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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小企盼深度參與「帶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民進黨兩度修正《勞基法》激怒勞工及

學生群體，連帶衝擊下一屆縣市長選

情，據台媒昨日發佈的民調顯示，在勞

工人口龐大的新北市，民進黨支持度只

剩下三成左右，2018的新北選戰將是

一場苦戰。

兩修《勞基法》 綠自傷選情
新北僅三成支持率 明年縣市長選舉勢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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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選舉，如今由藍營朱立倫主政的新北市，成為民進黨的
必搶之地，中國國民黨提名方面，現任副
市長侯友宜被視為參選市長的熱門人選，
而前縣長周錫瑋也表態爭取黨內提名。綠
營除了現任「立委」吳秉叡動作積極外，
台灣地區行政機構發言人徐國勇、台北市
副市長陳景峻、「立委」蘇巧慧、老縣長
蘇貞昌也被外傳是可能人選。

侯友宜支持度領先綠營人選
然而，據台灣電子媒體TVBS最新民調

顯示，侯友宜支持度明顯領先民進黨任何
可能人選，民進黨欲重返新北市執政可能
是場苦戰。
根據民調，如果國民黨提名侯友宜參
選，民進黨內新一代政治人物，徐國
勇、吳秉叡、蘇巧慧及陳景峻支持度都
在 20%以下，皆落後侯友宜四成五以
上。即使民進黨推派蘇貞昌參選對決侯
友宜，蘇貞昌支持度39%，仍落後侯友
宜的48%。
民調也顯示，若國民黨推派周錫瑋與

民進黨徐國勇出來競選，民進黨年輕的

候選人民調均在30%左右，只有推派蘇
貞昌參選，才能以 53%的支持率擊敗
33%的周錫瑋。
據報道，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核心幕僚直
言，民進黨在新北市的苦戰，完全是因為
兩度修《勞基法》，新北市勞工人口更
多，大傷綠營在新北市的基本盤，且《勞
基法》意外地助攻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的人氣，已經衝擊到柯文哲的勢頭了。該
幕僚認為，現在民進黨在新北市的支持度
恐怕已經降到只剩下三成，誰出來選都會
很艱困了。

勞動部門：審慎研議相關條文
不過，民進黨當局並沒有要停止修法的

進度。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表
示，《勞基法》源於工廠法，台灣需要一
部真正符合時代需求的《勞基法》，勞動
部門應立即全面檢視《勞基法》，啟動下一
階段修法。勞動部門回應會檢視所有條
文，審慎研議。
徐國勇昨日上午在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會

後記者會時轉述，賴清德在會中表示，
《勞基法》修正草案已於周一（4日）送

出委員會，聲稱在當局、機構、黨團充分
溝通、密切合作下，讓修法工作有具體進
展。對此，勞動部門透過LINE回應，
《勞基法》實施迄今已30多年，為因應
目前產業發展諸多不同形態之工作方式、

生產方式，勞動部門將着手盤點《勞基
法》相關函釋。
勞動部門也強調，檢討不合時宜函釋，
並適時針對各界意見，進一步檢視《勞基
法》所有條文，審慎研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
第20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明日（9
日）將登場，除中央委員外，也邀黨籍「立
委」、縣市長與會。由於明年是縣市長等「九
合一選舉」，預料選舉佈局將成為中央委員討
論焦點。
根據國民黨昨天公佈議程，「革新、團結、
重返執政」是第20屆一中全會主軸，並以此
區分為「革新黨務，青年參與」、「精誠團
結，擴大支持」、「強力監督，重返執政」等
3個分組。
會議當天，將先由黨主席吳敦義致詞，隨後

進行報告事項，3個分組再各自討論；下午的
議程則安排各分組代表人總結及綜合座談，並
處理中央委員提案，最後再由吳敦義總結。
國民黨這次擴大辦理第20屆一中全會，除

邀請全體中央委員與會外，也邀請黨籍「立
委」、縣市長等，原本半天的議程，也延長為
一天，甚至原本的會議都只讓中央委員個別發
表意見，這次新增分組討論。

國民黨20屆一中全會
料聚焦選舉佈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一帶一
路』將為兩岸經濟合作實現『一加一大於
二』的效果，希望更多的台灣中小企業能夠
深度參與其中，找到發展新機遇和新路
徑。」台灣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林慧瑛說。
海峽兩岸中小企業合作重慶峰會是第九屆
「重慶．台灣周」系列專場之一。來自全國
台企聯、台灣中小企業總會及北京、上海、
重慶等省市的200餘名台商，就中小企業的發
展機遇等話題展開探討。多名台商表示，期
待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尋找發展新

