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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鎖西湖 三潭變「隱約」
浙江所有地市重度污染 杭州口罩女「相親」

西湖誕十大新「霧裡湖圖」
昨天環境保護部的數據顯示，內地20

個省份104個城市空氣質量達到重污染
的狀況。其中杭州下午一點三刻，環境
空氣質量指數超過400，並一直居高不
下，西湖整個景區被霧霾籠罩，呈現出
一幅「霧裡湖圖」。在集賢亭上，已看
不清西湖對面的白堤等其他景物，西湖
水面上只剩一座亭子。霧霾中，西湖仍
吸引了不少遊客。湖面上，遊客戴口罩
坐在小船上，欣賞霧霾中的西湖景色。
自新南京精神「厚德載霧，自強不
吸，霾頭苦幹，再創灰黃！」誕生後，

網友調侃總結了「全新西湖十景」：蘇
堤塵曉、曲院瘋咳、平湖求月、斷橋痰
多、柳浪聞腥、花港觀霧、三潭隱約、
兩峰成雲、雷鋒夕罩、南屏晚朦。

無懼霧霾為子女相睇
萬松書院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同窗三年

的愛情故事發生地。2005年6月開始，
萬松書院每周六上午都舉辦公益性的相
親活動。每場都會吸引近千家長帶同數
據，前來為兒女尋覓對象。霧霾天氣下
前來為兒女尋找對象的家長人數並沒有
受到影響，而且大多數家長並沒有帶口
罩，倒是一些來現場的年輕人戴口

罩。不少家長則表示，儘管霧霾天氣嚴
重，但是相較於自己孩子的終身大事，
霧霾不算什麼。
景區工作人員介紹，和前幾個星期相

比，來書院的家長人數並沒有因為霧霾
天氣而減少；而且工作人員發現，現在
不少老人並不了解霧霾天氣對身體的危
害。

寧波首發紅色預警
浙江省環保廳的環境空氣質量指數發

佈平台昨日下午3時數據顯示，杭州、
寧波、紹興、舟山、金華的AQI指數超
過400，嘉興、湖州、台州、衢州AQI

指數超過300，浙江9地市空氣質量為嚴
重污染；溫州、麗水兩地 AQI 超過
200，重度污染。浙江省內11個地市環
境空氣質量全部重度污染。
在經歷連續三天的霾橙色預警後，昨

日，寧波市氣象台將霾橙色預警信號升
級為霾紅色預警信號，這也是今年寧波
發佈的歷史上首個霾紅色預警。
對於連續多天的霧霾天氣，專家解

釋，12月9日前，浙江省處於冷高壓中
心附近，且高空存在較強的污染傳輸，
受外來輸送和局地排放的影響，浙江省
多個城市空氣污染程度持續加重，空氣
污染範圍繼續擴大。

受嚴重霧霾天氣的影響，在南京紫金愛濤黃金珠寶
交易中心前日舉辦的深圳珠寶展，也乘機應景，以霧
霾戴口罩作噱頭，在戶外舉行的T台秀上，讓靚麗的
模特展示戴上了口罩的新裝。圖為戴口罩的模特正
在展示黃金飾品。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揚子晚報》從交管部門日前
獲悉，對於因霧霾而造成的誤闖紅燈現象，各區都
已基本達成了不予處罰的意見。警方也提醒各位車
主，在特殊天氣裡，要與前方車輛保持車距，緩慢
行駛，如非緊急情況，請謹慎出行。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光明網報道據光明網報道，，面對面對
上海空氣質量嚴重污染狀況上海空氣質量嚴重污染狀況，，姚明前日姚明前日
向媒體表示向媒體表示，，以為自己近視了以為自己近視了，，不過這不過這
不是上海的常態不是上海的常態。。當天當天，，姚明在當地出姚明在當地出
席其保護大象公益宣傳片全球投放新聞席其保護大象公益宣傳片全球投放新聞
發佈會發佈會，，此片是姚明與英國威廉王子此片是姚明與英國威廉王子、、
貝克漢姆共同為野生救援協會拍攝的保貝克漢姆共同為野生救援協會拍攝的保
護犀牛和大象系列公益宣傳片護犀牛和大象系列公益宣傳片。。

