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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擬擴容至77平方公里 與港共建「三個中心」

茶界泰斗張天福逝世
見證中國茶業百年興衰

南京百歲火車站遭破壞
文保部門已叫停違法行為 罰款23萬勒令復原貌

中國綠色發展高層論壇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南

京晨報》報道，具有一百多年歷史

的南京文保建築浦鎮火車站，近日

卻遭到承租公司的嚴重破壞：不僅

原來的牆體上開了多個門窗，還新

建了一個院子。南京浦口區文物保

護部門介入後，當即叫停拆改行

為，並對涉事單位行政處罰20萬元

（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 23

萬元），要求其根據法律規定程序

復原被破壞的建築。

近年部分文物破壞事件
2015年
明代中國南方最大的造船廠——龍江
船廠的遺址遭施工破壞，地下文物在
古玩市場上被大量販賣。

2015年
南京市級文保單位——位於顏料坊49
號的一座220年的古宅被開發商嚴重
損壞，施工單位後僅被處以50萬元行
政處罰。

2013年
南京南站附近多座六朝古墓被開發商
毀壞，後開發商僅被罰款50萬元（人
民幣）。

2012年
法拉利南京經銷商在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中華門城堡舉辦法拉利進入中
國市場20周年慶典活動，有人開着法
拉利跑車在城牆上玩「漂移」。事後
法拉利中國地區總裁向南京市民道
歉，中華門城堡管理所所長楊厚銀被
免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整理

六大武器防高考作弊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華夏文化遺
產基金會主辦，綠色發展專項基金
管理委員會承辦，第八屆中國綠色
發展高層論壇暨中國文化遺產保護
與城鎮化綠色發展國際論壇啟動儀
式，近日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開
啟。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顧秀蓮及國家發改委、環保部等有
關部委負責人，聯合國官員，知名
院士專家學者，前七屆中國綠色發
展高層論壇頒發的中國十佳綠色城
市、中國十佳綠色責任企業、中國
十佳綠色新聞人物代表，知名企業
家、NGO 組織、主流媒體代表等
200餘人參加了啟動儀式。
這次會議本身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
念，盡量使用環保會議材料，鼓勵綠
色出行，減少碳排放，隨時隨地體現
環保意識。儀式開場前，十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中國華夏
文化遺產基金會會長耿瑩等參觀了1
至 7屆中國綠色發展高層論壇圖片
展，回顧了我國力推貫徹綠色發展的
歷史過程。開幕式上，耿瑩會長代表

主辦方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聯
合國人居署駐華代表張振山代表國際
嘉賓致詞。中經匯通有限責任公司董
事長柯宗耀作為基金發起人致詞。然
後，國防大學副校長畢京京特派代表
馬占魁，中國保監會原副主席魏迎
寧，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石油化工集
團公司原董事長傅成玉，中國節能環
保集團公司副總經理余紅輝，中國綠
色發展高層論壇執行主席桂振華等分
別就綠色發展理念、綠色金融體系、
綠色產業聯盟、綠色城市發展等議題
作了主旨演講。
隨後，進行了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

金會綠色發展專項基金、中國綠色發
展國際聯盟揭牌以及第八屆中國綠色
發展高層論壇暨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
城鎮化綠色發展國際論壇的揭牌啟動
儀式。同時，長城華西銀行與中國華
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綠色發展專項基金
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湖南省石門縣
政府與深圳市前海共和金融控股、幸
福林業基金進行了綠色發展精準扶貧
項目簽約。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昨日上午9
時 22 分，
108歲的茶
界泰斗張天

福在福建福州逝世。張天福一生繫茶，見證
了100年來中國茶葉的興衰，是中國第一台
木質手推揉茶機的設計者，也是福建省第一
所茶校和第一個茶業改良農場的創辦者，往
年致力於審評技術的傳授和茶文化的超導。
他的一生頗為傳奇，在近百歲高齡時與57歲
的江蘇籍從事雜技的國家一級演員張曉紅再
婚，被傳為佳話。

