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蘭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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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官「被退休」疑肅清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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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夏威夷州日裔州長井下前日簽署
法案，2021年開始禁止售賣含化學物質
二苯甲酮及桂皮酸鹽的防曬產品。二苯
甲酮及桂皮酸鹽會對珊瑚造成傷害，夏
威夷成為美國首個禁制這兩種化學物的
州份。

井下於簽署儀式上表示，這只是保護及
修復夏威夷珊瑚礁的一小步，州政府需繼
續努力保護珊瑚，包括對抗入侵品種，環
境污染及氣候變化。
新法例生效後，含有二苯甲酮及桂皮

酸鹽的防曬產品，只能透過醫生處方取

得，其他人士只能購買不含這些化學物
質的防曬乳，又或自備防曬乳到夏威
夷。夏威夷州參議員貝克表示，珊瑚是
生態環境不可或缺的部分，保護珊瑚的
法例非常重要。

■美聯社

加拿大廣播公司前日報道，蒙特利爾近日
遭受熱浪侵襲，已造成6人死亡，市政府公
佈緊急應變計劃，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
加拿大中部及東部廣泛地區近日天氣持續

炎熱和潮濕，加拿大環境部對魁北克南部包
括蒙特利爾發出酷熱警告，預計持續至今
日。當局前日表示，自周一以來因涉及高溫
的個案已出動救護車640次，衛生部決定將

應變級別從「警惕」提升至「干預」。

2010年熱浪殺106人
蒙特利爾公共衛生部長德勞恩表示，剛過

去的周末，以潮濕指數計算得的體感溫度，
達到攝氏45度，2010年極度酷熱天氣在蒙特
利爾造成106人死亡，當局希望不會歷史重
演。 ■路透社/加拿大廣播公司

俄羅斯前特工斯克里帕爾與女兒尤莉婭3
月在英國索爾茲伯里遭人下毒，引發英俄外
交風波，英國警方昨日表示，一男一女日前
在索爾茲伯里附近接觸不明物質後不適，送
往醫院救治，目前情況危殆。警方列為「重
大事件」，封鎖兩人曾前往的地方進行調
查。
兩人年齡均為40多歲，上月30日被發現
在距離索爾茲伯里約12公里的埃姆斯伯里村
住所內不省人事。警方初步懷疑兩人吸食了
受污染的海洛英或可卡因，正作進一步檢

驗，以確認他們曾接觸的不明物質成份。英
國《太陽報》昨日報道，肇事男女的徵狀與
斯克里帕爾父女相似，醫生判斷兩人中毒，
涉及的不明物質樣本已被送交國防部實驗室
化驗。反恐警隊已介入調查此案，懷疑兩人
曾接觸神經毒劑。
警方為安全起見，封鎖索爾茲伯里和埃姆
斯伯里部分地區，相信兩人出事前曾到過這
些地點。英國公共衛生部發言人表示，公眾
人士沒面對大規模健康風險，當局將持續評
估情況。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遭反貪腐委員會拘
捕後，昨日被控將主權基金一馬發展公司
(1MDB)旗下 SRC 國際的 4,200 萬令吉(約
8,143萬港元)資金，匯入個人銀行賬戶，涉
及一項濫權及3項刑事失信罪，每項罪名最
高刑期為入獄20年。納吉布否認控罪，聲稱
自己無辜，在法庭外表示這是洗脫污名的最
佳機會，若這是他為國家及人民服務42年付
出的代價，他願意接受。

明年2月18日開審
64歲的納吉布被拘留一晚後，昨早穿深藍

色西裝和紅色領呔，被押解到吉隆坡法庭應
訊，一批巫統支持者在庭外高呼支持納吉
布。
納吉布神情平靜、面露微笑，他獲准以

100萬令吉(約194萬港元)保釋候審，低於檢
方要求的400萬令吉(約776萬港元)，同時需
交出護照。案件定於明年2月18日開審。
檢察總長湯馬斯表示，納吉布侵吞4,200萬

