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海新聞神州大地A22 ■責任編輯：譚月兒 ■版面設計：余天麟

綠營民調：2020年大選賴勝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綜合報

道）美國華盛頓當地時間26日，富士

康科技集團（以下簡稱富士康）宣佈，

將在未來四年內在美國威斯康星州投

資100億美元（約合780億元港幣）興

建液晶面板（LCD）工廠，這將是有史

以來外資公司在美國最大的一筆新建

投資，將會為威斯康星州創造3,000個

全新的工作崗位，並有機會上探至

13,000人規模，成為富士康未來數年

投資「美國製造」的標誌性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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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投780億在美建廠
創全美最大筆外商投資 料在威州創1.3萬職位

據介紹，這一全新的液晶面板工廠位於威斯
康星州東南部，廠址將於不久後公佈。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此表示：「這對美國製造
業、工人及所有信奉『美國製造』的人來講，都
是一個好日子；以富士康為代表的諸多行業領導
者的加持，讓世人更意識到美國工人的無與倫比、
美國夢的無限可期，美國的繁榮就在眼前。」
「很高興在美國中心地帶建設這樣一個最先進
的面板工廠，作為在美國諸州投資計劃中的首個
項目，這一工廠也是我們在美國打造8K+5G生
態系統宏偉計劃的組成部分。」富士康科技集團
董事長郭台銘說。

威州項目只是開端
對於蘋果是否會「回流」美國生產，富士康昨

日沒有對媒體給予正面回應，卻同時透露一個信
息：在威斯康星州的項目只是開端，美國其他州
的項目將陸續有來。今年2月，郭台銘在深圳對
富士康產業佈局的觀點道：「無論到哪裡設廠，
我都要考慮經濟比較利益的問題。」他強調：
「我反對地方保護主義，作為生產消費型產品的
企業，希望能夠生產出具有競爭力的消費品。」
深層次原因，是富士康已經看到繼續將自己的

未來壓在只有幾個百分點利潤的蘋果身上所面臨
的風險。因此，其去年投巨資收購了夏普，也與
其他企業合作收購全球第二大存儲器企業東芝，
又與HMD合作拿下諾基亞手機業務等一系列動
作，也意味着富士康往高價值鏈條上爬升。而美
國作為全球最具價值的市場，同時也佔據着全球
製造業的高端，富士康選擇進軍美國倒也是合乎
情理。

重點佈局8K面板
此次在美國的投資，主要是對面板製造的投
資，其中8K將是主要方向。今年1月，郭台銘
就在廣州宣佈，在廣州增城投資610億元人民幣
（約合705億元港幣）建立8K顯示器全生態產
業園區，生產大尺寸8K超高精細影像液晶顯示
屏幕，量產後年產值將高達920億人民幣（約合
1,064億元港幣）。
正如郭台銘昨日在美國簽約現場所說：「富士

康致力於透過工業4.0及互聯網＋戰略理念來契
合實踐『美國製造』。」顯而易見，富士康看好物
聯網在內的智能製造技術流、信息流及過程流的發
展，並試圖為國際更多知名科技企業提供服務。」

就像去年曹德旺
（福耀集團董事局

主席）美國建廠戳中了中國實體經濟的
痛點一樣，傳聞多時，富士康美國建廠
終於靴子落地，也引發了各界對「中國
製造」生存發展環境的思考和擔憂。富
士康開啟「美國製造」，是否標誌着外
資在內地投資下滑？「中國製造」成本
是不是真的比美國高？中國製造企業還
有哪些出路？
富士康將重要的8K高清面板生產線投

資在美國，一方面有美國稅收等優惠政策
的補貼和推動，另一方面是自動化製造大
趨勢下，富士康通過投資自動化製造抵消
在美國製造產品導致的成本上升，部分解
決了美國人力成本較高的問題。
此外，特朗普為實現「令美國再次強

大」，高調推廣「美國製造」，推出的
一項辣招就是強徵關稅，並率先向墨西
哥施壓，聲言要對墨進口貨品徵收20%
關稅。在這一現實背景下，富士康肯定
不希望被寄予厚望的、具有高附加值的
高清8K電視等在美國市場失去價格競爭
優勢，這也是勞動技術密集型產業企業
會去一個勞動力成本高的美國設廠的主
要原因。
在中國，面對外資投資下滑，政府也啟