機遇。
林慧瑛說，台灣中小企業非常看重大陸的
廣闊市場和豐富資源，「一帶一路」建設帶
來的海外市場機遇，也可成為台灣中小企業
關注的重點方向之一，台灣中小企業可借此
找到新的發展道路。

大陸西部地區正在崛起
「去年5月，我來重慶考察後，就決定在重
慶設立西部運營中心。」台灣南僑集團副總
裁、大陸事業營運長陳正文說：「大陸的西

部地區正在崛起，『一帶一路』更是讓西部
成為開放前沿，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作為重慶台協首任會長，楊恩明是第一批

到大陸投資的台灣中小企業負責人之一。經
過20多年的發展，楊恩明的企業已完成從房
地產開發向農產品進出口的轉型。
「重慶相繼獲批進境水果、肉類、糧食口

岸，已崛起為內陸開放高地，是促使我們轉
型的關鍵。」楊恩明說，在西部大開發戰略
和「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不僅僅是重
慶，整個西部都充滿了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以「大美崑曲」為主題的首屆
海峽兩岸（昆山）青年文化創意設計
大賽頒獎禮，日前在江蘇昆山當代崑

劇院舉行。來自海峽兩岸的20件優秀
文創作品在704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
出，分獲青年心匠大獎、金獎、銀
獎、銅獎、優秀獎和網絡人氣獎。其
中，作品《崑曲臉譜尺》獲得青年心
匠獎；《「八音迭奏」餐具》、《其
名為崑》獲得金獎；《崑曲臉譜醬料
盤》等獲銀獎。
據悉，今次大賽緊扣城市旅遊、大

眾消費，致力於發現「接地氣、有創新、
買得起、帶得走」的系列文創產品，
打造有青春印記的文創「百寶箱」。

兩岸青年文創設計賽 20作品脫穎而出
■■兩岸優秀文創作兩岸優秀文創作
品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上海傳真上海傳真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台南市產業總工台南市產業總工
會等團體昨日到台灣地區行政機構南部會等團體昨日到台灣地區行政機構南部
聯合服務中心前拉橫額舉牌抗議聯合服務中心前拉橫額舉牌抗議，，促當促當
局停止修局停止修《《勞基法勞基法》。》。 中央社中央社

「「南海一號南海一號」」動物考古動物考古
羊骨最多羊骨最多未見鼠蹤未見鼠蹤

昨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宣佈「迪士尼玩具總動
園」將在2018年4月26日開門迎客，備受關注的
上海迪士尼樂園首個擴建項目正式確定開幕時間，
這個日期亦是上海迪士尼開業兩周年的紀念日，部
分受邀遊客還有機會在玩具總動園開園前嘗鮮試
玩。
據度假區稱，目前「迪士尼玩具總動園」主題園
區的主要建設工作已接近尾聲，施工完成後將進入
全面的準備階段，包括遊樂項目的調試、試運營階
段等。同時，為配合新主題園區的運營，招聘工作
也已於今年啟動，全新主題園區的演職人員開展全
面的準備工作。
據了解，除了確定「迪士尼玩具總動園」將有三
個全新的景點和一個與迪士尼朋友見面的友情驛
站，三個景點分別為彈簧狗團團轉、抱抱龍衝天賽
車和胡迪牛仔嘉年華。此外還公佈了園區內會有供
沉浸式購物和餐飲體驗的艾爾玩具店和玩具盒歡宴
廣場。
在正式開園前，試運營項目將展開，受邀遊客可
於指定日期在園區正式開幕前提前期體驗部分景
點、娛樂演出和餐飲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相傳為北宋畫家李公麟所作的
《蜀川勝概圖》畫卷長逾7米，氣
勢恢宏，巨細無遺，展現了近千年
前的成都平原景象。當前四川省成
都市正在建設的天府綠道，將「再
現」存在於名人書畫中的蜀川勝
景。

全長1.7萬公里 涉22區（市）縣
據了解，成都天府綠道按照「可

進入、可參與、景觀化、景區化」
規劃設計，總長度近1.7萬公里，
涉及22個區（市）縣，為全球規模

最大、內涵最豐富的綠道系統。
「更重要的是，天府綠道的建設
將為人們帶來實實在在的便利。」
天府綠道體系規劃項目負責人李果
說，天府綠道的區域、社區級、城
區級綠道相銜接，與城市慢行系統
緊密結合，串連起社區幼兒園、健
身場館等社區設施。
「通過綠道提升整個城市的環境

