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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舒昕平潭報道）中共中央台
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龔清概日前在福建平潭出席第三
屆「共同家園論壇」時表示，平潭作為大陸最大海關特
殊監管區即將封關運作，有關免稅、保稅、退稅及「選
擇性徵稅」通關管理和其他稅收優惠政策將全面落地，
平潭將成為兩岸物流的中轉樞紐和商務集散中心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師許振明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平

潭未來的發展是對接台灣，實現對台全面開放，讓兩岸
之間能更好地融合。他認為，當前平潭除了貿易自由
化、人員往來自由化等，還應該推動金融自由化跟資金
移動自由化。「金融發展要跟產業發展同步，目前平潭
只是處於土地開發，但是金融也要跟着發展。應該早一
點讓金融單位進駐平潭，跟產業一起發展。」許振明如
是說。

平潭特殊監管區將封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新聞網報道，上月21日台北捷
運發生鄭捷持刀隨機殺人事件，前「立委」邱毅稱說，
該事件的發生與社會縱容「反服貿抗議」、造成反社會
情緒有關；事後著名作家、《那些年》作者九把刀在自
己臉書痛罵「這種時候講這什麼垃圾話，冷血的政治垃
圾」，引發邱毅不滿憤而提告。台北地院昨日開庭，邱
毅怒嗆「要告到九把刀賠到破產」。

九把刀斥浪費司法資源
九把刀受訪表示，覺得自己沒有做錯事情，指邱毅浪

費司法資源，求償新台幣500萬元(約130萬港元)。邱毅
則反批九把刀違法又不道歉。
邱毅庭後表示，九把刀及其律師不斷想將這次事件導引

到政治爭議，好為九把刀找到脫罪之路：「我是人不是垃
圾，我是人不是王八蛋，九把刀連垃圾，王八蛋這樣的字
眼都出口了，早已超越爭議事件的言論自由界限」。
邱毅在臉書反問「這關九把刀什麼事？」還要九把刀

「多念點書！」若是想要針對他，就得注意別跨越法律
的紅線。對此九把刀則回應，「誰叫我多讀點書，我都
會讀，因為我本來就愛讀書。」他更聲言，要讓邱毅付
出濫訴代價。

被批「政治垃圾」
邱毅：告到九把刀破產

■邱毅。 資料圖片 ■九把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中央選舉委
員會」昨日審議通過2014年「六都」
市長、「六都」市議員、縣（市）
長、縣（市）議員選舉候選人登記應
繳納保證金數額，其中「六都」市長
候選人保證金為200萬元新台幣(約52
萬港元)。
據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列名
不予發還的情況，其中，前款以外選
舉未當選之參選人，得票不足，該選
區應選出名額除以該選區選民總數所
得商數的10%。換言之，參選人得票
不足「該選區選民數除以應選名額再
除以10」者，不能拿回選舉保證金。

「六都」保證金52萬
低票敗選難拿回藍營基隆市長提名人涉弊遭押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基隆市議會議長、國民黨基隆
市長提名人黃景泰，因涉嫌向公務員關說施壓、圖利建商，經
檢方偵訊後，昨日聲請羈押。外界關注黃景泰涉弊案對國民黨
選情的衝擊，而國民黨則未公開評論，僅表示狀況不明，按照

黨章處理。
面對年底縣市選舉日益迫近，國民黨最近狀況連連，繼桃園
縣副縣長葉世文涉貪遭押後，基隆市長提名人黃景泰也因涉圖
利建商案被聲押。

前藍委：別讓一人拖垮整市
基隆市長張通榮昨日表示，尊重司法，他也不方便表示意

見。曾參加國民黨基隆市長黨內初選落敗的前「立委」何聖隆
表示，黨內應重新啟動提名作業，「不要讓一個人拖垮整個基
隆市。」呼籲黃景泰應主動退出基隆市長選舉。
另外，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昨日表示，在案情明朗或黃景泰

親自說明前，國民黨無法回應，也不能回答「假設性問題」。
據了解，無論是遭停權或撤銷、開除黨籍，依國民黨黨章規
定，「不得由本黨提為特向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因此只要
黃景泰遭受上述處分，國民黨就必須陣前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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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去年6月簽署後，各界均關切陸資來台實

際投資狀況。據台灣「中央廣播電台」報道，台「經濟部」對大陸企業在台設

立辦事處提出修正草案，「經濟部」昨日指出，修正草案規定大陸公司在台設

立辦事處，不得涉「國安」、軍方投資，同時必須每會計年度提出「工作報告

書」及經費預決算，違者可撤銷許可。有大陸商人嘆台灣對陸資審查越來越

嚴，對台投資似要過關斬將。

提前一年報告經費決算
據報道，台「經濟部」將修正
「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在台設立分
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部分條
文，杜絕非法陸企。新辦法並將
要求陸企若要來台設立辦事處，
必須在大陸正常營運超過3年、最
低資本額600萬元(新台幣，下同)
(約155萬港元)。辦法最快7月實
施。
據報道，「經濟部」經3個月清

