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海600億元東莞建產業園
形成產業集聚效應 助莞惠深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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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一國土局長涉貪雙規
【本報訊】據中新社成都十七日消息︰成都市紀委 17

日證實，成都市新都區國土局局長毛一新涉嫌嚴重經濟問題
已被市紀委 「雙規」。

據有關人士透露，毛一新於今年 9 月 28 日被宣布 「雙
規」立案調查。毛一新在任職期間，涉及將工業用地違規轉
換為商業用地，涉案資金達4000餘萬元人民幣。

新都區屬於成都市北部的工業區。從 2006 年開始，該
區推動工業園區建設及大型地產項目，用地規模很大。

今年東莞主要重大項目
項目

長安萬達廣場

中糧廣東糧油加工產業園

正威集團50萬噸精銅項目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電子產業園

鴻業集團化工產業園區

紅星美凱龍廣場

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投資額
150億

123億

112億

56億

45億

30億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七日電
】深圳出口有望衝擊全國 「二十連冠
」。據海關統計，11 月份，深圳市外
貿進出口總值426.1 億美元，比去年同
期（下同）增長 11.4%，維持了 8 月以
來連續4個月二位數的增長。同時，今
年前 11 個月，深圳市累計外貿出口
2403 億美元，增長 8.6%，穩居全國首
位，有望再度在大中城市全年出口規
模上稱冠。

11 月份，深圳市外貿進出口總值
增速比上月放緩 12.4 個百分點，其中
出口242.5億美元，增長8.9%，比上月
放緩 15.4 個百分點，但外貿總規模仍
穩居全國首位。今年前 11 個月，深圳
市累計外貿進出口 4148.2 億美元，增
長 10.5%，佔全國外貿總值的 11.9%，
成為全國外貿規模最大城市。

11 月份深圳市加工貿易規模出現
小幅下滑，達到205.3 億美元，為今年
下半年以來首度單月進出口超過200億
美元，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仍出現 7.7%
的降幅，其中出口124.1 億美元，微降
0.9%，進口81.1億美元，下降16.4%。

深圳市一般貿易呈現進口優於出
口的態勢，表現搶眼。11 月一般貿易
進口50.5億美元，增長12.3%，一般貿
易出口62.3億美元，下降13.8%。

今年頭 11 個月，深圳市對最大貿
易夥伴香港進出口 1298.1 億美元，增
長 27.9%；對台灣省進出口 273.9 億美
元，增長20.8%。相比較的是，美、歐
、日三大市場則持續下滑。

廣東省長朱小丹、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粵海集
團董事長黃小峰等出席了簽約儀式。根據協議，東莞
市政府與粵海控股集團將在東莞共同打造產業園。雙
方還簽署了《東莞水務合作意向書》，並共同與廣東
省外經貿廳簽署《關於廣東粵海裝備技術產業園聯合
招商的框架協議》。粵海控股集團分別與瑞士環境科
技促進署、華南理工大學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借助國
際一流規劃團隊力量，高起點規劃產業園。

全力開展 「三重」 建設
這個分三期開發建設的超大型項目，計劃投資達

600億元人民幣，與東莞各鎮街今年以來引進落戶的
14個大項目共640億投資額相當，計劃於明年動工；
據了解，產業園將集汽車零部件、工程裝備、數控裝
備等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的生產研發，積極探索城
市與產業融合發展的轉型模式。

東莞市官員對本報指出，今年以來東莞把轉型升
級作為重中之重，推動製造業向高端化方向發展。其
中，針對東莞產業 「滿天星斗，缺乏月亮」的傳統格
局，全力開展重大項目、重大產業集聚區、重大科技
專項 「三重」建設。今次引進的粵海集團發展裝備技
術產業園，將成為東莞新一輪產業發展的重要平台，
為東莞引進跨國公司、國內龍頭企業提供有力支撐，
從而形成 「星月爭輝」新的產業格局。

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該產業園項目落戶謝崗鎮，計劃用地 17 平方公

里，約佔該鎮1/7土地。東莞官員表示，按照中共十
八大提出的 「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同步發展」和 「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要求，該園
區開發將改變過去城鎮建設單一、鬆散的傳統模式，
涵蓋產業、商業、住宅、公共配套等多項功能，以產

業促進城鎮發展，以城鎮帶動產業升級，實現城鎮建
設社會化、現代化和集約化發展，打造成為生態環保
的產業新城，並將產生重要的示範帶動作用。

據悉，謝崗鎮2010年GDP僅35.9億元，在東莞
各鎮街排名倒數第三。即便今年上半年，謝崗增速排
名全市第八，但GDP仍不足20億元，是東莞鎮街經
濟實力排行榜上的 「第三世界」。謝崗鎮有關負責人
表示，粵海項目將為該鎮帶來稅收成倍增長，到全部
投產後估計可 「再造一個謝崗」。

