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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青地鐵玩防狼劑 釀人踩人8傷
刺鼻氣體引發恐慌 列車停運近10分鐘

世衛促保護婦孺
天津推「無煙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世界衛生組織旨

在保護女性、兒童免受二手煙危害的「無煙家庭」項目日
前在天津啟動。目前，中國約有3.5億煙民，7.4億人受到
二手煙的傷害，每年因吸煙而致死者約120萬人。
作為目前唯一啟動該項目的城市，天津將利用未來半年

的時間探索在家庭內控制吸煙的模式。據悉，自2012年6
月《天津市控制吸煙條例》實施以來，二手煙暴露率已經
下降了3.3%，其中女性下降尤其明顯，達到了7%。但目
前全面禁煙的範圍僅是公共及工作場所，不包括家庭。

調查稱粵民對環境不滿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州社情民意研

究中心昨日發佈調查報告稱，廣東各地民眾對環境狀況的
不滿增加，除珠三角外，粵東西北居民對環境的不滿也有
所上升。專家表示，儘管目前粵東西北民眾對環境的評價
仍以滿意居多，相關數據則顯示了，當地民眾對提振經濟
可能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表示了擔心。
根據相關調查，在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珠三角地區，居民

對環境狀況評價差，空氣、水及土壤等具體環境的不滿意
度在各地區中最高，且3年來均有上升。尤其是空氣環
境，珠三角居民不滿意度2013年高達45%，較2011年大幅
上升17個百分點；對近年空氣質量，近半數居民認為越來
越差，而且多達71%的人表示生活已受到影響，高出其他
地區近15個百分點以上。
而在粵東西北，各項環境評價仍以滿意居多，但不滿呈

現整體上升的趨勢。粵西地區最為明顯，居民對水、空氣
和土壤環境的不滿均持續走高，對水環境的不滿意度較
2011年躍升16個百分點至34%，升幅比珠三角要大。對空
氣環境和土壤環境，不滿意度上升10個百分點以上，至
29%與20%，僅次於珠三角地區。

深網貸詐騙案 老闆捲7億逃

昨日上午10時45分左右，廣州地
鐵5號線一趟列車從廣州火車站

駛向西村站，即將到站時，車尾方向
出現騷動，並有大量刺鼻氣體擴散。
車內一片驚叫聲，並伴有女性哭聲，
大量旅客從車尾湧向車頭方向。目擊
者稱，車尾兩節車廂的旅客拚命擠向
車頭方向，慌亂中不少人倒下，被後
方旅客踩踏而過。

瓶子突湧大量白煙
「剛剛從火車站開出，大家和我一
樣，可能以為遇到恐怖襲擊。」當時
站在車尾的一名乘客介紹，當時兩名
年輕人手裡拿着瓶裝物把玩，手中的
瓶子突然噴湧出大量白色煙霧，周邊
可以聞到一股刺鼻的味道。瞬間，大
量旅客向列車前進方向逃竄，不少人
來不及提行李，也有人跑掉了鞋子。

過程中，有旅客倒下，並被後面的旅
客踩踏，發出痛苦的求救聲。列車到
站後，大量旅客湧出列車。由於人群
過於集中，再次發生踩踏。
受傷旅客被120急救車帶走。事件

令地鐵停運接近10分鐘。事發後，廣
州地鐵立即啟動應急機制，在每條線
路上增派安保人員，警員攜帶防爆工
具檢查車廂，隨後在車內帶走瓶狀物
體，同時，對旅客貼身檢查和問話。
不久，廣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發佈初
步調查結果稱，事故是兩少年玩弄一

種女性防狼噴劑引發。

自衛違禁品網上公然叫賣
據廣州警方調查發現，兩名男子所持

物體為浙江廠家生產的一種女性防狼噴
劑。一位廣州警方人員說，目前，市場
上出現不少包括有催淚瓦斯、辣椒水成
分的防身噴劑瓶，由於容易對人身造成
傷害，也經常被犯罪分子作為作案所用，
被認為是危險物品，禁止進入公共場所，
也禁止交易。
不過，記者搜索發現，在購物網站上

有不少類似產品銷售，同時，也有大量
聲稱售賣防身化學品甚至警用電棍的QQ
群。一位浙江賣家告訴記者，一瓶催淚
瓦斯、辣椒水之類的價格從20元到100
元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實習記者 陳牧洲 廣州報道）廣

州地鐵5號線一趟列車昨日上午

行駛至西村站時，車尾突然出現

大量刺激性氣體，引起乘客恐

慌，逃生過程中發生人踩踏事

故，造成8人受傷。廣州警方調

查後，發現事故起因是兩名男子

玩弄一種女性「防狼」噴霧劑所

致，排除恐怖襲擊疑雲。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河報報道，河
南信陽溮河區一幼兒園前晚約12點
發生房頂倒塌事故，13名全托幼兒
被覆沒。附近群眾和幼兒園人員緊
急施救，在瓦礫中扒出13名孩子送
往醫院。1名孩子在途中死亡，3名
孩子受傷，9名孩子無恙。
現場位於溮河區董家河鎮駝店村

