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新區品牌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名牌產品龍頭
帶動作用不斷凸顯，品牌集聚效應更為明顯，新區名
牌產品生產企業將有力助推新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據了解，2012年濱海新區名牌產品數量首次突破百
種，達到72家企業、106種產品，連續3年實現以每
年30%的速度遞增，名牌產品增量全市第一，增幅全
市第一，各項工作領跑全市。通過3年的重點培育，
新區名牌產品產業分布與新區產業分布趨於一致，反
映了區域產業特點。

2012 年濱海新區的天津市名牌產品中，石油化
工、電子信息產品數量增長最多，分別增長12種、9
種；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的增速最快。據統計
，2012年，濱海新區名牌產品企業共實現銷售收入

2330億元，實現利稅140億元，隨新區品牌戰略的
進一步實施，名牌產品龍頭帶動作用不斷凸顯，品牌
集聚效應更為明顯，新區名牌產品生產企業將有力助
推新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另外，記者獲悉，在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和自主
創新政策的驅動下，新區企業在知識產權創造、運用
、管理和保護方面成效顯著。2010到2012年，濱海
新區企事業單位共申請專利32852件，其中發明專利
11438件；專利授權量達到16196件，其中發明專利
授權2159件；有效專利量達到17986件，每萬人發明
專利擁有量達到12.07件，大幅超過全市平均水平（
每萬人7.5件）。

天津濱海新區：實施品牌戰略 名牌數量破百

天津市濱海新區日前召開馳名商標獎勵暨濱海新
區實施商標戰略推動大會，對2012年新認定的9家中
國馳名商標企業給予獎勵資金900萬元。

據了解，近年來，新區商標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2012年，新區的註冊商標增加到1.86萬件，平均每
3戶企業擁有1件註冊商標，各項指標均居全市之首
。新區中國馳名商標、天津市著名商標、地理標誌證
明商標、集體商標等提前三年完成「十二五」任務指標

。 天津市濱海新區當地相關領導對新區商標戰略
實施做出了全面總結和深入分析後表示，新區商標發
展的未來趨勢和主攻方向。並要求各功能區、相關單
位要把商標戰略列入 「一把手」工程，高質量做好新
區商標工作，要培育龍頭，打造品牌高地，把科技型
企業強勢品牌產業集群建成商標戰略實施的集中區和
示範區，要強化商標保護，實現部門聯動形成合力，
打造一批在國內外 「叫得響、立得住」的優質商標。

天津濱海新區：重獎馳名商標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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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最低工資加幅近兩成
廣州增至1550元 代工港企恐受累

勞工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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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新調整的最低工資標準今天起正式
執行，平均增幅接近兩成。其中廣州、珠海最
低工資標準分別升至每月1550元、1380元，
在廣東各市中次於深圳。有港企協會負責人稱
，目前珠三角港企最低工資基本都超過今次調
整的標準，總體上影響不大；但部分工人多、
技術含量較低的代工類港企可能會受波及。

【本報記者方俊明、實習記者董謙君、官
文清五月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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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 1份雞樣品疑似
H7亞型禽流感病毒陽性

【本報訊】據中新社南京一日消息︰4月30日南京
理工大學校內一處廢棄實驗室發生爆炸事故，造成施工
工人1死3傷。5月1日下午，南京理工大學召開新聞發布
會稱，此次爆炸係工人擅入實驗室切割鐵廢料，用明火
切割方式盜拆金屬構件引發。

南京理工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宮載春在發布會上稱
，該實驗室建於上世紀60年代，位於學校南牆外500米
的學校火化工試驗場中。該試驗場運行以來從未發生過
任何安全事故。實驗室使用初期，周圍是農田，沒有任
何建築物。隨近年來的城市建設發展，實驗室周邊蓋
起了居民小區。

原訂本月內拆遷
為周邊居民安全考慮，學校主動調整規劃進行搬遷

，並已對搬遷工作進行了部署，提出了具體要求。由於
長期進行火化工實驗會在設備、設施及實驗場所中積有
殘留物，學校專門制定了包括銷爆處理在內的安全拆遷
方案，並計劃於5月中下旬完成。

