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中國319高官涉貪被查
反貪局長通報：立案逾2萬7千件 涉3萬5千人

新聞速遞
中國的地方航空新「井噴」期展開。今年以來，已運

營、在公示和申請中的新航空公司超過20家，10月30
日福州市與海航集團組建成立的福州航空成功首航北
京。早於8月底海航與烏魯木齊市組建烏魯木齊航空投
入運行。而海航旗下天津航空公司與廣西北部灣投資集
團申請籌建的北部灣航空公司已由民航局公示，另外海
航集團與桂林市正籌建桂林航空旅遊集團。 ■新華社
澳洲移民及邊境保護部官方網站發布消息，澳洲部長
莫里森宣佈，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多外籍公民可在機場出
入境時使用智能自助通關系統，明年起生效。自助通關
是指，旅客無需排隊蓋章，僅需按下指紋、掃描頭像便
完成通關手續，全程在數秒內即可完成。 ■新華社
阿根廷中央銀行當地時間10月30日宣佈，與中國人

民銀行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正式啟動，雙方首次互換貨
幣規模約折合8.14億美元。按協議中阿兩國三年內互換
貨幣規模約折合110億美元，協議到期後經雙方協商同
意可展期。這協議對加強中阿雙邊金融合作，便利兩國
經貿往來和維護雙方金融穩定意義重大。 ■中新社
中國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10月31日二審昆明火車站

「3．01」嚴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維持一審對依斯坎
達爾．艾海提、吐爾洪．托合尼亞孜、玉山．買買提的
死刑判決以及判處帕提古麗．托合提無期徒刑的判決。

■中國新聞網

中國網路媒體聚焦新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際在線報道，第十四屆中國網路媒

體論壇10月31日在蘇州舉行，論壇以「加快融合發展，建
設新型媒體」為主題，探討以依法辦網為基礎，以融合發展
為路徑，以新型媒體為目標，如何實現中國網路媒體的更大
發展。論壇由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指導，人民網及新華
網等新聞網站共同主辦。
另據新華社報道，為加強新聞網站編輯記者隊伍建設，提
高隊伍整體素質，中國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和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上月29日聯合下發《關於在新聞網站核發新
聞記者證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全國新聞網站正式推行新
聞記者證制度，全國範圍內的新聞網站採編人員由此正式納
入統一管理。

劉曉明向英重申 港事屬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0月2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
務會議，部署推進消費擴大
和升級，促進經濟提質增
效；決定進一步放開和規範
銀行卡清算市場，提高金融
對內對外開放水平；確定發
展慈善事業措施，匯聚更多
愛心扶貧濟困。
會議要求重點推進6大領域
消費。一是擴大移動互聯
網、物聯網等信息消費，提
升寬帶速度，支持網購發展
和農村電商配送。二是促進
綠色消費，推廣節能產品，
對建設城市停車、新能源汽
車充電設施較多的給予獎
勵。三是穩定住房消費，加
強保障房建設，放寬提取公
積金支付房租條件。四是升
級旅遊休閑消費，落實職工
帶薪休假制度，建設自駕
車、房車營地。五是提升教
育文體消費，完善民辦學校
收費政策，擴大中外合作辦
學。六是鼓勵養老健康家政
消費，探索建立產業基金等
發展養老服務，制定支持民
間資本投資養老服務的稅收
政策，民辦醫療機構用水用
電用熱與公辦機構同價。
此外會議決定，放開銀行卡

清算市場，符合條件的內外資企業，均可
申請在中國境內設立銀行卡清算機構。僅
為跨境交易提供外幣清算服務的境外機構
原則上無需在境內設立清算機構，使開放
的金融市場便利和惠及消費者。
會議又落實和完善公益性捐贈減免稅
政策，推出更多鼓勵慈善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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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英
大使劉曉明10月30日在使館會見到訪的香
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行。劉曉明
表示，中國外交部已向英國政府明確闡述中
方立場，敦促英方謹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
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和干涉中國內政，並向英
國議會表明中方反對英議會下院外委會搞所

謂涉港「質詢」和赴港「調查」的嚴正立
場。
劉曉明表示，中央堅決反對「佔中」等各

種破壞香港法制和社會安寧的違法行為，堅
定支持梁振英行政長官領導的特區政府依法
妥善處置違法活動，維護社會穩定和市民人
身財產安全。

他又向曾俊華一行介紹了中共十八屆四中
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
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關內容，他
強調《決定》明確提出防範和反對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香
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香港政改必須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關決定實施，任何外國政府和個人
無權干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亞馬遜全
球副總裁薛小林在此間舉行的博鰲亞洲論
壇—2014中國（杭州）全球電商領袖峰會上
表示，亞馬遜將以最快的速度在亞馬遜中國

