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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珠鐵路（貨運）
全長︰186公里
設計時速︰120公里
通車日期︰2012年12月29日

廣珠城軌
全長︰116公里
設計時速︰200公里
通車日期︰2012年12月31日

廣佛江珠城軌
全長︰160公里
設計時速︰120公里
工程進度︰力爭今年動工

廣中珠澳城軌
全長︰128公里
站點︰15個
工程進度︰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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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珠擬建第三條城軌
駁通橫琴南沙 打造經濟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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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西岸地區鐵路建設再有新的突破
。繼廣珠城軌、廣佛江珠城軌後，近日中
山市方面提出規劃興建 「廣中珠澳城軌」
，這條廣珠之間的第三條城軌將串連起橫
琴和南沙兩個國家級新區，有關規劃更可
望納入珠三角城市群整體規劃當中。同時
當地政府領導建議廣珠城軌升級為高鐵，
以區別三條城軌的功能。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三日電】

成思危：三中全會定改革走向

隨清明節小長假的臨近，
寧夏銀川火車站迎來長假的出行

客流高峰。4月2日全天預計接待旅客超過2萬人次，客流方
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廣州、西安、鄭州等地，預計客流高峰
將一直持續到4月4日。為應對客流量激增和祭掃人群增多帶
來的安全隱患問題，銀川客運段已在轄內的各班次列車上安
排乘務人員向旅客介紹安全乘車須知和防火措施。圖為旅客
2日在銀川火車站檢票進站。 新華社

清明客流高峰

◀4月2日，《改革是中國
最大的紅利》新書發布會
在北京舉行，成思危（右
二），林毅夫（左二）等
作者出席 中新社

相比廣深港所在的珠江口東岸地區，廣中珠地處
的西岸地區在經濟和交通方面均相對滯後，近年來急
起直追，當中交通先行成為重頭戲。廣州、中山、珠
海三市發改、交通等部門昨日召開會議，研討規劃繼
廣珠城軌、廣佛江珠城軌後，廣珠間第三條城軌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

廣中珠聯合上報促成立項
據中山方面和中鐵四院協商的初步方案顯示，擬

規劃中的 「廣中珠澳城軌」起點位於廣州琶洲支線化
龍站，經番禺官橋、東涌至南沙黃閣，再折向西南經
橫瀝進入中山三角鎮，與深茂鐵路、廣珠城軌在中山
北站併站，經坦洲進入珠海南屏，連接橫琴。全程擬
建線路128公里，擬設15個站點。

廣中珠三市發改、交通等部門負責人認為，廣中
珠澳城軌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不僅使廣珠間的交通
通道增至六條，有利於打造珠江口西岸地區重要的經
濟走廊，還可連通南沙、橫琴兩個國家級新區，對中
山重點打造的翠亨新區的發展也具重要意義，三市更
同意聯合向廣東省和國家發改委上報相關意見，促成
項目立項。

有與會負責人指出，為區別三條城軌的功能，可
考慮今後將廣珠城軌升級為高速鐵路，其餘兩條定位
為城市軌道。這一建議亦得到與會多市部門領導的認
同。

廣珠城軌升級高鐵 「有條件」
一直研究粵港澳交通問題的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

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對本報表示，珠江西岸規劃擁有
一條高鐵及兩條城軌，是該地區今後發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澳門定位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需要。他說
，將已運營的廣珠城軌升級為高鐵 「完全有條件」，
因為軌道是以高鐵標準規劃建設的，需升級改造的是
沿線的通信、站台等，因高鐵不像城軌那樣密集停站
，加上時速更快，就要求沿途站點提升配套標準。

鄭天祥認為，廣珠城軌升級高鐵後，可借鑒廣深
高鐵模式，每天開行40多班次，每班可承載1000人次
，實現每15分鐘一班。 「安全快捷、大能力、公交化
」的高鐵特點，連同廣佛江珠、廣中珠澳兩條城軌，
並通過廣州南站、南沙樞紐與珠江東岸的廣深港軌道
網相連接，一併將粵港澳的大中小城市串聯起來，讓
不同城市的分工更為合理，在構建世界級大都會區的
同時，也形成 「1小時灣區優質生活圈」。

