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家發改

委、自然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與中國鐵路總公司

近日聯合發佈《關於推進高鐵站周邊區域合理開發建

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

到，新建鐵路選線應盡量減少對城市的分割，新建車

站選址盡可能在中心城區或靠近城市建成區，確保人

民群眾乘坐高鐵出行便利。

部分高鐵站距市區距離
城市及車站名 距市區距離
北京南站 約8公里

廣州南站 約24公里

上海虹橋 約20公里

深圳北站 約12公里

天津南站 約20公里

杭州東站 約25公里

重慶北站 約10公里

昆明南站 約30公里

蘭州西站 約10公里

烏魯木齊新客站 約25公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整理

四部委：新建高鐵站應近市中心
確保民眾出行便利 防控周邊純房地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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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機械人大會八月北京召開
國內外150多家企業及科研機構最新成果將亮相

《意見》提出，要合理確定高鐵車站周
邊用地規模、結構、佈局及土地開

發和供應時序，堅決防控單純房地產化傾
向。高鐵車站建設也要規模適當、經濟適
用，切忌貪大求洋、追求奢華。
中國高鐵建設近年來取得了飛速發展，
截至2017年底，中國高鐵營運里程已經達
到2.5萬公里，佔世界高鐵總量的66.3％，
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冠軍」。預計到
2020年，中國高鐵營運里程將達到3萬公
里，覆蓋逾八成內地大城市。

高鐵「融城」研究不深入
高鐵建設的快速發展也暴露出了一些問
題。近日，國家發改委、自然資源部、住
建部與中國鐵路總公司聯合發佈《關於推
進高鐵站周邊區域合理開發建設的指導意
見》。
《意見》指出，內地高鐵車站周邊區域
整體開發建設仍處於起步階段，各方面對
高鐵建設和城鎮化融合發展研究還不深

入，個別地方高鐵車站周邊開發建設不同
程度地存在初期規模過大、功能定位偏
高、發展模式較單一、綜合配套不完善等
問題，對人口和產業吸引力不夠，持續健
康發展的基礎不夠牢固，潛藏着一定的社
會經濟風險。

嚴防政府違規舉債盲目開發
為推進高鐵車站周邊區域合理開發建

設，《意見》要求，合理確定高鐵車站選
址和規模。高鐵車站選址要符合土地利用
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切實處理好高
鐵通達性和高鐵車站周邊開發建設之間的
關係。新建鐵路選線應盡量減少對城市的
分割，新建車站選址盡可能在中心城區或
靠近城市建成區，確保人民群眾乘坐高鐵
出行便利。高鐵車站建設也要規模適當、
經濟適用，切忌貪大求洋、追求奢華。
《意見》提出，高鐵車站周邊開發建設
要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節約用地
制度，依法辦理建設用地審批手續。有關

城市要合理確定高鐵車站周邊用地規模、
結構、佈局及土地開發和供應時序，堅決
防控單純房地產化傾向。同時，要嚴禁借

高鐵車站周邊開發建設名義盲目搞城市擴
張。切實防範高鐵車站周邊開發建設帶來
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據世
界機械人大會主辦方透露，2018世界機
械人大會擬於8月15日至19日在北京亦
創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大會以「共創智慧
新動能 共享開放新時代」為主題，由
「論壇」、「博覽會」和「大賽」三大板
塊構成。
世界機械人大會是經國務院批准，北京
市人民政府、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科學
技術協會共同主辦的國際會議。世界機械

人大會從2015年起至今共舉行了三屆，已
經成為溝通中國與世界、融合科技與產業
的重要平台。

促進全球領域精英交流
論壇由3天的主論壇和20多場專題論壇

組成，來自美、俄、德、日、韓等國300
多位業界專家和企業領袖，將對基礎技
術、創新、應用和實踐等話題進行探討和
交流。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

