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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傅龍金福州報道）本報獲悉，
第六屆海峽論壇將於6月14日至20日在福建舉辦，主
會場在廈門。據了解，此次論壇邀請了台灣的台北士
林夜市、高雄六合夜市、基隆廟口等「七大夜市」參
加廈門和泉州的廟會。
據海峽論壇主委會辦公室主任陳玲介紹，本屆海峽

論壇將圍繞兩岸交流新動態和共同關注的民生議題，
設計活動主題和內容，活動涵蓋兩岸民生、民俗、青
少年、船政等多個方面。論壇安排大會活動、基層交
流、文化交流、經貿交流共四大板塊18項活動，由兩
岸73家單位共同主辦。

閩邀台「七大夜市」參加廟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晚報》報道，台灣約百餘
名退役海軍陸戰隊員，昨晨集結在「國防部」門口，
訴求反裁撤、裁併陸戰隊，「國防部」派出前陸戰隊
少將、「國防部長」政務辦公室副主任余華慶接見抗
議示威代表，並接下陳情書，強調「國防部長」嚴明
非常重視陸戰隊的價值，也尊重退役陸戰隊員的意
見。發言人羅紹和也表示，尊重退伍陸戰隊袍澤所表
達的意見，但事實上，「國防部」已多次公開說明陸
戰隊並沒有裁撤的問題。

逾百退役陸戰隊員反裁併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前海協會會長陳雲林
低調率書畫藝術團訪台，除了私下會見政商界老友
外，抵台3天以來絕口不提敏感話題，陳雲林昨日率
大陸藝術家搭火車抵花蓮，但因大雨臨時取消太魯閣
參訪寫生行程。
據了解，陳雲林周一抵台後，不論公開或私下都對

近來兩岸的敏感話題絕口不提。對於記者追問有關服
貿爭議及「大一中架構」的問題，他僅回答此行單純
是來進行文化交流。熟悉兩會交流的人士表示，畢竟
陳雲林已經卸任，這次是以海協會書畫交流分會理事
長的身份訪台，純粹以文化交流為主。

陳雲林低調訪台只談文化

■陳雲林（中）率團搭火車抵花蓮，因大雨臨時取消
太魯閣參訪寫生行程。 中央社

2016大選民調 朱立倫小勝蔡英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新北市
長朱立倫表示，預計6月底、最遲7月初會公
佈是否競選連任。對於藍綠「總統」候選人呼
聲最高的兩人，台媒昨日公佈的民調顯示，若
2016年「英倫大戰」成真，朱立倫將以36.6%
的支持度小勝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35.5%。
朱立倫是否宣佈參選新北市，牽動2016
「總統」選局。由艾普羅民調公司針對全台

806位成人的電話調查得知，若朱有意參選後
年的「總統」大選，形成與蔡英文對決的
「英倫大戰」，朱的認同度是36.6%，蔡的
擁護群是35.5%，未表態者有27.9%。

創新市政方案獲好評
朱立倫昨回應說，民調只是參考，但談兩

年後的事，不如把現在的事情做好。

輿論指出，朱立倫很大機會不連任新北市
長，並專注於2016年的「總統」選舉。相對
於蔡英文，朱立倫更有活力，也有想法，其
在新北市出台的一些創新市政方案，更獲得
社會好評；蔡英文則缺少實際執政經驗，而
且其對「台獨」、兩岸關係的模糊態度，令
台灣民眾「看不透」，目前來看，朱立倫看
高一線。

■朱立倫大選民調小勝蔡英
文。 中央社

台服貿不應落後韓國台服貿不應落後韓國
大陸醫療保健缺口大大陸醫療保健缺口大 商家機會多商家機會多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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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峰會的主題為「服務創新—拓展兩岸產業轉型合作

新空間」，嘉賓包括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海基會董事
長林中森、台灣前「經濟部長」尹起銘、台企聯會長郭山輝
等。陳德銘在主題演講中以大陸醫療保健產業為例，指台灣
服務業只要稍稍開放，還有巨大能量。
「大陸現時有13億人口，但醫療保健服務缺口巨大，上
海的醫療衛生體系全國領先，但與台北比差距很大，企業家
們想想，13億人的醫療衛生保健市場該有多大，」陳德銘
說，「台灣學生稱剛就業三個月工資就減少，很多人找不到
工作，就更應該支持服貿，大陸市場有這麼多機會。」

林中森：互設辦事處進展快
林中森談服貿時強調，希望協議趕快通過，讓兩岸人民互利
雙贏。至於備受關注的兩岸互設辦事處，已被列入兩岸兩會第
十一次會談的議題，且經過此前多次溝通，取得了相當大的進
展，他期待第十一次會談能就互設辦事處成功達成協議。

