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面對蔡英文即將於「520」上台，大

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日前接受台媒專訪時明確表

示，未來兩岸若無「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兩岸經

濟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將不會有新進展，並會導致兩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續商談無法繼續，也

影響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他直言，兩岸經濟合作

與實現國家最終統一，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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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九二共識」
ECFA無法續談

接受台媒專訪 強調對兩岸關係蔡須作出表述

據中通社報道，孫亞夫於本月14日
在台商「一帶一路」座談會上指

出，大陸應保護台商合法權益，歡迎
台商到大陸投資，「我們希望兩岸關
係發展，希望國家最終能夠統一，我
們當然會鼓勵兩岸經濟合作，我們鼓
勵兩岸經濟合作當然就要保護（台商
合法權益）」。他強調，這是一脈相
承、天經地義的。

民進黨須說清楚兩岸關係
孫亞夫在出席該座談後、登機返北
京前，接受《旺報》專訪時指出，他
認為，當前擺在兩岸面前非常現實、
尖銳、嚴重的問題，就是民進黨必須
說清楚兩岸關係的性質究竟是「同屬
一中」、「一邊一國」或其他，蔡英
文一直不解決這問題，接下來的就是
破壞兩岸交往的「九二共識」政治基
礎。孫亞夫認為，如何表述（兩岸關
係的性質）須由蔡自己回答，但「如
果引起兩岸關係的緊張動盪，這個責
任應該要由她自己來負責」。
談到兩岸經貿前景時孫亞夫表示，

如果未來兩岸沒有「九二共識」的基
礎，則兩岸交流合作的環境和氣氛將
大受影響，其中包括經濟合作，而兩
岸經濟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就不會有新
進展。

台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受影響
孫亞夫受訪時表示，當兩岸經濟合作
制度化安排受影響，ECFA就沒法繼續
商談，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商談，
也會受到影響，「這是不可避免的」。
不過，孫亞夫也表示，兩岸民間還

是有繼續進行經濟交往的願望。他認
為，兩岸民間性的經濟交往仍會繼續
進行，大陸還會執行鼓勵政策，但透
過兩會商談機制解決經濟交往障礙的
途徑，就不會繼續下去。
孫亞夫建議，在台灣局勢發生變化

並可能影響兩岸關係的情況下，為減
少台商疑慮，大陸可把鼓勵兩岸經濟
合作的政策再重新整理一下；大陸會
一方面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一方面還是繼續推動兩岸經濟
社會文化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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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亞夫台媒專訪摘要
■兩岸若無「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兩岸經濟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將不會有新

進展，並會導致ECFA無法繼續商談，也影響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兩岸經濟合作與實現國家統一，是一脈相承的。

■兩岸關係須由蔡英文回答，但若關係緊張動盪，責任由蔡負責。

■兩岸民間經濟交往會繼續進行，大陸還會執行鼓勵政策。

資料來源：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陳水扁兒子陳
致中昨日在臉書發文稱，父親陳水扁、母親吳淑
珍已收到蔡英文的就職宴會邀請函。陳致中表
示，將交醫療小組評估陳水扁的身體狀況，再決
定是否出席。有網民直言，出席就抓回去關。
陳致中貼出邀請函，並附上兩張貴賓證。至於
陳水扁的出席意願？陳致中說尚未詢問。此外，
陳致中表示，僅收到宴會邀請，尚未收到就職典
禮邀請函。
台中監獄表示，該活動與醫療無關，若前往參
加，保外就醫資格恐遭撤銷，建議宜審慎考量。

身為阿扁醫療小組召集人的台北市長柯文哲，當
天被問到阿扁是否適合出席，則表示無法回答。

首開服刑貪污犯獲邀先例
民主進步黨發言人楊家俍表示，邀請歷任領導

人出席新任領導人就職活動是慣例，相關作業則
由「總統府」依相關慣例辦理。中國國民黨政策
會執行長蔡正元則在臉書貼文，指蔡英文發出邀
請函，首開服刑期間的貪污犯獲邀出席就職宴會
先例，並提醒陳水扁雖保外就醫，吳淑珍暫不服
刑，但仍是貪污受刑人，也仍是服刑期間內。

扁獲邀蔡就職宴
獄方促審慎考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針對上班族的「職場心聲」
和對即將上台新當局的期待，台灣
1111人力銀行昨日公佈調查顯
示，對新當局上任後能否有效改革
職場問題，受訪者的期待平均值為
46分，其中有27.46%的受訪者表
示「完全沒有期待」；此外，受訪
者對新當局的「改革陣痛期」的忍
受期限平均值為12個月。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的職業

