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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墜橋車禍 現場慘不忍睹

【本報訊】據新華社中國海監262十三日消息︰十三
日上午七時許，中國海監西沙巡查編隊在執行例行巡查任
務時，發現兩艘疑似非法越境捕撈漁船，中國海監262船
迅速逼近該船舶，經核實為越南籍漁船QNg96417TS、
QNg96382TS。海監巡查編隊對兩艘漁船進行了跟蹤
驅離。

上午10時許，海監262船、海監263船成功將兩艘越南
籍非法越境捕撈漁船驅離西沙海域，並對其侵權行為進行
了拍照記錄，10時30分中國海監編隊按原計劃進行巡查執
法行動。

據報道，西沙巡查編隊由三艘海監船和一架海監直升
機組成，去年七月三沙市成立後，在西沙群島一帶展開巡
邏任務。

本月九日，編隊對西沙海域進行為期八天的海空一體
化執法巡查，進一步採集西沙海域海島本底資料，全面掌

握海島基本狀況，完善一島一檔的建檔工作。重點查處是
否存在未經批准，嚴重改變海島自然地形、地貌的行為；
海島及其周邊的自然地形、地貌是否遭到破壞；是否存在
未經批准，在海島採石、挖海沙、採伐林木、採集生物和
非生物樣本以及進行生產、建設、旅遊等活動的行為；在
領海基本點保護範圍內是否存在未經批准的工程建設以及
其他可能改變該區域地形、地貌的活動；領海基點標誌是
否損毀或者移動等情況。十二日，海監西沙編隊抵達西沙
永樂群島中心航道水產資源保護區，對永樂環礁上的金銀
島等島礁進行執法拍照，並抵達西沙琛航島、廣金島進行
登島檢查，在24小時內完成對永樂環礁內九個島嶼的立體
巡查。

兩護航編隊亞丁灣交接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海軍第十三批護航編隊和已抵

亞丁灣、索馬里海域的第十四批護航編隊，當地時間13日
在亞丁灣西部海域舉行了任務交接儀式。第十三批護航編
隊指揮所向第十四批護航編隊指揮所移交了護航相關資料
、器材和備品備件，介紹了當前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海盜
活動形勢。兩批編隊在正式分航前還將進行兩批次、為期
五天的共同護航。

第十三批護航編隊自去年11月9日從湛江某軍港起航
以來，共為36批、161艘中外船舶進行護航，實現了編隊
自身人員裝備和被護船舶百分百安全。

「客車四腳朝天
，車體嚴重變形，現
場慘不忍睹，救援難
度非常大。」3月13

日，講述前一天晚上參與客車墜橋事故救援時，救
援人員仍記憶猶新。

12日19時許，一輛車牌號為鄂Q69888大客車，
在湖北省荊州長江大橋行駛至離江南埠河鎮收費站
約200米時，墜入江岸護坡林灘地，造成14人死亡、8
人受傷。當晚19時10分，荊州市公安局沙市區分局白
雲路街面警務站接到110指令：大橋有客車墜車。該站
810巡邏組民警張鰲等一行五人立即開車前往現場。

在大橋護欄破損處，正當民警察看現場時，橋
下傳來 「快下來！快下來！」的急促喊聲。五六個
參與救援的附近村民看橋上警燈閃爍，連忙向民警
喊話。民警迅速找到出口下橋，利用強光電筒、村
民手電筒等燈光開展救援，現場救出兩人。當晚19時
20分，荊州市消防支隊緊急調動四個中隊7台消防車
45名官兵前往救援。

照明防火破拆兵分三路
當晚19時50分，荊州消防支隊太岳中隊抵達現場

後馬上開展救援：一組負責警戒照明，一組對車輛
油箱破損部位進行保護、防止起火，一組實施破拆
救人。

「到達現場後，圍觀群眾很多，我們立即進行
警戒。現場非常慘烈，客車仰江灘上，形成一個
三角體，救援空間狹小」。太岳中隊隊長龍玉濤介

紹說。
他介紹，消防官兵不久就救出一名幸存者。 「

是一個大概40歲左右的男子，被壓在車身下，發出細
小聲音。」並立即聯繫醫護人員，同時安撫他不要
驚慌、急。同時消防官兵利用液壓拉桿，依次進
行破拆，兩名隊員小心翼翼地將該男子慢慢抬出來
，放在擔架上，送往救護車。 「整個過程五、六分
鐘左右。」龍玉濤說。

