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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保持對毒品
「零容忍」
香港文匯報訊 今天是國際禁毒日，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昨日在北京會見全國禁毒工作先進集體代表和先
進個人，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當前，全球毒
品問題持續氾濫，中國禁毒形勢也十分嚴峻。毒品是人
類社會的公害，是涉及公共安全的重要問題，不僅嚴重
侵害人的身體健康、銷蝕人的意志、破壞家庭幸福，而
且嚴重消耗社會財富、毒化社會風氣、污染社會環境，
同時極易誘發一系列犯罪活動。近年來，各地區各有關
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禁毒工作的決策部署，深
入開展禁毒鬥爭，綜合治理毒品問題，有效遏制了毒品
■習近平、李克強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全國禁毒 問題快速蔓延勢頭。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禁絕毒品，功在當代、
工作先進集體代表和先進個人。
新華社

利在千秋。禁毒工作事關國家安危、民族興衰、人民福
祉，厲行禁毒是黨和政府的一貫立場和主張。各地區各
有關部門要切實增強做好禁毒工作的政治責任感，以更
加堅定的決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實的工作，堅
持嚴打方針不動搖，堅持多策並舉、綜合治理，堅持部
門協同、社會共治，保持對毒品的「零容忍」，鍥而不
捨，常抓不懈，堅定不移打贏禁毒人民戰爭，不獲全勝
決不收兵。

禁毒要從青少年抓起
習近平指出，禁毒工作造福人民，我們共產黨人應該
有信心、有能力把這項工作做好，並且要把禁毒工作作

會議間歇被帶走 或涉全運會腐敗

內地體育界「首虎」肖天落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肖天小檔案

道） 內地體育界「首虎」落馬。中央紀委監

原安徽省擊劍隊著名運動員
1977年 考入北京體院(現北京體育大學)；
1981 年 被分配到當時的國家體委工作。歷任擊
劍處處長、老山自行車擊劍中心主任等職；
1998 年 調任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任上
實現了冬季奧運中國金牌零的突破；
2003 年 調任總局競技體育司司長，年底提升為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
2005年 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
2014年 當選為國際籃聯副主席；
2015年6月25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

察部網站昨日發佈消息稱，國家體育總局副
局長肖天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
織調查。肖天也成為中共十八大後，國家體
育總局首位「落馬」的部級官員。據《新京
報》報道，肖天是昨日上午 10 時會議間歇
被帶走，3 小時後中紀委公佈其被調查的信
息。另有內地媒體報道，其妻子、自劍中心
馬術部副部長田樺也被帶走協助調查。肖天
落馬或與全運會腐敗有關。有分析稱，肖天
的落馬或揭開內地體育界反腐的大幕。

中紀委消息公佈約一個小時後，國家體育總局官方
網站將肖天的名字從「總局領導」一欄撤下。
肖天最後一次見諸公開報道是今年 5 月 21 日參加「國
家體育總局舉辦各單位主要領導幹部『三嚴三實』專
題教育暨思想政治建設培訓班」。

妻子也被帶走協助調查
有報道稱，肖天妻子田樺，是體育總局自劍中心馬
術部副部長，也已被帶走協助調查。 另外，在一份名
為「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錄用的高官子女及國企領導
人子女情況」的文件中，肖天之子也榜上有名。去年
9月，肖天因此事被舉報。
據網易體育報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肖天被調查
或與全運會有直接關係。有「小奧運」之稱的全運
會是內地最高水平的綜合性賽事，長期以來都是中
國為奧運會及亞運會選拔人才的舞台。然而，多年
來歷屆全運會的現實情況卻是，全運會漸漸成了舉
國體制下地方主義的角逐，隨即有了全運會「金牌
內定」的說法。面對着如潮的質疑，時任國家體育

■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肖天涉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網上圖片
總局副局長的肖天曾情緒失控，三度爆粗口批駁
「金牌內定說」。

