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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
道，台疾管部門昨天公佈，新
增2例麻疹確定病例，兩人分
別是台灣虎航空服員及機組
員，都跟日前染麻疹的台虎空
少有接觸，此波本土疫情已達
第三波傳染，截至目前為止就
有8人確診，其中有5人是台虎
員工。目前掌握接觸者有1,804
人。
台疾管部門3月29日公佈今

年首例境外移入麻疹確定病
例。此個案從泰國旅遊回來
後，在可傳染期又搭台虎到沖
繩旅遊，造成次波傳染共 5
人，其中包含台灣虎航2名空
服員及1名機組員，昨天又新
增第三波傳染。
新增的2例個案，分別是20

餘歲女性空服員，她在可傳染
期的 4月 10日、11日都有值
勤，10日從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台虎IT254到日本仙台，同一
日從仙台搭 IT255 班機回桃
園。11日從桃機搭IT505到泰
國曼谷，同日從曼谷搭IT506
回桃園。另一名陽性個案為30
多歲女性機師，沒有傳染給他
人的疑慮。這兩人都曾跟日前
確診的台虎空少有工作接觸。

解放軍今日台海實彈軍演
作戰部隊數量空前 震懾「台獨」捍衛主權

漁船遭印尼扣查35小時
船東批台當局不聞不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一艘漁船15日在馬六甲海峽遭印尼軍方
扣查，16日晚間人員平安釋放。船東昨
日透過聲明痛批台灣當局不聞不問，凸
顯蔡英文「新南向政策」受挫碰壁。
設籍屏東東港的漁船「大鮪13號」，
15日午間與公司另一艘漁船通過馬六甲
海峽時，被印尼軍方以加強檢查毒品走
私為由，登船檢查並帶回港內進一步檢
查。歷經約35小時的檢查，16日晚間約
9時，印尼才放行該漁船。屏東縣農業處
長黃國榮表示，漁船直接返航台灣，船
上人員均安，但抵台時間不清楚。
事發後請求台灣有關部門介入處理的
蔡姓船東，昨日透過東港區漁會發佈聲
明稿指出，漁船遭印尼海警船攔查登檢3
小時，查無不法，對方非但不釋放還強
行扣押至印尼望加麗島的漁港。4月16
日下午約14時再檢查一遍，仍查無不
法。
船東指出，事發後第一時間回報，但

台當局沒有積極具體行動營救人船，連
船隻幾點獲釋都無法掌握，全靠自己尋

找政商關係良好的印尼友人協助，感到
十分無助。船東更批台當局不聞不問，
讓這些「南向」國家無視台灣，對漁民
威嚇，凸顯出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

受挫碰壁。
據台媒報道，今年農曆年後，台灣籍

在印尼海域「無害通過」的漁船，已經
多達7次遭印尼強行登檢。

■15日遭印尼扣查的屏東東港籍「大鮪13號」。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解放軍於今日在福

建泉州石獅靶場舉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在台灣海峽舉行的

這次軍演在數量、演習任務及特點上均具不少亮點。此間專

家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在此時間節點進行軍演，既是給「台

獨」分子的「震懾」，也是向外部敵對勢力發出信號，即在

台灣問題上中國政府不會作出任何退讓和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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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福建海事局12日發佈航行警
告稱，解放軍將於4月18日

08： 00 至 24： 00 在 24-52.9N/
118-50.0E、 24-52.9N/118-55.9E、
24-42.6N/118-55.9E、 24-42.6N/
118-50E四點連線水域範圍內進行
實彈射擊軍事演習，禁止駛入。對
此，國台辦主任劉結一16日明確表
明這次軍演具針對性，「是為了捍
衛我們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
行動」。

