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4月4日從濱海新區政
府獲悉，《濱海新區「調結構、惠民生、
上水平」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措施》
出台，今年推出18項重點舉措，投入近30
億元人民幣，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濱海社會經
濟全面發展。
據了解，這18項措施包括加快推進戰略

新興產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支持科技小巨人企業成長，提高自主創新

能力；推動項目建設，增強經濟發展後
勁；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節能減排；大力
發展樓宇經濟和總部經濟，推動現代服務
業加快發展；推動金融創新，拓寬融資渠
道等。
從發展戰略型新興產業、科技創新、金

融創新、強街強鎮、人才培養、審批改
革、教育、衛生、住房等各個方面入手，
調整產業結構，保障民計民生，提升發展
水平和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前兩月，濱海新區新
批外商投資企業共計60家，平均每天新增
一家，累計合同外資22.06億美元，同比增
長4.41%；累計實際使用外資15.68億美元，
同比增長13.19%；內聯引資到位項目數累
計116個，實際到位額111.79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32.71%。
據了解，今年前兩月，濱海合同外資增

資9.63億美元，其中增資3000萬美元以上的
項目10個，增資達5.96億美元，增資額同比
增長25.56%。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外資到位3.21億美元，

同比增長62.04%，增幅居到位各產業首
位；內聯引資方面，濱海新區第三產業到
位資金86.3億元，其中現代服務業到位59.3
億元，同比增長261.6%。

香港文匯報訊 4月3日，中沙（天津）石
化有限公司年產26萬噸聚碳酸酯項目在濱
海新區大港開工奠基，這是繼年產100萬噸
乙烯項目後，中沙合作在津建設的第二個
大型石油化工項目。
據了解，該項目佔地66.6公頃，總投資

110.27億元人民幣，包括兩條生產線共計8
套生產裝置，是國內最大和世界非光氣法

規模最大的聚碳裝置，工藝處於世界領先
水平。
項目計劃於2015年建成，將年產26萬噸

高端聚碳酸酯，實現年增加值31億元人民
幣。聚碳酸酯是一種綜合性能優異的熱塑
性工程材料，廣泛應用於汽車、家電、醫
療、光學、機械等領域，並擴展到航天、
航空、計算機、電子等行業。

濱海18項舉措促發展

濱海招商引資持續高增長

濱海開建中沙聚碳酸酯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

道）記者近日從珠海拱北海關獲悉，該關
破獲一起近年來全國最大的攝影攝像器材
走私案，端掉一個跨越穗珠港澳等城市的
走私團伙，證據顯示，該團伙一年內走私
進境各類照相機60,204台，專業鏡頭
13,623個，案值4億元（人民幣，下同）。

拱北海關緝私局目前對涉案嫌疑人刑事拘
留14人。
據介紹，該走私團伙主要利用粵澳直通

車走私攝影攝像器材。團伙頭目是廣州人
袁某，負責在香港組織貨源並發至澳門，
再由澳門同夥接貨後僱粵澳直通車司機藏
匿走私，入境後銷往廣州、北京、杭州、

上海等地。

「化整為零」 多路徑運貨
在組織貨物走私進境的過程中，走私團

伙先在香港分拆相機，配件類以快件方式
經深圳走私進境，整機器材則發往澳門。
涉案人均為來往珠海、澳門兩地的司機，
受走私高額利益誘惑，從事走私行為。
拱北海關緝私局於2010年5月份收到情

報：有人在珠海邊境長期走私電子產品，
於是深入調查發現，有一走私團伙先從香
港訂購相機等攝影攝像器材，發運至澳
門，走私入境珠海後在廣州海印電器城、
天河電腦城、百腦匯的店舖分銷。

檢相機6萬台 鏡頭逾萬個
2012年2月20日，拱北海關成立專案

組，全力查辦此案。2月22日，珠海聯手
廣州、佛山、澳門等地相關部門同時展開
查緝行動，一舉端掉走私團伙，拘捕14名
涉案人員。
證據顯示，從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15

