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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派政法心腹空降武漢

陳一新坐鎮武漢

在消息風傳數天後，浙江官

場出身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

新南下湖北一事，終於得到證

實。 2月 10日，中央政法委官方

公號長安劍披露消息，早在 2月

8日，陳一新已經以中央指導組副

組長的身分南下。據稱，陳一新

一到武漢，就通過武漢市各區官

員微信群向眾人「約法三章」。

生於 1959年的陳一新，長期

在浙江從政，具有「浙江系」官

員的標籤。他曾與擔任過浙江省

委書記的習近平有過交集。在習

近平任職期間，陳一新於 2003年

7月，被提拔為浙江省委副秘書

長，後又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

任。從 2012年開始至今年陳一新

都有晉升。

2012年，陳一新下到地方，

任金華市委書記；2013年 6月，

調任溫州市委書記，並於 2014年

12月躋身浙江省委常委；2015年

12月，任中央深改辦專職副主任；

2017年 1月，陳一新履新湖北省

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 2018

年 3月，陳一新任中共中央政法

委員會秘書長。

對於此次任職，官方報導特

別強調，陳一新曾有五年時間在

浙江省委辦公廳任職黨群政法處

處長；近年來，也多次以市委書記

的身分參與主導政法工作會議。

鑒於中央政法委是掌握整套維穩

系統的機構，當局讓其秘書長坐

陣武漢，真實意圖引起猜測。

政權大患維穩空前

據官方信息，2020年早就被

北京當局定為政權大患、維穩空

前之年。

1月 17日，中央政法委書記

郭聲琨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傳

達習近平指示：2020年政法委工

作要將「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放在

第一位。

1月 20日，習近平首次對武

漢肺炎疫情做出指示，在要求遏

制疫情蔓延時，不忘強調要「堅

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1月 25日才成立的中共中央

應對武漢肺炎疫情領導小組，以

管控輿論的常委王滬寧為唯一副

組長，成員也多是嚴控輿論宣傳

和維穩的官員。

1 月 26 日，官方通報，禁

止醫務人員通過面談、電話、短

信、微信、微博、郵件等方式，

在家庭聚會及公共場所向親朋好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武

漢肺炎疫情形勢惡化，北京、上海

也宣布「封城」。繼湖北省衛生健

康委員會黨組書記張晉、湖北省衛

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劉英姿雙雙被免

職，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賀勝兼

任之後，習近平浙江系舊部、中央

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也證實獲任

中央指導組副組長，並南下武漢，該

指導組已經「架空」湖北省委。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國，重災區

湖北省確診人數暴增，近日與武

漢肺炎有關的高層人事也展開調

整。 2月 10日，湖北省衛生健康

委員會黨組書記張晉、湖北省衛

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劉英姿雙雙被

免職。上述兩職務，由新到任的

省委常委王賀勝兼任。

省委常委掌管衛健委

據媒體報導，湖北省委常委

會 2月 10日通過議案，決定免去

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書記張晉

的職務，同時免去省衛生健康委

員會主任劉英姿的職務，職務空

缺由新任省委常委王賀勝兼任。

王賀勝，1961 年生人，河

北清苑人，2014 年 6月，任天津

市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黨委書

記、主任；2015年 7月任天津市

委常委、宣傳部部長；2016年 8

月任中國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

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2016年

10月，任中國國家衛生和計畫生

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國

務院醫改辦主任；2018年 3月，

任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

