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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承認陸生學歷將擴至112校
吸引陸生赴台升學 最快今年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領導人馬英九
昨日出席一項學術會議時「率先透露」
，表示未
來將逐步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升學的限制，其中
對大陸學歷的承認，將由目前的「985工程」內
的41所高校，擴及「211工程」內的112所大
學。台灣大學、成功大學等島內名校對此表示
贊成，台灣教育部門負責人蔣偉寧更透露，有

■馬英九出席台灣大專
校院校長會議。中央社 關新措施期望在今年(2013)內達成。

台 天在宜蘭佛光大學舉行，馬英九

灣大專校院校長會議14、15日兩

應邀前往致詞，同時與島內各公立、私
立大學校長就島內高等教育的發展交換
意見。多名校長把握難得的機會，踴躍
舉手提問，主要關注陸生來台求學現
況、兩岸彼此招生是否會產生磁吸作用
等議題。

馬：任期中「非常重要一步」
馬英九回應時說，擴大陸生來台求學
是他未來任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並透露近期內政府計劃與大陸方面達成
協議，希望讓目前承認的「985工程」
大學再擴張，把「211工程」大學也納
入，同時也考慮招收大陸專科生來台修
讀二技學位，「讓校園中不同背景的學
生有更多的競爭與合作機會。」

據了解，目前台灣方面僅承認大陸教
育部「985工程」內的高校所頒發的學
歷資格，獲此資格的高校包括北京大
學、清華大學等大陸最頂尖的39所研究
型大學，另包括北京體育大學、中央音
樂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三所專業類學
校，共41所。

助兩岸交流 學界歡迎
對於有本地大學擔心，一旦放寬承認
學校範圍後，可能會產生磁吸效應，使
島內適齡大學生寧往大陸升學，而放棄
島內升學機會，加劇部分大學收生不足
的問題。蔣偉寧則認為，即使有學生會
到大陸唸書，但應該不至於太嚴重，他
相信台灣高教仍有一定吸引力。
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涔認為，台灣如果
擴大承認大陸大學學歷的學校，對台灣

索賄錄音公開
林益世稱造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前台灣「行政院」
秘書長林益世涉嫌貪污案昨日開庭，林益世與爆料
者陳啟祥案發半年以來首度在法庭相見。檢方當庭
勘驗陳啟祥提供的2片林益世索賄錄音光碟，林益世
一直主張，被列為物證的錄音帶經過剪接變造。
對於林益世懷疑光碟遭到剪接，合議庭事先公佈
委託調查局鑒定的函文，指出聲紋模糊，無法鑒定
是否遭到剪接。台媒指出，由於錄音光碟被質疑遭
陳啟祥變造剪接，本案未來在法庭公開審理時，是
否會因此而出現逆轉，值得關注。
經過勘驗錄音版本後，當日下午檢方對陳啟祥、
程彩梅等人進行詰問。針對這起涉貪案，法官將進
行密集處理，以速審速決方式，每周開庭3天，傳喚
19名證人，交互詰問，預計3月底宣判。

扁半夜如廁跌倒
醫院加強巡護
■台灣對大陸學歷的承認，將由目前的41所高校，擴及「211工程」內的112所大
學，圖為陸生在台灣學習。
網上圖片
招收陸生的確有幫助，這個調整方向是
對的；從過去幾年看來，台灣學生到大
陸就讀的情形並不如想像中多，因此不
擔心學生會被大陸搶走。
成功大學校長黃煌輝也贊同擴大承認
大陸大學的學歷。他表示，承認學歷的
學校變多，台灣招收陸生的來源也會增
加，只要學校嚴格把關審查，相信還是
能收到符合學校需求的陸生。

6項陸紡織品准入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旺報》報道，儘管兩岸ECFA
後續貨品貿易談判還在進行中，但台灣經濟部門13日再
開放6項大陸紡織、人造纖維製長絨織物等6項貨品進
口。
台灣經濟部門上周公告解除人造纖維針織鉤物、人造
纖維製長絨織物、其他紡織材料製男用及女用大衣、雨
衣、披肩等服飾及其他紡織材料製男用內衣、內褲等，
以及電防盜器等6項大陸紡織服飾貨品。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據了解，紡織服飾一直被視為艱困傳統產業，為避免
大陸製貨品影響台灣業者，過去一直未開放，但隨 台
商兩地佈局，台灣「經濟部」去年10月召開「開放大陸
物品輸入審查委員會」
，同意解除禁止進口禁令，准許
進口。
台灣「經濟部長」施顏祥日前也表示，兩岸ECFA後
續貨品貿易談判，涉及8,000多項貨品，「經濟部」力爭
在今年底完成談判。

