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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局陸續發佈
日侵華31戰犯筆供

快訊神神州州

京藏郵件下周四起實名收寄

官倡休2.5天 民嘆休不起
夏季「周五下午＋周末」小短假 盼激發旅遊消費

政府慰問抗戰老兵
下月前發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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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國家郵政局日前
下發通知，部署做好活動期間寄遞渠道安全保障工
作。《通知》要求，8月20日至9月5日，對寄往北
京的郵件、快件實行實名收寄；8月20日至9月12
日，對寄往西藏的郵件、快件實行實名收寄。
通知強調，除信件、已有安全保障機制的協議客

戶等交寄的郵件、快件外，一律要求寄件人出具有
效身份證件並登記相關身份信息後方可收寄。同
時，上述時段期間，對各地寄往北京的郵件、快件
實行100%過機安檢，並在總包或散件上加蓋或黏貼
「安檢」字樣標識。此外，北京將「低慢小」航空
器類和「遙控地雷」、「炸彈鬧鐘」玩具等物品列
為臨時寄遞管制物品，禁止寄遞進京。

大學女生失聯遇害
疑兇北京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北京市
公安局官方微博昨日發佈消息稱，朝陽區警方前晚
接到中國傳媒大學保衛部報警，指校內女學生周某
失蹤。接報後，警方迅速展開工作，昨日凌晨將疑
犯李某抓獲。李某是中國傳媒大學學生，經審訊，
對本月9日強姦周某未遂，將其殺害的犯罪事實供
認不諱。
中國傳媒大學黨委前副書記田維義昨日發佈微博

稱，傳媒大學失聯女生已遇害。有微博消息稱，警
察在該校附近內蒙古飯店找到疑犯李某。
據內地媒體報道，被害女學生周某是傳媒大學14

級研究生，事發當日上午去百子灣幫同學，即疑犯
李某拍電影，當時周某告訴身邊同學說，戲份不
重，拍完戲還要去河北涿州參加同學的婚禮。

深圳「綠馬甲」一周查違近萬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上海機
場近日出現多位乘客未趕上航班的情況，據乘客反
映，誤機原因主要是機場安檢力度明顯加大，安檢
較以往更加嚴格，部分旅客未留足夠時間登機導
致。春秋航空日前表示，9、10日兩天該航空共有
四十餘位旅客誤機。上海虹橋機場方面解釋，機場
並未提高安檢級別，但暑期機場人流量大，建議旅
客盡早趕到機場以免誤機。
不過，許多旅客都表示，自深航縱火事件發生後

機場的安檢確實嚴格不少，尤其對隨身物品的檢查
非常仔細。一位在虹橋機場乘機的女士表示，以往
可以隨身攜帶的膏狀化妝品現在都必須託運，而隨
身包更是幾乎每個人都要被開包檢查。另一位旅客
表示，每位旅客都要花一分鐘左右，接受從頭到腳
的掃描。

滬數十旅客誤機
指機場安檢嚴耗時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交
警昨日公佈行人、非機動車「綠馬甲」整治行動一
周數據分析顯示，總違法數9,511宗中，男性違法者
佔8成，未成年人僅佔違法總數的2.2%，晚高峰是
違法最高峰。此外，統計數據還創新性的將12星座
納入了調查範圍，天秤座、處女座、天蠍座攜手違
法排名前三名。
在本月3日開始的一周整治行動中，行人非機動

車違法共9,511宗，其中男性7,890宗，佔82.96%，
另有95名外籍人士。經過大數據比對發現有99人在
今年已是2次以上因行人、非機動車違法被查處，
四成未繳納罰款。另據數據分析，執法量則在福田
區最多，為2,391宗；此外，南山、寶安、羅湖、龍
崗也都查處超過千餘宗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道）帶

薪休假難一直是坊間熱議的話題之一。國務院

辦公廳昨日公佈的《關於進一步促進旅遊投資

和消費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提出，

各級政府要把落實職工帶薪休假制度納入議事

日程，並鼓勵錯峰休假和彈性作息，有條件的

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依法優化調整夏

季作息安排，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

休閒度假創造有利條件。而本報昨日在街頭訪

問中，民眾反映帶薪休假難落實，不敢奢望彈

性休假。

《意見》從改善旅遊消費環境、新闢旅遊消費市
場、開拓旅遊消費空間等六方面提出總計26

條具體意見。其中專門闢出篇幅，強調通過優化休假安
排，激發旅遊消費需求。
《意見》提出，有條件的單位可優化調整夏季作息，
讓職工將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度假。而國家旅遊局
副局長吳文學此前就曾在7月31日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
行吹風會上表示，鼓勵各單位和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
況，推行「周五下午＋周末」的2.5天小短假。
對於「2.5天休假」的未來前景，此間相關人士認為，

