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解放軍18日在台灣海峽舉行實彈演習，雖然民進黨當局大派「定心丸」，

但大陸高調賦予其打擊「台獨」的意義，甚至點名自稱「台獨工作者」的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賴清德，都令演習

相當不尋常。《中國時報》援引專家的話稱，軍演意味着大陸對台政策將更清楚劃出3條紅線：一是阻止「台獨

公投」活動蔓延；二是嚇阻美國軍艦別想停靠台灣；三是警告民進黨當局不要逼大陸攤牌。軍演「很可能成為大

陸對台方針的分水嶺，換言之，今後大陸在處理台灣問題上，越來越不允許所謂的模糊灰色地帶」。

台灣《中國時報》19日用這樣一組數據
概括：此次軍演在福建石獅靶場沿海

登場，距離金門約65公里，軍演地區18公
里長、8.7公里寬，總面積162平方公里；參
演解放軍為駐地在廈門的73集團軍。《旺
報》注意到，被譽為世界最強火箭炮、射程
覆蓋台灣南北的衛士2D也參與了此次軍
演。文章說，衛士2D射程最高可達400公
里，部署在福建沿海一帶即可覆蓋整個台
灣。

台防務部門動用「第一預備金」
19日，台防務部門又稱，解放軍運-8、

轟-6K和圖-154等多款戰機穿越宮古水道進
入西太平洋。聯合新聞網稱，解放軍19日向
海內外發佈閩南話版和英文版「戰神」宣傳

片，展現轟-6K展翅飛行和繞島巡航的意
志。
台當局內在的緊張是不言而喻的。據聯合

新聞網19日報道，為應對解放軍「遠海長
航」繞台頻繁，台軍各型戰機及監偵機緊急
起飛架次與操演猛增，防務部門緊急動用
「第一預備金」近6億元新台幣，支持戰機
零件耗損。這是自1996年「台海危機」以
來，台軍方首度以類似理由動用相關經費。

專家：可視為北京發最嚴厲警告
18日的軍演是自2015年9月以來解放軍首

次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演習，其背後的政治信
號，用台媒的話說「相當濃烈」。美國知名兩
岸問題專家包道格稱，這是北京對華盛頓和台
北發出的「強硬信號」。蘭德公司資深研究

員希斯也認為，此次演習具有軍事和政治意
義。從軍事角度講，解放軍是在展示其隨時
可以進行大規模聯合軍事行動的能力；從政
治角度來說，這次演習可能是在傳遞北京對
美國的不滿。
《旺報》19日特別對中央電視台「勿謂言

之不預」的話進行解讀。文章說，它的意思
是「不要說事先沒警告過你」，提醒對方三
思而行；一般在關鍵時刻由官媒發出，可視
為北京的「最後通牒」。台媒回顧稱，1978
年底越南越界入侵，《人民日報》同樣發出
這句警語，54天後解放軍出兵打進越南北部
20餘個重要城鎮。越南從此不敢再越境。而
大陸最近使用這句警告語是在去年中印邊境
事件中，顯見大陸官方已不再容忍賴清德的
「台獨」言行，發出最嚴厲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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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戰略助兩岸農業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五屆川
台農業合作論壇暨海峽兩岸鄉村振興研討會
昨日在四川成都啟幕，300多位兩岸人士就
鄉村振興、特色休閑農業、鄉村旅遊等話題
展開研討交流。與會者表示，鄉村振興戰略
將為兩岸農業合作帶來廣闊前景。
「四川自然資源得天獨厚，台灣鄉村特色

農業發達但土地不夠，雙方農業合作具有互
補性。」台灣旺旺集團副董事長胡志強接受
採訪時表示，兩岸農業的交流是兩岸關係發
展的快速道路。
除主論壇、分論壇外，本屆活動首次集觀

賞、品嚐、體驗、娛樂、購買於一體，設
置了「台灣之窗」、「台創園區」、「農
夫集市」等5個主題展區。同時，四川省委
農工委和四川省委台辦宣佈建立川台農業
合作鄉村振興台灣專家智庫，並向首批4位
台灣專家頒發聘書。此外，第二批10家在
川涉農台資企業獲授「川台農業合作示範
基地」。
獲聘專家之一、台灣嘉南農場董事長詹鴻

維已來川進行農業合作八年，他表示，目前
中央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讓兩岸農業合
作更有機會。

中國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副主任、巡視員陳
邦勛同樣表示，台灣發展現代農業起步早、
基礎好、理念新，近年來兩岸在促進農業產
業發展、鄉村建設與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新進
展，推動了兩岸農業資源、技術、人才、資
金和市場的共享融合，「鄉村振興戰略的實
施，必將為兩岸農業交流合作提供更強勁的
動力」。
截至目前，川台兩地農業合作項目近300

