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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報道）習仲勳寫給余秋里關

於霍英東要修建涉外賓館的親筆

信，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留言

以及使用過的餐具，最普通的鑰

匙及電子房卡到不同年代的菜

單……昨日正式開放的白天鵝展

覽室中，諸多具有歷史價值的珍

貴物件，記載着中國第一家中外

合作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

的發展足跡，見證了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酒店業的發展與變遷。

霍英東曾說：「你說改革開放好，開
放是什麼樣，一看（白天鵝）就

知。」白天鵝賓館首席運營官張添在致
辭時也表示，感懷霍英東先生等人的遠
見，讓白天鵝賓館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
一個縮影。白天鵝賓館被譽為中國酒店
業的黃埔軍校，自2015年7月14日復業
之後，口碑和業績均名列廣州奢華酒店
前茅。張添相信，憑着深厚的歷史文

化、自身形成的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管
理經驗以及復業後全面提升的硬件設
施，未來白天鵝賓館仍可在激烈的酒店
業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

斥資4500萬美元興建
由廣東省旅遊局與港商霍英東、彭國

珍等合資，總投入4,500萬美元興建的白
天鵝賓館於1980年11月動工，1983年2
月2日正式開業，是內地首家由中國本
土建築師設計、由本地施工單位施工的
五星級賓館。今年恰逢白天鵝賓館開業
35周年紀念，白天鵝展覽室昨日正式對
外開放，展出包括設計草圖，相關文書

文件，國內外貴賓圖片以及使用過的餐
具，35年來的房卡、禮品、菜單等物
品，展示了該賓館一路走來的足跡與中
國酒店業的發展進程。
步入展覽室，香港文匯報記者首先

看到一張堪比電腦製圖的大堂設計效
果圖，張添表示，這就是原室內設計
方案，是本次展覽室展出物品中的珍
品之一。草圖的景象與今天相差無
幾，「故鄉水」飛瀉而下，一樓是小
橋流水，整個大堂鬱鬱蒼蒼，充滿了
生氣與活力。不過，今天的「故鄉
水」下，特意增加了一個幻彩天鵝裝
飾，這是專門為紀念35周年而特別設

計的作品，精緻的彩膜和其反射的特
性在燈光下相互映射，形成唯美奇妙
的夢幻效果，光影流轉之下，彷彿是
一隻優雅的天鵝在故鄉水邊嬉戲，為
大堂景致增加了幾分趣味。
在展覽館的酒店物品專櫃，擺放着一

排鑰匙，第一把鑰匙樣式普通，唯有那
羽毛匙扣，彰顯着它是白天鵝賓館鑰匙
的獨特身份，它的左邊還有十字匙、芯
片卡、電子卡等，一排的門匙，正是酒
店設施和安全保障管理變遷最直接的證
明。鑰匙旁邊，則是兩個無線同聲翻譯
耳機。原來，這兩個耳機也是上世紀80
年代的產品，在當時非常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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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鵝賓館展出習仲勳親筆信
首家中外合作五星級賓館開業35年 見證改革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
報道）第十三屆（2017年度）港澳
在深記者「報道深圳好新聞」頒獎昨
日（6日）舉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勇奪17獎項，比去年增多5個，
其中特別獎1件，一等獎新聞5件，
成為獲獎最多的媒體。
據悉，港澳在深記者「報道深圳好

新聞」獎由深圳市政府新聞辦、深圳
市記協共同組織評選，每年度評選一
次，今年共有十家港澳駐深記者攜
60多篇文章參評，涵蓋了消息、通
訊、專題、評論、國際傳播和特別報
道六大類。
由記者李望賢採寫的《科創走廊添

翼 大灣區變硅谷》獲得特別獎，記
者李昌鴻採寫的《匯豐東亞證券奪北
拓先機》獲得消息類一等獎。記者郭
若溪採寫的《廣深港高鐵試車交棒港
段》獲得通訊類一等獎。記者何花、
李昌鴻、石華、黃仰鵬、李望賢合寫
的《深圳追港系列報道》獲得專題類
一等獎。記者毛麗娟撰寫的《國產深
水鑽井「出海」 遍佈挪威巴西波斯
灣》，以及記者熊君慧採寫的《先行
者：在非生存8項注意 三千中企闖熱
土尋新機》獲得國際傳播類一等獎。
記者毛麗娟採寫的《深總體規劃對

