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金門縣洋山淨水廠新建工程昨日

開工，金門縣自來水廠廠長許正芳透露，自大陸引水海底管線已在1

月間接通並通過測試，預計最快6月金門民眾就可以喝到大陸水了。

洋山淨水廠新建工程動土典禮昨日
舉行，主持典禮的縣長陳福海表

示，水電是關乎金門發展的重大課題，
讓金門有足夠的水電是他上任以來的首
要之務；兩岸通水典禮6月舉行，將可
滿足未來30年金門用水需求。自來水廠
方表示，金門先天水氣象條件不佳，降
雨量少，又受到地形限制，現有淨水廠
及海水淡化處理成本較高；未來洋山淨
水廠配合大陸引水，將有效滿足民眾用
水需求，同時減抽地下水，並執行湖庫
清淤等改善任務，實施多元水資源運用
策略。

最大產能達五萬噸
許正芳表示，大陸通水金門海管部分
已在1月接通並辦理通水測試，受水池
和導水管工程也即將完工。他說，等待
洋山淨水廠緩不濟急，將先透過太湖淨

水廠淨水，預計6月通水典禮後，民眾
就可以喝到大陸水了。
洋山淨水廠整體工程預定明年2月完

工，水廠表示，先期日供1.5萬噸，逐
年增至2.5萬噸，以後最大產能5萬噸；
施工廠商同時將辦理後續3年營運水，
將可有效穩定提供金門基本民生和觀光
等產業用水。

保證民眾喝水權益
福建省政府秘書長翁明志表示，通水

之後經過淨水廠每度水成本高達60元
（新台幣，下同）以上，但政府並不會
將成本轉嫁給民眾，仍依現行每度10元
收費，也就是說，到時多使用1度水，
政府就將補助50元；因此他希望未來民
眾享受充沛水源時，當思每滴水得來不
易，呼籲節約用水。
縣議會副議長謝東龍說，金門民眾期

待喝好水已經很久了，洋山淨水廠完工
後民眾喝水權益將可得到保證。台灣自
來水公司總管理秘書邱毓興昨日代表觀
禮，向金門水廠致賀。
金門自大陸引水工程，由金門縣自

來水廠與陸方福建省供水公司在2015
年 7月簽訂引水契約，陸方在當年10
月開工；海底管線工程今年1月中旬
辦理洗管通水測試，水體導電度符合
標準。

金門：最快6月可飲陸水
已接通大陸引水管道 洋山淨水廠工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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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擬「以訟止謗」
學生批當局行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大學新校長管
中閔當選已屆滿3個月，台灣教育部門仍遲遲不發聘
書，管中閔昨日早上透過臉書引用學生林珈慧文章
《我與管中閔老師的因緣—做為一個學生的證言》發
聲，內容提到為何對管中閔不實的攻訐一波波發動，
質疑是由執政當局帶頭行惡。
對於近期被指赴大陸廈門大學兼職，管中閔至今未

出面澄清說明。管中閔的義務律師團表示，對於所有
捏造、偽造的不實內容，考慮提出刑事告訴，將要
「以訟止謗」。管中閔的律師李宜光表示，這些不實
的爆料，一直成為台灣教育部門「卡管」的材料，不
明白教育部門、檢調不去明辨爆料的真偽，就下令要
徹查，尤其教育部門遲遲不依法發聘，更讓大學自治
崩潰，直言「難道以後台灣的大學校長遴選結果是否
有效，都要經過教育部門來認定嗎？」

合法交流屢遭扭曲
李宜光強調兩件事，分別是「管中閔在大陸絕無兼

職」、「赴大陸學術交流一切都是依法行事」。李宜
光說，管中閔赴大陸進行學術交流都有經過核准，有
行政職、政務官身份的人，都會管制出入境，若未經
核准，「在機場就會被擋住」。
李宜光說明，管中閔赴大陸是進行學術交流或擔任

講座座談，「把講座身份跟兼職劃上等號是欲加之
罪！」大陸有不少學術機構為了提高聲望，把過去擔
任講座的知名學者列為「兼職」，除了管中閔以外，
國際上許多知名學者也都如此，直言「因拿到一筆演
講費，就可以被說在廈大兼職、領薪水嗎？」

美核發銷售許可
證台推動「潛艦國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熟悉美國軍售與商
售程序的台灣前任海軍官員昨日表示，台防務部門證
實美國政府核發有關台灣「潛艦國造」的銷售許可
證，證明台灣認真推動「潛艦國造」，但距離實現還
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他告訴記者，美國廠商在出售任何敏感性設備時，

依法都必須取得政府不同部門的許可，也就是銷售許
可，而廠商唯有在買主提出購買的要求時，才會向政
府申請核發許可。
他指出，由於台灣並非美國國內買主，因此美國廠
商在取得這項許可之後，還必須取得出口許可，而且
之前可能必須跟台灣方面有技術協助協定的洽簽程
序。

