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17日，天津濱海中
新生態城投資公司和合資公司分別與有關方面簽署了一項合
作備忘錄和六項合作協議，單日吸引投資接近5億元。

創造節能社區
根據生態城合資公司與國際領先節能管理解決方案供應商

松下簽署的合作備忘錄，兩家企業將共同開發生態辦公室、
生態住宅、生態店舖和生態社區。松下將參與有關新型環保
技術的研發，以幫助生態城更好地發展。
生態城合資公司還與飛利浦簽署了有關生態城以杰美司國

際學校作為試點，以測試其創新照明解決方案的合同。這是
飛利浦在亞洲的第一個用於測試新產品的試點項目，該項目
將生態城推向了未來節能照明方案研究的最前沿，同時也為
學生們提供了學習和體驗最新生態科技的平台。

加快電動汽車應用
生態城合資公司將攜手通用汽車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以

展開將通用汽車的電動聯網概念車引入生態城的工作。簽署
備忘錄後，雙方將就電動聯網概念車在生態城的推廣進行可
行性研究。電動聯網概念車是一款創新的零排放的交通工
具，將有效減少交通擁擠問題，能為生態城居民提供一個舒
適愉快的環境。

低碳企業加速落戶
天宇通信作為一家在國內領先的電信運營商，根據協議，

該公司計劃在生態科技園投資1.5億元人民幣建立其中國北
方區域辦公室。
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聯合木業公司是一家在生態木質產

品領域處在領先地位的製造商。聯合木業計劃在生態產業園
投資2000萬元人民幣設立木材廢料回收工廠，製造和裝配生
態木質產品。通過在建築物裡使用回收材料，將幫助生態城
的建築達到綠色建築評價體系。
生態城投資公司與吉寶組合工程簽署協議，共同投資成立

合資公司運營可再生水廠。新成立的合資公司總投資額為3
億元人民幣，可再生水廠的初始容量為每天2萬立方米，計
劃最大容量為每天4.2萬立方米。可再生水廠計劃在2012年
年底完成，屆時將會服務於整個生態城。治理後污水的質量
將高於國內水排放的標準。

搭建綠色技術展示平台
新加坡建設局、國際企業發展局與生態城合資公司簽署合

作備忘錄，共同開發低碳生活實驗室。實驗室將建成為實用
的、低碳的綠色商業建築。低碳生活實驗室將為企業提供良
好的機遇，特別為新加坡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入駐中國的平
台，以展示他們的環保解決方案和環保產品。

綠色產業聚向濱海中新生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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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250學生牛奶中毒
疑蒙牛純牛奶引嘔吐發燒 廠家赴榆林配合調查

內地個稅起徵點將再審議

晉千億煤炭資本 覬覦房地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報道，22

日上午，陝西省榆林市榆陽區魚河鎮中心小學部

分小學生吃過早餐後出現集體不適症狀，其中16

人有發燒、肚痛、腹瀉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狀，先

后共有251名學生被送往醫院救治。中毒原因或

是飲用寶雞生產的蒙牛純牛奶（學

生專用牛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工業和信息
化部等九部委日前聯合印發緊急通知，要求各
地立即叫停擬建的774萬噸電解鋁項目，總投
資達770億元。消息公佈後，21日A股市場上的
鋁業公司出現普漲，領頭的新疆眾和與常鋁股
份分別漲6.2%和4.9%。
按照工信部的數據，截至2010年底我國的電

解鋁產能為2,300萬噸，而實際產量1,560萬
噸，設備利用率僅70%。如果擬建項目全部投
產，則「十二五」末全國電解鋁產能將超3,000
萬噸，產能過剩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
業內人士認為，與產能過剩比，電解鋁面臨

的另一大難題是電價的上調預期。新近召開的
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今年要穩步推進電價改
革，而這將加速電解鋁產能向西部能源、資源
豐富的地區轉移。隨 產業佈局的逐步優化，
國內電解鋁行業的盈利能力有望得到提升。
不過，就今年而言，雖然叫停了擬建項目，

但電解鋁產能過剩的矛盾還難以解決。中國鋁
業預測，2011年國內原鋁產量將達1,900萬噸，
但消費量只有1,870萬噸。

未上馬電解鋁項目
九部委緊急叫停

深圳加重罰騙房
終身不可再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深圳市將重罰違規

申請保障性住房者，騙購行為最高可罰款人民幣20
萬元，終身不得再申請。有關當事人涉嫌詐騙、賄
賂等犯罪的，還將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日
前，實施不足10個月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條例
（修正草案）》提請深圳市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
議審議。

無資格人士申請成功可罰20萬
《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條例》去年7月頒布實施，是