盼陸容台銀行設更多分行
郭山輝指出，轉型升級是十分有必要的，如此才能在競爭

日益激烈的大陸市場生存下去。他呼籲大陸方面開放更多台
資銀行在各地設立分行，藉此紓緩中小型台商在轉型升級過
程中面對的資金壓力。
組織是次峰會的南通台商協會會長劉璟芳表示，近期越南

反華暴亂發生後，台商把製造業轉移至越南應對大陸成本提
升的對策已被打斷，於台商而言，平穩的兩岸關係發展，比
勞動力成本低廉、比企業被洗劫、生命受威嚇更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章蘿蘭章蘿蘭 南通報道南通報道））由國台辦指導由國台辦指導，，

全國台企聯及南通市政府合辦全國台企聯及南通市政府合辦「「20142014台商產業轉型升級峰台商產業轉型升級峰

會會」」昨日在江蘇南通開幕昨日在江蘇南通開幕，，兩岸服貿協議成為與會代表熱議兩岸服貿協議成為與會代表熱議

焦點焦點。。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更直言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更直言，，中韓相關協定已經中韓相關協定已經

「「談得差不多了談得差不多了」，」，台灣與大陸早簽了一年多台灣與大陸早簽了一年多，，再落到韓國再落到韓國

後面後面，，實在太可惜實在太可惜。。至於蔡英文當選民進黨主席至於蔡英文當選民進黨主席，，陳德銘指陳德銘指

將將「「觀其行觀其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海基
會董事長林中森28日表示，未來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生效後，兩岸服務業要
團結起來做三件事：創新、自創品牌
和開發兩岸融入文化元素特色的服務
業，必能掌握兩岸服貿協議帶來的商
機，為兩岸經濟發展再造巔峰。他還
表示，台灣有關服貿協議的公聽會在
「立法院」辦了20多場，政府單位也
舉辦了200多場說明會，最近的民調
顯示，台灣有七到八成受訪民眾支持
服貿協議，他相信會取得新進展。
林中森在第四屆海峽兩岸服務業

論壇致辭時指出，未來兩岸服貿協
議生效後，希望兩岸服務業要團結
起來做三件事：一是創新升級，提
升競爭力；二是自創品牌，提高知
名度；三是融入文化元素，開發具
兩岸特色的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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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銘（左）與林中森（右）在南通論壇進行交流。
中央社

■■陳德銘直言陳德銘直言，，台灣服台灣服
貿協議若落後韓國實在貿協議若落後韓國實在
太可惜太可惜。。 章蘿蘭章蘿蘭攝攝

合肥「綠色發展」要靚起來

洛陽226億影視城項目來港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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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 永康報
道）第五屆中國（永康）國際門博會日
前舉行，本屆門博會共吸引海內外666
家企業參展，三天共發生交易額26.2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1.5%，其
中，現場成交8.36億元。另外，本屆門
博會上達成出口額7,347.2萬美元，同比
增長10.6%。本屆門博會共有666家參
展企業，展出規模、參展企業均創歷屆
之最。其中，外地企業佔比41%，達
269家，比上一屆增長了10.7%。
開幕式上，永康市委書記徐華水表

示，永康不僅是「中國門都」，更是
「世界門都」，因為永康的防盜門內地
銷量佔全國的70%，出口量佔全國的三
分之二，銷往俄羅斯、東南亞、中東等
6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希望參展商可以
通過這次展會拓展更大的市場。
德國門業協會及木產業協會代表賽約

特表示，去年通過實地參觀，他發現了
中歐在門產品和市場方面的互補性，因
此今年又來到永康，想邀請中國企業家
前往德國康木公司考察訪問，促進中歐
門業技術與商務交流。

本屆具更多高科技含量
與往屆相比，本屆門博會具有更多的

高科技含量。展會上，有的企業佈置了
「國際館」，將歐美頂尖門企的產品引
進來。有的企業提出了「雲平台」概
念，通過「物聯網」實現建築的智慧互
聯。據介紹，此次門博會參展參會人數
達 18.13 萬人次，其中，專業觀眾達
16.81萬人次。
有業內人士分析，目前國內門企正面

臨一次轉型升級，推介新品牌、拓展新
市場成了它們最急切的需求，門企也需
要門博會這個平台向外界傳遞信心。

■圖為第五屆門博會開幕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裴成龍、金月展 洛陽報道）
2014河南——香港經貿交流合作系列活動將於6月3日
至7日在香港舉辦，洛陽市高新區將在香港推介投資總
額達226億元人民幣的中原影視文化城項目，該項目是
此次河南到港招商推介活動中，投資額最大的文化產業

