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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軍越界性質惡劣 中方稱已仁至義盡

江天勇案公開審理 當庭認罪懺悔
勾結境外反華勢力 實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江天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

一審昨日在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江天勇當庭表示認罪懺

悔，對其在被監視居住期間遭受「酷刑」的謠言予以否認。公訴機關在

指控中稱，江天勇與境外反華勢力勾結，實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

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行為，嚴重危害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西方世界近年亂象頻發，2016年以來
尤甚，近期尤甚。美國政壇惡鬥加劇，
社會分裂加深；英國脫歐公投給世界經
濟帶來持續不確定性；西方國家經歷的
恐怖襲擊從未像今天這樣密集；債務危
機、金融危機、福利危機等使多數百姓
實際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甚至下
降……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之

治」。短短數十年，中國以不同於西方
的方式迅速崛起，給西方和整個世界帶
來了震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

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
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
度。」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
勢，使中國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佼佼
者，使絕大多數中國人成為這個進程的
受益者。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國有一個代表人

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西方國家沒
有這種力量。西方的政黨是「部分利益
黨」，不同政黨代表不同群體利益，因
此國家政策搖擺不定並常常陷入不同政
黨、利益集團之間的撕扯。而中國共產
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在中國
現代化事業中發揮着總攬全局、協調各

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發展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力求通過市場經濟取得資源
配置的最優化，同時通過社會主義來保
證最大限度的公平正義。正是這個模式
創造了中國迅速崛起、絕大多數人民生
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奇跡。
在社會治理模式方面，作為一個有着

13億多人口、地域遼闊、發展尚不均衡
的國家，中國實現了空前的社會穩定。
這得益於中國通過自己的探索和實踐，
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其
最大特點是建立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
動，形成以黨政主導、社會協同、公眾

參與為主要特徵的社會治理模式。
「中國之治」的背後，是以人民整體

利益為歸依的制度優勢。這既有源遠流
長的中華文明基因，有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的紅色基因，也有對世界其他文
明的大量借鑒。從中長期前景來看，中
國崛起對世界的最大意義，不僅是世界
五分一的人口走向富裕所帶來的廣泛而
深刻的國際影響，也是中國一整套政
治、經濟、社會
制度為人類建設
更加美好社會所
提供的有益經驗
和寶貴智慧。

「中國之治」凸顯制度優勢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 張維為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
道，據《印度時報》報道，印度不具名
官員曾稱，印度近期就中印洞朗對峙問
題與俄羅斯進行了討論，重申印方關於
中國修路單方面改變現狀並對印安全帶
來嚴重影響的立場，希望尋求俄方支
持。在昨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上，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印方非法越界
的理由荒謬、性質惡劣、事實清楚，希
望印方守法律、講道理，作出理性明智
的判斷和決策。
華春瑩強調，洞朗地區是毫無爭議的
中國領土，印方以所謂的關切中方修路
為借口非法越界，理由荒謬、性質惡

劣、事實清楚，解決此事的唯一基礎和
前提是印方立即無條件地撤回所有非法
越界的人員和設備。「大家可以試想一
下，如果姑息和縱容印方的這一荒謬邏
輯，那麼是不是誰看不慣鄰居家裡的活
動，都可以隨意闖進鄰居家裡賴着不
走？如果循着印方的這一邏輯，是不是
中方覺得印度在邊境地區大興土木、大
搞基建，威脅了中方的安全，我們就可
以堂堂正正地進入到印度的境內去出手
阻止？這樣豈不是天下大亂，還有什麼
國際關係準則可言？」
華春瑩表示，中方迄今保持着高度的

克制，做到仁至義盡，希望印方能夠拿

出一個大國應有的負責任、守法律、講
道理的態度，做出理性、明智的判斷和
決策。

口講無野心 至今不撤軍
另據報道，當地時間21日，印度內政
部長辛格在新德里發表講話稱，印度希
望能與其鄰國和平相處，但印在安全問
題上不會妥協。他相信中國將採取積極
行動，印中洞朗對峙很快就會有解決方
案。在昨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
言人華春瑩表示，希望印方能夠言行一
致，立即撤回所有非法越界的人員和設
備。