繼福建廈門之後在中國第二部保障性住房法規。實
施過程中卻發現了諸多問題，今年1月，深圳市住房
保障部門針對終審不合格名單中涉嫌隱瞞住房或財
產情況的有關當事人啟動了行政處罰程序。這些當
事人有的擁有私房、宅基地或商品房，有的財產甚
至高達人民幣300多萬元，按照《條例》的有關規
定，住房保障部門只能依法駁回當事人的保障性住
房申請，處人民幣5,000元罰款，並自駁回申請之日
起3年內不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請。
針對這些問題，深圳社會公眾普遍反映，騙取保

障性住房行為的處罰太「溫柔」，造假成本過低難以
有效遏制違法行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申請
人的違法衝動。修正《條例》，加大處罰力度是民眾
的共同呼聲。
加大對有關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是本次修改的重

點。對不符合條件的騙租人處人民幣3萬元罰款，對
不符合條件的騙購人處人民幣10萬元罰款，如果是
申請成功後被主管部門發現的還要加處一倍罰款，
最高罰款額可達人民幣20萬元。對不具備條件的申
請人弄虛作假的，將不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請的期限
從3年延長至終身。

每百中國人
3個患抑鬱症
據中新社22日電 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分會主任

委員、上海精神衛生中心教授江開達介紹，內地約
13%至20%的人，一生中可能有一次抑鬱體驗，每
百人中就有3到5人罹患抑鬱症。
江教授在「全國抑鬱症及睡眠障礙健康促進項目

暨默沙東瑞美關愛中心2011項目啟動會」上強調：
抑鬱症不僅會使患者本身產生諸多不適，同時其家
庭乃至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他提供的今年2月底完
成的全國部分城市抑鬱症臨床調查結果顯示：被調
查的5,848例患者的就診率和治癒率普遍較低，復發
率高，生活質量明顯下降；其中伴有糖尿病、心臟
病等慢性病抑鬱症患者生存質量下降更為嚴重。
為此，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分會提出科學治療抑

鬱症的新目標：積極改善患者情緒低落、興趣減退
等症狀，以恢復社會功能，提高生存質量為重點，
提高患者治療依從性，最大限度地降低自殺風險。

浙江澄清：
歌曲《牽手》僅禁違規版本
據中新社22日電 近日，有網站發佈了網友在浙

江溫州某KTV歌廳的拍攝圖片，其內容稱：「根據
省文化廳要求，以下37首違禁歌曲，不得播放，敬
請諒解。」其中包括《牽手》等歌曲，此事引起了
強烈反響。
浙江省文化廳執法指導監督處處長姚頌和表示，

禁歌一般是針對該首歌曲的某一版本而非歌曲本
身。姚頌和說，KTV等娛樂場所出現的違禁歌曲往
往是三類情況：一是歌詞有問題，如內容低俗，有
違社會公德；二是歌曲所配畫面有問題；三是歌曲
版本不是依法出版、生產或者進口的產品，屬於非
法出版和進口產品。
姚頌和還表示，KTV歌曲往往會有多個版本，像

《牽手》多個版本中有一個版本因為畫面內容違反了
《娛樂場所管理條例》遭到查禁，但並不影響其他合
法版本的正常使用。

7成國人自認生活「艱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美國民意

調查公司蓋洛普最新公佈的「2010年全球幸福調查」
顯示，71%的中國人認為生活「艱難」，另有17%的
人表示生活「困苦」。與此同時，有12%的中國人認
為自己屬於蓋洛普所稱的生活「美滿」。
不斷飆升的房價和食品價格或助長了中國民眾對

生活的悲觀情緒。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內地3月份居
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4%，創下連續
32個月來的新高。房價方面，3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環比價格下降的只有12個城市，同比
價格下降的城市僅有2個。

22日，武漢精武路建築面
積達4萬平方米的7棟住宅樓被爆破拆除，這是迄
今湖北一次性起爆樓房數量最多、面積最大的一
次樓群拆除爆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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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22日電 國家統計局山西調查總隊22日傳來
消息稱，素有「中國焦都」之稱的山西省介休市，房地
產業成為煤焦企業追捧熱點。統計顯示時下很多煤焦企
業開始涉足房地產業，不乏一些剛剛從煤炭領域退出的
山西煤老闆。
據了解，介休是全國年產量最大的焦炭生產基地，佔

中國焦炭出口的40%。國家統計局山西調查總隊表示，
隨 房地產業在介休市的升溫，很多煤焦企業開始涉
足，目前已有一些煤焦企業註冊房地產公司，並通過招
拍掛取得土地，部分企業的項目已經開始建設。
此外，在2008年起山西進入大規模煤炭資源整合，業