百川親子幼兒園，該園是無證私自
開設分園，是租用民房改建。改建
中，該園院長余某擅自拆除兩間房
子中間的山牆，致使房頂失去依
托，結構不穩，最終垮塌。溮河區
警方決定依法拘留開園老闆，檢察
院同時介入，全區立即排查，整頓
小學、幼兒園安全問題。■幼兒園倒塌現場一片狼藉。 網上圖片 ■幼兒園遊樂場亦損毁。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繼鵬城貸等多
家互聯網貸款（P2P）公司去年底轟然倒閉後，日前，深圳
再現網貸公司倒閉。深圳市中瑞隆與三個網貸平台合作，
吸引大批內地客戶參與文化藝術品份額交易，今年初交易
平台提現突然停止，老闆鄭旭東捲近7億巨款逃跑。
連日來，有投資者投訴，一家名為中華文化產權交易所（簡

稱「中華文交所」）的香港公司，與內地的關聯公司——深
圳市中瑞隆信託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中瑞隆）及三個網
貸平台合作，吸引大批內地客戶參與文化藝術品份額交易，
今年初交易平台提現突然停止，背後老闆鄭旭東捲近7億巨
款逃跑，隨後中華文交所及網貸平台崩盤，被稱為新年第一
網貸案。目前，數百名全國各地投資者前來深圳追討被套現
資金。深圳警方已於日前刑拘一名嫌犯。

■事發後，廣州地鐵加強安保，圖為安保
人員對旅客的拖箱進行檢查。敖敏輝 攝

■車廂內遺下乘客恐慌逃亡時的鞋子。
網上圖片

■月台上亦因乘客逃跑時留下大量物件，可想像現場混亂情況。 網上圖片

小企業E家投融資料超1.19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自2月份啟
動運行，招商銀行小企業E家投融資平台已累計發布20
個E+穩健融資項目，投資期限大部分為180天左右，投
資門檻最低5萬元，預期投資收益率最高7.5%，投融資
交易金額超過1.5億元人民幣（約1.19億港元）。
招行小企業E家體現了其互聯網金融的戰略意圖。該

行調動和整合了多方互聯網資源，專門面向中小企業客
戶，意在建設一個開放式綜合新型金融服務平台，目前
平台註冊企業超過30萬用戶。

上海2月新房成交均價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滬樓市2月成
績單出爐，據金豐易居佑威聯合研究中心監控的數據顯
示，整個2月份，上海新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23%，但成交均價卻漲至每平米25,702元（人民幣，下
同），再一次創出歷史新高。
這也是上海新房房價連續第6個月上漲。海通證券首

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人口決定了經濟趨勢，雖然他
預測明後年全國房價或迎來全面下跌，但上海房價卻會
因為大量人口湧入繼續堅挺，甚至朝上走。
另據數據顯示，2月中單價超過3萬元的成交佔總量近

三成，這也導致2月房價成交均價整體上漲。
從成交量來看，佑威機構執行董事黃志堅認為，2月上

海新房成交面積下降較大屬異常現象。他同時表示：
「如果3月的成交量不能夠大幅攀升，則表明這種偏冷
格局持續，庫存量也將會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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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世界三大工
程機械展之一的Conexpo展，昨日在拉斯維加
斯開幕。中聯重科屆時將攜旗下混凝土機械、
工程起重機械、建築起重機械、土方機械以及
環衛機械五大類共14台產品亮相Conexpo展。
Conexpo 展 與 德 國 BAUMA 和 法 國

INTERMAT展齊名世界三大工程機械展，是
業內展示最新技術、設備和產品的重要平台，
亦是中國工程機械企業全面接觸海外用戶和代
理商，拓展海外市場的重要平台。

推新產品攻北美市場
中聯重科展會負責人介紹，本屆Conexpo展

上，中聯重科將推出專門針對全球最大的輪胎
吊市場──北美開發的輪胎吊全系產品及履帶
吊新品。這些產品均針對北美市場度身訂造，
多元產品能夠滿足不同的複雜需求。即將在本
屆Conexpo展上亮相的土方全系列產品，覆蓋
了美洲市場不同層次的需求，將成為繼起重機
械和混凝土機械之後，中聯重科拓展美洲市場
的又一利器。

蘇港建務實機制加強合作
蘇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早前舉行第

一次會議，明確2014年雙方將在
五方面重點加強合作。會上，江蘇省商
務廳廳長馬明龍介紹蘇港合作機制的籌
備及2014年雙方合作重點。香港貿發
局中國內地總代表吳子衡介紹了香港貿
發局發揮市場力量，推動蘇港合作方面
的優勢和措施。

