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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九二共識」兩岸重回動盪
回顧十年和平發展路 損政治基礎成果得而復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
寧 綜合報道）貴州省委常委
班子日前進行職務調整。履新
不久的省委副書記諶貽琴接替
秦如培任貴州省委政法委書記
一職，而秦如培則接替諶貽琴
任貴州省政府常務副省長。此
次調整後，諶貽琴成為全國31
個省級黨委當中唯一一位女性
政法委書記。
《貴州日報》報道稱，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20日
晚在黔西南州興義市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幹部
召回管理制度」工作情況匯報並講話。省委副書
記、省委政法委書記諶貽琴等出席座談會。據悉，
這是諶貽琴首次以貴州省委政法委書記身份在媒體
亮相。
諶貽琴是白族人，1959年出生於貴州省織金縣，
此後一直在貴州工作，曾任貴州省委黨校副校長，
省社科聯黨組書記，黔南州委副書記，銅仁地委副
書記、行署專員等職。2007年諶貽琴進入省委常委
班子之後又陸續兼任過省委宣傳部部長、常務副省
長等職。

諶貽琴兼任貴州政法委書記
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天津首屆
「台灣美食節」在天津友誼精品廣場隆重開幕。這
是台灣中華婦女黨首次在內地組辦美食節活動，合
作機構為天津友誼精品廣場和天津格格府傳媒公
司。根據歷來報道信息，由台灣某一政黨在大陸參
與舉辦此類活動並不多見。
據介紹，此次活動將持續到5月10日，參展的50位

商家將為廣大美食愛好者提供近百種正宗的台灣美食。
台灣中華婦女黨主席涂明慧女士在接受本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此次「美食節」旨在帶動市民的文化
活動，營造「一家親」的環境氛圍，進一步促進兩
岸的交流合作。她說：「隨着津台兩地交流的深遠
發展，我希望能把台灣的美食文化、夜市文化、伴
手禮等帶到天津。」中華婦女黨2009年成立於台
灣，以推動大陸配偶福利為宗旨。

台中華婦女黨參辦津台灣美食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晉、李艷娟 昆明報道）
由雲南省人民政府與阿里巴巴集團共同主辦的「互
聯網+」雲南論壇昨日在昆明舉行，「互聯網+」農
業、「互聯網+」旅遊成為論壇熱議最大亮點。該
論壇是雲南省首次高規格大規模的電商論壇，也是
阿里巴巴首次在雲南舉辦的電商論壇。
據悉，作為雲南最具專業性、權威性、開放性的

電商領域「滇峰論壇」，本次活動主要關注電商模
式運營下的傳統產業升級，重點探討「從互聯網+
看傳統產業升級」、「農村淘寶—讓夢想走進農
村」、「互聯網+」農業、「互聯網+」旅遊、「互
聯網+」跨境等主題。來自雲南電商領域的領軍人
物在論壇上分享了電商模式下的商業探索經驗，並
與來自阿里巴巴的業界「大佬」們討論互聯網思維
和商業運轉的深度結合，共話「互聯網+」的新型
商業背景下，雲南省經濟的跨越發展。

電商聚首雲南共話「互聯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
瑛 泉州報道）福建泉州市委
書記黃少萍昨日凌晨病逝，
享年 56歲。據當地媒體報
道，黃少萍本月13日仍在參
加會議。
公開資料顯示，黃少萍，

1959年生，泉州人。自1992
年起，歷任共青團泉州市委

書記、泉州市市長助理、泉州市副市長、泉州市委
常委、宣傳部長等職；2003年至2008年，接連擔任
福建省僑辦主任、福建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與
海內外僑親打了5年交道，感情深厚。
2008年4月起，黃少萍回到家鄉泉州，歷任市委副

書記、市長、市委書記等職。2013年2月出任泉州市
委書記後，她十分注重泉州古城文化的保護與發揚。

閩泉州市委書記任內病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道）雲南昆
明市盤龍區法院24日開審昆明明通小學踩踏事故
案。該校校長李嵐、副校長楊霖、體育教師李鵬程
被指控涉嫌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同時，6名
遇難者家屬也提起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據悉，這
是雲南首例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案。
庭審過程中，三名被告在庭上表示懺悔，並對受

到該事故影響的學生和家長表示道歉。對於公訴機
關的指控，三名被告人的辯護人均對本案的定罪量
刑表達了意見。其中，被告李嵐和李鵬程的辯護人
作出有罪最輕辯護，被告楊霖的辯護人則請求免於
刑事處罰。法庭將擇日宣判。

昆明小學踩踏事故 校方3人被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昨日

（25日）在南京舉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江蘇省委書記羅志

軍、前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國民黨前副秘書

長張榮恭等出席開幕式，共同回顧和總結兩

岸和平發展十年經驗和成果。張志軍在研討

會上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是保持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方向和成果的根本保障。張志軍強調，

