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受邀赴「邦交

國」巴拿馬訪問的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抓緊

利用首次外訪機會，穩固岌岌可危的「邦交」關

係，在當地接續會晤相關國家領導人，不僅邀請

對方訪台，更承諾繼續增加在「邦交國」的投

資。不過，有在巴拿馬投資的台灣企業大吐苦

水，稱過程不順利，「只有吃虧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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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企投資巴拿馬：「只有吃虧」
遇蔡到訪大吐苦水 稱跟當地政府交涉困難

蔡英文昨天在出席巴拿馬運河拓
寬竣工啟用儀式前，接續會晤

危地馬拉、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及
洪都拉斯4國領導人，在與危地馬拉
副總統哈菲特．埃內斯托．卡夫雷
拉．弗蘭科伊（Jafeth Ernesto Ca-
brera Francoi）會晤時，蔡英文主動
提出，希望未來能針對醫療衛生、
教育及基礎建設等施政主軸加強交
流與合作，尤其是台灣具備良好的
製藥能力，未來雙方應能深入研
議，發展新的合作面向。
多明尼加總統梅迪納（Danilo Me-
dina）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台灣紡織成
衣業者能到當地投資。蔡英文就回
應，紡織產業是台灣強項，非常樂
意在雙方既有基礎上，繼續拓展與
多明尼加在經貿等各領域合作。 薩
爾瓦多副總統歐帝茲（Oscar Or-

tiz）期盼，台灣能成為薩爾瓦多商品
進入亞洲市場的跳板；蔡英文回應，
她會請「經濟部」及外貿協會等相關
部門研議如何成立平台，協助薩國商
品進入亞洲市場、台灣市場。
洪都拉斯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

lando Hernández）感謝台灣當局提
供獎學金計劃，對洪國的人才培育
與能力建構助益甚多，盼未來能深
化雙方交流與合作。蔡英文也希望
能共同努力設立平台，鼓勵雙方的
企業家及青年學子加強交流，讓更
多洪國年輕人來台留學。

台企貨櫃碼頭續約遭拖延
但是實際上，在當局鼓勵下赴中

南美洲投資的台資企業，因為政
策等多方面原因，遇到諸多困
難。蔡英文參觀巴拿馬長榮箇朗貨

櫃碼頭時，箇朗貨櫃碼頭公司董事
長張衍義透露，箇朗續約過程不是
非常順暢，讓他體會「若是與政府
機關交涉，別想佔便宜，只有吃虧
的份」。
張衍義說，合作是在今年1月3日
就到期，但為何10幾天前、6月14日
才在巴拿馬內閣會議通過續約，可說
明續約過程並不是非常順暢。如果沒
有「大使」協助，可能還要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昨日初審通過民進
黨版兩岸條例修正動議，陸配取得身份證
件年限維持現行的6年不變，這項修正草
案仍須送朝野黨團協商。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當天審查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17條，外界關注陸配取得身份
證件年限是否由6年改為4年，在上午朝野
僵持、三度休息後，下午「內政委員會」
用表決方式初審通過民進黨團提案，陸配
取得身份證件年限仍維持現行6年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在台協
會(AIT)主席薄瑞光在蔡英文
過境美國之際，接受美媒專訪

時聲稱，前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
振甫從沒用「九二共識」一詞，
而是說「九二諒解」(1992 Under-

standing)。有大陸學者分析，薄瑞光的發言是在幫蔡
英文說話，對兩岸關係「搞破壞」，美國不該暗示或

鼓勵破壞兩岸已達成的共識。

「九二共識」在陸經權威認證
據中通社報道，國務院參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

心主任時殷弘受訪時指出，「九二共識」在大陸歷經
連續兩任最高領導人的權威性認證和多次重申，在台
灣也歷經馬英九當局的確認，已成了政治事實；他直
言，薄瑞光在這時插足說是「九二諒解」，不就是搞

破壞嗎？
時殷弘認為，薄瑞光是在幫蔡英文說話，蔡不接受也不
否認「九二共識」，是想同時拿到美國跟大陸的好處；但
前兩天國台辦已明言，因台灣未能確認「九二共識」，兩
岸聯繫溝通機制已停擺，顯示大陸態度十分強硬。
而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兩岸關係所所長朱松嶺受訪時

