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网上流传的“南阳市政府出
资40亿元支持企业”问题，南阳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乔长恩说，这个情
况是不存在的，市委市政府非常慎
重。“市里的财政状况我们是非常清楚
的，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一下子砸进
去。”

26日，南阳高新区管委会回应相
关问题时表示，目前项目尚未立项，没
有实质性启动，不存在40亿元投资问
题。

但据记者了解，南阳与庞青年存
在其他资金关联。

一是成立合资公司。2018年11
月27日，南阳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金
华市青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了南阳洛特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亿元，其中南阳方面认缴出
资金额9800万元，占股49%。据了
解，金华市青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
青年汽车集团存在密切关联。

二是购置72台氢能源公交车。据
南阳市政府采购网的成交结果公告显
示，南阳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今年4月采
用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以单价120
万元，总金额8640万元向南阳洛特斯
采购了72辆氢能源公交车。

采购公示在解释采用单一来源采
购方式的原因时，一是称南阳洛特斯
是南阳市政府和金华青年汽车集团共
同投资80亿元合资组建的客车生产企
业；二是称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会议
纪要（宛政纪〔2019〕4号），同意购置
服务“南阳2019月季洲际大会”所需
的72辆公交车，所购车辆优先购买南
阳洛特斯生产的新能源公交车。

除了资金，南阳是否对南阳洛特
斯有土地和厂房等优惠政策支持？南

阳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相关
项目占地1000亩，刚开始规划，征地
完成了一半多，还没有开始建设。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目前，南阳洛
特斯工商登记的地址——南阳高新区
中关村科技产业园A1楼7楼，房间为
闲置状态，玻璃门紧锁，屋内空无一
物。南阳洛特斯目前租用了位于南阳
市中州西路的一处厂区。南阳洛特斯
工作人员介绍，整个厂区是今年3月份
新租的，厂房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
米，准备租3年，待新厂房建好后再移
址。

记者现场看到，厂区空地上停了3
辆白色物流车，其中1辆正是备受质疑
的“车载水解制氢”汽车。据记者了
解，目前厂区仅此一辆。在厂房的总
装车间，记者见到两条生产线，分别是
自带储氢罐的氢能源公交车和物流车
生产线，而非“车载水解制氢”车。据
南阳洛特斯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南阳
厂区尚未交付过氢能源公交车和物流
车，而今年4月南阳购买的72辆氢能
源公交车都是在浙江金华生产的。

一问

“车载水解制氢”技术
是否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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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儿童舞蹈赛

升降机垮塌
致1死14伤

5月26日，福建漳州开发区应急处置
办公室发布《关于漳州开发区商业演出
事故的情况续报》，通报称25日晚在漳州
开发区金水仙大剧院举行的儿童舞蹈大
赛，发生舞台升降机垮塌事故，造成15人
受伤，其中1人死亡。

据悉，本次活动的宣传资料多处显
示，进入决赛的儿童可参加著名舞蹈艺
术家杨丽萍的弟子的大师课，现场观摩
杨丽萍《云南印象》。那么，本次活动是
否与杨丽萍及其公司有关呢？5月26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通过短信联
系上杨丽萍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对方表
示跟该活动没有关系，同时也在调查打
着杨丽萍旗号举办活动的行为。

舞台垮塌致1名儿童死亡
5月25日晚，漳州开发区金水仙大剧

院，由昆明雀神文化传播公司主办的一
场儿童舞蹈海选活动现场，舞台中央的
升降小舞台发生坍塌，造成15人受伤，其
中一名13岁的孩子不幸身亡。

福建漳州开发区应急处置办公室5
月26日发布官方通报称：2019年5月25
日晚，漳州开发区金水仙大剧院，由昆明
雀神文化传播公司主办的一场儿童舞蹈
海选活动现场，舞台中央的升降小舞台
发生坍塌，造成15人受伤。漳州开发区
有关领导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组
织救治伤员。不幸的是，一名参赛儿童
（13岁）经抢救无效，停止呼吸。其他受
伤人员正在救治中。

截至目前，涉事企业、演出活动主办
方的相关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

活动与杨丽萍公司有关？
官方通报显示，此次儿童舞蹈海选

比赛的主办方为昆明雀神文化传播公
司。

封面新闻记者通过查询天眼查了解
到，该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成立，注册
资本为1000万元，法人代表为阮华军。

