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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否認暫停兩岸協商
回應賴清德 稱台未來由全中國人民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經濟日報》報道，中國
人民銀行高層近日神秘抵台，相關人士指出，央行
副行長劉士余率隊約10人來台會見重要機構，行程
保密到家；據了解，近幾日內，劉士余已與台灣
「央行」高層見面，針對兩岸貨幣互換協議
（SWAP）、人民幣回流機制等議題面對面進行交
流。
據介紹，劉士余主要職掌業務為互聯網金融、貨

幣政策和銀行監管。市場人士認為，本次劉士余來
台與台灣「央行」高層會面，討論內容極可能是延
宕已久的兩岸SWAP與人民幣回流機制。
據了解，央行高層等人此行以中國金融協會相關

成員名義來訪，不是以央行副行長身份來台。台灣
「中央銀行」指出，首長行程皆不對外公開，不願
證實人行高層是否已和台灣高層接觸。

英商撞死人潛逃
判引渡回台服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對於英國法院昨
日宣判，早前在台灣酒駕撞死送報生後潛逃英國的
英商林克穎，必須引渡到台灣服刑，台灣「法務
部」昨晚表示，這是台灣自海外引渡通緝犯回台的
首例。雖然林克穎還可提起上訴，不過「法務部」
強調，會持續關注案情發展。希望早日能將林克穎
引渡回台。
英商林克穎2010年3月酒駕撞死送報生黃俊德，

肇事後逃逸；2012年7月被台灣法院判處4年徒刑
後，卻在同年8月發監前夕，冒用他人護照潛逃，
最後在英國落網。
台英雙方去年10月針對這起個案簽署「關於林克

穎引渡備忘錄」，經過多次開庭審理後，蘇格蘭地
方法院在台北時間6月11日晚間宣判，認為林克穎
所提出的相關抗辯都不成理由，因此判決同意將林
克穎引渡回台服刑。

藍提案召臨時會 馬盼同舟共濟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昨日正式提案

請求「立法院」召開臨時會，希望處理的議案包括「考
試院」及「監察院」人事同意權案、自由經濟示範區特
別條例草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等26案。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日前稱臨時會將是激烈戰
鬥，綜合報道，馬英九昨日表示，不管是那個政黨，大
家都在同一艘船上，要同舟共濟，呼籲朝野雙方以和平
方式、民主態度進行協商。
「立法院長」王金平預計在今日(12日)召開朝野協

商，尋求共識，13日起召開臨時會。

反服貿團體呼籲「戰鬥」
馬英九表示，「立法院」是因為「佔院」耽誤了24

天，所以必須加開臨時會；如果官方提出的法案有何不
周延、不完整之處，在野黨也可以提出想法及版本，在
臨時會中併案審查。他非常希望透過和平的對話、民主
的程序來處理示範區條例，而不是以暴力或肢體衝突來
解決問題。

曾參與佔領「立法院」的14個反服貿團體則呼應蔡英
文的「激烈戰鬥」號召，昨日召開記者會反對利用臨時
會審查自經區、服貿、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三大法案，揚
言國民黨若在臨時會執意通過，「馬政權這個夏天會付
出慘烈代價」。
另外，國民黨政策與選舉研究中心昨日公布民調顯

示，反對「修憲」降低投票年齡者的受訪民眾佔
56.1%、贊成者32.9%，顯示民意距離修憲門檻還有很大
距離。

台媒近期熱議大陸暫停了兩岸觀光、航空等協商，
兩岸的貨物貿易協議已經受到影響的傳聞。范麗

青澄清指，該傳聞並不準確，關於貨物貿易協議和爭
端解決協議商談，兩岸有關方面，包括業務主管部門
之間和產業界之間一直保持溝通與意見交換。
范麗青表示，「如果成熟的項目，就可以一起研
究、一起解決，我們希望兩岸加強經濟合作，造福兩

岸同胞，不希
望這一進程受
到影響，我們
對ECFA後續
協商的態度沒
有改變。」
有記者問

及，台灣的
「金管會」跟
大陸的銀監
會、保監會和
證監會有固定
的會面，是否
還會如期舉
行。范麗青表
示，兩岸的金

融合作有相應的協議，還有相關的監管備忘錄。兩岸
有關方面會按照協議和備忘錄進行機制化的聯繫和往
來，雙方商量好了，就可以會面。

個人遊增試點 兩岸初達共識
此外，范麗青並說明，近來，台灣旅遊業界多次表
達了進一步增加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試點城市的願
望，不久前海旅會與台旅會也就此進行了初步溝通，
達成了一些共識。大陸將會積極考慮台灣方面的需
求。
日前賴清德在上海提及「台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民

