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英国伦敦一处主要珠宝
商业区发生劫案， 估计大约价值2亿英镑（约合
3亿美元） 的珠宝和现金失窃。 英国警方9日正
在调查这起据信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大劫案。

英国《太阳报》报道，劫案发生在3日，地点
是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哈顿公园保险箱有限公
司。当天，哈顿公园停止营业以迎接周末的复活
节。 许多珠宝商和交易商假日期间把库存暂时
放在保险库内。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窃贼可能
事先藏在大楼内，等员工离开后现身，从一处电
梯井顺绳滑下，进入地下保险库。《太阳报》援引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人士的说法报道， 窃贼据信
是从一面墙打洞，进入大楼的电梯井。

媒体9日报道， 事发大楼一名警卫3日曾
听到警报响， 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迹象后关
闭了警报。伦敦警方说，窃贼使用重型切割设
备，闯入地下保险库，洗劫了60至70个保险
箱。珠宝交易商迈克尔·米勒介绍：“（保险库）
入口是双层门，而且进去有锁定系统。你必须
通过两扇门……才能进入保险库。”这起劫案
直到7日假期结束才被发现。

漳州古雷石化大火被扑灭

初步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责任编辑 曾楚禹 周倜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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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
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是贯彻
落实四中全会决定的部署， 在协调衔接三
中全会相关改革任务和四中全会改革举措
的基础上， 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
体制改革绘就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实施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目标
任务和基本原则， 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
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实
施方案》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
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总目标，切实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
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着力破解影响
法治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实施方案》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
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着眼于加
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 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
制， 规范司法行为，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
督， 保证公正司法， 依法维护人民群众权
益，提高司法公信力；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快形成科学有
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着眼于建设高素质法
治专门队伍，推进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
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实施方案》强调，进一步深化司法体
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一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
规律的改革之路，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从
基本国情出发，尊重司法规律，努力创造
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二要坚持

改革的大局观，敢于担当、勇于进取，从党
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谋划、 提出改革举
措， 防止把改革简单等同于扩张权力、增
加编制、提高待遇，要敢于啃硬骨头，突破
利益固化的藩篱，在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
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三要坚持整体
推进与重点突破的统一， 按照统筹兼顾、
先易后难、突出重点、依法有序的要求，紧
紧抓住制约司法公正的最突出问题进行
改革，确保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取得
实效。四要坚持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
性，鼓励、支持地方在符合中央确定的司
法体制改革方向、目标下积极探索，创造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四中全会提出的190项重大改革举
措中， 有关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
体制改革的有84项， 主要体现在三大方
面：一是在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
力方面，共有4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改革
法院案件受理制度，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实行办案质量终身

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完善人
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 二是在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方面，共有1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把法治教
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
容， 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
行为惩戒机制， 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
用的制度体系，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等。 三是在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方
面，共有1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完善法
律职业准入制度， 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
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建立法官、
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健全法治工作部
门和法学教育研究机构人员的双向交流
与互聘机制，深化律师管理制度改革等。

《实施方案》对84项改革举措进行了
任务分工，逐项明确了主要任务、牵头单
位和参加单位、 改革进度和工作成果要
求等事项， 为各项改革任务落实提供了
基本依据。

中办国办印发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部署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针对近来个别国家对中国在南

海岛礁的维护和建设作出消极评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
表示，有关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合情、合理、合法，
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无可非议。

华春莹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 中国政府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了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
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更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
上搜寻与救助、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
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对于个别国家的消极和错误评论， 华春莹强调说中国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的国防政策。保持南海的和平稳定，符
合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利益。中方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
解决争议，坚持与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在回
应美国防部长近日在日本发表的有关钓鱼岛和南海言论时表
示，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安排，中方坚决反对利用这一同盟
损害第三方利益。在南海问题上，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与直接当
事国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防部长卡特近日在日
本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所有日本施政范围，美方反对任
何试图损害日本对钓鱼岛施政现状的单方面胁迫行为，也反对任
何通过胁迫改变南海现状的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任
何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事实，
也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和意志。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安排，中方坚决反对利用这一
同盟损害第三方利益。

外交部：

南海岛礁建设
不针对任何国家
坚决反对利用美日同盟损害第三方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4月9日，公安部猎狐境外工作组
将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胡某某依法引渡回国。 这是“猎狐
2015”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国警方首次从希腊成功引渡经济
犯罪嫌疑人。

