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記
者從天津開發區現代產業區獲悉，全球最
大的化工企業巴斯夫將在此建設聚氨酯組
合料生產基地。該項目竣工投產後，將全
面提升濱海新區在相關領域的生產水平，
新區將由此成為北方重要的聚氨酯組合料
生產基地。

項目總投資8500萬元人民幣，佔地3.4萬
平方米，將形成年生產2萬噸聚氨酯組合料
的生產能力，目前已進入前期籌備階段，
將於明年開工，2012年竣工投產。

聚氨酯組合料作為一種新興保溫材料，
目前被廣泛應用於汽車、建築、家用電器
等領域。巴斯夫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濱
海新區將成為巴斯夫輻射北方市場的重要
基地。

據悉，德國巴斯夫集團是世界最大的化
工公司，目前在歐洲、亞洲、南北美洲的
41個國家擁有超過160家全資子公司或者合
資公司，業務涉及化學品及塑料、天然
氣、植保劑和醫藥等。公司年銷售額超過
300億歐元。

全球化工巨頭巴斯夫投資濱海

中石油百萬方原油庫濱海竣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12

月22日上午，中國石油100萬方原油商業儲
備庫在南港舉行竣工儀式。該項目成為濱
海新區南港首個竣工投產的企業項目。濱
海新區區委常委、天津開發區管委會黨組
書記、管委會主任何樹山出席竣工儀式。
作為目前南港建成竣工的最大油庫之一，
它將為區內原油倉儲業務發展提供廣闊空
間，也將為中石油在濱海新區
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基礎支撐。

中國石油100萬方原油商業
儲備庫總投資約9.8億元，於今
年3月份奠基動工，實現了

「當年簽約落地、當年開工建
設、當年竣工投產」。該項目
的建設是對國家油品儲備體系
的完善和補充，將有利於穩定
能源市場供應、平抑油價供求
異常波動。除該項目外，中石
油集團今年還在新區投資了中
俄東方煉油、中石油天津天然

氣管道、中石油工程公司天津項目執行中
心等一批項目。

直升機送引航員登外輪
近日，記者從濱海南疆邊檢站獲悉，11

月下旬起，天津引航站採取用直升機送引
航員赴錨地登外輪的新方式，這在全國尚
屬首例。

■邊檢人員現場檢查，確保管控無漏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越 攝影報道

平潭島是中國第五大島、福建第一大島，是台灣海峽
和閩江口的「海上走廊」，其東面與台灣新竹僅距68海
里，被稱為大陸距台灣最近的縣。

據介紹，平潭海峽大橋2008年2月27日正式開工建設，
2010年11月30日建成試通車，大橋起於福清市東瀚鎮小
山東，跨越海壇海峽，經北青嶼，終至平潭娘宮，項目
路線總長4,975.92米，其中橋樑總長3,510米，大橋兩段接
線公路1,465.92米。項目按雙向2車道建設，橋面寬度17
米，設計行車速度每小時80公里，通航標準按5,000噸級
海輪。

11重點項目同日開工
與此同時，福州福清市漁溪鎮至平潭的高速公路建

成，將平潭對台綜合實驗區與福州的距離從此前的2個小
時縮短至40分鐘。據介紹，該高速公路於2008年12月19
日動工建設，全長41公里，總投資45.75億元。福建省交

通廳表示，平潭海峽大橋、漁平高速公路的建成，結束
了平潭近40萬居民只能通過輪渡進出平潭島的歷史。

此外，（北）京福（州）高鐵平潭站、兩岸科技產業
園、澳前高速客滾碼頭等11個重點項目同日在平潭開
工，預示 大陸對台綜合實驗區在「十二五」前已全面
發力。

高鐵將通過海峽二橋
國家鐵道部長劉志軍、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福建省

長黃小晶出席了福州至平潭鐵路建設動員大會。據介
紹，福州至平潭鐵路正線全長約90.4公里，全線設福
州、長樂、松下等6個車站。鐵路正線目標時速200公

里，建成後福州至平潭列車運行僅需30分鐘。
按照規劃，福州至平潭高鐵將與正在建設的京台高鐵

合肥至福州段相接，跨海部分則通過在海峽大橋北面20
公里處建設公鐵兩用的海峽二橋。該橋將以鐵路雙線、
公路雙向6車道規模建設，公路在上、鐵路在下分層佈
置。據了解，作為京台高速公路重要組成的長樂至平潭
段本月20日也已開工，未來將與京台高鐵共同通過海峽
二橋入進入平潭島。

