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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海
事法院昨日首次發佈中英文對照本「海事審判白皮
書」，以提升中國海事司法的國際影響力。
上海海事法院院長趙紅表示，海事審判涉外性

強，中英文雙語版白皮書是向國內外展示中國海事
司法的窗口，有助於加強國際海事司法交流，並提
升中國海事司法的國際影響力。
白皮書披露，2014年上海海事法院結案2,739

件，結案標的總額37.48億元人民幣。趙紅指出，
去年上海海事法院依據生效判決，依法扣押被執行
人日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的船舶，最終成功執結發
生於上世紀30年代的中日民間商事糾紛「中威」歷
史要案，彰顯了中國海事審判執行體系的司法權威
和公正高效。

滬發佈中英文「海事審判白皮書」

快訊神神州州

中俄首座跨江鐵路橋年內完工
連通東北與西伯利亞大鐵路 形成國際聯運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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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符拉迪
沃斯托克自由港法案正式生效半個月後，俄
聯邦遠東交通運輸部官員日前便來華磋商包
括跨境高鐵在內的中俄跨境通道建設事項，
希望藉助便捷的通道推動俄遠東與中國東北
的經貿往來。
據中新社報道，正在吉林琿春舉行的第二

屆東北亞物流論壇上，來自中俄韓等東北亞
諸國交通運輸部門官員及專家就各國間跨境
通道建設展開熱烈討論。
關於吉林琿春至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跨境高鐵話題，在吉林省委書記巴音朝魯5
月中旬率團訪問俄遠東地區後迅速升溫。俄
聯邦運輸部遠東地區公路運輸所所長伊戈
爾．赫魯曉夫表示，「9月3日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舉行的首屆東方經濟論壇上，符拉迪
沃斯托克市長已經向普京總統和俄聯邦交通
部說明了該項目，並得到了首肯。」赫魯曉
夫直言，此番來華的目的就是會同中方磋商
修建高鐵的「具體投資計劃」。這條高鐵一
旦建成，將直接拉近兩地的距離，促進雙方
共同發展。
赫魯曉夫還提到了中國在9月20日開通
的長春至琿春的高鐵，他希望未來遊客能
乘坐中俄跨境高鐵「順便」到符拉迪沃斯
托克旅遊。

規劃建設高速公路
赫魯曉夫說，目前，俄羅斯正在規劃建設
一條從中俄邊境起經克拉斯基諾到扎魯比諾
港的高速公路，屆時，將大大縮短琿春貨運
車輛到達扎魯比諾港的時間。俄方承諾將提
供60%的資金，另外的部分將面向中方感興
趣的投資者。

同江中俄跨江鐵路大橋主橋全長2,215米，中方建設
2,000米，大橋採用鋼樑懸拼架設，作為中俄界江

上第一座跨江大橋，在施工中，建設者克服了北方冬季
嚴寒氣候和複雜水文條件，僅用了10個月，就完成了
主橋鋼樑架設任務。同江中俄跨江鐵路大橋主要工程還
包括引橋、三村特大橋及路基、換裝站場的建設，目
前，三村特大橋主體建設已完成，152孔的引橋箱樑架
設也已完成。

目前邊境設施滯後
據中鐵大橋局同江大橋項目部副總工程師陳亮介紹，今
年是同江中俄跨江鐵路大橋建設的決戰年，還有不到2個
月的有效施工期，大橋建設者正在全力推進各項工程建
設，確保在明年開江之後，全線鋪軌做好充分的準備。
中俄同江—下列寧斯闊耶鐵路界河橋位於黑龍江省同
江市與俄羅斯猶太自治州下列寧斯闊耶之間，該橋將連
通向陽川—哈魚島鐵路與俄羅斯西伯利亞大鐵路列寧斯
闊耶支線，進而將中國東北鐵路網與俄羅斯西伯利亞大
鐵路網連通，形成一條新的國際鐵路通道。
據中國市政工程網介紹，中俄邊境基礎設施建設不

多，通道建設不暢始終是困擾中俄雙邊貿易加速發展的
重大瓶頸之一。黑龍江省和俄羅斯運輸通道主要是船
運，冬天受較大制約，而汽車運距短、運量小，難以滿
足大宗貨物運輸，且汽車、裝船倒運增加成本，過境服

務已不適合於現代的標準。

將促進兩國雙邊貿易
另據新華網2014年2月報道，俄羅斯烏蘇里斯克經濟

貿易合作區副總經理劉儒祥說，由於沒有跨江鐵路，綜
合物流、關稅等成本因素，不少企業選擇從新疆的口岸
將貨物運至哈薩克斯坦，進而進入俄羅斯市場。以同江
口岸為例，2011年該口岸貨運量為60多萬噸，2012年
降至40多萬噸，2013年因夏季洪災影響遭遇損失。
現有的中俄鐵路線有濱綏鐵路所連接的西伯利亞鐵

