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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周錫瑋宣佈參選新北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台陸

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邱

垂正20日表示，陸方片

面啟用M503及銜接航路

影響飛安，政府為此暫

不核准兩家大陸航空公

司春節加班機，也做好

輸運措施準備。目前當

務之急是兩岸應盡速恢

復協商。針對此言論，

大陸台商表示，此航線

起用後都安全飛行，拿

「安全」說事明顯就站

不住腳。台灣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講座教授陳一

新表示，蔡政府至今未

承認「九二共識」，兩

岸根本沒有協商可能。

陳一新認為，目前國際

組織都沒有發聲，M503

事件情、理、法、勢方

面台灣都輸了。陳一新

表示，卡航班引起大陸

台商怨氣大，相信台方

會妥協讓步核准加班機

執飛。

卡航班為「安全」？台商不認同
陸委會盼速復協商 學者：兩岸無協商可能

財務吃緊 國民黨再裁員

邱垂正20日表示，已針對M503爭議多次向大
陸表達強烈抗議與要求技術性協商，但是未

獲得對岸回應。他強調，「為了台灣尊嚴與民眾安
全，目前僅是採取『暫不核准』的必要行動，當務
之急仍是啟動協商。」此外，海基會20日也表示，
已向相關台商會長說明，並強調讓台商「平安回
家」是更重要的考量。

能否如期返鄉 台商糾結
大陸台商對陸委會及海基會聲稱基於「安全」考

量而卡航班的說法並不領情，認為此舉給台胞回家
過年造成障礙，傷害了情感。福建台商林宥德表
示，自己去年因山林果樹需要養護沒有回台過年，
今年全家都盼着自己能回去過年，但現在卡航班事
一出，讓兩地的親人心裡都很糾結，到底能不能如
期回去。
上海台商盧小姐稱，自M503航線起用以來，自

己都很關心這方面的新聞，並沒有出現像台灣方面
講的會有安全方面的問題，「現在不是每天都飛得
好好的嗎？哪裡不安全啦？國際民航組織到現在都
沒有發聲啊，不安全會不出聲嗎？」此外，福建省
台辦相關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目前尚未收
到台商或台協會有提請協商的反應。

情理法及氣勢 台灣皆輸
陳一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電話採訪時表示，

M503航線的航班飛了這麼多天都沒有出事，表示
飛安是沒有問題的。陸委會喊話兩岸要盡快展開
「技術性協商」，那就要接受「九二共識」，不接
受「九二共識」大陸不可能與台進行任何協商。陳
一新指，M503航線是經過國際民航組織（ICAO）
已經批准這航線，更何況在兩年前馬英九時期該航
線開通後，兩岸空管部門一直保持技術性溝通。現
在，情理法以及氣勢方面看，台灣都輸了。陳一新

認為台陸委會也不敢拖太久得罪大陸的台商。據他
分析，分佈在上海、福建等地的台商有三成至四成
是支持民進黨的，「卡到自己人划不來，影響選
票。」陳一新說，雖然台民航部門這次做法有點
狠，但這也是台灣唯一能拿出來的招數，不用也不
行，用了自己倒霉、難看。他表示，這項決定原本
就是「暫時不予核准」，相信台相關部門不能得罪
自己的同胞，會作出讓步，會有轉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民
黨在2018縣市長的選戰近日漸趨明朗，前
台北縣長周錫瑋20日宣佈參選新北市長，
另有媒體報道，預計國民黨市黨部主委韓國
瑜將在農曆年後表態角逐高雄市長。
淡出政壇多年的周錫瑋歷經多日的勤走

基層，終於宣佈參選下屆新北市長。周錫
瑋將在28日上午10時在孫中山紀念館舉行
參選說明會。至於他的競爭對手新北市副
市長侯友宜，有媒體指出可望於國民黨內
初選領表時宣佈參選。

國民黨新北市長初選預計2月21日公告
後開放領表登記，2月27日完成資格審
查，3月2日展開全民調。

藍營選戰漸趨明朗
台北選情方面，國民黨「立委」、蔣家後

代蔣萬安日前宣佈不選台北市長，目前黨內
表態有意角逐的包括前「立委」丁守中、前
「行政院」發言人鄭麗文。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則強調，台北市一定
會經過公平的初選也就是全民調，擬參選

