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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論文案 台大校長不續任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主席6

強爭霸，吳敦義昨日在競選黨主席

團結誓師大會致詞說，若他當選，

將要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重新搭起兩岸溝通協商的橋樑。大

家絕對不要拋棄大陸這個廣闊的市

場，尤其是當台灣加入《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TPP）若遇到阻礙，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就是一個非常重要選項。

20172017年年33月月1919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吳敦義：用「九二共識」重搭兩岸橋樑
誓師大會承諾要讓國民黨贏回尊嚴

據中評社報道，吳敦義昨日上午在台北
三創園區舉行「一心一德抵艱難，重

返執政義起來」誓師大會，馬英九、黨團
總召廖國棟、中央委員連勝文、前「內政
部長」李鴻源、黃昭順等多名黨籍「立
委」、中常委、各縣市議會民代等近一千
人與會，支持民眾擠滿全場，「吳敦義加
油」聲也此起彼落。
關於國民黨未來的兩岸政策方向，吳敦
義致詞說，蔡當局若有錦囊妙計，或許可
以打破將近一年的兩岸僵局，但是如果拿

不出任何錦囊妙計，徒然讓兩岸陷入僵
局，讓兩岸陷入對峙局面，那麼國民黨就
要重新喚起民眾，讓大家把1992年兩岸所
達成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重新讓
它來奠定兩岸和平穩定的基礎。
吳敦義說，當國民黨用「一中各表的九
二共識」，重新搭起兩岸溝通協商的橋樑
時候，大陸台商若遇到困難，黨也要有機
制，協助解決台商的困難。此外，有很多
台灣出口到大陸的產品，雖然簽了ECFA兩

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
議 ， 但 只 有
539 項早收清
單；而依照「國貿局」列管的八千多個品
項，還有好多要談的。

嘆服貿若通過早賺到錢
吳敦義強調，「兩岸服務貿易尤其可

惜，當年我們已經爭取到在福建設立一個

電子商務的網址，而且我們握有54%的控
制權；以電子商務這七、八年來的發展，
老實講，台商老早就會大賺錢了。」
吳敦義強調，「大家絕對不要拋棄大陸

這個廣闊的市場，尤其是當台灣加入TPP
若遇到阻礙，RCEP就是一個非常重要選
項。如果我們能夠從日本、從大陸、從美
國、從全世界任何自由貿易的國家，我們
打開胸襟，以世界為舞台，我相信，台灣
就一定會有燦爛與光明的未來。」

馬英九籲黨工中立
另據中通社報道，吳敦義表示，如果他
當選國民黨主席，一定要讓國民黨贏回尊
嚴、贏回政權，在2020年重返執政。
吳敦義提出5點主張：首先，提拔優秀人

才，提升年輕世代從政機會；第二，落實
黨內民主：縣市黨部主委由黨員直選產
生；第三，活化黨務組織，充分納入基層
民意；第四，團結在野力量，強化監督制
衡；第五，堅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
識」，確保兩岸和平發展。
此外， 馬英九提醒，注意不合資格黨員
入黨現象和黑道入黨造成的負面形象，希
望黨主席選舉，所有黨工保持中立超然，
使選舉結果有正當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
社報道，台大教授郭明
良等人違反學術倫理，
波及有論文列共同作者
的校長楊泮池。楊泮池
昨日哽咽宣佈6月任期屆
滿後，不再續任校長職

位。對此，學界反應不一。
台大教評會2月24日決議，懲處郭明良

等多位學者，但有多篇論文列共同作者的校
長楊泮池，則未受任何懲處，主要是依據特
別委員會2月23日的調查結論，該報告認為
楊泮池列為共同作者合宜，且楊泮池在爭議
論文中不需負違反學術倫理的責任。另外，
特別委員會2月23日的報告中，也以6比0
的票數，認定楊泮池沒有理由需辭職。
不過，近來各界仍對楊泮池多有責難，

包括全台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也呼籲楊泮池

應以最高道德標準，請辭下台。

學者：仍不認錯令人失望
台大昨日舉辦校務會議，楊泮池發表聲
明，強調這次論文案很多報道和評論，對
台大和他個人，都有很多不符事實、不合
理的地方，這些都仍會繼續說明、據理力
爭，維護台大的校譽。
楊泮池語帶哽咽地正式向校務會議請

