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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宏偉被控受賄 1446 萬 當庭認罪
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

利用職權謀私利 斂財長達 12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昨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中國海警局原局長孟
宏偉受賄一案。檢方起訴書顯示，孟宏偉在公安部、中國海警局任職期間
受賄 1,446 萬餘元（人民幣，下同），斂財時間長達 12 年之久。孟宏偉
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5年
至2017年，被告人孟宏偉利用擔任公安

部黨委委員、副部長、中國海警局局長等職務
上的便利，或者利用其職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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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職務晉升等事
項上提供幫助，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
計折合人民幣1,446萬餘元。

法庭：擇期宣判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被
告人孟宏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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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宏偉進行了最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
罪。
新聞照片顯示，孟宏偉身着米色便裝夾
克，兩鬢略有斑白，但精神狀態不錯。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及各界群
眾數十人旁聽了庭審。庭審最後，法庭宣佈
休庭，擇期宣判。
孟宏偉案由天津市一中院審理；經最高檢
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
訴。此前，周永康案、孫政才案、令計劃案
也都是由天津市一中院審理，由天津市人民

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

去年 10 月落馬
孟宏偉現年 66 歲，落馬前歷任公安部部
長助理，公安部部長助理、交通管理局局
長，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中國海警
局局長等職務。
去年 10 月 7 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佈
消息，孟宏偉涉嫌違法接受國家監委監察
調查。

通報：嚴重違紀
今年 3 月 27 日，中紀委國家監委通報，
經中共中央批准，國家監委對孟宏偉嚴重
違法問題進行了監察調查，調查期間發現
孟宏偉存在嚴重違紀問題，中央紀委進行
了紀律審查。
通報稱，孟宏偉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
事項，對抗組織，拒不執行黨中央決定；
特權思想極其嚴重，公權私用，濫權妄
為，肆意揮霍國家資財滿足家庭奢靡生活；
家風敗壞，利用職務影響為其妻謀取職務，
縱容其妻利用其職權搞特殊、謀私利；權力
觀扭曲，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職權、地位形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孟宏偉12年共計受賄1,446萬餘元人民幣。圖為孟宏偉（中）出席昨日一審。
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在職務晉升、崗位調
整、企業經營等方面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巨額財物。
4 月 24 日，高檢網消息，公安部原黨委

委員、副部長孟宏偉涉嫌受賄一案 ，由
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 ，移送檢察機
關審查起訴。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以涉
嫌受賄罪對孟宏偉作出逮捕決定。

川轉移逾8萬災民 小鎮震後首迎集市

■昨日是四川長寧 6 級地震發生後第四天，震中雙河鎮迎來了震後的首次鄉鎮集市。圖為民眾昨日在該鎮街頭一服裝店門前選購衣服。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記者昨日從長寧地震第四場新聞發佈會現場
獲悉，截至昨日，四川省長寧地震已累計轉
移安置受災群眾 81,396 人，設置大型臨時安
置點 27 個，相關專家正加緊對受災房屋進行
災情評估，盡全力讓群眾少住帳篷。
昨日一大早，梅硐鎮復興村村民曾德知挑
着黃瓜、玉米、苦瓜，趕車來到雙河鎮，在
西街上擺出攤位。坐在小板凳上，該名 66 歲
的老人時不時喊上一句：「新鮮的玉米哦，
一塊錢（人民幣，下同）一斤！」

鮮蔬搶手 賣衫虧本
昨日是四川長寧 6 級地震發生後第四天，
農曆五月十八，震中雙河鎮迎來了震後的首
次鄉鎮集市。幾百米長的街道上，叫賣聲、
汽車喇叭聲和砍價聲混在一起。這個川南小
鎮似乎恢復了往日的熱鬧。
曾德知坐在路邊，夾着煙捲，給記者講雙

央視
快評

河趕集的歷史。「雙河鎮農曆二五八趕集，
每個月九場，很多人，熱鬧得很。」他感嘆
說：「今天人還不到以前三成多。」
雖然人流量比往常少了，但蔬菜卻很搶
手。不到半個小時，曾德知的新鮮蔬菜便出
售完畢，收入四十多元，「地震歸地震，但
該賣菜還是要賣菜，掙點錢買點鹽巴也行
嘛。」
生意更好的是一家服裝店。為了安全起
見，服裝店老闆李懷容把衣服搬到路邊臨街
出售。前來購買的雙河鎮居民絡繹不絕。因
為受災嚴重，多數人住進帳篷，缺少換洗衣
物。
「今天不為賺錢，畢竟大家都不容易。」
李懷容說，她的衣服這次大多按進價銷售，
有些是虧本賣出，只是為了保證大家有換洗
衣物。
與熱鬧的西街相比，雙河鎮農貿市場顯得
冷清。因周邊民房及建築物受損嚴重，武警

四川總隊宜賓支隊的戰士在農貿市場門口拉
起警戒線。一名老人想進去逛逛，被勸阻
了。

銀行開貸款
「綠色通道」
地震發生後，西街上的一家銀行一直照常
營業。29 歲的劉旭在梅硐鎮經營一家食品加
工廠，廠房和住房都成了危房，今天特意來
辦理貸款。不到一個小時，10 萬元的貸款手
續便辦理完成，這讓他大感意外。
該銀行負責人蕭興和告訴記者，震後銀行
業務以小額存款和鄉鎮企業貸款居多，且開
設了抗震救災貸款綠色通道，「之前貸款最
快也要 4 天，現在只要資料齊全，一個小
時。」
西街上的一家快遞公司也在昨日恢復了派
件，400多件快遞被擺在街邊。快遞公司員工
萬玻銚從早上到中午幾乎沒停過手中的活，
一直掃描快遞，給村民發領取信息。

