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建設了多少大運會 「形象工程」？經費明
細帳目何時公布？對此，記者今日先後致電深圳市
建設局、深圳建築工務署，但各部門均拒絕接受採
訪。有民眾質疑當局遲遲不公布帳本，是要掩蓋大
運會形象工程的質量問題。

造價仍是羅生門
連續被內地媒體曝光的深圳春花天橋，位於深

圳市南山區南山大道與深南大道兩條城市主幹道交
匯處，擁有 4 處梯道、4 部手扶電梯及 2 部垂直電
梯，配備奢華。雖然當地政府承諾對電梯停運、橋
面積水、LED 燈晚上不亮等問題整改，但官方宣
稱5000萬元的巨額造價成本，仍引起民眾質疑。

今日，記者輾轉找到了這座豪華天橋的中標施
工單位深圳建升和鋼結構公司，惟對方拒絕回應。
隨後記者致電該項工程的監理單位佳安特建築監理
公司，被告知合同上的項目總投資為 4000 萬元，
與深圳市南山政府公布的5000萬元，相差1000萬
元，令人生疑。

同時，關於這座豪華天橋的招投標公告，在當
地政府採購及招標中心等相關網站上亦未發現。有
消息稱，大運會的應急工程相關手續獲簡化，是否
經過招投標不得而知。對此，公共預算觀察志願者
吳君亮受訪稱，作為深圳大運會前夕投建的形象提
升工程， 「春花」天橋太 「神秘」，該工程的可行
性報告、預決算方案均未對外公開，這給社會留下

太多疑問。
深圳市政協委員金心異今年 「兩會」期間曾表

示，大運會前後，有部分工程有救急之嫌，屬於面
子工程，且深圳政府在鋪設草地、人行天橋等工程
中的造價高於市場平均水平。

帳本遲遲未公開
春花天橋的奢華造價也牽出了 「大運會」形象

工程的一些問題。在大運會前夕，深圳搶時間建設
了一批應急形象工程。例如大運會體育場館周邊的
景觀照明建設工程，屬於市級應急工程，項目總投
資 3040 萬元人民幣，但這些造價不菲的大運會形
象工程亦連續出現質量問題。

以佔大運會形象工程量最多的龍崗區為例，建
設大運自然公園一期工程，斥資2.5億元；另一項
改造自行車賽事路段的綠化工程，花費 1200 萬元
。同時，福田區的精品示範路福強路出現大坑，深
圳鹽田區6座人行天橋半年間修補不斷，被市民斥
為 「豆腐渣」工程。其後，龍崗區先後有兩位主政
官員 「落馬」，涉案案由指向深圳大運會相關工程
中的腐敗問題。

深圳市人大代表楊建昌與其他政協委員、代表
一直追蹤深圳大運會項目的花錢問題。他說，大運
會一年時間已過，但深圳市財政委以仍在審計為由
，將公布時間延後至今年 10 月份。對此，吳君亮
批評是政府部門的推諉行為。

深豪華天橋疑團重重
質量欠佳 造價成謎 招標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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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深圳大運會前夕 「搶建」 工程的春花天橋，繼被指質量欠佳後，又傳出造
價及招標程序的質疑。當局日前澄清天橋造價為5000萬元，而非網上流傳的20億元
，但該項目監理公司今日卻披露造價為4000萬元，加上招標投標公告不見蹤影，令
人懷疑工程是否符合國家相關法規。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一日電】

深便衣警公交放蛇打黑 滬206月餅企業承諾劣一賠十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二十一日電】中秋臨近，日前上海

市質監局的一場警示教育大會上，市內206家月餅生產企業
集體承諾守住安全生產的底線，對不合格月餅，除賠償消費
者損失外，還將支付價款10倍的賠償金。

上海市質監局食品處處長巢強國表示，即日起將對全市
月餅（包括月餅餡料）生產企業開展全覆蓋檢查，抽檢結果
將於10月中旬公布。

今年是國家《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頒布實施後的第一
個中秋節，對此，大會特別強調，違者將被吊銷許可證，並
移送公安機關究辦。被吊銷企業直接負責人的主管人員，5
年內將不得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管理工作。