華春瑩表示，中國愛好和平，堅定維
護和平，同時我們也將堅決捍衛自己國
家的領土主權，不會允許任何國家、任
何人、以任何理由和借口來損害中國的
領土主權。「我注意到辛格部長說，印
方沒有attack（進攻）其他國家，也沒有
expand（擴張）的野心，但我們看到的
事實是，印方非法越過了雙方共同認
可，並且共同遵守了近130年的邊界線，
而且至今滯留不歸，還在百般狡辯。」
她重申，我們希望印方能夠言行一致，
立即撤回所有的非法越界人員和設備，
拿出實際的行動、採取積極的行動糾正
之前的錯誤言行。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江天勇多次在
互聯網上發佈和接受境外媒體採訪

時發表大量攻擊、詆毀中國政府、司法機
關和現行政治制度的言論，通過蓄意策
劃、插手炒作敏感案件，肆意歪曲事實，
煽動他人在公共場所非法聚集滋事以及與
境外反華勢力勾結，利用輿論挑起不明真
相的人員仇視政府等方式，攻擊和誹謗中
國憲法確立的基本制度，實施煽動顛覆國
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行為，
嚴重危害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據披露，2009 年以來，江天勇通過

「推特」（Twitter）、「微博」等發表
上述言論共計3.3萬餘條，關注者3.7萬
人，其中214條係直接攻擊中國政府、煽
動顛覆政權的言論；接受境外媒體採訪
報道148次，其中70餘次係直接攻擊中
國政府、煽動顛覆政權的言論。
2016年7月，江天勇得知原北京鋒銳律

師事務所周世鋒等人顛覆國家政權案將
於 2016 年 8 月初在天津二中院開庭審
理，便通過境外「電報」（Telegram）軟
件煽動他人於2016年8月1日前往天津二
中院進行「圍觀滋事」。事後江天勇還
接受境外媒體美國之音的採訪，發表抹
黑中國司法機關的言論，造成了惡劣的
政治影響。
2015年8月，原北京新橋律師事務所律

師張凱在溫州市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
序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2016年3月被
取保候審。此後，江天勇通過「電報」

聯繫張凱，煽動張凱及其家屬對抗司法
機關，並於2016年 9月向境外反華勢力
申請了現金及一台蘋果手機折合約23,326
元人民幣資助張凱。

檢方依法辦案 保障被告權利
在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依法訊問了
被告人，出示了書證、證人證言、視聽
資料、電子數據以及被告人江天勇的供
述和辯解。被告人、辯護人對以上證據
進行了質證。在法庭辯論階段，控辯雙
方就定罪、量刑的事實、證據和適用法
律等問題充分發表了意見。江天勇的辯
護律師針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和情
節進行了辯護，並提出了建議對被告人
江天勇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
在被告人最後陳述階段，江天勇表

示，從抓獲至今，公檢法等司法機關嚴
格依法辦案，充分保障了他的合法權
利。他深知自己犯罪的嚴重性以及給國
家和社會造成的嚴重危害，表示真誠悔
罪並願意接受法律的處罰。並懇請司法
機關給予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
用實際行動彌補過去的錯誤。
庭審結束後，法庭宣佈休庭，擇期宣

判。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學學者、
職業律師、江天勇家屬、各界群眾代表
以及來自境內外的媒體記者共40餘人旁
聽了庭審。「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新
浪微博官方賬號對庭審進行了全程視頻
直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江天勇
還當庭承認其為謝陽「遭受酷刑」系列文
章的幕後炮製者和主要推手，江天勇承
認，為了收穫更多的名利，迎合境外勢力
炒作噱頭而刻意策劃了「謝陽在羈押期間
遭受酷刑」的一系列文章，抹黑了中國政
府和司法機關形象。
2015年7月，原湖南綱維律師事務所律

師謝陽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長沙
市公安機關依法採取強制措施。2016年
10月，江天勇指使謝陽妻子陳桂秋捏造了
「謝陽在羈押期間遭受酷刑」的系列文
章，並對部分文章進行了修改。其間江天
勇還通過「電報」（Telegram）等網絡社
交軟件轉發《朋友們，出發吧！去見證
709謝陽案的違法歷史》的文章，煽動陳

桂秋及其他相關人員到謝陽被羈押的場所
長沙市第二看守所開展所謂「探視謝陽行
動」。同時，江天勇利用「電報」、微信
將相關文章及境外網站歪曲事實的報道大
量轉發，並煽動他人轉發，誤導民眾對現
行體制和司法機關不滿，意圖對中國政府
和司法機關施壓，嚴重損害了中國司法機
關形象。

