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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媒认为，因非洲经济下滑，不少非洲人正在离开广州、离开中国。
但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专家认为，广州小北地区的非洲人减少有多方面原因，但并不能断定

在华的非洲商人数量减少——
一些非洲人选择从其他口岸进入中国，再辗转到广州；
小北地区属于广州市的中心城区，该区域租金较高；
有不少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到了湖北、湖南等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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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大陆旅行团严重车祸 追踪

2016年7月25日
星期一

车内检测出汽油类成分反应

台湾桃园地检署24日透露，检警
采集大陆旅行团严重车祸涉事车辆内
部的残留证物送验，发现驾驶舱、下层
行李层被烧毁的保特瓶塑胶容器里，
都有汽油类成分反应。

桃园地检署当日下午召开记者
会，介绍大陆旅行团严重车祸原因调
查的最新进展，地检署襄阅主任检察
官王以文透露上述信息。

王以文说，采集勘验游览车的证
物，在驾驶舱破损的容器内残存液体，
破损塑胶容器一只、车前方门口被烧
熔的地毯，下层行李箱的3个塑胶容
器、驾驶舱燃烧的残留物等，都有汽油
类成分反应。

王以文表示，至于游览车内为何
会有汽油类成分、是否容器内有汽油
反应，所以才会迅速引起庞大火势，汽
油容器的来源，汽油成分与火势的关
联性等问题，都仍待调查。

本月19日，台湾发生重大车辆火
灾事故，造成包括24名大陆旅客在内
的26人死亡。 据新华社

老虎袭击女游客 1死1伤

23日下午，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
园内，两名自驾游女游客在猛兽区下
车后被老虎袭击，造成1死1伤。事发
后，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被责令立
即停业配合调查，进行整顿。记者得
知，目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家属称
当时以为已出园区才自行下车。

“两个女游客下车后，先后被老虎
袭击。”一名知情者称，发生事故的是
一家四口，包括三个大人一个孩子，自
驾车辆行驶至猛兽区的东北虎园内
时，一年轻女子突然下车去拽司机那
边的车门，结果被蹿出来的老虎叼走。

年长的女子看到年轻女子被叼走，
立刻下车营救，被另外一只老虎当场咬
死并拖走。目击者看到年轻男子也下车
参与了营救，但是中途又跑了回去。但
目前这一细节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记者了解到，事情发生后，八达岭
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紧急赶来将老虎
赶走，但是年长女子已经当场死亡，年
轻女子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

“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的猛兽区，
游客可以自驾经过，但是绝对不允许
私自下车。”一名知情人称，公园内每
天都有广播，向游客告知相关事项，没
想到还是有游客不听劝告。

据延庆区委宣传部门通报，23日
15时许，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东北
虎园内发生一起老虎伤人事件，造成1
死1伤。据初步调查，事故发生在当事
游客自驾车游览过程中，游客私自下
车受到老虎攻击。

记者从区委宣传部获悉，八达岭野
生动物园有多项基本的安全防护措施，
比如自驾游入园时，景区与车主签订车
辆损坏安全协议；要求每位游客购买人
身安全保险；园区内设有广播，提示游
客不得私自下车，注意人身安全等。

此外，猛兽区内设有标示牌，提示
游客“动物散养，内有猛兽，严禁开窗，
禁止下车”等信息。 （法制晚报）

河北七里河决堤致17人死亡：

洪峰所致，非人为
河北工作组公布邢台洪灾核查结果
四名干部防洪救灾不力被停职检查

记者了解到，7月22日下午，河北省
委省政府工作组抵达邢台后，迅即成立
灾情核查组、技术分析组、综合组三个小
组，迅速研究工作方案，连夜开展工作。

工作组详细查看了7月18日以来灾
情核报和救灾情况的原始记录，到开发
区受灾严重的东汪镇、王快镇现场核查
灾情，指导救灾工作。经核实，七里河决
堤共造成17人死亡，1人失踪。

