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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雲南省公
安廳昨日發佈A級通緝令，配合雲南省監察
委員會對涉案人員蔣兆崗進行通緝。蔣兆崗
現任西南林業大學校長。
通緝令顯示，根據《雲南省公安機關配
合監察委員會查辦案件工作辦法（試行）》

的規定和《雲南省監察委員會決定通緝通知
書》的要求，現對涉案人員蔣兆崗進行通
緝。
通緝令公佈了蔣兆崗身份證號碼、護照

號碼和大陸居民往來台灣地區通行證號碼。
宣佈對發現線索、舉報查實的個人或單位給
予5萬元（人民幣，下同）獎勵，對抓捕歸
案的個人或單位給予10萬元獎勵。
蔣兆崗，男，漢族，1964年9月生，雲南
玉溪元江縣人。歷任雲南財貿學院教學服務
中心經理、總務處處長，雲南財貿學院副院
長，雲南財經大學副校長等職。2008年10
月任雲南省政府副秘書長，2011年2月任雲
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黨委書記，2016年3
月任西南林業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西南林業大學校長蔣兆崗被通緝
■■蔣兆崗蔣兆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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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風車平台內地業務
停業整改一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郭若溪及中新
網報道，內地空姐深夜乘搭滴滴「順風
車」一案引起各方關注，網約車平台「滴
滴出行」昨日宣佈，「順風車」平台內地
業務停業今起整改一周。在其自查報告
中提到，滴滴公司原有的夜間安全保障
機制不合理，疑犯係違規借用其父順風
車賬號接單，且曾被投訴言語性騷擾，
但客服五次通話並未聯繫到疑犯，隨後
並未妥善處理此事。

疑犯違規借父賬號接單
「順風車」是滴滴公司提供的網約車
服務類型之一。滴滴公司表示，在針對
河南鄭州順風車案的自查中發現，該接
單賬號歸屬於疑犯父親，且正常通過了
順風車註冊時的三證驗真、犯罪背景篩
查和接首單前須進行人臉識別等安全措

施。疑犯係違規借用其父順風車賬號接
單。同時，原有的夜間安全保障機制不
合理，導致在該訂單中針對夜間的人臉
識別機制沒有被觸發。此外，疑犯在案
發前，曾有一宗言語性騷擾被投訴記
錄，客服五次通話聯繫不上疑犯。由於
判責規則不合理，後續未對投訴作妥善
處理。
鑒於以上問題，滴滴公司決定即日起

作自查整改措施，包括自今日零時起，
「順風車」業務在內地範圍內下線，停
業自查整改一周；其他平台業務對全量
司機全面審查，用一切手段清理平台上
可能的人車不符情況；運營及客服體系
全面整改。同時，滴滴公司再次向受害
者家人及公眾道歉。
據悉，交通運輸部近日就《關於加強

和規範出租汽車行業失信聯合懲戒對象

名單管理工作的通知(徵求意見稿)》公開
徵求意見。

司機無證上崗或列黑名單
徵求意見稿指出，網約的士未取得平

台、車輛、司機經營許可，擅自從事或
變相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情節嚴重
的，可先納入誠信狀況重點關注對象名
單。情節特別嚴重、性質特別惡劣的失
信主體，應當按照規定程序直接列入
「黑名單」。
徵求意見稿指出，對於已被列入重點

關注名單且6個月內仍拒不改正的，應
當按照規定程序列入失信聯合懲戒主體
名單（下稱「黑名單」）。發生上述
行為情節特別嚴重、性質特別惡劣的
失信主體，應當按照規定程序直接列
入「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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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辱母案」涉黑主犯判囚25年
吳學占等15人9宗罪成 依法追繳沒收犯罪收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

院昨日對吳學占等15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一審公開宣判。以組織、

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制侮辱婦女罪、強迫交易罪、故意毀壞財物

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數罪並罰，判處被告人

吳學占有期徒刑25年，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

罪等罪數罪並罰，分別判處被告人趙榮榮等9人20年至2年8個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並處40萬元（人民幣，下同）至6萬元不等的罰金。以非法拘

禁罪分別判處被告人張博等5人2年2個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

人吳學占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

罪分子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以及用於犯罪的工具等，依法追繳、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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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在其官
方微博上發佈的判決結果顯示：法院

審理查明，2010年1月4日，被告人吳學占
成立冠縣泰昌投資有限公司，後變更為山東
冠縣泰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從事高利放

貸、借用資格投標建設工程等業務。

從事高利貸 強攬中標工程
2010年1月至2016年5月，吳學占以冠縣
泰昌投資有限公司或冠縣泰和房地產開發有

限公司為依託，為謀取非法利益，組織領導
被告人趙榮榮、李忠、郭樹林等人多次實施
違法犯罪行為，通過高利放貸、強攬其他公
司已中標工程、強行違規建設加油站、違規
開發社區樓盤和商業街等違法犯罪活動非法
牟利，並用牟取的利益向組織成員支付報
酬，向因參與違法犯罪活動受傷或死亡的組
織成員支付醫療費、子女撫養費等。
為維護組織利益，以吳學占為首的黑社會

性質組織實施了強制侮辱婦女、非法拘禁、
強迫交易、故意毀壞財物、非法侵入住宅、
故意傷害等9宗犯罪，並通過有組織地多次
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干擾、破壞他人正常生
活生產秩序，破壞公司、企業、國家機關正
常生產經營和工作秩序，在冠縣東古城鎮區

