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井新義安44人受審
引入港黑幫管理模式作惡20年

港大深圳醫院須解決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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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八日電】深圳港
鐵龍華線上下班時段擁擠狀況和乘車難等問題一
直被乘客詬病。港鐵（深圳）公司透露，港鐵已
購置一批新車，最快下月投入服務，每趟運力將
增加1000多人；高峰時段行車間隔有望縮短至2
分半鐘。

港鐵龍華線是深圳城軌交通南北走向的主要
路線，去年6月全線開通，隨着地鐵生活的深入
，加上龍華線北段地區覆蓋的人口高達250萬人
，日均客流量高達 25 萬人次，難以滿足乘客的
出行需求，車廂擁擠現象較為嚴重，尤其是周一
上班高峰期。有乘客稱，龍華線在深圳各地鐵線
路中是唯一每列車僅四節車廂的線路，車廂數量
少是造成擁擠的直接原因，希望港鐵每列車增加
一倍的車廂。

面對外界關於龍華線遭遇 「黑色星期一」的
說法，港鐵方面稱，除運力因素外，乘客乘車行
為不當也是擁擠的原因之一。港鐵（深圳）公司
人士指出，以當前上班高峰為例，由於一些乘客
不遵守秩序，經常堵在車廂門口致使車門無法關
上，無序的狀態導致發車間隔從原來的3分鐘延
遲至4分鐘。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僅靠港鐵一條地鐵線
路無法達到高峰期人流疏散的目的，最關鍵的是
地鐵規劃布局應跟得上沿線片區的人口增長速度
，建議深圳盡快將地鐵 16 號線納入規劃和加快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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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八日電】深圳市人大
代表今日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調研。院長鄧惠瓊介紹
說，醫院面臨新模式與舊政策，服務模式改變及如何
改變市民就醫文化等三大挑戰。

港大深圳醫院管辦分開，沒有政府級別，實行董
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醫院設置董事會、醫院管
理團隊和監事會，均由深港兩地人士組成。醫院許多
新的模式不能適應內地舊有的政策，如預算和採購管
理改革，醫院要擁有 「自主採購，自主議價」權，但
相關醫改文件等未有明確。

制定合理醫療費用
鄧惠瓊說，每次130元的全科門診 「打包」收費

制度，參照了深圳市3家三甲醫院的門診基礎數據並
進行模擬測算。如何能科學合理地制定醫療費用是院
方面臨的另一大挑戰。對於專科門診和住院診療服務
的收費標準，院方提出倣效門診收費的辦法，以病種
為依據 「打包」收費。但考慮到現實操作困難，現改
為基本診金部分 「打包」，其他項目按實際情況收費
。目前，作為一家面向內地醫療市場的醫院，該院顯
然無法在價格上與香港接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顧昕教授認為，如果沿用內地的價格體系，將徹底變
成一家內地大醫院。

改變市民就醫文化
該院10月24日起進入首期運營，日門診量達到

800人次。 「看病過程不再是一場折磨」，不少求診
者都對 「預約模式」 「先全科，再專科」的分診模式
表示歡迎，但仍有不少人沒提前掛號，或直接要求專
科醫生就診。

鄧惠瓊說，預約模式節省了病人的候診時間，分
診模式也體現了醫院對患者的負責。譬如頭痛未必是
腦的問題，有可能是身體其他部分出了毛病，因此直
接找專科並不合適，甚至有可能誤診，或延誤最佳的
治療時機。

鄧惠瓊提醒說，該院明確了醫生收紅包即開除職
務，讓患者不必糾結於送不送紅包，希望市民改變原
有的就醫觀念，培育新的就醫文化。

她提及新模式與舊政策還包括，該院雖被納入深
圳市公立醫院服務體系，但與深圳市衛生行政部門之
間又隔着一個港方管理團隊；整個管理團隊的薪酬雖
由深圳市財政支付，但具體的分配方案和支付由香港
大學決定。複雜的委託代理關係難免會影響權利義務
的行使。

港大深圳醫院設計的盈利模式是，用40%特需服
務來維持60%基本醫療服務。深圳市政府已明示將逐
年減少財政補貼，希望醫院5年後能自負盈虧。要以
相差不多的收費水平，維持明顯高企的人力成本和限
制病人數的高質量服務，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建立兩個培訓基金
與現有的公立醫院人事制度不同，港大深圳醫院