「九二共識」如果遭破壞，兩岸互信不復存

在，兩岸關係將重回動盪的老路，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成果就會得而復失。

2005年4月2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會面，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兩黨領導人相隔60
年後舉行會談，共同發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
景」，確立了國共兩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的共同政治基礎。

提「四點堅持」促進兩岸關係
張志軍在研討會上表示，2005年國共兩黨共同發布
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所強調的維護兩岸同
胞利益、共謀兩岸人民福祉，是我們發展兩岸關係的
出發點和立足點。
張志軍表示，在國共兩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

下，《共同願景》中的主張大多已經變為現實，結出
纍纍碩果。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的重要組成部
分。
對於為兩岸關係新未來，張志軍提出了「四點堅

持」。張志軍表示，首先，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正確道路，是兩岸負責任政黨的應有作為。其次，堅
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是
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向和成果的根本保障。第
三，堅持穩步進取、克難前行的務實思路，是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要路徑。第四，堅持不斷增進兩
岸同胞利益福祉，是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本宗
旨。
張志軍強調，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

共同政治基礎，是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向和成果
的根本保障。如果「九二共識」和反「台獨」的共同
基礎遭破壞，兩岸互信不復存在，兩岸關係將重回動
盪的老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就會得而復失。

郝龍斌：關注兩岸紅利分配均衡
郝龍斌在研討會發言時表示，「胡連會」在堅持

「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的基礎上達成「五項願
景」，尤其在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後，「海基會」
和海協會復談簽署了多項協議，使兩岸實現「大三
通」、大陸觀光客赴台旅遊以及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兩岸目前簽署的21項協議和兩項共識均在「胡連會」
後的十年間達成。
對於共同願景中包括台灣民眾關切的國際空間問

題，郝龍斌強調，雖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已經
獲得初步改善。
郝龍斌稱，目前中國國民黨及黨主席朱立倫關注的

重點，是在兩岸和平發展過程中，怎樣使兩岸紅利分
配均衡、普遍，讓所有台灣人民共享。
郝龍斌說：「國共兩黨對後代子孫的重責大任就是

維繫兩岸和平持續發展，達到兩岸雙贏、互利共榮境

界是共同努力的願景。」
由中共中央台辦海研中心與中國國民黨國政基金會

共同舉辦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發布10周年圖片
展」昨日在南京規劃建設展覽開展，展覽共4部分，
120張圖片講述了兩岸關係十年來在經貿、文化、旅
遊、人員交流等方面的發展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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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回顧與展望研討會開幕式現場。 許娣聞 攝

■張志軍（前左）和郝龍斌（前右）等參觀「兩岸和
平發展共同願景」發布十周年圖片展。 新華社

■台灣美食的製作方式吸引顧客駐足參觀。
李欣 攝

■諶貽琴

■黃少萍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媒體揭露，陝西省安康市烈士
陵園近年來被不少非烈士侵佔，其中包括眾多安康
籍、或曾在安康任職的前官員，以及部分在任官員的
親屬。而且這些非烈士的墓地建得比烈士還要奢華。

部分未離世官員搶佔墓地
內地媒體質疑此舉違法，但陵園負責人出示當地民
政部門的文件（「安市民政（1998）62號」）規定，
離休幹部、省級勞模、持有高級技術職稱的專業技術
人員等都可入園。
澎湃新聞報網道稱，據國務院1980年頒布施行、並
在2011年修訂的《革命烈士褒揚條例》規定，「任何
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在烈士紀念設施保護單位範圍內為
烈士以外的其他人修建紀念設施或者安放骨灰、埋葬
遺體。」按照《革命烈士褒揚條例》，「我國人民和
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在革命鬥爭、保衛祖國和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壯烈犧牲的，稱為革命烈士」，
並不包括「離休幹部、省級勞模、縣處級幹部」。

佔地75畝，陵園裡安葬着324名不同時期的英烈，
按照陵園大門處石碑上的介紹，該陵園安葬的大部分
是在解放安康的牛蹄嶺戰鬥中犧牲的軍人，及在社會
主義建設中犧牲的英烈。不過，安葬在這裡的非烈士
人員數量更多。從墓主姓名的顏色（紅色代表在世，
白色或金色代表已故）可看出，部分官員尚未離世。

前副省長妻墓逾80平米
墓碑上訊息顯示，官員墓大多修建於2013年和2014

年，部分前官員或其親屬墓葬頗為豪華。陝西省前副
省長徐山林妻子陳天芝的墓園超過80平方米，但解放
安康牛蹄嶺戰鬥指揮者之一、原二炮副司令員符先輝
將軍的墓卻只有50平方米。
按照國務院及民政部相關規定，埋葬骨灰的單人或

