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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成粵空氣最差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東省環保廳日前公布的第
一季度廣東省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狀況顯示，肇慶市當季成廣東空氣質
量最差的城市，而揭陽、韶關緊隨其後。其次為佛山、廣州、清遠。
最好的城市為湛江，其次是汕尾和深圳。此外，肇慶也成廣東第一季
度PM2.5季均濃度最高的城市。同期，廣東PM2.5平均濃度為56微
克/立方米，超過國家標準35微克/立方米1.6倍。
相關人士稱，肇慶、揭陽、韶關等地產業粗放發展，又承接了大量

重污染企業。比如，2011年之前肇慶一直在承接污染較大的陶瓷產
業，揭陽即將上馬大型煉化項目，韶關一直以有色金屬開採和冶煉為
主要產業，污染較大。此外，這些空氣污染城市土地開發強度大，環
保管理跟不上經濟發展形勢，沒有全面掌握和監管好污染源。

縣政協天價看球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
道，山西省陽泉市
盂縣政協副主席郭
愛東近日被大量網
帖舉報，稱其花
2.8萬餘元購買VIP
套票，到太原市觀
看 CBA 比賽，質
疑其「天價」票的
來源。對此，郭愛
東回應稱，票係朋友贈送，他不清楚票價，且只看了3場比賽，花
費僅3600元。據悉，山西紀檢部門已介入調查此事。
媒體從山西汾酒俱樂部票務部門及一些票務代理商處獲悉，套

票的形式並非單張，而是全部17張票釘在一起，看每場比賽時撕
對應場次的那一張即可，票價均標注在票面上。由此可看出，郭
愛東的說法與事實並不相符。

山西市公安副局長
被曝擁8身份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山
西驚現「證叔」，多家網站論壇近日
爆料稱，山西省長治市公安局副局
長、交警支隊支隊長樊紅偉有8個身
份證，人民網山西頻道向山西省公安
廳核實此事，公安廳紀檢部門正介入
調查。
舉報材料中說，樊紅偉原來是長治

縣公安局長，在這位子上撈了數字驚
人的金錢，為了轉移這些贓款，先後
辦了8個假的身份證件。完成目的後，這些身份證被以各種理由註
銷或刪除，但全國身份證信息裡仍可查到這些身份證的信息。

深圳加強控煙 一月罰300人
羅湖口岸存盲點 邊境「退港處」執法難

深圳市衛生部門表示，在4月12至18日進行的第
二個「集中執法周」，相關執法部門共出動執

法人員11382人次，檢查了數千個公共場所。

開一張50元罰單 溝通兩小時
執法人員發現，羅湖口岸吸煙人群集中的口岸

退港處是一個監管真空地帶。「這一地帶屬於深
圳口岸與香港口岸之間的邊境緩衝區，因位於深
圳口岸處境檢查關口之外，衛生執法人員無法進
入執法，雖然羅湖口岸管理處工作人員進行勸
阻，但是由於其無控煙處罰權，對抽煙人員缺乏
約束，出現執法盲區。下一步希望能授權口岸警

察作為口岸控煙執法人員開展控煙執法工作。」
此外，非監管範圍內的場所也是控煙執法難點

所在。衛生監督執法員表示，在控煙執法工作
上，對於沒有監督權限的私營公司辦公場所開展
控煙執法經常得不到有效貫徹，「曾經為了處理
一單50元罰款，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耐心溝通才
完成處罰，耗費了大量的執法資源，也因為缺乏
約束力，使得執法員嚴重感覺到沒有任何執法威
信和威懾力。」

餐廳未設標識 首吃萬元罰單
深圳首張控煙場所罰單由龍華新區的市場監管

部門開出，受罰場所為該轄區的一家餐廳，罰款
金額為一萬元。據介紹，市場監管執法人員在3月
20日和4月12日先後兩次發現該餐廳沒有設置吸
煙有害健康和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煙草的標識，
且拒不整改。「於是，根據《控煙條例》第四十
三條的規定，對該餐廳進行了罰款一萬元的行政
處罰，這是深圳首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例處
罰控煙不力場所的案例。」執法人員告訴記者。
據深圳市控煙辦負責人張欣介紹，網吧、地鐵

