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力軍涉三宗罪被公訴
涉嫌受賄操縱證券市場非法持有槍支 反腐專題片《零容忍》明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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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裴軍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前年四月落馬的公安

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孫力軍，涉嫌受賄、操縱證券市場及非

法持有槍支三宗罪，已被檢方提起公訴。在即將播出的反腐專題片

《零容忍》預告片中，現年53歲的孫力軍落馬後首次出鏡，並面對鏡

頭懺悔說，「沒想到自己成了一個法治建設或者公平正義的破壞

者。」

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消息，孫力軍涉
嫌受賄、操縱證券市場、非法持有

槍支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吉林省長
春市公安局分別調查、偵查終結，經最
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由吉林省長春市人
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近日，長春市人民
檢察院已向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
訴。

孫力軍政治野心極度膨脹
檢察機關起訴指控，孫力軍利用擔任
上海市衞生局外事處副處長，上海市人

民政府外事辦公室綜合業務處處長，公
安部辦公廳副主任、國內安全保衛局局
長、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等職務上
的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
件，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
物，數額特別巨大。起訴書同時指控他
「操縱證券市場」，情節特別嚴重；
「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非法持有槍
支」，情節嚴重，應當以受賄罪、操縱
證券市場罪、非法持有槍支罪追究其刑
事責任。
公開資料顯示，孫力軍出生於1969年

1月，山東青島人，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
公共衞生和城市管理專業畢業，2018年
3月任公安部副部長。2020 年 4月 19
日，孫力軍被查；翌年9月被開除黨籍
和公職，中紀委當時的通報措辭嚴厲，
指孫力軍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質
極為惡劣、為實現個人政治目的，不擇
手段，操弄權術，在黨內大搞團團夥
夥、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形成利
益集團，成夥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嚴重
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嚴重危害政治安
全。

孫力軍等落馬官員出鏡懺悔
通報還稱，孫力軍在抗擊新冠肺炎疫

情一線擅離職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
料、使用公安偵查手段對抗組織審查，
並提到其大肆賣官鬻爵、安插親信、布
局人事，嚴重破壞公安政法系統政治生
態。2021年11月5日，據最高檢消息，
孫力軍案已由國家監委調查終結，移送
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兩個月後，他在長
春被檢方提起公訴。

「沒想到自己成了一個法治建設或者
公平正義的破壞者。」公安部原副部長
孫力軍在即將播出的電視專題片《零容
忍》中出鏡懺悔。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網站消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與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攝製的五集電視
專題片《零容忍》，將於15日起上線。
在預告片中，孫力軍和浙江省委原常
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貴州省政
協原主席王富玉出鏡懺悔。
去年 2月，已退休三年的王富玉落

馬。他在片中說，「我瘋狂的貪慾登峰
造極，但我不知道要錢為了什麼。」去
年8月落馬的周江勇則說：「在這麼重
要的一個城市主政，現在犯下了嚴重的
錯誤和罪行，痛悔不已。」
據介紹，專題片共分五集，分別為

《不負十四億》《打虎拍蠅》《懲前毖
後》《系統施治》《永遠在路上》，共
選取16個案例，採訪紀檢監察幹部、有
關審查調查對象及涉案人員、幹部群眾
140多人，講述中央全面從嚴治黨、推進
反腐敗鬥爭的故事。

◆貴州省政協原主席王富玉懺悔：「我瘋狂的貪慾登峰
造極，但我不知道要錢為了什麼。」 網上圖片

◆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懺悔：「沒想到自己成了
一個法治建設或者公平正義的破壞者。」 網上圖片

◆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懺悔：「在這麼重要的一個城市主
政，現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和罪行，痛悔不已。」 網上圖片

中
越
總
理
通
話
：
中
方
願
為
越
南
農
產
品
輸
華
提
供
便
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3日在
中南海紫光閣應約同越南總理范
明政通電話。李克強表示，中方
願為越南優質農產品輸華通關提
供更多便利。
兩國總理互致新年問候和新春

