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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電 視 節 目 表 劇情簡介：林多美（趙韓櫻子飾）成長於
溫暖富裕的家庭，她個性純真善良，與丈夫
陳笑飛（蔣毅飾）有著美滿的婚姻。文馨（海
陸飾）幼時和哥哥走散後被收養，養父去世
後，養母楊樹花（苑瓊丹）飾對她從未停止過
打罵虐待，很小就要為生計奔波。文馨與林
多美的哥哥林多俊（李泰飾）在國外相識相
戀，回國後文馨嫁進林家，婚禮上意外發現
小姑林多美的丈夫陳笑飛居然是她至今難
忘的初戀……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休士頓全僑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教中心業務督察團蒞休訪問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秘書黃浩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秘書黃浩,,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僑僑
務委員劉秀美務委員劉秀美,,黎淑瑛黎淑瑛,,王秀姿王秀姿,,僑務顧問甘幼蘋僑務顧問甘幼蘋,,榮光會副會長丁方印榮光會副會長丁方印
,,華僑協會會長黃泰生華僑協會會長黃泰生,,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委王妍霞於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委王妍霞於44月月1919日日
晚在國際機場熱烈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晚在國際機場熱烈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會海外僑教中心業務督察團蒞休訪問會海外僑教中心業務督察團蒞休訪問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齊永強副處長齊永強副處長,,秘書黃浩秘書黃浩,,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黎淑黎淑
瑛瑛,,王秀姿王秀姿,,葉宏志葉宏志,,僑務顧問甘幼蘋僑務顧問甘幼蘋,,榮光會副會長丁方印榮光會副會長丁方印,,華僑協會會長黃泰生華僑協會會長黃泰生,,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委王妍霞於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委王妍霞於44月月1919日晚日晚
在國際機場熱烈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在國際機場熱烈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教中心業務督察團蒞休訪問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教中心業務督察團蒞休訪問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熱烈歡迎
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外交國防法務處施外交國防法務處施
宗英處長宗英處長,,僑務委員會主計室參事兼主任張賜僑務委員會主計室參事兼主任張賜,,僑民僑民
處北美科張文華科長蒞休指導處北美科張文華科長蒞休指導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歡迎中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歡迎中
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人事行政總處林靜玟人事行政總處林靜玟
簡任秘書簡任秘書,,臺灣省政府林滿專門委員臺灣省政府林滿專門委員,,僑務委員會秘書僑務委員會秘書
室鍾佩珍秘書室鍾佩珍秘書,,政務委員辦公室陳世峰專員蒞休訪問政務委員辦公室陳世峰專員蒞休訪問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
處長處長,,齊永強副處長齊永強副處長,,僑教中心主任莊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雅淑,,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在國際機場熱烈在國際機場熱烈
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
,,外交國防法務處施宗英處長外交國防法務處施宗英處長,,人事行人事行
政總處林靜玟簡任秘書政總處林靜玟簡任秘書,,僑務委員會僑務委員會
主計室參事兼主任張賜主計室參事兼主任張賜,,人事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陳碧蓮陳碧蓮,,僑民處北美科張文華科長僑民處北美科張文華科長,,,,臺臺
灣省政府林滿專門委員灣省政府林滿專門委員,,僑務委員會僑務委員會
秘書室鍾佩珍秘書秘書室鍾佩珍秘書,,政務委員辦公室政務委員辦公室
陳世峰專員並接受獻花陳世峰專員並接受獻花

僑務顧問甘幼蘋在喬治僑務顧問甘幼蘋在喬治..布希國際機場熱布希國際機場熱
烈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烈歡迎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委員

僑務委員黎淑瑛與中華民國行政僑務委員黎淑瑛與中華民國行政
院林政則政務委員暨台灣省政府院林政則政務委員暨台灣省政府
主席互動交流主席互動交流

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中華民國行政院林政則政務
委員委員,,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劉秀美劉秀美,,黎淑瑛黎淑瑛,,王秀姿王秀姿,,葉宏葉宏
志志,,僑務顧問甘幼蘋僑務顧問甘幼蘋,,雙十國慶雙十國慶
籌備委員會主委王妍霞合影籌備委員會主委王妍霞合影

唯美與空間—張要武唯美與空間—張要武、、劉隼油畫作品展劉隼油畫作品展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五月一日五月一日，，在德州休斯敦的休斯敦中在德州休斯敦的休斯敦中
國藝術中心國藝術中心，，將舉辦一場重量級別的油畫將舉辦一場重量級別的油畫
藝術作品展藝術作品展。。畫展的主題為畫展的主題為：：唯美與空間唯美與空間
———張要武—張要武、、劉隼油畫作品展劉隼油畫作品展。。兩位旅美兩位旅美
藝術家一共展出近四十幅作品藝術家一共展出近四十幅作品。。兩位藝術兩位藝術
家有較為相似的經曆家有較為相似的經曆：：在中國的美術學院在中國的美術學院
受到嚴格的繪畫技法訓練受到嚴格的繪畫技法訓練，，具備卓越的造具備卓越的造
型能力型能力；；赴美十余年間赴美十余年間，，又吸收西方繪畫又吸收西方繪畫
與文化的熏陶與文化的熏陶，，具備開闊的視野和豐富的具備開闊的視野和豐富的
文化底蘊文化底蘊。。

油畫家張要武油畫家張要武，，19871987年畢業於魯迅美院年畢業於魯迅美院
油畫系油畫系，，19911991年進入法國當代寫實主義畫年進入法國當代寫實主義畫
家克勞德依維爾油畫技法研究班深造家克勞德依維爾油畫技法研究班深造。。曾曾
任中國美協會員任中國美協會員，，中國油畫協會會員中國油畫協會會員。。作作
品多次參加中國國家品多次參加中國國家、、省部級美展並獲獎省部級美展並獲獎
。。張要武在美期間張要武在美期間，，也多次榮獲美國綜合也多次榮獲美國綜合
藝術展的油畫類金獎藝術展的油畫類金獎（（第一名第一名），），成為蜚成為蜚
聲中美兩國的油畫家聲中美兩國的油畫家。。張要武的超寫實主張要武的超寫實主
義風格的靜物作品義風格的靜物作品，，細膩生動細膩生動，，極盡刻畫極盡刻畫
，，光影燦爛光影燦爛，，令人驚歎令人驚歎。“。“秦俑秦俑””系列的系列的
油畫作品油畫作品，，運用超寫實主義手法來表現裝運用超寫實主義手法來表現裝
置藝術置藝術，，充滿了曆史的滄桑和時代的衝擊充滿了曆史的滄桑和時代的衝擊
感感。。張要武同時又是一位成功的藝術教育張要武同時又是一位成功的藝術教育
家家，，20012001年移居美國休斯敦年移居美國休斯敦，，20032003年成年成
立張要武油畫工作室及藝術中心立張要武油畫工作室及藝術中心。。

藝術家劉隼藝術家劉隼，，19911991年畢業於湖北美院中年畢業於湖北美院中
國畫系國畫系。。20002000年任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年任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
計學院副教授計學院副教授，，中國美協會員中國美協會員，，武漢青年武漢青年
美協會員美協會員。。作品多次參加中國國家作品多次參加中國國家、、省部省部
級美展並獲獎級美展並獲獎。。20042004年劉隼移居美國年劉隼移居美國，，十十
年間潛心創作研究年間潛心創作研究，，近期完成一批作品近期完成一批作品。。
具有強烈的新像征主義色彩與超現實主義具有強烈的新像征主義色彩與超現實主義
風格風格。。融合東融合東
方哲學思想與方哲學思想與
西方繪畫技巧西方繪畫技巧
。。作品呈現出作品呈現出
一種驚心動魄一種驚心動魄
的美妙與神秘的美妙與神秘
，，具有燦爛的具有燦爛的
色彩與輝煌的色彩與輝煌的
裝飾效果裝飾效果，，複複
雜深邃的驚悚雜深邃的驚悚
氛圍氛圍，，豐富細豐富細
膩的人性膩的人性。。產產
生強烈難忘的生強烈難忘的
事就效果事就效果。。

這是兩位畫這是兩位畫
家的首次合作家的首次合作
展展，，是兩人移是兩人移
居美國之後的居美國之後的
十余年間十余年間，，一一

次重大的藝術展示次重大的藝術展示。。將東西方藝術思維與將東西方藝術思維與
技法在自身的融合後技法在自身的融合後，，一次重要的藝術總一次重要的藝術總
結結。。也是一次難得的藝術盛會也是一次難得的藝術盛會。。

地址地址：：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 ：：65156515 CorCor--
porate Rd # Mporate Rd # M 11，，HoustonHouston，，TXTX 7703677036

時間時間：：55月月11日日 77::0000PMPM開幕酒會開幕酒會，，電話電話：：
713713--826826--77887788，，832832--858858--11101110

參展的部分作品參展的部分作品

參展的部分作品

參展的部分作品

參展的部分作品

參展的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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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大優惠大優惠！！開台即送開台即送 $$100100 我們也有商家我們也有商家Business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電視服務
餐館餐館、、辦公室辦公室、、商場商場............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TVBS、東森新聞、CHANNEL V、華視、大愛、東森中國、東森戲劇、東森財經、東森衛視、FOOD
NETWORK ASIA、民視、國際衛視、日本電視台、MOMO KIDS、體育台、三立國際、天下衛視、天下
衛視2台、衛視中文台、衛視電影台、台視、非凡美洲台、東森幼幼

長城平台22個頻道.99
CCTV4、CCTV娛樂、CCTV英語、CCTV戲曲、CCTV西班牙語、中國電影、重慶國際、黃河國際、東方衛視、
福建海峽衛視、廣東南方衛視、湖南衛視、江蘇國際、體育台、華夏電視、鳳凰資訊、鳳凰衛視、深圳衛
視、廈門衛視、浙江衛視、安徽國際、亞洲電視、北京電視

TVB1、TVB2、TVBE、TVBS、CCTV4、TVBHD、TVBpearl、TVBdrama、TVB8
香港翡翠電視九個頻道 $29.99

$29.99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以上中文套裝需加訂英文套裝或中文基本套裝 $10.00

