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濱海十大改革全面深入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記者22日從有關部

門獲悉，隨 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進入新階段，今年上半年新
區進一步抓好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十大改革」全
面深入推進，啟動實施了綜合配套改革新的三年計劃，制定
了《2011年「十大改革」重點項目安排意見》，確定26個重點
改革項目和50個具體事項，明確由21個牽頭部門和36個支持
配合單位分工負責，有效保證了各項改革穩步推進。

增添經濟發展活力
上半年，新區金融改革創新進一步深化，新註冊私募股權

基金40家，總數超過700家，協議募集資金額1500億元以上；
新設立融資租賃公司29家，累計註冊101家，租賃額達到20億
美元；中新天津生態城實行意願結匯企業7家，結匯1.2億美
元。濱海國際知識產權交易所揭牌。新區還加強了特定目的
公司治理，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新區的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天津北方國際航

運中心核心功能區建設方案獲得國務院正式批准，國際船舶
登記、國際航運稅收、航運金融和融資租賃業務試點工作扎
實推進；與招商銀行開展戰略合作，啟動離岸金融業務，推
動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
科技體制改革穩步推進，與科技部合作開展「863」夥伴

城區建設，推動30餘項「863」計劃項目簽署成果轉化協議。
土地管理體制改革專項方案確定，6個方面14項改革工作

開始實施。
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國有產權換證工作有序進行，公

交、水務、燃氣等公用行業改革重組按計劃展開。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成果進一步鞏固，順利通過市編辦的考

評和評估。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取得扎實成效，精簡審批的事項、申請

材料的減少、平均承諾辦結時限提速、區縣行政服務中心綜
合考評、街道行政服務中心考評均獲全市第一，市政府第一
批下放的110項審批事項得到高效落實，濱海新區成為天津
市審批辦事效率最高的地區。

改革拓寬至社會領域
與過去改革更偏重與經濟發展相關的領域相比，新一輪改

革拓寬了廣度，以建設和諧社會首善區為目標，涉足民計民
生、社會管理、城鄉一體化等眾多新領域。
上半年，新區的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深入推進，制定完善了

定單式商品房、藍領公寓、公共租賃房管理辦法，確定了3
個保障性住房集中建設片區。
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穩步實施，醫療重組計劃全面展開，在

社區醫療服務中心開通了大醫院醫生工作站。
城鄉一體化改革進展順利，全域城市化戰略和「強街強鎮」

計劃深入實施，22個社區服務中心、114個社區服務站正在加
快建設，基本建成5個社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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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轟炸」70年 民間對日索賠無果

據中新社29日電 29日上午10時左右，浙江義烏鬧市
區人才市場附近，一名男子手持5把尖刀，當場砍死1
人，10多人被砍傷，其中1人傷勢嚴重。目前被砍傷者
已被送往醫院搶救。
據悉，一名20多歲男子，身穿整套白衣、手套，手

拿5把尖刀，見人就砍，情緒頗為激動。1人被當街砍
死，10多人被砍傷，其中1名傷勢嚴重。
當地公安刑偵和宣傳部門都證實了這宗消息。事件

具體原因不詳，有待當地警方進一步調查。

義烏漢鬧市持刀殺人
1死10多傷

據中新網29日電 國家安監總局網站消息指，近日，
國務院對黑龍江伊春致34人死亡3人失蹤特別重大煙花
爆竹爆炸事故的調查處理報告作出批覆，認定這宗事
故是一起責任事故。
2010年8月16日9時47分，黑龍江省伊春市華利實業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利公司)發生特別重大煙花爆竹爆炸
事故，共造成34人死亡、3人失蹤、152人受傷，直接
經濟損失6,818萬元。近日，國務院對這宗事故的調查
處理報告作出批覆，認定這是一宗責任事故。
國務院批覆同意事故調查組提出的對有關事故責任

單位和責任人的處理意見。對華利公司董事長金朝相
等7名事故責任人採取了依法逮捕的司法措施。給予21
名責任人員黨紀、政紀處分。同時，依法吊銷華利公
司相關證照並處500萬元罰款；責成黑龍江省人民政府
向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責成伊春市政府及市長王愛
文分別向黑龍江省政府作出深刻檢查。

伊春煙花爆炸報告
國務院批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

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28日表示，蓬萊19-3油
田6月初發生的溢油事故，兩個月過去後依
舊未得到妥善解決。海監執法人員根據中國
海監15船、17船、18船監視情況以及現場值
守情況確定，B平台溢油點仍有油花和氣泡
間歇性溢出，附近發現多條油帶；C平台附
近仍有油花持續溢出，附近海域同樣發現油
帶。
目前，除B平台B23井、B37井實施人工放