比賽弄虛作假現象嚴重
然而，中央巡視組去年 7 月至 9 月間對體育總局巡
視的反饋結果卻顯示，比賽弄虛作假，破壞賽風賽紀
現象比較嚴重，同時有領導幹部線索被轉交中紀委、
中組部處理。反饋中提到的問題有較大篇幅涉及肖天
分管領域，如賽事的行業不正之風反映突出，賽事審
批和運動員裁判員選拔選派不規範、不公開、不透
明；比賽違背公平原則、弄虛作假，破壞賽風賽紀現

被撲滅，但是燒黑的牆體和灰燼
讓人觸目驚心。住在該樓的一位
目擊者稱，「起火後，樓道裡其
他的雜貨也被燒到，當時我們趕
緊報警，真是沒想到會死這麼多
人。」

死傷因煙熏中毒
■消防人員正在清理
現場。
現場
。 本報河南傳真
據了解，該小區是關虎屯村民
自建小區，並沒有物業公司管
理，且房租便宜，居住在這裡的
多為外來打工人員。此次遇難人
員是該區域附近的一家酒店的員
工，他們租住在該樓 7 層的三室
二廳的房屋內。
記者看到，事發地點是 4 號樓
2 單元，雖然其引發的大火已經

經勘察，此次火災中的死傷者
均住 7 樓，有關專家表示，死亡
原因為一氧化碳中毒而亡，「大
火並沒有殃及二樓及旁邊的住
戶，樓道內的白色玻璃窗也並未
燃燒，所以應該是起火後的濃煙
順着樓道一直往上走，多數死者
應該是因為吸入過量的一氧化碳
被熏暈，中毒身亡」。同時，該
專家也表示遇難者多數缺乏消防
安全和火災自救知識，錯過了挽
救自己的最佳時機。

象比較嚴重；賽事開發經營混亂，缺少必要的規範和
監督。隨後，體育總局展開一系列整改。
據悉，肖天是體育總局名副其實的實權派，他在體
育總局工作 30 餘年，長期執掌體總核心部門競技體育
部門，被帶走調查前，肖天在體育總局分管籃球和冬
季冰雪項目，並曾先後擔任過中國奧委會副主席、中
國亞運會代表團副團長和南京青奧會組委會副主席。
同時，他還是中國擊劍協會主席、劍協名譽主席、國
際擊劍聯合會終身榮譽委員、中國滑冰協會主席、中
國馬術協會主席、中國體育戰略研究會副會長、中國
法學會體育法學研究會會長、國際籃聯副主席。

法院判方舟子崔永元均侵權

河南鄭州小區火災13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
鄭州報道）昨日凌晨 3 時許，河
南鄭州西關虎屯小區發生重大火
災，截至目前已經造成了 13 人
死亡 4 人受傷。據悉，4 名傷者
已經送往醫院接受治療，但是由
於燒傷面積過大，目前仍未脫離
生命危險。事故具體原因仍在調
查中。

■肖天妻子、自
劍中心馬術部副
主任田樺也被曝
被帶走「協助調
查」。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上午，備受社會關注的
方舟子（本名方是民）與崔永元名譽權糾紛案
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依法公開宣判。法庭
判決，雙方均構成侵權，各自道歉、賠償。
據新華社報道，2013 年 9 月 8 日，圍繞着
「轉基因食品能不能吃」的爭論，崔永元與方
舟子通過微博展開多輪辯論，隨後升級為罵
戰。去年 1 月，方舟子告崔永元名譽侵權在北
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立案。崔永元申請反訴，
由法院合併審理。
昨日的宣判兩位當事人並未露面，均由代理
人出庭。海淀法院認為，公共議題並非人身攻
擊的「擋箭牌」。崔永元、方舟子均為公眾人
物，本應注意在微博這樣的公開場合的發言禮
貌，但其微博中卻均有一定數量的言論超出容
忍範圍，應認定為侵權。
依據相關法律規定，法院判決崔永元、方舟
子刪除侵權微博，並在指定媒體上向對方道
歉，崔永元賠償方舟子精神損害撫慰金 3 萬元
（人民幣，下同）及訴訟合理支出1.5萬元，方
舟子賠償崔永元精神損害撫慰金2.5萬元及訴訟
合理支出 2 萬元。同時，法院駁回了雙方的其
他訴訟請求。
庭審現場，方舟子代理人表示上訴，崔永元
代理人表示要回去徵求意見。

