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據台媒報道，為鼓勵大陸民眾來台旅遊，台灣

「內政」事務主管部門擬修改《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將大陸地

區人民赴台從事團體旅遊、個人旅遊應備存款條件，由20萬元降為10萬元（新台幣，下

同，約合港幣2.7萬元）。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松嶺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在台

當局不認同「九二共識」的情況下，陸客赴台熱度回升等相關問題很難解決。

陸客遊台財力證明擬降至2.7萬
專家：「台獨」拉升兩岸民意對抗 不承認不承認「「九二共識九二共識」」遊台熱度難回升遊台熱度難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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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震後十年 川台守望相助見真情

「民進黨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以
及島內『台獨』分子不停叫囂在一

定程度上拉升了兩岸民意對抗的程度，也影
響了大陸遊客赴台旅遊的熱情。」朱松嶺
說。

多方面降門檻 冀吸陸客
台「內政」事務主管部門表示，為實質鼓
勵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旅遊，擬調降應備存款
為10萬元，同時擬將持有經主管機關公告
的其他國家有效簽證也列為可取代財力證明
的選項，以提升旅客遊台意願。現行規定，
陸客赴台觀光停留不得逾15天，而台「內
政」事務主管部門打算增列除大陸地區帶團
領隊外，每年總停留期間不得超過120天。

此外，台「內政」事務主管部門擬調降旅
行業辦理大陸人民赴台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資
格，由現行必須是成立5年以上的綜合或甲
種旅行業，改為成立3年以上即可。同時，
也對旅行業保證金有所下調。考慮到多半是
旅客趁返回飯店後自行離去，擬將逾期停留
且行方不明的保證金10萬元調降至5萬元。

專家：蔡只顧票倉 不顧百姓
朱松嶺表示，大陸赴台旅遊人數減少，尤
其是陸客赴台的天數和消費力、旅遊區域以
及旅行住宿等方面的減少，都對島內相關產
業形成了一定的影響。比如高雄市的旗津，
去年的遊客人數與前年相比，減少了20%，
而備受陸客喜愛的墾丁也從4年前的800萬

人次減至去
年的 400 萬
人次，其中
相當一部分
損失的都是
大陸客源。
同時，他指出，赴台人數減少對島內相關產
業的衝擊也不可小覷，如島內旅館、遊覽
車、夜市等，深受影響。
他指出，蔡英文當局導致的兩岸關係僵持

和緊張，這種冷對抗實際上對島內民眾和企
業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觀光行業、
以及與兩岸和平發展相關的行業。僅就觀光
行業而言，島內近20萬人的從業人員，受
到的影響相當明顯。但朱松嶺提醒，因這些

民眾大部分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所以民進
黨當局並不在乎這些人的生活變化，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還有幸災樂禍的成分。他強
調，這充分說明，蔡英文當局只在乎自己票
倉，並不關心老百姓死活。
他續指，「民進黨當局不承認『九二共
識』，島內 『台獨』分子不停叫囂，在台
當局立場有所轉變之前，相關問題都會很難
得到解決。」

「5·12」汶川特大地
震發生後，時年64歲
的台北市前副市長歐晉

德，率22人的救援隊冒着餘震危險趕赴極重
災區開展救援。地震十周年之際，歐晉德再
次來到四川。「十年，地震災區發生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讓我對未來更有信心。中華民
族只要團結起來，再大的困難都能克服。」
歐晉德說：「為什麼當時我們願意投入那

麼大的力量支援救災和重建？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兩岸同胞血脈相連的親情。」
「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廣大台灣

同胞與四川人民心手相連、共克時艱，為四

川抗震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給予了無私援助
和大力支持。10年來，台灣同胞的拳拳愛心
見證四川「從悲壯走向豪邁」，川台兩地同
胞情緣更深，聯結更緊。

川台合作指標居西部前列
援建項目早已投用，但10年間愛的聯繫一

直沒有中斷。在位於都江堰的「台灣愛心家
園」，一直有從災後重建轉型社會公益的台
灣義工忙碌的身影；在德陽什邡，一批又一
批台灣慈濟義工在當地開展環保教育和人文
交流，慈濟還投建了「大愛感恩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在都江堰和綿竹，頂新集團在其

援建的都江堰頂新新建小學和綿竹富新二小
特別設立了「持續關懷辦公室」，對學生及
學校發展持續關注與資助。
地震發生後，富士康、仁寶、緯創等台灣

知名電子信息企業相繼在川落戶，康師傅、
旺旺、亞東水泥、台玻等在川台資企業紛紛
增資擴產，台資企業用實際行動為四川災後
振興發展助力。
四川省台辦統計數據顯示，全省累計登記