綜合演練針對性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
員、戰略軍事專家洪源對香港文匯
報透露，此次軍演在數量、演習特
點和任務上都有着不少亮點。「無
論是主力艦隻還是輔助乃至後勤艦
隻，都是動員了三大艦隊的精銳部
分，」他說，「包括水面、水下、
空中、岸基、太空乃至電磁網絡對
抗部隊，涉及部門方面多、數量空
前。」他續指，這次在台海附近進
行的是非近海體系化綜合作戰演習
行動，包括對海攻擊、防空、反
潛、對岸打擊、兩棲部隊、電磁網
絡的全面對抗作戰行動。
此外，他認為此次軍演一大特點
是針對性強。「從新時代全黨全國
『兩個一百年』和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目標來說，就必須把祖
國統一列入到時間表，」他說，
「所以毫無疑問，演習是有針對性
地對外國干涉和島內『台獨』勢力
進行模擬攻擊、分割、遮斷、包圍

和登陸的綜合準備演練。」另一方
面，從政治層面講，他認為，這更
是反對外來軍事干涉、消滅「台
獨」分裂勢力的一次莊嚴宣告和軍
事準備。
洪源透露，海上實彈射擊，是系

列海空對抗演習的最後檢驗部分，
包括飛航式導彈、火箭彈、深水炸
彈、炮彈、炸彈、魚雷等實彈發射
科目。

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最近中美貿易爭端不斷，以賴

清德為代表的「台獨」分子氣焰
囂張，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員褚靜濤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此次軍演的時間特殊、態
度明確。他指出，部分「台獨」
分子挾洋自重，在外部勢力縱容
下，島內個別行政官員鼓吹「台
獨」的勢頭漸盛，因此必須及時
對此囂張氣焰進行打擊。「這與
貿易戰不同，貿易問題可以討價
還價，但台灣問題，中國政府沒
有任何退路。」他說。
他同時提醒，4月17日是1895年
《馬關條約》簽訂的日子，當年消
息傳到台灣的一刻，島內民眾痛哭
流涕。因此，他認為，在此關鍵節
點舉行軍演，一方面是向台灣人民
表明，中國不會讓1895年的歷史悲
劇重演，另一方面也將大陸的堅定
立場表達得十分透徹，「如果『台
獨』分子膽敢宣佈台灣『獨立』，
中國政府必將採取斷然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旺報》報道，面對近期兩
岸局勢，島內媒體高度關注，大陸多位涉台人
士同表憂心，認為現在無疑是民進黨上台以來
兩岸最緊張時刻，蔡當局一方面強調維持現
狀，一方面放任「奧運正名公投」（「台獨」
分子對台灣以「中華台北隊」名義參加2020年
東京奧運會狀況不滿，在日本右翼分子的煽動
下在島內推出所謂參加奧運「台灣正名公投」
活動）、「台獨」公投，以及賴清德「台獨」
言論，接着5月10日美台「國防」工業論壇，
還有美國在台協會新館落成，美國如何出招還
不知道，解放軍只能先以軍演示警。

大陸涉台人士透露，東部戰區負責對台的第
31集團軍確實每年4、5月都有例行性演習，但
演習不是重點，而是大陸要釋放何種訊息，先
前的登島演習，是台灣熱炒、大陸出面緩和，
這次則是大陸主動將軍演與反「台獨」連結。
大陸涉台人士指出，台灣當局要認知近期兩

岸關係的嚴峻性。

對大陸沒一句好話
報道指出，蔡英文一再說維持現狀，現在先

有「奧運正名公投」，再有推動再修《公投
法》，於明年4月6日舉行「獨立公投」，這麼

多枚炸彈都拆不完了，還有賴清德來鬧場，反
而新任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沒說什麼話，「到底
誰主導兩岸政策？」
該報道最後指出，橫在眼前，還有5月10日美
台「國防」工業論壇，還有AIT新館落成，如果
美方派出史無前例高官訪台，民進黨要怎麼接
招，最近綠營人士仗着有美國撐腰，對大陸姿態
都擺得很高，沒一句好話，兩岸逐漸走向全面對
抗局勢。但年底選舉都還沒到，民進黨真有想清
楚，要跟大陸攤牌了，或有何實力以「台獨」跟
大陸喊牌，憑什麼以少數人主張綁架2,300萬人
過更好生活的選擇權？是到了該節制的時候了。

