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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带您去旅行第7周
好礼

其他奖品
$50中欧航旅

礼券

每周16张
   等待赢取！

寄表格 赢奖机会加倍

　　▼洛矶山脉露易丝湖，湖水倒映城堡
饭店的绝世美景。

　　回馈读者的厚爱，中欧航旅（ASA HOLIDAYS）
与本报合作，送出超值好礼给《新明》读者，带读
者去旅行，一连7周，每周送一大礼，送出总值6万
元的旅游配套。
　　本周送出1份世界任你游配套：获奖者将可任
选想去的地点（中欧航旅价值高达3200元内的配
套1份，双人行）。

敬请留意本报每天刊登的表格，将表格寄到指
定地址，或者传简讯，就有机会赢得大奖。

本报感激努力剪表格并且将表格寄来本报的读者，从第三周开
始，寄送表格的参赛者，将获得两次的赢奖机会，而传送简讯的读
者，只有一次的赢奖机会（一身份证号码只能参加一次）。

还等什么，赶快行动，先剪表格，再传简讯！参加越多次，赢奖
机会就更高。

只需在活动期间，购买《新明日报》，并将刊登在《新明》的
表格剪下，填写个人资料，回答简单问题，并将表格寄到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Macpherson Road Post Office, Locked Bag
Service No. 048, Singapore 913486，就有双倍赢奖机会。

世界任你游！

李克强（62岁）

▲第十九届中共中央委员
今日上午召开一中全会，
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
委。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在会后与中外记者见面。

我国今早雾蒙蒙

七常委齐亮相
中共第十九届一中全会今举行 

王岐山不再掌中纪委

刘玮琳 报道
wliu@sph.com.sg　蔡振鸿　摄影

　　我国今早各地出现雾蒙蒙
现象，环境局表示，这是因风
势较弱时，空气中累积微细颗
粒所致。
　　不少公众今早发现，上空
被一层淡淡烟雾笼罩，担心是
否烟霾再度来袭。
　　环境局发言人受询时表
示，今早出现的烟雾情况，是
因为在微弱风势的情况下，微
细颗粒累积所导致。
　　根据环境局文告，当局昨
天在苏门答腊探测到13个热
点，大多数热点聚集在南部，
但没有观察到明显的烟雾或烟
霾。

　　今早从西南或西部吹来的
风势微弱，预计在上午较迟和
下午较早时会有雷阵雨。
　　截至今早10时，24小时空
气污染指数介于69至76，属适
中水平。24小时的一小时悬浮
颗粒PM2.5浓度维持在正常水
平。
　　环境局表示，接下来几天
预计会吹西北风或西风，苏门
答腊部分地区料还会下阵雨，
我国受跨境烟霾影响的可能性
仍低。
　　当局补充，公众仍可以继
续正常活动，若感觉不适，尤
其年长者、孩童、或患有心脏
或肺部疾病的人必须立即求
医。

环境局:风势较弱

空气累积细颗粒

烟霾再袭?
本地上空今早被一层淡
淡烟雾笼罩。

第四搭客大厦　下周二启用

机场1500人总彩排
　　第四搭客大厦下周二启用，樟宜机场集
团昨天进行总彩排，1500人全面测试系统与
运作。第四搭客大厦（T4）将在31日（星期
二）启用，机场职员、租户和参与者昨天进行
总彩排，各航空公司、商业租户、地勤公司和
其他利益关系着，也进行了最后的系统检查和
测试。他们也进行了火患疏散演习及转交资产
和器材等。
　　两层楼高的T4已通过包括新加坡民防部队

等有关机构的所有检查与审核，正式投入运作
后将有3000名职员在那里服务。从T4营运的九
家航空公司会花一星期陆陆续续开始运作，T4
迎接的第一趟航班将是国泰航空CX659航班，
于下周二清晨5时40分抵达。
　　T4也在零售店面下工夫，包括特别装
饰、游戏和设拍照区等。那里的零售店总面积
达1万6000平方米，有80多家零售和餐饮店，
当中有四分之一是首次进驻樟宜机场的商家。

第四搭客大厦下周二启用，樟宜机场集团
昨天进行总彩排。（《海峡时报》）

韩正（63岁）汪洋（62岁）

栗战书（67岁）

赵乐际（60岁）王泸宁（62岁）

　　中共十九大昨日闭幕，并选出新一届中共中
央委员会委员及中纪委委员。但两份名单中，均
未见被外界称为中共“反腐沙皇”的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名字，意味他不会再
出任中纪委书记一职。过去五年王岐山协助习近
平在中国官场反腐打贪，“老虎、苍蝇一起打”
，反腐风暴席卷党政军商，令十八届中纪委交出
历来最好的反腐成绩单。 王岐山 李源潮

