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麗玲、郭若

溪，通訊員　殷業軍　深圳報道）7月17

日，西氣東輸二線海底管道工程銅鼓航道

段海管鋪設作業全面展開，受工程影響，

深圳西部水域最重要的航道—銅鼓航道昨

日起至21日期間封航4天。封航期間，大型

船舶將改道香港馬灣水道，為降低對深港

澳間5條高速客船的航行安全風險，將啟用

臨時航標，並在特殊水域劃定臨時航道繞

過施工區通行。

深港澳逾百高速客船繞道
西氣東輸二線海底管道工程是中國目前

管徑最大的海底管道工程，全長30.1公里，

設計年輸氣量60億立方米。自今年2月1日

啟動以來，目前已進入大鏟水道、銅鼓航

道、公沙水道等對通航安全影響重大的特

殊工程段施工期。該工程貫穿整個深圳西

部水域，年均船舶流量達50萬艘次，每天

穿梭於粵、港、澳的高速客船達100多航

班，通航環境極為複雜，是水上交通安全

事故多發的敏感區域。

記者在現場看到，隨 一艘散貨船由媽

灣電廠經銅鼓航道出港，作為深圳西部水

域的「交通要塞」的銅鼓航道正式封航。

封航期間，5萬噸以上中小型船舶可改道龍

鼓西水道或香港馬灣水道。
據現場作業指揮負責人張瀟介紹，銅鼓

航道段施工作業於2012年6月2日啟動，目
前已完成預挖溝施工，7月17日進入為期4

天的鋪管施工階段。截至7月15日，香港支
線段已完成管道鋪設8,560米，總計投入施
工船舶130艘。「目前正以每日200米的速
度進行管道的鋪設，平均每50分鐘能完成1
節管。如工期順利，管道的主體工程將於9
月30日全線貫通，預計於2012年年底實現
向香港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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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氣輸港管道 9月底全線貫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7日在新聞發佈

會上指出，上半年內地非金融領域實際使用外資(FDI)591億美元，按年下跌3%。其

中，6月FDI金額120億美元，同比下降6.9%（見圖表），但歐盟對華投資由降轉

增。他又表示，面臨外需嚴重不足、成本過快上升、貿易環境嚴峻「三座大山」，

中國外貿在上半年實現穩步「爬坡」，有信心完成全年10%左右的增長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被譽為「中國有色
金屬之鄉」的湖南郴州市，如今正
面臨 重金屬污染綜合治理的難
題。郴州市一共有25個項目納入了
「2011年湖南省計劃啟動重金屬污染
防治項目」。截至6月30日，25個項目
中，無一竣工驗收通過。
據中新社報道，東河和西河均位

於郴州市蘇仙區，都屬於湘江二級
支流。據郴州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
管委會副主任雷向進介紹，自上世
紀80年代以來，東河、西河流域周邊
民採眾多，亂採濫挖猖獗，個體採
選企業上百家，大量含有重金屬污
染物的固體廢棄物堆集在東河、西
河流域兩岸，最嚴重時，東河的河
水都是黑乎乎的，只要一靠近就能
聞到一股臭味。目前啟動的東、西
河流域環境治理項目，計劃在2011至
2013年投入10億元資金綜合治理東、
西河流域，恢復流域周邊的自然生
態環境。

竣工項目不申請驗收
據介紹，郴州全市共25個項目納入

了「2011年湖南省計劃啟動重金屬污
染防治項目」。截至今年6月30日，25
個項目中，尚無竣工驗收通過的項
目。
為什麼項目主體工程完成了，卻無

人願意申請驗收？當地政府說，因為
全省尚無一個該類項目實施驗收，沒
有人清楚驗收標準，因此各項目業主
都不願意第一個申請。而另外的說法
則是，因為目前有色金屬市場價過
低，而項目一旦驗收就要投入生產，
這時候生產也就意味 虧本。因此，
大家都拖 不願意驗收。

據《華西都市報》17日報道　和巴菲
特吃一頓午餐，2012年的競拍價格再一
次打破紀錄，高達345萬美元。而和經
濟學家茅於軾喝下午茶，要花多少錢？
這個問題，日前首次有了確切的答

案，6位從內地各省市趕赴成都的競拍
者，以25.9萬元的價格，成功獲拍與茅
於軾夫婦面對面「品茶論道」。
按之前「天則經濟研究所」定下的競

拍規則，「前6位出價最高的將成為特
邀嘉賓，所有中選嘉賓將按出價最低者
的報價（即按出價第6高的價格）付
款」。
而此次6位中選嘉賓，出價最低2萬

元，也就是說，這餐下午茶6個人的價
格本應只有12萬，然而出價排名第一的
競拍者段紹譯，仍堅持支付15.9萬元，
使這餐下午茶的「價格」最終定格在
25.9萬元。84歲的茅老成為國內首位拍
賣喝茶機會的經濟學家。

