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蘇常州工業園疑埋數千噸化廢
環保督察組剛走即現實名舉報 官方立刻啟動調查

美華裔留學生遭毆斃
20歲女犯判囚終身不得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中央環保督察組剛離開江蘇不久，江

蘇常州市金壇區一工業園就被群眾舉報，稱其地下涉嫌掩埋數千噸化工廢

料等污染物。實名舉報人稱，一家曾位於江蘇昆山的農藥企業疑似將幾千

噸化工廢料運到常州金壇區掩埋。對此，常州市金壇區環保執法局監察一

中隊中隊長姜一斌表示，立即啟動立案調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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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一斌稱，當地已聯繫第三方機構進行
取樣檢測。「這件事情追查下去，

（如果確有問題）公司負責人肯定逃不掉
的。」姜一斌說。

舉報人：化廢幾年前由昆山拖來
7月11日下午1點多，舉報人楊宇馳在金

壇當地論壇發帖稱，幾年前，江蘇天容集
團負責人許網保2007年改制昆山的綠利來
公司後，將幾千噸化工廢料從昆山拖到常
州，掩埋在金壇區一處荒地裡（後規劃開
發為水北工業園區）。楊宇馳隨貼附上其
身份證號及聯繫電話，聲稱保證真實並願
承擔一切法律後果。
楊宇馳曾經營煤炭生意。據他介紹，
2011年3月份，許網保曾託他幫忙找船、碼
頭及轉運卡車，助其將一種「潮濕、刺
鼻、顏色發黃」的東西，用運煤船託運至
金壇水北工業園。據楊宇馳稱，綠利來公
司陸續運送超過 10船次，每船大概 300
噸。
物料運送到金壇後，堆放在一塊荒地

上。2012年底，因為當地群眾舉報，遭到
當地環保局查處。環保部門當時要求，將
已經乾化的「化工廢料」送至專業場地焚
燒。
楊宇馳表示，在焚燒之前，綠利來公司
工作人員連夜將物料掩埋，「填埋時我不
在場，但挖坑時我在場」，所以，最終焚
燒掉的物料，只有一小部分。
事已過去多年，之所以實名舉報，楊宇

馳說，是因為自己的生命安全近來受到了
許網保的「威脅」。被舉報人許網保至今
未正面回應。

第三方檢測機構今取樣分析
7月13日上午9時，楊宇馳帶着記者到疑

似掩埋化工廢料的位置，是常州華舜印染
公司的新址，該公司東北角發出刺鼻氣
味。廠內一塊略大於標準籃球場的土地被
黃色油漆「圈住」，記者在圈內取了一塊
泥土，淋濕後氣味加重。
不過，據常州市華舜印染公司一名蔡姓車

間主任回憶，該公司廠房於2015年開建，當

年打地基的時候，並未發現任何異常。
目前，當地環保局正在調查舉報內容。

「我們正在聯繫有資質的第三方檢測機
構，對現場進行取樣檢測，以確認掩埋物
料到底是一般固廢還是危廢。如果是危
廢，則將全部清理出來。」姜一斌對澎湃

新聞說，預計最快7月15日安排檢測機構
進場取樣。若確定是危廢，案件將移送公
安機關。
但是，疑似掩埋「化工廢料」的土坑貫
穿已投產的企業廠房，具體開挖日期仍未
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泰國布吉府尹
諾拉帕昨日在事故救援情況發佈會上說，47名
遇難者中，已有46人身份被確認，剩餘1具仍待
打撈。此次事故的船主、隨船技師已被批捕起
訴。泰方調查指出，此次事故與「零元團」無
關。
據新華社昨日報道，諾拉帕表示，46具遺體

中有7具已被運回中國，其餘會在布吉火化，政
府人員將協助難屬處理後事。環球網昨日引述泰
國頭條新聞報道指，當日早上8時，潛水員入海
打撈最後一具屍體時，海浪高至3米，且屍體被
卡在40多米深的沉船下，打撈工作困難。
泰國保險業委員會布吉辦公室主任頌蓬表示，

已敦促兩家相關的保險公司盡快發放理賠，目前
28名難屬已獲發理賠金。此前消息指，每名遇
難者將獲得總計210萬泰銖（約合港幣49.4萬
元）的賠償。

建廠造船未經審批
布吉府警察局局長提拉蓬說，警方已經以「因

疏忽造成他人死亡、受傷」罪名起訴「鳳凰號」
船主和隨船技師，警方強調將繼續調查，懲處所

有涉事負責人。

事故與「零元團」無關
提拉蓬還說，泰國國家警察總署副署長希瓦拉

13日檢查了「鳳凰號」的製造船塢，發現涉事
公司雖有造船許可，但新建的造船廠和「鳳凰
號」製造均未經合法審批。目前「艾莎公主號」
已撈起，待「鳳凰號」打撈成功後，官方將派專
人檢查船體是否存在問題。
另外，據環球網昨日報道，布吉沉船事故搜救

