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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廣深高速近年劫案頻發
◆2012年4月20日8時許，50歲何姨在東莞駿馬
山莊站台候車時，被一夥人以載客為由強拉上一
輛小汽車，在車上將何姨包中3000元現金以及
戒指、項鏈搶走，還逼何姨說出包中存摺的密碼
，最後將她扔在廣深高速路邊。

◆2012年3月5日23時許，在廣深高速環城廣氮
收費站附近發生特大搶劫案，事主楊某等人駕車
行至該處時，被兩輛汽車截停後持械搶劫，搶去
近1400萬元巨款。穗警在48小時內破案，分別
在揭陽惠來縣、佛山、廣州海珠區及白雲區抓獲
惠來籍疑犯6名、河南與重慶籍疑犯各1人。

◆2009年3月起，一個廣西來賓籍特大跨市盜搶暴
力犯罪團夥，先後流竄於廣深高速等公路，以及
在惠州、東莞、深圳鹽田等地盜搶數十宗，盜搶
不成就傷人，情節惡劣。2010年1月，深圳警方
端掉該團夥，抓獲10名成員。

◆2006年6月3日晚，深圳粵港汽車公司一輛大巴
行至廣深高速公路虎背山隧道入口時，包括香港
旅客在內的38名乘客遭車上5名男子持械搶劫。
其中1名男子持械逼迫司機將車減速，另4名男
子對乘客實施搶劫，共搶走人民幣1.85萬元、港
幣5.9萬元、手機34部、手表4塊、戒指6枚、
項鏈2條等。警方在56小時內抓獲6名搶劫、窩
贓包庇疑犯。

（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八日電】國家審計
署今日發布18個省區的66個市縣2011年城鎮保
障性安居工程審計結果的公告。公告顯示，66
個市縣中，22個單位將29.55億元工程資金挪用
於非保障性住房建設、公司註冊資本驗資和市政
工程建設等。

根據公告的數據，2011 年，18 個省區市保
障性安居工程當年上報完成705.71萬套（戶）；
籌集資金2811.62億元。新開工各類保障性住房
394.13萬套，完成棚戶區改造248.29萬套（戶）
，在拉動內需、緩解房價過快上漲、加快城市建
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一些市縣在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管理中仍然存在管理不規範、
項目管理不到位、分配及後續管理不夠嚴格等問
題。66 個市縣中，有36 個市縣少提取或少安排
工程資金 53.14 億元，佔應提取或安排總額的
14%。29個單位違規撥付或滯留保障性安居工程
資金 23.33 億元。22 個單位將 29.55 億元工程資
金用於非保障性住房建設、公司註冊資本驗資和
市政工程建設等。

公告同時披露，有 5 個市縣的 2801 套保障
性住房被作為商品房對外銷售；3 個市縣的 226
套保障性住房被挪作他用；32 個市縣的 1.46 萬
套保障性住房閒置半年以上，影響房屋使用效
率。

審計署社會保障審計司負責人指出， 「十二
五」期間，審計署將對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
設管理情況進行跟蹤審計，並將根據城鎮保障性
安居工程的進展情況，確定各年度的審計工作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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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7 月上旬，長江上游 1 號洪峰、2 號
洪峰接踵而至，三峽水庫入庫流量均達5.6萬立方米
每秒，強度為歷史少見。中國水利部門科學調度三峽
工程，攔蓄約 80 億立方米洪水，確保了中下游幹流
水位不超警戒。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董事長曹廣晶
說，三峽工程巨大的防洪減災效益全面顯現。

據新華社報道，萬里長江，險在荊江。如今，在
長江防汛最緊要的關頭，荊州防洪區 「淡定」應對，
處處透出自信與從容。

「主要得益於三峽工程的科學調度。今年兩輪洪
峰，三峽大壩成功攔洪、削峰，確保了中下游的安
瀾。」荊州市長江河道管理局沙市分局周家澤副局
長說。

7月初，三峽大壩按照調度，開閘泄水，將庫水
位平穩降至145米，騰出庫容，開懷納洪。

洪水如期而至，7日和12日，兩路洪峰相繼來襲
，國家防總、長江防總統籌考慮長江上游、三峽水庫
及中下游防汛形勢，決定將三峽水庫下泄流量控制在
每秒4萬立方米左右。

