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城湖大閘蟹月中開捕 是否恢復供港正在溝通

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局長司琪介紹稱，
此次《意見》的實施目標可以歸結

為「十百千萬」，即力爭到2020年，東
莞市技術工人比例提升10%以上，開發並
認定100個技能培訓規範標準，建設100
個「技師工作站」，提供1,000門以上培
訓課程，培養1萬名國際化技能人才，引
進培養1萬名急需緊缺「工匠精英」，推
動百萬人提升學歷技能素質。

三年轉化50萬技術人才
數據顯示，目前東莞市用工總量約為
500萬，三年內提升技工比例10%，意味

着將轉化50萬名技術人才。為如期完成
目標，東莞推出了多項人才提升政策，
如建立「學分銀行」終身學習管理機
制，將整合東莞當地各類培訓機構資
源，面向社會提供中等職業教育、繼續
教育、技能提升和素質教育等1,000門課
程，並採取移動智能教育培訓模式，鼓
勵勞動者參與培訓，累計一定分值即可
享受獎勵資助。

高新技術工種人才緊缺
司琪還介紹，東莞將實施萬名國際化技

能人才培養計劃，依託職業院校、實訓機

構以及培訓機構等，加強與港澳台以及國
外職業院校、行業協會合作，採取舉辦合
作班、師生互換、交流學習、遠程教育等
多種形式，引進先進職教理念、師資力量
以及專業課程體系、職業資格認證體系，
到2020年培育出1萬名具有國際職業教育
背景的高技能人才。
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副局長趙毅透露，在與

香港職業學校合作方面，此前已有從香港引
進電鍍、建築BIM等專業課程的成功合作案
例。今年初東莞人力資源局還與香港職業發
展局簽署了相關合作協議。他表示，目前東
莞緊缺的技能人才主要有高質量數控加工技

工、機器人操作員、機器人維修工等工種。

再培訓將提高技工能力
港商謝偉忠創立的嘩嘩星球文化娛樂有限

公司是一家融入香港時尚元素的文創設計公
司，兩年來，已與東莞當地工廠建立了穩定
的代加工業務。他表示十分看好東莞市未來
三年打造「技能人才之都」的規劃，「我們
的文創產品因為形態多樣，往往需要多條生
產線同時開工，製造出不同的配件再拼裝，
對品控要求很高。」他坦言，此前出現因技
工能力參差不齊導致的次品率過高等情況，
對技能人才的再培訓將改善這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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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將打造「技能人才之都」
針對技工緊缺推出三年規劃 將與港澳合作培育國際化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京
東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劉強東因涉性侵被
美國明尼蘇達州警方拘捕，其後獲釋候查。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
國駐芝加哥領事館正跟進事態發展，並了解實
際情況。
京東集團於1日下午在微博上發表聲明，稱

劉強東在美國商務活動期間，遭遇到了失實指
控。經過當地警方調查，未發現有任何不當行
為。他將按原計劃繼續其行程。京東將針對不
實報道或造謠行為採取必要的法律行動。

中方回應劉強東事件：
駐芝領事館正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農業農村部新
聞辦公室昨日發佈，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
中心確診，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金壩辦事處某養
殖場發生非洲豬瘟疫情。疫情發生後，當地已按
照要求，啟動應急響應機制，採取封鎖、撲殺、
無害化處理、消毒等處置措施，對全部病死和撲
殺豬進行無害化處理。同時，禁止所有生豬及易
感動物和產品運入或流出封鎖區。目前，該起疫
情已得到有效處置。此前2日，宣城市宣州區的
古泉鎮、五星鄉亦發生非洲豬瘟疫情。

兩日第二宗
安徽再爆非洲豬瘟

香港文匯報訊 據哈爾濱官方微博@哈爾濱
昨日發佈消息，哈爾濱市松北區北龍溫泉酒店
20死大火原因已查明。經現場勘察、調查取
證和技術鑒定，查明起火原因係電氣線路短路
引燃裝飾材料造成。
哈爾濱市紀委監委已成立由副書記任組長的

事故問責調查組，在省紀委監委的指導下，全
面開展問責調查工作，深查火災事故的相關責
任，深挖事故背後存在的問題，對涉嫌玩忽職
守、失職瀆職的違紀違法人員都要一查到底、
絕不姑息，堅決依法依規嚴肅追責。

哈爾濱20死火災原因查明：
電氣線路短路引燃裝飾材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內地首批大閘蟹將於9月15日前後在
江蘇南京市高淳區固城湖開捕。由於天公
作美，今年固城湖大閘蟹產量和規格均較
往年大幅提高，因而價格有望不會出現較
大增長。目前江蘇和香港兩地經銷商正在
與監管機構積極溝通，爭取今年重新讓港
人吃上正宗的江蘇大閘蟹。
江蘇是大閘蟹的主產區，其中產自南京
市高淳區的固城湖大閘蟹在全國最早上

