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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自貿區探索對台經合
尤權：閩服務業爭取先行一步

國務院常務會議早前明確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
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據台灣《經濟日報》報

道，福建自貿區已初步確定將設立福州、平潭、廈門、
泉州共四個自貿園區。相比廣州、天津，福建自貿區最
大的區位優勢和特色是「對台」。

促台對接「一帶一路」
福建當地學者認為，在承接台灣製造業轉移方面，福建
不同的地區有分工，例如平潭更多地承擔傳統加工業的轉
移；廈門則應該更多地承擔高端技術加工業的轉移，同時
還應當承擔對台投資和貨幣結算的便利化任務，甚至未來

可以允許廈門的福建投資者參與台灣股票、產權投資等。
泉州所申報的範圍涵蓋兩個區域，分別是裝備製造產業園
區和臨港物流園區，以製造業為主。
對台經貿合作深化方面，尤權強調，福建自貿區將深

化與台灣「六海一空一園區」自由經濟示範區對接，加
快健全完善高效精準的兩岸物流體系。雖然兩岸服貿協
定簽署的前景未明，但尤權在會議上表態，福建服務業
對台開放要爭取先行一步，取得先行優勢。尤權表示，
福建將加快平潭自由港建設，爭取在平潭率先推動實施
台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促進閩台關區查驗互認、信
息對接；加快推進片區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功能，

建設台胞社區。
分析指，平潭綜合實驗區作為大陸唯一的對台綜合實
驗區，其自由港建設的探索，意義深遠，平潭自由港的
達成，不僅方便台灣的人員與貨物進出，大陸中部地區
與台灣對接增添新管道。
頗令福建各地振奮的是，此次福建經濟工作會議特別

強調了「自貿區效應」在福建全省的發散。尤權在會間
指，未列入自貿園區範圍的地市要大膽借鑒自貿園區創
新舉措，探索通過前店後廠、前庫後店等多種形式擴大
政策影響範圍，主動承接自貿園區政策外溢、輻射帶
動，形成區內區外聯動發展局面。
民盟廈門市委經濟與城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龔小瑋表

示，啟動福建自貿區核心區的建設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
要建構與台灣的對接，建立廈台（金門、台中、高雄）跨
境自貿區FTA；第三步則是要與「一帶一路」戰略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建忠 福州報道）福建省經濟工作會議近日在福州召開，福建部署

2015年自貿區建設尤為引人關注。福建省委書記尤權在此次會議上披露，2015年福建開啟建

設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將突出對台經貿合作和平潭自由港探索。

#�)1�		�#�)1�		�

#��#��

1���H���&��
�1���H���&��
�

���
��

���

>�

���

* �* �

����
��&��&

�7��7�

�1��R#�
�9��(�

��	��
(���

��	�
15�

��	�=&�0
���R9�9	
702��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及《中時電
子報》報道，早前有意參加國民黨主席
補選的資深媒體人周玉蔻，因被認為不
具資格，未能成功登記參選。周玉蔻
連日來在媒體爆料，引述不具名前「國
安」高層的消息來源，指控國民黨私下
收受頂新2億元(新台幣，下同)(約4,909
萬港元)政治獻金，並指控國民黨副秘書
長兼行管會主委林德瑞為頂新門神。國
民黨昨日委託律師對周玉蔻正式提出民
事訴訟，共求償500萬元(約123萬港
元)，並要求周玉蔻登報道歉。

藍盼以訟止戰 周稱遭恐嚇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范姜泰基昨日表

示，希望周玉蔻不要用聽說、傳聞方
式，將所有證據在法庭上講清楚，國
民黨希望以訟止戰。
周玉蔻則認為國民黨代理黨主席吳敦

義任憑黨內發言恐嚇她，阻礙她表達言
論的自由，昨日到台北地檢署控告吳敦
義涉犯恐嚇罪。她表示，自己於「立
委」蔡正元和謝國樑發言指台當局「滅
頂」行動有所顧忌後，提出一名前「國
安會」高層曾私下告知她馬英九競選團
隊可能在選舉期間，有收受法令規範以
外捐款獻金新台幣2億元。
頂新集團昨日再次發出聲明稿重

申，所謂政治獻金傳言，純屬子虛烏
有。頂新期盼社會各界在尊重言論自
由與理性專業的前提下，讓政治的歸
政治、司法的歸司法、食安的歸食
安、經濟的歸經濟。

柯文哲就兩岸關係提四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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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蔻告吳敦周玉蔻告吳敦
義恐嚇義恐嚇。。 中央社中央社