该赛事的宣传资料则显示，承办方
为福建永鸿集团，地区晋级赛学员收到
云南决赛的通知书后，“即可赴云南演出，
参加云南艺术之旅”。而参加云南艺术之
旅的活动安排中，包括“观摩杨丽萍老师
剧作《云南印象》”“杨丽萍亲传弟子虾嘎/
中国民族民间舞第一人唐镛大师课”“参
观小孔雀艺术团师资培训基地”等。

5月26日，封面新闻记者就杨丽萍是
否与该次儿童舞蹈比赛有关、对于此事
持什么态度、如果无关联，对方打着杨丽
萍旗号办活动，杨丽萍怎么看待等问题，
通过短信采访杨丽萍公司相关负责人。

对方并未正面回答记者问题，只是表
示杨丽萍“最近一直在跟巡演，来看我们演
出的观众都是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事故发生时杨丽萍在场？
就在杨丽萍公司首度回应不久，此

次垮塌事件的现场视频流出。视频中，
有一位身着红衣、头戴发带的女士，酷似
杨丽萍日常装扮，也随着垮塌舞台而跌
落。故引发网友猜想：杨丽萍当时也在
现场？

杨丽萍公司负责人再度回应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不可能，杨老师昨天在
上海参加我们自己品牌火锅店开业活
动，你可以搜一下媒体（报道）。”不过，记
者随后查询媒体关于杨丽萍5月25日在
上海出席火锅店开业的报道，并未查到。

5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多次拨打涉事剧院电话，欲进一步了
解事发原因及其他情况，电话一直无人
接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刁明康忻晓松

别因
“招商饥渴症”

乱了章法
当地媒体称，让“车辆

只需加水即可行驶”的水氢
发动机日前在河南南阳下
线。此事引发舆论一片质
疑。一个多次失信的企业，
带着一项尚不成熟的技术，
却得到当地的大力背书，折
射出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
饥渴症”。

近年来，类似情况屡见
报端，反映出一些地方招商
引资审核把关不严，甚至存
在放水之嫌。面对发展压
力，一些地方患上了“招商
饥渴症”，无限放宽条件、放
松要求，对相关企业资质的
合法合规审查及项目可行
性网开一面，导致蒙了双
眼、失了底线、乱了章法。

正是摸准了地方政府
“招商饥渴症”的脉，一些人
打着“高大上”产业的旗号，
拿着模棱两可的项目，造概
念、讲故事，到处拢钱圈地
要支持。只听雷声响，却始
终不见项目真落地、见效
益，不少项目甚至中途烂
尾，投资打了水漂，遗留众
多难题，搞得一地鸡毛。

“招商饥渴症”背后也
是“政绩冲动症”。试图押
宝在一些企业或项目上，急
于实现所谓的产业转型升
级，甚至明知有问题，仍抱
着侥幸心理硬上，想尽快做
出亮眼的发展业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创时代伟业，没有“一招
鲜”，必须树立和发扬“三严
三实”的好作风，求真务实，
扎实奋斗，以经得起历史和
实践检验的真业绩说话。

新华社记者 刘怀丕

山东威海货轮二氧化碳泄漏
致10人死亡

新华社济南5月26日电 记者26日
从山东威海市委宣传部了解到，5月25日
16时许，福建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金海
翔”号货轮在威海荣成龙眼港维修期间，
船载消防系统发生二氧化碳泄漏事故，
已致10人死亡，另有19人正在医院接受
治疗，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目前事故
现场无次生灾害。

威海市已成立善后工作组，全力做
好善后工作。

山东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调
查工作已全部展开。初步查明，事故系

“金海翔”号货轮三副的操作行为所致，
公安机关已控制相关人员，调查工作仍
在进行之中。事故责任查清后，将依法
依规严肃追究。

福建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已派相关
负责人来山东参与事故处理。

有惊无险
一架广州飞北京客机
挡风玻璃被冰雹砸裂
5月26日上午，受北京雷雨天气影

响，南航CZ3101广州-北京航班在降落
过程中，飞机遭冰雹袭击，挡风玻璃破
裂。机组按手册程序处置，飞机已于上
午11：48安全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机上
人员平安。

