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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州空港
經濟區總體規劃及起步區控制性詳細規劃與城市設
計近日正式公示。與此前規劃相比，最新版本的規
劃中，空港經濟區總面積達439平方公里，擴大151
平方公里。至2020年，空港經濟區居住人口達到約
220萬人，將成為全球綜合航空樞紐、亞洲物流集
散中心之一。專家表示，該規劃涉及到穗多個航空
產業，而目前香港機場客貨已飽和，相關發展又沒
提上議程，料客貨分流已是必然。

規劃居住人口220萬

廣州空港經濟區總體規劃範圍東起京珠高速公

路，西至廣清高速公路—巴江河，北起珠三環高速
公路，南至北二環高速公路—流溪河，廣州空港經
濟區總面積約439平方公里，其中花都區約200平方
公里，白雲區約239平方公里。除了相關範圍進行
了調整之外，空港經濟區的定位為全球綜合航空樞
紐，亞洲物流集散中心之一。同時，是中國重要的
臨空經濟中心、航空經濟示範區。
根據已公示的規劃，至2020年居住人口約220萬

人。新版規劃中，規劃了四個「起步區」。起步區
總規劃面積81.9平方公里，其中白雲區55.6平方公
里，花都區26.3平方公里。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表示，

儘管相關規劃以擴充面積的形式，有圈地之嫌，但
該規劃不單針對客貨運輸，而是從產業鏈延伸了整
個航空產業。在目前的航空物流競爭背景下，珠三
角發展非常快，香港卻停下來，這樣的格局將導致
競爭加劇。

料2015空客貨量超港

他認為，國際航線是港機場的優勢，但目前客貨
已近飽和，新跑道又沒有提上議程，白雲機場國際
航線今年已達100多條，到2015年國際航線就將超
過香港。按目前的發展速度，估計白雲機場到2015
年客貨運輸量就將超過香港。

■廣州空港經濟區新版規劃總面積擴大。小圖為鄭天祥

教授。

穗空港經濟區擴容 爭香港客貨流

毒米早現深圳 港恐現搶米潮
超市內部知悉鎘超標 員工不敢買自家貨

記者昨日走訪深圳超市及糧油店
發現，絕大多數散裝大米，產

地不明，僅簡單的貼了普通大米、東
北大米、油粘米等種類標籤。記者詢
問負責賣米的工作人員，他們均表示
不知道產地是哪裡，也沒見過大米的
包裝袋，其中一人更笑稱，「知道是
米，可以煮飯就行了。」

產地標籤順手寫 市民無奈

記者又暗中詢問其他工作人員自己
會否購買散裝大米，對方表示，自己
平時只會購買價格最高且有明確產地
的「五常稻花香米」，其他都不會考

慮。 「那種500g都不到2元的普通大
米看 就不敢吃，根本就不會往家裡
買，同事們也都極少購買。外面食肆
售賣的很多大米都是這種普通米，有
的質量可能更差。」
此外，在記者暗訪的幾家超市中，

均未發現湖南大米。正在購米的市民
張女士表示，聽到新聞說許多食品有
問題，自己已經不敢在私人店舖買東
西，只敢到大型超市購買。市民李小
姐亦表示很擔心，但指作為消費者基
本沒得選擇。「我每次去市場買米
時，大米產地標識牌都是商家自己寫
上去的，是否貨不對辦，消費者根本
沒辦法控制。」李小姐說。

檢測結果公佈日期未定

深圳地區最大的農批市場海吉星，
上周已要求對所有檔位在售大米進行
第三方檢測，並表示檢測結果會在昨
日公佈，但截至記者發稿時，海吉星
表示相關結果仍在核實中，並未公佈
檢測結果。

另外，廣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近日公佈，在抽檢的18批次米及米製
品產品中，有8批次產品鎘超標，其中
有6批來自湖南，分別來自湖南攸縣和
衡東縣的廠家，這兩個縣分別位於湖
南重工業城市株洲市和衡陽市，都是
有色金屬之鄉。
據網上爆料稱，鎘嚴重超標的毒大