企業 「案底」 網上公開
會上，包括杏花樓在內的全市206家月餅生產企業就誠

信生產做出承諾， 「堅決不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堅決不使用霉變、過期或劣質原料，堅決不利用回收食
品作為原料加工生產月餅，對可能存在質量安全隱患的月餅
，堅決落實產品召回制度，無條件召回並銷毀相關月餅，若
月餅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除賠償消費者損失外，還將支付
價款十倍的賠償金等」。

據悉，全新的 「上海食品生產企業電子地圖」將於8月
底與市民見面。市民只需輕點地圖，便能一覽食品企業的基
本公開信息，另附有相關鏈接，企業 「案底」也能一目了然
，便於市民行使知情權和監督權。

【本報訊】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下，內地餐飲
業也面臨困境而出現倒閉潮。據統計，目前每月倒閉
率高達15%。

《第一財經日報》引述中國烹飪協會稱，除了
2003 年 「沙士」爆發期間，內地整體餐飲業目前成
長已陷入2000年以來的最低點。

中國烹飪協會統計，全國各地大型快餐連鎖企業
上半年年增率維持在10%左右，新門市擴張完成計劃

比例僅 20%到 30%，本土快餐品牌利潤不及 8%。而
北京市統計局最新數據則顯示，今年1到5月，北京
餐飲業收入為人民幣 330 億元，年增 11.1%，增幅低
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個百分點。

另一個大城市上海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上海
市餐飲烹飪行業協會副秘書長金培華表示，上海餐飲
行業收入增幅多年來首次跌入個位數，年均增幅不足
8%。

金培華說， 「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行業平均利
潤不到7%，能夠實現盈利的不足一成，其他地方只
會更艱難。」

中國烹飪協會數據顯示，大陸餐飲業目前的年租
金保持8%左右的增幅，用工荒加劇了人力成本，上
半年人力成本漲10%左右，多則達25%；食材成本則
平均成長約10%，加上各種稅賦，令餐企倒閉出現高
峰。

湖南省餐飲協會調研顯示，湖南75%餐飲企業處
於盈虧邊緣，3成生存困難，瀕臨倒閉。廈門方面，
不少餐飲企業的利潤率只有 3 年前的 1/3，僅有 30%
的企業有利潤。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一日電】深
圳大運會的開閉幕式燃起電子焰火來省錢，
一度被外界盛讚是中國承辦盛會告別 「燒錢
」時代的轉折點。但在隨後的一年時間裡，
關於大運會工程造價的質疑不斷。

深圳市財政委在答覆人大代表詢問時稱
，將於今年 10 月公布深圳市、區及街道三
級的大運會帳本。但這本 「秋後帳」很難算
。因為，這算的不僅是經濟帳，更是民生帳
、社會效益帳。

大運會的錢大部分燒在了場館的 「外面
」。在大運會閉幕後的一年內，陸續曝光造
價高昂但質量有問題的大運會形象工程。草
地，挖了再鋪；道路，鋪了又爛；人行天橋
，建了再修。

一些大運會的形象工程，成為深圳當地
街道花錢的 「名目」。這次曝光的春花天橋
，被官方稱為 「應急工程」。據悉，根據業
界慣例， 「應急工程」是指臨時過渡項目，
但5000萬元的應急花費，未免也太大了點。

還有市民投訴稱，龍崗區北通道因要作
為大運會自行車賽道，將原有的綠化帶花了
1200 萬 「改造」，但 「改造」後的外觀看
起來根本沒多大區別。

大運會後一年時間，官方遲遲未公布大
運會帳本，因大運會工程腐敗問題落馬的官
員卻已接二連三。至今，先後有前市長許宗
衡、原龍崗區區委書記余偉良、原龍崗區政
協主席陳勝興，深圳市住房建設局5名處級
幹部，均涉嫌大運會工程招投標利益輸送。

應急工程變應景工程
深圳今年因缺錢導致多條市政道路及關

外學校建設進度嚴重受阻。在回應如何用
3000 億大運會經費時，深圳官方解釋稱是
借大運契機對民生工程的大手筆投入。惟不
少意見認為，建設民生工程也要分輕重緩急
，而不是讓 「應急」工程變 「應景」工程。
一邊廂，一座天橋 5000 萬元，配上千個裝
飾燈；另一邊廂，民生工程因缺錢停滯。大
運會這本帳，確實應該仔細算算。

