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平潭綜合實驗

區監管辦法（試行）》已由海關總署簽發。這

是大陸賦予平潭7個方面28條特殊優惠政策中最受矚

目的一項。實驗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龔清概

早前接受本報專訪時透露，對設在平潭的企業生

產、加工並經「二線」銷往內陸的貨物，可根據企

業申請，按其對應進口料件或實際報驗狀態徵收關

稅。

購台貨6千元內免稅

其中所提及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具有普通監管區

的保稅功能，與生產有關的貨物分別由境外、區外

進入平潭可依據貨物清單分別享受免稅或保稅、出

口退稅政策。另一方面，允許平潭島內居民和遊客

在對台小額商品交易市場購買糧油食品等6大類商

品，在每人每日6,000元人民幣購物總額內予以免

稅。同時，允許台灣機動車在臨時牌照有效期內多

次自由進出平潭。

在政策扶持下，伴隨交通佈局的完善，距離台灣

本島僅68海里的平潭有望成為台企貨物轉口前往長

三角、珠三角和內陸的集散中心港。目前，平潭運

營有至台北、台中兩條海上航線，在客運人流逐步

穩定的基礎上，亦顯露出其貨運中轉的巨大潛力。

海運價格享空運時效

相關數據表明，從台中港始發，經平潭運送貨物

至寧波保稅港區只需19小時，至南京不足30小時，

到珠三角亦在24小時以內。業者能夠「以海運的價

格，享有空運的時效」。

台灣島內對於至平潭的海上航路開拓十分關注。

新竹南寮與平潭島距離是兩岸距離最近的地方，台

灣半島體界大老、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已與新

竹縣市首長、農、漁會及地方代表籌組「新竹經貿

發展促進會」力促新竹南寮與福建平潭直航。

平潭是福建省第一大島，是大陸距離台灣本島最

近的區域。2011年11月，國務院批准實施《平潭綜

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推動平潭實行比經濟特區

更「特」的優惠政策，探求共同規劃、共同開發、

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兩岸「共同家園」

合作新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工商時報》報道，台「經
濟部長」張家祝前日與半導體業者進行早餐會議，產
業界提出四大建言。
業者投訴，台灣在2008年實施員工分紅費用化，造

成人才流失，而此時，大陸與韓國也在挖角台灣人
才，因此第一項建言就是當局應鬆綁陸籍、外籍高階
人力來台，而陸籍人力與台灣言語溝通容易，因此更
期盼鬆綁陸籍白領來台。「工業局」回應表示，會了
解現行引進高階人才的政策法規，進一步評估檢討空
間，再向「勞委會」提出「經濟部」的想法。

倡學習大陸政策性補貼

第二建言就是當局應重新檢討員工分紅費用化，不
過「工業局」官員坦言，這點的困難度相當高，畢竟

已經實施多年了。
第三項建言是正視大陸政策性補貼半導體產業。

「工業局」表示，大陸對半導體產業有戰略發展策
略，尤其在IC設計業直接補貼研發製程的光罩，以90
納米製程為例，一個光罩就要100萬美元，更別論60納
米，再加上給予研發投資抵減，所以陸資IC設計業在
價格上，相當具有競爭力。不過官員說，「工業局」
只能請廠商針對光罩提出研發投資抵減，這是間接性
補貼，不過若想比照大陸作法，不太可能。
第四建言是政府應提前發展5G。「工業局」表示，

5G仍屬於前瞻技術，現階段正在盤點台島供應鏈，檢
視產業界支撐5G的技術含量，同時，也搜集各國作
法，「經濟部」將會密切注意5G發展，適度提出發展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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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顧一丹廣州報道）廣

東江門鶴山市在擊敗40多個競爭對手後奪得總
投資可達370億元的央企大項目—中核集團龍
灣工業園，但項目卻引發網民廣泛反對。反對
意見集中於核輻射、核污染方面，也有提及該
項目沒有經過環評和充分徵求公眾意見。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江門市發改局4日

發佈《中核集團龍灣工業園項目社會穩定風險
評估公示》，徵求公眾對該建設項目的意見。
該項目將建東南沿海第一座核燃料加工廠，建
成後產能可滿足核電發展2020年規劃的50%燃
料需求。

項目仍未批准立項

鶴山市發改局、中核集團強調，核燃料廠絕
對安全、無污染，甚至在地震等極端狀況下也
不會影響周邊環境。項目籌備組組長、中國核
燃料公司副總經理李季科表示，該項目遠未走
到環評階段，甚至尚未經過國家發改委批准立
項，真正開工至少要到2年後。他說，核工業
原料鈾主要分為高濃、低濃、廢料三類，高濃
用於原子彈，低濃用於核電站，廢料是經過裂
變反應的物質，主要產生在核電站。而核燃料
工廠是生產核電站所用的燃料，根本不涉及裂
變反應，核燃料工業就相當於把煤製成了蜂窩
煤。
中核集團龍灣工業園項目由中國核工業集

