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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理工大学（原华东地质学院）是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国土资源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江西省人民政
府共建的一所具有地学优势、核学科特色的以理、工为
主，经、管、文、法、教、艺兼备的多科性大学。学校有南昌
和抚州两个校区。全校占地面积2500余亩，现有教职工
2200余人，在校学生3万余人。

学校有一批国家、省部级特色、重点学科专业及平
台。为实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目标，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拓宽选人用人视
野，吸引集聚海内外优秀人才，加强相关学科的建设，学
校现决定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4名学院院长及1名重点
实验室主任。招聘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地球科学学院院长
2.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3.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
4.软件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5.核技术应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二、工作职责及要求
1.全面负责本单位行政管理工作；
2.制定落实本单位发展战略规划，把握学科发展方

向，进一步提高单位综合实力；

3.培养和引进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做
好人才梯队及创新团队建设工作；

4.加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高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质量及社会服务水平；

5.学校交办的其它工作。
三、岗位条件和资格
1.拥护党的领导，思想政治素质高，有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
2.报名人员还应具备以下资格和条件：
（1）认同学校办学理念，具有国际化办学视野，熟悉

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能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2）国内应聘者应具有博士学位及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国外应聘者应具有知名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位或
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研究员及相应职位；

（3）在本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
对相关学科领域的建设具有战略性构想和创新性思维，
学术声誉好；

（4）具有高校或研究机构工作经历，熟悉本学科人才
培养规律，具有国际化的学术视野，有带领本学科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

（5）具有从事教学科研或行政组织的管理工作经历，
具备担任行政负责人所需要的能力；

（6）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入选者、“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及其他海内外
杰出学者优先考虑；

（7）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55岁以下。
四、招聘程序
（一）公开报名
1.凡符合条件者均可在即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期

间通过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名。
2.应聘人员应严格按照招聘岗位的条件要求报名，

并提交如下材料：
（1）岗位应聘报名表（请登录我校官方网站下载）；
（2）身份证或护照、学历及学位证书复印件；
（3）任职经历证明材料；
（4）负责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重大科研项目及主

要成果复印件或证明材料；
（5）相关获奖证书复印件；
（6）对应聘岗位的工作设想及实现工作设想的主要

措施。
我校承诺在招聘过程中为应聘人员保密，以上报名材

料恕不退还，请自留底稿，应聘者须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二）资格审查及面试考核
学校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报名者通过资格审查

并被确定为面试答辩人选后，学校将正式通知本人来校
参加面试答辩。

（三）聘任与待遇
1.应聘者获得聘任后，其人事档案关系、组织关系调

入我校，为正处级干部。
2.对新聘任人员实行一年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

核合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任职手续。聘期5年，到期后
视情况双方可续聘。

3.根据应聘人才层次、学术水平等确定相应待遇，按
照学校引进人才政策执行（请登录我校官方网站查看），
具体面议。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兰大道