生涯發展信心平均只有42分，為
不及格狀態；超過半數以上的受
訪者認為「前途堪慮」，甚至
「完全沒有信心」。
調查顯示，台灣上班族認為就

業市場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依次是
「枱面下違法行為」、「中高齡／
二度就業歧視」、「裁員／遇缺不
補／壓縮人力」、「就業機會少」
以及「企業獲利不加薪」等。其
中，部分台灣企業出於自身利益，
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方式規
避有關規定，比如偽造下班打卡記
錄隱藏員工超時加班現象等，這種
「枱面下違法行為」成為上班族最
大的不滿。
調查還顯示，受訪上班族平均
每周「無薪加班」時間為8.3小
時；四成多的受訪者表示最近兩
年不曾被加薪。「薪水跟工時不
成比例」，成為台灣上班族生活
上面臨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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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市立動物園昨日表
示，大陸贈送給台灣的大熊貓「團團」、
「圓圓」一家生活得很快樂，歡迎大家到園
區看望牠們。據了解，誤報「團團」死亡的
媒體當天傍晚已發佈更正和致歉聲明。
當天，有網絡媒體稱，台北市政府公關
組於上午9時50分宣佈，台北市立動物園
圈養的大熊貓「團團」已確診發生犬瘟熱
死亡。報道還稱這是大熊貓在台灣第一宗
感染犬瘟熱的病例。消息傳出後，引起兩
岸網友廣泛關注。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傍晚5時許抵達台

北市立動物園時，「團團」正坐在館內的
露天區享用竹葉。飽餐過後，牠還慢慢走
到水池邊飲水，引來民眾駐足拍照。
該動物園發言人曹先紹接受採訪時說，

「團團」、「圓圓」和「圓仔」一家三口
一直為很多民眾所喜歡。許多人一有空就
會到園區觀看牠們。「只要有大熊貓吃的
動作慢一點、跑步的動作快一點，或者睡
覺睡得久一點，我們就會接到民眾關於
『大熊貓是否生病了』的詢問。」
他說，「團團」一家今天和平常一樣，

生活得很快樂。

誤報熊貓病死
媒體更正致歉

■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接受台媒專訪時表示，未來兩岸若無「九二共識」的政治基
礎，兩岸經濟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將不會有新進展，並會導致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續商
談無法繼續。圖為他在台北舉辦的「變動中的兩岸新局—回顧與前瞻」研討會中發表演
講。 資料圖片

■■「「 團團
團團」」在戶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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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夫

香港文滙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衛生福利部」昨日
表示，當天收到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回函，其中包括
網上報名賬號及密碼，代表團
已經完成報名發證所需的登錄
作業，確定台灣成功報名參加
世界衛生大會（WHA）。
第69屆世界衛生大會將於

本月23日在日內瓦舉行，台
灣截至9日、網絡報名最後一
天才收到邀請函，邀請「衛福
部」官員以「中華台北」、觀

察員身份出席大會，並要「一
中原則」，打破過往收到邀請
函的最遲紀錄。
「衛福部準部長」林奏延將
於20日傍晚率領13位高階主
管、9位工作人員與台灣醫師
公會聯合會顧問出席。除了林
奏延因公務在身，在25日大
會結束後將先行返台外，其餘
13名高階主管，預計將待到
28日；另外9名工作人員則因
資料整理所需，預計將再晚幾
日返台。

台收世衛回函
確認報名成功

■責任編輯：王藝霖 版面設計：黃可政
http://www.wenweipo.com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下稱：潮公）的科研
小隊，近日於亞太區水
底機械人大賽初級組賽
事中，擊敗多支參賽隊
伍，勇奪冠軍。最初該
校學生設計的機械人因
技術故障，在第一輪賽
事中大幅落後。但他們
並無放棄，在第二輪賽
事中上演了一場絕地反擊，一舉奪冠。今次
是潮公第二次參與該項賽事，去年該校參加
本項賽事奪得亞軍，成績斐然。
帶隊老師徐志偉表示，比賽最難忘的是當機

械人完全喪失比賽能力時，
科研小隊的學生堅持要即場
嘗試進行修理。雖然小隊在
第一輪比賽得分不高，但是
在第二輪比賽中反敗為勝，
並取得超高分的佳績，令他
激動不已。
該校科研小隊的隊長、3A