指揮中心信息部當地時間13日晚發佈消息稱，
目前掌握的證據顯示，此次事故與「零元團」無
關。泰國國家警察局副指揮官表示，涉事遊客購
買的「鳳凰號」遊船服務，其中並無旅遊公司強
制要求購物、就餐行為，不屬於「零元團」。
該副指揮官表示，目前尚未發現有政府人員與

此事有關。
當地時間5日17時45分左右，「鳳凰號」和
「艾莎公主號」在布吉島附近海域突遇特大暴風
雨，船隻傾覆並沉沒。「艾莎公主號」上42人
悉數獲救。「鳳凰號」上載有101人，其中87名
中國遊客中有40人獲救、47人死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引美
國《僑報》報道，當地時間7月13
日，美國洛杉磯縣刑事庭法官對兩
名南加大中國留學生紀欣然命案嫌
犯罪行宣判，判處現年20歲的女罪
犯谷艾瑞羅(Alejandra Guerrero)終
身監禁不得保釋，同時判處現年23
歲的無證移民罪犯迪卡門(Jona-
than Del Carmen)15 年至終身監
禁。兩名罪犯對受害人均表示抱歉
和後悔。
谷艾瑞羅的辯護律師漢米爾頓表
示，由於被代理人犯罪時年僅16
歲，以前沒有犯罪記錄，而且其所
屬社會環境、家庭背景惡劣，曾是
性虐待及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法官
量刑時應考慮這些因素。

檢察官：樂於搶劫不可恕
檢察官麥肯尼(John McKinney)
回應說，2014年7月24日晚，谷艾

瑞羅並非偶然選擇作案，而是慫恿
其他人與她一起去作案，她樂於做
這種（搶劫的）事情。在回應辯方
律師說谷艾瑞羅以前沒有犯罪記錄
時，麥肯尼說：「她常搶劫他人，
只是沒有被抓到而已。」根據法庭
提供的證據，谷艾瑞羅在犯罪過程
中使用的是一把扳手。

事發後2小時繼續犯案
2016年10月，陪審團判定谷艾
瑞羅一級謀殺罪名成立。陪審團還
認定，谷艾瑞羅應對她在洛杉磯道
克維勒爾海灘攻擊另一對男女受害
人事件負有刑事責任。這宗案件發
生之前兩小時，谷艾瑞羅與其同夥
一起攻擊了中國留學生紀欣然，並
將其毆打致死。
在法官宣判前，紀欣然父母的代

理律師蔡玟慧代表紀欣然的父母宣
讀了他們寫給法官的信件。紀欣然

的父母在信中表示，希望法官能夠
讓涉案的每一名罪犯得到終身監禁
不得保釋的懲罰。南加大致信法官
時表示支持父母意見，應嚴懲罪
犯。

「未成年」不是逃責金牌
由於谷艾瑞羅犯案時未成年，為

此法官決定8月30日舉行一次聽證
會，其目的是將其未成年犯罪記錄
交由關押她獄方存檔。律師蔡玟慧
表示，她雖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保
釋，但她有少年犯罪記錄，在坐牢
35年之後，她仍有機會申請保釋。
在紀欣然命案中4名嫌犯已定罪

並判刑，目前仍剩下最後一名嫌犯
奧丘阿(Alberto Ochoa)等待開庭審
判。奧丘阿本犯案時僅17歲，本可
轉至少年法庭，經檢方力爭，他被
送回成人法院受審。
麥肯尼表示，若他在少年法庭受

審，最多服刑至25歲，且可申請假
釋。
罪犯迪卡門2017年以二級謀殺

罪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議，他在獄
中服刑期限至少15年。迪卡門是這
起案件4名罪犯中唯一沒有移民身
份的罪犯，但檢方表示，他要在美
國監獄服刑，15年之後他才有可能
申請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7月15
日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在即，各類假冒世界盃商品趁
機「蹭熱度」。根據海關總署部署，廣州海關自今
年3月起組織開展為期3個月的「中俄海關知識產
權聯合執法行動」，共截獲34批次世界盃知識產
權相關假冒商品共6,453件。