認為，美國應多予鼓勵，而不該暗示或鼓勵破壞兩岸已
達成的共識，使其朝着不利於兩岸和平的方向發展。

美美在台協會主席提「九二諒解」被轟搞破壞

台允向四「邦交國」增資
中南美國家 增資領域

危地馬拉 對醫療衛生、教育及基礎建設
等加強交流與合作。

多明尼加 台灣紡織成衣業者能至當地投資。

薩爾瓦多 台灣能成為薩爾瓦多商品進入亞
洲市場的跳板。

洪都拉斯 台灣提供獎學金計劃培育人才，
盼能深化雙方交流與合作。

資料來源：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八仙塵爆」事件一周年之
際，台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昨日向士林地方法院
提出團體民事訴訟，代表98位受害者控告事件相
關責任人，並提出26.05億元新台幣（約6.2億港
元）損害賠償請求。
據新華社報道，團體訴訟召集人吳榮達在法院

門口說，98位受害者包括14名死者的22位家屬
和76名傷者。這是該案首個團體訴訟，首個團體
訴訟控告的對象包括玩色創意公司負責人呂忠
吉、瑞博公司負責人周宏瑋和7名八仙樂園公
司管理人員，包括董事長陳柏廷、總經理陳慧
穎和行政總監林玉芬。
去年6月27日晚，新北市八仙樂園舉辦「彩
色派對」。由於工作人員操作不慎，使色粉噴
觸到一旁的燈泡高溫表面而被引燃，瞬間引燃
舞台前方至舞池區瀰漫的高濃度粉塵雲，導致
連環爆燃，造成15人死亡、480多人受傷。

「八仙塵爆案」受害者
提團體民事訴訟索賠

陸配領身份證年限維持6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雯揚州報道）
以「『荷』你『藕』遇在揚州」為主題的
第三十屆全國荷花展在江蘇省揚州市瘦西
湖風景區開展，來自15個省、市、自治
區，超過25個城市參展，400餘品種共計
一萬盆荷花次第綻放。台灣、澳門特色荷
花品種「心手相印」、「白雪公主」等也
有參展，將持續至8月31日。
據景區管理處主任助理陳煒介紹，台灣

方面此次郵寄了4個品種的種藕。

台特色荷花赴蘇參展

■薄瑞光 網上圖片

■■蔡英文蔡英文（（前左前左22））率團率團
出席巴拿馬運河拓寬工程出席巴拿馬運河拓寬工程
竣工典禮竣工典禮，，並向巴國民眾並向巴國民眾
揮手揮手。。 中央社中央社

甘肅攜手歐亞多國推絲路遊
增進旅行商溝通 加強市場推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報道）第六屆敦煌行．
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日前在甘肅省蘭州市開幕，期間舉行
的「絲綢之路國際旅行商大會」上，甘肅省旅遊發展委員
會與白俄羅斯戈梅利州、明斯克州以及西班牙瓦倫西亞大
區、馬來西亞檳城簽署旅遊合作戰略協議，搭建多國旅遊
企業交流平台，發揮旅行商在產品開發和市場推廣方面的
重要作用，推動絲路沿線國家的旅遊務實合作。

深圳 羅湖體育休閒園迎客
滿足深港巿民以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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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溫州百萬獎創新
每月24日將定為「創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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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江表示，
絲綢之路貫穿亞歐大陸，連接着

發達的歐洲經濟圈與活躍的亞太經濟
圈，是世界公認跨度最長、最具發展
潛力的經濟走廊。當前，中國與絲路
沿線國家年雙向旅遊交流已逾2,500萬
人次，但相對於絲綢之路豐富的旅遊
資源，區域旅遊市場規模還有很大的
提升空間。旅行商是旅遊業的龍頭和
紐帶，增進旅行商之間的聯繫和溝
通，是中國與絲路沿線國家擴大旅遊
交流、深化旅遊合作的關鍵。
甘肅省副省長夏紅民說，甘肅將文

化旅遊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龍頭和國
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着力打造
絲綢之路黃金旅遊帶和國內外知名的
旅遊目的地，持續開展與絲綢之路沿
線國家和兄弟省區市多層次、廣領域
務實合作，旅遊業已成為重要的經濟
增長點。
未來五年，中國預計將為「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輸送1.5億人次遊客，旅
遊消費超過2,000億美元，同時，預計
將吸引沿線國家8,500萬人次遊客來
華，帶動旅遊消費1,100億美元。合作

將使旅行商更好地把握市場發展機
遇，共同做大市場，實現共贏。

發展「一程多站」式精品遊
杜江認為，絲綢之路沿線自然風光

秀美，歷史文物和古蹟眾多，民族風
情多姿多彩，優勢在資源，特色在文
化。合作可以深入研究遊客需求，整
合特色資源，將絲路文化融入旅遊產
品，不斷豐富旅遊產品體系，優化服
務質量，共同打造全新的絲綢之路旅
遊形象，進一步提升其品牌的國際知
名度和美譽度，吸引更多國際遊客，
讓千年絲路歷久彌新。
同時，合作交流能讓中外企業發揮

