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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代會10日表決 預計將獲通過
國民黨擬修黨章「總統」必是黨主席

兩岸林博會成經貿合作平台
香港文匯

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
第九屆海峽
兩岸林業博
覽會昨日在
福建省三明
市開幕。作
為兩岸林業
交流國家級
展會，林博
會已成為兩岸現代林業合作對接的重要平台。
本屆林博會由國家林業局、福建省政府主辦，

以「發展綠色產業、建設生態文明」為主題，台
灣中小企業協會、台灣兩岸農漁業投資協會等多
個兩岸協會組織參與聯辦。
林博會上，三明市相關企業與浙江舟山大宗商

品交易所合作設立的林業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將開
業。此外，兩岸業界還將舉辦商品訂貨會、展示
展銷、項目簽約等多項活動。
這次林博會共60多家台灣農林業企業參展洽

談，希望借這次展會拓寬兩岸產業交流的空間，
加快兩岸林業的對接。

台灣擬開放陸企發「寶島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1月6日台灣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曾銘宗表示，
大陸企業來台灣發行「寶島債」，年底之前台灣
部門相關機制即可完成修改內部規定，很快可看
到陸企來台發行「寶島債」。
台灣「金管會」擬定了方案，採取將專業投資

機構與一般投資人區隔的雙軌制，推動發行「寶
島債」。目前「寶島債」市場至少已有五隻人民
幣計價債券，部分為外資銀行發行。

罵「小三是賤人」捱告 法官判實話無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市55歲詹姓

婦人認為丈夫與羅姓女同事外遇，當眾怒罵羅
女：「不要臉、賤人⋯⋯」，被羅女依「妨害名
譽」罪嫌告上法庭。主審此案的地方法院女法官
近日判案時判處詹婦無罪，並在法庭上明言詹婦
所言「小三是賤人」等說法「未必是文雅的，但
卻是有力的表述」，並稱「法律沒理由處罰說實
話的人」，判其無罪。
女法官審理後發現，認定詹婦丈夫與羅女通聯

頻率超乎常情，採信詹婦說詞。該法官在庭上表
示，詹婦的行為是「情感表述」，屬於「意見」
表達，受言論自由規範，判詹婦無罪。

蕭萬長：滬自貿區為台灣提供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 上海報道）台

灣兩岸企業家峰會理事長蕭萬長率台商一行，
昨天參觀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蕭萬長表示，
台灣金融業對上海自貿區有很高的期許，希望
多與上海保持溝通，自貿區的建設亦可以為台
灣自由經濟示範區提供有力的經驗和幫助。
蕭萬長攜台灣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等一行

40餘人訪問上海自貿區。前國務院副總理、兩
岸企業家峰會理事長曾培炎出席。
自貿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戴海波向與會人員

對上海自貿區的政策、規劃作了相關介紹。隨
後，台商還針對自貿區內金融機構投資、銀行
業務的開放程度問題向戴海波進行提問。
在互動過程中，許勝雄提到，台灣目前也在

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過程中，不管是台灣的

自由經濟示範區，或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最終是要向國際接軌。
戴海波表示，台灣自經區的建設與上海自

貿區的概念有很大部分的相似之處，「台灣
有六港一空，上海也有兩個港口和口岸優勢
推進投資和貿易的便利化。」「對於政府來
說，有些問題該管，有些不該管的就要放
開，這對上海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面提供了很
好的借鑒。」
蕭萬長晚間與上海市長楊雄會面時表示，台

灣金融界對自貿區有很高的期許。他還說，台
灣現在也在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大家可以
互相交流、切磋，假如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
方，也可以來合作。雙方都是為了因應國際經
濟自由開放而做的改革，朝這方向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綜合報道，中國國民黨昨日舉行中常會，核議通過多