截留80億立方米洪峰
滔滔洪水不再肆虐奔騰，三峽水庫水位從145米

攀升至 159 米左右，約 80 億立方米的洪峰被靜靜地
截留在高峽平湖。

長江防總秘書長、長江水利委員會副主任魏山忠
說，若無三峽工程，7月上旬的洪水，沙市、城陵磯
水位都有可能超警戒，就意味着成千上萬防洪大軍要
上堤巡查搶險。

國家防總辦防汛一處處長尚全民稱，科學調度三
峽水庫，需要經過仔細的分析計算，實時會商，審慎
決策，最終決定三峽水庫的下泄流量。

長江防總辦公室副主任吳道喜說，如果沒有三峽
水庫攔蓄洪水，當年長江中下游幹流將全線超警戒，
形成僅次於1998年的嚴峻防洪形勢。

7月13日，長江防總辦防汛會商室，滯留三峽江
段的600多艘船隻牽動着決策者們的心。天氣酷熱，
為了給洪水讓路，有的船隻已停了近半個月。

「在確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讓他們盡快過壩，
是當前水庫調度最大的民生。」長江防總常務副總指
揮、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蔡其華說。

比較多種調度方案，長江防總最終決定下發調度
令，從7月13日20時起至14日8時，將三峽水庫下
泄流量逐步減少2.8萬立方米每秒，以便滯留船隻安
全過壩。

蔡其華說： 「隨着三峽工程的全面竣工，長江以
防洪為主的治江任務基本付諸實施，長江水利發展進
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以三峽工程為 「總閘」，防洪、航運、發電三大
效益統籌考慮、綜合發揮，構成了長江治理的新架
構。

科學調度從容應對長江防洪

三峽工程防洪效益全面顯現

【本報記者薛鈐文深圳十八日電】為打擊深圳市場非法
使用地溝油，深圳市政府五屆五十五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
《深圳市餐廚垃圾管理辦法》，將於8月1日起正式施行。
按規定，加工地溝油貨值金額1萬元以上的，將處貨值金額
10 倍的罰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同時
，深圳政府還將實行舉報投訴獎勵制度和對頻繁投訴單位實
行重點監管制度，全面保障深圳市民的飲食安全。

《辦法》中明確規定，深圳市餐廚垃圾的收運處理實施
特許經營制度。在深圳政府相關部門的統一監管下，餐廚垃
圾產生單位應交由特許經營企業進行回收處理工作，未經許
可的單位或個人均不得從事餐廚垃圾收運或者處理活動，違
者將被處以 5 萬元罰款，再次被查出的，處 10 萬元罰款。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依照《辦法》，生產單位
產生的餐廚垃圾必須交由特許企業進行收集運輸處理。

《辦法》規定，餐廚垃圾運收處理企業禁止以餐廚垃圾
為原料生產、加工食品或者非法銷售廢棄食用油脂，禁止在
未經無害化處理時直接用於飼養畜禽。非因設備檢修原因，
並經深圳市主管部門同意，不得作直接填埋和焚燒處理。深
圳政府主管部門表示，責令停止違法行為的，貨值金額不足
1 萬元時，處5 萬元罰款，貨值1 萬元以上者，處貨值金額
10 倍 處 罰 。 涉 嫌 犯 罪 的 ， 依 法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處 理 。
為提高罰款額度，嚴打 「地溝油」源頭。

深圳嚴打地溝油 賣1罰10

因涉嫌傳銷一度遭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懸掛警示牌的香
港亮碧思日前再現 「內地客」掃貨風波。據深圳海關今日透
露，13 名內地旅客因組團攜帶 「亮碧思」系列產品經沙頭
角口岸入境，遭海關截獲。現場查獲精油、化妝品、紅酒等
物品共計101件。

據介紹，因香港 「亮碧思」系列產品，在內地屬於涉嫌
跨境傳銷物品，作出物品暫扣處理。

香港亮碧思是在香港註冊的一家合法直銷公司，近幾年
在珠三角乃至內地迅速發展 「經銷商」。但自 2009 年，香
港亮碧思集團被內地媒體質疑涉嫌跨境非法傳銷，引來廣東
工商部門開展行動取消其傳銷活動。

