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機場擴建 環保部叫停
環評未過關擅自動工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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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的深圳機場航站區擴建工程和飛行區擴建工
程二跑道延長項目，因提交的環境影響補充報告書未
獲批准就於2009年擅自開建，日前被環保部行政處罰
二十萬元並責令暫停施工。深圳機場集團負責人表示
，願意接受處罰，目前正按照處罰書的要求進行相關
整改。至於擴建項目會否因處罰而無法如期於今年啟
用，機場方面則未有回應。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九日電】

廣州今年GDP增長目標10%

【本報訊】據中新社廣州九日消息︰廣州市公安局今日
證實，8日18時許，廣州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祁曉
林自縊身亡，終年55歲。廣州市政府官方網站上公開的信息
顯示，祁曉林生前主要分管廣州市公安局內部安全保衛支隊
、交通警察支隊、地鐵分局等單位，聯繫單位為 「廣州市公
安局天河區分局」。據廣州市公安局稱，祁曉林生前身患疾
病，有抑鬱徵狀。

穗副公安局長疑抑鬱自縊亡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九日電】深圳機
場去年的客貨吞吐量多項指標勝預期。深圳
市交委近日發布數據，深圳機場去年旅客吞
吐量累計2956.88萬人次，較前年的2800多
萬人次，增長4.68%。據了解，隨成都機
場年客運量即將突破三千萬大關，深圳機場
成為次於北京、上海和廣州和成都的 「內地
航空第五城」。

除了旅客吞吐量保持高位運
行，深圳機場貨郵吞吐量也逐年
增長。統計顯示，去年貨郵吞吐
量累計85.41萬噸，增長3.09%。
業內人士分析，客運方面，深圳
機場推出的 「經深飛」以及強化
城市候機樓的運營和管理的不少
創新服務舉措，確保了旅客吞吐
量繼續保持增長態勢；而在貨運
方面，由於網絡購物的興起，增
大了快遞業務量，也直接為機場
帶來了大量貨郵業務，促使機場
貨郵吞吐量高位平穩運行。

記者獲悉，為應對客流增長
態勢，近年來深圳機場除了加快
施工建設擴建工程之外，亦投入
大量精力布局珠三角地區的城市

候機，搶佔客源。目前深圳機場已成功開通
了27家城市候機樓和21條城際快線，覆蓋了
珠三角地區的七個經濟發達城市，基本完成
了在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候機樓布局。統計數
據顯示，去年1至11月份，機場城市候機樓
累計實現異地值機人數42.7萬人次，同比上
升20%。

客運量迫近三千萬
成內地航空第五城

根據去年年底深圳機場發布的官方消息，目前深圳機場T3航
站樓主體工程歷時三年已經完工，預計今年年內能實現從舊候機樓
向T3航站樓的轉場工作。不過，近日國家環保部網站掛出的對深
圳機場的一張《行政處罰決定書》，為新航站樓能否如期啟用增添
不確定性。

記者在國家環保部官方網站看到，今年環保部公示的第一批罰
單中包括深圳機場的擴建工程與陝西省引漢濟渭工程，兩個工程均
是因項目提交的環境影響報告書未經批准就擅自開建，違反環評法
第25條規定，被處以停建及二十萬元罰款。

新增3000萬人次吞吐量
據了解，深圳機場整個擴建工程佔地13平方公里，由飛行區擴

建工程、航站區擴建工程、軌道交通樞紐土建預留工程構成。工程
設計目標年2020年，設計保障能力為旅客吞吐量4500萬人次，貨郵
吞吐量240萬噸，飛機起降37.5萬架次。

深圳機場集團此前披露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顯示，深圳
機場航站區擴建工程按新增吞吐能力3000萬人次的目標設計，主體
工程由原批覆的35萬平方米增至45萬平方米，航站區配套工程增加
兩條3400米長的平行滑行道，工程總投資為120.46億元；飛行區擴
建工程第二跑道及平行滑行道向北延長200米至3800米，並配套建
設排水溝、圍場路、圍界、安防報警、助航燈光及消防救援工程，
總投資59.52億元。有業內人士稱，深圳機場此次受罰正是因為上
述工程的變更，其中二跑道延長至3800米，也是因為內地引進空巴
A380寬體機之後，為備降該超大機型考慮而做出的更改。

根據環保部最新公示，深圳機場上述兩個擴建項目報批的環境
影響補充報告書未經批准，於2009年2月擅自開工建設。去年7月31
日，環保部告知深圳機場集團違法事實、處罰依據和擬作出的處罰
決定。此後，深圳機場集團提出聽證申請，並於去年9月21日在廣
州舉行行政處罰聽證會。去年10月29日，深圳機場申請撤回申辯，
並表示願意接受行政處罰。

環保部未批覆不得復建
環保部要求，未經環保部環評批覆之前，深圳機場上述兩個工

程不得擅自恢復建設。同時已委託華南環境保護督察中心以及廣東
環保廳，對深圳機場改正和履行處罰決定的情況實施環境行政執法
後督察。對於此次停建罰單，深圳機場表示，正在按照處罰書的要
求認真做好相關工作，努力打造綠色工程，精品工程。