任、黨組成員。

湖北省衛健委黨組書記和主任雙雙被免職

「這種行為不犯法嗎？作為

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在疫情

這麼嚴重的情況下，知法犯法，

真諷刺，一線城市的疾控中心副

主任帶頭發國難財，如果是屁民

這樣做，是不是先被拘留再被法

辦？『降低技術崗位等級』是甚

麼處分？難道這不是赤裸裸的庇

護嗎？」

「疾控中心人員倒賣口罩牟

利，可惡！發國難財中飽私囊，

應從重懲罰！」

「全世界的口罩都支援湖北

了，全國人民一罩難求，他利用職

務之便居然能倒賣，細思極恐！」

「應立即開除！簡直是太沒德

行了！有很多普通百姓捐款捐物，

做官的居然做這般齷齪事！心術不

正！ 查他之前肯定有貪汙！」

「國家工作人員在一級應急響

應期間利用職務侵占防疫物資，

高價倒賣！這不犯法？」

「罰大輕了，按戰時法規，

就地處決。或發配火神山將功

補罪！」

「深挖一下，藥店沒有口罩，

他的口罩從哪進的。」

廣州網民近日舉報，該市疾

控中心有工作人員透過微信平臺

倒賣醫用外科口罩牟利。

據澎湃新聞報導，廣州市紀

委監委 2月 11日證實，涉事的是

疾控中心副主任醫生陳建東。陳

建東於 1月 28日至 2月 6日期間

與黃某合作，從對方手上獲得口

罩貨源後，負責推銷售賣。陳建

東被「降低技術崗位等級」處分。

在武漢疫情極為嚴峻的當

下，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緊

缺的情況繼續加劇，廣州市疾控

中心副主任陳建東的行為引來網

民炮轟。

【看中國訊】中國最高檢 2

月 10日發布消息稱，中國傳媒

大學原黨委常委、副校長蔡翔

（副局級）涉嫌貪汙一案，由北

京市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移

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日前，

北京市檢察院以涉嫌貪汙罪對

蔡翔做出逮捕決定。該案正在

進一步辦理中。

蔡翔被指與他人長期保持

不正當性關係。2018年 7月，曾

有女學生發文舉報蔡翔涉性侵。

此前，1月 8日，官方通報

蔡翔因「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

立案審查及被雙開。

通報稱，蔡翔組織公款出

國旅遊，用公款購買購物卡、

高檔菸酒，私車公養，收受大

額慰問金，設立、使用「小金

庫」，違規校內取酬，用公款

承擔應由個人支付的費用，收

受禮品，用公款送禮，違規發

放各類津補貼。

蔡翔還被指不如實報告個

人收入和家庭房產；違規轉讓國

有資產；與他人長期保持不正當

性關係等等。他被開除中共黨籍

和公職，以及被移送法辦。

蔡翔，1964 年 7月出生，

湖北黃梅人，早年曾歷任華夏出

版社編輯、社科編輯室副主任、

社科部主任，2001年 8月至

2011年 4月任中國傳媒大學出

版社社長，2011年 4月起歷任

中國傳媒大學校長助理兼出版

社社長、高井園區管委會主任、

中國傳媒大學黨委常委、副校

長，自 2018年起，他還是中國

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出版學專

業博士生導師和碩士生導師。

2018年 1月，蔡翔被免去

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中共中

國傳媒大學委員會常委、委員

職務。 2019年 6月落馬。

2018年 7月，一名中國傳

媒大學 2012屆畢業生在微博發

文舉報說，過去因父親與蔡翔

熟識，又是同鄉，於將她託付

給蔡翔照顧，沒想到在 2008年

遭到時任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社長蔡翔性侵。據指，蔡翔以

「照顧」，為由邀請她一同前往

泡溫泉，被他脫光衣服，抱住

浸溫泉，後來穿上浴袍逃走。

蔡翔曾有意認她為女兒，也就

是所謂的乾爹和乾女兒的關係。

「降級處分低了點，應解雇並

移送司法機關立案偵查。倒賣抗

疫物資罪大惡極，而且是疾控中

心副主任醫師，知法犯法，罪加

一等！」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由

於一直缺少醫療防護用具（口

罩、護目鏡、防護服等），救護資

源極度緊張，大批前線的醫護人

員因此而感染上肺炎，普通百姓

更是一罩難求。武漢多家醫院問

紅十字要口罩，也總是拿不到，

而武漢政府辦公廳卻可以輕鬆拿

到，此事件引起民眾憤怒，中國

特權階級遭審視。

2月 1日，武漢紅十字會借用

的武漢市博覽中心臨時倉庫處，

一男子提出一箱口罩放入汽車後

備箱，司機稱領取的物資是給領

導配的。從網民拍下的視頻顯

示，該（汽車）號牌是武漢市政

府辦公廳公務用車。

該事件立刻上到微博熱搜頭

條。有網民憤怒地嘲諷：「又是一

個『領導先走』。」

然而很快大陸媒體的相關文

章也遭刪除。

廣州疾控中心官員高價倒賣口罩 中國傳媒大學原副校長被捕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武漢

