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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鐘提速至300公里 330中外記者體驗雙城一日還

京滬高鐵舒適度超飛機

杭州政府：
西湖未「負債申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27日報道，巨額負債

申遺的諸多先例，讓人們對成功申遺的杭州西湖
花費幾何，不禁心存疑問。在27日舉行的「杭州
西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新聞發布會」上，杭
州市委副秘書長、西湖申遺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王水法表示，西湖申遺的專項性經費並不多。
「連續10年實施西湖綜合保護工程，為申遺成功
奠定了堅實基礎。」
「杭州市從2001年起實施的西湖綜合保護工程

和2008年起開展的西湖文化景觀整治工程，為西
湖申遺奠定了基礎。」王水法表示，此次西湖申
遺的專項性經費其實並不多。新中國建立之後，
歷屆政府對西湖保護都有投入。這次西湖申遺成
功，其實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杭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杭州西湖申遺領導小

組組長王國平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申遺
成功後的西湖將堅持「還湖於民」目標不改變、
門票不漲價、博物館不收費、土地不出讓、文物
不破壞、公共資源不侵佔6項承諾。

深下月調整社保繳費基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通訊員 王曉芳

深圳報道）《深圳市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統計公報》日前出爐，公報顯示，2010年度深圳
市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50,456元，深圳市社保
局表示，將於下月1日起提高深圳社會保險繳費
基數和待遇補償基數。

川震災區最牛校長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鎏宇 成都報道）在昏迷24
天後，面對死神，有
「史上最牛校長」之稱的四
川安縣桑棗中學校長葉志
平（見圖）還是沒能再醒
過來。昨日中午11時許，
葉校長因腦溢血醫治無效，在成都華西醫院去
世，終年58歲。據了解，葉校長是6月3日因突發
腦溢血而被送往綿陽第三人民醫院搶救的。為了
挽救葉校長的生命，北京、成都、綿陽三地的腦
神經專家曾一同為其會診，並先後對他實施了三
次手術，但最終還是回天乏術。
在汶川地震中，得益於葉校長平時經常開展的

應急演練，地處震區的桑棗中學2,200多名師生
在地震發生後，僅用時1分36秒便全部衝到操
場，創造了師生無一傷亡的奇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昕、王添翼 北京報道）

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里數最長、技術標準最高的高速

鐵路—京滬高鐵將於30日開通，27日包括本報在內

的150餘家中外媒體共330名記者共同體驗了陸地

飛行於京滬兩城市的極速旅行。記者們對體驗熱

情極高，不到兩分鐘，列車上所有的公務艙和一

等座被搶佔一空，雖然本報記者是坐 二等座體

驗高鐵，但是經過一天的往返旅途，並不覺得困

乏。記者們普遍感覺乘坐舒適度、便捷度以及價格

上超越民航，但在手機信號等細節尚需

完善。

中 國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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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時，本報記者從北京南站乘坐時速300餘公里的G13次
「和諧號」列車前往上海虹橋站。列車離站10分鐘時，列車時速
已達到300公里以上，並全速前進，最高時速達到305公里。
遠途旅行乘坐飛機一直是人們的首選，然而飛機機艙內狹小

的座位空間，會令長時間乘坐飛機的乘客十分疲倦。而京滬高
鐵座位間達1米的寬度大大提高了高鐵的舒適度，記者在試乘京
滬高鐵近5個小時後，依然未感勞累，就連1.8米身高強壯的男士
坐在座位上也不會覺得伸展不開。

手機電腦車上充電
然而，讓記者最感興趣的還是價格不菲的商務座。記者看

到，緊臨駕駛艙的商務座，設計了可躺、可旋轉的軟席座椅，
提供高速動感的觀光體驗。列車上軟席座選用「中國紅」高檔
真皮座椅，座椅帶有寬大的私密罩殼。在座椅右手扶手處有按
鈕，可以將椅座按照所需的角度進行調整。座椅右手帶有一盞
小的LED台燈，看書時既不打擾旁人又不傷眼睛，左手扶手打
開後則是比A4紙略大一些的液晶電視，可以方便乘客隨時收
看自己喜愛的節目。如此看來，堪比飛機上的商務艙或頭等
艙。
此外，京滬高鐵上每排座位下都配有一個電源插座，電子設

備、手機充電等都不成問題，與乘坐飛機時全程需關閉所有電
子設備相比，為乘客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價格服務媲美民航
京滬高鐵最高935元和最低410元的票價讓乘客有了更多選