路，以及滿洲里至後貝加爾期克鐵路。從運力運能上，新
建的同江鐵路橋運力均能超過兩條鐵路，成為中俄貿易最
重要的通道之一。同江中俄鐵路大橋建成後，將結束中俄
界河無跨江鐵路橋樑的歷史。屆時，同江北口岸站將成為
哈鐵局繼滿洲里、綏芬河後的第三個鐵路口岸站。
作為龍江陸海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通道，同江中

俄跨江鐵路大橋的建設將把東北鐵路網與俄羅斯西伯利
亞鐵路網連通，形成一條新的國際聯運大通道，同江口
岸運能將達到3,300萬噸，對改善中俄兩國貿易運輸條
件、加強中俄經貿合作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記者從黑

龍江省同江市有關部門獲悉，總投資27億元

的同江中俄跨江鐵路大橋鋼樑架設完成，按

照工程建設計劃，今年所有大橋主體工程將全

部完工。該橋於去年2月26日舉行項目開工奠

基儀式，如順利竣工，同江中俄跨江鐵路大橋

將成為中俄兩國界江上首座跨江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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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中的同江中俄跨江鐵路大橋。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
「打虎」再掀高潮。昨
日，廣東省紀委官方網站
發佈消息，潮州市政協主
席、黨組書記湯錫坤因涉
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組
織調查。這已是廣東省紀委連續三天查處省管幹部。
從27日起，廣東省紀委連續公佈「打虎」消息，
肇慶市副市長劉惠祥、湛江市副市長羅錫平、潮州
市政協主席湯錫坤先後落馬。公開資料顯示，今年61
歲的湯錫坤一直在潮州地方任職，從饒平縣某公社大
隊書記做起，經15年做到了縣長職務。1994年後，先
後任潮州市政府副市長、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
2012年後，任潮州市政協主席、黨組書記。

潮州政協主席湯錫坤被查

■湯錫坤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新疆首
次開出2萬元人民幣對無人機違規飛行的罰單，落
在了新疆巴州地區某單位，目前行政處罰告知書已
經送達該單位負責人處。據悉，今年5月，該單位
在未辦理空域和任務審批手續，也未申報飛行計劃
的情況下，使用「大白II型」無人機，在巴州地區
尉犁縣附近進行航空攝影測量活動。
近年來，國內無人機發展迅速，但不少單位和個

人法規意識不強，無人機未經許可非法飛行。按照
《民用航空法》相關條款，民用航空器未經空中交
通管制部門許可飛行，由國務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門
責令停止飛行，其所有人或承租人可能受到1萬元
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飛行活動嚴重干擾空中
交通秩序，威脅航空安全的，還可能因涉嫌危害公
共安全罪被追究刑事責任。

新疆開出首張無人機罰單

■「大白II型」無人機。 本報新疆傳真

粵警發明破案神器 1小時破19宗

公安部：獵狐抓獲556疑犯

京地鐵反劫持研討 30國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日，記
者從廣東省公安廳舉辦的粵警創新大賽上獲悉，來自
中山市公安局情報信息中心的民警張福輝，獨立研發
出一套大數據分析軟件模型，通過對全省層面的已發
案件進行自動分析梳理，實現了對一些串案的高效打
擊。目前，中山警方已通過該模型破獲近200宗案件，
其中，超過八成為電信詐騙案件。其中，該模型還創
下1小時破案19宗的紀錄。
記者了解到，張福輝是一名畢業於電子科技大學計
算機專業的電腦技術專家。早在他2003年加入警隊
後，便開始思考如何通過一台電腦，實現對所有犯罪
元素的分析和綜合。特別是近年來，電信詐騙案的高
發，更促他加快研發進程。由於全省公安機關已實現
所有涉案資源的集中存儲，張福輝借助這個優勢，創
新性地利用全省警綜系統數據庫、關聯分析工具，根
據串並案分析規律，建立以關鍵字為串並條件的分析

模型—「張福輝串並案分析模型」。

將在全省推廣使用
該模型對同一人或同一團伙連續作案案件的偵破，

特別是電信詐騙案，能起到強有力的作用。傳統的串
並案靠人工分析，耗時耗力。而「福輝模型」則通過
智能分析比對，把那些零散的、不起眼的數據的內在
規律找出來，自動把關聯案件串並起來，使串並案事
半功倍。中山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電信詐騙案
的偵破難度很大，但在該模型下，破案率明顯提升。
今年4月，警方通過「福輝模型」發現，正在偵辦的一
宗案子和外市一宗已破的同類案件中，被騙資金匯入
的是同一張銀行卡，由此判定，這是同一個犯罪團夥
所為，這宗案件輕鬆告破。隨後，民警乘勝追擊，將
此案中繳獲的177張銀行卡號用「福輝模型」進行串並
分析，一舉帶破了省內18宗同類案件，這個分析過程

