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今年外貿展望樂觀
廣交會今開幕 到會採購商料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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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將於
15日開幕。在中國一季度外貿業績顯著造好的背景下
，廣交會主辦方預判，到會採購商及出口成交將止跌
企穩，中國外貿將全面復蘇之勢。到會參展企業也普
遍反映今年出口形勢明顯優於去年，對全年出口增長
持樂觀態度。然而歐盟經濟復蘇前景仍不明朗，將是
廣交會最大的隱憂。

【本報記者黃裕勇、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十四日
電】

揚州出土隋煬帝陵墓
考古專家初步認定屬實

【本報記者李曉波襄陽十四日電】14日上午6
時許，湖北省襄陽市一酒店發生火災，截至晚上9
時，火災已造成61人傷亡，其中11人遇難，其餘
傷員正在醫院救治。火災原因調查及善後等工作
正在進行中，有消息稱初步判斷失火原因為酒店
二樓的網吧電線短路。消防內部人士透露，火災
發生時酒店自動噴淋系統及煙霧報警系統並沒有
啟動， 「不然不會造成這麼大的傷亡」，消防局
調查組已前往襄陽。

14日上午6時38分，襄陽市樊城區前進路158
號一景城市花園酒店二樓的網吧發生火災，並迅
速蔓延到三至五樓部分賓館客房，災場面積逾500
平方米。6個消防中隊共12台消防車、110名官兵
到場撲救，至上午8時50分火災被撲滅，受傷人員
分別送往多家醫院進行救治。

從現場目擊者拍攝的視頻可以清晰看到，事
發建築共五層，一樓為臨街商舖，三四五層為酒
店客房。據悉二樓設有網吧，視頻顯示二樓左側

可見明顯火點，上面酒店窗戶冒出濃煙滾滾；三
樓一窗戶外的挑簷上擠八九人等待救援；五樓
一冒出濃煙的客房窗戶爬出一人，雙手緊攀住窗
沿，腳踏在下層窗沿上，但不到兩分鐘後不幸跌
落至地面，生死不明，在場民警和群眾迅速上前
將傷者抬到急救車上送往醫院，現場呼救聲一片
。此時消防車尚未趕到，地面也沒有救生墊等設
施。

多名房客跳樓逃生
目擊者稱，前後有多人從窗戶跳下，也有被

困人員結床單為繩，以此逃生。其中一男一女從
四樓跳下來胳膊腿摔斷了，還有一個60多歲老大
爺幫忙救了幾人；另外，一名五六歲的小女孩，
經過一個小時搶救後仍不幸離世。

據酒店負責人介紹，當晚酒店50間房有42間
有客人住宿，部分客人逃出了酒店，有一部分被
消防人員救出。

素有中國外貿風向標之際的廣交會，在去年秋交會錄得出口成
交與到會採購商雙下滑。對於即將舉行的113屆廣交會又會為中國
外貿帶來什麼新的氣息？廣交會新聞發言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副
主任劉建軍今天對此給予正面評價： 「『雙下滑』將成為過去，廣
交會到會採購商及出口成交將止跌企穩。」

「雙下滑」 將成過去
劉建軍的樂觀情緒緣於今年一季度中國外貿出口顯著回暖。據

來自海關總署的統計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達
9746.7億美元，扣除匯率因素後同比增長13.4%，高於去年同期
7.3%的增速。

此外，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企穩回升也提振了廣交會的信心。劉
建軍表示，美國經濟進入緩慢復蘇，歐債危機總體進入可控水平。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平均增長率將達到3.5%，
比去年提高0.3個百分點。他認為： 「今年國際經濟形勢好於去年
，將為中國外貿出口增長帶來支撐。」

廣交會對出口的樂觀前景判斷也得到了參展企業的印證。已有
十屆參展經歷的溫州人楊義昕認為，今年企業出口形勢優於往年，
他所在的企業今年前三個月訂單量明顯增多， 「這次廣交會應該也
會有好的收穫」。香港長實樓盤的陶瓷供應商鷹牌陶瓷經理何高瞻
在布置展位的間隙告訴本報記者： 「整體感覺上，經濟形勢雖未產
生大的飛躍，但產品出口已開始緩慢復蘇。」

雖然對今年外貿出口持樂觀情緒，但劉建軍對即將舉行的廣交
會仍抱清醒認識，他特別提到歐盟經濟復蘇前景仍不明朗將是廣
交會最大的隱憂， 「在新興經濟體、南美、非洲採購商將顯著上升
之際，歐盟採購商仍會減少」。

