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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
第2014044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深圳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一 2 0 1150829元
二 12 0 27400元
三 341 10 19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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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开奖号码：第2014100期 170
深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4年4月18日

中国福利彩票“深圳风采”
第2014029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一 0 0元
二 0 0元
三 1 6279元

●福中福号码05 09 14 16 17 22 2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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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区报记者 綦伟 通讯员 邢丙银

走在深圳大街，满眼都是亮丽的玻璃
幕墙。殊不知，这些高层建筑上好看明亮的
玻璃，就是头上的悬剑，随时可能掉落伤害
无辜。

2013年 10月，两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疑因玻璃幕墙安全隐患，从高空坠落身亡。而
在此之前，深圳进行过一次玻璃幕墙安全排
查工作。

2012年 7月，深圳按照相关法律对玻璃
幕墙进行“体检”。知情人说，90%的责任人实
际上没有做这项工作。即便是自查的，也没有
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安全性鉴定。

两年发生10多起伤人事故
玻璃幕墙具有自重轻、工期短、外观时尚

的特点，是建筑商眼中的宠儿。自 1984年深
圳和上海出现国内第一批玻璃幕墙建筑以
来，30年内被广泛运用到全国各地建筑中。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出现
玻璃幕墙自爆或脱落的现象时常见诸报端。
据记者对媒体近两年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仅
深圳就发生十多起幕墙玻璃脱落致人受伤。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所研究员黄小
坤说，导致玻璃幕墙安全隐患的主要原因是
其材料构成，一般 10年左右就可能发生老化
问题。结构胶和密封胶是玻璃幕墙的重要材

料，由于密封胶性能无法做到永久有效，10
年后老化，进而渗水，使幕墙的硅酮结构胶质
量受到影响，结构构件腐蚀生锈，造成幕墙结
构安全隐患。

业内人士称，使用年限过长的玻璃幕墙，
若不及时检测维修，有可能成为城市上空的
“不定时炸弹”，或者说“头上的悬剑”。

深圳是国内较早使用玻璃幕墙的城市。
以罗湖区为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罗湖已建成超高层玻璃幕墙建筑（≥100
米）30栋以上，使用玻璃幕墙的建筑更是不
计其数，其中使用超过十年的玻璃幕墙建筑
比比皆是。

深圳尚无专业检测机构

对于既有玻璃幕墙如何管理呢？
目前依据的法规是建设部 2006年颁布

的《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安全维护管理办法》以
及广东省建设厅于 2008年颁布实施的《既有
建筑幕墙安全维护管理实施细则》。

其中规定：幕墙工程竣工验收一年后，建
筑幕墙的安全维护责任人应对幕墙进行一次
全面的检查，此后每五年应检查一次；超过设
计使用年限的幕墙应每年检查一次。建筑幕
墙工程自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原则上每十
年进行一次安全性鉴定。

深圳市科成建筑幕墙门窗测试有限公司
蔡贤慈说，“尽管有一定法律依据，但深圳至

今尚未成立由主管部门授权或者行业协会主
导的既有幕墙门窗专业检查检测机构。”作为
中国建筑幕墙设计施工领域的先行者和领头
羊，深圳必须尽快设立既有幕墙门窗安全检
测的专家团队，对我市既有幕墙门窗开展全
面的安全排查工作。

他建议对政府工程的既有玻璃幕墙门窗
进行安全排查，查找存在的建筑安全隐患。如
果发现存在严重隐患，将进一步通过市人大
立法，对全市既有幕墙门窗进行强制定期的
安全性鉴定和维护。

自查似乎难排隐患

深圳最近一次玻璃幕墙安全排查，是
以“自查”为主。2012年 7月 5日，市住建局
曾发文对全市既有玻璃幕墙进行安全排查
工作，要求产权人自查和建立安全维护档
案时间。

