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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近年兩屆「雙北」市長選情
2014年

台北市市長選舉結果
候選人 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連勝文 中國國民黨 609,932 40.82%

柯文哲 無黨籍 853,983 57.16%

新北市市長選舉結果
候選人 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游錫堃 民進黨 934,774 48.78%

朱立倫 中國國民黨 959,302 50.06%

2010年

台北市市長選舉結果
候選人 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郝龍斌 中國國民黨 797,865 55.65%

蘇貞昌 民進黨 628,129 43.81%

新北市市長選舉結果
候選人 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朱立倫 中國國民黨1,115,536 52.61%

蔡英文 民進黨 1,004,900 47.39%

資料來源：綜合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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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籲提早佈局地方選戰
拜會洪秀柱 強調「雙北」重中之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中

國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敦義23日拜

會黨主席洪秀柱時說，在最短期間內

會迅速協調溝通，讓黨主席人事交接

順利，黨一定要精誠團結，這是非常

堅定的共識。他又強調，2018年地

方選舉應提早佈局，重中之重是「雙

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南通報
道）2017台商產業轉型升級峰會23
日在江蘇南通召開。400多名台商圍
繞「創新引領，匯聚發展合力」的主
題，討論如何將創新作為主引擎，推
動台資產業進一步轉型升級。海協會
副會長葉克冬在致辭中表示，今年一
季度，大陸生產總值增長了6.9%，大
陸經濟發展持續向好，台商在大陸仍
然是商機無限，大有可為。
葉克冬表示，大陸積極協助台資企
業參與「互聯網+」，推動台資企業
內銷市場。日前，江蘇剛剛啟動了
「台商走電商」網上銷售平台，京東
「台企名品館上線」，在台商中產生
了良好的反響。

拓寬台企融資渠道
關於解決台資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方面，葉克冬說：「我們支持並且推
動台資企業在大陸上市，各地相繼出
台了增加授信額度、設立專項擔保基
金等拓寬台資企業融資渠道的措
施。」
葉克冬表示，面臨兩岸關係複雜嚴
峻的形勢，我們堅持體現「一個中
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
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努力
深化兩岸各領域的交流合作，推動兩
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維護和增進兩
岸同胞的福祉。
葉克冬認為，推動台資產業轉型升
級，不僅僅是適應大陸經濟結構轉型
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客觀要求，更
是企業持續發展、不斷壯大的必由之
路。
葉克冬說，今年初，國務院發佈對
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的20條措施，
在資格許可、標準制定、政府採購、享
受「中國製造2025」等方面，對內外
資企業一視同仁，為台商在大陸的投
資經營創造了更好的環境。

■■海協會副會長葉克海協會副會長葉克
冬在致辭冬在致辭。。香港文匯香港文匯
報記者報記者 陳旻陳旻攝攝

吳敦義當天下午前往黨中央與洪秀柱見
面，原預計會見不公開，後來黨中央表

示，改在2樓會客室會晤，且完全公開，不過
會前2人已先進行閉門會談將近40分鐘。
吳敦義說，洪秀柱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
洪秀柱接任主席這段時間，國民黨遭受執政
黨清算，在很艱苦的環境中把黨支撐下來，
他高度肯定。

洪：黨主席交接「彈性處理」
吳敦義說，他盼望洪秀柱在預定的交接日
後，離開黨主席位置後依然還是黨非常重要
的先進，也會有很多機會徵詢洪秀柱；洪秀
柱則回應，「黨可以不要我，我不會放棄
黨」，也期盼吳敦義帶領大家一起向前走。
此外，被詢問「國共論壇」是否續辦時，
吳敦義說，國民黨與共產黨過去已有「國共
論壇」機制，要依例進行；至於可能舉辦的
適當時機，他稱，現在已經5月，要辦也不會
隔太久。
洪秀柱會後表示，兩人會面談話很愉快，都
認為國民黨一定要團結一致、勇往向前。她
稱，很高興看到吳敦義在黨最艱困之際來領導
黨，她現在是如釋重負。她開玩笑地說「天塌
下來，由高個子頂着！」
洪秀柱也說，期盼吳敦義上任後帶領黨成
為被人民信賴、有所期待的政黨，甚至是無
可取代的政黨。
黨主席原定於8月20日交接，洪秀柱已指
定黨秘書長莫天虎成立黨務工作交接窗口，
吳敦義也已委請幾位同仁進行作業。吳敦義

