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2月11日獲悉，根據
濱海新區2012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要
求，今年，濱海將開建5000萬元（人民幣，
下同）以上重點建設項目895個，計劃投資
3040億元，預計有260多個項目竣工投產或
投入運營。
在895個項目中，直升機生產基地等工業

項目207項，總投資3276億元。周大福濱海
中心等服務業項目327項，總投資4675億

元。楊家泊水產科技園等農業及小城鎮項目
18項，總投資144億元。天津國家數字出版
基地孵化器等自主創新項目34項，總投資63
億元。新加坡馬光醫院等社會事業項目60
項，總投資247億元。濱海新區西外環高速
等基礎設施項目249項，總投資3011億元。
據了解，2012年，濱海堅持把「十大戰役」

作為打好開發開放攻堅戰的載體平台，力爭
更多大項目、好項目落地動建、竣工投產。

濱海投建895個大項目

津台合建全球最高媽祖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哲 天津報道）2月12日

記者從天津濱海旅遊區獲悉，津台合建的全球最
高媽祖像已基本建設完成。該尊媽祖像高達42.3
米，相當於14層樓高，預計今年年內正式向遊客
開放。
據了解，該尊媽祖像採用大理石和鋼筋混凝土

鑄造，共使用858塊石料拼接而成。它矗立在天
津漢沽的媽祖文化經貿園內，園區佔地750畝，
全部填海造陸而成，總投資約40億元人民幣。除
媽祖像外，園區還將建設媽祖廟、媽祖閬苑、禪
居會館、台灣美食廣場、津台文化會展中心等。
媽祖，又稱天妃、天后、天上聖母，是歷代船

工、海員、旅客、商人和漁民共同信奉的神祇。
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羅澍偉表示，媽祖文化起
源於福建，是海洋認知的共通性讓其在天津落地
生根，並成為天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
天津第一座天后宮的建立早於天津設衛築城。

因此，至今民間還流傳 「先有娘娘宮，後有天
津衛」的說法。天津天后宮與福建莆田湄洲媽祖
廟、台灣北港朝天宮並列為我國三大媽祖廟。 ■位於天津濱海新區的全球最高媽祖

像。 來源：網絡

新華社引述鐵嶺中院的判詞稱，
1997年至2009年，被告人楊一

民、張建強利用擔任國家體育總局足
球運動管理中心領導的職務便利，為
足球教練員、足球俱樂部謀取不正當
利益，分別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人民幣
125.4萬餘元、273萬元。連同16日在
丹東宣判的涉足球犯罪案被告，共有
48名涉案者受到法律制裁。另外，成
都謝菲聯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和青島
海利豐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分別被判
60萬元和200萬元罰金。

楊曾為足壇理論頭號人物
被譽為「中國足球理論領域頭號人

物」的楊一民在中國足協工作時所在
的部門職能涉及到聯賽、技術、國家
隊、女足、裁判、註冊和青少年足球
等所有領域。2010年1月15日晚，他與
南勇同時神秘「失蹤」。1月27日，公
安部公布反賭進展，證實南勇、楊一
民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在第一批受審的人員當中，楊一民

的級別最高。當日上午8時，楊一民被
警車押送至鐵嶺中級人民法院，頭髮
蒼白的他回頭向守在大門外的記者望
了一眼，便快速走進法庭，神情較為
凝重。判決下達後，楊一民的代理律

師王樹靜表示：「楊一民對這樣的判
罰比較滿意，當庭表示不會上訴。」

張妻兒聞判表情輕鬆
而曾是北京體育大學教師的張建

強，1992年進入中國足協。他在裁判
界一路平步青雲，曾擔任足協裁判委
員會秘書長，掌握 中國足球裁判的
工作「部署」，被外界看作為中國足球

界的「大法官」。
當日8時許，身穿099號囚服的張建

強走下警車，神情黯然，他在兩名法
警的押送下徑直走向法庭。張建強的
妻子和子女也都來到法庭旁聽，但未
與他進行交流。據金文權介紹，聽到
判決結果時，張建強和他的妻兒表情
都變得很輕鬆，他本人當庭就表示不
會對判決結果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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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足壇「大法官」判囚12年
前足協副主席獲刑10年半 兩人皆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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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潤科技上市 「85後」太子女身家逾億不見民工返 廣州再現「懸紅」搶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悉，世界最
先進的半潛式鑽井平台「海洋石
油981」，14日已順利通過了廣東
海事局和湛江海事局聯合對其進
行的船舶安全檢查。這個由中國
自主設計、投資高達60億元人民
幣的第六代深水鑽井平台，對於
中國進軍深海海洋工程裝備開
發、提升深水作業能力、實現國
家能源戰略、維護國家權益等具
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據《廣州日報》報道，由中國

