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一人一檔」抓外逃經濟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方網報道，近
日，網傳中國12大機場近期出現航班
大面積延誤現象。不少旅客轉投高鐵
出行，航空延誤險也悄然走俏。
由於航班延誤取消給旅客出行帶來
不便，21日開始就有不少旅客從虹橋
T2航站樓轉投虹橋火車站，改高鐵或
動車出行。

虹橋火車站一位負責人表示，一些
旅客臨時要買下午出行的車票，但許
多車次都已經滿員。虹橋站已增開了
窗口，但仍建議提前兩三天購票。上
周六單日發送31萬人次，已經堪比
2012年春運最高峰。
入夏後雷暴雨天氣頻發，近期航班

又頻繁延誤，促使航空延誤險走俏。
其中僅攜程網的航空延
誤險銷量就較年初上漲
九成。當投保人乘坐投
保航班且航班抵達目的
地延誤3小時以上（起飛
後 未 發 生 返 航 、 備
降），能獲得 300元賠
償。若航班被取消或所
乘航班起飛後返航、備
降，亦可獲得 100元賠
償。

滬多航班延誤取消 高鐵似春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道，從即日
起至年底，全國公安機關將集中開展「獵狐
2014」專項行動，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
人，並對外逃嫌疑人實行「一人一檔」、動態管
理，跟蹤落實緝捕措施。

「獵狐」行動至年底
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副部長劉金國22日表

示，即使犯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將其緝捕
歸案、繩之以法。劉金國指出，緝捕外逃經濟犯
罪嫌疑人事關群眾切身利益，事關社會公平正

義。此外，一些外逃嫌疑人還牽涉腐敗犯罪，能
否到案直接關係着反腐敗鬥爭的深入開展。

6年抓回730餘人
劉金國強調要堅持快速反應，發現外逃後第一

時間採取果斷措施進行緝捕；對外逃嫌疑人實行
「一人一檔」、動態管理，跟蹤落實緝捕措施；
加強警種部門協作，形成追逃工作整體合力。據
了解，2008年以來，公安機關先後從54個國家
和地區將730餘名重大經濟犯罪嫌疑人緝捕回
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對於外逃貪官，自
2000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組織開展
追逃專項行動以來，至2011年，檢察機關共抓
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8487名。
「在外逃貪官中，那些身份高、案值大者，
多看中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
身份較低者則選擇拉美、非洲、東歐或者周邊
國家。太平洋島國和中美洲一些國家，也是一

些外逃貪官的熱門選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
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分析。
今年6月，上海警方稱，已在海外緝捕14名
經濟犯罪嫌疑人，按藏匿國家劃分，從亞洲國
家及地區遣返回國的共計11人，包括中國香
港、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阿聯
酋；其餘3名分別從美國、奧地利、澳大利亞回
國。

大貪官外逃 多選加美澳

中新網
電 據 國
家檔案局
網 站 消
息，日本

戰犯中井久二侵華罪行自供23
日發佈，據中井久二1954年8
月—11月筆供，他 1897年出
生，日本鳥取縣人，1936 年
後，先後任偽滿洲國錦州地方
法院審判官、司法矯正總局局
長等職。
自供中提到，1938年—1944

年，每年出入(關押和釋放)監獄
的犯人總數是20萬人，(估計)
死亡率達為上述總數的30%到
100%。1939年5月，為了設立
慰安士兵的妓院，而以3萬元
建築一所房子(約 200 平方公
尺)，把這房子借予出去，援助
了日本帝國主義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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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據路透社報
道，馬航MH17航班遇難者遺體會在23
日運往荷蘭進行身份確認。馬來西亞總
理納吉布表示，國際調查團成立後，馬
方將把「黑匣子」交給國際調查團。
英國政府已經同意荷蘭政府提出的申
請，由英國政府下屬的航空事故調查局
對MH17墜毀客機的黑匣子進行破解，
以便對事故原因進行國際分析。

荷方稱只有200具遺體被轉運
據國際文傳電訊社報道，帶有製冷設
備、裝載遇難者遺體的列車在警察的護
衛下，22日中午抵達哈爾科夫市。據烏
克蘭總統網站消息，遇難者遺體搜索工
作21日全部結束。此前的報道稱，開往
哈爾科夫市的列車共運載大約280具遺
體。然而來自荷蘭的一名調查人員22日

