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術大會準備就緒魔術大會準備就緒 魔術師今起抵京魔術師今起抵京
距離首屆中國北京魔術大會開幕還有三天時間，今日記者探訪大會會

場看到，魔術大會準備就緒場館搭建已基本完成，來自22個國家和地區的
魔術大師今起已陸續抵京 本報實習記者：王坤

系列報道三

走進昌平體育館，記者看到五顏六色的 「魔術師帽子
」在牆壁上交相輝映，現場正大分貝的播放着外國流行音
樂，大會尚未開始，卻處處洋溢着魔術表演的奇幻氛圍。
可容納上千人的會場已基本布置完畢，工作人員們正抓緊
時間檢查並修復會場細節部分，燈光與音響設備均在不斷

調試，部分魔術師的表演團隊正在考察會場，確保表演時
萬無一失。作為會場焦點的舞台與屏幕則仍處於收尾階段
，工人們正在緊張地進行工作。魔術大會組委會相關負責
人告訴記者，魔術表演觀賞性比較強，觀眾最喜歡的就是
「火眼金睛」試圖找出魔術的奧秘，而魔術師也需要隨時

和觀眾互動，這就必須保證現場觀眾能及時看到表演，以
便大師們能輕鬆調動場內氣氛。

現場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會場的布置工作從 11 月
20日已經開始了，27日下午會場的硬件布置工作能夠基本
完成，從今天開始，參加大會的魔術師們將從世界各地匯
聚到昌平。據悉，首屆中國北京魔術大會將邀請國際著名
魔術大師及魔術明星 50 人，亞洲魔聯理事會、中國魔聯
理事會參與。活動舉辦3天，開閉幕式兩場演出預計觀眾
約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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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台灣魔術師劉成
超過20年表演工作經驗，工作領域涉及

戲劇、布偶劇、魔術、主持、腹語表演等，
是一位難得的全方位表演藝術工作者
演員：
（1）比利時魔術師Doble MANDOBLE

2008年比利時魔術比賽第一名
2012年FISM世界魔術交流大會喜劇部
門冠軍

（2）法國魔術師Jerome HELFENSTEIN
2000年法國國際魔術節冠軍
2007 年蒙地卡羅世界魔術明星邀請賽
魔術之星獎

（3）韓國魔術師柳豪鎮
2012年FISM世界魔術交流大會舞台部
門總冠軍
2011 年 FISM Asian 亞洲魔術大會比賽
舞台總冠軍

（（44）西班牙魔術師）西班牙魔術師YunkeYunke
19981998年西班牙全國魔術比賽冠軍年西班牙全國魔術比賽冠軍
20012001年在巴黎和魔術師大衛．科波菲爾年在巴黎和魔術師大衛．科波菲爾
一起獲得魔術界的奧斯卡大獎一起獲得魔術界的奧斯卡大獎——曼德曼德
瑞克斯瑞克斯

（（55）中國魔術師李寧）中國魔術師李寧
獲中國雜技金菊獎第二屆全國魔術比賽獲中國雜技金菊獎第二屆全國魔術比賽
金獎，《移形幻影金獎，《移形幻影--三變》獲三變》獲 20002000 年中年中
國深圳歡樂谷國際魔術比賽唯一金獎，國深圳歡樂谷國際魔術比賽唯一金獎，
《移形幻影《移形幻影--三變》獲三變》獲 20012001 年第十六屆年第十六屆
蒙特卡羅世界明星魔術比賽蒙特卡羅世界明星魔術比賽
「「金魔棒獎金魔棒獎」」等等

（（66）中國魔術師胡金玲）中國魔術師胡金玲
《敦煌蓮想》在《敦煌蓮想》在20112011年年1212
月月2323日第八屆中國雜技金日第八屆中國雜技金
菊獎第五次全國魔術比賽菊獎第五次全國魔術比賽
中獲得金獎中獲得金獎魔術大會場館魔術大會場館──北京昌平體育館北京昌平體育館 王坤攝王坤攝

