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 女市長龐國梅在電視上說，中

廣核在江門的項目被徹底取消了。本

來還打算今日頂 炎熱太陽繼續上街

散步的江門人，終於可以驅散心中的

核陰影，好好度過這個周末了。

龐市長的表態讓人何其眼熟！兩個

月前，昆明市民因反對PX(對二甲苯)項

目，集體上街「散步」，市長李文榮也

作出過類似的表態。再往前追溯，寧

波市長、什邡市長、大連市長、廈門

市長⋯⋯

在現行的政績考核機制之下，當局

為一個投資約400億元的項目趨之若

鶩，本是常事。但涉及一個「核」

字，卻讓官民之間勢同水火。特別是

前有俄羅斯的切爾諾貝爾事件，近有

日本的福島核洩漏事故。政府本想用

突擊式的短期公示，把生米煮成熟

飯，但維權意識強烈的民眾卻不甘被

決定，有人在網上振臂一呼，上街

「散步」自然就浩浩蕩蕩了。

自廈門市民在2007年選擇用集體

「散步」方式，讓市長表態放棄PX項目

之後，這種表達民意訴求的方式，就

在各地重複上演。特別是當跟環境安

全有關的公共事件出現時，只要上街

「散步」的人數和傳媒關注效應同時出

現，當地的行政長官毫無懸念會站出

來表態。

表面看來，是政府順勢而為，及時

採納民意。但稍思考一下就會發現，

其實民意和政府雙雙被拖入了一場困

局：無關理性，一鬧就停。深層次的

問題，絲毫未能在一波波的「散步」

事件中得到根本解決。

有人感歎，在PX、核、垃圾焚燒等項目上，民眾

無論利弊如何都持反對意見，其實，冰凍三尺非一

日之寒，始作俑者正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倘若一開

始，政府和企業就釋出誠意，將項目涉及的利弊清

晰呈現，並讓民眾代表參與，想必官民之間不至於

深陷如此困局。

工業化時代的中國，有污染可能性的項目上馬不

可避免。官民如何在「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

山」之間獲得最大

共識，並非是一道

無法解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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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順民意 撤建核料廠
當局宣佈對核燃料項目不予申請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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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東

省江門市鶴山

核燃料項目遭

到市民強烈反

對後，事件在

昨日又有重大

發展。鶴山市

政府舉行新聞

發佈會宣佈，

中核集團龍灣

工業園項目因

較 多 群 眾 反

對，為充分尊

重群眾意見，

決定該項目不

予申請立項。

據悉，龍灣工業園項目原規劃為核燃料工業區，
項目預計總投資370億元人民幣，集中建設鈾

純化轉化、鈾濃縮、核燃料元件製造等設施並打造
「一站式」的核燃料加工產業鏈，規劃到2020年建成
年產1,000噸金屬鈾、具備先進壓水堆核燃料組建製
造能力的工業園區。

官員：未達共識 絕不立項
12日上午8時許，千餘名抗議者步行至江門市政府

門口反映訴求，活動持續至當晚。迫於社會及輿論
壓力，江門市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當日上午決定，將
項目公示時間推遲10日。當晚，更高級層面的商討
會召開。經過討論，江門市政府決定遵從民意，終
止鶴山核材料項目。期間，江門市委副書記、市長
龐國梅向全市民眾發表電視講話，稱「在社會未達成
廣泛共識之前，絕不辦理立項手續，絕不開工建
設。」
昨日上午，鶴山市市長伍宇雄正式宣佈，原本規

劃建設的江門鶴山核燃料項目，不予申請立項。伍
宇雄進一步介紹，公示期間，政府方面通過書面、

電話、電子郵箱等方式收集社會公眾對這個項目的
意見，由於社會各界反對意見較多，經慎重考慮，
為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意願，作出終止項目的決定。

