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彭琛琛 天津報道）1164套公寓、4種精緻戶
型、800多個停車位、配備設施完善的社區中心，內地首個政府公屋
——天津泰達政府公屋已經進入收尾階段，預計本月將全部竣工。公
屋投入使用後，將會為當地工作的年輕人提供過渡性住房。
泰達政府公屋將實行「輪候租賃、有限租期、契約管理、只租不售」

的運營管理模式，按照成本價或微利的原則運營，實行正常租期、延
長租期、超期逐步加價的定價方式。

據了解，濱海新區流動人口的年齡主要分佈在18至25歲之間
（約佔流動人口總數的70%），主要從事職業是務工和個體經
商，主要分佈領域是工業和服務業企業、建設工地和街道社
區。針對長期工作的外來建設者，創新實施集宿式、公寓式管
理。截至2010年底，新區已建設各類公寓30處，建築面積200
多萬平方米，住房35000多套，可容納20多萬人。　
針對在建工地的臨時勞動者，濱海新區創新實施同城化、規

範化、動態化管理。新區投資近1億元在大項目、大工地集中
的區域，集中建設了一批面積超3萬平米、可容納近萬人的

「建設者之家」，並配有上千平米的商業街、藥店、超市等商業
設施，樓棟內均設有公共衛生間、淋浴間、食堂、活動室等，
為外來建設者提供良好舒適的生活環境。
針對散居在社區的流動人口，新區創新「以業管人、以房管

人、以證管人」新途徑。按照「誰用工、誰負責，誰出租、誰
負責」的原則，全面推行集治安防範、矛盾調處、勞動用工、
社會保障、安全生產為一體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業主責任制，
把流動人口的服務和管理責任落實到用工單位、經營業主和房
屋出租業主。

濱海創流動人口管理新形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日前，記者獲悉，隨 開發開放步伐加快，濱海新區流動人口以

每年30%的速度遞增，截至目前規模接近100萬。新區把流動人口與城市戶籍人口「同對待、同管理、

同服務」，針對流動人口整體特點，形成了「三類人群三類管理」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濱海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6月29日，天津
港南疆中國航油石化碼頭項目及中國航油天津南疆儲
運基地油庫項目同時開工建設。項目建成後，天津港
將成為中國北方地區乃至東北亞區域最大的航空煤油
倉儲運輸基地。

東北亞最大航空煤油儲運基地
濱海開建

泰達政府公屋本月竣工

京地鐵電扶梯突逆行 1死30傷

據中通社5日電 由上海開往北京南
站的G138次京滬高鐵列車4日因旅客在
廁所內吸煙，減速近1分鐘。事故未影
響列車準點進站。肇事者被罰款50元人
民幣（下同）。
當天下午4時45分許，京滬高鐵G138

次列車即將到達山東德州時，列車忽由
310公里突降為280公里。據乘客回憶，
當時列車速度幾乎為零，但車沒停。乘
務員在衛生間抓獲一名40歲左右男子，
乘警指出，該男子在廁所抽煙後，對其
批評教育和罰款。

吸煙可引發設備故障
京滬高鐵CRH380列車屬全封閉車

廂，全車禁煙。遇有吸煙，車內監控系
統會報警，甚至引發設備故障。早在2
日下午，北京南開往上海虹橋的G157次
列車上，一乘客在洗手間內抽煙，導致
列車故障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北京地鐵昨日（5日）發生奪命事故，4
號線動物園站A口上行電扶梯發生溜梯故
障，導致正在搭乘電梯的乘客摔倒擠
壓，造成一死三十傷，其中三人重傷，
一名12歲男童喪生。京港地鐵公司新聞
發言人楊苓介紹，發生故障扶梯是奧的
斯（OTIS）公司生產。知情人士向本報
透露，扶梯故障原因為電梯主機移位造
成主驅動鏈脫落，致使正在上行電梯突
然轉向下行，該事故排除人為原因。
發生事故的地鐵4號線屬北京京港地鐵

有限公司運營，京港地鐵是中國國內城

市軌道交通領域首個引入外資的合作經
營企業，由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
司出資2%，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
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各出資49%組建。
該線路目前也是港鐵在京負責運營的唯
一地鐵。

