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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訪京 料與習近平會面
專家：
「台獨」抹黑行為乃一貫伎倆 將被兩岸和平大潮所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

連戰此行主要行程

報道）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兩岸和
平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連戰 12 日率

12—13日 地點：北京
12日：晚間會見國台辦主任劉結一；
13 日：同大陸領導人會面，並參加名
為「同擔民族大義，共謀民族復興」
的研討會，發表演講。

團訪問大陸，島內「獨」派團體抹
黑此行是「裡應外合出賣台灣」。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
所台灣史研究室研究員褚靜濤對香

14—15日 地點：遼寧瀋陽
前往外祖父母紀念公園憑弔。

港文匯報表示，「台獨」分子對連
戰訪陸氣急敗壞，他們想破壞、阻

18—19日 地點：浙江杭州
出席連橫紀念館成立 10周年暨連橫
140周年誕辰紀念活動；
出席一場兩岸學術論壇。

撓、「誣衊化」此次訪問，屬於一
貫伎倆，但這一小撮「台獨」勢力
不會得逞，終將被兩岸和平發展的
大潮所拋棄。他強調，堅持「九二
共識」才能為台灣人民帶來真正的
利益。

20日
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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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率團訪問大陸，
，13 日與中共總
書記習近平會面並參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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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赴大陸參訪，13 日
據台媒報道，連戰
在京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並參加研

討會。台灣社、台灣北社等多個「獨」派團體
舉行記者會嚴厲譴責連戰是聯共制台的急先
鋒，並稱在全世界抵制中國擴張武力、美國通
過「友善」台灣法律時，連戰訪問對台灣來說
「很悲哀」，目的是「瓦解台灣內部反中」的
人，與大陸「裡應外合」、「綁架台灣」。他
們更表示對此「非常憤慨」。
據連戰辦公室發言人郭素春透露，連戰此
行，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周繼祥將一同訪
陸，另外將有來自政界如無黨聯盟主席林炳坤

資料來源：中新社及中央社

和民代、企業界、學術界、文化界、體育界如
知名棒球員郭泰源、青年代表，以及基層農漁
會負責人等共約 50 位對兩岸和平發展有幫助的
各行各業代表一同前往。

「台獨」抱美大腿無濟於事
褚靜濤指出，自民進黨上台以來，兩岸交流
基本停擺，在兩岸關係「非常僵持」的狀態
下，連戰率較大規模訪問團來京，意義非常重
要，說明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理念是得到兩岸
人民共同認可的。「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斷向
中國施壓，擴大美台軍方交流、挑起貿易戰等

行為不斷，另一方面因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兩岸和平對話的政治基礎不復
存在。」他說，「兩岸關係可以說處於十分低
潮的時期。」但他同時認為，越是關鍵時期，
兩岸的政黨交流和民間交流越不能停，不僅如
此，還要繼續加強和擴大。他表示，民進黨執
政以來，對民眾許下的諾言幾乎沒有兌現，尤
其是經濟方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認識到，
台灣的出路在於兩岸的和平發展，而他們的光
明前途則在大陸。」他說，「也因此，越來越
多台灣年輕人喜歡來大陸讀書、工作。」
褚靜濤強調，抱着美國大腿妄想實現「台

獨」，過去實現不了，現在實現不了，未來也
沒有可能，而一小撮「台獨」分子最終將會被
兩岸和平發展的大潮所拋棄。褚靜濤指出，時
間越長，「台獨」分子越知道，他們騙人的一
系列言辭經不起事實的檢驗，也得不到台灣人
民真正的認同。因此，當其得知連戰率團來大
陸訪問時，更是氣急敗壞，想要破壞、阻撓。
褚靜濤認為，應進行批駁，以實際行動讓台灣
人民越來越感受到，連戰及馬英九等堅持的
「一中」原則框架下解決兩岸歷史遺留問題，
才是真正可行的路，堅持「九二共識」才能為
台灣人民帶來真正的利益。

濟帶建設的重要平台和轉型升級的示範
區，助力湖北成為台商投資中部的首選地
和承接東部台資企業產業轉移的聚集地。
7 月 17 日至 21 日，第十五屆湖北．武漢
台灣周將揭幕，預計參會台胞將達 800 人，
海協會會長張志軍屆時亦將出席。據悉，
台灣周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為海峽兩岸產業
合作區（湖北）揭牌，亦有安排合作區向

台胞推介政策優惠和配套措施。李建紅表
示，中央「31 條惠台措施」提出「繼續在
中西部地區設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
後，湖北省在中部地區率先啟動海峽兩岸
產業合作區申報工作，並考慮在武漢、黃
石和仙桃三地建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的
三個園區。
他進一步分析稱，武漢光谷的光電子、

