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東機場爆炸案被告囚8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

道）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對浦
東機場爆炸案作出一審判決，以爆炸罪
判處被告人周興柏有期徒刑八年，剝奪
政治權利二年。
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周興柏去年

6月12日於上海浦東國際機場2號候機
樓附近，先後點燃三件自製爆炸物從地
面滾向現場人群，其中兩件發生爆炸。
事件造成三名旅客不同程度受傷，一國
際航班被取消，兩國際航班被延誤。據
了解，被告人周興柏因感情不順而作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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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潛水器實現全海深覆蓋

工信部：5G研發進第二階段

粵「西水東調」年內全線動工
最快2022年啟用 供港水將有「雙保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致力於解決珠三角東部輻

射香港的「西水東調」工程又有新進展，廣州市水務局昨日公開該工

程廣州段社會風險評估公示，「西水東調」全線工程將在今年內動

工。公示圖顯示，該工程在廣州、東莞、深圳均設交水點，深圳交水

點確定為公明水庫，並預留流量為每秒10立方米的香港的應急備用分

水口。這也意味着，深圳水庫和公明水庫將分別引東江和西江水，作

為「雙保險」保障供港飲用水。

近日，
中國幾百
位重量級
官員齊集
北京，參
加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專題
研討班。
在開班式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

「關鍵少數」特別講了一段語重心長的
話。他指出，對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
來說，加強自律關鍵是在私底下、無人
時、細微處能否做到慎獨慎微，始終心存
敬畏、手握戒尺，增強政治定力、紀律定
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終不放縱、
不越軌、不逾矩。

習近平為什麼如此強調慎獨慎微？

為政者私人場合要自律
慎獨和慎微都是中國傳統中對「君

子」，也就是為政者或準備為政者的修養
要求。一般來說，慎是指謹慎、慎重，獨
是指獨處之時，微是指細微之處。慎獨和
慎微，指的是在這兩種情形下保持謹慎和
慎重，因為這兩種情形外在的監管不易觸
及。當前，中國的監察監督體系日漸完
善，但尚未「密不透風」，各級官員除了
「八小時」之外，在私人場合更多還是要
靠自律來約束自己的言行。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查處了近200

名高級幹部，其中不乏省委書記、省長、
部長，甚至包括周永康、薄熙來、郭伯

雄、徐才厚、令計劃這樣曾經身居高位的
人。這些人都曾經在電視鏡頭前笑對觀
眾，在演講台上口若懸河，在聚光燈下風
度翩翩。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墮落了，墮
落在對權力和特權的追逐中，墮落在利益
集團的「圍獵」下，墮落在對自律的放鬆
裡。也可以說，墮落在慾望的黑洞中、人
心的幽暗處。
習近平強調慎獨慎微顯然具有很強的現

實針對性，可謂用心良苦。

官員肩負成風化人責任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官員不僅是公共

事務的管理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肩負着
成風化人的責任，這種傳統的影響至今依
然存在。因此，在全面從嚴治黨過程中，

中共對各級官員提出了非常高的道德要
求。要達到這種要求，除了外在的制度建
設，還需要內在的心理建設，慎獨慎微正
是達至目的的一個重要方法。
從十八屆六中全會到十九大的這段時

間，全面從嚴治黨是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
關鍵詞。過去幾年，中共在這個問題上取
得的成績舉世矚目，但全面從嚴治黨依然
在路上。就在六中全會上，習近平再次強
調，「如果我們讓已經初步解決的問題反
彈回潮、故態復發，那就會失信於民，我
們黨就會面臨更大的危險。」
「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

溺。」堅持慎獨慎微，才能保持正確方
向、避免誤入歧途，進而為人民掌好權、
執好政，各級領導幹部務須謹記！

習近平為何強調「慎獨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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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區近年來存在產業佈局與水
資源分佈不匹配問題日益凸顯。作

