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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

報道）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

理局消息，2020年9月20日，最後

一批本式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俗稱「台胞證」）即將到期失

效。從「台灣同胞旅行證明」到卡

式台胞證再到本式台胞證徹底退出

歷史舞台，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

長、福建省廈門台協會長吳家瑩開

心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台胞往

來大陸證件的變化，正是兩岸一步

步走向融合的縮影，今次本式台胞

證退出歷史舞台，亦是大陸落實台

胞同等待遇的進一步表現。

台胞證見證兩岸走向融合
本式台胞證將退出歷史舞台 卡式讓台胞感受同等待遇

台胞證是簽發給台灣居民來往大陸的法
定旅行證件，持該證可入出境大陸、

在大陸合法停居留。自1992年5月啟用以
來，台胞證經歷3次升級改版，證件防偽性
能和社會化應用水平不斷提高，截至2019
年，已累計為1,160餘萬台胞簽發2,300餘萬
本。

花3周辦證到落地簽
吳家瑩1992年首次進入大陸。「那時候
我經常去日本出差，所以在日本辦理了《台
胞旅行證明》，所以第一次到大陸就不需要
落地香港再辦理旅行證，可直接轉機飛大

陸。」吳家瑩很感慨，「我的本式台胞證已
經換到第六本了。」他依然記得，辦理「旅
行證」需耗費約3周時間，一次辦理有效期
一年，且都要去日本辦理。
隨着往來大陸愈發頻繁，吳家瑩選擇在香
港辦理了本式台胞證。「其實到後來，如果
台胞沒有辦理本式台胞證，大陸的機場還可
以提供落地簽，當場發的落地簽有效期一個

月。」吳家瑩說。而1989年首次進入大陸
的全國台企聯副會長、福建省泉州台協會長
楊榮輝，對旅行證的印象更為深刻。

卡式可自助通關更便捷
為方便台胞來往兩岸，公安機關出入境管

理部門2015年7月1日起全面取消台胞簽註
政策，並於同年9月全面啟用卡式電子台胞

證。「以前很麻煩，每次要到香港的中國旅
行社辦理，一開始一次往來有效期是三個
月，後來一年可以多次，五年多次，一直在
進步，在方便台胞。」楊榮輝於2018年年
底辦理了卡式台胞證，「卡式台胞證方便了
很多，可以自助通關，而且去銀行或者金融
機構辦理相關手續，卡式台胞證會更便
捷。」

吳家瑩認為，卡式台胞證配合居住證，讓
台胞感受到了同等待遇。「本式台胞證退出
歷史舞台不僅是迎合社會潮流的進步，也是
祖國強大的象徵。」他說。據統計，2015
年至2019年，台灣居民來大陸累計達2,937
萬人次，平均每天在大陸旅遊、工作、學
習、生活的台灣居民接近35萬人，台胞證
已經在社會生活各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兩岸集成電路創新產業園首項目浙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兩岸集成電路

創新產業園首個項目——同芯成一期項目開工儀
式11日在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舉行。該項目總投
資96.92億元（人民幣，下同），是兩岸集成電
路創新產業園的先導製造項目，也意味着兩岸在
集成電路產業領域的合作又邁出實質性步伐。
2019年11月，兩岸集成電路創新產業園項目奠
基，項目規劃總面積約4,200畝，計劃總投資不低
於600億元。據了解，該項目致力於整合兩岸人才、
技術、資金及市場資源，計劃導入200家上下游集
成電路相關企業和台灣科學園區管理團隊，共同

探索兩岸高新技術及產業合作的新模式。
越城區委書記金曉明介紹，當地正加快建設

集成電路浙江省級「萬畝千億」新產業平台，
已集聚中芯國際、長電科技等相關企業98家，
此次開工的兩岸集成電路創新產業園同芯成一
期項目規劃用地365.82畝，總投資96.92億
元，是該產業園的先導製造項目。
據悉，該項目公司在絕緣柵型場效應管、高

