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遼寧6.8萬噸養殖海參「熱」死
養殖戶僱潛水員「加急搶救」倖存海參品質不達標滯銷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財經報道，

遼寧多地近日持續高溫，局部地區

高達40攝氏度，在遼寧海參（下稱

遼參）的主產區大連，死亡海參日

均高達2,000斤，養殖人員說，大

量海參未能漂到水面，就已融在水

下。遼寧省海洋漁業廳表示，全省

海參養殖面積184.4萬畝，池養佔

98.5萬畝。初步統計，受災損失產

量6.8萬噸，直接經濟損失68.7億

元（人民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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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正跟進落實「科水」跨境

記者了解到，遼寧地區目前90%的海
參養殖都選用「池養海參」的方

式。而此次高溫侵襲帶來的損失，主要
就發生在這些池養海參中。
大連海參養殖戶于暢介紹說：「海參
怕高溫，不怕涼。高溫下它會逐漸化成
水，看不見了。」

九成參池絕收 損失逾千萬
于暢在大連養海參逾10年，年產四五

十萬斤海參，不過，今年的高溫天氣可
能讓他90%的參池絕收。
于暢說，往年海水溫度正常是25、26
度，今年持續高溫，下午兩三點能達到
36到37度，30度海參就已經承受不了
了。
記者從漁業部門了解到，受持續高溫
影響，遼寧多地的池塘養殖海參從7月23
號開始出現缺氧、化皮的現象，到7月28
號，水深在7米以內的養殖池就出現海參
大面積死亡的情況。
于暢介紹，打撈上來的海參達不到上

市銷售的品質，只能加工後自己食用或
送給親友，按照目前遼參在市場上銷售
的最低價格50元一斤來計算，今年損失
逾千萬。換言之，損失50萬斤相當於損
失2,500萬元。

潛水員：未撈起已「熱融」
多名潛水員受商家所僱進行「搶救式

打撈」。有潛水員介紹，不少死亡的海
參都已經變成膠黏狀態，抓不上來了。
大連海參養殖戶王明聖介紹，有的參池
裡的海參已經全部沒有了。
大連瓦房店市海參協會會長王明利表

示，目前該區域圈養海參應該50萬畝左
右，損失程度達90%。
對於此次高溫天氣帶來的災情，當地

相關部門也採取了相關措施。為了挽救
剩下的海參，現在養殖戶們想了各種辦

法來為池水降溫。
甚至有人將冰塊投入養殖池中。但專

家表示，這樣的做法可能降低海水鹽
度，給池中倖存的海參造成影響。
大連海洋大學教授周瑋表示，如果往

養殖池裡投冰塊，即使是海冰也屬於淡
水，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損失，現在
最好的措施是有潮時積極換水。

投保者每畝獲賠最高6千元
為避免養殖戶「有病亂投醫」，近

期，遼寧多地的海洋漁業部門邀請專
家，深入一線指導養殖戶生產，並組織
技術人員幫助養殖戶監測塘溫、檢查海
參落礁情況。
盤錦市遼河口海洋漁業局技術工程師

林雲介紹，投放增氧片和採取肥水措
施，海參的死亡就能夠減緩。

周瑋說，對死亡的個體和出現死亡的
池塘要及時處理，不然二次污染會影響
別的池塘。因為是高溫導致海參死亡，
二次污染可能造成細菌感染。
目前，部分地區的海參協會也在積極

奔走，希望相關單位幫助養殖戶渡過難
關。
王明利表示，下一步將積極跟科研院

所溝通，再跟政府協商。是不是有一些
銀行能站出來，給養殖戶進行貸款，讓
他們有一個再生產的能力。
據了解，從2014年起，遼寧大連開始

試點海參養殖海水溫度指數保險業務，
海水溫度過高造成經濟損失時，保險公
司將給予賠償。目前一畝保費在100到
300元，最高可賠6,000元，但今年全市
投保養殖戶僅有2家，目前理賠程序已經
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
《北京青年報》消息，山東省青島市
警方前日發佈通報，動員社會協助搜
尋在當地海邊失蹤的兩名來自北京的
8歲雙胞胎姐妹。直至昨日，兩名女
孩都被搜救隊伍在海上找到，遺憾的
是已無生命體徵，家長確認係此前失
蹤的一雙女兒。
據報道，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公安