表示，雙方會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協調、溝
通，讓交接順利進行。
對於是否代表會提前卸任？洪秀柱語帶保
留說，除了需要兼顧制度與黨章，但也同時
需要考慮黨務實際發展，所以可以看看狀況
再做決定，可以彈性處理。
吳敦義22日拜會了黨副主席郝龍斌，針對
國民黨再起之路最關鍵的2018地方選舉，吳
敦義表示，2018年選舉應提早佈局，重中之
重是「雙北」，中部、南部也非常關鍵。對
郝龍斌認為2018年選戰的準備工作要提早進
行，他「完全同感」。
吳敦義這番話，等於宣告明年底的縣市長
選舉提前點燃戰火，國民黨內有意角逐縣市
長者都開始表態。吳敦義雖表示自己已有想
法，但對於相關佈局安排，口風甚緊，堅不
透露。
至於是否會邀郝龍斌為黨繼續服務？吳敦
義表示，他說當過黨主席的不可能回鍋服

務，「有排除副主席、秘書長這些嗎？」吳
敦義和郝龍斌短暫私下晤談近五分鐘，兩人
還針對一年多來的黨務及黨面臨的問題，交
換意見，由於內容敏感，會談內容都未對外
轉述。

郝承諾台北沒贏就辭職
身為台北市前市長的郝龍斌在競選黨主席
期間承諾，若當選黨主席2018台北市沒有
贏，就辭職負責，展現在台北市必勝決心。
吳敦義特別向郝表示，要另外找時間針對
2018台北市的選戰，和郝龍斌進一步會面討
論。
吳敦義表示，這次黨主席選舉六個人競選
過程中，都體會到選舉結束就是整個黨大團
結的開始，2018年的選戰佈局，恐怕要提早
開始進行，因為2018是全面地方各項公職選
舉，對未來國民黨發展和興衰有非常關鍵影
響。

■■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敦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敦
義義（（左左））2323日來到國民黨日來到國民黨
中央黨部中央黨部，，拜訪現任國民拜訪現任國民
黨主席洪秀柱黨主席洪秀柱，，呼籲提早呼籲提早
佈局佈局20182018年選舉年選舉。。中央社中央社

■■吳敦義拜訪郝龍斌吳敦義拜訪郝龍斌（（右右），），兩人握手致兩人握手致
意意。。 中央社中央社

■■新人於中國傳統式婚禮中許下愛情的承新人於中國傳統式婚禮中許下愛情的承
諾諾。。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攝

■■雄性螢火蟲雄性螢火蟲
會通過尾部的熒光會通過尾部的熒光
吸引雌性吸引雌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螢火蟲表演、展覽走熱，龐大的市場需求使越來越
多螢火蟲活體成為「買賣」主角。但由於蟲源不

明，無法提供養殖證明，這些交易市場遭到動保組織
抗議，進而被當地林業部門「叫停」。2015年8月，
長沙市宣稱開辦首家螢火蟲主題公園，每晚展出螢火
蟲數萬隻，但活動開辦兩天便被關停。長沙市林業部
門稱，由於舉辦方無法提供《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
證》等相關手續，被依法停辦。類似場景在多地上
演。2016年8月，紹興一遊樂場推出了放飛10萬隻螢
火蟲的活動，遭當地農林局叫停。今年5月初，海口市
緊急叫停了一場「螢火蟲文化節」，環保組織稱「螢
火蟲對環境要求高，放飛即放死」。