民眾：奔走相告 傳遞佳訊
消息傳出，江門坊間一片歡欣鼓舞，慶祝「維權」

勝利。其中，環保組織人士更相聚慶祝，並讚許政
府順應民意。同時，有接受本報採訪的江門市民告
訴記者，此次核項目從遭到激烈反對到項目終止決
定的作出，轉變在兩天內出現，一方面說明政府能
夠聽從民意，一方面也說明，政府涉及民眾利益的
政策或措施的制定，應自始至終要聽取民間意見。
龍灣工業區附近的村民聽到項目取消的消息，也

奔走相告，傳遞好消息。「這說明，政府還是會考
慮到老百姓的真實想法。」西園村村民麥先生告訴
記者。
不過，目前項目徵地工作基本結束，很多村民拿

到了補償款。圈起來的土地該做如何處置，發放到
村民手中的補償款該如何處理，目前仍沒有有關部
門公佈相關措施。

江門核項目始末
3月31日 中核集團工業園項目合作協議簽字儀

式在北京舉行

7月4日 江門市發改局發佈「穩評」公示

7月5日 江門市緊急召集多家媒體，介紹龍灣

工業園項目的基本情況

7月7日至8日 針對網上的反對聲，鶴山市下發做好

普及核燃料科普知識的通知，要求進

一步學習普及宣傳核燃料安全知識

7月9日 江門市政府邀請清華大學專家向全市

幹部科普核安全知識

7月12日 江門千餘人抗議鶴山核項目開發，迫

於社會壓力，政府宣佈延長「穩評」

公示時間

7月13日 江門市政府宣佈終止該項目

資料來源：本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網報道，據中央組織部有
關負責人證實，廣西自治
區政協副主席、區總工會
主席李達球涉嫌嚴重違
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
導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
理。

桂政協副主席涉違紀免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中國儲備糧管理
總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長
李長軒受賄、鉅額財產來
源不明一案日前審結。河
南省鶴壁市中級人民法院
依法以受賄罪判處其無期
徒刑，以鉅額財產來源不
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

數罪並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
部財產。一審宣判後，李長軒當庭表示服判不上
訴。目前，判決已生效。

中儲糧高管受賄判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
央視財經網報道，內
地一名即將結婚的空
姐，11日晚使用充電
中的蘋果iPhone5通
了個電話後倒地死
亡，當地公安證實她
觸電死亡。據悉，該
名空姐名叫馬愛倫，
年僅23歲，8月8日是
她的婚禮。

充電iPhone 5  疑「殺」準新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中山報道）廣東
中山市發生人倫慘劇。一名25歲的年輕母親段某
（河南桐柏人）疑丈夫在外包養情婦，11日深夜
竟狠心將自己年僅一歲的雙胞胎兄弟傷害致死，
隨後段某墮樓身亡。

疑夫出軌 婦殺孖仔墮樓亡

新聞快訊

川阿壩26村成孤島 逾萬人受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強降雨導致四

川省阿壩州8個縣52個鄉（鎮）受災，截至13日
上午9時，仍有汶川縣草坡鄉、茂縣土門、東興
鄉共26個村處於「孤島」，14,200餘名群眾受困，
救援正艱難進行。
據了解，汶川草坡鄉共有8個村4,205人，全鄉

受災嚴重，全鄉各村房屋絕大部分受損，其中克
充、兩河兩村90%以上房屋被掩埋、沖毀。碼頭
村80%以上農房進水，金波村沿河農房損毀嚴
重。龍潭村全村基礎設施損毀嚴重，農房30%損
毀。沙排村通住外界唯一道路上的橋樑被沖毀。
全鄉有1人重傷，目前無人員死亡、失蹤報

告。該鄉形成兩處堰塞湖，分別位於涼水井電站
和兩河口交匯處，並在鄉政府所在地海螺廣場處

形成一處高15米的壅塞體，導致鄉政府、文化站
等地一樓被淹，鄉黨委政府已撤離至鄉衛生院指
揮救災。
通往草坡的鄉、村、組路全部損毀，路基基本

垮塌；電力、通訊完全中斷。目前，該鄉缺糧、
缺水、缺藥品，先後派出的三批救援隊伍已抵達
草坡並展開救援。截至12日，草坡鄉已轉移群眾
40餘人安置在縣城安置點。
另據相關部門消息，茂縣土門和東興兩個鄉鎮

