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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銘籲加快服貿協議進程
盼台當局以民為重 盡快承認
「九二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何玫 海南報道）海
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昨日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7

■ 兩岸企業家齊聚博鰲亞洲論壇 2017 年
年會兩岸企業家圓桌會。 記者黃寶儀 攝
年會兩岸企業家圓桌會。

台商倡「滬深港台通」
跨境交易創多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何玫 海
南報道）在昨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
年年會兩岸企業家圓桌會上，來自國家發
改委、商務部等部委官員向台灣代表介紹
國務院 5 號文，表示未來台企在大陸投資
將獲得更少限制和更多獎勵。不少台商代
表也表達了加強投資的意願，更提出考慮
結合滬深港台四個主要證券市場，共同組
成跨境交易大平台，以擴大亞洲金融在國
際上的影響力，共創多贏局面。

年年會兩岸企業家圓桌會上表示，去年島內局勢和兩

外資限制措施擬減1/3

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停擺，兩

國家發展改革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司
巡視員劉洪寬表示，5 號文修訂稿已完
成，正在網上公開徵求意見，下一步擬將
原來限制性措施減少 1/3 左右，並把這些
限制性措施整合為外商投資准入的負面清
單，授權地方政府結合實際，制定出台優
惠引資政策。
寶成國際集團副總經理羊曉冬表示，期
待5號文能夠保障台資企業走下去。
遠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申
鼎籛指出，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亞
洲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殷切，由於
台灣的利率相對大陸較低，而且亞投行
和「一帶一路」推動過程中將以人民幣
為主要的貿易交互貨幣，台灣目前已經
開展人民幣離岸中心，人民幣跨境融資
及跨境貿易結算金額也日益提高。此
外，台灣證券業國際籌資、併購以及寶
島債發行配售都積累了豐富經驗，大陸
目前積極發展海外基礎建設的同時，台
灣金融業不應置身事外。

岸經濟合作制度化進度停止，但大陸推動兩岸經濟社
會融合發展的政策不會改變，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陸
發展政策不會改變。陳德銘希望台灣當局以台灣人民
利益為重，以台灣企業家利益為重，以台灣青年前途
為重，加快推進已擱置了兩年的服貿協議以及貨貿協
議進程。
次圓桌會以「新形勢、新機遇、新合
本作──大陸擴大開放與兩岸經貿合作

為主題」，來自兩岸的企業家就兩岸金融
合作、擴大開放、台灣青年就業創業、攜
手走進「一帶一路」等話題進行交流，其
間不少台企代表都提出希望「再開放一
點」，享受比外商更優惠、便利的投資政
策。陳德銘指出，大陸有難處，因為大陸
和台灣是獨立的兩個世貿成員，兩岸還沒
有統一，給予台灣最惠成員待遇，必須普
惠 160 個成員全部享用。兩岸可以通過自

行簽訂合同並在世貿備案的方式解決，但
前提是台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在一
個中國的前提下簽署。

籲台青登陸就業創業
會後有記者追問，如果兩岸沒有共同
政治基礎，單邊開放是否會繼續進行
時，陳德銘表示將「盡最大力量去繼續
開放」，並強調不能受台灣政策影響，
不能因為「你不承認『九二共識』，我
們就不為人民做（事），我們應該為人

此外，國家開發銀行副董事長、行長鄭
之傑亦出席會議。他建議，台灣方面進一
步放開投資領域的限制，擴大在農業、高
新技術領域等的合作。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台灣
代表團團長蕭萬長出席會議，他以會議舉
辦場地「和聲廳」巧妙地描述兩岸關係，
指「和聲英文翻譯過來是很多不同的聲
音，但是最後是非常的諧和。所以我相信
兩岸之間的關係和這個房間一樣，就是一
個和聲。」

民做得更好，使台灣具有達成這種政治
共識的基礎。」
對於台灣正在審議兩岸監督條例，陳德
銘呼籲台灣當局以台灣人民利益為重，以
台灣企業家利益為重，以台灣青年前途為
重，想清楚該怎麼做，無論是擱置了兩年
的服貿協議還是貨貿協議，都希望可以加
快進程。陳德銘還透露，今年要讓更多台
灣青年登陸就業創業，尤其是高端服務業
領域，並指目前政策上、法律上沒有任何
限制。

