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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有人駕車撒歡 官微致歉

長江排污口超六萬長江排污口超六萬 多出多出3030倍倍
生態環境保護形勢嚴峻生態環境保護形勢嚴峻 水污防治需加力攻堅水污防治需加力攻堅

安徽代表委員：

解決村民就醫難題

張波說：「環境風險隱患不容
忽視，部分地區江河沿岸高

環境風險工業企業密集分佈，與飲
用水犬牙交錯。水生態環境保護形
勢依然嚴峻，任務十分艱巨。」

將深入實施「水十條」
在此前的今年全國生態環境保

護工作會議上，生態環境部部長
李干杰介紹，去年基本完成899個
縣級水源地3,626個問題環境整治
任務；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2,899
個黑臭水體已消除2,513個；全面
完成長江流域入河、環渤海入海
排污口排查；推進長江「三磷」
專項排查整治；完成2.5萬個建制
村農村環境綜合整治。
張波介紹，今年是水污染防治

攻堅戰的收官年，生態環境部下
一步將深入實施「水十條」。
「水十條」具有明顯節點的任務
有51項，目前有20項任務已按時
完成。下一步生態環境部將堅持
「誰牽頭誰負責」的原則，加強
對任務完成滯後的督導。

投逾萬億消86％黑臭水體
張波介紹，去年，生態環境部

實施了城市黑臭水體整治專項行
動，以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地
級及以上城市為重點進行現場抽
查督查，督查顯示，全國295個地
級及以上城市（不含州、盟）建
成區共有黑臭水體2,899個，消除
了86.7%。
張波說：「這些數字的背後，

意味着長期居住在黑臭水體的老
百姓夏天可以打開門窗了，原來
不願意去的黑臭水體變成了休閒
景觀了，也意味着從 2016 年以
來，1萬 1千多億（人民幣，下
同）資金被投進去了。」
張波也指出，水生態環境保護

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依然突
出。他舉例，一些漁民採用拖網
捕撈的方式，13米深的水中，竟
有9米長的網，網上還綁着重物，
在船的帶動下湖底拖來拖去，造
成湖底一根草都沒有，全是沙
子。
張波說：「水環境的問題，表
現在水裡，根在岸上，根也在水
裡，不僅岸上講森林覆蓋率，水
裡也講森林覆蓋率，人類生產生
活應該從河湖緩衝帶推出，以加
強河湖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安在線」報道，正在
舉行的安徽省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直言，鄉
村醫生隊伍近年來面臨着「老齡化」、經濟待
遇低、社會保障不足等問題。

提高村醫待遇 衛生室標準化
該省人大代表、池州市貴池區委書記高峰表
示，可以從三方面改善鄉村醫生的境遇。
一是創新編制管理，按照要求核定鄉村醫生
崗位數並實行動態調整，實行「員額制」管
理；二是提高鄉村醫生待遇，建立全省統一的
鄉村醫生崗位工資、津補貼、績效獎勵和養老
保險制度；三是擴大鄉村醫生來源，出台全省
統一的鄉村醫生委培制度。
省人大代表、東至縣泥溪鎮元潘村黨總支書記

王建康建議，要推進村衛生室標準化建設；要建
立村醫「縣招鄉聘村用」機制，擴大村醫來源。

推白內障宣傳 籲關注「看病貴」
該省政協委員、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周伯展

說：「由於醫療知識沒有普及以及醫療條件的
落後，安徽很多山區的白內障患者飽受疾病的
困擾，失去了『看得見的權利』。」
周伯展建議，在鄉村要加大對白內障知識的
宣傳，且要對農村地區醫生進行培訓，或者實
現遠程醫學，並呼籲更多的慈善力量的加入，
解決白內障貧困患者「看病貴」的問題。
此前，亞洲防盲基金會向安徽捐贈的一台舊

「復明22號」流動手術車，已幫助安徽省內1.8
萬名貧困白內障患者成功實施了免費復明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客戶

