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道稱，其設計時速為350公里，但實際運
行時速不到200公里。另外，哈大高鐵在立

項及建設過程中多次追加預算，項目建議書階段預
計投資是820億元，到可研究性報告階段提升至950億
元，而開通後實際造價卻遠遠超過1,000億元。

曾被鐵道部點名批評

報道稱，哈大高鐵早在建設過程中就曾遭遇兩大挫折。前
年7月份，時任哈大鐵路客運專線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的杜厚
智因貪腐問題被「雙規」， 去年下半年哈大高鐵因工程偷工
減料，導致路基出現大面積凍脹。
哈大高鐵處於高緯度的寒帶，冬夏季溫差巨大，最低氣溫

在零下40度左右，容易出現路基凍脹。如果未在設計和施工
中有效防止高寒地帶的路基凍脹，則會使鐵軌不平順，嚴重
時會出現列車顛簸甚至傾覆的危險。原鐵道部副部長盧春房
在去年8月份舉行的鐵路工程質量會議上，就曾點名批評哈大
高鐵路基大面積凍脹，根源在於施工單位只重視企業效益和
工程進度，而忽略了工程質量。
報道稱，哈大高鐵在受到鐵道部批評後，進行了大範圍整

改，主要補救措施是路基注漿和表面封閉。所謂路基注漿，
就是在路基上鑽孔，然後向路基注入水泥灰漿，提高路基的
密實度，然後用瀝青作為防水層，對路基表面進行封閉處
理。而後哈大高鐵通過了驗收和試運營，並於去年12月1日正
式開通。

防凍脹技術棄之不用

不過，報道引述熟悉內情人士的話稱，哈大高鐵的質量問
題並未得到徹底整改，用瀝青做防水層進行封閉處理後又出
現新的問題，瀝青在極端氣候下也發生了裂縫等問題，路基
的密閉性依然成為問題。
哈大客專為此專門組織科研機構展開對路基面接縫修補和

路基混凝土板接縫密封
材料的試驗，但該項研究
項目距離付諸大範圍應用，
還要有很長時間。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曾表示，

中國實際上擁有高寒區域高鐵的防凍
脹技術，在青藏鐵路上已成功應用，哈
大高鐵圖省錢和省時而放棄。
報道指出，工程質量問題的爛攤子已經造

成，整改起來既費時又費錢，並引述一位高鐵材
料製造商的話稱，要把混凝土路基裂縫間的瀝青全
部扣掉，換成新型密封膠，工程十分麻煩，而且哈大高
鐵已開通運營，對施工人員也十分危險。

高管貪腐案 哈大高鐵
偷工減料路基埋隱患 無法按計劃提速

鐵道部謝幕，卻留下不

少「負遺產」，比如，近年

高鐵快速擴張遺留的2.66

萬億元巨額債務，以及建

設過程中埋下的安全隱

患，這些遺產彷彿一顆顆

「炸彈」，隨時可能因外力

引爆。如何消除遺留隱

患、實現平穩過渡，是對

後鐵道部時代中央決策層

智慧與決心的重大考驗。

目前看來，無論是巨額

債務，還是消除安全隱患

所需付出的高額代價和成

本，都是過去鐵道系統政

企不分、戰略定位失誤所

致，企業自己背負不起，

恐怕大部分最終仍將由政

府及消費者和公眾承擔。

而在為鐵道部料理「後

事」的同時，中央有關部

門或需花費更大力氣通盤

考慮和規劃改革方案，切

實推進鐵路系統的政企分

開，勿讓內地市場除油老

大、電老大等壟斷企業

外，再增一家「鐵老大」。

實際上，鐵道部撤銷

後，其建立的龐大企業帝

國依然存在，只不過名字變成了「中

國鐵路總公司」，一個堪比中石油、

中石化的國有特大央企已經閃耀登

場，如何監管這家央企巨無霸，

釐清企業與職能部門的關係，

明確有關部門的監管職責，

才是解決鐵道部「負遺產」

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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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里程：912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爆料

