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場查出兩種毒膠囊

深圳市藥監局連日來的市場排查結果顯示，央視曝光的
13種問題藥品中，有2種曾在深圳市面上銷售。四川蜀中製
藥有限公司產的 「阿莫西林膠囊」（批號：120101），目前
庫存的64盒貨品已被責令暫停銷售，就地封存。

此外，一家企業也被發現曾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3
月期間，經營過曝光產品長春海外製藥集團有限公司生產的
「通便靈膠囊」（批號：20100601），不過該藥品目前已全

部售完。藥監局表示，其餘 11 種問題產品尚未在深圳地
區發現。

截至目前，各地公安機關已立案6起，抓獲犯罪嫌疑人
53名，查封工業明膠和膠囊生產廠家10個，現場查扣涉案
工業明膠 230 餘噸。國家質檢總局 19 日發出通知，要求各
地對所有明膠生產企業和使用明膠的食品生產企業一個不漏
地進行檢查。 【本報記者薛鈐文】

■深圳清除港澳遊優惠券
近期深圳旅遊市場盛傳超便宜的港澳遊優惠券。深圳市

文體旅遊局指出港澳遊優惠券以遠低於成本的價格吸引顧客
到香港後，把港澳遊變成購物遊，強迫誘導購買比市場價高
的商品，強迫推銷旅遊紀念品，通過各類回扣來牟取暴利。

今年，深圳將集中力量徹底清除港澳遊優惠券。對於違
法違規派發優惠券的個人和企業，深圳市文體旅遊局也將依
據《旅行社條例》等法律法規從嚴從重處罰。

■海龍行動查獲500萬件侵權貨物
為期半年的打擊粵港澳侵權貨物跨境運輸 「海龍行動」

自去年1月開展以來，查獲涉及港澳的侵權貨物543萬件，
案值達 3200 餘萬元，主要涉及電子產品、日用化妝品、服
裝、鞋帽等商品。海關廣東分署法規處官員表示， 「海龍行
動」為今後粵港澳三地海關加強跨境的合作提供了一個很好
的經驗和借鑒。 【本報記者梁茹】

深圳死豬屠場有保護傘
執法隊知情袒護 黑作坊為惡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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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深圳幾名水管工人在光明科技園內檢修
水管時發現一家大型死豬肉加工廠，並偷拍視頻證據
，隨後向媒體抖露此事。

據舉報工人目擊稱，現場有十幾頭死豬，死豬屍
體已經乾枯腐爛，有的嘴裡吐黃水，腐肉的臭味撲鼻
。現場放置着8個大型冷藏冰櫃，還有大批冰凍的死
豬肉塊。

化學劑漂白死豬肉
有當地居民稱，知曉這個死豬肉屠宰加工廠，已

存在數年，死豬肉主要流向深圳公明、光明及東莞一
帶。

據稱，當地光明執法隊曾經清查過一次，但隨後
死豬屠宰場照樣晚上開業。據透露，這個大型死豬肉
加工廠每天收購逾 50 頭病豬、死豬，但來源不明。
這個黑作坊通過福爾馬林等化學劑漂白死豬肉，令豬
肉外觀更白，肉色鮮艷。

在隨後介入調查的深圳警方證實這家位於光明木
墩社區的這一非法屠宰場長期低價收購死豬病豬後宰
殺出售牟利。

同時，事發地光明執法隊接到舉報後，前往屠宰
加工死豬肉的黑作坊，卻發現屠宰場地面已被打掃，
死豬不翼而飛，黑心肉販早已逃之夭夭。有深圳媒體
記者在現場蹲守發現，當地執法隊負責人目擊裝有死

豬肉的貨車路過，亦未堵截，引發市民質疑。

警方刑拘12涉案者
隨後，深圳光明新區紀委介入調查，發現光明執

法隊潘姓隊長等人均涉嫌充當非法屠宰場的 「保護傘
」，遭停職調查。

在事件曝光後，由這家黑作坊長期低價收購死豬
、病豬、殘豬後宰殺加工後再高價出售往附近的肉菜
市場和食品加工廠，範圍覆蓋光明、公明、松崗、沙
井四個街道和東莞的部分鎮街。據保守估計，至少有
逾百萬斤的死豬肉流入深圳、東莞兩地市民的餐桌。
目前，警方已抓獲涉案人員22人，其中12人被刑拘。