五年最嚴重沙塵暴 台西空品達高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沙塵

暴來襲影響全台的空氣品質，尤其雲林
縣台西測站加上河川揚塵影響，空氣質
量指數（AQI）達到褐色危害等級，並
首次有測站達最高的平均500微克/立方
米。這是5年來最嚴重的沙塵暴，預估
今天起會逐漸改善。
台灣環境保護部門昨天舉辦「受沙塵
影響最新空氣品質狀況」記者會，會中
環保部門環境監測及資訊處長張順欽表

示，受大陸冷氣團南下影響，昨天全台
各地的空氣品質都不好。

高風速加劇揚塵
張順欽說，截至上午10時，萬里的空
氣質量指數（AQI）達到153微克/立方
米，屬於紅害等級。張順欽指出，但由
於下雨因此北部的空品比預期的還要
好。
但是雲林縣的台西地區，上午8時，

PM10濃度值為626微克/立方米；上午
10時，空氣質量指數（AQI）更達到
「褐爆」等級，且是最高的500微克/立
方米。
張順欽說，台西測站達到「褐爆」等

級，主要原因是風速達到每秒14米，接
近輕度颱風等級，導致河川揚塵嚴重，
加上大陸沙塵暴影響，才導致出現「褐
爆」等級。
他強調，此次是2012年以來的最嚴重

沙塵暴，呼籲民眾要減少戶外活動，預
估隨着大陸冷氣團減弱將會逐漸改善。
環保署空保處也宣佈台電公司考慮天

然氣用量、機組運轉條件（EOH等）、
環評總量管制等限制條件，在系統供電
安全無虞下，依據昨天供電情況，預擬
自主降載減排。台中電廠可減排時段為
早上 7 時到下午 5 時，降載量共
1060MW。協和電廠可減排時段為早上
7時到下午5時，降載量共1530MW。

■金門縣洋山淨水廠新建工程動土典禮昨日舉行，由金門縣縣長陳福海（右五）主
持。 中央社

華僑城啟動西安文旅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華僑城大型文化旅

遊綜合項目日前在西安西咸新區

正式啟動。據悉，該旅遊綜合體

總投資670億元人民幣，集文化

旅遊、遺址保護、美麗鄉村、新

型城鎮化建設於一體，將建設鎬

京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歡樂谷

都市旅遊度假區、國際低碳城、

灃河詩經里文旅小鎮、斗門歷史

文化名鎮、春風十里田園綜合

體、絲路國際會議中心等7大項

目，未來亦將成為內地西部重要

的娛樂中心、文化旅遊中心、生

態觀光中心及文化創意中心。

據介紹，該項目一期將採用西周歷史文化符
號，以鎬京國家大遺址為依託，整合灃河

生態資源，打破圍牆，實現開放共享，形成以「雙
核、三軸、三廊道、五大中心」的空間架構，打
造具有歷史人文特色的國際立體花園城市。

擬發展千億級文旅產業
其中雙核主要是指歡樂谷度假核和鎬京一

號文化體驗核。歡樂谷度假核包含以絲綢之
路為主題，包括都市娛樂主題公園歡樂谷、
西部最大最具特色的主題水公園瑪雅水公
園、國際當代藝術的戶外展示空間Oct藝術
公園、大西安首個科學藝術交流平台國際科
學畫廊、大西安國際化「文化＋」的第一創
新試點Loft創意文化島，以及大西安首個與
主題公園結合的大型音樂節Tomorrow-Oct

等。
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華僑城集團董事長段

先念出席啟動儀式。西安西咸新區管委會主任
康軍表示，西咸新區把文化旅遊產業列為全區
六大主導產業之一，力爭通過五年時間，將其
發展為以歷史文化旅遊、文化創意為主導的千
億級文化旅遊產業集群，年接待遊客突破
5,000萬人次。

■■眾嘉賓共同啟動華僑城眾嘉賓共同啟動華僑城
大型文化旅遊綜合項目大型文化旅遊綜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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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甘
肅報道）道源聖地、國家5A級
景區──甘肅省平涼市崆峒山日
前重金獎勵旅行商，分別對平涼
崆峒國際旅行社、寧夏攜程旅行
社、寧夏港青旅國際旅行社、甘
肅蘭神國際旅行社平涼分公司、
中國旅行社總社西北有限公司等
17家旅行社進行了獎勵，獎金共
計43萬元人民幣。
平涼市旅遊局、平涼崆峒山

大景區主辦，崆峒區文體廣電
旅遊局、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崆
峒山管理局、平涼文化旅遊產
業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協辦
的攜手崆峒．相約平涼──崆
峒山大景區2018年旅行社答謝
簽約會日前舉辦。除獎勵旅行
社，與旅行社及電商平台代表
簽約外，還為平涼籍參會代表
贈送了「崆通天下—千家景區

