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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可任職陸司法部門
最高法推36措施 服務兩岸融合發展

最高人民法院該份全稱為《關於為深
化兩岸融合發展提供司法服務的若

干措施》的文件共計36條，其中，有12
條措施涉及公正高效審理案件，全面保
障台胞的訴訟權利；有9條措施涉及完
善便民利民措施，為台胞提供優質司法
服務；有7條措施涉及加強司法組織機
構建設，為服務台胞進一步健全保障機
制；有8條措施涉及擴大台胞參與司法
工作，推動兩岸司法交流。其中32個條
文內容均為首次規定在最高法制定的司
法文件中。

平等保護台胞合法權益
姜啟波表示，上述措施是最高法首次
推出的系統性、實效性舉措，旨在全面
平等保護台胞合法權益，為深化兩岸融
合發展提供司法服務。
「人民法院有責任、有義務為各項措
施落地落實提供法治和司法保障。」姜
啟波強調，特別是對於台胞、台灣企業
基於「惠及台胞31條措施」享受國家
各項政策優惠、補貼、獎勵、激勵、准
入等同等待遇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矛盾與
糾紛，「人民法院有責任有義務通過發
揮審判職能予以依法妥善化解。」

兩岸交流頻繁訴訟大增
他指出，隨着兩岸交流的日益頻繁，
兩岸互涉糾紛和訴訟案件大幅增加。據

統計，2008年至2018年間，法院受理一
審涉台案件年均達逾5千件，其中2012
年最多，有7千餘件。
上述措施以促進融合發展，努力擴大
台胞受益面。在全面保障訴訟權利方
面，將加強產權司法保護，依法保障台
胞在大陸的投資安全、財產安全，加強
知識產權保護。依法慎用強制措施、查
封扣押凍結措施、限制出境措施，最大
限度降低對台胞、台灣企業正常生活、
經營的不利影響。
在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方面規定，受理
涉台案件較多的法院可以設立涉台案件
專門立案窗口。為傷病、殘疾、老年、
未成年的台灣同胞提供立案、送達、調
解方面的便利。
同時，台灣居民居住證，台灣居民來
往大陸通行證可作為身份證明，參與訴
訟活動和旁聽審判。措施還規定，支持
涉台案件較多的地區，設立台灣地區民
商事法律查明專業機構、涉台社區矯正
專門機構等。
此外，在擴大參與司法工作方面則首

次規定，將選任符合條件的台胞擔任涉
台案件的人民陪審員，探索聘請符合相
關條件的台胞擔任人民法院書記員等司
法輔助人員，逐步擴大台胞參與審判工作
範圍。鼓勵支持台灣法律界人士申報人
民法院及其主管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
組織發佈的司法調研、理論研究課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

護台灣民眾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在京發佈司法措施，內容

涉及公正高效審理案件、完善便民利民措施等，以解決台胞在大陸

學習及創業等方面的實際問題和現實困難。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姜啟

波表示，這些措施中絕大部分條文內容均為首次規定在最高法制定

的司法文件中。措施中還首次規定，符合條件的台胞可擔任涉台案

件的人民陪審員、書記員等職，台法律界人士亦可申報赴大陸司法

部門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
州報道）香港貿發局率香港城市建
設服務業到穗交流，透過論壇、商
貿配對等活動為粵港兩地企業創建
合作機會。其間，不少香港建造業
專業人士呼籲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早
日資格互認，讓香港工程師模式早
日從現有的橫琴片區，推廣到大灣
區，並為大灣區的智慧城市、城鎮
的建設貢獻香港方案。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透露，

此次率領25名來自香港多個專業
領域的專才，包括建築設計、城市
規劃、建築工程顧問及管理、房地
產開發、能源設施、環保工程及設
施、物業設施管理、室內設計及金
融等領域人士，一起到廣州交流、
推介，就是為了向廣東省政府和企
業介紹香港城市建設服務業等優
勢，也順勢鼓勵香港城市建設服務
業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發展。

