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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內地城市貧民4155萬
專家倡扶貧重點應由農村轉移到特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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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發佈的
《城市藍皮書》指出，中國已
進入大城市病高發期，新時期
加強特大城市治理勢在必行。
當前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內的
近九成中國城市處於「亞健
康」發展狀態。
藍皮書認為，中國特大城市

具有數量不斷增加、人口規模
不斷擴大、經濟總量不斷攀
升、就業貢獻不斷提高、建設
水平較高等特徵，同時伴生着
諸如二元結構加劇、環境質量
下降、交通擁堵嚴重、房價上
漲過快、城市脆弱性凸顯等問
題，顯示中國已進入大城市病
高發期，新時期加強特大城市
治理勢在必行。
課題組成員、中國社科院研

究員單菁菁提出，把城市分為
兩類：健康城市、亞健康城
市。在健康經濟、健康文化、
健康社會、健康環境和健康管
理五項指標中如果有一項或一
項以上低於該項指數的中位
數，則表明該城市是亞健康城
市。研究結果表明，內地近9
成城市處於亞健康發展狀態，
一些城市的亞健康狀態非常明
顯，包括國際上已經列入到發
達城市的北京、天津這樣一些
大城市。

藍皮書稱，特大城市通常是一個地區經濟與產業發展的
核心空間，承擔着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重要

職能，對國民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具有先導作用。由於特
大城市人口眾多，消費水平相對較高，貧困問題也更為凸
顯。相對於農村和一些相對貧困的城市來說，特大城市的
絕對貧困率較低，而較為嚴重、更受關注的是相對貧困問
題。隨着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特大城市中出現的
新型經濟和社會矛盾更為突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2012
年，內地城市總的貧困人口數已達到4155萬，對於幾個典
型的特大城市而言，如直轄市的貧困人口總數，北京是
20.98萬，上海41.62萬，天津31.95萬，重慶93.72萬。

物價房價高 未來乏憧憬
藍皮書指出，近年來，不斷上漲的物價和房價與增長緩
慢的百姓收入，使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陷入相對貧困之
中，更引起不少人對未來缺乏憧憬，出現了主觀性貧困問
題，這類貧困人群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失業、無固
定工作、在職困難職工、離退休等收入低的人群；另一方

面是部分外來務工不利、生活困難人群。這些貧困現象應
當受到高度重視，否則會對特大城市的健康發展產生影
響。而從空間來看，特大城市貧困的空間集聚主要有三種
類型：退化的工人新村、「城中村」和老城衰敗鄰里。其
中，退化的工人新村多為國有企業改革後下崗失業工人的
聚居地；「城中村」多為大量農村移民形成的聚居地；而
老城衰退鄰里則多是設施不足的，由下崗失業人員、農民
工和退休人員等形成的混合聚居區。從這種貧困空間的分
析不難發現，特大城市的貧困人口除了城市低保對象中最

脆弱、最無助、最貧困的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法
定撫養義務人的「三無」人員外，主要源自於轉型性貧
困、收入萎縮性貧困和支出風險性貧困。
課題組專家認為，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和城鄉一體化，使
農村貧困人口大幅度降低，但並未降低城鎮貧困，城鎮貧
困伴隨着不公平的財富分配機制而日益嚴重。在城市貧困
中，特大城市貧困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國家扶貧應該城
鄉統籌，重點應該由農村逐步轉移到城市，特別是特大城
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

社科院昨天發佈的2014年《城市藍皮書》指

出，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和城鄉一體化

的逐步推進，內地絕對貧困率一直呈下降趨勢，

溫飽問題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得到了解決，然而在

許多城市出現了新型貧困現象，特大城市表現尤

為明顯。內地城市總的貧困人口數在2012年已

達4155萬，其中北京約為20.98萬，上海41.62

萬。專家認為，特大城市貧困問題將越來越突

出，國家扶貧應該城鄉統籌，重點應該由農村逐

步轉移到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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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
記者 馮芳慧 內蒙古報
道）中央紀委監察部網
站昨日公佈，內蒙古自
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
政府副主席潘逸陽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
接受組織調查。值得關
注的是，這位官員還是
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據資料顯示，潘逸
陽生於1961年8月，廣東惠陽人，在職研究生學
歷，哲學博士。曾任廣東省佛山市政策研究室幹
事、共青團廣東省佛山市委副書記、共青團廣東省
委副書記、廣東省廣州市委常委、江西省新余市委
書記、江西省委常委等職。

