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王莉 杭

州報道）由台灣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

與大陸有關民間團體共同舉辦的首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開幕式昨日在浙江杭州舉

行，500多位兩岸青年參加論壇活動。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浙江省委

書記車俊，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台灣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洪秀柱出席開幕式。

劉結一強調，兩岸關係發展的歷程充分說明，台灣同胞的福祉，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發展，

與兩岸關係息息相關。兩岸關係好，台灣才有前途。兩岸關係改善發展，進而實現統一，

台灣才會有廣闊發展空間，台灣青年一代也才會獲得更大更好的發展機遇和舞台。

劉結一劉結一：：兩岸關係好兩岸關係好 台才有前途台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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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台「惠台76條」

他還表示，兩岸青年是與新時代共同
前進的一代，要以「家國天下」為

己任，共同承擔時代賦予的歷史責任，做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推動者、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弘揚者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夢」的貢獻者。希望兩岸青年順應
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共同為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浙台青年暑期實習助交流
洪秀柱在致辭中指出，未來「中國夢」
的實現，離不開台灣同胞的融合與參與，

離不開兩岸青年的相互理解與真誠合作。
她期許兩岸青年致力於推動兩岸同胞心靈
契合，希望兩岸青年接受時代的考驗，攜
手共創新時代。
車俊表示，浙江已成為大陸與台灣往來

交流合作最為廣泛的省份之一。每年邀請
4,000名左右台灣青年學生來浙江交流，開
展校際結對近300對，目前在浙江就讀台
灣學生達400多人。從2011年開始，浙江
每年邀請台灣大學生來浙江開展為期一個
月的暑期實習活動，7年來累計邀請1,411
名台灣學生。浙江已有8個海峽兩岸青年
就業創業基地，累計入駐台資企業及團隊

200多個。目
前在浙江就
業的台灣青年已達2,000多人。

台胞浙江投資累計近4000億
目前浙江籍在台人員有100萬，100萬
浙江人在台灣有親屬，每年來浙江探親和
旅遊的台灣居民超過100萬人次。截至去
年底，來浙江投資的台資企業累計超過
8,000家，總投資額達500多億美元（約合
港幣 3,922 億元），居大陸前列。近年
來，浙江對台貿易進出口總額持續保持在
110億美元以上。

浙江良好的發展環境，吸引了越來越多
的台胞前來發展。來自台灣新竹的鍾先生，
2012年辭掉台灣新竹工業園工程師的工
作，應聘到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當助理教
授，在學校的扶持下，開辦兒童科普知識培
訓班，製作樂高機器人，生意非常火爆。來
自台灣基隆的呂先生，2002年辭職來浙江
中醫藥大學學習中醫，獲得了醫學博士學
位，取得了大陸中醫醫師就業資格，目前在
浙江省多家醫院從事中醫臨床工作，已在杭
州安家落戶，還購置了兩套住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
道）浙江省委書記車俊昨日在首屆海峽
兩岸青年發展論壇開幕式上宣佈，《浙
江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的實施意見》（因該實施
意見共76條，以下簡稱《76條》）當日
起正式實施。核心思想是台胞台商與浙
江居民的同等待遇應享盡享，台資企業
享受該省扶持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

政策的「雙靠待遇」應靠盡靠，可以先
行先試的應做盡做。
在浙江省《76條》中，包含投資合作

（32條）、科技創新（10條）、就業創業
（13條）、文化交流（9條）、生活待遇
（12條）等五部分。《76條》具體涉及投
資合作、創業創新、轉型升級、金融服
務、人才保障、就學就業、乘車、住宿、
購房、辦理銀行卡等舉措，還在影視、出

版、文化交流、衛生醫療等方面推出系列
措施。

台胞可享人才「雙靠待遇」
投資合作方面政策，主要是鼓勵台商參與

高端裝備製造、信息產業等領域的合作，參
與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特色小鎮
和浙江省大灣區、大花園、大通道、大都市
區等大平台建設，同等享受相關產業、科

技、稅收、品牌建設等方面的政策，從而進
一步深化浙台產業的合作。
引進人才方面政策，主要有為台灣專業

人才提供本地人才與引進海外人才政策「雙
靠待遇」，申報國家和省「千人計劃」等專
項人才計劃、協助取得職業資格、參與職稱
評定，以及為台灣專業人才在浙落戶、安
居、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便利。
「浙江出台的《76條》含金量很高，很

