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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女生當街遭槍殺
嫌犯追尾後下車行兇 中國總領館促嚴懲

霍啟山任廣東省政協委員
神 州 快 訊神 州 快 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廣州昨
日下午召開政協
第十一屆廣東省
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 第 四 十 次 會
議，廣東省政協
主席王榮主持會
議，並審議了十
一屆省政協有關
委員人事問題和
部分專門委員會主任、副主任職務調整等問
題，其中林木聲、霍啟山等54人增補為十一
屆省政協委員。
據悉，林木聲現任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

委秘書長；霍啟山曾任廣州市政協委員，並
擔任2015年廣州馬拉松宣傳大使。

■霍啟山 本報廣州傳真

清華網頁疑遭IS黑客攻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清華大學

教學門戶網頁17日晚10時許遭到黑客攻擊，
部分頁面點擊後伴有音樂，內容為阿拉伯伊
斯蘭教經文，大意為「真主偉大，我不懼死
亡，犧牲是我最終的目標」。事件發生後，
清華大學迅速關閉了服務器，阻止進一步傳
播。
澎湃新聞 18日轉載清華大學《清新時

報》，指點擊黑客頁面附帶的超鏈接，會跳
轉至facebook（臉書）頁面，而宗教極端組
織twitter賬號「Islamic State Media」尚未承
認對此次黑客攻擊事件負責。目前，仍不能
反向追蹤到該黑客組織，清華大學信息化技
術中心正在查找原因。

呂錫文涉嫌受賄罪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最高人民檢察
院網站18日發佈消息，
最高檢經審查決定，依法
對中共北京市委原副書記
呂錫文以涉嫌受賄罪立案
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消
息稱，案件偵查工作正在
進行中。
此前，中央紀委對呂

錫文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指其嚴重
違反多項中共黨紀，並稱其「妄議中央大政方
針，長期搞團團夥夥，對抗組織審查」。中紀
委給予呂錫文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並收繳
其違紀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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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公開資料，呂錫文生於1955年，曾任北

京工業學院分院團委副書記，市委組織部幹
部一處副處級組織員，經濟幹部處副處長，
經濟幹部處處長，西城區區長，市委常委、
組織部部長等職；2013年，呂錫文任北京市
委副書記。

■呂錫文 中新社

申維辰被控受賄逾9千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記者從最高
人民法院獲悉，18日，
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
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中
國科學技術協會原黨組
書記、常務副主席、書
記處第一書記申維辰受
賄一案。
常州市人民檢察院

指控：1992年至2014年，被告人申維辰利用
擔任山西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共晉中
地委書記、中共晉中市委書記、中共山西省
委常委、宣傳部長、中共太原市委書記、中
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
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或者
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
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在企
業經營、幹部職務晉升或崗位調整等事宜上
謀取利益，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
人民幣9,541萬餘元，應以受賄罪追究申維
辰的刑事責任。
庭審結束後，法庭宣佈擇期宣判。

■申維辰 中新社

滬警搗電信詐騙團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警方日
前在江蘇警方的大力支持下開展集中抓捕，
摧毀一特大電信詐騙團夥，抓獲171名疑犯。
經審查，疑犯陳某、于某交代了以「電視購
物中獎需支付額外費用」的方式，騙取受害
者錢財共計2,014萬餘元的犯罪事實。
2015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陸續接

到民眾報案，稱接到「0512」開頭的詐騙電話。
專案組民警通過實地走訪摸排，發現江蘇

昆山天禧商務信息諮詢有限公司和昆山聚誠
商務信息諮詢有限公司的實際經營者陳某和
于某假借他人名義註冊成立公司，並組織
160餘名「工作人員」實施詐騙。
1月13日，上海警方赴昆山，在當地警方

的協助下，抓獲了陳某、于某等在內的疑犯
171名。目前，案件還在進一步審理之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近日，內地網
絡紛紛流傳解放軍七大軍區舉行轉隸交接儀式及人員分
流、善後的圖片，指解放軍的瀋陽、北京、蘭州、濟
南、南京、成都、廣州等七大軍區正走進歷史，中國軍
隊新「戰區時代」已呼之欲出。網上消息稱，解放軍或
重新劃分為東部、南部、西部、北部、中央五大戰區。
不過，目前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正式證實。
目前，內地網上廣泛流傳的版本指，解放軍將會重新
調整劃分為五大戰區，其中東部戰區轄區為中國東部沿
海地區；南部戰區轄區為中國南部沿海地區；西部戰區
轄區為中國內陸西部地區；北部戰區包括中國北部地
區；中央戰區轄區則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
東、山西等6省市。

指揮職責交戰區
根據軍改「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原則，
未來五大軍種主要負責部隊建設，不能插手具體的指揮
事物，具體的指揮職責全部統一到戰區負責，戰區作為
應對某一戰略方向的主要機關，負責日後該方向的作戰
指揮。
另據內地公眾號「政知道」統計，1月15日，包括成