國辦此次再提「2.5天休假」，仍為建議和倡導，若要政
策切實落地的可能性並不大，因為要企業提高勞動成本
非常難。

彈性休假利經濟
相關評論認為，彈性休假的益處，一是促進消費。解
決目前很多上班族有時間掙錢、沒時間消費的問題，增
加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乘數，促進消費提升和經濟健康
發展；二是提高生產效率。很多上班族平時嚴格遵守單
位上下班時間，而其中有些人工作並不飽滿，形成生產
力的巨大浪費，彈性休假有利於促進大家在最短的時間
內完成應該完成的任務，提高效率。三是激發市場活
力，更好的休息能夠讓大家有足夠時間去思考，在能夠
提高本職工作活力的同時，不排除利用閒暇時間做出更
大成就的可能。
據悉，國務院早在2008年就已出台《職工帶薪年休假
條例》，然而人社部近期的調查則顯示，目前帶薪假落
實率僅為50%。對於彈性休假，大部分民眾表示，帶薪
休假都很難真正落實，對於彈性休假更加不抱希望，
「根本不敢休」。

官媒官媒：：中國人放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人放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倘若今年沒有臨時加入的抗戰勝

利閱兵紀念日三天休假，中國人勢必將度過一個漫
長的工作周期。自6月22日休完端午節三天小長
假，直至9月26日迎來中秋節三天小長假，將有長
達95天沒有法定節假日。

帶薪休假落實僅5成
新華社發表文章稱，「勞動者連續工作一年以上

的，可享受帶薪年休假。」這一權利被寫入內地《勞
動法》已有20年。但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調查顯
示，內地帶薪休假落實率僅有50%，落實較好的主
要集中於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大型國有企業、外資
企業，而一些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落實相對較差。
文章引述《2014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顯示，

中國勞動者的年工作時間為2,000小時至2,200小
時，相當於英美德法等國20世紀二十年代至五十年
代的水平；九成行業周工時超過40小時，過半數行
業每周要加班4小時以上；住宿、餐飲、建築等行
業的勞動者每周加班更超過8小時，中國人放假遠
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按《勞動法》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的標準，內地部
分行業勞動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中國成為「過勞死」大國
過長的工作時間造成過度勞累，已成為當下職業

病和「過勞死」頻發的重要原因。早在2012年就
有調查顯示，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大
國，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中國每年過勞死亡的人數
達60萬人。有關醫學調查也表明，中國的亞健康人
群比例高達70%。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于顯洋教授表示，這背

後更多的是勞動制度的問題，很多用人單位不遵
守《勞動法》導致加班、休假不足的狀況頻繁發
生。
除「工作忙」外，「不敢休」也是年假休不足的

重要原因。此前在廣東某政府機關工作的趙女士提
到，由於擔心給領導留下工作不積極、不上進、不
勤奮的印象，而影響以後的晉升，所以不敢休假。
同時，如果領導自己一直堅守崗位不休息，下屬就
更不好申請休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實習記者 黃彥菡
北京報道）國家出台帶薪休假的政策，對於全國員工來
說，是普惠式的福利；然而，該政策能否真正落實，大
部分「打工仔」均異口同聲地表示，不敢奢望。

公務員：周末加班成常態
在某國家機關工作的王女士向本報記者坦言，黨政機關
工作異常繁忙，周末加班加點是常態，「不敢休，每天工
作量太大，假期經常要加班加點，沒有機會享受帶薪休假
的權利，對於彈性休假更不敢奢望」。
記者還隨即採訪了兩位巡邏的警察，他們直呼，彈性
休假「休不起」，「工作太忙，根本沒有時間休息，雙
休日很少正常休息，連大年三十幾乎很少在家過」。

上班族：關鍵在公司領導態度
對於工作繁忙的公務員來說，彈性休假「休不起」，
而對於大部分上班族而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市民劉

先生向記者表示，彈性休假可能會成為一種「口號」式
的政策，「上班族很難真正享受到這個待遇，上司都沒
有休假，員工怎麼敢休？」
白領滕小姐表示，關鍵還是要看公司領導的態度，

「像我們公司，就屬於休息彈性比較大的，很多上班族
平時工作並不飽滿，形成生產力的巨大浪費。彈性休假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我覺得非常好」。

私營企業主：帶薪休假成本高
經營文化公司的王先生表示，私企生存壓力大，彈性
休假不現實。「國家為了老百姓着想，初衷是好的，但
私人老闆的壓力非常大，經營成本非常高，除了員工的
薪酬，還要給員工上社保，同時稅收成本也很高。帶薪
休假在私企很難真正做到，彈性休假更加不現實，如果
國家在某些方面給予私企一些相應的優惠政策，減少企
業經營的壓力，那麼帶薪休假、彈性休假這些政策，才
能真正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在紀念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之際，為揭露日軍侵華
罪行，警醒世人反對戰
爭、珍惜和平，國家檔
案局從昨日起在其官方
網站連續31天每天發佈
一集《日本侵華戰犯筆
供選》專題檔案。這組
視頻選自即將由中華書
局影印出版的《中央檔
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一批書稿，31名
日本侵華戰犯筆供以前從未系統公佈過。
昨日播出的第一集為戰犯杉下兼藏筆供，他生於

