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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119全國消防日」即將到來
之際，河北省大廠回族自治縣城關小學組
織開展「消防安全進校園」主題活動，消
防救援大隊的消防員走進校園，向學生講
解消防設備的使用方法。 文/圖：中新社

孫小果出獄後涉黑犯罪囚25年
涉案12人判15年到2年零6個月不等有期徒刑

長春長生破產
無重整和解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長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關於公司全資子公司破產清算的公告》，
宣告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破產。
公告稱，近日，長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資子公司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收
到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法
院認為，《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破
產清算專項審計報告》顯示，長春長生生物科
技有限責任公司已經資不抵債，不能清償到期
債務，且無重整、和解之可能。管理人的申請
符合法律規定，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
破產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條之規
定，裁定宣告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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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顧 問：守仁 國鉅 捷中 榮旋
燕南 老二 陳勇 亨利
克勤 恒鑌 上智

名 譽 顧 問：盧錦欽 楊傑雄 施維山 盧清松
施連升 王坤曉 蔡松耀 余柏盈
楊國泰

榮 譽 主 席：陳健

主 席：英棋
副 主 席：陳薇 進洪 培毓 雅儀

秘 書 長：陳娜
副 秘 書 長：逸夫 卓芝 瓊鈺
財 政 主 任：陳君
會員拓展部：

主 任：雪輝
副主任：亞華 麗鳳

康樂活動部：
主 任：陳英
副主任：陳君 陳婕 玉瓊

網絡資訊部：
主 任：陳林
副主任：新虹

就業互助部：
主 任：聯樺
副主任：紅玲 為萍 玉雯

社會事務部：
主 任：德福
副主任：少偉

創業發展部：
主 任：興智
副主任：佩瑤 秉勳

永遠榮譽會長：守仁 有慶 國鉅 捷中 陳熹 金烈 亨利 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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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添 紹莊 通貴 燕南 坤良 榮輝 道強 有來
成爐 建輝 少杰 上智

永遠名譽會長：祖昌（菲）祥興 興源 怡怡（女）趙滿菊（女） 衛匡 振華
海樹 玲玲（女）坤欣 慶輝 榮欣 世文 建群 偉志
昆仁 陳強 江雄 鑽石 老二 策策 秀潤（女）志中
炳才 麗婉（女）文山 懿秋

名 譽 會 長：志煒 博智 勇生 子鈞 馬力 少業 永光 錦梅（女）
祖恒 代峰 俊雄 金鉤 江水 松林 麗琳（女）玉玲（女）
志強 陳健 春燕（女）銘源 恩賜 祖江 仲萍

名 譽 顧 問：陳勇 曼琪（女）恒鑌 瑞添 聰聰（女）銘潤 張上頂 天恩
金霖 之望 志德 陳卓 永斌 占森 建興 如榕
燕堂（女）國鏗

永遠榮譽理事：維彬 啟明 詩健 天送 杏體 仲謀 河炳 民強
天津 柏誠 文徽 子珍 國川 坤輝 坤兵 坤河
陳北 明星 炳輝 麗華（女）莊淑卿（女） 玉娜（女）永函
拔萃 莊玉娜（女） 少惠（女）秋水 錦程 朗雲（女）俊才
佩芬（女）英傑 澤謀 國振 少玲（女）仲博 長申 宇尊
平等 巧莉（女）馬量 天生 捷權 美玲（女）秀珊（女）英明
錫林 祥俊 芳萍（女）國川 茂圳 婷婷（女）麗玲（女）文坦
仲宣 長徵 長坪 祟業 琥珀（女）雅珍（女）邱毓敏（女）
崇輝 奕芳 家德 春玲（女）紫穎（女）恩賜 施和 星強
陳凰 樂順 智恒 瑞亮 德泰 陳君 元壽 慧鈞

永遠名譽理事：海濱 逸斌 一銘 惠民 怡寧（女）永豪 蔡坤虹（女）
慶元 雪珠（女）延山 德福 國龍 旭萍（女）大杰 彩華（女）
杏耀 小菲（女）陳欣 淑嬌（女）祥霖 芝琴（女）香琴（女）雪玉（女）
幼雄 子欣 洪閩 桂芳（女）素英（女）福麟 源梓 乘杉
陳霖 長樓 金霖 詠芝（女）慶輝 茂華 向明 希庭
王麗榮（女）

名 譽 理 事：文興 萱生 英傑 銘彩（女）天種 慶豐 文聰 青東
可勇 文徽 宏鎮 文傑（女）蘭淵 錦芳 沁妶（女）

法 律 顧 問：仲濤（陳仲濤律師事務所）
核 數 師：詹淑欣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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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榮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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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長：祖江 常務副秘書長：仲萍（兼）
副秘書長：長徵 炳輝 巧莉 茂圳 琥珀 芳萍

