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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綜合報道）世界衛生大會（WHA）網絡報名

截止日近，至今未收到邀請函的台灣當局稱，無論是否收到邀請函，都會

由相關部門率團前往，並且考慮跟國際NGO（非牟利）團體合作爭取出

席。對此，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台美研究室副主任汪曙申對本報表示，

台灣此次能拿到邀請函的機會「不太樂觀」。國際社會「一中」原則已不可

動搖，如台灣當局拒承認「一中」原則，會反傷到台灣在國際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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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邀請不樂觀 台擬組團「蹭會」
專家：蔡當局拒認「一中」反傷國際存在

第70屆WHA預計5月22日到31日在
瑞士日內瓦舉行，網絡報名即將於5

月8日截止，台灣至今尚未收到邀請函。
台灣「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昨日赴「立
法院」接受備詢，報告中指出，雖然還未
收到WHA邀請函，目前台灣方面已持續
向世界衛生組織表達希望循例受邀的立
場，同時「衛福部」目前正全力準備參與
本年WHA各項專業與會事宜，以期達成
參與WHA大會之目標。

WHO未決定是否製發邀請
陳時中在會前受訪時指出，「衛福部」
不預設立場，即使沒收到邀請函，下個月
他都會親自率團前往日內瓦。同時針對各
種狀況都有備案，「衛福部」正與國際的
NGO團體合作爭取出席，但很難說樂不
樂觀。
台灣外事主管部門則指出，目前世界衛

生組織（WHO）秘書處尚未決定是否製
發台灣邀請函，台灣持續向秘書處清楚表
達「希望在過去8年專業、務實、有貢獻
參與WHA的基礎及成果上，第9度出席
WHA的立場」，盼秘書處基於全球共同
防疫的必要和衛生安全的考量，盡速寄發
WHA邀請函。

觀察員身份是兩岸協商結果
汪曙申表示，距離邀請函發放截止日期

已不足一月，在拿不到邀請函的情況下，
台灣可能仿照去年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CAO）的做法，派代表團去搞場外參
與，如組織台灣「邦交國」和美國、日本
等代表在場外活動造勢，也會尋求這些國
家的代表在WHA會議中為台灣說項，或
者蔡英文當局也可能派非政府組織去敲
門，爭取參與。但是，在違背「一中」原
則的前提下，所有場外舉動都不能解決台

灣試圖爭取國際空間的意願。
他指出，台灣從2009年起以「中華台

北」觀察員身份參加WHA，是在一個中
國前提下、兩岸務實協商的結果。他續
指，如今蔡英文當局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
意涵的「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了兩岸
協商的政治基礎，使大陸和台灣原有溝通
管道中斷，那麼兩岸自然沒有辦法協商台
灣參與WHA的事宜。他強調，重點是協
商，關鍵在協商的前提和基礎。
他說：「對蔡英文當局而言，應該放下

民進黨的歷史包袱，接受大陸和台灣同屬

『一中』，以這種清晰的政策態度去處理
台灣的國際參與問題。」
他強調，大陸方面一直願意務實解決台

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在馬英九執
政時期甚至協商安排台灣參與聯合國系統
下的組織，既維護了國際社會「一中」原
則，又照顧到了台灣民眾的關切。「但這
是有前提和基礎的，需要兩岸建立互
信。」他說：「蔡英文當局打破了這個前
提，破壞了互信，這才是問題的癥結。這
涉及到蔡英文對兩岸政治定位的認知，不
是台灣衛生管理部門能夠解決的問題。」

「爸，出去這
麼多年，都沒有對
您盡孝，不孝兒子
現在來給您上炷
香。」97歲的抗
戰老兵胡定遠昨日
跨越台灣海峽，回
到故鄉，跪在父親
墳前聲淚俱下。

前日，胡定遠
從台灣桃園出發，
經 過 20 小 時 旅
程，昨日上午抵達

四川瀘州合江縣白米鎮，這是他77年來首
次踏上故鄉的土地。
一大早，李嘉猷三兄弟來到合江縣白米鎮

高速出口，迎接舅舅胡定遠回家，一起湧到
老人身邊攙扶，互相緊握着手。「70多年
了，好難找哦！」胡定遠鄉音未改，仍然一
口濃郁的瀘州話。

77年前被抓作壯丁失聯
77年前的4月，寧靜的白米鎮被抗戰徵兵

的消息打破，胡定遠出門趕場路上被抓壯
丁，從此便和家裡失去聯繫。胡定遠在合江
碼頭被押上船，並送往湖北抗日，日本投降
後，胡定遠赴台灣，從此便再也沒有回家。

77年後的4月，胡定遠回家的消息傳遍白
米鎮，鄰里鄉親紛紛前來探望。當胡定遠下
車踏上白米鎮轉龍灣村這片熟悉的土地時，
陣陣鞭炮聲響，鄰里鄉親前來夾道迎接，在
外甥的攙扶下拄着枴杖進屋。
臘肉是胡定遠最想念的家鄉菜，中午時