等「難管地帶」仍是出現違法吸煙現象的重災
區，控煙還有待進一步加強。而在3個月集中執法
期過後，深圳控煙將轉入城市的常態化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欣、吳天嬰 天津報道)總部在
天津的北方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事長劉惠文19日晚被發現
在其家中自殺身亡，據天津市公安局對其家屬調查了
解，劉惠文長期精神抑鬱。
劉惠文為正廳(局)級國企幹部，1954年12月生，河北
阜城人，2001年擔任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長，是泰達系核心人物。2010年，劉惠文調任天津泰達
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任渤
海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北方國際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等職。2011年，劉惠文從泰達國際控股
（集團）董事長等幾個崗位上離任，尚保留北方國際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一職。 ■劉惠文。 本報天津傳真

■深圳往港口岸控煙存在盲點。圖為執法人員日前在深圳皇崗口岸公共區域進行巡
查。 資料圖片

■郭愛東(紅圈)欣賞賽事期間被拍。網上圖片
■ 羅 湖 口
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號稱「史

上」最嚴控煙條例的《深圳經濟特區控制吸煙條例》自

上月初實施，日前共317名個人因違法吸煙被罰款50

元，目前暫未有港人被罰。深圳市衛生監督局表示，在

控煙投訴處理中，針對羅湖和皇崗口岸的吸煙投訴較

多。執法人員發現羅湖口岸吸煙人群集中的口岸「退港

處」更是一個監管真空地帶。

■「證叔」樊紅偉。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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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及中通社報道，想
趁「五一」假期赴台個人遊的大陸遊客，前
日已確定「封關」。有個人遊業者指出，儘
管目前每天赴台配額已提高到4000人，卻有
許多團客是以個人遊名義申請入台證的「假
個人遊」，大量佔用個人遊配額。台灣「觀
光局」表示，據業者反映，目前「個人旅遊
團客化」的旅客約佔申請個人遊簽證三成。
據了解，台「觀光局」已函知旅行社嚴禁
配合大陸組團社接待，一旦查獲屬實，將可
停止接待大陸遊客團業務1個月至1年，並對

查獲有此行為的大陸組團社，將移送海旅會
查處。
「台灣自由行微博」義工表示，五一小長

假原本就是赴台個人遊的旺季，估計在前後
一周裡，約有5萬個人遊旅客赴台；儘管今年
表面上看來個人遊申請量爆增，但其中有不
小比例都是「假個人遊」，也就是為了提早
赴台旅遊的團客因想早日取得入台證，以個
人遊身份申請入台證，赴台後再併團旅遊，
造成這些「假自由行」佔去「真個人遊」名
額，很不合理。

五一「假個人遊」霸三成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金

門報道）以戰地風光聞名的台灣離
島金門，近年來積極開拓多元旅遊
元素。島上昨日啟用亞洲首個巨幕
4D影院，以一流硬件與全球同步上
映優勢，力吸個人遊陸客。
據了解，先期啟用的旗艦大廳設置

有22米×12米的台灣最大屏幕，並引
入香港邵氏與英國Ferco合研之FAS系
統超低音物理震頻聲動椅。由於多數
國外大片在台灣上映時間與歐美同步，
與大陸相比具有一定時效優勢，有關

方面相信，這一「時間差」對於陸客
具有不小吸引力。
金門縣長李沃士接受文匯報採訪時

表示，金門在保護閩南傳統文化、戰
地風光的同時，亦積極吸收現代文娛
項目，豐富遊客在金行程選擇。

金門啟用巨幕4D影院吸陸客
■■ 李 沃 士李 沃 士
（（左左））與台開與台開
董 事 長 邱 復董 事 長 邱 復
生生。。林舒婕林舒婕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昨日展開無限期禁食，訴求

停建核能四廠，引發藍綠各界關注。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及前主席蔡英文等黨

內大佬均前往探視。「行政院長」江宜樺也到場探望，並為馬英九轉述關懷

之意。有藍委則指出，民進黨提出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將導致禁食陷入

僵局，恐怕會因此害死林義雄。

民進黨、「獨派」團體等都陸續發起行動聲
援。「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集人蔡丁貴

昨日帶領民眾包圍「立法院」聲援林義雄，一度
與警方發生推擠。反核團體並向台當局下通牒，
要求響應停建核四的訴求，並促請核一到核三廠
能盡速除役，聲言周六起將無限期包圍「總統
府」，更稱將「人多到讓政府害怕」。

蘇淚流滿面「還能撐幾天？」
林義雄絕食前一天發表公開信指出，核四爭
議不單是要不要電的問題，更是要不要命的選
擇。為合理解決核四紛爭，更為維護與落實台
灣好不容易得來的民主體制，22日起開始禁
食，以此懇請人民採取各種積極有力方法，共
同敦促權責機關停建核四。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當天也前往探視，他談到
林義雄這30多年來的經歷，突然淚流滿面，
激動哽咽說，「昨天我從跟他的擁抱裡，有很
不祥的感覺」，他說林義雄「70幾歲的身
體，還能撐幾天？」
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山會報上表示，對於林義

