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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廣東陸豐特別是其三甲地區（「甲

子、甲東、甲西三鎮」），過去製販冰毒情況十分猖獗，區內博社村更

被坊間稱為「廣東製毒第一村」。2013年12月29日，廣東警方曾動用

三千警力圍剿博社村，繳獲近3噸成品冰毒，抓獲183名涉毒疑犯。剿

毒行動後，原本在巡警部門工作的李堅招被任命為駐博社村工作隊隊

長，帶領公安隊伍繼續清查毒品、維護治安，一待就是3年多。李堅招

感慨地說：「博社村在我們的治理之下，3年多來沒有再發現製販毒現

象，村民回歸毒品氾濫之前的生產生活。這讓我感到無比自豪。」

廣東製毒第一村 肅清流毒忙養殖
製毒窩棚變蝦塘 興修水利助民生

李堅招回憶，剛來到博社村時，村裡污水
橫流、垃圾遍地，空氣中是化學品的氣

味。更為棘手的是，當時許多村民對禁毒工
作充滿抵觸情緒，敲門不開還是小事，有些
年輕人甚至用石頭扔巡邏幹警。
這並不令李堅招感到意外，因為製販毒在
博社村一度被視為「謀生之道」。「很多村

民原來覺得村裡沒有活路，搞毒品也是很應
該的。」李堅招說，「但是隨着我們加強宣
傳和幫扶，這種情況慢慢改變，他們開始知
道製販毒不是什麼好事。」

興業增收入 防毒情反彈
在廣東、汕尾、陸豐三級黨委政府財政投

入和社會捐贈的支持下，博社村新修了兩條
進村公路，拉起電網，小學和幼兒園翻新擴
建，水利溝渠得到重修疏通。一度被毒品污
染的水土經過3年淨化後養殖業慢慢復興，曾
經遍佈製毒窩棚的海邊灘塗已被改造成蝦
塘。如今村內14,000多人中，至少有3,000
多年輕人在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區打工，
留在村裡的人開始養蝦、養鵝、養豬等。
博社村的轉變是陸豐毒情受到有力遏制，

但仍不能輕言樂觀的縮影。「打擊毒品容

易，禁絕毒品太難，不改變落後的經濟社會
發展面貌，不肅清賺快錢、撈偏門的歪風邪
氣，毒情很容易反彈。」李堅招說。
當地幹部清醒認識到，禁毒治本之策是讓

民眾「有收入有出路」，用事實證明「不搞
毒品也可以脫貧致富」。甲子鎮黨委書記林
少昂建議，通過規劃建設現代五金工業園
區、擴建優良海港甲子港等產業幫扶和民生
工程，引導更多民眾走正道、謀正業，徹底
剷除滋生毒品違法犯罪的土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中山報道）
昨日是第30個世界禁毒日，廣東省禁毒委、
團省委等15個部門聯合，在中山舉行大規模
青少年禁毒宣傳活動。民族英雄林則徐的第
六代長房長孫林鴻漢，在活動上大力倡議在
青少年中深入開展禁毒宣傳。據悉，目前中
國250多萬登記吸毒人員當中，青少年佔據
八成以上。
多年來，廣東是全國重要的毒品集散地，

也是打擊毒品犯罪的主戰場，同時是吸食毒
品違法活動多發地區。為此，廣東省禁毒
辦、團省委等多單位牽頭，在全省開展「無
毒青春．健康生活」青少年禁毒系列宣傳活
動，全力遏制新吸毒人員滋生。僅2016年以
來，全省開展青少年禁毒宣傳活動達5,000
多次，覆蓋青少年3,500多萬人次。
在昨日的活動現場，戒毒康復人員現身說

法，與觀眾分享戒毒成功回歸社會的感受。
同時，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枚禁毒主題郵票也
在廣東首發。
當天，林鴻漢也來到現場，大力倡導在青

少年群體中開展禁毒宣傳活動，並帶領廣東
青少年莊嚴宣誓禁毒。林鴻漢說：「目前，
中國登記在冊吸毒人員達250多萬人，其中
80%以上為青少年。」因此開展全民禁毒活
動，十分有必要。

林則徐後人
率青年宣誓禁毒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下
午，雄安新區就業培訓暨勞務用工對接會
議在容城縣舉行，中國鐵建、中國中鐵等
30家央企和41家河北地方企業代表參會。
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在
會上表示，召開此次培訓和務工對接的專
門會議，就是想通過新區黨委政府的工作
努力，解決好老百姓當下生產生活的問
題。雄安新區臨時黨委委員、籌委會副主
任于振海宣讀了《雄安新區就業創業培訓
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培訓方案》）和
《雄安新區勞務對接協作行動方案》（以
下簡稱《對接方案》），稱將在2017年底
組織10,000名有培訓願望的人員參加就業

