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山（B區）回遷房抽籤公告
前山（B區）回遷房的產權人：

前山（B區）回遷房抽籤的相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抽籤步驟
前山（B 區）回遷房的抽籤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抽

「抽房籤順序號」；第二步抽 「房籤」。
二、抽籤時間
1、抽 「抽房籤順序號」時間：2012 年 9 月 15 日、16

日（兩天），每天9時至18時；
2、抽 「房籤」時間：2012 年 9 月 17 日、18 日、19

日、20日、21日（五天），每天9時至18時（其中9月21
日為9時至16時）。

3、如在上述時間內抽籤人數仍未全部抽完的，經前山
B 區舊村改造項目回遷工作領導小組同意，可延長當天抽
籤時間。

三、抽籤地點
前山（B 區）舊村改建項目地（入口在前山小學右

側，前山村改建工程指揮中心辦公樓左側）。
四、注意事項
1、抽籤前，前山B區舊村改造項目回遷工作領導小組

委託珠海市香洲區前山街前山社區居民委員會、珠海市金
明泰股份合作公司將本次抽籤規則發至參加抽籤的產權
人，並在珠海市前山（B 區）舊村改建公告欄公布（位於
珠海市前山東門大街 1 號辦公樓前）。如在抽籤前尚未拿
到抽籤規則的，請到珠海市香洲區前山街前山社區居民委
員會、珠海市金明泰股份合作公司索取。

2、各參加抽籤人請按規則要求帶齊相關資料：《拆遷
補償安置合同》、身份證、委託書、公證書等有效文件證
件的原件。

五、24小時諮詢熱線：0086-756-8513530
0086-756-8980613

特此通知，並請相關產權人互相轉告為盼。

珠海市香洲區前山街道辦事處
珠海市香洲區前山街前山社區居民委員會

珠海市金明泰股份合作公司
珠海市卡都海俊房產開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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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富士康加薪與深看齊
手握大量訂單 年底增聘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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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輝強調，此舉有利於廠區間
人力調撥及員工返鄉就業。但他同時
表示，富士康 「未來仍應力自動化
、精簡用人，提升效率及員工素質層
次方面，挖掘生產效益，以抵銷人力
成本增長對集團經營之壓力」。

縮試用期加薪發獎金
富士康總裁郭台銘不久前表示要

讓員工得到合理薪酬。據介紹，今次
薪資調整要點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
原來6個月的試用期縮短至3個月；二
是加薪250元人民幣（下同），新入職
員工起薪標準由之前的 1550 元每月，
上調至 1800 元每月，試用期滿轉正後
基本工資月薪 2000 元；三是設置旺季
激勵獎金，如今年的8月、9月、10月
、11 月為旺季，每名員工每月可多發
200元。

林政輝稱，按照上述算法，轉正
後的鄭州富士康員工每月毛收入（包
括夜班津貼、加班費等）普遍可達到
3410 元，除去應繳納的五險一金等，
則有 2760 元淨收入落袋，即全年可支
配收入達33120元，此一數額，與內地
媒體日前公布 2011 年鄭州單位在崗職
工年平均工資35541元相若。

目前，富士康鄭州科技園已擁有
超過 15 萬名員工，今年底有望突破 20

萬人。其主要代工的產品是蘋果旗下
手機iPhone。

林政輝表示，現在歐美國家經濟
低迷，但未來6個月，富士康卻遇到一
個 「快樂的問題」：即富士康擁有的
頂尖客戶、頂尖品牌 「有一個新的產
品要上市」，他們掌握了大量訂單，
關鍵在於如何應接。

貿易總量佔豫半壁江山
現時富士康向內地戰略轉移已基

本形成，以河南鄭州、洛陽和山西晉
城三地為重點製造基地的 「金匠中原
計劃」正在實施。目前富士康在豫轄
下企業貿易總量已佔據河南省外貿半
壁江山。鄭州海關發布最新數據顯示
，1-7月，富士康在豫下轄企業進出口
120.4億美元，佔河南省進出口的47.7%
，而在扣除富士康因素後，同期河南
省外貿出口下降 1.1%。可見河南全省
貿易總量中，近半數份額得益於富士
康。

