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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效顯 粵部分月餅企業倒閉
中央剎停中秋送禮歪風 銷量斷崖式下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中央八項規定嚴令禁止

中秋節公款送月餅，今年中秋節前夕中紀委更提前部署剎停月餅

歪風，令各地月餅銷量出現斷崖式下跌。記者走訪發現，今年的

月餅銷售更「寒」於去年，各商家的銷量普遍在去年基礎上再下

降兩成以上。企業也紛紛減產，甚至有企業關廠倒閉。 據媒體報

道，廣東的「中國月餅之鄉」吳川，企業月餅產量比往年下降

四、五成以上。為渡過難關，不少企業紛紛裁員，有的減員幅度

甚至接近一半。業內人士指出，月餅市場遭遇了有史以來最為嚴

峻的「寒流」。

粵西吳川市被譽為中國的月餅之
鄉，月餅生產企業有200多家，

從業員超過2萬人。然而，去年中央八
項規定出台以及今年中紀委和廣東省
紀委先後下文，並接受中秋送禮的舉
報。據《廣州日報》報道，上半年，
便有生產企業看空今年的月餅市場。
吳川市月餅龍頭企業之一的福海餅
業公司負責人梁偉興介紹，往年月餅
的餡料生產廠家都是他們去催貨，而
今年卻是餡料供應商主動給他打電話
推銷，價格可以「商量」。儘管如
此，他仍將原料的進貨量減少兩成。

政府單位訂單一個也沒有
「往年的訂貨大戶，今年一盒月餅
也不買了。就算7折優惠，對方還是婉
拒。」梁偉興表示，吳川月餅主要消
費人群是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但
今年，政府單位的訂單一個也沒有。
為減少損失，另一家月餅企業老闆
主動給在政府機關工作的朋友送月
餅。「朋友跟我說，我送月餅到他單
位是在害他，還把我臭罵了一頓。」
陳老闆碰了一鼻子灰。
梁偉興的公司有100多名專做月餅的
熟手工人，每年的月餅生產高峰期，
這些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多小時。去

年，公司賣出160噸月餅， 銷售超過
6,000萬元。但今年，月餅銷量只有往
年的一半，工人們也比往年清閒得
多。
吳川市海港城餅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張偉周坦言，之前曾預感到中央八項
規定對月餅產業會有影響，但影響之
大遠超預計。「我們原計劃是今年的
銷量要翻一番，這個計劃已經流產
了，銷量能維持跟去年同樣的水平就
已經很不錯了。」另一家規模較大的
月餅企業的老闆也表示，去年的月餅
銷售約 4,000 萬元，今年估計只有
1,000萬元。

中國月餅之鄉企業大裁員
據報道，最難熬的是一些小規模的
月餅生產企業。吳川大鵬食品有限公
司進貨的700萬元原料無法投入生產，
工廠僅此一項就虧損400萬元。受此影
響，該公司在今年下半年已經關廠停
業。在吳川，因為月餅行業遭受重創
而黯然關門的企業不止張大鵬一家。
據介紹，今年「中國月餅之鄉」吳川
月餅生產企業紛紛大裁員，不少月餅
企業裁員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很多人
因此失業。很多企業都改成了按天結
算工資，一天150元或200元。

月餅企業銷路萎縮，零售環節更是冷清。昨日在廣州越秀區
北京路百佳超市，門口打出大量中秋禮品和月餅銷售廣告，多
名工作人員在派發打折優惠傳單。商場內，擺出了近百平方米
的月餅展區，七、八名銷售員一邊整理上架不久的產品，一邊
向路過顧客兜售月餅，銷售員可說比顧客還要多。

「再過幾天就是中秋節了，我們月餅在打折，都是大品牌，
買一盒吧？」一名銷售員向一家三口推介。不過，顧客只看了
看便轉身離開。

40多人無一個買
20分鐘了，40多人在展區經過，無一人購買。工作人員介

紹，去年的月餅銷量已經同比下降一成，今年更慘淡。「現在
團體訂單極少，來自政府機關的訂單更是一例也沒有。」這名
工作人員無奈地告訴記者。

大型商場銷量不濟，品牌專賣店也同樣門可羅雀。中山四路
的蓮香樓餅家，10多名工作人員不停向路過市民推銷月餅。儘
管忙得大汗淋漓，店內成堆的月餅卻絲毫沒有減
少。「政府的訂單沒有了，比去年還慘。」一名
推銷員向記者訴苦，照目前這種形勢，店員的銷
售提成將大大縮水。 ■敖敏輝廣州報道

月餅銷情慘淡 銷售員多過顧客

蓮香樓美心月餅被檢出含菌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有市民表示，對月餅

的衛生安全有顧慮，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月餅市場的蕭條。8月
底，廣州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在全市開展了月餅產品專項抽檢，
結果顯示，多款批次的月餅被檢出菌落總數超標，其中不乏蓮
香樓、香港美心等知名月餅品牌。
抽檢顯示，執法人員在流通環節共抽取了45家企業的100批