港鐵關注事件
港鐵公司發言人接受查詢時表示，對

北京地鐵4號動物園站自動扶梯發生故障
事件非常關注，並會留意北京市政府方
面的公佈。
事故發生後，京港地鐵公司5日下午

四時左右在事故現場附近緊急召開新聞
發佈會，京港地鐵新聞發言人楊苓在發
佈會上三次對事故道歉，並對死者表示
哀悼。

出事扶梯剛接受例檢
楊苓還指出，截至事故發生時，出事

電梯仍處於質保期內，並曾於6月22日
由生產廠家進行例行檢查及維護保養。
楊苓稱，所有受傷乘客均在事故發生

第一時間送往附近醫院進行救治，京港
地鐵公司支付了所有傷者的檢查和治療
費用。就死者和傷者的賠償問題，楊苓

稱目前對傷者進行全力救治是最重要的
工作，事故原因也在進行調查，待事故
原因調查清楚之後會視情況對死傷者進
行賠償。
京港地鐵公司已在第一時間停運了全

線所有事故品牌電梯的運行，並徹查事
故隱患，確保正常運營不受影響。據
悉，地鐵四號線全線共有十部同品牌扶
梯。

行人向下滑 以為地震了
腳部受傷的田女士告訴記者，事發時

她與許多人都擠在扶梯上出站，突然聽

到「匡匡」聲響，緊跟 正在上行的地
鐵扶梯突然開始下行，所有在扶梯上的
人瞬間擠在一起，並開始向下滑落。
「當時嚇壞了，好多人在尖叫，還有人以
為是地震了，我都嚇懵了」，田女士告訴
記者幸虧她位於扶梯靠上部位，傷勢並
不嚴重，等扶梯停止後，一些人已經躺
在地上無法動彈，看到許多血。田女士
還親眼目睹了在事故中死亡的12歲男童
傷勢慘重，「當時孩子頭上全是血，他
爸爸當時哭喊 讓撥打120，還有幾個重
傷也出了很多血，幸虧電梯後來停了，
要不我們這些人都完了。」

自上月底深圳地鐵4、5號線相繼開通後，高鐵何時
開通便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深圳交通部門有關人士
近日透露，為配合通車，時速超過300公里的高鐵動車
組，自上月26日開始便已反覆在廣州和深圳之間的線
路上進行調試，「最高速度」已達到380公里，廣深兩
地間在完全可控的情況下能平穩營運，速度將控制保
持在300公里。開通後，預計每年發送旅客達3千3百多
萬人次，到2020年旅客發送量突破4500萬人次。

增設深圳至武長廣三線
廣深港客運專線廣深段起自廣州市的廣州南站，線

路經過廣州市番禺、南沙、東莞市沙田、虎門、長
安、深圳市公明、光明、石巖、龍華等地，到達深圳
北站。
在廣深港高鐵廣深段開通初期，將有深圳至廣州、

深圳至武漢、深圳至長沙的三大車次運行，每天將保
持在50趟車次左右，屆時從深圳到廣州南站只需25分
鐘；到武漢最快3小時。目前，北京到武漢之間的高鐵
客運專線已進入最後施工階段，預計在今年底明年
初，可以實現京廣深全線通車。

港人福田入境轉乘最快
因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尚未通車，港人若想乘坐高鐵

北上武廣等地，則必須在深圳地鐵4號線上的深圳北站
進行換乘。目前港人共有兩種便捷乘車方案可供選
擇，如從落馬洲站出境至福田口岸入境，則可直接搭

乘4號線，經過9個站後可達深圳北站，預計乘車時間
19分鐘，車資4元。若從羅湖口岸入境深圳，則需先乘
坐深圳地鐵1號線，於會展中心站換乘4號線後到達深
圳北站，全程共14站，約耗時30分鐘，車資5元。

最平車票預計不足60元
儘管深圳至廣州、武漢、長沙高鐵具體票價尚未公

佈，但內地網友在各大論壇討論票價範圍的帖子已隨
處可見，有網友認為，根據現行武廣高鐵二等票價
0.458元/公里/人推算，廣深港高鐵廣深段長104.6公
里，則二等票價約50元。至2014年香港段（香港西九龍
至深圳福田）正式投入使用前，港人以地鐵轉高鐵的
模式出行將比搭乘粵港直通車減少近半時間，價格亦
不足60元。
廣深港高鐵工程於2005年正式動工後，通車時間曾

變更3次，據稱主要是受獅子洋隧道工程的影響。

旅客廁內吸煙
京滬高鐵突減速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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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8月通深圳
廣深車程僅25分鐘 深圳至武漢最快3小時

限制原材料出口
WTO擬判中國違規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引述美國《華爾街日

報》報道：世界貿易組織（WTO）擬宣佈中國
限制主要原材料出口的做法違規，駁回中國政府
「有必要為保護環境而限制出口」的說法。

為申訴稀土出口配額鋪路
報道稱，世貿組織的這一決定將有益於鋼鐵製

造商和其它工業品生產商，但更重要的是，將為
美國和歐盟投訴中國稀土材料的出口配額開創先
例。報道援引美國和歐盟貿易官員的話說，這一
勝利將為他們在稀土問題上提起申訴鋪平道路。
歐盟貿易專員表示說，原材料案將大大增強歐盟
在稀土問題上提出申訴的有利地位。
在世貿組織框架下，中國現在可就原材料的裁