18個村的群眾、企業職工和成蘭鐵路施工隊人員
1萬餘名被困。鄉鎮、群眾不斷通過媒體、微博
和應急電台求助；富順鄉槽木村170人被困；成
蘭鐵路中鐵五局六標段二項目部員工和當地群眾
100多名群眾被困土門鄉馬家村石槽溝。

滬河如墨汁 淋菜菜苗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上海

閔行區居民近日表示，他們所在的華漕鎮鷲山
村內一條河道在2年內變黑變臭，凡是用該河水
澆過的菜苗，都會死掉。
當地村民稱，之前河水青綠色且能看到魚

蝦，但最近河水黑如墨汁，還散發陣陣惡臭，
他們種的小青菜苗用河水澆過後就馬上死掉。
現在只能用自來水澆灌，但長久下去成本太高。

村幹部認為，河道污染的原因可能是村民的
生活污水沒有統一管理，都排到了這條小河的
緣故。但對此解釋，村民們並不認同，他們指
出，附近很多村也存在生活污水排入河道的事
實，但就屬他們這裡的河最黑最臭，懷疑是有
工廠偷排廢水。
當地水務站的負責人表示目前正在和環保局

尋找排污口，一旦查出將立刻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

書 廣州報道）廣州市長陳建華
日前透露，2013年至2016年，
廣州將投入140億元（人民
幣，下同）治水。對此，有學
者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在2009年至2010年期間，廣州
曾投入486.15億元進行污水治
理和河涌綜合整治工程，幾乎
1天吞入1億元，但今年監測結
果僅一條河涌水質合格。此番
巨資治水如不規劃長遠，恐又
無功而返。
陳建華在12日召開的國際城

市創新研究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上表示，2013年至2016年，廣
州將再投140億元進一步解決
水問題，且將在內裡下工夫—
重進行排污管道的鋪設及截

污工作。2016年至2020年，廣
州還將進行第三期水環境整治
工作。

一天耗一億 僅一河達標

對此，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
工程學院教授李適宇表示，廣
州治水向來大手筆。2009年

初，廣州市政府曾承諾至2010
年6月底，共投入486.15億元進
行污水治理和河涌綜合整治工
程。但3年過去，31條市中心
區河涌水質僅一條合格，其餘
全部是地表水評價標準中最差
的劣五類。就算投入10億元治
理，被當做樣板工程的東濠涌
亦是「劣五類」。

治標不治本 效果難持續

他指出，廣州許多河涌的水
質之所以不達標，與過去為迎
亞運做的一些對策 重於短期
有關。「不少措施是治標不治
本，效果難以持續。」像對東
濠涌的治理就是把其上空封
閉，並沿 上面修建一條高架
橋，似乎既「治理」了污染，
又充分利用了空間。但這種臨
時措施反而加劇了東濠涌的污
染程度，到後來不得不治理的
時候，挖開上面的蓋板，才發
現淤泥積壓導致河道嚴重淤
塞。「如果有太多短期行為，
缺乏對規劃的尊重，就算持續
投入，恐怕還是會無功而返。」

■昨日，四川消防官兵通過搭建繩橋的方式，轉移被困民眾。

中新社

■廣州雖然

投入10億元

治理，但東

濠涌的水質

仍是「劣五

類」。圖為東

濠涌東華西

路段。

網上圖片

穗再擲140億治河 學者憂徒勞

■廣西自治區政協副

主席李達球。

■即將於8月8日結婚的空

姐馬愛倫。 網上圖片

■中儲糧河南公司

原董事長李長軒。

網上圖片

■昨日，鶴山市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 中新社

■廣東江門市副市長吳國傑在江門東湖廣場宣

佈：江門鶴山核燃料項目已取消立項。 中新社

■12日，江門市東湖廣

場發生市民遊行活動，

反對江門鶴山進行核燃

料項目建設。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