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2018年兼職研究

員會議24日在北京舉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表示，要推動對台工作在新

時代有新氣象、新作為。

張志軍：對台工作要有新作為
強調形勢更複雜嚴峻 需深入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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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綠痛處 藍推反核食反空污「公投綁大選」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2018年兼職研究
員會議昨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台

辦、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出席會議時表示，面
對更加複雜嚴峻的台海形勢，希望專家學者
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
想，堅持問題導向，針對對台工作的重點、
難點、熱點問題，深入進行調查研究，積極
為對台工作建言獻策，貢獻心力。
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準確研判形勢、科學決策
部署，引領兩岸關係發展正確方向。中央台
辦和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
署，推動對台工作經受了重大考驗，取得了
重要進展。過去５年對台工作所取得的重要

進展，根本在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堅強領導，在於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
要思想的科學指引。
他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
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
基本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人
探索思考解決台灣問題、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取得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做好新時代對台工
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當前及今後一個
時期對台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務，是深入學習
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
作重要思想，要力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功
夫，推動對台工作在新時代有新氣象、新作
為。

■■張志軍張志軍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
道，台灣地區立法機構新會期下周
二開議，將進行施政總質詢，新會
期法案攻防，藍綠運籌帷幄，各自
盤算。國民黨在核災食品、「空污
法」修法上，黨團與黨中央分進合
擊，擬在下周一先打響「公投」第
一炮，主席吳敦義領軍，訴求年底
「大選」綁核食、空污「公投」，
挑執政黨軟肋。
國民黨團歷經4個會期與民進黨

鏖戰，屢因寡不敵眾而敗，這次國
民黨中央與黨團利用上會期通過的
「公投」法門檻下修，鼓吹核災食
品、反空污「公投」。國民黨團總

召林德福表示，各地方民代跟黨籍
「立委」、黨主席吳敦義都將出
席，盛大記者會要「公投」與年底
選舉同時辦理，將議題訴諸全民
意，企圖扭轉民進黨團每次都用人
數優勢碾壓法案劣勢。

核機地震協商超時三管齊下
除了黨中央大動作開記者會，

「立院」黨團則提出三訴求。國
民黨團書記長李彥秀表示，包括
針對核二廠二號機重啟，要求行
政團隊報告；台灣地區行政管理
機構負責人賴清德應先針對這次
花蓮地震等天災的防災措施，進

行項目報告；最後是民進黨團為
強硬通過法案常常協商超時，應
該制定措施，避免人力、物力資
源空耗，他們將提這三訴求，就
看民進黨團如何接招，才能決定
隔日能否順利開議。
李彥秀說，國民黨團本會期主要

關注民生議題，「空污法」、「食
安法」及能源政策將是國民黨團優
先法案，另外延宕已久的「集遊
法」已完成初審卻遲遲未能排案
二、三讀，是民進黨在野時力推，
執政後卻擺在一旁不願處理，他們
也將力推集遊法三讀，要用民進黨
的神主牌檢驗民進黨執政誠信。■國民黨將發動反核食「公投」。 網上圖片

統計：近7年北部人口遷入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當局
「內政部」昨日公佈統計，2011年至
2017年台灣淨遷入累計正增長人數以桃
園市、台中市、金門縣及新竹縣等較多，
其中桃園市增逾12.6萬人最明顯。據分
析，調查結果與產業發展相關。
綜合中央社、聯合新聞網等台媒報道，

該統計顯示實際遷徙人口（含鄉鎮市區內
住址變更）160.7萬人，較2016年減少
3.2萬人（減少1.9%）。人口淨遷出較多
的縣市包括彰化、屏東、南投、嘉義、雲
林、高雄、苗栗及新北市等8縣市。
以區域來看，近7年北部地區人口淨遷

入最多，為12.68萬人；金馬地區次之，
淨遷入人口為3.7466萬人；中部、南部及
東部地區則呈現人口淨遷出較多的現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由北京
台資企業協會發起並聯合北京創業孵育協
會、台灣中華創業育成協會共同主辦的
2018第三屆京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今
日起在北京、台灣兩地啟動報名。京台青
年創新創業大賽是兩岸都具影響力的青創
賽事，過去兩屆賽事已吸引近20組台灣
優秀團隊陸續落戶北京，並累計獲得投資
近億元人民幣。
本屆大賽設置前沿科技組和文創體育組2

個比賽組別。前沿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大
數據、雲計算、集成電路等項目類別；文
創體育包括遊戲電競、動漫IP等項目類
別。
京津冀地區各類創業團隊和所有在大陸

創業的台灣團隊，只要符合條件均可在北
京賽區報名參賽。大賽將於5月25日、6月
8日、6月13日分別在北京、台北和高雄舉
行複賽，7月9至10日在北京舉行總決賽。

京台青創賽啟動報名

■桃園市增逾12.6萬人，成本次統計之
最。圖為桃園市吉祥物。 資料圖片

數據顯示，2017年北汽集團全年實現營業
收入4,703.4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15.8%，利潤同比增長14.4%，在「世
界五百強」中名列第137位。新能源汽車方
面，2017 年銷量達 103,199 輛，同比增長
98%，成為內地首家年產銷超過十萬輛的純電
動車企，並有望進入2017年全球前兩強。

新能源車時代加速來臨
對於2017年北汽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徐和

誼在同日舉辦的北汽新能源全球夥伴大會上

給出了9.5分的高分。站在「十萬+」銷量的
新起點上，徐和誼更覺得緊迫感十足。他坦
言，新能源汽車取代傳統汽車的時代已經若
隱若現，一個屬於新能源汽車的時代正在加
速到來。
事實上，北汽新能源在2017年完成B輪