人也能指定一間具有公信力的民調機構，
如果有擬參選人各指定一間，中央黨部也
指定一間民調機構，再把民調數據全部加
入計算，這樣才完全公平。
至於宜蘭縣長選情，吳敦義表示，有很多
訊息顯示情況還不錯，但一定不能鬆懈。
在綠營強勢縣市高雄，已表態參選的「立
委」陳宜民透露，將邀集黨內青壯派「立
委」蔣萬安等人站台，並規劃展開7場政見
說明會。而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韓國瑜，
也被傳出農曆年後表態角逐市長寶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先前進行大規模人事精
簡。國民黨發言人洪孟楷20日表示，年度考核黨中央有約20名同仁
將不再續聘，但強調沒有針對個人，主要原因是「黨產會」追殺使黨
中央財務吃緊。
民進黨2018年度起調整黨工薪資3%。對照國民黨，從2016年底

宣佈大規模人事精簡，資遣738名黨工，再回聘310人，去年初開始
執行精簡方案，改為一年一聘，今年農曆年前將再度精簡人事，藍綠
兩黨「薪」情大不同。洪孟楷指出，黨中央有20人因各單位年度考
核將離開國民黨，人事精簡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執政黨操作「黨產
會」追殺，讓國民黨中央的財務拮据，現金調度困難。國民黨行管會
主委邱大展指出，目前國民黨一個月的人事費用需2,000多萬元（新
台幣，下同），人事精簡後，一個月少支出約70萬元至80萬元，希
望總支出能降到2,500萬元左右，到現在都還是借錢發黨工薪水。

■■大陸台商對陸委會及海基會聲稱大陸台商對陸委會及海基會聲稱
基於基於「「安全安全」」考量而卡航班的說法考量而卡航班的說法
並不領情並不領情。。圖為早前春節期間圖為早前春節期間，，返返
鄉的台商如潮鄉的台商如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前台北縣長周錫瑋
資料圖片

台輿論指有損台胞利益
《聯合報》：
台民航機構不核准大陸兩家航空公
司申請的兩岸春節加班機，影響的
是台商台胞的權益，此舉是「殘民
以逞」。

《中國時報》：
如暫不核准的春節加班機班次擴
大，連帶波及返鄉的在台陸生、來
台的陸客，台灣觀光等相關行業可
能會受到更大損失。

《中央網路報》：
M503 航線經過國際民航組織
（ICAO）核准，因此啟用北上航
線沒有違反相關規則。台當局暫不
核准大陸有關航空公司春節加班
機，使得台商回台過節計劃受影
響，等於間接承認其沒有能力處理
兩岸問題，反而讓自己陷入進退維
谷、得罪台商的窘境。

資料來源：中新社

「我們的乾花原料是小麥、玉米苞皮、龍柳
等，最初我問其他村民收小麥做乾花的

時候，他們都覺得我很瘋狂，因為那時候，小麥
玉米這些東西在他們眼中還只是口糧。」張展
說。
20年前，在北京賣鮮花的張展萌生了創業念

頭。「那時我發現乾花幾乎全部依賴進口，銷
量好價又貴。」他意識到這會是個商機後，就
在工作之餘自學製乾花手藝。
「能不能把小麥、玉米、稻穀這些農作物也製成
乾花，成為情侶的愛物、精緻的花束呢？」張展
帶着這個想法回到家鄉。經過幾年鑽研，樹根、竹
枝，乃至野草、棉花殼、玉米皮，這些一般人眼裡

的廢料，都能在張展手裡化為「神奇」。
「晾曬、着色、造型這幾個步驟很關鍵。」
張展說：「比如做玉米皮乾花，要把玉米皮分
揀、洗淨，然後漂白，有需要的話進行高溫染
色，玉米皮韌性很強，在晾曬乾燥時就能定
型，把花瓣進行黏合，一朵朵別致的玫瑰、百
合、蓮花就誕生了。」

畝產1000美元不是夢
乾花生意讓張展走上致富路。張展也將乾花
手藝分享給鄉親們，讓整個村子都富起來。
「在我們村，畝產一千美元不是夢，幾乎家
家能實現。」張展舉例說，一畝龍柳地能收兩

萬根龍柳條，製成乾花後賣到國外，每個售價5
美元，利潤能到2美元，一畝利潤能達4萬美
元。
解橋村共有2,900多畝耕地，現在2,400多畝
地都種上龍柳、曲柳等乾花原材料。如今，解
橋村村民開網店，賣乾花，幹得紅紅火火。他
們開了630多家網店，年銷售收入超2.6億元
（人民幣，下同）。一些農民的網店年銷售額

已經超過千萬元，產品更是遠銷美國、日本、
德國、加拿大等國家。
解橋村所在的宿遷是中國扶貧改革的試驗

區，全市有66萬低收入人口，如今5,600多家
低收入農戶開辦了網店，受益人數達26萬人。
同時，乾花產業吸引了大批大學生、退伍軍人
和農民工返鄉創業，村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2萬
元，遠超當地平均線。

