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最大漁政船赴釣島
前身李四光號 入列助常態化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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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噸位最大、性能最先進的漁政船之一 「中國漁
政206」 ，11日在上海舉行入列及首航儀式。上午十時
許，隨農業部副部長牛盾發出啟航指令，一聲汽笛長
鳴，在眾人目送下， 「中國漁政206」 緩緩駛離上海中
國極地考察國內基地中心碼頭，踏上首航征程，前赴釣
魚島海域執行護漁維權任務。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一日電】

廈深鐵路最快明年通車

閩閩 打造打造 「「愛心之城愛心之城」」

395

晉江晉江
每年的12月18日為 「晉江慈善日」。

十年來，每到這一天晉江市都要組織大型
的慈善慶祝活動。去年 「晉江慈善日」，
恆安集團首席執行官許連捷的父親許書
典，率家族捐款 6666.66 萬元。而在許書典
80大壽當天，再捐善款9999.9999萬元給晉
江慈善總會；今年1月9日，安踏集團捐出
1億元設立 「安踏和木愛心基金」……

企業公民 富而仁愛
不斷見諸媒體、刺激人們眼球的巨額

慈善捐款，見證晉江經濟實力的節節攀

升。2011 年，晉江地區生產總值首破千億
元，經濟實力連續 18 年保持 「福建省十強
縣（市）」首位，連續11年居全國10強。
目前，晉江私營企業總數超過1.6萬家，其
中479家私營企業年產值超億元。

而這一切，發生在只有649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劉文儒把晉江這群 「會識天象、
會看風水、敢走夜路、敢闖激流」的企業
家，視為晉江之寶。

許連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作為社
會財富的創造者，企業應該肩負起自己的
社會責任。福建著龍服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蔡著龍認為，這種責任正是出於 「企業公
民」的主體意識。他說： 「在愛心的傳遞
中，企業的自覺意識更強，也應擔起更大
的責任。與普通的市民比起來，我們是
『企業公民』」。

愛心城市 全民共享
晉江的 「企業公民」，在不斷擔當起

社會責任的同時，亦讓 「幸福晉江」有了
堅實的經濟基礎：在閩省率先實現全市公
辦普通高中免收學費；在閩省率先實行被
徵地人員養老保險即徵即保；在閩省率先
實現低保、新農合、新農保城鄉一體化；

在閩省率先推行 「居住證」制度……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保障

和改善民生，要為老百姓謀福利、謀利
益、謀幸福。」劉文儒說，所以我們提
出，經濟的成分要民營，經濟的成果也要
全民共享。

劉文儒說： 「城市不僅僅是建築，它
包括人與人之間，以及整個社會的關係是
否和諧。整個社會互助友愛、樂善好施，

並將這種文化代代傳承，這樣的城市才是
有愛心的，安全的城市。」

「我認為，這就是我們追求的愛心晉
江。」劉文儒說。

2002年12月18日成立的晉江慈善總會，為全國第一家縣級慈善
總會。目前，該會已募資逾15.7億元，投入善款6億多元，惠及群眾
13萬多人次。在該慈善總會成立十年紀念日來臨之際，晉江市長劉文
儒表示：屆時，晉江將舉辦第二屆 「中國愛心城市」 大會，晉江慈善
總會募集善款達到20億元 「沒問題」 。晉江正在努力實現 「經濟民
營，成果民享」 ，要讓愛心 「看得見，摸得」 。

本報記者 蔣煌基報道

【本報記者鄧德相報道】據
悉，世界晉江同鄉懇親暨愛心城
市公益活動將於本月中旬在福建
晉江市舉行。期間，將召開第二
屆 「中國愛心城市」大會、世界
晉江同鄉懇親大會及世界晉江總
會成立15周年、世界晉江青年會
成立 5 周年暨海聯會第三屆理事
會；舉行社會福利項目首發式暨
「慈善萬人行」民俗文化踩街、
「二次創業」鄉賢懇談會、重點

項目開竣工及重大項目簽約等一
系列活動。屆時，逾千名海內外
著名僑領及社會各界嘉賓代表將
雲集晉江，共襄盛舉。

據悉，本次活動將凸顯 「凝
聚內外合力，加快二次創業」主
題，緊扣 「展示成就、總結經
驗、激情創業、跨越發展」要
求，其中將包含新聞報道、理論
研討、攝影作品展示、 「中國愛
心城市」頒獎晚會等板塊內容。
目前，各項活動準備工作正在緊
鑼密鼓地進行中。此外， 「中國
愛心城市」頒獎晚會，晉江市將
邀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歌舞團
蒞臨演出，屆時，晉江市民將享
受到一場高規格且富有晉江特色
的文化大餐。

