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旅遊局和中國旅遊與經濟電視台聯合舉辦的「美
麗中國 好玩四川」學生紀錄片攝製大賽，日前在九龍荷里
活廣場舉行啟動儀式。當日主禮嘉賓包括亞洲旅遊交流中
心副主任劉小惠、四川旅遊局副局長鄭學炳、中國旅遊與
經濟電視台袁勇台長等。
中國旅遊與經濟電視台袁勇台長在儀式上表示：「中國

地大物博、歷史淵遠、人文豐富，通過影像讓公眾認識國
家，是較直接良好的方式。學生紀錄片攝製大賽加強了香
港與四川的互動，通過紀錄片攝製和播出，增加兩地的了
解和溝通，進而促進兩地文化與經濟發展。」
袁勇續表示，世界已進入多媒體時代，老師、同學對多媒

體也非常熟悉，大賽將提供一個健康的活動平台，讓同學們

在課餘通過參加比賽，發揮創意以及團隊精神，提高多媒體
運用技能的同時，把四川美麗的風景和悠久的歷史介紹給香
港市民和國際社會。袁勇相信，年青人獨有的觸角和創新的
角度，一定會帶來有別於一般紀錄片的新體驗。
學生紀錄片攝製大賽為時六個月，鼓勵高中和大專同學

組隊參加。活動包括報名、初賽評選、專業輔導、實地拍
攝、作品播放、決賽等環節。參賽隊伍需要提供一份拍攝
大綱，由大會評選出五隊於七月到四川實地拍攝，編輯成
25分鐘的紀錄片參加決賽，是次決賽將於十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張立東 海口報道）在日前舉行的
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海南省產業園區推介會上，海口
國家高新區管委會主任朱東海重點介紹了美安科技新城和
海口綠科園兩大重量級產業園區，受到與會民營企業、跨
國企業、境外華商及中央企業的關注和積極反應。
據了解，美安科技新城是海口市未來10年按產城一體化

模式重點打造的集產業發展、科技創新、商貿物流等功能
的科技新城區，其定位是「綠色、合作、創新」，將發展成
為支撐海南「科學發展、綠色崛起」的重要創新極；建設
以海洋資源、生物製藥、節能環保、信息通訊和清潔能源
等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綠色科技創新園區，並實現對海
南高新技術產業的領航作用，助推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
到2017年將建成在國內獨具特色，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

集產業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模式創新於一體的綠
色技術示範園區。
美安科技新城位於海口市火山口國家地質公園西側，規

劃面積60平方公里，發展目標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發
展，以產業發展帶動城市擴張，新型工業化促進新型城鎮
化；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全國綠色科技產業綜合應用和推
廣的先行者和示範區，建設成為「宜業、宜居、宜學、宜
遊」的科技新城。
「海口國家綠色科技產業國際創新園」2012年底已經國

家科技部批准設立，其主體園區即坐落在美安科技新城。
今年初「國際創新園」正式揭牌，成為內地第10個國家級
國際科技合作基地。目前已完成了與北京寰能天宇等9家企
業的項目簽約。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海口國家高新區——未來十年科技新城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主席樊熙泰表示：「世

界上仍有很多人生活在未能溫飽的環境
中，每年暑期我帶學生到農村支教時，發現
學生均會在過程中學懂珍惜，因此希望透過
今次內地及香港青年學生在共同價值觀上合
作，支持習近平主席宣導的節約文明精神為
起點，繼而推動更多兩地生活在小康社會的
青年學生，珍惜身邊不起眼的細節，在全國
合理節約下，由我們的青年學生共同創造出
一個個對社會有供獻的碩果，高校光碟行動
推動了全國大學生養成勤儉節約、不鋪張浪
費的習慣，讓大家從自身做起，為社會作出
節約成風的環保習慣。」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通過開展宣導兩地青年大學

生合作，在食堂不鋪張、不浪費、飲完、食完的
光碟行動，幫助大學生樹立節約糧食的意識，養
成良好的環保習慣。
到山區作支教的大連外國語大學青年志願者協

會馮洋同學表示：「在此次香港環境保護協會舉
辦的首屆全國高校光碟行動獲一呼百應，共收到
超過120多所高校團委及社團積極回應和參與，在
食堂及學校領導的全力支持和幫助下，同學們表
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在校內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我並不期待我們的一點節約可以讓遙遠山區的生
活狀況發生很大的改變，我只希望從自身做起，
影響到一個同學，哪怕只是自己，這是一種責任
和擔當，只要目標正確及堅持，將來必定可以影
響到全國每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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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協辦兩地青年合作節約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回應習近平主