分，村裡擺上壩壩宴，用臘肉、臘香腸等家
鄉特色菜招待老人。
下午2時一過，雖然身體不好、年事已

高，但是胡定遠堅持走到父母的墳前，一邊
痛哭一邊向父母傾訴，並下跪敬香。

去年，胡定遠因肝癌手術，身體每況愈
下。同年3月，老伴離世，胡定遠便更加
思念離別的親人。在兩岸義工的幫助下，
本月最終確認了他在瀘州市的親人。

因胡定遠將於下月進行第二次肝癌手術，
此次回家後就要再返回台灣。臨走時，胡定
遠向3個外甥道別：「7月份，孫女要考大
學，一定還會回來，每年
都要來。」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大
巨蛋（文化體育園區）自2015年「5.20」
遭台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至今，即將屆滿2
年，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鍾小平昨日到
大巨蛋工地會勘，發現大巨蛋銹蝕嚴重，
遠雄企業公共事務室經理楊舜欽表示，目
前初步勘查發現200多萬個構件中至少有

100多萬處銹蝕，單單除銹工程就要斥資4
億元新台幣（折合約1億港元）。

若復工也須22個月才完成
台北大巨蛋的興建起源於上世紀90年
代，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指示興建
室內體育場，並在1993年將大巨蛋列入台

灣重大建設；2002年，馬英九出任台北市
長任內成立「台北文化體育園區籌備
處」；並於2006年，與遠雄企業團董事長
趙藤雄代表簽約，2012年大巨蛋正式動工
興建，原先依照合約需3年內完工。但自
2014年，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以來，認為
過去台北市府執行的多件重大工程藉BOT

（民間興建運、一定期限交還政府）設之
名，對財團行大讓利之實，其間並以大巨
蛋案的相關合約、工程、安全疏散、環保
等問題為由，於前年勒令大巨蛋工程全面
停工，展開全面追查。
遠雄表示，市府若同意復工，至少還要

再1年10個月才能完工。

台北大巨蛋銹蝕百萬處 清除需花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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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收到世界衛生大雖未收到世界衛生大
會邀請函會邀請函，，但台灣地區但台灣地區
衛生福利部門主管表示衛生福利部門主管表示
下月仍會親自率團前往下月仍會親自率團前往
瑞士日內瓦瑞士日內瓦。。圖為前年圖為前年
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
生大會現場生大會現場。。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汪曙申汪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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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福致辭時表示：「香港國際機場一直
積極提倡環保，並推行多項措施，展示

了在營運機場與發展的同時，致力保護環境
的決心。期望大家繼續同心協力，向保護環
境的目標進發，令機場邁向可持續發展，為
世界各地機場及本港其他行業樹立良好榜
樣。」
黃錦星致辭時說：「環境局已就『都市固

體廢物按量收費』提出具體的立法建議，並
將於今年年中向立法會提交相關草案。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按『污染者自付』原則，推動
全民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此計劃最早可望

於2019年下半年落實，政府正準備宣傳教
育及配套，同時一步步推展《香港資源循環
藍圖2013-2022》內各相關減廢政策、回收
基建及配套、回收業支援及減廢教育等多方
面工作。環境局期望工商業界與公營機構及
早準備，支持循環經濟轉型，減廢亦減碳，
減低本地堆填壓力，亦減緩全球氣候變
化。」
本屆計劃分為「表揚計劃」及「環保意識
提升計劃」兩部分。「表揚計劃」旨在表揚
業務合作夥伴、航空公司、餐飲及零售租戶
及清潔承辦商，在環境管理方面所作的努力

和貢獻，取得認可的單位將獲頒「良好」或
「卓越」級別的證書。「環保意識提升計
劃」為新增部分，涵蓋業務夥伴、租戶、旅
客和公眾，向他們進行宣傳及教育等，希望
藉此加強各持份者對廢物管理、減廢及循環
再造的意識，進一步實踐綠色承諾，攜手減
廢及提升機場的整體回收率。
與此同時，機管局現正招募多名「環保大
使」，他們在完成有關機場減廢及回收措施
的培訓後，將在機場內協助進行推廣教育活
動，鼓勵機場同業及旅客身體力行，讓日常
運作及生活更添綠意。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青年委員會（潮公
青委）主辦之「松心分享——潮談香
江」午餐分享會，日前在潮州會館舉辦。
前財政司司長、現任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
政總裁梁錦松擔任主講嘉賓，與現場逾
20個青年團體，當中包括9個各潮屬青委
會正副主席分享香港未來的挑戰及機遇，
亦為一系列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
活動揭開序幕。
梁錦松表示，香港青年普遍面臨上

