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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訪大灣區 助台商尋機遇
主張兩岸一中反「台獨」 用誠意推動兩岸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台灣網報道，
台中火力發電廠（中火）1號到4號機
組放流水經台中市環保局在一年內三次
採樣檢測不合格，市府認定違規情節重
大，市環保局昨日決定開罰2,000萬元
（新台幣，下同，約508萬港元）。據
稱，該罰款將創下史上最高紀錄。
台中市環保局並限期中火應於4月30

日前提出污染改善計劃，再依污染改善
計劃內容核給改善期限，後續將再嚴格
監督中火改善情形。台中市新聞局長吳
皇升說，如未在期限內提出合理的改善
計劃改善到市府環保局要求的標準，最
後不排除停工，給台中市民一個交代。
2019年1月起市環保局於3個月內查

獲中火排放廢水中硝酸鹽氮不符標準，
其中又以3月21日1號至4號機組放流
水硝酸鹽濃度105毫克/升（標準50毫
克/升）最嚴重。一年內經兩次限期改
善後的第三次違規，屬違規情節重大。

中火發電廠水污
被重罰逾5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台灣最新一份調查顯示，
超過三成受訪青少年曾被霸凌
或看過、聽過身邊人被霸凌；
被霸凌類型中，則以言語霸凌
（86.3%）最多，肢體霸凌
（70.8%）其次。
該份「2019 青少霸凌大調
查」昨日由台灣國際兒少人權
促進會發表，調查時間在今年3
月，有效樣本為1,205份。
據調查分析，青少年被霸凌的

原因以個性因素佔比最高（59%），
其他依序為身材外貌（49.5%）、
衛生習慣問題（27%）等。
該機構家長顧問張安慈表

示，受訪者親身經歷被霸凌的
比例為13%，比預期稍低；被
霸凌者事後不少會產生憂鬱、
害怕交友或奮發向上的兩極化

情緒，另外有部分青少年會出現拒絕上
學、自殘行為等。
張安慈指出，高達七成的受訪青少年

當看到或聽到霸凌事件時，會「假裝沒
看到」，這凸顯防霸凌教育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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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
2019年中國環保博覽會昨日在上海開幕，
在台灣貿易中心組織下，台灣中小環保企
業組團登陸參展，並同期舉辦以「工業廢
氣處理」、「生物科技及土水處理」、
「水及廢水處理」為主題的研討會。台
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張企申
表示，大陸近年來對於環保的重視程度
有目共睹，還頒佈相關法規促進兩岸環

保產業合作，因此特邀轄下25家商會會
員參會。
對於大陸市場的商機，台灣企業非常看
重，並專門作了調研。

去年出口陸金額9.9億美元
張企申說，根據台灣最新的進出口貿易

統計，2018年台灣環保設備出口大陸金額
達9.9億美元，其中泵浦、濾芯、液體淨

化機具零件、空污防制及廢棄物處理設備
都深受中國大陸企業青睞。未來預計中
國環保產業規模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
球第一。這對於台灣企業來說都孕育着
新的機遇。
台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陳鴻儒介紹，近幾年來，公會每年
都會籌組台灣館到大陸參加各種展會爭取
商機。台灣的環保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

體，其中廢水及空污處理、生態環境維護
都是拿手強項，對於環境污染控制及環境
質量改善均具解決方案。
在現場，參展的台灣企業除了有詳細資
料派發，有的更搬來產品實物。比如卜力
斯科技搬來了用於污水處理的巨型壓濾機
奪人眼球，華懋科技、GLC等也帶來自
己的代表產品。
張企申還表示，目前大陸東部沿海地區

的環保產業佔全國總產值60%以上，因此
每年在滬舉辦的環保博覽會也受到台灣企
業青睞。

台環保中小企 抱團登陸掘商機

此次訪陸，宋楚瑜說有三個用意，第
一，粵港澳大灣區是1980年代台商

前往大陸投資最早、最熱門的地方，佔大
陸台商總數的三分之一。然而，這幾年產
業形態及生產條件劇烈變化，台商也面臨
許多新的問題，台商朋友希望他能親自去
了解；另外，兩岸關係的對立，更使台商
遭遇困境，因此，親民黨要去關心台商朋
友，安排一些座談行程。
宋楚瑜稱，第二，粵港澳大灣區是大陸

