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東機場上演攔機驚魂
不滿延誤索賠 20蠻客衝入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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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查獲5港青走私CPU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一日電】日前，五名打扮時髦

的香港 「仔」在身上綁藏走私電腦CPU經羅湖口岸入境
遭海關查獲，五人每人身上分別綁藏二百一十塊，合共一千
零五十塊。據深圳海關稱，涉案的香港男子均作北上 「蒲玩
」打扮，屬同一個 「水客」團夥。

據新民網報道，11日11時28分，浦東機場運行
指揮中心接安檢和塔台報告，深航ZH9817航班旅客
在遠機位登機過程中，有約 20 名旅客因賠償問題情
緒激動不肯上機，衝至鄰近滑行道口附近。

11時30分左右，有網友在微博上稱，浦東機場
飛機跑道上出現 「攔機者」；網友續稱， 「『攔機者
』造成多架外航飛機堵在後面不能移動」。在網友上
傳的圖片中顯示，跑道上確實可以看到有人，而一架
飛機也停在人群不遠處。

5分鐘緊急處理
隨後，機場方面公布了事件全程，稱 「攔機者」

實為因一航班延誤賠償問題與航空公司存在分歧、未
登機的旅客20名左右。

機場方面介紹，事發航班為 10 日晚從深圳飛往
南京的深圳航空ZH9817航班，因南京天氣原因於當
晚 20 時逼降浦東機場，航班上共有 161 名旅客，後
因浦東機場遭遇雷雨導致該航班無法於當天出港。航
空公司隨後安排旅客至賓館休息。

今日航空公司計劃於 11 時補班前往南京，補班
旅客約 40 名。旅客在遠機位下擺渡車準備登機的過
程中，因在賠償問題方面與航空公司存在分歧，導致
部分旅客情緒激動不肯上機。未登機的 20 名左右旅
客擺脫現場案件人員的勸阻，衝進臨近的 E 滑行道
F8道口附近。

此時，一架艾提哈德航空公司EY862航班沿E滑
行道滑行至該道口約200米時，機組人員觀察到前方
異常情況後主動停止滑行，並與塔台聯繫，塔台表示
該航空器原地等待。

11時28分，機場指揮中心接案件和塔台報告後
，立即通知相關單位加派人員前往現場處置。經勸說
，該部分旅客於11時33分回到停機位，隨後由航空
公司擺渡至候機樓。從機場接報至整個事件處置結束
，時間約 5 分鐘。艾提哈德航空公司 EY9817 航班於
11：35繼續滑行。

機場方面表示，整個事件未對浦東機場航班正常
運行造成影響。目前，該部分乘客正由相關部門進行
後續調查處理，ZH9817航班未按補班計劃起飛。

網友強烈譴責
對這樣的行為，不少網友表示了強烈的憤怒和譴

責。
網友 「糾結 de 白羊」寫道， 「怎麼能用這種方

式抗議呢」；網友 「于任飛」則指出， 「不能在損害
別人權益的情況下，維護自己的利益，否則應依法追
責」；而 「西嶽─布丁他爸」則在微博中寫道， 「我

對這樣的行為非常憤怒！堅決反對用這樣的手段來要
脅獲取航班糾紛中的所謂賠償。呼籲有關部門須堅決
嚴處。」

而律師則指出，這樣的行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如果情節較輕，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保衛條例和治安

管理處罰法的規定，可能處以罰款、10 天以下拘留
。」上海泛洋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春泉告訴記者，擅闖
機場跑道，涉嫌違反民用航空安全保衛條例第 16 條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 23 條， 「情節輕微的，可能被
罰 200 元以下，較重的罰款 500，5 ─ 10 天拘留」；
而如果情節比較惡劣，則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本報訊】 「浦東機場有旅客擅自闖
入機場滑行道」 ，11日，有網友在微博曝
料稱，上海浦東機場跑道上出現 「攔機者
」 ，造成多班飛機無法起飛。機場相關單
位即加派人員現場處置，5分鐘後處置完
畢。整個事件未對浦東機場航班正常運行
造成影響。

