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洋案五警涉玩忽職守 檢方立案偵查

防汛抗洪進入關鍵期
降雨量62年來最多 南方災情較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

書長、水利部副部長劉寧昨日在國

新辦發佈會上表示，截至本月28

日，內地已有23省（區、市）、

2,309萬人遭受洪澇災害，受災區

域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區。另據中國

氣象局局長鄭國光介紹，今年入汛

後內地平均降水量為62年來同期

最多。今年主汛期降水量較常年偏

重，7至8月是主汛期，防汛抗洪

已經到了關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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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北京檢方日
前通報了雷洋案的最新辦理進展稱，已邀請專家就鑒
定機構提交的雷洋屍體檢驗鑒定結論進行審查論證。
雷洋家人的代理律師陳有西表示，檢方現在對五名涉
案警員是以涉嫌玩忽職守罪立案偵查。此外，他還進
一步披露稱，根據偵查機關意見，已於29日向北京檢
方提交了由七位律師共同研究起草的 21,000餘字的
《雷洋案偵查階段律師意見書》，但具體內容需在庭
審時才能公佈。

需補充屍檢鑒定
北京檢方表示，檢察機關認真聽取了與會專家的審查

論證意見，將依法安排補充鑒定，目前已邀請中國醫科
大學法醫學院、北京協和醫院、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等
多家單位的全國法醫學、病理學知名專家就鑒定機構提
交的雷洋屍體檢驗鑒定結論進行審查論證，確保案件依
法獨立客觀公正辦理。據介紹，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檢
察機關委託的鑒定機構前期所做的工作深入、細緻、客
觀，並對檢驗鑒定結論依法進行了審查論證，指出了需
要補充鑒定的內容。
陳有西介紹，北京檢方集體約見雷洋直系親屬和律

師，通報辦案情況，聽取報案請求和事實理由。他透
露，雷洋方律師就屍檢進程、三項罪名確定、刑事強制
措施、相關證人保護、相關證據調查提出了明確請求。

陳有西表示，由於雷洋案是全國數億人關注的案件，檢
察機關也會特別靈敏應對，「檢方表示會認真收集和查
明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證據，也會同時收集無罪和罪輕
的證據，嚴格依法辦案。」
陳有西透露，檢方現在對五名涉案警員是以涉嫌玩

忽職守罪立案偵查，但涉案者的最終指控罪名，要經
偵查、審查，等事實查清、證據核查確實後才能確
定。此外，他認為，雷洋屍檢進行後，已經一個多
月，死因結論早應作出，「我們希望偵查機關立即向
被害人、嫌疑人各方，依法告知檢驗結論，並告知嫌
疑人涉嫌罪名和對各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具體情
況。」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
解釋，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
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
任，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自

己的工作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玩忽職守罪的主
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主觀方面由過失構
成，故意不構成本罪。量刑標準為，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
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另
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來源：人民網、百度百科

玩
忽
職
守
可
囚
七
年

0�0�$$

劉寧表示，今年入汛早，強降雨過程多，洪水來勢
猛，部分地區遭受了較重的洪澇災害。南方地區先

後出現20多次強降雨過程，為近5年同期最多，全國降
水量比多年同期多23%，列建國以來第2位，最大點日
雨量達493毫米。內地有222條河流發生超警洪水，也是
近5年同期最多，有26條河流發生超保洪水，6條河流發
生超歷史洪水，主要江河共出現23次洪水過程，洪水總
量較常年偏多34%。

颱風或深入內陸
截至本月28日，今年以來全國已有23省（區、市）、

2,309萬人不同程度遭受洪澇災害，因災死亡161人、失蹤
31人，倒塌房屋4.5萬間，受災區域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區。
劉寧說，據預測，今年主汛期中國降水總體較常年偏

多，受超強厄爾尼諾事件影響，氣候水文形勢複雜多
變，江淮、松遼、太湖等流域有發生較大洪水的可能，
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災害、城市內澇可能多發，登陸颱
風強度偏強，可能深入內陸，防汛形勢嚴峻。

程度較1998年弱
關於今年是否會出現1998年大洪災的問題，鄭國光表
示，與1998年同期相比，今年入汛以來平均降水量比
1998年偏多5%，暴雨過程偏多6次。但今年雨帶位置南
北擺動大，暴雨過程的最長持續時間不如1998年同期。
1998年6月12日-27日的一場暴雨天氣過程持續了16
天，而今年到目前為止最長一場暴雨持續時間僅為7
天。
「1951年以來共發生了3次超強厄爾尼諾事件。與
1998年相比，今年中高緯的環流形勢存在明顯不同，冷
空氣勢力明顯偏弱，因此，雖然今年我國夏季洪澇災害
較常年明顯偏重，但其程度弱於1998年。」鄭國光說。
目前，長江防總已於28日17時啟動防汛Ⅲ級應急響
應，要求貴州、重慶、湖北、湖南、安徽、江蘇等有關
省市和長江防總辦各成員單位做好防範措施。
劉寧表示，下一步，國家防總、水利部將從最不利的