深茂高鐵下半年動工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三日電】在中山北站與廣

珠城軌銜接的深（圳）茂（名）高鐵，正力爭今年下
半年動工，其中江門到茂名段可望率先啟建。屆時，
深茂高鐵將連同今年底可建成通車的茂湛（江）高鐵
，促使粵西高鐵帶逐步成形，深港等珠三角對粵西的
輻射效能將進一步加強，促進廣東區域協調發展，並
更好地對接海南 「國際旅遊島」建設。

據最新規劃，深茂高鐵起於深圳北站，途經廣州
南沙、中山、江門、陽江，終至茂名東站，東接廈深
鐵路，西接茂湛高鐵，北接洛湛鐵路，全長逾371公
里。作為西部沿海高鐵的重要組成部分，深茂高鐵早
在2011年2月已獲國家發改委批准，投資達458.4億元
；而今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今年動工。

廣東有關部門對本報透露，該項目的土地預審、
規劃選址、組建項目公司等工作正加緊進行中，爭取
在下半年啟建，江門到茂名段可望率先動工。而江門
到深圳段雖然線路已選定，但由於跨越珠三角核心區
，橋樑設計、地質勘探等需時更長。建成後，從深圳
到茂名將由現在的6到9小時減至3小時以內，廣州到
茂名亦將由5到8小時減至不足2小時。

▲深汕高速汕尾路段因交通事故和車流密集等原因出現
擁堵，高速公路儼然停車場 中新社

廣東派員駐廠嚴管乳品生產

【本報記者曹曉晨北京三日電】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思危2日
出席《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右
圖）發布會，他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
示，現階段中國正處於百家爭鳴的階
段，未來改革會朝哪個方向發展，需
要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才能清楚
，改革要把力度、速度和各方面的支
持度綜合起來考慮。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期關於 「改
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的表述引發國
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也傳達了新一
屆中央堅定推進改革的決心。由成思
危、厲以寧、吳敬璉、林毅夫、高尚
全、陳錫文、鄭新立、周小川等19位
中國頂尖權威學者聯合編著的《改革
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一書最近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並得到總理李克強的重
視。

成思危在發布會上表示，要堅持
改革，最難的地方就是要觸及到既得
利益集團。我們所說的既得利益集團
，是指那些用手段達到非法利益的那
一部分人，但是往往這種人的能量比
較大，改革的阻力也就比較大，所以

我們要下很大決心真正改革。倒退是
沒有出路的，不改革是死路一條的。
改革既要在保持相對社會穩定的情況
下推進，但不可能不觸及特殊利益集
團的利益。所以在改革的過程裡，要
把力度、速度和各方面的支持度綜合
起來考慮，可以先在增量上解決問題
，然後再逐漸解決存量；一下子解決
存量的問題，就要翻老帳，這可能不
利於推進改革。

探十八大後改革走勢
《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全書

共分三大板塊，從探討十八大後改革
整體走勢開始入手，對經濟體制、政
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生態
文明機制的改革發展分別進行了深入
的分析和總結，對國有企業、金融體
制、財稅體制、收入分配體制、城鎮
化與三農問題等對中國未來發展息息
相關的重要領域的改革發展給出了中
肯的建議及意見。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
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指出，收
入分配不公使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

地區差距擴大帶來非常激烈的社會矛
盾，老百姓沒有得到多少改革實惠、
沒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成果就會使黨
和政府公信力下降。他認為光靠網絡
反腐是不行的，如果在 「把權力關進
籠子」不能有實際的舉措，腐敗始終
還會是一個大問題。汪玉凱特別提出
政治上的 「三清四權」，即幹部清正
、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廢除特權
、弘揚民權、約束公權、保護私權，
「三清四權」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組成

