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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利偉獲聯國教科文組織「空間科學獎章」

粵
興
起
十
九
大
精
神
學
習
宣
傳
熱
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昨日上午9時38分，深圳首

條有軌電車正式開通運營。該線位於龍華區觀瀾老城區，全線11.7公

里，共設置20個站。其中，有軌電車清湖站與地鐵4號線清湖站無縫對

接。有軌電車的單趟運量達到300人，每小時運量是巴士的2至3倍。

乘客可直接使用深圳通、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購票。未來，

運行間隔壓縮後，最多時運載乘客將達到1.5萬人/小時，助力深圳打造

「大路網」城市公交體系，緩解區域交通擁堵。

昨日在廣州白雲國際機場，61名電信網
絡詐騙疑犯（大陸42人，台灣19人）被警
方從柬埔寨押解回國，涉及國內多個省、自
治區、直轄市的200餘宗電信網絡詐騙案成
功告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廣州報道/圖：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深圳首條有軌電車迎客
「雲」購票支付省時省心 助紓緩擠塞便利出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龍華有
軌電車分為主線和支線兩條線路，

呈Y字形分佈，總長約11.7公里，共設
20個車站。覆蓋了龍華商貿區、觀瀾—
龍華高新區、觀瀾北汽車產業區等人口集
聚區，其中清湖站無縫對接地鐵4號線，
為龍華片區居民通勤與生活提供了更多的
選擇，極大方便了市民出行。

30秒快速充電儲能
龍華有軌電車不僅有着流線型車頭、

柔美車身輪廓、「土豪金」色調的亮麗外
形，更融合了超級電容技術與100%低地
板技術，可利用停站上下客的30秒時間
進行快速充電儲能，實現全線無接觸網運
行，是一種能做到零排放、無污染，綠色
智能的新型城市軌道交通工具。
據深圳市現代有軌電車有限公司客運

部副經理胡偉武介紹，龍華有軌電車開
通後將採用混合路權形式，即列車在專
用車道上實行獨立路權，軌道位於道路
中央綠化帶上。車輛經過平交路口時和
社會車輛共享路權，遵守道路紅綠燈規
則。「當有軌電車到達路口時，電車的
信號和交警系統的社會車輛信號將進行
智能協調，有軌電車將享有優先通行

權。這也意味着有軌電車通過路口時基
本不用等待，平均時速可達到23公里至
25公里/小時。」

一票2元手機支付
龍華有軌電車的票價為2元（人民幣，

下同）/人次。在車站的自動售票機購票
除了現金支付，還可以手機支付。通過微
信或支付寶掃描二維碼即可。此外，還可
通過「深圳有軌電車」微信公眾號、支付
寶APP進行線上購票，支付後手機將產
生電子單程票的二維碼，實現真正意義上
的「雲購票」。沒有零錢購票乘車不再是
難題。
作為深圳地鐵助力打造「大運量地

鐵、中運量有軌電車、低運量常規公交」
的「大路網」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的重要一
環，龍華有軌電車的開通運營對提升城市
交通運力，提升深圳城市現代化水平具有
重要意義。
「有軌電車開通後，預計初期年客流

量在700萬至1,100萬人次之間，開通初
期日均客流量1.92萬人次。隨着日後電
車數量的增加和運營條件的成熟，龍華有
軌電車的運行間隔或將逐步壓縮。」胡偉
武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27日在巴黎總部將首次評選出
的「空間科學獎章」授予包括中國航天員
楊利偉在內的4名宇航員，以表彰其在推
動空間科學發展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與楊利偉一起獲得此項殊榮的還有：世
界首位進入太空的女性、蘇聯宇航員瓦蓮
京娜．捷列什科娃、古巴首位進入太空的
宇航員阿納爾多．塔馬約．門德斯以及國