壓外，B、C平台其他生產井、回注井、注
水井均為關閉狀態。中海油投資關係部總經
理蔣永智說：「7月13日，B、C平台就已經
停產檢修，現在主要是作業方康菲公司在處
理漏油。我們的消息也是從康菲中國獲得，
康菲中國每天都會在官網更新漏油處理的最
新情況。」可是，記者登陸康菲中國官方網
站，並未找到康菲向中海油承諾的每日即時
在官網公佈漏油處理進展。
據悉，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已向康菲公司

下發通知，責成其繼續對海面溢油進行有效
圍控、處置和清理。同時，再次要求康菲公
司採取一切有效措施於8月31日前徹底排查
並切斷溢油源，徹底排查並消除再次發生溢
油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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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康：樓價跌五成 銀行能承受
不良撥備1.3萬億 壓力測試增房產調控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監管層對

內地樓市調控不斷加碼，房地產市場風聲鶴唳。中

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接受央視採訪時則稱，根據最

新壓力測試的結果，即使房價下跌五成，銀行業也

能夠承受，惟指壓力測試不代表銀監會對房地產市

場走勢的判斷。劉明康強調，壓力測試結果增強了

銀行業實施房地產調控舉措的信心。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鎏宇 成都報道）在
1938年至1944年期間，日軍對成都進行了為期近
6年的狂轟亂炸，史稱「成都大轟炸」。當中，以
1941年7月27日的轟炸最為慘烈。這天，108架日
本戰機分三批次在成都上空投下440餘枚炸彈，
當場炸死炸傷成都市民1,600多人，成都錦江「血
流成河」。
今年是「7．27成都大轟炸」70周年紀念，

「成都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的進展情況也成為
世人所關注的焦點。

日方開庭18次「審而不判」
據成都大轟炸對日民間索賠團代表律師徐斌

稱，2005年，重慶地區日軍大轟炸受害者首次組
成對日民間索賠團，正式在日本東京法庭對日本
政府提起索賠訴訟；2008年7月，成都受害者22
人組成的對日民間索賠團亦在日本東京正式提出
訴訟，並由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正式立案。
徐律師告訴記者，日方法庭對重慶、成都大轟

炸受害者提起的索賠訴訟是採取「共同開庭，分
別宣判」的方式進行的。自2006年10月第一次開
庭以來，目前已經先後18次開庭。然而令人遺憾

的是，直到目前為止，日方法庭對案件的受理一
直處於「審而不判」的狀態。
雖然之前18次開庭都無果而終，但是徐律師對

今年9月21日的第19次開庭卻謹慎樂觀。他表
示，由於英國民間「倫敦大轟炸」受害者對德索
賠將於今年晚些時候開庭，鑒於德國一貫良好的
認罪態度，德國法院很有可能作出相關的賠償判
決。「一旦德國做出判決結果，形成判例，對日
本是極其不利的，因而日本法庭可能先於其對中
國民間大轟炸受害者的對日索賠進行判決。」

劉明康說：「就是最壞的情況，即房價跌掉三成、五成，我
們的不良貸款都可以承受。」他又否認銀行業被房地產商

挾裹。據劉明康透露，現時中國銀行業的不良撥備已經有1.3萬
億元人民幣，足以抵擋房地產市場因為調控所帶來的中短期風
險。

房地產調控不斷收緊
銀監會相關負責人曾指出，壓力測試是一種以定量分析為主

的風險分析方法，用以測算銀行在假定的極端情況下可能發生
的損失，分析損失對銀行信貸資產質量、盈利能力和資本金的
負面影響。銀行可根據壓力測試結果確定潛在風險點，針對性
地制定相應政策和預案。
事實上，從去年至今，監管層對整個房地產調控並沒有放

鬆，反而有不斷收緊的跡象。早前國務院會議明確下半年樓市
調控基調，重申樓市調控高壓不改，稱在房價過快上漲的二三
線城市也要採取必要的限購措施。然而，從上半年樓市看，內
地樓市依然熱度不減，銷量和價格均未見明顯下跌。市場擔
心，房地產調控持續將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激增，進而削弱
銀行業資產狀況和盈利能力。
劉明康表示，截至2010年底，中國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

本充足率12.2%，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正在不斷提高銀行抗風險的
能力。針對樓價下跌可能對銀行所帶來的影響，劉明康說：
「從長遠來講，房地產市場的科學調控對銀行業是個福音。」

部分銀行暫停房貸業務
記者了解到，為防止潛在風險，銀監會已經叫停了部分商業

銀行的房地產信託業務，並對房地產信託業務規模較大的信託
公司進行了「窗口指導」。與此同時，在目前的房地產開發投資
中，來自銀行的貸款也正逐漸減少。央行最新公佈的上半年金
融機構貸款數據顯示，上半年人民幣房地產貸款累計新增7,912
億元，同比少增5,985億元。而上半年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近8,000
億元，僅佔上半年全部新增貸款的19%。
公開資料顯示，銀監會去年至今至少進行了兩輪針對樓價下