日，袁某走私團伙共走私進境各類照相機
60,204台，專業鏡頭13,623個，閃光燈483
個，攝像機1,025台，投影儀348台，案值4
億元。目前，該案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在經歷過汶川地震險情、福島特大核事
故影響等多方面考驗後，中國核應急

能力面臨 新形勢和新挑戰。國家核應急辦
主任、國防科工局副局長王毅韌指出，從戰
略和全局來看，快速發展的核能事業對國家
核應急管理提出新要求；自然災害頻發、多
發為國家核應急管理帶來新的挑戰；社會公
眾以人為本安全理念的強化向國家核應急管
理提出新的需求。

省級應急組織增至16個
昨日的國家核應急協調委會議，通過組織

架構、法律法規等多方面入手，力求進一步
提高中國核應急能力。
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成員單位由原

來的18個增至24個，工信部部長苗圩兼任核
應急協調委主任委員，工信部副部長、國防

科工局局長陳求發兼任副主任委員，協調委
委員則由多個部委的副部級官員兼任，指揮
調度力度進一步加大。
此外，全國設立省級核應急組織的省份由

12個增至16個，中國核應急組織機構和核應
急體系進一步完善。
2005年發佈的《國家核應急預案》已完成

修訂，預計在本次會議上審議通過。據了
解，此次修改根據在汶川特大地震和日本福
島地震等重大事件中取得的經驗教訓，建立
國家、省和核設施運營單位三級預案體系，
並加強了應對疊加自然災害的針對性和實用
性。

曾派專家赴港指導工作
核應急「十二五」規劃，則主要完善法規

標準體系、推進基礎建設、開展科技研發、

加強培訓演練等幾個方面對新時期的核應急
工作實施總體佈局。
港澳和台灣的核安全問題，亦得到中央高

度重視。國務院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在昨
日的發言中指出，海協會和海基會在去年簽
署的《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是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推動。
另據了解，內地核應急專業人士，亦曾赴

港指導核應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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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蘭任甘肅紀委書記

聯合國報告：
中國城市人口2050年將增3.41億

珠海破四億元相機走私大案

涉港涉台官員任核應急協調委
中國提升核事故應變能力 重視港台核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福島核事故的發生，令核安全

成為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記者從昨日開幕的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五

屆二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獲悉，中國政府擬進一步提升核應急能力，並修

訂《國家核應急預案》和編制《國家核應急工作「十二五」規劃》。值得關注

的是，國家核應急協調委由18家成員單位擴容至24家，國務院台辦常務副主

任鄭立中、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華建兼任協調委委員，這亦凸顯出中央在核

安全問題上對港澳及台灣的重視。

內地未來3年建70新機場

江蘇鐵皮船超載側翻釀5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錢修遠　上海

報道）國家民航局局長李家祥日前在上
海出席一個會議時透露，到2015年，全

國將新建70個機場，遷建15個機場，改
擴建101個機場，每年引進飛機在300架
以上。

據中新社6日電　5日11時40分左右，
在江蘇省張家港市承建張家港走馬塘水
利工程的鹽城水利建設工程有限公司19
名職工，乘坐一艘核載8人的小鐵船，

從七干河的北側回南側去用餐。當鐵船
行駛至河中央時，由於嚴重超載發生側
翻，造成5人死亡。目前，沉船意外正
在調查中。

豫搗黃網 揭30寫手皆少女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 河南鄭州一

名男子創辦「耽美小說網」，傳播1,200
餘篇描寫男同性戀情的色情小說，其
「幕後創作團隊」竟是一群20歲上下的
少女，其中最小的17歲。日前，經鄭州
市二七區檢察院提起公訴，該網站站長
王明被法院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判處
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罰款一萬元。
2011年年初，一家名為「耽美小說網」