車、上樓、向社會上層移動這「三上」
難題，呼籲下屆特區政府努力紓緩社會

矛盾，盡力幫助年輕人解決煩惱和實現
理想，希望政府、商界以及社會各界能
製造適當的環境支持青年人的發展。
潮公青委主任張詩培表示，梁錦松提

到的「三上」困局是由內部和外部因素
造成的結構性問題，不可能要求政府一
蹴而就，在數月間將之迎刃而解，但港
府近年積極應對社會和經濟上的深層次
問題，期望下屆政府上任後情況會進一
步改善。同場的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表
示，期望下屆政府能繼續優化教育制
度，讓全港師生跟政府一同進步。

近日，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
有限公司獲股東中國太平保險控股有
限 公 司 （0966.HK） 增 資 2.8 億 港
元，註冊資本金總額增至 9.8 億港
元。這是太平人壽（香港）自 2015
年 12 月開業後首次獲股東單位增
資。
太平人壽（香港）是中國太平保險集

團設立在境外的首家專業壽險子公司。
據香港保險業監理處（OCI）公開數據
顯示，截至2016年末，太平人壽（香
港）全年達成首年新造保費逾11.3億港
元，在香港壽險市場共計40餘家經營主
體中，以APE（年化首年標準保費）計
算的市場排名為 13 位，市場份額為
0.97%。根據該數據，在開業後的首個
完整經營年度，太平人壽（香港）即進

入市場中遊行列。
太平控股方面表示，太平人壽（香

港）在開業以來取得不俗成績，提高了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在香港市場上的美譽
度，為集團的國際化經營特色增添了新
鮮動力。本次對太平人壽（香港）進行
注資，希望公司能進一步發展壯大，為
踐行中國太平「精品戰略」和創新發展
持續貢獻力量。
據了解，太平人壽（香港）針對未來

發展已制定了「發展為先，價值為本；
快速做大，持續做強」的戰略方針。在
該方針的指導下，公司繼續保持着迅猛
的業務發展勢頭。最新數據顯示，2017
年第一季度，公司已實現首年新造保費
逾9億港元，公司開業以來的首個「開
門紅」目標順利達成。

太平人壽（香港）
註冊資本金增至9.8億港元

潮公青委舉辦
「松心分享——潮談香江」分享會

第三屆香港國際機場環境管理表揚計劃啟動

第三屆「香港國際機場環境管理表揚計劃」啟動禮日前於香港國際機場舉行，逾100家參與計劃的商戶及租戶

承諾積極推動環保，致力將香港國際機場打造為綠色機場。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林天

福、企業發展執行總監馮永業及商務執行總監陳正思擔任主禮嘉賓。

■■第三屆香港國際機場環境管理表揚計劃啟動第三屆香港國際機場環境管理表揚計劃啟動，，逾逾100100家參與計劃的商家參與計劃的商
戶及租戶承諾積極推動環保戶及租戶承諾積極推動環保，，致力將香港國際機場打造為綠色機場致力將香港國際機場打造為綠色機場。。

■賓主大合照

富通保險「健康管家」平台憑藉先進
的醫療科技與智慧，特別為父母帶來「兒
童健康及發展DNA檢測」服務，讓父母
及早得知孩子先天特質，繼而配合後天培
育，令孩子的天賦得以發揮，掌握精彩未
來。
「兒童健康及發展DNA」檢測範圍廣

泛，父母可按需要自行決定合適子女的組
合。測試大致可分3大類別：
作業智商、記憶力及學習/語言能力檢

測，作智力與學業參考。
哮喘、鼻敏感、濕疹 / 皮膚敏感、乳

糖不耐症、果糖不耐症、麩質過敏症檢
測，作兒童過敏及日常飲食參考。
兒童肥胖、皮膚基因、視力、運動能
力，作兒童體質參考。
2017年5 月31日前，成功投保任何計

劃（須包括最少一份指定健康保障計劃）
並達到指定總年化首年保費，即可免費獲
贈有關DNA檢測。
富通保險有限公司（富通保險）是香
港最大的壽險公司之一，憑藉豐富經驗，
為個人及機構提供多元化的保險及理財規
劃服務，致力成為亞洲卓越的保險集團。

富通保險健康管家發掘孩子天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