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環境和食

品安全問題警訊不

斷，中南海保證讓

百姓呼吸清潔空

氣，吃上安全食物

的講話不絕於耳，

可見問題的影響和

後果已到了必須解

決的時候了！

這是一則流傳甚廣的網路笑話，戲謔內

地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在美國機場過

安檢時，報警器老是叫，脫了上衣和下

衣，還叫，又脫了內衣，還叫，只好全

光，還是叫。 我只好對保安說：我是中國

來的。保安立即放行，並向一個新手解

釋：他們都重金屬超標。」這本是個笑

話，不幸一語成讖。

美國《移民與難民研究》雜誌刊登的調查

報告稱：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血液中，鉛、

鎘、汞等重金屬含量高於來自其他亞洲地區

的移民，其中鉛高出44%。報告認為，重金

屬超標，或與多年的飲食習慣有關。

鎘大米、鉛皮蛋、毒奶粉⋯⋯內地的食

品安全事故花樣迭出，國民對此類新聞早

已見怪不怪，而近年來，隨 互聯網的普

及，國人進一步發現，除了吃的食品不放

心，連喝的水、呼吸的空氣也不安全：一

半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被污染，超過三億農民喝不上安全

的飲用水，八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霧霾光化學污

染嚴重⋯⋯有網友調侃說，吃的喝的可以都買外國貨，

但總不能把每時每刻呼吸的空氣全都換一遍吧？

是啊，有錢可以上買天、下買地，但無法中間買空

氣。當周圍充斥 生存的隱患，除了出走，似乎別無他

法。據《國際移民報告》統計，2012年，中國已成為世

界最大的海外移民輸出國，當年逾15萬名大陸居民獲取

外國國籍。而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想移民國外的不再僅

限於有錢有勢的權貴，高薪白領、知識精英等中產階級

漸成主力。相較於子女教育、資產風險等，他們尋求海

外居留權的理由也更加迫切和現實，「要活命，去移民」。

某論壇曾有過「現在年薪十二萬以上的人士幾乎全都

想移民」的帖子，雖然言過其實，但不容諱言，新一輪

移民熱潮正洶湧來臨。越來越多的本應屬於中流砥柱的

知識精英背土離鄉、舉家外遷，帶走的不僅是財富和頭

腦，還有對故土的信心，長此

以往，必然會損害中國經濟社

會發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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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十大污染城 7個在河北
環保部發布一季度數據 石家莊排名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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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部公佈內地74個以新的空氣
環境質量標準評價的城市裡，

石家莊1月和3月排名倒數第二，2月
和4月倒數第一，而且，截至5月29
日，優良天數僅有12天，佔比僅
8.1%，從而排名墊底，成為全國污染
最重城市。和石家莊成為「難兄難弟」
的河北城市還有邢台、唐山、保定、
衡水、邯鄲、廊坊，這7個城市在第
一季度一起位居內地最重污染城市前
十名。其他三個城市為濟南、西安和
烏魯木齊。

地形分佈不利擴散

河北為何污染扎堆？媒體分析稱，
首先是產業結構偏重，鋼鐵、建材、
石化、電力等「兩高」行業集中，其
中，鋼鐵粗鋼產量超全國總量的1/4；
能源結構不盡合理，能源消費居全國
第二位，單位GDP能耗比全國水平高
近60%。以石家莊為例，23家熱電聯
產企業，加上7座冬季供熱站年耗煤高
達2,390萬噸，超過了北京全年的煤耗
總量。
這樣的產業與能源結構，給了環境

巨大的壓力。河北目前的大氣污染還
是以煤煙型、顆粒物為主要特徵，大
氣污染物排放量巨大。其中，氮氧化
物、煙（粉）塵排放量居全國第一
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全國第二位。
此外，機動車和揚塵污染也很嚴重，
河北省環保廳副廳長殷廣平透露，目

前，河北省機動車保有量已達1,500多
萬輛，而且大部分都是黃標車。
除污染排放巨大，不利於污染擴散

的地理條件也是一大原因。據稱，污
染嚴重的城市大都分佈在太行山東
麓，與地理位置擴散條件有關係。比
如石家莊西高東低，呈「避風港」式
地形。

京津冀可協同減排

北京與河北相毗鄰，兩地的空氣狀
況因而密切相關。有研究表明，在偏
南風的作用下，北京空氣污染的狀況
將受到河北的影響，輸入型污染的影
響權重能佔到25%。
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

思表示，影響北京空氣質量的因素主
要有兩個污染源：北京的汽車、河北
的煤。他表示，北京在燃煤總量上已
經減到了兩千萬噸，還要繼續減，但
北京周邊地區的燃煤總量卻是3.5億
噸。「北京都減完了，也沒有大用。」
他認為，北京、天津、河北屬同一氣
候帶，大氣污染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協
同特徵，因而京津冀治理污染不能單
靠一地減排。
據悉，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