的網站引起了鄭州警方的注意，警方進
一步偵查發現，在該網站刊載 眾多描
寫男同性戀情內容的小說，經鑒定為淫
穢色情信息。
2011年1月5日，警方將這個「潛伏」

在鄭州市某高校家屬院內的涉黃網站一
舉端掉，網站站長王明被抓獲。今年27
歲的王明是河南魯山縣人，大專畢業後
來到鄭州。2008年年底，他通過購買美
國一家網絡公司的空間，創建了「耽美
小說網」。
讓警方意外的是，經調查，這個30餘

人的「幕後創作團隊」竟是一群20歲上

下的少女，她們分佈在廣州、上海等多
個地市。

不為報酬 為圓作家夢
據王明稱，至落網時，他先後給簽約

作者匯去2,000多元分成。據一些到案的
簽約作者交代，她們的寫作報酬很少，
有的一篇僅幾十元。回報並不豐厚，是
什麼驅使這些少女創作這些色情小說？
少女萌萌說，耽美小說在網上很流行，
自己閒來無事就閱讀這類小說打發時
間，後來就嘗試 動手寫，寫多了就有
網站找她簽約，最終就成了「半職業」
的簽約作者。
也有少女坦言，寫耽美小說並不為報

酬，更多是為了追求個性，圓自己的作
家夢。少女明慧說，看 自己的作品
「發表」在網上，被眾多網友閱讀、轉
載，她覺得很有成就感。
據辦案民警說，這些女孩子平時都是

家長、鄰居眼中的「乖乖女」，涉世未
深，有的甚至還沒感情經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若溪　深圳報道）當代佛門
泰斗本煥長老(見圖)的追思
及荼毗（火化）法會5日舉行
完後，佛教信眾及社會公眾
無不關注本老舍利及化身窯
（荼毗爐）何時開啟。記者從
弘法寺獲悉，本老荼毗後的
化身窯將根據本煥長老治喪
委員會的決定擇日開啟。
昨日是荼毗法會第二日，

深圳的天空依舊下 濛濛細
雨，但仍未阻擋信眾們趕往
弘法寺追思本老的腳步。不
少信眾佇立在前日的追思會
現場，在本老法相前靜靜沉
思或者虔誠跪拜。

化身窯開啟日期未定
本煥長老治喪委員會昨日通告稱，社會各界

希望盡快瞻仰本老靈骨舍利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本老剛剛荼毗，其後事正按照叢林古制如法
進行，目前尚未有化身窯的具體開啟日期。根
據本老生前已安排的荼毗靈骨的處理方案，凡
是本老生前住持過的寺院都可以迎請靈骨、起
塔供養，具體方案將在今年本老106歲冥壽紀
念期間落實，撿出的靈骨舍利將暫珍藏在適當
的地方集中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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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網5日電 聯合國5日發佈的2011年
版《世界城市化展望》報告說，到2050年，
亞洲和非洲的城市人口增長將佔世界城市人
口總增長的86%，而同期中國城市人口將增
長3.41億，在城市人口增長最多的國家中位
居第二。
這份由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發佈的報

告說，到2050年，非洲的城市人口將從2011
年的4.14億增加至12億，亞洲的城市人口也

將從19億增加到33億，共佔未來世界城市人
口總增長的86%。其中增長最多的國家依次
是印度、中國、尼日利亞、美國和印尼。
聯合國負責經濟發展事務的助理秘書長喬

莫．孫達拉姆當天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
記者會上說，全球人口將在2011年至2050年
期間增長23億，而城市人口將增加26億，城
市在吸收全球新增人口之外，還將吸收一些
農村人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報道）中共中央日
前批准張曉蘭(見圖)任中共甘肅省委委員、常委和紀委
書記，免去蔣文蘭甘肅省委常委和省紀委書記職務。張
曉蘭是目前全國最年輕的省級紀委書記。
張曉蘭出生於1965年11月，重慶市人，1984年12月加

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7月參加工作，研究生學歷，理
學碩士。1990年10月起在重慶市高新開發區工作，從幹
部升職為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黨工委委員。2003年7
月起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2008年7月到甘肅省工作。

■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五屆二次全體（擴大）會議昨日在北京召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攝

■近日，珠海拱北海關破獲一起近年來全國最大的攝影攝像器材走私案。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