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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自2016年6月底破土動工以

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建設備受關注。春節期間，香港文匯報記者

來到位於北京通州的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建設現場進行了實地採訪。有工

作人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在年前專門召開的一次“動員會”上，有相

關工程負責人透露，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建設今年將繼續趕工，爭取在2018

年年中全面完工，為北京市級機關入駐提供保障。

去年12月，來自工程管理服務公司“正

遠監理”的一位現場工作人員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透露，當月20日，首批行政單位要

搬遷入駐。今年2月初，北京市屬媒體在

“北京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將建園區一卡通”

的相關報道中提及，北京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協辦公樓主體結構已封頂，目前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及4棟委辦

局辦公樓正在進行裝修和水電安裝工程，其

它配套也在同步加快推進。

定位辦公商務文化旅遊
春節期間，一位正在值班的工作人員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目前所有辦公樓的暖

氣設備都已安裝完畢，只剩下水電安裝和其

它內部裝修工作。在年前專門召開的一次

“動員會”上，有相關工程負責人透露，副

中心行政辦公區建設今年將繼續趕工，鼓勵

建築工人2018年繼續“好好幹”、“都上

陣”、“最早五月底就結工了”。該工作人

員稱，自己是去年9月來到副中心行政辦公

區建設工地的，包括不少建築工人和其他相

關人員，都有參與年前那次分組召開的“動

員會”。不過官方暫時沒有公佈最新的工程

進度。

據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總用地面積約

155平方公里，其中行政辦公區佔地約6平方

公里，預計建設規模3.8平方公里。根據中共

中央、國務院去年9月正式批覆的《北京城

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發展方向明確為行政辦公、高端

商務、文化旅遊三大功能定位。

春節期間，雖然已封頂的辦公大樓大門

緊鎖，但是從外面往裡看，多個樓層的節能

日光燈都處於照明調試狀態。

集中辦公區域基本建成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

在中共十九大期間稱，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

事業機關集中辦公區域建設主要部分，已經

基本建成。按計劃，2017年年底北京市級各

大機關和部分市屬行政部門會率先啟動搬

遷。北京電視台此前報道透露，北京市委機

關、市人大機關、市政協機關將第一批完成

搬遷，北京市紀委、市監察委和市高級人民

法院、市人民檢察院等單位將第二批搬遷。

此外，機構最為龐大的北京市政府機關將分

兩批完成搬遷，包括市政府辦公廳、市發改

委等25個政府組成部門、地稅局等18個市政

府直屬機構、市政府直屬特設機構國資委等

共45個工作部門，還包括監獄管理局等6個

部門管理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 之前，一個被外借到美國費

城富蘭克林學會博物館的兵馬俑，其左手拇指

被美國一名24歲青年折斷後盜走。央視在21日

播出的新聞節目中揭秘，兵馬俑拇指被盜當

天，展館外租用於開派對，疑犯就是在參加派

對的過程中進入閉館卻沒有上鎖的展廳，對

“裸展”的兵馬俑下了毒手。

展廳內辦派對無安保
據報道，在美國，由於面臨營收壓力，博

物館常常對外出租展廳以獲得收入，展廳便經

常成為派對、聚會的場所。由於在參與派對的

同時，人們還能欣賞展出的文物，博物館的娛

樂活動受到了一些人的歡迎。

2017年12月21日晚，事發的美國費城富

蘭克林學會博物館正舉行一場派對，24歲青年

Michael Rohana也是參與者之一。當晚9時15

分，他偷偷走入一個已經閉館卻沒有鎖門的展

廳，看到博物館正在展出的兵馬俑。他掏出手

機，用手電筒照着一個兵馬俑的手指仔細研

究；他還站上陳列台，手臂搭在兵馬俑肩膀上

自拍。最後，Michael Rohana悄悄折下兵馬俑

的大拇指，藏在衣兜帶走。

報道指，美國的一些博物館比較強調互

動，展覽品和觀眾的距離很近，也很少使用玻

璃罩等特別保護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距離事發時間過去18天，

博物館工作人員才發現兵馬俑的大拇指不翼而

飛。目前，費城富蘭克林學會博物館承認，他

們的保安措施出現嚴重漏洞，並致函借出這些

兵馬俑的陝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表達歉意。陝西

省文物交流中心亦已成立應急小組，要求美方

立即採取得力措施，確保此次展覽圓滿結束。

此外，中方還將根據《展覽協議書》相關條

款，要求美方嚴肅追究安防責任人的責任，依

法嚴懲肇事者，並啟動索賠程序。