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副主任杜源生日前表示，今年
實驗區投資額為100億元人民幣，2011年將爭取投資300
至400億元人民幣。目前，該區重中之重就是吸引符合規
劃的台灣產業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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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平潭海峽大橋通車
福州至平潭跨海高鐵動工 對台實驗區建設提速

江西農田塌陷 逾400人連夜轉移

配備21台iPhone 4
蘇州交警惹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網報道，日前遼寧省撫順
市財政局因採購蘋果iPod touch 4作U盤，身陷輿論
漩渦。事態尚未平息，又有網友發帖稱江蘇省蘇州
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隊採購的「警務通」，竟然是21台
蘋果iPhone 4手機。這篇帖子在網絡上瘋傳，令眾多
網友感慨不已。24日中午，蘇州交巡警支隊就此事
召開新聞通氣會，稱採購iPhone 4完全是為了工作需
要。

「這是納稅人的錢啊！」有網友說，「太奢侈
了！」持類似觀點的網友不在少數。但也有支持者
表示：「支持高科技警務設備配發！」

在24日的通氣會上，蘇州市交巡警支隊副政委陶
韌毫不迴避採購21台iPhone 4的事實。他表示，蘇州
交警支隊正在試運行「警務移動視頻指揮調度誘導
系統」，iPhone 4作為目前先進的移動終端，有 其
他移動終端暫時無法替代的唯一性和先進性。對於
網友的「奢侈」說，陶韌表示否認，「這其實節約
了政府政務開支。」他說，此次採購iPhone 4並不是
單機，而是帶有2年資費合約終端。根據合約，不僅
可以得到每月包含3G數據流量的使用資費，還可以
免費獲得終端設備。「單獨採購終端設備，每月還
得繳納一筆昂貴的使用費，全部費用反而更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來到湖南韶山遊玩的遊客發現，從韶山高速出
口到核心景區，過去五花八門的「毛字號」招牌已經被具有地方和民俗特色、統一
設計風格的新招牌所取代。

改革開放以來，韶山旅遊持續火爆，以「毛字號」為特色的飯店、商店很多。據
介紹，截至今年上半年，景區內以「毛澤×」、「毛岸×」、「毛府」等「毛字號」
招牌命名的茶樓酒肆、小旅館和紀念品店達20多家。而懸掛「毛字號」的門店，並
非毛姓族人，還有強行「拉客、喊客」甚至「宰客」的行為。對此，韶山不少群眾
認為政府應該出面加以清理和規範。

目前，韶山293家門店統一設計風格的新招牌安裝完畢，原先的20多家「毛字號」
也作了變更，韶山景區面貌為之煥然一新。為了形成長效管理機制，韶山市政府還
出台了《門店招牌設置管理暫行規定》，明確要求除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註冊的
商標外，門店招牌不得再打「毛字號」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日前，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對
今年備受關注的兩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犯
罪案件——「廣州十年來最兇殘黑幫」
伍志堅團伙以及「黑村官」殷卓波團伙

進行一審宣判。「黑老大」伍志堅被判
處死刑，餘黨多判死緩或無期徒刑，而

「黑村官」殷卓波則領刑16年，並處罰
金22萬元。判決後，伍志堅稱有檢舉之
功應輕判，決定上訴。

伍志堅案是廣州多年來審理的最大一
起黑幫案，檢察機關進行了大量的證據
搜集。法院查明，2007年起，伍志堅糾
集同夥製造、販賣毒品斂財發跡，形成
製販毒品犯罪團伙。此後，伍氏黑幫購
買衝鋒鎗和手榴彈武裝組織，輾轉多次
製毒販毒，並以殘忍的手段實現對組織
成員的控制。

在另一起案件中，「黑村官」殷卓波
通過賭博等手段陸續聚斂了巨額錢財，
之後組建公司進行非法交易，多次強買
強賣，讓村民們苦不堪言。殷卓波曾糾
集村民鬧事，導致廣清高速擴建流溪河
大橋工程和武廣工程停工。

■ 蘇 州 交
巡 警 支 隊
表 示 ， 配
備iPhone 4
並 不 「 奢
侈」，反而
更省錢。

資料圖片

據中新社25日電 全球「代工巨頭」富
士康何以在一個月內落子河南鄭州？官
方25日在此間的「河南省對外開放工作會」
上披露了富士康「內遷北上」的內幕。
據了解，鄭州富士康明年將會有超過14萬
名員工入駐，而郭台銘也提出「五年在
河南創造5,000億元產值」的目標。

