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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宣誓就職，台灣方面

不僅不顧大陸方面反對，執意派出所謂「官方代表團」赴美，「總統」

蔡英文更第一時間在推特發文稱期待深化美國和台灣的「友誼和夥伴關

係」。對於當局只是不斷示好未靜心思考如何應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等

可能造成衝擊的政策，島內各界人士憂心忡忡。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
席」張榮恭在參加「台灣一帶一路

經貿促進協會」大會後接受媒體專訪時就
提出，台灣要想清楚自己的定位，想辦法
去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不能一廂情願
靠美國，台灣的籌碼性質太明顯，隨時會
處在不安定的狀態中，到最後只會被賣
掉。「特朗普已連續兩次質疑一中政策，
照這態度如果是真的，那對台海局勢會造
成相當大震盪。」

「美國優先」勢影響台外銷
張榮恭解釋，因為中美兩大國間關係基礎
是一中原則或是一中政策，大陸已多次正式
聲明，一中原則是不可挑戰或作交易的，如
果特朗普重商重利的商人性格，拿來放在中
美兩大國間，那雙方的矛盾跟衝突會加劇，
必然會影響台海和平穩定局勢。

張榮恭也舉例，過去美國的棄台論，出
發點就是拿台灣換取美國的商業利益，當
然這樣想法是不可行。但棄台論就是一種
買賣，把台灣當成買賣標的物，所以台灣
自己要謀求兩岸關係和平穩定，才能避免
成為美國跟大陸談判的籌碼，對台灣才是
有利。
台灣「經濟部」也提出，特朗普的「美

國優先」政策認為勢必會影響台灣外銷表
現。由於台灣外銷訂單連兩年負成長表
現，為史上首次，面對特朗普主張貿易保
護政策，「經濟部」統計處長林麗貞認
為，這勢必會影響台灣外銷訂單表現，但
變化速度應該沒那麼快，因為要推新政策
仍需和各界協商及需時反應。

學者：盡快找出新經貿定位
島內學者則建議政府應重新思考和美國

再連結，盡快和美方討論產業佈局及投
資。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昨天
受訪時表示，特朗普目前對外是採取保
護、對內增加就業，但光靠保護是無法增
加經濟成長，判斷特朗普還是會「有保
（護）有開（放）」，目前只是就任宣誓
內容，但真正端牛肉時才是影響的開始，
這則取決於美國國會討論法案的進程。
他建議，面對特朗普上任影響，政府應

該重新思考相關產業「和美國再連結」，
現在就可和美方討論佈局、投資，也可減
少貿易摩擦。
但值得注意的是，孫明德指出，特朗普

主張石化能源政策，可能衝擊美國國內綠
能政策影響；特朗普就任後，白宮網站也
宣示將撤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在後（無）TPP時代，台灣也要盡快找出
新的經貿定位。

年金改革會議今登場 料3萬人到場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年金
改革會議今日登場，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
盟昨日預估，屆時會有3萬人以上前來抗
議。全台教育產業總工會則表示，該會議
是為貫徹執政當局獨裁年金改革版本而
開，拒絕參加會議背書。

已有不少人絕食抗議
台灣地區「副總統」陳建仁日前提出年金

改革版本，包括軍公教18%優惠存款利率6

年後歸零、所得替代率逐年降到60%，並希
望7月前能通過新的年金版本。
由民眾自發組成的監督聯盟計劃發起抗議

活動，聯盟副召集人李來希表示，目前聯盟
中有些人是會抵制，但有些人會進場參加。
李來希也質疑會議沒有現場轉播，是不是要
進行黑箱作業？目前抗議現場約有100多
人，很多已經絕食6天，而有不適的成員則
已經送醫，仍有9名抗議者繼續絕食。
全台教育產業總工會表示，年金改革版

本沒採納不同職業特殊性，也從沒出現在
20場年改會及4場分區座談會上，不是所
有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們的意見，更不是
從下而上、傾聽民意。

工會斥當局獨裁霸凌
工會痛批，執政當局關起耳朵，只用自

己早就擬好的版本來對付所有軍公教勞朋
友們。工會並嚴厲指控，所謂的「柔軟、
慈悲」，不過是「真獨裁、真霸凌」。

■台灣的軍公教人士絕食抗議年金改革。
網上圖片

20172017年年11月月2222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蔡甘當美「籌碼」台各界憂心
特朗普質疑一中政策 或造成台海局勢震盪