次生產樣品，有7批次產品不合格，分別是蓮香樓伍仁鹹肉月
餅、五福街燒肉味果仁月餅、東海海鮮酒家的酥皮金沙奶皇月
餅、房錦記蘇式芝麻蓉月餅（無添加蔗糖）、美心奶黃月餅、
趣香伍仁至尊、佛山正典食品有限公司的火腿伍仁月餅。在餐
飲服務環節，有三個批次產品月餅不合格，包括佛山皇朝食品

有限公司生產的火腿伍仁月餅、
廣州新好景大酒店有限公司生產
的廣式伍仁月餅、廣東麥田食品
有限公司生產的金秋團圓金腿伍
仁月餅。
本期抽檢項目主要是菌落總數

超標。據悉，菌落總數屬於食品
的微生物指標，可用於判定食品
被細菌污染的程度。食用菌落總
數超標的月餅可能會引起腹瀉。
廣州市食品藥品監管局表示已對
實物質量檢驗不合格的月餅採取
了下架、封存，調查處理等措
施，防止不合格月餅流入市場。

■廣州月餅展銷，擺放在買單區的月餅無人問津。 敖敏輝攝

首個夾月餅機械人最快本月上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記者從南沙有關部門了解到，位於南

沙區內的中國科學院先進所研製的內地首個夾月餅的機械人，最快本月就將從
實驗室走進廣州酒家的月餅生產基地，投入實際運作。根據測驗，這個長着6
條手臂的第三代夾月餅機械人，一分鐘可以分揀135件月餅，相當於25個熟練
的流水線工人的工作量。

可頂25個工人
這個夾月餅機械人叫「Delta」（三角洲）。該機械人項目負責人王衛軍

博士介紹，目前Delta的抓取速度可達每分鐘135件，相比廣州酒家目前月
餅流水線熟練工人的分揀速度，Delta可頂25個工人的工作量。王衛軍指，
6條手臂可以讓機械人更加快速、穩健地抓取重達1公斤的物品，其作業區
域在直徑800毫米、高約200毫米的圓柱空間內，抓月餅自然不在話下。

■吳川月餅企業大裁員，甚至有企業倒
閉。 網上圖片

■「大」是吳川月餅的特色。
網上圖片

■蓮香樓月餅被曝有月餅抽
查不合格。 敖敏輝攝

廣東上半年PM2.5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瑞雪哈
爾濱報道）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延壽
縣看守所前日在柙疑犯殺警脫逃案
件已有新進展。經哈爾濱市公安局
確認，昨晚，哈爾濱市延壽縣看守
所3名殺警脫逃嫌疑人其中一人已
被抓獲。
據警方消息稱，昨晚8時15分，
延壽看守所殺警脫逃嫌疑人之一李海
偉在距離延壽縣城約6公里的玉山村

黃家屯落網。據當地媒體報道，抓捕
現場同時發現兩名逃犯，李海偉被抓
獲，另外一人逃走，隨後不久，據現
場消息人士透露，另一逃犯高玉倫在
同一地點附近也被警方抓獲，但此消
息未得到有關部門證實。
李海偉，男，1985年出生，涉嫌

故意殺人，尚未判決。高玉倫，
男，1964年出生，故意殺人被判死
刑，正處於死刑覆核期。

哈爾濱拘捕一名越柙殺警疑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琳廣西報
道）廣西北海警方日前因錯發網上通
緝令，誤將南京市民劉某拘留6天，
在經過核查後9月1日將劉某釋放。
據悉，劉某現已申請國家賠償。

據中新網報道，8月27日下午，南
京市民劉某在其單位被派出所民警
帶走，稱其因涉嫌組織、領導傳銷
活動被廣西北海警方在網上追逃，
並將他關至玄武看守所。據悉，51

歲的劉某是南京金盾保安公司的押
運車司機，從未到過廣西，警方通
緝令上顯示，2014年4月25日，劉
某在廣西北海市非法組織傳銷活
動，涉嫌非法經營罪。
所幸的是，在律師調取了劉某今

年4月份的出勤記錄表後，南京警
方及時將其釋放。雖及時釋放，也
並未留案底，但發錯通緝令一事讓
劉某始終不解。

廣西警方發錯通緝令 南京市民無辜拘6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路朝
陽 石家莊報道）一場陣雨上月28
日晚上突襲河北省石家莊市，半小
時後，投入使用不到兩年的石家莊
新火車站候車大廳發生大面積漏
雨。當晚有網友在網絡爆料稱該車
站候車大廳成「水簾洞」，疑該車
站管理失職並懷疑其施工質量與設
計問題，發佈了大量現場照片。
儘管此事已經過去多天，石家莊