網民調侃「西湖十景」
１．蘇堤塵曉（蘇堤春曉）
２．曲院瘋咳（麴院風荷）
３．平湖求月（平湖秋月）
４．斷橋痰多（斷橋殘雪）
５．柳浪聞腥（柳浪聞鶯）
６．花港觀霧（花港觀魚）
７．三潭隱約（三潭印月）
８．兩峰成雲（雙峰插雲）
９．雷鋒夕罩（雷峰夕照）
10．南屏晚朦（南屏晚鐘）

春運退火車票 需繳兩成費用

政府存款破4萬億 嚴控「三公」奏效

滬滬變變「「霧都霧都」」姚明調姚明調侃侃：：以為近視了以為近視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浙

江報道）霧霾入侵旅遊景點。昨日

內地20個省份104個城市環境空氣

質量指數（AQI）全部「爆錶」，

陷重度污染，包括整個杭州西湖景

區被重霾淹沒，呈現一幅「霧裡湖

圖」，被網友嘲諷西湖十景為「蘇

堤塵曉」、「三潭隱約」、「曲院

瘋咳」。據悉，浙江省重霧霾應急

預案也將於年底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
道，陝西省旬邑縣委宣傳部昨日
證實，前晚旬邑縣黑牛窩村地家
坪小組發生一起爆炸案，造成2人
死亡，其中死者為嫌疑人，14人
受傷，其中3人受傷較重。公安機
關初步偵查，嫌犯劉德章借6日晚
參加村民小組會議之機，引爆自
製裝置，犯案動機疑與爭執有

關。
據初步調查，嫌疑人劉德章今

年發現其所在的村民小組組長有
利用職務之便，貪污約10萬元人
民幣的情況。即聯合村民進行檢
舉揭發，事發後該村民組長被
免。在進行新的村民小組長改選
時，劉德章與眾多村民意見不
合，發生爭執，遂懷恨在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21世紀經濟
報道》報道，上海市衛計委副主
任黃峰平因涉嫌經濟問題，今年9
月被有關部門帶至滬外接受調
查，近期又被帶回上海繼續審
查，並已被停職。
截至6日，上海市衛計委官方網
站的「機構領導」一欄中，已經
刪除了黃峰平的名字。對此，上
海市衛計委新聞宣傳處表示，黃
峰平的職務變動信息以市衛計委
官網公佈的情況為準。
黃峰平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

常委及上海市委副主委，同時是
上海市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委
員。黃峰平最後一次公開活動，
是在9月13日參加上海市衛計委
舉行的「上海援外醫療50周年主
題活動」。知情人士透露，黃峰
平出事，可能是牽涉今年7、8月
間被披露的葛蘭素史克（GSK）
商業賄賂案。這位人士稱，黃峰
平有近親屬在葛蘭素史克公司任
職，也有家人已移居加拿大。黃
峰平9月被帶往接受調查的地點，
很可能就在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
報道）廣東或在明年階梯水價或
全面推廣。據稱，廣東還計劃對
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實行差別水
資源費和超額累進加價制度，並
對珠三角地區高污染企業實行懲
罰性水價政策，促進企業技術改
造升級。
統計顯示，推行階梯水價以

後，廣東的人均年綜合用水量從
482立方米下降到428立方米，下
降了11%。
為推進居民生活用水階梯水

價，廣東省物價局和廣東省住建
廳、廣東省水利廳已聯合發布通
知，規定今後各市、縣城區要在
水價調整時同步實行階梯式水
價。
有知情人士稱，廣東計劃在明

年階梯水價或全面推廣。初步統
計，目前廣東省已有17個地級以
上市和9個縣城（含原市、縣改
制的單獨定價市轄區）率先實行
階梯水價，位居內地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前列。

滬衛生官被查 疑涉藥賄案

陝民炸選舉會場16死傷

粵明年全面推階梯水價

香港文匯報 中國鐵路總公司昨
日公布，為免旅客佔用車票票
額，明年春運期間，鐵路部門對
因旅客原因辦理車票改簽，且改
簽後車票的乘車日期若在明年春
運首天1月16日至2月 24日期間
的話，退票時按票面票價的20%
核收退票費。
據中新社報道，鐵路總公司相關
負責人說，以往春運，存在一些旅
客擔心買不到火車票而見票就買，
等到臨出行前才辦理退、改簽多餘
車票的現象，造成多次佔用票額，
影響其他旅客購票出行。他表示，
鐵路此次出台的新規定，其目的在