情況着手，有力有序高效地做好防汛抗洪各項工作，充
分發揮防洪工程體系和非工程體系的作用，最大限度減
少災害損失，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

今年南方降雨致多地爆發洪
澇災害，使得「98年大洪災」
這個詞被不斷提及。據悉，
1998 年的洪水被許多人稱為

「世紀洪魔」，肆虐29省區，超2億人受災。
1998 年洪災並非局限於一個流域，而是包括長

江、嫩江、松花江等多個流域。其中，長江洪水是
繼1931年和1954年兩次洪水後，20世紀發生的又一
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之一。如果對1998年洪災有印
象的，一定還會記得「第X次洪峰」這樣的詞。實
際上，當時長江上游先後出現8次洪峰並與中下游洪
水遭遇，形成了全流域型大洪水。嫩江、松花江則
是遭遇了150年來最嚴重的全流域特大洪水。

據統計，1998年內地共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
市）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農田受災面積2,229
萬公頃（約3.34億畝），成災面積1,378萬公頃（約
2.07億畝），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萬間，直
接經濟損失2,551億元。江西、湖南、湖北、黑龍
江、內蒙古和吉林等省（區）受災最重。

據悉，當時參加抗洪的幹部群眾800多萬人；人民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先後調動66個師、旅和武警總隊
共27.4萬兵力。截至1998年8月23日，解放軍、武
警部隊已投入兵力433.22萬人次，組織民兵預備役
部隊500多萬人，動用車輛23.68萬台次、舟艇3.75
萬艘次，飛機和直升機1,289架次。

■記者 江鑫嫻

「世紀洪魔」肆虐29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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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湖南抗洪搶險第一線，武警官兵組成
人牆加固堤壩。 資料圖片

■■77至至88月是主汛期月是主汛期，，防汛抗洪已經到防汛抗洪已經到
了關鍵時期了關鍵時期。。圖為浙江金華暴雨圖為浙江金華暴雨，，消消
防官兵全力疏散被困民眾防官兵全力疏散被困民眾。。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記者昨日從十二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獲
悉，有1.51億元（人民幣，下
同）扶貧資金被虛報冒領或違
規使用。
當天，中國審計署審計長劉

家義受國務院委託，向全國人
大常委會報告2015年度中央預
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
情況。關於扶貧資金分配管理
使用情況，重點抽查了17個省
的40個縣。這40個縣2013年
至 2015 年收到財政扶貧資金
109.98億元，審計了50.13億元
（佔 45%），涉及 364 個鄉
鎮、1,794個行政村和3,046個
項目。

偽造合同 虛報冒領
其中，29個縣的59個單位和

28名個人通過偽造合同、編造
到戶補貼發放表、重複申報、
假發票入賬等，虛報冒領或騙
取套取扶貧資金5,573.13萬元；
14個縣的財政、扶貧等部門和
鄉鎮政府、村委會等違規將
6,091.35萬元用於平衡預算、市
政建設、賓館改造等非扶貧領
域；17 個縣的 25 個單位將
2,194.78萬元用於彌補業務經費

和發放福利等；7個單位在扶貧工作中違
規收取項目推廣費等1,249.36萬元，主要
用於彌補經費。
審計還發現部分資金分配未充分考慮建

檔立卡貧困人口情況。在具體扶貧項目實
施中，有的地方也未嚴格按規定條件篩選
扶貧對象，抽查雲南省尋甸縣2015年發放
的1,339筆扶貧到戶貼息貸款6,560萬元
中，僅有711筆3,433萬元（佔52%）發放
給了建檔立卡貧困戶。
此外，有8.7億元扶貧資金閑置或損失

浪費。抽查的50.13億元扶貧資金中，至
2016年3月底有8.43億元（佔17%）閑置
超過1年，其中2.6億元閑置超過2年，最
長逾15年；17個縣的29個扶貧項目建成
後廢棄、閑置或未達預期效果，形成損失
浪費2,706.11萬元。
據悉，審計指出問題後，有關地方已追

回資金 1,422.6 萬元，收回閑置資金
6,981.5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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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記者涉性侵實習生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敖敏輝及鳳

