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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三十日電】利用 「干擾器
」盜竊車內財物案件在深圳、佛山乃至全國頻發，廣
州近日連破多宗此類案件，警方提醒香港車主，隨着
北上自駕遊逐漸開放，車主停車後要手動確認車門鎖
好，以防招致財物損失。

本月以來，廣州警方破獲四宗汽車盜竊案，多名
廣西籍疑犯落網，警方繳獲干擾器、導航儀等作案工
具。據疑犯供認，他們瞄準超市、商場、餐館等停車
場，利用 「干擾器」使車主誤以為車門已鎖，待車主
離開後盜竊車內財物。

「解碼器」標榜更高級
記者走訪廣州多個汽配城、電子市場，大部分商

舖對 「干擾器」忌諱莫深。有店主透露，因近期警方
嚴厲查處，導致銷售暫時 「潛水」了。但記者在網上
搜索 「干擾器」，即找到大量銷售信息。在一個專賣
網頁上， 「台灣黑雙線干擾器」標榜可全頻干擾汽車
遙控鎖，可干擾市面上 95%的汽車，售價 1200 元。

也有僅300元的 「袖珍版」，體積小但功率大，可干
擾所有汽車的原裝遙控器。

網上還新推出 「解碼器」，售價比干擾器高數倍
乃至數十倍，宣稱能開數十萬以上豪車車鎖。如 「終
結者 999」開價 8000 元， 「中文芯片解碼器」也要
3500 元。網銷人員稱，這些 「高科技」產品幾乎均
從台灣引入，在華南一帶生產，因解碼器比干擾器高
級，訂購時要先付數百元訂金。

據悉，竊匪可單獨使用解碼器或與電腦配合使用
，在車主無線遙控鎖車門時，截獲無線信號。待車主
離開後，再用解碼器發出同樣信號打開車門。不同型
號的電子解碼器可以開啟不同型號車輛的車門。但警
方稱，暫未發現或破獲此類 「解碼器」案例，但會加
強追蹤打擊。

日系國產車最易中招
粵警人士表示，據目前案例，一些高檔車的防盜

系統防 「干擾」較好，但不少日系、國產的經濟型轎

車較易 「中招」。雖然干擾器看似神奇，但破解法也
簡單。它實際是一種信號屏蔽器，並不具有解碼、解
鎖等功能，若車主能養成習慣拉下車門，確認車門落
鎖即可避免 「干擾」。

5月26日凌晨，深圳濱海大道發生一宗嚴重的
交通肇事案。一名男子酒後駕駛日產 GTR 跑車連
撞兩台出租車，致使一台電動出租車司機及兩名乘
客死亡。侯某逃逸7小時後，滿身酒氣地前往警局
自首，卻被外界質疑為 「頂包」。

公布侯某進出酒吧視頻
面對媒體與網民鋪天蓋地的質疑，深圳交警過

去兩天連續召開兩場通報會，運用大量的視頻和照
片公布系列證據，以證明侯某為肇事司機。但由於
缺乏車禍發生地的視頻及跑車內指紋及血跡的
DNA 檢驗比對結果等關鍵證據，兩場通報會未能
平息 「頂包」疑雲。

在今日的通報會上，交警在已有證據基礎上，
進一步補充展示了新證據，包括侯某與三女子兩次
進入酒吧以及離開的視頻，濱海大道紅樹林段事故
現場監控錄像等。其中從警方公布的事發當晚3時
的一段視頻顯示，案發當晚肇事跑車並無與其他車
輛進行飆車，但比周邊的車速快一倍有餘，時速最
少180公里。

針對外界關注的 DNA 鑒定報告，一份受理日
期為5月29日、由深圳市物證檢驗鑒定中心出具的
鑒定文書顯示，在肇事跑車內留下的拖鞋、方向盤
氣囊駕駛室側門、紙巾上的血跡、襯衫上的血跡上
提取的樣本，經過 DNA 檢測，與侯某血液的脗合
率高達99.99%。

深圳檢察院介入此案
此外，深圳警方還對侯某的身份作出核實並進

行通報。警方稱，侯某為廣西農村人，1999年來到
深圳，先後做過修車、汽車美容等，期間與許某周
相識，兩人相交 7、8 年。2010 年 11 月侯某到許某
周經營的天某泰建築公司上班，事發時是該公司的
員工，月薪3000元，職位類似於車隊隊長。

深圳警方表示，肇事跑車車主許某輝及許某周
事發時均有不在場證據。據了解，許某輝當時正在
布吉，而許某周則在珠海與朋友打牌，接到出事電

話後才回深圳，並與案發當天8時左右與六七名男
子一同前往大梅沙遊艇會找到侯某勸其自首。

記者獲悉，深圳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已介入此
案，並要求偵查部門核實肇事司機身份和合理排除
全部疑點，並對案件準確定性。