完善珠三角汽車產業鏈
粵海園區選址地塊位於東莞、惠州和深圳的交匯

處，距深圳龍崗比亞迪和觀瀾長安基地僅 30 分鐘車
程；可在1小時內到達增城 「廣本」、南沙 「豐田」
、從化 「日野」；1.5小時內達到花都日產和佛山一
汽大眾基地。而東莞也具備強大的製造業配套能力，
目前具有汽車零部件和配件生產及貿易的企業逾500

家。東莞官員認為，粵海項目將形成產業集聚效應，
進一步完善珠三角地區汽車產業鏈，加速形成東莞新
的戰略性新興主導產業，同時加快莞惠深經濟一體化
建設進程。

由東莞市政府與粵海控股集團共建的
「廣東粵海裝備技術產業園」 ，17日在廣
州簽約落戶東莞謝崗鎮。這個投資規模達
600億元、建設周期長達10年的超大型項
目，與東莞各鎮街今年引進落戶的14個大
項目投資額總和相當。東莞市政府官員指
出，引進粵海項目對東莞轉型升級具有重
要的戰略意義，將成為當地新一輪產業發
展的重要平台，為東莞引進跨國公司、國
內龍頭企業提供有力支撐。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七日電】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七日電】受歐債危機
、外向型經濟為主等因素影響，今年東莞市經濟下
行幅度較大，或難以完成GDP增長 「保8」的目標
。對此，東莞市經信局局長冼周恩表示，目前經濟
轉型升級已初見成效，特別是全市掀起大項目熱潮
，僅一至十月全市工業投資完成逾 317 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 19%；今年有望實現 3 家企
業主營業務收入超過 100 億元的目標，並力爭到明
年底增至4家。

今年以來重大項目、重大產業集聚區、重大科
技專項 「三重」建設的帶動作用頗為明顯，推動了
東莞先進製造業、高技術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
的發展。

另一方面，一至十月東莞市先進製造業實現增
加值近 600 億元，同比增長 8.4%，較全市整體製造
業平均水平快 5.2%，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

42.6%；高技術製造業實現增加值逾454億元，增長
13.2%，較全市整體製造業平均水平快10%，佔規模
以上工業增加值的32.2%。

冼周恩指出，今年東莞市的汽配項目發展尤為
迅速，東莞也力圖在汽車電子、發動機、電池等方
向進行發展，將汽配工業發展成為戰略產業。

針對性幫扶80大企業
同時省、市合作共建大型裝備技術產業園，制

訂落實扶持政策，打造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汽車裝
備製造產業聚集區，以及廣東省先進製造業發展示
範區。

冼周恩表示，今年沒有出現大規模的企業倒閉
或關停的現象，關閉的企業較少，新增企業數量較
多，其中招商投資額超1億美元的項目共63家。同
時，今年還遴選了 10 億元人民幣以上的 80 家，列
入大企業集團儲備庫，進行針對性幫扶。至今年 9
月，三星視界、華為機器已提前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超百億元目標，金寶電子預計年底亦可實現這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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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將建失信企業黑名單
【本報訊】據中新社廣州十七日消息︰廣州市政府 17

日下午公布《關於貫徹質量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其中提
出建立質量失信企業 「黑名單」制度，並獎勵舉報人。

意見分為八個部分，制定了廣州市至2015年和2020年
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的發展目標，確定了12項
定量指標。包括到 2015 年，食品質量監督抽查合格率達到
95%以上，本地主要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合格率保持在96%
以上，本市企業生產藥品質量評價性抽驗合格率達到98%以
上，工程竣工驗收合格率達到100%，生產服務業顧客滿意
度達到85以上，生活服務業顧客滿意度達到80以上等。

意見提出了31個重點工作，包括：對企業實行質量安
全 「一票否決」；建立質量失信企業 「黑名單」制度，通過
網絡、電視、報紙曝光等手段，加大對質量失信企業的懲戒
力度。建立健全質量安全有獎舉報制度，落實舉報獎勵，保
護舉報人合法權益。嚴格食品生產經營市場准入制、食品衛
生監督量化分級管理制度，把好食品生產加工、市場流通、
餐飲服務和食品進出口等關口，實現 「從農田到餐桌」的全
過程覆蓋。推行住宅工程質量分戶驗收制度，提高住宅工程
整體質量水平。

莞轉型升級初見成效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七日電】17日上
午9時10分許，寶鋼股份公司煉鋼廠一煉鋼
分廠行車在吊運 270 噸鐵水包時，雙板鈎單
側脫落，致使鐵水包傾翻。截至記者當日傍
晚發稿，事故已造成 2 人死亡，13 人受傷，
其中 6 人傷勢危重，正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
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原寶鋼醫院）進行全
力搶救。

事故發生後，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艾
寶俊立即要求全力救治傷員，盡快查明事故
原因。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肖貴玉及有關部
門立即趕赴現場，並到醫院看望受傷人員，要
求醫院全力以赴搶救傷員。目前，上海市政府
已成立事故調查組，對事故原因展開調查。