項黨章修正案，訂立黨員如當選「總統」時，即為當然黨主席條款，有

關修正案將提交本月10日召開的黨員代表大會（全代會）上表決通過。

國民黨第十九次全代會將於10日在台
中港區綜合體育館舉行，為配合全

代會召開，並因應黨代表相關提案修法
建議，經國民黨黨章項目小組研討，建
議進行黨章修正。國民黨中常會昨日核
議通過的黨章修正主要內容分別是：為
貫徹以黨輔政，黨政密合，增列明定
「總統」兼任主席條文。國民黨黨員為
「總統」時，自其就任之日起即兼任黨主
席，卸任「總統」時亦同免兼任之；為
強化黨代表參與，全代會由兩年召開一
次改為每年召開一次；為強化中常會功
能，將常委任期由一年改為兩年，常委
選舉改為每兩年舉行一次。

黨政密合 模仿民進黨

目前，國民黨主席由黨員直選產生，
現任主席馬英九於7月的選舉中連任成
功。台媒引述國民黨高層人士稱，馬英
九堅持黨政密合理念，因此「總統」應
該是當然黨主席，如此才可以將理念制
度化。據透露，馬英九是在5日晚的黨內
會議上親自拍板定案，同意黨章研修小
組提出的「總統」兼任黨主席案，也就
是執政時期不必再舉行黨魁選舉，此一
模式也是仿照民進黨的方案。

避免黨有兩個權力中心

國民黨中常委姚臨江支持「總統」
兼任黨魁的修訂，認為可避免2016年
國民黨若繼續執政，黨內出現「兩個
太陽」之爭。按照任期，馬英九黨主

席任期應到2017年，倘若2016年國民
黨繼續執政，黨主席將直接交棒給
「新總統」。

據悉，2012年馬英九連任黨主席後，
國民黨中央就打算修改黨章，但當時馬

認為會讓外界有自肥嫌疑，因此沒同
意。到了今年，馬英九認為，在他最後
一任內修改黨章，沒有自肥問題，是替
未來的新領導人建立制度，也符合黨的
利益。

■中國國民黨在中央黨部舉行中常會，（右一）為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中新社

■蕭萬長在聽取戴海波對於上海自貿區的介紹。 本報記者沈夢珊 攝

■第九屆海峽兩岸林業博覽會開幕

的表演。 中新社

在萬州區垃圾焚燒發電廠、開縣漢豐湖生態
綠化點、雲陽縣盤龍街道活龍村生態屏障

和面源污染治理項目點調研時，孫政才表示，要
根據生態涵養發展區的功能定位，將生態文明建
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釋放生態效應，把
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
他特別強調庫區生態環境相對脆弱，必須堅持

建設、保護和治理並重，全面提高生態涵養能
力。垃圾和污水處理是一項關係發展和民生的基
礎性工作，要 力完善城鎮基礎設施，提高垃
圾、污水集中處理能力，大力推進農村環境綜合
整治，讓「美麗鄉村」落到實處。

引入萬州港電項目

神華神東電力萬州港電一體化項目落戶重慶萬
州，孫政才來到工地看望施工人員，他表示，該
項目既可解三峽庫區「燃煤」之急，為重慶發展
「充電」助力，又為庫區經濟建設添磚加瓦，渝
東北各區縣也需從實際出發，培育發展有資源依
托、環保水平高、吸納就業多的特色優勢產業及
相關配套產業， 力強化工業支撐。
孫政才在調研中強調，通過科學定位區域功

能，強化差異化政策支持，渝東北各區縣要以觀

念轉變、思路調整破解發展難題，扎實做好三峽
庫區後續工作，解決好庫區群眾的生產生活問
題，努力建設長江流域重要生態屏障、長江上游
特色經濟走廊、
長江三峽國際
黃金旅遊帶和
特色資源加工
基地。

■三峽庫區以生態為最大優勢。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鄭艷

方、記者 肖晶 武漢報道）11月5
日，首屆楚商大會在湖北武漢召開，
海內外1,200餘名楚商代表齊聚家鄉
共話湖北發展。會上正式開通「天下
楚商網」，發佈《楚商宣言》，並進行

重大招商引資項目集中簽約，投資金額6,240
多億元。
2011年「楚商」正式定名，成為繼浙商、

徽商、閩商等知名商幫之後，中國經濟舞台
上正在崛起的一支新力量。據悉，目前中國
已有28個省份建立47家湖北商會，湖北省內
已有省級異地商會、行業商會20家，國內、
境外的湖北商會也在蓬勃發展。
是次楚商大會重點研討建立楚商基地、成

