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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原副主席白雪山被雙開
快訊神神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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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新區原城管局長墮樓自殺
曾審批事故渣土場證照 若涉貪賄仍追責

內地考研洩題 教育部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本月27日落下帷幕的

內地碩士研究生考試，是考研作弊列入刑事犯罪後的首
次考試。多名網友爆料指，26日英語開考前45分鐘，有
學生收到海天、文都等考研機構發送的答案，正確率為
50%至60%，政治、綜合管理科目也有漏題。教育部稱
已報警，將嚴厲打擊作弊行為。
澎湃新聞28日報道，教育部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於27

日晚發表長微博指，接到舉報反映有考生收到個別科目部
分試題的作答與考題內容相關，教育部已請警方進行調
查，並將嚴厲打擊國家教育考試刑事犯罪，絕不姑息。

提供答案 可囚7年
據悉，26日英語開考前約45分鐘，「2016文都考研」

QQ群等發佈了考研英語（二）大作文、小作文以及作

文模板。記者將流傳的答案與標準答案對比發現：完形
填空20道題有12題正確，正確率60%；閱讀理解25道
題13題正確，正確率52%；翻譯題則按字面意思直譯，
語句並不通順，與標準答案出入較大。
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指出，發生此類

事件最難的是取證和適用法律，因為目前舉報者大多是
匿名的，一旦正式調查，很少有人願意實名作證。他強
調，當務之急是凡掌握證據的人都舉報，讓公安部門及
時調查，下一步才可能及時處理，挽回損失。
據悉，教育部今年特別加強了考研的作弊處罰力度。

今年11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九）》第284條，首次明確組織作弊、提供作弊器
材、非法出售或提供試題答案、代考替考等4類行為最
高可判處7年有期徒刑。

■內地考研洩題，教育部稱已報警，將嚴厲打擊作弊行
為。圖為內地研究生考試考點。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曾主管光明滑坡違規

渣土受納場的城管局原局長徐遠安於27日晚9時墮樓身亡，查明墮

樓者係自殺身亡。據悉，紅坳渣土受納場運營方證照年審及續期，

也在徐遠安任期內辦理。昨日，深圳警方已拘留滑坡事故相關責任

人12 人。

徐遠安簡歷
■1963年3月出生，籍貫江西南昌市，碩士學

位；

■1983年7月參加工作，曾任深圳光明新區城

建和城管辦公室副主任；

■2009年至2014年，任光明新區城管（城管

監督指揮中心）局長；

■2015年12月20日，徐批准的光明新區餘泥

渣土場發生重大事故；

■2015年12月27日晚9時，徐遠安在南山區

墮樓身亡。

記者從深圳市南山區公安局獲悉，12
月27日晚9時，公安機關接報稱，

在深圳市南山區某小區有人墮樓。接報
後，警方立即趕往現場。經現場勘查和
調查走訪，查明墮樓者係自殺身亡，排
除他殺。後經確認，墮亡者是光明新區
城管局原局長徐遠安。

徐遠安任內重要政績之一
記者獲悉，在《2015年深圳市光明新

區城市管理局部門預算草案》上，「部門
法人」簽署者仍為徐遠安。而紅坳渣土受
納場運營項目2013年公開招標，招標方
即為光明新區城管局。該項目是徐遠安任
內重要政績之一。城管局在2014年工作
總結中就曾宣稱，紅坳渣土受納場為「新
區重點建設項目餘泥渣土出路提供了有力
保障」。紅坳渣土受納場運營方證照年審
及續期，也在徐遠安任期內辦理。
記者從有關知情人士處獲悉，他辭去

城管局局長已有近一年時間。有業內人
士認為，徐遠安的墮樓身亡不會導致調
查一死百了，如果涉及其貪污受賄仍會
被追責，而其他涉案人員也同樣會受到
嚴懲。

深警拘12相關責任人
與此同時，深圳市公安局昨日稱，深

圳公安已依法對深圳市益相龍投資發展
有限公司等企業負責人及滑坡事故相關
責任人，共12人，採取了強制措施。下
一步，深圳警方將全力配合國務院事故
調查組，對涉嫌違法犯罪人員依法查
處。
日前，國務院深圳光明新區渣土受納

場「12·20」特別重大滑坡事故調查組
召開全體會議，強調要徹查原因，嚴肅
追責，給全社會一個負責任的交代。最
高檢介入事故調查，依法嚴查事故所涉
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枉法等職務
犯罪，對構成犯罪的涉案人員，將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
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近日也在新聞發

