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推高鐵新旅程 十城千人享特惠

內地水源地環境整治完成超七成

上海試行港澳內地律所聯營
負責人內地產生 但須獲各方認可

港澳律師獲粵司法廳頒工作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近日上海

市司法局印發《關於香港、澳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

師事務所在上海開展合夥聯營試點工作的實施辦法

（試行）》通知，明確自12月1日起，上海可以實施

港澳與內地律所合夥聯營，成為全國第二個開展此項

試點的省市。有律師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律所合夥聯營對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起到幫

助，同時亦便利兩地投資人跨地域的維權。

自2014年起，港澳與內地律所合夥聯營在廣東省廣州市、深圳
市、珠海市開始試點，此次滬版《實施辦法（試行）》在吸

收借鑒此前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上海實際，對港澳律所與內地
律所合夥聯營作出了更進一步的明確規定。相較此前展開試點的廣
東省部分城市，上海的試點取消了對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試點的數
量限制，並明確要求聯營律師事務所應當以團體會員身份加入上海
市律師協會。

港澳資金不超49%
此外，上海對合夥聯營的聯營條件等方面亦作出了更進一步的明
確規定，對於有30名以上執業律師的香港或澳門律師事務所，在
遞交申請之前兩年有不低於10%的執業律師同時持有內地的法律職
業資格證書、且其中至少1人是合夥人。
另據了解，該通知規定在出資額方面，要求設立合夥型聯營律師
事務所，各方出資額最低為500萬元人民幣，聯營的香港、澳門一
方的律師事務所，其單獨或者合計出資的比例不得低於30%，但不
得高於49%。派駐人員上，聯營律師事務所各方派駐律師的數量合
計不得少於10人，負責人應當在內地律師事務所的派駐律師中產
生，但應得到其他各方的認可。

利於跨地維權索賠
北京尚公（上海）律師事務所首席金融律師林嶸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稱，滬港澳律所合夥、聯營對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
有着很大作用。近期大批內地公司赴港上市，同時大量的港資透過
滬港通來內地投資，證明上海和港澳的資金投資交流頻繁，這便會
牽涉到相關領域的大量法律事務的溝通，律所聯營有助解決此類事
項，包括證券的監管、制度的保護及救濟問題等。同時便利兩地投
資者的跨地域維權、索賠等。
林嶸同時認為，原本滬港澳之間難以溝通互補的諸多法律事宜，
得以通過試點的律師快速得到溝通、完善等，亦是上海響應中央決
定推動深化改革，落實「上海擴大開放100條」的重要舉措之一。

A16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裴軍運

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

20182018年年1010月月1212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

王三運認受賄逾七千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昨日，河南省鄭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
審理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
化衛生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
王三運受賄一案。鄭州市人
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
訴，被告人王三運及其辯護
人到庭參加訴訟。
河南省鄭州市人民檢察院

起訴指控：1993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三運利
用擔任中共貴州省六盤水市委書記、貴州省委副
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長及甘肅省委書記等職
務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
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
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入股銀行、工程承攬和職務晉
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特定關係人，
非法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
人民幣 6,685 萬餘元（約合港幣 7,569 萬餘
元），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庭審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被告人王
三運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在法庭的
主持下充分發表了意見，王三運還進行了最後陳
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及各界群眾

70餘人旁聽了庭審。最後法庭宣佈休庭，擇期
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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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系

2017年10月16日，42名
港澳律師接過由廣東省司
法廳頒發的「合夥聯營所

港澳律師工作證」，成為中國首批獲得頒證的港
澳律師。
合夥型聯營律師事務所是由一家或多家香港

或澳門的律師事務所與一家內地律師事務所，按
照規定和各方協議在廣東省內組建，並以聯營律
師事務所的名義對外提供法律服務，承擔法律責
任。
對於聯營律師事務所內業務的處理，內地法

