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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統計局22日發布2012年全省工
資水平調查，數據顯示，在粵的港澳台資
企業工人年平均工資不足4萬元（人民幣，
下同），在各類型企業中稍稍高出集體企
業薪酬，排在倒數第二的位置。有專家認
為這與近年港企轉型升級情況不樂觀有關
。但有港商協會負責人對數據表示質疑，
稱在粵港企的月薪水平都在3500元以上，
但仍用工緊缺。

【本報記者方俊明、實習記者官文清
廣州二十二日電】

逾700院士專家助粵企創新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二十二日電】廣東省運用價格槓
桿促進企業節能減排，其中通過實行差別電價及差別排污費
等政策，推動鋼鐵、水泥、燃煤電廠等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
停產或轉產改造，促進企業自主治污減排。

廣東省物價局負責人日前透露，差別價格政策是廣東省
淘汰落後產能的重要手段，以深化資源環境價格改革為突破
口，充分發揮價格槓桿的導向、調節、保障、服務功能，將
有效促進節能減排和企業發展方式轉變。

近年來，廣東省先後對鋼鐵、水泥等8個高耗能行業實
行差別電價政策，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珠三角地區焦
炭、銅冶煉等11個行業的淘汰類和限制類企業用電價格，形
成了覆蓋19個行業、較為完善的差別電價體系，推動212家
淘汰類鋼鐵企業和424家水泥企業停產或轉產改造，推動淘
汰落後鋼鐵產能1275萬噸、水泥產能5782萬噸。

廣東省還通過實行差別排污費政策，先後對239家燃煤
電廠排放二氧化硫和329家廢水國家重點監控工業企業排放
化學需氧量試點差別收費政策，促進企業自主治污減排。

【本報訊】據中新社二十二日報道：5月19日以
來，中國南方部分地區遭遇4月28日以來第四輪強降
雨襲擊，引發洪澇、風雹、山體滑坡等災害。國家減
災辦發布消息稱，截至5月22日16時，近期南方暴雨
災害造成廣東、廣西、福建3省（自治區）不同程度
受災，10人因災死亡，其中廣東7人，廣西3人。

22日凌晨，特大暴雨開始襲擊廣東珠海市，據珠
海氣象局當日通報，珠海市區多處出現水浸，全市中
小學、幼兒園當天停課。

珠海局地水浸達3米
早上8點10分，與珠海大道相連的濂泉路段因地

勢低窪，被暴雨泡成了一個長近百米、寬約15米的水
塘，水最深處淹到膝蓋位置，有多輛汽車因水浸而熄
火。另據珠海市官方消息，香洲區出現山體滑坡現象

，多台車輛被埋。據珠海電視台報道，該市南洋埔村
水浸達3米，有1200多名村民受困。

【本報記者陳昕龍岩二十二日電】另外，福建省
氣象台於22日上午繼續發布暴雨藍色信號，中南部地
區出現較強降雨，由22日7時到17時，福建共13個縣
市31個鄉鎮的累積雨量超過50毫米。

龍岩市在此次強降雨天氣中受災嚴重，據龍岩市
民政局統計，截至20日22時，龍岩市武平、永定、上
杭等縣共10萬人受災，倒損房屋約2000間，農作物受
災近4000公頃，直接經濟損失2.73億元人民幣。

記者來到受災嚴重的武平縣，看到當地居民已自
發開始清掃洪水過後的街道店舖以及被淹沒的糧田，
災後消毒、清淤、安置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
在受災最嚴重的靈岩村新設立2個安置點，發放棉被
等生活急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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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廣州二十二日電】在
2012年廣東省工資水平調查當中，金融業的平均
工資在眾多行業中脫穎而出，突破10萬元（人民
幣，下同），較最低的農、林、牧、漁業相差四
倍。對此，不少大學生紛紛嘲諷稱入錯行，斥 「
貧富差距」由此產生；也有畢業生笑言與用人單
位簽約時工薪將嚴格按照行業數值，當成 「搵工
指標」。

任職廣東交通銀行的小陳向記者透露，這個
數據不能如實反映整個行業的收入情況，如不同
銀行、崗位甚至同一個崗位不同級別之間薪酬的
差異巨大，很多銀行職工雖身在 「金融業」內，
卻拿着農民工的工資。 「如廣發、招行等應屆畢
業生年薪不低於6萬，工作三年後年薪可突破10
萬；但中行等估計五年後也未必能達到這個水平
。而櫃員和客戶經理這兩個不同崗位，薪酬差距
可達數倍甚至數十倍，有的櫃員工作十年仍拿着
5千多月薪，除升職外沒有其他提高工資的途徑
。」

薪酬差距大「貧富懸殊」
行業內有差距，不同行業間的差別則更嚴重

。其中金融業與平均工資墊底的農、林、牧、漁
業相比，差距高達近四倍，引發不少大學生直斥
「貧富懸殊」。華南農業大學農學院學生小劉自

嘲道： 「男怕入錯行，真後悔當年不聽父母勸解
，沒有報選人力資源或者金融等 『高富帥』專業
，反而選擇了全省收入最低的 『農民』專業。」
他感嘆道，雖說差距有所縮小，但工資基數相差