郝龍斌稱參選黨主席
絕非當吳敦義「側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表態參
選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黨副主席郝龍斌昨日
表示，他參選是認真的，絕非外傳的當吳
敦義的「側翼」。
郝龍斌當天出席「國民黨重返執政講

座」，由於主講者張亞中明確挺「柱」，
郝龍斌現身引發外界關切。郝僅強調，黨
內同志都是好朋友，競爭而不鬥爭，不必
區分誰是誰的人，大家共同為國民黨未來
打拚。郝龍斌強調，「挺誰、反誰現在都
low（低級）了。」
此外，有分析指郝龍斌參選，是同樣參

選的吳敦義的「側翼」。郝龍斌對此澄
清，選舉是就認知與理念，爭取黨員同志
支持及認同，如果誰幫誰選或誰幫誰整
合，去當誰的「側翼」，國民黨若還在這
種宮廷文化當中，那是沒有希望的。
針對詹啟賢將加入黨主席選戰是否帶來

衝擊，郝龍斌回應：「天要下雨，這是誰
都管不了的事情」，自己能做的就是全力
衝刺，爭取所有黨員支持。
郝龍斌當天繼續打「青年牌」，認為要

培育青年與新血入黨，國民黨須積極培養
優秀青年，給予舞台，讓他們有機會在未
來代表國民黨從事公共事務服務或參選。

司機性侵韓女案
所屬車隊未登記將被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北警
方偵辦計程車司機詹侑儒涉嫌下藥性侵韓
國女子案，查出詹男所屬jerry taxi tour
車隊，無旅行業執業登記，將函請主管機
關依權責裁罰。
台北警方指出，查詹男計程車所屬車

行，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訪查，該址原登
記有3家不同車行，各有多輛計程車，並
無jerry taxi tour車隊的營業登記。
詹男所屬jerry taxi tour車隊無旅行業

執業登記，車隊的掮客營業及不按計費表
收費行為，涉嫌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7
條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條規定，
將函請主管機關依權責裁罰。
媒體報道詹男涉性侵案，韓籍被害女子

於臉書貼出公開信指出，另有近10名的
被害人，希望能嚴懲不法等情。

■由游錫堃率領的所謂「美國總統就職慶賀團」，於當地時間20日在華盛頓活動。
中央社

陝西休閒農業年收70億

太鋼去年新產品
貢獻率逾70%

韓城在深經貿推介涉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陝西省政府新聞辦日前舉辦「陝西休
閒農業」主題新聞發佈會，陝西省農業廳
副廳長楊效宏在發佈會上透露，去年陝西
休閒農業產業接待遊客超過9,000萬人次，
營業收入過70億元(人民幣，下同)。到2020
年，陝西將形成6大休閒農業產業帶，100
個農業旅遊特色村莊，休閒農業年創造農
業增加值將佔到農業總增加值10%以上。

未來形成100旅遊特色村莊
據楊效宏介紹，近年來，休閒農業已成
為陝西農業農村發展的新亮點，在全省形
成「一體兩翼」和 「近城、靠景、依產、
沿路」的產業佈局。根據2016年抽樣統計
數據顯示，陝西全省現有休閒農業經營主
體1.31萬個，從業人數17萬。2016年陝西
休閒農業營業收入過70億元，全省休閒農
家經營戶年均收入5萬元以上。
為使產業得到更好的發展，陝西省未來
將進一步豐富休閒農業的形態和內容，重
點開發建設以西安為核心的都市休閒農業
圈，着力打造陝北黃土風情休閒農業區、

關中平原民俗休閒農業區、陝南山水風光
休閒農業區3大發展板塊，構築沿黃河、渭
河、漢江、丹江4條「黃金水道」，南北交
通幹線、渭河關中環線兩條「黃金幹線」
的6大休閒農業產業帶。

到2020年，全省將會形成100個農業旅
遊特色村莊，陝西也將重點支持農民發展
休閒農家和鄉村民宿，鼓勵發展以休閒農
業和鄉村旅遊為核心的三次產業融合集聚
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為融入「一
帶一路」大格局，西部城市紛紛跟珠三角展
開產業合作。陝西省韓城市近日在深圳舉行
2017經濟合作與產業發展高峰論壇暨韓城深
圳行經貿推介活動，總項目達80個，總投資
額1,055.43億元(人民幣，下同)。

五研究項目成功簽約
「引智」成為韓城這次項目推介的一大亮

點。華為智慧城市、香港城市
經營研究院韓城研究院 、中
國旅遊規劃設計院黃河金三角
創新中心等五個研究項目成功
簽約。
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圍