實行全員聘用合同制，目前註冊的香港專家已有123
名。

鄧惠瓊表示，雖然該院無事業編制，但在薪酬福
利方面，會優於深圳的三甲醫院，並可以為醫生提供
與國際接軌的機會，讓醫生提高醫術。該院已針對醫
生和管理人員建立兩個培訓基金，自開業來，培訓醫
生 3880 人次，包括感染培訓和廉政的培訓，赴香港
醫院培訓122人次。

新模式無法適應舊政策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八日電】大公報記
者今日獲悉，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正申請 ACHS 認證
，將是內地第一家獲此認證的醫院。澳洲醫療服務
標準委員會專家上周已到深圳實地查看。

香港多間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參加了澳洲醫療
服務標準委員會（ACHS）的 「醫院認證計劃」。
ACHS是一個獨立的非牟利組織，以通過持續的服務
及表現回顧、評估及評審去推動醫療服務品質的改
善。目前，有超過 1450 個醫療機構獲得 ACHS 的評
定。評審中，ACHS會就臨床醫療、支援服務及機構
行政等三方面共45項準則作出評核，其中必須獲得
14項 「標準評級」或以上才可取得認證。

港大深圳醫院申請ACHS認證

▲港鐵龍華線上下高峰時段車廂擁擠 網絡圖片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實行130元的全科門診 「打
包」 收費制度 網絡圖片

盤踞深圳沙井一帶有涉港背景的黑社會組
織 「沙井新義安」 28日在深圳市中級法院公開
受審，組織首腦陳垚東等44人被檢方指控涉案
58宗，其中命案2宗，組織、領導、參加黑社
會組織犯罪時間跨度達20年。深圳中院透露，
由於案情複雜且涉案人數眾多，預計庭審將持
續三周。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八日電】

「沙井新義安」形成於1994年，是深圳迄今為止最大
的涉港黑社會組織，此前已在深圳市寶安區沙井街道辦
（鎮）盤踞18年，直到今年2月被警方搗毀。

涉案金額超過10億
行動中，深圳警方抓獲組織頭目陳垚東及其骨幹成員

102人，其中逮捕80人，刑事拘留22人，繳獲槍支4支，子
彈37發及涉案刀具一批，扣押、凍結涉案資產數億元，涉
案金額預計超過10億元。

「沙井新義安」由香港黑社會組織 「新義安」骨幹成
員陳錫波入境發展而成。上世紀80年代中期，陳錫波多次
潛入深圳發展內地人員，在沙井地區形成 「飛鷹幫」，從
事收取保護費等違法犯罪行動。1991 年底，在深圳警方的
「反黑清幫」行動中， 「飛鷹幫」被搗毀，陳錫波逃回香

港，轉為幕後操控。此後，陳錫波向侄兒陳垚東傳授香港
「新義安」組織的管理模式和做法，通過請香港 「新義安

」頭面人物撐腰造勢等手段，扶植幫助陳垚東在沙井地區
有計劃、有步驟、有選擇地物色發展小幫派頭目為下級成
員，為非作惡，成為當地的黑惡勢力。

1994 年以來，陳垚東逐步建立起骨幹成員固定、層級
結構明確、人數眾多的 「沙井新義安」黑社會組織。該組
織按照香港 「新義安」的部分規則管理成員，維繫架構，
在沙井街道經營廢品收購、碼頭運輸、房地產等行業，通
過故意傷害、綁架、非法拘禁等違法犯罪活動，攫取大量
非法財富。

黑老大涉14項控罪
28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陳垚東等44人、被告單

位深圳市萬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黑社會組織犯罪案件
進行一審公開開庭審理。該案是 「沙井新義安」涉黑案件
的主體部分，根據檢察機關的指控，該主體案件涉案58宗
，其中命案 2 宗，犯罪時間跨度達 20 年，單宗犯罪時間跨
度達15年，涉及組織、領導黑社會組織罪、故意殺人罪、
故意傷害罪、開設賭場罪、販賣毒品罪等多項罪名。

檢察機關認為，陳垚東應當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
組織罪、故意傷害罪、綁架罪等14項罪行追究其刑事責任
。被告人劉少雄為原寶安區沙井街道黨工委書記、辦事處
主任，應當以受賄罪、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追究其刑事
責任。其餘被告人也應按其所犯罪行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八日電】黑社
會組織 「沙井新義安」骨幹成員今日開庭受審
前，其邊緣組織一批 「馬仔」此前已出庭受審
。在控辯雙方的交鋒中，逐漸勾勒出該黑幫的
組織結構及入會規則。多名被告人供認，他們
在入會時都向上級成員送過紅包，以表示 「認
大哥」，接受其管理與領導，參與該組織的犯
罪。