宮載春表示，事發前，試驗場中的化工學院原307
實驗室委託一施工隊，對該實驗室的空調、自行車棚等

生活設施進行拆除，並為其發放了臨時出入證。該施工
隊在拆除過程中，看到已停用的化工學院原319實驗室
中有大量的金屬構件。於是，他們在假期利用臨時出門
證，攜帶氧氣瓶和液化氣罐及切割工具，欺騙門衛進入
試驗場中，並撬開319實驗室的門，用明火切割的方式
私自盜拆實驗室裡的金屬構件，引發爆炸，造成房屋坍
塌，4名施工人員被埋，2名重傷，2名輕傷，其中1名重
傷人員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廣東新的最低工資標準仍保持四類標準，平均增幅接
近兩成（深圳另有自己的標準）。其中第一類地區是廣州
市；第二類地區，佛山、東莞、中山及珠海；第三類地區
除原來的汕頭、惠州、江門三市外，增加了肇慶市；第四
類地區包括餘下的11個地級市。

深圳1600元稱冠
其中，廣州市最低月薪從之前的每月1300元提高為每

月1550元，在廣東各城市中僅次於深圳（深圳從今年3月1
日起將最低月薪調升100元至每月1600元）。跟以往不同
，廣州最低工資標準今年首次實現大一統，花都區、番禺
區、南沙區、從化市、增城市等5個區（市）最低工資標
準首次和市區拉平，即從原來的1100元猛提到1550元，升
幅達四成。而之前，上述5個區（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是
參照廣東省二類地區的標準執行。

相比佛山、東莞、中山調整後月最低工資標準為1310
元，珠海在廣東省標準的基礎上自行將月最低工資標準由
1150元提高至1380元，在廣東僅次於深、穗；而珠海的失
業保險金發放標準也同步提高，由原每月920元調整為
1104元，增幅20%，是珠海失業保險金發放標準首次突破
千元大關。

工人爭加薪恐推高成本
廣州麒驊手袋廠總經理謝炎華對本報表示，現在該廠

平均工資已達3300元，連剛入廠的新手也有1800元月薪，
因此新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影響不大」。但他坦言，像他
這樣的貼牌加工廠近年生存環境日趨惡劣，除了海外訂單
的單價呈整體下降趨勢外，用工成本、招工難成為最大挑
戰。 「用工成本已由兩年前佔工廠總成本的30%升到目前
的35%，即使月薪逐年提升，但依然招工難，且流失率高
，現在工廠的工人缺口仍達三分之一。」

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黃日榮告訴本報
記者，廣東省此次調高最低工資對東莞港企總體上影響不
大， 「省出台的最低工資標準已遠落後於東莞的水平，目
前東莞港企的最低工資基本達到2000元」。他說，雖然在
實質上不會造成較大影響，但受此刺激，工人會有身價 「
見漲」的心理，從而會有加薪的心理預期， 「部分工人多
、技術含量較低的代工類港企可能會受此波及，因為其工
資支出約佔總成本的一半，加上近年這類企業基本上沒什
麼利潤了，若再度加薪，將使困境中的企業雪上加霜」。

港企轉型升級脫困境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表示，港企

在珠三角地區的人工依賴程度較高，其中以加工出口企業
為最；但面對日益高漲的人工成本，港企已早有準備。 「
近兩年部分港企已有意識地減少訂單並縮減工人規模，逐
步減少人工支出，這是港企轉型升級擺脫依賴密集勞動力
的信號」。他認為，近期油價及原材料價格的下降亦對成
本壓力有所緩解，上調基本工資短期內不會對港企造成明
顯波動。

林江認為，目前勞動力成本佔珠三角港企總成本約3
至4成，逐步降低這一比例是港企今後的努力方向。 「珠
三角地區轉型升級速度整體較慢，期望人工成本的提升會
對企業升級產生推動作用」。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一日電】《廣東省
勞動保障監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五
月一日起正式施行，《條例》明確若發現用人
單位可能存在勞動保障違法行為，有關方面應
在5個工作日內立案查處。今後，企業若拖欠員
工薪水或欠繳社保費用，不僅將面臨銀行拒絕
貸款的窘境，欠薪數額較大的還可能被追究刑
事責任。

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提醒用人單
位，五月一日起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工資若低
於新調整的最低工資標準，經責令補足差額後
仍逾期付者，將面臨按照應付金額50%以上一
倍以下的加付賠償金責任。

《條例》還加大了對欠薪的打擊力度，規

定今後用人單位若發生欠薪，將影響其承接投
資、申請參加政府採購，以及獲得銀行商業貸
款等。用人單位違法信息將作為銀行審辦信貸
業務的重要依據，今後有欠薪的用人單位將很
難獲得銀行貸款。

