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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國務院：探索建立欠薪保障制度

福建漳州 PX工廠 4 月6
日爆炸起火再次將石化項
目的安全問題引入輿論熱
點。兩年之內，該項目兩
度爆炸，一次比一次嚴
重，單從概率上看，其安
全性已着實令人質疑。

環保部研究員曹鳳中日
前接受北京媒體採訪時分析，這次事故是由漏
油引起的，實際上是崗位責任不到位，操作不
到位，缺乏安全生產意識，和整體PX生產工
藝無關。另有媒體爆料，一名國有石化企業管
理者7日指出，早有安監專家在檢查該廠時發
現安全管理狀況糟糕，但沒得到重視。

「石化項目引進整合了世界上先進的專利工
藝技術。通俗地講，就是最糟糕的渣油也能轉
化為最好的 PX 原料，同時確保生產的安全
性，最大限度地減少『三廢』對環境的影
響。」這是騰龍芳烴（漳州）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耀智2012年接受當地媒體採訪的聲音。

更諷刺的是，騰龍PX 2013年7月第一次爆
炸後，古雷港開發區某官員非常篤定地說：肯
定不會再發生爆炸了。言猶在耳，爆炸卻接踵
而來。上一次是管線焊縫開裂閃燃，這一次是
裝置漏油起火。安全底線屢屢失守，只會透支
公眾信任。

PX項目立項將面臨更多困難
對於普通民眾來講，PX項目本來就充滿爭

議，不少地區的民眾拒絕接受這種項目在附近
落戶，形成嚴重「鄰避效應」。除開環保問
題，此次漳州PX事故有可能會進一步增加民
眾對石化安全的相關疑慮，導致PX及類似項
目的立項面臨更多困難。

據了解，漳州PX項目原選址廈門海滄，因遭
遇公眾反對而於2009年12月正式搬遷古雷，2010
年5月正式開工，2013年4月基建完成全面進入
開車階段，2013年9月全面投產。漳州市媒體曾

在《「古雷奇跡」探析》系列報道中稱：「僅用10個月，項目
完成從報批到審批通過全過程，審批速度之快為同類項目中罕
見」。「建設速度之快，堪稱奇跡。正式開工至今，只用不到
九百天，一座超大型現代化臨港石化產業園已初具規模」。

當時的一則新聞報道隱喻了該工程的狂飆突進：「為爭取
盡快投產，施工單位加班加點，搶抓項目進度；管委會各部
門緊盯目標任務，PX及類似項目的立項面臨更多困難。」而
據記者了解，目前古雷有5個石化項目基本建成，在建石化
項目3個，未來可預期總投資達上千億元人民幣，古雷將成
為內地屈指可數的大型石化基地。

專家指出，絕大部分的石化項目生產環境都涉及高溫、易
燃、有毒、易爆、複雜設備等，一旦疏忽大意就可能產生重
大危害，更要用萬無一失的制度和監管來保
障。騰龍PX的兩次事故敲響警鐘：縱使設備
再先進，但疏於管理或意識輕淡，事故也只是

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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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PX廠二度復燃 新增起火儲罐
罐體忽破裂 兩消防車遭燒毀

村民撤離避災盼歸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舒昕漳州報道）夜幕
降臨，氣溫驟降。距離爆炸地點15公里的杜潯
鎮漳浦四中成為這一次PX爆燃村民集中避災
點的其中一個，安置着來自騰龍芳烴附近村莊
的千餘村民。他們期盼早日回家，繼續正常的
生活。
距離爆炸點約9公里的港口村，村民大都已

經撤離到安置點。村民林姓夫婦表示，很多人
凌晨3時多接到通知就緊急撤離了。當被問到
化工廠是否對村民日常生活有影響時，林先生
直言，平時還好，但是如果發生爆炸，氣味就
會很濃重。「村裡基本沒什麼人了，大家都擔
心復燃的罐體再度發生爆炸。我們回來拿點東
西，也準備撤離了。」林妻表示。
有村民則坦言，在居民區附近建化工廠本來

就存在危險隱患。已經在古雷居住了40多年的
林先生說，當初PX項目選址古雷，不少居民持
反對意見。因為引進PX項目，就意味他們不能
繼續正常生產。他激動地表示，港口村5,000餘
村民世代靠養殖和種植謀生，「我們都是本地
人，有的人甚至不會說普通話，出去找工作也是
挺難的。我們都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漳州報道）福建大型外資石化企業騰龍芳烴(漳州)有限

