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新聞．台海新聞A10

2019年7月7日（星期日）

20192019年年77月月77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19年7月7日（星期日）■責任編輯：楊 洋

央視
快評 推進治理體系能力現代化變革

華科學家獲國際地層學最高獎
南京大學地科系任職 沈樹忠貢獻二疊紀末生物滅絕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 「要認真總結深化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寶貴經驗，鞏
固機構改革成果，繼續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職
能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7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深化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時發表重要講
話，充分肯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取得的
重大成效，深刻總結寶貴經驗，並對下一步
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中央廣電

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出，這次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的廣度、力度和深度前所未
有。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黨
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決策部
署，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的一場深刻變革。
文章進一步指出，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

視這次機構改革，自始至終關心指導，親
力親為，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為深

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指明了前進方向。實
踐證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
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充分彰顯黨的集
中統一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
勢，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各地各部門要
繼續以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為統領，
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確保中央
和地方制度統一、政令統一，以嚴明的政

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廣大黨員幹事創業
的本領擔當；要加強黨政機構職能統籌，
提高機構履職盡責能力和水平，以人民為
中心履好職、盡好責，尤其把有利於提升
群眾獲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推進
相關配套改革，並不斷推進機構編制法定
化。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我們要深
刻學習領會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既
要以局部改革推動整體改革開闢新局面，
又要以整體改革促進局部改革取得新成
效。要充分利用機構改革創造的有利條
件，推動關鍵環節和重要領域取得決定性

成果和突破性進展。
文章最後強調，改革的形勢在變、任務在

變、工作要求也在變，必須準確識變、科學
應變、主動求變。着力通過加強中央和地
方、牽頭部門和參與部門、主體改革和配套
方案等組合拳，不斷深化機構改革重大成
果；着力以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改革，
讓改革為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服務，不斷增強
改革的戰略定力；着力以改革成色和實施成
效推動改革往實裡走，從而讓改革成果形成
系統集成，從整體上推動各項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地層學國際最高金獎是國際地層
學界的最高獎項，由國際地層

委員會於2004年設立，其宗旨是獎
勵在國際地層學領域作出卓越成
就，對全球地層學研究具有突出貢
獻的科學家。該獎項每四年頒發一
次，每次僅有一人獲獎，此前全球
僅有四位科學家獲此殊榮。
在7月4日舉行的頒獎儀式上，國
際地層委員會主席、丹麥皇家科學
院院士大衛．哈珀（David Harper）
向沈樹忠頒發了證書和金牌。大衛
．哈珀在頒獎詞中介紹，沈樹忠是
世界知名的地層學家、古生物學
家，腕足動物和牙形動物研究專
家，在建立全球年代地層界線方面
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是二疊系兩個
「金釘子」（即全球年代地層界

線）落戶中國的主要貢獻者之一。
他還指出，沈樹忠擔任國際地層

委員會二疊紀分會主席近8年，為二
疊紀生物地層學的發展、地層序列
的建立和全球對比、二疊紀末生物
大滅絕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答二疊紀末生物滅絕多問
沈樹忠在去年的一場學術報告中

指出，二疊紀末生物大滅絕導致近
95%的海洋生物和約75%的陸地生物
滅絕，其滅絕模式和原因長期以來
存在不同意見。他和團隊通過建立
高精度綜合年代地層框架、運用最
新的多樣性定量統計和多種地化指
標分析等研究工作，回答二疊紀末
生物大滅絕始於何時並持續多久、
生物滅絕的模式、環境背景的變化

等科學問題。
「生命與環境演化對探索當今生物

多樣性危機和重大環境轉折有重要指
導意義。」沈樹忠曾如此評價自己所
從事的科研內容的意義。他和團隊用
大量數據論證了二疊紀末海陸生物大
滅絕的同時性和地質瞬時性，並認為
大規模岩漿活動可能是導致全球海、
陸生態系統同時在極短的時間內全面
崩潰的主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地層古生物

學家極大地推動了國際地層學的發
展，在建立全球年代地層界線即「金
釘子」的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獲得了11枚「金釘子」，是目前國際
上獲得「金釘子」最多的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近日在意大利米蘭舉

