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商走電商」內銷業績驚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長榮航空前董事長張國煒2016年2月

離開長榮航空，當年底宣佈籌組星宇航空，台灣交通部門4月下旬核准

籌設，5月2日取得公司登記，昨日舉行首次記者會。張國煒表示，星

宇航空要像國泰航空與新加坡航空爭取高端客人，和台灣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不同，但盼大家一起手牽手努力，對外競爭。

長榮前掌門攜星宇航空復出
上演台版「王子復仇記」新公司對標國泰新航

新北八仙塵爆奪15命
慘案禍首二審判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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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煒坦言，台灣航空市場很小，但
如果只做台灣市場根本不用做，星

宇航空將採取像國泰航空、新加坡航空相
同操作方式，爭取高端客人，台灣只是起
點，放眼亞洲、美歐，產品定位與華航、
長榮不同，不會有太多競爭關係。

初期重點運作日本線
據星宇航空發佈的訊息，將引進10架空
中巴士A321neo，預訂2019年10月起陸續
交機，2020年初開航，先飛區域航線；同
時，今年內完成14架廣體機規劃，2021年
底開始交機，預計2021年底飛美國。
星宇航空預計至2024年底，機隊規模
將達24架，航線涵蓋東北亞、東南亞、

港澳、北美地區等超過20個航點。
張國煒透露，初期日本線將是重點，也
會評估重點東南亞航線，長程線首先評估
美西線，不排斥跟華航、長榮航空合作。
至於長程線，他表示，短程航線會先運
作2到3年，長程航線的部分，美西將會
是比較先開航的航點。他補充，歐洲航線
將是星宇航空最後一步，目前航權都是分
配的，取得較為困難。

冀十年培養自身市場
張國煒強調，長榮航空花25年建立市

場規模，其中前10年都在學習，自己過
去受到父親栽培，期許星宇航空能在10
年來把市場培養起來。

2016年，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病逝，爆
發遺產和接班紛爭，當時任長榮航空董事
長的四子張國煒與同父異母3兄長因對集
團發展前景規劃不合，幾乎撕破臉，最後
大房撤銷集團總部，將又能開飛機又能修
飛機，且在經營上很有見地的張國煒排擠
出長榮。

張國煒說，睽違兩年，他回來了，不是
自己回來，是帶着星宇航空回來的，兩年
來經歷人生難得的酸甜苦辣，他感謝企業
界領袖、各行各業民眾及他不認識的路人
給他的鼓勵，他認為人生不能白走，所以
成立星宇航空再回業界，雖遇到很多問
題，但終能克服，並造就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江蘇宿遷
報道）今年初，台企與台灣知名電視節目
製作人王偉忠合作推出的眷村掛麵，在大
陸電商平台網易嚴選上線後迅速爆紅；另

一家台企生產的毛毛蟲童鞋在網易嚴選一
年的銷售額就超過1億元（人民幣，下
同）。
去年以來，在國台辦積極推動下，台企

積極借助「台商走電商」拓展大陸內銷市
場，取得不俗業績。昨日，「台商走電
商」創新發展交流會在江蘇省宿遷市舉
行。多家台企和京東、網易嚴選等電商平
台簽署合作協議，進一步拓展「台商走電
商」範圍。
「台商走電商」活動是去年5月8日在

江蘇宿遷正式啟動的，時任國台辦主任張

志軍親自主持了這一活動。一年來，以
「京東·台企名品館」為代表的台企電商
銷售渠道蓬勃發展，目前「京東·台企名
品館」共有來自大陸20個省市的290家台
資企業、7,176個產品上線銷售。

多款「網紅」爆品 年銷售額過億
據網易嚴選副總經理孫華鋒介紹，目

前已有逾百家台企與網易嚴選簽約，去
年這些台企在網易嚴選銷售額超過5億
元，其中多款產品成為「網紅」爆品。
全國台企聯會長、錫山傢具集團總裁王

屏生表示，從國台辦出台31條惠台措施
到各地台辦紛紛出台實施細則，再到習近
平總書記在博鰲論壇提出進一步擴大改革
開放的措施，都讓台商堅定了在大陸發展
的信心，最近中美貿易摩擦又更加堅定了
台商開拓大陸內銷市場的決心。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助理周