律事務由內地律師事務所派駐的律師辦理；屬於
香港、澳門或者外國法律事務的，則由香港、澳

門律師事務所派駐的律師辦理。
對於其中既涉及內地法律、又有涉及香港、
澳門或者外國法律適用的法律事務，則由港澳與
內地律師事務所派駐律師按各自執業範圍分工協
作辦理。
對於涉外法律事務，特別是涉及國際條約、
國際慣例適用的法律事務，由港澳與內地律師事
務所派駐律師合作辦理。
截至去年10月，廣州、深圳、珠海三地已獲

批設立了11家粵港（澳）合夥聯營律師所，其
中廣州2家、深圳7家、珠海2家，共有136名律
師派駐到聯營律師所，其中香港律師33名、澳
門律師9名。 ■中新網及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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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大連發生非洲豬瘟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農業農村
部新聞辦公室昨日發佈，遼寧省大連市發生生豬
非洲豬瘟疫情。
昨日10時，農業農村部接到中國動物疫病預
防控制中心報告，遼寧省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
送檢樣品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國家
外來動物疫病研究中心）確診為非洲豬瘟。陽性
樣品來自大連市普蘭店區一養殖場，該養殖場存
欄生豬1,353頭、發病20頭、死亡11頭。
疫情發生後，農業農村部立即派出督導組赴當

地。當地已按照要求啟動應急響應機制，採取封
鎖、撲殺、無害化處理、消毒等處置措施，對全
部病死和撲殺豬進行無害化處理。同時，禁止所
有生豬及易感動物和產品運入或流出封鎖區。目
前，上述疫情已得到有效處置。

■王三運受審。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10月10日，在中央財
經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
強調，加強自然災害防治關係國計民
生，要建立高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
系，提高全社會自然災害防治能力，為
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安全
提供有力保障。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
「央視快評」指出，總書記重要講話，
立足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戰略全局，為新
時代提高全社會自然災害防治能力指明
了方向，作出了具體部署，提供了根本
遵循。

快評認為，此次會議，習總書記作
出了「加強自然災害防治關係國計民
生」「要建立高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
體系」等重要指示，將自然災害防治的
重視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體
現了黨中央打贏災害防治攻堅戰的堅定
決心，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
我們要按照總書記的指示和部署，從

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
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全面提
升全社會抵禦自然災害的綜合防範能

力。
快評指出，提高自然災害防治能力，

就要針對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堅決推
進「九個實施」。實施災害風險調查和
重點隱患排查工程；實施重點生態功能
區生態修復工程；實施海岸帶保護修復
工程；實施地震易發區房屋設施加固工
程；實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實施
地質災害綜合治理和避險移民搬遷工
程；實施應急救援中心建設工程；實施
自然災害監測預警信息化工程；實施自
然災害防治技術裝備現代化工程。

快評最後強調，防災減災救災，任務
艱巨、使命光榮。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堅持以人
民為中心，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
合，堅持常態救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
一，就能推動提高我國自然災害防治能
力邁上新台階，更好守護我們的家園。
只要緊緊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不
折不扣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
示，我們就一定能為保護人民群眾生命
財產安全和國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央視
快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
道）廣深港高鐵旅遊紅利釋放，高鐵遊
香港在剛剛過去的國慶假期集中爆發
後，大大鼓舞了香港業界。為了延續高
鐵效應，香港旅遊發展局聯動海洋公

園、杜莎夫人蠟像館、香
港迪士尼等香港知名景
區，於10月26日舉行「高
鐵新『禮』程．速達最香
港」十城千人高鐵體驗團
活動，本周末廣州旅行社
將推出最高五折優惠的14
條線路產品促銷活動，進
一步刺激內地遊客赴港旅
遊的熱情。

26日舉行體驗活動
新高鐵以及「一地兩檢」的便利，正
是香港高鐵遊的魅力所在。嶺南控股廣
之旅粵港澳遊總部副總經理李念陽表
示，快速和便捷使得珠三角遊客到達香
港腹地的用時，相比大巴、動車等交通

