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7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中國新聞台海新聞A20 ■責任編輯：李才瑛 / 譚月兒

滬迪園明年採三級票價結構

「世界工廠」廣東

東莞近年加快轉型升

級，最新晉身「全球

城市競爭力 200 強」

等榜單，亦吸引人才

資源不斷聚集。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從東

莞市人才辦獲悉，目

前全市人才總量突破

146萬人，八成年齡在

40歲以下，超過90%

接受過高等教育。為

進 一 步 搶 攬 高 端 人

才 ， 昨 日 開 幕 的

「2017東莞高層次人

才活動周」拋出橄欖

枝，急需引入高層次

人才超 600 人，招聘

單位最高給予人才130

萬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年薪及 250 萬元

購房補貼。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方俊明東莞報道

東莞轉型搶攬高端人才
人才周招聘單位拋橄欖枝 年薪最高130萬房補250萬

據東莞市人才辦數據顯示，在目前全市
146萬人才中，各類高層次人才佔約

8.5萬，較2014年激增22%。而這些高端
人才71%集中在企業，亦帶來一大批優質
項目和高端技術，促進了東莞經濟的轉型
升級。但現時東莞高技能人才群體的數量
與質量，還遠不足以滿足東莞打造「國際
製造名城」的用人需求。

逾八成職位需博士以上學歷
今次東莞高層次人才活動周被譽為「超

級招聘會」，來自高校、高新技術企業、
新型研發機構等47家單位，一舉提供與重
點實驗室、高新技術型、科研型等相關聯
的高端崗位達272個，擬招聘海內外高端
人才617人，要求具有博士、博士後學歷
的高端人才職位佔總數的83%。其中，50
萬元、30萬元年薪以上的崗位分別達22
個、48個。
東莞理工學院為引進傑出人才提供最高

130萬元年薪和250萬元住房補貼。現場招
聘負責人羅列表示，伴隨着東莞產業加速升

級，涉及電子科學與技術、光學工程、環境
治理與綠色能源、智能製造等領域的人才需
求很大，因此該學院今次也針對這些領域專
門招才，特別是博士以上學歷人才。有在北
京讀博士的港人廖先生雖然對於今次前來參
會顯得低調，不願多說，但坦言「在年薪與

房補方面均頗具吸引力」。
廣東鼎泰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也開出了

最高80萬元的年薪。招聘負責人樊雷表
示，近年東莞在產品設計、生產服務等需
求日趨巨大，因此公司今次針對智能製
造、機械手研發設計等招攬博士專才。

東莞各鎮區亦現場亮出招引人才的政策環境，包括積分
制、條件准入、企業自評等入戶政策，符合條件的人才可免
公開招聘直接入編，突破人才流動瓶頸。其中，國家高新區
松山湖到今年11月，共引入「千人計劃」專家33名，佔東莞
全市84.6%；該園區擬在未來5年力爭人才總量實現翻一番。

5000港生內地交流實習
出席人才周的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科技學院副院長

黃永根表示，東莞對人才需求的增多，對於香港青年專才
北上發展是一大利好，該學院會將合適的崗位與學生進行
對接。近年該學院也聯手東莞市有關部門、港商開展專業
培訓課程，至少有5,000名學生到內地交流實習，推動粵
港人才及科技的合作。
東莞市人力資源局也透露，目前東莞高技能公共實訓中心

也與香港職訓局深化合作，引進電鍍業表面處理、BIM建造
工程管理等高端職業培訓資源，首開香港專業證書課程在內
地舉辦的先河。同時，東莞還實施「首席技師」培育工程，
每年從企業生產一線選出「首席技師」，給予相應待遇和培
育政策，支持開展名師帶徒，參與技術攻關和技術革新，到
2020年計劃培養500名「首席技師」。

與港合辦培訓認證課程

■每逢節假日，上海迪士尼樂園都是遊人如織。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上海迪士尼樂園票價將在開園兩
年後大幅上調。據昨日最新發佈的票
務方案，明年6月6日採用三級票價結
構後，春節和國慶節假日的門票價格
將飆升至665元（人民幣，下同），較
當前上調逾三成。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在官網上宣佈，
自2018年6月6日起，上海迪士尼度
假區的上海迪士尼樂園將採用三級票
價結構，分別為：平日、高峰日和假
期高峰日。其中，上海迪士尼樂園的

