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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7.3級地震 縣政府樓現裂縫

報告：北京重污不宜居
40市排倒數第二 上海香港尾10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夢莉新
疆報道）位於新疆南部的和田地
區連續兩天發生強烈地震。據中
國地震台網消息，昨日下午5時
19分在和田地區于田縣（北緯
36.1度，東經82.5度）發生7.3
級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新疆
地震局已啟動地震應急預案，已
派出工作隊趕赴震區。至昨晚深
夜，暫未有人因地震傷亡消息。
據了解，最近的鄉鎮距震中約

50公里，于田縣當地震感強烈。據網友稱，南疆地區阿克
蘇、喀什、庫爾勒、巴州等地均有明顯震感，「高層樓上
燈和花晃得厲害」。地震造成于田縣政府框架結構辦公樓
出現裂縫。
11日上午10時14分，于田縣也發生5.4級地震，震源深

度11公里。影響範圍約5,300平方公里，受影響人口約為
700人。
于田縣位於新疆西南部，崑崙山脈北麓，與西藏自治區

交界處，縣境地勢南高北低，南部為崑崙山，北部為塔克
拉瑪干沙漠，面積3.95萬平方千米，總人口2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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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1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
一步加強霧霾等大氣污染治理，審議通過《醫療
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修訂草案）》。
會議要求在抓緊完善現有政策的基礎上，進一

步推出以下措施：一是加快調整能源結構。實施
跨區送電項目，合理控制煤炭消費總量，推廣使
用潔凈煤。促進車用成品油品質升級，今年年底
前全面供應國四車用柴油。推行供熱計量改革，
開展建築節能，促進城鎮污染減排。加快淘汰老
舊低效鍋爐，提升燃煤鍋爐節能環保水準。提前
一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落後產能淘汰任務。

政策支持煤層氣發電
二是發揮價格、稅收、補貼等的激勵和導向作

用。對煤層氣發電等給予稅收政策支持。中央財
政設立專項資金，今年安排100億元，對重點區
域大氣污染防治實行「以獎代補」。完善購買新
能源汽車的補貼政策，加大力度淘汰黃標車和老
舊汽車。
三是落實各方責任。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責任考

核。健全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環境
監管體制。完善水泥、鍋爐、有色等行業大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規範環境信息發佈。
會議強調，圍繞結構調整、重點行業綜合整治和

重污染天氣監測預警應急體系建設，加大工作力
度，加快制定修訂相關法規，推動形成全社會「同
呼吸、共奮鬥」、齊心協力防治大氣污染的治理格
局，以實實在在的成效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廣州死7千雞排除染H7N9 杭州中院院長為兩錯案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杭州報道）「兩張

叔侄冤案」和「蕭山五青年搶劫殺人案」兩起錯案
去年引發外界關注。杭州市中級法院院長翁鋼糧昨
日在做杭州市「兩會」法院工作報告時，代表杭州
中院向杭州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2003年，張高平、張輝叔侄被控姦殺同鄉女青年
王某，警方調查認定張氏叔侄為兇手，後二人被判
入獄。2013年，浙江高院再審重判二人無罪。1995
年，田偉東等五名蕭山青年被控劫殺出租車司機，
除其中一人被判無期外，其餘皆被判死緩。2013
年，浙江高院再審該案，五青年劫殺罪名洗清。
對於上述兩案，浙江方面已有多個部門致歉，兩

案涉及當事人多已獲得賠償。但翁鋼糧表示，錯案
無論發生在何時，無論有何種客觀原因，作為兩錯
案的一審法院，法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高施
倩，實習記者陳牧洲廣州及杭州
報道）廣州蘿崗區九龍鎮一養雞場
自2月8日起陸續出現雞隻異常死
亡情況，報道稱超過7,000隻雞死
亡。2月11日，蘿崗區動物防疫部
門提取該雞場活禽和死禽樣本，送
交廣州市動物防疫部門進行病毒檢
驗。記者12日向蘿崗區相關部門了
解，被告知暫未明確具體原因。不
過，12日《南方日報》的網絡即時
新聞則稱，蘿崗區證實，檢驗結果
排除了H7N9病毒感染。

氣溫驟降致急性雞病
據了解，出現雞隻異常死亡的養
雞場為蘿崗區貴華軒養雞場，位於

九龍鎮逕頭村一果場內，為外地人
租地養殖。蘿崗區防疫部門有關負
責人稱，他們到現場查看時，養雞
場內尚有4,000多隻存欄。技術人
員從雞場老闆處得知，從2月8日
起，該雞場陸續出現雞隻死亡，但
一直未向蘿崗區動物防疫部門報
告，而是採取自行掩埋的處理方
式。當天，蘿崗區動物防疫部門技
術人員已指導該雞場做好雞舍保
溫，要求對雞場死亡雞隻進行無害
化處理。
蘿崗區動物防疫監督部門有關負

