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292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中  國  新  聞A17 ■責任編輯：王嘉程

犯顛覆國家政權罪 李明哲判囚五年

中央軍委原委員張陽自縊身亡
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死亡」不等於「一了百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中央軍委原委員、中央軍委政治

工作部原主任張陽畏罪自殺。新華社

昨日發佈消息稱，2017 年 8 月 28

日，經黨中央批准，中央軍委決定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

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原委員、中

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張陽進行組

織談話，調查核實其涉郭伯雄、徐才

厚等案問題線索。經調查核實，張陽

嚴重違紀違法，涉嫌行賄受賄、巨額

財產來源不明犯罪。接受組織談話期

間，張陽一直在家中居住。11月23

日上午，張陽在家中自縊死亡。

珠江口撞船失蹤者全找到
9人獲救

據公開簡歷，張陽1951年8月在河北省武
強縣孫莊鄉出生，函授本科學歷，1968

年入伍。他從一名戰士做起，歷任班長、技
師、政治指導員、政治教導員、團政治處主
任、團政治委員等職。2000年，張陽任陸軍
第42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兩年後升任該集團
軍政治委員。2004年12月，時年53歲的張
陽更進一步，成為該集團軍所屬廣州軍區政
治部主任，躋身副大軍區級將領。

與徐同看話劇後數天升職
據內地媒體報道，2010年10月，張陽首次

以總政治部主任身份公開在媒體上亮相。2012
年10月21日央視報道，20日晚，時任中央軍
委副主席徐才厚觀看了話劇《生命宣言》。畫
面顯示，演出結束後，原為廣州軍區政治委員
的張陽緊隨徐才厚，與演出人員握手，並出席

了隨後舉行的座談。幾天後，2012年10月25
日，國防部網站軍委總部領導數據庫更新，顯
示張陽已履新總政治部主任。

也曾提出肅清郭徐流毒
不過，在徐才厚落馬後，張陽當然也「立
場分明」地用大篇幅批判郭徐流毒問題。
2016年8月26日，張陽在全軍貫徹落實古田
政工會精神領導小組會議上說，要抓實抓深
肅清流毒影響工作。以領導幹部為重點進一
步搞好揭批反思，做到情感上憎恨、政治上
決裂，切實與郭徐的圈子、品行、套路、作
風等徹底劃清界限。據北京青年報公眾號
「政知圈」不完全統計，僅2015年1月至3
月，張陽就至少在6個公開場合提到過「肅
清徐才厚案的影響」。
「政知圈」報道指，張陽最後一次出現在

媒體面前，是今年8月7日。據新華社報道，
當天，中央代表團飛抵呼和浩特，出席內蒙
古自治區成立70周年慶祝活動。也就在這次
露面後20天，張陽被談話，然後一直在家中
居住，三個月後，畏罪自殺。

繼續追責無需撤案
那麼，在紀委調查前或在紀委調查中，涉
貪官員「死亡」，是否能「一了百了」呢？
南方都市報公眾號「察時局」引述有關人士
指，即便當事人死亡，黨組織仍然可以調
查，無需撤案，仍然可以對其作出紀律處
分，當事人死亡並不必然導致其免於追究黨
紀責任。此外，確認違紀所得的涉案款物、
經濟利益，應該予以收繳或者退賠。暫扣款
物需按程序拍賣或其他方式處理後上繳國
庫。

香港文匯報訊據鈞正平/解放軍報社
微信公號「鈞正平工作室」評論指出：
張陽畏罪自殺！這個曾經位高權重的上
將，以這種可恥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
生。
2017年8月28日，經黨中央批准，

中央軍委決定對張陽進行組織談話，調
查核實其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問題線
索。經調查核實，張陽嚴重違紀違法，
涉嫌行賄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
罪。經組織安排，張陽接受組織談話期
間，一直在家中居住。11月 23日上
午，張陽在家中自縊死亡。

張陽是典型「兩面人」
軍隊是拿槍桿子的，絕不允許有腐

敗分子藏身之地。對張陽進行組織談
話，調查核實他的涉案問題，這是全面
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響工作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入推進黨風廉政
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重要舉措，是純潔
黨的肌體、純潔部隊、純潔高級幹部隊
伍的必然要求。黨中央、中央軍委作出
這一決定是完全正確的，充分彰顯了全
面從嚴治黨、從嚴治軍的鮮明態度和堅
定決心。
張陽身為黨和軍隊高級幹部，喪失

