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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經最高人
民法院核准，昨日上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
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簽發的執行死刑命令，對罪犯趙志紅執行死
刑。檢察機關依法派員臨場監督。
最高人民法院經覆核確認，1996年9月
至2005年7月間，被告人趙志紅在內蒙古
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烏蘭察布市等地，連
續實施故意殺人、強姦、搶劫、盜竊犯罪
共計17起，共殺死6人，強行姦淫幼女2

人、婦女10人，還多次搶劫、盜竊，犯罪
性質特別惡劣，手段殘忍，社會危害極
大，後果和罪行極其嚴重。趙志紅還是累
犯，依法應從重處罰。趙志紅雖能如實供
述自己的罪行，但根據其犯罪的事實、性
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不足
以從輕處罰。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核准內蒙
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維持第一審對被告人
趙志紅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以強姦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
終身；以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
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
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千元，決定執行死
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罰金人民幣五
萬三千元的刑事裁定。

供認「呼格案」最高法未予確認
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向趙志紅宣告並

送達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臨刑

前，趙志紅拒絕會見其近親屬。
外界注意到，趙志紅始終供認強姦殺害

「呼格案」被害人楊某某，但最高法未予以
確認。
最高法刑五庭負責人解釋，雖然趙志紅歸

案後主動並始終供認強姦殺害被害人，其供
述的作案地點、主要手段等內容，與現場勘
查筆錄、屍體鑒定意見等在案證據大致印
證，但是，其關於作案的具體時間、案發前
是否到過現場、被害人的衣着、是否從被害
人身上搜取財物等細節供述前後不一，供述
不穩定。趙志紅對部分重要情節的供述與證
人證言、屍體鑒定意見、現場勘驗檢查筆錄

等證據不一致。
「換言之，指向趙志紅作案的證據只有其
供述，而其供述與在案其他證據存在諸多且
重大的矛盾或差異，不能根據這樣的供述認
定趙志紅實施本起犯罪事實。」
這位負責人同時強調，內蒙古高院經嚴格

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再審改判被認定故意
殺死楊某某的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無罪。
這是因為認定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的證據不
足，並不是因為趙志紅自認真兇。「最高法
沒有確認趙志紅強姦殺害楊某某，對『呼格
案』的再審無罪改判不應產生任何的不良影
響。」

近日，經過有關部門的有序高效工作，
一批符合特赦決定規定的特赦對象被

依法釋放。他們紛紛表示，一定要珍惜這次
來之不易的機會，心懷對黨和國家的感恩，
積極回歸家庭、回報社會。

退伍老兵獲赦全家感激
7月21日下午3時許，江蘇省海門市人民
法院，陸某洲接過了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送
達的特赦裁定書，正式獲得特赦。
陸某洲是一名曾參加過保衛國家主權、安
全和領土完整對外作戰的退伍老兵，屬於特
赦決定中可予以特赦的九類罪犯中的第二類
罪犯。現年51歲的他在2015年因交通肇事

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服刑期間，
他表現良好，2018年經法院裁定假釋，同
年起接受社區矯正。
「通過改造教育，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

他人造成的傷害，也一直深感痛心和後
悔。」陸某洲激動地說，「這次特赦，讓我
深深感受到黨和國家慎刑恤囚、明刑弼教。
這是對我們的一次深入人心的教育、感化和
挽救，也給了我們一次重新回歸社會的機
會。」
「陸某洲目前在工廠打工，村裡每個月定
期走訪他一次。他獲得特赦，家裡人也都十
分感激黨和國家。」海門工業園區疊石村黨
總支書記何忠華告訴記者，陸某洲思想穩
定、工作積極，每隔十幾天向村裡匯報一次
思想和工作情況，工廠老闆和工人對他的印
象都比較好。

珍惜機會嚴格遵紀守法
同樣因交通肇事罪獲刑的于某春，是山東

省本次獲得特赦的一名罪犯。山東省棗莊市
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于某春在犯罪之前沒有
犯罪記錄，接受社區矯正以來積極參加各項

學習教育和公益勞動活動，認真遵守各項管
理規定，服從司法所監管，改造效果良好。
同時，于某春曾參加過保衛國家主權、安全
和領土完整對外作戰，屬於特赦決定中的第
二類罪犯，符合特赦決定規定。
「我曾給社會、當事人還有自己的家庭造