至於T3航站樓年內投入使用的日期會否因為此受罰事件而延
後，深圳機場暫未有回應。而據消息人士透露，與事件有關的深圳
人居環境委員會負責人日前已前往北京，並就此事與環保部積極溝
通。該人士還認為，在機場和深圳相關部門的積極補救和溝通工作
基礎上，T3航站樓的啟用時間應該不會延後。

事實上，內地機場環境違法問題由來已久，審計署2011年發布
的一份公告就披露，其審計的內地31個機場中有20個存在環境違法
的問題，其中5個機場未經環評報告批覆下動工，15個機場則是在
未進行環保驗收的情況下投運。

1月9日，成都文物管理部門展示在
當地市中心一建築工地考古現場挖掘出

、製作年代遠早於西晉的石獸。考古人員表示，石獸屬秦漢
時期偏早的石雕藝術品，對研究秦漢時期的巴蜀文化有很重
要的科研價值。石獸的修復工作將於近期搬回室內進行，修
復完畢後將向市民展出。 中新社

敬老餐館

千年石獸

河北省石家莊一家素食餐館常年為
70歲以上老人提供免費午餐。1月9日中

午，30多位70歲以上的老人先後來到餐館就餐。餐館老闆李
曉峰表示，愛心餐每次都是四菜一湯，再加饅頭、米飯主食
，外賣也就是10元人民幣一份，殘疾人、流浪人路過也可免
費吃頓飯。 中新社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九日電】廣州市委書記萬
慶良在今天舉行的廣州市委十屆四次全會第一次全體
會議上表示，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全面推進新型城市
化發展，籌建保障性住房1.6萬套，今年預期地區生
產總值增長10%。

萬慶良表示，2012年廣州用半年時間開展新型城
市化發展考察調研活動，提升各級領導幹部的思想 「
天花板」，歸納出影響該市新型城市化發展的九大類
問題，包括民生、社會管理、 「城市病」、體制機制
、黨建工作等。2012年，廣州完成了推進新型城市化
發展的整體謀劃，並制定了新型城市化發展考核辦法
和2012年考核方案。據悉，《廣州市推進新型城市化

發展考核辦法》已提交全會審議，今後幹部績效考核
結果將與之掛。

對於今年全市工作的總體要求，萬慶良在報告中
提出圍繞主題主線，深化改革開放，堅持穩中求進，
加快結構調整，強化創新驅動，全面推進新型城市化
發展等要求。至於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
：地區生產總值增長10%，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按可比
口徑增長10%，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1%，
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12%。

投資800億推十大工程
報告還提出，今年將實施十項重點工程，包括廣

州地鐵六號線建成通車和新開工七條線路，建設廣州
超級計算機中心，廣州國際金融城起步區，廣州教育
城首期，粵劇藝術博物館等。推進戰略性基礎設施、
戰略性主導產業、戰略性發展平台 「三個重大突破」
，抓好125個重點項目建設，完成投資800億元以上。
推進區域金融中心建設，推進國際金融城起步區建設
，謀劃建設農村金融街，實施企業上市 「雙百」工程
，力爭上市公司累計達到100家。

在提高城鄉社會保障水平，加快城鄉社會保障一
體化進程方面，報告要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和低
收入困難家庭認定標準。籌建保障性住房1.6萬套，
完善社會救助體系。

新聞背景

面對客流逐年攀升的壓力以及
大珠三角五大機場日益激烈的競爭
格局，深圳機場擴建工程近三年來
加快施工，其中T3航站樓主體工
程及GTC（交通中心）工程均已
於去年年底竣工並通過驗收，按照
計劃將於今年內，最快六月份投入
使用。業內人士認為，新航站樓啟
用後，將令深圳機場的客貨保障及
服務能力顯著提升，同時在大珠三
角五大機場中的競爭優勢更加明
顯。

據了解，深圳機場T3航站樓
工程佔地19.5萬平方米，地下二層
、地上四層，歷時近三年建設，航
站樓由主樓和十字指廊組成，酷似
學名蝠（諧音 「福分」）的 「大
飛魚」，獨特造型備受外界矚目。
而在內部設計方面，則結合了建設
設計理念和深圳本地環境氣候等重
要因素，通過利用冬季自然通風、
頂層公共擴建自然採光、優化空調
設計等實現綠色建築理念。

內部裝修已停工
據悉，目前T3航站樓內部結

構已基本確定，不過由於受到環保
罰單被責令停工，內部裝修工程已
經停工。根據內部結構裝修方案，

航站樓內設計的112個 「空調樹」最引人矚目。據深
圳機場人士介紹，目前大多數機場候機樓內使用的都
是空調櫃，功能較為單一，而T3航站樓內的 「空調
樹」還集成了播音設備和消防設備，可以確保航站樓
內的溫度恆定保持在人體感覺最為舒適的溫度。

