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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建議中國設大交通部

深高鐵五月可直通湘鄂

【本報記者呂劍廣州十一日電】今
天上午，因為旅客抽煙和列車故障等原
因，導致兩輛分別從廣州和長沙始發的
武廣高鐵列車停駛，引致 30 多列車輛
晚點，當日武廣高鐵上行（武漢方向）
車次車票暫時停售。鐵路部門今天向旅
客道歉，並表示待列車運行秩序恢復正
常後，將盡快恢復正常售票，同時呼籲
廣大旅客不要在高鐵車廂內吸煙，以免
影響列車運行秩序和安全，耽誤大家行
程。

今日上午8時10分，廣州南始發的
G6004 次列車行駛到韶關至郴州西區間
時，車內煙霧告警系統報警，列車被迫
停車檢查，警報引起了許多旅客的驚慌
，以為有車廂出現火情。事故原因很快
查明，列車煙霧報警是因車廂內有旅客
吸煙所致，鐵路部門立即通過車站和列

車廣播向旅客通報了情況。35分鐘後，
列車恢復正常，但致使後續20餘趟列車
出現30分鐘左右不同程度晚點，鐵路部
門緊急採取措施恢復列車運行秩序。

另外，今日上午 10 時 32 分，長沙
南始發的 G6015 次列車行駛到長沙南至
株洲西區間時，因動車組電氣設備故障
臨時停運，車體返回長沙南站檢修，致
使後續下行（往廣州南）多趟列車出現
不同程度晚點。目前，鐵路部門正全力
恢復列車運行秩序。

據了解，高鐵車廂內全程禁煙，但
長途列車上抽煙行為較難控制。鐵路部
門表示，由於春運期間列車開行密度大
，一旦前行列車因故停車，勢必影響後
續列車正常運行，因此呼籲旅客禁止在
高鐵車廂內吸煙，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
煩。

乘客抽煙致武廣高鐵停車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消息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11 日主持召開國務
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強質量工
作。會議提出加強質量管理水平的多項措
施，其中包括，將完善企業質量檔案和產
品質量信用信息紀錄，建立質量失信 「黑
名單」並向社會公開。

會議強調，春節將至，各級人民政府

和有關部門要切實加強市場監管，確保群
眾節日餐桌食品安全。

會議指出，中國的產品、工程等質量
問題造成的經濟損失、環境污染、資源浪
費仍然比較嚴重，質量安全特別是食品安
全事故時有發生。一些生產經營者質量誠
信缺失，肆意製售假冒偽劣產品，破壞市
場秩序和社會公正，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

康安全，損害國家信譽和形象。
會議提出，要強化質量安全監管，制

定實施國家重點監管產品目錄，完善生產
許可、強制性產品認證、特種設備安全監
察等監管制度。要堅持運用法律手段解決
質量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依法嚴厲
打擊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
安全等質量違法行為，加大對質量違法行
為的刑事司法打擊力度。要堅決破除地方
保護，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會議指出，要完善質量工作體制機制
，健全地方政府負總責、監管部門各負其
責、企業是第一責任人的質量安全責任體
系，充分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
維護質量安全。

內地加強質量管理
建失信企業黑名單

鐵道部門從即日起 12 天內面向
北上湘鄂兩地的旅客推出換乘牌，並
派專人指引快捷換乘。

春運大幕拉開後，承擔接送深港
兩地旅客北上的廣深港高鐵深圳北站
的客流逐日上升，為方便市民中轉，
深圳鐵路部門從今日起至 1 月 22 日
在深圳北站通往廣州南站方向的廣深
港高鐵列車上，專門開展中轉換牌服
務工作。

至少預足1小時換乘
據介紹，鐵路工作人員在動車上

核對旅客持有長沙和武漢方向的武廣
高鐵中轉換乘車票後，發放 「廣州南
站中轉換乘卡」，屆時旅客可在列車
到達廣州南站後，佩戴好換乘牌到站
台1號車廂處集中，安排專人指引進
行快捷換乘。

是次鐵路部門推出的舉措，將大
大紓解北上湘鄂的港深莞三地旅客換
乘時 「矇查查」的困擾。不過，由於
廣深和武廣高鐵線路收班存在時間差
，且有時班次銜接不上，又給市民換
乘帶來諸多不便。據悉，武廣高鐵到
武漢的列車每日最晚 20 時 02 分收班
，而廣深高鐵日 22 時收班。經常往
返內地的港人鄧先生表示，由於換乘
至少需要預足一個小時的時間，若晚
上 18 時不從福田口岸出發，就很難
趕上最後一班武廣高鐵。

記者從深圳北站售票廳獲悉，相
比白天，廣深港高鐵晚上的列車售出
的車票比例確實低出不少，尤其是晚
上八點之後的客座率非常低，存在浪
費運力的情況。

從鐵路部門人士獲悉，武廣高鐵
14 日至 18 日將迎來客流高峰，屆時
將可能會延長運營時間，甚至可能全
天候運營，目前正在研究相關方案。

不過，推出換乘車牌專人指引或
是延長武廣高鐵運營時間，都只是應
對春運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在安全
保證下，直通湘鄂兩地，免去換乘之
苦，仍是時下深港兩地市民最為關注
的焦點問題。

