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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未來統一是必然道路

劉結一晤柯文哲：為台胞服務
柯感謝大陸關心幫助台胞 承諾續推兩岸交流

江蘇月底辦兩岸青年招聘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由

兩岸企業家峰會主辦的2019兩岸青年菁英人
才招聘會，將於7月25日在江蘇昆山杜克大學
舉行，屆時將有近100家來自大陸各地的企業
為兩岸青年提供近1,000個優質崗位。
此次招聘會邀請10個省市的企業前來參

加，其中包括亞馬遜、京東、奧美集團等眾多
中外知名企業。兩岸企業家峰會金融產業合作
推進小組還將邀請15家大陸金融機構參加現
場招聘，為兩岸青年在江蘇共同打拚、成就夢
想提供舞台。
此外，2019 兩岸青年實習就業創業研討會

也將與招聘會同期舉行，屆時將舉辦一系列針
對台灣青年朋友實際需求的實習分享、創業項
目路演等活動。江蘇省台辦副主任張為表示，
為了更好地服務台灣青年實習、就業、創業，
江蘇目前已獲批設立12家海峽兩岸青年就業
創業基地（示範點），數量居內地第一，累計
入駐（孵化）台資企業及團隊超240個，服務
台灣青年逾1,700人次。

長榮空服攜「大螃蟹」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桃園市空服
員職業工會在昨日清晨發動全程總長27公里
的「長榮航橫行、空服員苦行」活動，從桃園
南崁罷工棚步行到蔡英文辦公室。空服員一路
帶着用報紙製作的「螃蟹」道具，以諷刺長榮
公司「橫行霸道」。
據悉， 參加活動的人員都攜帶寫着「反威

權」的紙板，並帶着「螃蟹」一路徒步行至蔡
辦，而「大螃蟹」也被折斷大螯，象徵打倒台
當局威權。空服員工會也表示，雖然之前有
「一人一信寫信給蔡英文」的活動，但步行到蔡
辦是一個更具體的表現。對此，台灣網友除了給
空服員「加油」，還在社交媒體臉書（face-
book）批評台當局「放任資方毫無作為」，並
稱「民進黨當局不下台，勞工不會好」。

■長榮空服攜「大螃蟹」抗議，諷長榮航空橫
行霸道。 網絡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昨日在滬

會見了來訪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一行，雙方進行了熱烈友好的交談。

劉結一對滬台雙城論壇取得的新成果表示祝賀，並強調大陸將繼續本

着「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像服務大陸百姓一樣服務台灣同胞。柯文

哲也特別對大陸給與台胞的關心和幫助表示感謝，也承諾將繼續努

力，推動兩岸交流。會見後，柯文哲一行即乘機回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國台
辦主任劉結一日前稱已與中國國民黨前
主席洪秀柱等人達成推進和平統一進程
等共識。對此，洪秀柱5日受訪時強
調，未來統一是必然的道路，現今藍綠
政治人物為反而反，卻都拿不出積極論
述或有效對策。
劉結一在5日津台會開幕式致辭稱，6

月份以來，洪秀柱、新黨主席郁慕明、
台灣民意代表高金素梅等有識之士先後
率團前來，圍繞「兩岸關係與民族復
興」主題與大陸各界人士深入交換意
見，開展對話協商，達成了共同反對
「台獨」分裂，攜手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進程，實現民族復興，深化兩岸融合發
展，促進兩岸青年、基層、文化交流，
加強民族團結等多項重要共識。

洪批部分政客為反而反
洪秀柱今日上午搭機前往浙江杭州，

出席第二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她
在受訪時強調，根據台灣地區憲制性規
定，未來統一是必然的道路，不過現今
藍綠政治人物為反而反，有人不承認
「九二共識」，也有人拒絕「一國兩
制」，但是反對之餘卻都拿不出積極的
論述或有效的對策，希望大家認真思考
講真話。

洪秀柱抨擊蔡當局不重視台灣地區憲
制性規定，若不承認「一中」原則，可
以「修憲」，但是要想清楚後果需台灣
2,330萬人民承擔。她也痛批，那些有海
外護照的人，煽風點火後一走了之，但
是「台獨」慘痛的代價及後果將由台灣
人民承擔。對於許多人不認同她的政治
立場，洪秀柱表示不在乎，她只說真
話，真正為百姓及下一代着想。

籲黨內團結
目前正值國民黨初選民調前夕，「郭

韓之爭」日益白熱化。作為前黨主席的
洪秀柱坦言，初選過程出乎意料地激

烈，競爭原本
是好事，但最
重要的是，競
爭之後，能否
整合。
對於「非某

某不投」的言
論，洪秀柱坦
言確實危險，
若最後出線的
人，不是支持
者當初理想的人，因此不去投票，不是平
白無故送給民進黨繼續執政？洪秀柱呼
籲應該「非藍不投」、「見藍就投」。

