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志堅 長

春報道）一塊手錶動輒十幾萬
元，一個鑽戒賣到上百萬元，由
於物有所值，人們已經不足為
奇，但是一個鐵壺標價將近20萬元

可就非常罕見了。近日，記者在長春
卓展購物中心就見到了一款標價
188,000元的天價鐵砂壺(見圖)。

據店主介紹，該款名為巖鑄的鐵壺產自日本南
部。「就像用鐵鍋炒菜對人的身體有好處一樣，
用鐵壺煮水，一方面鐵壺會吸附水中的氯離子，
另一方面鐵壺煮出的水中會釋放出鐵離子，可以
補充人體每日所需的鐵質，還可預防及降低高血
壓，對有高血壓的人也是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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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到旅遊勝地 西藏排第一

廣東韶關某動物園，近日一男子持刀闖入
將鴕鳥殺死並吸血，目睹這一變態情景的遊
人深感毛骨悚然。
16日中午，韶關市區森林公園一司機正開
電瓶車搭載遊人上山，一男子突然從前方

的擋土牆上滾了下來。司機以為是周圍的市民上
山挖野菜失足從山上掉下來，趕緊停車準備去救
助，卻發現男子手上拿 一把刀。
司機以為是來搶劫的，連忙大喝一聲，該男子

轉頭跑進了動物園。司機一邊報警，一邊通知動
物園尋找該男子，最終與迅速到來的民警在鴕鳥
園發現了他。「他當時正抱 一隻鴕鳥，先用刀
割破了鴕鳥的脖子，然後用嘴撕咬並大口吸食鴕
鳥血。」參與抓獲「吸血男」的譚警官回憶說。
「吸血男」手上有刀，且精神明顯失常，為避

免驚動「吸血男」對周圍遊人造成傷害，民警迅
速趕回派出所拿來盾牌等器械，卻發現「吸血男」
正頭枕 已經死去的鴕鳥，神態悠然自得。
最終，民警拿 盾牌衝進鴕鳥園，將「吸血男」

抓獲。警方說「從他衣服裡搜出兩封分別寫給父
母和女友的遺書，根據遺書內容，估計是因感情
受挫導致精神失常。」 ■中新社

男子闖動物園
殺鴕鳥吸血

經貿訊息■責任編輯：葉卓偉

翻 看胡女士生孩子以前的照片，面
容清麗可愛，笑容燦爛充滿朝

氣。據了解，她6年前結婚，婚後第
二年生了個男孩，生完孩子後，她
感覺臉部皮膚有些鬆弛(見圖)，
當時以為這是生完孩子的正常
反應，慢慢可能會恢復。但
半年過去，情況不僅沒有
好轉，反而臉部的皮膚
越來越鬆弛。她漸漸
意識到這可能是一
種病，但此時已經
無法挽回。

不敢照鏡

自從得了這
種怪病，胡女
士自信心受到

了很大影響。她不敢
照鏡子，不敢出
街，不敢接孩子，
家庭關係也因此
變得緊張。「我
現在都不敢上
街，不敢面對
別 人 的 眼
神。」胡女士傷心地
說，她還是穿 同齡人的衣
服，但當她走到大街上不少人議論，這
位「奶奶」穿的怎麼跟年齡那麼不相稱。她去
了很多醫院，醫生都無法解釋這是什麼病，無
法治療。

難治癒惟整形

河南鄭大一附院的尹光平主任醫師了解胡女
士的情況後，初步判斷為「獲得性皮膚鬆弛

症」， 也叫
「獲得性面部
皮膚衰老症」。
這種病的發病率
很低，屬於罕見
病，病因不明，跟
病人的遺傳基因有
關，目前沒有十分有
效的針對性治療手段。
醫學專家認為，獲得性
皮膚鬆弛症的治療屬世界
醫學難題，目前尚無有效
方法，整形手術治療幾乎是
唯一選擇。

我國此前也有幾名患者，2009年，《現代快報》
曾報道過，21歲的朱女士患有此病，遍訪全國名
醫，沒有得到有效治療，最後在美容醫院做了
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小舟鄭州報道）家在河