或創業培訓，打造一批「創業明星」和
「就業精英」。
《培訓方案》中稱，將對培訓人員進行
農村到城市的相關職業培訓，並圍繞建
築、物業、保安、環保、綠化、家政、軌
道交通和旅遊服務開展儲備式培訓。同
時，雄安新區還鼓勵和支持符合招生條件
的特定群體脫產參加學歷（學制）教育，
學習高端就業技能。並依託「互聯網+」，
引入高端信息平台和當地優質培訓資源，
積極開展電子商務和現代服務業培訓，開
展創業指導培訓。
《對接方案》中稱，雄安新區管委會將根

據企業勞動用工技能情況和崗位要求，有針

對地開展各類技能提升培訓，幫助建築業從
業人員盡快適應崗位要求，對有意願的初高
中畢業未能繼續升學接受教育的，可參加學
徒全日制脫產培訓，提升技能水平，滿足吸
納企業的長期用工需求。同時會搭建信息對
接平台，開展新區與建築企業勞務對接，幫
助新區民眾實現充分就業。

吸逾70企業「招兵」
會上，中國中鐵、中國鐵建、華潤集團等

央企紛紛表態，將結合自身優勢，在雄安新
區設立培訓機構，擴大人員招聘、解決勞動
力問題。會後，逾70家央企和地方建築企業
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招聘會」。

雄安年底前培訓萬人就業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寶馬

（中國）服務有限公司總裁魏斯麥昨日
在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外專服
務大廳拿到了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證，
這是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在全國正
式實施以來北京市發出的首張外國人來
華工作許可證（卡證）。
據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關負責人介

紹，《外國人工作許可證》是外國人在
中國工作的合法證件，實行號碼自動生
成、「一人一號」、終生不變。
同時，卡片內置非接觸式芯片，便於

攜帶、核查和防偽，未來將逐步實現與
外交、公安、海關、稅務、教育等部門
互通互認。

據了解，為了更好吸引和服務高端外
籍人才，北京市專門開闢了「綠色通
道」。 一是在程序上減少環節，入選國
內相關人才計劃的高端人才可全流程線
上辦理，無需提交紙質材料。二是壓縮
審批時限，將外國高端人才境外申請外
國人來華工作許可時間減少 10 個工作
日。三是對外國高端人才的無犯罪記錄
證明、工作資歷、專業技術或學歷證明
實行承諾制。
此外，為進一步深化外籍人才服務工

作，北京市外專局表示，下月將向外籍
人員相對集中的海淀區、朝陽區、順義
區下放外國人來華許可工作受理權限，
設置辦事窗口，實現屬地就近辦理。

京發首張外國人工作許可證

■博社村3年
多來沒有再發
現製販毒現
象。圖為該村
航拍圖。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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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慈善基金會冠名贊助江西省安遠縣仕湖小學
教學樓啟動典禮，日前於荃灣愉景新城舉行，有關收
益捐贈「苗圃行動」，用於籌建仕湖小學一楝兩層教
學樓。該教學樓建築面積380m２，包含5間教室，1間
辦公室，2間多功能教室，以「仕湖莊紫祥苗圃希望小
學」命名及建校紀念碑題名。
該會創會主席莊紫祥表示，當今社會雖然資源很豐

富，但其實很多資源都未能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地
區，例如中國農村很多地方缺乏基建設，學校資源仍
然很不足。他說，小童是未來國家的支柱，社會的棟
樑，知識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希望能為中國山區
小童興建學校，為他們提供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每一
個人只要肯付出一小點，集腋成裘，就可以改變一個
人的一生，改變社會，以致改變世界。

■莊紫祥慈善基金會為「苗圃行動」捐款港
幣28.8萬元。

莊紫祥慈善基金會贊助籌建江西仕湖小學教學樓

巴基斯坦駐港總領事阿巴杜卡迪爾梅蒙擔任
主講嘉賓，介紹了巴基斯坦的最新發展與

其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國
際和本地商會的約一百名嘉賓出席。
海絲會聯席主席葉劉淑儀致歡迎辭時表示：
「以世界人口而言，巴基斯坦是世界第六國家，
經濟方面已經由20世紀50年代的農耕經濟發展
到今天的半工業化經濟，其購買力平價在世界經
濟中排名第27位。」
葉劉淑儀指出：「中國與巴基斯坦在 2013 年
正式啟動『中巴經濟走廊』，成為『一帶一路』
的旗艦項目，主要內容包括目前正在巴基斯坦建

設的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對
中巴經濟發展產生強大推動力，而且惠及整個地
區經濟。」
梅蒙在演講中強調：「基於共富互榮、互利

共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
議的願景，是跨區域和區域內的共同融合及互聯
互通的發展模式。當這個願景在不同區域及不同
大陸上實現，將會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
濟、貿易、基建、能源發展方面帶來空前的收
益。」他補充說：「猶如古代絲綢之路，『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連
繫不同地區及文明。」

