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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香港特区政府15日刊登新闻
公报说，警方于15日凌晨对堵塞龙和道与添华
道交界马路的人士，采取驱散行动，拘捕45
人。14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表示，“占中”
是违背“一国”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
基本法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并引用习近平
上个月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的讲话指
出，不能只讲“两制”，不讲“一国”；只
讲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讲中央对香港的管
治权。

港警出击清除障碍物
据联合网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14日在博

客发文表示，香港警方连续两天在旺角、中
环、铜锣湾及金钟移除部分路障，会根据实际
情况，“继续致力全面恢复正常交通”。

在“占中”行动持续半月后，香港警方
于13日在金钟集会现场外围近中环一带，派员
拆除部分路障。现场示威者大为紧张，在附
近监视警方行动。警方就向在场人士强调不
是清场。另外，在旺角区，警方也进行清除
路障行动。

香港人抱怨“那些孩子拖垮整个社会”
两个星期以来非法占据街头造成极大混

乱和伤害，引发香港民意强烈反弹，开始
对“占中”感到不满。“占中”者已经开始

受到惩罚，香港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泛民政团
的民意支持度在全线下跌。

过去一周，香港街头的抗议者人数显著减
少。学生们没有达成任何目的，他们造成了零售
业和旅游业数十亿损失。退休保险经理人Bobby 
Yim 的话说，“那些占领街道的孩子正拖垮整个
社会。我认为经济和人民的生计比他们所诉求的
更为重要。”

密件曝“占中”幕后黑手收美国1300万
港元 港立法会专设两委员会彻查

10月15日，香港立法会2014至2015年度立法
会会议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是香港发生“占领中
环”非法集会的第18天，在37名建制派议员支持
下，立法会通过成立两个专责委员会调查“占
中”。

中国日报网转载香港大公网消息称，早前
被揭发收取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150万港元“黑
金”捐款的工党主席李卓人，一波未平，又再
被“踢爆”收受来自美国巨额资金搞乱香港，包
括去年的码头工潮，及现已持续逾半月的非法“占
中”行动。流出的秘密材料证实，由李卓人担任
秘书长的职工盟自1994年起，共收取来自美国国
家民主基金会（NED）旗下组织近1300万港元
捐款。此外，由李卓人担任董事之一的国际工会
联盟香港联络处，更胆大妄为，肆意修改帐目，
试图逃避廉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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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就业者将可回乡用公积金贷款买房
住建部、财政部、央行10月9日联合发布

通知，要求各地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异地互
认和转移接续，并推进异地贷款业务；明确
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
上即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公积
金贷款保险等收费项目被取消。
21世纪网总裁等25人被依法批准逮捕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10日以涉嫌敲
诈勒索、强迫交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依法分别对21世纪
网总裁刘冬、副总编周斌，理财周报社发行
人夏日、主编罗光辉，21世纪经济报道社湖南
负责人夏晓柏等25人批准逮捕。
大学教授性扰女学生频发

10月13日，厦门大学女生通过东方卫视揭
发厦大一名博导诱奸女学生。受害女生称此

吴姓博导曾诱奸三名女学生，并公布该博导
的床照和其发给女学生的短信。而早在今年
7月10日，厦门大学学生“青春大篷车”就发
布微博，直指博导吴春明诱奸、性骚扰女学
生。三个月过去，厦大未公布事件的调查进
展。当事女生称，“向学院反映之后，学院
牺牲学生的利益去保全吴，而这种默认的态
度导致吴春明有恃无恐……”

就在此事发生的两天前，10月10日有网
民发布照片，指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王某某
在吃饭时“性骚扰”两名年轻女性。 
Costco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店 打开中国市场

美国第二大零售商Costco与阿里巴巴集团
旗下天猫国际14日宣布开启战略合作。Costco
将在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从食品和保健品
等优势品类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未来Costco还
将推进更多在中国区线上零售的品牌，以丰
富天猫国际品牌旗舰店的品牌、品类以及商
品数量。
中国中医推荐片仔癀治埃博拉 欲捐西非遭拒