多舉措有亮點，尤其讓我最關注的是，只
要有台胞證就可以辦理銀行卡，這一點很
便民，很實在。」來自北京創業公社港澳
台及國際事務總經理鄭博宇坦言。

自 2008 年
從台灣到杭州
開辦第一家幼

兒園之後，杭州愛爾堡國際教育集
團董事長林佳燕，目前已經在杭州
擁有四家連鎖幼教機構，並將之打
造成幼教界的優質品牌。2015年
以來，她每年招聘台灣大學生到幼
兒園工作，已經接收了10多名大
學生前來實習，促進了台灣學生與
大陸之間的交流。
林佳燕表示，自己一路見證了大

陸的經濟起飛，現在生活條件提高之
後，人們對生活品質有了更高的追
求，加上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她
的創業正好趕上了這一發展紅利。
幼兒園事業上軌道了，林佳燕開

始嘗試影視文創產業，「三年前，
我開始試着把自己製作的影片推廣
到海外去，前後獲得了《中美電影
節金天使獎》、《休斯頓獨立電影
節雷米獎金獎》、《荷里活國際電
影節最佳外語片》，今年和愛奇藝
合作的節目，『卡麥拉家族』也入
圍美國電視界最高獎項艾美獎，這
給我很大的鼓勵。現在我的文創公
司也開發了周邊產品，還有了自己

淘寶網店，我個人
和我們台灣青年文
創團隊都覺得，這
種經過努力而收穫
的成果才是甘甜
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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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燕暢談創業
十年心路歷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攝

■■台灣青年參觀中國美院作品展覽台灣青年參觀中國美院作品展覽，，增增
進兩岸交流進兩岸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攝

■首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開幕式昨日在
杭州舉行，劉結一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

大連熱氣球嘉年華——萬科莫亞國際營
地開營暨航空飛行營地前日晚在遼寧省大
連市普蘭店區啟動。包括4個國際異形球
在內，12個熱氣球在夜幕中驚艷亮相，
營造中國版的「浪漫土耳其」，吸引眾多
市民駐足圍觀。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大連報道

6月29日15時06分，瀘州市公
安局110指揮中心的一台電

話響起。「麻煩你找支筆好不好，我
耽誤你十分鐘的時間。」電話那頭，
一名婦人帶着哭腔喊道。「我麻煩
你記下筆錄，曉得不，我要死
了。」該婦人說出了她的遺願：請
求民警轉告她的兒子，長大後到河
邊給她燒點紙。

走訪民眾 來回搜索目標
有人要跳河輕生！民警趕忙安撫報

警人的情緒、詢問她所在的位置。很
快，老朱接到線索：該名婦人很可能
在龍馬潭區小市街道範圍內的沱江
邊。隨即，指揮中心指派小市派出
所和紅星派出所民警處警尋找輕生
婦人。
「當時的情況是很危急的，我們掌

握的信息很有限。」老朱說，儘管知
道該輕生婦人姓石、29歲、家庭構
成、當天所穿服裝特徵等基礎信息，

但石女士身在何處、狀況如何等關鍵
信息，警方尚不掌握。
胡市派出所所長廖艷告訴記者，她

是在15時50分許接到的指令。「所
裡11個人出去了10個，兩台警車也
全部派出沿着沱江邊和瀨溪河邊尋
找。」廖艷說，全所民警根據掌握到
的信息，在石女士可能在的地方來回
搜尋了兩遍，也走訪了附近民眾，但
依然沒看到石女士的影子。

通話2小時 爭取救援時間
此時最大的希望，寄託在正在與石

女士通話的老朱身上。老朱坦言，他
前後共與石女士電話溝通了三次，總
通話時長為2個多小時——這也是老
朱從警18年與輕生者溝通時間最長的
一次。「你兒子來找你了，不是有句
話嘛：（唱）『世上只有媽媽好』
啊，這個時候你不想你媽媽了？」為
了安撫石女士，自稱五音不全的老朱
甚至唱起了歌。

19時30分許，石女士終於打消輕
生的念頭，並在老朱的建議下走到胡
市派出所。
經派出所民警了解，石女士與婆婆

因日常瑣事產生矛盾，一時想不開，
買了5瓶啤酒。喝完酒後，石女士將
玻璃瓶打碎，用玻璃碎片劃傷了左手
手腕。之後，石女士想跳江自殺，但
還有「遺言」想讓人轉達，於是撥打
了110。好在石女士的傷口只有1厘
米長，且未傷及動脈，經過醫生治療
後，石女士已無大礙。
龍馬潭分局政工室主任王俊傑告訴

