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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禽流感不會爆大疫情
各地已提高對散發病例診斷監測能力

今年保持今年保持

357

中央持續力挺福建加快推進海西戰略形成強大的效益，去年福建的GDP激增12.2%，達到17500
億元人民幣。今年繼續保持這一強勁勢頭，預計在 「十二五」 期間，福建可望達到東部發達地區的平均
水平，並在 「十三五」 末期趕上台灣。這種跨越式的發展，事關祖國統一大業，中央希望福建在兩岸和
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扮演好對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試的重要角色。

本報記者 史兵報道

去年三月和十一月，國務院分別批准了《海峽西岸經濟區
發展規劃》和《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成為了福建
加快發展的強力推進器。

央企入閩氣勢如虹
2010 年 12 月 9 日，福建在北京舉辦 「福建省與中央企業

項目洽談會」，共洽談了123項合作項目，總投資8464億元，
相當於新中國成立後 50 年間中央企業在福建已建成和
在建項目投資總和，為福建 「十二五」開好局起好步打
下了堅實基礎。

福建要實現趕超台灣的目標，必須走科學化、跨越
式的發展之路，而這就迫切需要又好又多的大項目。在
中央的支持和福建高層的積極推動下，近年來央企新一
輪入閩氣勢如虹，正源源不斷釋放出強勁的推動效應。

據福建發改委有關負責人透露，2011 年，福建與
中石油、中遠、中海油、中國電信、寶鋼集團、華潤集
團、中國神華、中石化、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等 13 家央
企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或推進新的合作項目，對接項目
89 個，越來越多的央企與福建深化合作，大舉入閩增
加投資、增上項目，大項目、大企業、大集團進一步向
海西集聚。據統計，去年福建與央企對接合作項目178
個，總投資 1.05 萬億元；已開工動工建設 67 個，累計
完成投資約671億元。目前，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
油、中化等中國四大石油公司全面進入福建，將有力保
障福建的能源供應，極大推動海西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
步伐。」這位負責人興奮地說。

據悉，上月中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福州
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確定將在福州市推進油氣輸送鋼
管製造、輸氣管道和LNG應急調峰站等一系列項目建設。此
前，中石油剛剛與福建省政府簽訂發展合作協議，將在漳州古
雷規劃建設百萬噸級乙烯項目，在福建布局建設石油化工機械
製造項目，加快推進西氣東輸入閩。

平潭成為主攻方向
東海之濱的平潭島，近年來已有王剛、王岐山、王兆國、

吳邦國、李克強、賀國強等國家領導人先後視察過，都要求加
快平潭島的開放開發。同時，這裡還是海內外媒體採訪的熱點
。在這裡，記者親眼目睹了這個中國第五大島已變成一個大工
地的場面。兩萬多名海峽兩岸的建設者，要在這裡打造兩岸人
民共同的生活家園。平潭正在積極探索兩岸合作的一系列具體

途徑和形式，努力提高台灣民眾的歸屬感、認同感。目前，平
潭已成為大陸承接台灣產業轉移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一年多來
，已達成200多項台商投資意向，投資額1000多億元，涉及高
新技術、物流、旅遊等十多個領域，平潭已經成為福建實施海
西戰略的重要抓手和主攻方向。

2011年11月中旬，國務院正式批准《平潭綜合實驗區總
體發展規劃》，支持平潭綜合實驗區全方位開放開發。根據規

劃，平潭將積極承接台灣及境外高新技術產業轉移，重點發展
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產業，建設海峽西岸高新技術產
業基地。隨着平潭開放開發的提速，福建將優先支持閩台新型
顯示、晶圓及IC設計、LED芯片及封裝、新材料等產業對接
項目在平潭落地轉化。目前，平潭正在加速推進協力科技產業
園6-8英寸晶圓、冠捷電子信息產業園電子新型顯示面板等一
批重點台資項目建設。總投資達 16.4 億美元的冠捷科技園已
有10家台資關聯企業入駐，計劃於2013年初投產。對台小額
貿易市場、小企業總部、民生養生基地、航運中心和保稅物流
等一批項目即將動建。閩台合辦平潭海洋大學、創新研究所、
海洋高新科技示範基地、軟件園、博物館等項目正在抓緊實施
。與此同時，基礎設施建設與一大批改善民生的項目，正在如
火如荼地展開。

