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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家統計局安排，GDP等國民經
濟運行數據即將對外公佈。據《京華時報》記者調
查了解，市場普遍預計去年全年GDP增速將在7.4%
左右。央行報告預計，2014年成為我國自1990年以
來增速最慢的一年。
據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近日發佈的

分析報告指出，全球已進入「創新和改革」的經濟
新常態。隨經濟新常態模式發展，我國多省主動下
調今年經濟增長目標，開始將重點落實到調結構、
轉方式上來。據了解，浙江2015年GDP增長目標是
7.5%，比2014年的目標下降了0.5%；湖南則提出
2015年經濟增長目標為8.5%，低於2014年10%的目
標；河北將2015年GDP預期目標由去年的8%下調
至7%。

多地下調今年GDP目標
神州快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成都雙流國際機場
昨日遭遇近年來最為嚴重的大霧侵襲。停航關閉1個
多小時，直接造成上百架次的出港航班延誤，有8個
進出港航班被取消，上萬名旅客滯留。
據介紹，大霧發生在12日晨6時左右，當時機坪

及跑道能見度大約200米。8時後能見度下降到僅有
50米左右，成都機場全面停航關閉。直到上午10時
許大霧基本散去，機場才全面恢復運行。
據民航氣象部門介紹，濃霧主要是由於地面濕度

大，加之天空放晴而產生了輻射霧。成都機場方面
預計，當天大部分航班都將順延2小時以上，後續將
有更多的航班被延誤。為應對大霧天氣，成都機場
發佈了大面積航班延誤預警信息，並公佈航班動態
信息，為滯留旅客配送開水、盒飯等。

成都機場大霧上萬旅客滯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廣東省
衛計委昨日通報，深圳市新增一例人感染H7N9流感
病例。患者家住深圳市羅湖區，目前病情危重。這
是深圳市入冬以來發生的第3例人感染H7N9流感病
例。此前，去年12月29日，深圳市發生第一例人感
染H7N9流感病例，今年1月5日確診第二例。兩例
均來自龍華新區，皆為女性。
據廣東省衛計委通報，患者楊某，男，42歲，現

住深圳市羅湖區，1月11日確診為H7N9病例，目前
患者病情危重，在深圳市的定點醫院收治住院。目
前廣東省共報告6例人感染H7N9流感病例。

深圳現第3例人感染H7N9病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只有香
車而無美女，這樣的車展是否會得到大眾認可？近
日，關於4月開幕的上海車展取消車模的傳言引起熱
議。對此，上海車展主辦方回應表示：「為了回歸
車展本義，確實正在考慮採取相關措施，不排除取
消模特，目前還在徵集各方意見階段。」
吉利控股集團公關總監楊學良9日發佈微博稱，上

海車展組委會欲取消模特，該消息立即引起網友熱
議。近年來，因為車模暴露着裝，低級趣味受推
捧，「看人不看車」等現象屢屢出現。部分車商更
是靠車模博「出位」來拉人氣，這不僅是失敗的營
銷方式，更是觸碰了道德底線。《京華時報》發表
文章認為，改變現有「車模秀」是必然。當車展陷
入「色情」的泥潭，車展已經失去本來意義。有業
內人士分析，其實車模不必取消，但是必須限制
「肉模」，以防車展向低俗化邁進。更為重要的
是，國內車展需積極轉型，學習國際先進經驗，打
造自身特色亮點，才能真正有吸引力。

滬車展或取消車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年
關將至，不少快遞公司的快遞員陸續返鄉。這股返
鄉潮、辭職潮從去年12月形成規模，導致個別快遞
公司由於人手不夠而出現送貨延誤的問題。快遞從
業人員表示，現今行業競爭已白熱化，快遞員月入
一萬的神話早已破滅，不少「90後」快遞員選擇離
開，未來恐怕快遞不再「快」。
入門要求不高，傳說月入一萬，日後可能晉陞，
成為外地青年選擇快遞的原因。然而不少快遞從業
人員卻表示，工作辛苦、待遇較差、難忍顧客嚴苛
態度是促使他們辭職的主要因素。而最關鍵的就是
白熱化競爭的快遞業生態。據了解，快遞員月均收
入三、四千元。申通快遞某網點老闆王先生告訴記
者：「月入過萬的，100人裡不超過3個。」他說，
能拿到萬元月薪的都是經驗豐富且人脈廣的老業務
員，而剛入職的新人可能只有基本工資。另一業內
人士說，公司將壓低成本的風險和壓力都轉嫁到人
力上。因此，每年都有快遞分公司因缺少員工、送
件拖延而遭巨額罰款，最終關門。若不解決招工困
難，未來快遞恐將變「慢遞」。

快遞業現「用工荒」恐變「慢遞」

內地推核酸檢測降輸血感染風險
縮短愛滋病窗口期 避免福建女童事件重演

愛滋病窗口期指的是愛滋病毒進入人體到從血液中
發現抗體之間的時期，目前約為20天左右，在這

段時間內，輸血檢查難以發現病毒。據新華社報道，
根據全國衛生計生工作會議安排，今年內要基本實現
全國血站核酸檢測全覆蓋。這就意味着，按照過去傳
統的方法可能20天內檢測不到的愛滋病病毒，在採用
核酸檢測辦法後，可能10天之後就能夠檢測到，從而
降低感染的風險。

