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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發佈重污染黃色預警
供暖燃煤疊加陰濕天氣 致太陽「消失」數日

從11月 5日起，陰天持續籠罩京城。5日夜間至8
日，北京迎來雨夾雪天氣；9日，霧霾洶湧而至；

10日北京市氣象局發佈大霧黃色預警；昨日北京市環保
局啟動重污染黃色預警，預計當天空氣質量達重度污
染，未來兩天持續重污染狀態。
陷入「霧霾周」的北京，灰色成為主色調。高樓大廈
不見「蹤跡」，淹沒在一片灰蒙蒙中。受濃霧侵擾，北
京多日局地能見度不足500米，對早高峰、晚高峰路面
交通造成重創，北京市部分中、小學已將室外課間操改
到室內。

明日午後將改善
股股寒氣也逼近京城。6日的「初雪」讓北京最高溫
跌破5℃，隨後氣溫持續低迷。7日，北京啟動大範圍點
火試供暖，要求一周內室溫達到18℃。
北京已啟動大氣污染專項執法季。北京市環保局表示，
11月、12月是重污染易發季節，將面臨供暖季燃煤污染排
放增加等問題。環保局還表示，全市核心區東城區和西城
區已基本實現無煤化，城六區基本無燃煤鍋爐。環保局將
加強對燃燒樹葉、露天燒烤等現象的管控。
據悉，本輪霧霾將持續至明日，明日午後受冷空氣影
響，空氣質量將改善。
另據《法制晚報》報道，12日是陰曆十月初一，又名

「寒衣節」。儘管城管部門年年提醒文明祭奠，且12日
北京市內霧霾仍未散去，但12日晚還是有不少市民在路
邊「送寒衣」，祭祀逝去的親人。

「送寒衣」致PM2.5激增
12日晚9時許，記者來到朝陽區安貞路，馬路兩側堆
着上百堆焚燒完的紙灰。有市民未將「紙衣」包裝的塑
料薄膜撕下就焚燒，產生刺鼻的氣味，四起的濃煙伴着

紙灰飄散在空中，行人紛紛摀住口鼻疾步前行。
當日晚間，安貞路口北刮起輕微的東北風，煙塵逐步

向南吹去。記者最先來到安貞路的上風向，路口並無人
燒紙。經PM2.5測試儀測試5分鐘後，數值穩定在553
微克/立方米。隨後記者向南走，中段與下風向數值一直
維持在700至900微克/立方米。由於當晚風速較小，紙
張與塑料製品焚燒後產生的PM2.5，最高增加350微克/
立方米，持續1小時仍未散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陰雨、大

霧、灰霾近日輪番登場，太陽從北京「消失」

了。在連續多日深陷「霾伏」後，昨日北京拉

響重污染黃色預警。本次污染過程是由於北京

及華北部分區域受靜穩天氣影響，濕度大，風

速低，污染擴散條件差，加上進入供暖季燃煤

污染的疊加作用共同造成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澎
湃新聞報道，中
央紀委監察部網
站昨晚發佈消
息，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黨
委委員、副主席
姚剛涉嫌嚴重違
紀，目前正接受
組織調查。這也是繼9月10日證監會主
席助理張育軍因涉嫌違紀接受調查被免
職以來，又一證監會高層落馬。
此前，姚剛在證監會領導班子上的

排位一直位於第二，僅次於證監會主
席肖鋼。他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11
月7日在福建出席「第四屆風險管理與
農業發展論壇」並發表講話。

長期負責新股發審
1962年5月出生的姚剛，山西文水
人，1980年以高考狀元的身份進入北京
大學國際政治系後，被公派前往日本留
學，係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
姚剛曾先後在多家證券公司任職，

歸國後，於1993年就進入中國證監
會，後任期貨部主任，是證監會期貨
部的創始人。
1999年，國泰、君安兩家證券公司

合併後，此前已被任命為君安證券董
事長的姚剛任新公司（國泰君安證券
有限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副
董事長。
2002年，姚剛回到證監會，接替發

行監管部主任一職。2004年7月，姚
剛升任證監會主席助理、黨委委員兼
發行監管部主任。在此期間，姚剛推
動了發審委（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
制度，並首創發行保薦人制度。正是
因此，姚剛一度被市場歸為「改革
派」的代表之一。
2008年，姚剛升任證監會副主席，

期間推動了證監會的兩項重頭任務：
新股發行制度的變革以及創業板的推
出。創業板2009年10月23日開板之
後，新股發行改革頻頻開展，新股發
行規則在2009年至2014年的五年間經
歷了4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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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備受社會關注的黑龍江哈爾濱「延壽
9·2殺警越獄案」昨日在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宣
判。犯罪嫌疑人高玉倫、王大民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李海偉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據中新社報道，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高玉倫、王大民因面臨重刑，遂預謀將看守所值班民警
制服後越獄，並準備作案工具，還糾集李海偉參與。
2014年9月2日4時30分許，值班民警段寶仁將高玉倫
從101監室提至看守所值班室內。王大民、李海偉趁機
逃出監室至值班室外伺機作案。三人將段寶仁按倒，並
多次擊打段頭面部，高玉倫、王大民用毛巾堵壓段嘴
部，致段機械性窒息死亡。三人按事先計劃，在民警衣
櫃內找出警服換上後逃出看守所。

