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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

道）山東省冠縣人民政府13日發布通報，

依據聯合調查組進一步調查情況，煙莊街

道辦事處已對頂替農家女上學的陳某某解

除聘用合同，縣紀委監委對其立案審查，

並將其涉嫌違法線索移交公安機關，公安

機關正組織開展調查。通報並指，冠縣縣

委、縣政府將依據調查結果對案件中所涉

及的人員依法依紀依規嚴肅處理，調查處

理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布。

頂替農家女上大學 陳某被解僱
相關學歷被註銷 山東官方將立案審查調查一追到底

另據澎湃新聞及《新京報》報道，
高考「落榜」16年後，山東冠縣

人陳秋媛（化名）打算報考成人教育
學校，來填補心中的遺憾。然而，在
信息填報時她才發現，「陳秋媛」已
經在山東理工大學「就讀」過，並順
利畢業，只是學信網上的「陳秋
媛」，照片欄上是另外一個陌生女孩
的頭像。原來，在16年前，她被另外
一個「陳秋媛」冒名頂替上了大學。
高考「落榜」的陳秋媛曾在外地做過
電子廠工人、餐廳服務員等工作，如

今在老家的幼兒園做幼師。「冒名頂
替」的陳某某則在畢業後回到冠縣入
職煙莊街道辦審計所。

頂替者有兩套身份信息
事件曝光後，山東省教育廳和冠縣
人民政府先後在官方微博上表示，將
責成有關方面成立聯合調查組開展全
面調查，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
理。山東理工大學在其官網發布一則
《關於對陳秋媛進行學歷註銷處理的
公示》，稱將按程序註銷陳秋媛學信

網學歷信息。據央視新聞報道，經聯
合調查組調查，冒名頂替者原名陳某
某，生於1986年，有兩個身份證號
碼，其中一套身份信息因「無照片」
於2012年8月8日被公安機關註銷；另
一套身份信息顯示，陳某某曾將姓名
改為與被頂替者同名，之後頂替他人
到山東理工大學就讀。

涉權腐敗一查到底
對此，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日

前發表評論文章《嚴查「冒名頂

替」背後的違紀違法行為》，文章
表示，調查此類事件，不僅要查明
事實真相、揪出頂替者，更要對形
成造假漏洞的不擔當不作為、涉權
腐敗一查到底，依規依紀依法嚴懲
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作風馬虎、應付
了事，特別是罔顧黨紀國法、以權
謀私的違法亂紀者。同時，還要完
善規章制度，強化權力運行制約監
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督促公
職人員嚴格按制度行使權力、履職
作為，切實守護教育公平正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浙江新聞客戶
端，13日16時40分許，G15瀋海高速溫嶺市
大溪鎮良山村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槽罐車爆炸
衝出高速公路，導致周邊部分民房及廠房倒
塌。截至20時30分，已造成10人死亡，117
人受傷，倒塌房屋內有人員被困失聯。
初步勘查，爆炸車輛為浙CM9535號—浙

CM138號槽罐車，運輸液化氣從寧波到溫州
瑞安，從高速公路出來走104國道時，在匝道
發生爆炸衝出高速。
台州市、溫嶺市已啟動應急處置預案，全力

搶救傷者。據悉，目前G15瀋海高速因協助地
方處理起火，溫嶺西、台州南、台州與臨海南雙
向進口關閉，溫向臨海北與三門進口關閉，溫
向臨海南與台州南出口準備實行分流，S28台
金高速台向白水洋、臨海西進口關閉，雙向臨
海市區進口關閉，金向沿江、湧泉、章安與杜
橋進口關閉，台向臨海市區出口準備實行分流。

已搜救出12群眾
接報後，應急管理部黨委書記黃明立即趕到

部指揮中心，視頻連線救援處置一線，要求進
一步核清人數，全力搜救被困人員，做好傷員
救治；科學有序組織救援，嚴防發生次生災
害；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規嚴肅追責；
並派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孫華山帶工作組趕赴現
場指導處置。
當地消防救援隊伍34輛消防車138名指戰員
正在現場處置，同時調集周邊62輛消防車316
名指戰員和6條搜救犬趕赴增援。目前，消防
救援力量已搜救出12名群眾。消防人員正奮
力救援3名被困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東
省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法院13日依法對
被告人劉杜棋等17人涉黑案作出一審
公開宣判，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
組織罪、故意傷害罪、職務侵佔罪、
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非法倒賣土地
使用權罪、敲詐勒索罪、行賄罪、非
法佔用農用地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