理想信念、喪失黨性原則、喪失法紀敬
畏、喪失道德底線，台上台下兩種表
現、人前人後兩副面孔，嘴上喊忠誠、
背後搞貪腐，是典型的「兩面人」。其
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給黨和軍隊事業造成

嚴重危害，玷污黨的形象、玷污軍隊形
象、玷污政治工作形象、玷污領導幹部
形象。張陽以自殺手段逃避黨紀國法懲
處，行徑極其惡劣。

反腐敗鬥爭任重道遠
評論認為，我欲海晏河清，必先除

淤浚污。勇於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
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黨的十八大特
別是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以來，黨中
央、中央軍委堅定不移推進政治建軍，
大力度正風肅紀，出重拳反腐懲惡，推
動軍隊政治生態煥然一新。但是，張陽
嚴重違紀違法問題再次警示我們，全面
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響，深
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任重
道遠。必須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
神，堅決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
求，始終繃緊從嚴從緊這根弦，推動軍
隊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堅持無禁
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
高壓、長震懾，以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
執着，堅決清除一切侵蝕軍隊健康肌體
的病毒。
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人民軍
隊奮力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
技興軍、依法治軍，全面提高新時代
打贏能力，一定能夠實現黨在新時代
的強軍目標、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
隊！

軍報評論：
張陽自殺逃避懲處 行徑極其惡劣

■張陽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上
午，湖南省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被
告人彭宇華、李明哲顛覆國家政權案一審
公開宣判，認定彭宇華、李明哲均犯顛覆
國家政權罪，判處彭宇華有期徒刑七年，
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判處李明哲有期徒刑
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彭宇華、李明
哲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利用網絡煽動炒作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2年5月，被告人

彭宇華在湖南省長沙市創建「兩岸牽手」
QQ群，宣揚顛覆國家政權思想，發展成
員。同年9月，被告人李明哲加入，並逐
漸成為骨幹成員。同年11月，彭宇華將
「兩岸牽手」更名為「圍觀中國」。在與
李明哲等人溝通後，彭宇華制定了近兩萬
字的「梅花計劃」，確立了建立政黨、推
翻國家現行政治制度的終極目標，提出以
網絡為載體，建立覆蓋全國的五級架構、

2017年達到100萬成員的階段目標。
2012年11月23日至25日，彭宇華召集
史旭鵬、葉陽聰（均另案處理）等人在湖
北省武漢市開會，確定成員分工，由彭宇
華任執行經理，李明哲任執行副經理。
2013年以後，李明哲等相繼籌建多個QQ
群組，成員最多時達2,000餘人。彭宇
華、李明哲通過QQ群等撰寫、轉發詆
毀、攻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文章、書
籍、視頻等，煽動推翻國家現行政治制
度、顛覆國家政權，並組織群成員對社會
熱點事件進行炒作。李明哲還多次前往內
地城市，參與當地群成員聚會，散佈抨擊
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更明確
表示不排斥「暴力革命」。
2013年下半年開始，被告人彭宇華因與
被告人李明哲等人產生矛盾，逐漸淡出相
關群組。2014年2月以後，彭宇華停止了
對各QQ群的維護和管理，放棄了「梅花
計劃」的推廣和實施。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法院認為，被告人彭宇華、李明哲以顛
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
成立非法組織，策劃顛覆國家政權的計
劃、方法、步驟，攻擊憲法所確立的制
度，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其行
為均已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公訴機關指
控兩人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事實清楚，證
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根據彭宇
華、李明哲在顛覆國家政權犯罪中的地
位、作用，彭宇華係首要分子，李明哲係
積極參加者。到案後，兩人均能如實供述
自己的罪行，並當庭認罪、悔罪，依法可
以從輕處罰。
庭上共30人旁聽宣判，「岳陽市中級人
民法院」官方微博全程視頻播報了庭審實
況。
宣判結束後，根據被告人家屬的請求，

法院安排兩名被告人與家屬分別會見。

首要分子彭宇華判囚七年 二被告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彭宇華彭宇華、、李明哲顛覆國家李明哲顛覆國家
政權案一審公開判決政權案一審公開判決，，二人二人
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方日報：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南粵大地落地生根
香港文匯報訊《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
員文章指，中共廣東省委十二屆二次全會於
27日召開，進一步謀劃了廣東未來發展，向
全省黨員幹部群眾發出了把廣東建設成為向世
界展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
重要「窗口」和「示範區」的新時代動員令，
為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
南粵大地落地生根、結出豐碩成果，統一了思
想、指明了路徑、注入了強大動力。
文章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廣東發展面臨新的形勢和任務，要用發展的
眼光分析優勢和短板，因勢利導、主動作