（本報記者唐剛強）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八日電】鑒於港車經常
光顧的廣深高速等公路盜搶案頻發，廣東警方人士提
醒，如今廣東開放香港車輛北上，港人在粵自駕遊增
多，車主要警惕高速路上各類罪案，特別是加強自我
防範的意識，了解這類犯罪分子的招數，以便採取有
效措施應對。

首先，犯罪團夥常在高速公路較偏靜路段放置釘
子等銳利的物件，然後跟蹤車輛，乘車主下車檢查時
，盜搶車上的財物。建議車主在駕駛過程中如感覺車
輛異常，需下車檢查，要先關上車窗，鎖好門再下車
，以防落入他人設置的圈套中。

第二，車主在高速路行車過程中遭遇 「交通事故
」，往往急於觀察車況，忙着交涉，而忽視了對車上
財物的保護。此時除了有可能被犯罪團夥趁現場混亂
複雜輕易盜走車上財物外，還可能遭到以 「交通事故
」勒索乃至搶劫。建議車主下車前關窗、鎖車門乃至
視乎情況提早報警。

第三，車主在高速路上遭到 「警察」查車時，要
打醒精神。要對行跡可疑的人拍打車窗一定要保持警
覺，不要輕易開窗回應，以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特別
是針對女性車主，已出現 「拉門搶」等罪案，建議副
駕駛座上不要放手提包等物品，不要讓窗外的人輕易
看到乃至拿到。

粵警教路防盜搶

廣州警方透露，今年5月31日凌晨4時許，事主
黃先生獨自駕車，自廣州取道廣深高速趕往東莞。深
夜開車，他感到有些疲累，於是在經東環高速黃村收
費站時將車停靠路邊休息。

睡意朦朧之間，黃先生突然被幾個身影驚醒，見
到三男子駕駛一輛小汽車停在他車旁，其中兩男拍打
他車門，自稱是警察，要盤查他是否酒後駕車。黃先
生以為真是警察查車，便打開車門接受檢查。

團夥分工明確多手準備
誰知兩男趁黃先生不備，一手拿走他車內挎包等

物。黃先生心知有詐，追上去要奪回挎包，但遭到對
方用鈍器擊打。當見對方開車逃走時，黃先生急忙駕
車追趕，不料輪胎早已被這夥人暗中做手腳放了氣，
追到約二百米轉彎處與一輛大巴擦碰停車。他在大巴
上人員的幫助下報警，自報被搶去古馳包一個，內有
港幣、人民幣、勞力士手表、手機等，損失總價值約
38萬元港幣的現金及財物。

此案引起廣州市公安局高層的高度重視，指示要
求盡快破案，由便衣偵查支隊專辦此案。該夥人作案
後有意避開有 「電子眼」監控的高速公路，在不到一
公里外的大觀路出口下了高速路，從蘿崗往東莞方向
逃跑。經深入偵查，這個搶劫集團 「浮出水面」，並
鎖定其在深圳寶安區落腳。

瞄準粵港車主深夜作案
6月24日，廣州便衣警察奔赴深圳，聯手當地警

方在嫌疑人藏匿的寶安區新安街道布下羅網。28 日
中午，在新安街道一處出租屋內，將涉嫌參與搶劫的
嫌疑人朱×軍、粟×政、李×明等一舉擒獲，並繳獲
一輛小轎車以及撬棍、刮刀、三棱錐、貼牌紙、開鎖
器等作案工具一大批。

經審查，該集團成員均來自湖南省常德市，其中
粟×政、李×明曾因搶劫分別被判刑十多年。該集團
交代了自去年7月起駕車在廣深高速流竄瞄準包括粵
港兩地牌車在內的車主盜搶作案的事實，經常在深夜
12時至凌晨5時之間，主要尋找停靠在路邊的車輛，
特別是貨車，趁車上人員睡覺之機，用開鎖工具打開
車門，盜竊車上人員財物，如被車上人員發現，就直
接搶劫。據悉，該集團貪得無厭，偷了現金財物還不
說，若偷到行車證還會致電車主，聲稱如想要回證件
要付一千元；較多事主苦於無證不敢走高速路而無奈
答應。

廣深高速再破盜搶集團。廣州警方今
天披露，該集團近一年來經常駕車在廣深
高速流竄作案，特別是瞄準深夜12時至凌
晨5時上路的粵港車主，期間或已有港人
車主 「中招」 。該集團作案方式多樣翻新
，其中近期利用警方查醉駕熱潮，冒充警
察查車，騙取事主開車門後搶劫，有車主
便損失價值約38萬元港幣的現金及財物。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八日電】