港工程模式已落地橫琴
葉澤恩表示，上月公佈的《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要完
善城市群和城鎮化發展體系，以及
表明要建設智能小鎮，開展智能技
術應用試驗，推動體制機制創新，
探索未來城市發展模式。
「可以說為香港的基建和城市規

劃服務提供了更大的市場和施展空
間。」葉澤恩認為，香港的建造業
人才濟濟，既具有國際視野，也熟
識內地城市規劃需要。同時，香港

配備世界級的信息及通訊科技基建和互聯網連
接，是許多智能城市應用技術的理想試驗場。
華眾聯創設計顧問（橫琴）有限公司總經理

閆澍表示，香港的工程管理模式去年中落地橫
琴片區的初步嘗試顯示，差異性是工程技術發
展的源動力，工程技術的整合將推動社會融合
並彌合社會的差異。
閆澍舉例說，首先，聘請香港專業人士，包

括香港政府認可人士（AP）在橫琴直接提供
服務；其次，AP負責之下的工程治理管理和
工程安全管理體系；第三是，香港專業人員在
橫琴新區的登記、認證、備案和管理辦法。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司法措施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司法措施
一、公正高效審理案件，全面保障訴訟權利

1. 受審在押的台灣被告人，其監護人、近親屬申請會見，經審查認為不
妨礙案件審判的，應當准許。

2. 對因犯罪受審或執行刑罰的台灣居民，應當依法平等適用緩刑、判處
管制、裁定假釋、決定或批准暫予監外執行，實行社區矯正。

二、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提供優質司法服務

1. 經濟確有困難的台灣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訴訟的，可以
依法准予緩交、減交、免交訴訟費用。

2. 對權利受到侵害無法獲得有效賠償的台灣當事人，符合有關規定條件
的，可以提供一次性國家司法救助，幫助解決其生活面臨的急迫困難。

三、加強組織機構建設，健全服務保障機制

1. 建立與涉台案件特點相適應的審判管理機制和績效考核機制。辦理兩
岸司法互助案件情況納入司法統計和績效考核範圍。

2. 探索建立涉台案件審判指導委員會制度，統一涉台案件裁判標準和尺度。

四、擴大參與司法工作，推動兩岸司法交流

1. 依法保障獲得大陸律師執業證書的台灣居民的執業權利，鼓勵其在人
民法院參與律師調解等工作。

2. 鼓勵、支持台灣青年學生到人民法院實習，並積極提供相應便利與保
障。積極打造兩岸青年學生、青年法官的交流交往平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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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昨日發佈司法措施最高人民法院昨日發佈司法措施，，全面平等保護台胞合法權益全面平等保護台胞合法權益。。圖為雲圖為雲
南一小學啟動南一小學啟動「「模擬法庭模擬法庭」」活動活動，，灌輸學生法治思想灌輸學生法治思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4日，考古專家在江蘇溧陽上興

鎮一座春秋時期的土墩墓裡發現一罐

雞蛋。據了解，這是江蘇土墩墓裡出

土的第五罐雞蛋。此前有四罐分別藏

於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句容博

物館和南京農業大學博物館。

■中國江蘇網

25025000年年前前雞雞蛋蛋長啥樣長啥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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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和2018年，中國登山家孫義全兩次成功
登頂珠穆朗瑪峰。下個月，他將再從遼寧瀋陽出
發，第三次攀登珠穆朗瑪峰。
孫義全第三次攀登珠峰新聞發佈會昨日在瀋陽舉