$29.99

最新優惠$14.99

超值超值
˙120個英文台
˙6個中文台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26.98/月

精選130個英文台 $19.99/月
免費三個月HBO，STARZ，SHOWTIME，電影台

老客人介紹新客戶，送$100送送

（第一年）

最 佳最 佳
中英文電視台中英文電視台

Comcast XfinityComcast Xfinity

Tel:281-983-0088 www.generalcomm.com/ch 1-866-772-08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慈濟斜對面，世紀廣場內） Mon-Fri 9:30am-6:30pm Sat 9:30am-5:30pm 免費設備，免費基本安裝，即訂購即安裝,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

DISH Network，DIRECTV授權經銷商

/月

（第一年）

（第一年）

快速上網無合約快速上網無合約$$3939..9999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4 香港新聞

積極理性務實依法推普選
保港繁榮穩定 市民安居樂業

李
源
李
源
潮潮
：：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涂若奔涂若奔））
政府將於政府將於2222日公布政改方案日公布政改方案，，長和主長和主
席李嘉誠席李嘉誠2020日在股東特別大會上表日在股東特別大會上表
示示，，若政改方案未能通過若政改方案未能通過，，香港每一香港每一
個人都會成為大輸家個人都會成為大輸家，，包括他自己包括他自己。。
如果錯過今次機會如果錯過今次機會，，不知道何時才會不知道何時才會

再有投票機會再有投票機會。。
長和長和2020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會會

上有小股東向李嘉誠詢問政改意見上有小股東向李嘉誠詢問政改意見，，
超人重申政改方案未能通過超人重申政改方案未能通過，，全香港全香港
人都會輸人都會輸。。他認為他認為：“：“11,,200200人的投票人的投票
和和500500萬人的投票萬人的投票，，當然是當然是500500萬人萬人
的普選更好的普選更好，，如果失去這次機會如果失去這次機會，，我我
們不知道何年何日才有機會讓們不知道何年何日才有機會讓500500萬萬
人投票人投票。”。”

33個月內再提個月內再提““輸家論輸家論””
李嘉誠其實已經多次對政改重申李嘉誠其實已經多次對政改重申

過立場過立場，，希望政改方案能夠通過希望政改方案能夠通過。。他他
在今年在今年11月中出席長和系重組記者會月中出席長和系重組記者會
時就表示時就表示，，期望政改方案可以獲通期望政改方案可以獲通
過過，，使香港政制發展可以行前一步使香港政制發展可以行前一步。。
如果原地踏步如果原地踏步，，對香港的損害是無可對香港的損害是無可
估計的估計的，，香港人香港人，，包括他自己都會成包括他自己都會成

為大輸家為大輸家。。
當時正值政府啟動政改方案第二當時正值政府啟動政改方案第二

輪諮詢不久輪諮詢不久，，李嘉誠當日特別預留時李嘉誠當日特別預留時
間回應記者有關政改第二輪諮詢的提間回應記者有關政改第二輪諮詢的提
問問。。他當時表示他當時表示，，如果香港政改原地如果香港政改原地
踏步踏步，，對香港損害是無可估計的對香港損害是無可估計的，，因因
為今次是第一次一人一票選特首為今次是第一次一人一票選特首，，三三
個選一個個選一個，，任何情況都希望政改通任何情況都希望政改通
過過。。

李嘉誠說李嘉誠說，，他希望政改通過他希望政改通過，，最最
低限度應讓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低限度應讓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反反
問若政改方案不獲通過會有何好處問若政改方案不獲通過會有何好處。。
““不通過有什麽好處不通過有什麽好處，，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沒沒
有第一步何來第二步有第一步何來第二步，，何來民主何來民主？”？”
他個人將此事看得很重他個人將此事看得很重，，又形容今次又形容今次
是難得機會是難得機會，，不應讓香港人成為大輸不應讓香港人成為大輸
家家。。若政改不獲通過若政改不獲通過，“，“你和我都是你和我都是
輸家輸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20日上午會見了新界社團聯

會訪京團。訪京團成員在會面後向記者表示，王
光亞在會面中指出，香港政治狀況非常複雜，希
望新社聯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在青年人方面多做
工作。據稱，王光亞在會面中強調，中央“會盡
最大努力將‘一人一票’送到全體選民的手
中”，因為“‘一人一票’普選”是中央莊嚴的
承諾，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是700萬香港市民
的企盼，中央是堅守底線的，不會做無原則的讓
步。
當日上午，新社聯訪京團到訪國務院港澳

辦，與王光亞等會面。在會面結束後，立法會議
員、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梁志祥接受記者採訪表
示，王光亞在會上認為，目前香港的政治狀況非
常複雜，因此希望新社聯能夠一如既往地支持特
區政府的施政，政改方面繼續支持特區政府。

他續說，王光亞主任認為，香港需要在青年
人方面做更多工作；同時，也需要改善民生，這

樣才能令到香港的未來社會有更好的發展。另
外，王光亞希望新社聯能大力支持特區政府在新
界方面的事務。

在政改問題上，梁志祥引述王光亞原話稱，
中央政府會堅定不移地支持政改工作，以保證
2017年“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選。他說，王光亞
也明白現在主流民意是大多數人都支持根據“8．
31”框架訂定的政改方案，所以呼籲新社聯繼續
支持政改工作，多向市民宣傳講述關於政改的具
體內容。尤其是現在政改來到“第三步”，如果
不能通過，市民會很失望，因為不能通過就會失
去“一人一票”的投票機會。

承諾“盡力將普選送給選民”
梁志祥還說，王光亞主任認為，目前這種情

況對於反對通過政改方案的議員是有一定壓力
的，希望新社聯多向市民傳達這方面的看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接受
記者採訪時則引述王光亞的原話表示，“會盡最
大努力將‘一人一票’送到全體選民的手中”，
“‘一人一票’普選”是中央莊嚴的承諾，是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也是700萬香港市民的企盼。”

他續說，王光亞主任還補充表示，中央是堅
守底線的，不會做無原則的讓步。就有人提出未
來兩個星期會不會再有“讓步”的問題時，王主
任表示不會再做“讓步”，因為原則和框架是不
變的，沒原則的讓步絕對不會發生，在未來兩個
星期也不會發生。
當被問及會面中有否提及22日公布的政改方

案如果不能通過的擔心，陳勇表示，中央有很大
決心會通過的，如果“第三步”通過，就會有第
四、第五步。王光亞主任表示如果此次無法通
過，香港市民則會很失望，並且到最後市民會表
達出他們的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實習記者 許一傑 北京報

道）國家副主席李源潮20日在北京會見了以梁志祥為團長的

香港新界社團聯會訪京團。李源潮說，實現2017年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普選是中央政府的真誠期望，也是香港多數市民的

共同期盼。他希望香港社會各界把握歷史機遇，以積極、理

性、務實的態度，依法推動香港邁出實現普選這歷史性一

步，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市民安居樂業。

超人：政改不過 全港皆輸

王光亞：中央守原則不讓步

李源潮20日下午會見了新界社團聯會訪
京團。李源潮首先對訪京團表示熱烈歡

迎。他說，今年是新社聯成立30周年，這30
年來，新社聯高舉愛國愛港旗幟，擁護中央
政府的對港方針政策，熱心地為香港地區的
民眾服務，為香港的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
保持繁榮穩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現
在，新社聯已經發展成為香港社會的一支重
要的建設性力量，所以趁此機會要向新社聯
表示祝賀和感謝。
李源潮指出，今年對國家和香港都是關

鍵一年。對國家來說，中央統籌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的布局，加快全面小康和現代
化建設的步伐，全力為實現“中國夢”而努
力奮鬥；對香港來說，政改已經進入關鍵階
段，立法會不久將審議行政長官的普選方
案，在這裡我趁這個機會強調，2017年實現
特區行政長官的普選，這是中央政府的真誠
希望，也是香港多數市民的真誠願望，希望
香港各界能夠以積極、理性、務實的態度，
依法推動香港邁出實現普選這歷史性一步。

李慧琼倡中央官員見反對派
在會面結束後，訪問團名譽顧問、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說聯主席李慧琼說，，李源潮副主席在會面中指李源潮副主席在會面中指
出出，，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要按照香港的特殊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要按照香港的特殊
情況情況，，依法有序地一步步推進依法有序地一步步推進，，而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
有堅定的決心有堅定的決心、、充足的信心來落實普選充足的信心來落實普選，，並並
會積極爭取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會積極爭取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她續引述說她續引述說，，李源潮副主席在會面中又李源潮副主席在會面中又
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說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說，，憲法憲法、、香港基香港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都是大原則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都是大原則、、

大框架，實行普選要依法有序，遵守憲法和
基本法是原則，不會改變，而普選的目的是
有利於民眾安居樂業、有利於香港社會的繁
榮穩定、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及安全。
李慧琼又說，她在會上向李源潮副主席

提出，在政改表決前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
面，“特別是有否決權的議員”，及要求消
除社會誤解，表明民主選舉制度是可持續發
展，並引述對方說，會仔細研究她提出的意
見。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在會面後引述李源潮

的話說，李源潮副主席在會面中提到現在政
改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候，政改“五步曲”已
走到中間，萬事開頭難，但是中間階段也不
容易，特區政府已經制定了普選的方案，現
時的目標就是要全力爭取方案在立法會通
過。

希望新社聯續挺特首依法施政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則向記者表示，李源潮副主席在會面
中還提出了三點希望：一是希望新社聯回到
香港能進行宣傳香港基本法的相關工作。如
果很多的市民能認識基本法果很多的市民能認識基本法，，會讓香港市民會讓香港市民
在政改方面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在政改方面有一個充分的認識。。

梁志祥還引述梁志祥還引述，，李源潮副主席第二點希李源潮副主席第二點希
望是新社聯秉承過往的傳統望是新社聯秉承過往的傳統，，支持特區政府支持特區政府
和特首依法施政和特首依法施政，，令特區政府工作運作正令特區政府工作運作正
常常；；第三點希望是新界社團做好自身的建第三點希望是新界社團做好自身的建
設設，，要多同各界加強溝通要多同各界加強溝通、、接觸和聯繫接觸和聯繫，，特特
別是與友好社團的合作別是與友好社團的合作，，令社團發展更加壯令社團發展更加壯
大大。。

