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黑工湧來廣東
覷中用工荒 一條龍入廠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星期三11中國新聞責任編輯：方展傑

儘管廣東再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但
大部分中小企春節後仍 「一工難求」 。廣
東邊防部門稱，節後來自東南亞的 「洋黑
工」 日增，並形成介紹、轉運等 「一條龍
」 服務，由於他們的工資要求僅為在粵民
工的一半，因此吸引粵東、粵北的中小企
非法聘用。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五日電】

滬牌猛升 車主觀望 車行叫苦

繼廣東珠海邊防支隊2月18日在廣昆高速公路肇慶段
截獲48名越南籍偷渡客後，汕尾邊防支隊2月21日也在深
汕高速公路汕尾段截獲59名偷渡客。初步審查顯示，這些
偷渡客因聽信 「到中國打工能賺大錢」，從越南分批偷渡
進入廣西，再轉道前往廣東非法打工。

滇桂入境廣東務工
廣東邊防部門有關負責人告訴大公報， 「洋黑工」今

年春節後明顯增加，2月以來，廣東已截獲超過130名越南
籍非法入境者，而為數更多的偷渡客已在廣西被截獲。他
們主要來自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地，從廣西、雲南乘坐
大巴輾轉到達廣東，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廣東的用工需求
大，催生了犯罪團夥幫助入境、聯繫工廠、接送帶路 「一
條龍」服務。

據介紹，與往年 「洋黑工」集中在珠三角一帶，今年
較多流向粵東、粵北及粵西等地區，上述截獲的偷渡客便
是計劃前往汕頭、汕尾地區打工。而粵西雲浮市新興縣
公安部門透露，去年該縣查處非法就業、非法入境和非
法居留（三非）外國人案件7宗，截獲22名越南籍非法居
留者。

「平靚正」 吸引工廠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表示，隨

近年廣東 「雙轉移」戰略加快推進，越來越多勞動密集型
中小企轉移到粵北及東西兩翼地區，今年春節後 「用工荒
」蔓延，是2008年以來最為嚴峻的，加上外貿環境依然不
明朗，因此這些中小企對低端勞動力需求更為迫切。

相比內地年輕一代的外來工對工資與待遇等要求越來
越高，外籍黑工的要求僅為一半，且不需要為他們購買相
關保險；他們又吃苦耐勞，從事的是較艱苦的工作，加上
粵北及東西兩翼地區在打擊外籍黑工沒有珠三角嚴厲，他
們的長相與廣東人相似，因此很多企業都鋌而走險僱請他
們。

偷渡人數倍數增加
廣東邊防部門有關負責人指出，隨近年廣東的最低

工資標準持續提升，外籍黑工的工資也由3年前800元人民
幣，漲到1000到1200元人民幣，在越南類似工種每月只能
賺取130萬越南盾（折合600元人民幣），因此到中國打黑
工對外籍勞工頗具吸引力，今年破獲案例中平均單次偷渡
人數也由以往的十多人增至幾十人。由於組織偷渡的團夥
主腦一般都跨境遙控作案，近年抓獲的涉案人員多為船夫
或司機，加上部分早年入粵的外籍女士與當地人 「結婚」
，形成一定的親戚網絡，導致打擊行動更難。如新興縣目
前已登記與該縣公民非婚同居的越南婦女人數達到244人
，與該縣公民非婚同居所生育子女多達439人。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五日電】 「家
裡想換輛車，但想再等等，車牌太貴了
！」正準備進店看車的曹先生說： 「原
本去年就想換了，當時車牌6萬多元，但
剛好碰上政府出台措施打壓價格，而且
效果顯著，價格確實下來了，所以就想
再等等，誰知跌了1個月，價格就非一
般地往上漲，上個月都破8了，後悔死了
。」