市。高淳區長江水系中華絨螯蟹研究所首
席專家陳賢明表示，今年固城湖大閘蟹長
勢喜人，因此最終產量會比往年有較大幅
度增長，規格也會有所增加，平均每隻大
閘蟹的重量會增加10克左右。他說，目
前固城湖大閘蟹正在進行最後一次褪殼，
預計本月15日左右即可開始捕撈上市。
24日中秋節之前，大規格的固城湖大閘蟹
將會陸續上市。固城湖大閘蟹經銷大戶史
團結也指出，全國其他大閘蟹主產區的情

況也與此相似，因此預計今年大閘蟹價格
不會大幅上漲。

出口香港量料不大
前年香港食安中心在來自江蘇水產養殖

場的大閘蟹中檢出二噁英和二噁英樣多氯
聯苯總含量超標，隨後暫停有關水產養殖
場生產的大閘蟹進口及在港出售。受此影
響，去年江蘇大閘蟹供港陷入停滯。
江蘇固城湖青松水產專業合作聯社理事長

邢青松表示，去年固城湖大閘蟹全部停止出
口香港，但香港老三陽公司等經銷商非常積
極，目前正在跟香港監管機構進行溝通。老
三陽老闆這幾天也專門到高淳和他進行接洽，
爭取今年讓固城湖大閘蟹恢復供港。不過邢
青松坦言，供港大閘蟹品質要求嚴格但是供
貨價格不高，且運輸途中損耗過高，因此經
銷商對於出口香港並不積極。他說，即使今
年固城湖大閘蟹能恢復供港，預計出口量也
不會很大，「最多只有一兩批」。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廣東東莞昨日發佈《關於實

施百萬勞動力素質提升工程打造「技能人才之都」的意見》（下稱《意

見》），提出建立「學分銀行」終身學習管理機制，勞動者參

與培訓累計分值可獲獎勵；並稱將與港澳

及海外職校開展合作，以合作辦班、交流

學習等方式培養萬名具有國際職教背景的

高技能人才。

■東莞將在3年
內轉化50萬名
技能人才。圖為
工人正在製作產
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港澳台居民居住證9月1日開

放申領，在福建各地受到台胞熱情響應，福州、廈門等地受理點，台胞

們紛紛搶「頭香」。據統計，台灣居民大陸居住證首日申辦量福建省為

2,080宗。昨日上午8時，福州市台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陳奕廷在福州

市公安局鼓樓分局南街派出所，領到他的台灣居民居住證，這亦是福建

省發出的首張台灣居民居住證。

■■台胞昨日上午在福州南街派出所領居住證台胞昨日上午在福州南街派出所領居住證。。圖為福州市台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陳圖為福州市台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陳
奕廷奕廷（（右二右二）、）、呂英志呂英志（（右三右三））等台胞在現場合照等台胞在現場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攝

台胞領陸證：深感兩岸一家親
閩發首張台灣居民居住證 首日申辦量逾兩千宗

在南街派出所領證現場，陳奕廷昨日早
上7點30分左右就抵達等待領證。他

精神抖擻地說：「沒想到申請後僅2天即
領到居住證，辦理速度非常快！辦理人員
非常熱情！非常感謝福州對我們台胞的支
持！」陳奕廷激動地從派出所工作人員手
裡領過居住證。陳奕廷對現場的兩岸媒體
記者表示，「從8碼的台胞證，到18碼的
居住證，我們期待了很久，盼望了很久，
今天終於拿在手裡，這無疑是兩岸交流的
里程碑，讓我們深刻感受到兩岸一家
親。」

「更安心做課題搞調研」
早上領到居住證的，還有呂英志、陳筱
薇、陳秀容等台胞。台籍教授、福建工程
學院交通運輸研究所所長呂英志2011年赴
福州工作，因工作關係，需經常前往鄉村
調研。「持台胞證出差限制非常多，比如
有賓館只允許大陸居民居住，乘坐高鐵無
法刷卡進站等。今後，有了居住證，這方

面的煩惱就可解決了，真正實現同等待
遇，讓我更安心地做課題、搞調研。」呂
英志說。昨日上午，呂英志領取到台灣居
民居住證，順利網購到機場大巴車票，將
馬上赴重慶出差。
昨日亦是廈門第一批台灣居民居住證製

發日，上午8時許，廈門市湖里區金山派
出所門口就已聚集了許多等待領證的台
胞。第一個領到台灣居民居住證的台胞、
廈門市台商協會會長吳家瑩表示，他感到
非常榮幸，感謝政府各項對台惠台政策，
讓台胞在大陸的衣食住行都變得非常便
捷，相信台胞們都可以感受得到！