■新社聯訪京團成員引述王光亞的話表示，中央
是堅守底線的，不會做無原則的讓步。資料圖片

■■李源潮與民建聯主席李李源潮與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握手慧琼握手。。 記者葛沖記者葛沖攝攝

■李嘉誠說，若政改方案未能通過，香
港每一個人都會成為大輸家。張偉民攝

■■李源潮與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李源潮與新界社團聯會會長
梁志祥握手梁志祥握手。。 記者葛沖記者葛沖攝攝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左五左五））202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會見新界社團聯會訪京團會見新界社團聯會訪京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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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文表示，新設的三個自貿試驗
區複製了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成功

經驗，在投資管理制度、貿易監管、
金融制度和事中事後監管等4個領域
改革創新，並且進一步提出了行政諮
詢體系、審管分離、審批歸口的一些
新做法。整體看，四個自貿試驗區的
主要目標是一樣的，即以改革開放排
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以及形成更多
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為目標。

精簡負面清單縮至122項
國務院當天發佈了《自由貿易試

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
面清單）》，該版負面清單共 122
項，較2014年版減17條，比2013年
版減68條。王受文表示，四個自貿試
驗區共用一張負面清單，開放程度是
相近的，但各自定位和分工不同。廣
東自貿試驗區強調粵港澳合作、粵港
澳經濟一體化；天津更強調京津冀的
協同發展，通過天津口岸來帶動內陸
地區發展；福建側重兩岸產業的進一
步融合；上海繼續在推進投資貿易便
利化、貨幣兌換自由、監管高效便捷
以及法治環境規範等方面擔當“領頭
羊”。

粵自貿區放寬港企准入
徐少華表示，廣東自貿試驗區將

對香港、澳門企業進一步放寬准入限
制，使港澳投資者在准入的資質要
求、股比限制、經營範圍等方面享受
更低門檻。同時，還將考慮設立港澳

青年創業園，為港澳青年的創業項目
提供孵化器等方面支持。

“港企還將在自貿試驗區的金融
領域獲得更大的開放發展空間”，徐
少華說，由於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服務貿易中心和航運物流中心，市場
網絡遍及全球，市場機制成熟完善。
我們十分期待港企能在自貿試驗區設
立總部，建立整合物流、貿易、結算
等功能的營運中心，這將有助於聯手
內地企業深度開拓國際市場，推動香
港國際航運高端產業向內地延伸和拓
展，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物
流樞紐。

外商投資涉國安需審查
另外，國務院辦公廳20日發佈

《關於印發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
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的通知》。通
知指出，對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安
全、國家安全保障能力，涉及敏感投
資主體、敏感併購對象、敏感行業、
敏感技術、敏感地域的外商投資進行
安全審查。內容包括，外商投資對國
防安全，包括對國防需要的國內產品
生產能力、國內服務提供能力和有關
設施的影響；國家經濟穩定運行的影
響；對社會基本生活秩序的影響；對
國家文化安全、公共道德的影響；對
國家網絡安全的影響；對涉及國家安
全關鍵技術研發能力的影響。

通知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澳
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的投資者進
行投資，參照本辦法的規定執行。

四自貿區统一負面清單
港企在區內金融領域將享更大開放發展空間港企在區內金融領域將享更大開放發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20日發佈廣

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及上海自貿試驗區進一步深化

改革開放方案。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滬

粵閩津自貿試驗區採取同一張負面清單，共122項，進一步縮小了

限制的範圍。四大自貿試驗區開放程度相近，目標一致但各有側

重。其中，廣東立足於推動內地與港澳經濟深度合作。廣東省委常

委、常務副省長徐少華當天在同一場合指出，期待港企在自貿試驗

區設立總部，建立整合物流、貿易、結算等功能的營運中心，聯手

內地企業深度開拓國際市場。另外，港企在自貿試驗區的金融領域

將獲得更大的開放發展空間。

特首今赴南沙見證港企進自貿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21日上午赴廣州南沙，出席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
儀式，見證首批粵港澳企業進駐廣東自貿區。按香港政府新聞
網公佈的行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發展局局長陳
茂波、政府新聞處處長聶德權、行政長官私人秘書陳嘉信、行
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及助理處長黎日正陪同前往。

當天，梁振英除出席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儀
式外，還將為南沙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和前海香港優
勢產業發展基地項目頒牌。按相關行程安排，梁振英下午就會
返港。而梁振英離港期間，將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署理行政
長官職務。

致力實現粵港澳深度合作
根據相關自貿區總體方案，各自貿區定位各有側重，其中

廣東自貿區定位依托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將自貿試驗
區建設成為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
樞紐和全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先行地，並希望廣東自貿區經過三
至五年改革試驗，營造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構
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現粵港澳深度合作。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20日表示，廣東自貿區致力於
推動粵港澳的深度合作，進一步放寬港澳投資的准入，並探索
廣東與港澳貿易市場互聯。同時，廣東將考慮在各個片區建立
港澳青年創業區，讓港澳人才到廣東自貿區找到更好的創業平
台。此外，廣東也希望港企在廣東自貿區設立總部，聯手內地
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並推動國際航運高端產業向內地延伸和擴
展。梁振英此前也曾公開表示，希望圍繞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
加強合作，利用香港優勢，促進粵港深度合作，為香港企業及
個人爭取創新的合作模式和最大的發展機遇。

滬自貿區擴容發揮浦東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擴區後的上海

自貿區面積將達到120.72平方公里，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
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認為，上海自貿試驗區擴容，將利於在
更大空間內測試外商投資管理、服務業開放、試驗監管等
項目，亦可充分發揮浦東新區創新基礎好、開放度高的優
勢。

應擴滬港金融全方位合作
在備受關注的金融領域，肖林認為，擴區後的上海自貿

區應深化金融創新，加快發展離岸金融業務體系，不斷完善
離岸金融法律法規體系，抓緊制定以離岸銀行業務管理、離
岸賬戶管理、離岸業務稅收、離岸公司登記註冊為主要內容
的法律法規，探索符合國際慣例的審慎監管模式。他補充，
金融合作也至關重要，尤其應加大滬港在金融市場、金融機

構、金融產品、金融業務和金融人才等領域的全方位交流合
作。

談及擴區後的發展之路，肖林建議，上海自貿區首先應
探索建立與科技創新中心的聯動機制，推進創新要素、新興
產業集聚，並發揮新片區在金融貿易、先進製造、科技創新
等領域的特色與優勢。此外亦應注重更高層次擴大貿易服務
業開放，適時推出一批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推進對外資開放
船舶管理業務，增強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全球航運資源配置
能力。

浦東新區已將上海自貿區作為未來十年浦東最大的機
遇，並提出要將自貿區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相
疊加。肖林表示，上海自貿區擴區區域悉數落於
浦東新區內，有利於在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域內，
更好地進行試驗和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明 天津
報道）天津自貿區由三大片區組成，總
面積119.9平方公里，定於今日掛牌成
立。作為中國北方唯一的自由貿易試驗
區，天津自貿區的具體定位如何，與南
方的三個自貿區相比該體現何種特色，
它的發展前景會有哪些亮點值得關注？
就這一系列問題本報記者訪問了天津市
經濟學會會長、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
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

周立群認為，與“滬粵閩”相
比，天津自貿區的區域核心輻射作用
不夠顯著，因此，天津自貿區應加強
對腹地的服務功能，打造東北亞航運
樞紐。他說，能在多大程度上輻射
“京津冀”及更廣泛的地區，是衡量

天津自貿區發展的重要指標。具體說
來，應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提升
港口物流，承擔京津冀外貿載體；二
是落實負面清單，促進京津冀產業升
級；三是拓展離岸金融，引領京津冀
金融創新。

周立群表示，天津是後發型城
市，研發和金融存在短板，適合發展以
高端製造業為核心的工貿型自貿區。

談到發展前景，周立群說，未來
的天津自貿區在三方面值得期待：第
一，發展特色金融產業，服務新區實
體經濟；第二，進一步簡化行政審批
程序，建設投資與服務貿易便利化平
台；第三，完善政府監管體系，審慎
防範風險。

津自貿區：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

■■新設的三個自貿試驗區複製了上海新設的三個自貿試驗區複製了上海
自貿試驗區的成功經驗自貿試驗區的成功經驗。。 新華社新華社

■■王受文王受文 中新社中新社

■■廣東自貿區管理試行辦法廣東自貿區管理試行辦法2020
日正式實施日正式實施。。圖為掛牌前的牌匾圖為掛牌前的牌匾
部分仍用紅紙封着部分仍用紅紙封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徐少華表示徐少華表示，，廣東自貿區廣東自貿區
將着力促進內地與港澳經濟將着力促進內地與港澳經濟
深度合作深度合作。。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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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工作人員2020日在福州片區管日在福州片區管
委會大樓前將福建自貿試驗區委會大樓前將福建自貿試驗區
揭牌儀式的牌匾掛起揭牌儀式的牌匾掛起。。 中新社中新社

降降門門檻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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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立法院副院長
洪秀柱今天說，簽訂兩岸和平
協議是實現兩岸關係全面正常
化、促進兩岸和平合作與穩定
發展的必走道路。

洪秀柱上午搶頭香率先領
表角逐國民黨總統初選，她說
，參選沒有名利、沒有包袱，
她在乎的是國家要往那裡走，
並自許聖經上的 「房角石」，
用來定方位、定地基。

洪秀柱接受中國評論新聞網
專訪時談到兩岸關係應政經並
行，難易並進，且兩岸政治對
話不可迴避。

洪秀柱下午受訪時表示
，沒有互信，兩岸關係不可能
和平發展，而兩岸互信涉及的
是民心所想，兩岸交流要從心
出發，兩岸交流的結果要讓彼
此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
，因此未來兩岸交流，以及她
所提出兩岸論述，必然是 「民