個，投資金額超過140億元人民幣（約合港
幣174億元），建成「川台農業合作示範基
地」20個。

台軍人年金改革案 藍綠衝突下付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軍人年金改革相關的「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服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昨日
在藍、綠「立委」爆發數次衝突下，順
利一讀付委審查，預計在下周進入委員
會實質審查。民進黨立法機構黨團總召
柯建銘表示，依時程推估6月初到6月中
旬間，法案應該會通過。
針對軍人年金改革，民進黨團昨日力

推付委，引發中國國民黨團強烈抗議。
藍委楊鎮浯當場跳上主席台，卻被台灣
立法機構負責人蘇嘉全推下去。藍委痛
批蘇嘉全是「暴力主席」，並提案將蘇

嘉全送交紀律機構。
國民黨資深「立委」賴士葆表示，立

法機構負責人推人還真是前所未見。蘇
嘉全身為立法機構負責人卻推委員，這
等於是「參加民進黨團運作，和國民黨
立委打架」。
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總召林德福、書

記長李彥秀、首席副書記長曾銘宗昨
日率國民黨「立委」在立法機構議場
前召開記者會，並率藍委高呼「沒有
道歉，沒有軍改」、「沒有精算，沒
有軍改」等口號，並手拿「鴨霸政
府」等標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涉及販售黑心油案的台灣強冠公司董事
長葉文祥，被判刑22年。葉在獄中聲請
再審與停止執行刑罰，案經台灣高等法
院審結，昨日駁回確定。
本案起因強冠公司2014年向屏東縣一

家地下油廠收購動物飼料用油、餿水
油、皮革油熬煉製成的劣質油品，然後
改製成「全統香豬油」等產品，販售給全
台285家下游廠商，不法獲利超過8,000
萬元（新台幣，下同，約合港幣2,128萬
元），進而引發全台黑心油風暴。

2017年9月13日，法院依285項「加
重詐欺罪」和「摻偽假冒罪」，判處葉
文祥不得以罰金代替的有期徒刑17年，
及可以罰金代替的有期徒刑5年；強冠公
司也被判罰金1.2億元（約合港幣3,200
萬元），創下台灣食品安全案件史上最
重刑罰紀錄。葉文祥去年9月入監服刑。
不過葉文祥不服判決，向高等法院聲
請再審與停止執行刑罰被裁定駁回，進
而向高等法院提起抗告。
台灣高等法院審理後認為，抗告無理
由，裁定駁回抗告，全案定案。

台灣販售黑心油老闆判刑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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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水下考古
首期收官，發掘面積約2萬平方
米，出水文物3萬餘件，包括明
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冊封妃嬪
的金冊，鑄造的西王賞功金幣、
銀幣；明王朝冊封藩王、世子、
郡王及妃嬪的金冊、銀冊；銘刻
有年號、地點的明代官銀，以及
大量精美的金銀首飾、兵器、日
常生活用品，實證了「張獻忠江
口沉銀」不是一個傳說。江口
「沉銀遺址」也成功入選「2017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金寶殘損刀痕清晰可見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1月24日

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正式開始第二
次考古發掘。此次考古發掘，前
後歷時近 3 個月，發掘面積
10,000平方米。本年度總計出水
文物12,000餘件，其中最為重要
的是發現了一枚蜀王金寶。
據明史記載，皇子封親王，授
金冊金寶。世子承襲王位，止授
金冊，傳用金寶，也就是說，每
個藩王府只有唯一一枚金寶，因
此較金冊顯得更為稀少和珍貴。
本次發掘出水的這枚金寶，雖
然殘損，但可清楚地辨識出印面
的篆書蜀字，經鑒定應來自蜀藩
王府。不過遺憾的是，這枚金寶

已經碎成了10多塊。「張獻忠當
時也沒把它當文物，而是作為硬
通貨來使用，被砍成了10多塊，
刀痕清晰可見。」項目負責人劉
志巖說，後期將進行修復，但難
度很大。
300多年前，張獻忠與明朝將

領楊展激戰江口，火燒連片。
由於年代久遠，目前尚未找到
船隻部件，但出水大量兵器，
還是能夠讓人依稀看到當年水
戰的影子。
據介紹，江口明末戰場遺址上

一年度發掘出水文物上千件，直
接與張獻忠建立的大西政權相
關。而今年的考古發掘中，發現
了更多的鐵刀、鐵劍、鐵叉等兵
器，鐵製篙頭大量出水。此外遺
址內首次發現以三眼火銃為代表
的火器和金碗、銀碗等容器。銘
刻有四川地名的銀錠和船釘大量
出水，生活用品、金銀首飾與去
年相比獨具特色。船釘的大量發
現，也為認識沉船地點提供了新
線索。

發現大量刻有文字銀錠
彭山江口沉銀遺址，被確定為

張獻忠沉銀遺址中心區域之一，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發現大量刻
有文字的銀錠。銀錠不僅有大西
年號，且重量不菲。「歷史上只