■洪秀柱指未來統一是
必然道路。 資料圖片

■國台辦主任
劉結一（右）
在滬會見柯文
哲，柯表示還
將持續推動兩
岸交流。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帆 攝

昨日傍晚，劉結一從北京抵滬，剛下
飛機就來到西郊國際會議中心會見

柯文哲。劉結一表示讀過柯的新作《光
榮城市》，書中寫道，市長團隊的使命
是為市民服務，替城市創新。這和我們
「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是一致的。雙城
論壇實際上也是以這樣的理念為指導，
是兩岸交流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
劉結一介紹，近年來兩岸同胞之間的
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合作領域也越來越
寬。據初步統計，去年兩岸貿易達到了
2,216億美元，兩岸人員往來超過900萬
人次，均創歷史新高。這表現出兩岸是

一家人，親望親好，守望相助的深情。
也體現出兩岸交流合作符合兩岸同胞的
根本利益，是大勢所趨，也一定會持續
推動兩岸關係走近、走實、走好。

柯感兩岸人民交流密切
柯文哲對於這三天緊湊行程中，上海

市政府、上海市台辦給與的周到安排表
示感謝。他說，通過參觀上海城市建
設、到訪金山和青創基地，以及昆山之
行，讓他深感兩岸人民的交流之密切。
僅昆山就佔據了台資在大陸總投資的

1/9，有5,000家以上台商公司，住了10

萬台灣人。去年，從大陸到台灣的旅客
有270萬人次，兩岸的關係十分密切。
也許政治上有隔閡，但是交流總是好
的，有交流就有善意，也可以增加彼此
信任。他和他的團隊還將持續推動兩岸
交流。

區域治理盼學長三角
另據了解，柯文哲一行昨日一早就旋

風式訪問了毗鄰上海的台商集聚地——
江蘇省昆山市，並透過劉結一對大陸給
與台商的照顧和幫助表達感謝。
同時，柯文哲此次訪問昆山也是希望

能夠對大陸正如火如荼推動的長三角一
體化戰略深入了解，表示非常關心即將
成立的長三角辦公室。他認為目前台北
競爭力顯然不夠，需要有區域治理的概
念，將來還將學習長三角。

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列世遺

雄安香港高鐵下周三開通
內地聯通站增至58個 四直轄市均直通

滬殺妻藏屍案二審維持死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男子朱曉東

（下稱「朱」）殺妻藏屍上訴一案昨日上午依法公
開二審宣判。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
維持原審對朱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的判決。
2016年10月17日上午，朱在家因故用手扼住妻

子楊儷萍的頸部致其機械性窒息死亡，後將其屍藏
於家中冰櫃。在殺害被害人楊儷萍後，朱一直用被
害人的手機給被害人親友發送微信和短信，進行欺
瞞；還通過轉賬、透支被害人信用卡的方式獲得人
民幣近15萬元，供其揮霍；甚至用被害人的身份
證到酒店開房與異性約會。後朱在父母陪同下投案
自首。
法院認為，朱故意殺人，致一人死亡，其行為已
構成故意殺人罪，依法應予處罰。朱雖投案自首，
但始終否認自己為預謀殺人，並未真誠認罪、悔
罪，自首情節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原判認定朱犯
故意殺人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
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對朱及其辯護
人要求從輕處罰的意見，法院不予採納；對檢察機
關、訴訟代理人建議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意見，
法院予以支持。

中國鐵路客戶服務中心網站顯示，
新增的天津西至香港西九龍高速

動車組線路始發列車運行時間約10小
時，途經白洋淀、石家莊、邯鄲東、鄭
州東、武漢、岳陽東、長沙南、衡陽
東、廣州南、深圳北、福田、香港西九
龍，共12個站。香港西九龍站的始發列
車在票價上商務座為 3,409 元（人民
幣，下同），一等座1,478元，二等座
1,092.5元。
「去香港越來越方便，暑假馬上來

了，香港購物走起。」一位雄安新區容
城居民說，飛香港航班打折機票動輒也
在千元以上，與高鐵票價相當；從雄安
到香港乘機還要輾轉至保定，再中途轉

機，行程至少有12小時，直達高鐵則僅
需9小時18分，而且延遲發車風險極
低。
鐵路專家馮琰稱，白洋淀是比較特殊

的一站，它是當前距離雄安新區最近的
一個車站。目前，雄安新區新的高鐵站
正在建設中，預計完成後也將很快加入
到直達香港西九龍站的高鐵網絡中。

重慶香港11日開直通高鐵
此外，7月11日，重慶西站也將開行
直達香港西九龍站的高鐵列車，車程時
間為7小時37分鐘。至此，北京、上
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都將實現
與香港的高鐵直通。