心為本」，兩岸要換位思考，
易地而處，將心比心，要讓兩
岸政府及人民都可以有滿意心
，歡喜心。

她說，兩岸關係問題本質
是政治問題，無法迴避，應正
面面對它。兩岸已有近30年的
互動， 「只經不政」的問題已
開始浮現，是 「兩岸政治對話
的時候了」，應該用經濟成果
幫助政治對話，也可以在政治
對話上取得進展，鞏固經濟交
流成果，兩岸互動上要 「政經
並行，難易並進」。

她說，以今日兩岸發展與
互動來看， 「既然戰爭已非選
項，為何兩岸不可以正式簽個
和平協議？」，過去總統馬英
九兩次大選都提過要簽和平協
議，但因民主進步黨反對而停
滯。民進黨執政時也提過類似
構想，2004年大選前後，當時
擔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

員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提過
要推動 「兩岸和平穩定架構協
議」，為什麼民進黨主張就可
以，國民黨主張就不可以？

除和平協議，洪秀柱也
說，文化是兩岸認同與互信的
基礎，兩岸交流要以 「文化為
重」，兩岸要簽署文化協議，
必要時成立文化共同體機構，
共同推動兩岸的文化交流、合
作，在國際間共同發揮影響力
。

洪秀柱說，兩岸關係進入
深水區，兩岸關係如果要往前
走、往下走，且愈走愈穩定、
希望能夠確保和平發展這個趨
勢，兩岸政治對話無法迴避。
民進黨不能再當鴕鳥，或只想
用屁股對大陸，應該睜開眼睛
看看真實的世界、想想如何做
對台灣人民才最有利。

談兩岸發展 洪秀柱拋和平協議

（中央社）食藥署表示，原料藥登錄系統7
月上線，業者有6個月時間自主登錄，明年起施
行，若登錄不實將依法辦理，藥品雲也在規畫
中。

工業用、食品級原料碳酸鈣及碳酸鎂流入
製藥業，食藥署調查75家領有許可證藥廠中，
不合格率43%，共有32家藥廠的46項藥品要下
架。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今天邀請衛福部
長蔣丙煌到會報告，多位立法委員提到 「食藥
署查完了嗎、是否有第三波稽查、除了碳酸鈣
及碳酸鎂外，包括氫氧化鈉、氧化鎂、氧化鐵
等藥品與食品級都具有的成分，是否有混用情
況，要如何管理與稽查」？

食藥署長姜郁美表示，會持續進行專案稽

查。蔣丙煌說，過去食藥署的確著重有明確治
療效果的藥品，如抗生素管理，未來將強化非
典型藥品，將會要求業者自主管理，包括今年
上線的原料藥登錄系統。

藥品組組長劉麗玲表示，未來藥品原料藥
的成分都需登錄系統，不論是準備上市或已在
市面上的藥自7月1日起都需登錄，業者有6個
月時間登錄，明年起正式上路後若無登錄，則
依法規定處理。

進口原料、製造成分、藥品間如何勾稽，
蔣丙煌說，過去食藥署重視食品安全，建置食
品雲。目前規畫以大數據(Big Data)設計藥品雲
，勾稽藥品成分、進口商、藥廠等資料，此外
，也會加強管理及監測系統。

製藥風波 推登錄系統藥品雲
（中央社）國防部副部長

陳永康今天在立法院表示，軍
方和美方已經有 「海上不預期
對遇操演基本準則」，用訊號
、語音和無線電，建立基本的
能量，才有下一步海上的操演
和其他機會。

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
今天審查國防部104年度預算
凍結案，親民黨籍立法委員李
桐豪質詢陳永康，軍方是否有
積極爭取參與泛太平洋區域軍
事演習。

陳永康說，整個泛太平
洋區最大的軍演就是 「泛太平

洋聯合軍演」（RIMPAC），
除了這以外，還有跨國性、地
區性的聯合演習。

陳永康說，軍方和美方
已經展開 「海上不預期對遇操
演基本準則」（The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 「有一個標準作業程序，用
我們的訊號、語音、無線電，
建立基本的能量，才有下一步
海上的操演和其他機會」。

陳永康說，日本、韓國
、菲律賓乃至於美方跟中國大
陸，也開始實施用這個基本準
則做基礎演練，通常航行海上

雙方對遇時，會用操作手冊的
內規，建立通訊能量。

至於地區性操演，陳永
康說，國軍有參與任何聯合演
習機會，不會放棄，主要是看
政策面，還有區域安全客觀條
件，如果別人主動要求軍方就
會參加。

他說，不管對鄰近國家
、對雙邊或多邊演習，軍方都
表達強烈意願，李桐豪詢問最
大障礙是什麼，陳永康說：
「我想還是來自對岸」。

海上對遇準則 台美有建立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今天表
示，4月霜害造成大梨山等地春茶等農損，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應啟動專案認定，霜害納入天然

災害補助；農委會說，22、23日勘查後再決
定。

民進黨團書記長黃偉哲上午在立法院舉行

記者會表示，據農委會說法，天災指颱風、焚
風、豪雨、冰雹、旱災與地震等，不包括霜害
，有必要修改法規增列，希望農委會立即啟動
專案認定納入。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何欣純說，氣候異常造
成梨山、阿里山與南投等地農作物受損，據台
中市和平區公所統計，大梨山地區，茶葉受損

面積達80%以上，甜柿130公頃、梨子200公頃
、水蜜桃50公頃及蘋果30公頃，希望盡速專案
認定。

農委會農糧署主任秘書蘇茂祥受訪表示，
農糧署中區分署22、23日將與台市府、台中區
農業改良場到大梨山勘查，專家認定原因後，
決定是否專案納天災補助。

大梨山霜害農損 22日勘查

夏立言談亞投行夏立言談亞投行
陸委會主委夏立言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右起右起））與財政部次長吳當傑與財政部次長吳當傑，，2020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專案報告專案報告 「「亞投行亞投行」」 相關事宜並備詢相關事宜並備詢。。

胸懷文學情，
放飛新聞夢，
成就風雲人
野創作于我袁便就是這剪不斷的文學情袁織不盡

的新聞夢浴冶
洪旭袁文學院 2012級本科生袁被評爲野湖北大

學 2014年耶琴園風雲學子爷創作之星冶遥
野成功的花袁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艷浴然而當

初她的芽兒袁浸透了奮鬥的淚泉袁灑遍了犧牲的血
雨遥冶成熟穩重尧樂觀堅毅尧篤志好學的他袁爲了自己
的夢想袁一直拼搏在路上遥

手執一桿筆袁心存一片天
作爲文科專業的學生袁他受到良好的文學燻

陶袁始終懷有創作小説尧散文等文學作品的激情遥他
在繁忙的學習工作之餘靜靜讀書尧耐心執筆袁在叶小
作家選刋曳尧叶科學導報曳尧叶速讀曳尧叶敎育曳等期刋雜
誌上發表十餘篇作品遥豈止文學袁他對新聞寫作同
樣充滿熱情遥

一支筆尧一個本子袁這兩樣東西是他隨身必備
的遥走在路上袁遇到感興趣的人或事袁他都會停下來
進行採訪曰突然野冒出冶一些好的想法和感受袁他也
會及時記録 下來遥野片刻
靈 感 的 逬 發袁往往抵
得上我窩在 寢室一整天

的 冥 思 苦 想遥冶他笑着
説遥除去吃 飯睡覺和學

習工作袁其 餘時間袁他
幾乎都是與筆爲伴袁或寫幾篇論文袁或寫幾篇新聞
稿袁或進行文學創作噎噎對他而言袁創作的過程就
是享受的過程袁筆就是他的親密夥伴袁記録着喜怒
哀樂和心靈路程遥

提及洪旭袁班長唐濤的第一反應便是稱讚他筆
桿子硬遥野他文筆很好袁不僅寫東西耐讀袁還多産遥我
所知道的袁他就有百餘篇新聞稿件在校內外各大媒
體上發表冶遥

野一直對新聞頗感興趣袁起初只是喜歡瀏覽袁後
來覺得作爲中文專業的學生有必要會寫新聞袁便嘗
試着自己寫袁這樣便一發而不可收遥冶當談及作爲非
新聞專業的學生袁爲何喜歡寫新聞時袁他笑着説到袁
野其實在我心中一直有個新聞夢袁希望自己能寫更
多更優秀的新聞尧能更好地宣傳報道傳遞正能量的
人或事遥冶

非專業人做專業事袁雖然有些困難袁但他堅持

了下來遥第一次寫稿時袁當他信心滿滿的把寫好的
稿件發給老師袁卻被吿知存在很多問題遥野連同標
題袁整篇稿子幾乎每段都被修改過袁當時很受打
擊遥冶他略顯尷尬的回憶道袁野不是沒想過放棄袁只是
心中有夢遥冶在之後的新聞寫作中袁採訪被拒過袁稿
件被退回過袁而他卻愈挫愈勇遥在學習生活之餘袁他
大量瀏覽各類網站新聞尧閲讀各種報紙期刋袁認眞
硏習新聞寫作技巧袁並積極與有經驗的老師尧戰線
記者交流溝通袁最終使自己的寫稿能力不斷提陞遥
他認眞地報道周圍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袁積極宣傳學
校良好精神風貌袁在中國日報網尧中國新聞網尧中國
大學生在線尧楚天金報尧荆楚網尧武漢晨報尧武漢科
技報等媒體上發表新聞稿件百餘篇遥先後榮獲新聞
傳播學院野外宣之星冶尧文學院野優秀新聞工作者冶尧
野2013年度湖北高校靑年傳媒協會曁中國渊湖北冤高
校傳媒協會優秀記者冶尧野湖北大學 2014 年琴園風
雲學子創作之星冶等稱號遥

一個夢想風雨兼程袁兩樣情懷共話靑
春

着裝一絲不苟袁步伐矯健穩重袁舉止彬彬有禮袁
兼具着中文專業學生的儒雅和管理專業學生的嚴

謹袁這就是洪旭留給人的第一印象遥
野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

士兵袁不想得優秀的學生不是好
學生浴冶做一名優秀的大學生是他
的目標與追求袁儘管學習和學生
工作比較忙碌袁但在這一理想信
念的驅動下袁他做到了科學規劃尧
有條不絮遥課堂上袁他積極思考尧
交流討論袁碰撞思想的火花曰下課後袁他翻閲資料尧
查漏補缺袁鞏固專業知識曰閒暇時袁他紮根圖書館袁
領略前人的風采袁提陞自己的人文素養遥

