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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電廠1號機提前修復 本周供電無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台灣網報道，

台灣《聯合報》日前報道稱，中國國民

黨誓言要贏回2018台北市長寶座，備

受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敦義賞識的政治

新星、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有望成

為國民黨世代交替的戰略奇兵。對於台

北市長人選，他表示，黨內已有多人表

態，自己應該不會是最後人選，「不管

是誰，一定要讓國民黨贏回台北市」。

蔣萬安出生於政治世家，雖然政治歷練不足，
但在黨內呼聲很高，是有機會勝選的人選之

一。

坦言須加強政治歷練
日前傳出吳敦義在與國民黨「立委」會面時，
當面向蔣萬安提及「你民調很高」，似乎有意讓
他參選台北市長，但隨後兩人澄清並無此事。蔣
萬安說，目前確實沒有黨內大佬勸進他選台北市
長，自己也只是剛進「立法院」第二年的新人，
還有許多需要學習跟磨練的地方，簡單來說就是
在政治力量上還不夠。
對於國民黨是否會因為找不到適合人選，派出
蔣萬安當奇兵？蔣萬安表示，不至於會找不到
人。因為目前表態的人已經不少，媒體報道的人
選也很多，而且國民黨本來就有一定的提名機
制，一定會有人被選出來。
雖然國民黨台北市長人選備受注目，但目前尚

未有一個確切可以「勝選」的對象。蔣萬安認
為，能不能贏得選舉一定要到票開出來才知道，
中間也會產生許多變量，很難去說現在已經表態
或是沒有表態的人會不會勝選或是參選到最後，
目前都只是一些預測。

工作重心仍在「立法院」
蔣萬安強調，自己的重心還是放在「立法
院」，對台北市長真的沒想過。個人主觀意願是
主要考量，其餘如民意、民調才是客觀條件，國

民黨一定會尊重個人意願，即便黨主席或是黨內
希望誰參選，但他沒有這樣的意願也不會強迫其
參選。黨內有很多優秀人才，自己應該不會是台
北市長人選。「不管是誰，一定要讓國民黨贏回
台北市」，這毫無疑問是國民黨員共同的目標。
雖然蔣萬安表示目前沒有意願參選台北市，但

是他勤跑基層，參加各種活動。他表示，相較於
過去當過議員的「立委」及資深「立委」，他們
都已經有非常深厚的基層實力，自己必須比別人
更努力。

蔣萬安：定讓國民黨贏回台北
備受吳敦義賞識 有望成藍營戰略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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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電
公司昨日宣佈，台中電廠1號機已提前
修復完成，今日將恢復滿載，本周供電
預估不受影響。目前研判不會發生必須
停限電的情形，也沒有停限電的必要。
繼颱風「納沙」導致花蓮和平電廠電
塔倒塌，供電短缺130萬瓩後，台中火
力發電廠1號機前日又發生鍋爐管線破
管，供電情況更加嚴峻，眼看明天恐要
亮出今年的首顆限電警戒紅燈。

尚無停限電必要
在台電加緊搶修下，原先評估需3天

時間修復的台中電廠1號機已搶修完
畢，台電發佈新聞稿表示，已於昨日下
午1時30分左右重新點火，預估今晚恢
復併聯發電，可望趕在今日用電尖峰前
滿載供電，本周供電預估不受影響。依
台電最新一周電力供需預測，9日及10
日的備轉容量率為2.41%，備轉容量為
86.4萬瓩，為限電警戒紅燈。今明兩日
則為供電警戒橘燈。
台電指出，今日台中電廠1號機55萬
瓩可滿載供電。目前已啟動更多需量競
價措施，抑低用電負載量，預估本月需
量競價申請量約80萬瓩，較7月多13萬

瓩。
台電強調，台灣「經濟部」與台電
正全力處理花蓮和平電廠電塔倒塌影
響供電等相關問題，目前研判並不會
發生必須停限電的情形及必要，台電
將逐日滾動檢討，並公佈電力供需情
況。
台電呼籲，考量本周氣溫持續增高，

供電仍相當緊澀，也請社會各界共同協
助節約用電，冷氣溫度提高1度，可節
省6%電力，特別是下午1時至3時的尖
峰用電負載時段，盼民眾共體時艱，攜
手共渡今夏供電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海巡署第九
（金門）海巡隊昨日發新聞稿指，大陸籍「雲列
山023」等3艘漁船進入金門海域，巡防艇接獲
通報前往查緝，並以廣播驅離無效後實施登檢，
將3艘漁船和人員押返金門海巡隊處理。
金門海巡隊稱，近期適逢陸方禁漁期陸續解

禁，大陸漁船群集金門海域滯留，企圖捕魚。此
次查獲「雲列山023」等3艘漁船，船上有湯姓
船長等6人，都是福建省雲霄縣列嶼鎮山前村
人。
海巡人員轉述船長的話說，他們因為不熟金門