【本報訊】中新社引述廣東省公安廳11日披露，日前
，在中國公安部的直接指揮下，在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和泰國
警方的大力協助下，廣東省公安廳和佛山市公安局派出追逃
工作組，在泰國清邁抓獲2005年佛山市南海區 「9．24」持
槍殺人案主犯利×弟。4月10日晚，利×弟在追逃工作組的
押解下抵達廣州。

2005年9月24日21時許，佛山市南海區里水鎮發生一
起持槍殺人案件，死者葉某被人持槍擊中頭部死於一輛小轎
車內。經偵查，警方抓獲張×偉、黃×歡等兩名犯罪嫌疑人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利×弟案發後潛逃出境。

■粵警抓獲潛泰7年逃犯

【本報訊】中新社石家莊11日電消息：受氣溫回升和
大風天氣增多影響，河北旱情持續發展。河北省防汛抗旱指
揮部 11 日稱，當前全省小麥受旱面積已達 532 萬畝，春播
白地缺墑1140萬畝，有18萬人因旱出現臨時性飲水困難。

據通報，入春以來，河北省氣溫迅速升高，大風天氣頻
繁，致使土壤水分加速流失，旱情加重。統計顯示，相較於
2月中旬，該省耕地受旱面積再增72萬畝，另有3萬人加入
到臨時性飲水困難人群。目前，受旱人群及地區主要集中在
該省壩上、燕山和太行山北部。

河北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表示，部分抗旱工程由於配
套不全、損毀破壞嚴重等原因，已不能滿足當前用水需求，
加之末級渠道及田間灌溉工程配套率低，致使一些水庫有水
也不能很好利用。

目前，該省已大面積投入抗旱力量以保春播。據介紹，
該省每日投入抗旱勞力達 180 萬人，開動機電井 28 萬眼、
泵站1200多處，動用機動抗旱設備近10萬台套。

■河北旱情持續18萬人飲水難

簡訊

【本報記者陳小娟、實習記者王悅東
莞十一日電】4月9日凌晨發生大火的東莞
市中堂鎮建暉紙廠，在連續燃燒60小時後
，廠區火勢仍未完全撲滅。廣東東莞市消
防局 11 日下午對外通報稱，9 日發生的建
暉紙廠大火已持續三日，現進入清理現場
、消滅殘火階段。截至記者今天18時發稿
時，大部分過火區域已撲滅，局部仍有殘
火。起火原因目前尚在調查中，但過火區
域中發現有違章建築。

記者於今天下午15時左右進入着火的
5 號倉庫，廠房外圍的鋼製架構已被燒至
垮塌，廠房內充滿着刺鼻的氣味，仍有消
防隊員在殘存的紙卷進行噴灑，部分紙卷
和殘屑中仍不斷冒出白煙。

現場的消防隊員告訴記者，5 號倉庫
內囤放的主要是成卷的牛皮紙，每卷紙重
達500至800公斤，至少存放着1萬個這樣
的紙卷。由於紙質較厚，消防水槍僅能噴
濕外圍三層，滅火行動存在很大困難，倉
庫內紙卷亦容易死灰復燃，因此尚不能預
計完全滅火的時間。

違章建築致火勢迅猛
由於紙卷沉重，僅能依靠叉車將紙卷

一一運出，再由卡車運出廠區。而在廠區
的門口，不斷有混着廢紙灰燼的黑水流出
。參與清理的村民黎阿姨告訴記者，她這
兩天已經鏟了10個小卡車的灰燼。而據她
所知，不少附近居民在發生火災後都暫時
搬至其他地方， 「那天晚上燒得很恐怖」

黎阿姨說。
記者從東莞市政府得知，起火企業由

於在消防通道上和防火間距之間違章搭建
雨棚，並堆放貨物，使得廠區各建築形成
一個連通體，導致火災短時間內迅速蔓延
到5個完成車間、1個成品倉庫，燃燒猛烈
，幸撲救及時，該廠19萬平方米的連體生
產車間和價值約20億元的生產設備與資產
未受到破壞，但估計損失達數千萬。