他深知學習是學生的天職遥上大學以來袁他認
眞對待學業袁綜合成績排名第三袁曾被評爲湖北大
學野三好學生冶袁獲得過國家勵志奬學金尧成績優秀
奬學金遥爲了進一步充實自己袁提高自己的綜合能
力袁他同時輔修了人力資源管理雙學位袁只爲讓靑
春在汗水中閃光遥一分耕耘袁一分收穫遥爲了實現自
己的夢想袁無論多忙袁他都會保證每天有一個小時
的自習時間遥野汗水是滋潤靈魂的甘露袁雙手是理想
飛颺的翅膀遥唯有不斷拼搏袁才會擁有一段無悔而
又充實的大學時光遥冶他堅定的説道遥

莫問辛苦爲哪般袁只爲湖大奉韶年
他的身上有着很多個野標籤冶院湖北大學靑年傳

媒中心主編尧KAB 創業俱樂部榮譽會長以及副班
長遥他先後被評爲湖北大學文學院優秀學生幹部尧
湖北大學優秀學生幹部尧湖大學野創業市集冶活動優
秀組織者遥而在這些成績的背後袁是他的責任與付
出遥

勤儉節約袁自強不息袁他積極參與獻血和愛心
捐款活動袁並參加勤工助學活動遥作爲院敎學辦助
理袁他認眞協助老師完成考務安排尧考場佈置尧學生
證辦理等工作任務袁積極爲老師分憂解難袁盡力爲
學院多做貢獻遥

他和班委會成員一起袁
認眞組織中秋節晩會尧秋游
等活動袁和大家一起享受靑
春的樂趣曰熱心參與校園各
類文體競賽活動袁和同學們
一起爲集體爭光袁在湖北大學第十三屆體育文化節
中榮獲野團體第八名冶曰在湖北大學野陽光跑冶比賽
中袁榮獲野個人男子第四名冶遥

爲保證校級雜誌叶沙湖靑年曳第 32期開學能順
利發刋袁他假期一個月提前到校組織策劃袁認眞踐
行野呼喚時代精神袁弘揚世紀新風袁倡導現代理念袁
健全靑年品格冶的創刋理念袁積極開拓創新袁着眼于
長遠袁着手于實際袁爲努力實現服務團學工作尧服務
全校團員靑年成長成才的目標而不懈奮鬥遥

擔任 KAB創業俱樂部副會長期間袁他曾積極
組織推動 野華中高校蜂蜜營銷大賽冶尧野湖北大學創
業市集冶尧野千萬富翁羅敬宇創業宣講會冶等大型活
動的舉辦袁並帶頭寫稿宣傳報道袁先後刋登稿件在
中新網尧中財網尧武漢科技報等媒體上袁起到了很大
的反響遥大二暑假期間袁他負責運營校園網站靑春
飛颺袁認眞編輯整理各院暑期實踐團隊的新聞稿
件袁並加強官方微博尧QQ互動袁積極促進我校暑期
社會實踐宣傳推介工作遥他曾多次作爲湖北大學靑
年傳媒中心代表參加武漢高校媒體交流峰會尧知音
雜誌交流會等活動袁積極展示宣傳我校學生組織的
良好風尙遥

當被問及在學生工作中收穫最多的是什么袁他
毫不猶豫地回答是野愛與責任冶遥野靑年傳媒中心的
主編和副班長對我而言袁不僅是份內職務袁也是老
師和同學們對我的信任和支持袁更是肩上沉甸甸的
責任冶袁他進一步補充道袁野在學生工作中我體會最
深的就是學會了擔當袁並且能夠在團結友愛的大家
庭中靈活處理各種關係袁收穫成功和友誼遥冶

他不僅工作認眞負責袁對同學更是誠懇熱心遥
在一次陽邏分校區靑年傳媒中心的工作交流會中袁
負責招新的一位干事胃痛不舒服卻強撑着遥細心的
他在忙碌中發現李玲渊化名冤臉色的異常袁他快步走
過去袁蹲在她的身邊袁熱心地詢問身體狀况袁並野勒
令冶她停下手中的事情袁去醫務室休息遥交流會一結
束袁他立馬與留下來的兩個同學一起護送她去陽邏
中心醫院進行檢查治療袁並堅決留下來陪她打點
滴遥野這樣的事情有很多袁洪旭總是像哥哥一樣袁對
我們照顧有佳遥冶李玲感激地説到遥

展湖大莘莘學子風采袁探社會滔滔人
文情懷

理論知識儲備充分的他袁同時相信社會實踐對
大學生野受鍛煉尧長才幹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遥

他積極投身社會實踐活動袁在大二暑假組隊參
加由湖北省委宣傳部尧文明辦尧敎育廳尧團省委聯合
主辦袁楚天金報尧湖北省學生聯合會承辦的野我爲核
心價値觀代言要要要尋找身邊的荆楚楷模冶暑期社會
實踐活動袁在孝感地區採訪了一大批優秀荆楚模
範遥然而袁他和團隊成員在社會實踐過程中並不是
一帆風順的袁爲了在基層發掘出更多的荆楚楷模袁
他們經常冒着酷暑趕赴孝感偏遠鄉鎮袁深入村民家
中瞭解基層情况遥野有時好幾天才會採訪到一個先
進人物袁大多數時間都會耶空手而歸爷袁但大家從未
抱怨過遥冶洪旭欣慰地説道袁野我們並不是單純地把
這次社會實踐活動當作成一種生活體驗袁更把它當
作成自己的責任和使命遥冶

爲了提高採訪效率袁增強宣傳效果袁實踐期間
團隊成員不光採訪報道先進人物及其典型事迹袁同
時也深入到被採訪者的工作崗位中袁體驗他們的工
作環境和生活狀態遥野還記得那次參加孝感市義工
聯開展的防溺水宣傳勸導活動袁整個下午袁我們就
穿着厚厚的救生衣暴曬在太陽底下袁沿着河邊巡
視袁及時勸阻和救援在河湖中游泳和溺水的人群遥冶
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遇到過許多阻力和困難袁洪旭
回憶道袁野當時我們就被有些游泳者指責説是多管
閑事袁但我們並沒有氣餒袁耐心地給他們説明在深
水中戲水的危害袁直到他們上岸我們才放心地離
開遥冶

對待自己要寫的新聞稿件袁洪旭也是一絲不苟
地去完成遥野爲了講求新聞的時效性袁他都會連夜把
新聞趕出來袁有時甚至忙碌到凌晨一點多袁絶不會
拖欠和應付遥冶室友陳洋穩説道遥付出終有回報袁團
隊在中國大學 生在線尧楚
天金報以及當 地媒體上發

表多篇新聞稿 件袁産生了
很好的反響遥 他個人被評

爲湖北大學 2014 年 暑
期社會實踐活 動 野先進個
人冶尧2014年湖北省大中專學生志願者暑期 野三下
鄉冶社會實踐活動先進個人曰所在團隊被評爲湖北
大學 2014 年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優秀團隊尧2014年
湖北省大中專學生志願者暑期野三下鄉冶社會實踐
活動優秀團隊遥爲楷模代言袁在獲得許多寶貴經驗
的同時袁他也歷練了自己的人生遥

成績屬於過去袁未來還在征程遥面對接下來的
生活袁他堅信一句話院野沒有最好袁只有更好浴冶談及
未來袁洪旭很坦然院野我定會以今天爲起點袁不斷地
超越自己袁一步一個腳印袁發揚湖大耶習坎爷精神袁扎
紮實實地朝着自己找準的目標尧朝着自己理想的生
活奮進浴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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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河源鬧市修路

又現又現恐龍蛋恐龍蛋化石化石

據河源恐龍博物館館長杜
衍禮介紹，施工現場所

處地質為紅砂石岩層，符合
恐龍蛋化石存在的環境，此次發現的恐龍蛋化
石有一整窩，其中有14塊，共43枚，其中完
整的19枚。這窩恐龍蛋化石個頭較大，一個
恐龍蛋化石的直徑約有13厘米，具體是什麼
種類的恐龍有待中科院恐龍蛋化石研究專家進
一步研究。

“中華恐龍之鄉”已掘萬七蛋化石

杜衍禮還介紹，這是河源首次在鬧市中心
地段發現恐龍蛋化石。河源建市之前，此地是
個小山包，路面是直接用水泥鋪的，完全沒有
動過的地層。

據介紹，河源市區內的土質均屬紅砂岩，
恐龍蛋化石在河源市區內其他地方也有可能發
現，希望有關部門和市民在建築路、橋、房屋
施工時多加留意，一旦發現恐龍蛋化石，立即
停工、保護現場，通知公安和文物部門進行保
護。

據了解，河源盆地100多平方公里的紅砂

岩中，厚度達4,000米，裡面
究竟埋有多少恐龍蛋化石，目前專家也無法進
行預測。

據悉，河源市係集恐龍蛋、恐龍骨骼、恐
龍足跡化石“三位一體”的“恐龍之鄉”，自
1996年3月在河源市區東江邊發現第一窩恐龍
蛋化石至今，已搶救、發掘出近17,000枚恐
龍蛋化石。2005年，河源市博物館憑當年館
藏10,008枚恐龍蛋化石數量獲頒健力士世界
紀錄證書，同時，河源也被中國地質調查局地
層與古生物中心授予“中華恐龍之鄉”。