■■一畝地有無限可能一畝地有無限可能，，農民開網農民開網
店售乾花拓大商機店售乾花拓大商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冰雪大省吉林的通化市，隨
着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官現場認
證，「世界最大雪地畫」及「世
界最長冰製吧枱」兩項新的健力
士世界紀錄20日在此誕生。
自清晨起，慕名而來的觀眾就

陸續聚集在渾江周圍，等待着見
證新世界紀錄的誕生。上午9點
30分，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官羅
瓊親手測量冰吧枱的長度與雪地
畫的面積，當場宣佈認證成功。

採食用染料創作免污染
主題為「踏雪尋梅」的雪地畫

面積為2,221.7平方米，是原紀錄
的兩倍左右，由60餘人歷時20
天創作完成。
從高空俯瞰，紫色的葡萄、紅
色的梅花夾雜着淡藍色的雪花，
相映成趣，精緻而又壯觀。此次

雪地作畫使用
的染料均為食
品級，不會對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當天另一項

獲得認證的健
力 士 紀 錄 是
「世界最長冰製吧枱」，總長
100.6米，高1.2米，寬0.9米，選
用渾江整塊天然冰製作完成，沒
有使用任何黏合劑，由60餘人歷
時12天完成。
冰雪和葡萄酒堪稱通化兩張閃

亮的名片。據通化官方介紹，通
化建有新中國第一個專業滑雪比
賽場地，也曾為中國培養一批優
秀雪上健將和奧運會選手。葡萄
酒則是通化的特色產業。

■中新社

世界最大雪地畫最長冰吧枱
齊亮相吉林

故宮學院（重慶）簽約揭牌儀式20日在重慶安達森
洋行舊址舉行，標誌着故宮學院正式落戶重慶。此次
簽約共達成六項合作意向，包括在安達森洋行舊址建
設故宮文物南遷紀念館，展示南遷史實、舉辦相關展
覽；在重慶設立故宮學院分院，開展培訓活動，為文
化遺產保護事業發展提供專業人才支持；在安達森洋
行舊址設立紫禁書院（重慶），與故宮文化創意產業
進行合作交流等。
故宮學院是近年來由故宮博物院以博物館辦學模式
成立的業務培訓和教育機構，此前已先後與江蘇蘇
州、陝西西安、上海等地合作建立故宮學院分院。
2014年，重慶市人民政府與故宮博物院簽訂合作框架
協議，就共同構建文化遺產人才、科研、項目等交流

機制達成合作意向。近年來，故宮博物院在文博人才
培養、陳列展覽、文創開發等方面，給予重慶大力支
持。

曾作文物南遷重要存放點
據悉，重慶與故宮博物院淵源深厚。抗戰時期，重

慶安達森洋行舊址、川康平民銀行舊址等是故宮文物
南遷的重要存放點，其中，安達森洋行舊址曾存放故
宮文物3,694箱，重慶與故宮博物院不畏艱險，為保護
故宮稀世珍寶盡最大努力。
目前，重慶市正對安達森洋行舊址進行修繕保護，
預計明年初向公眾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孟冰重慶報道

故宮學院落戶重慶 料明年初迎客

乘客20日在上海地鐵全網絡可以刷碼過閘
進站。每個站點至少有4台閘機支持掃碼，即
使沒有網絡信號，或賬號內餘額不足，乘客也
能先進站再付費。如今類似的掃碼進站技術，
此前在內地多個城市的公共交通領域已有應
用。 ■圖/文：中新社

刷 碼 進 站

■張展（中）將乾花變成事業，
也將乾花手藝分享給鄉親們，讓
整個村子都富起來。 網上圖片

■■冰吧枱選用吉林佟佳冰吧枱選用吉林佟佳
江整塊天然冰製作而江整塊天然冰製作而
成成。。圖為冰吧枱供遊客圖為冰吧枱供遊客
品嚐紅酒品嚐紅酒。。 中新社中新社

■面積為2,221.7平方米的「踏雪尋梅」雪地畫打
破世界紀錄。 中新社

一輛輛滿載花木的貨車在解橋一輛輛滿載花木的貨車在解橋

村來回穿梭村來回穿梭，，這個位於江蘇宿遷這個位於江蘇宿遷

沭陽縣的村子有近沭陽縣的村子有近33,,000000人人，，如如

今今9090%%以上的農戶做着乾花生以上的農戶做着乾花生

意意。。6767歲的農民張展是解橋村歲的農民張展是解橋村

有名的有名的「「乾花大王乾花大王」，」，在他的帶在他的帶

動下動下，，一枝小乾花成了村裡的大一枝小乾花成了村裡的大

產業產業。。 ■■新華社新華社

農作廢料變乾花農作廢料變乾花
江蘇貧村奔富路江蘇貧村奔富路

東馬沙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