排查结果如何呢？
市住建局在回答记者采访的函中称，发

现产权人未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及维护，部分
玻璃幕墙存在密封胶老化、开裂问题；部分玻
璃幕墙存在开启窗松动现象，个别出现玻璃
自爆情况。

那么经过这一轮排查，深圳使用超过十
年的玻璃幕墙的建筑究竟有多少栋呢？对此，
市住建局在回函中并没有给出答复。

知情人说，很多玻璃幕墙仅仅是每半年

或每年清洗一次，而对安全性检测并不在意。

监管缺位导致风险增高

从深圳住建局的回函来看，对全市既有
玻璃幕墙的安全检查，也仅限于业主自查，而
不是一项强制措施。

根据建设部规定，既有玻璃幕墙在保修
期内由施工单位负责，保修期外的由业主负
责。当建筑物为单一业主所有的，该业主为其
建筑幕墙的安全维护责任人；建筑物为多个
业主共同所有的，各业主应共同协商确定一
个安全维护责任人，牵头负责建筑幕墙的安
全检查和维护。

在深圳，高层建筑大多是多个业主共有，
那么检查和维护玻璃幕墙的资金该由谁来出
呢？深圳市住建局称，排查中发现，建筑产权
人为多人的，没有明确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
安全维护负责人。

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谁为玻璃幕墙
的安全负责？的确是难题”。它不像小区有电
梯维护维修基金，电梯坏了的维修和保养费
用，由专项基金来支付。“而既有玻璃幕墙有
多个业主，到最后就会出现大家谁都不管的
局面。”

市住建局称，针对目前既有玻璃幕墙存
在的问题，将借鉴其他城市好的做法，结合本
市建筑玻璃幕墙现状，制定配套管理办法。何
时出台具体管理办法，没有时间表。

玻璃幕墙老化安全隐患增高
深圳尚无专业检测机构，业内称90%产权人未进行安全自查

深圳特区报讯（见习记者 卞德龙）酒
吧约会网友，面对高价酒水单，碍于情面不
得不买单。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可能被骗
了！前日，罗湖警方通报，4月 10日，一个特
大酒托诈骗团伙被端，当场抓获 62名涉案
人员，15名主要嫌疑人悉数归案。警方呼吁
近期曾有类似经历的事主主动与警方联
系，配合案件调查。

最先报案者为在罗湖火车站西广场迪
奥达酒吧受骗的朱先生。今年 2月 15日，朱
先生受女网友邀约，到该酒吧消费，没想到

仅仅点了两杯酒便被要价五六百元。
罗湖公安分局口岸派出所介绍，警方

摸排后初步查明，这是一个 20人左右的诈
骗团伙。一位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利用时
下流行的微信等社交软件，或百合网等交
友网站，假扮女性与陌生人取得联系后，再
由酒托女将事主骗至酒吧，在酒吧服务员
的配合下，抬高餐饮价格，牟取暴利。

就在警方侦查过程中，该团伙将犯罪
地点转移至罗湖区爱国路绯闻酒吧。4月 10
日，罗湖警方展开抓捕行动，从现场 200多

人中甄别出 62名涉案人员。据介绍，本案主
犯是两夫妻，实施家族式经营，短期租赁酒
吧作为基地，所找酒托基本是 20岁左右的
年轻女子。

据了解，该团伙已连续作案两年之久，
目前，已查有实据的涉案金额 10万元。“由
于许多事主被骗后并未选择报警，预计实
际金额远不止这个数目，”办案民警说。警
方表示，希望通过媒体呼吁曾在上述两家
酒吧有过类似经历的事主主动联系警方，
配合案件调查。

罗湖特大酒托诈骗案62人被抓
预计案值逾10万元，警方呼吁事主主动联系配合调查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任琦）记者昨日
从坪山新区纪工委获悉，日前，纪工委对新
区组织人事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何伟
才、服务中心雇员聂晓庆 2人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初步核实，查明 2人涉嫌受贿 350
多万元。