施工隊伍施工隊伍1919日從正在升級改造的日從正在升級改造的

廣東河源市區大同南路意外挖出一整廣東河源市區大同南路意外挖出一整

窩共計窩共計4343枚恐龍蛋化石枚恐龍蛋化石，，其中完整的其中完整的

““恐龍蛋恐龍蛋””有有1919枚枚，，引來眾多路過此引來眾多路過此

地的市民駐足圍觀地的市民駐足圍觀。。據介紹據介紹，，當天從大同南路挖掘出這批當天從大同南路挖掘出這批

恐龍蛋化石的地方恐龍蛋化石的地方，，是一處正在地下深挖施工中的排污水是一處正在地下深挖施工中的排污水

溝溝。。據悉據悉，，這是號稱這是號稱““恐龍之鄉恐龍之鄉””的河源市首次在新城區的河源市首次在新城區

鬧市中心發掘出土恐龍蛋化石鬧市中心發掘出土恐龍蛋化石。。

■■中新網中新網、《、《廣州日報廣州日報》》

■■恐龍蛋化石共計恐龍蛋化石共計4343枚枚，，其中其中
完整塊有完整塊有1919枚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挖出的恐龍蛋化挖出的恐龍蛋化
石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挖掘現場挖掘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南
寧市廣西博物館舉行了“多彩
印記，歡歌三月三”活動，豐
富多彩的民俗活動吸引了眾多
市民參與。圖為民間藝人展示
壯錦織造技藝。 ■新華社

20日，農曆穀雨，1,000多名港澳台同胞、海外僑
胞、海內外越商代表，大禹後裔及社會各界代表，匯聚
具有7,000年悠久歷史的浙江省紹興市大禹陵，舉行今
年公祭大禹陵典禮。
大禹是中華民族的立國之祖和治水英雄，其在治水

和立國大業中所表現出來的偉大的“大禹精神”，是中
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以
來對大禹陵首祭20周年，祭禹典禮由中國文聯和浙江

省人民政府主辦，紹興市人民政府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
會承辦，典禮採用古代最高禮祭—“禘禮”形式進行。
1995年4月20日，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公祭大禹

陵。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紹興的公祭大禹陵典
禮已產生了全國性影響，形成了“北有黃陵、南有禹
陵”的中華民族祭祀先祖的格局。2007年，公祭大禹陵
典禮成為“國家級”的祭祀典禮。

■記者 茅建興、通訊員 袁雲 浙江報道

海內外華人浙江公祭大禹陵

歡樂“三月三”

■■海內外華人浙江紹興公祭大禹陵海內外華人浙江紹興公祭大禹陵。。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雲南普洱茶一直深受茶
友喜愛，不想最近普洱茶又
多了一群“粉絲”——亞洲
野生象。近日，一群亞洲野
生象造訪普洱黃龍山大自然
園茶葉基地，“任性”的品
嚐了一把有機茶園的普洱
茶。
據悉，亞洲象分佈在中

國南部邊境的熱帶及亞熱帶
地區，中國境內不到 300
頭。在普洱市出現的這群亞
洲象共有17頭，可以看出

是一個較為完整的象群。而
牠們最近出沒的地方，離當
地人生活的市區不到20公
里，是離城市最近的野象
群。
這17頭野象探訪的茶

園是普洱市天下普洱茶國有
限公司的茶葉基地，近年
來，普洱推出生態茶園、有
機茶園建設，“遠看是森
林，近看是茶園”已經成為
普洱市茶葉的最大賣點。
■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雲南茶園引野象群雲南茶園引野象群““品茗品茗””

“陶寺就是堯都，就
是最早的‘中國’。”近
日，堯文化暨德廉思想研
討會在山西省臨汾市舉
行，與會的中國社會科學
院、北京大學、中國科學
院、北京聯合大學等內地
知名專家學者達成共識，
認為臨汾陶寺就是上古時
期黃河流域部落聯盟首領
堯的都城平陽。千年懸疑
“堯都何在”終於有了結
論。
據悉，陶寺遺址位於

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7.5公
里，總面積約300萬平方
米，距今 3,900 至 4,300
年，於上世紀50年代文物
普查時發現。

專家認為，通過30年
來對陶寺的考古發掘與研
究，將考古發掘資料與堯
都文獻記載對比可以得出
結論：陶寺就是“堯都平
陽”。陶寺文化社會表現
出來的等級分化、王權統
治、禮制、國家原始形態
等特徵，都說明陶寺社會
已進入初期國家階段。
■《人民日報》\搜狐網

考古證實山西陶寺為堯都考古證實山西陶寺為堯都

20日下午2點許，受強對流雲系
影響，廣東多地下起雷暴雨和冰雹，
涉及範圍包括汕頭、澄海、揭陽、潮
州和惠州博羅等地，不少網友形容場
景十分可怕，天空一秒變黑夜下起短
時冰雹，有些冰雹如雞蛋大小，將路
面上的汽車玻璃砸出許多坑洞。
另外，當日傍晚，廣西桂林市突

降暴雨，市區部分地區也下起冰雹，
原本 30℃的氣溫在半小時內驟降
10℃，真正上演了“冰火兩重天”。
■記者 李薇、唐琳 深圳、廣西報道

粵東廣西落冰雹粵東廣西落冰雹 汽車砸出坑汽車砸出坑

■臨汾陶寺遺址。
網上圖片

■20日惠州多鎮
突降冰雹。

網上圖片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年初集團股價大跌的
阿里巴巴主席馬雲，一直與華人首富之位擦身而過。今年
福布斯華人富豪榜內地富豪中，由大連萬達董事長王健林
排名第一，其淨資產按年增長60.26%至242億美元，小勝
排行第二淨資產為227億美元的馬雲。

去年王健林旗下的萬達商業地產及萬達院線分別於香
港及內地上市，前者現時市值約347.81億港元，後者已成
為內地院線第一股，上市後接連漲停板，目前股價是申購
價的3倍。
阿里巴巴去年9月在紐交所上市，破紀錄的250億美元
上市融資額一度令馬雲財富飈升，但今年初與中國工商總
局的衝突導致其股價大跌，最後失落首富寶座。
有趣的是，隨着年輕內地富豪躋身前十名，最富有十

位華人的平均年齡變得愈來愈年輕，今年只有66歲，較
去年年輕6歲。

長和及和黃於股東大會上通過長和併購和黃
方案，李嘉誠會後被問到再次蟬聯首富的

感受時，豁達地表示不在意別人的言論，最重
要是心中富貴。若有人超越其首富地位，他坦
言“不知幾高興”。位列華人富豪中第二位的
是恒地主席李兆基，淨資產按年增長26.53%至
248億美元；第三位為大連萬達董事長王健林，
淨資產按年增長60.26%至242億美元；第四位
為阿里巴巴主席馬雲，其淨資產按年增長127%
至227億美元；第五位為漢能控股主席李河君，
淨資產按年增長近105%至211億美元。

上榜內地富豪增61人
李嘉誠今年繼續成為長勝將軍，但其榜首

地位不無威脅，因為中國內地的富商身家日益
豐厚。馬雲本來有機會藉登陸紐交所上市融資
一嚐當首富的滋味，可惜年初因假貨風波導致
股價大跌，身家頓時蒸發過百億元人民幣，今

年只能飲恨排名第四，但其資產升幅仍最為顯
著，按年飆127%。事實上今年榮登榜上的中國
內地富豪增加了61人，佔比亦升至57.6%。去
年首五名華人富豪中，港人佔了4位；今年卻扭
轉，僅李嘉誠及李兆基守得住陣腳，嘉華集團
主席呂志和及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分別跌至
第12位及9位。

另外，今年華人富豪榜的上榜人數及財富
總額創新高，今年上榜的共有370位華人富豪，
較去年增加80位，淨資產共計11,519億美元，
較去年增長32%；在全球億萬富豪總人數中佔
比首次超過20%至20.3%。今年最富有的10位
華人中，過去一年除了鄭裕彤以外，其他9位億
萬富豪的財富均有增長。

其中，中國內地的華人富豪淨資產規模合
共5,676億美元，佔比49.3%，來自香港、台灣
的華人富豪淨資產規模分別達2,375億美元以及
825億美元，佔總額分別為20.6%及7.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長和世紀重組接近完成，好事成雙，福布斯

20日公布今年度華人富豪榜，長和系主席李嘉誠蟬聯華人首富之位，長和世紀重

組可謂功不可沒。自年初公布方案後，長和及和黃股價至今升約30%，市值增加

約1,960億港元。過去一年超人身家

漲7.42%，以333億美元壓倒恒地主

席李兆基、大連萬達董事長王健

林、阿里巴巴主席馬雲及漢能控股

主席李河君等超級富豪，繼續穩佔

榜首。

內地富豪 王健林稱冠

No.3 王健林
242億美元

No.1 李嘉誠
333億美元

No.2 李兆基
248億美元No.4 馬雲

227億美元
No.5 李河君
211億美元

李嘉誠穩居榜首
全球富豪佔比 華人升至20.3%

福布斯華人富豪
2015福布斯華人富豪榜

排名（全球） 姓名 年齡 淨資產
（億美元）

1（17） 李嘉誠 86 333
2（27） 李兆基 87 248
3（29） 王健林 60 242
4（33） 馬雲 50 227
5（38） 李河君 47 211
6（56） 馬化騰 43 161
7（58） 郭炳江、郭炳聯 － 159
8（62） 李彥宏 46 153
9（71） 鄭裕彤 89 144
10（73） 施至成 90 142
11（81） 謝國民 75 136
12（82） 呂志和 85 135
13（87） 雷軍 45 132
13（87） 蘇旭明 70 132
15（96） 陳頌雄 63 122
16（110） 郭鶴年 91 113
17（114） 劉鑾雄 63 109
18（124） 宗慶後 69 103
19（125） 何享健 72 99
19（125） 王文銀 47 99
21（131） 黃志祥、黃志達 － 96
22（142） 黃惠忠 74 90
23（147） 蔡衍明 58 89
23（147） 魏建軍 51 89
25（149） 黃嘉兒 64 88
26（151） 黃惠祥 75 87
27（153） 潘蘇通 52 86
27（153） 吳光正 69 86
29（179） 劉强東 40 74
30（139） 郭炳湘 64 70
31（195） 王靖 42 69
32（199） 吳清亮 － 68
33（208） 丁磊 43 66
33（208） 劉永行 66 66
35（230） 許家印 56 62
36（240） 陳麗華 74 61
36（240） 郭台銘 64 61
38（248） 張東文夫婦 60 59
38（248） 盧志強 62 59
38（248） 蔡崇信 51 59
47（277） 許榮茂 64 54
49（291） 陳慧慧 56 52
51（309） 何超瓊 52 50
51（309） 楊惠妍 33 50
資料來源：福布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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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徐建勛