壓邏輯芯片等領域有深厚的技術積累，擁有集
成電路芯片設計、製造工藝、加工設備等方面
成熟的技術體系，將為兩岸集成電路創新產業

園發展注入動能。
浙江是台胞在大陸創新創業的熱土之一，浙

台兩地有着扎實的合作基礎。「兩岸集成電路
創新產業園項目不僅是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的生動實踐，也是促進浙台經濟融合發展的具
體體現。」浙江省台辦副主任周晁利在儀式上
表示，同芯成一期項目的落地，必將為浙江打
造集成電路產業集群注入強大動力。
周晁利還談及，浙江相關部門將努力當好

「店小二」，提供全方位、全過程的優質服
務，實現企業壯大與地方發展的雙贏。

國台辦：歡迎王金平率團出席海峽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11日就中國
國民黨前副主席王金平將率國民
黨代表團出席第十二屆海峽論壇
事回應媒體詢問時表示，第十二
屆海峽論壇將於9月19日開始在
福建省舉辦，兩岸各界將圍繞
「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
展」主題，開展形式多樣的交流
活動，以實際行動促進兩岸經

濟、文化、基層、青年及疫情防
控、公共衞生、影視等領域務實
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我們歡迎王金平先生率中國國民
黨代表團出席論壇。
馬曉光說，兩岸同胞是一家

人，應共同促進兩岸交流合作，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
海和平穩定。兩岸各界應多做有
利於增進了解、增信釋疑的事。

■從左到右依次為台胞證的變遷。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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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孔海南70歲生日之際，他捐
出了200萬元（人民幣，下同）

積蓄，聯合中國水環境集團、上海交通
大學雲南大理研究院等共同發起成立了
「洱海保護人才教育基金」，雖然他已
白髮蒼蒼，但他相信一代代的治水人會
守好這片綠水青山。

緣起：一見傾心
「洱海的水深有15米左右，當時的

水特別清，一眼看下去很幽深，沉水植
物從十米以下的湖底一直長到湖面，形
成繁茂的水下森林，延綿十幾公里。」
1988年，孔海南身在日本，作為中國
交流研究員進行中日湖泊比較研究。
1996年，洱海出現偶發性藻華，接到消
息的孔海南用了近一周的時間趕赴洱
海。沒想到到了洱海，藻華已經退去，
孔海南見到了至今難忘的洱海勝景。
2000年，孔海南回國到上海交通大學
任教授，正值中國的七大重點流域面臨

大規模污染，水環境日益惡化。那時的
洱海因為農業污染，不堪重負，水質急
劇惡化、富營養化，那片水下森林也消
失殆盡。
花費了整整5年，孔海南和同事們將
洱海之難層層向中央上報，爭取為洱海
水質治理立項。2006年，國務院批示並
成立國家水污染控制與治理重大專項
（後簡稱水專項）治理洱海，「這個項
目屬於國務院直屬項目，足見國家對於
治水的決心。」
成功立項後，孔海南帶着團隊進駐洱

海，主攻水質治理技術難題。當時他尚
未預料到此後15年的艱難。

扎根：變種植結構
在大理治污的第一步，孔海南將土壤

淨化槽技術帶到了洱海邊。這項土壤淨
化槽濕潤技術將污水處理為一級B類水
標準排入洱海，一套污水處理系統每天
能處理污水250噸。

然而不久後，孔海南就發現僅
靠技術無法解決洱海之難，「水在
湖裏，問題在岸上」，激增的農業
污染依舊威脅着洱海生態。
經過在當地調研，孔海南發現了「大蒜

威脅」。當時國外興起了食用大蒜精油保
健的熱潮。大理紫皮獨頭大蒜的大蒜精油
含量是普通大蒜的5倍，採購價迅速漲到
原本收購價的10倍以上，大理洱海流域的
大蒜種植面積一下子從原先的佔耕地5%
以下，上漲到佔耕地的90%以上。
10倍收益背後卻是10倍污染。大量

肥料和農藥殘留在了農田，一下大雨全
都隨着徑流排到洱海。很快，湖水從接
近可直接飲用的國家地表水標準二類迅
速下降，湖邊白族村民都能聞到從洱海
上隨風飄來的臭味。
要改變高污染的種植結構，又要考慮

