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開通運行僅2年的
廣深港客運專線高峰水庫特大橋橋墩近日出現裂縫，橋上每
日都有高鐵列車高速呼嘯而過，不少市民擔心橋樑質量受影
響波及高鐵線路安全。昨日，廣深港客運專線有限責任公司
工程部吳部長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出現裂縫的平台係高架
橋墩的外圍防護裝置，對橋墩主體質量沒有任何影響，因此

不需要對其進行修復。

承建方：無需修護

據悉，廣深港客運專線高峰水庫特大橋於2009年10月26日
合龍，橋墩下方連接處是一處兩層的回字形平台，最下方一
層邊長約6米、高約2米。出現裂縫的位置就位於平台處，而
開裂嚴重的三處平台位於水庫中央。平台從中裂開一條縫
隙，最寬處可並豎 放進三根手指，下方與河床連接處最為
嚴重，邊角幾乎看不到包裹的水泥，下方堆積的石塊已不見
蹤影。
據正在對水庫河道加裝圍欄等作業施工工人介紹，9月初施

工初期水庫內水位線還可將平台浸沒在水下，直到10月初水
位下降，平台露出水面時，才發現幾個橋墩的平台已經開
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濟

南報道）首屆中國．濟南（槐蔭）
茶文化博覽會18日在廣友茶城開
幕，逾百家國內外知名茶企參
展。
據悉，本屆茶博會將先後開展

商務互動、業界論壇、推介展
示、品賞茗茶4項活動，其間在廣
友茶城設置了200多個展位，匯聚
了國內百餘家知名茶葉產銷企
業，有福建武夷山紅茶名企金駿
眉創始者正山堂公司、湖南黑茶
著名企業白沙溪公司、雲南龍潤
普洱公司等100多家知名企業和
600多家商戶進駐參展。此外，茶
博會還專門設置了一個紫砂展
廳，有近50位江蘇宜興工藝美術
師帶作品參展交流。
據槐蔭區宣傳部長周敬介紹，

該區張莊路茶文化特色商業街區

作為長江以北最大的茶葉市場，
匯集了來自雲南、廣西、福建、
浙江、安徽、山東、台灣等16個
主要產茶區的茶商、茶農、茶
藝、字畫、觀賞等，年交易額超
過28億元，成交量130萬擔以上。
享有「江北第一茶市」盛譽，被
業內稱為「中國茶界晴雨表」。

首屆槐蔭茶博會匯集百大茶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福建廈門擬在今

年底試推「定製公交」，其主要服務對象是白領、商務人士
及私家車主。據介紹，一部「定製公交」能夠替代20至30部私家車在
通勤時間的使用，可有效緩解交通壓力。
作為「定製公交」供應廠家的廈門金龍聯合汽車工業有限公司負責

人介紹說，將投入「定製公交」運營的商務通勤車一人一座、一站直
達，並配備免費WiFi，票價比普通公交稍高，但較打車、自駕的費用
更低。金龍公司已在其官方網站和微博平台推出針對「定製公交」需
求的問卷調查，並將根據調查結果，視參與人員及線路情況於12月適
時推出為期1個月的免費乘坐體驗，為政府和相關運營商提供相關數據
支持。

福建

廈門擬推「定製公交」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艷如 內蒙古報道）內蒙古自
治區民政廳近日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孤兒數據統計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級民政部門分別建立孤兒數據統計協調會商機制，確保
孤兒統計數據真實、準確。負責兒童福利工作的部門要及時將新增孤
兒信息錄入系統，民政統計工作部門以此為依據，做好本地區的統計
工作。相關部門並應將年滿18周歲仍在上學和愛滋病孤兒數量以書面
形式上報至上級民政部門，確保孤兒享受保障政策。

內蒙古

民政部門建立孤兒數據統計機制

山東

77位國民黨抗戰老兵參加了啟動
儀式，其中年齡最大的104歲，

最小的也已88歲。據介紹，「雲南倖
存抗戰老兵關懷計劃」由雲南省滇西
抗戰歷史文化研究會、雲南省青少年
發展基金會、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
等聯合發起。活動首先在昆明、紅河
等地已核實身份的134名抗戰老兵中展
開，對於經濟較為困難者，致敬禮金
提高至每年6000元。主辦方並將繼續
核實新獲得的上百條老兵線索，逐步
向周邊地市輻射。