繞「深化深陝合作，創新合作
領域」這一話題，共同探討和
分享「一帶一路」大格局下中
國東西部合作的機遇、挑戰和
啟示。
韓城市委市政府領導表示，要

按照陝西——廣東兩省戰略合作
框架協議，不斷深化深陝合作，

進一步完善交流合作機制，推動兩地在金融、
資本、工業、科技、商貿、旅遊、文化、對外
開放和對港澳台經貿合作、投資促進合作等多
個領域和方面開展深層次、全方位的合作。
在隨後舉行的韓城項目推介會上，現場簽

約項目53個，招商引資466.35億元；成果項
目27個，招商引資524.48億元，內容涉及工
業、農業、服務業，新能源、新材料、健
康、環保、旅遊等五大領域。

■韓城市近日在深圳舉行2017經濟合作與產業發展高峰論
壇暨韓城深圳行經貿推介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奇霖 山
西報道）記者從太鋼集團獲悉，太
鋼集團2016年實現利潤12.9億元(人
民幣，下同)，新產品的市場貢獻率
達70%以上，不銹鋼出口同比增長
4.72%。
太鋼營銷部康俊芝日前接通了德

國一家著名製管企業的電話，仔細
核對着出口產品的信息。這是太鋼
雙相不銹鋼繼取得挪威國家石油標
準NORSOK M-650 特材認證之
後，首次以材料形式批量進入歐洲
高端市場，用於國際石化項目。
太鋼從傳統領域向新興領域的轉

變正在換擋提速，除硅鋼產品市
場銷售增長20.6%外，汽車排氣系
統用不銹鋼、罐箱行業用不銹
鋼、雙相不銹鋼、超純鐵素體不
銹鋼、核電用不銹鋼、取向硅鋼
分 別 比 2015 年 增 長 36.7% 、
76%、200%、35.4%、51.3%和
107%。

大連港去年集裝箱吞吐量增1.5%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宋偉 大連報
道) 大 連 港
（601880.
SS） 日前對
外 發 佈 ，
2016 年完成
貨物吞吐量
3.55億噸，同
比 增 幅
5.5%。集裝
箱 共 完 成
944.1 萬
TEU， 同 比
增幅1.5%。
大連港方

面表示，去年是該港轉型發展的重要時
期，面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依舊嚴峻、
腹地經濟增速持續低迷的不利局面，港口
油化品、汽車、礦石等主要貨種大幅增
長。其中，海鐵聯運業務逆勢增長
14.6%，過境班列業務同比增長109.2%。

海鐵聯運業務逆勢增14.6%
目前大連港燃料油保稅庫容已達6.5萬立

方米，原油中轉量連續十個月保持全國沿海

港口第一；去年全年完成商品車運輸57萬
輛，同比增長18.72%，連續五年佔有遼寧
沿海港口100%商品車水運市場份額。
大連港集團總經理徐頌表示，隨着大

連港國際郵輪中心落成、組建國際郵輪城
公司、組建跨境電商貿易平台、搭建遼寧
省物流信息公共服務平台等一系列完善服
務功能、提升產業格局的舉措，將為大連
港開創港、產、城聯動發展新局面打下堅
實基礎。

「優投」上線 助內企「走出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聚焦於投資貿易服務、致力於成為中
國企業全球投資貿易服務第一平台的B2B
互聯網電商「優投」，日前正式在京上
線。
記者獲悉，由江泰投資貿易服務（深

圳）有限公司開發的「優投網」平台，主

要為中國企業全球投資提
供當地本地化的專業服務
資源，幫助中國企業「打
通」走出去的最後一公
里，助推走出去的中國企
業平穩落地。

「四投」涵蓋四大領域
據悉，「優投」的「四
投」，分別涵蓋了中國企
業海外投資貿易的四大領
域：兼併收購、投資建
廠、工程承包和商業服
務。而包括「語言翻譯、
人力資源、風險管理、法

律服務、會計稅務、公共關係、緊急救
援、金融保險、商旅會展、商務代理」
在內的「十服務」則解決了上述全部投
資貿易領域中所有會遇到的風險與問
題，並把這些傳統服務裝在一個籃子
裡，為企業提供互聯網化的一站式全案
解決方略。

■陝西省農業廳副廳長楊效宏（中）在發佈會上介紹陝西休閒農業發展情況。 李陽波攝

■大連港集裝箱碼頭。 宋偉攝

■「優投」上線發佈會現場。 朱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