表示，抵達哈爾科夫的列車上的遇難者
遺體實際上只有200具，而非282具。
在荷蘭中部城市烏特勒支，一個由
150名調查人員組成的團隊已經組建起
來，等待執行辨認遇難者身份的任務。
他們已經從遇難者近親那裡採集了
DNA，用以辨認193名荷蘭遇難者的身
份。烏方已將空難調查主導權交給荷
方，遺體辨認工作可能持續數月。

美媒：MH17駕駛艙被鋸成兩半
據《今日美國》援引國際觀察員的說
法指出，MH17的駕駛艙竟然被電鋸鋸
成了兩半。多名觀察員說，客機駕駛艙
遭電鋸鋸開，較為完整的機尾也顯然被
侵入過。駕駛艙內的大型零件與可拆卸
的機身部分都已被運走，這些人為何要
破壞可提供事故證據的重要機身部分，
實在令人費解。

黑盒秘密 交英國破解
擊落馬航

■大批受阻乘客逼滿上海虹橋火車站。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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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6日，習
近平在哈瓦那探望古巴
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
特羅。 資料圖片

習近平晤卡斯特羅
傳統友誼注新動力
中古經合 培育高技術增長點

新聞速遞
■中國繼承法於1985年4月10
日頒佈，近30年未作修改。隨
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家庭成員
結構的變化，繼承法的很多內
容早已不適應現實需求，專家
學者多次呼籲立法機關要盡快
修改繼承法。

■人民網
■「十二五」期間西藏自治區
投資規模最大的建設項目、青
藏鐵路的延伸線——拉薩至日
喀則鐵路的動態驗收22日正式
結束。旅客有望在8月起乘着
火車前往日光城、紅河谷，遙
望珠峰。

■人民日報
■今年第10號強颱風「麥德
姆」將正面登陸福建。南昌鐵
路局23日凌晨通報，為確保旅
客列車運行的絕對安全，將停
運23日、24日閩贛兩省去往北
京、南京、上海、杭州、溫
州、寧波、深圳，以及管內部
分始發終到的動車組列車，共
118列。 ■中新網
■一向言辭聳動的日本《產經
新聞》22日發表系列報道「島
嶼危機」，再次將矛頭指向中
國，稱中國資本「瞄準日本長
崎縣的五島列島」，數次意欲
購買島嶼及島上資源。

■環球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廣網報道，在普通的中國人眼裡，古巴
的關鍵詞是社會主義、是卡斯特羅、切格瓦拉，是椰林樹影、
水清沙白，是在美國的長期封鎖下，依然熠熠生光的加勒比海
明珠。而在古巴人眼裡，也有一種獨特的中國情結。
在習近平到訪古巴前夕，記者在街頭採訪了不少古巴人，所
到之處都感受到古巴人對中國的善意和友好。有古巴人表示，
感謝中國的幫助，讓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
咖啡館老闆達馬拉說，中國和古巴是兄弟，關係很好，我們

都很滿意。我很希望能通過這種良好的關係和交往，把中國的
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改革帶到古巴，我相信這對古巴人會有
很大的幫助。
古巴媒體人克勞迪奧表示，他們通過中國的貸款，實現了所
有家庭的電器的更新。古巴政府有一項政策就是通過十年用工
資逐步償還的形式，談逐步付清了冰箱的錢，當然政府也補貼
了很大一部分，加上有中國的幫助，可以在十年的第一年就用
上海爾冰箱。

記者觀察：古巴人的中國情結

香港文匯報訊 一臉大鬍子、
一身永遠的綠軍裝，再加上手持
特大雪茄的姿態，這就是不少人
對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這位
目前幾乎是最後一位仍在世的早
期國際共產主義領導人形象。今
年88歲的他雖已引退多年，但仍
是古巴的精神領袖。
卡斯特羅出生於1926年8月13
日，於上世紀50年代領導古巴革
命。1959年率領起義軍推翻巴蒂
斯塔獨裁政權，建立美洲首個共
產政權。1961年4月，卡斯特羅
宣佈「古巴實行社會主義革
命」。同年，領導「七．二六運
動」與人民社會黨和「三．一三
革命委員會」合併，組成了古巴
共產黨，他當選為黨中央第一書
記。
自從1961年的豬灣事件後，古
巴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之後經
歷古巴導彈危機後，古美關係一
直惡劣，卡斯特羅同時跟蘇聯及
中國有密切聯繫，並支援世界各
地的社會主義革命，如安哥拉、
尼加拉瓜等，直至1991年蘇聯解
體為止。1976年，任國務委員會
主席（即國家元首，在該年廢除
總統制）兼部長會議主席和革命
武裝部隊總司令。2006年，執政
47年的卡斯特羅開
始逐步淡出政壇，
並將職務逐步交給
其弟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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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3日結束
對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和古巴的訪問。這是習近平就任國
家主席以來，第二次訪問拉美。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中國駐
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大使的沈允熬說，習近平此次拉美之
行，除了簽署商業大單外，還首次與拉美領導人集體會晤，宣
佈成立中國–拉共體論壇。這意味着中國與拉美從單個國家的
雙邊貿易合作階段，進入到與拉美整體的合作階段。
巴西是習近平訪問拉美四國的第一站，也是第一個與中國建
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拉美國家。習近平此次訪問巴西，
雙方簽署了56項合作協議。其中包括世界第三大飛機製造商
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同意向中國出口60架E190型和E190-E2型