出席昨晚大會的鄭州市市長馬懿
則表示，兩年來，富士康鄭州科技園
迅速成為全球重要的智能手機製造中
心，並將建設成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
機生產基地，鄭州在兩年時間裡迅速
崛起一座富士康科技新城。

【本報訊】據新華社24日消息︰參與中國第五次
北極科考的科學家表示，最新研究發現，一些新型溴
代阻燃劑、全氟烷基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物質首次在北
極高緯度海區出現。

參與本次科考、來自廈門大學海洋與地球學院的

蔡明剛博士在科考船 「雪龍船」上向記者表示，這些
新型持久性有害污染物對生物和人類多具有致畸、致
癌以及內分泌干擾等特徵，它們對北極地區環境和生
態系統的影響應當引起更多關注。

據介紹，自中國開展北極科考以來，尤其是2008
年和2010年開展第三、第四次北極科考後
，科學家在海洋大氣化學等多個學科領域
獲得大量重要樣品，通過後續樣品處理和
數據分析得出初步結論，北極地區污染程
度總體呈下降趨勢。

蔡明剛說： 「從已有研究結果看，以
有機氯農藥為例，自上世紀80年代這類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被禁止生產及使用以來，
這類物質在北極海水中的濃度呈現不斷下
降趨勢。」

北極成污染物 「源頭」
儘管部分有害物質的濃度呈下降趨勢，但北極作

為全球氣候變化響應最敏感的區域，一直是北半球人
類活動產生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主要 「埋葬地」。專
家認為，隨北極環境快速變化、海冰融化加劇以及
人類活動增加，北極海域可能逐漸從一些傳統污染物
的 「匯集地」變為 「源頭」。

蔡明剛進一步解釋說，中國科學家對大氣和海水
中傳統持久性污染物進行了實際觀測和模型預測，最
新結果顯示原有平衡可能已被打破，包括多種有機氯
農藥在內的污染物通過海氣交換重新釋放進入大氣，
進入食物鏈從而傳遞進入北極高等生物甚至人體中。

「北極地區海洋環境問題研究不是區域問題，世
界各國應進一步加強合作。」蔡明剛說。

8 月 2 日，中國第五次北極科考隊
穿越北極東北航道，首次到達北冰洋大
西洋磁區進行海洋調查。這次調查歷時
10 天，共完成 17 個站位的多學科綜合
科考任務，在中國極地科考史上具里程
碑意義。蔡明剛說，這些定點站位和走
航觀測將為中國首次開展大西洋、太平
洋洋流和大氣輸送對污染物傳輸機制影
響的研究提供重要技術支撐。

【本報訊】來自全國各地500多名大中
型物流企業的負責人 24 日聚首湖南省長沙
市，出席由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組織的會
議，共同探討發展前景。與會專家指出，雖
然處於調整周期的經濟形勢對物流業構成巨
大壓力，但圍繞國家標準和市場新需求追加
的基礎投入卻呈現逆勢增長態勢，這對中國
經濟轉型具有深遠意義。

新華社引述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統計
數據，受宏觀經濟增速趨緩以及季節因素影
響，今年 1 月至 7 月中國社會物流總額為
98.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9.8%，增幅比
去年同期回落3.8%。但是今年1月至7月物
流業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1.9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15.2%。

網購快遞成新增長點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會長何黎明等人

介紹，雖然眼下工業品、進出口貿易等產生
的傳統物流需求疲軟，但電子商務、網購、
快遞等帶動單位與居民物品物流總額今年1
至 7 月出現了同比 17.4%的增長，增幅高出
社會物流總額7.6個百分點。此消彼長的市
場新動向，說明雖然宏觀經濟形勢增速放緩
，但中國經濟繼續穩步發展的基本形勢沒有
變，一些領域如電子商務物流等還存在巨大
商機。

正是看到這一點，很多物流企業逆勢投
資用於按照市場認同度很高的《物流企業分
類與評估指標》更新技術裝備、拓展服務功
能、開拓國際國內兩方面市場及兼併重組。
按照目前速度，到 「十二五」末（2011
年-2012年）中國具有現代經營水準的A級
物流企業，將從目前的 1766 家增長到約
5000家。

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調節局副局長王慧
敏說，當前物流業 「逆勢增資」推動升級換
代，對未來總體經濟走品質型發展之路具有
深遠意義。