行的第三屆國際地層學大會上，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學地球科

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沈樹忠榮獲地層學國際最高金獎（ICS Med-

al），成為全球第五位、亞洲首位獲得這一獎項的科學家，也代

表了國際地層學界對中國古生物地層學研究的高度肯定。

沈樹忠的人生頗為傳奇，
他曾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回
歸祖國，並揚言「在國外，
幹得再好也是『打工仔』，
只有回到了祖國，才能當科

研的主人。」

高考落榜生到中科院院士
現年58歲的沈樹忠出生於浙江湖州的
一個小村莊。當地媒體曾報道，1977年
恢復高考時，沈樹忠第一次報考，但化學
只考了5分，物理考了0分，他落榜了。
第二年沈樹忠選擇報考中專，最終被當
時的浙江煤炭工業學校地質專業錄取。
1981年畢業後，他進入離家很近的浙江
長廣煤炭公司，成了一名地質技術員。
1983年，沈樹忠直接參加研究生考試，

考上了赴澳大利亞的出國留學生。後來，他
被導師何錫麟破格留在國內培養，直至1989
年博士畢業，留在了母校中國礦業大學教書。
1996年，沈樹忠又被教育部選派去日

本做博士後。其間，著名的金玉軒院士在
澳大利亞訪問期間專門來找他，向他發出
了回國邀請。
2000年，沈樹忠作為中國科學院「海外

傑出人才（百人計劃）」被引進回國，並
組建了自己的科研團隊。他非常熱愛野外
地質工作，曾5次進入西藏進行科學考察，
建立了喜馬拉雅地區高分辨率的二疊系─
─三疊系地層和地球化學剖面，構建了南

方高緯度地區的二疊紀末生物大滅絕模式。
沈樹忠和團隊的研究成果在《科學》（Sci-
ence）、《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地球
與行星科學通訊》（EPSL）等頂級學術刊物發表
後，引起國內外同行的極大關注；發表在《科學》
（Science）上的成果入選《2012年度中國科學十
大進展》，相關內容被編入美國等大學教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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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樹忠(左一)在頒獎現場。網上圖片

■沈樹忠成為全球第五位、亞洲首位獲得地層學國際
最高金獎的科學家。 網上圖片

浙3000實習就業崗位吸台青
兩岸青年發展論壇舉行 再推5條惠台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長榮
空服員從6月20日發動罷工，桃園
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與長榮航空終在
昨日下午達成共識，勞資雙方簽署
團體協約，讓苦戰17天空服員罷
工宣告落幕，預計在7月9日24點
前完成歸還「三寶」（工作證、護
照及台胞證）作業。長榮航空也發
佈新聞稿向社會大眾致歉，預計在
7月底陸續恢復正常營運。此外，
長榮也特別向當局呼籲重視外部工
會問題。
長榮航空呼籲當局正視外部工會

問題。長榮指出，本次因桃產總旗
下的桃空職工發起突襲式罷工，造
成將近30萬旅客權益受損，長榮
航空對此感到遺憾，雖罷工已結
束，但必須對當局提出兩點呼籲，
除認同航空業設立罷工預告期法制
化，也希望當局正視外部職業工會
3年發動3次航空業罷工的現象，
積極在法令上尋求補救之道，避免
此類事件持續發生，惡化投資環
境。

料近41萬人次受影響
根據統計，截至7月6日，長榮

共取消1,440航班，影響旅客數達
28萬人次，若按照長榮航空已經
公佈的取消班表，截至7月19日將
取消2,250航班，影響更高達近41
萬人次。長榮航空表示，在罷工事
件落幕後，預計可在7月底前陸續
恢復正常營運，8月也會視組員調
度及旅客需求做部分航班調整。
工會統計，這次罷工一度超過

2,300 名空服員繳交「三寶」參
與，不過後續陸續有上百名空服員
放棄罷工向工會拿回「三寶」，回
到工作崗位。
另外，根據證交所資料，長榮航
空以取消航班、調度情形初步估計
截至5日，累計營收損失約新台幣
27.8億元，其他影響金額尚在估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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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浙江省委
書記車俊，中國國民黨前主席、中華青雁和平教