工作组调阅了有关气象资料，实
地查看了七里河河道、决堤口及上游
东川口水库等，对决口原因进行会商
分析。初步认定，7月19日晚七里河决
堤是由于局地强降雨形成的洪峰所
致，非人为原因造成。工作组对预警通
知、群众疏散等问题正在加紧核查中。

另据了解，河北省委日前研究决
定，为严肃工作纪律，促进工作落实，
对此次防汛抗洪抢险救灾中工作不力
的邢台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段小勇，邢台市经济开发区
东汪镇党委书记张国伟，石家庄市交
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何占魁，
井陉县副县长贾彦廷，作出停职检查
决定，进行调查，分清责任，依法追责。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做好
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工作组表示，
将认真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各有关
方面要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以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实际行
动，告慰在洪水中失去生命的同胞。

据河北省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截
至23日18时，河北洪水受灾人口达904
万，因灾死亡130人、失踪110人，直接
经济损失163.68亿元。

记者从邢台市政府获悉，截至24
日16时，洪涝灾害已造成34人死亡，
13人失踪。目前，邢台市还有43个村，
9200多户村民未恢复供电。据新华社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红色通缉
令”头号嫌犯杨秀珠的案件出现重大转折，正在
美国休斯敦移民监狱的杨秀珠当地时间20日确
认，自动放弃自己在美国的“庇护”申请。其代理
律师柯自明21日透露，如果该案撤销进展顺利，
预计杨秀珠最快能于8月返回国内。

杨秀珠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
局得州休斯敦移民监狱。

柯自明律师表示，20日与杨秀珠最终确认放
弃申请的时候，杨秀珠想要回到中国的意愿尤其
强烈。“她这几天平均每天给我打三四个电话，反
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柯自明律师表示。

杨秀珠的这个决定，被形容为“重大转折”。
其律师表示，主要原因是杨秀珠已经70岁，健康
状况每况愈下，在押监狱无法满足她的医疗需
求，而案件审理却一拖再拖；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她流亡海外十多年，长期与家人分隔两地，

岁数越大越想叶落归根。
柯自明律师表示，在杨秀珠最终确认放弃

后，律师马上就向联邦移民法庭和政府律师递
交了放弃“庇护”申请的相关文件，接下来要等
待移民法庭批准，杨秀珠便可出狱回国。通常移
民法庭需要一至四周的时间处理关案申请，如
果进展顺利，杨秀珠下月即可订机票回到中国。

据山西晚报报道，杨秀珠此举的直接原因是
其昔日“牌友”频频“东窗事发”，其弟杨光荣受贿
案被温州鹿城区检察院死死盯住，案情朝着她不
愿看到的方向发展。之前三份由多名老干部和温
州市部分人大代表签名的检举材料，分别上呈中
纪委和浙江省领导，内容毫不隐讳直入主题，“杨
秀珠的问题关乎民愤，她是温州最大的巨贪”。

目前，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33人归案，出
逃时间最长的达18年。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晚报

位列“红色通缉令”首位。
杨秀珠，1947年生，曾任浙江温州

市长助理、温州市副市长。2003年4月时
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在任
上出逃。2004年，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
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通缉
令显示，杨秀珠涉贪超过2.5亿元。

2016年1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
会上，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
表示，正在跟美国进一步沟通。希望杨
能认清形势，早日归案。

“红通”头号嫌犯杨秀珠 放弃美“庇护”申请

杨秀珠

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非洲商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离开广州？？？？？？？？？？？？？？？？？？？？？？？？？？？？？？？
非洲经济低迷，“巧克力城”门可罗雀
专家分析成因，认为不能推断出“正在离开”

CNN最近的报道说，由于非
洲经济下滑，广州小北地区非洲人
口减少，推断“不少非洲人正在离开
广州、离开中国”。

不过，长期研究非洲人在广州
生活、经商情况的广州大学社会系
副教授王亮，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王
亮认为，小北地区的非洲人减少有
多方面原因，但并不能断定在华的
非洲商人数量减少。