最新規劃的經濟特區，其人口數超過
7,100萬，人口及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東
京、美國紐約、美國三藩市三大灣區，但
該發展計劃到底對台灣來說是危機，契
機，還是轉機？台商朋友及大陸方面都希
望親民黨親自去看看。
宋楚瑜表示，第三，親民黨一貫的基本
立場就是希望以溝通來化解彼此之間的誤

解；更重要的是，用誠意來推動兩岸的和
平發展，親民黨一向主張兩岸一中，反對
「台獨」，「炎黃子孫不忘本，兩岸兄弟
一家親。」

此行要去做「翻譯」工作
宋楚瑜回顧，他從美國留學回來後的第

一份工作，是當台灣地區前領導人蔣經國
的英文翻譯。他稱，此次訪陸，也是要去
做「翻譯」的工作，兩岸的確需要有人確
切詮釋，如何共同創造中華民族共同的繁
榮發展。

思考民眾需要拒談選舉
在被問及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一

事時，宋楚瑜說，台灣天天都在談選舉，
但親民黨要重新好好思考一下什麼是島內
民眾最需要的，不能總是追求權位，所以

不在這時候談選舉，「讓我們靜下心來，
把民眾的問題好好解決。」
宋楚瑜今日會轉往澳門，然後到大陸的

珠海、中山、佛山、廣州、東莞和深圳。
按照親民黨方面公佈的行程，訪問團在港
澳的活動是就港澳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發展規劃進行會談。

訪問團成員包括台灣工業區理事長秦嘉
鴻，以及財經、醫學、水利等領域的專家
和學者如馬凱、陳肇隆、李鴻源、謝金河
等。
在宋楚瑜訪問粵港澳之前，高雄市長韓

國瑜已於3月下旬訪問港澳並參觀港珠澳
大橋，隨後還到深圳參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海外網及中央社報道，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昨日率

團參訪粵港澳。抵港後，隨即獲港府安排走貴賓通道，中聯辦台灣事

務部部長楊流昌到場迎接。他登機前表示，此次訪陸有三個用意，主

要是了解台商面臨的困境，並親自看看大灣區，以及主張兩岸一中，

反對「台獨」，用誠意來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左左））昨日率團參訪粵昨日率團參訪粵
港澳大灣區港澳大灣區。。圖為宋楚圖為宋楚
瑜登機前瑜登機前，，向傳媒說明向傳媒說明
此行為助台商尋機遇此行為助台商尋機遇。。

中央社中央社

本次年度峰會參與的主要核心成員70多人。成員代
表包括清華大學校長邱勇，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

維，國立首爾大學校長吳世正，朱拉隆功大學校長
Bundhit Eua-arporn，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校長
Devang Khakhar，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校長勝茂夫，阿
聯酋大學校長 Mohammed Albaili，印尼大學校長
Muhammad Anis， 科 隆 坡 大 學 校 長 Lakshman
Dissanayake，北京大學副校長田剛，東京大學常務副校
長白波瀨佐和子，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黃載賢，沙特
國王大學副校長Abdullah Al-Salman，馬來西亞大學副
校長Kamila Ghazali，仰光大學副校長Omar Kyaw。

展望2019高等教育創新
此次峰會由理事會、校長論壇和工作組會議組成。聯

盟於4月13日舉行的理事會會議上，各成員大學一致同
意，清華大學連任2020-2023年主席單位，清華大學邱
勇校長連任聯盟第二屆主席。邱勇在理事會總結講話中
表示，這是一個年輕的聯盟，但基於成員大學的高水準
學術研究和良好聲譽，聯盟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越來越大。邱勇說：「現在的我比兩年前更有信心，我
們在創造亞洲高等教育的歷史。亞洲大學聯盟正在成為
一個讓每個成員大學受益的平台，我們在成員大學的努
力和支持中不斷前進。」
會上發佈了2019年亞洲大學聯盟高等教育研究報
告，此項報告是由來自15所亞洲大學聯盟成員大學的
24位作者和超過20多位參與者共同合作完成。此報告
名為《亞洲高等教育展望2019：創新教育》，包括亞
洲高等教育的教育創新、教學創新、追蹤下一代博士
學位項目的發展、通過線上和移動學習進行教育創
新、亞洲大學社會責任新模式、大學在促進亞洲地區
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作用、大學的未來、引領教育創新