器材和服裝佔九成
仿冒品中含印有國際足球聯合會及世界盃贊助企

業相關標誌的運動服、運動器材等。近期，廣州海
關在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南沙新區片區對一票出口
至非洲的貨物實施查驗時，查獲涉嫌侵犯「FIFA
WORLD CUP」商標權足球140個、「adidas及三
斜槓圖形」、「NIKE及鈎圖形」等商標專用權的
上衣約700件、套裝約3,530套。廣州海關迅速結
合貿易方式、目的國、申報品名等風險要素展開集
中研判並實施精準佈控，接連截獲假冒「FIFA」
商標運動套裝1,920件，其他假冒運動服裝約1,510
套（件）。據統計，行動期間廣州海關共查扣運動
器材和運動服裝6,000餘件，佔查扣假冒商品數量
的九成以上。
此外，廣州海關駐郵局辦事處運用「大數據」思

維加強對俄羅斯進出境郵件的分析佈控，共截獲假
冒世界盃周邊產品29批次，假冒品本來將分寄至
本次世界盃舉辦地俄羅斯的25個地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九屆
全國器官捐獻與移植論壇正在吉林長春召
開，據統計，2018年前5個月，中國已完
成器官捐獻2,459例，實施器官移植手術
7,559例，比去年同期分別提高24.6%和
20.7%，預計年底器官捐獻數將突破
6,000例。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局副局長

郭燕紅在論壇期間介紹，穩妥有序開展器
官捐獻與移植，是一個國家醫學發展和社
會進步的重要標誌。2017年，中國人體
器官捐獻數與移植數均位居世界第二。預
計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器官
移植大國。
郭燕紅列出了一組數據：2015年，中

國成功實現移植器官來源轉型，所有移植
器官均來源於公民自願捐獻，完成器官捐
獻2,766例；2016年完成器官捐獻4,080
例；2017年完成器官捐獻5,146例，實施
器官移植手術超過1.6萬例。

「布吉翻船案」船主技師被批捕

■中國交通運輸部廣州打撈局與泰國海軍13日下午共同作業，嘗試打撈一具
被船體壓住的遺體。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獲悉，該校杜江峰院士
團隊創新性地提出一種稱之為「時間摺
疊」的新方法，實現了時間分辨率達5皮
秒（1皮秒為1萬億分之一秒）的任意序
列發生器，將高精度時間序列發生功能的
時間精度首次提升至皮秒量級。國際知名
學術期刊《科學儀器評論》日前發表了該
成果。
高精度序列發生器可用於產生高時間分

辨率的控制脈衝序列，對各分系統進行高
精度同步控制，目前在量子計算、量子精
密測量、自動控制、脈衝成像、醫學診療
等領域廣泛應用。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序
列發生技術大多採用高速時鐘法，這種方
法依賴於時鐘速度，進一步提升精度難度
很大。
杜江峰團隊「時間摺疊」的高時間精度
序列發生方法，與「時間內插」法相結
合，不僅突破了傳統的高速時鐘法實現序
列發生的時間精度上限，得到皮秒量級的
序列發生功能，還同時在皮秒尺度改善序
列發生的時間線性，保障高品質、高穩定
度的序列發生功能。
測試表明，新的序列發生技術可實現時

間分辨率為5皮秒、動態範圍為5納秒至
10秒的序列發生功能，還存在進一步提
升性能的潛力，將對前沿科技進步起到重
要推動作用。

華科學家首次實現
5皮秒任意序列發生器

■當地環保局標記的污染地塊上的土塊淋濕後能聞到刺鼻的異味。 網上圖片

■警方查獲的侵權足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南加州大學中國
學生紀欣然（右）
遇害案女嫌犯谷艾
瑞羅（左）被判終
身監禁，不得保
釋。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記者14日從廣東省公安廳獲悉，
廣東公安機關共接到中央第五環保
督察組轉辦涉嫌刑事犯罪的252條
案件線索，已有77宗案件核實，
135人被刑事拘留、33人被逮捕。
廣東省公安廳提出，所有中央環
保督察「回頭看」轉交的涉嫌刑事
犯罪案件線索一律由省公安廳掛牌
督辦，各地公安機關接到轉交的案
件線索後一律依法立案開展偵查、
循線深挖，對轉交的案件線索一律
限期查辦、限期報送案件情況。
一個多月來，廣東公安機關均查
辦涉嫌刑事犯罪的環保案件線索。
其中，佛山市南海區九江鎮某五金
廠私設暗管排放有毒有害工業污
水，工廠負責人何某仲、歐某陽被
當地警方立案偵查和刑事拘留；東
莞市大朗鎮某工業園一公司偷排污
水、污染環境，大朗警方對該公司
經營者張某輝、肖某山及員工萬
某、陶某軍、騰某沅等5人立案調
查並刑事拘留；江門警方聯合環保
部門對某科技有限公司進行突擊查
處，發現該公司排放污水中銅、鎳
含量均遠超廣東省相關環保標準，

涉嫌污染環境犯罪。該公司法人代表劉某
先、總經理王某和總經理助理吳某等涉案嫌
疑人被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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