嚴格規範臨床用血
毛群安表示，中國科研人員一直在致力於研究如何
減少窗口期感染風險，研發了通過核酸檢測的方法來
縮短窗口期，降低包括愛滋病、肝炎等通過輸血感染
疾病的風險，近年來一直在進行試點推廣。他還指
出，臨床上應該科學合理地使用血液，同時血液的管
理機構和醫療機構在臨床用血的過程中應該嚴格按照

規範操作，避免由於輸血帶來感染疾病的風險。

女童律師要求醫方出示資質文件
「福建5歲女童輸血染愛滋」事件也有新進展。女童

毛毛的家人與福建省血液中心和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
和醫院等三方於昨日進行調解，毛毛家屬參照「協議
年人均可支配的城鎮收入乘以20年」的依據，提出
45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賠償。而血液中心和醫院
依照「福建省疫苗接種異常反應的最高補償標準」，
將合計給予30萬元作為人道主義的救助補償。
據人民網福建頻道披露調解會的情況，毛毛的代理律
師吳武萍質疑福建省衛計委提出的「血站和醫療機構不
存在過錯行為」調查結果，表示該調查結果由涉事2家
單位單方面提供，故要求血液中心和協和醫院出示從採
血到輸血所有工作人員的資質證明文件，以及整個行為
過程的程序性文件。然而上述2家單位並未當場出示有

關文件。該質疑獲得主持調解會的福州市醫患糾紛調解
處置中心主任周在祥支持。周在祥表示：「2家單位不
能提供的話，那責任又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再去探討。」
因此調解三方沒能達成一致，福州市醫患糾紛調解

處置中心將擇期再進行調解。福建省衛計委在此前通
報情況時也表示，具體補償方案可以通過司法調解的
方式，也可以通過法律訴訟的渠道進行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道）在12日召開的國家衛生計生委例行新聞發佈會

上，國家衛計委宣傳司司長、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回應「福建5歲女童輸血染愛滋」事件時表

示，「希望福建方面能夠妥善地處理好此事。」並指出，2015年要基本實現血站核酸檢測

全覆蓋，使愛滋病窗口期縮短，降低因輸血感染疾病的風險。

大病醫保今年覆蓋內地城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內地的單
獨兩孩政策（即父母一方為獨生子女，可生育兩個孩
子）在2014年正式落地。國家衛計委昨日指出，已有
近1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符合官方預
期。
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毛群安表示，內地各地目前均
已啟動實施單獨兩孩政策。2015年，衛計委要繼續實施
好單獨兩孩政策，做好人口動態監測，並建立完善出生
人口監測和預警機制，研究制訂相關配套政策。
毛群安還表示，2014年內地出生性別比例治理和

家庭發展的工作取得新成效，今年將繼續加大出生
人口性別比例綜合治理力度，推進計劃生育家庭民
生建設。
此外，國家衛計委2015年的重點工作，還包括全面

推進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進一步加強公
共衛生工作，進一步提升醫療質量和服務水平，積極扶
持中醫藥事業發展等。

內地近100萬對夫妻申請生二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雖然內地
醫療保障體系已覆蓋10多億人口，但因病致貧、因病
返貧情況仍不斷發生，這也是內地民眾反映最強烈的民
生問題之一。在多方呼籲下，大病保險終將在今年覆蓋
中國全體城鄉居民。國家衛計委宣傳司司長、新聞發言
人毛群安昨日表示，當前內地大病保險的總體情況非常
好，已有10個省市在2014年實施了大病醫保，全年籌
資155億元，243萬人受益，大病患者實際報銷比例提
高10%至15%。

10省市已全面開展
毛群安指出，2014年內地全民醫保體系不斷健全。
財政對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人均補助標準提高到
320元。新農合政策範圍內門診和住院費用報銷比例分

別保持在50%和75%以上。國家信息平台已與16個省
級平台互聯互通。制定了204個病種付費規範，57%的
試點縣探索實施了按病種付費。所有省份都開展了大病
保險試點工作，其中10個省市已全面推開。此外，疾
病應急救助制度的建立，令33萬人獲得救助。
依照國家衛計委今年的重點工作計劃，大病醫保將全

面實行。毛群安表示，最近幾年，通過開展各地的試點
工作，大病醫保的總體情況非常好，使很多患大病的患
者得到較高比例的經濟補償。此外，他還說：「但同時
又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大病保險的籌資問題，在原來基
本醫保的籌資基礎上，還要拿出一部分錢來進行大病保
險，這就必須要進行很好的測算，而且要根據大病保險
的運行情況來對籌資的方式以及籌資的水平進行統
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內地公安破
獲一起橫跨11省區的特大製售病死豬肉案，查扣上千
噸問題肉。據悉，去年以來，公安部從一起製售病死
豬案件入手，部署指揮湖南、廣西、河南等11省區公
安機關徹查深挖，成功摧毀一個特大製售病死豬犯罪
網絡，先後打掉11個犯罪團伙、抓獲110餘名犯罪嫌
疑人，已依法移送起訴75人，搗毀涉案窩點30餘個，
查封扣押病死豬肉及問題肉品1千餘噸、使用病死豬肉
及廢棄肉品加工的「地溝油」48噸，涉案總值逾億
元。
此系列案件是公安部2014年掛牌督辦打擊食品犯罪
深化年一號案件。公安機關查明，2008年以來，該犯