為，推動優勢和短板朝着於我有利的方向調
整變化，把全省的短板一項一項補強，把優
勢不斷鞏固好、發展好。要用全面的觀點來
把握整體和局部，立足全省一盤棋，立足服
從服務全國大局，立足對標國內外先進標
準，以更寬視野、更大格局在更大空間謀劃
和推動發展。

牢固樹立「四個意識」
文章強調，辦好廣東的事情，關鍵在黨，
關鍵在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加強新時
代黨的建設，必須認真貫徹落實十九大提出

的總要求，強化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全面推
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
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
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把各級黨組織鍛造
得更加堅強有力。要牢固樹立「四個意
識」，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
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抓好幹部
隊伍建設，鍛造一支有新氣象的高素質專業
化幹部隊伍。要抓好意識形態工作，牢牢掌
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管理權、主動權，
敢於發聲、敢於亮劍，決不能當「開明紳

士」、明哲保身。要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堅
決懲治腐敗，認真貫徹中央關於國家監察體
制改革的決策部署。
文章最後指出，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認真落實「三
個定位、兩個率先」和「四個堅持、三個支
撐、兩個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奮力把廣東建設成為
向世界展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的重要「窗口」和「示範區」，為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作出廣東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截
至昨日16時39分，在27日發生的珠
江口貨船碰撞事故中失蹤的12名船
員已找到，其中7名船員安全獲救，
其餘5名船員正在施救中，加上當場
獲救的2人，已有9人獲救。
27日凌晨3時左右，在珠江口伶仃

航道海域，載有5,038噸鋼材的福建
平潭籍散貨船「順錦隆」與裝載
5,000 噸黃沙的江蘇南京籍散貨船
「錦澤輪」發生碰撞，導致「錦澤
輪」沉沒。
目前，救援工作正緊張進行。從事

發當日凌晨到現在，海事、打撈、救
助等部門和社會力量共60多艘次船
舶、一架直升機、20多名潛水員、近
300多人在事故現場參與搜救行動。

針對自然資源資產 開展幹部離任審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7年6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了《領導幹部自然
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規定（試行）》（以下
簡稱《規定》）。日前，中共中央辦公
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規定》，對領
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工作提出具

體要求，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
結合實際認真遵照執行。
《規定》主要審計領導幹部貫徹執行中
央生態文明建設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情
況，遵守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生態環境保
護法律法規情況，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生
態環境保護重大決策情況，完成自然資源
資產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目標情況，履行

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監督責
任情況，組織自然資源資產和生態環境保
護相關資金徵管用和項目建設運行情況，
以及履行其他相關責任情況。
《規定》要求，被審計領導幹部及其所
在地區、部門（單位），對審計發現的問
題應當及時整改。國務院及地方各級政府
負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職

責的工作部門應當加強部門聯動，盡快建
立自然資源資產數據共享平台，並向審計
機關開放，為審計提供專業支持和制度保
障，支持、配合審計機關開展審計。縣以
上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應當加強對本地區
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工作的領
導，及時聽取本級審計機關的審計工作情
況匯報並接受、配合上級審計機關審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
報道）昨日，深圳機場新航站樓啟用
滿四周年，累計運送超過1.58億人
次，旅客量排名全球機場第40位。
作為深圳重要的對外窗口和公共基礎
服務設施，轉場4年來，深圳機場運
行保障能力和旅客服務質量實現了雙
提升，客貨運業務快速發展，國際業
務更是取得了長足進步，開啟了國際
航空樞紐建設的新征程。預計到今年
底，深圳機場國際和地區客貨運通航
點將接近60個，其中國際和地區客
運通航點將突破40個，機場服務城
市發展的能力顯著增強。
新航站樓啟用後，深圳機場迎來了

「大飛行區、大航站區」的新發展時
代。伴隨硬件升級，深圳機場地空資
源得到進一步釋放，通過跑道運行模
式優化，目前已實現了雙跑道獨立離
場運行，始發航班正常率和高峰小時
航班容量相較轉場前有了明顯提升，
日均起降航班由2013年的700餘架次
增至目前的近千架次。

深圳機場轉場運營4年
運送旅客超1.5億人次

■救援工作仍在緊張進行。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