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委書記車俊指出，浙江在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擁

有戰略交匯、天下浙商、第一大
港、貨暢四海、電子商務、平台集
成、體制先發和文化底蘊等八大比
較優勢，將牢固樹立開放強省的鮮
明導向，以「一帶一路」統領新一
輪對外開放，用足用好「一帶一
路」建設這個主載體，把「一帶一
路」建設作為提升浙江開放型經濟
水平的主抓手、產業發展的大平
台、創新驅動的助推器、重大改革
突破的牽引機，帶動浙江新一輪高
水平發展。

創造最佳營商環境
車俊表示，浙江要打造「一帶一

路」戰略樞紐，必須營造最優良的
環境、激發最澎湃的活力、凝聚最

廣泛的力量。浙江將緊緊圍繞「互
聯互通」這個關鍵，聚焦關鍵通
道、關鍵城市、關鍵節點，大力推
進鐵路、公路、水路、航空、信息
等基礎設施網絡聯通，大力推動海
港、陸港、空港、信息港「四港」
聯動，為各方共同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提供堅實的硬環境支撐。
同時，浙江還將進一步深化「最

多跑一次」改革，努力降低各類制
度性交易成本，積極打造審批事項
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政務環境最
優、群眾和企業獲得感最強的省
份，為國內外企業在浙江發展創造
最佳營商環境。

設50億省絲路基金
此次簽訂的14個項目規模大、質

量高、領域廣，既有能源、農業、

生態、金融等產業項目，也有鐵
路、港口等基礎設施項目；既有落
地投資項目，也有跨境併購項目；
既有在浙江省內落地的項目，也有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的項
目。
作為唯一的金融產業項目，浙江

絲路產業投資基金的簽約引起關
注。該基金由浙江民營企業聯合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主發起方，聯
合政府產業基金、國有企業、國有
銀行、民營龍頭企業共同參與浙江
省內專業從事海外業務的投資平
台，初期規模為50億元。
基金相關負責人表示，絲路產業

投資基金的成立，意味着更多企業
「走出去」的過程中能享受到更加
有力的股權融資、利率優惠的政策
性貸款等多種形式的資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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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4個項目 涉能源鐵路港口等投資
浙推進「帶路」簽660億元合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寧波報道）
2017中國（寧波）—中東歐國家旅遊合作
交流周7日至11日在浙江寧波舉行，來自
捷克、克羅地亞、羅馬尼亞等8個中東歐國
家的旅遊部門代表現場推薦當地旅遊項

目，並與寧波簽訂旅遊交流合作協議，包
括寧波市旅遊局與匈牙利國家旅遊局簽署
旅遊交流合作備忘錄，中國國旅（寧波）
國際旅行社與捷克Wings Travel Ltd簽署互
送客源協議等。中東歐國家代表還與來自
上海、江蘇、杭州等全國重點旅遊城市的
近百家旅行採購商進行現場對洽。

浙江赴歐旅客增15.2%
浙江省副省長梁黎明表示，浙江全力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出台多項政策措
施，加強與中東歐國家的旅遊合作，協調
解決中東歐旅遊快捷簽證等問題，鼓勵航
空公司開闢寧波到布拉格、布達佩斯等直
航航線。今年前4個月，赴歐洲國家旅遊的

浙江遊客人數同比增長15.2%。同時，浙江
擁有豐富的旅遊資源，希望中東歐國家繼
續為本國遊客到中國、浙江旅遊和投資浙
江採取積極措施，提供更多便利。

續辦百團千人遊中東歐
本次旅遊交流周包括中國（寧波）—中

東歐國家旅遊合作交流會、中國（寧
波）—中東歐國家旅遊市場合作專題對洽
會、2017「百團千人遊中東歐」活動等6項
主題活動。
寧波已連續兩年組織開展 「百團千人遊

中東歐」活動，累計5,000餘人次走出國門
領略東歐風情。今年，該活動將組織首發
團和采風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寧波

報道）「浙江省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推進會」昨日在浙江寧

波舉行。會上，中國與「一帶一

路」沿線10個國家和地區共簽約

14個項目，總投資金額660多億

元（人民幣，下同），涉能源、

金融、鐵路、港口等投資；這是

浙江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

又一豐碩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莉寧波報道）
以「構建互聯互通夥伴關係」為主題的中
國—中東歐國家海關合作論壇昨日在浙江
寧波舉行，來自12個中東歐國家的海關代
表以及相關駐華使館代表共同出席。論壇
發表《寧波倡議》提出建立起中國海關與
中東歐國家海關的合作平台與聯絡機制。
論壇上，與會國家代表圍繞「互聯互