她说，随着广州政府强化对非
洲人管理，“三非”的非洲人就跑掉
了，有一些非洲人选择从其他口岸
进入中国，再辗转到广州；同时，小
北地区属于广州市的中心城区，该
区域租金较高，而像金沙洲、佛山等
地，距离不远，租金却只有小北的一
半甚至三分之一，甚至有不少在广
州的非洲商人，到了湖北、湖南等生
活成本较低的地区发展。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支队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6
月25日，广州市依法登记的常住外
国人口从2013年底的3.8万人左右
上升至5.1万余人，其中非洲人为
5000余人（2014年广州市非洲人常
住人口为4092人），呈逐年增加的
趋势；与此同时，广州市实有非洲人
约1.1万（含5000常住人口与6000
临时居住人口），比2014年11月的
1.6万人，减少了约5000人。

有关部门强调，总体而言，近三
年从广州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始终
保持在250万人次/年，因此对非洲
人是否正在离开广州，目前有关部
门还在多方面研判，下定论为时尚
早。而近十年来的中非贸易数据显
示，中非贸易依然处在上升阶段。

而学者则普遍认为，小北地区
有衰落，但应该没有外媒报道中渲
染的那么厉害。从事服装批发的李
强，仍然选择坚守。菲力也说，即使
回国的同胞，也对再次前往中国充
满向往。他们希望先回国做一点小
生意，以后还有大把机会再到中国，

“我们都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近日，CNN等外媒报道，由于非洲经济下滑，非洲人聚集的广州小北地区有不少非洲人正在离开，并由此判断非洲商人正在
离开广州，离开中国。此报道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广州小北数日，小北地区非洲商人的减少，以及贸易的衰落确是不争的事实。但专家认为，这并不能证明非
洲商人离开广东，甚至离开中国。相关部门也认为，对非洲人是否正在离开广州，还在多方面研判，下定论为时尚早。而近十年来的
中非贸易数据显示，中非贸易依然处在上升阶段。

而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中非商人均表示，他们的收入减少了约一半，但他们仍选择坚守等待非洲经济的复苏，相信中国有
更好的机会。

广州小北，越洋商贸城内往来的客人比以往
减少很多，服装店主李强无精打采地在店内看电
视剧，他已经3天没有接到一单生意了。

商贸城外的广场上，武汉大学尼日利亚籍留
学生芬尼特意留下了一张照片。暑假，他特意从
武汉来到广州，在小北地区寻找自己的同胞、朋
友。芬尼说，在不少非洲人看来，“不到长城非好
汉，不到广州小北不叫到过中国”。

在中国经商非洲人在广州小北地区聚居已
超过10年，外界称之为“广州的巧克力城”。这里
有非洲商人需要的服装、布匹、家居、建材、电器
等，连餐饮、菜市场、美甲美发店、水果店等几乎
所有店铺，都是针对非洲人的习惯开设，甚至很
多广告牌只有英文。有中国人前去购物，一些店
老板都有些吃惊。

“越洋商贸城”并没有太大的规模，但其处于
小北地区非洲人聚居的中心，是非洲商人从事贸
易的首选之地，极具代表意义，很多商品品牌在
中国并没有上市，而是针对非洲市场。

李强的店铺位于商贸城的一楼，曾经花高价
才租来的“黄金旺铺”，主要从事廉价衣物的大宗
批发。由于之前非洲商人多，贸易红火，商场一铺
难求，租金很高，而最近一两年，他认为生意变化
非常大，现在每年的生意不到以前的一半。

在广州经商的非洲人多数持有短期签证，一般
在中国待1到3个月，回国半年后再次来到中国。而
李强的很多生意伙伴，已经快1年都没有见面了。

李强说，商场里很多人都在亏，租金到期后
就走了。由于缴纳了4万元进场费还未到期，李
强只能等着，希望行情转好。

在商场内，随处可见清空的商铺，以及转租
的广告，但少有人问津。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毅 广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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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非洲商人
北上发展”

新闻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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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城”旺铺少了
“之前商场一铺难求，租金很高，而最近……”

■ 小北地区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公布的数据
显示：每天总共有5000～6000非洲人在该街活动。
■ 广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庞波证实，小
北地区以前有散居非洲人约3000人，目前约1000人。