車主願承擔賠償責任
深圳交警局副局長徐煒表示，警方調查了當事

人6人，證人26人，搜集了1000餘小時的視頻資料
，結果達到了事故事實認定的要求。根據目前掌握
的證據和材料，已基本確定侯某是肇事司機。

已證明清白的許某輝表示，作為肇事車輛的所
有人，他將承擔法律責任和賠償責任，也會安排時
間與死者家屬會面並表達歉意。他表示，目前不是
不想站出來，而是希望等待警方對事件作出結論，
死者家屬情緒緩和後，再與死者親屬見面。

深警力證飆車案非頂包
DNA鑒定結果與自首男子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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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5．26」飆車案引起網友高度
關注，頂包傳聞不脛而走。一夜間，不
少網友 「變身」福爾摩斯。微博上有人
不眠不休地找疑點， 「人肉」關聯人，
有人孜孜以求地挖線索，有人不斷地爆
料、推理，媒體更是窮追猛打求真相。
一宗車禍引發如此廣泛的關注，是官方
始料不及的。有關方面不得不迅速回應
，以釋人們心中的疑惑。

到目前為止，最接近事實的真相基
本呈現。

警方已連續三天召開三場新聞發布
會，把各界希望知道的真相盡可能公布
出來，車主也以特定的形式現身，證明
沒有在車禍現場。DNA和指紋的鑑定結
果也證實了警方前期的結論。為了接受
監督，深圳警方還在交警大隊設立查詢
室，媒體和市民可調閱交通事故的原始
視頻與圖片。深圳檢察院也已經介入，
希望通過司法手段查明案件事實，給死
者家屬和公眾一個交代。就連安全受到
質疑的電動車生產企業比亞迪公司也作
出了公開聲明。

該發聲的都講了，一切似乎該塵埃
落定。

儘管還有人對調查結論存疑，儘管
交警等部門的回應手法略嫌粗糙，但不
能不說深圳的公民力量是強大的，公權
力也表現出不常見的敬勉之心。為一宗
車禍，警方連開三場新聞發布會，這樣
的情況極為罕見。

公眾的監督是嚴苛的，公眾的智慧
更不容欺侮。與此案有關的每一句證言
、每一幅圖片、每一個視頻都要經過最
嚴苛的檢驗和推敲，稍有疏忽便陷入更
大的被動。警方的調查若能做到鐵證如
山，那麼將陡升深圳的法治化形象，反
之，則會令深圳的形象受損。正視並勇
於回應公眾質疑，是警方職責所在。

第一場新聞發布會之後，深圳警方
出示的證據不但沒有釋疑，反而讓人們

的疑慮更重。緊接的第二場和第三場新聞發布會，警
方顯然是看到大量媒體報道和網上質疑後做出精心準
備工作，及時調整策略，端出關鍵證據，新聞發言人
的表現也顯得比更自信和坦誠，輿論的方向開始轉
變。

綜觀事態進展，有質疑、有分歧、有交鋒、有辯
駁，並不是壞事，公眾的監督可促使警方查清真相。

另一方面，情緒化、仇官仇富也無助查案，公眾
需要理性和善意的監督。

此事件也讓人看到一種值得肯定的轉變：雖
然不盡如人意，但公眾、警方、相關企業等正形
成一種過去不常見的互動，大家的目標只有一
個，讓真相攤在陽光下。這種你來我往的
過程，也是消除疑慮、達至共識的過程，
這是一個具有建設性的開始。

深圳 「5．26」 飆車案有最新進展。深
圳警方今日第三次召開通報會，進一步補
充展示新搜集的視頻及圖片證據，並公布
肇事跑車內的血跡DNA鑒定結果，報告顯
示，駕駛氣囊上提取的血跡與侯某血液檢
測結果一致。深圳警方表示，目前已有直
接證據顯示侯某確為肇事司機，此案不存
在 「頂包」 情況。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三十日電】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三十日電】南方科技大學今日召
開本科招生廣東省說明會，詳細公布今年招生政策。南科大
招生面向廣東、山東、四川、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
建等8個省份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共計180人，全部為按理
工科大類提前批次錄取，入學時不分專業。

優異生可獲萬元補助
南方科技大學為本年度招收的全體新生設立了獎學金，

每人 6000 元／年（連續四年，抵銷學費），這相當於所有
新生都將 「零學費」就讀南科大。

綜合成績優秀（前30%）的新生，入學即可利用課餘時
間協助教師進行科研工作，並獲得10000至20000元／年生
活補助（連續四年）。家庭生活困難的學生還可獲得每年
10000元的助學金。同時設有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
和社會各界設立的各種獎學金、助學金。

南科大今年的自主招生將採用基於高考的綜合評價錄取
模式，即報考南科大的學生在全國統一高考後，須參加南科
大組織的覆試。高考成績佔 60%，高中階段的平時成績佔
10%，南科大組織的覆試成績佔30%，最終構成考生的綜合
成績，按考生綜合成績擇優錄取。學校採取中學推薦和學生
自薦兩種方式接受考生報名。