南的胡女士1985年出生，正值風華正茂之年，原本

應是面容姣好皮膚緊致的年齡，卻面部、頸部皮膚

鬆弛，看上去像六七十歲的老人，完全不符她的實際

年齡。這一切變化都是從生過孩子後開始的，如今她

不敢照鏡子，害怕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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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旅遊衛視18日下午，在北京舉行「中國人一
生要去的50個地方」新聞發布會，發布中國人最喜
愛的50個旅遊目的地。其中，中國西藏排在第一
位，愛琴海、普羅旺斯和北極分列二、三、四位。

會上宣布了中國人《一生要去的50個地方》前十
位排名。它們是：第一名西藏、第二名愛琴海、第
三名普羅旺斯、第四名北極、第五名巴黎、第六名
北海道、第七名布拉格、第八名馬爾代夫、第九名
威尼斯、第十名希臘小島。
本次評選從2012年7月正式開始，歷時5個月的時

間，截至2012年11月底，主辦方共收到62萬餘張選票。
「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選擇和評價」，評選活動

發起人阿澀講述發起活動的初衷，1999年美國《國
家地理》曾評出「星球上最想前往的50個旅遊目的
地」，但這無法代表中國人的選擇，因此他發起本
次活動，「希望了解國人的出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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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膺魅力品牌城市
青島市體育總會主席、奧帆城市

發展促進會秘書長、市帆船帆
板（艇）運動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
長林志偉出席年會，並發表演講介紹
了青島打造帆船之都品牌城市的歷程
和經驗。

「帆船之都」拓旅遊文化活動

據介紹，後奧運時代，青島市積極
傳承奧運遺產，確立了打造「帆船之
都」城市品牌、建設藍色經濟領軍城
市的戰略目標。圍繞這一目標，青島
將帆船運動與旅遊、文化、教育融合
發展，包括積極引進國際高端賽事，
努力爭取世界級比賽的舉辦權；打造
以帆船為主要內容的節會活動，定期
舉辦青島國際帆船周；普及帆船運
動，努力開展「帆船進校園」活動和
「歡迎來航海」全民帆船普及運動的
工作；積極發展帆船產業等。
上述各項工作成果顯著，目前青

島已成為亞洲地區引入國際帆船賽

事最多的城市，同時也被國家體育
總局水上運動中心授予「中國青少
年帆船運動推廣普及示範城市」稱
號。另外，青島全市帆船運動俱樂
部有28家，各類遊艇製造企業有20
家，2010年實現產值3億元人民幣，
佔內地遊艇製造總產值比重約6%。
正是藉此，「年度魅力品牌城市」
花落青島。

金博獎嘉許創新卓越品牌

據了解，2012中國品牌年會以「走
向世界的品牌」為主題，設有品牌
之翼、品牌之星等六大板塊。與會
專家一致認為，中國自主品牌要走
向世界，就必須要堅持誠信和創
新。此次品牌金博獎是中國品牌傳
播聯盟發起設立的高端、榮耀、公
信的品牌獎項，以表彰與鼓勵在品
牌創新、品牌傳播、品牌公益等方
面做出卓越貢獻的人物、明星、城
市、媒體和企業。

穗助喀什拓國際商貿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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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會芳、實習記者

張晶、李夢莉 新疆報道）位於喀什克孜河畔
的廣州新城一大清早就吸引了熙熙攘攘的客
商，2012年竣工的30萬平方米商舖，被海內
外客商基本訂購，並將在2013年6月開業。
屆時，將舉辦首屆中國喀什．廣州商品交易
會，廣汽旗下本田、豐田、三菱、菲亞特、
新傳奇五大品牌聯合4S店也同時落戶廣州新
城。
廣州市在對口援建疏附縣的過程中，提出

打造「廣貨北上、西進，疆貨南下、東輸」
中心樞紐的戰略構想，通過產業援疆，尋找
一條適合的邊境貿易發展之路。在廣州市政
府的支持下，由國企牽頭，集合民間資金，

疏附縣在距離喀什市一河之隔的克孜河畔，
建設了一座佔地4平方公里的綜合體城市—
廣州新城，實現廣州市「產業援疆」的造血
功能。經過兩年的建設，廣州新城已完成了
60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的封頂，即將啟動一期
30萬平方米商業面積的開業，累計為當地政
府繳納稅費2.18億元（人民幣，下同），為當
地提供勞動崗位2,500餘個，吸引投資8億
元。
廣州新城佔地6,000畝，投資近100億元，

