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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努爾．白克力判無期
非法收受財物7910萬餘元 當庭表示服從判決

經審理查明：1998年至2018年，努爾．
白克力利用擔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烏魯木齊市委副書記、市長，中共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黨委常委、副書記，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人民政府代主席、主席，國家發改委副
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等職務上的便利或職
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和個
人在承攬工程、推廣產品、享受優惠政策等
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
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折合人民幣共
計7,910萬餘元。

「有油水的地方最容易滑倒」
法院認為，努爾．白克力的行為構成受賄
罪，數額特別巨大，應依法懲處。鑒於努爾
．白克力到案後能主動交代監察機關尚未掌
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實，如實供述自己的罪

行，認罪、悔罪，積極退贓且涉案贓款贓物
已大部分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
節，依法可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
決。
公開資料顯示：努爾．白克力（男），

1961年8月出生，維吾爾族，新疆博樂人，
198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努爾．白克力
於去年9月被查，今年3月被開除黨籍和公
職；之後被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逮捕、
遼寧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中國紀檢監察報》曾發表文章指出，
「有油水的地方最容易滑倒」。文章強調，
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和行
業容易發生權錢交易，產生「圍獵」與被
「圍獵」現象，而且一旦發生問題，往往涉
及大項目、大資金，影響程度深、波及範圍
廣，危害十分嚴重，要嚴肅查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人民網報道，昨日，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

法院公開宣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

局長努爾．白克力受賄案，對被告人努爾．白克力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

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其受賄犯罪所得贓款

及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努爾．白克力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努爾．白克力受賄案。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南寧海關昨日介
紹，今年以來，該關嚴厲打擊瀕危物種走私和非法貿
易，摧毀一批瀕危物種走私犯罪團夥，立案查辦該類
案件案值逾20億元人民幣，查扣涉案象牙超9,673千
克。
廣西與越南陸海相連，受地理環境、經濟條件、邊

境管控等因素影響，走私活動一度十分活躍，成為中
國反走私工作重要地區之一。
今年7月22日，南寧海關破獲一起特大跨國走私瀕
危物種製品案，打掉其走私瀕危物種製品國際犯罪團
夥，隨後指引新加坡方面查獲走私象牙8.8噸、穿山
甲鱗片11.9噸。
該案成為歷年來中國海關查獲象牙數量最多的走私案

件，有效遏制跨國海陸瀕危物種及其製品走私勢頭。
南寧海關緝私局政委孫德順表示，將堅持境內境外

同步發力，多部門多警種協同作戰，嚴厲打擊瀕危物
種走私違法犯罪行為。

整治「面子工程」納主題教育專項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
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
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於整治「景觀亮
化工程」過度化等「政績工程」、「面
子工程」問題的通知》，要求把整治
「景觀亮化工程」過度化等「政績工
程」、「面子工程」問題納入主題教育
專項整治內容，深化學習教育，抓好自
查評估，認真整改規範，加強督促指
導，從嚴從實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近年來，脫離實際、盲
目興建景觀亮化設施，搞勞民傷財的
「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在一
些地方特別是貧困地區、欠發達地區
城鎮建設中都有所發現，不僅造成國

家財力和社會資源的浪費，而且助長
弄虛作假、奢侈浪費的不良風氣。要
充分認識這些問題的危害性，堅持實
事求是、精準施治，穩妥有序抓好整
治工作。

從實際出發 防止一拆了事
《通知》強調，要抓好自查評估，認
真整改規範。必要的亮化工程可以搞，
但要從實際出發。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
要全面開展排查和整改，結合主題教育
調查研究、檢視問題，廣泛聽取群眾意
見，對本地景觀亮化工程等城鎮建設項
目進行梳理評估，看是否存在違背城鎮
發展規律、超出資源環境承載力、超出

地方財力、背離人民群眾意願的「政績
工程」、「面子工程」，一項一項對照
檢查，對違規建設的行為進行檢查和處
理。要把「當下改」與「長久立」結合
起來，着眼長效、立足規範，圍繞動
議、規劃、審批、建設等方面建立健全
相關機制，從源頭上防止「政績工
程」、「面子工程」。
《通知》強調，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
發，對已建成的和正在建設的景觀亮化
工程，要分類指導，防止在整改中一拆
了事，不要造成新的浪費。中央指導
組、中央巡迴督導組和各級巡迴督導組
要加強督促指導，對存在問題的督促整
改規範到位，防止出現偏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內
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
該院日前依法一審判決內蒙古廣播電視台原
黨委書記、台長趙春濤犯受賄罪、單位受賄
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故意傷害罪以及
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數罪並罰，
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8年。
法院審理查明，被告人趙春濤身為國家工