肺炎疫情以不可抑制之勢繼續擴

散，廣東省也是重災區之一。各

地醫護人員及廣大民眾都缺少口

罩等防護物資，近日廣東省廣州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卻高價倒賣醫

用外科口罩牟利，引起輿論譁然。

有網友表示，利用職位發國難財的

居然只降低技術級別處分，這是監

守自盜，應該嚴懲。

友談論關於疫情的進展、救治過

程與防控等一切信息，否則追究

法律責任，最高可判處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2月 3日，政法委轉發的黑

龍江省高級法院〈關於嚴厲打擊涉

疫情防控相關刑事犯罪的緊急通

知》，禁止民眾利用疫情傳播、

「製造謠言」，包含：觸犯所謂的

「煽動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

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最高

可被判刑 15年。

2月 4日，公安部召開應對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第

三次全國公安機關視頻會，強調

要把維護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嚴

密防範、嚴厲打擊「境內外敵對

勢力的各種搗亂破壞活動」，要

加強對機場、車站等人員流動場

所的安全防範，要及時查處網上

「造謠滋事」行為。

中國疾控中心首席科學家曾

光早前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表

示，在這波疫情中，除了科學，

官員還要考慮政治、維穩、經濟、

隨春節而衍生的民生需求等問

題，科學家說的話「往往只是官

員決策中採納的一部分」。

觀察家認為，曾光的話說出

了當局的防疫思路，生命不是第

一考量，要第一考慮當局的權力

地位、第二考慮維穩、第三考慮

經濟。生命甚至排不上第三。

2020年 1月 22日的武漢漢口火車站。（Getty Images）

2月 11日，被封城後的武漢漢口火車站。（Getty Images）

自武漢肺炎疫情發生以來，

張晉鮮有露面。公開報導顯示，1

月 21日，他曾陪同湖北省省長王

曉東到武漢醫院檢查。而劉英姿

曾在 1月 29日公開露面。

隱瞞是誰的責任

武漢去年 12月發生冠狀病毒

肺炎，被當地政府淡化處理，不

僅沒有及時向民眾預警疫情、頒

布有效的防禦措施，反而組織萬

人宴會，營造盛世氣氛，結果疫

情失控。

民眾認為，湖北官方隱瞞疫

情，拖延公布疫情爆發的時間，

令疫情加劇。尤其在疫情爆發之

初，8名醫生發出預警卻被官方訓

誡，其中一位醫生李文亮染病去

世後，更是引起公憤。

這次習近平將中國衛健委排

名第一的副主任王賀勝空降到湖

北省當委常，輿論認為湖北官場

將會「大換血」。

不過，湖北省和武漢市官員

似乎暗示他們雖然對民眾隱瞞，

卻從未對上級隱瞞。武漢市長周

先旺 1月 27日接受央視採訪時，

則公開把隱瞞疫情的事「甩鍋」中

央。周先旺承認披露疫情「不及

時」，但希望外界理解地方政府

公布信息的難處，又指地方政府

需要獲得「授權」才可以披露，暗

示疫情隱瞞是中央的責任。

中共隱瞞疫情也可從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的說法來印證，2月

3日，她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透

露，自 1月 3日起，共 30次向美

國通報疫情訊息和防控措施。

公民記者陳秋實指出：「外

交部說漏了吧？從上到下都全知

情，唯獨隱瞞中國人，這是有多

恨中國人才能幹出這種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