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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

中新網報道，最高人民法院昨

日發佈的首份《人民法院禁毒

工作白皮書》（2012-2017）

顯示，全國毒品犯罪案件數量

近年來總體呈上升趨勢，一審

結案數從2012年的7.6萬宗增

至2016年的11.8萬宗，增幅為

54.12%。毒品犯罪高發省份相

對集中在華南、西南、華東和

華中地區。此外，零包販毒

（一般指涉案毒品10克以下的

販毒案件）等末端毒品犯罪增

長迅速。最高法刑五庭庭長葉

曉穎表示，法院始終堅持依法

懲處毒品犯罪，嚴格適用減

刑、假釋。

《白皮書》顯示，零包販毒是毒品
犯罪的末端環節，此類案件通

常佔販賣毒品案件的一半以上，在全部
毒品犯罪案件中也佔有較高比例，社會
危害不容忽視。

涉毒案件呈四趨勢
葉曉穎指出，當前毒品犯罪呈現四大

趨勢：一是毒品犯罪案件數量總體呈
上升趨勢。2012年至2016年，毒品犯
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從
7.73%增至10.54%。二是毒品犯罪高
發省份相對集中，主要是華南、西
南、華東和華中地區。三是源頭性犯
罪和末端毒品犯罪增長迅速。中國面
臨境外毒品滲透和國內製毒犯罪蔓延
的雙重壓力。同時，受毒品消費市場
持續膨脹的影響，零包販賣毒品、容
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等末端毒
品犯罪增長迅速。四是涉案毒品種類
多樣化。

區別對待特殊群體
葉曉穎續指，法院始終堅持依法從嚴
懲處毒品犯罪，2012年至2016年，毒
品犯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共
計 11.9 萬人，重刑率為 21.91%。此
外，為確保刑罰執行效果，法院還嚴格
規範適用相關緩刑制度，從嚴把握毒品

罪犯的減刑條件，並嚴格限制假釋嚴重
毒品罪犯。
同時，對於罪行較輕，或具有從犯、
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從寬處
罰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法院根據寬嚴
相濟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適應原則，依法

給予從寬處罰。
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長馬岩表示，對於

孕婦、哺乳期婦女以及病殘人員等特殊
群體參與毒品犯罪案件，法院將按寬嚴
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根據具體情況加
以區別對待。

最高法：毒品犯罪五年增五成
首發禁毒白皮書 華南西南華東華中屬高發區

ANNOUNCEMENT ON COMPLETION OF CORPORATE BOND ISSU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 LTD.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 Ltd. and the entire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BoD”) hereby guarantee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responsibilities for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t.

The 1st session of the eighth board of directors and 2016 sixth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convened on Nov. 25 and Dec. 13 of 2016, deliberated and passed through 
the Report on Controlled Subsidiary Applying for Corporate Bond Issue. It’s agreed that the 
controlled subsidiary (the Yunnan Xiangpeng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would issue corporate 
bond for no more than RMB 2.6 billion yuan (including RMB 2.6 billion yuan).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n Controlled Subsidiary Applying for Corporate Bond Issue 
published on the China Securities,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Security Times, Securities 
Daily, Hongkong’s Wen Wei Po and the website of the SSE on Nov. 26 of 2016. 

The 2017 first phase issue of the corporate bond was completed by the Yunnan Xiangpeng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on June 20 of 2017. The capital amount of the first phase issue 
accounted for RMB 600 million yuan at the par value of RMB100 yuan per unit with 5-years 
term (2+2+1). The nominal interest rate is at 7.98%.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pon rate 
adjusting option of the issuer and callable option of the investors at the end of 2nd year and 
4th year shall be attached. The issue related documents were announced on the website of 
SSE (http://www.sse.com.cn/) .

The lead underwriter of the issue is the Guosen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The corporate 
bond was issued to qualified investors in the method of offline inquiry placing. The offline 
application for purchase was publicly issued and placed according to the book building record 
at the SSE. The raised capital would be used to supplement to the operation capital and re-
pay the borrowings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first phase issue was carried out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n the Application for Corporate 
Bond Issue to Qualified Investors by the Yunnan Xiangpeng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Zheng 
Jian Xu Ke [2017] No. 604) issued by the CSRC in April of 2017. According to above approval, 
the Yunnan Xiangpeng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should complete the first phase corporate 
bond issue within 12 months from April 24 of 2017. The other phases shall be completed 
within 24 months from April 24 of 2017.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 Ltd.  
                                       June 21, 2017

港幕後毒梟成粵執法難點

南方日報：充分發揮重大工程牽引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省禁毒
委相關人員表示，今年以來，廣東警方聯合多部門嚴厲
打擊毒品犯罪，前5月全省偵破毒品犯罪案件5,080
宗，刑拘嫌疑人逾6,250名，繳獲毒品5.1噸。據了解，
香港毒梟幕後指揮，操縱大宗毒品生產和走私，已成為
廣東警方打擊毒品犯罪的難點。目前，廣東警方已就如
何偵破此類跨境毒品走私犯罪展開部署，加大對幕後毒
梟打擊力度。
廣東省禁毒辦主任、公安廳副廳長郭少波介紹，當
前，全省製毒活動不斷萎縮，並呈現向外轉移的趨勢，
境內外繳獲毒品源自廣東的毒品案件數量同比大幅下
降，這表明廣東作為毒品中轉集散地的地位正在下降。
郭少波表示，廣東警方打擊毒品犯罪的最大難點是對遙