求，6月校長任期屆滿，不再續任校長職
位。他的續任案是在去年5月28日校務會
議上通過的，不續任的請求，也要徵得校
務會議代表的同意。
然而，仍有學者認為楊泮池不夠誠意。

「中研院」研究員阮麗蓉表示，楊校長不續
任的理由是為台大和諧，並不是承認為行政
與科學疏失負起責任。「造假科學證據擺
在面前，楊校長仍不認錯，很令人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避
免錯過一年一度的最佳繁殖時機，台北
市立動物園前日對大陸贈台大熊貓「團
團」進行人工採精，並順利對「圓圓」
完成人工授精。
自3月13日開始，該動物園保育員陸
續觀察到「圓圓」出現減少採食、過水、
來回走動、奔跑、泡水及發出羊叫聲等徵
兆，進入發情期的跡象越來越明顯。
前日從各項行為指標及荷爾蒙指數研

判，「圓圓」已經達到發情高峰。由於
雌性大熊貓的發情高峰期一年僅有一
天，為避免錯過一年一度的最佳繁殖時
機，動物園前日下午隨即進行「團團」人
工採精及「圓圓」人工授精。
已12歲半的「團團」和「圓圓」於
2008年12月23日從四川來台，牠們在
2013年7月6日生下頭胎女兒「圓仔」。

大熊貓完成人工授精
盼年內誕「第二胎」

■楊泮池 中央社

■■台北市動物園對雌性大熊貓台北市動物園對雌性大熊貓「「圓圓圓圓」」
進行人工授精進行人工授精。。 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民間
團體「搶救台灣希望聯盟」昨日在台北
凱達格蘭大道進行集會，呼籲有關方面
擱置存在爭議的「同性婚姻立法」，為
民眾福祉多致力於經濟發展。
依台灣現行規定，「婚約，應由男女
當事人自行訂定」。但有民進黨「立委」
提議增加「同性婚約，由雙方當事人自
行訂定」的條文，有關修正草案於去年
12月26日在台灣「立法機構」初審通
過。

民間團體集會
籲擱置同婚法案

■■馬英九出席吳敦義競選馬英九出席吳敦義競選
黨主席誓師大會黨主席誓師大會。。 中央社中央社

■■吳敦義吳敦義（（左左44））參選國民黨主席參選國民黨主席，，昨日昨日
舉行誓師大會舉行誓師大會。。 中央社中央社

■■除了北京南除了北京南--天津站每天開行天津站每天開行100100對列車的京津城際對列車的京津城際，，天津南天津南
站站、、天津西站亦開通了北上南下的高鐵天津西站亦開通了北上南下的高鐵、、動車動車100100餘對餘對，，往來京津往來京津
冀三地的旅客已享受到公交化的快捷便利冀三地的旅客已享受到公交化的快捷便利。。 記者記者趙大明趙大明攝攝

■■京津冀協同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加速城際鐵路走向完善加速城際鐵路走向完善，，帶動天津商業大幅帶動天津商業大幅
增長增長。。圖為京津城際鐵路天津站至于家堡站開通運營圖為京津城際鐵路天津站至于家堡站開通運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據市場委統計，京津冀協同發
展戰略實施近三年來，落戶

天津各區的京冀企業呈「爆發
式」增長，總數已經超過一萬
家，投資超過一萬億元。僅是今
年以來，在天津濱海新區註冊的
京冀項目就達到845個，註冊資本
總額1,043.7億元，投資在億元以
上的項目148個。
（北京）國美信達商業保理公
司負責人介紹說：「我們已經在
天津開發區設立了18家企業，並
計劃將集團金融總部扎根在這
裡，累計投資30.5億元，主要是
看好這裡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
前景。」
另一位落戶天津塘沽于家堡中
心商務區的京企負責人在回答
「為何選擇天津」時坦言：「如
果不是去年9月京津城際延長到了
于家堡，我們根本不會考慮來這
裡落戶。」