雄，江宜樺已經代表他去訪視過，表達台當局
的關心；但是就公共政策方面，還是需要理性
的探討。馬英九接受詢問時並表明，不排除與
林義雄會面。江宜樺昨日則表示，核四是否運
轉的問題，已經不是個人或特定團體可以左
右，而是將交給全體民眾決定。

藍：安檢未完核四形同封存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在林義雄絕食

前，國民黨確立「沒有核安、沒有核四；沒有
核安、沒有公投」16字共識，現階段讓核四
廠形同「封存狀態」，何時啟封沒有時間表。
國民黨高層坦言，「2016年前未完成核安檢
測，核四『公投』也不必急舉行」。
國民黨「立委」吳育升指出，林義雄完全否定
核四，如今民進黨要提出「核四公投特別條例」，
將導致林義雄禁食陷入僵局，恐怕會因此害死林
義雄。

現年73歲的林義雄曾任民進黨第
八屆主席，在島內民主運動中有極
大影響力，受到不分藍綠各界尊
敬。林義雄1980年初入政壇時其寡

母及三位女兒遭謀殺，僅長女倖存，該案稱為「林
宅血案」，至今未破。林義雄此次絕食的地點選
在當年的林宅，即現在的義光教會。
林義雄1991年發起創立「核四公投促進

會」，多次以苦行、絕食等方式表達訴求。林
義雄1992年參與推動「總統直接民選」。

■資料來源：互聯網

林義雄絕食反核林義雄絕食反核
恐被綠營害死恐被綠營害死

「「公投特別條例公投特別條例」」料釀僵局料釀僵局 馬盼理性探討馬盼理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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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歲的民
進黨前主席
林義雄以無
限期絕食方
式，希望台
當局停建第
四核能發電
廠（簡稱「核四」），當即在
台灣社會引發新一波震盪。是
否能妥善應對核四議題，對於
尚在「反服貿」餘震中的馬政
府而言，是棘手又不容出錯的
挑戰。以江啟臣為代表的部分
國民黨「立委」所言甚是：不
要等到林義雄倒下才有反應，
否則到時怎麼解釋都沒人會
聽。

暫不深究林義雄絕食的目的
是否與另組「第三勢力」有
關，其「反核」之執在民進
黨內確無能出其右者。不過，
將「反核」主張寫入黨綱的民
進黨，此時用心卻有待商榷。
事實上，民進黨不曾放過能以
此杯葛國民黨的機會。波瀾最
大的一次，便是2000年「核四
風波」，民進黨當局為兌現選
舉承諾決定停建「核四」，導
致朝野對立和社會動盪。但是3

個月後，迫於壓力又宣佈復建核四，其說辭
也從「反核不變，但須提對策」轉變為「核
四建否，不受制民進黨黨綱」，並多次為
「核四」工程追加預算。

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台灣民眾對核四問題
在認識上存在諸多分歧是人之常情。但就台
灣島內當下的氣氛而言，簡單話題也可能
「變質」，更遑論是反覆糾纏34年之久的核
四議題。從1980年提出修建計劃以來，核四
便在數次停工與復建之間，淪為台灣政治博
弈籌碼。此次民進黨「核四公投特別條例」
來得如此倉促，令人不禁質疑是否有量身打
造之嫌。

面對來勢洶洶的在野黨攻勢，馬政府的反應
令人擔憂。從去年2月「行政院長」江宜樺拋出
相關議題後，國民黨黨團就一直凍結相關提案。
直到當下，藍營內部也沒有就核四議題達成共識，
在「立委」江惠貞拋出「下修公投門檻」提案後，
台北市長郝龍斌、候任參選人連勝文等也紛紛表
態「無核安無核四」。

選舉周期中，溝通、協調、調度，任何一
個環節的反應「慢半拍」，就可能給對手一
個火力齊發的時機。服貿的教訓已經足夠深
刻。如何向民眾說明台灣能源不
足的現實？如何促成黨內共識？
如何推動府院協調運作？留給馬

英九的時間不多了。

■■林義雄在林義雄在
教會裡展開教會裡展開
無 限 期 禁無 限 期 禁
食食。。中央社中央社

■■蘇貞昌面上留下蘇貞昌面上留下
淚痕淚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江宜樺江宜樺
留言留言「「請請
珍重身體珍重身體
健康健康」。」。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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