【本報訊】據中新社福州十九日報道
：福州市公安邊防支隊 19 日向記者證實
，該支隊近日在福建省平潭破獲一起偷渡
案，當場抓獲 14 名越南籍涉案人員。
這是福州首次破獲外籍人員轉道偷渡境
外案。

目前，經警方批准，4名越南籍偷渡
組織者已被刑事拘留，10 名越南籍偷渡
人員已被行政拘留。

經初審查明，14 名涉案人員全部係
越南籍。這批偷渡人員係犯罪嫌疑人韋某
雲、吳某北今年 1 月在越南以每人 8000
元人民幣的價格招收的。為達到偷渡目的
，犯罪嫌疑人韋某雲、吳某北還特地 「挑
選」了2名懂得駕船技術的偷渡人員駕船
幫助其運送這批偷渡者。4月12日，在嫌
疑人韋某雲、吳某北的安排下，這批偷渡
人員陸續從中國邊境入境後，乘車到平潭
，並入住平潭城關某旅社內。4月15日，
犯罪嫌疑人在平潭當地購買了一艘漁船，
準備次日凌晨偷渡。

4 月 15 日晚 23 時許，福州市公安邊
防支隊出擊摧毀了這個組織偷渡團夥。

四月的少林寺內外，遊人絡繹。
山門入口處，放了一張桌子，一

塊寫有 「義務講解」的台籤置放在講
解台上，格外醒目。幾個僧人佇立在
旁，等候呼喚。

去年年末，少林景區曾遭遇 「摘
牌」危機。主管部門暗訪發現，景區
管理混亂，充斥着黑車拉客、擺攤算
命、 「導遊」 「僧人」聯手騙人等等
亂象，不一而足，下令限期整改。今
年二月底，少林寺自己調出二十名延
字輩僧人組建了導遊團，為遊客作義
務的導遊講解。

為記者等人作講解的導遊僧，灰
色僧袍上的胸牌寫着法名 「延歆」。
這位二十四歲的僧人，已經在少林寺
生活了十多年。

釋延歆一路引領記者瀏覽少林文
物遺跡，駐足細說這些遺跡背後的故

事，如數家珍。在一塊 「篆記」李世
民與少林寺淵源的石碑前，他從李世
民戰敗竇建德和王世聰說起，侃侃而
談，最後話鋒一轉： 「假如沒有少林
寺十三棍僧，也就沒有李世民的後來
。」談得興濃，他雙手在空中興奮地
揮舞着。

午後的陽光烤得他的額頭上沁出
了汗珠。記者問道： 「你這工作累不
累？」釋延歆笑道： 「這不是工作，
少林寺是出家人的一個家，來客人了
，招待一下，這不能稱之為工作。」

一位遊客對記者讚道： 「少林寺
僧人導遊，比社會上的導遊，更專業
，更有趣，更耐心，更熱情。」

釋延歆自謙說，自己是少林寺的
僧人，較之外人，對少林寺自然多了
一份感情，也多一份了解。他說：
「社會上的一些導遊對少林寺對佛教

可能有一些誤解」。
繞了一圈之後，釋延歆禮貌地告

別記者，又走回山門入口處的義務講
解台。記者臨離少林寺前，見釋延歆

正在接待另一批遊客，依然耐心、熱
情。見到記者，他招呼了一聲，臉上
露出了笑意，彷彿是見到故人一般。

【本報鄭州十六日電】

【本報記者劉巧雄長沙十八日電】今年 3 月以
來，中國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連續發現江豚死亡現
象，截至目前，當地漁民共發現有12頭江豚死亡，
其中有 9 頭集中在一個星期內被發現。對此，著名
生物學家，湖南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鄒蕤賓老教授
（一級教授，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分析指出，
江豚生命力很強，不會輕易出現成批死亡現象，除
了考慮環境重度污染外，還應該謹防類似 「非典」
那樣傳染病發生。

據湖南當地媒體報道：近期來，不僅洞庭湖江

豚出現成批死亡現象，鄱陽湖也有類似現象發生。
經過專家們解剖發現，兩大淡水湖死亡江豚有一個
共同特點：死亡江豚消化系統裡沒有任何食物殘留
。對此，中科院武漢水生生物研究所進行死因分析
，導致江豚死亡的原因可能有三個：感染傳染性疾
病、中毒、餓死。