通，以新思路推動『一帶一路』發展」、
「開拓創新，以新技術引領智能海關建
設」、「與時俱進，以新舉措支持新興業
態發展」等議題，分享了各國的先進理
念、改革進程以及促進貿易發展的舉措
等。此外，與會代表還就各國海關執法和

貿易便利化舉措、海關先進技術裝備應用
情況，以及打造中國—中東歐鐵路、海
運、空運快捷走廊等議題交流分享成功經
驗，未來將推動更多符合條件的中東歐國
家參與中歐安全智能貿易航線試點計劃等
合作項目。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6年中國與中東

歐16國雙邊貿易總值為586.7億美元，同
比增長4.3%。2017年1至4月份，我國與
中東歐16國雙邊貿易總值為198.6億美
元，同比增長11.9%。另據寧波海關統
計，2017年1至4月份，寧波口岸與中東
歐16國進出口總值為15.9億美元，同比
增長15.6%。

寧波與中東歐8國共拓旅業 華與中東歐加強海關合作
推智能貿易航線試點

■■中國遊客對中東歐國家產生極中國遊客對中東歐國家產生極
大的興趣大的興趣。。 香港文匯報寧波傳真香港文匯報寧波傳真

■■「「浙江省參與浙江省參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建設推進會建設推進會」」
共簽約共簽約1414個項目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寧波傳真香港文匯報寧波傳真

婚禮維安惹議 林飛帆遭藍營譏諷
《看見台灣2》開拍
導演盼拓台人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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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

北市美國商會昨日在台北發佈

《2017台灣白皮書》（簡稱《白皮

書》）。《白皮書》回顧去年台灣

成績指出，去年提出80項建言中，

沒有任何一項被委員會評定為「已

解決」。在台美商尤其憂慮新修訂

的「勞基法」帶來的負面效應，以

及未來電力是否充足，呼籲當局繼

續改善商業環境。

在台美商不滿新「勞基法」
《白皮書》指修訂屬開倒車 籲改善島內商業環境

從1996年起，台北市美國商會每年發表
台灣《白皮書》，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意

見來強化台灣商業環境。該商會成立於1951
年，目前有約1,000位會員，代表超過500家
企業，有26個委員會匯集產業界意見。
《白皮書》指出，當前「勞動法規問題

重重」。台灣未來的經濟繁榮要靠創意的
思維與行動，但「勞動基準法」新修正通
過的條文對最高工時、加班費與其他工作

條件訂定嚴格規範卻是「開倒車的做
法」。

指新「勞基法」適用舊經濟
台北市美國商會會長章錦華表示，新版

「勞基法」適用的是舊經濟，是製造業思
維。但台灣正在發展服務業經濟，白領專
業人士重視工作環境的自由與彈性，希望
獲得尊重和彈性，也希望僱主評估績效
時，是看工作品質，而不是打卡時數。
能源政策也成為在台美商憂慮的重點。

台當局明確表示到2025年台灣將完全停止
核能發電，同時承諾大量減少台灣溫室氣
體的排放量。《白皮書》指出，要達到廢
核和減碳的雙重目標，唯一的辦法是大幅
增加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陽能和風力發
電。「但許多專家還是不相信這兩項遠大
目標能夠實現。」

要求當局明確電力規劃
章錦華表示，由於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

已是台灣經濟支柱，對這類產業來說，即
使只是斷電0.1秒，都會對生產過程造成嚴
重後果；不論是台灣企業還是外資企業，

都需要台當局提供清楚的說法，說明未來
10年的電力管理規劃。
「關鍵問題不在於依賴哪一種電力來

源，而是在能否百分百確定有足夠、可
靠、成本具競爭力的電力。」章錦華說。
對於台當局提出的「五加二」產業發展

計劃，《白皮書》指出，這種推動經濟轉
型的做法偏重打造實體的設施與其他「硬

件」，而不是發展「軟件」，例如有助提
升以創新方法解決問題的文化。據商會多
年調查，台灣員工在主動性和展現創意方
面有所不足。而台灣發展知識經濟，特別
需要主動積極與有創意的員工。
另外，今年的《白皮書》共提出83項針