席及十八大宣導的「勵行節約、反

對浪費」號召，於4月22日世界地

球日，聯合內地及香港120多所高

校學生，共同參與首屆全國高校聯

合光碟行動，此次活動範圍席捲全

國31省及香港特區，超過10萬個

內地及香港高校青年學生在同一天

飯堂內不浪費的把飯菜吃光，共同

以全國高校光碟行動實踐青年的節

約環保承諾。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通過開展宣導內地及香港青年大學

生合作，在食堂不鋪張、不浪費、飲完、食完的光碟行

動，幫助大學生樹立節約糧食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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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兩岸政治對話何必急
重申「一中各表」 拒認同謝長廷「憲法各表」

「我
是台灣領導人，說『一中』對我們有
什麼壞處！」馬英九強調，他很早以

前就呼籲兩岸應共同回到「一中各表」，可以給
兩岸穩定發展的架構，例如謝長廷故意迴避提
到「一中」，改成「憲法各表」，這一關就很難
突破，問題依舊無法解決。

更看重經濟對話 盼ECFA談妥

最近，民間有呼聲希望展開兩岸政治對話，
馬英九表示，前大陸國台辦主任、現任外長王
毅多次表示，兩岸對話應穩中求進步，並沒有

給台灣任何
壓力。
他認為，

台灣現在的
政治時機沒
有成熟，雖
然外界有許
多人一再表
示兩岸應進
行 政 治 對
話，但沒有
人真正說清
楚具體該談
什麼，既然

大家沒有一致的意見，「那又何必急？」
至於是否可能談論和平協議或中程協議？馬

英九說，那些都是學者意見，「何必搞一些做
不到、弄不好反而會造成問題的事？」他對兩
岸政策的作法是穩健但務實、可以看見成果

的，若年底ECFA談判能把貨品貿易談完，整個
情勢都會不一樣，「有沒有政治對話就沒有那
麼大差別」。

兩岸互設處 功能重於名字

馬英九指出，目前兩岸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是
互設辦事處，這個辦事處「就是一個特殊的機
構」，必須基於平等互惠原則，但不必明定機構
人員的身份，「台灣在意機構是否具有功能，
而非有一個好聽的名字」。他說，兩岸每年有
700萬人次往來，若能落實，雙方往來會「很不
一樣」。
不過，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丁守中則有不同

意見。他認為，兩岸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政治對話是不可避免的，「兩岸經濟發展到一
定程度，要再進步的話，政治上的某種協議可
能是必要的」。他指出，兩岸大家都有急迫性，
希望及早確定和平的協議，這樣兩岸的經濟互
動可能會進步的更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APEC第19屆貿易
部長會議前日(20日)在印尼泗水登場，台「經濟部
長」張家祝將與大陸新任商務部長高虎城進行雙邊
會談，聚焦ECFA後續在服務業、貨品貿易及爭端
解決上的談判。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今年的主題是「重獲動

能的亞太，全球成長的引擎」，聚焦實現茂物目
標、促進連結性及達成公平的永續成長3大優先領
域，以期為亞太區域創造經濟成長動能並創造就業
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張家祝與高虎城，都是首次以

「部長」身份率團出席，外界關注兩人利用這次會
議期間進行雙邊會談。

高虎城：台方定議題時間

高虎城接受媒體記者詢問時，證實將與張家祝在
會議期間進行雙邊會談，至於會談的議題及時間則
由台灣方面提出，他願意與張家祝就相關議題交換
意見。張家祝則表示，他和高虎城將就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ECFA)及兩岸之間的合作進行會談。他
說，尤其是在貿易、商務部分，兩岸現在有很多項
目都在進行，包括服務業、將來的貨品貿易、爭端
解決等，這些項目的談判都已經在進行。張家祝
說，雙方應該會針對兩岸未來進一步促成在貿易、
商業及服務業交流上減少障礙、促進合作關係，廣
泛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肖建花、通訊員

王建軍) 張家界在台灣高雄設立的「張
家界旅遊形象店」正式揭牌，這是張家
界繼2011年在台北設立第一個旅遊辦事
處之後，在台灣設立的第二個旅遊辦事
處。張家界市委常委、副市長程丹峰、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局長許傳盛出席儀式
並為旅遊辦事處揭牌。
張家界市委常委、副市長程丹峰表

示，張家界旅遊辦事處的設立，主要目
的是為南台灣地區遊客到張家界提供更
好的諮詢服務，同時鼓勵更多的台胞到
張家界觀光旅遊、投資興業，為張家界
和台灣兩地經貿交流、旅遊合作打造更
好的平台。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局長許傳盛博士在