■■葉劉淑儀致送紀念狀葉劉淑儀致送紀念狀
予阿巴杜卡迪爾梅蒙予阿巴杜卡迪爾梅蒙。。

「一帶一路」中巴協作帶來機遇

由海上絲綢之路協會（海絲會）與巴基斯坦駐香港總領事館合辦的「巴基

斯坦 ──『一帶一路』的發展與機遇」研討會，日前假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

理學院中環中心舉行。

建行（亞洲）夥AIA推出銀聯鑽石信用卡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福建
省泉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建生，廈門市委統戰部副

部長蔡林娜，晉江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黃文福，華閩（集
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丁炳華蒞臨主禮。陳榮旋連任會長，施華
民、施純民分別榮膺理事長和監事長，典禮筵開126席，超過
1,500名賓主聚首一堂，共同見證，場面熱鬧。

陳榮旋連任會長 施華民榮膺理事長
陳榮旋致辭表示，該會成立 92年來，始終秉承創會宗旨，

以提倡文體活動、提高民族質素、服務社會、造福桑梓、報
效國家為己任，積極拓展會務，先後開展武術、棋類、戲劇、
舞蹈、聲樂、南音、橋牌等文化體育活動，為普及和豐富香港
的文藝活動和體育運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又指，該會致力
聯絡鄉親，融入香港社會，擁護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積極參與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的社會事務。
施華民在致辭中勉勵青年參與社會活動。他強調，該會將繼續

高舉愛國愛港愛鄉的旗幟，秉承「敦睦鄉誼，服務鄉親，造福桑
梓」的創會宗旨，深入參加社區的工作，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多做
實事。他續指，為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和香港的特定環境，該

會在原來的基礎上繼續加強義工的工作，特別是為青年提供良
好的活動平台，為熱心社會活動，志在關心香港事務的青年創
造活動空間，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發揮正能量。
吳良好稱，該會成立至今近百年，發展過程絕不容易，多年
來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和家鄉建設，特別是近 20年來，該會在
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穩定方面，一直不甘後人，走在前線，全
力支持特區政府，是愛國愛港愛鄉的重要社團之一。他希望新
一屆理監事會能夠保持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以92年的歷史
作為基礎，不忘初衷，為香港和國家的發展譜寫新篇章。
張建生讚體育會為繁榮獻力。他指出，廣大的旅港閩籍鄉

親，一直發揮敢拚精神，是家鄉的驕傲。他讚揚該會成立以
來，一直推動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發揮愛國愛港愛鄉的精
神，團結廣大鄉親，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了大量貢獻。他續
指，近年泉州穩中求變，務求打造出「21世紀絲綢之路」的
品牌，希望該會成員多回鄉走走看看，共謀發展，共同作出新
的貢獻。
新一屆理監事會成員尚包括永遠榮譽會長陳金烈、李群華、

洪祖杭、陳瑞添、林樹哲、蘇千墅、莊榮洲、陳守仁、施維
雄、蔡世傳、施振銜等。

■賓主合照

香港福建體育會慶回歸暨第二十屆理監事就職
香 港 福 建

體育會熱烈

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二十

周年暨第二

十屆理監事

就職典禮，

日前假香港

會展中心舉

行。

日前，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
司建行夥伴AIA推出建行(亞洲)AIA銀聯
鑽石信用卡，為尊貴客戶提供連串奪目
璀璨的精彩禮遇。
凡於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成功遞

交表格申請，並於發卡後首3個月內憑

卡簽賬滿5,000港元或以上，即可獲400
港元的現金回贈。憑此卡購買新保單或
續保保單，會員可尊享6/9/12/18個月
分期付款計劃。此外，建行(亞洲)AIA銀
聯鑽石信用卡集人民幣及港幣信用卡賬
戶於一卡，加上海外簽賬手續費及外幣
折算費完全豁免，讓會員消費靈活簡
便，盡佔優勢。
此卡會員亦尊享以下優惠禮遇，讓會

員踏上尊貴非凡之旅：
極致旅遊禮遇

．免費享用香港及澳門環亞機場貴賓室
服務3次

．以優惠價250港元享用單程名貴轎車

機場接送服務
．「跨境全日通巴士」及「香港中旅跨
界巴士」的中港跨境交通優惠
極尚娛樂禮遇

．周五及周六購買Cinema City朗豪坊
2D/3D電影戲票買一送一

．非凡高爾夫球禮遇，全年低至4折優
惠，覆蓋全國7大城市、超過28家高爾
夫球場，海外高爾夫球場包括日本、台
灣、泰國、超過51家高爾夫球場
尊貴餐饗禮遇

．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Hugo's買一送一
禮遇

．帝苑酒店8折禮遇
以上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