體育強國 奮鬥有我

香港文匯報訊 6 月 18 日，習近平總書記
給北京體育大學 2016 級研究生冠軍班全體
學生回信稱，希望大家繼續帶頭拚、加油
幹，為建設體育強國多作貢獻，為社會傳
遞更多正能量。央視發表快評文章指出，
體育是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重要標誌，
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軟實力的重要體
現。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國體育事業
的發展，先後多次接見體育健兒、奧運冠
軍、青少年運動員，勉勵他們頑強拚搏、
為國爭光。此次，總書記又給冠軍班全體
學生親筆回信，這必將激勵廣大體育健兒
奮勇爭先，再創佳績，在全社會激盪起使
命在肩、奮鬥有我的時代精神。

快評進一步指出，在新時代發展體育運
動、建設體育強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體育運動蘊含着
百折不回的拚搏精神、超越極限的進取精
神、精益求精的競技精神，和中華民族堅
韌頑強的民族精神高度契合。從 87 年前劉
長春漂洋過海 20 多天代表國家第一次參加
奧運會，到中國躋身世界體育大國取得矚
目成就；從「志行」精神征服對手，到中
國女排享譽世界……體育夢與中國夢一路
偕行，不管是競技場上還是國際競爭中，
中國的體育運動折射着國家和民族奮鬥前
進的歷程。無論在何時，中國人從來沒有
氣餒過、服輸過。

快評最後強調，體育強國之「強」，不止
在金牌數量之多、競技比賽之贏，更在於
群眾基礎之牢、社會氛圍之濃、體育產業
之盛。近年來，在習近平總書記「建設體
育強國」重要指示召喚下，中國體育事業
蹄疾步穩地邁上了新台階。中央和各地出
台多部意見綱要促進群眾運動發展、創立
全國青少年足球超級聯賽、成功申辦 2022
年冬奧會……「新時代的中國，更需要使
命在肩、奮鬥有我的精神。」 讓我們以冠
軍班為標杆，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道路上，攻
堅克難、百折不撓，拿下屬於每個人自己
的「金牌」。

網上圖片

經最高檢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
第一分院審查起訴。
昨日，孟宏偉受賄案一審在天津市人民
檢察院第一分院開庭。

中方：各方應保持克制 避免伊核局勢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談及伊朗核問題，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昨日表示，有關國家應
改變在伊核問題上的極限施壓做
法。
當天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有
記者問：伊朗外交部發言人 19 日
稱，伊核協議聯委會會議將於 6 月
28 日 在 維 也 納 召 開 ， 伊 朗 、 中
國、德國、英國、法國、俄羅斯
代表將與會。中方參會代表是
誰？
陸慷證實上述消息並指出，中
方目前正就會議與所有各方保持
密切溝通。
他表示，當前伊核形勢持續緊
張，中方高度關注。
中國同俄羅斯及有關歐洲國家
和伊朗就相關問題一直保持着雙
邊和多邊接觸。我們希望在維也
納舉行的此次會議能產生積極成
果。
另有記者問：據報道，自 17 日
伊朗原子能機構發言人宣佈伊將
根據需要提高鈾濃縮水平之後，

19 日，伊朗總統魯哈尼稱減少履
行伊核全面協議義務是「最低限
度」措施，如伊方要求得不到滿
足，將採取新措施。中方對此有
何評論？
陸慷回應稱，正如王毅國務委
員兼外長 18 日同敘利亞副總理兼
外長穆阿利姆共見記者時所說，
確保伊核問題全面協議完整、有
效執行，既是安理會決議的要
求，也是解決伊朗核問題唯一現
實有效途徑，攸關國際社會共同
利益。
中方近來一直呼籲各方保持理
性和克制，避免採取可能導致局
勢進一步緊張升級的舉措。特別
是有關國家應改變極限施壓做
法。
陸慷說，不久前，國際原子能
機構已連續第 15 次確認伊方履行
了全面協議核領域義務。
我們希望其他各方要切實尊重
伊方合理要求，採取積極措
施，維護全面協議權利與義務
的平衡。

塔利班人員曾訪華？ 外交部：中方勸和促談
■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阿
富汗塔利班人員日
前訪華是中方勸和
促談做有關各方工
作的一環。圖為陸
慷在記者會上回答
提問。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對於近期阿富汗塔利班人員訪
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
表示，這是中方勸和促談做有關
各方工作的一環。
當天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有
記者問陸慷能否證實塔利班首席
談判代表毛拉．阿蔔杜勒．加尼
．巴拉達爾及其他人員近日在北
京與中方官員進行了會見的報道
和相關情況。
對此，陸慷表示，阿富汗塔利
班駐多哈政治辦事處主任巴拉達
爾和他的幾位助手日前訪問了中
國。在華期間，中方有關官員同
巴拉達爾先生一行就阿富汗和平
和解進程、打擊恐怖主義等問題

交換了意見。
他表示，中方高度關注阿富汗
局勢近年來的演變，一直為推動
阿富汗和平和解進程積極發揮作
用，始終支持阿富汗實現「阿人
主導、阿人所有」的廣泛和包容
性的和平和解，支持阿人內部對
話。中方基於一貫立場同巴拉達
爾先生一行交換了意見。
陸慷表示，雙方都認為這次交
流是有益的，同意繼續就尋求阿
富汗問題政治解決方案和打擊恐
怖主義等保持溝通合作。中方將
繼續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積極
同各有關方面加強溝通協調，為
阿富汗早日實現和平和解、實現
穩定發展發揮應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