《闽南日报》10月13日报道，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近日组织专家对中医药防治埃博拉
出血热进行了专题研讨，并制定了《中医药
治疗埃博拉出血热专家指导意见》，供临床
参考，其中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片仔癀被
国家有关部门专家组列为治疗埃博拉出血热
首推的中成药。

《广州日报》10月14日的报道援引片仔
癀公司学术推广组负责人称，公司本来准备
捐赠一批药品给西非疫区的，结果多方协
调，却被婉拒，因为中成药的作用在国际上
不是很认可，而且片仔癀内含有濒危动植物
药材。
数十名在任官员卷入副国级”老虎”苏荣案

自今年6月14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
布消息称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以来，江西官场持续震
荡，至今仍无平息迹象。

这三个多月里，江西多名厅级干部落
马，涉及该省多个重要职位，其中包括省发

“占中”拖垮香港？

香港《文汇报》10日报道，“占中”持续到第十三天，少数示威者公然在道路上吃火锅、打乒乓球、
耍杂技等，霸路占道，严重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有市民怒斥其为“绑匪”。图为“占中”示威者在旺
角“占领区”当街打麻将。                                                                        （来源：《文汇报》）

改委主任李安泽、新余市委书记陈卫民。
红十字会被指卖血获利数十亿元 回应称严重
失实

近日，有微博称红会靠卖血1年获利39亿
元。红会回应称，该说法严重失实。中国红十
字会只参与无偿献血的宣传、动员和表彰工
作，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血液的采集、化
验、保存和使用等工作均不由红十字会负责。
中国留学生因称赞朝鲜被韩国政府强制驱逐

据韩国《朝鲜日报》10月7日报道，韩国
法务部5日宣布，现年24岁的中国留学生宋某
（依被访者要求做匿名处理），在今年8月底
因为在网上称赞朝鲜并贬低韩国政府而被强制
驱逐，并被禁止再进入韩国，这也是韩国首次
有外国留学生因为“利敌活动嫌疑”而被强制
驱逐。来自中国广
东省的留学生宋某
于2012年12月以语
言研究名义来到韩
国，在首尔某私立
大学的语言学院接
受韩语教育。
十余城管围殴花店
夫妇

近日，一段题
为 “ 鄱 阳 城 管 暴
力 执 法 围 攻 殴 打
妇女”的视频在网
上流传，引发网友
热议。视频内容显
示，因花店的花摆
在门口，导致正在
搞整治活动的城管
与该花店夫妇发生
冲突，随后数十名
城管围殴这对夫妇。
央视叫停非转基因广告词

10月9日，央视广告
经营管理中心对外发布了
《关于“非转基因产品”

广告的审查要求通知》，根据通知内容，对于
未商业化种植的作物品种，将禁止使用非转基
因广告词；而已有商业化种植的作物品种，禁
止使用更健康、更安全等误导性的词语。
7教授套取国家科技专项资金2500多万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0日通报称，承担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有关课题
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等
被依法批捕。通报说，审计署2012年审计发现
5所大学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资金2500多万元的问题。
青海大型吊车冲入街道连撞20车 致9人死亡

10月13日，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一辆大型
吊车刹车失灵冲进街道连撞20车，造成多人死
亡。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知 中 国

10月13日上午，山西5.2亿元巨奖得主现身领奖，领奖时身着“熊二”
装扮的服装出现。该奖是中国彩票史上第三大奖。该得主在介绍完自己的
买彩票经历后，承诺向慈善事业捐款1200万元，其中200万元定向捐赠云南
省普洱市景谷地震灾区。（来源：中新网）

自10月7日今秋首个雾霾黄色预警发布后，接
连几日北京、天津大部等出现中重度霾，部分地区
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甚至不足200米。至
11日，全中国共有23个城市空气为重度污染及严重
污染。网友纷纷上传雾霭笼罩中的各种“奇观”，
甚至有网友调坎称此为“京华烟云”。