公司對二甲苯（簡稱PX）裝置漏油着火事故持續延燒，異常狀況頻發。8日凌晨，已被

撲滅的三個儲罐中的一個二度復燃；當日上午11時5分，第四個儲罐突然起火。截至記

者發稿時，該罐體仍在燃燒。

佛山明示「為官不為」七情形前海法院首審涉港合同糾紛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深圳報道）
被譽為「中國法院改革樣板」的深圳市前
海合作區人民法院8日公開審理了一起涉
港擔保合同糾紛商事案件。這是前海法院
自1月28日掛牌成立後，正式開庭審理的
第一宗案件，原告與案外人均為註冊在香
港的企業法人，被告為深圳居民。
據悉，去年4月15日，原告環球理財平台

有限公司與被告常莎麗、案外人香港諾德管
理諮詢有限公司簽訂了《合作協議》。環球
公司認為，根據《合作協議》，諾德公司及
常莎麗應向其返還某單生意的介紹費。環球
公司經多次催要介紹費無果後，遂將諾德公
司委託代收費用的常莎麗訴至法院。

法律問題複雜當庭未宣判
庭審一直持續到8日中午12時許，雙方
均不同意調解。審判長宣佈，由於案情涉
及的法律問題比較複雜，該案將由合議庭
評議後擇日宣判。
據悉，前海法院的第一案，是嚴格落實
前海法院依法集中管轄深圳市轄區應由其

他基層法院管轄的一審涉外、涉港澳台商
事案件的管轄制度，是前海法院建立與行
政區化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的首次嘗
試。吸引了法學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以及大批媒體等到場旁聽。
全程參與旁聽的深圳市人大內司委副主任劉

曙光表示，由於該涉港商事案件涉及香港法
律，案件並未能當庭宣判，凸顯出兩地法律制
度的差異，因此，今後如何加速深港兩地的交
流和融合，如何適用法律和作出判決，使案件
能公正、快速的審理，備受各界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廣東省佛山市委組織
部近日向媒體公佈了《佛山市整治領導幹部「為官不為」試
行辦法》，該辦法着重從領導幹部在履職過程中存在的不作
為、慢作為、懶作為等行為下手，佛山也成為廣東省第一個
對「為官不為」進行界定和配套處理制度的城市。

怕得罪人者包括在內
佛山此次界定的七種「為官不為」的情形包括：對上級和

本級黨委、政府重大決策部署傳達貫徹不及時、措施不得
力、落實不到位；在重大工程、重大項目建設和重要工作推
進中，不能按時完成任務；不認真履行崗位職責，淡化工作
目標，放鬆工作標準，推卸工作任務，涉及多個地區及多個
部門工作職責的，主辦者不主動牽頭協調，協辦者不積極配
合；對涉及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重大問題或對群眾反映強烈
的問題能夠解決而不及時解決；作風疲沓，不思進取、安於
現狀，工作打不開局面；不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重權輕
責，影響班子團結；怕得罪人，迴避矛盾問題，對直接管轄
的地區、部門、單位的領導班子成員或下屬不作為、慢作
為、亂作為，不及時制止造成不良後果等。
佛山市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還表示，對確實存在「為官不

為」情形的領導幹部，將依不同程度、具體情形以書面形式
通知本人。嚴重的還將免職、降職；符合問責情形的，移交
市問責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按有關規定處理；涉嫌違法違紀
的，移交紀檢監察機關。

滬將開通無人駕駛「空中列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

海報道）2015中國國際軌道交通展
覽會昨日在滬開幕，據組委會透
露，上海將開通全自動無人駕駛
「空中列車」，目前已有5個區縣
開展相關交通線路規劃，未來，市
民即可體驗「空中漫步」，俯瞰上
海美景。

平均造價為地鐵五分一
空中列車即懸掛式軌道交通系

統，是一種介於常規公交和軌道交
通之間的輕型、中速、中運量的公

共交通方式。該技術起源於德國，
日本、俄羅斯等國家亦早已有多年
相關運營經驗。上海空列軌道技術
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長桂表示，空中
列車的平均造價僅為地鐵的五分之
一，造價便宜、安全環保。同時，
空中列車還有佔地少，施工方便，
工期短，快捷，可拆卸，全天候運
營等優點，被認為是軌道交通的重
要組成部分。
未來，上海的空中列車可能均為

全自動無人駕駛，時速30公里左
右，列車車底離地高度約6米。雖

然空中列車的線路建設需
要地面立柱，但並不會佔
用太大面積，不會擠佔過
多地面道路資源。同時，
列車運行時幾乎無噪音，
故不會影響周邊居住及辦
公環境。不過，空中列車
的容量卻有一定局限，一
般為 1 至 2 節小編組運
行，每節車廂大約可容納
60至70名乘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日
前印發《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意見》。意見指出，
切實保障職工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完善並落實工資支
付規定，健全工資支付監控、工資保證金和欠薪應急周
轉金制度，探索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落實清償欠薪的
施工總承包企業負責制，依法懲處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等
違法犯罪行為，保障職工特別是農民工按時足額領到工
資報酬。
意見共分8個部分26條，包括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
重大意義、指導思想、工作原則、目標任務和政策措
施。意見指出，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勞動關
係的主體及其利益訴求越來越多元化，勞動關係矛盾已