際空間站首位日本宇航員若田光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在頒

獎儀式上，高度讚賞所有獲獎者為推進
人類空間探索事業而付出的勇氣與努
力。

中國盼與各國共促科技進步
楊利偉因工作原因無法親赴頒獎儀式現

場，委託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

銜代表沈陽代表他領獎並致辭。
楊利偉表示，2003年10月，中國首次

載人航天飛行取得圓滿成功，開創了中國
載人航天事業的新局面，也為人類探索未
知世界作出了積極貢獻。在未來，中國願
意與世界上所有致力於和平利用外層太空
的國家和地區一道，共同為促進人類科技
進步、推動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更大的新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
報》報道，廣東省宣傳文化系統
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專
題會議27日在廣州召開。省委常
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出席並講
話，強調要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偉大旗幟，
把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作為首要政治任務來抓，迅速興
起學習宣傳十九大精神熱潮。
慎海雄強調，要深刻學習領會

黨的十九大精神特別是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
神實質、豐富內涵，切實用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全省
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邁上新台階。
要扎實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
參加黨的十九大貴州代表團討論
時的重要講話精神，充分利用各
種宣傳形式和手段，採取人民群
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推動十九大
精神進企業、進農村、進機關、
進校園、進社區、進軍營；組織
好集中宣講活動，把十九大精神
講清楚、講明白，讓老百姓聽得
懂、能領會、可落實。要按照習
近平總書記關於「新時代要有新
氣象更要有新作為」的指示，牢
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深
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全

面提升社會文明程度，全力打造嶺南文化新
高地，全力推進文化小康和文化強省建設，
全面加強宣傳文化系統黨建工作和隊伍建
設，推動各項工作始終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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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深圳首條有軌電車開通運營，打造深圳「大路網」城市公交體系，緩解區域交
通擁堵。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金門博弈公投 反賭方以9倍得票大勝
陸客攜超額美元赴台

未申報遭沒收

長者爭彩券受傷
柯文哲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

軍昨日在上海出席「兩岸關係三十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時表示，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

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沒有這個『定海神針』，『和平之舟』

就會遭遇驚濤駭浪，甚至徹底顛覆」。

張志軍：「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根基
促民進黨當局棄「台獨」兩岸關係僵局始能解

張志軍指出，當前兩岸政治關係出現
僵局，根本原因在於民進黨當局拋

棄了「九二共識」這一兩岸關係政治基
礎。只有改變「台獨」立場，才能真正
卸下歷史包袱，只有承認「九二共識」
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兩岸關係才能峰迴路轉、走出僵局，台
灣任何政黨、團體和大陸交往，也不會
存在障礙。
當天，由上海東亞研究所、台灣《旺
報》聯合主辦的「兩岸關係三十年回顧與
展望研討會」在滬舉行。中共中央台辦、
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海峽兩岸關係協
會副會長孫亞夫，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
台辦交流局局長黃文濤，海峽兩岸關係研
究中心主任仇開明，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
明以及長期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專家、學
者100多人出席了會議。

尊重台灣現有制度
張志軍首先回顧了兩岸交流30年來取得

的豐碩成果。30年來，每年往返於兩岸之
間的人員增至近千萬人次，累計達1.23億
人次，兩岸交流領域不斷拓展、形式不斷
創新、內容日益豐富，經濟、社會、文化
等各領域交流合作紅紅火火；30年來，兩
岸貿易額增長120多倍，大陸成為台灣最
大的出口市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和
最大的島外投資目的地，上百萬台灣同胞
在大陸學習、工作、生活，近38萬對兩岸
同胞喜結良緣，步入婚姻殿堂。
張志軍說，「兩岸交流30年，匯集起的

民意共識，形成了支撐和推動兩岸關係向
前邁進的巨大正能量。」他指出，兩岸關
係發展歷程充分證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是一條維護台海和平，造福兩岸同胞，通
向和平統一的康莊大道。同時，他也表
示，「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
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特殊心態，尊重
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
式，重視台灣同胞加強交流合作的強烈願
望。」

張志軍說，我們時刻把台灣同胞的福祉
掛在心上，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
發展的機遇，不斷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
發展。我們將在現有工作基礎上，繼續研
究制訂新的政策措施，將中共十九大提出
的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
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的要
求落到實處。

搞「台獨」絕對沒有出路
張志軍認為，「台獨」勢力及其活動是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現實威脅，也是

兩岸交流合作的最大障礙。當前，台灣分
裂勢力在文化、教育等領域不斷推行企圖
磨滅台灣同胞中華民族意識的「去中國
化」活動，挑動兩岸敵意，鼓噪「台獨」
修憲，阻撓兩岸交流。
他強調，歷史已經必將繼續證明，搞