生態品質和經濟發展動力。」成都
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汪小琦
說，天府綠道涉及22個區（市）
縣，具有全域性。

天府綠道承建方負責人任志能則
表示，天府綠道工程建設將讓綠地
人均增加10平方米，帶動周邊土地
增值上千億，推動旅遊、文化產
業，直接創造10萬個以上就業崗位
等。
《蜀川勝概圖》描繪了蜀江兩岸
山川名勝、廳堂樓館，天府綠道同
樣將展現成都自古以來的人文勝
景。目前，天府綠道已經開工建
設。根據規劃，到2040年市域綠道
體系將全面成網。

■中新社

結合文獻記載，這艘
距今800多年的貨船

滿載寶物，目標遠大。但
命運弄人，它從中國東南

沿海某個港口出發，不久即在廣
東陽江海域神秘地沉沒。
最新動物考古學研究表明「南

海一號」上攜帶着雞、鵝、豬、
牛、羊等家養動物，同時船員捕
撈海洋生物，如螺、貝殼和魚
蟹，以擴充食物來源。
呂鵬說，「南海一號」遺存最

多的是羊骨，分為綿羊和山羊共
86件；餘下還有46件雞骨、40
件鵝骨、9件豬骨、1件牛骨，這
些動物考古資料證實和補充了宋
代文獻的記載。
同為宋代沉船的福建泉州灣後

渚沉船上，最多的動物遺存就是
鼠骨。在「南海一號」遺存中，
鼠骨照理應常見卻「缺席」。呂
鵬認為，「南海一號」上缺少鼠
骨有幾種可能，「一是我們正在
清理，還沒最後確認有沒有；二

是老鼠骨骼較輕，可能隨洋流飄
走了」。

遺存展示船員「日誌」
「南海一號」還保存着部分立

體結構，是一條典型的「福
船」：長寬比例較小、耐波性
好、裝貨量大。呂鵬認為船上動
物很可能被豢養在固定區域，
「宋船都有着明確的艙室分區」
他介紹說。
通過分析骨頭上屠宰和火燒的

痕跡，考古學家確信：在這艘13
世紀早中期的遠洋貿易船上，燒
烤肉食所產生的、蒸騰的油脂香
氣曾長久縈繞在甲板上。
考古學家還發掘出一些「玩

具」，比如一段被人工打磨過的
魚脊椎等。「船員們會將一些動
物殘骨製成骨器，以打發閒暇時
間。」呂鵬說，至於它們的製造
者是來自思鄉的遊子，還是慈愛
的父親，「那就是考古之外最美
好的想像了」。

昨日，米芝蓮宣佈正式進駐廣州，將於2018年第二季度
發佈首版廣州米芝蓮指南。繼上海之後，廣州成為米芝蓮指
南在中國內地的第二座評鑒城市。
米芝蓮指南於1926年建立星級評鑒標準，指南年年更新。

米芝蓮（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方諾德當天稱，米芝蓮指
南作為全球餐飲的窗口，展現了各國家地區的美食活力。
廣州地區飲食行業協會秘書長符波表示，米芝蓮指南進入

廣州，是由廣州的國際地位和餐飲影響力所決定，同時也將
有助於提升廣州美食的國際化程度和餐飲品質。
當天，米芝蓮與廣州市旅遊局和廣州市商務委簽署了戰略

合作備忘錄。廣州市旅遊局局長劉瑜梅稱，米芝蓮指南進駐
廣州標誌着廣州美食、廣州旅遊進一步國際化。 ■中新社

米芝蓮明年推廣州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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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建全球最長綠道「再現」《蜀川勝概圖》

2007 年整體打撈出海的

「南海一號」不僅有大量豐富

的文物，其中的動物遺存也成

為考古學家考究的切入點。過

去三年，考古學家從它船體厚

厚的沉積地層裡，分析與古代

人類活動有關的痕跡，其中就

包括動物的遺存。船上最多的

是羊骨，通常海船上最多的

「鼠輩」的骨頭，卻完全不見

蹤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

究所副研究員呂鵬帶領的團隊

正在將這些破碎的動物遺存逐

步「解碼」。 ■新華社

■■「「玩具總動園玩具總動園」」的彈簧狗團團轉的彈簧狗團團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攝

■市民在成都天府綠道示範段。 網上圖片

■■「「南海一號南海一號」」部分動物骨骼遺存部分動物骨骼遺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米芝蓮
明年發佈
首版廣州
米芝蓮指
南。
網上圖片

台海新聞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