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共青團廣東省委近日與中國石

化廣東石油分公司簽署《關於實施志願者守信聯合激勵推進青年信用體系

建設計劃的合作協議》。根據該協議，中石化廣東公司2,500多座油站加

入聯合激勵計劃，將為志願者（港稱「義工」）提供7項優惠政策，其中

包括周六加油優惠、免費洗車等。而在此之前，廣東推出星級義工（服務

時長超100小時）109個A級景區門票優惠便利，根據不同星級，最高可

以享受景區費用全免。值得關注的是，廣東註冊義工中，港澳人士不在少

數，他們可享受同等服務。

粵星級義工分類粵星級義工分類
★一星級
參加義工服務時間累計達100小時

★★二星級
參加義工服務時間累計達300小時

★★★三星級
參加義工服務時間累計達600小時

★★★★四星級
參加義工服務時間累計達1,000小時

★★★★★五星級
參加義工服務時間累計達1,5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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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假期不少人選擇外出旅遊，而作為
星級義工，可享受折扣門票甚至全免

門票。目前，中國已將義工服務納入正向信
用記錄，作為全國青年信用體系建設試點省
（市）之一，廣東此前出台全國首個面向全
體義工的守信聯合激勵計劃。在該計劃下，
包括港澳人士等在粵有義工服務記錄的義
工，將在教育培訓、就業創業、休閒旅遊、
金融服務等多方面享受87項激勵措施。其
中，一星至五星級義工在省內A級景區參加

旅遊活動時，原則上可分別享受門票八折、
七折、六折、五折或免門票優惠。

星級義工超過30萬人
據介紹，星級義工評定方面，義工在廣東

省義工信息管理服務平台（i志願）註冊
後，參加義工服務時間累計達到100小時
的，認定為「一星義工」，300小時、600
小時、1,000小時、1,500小時分別對應二
星至五星義工。目前，廣東共有星級義工

超過30萬人，其中，包括部分港澳在粵註
冊義工。
值得注意的是，共青團廣東省委負責人此

前透露，廣東已打通港澳義工在粵註冊通
道，港人在內地做義工服務同樣可將服務時

間納入統計體系。

109個景區分佈省內
據了解，在109家景區分佈在廣東18個地

市，有6家5A級景區，如廣州白雲山風景

名勝區、佛山西樵山風景名勝區、梅州雁南
飛茶田景區、中山孫中山故里旅遊區等；有
近60家4A級景區，如深圳東部華僑城景
區、河源萬綠湖風景區等。
同時，星級義工駕車出門的，還可以享受
加油優惠政策。國慶前夕，共青團廣東省委
與中國石化廣東石油分公司簽訂了《關於實
施志願者守信聯合激勵推進青年信用體系建
設計劃的合作協議》，為廣東星級義工提供
加油優惠、電子券贈送、免費洗車、優先就
業等7項優惠政策。
據中國石化廣東石油分公司有關負責人介

紹，星級義工在「加油廣東」App註冊後，
可通過「行業VIP—志願者專區」進行身份
認證，並綁定本人的個人單卡加油卡，即日
起到年底便可享受App單筆充值滿1,000元
（除充值卡外），周六更可享受加汽油每升
減0.5元人民幣的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泰國一名潛
水員日前在打撈布吉沉船「鳳凰號」過程中
出現意外，被送往醫院搶救後不治身亡。目
前，「鳳凰號」仍未打撈出水。
據悉，該名37歲的潛水員當時正在水下進

行沉船打撈工作，不料突然昏迷，隨即被送
往當地醫院，但搶救無效身亡。
「鳳凰號」原沉沒於水下45米的海底，工

作人員採用空氣壓縮氣球及鋼絲拉繩牽引方
式輔助打撈，目前已將船體吊升了10至20

米。由於船隻沉於水下較深，打撈過程困難
重重。
據稱，「鳳凰號」新一輪打撈工作將於10

月4日至5日進行。打撈成功後，將使用拖船
將「鳳凰號」拖至附近船塢進行檢查。
今年7月5日，兩艘遊船在返回布吉島途

中突遇特大暴風雨發生傾覆事故，造成47名
中國遊客遇難。遇難人員均來自其中一艘
「鳳凰號」遊船。泰國有關方面於8月份開始
進行沉船打撈工作，但至今仍未完成打撈。

打撈布吉沉船「鳳凰號」
泰國潛水員意外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全國首個面向博士和博士後的創
新創業大賽——廣東「眾創盃」博士
博士後創新賽日前舉行，303個項目從
423個報名項目中脫穎而出，涵蓋各類
戰略性新興產業，24 個項目進入決
賽。據該大賽期間發佈《2018年廣東
省博士博士後創新項目藍皮書》顯示，
境外學成歸來的博士博士後佔逾十分之
一，大健康與生物醫藥行業在入選項目