內蒙古副主席潘逸陽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趙勇 南京報道）
中紀委網站昨晚發佈
消息稱，江蘇省連雲
港市委書記李強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正接
受組織調查。李強是
中央巡視組7月底進駐
江蘇以來，江蘇落馬
的首個省轄市市委書
記，也是江蘇5年來被
調查的第二個省轄市
市委書記。此前，南京三名區委書記先後被處
理，隨即連雲港市委書記又告落馬，江蘇反腐工
作不斷深入。
消息來源指出，現年59歲的李強是17日上午在

江蘇省警示教育會後被帶走調查的，據稱調查人
員進入會場時，李強還在發言。
資料顯示，李強有18年軍隊工作經歷，亦曾

於2003年至2005年擔任南京建鄴區委書記和南
京市河西新城區開發建設指揮部指揮長。此外，
李強還擔任過江蘇鹽城市市長一職。此番落馬之
前，李強在連雲港市委書記任上才幹了短短3
年。

連雲港書記李強落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上海發
生第一例侵犯貞操權案件。上海一未婚陳姓女子
在交友網站認識一名李姓男子，在李男力追下發
生性關係，豈料李男竟已婚，陳女怒以李男侵犯
其貞操權為由將其告上法庭。上海市浦東新區法
院昨日作出一審判決，被告向受害人書面賠禮道
歉，同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3萬元。
法院認為，貞操是指男女性純潔的良好品行，

其主要表現為性的不可侵犯性，以使民事主體保
持自己性的純潔性。原告要求被告賠禮道歉並賠
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符合法律規定，予以支持。
精神損害撫慰金根據本案事實酌定為3萬元。

滬首例侵犯貞操權案判賠三萬

桂華南城借展會打造「海絲經濟」

任仲夷誕辰百年 廣東紀念座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冰冰、李璐、唐琳 廣西報
道）中國－東盟博覽會由「黃金十年」走入「鑽石十
年」，逐漸形成「一會多專」的格局。作為東博會專業
展之一，輕工展昨日在廣西南寧華南城正式開幕，廣西
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陳剛在開幕式上表示，中國與東
盟交流合作源遠流長，隨着合作不斷深化，雙方貿易增
長良好，而輕工產品作為重要貿易產品，進出口總額已
達376億美元，隨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共建及
自貿區升級版建設，必將為中國與東盟、廣西與東盟輕
工產品合作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聯席主席鄭松興透露，輕工展為
中國和東盟客商搭建了國際化的輕工業平台，華南城將
在中國－與東盟打造自貿區升級版的基礎上，着重打造
「海絲經濟」，同廣西各口岸互動起來，並通過跨境電
商業務，在6年時間內建成中國—東盟博覽中心，搭建
港澳企業進入東盟市場的有利平台。

輕工展人數創新高
華南城作為本屆東博會分會場，已經連續舉辦四屆輕

工展，聚集觀眾和專業買家累計達
247.8萬人次。陳剛強調，輕工展建立
了中國與東盟輕工產品交易的專業平
台，加速了中國與東盟貿易的發展。
據了解，本屆輕工展僅開展首日，進
場人數突破30萬，創歷史新高，預計
到19日進場人數將超百萬。

港商讚東博會平台好
記者在現場看到，展會聚集了內

地、越南、緬甸、日本、韓國等國家
和地區的參展商，翡翠、木製品、珍
珠等商品琳琅滿目。來自北海合浦的
珍珠養殖戶陳老闆已經是第五次參加
輕工展，與越南企業長期有合作，
「展會對我們的業務提升有很大幫
助，首日交易量40萬（人民幣，下同），去年同期是7
萬」，陳老闆坦言，「每到展會期間，我們的貨物都供
不應求」。香港鑫六福珠寶的周老闆是第二次參展，

「去年參展以後，我們的業務量增長了五成，東博會的
平台很好，所以我們今年選擇再來」，周老闆說，他首
日的成交量已超過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針對
不少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遲遲不能歸案的情況，廣
東警方今年起加大追逃力度。昨日，記者從廣東省
公安廳獲悉，今年7月以來，廣東警方開展為期六
個月的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獵狐2014」
專項行動，截至16日，已抓獲9名外逃經濟犯，並
協助外省警方抓獲境外逃犯3名。據介紹，目前，
廣東經濟犯罪外逃嫌疑人多借道港澳出境。