■■福建自貿區將突出對台經貿合作和平潭自由福建自貿區將突出對台經貿合作和平潭自由
港探索港探索。。圖為廈門象嶼保稅區圖為廈門象嶼保稅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就大陸方面多次
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柯
文哲昨日接受中央社專訪時指出，他不知道「九二
共識」的實質內容，就算知道，也懷疑「一個22
年前的東西是否能作為今天兩岸交流的基礎」，建
議兩岸應在現行狀況尋求新的共識。柯文哲說，與
其講共識，不如講價值，因此提出4個互相，「互
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柯文哲指出，基於政策延續性，台北市目前與
大陸交往的頻率及深度都不會改變，且會在4個
互相原則及現有基礎下，繼續往前進，雙方尋求
更大的善意，並在善意當中尋求未來進一步的發
展，當然台北上海城市論壇也會繼續進行。他強
調，人與人之間一旦沒有善意及互信基礎，很難
做事，因此透過交往逐漸建立互信基礎，這是進
一步交往最重要的基礎。

將於25日卸任
的台北市長郝龍
斌（左）昨日在
市 府 大 樓 出 席
「市長卸任感恩
茶會」，媒體代
表獻吻，向共事8
年的市長道別。

中央社吻別市長

閩破越南赴台偷渡 拘31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 福州報道）記者22

日從福建省公安邊防總隊獲悉，警方日前破獲一起
越南人轉道福建沿海偷渡台灣大案，共抓獲涉案人
員31名，其中偷渡組織者、運送者4名（中國籍兩
人、越南籍兩人），偷渡人員27名（均為越南籍，
23男4女）。偷渡人員持護照或邊民證經廣西友誼
關、東興口岸入境後，分批乘坐長途客車抵達福
清、平潭集結。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針對近
日媒體報道的「醫生手術台自
拍」一事，陝西西安市衛生部
門21日晚間通報，涉事醫院為
西安鳳城醫院，是西安市一家
民營醫療機構。根據相關法律
法規，免去分管副院長等3人
行政職務，所有參拍人員進行
深刻檢查，並給予記過處分。
據了解，網上所傳照片拍攝

日期為今年8月15日，拍攝地
點為西安鳳城醫院老手術室。西安鳳城醫院新聞發言人、醫務科主
任段治國昨日向媒體表示，現在涉事的十幾名醫護人員壓力都很
大，很後悔。據介紹，拍照當天是醫生們最後一次在舊手術室工
作，加上一台複雜的手術順利完成，醫護人員們便在一起留影作為
紀念。 ■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反哺植物人母親

19歲 頭髮幾全白

古井取水煉膠 傳承千年技藝

手術台手術台「「自拍自拍」」醫院醫院33人免職人免職

昨日是二十四節氣中的冬至，在山東東阿
縣，2014冬至阿膠節暨阿膠滋補論壇拉開帷
幕，喚起人們對中醫藥文化的集體記憶。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東阿阿膠煉製技藝
代表性傳承人、東阿阿膠總裁秦玉峰表示，
阿膠節自2007年以來，已連續成功舉辦8
屆，不僅是行業盛會，更是傳承千年的文化
符號，是對「上品」和「聖藥」的弘揚與重
塑。
本次活動依照唐朝傳統，在冬至子時舉行
九朝貢膠開煉儀式。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東阿阿膠煉製技藝流程精繁，「一水
兩寶三千年」是東阿阿膠口味道地的關鍵。
秦玉峰親率眾高徒，在冬至子時取阿井至陰
之水，採用國家級保密工藝，依全手工的古

法絕技，借金鍋、銀鏟為工具，以桑木柴為
火，經九天九夜、99道工序煉製方成。
據悉，東阿阿膠從2007年開始恢復純手工

煉製，傳承3,000年的煉製技藝和文化精髓，
成就了膠中極品——九朝貢膠，產量稀少，
尤為珍貴。 ■記者 何冉 山東報道

在2013年7月，一次意外令底慧敏的母親摔
成了植物人，慧敏的頭髮幾乎一夜全白。

「不放棄」成了全家人的目標。從此，父親在
外務工掙醫療費，慧敏則擔起了照顧母親和弟
弟的重任。

饅頭白開水 成一日三餐
樂觀、堅強是19歲的底慧敏給人的第一印
象。在她和母親租住的6平米的家裡，狹小、潮
濕，卻充滿家的溫馨。昨日冬至，慧敏的同學
送來餃子，慧敏一邊給母親翻身，一邊和母親

