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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關注李克強派「定心丸」
「62號文件」頒後首回應台商憂慮 政策料存協調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慈濟基金會
「內湖園區開發案」因涉及變更保護區土地地目，在
島內引發軒然大波，甚至抨擊慈濟財務不透明，慈濟
基金會昨日召開記者會，宣佈即日撤案，並強調絕無
圖利情事。
慈濟基金會於2005年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內湖大湖公

園旁保護區土地，並計劃變更為社福用地，興建一棟10
層樓高的「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園區」，但因該地屬潛在
順向坡，開發後不僅違背保護區精神，也可能導致土石
流。近來則因台北市長柯文哲反對該開發案，引發正反
兩方論戰。經過20多天社會熱議之後，慈濟基金會昨
日終於打破沉默，當天下午召開記者會，慈濟基金會副
總執行長王端正宣佈，內湖開發案即日撤案。
另外，針對外界批評慈濟財務不透明，慈濟副總執

行長林碧玉表示，經過內部討論後，將公開捐款查詢
及收支。除原有的公開徵信外，自3月20日起，所有
捐款會員均可用會員編號查詢個人捐款。
另從3月25日起，將分二階段公開慈濟收支狀況，

第一階段各專案陸續公佈更新版，第二階段，由4大
志業基金會公佈收支。
據悉，台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簡稱慈濟基金會，成
立於1966年，是台灣全球性宗教團體，總部設於花蓮。

慈濟基金會撤回內湖開發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屏東
縣東港鎮昨日上午10時許發生一架小型飛機
墜湖意外，機上兩人均遇難。
據台灣媒體報道，屏東縣消防局當天上午

10時46分接獲飛機墜入大鵬灣潟湖的通報，
消防員到場後從湖中救起兩人，但已沒有生
命跡象。兩人被緊急
送醫後仍不治身亡。
屏東縣消防局透

露，這架小型飛機沒
入湖中，被尋獲兩人
為約50歲與30歲的
男性，其中一名為教
練，另一人為學員。
台「民航局」已通

知「飛航安全調查委
員會」，並正派人前
往當地協助調查墜機
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據台灣媒體報
道，台灣「國安局」秘密籌設的「網域安全處」將
於5月1日正式掛牌運作，將負責台灣官方網絡安全
的預警情蒐與防衛。「網安處」的成立，是台灣
「國安局」20餘年來，首度增設的新單位，也是
「國安局局長」李翔宙上任後的重大變革之一。
「網安處」將與民間網路高手合作，組成一支網路
數位戰士部隊，保衛台灣的網路安全。
據了解，「網安處」5月1日正式編成運作，主要

任務是掌理網路安全的情報研蒐，工具應用與研發
及反駭，並對影響安全的網域情報，及早掌握預警
與因應；「網安處」初期編制約70餘人，成員包括
「國安局」現有網路高手外，另在政府軍文職機關
與民間公司挖角。「網安處」將設處長1人，下設4
個組。
據透露，「國安局」正以公開與秘密方式，向全

台網路高手招兵買馬。而「國安局」已物色好首任
「網安處長」人選，但為慎重其事，暫先以代理處
長任命，考核其能力。

台「網域安全處」5月1日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北市食品安全委員
會昨日舉行第一次會議，由市長柯文哲親自主持，討論
回收廢食用油、學校午餐等議題。柯文哲表示，讓市民
安心吃飯是最大目標。
柯文哲設置食品安全委員會，委員19人，由柯文哲擔
任召集人。12名透過遴選產生的府外委員，包括義美總
經理高志明、榮總臨床毒物科主治醫師楊振昌，以及
「衛福部食藥署署長」姜郁美等人。
食安委員會上午舉行第一次會議，柯文哲致詞時表
示，食品安全是基本人權，若市民不知道什麼能吃，不
會有人相信政府多好。
柯文哲表示，本次會議議程包括「食品安全委員會設
置要點」、「食品安全制度透明化執行進度」、「廢食
用油回收大執法計劃」以及「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學校午
餐供餐流程草案」等專案報告；另將討論台北市是否設
置食品安全自治條例，以及餐飲販售衛生分級制度。
據悉，由於近來餿水油風暴席捲全台，造成無數商家