將進行系統調試
高鐵何時從深圳直通湘鄂，近期

在深圳兩會上也成為代表和委員們熱
議的話題。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呂銳鋒
在此間進行的專題議政會上表示，深
圳北站至湘鄂兩地需在廣州南站換乘
的情況可能將持續幾個月，主要用於
進行系統調試。他還說，大概今年
「五一」或將能實現直通，但具體情

況並非深圳管得了的。
有港人表示，直通後，從福田口

岸搭乘港鐵龍華線至深圳北站買票，
約四個小時便可直達武漢，沿途還可
在衡陽、岳陽、長沙等地落車觀光旅
遊，對此願景十分期待。

深圳高鐵未直通湘鄂帶來的中轉耗時引發旅客怨聲不斷，
消息稱，經過幾個月系統調試後，深圳高鐵有望在今年 「五一
」 黃金周直通湘鄂兩地，屆時港人最快4個鐘頭便可從深圳直
達武漢。此外，當前與廣深高鐵存在收班 「時間差」 的武廣高
鐵，有望在春運高峰期間延長運營時間，甚至24小時全天候運
營，目前相關方案正在研究。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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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一日電】一年一度的春運來
臨之際，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又一次成為全球媒
體的新聞話題。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鐵路行業管理
體制的三大支柱》報告對中國交通體系提出建議。世
行建議，中國可以考慮 「保留國家在鐵路政策和路網
所有權方面的核心職能的同時，設立一個國家交通運
輸部負責對交通運輸實行統一管理，制定統籌多種運
輸方式的綜合交通運輸政策，建立一體化的交通運輸
體系，負責各種交通運輸網絡間的公共資源分配」。

報告指出，在交通運輸部下設國家鐵路管理局，
負責制定鐵路政策和技術與安全法規，但沒有所有權
，不承擔服務提供職能。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鐵路貨運量居世界第二，客

運量居世界第一。世行指出，鐵路網的迅猛發展是在
中國特有的鐵路治理與制度結構下實現的。鑒於交通
運輸市場的競爭環境發生變化，建立更協調的國家交
通運輸體系的呼聲日高，中國的鐵路行業可以考慮採
取不同的治理結構。

國際經驗可借鑒
世行以澳洲、巴西、加拿大、德國、法國、日本

、俄羅斯、美國等八個國家的案例，認為這些國家的
經驗可能對中國有借鑒意義。這八個國家都擁有較大
的鐵路行業，鐵路總運量加起來佔中國以外地區的三
分之二。報告認為，這八個國家的鐵路管理體制具有
一些共性的特徵，包括都有一個交通運輸部，負責管

理和制定統籌多種運輸方式的綜合交通運輸政策；政
府的政策制定和規管職能與鐵路服務的商業運營分離
；無論民營國有，均普遍採取公司化治理結構來提供
鐵路服務；同時有多個服務提供商；客貨運業務在部
門或制度上分離。

世界銀行中國局交通運輸部負責人司凱強表示：
「中國以外最大的國家鐵路行業雖然大多方面千差萬

別，但在鐵路治理和產業結構上都遵循三個共同的政
策原則。八個案例國家都盡量對交通運輸行業或者至
少對陸上交通運輸行業實行統籌管理，都對包括鐵路
在內的各種運輸方式實行政策制定職能與運輸服務職
能相分離，都認為有必要對這個行業進行獨立規管，
由一個部門或機構負責。」

桂林防冰凍災害影響電網

▲針對南京六日發生的持槍搶劫案，江蘇全
省已經開始全面布控，民警全部進入一級巡
防 「戰備」 ，懸賞公告也被下發至全省各
地 中新社

▲十一日，一名小女孩與母親在寧波東
站臨時搭建的候車棚內等待檢票上車。
當日為春運第四天，很多孩子也置身在
寧波東站熙熙攘攘的春運人潮中 新華社

深圳鐵路部門在深圳北站通深圳鐵路部門在深圳北站通
往廣州南站方向的廣深港高往廣州南站方向的廣深港高
鐵列車上，專門開展中轉換鐵列車上，專門開展中轉換
牌服務工作牌服務工作 黃仰鵬攝黃仰鵬攝

【本報訊】連日來，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供電局啟動冰凍災害
專項應急預案Ⅳ級響應，安排人員每日對桂南線、桂湘線等易覆冰地
段進行特殊巡視，隨時了解線路運行情況。

據新華社報道，2008 年冬天發生在中國南方的冰凍雨雪災害讓
人們記憶猶新，桂林是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今年以來，為預防冰凍
雨雪天氣帶來的災害，桂林採取多項措施應對冰凍雨雪天氣。