珠海病橋通車9年未驗收
官辯稱每次檢驗皆合格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8中國新聞

未驗收的 「病橋」 竟可通車達九年之
久！連接珠海香洲區情侶路與野狸島的海
燕橋，自2003年通車以來一直未完成驗收
程序。對此，珠海市政園林局今天解釋，
因施工方一直未能提供完整的橋樑施工資
料而無法辦理驗收手續，大橋正式啟用以
來每次體檢均合格，07年政府還投入500
多萬進行加固維修。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二十七日電】

酒鬼酒包裝車間停產

中國新聞責任編輯：曾慶業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七日電】繼黑龍江、安
徽等地打破戶籍限制開放異地高考後，北京、廣東最新出台
的政策顯示，外地戶籍考生暫不能在當地報名參加高考。中
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程方平在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推行異地高考需從整體設計、立法保證教育
公平。

按照國家關於異地高考政策出台的時間表，31 個省區
市年底前要因地制宜推出異地高考政策，解決符合條件的隨
遷子女在流入地高考的問題。據中新社報道，江蘇、安徽等
省份明確異地高考在 2013 年執行，山東、江西表示異地高
考方案2014年實施。但北京教育考試院21日出台的政策規
定，明年高考報名須具有本市正式戶口。雖然北京異地高考
方案並未出台，但這已表明，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中的非京籍
考生暫不能參加北京高考；同時，廣東亦公布類似的規定。

程方平說，北京、上海、廣州等人口輸入量大的省市實
行異地高考的難度更大、敏感度更高。政策延遲向後有複雜
性和壓力性問題。異地高考將牽涉到考試、教育、人事、戶籍
等多方面、部門問題。因此程方平認為，異地高考應協調各
方力量、整體布局，由各地方人大推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

京粵異地高考暫緩推行

人們不禁要問︰既然 「體檢」合格就可投入使
用， 「驗收」程序豈非多此一舉；而令問題更複雜
的是，位於野狸島上投資逾 10 億元、目前內地唯一
海島歌劇院即將建成，海燕橋又是連接野狸島的唯
一陸路通道，大橋的去留問題格外令人關注。

資料缺失無法驗收
海燕橋 1993 年開工，1995 年建成，核載能力 5

噸。珠海市政園林局副局長劉建明 27 日在記者會上
坦言，該橋建成後確實 「無法竣工驗收」，主要是
施工過程中，施工單位上海市基礎工程公司珠海分
公司的內部人事變更、資料員更換頻繁、交接手續
不規範等因素，使得部分橋樑建設資料缺失，最終
導致無法辦理驗收手續；但據大橋施工質監報告顯
示主體結構合格，不妨礙正常使用。

他稱，廣東省交通科學研究所在 2001 年對該橋
全面檢測顯示能切實保障使用安全；2003 年該橋正
式啟用後，亦採取限制性使用的措施，暫時只供行
人和小量小型車輛通行。此後幾年進行多次 「體檢
」，均顯示主體結構合格，在 2009 年終完成竣工驗
收備案。而今年香洲區橋樑管養單位對該橋檢測亦

顯示主體結構仍滿足要求。

不排除繼續擴路修橋
目前野狸島上正斥資 10.8 億元建設內地唯一海

島歌劇院 「珠海歌劇院」，因其 「珠生於貝、貝生
於海」的 「日月貝」設計造型，料建成後將成為珠
海一個新地標。但海燕橋及海島上道路均較狹窄，
並不利於大量車流集中通行，而且容易導致另一側

的情侶路也成為交通瓶頸。
對於海燕橋的去留問題，劉建明稱該橋記載了

珠海的發展歷史，而即將建成的 「日月貝」海島歌
劇院將成為珠海市民引以為豪的精神財富。該局將
根據今年全市橋樑的檢測情況，結合野狸島的開發
，在充分聽取專家的意見的基礎上對該橋進行處理
。據悉，不排除拓展交通的方案，但還需進一步協
商，目前尚沒有明確的擴路及修橋計劃。

【本報訊】新華社海口二十七日電：海南三沙市政府與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日前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
下簡稱《協議》），雙方將在規劃、基礎建設、海洋科研創
新、船舶及海洋工程等領域展開合作，維護國家主權，服務
海洋強國戰略。