控指揮大宗毒品犯罪的香港毒梟的打擊。雖然廣東警方與
香港警方保持着良好合作，但由於兩地司法制度不同，且
沒有引渡條例，一些香港毒梟利用相關法律空白，指使其
手下在廣東境內生產、走私毒品。而這些幕後毒梟和策劃
人則長期坐鎮香港，以逃避內地警方的追查。

香港文匯報訊「慧眼」巡天、「天
眼」探空、「蛟龍」潛海、神舟飛
天、高鐵疾馳、北斗組網、大飛機首
飛……《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
文章指、驚艷全球，既見證了我國科
技創新本領的提升，也成為推進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加速器」。
文章續指，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已達

世界第二，但「塊頭大不等於強，體
重大不等於壯」。5年來，我國重大工
程建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現實意
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成就。載人航
天、量子通訊、載人深潛、航空母艦
等重大成就和關鍵性突破，為提升國
家綜合競爭力、成為有世界影響的大

國奠定了重要基礎；株洲「動力
谷」、武漢「光谷」、瀋陽機器人、
無錫物聯網、西安航空航天產業等重
大發展規劃和產業佈局，為推動中國
經濟向中高端升級、打造新增長極注
入了強大動力；建築高速路網、寬帶
提速降費、醫藥制度改革、教育資源
調配等重大民生工程和社會事業，為
增進人民群眾獲得感、織就億萬群眾
生活保障網提供了可複製經驗。
文章進一步指出，補短板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重大工程建
設既是謀突破又是補短板。回顧梳理5
年來的重大工程，無論是發展特色產
業，發揮國家重大工程、農業產業化

項目帶動作用，還是開展環境治理、
防治大氣污染、壯大扶貧力量；無論
是建設高鐵、高速公路、西氣東輸、
南水北調，打造日益緊密的城市「朋
友圈」，還是實施航空發動機及燃氣
輪機、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機、智能
製造和機器人等重大科技創新項目；
無論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健康中國
行動計劃、信息化重大工程，還是加強
食品安全監管、規範住房租賃市場、抑
制房地產泡沫……這些重大工程從國家
和人民群眾的需求出發，既是立足於補
短板，真正實現全面小康的「全面」目
標；也是着眼於謀突破，為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打牢基礎。

環保部嚴處撕毀封條企業

■粵警方繳獲的大量毒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環保
部近期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進行
強化督查後發現，一些地區「散亂污」清理整頓
工作仍存在屢禁不止、多次擅自撕毀封條並進行
違法生產的現象。
山東省菏澤市鄆城縣的科勝木業有限公司、銀
盛木業有限公司、翔雲木業有限公司、祥泰木業
有限公司、紅星木業加工廠、武安鎮張坑板廠，
天津市靜海區的天津盛祺金屬製品有限公司、天
津鵬潤達塑膠製品有限公司，河北省邯鄲市涉縣
的河北鑫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存在擅
自撕毀封條違法生產現象。
環保部督查組已將問題移交當地有關部門作進
一步調查處理。環保部要求，對屢禁不止、擅自

撕毀封條並進行違法生產的，各地要依法、依規
嚴肅處理。對「散亂污」企業清理整頓不力、問
題突出的地區，環保部將公開約談地方政府主要
負責人。

5月空氣質量最差10城河北佔6席
另據環保部數據顯示，今年5月，74個城市空
氣質量最差10城依次是：河北唐山、邯鄲、石家
莊、邢台、保定，河南鄭州，天津，河北衡水，
江蘇徐州，甘肅蘭州。今年1月至5月，空氣質量
最差10城依次是：河北邯鄲、石家莊、邢台、保
定，山西太原，河北唐山，河南鄭州，陝西西
安，河北衡水，新疆烏魯木齊。在兩份空氣質量
「黑榜」中，河北省皆佔六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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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5 時事辯論會

06:00 創富早餐
09:00 開市埋位
10:00 交易所直播室
10:30 財經即時睇
11:00 窩輪攻略
12:00 財經即時睇
12:30 換樂瑞士360
01:00 開市埋位
02:00 交易所直播室
02:45 外匯先機
03:00 財經即時睇
03:30 商品有價
04:00 交易所直播室
05:00 大行報告
05:30 積木戰士
06:00 Hello Kitty繽紛樂園
06:30 藝承者們
07:00 同伊
07:30 新聞最前線
08:00 90後玩樂台灣
08:30 六扇門
09:30 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
10:30 喜出望外
11:00 十一點最前線
11:30 娛樂新聞
00:00 星級會客室：譚耀文(下)
00:30 三個喼神自由行
01:00 喜出望外
01:30 六扇門
02:30 星級會客室：譚耀文(下)
03:00 90後玩樂台灣
03:30 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
04:30 三個喼神自由行
05:00 娛樂新聞
0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愛不單行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20 一個地球
12:55 智富通
13:30 回來吧大叔
15:00 智富通
16:00 神魄
16:30 小馬寶莉5
17:00 見習神仙精靈
17:30 快樂童盟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硬地音樂
19:00 愛不單行
19:50 體育係...300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又，吳海英
21:30 詭探
22:00 闔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22:30 開工
23:00 十五分鐘熱度
23:15 Girls' Talk-Cooking Girls
23:30 晚吹-書到用時
00:00 深宵新聞
00:30 五夜報佳音
00:35 大人女子
01:30 又，吳海英
02:30 晚吹-書到用時
03:00 回來吧大叔
04:30 愛不單行
05:30 香港聖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