共同決定」，他指出「台獨」固然是民進黨的主張，
但民進黨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並且表示，凍結「台
獨」黨綱沒有辦法解決「台獨」主張。
針對該言論，范麗青指出反對「台獨」分裂圖謀的
立場也是不可動搖的，她強調，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
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裂，兩岸同屬
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任
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
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我們多次講過，對
於台灣人士，無論是誰，以前有過什麼主張，只要現
在贊成、支持和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願意到大陸
來交流訪問，我們都樂觀其成。」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昨日在北京否認了

有關大陸暫停包括兩岸貨貿協議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的傳聞。范麗青澄清，有關傳聞並不準

確。她指出，協議商談沒有暫停，大陸對於推動ECFA的後續協商的態度也沒有改變。

讚「海峽組合」自認粉絲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聰北京報道）對於不久前法國
網球公開賽上「海峽組合」，即彭帥和謝淑薇的組合獲得了
女子雙打冠軍，范麗青說，「兩個非常靚麗的姑娘，打得非
常帥氣，我也是她們的粉絲，我們希望她們不斷取得佳績」。
有記者問大陸慈善家陳光標表示個人捐款協助興建金門

和平大橋相關問題，范麗青說，兩岸同胞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作出努力，我們都是應該肯定的。至於陳光標的具體
意見建議，有關方面如果看到了，會加以評估。
另外，第六屆海峽論壇將於15日在福建廈門開幕，范麗青

昨日宣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中
國國民黨副主席洪秀柱以及台灣相關縣市長與台灣各界基層
代表人士將出席本屆論壇。據范麗青透露，目前論壇的各項
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基層民眾依然是本屆海峽論壇的主角。

■ 彭 帥
（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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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冠軍獎
盃。
資料圖片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 中新社
■林克穎案的判決受到媒體廣泛關注。 網上圖片

央行高層傳赴台
研貨幣互換

位於河南洛陽市白馬
寺山門外的齊雲塔有一
奇景，記者在齊雲塔南

北面20米左右測試時，塔身
都會發出「呱呱」的青蛙叫
聲，但是超過20米或低於20
米的距離，這種聲音就會減
弱甚至消失。
據文物管理所人員介紹，

高約25米、共13層的齊雲塔
塔身為四方形密簷式磚塔，獨特
的造型結構對聲波形成較強的反
射面。而塔簷下面的簷面像是凹
面鏡，聲音也有這種聚焦現象，
拍手後聲音經過聲波反射後形成
一種「綜合回聲」，這種回聲的

頻率、響度和音色等和青蛙叫聲
非常接近。
本稱釋迦舍利塔的齊雲塔是金

代建築遺存，為中國第一座佛
塔。 ■本報記者金月展

實習生李藝佳洛陽報道

佛塔內拍手佛塔內拍手 回聲如青蛙叫回聲如青蛙叫
河

南
■■齊雲塔齊雲塔。。

記者記者
金月展金月展 攝攝

80後棄10萬年薪
睇世盃辭職

熬夜看直播 代開病假條生意旺

為迎接世
界盃熱潮，
遼寧瀋陽近
日有大廚用
西瓜雕出著
名 球 員 C
朗 、 美 斯
等，刀工精
細，造型栩
栩如生。

網上圖片

熱愛睇波的「80後」發燒友李泉，日前在網

絡上曬出了一張辭職報告以及自己的工作照，並

感歎「今天是個值得慶賀的日子！」他表示自己

已辭去上海某公司的營銷經理職位，年薪超10

萬(平均月薪8300元人民幣)，在內地算是不錯

的薪酬。為的就是專心觀看即將開賽的世界盃。

■本報記者沈夢珊上海報道

據了解，李泉為在滬工作的安徽黃山人，
今年27歲，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球迷。記