的迫切需要。

培養高質素人才
報告指出，亞洲大學聯盟有責任引領亞洲這一世界上

最大和增長最快的高等教育地區；以培養高素質人才為
核心使命；承諾促進全民終身學習；具有建立有效的混
合、線上和移動教育形式的領先潛力。透過分享對創新
和卓越的見解、培養創新和多產的博士、闡明和發展教
學能力、促進可持續發展四方面，亞洲大學聯盟可展現
前述引領作用。

史維：加強亞洲大學聯繫
4月14日舉辦的校長論壇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蒞臨主禮，史維致歡迎辭時表示：「聯盟的
成立，促進了各個地區的交流，加強了亞洲大學間的聯
繫。不單只是在學術研究，更在金融貿易、技術、文化
等等方面共融互通。」

邱勇：分享智慧應對全球化挑戰
邱勇致辭表示：「全球化使高等教育成為進一步開放

交流的平台，今次的校長論壇聚焦在兩個主要問題上，
一是可持續發展，二是創新創業。我們認為，未來大學
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我們將分享更多想法和智慧，
並讓對話富有成果，解決全球化挑戰。」

林鄭月娥：冀更多機構參與大灣區發展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香港已經建立了一個大灣區
的學術學者聯盟，以促進學術界的合作。希望能看到更
多的世界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加入我們，參與大灣區的
發展。我很高興看到可持續發展也是本屆高峰論壇要討
論的一個主要主題。香港政府明確地認識到可持續發展
的重要性，已經準備採取環境惡化的應對措施。」

大學需促進學生終生學習
校長論壇當天安排了兩場演講，第一場演講主題為高

等學府在可持續性發展領域的角色，由印尼大學校長
Muhammad Anis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主任
齊曄教授擔任主講嘉賓。他們指出大學要培養學生加強
全球意識，促進終生學習及交流合作，甚至吸引行業、
政府參與可持續發展，共創美好的未來。

大學需培養創新人才
第二場論壇主題為創新與創業生態系統：技術管理與

高等教育的亞洲視角。主講嘉賓為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
校校長Devang Khakhar、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計算機
工程學系教授李澤湘。Devang Khakhar指出，該校是
印度領先的科技大學，大力支持學生創新創業，吸引了
全國最優秀學生，透過實用的課程，引起學生的學習熱
情。李澤湘透過介紹科技大學早在1992年創立了ATC
自動化技術中心，讓學生體驗成為主導學術和技術產業
的角色，他認為要透過技術知識、創新思維、內在和外
在驅動力培養創新人才。
科隆坡大學校長Lakshman Dissanayake接受採訪時表

示， 高等教育需要創新，不局限在基本的學術知識，
這次峰會則是獨特的平台，大家在一起交流高校教育、
互相學習，分享政策。
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校長Devang Khakhar接受採

訪時表示，很高興參加這次峰會，大學不僅要有出色的
教育方式，也要有好的教育質素，希望以後和科大有更
緊密的合作，促進發展。
亞洲大學聯盟旨在加強亞洲大學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建立多層次的對話與討論平台，共同商討高等教育的戰
略及政策，並彙編和發表有關亞洲高等教育的年度報
告。聯盟成立以來，在亞洲各地舉辦了多次海外學習項
目和青年論壇，先後於2018和2019年在博鼇亞洲論壇
年會上舉辦高等教育分論壇，並開展了合作研究、學者
訪問、職員交換等項目，對培養具備國際視野、服務區
域發展的傑出人才，提升亞洲高等教育的整體地位作出
了貢獻。

亞洲大學聯盟2019年峰會
林鄭月娥主禮 促進高等教育合作創新

亞洲大學聯盟（下稱聯盟）2019年峰會日前假香港科技大學隆重舉行。
該聯盟是基於亞洲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由清華大學倡議發起，來自亞洲國
家和地區的15所大學共同建立，於2017 年4月在北京成立。旨在通過加強
成員高校間的合作，共同應對亞洲與世界在高等教育、經濟、科技等方面
面臨的挑戰。

■■亞洲大學聯盟理事於亞洲大學聯盟理事於44月月1313號舉行理事會會議號舉行理事會會議

■■亞洲大學聯盟成員代表到禮賓府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亞洲大學聯盟成員代表到禮賓府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

■亞洲大學聯盟主席、清華大
學校長邱勇致辭

■科隆坡大學校長Lakshman
Dissanayake表示高等教育需
要創新

■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校長
Devang Khakhar表示希望與
科大有更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