據事發時現場目擊者公安縣埠河鎮荊南村村民
李明介紹，當晚七點左右，他和幾個朋友聽見 「砰
」的一聲巨響，接就看見事故車輛從大橋引橋上
衝了下來。

事故發生後，公安、消防等部門經過兩個多小
時努力，救出八名傷員，搜救出十四名遇難者遺體
。死者中包括六名男性、八名女性，年齡最大50歲，
最小23歲。事故中的受傷人員被分別送往荊州三家醫
院救治，其中六人重傷，多為腦外傷及骨折。湖北
當局派出省級專家前往荊州會診傷員，事故原因正
在調查中。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的全國人大代表、荊
州市市長李建明則表示，對事故的發生感到心情沉
痛，並承諾全力搶救傷員，緊急處理善後。

（中新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貴陽十三日消息︰貴州六盤水市水
城縣的貴州水礦集團格目底公司馬場煤礦，12日發生煤與瓦
斯突出事故，致21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救援指揮部13日
表示，貴州省政府已針對本次事故啟動問責，對水礦集團格
目底公司及馬場煤礦負有責任的五名管理人員進行問責。

12日20時許，馬場煤礦13302底板瓦斯抽放巷發生重大
煤與瓦斯突出事故。經核實，事發時礦井當班入井80人，其
中55人安全升井。經搜救，事故已造成21人遇難，另有4人
下落不明。據現場救援人員介紹，本次事故煤與瓦斯突出量
大、瓦斯濃度高，估計被困的4名礦工被掩埋在突出的矸石
下面。目前，搶險救援工作仍在進行。

事故發生後，貴州省政府啟動問責程序，決定對格目底
公司及馬場煤礦負有責任的管理人員進行問責。其中，馬場
煤礦礦長鄧峰、技術負責人張昌和、安全負責人劉敏予以撤
職；格目底礦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高良玉、分管安全副總
兼總工程師余志國被責令辭職。同時，貴州省政府責令貴州
水礦控股集團公司在貴州全省範圍內的所屬煤礦一律停產整
頓；貴州全省復工復產安全大檢查及專項督查要做到全覆蓋
，並按規定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煤礦堅決予以停產整頓
。貴州省政府決定成立事故聯合調查組查處事故。

【本報記者方俊明東莞十三日電】國務院批准珠三角作
為金融綜合改革的實驗區，其中粵台金融合作試點落戶擁有
逾4000家台企的東莞。東莞市金融工作局局長葉浩鵬透露，
目前正探索成立莞台合資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組建合資的
政府引導基金。此外，今年將鼓勵包括地方金融機構等東莞
本土企業赴香港上市。

東莞市政府今年明確將金融業打造成為該市的支柱產業
，要求金融業的增加值佔到GDP的5%以上。作為粵台合作
的試點城市，東莞將在金融體系方面嘗試更多的創新，如加
快建設 「松山湖金融改革創新服務區」，強化投融資體系建
設的探索與嘗試。

擬建莞台合資證券公司
葉浩鵬指出，位於松山湖國家高新區內的台灣高科技園

，將重點發展生物製藥產業，僅靠傳統的金融機構來做資金
支撐肯定不夠，因此擬積極引入莞台合作的PE、VC介入，
並在政策支持和風險分擔方面作大膽探索，專門為台灣高科
園內的企業做貼身的金融服務。

相比以往偏向於引進台灣銀行，莞台金融合作今後力爭
在保險、證券等領域能全面展開合作。如探索設立莞台合資
保險公司；希望爭取廣東省政府的支持，在松山湖成立一個
莞台合資證券公司。若國家政策許可，東莞市金融局也支持
地方金融機構適度參股；還有組建合資的政府引導基金。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十三日電】橫琴新區發展中醫藥
產業取得新突破。橫琴管委會今天表示，橫琴12日跟仁和投
資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製藥廠有限公司簽署建設 「仁和橫琴
（國際）中醫藥創新中心」項目三方合作協議，項目總投資
約十億元人民幣。據透露，「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等實施細
則將出台，可為港澳投資者進入橫琴提供更大空間。