令吉公款，稱檢方根據反貪委3周前提交的報
告，對納吉布提控，預計反貪委將提交更多報
告，意味納吉布可能面臨更多控罪。■路透社

夏威夷護珊瑚 限制防曬品
蒙特利爾45度熱浪6死

英男女中毒
徵狀如前俄特工案

納吉布納吉布200200萬保釋萬保釋
「「服務國家服務國家4242年的代價年的代價」」

司法改革由波蘭執政法
律與公正黨 (PiS) 提

出，在新的退休法下，最
高法院27名法官須提早退
休。雖然法官可向總統杜達提出要求延
長任期，但耶斯多夫認為新法違憲，拒
絕申請延長任期，但同時繼續上班。

首席法官續上班捍法治
耶斯多夫於2014年獲委任為最高法院
首席法官，任期6年，原本到2020年任
期才屆滿。她批評法律與公正黨以推行
退休改革為名，實際是肅清最高法院。
她昨日抵達首都華沙的最高法院時表

示，她繼續上班並非介入政治，而是要
捍衛法治，希望法律秩序在波蘭重現。
法律與公正黨辯稱，波蘭司法制度已

失去效用，必須作出改革，但批評者指
責該黨企圖控制法院，以獲取政治利
益，形容政策把波蘭推向極權統治。

歐盟通牒 或交歐院解決
歐盟委員會批評波蘭違背歐盟法例規

定成員國的義務，波蘭有一個月時間作

出回應，若未能平息爭議，或交由歐洲
法院解決。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指歐盟
無權干涉波蘭內政，強調歐盟國家有權
依本身傳統發展司法體制，波蘭的決定
應獲得尊重。
民調機構Ariadna上月的民調顯示，多

達44%受訪者認為司法改革會增加執政
黨對法院的影響力。反對改革陣營昨日
發起示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總統
華里沙亦有參與。 ■法新社/路透社

波蘭政府推行的司

法 改 革 昨 日 正 式 生

效，由於最高法院法

官退休年齡由70歲降

至 65歲，多達 1/3 法

官被迫提早退休，包

括65歲的首席法官耶

斯多夫。耶斯多夫昨

日無視退休法例，如

常 前 往 最 高 法 院 上

班，揚言繼續捍衛法

治，數千名支持者到

場聲援，高叫「法庭

自由」及「法官不可

免職」口號。歐盟批

評改革破壞波蘭司法

獨 立 及 違 反 歐 盟 法

規，考慮提交歐洲法

院仲裁。

■■納吉布離開法庭時保持笑容納吉布離開法庭時保持笑容。。 路透社路透社

■■聲援首席法官的示威者聲援首席法官的示威者
舉起歐盟旗幟舉起歐盟旗幟。。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市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

引進和落戶實現無人干預自動審批，即「秒批」。改革後，應屆生可以個

人直接申報落戶，全程僅需向系統提交各樣材料掃碼件，實現「全程只需

跑一次」，效率明顯提升。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從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局獲悉，截至6月30日，2萬餘人申報了畢業生接收業務，3,265名

申請人通過系統「秒批」，490名非深戶申請人已取得深圳戶籍。

大學生落戶深圳實現「秒批」
「全程只需跑一次」490人獲深圳戶籍

福建集美研學旅行迎高峰

巫山機場明年投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位於三峽庫區
的重慶巫山縣獲悉，巫山機場已經基
本完成下部施工，上面的鋼結構施工
也進入尾聲，預計本月底就可以實現

整個航站樓的封頂。巫山機場造型似一個
「雲端航母造型」，航站樓明年投入使用
後，每年能夠滿足28萬人的旅遊吞吐
量。此外，巫山機場還將打造觀景平台功
能，機場腳下就是壯美的瞿塘峽，能夠遠
眺巫峽，近距離還可以欣賞美麗的長江三
峽，是三峽庫區海拔最高的機場。

重
－
慶

據了解，根據深圳市政府辦公廳《關於
印發深圳市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引進

和落戶「秒批」（無人干預自動審批）工
作方案的通知》，「秒批」於6月11日上
線試運行，6月25日正式上線運行。

逾兩萬人申報接收業務
系統上線以來，截至 6 月 30 日，共
21,398名申請人通過深圳人才引進系統申
報了畢業生接收業務，3,525名申請人按新
辦理方式上傳了報到材料，3,265名申請人
通過系統「秒批」，其中非深圳戶籍2,923
人中，已有490名非深戶申請人取得深圳
戶籍。
深圳市人社局表示，在此次「秒批」改
革中，變化的是應屆畢業生引進的辦理流
程和方式：一是增加個人申辦方式。改革