【本報訊】中通社十八日消息：外電報道，柬埔寨信息
部長 Khieu Kanharith 18 日稱，法國人德維萊爾（Patrick
Henri Devillers）已經乘搭飛機前往中國，為薄谷開來案作
證。

據路透社18日發自金邊的消息，現年52歲的建築師德
維萊爾上月在柬埔寨被拘押，此前在該國已經生活多年。

Kanharith稱，德維萊爾 17 日晚間乘飛機從柬埔寨飛往
中國，他完全出於自願作為證人前往中國，並無法國使館人
員陪同。

英國廣播公司18日報道，德維萊爾周二登上了一架飛
往中國上海的飛機。

德維萊爾曾在中國居住多年，據稱與薄谷開來關係密切
，可能涉及英國商人尼爾．伍德被殺一案。

谷開來案證人自願離柬來華

【本報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18日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
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李克強祝賀陳馮富珍連任世界衛生組
織總幹事，表示中國政府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和陳馮
富珍本人的工作，希望並相信陳馮富珍能夠帶領世界衛生組織更
有力、更高效地應對全球衛生新挑戰。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說，過去 3 年，中國深入推進醫藥衛
生體制改革，突出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已經取得階段性成
果。中國將繼續圍繞健全全民醫保體系、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推
進公立醫院改革等重點，堅定不移地探索、實踐和推進符合國情
的醫改之路，讓人民群眾特別是基層群眾得到更好保障、更多實
惠，為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而努力。

陳馮富珍高度評價中國深化醫改的積極成效，認為中國在這
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多方面進展，將基本醫保覆蓋率大幅提高到
95%以上，使普通大眾受益，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經驗，表示願
繼續推動世衛組織與中國的合作，促進全球特別是非洲等發展中
國家衛生事業發展。

陳馮富珍18日在京向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頒發了總幹事特別

榮譽證書，以表彰陳竺個人和中國衛生部對控煙工作的重視、在
抵抗煙草使用的戰鬥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對全球終止煙草引發死
亡和疾病負擔的運動做出的努力。

陳竺獲世衛控煙獎
陳竺表示，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煙草生產國和消費國，控煙

履約工作仍面臨許多挑戰。衛生部門將繼續積極發揮示範作用，
推進落實《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中的有效控煙措施
，努力實現「十二五」規劃中 「全面推行公共場所禁煙」的目標。

過去數年中，中國做了大量控煙工作，如積極推進無煙醫院
和無煙城市項目。近期，有4個城市開通了戒煙熱線。2012年5月
，中國衛生部發布了《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報告陳述了煙
草使用的危害，說明了二手煙對健康的影響，強調了戒煙的重要
性。不久前，中國還舉行了以 「煙草公司對控煙工作的干擾」為
主題的中國煙草控制論壇。

不論是對全世界還是對中國而言，煙草使用都是最可預防的
死因。每年，吸煙導致全球600萬人死亡；約100萬中國人死於煙

草相關的心臟病、癌症、肺病及其他疾病。
每年，世衛組織 6 個區域內均有個人或機構因其在控煙領域

的成就而獲得世衛組織的表彰。今年因控煙工作而獲得總幹事特
別獎的，還有哈薩克斯坦總理以及巴西的一位官員。

▲粵警加強對嫌疑車輛的設崗盤查 本報攝

▲今年兩輪洪峰，三峽大壩成功攔洪、削峰。圖
為三峽大壩開啟六個泄洪深孔進行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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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在寧夏固原市原州區舉行的中國．六盤山冷涼
蔬菜節上，香港晉悅（寧夏）科技投資有限公司與原州區政
府簽約了 「中河鄉萬畝供港蔬菜基地」項目，投資1.5億。

「中河鄉萬畝供港蔬菜基地」利用原州區 「春去秋來無
盛夏」的氣候特點，引種了馬鈴薯、芹菜、洋葱、胡蘿蔔、
大蒜等耐儲存、宜運輸的冷涼型蔬菜。

（本報記者田育紅、樊麗莉）

■13內地客狂掃「亮碧思」遭查

▲十八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世
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