不斷擴大。短期收益可見的行業越來越有錢，而農業等收效
不明顯的職工工資增長緩慢，內地巨大的貧富差距由
此產生。

亦有不少學生說，省統計局發布的不是平均工資調查，
而是畢業生就業基本工資 「引導指標」。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畢業生周同學笑稱： 「以前搵工老是擔心自己提出的工資數
值太高，或對方給的工資過低。現在有了這份調查數據就可
以理直氣壯跟老闆提意見，避免上當受騙。」

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相比在粵企業就業人員在
去年的年平均工資以股份有限公司逾7萬元居首，其
次為國有企業近6萬元，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
員去年年均工資僅為3.91萬元，僅比集體企業的3.09
萬元略高，幾乎墊底。

疑勞動密集產業拉低水平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會長張川煌對該統計數據

表示質疑， 「據我了解，在粵大部分港企的普工月薪
都有近4000元，若是技工的話，沒有1萬元根本請不
到。」而東莞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黃日榮亦
告訴本報，一般內地港企的工資水平都在3500元以上
， 「但港企在內地主要從事加工貿易等勞動密集型產
業，擁有的工人數量眾多，對勞動力依賴較大，因此
部分下層工薪較低的加工企業，把整體的平均工資水
平拉低也不出奇」。

薪酬低，難吸引人才留駐，也讓不少港企的競爭
力削弱。 「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薪酬壓力，以及 『缺
工荒』，較多港企近年陸續使用機械臂等自動化設施
。」黃日榮表示，雖然自動化前期投入較高，但與人
手緊缺和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相比依舊有賺頭， 「也
有不少港企為逃避這些壓力，開始往貴州等中西部地
區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

轉型不樂觀 外遷東南亞
對於在粵港企就業人員年均工資接近墊底，中山

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認為，這與近年
港企轉型升級情況不樂觀有關： 「珠三角地區港企多
為加工企業，因為轉型升級不積極，導致只能依靠外
銷這一途徑維持生存。在近年原料價格不斷飆升、國
際訂單不穩定的雙重壓力下，利潤空間已嚴重壓縮，
也導致工資能提升的空間相當有限。」

「利潤縮水，港企只能外遷，但根據調查，大部
分港商寧願選擇東南亞等地，而非珠三角之外地區。
」林江指出，雖然之前廣東省政府 「雙轉移」政策，
鼓勵企業外遷至粵西北等欠發達地區，但反響一般。
而港企在搬遷過後，雖然勞動力成本下降，而物流成
本則大幅攀升，此消彼長之下與珠三角等地成本並無
區別。

林江說，東南亞在勞動力成本和政策國際化均有
優勢， 「很多港商雖然能玩得轉國際規則，但未必能
玩得轉內地酒席文化，這也是港企 『東南飛』的重要
原因。」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今年1到4月份，相比
廣東民間投資逾2700億元，增長29.3%，佔全部投資
比重達55%，港澳台商投資增速則持續放緩，投資額
不足430億元，增幅同比下降1.1%。

【本報訊】據新華社二十二日消息：21日下午，廣東省
茂名市茂港區羊角鎮柏屋村發生一起持刀傷人案件，6名小
學生和1名婦女被砍傷。22日凌晨1時51分，犯罪嫌疑人廖×
旺被抓獲。

據茂港區委辦有關負責人介紹，案件發生後，茂名、茂
港兩級公安機關趕赴現場展開調查，並在當地群眾的配合下
鎖定犯罪嫌疑人廖×旺（男，32歲，茂港區羊角鎮柏屋村人
）。隨後，茂名市公安局再增派30名特警，2條警犬到場加
入搜捕。現場搜捕力量達到360多人次。19時55分，公安機
關向轄區發出協查通報，並向社會懸賞捉拿犯罪嫌疑人。

至22日凌晨1時51分，廖×旺在羊角鎮柏屋村委會一鄉
道的樹林內被發現並抓獲，當場繳獲疑似作案用的菜
刀一把。

【本報訊】據中新社二十二日消
息：廣東省環保廳22日對外披露，今
年廣東將繼續對深莞惠界河的淡水河
、石馬河（以下簡稱 「兩河」）和茅
洲河實施流域限批，同時將茅洲河污
染綜合整治列入廣東今年10個省級掛
牌督辦重點環境問題。

所謂流域限批，是近年新推出的
環保措施之一，即對某個河流流域限
制新的污染企業數量，直到它們的違
規項目徹底整改為止。掛牌督辦指的
是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門通過社會公示
等辦法，督促限期完成對重點案件的
查處和整改任務。

「兩河」與茅洲河流域分別跨越
了深圳、東莞、惠州多個地區。目前
兩河流域內有重污染企業約400家，
配套管網也有待完善，環境違法行為
較為突出。而流經深莞兩市的茅洲河
流域城鎮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及配套管
網建設滯後，重污染企業和非法養殖
業衆多，面源和畜禽養殖業污染嚴重
，河水黑臭，水質長期劣於Ⅴ類。