有張獻忠用了大西這個年號，並
且50両銀錠當時只有張獻忠有這
個實力擁有，加上沉銀文字信息
顯示來自江西、湖南、湖北等
地，跟當年張獻忠的行經路線吻
合，所以確定彭山是張獻忠沉銀
之地。」中國國家博物館綜合考
古部主任楊林說。
而在此次發掘中，又發現諸多

銘刻川內地名的50両銀錠，「比
如雙流縣、溫江縣、灌縣、德陽
縣、綿竹縣等等，這些都為張獻
忠在四川的活動範圍提供了實物
證據。」「這些銀錠都不是普通
人所有。」考古項目負責人李飛
說，小說《金瓶梅》記載，明末
一頭豬的價格，大概是4両銀
子。這樣一枚銀錠，可以買10多
頭豬了。
據悉，目前彭山正在籌備建

造全球第一座寶藏博物館，初
步計劃建設規模2萬平方米，致
力於打造成與
三星堆博物
館、金沙遺
址博物館三
足鼎立的巴
蜀新名片。

昨日，四川省眉山市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2017-2018年度水

下考古成果通報會宣佈再次取得重要成果，出水各類文物12,000

餘件，其中，出水了一枚珍貴的蜀王金寶，係內地首次出水明代藩

王金寶。本次考古發掘過程中，還首次發現三眼火銃等明代

火器，進一步印證了江口是古代戰場遺址。 ■封面新聞

明代藩王金寶內地首出水明代藩王金寶內地首出水 大量船釘提供沉船地點新線索大量船釘提供沉船地點新線索

張獻忠戰場遺址張獻忠戰場遺址
再出萬餘文物再出萬餘文物

4月19日，圓明園流散文物捐贈儀式在
民盟中央機關舉行，民盟中央與北京市海
淀區圓明園管理處正式簽署文物捐贈協
議，圓明園兩件流散文物乾隆御筆「熙春
洞」石匾額和嘉慶御筆「稱松巖」詩石刻
從民盟中央翠園啟程「回家」。
圓明園文物考古科科長陳輝介紹，乾隆御

筆「熙春洞」石匾額曾安放於圓明園澤蘭堂
翠交軒前的石室洞門上。嘉慶御筆「稱松
巖」詩石刻曾安放在圓明園的如園。如今，
這兩件流散石刻文物位於民盟總部後院的中
式庭院中。據介紹，這裡原叫翠園，始建於
明代，清代曾為王府。1949年3月5日，民
盟總部從香港遷至於此。
記者在中式庭院內看到，此次捐贈的兩

件文物位於亭子邊的假山石塊下，周邊種
滿了花草，若不仔細尋找很難發現。乾隆御筆「熙春
洞」石匾額只能清晰地看到「洞」字，另兩字很難辨
清。而嘉慶御筆「稱松巖」已不完整，中間出現了兩
三條裂縫。為了將兩件文物完整運回圓明園，圓明園
找了專業的文物搬運公司，經過近兩個小時的工作，
兩處文物終於成功起出，由專車運回圓明園。
陳輝說，文物只有回到原本的地方才更有生命力，

文物回到圓明園後，專家會進行集中會診，商討修復
方案。「目前，圓明園已回歸了40餘件流散文物，工
作人員正在給每件文物訂做保護罩，預計6月底在圓
明園天心水面進行流散文物展。」陳輝說。

■北京青年報

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
昨日證實，近日流傳於網絡上的多
段一隻雪豹「趟水」視頻確係在青
海湖地區拍攝，這也是青海湖畔首
次記錄到雪豹活動畫面。網友在質
疑青海湖畔是否存在雪豹種群的同
時，疑問這隻雪豹跑到青海湖邊
「意欲何為」。
家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

縣黑馬河鎮的斗秀加介紹說，該隻雪豹是於19日在青海湖畔的石乃
亥鄉附近拍攝到的，當時目擊並拍攝到雪豹的當地牧民超過10人。
「近年來，雪豹出現在人口較多區域的事例時有發生，在瀾滄江

源地區曾有多次『雪豹進城』的事例。」長期在青海從事雪豹研究
的山水自然保護中心三江源項目主任趙翔說：「雪豹作為獨居動
物，其捕食、交配以及育幼的正常活動區域範圍（家域）在二十至
數百平方公里，青海湖地區接近祁連山區域，一直有雪豹分佈記
錄，但其種群狀況亟待考察研究。」
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何玉邦認為，雪豹一般活動

在雪線附近，出現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湖畔尚屬首次，通過現
場實地踏勘和了解情況，該隻雪豹疑似為一隻迷途雪豹。
雪豹素有「高海拔生態系統健康與否的氣壓計」之稱，1996年
《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已將其列為瀕危物種。目前中國是全球雪
豹最大分佈國，涵蓋其60%的棲息地。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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