据公开资料显示，该航班的执飞飞
机为空客A380客机。

一名机上乘客表示，当飞机已经广
播进入降落阶段后，先后遭遇了数次剧
烈颠簸，“一共有三、四段，每次几十秒的
样子，颠簸程度比我之前坐飞机经历的
颠簸都要严重得多，可以看到飞机周围
都是很厚很厚的云。”她称，飞机除了风
挡玻璃出现裂痕外，外部的雷达罩也有
损伤。 综合北京青年报、宗欣

三问河南南阳“水氢发动机”项目

“水氢汽车”闹剧
折射当地“招商饥渴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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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300升水，汽
车 就 能 跑 300 公
里？近日，“水氢发
动机在南阳下线”相
关消息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和质疑。

那么，“车载水
解制氢”是否可以实
现？南阳政府是否
对该项目投入巨额
资金？该企业是否
为一家严重失信企
业？针对公众关心
的几个核心问题，记
者实地采访了相关
政府部门、企业以及
行业专家。

青年汽车董事长庞青年：

该技术尚未经过
评审论证

据媒体报道，青年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车载
水解制氢”系统可“实时制取
氢”，并且在南阳试制了“车
载水解制氢”氢能源汽车。
24日，记者在河南南阳实地
走访，看到了那辆“水氢发动
机车”。

相关项目负责人对记者
介绍，技术的基本原理是“铝
合金粉末+催化剂+水”反应
制氢。“在催化剂作用下，‘制
氢材料’与水反应产生氢气，
氢气通过氢电堆产生电，给
电机供电，驱动车辆行驶。”
他还称，目前，加100公斤的

“制氢材料”、300升的水，汽
车可以跑300公里。

针对公众对“车载水解
制氢”技术的质疑，记者采访
了行业专家。

国家新型储能电池与材
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
书长、四川省电子学会新能
源专委会主任委员吴孟强
称，“催化剂”只能改变反应
历程，可提高产氢速率、效
率，但不能提供额外的能
量。他认为，即使通过水解
反应提供氢，但供氢效率是
否足以成为汽车能源也需要
验证。

该技术宣称能攻克现在
公认的车载实时供氢技术难
点，对此，国家新能源车技术
创新中心燃料电池领域技术
人员认为其中难点有三：一
是要控制产氢速率和气量以
匹配燃料电池端需求；二是
对氢气的纯度和成分有相应
的要求；三是压力指标是否
符合燃料电池的要求，同时
考虑反应热的问题；这些难
点都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需
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蒋璞表示，不论是研发
还是试验，该车都只是样车，
还需不断通过技术创新，进
一步改造提升，目前车可以
开着跑，但还未具备批量生
产的条件。

对于相关技术是否经过
专家评审和论证，青年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庞青年
表示“还没有”。

很多网民质疑该项目背后的青年
汽车集团是一家严重失信企业。记者
调查发现，青年汽车集团以及其负责
人庞青年，近年来确实多次发生失信
问题。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庞
青年近年来被浙江、河南、山东、宁夏、
陕西、贵州、江苏等地的法院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其包括青年汽车集团在内
的部分企业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企
业，其中多处失信行为具体情形为“有
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除信用污点外，金华青年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2017年因“实际安装电池
容量小于公告容量”等违规行为，被工
业和信息化部行政处罚。

对庞青年及其企业的信用污点，
乔长恩表示，在招商引资前是“掌握这
个情况的”。

据记者了解，此次并非南阳首次
招商引入有污点的企业。据南阳市交
通运输局官网消息，2016年5月21日，
南阳市政府与巴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资人
民币100亿元用于巴铁应用线的建
设、机车购置、站台建设等。

据新华社

关注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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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

政府是否
投入巨资？

南阳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尚未立项，
不存在40亿元投资问题

三问

企业是否存在
严重失信问题？

南阳市发改委主任乔长恩：

在招商引资前
是“掌握这个情况的”

新华
时评

南阳洛特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为“水氢发动机车”注入水（5月25日摄）。新华社发

这是南阳洛特斯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目前租用的位于南阳市中州西路
的一处厂区（5月25日摄）。新华社发

在南阳洛特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厂区展示的“水氢发动机车”。 车上的“车载水解制氢”系统。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