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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攸縣大同橋
鎮大板米廠

●湖南攸縣高和夏
生大米廠

●湖南攸縣石羊塘
日星大米廠

●湖南衡東縣大浦
鎮東洋米廠

●東莞市道滘金盈
米製品廠

●東莞市道滘聯合
米製品廠

（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高安大米」2批、
無商標名大米1批

「高安大米」1批

「好日子」珍珠米1
批

無商標名大米1批

「東莞米粉」1批

「翠竹排粉」1批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十九日電】在17日晚間被江蘇警方
抓獲的飛機 「詐彈」疑犯季斌係無業人員，據他所居住的
小區鄰居表示，季斌經常會胡言亂語， 「神經兮兮」，喜
歡惡作劇。鄰居認為，季斌此次撥打報警電話是受15日南京
祿口機場飛深圳的航班遭遇 「詐彈」報道所 「啟發」後所
為。

季斌平時喜歡罵人，還特別喜歡惡作劇，比如 「最喜
歡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從後背猛拍一下」，令很多鄰居
對他十分反感，都不願意理睬他。不過，雖然大家經常說
他有「神經病」，但並無醫療部門診斷其有 「精神疾患」。

江蘇有律師表示，季斌是否要承擔刑事責任，首先得
申請司法鑒定。若經司法鑒定確認其作案時是有刑事責任
能力，則按現行法律最高可判處15年有期徒刑。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九日電】新一輪暴雨天氣19日
起從粵北地區席捲廣東全省，廣東省重大氣象災害應急辦於
19日16時再次啟動氣象災害（暴雨）Ⅲ級應急響應，預測19
日夜間到21日全省將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
水過程，而北江、東江、韓江有可能發生較大洪水。據省民
政廳統計，截至18日16時，因災死亡失蹤人數增至49人。

據廣東省氣象局監測，19日白天梅州、河源已出現大暴
雨降水，19日晚到20日白天，韶關、清遠、肇慶、河源、梅
州、廣州、佛山、惠州市北部山區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
暴雨，部分地方將伴有短時8級以上雷雨大風或冰雹等強對
流天氣。其中，粵北防災形勢尤為嚴峻。

廣東省民政廳披露，截至18日，全省10個地級市33縣（
市、區）超過134萬人受災，因災死亡39人、因災失蹤10人
，倒塌房屋逾6200間，直接經濟損失逾25億元人民幣。

為應對今年入汛以來最強降雨災害，廣東省委書記胡春
華18日到清遠市檢查指導防汛抗災，要求及早做好下一步的
防汛防颱風準備工作。

【本報記者方俊明、
實習記者董謙君廣州十九
日電】廣州市食藥監局18
日夜晚公布涉 「鎘超標」
的兩個批次問題米粉均來
自東莞。涉事的兩家米製
品廠19日接受本報查詢時
表示，產品主要內銷，均
未供應香港及海外地區。

按東莞出入境檢驗檢
疫部門要求，出口香港的
東莞米粉要建立一套有效
的管理體系，完善的產品
檢測、檢驗制度，保證出
廠產品質量穩定和提高。
據悉，現時除了東莞本土
品牌 「孔雀」牌米粉年約
有1000噸銷往香港外， 「
金燕」牌米粉日產量逾50
噸，6成出口海外；還有不
少在粵加工並出口香港的
品牌，如香港百佳旗下品
牌 「佳之選」東莞米粉。

廣州市食藥監局公布
的兩個批次抽檢鎘含量不
合格的問題米粉，分別來

自東莞市道滘金盈米製品廠生產的
「東莞米粉」、道滘聯合米製品廠

生產的 「翠竹排粉」。該局稱，已
對問題米製品採取控制措施，禁止
使用。

涉事的東莞兩家米製品廠19日
接受本報查詢時都表示，產品僅內
銷，沒有出口港澳及外國地區。其
中，東莞市道滘聯合米製品廠廠長
梁先生稱該廠也是「受害者」。今年4
月中旬，該廠因缺米生產，於是從
湖南常德一家大型米廠進貨12噸大
米，對方送來的質檢報告全都合格
，但不涉及鎘含量。目前工廠正在
接受處罰，對已生產的鎘超標米粉
，該廠將召回並銷毀。

【本報記者方俊明、實習記者董謙君廣州十九日
電】廣州市食藥監局18日晚22點半公布涉事 「鎘大米
」的具體品牌和廠家，證實涉及的6批次問題大米全
部來自湖南。記者19日走訪廣州糧油店發現，湖南米
難覓蹤影，買米的市民亦聞湘 「色變」。另對於廣州
市食藥監局延遲兩日才公布涉鎘品牌和廠家，如此信
息公開被外界斥為 「擠牙膏」。

