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天鵝賓館停業裝修
斥6億巨資整舊如舊 保留標誌性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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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家內地與港商合作的五
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三月一日起
全面啟動裝修工程。賓館自籌超過6
億資金，計劃用1年時間進行升級改
造。作為登記文物，白天鵝賓館享受
文物待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
物保護法》保護，需嚴格按照修舊如
舊的標準來修繕。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九日
電】

南車列車通過歐洲路考

簡訊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二十九日電】河南省公安廳交警
總隊今日發布100名因涉重大逃逸交通事故被終生禁駕人員
名單，駕齡最長者 18 年，最短的僅有 6 個月，年齡最大者
56歲，最小者21歲，均為男性。

河南省已於2010年和2011年先後公布了兩批終生禁駕
人員名單，第一批 79 人，第二批 100 人。今次公布的 2010
年7月至2011年10月發生重大逃逸交通事故被終生禁駕的
人員信息，是根據中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被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被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
駕駛證，且終生不得重新獲得機動車駕駛證的100名人員信
息。

河南省公安廳交警總隊隊長張益民表示，公布被終生禁
駕人員情況意在警示其他駕駛人員，提高其遵守交通法律的
自覺性。

繼去年9月份啟動了客房裝修工程後，白
天鵝餐飲及大堂三月一日起將全面啟動裝修工
程，全酒店計劃於 2013 年重新開業。記者從
白天鵝賓館公關部了解到，此次升級改造與世
界頂級的 HBA 設計公司合作，除公眾充滿回
憶的標誌性景觀── 「故鄉水」將被完全保留
外，富有傳統特色的部分也會保留，如玉堂春
暖廳極具特色的滿洲窗，以及賓館中標誌性的
玉船、水池等，保存及提升其原有的嶺南園林
風格和文化底蘊。

升級成國際化酒店
升級改造完成後，賓館客房數從843間減

少到約 500 間，絕大部分房間面積約 60 平方
米，成為一家集商務休閒會議為一體的具有濃
厚中國特色的國際化酒店。停業期間，部分工
作人員將留守賓館，其他人參與賓館安排的培
訓，提升業務水平。

作為廣州老字號五星級酒店，29 歲的白
天鵝賓館無疑是老資格，而作為 「登記文物」
則顯得非常年輕。白天鵝賓館是廣州市第四次
文物普查中新發現的不可移動文物，2008 年
原廣州市文化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
護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將之以近現代重要史
迹與代表性建築的類別公布為廣州市登記保護
文物單位，屬於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
的不可移動文物。

享受文物保護待遇
廣州市文廣新局日前出具書面回應，明確

指出白天鵝賓館享受文物待遇，即修繕和維護
等方面都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
的保護和制約。目前，第八批廣州市政府文保
單位的審批正在籌劃中，屆時白天鵝有望正式
成為文物保護單位。

列為登記文物，卻又遇到修繕等問題，尷
尬的身份讓白天鵝此次裝修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是否符合文物保護的相關規定，其升級改造
會不會造成破壞文物，是爭議的焦點。廣州大
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湯國華接受記者採
訪時表示，對於像白天鵝賓館這樣仍在使用的
建築，定位為 「歷史建築」更加合適。

湯國華解釋說，國家對歷史建築和文物建
築在合理使用上有嚴格區別：歷史建築只需保
持外立面歷史風貌，保留內部重要組成部分，
內部布局可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使用功能；
文物建築無論內外原貌和布局，都嚴格不能改
變。因此，定位為 「歷史建築」既能對白天鵝
賓館實現有效的保護和管理，又不會影響其作
為酒店的功能。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九日電】在今天上午舉
行的北京市社會建設情況新聞發布會上，中共北京社會工委
書記、北京市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主任宋貴倫表示，為了提
高社區工作者的專業化和知識化水平，北京市從今年起，將
連續三對三萬名社區工作者進行培訓。他透露，北京社工待
遇比2010年平均上漲800元，未來將繼續提高。

在《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
中，社會工作人才第一次被單獨提出，成為國家統籌建設的
六大類專業人才之一。宋貴倫介紹，北京市現行招聘社工的
標準是要求學歷為大專以上，年齡低於40歲。目前北京市
社區工作者待遇從總體上，正職達到 3000 元以上，在
3100-3500元之間，副職達到2900元左右，一般工作人員達
到 2700 元左右，而這個數字比 2010 年平均上漲了 800 元左
右。