鄭州市市長趙建才當日在交流中發
言，他將富士康項目的引進概括為「三
步曲」：從談判到簽約用時一個月，然
後三天完成企業入駐的相關手續；一個
月時間從企業入駐到第一個項目投產；
三個月時間綜合保稅區從申建到獲批。
他還披露，鄭州幾年前就將富士康公司

列為全市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招商對象
進行跟蹤。

談判階段，鄭州組成30多人的隊伍，
分成7個工作組，由市政府主要官員帶隊
三下深圳，與富士康展開全面接觸。內
容涉及人力資源、廠區和生活區建設、
出口補貼等諸多內容。

趙建才表示，富士康項目的成功引
進，標誌 河南承接產業轉移的能力大
幅提升。而隨 富士康入駐，已引來30
餘家配套企業相繼跟進。

據悉，富士康引入河南後主要用於生
產iPhone 4手機，明年年底或形成20萬部
的生產能力。

富士康落子鄭州 14萬員工將入駐

韶山景區禁「毛字號」招牌

穗兇殘「黑老大」判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魯欣 福州報道）大

陸提出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縣建設首個對台

綜合實驗區僅1年後，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正

全面開進福建這個距台灣最近的島嶼。25

日，福建省跨海特大橋——平潭海峽大橋正式

建成通車。而在當日開工的時速200公里的福

州至平潭跨海高速鐵路尤為引人關注，外界

視其為未來北京至台北高鐵線路大陸端的重

要一環，亦是兩岸海底隧道的連

接節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記者從江西省贛州市了解到，該市
會昌縣周田鎮23日起發生一起地質沉降災害。當地組織84戶村民457人
連夜轉移至安全地帶。轉移行動至25日凌晨2時結束，目前未發生人
員傷亡。

12月23日11時40分，周田鎮新圩村一塊農田突現冒水，水柱最初噴
發高達2米多。此後農田10餘畝範圍內相繼出現4個噴湧點，地表多處
出現東西方向長約500米、寬約2公分至3公分裂縫；離噴湧點中心位
置100多米處，84戶民房出現大小不等裂縫。24日，噴湧點出水量有所
減弱，但20時40分左右，噴湧點地域突現塌陷並伴有巨響。塌陷區域
直徑約50米，邊緣塌陷深度為30公分左右，中間塌陷深度約5米。

會昌縣委縣政府立即啟動地質災害應急預案，為災民每人發放300
元生活補貼。專家勘查後認為，這起地質災害主要是因為鹽礦採空誘
發地質沉降引起的。贛州市是全國著名的礦區，因長期資源開採引發
的地質險情較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廣州日報》消息，至「十一五」期
末，廣東珠三角核心區高速公路里程達2,116公里，密度
達7.37公里/百平方公里，在全球僅次於紐約都市圈，高
於東京、巴黎、倫敦等都市圈。

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廳長何忠友透露，今年底，廣東高
速公路通車里程將達4,835公里，到2015年，廣東高速公
路里程將達6,500公里左右，可比規劃提前15年實現「縣
縣通高速公路」。

珠三角核心區
高速路密度超東京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魯

欣 福州報道）

福建省25日舉
行 鐵 路 建 設

「兩線開工、
三線擴能」改
造工程動員大
會，啟動福州
至平潭、福州
至長樂機場以
及南平至沙縣、沙縣至永安、永安至龍巖的鐵路新建及
擴能改造工程。記者獲悉，鐵路已成為福建省「十一五」
期間交通基礎建設的重點，5年共累積開工21條鐵路（含
幹、支線）。不但「十一五」計劃項目全部開工，原計劃

「十二五」開工甚至部分中長期規劃項目亦提前2年啟
動，建設速度全國罕有。

據統計，福建省「十一五」期間建成開通運營溫福、
福廈2條高速鐵路，總長504公里；在建高速鐵路1,500公
里，佔全國在建高速鐵路的15%。該省最近5年鐵路建設
規模是過去3個五年計劃總和的5倍以上。目前，福建鐵
路運營里程已達2,132公里，鐵路總出省通道達5個。

在「十二五」期間，福建全省鐵路運營里程將達5,000
公里以上。

福建「十一五」期間
開建21條鐵路

■12月25日，平潭海峽大橋正式剪綵通車。 新華社

■今年11月30日，福建平潭海峽大橋建成。圖為當天舉行的試通車儀式。 資料圖片

■江西會昌縣周田鎮新圩村一塊農田塌陷成水塘。 新華社

■福建正在施工的廈深高鐵九龍江特大
橋。 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 雍萬俊 攝

■被稱為最兇殘「黑老大」的伍志堅自

稱有檢舉之功，決定上訴。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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