米部分品牌分別是：仙桃香米、軟粘
米、憶口香洪湖油粘米、稻花香米、
仙女湖大米、祺龍牌江西大米、寶水
盛盈香米、湖南盛湘糧食1號、全家樂
大米。這些不合格產品來自湖北省監
利、洪湖，江西南昌、余干、臨川、
崇仁以及湖南的永州。
目前，湖南大米被曝光後，江西大

米已開始取代湖南大米，成為各高
校、工廠食堂的替代品。但實際上，
江西土地遭受重金屬污染，江西大米
也面臨鎘超標風險。
受事件影響，廣州已有不少市民商

議前往香港買米。不過，尚未出現大
規模廣東居民到香港購米的現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李望賢、敖敏輝 穗深連線報道）連日來，廣

州「鎘大米」事件備受關注，深圳有沒有鎘大米？目前尚未有官方結果公佈，

但有深圳大型超市的員工透露，在廣州發現「鎘大米」之前，集團內部就已發

現所售大米鎘含量超標，內部員工更表示，「不會在店裡購買一粒米」。受到廣

州毒米事件影響，廣州已有不少市民商議前往香港買米，隨時演變成繼「搶奶

潮」後的新一波「搶米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
道，根據有關規定，中共中央
紀委對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原執行董事、副行長、黨
委委員楊琨(見圖)嚴重違紀違法
問題進行了立案檢查。經查，
楊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
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

楊琨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並涉嫌受賄犯罪。
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參照《行政機關
公務員處分條例》的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審議並
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楊琨開除黨籍處分；經
監察部報國務院批准，決定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
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永傑、殷江宏山東章丘報道）

保利集團下屬的保利民爆濟南科技有限公司，5月20日
上午10時45分發生爆炸事故，爆炸造成廠房倒塌。初步
核查，當時現場當班工人34人，車間周邊另有民工8
人。目前救援人員已從廢墟中救出32人，其中死亡13
人，傷19人（其中重傷2人），死亡的13人中有11名企業
職工，2名民工，目前搜救仍在繼續。
本報記者從現場了解到，爆炸的工廠位於濟南市東部

的章丘市曹范鎮，發生爆炸的是該公司生產震源藥柱的
一個車間。該廠房斜依在一個山坡上建成，原本是一座
地下兩層、地上一層的建築，但是由於爆炸目前樓體已
經全部被震塌。記者在現場看到：事故車間已經成為一
片廢墟，車間的鋼筋混凝土屋頂幾乎全部坍塌。在爆炸

車間外圍的辦公區域，該公司的辦公樓玻璃震碎了一
地。距離該公司3公里遠的南曹范村，村民說爆炸的巨
響震耳欲聾，感覺房屋都隨爆炸發生了顫動。
事故發生後，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代省長郭樹清等

領導專程趕到現場指揮救援。據悉，由於擔心殘留爆炸
物爆炸，一些切割設備不能投入使用，此外地勢不便以
及鋼筋混凝土的廠房結構都給救援造成了一些困難。現
場不少救援人員手持鋼筋剪，徒手剪斷鋼筋，清理廢
墟。同時另一部分救援人員也正在利用生命探測儀和搜
救犬尋找生命跡象。
事故發生後，被埋人員親屬從新聞、網絡上了解到情

況，紛紛趕往保利民爆公司。許多家屬要求保利民爆公
司盡快公佈傷亡人員名單。

原農行副行長受賄被雙開 保利旗下炸藥廠大爆炸13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

賢、實習記者吳振鵬深圳報道）

為期4天的第九屆文博會昨日閉
幕，據通報，文博會前三天，總
成交額比上一屆同期增長
15.85%，預計超過1600億元，超
億元項目達到157個。
截至5月19日18時，本屆文博

會中徵集的投融資項目再創新
高，佔總成交額的57.42%，覆
蓋全國37個省市，內容涵蓋文化
產業各重點領域。
不過記者注意到，龐大的成交

額中，合同成交僅有六成多，而
意向成交額高達三成左右。據了
解，文博會合同成交額佔總成交
額63.98%，同比增長24.87%；
零售成交額佔總成交額4.28%，
同比增長9.88%；拍賣成交額則
佔1.33%。
海外參展商成為本屆文博會的

亮點，據介紹，展會前三天共有
來自93個國家和地區的14,622名
海外採購商參加文博會，海外專
業觀眾達到5.225萬人次，文化
出口交易額同比增長9.72%。