有組織有預謀 構成暴動越獄罪
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高玉倫、王大

民、李海偉在被依法關押期間，有組織、有預謀地採取

殺害監管人員的方式，脫離監管場所，其行為構成暴動
越獄罪。
高玉倫故意非法剝奪被害人李某某生命，其行為構成

故意殺人罪。王大民指使同夥故意傷害他人身體，其行
為構成故意傷害罪；糾集多人故意毀壞他人財物，情節
嚴重，其行為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盜竊他人財物，數
額巨大，其行為構成盜竊罪。李海偉致崔某某重傷的行
為構成故意殺人罪。
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高玉倫犯暴動越

獄罪、故意殺人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
治權利終身；被告人王大民犯暴動越獄罪、盜竊罪、故
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
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罰人民幣50,000元；被告
人李海偉犯暴動越獄罪、故意殺人罪，數罪並罰，決定
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一審宣判後，被告人高玉倫服判，不上訴。被告人王

大民、李海偉提出上訴。

黑龍江殺警越獄案 兩判死一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媒體陸續報道一些地方出現新建
塑膠跑道疑似「有毒」的情況，本報亦於昨日全版刊出
《深圳查「毒操場」 曝11校不合格》的報道，引發社
會廣泛關注。
據《人民日報》報道，教育部體衛藝司巡視員廖文科
於本月12日進行了回應。他表示，教育部已要求相關
部門對媒體或群眾反映的「有毒塑膠跑道」進行認真調
查和核實，並公佈調查結果。對有質疑的問題場地設施
要立即暫停使用，並請專業機構進行檢測，根據結果採
取相應的整改措施。對正在或即將建設的體育場地，要
嚴格按照國家有關標準建設，防止類似問題發生。對造
成體育場地設施不符合質量標準甚至「有毒」的責任
人，將嚴肅查處。
廖文科表示，從各地反映的情況看，大多數學校的塑
膠跑道是安全的，不是所有的塑膠跑道都有毒。但學校
體育塑膠跑道建設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原因可能是
多方面的，包括有無良逐利、責任不清、監管不力、標
準缺失等諸多問題。比如生產企業為追求經濟利益而降
低質量標準；質檢採用送檢方式，不是現場取樣檢測；
還可能有工程腐敗問題等。
教育部對於學校體育場地建設有明確的標準和規定。

2005年，教育部體衛藝司與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組織
專家研製了《中小學體育器材和場地標準》，對運動場地
鋪設面層的技術要求、質量標準及檢測方法做出了規定。

將完善相應標準
廖文科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將協調國家有關部門完善
相應標準，使塑膠跑道的質量標準更加明確具體，更加
具有可操作性、可監測性；協調有關監管部門加大對塑
膠跑道的生產過程的監管；加大責任追究力度，對因徇
私舞弊、玩忽職守等造成體育場地設施不符合質量標準
甚至「有毒」的責任人，將嚴肅查處。

香港文匯
報訊 （記者
倪夢璟 上
海報道）上
海市消保委
近 日 在 對
100 家網絡
外賣餐廳調
查後指出，
只有19家網

絡餐廳在平台公佈的證照信息與實體相符，即八成網絡
外賣餐廳證照信息與實體不符。昨日，上海市消保委已
向調查外賣平台發出督促改進函，食藥監局亦發出了責
令改正通知書。
據上海市消保委公佈信息顯示，由於價格實惠、可選
擇範圍較廣等因素使得網絡外賣更吸引消費者，不過網

絡餐廳詬病亦多。從整體來看，調查餐廳中有61%的入
網餐廳未能全面公示證照信息，而公示了證照的餐廳中
有51%存在證照信息不實的問題。在100家餐廳中，僅
39家餐廳在平台上同時公示了可辨識的營業執照和餐
飲服務許可證等資質證明圖片，而其中僅有19家餐廳
的證照信息與入網餐廳的實際經營主體相符。具體來
看，內地較受歡迎的大眾點評（外賣）、零號線平台亮
證（照）率為0，百度外賣、「餓了麼」平台均不超過
40%，美團外賣證照符合率僅有33%。同時，在志願者
實地體察時還發現，有些入網餐廳實際為僅製作外賣的
作坊，衛生條件較差。
上海市消保委指出，網絡外賣通過「互聯網+」O2O

的形式滿足了消費者的餐飲需求，也符合「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的趨勢。但網絡外賣平台也魚龍混雜，良莠
不齊，所以在鼓勵網絡外賣行業發展的同時，監管力度
也需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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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備受消費者
關注的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訴天津
三星通信技術有限公司、廣東歐珀移動通信
有限公司侵權責任糾紛案件昨日落槌。上海
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當庭裁定，准予上海市
消保委撤回對三星、歐珀公司的起訴。
這也是自修訂後的民事訴訟法、消費者權

