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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大學學生組織
強烈譴責勞基法修惡

水電供應不穩
台外來投資連續3年下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第十次全盟代表大會暨紀念台盟成立七十周年大會昨

日在京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會見與會代表，並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賀詞說， 台盟作為由生活在祖國大陸

的台灣省人士組成的參政黨，具有同海內外台灣同胞廣泛聯繫的獨特優勢。希望台盟深入貫徹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方針

和決策部署，將「兩岸一家親」理念與親情鄉情優勢有機結合，着力擴大對台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增進兩岸同胞福

祉，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基礎，不斷凝聚攜手推進祖國和

平統一進程、致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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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畫出共同團結奮鬥最大同心圓
台盟台盟代表大會在京開幕 中共中央致賀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地區立法機構前日初審通過勞動基
準法修法草案。以台灣大學學生會為
首的共18所大學學生組織，昨日發佈
聯合聲明，強烈譴責勞基法修惡，並
呼籲民進黨當局回頭是岸，切勿一意
孤行。
台灣地區立法機構社會福利及衛生
環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前日聯席審

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場
內爆發多宗衝突，場外勞工團體抗議
不斷。會議歷經13小時後，民進黨團
在晚上10時突然提出停止討論、修法
條文全數保留送院會處理的提案，經
表決後，民進黨團以人數優勢通過提
案，勞基法初審過關。
台灣大學學生會昨日以「罔顧勞權

漠視民意，蠻橫修法學生抗議」為主

題，連同另外17所大學學生組織，發
佈抗議聲明，指出此次修法包括鬆綁
「七休一」規定、 輪班間隔時間縮
減、休息日加班費核實計算以及提高
加班時數上限等規定，讓勞動處境更
加惡劣，踐踏勞工健康生命與基本權
益，也完全背離民進黨選舉時的承諾
與精神。

修法無法改善年輕人未來
學生會認為，台灣長久以來，已因

高工時成為「過勞之島」，當局非但沒改
善勞動環境，反而假「彈性」之名，將應
保障弱勢勞工基本權益之勞動基準法不
斷放寬下限。這樣修法，不但無法改善
年輕人的未來，更將其推入更大的壓
力與絕望之中。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是在台灣省人
民「二．二八」起義以後，由一部
分從事愛國民主運動的台灣省人士
於 1947 年 11 月 12 日在香港成
立。
台盟成立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召
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
合政府的「五一口號」，參加了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
議，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
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台
盟參加人民政權和人民政協的工
作，推動盟員和所聯繫的台灣同
胞，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改

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
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台盟認真履行參

政黨職能，積極發揮參政議政、民
主監督作用，擁護中共關於和平統
一祖國的方針，致力於祖國統一大
業，堅持反對任何分裂祖國的主張
和行為。隨着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入
開展，台盟團結廣大盟員和所聯繫
的台胞，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
祖國統一作出了不懈努力。
目前，台盟在全國19個省、自治

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現有盟員
3千多人，其中近5年新發展盟員
640多人。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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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盟台盟19471947年在港成立年在港成立

賀詞說，過去的5年，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黨和國家

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的5年，也是統一戰線和
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的5年。5年來，台盟圍
繞國家發展大局，立足兩岸關係發展大勢，充
分發揮自身優勢和特色，深入調查研究，積極
建言獻策，為中共中央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提
供了重要參考。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兩岸一
家親」理念，積極搭建兩岸交流合作平台，為促
進兩岸交流融合、同胞心靈契合作出重要貢獻。

完善多黨合作協商制度
賀詞指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需要包括統

一戰線廣大成員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共同奮鬥。中國共產黨將按照十九大精
神，堅定不移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不移貫徹長期共
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
堅定不移支持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參政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把多黨合作事業繼
續推向前進，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
線，畫出共同團結奮鬥的最大同心圓。