英國工程技術學會（IET）、俄羅斯機械
人協會（RAR）等16家國際組織將作為支
持機構全面參與大會。

將展示反恐掃雷機械人
此屆博覽會新設機械人應用展區和地面

無人系統展區，將聯同其他展區匯聚哈工
大機械人集團、西門子、中信重工等150
多家國內外企業及科研機構，全面展示人
工智能系統、工業機械人、服務機械人、

特種機械人等最新成果。其中，機械人應
用展區將展現水下機械人、軍工機械人、
特種機械人、空間機械人。
在往屆大會上，中國軍工企業和科研機

構展出了排爆、掃雷、偵查、巡邏等軍工
機械人。近年來，中國在軍用機械人領
域，無人平台系統發展很快，在數據鏈、
驅動程序、控制技術等領域均具備自主研
發能力，有些軍工機械人已經用於反恐、
掃雷等領域。

■■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聯合發文指出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聯合發文指出，，新建新建
車站選址盡可能在中心城區或靠近城市建成車站選址盡可能在中心城區或靠近城市建成
區區，，確保人民群眾乘坐高鐵出行便利確保人民群眾乘坐高鐵出行便利。。圖為圖為
一列高鐵駛進廣深港高鐵廣州慶盛站一列高鐵駛進廣深港高鐵廣州慶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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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報道）據海
南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局消息，自1日海南
省實施59國人員入境旅遊免簽政策以來，
截至6日，免簽入境遊客已累計達5,358人
次，比去年同期上升25%。
據介紹，5月1日以來的免簽入境遊客中
人數前三名分別為俄羅斯遊客3,070人次、
韓國遊客1,346人次、哈薩克斯坦遊客381
人次。海南省公安廳提醒，免簽入瓊的境外
遊客來瓊24小時前，應由旅行社進行預申
報，過審人員方可免簽入境。若入境的外國
遊客有繼續到中國境內其他地區遊玩的意
願，需依法辦理簽證證件。

海南一周逾五千客免簽入境

勞工平均月薪1.32萬遭疑
台官員坦言無法反映實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71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將於本月21日在瑞

士日內瓦舉行，在昨日報名截止前，去年未被邀請出席會議的台灣，今年再度未收

到邀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昨日就世衛大會有關涉台問題接受採訪時表示，導致

台灣地區今年仍不能參加WHA的原因是民進黨當局迄今拒絕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

則的「九二共識」，台灣地區參加WHA的政治基礎不存在，不能參會的責任完全

在民進黨當局。

■昨日報名截止前，台灣再度未收到世界衛生大會邀請。圖為第70屆
世界衛生大會在瑞士日內瓦萬國宮開幕，台灣去年已未能參加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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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再度未獲世衛邀請
國台辦：責在民進黨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

「台商二代」扎根大陸 助家族企業轉型

安峰山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台灣地區參與國

際組織活動問題，我們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
即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世界衛生組織是聯
合國專門機構，理所當然應按照聯合國大會第
2758號決議和世衛大會25.1號決議所確立的一個
中國原則處理WHA涉台問題。

台參加WHA需共同政治基礎
他指出，2009年至2016年間，台灣地區連續8
年以「中華台北」名義、觀察員身份參加了

WHA，這是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背景下，在兩
岸雙方均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政
治基礎上，通過兩岸協商作出的特殊安排。這充分
表明，只有回到「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來，兩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續，兩岸也才有可
能就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進行協商。
安峰山表示，大陸方面始終高度重視台灣同胞
的健康福祉，採取了多項措施促進兩岸衛生領域交
流合作。我們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對台灣地區參與
全球衛生事務作了妥善安排。經我們與世界衛生組
織達成安排，台灣地區專家可以適當身份參加世衛

組織相關技術會議和活動，有需要時世衛組織亦可
派專家赴台進行指導。這些安排確保了無論是台灣
島內還是國際上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台灣地區
均可及時有效應對，體現了大陸對待台灣同胞關心
的衛生健康問題的善意和誠意。
他還說，當前形勢下，民進黨當局應該反思台
灣地區今年為什麼與去年一樣仍不能參加WHA，
而不是推卸責任、轉移焦點、誤導台灣民眾和國際
社會。