免費遊」旅遊護照，簽約會
後，崆峒山大景區在廣成驛站
天羽廣場奉上《憶畫崆峒》民
俗表演。
崆峒山，傳說黃帝於此問道

於廣成子，是中國人文發源地
之一，被譽為道家第一山。崆
峒山東瞰西安，西接蘭州，南
鄰寶雞，北抵銀川，是古絲綢
之路西出關中之要塞，既富北
方山勢之雄偉，又兼南方景色
之秀麗，凝重典雅的八台九宮
十二院四十二座建築群七十二
處石府洞天，氣魄宏偉，底蘊
豐厚。秦皇、漢武曾效法黃帝
西登崆峒，司馬遷、杜甫、白
居易、林則徐、譚嗣同等文人
墨客也留下華章。此外，崆峒
武術與少林、武當、峨嵋等武
術流派齊名，金庸於崆峒山立
碑「崆峒武術，威峙西陲」。

平涼崆峒山獎旅行社43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冬、
李兵 成都報道）第98屆全國糖
酒商品交易會日前在成都舉行，
這是全國糖酒會第29次在成都市
舉辦。總展覽面積近21萬平方
米，是迄今為止糖酒會展覽面積
最大的一屆。本屆糖酒會吸引了
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美國、
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智

利、南非、馬來西
亞、韓國、新西蘭
等20多個國家和
地區以展團的形式
參展，參展企業總
數達4,100家。
中國糖業酒類

集團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楊成剛介紹，
展場分設六大類展
區，分別是傳統酒
類、葡萄酒及國際

烈酒、食品飲料、調味品、食品
機械和食品包裝。
有關新零售、新消費場景、渠道

創新的討論，是本屆糖酒會各品類
廠商的熱門話題。其間舉辦第九屆
全國調味品行業「新渠道、新趨
勢」高峰論壇、第四屆快消品＋互
聯網大會、新零售時代經銷商轉型
論壇、IP賦能食品論壇等活動。

成都糖酒會吸4100企業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
報道）2018「一帶一路」新疆暖通展
覽會近日舉行，據主辦方中國建築材
料流通協會電供暖專業委員會秘書長
賀威介紹，新疆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
的核心區，也是內地首個全國綜合能
源改革試點省區，承擔着全面打造國
家級能源戰略通道和節能、清潔、高
效的產業基地示範作用。為此，新疆
率先在內地成立「電（化）氣化新
疆」辦公室，以加快電能替代散煤的
能源消費方式轉變。本次展會以電供
暖產業新產品和新技術的推廣應用，
進一步推動電（化）氣化新疆政策的

實施，並以此帶動整個暖通行業更好
發展。

今年投資逾千億建設
今年以來，新疆試點將多餘的風電

資源轉化成熱能，實施以電代煤的
「煤改電」供暖項目。截至目前，
「電採暖」供熱面積已逾100萬平方
米。為加快推進新一輪農村電網升級
改造工程，加快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
供暖示範項目和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
施建設，新疆今年將力爭完成「電
（化）氣化新疆」建設投資逾1,000
億元人民幣。

■■圖為圖為20182018「「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新疆暖通新疆暖通
展覽會現場展覽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新疆傳真香港文匯報新疆傳真

「電（化）氣化新疆」促暖通業發展

「疆電外送」貫通 有望年底投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

報道）擁有四個「世界之最」的「疆
電外送」工程──新疆准東至安徽皖
南±11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
（新疆段）正式貫通。這項工程於
2016年1月開工，預計今年底建成投
入運營。該工程起點位於新疆昌吉回
族自治州，終點位於安徽宣城，途徑

新疆、甘肅、寧夏、陝西、河南、安
徽六省區，全長3,324千米，其中，
新疆段598.684千米。建成投運後，
每年可向中東部地區輸送電力660億
千瓦時，減少燃煤運輸3,024萬噸。
其建成將提高新疆火電、風電、太陽
能發電等電力外送能力，進一步提高
直流輸電效率。

成都高新區年增企業1.7萬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成都高新區
獲悉，自2017年4月1日中國（四
川）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立以來，
成都高新區作為核心區與主陣地，一
年來，新登記各類型企業共17,472
戶，註冊資本1,769.76億元人民幣。
「市場極度活躍，與創新改革息息
相關。」成都高新自貿區負責人表
示，一年來，該區先後實施推進「大

數據＋人工智能＋政務服務」，深化
簡政放權、「放管服」改革，全國首
倡全球頂級科技園區合夥人計劃
（TSPPP），促進技術鏈、資本鏈、產
業鏈深度融合等40項改革創新案例。
據悉，該區「放管服」改革涉及經
濟運行、稅務、基層治理、社會事業
等687項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事項，
加速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打通了「最
後一公里」。

■圖為全國糖酒會進口商品展台。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