已部署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包括
建立環渤海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加強
人口密集地區和重點大城市PM2.5治
理，構建對各省（區、市）的大氣環
境整治目標責任考核體系。

蘆山「如廁身亡小孩」母自殺 震後首例

京津冀燃煤污染 致近萬人早死

滬嚴懲食安犯罪 定罪量刑「從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制網報道，
2011年，京津冀區域196個燃煤電廠
大氣污染物排放導致的PM2.5污染造
成了京津冀地區約9,900人過早死
亡，並導致接近70,000人次因健康受
損而去醫院接受門診治療或住院。環
保組織綠色和平昨日表示，這是其與
美國權威環境專家團隊聯合發佈的
《京津冀地區燃煤電廠造成的健康危
害評估研究》(以下稱《研究》)所聯
合進行的研究成果。　　
《研究》表明，2011年，京津冀地

區因區域內燃煤電廠空氣污染造成的
早死人數高達9,900人，其中北京市
近2,000人，天津市1,200人，河北省
6,700人。《研究》還指出，在京津
冀區域燃煤電廠導致了850例肺癌死
亡，新生兒夭折190例，兒童哮喘

9,300例和慢性支氣管炎12,000例。

區域控煤刻不容緩

研究同時也指出，河北省的污染排
放對區域內的公眾造成了最大的健康
影響。在北京、天津的早死案例中，
有近60%是由河北的燃煤電廠污染引
起的。河北6,700例的早死案例裡，
也有近80%是受省內污染所致。
日前，由李克強總理部署的「大氣

污染防治十大措施」劍指能源結構調
整、嚴控高污染行業新增產能。對
此，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黃
瑋認為，京津冀地區的高污染高耗能
行業通過燃煤耗電造成的PM2.5污染，
是京津冀地區污染的重要成因。保護
公眾健康免遭霧霾侵襲，區域控煤刻
不容緩，河北的行動是重中之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四川在線報道，17日
上午，地震災區蘆山縣龍門鄉青龍場村付
家營村民張芝容被發現自殺身亡，她係蘆
山「掉廁所身亡小孩」母親，而此次事
件，也是「4．20」蘆山地震後，災區已知
的首例自殺事件。
4月26日早晨，蘆山縣龍門鄉青龍場村付

家營村民張芝容帶 5歲的兒子小思上廁
所，結果遭遇餘震，小思意外身亡。事後

有媒體報道稱，因當地在震後廁所匱乏，
張芝容便帶 兒子小思，冒險回自家危房
上廁所，結果被餘震震塌的牆體砸死。但
幾天後，蘆山縣對此事發佈調查結果，顯
示小思「係掉入由木板搭建的簡易廁所
內，經搶救無效死亡。」
目前，有關方面已對事件展開調查，具

體細節仍不清楚，張芝容自殺是否與兒子
掉廁所身亡有關亦無法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
先」，內地近年屢屢在食品安全領
域亮紅燈，司法機關亦加重懲罰
力度。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昨日在
此間召開新聞發佈會，上海高院
副院長鄒碧華透露，對於危害食
品安全的違法犯罪，上海將堅持
兩個「從重」原則—在定罪上從
重、在量刑上從重。
鄒碧華指出，對於危害食品安

全的違法犯罪，上海將堅持兩個
「從重」原則。首先是在定罪上從
重，即對於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應以生
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
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兩個食品犯罪
基礎罪名定罪處罰。對於危害食品安全犯
罪行為同時又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
罪、非法經營罪、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等情
況，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加大財產刑判處 剝奪再犯資本
定罪從重還包括加大財產刑的判處力

度，徹底剝奪犯罪分子非法獲利和再次犯
罪的資本。

而對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
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
同時構成食品監管瀆職罪和其他瀆職犯罪
的，將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其次是量刑從重。鄒碧華表示，對於危

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慣犯，犯罪集團
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主要獲利
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銷售金額巨大，
以及處於生產、銷售源頭的犯罪分子，依
法從嚴懲處，對於從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的公司、企業，依法從嚴追究有關單位和
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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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晚
報》報道，17日上午，國務
院食品安全辦等14個部門聯
合啟動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
活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為食
品安全宣傳支招：還要利用
現代的手段。
汪洋說，很多農民工不看電

視，但是他有手機，可以給他
們發公益短信提醒他們注意食
品安全。馬雲創辦的淘寶網也
賣食品，如果在賣食品的時候
對一些重要的食品安全事項進
行提醒，買家就可以不上當，這
也是一種食品安全的普及。
汪洋說，希望社會的每一個

成員、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組
織積極參與到食品安全工作中
來，為保衛自己的健康，為保
衛大家的幸福生活，各司其
職，各盡其責，各顯其能，成
為食品安全的監督員、守護
者、受益人。

安徽企業拉橫幅送官惹猜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近

日，一則《潛山企業家歡送張林森副縣
長》的貼子引起網友關注。網貼稱：6
月14日下午左右，以安徽潛山十強企業
為首的企業老總到野寨高速路口歡送張
林森副縣長回安慶，送別現場燃放了焰
火，並打出「有這樣的好幹部『中國夢』
一定會實現」等橫幅。
但一位熟悉張林森的潛山政府官員