於引導廣大旅客增強購票的計劃
性，讓更多的車票能及時周轉到急
需的旅客，使寶貴的運力資源得到
最大限度地利用。

5人可購團體票
從鐵路總公司獲悉，2014年鐵路

春運火車票的預售期與日常火車票
的預售期相同。其中，圖定旅客列
車（有固定運行時刻圖的列車）互
聯網、電話訂票預售期為20天，即
2013年12月28日發售2014年1月
16日（春運第一天）車票；車站窗
口、代售點、自動售票機預售期為
18天，即 2013 年 12月 30日發售

2014年1月16日車票。
此外，2014年春運，鐵路總公司

對方便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務工人員
購買春運火車票非常重視，將採取
提前發售火車票；降低門檻出售火
車票；即：除了用工企業可以有組
織地為務工人員辦理團體票之外，

所有務工人員只要夠5人，都可以
自行組團辦理務工人員團體票。
鐵路總公司表示，鐵路運輸能力

與現實春運客運運輸存在較大差
距，仍然會有一些旅客購買不到自
己希望乘坐的火車票。「一票難
求」的現象仍然存在。

香港文匯報訊 河南鄭州市前日發生熱力管道發生
爆裂，水柱及蒸汽煙霧噴出幾十米高，多輛汽車被墜
落碎石砸中，幸無人受傷。約一小時後，爆裂點被控
制，熱力公司初步判斷為管網老化引起，周圍約20萬
平方米用戶供熱受到影響。
現場目擊者羅先生說，突然聽到「咚」的一聲巨

響，看到噴出幾十米高水柱，「感覺像電影大片，到
處是煙霧」。其後幾名熱力公司人員立即關閉附近閥
門。

香港文匯報訊 從央行最新公佈的數據
顯示，今年10月份，政府存款餘額達到
41163億元，較9月份大幅增長19%，首次
突破4萬億元。分析稱，這或是「八項規
定」和嚴控「三公消費」等產生的影響。
據《新京報》報道，央行披露的數據顯
示，2013年政府存款年初餘額為2.4萬億
元，10月底則達到4.12萬億元。相對去年
政府存款的餘額年初為2.5萬億元，10月底

達到當年峰值3.3萬億元；前年政府存款年
初餘額2.65萬億元，10月份達到當年峰值
3.88萬億元。
今年10月份財政存款餘額較年初增長了

1.7萬億元，這一規模的增長要遠高於同期
財政收支淨差額的規模。財政部公佈的同
期數據則顯示，今年1-10月份全國公共財
政支出10.2萬億元，收入11.05萬億元，收
入與支出的差值為8485億元。

河南熱水管爆裂如災難片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一則「井下蝸居」
的消息引起社會關注。經過探訪，位於北京
朝陽區麗都廣場南門附近的多個熱井，都成
為不少貧民的「蝸居」。據透露，之前備受
關注的穴居老人已被送回老家，酒店工作人
員前日用水泥方塊將井口封死。
據中新網報道，位於北京朝陽區麗都廣
場南門附近十多處井下發現，每個穴居井
蓋有兩個出口通向地面，在平均不足6平米
的「蝸居」空間裡，堆置各類生活用
品，例如吃剩的饅頭、用過的被褥、衣

服、蠟燭、球鞋、雨傘等等，住在這裡的
男女老少中最大的70歲，最小的只有4
歲。

鐵路春運車票新規
圖定旅客列車購票方式 預售期

互聯網、電話訂票 20天，即今年12月28日發售明年1月

16日（春運第一天）車票

車站窗口、代售點、 18天，即今年12月30日發售明年1月

自動售票機預售期 16日車票

霧霾嚴重
模特戴口罩走天橋

南京新規：
霧霾天闖紅燈不罰

■晴天下的雷峰夕照■霧霾下的雷峰塔

■姚明諷刺上海霧霾。 網上圖片

■酒店工作人員將井內物品清理出並用水
泥封堵井口。 網上圖片

京京「「穴居穴居」」老人出洞老人出洞 井口被封井口被封

■■安徽省昨日遭遇史上最強安徽省昨日遭遇史上最強
霧霾霧霾，，能見度極低能見度極低，，市民深市民深
陷十面陷十面「「霾霾」」伏伏，，全副武裝全副武裝
「「突圍突圍」」濃霧濃霧。。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