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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消息：台灣中山科
學院自力研發量產完成的「雷霆二千多管
火箭」系統，首批將在下月正式交付陸軍
六軍團砲指部，預計經過1年接裝測評階
段後，在明年第一個雷霆二千火箭營將正
式成軍。

據形容，「雷霆二千多管火
箭」僅需3人操作，還能以單
套或多套砲車，短時間內連續
投射大量火箭彈，操作時間縮
短為7至8分鐘。砲車的發射架
系統採用自走式輪型車為載
具，具高度機動性，進入與離
開陣地所需時間甚短，可達到

快速部署、機動支援作戰的功效。
現行軍方服役中的工六多管火箭系統已

經超過30年，不僅要由6人操控，於接獲
射擊指揮所射擊參數後，要由人工進行數
據換算，手動調整射擊角度、方向，約需
17分半才完成射擊動作。

寶 島 快 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22
日報道，臉書已成為政府部門與
民眾溝通的重要橋樑，海基會20
日邀請21名粉絲參觀新大樓，並
分享工作經驗。這21名粉絲是從
海基會臉書5千多位粉絲中選出。

今年5月正式掛牌的海基會新
大樓，建築外型十分具有特色，
已是大直新地標。當天到海基會
新大樓參觀的粉絲，年紀最小是7歲，
最大是87歲。

參觀期間，徐正陽兒子拿出大陸家屬
申請書，尋求協助。他表示，父親徐正
陽想申請外甥女來台，但在文書作業流

程上，總是遇到問題，希望海基會能予
協助。海基會人員建議說，民眾向大陸
方面申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時，最
好是以「報稅」名義申請，這樣大陸方
面才會將文書寄來台灣，申請流程也會
較為順暢。

海基會新大樓邀臉書粉絲逛

海
西
金
融
信
心
指
數
創
新
低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消息：台當局
「陸委會」副主委高長21日到花蓮縣吉
安鄉勝安宮「廟口宣講」，與民眾面對
面談大陸政策。陸委會人員並在廟口擺
攤與民眾同樂；問卷贈品的門神鑰匙
圈，因造型可愛，人人搶 拿。

外形討喜的門神鑰匙圈（見圖）有兩
款造型，「陸委會」連絡處處長陳淑媚
解釋：「笑嘻嘻的叫『門打開』，歹看
臉的叫『阮顧厝』。」

廟口宣講題材無所不包，來自對岸的
詐騙電話、陸客個人遊、ECFA、黑心
商品等，民眾的提問，反映市井小民對

大陸政策的不確定感。「陸委會」副主
委高長表示，在廟口宣講，就是要跟民
眾近距離接觸，一一回應民眾心中對兩
岸政策的疑慮。

「陸委會」花蓮下鄉 解ECFA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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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營拉攏救扁 馬「御醫」拒絕

台陸軍換火箭系統 操作時間縮短

15歲少年染愛滋 台急推「性警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疾病管制局（疾管

局）22日通報的最新數據指出，三名15歲有同性戀

傾向的男童感染愛滋病，成為台灣年齡最小的愛滋

病帶菌者。疾管局表示，島內愛滋病感染群體逐年

上升，且出現年輕化趨勢。

據稱，該3人為中學三年級的學生，在透過網路交

友，與多名陌生人進行無保險套肛交後發現不適，

最終查出感染愛滋HIV病毒。

該局最新通報數據顯示，近五年來，15至24歲年

輕族群愛滋感染人數逐年上升，2007年有272人，但

僅去年一年之間竟已新增至542人，當中87%是因男

男間危險性行為而感染。

疾管局第一組組長楊世仰表示，暑假將近，網路

交友盛行，許多年輕同志透過手機Apps、同志網站

交友，有些則是至夜店、性愛派對、三溫暖場所尋

找一夜情對象。少部分同志甚至偏愛藥物性愛，這

些都是導致年輕族群愛滋感染者越來越多的原因。

台南市副市長顏純左表示，該市今年首6個月新通

報愛滋感染者57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4%，其中主

要是15歲至29歲的年輕族群，大多與同性性行為有

關。

遇無套性交「性警察」立勸阻
疾管局表示，為遏止愛滋病及性病的傳染，該局

將在暑假期間推出「性警察」以保障

消費者健康。疾管局將與各地衛生局

合作，加強稽查與宣導，未來只要可能

發生集體性行為的公眾場所，就一定要

設立性警察。據介紹，「性警察」將推廣至所有可

能發生危險性行為的娛樂場所，由有關場所的工作

人員負責，隨身攜帶保險套、潤滑液及手電筒等在

店裡巡邏，如果發現無套性交，要立即勸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因貪入獄的陳
水扁，最近大打「保外就醫」牌，甚至傳出
自殺3次亦未能引起社會太大關注。陳水扁
醫療小組成員陳昭姿21日再出「新招」，向
有「馬英九御醫」之稱的馬英九醫療團隊召
集人張珩招手，要求他加入扁醫療小組討
論，讓社會知道扁的健康狀況。