入學試考核創新能力
南方科技大學朱清時校長表示，南科大的覆試以書面形

式測試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包括記憶力、想像力、
注意力和洞察力。把考生的這些素質作為錄取依據之一，有
利於創新人才的選拔，特別是有利於教育資源薄弱的農村和
非重點中學的優秀創新人才脫穎而出，也有利於引導中小學
的素質教育。

目前，南科大在理學、工學和經濟學等三大門類首批籌
設了5 個系6 個專業，並已經形成相應的教學計劃。5 個系
分別是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微納材料和器件系、金融
數學與金融工程系；6個專業分別是物理學專業、化學專業
、生物信息學專業、生物技術專業、微電子科學與工程專業
、金融數學與金融工程專業。學校在錄取時按理工大類招生
，為了拓寬學生的視野，夯實專業基礎，幫助學生能夠更好
地選擇適合社會發展和個人發展的專業方向，激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學生大一、大二不分專業，
主要以基礎科學課程為主，等大三時再根據學生的興趣和能
力選擇專業。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三十日電】珠海保稅區進
口酒類交易中心將於6月1日揭牌，同時出台系列進
口優惠措施聯手港澳的紅酒免稅政策，打造國家級紅
酒交易基地。廣東省有關部門已明確表示把該交易中
心作為全省進口基地建設的樣板予以重點扶持。

近年受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等衝擊，國外紅酒消
費萎縮，不少紅酒商開始接觸中國市場。除內地進口
瓶裝葡萄酒的關稅大幅下降外，港澳等地更實行全部
免稅政策，吸引越來越多境外酒商以港澳為跳板拓展
內地市場。

珠海保稅區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顏洪表示，近
年保稅區把握毗鄰港澳、倉儲費用低廉等優勢，發展
紅酒交易基地，如境外紅酒進入該區的保稅倉庫只須
辦理備案手續，有內銷時才須辦理報關進口手續。僅

2010年該區進口紅酒的倉儲總額達400萬美元，同比
增近一倍；經營紅酒的企業由30多家增至逾50家。

顏洪說，第三屆進口葡萄酒品鑒會也於1日開幕
，與明天閉幕的 「香港 2012 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商貿
展」接軌，活動將吸引 50 多家國內外酒商，攜帶來
自法國、美國等知名產區的 1500 多種紅酒參展，拉
菲、木桐、奔富、帕爾默等世界名莊名酒都會亮相。

為把握港珠澳大橋 「橋頭堡」優勢，攜手港澳打
造國家級紅酒交易基地，珠海保稅區出台鼓勵企業開
展進口酒類業務優惠政策，如實施 「橫琴新區＋保稅
區＋跨境工業區」疊加於一體的財稅優惠政策，補貼
50%的進口酒品檢驗檢疫費，提供免費企業註冊地，
估計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全新的進口酒類金融服務，
開展 「紅酒銀行」業務試點等。

珠海聯手港澳建紅酒交易基地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三十日電】廣州超級計
算中心今日在中山大學舉行揭牌暨先導系統開通儀
式，2015 年底前在廣州建成世界領先的超級計算中
心。

廣州市市長陳建華表示，建設廣州超算中心，對
廣州乃至廣東聚集高端資源，提升創新能力，加快轉
型升級，增強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都具有重大戰

略意義。
該市成立了廣州超算應用聯盟，致力於推廣超算

應用，並已率先確定了 10 多個領域方向的用戶單位
為先導系統的正式用戶。下一步，在先導系統的基礎
上，還將圍繞高水平科學研究、產業發展。重大工程
需要，開展專業化的超級計算服務，從而加快培育該
市生物醫療與健康、工業設計、數字影視、網遊動漫

、軟件和信息服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提升汽車、造
船、裝備等先進製造業，促進高端創新資源和創新人
才集聚。

據悉，2015 年前，廣州超級計算機中心將建設
成為融高性能計算、海量數據處理、信息智能服務、
高端產業創新發展、高級人才集聚培養功能於一體的
世界一流超算中心，為國家創新型城市、智慧城市建
設和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世界級的新引擎，大幅提升
該市乃至全省的科技創新能力、推動重大行業應用、
促進重點和新興產業跨越式發展，促進廣州、廣東的
轉型升級。

干擾器五花八門 港車北上須當心

粵汽車財物失竊案頻發

穗用三年打造超腦中心

180新生零學費入讀南科大

▲30日，江蘇南京港邊檢站官兵指導該市學生通過 「打
擊橡皮人」 等心理拓展訓練釋放壓力，輕鬆迎接高考

中新社

▲30日，深圳警方公布肇
事路段的監控錄像

黃仰鵬攝

◀ 30日，深圳交警局副局
長徐煒稱就目前掌握的證據
，基本確認侯某為肇事司機

中新社

▲珠海保稅區保證 「區內紅酒均真正進口」
方俊明攝

▲互聯網充斥各類干擾器銷售信息 方俊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