佈會上稱，此次光明滑坡事故給深圳帶來
很大的人員傷亡、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不利
影響，將徹查事故原因，涉案人員無論任
何背景都將會受到嚴懲。
此外，光明滑坡事故救援出現新的進

展，經過武警交通部隊救援官兵7個多
小時的連續奮戰，光明新區恒泰裕工業
園滑坡體掩埋結構最複雜、堆積物最
深、坡度最大的6個定點區域，實現開
挖清底見天。
在一處廠房掩埋區域，救援官兵定點

成功搶救出廠主被掩埋的現金和支票，
金額近2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2016年全國交通運輸工作會議昨日在北京
舉行。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在會上指
出，「十二五」時期，交通固定資產投資
超過12.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是
「十一五」時期的1.6倍，再創歷史新
高。而對於備受關注的出租車改革，楊傳
堂表示，明年將繼續深化改革，選取有代
表性的城市開展試點。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楊傳堂
指出，「十二五」期間，全國「五縱五
橫」綜合運輸大通道基本貫通，綜合交通
網絡初步形成，綜合樞紐建設明顯加快，
各種運輸方式銜接效率顯著提升。「十二
五」期間，交通固定資產投資超過12.5萬
億元，是「十一五」期間的1.6倍，再創
歷史新高，為穩增長、擴內需作出了積極
貢獻。其中，預計「十二五」鐵路完成固
定資產投資3.5萬億元，是鐵路基礎設施
建設投資最多的五年。
統計顯示，截至「十二五」末，全國鐵
路營業總里程達12萬公里，高速鐵路1.9萬
公里；全國公路通車總里程達457萬公里，
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2萬公里；沿海港口萬
噸級以上泊位超過2,100個，總通過能力達
79億噸；全國民航運輸機場達214個。

■■楊傳堂指出楊傳堂指出，「，「十二五十二五」」時時
期期，，交通固定資產投資超過交通固定資產投資超過1212..55
萬億元萬億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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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尚勇 焦
爭光 寧夏報道）
據中紀委網站消
息，日前，經中共
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紀委對寧夏回族
自治區政府原黨組
成員、副主席白雪
山嚴重違紀問題進
行了立案審查。依
據相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
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白雪山開除黨籍處
分；由監察部報國務院批准，給予其行政開
除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
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經查，白雪山嚴重違反政治紀律，黨員意識

淡漠，對抗組織審查，長期搞迷信活動；嚴重
違反組織紀律，在組織函詢時不如實向組織說
明問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中
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嚴重違反廉潔紀
律，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
財物，為親友經營活動謀取利益。

■白雪山 網上圖片

公民辦出入境證件不需戶口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公安部昨

日發佈公告，詳細公佈公民申請辦理出入境
證件的規定要求，進一步簡化有關申請材料
並公佈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服務監督電
話。其中明確，今後公民申辦因私出入境證
件不再需要提交戶口簿。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全

國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要嚴格按照公佈
事項，受理、審批、簽發出入境證件，不得
擅自增加申請材料；嚴格執行一次告知、首
問負責等工作制度，積極推行網上預約、快
遞送證等服務，為民眾提供標準統一、便捷
高效的出入境行政服務。

三判死刑終無罪 湘男獲賠127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從

湖南省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湘潭市中級
人民法院對曾愛雲重審改判無罪案作出國家賠
償決定，決定支付賠償金共計127萬餘元。
2004年6月，湘潭市人民檢察院以曾愛雲、

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向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提
起公訴。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分別於2004年9
月、2005年12月、2010年6月三次作出判處
曾愛雲死刑、判處陳華章無期徒刑的判決，被
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回重
審。2015年7月21日，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對
這一案件第四次審理一審宣判：被告人曾愛雲
無罪；被告人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
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曾愛雲於2015年11月12日向湘潭市中級

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湘潭市中級人民法
院於同日立案，並於2015年12月25日依法
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決定支付賠償金共計
1,272,928.65元。

學者籲垃圾源頭分類納入法律

馮正霖任民航局黨組書記

日前，位於貴州貴陽市花溪區桐木嶺的貴陽市第
一強制隔離戒毒所內，戒毒效果好的戒毒者在製作
糕點。 ■文 /圖：中新社

戒毒者製糕點

浙警破販毒案 數十所高校生涉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
展與戰略研究院昨日在北京發佈《中國城市生活垃圾
「十三五」管理目標和管理模式建議》。2006年至
2013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總量從14,875.5萬噸增
長到17,238.58萬噸。若不採取有效減量化措施，到
2020年，288個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的生活垃圾清運
總量將達到25,492.74萬噸。
學者對12個城市的生活垃圾分析發現，廚餘佔36%