科技手段甄別整容逃犯
廣東省公安廳經偵局局長黃守應介紹，警方此次
專項追緝的外逃犯主要涉合同詐騙、非法集資、非
法吸儲等類型。根據警方掌握的情況，目前，幾乎
一半以上的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已取得外國身份，
與此同時，仍有不少國家與中國未建立司法協作機
制，這些都給抓捕工作帶來一定困難。另外，近年
來，外逃犯在選擇目的國上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分
佈越來越廣泛，非洲、拉美、中東等地的一些小國
都成為了他們的藏身地。
據介紹，針對境外逃犯「漂白」身份甚至整容的
情況，廣東省公安廳組織了工作專責小組深入研
判，通過科技手段，已經探索出一套卓有成效的追
捕方法，並成功抓獲一批境外逃犯。
他同時介紹，香港、澳門仍是這些外逃犯出境的
中轉站，廣東警方將進一步加強與港澳在情報、執
法方面的合作，加大對這些嫌疑人的打擊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俊峰 廣州報道）昨日上
午，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舉行紀念任仲夷誕辰100
周年座談會，深切緬懷任仲夷為黨為人民，特別是
為廣東改革開放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廣東省委書
記胡春華主持座談會，省委副書記、省長朱小丹代
表省委發表講話，任仲夷夫人王玄出席會議。
今年9月是原中顧委委員、廣東省委原第一書

記、廣東省軍區原第一政委任仲夷百年誕辰。1980
年，廣東改革開放已經開局，當時主政廣東的省委
第一書記習仲勳調任中央工作，任仲夷接力廣東改
革事業，以「敢為天下先」的膽魄和決心，帶領廣
東人民開拓創新，僅僅5年時間，廣東省在內地經濟
發展位次由第23位躍升到第1位，實現了歷史性的
巨變，使廣東走在改革開放前沿。任仲夷被譽為
「改革先鋒」、「改革大將」的名號從此響遍內
地。
胡春華在座談會中指出，要把學習和弘揚任仲夷

的革命精神、優良作風和崇高風範，轉化為推動廣
東改革發展的強大動力，為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對廣
東提出的「三個定位，兩個率先」，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海鷗」致粵桂瓊近六百萬人受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年第
15號颱風「海鷗」於16日白天先後在海南文昌和廣
東徐聞登陸後，又於16日夜間23時左右在廣西防
城港到越南北部一帶登陸。「海鷗」的三次登陸導
致粵桂瓊三省共計597萬人受災。
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昨日表示，「海

鷗」已造成海南、廣東、廣西597萬人受災，668千
公頃農作物受災，0.16萬間房屋倒塌，3人死亡、1
人失蹤，一些低標準海堤決口或漫堤，海南海口、
澄邁等局部內澇，廣西北海、防城港等一度大面積
停水停電，目前正在搶修恢復中。

徐聞3萬人被困
記者昨日從廣東湛江三防辦了解到，「海鷗」給當

地造成了極其慘重的損失。據初步統計，湛江11個縣
區109個鄉鎮受災，受災人數約195萬人，損壞或倒
塌房屋355間，轉移人口逾22萬人。另據徐聞縣政府
消息，颱風登陸後，不少棚架、廣告牌、保安亭以及
被「威馬遜」颳倒後重新栽種不久的樹木均被「海鷗」
連根拔起，海岸新港海水倒灌，一片汪洋。徐聞新寮
鎮與陸地和安鎮的唯一跨海大堤新安大堤被沖垮崩堤，
導致交通癱瘓，島上3萬居民被困。

■■「「海鷗海鷗」」在徐聞引在徐聞引
發海水倒灌發海水倒灌。。 路透社路透社

■潘逸陽。
本報內蒙古傳真

■李強。 中新社

■廣東警方將兩名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億元人
民幣的犯罪嫌疑人從馬來西亞押解回國。 中新社

■第11屆中國—東盟博覽會昨日在南寧華南城開幕。 本報廣西傳真

■■藍皮書指出藍皮書指出，，城市人口陷入相對貧困城市人口陷入相對貧困
之中之中，，這類貧困人群有一部分是外來務這類貧困人群有一部分是外來務
工不利工不利、、生活困難人群生活困難人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95年2月4日，任仲夷與夫人王玄在廣東鶴山市
合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