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 破冰之旅
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團訪問大陸，時
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見連戰率領的
「和平之旅」訪問團。「胡連會」是國共領
導人60年來的首度對話。雙方重申堅持「九
二共識」，反對「台獨」，主張台海和平穩
定。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會見，促進了兩
岸關係的新發展，此行也被譽為「破冰之
旅」。
2013年2月 「走春訪友」之旅
連戰訪問大陸，啟程當日正值中國傳統元
宵佳節，被台媒稱為「走春訪友」之旅。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隨訪的台灣各
界人士時強調，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是新一屆中共中
央領導集體的責任。連戰表示，雙方應在
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
「求架構之同，存『一中』內涵之異」。
2014年2月 「兩岸一家親」
連戰率團赴京參訪交流，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
席連戰及隨訪的台灣各界人士。習近平指
出，希望兩岸雙方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
念，順勢而為，齊心協力，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兩岸民眾，共圓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連戰提出兩岸
關係應該在「一中」架構下進行，兩岸政治
對話不能迴避。
2015年9月 破冰10周年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了來京參加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紀念活動的連戰等台灣各界代表人士，這是第
三次備受矚目的「習連會」，也是連戰2005
年開啟「和平之旅」為兩岸破冰1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整理

偷埋逾萬噸廢棄物
台不銹鋼廠負責人被押

湖北擬建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
湖北省台辦主任李建紅 11 日在第十五屆湖
北．武漢台灣周新聞發佈會上透露，該省
申報建設的大陸第三個、中部地區首個海
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已經進入中央四部委
的最後批覆階段，並將於下周在武漢舉辦
的台灣周活動期間正式揭牌，率先在中部
打造台資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和長江經

連戰訪陸回顧

半導體集成電路、生物製藥等具備良好資
源優勢；黃石市的電子信息產業等具備良
好的產業基礎；而仙桃市則是湖北省除武
漢以外台資數量最大的城市。
湖北省擬以三地園區申報建設海峽兩岸
產業合作區（湖北），國台辦、國家發改
委、工信部、商務部四部委目前已進入對
該申請項目的最後批覆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不銹鋼冷軋板
供應大廠千興公司，被查獲將逾萬噸廢棄物就地掩埋
在廠區土地下方，省下 3.5 億元（新台幣，下同）清
理費用。檢方聲押 2 名負責人獲准，另涉案 5 人交
保，同時查扣公司2億元資產。
據悉，接獲檢舉後，稽查人員前往千興廠區採樣調
查，發現廠區後方土地的重金屬鉻、六價鉻濃度均超
過標準值。

瓊椰殼巧製環保餐具
下崗工創意產業走紅
海南島盛產椰子。椰
子水喝完了，殼能做什么？符冬波十
年前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十年裡，他從下崗
工人到癡迷椰殼的「瘋子」，再到打造出椰殼廚
具的創業者，終於在小小的椰殼裡找到了自己的人
生。經過符冬波多年潛心研究，廢棄的椰子殼
在他手裡變成了勺、水瓢、碗等生活
日常用品。

冬波告訴記者，在各種餐廚具中，銷量
符最大的是碗和筷子，現在來自北京、上

海、湖南等地經銷商已經成為他的穩定客戶。
今年 6 月，他又接到來自香港的訂單，訂購
5,000 個椰殼碗。「現在已經供不應求。」他
說。

■新華社

在位於海南省萬寧市大茂鎮大園村的「小
椰殼」廚具工藝廠裡，符冬波指着堆積如山
的椰子殼原料說，海南每年消耗 20 多億個椰
子，椰子殼不利用起來太可惜了。
選料、切割、打磨、拋光、拚接……從一個
廢棄的椰子殼到一件精美的椰殼廚具，要經歷

42道工序。「椰子殼是一種特殊的材質，堅硬
結實，最重要的是純天然、環保、無污染，而
且可再生。」符冬波拿起一把湯勺向記者介
紹。

潛心鑽研椰殼奧秘
符冬波的創業道路並非一帆風順。2005
年，37 歲的符冬波因所在的萬寧市農機修造
廠倒閉而下崗。作為一家之主，上有老下有
小的生活壓力迫使符冬波必須找到一條出
路。「海南最常見的就是椰子，椰子裡一定
有文章可做。」符冬波說。2008 年，他開始
到海口、文昌等地考察市場，發現了隱藏在
廢棄椰子殼裡的商機。

申請專利投資生產
從椰殼紐扣到椰殼包、椰殼娃娃、椰殼項鏈
等，符冬波砸了大把錢進去，但是由於門檻
低、惡性競爭、產品不實用等原因，錢全部打
了水漂。然而，堅信「椰子殼裡有大文章」的
符冬波沒有放棄，他繼續潛心琢磨，鑽研椰子
殼裡的奧秘。他每天騎着借來的電單車，拎着
兩個大麻袋，走村串巷，撿人們扔掉的椰子
殼，「椰殼瘋子」的外號由此而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符冬波經過創新，研製
出了椰殼飯勺、湯勺、漏勺、水瓢、鍋鏟和