為象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義舉善舉來做好。
做好禁毒工作，要從青少年抓起，從廣大人民群眾
教育和防範抓起，讓廣大人民群眾積極追求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組織領導，做到
認識到位、措施到位、責任到位、保障到位，確保禁
毒工作各項部署要求落到實處。全社會要關心支持禁
毒工作，為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作出新的更
大的貢獻。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央書記處書記栗戰書、國務委
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中央政法委副書記郭聲琨參加
會見。會上，全國 100 個禁毒工作先進集體和 100 個先
進個人受到表彰。

神州快訊

新疆5.4級地震暫無傷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昨日凌
晨 3 點 12 分，新疆吐魯番市托克遜縣發生 5.4 級地
震，震中位於北緯 41.7 度，東經 88.4 度，震源深度
9 千米。吐魯番地區、烏魯木齊市、庫爾勒市等地
均有震感。地震發生後，新疆地震局地震應急指揮
部派出由鄭黎明副局長帶隊的現場工作組一行 4 人
乘車前往地震現場開展應急工作。目前暫無人員傷
亡情況的報告。
因地震位置處於蘭新鐵路、南疆鐵路交匯處附
近，為保證列車運行的絕對安全，鐵路部門立即啟
動應急預案，並連夜組織人力進行全面檢查。

重慶巫山山體滑坡致1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位於三峽
庫區的重慶市巫山縣大寧河山體發生滑坡，形成巨
大湧浪，致停靠在江邊的 13 艘無作業人員小型船隻
翻沉，1 人死亡 5 人受傷。目前，巫山縣已應急撤離
了滑坡區及影響範圍內 56 戶 196 人，滑坡影響大寧
河航道區域內已禁止過往船隻駛入。
巫山縣龍門街道龍江村 2 社大寧河左庫 24 日晚發
生總方量約 23×104 立方米的大規模滑坡滑移。因
滑坡滑移速度快，一次性入江體量大，形成了 5 至 6
米高的湧浪，造成停靠在江岸的 1 艘 14 米的海巡艇
沉沒，7艘小漁船和5艘自用船翻沉（13艘船隻均無
人員作業），江邊游泳的一名 8 歲男孩死亡，1 人病
危、3人重傷、1人輕傷。

楊子興升任甘肅副省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報道）甘肅省十
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昨日決定，任命楊子
興為甘肅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接受王璽玉辭去甘肅
省副省長職務的請求，王璽玉近日已出任甘肅省委
常委。
官方資料顯示，楊子興，男，漢族，1959 年 10 月
出生，甘肅古浪人，1984 年 8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6 年 3 月參加工作，甘肅師範大學（現西北師範
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文學學士，北
京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經濟師，2013 年 12 月任甘肅
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

安徽上調企業排污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為確保實
現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促進企業減少污染物排
放，保護生態環境，安徽省物價局會同省財政廳、
省環保廳制定了《關於調整排污費徵收標準等有關
問題的通知》，自下月起，提高安徽省企業排污收
費標準。
新排污收費標準規氮氧化物排污費徵收標準調整至
每污染當量1.2元（人民幣，下同）；化學需氧量、
氨氮和五項主要重金屬（鉛、汞、鉻、鎘、類金屬
砷）污染物排污費徵收標準調整至每污染當量 1.4
元；二氧化硫排污費徵收標準為每污染當量1.2元。

第十七屆高交會11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第十七
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下稱「高交
會」）將於 11 月 16 日至 21 日在深圳舉行。本屆高
交會以「創新創業，跨界融合」為主題。目前，第
十七屆高交會的各項籌備工作正在進行。
第十七屆高交會內地組團工作會議於昨日在深圳
五洲賓館舉行。來自高交會各舉辦單位以及內地 33
個省市、11 所高校的近百名組團工作負責人參加了
本次會議。 據了解，本屆高交會共安排有展區、會
議及論壇、活動、高新技術人才與智力交流會、不
落幕的交易會等五大部分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