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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堆成垃圾山 台南市府捱罵

平潭免稅店開業 服務兩岸遊客
香港文匯報訊 福建平潭首家口岸免稅店正式營業，標

誌着平潭開啟免稅購物業務。
新華社報道稱，該免稅店由中國免稅品集團責任有限

公司（簡稱中免集團）投資設立，於2014年在平潭註冊
登記，今年正式入駐平潭澳前客滾碼頭，店內主要經營
進口煙酒、食品、香水和化粧品等免稅商品。
據平潭中免免稅品有限公司投資部總經理齊琤介紹，

該免稅店商品僅向乘坐「海峽號」、「麗娜輪」往返兩
岸的旅客出售。
齊琤表示，下一步中免集團將在平潭開展免稅品展示

交易和跨境電商O2O體驗館項目，並爭取離島免稅政
策，促進平潭國際旅遊島建設。
平潭目前已開通至台灣台中、台北兩條海上高速客滾

航線，分別由「海峽號」和「麗娜輪」承運，2014年運
送旅客12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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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
「行政院」昨日通過前
飛虎隊成員、已故空軍
上校李繼賢褒揚令案，
將呈請「總統」馬英九
明令褒揚。「行政院」
發言人孫立群說，24日
以102歲高齡過世的李
繼賢，是台灣最後一位
飛虎隊成員。

參與湘西會戰出擊52次
據介紹，李繼賢生於1913年，江蘇省阜寧縣

人，對日抗戰爆發後投筆從戎，1944年於空軍
官校畢業後分發至中美混合團（俗稱飛虎隊）
第5大隊擔任P-40戰機飛行員。成為「飛虎
隊」隊員後，他首先執行的是「駝峰航線」的
物資運輸任務。
「駝峰航線」跨越喜馬拉雅山脈，海拔七八
千公尺，被稱作是世界航空史和軍事史上最艱
險的一條運輸線。根據統計，在「駝峰航線」
上，中美航空隊共損失563架飛機，犧牲和失
蹤飛行員及機組人員共1,579人。
1945年4月，李繼賢參與抗日戰爭期間最後

一場湘西會戰，出擊52次，因戰功獲美國空軍
頒授航空獎章及優異飛行十字勳章。
1949年，李繼賢隨國民黨撤至台灣，2005年

9月他首度回到湖南芷江（飛虎隊基地），並探
望當年的老長官、中隊長吳其軺。2011年，吳
其軺過世，李繼賢以99歲高齡堅持回大陸，送
老長官一程，在場人士無不動容，認為是黃埔
精神、是同袍戰友才有的真情義。
據悉，享壽102歲的李繼賢於本月24日凌晨
離世，他將穿着台灣「空軍司令部」為他量身
訂做的當年飛行衣下葬。

■李繼賢 網上圖片

陸客旅巴屏東翻車1死15傷
疑避犬肇禍 國家旅遊局促台方全力救治善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傅龍金 福州報道）距離2月復興空難剛滿半

年，陸客團昨日再傳赴台遊翻車慘案。一輛搭載大陸遊客的車輛昨日下午在台

灣南部的屏東縣發生翻車事故，造成1名大陸遊客死亡，另有台籍司機、導遊

及13名大陸遊客受傷。

國民黨設「護柱者聯盟」打新媒體選戰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日前啟動「護柱

者聯盟」，希望藉由臉書（facebook）、
LINE社群兩大主力搶攻青年族群支持，
透過網絡傳遞洪秀柱的政策理念，和網友
互動。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國民黨中央黨部為
了支持洪秀柱的重要理念，日前在黨部大
樓的1樓、電梯間甚至是廁所，貼上活潑
搶眼的「護柱者聯盟」貼紙，貼紙上並提
供手機掃描QR碼，希望讓民眾多多加入
LINE群組與fb專頁。

負責推動此專案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院長吳肇銘表示，傳統選戰方式必須跟上
科技的腳步，國民黨要以新媒體的思維及
力量，來為「總統」及「立委」候選人打
一場「非典型選戰」。
吳肇銘說，「護柱者聯盟」就是要利用

網絡社群快速、易聯繫、效率高的特性，
讓支持者一起加入候選人的LINE與fb專
頁，隨時掌握最新動態消息、團結各方力
量。邀請大家加入成為「護柱者聯盟」的
一分子，與洪秀柱一起守護、捍衛台灣。

希望在網絡上集結民眾力量
洪陣營幕僚指出，洪秀柱官方臉書每天會

定時發文，上午會和網友們道早安，公佈洪秀
柱的當日行程；中午、傍晚會更新洪秀柱行腳
台灣的最新照片，晚上則會上傳一段最新剪輯
的影片，用文字、畫面和影像與網友互動。
LINE群組方面，則會事先通知洪秀柱的

