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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旨在了解廣州青年發展現狀和變

遷，由廣州市團校、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所做調研報告《廣州青年發展

報告（2017）》於昨日發佈。調查顯示，由於低生育率、少子化趨勢以及

省外人口流入趨緩，最近5年來，廣州青年人口總量減少近50萬。

此調查由廣州團市委、市社科聯主辦，高
校、社科院以及專業研究機構的專家共

同參與調研，從青年人口發展、消費、發展
環境、婚戀、身心健康、就業等11個方面，
對14歲至35歲年齡段青年總體發展情況進
行了全面而有針對性的調查。

生育意願達15年最高
報告顯示，至2015年年末，廣州市常住人
口中，青年人口為504.7萬人，與2010年人
口普查中廣州青年人口總量552萬人相比，
減少47.44萬人。對此，廣州市團校副校長
涂敏霞表示，這表明廣州青年人口規模自
2010年後開始縮小，是21世紀頭十年減慢增
長並在此後5年轉為負增長的結果，這與5
年來廣州常住總人口增長速度大幅下滑以及

年齡結構「兩頭升中間降」變化趨勢的轉折
密切相關。
參與調查的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閆

志強介紹，穗青人口負增長，「主要原因一
方面是多年來形成的低生育率與少子化趨
勢，另一方面是近幾年青年流動人口減少，
特別是省外流入趨緩。」
不過，隨着放開「二孩」等國家計劃生育

政策調整，再生育的青年明顯增加，而廣州
的比例在全國主要城市中最高。數據顯示，
不論是一般生育率還是二孩生育率，廣州都
達到15年來最高水平。

生活成本影響生存質量
城市生活成本還影響青年的生存質量，工

作壓力大、收入不夠用居於在職青年壓力源

的前兩位。數據顯示，在「最希望解決的個
人發展的問題」調研中，44.9%的青年選擇
「買房貴、租房難」，佔比最高。
記者了解到，該份報告還揭示了一些存在

青年群體中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在就業調查
中，超過23%的受訪青年希望通過「考公務

員或事業編制單位」來改善工作狀況，比例
最高，其次是創業。在婚戀擇偶方面，廣州
青年的標準排名分別是道德品質、性格、相
貌、感情和價值觀。與5年前相比，「相
貌」的排名首次進入前三，「價值觀」首次
進入前五。

廣州青年群體5年減近50萬
低生育率 少子化趨勢 外來人口流入趨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
州報道）正如報告所言，當前廣
州青年群體住房壓力有所加重。
記者走訪發現，由於房價高企，
已經買房的職場青年普遍存在巨
大的還貸壓力，還沒有購房的年
輕人，心中的焦慮感也普遍存
在。
33歲的江西青年陳先生，目前是

廣州某省直單位一位在編公務員，
年紀輕輕便已經是副處級幹部。今
年4月，他貸款近200萬元，買了
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然而，他告訴
記者「購買這套房子，貸款180多
萬，親戚朋友也借了二三十萬。現
在每個月平均還款接近2萬，如果
不是父母和愛人支持，這套房子很
難維持。」
記者得知，事實上，陳先生購買
房屋也是迫於各種壓力。據悉，在
國家出台二孩政策後，陳先生於今
年9月，喜添二胎。「又生一個兒
子，兩個『建設銀行』，以後壓力
大啊。」陳先生開玩笑說。
他說，一方面是養育兩個孩子的

壓力，一方面是每月的供房壓力，
兩座大山使得他和愛人感覺到明顯
的壓力，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難言生
活質量。

廣州青年夫婦
為高房價買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廈
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4日透露，經國
家指定的固體廢物專業鑒定機構確
認，廈門海關與廈門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日前聯合查獲的51個貨櫃「鋅
礦」，為禁止進口類固體廢物。
8月10日，廈門某進出口有限公司

向廈門海關、檢驗檢疫機構申報進
口一批鋅礦，共計51個 20呎集裝
箱，總重1415.5噸。廈門關檢聯合
查驗時發現，該批貨物與鋅礦正常
形態差異較大。為謹慎起見，現場
查驗人員立即對該批貨物進行封
存，並將相關樣品分別送廈門和深
圳兩地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技術中心
的專業實驗室進行固廢屬性鑒定。