節日前後銷量勁
雖然「螢火蟲放飛」活動遭到環保組織抵制，被相
關部門叫停。但身處輿論風口的螢火蟲生意，似乎並
未就此淡出視線。淘寶上有不少於60戶商家出售螢
火蟲活體，一些商家的頁面信息顯示，其月銷超過四
萬筆。有商家表示，每年的母親節、「5．20」及七
夕情人節前後都是銷量高點。剛過去的「5．20」，
商家推出「520隻888元（人民幣，下同）」螢火蟲
套餐就頗受歡迎。除了靠節日提高銷量，不少商家直
接打出了「放飛策劃一條龍」、「專業策劃主題公
園」的「創意」。

或為避免「麻煩」，網售螢火蟲活體的商家常稱蟲
源來自「螢火蟲養殖基地」，「人工養殖」的螢火蟲
叫價每隻1元至1.2元。對「人工養殖螢火蟲」的說
法，華中農業大學植物科技學院副教授、「守望螢火
蟲研究中心」主任付新華並不認同。他表示，經實驗
測算，一隻人工養殖的螢火蟲，算上成本，價格應在
30元左右，養殖成本很高。這些僅售數元的螢火
蟲，幾乎不可能是真的出自養殖基地。

寧都縣未批過養殖證
部分商家坦言，他們目前的蟲源仍以野外捕捉為

主。且如有需要，發貨時可以給野捕螢火蟲提供「養
殖證」，並稱此前已給一些大單客戶提供過。這些神
秘的「螢火蟲養殖證」從何而來？據了解，相關養殖
證應由當地農糧部門負責審批。但線下蟲源佔比最多
的江西贛州寧都縣各級相關部門均表示，沒審批過
「螢火蟲養殖證」，也沒人申請過。
寧都縣農糧局工作人員稱，雖然目前未審批過螢火
蟲養殖證，如果有商家要辦，理論上是可以的，但需
到當地的動檢站先上報，並提供有關報告，之後才能
審批辦理。
有商家稱，所謂「螢火蟲養殖證」其實是工商營業執
照複印件。亦有商家稱，「養殖證可以搞出來」、「網
上下載一個」，甚至辦個假證即可。

螢火蟲，一
種小型甲蟲，

屬鞘翅目螢科，因其尾部能發
出黃綠色熒光得名，可分為水
生和陸生兩種，其中，前者佔
大多數。陸生螢火蟲一年繁殖
一代，水生螢火蟲一年繁殖兩

代。成蟲後，通常存活七天至
十天，在此期間，雄蟲通過尾
部發出的黃綠色熒光作為信
號，吸引雌蟲完成交配。換句
話說，人們常說的夜空下螢火
蟲漫天飛舞的一幕，正是雄蟲
完成繁衍後代的重要一環。

多名商家解釋，有無養殖證
並不重要，螢火蟲不屬於野生
保護動物，進行買賣自然也不
違法，這恰是螢火蟲保護的一
個「痛點」。儘管環保組織呼
籲抵制「放飛即放死」的各類
螢火蟲展覽，卻只能從道德上
提出質疑。
付新華表示，法律法規上的
空白給螢火蟲保護增加了難
度。他還指出，螢火蟲以蝸牛
等害蟲為食，屬於益蟲，也是
生態鏈中不可斷裂的一環。螢
火蟲有其對於生態的獨特價
值，作為環境指示生物，螢火
蟲的數量多少是當地環境好壞
的一個符號。而螢火蟲對環境
敏感，異地放飛極有可能造成

螢火蟲迅速死亡。此外，在同
一地區「涸澤而漁」式的捕
捉，勢必會破壞生物多樣性，
甚至造成該地區螢火蟲逐步滅
絕。
對於螢火蟲捕捉買賣，管理
部門同樣面臨挑戰。小布鎮林
管站的曾站長表示，2016年寧
都縣曾對周圍村鎮捕捉螢火蟲
的現象集中「嚴打過一次」。
據媒體報道，去年6月，小布
鎮政府曾聯合林業、工商、城
管等多個部門對當地螢火蟲收
購點進行現場打擊，收繳了大
量螢火蟲捕捉與運輸工具。但
曾站長透露，「嚴打」之後，
村民還是會在夜裡偷着去捉螢
火蟲，很難管理。