由於建暉紙廠內大量成品紙被燒燬，
不少業內人士和網民擔心，東莞多個行業
特別是包裝行業將受到牽連，短期內會因
供應緊張而造成搶貨、漲價的現象。東莞
市政府相關發言人對此回應稱，目前的首
要工作是滅火，因此暫未估計對紙業的影
響。

廣東近年最大火災
廠方反映，該廠一名 43 歲的電梯工

失去聯繫，目前被警方初步認定為失蹤
人員。

據消防部門通報，截至 11 日 16 時，
現場已總體進入清理現場、消滅火災階段
。其中，過半車間及倉庫明火已撲滅，另
外 2 個車間，大火已被完全控制，現進入
攻堅階段，正在撲滅殘火，清理現場。

廣東省消防總隊相關責任人稱，這起
火災，是近年來廣東省規模最大的一次火
災，也是撲救難度最大、耗時最長、最為
艱辛的一次火災。

持仿真槍毆打假記者

漯河房管副局長被停職

東莞大火連燒60小時未熄
存萬卷牛皮紙致滅火困難

▲着火企業涉嫌違章建築 王悅攝

▼着火倉庫內仍有消防隊員在殘存的紙卷進行噴灑，防止死灰復燃

▲▼11日，浦東機場T2飛機滑行道上出現攔
機者，造成多架外航飛機堵在後面不能移動

▼網友在微博上貼出攔機者圖片

【本報記者楊家軍
鄭州十一日電】10 日
下午，河南省漯河市政
府召開新聞發布會，通
報 「房管局長持槍行兇
」事件進展，漯河市房
管局召陵分局副局長牛
豪持槍作案所用槍支係
全金屬氣手槍，4 人因
涉嫌非法拘禁被警方刑
拘，牛豪已被停職。

近日，河南當地一
電視台的一則節目視頻
轉發到網上後引發熱議
。視頻顯示，有自稱是
《黨的生活》雜誌社記
者的袁虞卿，在漯河採
訪違章別墅群時，遭牛
豪持槍頂頭威脅和毆打
。而先後被毆打的還有
自稱是《人民在線》網記者的郭存根、《漯河廣播電視報》
記者周大增。

據了解，漯河市對 「牛豪持槍毆打記者」一事高度重視
，成立調查組進行全面調查，重點查證牛豪是否持槍、是否
參與房地產開發、是否違法建房等問題。

漯河市政府10日深夜發布消息稱，現已初步查明，媒
體所反映的建築屬違法違規建築，漯河市將在下一步深入調
查的基礎上，對有關責任人實行責任追究，對違法違規建築
依法依規處理，應當拆除的，堅決依法拆除。

公安機關已對犯罪嫌疑人牛豪等4人以涉嫌非法拘禁罪
刑事拘留，通過突審，案件取得重大進展。警方查明，在牛
豪家中提取的塑料玩具槍係其為逃避法律責任頂替作案用槍
，現已證實牛豪持槍作案，所用槍支係全金屬氣手槍。目前
，該槍已提取並已送檢鑒定。對其他參與打人者，公安機關
正在抓緊追捕。

對媒體所反映的被打記者，經核實，袁虞卿並非《黨的
生活》雜誌社記者，沒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審發的記者證，
郭存根並非《人民在線》網站的工作人員。

此前，《南方日報》曾報道指周大增和郭存根與牛豪通
過中間人已經簽訂了 「賠償協議」，周大增告訴記者，牛豪
已經將10萬元錢全部交給了他們，每人5萬元。

■5個中國人1個有心血管病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一日電】記者今天從在廣州舉

辦的第十四屆中國南方國際心血管病學術會議上獲悉，目前
中國心血管疾病患者人數已超過2.7億，按全國人口14億計
算，近5個中國人中就有1人罹患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
已成為中國城市和農村人口的第一大死因，也是造成死亡率
最高的非傳染性疾病。

