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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聚檳城拓「一帶一路」機遇

最高檢複審山東「辱母殺人案」
高利貸催債凌侮禁錮下出刀 于歡被判無期引爭議

深機場航班增密日均將破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江宏 綜合報道)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昨日上午

在其官方微博上通報，已於24日受理于歡故意傷害案即「辱母殺人案」

當事人上訴，並依法組成合議庭，目前正在全面審查案卷。另一方面，最

高人民檢察院宣佈已派員赴山東閱卷並聽取山東省檢察機關匯報，正在對

案件事實、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山東省公安廳亦在其官方微博上發佈，已

派出工作組赴當地對民警處警和案件辦理情況進行核查。

「辱母殺人案」因暴力催債引起。據
《南方周末》報道，位於山東冠縣

工業園內的源大工貿，2009年由女企業家
蘇銀霞創辦，主要生產汽車剎車片。因公司
資金困難，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蘇
銀霞兩次分別向吳學占借款100萬元（人民
幣，下同）和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的
高利貸。蘇銀霞提供的數據顯示，在支付本
息184萬元並抵押一套價值70萬元的房產
後，仍無法還清欠款。

依法調查警察是否瀆職
蘇銀霞和兒子于歡於2016年4月14日被
催債者禁錮在公司財務室，辱罵、抽耳光、
鞋子捂嘴，在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凌
辱之後，杜志浩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
蘇銀霞。目擊者稱，杜志浩一直用各種難聽
的髒話辱罵蘇銀霞，還故意將煙灰彈在蘇銀
霞的胸口。匆匆趕來的民警未能阻止這場羞
辱。情急之中，22歲的于歡摸出一把水果
刀亂刺，致4人受傷。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
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克死亡。資料顯
示，杜志浩被刺前涉嫌曾駕車撞死一名14
歲女學生並逃逸。2017年2月17日，山東
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
歡無期徒刑。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昨日上午在其官方
微博上通報，于歡故意傷害案宣判後，附帶
民事訴訟原告人杜洪章、許喜靈、李新新等
人和被告人于歡不服一審判決，分別提出上
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4日受理此

案，已依法組成合議庭，正在全面審查案
卷。 另一方面，山東公安廳在其官方微博
回應「辱母殺人案」，昨日上午已派出工作
組，赴當地對民警處警和案件辦理情況進行
核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消息稱，已派員
赴山東閱卷並聽取山東省檢察機關匯報，正
在對案件事實、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對于
歡的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衛、防衛過當還是故
意傷害，將依法予以審查認定；對媒體反映
的警察在此案執法過程中存在失職瀆職行
為，將依法調查處理。」

學者指屬防衛過當應減刑
對於本案的一審判決，民眾及法律界存

在很大爭議。據財新網報道，中國刑法學研
究會會長、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
院教授趙秉志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于歡的行
為屬於防衛過當，應當減輕處罰，即在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考慮並顯著減輕裁
量。
于歡辯護律師殷清利在接受《新京報》

採訪時表示，他將在二審中就于歡在案發時
的精神狀況申請司法鑒定。據其目前了解的
情況，要證明于歡屬於正當防衛的難度很
大，根據《刑法》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
殺人、搶劫、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
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
刑事責任。」但是，法律對防衛的起因、時
間和限度都有着嚴格的規定，很多要求目前
很難找到證據證明。

浙江推節地拜祭
壁上掃碼憶先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通過掃描牆
壁上的二維碼，家屬即可獲取逝者個人簡介、墓
誌銘、人生時間軸、照片、視頻等內容。」浙江
省殯葬協會常務副會長沙力昨日介紹，浙江寧波
同泰嘉陵陵園今年推出壁葬與銅製二維碼祭掃
牌，促進殯葬領域生態文明建設，這在浙江省內
尚屬首次。據了解，壁葬是將骨灰盒嵌在牆壁內
的喪葬方式，是節地生態葬的一種形式。「在壁
葬牆上鑲嵌二維碼，通過掃一掃，即可便捷實現
在線追思和文明科技祭掃。節地生態葬也可以
『高大上』。」沙力說。
浙江省民政廳副廳長梁星心介紹，為了倡導綠