商譽受損，廢食用油回收是為避免廢食用油流入不法廠
商，讓黑心商品危害市民。
柯文哲表示，台北市的各委員會通常是副市長當召集

人，但他是醫生，食安委員會由他自己直接監督，表示
對此議題的重視，讓市民安心吃飯是最大目標。

柯文哲主持食安會 討論回收廢食油議題

反映台商意見獲重視
台灣《中國時報》16日報道認為，李克強於全國人大

會議閉幕後會見記者時所作公開回應給台商吃下了「定
心丸」。報道引述大陸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鄭
振清的解讀：談話顯示大陸仍然重視台灣經濟發展，為
兩岸經濟合作留下很大空間，下一步關鍵看台灣內部能
否達成共識。
台灣《工商時報》認為，「62號文件」發佈後，大陸

領導人首次回應台商憂慮，顯示政策實施上將有協調空
間。上海台商協會會長葉惠德指出，台商對於「62號文
件」反應較強烈，主因是他們這2、3年來面對環境改
變，經營比較辛苦；李克強總理給出「定心丸」，顯示

台商反映的意見獲得了重視。天
津台商協會會長韓家宸提出，希
望大陸方面對於投資10年以上、
對大陸經濟有實質貢獻的台商給
予稅負優惠。
《聯合報》、《經濟日報》等
各家媒體在報道中都注意到，李
克強當天論述兩岸經濟合作時首
先重申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中央日報網
路報》分析指，李克強「堅持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的說法，延續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4日提
出的對台政策「四個堅定不移」，以及「九二共識」是
大陸與台灣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礎、若遭破壞則「兩岸互

信將不復存在，兩岸關係將重回動蕩不安」的基調。
多家台媒注意到，與2013、2014年相比較，今年總
理記者會中超過半數提問與經濟議題相關，包括經濟增
長率、房市、網購、創業以及兩岸經濟，大陸將如何應
對經濟下行壓力是各方關切的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提到「保持對台資

企業和台商的合理優惠政策」，被認為是對台方的「定心丸」。台灣多家

主流媒體對此表示關注，其中台灣《工商時報》認為，「62號文件」發佈

後，大陸領導人首次回應台商憂慮，顯示政策實施上將有協調空間。

國務院日前頒佈簡稱「62號文件」的《關於清理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的

通知》，這讓一些台商及工商團體憂心「投資優惠和環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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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昨日主柯文哲昨日主
持台北市食品安持台北市食品安
全委員會第一次全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會議。。 中央社中央社

■■飛航安全調查委飛航安全調查委
員會調查人員到屏員會調查人員到屏
東大鵬灣勘查失事東大鵬灣勘查失事
輕航機輕航機。。 中央社中央社

■■機體殘骸昨日下機體殘骸昨日下
午吊掛上岸午吊掛上岸。。

中央社中央社

■■李克強在人大會議閉李克強在人大會議閉
幕後提到幕後提到「「保持對台資保持對台資
企業和台商的合理優惠企業和台商的合理優惠
政策政策」，」，被認為是對台被認為是對台
方的方的「「定心丸定心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日，有關四川西
華大學校園內發現殷
商遺址的消息在網上
瘋傳。15日，成都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
家就此事作出回應
稱，由遺址處地下1
米左右發現的黑色、

褐色陶器碎片，可初步判定這片遺跡屬商周時期。目前，發掘工作還處
在表層階段，確切消息還需等待深度發掘後的進一步勘探研究。
據悉，該處遺址位於西華大學第七教學樓背後的一塊空地內。遺

址現場已經發掘出2個探方，面積共計200平方米，深度在30厘米左
右，周圍還挖掘了4個近兩米深的探溝。在探方和探溝當中，工作人
員挖掘了從地面通向底部的緩坡和階梯。探方外還留有數個考古工
具「洛陽鏟」挖出的探洞。
據了解，此次在西華大學發現商周遺址並非偶然，由於商周古人

在四川境內活動範圍廣，因此在成都多地曾留有遺址。除著名的金
沙遺址外，此前考古隊還曾在郫縣菠蘿村、三觀村等地發現過商周
時期遺址點。 ■記者 周盼 四川綜合報道

雙胞胎妹尋姐五十餘載終團圓

貴州遵義洞穴探險金牛隊隊員，近日在遵義城
郊一處海拔約780米的洞內溪流中，發現一隻體
長14厘米的巨型蝌蚪。經專家查證，這隻巨型蝌
蚪是紅點齒蟾的幼體。紅點齒蟾幼體蝌蚪個頭較
大，但長達14厘米的幼體實屬罕見。 ■中新社