到當地村民的生計。孔海南帶領團隊設
計了不同的方案——對於流域河流，團
隊在流域構建濕地，並且在濕地中通過
設計生態「迷宮」，增加流域水在濕地
過濾的面積與時間，使得最終流入洱海
的水質得到提升，而濕地中種植的水培
經濟植物，又可替代大蒜成為農民收入
來源之一。孔海南團隊號召農科院、中
科院等多個機構，找出了車厘子、藍
莓、葡萄、中藥材以及蘋果這五種低污
染高收益的經濟作物，並給當地農民引
薦了優秀選種。
15年轉瞬即逝，孔海南已經滿頭華

髮，而洱海也逐步重現了昔日大理「母
親湖」的風采，每年冬天水最清澈時，

可以向下看清4米多的深度。

傳承：治水久久為功
「我今年70歲了，年底就要正式退

休，將從教學及科研的一線退下來。我
一直思考要為『久久為功』的洱海生態
環境保護事業作點貢獻。」這是孔海南
的承諾。
而實際上，在洱海治水的多年間，孔

海南並未放棄過教書育人，而是把課堂
搬去了治理現場。
十餘年來，團隊共有師生1,000餘人

次駐守洱海等河湖治理一線，累計行程
超達500多萬公里。目前常年有20餘名
師生在大理等地進行實地科研，共完成
野外樣品採集30,000餘次，分析水質指
標160,000餘次。
做實驗，是每天洱海水質監測的必修

課。每天早上8點半出海後，到下午4
點半34個採樣點全部走完，團隊全身
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要讓洱海重現水底森林，讓周邊發展

形成良性循環，在孔海南看來還有20
多年的歷程要走。久久為功，但他對自
己的老去並不擔憂，一代代治水人已經
在前輩的帶領下成長起來，守護中國的
大好河山。

白了一頭黑髮，清了一汪洱海。轉瞬間已有二十餘載，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

院教授孔海南始終記着初遇時的驚艷。這樣「一見傾心」的故事發生在他和洱海之間。治

理污水，調整當地農民種植結構，教書育人，他把實驗室設在了距離洱海不到200米的農

戶家裏，一年365天200餘天常駐水邊。 ■澎湃新聞

「東方一明珠，亞洲一小龍。歷
經滄海桑田，今朝更繁榮。仰仗大
國優勢，抵禦金融危機，驚艷夢華
城……」，這是河南退休老人戚建
莊為香港創作的《水調歌頭．東方
明珠》。
「填完詞後，再以書法的形式呈
現。」他一邊說，一邊展示他的書
法作品。據戚建莊介紹，這首詞創
作於2018年3月，是為了給香港加
油鼓勁，「我們相信，一個歷經滄
桑、經歷過大風大浪的東方明珠，
不會被小小的困難嚇倒，尤其是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必定會
重新崛起。」
此外，在戚建莊老人的詩歌與書

法作品集《魅力中國》中，還有一首
紀念香港的散文詩《別了，英王皇冠
和英王頭像》，全文用厚重的文筆抒
發了香港回歸祖國的喜悅之情。
據老人講述，他近些年陸陸續續
創作的詩詞散文有180多首，詩歌
內容涵蓋了全國30多個省（市、
區）和春節、元宵、清明、端午、
重陽、中秋等傳統節日，詞牌名有
水調歌頭、念奴嬌、沁園春、江城
子、定風波等傳統詞牌。這些詩歌
中，最早的創作於40年前，那是
戚建莊的大學時代，中國剛剛改革
開放，進入到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中，他意興勃發，產生了歌頌祖國
壯美河山的想法。此後，他的詩歌
創作一直在持續，尤其是最近10
年，創作頻率大大增加。作品的內
容為歌頌祖國的壯麗山水、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夢、厚重的傳
統文化和現代化建設的成
就，旨在抒發家國情懷，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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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了白了黑髮清了清了洱海
傾心治污教授無悔傾心治污教授無悔

戚建莊 受訪者供圖

■《水調歌頭·東
方明珠》書法作品。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