團公司與中國廣核集團共同投資建設，是廣
東省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約370億元，打
造「一站式」的核燃料加工產業鏈，建設國
際一流的核燃料加工產業集群，並逐步發展
成為具有標誌性的亞洲核燃料加工及裝備製
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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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曝安徽強拆逼死農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北新聞網報道，網曝安

徽省阜陽市一農婦因抗議政府強拆，上月30日
在拆遷辦門口服毒自殺，經搶救無效後死亡。
悲憤的家屬與上千村民在政府所在地附近搭設
靈棚，堵路討說法。當局急調500多警力趕赴
現場，搶奪屍體，抓捕、打傷多人。
阜陽市認證官方微博日前回應此事稱，上月

30日，阜陽循環經濟園發生居民服農藥自殺一
事，當天死者家人搭設靈堂、堵塞202省道交
通的行為已經得到妥善處置。3日上午，死者
王彩英已經順利安葬，當地政府認真做好其家
屬幫扶安撫工作，死者家人思想穩定，事態平
穩。事實經過已公之於眾，目前當地群眾生產
生活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

據《岳陽日報》報
道，湖南省岳陽市
的唐女士上月7日在
市婦幼保健院生產
下了一名男嬰，取
名為皓皓。但隔日
皓皓突然出現抽
搐、嘔吐、大小便
失禁等症狀，經診
斷為顱內出血、蛛
網膜下腔出血。據
皓皓的父親說，寶寶發病是護士
打針造成。當班護士卻不承認給
孩子打過針，但唐女士鄰床的產
婦作證：「親眼看到護士給孩子
打了針。」
事件近一個月無法達成一致。4

日中午，唐女士竟發現，住院的
皓皓臉上貼 一張紙條，上面寫
：「別摸我，我是一坨屎」。
事發後，醫方表示，對新護士

的教育不夠，導致出現了這次事
件，一定會嚴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小編覺得用
『煎餃模式』來描述廣東的
高溫更合適，大火燒熱
鍋，餃子下鍋小火煎香，
鍋邊灑水能聽到『唰』一
聲⋯⋯」廣東省氣象局官
方微博昨日發佈的信息引
起一批網友的共鳴。自強
熱帶風暴「溫比亞」3日登
陸並離開後，廣東再次迎
來酷熱天氣。因山巒較多
熱氣難散，韶關成為了本
次廣東高溫的「重災
區」，已連續7天氣溫逼近
3 7℃。截至昨日下午1
時，該省有58個市縣拉響
高溫警報。

賀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昨日發出的《賀州市
賀江合面獅段水體污染事件情況通報》稱，賀

江合面獅段水面前日出現較多的死魚現象。經連夜檢
測，賀州南豐交界斷面鉈濃度為0.00022毫克每升，超
出標準1.2倍；鎘濃度為0.0034毫克每升，達到II類水
標準限值。

粵封開縣河段現死魚
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彭清華、自治區主席陳

武立即作出指示：立即啟動自治區突發環境事件Ⅱ級
響應；成立自治區處置工作指揮部，立即派出工作組
趕赴現場開展應急處置工作，盡快查清原因，採取有
效措施防控，確保人民群眾用水安全。
廣東肇慶市封開縣政府新聞發言人昨日亦表示，已

查明廣西賀江上游發生水體被有害物質鉈超標及鎘污
染，導致下游的廣東封開縣南豐鎮河段出現少量魚類
死亡現象，該縣事件應急指揮部已向賀江、西江沿線

下游群眾和自來水廠發出緊急通知：停止飲用賀江受
污染水源、不要食用賀江魚類等水產品。廣東省環保
廳專家組制定有關應急監測方案，從廣西賀州、廣東
肇慶市封開縣南豐交界斷面至西江德慶水廠吸水口設
定了11個監測斷面，每小時採樣一次並監測。

澳門：供水未受影響
另外，澳門港務局昨日表示，西江支流賀江的水質

測出的有害物質，對澳門的供水安全未構成影響。港
務局稱，根據內地水利部門提供數據，有關部門通過
調節水庫出水量加大河道流量同時採取源頭截流措
施，避免有害物質流入主河道，保障下游的水質安
全。出現有害物質的賀江河段，與供澳原水取水口相
距約400公里，流量較低，約為每秒200立方米，需要2
至3天才可流到珠海取水口，而西江流域現時處於汛
期階段，流量較大，約為每秒8,000立方米，預計能有
效地發揮稀釋和淨化作用。

