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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曬社會責任成風
【本報訊】據新華社合肥三日消息︰ 「報告期內

投入460餘萬元改善員工作業環境」、 「加強志願服
務，支持教育和農村發展」、 「報告期內投入4181餘
萬元用於新、改、擴建項目環保設施的日常運行」
……這些內容並不是出自企業的廣告，而是出自江淮
汽車公司發布的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舉辦的 「2012安徽省工業

經濟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發布會」上，共有銅陵有
色、海螺集團等14家安徽企業集中 「曬」出了社會責
任報告，報告用具體的案例和數據回顧了各自企業在
過去一年中所履行的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不僅要賺錢也要懂得為社會作貢獻，」江
淮汽車公司黨委副書記王東生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慈善活動只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他認為，企業
社會責任分三個層次：提升消費者的環保理念是最大
價值的體現；其次是堅持環保、綠色發展以及和利益
方協調發展；再就是參與慈善公益事業。

安徽省工業經濟聯合會副會長龔維模說，現在很
多企業都在履行社會責任，但不是所有企業都就此作
報告。

「發布社會責任報告既是一個樹立企業形象的途
徑，又給了企業接受社會監督的機會。」食品加工、
化工生產、機械製造等和人身健康與環境保護息息相
關的企業尤其如此。

不能將報告當宣傳手段
目前，越來越多中國企業願意主動 「曬出」自己

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

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鍾宏武在2012年12月舉行的第二屆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白皮書》發布會上表示： 「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在2006年以後呈現了 『井噴式
』的增長，從2006年的32份迅速增長到了2012年的
1006份。」

有專家指出，在這輪 「井噴式」的增長中，政府
起到了主導作用。2010年11月，社會責任指南標準（
ISO26000）在瑞士正式通過，中國政府是這份標準
的重要參與方之一；2012年2月，國資委明確要求所
有央企於2012年底前都必須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環保部、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等多個重要
機構都曾經出台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引或相關
制度。

不過，隨報告數量逐漸增多，社會公眾對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內容的要求也逐漸提高。安徽省社科院
研究員、社會學專家王開玉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
企業的血液和生命的一部分。 「不能將社會責任報告
作為宣傳手段，」王開玉說， 「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
中，不可避免會產生一些社會責任的負面影響，企業
應該主動在社會責任報告中向社會披露這些問題，承
認自己做得不好的方面，並提出對策措施。」

【本報訊】據廣州日報報道，針對 「闖黃燈
」處罰新交規引起引發包括黃燈前追撞等爭議，
廣州市交警部門表示，為了給司機更多的資訊提
示，將繼續推進機動車倒計時器的安裝。據統計
，至去年11月底，已在600多個路口安裝機動車
倒計時器，計劃在符合條件的闖紅燈拍攝路口全
部安裝，使司機更加心裡有數。

據介紹，這些機動車計時器會在轉黃燈前9
秒開始倒數，最後2秒時有一個綠閃，綠閃結束
後即轉為黃燈，持續時間為3秒，3秒後即變為紅
燈狀態。

智能信號燈未能配合
不過，即使是安裝紅綠燈倒計時器本身，亦

存在爭議。央視網引述北京市交管部門表示，北
京城區使用的智能信號燈是更為先進的信號燈，
不會安裝倒計時信號燈。

據了解，北京城區燈控路口採用先進的線圈
感應技術，可自動感應路口的車流量變化，並通

過這一數據，隨時調整紅綠燈的配時。如路口南
北向車流不斷，而東西向車很少時，系統會自動
延長南北向綠燈時間。這種配時方式是目前世界
上最先進的一種交通管理模式，可大大提高路口
通行率，減少交通擁堵。

至於智能信號燈為何不通過倒計時方式來工
作，更方便司機通過路口，有關方面表示，這是
受目前技術影響，電腦還不能做到檢測車流量變
化的同時，完成倒計時計算。而如果為了配合倒
計時，將先進設備都換回原來的初級設備，則是
交通科技管理的一種倒退。

根據最新出台實施的《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
規定》的規定，闖黃燈將被罰扣6分。不少內地車主
稱綠燈轉黃時剎不住車，如何才算 「闖黃燈」、該不
該罰、如何處罰等問題近日成為車主和網友熱議和爭
論的焦點話題。

深交警稱系統不支持抓拍
深圳交警日前在其官方微博上表示，深圳暫未對

闖黃燈的行為進行處罰，並列舉了三點主要原因：一
是因抓拍闖紅燈的電子警察系統暫不支持抓拍闖黃燈
；二是須對信號燈的配時進行進一步排查；三是黃燈
畢竟不同於紅燈，必須就 「闖黃燈」制定嚴格的查處
程序和科學的處罰標準。

