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顶级越野车

2012年2月4日 星期六 编辑/苏军华 图编/覃翊 美编/叶海琳 校对/张郁文A12中国新闻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记者3日从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
件处置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事件
发生后，自治区纪委、监察厅迅速会同有
关部门和单位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经
查，河池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相关责任人
在履行职责方面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对
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负有重要责任，已
责令河池市委、市政府向自治区党委、自
治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同时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条例， 决定对河池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文纲等9名责
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新闻发布会通报称， 河池市金城江
区鸿泉立德粉材料厂存在非法生产、非法
经营、违法排污行为，广西金河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冶化厂存在违法排污行为，两家
企业与龙江河污染事件有直接关系。

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

部新闻发言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
巡视员冯振年说， 两家企业分别违反了
《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
关法律。

“鸿泉厂没有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利
用溶洞恶意排放含高浓度镉污染物的废
水，造成龙江河镉污染事故，手段恶劣，
情节严重。”冯振年说。

调查显示，金河冶化厂通过岩溶落水
洞将镉浓度超标的废水排放入龙江河。该
厂排水沟通向厂区内山边的溶洞。由于渣
场未落实“三同时”，部分废渣渗滤液及厂
区面源污水通过该排水沟流入溶洞。

冯振年说，基于两家企业的环境违法
行为， 自治区环保厅已依法进行行政处
罚。目前，污染原因调查组还在进一步对
河池辖区涉重金属生产企业进行排查。

■据新华社

香港严查内地孕妇赴港产子
全港清理“月子公寓”黑点 拟调整明年非本地孕妇限额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全方位
打击“双非”孕妇(即夫妻双方都非香港居
民而来港产子的孕妇)来港产子，民政事
务总署2日在全香港多个黑点大厦，展开
大规模针对性巡查和执法行动，全力扫荡
专门接待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月子公
寓”黑点，打击无牌经营旅馆的活动，并已
将两宗涉嫌提供短期住宿予内地孕妇的
个案，转交警方跟进。

清查 两名内地孕妇被转交警方
民政署辖下牌照事务处在2日的行

动中，巡查了东区、油尖旺区、深水埗区及
荃湾区共43个处所，已掌握初步证据，怀
疑其中3个处所涉嫌提供短期住宿予内
地来港产子的孕妇。行动中发现两名人士
涉嫌违反居留条件，该两宗个案已实时转

交警方跟进。
牌照处总主任余德祥称，今次行动十

分成功，现正全力处理搜获的证据，待确
定有足够证据证明相关处所涉及无牌经
营旅馆，便会立刻采取检控行动。至于其
余个案，牌照处会继续积极跟进。

他强调，这些所谓“月子公寓”无论位
处住宅楼宇或商业大厦，牌照处均绝不手
软，加强取缔无牌旅馆，包括积极在办公
时间和非办公时间如晚上采取“放蛇”行
动，并采取针对性的突击巡查。牌照处并
在旅客和内地孕妇住宿热点，与其它部门
采取大规模跨部门联合突击行动。

为加强搜证，牌照处已增聘具警队工
作经验的人员协助执法工作，希望借着他
们的刑事侦缉技巧及经验，加大巡查和举
证的成功率。 牌照处并会陆续增聘人手，

加强打击力度。

限额 今年“双非”孕妇限3.5万人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

一岳3日表示，考虑到香港医疗服务的压
力， 特区政府把2012年非本地孕妇数字
限于约3.5万人， 并将在未来两个月与香
港医院管理局和私家医院团体讨论是否
就2013年的限额作出调整。

他表示，已要求医管局在2月内提交
相关意见，包括预计2013年孕妇的数字、
是否仍然接收内地孕妇，以及是否需要调
整收费等。

据统计，2010年约有8.8万名婴儿在
香港出生，其中内地孕妇在港所生婴儿约
4.1万名，占全港新生儿的47%。

■综合新华社电

香港一家报纸2月1日出现一则题为“香港人，忍
够了”的大幅广告，表达反内地孕妇赴港的立场，并
暗讽内地人为蝗虫，要求当局阻止内地人“入港”。有
香港市民表示这决不代表大多数港人的看法。

广告以一只绿色的蝗虫， 爬到香港狮子山顶，
睥睨香港维港为背景图，标题是“你愿意香港每18
分钟花$1,000,000养育双非儿童吗？ ”

广告出街后，有香港网民表示支持“反蝗”和修
法的诉求。也有网民指出，制止内地孕妇赴港产子
不是排外。但也有不少内地网民对于广告羞辱内地
人为“蝗虫”表示愤怒，认为香港回归多年，香港人
却依然歧视内地人，太不像话。 ■据新快报

新闻链接

港媒登反内地孕妇广告
暗讽内地人为“蝗虫”

地处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的少林景
区， 因为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未能达到
5A级景区标准，被国家主管部门限期整
改，备受社会关注。

少林景区缘何面临“摘牌”危机？目
前整改情况如何？ 记者实地探访了少林
景区。

被要求限期整改
2011年12月4日， 全国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向少林景区下达“整
改通知”，要求少林景区针对存在的问题
认真研究、加快整改。

