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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張志軍

前日在山東濰坊舉辦的「兩岸高質量發展」論壇上表

示，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事實證明，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只有兩

岸關係好，台灣民眾才會

好，台灣才會有前途。

只有兩岸關係好 台灣才會有前途
張志軍強調「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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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預算打水漂 丁守中促蔡徹底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地區領導人蔡英文1日到彰化輔選時，
批評在野黨「反改革」，南台灣豪雨淹
大水卻不幫忙。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長參
選人丁守中昨日反擊指出，從這次水患
來看，過去當局投資上千億元（新台
幣，下同）的治水專案，結果中南部卻
都淹水，治水預算完全沒有成效。因為
在野黨的責任就是嚴格監督，當然要徹
底檢討、追究失敗責任。
對於蔡英文表示會再增加民進黨籍
彰化縣長魏明谷預算1,000億元，丁守

中則痛批，南部大水，過去治水預算
好像丟到水裡面去，完全沒有好的成
效，不知錢花到哪裡去，現在又去幫
魏明谷造勢，完全就是變相「買票」
的行為。
當丁守中被問到台北市長柯文哲陣營

指目前對選戰沒有很積極進行，就在
「等丁、姚自爆」時，丁守中說，台北
市政府的政策、團隊就自爆一大堆，強
推「認同卡」也根本是「說一套做一
套」，大家都沒有很大認同，因此柯文
哲自爆得更多。

蘇貞昌改口撐死刑 藍營批講空話騙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蔡英
文當局日前執行死刑，民進黨新北市長
參選人蘇貞昌回應說，法律明定有死
刑，執行死刑也是應該。針對「廢死」
議題，國民黨新北市長候選人葉元之昨
日痛批，蘇貞昌4年前是主張廢死的，
但為了騙票，他這次回鍋參選，立場前
後不一、政策講不清楚，講的都是空
話。
葉元之指出，蘇貞昌日前說法律明定
死刑，法院明確判決後，執行死刑也是
應該。葉元之說，換言之，蘇貞昌現在

是支持死刑的，但是4年前，他是支持
「廢死」的。
葉元之公開一篇2014年5月民進黨的

新聞稿，顯示當時蘇貞昌曾批評馬英九
當局執行死刑「主要是想轉移公民抗爭
訴求的焦點」，又指民進黨在過去執政
後期提出逐步暫停執行死刑。
葉元之批評，按照蘇貞昌的說法，蔡
英文現在執行死刑，不就是為了轉移執
政不利的焦點？而且蘇貞昌應該也認
為，蔡英文背棄過去民進黨逐步暫停執
行死刑的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於前日正式實施的《港澳台居民
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使在閩
台胞擁有 18位身份號碼的居住
證，與大陸居民身份證位數一
致，今後持證的在閩台胞在學
習、工作、生活中將與福建居民
享有「同等待遇」。對台先行先
試的福建，密集推出惠及台胞具
體舉措，備受台胞及大陸其他區
域關注。
其中，除支持台灣同胞在福州實

習就業創業、方便台胞在福州安居
樂業外，廈門、福州、莆田三地均
強調擴大金融對台開放，支持台資
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等。福建各地惠台舉措雖有共性，
但在經濟交流合作方面，各地立足
當地實際，各顯特色。

廈門助台融入「帶路」
廈門市將為台灣地區融入「一

帶一路」建設提供新機遇。廈門
官方提出，推進海滄、杏林、集
美台商投資區建設，鼓勵在廈門
的台資企業拓展內需市場和國際
市場、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鼓勵對台海運快件業務發
展，推動建設連接台灣與中亞、
歐洲區域轉運中心和陸海樞紐城
市，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等。

福州推進與台農業合作
福州市則會進一步推進榕台農

業合作。福州官方提出，加強福
清台灣農民創業園基礎設施建
設；在榕台資農業企業可與大陸
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
貼、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等農業
支持政策和優惠措施等。

莆田支持台胞投資醫療
莆田官方將鼓勵和支持台胞來莆投資醫療

健康、文化創意等重點產業，建設兩岸醫療
健康產業合作先行區等台商投資集聚區，給
予項目優先審批，採取「一企一策」的辦法
制定具體優惠政策。
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黃茂興認為，

