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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曾高價購周濱項目
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昨日發文

呼籲，必須嚴打劉漢背後「保護
傘」，並隨案情的進一步審理而公之於
眾。

「貴人」助撤公安查處名單
《新京報》引述劉漢一好友王軍(化名)
的話稱，劉漢於去年3月13日在首都機場
被警察控制。報道引述四川政法系統內部
人士消息稱，劉漢在北京被控制後，公安
部成立「1．10」項目組。劉漢案被作為
典型的警匪勾結、政商勾結案件，要求一
查到底，令四川官場震動。
劉漢被抓前，四川漢龍集團已是資產

400多億元的商業帝國。報道引述王軍的
話說，「劉漢能聚斂這麼多財富，除了
『打打殺殺』的爭搶外，還與其深厚的政
商背景相關」。報道引述四川省政法系統
一匿名人士亦稱，「劉漢對阻其財路的，
敢下黑手，而對他有利的人，就送錢送官
(幫助升官)。」

報道引述王軍說，2001年，劉漢遇到
「貴人」，得其幫助。當年，劉漢被列
為公安機關查處名單，其花巨資攀附上
某位領導，將他從查處名單上撤除。此
後，劉漢通過資本運作迅速把產業擴充
到外省、外國，建立了礦業帝國、資本
帝國。

投資建水電站 討「保護傘」歡心
王軍還透露，2001年，為討有關領導
歡心，劉漢在四川阿壩州投資建設兩座水
電站。2005年，劉漢把經濟效益良好的
天龍湖電站和金龍潭電站賣給四川匯日電
力公司。而匯日電力是一家外商獨資企
業，註冊地為英屬維京群島，法人代表叫
陳煒民。劉漢以近5億元的價格賣掉電
站，2個月後，匯日電力將這兩座電站以
27億元賣給大唐電力集團旗下桂冠電力
公司，轉手淨賺22億元。
《新京報》還引述另一名接近劉漢的匿

名人士稱，有特殊背景的商人周濱2002

年前後到四川投資，劉漢高價從其手中購
買項目，「為了維護關係」。

撐腰者將隨審理公之於眾
《人民日報》昨日刊文指，劉漢集團之

所以能坐大成勢，除了涉黑犯罪集團自身
的窮兇極惡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當地一些黨政和司法機關人員充當「保護
傘」。劉漢犯罪集團能讓有的政法機關工
作人員有案不查、壓案不辦、毀滅證據、
重罪輕罰，能讓不按自己意思辦事的縣長
「下課」。透過這些讓人難以置信的事
實，可見劉漢犯罪集團的「保護傘」之
大、「關係網」之寬、淫威之高。
文章稱，「多行不義必自斃」。劉漢涉
黑犯罪集團被摧毀，其背後的「保護傘」
也將隨案情的進一步審理而公之於眾，
並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這些都告誡我
們，特別是告誡各級領導幹部，要牢固樹
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
的觀念。

雞死猴驚 川官商心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兵成都報

道)劉漢團伙案在湖北公訴後，劉漢
家鄉四川官商界掀起不小波瀾。
「某某大官為劉漢撐起黑保護傘，
劉漢為其子低價轉讓了好幾個大項
目；劉漢為四川某大官送了800萬
元，貪官倒台是遲早的事……」一
時間，坊間談論紛紛。

部分政協委員趨低調
「還是低調點好，連前四川政協
常委劉漢都遭了！」一位媒體記者
昨日介紹，當天，他欲採訪某
位即將赴京參加全國「兩會」

的政協委員，一向高調的他給出了

上述回答。上述政協委員還稱，往
年參加全國「兩會」，許多政協委
員會開車進京，以便在京城「走
動」時方便。今年有許多代表、委
員均表示，乘飛機或火車進京，大
家都變得十分低調和謹慎。

「誰知他進去會說什麼」
據一位退休的四川老領導介紹，

劉漢與川內政商界「裹」得非常
緊，與許多官員和老闆有千絲萬
縷的聯繫。「誰知道，他進去後會
說些什麼呢？」
「最近，四川某位大官可能要倒

台。」一位接近劉漢團伙的人士介

紹，他通過關係得知，劉漢在湖北
已經交代，曾為四川某大官一次行
賄800萬元。
一位四川商界人士介紹，劉漢的

發跡，並不是靠他的「打打殺
殺」，而是傍上了北京的一棵「大
樹」。其間，劉漢通過高價買入、
低價賣出等方式，為「大樹」貢獻
了不少好處。
提及劉漢2005年將經濟效益良好