對各產業的建議，還列出12項在短期內可
以解決的優先重點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太陽花學運」首腦林飛帆本周日即將在
彰化舉辦婚宴，有網友曝光警方動員警力
部署，為林飛帆婚禮維安，惹出爭議。
林飛帆隨後在「臉書」上發表聲明，稱
「希望彰化縣警方即刻懸崖勒馬，不要耗
費國家資源」。警方昨日發佈消息澄清，
表示林飛帆並未主動要求警方維安，僅是
警方接獲情資，擔心當天會有不同意見的
人員到場滋擾，才預先安排警力，主要是
疏導交通，「並非維安」，且表示已經積
極聯絡林飛帆本人，對於造成他的困擾致

上歉意。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在「臉

書」貼文表示，動用警察維安被揭發後，
林飛帆反倒責怪警察，但誰教警察這麼
做，林飛帆「瞎子吃湯圓」，「心裡有
數」。

批綠營視警察為維權工具
警大前教授葉毓蘭在「臉書」表示，為

了3年前口口聲聲「國家暴力」、「警察
後退」的「太陽花」總指揮的婚宴，做出
幾乎等同於台灣地區領導人蒞臨場所的維

安準備，難怪會引人遐想，遭人非議。
中國國民黨昨日下午在「臉書」發文
表示，3年前的「太陽花學運」，當時警
察依法執法是如何的被污名化為「國家
暴力」，抗議群眾是如何「路過」警察
局撒冥紙，大家記憶猶新。
國民黨說，諷刺的是，這些過去被民進
黨瞧不起的警察，民進黨執政後一方面將
他們視為維護權力的工具，一方面又用不
公平的年改方式針對他們。當局「沒事幹
警察，有事警察幹」的心態，造成基層警
察內心苦不堪言，並嚴重打擊士氣。■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拋出
「親中愛台」說，連日來在島
內政壇持續發酵，市議員謝龍
介昨日在議事廳質疑賴清德雙
重標準，認為賴清德主張「台
灣獨立」，卻又說「親中愛
台」，是在對人民灌迷湯，雙
方你來我往，針鋒相對。
據悉，謝龍介昨日上台質詢時

首先贈送一首詩句給賴清德，內
容為「小英兩岸袂十全，清德挺
身欲擔當，親中愛台迷魂湯，秉
青換黃誰準算」。
謝龍介又嗆賴清德表面一套、

私下一套，馬英九兩岸交流就被
批是「親中賣台」，「你講個二
三句就說是『親中愛台』」謝
龍介因此要賴清德表態，會不
會繼續主張「台獨」。
賴清德則聲稱，不論自己擔

任什麼職務，主張「台灣獨
立」的立場不會改變，至於如何
「台獨」，第一步就是要內部意
見要一致，先安內再和外。
謝龍介接着反問賴清德，台

灣如果搞「獨立」，準備要犧
牲多少百姓的生命？賴針對這個提問，迴避
不答，卻緊接反嗆謝龍介「你敢不敢說反對
『台獨』？」謝龍介答「敢！」，然後就衝
上發言台表示，「反對理由很簡單，我的祖
先來自唐山，血緣一樣，文化一樣，民族
一樣」。兩人一直吵到發言時間結束才各
自回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空拍攝影
紀錄片《看見台灣》昨日宣佈開拍第二集
《看見台灣2》，導演齊柏林表示將到大
陸、日本、馬來西亞、新西蘭等地取景，
期望帶給台灣人更高度的視野，而不是只
在島上從事「小確幸」的視野跟心理。
《看見台灣》是2013年在電影院上映

的空拍實況電影，花費近三年時間拍攝台
灣的環境現狀，最後以2.2億元（新台
幣，下同，約合港幣5,700萬元）的票房
締造台灣影史最賣座紀錄片，同時榮獲第
5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此次《看見台
灣2》不僅呈現了台灣更多面向的環境變
化，也有核災後的福島空拍畫面，更將潛
入海底，啟發觀眾對環境議題的深思。

■■台北市美國商會會長章錦華簡報台北市美國商會會長章錦華簡報
《《白皮書白皮書》》的重點內容的重點內容。。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