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日
前，亞洲首家第三方葉片測試中心—SGS
風能技術中心已在濱海新區基本建成。該
項目總投資3200萬元，將有效填補我國在
風力發電機葉片檢測認證方面的空白。天
津濱海新區由此在國內率先構建起風電設
備研發、生產、測試的完整產業鏈條。
目前，濱海新區及周邊聚集了國內超過

六成的風機葉片生產企業。此前，新區企
業生產的風電葉片如果要進行第三方認
證，就要送往歐洲的測試中心，每片葉片
僅運費就需200萬元。SGS風能技術中心投

入使用後，新區風機葉片生產企業在家門
口就可獲得國際標準的第三方檢測認證。

據悉，今年首季度，新區製造業合同和
實際使用外資呈同步增長態勢。其中，三
星電子增資超過9000萬美元，明陽風電、
錦湖輪胎實際使用外資均超過1億美元以
上。中糧佳悅、康師傅方便食品等企業增

資均超過7000萬美元，有力帶動了新區合
同外資總量的增長。同時，道達爾集團、
美國約翰迪爾等世界500強企業在新區投資
不斷增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記者21日從天津市商務委獲悉，

今年首季度，濱海新區合同外資額31.6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23.9億美

元，同比增長4.1%和18.2%。

濱海外商投資增勢不減

SGS風能技術中心在濱海建成

泰達科技集團與津交所合作

■SGS

風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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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泰
達科技發展集團與天津股權交易所14日簽
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科技型中小企
業投融資等相關領域展開合作，吸引更多
的種子企業到天津開發區投資發展。
據悉，開發區將繼續加大對科技型企業

的扶持力度，今年將投入科技創新資金20
億元，科技發展資金20億元以上。在資金
支持的基礎上，天津開發區還將繼續優化
中小企業擔保、股權融資、人才引進等方
面的政策，為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壯大提
供最優厚的環境。

為保證換屆風清氣正，中央這次態度堅決、措施嚴
厲、防範嚴密，堪稱史無前例，比如，明確把「5個嚴
禁、17個不准」作為換屆工作的「高壓線」，並作出「5個
一律」的處理規定。同時，堅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
預防在先，嚴密防範，就是要不給歪風泛起的機會。

保證換屆風清氣正
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視換屆工作，原因主要有兩點，其

一，這次換屆範圍極其廣泛，貫穿省、市、縣、鄉四
級，既包括黨委、政府換屆，還包括人大、政協換屆，

惟有編織嚴密的制度籬笆，才能有效遏制跑官要官、買
官賣官現象；其二，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其影響之
壞、危害之大，無論怎麼形容都不過分，所謂「用對一
個人，激勵一大片；用錯一個人，打擊一大片。」保證
換屆風清氣正，既是推動日後各項工作健康發展的必
需，也是取信於民的關鍵所在。
但是，總有一些官員無財無德，偏偏權欲極重，為了再

上層樓，便採取拉票賄選、跑官要官的方式，甚至干擾破
壞換屆選舉工作。對這類官員嚴懲不貸，才能以儆傚尤。
除了打擊跑官要官、買官者，還要打擊送官、賣官者。

在一些地方，「一把手」在人事任免權上，確實具有
一言九鼎的作用，甚至是「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
管多深」，只要「一把手」拿到了好處，點了頭，買官者
就能如願以償。其實，為了規範選人用人，我們並不缺
少制度，既有《幹部選拔任用條例》，還有《公務員
法》，但這些法律法規在一些膨脹的「一把手」面前，失
去了約束力。

買官賣官者一律停職
因此，要像打擊買官要官一樣，打擊賣官送官，讓賣

官者身敗名裂，讓買官者「賠了夫人又折兵」。遺憾的
是，一些地方在查處買官賣官案件時，只嚴懲買官者，
不嚴懲甚至不懲處賣官者。值得提及的是，這次中央明
確表示，對買官賣官的，一律先予停職或者免職，再根
據情節輕重進一步給予組織處理或者紀律處分；涉嫌違
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通過行賄手段獲取
的職務堅決予以撤銷。措施如此得力，必能有效剎住買
官賣官的不正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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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2011年江蘇省公務員考試開考。圖為在江蘇省2011年公務員考
試南通職業大學考點，考生們在查看考場信息。據悉，本次江蘇省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為27萬餘
人。 新華社

公務員開考

拉票賄選 用人腐敗 嚴懲不貸

四級黨委換屆 中央嚴打買官賣官

內地回教領袖：與港交流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24日報道，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有關法律和中央統一部署，從

