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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首條滬首條連穿兩江隧道連穿兩江隧道動工動工
越過長江黃浦江 耗資72億 2019年落成

川藏鐵路成都至雅安段開建

中國的超大直徑隧道建設技術穩居世界前列，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建設隧道最多、最複

雜，技術發展最快的國家。

隧道長6公里 超大直徑創紀錄
昨日開工的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主線全長約
8.421公里，西起上海寶山區，以隧道形式向東進
入長江，下穿國際郵輪碼頭引橋、炮台灣濕地公
園、吳淞導堤以及黃浦江，最後在濱江森林公園處
登陸，連接浦東新區外環高速公路。全線採用雙向
6車道高速公路標準設計，隧道段設計車速每小時
80公里。據透露，沿江通道工程總工期為60個
月，總投資約72.625億元。
承建方上海城建隧道公司相關人員介紹，沿江通道

越江隧道段長6.486公里，圓隧道採用兩台直徑15.43

米的超大直徑盾構掘進施工，隧道外徑為15米，內徑
為13.7米，刷新了上海黃浦江底隧道最大、最長的紀
錄。根據設計方案，上下行兩條隧道間共有六條橫通
道連接，間距約700米。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兩條隧
道可互為備用，作為人員疏散通道。

工程三大難點 穿越百年導堤
上海城建隧道公司方面稱，自上中路隧道開

始，中國的超大直徑隧道建設技術已居世界前
列。沿江通道工程越江隧道有三大穿越難點，施
工方專家解釋，首先是穿越吳淞口導堤，導堤使
用年限已經超過100年，必須克服超大直徑盾構
穿越過程中對其造成的影響；二是穿越炮台灣濕
地公園，公園下有厚度不等的鋼渣，必須解決其
對圓隧道及盾構機受力造成的影響；三是近距離

穿越樁基，隧道沿線需近距離穿越國際郵輪碼頭
引橋、老長航碼頭和寶楊碼頭撐桿墩等樁基，必
須在掘進過程中採取措施進行保護，防止盾構機
對樁基周邊土體造成干擾。

完善區域路網 樞紐港建設受益
建成後的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將使上海郊環線越

江成環，改變外環線、郊環線共用外環隧道的局
面，有效緩解外環隧道通行壓力。同時，通過相
關研究與論證，工程工作井在原方案基礎上向南
平移30米，旨在為滬通鐵路的建設預留通道。越
江隧道將進一步完善區域公路集疏運通道網絡，
令上海沿江高速形成與長三角聯網的多通道佈
局，一體化集疏運體系更對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和
亞太國際航空港、樞紐港的建設大有裨益。

神州快訊神州快訊

香港文匯報訊 經過兩個多月的審理，河北
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定於2014年12月10日9
時30分，在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審判
庭，公開宣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
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受賄一案。
據新華社報道，據廊坊市人民檢察院指控，

2002年至2012年間，被告人劉鐵男利用擔任國
家計劃委員會產業發展司司長、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工業司司長、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
利，為他人在項目審批、設立汽車4S店等方面
謀取利益，單獨或與其子劉德成（另案處理）
共同非法收受山東南山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宋
作文、浙江恒逸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邱建林等
5人給予的財物共計價值人民幣3,558萬餘元，
應以受賄罪追究劉鐵男的刑事責任。

劉鐵男受賄案
周三公開宣判

香港文匯報訊 福
建省紀委監察廳昨日
通報，依據《中國共
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等有關規定，經福建
省紀委審議並報福建
省委批准，決定給予
福州市原副市長時小
雨開除黨籍處分，取
消其退休待遇；收繳
其違紀違法所得；其
涉嫌犯罪問題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據中新社報道，經查，時小雨利用職務上的

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本人或通過特定關係人
收受巨額賄賂；與他人通姦。據公訴機關指
控，時小雨在擔任莆田市副市長、福州市副市
長期間，先後多次收受他人賄賂共計人民幣
230萬元、港幣30萬元。
據公開資料顯示，時小雨，男，漢族，1953
年7月23日出生，江蘇省蘇州市人，大學文
化，福州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副廳級）。

福州原副市長
時小雨遭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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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從中國鐵路總公司獲悉，川藏鐵路成都至雅安段昨日
開工建設。該段是川藏鐵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朝陽湖起，經名山至雅
安，全長42公里。這一鐵路建成後，不僅將形成成都與雅安城際間便捷的
鐵路通道，方便沿線國人出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而且對今後實施川藏
鐵路項目具有重要意義。

建設難度高 第二條「天路」
公開資料顯示，川藏鐵路始於四川成都，經蒲江、雅安、康定、理塘、左

貢、波密、林芝到西藏首府拉薩，全長1,639公里，其中四川境內約650公里。
2011年，川藏鐵路被納入「十二五」規劃研究路段，川藏鐵路建設
被提上日程。另因川藏鐵路建設難度大於青藏鐵路，而被譽為第二條
「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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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蕊 河南
蘭考報道）80歲的
河南省蘭考縣東壩
頭鄉張莊村村民孫
奶奶日前領到了一
張「中華人民共和
國社會保障卡」，
有了這張卡，她不
出村就能領到養老
金，還能在超市買
東西。