（图为10月10日，游客一家人戴口罩在雾霾中
游览天安门广场。季露/CFP）

南水北调第一阶段
水到天津时已无法利用

据路透社报道，近日，北京水龙头流出的自来水或许来自1,400多公里远的南方。中国
为实现南水北调兴建了一连串运河和输水管线，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资源调配工程。 

这项耗资620亿美元的项目旨在向干旱且污染严重的北方供水。中国北方有大约3亿多
居民和无数的耗水型企业。 

对于依靠中国提供服装、食物、电子产品和诸多其他产品的全球企业而言，该政策的
正确性至关重要。 

中国北方部分省份的人均淡水量甚至比中东干旱的沙漠国家还要少。中国的所有产业
中，制衣和电子产品制造等高耗水型行业占水资源消耗的四分之一，而智库2030水资源组
织（2030 Water Resources Group）预计这一比例会在2030年之前上升至三分之一。 

咨询公司 Atkins Global 的中国水问题专家 Simon Spooner 表示：“毫无疑问，没有更多
水供应，那些位于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城市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中 国 政 府 或 许 只 能 通 过 牺 牲 农 业 来 保 证 工 业 用 水 ， 而 牺 牲 农 业 会 带 来 严 重 后
果。Spooner表示，通过南水北调，中国政府可以避免作出这种选择。 

中国南水北调的第一阶段将水资源引向以重工业为主的东北，但这些水在抵达天津时
就已经基本上无法利用了，因为调水沿线会经过污染区，水中携带了大量污染物和沉积
物。 

这加深了人们对现阶段通过另一条相对没那么多污染的路线，向北京及周边地区调水
项目的忧虑。 

有专家担心，该项目的大量取水或许会破坏长江这一中国最重要的水系。 
与此同时，向北方大量调水会损及水资源调出地区的发展。 
中央政府高官也表达了类似忧虑。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今年2月曾表示，调水不是长久之计，还需依靠海水淡化和雨

水收集来解决问题。 
一些批评人士表示，南水北调再度突显中国政府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大体

上可以通过改善政策来得到解决。 
中欧环境治理项目专家Richard Hardiman对路透表示：“将被调出的水量大体与水资源

缺口相当，所以会解决一些问题。” 
“但最根本的结论在于，中国亟需更好的水资源管理。”
                                                                                             （来源：凤凰财经）

中国未来或现50座“鬼城”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3日报道，湖北《投资时报》12日发布“中国大陆城市

‘鬼城’指数排行榜（2014）”。据榜单负责人称，“鬼城”、“空城”的判定标准即城
区人口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均低于0.5或稍微高于0.5。按照这一指标体系，中国未来可能会
出现近50座“鬼城”。这个标准的理论依据来自中国住建部的占用地标准，即每一平方公
里建成区容纳一万人口。

举例说，一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为100平方公里，按照占用地标准，这个城市容纳的城
区人口应该为100万人，而如果目前该城区仅有50万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又不强，短时
间内难以达到100万人的容纳量，就很可能沦为“鬼城”、“空城”。

报道称，面对可能出现的大量“鬼城”、“空城”，中国有关部门开始控“鬼”。国
土资源部近期下发了《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
董祚继向媒体表示，目前城市新区扩张问题比较严重，“今后我们将严控城市新区用地，
能不批就不批”。

报道称，“鬼城”的出现，与中国城市过去5年来的扩城大跃进有关。国土资源部201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中国391个城市的新区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为197平方米，已建成
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达到161平方米，远远超过人均100平方米的国家标准。

但是地方政府依然难遏规划新城新区的冲动。今年4月21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部分城市新城总面积已达建成区的七八倍，“空城”、“睡
城”和“死城”等现象频现。

国家发改委也在2013年调查了12个省区的156个地级市和161个县级市。结果发
现，90%以上的地级市正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12个省会城市一共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
区，有一个城市甚至要新建13个新城区。                              （来源：参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