平日門票價格為399元；需求較高的
高峰日（包括暑假、周末和大部分節
假日）的門票價格為575元；需求更
高的兩個假期高峰日（即春節和國慶
節假日）的門票價格則為665元。

最多上調逾三成
上海迪士尼樂園現行票價為平日

票 370 元，高峰日票（節假日、周
末、暑假）499元。照此計算，所有
票價均有不同程度上浮，其中，平
日票升幅最低，約為8%；普通節假

日調價幅度略高，上浮 15%；被單
列的春節和國慶節，票價較目前飆
升了33%。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並表示，上海

迪士尼樂園的所有門票，仍將為指
定日票，遊客僅可在購票時所選定
的日期當天入園。兒童（身高1.0米
以上至 1.4 米，包括 1.4 米）、老年
人（65周歲及以上）和殘障遊客購
買門票時，亦繼續享受約七五折的
優惠。嬰幼兒（身高1.0米及以下）
可免票入園。

■■昨日開幕的昨日開幕的
「「20172017東莞高東莞高
層次人才活動層次人才活動
周周」，」，4747家單家單
位擬招聘海內位擬招聘海內
外 高 端 人 才外 高 端 人 才
617617 人人，，最高最高
給予給予130130萬元萬元
年薪及年薪及250250萬萬
元購房補貼元購房補貼。。

滬迪園新票務方案
分類 調價前 調價後 升幅

平日票 370元 399元 8%

暑假、周末和 499元 575元 15%
大部分節假日

春節和國慶節 499元 665元 33%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劉結一：大陸中西部潛力大 台企大有可為

兩年來，製作演出了19台原創劇目，上演238場，周均4

場，進場人數近12萬人次，平均上座率77%……前晚，在海

峽兩岸享有盛譽的戲劇導演賴聲川攜夫人丁乃竺，在位於上海

徐家匯的「上劇場」慶祝該座「賴聲川專屬劇場」誕生兩周

年。 ■新華社

台劇團見證兩岸交流30年
導演賴聲川在滬圓劇場夢 渴求「家」的歸屬感

今年也是「上劇場」的母體——
台灣表演工作坊誕生32周年。

「2歲」和「32歲」，賴聲川丁乃竺
夫婦的表演工作坊「往來」兩岸，成
為30年交流的親歷者。
1985年，台灣表演工作坊創團作品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在台北市南
海路的藝術館首演，在當時的寶島台
灣引起轟動。時隔一年，《暗戀桃花
源》橫空出世。
《暗戀桃花源》誕生之初，就是在

他們自家的客廳裡排演的。「而今，
上海的『上劇場』變成了我們家的客
廳。」站在舞台中央的丁乃竺說。

兩岸知名藝人作客劇場
兩年來，眾多海峽兩岸知名藝人作
客這座劇場特別舉辦的「丁乃竺的會
客廳」及讀書會活動，講述的故事、
分享的心情，大多與這30年間兩岸文
藝界不斷深化交流有關。
表演工作坊創辦之初只是劇團，沒

有專屬的劇場，因此往來兩岸主要是
與大城市的各種文化設施相伴成長。
對此，賴聲川一直覺得「不夠」，他
希望「圓一個劇場夢」。
賴聲川回憶，常年在各地奔走，感

覺自己就如同遊牧一般，在走走停停
之間，一直渴望尋求一種「家」的
歸屬感。
2015年，賴聲川的「夢」化為現
實。這座專屬劇場坐落在上海市徐匯
區美羅城商場5樓，2009年起籌建，
包括一個劇場和一個排練廳，劇場可
容納600餘名觀眾。
他為這座劇場命名為「上劇場」，

「上」字不僅代表上海，也被他譯為
英語「Above」。從一開始，他就希
望能把「超越舞台本身的精神意義」
帶給觀眾。

作品凝聚逾半世紀鄉愁
兩年來，「上劇場」復排了台灣表
演工作坊的諸多劇目，如《愛朦朧、人

朦朧》、《冬之旅》、《在那遙遠的星
球，一粒沙》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上劇場」還將在兩岸及海外公演近
10年的話劇《寶島一村》「請回家」。
今夏，眾多大陸觀眾湧入「上劇