捏造散播「謝陽受酷刑」不實信息

全軍武警院校
今年招近3萬學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7年
是軍隊新院校體系運行後首次招生，全軍
和武警部隊院校招生工作於近日結束，共
招收青年學生1.16萬名、生長軍官士兵學
員0.48萬名，招收士官學員1.35萬名。
首次進行合併組考和全軍統一閱卷，是

士兵招生工作的一大亮點。據統計，全國
有5萬餘名普通高中畢業生參加軍檢面試
和投檔錄取，軍隊有5.2萬名士兵考生在
10個組考片區、126個考點的1,461個考
場參加文化科目統考。
報道稱，今年錄取的新生生源質量較往

年穩中有升。下一步，軍委機關將着眼軍
隊改革大局和針對新院校體系運行實際，
在現有政策法規基礎上建強招生隊伍，優
化新體檢標準，完善合併組考模式，規範
集中閱卷流程，構建與新體制新職能新使
命相適應的軍隊招生工作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泰國內
閣昨日批准了泰中鐵路合作項目一期工程
（曼谷－呵叻段）的設計合同，為泰中雙
方盡快落實簽署創造了條件。
泰國內閣當天在呵叻府舉行內閣會議，

泰國總理府副部長戈沙在會後的新聞發佈
會上說，項目一期工程設計費用約為17億
泰銖（約合4億港元），泰國政府將僱傭
中國企業對項目的高架段、地面段、隧道
和建築設施等進行設計。中國駐泰國大使
館日前發佈公告說，中泰雙方已完成了中
泰鐵路合作項目一期工程設計合同的談
判，目前正抓緊工作以便在下月初簽署相
關合同，項目建設有望在今年10月啟動。
中泰鐵路合作項目是泰國第一條標準軌

高速鐵路，項目將進一步提升泰國在中南
半島的交通樞紐地位，為泰國經濟發展注
入新活力，並將惠及沿線各國。

泰批覆中泰鐵路一期合同

嚴打金融犯罪 最高檢強調打「大鱷」捉「內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最高人

民檢察院日前印發《關於認真貫徹落實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精神加強和改進金融
檢察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
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加強和改進金融檢察
工作，為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國家金融
安全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通知》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加大
懲治和預防金融犯罪及金融領域職務犯
罪工作力度。嚴厲打擊嚴重危害金融安
全的犯罪，堅決整治嚴重破壞金融市場
秩序的行為，堅決查處那些興風作浪的

「金融大鱷」、搞權錢交易和利益輸送
的「內鬼」，對重大案件實行掛牌督
辦，形成有效震懾。特別是要加大證券
期貨犯罪打擊力度，嚴厲懲治欺詐發行
股票、債券，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
息，內幕交易、洩露內幕信息，利用未
公開信息交易，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等破
壞證券期貨市場秩序的犯罪。
《通知》強調，要積極參與互聯網金

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嚴肅查辦金融領
域職務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領域腐敗滋
生蔓延勢頭，堅決查辦金融領域通過利

益輸送、權錢交易實施的貪污賄賂犯罪
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
權造成國家財產嚴重損失的瀆職犯罪，
集中查辦金融領域有影響、有震動的職
務犯罪案件，遏制金融領域腐敗滋生蔓
延勢頭。加強對金融領域執法司法活動
的法律監督，維護執法司法公平公正。

民生銀行首席信息官涉違紀受查
另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昨日發佈消

息指，據駐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紀檢組消息，中國民生銀行首席信息官

林曉軒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
審查。
據駐中國銀監會紀檢組資料顯示，林
曉軒是福建莆田人。自2001年 2月起，
歷任工商銀行技術保障部副總經理、信
息科技部總經理、信息科技業務總監兼
信息科技部總經理、首席信息官兼信息
科技部總經理、首席信息官。他2015年6
月起任中國農業銀行黨委委員、副行
長，去年12月辭去公職，今年1月進入
中國民生銀行工作，現任民生銀行首席
信息官。

■全軍和武警部隊院校今年共招收青年學
生1.16萬名。圖為上月海南省軍隊院校
的考生正進行體檢。 資料圖片

■江天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一審
昨日在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審，
江天勇當庭認罪。 視頻截圖

■江天勇表示，公檢法等司法機關
嚴格依法辦案，充分保障了他的合
法權利。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