廣東承認港澳社工資格
另據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九日電，廣東省委副書記

朱明國日前透露，要分類指導和統籌推進專業社工服務，在
粵港澳達成社工專業資格互認共識的前提下，廣東率先承認
港澳兩地的社工專業資格。有專家表示，此舉可吸引香港社
工人才前往廣東，對社會管理有利。

【本報訊】中通社廣州二十九日消息：廣東省十一屆人
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 28 日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免
去林木聲的廣東省副省長職務，任命徐少華為廣東省副省
長。

據廣東省政府最新公布的正副省長分工，新任副省長徐
少華分管省政府機關、發展改革、財政、國有資產、稅務、
糧食、發展研究中心、重點項目工作。

據悉，徐少華在廣東省委辦公廳任職期間，力推廣東網
絡問政，與省直多個部門負責人一起進行網上接訪，不僅留
言 「頂帖」不含糊，7次網友集中反映問題交辦會都親身參
與、親歷指揮。

會議還決定：免去徐建華的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
任職務，任命李春洪為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免去
何忠友的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廳長職務，任命曾兆庚為廣東省
交通運輸廳廳長。

另據媒體報道，近日，中央批准林木聲任廣東省委常
委。

【本報記者羊敏萬寧二十九日電】海南省萬寧
市一些村民生活受污水影響，拖延了 17 年未能
解決。

1995 年，萬寧市後安鎮水聲村附近出現了一
個廢紙加工廠，一條寬約一米的水渠慢慢成了污水
溝，由於常年無人清理，淤泥累積加上枯枝殘葉，
如今已是臭味難聞，給附近羅墩村、北坑村帶來很
大影響。

據悉，這條長約2.3公里的水渠是從萬寧水聲
水庫流經水聲村旁，再經羅墩村然後分流排開，是
附近村民灌溉農作和飼養家畜的主要水源。

2001 年渠水不時發出臭味，飲用井水也出現
異味，村民將井水抽樣送防疫站檢測，結果檢出
「PH、錳超過衛生標準，要經過淨化處理才能做

生活用水」。
在村民希望政府部門處理的同時，萬寧國土資

源局污控股股長謝強卻表示，他在該股工作三年來
一直都沒接到有關投訴或舉報，只是最近有其他人
說起才知道，並且污控股只是行政上監督，相關的
事情監察大隊比較清楚。

萬寧監察大隊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則表示，他由
於沒看到該廠有污水排出口，水渠的污染目前還沒
有能力和資質來鑒定，只能責令該廠作整改。

而該廠負責人溫大喜則表示，該廠自 1995 年
至今幾經易主，他剛接手該廠不到四個月，很多問
題都是以前遺留下來的，還沒來得及解決。如果水
渠是該廠污水污染，願配合整改。

【本報記者劉巧雄、通訊員韓軍、顏常青長
沙二十九日電】由中國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
司研製的土耳其輕軌列車 28 日通過了歐洲最高
標準（EN61133標準）的路考，並在單項路考中
創造了我國軌道交通史上新的坡道救援紀錄。

由中國南車株機公司研製的首批3列土耳其
輕軌列車自去年 11 月陸續運抵土耳其第三大城
市伊兹米爾市後，該公司派出對其開展了為期3
個多月的路考。按照國際高標準和精確檢測的要
求，通過對 「運營功能性、安全性、可靠性」等
10個大項、近100個小項指標的綜合嚴格測試後
，3列土耳其輕軌列車獲高標準通過。

其中，因為事關乘客的生命安全，坡道救援
成為列車投入運行前的路考最重要指標之一。中
國南車株機公司研製的列車在當天 「一列空載輕
軌成功 『救援』另一列超載 『故障』輕軌」的測

試中，啟動並通過了坡度達千分之四十八的區段
，刷新了此前我國輪軌驅動列車最大救援坡度千
分之四十的紀錄，還打破了詹天佑創造的軌道交
通 「人」字型爬坡紀錄（坡度千分之三十三）。

據介紹，坡度千分之四十八，相當於列車要
在100米的距離內爬上一層半樓的高度。此次株
機生產的土耳其輕軌列車創新坡道救援紀錄，這
得益於列車採用了國內同行業領先的高黏着驅動
控制技術、磁軌摩擦制動及軸盤空氣制動等先進
技術，確保了救援爬坡中不打滑、不溜坡。