決進行上訴。而如果不這麼做或上訴失敗，中國
則必須取消出口限制，或面臨來自美國、歐盟和
墨西哥三個投訴方的報復性貿易制裁。

百度微軟夾攻谷歌
合作提供英文檢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互聯網搜索引

擎百度將與微軟公司的比應（Bing）合作，為中
國用戶提供英文檢索服務，試圖聯手在這個全球
最大的網路市場吸收谷歌公司用戶。中國用戶在
百度用英文檢索時，百度將啟動微軟的比應，把
搜索結果送回百度網頁。有關服務將在今年啟
動。
百度發言人郭怡廣說，比應的英文搜索結果不

會受到比現有程度更進一步的審查。而微軟除了
證實這項合作之外沒有立即作出任何評論。
而除了中文之外，百度還提供日文搜索服務，

但是這個項目卻一直是虧損的。

菲總統稱年內訪華
集中解決南海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深圳大運會將在8月12日開幕，備受各方關

注的廣深港高鐵廣深段，也確定將於8月10

日至8月12日期間開通，屆時，港人北上廣

州、武漢、長沙等多個城市，可選擇通過羅

湖口岸或福田口岸乘坐地鐵至深圳北站後轉

乘高鐵。從深圳北站到廣州南站只需25分

鐘，將較現時的直通車程縮短一半；到武漢

最快3個小時，全程不需換列車，直接到達目

的地。而明年上半年，京廣深高鐵有望全線

開通，屆時深圳市民坐高鐵到

北京，只需8小時或更短時間。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菲律賓總統阿基諾
三世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明確表示，他將在今年
內訪問中國，中菲將集中解決南海領土糾紛。
阿基諾三世強調：「除非發生任何不可預見的

情況，否則（訪問中國）將會在今年進行。」他
還表示，對他來說，與每一方交談都很重要，特
別是與中國。中菲兩國或許會就南海問題達成一
致意見。西方媒體猜測，阿基諾三世可能在8月
30日至9月2日訪問中國。

菲擬向美購新軍備
就在菲總統傳出訪華消息的同時，菲律賓國防

部長加斯明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菲律賓將向美國
要求購買其遠程巡邏飛機和船艇等先進軍事裝
備，「守護我們的水域」，並希望一年內收到第
一批軍備。
他強調，隨 菲律賓因為南海島嶼主權問題而

與中國關係緊張，菲律賓不想像過去那樣購買美
國的舊軍備，而是希望購買新設備。而美國將研
究菲律賓的軍購清單，看菲律賓有能力購買和操
作哪些軍備。
此外，中國及菲律賓在南海爭議又出現波折，

菲律賓外交部指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政務一等秘
書李永勝在上月一會議中態度無禮，將他列為拒
絕來往人士，不得參加中菲有關南沙群島主權爭
議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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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比原計劃延遲了8個多月，

廣深港高鐵廣深段終於盼來了具

體開通時間表， 實令人歡欣鼓

舞。但在內地段動工6年之後，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仍然靜悄悄，更遑

論開通日期。這條被戲稱為「全球

最貴高鐵」從規劃之初便一路坎

坷，不僅立法會通過的過程艱辛，

預算費用也步步攀升，翻了近四

倍，每公里造價預計高達25億港元。

基建追不上 港臨被追上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前公佈的全國城市競

爭力排名，暫列第一的香港與上海、北京等城

市的差距已逐步縮小，報告分析，香港基建追

不上內地發展是原因之一。現實情況是，無論

廣深港高鐵的香港段還是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工

程，都停滯不前。

香港高鐵這個對香港未來如此重要的建設項

目，遲遲未能開建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香港是

一個注重私有財產保護和「尊重」民意的社

會，政府官員們必得有足夠的耐心去爭取每一

張同意票，並在徵地拆遷的過程中，推出高價

賠償方案，「吃虧」自己，「造福」市民。

協調公私利益　防拖慢港發展
考慮到香港實際環境，內地發展基建的一套

做法當然不能照搬到香港。然而，如何協調私

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如何平衡決策的民主和發

展的效率、如何兼顧專業化的行政管理與大眾

化的公民參與，是香港還須自我反思與檢討的

重大課題。畢竟在香港拖拉的同時，內地正在

奮勇前進，明年上半年長度達2200公里的京廣

深高速鐵路也將投入運營，總不能為了無止境

的爭拗，影響公共工作效率，嚴重拖慢香港發展，最終

成為廣深港高鐵全線貫通的拖累。 ■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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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後，
受傷乘客躺
在扶手電梯
下 等 待 救
援。

網上圖片

■傷員被
送到北京
人 民 醫
院。
網上圖片

■深圳北站是港人轉乘高鐵的重要交通樞紐。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