說話。她說，母親雖然不會動、不能說話，但
能感覺到母親的堅強。
母親出事後，面對高額的醫藥費，父親不得

不四處打工，維持家裡的開銷。今年九月份，
大學開學後，底慧敏毅然帶着母親和弟弟來鄭
州，一邊上學一邊照顧母親。為了省錢，饅頭
和白開水成了他們的一日三餐。
每天放學回家後，底慧敏就開始給媽媽擦身

按摩，清洗床單和媽媽的大便。由於長時間臥
床，她媽媽的身體萎縮得厲害，指頭間經常磨
出血。怕磨傷指頭，慧敏便耐心地更換纏繞指

間的衛生紙。這樣忙碌近一個小時後，她開始
準備媽媽的飯。她將買來的涼饅頭搓成顆粒
狀，加上白開水攪成糊狀餵媽媽，每次給媽媽
餵飯時，她都會先把飯含在嘴裡咀嚼，確認沒
有大疙瘩才餵……飯後的她開始做作業，為了
讓媽媽看見聽見，她坐在媽媽的床上，邊寫邊
大聲朗讀，這樣就可以吸引媽媽的目光。她也
會寫着寫着調皮地問媽媽：「媽，我的圓珠筆
呢？」看着媽媽衝她眨眼，她會親暱地低頭親
吻媽媽的額頭。這時，媽媽眼角就會有眼淚滲
出……

復建惠濟寺名家書畫慈善
義購活動暨善心人士榮譽證
書頒發儀式21日在南京舉
行。當天，100多幅名家書
畫作品全部被善心人士現場
義購。此次活動歷經4個多
月，共募集700多幅名家書
畫籌得善款300多萬元。
位於南京浦口區的千年古

剎惠濟寺始建於南朝，舊為
湯泉禪院。咸豐年間，這座千年古剎毀於戰火，惠濟寺遺址現在為
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目前，惠濟寺復建工作已啟動，建成後將
成為內地少有、南京獨一無二的唐代風格古建築群，重現惠濟寺香
火鼎盛的盛況。 ■記者 趙勇 南京報道

南京書畫義賣南京書畫義賣 重建南朝古寺重建南朝古寺

由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
地與內地傳媒機構共同打造
的「直播中國·全球大熊貓
家園——明星熊貓世界巡遊
會」，昨日下午一點在日本
東京啟程。此次巡遊將途經
歐、美、韓等全球各大熊貓
旅居地，最終回到大熊貓的
故鄉——四川成都，成為真
正意義上的明星熊貓世界巡遊會。
當天，日本最紅女子天團「AKB48」成員松井玲奈與NHK《中國

語教學》節目學員之一、日本最了解大熊貓的年輕藝人藤岡南，來
到活動現場參與互動。而今天正好是此次活動的明星主角、海歸美
女熊貓「愛濱」的8歲生日。主辦方決定在熊貓基地為「愛濱」過生
日。據了解，此次世界巡遊活動通過網絡全程直播。

■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

明星熊貓明星熊貓 巡遊世界巡遊世界

耗資近兩千萬的2015首屆中國(長沙)橘子洲大型藝
術燈會昨日已基本完工，1,200米的「巨龍」的亮相
吸引了眾多遊客。據悉，這條「巨龍」整個結構用百
餘噸鋼材打造而成，置有三萬六千盞燈泡，每小時耗
電800千瓦，目前已申報健力士世界紀錄。 中新社

「巨龍」藝術燈亮相

■■冬至子時舉行的九朝貢膠開冬至子時舉行的九朝貢膠開
煉儀式現場煉儀式現場。。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孝孝女女

在同齡人都在享受如花

般年華的時候，就讀於河

南鄭州師範學院的19歲女

生底慧敏卻撐起了一個

家。正在讀大一的她，不

僅要照顧年幼的弟弟，還

要照顧躺在床

上的植物人母

親。

■記者 高攀

鄭州報道

■西安鳳城醫院醫生手術室自拍。
網上圖片

■義購活動現場，各方善信和愛心人
士濟濟一堂。 本報南京傳真

■日本藝人藤岡南與大熊貓合影。
本報四川傳真

■■1919歲的慧敏樂觀歲的慧敏樂觀
堅強堅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幫媽媽指間幫媽媽指間
繞衛生紙繞衛生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