此次調圖後，將增開重慶西、天津
西、南寧東、肇慶東、汕頭至香港西九
龍站動車組列車，增加遵義、貴陽東、
白洋淀、邯鄲東、岳陽東、衡陽東、梧
州南、佛山西等站辦理直通香港客運業
務，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增至58
個。

馮琰表示，坐高鐵去香港，出入境手
續都可以在西九龍站辦理，往來更方
便。內地城市與香港之間的高鐵網越來
越密，旅客往來越來越多，未來肯定還
會有更多的城市繼續加入到直連西九龍
的網絡中，香港與內地的人文往來與經
濟合作將更密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近
日，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發佈《深圳市推
進生活垃圾分類工作激勵實施（2019-2021）》
（徵求意見稿），提出2019-2021年，全市每年安
排生活垃圾分類激勵補助資金6,250萬元（人民
幣，下同），獎勵涉及家庭、個人、住宅區和單
位，預計下月正式出台實施。
其中，生活垃圾分類「好家庭」補助資金2,000

元，「積極個人」補助1,000元，「綠色小區」通
報表揚並按10萬元/1,000戶的標準補助。此外，
對認定為「綠色單位」的主要領導、分管領導（或
主管部門領導）、經辦人分別評為「積極個人」
（不佔用各區積極個人名額），給予補助1,000元/
人。
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副局長楊雷稱，推行獎勵

機制是為了營造堅持做好垃圾分類的良好社會氛
圍，獎勵是從一個年度表現來考核。生活垃圾分類
管理事務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這有利於調動各界
開展垃圾分類的積極性。

深圳垃圾分類激勵制下月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報道）昨
日下午，在第四十三屆世界遺產大會
上，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

期）被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至
此，這塊位於江蘇
鹽城的自然濕地成
為中國第十四處世
界自然遺產，填補
了中國濱海濕地類
型遺產空白，成為
全球第二塊潮間帶
濕地遺產。
此次被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的中
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總
面積達188,643公頃，是東亞—澳洲遷
徙路線上的關鍵樞紐，是全球數以百萬

遷徙候鳥的停歇地、換羽地和越冬地。
一期所在的鹽城黃海濕地有超過680種
脊椎動物和500多種無脊椎動物，包括
415種鳥類。
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首席政策官尼

克拉·克羅克福德說，「鹽城及周邊的
東沙輻射沙脊群與條子泥濕地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候鳥保護區，全球40%的候鳥
秋天都會來此棲息約10周，其中包含勺
嘴鷸等6種瀕臨滅絕的鳥。」

高科技「天網」呵護
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

內，物理隔離欄和隔離河道嚴密保護，
24小時監控無死角，5架無人機長年海

上巡邏，護鳥雷達日夜工作，諸多現代
科技手段的運用讓茫茫灘塗變成呵護候
鳥的一級管控區。2017年，鹽城成立海
濱濕地研究院，為保護區建設增強科研
實力。2018年，鹽城對外正式宣佈停止
條子泥區域圍墾，並建立鹽城市條子泥
市級濕地公園加以保護。此外，緩衝區
的生態修復也不斷推進，周圍的飼料加
工廠等企業已全部強制拆除。
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管理處主

任鄒毅實介紹，他們用多種科技手段精
細化守護候鳥，「回家」的丹頂鶴還在
10公里外，雷達就已捕捉到信息，自動
通知周圍的風電場關閉風機，避免對飛
行的候鳥造成干擾和傷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從本月10日零時起，北京

鐵路局將實施新的列車運行圖，新增天津西至香港西九龍高速動車

組一對，經停白洋淀站，雄安新區將直通香港。此外，7月11日，

重慶西站也將開行直達香港西九龍站的高鐵列車。今次調圖後，內

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將增至58個，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大

直轄市，屆時都將實現與香港的高鐵直通。

■■深圳垃圾分類激勵機制預計下月正式出台實深圳垃圾分類激勵機制預計下月正式出台實
施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攝

■■黃渤海候鳥黃渤海候鳥
棲息地棲息地（（第一第一
期期））是百萬候鳥是百萬候鳥
的停歇地的停歇地、、換羽換羽
地和越冬地地和越冬地。。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北京鐵路局新增天津西至香港西九龍高速動車組一對北京鐵路局新增天津西至香港西九龍高速動車組一對，，經停經停
白洋淀站白洋淀站，，雄安新區將直通香港雄安新區將直通香港。。圖為白洋淀站圖為白洋淀站。。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