據了解，對於肇事者Michael Rohana，如

果各項罪名都成立，他可能面臨高達10年的刑

罰。

兵馬俑拇指在美被盜細節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陝西省漢中市南鄭縣

委宣傳部官方微博@南鄭宣傳21日發佈消息

說，漢中市南鄭區新集鎮疑犯張某某在除夕晚

刺死鄰居王姓人家一家三口，是因為對王家人

21年前故意傷害其母致死懷恨在心。

通報指，張某某2月15日在自家樓上觀察

到王自新、王校軍、王正軍和親戚都回到其家

中並準備上墳祭祖，張某某戴上帽子、口罩，

拿上事先準備好的單刃刀，尾隨跟蹤伺機作

案。在王校軍、王正軍一行上墳返回途中，張

某某持刀先後向王正軍、王校軍連戳數刀，隨

後張某某持刀趕往王自新家，對坐在堂屋門口

的王自新連戳數刀，致2人當場死亡、1人重傷

搶救無效死亡。然後張某某返回自己家中，拿

上菜刀和事先裝滿汽油的酒瓶，將王校軍的小

轎車玻璃砍破，在車後座及尾部潑灑汽油焚

燒，之後張某某逃離現場。

2月17日7時45分，自感逃跑無望的疑犯

張某某到新集派出所投案自首。

對傷害其母致死懷恨在心
陝西男除夕刺死鄰居三口

京副中心料年中完工
四棟辦公樓主體結構封頂 現正進行水電安裝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農

曆正月初六，從荷蘭南部城市蒂爾堡發

出的中歐班列正往中國西部城市新疆烏

魯木齊駛來。這是中歐班列自開行以來

創新採用集拼集運模式從境外首趟返程

的班列。

此趟集拼集運中歐班列從荷蘭蒂爾

堡始發，本月下旬抵達烏魯木齊後，卸

下外貿箱，補上內貿箱，將繼續駛向終

點站成都。

兩個月前，這趟中歐班列從成都駛

出，同樣採用集拼集運的新運輸方式，在

新疆烏魯木齊完成補貨後，駛離中歐班列

烏魯木齊集結中心，駛向荷蘭蒂爾堡。

以往，中歐班列的開行由中國各地

自行組織。按照國際標準，一列中歐班

列通常需要集成41組以上貨櫃才能開

行，往往因等待貨櫃貨物延長了開行時

間，且貨櫃倉位固定使用，班列無法在

途中集拼集運。

據烏魯木齊海關監管通關處處長張

健介紹，為解決長期以來中歐班列滿載

率低、回程貨物不足致使班列物流成本

高、經濟效益不高等問題，烏魯木齊海

關創新班列監管模式，縮小中歐班列海

關監管單元由“列”轉變為“節”，允

許內外貿貨物混裝混載，搭建中歐班列

作業平台，提高了班列運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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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疑犯扳斷拇指的兵馬俑。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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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卡管”台大師生凱道抗議

蔡邀返鄉發展 台商拒“耕爛田”
島內投資環境一落千丈 產業配套難滿足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何德花及中央社報道，台灣當局21日在台北圓

山飯店聯合舉辦“2018年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

文在活動上發表致辭，邀請台商回台投資發展，並稱只要當局能力範圍所

及，都願意提供必要的協助輔導與服務。對此，大陸台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均一致表示，台灣地區的投資環境、產業配套及思路和理念，都無法

滿足台商需求，甚至是一落千丈，“台商怎麼可能回去耕爛田地”？

■近200名台大師生上台北凱道遊行，抗議當局遲遲未
落實管中閔正式擔任校長。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花蓮2

月初發生地震導致多人傷亡，影響春節期間的

旅遊行業，連帶附近的旅遊勝地台東也遭牽

連。台東縣觀光發展處21日統計，該縣今年春

節的遊客比去年少了兩成四。

台灣21日結束春節長假，台東縣政府交通

及觀光發展處統計今年春節遊客到台東觀光情

況，初一至初五有44.6815萬人次，比去年少了

14萬人次、約24.13%。

台東縣交觀處長江慧卿表示，春節前花蓮

強震，影響遊客到花東意願，原本一房難求的

旺季，地震後退訂電話不斷湧入；加上春節假

期短，讓今年春節遊客減少。據統計，對比去

年初一至初四住房率均超過七成，今年僅初一

至初三超過七成，許多遊客擔心塞車，提前在

初四離開台東，整體住宿率下滑到63%。

至於各行各業受重創的花蓮，春假期間也感

受到震後的景氣蕭條，人潮不如以往。縣長傅崐
萁建議發放消費券幫助花蓮重建，台灣地區行政

機構負責人賴清德則透過臉書回應，將提供貸款

信用保證金和旅遊補助振興花蓮觀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因不

滿準校長管中閔無法準時上任，近200名

台大學生、教授及校友21日上台北凱達

格蘭大道（簡稱“凱道”）向蔡英文“拜

年”，呼籲尊重大學自主，組織遊行的聯

盟還準備“傅鐘”（台大校鐘，是該校象

徵之一）看板，送給蔡英文。

原訂於2月1日上任的管中閔，遭質

疑未披露資訊及涉論文抄襲，台灣地區教

育部門遲遲未核定管中閔為台大校長。

台灣大學自主行動聯盟籌備會發起遊

行活動，近百位的台大師生集結，有多名

前任官員的身影，還有拄着枴杖的七旬教

授也出來聲援。

隊伍一開始先唱台大校歌，並舉着台

大校旗，接着陳情，希望“小英學姐”可

以聽到，現場也高喊“要校長，政治退出

校園，大學自主。”