成很大傷害，沉重的教訓讓我學到了許多法
律知識，也認識到必須嚴格遵紀守法。」于
某春說，「感謝黨和政府對我的關懷和教
育，我一定珍惜這次機會，好好工作、回報
社會，不忘軍人本色。黨和國家需要我時，
我一定挺身而出、衝鋒在前。」

想起犠牲的戰友感慚愧
「不忘軍人本色」，是不少參加過保衛國

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對外作戰的特赦對
象共同的心聲。7月22日，因犯職務侵佔罪
服刑已有兩年的特赦對象劉某華走出廣東肇
慶監獄大門，與已在門口等候許久的家屬團
聚。戰場上的他曾經歷數次大小戰鬥，被地
雷炸傷，後背留下一塊三指寬的傷疤。由於
傷及神經，他止不住抖動的手花了一分多鐘
才在特赦裁定書上簽完名字。

「想起當年犧牲在身邊的戰友，真的很慚
愧。但黨和國家沒有忘記軍人作出的貢獻和
犧牲。」劉某華仰起頭，強忍淚水說，「我
一定盡早把欠村裡的錢一分不少都還上，早
日彌補自己的過錯，爭取村民原諒，做一個
對社會有用的人。」
據悉，劉某華在服刑期間遵規守紀、用心

改造，先後獲得表揚兩次。他回家後，當地
司法部門將協調鎮街、民政等部門，對其進
行安置幫扶，協助他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將竭力為社會做貢獻」
在廣東清遠監獄，54歲的徐某東是廣東本

次首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為國

家重大工程建設做過較大貢獻並獲得省部級以
上『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五一勞動獎
章』等榮譽稱號的」情形的罪犯。他曾參與廣
州白雲國際機場國家重大工程建設，並獲得廣
東省科學技術獎二等獎等榮譽稱號。
2018年10月，徐某東因犯妨害對公司、

企業的管理秩序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三個
月。據監獄幹警介紹，徐某東服刑期間遵紀
守法、積極改造，在監獄組織的自學考試中
成績優異。
7月27日，徐某東走出監獄，和妻子在夕

陽下緊握雙手。「感謝黨和國家，我相信他
回歸家庭後會更加珍惜生活，也將竭力為社
會做貢獻。」徐某東妻子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6

月2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

出決定，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發佈

特赦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之際，對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

赦。
■■特赦犯人陸某洲在宣告特赦犯人陸某洲在宣告
筆錄上簽字筆錄上簽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赦犯人徐某東在監獄外特赦犯人徐某東在監獄外
與妻子緊緊相擁與妻子緊緊相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獲赦者悔過：感恩國家慎刑恤囚
建國70周年依法特赦 九類罪犯陸續出獄

殺6人姦12女 趙志紅被執行死刑

台社工生入閩實踐成果豐
參與者：未來想登陸發展 父母也鼓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第三屆台灣社工系大學生

福州實踐活動成果發表會在福建省福州市馬尾區舉辦。本屆活動吸

引了127位台灣大學生報名，最後錄取了美和科技大學、高雄醫學

大學等8所台灣大學的40多名大學生參加活動。近一個月來，他們

在福建福州11家社工機構進行實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當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
「金管會」）昨日正式核准3家純網絡

銀行（下稱「純網銀」），對它們寄予
「發揮鯰魚效應，促使傳統銀行加速金
融創新」的期待。

純網銀，在台灣被定義為除了設總
行（或辦公室）辦理客戶申訴外，沒
有實體分行提供金融服務的銀行。台
「金管會」2018年宣佈開放設立純網
銀。經過最近5個月審查，「中華電
信」領軍的將來銀行、LINEBank連線
商業銀行、台灣金控公司「國票金」
與日本樂天集團所組成的樂天國際商
業銀行取得執照，可於2020年開業。
核准3家純網銀的信息公佈後，台「央
行」隨即於社交媒體官方賬號發佈文
章，指對於純網銀是否能影響台灣的
銀行業市場版圖，並發揮鯰魚效應
（catfisheffect），促使傳統銀行加速金

融創新，拭目以待。

未威脅傳統銀行
台「央行」文章提出，純網銀在世界

各地發展多年，香港2019年初至今也
已發出8張牌照。成功的純網銀，大多
結合如電信公司、社群通訊媒體、電商
等主要股東，因此擁有廣大的客源基
礎，發展出具有利基的新商業模式。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昨日在台北表
示，從目前已有案例看，純網銀未對傳
統銀行造成威脅，「金管會」更着重的
是未來性與創新性，隨技術擴展帶動傳
統銀行向數字金融的營運模式進步。