衛星城私樓被買走三成
1994年建成的內地第一條高速公
路——京津塘高速，以及2008年建
成的內地第一條高速鐵路——京津
城際，大大縮短了北京和天津兩大
直轄市之間的時間距離。京津為河
北環抱，並與河北名城廊坊緊鄰，
廊坊東南接壤天津的武清。因此，
地處「京津走廊」上的廊坊和武
清，得益之前已經建設好的公交化
軌道交通，成為名副其實的京津衛
星城。
以武清為例，2007 年，武清

GDP僅為165億元，到2015年，

這一數字已變成1,090億元，約是
京津城際開通前的6.6倍，一躍成
為天津16區中僅次於濱海新區的
「亞軍」。僅是武清區的商品房
就被北京人買走了30%。
武清區委書記王小寧說：「京

津城際的設站讓武清的區位優勢
得到了最大限度彰顯，最直接的
體現就是對商業和投資的帶
動。」據統計，近兩年內，武清
已累計引進北京項目3,300多個，
佔全區引資總量的40%；其中包
括80家院所高校的90個合作項
目，以及唯品會、亞馬遜、京東
等全國電商20強。

2030年邁進一小時交通圈
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這一

重大國家戰略，交通是基礎，包括
高鐵、城鐵、地鐵、輕軌等。京津
冀一體化戰略實施近三年來，軌道
交通建設今非昔比。去年11月下
旬，國家發改委發佈《京津冀地區
城際鐵路網規劃修編方案》（簡稱
《方案》），計劃到2020年前完成
三地間9個城鐵項目，到2030年完
成「四縱四橫一環」的城際鐵路
網，共涉及線路24條，里程3,000
多公里，這意味着三地將邁入「一
小時交通圈」，從而構建起世界最
大的城市集群。
目前，津秦客專、津保城際、
京津城際延長線已開通運營，
《方案》中「近期」規劃建設的
京霸線、京張線、京唐線、京津
二線4條線路已破土動工，另外5
條線路也緊鑼密鼓，準備開工。

天津女孩劉暢就是一個典型
的城際軌道交通的受益者。
2006年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
考取中國政法大學。作為獨生
女，父母希望她畢業後回到身
邊工作生活，將來也不能考慮
在北京買房。但劉暢「大三」
那年，京津城際鐵路開通，每
10分鐘開出一班，半小時的車
程，讓劉暢有了選擇的自由。
如今，劉暢已研究生畢業三

年，在北京一家著名的律師樓
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結婚後
還在北京貸款買了房。每逢周
末或是節假日，劉暢回天津探

望父母也就是半小時的車程。
來自河北定州的沈鵬，此前

曾長期在天津一家建築裝飾公
司工作，但因為要照顧日趨年
邁的父母，以及解決婚姻大
事，3年前，沈鵬在結婚後不
得已辭去天津的工作返鄉。
2015年底，津保鐵路通車，將
兩地的交通時間由3個多小時
縮短為40分鐘。2016年的春節
一過，沈鵬重回天津的工作單
位。「現在，只要是放假或是
活兒不忙的時候，我買張票就
上車了，一個小時就到家
了。」

京津冀城際鐵路建設項目（2016年—2020年）

1. 北京至霸州鐵路

2. 北京至唐山鐵路

3. 北京至塘沽鐵路

4. 崇禮鐵路

5. 廊坊至涿州城鐵

6. 北京新機場聯絡線

7. 環北京廊坊至平谷段

8. 固安至保定城鐵

9. 北京至石家莊城鐵

資料來源：記者趙大明

天津掀京冀企業落戶潮天津掀京冀企業落戶潮
受惠京津冀一體化 交通建設提速「承外溢」
位於京津冀三地交界的天津武清區高村科技創新園在去年底舉行首都項目集中簽約儀式，共有11家北京企

業落戶該區，總投資超過10億元（人民幣，下同）。但此次京企簽約天津的規模數量，在最近兩三年裡，只

能算是「冰山一角」。天津市市場委負責人說，從落戶天津的北京企業看，其中既有屬於「疏解非首都核心

功能」的產業結構調整，但更多的屬於在京津之間快速交通問題解決後，看中了天津的投資環境，主動來津

投資的。換言之，一體化戰略中「承接北京外溢」的目標已初步見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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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際鐵路便捷
京津車程半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