台媒：綠以「台獨」叫陣大陸，真有想清楚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8海
峽兩岸鄉村振興論壇昨日在廈門海滄舉
行，台灣村里長聯合服務總會、台灣中華
文創人才教育發展協會參與協辦，兩岸專
家學者、鄉村代表、基層社區治理者共話
鄉村振興與社區治理之道。
來到廈門，台灣村里長聯合服務總會總
會長陳建良表達了他的期待：兩岸常來常
往，共同致力鄉里振興。陳建良表示，通
過論壇，期待兩岸能在民間組織、經濟往
來、旅遊觀光等方面加深了解，特別是在
鄉里建設上加強交流合作。他希望在推廣
鄉村振興模式上和大陸同胞多交流學習，

他也邀約大陸同胞走進他們的鄉里參觀指
導，共同進步。

台灣農村再生值得大陸借鑒
對於之前大陸推出的促進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31條政策措施，他認為，這是一
個信號，兩岸同胞交流往來將迎來新局
面。
鄉村振興戰略已經日漸成為大陸發展的

一個熱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
心副主任羅京輝在論壇開幕式上致辭稱，
農村也是兩岸同胞鄉愁的共同載體，是凝
聚兩岸親情的共同記憶，鄉村振興在某種

層面上對於促進「兩岸一家親」具有非常
特別的意義。在他看來，台灣同胞在社區
營造、農村再生上有着成功的經驗，值得
大陸借鑒。

大陸可為台胞提供發展平台
在題為《深化兩岸農業合作 推動鄉村

振興發展》的演講中，中國農業科學院農
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趙一夫認為，
台灣在農村產業轉型和鄉村建設方面一直
走在大陸前面，有許多發展經驗值得大陸
借鑒。尤其是近10年來台灣在農村再生和
社區營造方面的做法與經驗，可為當前大

陸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實施提供有益參
考。
廈門海滄區在對台農業合作方面具有突

出地理區位和人文資源優勢，在加快推進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能夠為進一步深化
兩岸農業農村交流與合作提供更廣闊的空
間，為參與大陸鄉村建設的台灣農民、企
業和組織提供大有作為的發展平台。
論壇上，台灣鄉村旅遊協會理事長鄭健

雄介紹了台灣鄉村再生發展案例等。與會
人士還將參觀廈門海滄部分鄉村和社區，
參加保生慈濟文化旅遊節和台灣青年交流
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大陸推出
惠台31項措施，吸納台灣優秀人才，台塑
企業總裁王文淵昨日透露，近一兩年半導體
業被陸企挖角情形嚴重，近一兩年，南亞科
已流失48位高階技術人員直接去大陸，被
美光併購的華亞科跑更多，約400多人，是
南亞科的10倍。
他說，要阻止人才外流，要看台灣的機會

多少，「吃得飽為什麼要去大陸」，重點是
台灣產業到底要不要繼續發展，台灣沒有工
作機會或更高薪水或者生活上比較緊張，當
然去找更好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當局
貨幣政策主管機關17日公佈統計顯示，截
至今年3月底，台灣銀行機構的人民幣存款
餘額（不含可轉讓定期存單 NCD）達
3,196.91億元，比2月底減少1.91億元。
據該機構統計，今年3月，台灣地區銀行

機構通過中國銀行台北分行辦理人民幣結算
總金額達4,481億元。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3月底，台灣地區外匯指定銀行（DBU）和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辦理人民幣業
務分別為66家和58家。前者的人民幣存款
餘額（不含NCD）為2,896.31億元，後者
為300.6億元。前者的匯款總額為888.73億
元，後者為578.42億元，合計達1,467.15億
元，比2月底增加328.3億元.

台灣人民幣存款
餘額達3196億元

王文淵慨嘆
半導體人才跑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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