記者，像老朱這樣的民警從事的不僅
僅是接聽群眾報警電話，還要分析警
情、進行研判。因此，需要他們經驗
豐富、有派出所和群眾工作經驗、清
楚每一類警情的處置原則和職責範
圍，知曉如何給群眾做好解釋工作。
王俊傑認為，朱代軍安撫石女士的方
法適當、效果也非常明顯，值得該局
年輕民警學習。

一片普通的玻璃材質瓦片嵌入太陽能發
電芯片，遮風擋雨的同時還能發電，滿足
全屋所需；特製復合平板製成隱性牆體，
並成為隱形音響，尺寸不及傳統12寸音
響的十分之一。在昨日開幕的2018中國
（廣州）國際建築裝飾博覽會（下稱廣州
建博會）上，來自內地、港台及海外的
2,000多家企業，帶來了在建材、家居領
域最新研發產品。發電的瓦、發聲的牆等
一些顛覆傳統使用習慣的智能產品，紛紛
亮相，受到觀眾和中外採購商的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展會上看到，香港上
市能源企業漢能薄膜發電，有一款具有自
主知識產權的「中國瓦」—單玻漢瓦，
是一款替代傳統屋面瓦的高科技瓦片，其
內部鑲嵌柔性薄膜太陽能芯片，具有高效
發電性能，能夠隔熱、保溫、防火、防滲
水、抗冰雹，並可以在零下40度零上85
度環境下正常發電，應用場景眾多。

牆內藏音響 音質更逼真
除了發電的瓦，香港文匯報記者還在展

會發現「發聲的牆」。深圳一家音響企業
生產出一款名為阿米納隱形音響，可以將
音響機身完全隱藏在牆體之中。
據介紹，該產品採用面聲源技術，高科
技複合平板材料振動時，帶着牆面進行微
振動，模擬自然發聲過程，音質比傳統音
響更逼真。
智能還體現在傢具上。展會上，包括所
有滬港深上市的全屋定製企業在內，內地
大量家居品牌前來參展，搶佔市場機會。
來自香港的全屋定製品牌佰怡家負責人郝
嘉霖說，目前，企業在內地已經有800多
個加盟商，前景看好。「我們的家居產品
也在智能化方面做足功夫，在我們的全屋

定制產品下，通過一款手機App，便可控
制屋內智能傢俬家電。」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昨日，2018中國曲阜孔府菜傳
承與發展大會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
舉行，會上發佈了整理修訂的首批
24道孔府菜製作標準。
據了解，曲阜將通過制定一批孔
府菜烹飪標準，推出一批孔府菜經
典菜品，培養一批孔府菜傳承人，
推動孔府菜走向全世界。會上發佈
了整理修訂的首批24道孔府菜製
作標準，還為孔府菜大師、孔府菜
名師和曲阜香格里拉大酒店、東方
儒家花園酒店、闕里賓舍等首批6
家孔府菜傳承創新示範單位授牌。
就在上個月，孔府菜驚艷亮相上
合青島峰會國宴，晚宴菜品精選四
菜一湯，包括孔府一品八珍粥、孔
府焦溜魚、孔府神仙鴨，還有孔府
醬燒牛肋排以及孔府蔬菜。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姜會銀 濟南報道

■孔府菜展台。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具有自主知識產具有自主知識產
權的單玻漢瓦權的單玻漢瓦。。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攝攝

四川瀘州公安局指揮中心值班民警近日接

到一個報警電話，一婦人稱自己「要跳

河」。值班民警使出渾身解數，時而「嚇

唬」時而「哀求」，為現場民警爭取救援時

間，最終救下輕生婦。「我在電話裡說了要

招待她吃豆花飯，肯定會履行承諾。」說這

話的是老朱——四川省瀘州市公安局龍馬潭

區實戰指揮中心民警朱代軍。 ■澎湃新聞

川警勸回輕生婦川警勸回輕生婦
唱唱《《世上只有媽媽好世上只有媽媽好》》

「中國瓦」帶芯片可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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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朱代民警朱代
軍保持和石女軍保持和石女
士通話士通話，，延長延長
救援時間救援時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由於未傷及動脈，經過醫生治療後，石女士
已無大礙。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