五重點達成共識
會議明確2014年雙方將重點加強在
以下五方面合作：1、深化「走出去」
戰略，蘇港企業共同尋找海外商機；
2、推動江蘇產業轉型升級，加強蘇港
企業優勢互補。3、呼應江蘇城鎮化發
展，加強蘇港兩地合作與交流。4、利

用香港平台，協助江蘇企業拓展國際市
場。5、引進海外及香港優秀品牌，促
進江蘇消費市場。雙方代表圍繞以上五
個合作重點展開熱烈討論，並達成共
識。會議決定在蘇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
框架下，成立專責小組推進落實合作事
項。2014 年將結合雙方重點合作內
容，先行成立3個專責小組。

兩地發展可互補
蘇港香港貿發局南京代表處早前正式

成立，蘇港合作論壇亦於同日舉行，蘇
港企業代表500餘人參加了合作論壇。江
蘇省傅自應副省長和香港貿發局總裁林
天福出席論壇並致辭。傅自應在致辭中
表示，蘇港兩地發展可以互補，合作前

景廣闊，他希望在蘇港合作機制成立之
後，雙方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充分利
用CEPA等有關政策，推動蘇港合作向
更廣領域、更寬地域、更高層次發展。

林天福表示，未來將通過多種方式加
強兩地交流與合作。「譬如我們將舉辦
香港時尚購物展，為市民提供更多優質
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

福日前率領貿發局及來自金融、環保、專業服務、物流、基建、

科技等多個領域的香港企業家代表團訪問江蘇。為進一步推動雙

方政府和市場力量參與兩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蘇港雙方達成了建

立蘇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的共識。

■江蘇省副省長傅自應(右)視察香港貿發局南京代表處。

神華20萬捐款送達新疆災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夢

莉，通訊員 儲金蓮 新疆報道）
新疆於田縣日前遭受7.3級地震
災害。神華新疆能源有限責任公
司迅速發起愛心捐助，公司黨委
書記、董事長張國輝，總經理劉
晉冀帶頭捐款。公司全體員工積
極參與，短短數日籌得20萬元
（人民幣，下同），第一時間送
往於田災區。
重災區於田縣一直是神華新疆
能源公司的對口「幫扶」對象，
2013年的幫扶資金為92.3萬元。
在7.3級強震中，神華新疆能源
公司3年來合計為阿羌鄉村民興
建的100多間暖圈無一受損，在
4,200多次餘震中保護着阿羌鄉
村民的財產──近千頭牲畜。神
新能源公司今年的援助經費已逐
步到位。

援建地毯廠助村民就業
阿熱勒鄉村委會斜對面正在興

建地毯廠，這個1,200多平米的
工廠由神華新疆能源公司援助建
設，集培訓、編織和銷售於一
體，可幫助近200個村民就業。
阿熱勒鄉黨委書記馮中均表示，
「農閒時節將村民組織到毛毯廠
工作，粗略估算，可為每戶增加
約4,000元的經濟收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早前決

定，在全疆各級機關抽調20萬名
幹部，開展為期3年的「訪民
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動。神
新能源公司積極響應自治區號
召，選拔出2名副廳級幹部等一
行6人，於2月底奔赴阿羌鄉、
阿熱勒鄉，駐紮在小村莊裡為村
民解憂。

瀋陽機床降價三成促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雪帆 上海報道）
以「新變化新未來」為主題的第八屆中國數
控機床展覽會早前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開
幕。國際權威發布2012年銷量世界第一的瀋
陽機床，首次推出產品明碼標價策略，較同
類產品降價30%促銷，成為展會焦點。業內
人士稱，此舉將突破中國機床困境。

機床轉型 事在必行
瀋陽機床集團相關負責人表示，將有一批

機床企業熬不過這個冬天。2011年以來，日
本德國西門子等老牌世界機床巨鱷加速搶攤
中國，加之市場需求急劇下滑，剛剛過去的
2013年市場縮水20%，中國機床行業遭遇嚴
冬，轉型升級事在必行。
瀋陽機床集體以「智慧製造」為核心，在

展會上全球首發智能機床、首創平台化產品
開發、首推智能控制技術，並呈現圍繞產品
全生命周期的全新工業服務模式。18台達國
際水準的智能產品展示了新技術、新品類、
新理念、新服務。依托瀋陽機床自主研發母
機全新建設的i5系列智能機床，基於信息驅
動技術，以互聯網為載體，以給客戶提供輕
鬆製造為核心，將人機物有機互聯的新品類
機床，以智能製造引領未來。標誌着瀋陽機
床從傳統製造商向現代工業服務商的戰略轉
變。

■■瀋陽機床瀋陽機床
首次推出明首次推出明
碼標價碼標價，，成成
為 展 會 焦為 展 會 焦
點點。。
吳雪帆吳雪帆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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