按協議， 「仁和橫琴（國際）中醫藥創新中心」包括建
設橫琴藥都國醫館及高檔養生康復基地，設立仁和（集團）
南方營銷總部，建設特色中醫中藥精品博物館。其中，國醫
館及養生康復基地項目將利用橫琴的獨特優勢，與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中國科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
機構全面合作，推動名醫名方名藥產業化，建設國際一流的
養生康復基地。而中醫藥博物館則是仁和在珠海弘揚中醫藥
文化的主陣地。

橫琴管委會主任牛敬表示，作為內地中醫藥行業的龍頭
企業之一，仁和集團以中藥為核心，集藥品研發、生產和銷
售於一體，去年銷售收入超過60億元人民幣。而香港製藥廠
是香港唯一以地域命名的中成藥生產企業，年生產總值也達
3億港元。這兩大企業 「加盟」，為橫琴中醫藥產業發展增
添新亮點，亦為橫琴形成中醫藥產業集群奠定良好基礎。

據悉，今年起珠海每年將安排5000萬元作為市生物醫藥
產業發展專項基金；並對新產品的獎勵力度也將加大，凡在
珠海研究開發並生產的生物醫藥新產品，取得國家新藥證書
的，給予一次性獎勵，最高可達500萬元。

近年內地食品安全事故頻生，引發赴港澳購買
洗髮水、紙巾、廁紙等日用品的熱潮。由於內地民
眾普遍認為港貨質量有保證，以致各類打 「港貨
店」旗號的商店在內地遍地開花，新發布的 「2012年
度廣州市消費者報告」的調查結果正好印證了此一
現象。

85%不信國貨產品信息
調查結果顯示，對內地食品質量表示 「放心」

的市民僅8.1%。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 「不放心」，另
有29.5%認為 「一般」。廣州市民杜小姐直言，現在
赴香港買日用品 「好正常」，她母親每月都會跟同
大批鄰居報團赴港，洗髮水、牙膏、奶粉、海味等
「統統掃貨」，因為香港的日用品比內地 「平靚正

」。
在廣州東山口做雜誌編輯的張甜甜亦坦承，對

內地食品安全不放心 「是肯定的」， 「但日用品是
生活必需品，不放心也沒太多辦法」。即使有財力
使用海外代購服務，也怕中介以次充好，以假亂真
，權衡利弊之後，只好選擇毗鄰的香港買港貨。她
說，奶粉的問題更棘手，因小孩的抵抗力差，飲食
選擇自然更慎重，她孩子才一歲多，赴港搶購奶粉
實屬無奈之舉。

調查報告亦顯示，超過85%受訪者認為內地企業
提供的產品信息 「不可信」，逾六成市民對內地產
品質量監管制度表示 「不信任」，而這可說是廣州
消費者的普遍心聲。張甜甜形容內地企業的產品信

息 「感覺就是隨便寫的，很難保證成分中沒有未說
明的添加劑」。她說，若做好監管，食品質量問題
可得到解決，產品信息可信度也會提升。 「但當下
的監管都是 『事後諸葛亮』，甚至出事了還要捂
，導致同樣問題反覆出現」。

企業應正視消費者心聲
中國網食品安全頻道顧問、食品安全專家董金

獅建議，監管部門應像整治三鹿奶粉一樣，將生產
劣質食品的商家 「罰到傾家盪產」，以此震懾違規
企業；同時提升行業標準，只有這樣才可對食品問
題有效治理。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則認

為，內地居民赴香港購買日用品實在是內地企業的
恥辱，反映國產企業誠信問題嚴重。他建議，企業
應正視消費者希望提升產品質量的心聲，自身做好
產品質量控制和監管。同時，政府也應直面國人的
需求，官員不能再用 「僅有少數企業不誠信」等說
法來搪塞國人。