据介绍，2013年4月底，衢州百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胡某某与家人前往塞浦路斯后一直未归， 并将非法集资的
4000余万元资金和从银行获得的400万元贷款一卷而空，浙
江龙游公安机关随即对其上网追逃。此后，浙江省龙游县检察
院依法对胡某某批准逮捕。去年10月，经前期深入工作，在公
安部积极协调下， 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11月23
日，胡某某在希腊雅典机场被当地警方依法扣留。公安部立即
启动引渡程序，通过办案单位提供的充足证据和法律依据，希
腊法院最终裁决同意将其引渡回国。

首次从希腊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
“猎狐2015”告捷

据新华社西安4月9日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9
日公开宣判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受贿、滥
用职权案，认定被告人廖少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
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3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30万元。

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廖少华一审被判16年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092 7 0 3
排列 5 15092 7 0 3 1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湖南日报4月9日讯 （记者 蔡矜
宜）在今天进行的2015年全国游泳冠
军赛暨世锦赛选拔赛中， 孙杨以3分
44秒53的成绩轻松夺得男子400米自
由泳冠军， 这是该项目今年的世界第
三好成绩。

尽管男子400自由泳对于孙杨来
说在国内没有对手， 但本场比赛半程

过后他明显有加速， 第三个100米完
成的时间，比去年仁川亚运会时还快1
秒多。赛后，孙杨说，“刚刚从澳大利亚
训练回来身体很累， 没有进行太系统
的调整，感觉3个多月练下来，还是很
疲倦，这次冠军赛就当锻炼自己。”

孙杨的夺冠成绩3分44秒53，目
前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好成绩。 本月

初，比孙杨小4岁的澳大利亚小将霍顿
游出今年第一好成绩3分42秒84。尽
管全国冠军赛只是国内性质的比赛，
但这是孙杨在今年7月喀山世锦赛前
的一次公开亮相。“对手相对不是很
强， 的确很难调动起我兴奋的劲头。”
孙杨表示，希望通过训练和比赛，来提
高自己前半程的速度。

湖南日报4月9日讯 （记者 胡泽
汇）2015年全国女子水球冠军赛今天
在长沙开球， 市民可前往省体育局游
泳馆免费观赛。

本次比赛将于4月9日至14日在
省体育局游泳馆举行， 共有湖南、天
津、上海等8支代表队参加角逐，新加
坡女队也报名参赛， 她们将不参与奖
牌角逐。湖南女子水球队于2010年成

立，成长迅速，在去年全国赛事上获得
第四名的好成绩。

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总支副书记
池廷光介绍，目前我省女子水球队的发
展实现了预期目标，但要跻身全国三强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省体育局在球
队的资金、 教练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持，但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困扰球队的发
展。”据了解，水球项目在我省比较冷门，

该项目不仅要求运动员有良好的游泳
底子， 还需具备相当的球技和力量。池
廷光告诉记者，过去各市州在人才输送
方面还不够重视，去年第12届省运会把
水球列为参赛项目后，情况有所好转。

全国女子水球冠军赛是国内水球
项目的常规性比赛， 除了横向比较练
兵，让队员增加比赛经验，也是国家队
考察选拔人才的重要机会。

全国游泳冠军赛400米自由泳 孙杨轻松夺冠

全国女子水球冠军赛长沙举行 市民可免费观赛

新华社福建漳州4月9日电 记者从
事故处置指挥部获悉，6日下午发生的
漳州古雷石化大火经全力扑救， 至9日
凌晨2时57分被扑灭。目前，相关善后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在处置火情的过程中，福建省组织
了数百辆消防车大量消防人员灭火，救
护车随时候命。同时，还加强现场处置、
警戒维稳、伤员救治、群众疏导、信息发
布、善后工作、事故调查、后勤保障等工
作。

6日18时56分， 漳州古雷的腾龙芳
烃二甲苯装置发生漏油着火事故，引发
装置附近中间罐区（2）三个储罐爆裂燃
烧， 经消防人员等多方力量组织灭火，
大火在7日16时40分一度被扑灭。此后

经过复燃、扑灭、再复燃，并引发新的罐
体爆燃的火情反复的情况。

据新华社福建漳州4月9日电 福建
省安监局局长陈炎生9日上午说， 漳州古
雷的腾龙芳烃二甲苯装置漏油着火事故
初步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同时，成
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陈炎生说，从目前来看，这起事故
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根据进一步
的调查，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和问
题，要根据调查情况向社会实事求是地
公布。

事故处置指挥部9日上午召开会
议，表示由福建省牵头组织事故调查小
组，将抽调13名省内外专家参与事故调
查，以查清事故原因。

图为4月9日，在大火被扑灭后的储油罐核心区内，援救人员清理现场。 新华社发

伦敦发生惊天劫案
价值2亿英镑珠宝和现金失窃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9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经
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正式成为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据财政部国际财金合
作司介绍，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7个。

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
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