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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申请在机场外开设环球免税店
市发改委：
此建议能否被批
“ 还存在很多未知”

本报讯 记者 梁峰 内地居民在境外
的消费不断升温，如何将这些消费留在境
内以增进内需？近日，有消息称，上海已向
国家发改委建议在机场以外开设环球免
税店
（ ＤＦＳ）。对此，在昨天下午的市府新
闻发布会上，市发改委副主任周亚就相关
的问题作出回应。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国家发改委最
近组织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
会上，
上海方面已向国家发改委建议，争取
参照国际惯例，
在上海等国际大都市率先试
点在机场之外开设ＤＦＳ。
在昨天举行的发布
会上，
市发改委副主任周亚就相关问题回应
媒体称，
“ 现在恐怕还只是一个想法。
”
周亚表示，
“ 现阶段我出境人员很多，
每年很多人出国，都会带来大量的进口商
品。与其这样，不如我们自己正面引导这

一部分的消费。” 而就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来看，无论是靠
“ 投资拉动”还是
“ 出口拉
动”，都不如靠增进内需来拉动消费，这也
正是上海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递交申请
的初衷。
周亚表示，目前而言，此建议能否被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还存在许多未知”，
难以预见。但上海的环球免税店一定与海
口的
“ 机场离岛免税店”是不一样的。
“ 海
南的保税是针对海南作为一个特殊岛屿
进行规划的。而机场里面的免税消费一般
都是在乘客即将离开空港时购买的，可以
说是一个很有限度的消费群体。” 周亚表
示，免税店建立在机场外这一情况同建立
在机场里也有所不同，
“ 因为环球免税店
针对的消费群体将不再是乘客，而是更宽
泛的大众。”

》发布厅

2012台北上海城市论坛举行
本报台北专电 昨天上午，以
“ 创新发
展·双城共荣” 为主题的２０１２台北上海城
市论坛在台北晶华酒店举行。受上海市市
长韩正委托，副市长姜平出席论坛并发表
主旨演讲。
论坛结束后，
沪台两市签署了四
项合作备忘录。
论坛结束后，上海与台北签署了四项

合作备忘录，
包括：
上海和台北市体育交流
合作备忘录，
上海和台北市老人照护交流合
作备忘录，
上海市黄浦区和台北市信义区交
流合作备忘录，
上海市徐汇区与台北市北投
区交流合作备忘录。
据介绍，
三年来，
两市已
签署了十一项合作协议，
在多个领域不断加
大合作力度，
推动两市的交流发展。

如果弄虚作假

或被取消5年内申请保障性住房资格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在申请经适房
的过程中，如果弄虚作假，小心被取消５年
内申请本市各类保障性住房的资格。市房
管局、民政局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加
强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 经适房）申请
审核工作，严肃查处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
请审核中的隐瞒虚报行为。
根据规定，对发生隐瞒虚报行为的申
请对象，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根据不同情
况，采取以下处理措施：予以训诫，责令限
期改正；终止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审
核；在适当范围内公开通报其隐瞒虚报行
为；取消其５年内申请本市各类保障性住
房的资格；记录不良信用信息，并按规定
纳入上海市社会信用联合征信系统，供有

关社会主体依法查询使用；情节严重的，
通过司法途径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涉嫌犯
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记者获悉，对为申请对象出具虚假证
明材料的个人或者单位，住房保障机构也
将作出处理，如：记录个人或者单位的不
良信用记录，并按照规定纳入上海市社
会信用联合征信系统，供有关社会主体
依法查询使用；在适当范围公开通报出
具虚假证明材料的个人或者单位，建议
税务、工商、公安等部门及时检查涉案单
位的人事、工资、财务管理等情况，按规
定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通过司法途径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本市明年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 首批约２００家企业参加

试点企业初始碳排放配额免费分配
碳交易的深远意义是以市场机制推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市政府昨天召
开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启动大会， 动节能减排，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全面部署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会议披 “ 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给上海的节能目
标是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１８％、单位ＧＤＰ碳
露，本市明年将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首
排放下降１９％，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批约２００家企业参加。届时，本市将对试点
节能减排压力大。
企业的初始碳排放配额免费分配，但随着
试点工作推进，
“ 免费午餐”将越来越少，
６００余家企业
同时，上海正研究并将适时推行拍卖等有
将试点实行碳排放报告制度
偿分配方式。
根据总体安排，本市参加试点的单位
公司碳排放超过配额
为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电力、建材、纺
超过部分需花钱到市场去买
织、
造纸、
橡胶、
化纤等工业行业中，年二氧
简单来说，碳排放交易就是
“ 别人掏
化碳排放量两万吨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
钱，你来减排”，其过程是政府对一家公司
业；以及航空、港口、机场、铁路、商业、宾
馆、
金融等非工业行业中，
年二氧化碳排放
发放一个碳排放指标或配额，限制其每年
量一万吨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对于上
只能排放多少吨二氧化碳。如果某公司节
述范围之外的以及试点期间新增的年二氧
能减排，这个指标没用完，剩余的部分可
化碳排放量达到一万吨及以上的其他单
以拿到碳交易市场上卖；相反，如果某公
位，
试点期间实行碳排放报告制度。
司碳排放超过配额，超过的部分，则要花
全市参加试点的企业为２００家左右，
钱到市场去买。
报告企业６００余家。本市交易标的主要是
目前，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陆续开
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此外，部分经国家或
展了碳排放交易，印度、韩国和墨西哥等
本市核证的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发展中国家正在筹备开展碳交易计划。至
可作为补充，纳入交易体系。本市将对试
２０１１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市值已达到１７６０
点企业的初始碳排放配额免费分配。
亿美元。