查後發現，確實有不少陸企的在
台辦事處與經營事實不符，因此
「經濟部」決定提高門檻。
為管理後續在台灣設立的陸

企，條文中也增訂在台期限內得
檢送在台業務活動工作計劃書及
相關經費預算資料，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若未依規定辦理，得以
撤銷或廢止許可。「經濟部商業
司副司長」陳秘順說：「他們每
年要申報工作計劃跟經費預算，
然後年度開始前1個月要提出，年

度終了之後2個月要提工作報告，
就要提前1年的工作報告跟經費決
算。」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陸企在台

設辦事處的審查門檻升級，陸企
在台常駐幹部，赴台簽注也全面
從嚴，由原本僅需經「移民署」
及經濟部門，今年初開始需送各
部門匯整意見，這也讓過去赴台
簽注只需5天，現在至少動輒1個
月。

「全都露」不利商業活動
據報道，有大陸商人稱，自服
貿爭議發生後，台灣對陸資審查
是越來越嚴，陸幹赴台不易，對
台投資也好似要過關斬將。報道
說，令陸商鬱悶的是，連只是用
來接洽業務的商業辦事處也要嚴
管。有投資銀行主管表示，儘管
辦事處不涉營利，多半只處理聯
絡、報價、簽約等事宜，但如此
「全都露」，對進行商業活動有
不利影響。

陸商嘆對台投資如過關斬將
島內擬收緊陸企設辦審查 高管簽注至少一個月

■■台收緊審查台收緊審查，，陸商嘆投資難似過關陸商嘆投資難似過關
斬將斬將。。圖為某陸資工廠圖為某陸資工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濟南名泉濟南名泉變變泳泳池池

睇波惹禍 孕婦興奮過度流產

被封為「網絡神獸」的兩隻草泥馬(即羊駝)近日出
現在北京街頭，為某公司宣傳世界盃相關產品。草泥
馬受到熱烈追捧，兩隻的站台費更高達一天7,000
元。有市民調侃自歎不如。 網上圖片

「「金飯碗金飯碗」」贈畢業生贈畢業生
大學祝生活富足大學祝生活富足
又 是
一 年
畢 業

季，江西南
昌華東交通
大學為全
校 5,230 位
畢業生訂
製了一份
特殊的禮
物——刻有
金字的青色瓷碗，背後有着「金飯碗」的含
意。據了解，校方希望畢業生們以後生活安
定、富足。不少網友調侃：「出門討飯，記
得母校」「出門在外，勿砸飯碗」。
校方早前在景德鎮訂製一批瓷碗，正面印

有「華東交通大學」字樣，背面繪有養心湖
的山水圖。碗作為中國國粹，與「完」諧
音，寓意完美，是希望畢業生們有完美的生
活。 ■本報實習記者管瑩江西報道

「進咯，進咯，帽子戲法！」世界盃分組賽如火
如荼，德國隊忠實球迷、懷孕1個多月的重慶孕婦
曉蘭（化名），連續三晚熬夜睇波。看到德國隊前

鋒梅拿連入三球，曉蘭甚至激動得在沙發上亂跳。沒想
到因為興奮過度，曉蘭不幸流產，都是睇波惹的禍……

熬夜三晚 薯片配飲品
曉蘭5月初檢查出懷孕，一家人特別歡喜。對於看不
看世界盃，她和老公有過激烈爭論。幾番爭論後，夫妻
倆達成協議：盡量少看，不重要的比賽不看。「都是強
隊的比賽，值得一看」曉蘭此前已連續三晚熬夜觀看意
大利對英格蘭、西班牙對荷蘭等賽事。
26歲的曉蘭從小喜歡體育運動，作為一名10多年的
德國死忠球迷，16日當天她早早為德國與葡萄牙的焦
點大戰做起準備。「我下班後去超市買了一大堆零食，
有薯片、餅乾等，還買了抗疲勞的飲料。」
比賽進行到79分鐘，梅拿門前掃射入網，打進個人第

3球。曉蘭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歡喜，在沙發上又蹦又
跳。但還沒蹦幾下，曉蘭感到腹部一陣劇痛，下身甚至
出了血，沿着腿部往下流。曉蘭知道大事不好，連忙叫

醒熟睡的老公。經過緊急搶救，曉蘭脫離了生命危險，
腹中的孩子卻沒能保住。

■本報實習記者 張馨月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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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駝京城宣傳世盃

近近日有市民在四大名泉之一的日有市民在四大名泉之一的
「「黑虎泉黑虎泉」」游泳游泳，，引發不少引發不少

爭議爭議。。記者昨午在記者昨午在「「黑虎泉黑虎泉」」發發
現現，，原本三五成群的游泳者已經不原本三五成群的游泳者已經不
見見，，周邊遊客表示周邊遊客表示「「黑虎泉游泳黑虎泉游泳」」
新聞被曝光後新聞被曝光後，，園林部門加大了巡園林部門加大了巡
邏力度邏力度，，原本聚集在此的游泳者已原本聚集在此的游泳者已
經散去經散去。。