深圳市交警局有關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深
圳共有紅綠燈控制路口1798個，約4.5萬個燈頭，深
圳交警對違反信號燈行駛的交通違法行為取證主要靠
電子監控設備抓拍，但目前已投入使用的電子監控設
備並不支持抓拍 「闖黃燈」。此外，要查處 「闖黃燈
」，還需要在全市範圍內排查交通信號燈的配時。該
局表示，將待完善交通信號設施後，按照公安部統一
要求開始執法。

對於深圳交警局的表態，深圳車主普遍表示支持
。他們還表示，黃燈的設置本來就是給司機緩衝時間
，如果闖黃燈都要罰，黃燈根本沒有存在必要。

「不能一概而論說闖黃燈不罰，如果黃燈和綠燈
一樣都可以通行無阻，還要黃燈幹什麼？」廣東省交
管局有關人士表示，紅、黃、綠三色信號燈是一個完
整的指揮信號系統，設置黃燈有其科學根據。該人士
還表示，深圳此番表態不符合科學精神，也不符合交
通安全法和國務院的有關規定，目前正會同該局的法
制科，研究如何從法律角度應對深圳市的表態。該人
士還表示，目前包括廣州在內的廣東省其他地方，正
在等待廣東省交管局統一安排，在沒有明確指示前，
各地市仍按照當前的法律法規進行處理。

專家質疑新規欠法律依據
闖黃燈違法這一新規，也引起部分法律界人士質

疑。廣東中安律師事務所律師潘翔認為，黃燈表示警
示，對闖黃燈按違章記分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據。另有
相關人士認為，公安部詳解闖黃燈的具體定義，可以
看作是對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的擴大解釋，但若
要認定為交通違法行為，仍然需要有法律法規方面的
進一步解釋和支持。東南大學交通法治與發展研究中
心研究員顧大松在其實名微博中提出，《道路交通安
全法》規定，黃燈有警示作用，只是要求司機在黃燈
期間通過路口必須謹慎，與紅燈前必須停車始終有區
別，故認為 「黃燈亮時，未越過停止線的車輛不得通
行」這一規定無法律依據，也違反科學事實，屬於違
法行為。據了解，顧大松已就此事向公安部交管局遞
交了行政復議申請書。

對於深圳交警
暫時不會對闖黃燈
（衝黃燈）行為作

出處罰，對此深圳車主表示支持態度，但行人卻
有不同意見。

「為避免扣六分，而被追尾的機率實在很大
。」有十五年駕齡的中港貨櫃車司機陳先生認為
，闖黃燈處罰會讓很多車主喊冤，因為即便是在
黃燈亮時緊急制動，車輛慣性前行照樣會出現剎
車後還闖黃燈的現象。另有不少車主表示，在深
圳有一半以上的路口沒有安裝交通信號燈的倒計
時裝置，很容易因判斷錯誤而誤闖黃燈。

據了解，由於新交規加重處罰力度，闖黃燈
扣6分，闖兩次黃燈就要重考其中一個駕駛項目
，令很多老司機批評說 「不知道怎麼開車了」。
也有司機表示，現時各地執法的基調和標準各異
，讓他們無所適從。

不過，也有不少市民對 「闖黃燈處罰」表示
贊成。鄧先生表示，深圳大多路口的信號燈都有
倒計時，何時轉黃燈並不難掌控，一般當綠燈還
剩3秒時根據實際情況減速停下就行。而根據記
者自身駕車體驗，在沒有交通信號燈倒計時的路
口，只有慢速行駛才能避免闖黃燈。李小姐亦認
為，嚴厲的法規的出台，是為了讓車主謹慎行駛
。她還說，加速搶黃燈很危險，而以 「容易引起
追尾」成為聲討禁闖黃燈的理由實在有些牽強。

其實，不管處罰或不處罰，為安全起見最好
還是不要闖黃燈。深圳交警表示，雖然很多路口
沒有安裝倒計時，但由綠燈轉紅燈有個過渡期，
分別是綠燈閃爍3秒、黃燈閃爍3秒，建議車主進
入導向車道後，應當注意觀察，如果還是綠燈，
導向車道的距離在6秒鐘內可平穩通過；如果是
綠燈閃爍或黃燈閃爍，應減速剎車，在停車線前
制動停車，以防誤闖黃燈。【本報深圳三日電】

號稱內地 「史上最嚴交規」 實施三天以
來，其中 「闖黃燈扣六分」 引發最多熱議和
爭論。與各地嚴格執行新規形成鮮明對比的
是，深圳市交警局近日表態暫時不處罰闖（
衝）黃燈者，此舉儘管贏得車主 「人性化執
法」 的讚許，卻惹來廣東交通部門的批評。
廣東交管局人士表示，深圳不罰 「闖黃燈」
違背法律科學精神，目前正會同該局法制科
研究如何從法律角度應對深圳市的表態。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三日電】

