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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6日晚，2016年“贺龙
杯”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CBO）全国总
决赛传来好消息：来自我市的中原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队经过奋力拼搏，以
全胜战绩夺得成人组冠军。

此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篮球管理
中心、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焦作市体育局
承办。“贺龙杯”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是
全国篮球项目三大赛事之一，举办年度
久，参与面广泛，深受广大体育爱好者的
喜爱。比赛时间为10月21日至26日，来
自全国各地的成年组、骥翼组、女子组各
12支队，共计36支代表队、540多名运动
健儿参加比赛。最终，来自我市的中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队以全胜战绩获
得成人组冠军。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河南省内
唯一一家公用事业及环境生态类国有控
股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544）。自
2007年成立以来，公司遵循“规范、务实、
诚信、高效”的企业宗旨，通过建立健全
公司治理体系、内部控制体系、经营管理
体系，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一
家管理规范、运营稳健的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公司资产
总额68亿元，股本6.5亿元，国有股本占
68.7%，在册员工 1150人。公司设董办、
办公室、人力资源部、水务运营部、供热运
营部、法律审计部、财务部、物资部、投资
部、党群行政办等部室。公司下辖王新庄
水务分公司、马头岗水务分公司、五龙口
水务分公司、南三环水务分公司、马寨水
务分公司、航空港区水务分公司、航空港
区明港水务有限公司、郑东水务有限公
司、登封水务有限公司、郑州上街水务有
限公司、开封同生水务有限公司、漯河水
务有限公司、伊川水务公司13个水务公
司（14个污水处理厂），目前，运行污水处
理厂设计日处理能力 200万吨。同时，
公司下辖新密热力有限公司、登封热力
有限公司2家供热公司，供热面积300万
平方米。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在发挥
政治核心作用的基础上，非常重视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建
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干
部职工队伍。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每年都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篮球比赛展示了拼搏、向上的企业文化
精神。篮球运动在该公司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

公司秉承“规范、务实、诚信、高效”
的宗旨，以“服务城市居民、提高城市品
位、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幸福家园”的企
业使命，立足中原腹地，面向全国市场，
抢抓机遇、创新投资模式，围绕“大公用、
大环保、大生态”，加强主营业务发展，打
造主业经营全产业链，通过合作、合资、
参股、并购等途径，实现公司全产业链经
营，力争使公司成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
服务商，做强做大中原环保。

2016年“贺龙杯”业余篮球赛全国总决赛昨日落幕

中原环保代表队荣获冠军

为真实全面地展现郑州深厚文化底
蕴，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州市所发生的
巨大变化，展示郑州市政协自成立以来的
发展历程和履职成果，进一步提升“道路自
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打造
郑州文化新名片，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今年，我市将开建郑州政协文史馆，从
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相关资料。

一、征集内容
本次征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

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
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的重要论
述，突出协商民主的主题主线，突出郑州
特色，突出政协特色。向社会征集郑州
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
术、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史料价值、教育
意义和借鉴作用的资料，具体内容如下：

1.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党政领导同
志视察郑州的相关史料，如文字、图片、
音像、图册、出版物等，关于郑州工作的
讲话、指示、批示、题词等；

2.反映郑州历史文化中体现协商民
主精神内涵的人文历史、学术研究成果；

3.郑州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重大成
就的年鉴、图书、刊物、老照片、音像资料等；

4.郑州文史资料、各县（市）区文史
资料以及各县（市）区编印、出版的政协

志、《委员风采》等；
5.反映郑州市政协成立至今发展历

程的文件、手稿、图书、刊物、音像资料以
及与政协相关的文物等；

6.反映社会各界政协委员的事迹材
料、照片等；

7.反映市直各单位办理落实政协提案的
文件以及办理过程、效果的文字和照片等；

8.市直各单位拍摄、制作的反映郑
州发展的宣传片、专题片，编印、出版的
宣传资料、图册、出版物等；

9.与政协相关的有史料价值的手
稿、函电、日记等；

10.反映郑州历史文化底蕴的图书、
刊物、音像资料等；

11.个人或集体所获得的反映郑州
政协发展历程及成果或荣誉的奖杯、奖
牌、奖状等。

二、征集要求
1.遵循亲自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的“三亲”原则，突出统战性、史料性、可读
性的“三性”特色，资料内容要真实、具体。