擇。記者發現，隨 京滬高鐵的開通，往返上海的機票也相繼
打到低至3.5折的價格，即便如此加上機場建設費和燃油費也要
近700元。如此看來，京滬高鐵與民航相比，價格上不分上下，
甚至略勝一籌。而京滬高鐵乘務員全程的熱情服務與免費茶水
供應，可與民航媲美。
至於膳食方面，記者在列車上體驗了早、中、晚三餐且都相

對豐盛。據了解，京滬高鐵開通以後，車內出售的盒飯價格大
約在25元人民幣至100元人民幣不等，視乎當中菜式的搭配。其
他食品，例如方便麵、礦泉水等價格尚不確定。

手機網絡信號欠佳
據介紹，京滬高速列車配備了無線區域網，列車每節車廂都

安裝了無線交換設備，可以無線上網。然而記者用手機上網瀏
覽發現，由於列車要穿越多個省市，3G網絡環境不同，故行進
中的京滬高鐵有時會出現「掉線」情況，手機偶爾也會打不
通。列車上相關技術人員表示，目前，手機信號及3G網絡正在
調試中，京滬鐵路會繼續與中國三大運營商共同溝通努力，改
善列車信號質量，爭取在年底前盡量增加基站佈局，實現旅客
「車廂辦公」無中斷。

晚上8時左右，經過10餘個小時的乘坐體驗，來自數十個國家
330名媒體記者，帶 對中國高鐵最新的認識，回到了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錢修遠　上海報道）

「看到高鐵，還是有些害怕的。」一位航空公司
的航線經理如是說。據了解，這些航線的票價已
跌至與高鐵票價持平，個別甚至更低。

發車最短間隔5分鐘
從最新公佈的京滬高鐵時刻表上，就能看出鐵

路部門的「整點列車」從早晨7時開始至晚上17
時，除中午12時無車，其他時刻全部覆蓋，共有
10對之多。另外，在早晨高峰7時至10時共有13
對，發車最短間隔僅為5分鐘。同時，時速300公
里和250公里列車交錯開行。
打開民航京滬快線的時刻表，頭班機為7時55

分，比高鐵晚了55分鐘。至於航班間隔，基本上
逢準點和半點起飛。目前，東航、上航每天往返
北京、上海航班有55班。相比，高鐵班次數量更

勝一籌，時速300公里「G「字頭動車59對，時
速250公里「D」字頭動車14對。

京滬票價「速降」至3.5折
雖然，各大航空公司都不願承認推出低票價是

迫於壓力。但目前是暑運旺季，京滬快線的票價
卻出現了超低價。據攜程網提供的機票報價顯
示，7月1日-15日，京滬之間有大量3.5折、4折以
及5折機票，其中3.5折（400元）的機票每天都
有，即便加上機場建設費和燃油附加費後也只有
590元，與高鐵555元的二等座差不多。而往年這
個時期，京滬快線的平均票價基本都在7折以
上。
東方航空總經理馬須倫坦言，京滬高鐵開通後

半年內可能影響該航線上20%至30%的旅客量，
但長期看影響不大，不同客流定位將有所分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昨日在京舉行的京滬高鐵新聞通氣會上，談
及近來一度被熱炒的「京滬高鐵開出假350
時速」說法，鐵道部總工程師何華武駁斥
稱，該說法並不真實。京滬高鐵的時速實實
在在達到了350公里，列車能夠以此速度持
續運行。而鐵道部運輸局客專技術部副主任
周力更指出，350公里時速的高速列車多項
核心技術都是中國獨有。

造假之說 鐵道部斥不實
何華武表示，中國的高速鐵路裝備製造，

走的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路
線，在掌握國外時速200公里至250公里高速
列車技術上，自主研發製造300公里至350公
里時速列車，並以350公里時速列車平台為
基礎，研發出了時速380公里的高速列車。
對於「京滬高鐵開出假350時速」的說法，
何華武駁斥稱，該說法並不真實。
而鐵道部運輸局客專技術部副主任周力指

出，中國高速列車的自主知識產權、尤其是關鍵技術
產權，已毫無疑問地掌握在中國手中。他表示，350公
里時速的高速列車多項核心技術都是中國獨有。當前
已有大批量動車組上線運行，這些車還進行了大量改
進、創新，迄今為止，中國與國外的大型合作企業、
中小型配套企業未發生過一起知識產權糾紛。

