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光業今遊行 促當局聽訴求
十二個產業工會號召 遊覽車全台串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台灣遊覽車客運商

業同業公會全聯會顧問、台中市遊覽車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張治本表示，12日的台灣觀光業者大遊行，

受陸團影響最大是精品業、花東民宿業、團客餐廳、

中南部旅館都會積極參與。業者都感嘆「現在閒着也

是閒着」，上街頭還能被政府聽見訴求，台中市大概

會有近600人參與，遊覽車業更是會全台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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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來台「急凍」，嚴重衝擊台灣觀光
產業。包括旅館、旅行社、遊覽車、導遊
等相關產業組成「百萬觀光產業自救
會」，號召於9月12日走上台北凱達格蘭
大道舉行大遊行，表達「要生存、有工
作、能溫飽」的訴求。很多人覺得陸客少
來有什麼好緊張，以前還不是這樣？但是
陸客銳減對台灣經濟與產業的影響，比一
般人想像的嚴重。

在台灣「中華兩岸旅行協會」常務理事
趙政岷看來，台灣接待陸客來台的旅行社
不到1/5，陸客赴台人數佔全年全台入境
旅客也只一半。但是陸客來台的平均天數
是其他入境旅客的兩倍以上，對入境旅遊
市場的影響超過 85%。加上產業關聯性
大，除了飛機、旅行社、辦件等出入境提
供服務的從業人員外，還有遊覽車、飯
店、餐廳、景區、購物店等，佔台灣觀光
產值與觀光就業人口應有七成以上。如今
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讓業界感覺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因為對岸感受
不到民進黨當局的善意，陸客對台觀感也
逆轉，觀光財從源源不斷到幾近乾涸。反
觀當局，毫無輔導或救急措施，怪不得業
界要上街頭。

蔡當局乏善意讓陸民眾反感
民進黨上台以來，陸客赴台旅遊人數節

節衰退，當局和部分媒體輿論不斷指向陸
方操作施壓。但北京市自今年初起，就增
設47個出入境證件受理點，赴台證件也納
入其中。可以看出，大陸並未刻意緊縮赴
台證件申辦，甚至還列入便民措施。

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近日在
臉書上發文表示，「陸客是我們最需要交
的朋友。」結果「行政院」發言人立馬出
來表示，個人立場不代表台灣當局。知情
人士透露，張的「陸客朋友說」，在綠營
內部也被罵翻。所以根本問題並不在陸

方，而是蔡當局對大陸缺乏善意，已讓大陸民眾反感。
針對旅遊業醞釀大會師陳情，作為台當局觀光發展推

動委員會召集人的張景森日前指示，「觀光局」兩周內
針對陸客市場，提出大陸市場拓展計劃。「觀光局」近
期將結合民間各公協會組團訪陸，行銷陸客來台觀光。
但當局上台後不承認「九二共識」，一切做派難逃揚湯
止沸的過場。再聯想
到即將到來的遊行，
赴陸行銷恐怕更像是
應付業者訴求的一種
綏靖手段。成效幾
何，不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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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陸
客團火燒車事故，確認司機縱火釀
災。台灣「保險局」表示，雖是人
為犯罪，但不影響24位旅客及導遊
身故保障，相關責任險都會理賠。
除司機外，每人至少理賠615萬元新
台幣（約151萬港元）。但大陸罹難
者家屬表示，這是台灣政府監管不
力，將研議派代表跨海訴諸法律並
爭權益。
24位陸客及台灣導遊的3項保單，

都是台灣當局規定要投保，其中遊覽

車乘客責任險，一人保額至少150萬
元（新台幣，下同），但此次車輛每
人投保200萬元，由旺旺友聯產險承
保，這部分可向遊覽車公司求償。

每名罹難者至少賠151萬
二是旅行業責任保險，由華南產
物承保，一人保額200萬元，每人
撫慰金5萬元，善後費用10萬元；
第三強制車險由富邦產物承保，每
人保額200萬元，這些保障都含同
車導遊，每人身故保障至少615萬

