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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媒：射殺台漁民影帶或遭篡改

經過兩年多艱苦談判，即將在首次「陳林會」
上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更是備受外

界關注。林中森說，台商的升級轉型方向非常
多，既有技術的創新、也有轉地的需求，更重要
的是由外銷轉為內銷、由製造業轉型升級為服務
業，《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旨在建立機制，
此舉對推動兩岸服務業的密切合作大有裨益。他

特別提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預計
金融業將取得長足進展。

ECFA後續協商亦正推進

同時與會的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亦透露，
目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商談已基本完成各項
準備工作，即將在「兩會」第九次商談時簽署，

兩岸服務業合作即將提升到新的水平。
鄭立中指出，2008年以來，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

力下，兩岸關係發生巨大變化，實現歷史性轉折，
尤其是恢復了「兩會」商談之後，海協會和海基會
簽署了18項協議及達成的共識，解決了兩岸同胞關
心的經濟、社會、民生等一系列問題，為兩岸同胞
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得到兩岸同胞的肯定與支
持。他表示，2010年《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的簽署，為兩岸經濟合作做出了制度化安
排，後續的協商亦正在推進，包括服務貿易、貨物
貿易、爭端機制的解決和其他各項合作。
據悉，兩岸相關部門目前已分別授權給海協會

和海基會，就兩岸兩會第九次會談亦即首次「陳
林會」舉行的時間、地點和會談內容等進行安排
與磋商。日前有傳聞稱，「兩會」第九次會談將
於本月底在上海進行，但林中森與鄭立中昨日在
接受採訪時均表示，時間、地點並未最終確定。

林中森：服貿協議擴兩岸商機
出席台商轉型峰會 稱協議即將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南通報道）「2013台商產業轉型升級峰會」昨日在江蘇

南通開幕，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在大會致辭中透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大致已

經協商就緒，目前兩岸有關方面正在各自加緊完成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準備工

作，只要準備工作完成，就可交由「兩會」商談、簽署。他並指出，協議簽署一定為兩

岸服務業的合作建立非常好的機制，能夠掌握更多商機，創造更大的投資機會。至於坊

間有傳《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或將於本月底在上海簽署，林中森與共同與會的國台辦常

務副主任鄭立中均表示，簽署協議的時間與地點尚未最終確認。

花蓮外海發生6.2級地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8日凌晨0時38分，台灣東部

花蓮外海發生規模6.2級有感地震，搖晃過程將近1分鐘。各地
最大震度以宜蘭地區3級最大。
台灣氣象局表示，這起地震是菲律賓板塊隱沒到歐亞大陸

板塊所造成，屬正常板塊壓力釋放，呼籲民眾不用太擔心。
至於此次地震，台北和南投等縣市未傳出嚴重災情。
根據氣象局測報中心表示，這起地震是0時38分發生在花蓮

外海，距離花蓮縣政府東方109.9公里海域，地震規模是6.2
級，深度58.6公里。

蘇貞昌訪美加塑民進黨新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民主進步黨主席蘇貞昌8日

將出訪美加，黨內人士指出，過去國際對民進黨有所誤解，
蘇此行將塑造民進黨「國際品牌與形象」。
蘇貞昌下午將啟程前往美國與加拿大，預計在11天內訪問

洛杉磯、紐約、休士頓、華盛頓、多倫多與溫哥華等6個城
市。他這次出訪，希望透過與兩國行政官員會晤塑造出民進
黨的「國際品牌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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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上海台灣研究所副
所長倪永傑7日在台灣《旺報》撰文稱，兩岸領導人
會面，簽署和平協定，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是
兩岸各方最為關注的焦點。正如馬英九所言，兩岸
雙方在「中華文化智能的指引下，為中華民族找到
一條康莊大道」。
文章認為，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需要考慮多方

面，即「場合、內容、成果以及時機」，由此，兩岸
雙方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就場合與時機而言，有學者建議在國際場合舉