最懂安全套男人 聞味識產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
「剛開始滿慘的，別人開工廠可
道，台灣不二實業公司董事長游啟 選好位置，保險套因太敏感，只准
政是虔誠基督徒，卻從事令人「想 設在距道路三十公尺以外；且這項
入非非」的行業長達四十一年。每 『新興行業』一開始在台灣無用武
天摸保險套、做保險套，到現在只 之地，只能以外銷為主。」
要用聞的，就可斷定產地、品質，
不二實業一度因政府退出聯合國
堪 稱 「 全 台 灣 最 懂 保 險 套 的 男 導致通路中斷，更積極加強研發。
人」
。
好不容易鹹魚翻生，並以獨門產業
游啟政退伍後，因緣際會認識當 在國內立於不敗之地，至今每月生
時的國產實業董事長張添根、張秀 產十二萬籮（一籮十二打）保險
政父子。張家父子有感於第三世界 套。
人口膨脹，導致饑荒不斷，找他談
「保險套雖小，學問卻很大。」
「生產保險套以節育人口」
，他則想 游啟政說，不少人因觀念錯誤、方
推動性病預防，雙方一拍即合，決 法不對，甚至亂加情趣用品而影響 ■不二實業公司董事長游啟政從事保險
定在淡水設廠。
避孕效果。
套行業四十一年。
網上圖片

也曾任台灣教育部門負責人的台灣教
育大學系統總校長吳清基也表示，大陸
現在已承認台灣所有大學學歷，但台灣
只承認「985工程」的學校，未來台灣
擴大承認「211工程」的學校，相信有
助於兩岸平等交流。
馬英九則表示，隨未來兩岸交流越來
越頻繁，一旦時機成熟後，兩岸招生情
況或許就會回歸市場機制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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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四大部會22家公營事
業工會代表昨日前往「行政院」
陳情，爭取績效獎金刪減決議
翻案，要求應避免追回「油電糖
水」四大公營事業員工過去溢領
的獎金，也提出未來的獎金核
發標準應更周延，但沒有獲得
具體回應。工會代表表示，月
底將上街頭抗議，還要按鈴控
告「行政院長」陳沖與「經濟部
長」施顏祥背信、瀆職。
台灣「立法院」日前協商通
過公營事業員工績效獎金最高
僅能領1.2個月、且有盈餘的事
業才能發放的決議，且要追回
已經領取的超額獎金。
台灣石油工會理事長莊爵安
表示，「立法院」喊價式的協
商造成各公營事業獎金成為
「齊頭式平等」，卻忽略各事業
所負政策任務的差異性；此
外，「立法院」也不該追溯
「油電糖水」4事業員工溢領的
績效獎金，否則將損害勞工基
本勞動條件權益所得。
接見工會代表的「行政院」
副秘書長黃敏恭則說，績效獎
金刪減決議是否翻案，仍要看
朝野立委的決議，「行政院」
無法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陳水扁民間醫
療小組成員郭正典在facebook爆料，指稱陳水扁半夜
起床上廁所時跌倒，造成右肩受傷，希望台北榮民
總醫院能在扁的病房內鋪地毯；北榮昨日回應說，
經過檢查陳水扁並無骨折，院方會加強夜間巡視次
數，但目前沒有鋪地毯的打算。
北榮指出，陳水扁是在半夜起來上廁所時腳步不
穩，當時以手撐地，但不是真正的跌倒；扁12日半
夜如廁時，也曾跌坐沙發上。院方最近曾向陳水扁
建議，晚上使用尿壺，不要起來上廁所，但阿扁不
肯：另外，阿扁上廁所時，也不想讓北監人員陪
同。
北榮強調，已請醫師調整阿扁安眠藥，減少半夜
起床上廁所的頻率。另加強北監人員及護理人員的
夜間巡視次數。

多省連日霧霾
台商憂返鄉難

■嚴重霧霾侵襲大陸多地，不少台商擔心影響返鄉
航班。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綜合報道）大陸多省
市連續出現因空氣污染導致的霧霾天氣，日日均有
航班延誤消息。不少台商擔憂春節返鄉航班也會因
此延誤。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蔡
國田已計劃2月初返台過年，「為了避免天氣影響航
班，我在考慮先前往南方省市的直航城市，從那裡
回去。」
不過也有台商樂觀認為惡劣天氣不會持續太久。
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台商陳愛玲女士表示，她在這裡
生活了好多年，這樣的情況已經習慣，應該不會影
響她回台灣的計劃。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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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6大獎項 質素備受肯定