接港遠景藍圖》、《「網紅+直播」
中國電商銷售新戰場》分別獲得消息
類二等獎、通訊類二等獎。記者何花
採寫的《港深青年同心 再植「回歸
林」》以及郭若溪《深首開中歐班
列 有效連通「帶路」》分別獲得消
息類二等獎和國際傳播類二等獎。
記者石華採寫的《深發現全球第二
株南定病毒》、《深圳跨境電商「摩
拳」迎戰「雙11」》、《擁國際化
人才 中醫藥外闖首選港》、《大萬
世居：客家人的精神符號》、《深機
器人披球衣 加盟「曼城」》分別獲
得國際傳播類二等獎、消息類三等
獎、通訊類三等獎、專題類三等獎、
國際傳播三等獎。
獲得三等獎的作品還有記者李望賢

採寫的專題《口岸跨境商圈建設系列
報道》；記者黃仰鵬採寫的《深地鐵
中標 運營以色列輕軌》，記者何
花、郭若溪合寫的通訊《高交會：港
企「掘金」粵港澳大灣區》以及記者
何花撰寫的消息《內地雙創風盛 港
青北上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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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氣象局6日發佈《2017年全國生態氣
象公報》。按照《公報》，2017年中
國大部地區光、溫、水條件匹配較
好，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夏
季降水量為1998年之後最多，氣象條
件總體利於植物生長。
《公報》顯示，與常年相比，2017

年全國植被生態質量處於正常偏好等

級的面積比例達83%，較2016年增加
1個百分點。其中，2017年全國植被
平均淨初級生產力（指淨第一生產力
中再減去異養呼吸所消耗的光合產
物，編者註）和覆蓋度與2016年持平
略增。全國大部林區和農區氣象條件
較好，森林生態質量略高，糧食喜獲
豐收。2017年福建植被生態質量躍居
全國第一，廣西第二。

2000年以來，全國有90.7%的區域
植被生態質量呈改善趨勢，植被固碳
釋氧能力明顯增強，植被覆蓋持續增
加，氣象條件貢獻率平均達84.0%以
上，貴州和廣西達 92.0%以上。但
2017年中國區域性氣象災害影響仍為
嚴重，特別是內蒙古、東北地區西部
高溫乾旱影響植被正常生長，植被生
態質量偏差。

氣象局公報：去年風調雨順總體利農

■唐山市豐潤區左家塢鎮的農民在展示剛採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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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民調「烏龍」已平
國民黨提名謝立功角逐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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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鷹」直升機疑墜海 機上6人失聯
起飛三分鐘便無訊號 事故原因待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報
道，綜合台媒昨日（6日）報
道，今年起將恢復停招14年的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下
稱「中正預校」）初中部。台防
務部門人事參謀次長傅正誠表
示，未來將進一步考量是否成立
「幼年學校」。報道稱，台防務
部門計劃，「今年將先招250名
學生，學生亦享有軍事院校學生
補助，另也將招聘十三位教師，
借此充實教育能量。」
成立於1976年的中正預校，主
要是為了培訓三軍官校及政治作
戰學校預備軍官學生。該校1992
年曾為大量培養「空軍生」而開
辦初級部（即初中部），但因各
年班畢業時達空勤標準視力學生
員額過低，加上直接報考軍校學
生踴躍，國防經費刪減等，初中
部已於2004年起停止招生。
報道稱，學生在「中正預校」
畢業後，將就讀三軍官校或防
務大學，隨後至部隊服役。傅
正誠說，「台軍原本考量直接
成立『幼年學校』，但這部分
預算，來不及在今年度編列，
因此才會先成立『中正預校初
中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經歷民調
「烏龍」事件後，國民黨基隆市長選舉黨內初
選結果昨日出爐，由台灣前「移民署」長謝立
功出線，基隆市議長宋瑋莉則謙讓。
國民黨基隆市長黨內初選，委由3家民調公

司進行民意調查，以民調結果決定最終提名人
選。最初公佈的結果為謝立功勝出，但之後發
現其中一家民調公司數據計算有誤，經重新計
算後民調支持度出現逆轉，改由宋瑋莉勝出。
雙方之後同意提名交由黨中央協調之後再作決
定。
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當天和宋瑋

莉、謝立功共同在中央黨部召開記者會。宋瑋
莉認為初選並非競爭，並認同謝立功是國民黨
優秀人才，推舉謝立功參選。謝立功表示，感
謝宋瑋莉的謙讓，並表示協調過程中絕無所謂
的「利益交換」。國民黨預計將於今日上午召
開中央提名審核委員會，下午提報中常會，通
過提名謝立功角逐基隆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台灣地區空勤總隊一架「黑鷹」