班洪澤誠接受訪問時仍難掩
緊張之情，他表示，在測試

機械人時，大家發現其線路全部斷開，無法參
加比賽。不過，因為隊員上下一心，大家都本
着堅毅的精神去完成賽事，最後才有機會反超
對手，贏得比賽。

為期30天的「青年躍動· 大學生實
習領航計劃2016」將於今年7月8日
舉辦啟動典禮。實習期間除平日實習
工作，大會還將安排豐富且有地方特
色的周末活動，並安排當地總結會及
回港總結分享會，使同學們的實習成
果可以與社會各界分享。
內地經濟發展迅速，前往內地工作
已成為本港青年發展事業的另一出
路。九龍社團聯會早於2010年開始，舉辦「青年躍
動· 大學生實習領航計劃」，率先組織本港大學生赴
內地實習，多年共提供超過500個實習崗位，超過
2,100名本港青年大專生曾報名。現時「青年躍動」已
成為九龍社團聯會青年品牌活動之一。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為迎
接「一帶一路」和自貿區發展帶來的新機
遇，九龍社團聯會今年將首次組織大規模
上海實習。她希望香港青年把握好機會，
為個人發展積極裝備。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顏汶

羽說：「計劃致力培養年青一代，帶領青
年人立足香港、放眼大中華，讓他們親身
了解內地文化，掌握最新就業資訊，以提

升就業競爭力，為將來事業締造良好的發展基礎。」此
外，他表示為了帶動青年人服務青年人，聯會還協助曾
參加實習計劃的同學成立「領航實習同學會」，一同策
劃及統籌實習計劃，令參加實習計劃的同學們擴闊視
野，建立人際網絡，達到薪火相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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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公校長陳淑英（右三）、帶隊老師徐
志偉(右一)以及參賽學生於亞太區水底機
械人大賽初級組冠軍頒獎典禮上合照。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顏
汶羽（左）、理事長王惠貞（中）、
領航實習同學會陳曉彤（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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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展能藝術會聯同中國

建設銀行（亞洲）（下稱：

建行（亞洲））近日宣佈，

建行（亞洲）將全力支持及

冠名贊助「藝無疆：新晉展

能藝術家大匯展 2016」

（下稱：「藝無疆」），香

港展能藝術會委員、「藝無

疆」策展人兼評審委員會

主席鄭嬋琦在發佈會上介

紹「藝無疆」計劃。

■一眾嘉賓（左至右）展能藝術家唐詠然，建行（亞洲）常務副行長郭珮芳、江先
周，香港展能藝術會主席林彩珠，香港展能藝術會委員、「藝無疆」策展人兼評審
委員會主席鄭嬋琦及展能藝術家鄭啟文於新聞發佈會上合照。

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展2016隆重開幕
是香港展能藝術會其中一個
長期發展項目，這項每年舉

行並交替於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之比賽，目的是發
掘更多潛質優厚的本地展能藝術家，讓他們從藝術
活動中發展更豐盛的人生。此外，有關活動提供一
個專業平台讓殘疾人士通過藝術作品與公眾交流，
透過藝術實踐共融。

藝術同參與傷健共展能
「藝無疆」徵集全港優秀展能藝術家的視覺藝術

作品，藉展覽將當中優秀的作品展示給公眾欣賞，
並讓每位展能藝術家的獨特世界觀透過作品躍然呈
現。「藝無疆」的比賽充分體現出了「藝術無疆
界」的理念，參加者「不限能力」、「不限年
齡」，比賽作品「不限風格」、「不限類型」，希
望能夠為參加者提供一個自由、豐富、多元、共融

的藝術空間，讓他們盡情施展創意。
發佈會亦邀請了兩位香港展能藝術會展能藝術天

使鄭啟文和唐詠然分享他們的藝術成長之路和藝術
影響之道。兩位都是往屆「藝無疆」發掘出來的優
秀藝術家，他們於賽後經過香港展能藝術會一連串
的培養及打磨，終於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向以及
藝術風格，在本港與海外皆獲得非凡成績，得到國
際間的認同。
「藝無疆」對於新晉展能藝術家的持續發展相當

重視，會提供相應的支持和鼓勵。得獎者可獲得獎
金以鼓勵他們繼續藝術創作，同時所有入圍展覽的
藝術家，更能申請由建行（亞洲）贊助的「藝無
疆—展能藝術家持續發展基金」，為自己策劃一
個合適的藝術發展或進修計劃。此外，香港展能藝
術會將為他們提供更多參加本港及海外比賽、藝術
培訓及藝術交流的機會。

「藝無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