的天龍湖電站和金龍潭電站賣給四
川匯日電力公司，讓後者轉手淨賺
22億元，該商界人士說：「以劉漢
的精明和不會吃虧的性格，他會把
營利的水電站轉手給人？背後一定
有很複雜的關係。也許是為了討好
某位高層，也許是洗錢，很難說
清。」

粵協警涉開賭場
日入逾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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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麗丹、任一龍北京
報道)《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3》昨
日在北京發佈。報告認為，中國國家形象整體
趨於穩定，超半數外國人樂於和中國人交往，
其中中國青年人獲普遍認可，認為其特點依次
是勤奮、富有活力、有獨立主見和行動能力
等。另外更有超過六成受訪者認可中國經濟發
展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機遇。
該報告由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察

哈爾學會和華通明略合作完成，選取英國、美
國、南非、印度、俄羅斯、巴西和中國等7個
國家，覆蓋樣本3017人。

四成認為貧富差距大
報告顯示，中國國家形象整體趨於穩定，

「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具有62%的國際認可
度。對中國存在的問題，貧富差距大(41%)、
封閉守舊(33%)、社會衝突激烈(26%)排名靠
前。約四分之一的國際民眾認為中國具有一定
威脅性，15%民眾認為中國對國際事務負責
任，認為貢獻不大的佔12%。

七成覺華產品存隱患
中國經濟有利於全球經濟發展，但中國商

品、品牌國際影響力有待提升。報告指出，
64%的海外民眾認可中國經濟發展給全球經濟
發展帶來機遇，一半以上的海外消費者可以接
受中國產品，但有70%認為部分中國產品存在
使用安全隱患。

近半不了解中國政治
報告稱，中國文化具有較大的國際吸引力。

61%的海外民眾樂於了解中國文化，1/3表示
對學習漢語有興趣。國際民眾認為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
依次是：中國武術、飲食和中醫；高等學府和大眾傳媒
作品則影響力最低。
報告指出，海外民眾對中國政治缺乏了解，尤其是中
國特有的政治理念，不了解人數近一半。其中發達國家
與發展中國家對此認知存在較大分歧，發展中國家評價
更為正面。

故宮將開放妃嬪生活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靜北

京報道)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
昨日表示，故宮大修十餘年，
開放面積逐步增加，將開放更
多電視劇中出現的宮殿，明年
故宮的開放面積將達到65%，
電視劇《甄嬛傳》中妃嬪集中
居住的區域，包括壽康宮、慈
寧宮等亦會首次向遊客開放，
預計到2018年開放面積將增至

76%。他還透露，2013年，故
宮遊客數量下跌與禁止公款旅
遊等原因有關。單霽翔稱，近
五年，故宮要增加赴港展覽。
單霽翔笑言，自己雖然沒有

看過《甄嬛傳》，但裡面妃嬪
起居的住所在紫禁城裡確實存
在，明年這些西邊的區域就會
對遊客開放，相信會引起不少
人的參觀。

節後保姆荒 留人請預付30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每年春

節後保姆都難找，據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王麗華
指出，目前廣州市家庭保姆的缺口可能在20萬左
右。家住深圳福田的施小姐為了留住服務了3年的
保姆，今年年初，她一次性支付了保姆燦姐10年
工資30多萬元，給保姆兒子買房付首付。
施小姐說，雖然一次性砸了30多萬，但通過
這種方式也就買斷了燦姐十年的時間，以後也
不需操心漲薪了，也不怕被人挖走。
「不只是客戶覺得保姆價格昂貴，連我們都

覺得今年有些離譜。」深圳中家家政服務公司
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去年2800元左右的月薪就
能請到一名富有經驗的保姆，而今年就算提高
到3500元，也未必能請到稱心如意的人。有網
友嘆道：「我自己每月工資才四五千，保姆月
薪卻要價4500元！」
高級月嫂的價格更是水漲船高，深圳好心意

家政公司介紹，要找到一名有多年從業經驗的
月嫂，月薪在8000元上下，而且還需提前一個
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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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俞晝、實習記
者周方怡溫嶺報道)「雖然從政府的
角度來說，要求企業轉型升級符合行
業的發展思路，但以斷水停電的方式
進行一刀切的關停整治，方法卻值得
商榷。」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
主任楊建華坦言，「我們講經濟結構
的調整和轉型升級，根本目的是為了
讓老百姓安居樂業，而不是本末倒置
地為了政府的政績工程。」
「政府不能平時坐享人口紅利帶來

的好處，一出事卻以簡單粗暴的方式
進行改革。」楊建華說，現在很多地
方政府，仍沿襲計劃經濟年代的全
能政府的管理方式，而忘記了政府的
根本職能是提供服務。
「雖然那些小微企業多少存在低、