11 月 5 日，江慶儒等 12 名被告人受審。檢
方指控，江啟林與江慶儒團夥是 「沙井新義安
」的一個分支團夥，該組織在沙井打殺稱霸，
手段極其殘忍。其中，在 2008 年 5 月 19 日的新
景歡酒吧案中，被告人黃軍的 「老表」被打，
王亞升、夏小兵糾集20多人趕到酒吧進行槍擊
與砍殺，造成1死4傷，許多人與黃軍 「老表」
被打並無關聯。2009 年，在沙井經營煤氣生意
的江趙南被江慶儒當街槍殺，該案轟動一時，
近期被檢方指認為 「沙井新義安」組織所為。

在江慶儒等人故意傷害導致江趙南死亡案
中，江慶儒實際上是受叔父江啟林指使。而江
啟林是 「沙井新義安」頭目陳垚東手下的 「一
級馬仔」，他在江趙南案發後潛逃出境。檢方
指控，江啟林歸屬陳垚東領導，其表侄江慶儒
則是 「沙井新義安」組織的三級成員。涉嫌殺
害江趙南的主犯王亞升是江慶儒的 「頭馬」，
王亞升隨後吸納了廖傳佳等涉黑人物，從而
形成 「沙井新義安」典型的五級金字塔架構
組織。

據悉， 「沙井新義安」參照香港黑社會
「新義安」的管理模式，等級森嚴，具有5級金

字塔結構組織。多名被告人供認，他們在入會
時向上級送過紅包，以表示 「認大哥」，接受

其管理與領導，參與該組織的犯罪。
深圳檢方表示， 「沙井新義安」按照江湖

規矩和香港 「新義安」黑社會組織的部分規則
管理組織成員，等級森嚴，成員達數百人，呈5
級金字塔結構，對內制定了明確的幫規，違者
嚴懲，對外打着 「新義安」旗號進行違法犯罪
活動，骨幹各自劃分 「勢力範圍」。

檢察官還於此間披露了 「沙井新義安」組
織的入會儀式。多名被告人均供認，他們在入
會時都向上級成員王亞升送過紅包，以表示
「認大哥」，接受其管理與領導，參與該組織

的犯罪。對此，王亞升等人均予以否認，辯稱
他們是生日等宴請的禮尚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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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八日電
】深圳 「沙井新義安」涉黑案告破後，
已有9名公職人員涉案 「落馬」，包括
3名警官。其中原寶安區沙井街道黨工
委書記、辦事處主任劉少雄因涉嫌縱容
黑幫組織犯罪，並收受 「黑老大」陳垚
東賄賂 1200 萬港元，為其在徵地方面
謀取利益，今日被歸入 「沙井新義安」
主體案件受審。

根據深圳市檢察院指控，劉少雄縱
容 「沙井新義安」黑社會組織，並收受
陳垚東賄賂 1200 萬港元，收受個體戶
謝文賢賄賂500萬元人民幣，收受深圳
萬豐公司賄賂245萬元人民幣、20萬港
元。

檢察機關認為，劉少雄身為國家工
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
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縱容黑社
會組織，情節嚴重，應當以受賄罪、縱
容黑社會組織罪追究刑事責任。

「沙井新義安」案告破後，幕後保
護傘接連 「落馬」，包括政府官員和派
出所警官等 9 名公職人員。其中今年 2

月，劉少雄被紀委調查，檢方以涉嫌受賄罪及縱容
黑社會組織等罪名將其批捕，原沙井街道辦城建科
科長陳俊煒亦涉案被捕。10月，沙井街道辦事處副
主任李某某、綜合執法隊副隊長黃某某、沙井街道
城管科科長黃某某、沙井街道市政服務中心主任禤
某某等4人也因涉及 「沙井新義安」案被調查。

10 月 19 日，深圳市檢察院披露，寶安分局鎮
南派出所所長陳初興、南山刑警大隊副大隊長姚某
洪、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隊政秘處科長彭某鍵，3
名現任警官因捲入 「沙井新義安」案，涉嫌徇私枉
法被深圳市公安局移交檢察院立案偵查。

除劉少雄外，其餘8名公職人員已被移交檢方
另案處理。

▶深圳警方28日押送 「沙井新義
安」 44名成員到深圳中級人民法
院受審，現場戒備森嚴

▼深圳中院門前聚集大批準備進
入旁聽的家屬

▲深圳警方今年2月出動數百警力在寶安沙井
文豐酒店抓獲一批涉黑犯罪嫌疑人

▲深圳警方在寶安沙井抓獲 「涉黑」 犯罪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