前須通過用人單位統一申報，或者委託人
事代理機構申報。改革後可以個人直接申
報；二是辦理的流程和環節優化簡化。改
革前需要在接收單位或代理機構、行政服
務大廳窗口和公安戶籍窗口跑動至少3次
以上。改革後變成全部在系統上提交信
息，由系統自動提取後台數據庫的數據匹
配完成，全程只需跑動一次；三是紙質材
料的提交顯著減少。改革前需在報到時提
交接收申請表、學歷證書原件及複印件、
學歷驗證報告、戶口本、戶口遷移證、身
份證等多項材料，改革後只需要在系統上
提供接收申請表、身份證、畢業證以及學
歷驗證報告的掃描件即可；四是辦理效率
大大提升。改革前大學生報到要到現場
辦，而且由於業務量大，會存在「一號難
求」現象，改革後，系統「秒批」，效率

明顯提升。
深圳市人社局表示，此次改革的目的是

為來深就業創業的應屆大學畢業生辦理手
續提供便利，最大限度地節約社會資源和

政府資源，為企業引人引智提供更好的營
商環境。同時通過無人干預自動審批杜絕
人工審核中的標準不一、主觀判斷差異、
辦事體驗不一致等問題。

中歐班列整車進口專列投入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

報道）中歐班列（比利時根特—中國
西安）首列富豪整車進口專列6月13
日抵達陝西西安，首批富豪進口整車
落地西安，不僅大大縮減購車成本及

等候時間，同時也標誌着西安港整車進口
口岸投入運行。
據了解，此趟進口專列共運載160輛富

豪汽車，專列從比利時出發經16天抵達
西安。
對於陝西及周邊地區的消費者而言，

「整車直接西安落地」後，提車等候期至
少縮短一半。

上
－
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據透露，上海國際旅遊度假
區將把「影視+旅遊」、「影視+文
創」作為重要抓手，塑造娛樂產業體
系，將之打造為上海電影面向國際展

示形象、開展合作交流的產業集聚平台和
策源地之一。
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管理委員會6月21

日正式對外發佈度假區影視產業發展政
策，同時與上海市廣播影視製作業行業協
會、上海市電影發行放映協會及重點影視
企業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一批業內優秀專
家受聘「度假區影視產業發展顧問」，
「上海影視攝製服務機構浦東工作站」同
日揭牌。

陝
－
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廈門（集美）
對台研學旅行基地深圳推介會上獲悉，暑
假到了，集美將迎來一年一度的研學旅行
高峰，7月將有來自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
區的大學生在集美研學。

促兩岸青年交流

300多位重慶學生近日結束了在廈門集美
7天研學旅行之旅，這也是廈門集美研學總
部在正式營業後迎來的第一個內地研學
團。近年來，集美以構建全域旅遊格局為
站位，統籌轄區內各具特色的旅遊資源，
打造研學旅行大營地。去年，以研學、親
子、兩岸青年融合為主要內容的廈門（集

美）對台研學旅行基地獲批福建省首批對
台交流基地。它包括集美鰲園、園博苑、
誠毅科技探索中心、老院子景區四個國家
級4A景區，以及廈門靈玲國際馬戲城、雙
龍潭景區、正新輪胎博物館等多個景區、
科教基地，可謂「一網打盡」集美優勢文
化旅遊資源。

據介紹，集美區正全力打造「研學旅行
泛營地化」，構建集研學旅行產業園、研
學旅行主題營地、研學旅行泛營地為一體
的全產業鏈研學旅行產業；並且以打造
「中國南方國際研學旅行之都」為目標，
不斷完善研學旅行，力爭打造為具有國際
視野的「集美IP」。

■■深圳大學生招聘會吸引不少求職者深圳大學生招聘會吸引不少求職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打造國際影視產業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