廣泛動員助力民間交流
台盟第十次全盟代表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林

文漪代表台盟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
報告回顧總結了台盟5年來的主要工作和基本

經驗，提出全盟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
共中央領導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
幟，認真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深入學習
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廣
泛動員全體盟員和所聯繫的台胞，在「四個全
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大局中協商議
政，在「兩岸一家親」理念下助力民間交流，
在「兩岸同心」的主題下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
發展思想，在提升「五種能力（抓大事的能
力、反映快的能力、判斷準的能力、善謀策的
能力、會引導的能力）」的目標下積蓄台盟發
展動力，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祖國
和平統一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台盟第十次全盟代表大會暨紀念台盟成立七十台盟第十次全盟代表大會暨紀念台盟成立七十
周年大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周年大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韓正會見與會代表政治局常委韓正會見與會代表，，並代表中共中央並代表中共中央
致賀詞致賀詞。。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5年以來，
台灣僑商外商投資案數量連續三年下滑。台灣地
區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昨日主持項目會議並表
示，來台外資有越來越少的趨勢，將落實「簡化
僑外投資審議程序」等三項措施。
台當局經濟事務主管部門次長龔明鑫當天會後

受訪時稱，2009 年以來，僑外資到台灣新創
（設）事業的投資件數逐年增長，但普遍投資於
批發零售、餐飲等服務型產業。
不過，該部門下屬「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也
顯示，2015年台灣吸引僑外資投資案件1,952

件，去年為1,909件，今年至今有1,671件，連續
3年下滑。
台灣《聯合報》昨日引用聯合國「世界投資報
告」數據，指去年世界各經濟體外來直接投資存
量佔 GDP 的比重平均約為 35%，台灣只有
14.2%，比率明顯偏低。
一方面，台北美國商會、歐洲商會等團體的年

度報告連續反映，外商來台投資面臨水電供應不
穩、中北部地區土地供給不足、中南部招募不到
所需專業技術人才等困難。另一方面，對外資、陸
資實行「雙軌制」也是阻擋外來投資的「絆腳石」。

「圓夢」於今年8月4日出生於法國博瓦勒
動物園。其父母「圓仔」和「歡歡」

於2012年1月從中國四川抵達法國，落戶博瓦
勒動物園，開啟為期
10年的中法大熊貓繁
育合作計劃。

書寫中法關係新佳話
當天在博瓦勒動物
園舉行的命名儀式
上，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張業遂宣讀了彭麗
媛的賀辭。彭麗媛在
賀辭中表示，「圓

夢」寓意夢想成真，寄託了人們對大熊貓寶寶
的祝福和對中法友誼的期許。大熊貓是中國的
國寶，也是中法友誼的使者和見證者。小「圓
夢」的出生象徵着中法關係新的美好前景。衷
心祝願小「圓夢」茁壯成長，給法國人民特別
是小朋友帶來更多歡樂，書寫中法友好新的佳
話。
布麗吉特以「圓夢」教母的身份致辭，她
說，熊貓寶寶的出生非常重要，很多法國人都
予以關注，這反映出兩國人民一直都保持卓有
成效的對話。她希望明年年初陪同馬克龍總統
訪華時續寫中法友誼的友好篇章，並期待與習
近平主席夫人彭麗媛的會面。
儀式上，中國郵政總局和法國郵政局專門為

「圓夢」命名而設計的首日封和紀念郵票也同
時亮相。來自中國駐法大使館「陽光學校」和
巴黎詹森薩伊中學中文班的中法兩國兒童分別
演唱了法文歌曲《我們在牆上書寫》和中文歌
曲《茉莉花》。

「圓夢」成長受矚目
當年，「歡歡」和「圓仔」抵達法國後迅速
掀起一陣「大熊貓熱」，博瓦勒野生動物園接
待遊客數從前一年的60萬人次激增至100萬人
次。「圓夢」的誕生無疑給動物園再添人氣，
約有2,600萬網友通過社交網絡關注了「歡歡」
的生產過程，網絡上大熊貓寶寶的成長情況也
頗受矚目。
命名儀式結束後，現場嘉賓可在玻璃幕牆後

一睹「圓夢」的呆萌憨態。在飼養員的精心照
料下，「圓夢」看起來十分健康，體重已由出
生時的142克增長到7公斤，將於明年1月13日
正式與公眾見面。
「我有動物園年票，看過無數次大熊貓，但

