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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國人「吃飯」問題 一號文件首次聚焦水利

中央定10%賣地款治水

穗治堵未提限私家車上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權威專家透露，近期將出台的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

的主題，將首次聚焦水利建設，並明確提出「從土地出讓金中提取10%用於農田水利建設」。按

此計算，2011年中國用於農田水利建設的土地出讓收入或達2,700億元。此間專家指出，此舉顯

示中央已關注到水利設施薄弱這一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開始 手解決

「農村水利建設」這一關乎國人「吃飯」問題的重大課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制晚報報道 北京市氣象台統計報
告，近50年來北京地區首場雪最晚出現在1月9日。而未
來一周，北京持續大風晴朗天氣為主，今冬京城將破初
雪遲到紀錄。
據資料顯示，北京地區常年出現初雪的時間在每年的

11月29日左右。近50年當中，一個冬季年度中最晚的初
雪日出現在1973年1月9日。從氣象角度講，初雪是指全
市性大範圍降雪過程。今冬初雪至今未現身，打破了近
50年最晚紀錄。

未來一周無降雪跡象
市氣象專家解釋，今冬初雪偏晚時間實屬少見。這主

要由於北京地區難以跳出一個「怪圈」。雖然冷空氣隔三
差五上京城「報到」，因此京城氣溫基本保持正常或偏低
的水平；而暖濕空氣低迷，由東輸送進來的水氣匱乏，
從而每當冷空氣來臨時，總錯過冷暖交匯成雨雪的好時
機。未來一周，北京將有兩場大風天氣，分別在周前期
和周末出現，風力都在4級左右。受其影響，氣溫持續走
低，白天最高溫緊鎖冰點，周末還將跌至-3℃；夜間最
低將保持-7至-10℃的低值。由此看來，乾冷是今冬「三
九」的特色，未來一周，北京地區仍無降雪跡象。

京初雪破50年最晚紀錄

護生態應對氣候變化
大小興安嶺停伐10年
據新華社9日電　國家將從2011年起在大小興安嶺

停止砍伐已經長成可以利用的樹木，並利用10年左
右的時間恢復東北地區生態屏障。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9日在哈爾濱舉行的《大

小興安嶺林區生態保護與經濟轉型規劃》宣傳貫徹
會議上指出，這項中國林業政策的重大調整將在維
護國家生態安全、應對氣候變化、保障國家長遠木
材供給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冀還東北生態屏障
根據《規劃》，從2011年開始，可採資源基本枯竭

的黑龍江大小興安嶺林區要全面停止主伐，內蒙古
大興安嶺林區要大幅調減採伐量，逐步停止天然林
主伐。到2020年，大小興安嶺林區森林覆蓋率達到
70%，森林蓄積量增加4億立方米，佔全國新增林木
蓄積量的30%以上，成為重要的木材資源戰略儲備
基地。
大小興安嶺林區總面積約43萬平方公里，總人口

818萬，是我國面積最大、緯度最高、國有林最集
中、生態地位最重要的生態森林功能區和木材資源
戰略儲備基地。新中國成立以來，累計生產木材4.5
億立方米。同時，長期高強度採伐使可採資源已經
所剩無幾，整體生態功能嚴重退化。

京將開拍百件
清三代官窯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繼去年11

月，一件清乾隆粉彩鏤空瓷瓶在英國倫敦以5.5億元
人民幣天價成交，創「倫敦價格」之後，新年伊
始，北京清三代官窯瓷器即將開拍，可望創下「北
京價格」。文化部官員、中國藝術院研究員苑利表
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窯係舉全國之力
開發製作，代表中國瓷器藝術的高峰，為避免「文
化斷流」，希望此類精品仍由華人購買收藏。

或創「北京價格」
北京中嘉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將於15日舉辦拍賣

會，現場將拍賣88件套110件的「清三代」官窯瓷
器，其中清雍正斗彩花卉紋天球瓶、清乾隆青釉刻
花貫耳尊等珍品尤為引人關注。苑利介紹，官窯瓷
器係當時舉全國之力開發製作，是了解當時文化、
政治、藝術的窗口，就清三代官瓷而言，乾隆官窯
瓷器最受歡迎。是次參加拍賣的官窯瓷器中，因有
為數眾多的乾隆官窯瓷器，尤為受海內外收藏家

的關注。
去年11月，英國倫敦一場拍賣會上，一件清乾隆

粉彩鏤空瓷瓶被中國收藏家以4,300萬英鎊（含佣金
折合約5.5億元人民幣）的價格成交，成為迄今清三
代瓷器拍出的最貴藝術品，收藏家們稱之謂「倫敦
價格」。
苑利表示，在參加此次拍賣的88件套清三代官窯

瓷器中，很有可能出現創紀錄的「北京價格」，他希
望此類精品仍由華人購買收藏，繼續留在內地，從
而避免「文化斷流。」

三成京人料房價續漲
據新華社9日電 央行營業管理部進行的2010年第

四季度北京市城鎮居民購房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北
京居民對房價的滿意度下降，對下季度房價下跌預
期超出了上漲預期，對2011年房價上漲預期也有所
減弱。
調查顯示，北京市居民完全產權自有住房率為