海域而誤闖，並非故意滯留作業。金門海巡隊人
員表示，將詳細調查。

■台電昨日宣佈，台中電廠1號機已提前修復
完成，本周供電預估不受影響。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東森
新聞雲》報道，中國國民黨主
席當選人吳敦義將在本月20日
正式就任國民黨主席，針對其
上任後，是否面臨國民黨黨內
反對派阻力，從而影響國民黨
黨務推動與未來發展？桃園市
國民黨前「立委」陳根德日前
表示，基於「不忍民進黨繼續
殘害台灣未來」的共同看法，
藍營人士將展現團結，並相信
只有吳敦義才能帶領國民黨於
2020年重返執政。
陳根德與台灣「立法院前院

長」王金平交情深厚。眾所皆
知，陳根德過去連任五屆「立
委」，在國民黨內與台灣「立
法院」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力。陳根德稱，民進黨上台
後，越來越多台灣民眾開始肯

定國民黨的執政能力。
對於「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
敦義正式就任後，是否會面臨
國民黨主席選舉期間，多組人
馬參選致內部分裂？」，陳根
德稱「船到橋頭自然直」，因
為，多數國民黨人士都已有共
同意識與責任，那就是「不忍
民進黨繼續殘害台灣的發
展」，而藍營人士也認為，只
有處事圓融以及政治歷練豐厚
的吳敦義才能帶領國民黨重返
執政。
陳根德認為，吳敦義重視基

層，傾聽民意，資歷完整，在
任台灣「行政院長」時振興台
灣經濟。數字會「說話」，他
接任國民黨主席，將振興國民
黨，並帶領國民黨於2020年重
返執政。

前「藍委」：唯吳能帶國民黨重返執政

■■國民黨國民黨「「立委立委」」蔣萬安蔣萬安，，有望成為國有望成為國
民黨世代交替的戰略奇兵民黨世代交替的戰略奇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桃園市國民黨桃園市國民黨
前前「「立委立委」」陳根陳根
德日前表示德日前表示，，只只
有吳敦義才能帶有吳敦義才能帶
領國民黨重返執領國民黨重返執
政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疑入金門海域捕魚
3閩船遭台查扣

■受傷的雷周渠躺在地上。 網上圖片

■■66歲美籍華裔女孩淘淘歲美籍華裔女孩淘淘
日前在美國養母的陪同下日前在美國養母的陪同下
回國尋親回國尋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得知淘淘即將回到安徽蒙城尋親
的消息後，一直與淘淘養母保

持良好溝通的安徽天運文化傳媒與
蒙城縣巨力愛心公益協會便開始籌
劃如何幫助闊別家鄉多年的淘淘尋
找親人。

曾患惡疾 兩遭遺棄
3日清晨，天運文化傳媒聯合巨力
愛心公益協會及戶外攝影俱樂部等
一行七人組成了「迎接淘淘回家

團」，驅車前往合肥新橋機場，迎
接淘淘及其養母等一行四人回家。
尋親團直奔疑似淘淘生母的戶籍所
在地——蒙城縣岳坊鎮岳東社區周
邊走訪。
據悉，淘淘出生後雖然被親生父

母遺棄，卻被好心的家庭收養。然
而，家庭並不寬裕的收養家庭卻發
現她患有嚴重的疾病，不得已又把
她悄悄留在了公交車站。幸運的
是，淘淘被人發現後送往福利院，

在福利院工作人員的照顧下逐漸康
復，並於兩歲時被美國家庭收養。

父母一方或來自雲貴
淘淘在美國快樂地成長，養父母
深愛着她，並相信一定會為她找到
親生父母，使其生命更加完整、幸
福。由於他們是在江蘇福利院收養
淘淘，所以曾在江蘇電視台發過尋
親信息，並從之前的收養家庭口中
獲悉淘淘於2011年7月20日晚間20

時38分出生於蒙城縣婦幼保健計劃
生育服務中心。
淘淘的基因檢測結果顯示，她有

苗族血統。因此，她的美國養父母
推測：淘淘的親生父母一方可能來
自雲貴等地的苗族聚居區。淘淘經
常提到她想像中父母的樣子。她的
養父母也相信，她的母親一定時刻
惦記着她可愛的女兒淘淘，希望她
看到淘淘被深愛着，能得到內心的
安寧。

經過兩年多的修繕和整治，位於
內蒙古呼和浩特的將軍衙署昨日正
式以新面孔面世。
將軍衙署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
保存最為完整、地位等級最高的清
代邊疆駐防將軍府，始建於清乾隆
二年（1737年），至今已有280年歷
史。這一處富有濃重歷史感的院落
為塞外青城的繁華鬧市增添了別樣
的莊重與雅致之感。
重新開放的將軍衙署佔地2.64萬
平方米，以將軍衙署為主體，以
「綏遠方式」紀念館為輔助，以清