項目之一。
據悉，該項目是中央電視台中央新影集團在全國戰略

佈局的大型影視文化產業綜合體項目，總投資人民幣
226億元，佔地6,600畝，比目前亞洲最大的橫店影視
城還要大。項目建設將依托洛陽歷史，對周圍遺跡保護
性開發，還原古都勝景，弘揚中華文化，將其打造為華
夏文明傳承創新戰略文化產業園區。

馬志強：助拉動區域經濟
洛陽高新區管委會主任馬志強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

中央新影中原影視文化產業園項目、國家新型養老文化
產業示範基地項目、河南電商谷、阿里巴巴（洛陽）產

業帶等一批以電子信息及文化創意為主的特大型項目、
研發型項目、總部型項目相繼牽手高新區，這將大大延
長產業鏈條，拉動區域經濟的發展。他並寄望本報能搭
建洛陽與港澳在創意文化產業、生產性現代服務業、高
端商貿服務業等方面的溝通平台，開展招商合作，共同
促進高新區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據了解，目前，洛陽高新區共有63家企業通過了河

南省高新技術企業認定評審，共有國家級研發中心6
家，有5家企業被科技部認定為火炬計劃重點高新技術
企業。2013年該區完成國家知識產權示範園區的申報工
作，並已經引進包括「中原學者」、國家「千人計劃」
等高科技人才在此工作。

合肥市委書記吳存榮說，合肥致力通
過產業結構調整、環巢湖生態治

理、大氣污染防治等重點工作，提升省
會城市的綜合生態環境，打造宜居宜業
的現代化特大城市，引領安徽崛起。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今年一季度，合肥生產總值突破千億

元，增長10%，位列全國省會城市前十
名。前四個月，合肥實現工業產值近
2,70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戰略性
新興產業完成產值743億元，增長23%，
領先於工業總體增長10個百分點。在去
年，合肥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成投資855
億元，已佔工業投資近半比重。這些數
據都說明，戰略性新興產業正成長為合
肥工業的主導力量，合肥的產業結構調
整已取得初步成效。合肥將堅持新型工
業化道路，突出發展新型平板、集成電
路、語音技術、生物醫藥、公共安全等
產業，持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強化巢湖綜合治理
合肥市環保局王斌局長介紹，合肥以

生態文明建設為中心，通過加強環境監
管、提升環保門檻、執行控污減排等手
段，倒逼產業升級、推動綠色發展。一
方面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一方面則是淘
汰落後產能。
近3年來，合肥市已淘汰水泥產能160餘

萬噸、造紙44萬噸、小輪窯120座。此外，
馬鋼合肥公司即將搬遷，城區化工企業已
全部關閉並退城入園。環巢湖生態環境治
理是合肥生態環境建設的重點。
圍繞巢湖流域，合肥市推行「河長

制」，優先保護飲用水源、加快環保基
礎設施建設、統籌防治工農業污染，使
巢湖及流域內主要河流的水質不斷改
善，巢湖藍藻爆發的頻率、規模已連年
降低。王斌介紹說，合肥市已建成污水
處理廠22座，日處理能力125萬噸，在
全國重點城市中率先實現了污水「全收

集、全處理」。

三期工程投資365億
巢湖是安徽省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國

第五大淡水湖。安徽省十分重視巢湖的
污染治理，還特別實施了區劃調整，使
巢湖成為省會合肥的內湖，從行政體制
上保障治理工作的有序推進。合肥市提
出「環巢湖生態示範區」建設的綜合治
理思路，希望為全國大湖治理探索道
路，也希望為合肥打造「大湖名城、創

新高地」提供頂層設計。合肥市與國家
開發銀行已簽署三期治理工程合作協
議，累計投資365.5億元，目前已基本完
成一期項目，陸續開工二期項目，三期
項目正在謀劃，力爭下半年開工。
這些項目可實現對巢湖的生態環境綜

合治理，包括入湖河流防洪整治、生態
環境修復、污水廠建設、生態補水等。
王斌介紹說，環巢湖36個鄉鎮的污水處
理廠已全面開工建設，運營後可實現巢
湖的「設施、管網、濕地」三重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長城 合肥報道）安徽合肥堅持綠色發展，

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環保門檻，加快建設生態文明。安徽省長王

學軍近日在合肥市調研期間，要求合肥市當好全省排頭兵。尤其是在

生態環保方面，要突出水和大氣污染治理，加強城市精細管理，讓省

會綠起來、靚起來，打造一流的精品城市、魅力城市。

■合肥堅持綠色發展，全力打造一流的精品城市。圖為巢湖中廟風光。 徐振華攝

■馬志強在向記者介紹洛陽高新區發展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