一生致力於茶業教育
1910年，張天福出生於上海一戶福州籍的

名醫家庭。他經歷過「九一八」事變，參加
過抗日宣傳活動。1929年，他先在福建協和
大學修完一年的基礎課程後，20歲便以第一

名成績轉入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深造。從
此，他與茶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2年從金陵大學畢業後，張天福開始

了長達80多年茶葉教育、生產、科研和茶
文化傳播工作。1935年，他在福建福安創
辦了福建省第一所茶葉科研所，並創辦了福
安茶校，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了一批茶業技術
骨幹。1941年，他研製成功中國第一台適
合茶農和小型茶葉加工企業使用的手推式揉
茶機，改變了烏龍茶「看天做青、靠天吃
飯」的落後工藝。他走遍福建全省所有的茶
區，親自示範推廣高標準新茶園的建
立——梯層茶園表土回溝條墾法。他退而
不休，四處奔波在省內外主持茶王賽評審活
動，利用各種場合宣揚茶文化，獨尊「以茶
為國飲」，提倡「中國茶禮」。
張天福綜合中國茶聖唐朝陸羽《茶經》所提

的「茶最益精行儉德之人」和宋徽宗趙佶《大
觀茶論》所提的「致清導和」、「韻高致
靜」，提出以「儉、清、和、靜」為內涵的中
國茶禮。他認為這四個字凝聚了中國傳統文化
中的高尚品行和處世哲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被稱為第一大考的全國高考，將於7
日正式開鑼。臨近考試，多地全方位出
招，在考場配備電子監控系統、巡查指揮
系統、全頻段無線信號屏蔽儀、手持式金
屬探測器、人臉+指紋+身份證讀取的驗
證設備、隱形耳機探測器六大武器，提升
考場作弊防控系統。山東、廣西等省區的
部分城市還特設視頻監考員，對考場進行
實時監督檢查。
為有效防範和嚴厲打擊高考高科技作弊

行為，近年來，各地不斷升級技術設施，
制止考試作弊。關於加強考試入場環節的
考生身份認證工作，今年高考期間，多地
將使用集人臉識別、指紋驗證、身份證讀
取於一體的認證設備。工作人員還將使用
手柄式金屬探測器逐一對考生進行安檢。
對通過各種方式參與高考作弊的考生，一
經發現，將取消其當年高考報名資格或錄
取資格，視情節嚴重給予暫停參加各種國
家教育考試1至3年的處理；構成犯罪
的，公安機關將依法嚴厲查處。

甘肅原副省長虞海燕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經中共

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甘肅省原省委
常委、副省長虞海燕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
立案審查。
經查，虞海燕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

規矩、組織紀律，包括拉攏腐蝕紀檢幹部
和巡視幹部，打探巡視信息，干擾監督執
紀工作；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變公務
接待場所為個人奢靡享樂據點；縱容、默
許親屬利用其職務影響謀取私利，違規從
事營利活動，收受禮品、禮金，搞權色交
易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並收受巨額財物，涉嫌受賄犯罪。
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

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
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虞海燕開除黨
籍處分；由監察部報國務院批准，給予其
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
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
關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作為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前海今年將進一
步推動與香港的合作建設。據內地媒體報
道，日前召開的前海管理局黨組（擴大）會
議上，前海方面透露，要推動粵港澳合作創
新，合作建設「三個中心」——國際金融創
新中心、國際新型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
心。同時，要推動擴大合作區範圍，推進粵
港澳基礎設施聯通，推進前海與粵港澳大灣
區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據悉，前海合作區2010年8月獲國務院
批覆設立，最初規劃面積僅有15平方公
里。前海管理局黨組書記田夫在日前的黨
組會議上提出，要推動將廣東自貿區的蛇
口區塊，以及寶安中心區、大鏟灣港區、

孖洲島及大小鏟島區域、大空港地區，整
合納入前海合作區，令其擴大後面積達到
77.34平方公里。有媒體透露，深圳方面已
將前海擴容提議上報決策層，能否獲批仍
未知。

打造創新型產業集群
據了解，2016年深圳市委六屆三次全會
上，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馬興瑞作報告指
出，要研究制定「大前海區域」聯動發展
戰略規劃，針對前海空間局限及與周邊區
域協同聯動不夠的問題，進一步完善前海
蛇口自貿片區、前海深港合作區、寶安新
城、大空港地區等整個灣區發展規劃，推
進前海與蛇口、後海、深圳灣片區融合發
展。