滇800倖存老兵 超3成生活貧困
根據募捐情況，力爭在2014年底

前，照顧到所有的雲南抗戰老兵，直
至他們離世。今年第四季度項目善款
已發放12.5235萬元，整個項目預計將

籌得超過1000萬元善款。
日前，雲南省民政廳在全國民政系

統率先發起抗戰老兵摸底調查工作。
至9月23日，雲南省老齡辦共收集到全
省16個州市近千份抗戰老兵的材料。
預計雲南現有的倖存老兵約有800名。
這些抗戰老兵主要集中在保山、德
宏、昆明、大理等地，貧困的比例超
過總數的30%，且大多集中在偏遠的
農村。未被發現的老兵，大多居住在
偏遠交通不便的山區，生活貧困。

■啟動儀式現場為抗戰老兵發放致敬禮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世強 蘭州

報道）內地考古人員引入遙感技術，
在古絲綢之路重要幹道瓜州至沙州段
新發現5處古城遺址，所屬年代初步
判定為漢至魏晉時期，證明該區域是
一塊消失的古綠洲，對於研究絲綢之

路瓜沙段線路走向、古綠洲變遷、環境演變
具有重要意義。
據了解，此次勘測還發現了兩處民居村落

中的13處房址遺跡，以及一段古渠道遺跡、
一條古道遺跡和一處陶窯遺址，還採集到磨
製石器、陶片、瓷片、磚瓦殘片、鐵器殘片
和1枚王莽時期的「契刀五百」錢幣，另有
遙感考古待證實疑似點3處。
全長1萬餘公里的絲綢之路是世界上路線

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化線路，其東起今陝西
西安，西至地中海地區，向南延伸至印度次
大陸。目前，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
斯坦三國正為2014年聯合申報「絲綢之路：
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遺產項目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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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啟動倖存抗戰老兵關懷計劃
發放致敬禮金 定期上門陪伴

■考古人員在古城遺址上考察。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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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道）「雲南

倖存抗戰老兵關懷計劃」

日前在昆明啟動，該計劃

將為未能享受內地離休待

遇的抗戰老兵募集每人每

年3600元（人民幣，下同）

的致敬禮金，並將發動志

願者定期上門提供以精神

撫慰為主的陪伴服務。對

於生活無人照料的老兵，

將會送其入住養老院或僱

請保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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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鑫

合肥報道）安徽省宿州市埇

橋區日前與中信信託有限責

任公司合作，推出內地首個

土地流轉信託項目。該信託

項目期限為12年，首期流轉

面積5400畝，流轉後用於建

設現代農業循環經濟產業示

範園。

土地流轉信託是指農村集

體組織或農戶個人將合法擁

有或具有處置權限的農村土

地使用權作為信託財產，委

託給信託公司進行經營管

理，從而定期獲得信託收

益。參與土地流轉信託以

後，農民收益由過去的單一

租金，變為「基本地租+浮動

收益」兩部分。其中，基本

地租部分按每畝500公斤中等

質量小麥最低保護價計算，

並規定每畝基本地租不低於

1000元；浮動收益部分則是

扣除土地整理的投入成本以

及各種服務和管理費用後，

土地收入增值的一部分。

據宿州市埇橋區政府相關

負責人介紹，農民將土地交

給信託公司，一方面可分享

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市場化

成果，另一方面信託公司在

當地建設現代農場也可為失

地農民提供就近工作機會。

此外，過去無法在銀行抵押

的農村土地使用權，如今通

過信託機構有望獲得貸款，

這為農村的能人大戶增加了

融資渠道。

地
方 安徽率先「試水」土地流轉信託
新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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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槐蔭）茶博會專設紫砂展

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陳艷芳　廈門報道）

廈門市同安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人員日前拆除一處違
建倉庫時，遭事主以含有硫酸成分的礦燈電池補充液潑
臉。事件造成19人受傷，其中11人傷勢較重，已由廈門
市第一醫院燒傷整形科收治。
據當地公安部門稱，54歲的同安區新民鎮柑嶺村人邵

×通，於2009年10月擅自在村中面前厝非法佔地建設一
座倉庫。同安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今年5月曾要求其
自行拆除，但邵×通拒不履行。
本月16日，當執法人員對該違建倉庫進行強制拆除，

當離開時，邵×通突然拿出含有硫酸成分的礦燈電池補
充液，向城管執法人員潑灑，當場造成19名城管執法人
員皮膚不同程度灼傷。

廈門19城管拆違建遭潑鏹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綜合報道）近日網帖曝
稱，貴陽市觀山湖區在最近一次拆除違章建築的活動
中，強迫當地技工學校學生冒充特警參與強拆。後經貴
陽市政府專門成立的調查組查實，在參加拆違行動的
2671人中，有837名學生。參與的「學生軍」稱，兼職
半天能掙80元。貴陽觀山湖區委政法委書記、區控拆違
指揮部指揮長劉光祥等3名幹部前日已被免職。