行，這可增加台灣方面的信心，也可增進兩岸政治
互信，且有國際力量的保證、國際媒體的見證。而
明年在大陸舉辦的APEC會議，正是台灣方面十分心
儀的好時機。
就會談內容，當然是圍繞推進兩岸和平發展、共

同成就「兩岸夢」、「中國夢」進行交流。兩岸領導
人可發表「兩岸和平宣言」、「兩岸和平綱領」，甚
至簽署和平協定。
就會談的成果而言，如會面能順利舉行，本身就

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是改變兩岸歷史的
重大事件，將加載史冊。如果簽署和平協定、確保
兩岸和平發展的制度化，將增加台灣民眾的安全
感、自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菲律賓媒
體8日報道，菲國家調查局司法視頻專家表
示，他們對菲海岸警衛隊提供的5月9日槍殺
台灣漁民實況錄影帶的「真實性」表示懷
疑，認為錄影帶很可能在呈交國調局之前已
被篡改。
《馬尼拉公報》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話

說，國調局網絡犯罪調查部門的勘驗結果顯
示，海岸警衛隊在調查初期呈交的錄影帶對
一些場景有拼接的跡象。
據報道，長達2小時的錄影帶被剪掉一小

部分，這表明錄影帶中的部分場景在國調局
接手此案之前就已被海岸警衛隊刪掉。另外
2名看過錄影帶的消息人士也證實這一說
法。報道說，這種對錄影帶進行「編輯」的
做法等同於篡改證據。
但是，消息人士拒絕說明錄影帶的哪一部

分內容被「編輯」過，因為從海岸警衛隊的
錄影帶中已經可以看出海岸警衛隊船隻瘋狂

追擊台灣漁船，最後導致洪石成的死亡。
報道說，菲海岸警衛隊發言人阿曼德．巴

利洛拒絕對錄影帶被篡改的報道發表評論。
他稱，海岸警衛隊已上交所有文件，沒有任
何隱瞞，他們將等待國調局對該事件的最終
調查結果。

■上月29日，菲國調查團在勘驗遭到槍擊的

台灣漁船「廣大興」。 資料圖片

■「2013台商產業轉型升級峰會」揭幕。 章蘿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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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肖

晶 武漢報

道）畢業
季來臨，在武
漢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一位
年過半百的父
親和他的女兒
同時從該院博
士、碩士分別

畢業，引來關注。
這位父親名叫唐利軍，是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的技術骨幹、正高三級研究員。2010年，他
以優秀人才身份考入武大公共衛生學院，攻讀社
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學博士學位。兩年前，他
的女兒唐雨萌又以優異成績考入公共衛生學院，
攻讀營養與食品衛生碩士學位。
讀書期間，父女倆同窗共讀，互相學習，互相

勉勵。作為單位所在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唐利軍
在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和部門管理任務的同
時，擠出大量的休息時間上課學習，查閱文獻，
設計課題，撰寫論文。
選擇在武大讀研，唐雨萌放棄了挪威一所大學

提供全額獎學金深造的機會。她說，「在武大學
習除了為圓高中時期的武大夢，也有來自父親的
影響。求學過程雖艱辛，但學有所成，受益良
多。和父親從同一所學校同一學院同一時間順利
畢業，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校園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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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

道） 東莞橫瀝鎮一家廠區內開闢出了
一個「城市農場」，數十個種植箱擺放
在廠區的空地上，種植箱內有菜心、
豆角等各類蔬菜。據該廠種植蔬菜的

負責人馬阿姨表示，現在一天能採摘十多
斤蔬菜，完全足夠全廠的員工吃。
「我們公司40多名員工每天所需的蔬菜

都來自這裡，我每天要摘差不多15斤。」
馬阿姨說，這片「城市農場」自產的蔬菜
夠全廠員工吃，「有的員工自己晚上做夜
宵，也可以隨便摘這些菜。」該廠廠區空
地和樓頂上都種滿了蔬菜，有空心菜、油
麥菜、小番茄等等。據公司總經理盧曉駿
介紹，種植蔬菜的種植箱是自己企業的專