雙人合葬墓佔地面積不得超過1平方米，埋葬遺體的
單人墓佔地面積不得超過4平方米，雙人合葬墓不得
超過6平方米。
而安康市漢濱區民政局負責人表示，2009年3月初

他們已經開會研究，對以前的一些不合理規定進行修
正，對存在的問題整改，問題嚴重的將追究管理所的
責任。他們也正在爭取經費對陵園進行維修，採取措
施將烈士墓和非烈士墓分隔開。

陝西烈士陵園現官員豪華墓

■一座雕龍刻鳳的豪華大墓坐落在簡樸的烈士墓群中
間，非常扎眼。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
一涵 北京報道）由中國專
利保護協會、中華商標協
會、中國版權協會聯合北京
美蘭德信息公司開展的
「2014年度知識產權保護社
會滿意度調查」前日在北京
發布調查結果。調查結果顯
示，2014年中國知識產權保
護社會滿意度得分為69.43
分，較2013年的64.96分提
高了4.47分，並且是連續三
年提升。

江西山東天津居前三
各省區市排名中，江西、
山東、天津位居前三，廣
東、浙江、雲南居後三位。
北京在此項調查中，排名第
11位，比上年排名提高了14
名。
據了解，2014年度知識產
權保護社會滿意度調查，採
用了以法律與政策保護、執
法、管理與服務、宣傳教育
4項一級指標為框架、包含
12項二級指標和40項三級
指標的評價指標體系。同
時，在全國滿意度指標體系
基礎上，針對地方實際構建
了28項三級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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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在廣州以開出租車為生的的哥
陳春景，因女兒患重病需要輸血，焦
急之下嘗試向同行求助。令陳師傅沒
有想到的是，他不但得到大量回覆，
更有數百同行自發組織公益籌款行
動，資助這個處於困境中的家庭。據
悉，陳師傅女兒小靜手術費需要50萬
元人民幣，本月29日，廣州至少有
500名的哥將參加「全城義載」活動，
為小靜籌款治病。
陳師傅來自農村，家境十分普通，

他去年8月起開始在廣州開出租車。
今年1月，他5歲的女兒小靜被查出患
重型再生障礙性貧血。這是一種骨髓
造血功能衰竭症，嚴重時可導致內臟
出血和敗血症。由於每周都要輸血，

高額的費用讓陳師傅陷入困境。

熱心同行捐血又捐錢
不過，他不能不救心愛的女兒。他

在一個名為「廣州TAXI工作」的Q
Q群上發了一個帖子：「需要10個O
型血兄弟」。當晚，陳師傅得到10多
個的哥的報名電話。陳春景對群裡的
哥的熱心由衷感激。結果有三個人成
功獻了血，解了燃眉之急。
日前，小靜已與母親骨髓配對成功，

不過，卻無力支付高額手術費。50萬元
人民幣的手術費對陳陳師傅來說，實在
是個天文數字。廣州的哥Q Q群的網友
再一次伸出了援手。「他們50元、100
元地捐，現在湊夠了1萬元。」
陳師傅一家的遭遇引起廣州碧心青

少年關愛基金的注意。據悉，在廣州
碧心青少年關愛基金及其他熱心人士
的組織下，本月29日，廣州超過500
名的哥將組織「全城義載」活動。這
麼多熱心同行捐血又捐錢，令陳師傅
感動不已。

穗500的哥義載 救助重病女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明 天津報
道）近日，天津6名老人在赴湖北荊
州旅遊途中，不願接受旅行社安排的
自費項目，被導遊人員趕下旅遊大巴
車，結果老人通過報警，最終被天津
方面的旅行社派車接回。本報記者就
此事採訪了當事的天津萬向國旅高村
營業部的工作人員。
據介紹，家住天津武清的6位老人

參加天津萬向國旅高村營業部組織的

「三峽—荊州—張家界六日遊」活
動。他們20日啟程，21日到達湖北。

拒自費項目與導遊爭執
地接導遊出於賺錢目的不斷向老人

們推薦另外付費的旅遊項目和購物活
動，但遭老人們拒絕。在途徑二廣高
速荊州長江大橋橋南服務區時，導遊
提出要老人們補交「最低消費」的差
額，雙方爭執激烈，老人們憤然下

車。後經多方勸說，老人們也不肯上
車，地接旅行社的大巴車便丟下這6
位老人和隨行導遊員自行離去。
老人們向當地警方報警，在民警的

勸說和建議下，老人們與高村營業部
取得聯繫。營業部立即調車前往當
地，將6位老人及隨行導遊接回天
津。
高村營業部一位王姓工作人員介

紹，高村營業部將6位老人當初的每
人299元參團費如數退回，並向老人
表示了道歉。

津6長者出遊 被棄高速服務區

■部分熱心的哥和小靜一家合影。
本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