同時，《條例》對違法的處罰力度進一步
加大。用人單位欠薪數額較大，涉嫌犯罪的，
將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按照最高人民
法院的司法解釋，用人單位拒不支付一名勞動
者三個月以上的勞動報酬且數額在五千元至二
萬元以上，或者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勞動者的勞
動報酬且數額累計在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的，
將以觸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併處或者單處罰金。

王先生（青海人，廣州
石牌東拉麵店店員）：
「我們這兒月薪1550元壓根

就招不到人，2年前月薪就
有1500元了，包吃住還每年
跟物價漲，雖然現在漲到
每月2000元，也不過是勉強

過得下去而已。在廣州，不包吃住每月1550元根
本沒人願意幹。」

（本報實習記者 陳若菲）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五月一日電】連日來，多場暴雨
突襲珠三角，加上 「五一」假期免費通行高速公路刺激車流
，廣東到今天中午仍有14條高速公路實施交通管制或出現擁
堵，到傍晚時減至9條。省氣象台預計，未來幾天仍需防禦
強雷暴天氣產生的雷擊、短時雷雨大風等強對流天氣災害。

廣東16條高速公路路段四月三十日晚實施交通管制，至
五月一日傍晚時仍有虎門大橋、惠河、廣清、廣深、開陽、
佛開、陽茂、廣珠東、廣肇9條高速路路段出現擁堵。由於
小車免費通行二日零時結束，五月一日下午開始各大高速路
都出現返程高峰。受連日來車流激增和暴雨、大霧等惡劣天
氣影響，廣清、廣深、深汕等高速路段頻發較大交通事故，
導致車輛排起長龍；而 「南北交通大動脈」京珠北高速車流
為日常車流的4倍左右，全線僅 「五一」假期首日的同時段
內發生輕微事故超過20宗。

廣東省氣象台預計，五月一日起3天廣東降雨仍頻繁，
且易激發強降水、雷電、大風和局地冰雹等強對流天氣。

【本報記者張思靜長沙五月一日電】湖南省衛生廳今日
下午通報，再次確診一例人感染H7N9病例，這是湖南自4
月27日確診首例H7N9及收治一名江西H7N9患者以來，境
內出現的第三例人感染H7N9病例。

通報稱：患者趙某，男，69歲，邵陽市武岡市人，務農
。患者於4月23日下午出現畏寒、發熱、咳嗽就診，27日以
「大葉性肺炎」收住武岡市人民醫院，4月30日經邵陽市疾

控中心檢測結果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陽性，5月1
日經湖南省疾控中心覆核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
目前，患者病情危重，正在積極搶救中。

經調查，患者發病前有禽類接觸史，其密切接觸者共50
人，已及時採取醫學觀察。截至目前，該病例的所有密切接
觸者均未發現異常。

欠薪者依新例可囚三年

湘增一例H7N9 患者病危

返程車流癱瘓粵14高速

南理工公布爆炸原因

陳先生（湛江人，廣
州石牌東外賣員）：
「現在基本工資1450元月

外，加上送外賣的計件工
資，最終能拿到2700元。很高興基本工資標準
提升到每月1550元，新政執行了就能提升100
元，打工當然希望工資高點！」

方先生（海南人，廣
州暨南大學校衛）：
「現在月薪1500元每月，

包住不包吃，已經聽說要
漲工資了，這肯定是好事
。但是單位亂扣工資現象
很嚴重，宿舍要求被子疊

成軍隊 『豆腐塊』，鞋架哪層放什麼鞋子都要
求嚴格，床單皺了也會扣錢，指甲長也不行，
希望今後新規要求的 『用人單位不能通過規章
制度罰款』執行後，可以有所改善。」

張阿姨（湖南人，廣
州環衛工）： 「每天都
要拉三大車環衛垃圾，還
要爬樓梯挨家挨戶收垃圾
，一個月包住不包吃不過
1300元，每天只能吃飽白
飯，辛苦省着還能攢下幾

百塊。新政後漲工資希望不大，大把人要做，你
不做你走人。但總好過回家種田，農藥、化肥、
種子都要花錢，天氣差可能都賠進去了。這邊只
要自己身體好，不管什麼天氣，每個月總有1300
元。」

▲ 廣東各市5
月1日起實行
新調整的最
低工資標準
，工人普遍
表示歡迎。
圖為廣東一
間代工企業

本報記者
方俊明攝

▲暴雨突襲廣州等地， 「五一」 假期返程車流受阻，導
致14條高速公路大塞車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 消防員
事後到現
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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