据了解，此前，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评定委员会对少林景区建设管理进行
了现场暗访，发现少林景区“管理混乱，
总体印象较差”，其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
未能达到5A级景区标准。

“暗访调查报告”列举了暗访中发现
的问题：少林景区整体旅游氛围不佳，与
禅宗祖庭需要的庄严肃穆和5A级景区
细致服务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在景区内
部，小商贩围追兜售，“僧人”摆地摊现象
共存；主要硬件设施服务需要完善。

已完成350多项整治
河南省郑州市及登封市接到通知后

非常重视，迅速行动，全面开展少林景区
暨全市旅游环境综合整治。

据介绍，整改中，仅拘留各种违法违
规人员就达到63人，还有4名工作人员受

到清退、撤职、降职、诫勉谈话处理，10名
导游被待岗处理。

目前，经过1个多月的整治，景区的
旅游环境已有了较明显的改善。 国家旅
游局暗访组提出的问题，基本整治完成，
比照5A级景区复审验收的400多项指
标，业已完成350多项的比对和整治。

整改与少林寺无关
据了解，嵩山景区管理涉及寺院、港

中旅、景区管委会、地方主管部门等，关
系复杂。目前，少林景区由港中旅（登封）
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2009年12月27日， 由港中旅和登封
嵩山少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成
立的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有媒体称，港中旅
公司来登封两年， 除了公司成立时投入
的那笔钱，没有实质性投入，承诺的“3年
内投资8亿至10亿元”并未兑现。有员工
认为，本次面临“摘牌”危机就是港中旅
“不重视管理，不投入、只赚钱”造成的。

港中旅登封公司总经理钱国平说，
两年来， 公司已经由原来各自为政的行
政式管理，转型为规范的企业化管理，财
务状况明显优化， 两年来收入增加了一
倍。他说，“收入全部投入到景区，我们没
从登封拿走一分钱。 ”

少林寺寺务处工作人员在回应外界
质疑时称，整改事件与少林寺无关。

■据新华社

少林景区责令整改，63人被拘留
被指“管理混乱”，面临5A景区摘牌危机

镉污染“捂”不住，9官员受处
广西两家企业与污染事件有直接关系

目前生产的枭龙汽车基本上是警用和
军用，记者从2日交接车仪式上获悉，“民用
版”枭龙样车已出，离爱车族不再遥远。不
过，购买枭龙也需要有相当经济实力，预计
每辆售价过百万元， 每百公里耗柴油20升
左右。

“民用版”枭龙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
个性化定制，不过，即使标准配置也有很多
“尖板眼”：车上装有夜视仪，晚上开车可以
不用开灯；由于排气管位置高，可以通过1.2
米深的水域；车前部装有绞盘，陷入泥坑等
困境时可以进行“自救”；每个轮胎都有一
个自动充放气系统，可以边跑边充放气，即
使轮胎被扎破，还能坚持跑50公里左右。

目前，枭龙“军用版”受到部队青睐。相
关技术人员介绍，枭龙汽车载重有1吨-5吨
（总重5-12吨）的各类不同车型，可以为部
队各种轻重武器上车和部队指挥、通信、救
护、运兵及后勤保障等车辆提供底盘支撑，
为战场保障和日常维修提供极大方便。目
前，枭龙已经被选为相关车载武器专用车。

在特种车行业， 枭龙货车也有着广阔
市场。 可以根据目标客户的需要进行上部
改装设计和制造， 成为抢险救灾、 采油采
矿、森林防火的优选车型。

据悉， 武汉枭龙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组
建于2006年。目前，该公司已从研发及生产
准 备 期转 入生 产 期 ， 形 成了 年 产 销
1000-3000辆越野车整车、 底盘及主要零
部件或零部件总成的生产能力。 二期工程
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后，将形成年产销1万
-3万辆越野车整车的产能， 届时预计实现
年销售80亿元。

“民用版”枭龙出样车
预计售价过百万元

“汉姆威”（HMMWV） 这个名字
也许人们还很陌生， 但对“悍马”
（HUMMER） 就非常熟悉。 其实，悍
马”只不过是民间称呼，而“汉姆威”
才是它的制式名称。 在美国军队里，
“汉姆威”高机动多用途轮式车，可以
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兵不坐。从
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汉姆威”一
直是美军狂飙突进的“风火轮”。由于
其优异的运行性能，“悍马”被业内外
人士誉为“越野车王”。

悍马

乌尼莫克是梅赛德斯—奔驰轻
型载货车家族中的车型， 其声誉来
自于它的多用途、高负荷和可靠性，
被誉为“沙漠巡洋舰”。该车于1946年
投产， 现已开发出4×4及6×6等多
种车型系列， 最大功率由原来的80
马力增大到现在的280马力。 当初的
小吨位载重量车型已经发展到如今
的1.5吨、3吨、5吨，最大到7吨，总重
量达到了7.5-16吨，其工作温度在零
下45摄氏度与零上50摄氏度之间。新
款车在设计上， 提高了底盘纵梁的
柔性，增大了悬架系统的移动空间，
具有出色的越野性能。

■据长江日报

乌尼莫克

枭龙越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