賄罪、重婚罪，數罪並罰，判處劉杜
棋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2年6月起，劉

杜棋擔任白雲區園夏村村委會主任一
職，通過多次賄送錢財的方式當選並
連任該村黨支部書記。
2005年，劉杜棋糾集近百人在園夏

村「堵路擺場」，從此在當地形成了

強勢的「村霸」地位，並逐漸發展成
黑社會性質組織。
2004年至 2008年，劉杜棋等人壟

斷、控制了村工業區及村內的自來水、
電的供應等生意，賺取非法利益。
2007年至2016年，劉杜棋利用職務
便利獲取了大量園夏村內的土地租賃
使用權及建築施工工程，從中攫取巨

大非法利益，導致土地資源遭受重大
流失和村集體資產遭受重大損失，造
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法院認為，該犯罪組織具備黑社會性

質組織的組織特徵、經濟特徵、行為特
徵及危害性特徵。劉杜棋作為組織、領
導者，應對該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
責任，依法作出上述判決。其餘16人分
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六個月至六個
月；追繳違法所得、沒收財產及判處的
罰金共計3,085.45萬元人民幣。

穗「村霸」劉杜棋一審判囚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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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人員正消防人員正
在搜救被困人在搜救被困人
員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事故導致周邊部分民房及廠房倒事故導致周邊部分民房及廠房倒
塌塌，，有人員被困失聯有人員被困失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山東理工大學稱將按程序註銷陳某學信網學歷信息。
圖為山東大學迎來首批返校學生。 資料圖片

■山東省冠縣人民政府發布通報，已對頂替
農家女上學的陳某解除聘用合同。網上圖片

深創業板註冊制出台 明受理申請

根據新規，深交所審核期限為兩個
月，證監會註冊期限為15個工作

日；同時針對小額快速融資設置簡易程
序。新規明確支持和鼓勵符合創業板定位
的創新創業企業在創業板上市，支持優質
紅籌企業登陸創業板，惟原則上不支持房
地產等傳統行業企業在創業板上市。

漲跌幅限制放寬至20%
上市標準有三方面，申請企業需要
最近兩年均盈利，且累計淨利潤不低於
5,000萬元（人民幣，下同）；或者預
計市值不低於10億元，最近1年有盈利
且營業收入不低於1億元；又或者預計
市值不低於50億元，且最近1年營業收
入不低於3億元。
此外，深交所對創業板股票放寬競
價交易實行價格漲跌幅限制，漲跌幅限
制比例由10%改為20%，並同步放寬
相關基金漲跌幅至20%。
為適應創業板股價結構特點和投資者
交易需求，將提高限價申報單筆最高申
報數量至30萬股，市價申報調整至15萬
股；同步放寬相關基金升跌幅至20%。
以及新增創業板個人投資者門檻，須滿
足前20個交易日日均資產不低於10萬
元，且具備24個月的A股交易經驗。

吸引境外上市企業回流
針對此次創業板註冊制試點改革，清華
大學教授田軒接受中新社記者訪問時表
示，註冊制實際上是把上市公司進出股市
的決定權交給了市場，可以疏通IPO（首
次公開發行）的「堰塞湖」。同時，更加
靈活的退市制度也能夠疏通資本市場出
口，使資產池內的水流更加順暢。實行註

冊制，上市公司殼資源價值將消失，劣等
公司將會加快退市，這有利於促進內地資
本市場健康持續發展，助力中國經濟從高
速度向高質量增長的轉變。
近期中概股回歸潮引發關注，華菁

證券表示，在創業板註冊制改革落地
後，原計劃境外上市企業可以考慮回流
A股；已經實現境外上市企業，也可以
考慮通過二次上市或私有化後回歸的方
式，通過創業板登陸A股。

新規助保障投資者權益
中金公司投資銀行業務負責人王晟

則表示，在此次創業板註冊制改革中，
將允許具有差異表決權的企業和紅籌企
業上市。這是尊重企業公司治理的實踐
選擇，具有其合理性。但與此同時，也
需要防止濫用特別表決權情況發生，切
實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股東的合法權
益。因此，此次新規也進一步強化了對
此類企業的信息披露要求，有利於維護
投資者權益。
有投行分析認為，新規最大突破是

股價升跌幅限制由10%改為20%，此
舉對投資者的交易風險明顯加大，如果
市場運行平穩，這關就過去了，其他改
革就能順利推進，如果出現風險事件，
改革進程可能就受影響了。
川財證券研究所所長陳靂指出，升