體驗出行及理財便捷
吳家瑩稱，原本以為要20個工作日才拿

到居住證，沒想到僅僅過了一天就拿到
了，「我感到非常驚喜，必須點讚廈門市
政府對台胞人性化的服務、超高的辦事效
率！」吳家瑩說，拿到居住證的第一件
事，是想去體驗一下執證乘坐交通工具，

特別是想體驗讓中國人為之驕傲的動車刷
卡進出站的便捷，還準備去銀行辦理一些
理財、申辦銀行卡等金融業務，體驗台灣
居民居住證給台胞生活帶來的便利和與大
陸居民同等的待遇。
據悉，新推出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和

大陸居民身份證一樣，使用18位的證件號
碼，能在大陸社會公共服務系統中用於識
讀身份證的終端和設備上使用，讓持證的
港澳台居民可在居住地，更便捷地享受勞
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等權利及公共服務
的便利。

紀念中國抗戰勝利 台北展大家族抗日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9月3日

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也是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3周年。昨日，
「1895~台灣大家族救亡圖存」特展與
「鐵證如山——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日本侵
華檔案展」，雙展聯合在台北旺旺中時大
樓開幕。
「1895~台灣大家族救亡圖存」特展，
以霧峰林家、豐原廖家、兩岸丘家、北埔

姜家、佳冬蕭家、大龍峒陳家、蘆洲李家
等台灣大家族抗日歷史為線索，用大量珍
貴歷史圖文資料，展示了台灣人民救亡圖
存的英雄事跡。
其中，霧峰林家被讚為「三代民族英

雄，百年台灣世家」。霧峰林家後人、台
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創會會長林光輝在
接受採訪時說，1895年，清廷被迫割讓台
灣後，台灣人民無時無刻不想趕走日本

人，回歸祖國。之後50年，無論是武裝抗
日、非武裝抗日，霧峰林家從未缺席。
「我以我祖先這種精神為榮。」

「沒有祖國，台灣不可能守護」
林光輝認為，台灣大家族很多都有在兩

岸參加抗戰的歷史，說明兩岸在歷史上是
連接在一起，密不可分。如今在台灣，應
該把當時的抗日情形和台灣老百姓受苦受

難的歷史，真實客觀地展現出來，讓年輕
人知道自己的土地上發生過什麼。
蘆洲李家的李友邦將軍，曾在大陸創設

四所台灣醫院，並領導台灣義勇隊、台灣
少年團，對日抗戰。他提出「保衛祖國，
守護台灣」口號，認為沒有祖國，台灣不
可能守護。蘆洲李家後人李力群先生當日
接受採訪時表示，研究了解台灣的抗日歷
史，可以拉近兩岸的距離。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隨着退休金
改革（簡稱「年改」）抑制退休群體的消
費，台灣墾丁今年暑假的本地遊客數量出現下
跌，飲食及住宿業均受影響，在當地有24年
歷史的小吃店「迪迪小吃」宣佈月底歇業。
據墾丁公園管理處統計，去年遊客人次

430萬，與2014年的837萬人次相比形同腰
斬，今年上半年又較去年同期少21萬人。
據業者統計，今年暑假大陸旅客和其他地區
的旅客量都是小幅增加，反而是台灣旅客少
了2.4萬人。有旅宿業者透露，暑假營業額
創歷年新低。
受遊客量下跌影響，自1994年起在墾丁大
街營業、被譽為墾丁三大名店的南洋料理店
「迪迪小吃」，近日貼出告示宣佈9月30日
歇業。當地餐廳業者說，隨着退休「年改」
抑制退休群體的消費，今年暑假經營壓力越
來越大，關店的情況相信未來只會更多。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今年7
月實施新的軍人退休金制度，被退役軍人認
為新制「違憲」，退伍將領組織昨日到台灣
地區司法機構遞交「釋憲」聲請。
9月3日是台灣地區軍人節，「八百壯士
捍衛中華協會」等單位先到台北市中山堂舉
行向軍人致敬活動，再由多位中國國民黨籍
民意代表陪同，前往台灣地區司法機構遞交
「釋憲」聲請書，要求台灣地區大法官秉公
處理。台灣地區大法官書記處長王碧芳接下
聲請書。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出席了向軍人致敬的活

動。他致詞時表示，中山堂不只是紀念孫中
山，也是紀念軍人冒着生命危險抗戰，希望
台灣地區大法官就「釋憲」聲請作出勇敢且
正直、正確的解釋。

反對退休金新制
退伍軍人組織上書

「年改」影響遊客量減
墾丁24年食店歇業

■■不滿軍人不滿軍人「「年改年改」」新制新制，，八百壯士捍衛中八百壯士捍衛中
華協會等單位昨日遞交聲請書華協會等單位昨日遞交聲請書。。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