新客站也正在逐步恢復平靜。不過
該話題依然在網上發酵，鐵路部門
承諾的盡快尋找原因也沒了下文，
一時間竟無人為此負責。
記者致函中國鐵路總公司，對石

家莊新客站如何通過驗收的進行採
訪了解，但未得到回覆。

《新京報》對此評論，耗資巨
大，僅運營一年，如此不堪一淋，
火車站不管看上去多麼高大，本質
都是「豆腐渣」。這「渣」到底是
哪些「渣」建的，雨停之後，一定
要查一查。

石家莊新車站變「水簾洞」誰之過

■石家莊新火車站候車大廳在大雨
下變「水簾洞」。 本報石家莊傳真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牆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夢珊上海報道）9月3
日是首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在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西牆，鐫刻着的13,732名原
上海猶太難民姓名的紀念牆昨日揭幕。它是全球
唯一一個以拯救為主題的倖存者名單紀念牆。

鐫13732猶太難民姓名
據了解，紀念牆上13,732位原上海猶太難民的
姓名主要基於索尼婭的資料整理。1939年於上海
出生的索尼婭，父母是從德國逃亡至上海的猶太
難民，索尼婭昨天在揭幕儀式中介紹，她所提供
的遇難者名單主要基於1944年的一份外國人登記
名單，其中大部分為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包括

來自被納粹佔領的德國、奧地利、波蘭等國家，
來自前蘇聯和意大利部分地區的猶太難民。1947
年，一位與日本官員相熟的奧地利人偷出了這份
名單的複本，這也是所能找到的這份名單的唯一
一份複本。
猶太難民避難上海、最終重獲自由的歷史，是

二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成果之一。據統計，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至少有1.8萬餘名歐洲猶
太難民為逃離納粹迫害來到上海避難，因此印刻
了13,732位原上海猶太難民姓名的「上海名單
牆」還有待繼續增加。據介紹，名單牆由26塊銅
板組成，長34米，寬2.5米。 ■上海猶太難民姓名紀念牆。 沈夢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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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朱昊 北京
報道） 《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技術改
造項目獎勵資金管理辦法》昨日正式發
佈，鼓勵企業採用先進的污染防治技
術，實現治污減排，單個環保技改項目
支持資金最高可達2,000萬元。
據悉，從北京PM2.5來源剖析看，

PM2.5的主要來源仍是工業排放。北京
市環保局污染防治處副處長鄭再洪在記
者會上表示，為改善空氣質量，北京市
工業治污主要採取：嚴控增量、產業結
構調整、末端深化污染治理即環保技改
工程這三大手段。鄭再洪指出，截至目
前，北京市已啟動實施116項環保技改
項目，其中燕化橡膠尾氣治理一期工
程、福田戴姆勒汽車公司水性漆替代油
性漆等重點項目已竣工投運，開始發揮
減排效益。

單項最高不超2000萬元
據《辦法》規定，單個項目總投資

3,000萬元以上（含）的，由市政府固
定資產投資給予補助，補助標準不超過
項目總投資的30%，單個項目支持資金
最高不超過2,0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東省
環保廳昨日發佈了2014年上半年廣東省環境質量
公告。相關公告顯示，上半年廣東細顆粒物
（PM2.5）平均濃度超過國家年度二級標準，其
餘5項空氣污染物濃度均達到國家年度二級標
準，但有兩項污染物濃度比去年同期上升。同
期，在空氣質量指數（AQI）達標率方面，深圳
空氣質量指數達標天數比率在廣東各市（區）中
最高，而揭陽有關數據則排名墊底。

空氣質量指數 深圳最佳揭陽墊底
廣東省環保部門認為，2014年上半年PM2.5是
各城市首要污染物，佔比約55.7%，PM2.5為首
要污染物的天數最低者為湛江，有23天；而最高
者為清遠，有111天。在空氣質量指數達標率方
面，上半年粵全省各市（區）AQI達標天數比率
在揭陽的66.5%至深圳的94.5%之間，其中深
圳、珠海、汕頭、江門、湛江、茂名、惠州、梅
州、汕尾、河源、陽江、中山和雲浮13市AQI達
標率達85%以上。珠三角地區城市AQI達標天數
比率平均為83.6%，高於全國74個主要城市23.3
個百分點。
監測數據顯示，2014年上半年，廣東省二氧化
硫平均濃度為每立方米18微克，與上年同期持
平，達到國家年度二級標準；二氧化氮平均濃度

為每立方米33微克，較上年同期上升10.0%，達
到國家年度二級標準；可吸入顆粒物平均濃度為
每立方米62微克，較上年同期上升14.8%，達到
國家年度二級標準；細顆粒物平均濃度為每立方
米44微克，超過國家年度二級標準；臭氧日最大
8小時均值濃度為每立方米131微克，達到國家年
度二級標準；一氧化碳濃度為每立方米1.8毫
克，達到國家年度二級標準。

■廣東上半年PM2.5平均濃度超過國家年度二級
標準。 本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