據介紹，心血管疾病已成為中國城市和農村人口的第一
大死因，在城市、農村人口死亡因素中，心血管疾病分別佔
41%和 40.3%。1985～2005 年，中國心血管疾病治療費用每
年遞增 18.5%，高於醫療總費用增長的 12.5%，其中，心肌
梗死和卒中費用負擔已超過非傳染性疾病總負擔的50%。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十一日電】深圳市法制辦
昨日公布《深圳經濟特區行業協會條例（徵求意見稿
）》（以下簡稱 「意見稿」），提出行業協會不得通
過制定行業規則或者其他方式謀求壟斷市場，妨礙公
平競爭；不得採取維持價格、限制產量、市場分割等
方式，限制會員開展正當的經營活動。這是內地首個
規範本市行業協會的立法條例。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 2011 年年底，深圳共有行
業協會（包括商會、同業公會、聯合會、促進會）近
300家，涵蓋了一、二、三產業的主要經濟領域，成
為深圳社團組織中涵蓋面最廣、力量最強、最具活力
和創造力的部分。

不過，由於這些協會組織大多自下而上自主發起
，不少行業協會與原業務主管單位在人、財、物方面
沒有脫鈎，經常發生變相哄抬價格、變相搞 「價格同
盟」事件，引發搶購，擾亂了市場的正常秩序。甚至
一些行業協會借各類評比，向會員大肆斂財。

此前，在深圳年初召開的兩會上，有政協委員向
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痛陳行業協會亂象，稱不少行業協
會所從事工作已經脫離社會組織的職能，喪失公正，
變成了與會員單位共同謀利的參與者。

不得強制入會
是次擬立法為 「行業協會組織本行業經營者操縱

市場價格」套上 「緊箍咒」的意見稿明確規定：行業
協會不得通過制定行業規則或者其他方式謀求壟斷市
場，妨礙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非會員的合法權益
或者社會公共利益；不得採取維持價格、限制產量、
市場分割等方式，限制會員開展正當的經營活動或者
其他社會活動；不得強制入會或者在會員之間實施歧
視性待遇，限制會員加入其他行業協會；不得違反法
律、法規和章程規定，向會員收費或攤派；不得未經
登記機關批准，舉行行業評比活動；不得通過設立企
業或向會員投資等方式從事與會員業務相同或近似，

構成或可能構成與會員直接或間接的競爭關係的經營
活動。

這意味着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通脹周期內經
常發生的漲價行為：如即食麵漲價、白酒漲價、保潔
帶頭日用品漲價、金龍魚帶頭食用油漲價、快遞行業
漲價等種種令普通市民不滿的事件的發生概率將大大
降低，行業內企業跟風漲價將有所忌憚。

深圳社科院一名學者表示，此舉將對價格違法行
為產生威懾，但要產生實質效果，還要細化處罰細則。

防止價格同盟保護自由市場

深圳擬立法禁止行會壟斷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方便麵漲價、白酒等行
業在通脹周期內經常漲價令市民不滿 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十一日電】發展軟件及信息服務
業正成為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領域，2011 年中國
軟件產業實現軟件業務收入超過 1.84 萬億元，同比增長
32.4%。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副局長高素梅
透露，中國規劃在 2015 年將該行業的收入提升至 4 萬億目
標，在產業組織方面，中國將培育10家以上年收入超過100
億元的軟件企業，產生3到5個千億級企業，到2015年從業
人員超過600萬人。

中國軟件行業協會理事長趙小凡在此間舉行的粵港ICT
年會上介紹說，國內經過認定的軟件企業32000多家，去年
的收入總和 1.84 萬億人民幣，只相當於美國 IBM、微軟和
甲骨文三家之和， 「中國以3.2萬家對抗美國IT巨頭、軟件
大亨3家，顯示中國信息服務業的發展要實現做大做強的目
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認為，粵港合作將有助於內地信
息服務業的發展，並將通過粵港合作造就世界一流的軟件企
業。

中國打造千億級軟件企業

▲自稱是《人民在線》網站編輯
的郭存根向傳媒提供被打後的圖
片顯示傷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