越洋商贸城管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商贸城内的租金一降再降，二
楼商户的租金比最高时降了一半左右，但商户
说挣不了钱，还是承受不了，“现在是我们亏一
半，商户亏一半，我们不降租，客户走了，我们
更无法维持”。

塞拉利昂人卡里法是广州一所大学
MBA 学员，在小北地区居住数年。2014 年底
他就注意到小北的人气已在衰减。“非洲人到
广州来做生意，是因为这里制造的商品很多
是非洲人能够消费得起的。但广州的商品越
来越贵，非洲人消费不起时，非洲的商人要去
寻找别的市场。”

卡里法说，人民币升值中国商品相对变贵
了，未来非洲的经济形势对他是个挑战。不过
非洲大陆正处于大建设时期，非洲依然需要到
中国购买建材、设备、商品。这一点基本面并无
变化。

商人库阿拉在中国生活近20年，他的妻
子也是中国人。他感觉，除了在中国安家立业
的同胞还时常出现，那些打散工的、进货的基
本都已回国或者去了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
家，“物价高了，签证又那么难拿，年轻一点、胆
子大点就去其他地方发展了”。

越洋商贸城一楼卖非洲服装的商户魏华
也认为，非洲商人的进货渠道多了，中国的一
些工厂直接开到非洲，有些东西在非洲或其他
国家进货价格比中国还便宜，他们为什么还要
过来呢。

“非洲一些国家的市场死气沉沉，我们的服
装、服饰都是针对非洲人定制的，受影响特别
大。”他认为，非洲市场的低迷是最主要因素。

2
现 象

物价涨了 渠道多了
“不过非洲依然需要到中国购买商品”

■ 越洋商贸城一位商户说，以前月营业额二三十万，
现在十二三万。而到当天下午5点，才销售一两百元。
■ 同一栋大楼的宾馆人员说，往年常年客满，但2015
年到如今入住率只有50%左右，入住时间也缩短了。

3
现 象

美元涨了 兑换不易
“非洲一些国家很难找到美元”

■ 越洋商贸城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非
洲本来经济不好，很多非洲国家难以兑换美元，加上
整治之后很多非洲商人从小北分散出去，这都导致
了商贸城逐渐萧条。

杨秀珠资料图片 据法制晚报

位于广州小北地区的越洋商贸城内，不少店铺转租

越洋商贸城内，不少商品是专门针对非洲市场的

刚果（金）有数百商人聚集在广州小北，作为
他们的领头人，菲力对近两年非洲市场的衰落深
有感触。

菲力在中国做了10多年贸易，服装、家具，
家电……涉及多个行业，他在广州租住一套两室
一厅的房子，在非洲商人中有一定威望。“我现在
的收入只有以前的 40%左右，肯定对生活有影
响，以前有很多地方可以挣钱，现在挣不到了。”

菲力认为，2005年到2010年，他们的生意最
好，从2011年开始下滑，最近两三年下滑“非常
厉害”。以前，他每年要从广州发往刚果（金）十几
个货柜，现在也就四五个。

最近两年，他身边有两三百刚果金、尼日利亚、
马里等国的同胞回国了，目前还有约300人在广
州。他说，现在有工作证的多还留在中国，短期签证
的就很少来中国了。有一些因为签证问题，但主要
还是与经济有关。本国的生意不好，进的货卖不掉，
没有稳定的收入，肯定不能一直在中国待着。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外国人在当地的租房
价格偏高，另外由于生活习惯，生活费用也较大，
一般的人每月要花费1万块钱，多的两三万。

菲力认为，非洲有自己的问题，经济不稳定
的背后是很复杂的事情。但除了他们国家的经济
低迷不稳定，美金汇率也是他们在广州贸易的一
个大问题。由于他们本国货币在中国无法使用，
他们需要先兑换成美金，然后带美金到中国做生
意，现在非洲美金升值，他们的成本就提升很多。

菲力称，美金升值后，非洲一些国家很难找
到美元，汇率变化浮动很大，甚至高出国际汇率
很多也换不到美金，“没有美金我们怎么到中国
做生意呢”。

（遵被采访者意愿，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