稱，造價逾千億的哈大（哈爾濱到

大連）高鐵，因高管貪腐而引發的

工程偷工減料的質量問題尚未得到

根本性的整改，為避免出現安全事

故，原定於下月1日起時速提高至300

公里每小時的計劃將可能延遲。

■造價逾千億的

哈大高鐵，疑因

老總貪腐及偷工

減料延緩提速。

資料圖片

哈大高鐵數據
開工日期：2007年8月23日

開通日期：2012年12月1日

全線車站：23個

設計時速：350公里

營業里程：921公里

動車車型：CRH380B耐高寒、CRH5

來源：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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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匪周克華女友　一審判囚5年

20華客遊法遇劫　微信求救引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艷芳 漳州

報道） 福建高速
路昨日發生連環車
禍，一輛江西牌照
的重型半掛牽引車
因剎車失靈，先後
與一輛小轎車、一
輛臥鋪大客車以及
一輛大貨車相撞，
目前已造成9死15
傷。
事故發生在漳龍

高速漳州南靖和溪
出口2.5公里處陡
坡路段。臥鋪大客車核載44人，實載36人，隸屬貴州
省遵義汽車運輸集團省際客運有限公司，經營期限從
2007年9月30至2012年12月31日，初步認定這是一部不
具備營運資格客車。

閩高速連環車禍 9死15傷

據中新社22日電 陝西榆林市神木縣孫家岔鎮燕家
塔工業區內一煉油廠21日發生爆炸，事故發生後，廠
區內數個儲油罐接連起火燃燒。
據了解，發生火災企業為榆林市天效隆鑫化工有限

公司，廠區內5個大型油罐全部 火，火勢兇猛。經
過長時間撲救， 火的儲油罐現已有4個被撲滅，現
場正在組織第二輪滅火，人員傷亡情況暫時不明。

陝西油廠爆炸 5油罐連環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臣 合肥報

道） 據安徽桐城市
官方最新消息，該
市盛源廣場建築工
地坍塌事故救援工
作取得進展，截至
昨日下午4時，確認
被埋人員14人，其
中8人死亡，獲救6
人生命體徵平穩，
正在醫療康復之
中。至此，整個事
故救援工作全部結
束。事故原因調查
工作即將展開。
據悉，前晚9時許，桐城市太陽城附近的盛源財富

廣場在建工地突然發生坍塌，在建樓房周邊的手腳架
隨之倒塌。由於事發時，施工人員正在樓房的操作面
上施工，事故導致多人被埋壓。

安徽工地坍塌　埋14人8死

香港文匯報訊 據《現代快報》報道，20多位無錫
遊客通過南京一家旅行社組團赴法不到2小時，竟然
遭到搶劫，其中1人受傷。 一條發自法國的求救微信
前日經微博轉發後，引起網友廣泛關注：「和20多人
出遊兼考察，目的地歐洲六國，今天高高興興出門，
如今卻擔憂如何回家了。第一天，第一站，戴高樂機
場下來到中餐館吃完晚餐剛出門，整個團隊即遭一黑
人團伙暴力搶劫，3人隨身挎包被搶，身體受輕微傷
害，見血」。
遊客張女士稱，「包內的財物丟失，就當破財消災

了，但要命的是，領隊包裡有20多人的護照，也全部

被搶走了。雖然我們報了警，但警察拖拉，而且聽說
劫匪通常會把證件丟掉，所以找回來的可能性不大。
我們需要通過大使館補辦護照，但是大使館的電話始
終無人接聽！現在已經是凌晨3點多，但是我們許多
人都還沒睡，大家受了驚嚇，情緒不穩，又在擔心接
下來的行程會受影響，我們原來計劃要去巴黎附近的
一家批發市場考察的！」

國外豪購　罪犯聚焦

據了解，該旅遊團的20多名遊客大多來自無錫朝陽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是江蘇省無錫市重點商貿

流通企業、江蘇省重點物流基地。
南京某旅行社出境中心總經理單女士表示，團隊在

國外被搶劫，還是頭一回遇到。「但的確由於此前中
國人在國外購物太高調，所以一些犯罪分子就把目標
瞄向中國遊客。我們經常提醒遊客，最好不要背名牌
包包露富，背個普通的挎包不易引起關注。」尤其需
要提醒的是，當遇到類似情況時，應該把生命安全放
在首位，回國後可以通過保險理賠部分財物損失。
據悉，目前該旅遊團已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登記，