上海的私家車牌照素有 「最貴鐵皮
」稱號，受這塊身價不斷飆升的鐵皮影
響，像曹先生這樣有購車需求，卻總是
只看不買的人越來越多。

「車價才10多萬元，但車牌卻也要
10萬元，所以不打算上滬牌了，但就是
擔心上海對外地牌照會有進一步的限制
，而且手續也挺麻煩。想買輛電動車，
但幾家車行都說現在時機不成熟，充電
、電池的問題一大堆，所以我又動搖了
。」曹先生說。

如今，購車令眾多買主頭疼不已，
資金、需求早已就位，但遲遲難以下手
。車子本身的性價比早已不是問題的關

鍵，對車牌價格走勢、政策等的諮詢漸
漸成了汽車銷售廳內最常聽到的內容。

業界料將漲破10萬大關
記者走訪上海吳中路多家4S店了解

到，目前昂貴的滬牌，無論是對購車者
，還是汽車銷售人員，都造成不小的壓
力。汽車銷售員王先生說， 「現在想買
車的人還是很多的，需求量很大，但都
停留在 『想』的階段，真正買車的人明
顯減少了。」

王先生介紹說，他的客戶都是改善
型客戶，面對居高不下的車牌價格時，
多數選擇把換車計劃無限期押後。而首
次購車的人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因為屢
次拍牌失敗而放棄買車的念頭。

不論是出於完成業績的考慮，還是
為買主爭取最低價格，不少銷售員表示
，若真有買車打算，就盡早把牌照拍下
來，不然只有更虧。此前傳說的10萬元
大關應該在近兩個月內成真。到了10萬
以後，應該也不會很快降下來，最多就
是政府出台些措施抑制繼續上漲。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廣州五日電】早上7時
多的廣州天色漸亮，年過花甲的黃伯在快餐店吃過
早餐後，便提起板，抱小黑板和樣板衣服，開
始一天的招工之旅。

黃伯在一家製衣小作坊打工，大年初七後又幹
起了招工老本行。 「這種擺攤活已做了5年多，老
闆也曾派過其他人來招工，但成績總不如我。」黃
伯嘴邊掛得意的笑容。

數百名像黃伯這樣擺攤招工的人雲集在康樂大
街。與人才市場招聘不同，這種 「集市式」的招工
更注重 「現場體驗式」招聘，即用語言或樣品向外
來工展示工作的內容和方式。因而常看到當有人詢
問時，招聘方便擼起袖子，現場 「開工」。

在街上大半天，黃伯迎來首個 「訪客」。 「這
件是我們廠的成品，主要工作是把這幾條邊給 『車
』（縫）上，熟練的話一天能做約25件衣服。」黃
伯拿起樣板，摩挲了幾下面料，指衣服的縫紉口
向前來詢問的人示意道。但來人往往僅瀏一眼，摸
下面料，問下工價，掉頭就走，因為後面還有一整
條街在攬工。

伙食要求四菜一湯
記者粗略統計，約500米的康樂大街，有上千

家小廠在招人，但大部分都無人問津。不少招工人
員無聊得玩手機，嗑瓜子，甚至打瞌睡。他們普遍
反映說，今年都沒招夠人，外來工要求高是 「用工
荒」的首要原因。

「其實，如今做車工計件月拿5000元很容易，
熟手工人賺7000多元不成問題，但依然無人問津。
」黃伯抱怨說，擺攤半個多月才招到4個人。他指
了指街邊公示欄上密密麻麻的 「工廠轉讓」說， 「
現在什麼都在漲，如今工資漲了逾6成，但成品出
廠價仍為前幾年的水平，不少製衣廠熬不住就倒閉
了。」

除了工資外，工人對福利的要求也提高了，不
少外來工要求每天四菜一湯，兩葷兩素搭配、夫妻
住房單間、節假日有慰問品、過年有包車或報銷車
票。 「這還不算奇怪，前幾天數名年輕人問 『有沒
WiFi？有電腦可上網嗎？』」黃伯笑說。