根據《協議》，三沙市將支持中船重工在三沙市開展項
目開發、產業發展、科學研究、技術研發等活動；在三沙市
的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和水資源供應等重大項目中，雙方將
實現深入合作；三沙市和中船重工還將共同申報科技創新及
產業化項目。

同時，雙方還擬建立人才培養合作機制，由中船重工為
三沙發展所需的科技人才，提供培訓和進修條件，同時，中
船重工還將派出相應的技術與管理幹部，前往三沙進行短期
兼職或提供駐地服務。

中船重工將開發三沙

【本報記者王學東杭州二十七日電】轟動全
國的浙江吳英本色集團非法集資詐騙案，並沒有
因為今年 5 月 21 日浙江省高級法院對吳英做出
的死緩終審判決而塵埃落定。11 月27 日，兩起
由吳英作為原告提起訴訟的房屋買賣糾紛案，由
金華中院在杭州開庭重審。這兩起民事訴訟被視
為吳英集資案的 「案中案」，疑點頗多。

從 2006 年至今，金華和浙江兩級法院為吳
英這兩起房屋買賣訴訟所做的民事調解裁定不下
數十個，但吳英卻屢次申訴稱自己並未起訴，甚
至不認識兩名被告。開庭前一天的晚上，吳英父
親吳永正告訴記者，這兩個案子是有勾結的假案
，目的是為侵佔吳英的資產， 「吳英案的導火線
就是這兩起案子。」而之前一直宣稱將公開審理
的金華中院，最後將開庭地點選在了吳英目前服
刑的位於杭州的浙江女子監獄。

「假案」為偽造買賣事實
2006年12月21日，在吳英集資詐騙案發前

，吳英被債權人、也是吳英集資的下線楊志昂等
人，綁架了一個星期，一周後即12月28日，突
然出現了兩起以吳英為原告的案件，狀告對象為
胡滋仁和劉賢富兩人。吳英稱將本色集團的 14
處房產以 3420 萬元賣給了兩人，但胡滋仁和劉
賢富仍欠尾款210萬和280萬未付清，於是提起
民事訴訟，討要這兩筆尾款，就在吳英作為原告
起訴的當天，金華中院分別作出了（2007）金中
民一初字第 25 號民事調解書和（2007）金中民
一初字第26號民事調解書，確認吳英的14處房
產轉讓成立，要求兩名被告付清尾款，之後就可
辦理房產過戶。

這之後，吳英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申訴
所謂的房產買賣糾紛，是 「假案」。6年來，吳
英歷經反反覆覆的申訴，金華中院、浙江高院也
對這兩起看似普通的房屋買賣民事案件進行了反
覆的裁定，2011 年 11 月，浙江高院將兩案發回
金華中院重審。本次庭審將釐清購房合同的真假
以及房屋歸屬權，但審理結果不會影響先前浙高
院對吳英作出之死緩終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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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本報訊】新華社太原二十七日電：近日有媒體

報道，山西粟海集團向肯德基供應 45 天 「速成雞」
，投餵的飼料能毒死蒼蠅。對此，粟海集團發表聲明
堅稱，公司產品品質不存在問題。

記者 27 日從粟海集團獲悉，由山西省畜牧獸醫
局專家和相關監管部門在粟海集團抽檢的飼料樣品、
原料樣品、肉雞飼料樣品、肉雞樣品及兩批次的雞胸
產品，已分別送往山西省飼料獸藥監察所和山西省出
入境檢驗檢疫局進行檢驗。

山西粟海集團稱：公司使用的是中國肉雞行業普
遍使用的白羽雞，45 天屬於正常生長期；公司嚴格
執行國家相關標準，對肉雞養殖全過程實行標準化管
理；公司擁有自己的肉雞飼料廠，按農業部的規定使
用營養性飼料添加劑；在養殖過程中，公司使用國家
允許的獸藥品種，並嚴格執行休藥期的規定；當地畜
牧主管部門對粟海集團飼料生產、肉雞養殖和屠宰環