責人表示，初步判斷應為氣溫驟降
致染急性雞病。12日的檢驗結果排
除了H7N9病毒感染，更進一步的
檢驗結果尚待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茜婷北京報道）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成為城市發展的最大短

板。由上海社科院及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編寫的《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

告（2014）》昨日在北京推出。該報告稱，在40個國際城市排名中，北京的生態指

數僅高於莫斯科排名倒數第二，污染指數接近極值，已接近不適合人類居住程度。

據中國網報道，這本藍皮書首次構建出國際城
市升級狀態的指標體系，對全球40個主要國

際城市的升級態勢進行量化檢驗。報告提出「國
際城市2.0升級」的年度主題，並基於國際城市的
升級狀況，從經濟、社會、文化、治理、生態和
空間6個維度的18項指標出發進行排名比較。

包容性媲美巴黎倫敦
報告指出，在對綜合升級水平的衡量上，得分

最高的第一集團主要被公認的「全球城市」佔
據：東京、倫敦、巴黎、紐約和新加坡分列前5
名。中國的上海與北京則分列21位和31位，處
於第三和第四集團。不過，作為中國的首都，北
京的社會升級指標排名僅次於巴黎，排名第二，
高於東京和倫敦。報告稱北京的包容性程度足以
與巴黎、倫敦媲美，令人意外。

正在緊鑼密鼓申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北京經
濟升級能力位列第17位，金融市場指數、經濟指
標超過國際城市平均值。但在全球40個國際城市
的生態指標排名中，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排名第
一，北京僅高於莫斯科排名倒數第二。排在後十
名的城市中，中國的北京、上海、香港均在列，
其中香港居34位，上海居36位、北京居39位。
對於生態指標排名倒數第一的莫斯科，報告稱
「這主要因為自然環境，即嚴酷的寒冷和漫長的
冬季。」
報告還指出，生態指標分為宜居指數、環境指
數和污染指數三項，北京的宜居指數遠低於平均
水平，屬於不宜居城市；環境指數約為平均水平
的一半，說明環境遠未達標；污染極其嚴重，大
大低於平均標準，甚至已經達到不適合人類居住
的程度。

■北京空氣污染嚴重，近日更有報告指污染到不宜居住。
資料圖片

■廣州蘿崗區動物防疫監督部
門在養雞場調查處理。

本報廣州傳真

■新疆7.3級地震，有
房屋損毀。 網上圖片

馬回應郝「逼宮」：適可而止
「七合一」選舉若敗 被要求下台負責

春節假期或6天增至9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內政部民

政司」昨日表示，對春節是否調整為固定休9天，
當局樂於討論、持開放態度；未來10年，依現行規
定有4年可放9天。
新北市長朱立倫年假期間質疑今年年假只有6天太
短、元宵節應彈性放假，引起各界討論。民進黨
「立委」姚文智昨日舉行公聽會，主管機關「內政
部」官員在會中持開放態度；姚文智表示，將提案
讓新年假期固定為9天。「交通部觀光局」官員對此
表示「樂觀其成」，稱假期愈長、觀光產值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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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北市士林
區昨日凌晨發生黎克特制4級地震，地震
深度6.3公里，震央在台北市政府北方
11.8公里。瞬間劇烈搖晃讓不少民眾驚
醒。地震中最大震度在陽明山有4級，位
在陽明山上的雞排攤和網吧學生「最有
感」。
據悉，地震震央位於士林區的大屯火

山區靠近陽明山，這也是陽明山自1988
年發生5.3級地震後，26年以來發生震度
最大的地震。台「氣象局」表示，這次
地震跟大屯火山的活動是有直接關係，
但不屬大屯火山要爆發的跡象，而是岩
漿冷卻過程中會出現「應力調整」。

僅可安置逾千災民惹關注
據今日新聞網報道，儘管此次士林地

震並無災情傳出，但因為此一淺層地震
靠近大屯山火山區及斷層帶，萬一台北
地區發生重大震災或火山爆發，軍方投
入安置災民的狀況備受矚目。
有「立委」曾在「立法院」質詢時出
示統計資料，發現整個台北市，軍方能
安置災民的場所只有4處，只能收容1757
人，連該市的簡任文官及將級武官都容
不下，660萬雙北市民如果面臨重大災害
發生，或將無處容身。

