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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腕治霾首年 京未達標
京人大今專題審議 急研問責及後期方案

莞樓盤千人衝突 射水槍互搏

快訊神神州州

越北水電站遇洪流 華工三死一傷

內地智能化養老基地標準發佈

福州破閩粵走私製毒物品案 拘8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在剛剛結束的天
津市濱海新區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張勇當選為濱海新區
區長。張勇2011年起任武清區委書記。2014年12月調任
天津市濱海新區，任區委副書記。今年1月5日張勇被任命
為濱海新區人民政府副區長、代理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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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北京市兩會上，如何將「APEC藍」變成「常態
藍」成為最熱話題。值得關注的是，人大代表將首

次審議北京市政府提交的《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
實施情況專題報告，最終審議意見匯總並形成審議意見
書，交北京市政府研究處理。這是近年來北京市政府首
次把一部法規的執行情況作為專項工作向市人代會作報
告，北京也成為內地首個在地方兩會上專題審議大氣污
染治理實施情況的地區，凸顯北京大氣污染治理之緊迫
及地方政府之高度關注。

多因素導致未達預期
早在本月4日，北京市環保局就公佈了2014年治理空
氣質量的成績單，全年 PM2.5 年均濃度同比下降了
4.0%。在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這一結果
並未達到年初確定的5%左右的目標，這既有減排效果釋
放具有滯後性、氣候條件不利於污染物擴散等客觀因
素，也有綜合治理措施不完善、力度不夠大等原因。該
報告將在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今日的開幕會上對
外公佈。

去年可謂中國全面治理大
氣污染元年，年初北京市長
王安順曾在兩會上笑言「中
央領導說，2017年實現不了
空氣治理目標就『提頭來
見』」。當時北京與中央簽
訂責任書，承諾到2017實現
大氣污染得到改善，並將減排任務分解到了各個區縣部
門。去年末北京市政府還對外發佈了清潔空氣行動計劃
實施的考核試行辦法，以PM2.5年均濃度下降比例作為
考核指標。

對考核不合格區縣限批
有代表委員預測，去年治理PM2.5效果低於預期，對於

「拖後腿」的區縣、部門如何問責，成為人大此次專題審
議的看點之一。已經公佈的考核辦法提出，對未通過終期
考核的區縣政府、市政府有關部門，要加大問責力度，必
要時由市政府領導約談主要負責人；問題嚴重的，由幹部
主管部門按程序進行組織調整。對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區

縣，視情況實施環保區域限批，禁止建設除民生工程和節
能減排項目以外的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項目等。
今年，北京市再將空氣質量治理目標定為，PM2.5年

均濃度同比下降5%左右，要實現目標仍十分艱巨，代表
委員尤為關注如何改進治理措施。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新聞發言人劉維林表示，目前北京
市大氣污染防治的形勢依然嚴峻。產業結構的調整、人
口規模的調控、城市規模功能的疏解剛剛開始，機動車
總量有了調控還在增加，污染物的排放還有增量，這些
均將成為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另外，北京還將探索加大對周邊區域重點城市的資
金、技術支持，促進加快區域污染治理步伐，與周邊省
區市協同減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去年北京的「APEC

藍」引起世界矚目。本報獲悉，201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

提出的空氣中細顆粒物（即PM2.5）年均濃度下降5%左右的

目標卻沒有實現，實際只下降了 4%；換言之，北京要實現 2017年

PM2.5年均濃度下降25%的五年目標更加艱巨。在今日開幕的北京市十

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北京市人大代表對大氣污染治理防治的實施情況

進行專題審議。在中國鐵腕治理大氣污染的第一年，北京治霾效果低於

預期令外界大感意外，如何問責及改進後期治理方案，均令外界關注。

雲南人代會將召開 陳豪料「去代轉正」
《甄嬛傳》導演評「雷劇」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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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記者
昨日從雲南省人大獲悉，該省十二屆人大第三次
會議將於本月26日至31日舉行，將選舉包括省長
在內的相關職缺。目前代理雲南省省長的陳豪，
料於該次會議「去代轉正」當選省長。
去年10月14日，中央任命陳豪為雲南省委委
員、常委、副書記；同月17日，雲南省第十二屆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任命陳豪
為雲南省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成為內地31個
省份中第三位既非中央委員、也非中央候補委員
的「雙非」省府班長。

密集調研16州市
據悉，入滇僅3月，陳豪馬不停蹄地開始密集

調研，足跡遍及雲南16州市中的昆明、曲靖、大
理、麗江、迪慶、怒江、普洱、昭通、紅河、臨
滄、德宏等11州市。其調研點既有路途遙遠、山
高路險的怒江州獨龍江鄉，高海拔的迪慶藏族自
治州，也有去年遭遇地震的魯甸、景谷和之前遭
遇地震的盈江，還有滇中經濟圈的相關城市；其
間還調研了發改委、民宗委、扶貧辦等省級部門和昆明
高新區、滇中產業聚集區等重點開發區。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前在雲南考察時，希望雲南

