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聞名世界的大黃鴨
前日在浙江杭州西溪
國家濕地公園正式亮
相，100名來自全國
各地的「鴨迷會」成
員來到西溪濕地大黃
鴨展示現場，相互交
流與大黃鴨之間的親
密故事。到2014年5
月，大黃鴨先後造訪
了 12個國家地區的
18個城市，在杭州展
覽期間，創作者霍夫
曼也將親臨現場。

■本報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道大黃鴨遊西溪濕地大黃鴨遊西溪濕地

一名出生體重僅
500克的早產男嬰
秋秋，剛誕下時胳

膊僅有一支鉛筆粗細，
近日，在武漢大學中南
醫院經4個多月治療最
終存活。他目前的體重
接近2500克，但相比
同齡的孩子仍顯得十分
瘦弱。
「提早面世」使秋秋的體重嚴

重不足，醫生說，秋秋的胳膊僅
有一支筆粗細，靜脈血管細如粉
絲。為了讓秋秋活下來，4名護
士 24 小時輪流照顧秋秋。目
前，秋秋的體重水平與進食量已

接近正常標準，但仍需吸氧維
持。據了解，2004年9月19日，
美國一對雙胞胎姐妹中一名女嬰
以243．8克的超低體重刷新新
生兒體重最輕的紀錄。

■《長江日報》

500500克克「「鉛筆寶寶鉛筆寶寶」」奇跡存活奇跡存活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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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來啦！如何能又睇波，又不耽誤工
作？這個問題恐怕難倒了許多足球迷。近
日，內地淘寶網有賣家出售知名醫院開具的
「醫生紙」，還蓋上了醫院公章！只要填上
你的名字，便可以去老板那裡請假了。真可
謂絞盡腦汁只為睇波。
一個出售病假條的賣家，在商品照片中，
寫有北京某知名醫院名字的空白診斷證明
書，落款處已蓋好醫院的紅色公章。據賣家
透露，該病假條單買20元一張，批發100元
7張。此次世界盃半夜有球賽的工作日共14
天，以一張假條可請3天假來算，5張假條足
夠。
據了解，在一些賣家曬出的照片中，所出
售的均是空白假條，可任意填寫請假天數、
姓名、原因等，假條下方已蓋好醫院開假條
專用的「診斷證明」大紅章。這些賣家中，
銷量最高的店舖月銷量已超800件，在眾買

家評論中，
「已成功請
假」、「大
紅章很踏
實」等給這
些代開假條
店增加不少
人氣。
不 過 有

律師表示，
無論醫院故
意開虛假的
醫生紙，還
是網上偽造
醫生紙，一
經證實，賣家觸犯醫療違規行為或偽造印章
罪，而買家則觸犯了欺騙僱主的罪名。

■綜合報道

兒兒媳看見婆婆媳看見婆婆、、老公暈倒池中不見動老公暈倒池中不見動
彈彈，，情急之下也跟着跳了下去情急之下也跟着跳了下去，，結果結果

又沒了聲音又沒了聲音。。崔先生聞訊趕來崔先生聞訊趕來，，呼喊周圍的呼喊周圍的
鄰居鄰居，，同時同時，，他也跳了下去搭救他也跳了下去搭救。。
鄰居們聽到呼救後紛紛過來救人鄰居們聽到呼救後紛紛過來救人，，鄰居崔鄰居崔

平立跳進化糞池後即被熏倒平立跳進化糞池後即被熏倒。。受輕傷的村民受輕傷的村民
崔世明說崔世明說：「：「化糞池裡味道太衝了化糞池裡味道太衝了，，進去人進去人
還沒找到還沒找到，，自己就什麼都不知道了自己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下去的下去的66人都暈倒在池內人都暈倒在池內，，幫忙的村民不幫忙的村民不

敢魯莽敢魯莽。。將繩索捆綁身上將繩索捆綁身上，，輪流下池搜救輪流下池搜救，，
昏倒的昏倒的66人被先後拖拽出了化糞池人被先後拖拽出了化糞池。。

貿然進入化糞池易窒息貿然進入化糞池易窒息
昏迷人員被拖出後昏迷人員被拖出後，，現場進行了緊急搶現場進行了緊急搶

救救。。目擊村民王女士說目擊村民王女士說，，該村衛生所醫生一該村衛生所醫生一
直按壓急救直按壓急救，，還有村民不嫌髒還有村民不嫌髒，，進行人工呼進行人工呼
吸吸。。由於時間過久由於時間過久，，崔先生的兒子及其母親崔先生的兒子及其母親
在送往醫院後死亡在送往醫院後死亡，，崔家兒媳崔家兒媳、、鄰居崔平立鄰居崔平立
目前還在醫院重症監護室裡治療目前還在醫院重症監護室裡治療。。輕傷者崔輕傷者崔
世明一直嘔吐世明一直嘔吐，，滴水未進滴水未進。。
從第一個人下池昏倒從第一個人下池昏倒，，到所有人被打撈出到所有人被打撈出