告訴記者，這樣的送別場面很可能是
張林森同個別企業共同「導演」出來
的。在該網貼的跟貼中，也有不少網
民如此猜測。
6月16日，張林森證實確有企業歡送

一事。但面對「導演」的質疑，張林
森表示「這絕無可能」。不過，他認為
自己掛職兩年期間雖然做了一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但企業這樣的送別行為

自己也很意外。談及橫幅，張林森表
示，自己忙 和大家道別，只看到了
那條「熱烈歡送」的橫幅，但沒注意
其他橫幅。上車後才有人告訴他。現
在想來的確不合適。
據悉，張林森在潛山掛職期間負責

政府法制、司法工作，協助分管工業
和重點工程、徵地拆遷工作。

京媒體車翻側
1死6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昨
日，一載有北京多家媒體記者和工作人員的客
車，從河北採訪返京途中由於大雨路滑，客車在
錯車時發生側翻事故，造成一名《北京晨報》劉
姓記者不幸死亡，6人重傷。
據內地媒體報道，6名重傷傷員目前均無生命

危險，其中《京華時報》的攝影記者傷勢較重，
不僅肺出血，還多處骨折。其他輕傷者也由當地
相關部門進行安置，部分人員已經回京，有些則
轉至北醫三院救治。
事發當晚，這輛載有多家媒體記者和工作人員

的客車已經完成了壩上音樂節的報道任務，從河
北返京，由於大雨路滑，客車發生側翻事故。
一名當事記者回憶道，「當時車翻下去，那個

記者直接就被甩了出去。」他表示，整車人都有
不同程度的受傷，最輕也是面部挫傷和皮外傷。

■河北目前的大氣污染以煤煙型、顆粒物為主，氮氧化物、煙(粉)塵排放量

居全國第一位。 網上圖片

■圖為上海工商分局人員對轄區菜市場的豬肉銷售

攤點進行票證核查。 資料圖片

■潛山有企業拉上「有這樣的好幹部

『中國夢』一定會實現」橫幅歡送掛

職副縣長。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環

保部公佈的今年一季度內地十大污染城市

中，河北省成重災區，污染城市竟佔7個，

其中石家莊位居首席。專家指出，因產業結

構偏重，鋼鐵、建材、石化、電力等「兩高」

行業集中，污染排放巨量，加上擴散不理想

的地形，大氣污染物管理不到位，致使當地

污染扎堆。另有研究表明，在偏南風的作用

下，北京空氣污染的狀況將受到河北的影

響，輸入型污染的影響權重能佔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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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七個重污染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渤海早報》報道，目
前，濱海新區移動電話、液晶顯示器、數
碼攝像機等高端電子產品年產值突破2,000
億元，約佔內地的一半，已成內地最大的
高端電子產品製造地。其中，到2015年，
電子信息產業最具核心競爭力的服務器生
產規模將達到每年80億美元，佔全球產能
的七成以上。
據天津三星電子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介

紹，目前，濱海已經是韓國三星電子株式會
社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僅智能手機年產量
就超過9,000萬部。平均全世界每10部三星
智能手機就有8部是在濱海新區製造的。
據統計，如今，濱海新區已經擁有電子

通訊企業超過200餘家，匯集了三星、富士
康、惠普、IBM等國際電子產業巨頭，產
品涉及移動存儲等數十個產業類別。其

中，作為電子信息產業核心技術的「服務
器」的生產，普遍應用於海量數據存儲分
析、高科技計算機研發、汽車碰撞模擬、
氣象預測等多個高精尖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新區網消息，6月9
日，第四代電子商務平台在濱海新區正式
運營，並設立了管理中心。該平台將為濱
海中小企業提供資質審核、產品審核、促
成交易等服務。
據了解，第四代電子商務平台，以促成

型交易為核心，迎合市場經濟的發展需
要，提供第三代無法實現的全方位服務。
「企業可以在我們的平台上免費上傳產品材
料，商務站的商務代表收到信息後便會深
入到企業內部對產品進行觀察和審核。通
過審核後，企業將毋須費心，商業代表將

通過在平台上的宣傳將企業產品推廣開
來，出現買家時，商業代表將迅速將信息
反饋給企業，促成交易。」我行網第四代
電子商務平台濱海新區管理中心CEO李長
利表示，這就是主動促成型電商的特色，
改變了中小企業銷售時的單一渠道。
李長利表示，第四代電子商務平台將啟

動建設社區商務站，讓電商更貼近百姓。
這相當於在小區內開設一個大型網絡超
市，為不懂網絡或不懂網絡購物的人搭建
一個線下「商舖」，居民通過社區商務站可
實現以線上價格在線下購買商品。

濱海成內地最大電子產品製造地

第四代電商平台搶灘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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