418号东华理工大学人事处
邮 编：330013
电 话：0791-83897201、13870646139
传 真：0791-83898562
电子信箱：ecitrsc@126.com
联 系 人：张兴磊
东华理工大学官方网站：http://www.eci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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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理工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院长、重点实验室主任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洪永俊（HONG YOUNGJUN）：本院受理
原告虞灵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0404
民初17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叶枋舟：本院受理上诉人叶伟
与被上诉人屈燚，原审被告叶枋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京03民终4521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如下：准许叶伟撤回上
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
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公告 顾建平：本院受理（2017）苏0581民初2484号原告
毛吉韶与被告顾建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海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洁：本院受理原告冯淑艳、赵雨嫣诉被告赵洁遗
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1民初323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南区）民事审判第六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坤：本院受理你与原告孙家慧、罗亚宁、孙汲、孙
嘉跃、孙玉、李铁金、李世金、李金香、袁方、被告王万春、王春和、王春发、王春利、
王春玉继承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为：判决本案原告与被告按照法定继承依法继承
北京市西城区小沙土园胡同14号房屋，上述房屋由本案原告与被告按份共有；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合议通知。自公告之日起，期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层第31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中国信安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信安国际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国中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答辩期满后第1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层第38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京0108民初38146号 张植鑫、马小蓉：本
院受理原告潘粤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原告潘粤起诉要求判令：1、二被告支
付原告欠款4470000元；2、二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以447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
2%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9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10月20
日为2324400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6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
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1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恒盛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金
泰众和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鑫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恒盛地产控股有限
公司、夏景华、上海鹏晖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2016）京 04民初 59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京 04民
初5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北京金泰众和投资有限公司撤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红（女，1950年 7月 17日出生，
原身份证号110102500717042）：原告刘敦敏向本院起诉与你、周麒、付大兴、傅岩
继承纠纷一案，现我院向你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
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再经过30日答辩期，本院定于2017年11月
6日9时30分在本院奥运村法庭开庭，如果你届时未到庭或提出答辩状及副本，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昌民初字第 10457 号 高魁（身份证号
210102781219415，护照号G40877500）：本院受理原告李思宇诉你抚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昌民初字第104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原告李思宇与你所生育子女高艺宁（Yining Gloria Gao）由原告李思宇抚养，你每
月给付抚养费1500元，自2017年5月1日起至高艺宁（Yining Gloria Gao）满十八
周岁之日止；案件受理费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30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络盟（ROMAN HEINRIC PFAFFINGER）：本
院受理原告北京励丰大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方络盟（ROMAN HEIN-
RIC PFAFFINGER）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朝民（商）初字第33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月女、刘永正、刘永惠：本院受理原告刘厚芹、刘
厚蓉、刘永康、刘永泰、刘永健、刘永宁、张建华、刘永琨、刘永玖、刘永玲、方淑芹、方淑
荣、方淑茹诉被告孙成艳、孙成娟、孙盛裕与你们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芝民简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原告姚澍、被告陈萍：本院受理你们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西民一初字第 18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新尧：本院受理原告郝薇诉你（2017）津 0103民
初3068号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文利（WEN LI LIU）：本院受理李冬梅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请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两人育有一女已成年，无财产分
割。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金永喆：本院受理原告刘凤华诉被告金永喆（2017）
吉2426民初504号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2017年9月25日8时30分在本院审
判三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镐哲、金风今：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马进莲、马
学荣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出国务工，现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吉
2426执62号执行案件，执行裁定书（查封、解封、过户）、执行结案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益铁：本院受理原告刘安峰诉被告孙作斌、吴益
铁（2017）吉 2426 民初 190 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9月26
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露：原告张思诉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完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2013）一中民终字第 1802
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张思与李露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张思于 2013年 9月 18
日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张思有权对房屋进行出售处分行为，李露在法院已终
审判决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履行交房义务或相关协助配合义务，但李露未履行属
违约，由此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和未交付房屋的租金损失。据此本院判决：
一、李露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张思经济损失三十五万元；二、李露于本判决
生效后7日内赔偿张思居间费六万七千元；三、李露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张
思诉讼费用六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元；四、李露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张思自
2014年1月1日起至李露腾退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西里二区8号楼23层2302号
房屋之日止的房屋租金损失，按每月五千元计算；五、驳回张思的其他诉讼请
求。本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昌军、张晓燕：本院受理原告魏晓燕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明就：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安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4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佳华公司、钟梅锦、谢绍良：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安
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4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志芳：本院受理上诉人北京国伟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上诉尚合森、丁介令、丁介明、丁介松、杨廷志、杨怀芹、杨怀思、杨怀功、张
玲、董彩英、尚飞、陈大勇、尚言停、陈红岩、丁圪永、赵呈叶、李洪路、杨廷恩、陈永
利、王广爱、陈永净、柳素云、王金环、杨廷辉、李洪季、王广振、陈兴点、张兆远、陈
志芳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案件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伟：本院受理吴莉云、吴峰、吴来顺、吴莉蓉、吴
涛、吴小齐、吴莉萍、杨庆林、闫秀英、杨彬、杨军、杨洁、冯静娴、杨越、杨健、杨瑞霖诉

你与范涛、武阳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1
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90日内来东城区人民法院（南区）
民事审判第八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公告 長岡勝雅：原告王丽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武民一初字第5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30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Societe des Anciens Etablissements L.GEISMAR