今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开
展全市人才引进政策实施情况的联合执法
检查专项行动中，发现坪山新区组织人事
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审批的 71份积分入

户资料（包括计生证、学历证、纳税证等）
存在造假现象，并有 298份资料丢失。坪山
新区组织人事局提请新区调查处理。新区
党工委决定由坪山新区纪工委组织力量开
展调查。

经核实，2013年，何伟才利用职务便
利，违规将 200多个积分入户指标预留给
张奎建团伙（违规代办积分入户的“黑中
介”），并与聂晓庆一起伙同该团伙伪造资
料入户。作为回报，聂晓庆及张奎建团伙先

后四次向何伟才行贿共计人民币 108万元；
聂晓庆利用职务便利，协助张奎建团伙伪
造积分入户资料，共办理了 300多份虚假
积分入户申请，并将伪造的 298份虚假申请
入户材料藏匿以逃避市人社局检查。作为
回报，张奎建团伙送给聂晓庆人民币250万
元（其中 150万元用于购买房产一套）。

何伟才、聂晓庆 2人的行为已构成严重
违纪违法，并已涉嫌犯罪，坪山新区纪工委
已将2人移交龙岗区检察院，追究刑事责任。

伪造积分入户资料被移送检方
坪山两工作人员涉受贿350多万，违规为黑中介预留200多个指标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沈勇）鲜艳的红
色、算盘屏风、象棋饰品⋯⋯4月 18日，麦当
劳全球首家以“中国元素”主打的餐厅在广
州市天河区开业。至今年 4月底，麦当劳在中
国内地的餐厅总数将达 2000家。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启
山介绍，2013年麦当劳在中国创下新开店
275家的纪录，中国大陆地区成为麦当劳在全
球增长最快的市场。据悉，麦当劳未来业务扩
张将专注于特许经营。麦当劳 2008 年首次
在中国开展特许经营业务时只有三位被特许
人，至 2013 年底，这一数目已增至 46位。麦
当劳将把特许经营的比例从 2013年的 12%
提升到 2015年的 20%到 25%。

麦当劳开首家
中国元素餐厅

月底内地餐厅总数将达2000家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徐兴东 林清容 通讯员 马丹
妮 尹萧 张铖 文/图）记者从南航深圳分公司获悉，受广
交会和香港复活节放假的影响，深圳民航出现客流小高
峰，国内航线始发客座率达到90%以上。

4月 16日起，深圳始发国内航空市场客源明显回升，
17-18日南航深圳国内始发客座率达 90%以上，香港人
短途出游的热门线路如深圳至华东、云南、海南片区及桂
林航线亦销售火爆。

昨日是复活节香港公众假期首日，大批港澳居民和
外国旅客选择从我市各口岸通关前往内地旅游、探亲，各
口岸一度爆棚。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至 15时整，从深圳
各口岸出入境的旅客人数已达 46.3万人次，预计全天将
突破 80万人次。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吴德群 通讯
员 陈多）深圳海关昨日透露，该关目前正式
启动车辆管理业务改革，优化办事流程，此
举惠及粤港跨境客货运输企业4700多家。

深圳海关此次车辆管理业务流程再
造改革具体包括：一是提高办事效率，减
少业务办理环节，理顺电子车牌和司机
识别卡的制卡装卡程序，减少业务现场

排队和等待时间；二是优化办事流程，推
行营运车和公、私用车分类叫号，分窗专
办，以及对占约一半业务量的“年审”业
务实行专窗专办，确保当日出单等；三是
简化办事手续，减少递交单证种类，取消
部分业务验核资料原件的要求，简化司
机本填写要求。

此外，改革还将对车辆管理业务排队

叫号系统进行优化，建立车辆管理业务信
息查询网站，优化办事服务大厅环境，为办
事人员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环境。
该关预计，所有改革项目将于5月完成。