三年形成對接條件
據介紹，自 2010 年以來，台灣方面有近 200 批次 2000 多

人次來平潭考察洽談，初步達成投資意向 200 多項，投資額
1000 多億元。特別是台灣中南部有關各界反應熱烈，成立了
高雄─平潭投資開發促進會，擬在平潭規劃建設 「小高雄綜合
體」。一批台灣高新技術產業，開始向平潭逐漸轉移。目前，
平潭已經成為福建吸引境內外資本最多、最快的地區之一。

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表示，福建已將平潭的開放開發作為
推進全省發展和閩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試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
舉全省之力推進平潭開發建設。

福建省長蘇樹林表示，希望進一步深化與台灣各縣市的區
域合作，可以考慮 「讓地、讓權、讓利」，探索與台灣市縣聯
合開發或由其單獨開發的模式，推動台胞參與事務管理，通過
三年的努力基本形成兩岸對接的條件。

從今年元旦起，平潭有70多個重大項目開工建設，完成
投資450多億元，主要集中在路網、產業園區建設和社會事業、
民生保障項目等。平潭將在吸收經濟特區發展經驗的基礎上，
積極探索兩岸合作共贏的新形式、新載體。台灣金融機構可在
平潭經營人民幣業務，大陸金融機構也可在平潭經營台幣兌換
業務，台企可以發行債券；台灣車輛可以自由進出平潭；台灣人
才在平潭居住達到一定年限後，可購買限價房和經濟適用房等。

台資協力（平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李振金說，自
平潭往返台中的 「海峽號」實現每周兩班的常態化航班以來，
很多在平潭工作的台籍員工工作日在平潭，周末回到台灣跟家
人團聚。

▶經過三年多的建
設，由廈門海滄
遷 至 漳 州 古 雷
的 PX 石 化 項
目將於今年一季
度投產 史兵攝

▼漳州古雷半島正在成為福
建第二個大型石化基地。圖
為位於古雷半島頂部的台灣
石化園區正在加快建設

史兵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左三）去年
12月28日視察了福州市行政服務中心 張永定攝

▲海內外記者雲集平潭島
。圖為中外記者興致勃勃
地參觀平潭實驗區開發規
劃展示館

蔣煌基攝

據新華社 10 日報道，近日，深圳報告了去年中
國唯一一例禽流感病例，廣東省衛生廳通報了情況。
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對禽流
感的防控工作，衛生部和各地衛生部門一直高度關注
，加強監測、落實疫情報告制度、及時發現，並且進
行診斷。深圳禽流感病例正是通過加強監測發現的。
深圳衛生部門從疑似病例、確診病例的公布，到密切
接觸者的追蹤、調查和管理，都處理得很好。

他說，下一步禽流感防控工作要繼續加強監測。
衛生部和各地一直在要求做好流感樣病例哨點的監測
工作，及早發現流感活動的異常增高，密切監測病毒
變異的情況。同時，我們也要求各地積極準備，切實
在技術和物資方面做好充分的保障工作，特別是對重
點的醫療機構、重點科室，一直在強化能力建設和醫
務人員培訓，重點強化病例的早發現、早治療能力。
對於人感染高致病禽流感的病例，一定要積極應對，
有效地降低疫情的危害。

針對2011年11月發生在安徽渦陽和河南永城市
的丙肝聚集性疫情，鄧海華當日表示，相關醫療機構
已被註銷執業許可證，相關人員已被處理，相關感染
者已得到救治。

【本報訊】針對廣東出現禽流感病例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所長李
德新表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在目
前情況下不會有大的疫情，但會有散發病
例出現。現在各地診斷、監測能力都比以
前提高，不會造成很大的公共衛生問題。

【本報訊】備受關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的
決定》（以下簡稱防治法）日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並開始實施。防治法中對職業病定義作出修改和
「擴容」，諸如過勞死，長期視頻作業導致的眼部損

傷、職業性腰背痛、頸椎病、鼠標手等白領易患疾病
都有望納入職業病目錄。

該法主要起草人之一、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院長
黃漢林透露，隨着職業病定義的變化帶來了患病主體
人群變大，一直以來備受廣大白領階層關注的辦公室
疾病有望列入新的職業病目錄， 「比如因為勞動管理
組織因素使員工過度勞累產生的過勞死，再比如長期
視頻作業導致的眼部疲勞、損害。長期伏案工作導致
的職業性腰背疼、頸椎病，長期敲擊鍵盤產生的腱鞘