寧在會上表示，要進一步推動「台商走電
商」開枝散葉，爭取早日把優質台企產品
銷售到台灣島內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和地區，讓地球村廣大消費者分享兩岸同
胞的發展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新北市八
仙樂園2015年發生粉塵爆炸慘案造成15死多
人輕重傷，事發當天的「彩色派對」活動主辦
人呂忠吉因業務過失致死罪，一審判刑4年10
月，昨日二審改判最高刑度5年，仍可上訴。
全案源於玩色創意公司2015年6月在八仙樂
園舉辦「彩色派對」，活動尾聲發生粉塵爆
炸意外，許多參與者身陷火海，體無完膚。士
林地方法院一審認為，呂忠吉身為派對主辦人
及現場總指揮，明知色粉有引發塵爆風險，
卻疏未注意防範或對員工教育訓練，2016年4
月26日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判刑4年10月。
案件上訴台高院，法官細心調查傷者排汗功

能、行動自由、容貌受損狀況。台高院最終撤
銷原判，改判呂忠吉5年徒刑，並科罰金新台
幣9萬元，全案仍可上訴。
合議庭說明改判理由為，受傷人數認定增

加，從原本的466人增加為471人，其中重傷
358人、輕傷113人。審判長楊力進表示，本
案就算課以法定最高刑5年，也恐情重法輕。
建議另定較重法定刑。
當天出庭旁聽的受害者家屬受訪表示，判無

期徒刑都不足以賠償15條人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大陸男子周
泓旭被控在台涉間諜案，二審被判刑1年2個
月。因刑期與羈押期相當，法院昨日裁定當庭
釋放。周泓旭步出法院時表示，已委請律師提
出上訴，爭取清白。
赴台攻讀碩士、畢業後再赴台經商的周泓

旭，被控利用在台就學經商期間，物色引介台
灣公務人員及其他具社會影響力人士，以發
展、建立組織。
台北地方法院去年9月一審判處周泓旭14個

月徒刑。周泓旭與檢方分別提起上訴，台高院
4月26日駁回雙方上訴，二審維持原判。檢方
不服判決結果，日前再度上訴。考慮到去年3
月9日周泓旭遭約談時，人身自由即被約束，
至今年5月8日剛好屆滿，與二審刑期相當。法
院合議庭當天裁定停止羈押，釋放周泓旭。
法院4月26日二審宣判當天，周泓旭曾對媒

體表示，不管他被判多久，希望台灣人民看清
到底是誰在刻意破壞兩岸關係。

陸男子被控涉諜刑滿獲釋
已委律師提出上訴爭清白

■■周寧周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賀鵬飛 攝攝

■■星宇航空董事長張國煒星宇航空董事長張國煒（（中中）、）、總經理翟健華總經理翟健華（（左左）、）、公關公關
長聶國維長聶國維（（右右））昨日出席星宇航空記者會昨日出席星宇航空記者會。。 中央社中央社

「氣象行業職業技能競賽」已於2日
結束，但由於江西南昌市安義縣氣象局
選派的三人在趕考途中救人導致缺考，
主考方決定安排一次重考。對於這樣的
特別安排，網友紛紛點讚。

出發時遇三輪車側翻
救人者之一的高育興告訴記者，競賽

原定於2日13時30分進行。他和兩名
同事張錦程、龍佳明於2日10時30分
驅車出發，行車途中，他們看到一輛載
人電動三輪車側翻在路旁水溝。

立即決定停車救人
「當時三輪車內的3人倒在地上，其
中有一名70多歲的老奶奶，另外還有

一名幾個月的男嬰及其年輕母親。」高
育興說，他們立即停車救人。
11時左右，高育興三人將傷者送至安

義縣人民醫院救治。由於男嬰受傷情況
不明，接診醫生建議將孩子轉送省兒童
醫院。高育興和兩名同事一邊讓孩子母
親聯繫孩子父親在省兒童醫院接應，一
邊立即開車前往南昌。

13時30分，高育興一行抵達省兒童醫
院，男嬰父親也已趕到。「把孩子送到醫院
後，競賽時間已經到了，為了不打擾其他
競賽者，我們決定不去了。」高育興說。
記者了解到，「氣象行業職業技能競

賽」由南昌市氣象局組織，其中，安義
縣氣象局團隊實力不俗，此前曾在多次
業務競賽中獲獎。在高育興看來，「氣
象行業職業技能競賽」每兩年舉行一
次，錯過了一次，還有下一次，而救人
則事不宜遲。 ■中國江西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珠
海報道）以「認識中華白海豚、保
護海洋大熊貓」為主題的內地首屆
「中華白海豚保護宣傳日」活動在
珠海長隆中華白海豚科普教育基地
啟動。據悉，粵港澳大灣區所處的
珠江口是全球最大的中華白海豚棲
息地，但是進入數據保護庫的白海
豚數量也只有2,000頭，與現有熊
貓數量持平，因此被稱為「海洋大
熊貓」。
中華白海豚作為國家一級保護