部分。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現全國人
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森說，要
破除窒礙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為生
產力發展開闢道路，因此 「改革是中
國最大紅利」是對過去三十幾年改革
的最好總結。中國進一步發展，也還
是要靠改革，不可以吃改革紅利的老
本，還要下定決心，凝聚共識，深化
改革，讓改革紅利有的放矢為民服務
，成為實現中國夢的不竭之泉。

【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三日電】鑒於近期內
地奶粉質量事件頻發，廣東質監局再出 「重拳」。該
負責人今天對本報透露，廣東全面加強乳企 「駐廠監
督」制，已派出技術專員進駐全省37家乳企，嚴格管

理生產加工環節的奶粉生產。
近日號稱荷蘭原裝進口的 「美素麗兒」被曝摻入

過期奶粉，市民對內地奶粉質量更加擔憂，更多廣東
奶爸奶媽冒 「限帶令」到香港 「拖粉」。廣東質量
技術監督局今日向本報記者透露，廣東已派出地方質
監局的技術人員進駐乳製品企業，對進廠的原材料分
批次嚴格檢查，以從源頭上防止乳製品出現問題。目
前已經實現全省37家乳企 「駐廠監督」全覆蓋，並對
10家嬰幼兒配方奶粉企業嚴格監督。

廣東質監局食品生產監管處處長張欣指出，自
2008年以來，廣東質監局多次整治乳製品行業，2010
年更對生產企業重新審核，原有的51家乳企淘汰了近
三分之一，並對所有乳企採取國際上最嚴格的 「
HACCP」監管模式。據介紹，傳統食品安全控制流
程注重 「望、聞、切」，通過觀察和最終產品檢測來

控制產品質量。而 「HACCP」監管模式則注重 「防
患於未然」，對從原料採購到產品加工、消費等各個
環節可能出現的危害進行分析和評估。

專家：只屬 「頭痛醫頭」
對於廣東奶爸奶媽頻頻赴港 「拖粉」的現象，廣

東質監局局長任小鐵表示，要重塑市民對國產奶粉的
信心， 「首先要落實生產企業的主體責任」，為此企
業不能把達到國家標準當做唯一目標，而應把國家標
準當做必須恪守的底線， 「制定嚴於國家標準的內控
生產標準。」

中國網食品安全顧問董金獅亦認為，解決內地乳
製品質量根本上需從企業自身手。他指出，囿於人
手和成本，監督人員不能進駐各行各業， 「駐廠監督
」是一種短期選擇，屬於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
做法，且 「合格的產品不是監督出來的，而是生產出
來的」。他建議，監督人員在駐廠期幫企業 「認識到
自身問題，治好病。」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三日電】深汕高速公路汕尾路段
3日上午發生車禍，一輛私家車被兩輛貨車追撞擠壓，造成5
人當場死亡。由於交通事故和清明返鄉祭祖引發車流密集等
原因，造成長達70公里的擁堵，高速公路儼然變成 「停車場
」，不少車主索性下車休息。

明天是清明節，眾多具有廣東潮汕、福建籍人士今日從
各地陸續返鄉祭奠先人。深圳交警表示，雖然4日凌晨才開
始實施高速免費通行，但市民返鄉祭祖「歸心似箭」，從2日
晚上就開始有大量車流湧上深汕高速，擁堵情況較為嚴重。

記者今天下午連線正堵在深汕高速的網友，許先生稱
，早上8點左右在廣州番禺家中出發，12點左右到達海豐
縣鮜門，鮜門路段如同一個大停車場，車主紛紛下車聊天
抽煙，直至下午3點，車輛還在此路段，每半小時只走了
100米。