行。據發佈會消息，孫義全如果第三次攀登珠峰登頂
成功，他將成為民間登頂珠峰次數最多的中國人。
2013年5月19日，孫義全首次登頂海拔8,844.43

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成為中國從南坡登
頂珠峰最年輕的登山家，這一紀錄保持至今。
2018年5月20日，他第二次成功登頂珠峰。
據透露，孫義全第三次攀登珠峰，一部反映他
此次攀登的紀錄片也將同期拍攝。該片由來自泰國
的一位知名導演執導，講述他攀登珠峰過程中艱險
的經歷和故事。
據了解，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的孫義
全，曾先後登頂國內外多座著名山峰，後來再攀登
珠穆朗瑪峰，此後他的藝術創作與登山的體悟密不
可分。

在發佈會上，對於「已經成功登頂兩次，為什
麼還要再冒險去攀登」的提問，孫義全回答：
「對於我來說，生命在於不斷超越自我，用自己
最喜歡的生活方式，用最真實的情感與經歷，創
作出最能引發共鳴的作品，登山就是實現自我價
值的最好方式。」 ■中新社

孫義全擬第三度登頂珠峰孫義全擬第三度登頂珠峰
記者在現場看到，考古工地是一

座直徑約 40 米的圓形大土
墩，高度接近4米，當地人稱之為
子午墩。出土雞蛋的11號墓裡有印
紋硬陶的罐、釜，原始青瓷的盅、
瓿，泥質灰陶的三足盤，儲存器、
炊器、盛食器俱全。考古隊員周恒
明表示，24日上午10時左右，他在
清理這座墓葬時取下一隻陶罐的蓋
子，驚喜地發現裡面是滿滿一罐雞
蛋，大約有20多個，他看了看趕緊
蓋上蓋子——這是2500年前的雞
蛋，日曬和風吹都可能讓脆弱的文
物開裂風化。

推斷墓主地位較高
11號墓的墓穴並不大，僅能躺下

一人，為什麼會有一個大得像小山
一樣的封土呢？原來，土墩墓是江
南地區獨特的葬俗，與中原地區向
地下挖墓穴不同，土墩墓是把死者
放在平地或是石床上堆起封土。圍
繞着中心墓葬，其他死者被埋葬在
周圍，因此封土越堆越高、越堆越
大，有可能成為一個家族共同的墓
地。此次發現的子午墩在考古發掘
前高達7米多，共有38座墓葬，從
上到下共有6層，11號墓位於第五
層，共出土文物48件（套），其中
就包括這罐雞蛋。
從文物數量較多來推斷，這座墓

的主人應當是家族中地位較高的
人，死後族人們用全套的存貯器、
炊器和盛食器陪葬，希望他在另一

個世界不會忍受飢餓。陶器內當初
可能也裝有穀物等其他食物，但因
為年代久遠，被腐蝕而蕩然無存。

待進一步鑒定化驗
此次出土的雞蛋與現在的草雞蛋差

不多大，剛出土時蛋殼有微青色，有
可能是先民們撿拾的野雞蛋，也有可
能是家雞蛋。雞蛋歷經2500年時光，
應該基本被分解，而蛋殼是鈣質，性
質穩定因此能夠保存下來，所以這罐
雞蛋有可能只留下「一罐雞蛋殼」。
考古專家說，雞蛋黃和雞蛋清是有機
質，但也不排除保存條件好，雞蛋殼
裡的物質仍然有殘留。這罐雞蛋將被
放到恒溫恒濕櫃中，等待進一步的鑒
定與化驗。

？？

■■出土的陶罐與雞蛋出土的陶罐與雞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孫義全孫義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展開一疊破舊泛黃的紙頁展開一疊破舊泛黃的紙頁，，用刷具蘸取調製用刷具蘸取調製
好的膠水好的膠水，，小心翼翼地在塑料薄膜上推開小心翼翼地在塑料薄膜上推開、、刷刷
平……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錦屏縣平……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錦屏縣
錦屏文書特藏館內錦屏文書特藏館內，，工作人員楊巧平正在認真地工作人員楊巧平正在認真地