今天第一次看到大熊貓寶寶，實在太可愛了，
我要趕緊拍照發給家人！」當地民眾托馬對記
者說。

根據上海申通地鐵集團與阿里巴巴、螞蟻
金服三方達成的戰略合作協議，阿里巴巴最
新研發的語音購票、刷臉進站、智能客流監
測等多項技術將率先逐步在上海地鐵應用。
上海地鐵是目前全球運營里程數最長的
城市軌道交通網絡。目前也正通過不斷引
入高科技打造全球最先進地鐵。一個多月
前，上海就在磁懸浮首先試點了刷手機進
站，並準備明年初在所有軌道交通線路推
廣。但引入阿里的最新技術後，未來乘客
進出站僅靠刷臉即可。記者在現場看到，
正在研發中的新型進站閘機上，新增了一
塊屏幕，用戶經過屏幕時，幾乎無須停

留，屏幕就已依託阿里巴巴人臉識別技
術，完成了人臉識別，開啟閘機，供乘客
通過。此前，支付寶已全面上線刷臉登
陸，隨着刷臉技術正日趨成熟。刷臉進站
正式投入使用只是時間問題。

智能語音支持模糊查詢
同時，阿里巴巴還展現了另兩項前沿技

術——多模態智能語音交互技術和智能客
流監測技術。 前者首先應用在了地鐵語音
售票機上，以往乘客需要清楚知道目的地
在哪條線路、哪個站點才能自助購票，而
現在，利用模糊查詢方式，只需通過語音

對售票機說出目的地，如「我要去東方明
珠」，售票機會自動推薦坐到哪一站，乘
客掃碼或刷臉支付即可完成購票，全程不
過數秒鐘時間。
阿里巴巴iDST資深人工智能專家鄢志傑

表示，「傳統的語音交互都是在家庭、車內
等安靜環境下實現的，而語音售票機是業內
首個能在地鐵這種公共嘈雜環境下，實現精
準遠距離語音交互的產品。我們深度融合了
語音信號處理和計算機視覺技術，解決了強
噪聲干擾問題。售票機甚至可以在用戶靠近
時主動發起交互，無須用戶喚醒。」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上海報道

雙十一距離現在已經大半個月，消
費者應該都已收到貨物。近日網上流
傳雙11包裹「等到生菇」的相片，
可見包裹的紙皮箱外長出新鮮菇類，
令上載圖片的網友表示「不知道應該
怎麼辦」。
圖片引來網友熱論，不少網民開玩
笑說「拿回家炒菜吃」、「好了好
了！知道你賺了」、「哪個快遞公
司？服務超好，蘑菇一點沒破，新
鮮！」，亦有網友指「真的是等到生
菇！」。有網友則估計買家可能買了
菌種，剛好掉了出來，又淋到了水才
會長出來。 ■新浪網

滬地鐵將實現語音購票和刷臉入閘滬地鐵將實現語音購票和刷臉入閘

法總統夫人任法總統夫人任「「教母教母」」彭麗媛致賀彭麗媛致賀
「圓夢，這個名字真好聽！」7歲的法國女孩埃莉薩頭戴大熊貓圖案的帽子，反

覆練習着「圓夢」的發音。這是首個在法國出生的大熊貓寶寶的正式名字。當地時

間4日（本周一），4個月大的大熊貓幼崽被正式命名為「圓夢」，寓意夢想成

真。「圓夢」的命名儀式收到來自中國和法國元首夫人的共同祝賀。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發去賀辭，希望「圓夢」茁壯成長，給法國人民特別是小朋友帶

來更多歡樂，法國總統馬克龍夫人布麗吉特則出席了命名儀式。■中新社、新華社

圓圓旅法熊貓首誕旅法熊貓首誕BBBB取名取名

雙十一包裹到貨 買家「等到生菇」

■■旅法大熊旅法大熊
貓貓「「圓仔圓仔」」
和和「「歡歡歡歡」」
的的BBBB正式正式取取
名名「「圓夢圓夢」」。。

中新社中新社

■■「「圓夢圓夢」」亮相亮相。。圖為圖為
命名活動現場命名活動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法國第一夫人布麗吉特·馬克龍（中）
與大熊貓BB互動。 新華社

夢夢

■法方介紹法國郵政發
行的紀念郵票。中新社

■「圓夢」備受喜愛。
中新社

■■紙皮箱長出新鮮紙皮箱長出新鮮
菇類菇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