端報道，在生態環境部昨日召開的例行

新聞發佈會上，生態環境部總工程師、

水環境管理司司長張波介紹，去年，生

態環境部全面完成長江流域2.4萬公里

岸線、環渤海3,600公里岸線及沿岸2公

里區域的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其中，

長江入河排污口6萬多個，渤海入海排

污口近1.9萬個，與之前地方掌握的排

污口數量相比分別增加30倍和25倍。 ■■生態環境部下一步將深入實施生態環境部下一步將深入實施「「水十條水十條」。」。圖為一名圖為一名
工作人員早前在長江巫山段清理江面漂浮物工作人員早前在長江巫山段清理江面漂浮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微博用戶「露小寶LL」發佈了自己開
車入故宮的照片。圖為該條微博。

網絡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浪微博及《北
京日報》報道，昨日下午2時56分，
一位名為「露小寶LL」的用戶通過微
博發佈一組照片，配文「趕着周一閉
館，躲開人流，去故宮撒歡兒~」。四
張配圖背景均為太和門廣場，三張圖
片上有一輛黑色平治出現。出鏡的兩
位女士均着便服，沒有佩戴任何故宮
工作人員證件。

涉事女子曾為國航員工
故宮在晚間通過官方微博回應，針

對有網民發佈周一開車進入故宮事
件，經核查屬實。故宮博物院對此深
表痛心並向公眾誠懇致歉，今後將嚴
格管理，杜絕此類現象。感謝社會各
界對故宮博物院的關愛與監督。
涉事微博用戶備註顯示「中國國際

航空公司乘務員」，國航回應說，該

女子曾經為國航員工，但是幾年前已
經離職。
故宮禁車，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3

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曾解
釋禁車原因，英國的白金漢宮、法國
的凡爾賽宮，都不允許車輛穿行，這
是一個文化尊嚴的問題。為了應對一
些突發或特殊情況，院內可以使用自
行車和電瓶車。國賓或者外國首腦也
沒有「走後門」。
2013年，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來故

宮參觀，一路步行參觀了這組世界上
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木質
結構古建築群。
同年10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陪同
81歲的時任印度總理辛格參觀故宮，
故宮從釣魚台國賓館借了輛電瓶車，
讓辛格一路乘坐參觀。自此以後，所
有貴賓，無論中外，再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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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藍弄清敗因方可找到出路
轟國民黨青壯派提去「九二共識」主張

陳師孟請辭獲慰留 台法界：虛晃一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

國民黨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敗選

之後，黨內青壯派連日來頻頻提及調整

「九二共識」兩岸路線，甚至有人提出

要徹底拋棄「九二共識」論述。對此，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紅表

示，國民黨搞不清自己敗選的原因，再

怎檢討都找不到正確的出路。

台海新聞 ■責任編輯：張培嘉

連日來，國民黨內青壯派提出各種去「九
二共識」主張，包括應拋棄「九二共

識」、以新論述取代「九二共識」，搞一個
「九二共識升級版」等等。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紅教授
昨日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每次國民黨敗選
過後都會檢討敗選原因，包括提出調整兩岸
路線，但每次都沒找到正確的、有利於自己
的以及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答案。如果不認
識清楚自己的問題，再怎麼檢討都找不到正
確的出路。

民進黨長期「改造」民眾想法
以這次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為例，唐永紅
說，青壯派把敗選的主要因素歸結為兩岸路
線論述不符合當前台灣普遍民意，所以他們
就提出相應辦法，包括廢除「九二共識」之

類的調整兩岸路線的主張。但敗選的根源性
因素並不在此。
唐永紅分析指出，台灣社會意識形態結構

和政治生態結構已經出現從量變到質變的幾
個變化。從政黨實力來看，在「國退民進」
過程中，從「國強民弱」演變成「國弱民
強」的格局，相應地在基本盤的「藍消綠
漲」過程中，從「藍大綠小」形成「藍小綠
大」。

「拿香跟拜」難解決根本問題
唐永紅表示，這種轉變是最近二三十年來

演變的結果，是民進黨長期「改造」台灣民
眾想法的結果，所以現在民進黨進入到「政
治正確」的政治收穫期。在這樣的背景下，
民進黨善加利用這一點，主打「主權牌」，
再加上外部因素的變化，基本掌控了此次選
戰的「主戰場」和主要議題。
唐永紅強調，國民黨該往哪裡走，他們自己