深GUCCI虐工事件 再有4員工提訴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 ）GUCCI（古馳）深圳萬象城店
員工因不滿深圳仲裁院裁定結果，其中
4名員工17日向深圳羅湖區人民法院就
同樣的請求事項，依法提起訴訟，請求
古馳（中國）公司、深圳南油外服、上
海外務、上海東浩公司等6名被告支付
加班工資、人身和精神損害賠償金、丟
失貨物款等費用。
記者從起訴狀中看到，員工的訴求金

額大約在6萬至8萬人民幣不等，其中人

身、精神損害賠償金佔3萬元左右。據
某員工透露，去年10月媒體曝光的
GUCCI「虐工事件」中，發起投訴的
員工均獲得了20萬元左右的「賠償」，
而GUCCI對其他員工卻沒有給予「平
等待遇」，所以他們希望繼續通過法律
途徑，得到「應有的賠償」。
據GUCCI員工代理律師稱，昨日下

午羅湖區人民法院已經就此事立案，截
至記者發稿前，尚未收到GUCCI中國
的任何答覆。

沈丹陽表示，6月當月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2,444家，同比下降16.3%；實際使用外資

金額120億美元，同比下降6.9%。數據顯示，這
是最近6個月來，當月同比跌幅最大的一個月。
對於實際利用外資回落的緣由，他指出，從外
部環境看，世界經濟的復甦進程緩慢，不確定
和不穩定因素很多，對全球跨國投資活躍程度
有所影響；從國內因素分析，目前出現的生產
要素成本的上升、土地供應趨緊張等對外商投
資有一定影響；從具體數據看，主要是受房地
產的影響。

下降乃宏調效應顯現非壞事
沈丹陽指出，這種下降是宏觀調控政策效應

的顯現，不能說是壞事。扣除房地產，1月-6月
全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僅下降0.1%，基本持
平。此外，2010年和2011年中國利用外資總量
大幅增長、基數較高，也是影響因素之一。
他表示，全年利用外資規模將保持穩定。商

務部提出了「穩定規模、優化結構、提升水平」
的方針，準備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將進一步推
動服務業對外開放，擴大服務業方面的利用外

資；鼓勵外商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農
業、現代服務業、節能環保產業；抓緊修訂
《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在深化
外資審批改革、提高投資便利化等方面推出新
舉措；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切實解
決外商投資企業反映的市場平等權利的訴求
等。

對外投資累計3575億美元
沈丹陽又指出，上半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

對全球116個國家和地區的2,163家境外企業進行
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354.2億
美元，同比增長48.2%。其中，對外並購大幅增
加，佔同期對外投資的三分之一。截至6月底，
中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3,575億美
元。
關於外貿走勢，沈丹陽表示，上半年外貿出

口結構調整取得了明顯成效，下半年將努力保
持出口穩定增長，積極擴大進口，實現增長
10%的目標。而全年貿易順差可能會比去年有
所增加，但順差額佔GDP的比重不會有太大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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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民政部網站17日消息，11日以來強降雨
已致30人死亡，4人失蹤。
據中通社報道，7月11日以來，中國西南地區東部至長江

中下游一帶出現較強降雨過程。據民政部、國家減災辦17
日初步統計，強降雨引發的風雹、洪澇、山體滑坡和泥石
流等災害已造成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重慶、四川、
貴州7省（直轄市）46個市（地、州）233個縣（區、市）
740.3萬人受災，30人死亡，4人失蹤，緊急轉移安置和其他
需緊急生活救助43.1萬人。
同時，強降雨還導致1.2萬間房屋倒塌，6.4萬間不同程度

受損；農作物受災面積478.5千公頃，其中絕收35.3千公頃；
直接經濟損失38.2億元。其中，湖北、貴州災情較為嚴重。

滬迪園今年料完成百億投資
據中新社17日電　上海迪士尼樂園去年完成固定資產投

資近30億元人民幣，今年預計完成100億，實現交地和啟動
樂園及配套設施建設。
上海迪士尼樂園項目地處浦東，2011年4月8日破土動

工，是中國內地首個、世界第六個迪士尼主題樂園，度假
區一期投資約245億元人民幣，規模約3.9平方公里，預計
2015年建成開園。
據介紹，目前上海迪士尼項目的主題樂園及停車場土地