祝福。李克強說，新的一年，中
方願同越方加強戰略溝通，深化
各領域交往，繼續開展防控疫情
合作，妥善管控分歧，讓中越全
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向前發
展。經貿合作是兩國合作的重要
領域，雙邊貿易去年取得可喜進
展。中方願為越南優質農產品輸
華通關提供更多便利。
李克強指出，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RCEP）今年年初
如期生效，有助於促進區域經濟
要素自由流動、推動貿易投資擴
容升級、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穩定。中方願同越方以及其他
RCEP 成員國一道攜手推動
RCEP有效實施，推進更高水平
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更好造福地
區各國人民。
范明政表示中國是越南的特殊

夥伴，推動越中關係全面深入發
展是越外交頭等優先。越方願同
中方繼續加強兩黨兩國戰略溝通
和政治互信，提升各領域合作質
量，開展緊密有效的防疫合作，
提高邊境口岸通關效率，加強多
邊領域協調配合，妥善處理分
歧，推動越中關係不斷深化。

中印舉行第十四輪軍長級會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中國
國防部13日消息，12日，中印兩軍在莫
爾多/楚舒勒會晤點中方一側舉行第十四
輪軍長級會談，兩國國防、外交部門代表
參加。雙方繼續就推動中印邊界西段實控
線地區有關問題解決坦誠深入交換意見。
雙方同意遵照兩國領導人指引，盡快解

決剩餘問題。雙方表示，這將有助於恢復
西段實控線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並促進雙邊
關係。雙方同意持續鞏固已有成果，採取
有效措施，保持西段地區包括冬季的局勢
安全穩定。
雙方同意繼續保持軍事和外交渠道溝

通，通過對話協商盡快達成雙方都能接受
的解決方案。雙方同意盡快舉行下一輪
軍長級會談。

中方：反對以所謂「新聞自由」名義抹黑京冬奧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境
外非政府組織對北京冬奧會期間新聞報
道自由是否會受疫情防控影響的關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3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回應道，我們歡迎媒體關注、報
道北京冬奧會，但反對以所謂「新聞自
由」的名義歪曲事實，抹黑中國和北京
冬奧會；採取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目
的是確保賽事和人員安全，這也是記者
正常採訪報道的前提。

對所有涉奧人員閉環管理
有記者提問稱，近日有境外非政府組
織對北京冬奧會期間新聞報道自由是否
會受到疫情防控影響提出關切，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對此，汪文斌表示，中國實行對外開

放的基本國策，外媒在華採訪環境是開
放的，報道冬奧會及相關事項是自由
的。中國是法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
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
例》等對保障外國記者的合法權益作出
了明確規定。
汪文斌指出，中方將一如既往，依

法保障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
的合法權益，並按照《主辦城市合
同》為外國記者報道北京冬奧會和冬
殘奧會提供便利。我們歡迎媒體關
注、報道北京冬奧會，歡迎媒體的建
設性意見，但是我們反對以所謂「新

聞自由」的名義歪曲事實，抹黑中國
和北京冬奧會。
汪文斌稱，採取嚴格的疫情防控措
施，目的是確保賽事和人員安全，這也
是記者正常採訪報道的前提。北京冬奧
會防疫政策由北京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
會、國際殘奧委會共同研究制定，我們
已聯合發布了兩版《防疫手冊》，對所
有涉奧人員執行閉環管理，嚴格與社會
面隔開，切實保障所有涉奧人員及主辦
城市人民的健康，確保比賽如期安全順
利舉行。

目前2500記者提交註冊申請
「目前，已經有超過2,500名文字和圖

片記者提交北京冬奧會註冊申請。當前
疫情防控形勢嚴峻複雜，在客觀上給媒
體採訪報道帶來了一些困難。北京冬奧
組委與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積極
會商，盡最大努力幫助記者克服這些困
難。」汪文斌說。
汪文斌表示，據了解，北京冬奧組委

在主媒體中心、張家口山地新聞中心和
12個競賽場館媒體工作間設置媒體服務
台，受理全球註冊媒體採訪申請。北京
冬奧組委將與國際奧委會共同組織賽時
每日新聞發布會，為媒體記者提供充分
的報道素材。此外，還將利用科技手
段，通過線上採訪的形式，盡可能滿足
記者對閉環外的必要採訪需求。