不過林江認為，即使內地產品質量提升，亦難
阻擋內地人赴港購買日用品。因為港貨無需繳納營
業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稅負較輕，反觀內地產
品要承受物流中的層層盤剝，加上人民幣不斷升值
，進一步擴大港貨的價格優勢。要對港貨搶購潮 「
治標又治本」，內地還需改革稅收制度，規範流通
領域。

海監驅離兩越南漁船

「3．15」 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前夕，
廣州市工商局和市消費者委員會聯合發布
「2012年度廣州市消費者報告」 ，結果顯
示受訪廣州市民對內地食品質量信任度極
低，認為質量 「放心」 者不足一成，另有
超過85%受訪者不信任內地企業提供的產
品信息。

【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十三日電】

廣州市消費者報告部分結果
1.對國產食品質量是否放心？
不放心（58.6%），一般（29.5%），放心
（8.1%）無意見（3.8%）
2.中國企業提供的產品信息是否可信？
虛假、不可信（39.8%），不確定（46%）
，真實可信（14.2%）
3.中國企業的產品質量總體上是否可靠？
不可靠（42%），說不準（36.3%），可靠
（21.7%）
4.對中國產品質量監管制度是否信任？
信任（38%） 不信任（62%）
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整理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杭州、上海十三日消息︰
記者13日晚從浙江嘉興市獲悉，今年以來該市共有七
萬頭豬因養殖條件等綜合因素死亡，但並無疫情，對
打撈和收集的死豬都進行了無害化處理。該市正積極
核查上海方面提供的14個死豬耳標，其中1個耳標涉
及的嘉興養殖戶已承認隨意拋棄死豬，目前已立案。
而據央視報道，截至13日下午一時，上海從黃浦江上
打撈的死豬目前已增至6601頭。

嘉興市畜牧獸醫局副局長蔣皓13日表示， 「14個
耳標都顯示防疫是在嘉興的，代表豬的疫苗在嘉興打
的。但防疫後，豬可能在嘉興繼續飼養，也可能被流
動到別的地方了。嘉興正積極核查。」

至於上海方面向嘉興提供的14個耳標中，目前已
有一個耳標涉及的嘉興養殖戶承認隨意拋棄死豬，目
前已立案；7個耳標因號碼缺失或信息不全無法核查
；其餘6個耳標尚待進一步核查。

在上海水域漂浮死豬事件發生後，嘉興方面也迅
速成立相關工作領導小組，召開五次專題會議，研究
部署應對處置工作。目前該市正加快建設死豬無害化
處理工業化設施，完善死豬收集處理機制。對亂棄死
豬行為實行 「零容忍」，杜絕亂拋死豬入河現象。

另一方面，上海市水務局13日透過官方微博發布
消息稱，目前黃浦江上游原水水質總體穩定，下階段
各水廠還將把六種常見豬病可能攜帶的病毒、五種細
菌補充入水質監測指標。當地水務部門同日對相關水
廠加強檢測並表示，現有的水質監測結果顯示，
相關水廠的出廠水均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
準。

嘉興一養殖戶承認亂棄死豬

港資參與橫琴十億中醫項目

貴州礦難21死 5人被究責

粵台金融合作試點東莞

3月13日農曆二月二日是中國傳統節日 「春龍節」
，來自俄羅斯的安東（男）與娜塔莎（女）在 「龍的聖
地」黑龍江伊春市嘉蔭縣參加了第二屆 「情定龍鄉 有
緣一生」中俄國際集體婚禮，用中式婚禮的形式情定一
生。 中新社

情定龍鄉

▶3月13日，
海監262船、
海監263船成
功將兩艘越南
籍非法越境捕
撈漁船驅離西
沙海域，並對
其侵權行為進
行了拍照記錄

新華社

◀調查發現不足
一成廣州受訪消
費者對內地食品
質量有信心。圖
為當局抽查市面
出售食品

本報記者
陳若菲攝

▲荊州客車墜橋事故中六名傷員傷情得到基本控
制。圖為事故一名女傷者從深切治療部被送出，
她目前生命體徵穩定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