對此，張珩當晚明言拒絕，表示自己
「只負責一個人（馬英九）的醫療，其他跟
我無關」。他更點名指陳昭姿的說法「政治
意義大於醫療意義」。張珩表示，他與陳昭

姿私底下是老朋友，更是陳昭姿丈夫郭長
豐的大學同學，「我跟她（陳昭姿）那麼
熟，她打通電話就能找到我。」他認為，
患者有看病需求，應由患者向醫師提訴
求。

台媒籲馬掃清灰色地帶
對於扁醫療團隊一再發表意見，爭取讓扁

獲得保外就醫的權利。島內傳媒22日認為，
事件已由一個醫療事件，變成一個政治事
件。陳水扁具前領導人的身份，在社會上與

政治上確具有一定影響力，其一舉一動都有
可能對馬英九帶來影響。然而，阿扁每周寫
文章品評時事，出庭也都侃侃而談，但其醫
療小組卻將扁說成風中殘燭，加上重度憂
鬱，確實處在崩潰邊緣，讓人難以知悉真
相。

因此，媒體建議馬英九應盡快安排一個具
公信力的醫療團隊，與扁的醫療小組共同會
診，然後將調查報告公諸於世，讓社會公
評，這樣可使其間的灰色地帶盡消，也可減
少馬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上任一個
半月，迄今仍未對外界關注的兩岸政策拋出具

體作為，而據《中國時報》報道，原來他
近來都在鴨子划水，密集與國際及兩岸事
務的學者進行政策座談，接觸台美、台日
關係到釣魚台爭議、中共十八大等議題；
他「上課」時勤做筆記、積極發問的「學
習精神」，也被視為力圖修補國際及兩岸

議題的「學分」。
民進黨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人事日前

才剛底定，在智庫人事未定前，相關的政策規
劃研議，前陣子就由民進黨政策會與國際事務
部負責。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劉世忠一個多
月前就安排與學者進行國際事務座談，會後將
資料呈給蘇貞昌，沒想到蘇竟回說，「怎麼沒
有找我，我也要參加！」

據中通社22日電 島內媒體22日引述民
進黨內消息稱，大陸方面近日向民進黨施
壓，要求該黨將新設立的專責兩岸事務的
部門，必需命名為「兩岸事務部」，而不
能再稱為「中國事務部」，事件一度引發
討論。不過，中央社22日就此向民進黨查
詢，該黨發言人林俊憲表示，確有收到一
些學者的建議，認為將「中國」改稱「兩
岸」，會更有利民進黨與大陸的溝通、交
流，但重申「這不算施壓」。

林俊憲說，民進黨認為，若在此名稱上
做文字遊戲，「有點太過刻意」。

同 日 媒 體

稱，大陸方面透過民進黨人士、前政務
官、學者等管道，向民進黨傳出「強硬」
消息，認為該黨在談及兩岸事務時，應以

「兩岸」代替「中國」來描述兩岸之間的
關係。

民進黨否認遭大陸施壓
民進黨「立委」林佳龍對此表示，「兩

岸」也好、「中國」也好，民進黨應採取
一定的開放性，也不要陷入名詞之爭。林
佳龍說，「中國事務部」是原已存在的部
門，雖一度停止運作，但蘇貞昌只是建議
該部門重新運作，屬黨內事務，認為事件

「沒什麼特別敏感」，認為外界無需過敏。

傳謝長廷有意夏天訪陸
據了解，民進黨深知今年大選敗在兩岸

問題，除新任主席蘇貞昌表明有意恢復
「中國事務部」及籌設「中國事務委員
會」，為該黨謀劃整體兩岸政策之外；黨
內元老謝長廷也展現出有意代表民進黨與
大陸交流的態度，22日黨內消息稱，謝長
廷目前正積極規劃，希望今年夏天可成功
訪問大陸；不過，有親謝人士則稱「不知
此事」，但卻說謝長廷確是有訪問大陸的
意願和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