網站上推出美國網頁的中文海外購。中國網
民在亞馬遜的購物網站購買國外的產品，語
言將不再成為障礙。
薛小林表示，「11．11」期間亞馬遜中國

網站上的美國網頁中文海外購將開始試運
營，屆時消費者將可以無障礙地訪問「海外
購」商店，並體驗全中文的便捷購買方式和
本地售後支持。據介紹，亞馬遜開通直郵中
國的六大海外站點，是吸引「海淘」族的第
一步。這六大亞馬遜海外站點總計匯聚
8,000萬種能夠直郵到中國的國際選品，他
們分別來自美國、德國、西班牙、法國、英
國和意大利。亞馬遜海外直郵可以幫助消費
者快速處理清關手續，並提供標準、加快、
特快三種可選配送服務，其中美國亞馬遜最
快配送時間甚至可以短至3個工作日。
他又表示，為幫助中國網民更方便、更便

宜地選購海外商品，亞馬遜已經推出並即將
推出一系列的便利措施。例如在跨國支付方
面，亞馬遜的方式十分多樣。他稱在亞馬遜
任意網站上，均可持銀聯卡購物，並與國際
支付對接。而亞馬遜有全世界最好的信息保
護系統，安全管理級別要求甚至高於銀行。
最後他提到，亞馬遜打造了一個線上的絲

綢之路，同時建立了一個物流倉儲體系，猶
如跨洲際的大陸橋網。亞馬遜的目標是讓全
世界任何一個消費者，都可便捷地下單購買
貨品。同時又讓全世界任何一個賣家，可以
通過亞馬遜在當地開店，或者用全球商店介
紹給數以億計的消費者。而亞馬遜的全球配
貨及連接的物流體系，就像是全球大倉庫。

亞馬遜中文海購 攬雙十一商機

查辦腐敗案特點
■所在部門權力大，既制定政策，又審批項目。
■缺乏有效監督機制，審批權運轉不透明。
■收錢辦事成潛規則，長期共同受賄。
■涉案金額額巨大，逾千萬元人民幣有6人，魏鵬遠一案
更達2億元。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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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公安部
網站報道，公安部「獵狐
2014」專項行動視頻推進會10
月30日在京舉行，公安部黨委
副書記、副部長劉金國在會上
強調，態度堅決行動果斷作風
務實縱深推進，確保「獵狐
2014」專項行動決戰決勝。
劉金國強調，各級公安機關
要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好十八
屆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關於國
際追贓追逃工作的新要求、新
部署。他又指出，公安部黨委
高度重視境外追逃工作，「獵
狐2014」專項行動有效策應了
中央反腐敗工作，受到中央領
導充分肯定。
他要求迅速組織開展督導工
作，到重點省市實地督導。各
地公安機關要充分運用四部門
聯合通告，進一步加強政策宣
傳，把規勸工作真正做細做
透。要把境外追逃作為當前公
安宣傳的重點工作。對控逃防

逃不力的，要倒查責任。
廣東、浙江、山東及雲南等地均對專
項行動作經驗介紹，而自「獵狐2014」
專項行動開展以來，已先後緝捕180名
在逃經濟犯罪嫌疑人，緝捕數已超過去
年全年總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30日
連續公佈了中央巡視組向上
海、河北、江蘇反饋的巡視情
況。官方消息中，中央巡視組
措辭嚴厲，各地負責人也分別
作了相關表態。
自7月 29日至 9月 25日，中
央第六巡視組對河北省進行了
巡視。王正福組長指出，河北
開展正風肅紀等一系列專項行
動，巡視中幹部群眾也反映了
省內腐敗問題。特別是土地和
城建領域腐敗問題突出，領導
幹部插手工程項目、為親友經
商謀利現象普遍，國企經營和
國資監管中問題頻出，以及
「小官巨腐」問題嚴重等。

王正福代表巡視組提出的意見
建議亦是「嚴字當頭」，包括對
土地、房地產、國企等領域腐敗
問題進行專項治理，嚴格落實廉
政準則。嚴查各類頂風變相違規
行為，嚴格黨內生活，有針對性
地整頓軟弱渙散黨組織，嚴格按
規選人用人等。
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表示，
中央巡視組全面客觀地反饋了
巡視河北的情況，既肯定省黨
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
成績，同時嚴肅指出問題。
周本順還表示，要真正像抓經

濟社會發展一樣抓黨風廉政建
設，像治理污染一樣向腐敗宣
戰，還河北一片風清氣正的藍
天。

中巡組反饋情況
揪出「小官巨腐」

最高人民檢察院10月31日舉行新聞發佈會，通報檢察機關今年以來
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有關情況。