深圳海关车管业务改革将惠及来往粤
港运输企业 2800多家，境内转关运输企业
1900多家，粤港跨境运输工具53000多辆，
跨境运输工具驾驶员近12万名。

深圳海关改革车辆管理业务流程
惠及跨境客货运输企业4700多家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方胜 通讯员 卿乐）近日，深
圳市气象服务中心一行再赴南疆明珠喀什，顺利完成了
对喀什地区气象局气象影视节目制作设备和系统的安装
调试以及气象影视人员节目制作业务流程的专项培训。

据前期调研，深圳市气象局了解到喀什地区气象局
急需开播有主持人气象影视服务节目，但苦于既缺技术
又缺设备。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市气象局将此列入
2014年深圳援助喀什气象业务的重要内容。

我市援建喀什气象
影视节目制作系统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张尉心 通讯员
庄秉柯）记者昨日从龙岗区获悉，由区政府重
点培育的中海信科技企业孵化器，日前成功
通过 2013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
审核及答辩，成为龙岗区继留学生创业园之
后第二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填补了全
市民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空白。

据了解，该孵化器位于布吉街道中海信
科技园内，总建筑面积 4.11万平方米，在孵企
业使用场地 3.58万平方米，占总孵化场地面
积 86.58%。孵化器定位为综合型科技企业孵
化载体，主要引入和孵化电子信息、互联网、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医药器械等战略
新兴产业领域的高科技企业。

中海信孵化器
获国家级认定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王慧琼）昨晚，由南山区委宣
传部（文体局）和 A8音乐集团共同举办的“SING星索
——原创中国流行音乐网络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总
决赛在海德广场经过最后一轮角逐，评选出一、二、三等
奖和最具人气奖、最具潜力奖各一名。

首届大赛于去年5月在深圳文博会上启动，其前身为
“A8原创中国音乐大赛”，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
广的网络歌曲比赛。据主办方介绍，大赛启动至今，共有
5365名音乐爱好者报名参赛，收到原创音乐作品13900多
份，大赛活动页面总访问量达到1083789次，参与之踊跃，
覆盖之宽广，创历届比赛之最。

原创流行音乐
网络大赛揭晓

在华强北片区的振
中路、振华路、振兴路，
电动自行车、动力三轮
车不但跟斑马线上的行
人抢道，更有甚者，许多
电动车大摇大摆闯入机
动车道行驶，甚至在机
动车道上逆行。

在各个红绿灯路
口，尽管有交通协管员
在维护交通秩序，但对
速度较快的电动自行
车、动力三轮车无能为
力。

深圳特区报记者
齐洁爽 摄

华强北片区电动车 道

深圳特区报讯（见习记者 罗莉琼 通讯
员 邓雪玲）记者昨日从市福彩中心获悉，该
中心举办的“福彩便民，爱心借伞”活动正式
启动，在全市 450个福彩投注站设立便民借
伞点，向市民免费提供借伞服务。

据悉，本次活动福彩中心首批投放 4500
把爱心雨伞，每个投注站放置10把。市民到挂
牌“福彩便民，爱心借伞”投注站，留下自己姓
名及联系方式，便可免费借用福彩爱心雨伞。

福彩投注站
可免费借伞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易东）昨日上午，我市召开全
市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暨创建无传销城市工作动员部
署会。会议提出，将打击传销工作重点从单纯的“打”、简
单的驱散，向全方位预防转变。今年年底前我市 60%的区
将创建为无传销区，为 2016我市实现创建为无传销城市
打下坚实基础。

据介绍，2013年 7月至今，我市共捣毁传销窝点 57
个，教育遣散传销人员 838人，解救受骗群众 7人，共查处
传销案件 29宗，涉案金额约 28亿元人民币。

我市力争3年内
建成无传销城市

去年7月至今共捣毁传销窝点57个

复活节港客北上
口岸民航现高峰

入境旅客涌入福田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