陳樺

總務主任：國振 副主任：長坪 英明 德目 燕彬 和睦 向明
財務主任：仲博 副主任：美玲 英傑 少惠 子東 子欣
工商主任：坤輝 副主任：文坦 俊才 星強 端亮 逸斌 智恒
福利主任：秋水 副主任：天生 惠民 大杰 彩華 桂芳
公關主任：長申 副主任：德福 樂順 永函 宇尊 桂玲 素英
宣教主任：仲宣 副主任：澤謀 天賜 長樓 源梓 妍妍
康體主任：民強 副主任：麗華 培群 雅麗 祝亞 依迎 旭萍
發展主任：玉玲（兼）副主任：雅珍 國龍 珊紅 小菲 英莉 茂華
婦女主任：春燕（兼）副主任：少玲 佩芬 秀珊 麗玲 婷婷
監核主任：子珍 副主任：昌裕 慶懷 拔萃 錫林 乘杉

理 事：錦程 金泉 子成 怡寧 陳欣 玉娜
香琴

監 事：捷權 蘭淵 祥俊 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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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大原副主任向力力被提公訴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最高人民

檢察院昨日發佈消息稱，廣西檢察機關依法對
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向力力提起公訴。
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成員、副主任向力

力涉嫌受賄一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
結，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由廣西壯族自治
區柳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柳州市人民檢
察院已向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起訴指控：被告人向力力利用擔任湖

南省長沙市副市長兼長沙市商業銀行董事長，中共
長沙市委常委、副市長，郴州市市長，中共郴州市
委書記，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
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
特別巨大，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開庭審理查
明，以被告人孫小果為組織者、領

導者，顧宏斌、曹靖、欒皓程、楊朝光為
積極參加者，馮俊逸、趙捷、王子謙等人
為其他參加者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先後實
施了開設賭場、尋釁滋事、非法拘禁、故
意傷害、聚眾鬥毆、妨害作證、行賄等犯
罪行為及其他違法行為。
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孫小

果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嚴重破壞
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為獲取非法經濟利
益，開設和經營賭場，情節嚴重；為擴大
組織非法影響和索要高利貸，糾集他人有
組織地多次毆打他人、持械在公共場所非
法聚集、打砸車輛、僱傭他人非法討債，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嚴重破壞
社會秩序；為索要高利貸，僱傭人員非法
剝奪他人人身自由，且具有侮辱情節；組
織人員在公共場所聚眾鬥毆，致人重傷；
為包庇其他涉案人員的罪行及減輕自己的
罪責，以賄買的方法指使他人作偽證；為
包庇其他涉案人員的罪行及對其從輕處
理、不被羈押，向司法工作人員行賄，情
節嚴重。被告人顧宏斌、楊朝光等12人
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並分別參與該組織
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法院根據各被告人
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
及認罪悔罪表現，依法作出上述判決。人
大代表、政協委員、部分被告人家屬、媒
體記者和群眾旁聽了宣判。

再審案件將擇期宣判
同日，玉溪市江川區人民法院對被告人

李爽等涉孫小果案的22人犯開設賭場
罪、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非法拘禁
罪、詐騙罪、故意傷害罪，數罪並罰，決
定執行九年零六個月到一年零六個月不等

有期徒刑。
記者獲悉，對於2019年 10月 14日雲
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孫小果
強姦、強制侮辱婦女、故意傷害、尋
釁滋事再審案件，法院將依法擇期宣
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雲南省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繼

續公開開庭，對孫小果等13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犯

罪一案當庭宣告一審判決，以被告人孫小果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

組織罪、開設賭場罪、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妨害

作證罪、行賄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25年，剝奪政治權利

5年，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被告人顧宏斌、楊朝光等12人犯參

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罪，數罪並罰，決定執行15年到2年零6個月

不等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穗中院判毒品案 日本地方議員囚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廣東省廣

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依法對被告人阿里
等3人走私毒品案進行公開宣判。
法院審理查明，2013年10月31日，櫻木
琢磨（日本籍）在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準備
搭乘航班經由上海轉機回日本時，安檢人
員在其行李箱拉桿夾層及箱內女式鬆糕涼
鞋內共查獲甲基苯丙胺（俗稱冰毒）3,289
克。同年11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公安機
關將負責包裝夾藏、交付行李箱的摩西

（幾內亞籍）和阿里（馬里籍）抓獲，在
兩人住處共查獲甲基苯丙胺18.15克。
法院認為，阿里、櫻木琢磨、摩西無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違反海關監管秩
序，明知是毒品而欲走私出境，數量大，
其行為均已構成走私毒品罪。鑒於櫻木琢
磨攜帶夾藏毒品的行李箱尚未辦理出境手
續，依法認定為犯罪未遂，可對三名被告
人予以從輕處罰。
根據法院通報，阿里犯走私毒品罪，判處

死刑，緩期2年執行，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
產；櫻木琢磨、摩西犯走私毒品罪，分別判
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判決宣告後，審判長當庭告知各被告

人，如不服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第2日起
10日內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針對日本地方議員被中國法院判處無期

徒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8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中方已就此案向日本駐廣州
總領館進行了通報。

■櫻木琢磨
是日本地方
議員。
資料圖片

■昨日，雲南省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繼續公開開庭，對孫小果案當庭宣告一審判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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