關停重金屬排放企業
據廣東省環保廳表示，兩河整治

雖然實現了淡水河 「五年基本好轉」
、石馬河 「近期有所突破」的階段性
目標，但離2015年目標仍有十分大的
差距。

該廳強調，今年將繼續對 「兩河
」實施流域限批，將關閉20%以上的
重污染企業，優先關停有重金屬排放
的電鍍、線路板等重污染企業，並全
部轉移或關閉流域內的規模化畜禽養
殖場。而茅洲河也被列入廣東今年10
個省級掛牌督辦重點環境問題。

據透露，深莞惠三地接下來將會
以環保一體化為平台，建立健全聯合
治污機制，同步推進河流整治工作，

並建立相關部門合力治污機制，以形成有效合力促進整治工
作的開展。

廣東省副省長許瑞生強調，深莞兩市要確保2014年底前
污水日處理能力達到或超過生活污水產生量，到2015年，流
域內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達到95%以上，污染物排放總量比
2012年削減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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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又襲南方致10死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二日電】在廣東產業
升級加緊推進的今天，院士專家企業工作站成為一大
亮點。廣東省科協副主席吳煥泉今天表示，目前，企

業共引進院士、專家逾700人，幫助企業解決技術難
題680多項，新增發明專利1200多件，提升了企業核
心競爭力。

吳煥泉認為，當前，伴隨着內地經濟結構調整的
加快，但對大多數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而言，企
業科技需求多元化與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
顯。創建 「院士專家企業工作站」，促進創新要素向
企業聚集頗為迫切。

「科協有眾多專家資源，建立院士專家企業工作
站，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創新充當 『紅娘』，為企
業與院士專家聯 『姻』牽線搭橋，促成他們合作。」
廣東省科協科普部部長黃善輝表示。位於南海的志高
空調公司便是一個實例，當時志高的空調製冷遇到技
術難題，經省科協通過牽線，引進了製冷權威專家的
周遠院士團隊，攻克了多元混合節能製冷等尖端技術
，企業年銷售額由此突破了百億大關。

優勢互補港企受惠
院士專家企業工作站，提升了企業核心競爭力。

受惠企業以中小企業居多，佔逾八成，其中不乏港企

。由香港和記黃埔集團與廣州白雲山中藥廠合資的廣
州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有限公司，依託劉昌孝、鍾南
山等院士專家團隊，組建了廣東省中藥固體製劑工程
技術研究開發中心，設立了南藥資源綜合開發國際合
作重點研究室，建立了完善的企業科技創新體系，促
進創新發展。

吳煥泉表示，據統計，近幾年建站企業共引進國
內兩院院士、國外院士67名、專家650名。目前，全
省共建有院士專家工作站64家，覆蓋了廣州、深圳、
佛山、珠海、東莞、惠州、江門、陽江、肇慶、韶關
等12個地級以上市的高新企業、產業集群區、技術孵
化基地、高新技術開發區。

2012年建站企業實現產值7500多億元，約佔全省
GDP總量的12%。近年來依託院士專家工作站，幫助
企業解決技術難題680多項，新增發明專利1200多件
，企業的創新能力顯著提升。

廣東省科技工作者服務中心科技創業服務部部長
李國亮表示， 「院士專家工作站助企業創新，頗受企
業歡迎。今年申請建工作站的企業有22家，比去年增
近一倍」。

粵推差別電價促企業減排

茂名砍傷6學生疑兇落網

▲22日清早，福建漳州境內普降大雨，漳浦縣一
名4歲小男孩玩耍時不幸掉入1.2米寬的水渠。事
故發生後，當地官民不停搜索7小時，雖然找到小
男孩，但已無生命跡象 中新網

▲港澳台資企業年均工資不足4萬元人民幣，在廣東各類型企業中幾乎包尾。圖為勞動密集型港企車間
現場 本報記者方俊明攝

2012年廣東省
就業人員年均工資

登記註冊類型
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
外商投資
聯營
有限責任公司
其他內資
股份合作
港澳台商投資
集體

年均工資
￥70491
￥59423
￥50154
￥48046
￥45754
￥45571
￥39230
￥39100
￥30947

▲目前的石馬河污染嚴重 網絡圖片

▲廣東省科協為院士專家企業工作站授牌
本報記者袁秀賢攝

【本報訊】據新華社深圳二十二日報道，深圳市龍崗
區橫崗街道辦22日晚通報，日前該區發生的5死1傷的路面塌
陷事故，是因為道路地下排水箱涵年久老化局部被破壞造
成的。

橫崗街道辦通報稱，判斷事故原因為：道路坍塌地段
多年前為河溝部位，道路地下分布有排水箱涵，由於箱涵
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興建，建設標準低，年久老化，地下
箱涵局部破壞造成土體坍塌，被箱涵內水流沖蝕帶走，從
而在箱涵破裂處上部土層中形成空洞，最終發生突然坍塌
，地面形成坍塌坑。

20日21時，深圳市龍崗區橫崗街道一處路面塌陷，經核
實共6人墜入坑中，其中1人受傷，5人遇難。5名遇難者均為
男性，年齡在24歲至41歲。

深圳地陷因排水箱涵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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