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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台灣贈送大陸的長鬃山羊和梅花鹿入住山東威海劉公島
國家森林公園四周年。四年來，牠們已逐步適應了北方城
市威海的氣候環境，並在劉公島上繁育了後代。圖為台灣
梅花鹿「點點」和「萌萌」。 ■中新社

安居大陸

■■「「經濟部經濟部」」表示表示，，會盡最大努力會盡最大努力，，不讓限電發不讓限電發
生生。。 中央社中央社

首季海西信心指數 近4年最樂觀 閩頒新規
促平潭台灣車輛互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福州報道）記者16日

獲悉，經大陸交通運輸部同意，福建省交通運輸廳出
台了《福建平潭與台灣地區間道路貨物運輸暫行管理
辦法》，促進平潭與台灣地區間道路貨運發展和車輛
互通。大陸和台灣的經營者，都可提出備案申請，完
成備案的台灣經營車輛，將配發有效期限3年的通行
證。
記者還了解到，經備案同意的經營者從事平潭與台

灣地區間道路貨運業務時，所使用的貨車須通過滾裝
船舶在平潭和台灣地區指定港口上下，並辦理口岸相
關手續後，始得進入平潭或台灣地區。從事平潭與台
灣地區間道路貨運的車輛，不得經營平潭地區區間內
道路貨運，不得在大陸境內平潭以外地區承攬貨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由廈門大學、台
北醫學大學、台灣輔仁大學等機構組成的課題組16日發佈
第一季度海西金融、旅遊、消費信心指數調查報告。此項調
查涉海峽西岸經濟區23個城市的20歲以上居民，結果顯
示，海西消費者信心總指數繼續攀升、穩居「樂觀」區域，
於本季度刷新了近四年最高紀錄，表明海西經濟區居民對本
年度的經濟發展信心較足。

牛市引爆金融信心
統計數據顯示，第一季度總指數為101.29，環比上升0.50

點，同比上升2.98點。本季度，金融指數以96.03點創下歷
史新高位，消費指數微幅上漲達到96.95點，旅遊指數
123.90點與上季持平。
課題組專家、台灣輔仁大學謝邦昌教授指，本季度金融指

數創下歷史新高位，並成為拉動總指數的領頭羊。他分析，
3月份，上證指數一舉突破2009年8月4日創下的3,478.01
點的反彈高點，創下7年新高，牛市行情吸引投資者跑步入
市，股市融資規模超過了一萬億人民幣，並穩步走高，728
萬戶新增股票賬戶湧入市場，金融信心指數持續走高與股市
利好行情相契合。

房產購買信心止跌
令人關注的是，消費指數亦對海西區居民的購房信心進行
評估。數據顯示，一季度，房地產購買信心指數為81.80
點，環比上升0.60點，同比下降0.30點，低位調整且上升勢
頭初現。報告認為，本季度及上一季度國際及各省市都出台
系列利好樓場的政策，房地產購買信心指數由是止跌，但未
來走勢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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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大型機組歲修及近期水情吃緊，台
灣5月20至28日最低備轉容量率將剩3.3%，恐有缺
電危機。台灣「經濟部」表示，將加強運轉維護、延
緩部分機組歲修、推動需求管理，盡力確保供電穩
定。「行政院長」毛治國稱，已要求「經濟部」督導
台電公司做好電力調度，確保供電系統穩定。
旱象未解，影響水力發電，高溫更影響火力發電效
率，加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及民營電廠趕在夏季
用電高峰6月前排定機組歲修，「經濟部」能源局副
局長吳玉珍15日示警，5月就會發生缺電危機。
「經濟部」16日天召開「今年5月供電吃緊因應」
記者會，由「經濟部」能源局長林全能率台電總經理
朱文成等人出席。面對上述供電吃緊狀況，林全能提
出加強運轉維護、可延緩歲修延後執行、落實強化節
電措施、推動需求面管理措施、大修如期完成等5大
因應做法，並強調「經濟部」和台電將盡最大努力，
確保供電穩定，不會造成限電。
毛治國16日表示，前天傍晚接獲相關訊息後，第一時
間立即要求「經濟部」嚴格督導台電公司，盡最大努力
做好電力調度，確保供電系統穩定。

7月底清完爭議黨產
已將逾九成共219筆不動產拋棄或回贈

林奕華指出，自朱立倫接任黨主席後，
即委請藍委廖正井與律師王如玄着手

就黨產處理情形進行檢視與整理。目前在
台灣「行政院」及「監察院」列管的爭議
性黨產中，國民黨已透過拋棄或回贈的方
式，將超過九成、共219筆不動產完成處
理，僅餘最後10筆爭議黨產，黨內預計於
今年7月處理完成，且爭議黨產相關的原訴
訟案件，都將撤回訴訟並回贈。
據國民黨前行管會主委林德瑞去年底在
中常會上進行的黨產報告，針對被當局列
管的爭議性不動產，截至去年10月底已歸
還217筆不動產，包括152筆土地與65筆
建物，市值共20億4,500萬元（新台幣，
下同），回贈原機構與公有財產局，去年