動了全方位的改革措施。習近平近日在中
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重提重視改善外資
投資環境，要求繼續利用好外資。筆者認
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只要堅持為企
業減負、支持企業創新驅動的大政策環境
不變，由成本優勢轉化為創新驅動，必有
企業會為之「埋單」，願意順應中國製造
業升級轉型而實現企業自身更新迭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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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啟「美國製造」
中國需警惕什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針對如何看待富士康集團將
在美投資百億美元設廠，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昨日應詢時表示，
「我們注意到有關報道。據了
解，富士康集團今年以來繼續在
大陸擴大投資，原有企業未受影

響。廣大台商普遍認為，大陸經
濟發展長期向好，台資企業發展
前景廣闊。我們支持台資企業在
大陸扎根發展的態度是一貫的、
明確的，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
為台資企業在大陸發展營造有利
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蔡英文上
台才一年多，由於主政失敗，不但聲望跌至
無可再低的歷史低點，「新台灣國策智庫」
昨日更舉行2020年「大選」民調發表會，
民調結果一面倒力挺台南市長賴清德競選

2020年大選。台媒認為，綠營內部逼蔡英
文不選連任意味頗濃。

辜寬敏直言蔡應只做4年
主持民調的「獨派」大佬、「新台灣國策智

庫」創辦人辜寬敏直言，蔡英文應只做4年，
「下次（2020年）最好的人選應是賴清德」。
據「新台灣國策智庫」昨日公佈的民調結

果，民進黨若要提名黨內人選參選2020，
賴清德以38.2%領先蔡英文的20.8%。 若蔡

英文、柯文哲、吳敦義參選，柯文哲以
32.4%領先蔡英文31.7%及吳敦義19.0%。
若參選是蔡英文、朱立倫、柯文哲，蔡英文
30.2%、朱立倫27.9%、柯文哲27.6%。
辜寬敏在會前受訪時直言表示，台南市長

賴清德不要選新北市、也不要接「閣揆」，
直攻2020年大選。
近日傳出即將接掌新「內閣」的賴清德，

在面對昨日又有民調「拱他」參選2020，他
在受訪時表示，自己無意選2020「大選」，
持續這個議題，是陷他於不義。他說，蔡英
文當局改革獲得成果，改革當然也會遭遇壓
力，這時民進黨應團結一致，一起支持當局主
政，改革才有辦法成功，台灣才有辦法進步。

國台辦：續為台企創有利環境

■富士康公佈將投資約780億港元在美建LCD廠。圖為富士康集團董
事長郭台銘在美國白宮與特朗普互相握手。 路透社

位於法國中部聖艾尼昂市（法語：
Saint-Aignan）的博瓦勒野生動物園
（Beauval Zoo）於當地時間26日宣佈，
生活在園中的中國大熊貓「歡歡」當日
接受超聲波檢查時被證實懷孕，預計將
於「十餘天」後誕下「首個法國大熊貓
寶寶」。
據動物園網站介紹，「歡歡」當日主

動配合進行超聲波檢查，工作人員檢測
到胎兒心跳及3.4厘米長的胎兒，證實其

懷孕，這也是首例旅法大熊貓懷孕。
據了解，「歡歡」10多天前開始顯示懷

孕跡象，「整日睡覺，飲食減少，基本不
活動」，但此前一直未能配合進行超聲波
檢查，無法確定其是否懷孕。
「歡歡」和「圓仔」2012年從四川成都

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被送至法國博瓦勒野
生動物園，進行為期10年的中法大熊貓繁
育合作計劃，是目前唯一生活在法國的兩
隻大熊貓。 ■新華社

四川成都一家公司近日推出24
小時「無人影院」，搶佔了智能
「點播影院」的風口。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日走進位於成都市成華
區龍港路的「青檸影咖」，親身
體驗了一次「無人影院」的別樣
感受。
「青檸影咖」擁有自主研發
的UMS無人值守系統。整個
影院約有300餘平方米，中間
是一個圓柱體，是存放零食、
飲料的地方。「熱情非洲」、
「哆啦A夢」等 11 個影廳分
佈四周，大門旁邊都有房間二
維碼。

手機掃描開門睇戲
「每個影廳面積不一樣，都有
各自的主題和風格。」「青檸影
咖」公關總監曾小馬說，「無人
影院」與傳統影院最大的區別：
一是具有私密性，兄弟、閨蜜、

情侶、家人可結伴觀影，還可在
裡面吃東西，無拘無束交流，不
受外界干擾；二是自由度更加充
分，傳統影院影片播放時間最多
27天，錯過檔期便無法觀看，
「無人影院」則可彌補。
進入「無人影院」看電影呢，