72.4%，多套住房擁有率達到18.3%；居民中認為房
價太高或偏高的人佔比分別為64%和29.8%；認為
2011年一季度北京市房價下跌的居民佔比達到
26.9%，超出認為上漲的居民6.3個百分點，這一比
例較上季度回升6.8個百分點；認為下季度房價上漲
的居民佔20.6%，較上季度下降10.3個百分點。北京
居民認為下季度房價跌幅平均值約為6%。
對2011年房價上漲預期，調查顯示已有所減弱。

認為2011年房價上漲的居民佔30.8%，較上季度回落
6.6個百分點；認為下跌的居民佔25.1%，較上季度
回升5.7個百分點；有30.2%的居民認為2011年房價
基本不變，較上季度回升3.8個百分點。

杭州售樓
被指不公引衝突
據《青年時報》9日報道 8日上午，位於杭州蕭

山機場附近靖江街道的德意．空港國際花苑樓盤隆
重開盤，沒想到，開盤兩個小時後，由於購房者認
為開發商發號不公平，上千購房者和開發商發生衝
突。圍欄被砸爛，桌子被掀翻，花瓶被砸破，景觀
水池裡漂 沙發枕⋯⋯原本佈置一新的豪華售樓現
場一片混亂。
據購房者稱，不公平主要表現在：統一通知變成

分批通知、多發號子、有人賣號買號。

■國家將從今年起在大小興安嶺停止砍伐已經長
成可以利用的樹木。圖為大興安嶺一個伐木場。

資料圖片

日前，內地《瞭望》新聞周刊未具名的權威專家透
露，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將首次聚焦在水
利，「建立水利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在今年中央「一號
文件」中佔據了顯要位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
「從土地出讓金中提取10%用於農田水利建設」這一硬指
標。

今年涉款料達2700億元
根據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1月7日在全國國土資源工

作會議上公布的數據，2010年，中國土地出讓金總額為
2.7萬億元。內地媒體據此分析認為，這意味 ，即便
2011年延續這一數字，當年用於農田水利建設的土地出
讓收入也將達到2,700億元。

鮮明展示中央治水態度
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嚴瑞珍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的採訪時表示，自2004年中央推出第一個

「一號文件」以來，每年都有關於扶持「三農」的內容，
且對農村水利的重視呈逐年增強趨勢。是次「一號文件」
明確提出「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提取10%用於農田水利建
設」，充實水利資金的不足，更是鮮明展示了中央層面的
治水態度。
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年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已成為

中央各部門關注的重點。12月12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提出，要「把水利作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
中國水利部部長陳雷日前表示，水利部已完成「十二五」
期間的工作部署，加強中國水利重點薄弱環節建設等議
題，將成為未來五年水利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農村基建或成擴內需重點
嚴瑞珍指出，近年來，國家持續大幅度增加「三農」

投入，除了出台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以外，更加大了公
路、電網、水利等一系列農村基礎建設方面的投入。這
除了體現中央對於「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之外，更顯

示了決策層意在引導農村擴大內需的大方向，可進一步
刺激農村的消費潛力。
踏入2011年，中共中央更加重視對農村基建項目的投

入，本月5日，國務院召開今年第一次常務會議，溫家寶
總理提出，決定實施新一輪農村電網改造升級工程。據
估算，新一輪的農村電網改造升級建設，可望拉動社會
投資二千億。而李克強副總理，本月初在德國報章撰文
時亦強調，今後五年為中國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
預計「十二五」期間，每年有千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
鎮，伴隨人民收入的提高，中國的內需潛力將持續釋
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之聲報道，山東旱情繼續發
展，自2010年10月份以來，全省至今無有效降雨，乾旱
頻率已超過50年一遇，全省動員338萬餘人投入抗旱之
中。
自2010年9月23日以來，全省平均降雨僅11毫米，比歷

年同期偏少86%，其中菏澤、臨沂等城市平均降雨量不
足5毫米，是近40年同時段降雨最少的年份。特別是菏澤
市，2010年9月底以來全市平均降雨僅1毫米，比歷年同
期偏少99%，為1954年有水文記錄以來同期降雨量最少的
年份。自2010年10月以來全省平均氣溫11.1℃，較常年同
期偏高1.2℃，再加之大風天氣多，進一步加劇了旱情。

旱情超50年一遇
全省先後有5,900餘萬畝農田受旱，390座小型水庫乾

涸，3萬餘口機電井出水不足，330條河道斷流，60餘萬
人、40餘萬頭大牲畜出現臨時性飲水困難，乾旱程度已
超過50年一遇。
面對嚴重的旱情，山東首先是資金的撥付，目前，山