各自優勢，加強產品開發、市場推
廣、旅遊投資對接，開發「一程多
站」式精品旅遊線路，推動實現區域
客源共享的良好互動局面。
此外，中外旅遊企業加強合

作，還能共同營造健康的旅遊市
場環境，實踐旅遊綠色經營方
式與消費方式，
為旅遊業可持續
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
報道）位於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
區的安徽省智能語音產業基地，已
有科大訊飛、華米科技、四創電子
等超過50家企業入駐，產品佔據全

球中文智能語音應用市場80%的份額。其
中，基地內龍頭企業科大訊飛公司語音雲
用戶總量突破7億多戶，語音雲合作夥伴
超過13萬家，已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智能
語音與人工智能上市公司。
安徽智能語音產業基地於去年9月獲批設

立，是國家工信部和安徽省重點合作項目，
每年有國、省、市近5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配套資金投入。去年，該基地已實現
主營業務收入235.58億元、完成稅收約15
億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約12.51億元。
同時，基地實現各類科技成果轉化200
項，新增發明專利授權50多項。據規劃，
到2020年，該基地將力爭入駐企業超過
500家，語音相關產業產值達到千億元，
成為內地最大、國際一流，集研發、生
產、交易、應用為一體的「中國聲谷」。

眾創空間聚逾13萬人
安徽智能語音產業基地目前已完成建設
以公共數據中心為核心載體的數據支撐平
台、眾創空間為核心載體的雙創孵化平
台、語音雲平台為核心載體的技術支持平
台。目前，此創客空間內，基於科大訊飛
語音技術的創業者就已超過13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深圳
報道）深圳最大的體育休閒公
園——羅湖體育休閒園日前正式
對外開放。該公園佔地面積約17
萬平方米，主要包括入口景觀
區、服務中心區、兒童娛樂區、
生態綠地區、濱水休閒區、陽光
草坪區、球類運動區等七大功能區，園內大部分設施免費向港人開放。
「生態」和「休閒」是羅湖體育休閒園的最重要定位，園區內規劃建設6個

籃球場、6個毽球場、1個排球場、3個5人制足球場和2個7人制足球場（功
能上可合併成一個11人制足球場）等球類運動設施。另外，還有高顏值櫻
花綠道，能滿足深港兩地市民以球會友、騎車漫步、休閒娛樂等多項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溫州報道）歷時三個月的
首屆溫州創客大賽近日落幕，唯美生物科技、英磁新能
源科技、怡康細胞移植等6個團隊分獲一二三等獎，分
享100萬元獎金。大賽尾聲，溫州市科技局局長徐順東
表示，將把每個月的24日定為「溫州創客日」，助力
年輕人創新創業。

大賽自啟動以來，共吸引來自北京、上海等20多個
省（市）的826個創業團隊（企業）報名參賽，參賽項
目涉及移動互聯網、新能源及節能環保產品、電子信
息、生物醫藥、新材料、創意產業等多個行業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明 天津報道）為支持「安全天
津」建設，天津市日前發佈推出六項重要舉措。天津海事局

副局長程俊康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為更好地履行天津水上交通安全監督
管理和防治船舶污染管理職能，天津海事局從健全機制、加強監管、吸
引航運人才聚集、加強科技創新、建立隱患數據庫、加強水上交通安全
公益教育等六方面推出舉措，加強服務職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尚勇寧夏報道）中國（寧夏）
奶業轉型升級研討會暨嬰幼兒配方奶粉研發中心揭牌儀式

日前在銀川舉行。同時，會議宣佈成立「中國（寧夏）嬰幼兒配方
奶粉研發中心」，並為研發中心聘任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奶牛體
系首席科學家李勝利等5名專家頒發聘書。

■■甘肅省與白俄羅斯甘肅省與白俄羅斯、、西班牙西班牙、、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等國旅遊機構簽署戰略協議等國旅遊機構簽署戰略協議，，推動絲路沿推動絲路沿
線國家的旅遊交流合作線國家的旅遊交流合作。。 本報蘭州傳真本報蘭州傳真

■■科大訊飛的智能語音技術已達世界領科大訊飛的智能語音技術已達世界領
先水平先水平。。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攝攝

■■羅湖體育休閒園免費迎客羅湖體育休閒園免費迎客。。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