上海辐射环境监督站的工作人员从青草沙采集水样。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上半年上海共发生３起较严重船舶污染事故

本市将建应急队伍保护青草沙

青草沙水源地
作为上海主要水源
地，其水质的污染
与否影响着上海
２３００ 万 人 口 的 饮
水安全。然而往来
于长江航道上的运
输船舶，装载着燃
油和危险化学品，
令青草沙水质面临
着隐忧。记者从昨
天召开的上海海事
局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上海海事部门
正在修订完善
《 上
海市饮用水源保护
条例》，并成立一
支上海港专业危险
化学品应急队伍，
重点保护青草沙等
水源地安全。
本报记者 陈轶珺

向漏油船只提出索赔

组建应急队伍保护青草沙

由于青草沙水源是一片极为敏感的
水域，一旦因船舶碰撞等发生漏油或危险
化学品泄漏，都将威胁到２３００万上海市民
的饮水安全。
来自上海海事局副局长晨晓光通报
的材料显示，今年上半年，进出上海港危
险化学品船舶达２５２５４艘次，上海辖区共
发生污染事故３起。其中五六月间，短短一
个多月时间内，长江口就发生了两起油泄
漏事故，几乎危及上海市民的用水安全。
先是５月１８日
“ 通银６”轮在长江上海
段吴淞口７号锚地发生机舱进水，造成约
１０．１８５吨油类入江。
泄漏发生后，
青草沙、
陈
行和宝钢水库取水泵闸被关闭，
停止取水。
一个月后，
６月２５日荷兰籍货船“ 密斯
姆”轮与
“ 竞帆１”轮在南槽航道Ｓ１０附近水
域碰撞，船上重质燃料油１１４吨泄漏入江。
南汇嘴观海公园陆域岸线以北四公里的芦
苇荡内都发现油污，
出动１０００多人清污。
“ 目前，针对
‘ 通银６’轮和
‘ 密斯姆’
轮的索赔工作已经展开了。” 晨晓光副局
长告诉记者，
“ 通银６” 轮面临４００多万元
的索赔额，而
“ 密斯姆”轮的索赔额高达
１０００余万元。其中
“ 密斯姆”轮还扣押在
上海港。与其碰撞的中国
“ 竞帆１”轮也追
究连带责任。双方先就索赔事宜进行调
解，如果协商未果，那么将向海事法院提
起诉讼。

影响青草沙水质的最大隐患就是危
险化学品。
“ 燃油污染长江口水域尚有办
法应对，但危险化学品全溶于水或部分溶
于水，一旦泄漏水中，与水溶合后危险非
常大，办法也很少。派人去抢险，对抢险人
员也将造成人身损害。像这样全溶或半溶
的危险化学品，每年有２７００多吨进出上海
水域。
”
晨晓光告诉记者，目前上海海事部门
已经要求海事空巡飞机、巡逻艇、电子巡
航三位一体，全天２４小时对进出上海和过
境所有危险化学品船只进行监控，航行线
路异常、事故发生都将第一时间处置。经
过上海水域的危险化学品船均由资深引
航员引航，并派巡逻船开道护航，确保危
险化学品船只安全通过上海水域。
”
今年海事部门还将修订完善
《 上海市
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针对辖区船载化
学品危险源，加强对过境危险化学品船舶
运输的监管，制定青草沙水源保护区散装
液态危险化学品船舶动态管控方案。
同时推进上海港专业危险化学品应急
队伍的建设，
加强水上化救应急能力建设，
维护青草沙等重要水源地安全。
“ 本市组建
一支上海港专业危险化学品应急队伍，这
支队伍肯定拥有专业特殊的技能，犹如在
水上的消防队一样，
确保全市水源地安全，
可以出动处置各类化学品污染水体事件。
”

》相关链接

下月举行飞机坠海大型搜救演习

为提升上海水上安全及多方面搜救
能力，交通运输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海
事局和市政府将于９月２６日，首次共同举
办飞机坠海大型搜救演习。
海事部门表示，上海虹桥、浦东机场
最高日起降１７００架次航班。特别是浦东机
场沿海而建，必须具备飞机在近海发生故
障迫降水面的搜救能力。国外多个先进国
家都有此项海上与空中联合救助的专业技
能。为此，海事部门已经在建一架波音７５７
的模拟飞机，届时将在宝山港锚地码头边
水域模拟
“ 坠海”，
进行旅客搜救的演习。
据悉，
大规模的搜救将首次由１７家单位
派出１７艘大型船舶、
６艘小艇、
３架直升机等
配合参与。
演习飞机乘客疏散、固定翼飞机
抛投救生筏、
医疗救助、
海上消防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