據組委會人士介紹，晉江市
將以舉辦此次活動為契機，圍繞
打造 「愛心城市、幸福晉江」的
發展目標，大力構建就業、教
育、醫療、環境、安全、社會保
障等六個民生保障體系，讓廣大
市民共享改革開放發展成果。並
通過海內外晉江人、新晉江人和
社會各界的交流聯誼，動員全社
會凝心聚力，共同豐富和發展
「晉江經驗」。深化全國文明城

市和中國愛心城市創建工作，增
強廣大市民的社會責任感，促進
慈善公益事業發展和城市愛心文
化建設。

晉江世同會月中舉行

▲晉江安海慈善協會成立當天，共籌集到▲晉江安海慈善協會成立當天，共籌集到1.881.88億元人民幣善款，創下內地鎮級慈善捐億元人民幣善款，創下內地鎮級慈善捐
資的奇資的奇 晉萱攝晉萱攝

▲每年▲每年1212月月1818日為日為 「「晉江慈善日晉江慈善日」」 。。
圖為晉江市慈善日踩街活動圖為晉江市慈善日踩街活動 晉萱攝晉萱攝 ▲愛心湧動在晉江的街頭巷尾。圖為小學生們爭先捐款，奉獻愛▲愛心湧動在晉江的街頭巷尾。圖為小學生們爭先捐款，奉獻愛

心心 晉萱攝晉萱攝

▲中國明星足球隊和香港明星足球隊向▲中國明星足球隊和香港明星足球隊向
晉江市慈善總會捐贈晉江市慈善總會捐贈505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晉萱攝晉萱攝

◀◀晉江市在閩晉江市在閩
省 率 先 推 行省 率 先 推 行
「「居住證居住證」」 制制
度，持有居住度，持有居住
證的外來人員證的外來人員
享有當地同等享有當地同等
的公共服務，的公共服務，
有效促進了流有效促進了流
動人口融入當動人口融入當
地社會地社會

鄧德相攝鄧德相攝

「中國漁政206」船隸屬中國漁政東海總隊，全長129.82米，型
寬17米，型深8.1米，滿載排水量5872噸，巡航航速15節，最大設
計航速18節，續航力15000海里，自給力60晝夜，抗風力12級。

大幅提升漁政裝備
據農業部漁業局介紹，為了改變當前中國漁政船數量偏少、噸位

偏小、性能不足的現狀，切實保障海上護漁維權任務的順利開展，國
家加快漁政船建設的步伐，加大了漁政投入力度，漁政裝備條件有望
得到較大改善。

因此，作為全國噸位最大及最先進的漁政船， 「中國漁政206」
的入列，意味中國漁政專屬經濟區巡航和護漁維權執法能力得以進
一步提升，對有效保護漁民合法權益和生命財產安全、維持海洋正常
漁業生產秩序、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農業部漁業局、漁政指揮中心、東海區漁政局11日為 「中國漁
政206」船入列及首航舉行了簡單而莊重的儀式。東海區漁政局局長
李富榮主持儀式，農業部漁政指揮中心主任陳毅德向該船授《執法證
書》，農業部漁業局局長趙興武講話。

趙興武指出，作為我國目前噸位最大、性能最先進的大型漁政船
之一， 「中國漁政206」船的正式入列，必將顯著增強我漁政部門護
漁維權的海上力量，並在公海執法，尤其是釣魚島常態化巡航方面，
發揮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培養船員成當務之急
「中國漁政206」船的入列，也對東海區漁政局的漁政隊伍建設

提出新要求。隨大型漁政船陸續入列，漁政船員的招錄、培養顯得
尤為迫切和必要。首航當日，國務院相關部委、農業部相關司局、人
事部相關領導、中央在滬相關單位、上海市相關單位領導等出席了儀
式，亦表明中央對漁政隊伍建設的高度重視。

「中國漁政206」船的前身是中國海軍南海艦隊 「李四光」號遠
洋測量船，舷號871，原名 「海洋18號」，屬於 「636型海洋綜合調
查船」。 「李四光」號遠洋測量船以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奠
基人李四光的名字命名，不僅是我國第一艘自行設計製造的5000噸
級遠洋測量船，也是我國第一艘以科學家名字命名的測量船，於
1998年8月服役。2012年11月， 「李四光」號在廣州退役，移交漁
政部門。

「李四光」號由中船集團第708研究所設計，蕪湖造船廠建造，
主要執行距岸100海里以外的海洋測繪、水文調查和物理參數測量，
曾先後31次南下中國海、17次勇闖太平洋和印度洋，填補了我國海
洋測繪領域重力、磁力等100多項資料空白，採集了100萬平方公里
海洋國土數據，相當於5個廣東省的面積。