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發展戰略，成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
輻射中心。記者發現，陳豪調研領域涵蓋民族團結、生
態建設、對外開放等等，既符合雲南實際，也吻合習近
平對雲南的要求。

北京治霾難在哪？
為了解決霧霾這一「心肺之患」，過去一年中北京

實施了所謂的最嚴地方法規，但治理效果仍低於預
期，可見要取得這場治霾攻堅戰的勝利着實不易。

官方常說，「污染並非一時一日，治理也難一蹴而
就」。北京所在的華北地區三面環山，全年20%天數
氣象條件不利於污染物擴散，卻聚集着幾億人口、佈
局了生產強度高的重工業，持續過量污染物排放，源
源不斷為霧霾準備「原材料」。

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方治本
從根本上說，霾的產生是經濟發展模式落後造成

的，過量使用化石能源，是造成空氣污染的主要原
因。因此，進行經濟轉型和工業升級，優化能源結
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是治理空氣污染的治本之
策。

如今，北京治霾剛剛「積跬步」，「至千里」還有
很遠的路。去年河北、天津PM2.5年均濃度分別大幅
同比下降了12%和13.5%，周邊大氣污染的改善，將助
力北京今年PM2.5的下降。而北京不僅出台了最嚴治
霾法規，更在內地率先打出鐵規治污的一記重拳，將
治污與官員綜合考核評價掛鈎，對官員來說，以環境
污染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進而謀求政
治資本的路已經走不通了，北京解決
「心肺之患」的步伐亦有望提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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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政協委員首藉手機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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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越南北部河江省政府官員
昨日說，日前晚上河江省一在建水電站發生
事故，造成3名中國工人死亡、1人受傷。
據新華社報道，河江省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陳德貴說，20日晚上10時許，4名在河江省
謂川縣順和水電站施工現場的中國工人被洪
流沖走，當場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傷、兩
人失蹤。兩名失蹤工人的遺體已於前日早上
被救援人員找到。
陳德貴表示，目前傷者的情況穩定，正在
河江省醫院接受治療。事故原因正在調查。
另據當地媒體報道，死亡的3名工人年齡

分別為31歲、35歲和42歲，4名工人當時正
在現場進行勘測工作。
順和水電站於2013年8月底開工，預計於
2016年完工，年發電量約1.3億千瓦時。工
程的投資方為越南順和水電股份有限公司，
總投資額為6,100多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晨靜 北京報道）
中國老齡產業協會和華齡涉老智能科技產業
發展中心近日在京聯合發佈《全國智能化養
老實驗基地智能化系統技術導則》，規定了
內地智能化養老實驗基地智能化建設的術語
和原則，對基地的六大智能化系統（建築設
施智能化系統、物業管理智能化系統、健康
管理智能化系統、生活服務智能化系統、照
護服務智能化系統、文化娛樂智能化系統）
的體系構建作出明確規範。
結合此前發佈的《全國智能化養老實驗基

地規劃建設基本要求》，內地智能化養老基
地系列標準已初步形成，為即將建設和已驗
收合格的老年社區、老年公寓等智能養老機
構及配套設施建設提供指導意見和參考標
準。全國老齡辦表示，系列標準旨在規範內
地智能化養老實驗基地的建設、管理和運
營，提高養老服務智能化水平，加快養老服
務方式的現代化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廣
東東莞市一小區業主前日因維權與施工方及
警方爆發大規模衝突。事發原因為萬科公司
在收購該樓盤二期時並未與一期業主商議在
樓盤內部建造圍牆，涉嫌侵佔公共空間。現
場維權人數約為一千人，業主與施工方用水
槍互噴，警方用盾牌維持秩序，衝突歷時4
小時，3名傷者送醫治療，其中一人重傷。
目前廣東省和東莞市公安、規劃、房管等部
門已介入調查。
維權行動事發地在東莞市南城區「香樹麗

舍」小區。記者昨天上午9點到現場時，其
業主維權仍在持續，現場人數約800至1,000
人。該樓盤二期尚屬於在建樓盤，施工方仍
有工人用挖掘機在施工，上百名警察手持盾
牌在旁維持秩序。此前業主與施工方已相互
用高壓水槍互噴，一名業主當場被水槍射
昏，隨後被送醫，警民亦爆發衝突。衝突事
件造成3人受傷，其中一人重傷，可能要做
腦顱手術，醫療費用或將達上萬元。