來來，，只有只有55分鐘左右的時間分鐘左右的時間，，為了一部手為了一部手
機機，，22死死33傷傷。。
據了解據了解，，崔先生家院外砌了一個半封閉狀崔先生家院外砌了一個半封閉狀

的方坑的方坑，，上邊修建了廁所上邊修建了廁所。「。「其實池子裡的其實池子裡的
積糞不深積糞不深，，淹不死人淹不死人，，但下去後人喘不過氣但下去後人喘不過氣
來來。」。」該村村民說該村村民說。。醫生介紹醫生介紹：「：「貿然進入貿然進入
化糞池化糞池，，可使人突然缺氧窒息昏倒可使人突然缺氧窒息昏倒。」。」據介據介
紹紹，，這樣的化糞池在內地農村十分常見這樣的化糞池在內地農村十分常見。。

勒泰80億唐山建綜合城

光谷「萌芽貸」助科技創業

南寧推10措施促邊貿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唐琳 南寧報道）記者

從南寧海關獲悉，南寧海關將出台10項舉措，涉及
通關改革、擴大口岸等方面，以促進邊貿便利化，
在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方面發揮更大作
用。

落實企業信用管理通關一體
新推的10項措施中，將着重推進關區企業信用管理

體系建設對AA類企業和需重點支持的A類生產型企業
實施海關企業協調員管理服務，與企業簽訂合作備忘
錄，建立個性化服務機制，以海關AEO（經授權經營
者）國際互認合作為契機，積極宣傳AEO制度、落實
AEO互認便利措施。此外，南寧海關有關負責人表示，
今年廣西各級海關將全面推進通關作業無紙化、分類
通關和「屬地申報、屬地放行」等通關改革，實現口
岸管理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採取措
施推進北部灣經濟區通關一體化。
自去年9月底，海關總署就啟動了全面深化區域

通關業務改革實施方案，對不同資信程度的企業實
行差別化通關管理，提升了海關通關監管工作的整
體效能。而對於此次南寧海關的具體行動，南寧海
關副關長林國忠在接受採訪時說，本次推行的措施
將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的打造，南寧海關
將繼續通過創新舉措，努力推進貿易便利化，全力
配合廣西黨委政府落實好各項開放帶動戰略措施，
與廣西各界共同攜手合作，全力支持和推動廣西開
放型經濟跨越發展。

廈門國貿32億奪集美地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廈門集

美區兩幅商住地塊J2013P01和J2014P01日前公開拍
賣，參與競拍的包括招商地產、禹洲集團、萬科集
團、保利地產、國貿在內的15家房企。最終，廈門
國貿（600755）擲31.96億元（人民幣，下同）奪
得J2014P01地塊，並以13,135.5元／平方米的樓面
價創下集美區單價新地王，溢價率達64.4%。

溢價64.4%膺單價新地王
據悉，J2014P01地塊位於集美區11-11片區杏林

北路與杏錦路交叉口南側，土地用途為城鎮住宅、
批發零售用地（商業），土地面積7.436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24.33萬平方米，拍賣起叫價為19.44億
元，起拍樓面價為7,990元/平方米。
對此業內人士分析，近兩個月來，廈門樓市觀望

氛圍濃厚，4月以來開盤的項目，去化率不理想。
此次兩幅地塊的拍賣將成為下半年廈門樓市尤其是
島外樓價的風向標，對開發商和購房者有着較大的
指導作用，而新地王的誕生某種程度上更是刺激購
房者。

勒泰商業地產集團董事局主席楊龍飛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唐山勒泰城

項目選址城市黃金地脈，是融合國際五星
級酒店、國際商業旗艦店集群、國際高端
餐飲、娛樂會所、水世界，以及國際5A
寫字樓、酒店式公寓為一體的一站式城市
商業中心。

明年底營運 助3萬人就業
項目預計2015年底投入運營，屆時，
唐山勒泰城整體年銷售額計劃突破15億
元，解決就業3萬人，增稅達1.05億元，
將成為唐山地標性建築，形成城市新商圈
的核心。尤其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
為國家戰略後，唐山作為近代工業的搖
籃、河北省經濟中心，區域性發展價值備
受矚目。
據了解，「勒泰控股」有限公司擁有

強大的資本市場和行業、財團的國際資
源整合能力，其母公司中國勒泰商業地
產集團與香港華懋集團、法國家樂福，
以及世界物管機構英國戴德梁行和美國
豪世凱建築設計事務所結成戰略發展聯
盟，業務範圍涵蓋品牌零售、商業地
產、農產品物流園、文化旅遊、高端酒
店五大業態，與中鐵建設、中鐵城建、
中國電子院等超過50家世界500強企業
攜手成為戰略合作夥伴。目前，集團已
成功開發石家莊勒泰中心、唐山遠洋
城、西安大唐西市等城市綜合體項目，
和中國區域規模最大的大河國際農產品
物流園區，以及擁有家樂福保龍倉超市
零售業態。