代建築風格為主要基調的基礎設施
完善配套的城市文物景觀，再現了
「漠南第一府」的恢弘景象。

見證呼市文化歷史
從乾隆二年開始到清朝滅亡的174

年間，共有79位將軍在這裡任職，
是管轄綏遠城（今呼和浩特市）駐
防八旗、歸化城土默特旗、烏蘭察
布盟、伊克昭盟和節制宣化和大同
綠旗兵事務的機構。將軍衙署工作
人員侯佳寧介紹，眾多將軍中有兩
位最傑出，一位是王常，是將軍衙

署的第一位將軍，也是他親
自督建了現在的將軍衙署。
另一位叫克蒙額，他在門口
的大召壁上題了「平藩朔
漠」四個大字，寓意為將軍
衙署是一個軍事駐防城，能
夠保護北疆，抵禦外來侵
略。這也是整個將軍衙署的
意義所在。
按一品封疆大吏規格建造

的將軍衙署共有132間房屋，按照前
朝後寢規模建造，前面大堂、二堂
用來辦公，三堂、四堂用來將軍休

息。這座將軍府裡的一磚一木、一
亭一樹同時也見證了呼和浩特這座
城市的文化歷史。 ■中新社

3日上午11時許，
33歲的重慶外賣員雷
周渠路過奧體餐飲一
條街時，看見路邊一
餐館失火，他毫不猶
豫地參加滅火。聽說
隔壁燒烤店有小孩被
困，他用腳踹爛玻璃
門，導致右腿受重
傷，住進了醫院。皮
膚被曬得黝黑的他躺
在病床上無法動彈，
右腿上的兩處傷口經過手術縫合後，裹上厚厚的紗布。
當日，雷周渠到九龍坡區石橋鋪同創奧運B區送外賣，剛騎車走

出小區，就發現一家名叫「大草原烤羊腿」的餐館失火。雷周渠當
即進店滅火，當時，只見一名中年女子不停拍打隔壁燒烤店的玻璃
門，連聲說：「有個小孩困在裡面了！」情急之下，他抬起右腳就
朝玻璃門踢去，最終將被困的孩子救出。
事後，雷周渠發現自己的右腿被破碎的玻璃劃了兩道長長的傷

口，鮮血直流，隨後他被送醫治療。雖然雷周渠受了重傷，但他不
後悔。
餐館老闆娘介紹，自己當天在廚房裡做油辣子，臨時有事出去忘記

關火，從而導致失火。所幸除了雷周渠外，無其他人受傷。奧體社區居
委會書記汪小玲表示，社區居委會將向上級部門報告，為雷周渠申報
「見義勇為」獎，大力弘揚這種正能量。 ■《重慶商報》

6歲美籍華裔女孩

淘淘日前在美國養母

的陪同下回國尋親，

在疑似出生地安徽蒙

城尋找自己的親生父

母。當地的公益組

織、義工和社會各界

聞訊後，以多種方式積極幫助淘淘尋親。淘淘養母表示，任何有關淘淘親

人的消息對她們來說都十分珍貴，請大家幫助她們，讓小天使淘淘有更完

整的家庭和人生。願世上每個生命都能獲得完整的幸福。 ■新浪網

66歲美籍華女回皖尋親歲美籍華女回皖尋親
養母：願她獲完整幸福

■安徽蒙城公益
組織、義工和社
會各界聞訊後，
以多種方式積極
幫助淘淘尋親。
圖為在尋親過程
中，淘淘一直被
義工抱在懷裡。

網上圖片

湖北荊州城牆土城垣
護坡考古勘探工作近日
基本結束。秉承保護與
合理利用的宗旨，考古
人員在周長逾11公里
的古城牆上，僅選取三
處總計300平方米的護
坡開展考古發掘工作，
發現60餘件從東周至
明清時代的器物，及各類瓦片幾十件，共計百餘件跨越2,000年歷
史的珍貴文物。
荊州城牆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三國時期，是中國延

續時間最長、跨越朝代最多的古城牆之一，被譽為「中國南方不可
多得的完璧」。
如今的城牆為清順治年間依舊基重建，牆高近9米，厚約10米，
周長11.03公里。荊州博物館荊州土城垣護坡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
田勇介紹，考古人員先後發現60餘件古代器物，包括東周的鬲
足、宋代的青瓷片、明代印有「成化年制」字樣的瓷杯殘片、明清
的磚塊等。 ■新華社

■荊州城牆土城垣護坡考古工作者發現百
餘件文物。 網上圖片

呼市將軍衙署修繕 再現恢弘「漠南第一府」

荊州城牆考古現百件文物
橫跨兩千年歷史

重慶外賣員救童負傷
社區申獎弘揚正能量

■內蒙古清代將軍衙署昨日開放，再現「漠
南第一府」的恢弘景象。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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