為東莞、深圳、香港等地區主要供水水源
的東江，其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已達極限，
而包括廣州在內的部分區域的取水口受鹹
潮影響，水源品質難以保證。為此，在得
到國務院批覆同意後，珠江三角洲水資源
配置工程進行了長達五年的規劃環評和工
程規劃技術諮詢。2016年，廣東省水利
廳發佈這項「珠三角『西水東調』工程」
環評公示。

盾構建管線 保水質安全
此次發佈廣州境內的社會風險公示，
標誌着工程正式進入分段社會公示階段。
根據規劃，全線工程最晚於今年年底動
工。為保證水質，工程八成以上管線採取
盾構穿越方式，深埋地下達30米，此次
公示亦標識了具體的應急分水口位置。其
中，南沙黃閣鎮水廠是該工程在南沙的交
水點，此處設置了流量為每秒13立方米
的應急分水口。
同時，由於南沙處於整個調水工程的
中部位置，作為輸水的「中繼站」，工程
將在南沙大崗鎮高沙村附近建設一個高新
沙水庫，正常水位為2.6米，總容量為
546.5萬立方米。新水庫的建設，對水源
輸送以及對南沙自貿區飲水保障，都將起
到重要作用。本次工程輸水幹線（終點）

為深圳羅田水庫，不過，該水庫將建設一
個泵站。同時，羅田水庫至公明水庫建設
一條長11.9公里的分幹線，深圳的最終
交水點為公明水庫。

深建「蓄水池」防東江缺水
公示顯示，公明水庫庫容為1.4789億

立方米，僅比深圳水庫容量少不到4,000
萬立方米。由於公明水庫將預留向香港應
急供水通道，這也意味着，在保障香港水
源方面，深圳將再多出一個與深圳水庫容
量相當的「蓄水池」。屆時，在東江水源
不足香港供水告急時，引自西江水的公明
水庫，將保障水量，形成對香港供水的
「雙保險」。
據悉，「西水東調」廣州段社會公示

期至下周四（23日），之後，各市分段
公示將加緊進行。最晚今年年底，全線工
程將動工，2022年完工。

中科院製土壤修復材料
畝均成本不超30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科
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
工程研究所專家，成功研製能夠修復土
壤的一種新型納米複合材料，且畝均成
本不超過30元（人民幣，下同）。
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

所吳正岩研究員課題組研製出一種複合
納米材料，將黏土、生物炭等天然材料
複配，使其由聚集態變為鬆散態的網狀
結構，既能將土壤pH值提升至接近中
性，又能夠高效地富集和抓取土壤中的
有害重金屬元素，同時還能將「六價
鉻」等有害元素轉化為安全元素「三價
鉻」。專家表示，該材料應用前景廣
闊，明年有望實現量產。

工商總局原副局長受賄囚18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報

道，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公
開宣判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原副
局長孫鴻志受賄、貪污、巨額財產來源
不明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8年，並
處罰金180萬元（人民幣，下同）。對
孫鴻志受賄所得、不能說明來源的非法
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2年至2014年，被
告人孫鴻志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
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提供
各種幫助，單獨或夥同其妻非法收受相關
單位和個人財物，折合約1,42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世界各國都在積極佈局5G
規劃，中國5G發展目前如何？工
信部新聞發言人、總工程師張峰昨
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當前中
國在5G領域的主要觀點獲得了全
球業界廣泛認同。去年初，中國已
經全面啟動5G技術研發實驗，目
前已經進入第二階段。

加強監管阻手機詐騙
張峰還透露，對於信息詐騙問題

嚴重的虛擬運營商170號段，工信

部下一步將加大對虛擬運營商的監
督管理力度，結合實名制整改落實
情況，適時出台移動轉售業務的正
式商用意見。
不過，張峰也坦言，移動轉售業

務中，虛擬運營商170號段被不法
分子濫用和從事垃圾短信傳播以及
通訊信息詐騙的問題嚴重。工信部
去年出台了多項監管措施，起到了
一定效果。下一步將加大對虛擬運
營商的監督管理力度，結合實名制
整改落實情況，適時出台移動轉售
業務的正式商用意見。