西江主要支流賀江鉈鎘超標 肇慶珠海佛山食水告急
廣西水污染 粵啟應急預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海龍 廣西綜合報道） 廣西賀江上游封開南豐段昨日上午6時許

出現了魚類死亡現象。檢測發現水體中鉈、鎘含量異常。廣東肇慶市、封開縣以及廣西賀

州啟動應急預案，要求沿岸停止飲用受污染水源以及被污染水體中的水產品。而截至下午3

時許，廣西方面仍未確定污染源。據了解，賀江是西江的重要支流，西江則是肇慶、珠

海、佛山等的水源。

■安徽阜陽千人搶屍與五百特警對峙。 網上圖片

■嬰兒遭寫有髒話的字條貼臉。 網上圖片

興建「自由貿易港」吸引台企登陸

平潭下月實施海關特殊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
社報道，現年92歲的前台
籍慰安婦鄭陳桃昨日赴
日，述說自己的經歷，
期盼喚起日本人的記
憶，不要再否認戰時強
徵慰安婦的事實。
「婦女救援基金會」與

位於日本東京的「戰爭與
和平女性博物館」合辦
「台灣慰安婦特展」，鄭陳桃得知後，不畏自身
高齡，主動要求赴日，當歷史的活見證人。
鄭陳桃19歲便被強徵到印度慰安所，過了5

年痛不欲生的生活，過程中，她曾多次試圖自
殺、流產，好不容易回台灣，也面臨不孕的情
況。戰爭導致她一輩子的傷害，鄭陳桃希望讓
日本政府知道，當年的受害者還活 ，歷史不
能抹滅、不容否認。

92歲慰安婦赴日證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蔣介石生前
最愛、刻有「特壹」字樣的「青天白日勳
章」，昨日在香港一個拍賣會上以720萬元（港
幣，下同）成交。
據中央社等媒體報道，這次拍賣由斯賓克拍

賣行舉行，這枚「特壹」勳章被列為首項拍賣
品，也是全場最昂貴的。

蔣介石勳章拍得720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駐香港光華
新聞文化中心主任李應平升任台灣「文化部政
務次長」，下月生效。據悉，新任光華中心主
任將由資深媒體人、藝評人盧健英接任。
李應平是在去年8月底上任，在迄今不到一

年時間內密集推動多項港台文化交流。她追隨
龍應台多年，是龍最信賴的幕僚之一，駐港之
前是「文化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李應平任「文化部政務次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李
登輝日前因暈眩住進台北榮民總醫院，進行腦
部相關檢查，發現腦部血管狹窄，但未完全阻
塞，目前暈眩情況恢復良好，觀察幾日即可出
院。
「李登輝基金會秘書長」王燕軍表示，李登

輝因椎動脈阻塞造成暈眩，但椎動脈阻塞的現
象，在歷次體檢都有追蹤，不是現在才發現；
這次可能是他血流不足、血中含氧量不夠，才
造成暈眩。

李登輝椎動脈阻塞住院

寶島快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福州報道）定位為兩岸「共同家園」的福建平潭綜合實驗

區將於下月1日起實施「一線放寬、二線管住、人貨分離、分類管理」的分線特殊管理模

式，全島324平方公里將成為大陸最為特殊的海關監管區，以規劃建設中的「自由貿易港」

為基點， 力吸引台資中小企業登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大陸配偶
在台人數持續攀升，除了追求平等權益，也
希望有更多政治參與。由陸配所組成的「中
華生產黨」，目前已召集3萬多名黨員，除了
倡導自身理念，也準備和國民黨溝通，希望
能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來換得「立委」
席次。
對此，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金恩慶

表示，國民黨歡迎新移民加入，但沒有所謂
談判的事情。
民進黨「立委」陳其邁則表示，民進黨不

反對陸配主張其生活權利，但如果是政治參
與，他認為會對台灣政治有所衝擊，必須保
留。
據悉，「中華生產黨」約在3年前誕生，儘

管是政治團體，實際上更像個婦女協會，例
如該黨文宣，就是「中華生產黨，那兒教的
舞蹈特別好，理髮班也特別好，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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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半導體業者籲引陸人才

■平潭下月起實施「一線放寬、二線管住、人貨分離、分類

管理」的分線特殊管理模式，成為大陸最特殊的海關監管

區。圖為平潭海峽大橋。 資料圖片

■鄭陳桃哭訴被強

押當慰安婦的經

歷。 中央社

■廣西賀江水發現水體中鉈、鎘含量異常。廣

東、廣西相關地區啟動應急預案。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