需要先從手機平台下載「青檸影
咖」應用程式，根據提示輸入手
機號和驗證碼，支付一元（人民
幣，下同）的按金，便可選擇想
看的電影、想去的門店和主題觀
影廳，再預約好觀影時間，然後
付款預約。在電影放映前5分
鐘，打開微信小程序掃描觀影廳
門外的二維碼，觀影廳的門便會
自動打開。
在「青檸影咖」平台上檢索發
現，不僅有歐美片，也有兒童動畫
片，花38元至70元便可看一場電
影。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為挽救革命，在江西省會南昌發動武
裝起義。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等指揮
各路起義軍向駐守南昌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
攻，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佔領了全城。
90年前，南昌城頭的清脆槍聲，宣告了一
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從
此登上歷史舞台。8月1日這一天亦成為中
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紀念日。
日前，劉紀甫在家中展示了他的剪紙作品

《八一南昌起義》。該幅剪紙作品長6.6
米、寬0.81米，採用乳白色暗花綾布襯底，
畫面人物文字採用中國紅曬金紅宣紙，邊堆
採用傳統書畫嵌條邊框。

73歲才學剪紙技藝
《八一南昌起義》兩邊刻畫了「八一」建

軍旗幟、「八一」南昌起義簡介、「八一」
起義紀念碑等內容，中間篇幅刻畫了周恩
來、朱德、葉挺、賀龍等人物形象，鬍鬚根

根分明，人物惟妙惟肖。
為何在「八一」南昌起義90周年即將到來
之際創作這幅剪紙作品？劉紀甫說，作為一
名民間藝人，想通過創作《八一南昌起義》
這樣一幅剪紙作品來表達他的愛國之情。
滿頭白髮的劉紀甫精神抖擻地介紹着自己

的作品，通過剪紙來刻畫人物的話，關鍵在
於人物比例，「所以，我採用了『徒手鏤
空』的方法，盡量還原人物的逼真度。」
「我是73歲才開始學習剪紙技藝。」

談起自己的剪紙技藝之路，劉紀甫坦言，
由於文化程度不高，又上了年紀，有的人
一開始並不贊同他學習剪紙技藝。為了證
明自己，他通過看書自學，向其他民間藝
人請教交流，不斷摸索和嘗試，最終成功
學會了該項技藝。

蒼翠濃綠的大小興
安嶺山麓陽光明媚、
風清氣爽，林間，由
中俄57個家庭組成的
徒步穿越隊伍，前日
身着活力的橙色隊
服，妝點了油畫般的
森林美景。

此次徒步大會吸引了來自北京、廣東、廣西、湖
南、甘肅、黑龍江等地的46個家庭和俄羅斯的11個家
庭，總計150人。其中年齡最小的是來自俄羅斯的年

僅一歲半的小童，最大的是來自北京的76歲隊員。
當日，徒步隊伍從印象南甕河起點到南甕河濕地終

點，全程11公里，全程行走在綠蔭如蓋、花開如海、
溪水潺潺的林海中，將聞名中外的南甕河濕地風光盡
收眼底，暢享穿越濕地帶來的無限樂趣。
此次「龍江銀行盃」穿越大小興安嶺中俄親子徒步

大會由黑龍江省體育局和大興安嶺地區行署主辦，隊
員們在未來幾日的活動中，還將欣賞到月亮灣的迷人
景色，並途經金雞之冠、神州北極廣場、最北一家等
著名景點，體驗龍江美景。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實習記者吳千哈爾濱報道

將一張紅紙摺疊數次，不需草稿，年過八旬的劉紀甫拿起剪刀「哢哢」

剪了十多刀，幾顆形象逼真的桃子便躍然紙上。7月以來，在江西南昌市

嘉苑社區，劉紀甫採用「徒手鏤空」方法，創作了大型剪紙作品《八一南

昌起義》，以此向「八一」建軍節獻禮。 ■中新社

成都成都「「無人影院無人影院」」迎客迎客 可可2424小時點播小時點播
徒步大小興安嶺 中俄57家庭享美景

旅法熊貓懷孕 料十餘天後生產

■來自俄羅斯的小童跟父母一
起參加「徒步」運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旅法的中國大熊貓
「歡歡」26 日接受超
聲波檢查時被證實懷
孕。 法新社

■影迷在「無人影院」內看電影可保持
私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無人影
院」觀影示
意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兵攝

■■劉紀甫劉紀甫剪紙作品剪紙作品《《八一南昌起義八一南昌起義》》的部分內容的部分內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八旬翁劉紀
甫正在進行徒手剪

紙創作。
網上圖片活現

八旬翁創作大型剪紙八旬翁創作大型剪紙
「「八一南昌起義八一南昌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