經食物鏈入人體 可致畸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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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代工巨頭富士康昨晚宣布，自8月1日起河南省鄭州廠區
全面加薪，起薪點與深圳廠區持平。在當晚舉行的富士康科技集團
鄭州科技園中原開疆兩周年慶典上，科技園總經理林政輝宣布了上
述消息。除富士康一線基層員工外，管理層及其他級別的骨幹薪水
也全面上調。當地官員強調，有信心鄭州將成為全球最大智能手機
生產基地。

【本報記者楚長城、實習記者袁小玉鄭州二十四日電】

【本報訊】針對當前內地經濟形勢，《人民日報》
24 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強調憂患意識就是要保持清醒
的頭腦。這篇題為《正確認識形勢 堅定發展信心──
論做好當前經濟工作》的評論員文章指出，不能認為經
濟增速趨穩，就是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不能認為物
價漲幅回落，保持物價穩定、抑制通貨膨脹就可以高枕
無憂；更不能認為一些關鍵領域的宏觀調控和改革措施
初見成效，就可以放鬆甚至放手。

文章說，必須密切跟蹤監測經濟運行變化，及時發
現新情況新問題。對一些不確定性因素可能帶來的新衝
擊，既做好應對短期突發影響的準備，也做好長期打算
，提高抵禦風險的能力，牢牢把握主動權。

正視風險也要看到機遇
文章稱，在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中，中

國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社會和諧穩定。這與世
界上許多主要經濟體經濟持續下滑、失業狀況遲遲得
不到改善形成鮮明對比。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
的國際國內形勢依然嚴峻。要抓住有利時機和有利條
件，在正視風險的同時也看到機遇、看到光明的發展
前景。

文章最後說，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
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以發展實體經濟為堅實基礎，以
加快改革創新為強大動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根本目
的，統籌當前與長遠，更加注重拓寬增長空間，更加注
重提高增長質量，更加注重激發發展活力，更加注重共
享發展成果，力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難題，促進經
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努力實現經濟社
會發展預期目標。

【本報訊】 「水立方已成為海外華僑
華人活動基地，並向公益活動基地的目標
發展。」北京國家游泳中心有限責任公司
副總經理楊奇勇接受中新社訪問時表示，
「水立方」在後北京奧運時代要將公益活

動做到取之於僑、用之於民。
「水立方」是由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 35 萬多港澳台同胞、海外華僑華人捐
資9億多元建造的北京奧運會場館。國際
奧委會主席羅格在 2011 年重回「水立方」
時讚嘆道： 「水立方是設施最完善、開放
程度最高、運營效果最好的奧運場館。」

據了解，目前 「水立方」場內每年
舉辦活動 150 場次，賽後的運營面積佔

總面積的近80%，全年接待遊客200餘萬
人次。

楊奇勇表示，水立方每年參與舉辦、
投入關於華僑華人、藝術時尚、科技環保
、關愛弱勢群體等方面的公益活動 30 餘
場，以無償提供場地、服務的形式參與公
益活動。其中包括已連續舉辦兩年的 「水
立方杯」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賽。

北京國家游泳中心僑務工作聯絡組常
務副組長李光耀表示， 「水立方」近年來
還接待海外華僑華人參觀回訪逾萬人，許
多華僑華人由於曾捐資建設 「水立方」而
對這裡有特殊的感情和淵源，他們也進一
步提升了 「水立方」在海內外的影響力。

應對當前經濟形勢
黨報強調憂患意識

水立方成華僑活動基地

中國科學家北極發現污染物

▲水立方京奧後逐漸成為海外華人的活動中心 網絡圖片

▲物流業逆勢增資，對中國經濟轉型具深遠意義
網絡圖片

▲富士康鄭州廠
區宣布全面加薪
，起薪點與深圳
看齊。該公司年
前在鄭州招工的
熱鬧場面可期

資料圖片

◀馬懿（右）期望
鄭州發展成全球
最大智能手機生
產基地。圖左為
郭台銘

楚長城攝

◀中國科學家在北極首次發現新型
持久性污染物。圖為 「雪龍號」 上
科考隊員23日將寫有心願的小紙條
放飛，慶祝七夕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