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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高雄氣爆案偵結 起訴12人
涉事化工公司董事長入名單 陳菊無責 遇難者家屬不認可

高雄氣爆案發生於今年7月31日深
夜，疑因李長榮化工和華運公司

間的丙烯輸儲管線破洞液壓異常，仍持
續輸送丙烯擴大事端，於晚間11時50
分在二聖路和凱旋路口引發大爆炸，釀
成32人死亡、321人受傷的慘劇。

破管丙烯外洩為禍首
檢察官認定李長榮化工破管導致丙烯檢察官認定李長榮化工破管導致丙烯
外洩為釀災禍首外洩為釀災禍首，，將董事長李謀偉等將董事長李謀偉等99

人依公共危險等罪起訴；另外氣爆箱涵
違規設管，且氣爆現場還有一個無人管
理的幽靈箱涵，檢方也認定當年監工的
市府養工處前員工邱炳文等3人涉業務
過失致死罪，18日一併起訴。
據中通社報道，起訴書指出，氣爆發

生前，陳菊確已多次與副市長劉世芳、
消防局長陳虹龍聯繫，並指派謝姓秘書
親自到現場了解並匯報；氣爆發生後，
陳菊隨即聯繫所有局處首長到災害應變
中心，並以電話聯繫台南市長賴清德、
屏東縣長曹啟鴻及八軍團等請求支援，
並於凌晨12時 21分進入災害應變中
心，相關監視器錄影紀錄均經勘驗屬

實，查無任何故意廢弛職務之行為，因
此均予不起訴處分。
陳菊說，司法單位已經釐清市府在

氣爆前後處置過程並無違失，對此一
結果尊重與肯定，也還第一線最辛苦
的「消防局」、「環保局」同仁一個
公道。

家屬不滿罵聲四起
不過，罹難者家屬對偵查結果罵聲四

起，無法接受。氣爆災區林榮里災民自
救會鍾水成說，馬英九都已公開說過高
雄氣爆是人禍，市府怎麼可能是沒有責
任，這樣的結果天地不容，相信罹難者
地下有知也會在陰間抗議。
高雄石化氣爆罹難者家屬自救會會

長陳冠榮表示，檢方認為市府在救災
處置過程無刑責，並不代表市府沒有
責任，他盼政府要檢討救災能力、人
力和法源管理等問題。
另外，高雄市府當天的處理中，有

7名警消人員死亡、33名市府公務員
受傷，查無任何人有故意廢弛職務情
事，因此簽結。

香港文匯報訊 經過四個半月的偵查，造成三百多人

傷亡的高雄「7·31」氣爆案18日偵結，高雄地檢署依業

務過失等罪起訴榮化董事長李謀偉等12人。至於被外界

質疑救災不力的高雄市長陳菊等官員，均不予起訴。陳

菊對此表示尊重；不過，罹難者家屬罵聲連連，批評檢

察官睜眼說瞎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福建自貿園區自
12月12日獲批之日起，就被視為下階段兩岸經貿注入「活
血」的一劑強針。儘管具體方案和細則尚未公佈，但未來福
建自貿區如何對接台灣自由港，以及將帶來何種兩岸經貿升
溫的功效，引發外界猜想。福建在地台商、學者皆看好福建
自貿區前景，冀更多規劃細節披露。

金融業開放利台企融資
當前，台灣正在規劃建設以「六海一空」為核心的自由
經濟示範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助理教授王勇此前向媒
體提出，利用ECFA優勢及各項自由化鬆綁措施，「特區」
（福建自由貿易園區）和「特區」（台灣自由經濟示範
區）的合作將有更進一步的發揮。

在廈門台商協會副會長許政郎看來，福建自貿區僅金融
服務行業面向外資開放一項，就將有效解決台資中小企業
最棘手的融資問題，「好處是絕對的，具體只能期待更多
細節的公佈」。他直言，一旦獲得銀行體系融資支持，中
小型規模的台企就有資金將生產線延伸到內地，降低生產
成本。同時，亦能添置新設備淘汰落後產能，增加產品的
附加值。
宸鴻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負責人何芳吉接受香港文匯

報採訪時稱，福建自貿區消息公佈不久，具體開放內容和
對企業的利多都不可能「短期內顯現」。但作為100%外銷
的企業，他直言目前其公司依靠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海關特
殊監管政策，已經在增值稅上得到了減免。未來，平潭將
會獲得更大力度的政策放寬。