【本報訊】據中新社烏魯木齊十一日消息︰今年6月底
，幾名歹徒暴力劫持由新疆和田飛往烏魯木齊的航班，被機
組人員和乘客制服。該案11日一審公開審理並當場宣判，3
名被告被判死刑，1人被判無期徒刑。

新疆和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11日一審公開開庭審理木
沙．玉素甫等4名被告人暴力恐怖劫機案並當庭宣判，以組
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劫持航空器罪、爆炸罪等數罪
並罰，分別判處被告人木沙．玉素甫、艾熱西地卡力．依明
、吾麥爾．依明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阿里
木．木沙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法庭審理查明，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幾名被告
為實施暴力恐怖活動進行了多次準備。直至 6 月 29 日，各
被告登上GS7554航班並企圖引燃爆炸裝置，過程中分別被
乘客和機組人員奮力制服，航班其後迫降和田機場，木沙．
玉素甫等6人當場被捕。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一日電】作為東部沿
海快速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廈深鐵路目前已完成
總投資額的八成，全線有望明年年底前開通，屆時
三小時就可互通。業內人士認為，廈深高鐵串聯起
三大經濟特區，並與廣深港高鐵在深圳北站交匯，
開通後將成為泛珠三角與海西兩大區域經濟整合優
化的新引擎。

去年年底因資金不到位曾一度停工的廈深鐵路
深圳段，其最新進展情況備受外界關注。據施工方
中鐵二十五局集團相關負責人向記者透露，目前深
圳段施工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爭取明年上半年完成
鋪軌。深圳市交委人士日前透露，廈深鐵路已完成
總投資額的80%，計劃於明年底開通。

根據規劃，廈深鐵路是上海至深圳快速客運通

道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國鐵路 「四縱四橫」快
速客運通道中的 「一縱」。該線全長502公里，其
中廣東段全長約357公里，福建段長約145公里，
共設立 20 個車站，由廈門北站發出，經漳州、潮
州、汕頭、普寧、汕尾、惠州等多個城市，終點設
於深圳北站。該站於去年年底已開通廣深港高鐵，
目前通過接駁武廣等高鐵線路可直達湖南、武漢、
鄭州、西安等地。

最高時速250公里
記者獲悉，廈深高鐵按Ⅰ級鐵路標準，採用

雙線鋪設的模式，設計速度 200 公里／小時，並
預留約 250 公里／小時的提速空間。這也意味
線路開通後，深圳至廈門僅需三個小時便可抵達

。在深圳工作的廈門人陳先生，每年逢年過節，
往返兩地至少五趟。陳先生稱，平時更多是乘坐
大巴回家，整個車程至少八個多小時，有時遇到
深汕高速塞車嚴重的話，十二個小時才能到家。
陳先生表示，廈深通車後，返鄉可節省過半時間
，自己十分期待。

除了便利兩地及沿線市民出行，廈深高鐵對珠
三角地區與福建及長三角地區區域經濟的整合優化
將產生深遠影響。有業內人士稱，廈深鐵路將廈門
、汕頭和深圳串聯起來，並將珠三角與海西地區連
接起來，將打造形成東南沿海三小時經濟圈。此外
，該線借助深圳北站接駁廣深港高鐵，未來隨廣
深港香港段開通後，港人乘坐高鐵前往廈門以及東
部沿海各大城市將更加便捷和快速。

新疆和田劫機案3人判死

連結海西泛珠兩大區域經濟

長期搜集大屠殺文物
日反戰人士南京獲獎

中國漁政206船規格
長度

寬度

滿載排水量

巡航航速

續航力

129.82米

17米

5872噸

15節

15000海里

▲中國最大漁政船 「中國漁政206船」 11日入列，並首航赴
東海海域執行護漁巡航任務 新華社

【本報記者強薇南京十一日電】日本反戰人士大東仁十
一日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授予 「特別貢獻
」獎章。這是表揚他多年來在日本各地為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搜集到 1283 件珍貴文物，為增進世人對南京大屠殺的認
識作出突出貢獻。

身為日本圓光寺住持和真宗大谷派名古屋教區教化中心
的研究員，大東仁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多次到南京參與和
平交流活動，聆聽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他說，夏淑琴等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故事讓他心酸，老人堅持維護歷史真相
讓他深受感動。

自 2005 年開始，大東仁接受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委託
，在日本搜集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證物。為了搜集歷史證據，
大東仁跑遍了日本的舊書店、舊貨市場，並通過網絡徵集，
只要發現相關線索，他總會不辭辛勞，親赴當地。

大東仁坦言，一方面是文物逐漸湮沒，想找出來並不容
易，另一方面來自日本右翼的恐嚇和威脅也時有發生，他曾
接獲右翼的威脅信，稱他為國家的叛徒，要他切腹謝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