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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点击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对于日本“明治工业

革命遗址”申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表示，中方

反对把日方申报的相关工业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国际古

迹遗址理事会”日前已完成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对此进

行审议。韩国已表示对此坚决反对，对日本申报遗址在

二战期间使用强征劳工有严重关切。中方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日方申报的23处工业遗址中，有多

处在二战期间使用了中国、朝鲜半岛和其他亚洲国家

被强征的劳工。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

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时至今

日，许多无辜受害者的正当合理诉求仍未得到负责任

的回应和解决。

她表示，对于日方该项目申遗，中方同韩方一样

有严重关切。中方反对把日方申报的相关工业遗址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妥善解决

有关关切。相信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以负责任的方式

处理有关问题。

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非行政许可审批”退出历史舞台

《台湾商报》供本报专稿

台湾新闻快报

恋上拔河
六家小学勇夺冠亚军

“嘿呀!嘿呀!”，小女生纤手

都布满厚厚的茧，有的伤口才刚

愈合，依然咬牙下场拼战，新竹县

六家小学拔河队参加台湾各级学

校拔河比赛，一举夺下小学女子

班队组冠军与小学混合校队组亚

军，队员彭郁雯回忆说，当初练习

拔河只是觉得好玩，没想到后来

却爱上了它，因为它不仅有趣还

能锻炼身体和提高团队意识，再

苦再累也会坚持下来。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取消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在

前期大幅减少部门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49项非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将84项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

审批事项。今后不再保留“非行

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

部门共有非行政许可审批453

项。经过2013年和2014年前后

七轮的清理，已经取消了209项。

2014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清

理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的通知》，决定通过一年时间对

各部门现有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进行全面清理。今年5月6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对剩余24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的清理意见。至此，国务院部

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工作

全面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这

一概念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国务院审改办新闻发言人李

章泽表示，与行政许可相比，非行

政许可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设

立的依据层次比较低；二是设立

的程序不规范、不严格。

“比较普遍的情况是，部门走

走内部程序，发个红头文件，就搞

了个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李章

泽说，“在这种情况下，非行政许

可越来越成为面目不清的‘灰色

地带’，大量边减边增的行政审批

事项就是从这个‘灰色地带’冒出

来的。”

另一方面，设立依据不清、设

立程序不严的非行政许可事项存

在，直接导致很多不规范的行政

行为，甚至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有悖于依法治国的总体方略，在

政府行为中是一个迫切需要清理

和规范的“偏门”。

“因为行政许可的设定规定

得很严格，新设行政许可不是容

易的事情，一些部门就设定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现在我们下决

心把这个‘偏门’堵住。”李章泽

说。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事项的落实

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

现管理真空，且不得以任何形式

变相审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

的事项，不得面向公民、法人和其

他社会组织实施审批；审批部门

要严格规范审批行为，明确政府

内部审批的权限、范围、条件、程

序、时限等，严格限制自由裁量

权，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

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

水平。 （据新华社）

日“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想申遗
中韩两方坚决反对

据新华社广州5月14日电
广东省公安厅14日披露，4月25

日发生的香港特大绑架案已侦

破，在内地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

缴获涉案赎金280余万港元。

据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少

波介绍，4月30日，香港警方向广

东警方通报了“4�25”特大绑架案
情况，犯罪嫌疑人入室抢走价值

200万港元的财物并绑架一名女

人质，在取得受害人家属交付的

2800万港元赎金后潜逃。

接到香港警方通报后，广东

警方成立了专案组。5月3日至9

日期间，广东警方在深圳市、东莞

市、惠州市和贵州省瓮安县等地

将犯罪嫌疑人毛某兵、张某江、蒋

某华、梁某顺、王某波、熊某辉、犹

某魁、王某锟8人抓获，缴获涉案

手表、珠宝和首饰一批、涉案赎金

280余万港元。此外，香港警方于

5月3日在香港口岸抓获企图潜

回内地的犯罪嫌疑人郑某旺。

郭少波说，经审讯初步查明，

今年4月初，犹某魁等7人在广东

深圳密谋到香港进行绑架等犯罪

活动。随后，郑某旺持往来港澳

通行证从深圳入境香港，其余6

人在数日后从深圳偷渡到香港与

郑某旺会合。在随后的半个多月

里，犹某魁等人多次对香港飞鹅

山附近的豪宅进行踩点，并最终

选定受害人罗某某所居住的别墅

作为目标。

据警方调查，4月25日凌晨，

犹某魁等人进入住宅发现并控制

受害人后，威迫受害人打开保险

柜，劫走价值200万港元的手表、

首饰等物品，同时绑架罗某某向

其家属索要赎金。通过讨价还

价，最终确定赎金为2800万港

元。4月28日，受害人家属按照

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将赎金放在

指定地点，犯罪嫌疑人取得赎金

后将人质释放。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林

伟雄说，截至目前，广东和香港警

方共抓获了9名犯罪嫌疑人，其

中7人到港作案，犹某魁是组织

者，另外两人中，一人是协助偷渡

的，一人是负责接赃销赃的。暂

时还不能确定是否还有其他涉案

人员，粤港警方还将进一步排查。

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巨额涉

案赎金下落，林伟雄说，除已缴获

的283万港元，尚有约2500万港

元的赎金需要追缴，广东省公安

机关将通过审讯在押嫌疑人和技

术手段进行排查，有新情况时将

会向社会公布。

▲5月14日，日本民众手举标语抗议内阁执意通过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的安保法案