東省財政廳會同省水利廳向財政部、水利部爭取的2,000
萬元抗旱經費，已全部撥付到旱情嚴重的縣鄉。目前全
省投入抗旱勞力338萬餘人，動用泵站4,866處、機動抗旱
設備85萬台套，修復水利工程820處，疏浚河道灌渠1,650
公里，抗旱澆灌面積3,183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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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一專門製造假冒「LV」、
「愛馬仕」的犯罪團伙，在廣州市白
雲區瘋狂作案。日前，在公安部和
廣東省公安廳的指導和部署下，廣
州市公安局一舉將該團伙打掉，抓
獲犯罪嫌疑人15名，查獲涉嫌假冒
「愛馬仕」、「BV」、「LV」等品牌
的手袋、錢包、皮帶等皮具4,500多
個，涉案價值達1.6億多元。

警方接報行動拘15人
2010年11月，廣州市公安局接到

群眾舉報，稱白雲區均和街一帶有
人生產、銷售假冒「愛馬仕」等品
牌的皮具，警方迅速調集力量進行
偵查。經過一個多月全面深入的調
查工作，警方在數個銷售假冒皮具
窩點，拘捕犯罪嫌疑人15名，查獲
涉嫌假冒「愛馬仕」、「BV」、「LV」
等品牌的手袋、錢包、皮帶等皮具

4,500多個，涉案價值達1.6億多元。
至此，這個包括老闆、技術員、生
產工人、銷售人員在內的特大製售
假冒國際名牌皮具團伙被一網打
盡。
據悉，根據公安部和廣東省公安

廳的統一部署，從2010年11月19日

起，廣州警方開展了專門打擊侵犯
知識產權和製售偽劣商品犯罪的
「亮劍」專項行動，取得了顯著的戰
果。據統計，截至2011年1月8日，
廣州警方共破獲此類案件21宗，搗
毀生產窩點9個，打掉此類作案團伙
5個，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32名。

穗搗A貨團伙 檢1.6億假名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苗苗 廣州報道）日前，廣州
市召集30名國內外知名專家組成交通治理專家組，研討
《亞運後廣州中心城區緩解交通擁堵方案(討論稿)》。該方
案共提出30項措施，分三步規劃了未來5年廣州交通的治
堵大計。主要內容包括抽疏中心城區功能和人口、重點

發展公車地鐵等公共交通、研究定價徵收交通擁堵費、
禁止外地車輛進入廣州市區等等。與北京不同的是，廣
州的治堵方案沒有提及要「限制私家車上牌」。
該方案由廣州市交委牽頭組織有關部門聯合研究制

定，30名專家討論後，原則上同意方案。方案共提出
30項「治堵」措施。在今年，廣州將重點推進山水新
城、南沙濱海新城，以及番禺、南沙等六個外圍城區
的規劃建設，加快完善公共服務資源的配套和城市服
務功能，增加就業崗位，達到疏解中心城區人口和交
通的作用。

5年大計 分三步實施
方案提出，落實緩解交通擁堵將分三步走。第一步，

2011年率先從財政、用地、路權、信號等方面制定「公
交優先」落實措施，新建110公里的公交專用道網絡；第

二步，至2013年，公交專用道里程超過300公里。2013年
全市公共交通佔機動化出行比例力爭達到65%(目前為
59.6%)；第三步，2014年到2015年，基本實現公共交通和
個體交通協調發展。初步完成過渡區貨運市場和內環路
以內對交通造成影響的批發市場的搬遷。通過合理調整

城市空間布局，促成外圍組團城區發展。到2015年，
「公交優先」全面落實，基本實現公共交通佔機動化出行
比例達到70%的目標。

擬徵擁堵費 限外地車入市
此前被討論多時的交通擁堵費問題，此次方案再度將

其提上日程。方案表示：「借鑒新加坡和倫敦經驗，研
究提出符合廣州實際的調節交通擁堵費的時段、範圍、
定價基準和收費形式，對可能面臨的問題提出解決方
案。」此外，還將研究推行禁止非廣州市籍機動車在廣
州市區行駛的措施。

幹道時速 不低25公里
另外，方案提出，在全面啟動「治堵」措施後，5年內

將力爭廣州市中心城區幹道車速保持不低於25公里/小
時，用3年的時間重點發展公共交通，緩解中心城區交通
節點擁堵，保證城市交通正常運轉。
據了解，目前，廣州全市機動車達214.5萬輛，其中汽

車保有量達161萬輛，去年新車上牌量超過30萬輛。廣州
私家車千人擁有率已高達90輛/千人。

■內地和香
港均有不法
分子以仿造
名牌手袋牟
利。圖為香
港警方在打
假中檢獲的
假冒名牌手
袋。

資料圖片

■廣州市近日提出未來5年的交通治堵大計。圖為廣州
市交通堵塞一景。 資料圖片

■去年10月以來，山東旱情持續。圖為濟南市天橋區一塊麥田，持續乾旱導致冬小麥嚴重枯黃。 新華社

■嚴瑞珍表示，自2004年中央推出第一個「一號文件」
以來，每年都有關於扶持「三農」的內容。 網上圖片

山東動員338萬人抗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