註冊台資企業從2008年的1,386家增加到
2018年一季度的2,015家，項目投資總額從
2008年的38.56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一季
度的186億美元。目前，投資1,000萬美元

以上企業達222家，川台合作各項指標位居
西部地區前列。
10年來，以歷史文化為紐帶，四川創新舉

辦了「海峽兩岸文昌文化交流活動」「巴蜀
文化周」等一品牌交流活動，邀請了眾多台
灣基層各界人士來川開展交流。
近年來，四川每年組織實施「台灣青年學

生蜀文化體驗月」活動，邀請上千名台灣青
年學生來川，深入體驗巴蜀文化，增進台青
對大陸的了解和文化認同。十年來，四川赴
台交流項目逾6,000項，近4萬人次；台胞來
川旅遊人次逐年攀增，近兩年均破40萬。

10年間，川台圍繞地震遺址保護、工程建
設、防震減災教育等課題的交流持續開展。
援建項目、兩岸互助，不僅見證了兩岸同胞
血濃於水的手足深情，更為增進了解、促進
合作加油助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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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
媒體報道，台灣大學校長當
選人管中閔13日表示，今年
5月20日是蔡英文任期滿一
半的日子，他誠懇希望蔡英
文以政治智慧與高度，在7
天內設法弭平因台大校長遴
選衍生的風波。
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1月5

日選出台灣「中央研究院」
院士管中閔為新任校長，原
定2月1日上任，後續卻因遭
多項質疑引發爭議。台灣教
育事務主管部門4月27日正
式以有經濟法律上重大利益
未迴避的疑慮為由，駁回遴
選結果，要求台大重新回到
校長候選人遴選資格初審階
段。
台大前日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經數小時討論，最後表
決通過台大心理系教授徐永
豐、農經系教授官俊榮的提
案，要求教育事務主管部門
依法盡速核聘校長，必要時
學校可以依法尋求救濟。
管中閔昨日受訪表示，台

大校務會議作出的決議就是
尊重校長遴選委員會決定，
他作為被遴選者，站在大學
自治立場上，也尊重遴委會
決定。
他也指出，相信蔡英文不

願看到這場風波引起的動盪
不安，甚至影響台灣高教，
他誠懇希望蔡英文以政治智

慧與高度，在7天內設法弭平因這場
校長遴選而衍生的風波。管中閔強
調，能否為台灣高教保存一線生機、
讓台灣高教繼續走下去，未來7天將
是關鍵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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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表示，台灣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陸客赴台熱情難提升。日月
潭本是陸客環島團必訪景點，近年遊客卻十分稀少。 資料圖片

在上海生活工作長達7年的印度人NI-
PUN TALWAR對這個城市有着一份特
殊的感情，昨日上午，他用一種特殊的
方式向上海表達愛意：前往上海市血液
中心捐血達400毫升。
當日，有350位旅居中國的印度友人從
上海、蘇州等多地齊聚上海市血液中心，
共同參加「愛暖申城，來自印度的生命禮
物」——第六屆印度友人無償捐血活動。
據上海市血液中心相關人士透露，這項活
動從2013年開始舉辦，最初是來自旅居

上海的印度友人的一次自發活動，「上海
有印度人協會，是他們主動向虹口區血液
管理中心提出了這項建議。」

捐血量突破千人份
2013年開始，第一屆印度友人開展無

償捐血活動，捐血人數逐年上升，截至
2017年，共有556人次的印度籍愛心人士
捐獻熱血744人份。而今年的這一次活
動，使得六年來的總捐血量突破千人份，
今年的捐血人數也是去年的近2倍。
上海一直敞開懷抱面向國際友人開放

無償捐血工作，捐血群體中不僅僅有印
度人，也有來自美國、英國、伊朗等不

同國家的人。
「從人類遺傳學的生物特性來看，各
國人種的血液成分並無本質區別，不同
人種之間的輸注並不會帶來很大差異和
反應。」上海市血液中心相關人士透
露，印度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與中國人
血統相比更多樣化，他們屬於雅利安人
種，血統遺傳背景有歐洲、中亞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上海的稀缺血型

在外籍友人身上相對比例較高。「如Rh
陰性血，屬於高加索人種的白人Rh陰性
血比例高達15%-20%，所有人種中比例
最高，而非洲裔達到3%-5%，但亞洲裔
僅僅只有0.4%。」 ■澎湃新聞