日本通过一系列
安保相关法案
据新华社东京5月14日电

日本政府在14日举行的临时内阁

会议上，通过了与行使集体自卫

权相关的一系列安保相关法案。

日本政府通过的一系列法

案包括1个新立法和10个修正

法。新立法是《国际和平支援法

案》，其实质即“自卫队海外派遣

永久法”。根据这一法律，日本

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

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

10个修正法则统一打包为《和平

安全法制整备法案》。

《朝日新闻》5月初公布的一

项民调显示，近九成日本民众担

心，随着日本自卫队扩大对美军

等其他国家军队的军事支援，日

本今后会卷入战争。

广东侦破香港特大绑架案
2500万港元赎金待追缴

据新华社哈尔滨5月14日
电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14日表

示，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火车站

派出所民警击毙一名暴力袭警犯

罪嫌疑人。事发后，哈尔滨铁路

公安局组成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

展全面调查。截至目前，调查工作

已基本结束，事实已查清。调查认

为，民警李乐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

务行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

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相关规定。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表示，在调

查中，调查组进行了现场勘查、尸体

及枪弹检验，调取了现场视频资料，

走访近100名旅客群众，找到60多

名现场目击证人，逐一调查取证。

经查，5月2日，黑龙江省庆

安县丰收乡农民徐纯合（男，45

岁，持当日庆安－金州的K930次

列车硬座客票），与其母亲权玉顺

（81岁）携3名子女去大连金州走

亲。12时许，徐在庆安站候车室

进站入口处故意封堵通道，并将

安检通道的旅客推出候车室外，

关闭大门，致使40余名旅客无法

进站，扰乱车站秩序。保安人员

制止无效后，到公安值勤室报警，

民警李乐斌接报后前来处置，对

徐进行口头警告，责令立即停止

违法行为。徐不听劝阻，辱骂并

用矿泉水瓶投掷民警。民警随即

对徐的双手进行控制，迫其闪开通

道，让被阻旅客进站。在民警准备

将其带到值勤室时，徐继续对民警

辱骂并用拳头击打。期间，徐做出

从腰间掏摸动作，民警拔枪戒备，见

徐未掏出凶器，即把枪放回枪套，随

后返回值勤室取警械。徐紧随其后

追至值勤室，踢踹值勤室房门。当

民警取出防暴棍制服徐过程中，徐

抢夺防暴棍，并拳击民警头部。民

警使用防暴棍和拳脚还击，但未能

将其制服。期间，徐先将其母向民

警方向猛推，后又将自己6岁的女儿

举起向民警抛摔，致其女落地摔伤，

徐趁机抢走防暴棍，抡打民警头

部。危急情况下，民警取出佩枪，对

徐口头警告，徐继续用防暴棍抡打

民警持枪的手，在多次警告无效的

情况下，民警开枪将徐击中。120

医生赶到现场时确认徐已死亡。

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案调查结果公布

民警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

下发《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继续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

逃追赃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

研究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藏匿的规律和特点，灵活

运用引渡、遣返、异地起诉和劝返方式，因案施策开展

缉捕工作。根据通知，全国检察机关将正在开展的职

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延长至2015年年底。

通知指出，2015年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

重点：一是携款潜逃案件多的重点地区，二是犯罪嫌

疑人职务高、携款潜逃数额大、社会反响强烈的重点

案件。

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延长至2015年年底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新修改的《国家旅游

局关于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14日正式

公布。新的《国家旅游局关于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

理暂行办法》第六条修改为“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

息实行动态管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期

限视游客不文明行为情节及影响程度确定，期限自信

息核实之日起计算。暂行办法修改还包括第五条第

五款由“参与赌博、色情活动等”修改为“参与赌博、色

情、毒品内容的活动或者危险性活动”。

旅游不文明行为越恶劣
不文明记录保存期就越长

据新华社布琼布拉5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中国

驻布隆迪大使馆获知，布隆迪政府军已夺回首都布琼

布拉的机场控制权，布隆迪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仍

在政府掌控下，布琼布拉局势暂时稳定。

在宣布发动“政变”一天后，布隆迪前情报局长戈

德弗瓦�尼永巴雷于当地时间14日中午通过其发言人
宣布，他已控制首都布琼布拉市的大部分地区。

但据布隆迪国家广播电台报道，国家广播电台和

电视台目前均在政府控制之下。布隆迪总统府、执政

党保卫民主力量总部、布琼布拉首都机场等也均由政

府掌控。此外，布隆迪其他省份的部队已陆续增援首

都，布琼布拉局势暂时稳定。

尼永巴雷13日下午通过私营电台宣布，发动“政

变”，“推翻了”总统恩库伦齐扎政权。但总统府稍后

在“推特”上说，挫败了政变企图。

布隆迪发生“政变”
首都局势暂时稳定

据新华社巴格达5月13日电 伊拉克国防部13日

发表声明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阿
拉�阿夫里当天在伊拉克北部被击毙。

该声明说：“根据准确的情报报告，美国主导的

‘国际联盟’空袭击中了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塔尔阿

法尔镇一座清真寺，将正在里面开会的‘伊斯兰国’二

号头目阿布�阿拉�阿夫里和大批极端分子击毙。”

“伊斯兰国”二号头目
在伊拉克被击毙

封城式拦检
台中查获64起酒驾

日前台中市发生酒驾肇事

造成一名男童不幸遇难，台中市

自11日晚起实施72小时封城式

拦检，投入近两千人次警力，查

获酒驾64件，移送法办48件，未

来每月也将安排定期查检酒驾，

加强源头管制，推动酒驾防制，

打造安全出行环境。

京元携手四校
一起作育英才

京元电子11日下午与中华

大学、苗栗中兴商工、新竹东泰

高中、彰化大庆商工共同签订产

学合作教学策略联盟协议，期望

透过此创新模式，建构完整教学

研发技术与人才培育，创造产学

一体的多赢模式，培养企业所需

人才并吸引外地学子返乡服务，

将人才根留苗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