展位滿足率仍僅六成
劉建軍分析說，雖然今年國際經濟形勢好於去年，但世界經濟

總體仍在低位運行，特別是日圓、英鎊大幅貶值，國際市場需求依
然不足，發達經濟體總體疲軟，新興經濟體增速普遍放緩，全球貿
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劇，這些因素都增加了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
性。此外，從國內看，隨各類要素成本上升，中國傳統的競爭優
勢正在弱化，企業壓力加大，訂單和產業向境外轉移速度加快。他
認為這些都是中國今年外貿所面臨的困難。

作為中國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優質貿易平台，廣交會雖然
展覽面積已高達116萬平方米，但仍無法滿足中國出口企業的參展
需求。據悉，第113屆春交會總展位數高達59531個，比上屆增加22
個，境內外參展企業24746家，比上屆減少94家，展位需求滿足率
為60.3%。

【本報記者黃裕勇、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
十四日電】中國外貿實現一季度的開門紅，讓
15日開幕的廣交會瀰漫樂觀情緒，參展企業更
對廣交會充滿期待，然而人民幣匯率攀升以及
勞工荒，仍是困擾中國外貿出口企業的重要因
素。

人民幣近期持續創出匯改以來的新高，已
成為當前影響中國外貿出口的重要因素。

據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和即期價
多次創下匯改以來新高，人民幣中間價從今年
1月4日6.2897已升至目前的6.2506，累計升值
391點，升值幅度0.63%，相比去年全年僅升值
146點。

自中國2010年6月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
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上升，從
2010年6月至2013年4月初，按名義匯率計算，
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10%。

廣交會新聞發言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副
主任劉建軍認為，人民幣升值已嚴重影響中國
出口企業的競爭力，中國產品 「價廉物美」的

形象已經有所變化。
此外，中國出口企業的生產要素價格上漲

疊加效應，也削弱了中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
劉建軍透露，勞工荒漫延又使中國傳統製造業
面臨巨大壓力，他不諱言中國不少勞動密集型
企業已向周邊國家轉移。

參展為拓全球市場
為應對這些不利因素影響，首次參與廣交

會的上海海興塑業希望在會上獲取訂單，該公
司經理瞿學松告訴本報記者，主要是看到經常
來廣交會參展的朋友都收穫不少訂單。他認為
，廣交會面向全球採購商，將有可能為企業提
供更多機會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採購商，拓展
全球市場。

而鷹牌陶瓷公司經理何高瞻透露，公司預
計本屆參會能夠保持去年訂單量，並有所增長
，因為公司自身推出了新產品，並對往屆熱銷
的走量型產品做出改進，搶佔商機以避免價格
競爭。

人幣升值用工荒削競爭力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揚州十四日消息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束家平表示，經國家文
物局考古專家現場考察，初步認定揚州近期出土 「隋
故煬帝墓誌」的陵墓主人為隋煬帝楊廣。

據束家平介紹，近日，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邗江區西湖鎮一處房地產項目工地發現了兩座殘存的
古墓。經搶救性清理，發現兩墓為隋末唐初磚室墓，
西側墓中出土一方墓誌，銘文中有 「隋故煬帝墓誌」
等字樣。此墓中還出土了鎏金銅鋪首、金鑲玉腰帶等
文物。東側墓發掘剛剛開始，詳細信息有待進一步揭
示。

束家平稱，4月12日，國家文物局派出劉慶柱、
信立祥、林留根三名考古專家現場考察，指導考古工
作。在之後由國家文物局、江蘇省文物局聯合召開的
考古工作專題匯報會上，專家們初步認為墓主人應為
隋煬帝楊廣。

考古發現與文獻合
此次出土發現的隋煬帝陵墓位於揚州西湖鎮，該

區域屬於蜀岡丘陵地帶，平均海拔約25米，位於漢廣
陵城、隋江都宮、唐子城西面，屬於古墓葬重點埋藏
區，被列為揚州市重點古墓葬保護區。這裡陸續出土

了六朝、漢、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時期的古墓
葬百餘座，幾乎是一部濃縮的古代墓葬史。

據文獻記載，隋煬帝初葬於江都宮流珠堂，改葬
於吳公台。此次考古發現與部分文獻記載相合。目
前，考古現場已採取封閉保護措施，以確保考古工地
安全。

考古人員分析，隋煬帝的帝陵規模較小，與其死
因和多次遷移有關。據史料記載，公元618年，隋煬
帝巡揚州期間，禁衛軍發動兵變，推舉重臣宇文化及
為首領，並縊死了楊廣。墓誌銘文記載墓主去世時間
為 「大業十四年」，即公元618年，與史實相符。

東側墓主或為蕭皇后
另據史料記載，隋煬帝陵墓曾多次

遷移，直到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淵下
令將隋煬帝陵遷到雷塘。公元648年，
蕭皇后病死，唐太宗李世民命將其屍骨
送至江都與隋煬帝合葬。根據上述史料
，專家推測另一座墓的墓主應為蕭皇
后。