罪團伙利用生豬保險理賠補償政策，以勾結、收買保
險公司保險員等方式獲取病死豬信息，從養殖場或農
戶手中低價收購病死豬，將本應做無害化處理的病死
豬屠宰分割，勾結監管部門少數公職人員開具檢疫合
格證後進入正規購買、食用渠道，或就地銷售，或販
賣至外省市，或加工成臘肉、火腿腸、熟食，或提煉
加工成食用油，銷售範圍涉及湖南、河南、廣西等11
個省區。

公安機關共破4600起案件
目前，涉案保險公司保險員因共同犯罪被依法移送

起訴，有關監管人員涉嫌瀆職犯罪線索已移送檢察機

關。公安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自2011年8月部署「打
四黑除四害」專項行動以來，公安機關累計破獲病死
畜禽案件4,600起。

千噸病死豬肉流入11省區

■不法分子跨省出
售病死豬肉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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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針對「強制實名制購票乘車後遺失
車票的消費者另行購票」，浙江省消費
者權益保護委員會（下簡稱「消保
委」）2014年年底向上海鐵路運輸法院
提交訴狀狀告「鐵老大」上海鐵路局，
但至今早已超過7天的受理期限，而上
海鐵路運輸法院仍未出具是否受理的答
覆。
在中國消費者協會（中消協）官方網站

上，一篇標題為《中消協支持浙江省消保
委提起消費維權公益訴訟》表述，「中消
協支持浙江消保委履行法定職責，依法就
損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提起公益
訴訟。」
浙江省消保委之所以提起訴訟，是與大

量消費者的投訴有關。浙江省消保委有關
人士表示：「2014年以來浙江省消保委陸
續接到多位消費者的投訴，內容均涉及消
費者實名購票乘車後不慎遺失車票，但車
站方面拒絕消費者憑身份信息查詢的要
求，強迫消費者補票。」

失票乘客補票致大量投訴
經過大量的調查和法律諮詢，浙江省

消保委認為鐵路部門的這項規定侵害了
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違反《消費者權益
保護法》。2014年12月30日，浙江省消
保委正式向上海鐵路運輸法院遞交了消
費維權民事公益訴訟起訴狀，請求法院
判令上海鐵路局立即停止「強制實名制
購票乘車後遺失車票的消費者另行購
票」的行為，並表示「我們正在和上海
鐵路運輸法院方面加緊商議，讓他們能
盡快對我們的公益訴訟立案。一旦有最
新的情況，一定會第一時間向大家公
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今年首場高校畢業生招聘會近日在上海國展
中心舉行，為保安全，是次招聘會採取限流
措施，每平方米不得超過0.75人。而由於人
數眾多，不少求職者排隊超過一個小時，招
聘會亦推遲半小時結束。
據上海市人才服務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

招聘會當日入場人次超過1.6萬，為避免事故
發生，現場配備了足夠的警力、保安與服務
工作人員。由於是新年首場招聘會，現場人
氣頗高，會場入口處長時間處於排隊狀態，
最甚者甚至要排近一個半小時。而場內更不
時有廣播播報，要求應聘者盡快應聘。不
過，由於應聘者分段限流入場，招聘會並未
出現以往攤位前人擠人的現象，應聘環境得
到改善。

每平方米不足1人
是次招聘會共計528家單位參加，備受關注

的自貿區企業亦參加並開設招聘專區。其
中，國有大型企業、事業單位僅佔兩成多，
民企則佔六成，外企（包括合資）佔比不足

兩成。而從招聘崗位上看，理工科崗位顯然
較多，金融業、製造業與其他服務業相對需
求較大，自貿區則急需物流外貿等方面人
才。
自上海外灘擁擠踩踏事件發生後，一批正

在開展或即將舉辦的大型活動被緊急叫停。
此前，上海宣佈取消已經舉辦了20年的豫
園燈會，松江方塔園元宵燈會、嘉定古猗園
元宵燈會也確定停辦。而是次招聘會採用的
限流的方案將在未來活動中得以延用。

■滬招聘會場外排隊長達一個小時。
網絡圖片

■滬招聘會現場人氣頗高，需分段限流入場。 網上圖片

■福建女童毛毛。 網上圖片

■內地近
100萬對
夫妻申請
生二胎。
網上圖片

滬今年首場招聘會限流滬今年首場招聘會限流

1月12日，新疆北園春市場商戶忙碌起來，山
東、雲南蔬菜大量進入烏魯木齊市場，保證烏魯
木齊每年10月到第二年5月的蔬菜供應。 中新社

農忙時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