台核准3家純網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蔡英文侍衛室人
員涉嫌走私免稅煙案如雪球般愈滾愈大。據蔡英文
辦公室昨日最新公佈，共有82人以上購買9,786條
走私免稅煙。其中，「安全部門」有25人訂購
2,625條、侍衛室有52人訂購4,999條。辦公室發
言人黃重諺說，部分人員購買數量顯逾常理，相關
違法情事，請檢調積極偵辦。
本月22日，當蔡英文結束「出訪」加勒比海返
抵台灣時，「時代力量」黨民意代表驚爆，有隨行
「安全部門」人員竟利用蔡英文「出訪」的專機，
透過華航高層購買近萬條免稅煙，並趁特殊通關禮
遇夾帶入境牟利。案件爆發後，全台震盪。相關人
員在公務期間有此失當行為已涉重大違紀，蔡英文
得知該案後「表示震怒」，責令相關單位查辦。
昨日，蔡英文辦公室舉行記者會說明最新調查。

辦公室發言人黃重諺表示，根據調查，「安全部
門」、侍衛室、「憲兵指揮部」等各單位當事人自
清部分，目前確認共79人購買煙品8,074條。另外
據此案起獲的「華航香煙訂購統計表」與自清部分
交叉比對，另有收押與離退人員3人、450條，及尚
無法查明身份的「8組」、1,262條。綽號部分因此
案承辦人吳宗憲遭在押，政風行政調查無法向其詢
問，仍有待司法單位調查釐清。

蔡隨員走私煙案
逾82人參與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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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海外網、台灣《中
時電子報》及中評社報道，高雄市長韓國
瑜確定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2020台灣地
區領導人後，其競選總部將設在何處倍受
外界關注。對此，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副主
委楊敏郎證實，韓國瑜的競選總部將設在
韓的「起家厝」，也就是國民黨高雄市黨
部。韓國瑜將會是台政治史上第一個將領
導人選舉總部放在高雄的候選人。
楊敏郎說，與其學對手花幾千萬台幣去

搭建一個豪華總部，這對韓國瑜來說是不
可能的事情，不如回過頭選在「起家
厝」——國民黨高雄市黨部，當成選舉的
總部。這其實很符合韓國瑜一貫的競選風
格，是「庶民」的形象。
韓國瑜此前接受質詢時就曾表示，若

2020年有個候選人以高雄為重心，競選
總部設在高雄、未來當選就職典禮在高
雄、上班在高雄，「南台灣人當然覺得不
一樣，這是南北均衡最好的機會！」後
來，韓國瑜又再度強調，若真的被國民黨
提名參選，他會將競選總部放在高雄，以
南台灣為出發點，這是他和大家不一樣之
處。

「大陸這邊的社工還在起步，對我
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台灣高雄醫學大學的學生蔡廷儒表示。
蔡廷儒目前在福州市馬尾區新蓮花社工
服務中心進行實踐。對於首次「登
陸」，他直言道，大陸這邊的移動支付
很方便，實習成本也不高。「我想先在
台灣磨練幾年，未來把成熟的社工專業
經驗帶到大陸，才能真正做到接地
氣。」

為社會提供社工人才
台灣社工系大學生實踐活動已在福州
市馬尾區成功舉辦3屆，共吸引231名
台灣社工系大學生報名，90名台灣學

生、21所台灣社工系高校、15家社工
機構參與。
來自台北實踐大學的王筱淇在閩侯縣

樂志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進行實踐。王筱
淇說，這是她第一次參與實習，也是她
第一次來到大陸，「比我想象中的社工
實踐工作更加輕鬆愉快。」此次實踐，
王筱淇通過團隊的協作，一起幫助當地
的中小學生進行垃圾分類等項目。同
時，也將台灣的垃圾分類經驗帶到了大
陸。她表示，明年希望有機會再來，並
會推薦給身邊的同學和朋友。即將升入
大三、來自台灣中山醫學大學的曾湘
菱，想利用暑假的時間來大陸從事與她
專業相關的社工實習。通過這次實習，

她收穫很大，稱未來想來大陸參加社
工，父母也鼓勵她到大陸發展。
據悉，除了開展台灣社工系大學生福

州實踐活動之外，福州市馬尾區還通過

邀請台灣社工參加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
考試、舉辦「閩台社會工作與社會服
務」研討會、建立台灣社工人才庫等方
式為社會提供社工人才儲備。

■第三屆台灣社工系大學生福州實踐活動成果發表會在福州舉辦。圖為實踐中的
優秀學生受到表彰。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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