川大學校園挖出商周陶器川大學校園挖出商周陶器

巨型蝌蚪
57年前，在河南鄭州，暴家的一對雙胞
胎瓜瓜落地，但是家裡實在養不起七口
人。為了讓孩子活命就將其中之一送給了
一個不能生育的姓劉的家庭。然而，五十
多年過去了，妹妹暴秀枝一直在四處尋找
自己的姐姐。近日，暴秀枝通過電視尋親
終於成功找到了與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孿

生姐姐。
暴秀枝說，「從自己記事兒到已經年過半

百，我心中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夠找到姐姐。
先後托熟人打聽，跑了很多地方，凡是聽到
人家是抱養的孩子，就找到人家工作的地方
偷偷觀察是不是自己的姐姐。可是憑藉少的
不能再少的信息找人，比大海撈針還難
啊！」盼着姐妹團圓但是依舊遙遙無期，妹
妹暴秀枝卻從來沒有放棄，「不管用什麼方
法，花多少錢，我都要繼續找。」
當有人建議通過電視台找人的時候，暴

秀枝只是抱着試一試的態度並沒有抱太大
希望。然而，就在電視節目播出的當天，
有人打來電話說是找到了自己的姐姐。聞
訊趕來的暴秀枝激動的心情無以言表。短
暫愣住後兩個人抱頭痛哭，雙胞胎姐妹終
於再次團聚。
■記者 曹宇、實習記者李璇曄鄭州報道

在重慶墊江縣，有
一個平均年齡高達73
歲 的 「 爺 爺 維 權
團」，14年來不為私
利，義務幫助消費者
維護合法權益，先後
獨立調查了農村電網
改造亂收費、長途公
交車違規漲價、自來水擅自提前漲價等重大維權事件，為消費者挽回損
失近億元。日前，這18位「爺爺」獲得了2015年3．15特別貢獻獎。
「爺爺維權團」的第一發起人皮志賢曾是石油公司的幹部，退休後看
到不少群眾經常遭遇消費侵權，卻又投訴無門，便想為群眾做點事。
據統計，「爺爺維權團」14年來受理消費者投訴上千件。如今，82

歲高齡的皮志賢老人雖然已在去年病逝，但「爺爺維權團」的其他老
人們仍奔走在義務維權的路上。 ■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重慶重慶1818位位「「爺爺爺爺」」義務維權義務維權1414載載

據《錢江晚報》報道，老蔡家住浙江杭州城南鳳凰南苑，近日，4
歲的外孫在家裡午睡時，突發疾病，情況危急。老蔡和女兒抱着孩
子衝到路上，卻一時打不到車。
這時，一輛銀白色的私家車經過，車上除了年輕的男司機，還有

三位老人。看到老蔡着急求助，三位老人趕緊下車，把位置讓了出
來。「送孩子去醫院要緊！」
在車上，孩子的呼吸越來越弱，老蔡做起了人工呼吸。見此狀
況，年輕的司機一路連闖紅燈，原本40分鐘的路程他只開了15分
鐘，就將孩子送到了市一醫院，最終將孩子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我問他的名字，他都不肯告訴我。後來因為我們在車上用他的電

話打過110，我通過下城公安分局指揮中心才查到的，原來這個司機
是東新派出所的副所長俞力凡。我想告訴他，如果因為這次闖紅燈，
他被罰款了，都由我們承擔！」老蔡說道。 ■記者俞晝杭州報道