已經移交給業主公司，2條道路已經通車、4條已開工，圍
場河和中心湖部分已經完工。

香港文匯報訊　在滬杭高鐵七寶站南端
的低路基區段，一名男青年想翻越柵欄，
當他靠近水泥柵欄時，現場附近的高音頻
喇叭立即發出「高鐵線路危險，請抓緊離
開」的提醒和制止聲。這是上海鐵路警方
滬杭高鐵電子圍欄防入侵報警系統正在發
揮作用。

不傷害人畜 誤報警率低
據中新社報道，該系統在中國鐵路應用

尚屬首次。電子圍欄系統是目前中國最先
進的周界防盜報警系統，安裝在高鐵線路
低路基區段及部分矮墩橋兩側，具有威
懾、阻擋和報警三大防護特性。這種報警
系統分為脈沖式電子圍欄和張力式電子圍
欄。滬杭高鐵目前使用的是脈沖式電子圍
欄，它由脈沖主機、報警喇叭、帶有脈沖
高電壓的合金絲和防區組成，一旦有人想
從柵欄等處闖入高鐵線路內，電子圍欄會

立即做出反應，瞬間產生3,000至7,000的脈
沖高電壓擊退闖入者，讓人或生畜形成心
理屏障，產生懼怕並遠離圍欄，達到安全
隔離和防範的目的。警方表示，電子圍欄
系統不會對人畜造成傷害。
警方告訴記者，電子圍欄會立即將報警

信息傳送到派出所指揮室，電子地圖上可
顯示入侵區域的具體位置，指揮室值班人
員將迅速通知就近的警員立刻趕往現場處
理。
另據了解，脈沖主機一般設置成延時3秒

報警，一般小動物無意的碰觸和樹葉劃
過，都不會報警。這將減少誤報和不必要
的出警。
目前，鐵路有關部門已將這一成果在京

滬高鐵、滬寧城際等線路上的低路基區段
推廣應用，逐步實現安全預警、快速反
應、實時觀察和高效指揮的保障體系，確
保高鐵運行安全。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通報2012年

上半年中國商務運行情況。 中新社

■中油海鋪管船每日正以200米的速度進行這管線鋪設，兩艘海巡船在施工現場巡航。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電子圍欄系統在高鐵沿線應用。圖為行駛中的高鐵列車。 資料圖片

■與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喝下午茶，

「消費」高達25萬元人民幣呢。圖為茅

於軾與其孫女。 資料圖片

中國上月使用外資同比降6.9%
商務部：歐盟投資轉增 外貿「保十」仍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哲 北京報道）

7月16日，記者從中國石油和化學聯合
會與天津市人民政府在北京召開的新聞
發佈會上獲悉，「2012中國國際石油化
工大會暨第十一屆中國國際化工展」將
於9月10日至12日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
區舉行。

首次移師天津的中國國際化工展，也將
與此次石化大會同期舉辦。
本屆展覽目前已吸引了來自12個國家和

地區的600家展商參展。包括中石油、陶
氏、蘇威、帝斯曼、英力士、沙伯、巴斯
夫等世界五百強企業的40餘位嘉賓將發表
演講。

國際石化大會九月在津召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記
者從天津市有關部門獲悉，今年1-6月，天
津引進國內招商引資項目3426個，到位資
金1379.9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3.36%。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天津引進大項目佔

比達92.78%，其中，億元以上項目239個，

到位資金1016.6億元，同比增長15.18%，佔
比為73.67%；千萬元至億元項目854個，到
位資金263.76億元，同比增長28.53%，佔比
為19.11%。此外，濱海新區引進項目312
個，到位資金30 1 . 4億元，同比增長
30.43%，增幅居全市之首。

天津半年引內資138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7月13日從天津濱海
旅遊區管委會獲悉，今年上半年，旅遊區
預計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億元，同比增長
40%；固定資產投資預計完成77.3億元，同
比增長32.5%，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完成
達51.6億元；財政收入5.93億元，同比增長
7倍多。
據了解，經過上半年的緊張建設，在旅

遊區南部區域，歡樂海魔方、碧桂園住
宅、東方文化廣場等8個重點在建項目進展
順利。在北部區域，媽祖文化經貿園商業

會所主體實現封頂，人造沙灘、景觀島等
基本竣工；航母主題公園直升機低空遊覽
項目上半年航母遊客接待量超過45萬人
次，同比增長51%，旅遊業收入5356萬元，
同比增長51%.
今年上半年，旅遊區新增註冊企業達68

家，同比增長127%，註冊資本金超過9億
元，其中引進超聯物流、旺優貿易等總部
經濟項目就達4個。另外，遊艇配套基地、
總部經濟、文化創意旅遊等10餘個大型項
目正積極跟進洽談。

濱海旅遊區上半年GDP增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