大案佔貪賄案總數8成
徐進輝表示，今年以來，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部門貫徹落實黨中央關
於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的決策部署，持續加大辦案力度，查辦貪污賄賂
犯罪工作呈現規模上升、重點突出、效果增強的態勢。據統計，今年1至
9月，全國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部門共立案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及人數，跟
去年同比分別上升9.9%和5.6%。其中，貪污賄賂五萬元以上、挪用公款
十萬元以上的大案23,060件，佔立案件數的84.7%，與去年同比數量上
升15.3%；縣處級以上幹部貪污賄賂犯罪要案2,608人（含廳局級以上
319人），佔立案人數7.3%。提起公訴21,652人，與去年同比上升
4.7%。目前，法院已作出判決13,437人，其中有罪判決13,414人，與去
年同比上升5.2%，有罪判決率為99.8%。
從辦案情況看，今年反貪污賄賂工作主要呈現幾個特點，首先是部署
重點打擊行賄犯罪專項工作，取得新成效。從今年9月1日起開展為期兩
年的重點打擊行賄犯罪專項工作，加大打擊行賄犯罪力度，切斷受賄犯
罪因果鏈。1至9月，全國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部門立案偵查行賄犯罪
5,684件，6,500人，與去年同比分別上升38.7%和35.1%。
其次是落實全國檢察機關開展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部署會
精神，堅持境內、境外追逃追贓一起抓。今年首9個月，共抓獲502名潛
逃境內外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

魏鵬遠家中檢贓款2億
而上級院帶頭辦案的做法，更發揮示範引領作用。今年以來，最高人
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直接查辦和組織指揮辦理的省部級專案已達20
件，是歷史上最高紀錄。今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還直接
組織指揮查辦了中央機關一批工作人員涉嫌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其中包
括社會廣泛關注的國家發改委系列案件和中央電視台系列案件。
另外他又提到關於魏鵬遠的案件，早前司法人員搜查煤炭司副司長魏
鵬遠家，檢出現金折合人民幣2億餘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為止，檢
察機關一次起獲贓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

賄賂總局局長徐進輝10月31日表示，今年1至9月，中國

全國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部門共立案貪污賄賂犯罪案

27,235件，涉及35,633人，與去年同比分別上升9.9%和

5.6%。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貪污賄賂犯罪要案2,608人

（含廳局級以上319人），佔立案人數7.3%。此外，他又

提到搜查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時，發現現金折合2億餘

元人民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機關歷來一次起獲贓

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

1億元人民幣現金到底有多少、多重，一
般人可能沒啥概念。科普網站果殼網曾對此
做過一個計算，將1億元人民幣堆在一起，
差不多能得到一個1.55米長、0.77米寬、1

米高的長方體。而按照新版100元紙幣每張1.15克計算，
1億元約重1,150,000克，也就是1.15噸。將1.15噸重的錢
擺在一起集中數，估計質量再好的點鈔機也會扛不住。
另據多方證實，魏鵬遠被帶走時，家中發現上億現金，
執法人員從北京一家銀行的分行調去16台點鈔機清點，
當場燒壞了4台。

資料來源：《青年時報》

■亞馬遜的物流包裝線。 彭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0月
30日表示，中國願本着相互尊重及平等合作的原則，與美國加強反
恐交流合作。中方歡迎奧巴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
訪華，中方盼這次奧巴馬訪問，中美雙方能進一步加強戰略互信，減
少戰略疑慮，增進戰略合作，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深入發展。
他又續稱，中國歡迎奧巴馬總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
式會議並順道訪問中國。訪問期間，習近平將跟奧巴馬就雙方共
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範圍涵蓋中美經貿合作、人
文交流、應對伊波拉疫情及氣候變化等，此外亦包括合作反恐議
題。

關於中美合作反恐方面，他表示中方願與國際合作打擊恐怖主
義，而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國際反恐的重要部分，中國冀國
際支持和配合。
另據新華社報道，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亞洲問題高級

顧問葛萊儀稱，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努力在
兩國共同關注的領域擴大合作，例如探討在阿富汗和伊波拉疫情
等問題上開展合作的途徑。
葛萊儀又提到近期顯著改善的中美軍事關係，葛萊儀指，儘管

美軍向亞太盟國展示了一系列姿態，但美中軍方之間開展了更多
「坦率」對話，軍事交流、聯合演習和互信措施也在增加。

習奧會議題將談加強合作反恐

■■中國表示願與美國加強反恐中國表示願與美國加強反恐
交流合作交流合作。。圖為中國武警舉行圖為中國武警舉行
反恐防暴演練反恐防暴演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億元人民幣有多重

■央視播放的中央巡視組
辦公片段。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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