底黨產淨值（包含現有辦公廳舍以及黨營
事業中投與欣裕台公司）共243.58億元。

僅剩10筆爭議黨產
朱立倫上任黨主席後要求對黨產進行重
新檢視，新任國民黨行管會主委林祐賢15
日在中常會報告第一階段黨產處理情況，
新增處理掉中國廣播公司在板橋與八里的
2筆土地，價值共19億多，由於國民黨敗
訴定讞，近期已完成回贈。
至於還有10筆爭議性黨產尚未完成處
理，包括中廣花蓮與中華日報社台南土
地、台中老黨工的宿舍及民眾服務中心等6
筆土地、4筆建物，國民黨決定撤回訴訟，
7月底前將回贈當地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及公有財產局。
根據最新報告，目前黨產淨值為224.05

億元，比起去年底報告時少了19.53億元。
對於外界要求「黨產歸零」，林奕華表

示，有爭議的黨產在7月前就會處理完畢；
至於營利事業的部分，黨中央未來也會請
廖正井與王如玄繼續協助處理，並向外界
隨時報告最新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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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中國國民黨此前宣佈，已將219筆爭議黨產贈與原

機構及公有財產局，剩下的10筆爭議黨產將於7月底前處理完畢。針對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16日批評為「如同砍了1棵紅檜，只還了1根小

牙籤，都是喊假的」，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林奕華同日反駁，民進黨的批

評是不實指控，企圖混淆是非、製造對立。林奕華並表示，國民黨僅剩

10筆爭議黨產，預計7月底全部完成處理。

■朱立倫接任國民黨主席後，即委派人員着手就黨產處理情形進行檢視與整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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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娟 新鄭報道）4月13日，在乙未年黃
帝故里拜祖大典到來之際，柳公權後裔、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著名書法家柳國慶向河南新鄭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捐贈一百幅榜書

「福」字書法作品，寓意福祉連綿不盡，祈福國泰民安。
據悉，柳國慶曾多次參加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最近的一次在去年，他
將書寫的《中華頌．中國夢》十米書法長卷捐獻給甲午年黃帝故里拜祖
大典。
2008年，柳國慶的代表作品「福」字，曾被贈送出席北京奧運會的全球
各國104位總統、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奧運聖火傳遞的134個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
「養了這麼多年雞，還是頭一次發現
雞蛋還可以是圓的，當時發現時，我

也驚呆了。」福建寧德市壽寧縣一農戶16
日說，他家的母雞產下了一枚圓雞蛋。
據了解，圓形雞蛋的發現極為罕見，它的出現
機率甚至只有10億分之1。據了解，市面上出售
的雞蛋中，也有不少雞蛋趨於圓形，除了形狀與
普通雞蛋有所差異外，其它方面沒有區別，同樣具有很高的營養價值，可以放心食
用。
「母雞產蛋時受到驚嚇，產蛋時間縮短，就有可能產出圓蛋。」壽寧縣

的畜牧獸醫專家稱，蛋殼的主要成分是磷和鈣，當磷和鈣在產道內結合成
蛋殼時，如果該過程沒有達到充足的時間，蛋殼所受的擠壓不夠，就會呈
現圓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
晝，通訊員 姚君萍 台州報
道）走進浙江台州的天台金

滿坑村，會發現整個村莊宛如一
張大畫布，村舍、溪岸、石階等
都是五彩繽紛的。自去年開始打
造「塗鴉村」以來，這個默默無
聞的小山村吸引了不少遊客。
天台畫家陳法軍在村裡已住了

幾個月，經常扛把梯子、提着塗料
穿梭在阡陌間，「要想吸引外來的

畫家，讓金滿坑村真正成為國內的塗鴉聖地，當地畫家首先需要拋磚引
玉。」陳法軍說，要想讓這裡成為真正的塗鴉村，就要營造一種氛圍，吸
引各地藝術家，聚集人氣。
目前，金滿坑有5萬平方米的牆面可供塗鴉。今後，該村還將把寒山石
徑邊上的3,000米岩壁、通村的6,000米道路全部變成可供大家創作的
「畫布」，迎接來自全國甚至全世界的藝術家。