此外，集地鐵等交通方式為一體的航站樓前交通
中心GTC工程，歷時兩年建設近日也已竣工。該工
程總建築面積5.79萬平方米，在設計上利用周邊交通
組織，將各類交通工具分流至內部的各個部分，引導
到達或離開旅客的主要功能層則與T3航站樓相連。

根據原計劃，深圳機場T3航站樓及配套工程將
於2013年內投入使用，屆時旅客吞吐能力將新增3000
萬人次，4500萬人次的吞吐能力到2020年仍夠用。業
內人士認為，擴建竣工投入使用後，深圳機場的客貨
保障及服務能力將顯著提升，有利於機場充分發揮空
港的核心及凝聚作用，推動航空城建設，同時對於提
高深圳機場的區域競爭力和在珠三角的輻射能力有重
要意義。 【本報深圳九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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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航站樓外形酷似學名叫蝠的 「大飛魚」 ，目前其主體工程已通過竣工驗收 本報攝

▲T3航站樓內部裝修工程因環評未獲批而須暫停
本報攝

▲深圳機場客流量逐年攀升，亟須擴建
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唐剛強、王一梅深圳九日電】近年頻
傳 「地荒」的深圳市，竟是廣東省閒地數量及面積最
多的城市。廣東省國土資源廳日前公布全省閒置土地
情況，截至去年底深圳市正在處理的閒置土地宗數高
達152宗，涉及土地面積逾4.2平方公里，佔全省逾三
成。對此，深圳市規劃國土委負責人今日回應稱，深
圳將出台2013年1號政府文件出台閒置土地處置辦法
，督促用地企業如期開發，並對企業自身原因造成閒
置的土地徵收土地閒置費，符合無償收回條件的土地
將堅決收回。

加工廠關停產生大量荒地
據廣東省國土資源廳數據，深圳閒置土地宗數佔

全省的45%，是廣州的七倍多。深圳市規劃國土委表
示，該市152宗正在處理的閒置土地個案，包括補錄
的歷年來已出讓土地中被認定為閒置土地，但還未處
置完畢的數量。

據悉，在這4.2平方公里的深圳閒置土地中，以
工業倉儲用地閒置最多，高達3.09平方公里，涉及
100宗土地。據深圳中小企業促進會一名負責人透露
稱，近年來，深圳有大批的加工廠關停轉，其用地變
成 「荒地」。記者從深圳海關獲悉的數據顯示，僅去
年上半年，深圳關區就有逾8000家加工廠停止運作，
其中有2000家港資企業。

據深圳市規劃國土委解釋，早期土地利用較為粗
放，土地供應中工業倉儲用地比例較大，而近年來加
工生產製造業面臨轉型升級，大批已出讓的土地不能

按期開發建設。另有部分住宅和商服等土地閒置。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曝光的只是深圳正在處置的

閒置土地數量。據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披露，目前深圳
市共認定閒置土地696宗，涉及土地面積高達17.2平
方公里。按深圳官方早前透露，到2020年全市可建設
用地只剩下58平方公里計算，這次曝光的閒地面積約
相等於整體可建設土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數量相當驚
人。

這邊廂是深圳企業 「有人無地用」，那邊廂卻是
「有地無人用」。之所以出現這種資源錯配現象，有

評論指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政府規劃滯後。據廣東省

國土廳稱，深圳152宗正在處理的土地閒置個案中，
有84宗面積達2.22平方公里的土地涉及政府部門規劃
滯後。深圳市規劃國土委亦坦承，深圳城市化進程較
快，但部分地區的規劃編制工作滯後，對已出讓用地
的規劃功能進行了調整，拖累了片區內的土地開發。
另閒置土地受影響較大的還有徵轉地補償糾紛，以及
土地 「毛地」出讓，周邊市政配套設施滯後影響等因
素。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去年出現五年來首次未完成
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投訴政府部門規劃審批問題佔近
三成。對此，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工委委員吳
立民炮轟稱，深圳啟動多次大部制改革，但政府部門
仍存在辦事效率低下、規劃調研考慮不周全的問題。

處置荒地應對地荒
深圳發文收回閒置土地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九日電】深圳 「地荒
」問題已嚴重制約當地吸引投資。據悉，深圳去
年土地供應 「斷炊」開不了工的項目，涉及總投
資額達數千億元。

據深圳政府披露，2012年在建重大項目184
個，其中有58個項目需新增用地，面積達250萬
平方米。但在深圳土地資源緊缺的現狀下，僅有
長安標緻雪鐵龍汽車有限公司物流中心等三個項
目落實用地，預計有50%項目無法落實建設用地。

另外，包括怡化電腦金融自助設備製造基地
、中寶生物科技產業基地等涉及高科技新興產業
項目至今仍「無地可落」。為此，深圳政府更大手
筆向國家開發銀行深圳市分行、建設銀行深圳市
分行、招商銀行深圳市分行及平安銀行組成的銀
行團借貸240億元，大規模進行土地儲備擴充。

數千億投資項目因缺地難產

▲深圳閒置土地量居廣東省之冠。圖為位於南山
龍苑路一塊已閒置三年以上的土地

本報記者王一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