浙江冤案叔侄各獲賠110萬

粵禽流感樣品確診陽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浙江省
高院消息，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級
人民法院對張輝、張高平再審改判無罪作

出國家賠償決定，分別支付張輝、張高平
國家賠償金約110.5萬元，共計約221萬
元。
據介紹，2013年5月2日，張輝、張高平

分別以再審改判無罪為由向浙江省高級人
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兩人共申請國家賠
償金266萬元。
張輝、張高平係叔侄關係，因涉及2003

年發生在杭州的一起強姦致死案，分別被
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和有期徒刑十五
年。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
院依法對張輝、張高平強姦再審案公開宣
判，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張輝、張高平無
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農業部20日發佈消息，廣東省動物疫病預
防控制中心送檢的1份雞疑似陽性樣品，
經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覆核確診為
H7N9禽流感陽性，樣品來自廣東省增城
市富力市場，所分離株與4月4日從鴿子中
分離的H7N9禽流感病毒株高度同源。

據通報，農業部已要求廣東省按照農業
部《動物H7N9禽流感應急處置指南（試
行）》嚴格做好相關處置工作。同時，要
求進一步加強H7N9禽流感病毒監測工
作，落實各項防控措施。截至目前，國家
禽流感參考實驗室共檢測到53份H7N9禽
流感陽性樣品。

疑似長沙「墜井女孩」屍體發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5月19日21時30分，微博爆

料稱當日上午8點30分有居民在湘江湘陰段發現一年輕女性屍
體，從身高與穿 等外部特徵看，疑似3月22日長沙暴雨「墜
井女孩」楊麗君。
岳陽市湘陰縣刑偵大隊已證實確有此事，工作人員表示詳

細情況還需進一步調查，目前他們已提取了該名女屍的
DNA，並正在進行醫學比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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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表示，作為消費者很被動，基本無法選

擇。 郭若溪 攝 ■深圳某超市散裝大米無原產地標識。 郭若溪 攝

■救援人員和搜救犬在事故現場進行搜救。 新華社

■第九屆文博會昨日閉幕。 吳振鵬 攝

■張輝(左二)、張高平(右二)獲無罪釋放

後和律師合照。 網上圖片

■楊麗君生前照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鄧哲天津報道）記
者日前從濱海新區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工
作推動會上獲悉，今年一季度，濱海完成
固定資產投資902 . 6億元，同比增長
18.4%。21個總投資億元以上的大項目竣
工，44個新項目開工，558個在建項目穩步

推進，24個新簽約項目意向投資額約155億
元，固定資產投資實現平穩開局。
據了解，濱海共有21個總投資1億元以上

大項目竣工。今年，濱海共安排總投資1
億元以上重點項目1076個，總投資10627億
元，本年度計劃完成投資268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渤海早報》報道，濱
海新區於近日提出今年首批重點建設項目
安排意見，開工首批1076個投資在1億元以
上重點項目。據介紹，此次開工的所有重
點項目符合區域產業結構與投資結構、生
態環保和集約用地等三大要求，對於不符
合要求項目已全部實施一票否決。

據介紹，今年，濱海將大力推動大眾
變速器、中石化LNG、陶氏化學和高銀
117組團等重大項目建設進度。力爭打造
20條區域循環經濟產業鏈，培育和發展
50家具有行業代表性的循環經濟示範企
業，讓產業中出現的各種廢物實現區域
內自身消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鄧哲、通訊員薛力

強 天津報道）記者5月8日從天津港集團獲
悉，今年4月天津港滾裝碼頭商品車作業
達7.2萬餘輛，同比增長11.45%，創同期商

品車作業量歷史新高。
據了解，今年以來，天津港滾裝碼頭外

貿出口商品車保持較快增長，如長城等國
產自主品牌汽車出口量增大；同時寶馬、

奧迪、大眾等一些高檔類
品牌商品車通過天津口岸
進入的數量有所擴大。今
年前4個月，天津港滾裝
碼頭商品車累計作業滾裝
船舶達242艘次，裝卸商
品車24.1萬輛。

濱海固投首季同比增18.4%

濱海今年千餘個重點項目敲定

天津港商品車吞吐量創新高

■天津港滾裝碼頭。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