內有粗略統計數據顯示，從煤炭行業持續流出的民間資
本高達千億元人民幣之巨，隨 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進入
收官階段，似已形成「資本堰塞湖」，必須尋找出路。

政府應引導轉型發展
面對煤炭資本的第二次「就業」，經常組織山西人去

各地購房的中國代理商聯合會籌委會主任樊曉軍對媒體
表示，目前山西人手頭的現金高達上千億元，而這部分
錢主要用來投資房地產和購買黃金。業界分析認為，房
地產是龐大煤炭資金的重要出路。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
院認為，「畢竟房地產保值增值功能顯著，而且過去幾
年，煤老闆已形成了投資房產的習慣。」
針對介休煤焦企業追捧房地產這一趨勢，國家統計局

山西調查總隊認為，一方面需要提高房地產市場的准入
門檻，合理整合現有企業，避免出現房地產業的投資過
熱；另一方面政府應正面進行引導，使煤焦企業在裝備
製造、煤化工、商貿物流產業中謀求轉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內地媒體從全國人大獲
悉，將於22日下午結束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
次會議，不會表決國務院提交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
案，將匯總相關意見修改草案後，進入二審階段，甚至
有可能進行第三次審議。
國務院提交的個稅修正案草案，將工資薪金所得減除

費用標準（即免徵額）從目前的每月2,000元人民幣（下
同）提高至每月3,000元。這一提高幅度偏低，此前，多

位學界專家建議，免徵額應至少提高至每月5,000元。

3000元標準料兩年過時
中國個稅免徵額的確定方法，綜合考慮了個人生計支

出、消費物價和贍養人數，是一個不分納稅人差異進行
平均扣除的標準。這種做法，非常便於徵管，但嚴重低
估了城鎮職工負擔的消費支出。保守估算，3000元的扣
除標準，最多維持兩年就會被消費支出超越。

此外，草案擬將現行工薪所得9級超額累進稅率修改為
7級，取消15%和40%兩檔稅率，擴大5%和10%兩個低檔
稅率的適用範圍，並擴大了最高稅率45%的覆蓋範圍，
將現行適用40%稅率的應納稅所得額，併入45%稅率。
調整後，中低工薪者的稅負減輕，但高工薪所得者稅負
提高。據記者測算，每月工薪毛收入2.15萬元（未扣除
「三險一金」），為個稅負擔增減的臨界點，超過這一數額
稅負將增加。

據當地媒體報道，該學校有600多名學生飲用了這種牛
奶，其中有200多名發生了嘔吐等症狀。救治學生的醫院表
示，診斷結果為細菌性食物中毒。據悉，目前相關部門已
經對這起事件展開了調查，牛奶樣本也已被送往衛生防疫
部門檢驗。

事發前剛換「寶雞產」
魚河鎮中心小學龐校長說，牛奶全部由榆陽區教育局統

一配送，兩周送一次，全部存放在庫房中，早上由後勤管
理人員統一發放到各班，其中有純牛奶、酸奶和核桃奶。
經調查，有中毒症狀的學生都喝了純牛奶，當天共發放了
649袋純牛奶，事故發生後收回了136袋。有關部門已對學校
庫存的牛奶進行封存。目前，生產廠家已趕赴榆林，配合
調查組對中毒原因作進一步調查。
該校后勤管理員說：「這批中毒的蒙牛純牛奶是21日才

送來的，是寶雞生產的。以前喝的是呼和浩特生產的，一
直沒有出現過問題。」

大部分學生已返家
當日上午10點，記者在榆林市第一醫院看到，從門診、

搶救室和11樓的兒科到處都是被救治的學生。醫護人員對
重癥學生進行了洗胃、吸氧等搶救措施。因中毒人數太多
分布在幾家醫院救治，許多接到通知從家裡趕來的家長找
不到自己的孩子，焦急等待的心情溢於言表。
隨後，記者在魚河中心小學見到，還有幾輛救護車停在

校園內，有學生陸續上車被送往醫院。
經過診治檢查，中午12時許，有80多名小學生經診斷無

異常，送返回家。截至晚間20時許，大部分學生都已返回
家中。
據悉，榆陽區有關官員以及教育、衛生、藥監等部門接

到報告後，分別趕赴榆林當地醫院、魚河鎮中心小學，現
場成立組織協調領導小組，將學生分別安排在榆林一院、
二院和星元醫院進行診治，要求全力以赴診治身體出現不
適的學生，立即對事故原因展開調查。

■魚河鎮中心小學的學生展示沒有喝光的牛奶。 網上圖片

■疑為罪魁禍首的寶雞生產的蒙牛學生奶。 ■中毒學生在醫院接受救治。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