飛機，而中國將於今年內發射中巴第五顆地球資源衛星。
阿根廷與中國也收穫了滿滿訂單，與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在
習近平此次訪問期間提升為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
國將在阿根廷建重水堆核電站，兩國央行還簽署了3年期110
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
習近平訪問拉美第三站委內瑞拉是中國重要的石油進口國，
據悉，中國國將向委內瑞拉新提供40億美元的授信額度，路
透社援引委內瑞拉政府官員的話稱，委內瑞拉將向中國每日出
口約10萬桶原油和成品油，以償還40億美元的授信額度。在
此之前，中國提供給委內瑞拉的貸款總額已高達百億美元以
上。中方還加大對委方衛星技術轉讓，並鼓勵有實力的中國企
業參與委內瑞拉經濟特區建設。

習近平在22日與勞爾．卡斯特羅的會面上倡議，兩國探討開展醫療等
服務貿易，擴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能礦、旅遊等重點領域合

作，在可再生能源、生物技術等高技術領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長點。勞爾回
應說歡迎中國企業投資此類企業。生物製藥業是古巴最重要的出口行業之
一，也是古巴對外資最有吸引力的領域。

探討再生能源生物技術合作
習近平當日也去到菲德爾．卡斯特羅寓所，探望該名古巴共產黨、古巴

共和國和古巴革命武裝力量的主要創立者和領導人。這是習近平第二次出
訪古巴後對卡斯特羅進行特別探望。報道援引習近平表示，你是古巴革命
和建設事業的締造者，也是中古關係的締造者，深受古巴人民愛戴，也贏
得中國人民的尊敬，我們不會忘記你為兩國關係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
習近平稱，其這次訪問古巴，目的是繼承和弘揚菲德爾同誌和中國老一

輩領導人共同建立起來的中古傳統友誼，為兩國友好合作關係注入新動
力。

探望卡斯特羅送生日祝福
菲德爾．卡斯特羅歡迎習近平訪問古巴。他表示，當前國際格局正在發

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對世界產生重
大而深遠影響。中國是偉大的國家，中國發展必將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發揮重要作用。我十分關注習近平主席這次拉美之行，高興地看到金磚國
家領導人會晤和中拉領導人會晤成功舉行，取得重要積極成果，這將有力
加強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推動國際治理體系改革。相信金磚國家合作將
不斷深化，祝願拉中關係取得更大發展。
臨別之際，習近平對菲德爾．卡斯特羅說，「再過10天就是你88歲生

日，我祝你健康長壽、萬事如意」。菲德爾．卡斯特羅請習近平轉達他對
中國人民的美好祝福，祝願中國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

習近平接受最高榮譽勳章
當日習近平還在哈瓦那接受了古巴政府授予的「何塞．馬蒂」勳章。勳
章以古巴民族英雄、革命先驅、文學家命名，是古巴最高榮譽勳章。為表
彰習近平為促進中古關係作出的傑出貢獻和帶領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取得的偉大成就，古巴政府決定向習近平授予該勳章。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22日在古巴會晤了古巴國

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雙方

大談經濟合作，推動中古貿易增長。

習近平當日並於古巴首都哈瓦那探望

了該國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就中古關係、國際形勢

等問題進行了交談，今次是兩人2011年以來第二次會晤。

習近平接受了古巴政府授予的「何塞．馬蒂」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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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行收官 升級至整體合作

■習近平與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
部長會議主席勞爾．卡斯特羅共同
觀看芭蕾舞演出。 新華社

■習近平與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
部長會議主席勞爾·卡斯特羅共同出
席簽字儀式。 新華社

■責任編輯：倪 婧 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1 重要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