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江蘇《關於深化蘇台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實施意見》（以下簡稱「76條實施意見」）於前日

正式公佈實施。江蘇省台辦表示，來江蘇打拚的台商，就是蘇商；扎

根江蘇發展的台資企業，就是江蘇企業；在江蘇學習生活的台灣同

胞，就是江蘇人。「76條實施意見」 努力釋放更多政策紅利，讓廣大

在蘇台胞台企更加充分地享受到與當地居民和企

業同等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蘇獲得省級

認定的台灣青年創業基地最高可獲得 100 萬元

（人民幣，下同，約合港

幣114萬元）的補貼。

台青蘇創業最高可享百萬補貼
江蘇出台「76條實施意見」助台胞享受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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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筆個資恐外洩 北市衛生局調查中

台灣人外遊跨年地
調查指香港成首選

江蘇吸引台資連續15年位居大陸前
列。截至2018年6月底，江蘇省累

計批准台資項目超過2.7萬個，總投資千
萬美元以上項目超過6,100個。今年上半
年，江蘇新批台資項目299個，總投資千
萬美元以上台資項目79個，同比增長超過
25%。蘇台貿易額達212.7億美元，同比增
長超過16%，約佔兩岸貿易額的五分之
一。
據了解，「76條實施意見」包括積極支
持台資企業提質增效、拓展蘇台兩地人才
交流與合作、深化蘇台兩地社會文化交
融、為台胞來江蘇學習、就業、創業、生

活逐步提供同等待遇等四部分。

積極支持台企提質增效
積極支持台資企業提質增效在「76條實

施意見」中體量最大、分量最重，共34
條。對支持在蘇台資企業創新發展、轉型
發展，強調台企可同等享受江蘇省、市出
台的各項產業、科技、稅收、品牌建設等
方面的扶持政策，在加大資金扶持、鼓勵
技術創新、保障要素供給，以及市場准
入、審批、用地、融資等方面都作出了具
體安排。同時，鼓勵支持台企在陸上市上
板，通過「台商走電商」拓展內需市場，

定期舉辦江蘇省「紫峰獎」（台資企業）
評選活動，對台商反映的突出問題提供
「直通車」服務。

拓展兩岸人才交流合作
「76條實施意見」中有14條關於拓展蘇
台兩地人才交流與合作的內容，包括對作
出突出貢獻的台灣專業技術人員直接認定
相應的中級或高級專業技術資格，鼓勵高
校吸納台灣教師任教，定期舉辦兩岸（江

蘇）職業技能競賽等。
在為台胞來江蘇學習、就業、創業、生

活逐步提供同等待遇方面，「76條實施意
見」重點解決台胞在蘇日常生活便利化的
問題，針對台商台胞反映較多的教育、購
房、入住賓館及辦理社保等作出了明確規
定；鼓勵江蘇高校逐步增加招收台生數
量，並可申報各類獎助學金，台灣青年創
業基地獲省級認定的可給予最高100萬元
的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對
於外傳台北市衛生局公共衛生系統被入
侵、恐造成百萬市民資料外洩，該局昨日
回應證實，8月獲報系統被入侵，目前已
啟動內部調查。
早前，負責營運台北市公共衛生資訊管

理系統的業者被民眾投訴，有人涉嫌在相
關網絡平台植入木馬病毒，恐有上百萬筆
市民個人資料遭到外洩。
台北市衛生局昨天針對此事回應稱，市

府一直都有對衛生系統做安全監測，8月底
獲得台北市資訊局人員通報，指衛生局相

關系統出現流量異常，疑似被黑客入侵；
隨即啟動內部調查，並通報檢調單位。因
目前仍在調查中，其他內容不便透露。
而根據台灣法律事務管理部門台北市調

查處調查，台北市公共衛生系統確有黑客
入侵，IP地址來自海外，網絡上也出現以

美元計價兜售台北市民個人資料的信息，
被揭露的民眾資料包括姓名、生日、住
址、身份證號碼及手機號碼等。檢調單位
將進一步釐清是否有其他資訊系統受到影
響，安全是否出現漏洞，及幕後不法分子
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旅遊
網站昨日公佈調查顯示，2019年跨年10大
熱門航點，香港最為熱銷，超過日本東京、
韓國首爾等地。
該網站透過機票銷售數據統計，台灣人出

