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珠城軌直通拱北

舟曲全面完成災後重建

票價大漲五成 全程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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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南站開往珠海站的首發列車於
今早7時駛出，1小時08分後到達拱北口岸
旁的珠海站，意味廣珠城軌全線運營，
也標誌珠三角 「A」 字形鐵路網基本成
形。同時，廣珠城軌今日起亦全線加價，
沿途大部分站點增加逾50%。

【本報記者方俊明三十一日電】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三十一日電】《國際
先驅導報》發表署名郁志榮的文章稱，目前為
止，由中國海軍所屬退役艦船，經改造或改建
後轉為中國海監執法船並正式入列的共11艘，
其中包括2艘051型驅逐艦。自2000年以來，中
國海監新建13艘新船與接收的11艘海軍退役艦
船一起極大地提升了海監海洋維權能力。

據公開資料顯示，中國海監總隊下轄北海
、東海、南海三個海區總隊及其所屬的九個海
監支隊、三個航空支隊和三個維權支隊，約有
300艘艦船，其中30艘超過1000噸，裝備有10
架固定翼飛機和4架直升機。

相比於日本海上保安廳十一個管區擁有
500多艘艦船（艇），70多架飛機，中國海監
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報道稱，中國海監尚需建
造更多的現代化艦船和購置更多的先進飛機裝
備各海區，以最快的速度壯大隊伍。

專家：應急造船加強維權
北京軍事專家劉江平表示，近年海監裝備

建設加快，速度超過前十幾年的總和，但仍不
能完全滿足日常海上維權巡航的需要，針對當
前海洋維權任務迅速增加，應當進入應急造船
狀態。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廳裝備水平在東北亞
地區領先中韓兩國，中國海監一方面接收退役
軍艦，另一方面建造新船，以改變當前的不利
形勢。同時，既要從數量上增加，長遠看更要
發展大噸位、高技術化的新一代巡邏艦。

「十二五規劃」中，中國海監計劃建造36
艘大中型海監船，配備各省級地方海監機構。
其中1500噸級7艘，1000噸級15艘，600噸級14
艘。報道指出，中國海監未來建造和購置船舶
飛機不僅數量多，而且性能優越，技術設備先
進，將 「完全滿足一個海洋大國海上巡航執法
所需要的裝備技術」。

首發列車D7603次於今早7時駛出廣州南站，於8
時08分到達珠海站，比既定時間快了5分鐘；其中，
在新開通珠海段的唐家灣、明珠、前山和珠海站，耗
時25分鐘。廣珠城際鐵路公司透露，今天共開行動車
組達36對，累計發客近5.5萬人，列車幾乎趟趟滿員
，不少為粵港澳市民 「嘗鮮」之旅。

高峰時段15分鐘一班
在珠海站的自動售票機前，澳門人梁先生想憑港

澳居民 「回鄉卡」取票，但無法如願，最後在車站的
珠海志願者 「借出」身份證後，他一口氣花了近500
元買了17張沿途站點的車票。他告訴記者： 「能買到
今天整套的城軌票，非常有紀念意義。今後節假日北
上出行也方便多了。」據悉，目前僅珠海站便配置了
35台自動售票機，待售票機運行成熟後可支持 「回鄉
卡」購票，屆時港澳乘客便可在此取票。

廣珠城際公司透露，日常每天將開行動車組43.5
對，其中廣州南至珠海站25對，頭班車時間為上午7
時，尾班車時間為晚上22時40分。在公眾假期客流高
峰期，每天將開行動車組達60對，其中廣州南至珠海
站35對，最早發車時間為上午6時30分，最晚發車時
間為晚上23時，高峰時段15分鐘開出一趟。

因廣州南站至珠海北站在2011年1月開通時，票
價偏低，而兩年的試運仍入不敷出，所以廣珠城軌宣
布今日起加價，沿途大部分站點漲幅均超50%。如廣
州南站至珠海北站的二等票此前為36元，加價後為55
元。而廣州南站至珠海站全程二等座訂為70元，意味
117公里的廣珠城際每公里均價0.598元，超過號稱
「全國最貴鐵路」廣深鐵路0.548元的每公里均價。

形成珠三角 「A」 字形鐵路網
廣珠城際公司指出，廣珠城軌作為珠三角城軌網

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全線貫通連同廣深鐵路、廣深高
鐵等線路，初步形成珠三角 「A」字形鐵路網。目前
所有進入廣州南站的鐵路幹線都與廣珠城軌接駁，港
澳市民從拱北口岸上車抵達全國鐵路沿線的各大城市
將更為快捷。未來廣珠城軌還將開通延長線，在橫琴
新區與澳門城軌實現無縫對接，預計於2015年建成。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認為，
廣珠城軌貫通拱北，大大方便了澳門與珠三角之間的
聯繫，但澳門居民要接駁京廣高鐵，始終要通過換乘
，時間和方便性存在不足；而且廣珠城軌只能讓澳門
融入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對於澳門未來發展還顯得
局限。他建議澳門修建與廣州之間的高鐵，通過高鐵
接駁京廣高鐵，實現與沿線二十八個內地城市之間的
「一天生活圈」，對於澳門旅遊博彩業和產業多元化