台胞廣西突發腦溢血 各界愛心接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來自台灣
台北的張燦輝在廣西南寧探親訪友期間突發
腦溢血，為救治重病住院的台胞，南寧市社
會各界上演愛心接力。
南寧市台辦昨日提供的信息顯示，3 月 17
日，來南寧探親訪友的張燦輝突發腦溢血被
送到南寧市第八人民醫院搶救。3月24日，張
燦輝家屬決定讓其出院轉回台北繼續治療。3

月25日，張燦輝經救護車轉送到福建廈門，
經由廈門紅十字會協調安排返回台灣。

建基金救助困難台胞
為救治張燦輝，南寧市第八人民醫院開通
了就醫綠色通道，派出最好的醫生，用上最
好的藥，使張燦輝的病情很快好轉並趨於穩
定。當得知患病台胞支付醫療費有困難時，

該院特事特辦，免除了部分醫療費用。
南寧市台辦介紹，為救治患病台胞，南寧
市台協會長周代祥號召廣西台商捐款並帶頭
捐助了 4,000 元（人民幣，下同），台商們
紛紛解囊相助，很快就籌集到了 1.5 萬元善
款，為患病台胞解決了燃眉之急。南寧市台
協還通過此次事件，發動會員捐款建立了一
個救助基金，用於今後臨時救助困難台胞。

廣東省陽江市陽西縣程村鎮隴石村委會會樓村 11 歲女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主席選舉備受關注，「六強爭霸」格
局競爭激烈。參選人之一、國民黨副主席
郝龍斌昨日再度強調，2018 年台灣縣市
長選戰，黨主席應領導國民黨在 6 個都會
城市中，最少要拿下2個。
郝龍斌還在臉書發文說，國民黨唯有先增
加地方實力，才能制衡民進黨的一黨獨霸。

黑龍江
「光豬節」 滑雪別冬季

生而遭棄女童婉拒親生父母

願守癱瘓養父報恩

郝龍斌談2018選戰
「6都最少拿2都」

■ 張燦輝被送
到南寧市第八
人民醫院搶
救。 網上圖片

■小淇時常推
養父出來曬太
陽。 網上圖片

鄭小淇，出生時被父母遺棄，幸得養父一家收養，9 歲時

「日暖風和三月天，光豬滑雪不着棉。」來自全國的眾多滑雪
愛好者 25 日齊聚黑龍江亞布力陽光滑雪場，盡情發揮着自己的想
像，或奇裝異服或近乎「裸奔」，在雪中享受「光豬節」帶來的快
樂與激情。
據了解，「光豬節」起源於美國，為慶祝嚴冬將逝春天將至，男
男女女的滑手或將衣服脫光，或換上奇異的服裝，肆無忌憚地在雪
中滑行。每年三月，來自各個地區的滑雪愛好者都會歡聚亞布力陽
光滑雪場，為滑雪而狂歡，用各種方式抒發情懷，以此告別冬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黑龍江報道

養父患病不能自理，她為報養育恩，婉拒前來認親的
親生父母，留下來照顧養父。

2006年，剛出生的小
淇被遺棄在程村

鎮衛生院，當時同村農民鄭
興尚夫妻未能生育，收養了
小淇。2010 年，鄭興尚因高
血壓癱瘓在床，其妻不久後
離家出走，當時 4 歲的小淇
和癱瘓的鄭興尚全由鄭興尚
80多歲的母親照料。
2012 年，小淇親生父母曾
找上門來，希望將小淇接回
身邊。和養父一家感情很好
的小淇婉拒了親生父母的要
求。2015 年春節，小淇 90 歲
高齡的非血親奶奶也一病不
起，當時年僅 9 歲的小淇一
邊照料養父，一邊照顧奶
奶。奶奶去世後，小淇邊讀
書邊悉心照顧養父。