「台獨」是絕沒有出路的。「十九大在關
乎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清晰地劃
出了紅線，絕不會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
劇重演。我們不僅有堅定的意志和充分的
信心，更有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
『台獨』分裂圖謀。」

■■中共中央台辦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昨日在上海出席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昨日在上海出席「「兩岸兩岸
關係三十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關係三十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時表示時表示，，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金
門縣首次公民投票—博弈公投於昨日的重
陽節登場，投票結果顯示，反賭方以9倍
於促賭方的得票而大獲全勝，金門民眾用
投票將賭場拒之門外。
據悉，金門博弈公投當日秋陽高照，各
投票所陸續有民眾前往投票，投票氣氛平
和，反賭、促賭兩方都表示尊重多數民眾
的選擇，讓金門有更好的發展。

投票結束後的開票結果顯示，金門博弈
公投的「同意」票為 2,705票、「不同
意」票為24,368票。這一懸殊的得票數表
明，金門民眾拒絕以興建觀光賭場來振興
經濟。
當天投票前，金門縣長陳福海受訪表

示，博弈公投不論民眾選擇同意或不同
意，都是愛金門，都是希望金門有更好的
發展，他都會尊重。他還指出，兩岸要有

發展一定要靠金門建構友好和平環境，自
己對此深具信心。

盼廢《離島建設條例》博弈條款
金門反賭運動發起人楊再平說，這次反

賭如果成功，希望能聯合台灣地區立法機
構各黨派廢掉《離島建設條例》中的博弈
條款，不要讓博弈公投每隔幾年就來撕裂
人民情感一次。

台灣反賭博合法化聯盟執行長何宗勳觀
察表示，此次投票秩序良好、沒發現任何
狀況，保守估計投票率將會落在兩成左
右。
支持博弈公投的金門縣議員周子傑稱，

公投是議題，博弈是產業，公投結果若是
不同意的是多數，大家要尊重民意，再找
出一條新的出路及政策，讓金門往更好方
向發展，如果同意，就訂定博弈細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昨日是重陽
節，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上午舉辦長青健行登
山活動，但卻因動線規劃不佳造成多名長輩
推擠受傷，造成不滿。市長柯文哲親自上台
向民眾抱歉，並坦言「這是失敗的活動」。
台北市政府上午舉辦「樂活山林長青健行

登山活動」，健行路線由北安國中至劍潭青
年活動中心，總長近3公里，安排抽獎及表
演活動。
由於主辦單位在起點發送摸彩券，卻沒有

規劃排隊動線，造成多名長輩在場推擠搶票
後跌倒受傷，所幸僅擦傷沒有大礙，但柯文
哲行經之處，不少民眾大聲咆哮「太爛
了」、「動線太差」，抱怨連連。
柯文哲親上火線，在活動主舞台上向民眾

抱歉，並坦言「這是失敗的活動」，沒有拿
到的民眾，只要留下姓名、身份證字號、電
話、住址，北市會事後聯絡、寄送，也會注
意個資問題。

坦承錯估人數
柯文哲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這場活動領教

到什麼是「估計錯誤」，參加的人比估計增加
7到10倍，原本估計1萬人，昨日實際大約有7
萬至10萬人，所以禮品、動線都不夠好，回去
會檢討，該怎麼去做要怎麼做，這是教訓。
他強調，發生流血、推擠，就是因為人數

超過預期，北市也缺少應變能力，會寫檢討
報告，也會一個一個向受傷民眾道歉；至於
會不會追究下屬責任，他認為先善後再說，
追究是以後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一名大陸
旅客昨日搭機前往台灣，當天入境桃園機場
時因攜帶超額美元未申報，其中9萬美元
（約合港幣70.2萬元）遭沒入處分。
據悉，該劉姓大陸旅客稱用於開公司，不

清楚入境攜帶外幣規定，這一大筆錢遭沒
入，讓他十分懊惱。
台北海關稱，洗錢防制法新制於今年6月
28日實施，依據規定，民眾出入境攜帶外
幣、有價證券超過限額等值1萬美元、人民
幣超過限額2萬元及新台幣超過限額10萬元
者，應主動誠實申報，以免遭沒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