動物，種群數量一直下降，保護
工作尤為迫切。
據悉，今年起，中華白海豚保

護聯盟確定每年的農曆三月二十
三（媽祖誕辰日）為「中華白海
豚保護宣傳日」，成為內地首屆
專門以中華白海豚命名的宣傳日
活動。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廳、香
港漁農自然護理署以及澳門民政
總署以及廣東多所高校及南海水
產研究所等合力開展中華白海豚
的保護和宣傳行動。

珠海長隆助力海豚救護
作為「中華白海豚保護聯盟」機構之一，
長隆集團副總裁兼首席動植物官董貴信介
紹，長隆預備了海豚救護先進技術，一整套
專業的管理體系覆蓋了飼養管理、維生系統
等。該園近年來專設「海洋生物救護小
組」，去年7月成功協助珠江口中華白海豚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救活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糙
齒海豚，並放歸大海。

上海交大電院2017級博士生袁偉成
為「嚐鮮者」。當天，他在該校

徐匯校區體育館門口用手機微信掃描站
點立牌上的二維碼呼叫校車。2分鐘
後，一輛外形小巧、造型別致的白色校
巴緩緩駛來，停在袁偉面前並自動打開

車門，車內有8個乘客座位。

微信一掃即來接送
上海交大智能車實驗室負責人楊明教授

說，只要在微信上掃碼呼叫，無人校巴接
到指令後就能自動來接送，車上的自動駕
駛系統採用了感知地圖匹配的方法，通過
激光點雲對無人車進行定位和導航，不僅
能自主駕駛，還能自動躲避行人。

車內系統「聽」懂目的地
「上車後，乘客們可以通過車載觸摸

屏或人工智能語音交互系統，告訴無人
車想去哪裡。」楊明表示，這款無人校

巴目前行駛區域限定在校園內，「從5
月2日試運行至今，運行情況良好，雙
休日單車載客量有200人次。」

不設方向盤油門剎車
無人校巴可以雙向行駛，無需調頭。

楊明說，現有無人車過度依賴全球定位
系統（GPS）進行定位，而在GPS信號
較差環境難以正常工作，而這台無人校
巴融合多項制導技術，不僅自主駕駛，
還能自動避障。
他特別提到，這款無人校巴車上沒有

方向盤、油門剎車踏板，系統能自動觀
察環境，研究團隊自主研發的核心傳感

器，使得無人校巴在雨雪天都能正常工
作。作為純電動車，無人校巴充電5至
6個小時，可續航一天。
據了解，目前試運營階段，無人校巴

最高時速限制在15公里，正式運營後
將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適當提速。
除去技術難題，無人駕駛汽車的高成本

也讓許多人望而卻步。這款無人校巴的一
大亮點在於它極大降低了硬件成本，能在
社會上得到更大範圍的推廣與應用。
楊明坦言，此次聯合研發主要聚焦在

低速園區無人車開發和無人物流系統開
發上，未來將專注解決更多制約自動駕
駛發展的關鍵技術問題。

無人駕駛校巴滬交大上路無人駕駛校巴滬交大上路
最高時速15公里隨叫隨到

由上海交通大學電子信息與電

氣工程學院楊明教授團隊與企業

聯合研製的無人駕駛校巴，昨日

徐徐行駛在上海交大校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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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口是全球最大的中珠江口是全球最大的中
華白海豚棲息地華白海豚棲息地，，珠海珠海
長隆也成為協助保護長隆也成為協助保護
單位單位。。 中新社中新社

■ 內地首屆「中
華白海豚保護
宣傳日」在珠海
啟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攝

江西三小伙棄考救人 主考方特許重考

■■ 該校巴限載該校巴限載88人人，，乘客可用車載乘客可用車載
觸摸屏或人工智能語音交互系統調整觸摸屏或人工智能語音交互系統調整
目的地目的地。。圖為車廂內部圖為車廂內部。。 新華社新華社

■無人駕駛校巴昨日在上海交
大校園實驗性運行，該校

巴不僅能自主駕駛，還
能自動躲避行人。

圖為乘客微信叫
車 後 準 備 上
車。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