學習優秀 樂於助人
雖然照顧家人花費了不少
時間，但並沒有影響小淇的

■《南方日報》

學習，家庭現狀反而激勵她
更加用功讀書。小淇現在陽
西縣程村鎮中心小學隴石教
學點讀五年級，據該教學點
負責人曾廣啟介紹，小淇是
學校的少先隊幹部，很有責
任心，經常幫助低年級的學
生，學習成績也很好。
由於被抱養時未辦理手
續，小淇目前仍是黑戶。當
地鎮政府及派出所了解情況
後，正在為小淇辦理入戶手
續。當地政府、村委會還為
鄭興尚辦理了五保戶，每月
固定發放五保金，解決了基
本生活保障。陽江市服裝鞋
帽行業商會將小淇一家作為
精準扶貧對象，籌資為小淇
一家建了一處 50 多平方米的
新房，商會還不時捐款捐
物，改善小淇一家的生活條
件。
「爸爸和奶奶對我很好，

■滑雪愛好者盡情享受「光豬節」帶來的快樂。

■小淇在做家
務。 網上圖片
照顧他們是應該的。」小淇
說，雖然家境不好，但奶奶
和養父非常疼她，看到別的
小朋友踩單車，鄭興尚也從
微薄的五保金裡省出兩百
元，託人從鎮上給小淇買回
一輛單車。小淇的鞋子破
了，鄭興尚看到後就給她去
買新的。2016 年，小淇過 10
歲生日，鄭興尚還專門託人
買了蛋糕，「這是我第一次
吃蛋糕，也是奶奶陪我過的
最後一個生日。」小淇說。

記者于海江 攝

浙漁民捕黃魚 重逾5斤30年首見
位於浙江普陀東河市場附近的一家海鮮門
市店 25 日圍滿了市民，目光的焦點都對準
了箱子裡的三條野生大黃魚，最大的一條用
捲尺測量長達 66 厘米，稱重後顯示為 2.66
公斤（5.32 斤），引得圍觀者紛紛驚呼。
「解放初的時候看到過，後來一直沒見
到。」市民莊老伯說。
捕獲這條野生大黃魚的漁民黃再良說，這
條野生大黃魚是在 192 漁區的洋面上捕獲
的。「我以為是鮸魚，一看原來是大黃魚，
船上的弟兄們都很驚喜。我從事捕魚 30 多
年才見到這麼一條，捕上這種罕見的魚非常
開心，我拿手機拍照後發上了朋友圈，點讚
的很多。」
■京華網

■最大的一條黃魚
長 達 66 厘 米 ， 重
5.32斤。 網上圖片

35 國留學生 聚陝感知中國文化
面向全球的「國際學生感知
漢文化基地」昨日在陝西漢中
正式啟動。據悉，該基地立足
於服務中國高校留學生漢語教
學，面向在中國的外國留學
生、全球孔子學院師生、海外
漢語學習群體，是學習漢語的
實踐教學基地。
據介紹，參加此次活動的留學
生 來 自 世 界 35 個 國 家 ， 大 家 用
漢語進行交流。在漢中期間，留
學生們分別走訪了古漢台、石門
棧道、武侯祠、諸葛古鎮，欣賞
漢服表演及氣勢磅礡的《出師

表》大型文化演出，親身體會了
漢文化的博大精深。

遍訪文化名城 立志做中國通
美國留學生馬克思告訴記者，
自從高中時期一位老師建議他學
習漢語開始，他便深深喜歡上了
漢文化。上大學後，馬克思來中
國留學，半年多時間，他的足跡
遍及各大歷史文化名城。他的下
一步的目標，就是要走遍全中
國，讓自己成為一個全方位的
「中國通」。
來自哥倫比亞的留學生大衛海

納則表示，自己喜歡談論中國歷
史人物，喜歡時不時飆幾句中國
成語，喜歡中國的菜餚等等。未
來他希望能成為中國文化在哥倫
比亞傳播的使者。
據悉，國際學生感知漢文化基
地全年均可開展留學生實踐教
學，課程包括漢服漢禮、民居漢
韻、兩漢三國等，並設立絲路源
點獎學金，面向留學生中的優秀
代表，提供或補助留學生的交通
及食宿費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留學生大衛海納誦讀漢代碑文。
李陽波陝西報道
記者李陽波 攝

傳 承 熏 畫

昨日，山東青島李滄區熏畫傳承人艾松
林向青少年展示清代等不同時期的熏畫。熏畫來源於剪紙熏樣，
是舊時民間保存剪紙、刺繡花樣的一種方法，是用煙火把剪紙、
刺繡花樣原樣「複印」到紙張上的一種獨具特色的民間藝術形
式。
■文 / 圖：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