（原吕西安—吉斯马设施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晨唐（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0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京0101民初6026号 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
北京悦府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与北京苏浙酒楼有限公司、天津苏浙酒楼有限
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潘伟民：本院受理上诉人和昌（福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黄书建、原审被告黄朝阳、原审被告潘伟民民间借贷纠纷上诉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7年8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第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芳芳（FANGFANG ZHANG）：原告王开元诉你
离婚纠纷案，我院已经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马潇潇担任审判
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赵一凡担任法庭记录。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王开元与张芳芳离婚）、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公
告期满后30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交证
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7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粤0115民初1628号 永福国际有限
公司（EVER FORTUNE INT’L CO.，LTD.）：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旺阁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立泰化工（番禺）有限公司、第三人永福国际有限公司（EV-
ER FORTUNE INT’L CO.，LTD.）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等。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第三人连
带向原告支付从 200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19 日的企业管理费人民币
492882.51元，并从逾期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请求判决
被告和第三人连带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1
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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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成功举办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作为

“超级联系人”，香港特区同样十分关注“一带
一路”的诸多议题。

香港如何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好
自身角色，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香港各界
有识之士集思广益，提出富有见地的见解，让
香港对接“一带一路”时做到有招可出，心中
有数。

立足金融做好融资

“香港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也是世
界的中国金融中心，可以作为中国内地与外国
之间的‘超级联系人’，香港企业可以和中国内
地企业一起‘并船出海’，并与外国企业一起走
入中国内地。”在前不久举行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促进资金融通”平行主题会
议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香港在
金融方面优势突出，可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一
带一路”项目集资和财务管理服务需求。

同样，在港区人大代表刘佩琼看来，金融
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也是香港的优势产业。“加
强‘设施联通’需要大量的基建项目。这些项
目不能单靠某个国家出资，而是要向全世界开
放集资。”她表示，香港在全球的资本管理方面
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可以发挥自身长处，吸纳
有兴趣的金融机构参与投资。

中银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梁则表
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
可通过开发各类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和投资
工具，以促进沿线国家的人民币交易和融资，
降低投资运营中的汇率风险。

另外，除了发挥传统金融优势，中银国际
英国保诚信托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朱永耀提出了
香港可强化成为地区性再保险中心的建议。“目
前，全球前五大再保险公司、前四大再保险经
纪公司均在香港设有办公室。相信配合原有的
法律机制、专业调解服务等优势，香港能够做
好再保险中心的角色，帮助企业安心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基础建设。”

提供优质管理服务

金融产业在香港的发展中“一马当先”，但
并不是香港唯一的强项。对于这个“东方之
珠”来说，对接国际市场、与国际标准一致的
服务和管理也是它颇具特色的长处，能够让香
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崭露头角。

“有不少外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及企
业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是‘设施联通’，而香港在设计、建造和基建管
理方面的水平有目共睹。”梁振英认为，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时，香港的规
划、工程、测量等专业发挥的空间都很大。另
外他也提到，香港有大量的民间团体，对外开

展了很长时间的交往与合作，他们在“一带一
路”倡议促进“民心相通”方面也可发挥优势。

而对于适用英美法系的香港来说，法律上
的专业服务也让它凸显优势。香港特区立法会
议员周浩鼎表示，香港运行的是普通法，其法
律体系在全球广受认可，可以为解决“一带一
路”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合约签署、纠纷调解、
仲裁提供场所。

不仅如此，香港在信息技术的基础建设方
面领先全世界，在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上香港的
可靠性更达 99.99%，这些条件对于互联网经济
非常重要。因此，香港数码港主席林家礼建
议，香港有条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大数据中心，借助互联网架起“数码丝路”。