廣小作坊擺攤招工無人問津
WiFi上網成搵工新要求

【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東莞五日電】日前
，有港人在港使用從東莞一家銀行兌換來的假
港鈔被警方調查。該名港人的同事昨日為取證
前往東莞同一銀行，再次兌換到假港鈔。東莞
警方今日回應稱，已接到有關銀行報案，正開
展偵查工作。涉事銀行已對客戶退款並賠償，
還承諾赴港向警方證明涉假鈔案港人的清白。

東莞警方有關人士表示，該批 「變造港幣
」總值1萬元，是銀行工作人員此前辦理業務
時收到的，銀行解釋 「由於操作失誤未能辨識
」。假鈔正反面均印有 「RESERVE BANK
OF ZIMBABWE（即 「津巴布韋國家儲備銀
行」）」的標識，後被加印 「香港豐銀行」
字樣，紙質、顏色、尺寸、防偽特徵都與真港
幣極其相似。除了之前被涉事客戶分兩次兌換
出的8000元外，剩下2000元未兌出。

被香港警方調查的港人僅使用了一張1000
元港幣，其同事從廣發銀行東莞厚街支行首次
共兌換港幣4000元，除一張交由他返港代為購
物外，另外3張並未使用。昨日以取證為目的
兌換的4張1000元港幣也已被封存。至於這些
「變造港幣」的具體來源，東莞警方目前仍在

調查之中。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

長向松祚告訴大公報記者，按內地法律規定，
人民幣以外沒有別的鈔票可在市面流通，因此
內地流通的外幣數量較少，從銀行兌換到假外
匯屬極個別現象，民眾不必恐慌。他說，雖然內
地的驗鈔機主要針對人民幣，但有資格兌換港
幣或其他外幣的銀行，應當增添相關驗鈔設備
，加強員工技能培訓，確保同類情況不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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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宋偉北京五日電】鐵道部聯合設計生產合同
的300輛和諧N3型機車今日交付並投入使用。該型機車由中
國北車集團大連機車車輛有限公司與美國EMD公司設計製
造，是國內外同類產品中技術最先進、功率最大的節能環保
型貨運內燃機車。

該批機車設計功率6000馬力，最大運力時速120公里，
具備持續牽引力大、低油耗、低排放，運行速度快，耐久可
靠性高的特點，並具有三機重聯功能。300台機車中，除30
台配屬北京鐵路局懷柔北機務段運送普通貨物外，九成機車
將配屬瀋陽鐵路局通遼機務段，成為東北電煤鐵路運輸的可
靠牽引主力。

北車集團技術部門負責人表示，和諧N3型機車實現了
全面國產化，在研製這種車型的同時，大功率交流傳動內燃
機車的技術平台基本搭建完成，技術平台符合內燃機車技術
走向和發展需要，將對提高我國內燃機車的總體設計水平，
提升機車整體性能，縮短產品的研發周期和成本大有益處。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五日電】深圳今年將啟動軌道交
通四期建設規劃，到2016年地鐵基本覆蓋深圳全境，總長將
超過350公里。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尚處前期研究階段，待與
港方商定下步工作計劃，適時開展專題研究。

2012年，深圳地鐵全網共運送乘客7.81億人次，日均客
運量為213萬人次，日均客運量佔公共交通客流量比例約為
22%，快捷便利的出行方式促使更多市民加入 「地鐵族」。
地鐵列車已由開通初期的116列增加到目前的183列，5條線
路的行車間隔均大幅度壓縮。

據深圳軌道辦有關負責人介紹，今年深圳將啟動軌道交
通四期建設規劃，到2016年地鐵基本覆蓋深圳全境，總長將
超過350公里。屆時，深圳地鐵佔公共交通客運量的比重將
達到40%左右，公交出行將佔居民出行60%。

據介紹，去年，深圳的軌道交通建設全年累計完成投資
200.56億元，完成年度投資計劃的100.3%。軌道交通7、11
號線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已獲得國家發改委批覆，並完成了
BT工程招標和前期工程招標工作，已全面進場施工。