1901年，日本岐阜縣人，1932年2月參加侵華戰
爭。筆供中供述有(１)出於仇視中國人的心理，決定
要斬殺100人；(２) 將細菌等投入21個井；(３) 將
10名中國百姓作為假設敵，供60名士兵用步槍和輕
機槍完全射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民
政部、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昨
日發出通知，要求做好慰問抗戰老
戰士等工作，其中要在9月份前發放
一次性補助金給他們。
通知指出，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
念活動期間，各地民政、財政、衛
生計生部門，要結合本地實際，通
過上門看望、發放慰問金或慰問
品、邀請參加紀念活動、舉辦座談
會、聯歡會等形式，集中組織對健
在的抗戰老戰士，包括生活在大陸
的國民黨抗日老兵，進行走訪慰
問，以表達國家對他們的關懷，褒
揚他們為中華民族作出的重大貢
獻。

建健康檔案 配發輪椅
通知要求，有關部門要深入了解
抗戰老戰士生活狀況，對享受補助
後生活仍有困難的，依據相應政策
及時給予救助，對於部分抗戰老戰

士的一次性補助金，要在9月份前發
放到他們手中。要結合基本公共衛
生服務項目實施，積極協調轄區內
有關醫療衛生和社區服務機構，為
抗戰老戰士提供便捷、優質的醫療
保健服務，為他們建立健康檔案、
跟蹤服務，安排專項經費，為有需
求的抗戰老戰士配發代步輪椅和助
聽器等。要積極動員社會力量為抗
戰老戰士送溫暖、獻愛心，使他們
真正感受到全社會的尊重，進一步
增強他們的榮譽感和自豪感。
通知強調，本次組織開展慰問工

作，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
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地要加強領
導，統籌安排，制定具體方案，明
確專人負責。同時，要把走訪慰問
活動同推動落實各項優撫政策緊密
結合起來，發現問題及時研究解
決，確保各項優撫和救助政策落實
到位，使抗戰老戰士幸福地安度晚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國務院新聞辦昨日組織數十
名中外記者，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
物館參觀《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
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抗日戰爭主題
展》。在展覽現場，軍事博物館副館
長齊忠亮介紹稱，今次展覽首次展出
新徵文物33件，同時配合統計表和
佐證語言，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向世
人講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
隊抗戰功績。開展以來，每天約有
6,000人前來參觀。有日本記者表
示，較之以往，這一展覽內容更豐
富、詳實。
走進展廳，映入眼簾的是以中國共

產黨黨徽為中心的柱狀紀念碑，以及
刻有「中流砥柱」四個大字的「全民
族抗日洪流展牆」。「中流砥柱，是
在全國抗戰期間，由毛澤東同志提出
來的。」齊忠亮說，今次展覽共展出
照片、圖表、畫作等近430幅，文物

515件，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及其
領導的人民軍隊浴血抗戰的英雄氣概
和建立的卓越功勳，是近年來軍博承
辦的主題展中展品最豐富的一次。該
展覽將持續至9月15日。

突出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齊忠亮表示，今次展覽亮點頗多，

突出了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對東北
抗聯、華南抗日游擊隊作了詳細交
代，還採用了日偽軍的檔案資料，換
一種視角來說明東北義勇軍和抗聯的
功績。另外，展覽特設英烈牆，收錄
了八路軍、新四軍、華南人民抗日游
擊隊、東北抗日聯軍等大隊、團以上
幹部烈士1,400多人的名錄。
有日本記者表示，是次展覽比以前

的規模更大，圖片更多，史料更加豐
富，形式也更加多樣。他認為，新一
代的年輕人應積極為中日關係的和平
發展作出貢獻。

■國家檔案局在其官網發
佈了《日本侵華戰犯筆供
選》。第一集是杉下兼
藏。 網上圖片

■中國傳媒大學遇害女學生。 網上圖片

■■國務院公佈國務院公佈《《關於進一步促進旅遊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關於進一步促進旅遊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首次提出
「「鼓勵彈性作息鼓勵彈性作息」，」，提倡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提倡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夏季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夏季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
末結合外出休閒度假創造有利條件末結合外出休閒度假創造有利條件。。圖為以圖為以「「幸福同行幸福同行」」為主題的首台為主題的首台33DD
有軌電車在廣州運行有軌電車在廣州運行，，吸引市民和遊客紛紛乘搭和拍照留念吸引市民和遊客紛紛乘搭和拍照留念。。 中新社中新社

■■上班族滕小姐不敢奢求落上班族滕小姐不敢奢求落
實帶薪休假實帶薪休假。。 記者張紫晨記者張紫晨攝攝

■■私營企業主王先生表示私營企業主王先生表示，，
經營壓力大經營壓力大。。記者張紫晨記者張紫晨攝攝

■■軍事博物館副軍事博物館副
館長齊忠亮館長齊忠亮。。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攝攝

■■中外媒體參觀軍事博物館中外媒體參觀軍事博物館
抗戰展覽抗戰展覽。。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 攝攝

「打工仔」加班成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