組織學生強拆 貴陽3官免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寧夏回族自治區公安
廳昨日發佈通緝令，懸賞10
萬元通緝14日寧夏彭陽一家
七口命案疑犯麻永東，被害
7人為麻永東外父一家，當
中包括麻永東懷孕約６個月
的妻子。其中較引人注目
的，是麻永東左手腕刻有
「忍」字紋身。

記者從寧夏回族自治區公
安廳和彭陽縣公安局獲悉，昨晚8時半，疑犯麻永東在吳忠
市利通區南門凱悅建材城被公安機關抓獲。經初步審訊，
犯罪嫌疑人麻永東對其殺害蘭油布一家七人的犯罪實事供
認不諱。

寧夏滅門案疑兇落網 左手紋「忍」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灣海域臭水養蠔

引發市民熱議，深圳市食品安全

監管局近日重點對南山片區（特

別是深圳灣周邊）餐飲環節貝類

進行抽檢調查，涉及扇貝、元

貝、花甲、生蠔、帶子、象拔蚌

等18種常見貝類水產品，發現全

部為鎘含量超標。

據悉，深圳灣水產品部分流向

南山集貿市場，部分流向了市

外。

深圳灣貝類水產
含鎘全超標

2萬買入冀4萬出手 管委會：終會作繭自縛

上海大媽熱炒自貿區空殼公司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人士對此則表示，

可供註冊的虛擬地址供應還很充

足，能滿足市場需求，他表示炒家最後會

作繭自縛，白白浪費租金。「炒殼的結果

就是自己被套。」不過，那些註冊虛擬公

司的上海大媽們，則仍然對獲利有信心。

倉庫間 房 門牌充公司

在內地成立公司，需要註冊地址，即

便是虛擬地址；而自貿區內虛擬地址的

權利人有兩大類，一類是區內的開發公

司，他們是區內不少辦公樓、廠房、倉

庫的出租方。報道指，他們往往將廠房

或倉庫劃割成每間10餘平方米的用地，

形成一個固定的門牌號，然後向市場包

括中介批量提供這些門牌號作為註冊地

址。但實際上這些廠房或倉庫原本有其

他用途，不適宜註冊公司進入辦公。

另一類是外高橋保稅區的小業主，他

們是保稅區開發初期購置物業的民營企

業、個人或私營企業。

周阿姨近日和丈夫在上海自貿區裡註

冊兩家虛擬地址註冊公司，年租金2萬

元。她表示「炒稀缺的東西總是不會錯

的」，目前正等待自貿區的虛擬註冊地址

不斷被消耗，帶動租金跳漲，屆時可高

價轉讓掉手中的公司。
在周阿姨的鼓動下，鄰居大媽們竟

「組團」去自貿區虛擬註冊公司，以此和
區內代理註冊公司甚至房東就代理費用
或租金討價還價。

盲目跟風 不知房源何來

報道引述有關人士指，自貿區採取的
是寬進嚴管方式，對於中介傳出的自貿

區管委會控制註冊企業量或控制虛擬地
址供應量，有關人士指管委會不會做此
類限制，註冊企業將是自由的，至於現
時每日註冊數量和窗口放號量的限制是
受制於業務能力，並透露可供註冊的虛
擬地址還很充足，能滿足市場需求。
報道稱，對於「虛擬註冊」的不了

解，也是市場上一批炒客盲目跟風的原
因。不少註冊者不知道房源何來，因此
選擇相信了「虛擬註冊地址會很快用完」
的說法。更有代理在推銷時謊稱2萬的年
租金是「政府定價、政府收取」。

香港文匯報訊 據《第一

財經日報》報道，上海自貿

區概念火熱，卻意外興起了

炒賣空殼公司。自貿區內辦

理註冊的企業每日近600

家，當中有不少是虛擬註冊

公 司 ( 即 港 稱 「 空 殼 公

司」)。一些上海大媽竟「團

購」空殼公司，「現在2萬

(人民幣，下同)買一個公

司，半年後轉讓4萬出手」，

並預期有高達兩倍的回報！

■案發現場上的7具屍體。

網上圖片

■拆除違章建築活動現場。 網上圖片

■炒賣空殼

公司成為上

海大媽的另

類投資，不

少投機者在

自貿區裡辦

理 註 冊 手

續。

網上圖片

■裂縫最大

竟可容納一

名成人，安

全堪憂。

網上圖片

廣深港高鐵橋墩現裂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