新世界集團年報獲頒國際賽殊榮
新世界集團一向十分重視與持份者的溝通，
年報作為其中一項重要的溝通橋樑，對其設計
及文稿撰寫更是一絲不苟，集團旗下四間上巿
■裕華日前舉行新年員工聯歡派對，董事長總經理余國
春率董事局高層出席，與各部門經理及一眾員工同樂。
新年伊始，步入裕華國貨佐敦總店，歡樂的氣氛迎
面而來，日前恰逢裕華一年一度的新年員工聯歡派
對。董事長總經理余國春率董事局高層出席，與各部
門經理及一眾員工同樂。余國春表示，裕華2012年的
業績比想像中要好，可以說成績中上，未來會繼續開
展推廣活動和電子網絡商務，擴大銷售網。
余國春說，去年，裕華舉辦和參加的推廣活動很
多，有香港各區路演，也前往內地廣州、梅州等地參
加展銷活動，並多次舉辦大型推廣活動，展銷各地產
品，台灣、湖南的優質產品展銷活動，具有特色和創
意，對吸引顧客、增加客流、促進銷售、提升形象和
知名度起到了顯著作用。而配合電子商務時代的裕華
網站自開通以來，亦逐漸發揮功能，前景令人憧憬。
余國春表示2013年充滿希望，但也將面臨嚴峻的外
部環境，新的挑戰不斷出現，要繼續保持冷靜、務實
的態度，靈活變通，不斷創新，加強服務，開源節
流，節約成本，繼續開展各種形式的推廣活動和電子
網絡商務，擴大銷售網，將業務全面推進。
董事總經理余鵬春說，近年裕華銷售業績年年有增
長，特別是近2、3年的很多推廣活動在商業之餘，更
富有文化色彩，取得不錯的效益。未來會把握時機繼
續擴張，拓展內地和東南亞巿場。

公司的2011財政年度年報再度在美國
MerComm, Inc.主辦的國際年報大賽「2012
Galaxy Awards」中，勇奪六個獎項。

新 為城市的縮影，展現集團在物業、基建、
世界發展的財政年度年報設計新穎，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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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帶
出品味時尚和
姿彩生活的主
題，突顯「時
尚．生活．新
個性」的品牌
形象。當中色彩繽紛的花卉圖案，寓意新世界百
貨的商品深受年輕男女和家庭歡迎，為顧客帶來
時尚精彩的購物體驗。

服務及百貨四大範疇方面，為城市帶來的美好建
設，成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突顯集團業
務多元化。此外，整份年報的內頁設計與封面互
相呼應，利用鮮明色彩貫串全書，予人活力充沛
及創新感覺，與集團鼓勵創新的理念不謀而合。
新世界中國地產的財政年度年報以線裝書冊為
設計藍本，封面印有具濃厚中國色彩的「燈
籠」、「毛筆」、「水墨畫」及「銅爵」，象徵新
新創建集團
世界中國地產於過去十多年致力打造的「家
新創建集團的財政年度年報則以「道路」為主
居」
、「商業」
、「文娛」及「休閒」四種優質社
區。業務回顧部分由「家」、「商」、「樂」、 題，勾畫出新創建集團對未來展望的遠景。報告
「悠」四個文字作為引子，附以一系列物業實景 封面以「創卓越佳績建豐盛未來」為標題，並取
圖及小區地圖，全面向股東及投資者展示新世界 「乘優勢越往績創價值」為副題，突顯新創建集
中國地產於各社區所建的優質物業，為市民締造 團致力發展其核心業務的優勢，以及實踐可持續
發展的承諾。報告當中的「路標」與主題呼應，
「新世界．新生活」的決心。
新世界百貨的財政年度年報設計創新突破，由 象徵 新創建集團管理層擁有明確的目標和業務
封面設計、排版以至圖案設計，均以時尚雜誌為 策略，引領集團再創高峰，同時積極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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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銓導演在電影上的藝術成就享譽國際，
他執導的經典電影《俠女》、《龍門客棧》、
《空山靈雨》等為人津津樂道。胡金銓導演的
藝術生命多姿多采，電影以外，他更是一位繪
畫能手，水彩、素描、水墨、漫畫無一不精通
練達，其繪畫的觸覺及造詣更展現在電影畫面
的構圖美學之上。香港電影資料館由今日至3
月10日期間，在展覽廳舉行「胡畫．一通—胡
金銓畫中傳奇」展覽，展出胡氏共300多幅畫
作手稿，多幅更從未在香港曝光，包括未能面
世的動畫《張羽煮海》角色造型手稿，栩栩如
生的海洋生物造型叫人眼前一亮，還有多元化
的時事漫畫、水彩、速寫、水墨、書畫等，讓
觀眾與胡氏的藝術世界感通。
胡金銓導演（1932－1997）博學多才，自小
喜歡繪畫、書法、文學、歷史、京劇，他自17
歲來港，曾從事多種行業，包括在印刷廠當校
對、佈景陳設美工，參演電影超過36部。胡氏
除執導多部經典電影作品外，還有無數珍貴的
創作筆記、手稿及精彩畫作，通過是次珍貴的
展覽，觀眾可從他的畫作中，感受他的藝術世
界，了解他的畫中傳奇。
是次回顧展乃獲得美國胡金銓基金會及台北
電影資料館各方支援，借出胡氏的珍貴文物、
畫作、手稿及影片
等，亦得到多位前輩
影人及影星如沙榮
峰、石雋、鄭佩佩等
大力支持，徐克導演
更親自為回顧展題
字。

■香港電影資料館由今日至3
月10日在展覽廳展出胡氏的
手稿及作品，多幅更是從未
在香港曝光的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