三十年商業訴訟經驗
德州及最高法院執照

徐建勛 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華東政法學院碩士
德州及聯邦執照律師

* **Licensed to Practice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公司成立、合伙協議
◇商務合同、生意買賣
◇商標版權、專利申請

◇商業訴訟、跨國追索
◇民事糾紛、出庭辦案
◇勞資糾紛、雇用歧視

商 務
訴 訟

◇各類離婚、監護案件
◇遺囑信托及財務安排

◇婚姻財產協議及訴訟
◇小孩哺育費追索償還

婚 姻
家 庭

移 民 ◇投資移民EB-5計劃
◇特殊人才綠卡申請

◇B-1 / B-2延長及轉身份
◇H / L / E簽證及綠卡申請

肖沃特 律師**

D. Showalter

喬遷新址

國際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E-Mail:shu_xj@msn.com http://www.jamesxu.com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of Counsel)

*楊延品律師
德州律師執照

聯邦南德州地區法院執照

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執照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移 民： 勞工卡，傑出人才，國家利益獲免
技術移民，非移民申請，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移民法庭出庭，拘留保釋
移民上訴

地 產： 地產買賣，商業租約，產權分析
貸款文件

商 業： 公司成立，生意買賣，合約起草
商業談判，合約審查，商標申請
版權註冊，企業並購，破產重組

繼 承： 遺囑信托，遺囑執行
家 事： 協議離婚，監護撫養
訴 訟： 商業，地產訴訟，民刑訴訟，保險賠償

王大可律師協助辦案

亞利桑那州律師執照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休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地址：668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302
Houston, TX 77072 (百利八號交界，SPARTAN保安大樓內)

*Board Certified 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Law,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榮獲德州法律專業委員會移民法律專業證書

楊延品聯合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YANG & ASSOCIATES, PLLC

Email: info@yanglawus.com www.yanglawus.com
電話：（713）271-YANG (9264)
傳真：（713）271-9265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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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民主進步黨今天
召開重大議題協調會報，黨主席
蔡英文指示民進黨全力推動完成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強化公民參與、資訊透明以及國
會實質監督。

民進黨今天召開重大議題
協調會報，會中與黨籍立委討論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及 「每週

40小時工時」等議題。
民進黨會後發出新聞稿表

示，蔡英文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做出兩點裁示，第一是民進黨將
全力推動完成 「兩岸協議監督條

例」的立法，為兩岸持續交流協
商，建立周全規範，彌補現行作
法的不足與缺失，特別必須強化
公民參與、資訊透明以及國會實
質監督。

第二是在去年三一八學運
後，希望改正國民黨政府處理兩
岸協商的黑箱作法、落實公開透
明及人民參與，已成為台灣社會
的共同訴求。民進黨將積極與社
會合作，推動完善可行的兩岸協
議監督機制。

會議並討論每週40小時工
時的議題，民進黨認為，國際勞

工組織提出 「每週工作 40 小時
為原則」，但是台灣的法定工時
依舊維持 「雙週 84 小時」，行
政院雖已研議修法，但至今遲未
能將勞基法修法版本送至立法院
。

民進黨認為應趕上國際潮
流，降低勞工的法定工作時數，
修改勞基法第 30 條為 「每週不
得超過工作 40 小時」，環衛委
員會召集委員、民進黨立委趙天
麟將儘速將修正草案排入議程，
以落實全面週休二日。

民進黨力推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

（中央社）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遭控炒
股案，台北地檢署以查無不法簽結。連勝文表
示，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雖然還給他清
白，但傷害已經造成。

名嘴周玉蔻去年3月控告連勝文曾在2005
年間，公開表明要投資喬山科技，讓喬山股票
大漲；而香港金衛醫療團隊 4 年前來台發行
TDR，連勝文參與掛牌，金衛TDR成交價是
11塊2毛，在連勝文首度站台後漲到最高的18
塊5毛，控告連勝文炒作股票。

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今天表示 「遲來
的正義不是正義」，雖然還給他清白，但傷害

已經造成。去年在選舉期間，外界動輒指涉他
炒股、涉及內線交易等情事，毫無證據，也非
事實，部分名嘴甚至以此攻擊，進行政治操作
。

連勝文說，如今檢方經過縝密調查，確
認並無不法，相關指控皆非事實，有些公司甚
至連持股都沒有，但外界仍用 「聽說」、 「傳
言」方式不斷混淆視聽，令人十分遺憾。

連勝文表示，感謝司法還他清白，但也
希望社會藉此釐清事實，以正視聽，選風也能
回歸正道，勿再以訛傳訛。

被控炒股 連勝文：遲來正義不是正義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今天會
見黑龍江省委書記王憲魁時表示，在九二共識
的基礎下，兩岸共同推動很多交流，包括經貿
往來、觀光旅遊等，兩岸都致力朝和平發展的
方向前進。

朱立倫在國民黨主席特別顧問兼大陸事
務部主任高孔廉的陪同下，會見黑龍江省省委
書記王憲魁

朱立倫致詞時表示，兩岸關係從前主席
連戰 2005 年訪問中國大陸後，展開一個新的
里程碑；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雙方共同
推動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包括經貿、文化或
社會等交流，彼此都有許多合作與互動。

朱立倫說，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下，兩

岸共同推動很多交流，尤其是民眾所關心的事
情，包括經貿往來、觀光旅遊、文化交流、農
業合作、科技發展等，兩岸都致力朝和平發展
的方向前進。

談到黑龍江省，朱立倫指出，黑龍江與
台灣在氣候、地理上有差異，觀光旅遊上的意
義不同，文化也不同；而黑龍江省與俄羅斯交
界，融入很多俄羅斯文化，這與台灣形成一個
對照；台灣除了漢民族的文化外，也有原住民
文化，以及受到日本、荷蘭、西班牙等國家的
影響，台灣與黑龍江省同樣都受到多元文化的
影響。

朱立倫說，有機會也希望到黑龍江省訪
問，增進雙方的交流與互動。

朱立倫：九二共識下致力兩岸和平

（中央社）美國在台協會今天表示，美國環
保署國際合作暨部落事務代理助理署長 JaneN-
ishida及美國環保署第9分署分署長Jared Blumen-
feld20日至24日訪問台灣。

美國在台協會說，美國環保署官員22日將與
台灣環保署長魏國彥等官員一同出席國際環境夥
伴計畫1週年紀念活動。

美國在台協會表示，國際環境夥伴計畫是
2014年4月美國環保署署長吉娜‧麥卡錫（Gina
McCarthy）訪台期間啟動。透過該計畫，美國和
台灣能夠與亞太地區及全球的其他夥伴共享環保

方面的經驗和知識。
美國在台協會說，美國環保署官員訪台期間

將與環保主管當局等政府機關及美國在台協會的
代表會面，也將和台東縣政府與原住民社區領袖
就環境教育等美台潛在合作領域交換意見。

美國在台協會表示，過去 21 年來，美國環
保署和台灣環保署透過美國在台協會已經建立了
深厚的夥伴關係，這次美國環保署官員的來訪將
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動雙邊在區域和全球的合
作關係。

美國環保署官員訪台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蕭美琴今
天在立法院提出一份關於徵兵制民調引起關注。
民進黨智庫國防小組的召集人陳文政表示，若執
政，會在上任 10 個月內提出兵役制度全面檢討
。

國防部預計在105年底達成全募兵制目標，
蕭美琴今天在立院外交國防委員會質詢時，提出
中研院社會所 「中國效應研究小組」日前進行的
民調，題目是 「請問您是否贊成台灣為增強軍力
而恢復徵兵？」

結果顯示，各年齡層都以壓倒性幅度表示
支持恢復，贊成者至少都達到50%以上，其中29
歲以下有62%贊成，30到39歲年齡層支持者高達
70%贊成，40歲到49歲則有62.8%贊成。

由於蕭美琴是民進黨主席和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重要幕僚，蕭美琴在委員會質詢提出這個民調數
據，引人關注。

民進黨新境界智庫國防政策諮詢小組召集
人陳文政受訪表示，中研院 「中國效應研究小組
」民調的前提是募兵制成效不彰，結果顯示民眾
對募兵制的制度和方法有憂慮。

陳文政說，民進黨內部就兵役制度已經有
非常多討論，各種選項的風險和配套都有，但是
前幾次大選前，兵役制度都被拿來喊價， 「難道
還要再玩一次嗎？」

陳文政說，因為法律規定總統上任後10個
月內要提出4年期國防總檢討，因此若民進黨執
政，會在上任 10 個月內就兵役制度提出全面性
的檢討。

他表示，現在募兵制有問題，是本質有問
題還是方式有問題，都要理性看待。未來的檢討
方案可能是募兵制不變，但方式微調；或是募兵
制與台灣風土民情不合，要恢復徵兵制，他們都
有備案。

民進黨若執政 10個月內提兵役檢討

花蓮外海花蓮外海66..33淺層地震淺層地震
台灣東部海域附近台灣東部海域附近2020日上午日上午99時時4242分發生芮氏規模分發生芮氏規模66..33的有感地震的有感地震，，震央位於震央位於

台灣東部海域台灣東部海域，，深度為深度為1717..55公里公里，，最大震度最大震度44級級，，各地都能感受明顯震動各地都能感受明顯震動。。

新莊疑地震致變電箱火災新莊疑地震致變電箱火災
台灣東部海域台灣東部海域2020日發生規模日發生規模66..33地震地震，，新北市新莊區忠孝街疑因地震造成變電箱火災新北市新莊區忠孝街疑因地震造成變電箱火災。（。（消防消防

局提供局提供））

李大維訪問西澳伯斯李大維訪問西澳伯斯 僑界歡迎僑界歡迎
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代表李大維於當地時間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代表李大維於當地時間 1515 日訪問西澳首府伯斯日訪問西澳首府伯斯，，圖為李大維圖為李大維