僅用了不到1個小時。記者了解到，「福輝模型」在昨
日的創新大賽上獲得金獎。目前，廣東省公安廳正加
快速度在全省推廣這套破案模型。

■「福輝模型」發明人張福輝。 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通訊員 魏存
武 蘭州報道）甘肅省蘭州市公安局治安管
理支隊日前成功破獲涉嫌非法獲取國家機密
案，在全國執業藥師資格證考試中，組織大
規模作弊的9名疑犯、10名作弊考生被當場
抓獲，警方還查獲考試作弊接收器176個、
作弊用無線發射機13套、路由器1台、培訓
協議232份、培訓費收據361份、違法所得
近45萬元（人民幣，下同）及博瑞教育公
章1枚。
警方介紹，該犯罪團夥策劃的作弊活動計
劃於10月17、18日實施，警方聯合相關部
門成立專案組，分別在蘭州市多個三級發射
點、考點部署。10月17日下午3時許，收
網行動開始，在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內，各
行動組相繼抓獲了以李某和黃某為骨幹的團
夥成員，繳獲大批作案工具。
李某、黃某供述，該犯罪團伙以每科目
100至 200元不等的價格招募發射答案人
員，採取發射-接收-再發射放大信號的手
段，在開考約半個小時內傳送試題答案，
達到作弊目的。而對接收答案的人員，收
取幾千至上萬元不等的費用，此次作弊涉
及科目包括藥學（中藥學）專業知識、藥
事管理與法規、綜合知識與技能（藥學、
中藥學）等。
目前，9名疑犯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作弊

考生亦移交人社部門處理。目前案件正在進
一步調查中。

■警方突查國考作弊窩點，人贓俱獲。
通訊員孫小莉 攝

香港文匯報訊 28日至今日，由公安部、江蘇省公
安廳聯合主辦的第二次「外國駐華執法聯絡官基層
行」活動在江蘇蘇州舉行。據中國公安部國際合作局
副局長楊少文介紹，今年中國公安機關國際執法合作
取得了多項重要成績。截至9月30日，「獵狐2015」
已經從59個國家和地區，抓獲556名疑犯。
據新華社報道，公安部從今年4月1日起組織開展

「獵狐2015」專項行動，重點對象是外逃經濟疑犯、
外逃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涉腐案件外逃人員。
楊少文表示，截至目前，公安部已經向30個國家、

36個使領館派遣了62名警務聯絡官，公安部向聯合國
9個任務區派遣維和警察2,291人次等。
「取得這麼多的成績，有很多都離不開各國駐華執

法聯絡官的支持和協助，都凝聚着各國駐華執法聯絡官

的智慧和心血。」楊少文說，讓我們攜手共同努力，以
合作促安全，以安全促發展，共同應對新挑戰、新威脅
和新形勢，進一步深化中國同各國的執法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武警部隊首屆地鐵反劫持戰法國際
研討活動日前在北京武警特警學院舉行，來自中國、
俄羅斯、法國、阿根廷、巴西等30個國家的100多名
代表參加。
據新華社報道，武警部隊副參謀長魏佑江介紹說，

這次地鐵反劫持國際研討活動重點圍繞破解地鐵反劫
持實戰中「破得開、突得進、控得嚴、疏得快」等難

題展開，通過各國經驗交流，包括編制體制、任務職
能、處置手段等進行研討，對武警部隊的反恐行動很
有借鑒意義。

現場混合編組交流
活動現場，採取混合編組的形式，各國與會代表對

地鐵反劫持作戰組織指揮、現場封控、戰法運用及
力量建設等專題進行研究討論發言和互動交流，並
觀摩了中國武警「獵鷹突擊隊」地鐵反劫持行動課
目演示。
與會代表一致表示，近年來，國際恐怖活動呈上升

趨勢，世界反恐形勢更趨嚴峻複雜，給社會穩定和人
民安全帶來了巨大傷害。地鐵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
中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中國武警部隊舉辦這次地鐵反
劫持戰法國際研討活動十分必要。
近年來，中國武警部隊為加強對外務實性交流與合

作，提升部隊反恐制勝能力，擴大武警部隊國際影
響，舉辦了一系列的反劫機戰法、應急救援和交通工
具反劫持國際研討活動。這次地鐵反劫持研討活動是
武警部隊今年舉行的第四次國際研討交流活動。

■中國武警「獵鷹突擊隊」地鐵反劫持行動課目演
示。 網上圖片

■■ 「「 獵 狐獵 狐
20152015」」 專專
項行動中抓項行動中抓
獲的外逃人獲的外逃人
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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