業主指萬科涉嫌侵佔公共空間
據悉，業主維權行動已持續三個月，事件

起源於萬科公司對該樓盤開發商億兆地產的
收購。去年11月萬科收購億兆後，億兆旗下
的「香樹麗舍二期」即由萬科公司更名為
「金悅香樹」，但維權業主表示，萬科及億
兆都在未同業主商議的情況下，私自在小區
一二期之間建立圍牆，涉嫌侵佔公共空間，
導致一期業主維權。昨天維權業主將圍牆砸
掉，引發與施工方的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 2015年全國「兩會」
召開在即，中國政府網昨日聯合人民
網、新華網、央視網、中國網、新浪
網、騰訊網等網站，發起「2015政府工
作報告我來寫——我為政府工作獻一
策」活動，公開徵集社會各界對2015年
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建議。
據新華社報道，政府工作報告是「兩

會」上的重要內容，如何評價上一年的
工作，如何看待發展中的問題，即將出
台哪些政策措施，這些都將成為報告中
的內容。在政府工作報告起草期間以公
開方式廣泛匯聚民智，是建設法治政
府，實現把公眾參與作為重大行政決策
法定程序的一項重大舉措。
獻策活動過程中，網民可以通過各網

站對18個主題進行建言，分別是簡政放
權、宏觀調控、結構調整、財稅金融、
新型城鎮化、「三農」、就業創業、收
入分配、教育公平、科技創新、醫療改
革、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環境保護、
節能減排、依法行政、反腐倡廉及其他
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道）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昨日公佈，成功破獲一
起走私製毒物品團伙案，在廣東深圳、中山
以及福建福清等地抓獲8名疑犯，共繳獲用
於製毒物品的麻黃鹼約12.5公斤。
據福州警方透露，福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隊

去年10月發現一伙福清男子通過物流、快遞
包裹的方式走私製毒物品麻黃鹼，隨後成立
專案組展開偵查；發現福清男子何某通過其
在廣東中山的朋友詹某、林某，將麻黃鹼發
到深圳一快遞公司後走私出境。

在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駐地大堂裡，前來參會的
委員昨日低着頭「玩手機」，還不時低聲討論。原來，北
京市首次開通「政協北京市委員會移動議政平台」，委員
們可通過手機APP查看政協動態、資料和活動通知，隨時
隨地議政。

可採移動平台交提案
大堂內，新媒體APP 「政協北京市委員會移動議政平台」

的指示牌十分引人注目。根據指示牌上的提示，委員們只要
用手機掃描牌示上的二維碼，就可以下載這一程序，隨時隨
地通過手機APP查看政協動態、資料和活動通知等，更重要
的是，該平台還與提案系統進行對接，委員可以通過手機端
遞交提案。

據悉，政協委員們可以在平台上自行組建臨時的討論小
組，並能就關注的話題進行「一對一」的
交流，打造屬於自己的「委員圈」。會
後，該系統還將繼續使用，利用網絡議政
的方式打造「永不落幕的政協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紫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京報道）在文
藝組委員討論會現場，北
京市政協委員、著名導演
鄭曉龍昨日接受採訪時表
示，現在中國太多「雷
劇」和「山寨劇」，要鼓
勵原創精神，杜絕影視圈
的剽竊之風。
鄭曉龍說，中國現在

很多電視劇和綜藝節目都是「山寨」的，甚至有人以「山
寨」為榮，「這樣真的不可能製作出優秀的作品，而優秀
的作品一定是原創的」。他還列舉近期作家瓊瑤打贏剽竊
其作品的官司為例，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這說明中
國開始從法律上鼓勵原創作品」。
鄭曉龍指出，生活中很多題材拍不出「優秀」作品，比

如說反腐的題材，「現在反腐的力度這麼大，且成效顯
著，但是影視劇中反映這類題材並不多，或者是受『反腐
題材』不能上電視黃金檔的影響。如果我們真的關注現
實，就應該把這種現實反映出來」。
對於《甄嬛傳》在港澳及東南亞熱播，鄭曉龍表示，如

果有機會，希望可以將香港一些好的「故事」搬上熒幕。

張勇當選津濱海區區長

■■鄭曉龍鄭曉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豪陳豪（（站立者前右二站立者前右二））調研紅河綜合保稅區建設情況調研紅河綜合保稅區建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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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門廣場被重霧霾籠罩北京天安門廣場被重霧霾籠罩，，變成一片變成一片
灰濛濛灰濛濛。。遊客需佩戴口罩觀光遊客需佩戴口罩觀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業主與施工方互射高壓水槍業主與施工方互射高壓水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莞南城區一樓盤東莞南城區一樓盤「「香樹麗舍香樹麗舍」」小區業主小區業主
爆發大規模維權爆發大規模維權。。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燒煤是空氣污染的原因之一燒煤是空氣污染的原因之一。。圖為內地一圖為內地一
煤廠噴放出大量廢氣煤廠噴放出大量廢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