　　昨公布的十九大中央委员、中央候补
委员及中纪委委员名单中，十八大前被视
为中国政坛新星的团派代表人物、国家副
主席李源潮不在列，确认出局，就连现任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即李克
强大秘的杨晶亦落选，让人大感意外。此
举显示一向被视为中共“储才之所”的共
青团派系几乎没落已成大势所趋。

李源潮出局　共青团派没落

　　（北京讯）中共十九大昨日闭
幕，今日举行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
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新选出的中央政
治局7名常委随即会见中外记者；其
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4岁）、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62岁）皆为连任，另
5位新常委分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67岁）、副总理汪洋（62
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62岁）、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60岁）、上海市委书记韩正（63
岁）。
　　中共新一代最高领导人人选一直
是十九大最受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
十九届一中全会召开，谜底终于揭
开。习近平一马当先，带领其余6位
常委步入记者会现场，一字排开让传
媒拍照。
　　习近平继续担任总书记，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也继续在常委会中排名第
二。
　　常委中排名第三的栗战书，预计
将会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
负责习近平非常看重的立法工作。
　　汪洋预料将接任全国政协主席。
　　王沪宁预料将分管党务与意识形
态；赵乐际将取代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
记；韩正则可能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7名常委全部都是“50后”，而两名
“60后”的“入常”热门人选广东省委
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最
终都未跻身常委，也即十九大和以往不
同，不会有隔代指定接班人；而习近平
将继续中共总书记第二个任期，中国也
将进入“习近平新时代”。
　　此外，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决定
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许其
亮、张又侠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

习近平说，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
的五年，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
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
开篇。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

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
脚的念头。”

习近平说，在刚才召开的十九届一中全
会上，全会选举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
励。”
　　他说，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
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他也强调，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
歇脚”的念头，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
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
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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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不能掉队

　　建筑公司两总监贿赂建屋
局前现场监工员，用不符合规
定的材料施工，20多年后罪行
被踢爆，今早被判坐牢。
　　本报之前报道，建屋局前
监工员苏卓煌（65岁）假公济
私，私下利用妹夫的名字与人
开公司领薪水收贿，还对自己
公司违规建筑一事知情不报，
事隔20年多年才被老来失和的
妹夫揭发，被判坐牢9个月，
另外缴付2万4800元罚金。
　　东窗事发后，涉案的两名
建筑公司总监张晨楠（54岁）
和白进春（54岁）也被控上法
庭，他们今早各面对22项行贿
罪，控方以其中的五项提控。
　　根据案情，两被告早在
1993年成立长春发（CCH）建
筑公司，该公司在1993年底承
接建屋局为多层停车场护栏建
造直立屏障的工程，苏卓煌当
时是建屋局派去的监工员。　
　　事实上，CCH是两被告

和苏卓煌一起成立的，为了避
嫌，苏卓煌还以妹夫的名字吴
德成和两被告一起注册公司。
　　工程开始后，两被告明知
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建屋局的
规定，但为了让苏卓煌“放
水”，一年内前后22次行贿，
给出现金2万4800元。
　　代表律师替两人求情时
说，他们配合警方的调查，如
今已诚心悔改，望法官轻判。
　　法官下判前表示，用不符
合规定的材料建筑会造成安全
隐患，最终判张晨楠坐牢6个
月，白进春坐牢4个月。 （人
名译音）

到公寓追债两名追债公司职员，被判坐牢三至六周，上诉
今早被驳回。

　据之前报道，事件发生在2015年10月22日在马里士他一带
一座公寓。Double Ace Associates讨债公司受雇代替客户向欠
债人追讨748万8000元债务。　

他们先在欠债人住家门外重复敲打大门，大声喊受害人的
全名及“欠钱还钱”。受害人没开门，报警求助。其中两名追
债公司职员黄金明（31岁）以及张春民（25岁，洋名Nigel）
犯下非法集会的罪名，后者也触犯了防止骚扰法令。

黄金明被判坐牢三周，张春民则坐牢六周。两人不满判决
今早上诉。两人同之前报道“老火汤”追债案被告同属一家追
债公司。律师表示，张春民只是到欠债人家敲门追债，刑罚却
比黄金明多一倍，求法官减刑。
　　不过法官最终驳回上诉。

建筑公司2总监涉贿赂

讨债公司 公寓追债
2职员判监3至6周

林礼颖 报道
chloeli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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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罪行踢爆 今早
判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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