■較早前拍攝的台北市士林區大屯火山口。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通社報道，台北市

長郝龍斌日前公開表

示，只要年底「七合

一」選舉國民黨敗

選，黨主席馬英九就

應該下台負責；此番

言論有如「逼宮」，

引起黨內強烈不滿。

馬英九前日直言，從

政縣市首長應該要謹

言慎行，「無助團結

的談話應該適可而

止」；外界解讀其

「警告郝龍斌」的意

味濃厚。

台北市長臨卸任 後路引關注

郝龍斌昨日出席活動時澄清自己是出於善意，並非唱
衰國民黨，強調國民黨必須全力以赴打贏選戰，因

為若無法在2014年「七合一」勝選，就無法在2016年

的大選取勝。
已經擔任兩屆台北市長、即將在年底選舉後卸任交棒

的郝龍斌，政途上是否有「更上一層樓」的目標，備受
各方關注。10日及11日他連續接受台媒專訪，從「戶政
系統」、兩岸「張王會」到「內閣」改組，一路炮轟中

央。
提到年底的「七合一」選舉，他提出黨內最起碼要設
下「低標」，至少目前藍營執政的16個縣市得全都守
住；以「六都」而言，目前國民黨執政的台北、新北、
桃園和台中「四都」，只要丟掉任何一「都」就算是敗
選。
郝龍斌還一再提到，若是國民黨敗選，馬英九應該辭
去黨主席下台負責。他以2005年的縣市長選舉為例，指
當時身為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也曾經公開宣示若勝選
縣市未過半，就會下台負責，結果成功凝聚向心力，帶
領國民黨勝選。

媒體：嗆辣發言具政治算計
國民黨前日召開會議，據與會者轉述，包括多位副主
席、黨務主管等紛紛發言，一致認為郝龍斌發言不妥，
嚴重打擊黨內士氣。有黨務高層表示，面對「七合一」
選舉，不能有「失敗主義」，黨內應該團結一致。
更有人直言，若國民黨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敗選，郝龍
斌難道沒有責任？
馬英九在會中表示，他聽到郝龍斌的說法了，並相信

是善意建言；馬英九指出，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全黨應
該團結起來，全力以赴，縣市首長發言應該激勵士氣，
無助團結的話應該適可而止。
台媒分析，沒有連任包袱的郝龍斌，卸任前一連勁爆
嗆辣發言，有別於傳統藍營政治人物，嚴重挑戰黨中央
領導權威；深究他的談話，不免給人有炮打中央之感，
背後更有「更上一層樓」的戰略考量和政治算計。「沒
有2014就沒2016」，郝龍斌的「2016」目標是什麼，無
論藍綠陣營，都想一探究竟。

馬英九兩岸政策幕僚病逝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
《聯合晚報》報道，中國國
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高
輝昨早因肺腺癌在台大醫院
病逝，享年61歲。高輝是知
名政治學者，也是馬英九重
要兩岸政策幕僚之一。對於
高輝的辭世，馬英九表示遺
憾，並指示行管會聯繫、慰
問家屬，提供協助。
高輝是台灣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博士，在連戰主持黨
政時期出任「組發會組營部主管」，後來受馬英九重用，擔
任「國發院院長」，主要任務負責培訓黨內菁英，再兼任
「大陸事務部」主任負責兩岸政策及服務台商等前線工作。

談競黨魁連任 蘇貞昌：我有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昨日出
席活動時，針對5月底民進黨
將改選黨主席是否參選的問
題，回應強調「我沒有分心而
有決心」，被外界解讀為首度
鬆口有意爭取連任。
蘇貞昌表示，他到現在為止

一步一步都很認真做黨主席的工
作，他當然要對年底的選舉的
成敗負責；「不過，要給我個
展現決心、為年底拚選戰的機
會，我個人也下定決心，希望
全黨在年底真的能團結一致贏

得勝利」。
民進黨下屆黨主席選舉，目前
已經有前黨主席謝長廷表態參
戰，前黨主席蔡英文可能也會回
鍋參選；屆時，將成為蘇貞昌、
蔡英文與謝長廷3人競爭的激烈局
面。
媒體繼續追問，指蘇提到給個
「機會」，是不是首次鬆口尋求
主席連任？蘇貞昌說，他從來沒
有「改口」、「鬆口」，大家看
得到他在現有位置上沒有分心、
有決心，也沒有二心，「這還不
夠清楚嗎？」

■郝龍斌。 中央社

■■蘇貞昌蘇貞昌。。 中央社中央社

■高輝。 網上圖片

■馬英九。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