申請臨時護照，一兩天便能拿到。目前，南京市旅遊
委員會正積極協助旅行社，處理相關事宜。

■來自各地的群眾、各界代表和華西村村

民一道，向吳仁寶致哀告別。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上海證券報》報道，
經多方證實，前中國
首富、光伏界的第一
位大佬—尚德電力創
始人施正榮（見圖）

與公司現任CEO金
緯，已被有關方面採
取暫時性的限制出境
措施。
尚德電力的上市主

體—無錫尚德前日宣
告破產重整。一位接

近無錫市委的知情人士透露，在破產重整案處理期間，
有關方面已對施正榮採取了限制出境等措施。此前有消
息稱，因懷疑施正榮通過關聯公司轉移上市公司資產及
利益輸送，公司內部目前正在就此進行調查。

到目前為止，外界對尚德和施正榮質疑最大的關聯交
易對象，就是2009年起施正榮公開出任董事長的亞洲硅
業(青海)有限公司(下稱「亞洲硅業」)。資料顯示，自
2006年亞洲硅業創立之時起，施正榮就是該公司的密切
關聯方，尚德也通過幫助融資、墊付款項、採購大單等
方式，對該公司持續不斷地予以支持，同時卻對自己同
該公司的關聯諱莫如深，直至2008年才對這種關聯作出
零星披露。

美投資方起訴　非法挪用資金

更具利益輸送嫌疑的是，施正榮擔任尚德的董事長兼
CEO期間，同該企業簽訂了價值15億美元的長期供應
合同，並涉嫌以高價採購該公司的多晶硅產品。
公開消息顯示，美國投資者已就施正榮及尚德管理層

借亞洲硅業掏空尚德電力，挪用公司16.8億美元投資資
金為施正榮個人公司提供無息貸款等情況，提起訴訟。
美國法院已對此立案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周克華女友張貴英因
窩藏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一審被判有期徒刑5
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0,000元。被告當庭表示不上訴。
經查明，張貴英與周克華同居期間看見周克華持有槍

支。去年8月10日，周克華持仿「五四」式手槍槍殺王
洪和廖德應，劫得王洪裝有現金7萬元、手機3部的挎包
一個。在逃離現場途中，周克華又持槍擊傷銀行保安馬
志忠，槍殺鐵路警察朱彥超。事後，他將劫得的6萬元
現金交給張貴英。張貴英按周克華要求將現金存入兩家
銀行，並多次用電話和短信的方式將自己所了解的公安
機關偵查和追捕「8．10」案件的相關情況告知周克
華，還向其提供用於化妝、隱蔽的口紅。當年8月14
日，周克華持槍拒捕，被當場擊斃。同日，張貴英亦被
抓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共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原
黨委書記吳仁寶追悼會昨日上午
在華西村民族宮大禮堂舉行，近
千人趕來送其最後一程。
華西村是位於江蘇著名的蘇南

富裕地區江陰市的一個村。建村
50多年來，吳仁寶一直擔任該村
的領導，把這個村子建設成了大
陸最富的村莊。華西村是有名的
農民別墅村，還蓋了一棟著名的
華西大廈，有74層，高328米，成
為華西最新的地標建築。吳仁寶
曾到台灣參訪，稱要在台灣也蓋
這樣一座大樓，一直未能實現。
華西村曾經是蘇南糧食單產最高
的村莊之一，也是最早辦鄉鎮企
業的村莊。如今，華西村一年產
值達500億元人民幣，已經成為一
個多種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中
國高層領導曾多次去過華西村，
對華西村和吳仁寶給予了充分肯
定和高度評價。

千
人
參
加
吳
仁
寶
追
悼
會■法院判張貴英有期徒刑5年後，她當庭表示不上訴。

中新社

■安徽工地坍塌事故，截至昨

日，確認被埋人員14人，其中8

人死亡，6人獲救。 中新社

■福建高速路發生連環車禍，事

故現場一片狼藉。 中新社

內地光伏大佬　涉案限制出境

拖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