今年開始，省、市、縣、鄉四級黨委自下而上進行換屆，地方各級人大、政府和政協換屆工作

也陸續展開。為保證換屆風清氣正，中央這次態度堅決、措施嚴厲、防範嚴密，堪稱史無前

例。同時，堅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預防在先，嚴密防範，就是要不給歪風泛

起的機會。

格爾登寺活佛：
管理鬆散須教育
據新華社24日電 四川阿壩格爾登寺少數僧人違

法犯罪和違反教規教義的問題屢屢發生，以該寺高
僧為代表的一些僧人在痛心疾首的同時，認為必須
對僧人進行法制和教規教義教育，使格爾登寺真正
成為修行的淨地。
格爾登寺寺管會主任洞溝活佛稱：「格爾登寺以

前的管理鬆散，所以連續幾年都發生了不好的事
情。」格爾登寺另一位管理者尼格美活佛說：「作
為出家人，進了寺院應該一心修行。作為釋迦牟尼
的弟子，更要做到潛心修行，遵紀守法。」
2008年3月，格爾登寺部分僧人挑頭打砸搶燒店

舖，衝擊黨政機關，燒毀公安派出所。公安機關隨
後在寺廟內查獲了各類槍支30支、子彈498發、火藥
4公斤、管制刀具33件，甚至還有大量淫穢錄影光
碟，這嚴重違背了藏傳佛教「不淫邪」的基本教
義。2009年和今年又相繼發生了2起僧人自焚事件。

據新華社24日電 一個多月前的四
川阿壩縣格爾登寺發生僧人自焚事
件，當地民眾對這個寺廟怨氣越來越
大，早就希望對該寺開展法制教育。
據悉，上月16日，格爾登寺一名僧

人當街自焚，據阿壩縣電視台報道，
該寺僧人藏匿自焚者11小時、直接導
致自焚僧人彭措搶救無效死亡，格爾
登寺的形象大打折扣，成為當地社會
民眾議論和指責的焦點。
在格爾登寺外的轉經者中，阿壩鎮

居民扎西才讓是一個虔誠的藏傳佛教
信仰者，但言語中也流露出對格爾登
寺的不滿。扎西才讓認為，那些「不
務正業的僧人」正在污染佛教形象。
他說：「他們的行為不符合慈悲濟世
的教規教義，也違反了法律。我作為
一個信佛的人，非常痛心。」

僧人飲酒 被責戒律鬆弛
同樣在轉經的藏族商人扎西也對格

爾登寺的僧人表達了不滿：「以前，
我經常看見一些格爾登寺的僧人出來
喝酒。」扎西搖 頭說，「這是明顯
違背教規的。現在格爾登寺寺規戒律
鬆弛，讓人遺憾。」
阿壩縣當地社會民意不滿情緒的升

高，緣於近三年來格爾登寺僧人不斷
製造違法事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
民眾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社會不穩 阿壩乏人旅遊
在阿壩縣城附近的哇爾瑪鄉尕休村

山坳裡，分佈 不少獨具阿壩縣地方
特色的夯土建築民居。奪里卻遺憾地
說，「幾年前，我花了8萬元搞裝
修，本以為可以接待一些遊客，但從
2008年3月格爾登寺挑起鬧事後，根
本沒有遊客來住過。」
據悉，2008年「3．16」事件導致

阿壩縣財產損失總額達1.19億元，
GDP下降6.3％，固定資產投資下降
了7.3％。同時，幾乎所有投資商都取
消了投資意向。

■國家大力扶植藏區經濟建設，圖為軍車運送物
資到四川藏區。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記者獲悉，慶祝中國伊斯
蘭教解經工作十周年總結大會將於2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料將接見伊斯蘭教界相關代表。中
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陳廣元大阿訇在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內地與
香港的伊斯蘭教界交流頻繁、互不干涉，未來發展前景廣闊。

解經抵制極端主義
陳廣元介紹，「解經」是中國伊斯蘭教界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及時代

進步要求，對伊斯蘭教經典教義進行深入研究及闡釋，並在穆斯林中
廣泛宣講、推廣的工作。其目標是發揚中國穆斯林優良傳統，學習國
際伊斯蘭教界抵制極端主義的思想主張，正本清源，以保障中國伊斯
蘭教的健康發展。
他指出，解經工作開展十年來，為引導伊斯蘭教與社會發展相適