1月4日以來，中國西南地區受較強冷空氣影響，氣溫驟降，部
分地區出現了冰凍災害。據氣象台提供的信息，本月17到20日，中
國西南部還將迎來一股更強的冷空氣。目前各地供電、交通等部門已
經嚴陣以待，應對可能到來的冰雪災害。

桂林市供電局加強對各個變電站戶外設備的巡視，檢查戶外電氣
主設備上是否有覆冰狀況。要求各企業負責人復查本企業供電方面的
抗冰搶修器材和搶修人員的準備情況。同時，桂林供電局還對容易受
冰災影響的供電線路進行改造和加固。據了解，目前融冰裝置運行情
況良好，隨時可以開展融冰工作。

在公路交通方面，桂林公路管理局及各縣公路局已經儲備了一批
抗冰搶險物資。目前，桂林市區與下屬各縣各條公路路面基本消除了
結冰現象，沒有造成車輛滯留。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一日電】深圳特警東
莞掃黑遭襲一案取得進展。記者今日從東莞警方獲
悉，涉入這次持刀追砍警員事件的 12 名夜總會僱
傭人員落網，並被警方刑拘。目前，仍有襲警人員
在逃。

1月10日，深圳警方在東莞長安鎮對一宗涉黑
案件重要犯罪嫌疑人實施抓捕時，遭到當地一夜總
會僱傭人員持刀追砍，並造成深圳市公安局6名治
安員受傷。有警員在躲避襲擊時開槍自衛，導致一
候客出租車司機被誤擊死亡，引發全國關注。

據東莞警方透露，案件發生後，東莞警方立即
立案偵查並組織力量對在逃的涉案人員進行追捕。
11 日凌晨，警方在長安、虎門抓獲莊×山（男，
廣東雷州市人）、張×（男，河南鄧州市人）、
陳×（廣西靈山縣人）、王×明（男，東莞虎門鎮
人）、陳×（男，重慶人）、陽×暉（男，湖南人
）等八名犯罪嫌疑人並繳獲刀具等兇器一批。

同時，另有4名涉案人員趙×濤（男，河南鄲
城縣人）等主動到公安機關接受審查。經審訊，
莊×山、張×等犯罪嫌疑人已初步交代參與持刀襲
警的犯罪事實，警方已依法對莊×山等 12 人採取
刑事拘留強制措施。

被誤殺司機可申請國賠
目前，該案件正在進一步偵查中。警方再次敦

促在逃的襲警犯罪嫌疑人盡快投案自首。此前警方
已抓捕 38 名嫌疑人。另涉入事件的傳奇夜總會老
總李峰亦表態，將會召集所有內保人員前往當地派
出所投案自首。

該案件經媒體微博披露後，引起網民極大關注
。警方稱，這次突襲檢查東莞傳奇夜總會事件的
40 名警員，來自深圳寶安分局。這次引發事件的
衝突細節頗為蹊蹺。據悉，深圳一名特警便服帶
領十幾名治安隊員來到傳奇夜總會臨檢，勒令夜總
會保安全體蹲下，但警員拒絕出示證件，引發衝突
。有目擊事件的夜總會人員稱，該事件可以避免。

這次事件中無辜遭誤殺的的士司機引來市民同
情。據死者同鄉透露，該司機今年 32 歲，湖南人
，留下一個懷孕的妻子，同時在湖南老家還有一個
今年僅4歲的女兒。有法律業界人士稱，的士司機
無辜遭警察誤殺，其親屬可以申請國家賠償。

東莞襲警事件
刑拘12涉案人

▲廣西全州水利電業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員在東山瑤族鄉清除高壓電線上的
冰凌 新華社

【本報訊】11 日下午，浙江省公安廳稱，繼
江蘇、海南、安徽馬鞍山等地相繼出台獎勵措施
通緝 「1.6」南京持槍搶劫案犯罪嫌疑人曾開貴之
後，浙江公安部門懸賞20萬人民幣，獎勵提供線
索人員。

據中新社報道，1月6日上午，江蘇省南京市
發生一起持槍搶劫銀行取款人的案件，該案與近
年來相繼發生在重慶、長沙的持槍殺人案係同一
案犯所為。

該名案犯作案八年身背7條人命，據統計，對
此案犯的懸賞中，湖南長沙警方的懸賞金額為 30
萬元，重慶警方的懸賞金額為30萬元，昆明警方
最高，為 100 萬元，南京警方 10 萬元，玄武警方
追加5萬元，馬鞍山警方20萬，海南警方20萬元
，加上浙江警方最新懸賞 20 萬元，累計最高為
235萬元。

據了解，犯罪嫌疑人曾開貴，男，1969 年 8
月23日生，四川省內江市東興區順河鎮玉泉村組
人，身高1.7米左右，中等身材，偏瘦，皮膚黝黑
，走路外八字比較明顯，手甩動的幅度比較大，
站立時腰板挺直，有抖腳、背手的習慣，操不標
準的普通話。

警方希望浙江省廣大人民群眾一旦發現有關
線索，立即撥打 110 舉報，舉報人信息將嚴格保
密。

浙懸賞緝南京劫殺悍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