域內造成嚴重影響。此外，吳學占、李忠個
人還分別實施了故意傷害、強姦犯罪。
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294條的規定，被告人吳學占所組織、領
導的犯罪團夥依法應當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
織。其中，吳學占是該團夥的組織、領導
者，趙榮榮、李忠是積極參加者、骨幹成
員，郭樹林、郭彥剛、吳風磊、林飛、吳洪
艷、杜建崗、吳風志等是其他參加者。根據
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各
自在整個黑社會性質組織中的地位、作用，
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涉暴力催債 侮辱女企業家
前年4月，吳學占團夥向山東聊城冠縣女

企業家蘇銀霞暴力催債，因不堪討債者對其
母蘇銀霞進行侮辱，于歡持刀傷人致一死三
傷。于歡一審被以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
刑。去年6月23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
定于歡屬防衛過當，構成故意傷害罪，判處
于歡有期徒刑5年。
此案轟動一時，備受關注。時隔不到一
年，涉案的吳學占團夥亦站上被告席。今
年4月 12日至14日，聊城市東昌府區人
民法院依法開庭審理被告人吳學占等15
人涉嫌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
組織等罪一案。開庭前，檢方已就吳學
占等人涉黑案進行了兩次補充起訴，蘇
銀霞、于歡母子則對之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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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滬將
迎科技盛宴，開啟全球智慧風暴。2006年諾貝
爾化學獎得主、全球諾貝爾獎科學家協會主席羅
傑．科恩伯格昨日在滬表示，「2018全球諾貝
爾獎科學家論壇」今年將在滬舉辦，上海臨港則
成為論壇永久舉辦地。羅傑．科恩伯格表示，盼
未來建立開放合作共享科技社區，並希望支持基
礎原創性科學事業，幫助青年科學家成長，促進
產業經濟發展等。
據透露，首屆論壇將邀請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約

30位諾貝爾獎、圖靈獎、菲爾茲獎科學家，以
及百位中外頂尖科學家代表等，論壇將圍繞科技
要素，以諾貝爾獎科學家最新研究的進展，科技
技術最前沿的態勢，開展包括諾貝爾獎科學家主
題論壇、諾貝爾獎科學家主題發佈會、諾貝爾獎
科學家與青年領袖論壇等多種形式活動，且將在
生物醫藥、生命科學、人工智能、新材料與新能
源等多個科學技術領域展開研討。
羅傑．科恩伯格表示，舉辦論壇活動，是希望

搭建全球科學合作、共享互助的平台，並創建面
向未來的開放合作共享的科技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財政
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公安部日
前聯合發佈《關於開展治理違
規提取住房公積金工作的通
知》（下稱《通知》），治理
違規提取住房公積金用於炒樓
投機的行為。
一些機構和個人通過偽造證明

材料、虛構住房消費行為等手段
違規提取住房公積金，有的甚至
形成騙提套取住房公積金「黑色
產業鏈」，擾亂了住房公積金管
理秩序，削弱了住房公積金制度
的互助性和保障性。為保證住房
公積金制度穩健運行，依法維護
繳存職工權益，住建部等四部門
決定開展治理違規提取住房公積
金工作。
《通知》指出，要按照「房子

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
位及建立租購並舉住房制度的精
神，規範改進住房公積金提取政
策。優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積金支

付房租；重點支持提取住房公積
金在繳存地或戶籍地購買首套
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
房，防止提取住房公積金用於
炒房投機。

記載失信記錄 隨賬戶轉移
《通知》表示，對違規提取
住房公積金的繳存職工，住房
公積金管理中心要記載其失信
記錄，並隨個人賬戶一併轉
移；對已提取資金的，要責令
限期全額退回，在一定期限內
限制其住房公積金提取和貸
款。對逾期仍不退回的，列為
嚴重失信行為，並依法依規向
相關管理部門報送失信信息，
實施聯合懲戒。
此外，《通知》還指出，要建

立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與公
安、民政等部門的信息共享機
制，聯網核查公積金提取申請
人的個人信息，確保行為和要
件真實準確。

多部門發文
防止提公積金炒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州市
政府常務會議昨日審議通過該市《價值
創新園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2018-2020
年）》（以下簡稱《方案》），提出三
年內建設10個平均每畝產值超千萬元
（人民幣）的價值創新園區。
價值創新園區集「產業龍頭＋主導產

業鏈＋產業創新中心＋產業資金＋產業
服務平台＋產業社區」六位一體，融合
發展。預計到2020年，十大園區將實現
主導產業集聚度達到80%以上、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設立研發機構比例超過60%
等一系列目標，形成創新集聚、要素集
約、技術集成、產業集群、服務集中、
平均畝產超千萬（元）級的價值高地。
對此，該市將出台一系列扶持措施，

如引入彈性年期出讓、先租後讓等方
式，降低企業用地成本；並將合理設置
工業物業產權分割准入門檻，推動創新
型產業用房建設，加快價值創新園區域
範圍內的舊廠、舊村、專業批發市場等
更新改造；營造產城融合的「產業社
區」，建設公共租賃住房，實現「租售
同權」；加大資金扶持力度，支持園區
設立產業發展子基金。

據了解，首批價值創新園區圍繞新能源汽車、
智能裝備、新型顯示、人工智能、生物醫藥、互
聯網等產業，包括海珠琶洲互聯網價值創新園、
增城新型顯示價值創新園區、天河軟件價值創新
園、番禺智慧城市價值創新園、花都軍民融合價
值創新園等共十大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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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諾獎科學家論壇
落戶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