能否泉中游能否泉中游 市民有分歧市民有分歧
據悉據悉，，多年來每到夏天在泉水中多年來每到夏天在泉水中
游泳游泳，，成了少數濟南人的消暑方成了少數濟南人的消暑方
式式，，在泉水中泡腳在泉水中泡腳、、擦肥皂洗澡擦肥皂洗澡，，
甚至給寵物洗澡等行為甚至給寵物洗澡等行為，，引起不少引起不少
人的反感人的反感。。有市民就認為有市民就認為，，這些行這些行
為污染了泉水為污染了泉水，，也有礙於濟南市的也有礙於濟南市的
文明形象文明形象。。據統計據統計，，僅僅 20122012 至至
20132013年間年間，，由眾泉匯流而成的濟由眾泉匯流而成的濟
南護城河中就發生了南護城河中就發生了2222起人員溺起人員溺
水事件水事件，，其中其中2121人死亡人死亡。。
濟南市另一處名泉濟南市另一處名泉「「王府池子王府池子」」

則是冬泳愛好者一處固定場所則是冬泳愛好者一處固定場所，，游游
泳已經在這裡形成產業鏈泳已經在這裡形成產業鏈，，從售賣從售賣
泳衣到出租更衣大棚泳衣到出租更衣大棚，，再到飲食售再到飲食售
賣應有盡有賣應有盡有。。一位阿姨一位阿姨「「暢游暢游」」一一
番後番後，，在泉洞中取了兩桶水在泉洞中取了兩桶水，，稱稱
「「回家泡茶回家泡茶、、做飯做飯」。」。
本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本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對於在對於在
泉水中游泳泉水中游泳，，市民分歧較大市民分歧較大，，有一有一
些市民就認為些市民就認為，，泉水已深入老濟南泉水已深入老濟南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下水游泳是他下水游泳是他
們愛泉城的一種方式們愛泉城的一種方式，，不少外地遊不少外地遊
客也會即興下水客也會即興下水。。市政部門也建設市政部門也建設
了專門的泉水取水點了專門的泉水取水點，，在泉池中游在泉池中游
泳不會影響到取泉水飲用泳不會影響到取泉水飲用。。
濟南市園林部門表示濟南市園林部門表示，，未來一段未來一段

時間內時間內，，他們將對游泳人員進行勸他們將對游泳人員進行勸
阻阻，，集中拍攝集中拍攝、、錄製不文明行為錄製不文明行為，，
特別收集在泉池內打肥皂洗澡特別收集在泉池內打肥皂洗澡、、游游
泳及給寵物洗澡等嚴重違反泳及給寵物洗澡等嚴重違反《《濟南濟南
市名泉保護條例市名泉保護條例》》的影像資料的影像資料，，按按
照條例照條例，，嚴重違規者或將被拘留嚴重違規者或將被拘留。。

「泉城」山東濟南以擁有眾多天然泉眼而著

稱，在泉水中游泳、洗澡等不文明現象多年來屢

禁不止，淪為泳池！本報記者採訪發現，在「王

府池子」、「黑虎泉」等濟南名泉，除了游泳，

用肥皂洗澡、洗腳等更是見怪不怪。

■本報記者 于永傑 實習記者郜男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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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是個男的騙了我，我還可以
接受。但卻被一個女的給騙了，我怎麼
都無法接受。」河南鄭州近日發生離奇

騙案，90後女孩小亞(均為化名)與「男友」
小強從相識、相戀到領了「結婚證」，小強
曾一直找各種理由花她的錢，算起來已近
10萬元。直到得知小強又將她價值約15萬
元的轎車抵押，小亞才知遭遇了婚姻詐騙。
沒想到原來「老公」竟是個女人。
小亞今年3月和大學同學出去玩，結識了

小強。「當時看小強長得不錯，人也老實，
我也年齡不小了，想着找個人嫁了。」相戀
不久，小強便買了花和戒指向她求婚。小亞
說，她也曾懷疑過，剛認識時，她就發現小
強胸部大、喉結也不明顯。但小強的一幫同
學好友都說小強是男的，讓她放心。

■《大河報》

江
西

「「9090後後」」遇婚姻詐騙遇婚姻詐騙
「「老公老公」」竟是女人竟是女人

河
南

▼身懷六甲的
球迷，在世界
盃期間要好好
保重。

設計圖片

■小亞手機
還存有小強
的照片。
網上圖片

■華東交大送的「黃金碗」。
實習記者管瑩攝

■■在泉水中泡腳更在泉水中泡腳更
是家常便飯是家常便飯。。
實習記者郜男實習記者郜男 攝攝

■■ 濟 南 名 泉濟 南 名 泉
「「王府池子王府池子」」
成了當地市民成了當地市民
的游泳池的游泳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梅拿個人連入三
球，令曉蘭興奮過
度。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