活動與專訪，提醒「辣椒粉」準時收看。
「國發院」表示，希望各方民眾的力量可以
在網絡上集結，共同成為「護柱者聯盟」。

■國民黨黨部外牆掛起「護柱」
大型看板。 網上圖片

台灣媒體報道稱，昨日15時許，位於屏東
縣恆春鎮南光路核三廠往大光方向賞鳥

區路段，一輛載有包括大陸遊客在內共16人的
中型巴士，疑因閃避狗隻加上天雨路滑翻車，
58歲大陸遊客胡秀英（女）被壓在車底，救出時
已無生命跡象，送院後確認死亡，已送往殯儀
館暫時安置；另有13名大陸遊客及台籍司機、
導遊共15人受傷，分別被送往3家醫院救治。

死者頭部被壓車下
報道稱，傷者中，大陸27歲章姓領隊、64歲

張姓男子、67歲鄭姓男子及51歲陳姓男子，因
為頭部、頸椎、胸骨等傷勢嚴重，仍在醫院加
護病房觀察，沒有生命危險，其餘大陸遊客及
台籍司機、導遊都是擦、挫傷。
64歲的陳姓司機有二三十年開遊覽車經驗，
他說，當時正準備前往貓鼻頭公園，行經南光
路時，一隻狗衝出來，他為了閃狗，將車子轉
向路肩，不料因土質鬆軟，車子傾倒後打滑翻
覆。
頭部被壓在車下的胡秀英，與丈夫同遊，事
故發生後，胡的丈夫大喊「我太太被壓在車
底」，現場一片慌亂。
事故發生後，國家旅遊局第一時間啟動應急
機制，責成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

和高雄辦事分處全面了解事故情況，敦促台方
全力開展救治和妥善做好死亡遊客善後事宜，
並派員前往醫院探望受傷遊客，同時要求福建
省旅遊局指導組團社妥善做好事故處置。

家屬今乘航機赴台
該團為中國國旅（福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

司組團，台灣捷利旅行社（高雄）地接的6天5
晚赴台遊團。中國國旅（福建）國際旅行社有
限公司台港澳中心總經理楊文穎昨日在接受本
報記者訪問時稱，目前組團社已經積極聯絡團
員家屬，並協助他們辦理赴台證件，「大部分
家屬證件已經辦理妥當，最快明天（28日）晚
可搭乘航班赴台探視」。
記者在位於福州的中國國旅（福建）國際旅

行社有限公司看到，台港澳分部的員工晚間9
點仍在加班處理下午旅遊巴士翻覆事件的後續
工作，全員繁忙。一位員工透露，團員家屬將
搭乘 28 日下午 18 時直飛高雄的廈門航空
MF861航班赴台，公司也會積極協助他們處理
抵台後的相關手續。據悉，該航班晚間19點55
抵達高雄。
據介紹，該團為26日進島，預計31日旅行

結束後返回大陸。不料行程第二日便發生翻車
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 台南市議員林燕祝接獲投訴，在永康區
一處有圍籬的私人土地傳出惡臭，昨天會同市府人員會
勘後，發現竟堆放大量垃圾，還找到病媒蚊孳生源，大
罵市府未盡管理之責。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市府工務局人員調查資料後發

現，這塊空地是建設公司所有，正準備申請執照蓋房
子。建設公司人員則說，是將另一處工地的廢棄物暫時
先堆放在這塊空地上，已聯絡廠商來把廢棄物清掉。
環保局人員指出，當天已當場先對業主開罰，後續再

依據相關法令整理，並要求業主在一周內把廢棄物清理
完畢。
林燕祝指出，台南市登革熱疫情嚴重，市府要求民眾

清除孳生源、加強整理居家環境，市長賴清德還親自到
許多建築工地巡查，要求做好自主管理；沒想到這麼大
一塊土地變成垃圾山，市府竟不知情，不是自打嘴巴
嗎？

▼福州中國國旅
（福建）國際旅行
社有限公司台港澳
中心全員加班，協
助家屬處理赴台事
宜。

記者葉臻瑜 攝

■■當地警方當地警方、、消消
防人員到場展開防人員到場展開
救助救助。。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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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採措施助非中小企業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國發會」昨日公
佈7月景氣燈號為代表「低迷」的藍
燈，因應經濟增長放緩，金管會當日宣
佈將規劃協助台灣非中小企業取得營運
資金、引導保險業投資公共建設及協助
文創事業取得融資等8項金融措施，達
到「金融支援產業，產業活絡金融」的
目標。
據台媒報道，顯示7月景氣低迷的藍
燈，是今年以來第3顆藍燈。「國發

會」表示，9項構成項目均為黃藍燈或
藍燈，表現不盡理想；景氣領先、同時
指標仍持續下跌，顯示台灣經濟增長力
度疲弱，景氣處於低緩的狀態。

總額度約1200億港元
為因應經濟增長減緩，金管會昨日

進行「強化經濟體質金融措施」報告
表示，將積極推動及規劃「協助非中
小企業取得營運資金」等8大金融措

施，其中，協助非中小企業的貸款總
額度為5,000億元新台幣（約1,200億
港元）。
金管會表示，為加強對中小企業的協

助，2015年度台灣本地銀行對中小企業
放款餘額將進一步提高為3,600億元新台
幣（約864億港元），並引導保險業資
金投資公共建設，截至6月底止，投資
額度已達1,602億元新台幣（約385億港
元），同時也協助文創事業取得融資，3