江豚餓死可能性不大
對此鄒蕤賓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中科院

武漢水生生物研究所是生物研究類的權威機構，又

從多年前他自己過去對江豚的解剖研究來看，以上
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從江豚的生存習性來看，
儘管江豚是哺乳動物，但是，因為江豚生活在水中
，其生存性能和魚類差不多，至少在一個月內，不
進食也不會餓死。因此，江豚餓死的可能性不大。

同時，江豚是極其有靈性的水生動物，其智力
相當於接近人類大腦的大猩猩，就是在最困難的生
存空間，通過內部組織者的召集，最終還是能尋找
到可以生存的環境。因此，江豚在淺水湖中，因找
不到食物而最終餓死，這一說法也難以取信。

湖水重污染或是直接原因
鄒蕤賓指出，近年來，洞庭湖的環境污染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是，因為地方經濟發展的壓
力，以及地方百姓生活壓力的實際狀況，難以治理
的環境，導致湖水受到再度嚴重污染，是不可爭議
的事實，這是導致江豚成批死亡的直接原因。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因為環境遭到
嚴重破壞後，洞庭湖、鄱陽湖的水質遭到了嚴重
破壞，導致江豚在生存過程中，感染到了一種不
知名的重度病毒，這使得江豚自身的抵抗力抵禦
不了某種病毒的侵襲而成批量死亡。這種可能性
，病理研究者們應該引起相當高度重視。一旦出現
像 「非典」（通過 「果子狸」身上的一種病毒侵入
到人體身上）那樣的病毒侵染，帶來的損失就可想
而知了。

鄒蕤賓指出，目前，江豚是否能夠生存下去，
固然是大家討論的重要議題，但徹底弄清楚江豚的
死亡原因，才是最重要的。

洞庭湖江豚成批死亡

日前，深圳遭曝光黑作坊日產萬斤病死豬肉，經過漂白加工流入市場，引來社會關
注。深圳警方迅速介入調查，刑拘12名涉案人員，但數量驚人的死豬肉已流入深圳當地
市民餐桌而無法追回。同時，市民質疑有深圳執法人員勾結死豬肉黑作坊的說法得到證
實。據深圳市政府證實，管轄死豬肉屠宰場的光明執法隊多人因涉嫌提供保護傘，已經
被停職並接受調查。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九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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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叫停購房辦粵澳直通車牌

專家憂污染病毒所致

特稿 少林導遊僧
本報記者 柳海林

▲釋延歆向遊人介紹金庸先生為少林寺題字的刻碑 本報記者柳海林攝

▲ 4月中旬，在
湖南岳陽鹿角鎮
碼頭，一隻江豚
的屍體被打撈上
岸。整個長江流
域這一物種僅剩
下約 1200 頭左
右，其種群數量
甚至已經比國寶
大熊貓還少

中新社

▲死豬肉每天用
摩托車運往周邊
市場 網路圖片

▲

4月17日，深
圳死豬屠宰場堆
放着二三十頭死
豬，現場散發出
惡臭

網路圖片

▲以 「茶聖」 陸羽為原型的世界最大茶葉畫像18日在湖
南沅陵製作完成，該畫像共使用綠茶鮮葉1188斤，畫
像面積達174平米。據世界紀錄協會認證，這是迄今為
止全球最大的茶葉畫像 本報記者張思靜

▲藥用空心膠囊涉嫌鉻超標，13個產品被暫停銷售和使
用，4月 16 日在江蘇南通一藥店櫃枱拍攝的阿莫西
林膠囊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珠海十九日消息：廣東省公安廳交
通管理局政務服務網發布公告，18 日起，暫停受理以在珠
海市購買商品房的方式，申辦澳門直通內地小汽車牌證業
務。

據報道，從2004年開始，在珠海購買100萬元人民幣房
產的港澳居民，可以申請辦理粵澳直通內地小汽車牌證業務
。這一政策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對珠海的房地產市場帶來了巨
大利好，也給澳門在內地置業有相關需求的居民提供了一個
申請兩地車牌的方便途徑。

據了解，有數據顯示，目前有粵澳兩地牌車輛約為
9000輛，地產界人士分析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屬購房得牌。

地產業內人士稱，購房辦兩地牌的作用被外界放大了，
一直以來都不是市場的主流銷售手段，只是在目前市場不景
氣的時候，一些樓盤用來做促銷以增加銷售量的方式而已。
經過去年以來的調控，現在在珠海購房者中的澳門居民的比
例估計已降到一成左右，而這一成裡面真正有辦理兩地車牌
需求的估計只有6%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