台商冀披露閩自貿區細節

陳水扁保外就醫
「法務部」下周一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台灣新
黨主席郁慕明18日在港出席第四屆港台
影響力論壇時，談及此次「九合一」選舉
藍營慘敗，根源在於輸了民心。他認為，
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的路線政
策，反而置國民黨於兩岸政策的模糊地
帶，「談『統』色變令國民黨在搖擺中失
去了基本盤。」
此次「九合一」選舉投票數據顯示，
7%泛藍選民選擇沉默。郁慕明認為，這
樣的選舉結果不代表綠營的成功，而是藍
營應該檢討，選民緣何極度失望。他認
為，此次慘敗是因為「國民黨的根本精神
已經不在了，國民黨在過去累計及損失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已經很難彌補。」
他又提及，朱立倫想推動的「內閣制」
亦不足以幫助國民黨翻盤。「這些技術性
的改革，也許在選舉時能有所幫助，但是
無法贏回民心。『統一』原本就列明在
『國統綱領』中，如今藍營內部卻也瀰漫
着『統一就是投降』的觀念，只能說國民
黨已經丟掉黨魂。」
郁慕明提出，年輕人的「統獨」認識，
是影響未來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要讓年
輕人有正確的認識，要從教育上進行導
正。

香港文匯報訊
台「法務部矯正署
長」吳憲璋18日表
示，針對陳水扁申
請保外就醫案，現
已擴大醫療鑑定小
組，從10人增加到
15人，預定下周一
開會。「法務部」

也曾澄清，從未表示陳水扁有9成以上機率可獲
准保外就醫。
據中通社報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18日審查預算，國民黨「立法委員」廖正井質詢
時指出，陳水扁保外就醫案，現已成立15人醫療
評估小組，且呂秀蓮曾揚言若24日前不釋放陳水
扁就要絕食；他要求「法務部矯正署」提早決定
放人，否則他「要把『法務部』預算刪光」。
吳憲璋回應說，相關時程不會因為外界壓力而

有所變動，仍會依據醫療小組鑑定結果，預定和
醫療小組22日開會，一定尊重醫療專業。

台中18日再創入冬8.7度新低，寶島凍死26人，包括台東一名
出生6天男嬰在寒夜失溫死亡。基隆一名曾任里長的7旬女街友
則凍死在公廁，台中也有獨居警員猝死家中。 《中時電子報》

寒流奪26命

■高雄地檢署18日偵結氣爆案，圖為檢
察官黃元冠說明案情。 中央社

■■高雄高雄「「77··3131」」氣爆現場出現氣爆現場出現
大規模地陷大規模地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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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流行大廚到會
宋徽宗真跡宋徽宗真跡《《鴝鵒圖鴝鵒圖》》將首展將首展

渝渝「「勵志大爺勵志大爺」」零基礎學繪畫走紅零基礎學繪畫走紅

南京博物院將聯合北京故宮博
物院、上海博物館從本月26日起
推出「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
合璧展」，龐萊臣所收藏的五
代、宋元以來的80件名畫將與
公眾見面。其中，江蘇地區博物
館收藏的唯一一件宋徽宗真跡
《鴝鵒圖》，乃清宮舊藏，將首
次對外展出。
據了解，龐萊臣是二十世紀中

國最著名的書畫收藏大家，被譽
為「全世界最大的中國書畫收藏
家」。南京博物院藝術研究所副

研究員龐鷗表示，今年是龐萊臣
誕辰150周年，這是新中國成立
以來龐萊臣藏畫第一次公開展
示。
此次展覽包括上海博物館館

藏元代著名畫家王蒙的代表作
《丹山瀛海圖》、宋徽宗趙佶
《鴝鵒圖》、夏圭《灞橋風雪
圖》、黃公望《富春大嶺
圖》、吳鎮《松泉圖》、倪瓚
《叢篁古木圖》及沈周《東莊
圖》等。

■實習記者朱皓南京報道

今年68歲的重慶大爺張才柱利用兩年時
間，在左眼幾近失明、右眼1,650度近視的情
況下，從零基礎自學繪畫，創作了60餘幅作
品，描繪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農村生活
記憶，畫作在網上引起轟動，被網友讚為
「勵志大爺」。
張才柱是一名退休機電工，兩年前，他突

然決定學繪畫。張大爺說，「我老家在北碚
區三聖鎮亮石村，我們那個年代的人生活得
艱辛，現在政策好了，就應該憶苦思甜，才

會懂得感恩。怎麼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那個年
代的生活？我想只有畫面，最直觀也最生
動。」
為了能畫出自己記憶裡的農村生活，沒有

任何繪畫基礎的張大爺買來二十多本書，開
始自學繪畫。僅兩年時間，張大爺的畫作就
掛滿了房間。張大爺說，「我還會繼續畫，
畫滿150幅，爭取到時能辦個畫展，讓更多年
輕人了解過去的農村生活。」

■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上海近期流行通過手機軟件約高級酒

店大廚上門燒菜的服務，價格也不貴，

99元（人民幣，下同）燒6個菜。許多

嘗試過的消費者稱，工錢十分便宜，比

鐘點工還廉價。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張大爺和他的農村畫張大爺和他的農村畫。。 ■■張大爺的畫作張大爺的畫作。。