到 73.7%、紙類佔 4.46%到 17.6%、塑料佔 1.5%到

20%、金屬佔0.17%到3%、玻璃佔1.3%到8%。不同城
市生活垃圾成份差異較大，可回收物質佔絕大多數，垃
圾分類有較大潛力。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宋國君建議，將垃圾源

頭分類納入法律，並在法規中明確分類責任主體、分
類與投放方法、獎勵與懲罰措施等。此外，還要強力
推進信息公開，並在此基礎上推進生活垃圾管理領域
特許經營，盡快實施生活垃圾焚燒廠和填埋場排污許
可證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從中國民航局
獲悉，民航局昨日召開幹部大會，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鄧聲明宣佈中央關於中國民用航空局主要領導職務調
整的決定：馮正霖擔任中國民用航空局黨組書記，李
家祥不再擔任中國民用航空局黨組書記職務。
公開資料顯示，馮正霖是陝西延川人，2000年7月

任交通部公路司司長；2003年6月任交通部副部長、
黨組成員；2008年3月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2015年10月任交通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
隨着接任者人選的確定，今年66歲的李家祥也將正

式「交棒」。早在2014年11月，李家祥的任期已結
束，此後處於延期任用的狀態。李家祥在民航系統工
作長達15年，擁有空軍中將軍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浙江溫州警方昨日
上午通報一起特大網絡販毒案，截至目前繳獲毒品大
麻200餘公斤，抓獲疑犯23名，切斷一個結構嚴密、
層層代理的網絡販毒團夥。警方在偵查過程中發現，
大量高校大學生買家涉案吸毒，涉及全國數十所高
校，此外還有部分高中生涉案。
溫州龍灣警方禁毒大隊今年5月發現一些網絡聊天

群內經常出現讓人費解的詞語，警員敏銳意識到裡面
存在暗語交流情況，經偵查確定是販毒人員用來交流
大麻交易的平台。

警方今年6月開始收網，截至目前共抓獲疑犯23名，
其中最小的販毒者僅16歲。警方共繳獲毒品大麻約200
餘公斤，鏟除大麻植株6,000餘株，摧毀大麻種植大棚
20餘畝，打掉7層販毒網絡，切斷了這個結構嚴密、層
層代理的網絡販毒團夥。
1984年出生的主要疑犯孫某某畢業於某名牌大學農業

系，擁有碩士學位，平時在中學做代課老師。據其交
代，他於去年5月開始在網上倒賣大麻，隨後開始建群
收集客戶，發展「下家」；日常活躍在三四十個群中，
當中最大的群有1,000多名成員。

昨日，乘坐港龍KA641航班前往香港的邢
定勇幸運地成為進出寧波空港口岸的第100萬
名旅客，這標誌着寧波機場自開航以來年出
入境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0萬人次大關。
據介紹，近年來寧波機場大力引進國內

外航空公司，開拓國際地區航班航線，通
航航點已覆蓋港、澳、台地區，濟州、仁
川、大阪、靜岡、名古屋等日韓城市及曼
谷、新加坡、芽莊等東南亞主要旅遊目的
地，並開通寧波至羅馬和法蘭克福臨時包
機航線。目前在寧波機場運營國際（地
區）航線的國內外航空公司已達20餘家，
開通航線20餘條。 ■中新社

寧波空港口岸破百萬人次

前11月低保投入達1414.7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昨

日在湖北武漢召開的2016年民政工作會議上
獲悉，截至今年11月底，全國共有城鄉低保
對象6,654.9萬人，累計支出城鄉低保資金
1,414.7億元。
當日發佈的《2015年民政工作報告》顯
示，2015年中國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切實改
善，城鄉低保投入持續增加。全國共有城鄉
低保對象 6,654.9 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
4.9％。全國城市、農村低保月人均標準分別
達到 439 元、255 元，同比增長 9.5％、
14.7％。2015年中央財政共安排城鄉低保補
助資金1,171.48億元，較上年增長6.36％。
報告顯示，今年1-9月，全國共實施醫療

救助4,550萬人次。

■徐遠安 網上圖片

■■深圳警方已拘留滑坡事故相關責任人深圳警方已拘留滑坡事故相關責任人1212 人人。。圖為滑坡圖為滑坡
事故救援現場事故救援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