報道）第二季度海西金融、旅遊、消
費信心指數日前向公眾發佈，其中金
融信心指數跌入谷底引起關注，本已
消極的海西消費者參與金融投資活動
的熱情更加低迷。

由廈門大學、台灣輔仁大學、廈門
銀行共同發起的該項調查結果顯示，
2012年第二季度海西金融、旅遊、消
費信心總指數為93.62點，落入悲觀
區域。其中，本季度海西地區金融指
數為65.70，環比下降3.33，同比下降
4.43，是三項指數中唯一下降的分項
指數。

課題組分析認為，針對中國經濟的
放緩，歐美經濟形勢的嚴峻引起中國
外需市場疲弱、出口衰退等，中國股
市反應劇烈。進入6月以來，上證綜
指已下跌6.2% 。剔除金融股等大盤
股以外，許多中小市值股票跌幅較
深，一季度的反彈再次曇花一現，

「牛短熊長」的走勢，讓投資者對金
融投資前景持續看淡。從分項指數
看，海西金融投資計劃指數和投資比
例指數分別為58.62和72.78，金融投
資計劃指數跌破60，環比降幅達到
3.48點，再次落入歷史低位。

台確保陸客團享「星級食宿」
島內旅業力爭改善服務質量 預計8月再開放4試點城市

吃得比豬差、起得比雞早、趕得比馬

急的陸客觀光團低劣品質將改變？

台資深導遊陳先華說，低團費陸客團主要

靠帶旅客購物彌補團費，而購物點都安排

在景點之間，觀光局要求行程通報只能掌

控司機的行車距離與工作時數，不影響旅

客購物行程安排。觀光局副局長張錫聰日

前表示，預計8月實施。

保旅遊質素 酒店餐廳設評鑑
另外，觀光局推動的島內旅館星級評

鑑，第一期將於8月底截止，共有260家飯

店業者提出申請，目前已有160家獲得星

級評鑑。

觀光局指出，明年起，陸客團四分之一

晚須強制入住星級旅館，以傳統的8天環

台行，至少要有兩晚入住，一至五星級均

可，且未來配合星級評鑑飯店家數越來越

多，入住星級旅館的天數將逐步調整擴

增。

至於餐飲部分，張錫聰表示，即將舉辦

的團膳賽，30家金牌餐廳將推薦給陸客團

用餐，明年觀光局將增加認證方式，加速

擴增金牌餐廳家數，預定後年起，陸客團

必須強制到金牌餐廳用餐。

觀光局指出，初期限定來台的五分之一

餐食（扣除早餐），以陸客團傳統八天七

夜環台行為例，即約3頓飯必須到觀光局

認證的餐廳用餐，讓陸客團有機會品嘗不

同料理。

深圳等4城下月啟動試點
台灣傳媒日前報道，大陸海峽兩岸旅遊

交流協會（海旅會）與台灣海峽兩岸旅遊

觀光協會（台旅會）預定8月初在高雄舉

行觀光圓桌會議，兩會會長將出席，個人

遊試點城市開放將是一大焦點；推銷定點

旅遊行程、規定陸客入住星級旅館等也將

一併討論。

據了解，兩岸將在當日宣布新增大陸四

城市來台個人遊的時間，且因前兩次自由

行都選在「28日」實施，第三波自由行開

放時程也選定8月28日。

台媒透露，開放陸客赴台至今已滿4周

年，累計創造台灣外匯收入逾2,057億元

新台幣，今年度第2階段將開放濟南、西

安、福州及深圳等4城市陸客個人遊，另

離島小三通遊落地簽，也將從目前的福

建省擴大為海西特區，預定8月28日上

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2008年7月18日，台當局正式開放陸客赴

台，至今已屆滿4周年，為台灣帶來了可觀的觀光收益，可是島內業者質

素參差，屢對陸客留下污點。為嚴格保證島內觀光的品質，當局8月起規

定，陸客團赴台旅遊行程必須事先通報，登台後亦強制入住星級旅館、

用餐得選當局認可的「金牌」團膳。另一方面，當局今年度第2階段將再

開放4城市陸客個人遊，預期最快8月底實現。

■粉絲團在海基會新大樓內合照。 中央社

■陸客團遊台的飲食和住宿質素將更獲得保障。 資料圖片

■ 台 灣

「雷霆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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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民進黨新部門「中國」字眼改「兩岸」

■蘇貞昌 蘇貞昌積極惡補兩岸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