分局昨日通報稱，當日11時 30分
許，救援團隊在北京雙胞胎女童失蹤
海灘附近海域的海面上找到一名女
童，經確認已經溺亡。中國新聞網報
道指，經家長現場確認，溺亡女孩是

失蹤雙胞胎中的大女兒。之後在同日
16時許，一艘漁船在離海岸大概50
米左右的地方發現了一具女孩遺體。
8月5日下午3時左右，北京一對8
歲雙胞胎姐妹裴元瑾、裴元桐在山東
青島黃島區萬達公館對面沙灘走失。
孩子媽媽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事發之
前，兩個孩子在玩，她坐在離孩子幾
米遠的地方看手機，「看一會兒手
機，看一眼孩子」，後來還看見她們
和其他孩子一起挖沙子，所以有點鬆
懈，等她再看了兩眼手機發個朋友圈
之後，再抬頭看孩子，發現孩子不見
了……

事發海灘非正規海水浴場
青島市公安局派出刑警、消防、圖

偵和救援專家趕到現場尋找，在女孩
走失的海灘上設立了前線指揮部。從
前晚開始，已組織公安民警、輔警，
邊防、消防官兵，以及社會救援力量
展開全面尋找，投入警力和社會力量
400餘人。
央廣網報道指，事發海灘並不是正

規的海水浴場，其附近海況複雜。此
外，在該海灘上，雖然有「禁止下海
游泳」等警示標識，但仍有大量遊客
在此戲水、遊玩。

粗心母海邊低頭玩手機
八歲孿生女雙雙溺水亡

網傳華為裁撤美國辦公據點
華為回應：不屬實

香港文匯報訊 我國養殖海參
方式主要有：底播海參、池養海
參以及棚養海參，其中惟底播海
參是在自然海域生長的，不易受
外界影響。

生長速度慢於池養棚養
池養、棚養海參生長速度快，

但海水流動性差，易受外界影
響。而底播海參是指人工育苗底
播到自然海域讓其自然成長，人
為干預少，一般都要3-4年才會
成熟，品質更佳，價格較高。
因此， 大連此番高溫並未影
響底播海參的養殖戶。

正在深海30米夏眠
記者見到大連長海縣海參養殖

戶孫剛的時候，他正在海上檢查
網箱內的海參苗生長情況。而在
網箱下30米深的海底礁石上，
成品參正在夏眠。 孫剛說，參
苗在開放式海域，海水不斷流
動，每天都保持測溫，目前沒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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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提示養殖戶專家提示養殖戶，，最好的拯救措施就是等有潮的最好的拯救措施就是等有潮的
時候積極換水時候積極換水。。圖為養殖戶在海邊搶救海參圖為養殖戶在海邊搶救海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
報道）廣州創投周（第二屆）昨日啟
動，今年廣州市科技創新委員會設置上
億元（人民幣，下同）獎勵，通過「以
賽代評」機制，發掘培育中小型科技企
業，計劃用10天時間幫助逾1,000家科
技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對接。廣州市科技
創新委員會主任王桂林在啟動儀式上透
露，月中將發佈圍繞創新創業痛點來進
行政策支持的新措施，科研經費跨境使
用也很快會得到落實。
廣州創投周是以風投創投為主題開
展的創新創業創投活動周，廣州創投
周（第二屆）以第七屆中國創新創業
大賽（廣東．廣州賽區）決賽為契
機，以成果為導向，推動大賽企業投
融資對接，助力企業與資本、產業對
接；通過政府的引導，撬動金融機構
及社會資本共同支持科技企業創新發
展。創投周期間，將舉辦投貸聯動直
通車、粵港澳大灣區創投50人論壇、
粵港澳大灣區創投榜單、發起粵港澳
大灣區創投聯盟等活動。

16日將出台新措助創科
第七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廣東．
廣州賽區）決賽也同步進行，650家企
業將開展為期10天的奪冠角逐，通過
搭建的廣州創投周平台，集聚高端產

品、企業、人才、金融資本，促進創
新創業創投資源的匯聚和轉化。
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鄭海濤表示，