益保護法增加公益訴訟相關規定以來，中國
大陸法院首次對進入司法程序的消費民事公
益訴訟作出的裁決。
2015年7月初，上海市消保委就手機預裝

應用軟件引發侵權責任糾紛問題，分別對天
津三星公司、廣東歐珀公司提起消費民事公
益訴訟。9月17日，上海一中院公開開庭審理
了上海市消保委訴天津三星公司侵權責任糾
紛案件，上海市消保委表示撤回對三星公司
的起訴。
當天下午14時15分，上海一中院公開開
庭審理上海市消保委訴廣東歐珀公司侵權責
任糾紛案。10月16日上海市消保委向法庭提
出撤訴申請時，表示歐珀公司已向其提交了
《關於 OPPO 手機預裝軟件優化方案說
明》，歐珀公司提交的文件明確載明，將告
知消費者X9007智能手機預裝軟件的名稱、
類型、功能、所佔內存以及提供預裝基礎軟
件以外的應用軟件的卸載途徑。歐珀公司同
時還承諾，「願意積極配合上海消保委的監
督指導，改進產品包裝、官網，更方便地告
知消費者應用軟件可卸載的信息及相關的卸
載途徑。」

旨在制止糾正侵權行為
鑒於歐珀公司已糾正了其侵害消費者知情
權和選擇權的不當行為，上海市消保委認為
其訴訟目的已經達到，故向法院提出撤訴。
法院審理後認為，這兩起案件係上海市消
保委依職責提起的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旨在
制止並糾正手機製造商未明確告知消費者手
機預裝應用軟件的基本信息、未向消費者提
供自主卸載預裝應用軟件的不當行為，保護
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不受侵害。
現上海市消保委申請撤回起訴，法院經審

查認為，其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亦不違背社
會公共利益，故予以准許。

教育部要求立即停用「毒跑道」

滬八成網絡外賣餐廳 證照信息與實體不符

香港文匯報訊 困擾中國鄉村建設的農村垃
圾問題有望在即將開局的「十三五」推進解
決。中國十個中央部門昨日聯合發文向農村垃
圾宣戰，這是中國中央層面首個專門針對農村
垃圾的文件。
此次治理行動不僅僅針對農村生活垃圾，還

涉及農業生產垃圾、建築垃圾和農村工業垃圾
等，是一次向農村垃圾的「全面宣戰」。
據新華社報道，這份關於全面推進農村垃圾

治理的指導意見，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央
農辦、中央文明辦、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環
保部、農業部、商務部、全國愛衛辦、全國婦
聯聯合起草，「豪華」起草陣容凸顯中國破解
「垃圾圍村」問題的決心，也打響了「十三
五」中國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攻堅之役。
據住建部測算，目前，中國農村約有6.5億

常住人口，僅生活垃圾如果按每人每天產生0.5
公斤計算，一年可產生約1.1億噸垃圾，但其中
有0.7億噸未作任何處理。地方重視程度不夠、
治理方法簡單粗放，基層財政負擔重等因素導
致這一問題遲遲難解決。
十部門提出了就地減量、就近處理的模式。

十部門還明確，各級政府投資將是主渠道，重
點保障設施設備建設和運行費用，中央財政會
加大支持力度，省、市兩級財政給予積極支
持，治理費用將納入財政預算。

香港文匯報訊 老撾政府副總理宋沙瓦·淩沙
瓦與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昨日在北
京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政府間鐵路合作協
定，標誌着中老鐵路項目正式進入實施階段。
據新華社報道，中老鐵路是第一個以中方為

主投資建設並運營、與中國鐵路網直接連通的
境外鐵路項目，全線採用中國技術標準，使用
中國設備。項目由兩國邊境磨憨∕磨丁口岸進
入老境內後，向南到達老撾首都萬象，全長
418公里，其中60%以上為橋梁和隧道，時速
160公里。項目總投資近400億元人民幣，由中
老雙方按7：3的股比合資建設。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曉濤表示，中老鐵

路預計2020年建成通車。項目建成後，一方面
將極大地帶動老撾經濟社會發展，一方面將為
中國西南地區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中國正式向農村垃圾宣戰

中老鐵路項目進實施階段

■農村垃圾治理是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重要舉
措。圖為垃圾分類在廣西柳州農村地區推進。

資料圖片

■姚剛 網上圖片

■部分網絡外賣餐廳實體店衛生條件較
差。 網上圖片

■■廣東深圳一小學跑道日前被檢出多廣東深圳一小學跑道日前被檢出多
項指標超標並開始剷除項指標超標並開始剷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昨日10時許，「延壽9·2殺警越獄案」在哈爾濱市中
級人民法院開庭宣判。圖為被告人高玉倫、王大民、李
海偉（從右至左）在宣判現場。 中新社

■■北京市昨日發佈重污染黃色預警北京市昨日發佈重污染黃色預警。。圖為北京圖為北京
市民在霧霾中騎行市民在霧霾中騎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