據悉，此次土耳其輕軌列車路考符合世界最
高的歐洲標準，為列車在下月歐洲首次運營鋪平
了道路。

河南再有百人終生禁駕

北京培訓專業社工

徐少華出任廣東副省長

瓊農渠受污十七年未解決 ▲社工專業在內地越來越受重視 袁秀賢攝

▶中國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研製的土
耳其輕軌列車 本報攝

1983 年開業的白天鵝賓館是中
國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級賓館，也
是中國第一家由中國人自行設計、施
工、管理的大型現代化酒店，坐落在
廣州沙面島的南邊，瀕臨白鵝潭。建
築面積達 11 萬平方米，樓高 28 層，
有 843 間客房，餐廳 30 個。1985 年
被世界一流酒店組織接納為成員，
1990 年被評為中國大陸首批五星級
賓館之一。

酒店由霍英東為主投資，莫伯治
、佘畯南等一代嶺南建築大師設計而
成，是在現代嶺南建築中將外來建築
形式與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相結合的一
個成功作品。白天鵝賓館曾接待過多
國元首和政府首腦，英女王伊麗莎白
二世、美國總統布什、尼克松等都曾
在此駐足。鄧小平更是三次蒞臨 「白
天鵝」，並親筆題字，這在國內中外
合作的高星級賓館中是絕無僅有的。

大師設計
風光一時

新聞資料

南京7000萬改造村校食堂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二十九日電】為消除農村中小學

食堂食品安全隱患，南京從今年開始啟動 「農村中小學校食
堂提升工程」。其中今年將投入專項資金超過 7000 萬元，
着力提升改造98所農村中小學食堂。

據市教育局介紹，該市將用兩年左右的時間按標準實施
「提升工程」，主要通過三種方式實現改造：一是新建食堂

；二是改（擴）建食堂；三是維修裝修食堂。

廣州嚴打招工黑中介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九日電】廣州市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局副局長陳建龍今天在 「2012 年廣州市清理整頓
人力資源市場秩序動員大會」上會議表示，廣州將嚴打 「黑
中介」，對檢查中發現的違法違規行為，發現一例，查處一
例，規範一例，對 「黑中介」採取 「零容忍」，保護外來工
的合法權益。

陳建龍說，當前，廣州仍存在一些問題，如個別人力資
源服務機構經營不夠規範，非法職介經營手段日趨隱蔽等。
當局將重點打擊，加強巡查，同時暢通渠道，舉報必查。

會上，100家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代表現場簽訂《誠信守
法經營服務承諾書》。

廣州白天鵝賓館明天開始
為期一年的大裝修，不少廣州
市民今天都專門前來懷舊，品
味裝修前的最後一頓自助餐，

並在 「故鄉水」等標誌性景觀前合影留念，還有趁賓
館內服裝商舖大促銷的機會掃貨。

與平時的車水馬龍相比，今天上午白天鵝賓館大
門外停靠的車輛有所減少，略顯冷清。不過，一進入
大堂馬上熱鬧起來，參觀、懷舊的人絡繹不絕，賓館
大堂、首層、二層擠滿了拿着照相機、攝像機記錄的
人。

已經退休的羅萍今天帶着小孫子前來喝茶，她感
慨萬分地告訴記者，年輕的時候偶爾奢侈一下，與老
公到白天鵝喝茶，後來兒子結婚在這裡擺喜酒，如今
退休了，常帶着孫子與好友前來嘆早茶，白天鵝承載
了她很多的美好回憶。

流淌了 29 年的 「故鄉水」，承載着市民最濃厚
的思鄉情懷，成為今天最受歡迎的景觀。幾乎所有市
民一進門，都首先奔到 「故鄉水」前拍照。大堂的工
作人員告訴記者，最近一周客流量不斷增加，除部分
外地觀光遊客外，絕大部分都是來用膳、懷舊和購物
的市民。

與市民參觀懷舊的悠閒相比，搶購折扣服裝的市
民則顯得有點忙亂。記者看到，賓館首層商舖內人來
人往，大部分服裝店、工藝品店都推出五折以下的優
惠促銷清倉，一些服裝店甚至因顧客太多，需要限流
、分時段放人。 【本報廣州二十九日電】

創最大救援坡度紀錄 進軍歐洲鋪平道路

◀受污水渠對附近村民造成嚴重影響

特寫

懷舊首選懷舊首選故鄉水故鄉水
本報記者 黃寶儀

白天鵝賓館全面
啟動裝修工程，
將停業一年

黃寶儀攝

▲白天鵝著名的故鄉水景觀吸引了眾多市民前來拍
照留念 黃寶儀攝

▲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代表現場簽訂《誠信守法經營服務
承諾書》 袁秀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