溫州皮革廠大火幸無人傷亡
【本報訊】據中新社溫州三日消息︰3日上午7時30分，

位於溫州市龍灣區的溫州宏得利合成革有限公司發生火災，
廠房內6個化學危險品儲罐和大量皮革起火，溫州消防先後
調集18個消防中隊、350多名消防官兵趕赴現場進行撲救（
見上圖）。火勢中午被基本撲滅，火災未造成人員傷亡。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三日消息︰國務院
安委會辦公室3日就山西隧道爆炸等4宗建築施工
、火災和化工企業爆炸事故發出通報，要求加快
結案進度，從嚴從重處罰瞞報事故的單位和人員。

據通報，2012年12月25日14時40分左右，中
鐵隧道集團二處有限公司承建的山西中南部鐵路
通道ZNTJ-6標南呂梁山隧道1號斜井發生爆炸
事故，造成八人死亡。事故發生後該企業瞞報，
12月30日經群眾舉報後核實，性質十分惡劣。

另外，12月28日22時左右，安徽八一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氯苯車間主體裝置西側降膜吸收區域
發生火災，造成重建的年產六萬噸氯苯生產裝置
部分設施受損，雖無人員傷亡，但因廠區鄰近人
口密集區，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12月31日21時左右，上海市浦東金橋地區由
上海建工二建集團有限公司承建的軌道交通12號
線金橋停車場在地面檢修庫房施工過程中，澆築
平台坍塌，造成五人死亡。

2013年1月1日3時左右，浙江省杭州市蕭山
區瓜瀝鎮空港新城永成機械有限公司發生火災，
過火面積約6000餘平方米。在滅火救援過程中，
3名消防官兵犧牲。

煤礦招工實行准入制
另據中新社報道，山西省煤炭工業廳日前表

示，將對該省煤礦工人實行准入制，到2015年，
煤礦企業新招操作人員必須直接從煤炭職業院校
畢業生中招用，實現變招工為招生。屆時，從事
煤礦井下電氣、井下爆破、安全監測監控、瓦斯
檢查、安全檢查、提升機操作、採煤機或掘進機
操作、瓦斯抽採、防突、探放水等十個類別需要
持資格證方可上崗。

山西煤礦數最發達時曾達到一萬多家，小煤
礦遍地開花，大量沒有經過系統培訓的農民工從
事採掘業，加上許多煤礦都實施臨時招聘用工制
度，煤礦只與工頭簽訂合同，由工頭招募工人，
礦工的流動性很大。甚至在井下搶奪資源發生鬥
毆，埋下事故隱患。

1月3日，在西安市高新區一家
3D打印館內，一個立體的微型啤

酒瓶用了半個小時便被 「打印」了出來。據介紹，此
3D打印館於數日前開業，在中國尚屬首個。所能 「打
印」的立體模型從啤酒瓶到人體全身像幾乎無所不包，
所需時間由幾十分鐘到數小時不等。圖為 「打印」出的
機器人模型。 中新社

在江蘇常州市紫荊公園，工人
3日冒嚴寒，加緊為園內 「時來

運轉」摩天輪安裝相關設備。 「時來運轉」規劃高度89
米，造價1.5億元，是全球最大無軸式摩天輪，預計今
年6月投運開轉。與常規摩天輪中間有軸、繞軸轉動不
同，無軸式摩天輪中間沒有支撐，狀若戒指，主體採用
組合鋼箱樑結構。 中新社

立體打印館

無軸摩天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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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安委會要求加快12月25日山西隧道爆炸的結案
進度，並從嚴從重處罰瞞報事故的單位和人員。圖為1
月1日相關部門在出事隧道召開現場工作會 新華社

▲中國企業近年愈來愈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資料圖片

市民讚重罰 司機怨嚴苛
本報記者 黃仰鵬

▲衝黃燈處罰規定惹來很大爭議，但新規的其
他措施，包括提高小客車駕考的實用性等落實情
況良好，圖為深圳市交警局車管所原科目二樁考
考場已全部完成針對新規的改造 新華社

穗紅綠燈口將設倒計時器

▼廣州計劃在所有符合條件的闖紅燈拍攝路口安裝倒計時器，使司機更加心裡
有數，避免發生急停追尾意外。圖為南京市的類似設備 新華社

▲發明黃燈的中國工程師胡汝鼎（右）
資料圖片

？
黃燈其實是由中國

工程師胡汝鼎（1905-1985）發
明的。胡汝鼎早年留學美國，1927

年的一天，他站在美國繁華的十字路口
，看到綠
燈亮了正
要走，一
輛汽車擦
身而過，

嚇了他一身冷汗
。後來他反覆琢磨

，終於想到在紅、綠
燈中間再加上一個
黃燈，提醒
人們注意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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