2.提供照片、图片、实物资料、音像
资料时请附简要的文字说明：包括时间、
地点、事件、主要参加人的姓名、时任职
务、拍摄（提供）人姓名、现从事职业等。

三、有关事宜
1.有意提供实物、图片或文献资料

者，可与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
系，也可持实物、图片或文献资料直接到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理相关手
续。属于个人提供的有关实物资料等，
提供人请注明是否愿意捐赠，如不愿捐
赠，郑州政协文史馆筹备办公室将予以
复制，原件退还提供人。

2.郑州政协文史馆将对捐赠、寄存
的文史、档案资料予以整理，妥善保管。
所捐赠的资料，归国家所有；寄存资料所
有权归寄存者，未征得寄存者同意，任何
人、任何单位均不得公开发表或利用。

3.本次征集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7
年3月31日。

4.所有捐赠材料可邮寄或直接送交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欢迎提供
相关线索。邮寄时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

“郑州政协文史馆资料征集”字样，邮寄
或发电子邮件时请注明作者姓名、详细
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地址：郑州市北二七路76号市政协
文史委 邮编：450000

联系电话：
6178303813903814330李洪太
6718305018538310168常松木
电子邮箱：zzszxwsw@163.com

政协郑州市委员会
2016年10月27日

政协郑州市委员会关于征集郑州政协文史馆文史资料的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齐
湘辉 刘欢 查文晔）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发言人安峰山 26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国共两
党领导人会面，继续保持两党高层互动，
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对维护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两岸同胞利益
福祉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有记者问：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即
将访问大陆，按照惯例，国共两党领导人
应该会见面，并且就两岸关系发表看法，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安峰山在答
问中作上述表示。

他说，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已行之有
年。2005年，在两岸关系面临道路选择的
关键时刻，国共两党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

会面，双方确认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为两岸关系指出
一条光明大道，同时也达成了建立两党定
期沟通平台的共识。自此，国共两党一直
保持高层互动，为推动开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道路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还应询表示，2008 年以来，国共两
党和两岸双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
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同时也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关键在于
双方确立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的共同政治基础，而这个基础的核心就在
于双方都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所以我们也希望，国共两党在这样
一个基础之上，能够继续地保持善意的沟
通和良性互动，维护台海局势和平稳定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为两岸民众福祉
来共同努力。”他说。

另外，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安峰山
还应询介绍了将于 11 月 2 日至 3 日在北
京 举 行 的 两 岸 和 平 发 展 论 坛 的 筹 备 情
况。他表示，论坛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
利。截至目前，已经有 240 多位两岸各界
精英、社团负责人报名出席论坛，有超过
280位媒体记者报名到会采访。

安峰山还介绍了两岸经贸交流活动
的情况。他说，近一段时期以来，两岸经
贸交流活动依然热络，有利于增进两岸同
胞利益福祉。

安峰山指出，津台会、鲁台会、浙江台
湾周、赣台会、重庆台湾周、皖台投资合作
对接会、江苏淮安台商论坛等已相继举

办，两岸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并达成了许
多具体成果。

安峰山表示，北京、四川、湖北、湖南
等 地 也 将 于 近 期 举 办 两 岸 经 贸 交 流 活
动。其中，第十三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将
于 11 月 14 日至 18 日在武汉、襄阳、宜昌、
神农架林区等多地举行。

安峰山透露，第九届海峡两岸（厦门）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 11 月 4 日至 7
日在厦门举办。届时将以“突出两岸、突
出产业、突出投资、突出交易”为宗旨，举
办博览交易会、论坛及对接会、评奖颁奖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安峰山还表示，今年两岸企业家峰会年
会将于11月6日至7日在金门、厦门举办，以

“企业创新合作、产业融合发展”为主题。

4年后我国失能老人达4200万
80岁以上高龄老人2900万

据新华社天津10月26日电（记者 周润健）全国老龄办政策研
究部副主任李志宏 26日在此间披露说，据测算，4年后也就是 2020
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将达到 4200 万，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
到 2900万。