據了解，深汕高速今日大塞車除了因為車流密集之外，
主要是由於發生了一宗嚴重的交通事故。據深圳交警通報，
今天早晨10點多，深汕高速汕尾路段汕頭方向發生一起追尾
事故，一輛小車被兩輛貨車擠壓，造成5人當場死亡，目前
事故正在調查處理中。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三日消息：從3日起，北京市
旅遊委聯合多部門，重拳打擊 「一日遊」旅遊市場存在的
強迫購物、改變行程、增減景點、甩團棄團等行為，一經
查實，依法從嚴處罰。

「一日遊」市場上的 「黑旅行社」、 「黑導遊」、 「
黑司機」將成為此次 「規範旅遊市場環境秩序春季整治行
動」的打擊對象。同時，景區購物場所假冒偽劣，非法遊
經營者圍追兜售、強買強賣商品，也是此次整治重點。鑒
於日益嚴重的混亂狀態，市旅遊委將會同公安、交通、工
商等多部門聯手治理。

北京市旅遊委副主任于德斌3日在北京舉行的 「旅遊環
境秩序整治大會」指出，北京要大力提倡 「一日遊」不指
定購物，旅行社及導遊員、駕駛員不得以參觀、燒香、品
茗、醫療諮詢等形式，或以洗車、等候等為藉口，變相安
排指定購物；各旅行社不得採取在街頭散發旅遊小廣告、
僱用票提攬客的方式招攬遊客參團旅遊，更不能以低價招
徠、中途加價等方式誘導或欺騙遊客。

于德斌稱，北京要加大對 「一日遊」經營及服務的檢
查力度，對正規旅行社、導遊員參與非法 「一日遊」招徠
接待或違規經營的行為，特別是虛假宣傳、低價招徠，違
規轉團、拼團加收費用、強迫購物、改變行程、增減景點
、甩團棄團等行為。

北京還將探索建立天安門地區、北京站、奧林匹克公
園中心區等主要客源集散地與長城、十三陵、天壇、頤和
園等熱點景區之間 「一日遊」旅遊服務主渠道，並陸續開
通八達嶺、十三陵、頤和園等熱點旅遊景區的集散線路，
為遊客提供便捷高效、物美價廉的「一日遊」準公共服務。

深汕高速車禍釀大堵塞

北京嚴打非法「一日遊」

◀內地奶粉質量問題頻發，市民擔憂更甚往昔
本報記者陳若菲攝

▲圖為已投入服務的廣珠城軌
網絡圖片

【本報訊】據中新社上海三日消息：交通銀行
金融研究中心3日在上海發布的最新一期《交銀中
國財富景氣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小康家庭不動產
投資意願大幅降低。

該報告基於今年3月對中國1910個小康家庭的
調研數據得出。

在中國房地產市場量價齊漲的背景下，今年2
月國務院部署了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 「國五條」
。調查數據表明，新一輪調控政策顯著改變了中國
小康家庭對不動產的投資意願。

調研顯示，中國小康家庭 「當前的不動產投資
意願」結束了從去年四季度開始的持續上漲態勢，
本期大幅降低至100的臨界點（指數區間由0至200
），相比上期跌幅達11點。特別是 「未來不動產的
投資意願」更是比上期顯著降低了16點。

值得注意的是， 「國五條」對剛需和投資投機
性需求產生的影響大小不同。從本期調研來看，持
有1套住房的小康家庭當前的不動產投資意願與上
期相比幾乎無明顯差別，但持有2套及3套以上住房
的小康家庭當前不動產投資意願顯著減少，特別是
持有住房在3套以上的家庭，當前不動產投資意願
減少幅度達12點。

此外，近期關於 「國五條」倒逼形成 「恐慌性
購房」的相關報道，造成小康家庭對房價的預期也
發生了變化，多數受訪家庭認為，隨後續各地調
控細則的出台，投資和投機性購房需求都將受到進

一步的打壓。
交行金研中心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對中新社記者分析

說，中國房價近十年的上漲得益於人口結構的調整和城鎮化
建設，但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結束，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或致
房地產的需求下降，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則仍會持續並支撐房
地產市場，未來上述兩個影響中國房地產走勢的因素哪個將
起主導作用尚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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