對於此前公布位於邗江區槐泗鎮槐
二村的隋煬帝陵，是由清嘉慶年間大學

士阮元經考證並出資修復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
過多次整修，該處已列為江蘇省級文保單位，也是揚
州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揚州市文物局相關人士表示
，有待考古專家進一步發掘和考證，才能確定兩處陵
墓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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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筆下美麗靜
謐的 「邊城」——湖南
湘西鳳凰古城正遭遇現
實的困窘：一邊是愈來

愈有名氣的 「中國最美小城」遊客數量劇增，
一邊是過度開發帶來的旅遊發展亂象。

作為規範景區管理的一劑 「強心針」，當
地政府決定自4月10日起施行門票 「新政」：
鳳凰古城將原來免費的古城景區和南華山神鳳
景區合二為一 「捆綁銷售」，向遊客收取148
元人民幣的門票。這意味曾經被驢友鍾愛的
鳳凰古城將告別免費時代，今後非當地人踏進
古城就需要交納 「進城費」。

在國內景區頻頻掀起 「漲價潮」的情境下
，鳳凰古城推行的門票 「新政」似乎並不順利
。且不說網友及眾多自由行遊客對此批評不斷
，收費後散客數量急劇下降； 「新政」的實施
更直接影響到鳳凰古城商戶、居民的切身利益
，經營收入急劇下降，甚至引發了今月11日的
聚堵與停業抗議現象。

不可否認，隨市場化的開發與旅遊的快
速發展，近十年間，這座歷史古城的商業氣息
愈來愈濃，人文氣息愈來愈淡，欺詐遊客、無
證拉客、違規操作等現象由此衍生，整頓管理
已成鳳凰旅遊發展繞不開的 「課題」，然而這
並非收取 「進城費」的必然理由。

西湖免門票 總收入提升
業內人士認為，景區應依靠良好的環境吸

引大量遊客，通過吸引遊客拉動地方消費，拓
展旅遊市場並提升城市人氣與形象，靠 「門票
經濟」增收只會窄化發展。以杭州西湖景區為
例，自2002年10月起免去門票後，不僅刺激了
消費，提升了旅遊品質，總收入更提速增長。
西湖免費開放前，杭州一年的旅遊總收入是
549億元，去年已提升到1191億元。

對這座過去以散客為主的旅遊古城而言，
其開放、樸實、閒適的人文氣息已成為其多年
沉澱的內在魅力。若用冰冷的驗票機來 「封城
」，不僅將使其魅力指數下降，更可能使其發

展走入 「圈地」發展的誤區。
當地政府一再強調，門票 「新政」是為整合經營規範管

理，為了鳳凰縣旅遊業的長遠發展， 「毅然選擇改革是必要
的、必然的」。對於目前下降的旅遊人數，政府與經營方均
樂觀地認為，這僅是暫時現象。

同時引發外界關注的是，在實施 「一票制」方案前，作
為鳳凰古城門票調價的主要推動者，鳳凰縣政府就以土地入
股佔49%股權的形式組建公司參與景區經營管理。原本應該
承擔保護古城、監管旅遊產業發展角色的政府 「介入」其中
，讓外界不免擔心。

如今，鳳凰古城已恢復正常旅遊秩序，門票 「新政」依
舊推行。官方表態，目前家庭旅館、古城商舖、從事拉客人
員及沱江河下游農家船，是當前利益調整中矛盾最大的群體
，他們將多舉措予以疏導。然而，對這座始建於清康熙年間
、歷經300多年風雨滄桑的古城的未來，不少有識之士卻仍
不免擔憂。如果吸引遊客的僅僅剩下外在的樓閣山水，抑或
重新油漆偽裝的吊腳樓，鳳凰古城有一天失去的可能會更多
。因為，對於一個看似遊客沒有決策權的門票 「新政」，他
們最終會用腳來投票。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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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備15日開幕的第113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14日工作人員在展
覽現場進行演練 新華社

◀消防員從酒店內搶救出一名小女孩
路透社

▲消防員在酒店內部滅火 新華社

◀▲揚州的隋煬帝陵墓墓室由磚砌建而成
，左圖為出土的鎏金銅鋪首 中新社

4月14日，安徽省首家
兒童職業體驗館開館。蜀山

區荷葉地街道的孩子們在體驗館裡，變身為各種職業人，參
與消防員、醫生、警察、法官等社會工作。圖為神氣的 「小
武裝押運員們」 中新社

「小武裝押運員」

▲14日，兩位當地居民順利的走過鳳凰古城卡口。據當
地居民反映，隨湖南鳳凰古城4月10日實行 「憑148元
門票入景區」 的新政以來，工作人員主要憑口音和穿
來識別是不是遊客，再決定是否查票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