李志宏在 26 日召开的 2016（首届）京津冀养老论坛上指出，目
前，我国的老龄化进程日趋严峻。伴随着这一进程，失能、高龄、空
巢和独居等养老服务重点对象大幅增加。

据测算，失能老年人将持续增长到 2020 年的 4200 万，2030 年
的 6168 万，2050 年的 9750 万；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持续增加到
2020 年的 2900 万，2030 年的 4300 万，2050 年的 1.08 亿；空巢和独
居老年人则持续递增到 2020 年的 1.18 亿，2030 年的 1.8 亿，2050 年
的 2.62亿。

国台办表示

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
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韩媒曝亲信干政
朴槿惠致歉撇清

空中俯瞰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10月26日摄）。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11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举办。据了解，作为世

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已经全部完工，灯光、网络等硬软件设备
也全部调试完毕，静待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新建成的“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由“普利兹克
建筑奖”获得者、中国美院教授王澍领衔设计，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由会议中心、接待中心和
展览中心三个功能区块组成。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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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10月26日电（记者 付敏 李凯）26
日下午，被海盗囚禁近 5 年的台湾船员沈瑞章搭乘飞
机抵达台湾桃园机场，见到迎接亲友时失声痛哭并下
跪感谢拯救他的人。

14 点 10 分，沈瑞章出现在桃园机场入境大厅，身
材瘦削，皮肤黝黑，在家人的搀扶下缓步前行。当见
到被海盗袭击时不幸遇害的台湾船长钟徽德之子
时，沈瑞章情绪失控，两人相拥跪泣。

“很抱歉，没有办法把船长遗体带回来，实在是
对不起。”沈瑞章用闽南语哭着对钟徽德之子说，你
爸爸为了救大家牺牲了，是最英勇的。

当被问及回到台湾的感受时，沈瑞章哭着说：
“我最要感谢的就是那些善心和有心人士把我救出
来，不然我也真的不敢想象我是回得来回不来。”

据介绍，沈瑞章在家人的陪同下，上午从广州搭
乘飞机返回台湾，班机在 13 时 35 分抵达桃园机场。
随后，沈瑞章将返回基隆，在家中休养。

25 日晨，获救大陆船员和台湾船员在外交部和
海协会人员组成的工作组陪同下顺利抵返广州。沈
瑞章及家人对大陆方面的全力解救和妥善照护表示
真诚感谢。

2012 年 3 月 26 日，阿曼籍台湾渔船 NAHAM3 号
在亚丁湾海域遭索马里海盗劫持，船上有包括 10 名大
陆同胞、2 名台湾同胞在内的 29 名船员。其间，包括 1
名大陆同胞、1 名台湾同胞在内的 3 名船员不幸身亡。
经多方努力，北京时间 2016年 10月 22日，幸存的 26名
船员全部安全获救。

1700万美元
特朗普涉嫌虚假理赔

美国媒体一项调查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
朗普 2005 年以飓风损坏房产为由理赔 1700 万美元，但实际
损失可能远低于此。特朗普承认把部分资金“据为己有”，但
拒绝透露详细金额。

美联社 25日报道，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马阿
拉戈俱乐部 2005年在飓风中受损，理赔 1700万美元。

然而美联社梳理维修报备等公共档案后，并未找到证据
显示这处房产遭受如此多损失。当有人提出质疑后，特朗普
表示记不清楚究竟花费了多少维修费用，但承认确实把理赔
而得的部分资金转入“个人账户”。不过，特朗普拒绝透露有
关保险及房屋受损情况的更多细节。

在不少马阿拉戈俱乐部会员以及特朗普的亲友叙述中，
这处房产的受损状况却没有那么糟糕。特朗普的前管家安东
尼·塞内卡尔回忆，“威尔玛”飓风过境后，马阿拉戈俱乐部房
屋后面的多棵大树被刮倒，但房屋本身只是被吹走一些瓦片。

“威尔玛”飓风袭击两周后，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
朗普在马阿拉戈俱乐部举办婚礼，招待 370 名宾客。从美国
知名图片公司“盖帝图像”拍摄的婚礼现场照片中，清晰可见
房子、游泳池、海滩小屋等状况良好。 新华社特稿