工具，大幅縮減4倍。從國慶赴港遊產品
銷售情況中可見，點菜式的高鐵定製產
品最受歡迎，其中香港1天遊拉動最為明
顯。
為使高鐵帶來的旅遊紅利持續翻倍，

香港旅遊業界聯手內地旅行社推廣促銷
吸客。
10月26日，香港旅遊發展局將聯動包
括海洋公園、杜莎夫人蠟像館、香港迪
士尼、天際100、昂坪360、挪亞方舟主
題公園等一眾香港知名景區，舉行「高
鐵新『禮』程．速達最香港」十城千人
高鐵體驗團活動。該活動將聯動廣州、
貴陽、武漢、長沙、南昌、廈門、福
州、汕頭、深圳、東莞10個內地高鐵沿
線城市，每城指定一家優質旅行社、組
織100名遊客參與。

559元純玩一整天
作為廣州地區的指定旅行社，來自廣
之旅的李念陽表示，廣之旅將舉行線路
促銷活動，針對參與高鐵體驗團共計推
出14條線路產品，優惠力度最高可達5
折。
其中，賣價為559元人民幣的「廣深港
高鐵、美酒佳餚巡禮、香港海洋公園精
選純玩之旅1天」產品，遊客可乘坐廣深
港高鐵直達香港九龍西站，遊覽經典景
點，並參與「香港美酒佳餚巡禮」，與
維港美景相伴，享用世界級美酒佳餚，
參與音樂表演、手工作坊等特色活動，
且現場購買享受買1送1優惠，性價比相
當高，預計將吸引一些美食達人和紅酒
愛好者前來捧場。

■2017年10月，廣東省司法廳向港澳律師頒發工作證。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截至10
日，今年需要完成整治的1,586個水源地
的 6,251 個環境問題中，已完成整治
4,640個，完成比例為74%，餘下1,611
個問題正在整改過程中。
生態環境部副部長翟青昨日在內地集
中式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專項行動第
三次視頻會上通報了這一情況。

據介紹，2018年年底前，長江經濟帶
縣級及以上城市水源地、其他省份地市
級水源地要完成排查整治任務，共涉及
31個省份276個地市。水源地裡面既有大
量的排污口、生活污染源、農業面源污
染等直接影響水源安全的環境問題，也
有諸多工業企業、交通穿越、油庫碼頭
等突出風險隱患，清理整治任務十分艱

巨。
翟青介紹，從目前情況看，所有6,251
個問題均已啟動整改，不存在沒有任何
治理的「零進展」問題。從各地市看，
有138個城市任務完成量達到75%以上，
達到序時進度，其中長沙等44個城市已
完成所有問題整改。
通過專項行動，一大批影響水源安全

的突出問題被徹底清理。據生態環境部
初步統計，各省區市已關閉、取締水源
保護區內排污口133個，治理搬遷工業
企業 691 個，拆除取締非法碼頭 131
個，整治清理農村面源污染問題1,785
個，切實消除了許多重大環境風險隱
患。
但翟青表示，今年完成整治任務仍面

臨嚴峻挑戰。生態環境部將加大調度頻
次、強化技術支撐等，督促地方早日消
除飲用水水源地環境隱患。

■■國慶期間內國慶期間內
地遊客在香港地遊客在香港
金紫荊廣場遊金紫荊廣場遊
覽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6年2月15日，中國首家內地與港澳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落戶珠海橫琴。 資料圖片

參與條件

負責人應當在內地律師事務負責人應當在內地律師事務
所的派駐律師中產生所的派駐律師中產生，，但但
應得到其他各方認可應得到其他各方認可

各方派駐律師數量合計不得少各方派駐律師數量合計不得少
於於1010人人

港澳一方律所港澳一方律所，，單獨或者合單獨或者合
計出資比例不得低於計出資比例不得低於
3030%%，，且不得高於且不得高於4949%%

各方出資額最低為各方出資額最低為500500萬元萬元
人民幣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