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317萬餘元，數
額特別巨大；被告人趙春濤身為原內蒙古電
視台台長、法定代表人，在代表單位簽訂、
履行合同過程中，為他人謀取利益，該單位
非法收受回扣人民幣124萬餘元，其屬於直接
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趙春濤身為國家工
作人員，其家庭財產和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

入，差額巨大，經責令其說明來源，仍有價
值人民幣393萬餘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被告人趙春濤為泄私憤，指使他人毆打被

害人，致被害人輕傷二級；被告人趙春濤身
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其擔任內蒙古廣
播電視台黨委書記、台長的職務便利，不依
法履行職責，阻撓、干擾紀檢機關對黑社會
性質組織的調查工作，包庇、縱容黑社會性
質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
法院認為，被告人趙春濤的行為構成受賄

罪、單位受賄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故
意傷害罪以及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
罪，罪名成立，應數罪並罰，依法懲處，判
處其有期徒刑18年，並處罰金50萬元人民
幣。對被告人趙春濤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
繳國庫。

內蒙古廣電原台長趙春濤獲刑18年

年度十大流行語
「996」「我太難了」上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人民網、澎湃新聞報道，
「檸檬精」、「996」入選2019年內地十大流行
語。其中，檸檬精含義與嫉妒類似，實際應用時可
以說「我檸檬精了」，表達對他人的羨慕；至於
996則指早上9時上班，晚上9時下班，每周工作6
天。
內地刊物「咬文嚼字」編輯部公佈2019年中國十

大流行語。這十大流行語包括文明互鑒、區塊鏈、
硬核、融梗、「××千萬條，××第一條」、檸檬
精、996、我太難/南了、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
得、霸凌主義。
人民日報引述「咬文嚼字」編輯部指出，「硬

核」譯自英語hardcore，中國民眾常以此形容很厲
害、很剛硬，如硬核規定、硬核媽媽、硬核玩家、
硬核人生等。
「融梗」來源於哏，本指藝術作品中的笑點，也

指故事的情節、片段及創意等。融梗，即把別人精
彩的創意融合進自己的作品中。
至於「××千萬條，××第一條」出自中國科幻

電影《流浪地球》在影片中反覆出現的行車安全提

示語「道路千萬條，安全第一條」。隨着使用範圍
擴大，衍生出新的造句，如健康千萬條，睡眠第一
條等。
「檸檬精」字面意思是「檸檬成精」，檸檬味

酸，與嫉妒他人時「心中酸溜溜」的感覺相合。除
了嘲諷他人，它的貶義色彩近來不斷淡化，有時也
用在自己身上，表達對他人各方面的羨慕，「我檸
檬精了」就相當於「我羨慕了」。
「996」是內地上班族的一種工作制度，意即早
上9時上班，晚上9時下班，每周工作6天。這種工
作制度常出現在網絡等高科技公司。
「我太難了」出自影音網站「快手」上的一則土味
影音，主播眉頭緊鎖，眼神空洞，配了一曲憂傷的音
樂，一邊說着「我太難了」，也有人據此把話說成
「我太南了」，網友藉以表達對釋放生活壓力的期
待。
「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出自2019年暑期

熱播的綜藝節目《中餐廳》第3季的嘉賓黃曉明之
口。這句話的流行，反映一般人對霸道、蠻橫人格
的嘲笑和反感。

廣西嚴打瀕危物種走私 查扣象牙近10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復旦大學老校
長、《辭海》主編陳望道親筆題字「辭海」及其夫
人蔡葵教授當年的翻譯手稿昨日回歸復旦大學。此
次捐贈的陳望道親筆題字「辭海」曾用於1965年未
定稿版、1979年版、1989年版《辭海》，今後將懸
掛於復旦大學圖書館特藏閱覽室展示。
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蔡葵是陳望道先生的夫人。
時值蔡葵教授逝世55周年，當日，陳望道「辭海」
題字及蔡葵（又名蔡慕暉）手稿捐贈儀式暨「風雲
世紀巾幗風采——蔡葵教授生平及其相關手稿、信
件、圖書資料展」開幕。其親屬陳振新教授、朱良
玉女士將蔡葵教授當年的翻譯手稿，捐贈給復旦大
學圖書館。