联通内外强化枢纽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首次被提出，此
后相应的发展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成果
丰硕。谈及香港如何从中受益，香港中华总商
会会长及特区政府中小型企业委员会主席蔡冠
深认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香港
与东盟的合作极为重要。他表示，香港与东盟
的合作已有50年历史，主要是与当地华侨华人
合作，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
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香港在“一带一
路”的建设中作为“超级联系人”，协助内地企
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加强和巩固了自身与东盟
地区的联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强化联通内外的
枢纽作用是香港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角色的
着力点之一。厦航假期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
毅立认为，特区政府可借助“一带一路”倡
议，为旅游业创造更多商机，包括旅行社、航
空业、酒店业等产业。在入境旅游方面，他建
议把香港作为海外游客到中国内地旅游的门
户，通过更丰富的“一程多站”旅游安排，成
为“一带一路”旅游的中途点和中转站。

而对于刚刚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来说，
蔡冠深认为，大湾区建设不仅为区内经贸增长与
合作创造新亮点，也将成为内地、东盟地区以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往来的重要平
台。香港可以发挥在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等多
方面的独特优势，做好沟通内外的枢纽。

图为港岛一瞥。 （资料图片）

5 月 15 日，台湾立法机构某议事会场一
片狼藉，满地水渍和假钞。在台湾地区领导
人蔡英文上任将满一年之际，有人数众多的
民进党籍“立委”护航，尽管国民党籍“立
委”泼水、撒面粉、掀桌子、撒假钞，仍然
阻止不了“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草案”通
过初审。

“前瞻建设草案”8年举债 8800亿元 （新
台币，下同），其中 4000 多亿元投入轨道交
通，包括桃园捷运绿线、新竹环线轻轨、台
中捷运蓝线、基隆轻轨以及高雄捷运延长线
等；其余投入水环境、绿色能源、数字网络
等领域。有人评价，这是台湾继“县县有机
场，市市有大学”之后，“东西南北中都要有
轻轨”了。

3.6 万平方公里的台湾有 18 个机场，其中
仅屏东就有两个机场。这是台湾地区前领导
人陈水扁时期以“平衡区域发展”为名留下的

“政绩”，像不像蔡英文如今说的“城乡发展均
衡”？结果可想而知。据台湾媒体报道，有 15
个机场使用率低，其中屏东机场已正式关闭民
航业务，而恒春机场一年只有700个旅客，机场
每年最低的人事费、维护费还要 1000多万元。
大学就更不用说了，2300 万人口的台湾，目前
共有包括专科、学院、大学在内的 158所高校，
密度之高令人咋舌。还有数不清的“蚊子文化
中心”“蚊子展览馆”等。

如今轮到轻轨了。台湾的轨道交通最典
型的例子是高雄捷运。高捷可能是世界上最
舒适的捷运，即使是高峰期人也不多。经过 8
年努力，2016 年日均运量才达到 17.2 万人次。
高雄官方将乘客人数不足归因于捷运线路少，
在这次“前瞻建设”中，将再增加 34公里，使总
长逾百公里，估计届时每日运量有望突破50万
人次。但问题是高捷初建时也是这么乐观，认
为第一年就能日均23.7万人次，到现在都没达
到。台湾人口第二多的高雄市犹是如此，其它
城市建轻轨会是什么命运？有台湾网友拍了
张高雄轻轨车厢空荡荡的照片，嘲讽台湾真有
钱，“连蚊子都有轻轨坐”。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蚊子机场”已经
不堪重负，过剩的高校如何退场至今无解，为什么还以4000亿元投
入轨道建设？国民党“立院”党团批评“前瞻建设”是选举绑桩，
原因无他。“草案”推出太仓促，8800亿元的大计划完全未走正常程
序，未经专业评估，民进党却在“立法院”强度关山，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台湾县市长选举将于2018年下半年登场。撒钱做建设向
来是拼选举的利器。工程建设是有形的“政绩”，而发包工程即使看
起来很干净，也可与特定企业建立良好关系，获得政治献金。至于
建成后沦为“蚊子机场”“蚊子馆”又怎样？没人会记得。陈水扁时
代如此，蔡英文时代也是如此。而根据选举时间点逆推，“计划”获
批、经费下拨、工程发包乃至正式开工，此时通过效果最佳。

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拼选举才是不变的内幕。而有这一结
构性因素，机场之后，轻轨也不会是结束。台湾蚊子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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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一带一路”，香港有招！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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