是一個集現代商貿物流、宜居社區於一體的
現代化生態綜合體，項目運營成功後將推動
喀什地區市場貿易總額每年達300億元以
上，極大地促進喀什地區產業轉型升級。

中交建380億橫琴項目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

報道）繼進出橫琴的咽喉大道全面通
車、BT項目全面推進，橫琴新區基
礎設施建設近日獲得新突破。中交建
日前以380億元（人民幣，下同）參
與橫琴基礎設施建設的綜合開發項目
舉行開工儀式，主要包括橫琴島內的
防洪、堤岸、道路等基礎實施建設以
及南部填海項目。同日，中交南方投
資發展有限公司舉行揭牌儀式，中交
南方金融總部落地橫琴。廣東省委常
委、珠海市市委書記李嘉、中國交通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劉起濤出席了
儀式。

據悉，橫琴新區綜合開發項目投
資建設總投資380億元，是中交建最
大的單體投資項目，分為橫琴本島
市政基礎設施和南部填海區人工島
兩大部分，覆蓋六大類15個子項目。
其中，橫琴本島部分投資額為150億
元，主要包括防洪、堤岸、填築、
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南部填海項
目投資額為230億元，主要是圍堰、
吹填及基礎設施建設，定位為商務
旅遊、高尚居住、海濱度假的高端
新城開發。該項目將採用「投資建
設一體化」模式開發，投資建設運
營期14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曉玫 大連

報道）世界最大軸重和牽引噸位最
大、自重最輕、配置最高的首批120
輛Q系列40噸軸重不 鋼礦石車日前
在大連旅順開發區交付。由中國北車
齊齊哈爾軌道交通裝備有限責任公司
（下稱「齊軌道裝備公司」）研究製造
的Q系列礦石車是為世界礦業巨頭
—力拓集團量身定做的。齊軌道裝
備公司始終堅持「國際化戰略」，
2012年，公司全年實現出口整機簽約
額3.22億美元、配件簽約額近7,000萬
美元，海外市場營銷勢頭強勁。

技術指標超歐美同類產品

此次齊軌道裝備公司交付力拓集團
的Q系列40噸不 鋼礦石車堪稱世界
頂級產品，各項技術指標均超越歐美
發達國家的同類產品，其軸重為40
噸，列車編組為240輛，載重高達
139.5噸，牽引噸位高達3.8萬噸，自
重僅20.5噸。

齊軌道裝備成華出口主力

自2004年齊軌道裝備公司與力拓集
團首次合作以來，累計向力拓集團出
口近4,000輛C系列礦石車。作為中國
鐵路貨車行業的龍頭和世界知名的貨
車製造企業，齊軌道裝備公司是中國
鐵路貨車重載升級和出口海外的主導
力量。
此外，旅順開發區機車製造及配套

園區已經有20多家企業入駐，形成了
以大連機車和齊車軌道為龍頭的完整
產業鏈條，而隨 大連機車二期、三
期產業基地陸續建成，園區的產業集
群優勢將進一步顯現。今年，旅順口
區軌道交通裝備製造業預計實現產值
13.3億元，同比增長33%。計劃到
2015年，年產值突破5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實習記者 連天坤 青島報道）由

中國品牌傳播聯盟發起主辦的「2012中國品牌年會暨品牌金博獎

頒獎盛典」日前在北京圓滿落幕。青島市憑借「帆船之都」城市

品牌，榮膺「2012品牌金博獎．年度魅力品牌城市」獎項。

宋河去年銷售破2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拴穩、黨英偉 鄭

州報道）宋河股份日前在鄭州舉行「國字
宋河高端客戶新春團拜會」。宋河股份總裁
王禕楊透露，2012年，宋河的省內市場增
幅50%以上，省外市場2倍增長，全年銷售
額突破20億元（人民幣，下同）。
王禕楊介紹稱，目前，宋河的原酒儲備

近4萬噸，發酵池近1.5萬條，均居河南首
位；宋河的原酒生產班組佔河南省60%，
河南省唯一的濃香型白酒工程技術中心落
戶宋河，無論是生產能力、科研能力，還
是國家級白酒評委數量，宋河在河南省都
是獨佔鰲頭，並以「自然香」的獨特品類
引領白酒潮流。

■宋河股份

在鄭州舉行

高端客戶新

春團拜會，

圖為宋河酒

模特秀。

■齊軌道裝備公司的礦石車下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