「等工程結束，我們就好好辦個婚禮」，33
歲的路鑫在2014年對29歲的女友申建麗許下的
諾言如今提前兌現。23日上午，他們與其他九
對新人一起在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蒙華鐵路16
標三區峽河特大橋旁，舉行了富有儀式感的漢
式集體婚禮。據了解，參加此次集體婚禮的新
人們，來自中鐵上海工程局蒙華鐵路16標的不
同崗位，其中有項目副總工程師、工程部長、
工經部長、技術主管，還有一對農民工。
中鐵上海工程局「相約蒙華 築夢中鐵」的

婚禮現場以正在施工的鐵路建設現場為背景，
遠處不時有火車轟隆而過，10對新人身着漢
服，先後行了沃盥禮、結髮禮、奠雁禮、同牢
禮、合巹禮、三拜禮、執手禮，在中國傳統式
婚禮中許下愛情的承諾，結成百年之好。
婚禮儀式後，路鑫告訴記者，他和愛人2014

年就已經領了結婚證，無奈彼時愛人在山西襄
垣縣工作，兩人相距600多公里，見面時間很
少。「當時領完證兩家人匆匆在一起吃個飯，
沒有婚禮。」因為鐵路工程施工難度大、技術
標準高，為高標準完成其河南段的建設任務，
項目部很多青年員工發揚捨「小家」為「大
家」精神，主動放棄了休息休假，積極投身於
工程中，致使婚期一拖再拖。23日的婚禮上，
路鑫開心地說：「如今我的小小願望提前實現
了。」現在，申建麗也從山西襄垣縣調過來，
與路鑫同在一個工程上工作。兩人終於不用只
在「手機」上見面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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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捕螢充養殖野外捕螢充養殖
人造浪漫卻殘忍人造浪漫卻殘忍

夜晚郊外，昏暗的田間地頭，卻有點點黃綠色熒光閃動，與溪流聲、蟬鳴一道，構成

一幅初夏圖景。螢火蟲發光可營造浪漫溫馨感覺，在內地成為網上熱賣產品，尤其到「5

．20」、母親節等節慶日，銷售更火爆。然而，大部分網上商販所謂的「螢火蟲養殖

證」都是來源不明，或者根本沒有證件。 ■《北京青年報》

買賣不違法 保育有「痛點」

蟲尾點「螢火」夜空覓良緣

■■網上有不少商人出售網上有不少商人出售
螢火蟲活體螢火蟲活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螢火蟲的數量多少是當地環境螢火蟲的數量多少是當地環境
好壞的一個符號好壞的一個符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位於蘇州動物園，全球唯一斑鱉「夫妻」近期第三次
接受了人工授精，成功與否令人關注。
蘇州動物園裡的斑鱉「夫妻」，雄性斑鱉據推測110歲

以上，從蘇州動物園建園至今一直就在園裡生活。雌性斑
鱉推測90歲以上，是長沙動物園「元老」，擔負着延續
物種的重任，2008年才來到蘇州。「牠們也許是全世界
唯一的一對斑鱉『夫妻』。」呂順清說，為了保護斑鱉
這一物種，他們採用了人工繁育的方式，但遺憾的是一
直沒有繁育成功。針對前兩次人工授精的失敗，呂順清
分析，有可能是雄性斑鱉實在太老了，精子的活性不
夠。但是他們並沒有放棄。就在上月14日，第三次給斑
鱉做了人工授精。參與繁育的黃山學院教授呂順清稱，他
從內心希望成功，因為從生物多樣性角度來講，任何一個
物種都是重要的，都應得以繁衍。 ■《現代快報》

最後斑鱉「夫妻」三試人工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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