福建各地惠台具體舉措將與中央層次的各項
惠台措施聯動，進一步推動對台交流合作更
加熱絡、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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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魯台經貿洽談會9月1日至4日
在此間舉辦，「兩岸高質量發展」

論壇為洽談會的系列活動之一。
張志軍說，大陸始終對台灣同胞熱切牽
掛，願意率先與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
遇，今年已推出一系列政策舉措。例如，
2月份大陸發佈了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的「31條惠台措施」，推進台胞台企
「同等待遇」，迄今已有10個省區市的
23個地方出台更多具體措施，其中就包括
山東省56條惠台措施和濰坊市80條惠台
措施。
應金門人民多年期盼，大陸秉持「以人

民為中心」理念，克服「台獨」勢力阻撓
干擾，推動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於8月初
正式通水。「從此，一江閩水飽含着大陸
同胞的骨肉親情流向金門，多年來飽受缺
水之苦的金門民眾將告別『水荒』生
活。」張志軍說。

抨民進黨設障阻陸善意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於
9月1日正式實施。台灣同胞自此可就近
申領台灣居民居住證，居住證將使台灣同
胞在居住地享受與大陸居民基本相同的公
共服務和便利。

張志軍還說，大陸真心實意為台胞台企
辦實事、辦好事，台灣島內卻頻頻出現蓄
意抹黑和阻攔的聲音，民進黨當局多次設
障干擾，甚至故意製造事端，對在兩岸經
營的企業進行政治操弄，遭到兩岸同胞的
強烈譴責和共同反對。

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大陸經濟延續了總
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態勢。上
半年GDP增速為6.8%，連續12個季度穩
定運行在6.7%至6.9%的區間；上半年台
灣對大陸投資也持續增長，表明廣大台胞
朋友對祖國大陸充滿信心。

■■數據顯示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台灣對大陸投資持續增長今年上半年台灣對大陸投資持續增長，，表表
明廣大台胞朋友對大陸充滿信心明廣大台胞朋友對大陸充滿信心。。圖為今年圖為今年66月在福建月在福建
舉行的海峽論壇舉行的海峽論壇．．兩岸特色廟會兩岸特色廟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女士8月31日七點半帶着在上海過暑假

的女兒和兒子，前往上海火車站乘車。上海火

車站工作人員介紹，由於臨近開學，近一周以

來上海火車站客流量日均超過10萬人次，部

分時段甚至比肩「小長假」。乘客中，有不少

像陳女士帶着孩子返鄉讀書的。暑假即將結

束，「小候鳥」們要回家上學了。儘管因為工

作繁忙，整個假期陳女士都沒法帶孩子們外出

遊玩，但臨走前，孩子們還是告訴她，「不想

回去，想來（上海）玩。」 ■澎湃新聞

上午十點半，在第9候車室廳門
口，陳女士坐在橫臥的行李箱

上，身旁還有一個塞滿東西的雙肩
包。兩個孩子身邊一人一個紅袋
子，裡面裝了些路上吃的水果、餅
乾。母子三人的午飯是泡麵，陳女
士平時是不准孩子們吃的，因為
「沒營養」，但「今天要趕車，沒
辦法。」

「最喜歡上海的廣場」
「我最喜歡上海的廣場！」即將
上大班的兒子小民（化名）說完就
開始擺弄母親的手機。「他見了我
一點都不認生。」說起今年兒子剛
來上海時的場景，陳女士笑了，因
為距離她上次見到兒子已經有半年
了。姐姐小芳（化名）則比較害
羞，但陳女士很為她驕傲，因為
「考試總考第一」。
陳女士說，她和愛人的工資之前

不夠一家人的生活開支，因此去年
女兒升入初中開始寄宿後，丈夫也
一同來到上海打工。陳女士沒有選
擇將孩子給家裡的老人帶，她擔心
老人容易生病，孩子更受罪。他們
把6歲半的兒子送到了熟識的一戶
人家借宿。在那裡，還有十多位跟
他們家庭情況類似的孩子。「每個
月600元人民幣，買東西另算，睡
上下鋪。」這次回去，陳女士首先
就是要安頓好女兒和兒子，「要去
借宿的那戶人家囑咐一下。」之
後，9月4號她就要返回上海。下次
見孩子就得到過年。