元，總理賠金額超過 1.6 億元。此
外，陸客出境前依規投保，罹難者
亦可獲陸賠50萬人民幣（約58萬港
元）。

家屬：台當局監管不力
在獲知檢方偵結後，大陸罹難者

郭慧的妹妹郭佳綺隔海受訪說，最
不滿司機蘇明成涉性侵判有罪還開
車。「在大陸這種人是在監獄中
的」，她認為台灣當局監管不力，
研議委派代表訴諸法律，並追討後

續賠償。
「我就想知道，為什麼涉性侵犯能

開車？我們沒權利告政府嗎？台灣當
局監管不力。」郭佳綺不滿說：「我
們在台灣一切花銷（來台處理後事開
銷），都是自己花的。台灣當局為我
們做了什麼？蔡英文連輓聯都不
送。」
罹難24位陸客中，郭慧、王銀波、

王輝、林治彬、林彩珠等5人是同一
家族。郭慧的母親來台處理後事時，
幾乎哭到昏厥。

火燒車案罹難者家屬研跨海訴訟

張治本表示，當天台灣觀光業者大
遊行，由十二個產業工會號召，

目標是兩萬人參與，所以每個業別大
約都是一千多人。

當局沒作為 致業者上街
張治本提到，台中市參與的狀況，
包括遊覽車業者、旅行社、旅館等只
要有做陸客應該都會上街頭，目前大
概是有近600位人員參與，但相信台
北市、新北市、高雄等縣市的參與人
數會更多。遊覽車業雖然受陸團影響
大概有3,000輛車，大概衝擊兩成司

機，不過遊覽車全聯會有出面號召，
目前全台遊覽車業者都會積極配合，
台中市遊覽車業會有30名代表出席。
對於「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所

說「陸客是台灣最應該交的朋友」是
否能改善陸客銳減的狀況。張治本認
為，應該無助於改善，更何況「行政
院」發言人也出來滅火，說張的言論
是「個人意見」，不代表「行政院」
立場，張景森雖然是「政務委員」，
沒有「行政院」背書，代表性不足，
就跟一般人講話一樣。
張治本說，雖然各縣市長都有出來

支持張景森的言論，但畢竟是地方政
府，大陸還是要蔡當局表態，問題在
哪大家都心知肚明。
張治本強調，現在陸客銳減造成觀

光產業蕭條，這不是受到景氣影響，
相信台灣人都知道問題出在哪，這是
公開的秘密，就是卡在政治問題，不
能將單純的觀光問題處理成政治問
題，但是當局沒作為，所以才會導致
業者走上街頭。

當局推優貸 治標不治本
至於蔡當局緊急召開陸客減少之衝

擊與因應會議，推出300億元新台幣
優惠貸款觀光紓困等措施，張治本表
示，業者普遍認為這是「緩不濟急」
治標不治本，沒有解決客源短缺的問
題，更何況新南向政策的配套措施也
不夠，東南亞語系的導遊問題，東南
亞的風俗人情等配套措施都沒做好。

■大陸遊客銳減讓日月潭水社碼頭相當冷清。 網上圖片

■拉卜楞寺文物修繕現場。 網上圖片

■王龍興
(左)滿身
泥污和獲
救男子在
救 護 車
上。
網上圖片

■「乾品野生人參王」有
近200年參齡。網上圖片

重慶涪陵區公安局反恐支隊民警王龍興日前
原本和妻子約好周末出遊，可他臨時接到任
務，出遊計劃泡湯。而當時妻子又病倒，一整
天沒見丈夫人影。晚上下班回家，王龍興被
「轟」出了家門。他獨自去江邊散心，沒想到
還救了一名輕生男子。
當晚，王龍興突然發現，離岸六七米的江

中，有個男子將雙腿浸泡在水裡打電話。不
久，江水漫過該男子頸部，只剩一個頭在江
面。他立刻反應過來——男子要自殺，立即撥
打了110和120。
輕生男子隨着江水向下游漂去。王龍興不會

游泳，趕緊到附近船上找來一個救生圈，奮力
游去。王龍興抵達男子身邊時，對方已經陷入
昏迷。王龍興立馬給他套上救生圈，把他往岸
上拖拽，臨近岸邊時，王龍興筋疲力盡，兩人
都陷入泥漿中。
在周圍群眾幫助下，王龍興和輕生男子上了

岸。輕生男子醒後說，女友和他鬧分手，他衝
動之下就想自殺。中途也想放棄輕生，但在江
水中體力不支，幸好得到王龍興救援。

泥人照刷爆朋友圈
泥巴警察的「醜照」，短時間刷爆了涪陵人
的朋友圈。面對網友的讚譽，王龍興害羞地
說：「遇到這樣危急的事，誰都會伸手相援，
更別說人民警察了。」 ■《重慶晚報》