節均有監督和抽查，2012年抽檢結果均合格。

供應商：45天生長屬正常
山西粟海集團辦公室一名陳姓工作人員強調，之

前媒體報道中的一些描述和實際不符，粟海生產飼料
、肉雞嚴格按照國家相關標準執行，可以保證食用安
全。

山西粟海集團官網資料顯示，粟海集團年加工肉
雞1.2億隻，產品出口沙特、日本、韓國、南非、香
港等國家和地區，成為肯德基、麥當勞、德克士等國
際著名快餐店主供商，並進入全國 30 多個大中城市
超市、部分大專院校和西北、西南航空公司配餐中
心。

目前，麥當勞和肯德基已分別通過官方微博予以
回應。麥當勞否認山西粟海是現有雞肉供應商，而肯
德基則表示，山西粟海在肯德基雞肉原料供應體系中

屬於較小的區域性供應商，僅佔雞肉採購量的1%左
右，過往食品安全記錄正常；肯德基將根據媒體報道
內容進行調查，加強檢驗，並根據調查情況作相應處
理。

速成雞供應商否認用禁藥

【本報訊】據新華社長沙二十七
日報道：為消除白酒中的塑化劑來源
，位於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的酒鬼酒公
司今日起包裝車間全面停產，包裝車
間之外的生產線尚在正常生產。

27 日，酒鬼酒公司總經理夏心國

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表示，初步鎖定
塑化劑可能肇事的三大 「元兇」：包
裝線上的小塑膠管、塑膠酒瓶塞，以
及曾臨時使用的塑膠輸酒管。從27 日
起，酒鬼酒公司決定對包裝車間進行
停產，預計改造材料當天就能備齊。

包裝車間之外的生產線並未停產，還
在正常進行。

據記者掌握的情況，酒鬼酒生產
車間原料預處理車間浸泡池是不銹鋼
材質，浸泡、糖化、發酵過程也不會
接觸到塑膠。蒸餾的容器也是金屬製
成，收集酒液的管道，以及接酒桶都
是不銹鋼質地。

污梁源頭疑為塑膠包裝
酒鬼酒塑化劑風波已持續一周多

。在酒鬼酒含有塑化劑消息見諸媒體
後，中國酒業協會聲明，該協會通過
對全國白酒產品大量全面的測定，目
前市場上銷售的所有國產白酒中或多
或少都含有塑化劑成分。一些業內專
家認為，白酒企業在生產和儲運過程
中，所使用的塑膠管道、塑膠容器、
瓶蓋或其他塑膠包裝材料中可能含有
塑化劑，而白酒產品在這個過程中被
塑化劑污染的可能性比較大。

質監部門在相關報道出來後，立

即進行調查並迅速公布進展，初步調
查未發現酒鬼酒人為添加 「塑化劑」
，但《湖南省質監局報告酒鬼酒樣品
初檢情況》的公告指出，50 度酒鬼酒
樣 品 被 檢 測 出 DBP 最 高 檢 出 值
1.04mg/kg。

塑化劑含量未列標準
對於酒類中塑化劑含量的標準問

題，目前尚無權威說法。然而，出於
對食品安全的高度擔憂，民眾聞塑化
劑色變。在部分地方，酒鬼酒已經在
一些賣場下架。

湖南省質監局法規宣傳處副處長
戴琪介紹： 「衛生部沒有將塑化劑指
標正式列入白酒產品的標準，從法律
角度講，沒法判斷是否超標。」中國
衛生部在 2011 年 6 月發布了有關函件
規定了塑化劑的最大殘留量。但由於
這不是法律、法規，對企業並沒有法
律約束力。

▲海燕橋是通往離珠海最近、最大的天然海島 「野狸島」 的唯一陸路通道 方俊明攝

▲吳英在今年5月21日因本色集團非法集資詐騙案而最
終判決死緩兩年。圖為2009年4月16日吳英在浙江省
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 資料圖片

▶受到塑化
劑風波的影
響，酒鬼酒
日銷售額大
幅下降

中新社

▲近日有媒體報道，山西粟海集團在雞的飼料中
添加藥物，令雞隻在45天 「速成」 ，再供應雞肉
給肯德基 網絡圖片

45天出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