一中原則是國際普遍共識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北京舉行的例行記者

會上也表示說，由於民進黨當局迄不承認體現一個
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破壞了台灣地區參加
WHA的政治基礎。今年台灣地區收不到參會邀
請，責任完全在民進黨當局。
耿爽說，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世衛大會25.1號決議
確立了一個中國原則，為WHA處理涉台問題提供
了遵循。

香港文匯
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
1987 年 ，

兩岸開放探親，一大批台商來到大陸創
業；30年後的今天，他們的後代已經成
長，或接班或創業……在雲南昆明的「台
商二代」群體近日講述扎根西部的心路歷
程。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扎根昆明的「台商

二代」共有10餘人，涉及製造業、農業、旅
遊、文化、教育等領域。他們中，有人致力
於幫助家族企業轉型升級，也有人開創與父
輩完全不同的事業。
1989年出生的陳俞帆，是典型的家族企業
接班人。其父陳嘉雄創立的昆明統一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是雲南省著名的蝴蝶蘭種植企
業，產品遠銷東南亞各國。2013年，陳俞帆

剛從美國畢業，便來到雲南。
「回來就是想用自己所學，為年邁的父母

減輕負擔，也希望能助力家族產業更上一層
樓。」相比眾多「台商二代」對接班家族企
業的抗拒，陳俞帆要溫順得多。但他沒想
到，回來接手的第一件工作竟然是打理家族
新開的養生理療館。
「美國的同學都是在華爾街上班，我回來

卻在做按摩師，心理落差肯定有。」陳俞帆
說，他剛開始接管養生館時，因為缺乏經
驗和「水土不服」，經常被各種事情弄得
「頭破血流」，但也在短時間內快速成
長。獲得「新生」後，他接手蝴蝶蘭生意
的海外業務。
「近水樓台先得月並不都是好事，有時還

是需要從基層做起。」陳俞帆說，2014年年
底，越南的經銷商因為滯銷遲遲不兌現貨
款。他飛過去借用朋友的車庫，將10多萬元

（人民幣，下同）的貨一盆一盆地賣了出
去，也因此收穫自己的最大客戶。
陳俞帆坦言，「來大陸的這些年，其身

邊來來回回的『創二代』並不在少數，但
能扎根下來的卻不多。其實，不管是在台
灣或是大陸，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難
題。但只要保持正能量的心態，就會有
收穫。」

西部待開發 更能展才華
談及為什麼選擇在相對落後的西部省份發

展，陳俞帆給出的答案是：待開發的西部，
能給年輕人更多施展才華的空間。趁年輕，
他們想有更多挑戰。
為了讓「台商二代」更好地落地雲南，陳

俞帆參與承擔起昆明台灣同胞青年投資協會
的主持工作。「心境需要分享，經驗更需要
交流。」

�����6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
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賴清德日前表
示，去年台灣勞工平均月薪近5萬元
（新台幣，下同，約合1.32萬港元）。
台灣勞動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許銘春昨
日對此坦言，該數字無法真實反映社會
現況。
台灣地區立法機構昨日邀請勞動事務

主管部門官員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
詢。來自中國國民黨的台灣地區民意代
表蔣萬安質詢時，聚焦低薪問題，並詢
問許銘春，賴清德所說的平均月薪近5
萬元是否真實反映社會現況。
許銘春回應，平均數字確實沒有反映

社會現況。台灣民眾普遍沒有如此高
薪，應該要看每個行業呈現出來的薪資

調查，才會貼近實際情況。不過，她也
強調，平均數字亦是統計得出，不能視
為錯誤。
據台灣「主計總處」統計，2017年工

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經常性
薪資（含基本工資、津貼等，即一般慣
稱的「月薪」）平均為3.9953萬元。若
加上年終獎金、紅利、績效獎金及加班
費等非經常性薪資，每人每月總薪資平
均為4.9989萬元。賴清德日前出席活動
致詞時也引用該數字，並稱勞工4.9989
萬元的平均月薪已創歷史新高。
蔣萬安批評，該數字「不可思議」，
當局不應該用美化過的數字來欺騙民
眾，而是應該公佈可以真實反映民眾收
入的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