「卷卷，到媽媽這兒來！你可真是個充當迎賓狗狗的料呀！」近日，記者來到

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哈西新區的寵物主題咖啡店。這是哈爾濱首家為寵物度身

定製食物的餐廳，在這裡主人還可以同自家寵物一起享用美食。開店僅半年，店

內已經招待了數百位「狗顧客」。 ■記者王心者哈爾濱報道

熱心司機連闖紅燈送娃就醫熱心司機連闖紅燈送娃就醫

記記者剛一進門者剛一進門，，迎面跑來三隻泰迪狗狗湊到迎面跑來三隻泰迪狗狗湊到
腳邊腳邊，，又叫又跳又搖尾巴又叫又跳又搖尾巴，，很是興奮很是興奮。。原原

來來，，牠牠們都是與主人一起來這家咖啡店喝下午茶們都是與主人一起來這家咖啡店喝下午茶
的的。。泰迪犬泰迪犬「「卷卷卷卷」」的主人說的主人說：「：「我家離咖啡店我家離咖啡店
很遠很遠，，幾乎是橫跨半個哈爾濱的距離幾乎是橫跨半個哈爾濱的距離。。但是狗狗但是狗狗
喜歡這裡的食物喜歡這裡的食物，，我也能有更多和我也能有更多和牠牠相處的時相處的時
光光。」。」正說着正說着，「，「卷卷卷卷」」便一躍跳到主人旁邊的便一躍跳到主人旁邊的
椅子上開始享用屬於椅子上開始享用屬於牠牠的紫薯奶酪了的紫薯奶酪了。。
這時這時，，正在旁邊正在旁邊座座位上打盹兒的比熊犬位上打盹兒的比熊犬

「「鍾百合鍾百合」」突然從椅子上站起突然從椅子上站起，，眼睛直勾眼睛直勾
勾地注視着欲要開戰的兩隻貴賓犬勾地注視着欲要開戰的兩隻貴賓犬，，
「「汪汪！」！」的一聲低吼的一聲低吼，，嚇得兩隻貴賓犬瞬間嚇得兩隻貴賓犬瞬間
沒了氣焰沒了氣焰，，各自乖乖地回到了主人身旁各自乖乖地回到了主人身旁。。店店

員笑着摸摸員笑着摸摸「「鍾鍾
百合百合」」的頭說的頭說：：
「「別看牠平時很安別看牠平時很安
靜靜，，牠可是店主鍾牠可是店主鍾
小姐家的狗小姐家的狗，，也是也是
我們店的我們店的『『狗掌狗掌
櫃櫃』，』，自然有點不自然有點不
怒自威的架勢怒自威的架勢。」。」

定期為寵物辦聚會定期為寵物辦聚會
談到開這家咖啡店的初衷談到開這家咖啡店的初衷，，來自台灣的店主來自台灣的店主

鍾小姐說鍾小姐說：「：「由於多數餐廳的限制由於多數餐廳的限制，，人們在聚人們在聚
會的時候只能把狗狗獨自留在家中會的時候只能把狗狗獨自留在家中。。我覺得應我覺得應
該有個場所能夠讓寵物與主人分享快樂該有個場所能夠讓寵物與主人分享快樂。」。」
據了解據了解，，這家寵物咖啡店共分為兩層這家寵物咖啡店共分為兩層，，一層是一層是

「「汪星人汪星人」」專區專區，，二層是二層是「「喵星喵星
人人」」專區專區。。咖啡店的菜單也分為兩咖啡店的菜單也分為兩
種種，，雖然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店主親雖然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店主親
手製作的台灣美食手製作的台灣美食，，但顯然但顯然
寵物顧客才是店裡的主角寵物顧客才是店裡的主角。。
鍾小姐說鍾小姐說，，為了能讓主為了能讓主

人們人們更多地交流養寵物更多地交流養寵物
的經驗的經驗，，也為了能讓寵也為了能讓寵
物們交到更多的物們交到更多的「「朋朋
友友」，」，店裡會通過定期店裡會通過定期
舉舉辦主題聚會辦主題聚會、、為小動物為小動物
辦生日宴會的形式辦生日宴會的形式，，把大把大
家聚在一起家聚在一起，，熱熱鬧鬧地熱熱鬧鬧地
來場大來場大Party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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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同主人共進餐同主人共進餐貓貓

■■咖啡店二掌櫃咖啡店二掌櫃，，今年今年1818歲的歲的「「姚老姚老
虎虎」」吃飽喝足躺在桌上小憩吃飽喝足躺在桌上小憩。。 王心者王心者攝攝 ■■咖啡店內的寵物大聚會咖啡店內的寵物大聚會。。本報黑龍江傳真本報黑龍江傳真

■■泰迪犬泰迪犬「「卷卷卷卷」」與牠的主人共進晚與牠的主人共進晚
餐餐。。 本報黑龍江傳真本報黑龍江傳真

■■雙胞胎姐妹合照雙胞胎姐妹合照。。 本報鄭州傳真本報鄭州傳真

■四川西華大學校園內殷商遺址挖掘現場。
本報四川傳真

■「爺爺維權團」成員合照。本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