發展將有很大幫助。

廣珠城軌部分票價調整表
起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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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三十一日消息：記者從中央氣象
台獲悉，元旦期間，一股中等偏強冷空氣將影響中國中東部
地區，南方自2日起將迎來一場較大範圍的雨雪天氣過程。

氣象觀測數據顯示，1月1日起，新一股冷空氣將自北向
南影響中國，中東部大部地區氣溫將下降4至8攝氏度，較常
年同期持續偏低。與此同時，東北、華北等地還將颳起4至6
級偏北風，人體感覺較為寒冷。

在降水方面，預計1日全國大部地區以晴或多雲天氣為
主；2日至3日，中國出現雨雪天氣的區域將逐漸增多，黃淮
西部和南部、江淮、漢水流域及青藏高原東部有小雪，江南
北部及貴州有雨夾雪或雪，江南南部、華南大部有小雨。

南方將大範圍雨雪 【本報記者方俊明三十一日電】2013年1月1
日零時起，珠三角9市實施車輛通行費年票互認
。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
、中山、江門9市已繳納當年年票車輛，在途經
上述9市市內的普通公路收費站、橋樑、隧道（
不含高速公路及其橋樑、隧道）時，及經過9市
委託高速公路代收次票收費站時，將無需再繳年
票通行費。

廣東省交通廳公布，經省政府同意，珠三角
地區9市自2013年1月1日零時起實施年票互通。
其中廣州、佛山、肇慶、東莞、惠州、珠海、中
山、江門等8個城市已購買本市車輛通行費年票
的車輛，及深圳籍車輛，在通過珠三角9市行政

區域內設置的普通公路收費站時，免繳車輛通行
費；通過珠三角地區9市行政區域內的委託高速
公路代收次票收費站時，可免繳代收的普通公路
車輛通行費次票。

現時在珠三角9市中，年票收費最高的是
珠海1368元，即使在規定時間繳交享受優惠價
也達1140元，而最便宜的則是惠州450元。對於
9市間可否實施統一的年票標準，廣東省交通
廳有關負責人回應稱，因各地年票根據各自城
市的地方公路債務等標準制定，數字各有不同
，因此標準也難以統一，未來9市仍將繼續由
所在城市公路主管部門，按照實際債務情況擬
定年票收費標準。

珠三角九市車輛年票互認

【本報實習記者汪雋逸深圳三十一日電】近段時間，深
圳接二連三發生虐童事件，繼11月發生一起女童被母親嗆死
後焚屍事件後，日前又發生父親用皮帶抽死6歲兒子的慘案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將於元旦起正式實施的《深圳經濟特
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對家庭暴力問題做出了明文規定。深
圳反家暴新規的實施，有望進一步加強家庭暴力的公權干預
，對深圳頻發的虐童現象起到抑制作用。

按照相關條例，在深圳禁止對家庭成員實施暴力。對正
在實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機關接到報警後，應當及時出動制
止，依法處理。受害人可以根據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
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由公安機關協助執行。條例同時規定：
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民政、婦女聯合會、性別平等
促進工作機構等單位申請臨時庇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利明在接受大公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目前內地欠缺針對家暴問題的法律條文，《條例
》的有關規定頗具意義，不僅將成為深圳反家暴的有力法律
武器，同時也將對全國性的立法起到推動作用。他同時指出
，該條例的有效推行，也有賴於有關機構的積極響應。

深圳反家暴新規今起實施

今日的舟曲，有太多
的延續與不同。兩年前的
災難，改變了舟曲很多很
多。

從兩河口進入舟曲境內，從車內往外望，道
路兩旁很多村民房屋上頂，幾乎挨很多家，都
有兩面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格外醒目，有別於汽
車一路行駛路過的其他地方。那個曾經被泥石流
肆虐的舟曲縣城，兩年前的殘垣斷壁、滿目瘡痍
已沒有蹤影，代之映入眼簾的，是已換上新顏的
小區、學校、醫院、街道、店舖等。