裱糊一張珍貴的裱糊一張珍貴的「「錦屏文書錦屏文書」。」。
「「這些文書是清水江流域混農林生產這些文書是清水江流域混農林生產、、木材貿易的木材貿易的

重要記載重要記載，，如果再不搶救就流失了如果再不搶救就流失了。」。」楊巧平說楊巧平說，，她她
和同事們通過裱糊和同事們通過裱糊、、破損修復破損修復、、數字化掃描等多道工數字化掃描等多道工
序序，，對對「「錦屏文書錦屏文書」」進行搶救性整理進行搶救性整理。。
明清以來明清以來，，以錦屏縣為中心的清水江中下游地區的以錦屏縣為中心的清水江中下游地區的
巨型木材被運往北京建造宮殿巨型木材被運往北京建造宮殿，，當地人工造林頗具規當地人工造林頗具規
模模，，並帶動繁榮的木材貿易並帶動繁榮的木材貿易，，形成木商文化形成木商文化，，也由也由
此產生以紙質林業契約為主體的此產生以紙質林業契約為主體的「「錦屏文書錦屏文書」。」。

這一反映當時社會發展及歷史變遷的珍貴文史檔這一反映當時社會發展及歷史變遷的珍貴文史檔
案案，，包含了山林包含了山林、、田地田地、、房屋房屋、、宅基地宅基地、、水塘等不動水塘等不動
產權屬買賣轉移產權屬買賣轉移、、農林生產經營農林生產經營、、財產分割財產分割、、糾紛調糾紛調
解解、、鄉規民約及鄉土風俗等記錄鄉規民約及鄉土風俗等記錄。。作為中國現今保存作為中國現今保存
完整完整、、系統系統、、集中的歷史文獻和珍貴民間文書之一集中的歷史文獻和珍貴民間文書之一，，
它承載着當地居民對綠水青山的世代守護它承載着當地居民對綠水青山的世代守護，，具極高研具極高研
究價值究價值。。

被視作民間習慣法被視作民間習慣法
「「生態生態、、法治法治、、誠信誠信、、和諧是和諧是『『錦屏文書錦屏文書』』的關鍵的關鍵

詞詞，，其中其中，，大量記載如何造林大量記載如何造林、、管林管林。」。」錦屏文書特錦屏文書特
藏館館長王宗勳說藏館館長王宗勳說，，被視作民間習慣法的被視作民間習慣法的「「錦屏文錦屏文
書書」」是當地居民自我管理的工具是當地居民自我管理的工具，，具極高權威性具極高權威性。。
「「每一份文書都能完整展現二三百年前一個家庭的每一份文書都能完整展現二三百年前一個家庭的

全部全部。」。」王宗勳說王宗勳說，「，「錦屏文書錦屏文書」」折射家庭發展變遷折射家庭發展變遷
和農村社會變化和農村社會變化。。如今如今，，農戶面臨林地糾紛時農戶面臨林地糾紛時，，仍會仍會
第一時間到特藏館查閱文書記載作為依據第一時間到特藏館查閱文書記載作為依據。。

立法增強保護力度立法增強保護力度
「「錦屏文書錦屏文書」」20102010年入選年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

錄錄」。」。從今年從今年33月月11日起日起，，貴州省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黔東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錦屏文書保護條例治州錦屏文書保護條例》》正式施行正式施行，「，「錦屏文書錦屏文書」」正正
式獲得地方法規保護式獲得地方法規保護。。
目前目前，，特藏館從各渠道徵收的特藏館從各渠道徵收的「「錦屏文書錦屏文書」」超過超過66

萬件萬件，，其中其中，，44萬多件已完成修復和數字化整理萬多件已完成修復和數字化整理，，對對
文書進行系統出版的工作也在籌備中文書進行系統出版的工作也在籌備中。。 ■■新華社新華社

貴州搶救貴州搶救錦屏文錦屏文書書 護清水江契約文化護清水江契約文化

■■王宗勳王宗勳（（右右））在指導工在指導工
作人員對作人員對「「錦屏文書錦屏文書」」進進
行裱糊行裱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