（（右右44））與西澳洲議員麥格拉斯與西澳洲議員麥格拉斯、、西澳州台灣聯誼會會長范智明西澳州台灣聯誼會會長范智明、、西澳州議員泰勒西澳州議員泰勒、、西澳西澳
州台灣商會會長廖志華州台灣商會會長廖志華、、僑務促進委員查孝翰合影僑務促進委員查孝翰合影。。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今天表示，政
府努力和世界主要貿易國家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或經濟合作協定，包括TPP和RCEP，
這兩個協定占我國對外貿易7成， 「根本沒
有選擇餘地」。

馬總統上午在總統府接見 「國際青年
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第63屆領導幹部。

總統表示，台灣的所得分配差距降到
4.08 倍，是 13 年來最低，但政府仍不滿意
，希望繼續透過租稅、社會福利手段，拉
近所得分配、改善貧富差距，盼經濟成長
果實大家一起分享。

總統說，以購買力平價(PPP)來看，台
灣人均GDP達到4萬3600美元，超越韓國
、英、法、義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
代表物價相對平穩。

總統表示，政府希望進一步擴大基礎

，和世界各個主要貿易國家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或經濟合作協定，包括努力加入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RCEP），這兩個合起來占我國對外
貿易7成， 「根本沒有選擇餘地」。

總統說，台灣已和紐西蘭、新加坡簽
署經濟合作協定，簽署之後，兩國的出口
增加，我國的出口也增加，整體來說，政
府做了很多努力， 「但我們起步太晚」，
貨品涵蓋在自由貿易之下只有9.69%，日本
18%、韓國35%、新加坡達到77%，台灣還
要繼續努力。

總統最後期勉青年要走出去，年輕人
出去從事公益，贏得國際尊敬， 「青年是
國家最重要資產」，並肯定青商會過去培
育很多傑出青年，為社會貢獻。

總統：積極加入TPP 沒選擇餘地

（中央社）立法院副院長洪
秀柱今天上午搶頭香率先領表角
逐國民黨總統初選，她說，參選
沒有名利、沒有包袱，她在乎的
是國家要往那裡走，並自許聖經
上的 「房角石」，用來定方位、
定地基。

數百名支持洪秀柱參選的
民眾上午9時左右開始集結在國
民黨中央黨部外，頭綁 「今天一
枝獨秀、明天中流砥柱」頭帶，
高喊 「給我洪秀柱、明天靠得住
」，場面熱絡。

洪秀柱上午10時47分左右
抵達中央黨部，受到民支持者熱
情歡迎，高喊 「凍蒜！凍蒜！」
，洪秀柱先進行領表作業，繳交

新台幣200萬元本票的保證金。
由於台灣東部海域附近上

午發生芮氏規模 6.3 的有感地震
，北部明顯感受搖晃。洪秀柱說
，她今天來登記，跌破很多人眼
鏡，所以 「天地為之驚動」。

完成領表程序後，洪秀柱上
台發表談話，她說，她今天站在
百年政黨的總部，國民黨曾帶來
創黨理想與建設台灣的方向，但
政黨的理想逐漸失落，希望重新
再起，要改變，從你我開始。

洪秀柱說，從表態參選總
統開始，已經完全沒有自己，
「願意粉身碎骨換取黨跟國家走

上正確道路」，她參選元素沒有
名利、性別、家族，更沒有包袱

，她在乎的是黨和國家到底要往
那條路走，如何創造和平、開放
、均富、道德的社會跟國家。

媒體報導，黨中央對總統
大選設有 「防磚」機制， 「我是
磚嗎？」洪秀柱說，她從基層來
，當然是磚，也是 「聖經」上說
的 「房角石」，用來定方位、定
地基，她宣布投入總統初選，
「請大家跟我來」。

洪秀柱說，接下來20幾天
連署時間，要到北、中、南各地
巡迴連署，她說，這是跨過初選
門檻的第一要件，連署成功才能
參選初選。

自許房角石 洪秀柱投入總統初選

（中央社）力拚立委提名，
蔣家第四代蔣萬安今天說，有人
質疑他的文宣攻勢積極，他坦言
為拿到初選門票，除勤跑基層外
，確實把所有資源投入文宣。但
第二輪將以全新打法，用政策說
服選民。

國民黨立委羅淑蕾、台北市
議員王鴻薇、國民黨前副主席蔣
孝嚴的兒子蔣萬安 3 人力拚台北
市第 3 選舉區立法委員提名。國
民黨昨天公布民調結果，由於現
任立委羅淑蕾民調未能贏逾蔣萬
安5%，3人必須進入第二輪協調
或初選。

不過，羅淑蕾昨天質疑民調
機制有瑕疵。蔣萬安今天上午接
受 「蔻蔻早餐」電台節目主持人
周玉蔻專訪時表示，當初作民調
時，三方參選人都有派人到民調
公司監聽，任何民調都不是完美
的，但既然定了，他完全尊重最
後的結果。

由於上屆立委在黨內初選時
，蔣孝嚴以些微差距輸給羅淑蕾
，因此對於蔣萬安這次挑戰羅淑

蕾，外界形容 「王子復仇記」。
對此，蔣萬安說， 「我不是王子
」；蔣家對他來講， 「就只是一
個姓氏，對我比較遠」。

此外，外界質疑他在民調最
後幾天，積極投入文宣戰，蔣萬
安也提出說明。他說，一開始沒
有人認識他，他必須勤跑基層，
「選舉沒師傅，股力（指努力勤

奮）就有」。
他說，實在是因為沒有人認

識他，所以決定在自己能力範圍
內，把所有資源投入文宣， 「如
果沒有過（指民調），局面就不
是這樣；要拿到初選的門票，才
能進入下一階段，這也是展現我
的決心」。

從宣布參選到民調公布，僅
僅20天的時間，蔣萬安說，他思
考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效
果極大化。他一大清早到公園或
菜市場與民眾握手，剛開始，大
家不認識他， 「有人說，蔣萬安
不是女生？」跑了幾趟後，有民
眾開始對他說， 「蔣萬安，我看
到你第4次了」。

「在這麼短時間內，我就是
1天當3天用；預選當大選」，經
過第一輪激烈選戰後，蔣萬安說
，接下來，會以全新的打法來面
對第二輪民調，會用政策論述，
說服選民 「蔣萬安可以為大家做
什麼」，包括長期關心台灣重要
民生法案、年輕人就業問題、企
業加薪等議題。

至於是否擔心對手攻擊他權
貴、或指控曾祖父蔣中正製造白
色恐怖等；蔣萬安說，當初既然
決定參選，很多問題都預想到了
， 「心裡準備好了，這是一場硬
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歷史，
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未來，希望能
夠往前看，這也是現在年輕人所
期盼的。

對於他是否不讓父母親插手
選務，蔣萬安表示，很感謝父母
在這段時間幫他照顧小孩；對於
可以進入第二輪，蔣萬安指出，
父親蔣孝嚴說， 「很好，繼續加
油」

從無人知到取得初選 蔣萬安：勤跑基層

（中央社）國民黨總統提名作業和黨
員連署今天開始領表，立法院副院長洪秀
柱上午搶頭香率先領表。她表示，改變從
今天開始，此時此刻完全沒有自己，願粉
身碎骨換取國家走上正確的道路。

上百名支持洪秀柱參選總統的民眾上
午9時左右開始集結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外，
頭綁 「今天一枝獨秀、明天中流砥柱」頭
帶，高喊 「給我洪秀柱、明天靠得住」。

國民黨秘書長李四川、副祕書長江政

彥上午出面迎接。洪秀柱領表時出示並繳
交新台幣200萬元本票的保證金。完成領表
程序後，隨即在中央黨部外發表談話。

洪秀柱說，選戰正式起跑，強調改變
從今天開始，此時此刻完全沒有自己，她
願意粉身碎骨，換取國家走上正確的道路
。

國民黨日前公告第14任總統候選人提
名登記有關事項，4 月 20 日開始領表及連
署，直到5月16日止，時間長達27天。

領表拚總統初選 洪秀柱：願粉身碎骨

（中央社）台中捷運工安意外，市議
會國民黨團今天到監察院遞彈劾市長林佳
龍請求書。市府新聞局長卓冠廷回應，尊
重議員意見及監院調查。

台中市捷運綠線發生鋼梁砸落意外
，造成4死4傷。台中市億元國民黨團10多
名議員今天北上到監察院陳情，遞交彈劾
市長林佳龍請求書，批評市府為趕工，未
主動積極稽查，才釀禍。

台中市政府新聞局長卓冠廷回應，台
中市府絕無減少稽查的情形，交通局稽查
頻率比過去增加，針對台北捷運局及其發

包的施作廠商工程，自今年初至今已達71
次。

卓冠廷回應指出，檢方已進手調查相
關案情，市府尊重司法，更盼早日釐清真
相及責任歸屬。

對國民黨籍議員到監察院遞交陳情書
一事，卓冠廷表示，社會大眾已逐漸了解
意外全貌，台中市府尊重議員的意見，也
尊重監察院行使職權調查，進一步釐清案
情，全案已進入司法調查階段，將靜待調
查結果出爐。

中捷案民代陳情監院調查 市府：尊重

洪秀柱領表拚總統初選洪秀柱領表拚總統初選
國民黨籍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國民黨籍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前前））2020日到中央黨部為黨內總統初選領日到中央黨部為黨內總統初選領

表表，，正式角逐黨內總統提名正式角逐黨內總統提名，，圖為洪秀柱抵達中央黨部受到支持者歡迎圖為洪秀柱抵達中央黨部受到支持者歡迎。。

總統接見青商會領導幹部總統接見青商會領導幹部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圖圖））2020日在總統府接見日在總統府接見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

會會」」 第第6363屆領導幹部屆領導幹部。。

遠航招募新空服員遠航招募新空服員
遠東航空為前進新航線暖身準備遠東航空為前進新航線暖身準備，，2020日在松山機場階梯教室招募新空服日在松山機場階梯教室招募新空服

員員，，共有共有20002000多人報名多人報名，，競爭激烈競爭激烈，，考生趁著空檔補妝考生趁著空檔補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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