跌的壓力測試。在2010年5月的測試中，銀監會曾假設房地產價
格平均下跌10%、20%和30%時，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質量受到
的衝擊情況。

江門8月購房或「限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東

江門率先吹響全國二三線城市限購號角。江門

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信息管理科相關人士29日

證實，醞釀從8月起實施限購。相關工作人員也

指，目前並無全面限購的文件下發，8月1日暫

時確定僅對涉外人士限購，限購細則暫時不便

透露。業界稱，如江門實施限購，將是7月12

日國務院召開會議要求房價上漲過快的二三線

城市嚴格執行限購策劃之後，首個正式宣佈限

購的二三線城市。

江門房地產交易中心知情人士指，目前出台

的政策暫時只針對境外人士購房，對於境內非

本地人口購房的政策還未公佈。8月1日後，江

門有很大可能會對境外、香港、澳門等買家進

行限購。有一套房的涉外人士，江門房屋交易

中心經核實情況後將不予登記備案，「也就是

不能再買房」。

政府警惕境外熱錢
內地地產專家賈臥龍指，江門有關工作人員

強調對境外、香港、澳門等買家進行限購，顯

示出政府對於境外熱錢的警覺與排斥。內地熱

錢研究專家、廣東省社會科學綜合開發研究中

心主任黎友煥表示，從去年10月開始，進入內

地熱錢除一部分炒作敏感性商品外，大部分轉

向了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導致相關城市樓市

飆升。

輝煌集團首席市場分析師黎文江則稱，江門

自己決定實施限購政策，對於其他城市的影響

非常大，「離全面限購不遠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州市財政
局局長張傑明日前透露，廣州財政局今年已經發文要
求各部門做好去年「三公」經費的數據統計，下半年

將向社會公開。
數據顯示，廣州市財政局的「三公」消費達350.45萬

元，超過其308.37萬的預算經費。其中，車輛經費佔了

「三公」總經費的59.7%。張傑明指，公車、公費出
國、公款吃喝招致社會批評較多，但是一定數額的
「三公」消費確實有必要，不能完全取消。

張表示，2011年廣州各部門財政預算公佈情況有所
好轉。在廣州108個向穗市人大提交預算審議報告的部
門中，有70多個部門已經在網上公開其財政預算，涉
及的資金佔總資金量的87%。

穗財政局公開「三公」賬單

據新華社29日電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29日公佈的各省份上半年節能目標完成情況
預警表，內蒙古、江西、河南、海南、甘肅、
青海、寧夏、新疆等8個省份節能目標完成情
況預警等級為一級，這意味 這些地區節能形
勢「十分嚴峻」。

用電需求盛 減排難度大
發展改革委認為，河北、江蘇、浙江、福

建、湖北、廣東、廣西、陝西等8個地區預警
等級為二級，這意味 這些地區節能形勢「比
較嚴峻」；北京、天津、山西、遼寧、吉林、
黑龍江、上海、安徽、山東、湖南、重慶、四
川、貴州、雲南等14個地區屬於三級預警，即
這些地區節能進展「基本順利」。據發展改革

委介紹，西藏缺乏統計數據，沒有進行預測。
發展改革委29日表示，今年以來，中國工業

用電需求旺盛，鋼鐵等高耗能行業用電量增長
明顯。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日前表示，
「十二五」時期要實現能耗強度下降16％、二氧
化碳排放強度下降17％、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
減少8％至10％、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30%的約束性目標，難度不小，挑戰很大。
他說，一些地方不能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節

能減排的關係，把經濟高速增長作為硬任務，
把節能減排作為軟指標，對轉變發展方式、調
整經濟結構重視不夠，工作前鬆後緊。去年下
半年一些地區為了完成節能減排任務，採取非
常規措施，有的地方停限居民用電，違背了節
能減排初衷。

■發改委表示，內地8省節能形勢嚴峻。圖為珠海高欄島風電場。
資料圖片

■蓬萊19-3油田目前仍有原油漏出。 資料圖片

■2010年黑龍江省伊春市煙花爆炸事故，共造成34
人死亡、3人失蹤、152人受傷。 資料圖片

■成都大轟
炸倖存者向
川軍抗戰陣
亡將士紀念
碑獻花。
香港文匯報

四川傳真

■中國銀監
會主席劉明
康接受央視
採訪時稱，
根據最新壓
力測試的結
果，即使房
價 下 跌 五
成，銀行業
也 能 夠 承
受。圖為北
京一處住宅
地盤。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