111.18億元融資後，近期亦啟動了上市計劃，
將借殼S*ST前鋒登陸內地A股市場。對於
2018年新能源汽車發展，北汽新能源黨委書
記、總經理鄭剛透露，北汽新能源將秉持開
放共享戰略，衝擊2018年15萬輛的銷量目
標。

北汽啟動全面新能源化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 羅洪嘯 北

京報道）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誼日前

在北汽集團入選央視國家品牌計劃啟

動儀式上宣佈，2017年北汽新能源已

連續第五年蟬聯全國純電動市場銷量

冠軍，獲科技部批覆的首個國家級新

能源科技創新中心亦落戶北汽，北汽

集團已明確了全面新能源化的「引領

2025」戰略，努力成為「中國製造」

的一張世界名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第五屆廣東專利獎擬獎名單日前在廣東省知
識產權局官網上公示，珠海銀隆新能源股份
公司因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投資而名聲鵲
起，其動力電池發明專利入圍，與華為、中
興、比亞迪、騰訊等眾多名企並列擬獎名單
中。董明珠稱，入股銀隆系是因為「看中技
術」。
據銀隆知識產權部門提供數據顯示，在董

明珠入股之前，專利申請數據並不突出。從
2006年到2016年間，該公司年度專利申請
量從未超過100件。而董明珠入股之後的
2017年，銀隆的專利申請量達452件，為
2016年逾4.7倍；其中2017年的發明專利申
請量猛增到180件，是2016年的近5.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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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海洋生產總值
破1300億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據廣西壯族自治區海洋和漁業廳
披露，2017年廣西海洋生產總值突破1,300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9%左右，創歷史新高。其中漁業經濟方面，廣西全區水產品總產量
達375萬噸，同比增長4%以上。
據廣西壯族自治區海洋和漁業廳負責人介紹，2018年廣西海洋生產總產
值將鎖定1,500億元目標，爭取安排用海面積500公頃，確保項目用海應
保盡保，確保廣西全區水產品總產量同比增長2.5%以上、達383萬噸以
上。
此外，記者了解到，近年來廣西海洋和漁業部門還積極服務廣西企業
「走出去」，促進「一帶一路」海洋產業的開放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
報道）歷時8個月建設周期的廣汽乘
用車新疆項目一期主體工程於日前竣
工，標誌我國自主品牌乘用車企業
在疆投資的首個項目生產線全線貫
通。該生產線具備新能源與傳統燃油
車共線生產能力，項目一期將生產明
星車型傳祺GS4。
廣汽乘用車新疆項目位於烏魯木齊

經濟技術開發區（頭屯河區），是新

疆和廣東加強產業援疆工作的代表性
項目之一。項目整體佔地33萬平方
米，一期投資10.87億元（人民幣，
下同），建成每年5萬輛產能規模，
二期將根據市場需求擴建至每年10萬
輛產能規模。
隨項目一期主體工程竣工，也實現

了廣汽傳祺在新疆的本土化生產，項目
一期將生產傳祺GS4車型，後續將根據
市場需求導入其他車型。

廣汽擬新疆年產5萬輛傳祺GS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齊魯交通發
展集團獲悉，該集團正式佈局通用航
空領域，已向空客直升機集團採購首
批20架空客H135型直升機，首架飛
機將於7月交付使用。
早在去年11月，在空客直升機德國

生產基地，齊魯交通集團與空客直升
機集團簽署了空客H135型直升機戰略

合作協議暨首批20架直升機採購備忘
錄。2018年，齊魯華通航空計劃採購
運營5架空客H135型直升機，主要用
於城市醫療救援、道路搶險等直升機
公共服務，建立惠及全民的空中生命
救援保障體系。按計劃，今年4月份開
始，齊魯交通集團將在所轄服務區選
址建設直升機起降點，佈設應急救援
體系，首架飛機將於7月交付使用。

齊魯交通佈局通用航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近日，保險鏈InsurChain項目的
發起機構、總部於新加坡的XLab基
金會宣佈，InsurChain與港銀控股集
團（Loco Hong Kong Holdings Lim-
ited，以下簡稱「LoCo HK」）旗下
保險板塊業務達成合作。據介紹，本
次合作意味雙方將攜手促進保險科
技在全球覆蓋範圍內的應用，為In-
surChain的全球化佈局埋下海量節點

伏筆，同時也預示保險區塊鏈技術
將被整合到貴金屬交易的相關業務
中。
InsurChain 中國區負責人李璞表

示，區塊鏈是保險行業進入下一個發
展階段的底層基礎技術，是未來保險
行業進步的引擎。區塊鏈保險這種新
型保險模式必將快速發展，成為整個
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重新定義
整個保險行業。

InsurChain夥港銀拓保險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
報道）由世茂集團投資興建、希爾頓
負責管理經營的東北首家希爾頓品牌
酒店瀋陽世茂希爾頓酒店近日開業。
瀋陽世茂希爾頓酒店地理位置緊挨世
茂瀋陽房地產項目世茂五里河。據

悉，2018年至2019年，世茂將有多個
酒店和商業項目陸續開業，包括上海
世茂深坑酒店、香港東涌世茂喜來登
酒店、香港東涌世茂福朋喜來登酒
店、深圳世茂前海中心、上海濱江世
茂大廈、上海世茂廣場等。

世茂東北首家希爾頓酒店開業

■■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誼宣佈北汽啟動全面新能源化戰略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誼宣佈北汽啟動全面新能源化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