應，反對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及極端主義思想，配合新疆穩定工作、

弘揚伊斯蘭教積極主張、發展伊斯蘭文化內涵、提高伊斯蘭教教職人
員政治及宗教素質，為穆斯林群眾解惑釋疑及消除思想混亂等起到了
重要作用。

兩地教會互相尊重
陳廣元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與香港伊斯蘭教

協會的關係是互不隸屬、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雙方愛國、愛教的
宗旨一致，故此，雙方往來交流頻繁，比如互相學習解經文章、教界
人員互訪等。談及兩地伊斯蘭教之間的未來交流發展，陳廣元表示，
就目前的和諧關係來看，發展前景樂觀。
據介紹，中國伊斯蘭教界在2001年4月成立了中國伊斯蘭教教務指

導委員會，開始解經工作。十年來，以漢、維吾爾兩種文字編寫出版
了四輯解讀伊斯蘭教經典的演講集，闡揚和平、團結理念，在穆斯林
群眾中產生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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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昨天早上7點，上海浦東
新區航頭鎮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男子
突然發病，先後使用鋤頭、鐵鍬、
削萵筍菜刀連傷5人，其中一八旬
老漢當場死亡，一人重傷、三人輕
傷。7點15分左右，警方和聯防隊
員等多達6人將該精神病患者制
服，該男子被制服後不幸在韭菜地
窒息死亡。
據了解，砍人男子姓費，今年49

歲，有精神病史。費某擔任村口馬
路的清掃工作，此次發病前已經6
年沒有發病。據費某家人稱，費某
發病前曾向村支書索要廢報紙，想
去賣錢，被「拍桌子」拒絕後嚇得
幾晚沒有睡 ，以致病情加重。

釀一死四傷慘劇
最早被費某砍傷的鄰居談其龍表

示，早晨7點不到，他看到費某首

先用一鐵球砸他家的狗，便上前制
止，但費某抄起鋤頭便開始衝向他
猛打。在追打過程中，情急之下談
跳入屋前的小河並游向對岸。不願
善罷甘休的費某又拿起一鐵鍬，轉
身衝進談其龍家，將上前勸慰的談
弟弟和村支書妻子先後砸傷，後者
頭部血流不止。
費某的妻子和兒子出門攔阻，但

未能見效。處於癲狂狀態的費某又
看到正在菜地裡忙碌的一對八旬老
人，便抄起菜籃中約長20厘米的削
萵筍刀，向兩人頭上砍去。其中被
砍的男性老者頭部連中兩刀後當場
死亡，女性老者則傷勢危重。此後
迅速趕來的民警與聯防隊員將費某
制服。有目擊者表示，當時看到費
某的手腳均被反綁，聯防隊員用膝
蓋頂住其後背讓其不能動彈。但約
半小時之後，費某突然頭面部青
紫，窒息死亡。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羊城晚報》報道，在4月初普華永道25歲女
員工潘潔「過勞死」事件發生後，微博上有人以 「你平均每天
加班幾個小時」為主題發起了網絡投票，結果顯示：75％的人平
均每天都要加班，而35％的人每天加班3小時以上。
今年4月10日晚，普華永道上海辦事處25歲的初級審計員潘

潔，死於病毒性感冒引起的急性腦膜炎，據悉，她是由於加班多
日延誤治療而撒手人寰的。她的過世引發民眾關與白領「年輕時
拿命換錢，年齡大後拿錢換命」的爭議。

超3成人每日加班超3小時
在這個超過1,800人參與的微博調查中，只有25%的參與者選擇

了「不加班」，13％的人平均每天加班1小時，16％的人每天加班
2小時，11％的人平均每天加班3小時，還有35％的人則每天加班
3小時以上。而記者近日在一個小範圍內的調查發現，工作上留
任的壓力、陞遷的壓力、上司的壓力是白領們辦公室中的「三座
大山」，而生活中白領們還要面臨擇偶的壓力、買房的壓力、健
康的壓力。

會計職員訴苦工作如賣身
在廣州珠江新城高德置地廣場，這裡白天打的並不是特別容

易，但晚上附近總會有不少的士熄火待客，因為司機們都知道，
這裡有個「最喜歡加班」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任職會計事
務所審計助理的張先生，今年32歲，他直言能想像同行潘潔「過
勞死」，他表示每年三四月的審計高峰時間，有單身的同事，直接
買睡袋在辦公室睡了半個多月。而出差就像被綁架，賓館機場兩
點一線，他感嘆：「真不知道簽的是勞動合同還是賣身合同」。

藏
民
譴
僧
人
自
焚
冀
施
法
制
教
育

調
查
：
穗
超
七
成
白
領
每
天
加
班

本 內容：中國新聞 文匯論壇 台灣新聞 國際新聞 紫荊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