■宋徽宗真跡《鴝鵒
圖》將於26日起首次
對外展出。 網上圖片

元做6菜99
有家庭主婦崔女士告訴

記者，她就曾經通過
手機軟件，預約過這樣的服
務，點一名上海知名五星酒
店的廚師上門，想吃的菜式
預先告訴師傅，食材則由師
傅買好帶上門，並提供詳細
價格單。整個燒菜過程歷時
3 個小時，共燒了 6 道菜
餚，人工費總共只有99元。

廉價好吃受歡迎
崔女士表示，按照小時工
來計算的話，這個大廚的工
錢簡直比做家務的鐘點工阿
姨還要廉價，而且肯定比自
己做的家常菜好吃許多，用
的食材、調料又是看得見
的，十分放心。不過讓崔女
士稍有抱怨的是，食材師傅

買貴了，6道菜的食材
花去500多元，以後應該自
己準備好，直接讓師傅上門
燒菜。
據了解，目前約大廚到會

在上海非常流行，很多大廚
都是趁着休息的日子接
單，許多人表示這樣
的價格比高檔
飯店合算，
食 材 又 放
心。有些還
表示可以乘
機跟着大廚
學 習 一 下 手
藝。不過，也有一
些人表示擔憂，大多集
中在監管問題上，覺得陌
生人上門不安全，還有萬一
食物吃出問題誰來負責。

■■上海流行通過手機軟件上海流行通過手機軟件
約高級酒店大廚上門燒菜約高級酒店大廚上門燒菜
的服務的服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粵首粵首名名「「三凍三凍」」試管嬰誕生試管嬰誕生
少女為母製作婚紗補遺憾少女為母製作婚紗補遺憾
「穿婚紗是每個女人的夢想，但媽媽說在

她結婚的時候沒有婚紗、沒有筵席，只有一
張結婚證，所以，我想為她做一件婚紗。」
16歲的覃鈺萍遺憾母親當年倉促結婚，

便召集夥伴們一起為母親設計製作了一件婚
紗。但是婚紗製作工程浩大，且婚紗製作對
於她們來說都是零基礎，於是覃鈺萍決定自
己設計，並聯繫遠在浙江從事服裝製作的哥
哥來製作。
歷時一個月，婚紗終於製作完成，僅花費

240 元人民幣。覃鈺萍為婚紗取名為
「純」，象徵對父母輩純潔美好愛情的嚮往
和對未來愛情的憧憬。母親收到婚紗後感動
不已，由於尺寸偏小，她沒能穿上，但還是

十分滿足。
覃鈺萍表示，等她有能力就為母親補辦婚

禮，讓她穿上自己設計的婚紗。
■實習記者 劉亮荀 綜合報道

廣東首例「凍精凍卵凍胚胎」的
「三凍」試管嬰兒近日在羅湖區人
民醫院誕生， 是一名8斤2兩重的
女嬰，成功培育該名珍貴試管嬰兒
的是深圳市羅湖區人民醫院生殖醫
學中心。
據了解，「三凍」試管嬰兒是精

子、卵子和胚胎都在輔助技術助孕
過程中分別經歷了冷凍和復甦過程
後，通過胚胎移植技術孕育而成的
試管嬰兒。其技術難點主要在於卵
子的冷凍，因卵子體積大、膜面積
相對小、滲透性差、細胞器易受冷
凍傷害，很難存活與復甦。
該名「三凍」試管嬰兒的媽媽是

一名35歲的不孕症患者，結婚13年

未孕，多年求醫未果。年初來到深
圳市羅湖區人民醫院生殖中心開始
接受輔助生殖技術助孕治療。孩子
的母親於3月25日接受胚胎移植手
術，4月23日確定臨床妊娠。孕期
中母親和胎兒各項健康檢查指標均
正常。女嬰出生體重4,100克、身高
52厘米。
該中心主任彭南妮介紹，「三
凍」試管嬰兒的誕生來之不易，該
項技術的成功標誌着卵子冷凍技術
難關已獲得成功突破。這項技術的
突破為今後女性生育力的保存、助
孕過程中剩餘卵子的捐贈、取精失
敗患者的卵子凍存提供了技術保
障。 ■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

山西太原「攜手巨星抵抗霧霾」
公益行為藝術秀18日在一家蠟像館
舉行。館內所有名人蠟像都被工作
人員戴上了口罩，進館民眾也必須
佩戴口罩方可入內參觀。主辦方藉
此呼籲保護環境、低碳出行，抵制
霧霾天氣。 中新社

攜手巨星抗霧霾
■■天還未亮天還未亮，，粥舖已為環衛工捧上熱粥舖已為環衛工捧上熱
騰騰的早餐騰騰的早餐。。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