直升機 5日深夜執行醫療護送任務

時，起飛三分鐘後訊號消失，在蘭嶼

外海失蹤，機上6人下落不明。目擊

者表示直升機疑似墜海。搜救人員正

全力搜尋。

據台空中勤務總隊主任鄭榮豐介紹，蘭嶼
病患81歲的張榮明患肺炎，因蘭嶼衛生

所無法處理，向「衛福部」提出轉診申請，經
審確認符合資格，申請轉診到台東馬偕醫院。
隸屬於空勤總隊的一架UM-60M「黑鷹」直
升機，5日晚間11時9分自台東起飛至蘭嶼執
行醫療後送任務，11時48分自蘭嶼返程起飛3
分鐘後即無法聯繫，且雷達訊號消失，目前研
判直升機的確有可能墜海。至於直升機為何在
起飛後3分鐘便發生事故，將由飛航安全調查
委員會完整調查。機上有6名人員，包括3名
空勤人員以及患者、陪同的家屬黃英蘭、蘭嶼
衛生所28歲的護理師蔡邑敏。

同款空勤機停飛受檢
由於「黑鷹」起飛不久，範圍不大，台灣海巡
部門、海軍艦艇正全力搜救。據官方資料，「黑
鷹」機正駕駛康萬福（54歲）和副駕駛唐文彥
（49歲）兩人都是海軍退役，分別擁有3,506小
時、2,089小時飛行時數，曾赴美接受「黑鷹」
換訓班合格，飛行經驗豐富。機工長陳冠宏，
今年41歲，畢業於成功大學航太系碩士班。
台相關主管部門官員葉俊榮昨日上午10時
許趕往台東，抵達後坐鎮指揮，並探望失事
「黑鷹」直升機家屬，他不斷說，「大家一起
加油，一起努力。」葉俊榮慰問正副駕駛康萬
福、唐文彥、機工長陳冠宏家屬，其中陳冠宏
的妻子，目前有孕在身，家中還有兩名幼子，
正焦急等待他的消息。
台灣防務部門採購60架「黑鷹」直升機，
其中15架移撥給空勤總隊。目前台中基地有5
架，台東、花蓮基地去年12月各派2架駐守，
其餘6架預計2020年接收。空勤總隊表示，空
勤總隊目前剩餘的8架「黑鷹」直升機，將全
面停飛實施檢查，待完成檢查後復飛。

正駕駛女兒發文：「我們等你，好嗎」
54歲「黑鷹」正駕駛康萬福

已婚並育有兩個子女，他的女兒
康汶羽服務於高市消防局苓雅分

隊。聽聞消息後，康汶羽上午請假趕往台東，近中午
時個人臉書發文「等待總是令人煎熬，但是我們等
你，好嗎？」，並發出一張應為父親與直升機合照，
盼父親平安歸來。她的好友留言支持並替她祈禱。
康汶羽對於記者致電關心表示「我現在不想回

答」，高市消防局表示協助請假，全力支持她。據
了解，康萬福海軍官校正期78年班，但康汶羽曾
接受採訪透露，父親不願她從軍，捨棄軍校、成
大，選擇警專，5年前畢業分發高市消防局，曾前
往高雄氣爆現場，目睹爆炸瞬間火焰沖天，一同出
勤小隊長不幸殉職，讓她經歷生離死別。

■《聯合報》

「空勤機」曾發生3宗重大事故
根據台灣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統計，16年來，空勤任務直升機

發生11次事故，不包括今天事故在內，已有3架全毀、7人罹難。

一、2003年3月1日，執行阿里山鐵路車禍傷患運送，起
飛時尾翼擊中樹梢，直升機失控墜樹叢，2人罹難。

二、2009年8月11日，執行莫拉克風災救災物資運補
時，在屏東三地門隘寮北溪附近山崖墜毀，直升機殘骸散
落邊坡，部分掉落溪流，3人罹難。

三、2016年3月11日，因德翔台北號貨輪在石門外海失
去動力，空勤直升機載技術人員觀察貨輪溢油污染情形，
在進行吊掛人員至貨輪上時，直升機墜海，2人罹難、3
人重傷。

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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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鷹直升機黑鷹直升機（（圖圖））55日深夜自蘭嶼返程起日深夜自蘭嶼返程起
飛後不久失聯飛後不久失聯，，目前全力搜尋中目前全力搜尋中。。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