冀4年新增開業2千萬平米
目前，「勒泰控股」通過在中國市場開

疆拓土，同時隨着美國、加拿大等海外商
業地產項目的相繼落地，以及長沙、南
京、武漢、天津、北京等地項目的洽談進

展順利，預計到2018年底，集團將實現
新增開業面積2,000萬平方米，新增商業
自持面積800萬平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珊珊 武漢報道）日前，東湖
高新區（即光谷）與漢口銀行基於風險補償資金，聯手
啟動「萌芽貸」，為東湖高新區光電子信息、生物、環
保、高端裝備產業和高技術服務業等產業的中早期科技

型企業提供貸款。
據了解，「萌芽貸」由東湖高新區設立5,000萬元

（人民幣，下同）風險補償資金，漢口銀行以10倍規模
放大，首期貸款目標規模擬定為5億元，貸款企業數量
初定為100戶，單戶貸款金額原則上不超過2,000萬元。

貸款上限為2000萬元
漢口銀行董事長陳新民介紹，過去，初創期企業基本
不可能在商業銀行貸到款、融到資，「萌芽貸」項目向
中早期科技型企業提供貸款在內地商業銀行中尚屬首
創。近三年，漢口銀行累計對東湖高新區內的中小科技
企業投放貸款已超過百億元。
「萌芽貸」貸款利率按央行基礎利率執行，貸款期限

原則上不超過1年，以准信用擔保方式（包括知識產權
質押、應收賬款質押、股權質押）發放的貸款比例將達
到總體貸款金額的60%。貸款對象為東湖高新區中早期

科技型企業，銷售收入在300萬至3,000萬，資產負債率
低於60%，信用評級BB級以上。事實上，東湖高新區已
構建了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三位一體」的融資服務
模式，滿足科技企業在種子期、初創期、成長期、擴張
期和成熟期等企業發展各階段的融資需求。2013年，該
區推動金融機構開展股權質押、應收賬款質押、知識產
權質押等創新性融資240多億元，服務企業近千家。

融資模式進一步創新
東新管委會主任張文彤表示，此次「萌芽貸」的出
台，是在「三位一體」融資模式基礎上的進一步創新，
不僅將為一批中小微企業解決燃眉之急，也必將為示範
區創新環境的提升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目前，東湖
高新區註冊企業達3萬多家，科技型企業超過11,000
家，企業數量每年以3,000家左右的速度遞增。2013
年，企業總收入6,517億元，同比增長超過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唐山報道）中國勒泰商業地產集團旗下

香港上市企業勒泰控股（0112）投資開發的唐山勒泰城項目，日前舉

行開工慶典。據了解，項目是勒泰控股斥資80億元（人民幣，下同）

在中國北部區域打造110萬平方米世界級城市綜合體項目。

■東湖新區生產力促進中心與漢口銀行簽訂合作協議。

■唐山勒泰城項目開工奠基儀式。 張帆 攝

廁所跌手機
22命命

裝病睇世盃 網購「醫生紙」違法

近日，一座山寨版埃及獅身人面像亮相河北石
家莊，引起埃及文物部門的關注。沒想到，又一
個世界著名景點被山寨。近日，有網民發現，在
瀋陽富城國際花園小區內，有一座自由女神像。
不過，這個自由女神像小了點，只有3米多高。
對於小區的這個景觀，居民們並不太感興趣。

有居民半開玩笑地認為，因為小區名字裡帶有
「國際」二字，立這個塑像是為了更洋氣。當地
律師表示，是否侵權、侵犯公約還要看是否用於
商業目的，是否以山寨的雕像去營利，如果是民
間的收藏仿製品，一般認為不構成侵權或侵犯公
約。 ■北國網

重慶渝澳大橋江北一側
橋頭處，近日發生驚現一
幕，一位交警站在大橋護

欄上指揮着交通。雖然這位民
警既不是為了方便，更不是為
了「賣萌」，但這樣的指揮方

式還是讓路過的司機
都驚出一身冷汗。
當時，交警小王站

在兩個方向車輛交匯
的護欄上，一隻手扶
着旁邊的路牌，同時
指揮着交通。而他身
旁，車輛佔據了整個
橋面，幾乎連人落腳
的地方都沒有了。
事後，小王說，因

為當時橋面上車輛太
多，如果站在地上，司機不容易
發現。小王這才站在了大橋護欄
上，為的是居高臨下，讓兩個方
向的司機都能看清，以保證橋面
通暢。 ■本報實習記者

張馨月重慶報道

交警站護欄指揮驚呆路人交警站護欄指揮驚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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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晚，河南新鄉衛輝市某村，崔先生的兒媳

婦不慎將手機掉落廁所，兒子心疼2,000元買的新

手機，便打開化糞池，跳下打撈，立刻便被熏倒，

母親看到兒子倒下隨即也跳入池中，沒想到5分鐘

時間，接連兩人喪命！ ■《大河報》

■剛出生秋秋胳膊同筆一樣細。 網上圖片

■民警小王站在護欄上指揮交通。
本報重慶傳真

■瀋陽某小區的山寨自由女神。 網上圖片

■網上叫賣的「醫生紙」。
網上圖片

奪奪慘慘

■■在事發地在事發地，，死者家屬死者家屬
悲痛欲絕悲痛欲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