在 「鎘大米」的4家餐飲單位中，兩家高校稱大
米供應商常規檢測項目中多不包括檢測鎘含量，而廣
州餐飲企業也並未作 「特別要求」。

其中，涉事的仲愷農業工程學院食堂排粉鎘含量
不合格，到今年3月被抽查時只剩9包，意味着已用去
約900斤的近百袋 「毒米粉」。該院飲食中心謝主任
說，入貨時產供貨商證件都齊全，但產檢報告中並無
重金屬檢測。

至於涉事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早在
3月查出食堂大米鎘超標後便封存800斤。涉事的廣州
太洋海鮮酒家解釋說，只買了兩大包鎘超標的大米，
且僅供員工食用。

記者19日走訪廣州多區十多家糧油店，近半店主
對湖南米閉口不談，市民也紛紛表示不再買湖南米。
據餐飲業人士介紹，越是價低的大米，其重金屬超標
的幾率越高。

經營商有權要求重金屬檢測
餐飲業人士亦證實， 「按目前的國標，鎘檢測不

是必需項，所以大多數大米供應商不提供相關證明」
。對此，中國網食品安全顧問董金獅強調，為確保食
品中流通環節的安全性，經營者有權要求供應商對鎘
等重金屬含量進行追加檢測。如不能提供合格證明則

無法進入下一流通環節，若檢測報告不實，甚至可按
欺詐處理。

另據新華視點消息：廣州市食藥監督局公布抽檢
公告，但是其中消費者真正需要的資訊卻被隱瞞，有
關專家指出，這種行為涉嫌違法。

首先，資訊選擇性公布有違法律宗旨。《中華人
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二條規定食品安全監督
管理部門公布資訊，應當做到準確，及時、客觀。

其次，不合格食品危害無說明。《中華人民共和
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二條規定，食品安全
監督管理部門依照食品安全法公布資訊，應當同時對
有關食品可能產生的危害進行解釋、說明。

第三，故意隱瞞食品安全資訊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六部委制定的《食品安全資訊公布管理辦法》規定
，依照本辦法負有食品安全資訊報告、通報、會商職
責的有關部門，應當依法及時報告、通報和會商食品
安全資訊，不得隱瞞、謊報、緩報。

隱瞞品牌被疑充當「保護傘」
部分消費者質疑說，廣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故意隱瞞重要食品安全資訊不得不讓人懷疑其動機，
是維護百姓健康重要，還是維護生產不合格食品的企
業重要？是什麼原因促使食藥監部門充當不合格產品
的品牌和生產廠家的 「保護傘」？

廣東一位長期在食品執法部門工作的執法人員說
，對於含有鎘、黃麴黴素的這類不合格「慢性中毒」的食
品，一般情況下不會突然引發大的食品安全事故造成
嚴重後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迫於地方政府經濟發展
的壓力，於是對食品企業的違法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自身既不易受到法律制裁，也能保住「烏紗帽」。

「決不能把不良企業的利益和地方GDP置於公眾
食品安全利益之上。」中消協副會長劉俊海說，廣州
市食藥監督管理局應盡快公布調查過程及調查結論的
詳細情況，同時有關部門要對故意隱瞞資訊的責任人
進行行政問責。

【本報訊】據新華網消息：18日晚18時許，武漢一名男
大學生因撞倒老年人，沒錢為其交住院費，在武漢九醫院
將急診醫生劫持。

據武漢警方透露，劫持人質的陳某現年18歲，為武漢某
高校大一學生。陳某交代，當日下午16時50分許騎自行車回
學校，途中撞倒一位老太太。陳某身上只有102.5元，他要
求出100元私了，老人未同意。

經入院檢查，醫生診斷老人為右手腕骨折，需住院治
療。

此時，陳某與老人家屬發生爭執。他掏出隨身攜帶的
水果刀朝老人一名親屬刺去，未遂。陳某退至急診室，將
急診醫生挾持。

接警後，武漢市公安局青山公安分局迅速出警，耐心
與嫌犯談話。經
談判，嫌犯同意
放出人質，但要
安排一台警車為
其逃離。

在 行 車 過 程
中，民警以上廁
所為由，讓嫌犯
放鬆警惕，並成
功將其擒獲，解
救了女醫生。

本報綜合報道：這本名為《2013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
：新基準：建設可持續競爭力理想城市》的報告，首次使用全
市客觀數據，對2012年中國兩岸四地293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
和287個城市可持續競爭力進行了實證研究。