鐵水傾翻猶如熔岩噴發
記者從相關方面了解到，事發當時，傾

翻的鐵水包內裝有 270 噸鐵水，溫度高達攝
氏1600度，傾覆而出的液態鐵水遇到空氣裡
的水蒸氣，現場情況類似火山熔岩噴發。

中午 12 時 50 分，寶鋼集團有限公司在
其官方微博發布稱， 「2012 年 12 月 17 日上
午9時10分許，寶鋼股份煉鋼廠在進行鐵水
扒渣作業中，鐵水包突然墜落傾翻，事故造
成中冶寶鋼技術公司 2 人死亡，12 人送醫院
檢查，其中 5 人留院治療。目前上海市安全
生產監督管理局已組成事故調查組，具體事
故原因正在調查中。」

14時45分，寶鋼官方微博 「友愛的寶鋼
」又更新說： 「天空黯淡了，雨如淚水飄落
，天下寶鋼人同殤。目前，鐵水包傾翻事故
已造成 2 人死亡，13 人受傷，傷員正在醫院
緊急救治中。事故原因會盡快查明。願逝者
安息，願生者堅強。受傷的工友，所有的寶
鋼人都在為你們祈禱，請一定與我們同在！」

一傷者身體99%燒傷
中新社引述醫院方面消息稱，在送院的

13名傷員中，兩人傷勢較輕已轉院治療，剩
下的11名傷員中6人是重症燒傷，除大面積
燒傷外，還有嚴重的吸入性損傷，其中一位
大面積燒傷傷員，燒傷面積達 99%，目前生
命體徵不是非常平穩，院方還在搶救治療；
其他5名重症傷員的燒傷面積在20%至50%。

內地大量網友當日在對事故遇難者表達
哀悼、為受傷者獻上祝福的同時，亦對寶鋼
在此次事件後的快速救援、透明發布、人性
關愛給予讚賞，希望企業痛定思痛，更加注
重安全生產。

寶鋼位列央企，總部在上海，是全球最
具競爭力的鋼鐵企業之一，也是中國現代化
程度最高的鋼鐵聯合企業，在美國《財富》
雜誌世界500強榜單中位列第197位。

寶鋼鐵水包傾翻2死13傷

▲粵海裝備技術產業園項目落戶東莞，將形成產業集聚效應，意味着珠三角地區汽車產業鏈得到進一步
完善 方俊明攝

▲產業園簽約儀式17日在廣州舉行。整個項目投資
額高達600億元，與東莞各鎮街今年引進的總投資
額大致相若 方俊明攝

▲寶鋼17日發生鐵水
包傾翻事故，造成2
人死亡。圖為上海交
通大學附屬第三人民
醫院的醫護人員在救
治傷員 新華社

▲圖為出事的寶鋼廠
區大門 新華社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七日電】河南光山 「12．14」
砍傷學生案傷者升至23人，公安部和河南省公安廳均派出
工作組赴信陽指導案件辦理工作。光山縣今日通報稱，疑犯
閔擁軍（首次發布時音誤為閔應軍）16 日被光山縣檢察機
關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受傷人員還在醫院
接受治療，無生命危險，初步認定閔擁軍因受 「世界末日」
謠言影響，持刀傷害無辜群眾和學生。

河南 「光山學生被砍傷案」發生後，河南省委、省政府
和公安部高度重視，公安部派出專門工作組趕赴信陽指導案
件辦理工作，河南省公安廳主要負責人帶領相關人員到信陽
現場指揮案件處置。經當地和信陽、武漢等地醫院周密安排
、全力救治，23名受傷學生（首次發布為22名，原因是有
一名受傷學生因受驚嚇自己跑回了家，後被家長送到了醫院
）和四名受傷群眾，其中一人重傷，目前均無生命危險。

排查三千學校幼園
據了解，疑犯閔擁軍今年36歲，光山縣文殊鄉鄒棚村

桃元組人，育有一兒一女。其妻子35歲，在外地打工，夫
妻感情很好。據其母親說，閔患癲癇病已有20多年。

經過公安機關14日以來的偵辦和調查取證，初步認定
嫌犯閔擁軍因受 「世界末日」謠言影響，持刀傷害無辜群眾
和學生，其作案動機、過程和相關證據正在進一步偵查調查
中，至於其聲稱的癲癇病史，以及其作案時對自身行為的辨
認、控制能力等，將依法進行嚴格鑒定。

光山縣對全縣校園安全進行拉網式排查。17 日起，信
陽市成立13個督查組，對全市3000多所學校、幼兒園進行
安全隱患排查。

另據當地媒體報道，慘劇發生時，三年級十幾個男同學
堵住門挽救了全班同學， 「男子踢了幾腳沒踢開，又砸破窗
戶，最終進不來，就去別的教室了」。

▲今年前11個月，深圳市累計外貿出口2403億美元，
增長8.6%，穩居全國首位。圖為深圳碼頭堆集出口的集
裝箱 唐剛強攝

豫小學砍人嫌犯
迷信世界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