三兄弟花8年拍紀錄片
已故雙親

寧夏甘肅交界發現9段秦長城

16日，安徽合肥渡江戰役紀念館的巢湖邊錦城小學老師
孫倩倩（中）帶領小學生觀察剛剛取回的巢湖水樣。該小
學將生態環境課堂搬到臨近的巢湖邊，用身邊的環境為例
給孩子們實踐教學。據介紹，合肥市包河區從今年起編寫
了生態課堂教材並鼓勵轄區內的中小學校來到戶外開展生
態實踐教學，讓孩子們真實感受自然、學習生態知識。

■新華社

母雞產圓形蛋母雞產圓形蛋 機率僅機率僅1010億分之億分之11

湖邊生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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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村走紅塗鴉村走紅 吸引各地藝術家吸引各地藝術家
浙

江

柳公權後裔書柳公權後裔書「「百福百福」」贈黃帝故里贈黃帝故里
河

南

在母親逝世10周年那

天，河南新鄉的申長

雲、申長明、申長久三

兄弟沒有選擇請戲班

子、放鞭炮這些傳統形

式，而是選擇在父母生前居住的家屬院播放他們花

了8年時間拍攝的紀錄片《不能忘懷的愛》，來表

達自己對父母的緬懷和對家庭的感悟。

■《鄭州晚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寧
夏博物館原館長周興華等人近期在寧夏、甘肅交
界地段黃河內岸實地考察時，發現9段秦長城。
周興華考證，這9段長城的發現，將《史記．秦
始皇本紀》及《蒙恬列傳》、《匈奴列傳》記載
的秦長城臨洮段、榆中段，並河以
東段、陰山段、遼東段連接為一
體，使這條西起臨洮、東抵遼東的
秦始皇萬里長城終於整體面世。
周興華介紹說，長城研究界通常

的說法是秦始皇派大將蒙恬修築的
萬里長城從甘肅臨洮沿黃河內岸抵
達靖遠縣後，從靖遠縣以東至寧
夏、內蒙古黃河內岸再無秦長城遺
跡，因此認為秦始皇萬里長城不經
過靖遠縣至寧夏黃河內岸，並據以
推斷秦始皇萬里長城或東走寧夏固
原，或西入騰格裡沙漠消失。
今年3月至4月，周興華等文化工

作者沿黃河考察時，在寧夏、甘肅

交界地段黃河內岸新發現了9段長城，這些長城
有石頭壘砌的，有黃土夯築的，有劈山為牆的，
還有若干高山烽燧。這些長城、烽燧的發現，揭
開了100多年來寧夏、甘肅交界地段黑山峽黃河
內岸秦長城神秘失蹤的面紗。

三兄弟的父親申連成，生前是磚瓦廠工人，曾被
評為市勞模，當選過河南省人大代表，於1994

年逝世；母親李文英也去世10年整了。「父親母親
基本上不識字，但父親一直教育我們‘克勤克儉、
無私奉獻’，而母親對家庭的付出，則讓我們兄弟
姐妹懂得了家的含義。」申長明說。
「我們無意間看到《山有多高》這部紀錄片，激

發了我們拍紀錄片紀念父母的靈感。」大哥申長雲
說。《山有多高》是一位台灣導演為紀念父愛而拍
攝的紀錄片，獲得過第3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家裡有不少父母親過節時的視頻素材，但還遠遠

不夠。所以，他們決定跑到山西的山區裡去找小
姨。
申長明說，1942年鬧饑荒時，姥姥用籮筐挑着舅

舅和小姨逃荒到山西，而母親李文英因為腳傷而留

在河南。「母親當年與她的兄弟姐妹分離大半輩
子，所以格外看重家人團聚。」大哥申長雲說。
2011年，是父親工作過的磚瓦廠倒閉前的最後一

年。為了更好地拍攝父親在磚瓦廠的素材，大哥申
長雲特意申請調回磚瓦廠，親自到廠裡幹了一年勞
力，拉父親拉過的大車，泡父親泡過的澡堂，體驗
父親當年的工作。
「拍攝的1,000多個小時素材，最後圍繞着母親的

一生剪出了26分鐘。別看只有26分鐘，光是剪輯，
我們花了260個小時都不止。」申長明說，「這麼辛
苦，就是為了把父母留住。」
片子上映前，老三申長久還特意設計了一張海

報，貼在老院裡，「敬請磚瓦廠父老鄉親前來觀
看」。海報上，當年磚瓦廠的煙囪高高豎立，「就
像父母還在的那時候」。

秦長城示意圖秦長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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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家三兄弟花了8年時間拍攝了緬懷父母的紀錄
片《不能忘懷的愛》。 網上圖片

■藝術家製作塗鴉。
香港文匯報台州傳真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出現幾率僅為10億分之1
的圓雞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