級後的規則更加明確了創業板定位，以
支持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為
主要特徵，直接助推內地產業結構轉型
升級。設置行業負面清單，原則上不支
持房地產等傳統行業企業在創業板上市
等，標誌着創業板聚焦滴灌成長型創新
創業企業，更好發揮融資效能。

中國證監會發布深圳創業板改革並試點註冊制規則的一系列文

件，重點包括修改完善審核時限要求，明確三個月的時限要求；

允許虧損企業上市；明確日漲跌幅限制由10%改為20%；同步放

寬相關基金漲跌幅至20%；完善紅籌企業上市及退市條件及設置

行業負面清單等。深交所將於明日起受理創業板在審企業的首次

公開發行股票、再融資、併購重組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新規則下深圳創業板迎來的主要變化
1 明確發行上市審核和註冊程序：

6月15日起，深交所將開始受理創業板在審企業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再融資、
併購重組申請。深交所審核期限為兩個月，證監會註冊期限為15個工作日。

2 進一步優化退市指標：
新規將市值退市指標調整為連續20個交易日每日收盤市值低於3億元；完善
財務類退市標準，公司因觸及財務類指標被實施ST*後，下一年度財務報告
被出具保留意見的，也將被終止上市。

3 明確創業板定位，突出創業板特色：
新規明確支持和鼓勵符合創業板定位的創新創業企業在創業板上市，並支持
傳統產業與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深度融合，落實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堅守創業板定位，結合以高新技術產業企
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為主的板塊特徵，設置行業負面清單，原則上不支
持房地產等傳統行業企業在創業板上市。

4 股票以及相關基金漲跌幅限制由10%改為20%：
根據新規，深交所對創業板股票競價交易實行價格漲跌幅限制，漲跌幅限制
比例由10%改為20%，並同步放寬相關基金漲跌幅至20%。

5 支持優質紅籌企業登陸創業板：
新規明確紅籌企業上市之前向投資人發行帶有約定贖回權等優先權利的優先
股，若發行人和投資人承諾在申報和發行過程中不行使優先權利的，可以在上
市前轉換為普通股，對轉換後的股份不按突擊入股處理。此外，規定處於研發
階段的紅籌企業和對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重要意義的紅籌企業，不適用
「營業收入快速增長」的規定。

註：貨幣單位為人民幣；*為退市風險警示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記者從廣東東莞市
政府獲悉，今年東莞將推動與港澳台在物流、
法律、會計、管理諮詢等領域的開放合作，力
爭2020年新增港澳台服務業項目100個。
東莞與港澳台經貿合作非常緊密，港澳台商

投資企業眾多。近年來，隨着東莞進一步擴大
開放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東莞與港澳
台合作，從過去的生產製造不斷向設計研發、
產業服務等新領域開拓。
東莞市市長蕭亞非表示，今年東莞將加快發

展生產性服務業，大力推動先進製造業與現代
服務深度融合，引進一批生產性服務物業龍頭
企業，培育形成2至3個百億級集聚區。東莞
將推動與港澳台在物流、法律、會計、管理諮
詢等領域的開放合作。
在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方面，東莞將重點引進

港澳服務業項目。據東莞市發展和改革局局長
陳慶松介紹，東莞將利用工業企業的規模優
勢，支持工業設計、軟件開發、科技服務、發
展諮詢等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藉助港澳在
管理諮詢、項目策劃、司法保障、爭議解決等
方面的國際化專業服務優勢，推動東莞市製造
業與港澳服務業的有機融合。

東
莞
擬
重
點
引
入
港
澳
台
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 5G技術驅動下，智慧醫療將大有可
為。據中新社報道，近期廣東移動分別與中山大學附
屬第七醫院、廣東同江醫院、湛江市徐聞縣人民醫院
等醫療機構牽手，加速助推5G智慧醫療落地。
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七醫院，移動5G公網目前已成

功部署，5G內部專網也在火熱建設中。此次聯合，
廣東移動將與該醫院攜手打造「智慧醫院5G創新應
用聯合實驗室」。該實驗室以提升患者就醫體驗，促
進優質醫療資源下沉，提高醫療服務效能為目標，利
用5G＋邊緣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在臨
床科研研究、流行疾病防治等領域開展前沿研究，實
現雙方在醫療數字化領域應用場景的聯合探索。

廣東移動力推5G智慧醫療

■深交所將於明日起受理創業板在審企業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再融資、併購
重組申請。 資料圖片

■在5G技
術驅動下，
遠程問診等
智慧醫療將
大有可為。
資料圖片

財經新聞 ■責任編輯：黃遠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