色環保理念，浙江省積極推進新型節地生態葬，
以樹葬為切入口，大力推行壁葬、海葬等生態葬
式，並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愛民舉措。數據顯示，
2016年浙江溫嶺對參加海葬的人員免除海葬者
家屬所有海葬費用，並發放2,000元人民幣的喪
葬補貼；浙江瑞安永泰陵園2016年度完成免費
花葬13例；今年清明期間，浙江全省各地實行
海葬和江葬的逝者達300餘位。

山東「辱母殺人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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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記者 殷江宏

山東聊城女企業家蘇銀霞先後向地產公司老闆吳學占借
款135萬元（人民幣，下同），月息10%。在支付本息
184萬元後，仍無法還清欠款。

吳學占派人強佔蘇家住房。

蘇銀霞和兒子于歡被催債者限制在公司財務室，其間于
歡看到母親受辱，混亂中摸出一把水果刀亂刺，致四人
受傷。其中一名傷者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
多休克死亡。

吳學占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案中死者杜志浩是其涉
黑組織成員之一。

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于歡故意傷害一案。

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
徒刑。

中科院6月考察青藏高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西藏自治區政

府與中國科學院近日簽署協議，將啟動青藏高原
科學考察。這將是中國時隔40年後第二次對青
藏高原進行大規模綜合性科學考察。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介紹，將組織國內各學

科領域科研人員，並聯合周邊國家科研機構，對
青藏高原全域進行全方位考察，對數十年來青藏
高原資源、生態與環境變化情況進行全面了解，
為西藏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科學支
撐，首期科學考察定於6月啟動。
據介紹，此次考察將運用無人機、無人船和衛

星等新技術，實現對青藏高原全域覆蓋，科考數
據將更加全面和精確。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24日上午主持召
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三
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
強調，各級主要負責同志要自覺從全局
高度謀劃推進改革，做到實事求是、求
真務實，善始善終、善作善成，把準方
向、敢於擔當，親力親為、抓實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再次強調了
各級主要負責同志抓改革的緊迫性和重
要性，各地各部門要深刻領會、扎實貫

徹。

要跟蹤改革實施過程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

指出，自覺從全局高度謀劃推進改革，
首先要求各級主要負責同志要抓思路，
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統籌各項改革任
務，帶領大家一起定好盤子、理清路
子、開對方子，對攻堅難度大、影響面
廣、同老百姓關係密切的改革任務要親
自上手、負責到底。要抓調研，既搞清
楚改革要解決什麼問題，又善於從基層

和群眾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拿出來
的方案要有底氣、接地氣，對改革實施
過程要注意跟蹤、掌握實情。要抓推
進，把推進改革的道理講清楚，同時注
意解決執行中統一思想的問題，凝聚改
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要抓落實，注
重協調解決落實中的困難，及時了解重
大改革落地情況，打通關節，疏通堵
點，破除阻力。
文章進一步指出，自覺從全局高度謀劃

推進改革，還要求各級主要負責同志必須
有改革擔當，在關鍵問題上要敢於拍板；

自覺從全局高度謀劃推進改革，同樣要求
各級主要負責同志要做好實化細化工作，
對症下藥，推動改革精準落地。此外，自
覺從全局高度謀劃推進改革，還要求主要
負責同志要統籌安排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
作，學會彈鋼琴，以改革的方法解決發展
穩定中的問題，用改革帶動和推動各項工
作。要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突出問題，深入
推進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深入推進增強
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改革，始終使改革服務
於發展、服務於民生改善、服務於加強和
改善黨的領導。

南方日報：自覺從全局高度謀劃推進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記者從深圳機場獲悉，由昨日起至
10月28日，深圳機場正式開始執行夏秋
航班計劃。本次航班換季後，各航空公
司將在深圳機場新增和加密多條國內外
航線，深圳機場每周航班計劃總量將超
過7,000班，日均計劃航班量將首次突破
1,000班。國際及地區周客運航班計劃量
逾400班，深圳至莫斯科、墨爾本、札
幌、馬尼拉、河內等多條國際航線有望
在年內開通。
東海航空、吉祥航空等將新開深圳－
鄭州－赤峰、深圳－鄭州－烏蘭浩特、