者了解到，李泉從上中學時便迷戀足球，學生
時期經常逃課去看世界盃。

「工作隨時可續 世盃4年一次」
他回首，2002年，中國首次出線世界盃，中
國紅在亞洲的綠茵賽場上激情狂歡，對正在上
初中的李泉感染不小，從來沒有碰過足球的
他，卻因此愛上了這項運動。「我踢前鋒，射
門機會多。」李泉說，沒人教他，他就與小夥
伴們自學自玩，奔跑在球場上的酣暢淋漓他至
今記得。
但忙碌的工作使得李泉無暇關注他所熱愛的
足球。他表示，踏上工作後，繁忙的工作壓力
和營銷業務讓他經常感覺到喘不過氣。2010年
他從一所專科院校畢業後，開始在上海一家紡
織公司從事銷售工作，忙碌的工作為李泉帶來
了經濟上的利益，從一個小業務員，一直到營
銷部經理，年薪也逐步增加。目前已晉升為公
司營銷部經理，年薪超過10萬元。但他意識

到，自己離喜愛的足球運動越來越遠，
在球場上踢一場足球對他來說卻是一種
奢侈，在球場上盡情揮汗的快感，只
存在記憶中。
而此次，面對世界盃的召喚，李泉

毅然停下了在職場上升的腳步。李泉
說，工作可以隨時繼續，但世界盃4年
才一次，讓自己重溫兒時時光，這應該
就是讓自己停下腳步放鬆休整的時機。
李泉表示，他打算在上海或回黃山老家，找
一家酒吧，與其他球迷一起狂歡，全程觀看世
界盃比賽。「等比賽結束了，再找新的工作，
給自己一個新的開始。」

世界盃明晨揭幕，巴西與中國兩地時差相差11個小
時，所有賽事都在凌晨甚至早上舉行。熬夜看直播成
了球迷們幸福的煩惱。很多網店趁機熱銷「代開世界
盃病假條」，不但可以開出多家醫院的病假條，甚至
可以自選腸胃炎、軟組織挫傷等等各種理由。
記者網上搜索「代開世界盃病假條」就會出來各種
電話，幾乎囊括所有省份。而在某著名購物網站也有
賣假條的。

網民：裝病不如休年假
記者以買家身份聯繫淘寶網店，賣家介紹，現在賣
的病假條有兩類，一類是「高仿」，裡外都是假的，
但是有假公章，以假亂真。另外一類就是「真假
條」，他們可以開出北京多家醫院的病假條。「腸胃
炎、軟組織挫傷……可以自選，一般不超過一周。」
病假條不是空白的，需要提供姓名、年齡等信息。
也有網友「支招」，與其裝病請假，不如休帶薪年

假：如果你有5天年假，再加上前後的雙休日，差不
多能休個10天了。如果你有10天年假，完全可以舒服
地躺在家裡看球賽了。 ■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

陝西西安街頭一條勸阻行
人隨地小便的橫幅在當地引
發熱議，目前已被摘除。橫

幅當時掛在當地一處熱鬧的夜市
附近，攤點較多，沒有公廁，常
有人隨地小便。橫幅上寫「尊
敬的西安市民，請管住您的褲
襠」。橫幅被摘除後，行道樹上
仍貼有一張打印標語「你敢尿！
我就敢把你放到網上去」。
有網友稱「這樣的標語太露骨

了，和隨地小便的人有什麼分
別？」也有人理解這樣的標語
「屬於無奈之舉」。
「這種方式不文明，也影響西

安的形象。」對於民眾懸掛這樣
的橫幅，當地街道辦事處工作人
員表示並不贊同。「原因在於城
市的公廁太少，公共服務設施太
差，管不住褲襠的地方在西安何
止這一個地方？」

■中新網

「「請管住您的褲襠請管住您的褲襠」」勸阻小便橫幅被拆勸阻小便橫幅被拆
陝

西

■■有關橫幅早已被拆除有關橫幅早已被拆除。。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C朗美斯西瓜雕

以國際大都市著稱的上
海，亦常常為雷人翻譯所
困。在上海知名的中山公

園，居然將「石亭夕照」翻譯稱
「shiting sunset」，好好的古典
韻味瞬間演變為髒話。
有網友發現園內景點「舊園遺

韻」的介紹中，將「頗發憂思」
譯成「頭髮憂思」。而「綠茵晨

輝」則直接成了「GreenChen-
hui」，最可怕是「石亭」，譯
成英文居然是「shiting」。
如此翻譯，實有損上海形

象。最新消息指，上海有關部門
已緊急將有關的4塊景點介紹牌
撤下，未來新介紹牌、指路牌的
翻譯工作將委託上海高校承擔。

■本報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

雷人翻譯雷人翻譯 古韻石亭變髒話古韻石亭變髒話
上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