立楚商銀行、成立楚商投資集團三項事宜。
大會發佈的《楚商宣言》指出，將抓住全球
產業轉移、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機遇期，借助
湖北聯繫東西、溝通南北的區位優勢，在楚
商之間形成合力。大會同時開通「天下楚商
網」，作為楚商交流和對外發佈信息的平台。
290個招商引資項目現場集中簽約，涉投

資總額6,240多億元，70%以上由楚商投資，
涉及高新技術產業、特色農業、新能源、現
代服務業、文化旅遊、機械及汽車零部件等
多個與湖北產業佈局相適應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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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三峽庫區生態轉為發展優勢
垃圾焚燒發電 建長江流域屏障

■「天下楚商網」開通，將成為楚商交流和

對外發佈信息的平台。 肖晶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楊凌報道）中國—加拿大—以色列
三方6日決定在楊凌區共建農業創
新孵化中心，推動三方農業技術創
新和人員交流，加強產業合作。
加拿大國際科學與技術合作中

心中國經理周朗晴表示，楊凌農
業創新孵化中心將開闢農業合作
新的方式，利用中加以三方的優
勢，將先進技術商業化，創造更
大的價值。加拿大和以色列將首
先入駐孵化中心，展示先進的農
業技術和農產品，從而吸引更多
的國家參與其中。
自2006年起，中加以三方農業科

技合作持續開展。中國—加拿大—

以色列農業科技創新合作第六次圓
桌會至今已召開了5次，其間，先
後成立了中加以農業科技創新合作
委員會、中加旱區農業創新中心等
合作機構，為推動中加以三方農業
科技合作作出了積極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強 江西報道）為確保人民群眾飲
水安全，日前，江西在全省範圍內建立起飲用水源地環境檔

案管理，使得全省縣級以上138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城市都有自己的
唯一「身份標識」。
飲用水水源地環境檔案管理，按照「一源一檔」的原則建立，依據

飲用水水源地基本情況、飲用水水源地環境管理和飲用水水源地環境
質量狀況等內容進行分類，同時、同步建立飲用水水源地環境檔案的
電子版和紙質版。

江西

建食水水源地「身份標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悅 綜合報道）日前，貴州省擬在
鎮遠縣建林則徐紀念館及相關投資事宜。

貴州省政協副主席、工商聯主席李漢宇與福建商會企業家赴鎮遠調研
時說，在鎮遠建林則徐紀念館，既是紀念，更是對林則徐精神的傳承。
在林則徐到過的全國20多個省區，貴州是唯一沒有林則徐紀念館的省份。

貴州

擬建林則徐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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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以楊凌建農業孵化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日前赴位於三峽庫區

的重慶萬州、開縣、雲陽調研，強調渝東北最大的優

勢是生態，要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包括發展

垃圾焚燒發電，建長江流域生態屏障、三峽黃金旅遊

帶等等，落實「美麗鄉村」的生態文明。

陝西

■陝西省副省長張道宏（右）與

加拿大國際科學與技術合作中心

主任宙安．博愛娃共同主持揭

牌。 張仕珍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世強蘭

州報道）從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6日獲悉，位於岷縣境內的山那
樹扎遺址搶救性發掘工作結束，
共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
3800餘件。初步判斷，發掘的遺
址區屬於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
已有4500年。
為配合蘭渝鐵路工程建設，去年

9月至12月和今年3月至8月期間，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鐵路穿越
的遺址部分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發
掘遺址面積達1400平方米，清理各
類遺跡單位195處，出土陶器、石
器、骨器等遺物3,818件。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

員表示，此次發掘顯示，該遺址
包含仰韶文化中期、晚期及馬家
窯文化三種文化因素，為研究洮
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期到馬家窯文
化時期的生產生活方式及自然環
境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岷縣逾3800件仰韶文物出土甘肅

■甘肅岷縣山那樹扎遺址發掘現

場。 本報蘭州傳真

■孫政才（右二）在重慶調研。 本報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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