廣東將通過進一步加強與銀行的合
作，以及對關鍵核心技術給予更大力
度的支持等新措施，進一步助力科技
金融的發展，支持創投發展，服務科
技型中小企業。王桂林表示，本月16
日將發佈廣州支持創投的新措施，包

括支持創科企業和投資資本等方面。

已斥資四億元助企貸款
關於科研經費跨境使用方面，王桂

林指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的問題在科技
部層面已經得到解決，廣東省和廣州
市也會跟進落實。
此外，廣州市科技創新委員會通過

實施科技信貸行動計劃，通過財政出

資4億元，與八家銀行合作，作50%
的風險共擔，資金池自2016年正式運
作以來，科技信貸風險補償資金池備
案企業累計超過9,000家，今年擬繼續
新增5,000家左右。截至今年6月30
日，資金池共撬動8家合作銀行為全
市1,162家企業提供1,456筆貸款，授
信累計達127.13億元。8家合作銀行共
累計發放貸款78.83億元。

■撈起的海參多已受損，未達銷售標準，
不能如期上市。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網絡傳聞華為將裁撤
在美國全部辦公據點，退出美國市場，華為昨日表示，「此
消息不屬實」。
當天，網絡上一則所謂消息人士的消息稱，華為日前決定

全數裁撤美國的辦公據點，退出美國市場。目前華為在美國
包括華盛頓特區及華盛頓州等共有3處辦公場所。該消息還
稱，退出美國市場的決定，華為已商議了3至4個月。
華為昨日否定了該消息。
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今年3月底時曾表示，儘管
在美國市場遭遇一些挫折，但華為不會退出美國市場。他表
示，華為致力於發展美國市場，通過提供世界一流的產品和
創新來贏得美國消費者的信任。華為不會辜負這種信任。
在今年4月份的華為分析師大會上，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

軍在回答華為對於美國市場的立場時說，華為聚焦於把自己
的事情做好。不管遇到什麼困難，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服務好客戶，才能長期地生存和發展。

■溺亡雙胞胎姐妹裴元瑾、裴元桐年僅
8歲，悲劇一出，無數網民唏噓不已。

網上圖片

■■廣州創投周廣州創投周（（第二屆第二屆））昨日啟動昨日啟動，，本本
次活動將設置上億元次活動將設置上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
獎勵獎勵，，發掘培育中小型科技企業發掘培育中小型科技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攝

■廣州市已通過財政出資4億元，與8家銀行
合作，幫助中小企業創業融資。圖為廣州市海
珠區創投小鎮科技信貸受理窗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時隔一周，中國人民銀行昨
日再次對兩家非銀行支付機構開出大額罰單，嚴懲支付機構
為非法交易提供支付服務的違法違規行為，國付寶、聯動優
勢等公司被合計罰沒金額超7,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交易審核不嚴成「幫兇」
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介紹，經查實，國付寶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和聯動優勢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未能採取有效措施和技術
手段對境內網絡特約商戶的交易情況進行檢查，客觀上為非
法交易提供了網絡支付服務。國付寶公司還存在為身份不明
的客戶提供服務或與其進行交易、未按規定存放和使用客戶
備付金等違法違規行為。聯動優勢公司還存在特約商戶資質
審核不嚴、違反規定將境內外匯轉移境外等違法違規行為。
據介紹，國付寶公司、聯動優勢公司均引起大量舉報投

訴，社會影響惡劣。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依據相關法律法
規，對國付寶公司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逾2,217萬元，
並處罰款逾2,428萬元，合計罰沒逾4,646萬元；對聯動優勢
公司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逾1,207萬元，並處罰款1,431
萬元，合計罰沒逾2,398萬元。
此外，當日支付寶也因「違反支付業務規定」被人民銀行

上海分行行政處罰412萬元。
一周前，人民銀行已對卡友支付和付臨門支付兩家支付公

司合計處罰約3,475萬元。此次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表示，
將繼續認真落實國家網際網路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部署，
嚴厲打擊網際網路金融亂象，從嚴查處為各類非法交易提供
支付服務等違法違規行為，規範經濟金融秩序。

支付機構為非法交易提供服務
央行再次處罰逾7千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