以記者的身份探訪經歷過巨大災難的舟曲，
接觸失去家園和親人的舟曲人，有很複雜的情感
，對逝者的追思、生者的堅強，生活新的期待，
於個人同樣是一次生命洗禮。

災後重建與扶貧攻堅是舟曲面臨的兩項艱巨
任務。如今，災後重建已全面完成，脫貧致富是
擺在舟曲面前
的當務之急，
除此以外，還
有更漫長的心
理重建。到今
天依舊不通鐵
路的舟曲縣，
還有很長的路
要走。

我們祝福
他們。

【本報記者柴小娜、實習記者頡寶傑
舟曲三十一日電】2010年8月8日，舟曲發
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造成1510人死亡
，255人失蹤。經過兩年時間，截止2012
年12月底，舟曲完成169個重建項目，累
計完成投資47.5億元。有 「藏鄉江南、泉
城舟曲」美譽的舟曲，全面完成災後重建
，正在逐步邁入歷史發展新里程。

近日，本報記者來到新生的舟曲採訪

，只見錯落有致的城鄉住房、煥然一新的
校舍、整齊劃一的醫院、靜穆的追思園、
亞洲最大排洪工程三眼峪溝泥石流災害治
理工程，促農增收的蔬菜大棚、恢復往日
生機的街道小巷，一排排店舖鱗次櫛比，
一個美麗新舟曲悄然崛起。

甘肅省舟曲災後重建前方協調指導小
組常務副組長任燕順表示，舟曲是集藏區
、貧困地區、重災區、災害頻發區於一身

，又經歷 「5．12」地震和 「8．8」泥石
流雙重災害。舟曲的災後重建必須付出超
常的努力。

住房全部分配到戶
「8．8」泥石流災後，舟曲確定了老

城區原地重建、峰迭新區、蘭州新區秦王
川三個災後安置區。目前，城鄉居民住房
全部分配到戶，部分群眾已順利入住，有
的正在進行裝修。任燕順介紹，今年底，
舟曲城鄉住房、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各
項目已全部完成並投入使用，災區基本生
活和經濟發展已恢復。

他說，在資金安排和項目實施中，首
先保證城鄉受災居民住房建設，優先安排
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市政基礎設
施和防災減災項目。舟曲當地一位政府官
員說，舟曲教育及城市建設向前推進20至
30年，若根據現有財政收入推算，則至少
50年。

災後重整生態建設
除了社區建設外，生態建設也是整個

災後重建的重要內容。據了解，舟曲規劃
安排災害治理、生態環境、白龍江和溝道
治理30個項目，投資13.4億元，佔全部投
資的26.7%。資金主要用於實施地質災害
綜合治理工程、白龍江城區堤防工程、城
區及周邊區域山洪溝道治理、規劃範圍內
荒山造林、水土保持、土地整理等項目和

監測預警、群測群防等項目。任燕順表示
，白龍江城區段堤防修復工程，將防洪標
準由原來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標準，
三眼峪、羅家峪等地質災害綜合治理項目
的建成使用，增強了防災減災能力，有效
保證了新老城區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籲救助單親特困母親
「8．8」災後，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群

體，據舟曲縣婦聯統計，有71名單親特困
母親（50歲以上未作統計）和52名孤兒。
婦聯主席張雲霞表示，這些單親特困母親
在災害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全家的生活
重擔在一個人身上，而且大半是40歲前後
，正處於養家任務最艱難的時候。至於52
名孤兒，大多由自己的爺爺、奶奶、姑姑
等做監護人。

在位於羅家峪小區的新家，44歲的單
親母親韓俊英，一場泥石流沖走了公公、
婆婆和丈夫，如今她一個人帶兩個上學
的兒子，在縣城靠打零工為生，月收入不
足1500元，加上每月180元的低保補助，
日子依舊過得緊巴巴。她最大的希望是自
己開一家麵舖，令生活更加穩定。

張雲霞表示，希望政府能建立一個長
效機制，尤其對40至50歲這部分單親母親
，原來夫妻兩人一起打工養家，如今只能
依靠一個人的收入，還面臨孩子上學等大
額支出。她說希望社會上有力量的人士能
幫助舟曲單親母親或孤兒。

為舟曲送上祝福
本報記者 柴小娜

▲列車在珠
海段通行

方俊明攝

◀廣珠城軌全線運營，和諧號列車在珠海
站整裝待發 方俊明攝

▲11艘海監接收軍艦當中，有4艘是由北海艦隊 「北拖
710」 遠洋拖輪改建而成的海監110船 資料圖片

▲舟曲災後的安置小區 柴小娜攝

▶居民喜遷
新居

柴小娜攝

◀澳門人梁
先生一口氣
花了近500
元買了17張
廣珠城軌沿
途站點的車
票留念

方俊明攝

▲廣州五丫口大橋收費站 方俊明攝

京廣高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