外旅遊跨年仍以鄰近短程目的地居多，主要
考量是票價相對便宜，其中香港最便宜；加
上跨年熱點節目維多利亞港煙火秀，讓香港
成為今年跨年的熱門首選。其他熱門航點依
序為：東京、首爾、大阪、曼谷、上海、新
加坡、悉尼、倫敦以及紐約。
此外，今年跨年機票價格普遍較去年高，

主要是稅金調漲的關係。但因為假期較長，
旅遊需求更為顯著，即使票價調漲2%至3%
不等，目前開票量已比去年增長近2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日本某組織成員腳踢台南市「慰
安婦」銅像引起島內熱議，中國國民
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昨日宣示，
若當選將設立「慰安婦」銅像，並要
求蔡英文當局對此事表達強烈抗議。
日本右翼組織「『慰安婦』之真相
國民運動」成員藤井實彥，日前腳踢
位於國民黨台南市黨部旁豎立的「慰
安婦」銅像，引起台灣民眾憤怒。該
組織主席前日發表道歉聲明，並表示
藤井實彥已請辭，但仍堅持「慰安
婦」的指控有損名譽。
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日前

北上抗議後，又用貨車把銅像運到台
北。連日來關注事件的丁守中借來銅
像，扛到蔡英文辦公室前的「二二
八」紀念公園，宣示若年底當選市
長，將在公園內設銅像，不僅可提醒
蔡英文不能過於媚日，也可讓熙來攘
往的日本觀光客了解這段歷史。
丁守中說，對於日本極右派團體到

台灣作出羞辱「慰安婦」的行為，日
本政府毫無愧意，強烈要求民進黨向

日本政府強烈交涉與表達抗議，駐日代表謝
長廷更絕不能輕忽了事，日本政府也應該向
人民道歉。他表示，歷史不能選擇性記憶，
更不能選擇性對犯罪行為予以原諒。他續
稱，蔡英文最近為了意識形態不斷修改課
綱，很擔心這一頁悲慘的人權史，就在修改
課綱的情況下，被人民所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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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前日正式公佈江蘇前日正式公佈「「7676條實施意見條實施意見」，」，便利台便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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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稻香村十一門店在入口處設置了月餅銷售
區，擺在透明塑料罩盒裡的四款現烤月餅依次

排開，散發着香氣，賣相頗為誘人。「雲腿和鮮肉月
餅各來六個打包裝盒，中午老同學聚會，帶給大伙嚐
嚐。」年逾六旬的石老先生是這家稻香村的常客，最
近他已經買過好幾次現烤月餅了。

日供應上千個
店內有一處30平方米的明廚操作間，兩台烤箱正

在運轉，烤箱上方還有排煙裝置，負責烤製月餅的師
傅隨時觀察售賣情況，及時補貨。不同於滋滋啦啦、
煙熏火燎的烤肉，現場
烤月餅伴着烘培機均勻
的「嗡嗡」聲，唯一能
聞到的就是一陣陣撲鼻
的麵粉香。該店店員
說：「今天早上8點20

分，現烤月餅第一撥剛出爐，就有顧客一下子買走
40個雲腿月餅。每天傍晚6點30分，最後一撥烤箱
烤出的月餅一般一個小時左右就會被搶購一空。」據
了解，該店現烤月餅的日供應量已從之前的四五百個
提升到了上千個左右。
據北京稻香村負責人介紹，今年現烤月餅有鮮肉月

餅、京式翻毛紅豆月餅、翻毛百果月餅以及滇式雲腿月
餅四種口味，供應量預計在10萬個左右。據該負責人介
紹，半年前他們對數十種現烤月餅進行測試，最終才敲
定了這四款不同口味的現烤月餅。每天深夜由工廠配送
月餅生坯到店冷藏，在室溫下化凍2小時候方能進入烤
箱烤製，18分鐘後出爐。「現烤月餅外皮酥松、餡料加
熱後香味更濃郁，但只有2天的保質期。」
目前，北京稻香村供應現烤月餅的門店僅有五家。