場」重溫《寶島一村》，不少人是
2009年這部話劇赴大陸「破冰演出」
時的「老觀眾」。有人告訴劇組，看
一次哭一次。
《寶島一村》凝聚了半個多世紀的

兩岸鄉愁，從「老趙家」、「小朱
家」、「周寧家」等1949年赴台落戶
的眷村家庭講起，打動了無數觀眾的
心。賴聲川說，進入2018年，這樣的
「回家式」大型演出還將繼續。
在兩岸觀眾和文藝界人士送上的生

日祝福中，賴聲川和丁乃竺為「上劇
場」許下新的願望。他們覺得，「上
劇場」還只是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嬰
兒」，希望以綿薄之力為兩岸的舞台
藝術不斷耕耘，「種」下更加美好的
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台辦副
主任劉結一昨日在重慶表示，包括重慶在內
的大陸中西部地區潛力巨大，台資企業大有
可為，希望廣大台商堅定在大陸發展的信
心，共同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劉結一是在當天舉行的第九屆「重慶．台

灣周」開幕式上作如是表述的。劉結一稱，
今年是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開啟交流交
往30周年。多年來，廣大台商台企跨越海
峽，到大陸發展，道路越走越廣，也為兩岸

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歡迎更多台
胞，搭上祖國發展的快車，把自身事業做得
更大更好，為兩岸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續設兩岸產業合作區
目前，大陸中歐班列已常態化運行，通關

便利化水平不斷提升，中西部連接歐洲、中
亞等地的通道更加便捷，為中西部地區台資
企業產品出口開闢了更為廣闊市場。劉結一
希望，廣大台胞扎根大陸，參與大陸中西部

開發開放和「一帶一路」建設。大陸將繼續
在中西部地區設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為
台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受益「一帶一
路」建設、拓展內需市場和外部市場提供更
為優越的條件。
劉結一指出，台灣業者在集成電路、精密
機械、精細化工、生物科技、精緻農業、現
代服務業等領域具有較強競爭力，只要積極
融入大陸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程，就可在
廣闊天地實現更大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立法機構前晚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根據條文，凡出現在公共建築或場所
的紀念或緬懷威權統治者的象徵，都有可能
需移除或改名。據台媒統計，全台共有196
條中正路（街）、30所以中正為名的學
校，甚至超過百億枚各式有蔣中正（又名蔣
介石）肖像的硬幣，如果全部需要移除或改
名，民眾生活將出現混亂。
「促轉條例」被蔡英文當局列為優先法
案，前晚在民進黨團的人數優勢下，三讀通
過條例。條例明文規定台灣地區行政機構下
設「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為二級獨立機
關，負責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
徵」、平復司法不公、不當黨產的處理與運
用等事項。
其中條例第二條明文規定要「清除威權象

徵」最為外界關注，除了「中正紀念堂」，
有蔣氏象徵的物品都可能會被修改，包括貨
幣、政治檔案等。
此外，台灣地區防務部門營區目前仍有許

多蔣中正銅像，甚至以「中正」為校名的院
校，外界關注這些銅像是否要一一移除。對
此，民進黨「立委」劉世芳昨日解讀表示，
促轉條例「清除威權象徵」主要標的，其實
是「中正紀念堂與桃園兩蔣陵寢」，而不是
要針對「中正」之名。

民進黨強推「去威權」
196條路恐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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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結一劉結一 中新社中新社

■■「「上劇場上劇場」」在滬建成在滬建成，，圓了圓了
賴聲川的劇場夢賴聲川的劇場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賴聲川和夫人丁乃竺賴聲川和夫人丁乃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獵
雷艦案」引發「慶富案」備受關注，台灣地
區防務部門昨日稱，有關部門最快9日正式
宣告慶富公司違約並與之解約，將合共沒收
慶富保證金逾90億元（新台幣，下同，約
合23.4億港元）。
慶富承造「獵雷艦案」瀕臨解約，台灣地

區防務部門到昨日為止沒收了慶富預付還款
保證金24億餘元（約合6.24億港元），若9
日確定解約，還將沒收履約保證金17億元
（約合4.42億港元）及剩下的預付款還款保
證金48億餘元（約合12.5億港元），共90
億餘元。
慶富公司承造「獵雷艦」，台灣地區防務

部門規劃從2013年到2025年籌獲6艘新式
「獵雷艦」，全案計劃預算逾358億元。依
契約規定，全案分11期付款。

「獵雷艦案」最快周六解約
慶富將被沒收逾23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