既是回歸又是新生
復旦大學老校長、社會活動家、教育家、思想

家、學者陳望道是《共產黨宣言》的中文首譯者。
陳望道先生的夫人蔡葵又名蔡慕暉，是復旦大學外
文系教授，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翻譯家。
上世紀三十年代，蔡葵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
協會總幹事，從事抗日救亡和婦女解放運動，同時

為上海大學、中
華藝術大學等校
教授。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後，
蔡葵任震旦大學
外文系代理系主
任，1952年隨院
系調整進復旦大
學外文系任教。
蔡葵教授著有

《獨幕劇ABC》
《新道德標準之建立》等著作，還翻譯出版了《藝
術的起源》《世界文化史》《強者的力》和《樑上
君子》等譯著。她於1937年翻譯出版的格羅賽原著
《藝術的起源》，從1984年起由商務印書館每年再
版重印至今，影響深遠。
陳振新教授表示，陳望道和蔡葵先生生前長期在

復旦大學辛勤耕耘，他們的學術資料捐贈到復旦大
學既是一種回歸，也是一種新生，希望他們的學術
精神能通過這種方式在復旦得到延續和發揚，對廣
大學子產生積極的教育意義。

■■陳望道題字陳望道題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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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寧海關介紹，今年以來，該關嚴厲打擊象牙
等瀕危物種走私和非法貿易，摧毀一批瀕危物種走
私犯罪團夥。 中新社

近年來，安徽省巢湖市深入踐行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

念，堅定不移實施生態優先、綠色發展
戰略，做污染排放上的「減法」、環境
改善上的「加法」，全力打造綠色發展
「樣板區」，一幅青山綠水、生態宜居
的山水名城畫卷正徐徐展開。
治湖先治河，巢湖市打響了水環境
治理攻堅戰，河湖治理取得新成效。
全域落實「河長制」，加強巡河巡
視，堅持「一河一策」，排查整治排
污等難點問題。建立覆蓋區域所有河
湖庫名錄，實行「一河（湖、庫）一
檔」。通過環境綜合治理、截污治污等
系統工程建設，對城區水系採取控源
截污、河道清淤、水系連通等綜合整
治，顯著提升了各水體自淨能力，改
善了河、池生態環境。今年以來，三
級河長共計巡河800餘人次，完成18
條市級河（湖、庫）及國有水工程管理
和保護範圍劃界；新建鄉鎮污水管網
141公里；完成沿巢湖退漁減船1,740

艘；完善生態文明考核評價制度，嚴
肅查處環境違法案件32件，全方位保
護好巢湖河流和湖泊。截至目前，雙
橋河等4條國控斷面水質已達標。
水清了，岸綠了，森林也更加茂
密。今年上半年，巢湖市造林綠化
8,813畝，退化林修復3,458畝，新增
城市綠化3.4萬平方米，創建1個省級
森林集鎮、6個省級森林村莊。巢湖入
湖小流域綜合治理、省級綠化長廊示
範段等重點項目竣工驗收。今年以
來，全市PM2.5、PM10實現雙下降，
空氣質量優良率達80%。
近年來，巢湖市穩步推進美麗鄉村
建設、農村環境「三大革命」和農村
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持續推動農
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向全市域覆蓋，
廣大農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不斷
增強。2016年以來，巢湖市累計投入
建設整治資金約8.5億元，推動全市
62個行政村、786個自然村和93個美
麗鄉村中心村人居環境得到全面改

善。全市13個鄉鎮通過DBO建設模
式建成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達到一
級A目標；93個中心村均建成污水處
理設施；農村環衛市場化率、陳年積
存垃圾清理率、垃圾治理自然村覆蓋
率、自然村莊清掃保潔率、農村生活
垃圾收運率、垃圾無害化處置率達到
六個100%；完成4.2萬戶農村衛生廁
所改造。
「生活環境改善了，生產方式更科
學」。巢湖市農業環保站站長徐宏軍
介紹，巢湖市以5,000畝巢湖流域農業
面源污染綜合防治示範區為核心，着
力推廣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治技術和
管理模式。截至目前，巢湖市創新耕
作模式，推行稻鴨共育、稻蝦共作等
多種生態農業模式，「肥藥雙控」成
效顯著。在巢湖流域農業面源污染綜
合防治示範區，平均畝化肥、化學農
藥投入較常規種植分別下降26.1%、
40.0%。
現在的巢湖，正以自己的不斷探索
與實踐，全力打造城湖共生、人水和
諧、獨具魅力的濱水原生態之城。

文：徐小中
（特刊）

綠色巢湖 魅力之城 （系列四）

綠 色 巢 湖 譜 新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