每天上午9點至11點、下午3點至5點都是銷售高峰
期。若有的顧客來不及到門店排隊，就直接打電話到
店裡要求預留，還有的顧客直接叫閃送到店裡取貨。

搭上「宮廷」快車
《延禧攻略》、《如懿傳》再掀宮鬥劇熱潮，月餅

銷售企業也趁勢搭上宮鬥劇的這輛「消費快車」。必
勝客近日聯合故宮推出了一款月餅禮盒，名為「朕的
心意，請卿收下」。外盒印有太和殿圖案，內盒中的
六個月餅分別製作成玉兔、桂花、雲朵、宮殿等造
型。其中一個月餅索性刻有「朕的心意」四個字，讓
網友大呼太想買這套模具了。據了解，必勝客還將南
鑼店和東直門店專門裝飾成尋味故宮主題風格門店，
讓這款帶有明顯設計感的月餅着着實實蹭足了《延禧
攻略》的熱點。

「瓷藝生輝——楊學棒作品
展」昨日在故宮武英殿開幕，
此次展覽共展出101件精美的
當代陶瓷藝術品。這是武英殿
從書畫館調整為陶瓷館後的首
個展覽，將持續至10月5日，
觀眾憑故宮博物院門票可免費
參觀。全面提升後的文華殿書
畫館和武英殿陶瓷館，與午門
雁翅樓展廳一起，構成了故宮
展覽的「金三角」。

展品融匯古今特色
據故宮方面介紹，楊學棒
是原文化部優秀文化人才庫

專家，國家一級美術師、國
家高級工藝美術師。此次展
覽展出其代表性作品101件，
以長卷、組畫、斗方等形式
呈現，其中瓷器15件、瓷畫
作品86件。展覽由「夢裡河
山」「花語世界」「綠野鄉
間」「生活印記」「窯火丹
青」五個篇章組成，囊括其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其中，一組瓷板組畫《萬里

江山瑞雪圖》以及一系列兼具
傳統與創新的山水畫、瓷板畫
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
無論是對江山萬里的宏觀寫

照，還是對一花一草的細緻刻
畫，一收一放之間，都展現了
藝術家的深厚功底。故宮博物
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表示，此
次展出的這批當代陶瓷藝術
品，既傳承了千年古窯和中華
優秀文化脈絡，又融入了新時
期的繪畫元素，給觀眾帶來豐
富的精神享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現烤月餅成新寵現烤月餅成新寵

中秋佳節日漸臨中秋佳節日漸臨

近近，，月餅漸成市場月餅漸成市場

主角主角。。今年的月餅今年的月餅

售賣市場中售賣市場中，「，「現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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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報北京青年報》》

佳節佳節漸臨近漸臨近
■■ 必勝客必勝客
聯合故宮聯合故宮
推出的月推出的月
餅禮盒餅禮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北京稻香村麵點北京稻香村麵點
師現場烘烤的月師現場烘烤的月
餅深受歡迎餅深受歡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湖北省武漢蔡甸區一居民劉先生4日凌
晨在家裡辦喪事時，其家人誤將裝有8萬
多元（人民幣，下同）現金的塑料袋，當
成垃圾扔進小區垃圾桶。幸運的是，在進
焚燒廠的火爐之前，這批現金及時地在垃
圾堆中被扒回。
劉先生發現小區垃圾桶的垃圾被轉移

後，情急之下，撥打了市長熱線求援。大
集垃圾中轉站龍站長接到了轉過來的劉先
生求援信息，當即查找垃圾去向。垃圾那
時正運往鍋頂山垃圾焚燒廠。龍站長當即
與鍋頂山垃圾焚燒廠取得聯繫，並通知劉
先生及其家屬趕往鍋頂山焚燒廠。當垃圾
車駛至鍋頂山垃圾焚燒廠門前，早已得到
消息的卸料管理員顏小勇打開綠色通道，
將這輛垃圾車放行進卸料平台，劉先生一
家人也及時趕到。顏小勇還請來兩名工作
人員配合劉先生尋找。在扒第一堆垃圾約
30分鐘時，劉先生就發現了裝錢的黑色
袋子，打開一看，8萬多元分文不少，全
家人都喜笑顏開。 ■《楚天都市報》

河北省邯
鄲 市 9 月
11 日至 14
日舉辦首屆
中原皮影藝
術交流展，
來自多地的
11 個皮影
戲演出團體
為觀眾帶來
精彩演出，
展現光影之
美。圖為來
自唐山的皮
影劇團藝人
昨日在邯鄲
市工人劇院
表 演 皮 影
戲。
■圖/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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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變陶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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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參觀展品民眾在參觀展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