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
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損害職工利益的現象仍較突出，集
體停工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任
務艱巨繁重。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這是指導新時期勞動關

係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構建和諧勞動關係，就要依法保
障職工基本權益，通過加強勞動關係立法、完善勞動標
準、嚴格監督執法，切實保障職工的勞動報酬、休息休
假、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社會保險等基本權益。

切實保障職工休息休假權利
意見強調，切實保障職工休息休假的權利。完善並

落實國家關於職工工作時間、全國年節及紀念日假期、
帶薪年休假等規定，規範企業實行特殊工時制度的審批
管理，督促企業依法安排職工休息休假。
意見指出，切實保障職工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

權利。加強勞動安全衛生執法監督，督促企業健全並落
實勞動安全衛生責任制，嚴格執行國家勞動安全衛生保
護標準，加大安全生產投入，強化安全生產和職業衛生
教育培訓，提供符合國家規定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和勞
動保護用品，對從事有職業危害作業的職工按照國家規
定進行上崗前、在崗期間和離崗時的職業健康檢查，加
強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勞動保護，最大限度地減少生
產安全事故和職業病危害。

意見強調，切實保障職工享受社會保險和接受職業
技能培訓的權利。認真貫徹實施社會保險法，繼續完善
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努力實現社會保險全面覆
蓋，落實廣大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和勞務派遣工的社會保
險權益。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熊暉說，中國必須加強調整勞動

關係的法律、體制、制度、機制和能力建設，實現勞動
用工更加規範，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勞動條件不斷改
善，職工安全健康得到切實保障，社會保險全面覆蓋，
人文關懷日益加強，有效預防和化解勞動關係矛盾，建
立規範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贏、和諧穩定的勞動關
係。

事故處置指揮部相關負責人表示，來自福建各地
以及廣東的載有泡沫、液氮等滅火物資的車輛

正源源不斷駛向古雷，而駐閩部隊的搶險車輛也疾馳
救援。現已準備5萬個沙包及654噸滅火物料。
此次漳州PX工廠爆燃事態複雜多變出乎意料。8
日凌晨2時許，剛被撲滅大火不足兩個小時的610號
儲罐破裂，油液外溢，再度燃起熊熊烈焰。由於事發
突然，兩部消防車避讓不及被燒毀。所幸現場700餘
名消防官兵撤退及時，沒有造成傷亡。接報後，福建
省委書記尤權、省長蘇樹林緊急連夜趕赴古雷與專家
會商，研擬新的施救方案。

新燃點儲千五噸油
本報記者在現場消防指揮中心了解到，新增的燃
點為中間罐區的609號輕重整液罐，實際儲油體約
1,500噸，該罐體明顯破裂，着火核心區一片黑煙翻
滾，不時還能看到明火躥出。大量消防力量在現場輪
番作業，全力撲救。而騰龍廠區外，還有上百部來自
福建各地和廣東的消防車在做短暫補給休整。

經專家初步分析，復燃的原因主要是儲罐被泡沫
覆蓋熄火後，罐內殘餘物料溫度高於輕重整液的自燃
點，覆蓋的泡沫層經一段時間後被破壞，又遇上7級
陣風，物料接觸空氣自燃而引發復燃。

撤離範圍擴大 近3萬民眾轉移
為穩妥起見，指揮部決定將撤離範圍擴大到5公

里。目前古雷方面已經啟用漳浦四中、潯陽中學、龍
山中學三個學校作為安置點。安置點離古雷PX項目
爆炸點大約20幾公里，屬於上風向，污染廢氣不會
吹到。截至昨日晚間23時，已轉移民眾近3萬人。
在潯陽中學內部，整齊擺放着分發給村民的盒飯

和礦泉水，學校的操場和教室已經有不少來自西林村
和港口村的部分村民聚集。多名村民表示，安置點能
滿足他們的吃喝問題，而且安排了學生當自願者。西
林村的洪先生說，學校內設有醫療點，這裡條件雖然
簡陋，但是目前還沒覺得有什麼不適，希望火趕緊撲
滅。

■消防力量正在全力撲救起火的第四個儲罐。 新華社
■港口村空空蕩蕩，村民大部分已經撤離。

記者翁舒昕攝

■消防員搬運泡沫滅火材料。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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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未來將開通「空中列車」。 網上圖片
■前海法院已開審首宗涉港合同糾紛案。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