《經濟參考報》13日刊
發題為 《多年拆違巋然不
動！數千棟「堅挺別墅」
野蠻侵蝕濟南泉域保護
區》的調查報道，指在濟
南市南部山區重要的生態

和水源涵養區存在大量違建別墅，在中央環
保督察組持續督辦四年後，只有部分違建別
墅被拆除，數千棟違建別墅巋然不動，甚至
個別新的別墅項目仍在大張旗鼓建設中。據
大眾報業報道，山東省委、省政府對此高度
重視，立即成立調查組對有關問題進行全面
徹底核查。對查實的問題，將堅決整改，並
將依規依紀依法進行嚴肅處理。調查情況將
及時向社會公布。

大舉搶佔生態「絕版資源」
《經濟參考報》報道，濟南南部山區每年

為濟南泉域補充岩溶地下水2億立方米，更
是該市生產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該區域
2001年被列入省級生態功能保護區，2008年
被納入省重點生態功能保護區；省市明確規
定嚴控城市人口南移，嚴格限制南部山區各
類開發建設活動。

在南部山區，記者沿省道317線從仲宮到
西營、沿省道103線從仲宮到柳埠，公路兩
側半山腰上不時冒出一棟棟別墅。這些考究
氣派的別墅，大多為兩到三層獨棟建築，或
零星或成片，都是剝山毀林、移動山石、挖
高填低建成的。當地農民說，「城裏人」進
來建的別墅在南部山區幾乎無孔不入，鄰近
濟泰高速公路（濟南-泰安）錦繡川出口的傅

家峪村僅有46戶村民，地勢狹窄卻遭「城裏
人」插足，挖山建起18棟別墅。記者調查發
現，私人別墅不僅「進村略地」，更是大膽
突破山東省劃定的生態保護紅線，大舉搶佔
南部山區生態「絕版資源」。

保護區20多套別墅毫髮無損
納入「全國重要飲用水水源地名錄」的臥

虎山水庫、錦繡川水庫，既是濟南市飲用水
兩座「大水缸」，也承擔對濟南泉域重點滲
漏帶補水進行補泉保泉的重任。這兩座水庫
連同上游向其輸水的黃巢水庫，南部山區幾
大水庫周邊區域都遭到別墅侵蝕。

2017年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向山東轉辦的
舉報件中，有多件涉及臥虎山水庫周邊違建
問題。2018年濟南市有關部門對外稱，臥虎
山水庫北岸「畫家村」違建別墅已全部拆
除。2020 年 9 月，濟南南部山區管委會宣
布，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整改完成率100%。
但記者實地調查發現，被拆除的只是位於臥
虎山水庫一級水源保護區內「畫家村」一
村、二村35棟別墅，與該水庫僅一條公路之
隔、被劃入二級水源保護區的「畫家村」三
村20多套別墅至今毫髮無損。

報道指出，濟南南部山區管委會相關通報
稱，自2017年5月至2020年9月，先後拆除
各類違建6,871處、423萬平方米。而記者查
閱南部山區2017年以來上報濟南市建立的拆
違任務台賬，發現拆除對象基本都為違建的
平房、廠房和臨時搭建的農家樂、養殖房、
廠房式大棚等，納入拆除台賬的違建別墅寥
寥無幾。

濟南保護區內違建別墅遲遲未拆除
��

◆濟南南部山區臥虎山水庫旁的楊而村別墅區。 網上圖片

◆李家塘村北的別墅群。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報
道，13日，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中共海南省委原常
委、三亞市委原書記童道馳受賄、內幕交
易一案。
深圳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2004年

至2020年，被告人童道馳利用擔任中國
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發行監管
部副主任、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工作小組辦
公室負責人、國際合作部副主任、主任，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亞市委書記的職務
便利以及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為他人在公司上市、企業經營、融資借
款、職級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
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74億餘元。
2006年至2007年，童道馳在擔任中國

證監會發行監管部副主任期間，還將履職
時獲悉的股票內幕信息告知其親友，由其
親友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交易相關股票，
情節特別嚴重。檢察機關提請以受賄罪、
內幕交易罪追究童道馳的刑事責任。
庭審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被
告人童道馳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
雙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發表了意見，童
道馳進行了最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
罪。
庭審最後，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

三亞市委原書記童道馳
被控受賄2.74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