小、散、亂的問題，但它們所處的卻
是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行業，比如鞋
帽、服裝、小百貨等等，一下子要它
們升級成為高科技的新技術產業也不
現實。」楊建華認為，雖然溫嶺政府
倡導「機器換人」，但在這些企業
中，提高勞動附加值、
規範勞動生產的安全環
境等問題更為迫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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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俞晝、實
習記者周方怡溫嶺報道）「不能因為存

在火災隱患、社會治安隱患、環境污染等問題
就把小微鞋企全部關停了，只要政府有關部門引起重

視，這些完全是可以管理好的。」有「中國鞋都」美譽的
浙江溫嶺正面臨轉型劇痛，日前有數千中小鞋企業主抗議
政府的強制關停行動，本報記者近日實地來到溫嶺最大製
鞋基地——橫峰鎮，有鞋廠負責人道出了當地行家們的心
聲。
年前一場大火引起大規模鞋業整頓，四千多家被稱為
「低小散」的小微鞋企在溫嶺政府強壓下被強制關停，至
今企業主們仍在焦急地等待復工。

民居即製鞋坊 撐起產業鏈
在橫峰有個獨特的現象，街上的人哪怕衣服破破爛爛，腳
底的鞋總是簇簇新的。混雜皮革、橡膠和汗水味道的「三
合一」小作坊在橫峰鎮比比皆是，撐起了一片產業鏈。
整治風暴前，橫峰鎮幾乎家家戶戶都從事製鞋相關產
業，一戶民居就是一個獨立的製鞋工坊。自從大東鞋業大
火後，政府把整個溫嶺的個體作坊都停工了，記者走進一
間民居，只見三五個工人在屋裡玩手機。

產業園區租貴 小企難負擔
從政府提供的資料來看，「1．14火災」以後，溫嶺像
人口普查那樣開展了對違法建築的排查，建立了「一戶一
表」、「一日一報」、「一村一驗」制度，不通過，不放
行。
按照溫嶺市政府的構想，關停小微鞋企後，將建成多個

產業園區或者規範化市場，引導企業進行轉型升級。
「我去問過橫峰國際鞋材城的租金，要比這裡高出兩倍

不止，而且晚上也不能開工。本來一雙鞋子就只有幾塊錢
的利潤，不可能都讓房租給佔了吧。」鑫光鞋廠的負責人
道出了大家共同的疑慮。

盼政府出台補貼 助渡難關
有鞋企透露，「現在政府要求我們重新更換營業執照，

但新的標準是廠房面積100平米以上，註冊資金100萬元
以上。」這兩條硬槓槓把多數家庭作坊都攔在門外。
「每天一睜眼，水電房租加小工的費用，就是六百多
元，好不容易還下的債又要再借了。」作坊店主陳大姐一
臉愁容，「在橫峰，像我這樣全家出來打工的很普遍，現
在日子都過不下去了。希望政府能早點出台補貼政策，好
助我們渡過難關。」

本報浙江直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農村報》報道，一則題為「廉

江長山派出所開設賭場，民警溫才榮當莊家」的帖子近
日引起網友關注。帖子稱「該賭場設在凌垌村委會辦公
樓後面，聽群眾說日均收入超過10萬元，由長山派出所
民警溫才榮飛虎隊長親自上陣開莊（即當莊家），安全
又保密。」
廉江市公安局隨後在官方微博對事件進行回應，稱已

指示紀委督察部門和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隊等單位聯合成
立專案組介入調查，要求對長山派出所有無存在無作為
和亂作為現象，以及有無民警存在充當保護傘等情況開
展調查。經初查發現溫才榮係長山派出所協警，並不是
民警。■當地店舖受整頓影響，生意冷清。 周方怡 攝■工人在環境惡劣的小作坊內製鞋。 周方怡 攝

攀附「貴人」發跡 官媒：嚴打「保護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綜合報道）四川「首

富」、原四川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前日被

提起公訴，內地媒體《新京報》再爆猛料，

劉漢早年經商起家，組建「地下武裝」；

2001年遇「貴人」發跡，政商勾結逃避公

安機關打擊。有特殊背景的商人周濱2002

年前後到四川投資時，劉漢「為了維護關

係」，高價從其手中購買項目。

■官媒直指劉漢集團能坐
大成勢，背後有強大的
「保護傘」。 設計圖片

■■溫嶺當地違章鞋企被夷為平地溫嶺當地違章鞋企被夷為平地。。 實習記者周方怡實習記者周方怡 攝攝

溫嶺數千中小鞋企急盼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