凰網 廣州報道）28日晚，一則名為《南
方日報名記者誘*暨南大學女實習生》的帖
子在網上引發熱議，網帖以該女生同學的
語氣，描述這名女生在27日下午遭到南方
日報社記者成某的強姦。南方報業傳媒集
團監察審計部在對成某組織調查後，28日
晚將其移交越秀警方。集團表示將繼續全
力配合依法辦案。警方開展偵查取證工作
後，將疑犯成某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
進一步偵辦中。
該帖包括多張聊天截圖，稱受害者曾在

南方日報實習，在到報社開實習證明時，
被成某從報社咖啡廳一步步騙到酒店開
房，並被奪走身份證，在酒店被迫發生關
係，事後成某轉給實習生2,000元「掩口
費」。在同學的鼓勵下，受害者小卉向警
方報案。
經越秀警方初步調查，女事主張某（21
歲，某大學大三學生）反映當天下午16時
許，被以前實習時認識的男子成某（29
歲）帶至寺右二馬路某酒店房間內實施強
姦。目前，越秀警方已成立專案組展開調
查，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
與此同時，南方報業集團發佈消息

稱，關於網傳本集團一記者誘姦女實習
生的貼文，集團高度重視，已經組織調
查。如情況屬實，將嚴肅處理，決不姑
息。
該事件持續發酵，昨日至少2名自稱

曾在成某所在報社實習的女性稱，曾遭
到成某的挑逗和騷擾，並試圖以類似的
方式性侵。記者獲悉，有華僑最高學府
美譽的暨南大學，有超過5,000名港澳學
生在讀。多位港生表示，此事在校內成
為熱議的話題，目前，尚未聽說有港澳
生遇到類似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故宮博物院官方旗
艦店昨日正式上線阿里巴巴平台，旗艦店包括門票、
文創、出版三大板塊。院長單霽翔希望藉此讓故宮更
開放、更親切，也更有魅力。
故宮博物院票務成熟完整的網上預售預訂系統將運

用於該旗艦店，獨家實現系統直聯的電子門票預訂。
在此預訂門票的觀眾也不用再換取紙質門票，通過二
維碼、二代身份證等憑證即可快速檢票入院。這是故
宮博物院與阿里旅行在「互聯網+」背景下的重要合
作內容。據悉，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阿里
旅行總裁李少華代表雙方簽署協議。

故宮「網店」入駐阿里巴巴

■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阿里旅行總裁李少
華代表雙方簽署協議。 中新社

截至2015年，合肥高新區有生物醫藥企業433家，
約佔安徽全省30%以上。其中，醫藥類企業235

家，醫療器械和健康設備企業198家，規上企業數量達
16家，上市企業3家，佔安徽全省的50%。近5年來，
合肥高新區生物醫藥產業年均增長率超30%，2015年
產業營業收入達123億元（人民幣，下同），上繳稅收
10.8億元，成為合肥市乃至安徽省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
重要增長極。
目前，合肥高新區已形成以同路生物、兆科藥業、
安科生物等企業為代表，以化學藥、中成藥、血液製
品、醫療器械等行業為主導的現代醫藥產業基地。該區
的生物技術藥、高端醫療器械的生產、研發實力省內第
一，精準醫療全國領先。

創新要素完善研發實力領先
合肥高新區擁有市級以上生物醫藥企業技術中心、
重點實驗室等創新平台13個，佔安徽全省60%以上，
其中國家認定企業技術中心1家、省級企業技術中心2
家、省級工程技術中心8家，省級重點實驗室2個，承
擔國家級生物醫藥課題36項、省級課題25項。近3年

來，該區生物醫藥產業累計轉化科技成果400餘項，其
中授權發明專利265項，主持或參與制定國家標準35
項，目前在研國家一類新藥24個，位居安徽省內前
列。同時，該區加大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政策扶持，
2015年區內生物醫藥企業共獲得政策資金4.1億元，3.4
億元金融支持。

打造國內有影響力產業基地
合肥高新區生物醫藥產業目前續建及擬開工項目

共25個，總投資166.26億元，生物醫藥類、精準醫
療類、醫療器械及其他類在談謀劃項目共60個，總
投資100.9億元。為更好地滿足入駐企業需求，該區
已規劃建設11.5平方公里的生物醫藥產業園。其中
核心區主要包含醫藥園、藥械及醫療設備園、生物
醫藥創新實驗平台、生活服務園四大功能片區，並新
建熱電站一座，可供蒸汽150噸/小時。下一步，該區
將積極申創省級生物醫藥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並依
托生物醫藥產業園，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力爭
打造成為國內有影響力的生物醫藥及精準醫療產業
基地。

創新驅動 聚焦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系列之三：

生物醫藥產業年均增長超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