據悉，田夫在會議上還提出，要推進
前海與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互聯
互通；聯合深汕合作區及市內各區，打
造以前海總部為核心的創新型產業集
群；學習借鑒河北雄安新區建設思路與
謀略，將前海建設成為高水平國際化城
市新標桿。
在城市建設方面，前海將探索試行香港

工程建設模式，加強前海建築設計的精細
化管理，深化「大環保」、「大水務」以
及建設工程招投標備案制度的改革，提高
工程建設管理水平。
此外，前海還將吸收借鑒港澳和國際法

治經驗，並在推進港澳及國際化人才合作
上探索破題，探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人才
保障制度。

從浦鎮南門金湯街往南，不穿過鐵道
橋，掩「藏」在新建江北快速化通

道高架橋下方，一個不起眼的空地上，
便能看到具有百餘年歷史的浦鎮火車站
一幢英式建築。它始建於1911年，距今
已有106年的歷史。2012年被公佈為南京
市文物保護單位。然而，這樣一幢承載
着百年歷史記憶的文保建築最近卻遭到
破壞。

拆門改窗挖深槽
5月 13日，文物義工在例行文物巡查
中，發現有人正對浦鎮火車站英式建築進
行拆改。5名工人正開牆破洞，在原本岌岌
可危的牆體上安裝三扇對開窗戶。地面被
挖出深槽，準備布設管線。屋後，堆放着
拆卸下來的兩扇紅漆斑駁的老門。兩扇老
門卸下後，一處門洞改裝窗戶，另一處則
破牆安裝更大的對開門。門前新建約30平
方米的小院，蓄水疊石，移栽了幾株不知
名的樹木，正在鋪設步道。其濃濃的鄉土
味，與英式建築風格極不搭調。
文物義工和社區工作人員馬上前去制
止，但施工方置之不理，義工隨即將該情
況上報文物管理部門。南京浦口區文廣局
文保科得知此情況後，要求通知所在社區
報案。當天，社區工作人員再次來到現場
要求停止施工。5月15日，區文廣局、街

道文教體科、南門派出所、街道城管中
隊、金湯街社區等一同來到現場進行聯合
調查，此時施工方已將院門緊鎖，施工隊
伍不見蹤影。

劇組借地拍電影
據了解，這是一部名為《人來人往》的

電影，導演是視覺藝術家劉某，片子要到
康城電影節參展。最終聯合調查組經調查
核實，該案件當事單位為南京秀比特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受北京一家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委託，在浦口區進行前期的電影拍攝
場景搭建。現場施工隊由南京秀比特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招募，為涉事電影劇組進行
前期佈景改造。但南京秀比特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在沒有取得任何手續的情況下，私
自將文保建築迎面原倉庫門拆卸後改建，
砸牆新開窗戶4扇，將後牆大門拆除，用
水泥、磚塊封堵，並擅自在文物本體兩線
範圍內進行工程建設。違反了《文物保護
法》相關規定，屬違法行為。
南京浦口區文廣局文物科負責人認

為，該劇組嚴重破壞文物原狀和結構，
屬於明顯的違法行為。「根據文物法，
擅自在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範圍內進行
建設工程的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的罰款。情節嚴重的會從重處罰，並要
求責任方請有文物修繕資質的公司來恢
復原狀。」
6月2日上午，南京市浦口區文廣局正

式對涉事公司行政處罰20萬元，並要求
其根據法律規定程序復原被破壞的建
築。

■南京文保建築浦鎮英式火車站的歷
史解讀。 視頻截圖

■被破壞的門。 視頻截圖 ■地面被挖出深槽。 視頻截圖■在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牆體上裝窗戶。視頻截圖

■除了拆窗改門，居然還在後面新建了一個
院子。 視頻截圖

■近日，具有106年歷史的南京文保建築浦鎮火車站遭人拆改破壞。 網上圖片

■屋後堆放着拆卸下來的紅漆斑駁的老
門。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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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福的生前照張天福的生前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