海洋石油總公司出資60億元訂購
的這一超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
自重超過3萬噸，其甲板面積相
當於一個標準足球場大小，從船
底到鑽井架頂高達137.8米，電
纜總長度超過800公里。它的最
大作業水深3050米，最大鑽井深
度12000米。據了解，這座設計
使用壽命為30年的深水半潛式鑽
井平台，由中國船舶全資子公司
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承擔設
計、採購、建造。
「海洋石油981」經全面測試

後，將作為中海油深海開發艦隊
的旗艦，移往南海深水油田進行
勘探鑽井、生產鑽井、完井和修
井等現場作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沙飛 廣州報道）

據廣東省防總會議透露，今年將有4至6個
熱帶氣旋在廣東登陸，其中有1至2個強度
大，可能對廣東產生嚴重影響。與會專家
分析，今年廣東開汛時間將在4月下旬，
較常年偏晚，西北將可能出現5年一遇洪
水。
17日上午，廣東省防總召集水利、水

文、氣象和海洋等部門專家會商會，分析
研判2012年度三防形勢，研究應對措施。
專家稱，首個颱風偏早，可能出現在6月

下旬，最後一個颱風則可能出現在9月中
旬。此外，廣東這幾年可能發生1至2次較
嚴重的風暴潮災害。
專家又認為，今年廣東省氣候複雜多

變，降水時空分佈不均，降雨前汛期
少、後汛期多，旱澇互現，開汛期比常
年偏晚。大致在4月下旬，西北江可能出
現五年一遇的洪水，中小河流可能出現
較大洪水。廣東三防部門計劃在3月份開
始組織開展全方位的汛前防洪安全大檢
查工作。

滬環球金融中心外地裂 寬可插指
香港文匯報訊 網友「夜鶯-May」16日

發微博曝料稱，位於上海陸家嘴的環球金

融中心和在建的上海中心附近發生地面裂

痕，地形呈現上下錯開。此微博引起了不

少網友的關注。環球金融中心向傳媒解

答，裂縫為16日當天剛剛發現，究其原

因，可能因附近工地建設引起，對環球金

融中心結構沒有影響。

據新民網報道，這條裂縫位於環球金融

中心西側，長約10米，最寬處可以插入一

指，沿 裂縫一路尋根溯源，可以看到附

近花壇也有細微開裂，且花壇有水泥修補

過的痕跡。

與環球金融中心一街之隔的上海中心

正在緊張建設中。2月16日，上海中心施

工方上海建工集團技術人員針對裂縫事

件解釋，經過現場檢測，基坑裡面為鋼

筋混凝土結構，外面是空的，形成了裡

面硬、外面軟的結構，沉降不均勻就會

出現裂縫。

建築商稱「正常沉降現象」
到了2月17日，「@上海」就裂縫現象

發出微博回應。上海中心大廈建設方表

示，大廈自開工之日起即進行嚴密跟蹤監

測，均處於受控狀態；地面裂縫是基坑施

工過程中的正常沉降現象。目前地下結構

工程已完成，引起沉降因素基本消除，正

待陰雨天結束後對裂縫進行修復。跟蹤監

測不會停止。

據中新社18日電 從花都獅嶺的皮具廠到
市中心天河城六樓的快餐店，招工海報鋪天
蓋地。生產企業、餐飲行業缺少一線工人的
情況今年在廣州尤為嚴重。眼看正月將過，
當地老闆們急紅了眼，不惜所有方法「懸賞」
搶人手。
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是中國著名的「皮具

之都」，聚集了皮具皮革相關企業達1.7萬多
家，從業人員超過25萬人。鎮內某皮具廠外
牆，掛 紅色巨額橫幅：「凡老員工成功介
紹新人入職獎勵1500元」！旁邊另一間皮具
廠，各類辦公人員一早全出動，周六也撲出
去「搶人」。
在這裡，舉牌巡街招工的人員隨處可見。