考慮民眾需求效益降速
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亦進一步解釋道，鐵道部

主動為京滬高鐵降速，並非因安全問題。他表示，京
滬高鐵運營客車時速及開行方式的調整，主要是從適
應民眾需求、提高運輸能力、提高經濟效益及節能降
耗減少成本等方面來考慮，而非安全問題，亦非技術
不過關導致了安全問題。

未來將於內地海外上市
針對有消息稱，京滬高鐵料今年年底可決定上市規

模，且不排除在海外包括香港上市的可能，王勇平就
此對本報記者表示，上市或不上市要根據京滬高鐵運
行情況以及經濟效益情況來定，目前來看，上市可能
性存在，但尚無時間表，但「上市是未來大方向」。
王勇平還表示，京滬高鐵科研報告批覆總投資2,209

億元，最終實際概算正在清理中。他指出，京滬高鐵
開通運營後，不僅經濟效益預期良好，而且社會效益
亦顯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新聞網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27日審議
兵役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對現行退役軍人的安置制度進行了修改
完善，以適應當前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
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孫建國表示，現行兵役法規定，家

居城鎮的義務兵退役後由政府安排工作，這已不能適應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條件下用人制度的實際情況。此外，由於每年需要由政
府安置的退役士兵達30多萬人，安置數量大，地方就業形勢本身
已很嚴峻，政府大量安排退伍義務兵的工作實際上難以落實。
因此，按照義務兵退役後絕大多數由政府發給退役金，自主就

業的改革思路，草案修改了士兵退役安置的規定。

軍官退役 仍予安置
草案規定：對義務兵和服現役不滿12年的士官退出現役，按照

國家規定發給退役金，實行自主就業；對服現役滿12年的士官、
平時榮獲二等功以上獎勵或者戰時榮獲三等功以上獎勵的士兵、
屬於烈士子女和因戰致殘評定為5級至8級殘疾等級的退役士兵，
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工作；如果本人自願，也可以自主
就業。
同時，關於軍官退役的安置，草案規定，軍官退出現役，國家

採取轉業、復員、退休等辦法予以妥善安置。
為充實促進退役軍人就業的優惠政策，草案還規定：士兵退出

現役可以免試進入中等職業學校學習；報考公務員的，同等條件
下優先錄用；報考普通高等學校以及接受成人教育的，享受加分
以及其他優惠政策。另外，草案還規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
單位應當優先招收錄用退役軍人。軍人現役年限計算為工齡，退
役後與所在單位工作年限累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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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京滬高鐵載 150餘家中外媒體共330名記者，體驗京滬千里一日還極速旅行。 美聯社

■中外記者乘坐票價近千元的商務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乘務員多美女，服務周到細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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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華武表示，對於即將正式投入運營京
滬高鐵系統，感到無比自豪。

濱海編織百姓就醫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

記者25日從天津濱海新區衛生局獲悉，濱
海新區加快發展醫療衛生事業，5年內將
創建3至5所三級甲等醫院。同時，規劃建
設新區大型綜合性醫院及多所現代化、專
業化醫院，鼓勵和引導企業及民營醫院發
展，滿足群眾多層次的就醫需求。
隨 開發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濱海新

區人口每年以20%左右速度遞增。為滿足
更多群眾的就醫需求，新區正在建設空港
國際醫院、兒童醫院等現代化醫院，改造
提升第五中心醫院、漢沽醫院和大港醫院

等綜合醫院，擴建新區傳染病院、漢沽中
醫醫院等專科醫院。
針對基層百姓「小病在社區」的需求，

新區創新思路，積極引進民間資本發展醫
療事業。目前，新區與台灣馬光集團達成
合作意向，將在塘沽、漢沽、大港和各功
能區合作設置民營連鎖醫療網點，快速提
升新區社區醫護水準。同時，為滿足越來
越多的外來務工者就醫需求，新區還將醫
療機構延伸進了工地，在每個建設工地現
場設置衛生服務站，以方便外來建設者就
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越 天津報道）近
日，由天津港生活服務公司與漢沽濱港養
殖場合作經營的天津港綠色養殖基地正式
啟用。這是天津港進一步落實國家「菜籃
子」工程建
設，確保廣
大就餐員工
身體健康，
實現港區餐
飲採購、生
產、銷售一
體化服務，
築牢食品衛
生安全屏障
的 重 要 舉
措。
綠色養殖

基 地 的 建

立，填補了天津港餐飲業食品原材料不能
自給的空白，食品安全過程監察體系更趨
完善，也為濱海新區市民的「米袋子」和
「菜籃子」增加了一個安全選擇。

天津港啟用綠色養殖基地

■天津港綠色養殖基地正式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