競爭力前十名 「三分天下」
藍皮書指出，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由經濟增量指數和效率

競爭力指數組成。2012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排名前十的城市
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廣州、北京、蘇州、佛山
、天津和澳門。其中，港澳台地區全部入選，東南沿海城市佔
5席，環渤海地區佔2席，而廣大中西部地區沒有一個城市進入
綜合經濟競爭力10強。可見，區位優勢對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
的影響明顯。

藍皮書還對城市的可持續競爭力進行了排名，2012年可持
續競爭力指數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上海、深圳、北
京、廣州、澳門、杭州、青島、無錫、濟南。和綜合經濟競爭
力一樣，仍是港澳台地區、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 「三分天下
」。

藍皮書指出，香港是最佳的標杆城市，內地城市的標杆為
北京。宜商城市競爭力得分的前十名分別是香港、北京、上海
、廣州、佛山、蘇州、深圳、武漢、青島和杭州。從具體得分
上看，香港明顯領先於內地城市，北京、上海、廣州緊
隨其後。

藍皮書表示，香港在產業結構轉型創新科技方面無明顯突
破，經濟仍然高度依賴金融及房地產業，但土地及房屋供應嚴
重不足，令樓價過快增長，加上炒作氣氛濃厚，令經濟呈虛擬
化及泡沫化。

港應增土地供應 促科技創新
藍皮書提醒，香港房屋及商舖租金過快上漲，會令企業經

營成本增加，推高通脹，增加市民生活壓力。
藍皮書建議，香港應該增加土地供應，加強城市發展規劃

以及促進科技創新，按照中國內地當下的經濟形勢重新定位。
從各區域的排名情況看，宜商城市競爭力排序前50名中，

各區域分布不均。東南區域和環渤海區域分別有超過了45%和
30%的城市排在前50名，西北最少，僅有1個城市進入。前、
後50名的席位分布實際上也印證了整體得分均值的結論，宜商
城市競爭力得分大抵與經濟發展程度保持一致。

此外，藍皮書亦指香港出現人口老化加速的問題，報告推
算到2041年，本港的65歲以上人口，將會增至256萬，佔香港
整體人口30%，影響香港的競爭力。而香港缺乏重工業及科技
產業，令與內地珠三角的互補性變弱。

多元文化排行香港獨佔鰲頭
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出，根據測算，在多元文化城市綜合

排名中，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的城市統領了文化城市競爭力
的前10個位置。在加權排名中，香港以高分的絕對優勢居於首
位。從整體水平觀察，前10名幾乎都是沿海城市，而且都具有
較高的行政級別；與此同時，來自中西部及東北地區的城市文
化開放程度普遍不高。香港文化國際化程度最高，東部沿海的
文化發展和開放程度主要依賴於其區位優勢，即與外界交流的
便捷程度。因此，其排名普遍高於中西部地區。

從內地文化城市分布的區域比較來看，東南地區最好。其
次是環渤海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南和西北地區比較
差，39個城市中，只有1個排前50名。

【本報訊】1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
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城
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在京聯合發布2013年城市
競爭力藍皮書。藍皮書顯示，在2012年中國城市
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中，香港、深圳、上海位列前
三。此次是香港第11年位列第一，但藍皮書同時
指出，香港競爭優勢增速放緩。

外界批延遲公布涉嫌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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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
❶香港 ❷深圳 ❸上海 ❹台北

❺廣州 ❻北京 ❼蘇州 ❽佛山

❾天津 澳門

宜居城市競爭力排名
❶香港 ❷澳門 ❸無錫 ❹常州

❺珠海 ❻蘇州 ❼威海 ❽海口

❾鎮江 中山

宜商城市競爭力排名
❶香港 ❷北京 ❸上海 ❹廣州

❺佛山 ❻蘇州 ❼深圳 ❽武漢

❾青島 杭州

可持續競爭力排名
❶香港 ❷上海 ❸深圳 ❹北京

❺廣州 ❻澳門 ❼杭州 ❽青島

❾無錫 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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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宜商

最宜居

最強勢

最多元

新輪大暴雨今強襲廣東

蘇詐彈疑犯無業喜惡作劇

武漢大學生撞人無錢賠劫持醫生

▲新一輪暴雨19日起席捲廣東全省，16時再次啟動氣象
災害（暴雨）Ⅲ級應急響應，圖為廣東不少地區暴雨成災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大學生劫持女醫生與警察對峙
網絡圖片

老態漸呈

穗公布鎘大米湖南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