年放款成長目標為1,800億元新台幣（約
432億港元）。
台灣「行政院長」毛治國表示，為因

應近來經濟增長動能減緩，台灣「行政
院」已於7月提出「經濟體質強化措
施」，包括產業升級、出口拓展及投資
促進等三面向，他感謝金管會針對金融
措施提出更具體及細部的作為，達到
「金融支援產業，產業活絡金融」的目
標。

■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將於9月20日(星期日)
在數碼港舉行「童步行」，一個慈善步行暨
嘉年華會。在這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所得善
款將會用作支持病童的醫療項目。
以色列駐港總領事Mr Sagi Karni將會擔任
主禮嘉賓之一。他對這次籌款活動十分支
持，他表示：「我們全是平等，而每一個人
都應該意識到及協助創造一些必須的機會予
較不幸的人。我覺得作為一個人，道德上我
一定要去參與其中」。冠名贊助「童步行」
的AIA MPF行政總裁馮裕祺表示：「我們很
高興能支持童步行『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我肯定我們今天在這有意義的活動的
一小步，會帶來一個不一樣的未來給有需要
的病童。」

是次活動，將由數碼
港全天候廣場出發，途
經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
兒童醫院、域多利道及
數碼港道，然後回到數
碼港，全程6.4公里。
沿途設有四個資訊站，
以了解更多醫療項目和明白到平等共融的重
要性，達至互助互愛。在終點並設有嘉年華
會，讓各位參加者通過各種攤位遊戲，發揮
自己的無限創意，令大家關注到感恩、關愛
和互相尊重，並體現社會共融。一份捐助亦
代表一份支持，有興趣者請到http://www.
srdc.org.hk/step-out-for-childrenzh-HK，或致
電28193050查詢。

根據全球媒體代理機構評估調研公司RECMA的數
據報告，OMD香港榮獲香港最佳媒體代理機構。在12
家媒體代理商的角逐中，OMD成功憑借其最強勁的年
度業務增長率佔據了排行榜榜首。
RECMA調研公司基於多個準則總結了4項評估標
準，對媒體代理機構的排行進行評估。包括整體全案與
媒體承攬額的對比、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對比、國家調
整平減指數，以及整體全案與員工的參與比率。OMD
在香港3年來不斷發展，今天的成功可謂是一座新的里
程碑。OMD創造以客戶為中心、以實效為本的媒體解
決方案來幫助客戶實現業務增長。
OMD的競爭優勢在於其獨有的策劃工具VISION，

以及集團旗下戰略業務單元的支持，包括策略及洞察部

門、程序化購買部門 Accuen、流動營銷品牌 Airwave
和搜索營銷代理服務商 Resolution，為客戶提供真正的
整合傳播方案。此外，作為香港榮獲獎項最多的媒體代
理機構，OMD創新的思維也為贏得業務方面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

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將舉行「童步行」

■以色列駐港總
領 事 Mr Sagi
Karni 一直支持
香港弱能兒童護
助會的項目，例
如捐助病童的手
術費用。

OMD香港領銜香港媒體代理機構排行榜榜首

■■OMDOMD香港榮獲香港最佳媒體代理機構香港榮獲香港最佳媒體代理機構

招商新能源榮獲
「2015亞洲太陽能光伏創新企業」

招商新能源首席財務官李宏在論壇發表了《互
聯網時代的光伏創新》演講，並在對話環節

參與了「光伏電站投融資及建設運維模式創新」的
討論。

權威專家評審 業界精英獲獎
本屆亞洲太陽能光伏論壇的主題為「創新與合作」，

論壇由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中國光伏行業協會、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國際太陽能學會等機構主辦。
為了表彰和鼓勵更多企業參與創新，亞洲太陽能光伏

論壇主辦方與論壇權威專家委員會經過幾個月的徵集、
初選和網上投票，最終綜合評定了5位「2015亞洲太陽

能光伏創新人物」及13家「2015亞洲太陽能光伏創新
企業」。與招商新能源一同獲得創新獎項的企業還有華
為技術有限公司、浙江正泰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陽光
電源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業。

業界領軍企業 跨界整合發展
招商新能源作為中國光伏發電行業的領軍企業，一直

致力於打造開放包容、互聯共享的生態環境，旗下的聯
合光伏也於今年獲選為首批國家光伏先進技術領跑者。
招商新能源將繼續努力，將金融、互聯網及新能源跨界
整合，不斷推出創新產品，為全球新能源革命的到來貢
獻力量。

■■招商新能源榮獲招商新能源榮獲「「20152015亞洲亞洲
太陽能光伏創新企業太陽能光伏創新企業」」

日前，招商新能源在

AsiaSolar 第十屆亞洲

太陽能光伏創新與合作

論壇中榮獲「2015 亞

洲光伏創新企業」獎

項，招商新能源首席執

行官李原榮獲「2015

亞洲光伏創新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