「想爸爸會跟他視頻」
同一個候車室，丁先生也準備送

愛人和孩子回河南老家。「他這個
月也是受了罪，」望着正大口吃冰
激凌的兒子，丁先生嘆道。因為在
上海的住處空調故障，整個暑假，

他們一家都只能靠電風扇消暑，
「回去之後能好好吹吹空調了。」
同樣因為工作繁忙，丁先生也沒帶
孩子好好逛逛上海。把兒子送回河
南後，丁先生將繼續回上海工作，
愛人和孩子則留在老家。丁先生的
兒子表示，「我如果想爸爸了就會
和他視頻。」這也是「小候鳥」和
父母的最主要溝通方式。

央視為《開學第一課》道歉：
播前廣告太多 影響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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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莫力廟福巨遺址為遼代龍化州

《流金稅月》福建稅票文物展昨日在福建福州林則
徐紀念館展出，本次展覽共展出近200件藏品，是福
建百年印花稅票中的精品，有許多孤品、珍罕品種的
印花稅票，以及多次獲得全國金獎和國際大獎的作
品。福建省集郵協會秘書長宋曉文表示，該展跨越了
清代、民國、新中國三個不同時期，許多珍貴的藏品

難得一見，見證了百年印花稅票史。
其中，一件珍貴的華僑文物吸引不少觀眾的目光：

1915年由福建暨南局頒發的「證明書」，上面貼有
長城圖印花稅票1元票，以及廈門思明籍華僑陳源助
的照片。據介紹，該機構是辛亥革命中廣大海外華僑
積極支援並參加革命的歷史見證。 ■中新社

閩紀念館展近200稅票文物

■得知列車即將停止檢票，家長帶
孩子往站台飛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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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親正帶一位母親正帶
兩個孩子趕兩個孩子趕
車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央視廣告經營管理中心的道歉函。
網上圖片

9月1日晚播出的《開學第一課》被家長質疑強制
觀看、延時播放、廣告時間過長、插播培訓機構廣告
等，引起廣泛關注。央視廣告經營管理中心昨天回應
稱：《開學第一課》播出前廣告太多，影響準時收
看，表示誠摯歉意。
教育部8月22日印發《關於組織中小學生上好
2018年<開學第一課>的通知》，要求各地及時把

《開學第一課》播出時間及頻道通知到各中小學校，
並要求學校通知到每一位學生及其家長，讓其在家與
家長共同觀看。 同時通知提出，各中小學校要結合
實際情況，通過開展科學實驗、主題班(團、隊)會、
觀後感、微博微信、社會實踐、研學旅行等豐富多彩
的後續活動。節目定於9月1日(星期六)20:00在中央
廣播電視總台央視綜合頻道(CCTV-1)播出。但9月1

日8點，《開學第一課》並未按時播出。
CCTV-1從8點至8點13分一直在播放廣
告，其中包括「一對一在線輔導」、「作
業幫」等課外培訓廣告。 ■鳳凰網

「經過史學界專家學者認定，科爾沁區莫力廟福巨
遺址被確定為遼代龍化州。」內蒙古民族大學西遼河
流域歷史考古研究中心李鵬教授對記者介紹說。
此前，李鵬通過地表勘察、文物標本採集研究、周

邊古河道研究、周邊古城遺址比對等大量研究，提出
「福巨遺址是遼代龍化州」及「通遼是契丹人的祖源
地」的科學觀點。這一觀點，在內蒙古通遼市近日召
開的第十四屆遼金契丹女真史學術研討會上，被參會
的眾多專家學者所認可。

推動遼史地理研究
科爾沁區莫力廟福巨遺址位於通遼市科爾沁區莫力

廟蘇木福巨嘎查北約2.5公里處。據史料記載，遼代
龍化州始建於公元902年，當時是遼代始祖耶律阿保
機的私城。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機統一了契丹各
部，成為部落可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在龍化
州城東築金鈴崗焚柴舉行稱帝儀式，尊曰大明大聖天

皇帝，他的夫人曰大明大聖地皇后，國號契丹，年號
神冊。自此，耶律阿保機成為古代中國北方民族的皇
帝。
李鵬表示，該遺址被確定為遼代龍化州最大的價值

是，解決了遼史研究中長期懸而未絕的重大問題，推
動遼史地理志的研究。李鵬認為，該遺址被確定為遼
代龍化州後，通遼市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外宣稱該地為
契丹遼王朝的龍興之地。 ■中新社

■■福巨城址福巨城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