都軍區分社在內，軍報北京、南京軍區分社的微信公號
均暫停推送。有分析認為，上述消息也許意味着，解放
軍戰區的調整劃設方案或將於本月底前後出爐。
軍情觀察家指出，目前網上流傳有關五大戰區消息的

真偽尚不得而知，最終戰區如何劃分，只有等到官方正
式公佈一刻才會有正式答案。

解放軍或分五大戰區 方案料月底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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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18
日出版的《解放軍報》報道顯示，中國人民
解放軍原總政治部歌劇團已經正式更名為中
央軍委政治工作部歌劇團。
18日出版的《解放軍報》刊發了《新

歲，文藝戰士踏冰向基層 —中央軍委政治
工作部歌劇團赴駐晉部隊慰問演出紀行》。
文中稱，連日來，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歌劇
團組織人員冒着嚴寒深入山西省軍區、武警
山西省總隊、陸軍第27集團軍等部隊，開
展慰問演出和文化服務活動。
本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歌舞
團、總政治部歌劇團、總政治部話劇團已低
調摘牌，去掉了門口牌子上的總政兩字。如
今，總政治部歌劇團已經更名，其它劇團目
前尚未有官方消息公佈。
據悉，上周中央軍委機關由解放軍總政治

部等4個總部改為15個職能部門，其中，包
括新設立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軍報報道顯
示，此前擔任原總政治部主任的張陽上將，擔
任新設立的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一職。

■成都軍區轉隸交接簽字儀式。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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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編號疑似編號21022102的殲的殲--2020。。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內地媒體近
日報道稱，在殲-20完成首飛後第5年，又有網
友拍到疑似第二架量產型殲-20戰機2102號的
照片。和之前2101的編號類似，2102號殲-20
一樣採用了黃色塗裝。目前，殲-20可能已經進
入定型小批量生產的階段。
《環球時報》1月18日報道稱，中國空軍專家

傅前哨介紹，迄今為止，殲-20的原型機、技術驗
證機的機身編號共經歷三次變化。2101號殲-20
從編號上看，狀態又發生新的變化。傅前哨認
為，這一最新命名方式說明，飛機可能已進入工
程樣機設計凍結狀態，如果能評通過評審，就可
以進入小批量生產狀態。但戰機裝備部隊后，還
會根據部隊使用反饋情況，對維修保障的可靠
性、操作使用的便捷性等方面不斷進行修改。
至於2101、2102號以黃色底漆狀態進行試飛
的原因，傅前哨認為，原型機和驗證機的塗裝由
工廠確定，而部隊對於裝備塗裝有非常嚴格的規
範。這或許是目前仍保留黃色底漆的原因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認監委、國
家中醫藥管理局昨日簽署《關於共同推進中醫藥健
康服務完善中醫藥認證體系的合作協議》，雙方將
在中醫藥健康服務領域全面推行認證制度和檢驗檢
測體系建設，以提高中醫藥產品品質和服務水平。
根據協議，雙方將建立部門間合作機制，共同開

展中醫醫療服務、中醫養生保健服務、中藥材、藥
膳服務及產品等認證，同時建設一批高水平的檢驗
檢測服務平台，推動中醫藥科研實驗室、重點研究
室等醫療服務機構納入國家統一的實驗室資質認定
制度，從而建立中醫藥認證體系和檢驗檢測技術體
系，促進中醫藥相關產品、服務、管理提質升級。

雙方還將共同制定促進中醫藥認證服務業發展的配套
政策，對中醫藥認證工作實行統籌規劃和管理，實行統
一的認證標準、技術規範和合格評定程序，開發適應市
場需求的認證項目，對中醫藥健康服務認證活動開展監
督檢查，並將認證應用於中醫藥行業監督管理工作，促
進認證結果採信。
國家認監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在中醫藥行業引入先進

的認證管理模式，建立全過程追溯體系和市場信用體系，
可以發揮認證認可的信任傳遞作用，通過提高供給品質和
效率，引導公眾選擇中醫藥健康服務，不斷提高消費者的
信任度和滿意度。同時運用認證認可的國際通行規則，可
以拓展中醫藥國際市場，支持中醫藥走出去。

中國將建中醫藥服務認證體系

「高分4號」升空入選十大航天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由《國

際太空》、《衛星應用》雜誌聯合發起組織的2015
年全球十大航天新聞和中國十大航天新聞評選昨日
在北京揭曉。本次評選由龍樂豪、戚發軔等數十位
著名航天專家支持和參與，評選出「世界首批全電
推進商業通信衛星進入太空」等全球十大航天新
聞，「新一代『北斗』導航衛星升空，啟動全球組
網」等中國十大航天新聞。
《國際太空》、《衛星應用》是中國最權威的航