韩国总统朴槿惠10月25日就前日媒体曝出其亲信崔顺实审阅总
统演讲稿一事，向全体国民发表致歉讲话。韩联社说，这是去年8月以
来，除例行新年讲话外，朴槿惠首次就某一事件向全国发表讲话。

韩国 JTBC 电视台 24 日报道，并无任何官职的崔顺实收到
过 44 份演讲稿，并且是在朴槿惠发表这些演讲之前，其中包括
2014 年 3 月朴槿惠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表的“韩朝统一
基础倡议”讲稿。

这些讲稿的文档存储在崔顺实办公室一台被弃置的电脑
中。因为这些文档的打开时间在朴槿惠发表演讲前，因此该电
视台怀疑崔顺实审阅并修改了讲稿。

朴槿惠 25 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发表《致国民书》，就此作出说
明。她说，崔顺实曾在 2012 年她参选总统时就竞选事务提出个
人建议，主要是演讲和公关活动方面。在 2013 年发表就职演说
后，她继续就一些材料向崔顺实征询建议；在青瓦台的秘书班子
形成后，她停止向崔顺实求助。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很抱歉这引发全国民众的担忧、惊
诧和痛心，我对国民深表歉意。”朴槿惠说完深深鞠躬。

朴槿惠并未说明她终止向崔顺实征询建议的具体时间，也
未提及崔顺实的涉嫌腐败的报道。

近几周来，受崔顺实涉嫌腐败等事件影响，朴槿惠的支持率
跌至她就任以来新低。盖洛普公司 21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朴槿惠的支持率跌至 25％，为其就任以来最低水平；而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则升至 29％，为今年以来最高，也是现政
府成立以来该党支持率首次与执政的新世界党持平。

先前，韩国多家大企业共同出资 800 亿韩元（约合 4.8 亿元
人民币）设立 Mir 财团和 K 体育财团这两家非营利性质的基金
会。崔顺实被指涉嫌利用与朴槿惠的关系促使这些大企业“慷
慨解囊”，并涉嫌将两家基金会私有化。

60 岁的崔顺实被韩国媒体称为与 64 岁的朴槿惠“亲如姐
妹”。崔顺实的父亲崔太敏被认为是朴槿惠的“导师”，在朴槿惠
母亲去世后对她影响很大。崔太敏 1994 年去世，他一生有过 6
次婚姻，曾是僧侣，后成为牧师。按照一些韩国媒体的报道，他
曾利用与朴家的关系收取官商贿赂。

韩联社报道，崔顺实眼下行踪不明，据信在韩国境外。
新华社特稿

10 月 25 日，在韩国
首尔，韩国总统朴槿惠发
表《致国民书》后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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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海盗囚禁台湾船员获救后返台

不计前嫌
鲍威尔倒戈支持希拉里
又有美国共和党大佬宣布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这次是曾因“邮件门”与希拉里闹过不愉快的前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赫芬顿邮报》网络版 25 日报道，这名退役四星上将当
天在纽约州长岛的一场活动中公开表示，会投票给希拉里。
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证实了这一消息。

希拉里今年7月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时称，2009年在一场
晚宴上，鲍威尔建议她使用个人邮件账户。鲍威尔对此回应
道，对这件事“没有印象”，只给希拉里写过一封备忘录，说他处
理非保密信息时使用正规服务商提供的私人电子邮箱很方便。

鲍威尔 8 月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对希拉里阵营把他
“拉下水”表达不满。

不过，鲍威尔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更加
反感。据黑客曝光的一封电子邮件，鲍威尔今年早些时候称
特朗普是“国家耻辱”“国际社会的弃儿”。

随着大选临近，共和党大佬纷纷倒戈支持民主党人希拉
里，这种情况实属罕见。《赫芬顿邮报》统计，除了鲍威尔，转而
支持希拉里的前共和党政府官员还有前国土安全部长迈克
尔·切尔托夫、前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
夫特、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和前财长亨利·保尔森。

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尚未明确表态，不过他的父亲、
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已经表示打算投票给希拉
里。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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