揭牌儀式現場表示，期望早日率團赴張
家界考察，促進兩岸兩地旅遊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國
民黨接班問題，一直是台灣政壇的
熱門議題。馬英九昨日表示，自己
對黨內同仁一視同仁，未來誰出線
依初選機制來決定，馬強調不會特
別提拔誰，更沒有特別的安排，這
也是目前為止最合理的方式。由於
選期相距太近，媒體質疑明年候選
人若參加七合一縣市長選舉，是否
代表無緣2016「總統」大位？他則
僅以「這個問題還沒有出現」低調
回應。

親信連涉貪 否認「跛腳」

由於身邊親信接連涉貪、加上重大
議題飽受爭議，不少人也認為馬當

局，已經提前面臨「跛腳」，但他認
為，「美國牛肉案」當時，也很多地
方首長和「立委」公開反對，那時比
這個當前的問題還要嚴重，但後來也
都順利解決。
他指出，「核四公投」是「行政院

長」江宜樺在「立法行政研討會」時
宣佈，當時贏得熱烈支持；他認為，
因為這個議題太大，「立法院」願意
讓出決策權，反而凸顯這是廓然大公
的作法。
目前，國民黨內呼聲最高的是「行

政院長」江宜樺、新北市長朱立倫和
台北市長郝龍斌，由於牽涉國民黨中
生代接班的卡位戰，因此也讓各界十
分關注。

談接班人 馬：一視同仁

張家界在高雄設旅遊辦事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民進
黨主席蘇貞昌昨天表示，民進黨檢討後
決心強化組織訓練，將巡迴全台訓練3
萬監票大軍，為明年七合一選舉做好準
備。
蘇貞昌昨日出席民主學院在全台舉辦

的第2場「選戰達人研討會」，其在致詞
時表示，民進黨在去年「總統」大選敗
選後深切進行檢討，決心強化基層組織
訓練，將巡迴全台訓練3萬名監票員，
為明年七合一選舉做準備，這3萬大軍
將協助選舉事務及投開票所監票工作。

綠營訓練3萬監票員 備戰7合1

兩岸列席APEC  將談ECFA後續 扁移監首夜失眠
馬：若特赦問題多
香港文匯報訊　陳水扁19日移監台中監獄培德醫院第一

天，即拒吃獄中伙食，而每晚15分鐘一次的巡房，更讓他
首夜失眠。馬英九接受台灣《中國時報》專訪，被問到若
扁願意認罪、道歉，會否考慮特赦？馬回應，扁涉及10個
司法案件，其中6個已定讞、1個還在偵查，若讓扁離開監
獄，他很可能又因為其他案件遭到羈押，這樣的做法問題
很多，若全部案件都告一段落，馬英九則表示，這個問題
「非常假設性」，他沒有辦法回答。

對於扁案，馬英九強調自己會堅持「不過問」的立場，
因為扁若有罪，綠營會罵他操控司法，若扁無罪，藍營也
譴責他事情做不好，因此對扁案，他不會下任何指導棋。

對扁被喻「張學良」哭笑不得

對於陳水扁日前被移送到培德病監，有人將他的處境，
比喻為當年的張學良。馬英九指出，張學良沒有犯罪，至
少司法上沒判決有罪，和陳水扁是「完全不一樣的事」。
有人曾建議他比照張學良模式來處理扁案，讓他「哭笑不
得」，「拿這種案子，我無從仿效」！
馬英九說，自己是法律人，擔任過「法務部長」，當了

「總統」之後，「不敢說司法有什麼了不起的改革，但至
少要站穩立場」。

下月追討扁家海外1億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特偵組跨海追討扁

貪污所得，最快將在5月展開。特偵組近日將向瑞士請求
司法互助，擬自扁家被凍結的資產中，請求先返還美金
1,260多萬(約9,780萬港元)匯回台灣。當局已將最高法院、
高院在陳水扁、吳淑珍「二次金融改革弊案」的三份判
決、裁定書，交給翻譯社翻譯，最快在5、6月向瑞士聯邦
檢察署請求司法互助，希望今年內完成追繳沒收扁珍金改
案不法所得、罰金共3.8億元新台幣(約1億港元)。

■台「經濟部長」張家祝（前排左）與大陸商務部長高

虎城（前排右）一同出席APEC貿易部長會議。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馬英九

在其第二任期內，兩岸是否可能開展政

治對話，成為外界觀察重點。馬英九接

受台灣《中國時報》專訪表示，台灣與

大陸的政治對話時機仍不成熟，「大家

都沒有一致的意見，那又何必急？」

■台灣領導人馬英九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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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不滿足》作者、日本作

家乙武洋匡昨日為台灣職業棒球

賽任開球嘉賓。沒有手腳的他，

以跳躍的方式「走」上投手丘開

球，感動了球員與球迷，獲得全

場熱烈掌聲。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