天專業雜誌，中國十大航天新聞（按時間順序排
列）包括：新一代「北斗」導航衛星升空，啟動全
球組網建造工作；遠征1號上面級首飛成功，「太

空擺渡車」投入應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躋身世
界500強；成功首飛的新一代運載火箭長征6號以「一
箭二十星」創亞洲新紀錄；新型固體運載火箭長征11
號首飛成功；中國首批自主研發的商業高分辨率遙感
衛星——吉林1號成功發射；《國家民用空間基礎設施
中長期發展規劃（2015－2025年）》發佈；中國首顆
向東盟國家整星出口的商業衛星成功發射；中國「悟
空」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入軌；地球同步軌道遙感衛
星高分4號升空。
評選出的2015年全球十大航天新聞包括（按時間順序
排列）：世界首批全電推進商業通信衛星進入太空；「黎
明」探測器在世界上率先探測谷神星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日前最新
公佈的《2015美國門戶報告》顯示，2015年度中國
內地留美學生總數突破30萬人，同期增長10.8%，
佔美國全部國際生的31.2%。
報告稱，2014/2015年度，中國赴美攻讀本科學

位的學生人數首次超過了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學生人
數。報告顯示，這一年度，共有124,552名中國本科
生赴美留學，較前一年增長12.7%。在美國的中國
研究生人數為120,331，較前一年增長了4%。來自
中國的非學位學生和選擇性實習培訓（OPT）學生
也分別增長了8.7%和29.1%。
資料顯示，在20到25年前，中國研究生到美國留

學大都獲得了國家資助，或者帶着國家獎學金。現
在，大多數中國學生則是自費前往美國留學。

內地留美學生逾30萬 中國留美學生近年遇害事件簿
2016年1月16日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二年級就讀的
江玥遭槍殺；
2014年7月24日洛杉磯南加大紀欣然被發現橫屍
公寓；
2014年5月3日蒙特利公園發生一起車禍，法拉利
車主段夫死亡；
2013年9月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次永飛將前
女友黃夢塵殺害；
2013年4月15日，留學生呂令子街邊觀看波士頓馬
拉松比賽時，在一起爆炸案中遇難身亡；
2012年4月11日，吳穎和瞿銘在美國洛杉磯南加州
大學附近被槍殺。

■香港文匯記者葛沖整理報道

據美國媒體引述警方透露，當地時間16日下午3時左右
（北京時間17日上午6時左右），江玥駕車在坦佩市

一個路口等紅燈時被後車追尾。江玥車上一名男性乘客下
車檢查車輛損壞情況時，肇事車輛女司機、32歲的霍莉·戴
維斯持槍下車走到江玥旁邊，從車窗向江玥連開數槍。江
玥中槍後無法控制車輛，其車與載有5名乘客的第三輛車
相撞。戴維斯駕車逃逸，19歲的江玥被送往醫院後不治身
亡。與江玥同車的朋友受輕傷。第三輛車上的5名乘客均
未受傷。

嫌犯涉一級謀殺罪
案件發生後，嫌犯戴維斯棄車沿McClintock路向南逃
跑，但是現場目擊者記下了她的車牌號，警方很快將其抓
獲。目前，美國警方已指控戴維斯涉嫌一級謀殺罪、持致
命武器重度攻擊他人罪及持致命武器胡作非為罪。
據悉，這名受害女留學生來自重慶，生前是亞利桑那州

州立大學大二的學生。據江玥友人表示，16日下午，江玥
開一輛白色平治牌轎車在Broadway大街與McClintock路的
交叉路口處等紅燈，結果被嫌犯的汽車追尾，隨後被嫌犯
連開數槍擊傷，送醫救治無效死亡。

總領館助家屬理後事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負責處理此事件的
官員透露，總領館16日晚得到來自亞利桑那州僑界的消息
後，立即聯絡案發地警方詢問案情，要求當地警方依法保
護中國公民權益。總領館官員同時馬上聯繫死者在國內的
家屬，為其赴美處理後事提供必要幫助。
事發後，當地僑界、中國留學生會、校方均積極配合警

方聯繫、安撫江玥家屬。據悉，當地學生組織及僑團代表
均表示，發生這樣的惡性案件令人驚愕與憤怒。中國總領
館官員表示，將繼續關注此案，敦促美有關部門嚴懲兇
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駐
洛杉磯總領事館當地時間17日確認，當地時間
16日下午，在美國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二年級就讀的中國女留學生江玥被槍殺。當地警
方向媒體透露，江玥在坦佩市駕車被後車追尾，
肇事車女司機霍莉·戴維斯從車窗向江玥連開數
槍。中國總領館表示，將敦促美有關部門嚴懲兇
手。當地學生會組織及僑團代表均感震驚與憤
慨，表示將採取行動，要求司法部門還受害人一
個公道。目前，兇手已被警方抓獲。

■■江玥被追尾後遭槍殺江玥被追尾後遭槍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兇手霍莉兇手霍莉··戴維斯戴維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江玥中槍後無法控制車
輛，其車與載有5名乘客的
第三輛車相撞。江玥被送往
醫院後不治身亡。第三輛車
上的5名乘客均未受傷。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