利產品—「水土混培植物種植箱」，特點
是採用「根部灌溉」 ，可實現水土混合又
分離，泥土濕度可控可調，水分養分始終
可以保持充足，適合栽種各種經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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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同窗共讀齊畢業

16對博士生集體完婚

■父女倆（右一、左一）畢業

與武大黨委書記韓進（左二）、

校長李曉紅（右二）合影留

念。 本報武漢傳真

前日下午，文化路北段的漯河第一高中高考點前，幾百名考生正在等
待進場。此時，文化路南北兩端已被臨時交通管制，漯河市公安局

順河街派出所民警王政，正在疏導交通。下午2時許，附近一家賓館的職
員跑到王政面前，稱撿到一個考生的准考證和身份證，說 ，把一個塑料
袋交給王政。王政一看，裡面裝 一個考生張某某的准考證、身份證，張
是漯河某高中的應屆考生。

考生與試場相距5公里

王政立即把此情況向大隊長楊敬堯作匯報，並請求市公安局110指揮中
心盡快尋人。正在這時，丟失證件的考生張某某跑過來，拿回證件後連聲
感謝。王政一問，得知該考生並不在漯河第一高中考試，而是在解放路南
段漯河外語中學考點考試，兩個考點相距約5公里。通報情況後，王政隨
即駕警車送考生前往考點。
恰在此時，王政接到一個緊急電話，稱他73歲父親，剛在公寓嚴重摔

傷，送了去醫院。但他仍然把考生先送到考點。張某某的父母也在焦急萬
分地等待消息，看到他拿回證件及時趕來，考生的父母連聲向王政道謝。

只差幾分鐘 遺體前跪泣

王政急忙向大隊長楊敬堯請假，急奔到醫院。無奈的是，「你父親因突
發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在幾分鐘前去世了。」當王政從考點急匆匆趕到
醫院搶救室時，值班醫生把這一不幸消息告訴了他，淚水瞬間模糊了王政
的雙眼。王政跪在父親的遺體前失聲痛哭，「您老人家臨走前，也沒見上
一個親人哪⋯⋯」
昨晚，王政說，「我是為了不耽誤學生高考才這樣做的，相信父親不會

怪罪我的。」

民警趕送丟證考生

錯過見父 面一後最離進考場還有10

多分鐘，一考生的

准考證和身份證在

賓館被發現，正在

附近執勤的46歲老

民警王政找到考生

後卻得知其在5公

里外考試，隨即駕

車送他去考場。此

時，一個緊急電話

打來，他73歲的老

父親嚴重摔傷，正

在醫院搶救。是繼

續送考生還是去看

父親？河南省漯河

市的王政選擇了前

者。 ■《大河報》

■王政趕不及見父親最

後一面，跪在遺體前失

聲痛哭。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楊同玉 哈爾

濱 報 道 ）

「你願意嫁
給我嗎？」

男博士新郎單膝
跪下，手持鮮花
向女博士求婚。
「我願意！」女
博士新娘快樂地回答。6月6日，上午8時38分，
首屆博士生婚禮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博物館禮堂隆
重舉行，16對新人在校領導、導師、親人和朋友
的見證下，走進了神聖的婚姻殿堂。
在歡欣愉快的樂聲與祝福聲中，在親朋好友的

共同見證下，16名新娘身穿潔白的婚紗，臉上掛
幸福的微笑，分別挽 帥氣新郎的臂膀，踏

紅地毯，穿過鮮花點綴的花廊，款款走向禮堂前
台。他們高舉幸福的美酒，喝下了甘甜的交杯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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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阿姨在「城市農場」摘菜。

本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特約通訊員 黃中華、鄭麗 深圳報道）昨日上

午，在深圳市大鵬新區美麗的南澳月亮灣舉行了第13屆「核電杯」龍舟邀請

賽。參賽隊分別來自香港、廣東省內和深圳市本市單位企業組成的龍舟隊及

南澳辦事處組織的龍舟隊。 羅珍 攝

深圳龍舟賽迎端午

■哈工大16對博士生集體完

婚。 本報黑龍江傳真

廠內箱子種菜 開闢「城市農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