單票數量為全國最大
相關人士稱，這是今年3月1日海

關總署、環保部、公安部、質檢總
局聯合開展強化監管嚴厲打擊洋垃
圾違法專項行動以來，全國查獲單
票數量最大的禁止進口固體廢物
案。
為有效防範禁止進口固體廢物非

法入境，廈門多部門開展打擊進口
洋垃圾專項行動，對轄區運營的裝
卸、倉儲、查驗進口固廢場所開展
專項檢查，嚴格報檢審查和現場查
驗，建立口岸監管加屬地後續監管
閉環監管機制，切實保護民眾生命
健康和生態環境安全。

廈門查獲1400餘噸進口「洋垃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多名中國遊
客本月2日在巴黎近郊被搶劫，中國駐法國大
使館表示已要求法國警方盡快破案。
據法國媒體4日報道，巴黎時間2日晚8時

40分左右，多名中國遊客在位於巴黎東南郊
的瓦勒德馬恩省弗雷訥市一家賓館門口的停車
場集合時，4名匪徒向人群扔出催淚瓦斯，藉
機實施搶劫。據報道，至少有2名中國遊客因
吸入催淚瓦斯產生輕微不適，多人財物被搶，
損失金額目前尚不清楚。

攜現金或成劫匪目標
另據法國《巴黎人報》報道，此次被搶的
中國旅遊團將近40人，他們已於巴黎時間3日

啟程回國。報道說，今年底到法國旅遊的中國
遊客較多，劫匪特意選擇這一時機作案。中國
等國遊客被普遍認為有攜帶現金的習慣，也是
其常成為劫匪搶劫目標的原因之一。
據使館相關工作人員介紹，目前尚未有被
搶中國遊客與使館聯繫。在看到法國媒體相關
報道後，使館已在第一時間聯繫法國警方並督
促其盡快破案，法國警方表示將全力偵破此
案。中國駐法大使館近年來已多次在其官方網
站上發佈安全提醒，赴法旅遊的中國公民和旅
法僑胞應提高風險防範意識，特別是在晚上外
出活動時，提高警惕，加強自我安全保護。如
遇緊急情況，請及時報警並與中國駐法使領館
聯繫。

多名中國遊客巴黎遭劫

■近5年，外省流入廣州的青年人口有所減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圖為酒店門前。 網上圖片

泛藍勢力將籌組新政黨
瞄準2018選戰 獲洪秀柱高度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此
前多數學者認為南島語系起源於台
灣。但近日召開的中國東南及環太
平洋地區史前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公佈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南島
語系也可能起源於其他地區。
台灣考古學家臧振華和中國社科

院考古專家發現，海南島東南部海
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與台灣同時期遺
址十分相似。「這表明它們都來自
共同的早期文化傳統，說明南島語
系的起源和擴散應該涵蓋福建以南
到北部灣沿海地區。」臧振華說。

與大陸存在緊密聯繫
考古學家對植物和人類遺骸的最

新研究表明，台灣新石器時代文化
和大陸存在緊密聯繫，也為古代華
南大陸有南島語族提供了證據。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洪曉純介

紹，南島語族地區至今流行樹皮布
文化，而對樹皮布原材料之一構樹
的DNA鑒定結果顯示，華南及台灣
均為構樹遺傳多樣性最高的地區，
說明南島語族的起源也包括廣大的
華南地區。
南島語系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佈

在島嶼上的語系，使用人口約2.7億
人。目前仍使用南島語的人東達南
美洲以西的復活節島，西到馬達加
斯加島，南達新西蘭，台灣則是南
島語系分佈的最北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地
區防務部門自行研製的消毒車，被爆出儲存消
毒藥劑的水槽可能發生爆裂，導致高濃度藥劑
外洩。昨日，防務部門證實此事。
媒體報道，由台防務部門自行研發設計的新

型重型消毒車，儲存不同化學藥劑的水槽，因
當初設計時未考慮壓力問題，導致厚僅3厘米
的槽壁，在藥劑注入時，無法承受高壓而膨脹
變形，並因此可能發生爆裂，令高濃度藥劑外
洩，嚴重時可能造成人員傷亡。
防務部門當天發佈新聞稿說明，該消毒車去