■ 椰殼飯
勺、湯勺
湯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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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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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匙。2012 年，他為自己的椰殼廚具申請了
專利。後來，他申請註冊了「小椰殼」商
標。
2014年6月6日，符冬波的椰殼廚具工藝廠
正式投產。2015年5月，他參加了在義烏舉行
的第七屆中國國際旅遊商品博覽會。沒想到，
椰殼廚具大受歡迎，展會第一天，帶去的展品
幾乎被一搶而空。
「 真 正 改 變 命 運 的 是 2015 年 11 月 13
日。」符冬波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因為這
一天，「小椰殼」廚具在雲南昆明舉辦的中
國特色旅遊商品評選活動中脫穎而出獲得金
獎。從此，客戶和訂單就源源不斷找上門
來。他還收到了來自澳洲、阿聯酋、韓國等
國的合作意向函。

祁連山擁逾三千冰川 堪稱「固體水庫」
記者11日從青海省林業廳祁連山自然保護
區管理局獲悉，目前祁連山已查明共有冰川
3,066 條，總面積 2,062 平方公里，儲水量約
1,320 億立方米，是一個巨大的「固體水
庫」。
祁連山是中國西部重要生態安全屏障，是
黃河流域重要水源產流地，此間地貌涵蓋高
山、冰川、森林、草原等，海拔介於2,000至
5,000米，是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
相關數據顯示，祁連山東西長約 1,000 公

里，孕育了黑河、疏勒河、石羊河等近千條
大小河流，灌溉了河西走廊和內蒙古額濟納
旗，約為10 多萬頭牲畜和600 多萬人口提供
生存條件。
「冰川融水和山區降水形成祁連山水系，
流向河西走廊和柴達木盆地，而且一個水系
對應一座城市。」青海省林業廳祁連山自然
保護區管理局局長韓強介紹，如石羊河對應
着甘肅省武威市、黑河對應着甘肅省張掖市
等，此外注入青海湖的50多條河流均發源於

祁連山，青海湟水和大通河3.29 萬平方公里
流域面積內，分佈着該省59%的人口。
據了解，祁連山脈是被乾旱區包圍着的高
地，其北邊分佈有北山戈壁和巴丹吉林沙
漠，南邊係柴達木乾旱盆地，西邊是庫姆塔
格沙漠，東邊則為黃土高原。
韓強表示，祁連山不僅阻隔巴丹吉林和騰
格里兩大沙漠南侵，也拱衛着「中華水塔」
三江源的生態安全，因此水資源安全至關重 ■ 目前祁連山已查明共有冰川 3,066 條，是
網上圖片
要。
■中新社 一個巨大的「固體水庫」。

■ 班主任趙燕為每位學生畫一幅漫畫人像，還為他
們寫下了專屬的臨別贈言。
網上圖片

高校班主任手繪漫畫贈全班畢業生

■ 經過符冬波多年
潛心研究，
潛心研究
，椰子殼變
成了勺、水瓢、碗等日
常用品。
常用品
。 網上圖片

江蘇江南大學數字媒體學院數字媒體技
術 1403 班的畢業生們近日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畢業禮物：40 幅鮮活生動的手繪漫畫人
像，40 句飽含深情的祝福。學生們紛紛表
示，這份禮物走心又傷感。
這份禮物來自他們的班主任教師趙燕，
幾年的相處，趙燕對每位同學非常了解，
在她的筆下，每個手繪畫像都有着鮮明的
個性特徵。以學生許丹丹為例，趙燕筆下
的許丹丹坐在桌子前，手裡拿着飲品，旁
邊是寫着「丹著」的兩本書，「她從大一
開始就和我說要當作家，現今在網上也有
了自己的粉絲，希望她可以早日實現自己
的願望。」
趙燕告訴記者，40 幅漫畫裡，除了自己
班上的 29 名學生，還有 5 名數字媒體技術
專業的教師和自己指導過畢業設計的 6 名
學生。「畢業季來臨，就想給每位學生畫
一幅漫畫人像，表達自己的不捨，也祝福
他們健康快樂。」除了漫畫，她還為每位
學生寫下了專屬的臨別贈言。

最擔心把美女畫醜

為了盡快把漫畫送給學生，趙燕只能擠
時間熬夜畫，雖然時間緊，但趙燕對自己
的要求絲毫沒有放鬆。她表示，自己最害
怕的事情是「把班裡的美女畫醜」。
「拍一張漫畫與自己的合影，發個朋友
圈。」記者了解到，學生收到畫後，紛紛
掏出手機與手繪畫像合影，還表示要將畫
收藏起來。該班學生施盛告訴記者，他特
別喜歡趙老師筆下「一身正裝，臉上不再
是稚氣而是認真嚴肅」的自己，他說，
「在離開學校之前收到這樣一份珍貴的禮
物，很開心。」
■中國青年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