台大自主行動聯盟籌備會發言人周崇

熙，特地準備校園內象徵獨立自由的“傅

鐘”看板，並說：“1978年台大畢業的高

材生蔡英文，你還記得這個鐘嗎？我們今

天要把這個鐘送給你！”引起眾人鼓掌叫

好。

台大教授蘇鴻達表示，台大已經8個

月沒正式校長，台灣地區第一學府竟然沒

有方向，受行政打壓，今天唯一訴求是當

局要守法，嚴正拒絕非法程序。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更痛批，當

初大家努力讓中國國民黨退出校園，沒

想到民進黨卻大剌剌把政治黑手伸進校

園。

聯盟最後帶着40多位“中研院”院

士、400多位教授以及4,000多位台大人

的連署書，前往蔡英文辦公室與台灣地區

教育部門陳情，最後由主任秘書接下。

對於台大人的陳情，蔡辦表示，尊重

台灣地區教育部門依法處理，不會有所謂

的政治介入。台灣地區教育部門回應，台

大把事情說清楚，就會有所作為；並澄清

沒有刻意拖延、等待台大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

台大遴選會回應，會跟召集人、前台

大校長陳維昭討論，在新春團拜時一併說

清楚。

海基會副秘書長兼發言人管安露21日下

午受訪時表示，今次活動報名人數將近

300人，其中台商與台商會長共約200多人，

出席人數與往年差不多。

據了解，大陸經濟重點城市北京、上

海、廣州等地台商，這次參加的多半為榮

譽會長，上海則無台商會長出席。

廈門台協會會長吳家瑩是受邀參加聯誼

會的台商會長之一，但吳家瑩沒有參加。他

表示，蔡英文上台後都在邀請台商返鄉投

資，但台灣地區的投資環境及條件已完全不

能匹配台商的產業發展了。譬如，台灣地區

與東南亞沒有簽署雙邊貿易協定，市場發展

空間狹小，沒有完整的產業配套，即使返鄉

投資在台灣也募集不到資金，沒意義，不符

合台商的利益。反觀大陸，內需市場就足夠

大，而且“一帶一路”戰略及越來越多的雙邊

貿易協定，都給在大陸發展的台商帶來巨大

商機。

解決“五缺”成“假大空”
福建平潭台協會監事長薛清德認為，台

灣的投資環境如缺電問題是致命傷，蔡英文提

到解決“五缺”（缺水、缺電、缺工、缺地、

缺人才）問題，根本就是“幹話”（類似“假

大空話”，意指聽起來很有道理但細一琢磨啥

也沒說、浮誇、廢話、大話等等）。

與大陸同行 產業有出路
薛清德指，生產型產業最需要用電，但

蔡英文倡導的是非核家園，禁止核能發電。

“靠愛發電能供應足夠嗎？”此外，高科技化的

公司，缺人才也不是靠喊一喊就會有人的，

投資環境糟糕自然吸引不到人才。

薛清德稱，台商在大陸發展，與大陸相

向而行，台灣產業才有出路與市場，其他作

為都是徒勞。

父子都在福建發展的台商孟昭旭表示，

台灣地區現在根本沒有吸引力讓台商回去投資

發展了，政治和經濟都太令人心寒了。對台灣

地區的投資環境的不滿，美洲商會、歐洲商會

都提出警告並紛紛撤資。而民進黨大佬們也一

人一個山頭地將台灣地區公營企業把持在手

上，蔡英文的“年金改革”言而無信，民怨鼎

沸，各階層都對執政當局不滿意，產業配套也

很爛，台商怎麼可能回去耕爛田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美國5名國

會議員訪台，聲稱美國國會支持對台軍售，也

盼美台雙方在能源方面有更多合作。此前，中

國外交部曾多次明確表達反對美國對台軍售。

美國聯邦參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殷

荷菲（James Inhofe）一行5人當天拜訪了台灣

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和外事部門主管李大維。媒

體問到美國對台軍售議題，他高調聲稱，美國

有很多製造商希望跟台灣地區洽談，美國國會

也支持，他還建議台灣地區與美國合約商接

觸。

一同訪台的聯邦參議員丹．沙利文（Dan-

iel Sullivan）則聲稱，美國是亞太強權，過去數

十年來，美國在這個區域有許多盟友，台灣是

美國在這個區域內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蔡英文與一行人會面時提及本月初美國參

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台灣地區旅行法”。該

法案草案通過時，中國外交部就表示“堅決反

對”，並且強調“有關此議案嚴重違反一個中

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干涉中國內

政”，敦促“美方慎重處理台灣地區問題，不

與台進行任何官方往來和接觸，不向‘台獨’

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以免干擾和損害

中美關係大局。”

不理中方警告
美議員赴台鼓吹軍售

■■蔡英文蔡英文2121日出席日出席20182018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圖為出席官員和與會台商在活動開始時一圖為出席官員和與會台商在活動開始時一
起為花蓮地震罹難者默哀起為花蓮地震罹難者默哀。。 中央社中央社

受花蓮地震拖累
台東春節客減兩成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