「世界藏學
府」拉卜楞寺
文物保護工程
自 2012年 9月
啟動至今歷時
近四年，截至
目前已完成夏
卜丹殿、彌勒
佛殿、白傘蓋
佛殿等10個文
物主體修繕。
「拉卜楞寺文保修繕原則是『修舊如舊』，這是改革開放以

來規劃最大的一次修繕。」寺廟所在地夏河縣文化體育廣播影
視局副局長索南嘉說，「目前已累計完成投資7,663.11萬元，
開工項目18個，其中文物主體建築12個，已完工10個，新開
工文殊菩薩殿、壽安寺等三個修復項目。」 ■新華社

1982年出生的李贊是河南漯河人。他說，自己小時候的鄰居是一位抗美援朝老
兵，對軍人是發自內心的敬佩，由此熱衷於收藏
軍事紀念品。五年前，他偶然買到了一枚藍圈白
底的徽章，經多方求證，得知是駝峰航線飛行員
帽徽。此後，他對抗日航空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不僅購買了大量歷史書籍閱讀，還從eBay、
雅虎等海外網站上競拍抗日航空勳章等文物。

讓更多人銘記歷史
2015年，李贊第一次慕名前來南京抗日航空烈

士紀念館參觀，展出的抗日空戰的文物、圖文史
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我的藏品捐給抗
館，可以豐富這裡的歷史資料，讓更多人看到和
銘記這段歷史。」
李贊此次捐贈的藏品中屬美國空軍絲質地圖最為

珍貴。34號地圖是中國東南部地圖，對南京、上海
等大型城市重點標注，「上面印了南京字樣的是非
常少見的，比較稀有」。他說：「這是一位美國航
空隊員的遺物，是我競拍得來的。美國空軍飛到敵
佔區容易遭到敵機擊落，他們就把這種絲質地圖帶
在身上，因為絲質地圖不怕水淹。」

自費競拍抗日航空文物自費競拍抗日航空文物

豫青無償贈南京豫青無償贈南京

在抗戰期間，中、美、蘇聯等國空軍在中國大

地上聯合抗擊侵華日軍，這段歷史讓河南「80

後」青年李贊深受震撼。五年來，他自掏腰包、

四處競拍收集與抗日航空歷史有關的文物史料，

已花費了數十萬元。近日，他帶着民國空軍宣威

獎章、美國飛行優異十字獎章、美國空軍絲質亞

洲作戰地圖等11件珍貴藏品，專程趕赴江蘇南

京，無償捐獻給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渝
警
江
邊
散
步
意
外
救
輕
生
男

昨日在長沙舉行的2016中國食品餐飲博覽會上，一場別
開生面的「麻辣王子·辣王」爭霸賽吸引了眾多參賽者前來
挑戰，參賽者需在規定時間內吃下一大盤辣度十足的麵
筋，且流利說出繞口令方可取勝。 ■文 /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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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拉卜楞寺修繕完10主體
首屆中國

「集安．清
河 野 山 參
節」昨日開
幕，在「參
王」評選活
動中，一棵
有百年參齡
的野生人參
奪得「鮮品
野 生 人 參

王」的稱號，並在隨後的拍賣環節，
以168萬元人民幣成交。
吉林省是世界最大的人參產地，其

人參產量佔全球七成以上。集安是吉
林省主要的人參產區之一，中國最大

的山參交易市場——清河人參交易市
場即坐落於此。
當日上午，「參王」評選活動拉開

帷幕，參評者依次將自己珍藏的人參
捧到展示台前，供專業評委評審。經
過近一個小時的評選，「鮮品野生人
參王」、「乾品野生人參王」、「乾
品野山參王」、「園參王」稱號各有
歸屬。其中，「鮮品野生人參王」有
着100多年的參齡，「乾品野生人參
王」的參齡則已接近200年。
最終，以128萬元起拍的「鮮品野生
人參王」以168萬元被一位來自廣東的
買家購得；「乾品野山參王」以28萬
元的價格成交，買家同樣來自廣東。

■中新社

吉林百年「參王」168萬成交

■■李贊李贊((中中))在介紹美國空軍在介紹美國空軍
絲質地圖絲質地圖。。 通訊員邵丹通訊員邵丹 攝攝

■■李贊捐贈的民國空軍李贊捐贈的民國空軍
宣威獎章宣威獎章。。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李贊捐贈的美國航空李贊捐贈的美國航空
勳章勳章。。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