這感動了無數人的場景，「恰好」被校門口的攝像頭記錄了
下來。

照片中的女孩名叫任鵬雯，是該校高三的一名學生。談及自己
另類的「表白」方式，任鵬雯坦言，這實際上源於成人禮的當天
下午，她在班會課上收到的一份「神秘」禮物。
該份「禮物」是母親何女士寫給任鵬雯的一封信，信中寫到：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彷彿你咿呀學語，蹣跚學步是去年的
事……我們希望時間慢點，再慢點……」母親的信，讓她感動不
已，臨近下課，她快速拿出筆，在紙上寫下了對父母的愛意，
「情感衝動」是任鵬雯對自己創意之舉的評價。

朋友圈瘋傳 班主任點讚
原來，在成都七中，每位學生都會佩戴一個智能手環，孩子們
進校、離校均需刷手環，隨後家長將收到校門口監控傳送的信
息，以確保孩子安全。鵬雯正是利用這個智能系統，向父母來了
一次高科技「表白」。她透露，為讓「表白」更完美，自己還找
了幫手，讓同學幫忙刷卡，自己就負責對鏡頭向父母暖心「表
白」。
最先收到這張照片的是媽媽何女士，看到照片，她既意外又感

動。隨後，何女士把照片發給在外地工作的丈夫，丈夫亦深感欣
慰，「轉眼間，孩子長大了，也更加懂事了」。
這張感動無數人的照片在成都七中師生的朋友圈裡瘋傳，班主

任楊元林也是轉發者之一。當天晚上他在
朋友圈裡寫到：「何為真正長大，何為真
正成人？從能發自內心去愛身邊人開始。

七中（高三）七
班的鵬雯，用七
中孩子的方式，
表達七中孩子
的成長！」
「看到這張
照片，我第
一反應是意
外，沒想到
孩子用這
樣的方式
向父母表
白。」楊
元 林 老
師說。

「過去5個月，在3,800平方公里的
270個點位，我們收集了2,000條雪豹活
動視頻，雪豹高頻率出現。」作為西藏
羌塘雪豹調研保護的合作單位，廣州市
遠望野生動物保護服務中心（簡稱遠望
中心）工作人員梁旭昶昨日接受訪問時
如是說。
雪豹被稱為「雪山之王」、「高山隱
士」，1996年《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
將其列為瀕危物種，是中國國家一級保
護動物。從地理分佈上看，雪豹僅分佈

於包括中國在內的12個中亞高山地區國
家。
據介紹，目前，雪豹監測網絡南北跨
度約270公里，東西跨度約220公里。該
樣地劃分為若干連續的5×5公里的網
格。每個網格中，部署1到2個紅外相機
點位，相機點位相距1公里以上。
梁旭昶說：「相機拍到了雪豹捕食搶

食、交配、幼崽嬉戲等豐富畫面。」根
據視頻初步判斷，監測範圍雪豹分佈廣
泛且數量眾多，中北部區域內人為原因

造成的保護威脅不顯著，山地生態系統
的原真性、健康度很高。
他說，紅外相機還拍到了猞猁、兔

猻、藏狐、赤狐等珍稀野生動物。值得
一提的是，在監測區域，發現了生活在
海拔約4,600米的水獺，這也是迄今為止
全球已知亞歐水獺分佈的最高海拔。
梁旭昶表示，本階段收集的視頻素材
將於2018年7月完成識別雪豹個體及數
理模型計算等科學數據分析。

■中新社

巧用「門禁錄像」

四川成都七中高三

「成人宣誓儀式」在5月

7日這天如期舉行，走

紅毯、跨「成人門」，在

儀式感中，這群即將奔

赴「高考戰場」的學生，

在父母、老師的見證

下，亦收穫了18歲的

成人禮物。也是在這

天，一張照片刷爆了成

都七中師生的微信朋友

圈：一名身穿校服的女

孩站在校門口高舉白

紙，白紙上寫着：「媽

媽爸爸，我愛你們。

Mua！」■《成都商報》

350印度友人滬聚首
連續6年捐血表愛心

西藏羌塘監測到雪豹活動視頻兩千條

感 恩 母 愛
昨日適逢母親節，安徽合肥臨湖居委會組織轄區子女為母

親送祝福，讓孩子們在活動中學會感恩。圖為小朋友們在愛
心板上送上對母親的祝福。 ■圖/文：中新社

■■ 紅外線相機拍攝到的紅外線相機拍攝到的
雪豹資料畫面雪豹資料畫面。。 中央社中央社

■印度人NIPUN TALWAR昨日捐血
400亳升。 網上圖片

■■彭雯媽媽的信彭雯媽媽的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監控攝像監控攝像頭頭「「恰好恰好」」記錄了鵬記錄了鵬
雯表白的一幕雯表白的一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成都女生向父母訴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