深圳－安順－蘭州等多條航線。此外，
深圳至西北地區主要航點的航線於新航
季也將大幅加密，使深圳機場國內航線
網絡通達性進一步增強。除了新增和加
密的航線外，為滿足商務人士出行需
求，各航空公司每天在深圳往返上海虹
橋、北京、成都、重慶、杭州等地的航
班也是保持高密度運行，為商務旅客出
行提供了靈活、豐富的航班時刻選擇。

新航季加密東南亞線
深圳國際航空樞紐建設再加速新航

季，配合深圳機場國際航空樞紐建設，

多家航空公司繼續加大在深圳的國際航
線拓展力度。據了解，除了南航、春秋
航分別於昨日及後日開通深圳－金邊航
線外，深圳至札幌、馬尼拉、河內、檳
城、長灘島等多條國際航線有望在新航
季開通。此外，國航、南航等航空公司
申請開通的深圳至墨爾本、莫斯科等洲
際航線也已相繼獲得民航局公示，目前
深圳機場正與各航空公司積極協調，做
好開航準備。
除了新開的多條國際航線，換季後部

分東南亞熱門旅遊航線也進一步加密，
其中深圳－曼谷航線每周將增加14班。

屆時，深圳－曼谷、首爾、吉隆坡、新
加坡等航線每周往返累計將超過200班，
深圳及周邊市民出國遊將更加方便。

■來自各國的專家縱論「一帶一路」旅遊資
源開發。 記者秦占國 攝

■深圳機場新航季日均計劃航班量將首
次突破1,000班。 記者郭若溪 攝

■浙江寧波同泰嘉陵陵園推出壁葬與銅製二維碼
祭掃牌。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 馬來西
亞檳城報道）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亞太
旅遊論壇當地時間26日在馬來西亞檳城
州隆重開幕，來自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代表、聯合會城市會員和機構會員代
表、聯合會專家委員會專家以及檳城州
政府代表共計約300名嘉賓縱論「一帶
一路」旅遊節點城市建設，把「一帶一
路」旅遊打造成世界旅遊品牌。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秘書長宋宇在致

辭中表示，「一帶一路」旅遊走廊建設
是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為推動旅遊城市
合作發展實施的一項重要舉措，主要目
的是通過「一帶一路」沿線節點城市的

建設，促進世界旅遊市場化、標準化和
便捷化發展。

聯國旅遊組織籲國際予支持
「一帶一路」旅遊開發潛力巨大。

「一帶一路」連接着歐亞兩大旅遊目的
地和客源地，旅遊總量佔全球國際旅遊
總量的70%，是世界旅遊最具發展潛力
的地區之一。經研究，五年間中國為沿
線國家輸送遊客1.5億人次，吸引沿線國
家來華遊客8,500萬人次，帶動旅遊消費
超過3,000億美元。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執
行主任祝善忠在開幕致辭中表示，中國政

府的「一帶一路」倡議在第71屆聯合國
大會上通過對該倡議的支持，並呼籲國際
社會支持它。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關於建
設「一帶一路」旅遊走廊和建設旅遊節點
城市的建議，完全符合UNWTO的絲綢
之路計劃（Silk Road Programme）宗旨
和「絲綢之路國際會議（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的會議精
神，將「一帶一路旅遊走廊與城市節點建
設」建成一個世界旅遊品牌。亞太論壇組
委會主席羅興強指出，這次旅遊論壇主題
為「一帶一路：旅遊走廊與城市節點開
發」，旨在深入交換意見，讓旅遊業者可
以得到持續良好發展。

■山東高院於其官方微博表示已受理「辱母殺人
案」上訴。 網上圖片

■于歡母親
蘇銀霞由於
公司資金困
難而借高利
貸，後因無
力償還遭禁
錮。圖為其
開 設 的 公
司。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