炎等等系列白領高發疾病，都將有望納入職業病目錄
。」他說。

據悉，隨着一些非物質的有毒、有害因素成為導
致職業病的主要因素，一些諸如辦公室環境、空氣質
量類因素引發的職業疾病，也可列入職業病範疇。比
如辦公室甲醛超標、刺激性光線、正電離子、臭氧等
對員工身體造成的影響，都可列入職業病範疇。

再比如在醫務領域中因接觸傳染病人而導致的職
業暴露而存在的感染風險。老版防治法只限定了醫務
人員接觸森林腦炎、布氏桿菌病、炭疽三類疾病算職
業病，即便 2003 年非典時期的醫務人員感染都不算
。但在新版防治法實施後，醫生因接觸愛滋、乙肝等
傳染性疾病感染，也將隨着新目錄的出台而得以確
定。

鼠標手有望納入職業病

【本報訊】2011 年的最
後一天，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正
式公布了 「郭美美事件」調查
報告及相關處理結果。中國紅
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日前
接受專訪時表示， 「我們早已
在各種場合再三澄清，各方調
查和審計的結果都表明，郭美
美與紅十字會無關，其網上炫
耀的財富與紅十字會、公眾捐
款和項目資金無關。」

她進一步澄清說： 「商紅
會因為與郭美美有牽扯而變得
複雜和敏感，但實際上它很簡
單，就是說，紅十字會批准了
一個商紅會，商紅會在沒有一
分錢投入的情況下，自己去找
企業，結果找來了一個王鼎公
司，王鼎公司有一個王軍，郭
美美和王軍不知道是什麼關係
，王軍給她買了車、買了包，
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談到紅十字會的改革，趙
白鴿表示，今年啟動了商紅會
成立以來的首次財務收支審計
，並由中國商業聯合會成立調
查組，調查媒體所反映的商紅
會運作方式問題。另一個公眾
普遍關注的焦點事件，是捐贈
信 息 發 布 平 台 的 建 立 。 從
2011年7月啟動至今，紅十字
會已經建立了全國聯網的中國

紅十字會綜合管理信息系統，包括專門成立的信息
化領導小組和信息處。信息系統預計春節前可以在
試點縣市運行，2012 年在省區一級鋪開，三年內
可以在全國運行。有了這個信息系統，一旦有捐款
信息就會輸入到系統裡，要編造信息就不容易了。
紅十字會和各省區必須建立一個直接的溝通，包括
捐贈情況等，把住捐款捐物關。

她說，目前，紅十字總會已經從機構、人員、
經費等方面來保障信息管理系統的建設工作。現在
，紅十字會的聘用人員和固定工作人員的比例是1
比1，聘用人員中間相當一部分是專業化的，比如
學法律的、外語的、商業的。今後，紅十字會將加
大幹部競爭上崗、公開選拔和輪崗交流力度，並完
善聘用制人員的有關待遇和激勵機制政策。紅十字
會的改革還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做好公關；二是加
強市場駕馭能力；三是學會利用媒體的力量說話和
接受媒體的監督；四是學會和公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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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李理北京十日電】近年來，中
國海上船舶溢油事故頻發與應急處理能力滯後的矛
盾日益凸顯。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常務副局長陳愛平
10 日在京表示，山東煙台、河北秦皇島兩個國家
級溢油應急設備庫已經建設完成，令中國北方海區
具備控制和清除中等規模船舶溢油能力。

陳愛平說： 「兩個設備庫配置衛星監測系統和
溢油清除控制系統，並擁有先進的溢油回收設備和
圍控設備，使中國北方海區具備控制和清除中等規
模船舶溢油的能力。」

海上溢油應急庫魯冀建成

▲衛生部專家表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只會有散發病例出現，由於各地診斷、監測能力都比
以前提高，在目前情況下不會有大的疫情。圖為醫務人員在家禽養殖場開展禽流感監測 網絡圖片

▲備受關注的辦公室疾病 「鼠標手」 、頸椎病
等，有望納入職業病目錄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