兼備社保卡銀行卡功能
據記者了解，孫奶奶領取的這張社會保障
卡是繼居民身份證之後又一張帶有「國」字

頭的卡片。河南省農行農戶金融部總經理王國慶介
紹，「社保卡除了可辦理個人社保繳費、人事人才
考試繳費和一次性待遇領取、報銷費用領取、農民
工工資領取等服務手續外，還具備現金存取、轉
賬、消費等一般銀行借記卡（即本港的提款卡）所
具備的功能。」同時，可謂真正實現了「一卡在
手，萬事無憂。」
據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賈宏偉稱，
目前僅河南省蘭考縣便有50多萬城鄉居民領到了這
樣的社會保障一卡通。根據計劃，到2016年年底，
河南一卡通實現「三個全覆蓋」、「三個100%」，
即發卡對象覆蓋全省參保人口，金融服務終端覆蓋全
部行政村，社會保障卡應用覆蓋人社部門全部用卡業
務；社會保障卡發放使用率達到100%，投訴解決率
達到 100%，信息系統和業務數據集中率達到
100%，實現「一卡多用，全省通用」。

發改委：中國反壟斷無選擇性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多家外資企業在2014年遭到中國反壟斷調查，
引發部分投資者擔憂。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
長、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昨
日在跨國企業投資論壇上強調，中國反壟斷
不存在所謂的選擇性執法問題。

6年查處339家機構 外企僅33家
環球時報年會之跨國企業投資論壇昨日

在北京召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共聚一
堂，對話法制建設與在華投資問題。許昆
林引用數據表示，中國《反壟斷法》實施
6年多來，發改委系統查處的價格壟斷案
件共涉及339家機構，其中僅包括33家境
外企業，「這充分證明中國反壟斷執法對
所有市場主體是公平公正的，並不存在所
謂的選擇性執法問題」。

龍永圖：歧視外資是誤解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席、原國家外經貿

部副部長龍永圖表示，外資很多企業在改
革開放以來，在稅收等優惠政策上已經享
受了超國民待遇，外資企業在華投資應更
加適應規則公平的新常態。外資企業對於
反壟斷等措施比較過敏，甚至有疑問中國
對外開放政策是不是變了，是不是歧視外
資，這些都是因為有誤解存在。龍永圖強
調在涉及外資的問題上搞政治化只能兩敗
俱傷。中國在堅持對外開放方面是堅定不
移的。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反壟斷與反不正

當競爭執法局局長任愛榮則指出，《反壟
斷法》實施6年來，工商機關共計立案調
查壟斷案件43件，其中涉及外資企業的案
件有2宗，分別是工商總局立案調查的利
樂公司和微軟公司涉嫌壟斷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沿江通道

越江隧道工程昨日（6日）正式開工，這將是申城繼上中路

隧道、外環隧道等穿越黃浦江的公路隧道後，第一條連續跨

越長江和黃浦江的隧道，總投資高達72億元（人民幣，下

同），預計2019年建成，將進一步完善區域公路集疏運通

道網絡，而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和亞太國際航空港、樞紐港的

建設亦有望受益於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
勝阻昨日在環球金融論壇上表示，2015年中國金融
工作的重點任務是防風險、促發展。他強調，中國
金融領域目前面臨五大風險，涉及房地產領域、地
方政府債務、產能過剩、影子銀行以及流動性錯配
導致結構性的風險。
環球金融論壇是《環球時報》首次舉辦的大型金

融類論壇，今年的主題是融資創新和互聯網金融。
辜勝阻在作主旨發言時指出，金融改革政府要有作
為，要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談及中國
金融工作未來的重點，辜勝阻指出，首先要避免系
統性金融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發生。在促發展方
面，要讓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位，緩解實體
經濟融資成本過高的問題，要通過金融改革引領新
一輪的創業創新浪潮，鞏固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

澳學者倡中國社保基金「走出去」
澳洲著名學者David Feldman為中國如何成為世界

領先的資本市場出謀劃策。他認為，資本市場對經濟
增長與社會福利至關重要，但目前世界資本市場並未
處於「最佳」平衡點。「中國應該利用其巨大的潛能
與後發優勢，吸納更多機會，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參
與競爭」，David Feldman建議，中國社保基金應參
與全球資本市場，進一步提高流動性。

■河南蘭考縣農民領取社會保障
一卡通。 記者劉蕊 攝

■遊客在黃浦江畔欣賞
對岸景色。 資料圖片

■■劉鐵男劉鐵男99月出庭月出庭
受審受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福州市原副市長時小
雨。 資料圖片

■■環球金融論壇昨環球金融論壇昨
日在北京召開日在北京召開。。

記者劉凝哲記者劉凝哲 攝攝

隧道洞口效果圖隧道洞口效果圖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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