廈深鐵路深圳段年底開通
國家鐵路、城際鐵路和跨境鐵路建設2012年進展順利。

國鐵方面，廣深港客運專線南段福田站及相關工程累計完成
投資74.9%，國內最大的地下車站福田站計劃於2014年7月建
成。廈深鐵路深圳段工程累計完成投資80%，預計2013年底
開通。深茂鐵路目前鐵道部正在進行可行性研究審查。贛深
客運專線方面，規委已委託市交通研究中心開展贛深鐵路深
圳段專題研究。

城際鐵路方面，鐵道部近日已審查穗莞深城際線長安金
沙至深圳機場段站前和全線站後工程調整初步設計，線站位
基本穩定，計劃2013年全面啟動建設。跨境鐵路方面，港深
西部快速軌道尚處前期研究階段，待與港方商定下步工作計
劃，適時開展專題研究。

中美合作環保機車交付

深地鐵2016覆蓋全市

【本報記者趙文博長春五日電】吉林省警方5
日晚間發布消息，長春 「3．4」男嬰隨車失蹤案的
嫌犯已經落網，孩子不幸身亡。

經公安機關晝夜連續工作，通過多種偵查手段
，將周喜軍列為該案重點嫌疑人。迫於強大壓力，
周喜軍於5日17時許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經初步
審訊，周喜軍，男，48歲，吉林公主嶺市人，家住
長春市經開區。

據周喜軍交代，3月4日7時許，他將停放在長
春市西四環路與隆化路交匯處的一輛銀灰色越野車
盜走，駕車逃竄途中發現被盜車後座上有一名嬰兒
，車輛行駛到公主嶺市懷德鎮至永發鄉公路旁，將
嬰兒掐死埋於雪中。

8時20分許，周喜軍將嬰兒衣物和被盜車輛丟
棄在公主嶺市永發鄉營城子村後潛逃。目前，案件
相關工作正在深入進行中。

長春偷車疑犯自首
嬰兒被掐死埋雪中

穗找到救人武警遺體
【本報訊】據新華社廣州五日消息：4

日，捨己救人英雄武警廣州支隊四大隊副教
導員鄭益龍的遺體在他跳入江水救人東側
500米處被找到。據悉，3月1日，鄭益龍在
珠江勇救落水群眾時失蹤。連日來，蛙人打
撈隊、搜救官兵、成百上千的群眾沿河道尋
找鄭益龍。

3月2日，獲救青年陳永標眼含熱淚地說
： 「如果可以選擇，我希望活下來的是他，
九個月大的孩子需要父親。」

鄭益龍失蹤後，許多群眾自發來到珠江
沿岸，呼喚英雄的名字，期盼奇出現。新
浪微博成立了 「活雷鋒粉絲團」，數以萬計
的帖子被快速更新， 「最美武警」 「新時期
學雷鋒標兵」被大量轉載。

三天來，公安水警、海事部門和群眾共
出動1萬多人次、8艘船艇，設置了122個觀
察點，在近十公里範圍內展開搜救。

3月5日，工人們在貴陽南明河清
淤。貴陽市從2012年11月開始實施南

明河水環境綜合整治工程，內容包括完善廢水收集處理系統
、河道內源污染控制、河道面源污染控制、提升自淨能力、
河道異味綜合治理和建立污泥資源化中心、河道兩側景觀建
設等項目。 新華社

▲3月5日，活躍在雲南洱源地震災區的衛生醫療服務隊
在煉鐵鄉煉鐵村的地震受災群眾集中安置點準備藥品

新華社

南明河治污

▲廣東雲浮市新興縣開展 「三非」 外國人清理行動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廣州康樂村 「招工一條街」 擺滿招工攤位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攝

▲3月5日，民警為被盜的汽車取證 新華社

▼3月5日，廣州市民在珠江燃點蠟燭悼念鄭益龍
中新社

▲上海的汽車銷售店內看的人多買的人少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