一位負責招工的女孩說，自己對公司到底缺
工多少並不清楚，「個人感覺20%都有，而
且最缺流水作業的一線普通工人，老闆很
急」。
從花都獅嶺到廣州市區的大巴上播放的廣

告也基本以招工為主，且人數上往往寫

「生產工人一批」、待遇也有所提升「2500元
以上，五險齊全」。大巴售票員說，節前北
上回家的工人擠爆車，但節後返回的務工者
卻沒那麼多。

待遇欠優勢 難吸引外勞
遭遇一年一度招工難的

還有廣州餐飲業。從三元
里的大排檔到天河城六樓
的美食廣場，過半食肆貼
出大紅招工海報。
廣州飲食行業商會會長

區又生說，整個廣州餐飲
行業缺工15%以上，主要
缺服務員、洗碗工等一線
員工，待遇普遍在1800至
2000元，比去年提高了
10%至15%，但也只比外
省高10%至15%，對外地
員工沒有吸引力，對企業

已造成壓力。
隨 中國整體經濟水平提高，廣州與內地

其他城市相比，在勞動密集企業、服務行業
方面薪酬優勢縮小、生活成本則明顯較高，
這也造成每年春節後缺工情況愈發嚴重的原
因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萬潤科技17日在深
交所上市，備受關注的「三當家」李馳首
次亮相。這位「85後」深圳女孩以開盤價
計算身家已經超過1.3億元（人民幣，下
同），成為深圳最年輕億萬富豪。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萬潤科技「三

當家」，持有萬潤科技800萬股的李志江、
羅小艷夫婦之女李馳最近備受關注。據萬
潤科技招股說明書資料顯示，李馳出生於
1985年10月。而她的億萬身家只能算是
「紙面財富」，據招股書介紹，李馳與父母
李志江、羅小艷等股東共同承諾，上市3
年之內不轉讓或委託他人管理本人持有股
份。

自命普通人 婉拒採訪
面對傳媒追問，李馳指 喉嚨輕聲答：

「這段時間感冒了，嗓子不太方便講話」，
一直牽 她的手的男友不斷為她擋駕。記
者注意到，李馳幾乎看不出化妝痕跡，衣
普通，與深圳街頭女孩無大異，唯一的

亮點就是她手裡的白色LV包。此前，李
馳從事投資銀行行業，目前無業，在萬潤
科技中無具體職位。
對於億萬身家的財富光環，李馳平靜地

說：「我只是個普通人，對於財富並不看
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備受關注的中國足球打假反賭掃黑案首批審理案件，昨日下午再有39人在

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審中被判刑獲罪（見表），其中，前中國足協副主席楊一民及前足協裁判

委員會主任張建強刑期最重，分別判監10年半及12年，並被處以20萬元至25萬元罰金，張建強的刑罰

屬反賭案目前為止最高。據悉，楊一民與張建強均滿意判決，更當庭表示不會上訴。

部分涉案者/公司刑罰
姓名 原職 控罪 刑期及罰金

楊一民 足協副主席 受賄罪 10年6個月，罰金20萬

張建強 足協裁判委員會主任 受賄罪 12年，罰金25萬　

杜允琪 青島海利豐總經理 行賄罪、非法拘禁罪 7年，沒收財產10萬

王珀 西藏惠通陸華足球俱樂部總經理 受賄罪、詐騙罪 8年，罰金23萬　

王鑫 遼寧廣原俱樂部教練 行賄罪、開設賭場罪 7年，罰金330萬

李志民 陝西國力足球俱樂部董事長 受賄罪 5年，沒收財產25萬

范廣鳴 中國足協官員 行賄罪 3年6個月，罰金15萬

許宏濤 成都謝菲聯足球俱樂部總經理 行賄罪 監禁1年，緩刑1年，罰金10萬

成都謝菲聯足球俱樂部 行賄罪 罰金60萬

青島海利豐足球俱樂部 行賄罪 罰金200萬

來源：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
■幾名足壇反賭案罪犯拿 判決書、被同一把手銬銬住帶往看守所。

中新社
■張建強在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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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後，廣州往往出現招工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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