■科技部表示中國深海潛水器研究取得重要進
展。圖為去年科技展上的「潛龍二號」模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國家科技部昨日表示，中國深海潛水
器譜系化研究取得重要進展，已形成「有
人、無人」、「有纜、無纜」、下潛深度
從淺水、1,000米、4,500米級、7,000米到
11,000米級全海深潛水器能力，作業功能
已覆蓋海洋科研、大洋礦產資源開發、軍
事安全、搜救打撈及旅遊觀光等。
科技部介紹，在「十二五」期間，中國
瞄準深入深海、認識深海、利用深海的戰
略目標，在深海潛水器譜系化研究方面取
得了系列成果。去年，4,500米級自主水
下機器人「潛龍二號」海試成功，具備近

海底高清成圖、複雜海底航行和礦產資源
自主探測能力，填補了中國在海底熱液區
多金屬硫化物的探測空白。此外，「海
斗」號無人潛水器創造了10,767米下潛及
作業深度紀錄。

擬增加應急救援功能
對於未來深海潛水器譜系化科研攻關，

科技部表示，將定位於「三個相結合」。
第一，載人深潛器和無人深潛器相結合，
其中載人潛水器可實現載人深海精準觀測
與作業，無人潛水器則可實現水下長周期
運行作業。第二，是淺水至全海深作業相

結合。「蛟龍號」主要用於深海科考和
資源探測。中國正在研製的4,500米潛水
器，則主要針對中國周邊海域以4,500米
以淺為主，將實現下潛作業成本降低
70%，並增加了應急救援等新作業功
能。
第三，是深海自治與遙控探測及作業裝

備相結合。深海自治探測系統，利用自帶
電源和通訊系統，可以執行長航程、大範
圍深海地形和資源探測任務。遙控潛水器
則是通過光電複合纜，由母船提供大量能
源和實時高速通信，執行大強度水下工程
作業。

廣安萬人紀念鄧小平逝世2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四川報道）在鄧
小平銅像廣場前，來自廣安社會各界及各地遊客
上萬人昨日自發來到鄧小平故里，向鄧小平銅像
獻花、深情鞠躬，以表緬懷、哀思之情。

系列活動緬懷故人
鄧小平於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病逝，享耆

壽93歲。明日正值鄧小平逝世20周年紀念日，
廣安、重慶、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開展系列活
動緬懷偉人。鄧小平故里廣安周三（15日）舉
行了《鄧小平與廣安》首發式，此書由廣安市委
黨史研究室編纂、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人民
之子──鄧小平經典圖片展」前日在重慶開展，

共展出珍貴圖片140多幅，分為「走出廣安、戎
馬生涯、艱辛探索、非常歲月、開創偉業、生活
情趣、情繫巴渝」等七個部分，涵蓋了鄧小平的
一生。
在鄧小平逝世20周年紀念日前後，廣安還將
舉辦「紀念鄧小平逝世20周年健康跑」、「鄧
小平紀念地協作發展座談會」、「鄧小平理論專
題報告會」等多項活動，明日還將在北京原鄧小
平住地舉行「紀念鄧小平逝世 20 周年圖片
展」；2月13日至3月31日，在上海青浦舉行
《人民之子》圖片巡展。據悉，《香港20年》
紀念冊及鄧公紀念章首發式周一（13日）在香
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為確保水質為確保水質，，工程八成工程八成
以上管線採取盾構穿越方以上管線採取盾構穿越方
式建造式建造。。圖為中國研製的圖為中國研製的
盾構機盾構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水東調西水東調」」有助減輕東江壓力有助減輕東江壓力，，
為內地供港水來源提供為內地供港水來源提供「「雙保險雙保險」。」。
圖為東莞市金湖泵站圖為東莞市金湖泵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各市交水點及供水流量
交水點 流量分配(立方米/秒)

廣州南沙黃閣鎮水廠 20

東莞松木山水庫 20

深圳公明水庫 40

整理：記者 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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