要認清形勢。從多次選舉表明，「拿香跟拜」

不會有票，即便放棄
「九二共識」，把自
己變成民進黨，甚至
主張「台獨」，也不
能保證可以拿回政
權。
從兩岸關係發展層面

來看，國民黨青壯派放
棄「九二共識」，意味着台灣島內政黨堅持「兩
岸一國」的政治勢力方面再次衰減，對大陸追求
的兩岸和平統一形成更大的挑戰。當和平統一無
望時，根據《反分裂國家法》規定，非和平方式
就有了正當性甚至必要性。可以說國民黨兩岸路
線的走向會對將來兩岸關係發展走向，產生相當
大的衝擊。
唐永紅表示，國民黨應該充分利用黨的資

源，去做人民的工作、民意的工作，若長期
不引領民意，選舉只想以順應民意、包括路
線檢討的藉口「拿香跟拜」，不能從根本上
解決國民黨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綠營監委
陳師孟約詢法官風波擴大，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
文辦公室昨日表示，陳師孟日前表達辭意，蔡指
示慰留，法界人士痛批根本是「虛晃一招」。
陳師孟在上月底要約詢判前台灣地區領導人

馬英九涉洩密案無罪的承審法官，引發全台法
界反彈。
但是他絲毫沒有收斂，反而一再加碼，還

提出「選後公開辯論」的想法，指名要與司
法界人士辯論。台灣地區司法機構秘書長林
輝煌表示，尊重監委的言論，但他本人無此
意願；法官協會也稱，不想與陳有「口舌之
爭」。台灣法官協會發起連署，抗議濫權干
涉司法審判，逾八成法官連署聲援。
台灣地區司法機構負責人許宗力日前也針對

陳師孟擬約詢法官一事表態指出，以法律見解
不當為由，對法官發動調查乃至彈劾，將傷害

司法。任何機關皆應尊重司法權形塑個案法律
見解的權力領域，共同維護司法獨立。
蔡英文辦公室昨日稱，陳師孟在13日已表達

辭意，而蔡英文指示表達慰留，希望陳能做完
本屆任期，但也會尊重他最後的決定。

重創司法進步 恐生寒蟬效應
陳師孟被慰留的消息傳出後，引起法界人士

痛批。一名法官直言，陳師孟說要請辭又被慰
留，就是虛晃一招，坦言「有點心寒」。監委
出手約詢法官，重創司法進步，法律見解被台
灣地區監察機構監督，恐形成寒蟬效應。
另有法官表示，對司法上下其手的監委除了

陳師孟之外，另有蔡英文派系其他監委。陳師
孟辭了，還是會有人將手伸進司法的領域，換
一個人接手查辦法官與陳師孟何異，重點是司
法權應不應該被尊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
灣人力資源機構「1111人力銀行」
昨日發佈「2020 企業最愛大學調
查」結果顯示，在「今年最讓台灣僱
主滿意的公立大學」的評比中，台灣
大學、成功大學穩坐冠亞軍。輔仁大
學、中原大學分列私立大學的第一名
和第二名。
「1111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

總經理李大華
表示，台灣正
處於產業轉型
的關鍵時刻，
具有完整學系
的 綜 合 型 大
學，在跨領域
的應變力上能
提供在校生更
多資源，更受
企業主青睞。

輔仁大學獲私校冠軍
其中台灣大學是島內規模最大的

綜合性大學；而暌違三年重新回私
校冠軍的輔仁大學，是台灣少數擁
有附屬醫院、系所幾乎涵蓋所有領
域的綜合大學，雙主修學生數更是
私立大學之最。
在公立技職校院，依舊由台北科

技大學掄元，台灣科技大學居次；

私立技職校院方面，則由致理科技
大學再度蟬聯冠軍，龍華科技大
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緊隨其後。
該調查還發現，超過六成的僱主

認為學歷光環在職場上的影響力不
會超過1年。
而在企業主心目中，較重要的評

估用人的標準主要有熱誠與抗壓能
力、溝通與合作能力、整合與應變
能力。企業主在錄用新人時最青睞
的 證 照 依 次 為 ： 語 言 相 關
（44.04%）、信息與計算機相關
（38.68%）以及財務會計相關
（16.86%）。
為了解企業主進用人才的偏好，

1111大學網從2019年10月16日至
11月20日進行「2020企業最愛大
學排行問卷調查」，針對有選才、
用才權的企業主管以及人力資源負
責人進行抽樣調查，有效樣本為
1,940份，抽樣誤差為正負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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