年底撥付使用，8月進行裝備保養時，發現一
消毒車水槽槽體膨脹。經查，故障原因是水槽
液位感測器失效，導致滿水位時進水裝置無法
自動關閉，造成槽體內部擠壓、膨脹。已要求
合約商立即更換損壞零件，並增設第二道液位
感測器，強化安全。

台防務部門消毒車
被爆可能洩漏化學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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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今日南京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以

「兩岸產業融合發展：新形勢、新商機、新思
路」為主題的2017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
今日在南京江蘇大劇院開幕。兩岸企業家峰會
雙方理事長曾培炎、蕭萬長和副理事長盛華
仁、江丙坤將出席。
峰會期間，由兩岸企業家峰會和全國台灣

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舉辦的大陸台資企業產品
展銷會，也將於明日在南京國際博覽中心開
幕。

700家台資企業 展30年發展成就
2017年恰逢兩岸開啟民間交流30年，作為
大陸台資企業第一次大規模、多角度的集中
展示，展銷會集中展示了大陸台商台企30年

發展成就，以開啟兩岸民間經濟交流為起
點，以台商台企搭乘大陸經濟發展快車為主
線，緊密圍繞「合作共贏謀發展、攜手同心
促和平」主題，用豐富而珍貴的圖文影像資
料和實物照片，結合高科技三維影像和互動
體驗，展現出台商台企在大陸的發展歷程和
最新成就。
在南京國際博覽中心計3.6萬平方米面積的

三個展館內，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近700家科技含量高、社會形象好、產品質量
優的台資企業集中展示，產業涵蓋台商台企投
資大陸的所有行業、領域和類別，參展產品達
到數千種。其中包括超過100家重量級台資企
業和台灣青年創新創業企業精心設計呈現的特
裝展區，總面積超過1萬平方米。

鄭龍水表示，深藍方面對吳敦義有不少批評，想整合
這股潛在勢力，但與國民黨關係是分進合擊，而非

互相搶票。李來希也表示，大家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對此，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李明賢表示尊重，也說國民

黨按照既定策略進行選戰佈局，即將啟動縣市首長與議
員提名人選徵詢作業；國民黨希望結合所有黨友與友黨
的力量。

反「獨」護「憲」救台灣
據悉，籌組聯盟的計劃已醞釀一段時間，李來希今年7
月曾透露，「自主性政團正緊鑼密鼓進行」。如今由鄭
龍水擔任總召，李來希擔任副總召，林忠山擔任秘書

長，並將由國民黨前智庫高層人士擔任政策委員會主
委，核心訴求為「反『獨』、護『憲』、救台灣」。
鄭龍水指出，蔡當局執政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致使

百業蕭條、人民荷包縮水，又發動同婚議題，嚴重撕裂
社會，造成台灣許多危機。近來更企圖借由修改課綱，

達到「去中化」目標，使得兩岸呈現緊張拉鋸關係，在
國際上漸被孤立。
聯盟將於今天在桃園中壢舉行首場懇談會，接着陸續前

往台中、台南、高雄、花蓮等地舉行懇談會，傾聽各地鄉
親意見，誓言替泛藍、軍公教、弱勢團體等爭取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2018

「九合一」選戰漸近，新黨前「立委」鄭龍

水、台灣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國民黨

前「國發院長」林忠山等人，將籌組「泛藍聯

盟」政團，朝政黨化目標邁進。目前規劃在明

年縣市議員選舉中，至少推出25位候選人。

據悉，這已獲得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新黨

「大佬」許歷農高度祝福。

■圖為今年9月在京召開的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準備工作會議。 網上圖片

■■新黨前新黨前「「立立
委委 」」 鄭 龍 水鄭 龍 水
（（中中））、、台灣公台灣公
務人員協會理務人員協會理
事 長 李 來 希事 長 李 來 希
（（左左））、、國民黨國民黨
前前 「「 國 發 院國 發 院
長長 」」 林 忠 山林 忠 山
（（右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