大運會問題工程一瞥
工程

深圳鹽田區6座鋼結
構的人行天橋
大運會運動員定點醫
院龍崗中醫院項目
耗資3億元的福田區
精品示範路福強路

龍崗大運中心、大運
村等15個項目

深圳供電局大運安保
項目

南山區春花天橋

（本報記者唐剛強製表）

問題

橋面出現脹包、破裂

空置爛尾

地面沉降，出現幾個大
坑
非標準材料種類多、造
價高、賽後資產處置未
明確等問題
有警員涉嫌虛報保安員
數量，貪污280餘萬元
電梯停運、橋面積水、
LED燈晚上不亮、造價
不清、招標疑違規

內地餐飲業月倒閉率15%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一日
電】日前，深圳警方宣稱在即將展開
新一輪的整治行動中，啟用 「便衣隊
」臥底全城的公共交通場所，打擊路
面犯罪。

據深圳警方人士稱，今年 8 月以
來，深圳市城區連續發生惡性刑事案
件，其中多是在公共場所發生，更有
跡象顯示盜搶犯罪趨向利用機動車犯
罪。警方這次派出 「便衣隊」，旨在
將持刀具暴力搶劫盜竊犯罪遏制在萌
芽階段。

深圳警方派出的 「便衣」將秘密
部署在公交車、長途汽車、地鐵、火
車、機場等公共交通上，重點打擊場
站扒竊、詐騙、搶劫犯罪，酒駕、飆
車、遮擋號牌、超載等危害公共交通
違法犯罪。

另一方面，今年以來深圳市盜竊
案件亦有所增多，且演變為暴力案件
。警方在深圳羅湖區、福田區陸續破
獲 「砸車黨」，通過砸破車窗擋風玻
璃盜竊。同時，羅湖口岸曾出現專門
在公交車上搶劫金項鏈的劫匪幫，多

名苦主在被搶的同時亦遭兇徒割傷。
據悉，此次深圳警方將集中優勢

力量，組織專案經營，嚴打刑事犯罪
。重點打擊爆炸、放火、劫持、殺人
、綁架、強姦、傷害、搶劫 8 類嚴重
危害社會治安的暴力犯罪，街頭詐騙
、入室盜竊等多發性侵財犯罪以及系
列性團夥犯罪。同時，警方還將借調
邊防武警、公安特警武裝上街大巡邏。

粵首7月持搶搶劫降4成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一日

電】另一方面，廣東省公安廳今天透
露，今年以來全省警方 「三打兩建」
行動戰果顯著，頭 7 個月八類嚴重暴
力犯罪案件發案同比下降近 1 成，持
槍搶劫案件同比大降逾 4 成。省公安
廳長梁偉發赴惠州督導時強調，要繼
續緊抓大要案件偵辦，深挖欺行霸市
團夥的 「黑後台」和 「保護傘」，為
中共十八大召開創造更平穩的社會環
境。

在今年 「三打兩建」（即打擊欺
行霸市、打擊製假售假、打擊商業賄

賂，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市場監
管體系）行動中，廣東警方採用超常
規打擊方式，包括 「上提一級、下打
一級」、異地用警等，僅在5月至7月
間，將此前定下的 100 宗目標案件全
部告破，行動中，打掉犯罪團夥 100
個，其中涉黑惡團夥78 個；抓獲犯罪

嫌疑人 1337 名，挖出背後 「保護傘」
32 人。同期全省爆炸、放火、劫持、
殺人、綁架、強姦、傷害、搶劫等八
類嚴重暴力犯罪案發同比下降 9.2%，
持槍搶劫案、盜搶汽車案、危害公共
安全的破壞案分別同比降 41.9%、11%
、34.6%。

大
運
會
工
程
造
價
質
疑
聲
不
斷

豪華天橋質量差

▼深圳春花天橋在質量、造價以至招標過程等惹
來連串質疑，揭出 「大運會」 工程背後的種種問
題 網絡圖片

電梯停運

升降機故障

LED燈不亮

▲上海逾200家月餅企業承諾劣一賠十，增強消費者信
心。圖為上海超市出售月餅 夏微攝

▲今年首7個月廣東持槍搶劫案同比降逾4成，圖為警方繳獲槍支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