育基金會董事長洪秀柱出席論壇並致辭。論壇前，劉結
一會見了洪秀柱一行。
劉結一強調，兩岸關係發展歷程說明，台灣同胞的福

祉，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發展和青年一代的希望與兩岸關
係息息相關。兩岸關係好，台灣才會好，台灣青年才有
光明前途。他並以台灣青年在大陸安居樂業的案例鼓勵
越來越多台灣青年來到大陸，與大陸青年一道攜手打
拚，共同開創美好未來。
洪秀柱指出，近年來，兩岸關係從春暖花開轉變為冷

冽的氣息。她表示，兩岸雖然是同文同種、血脈相連，
但民眾之間仍存有疑慮跟隔閡，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
進行更加廣泛的溝通和交流。和平是兩岸同胞必須面對
的重大抉擇。唯有和平，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有實現的
可能。

近四千台青在浙就業
論壇上，浙江省委書記車俊宣佈，浙江在落實已有各

項惠及台胞措施的基礎上，再推出5條具體舉措，包括
深入開展中央惠台「31條措施」及浙江省「76條實施
意見」落實年活動；向台灣青年提供3,000個實習就業
崗位；每年提供不少於1,000個台灣青年免費電商培訓
名額；開放浙江29所高校招收台灣學生以及鼓勵台灣
青年來浙創業，支持參與浙江舉辦的各類設計大賽。
據悉，浙江已累計邀請來浙暑期實習台灣學生2,200
多人，現有3,700多名台灣青年在浙江就業。

為六千多人辦居住證
車俊指出，浙江省貫徹落實中央惠台「31條措施」的
76條實施意見落地一年以來，已為廣大在浙台企節約用
地成本5,300多萬元，提供資金支持4,300多萬元，減免
稅收超億元。同時，為6,000多名台胞辦理了居住證，
為1,400多名台胞辦理了市民卡、換領駕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6

日，由海峽兩岸交流中心、浙江省海峽兩岸

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

金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

壇在浙江杭州舉行。本屆論壇以「攜手共創

美好未來」為主題，海峽兩岸800餘名嘉賓

和各界青年代表匯聚一堂，共享時代發展機

遇，共擔民族復興大義。

2012 年，台灣青
年鍾振忠毅然辭去
台灣的工作，通過
人才引進的方式來
到浙江溫州，在浙

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任助理教
授，他說：「台灣是我出生的地
方，而大陸是我實現夢想的地
方。這裡有很大的舞台，只要你
有自己的強項，就一定可以找到
適合自己發展的途徑。」

他告訴記者，台灣只有在科技
業和服務業方面有所發展，所以
在台灣任工程師的時候感覺還不

錯，而來到溫州以後，明顯感受
到這裡的人敢闖敢幹，被大陸濃
厚的創業氛圍所感染，於是他便
有了自己創業的念想。

開辦兒童科普培訓班
2015年在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

和溫州台灣青年創業就業服務中心
的大力扶持下，他開辦了兒童科普
知識培訓班「天馬行空創意機器
人」，目前，已開辦有兩個培訓
班，這種讓孩子們在玩機器人的同
時激發其互聯網思維的個性化教學
方式，獲得了溫州當地孩子們的喜

愛和家長們的好評。
他說：「中央有惠台31條，浙

江有76條，溫州有90條，在我看
來這些政策並不是特殊待遇，而是
同等待遇，拿你當作家人來看，台
辦就像是台灣人在大陸的娘家，有
任何問題找他們，他們都會幫你找
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一個最
好的時代和時機，就看自己如何選
擇，我覺得我是選擇正確了，我已
經完全融入溫州這個城市，我也相
信有更多的台灣青年會來浙江、會
來大陸創業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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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同等待遇 拿你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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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時17天的台灣長榮空服員罷工落幕，勞
資雙方簽訂協議。 中央社

■第二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在浙江杭州舉行，兩岸青年暢談創業感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