中佔比最高，達 34%；而廣東省區
域創新能力去年躍居全國第一。
「大賽吸引海內外博士博士後報名項

目達423個，303個進入初賽。」主辦方
透露，參賽項目覆蓋了先進製造、健康
醫藥、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與節
能環保、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等戰略性
新興產業領域。經角逐，24個項目進入
決賽，爭奪金銀銅獎，並獲得相應省級
優秀創業項目資助。

地貧項目帶給患者福音
其中，參賽的「基於CRISPRCas9技
術編輯造血幹細胞治療β-地中海貧血的
臨床應用」項目將給地貧患者帶來福
音。該項目技術方案是利用基因組編輯
技術敲除基因，較傳統的輸血、骨髓
移植等治療方式更能將患者的血紅蛋
白表達量提高到正常水平，還能減少
基因編輯療法的出錯幾率。

港人粵做義工 景區購票享折扣
服務時長逾100小時 免費洗車加油優惠

粵博士創新賽
健康醫藥業項目入選多

■■港人在廣東做義工服務時長逾港人在廣東做義工服務時長逾 100100小小
時時，，經註冊後便可享景區購票折扣經註冊後便可享景區購票折扣。。圖為義圖為義
工在廣州廣交會展館內工在廣州廣交會展館內，，為來自斯里蘭卡的為來自斯里蘭卡的
採購商提供指引服務採購商提供指引服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貿戰累台 無薪假人數年內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儘管選情艱難，國民黨近期在中

南部士氣一路上升。台灣「中選會」昨日審議中國國民黨「立委」、台

中市長參選人盧秀燕所提的反空污「公投」案，決議成案，年底將與

「九合一」選舉合併投票，為國民黨台中選情增加助力因素。在高雄，

國民黨籍市長參選人韓國瑜民調逼近民進黨籍市長參選人陳其邁。

國民黨中南部選情看漲
台中主導反空污「公投」成案 高雄參選人韓國瑜民調攀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交通事務管
理機構鐵道局昨日證實，高鐵南延屏東案可行性
評估報告已完成，儘管自償率大幅提高，但仍是
負數，30年內難獲利。
根據評估報告，高鐵南延屏東案仍維持原先前

提出的兩條路線，第一條是從高雄燕巢站的主線
上分岔出來，第二條是從高雄左營站分岔出來。
從燕巢主線分岔出來的路線，工期約11年，耗資
756億元（新台幣，下同），須新購6列列車。從
左營站分岔出來的路線，工期約10年，經費約為
619億元，須新購2列列車。兩個方案的經費比去
年評估報告分別增加256億元及130億元。
在30年效益評估部分，儘管兩個方案自償率
均比原先大幅提高，但仍是負數，30年內難獲
利。鐵道局坦言，高鐵南延屏東技術面雖可
行，但經費不足，加上日後盈利問題，因此仍
有待討論。

台高鐵南延屏東
料30年內難獲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勞動
事務主管部門昨日公佈9月底勞僱雙方協商
減少工時（無薪假）情況，共計有18家事
業單位核備，實施人數為484人，較上月增
加逾百人，並創下近一年來新高。專家指
出，無薪假人數增加是因為中美貿易摩擦
導致的。
無薪假是指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

為避免資遣員工而與勞工協商減少工作時
間，減少的工時將不獲發放薪資，俗稱無
薪假。

觀光旅遊業陷困境
根據資料顯示，8月實施無薪假的事業單
位共計14家，通報人數為391人，實際執
行人數為383人。9月實施無薪假的事業單
位上升至18家，實際執行人數為484人，

僅次於去年10月的人數。9月份實施無薪
假的18家事業單位中，以金屬機電工業8
家最多、其次為資訊電子工業4家，以及化
學工業 2家、民生工業 1家及其他類別 3
家。若以人數來看，以資訊電子工業類最
多，達243人，其次為金屬機電工業類，有
188人。至於化工、民生及其他類別總計約
50多人。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李健鴻指

出，無薪假人數增加有兩個原因，有一部
分是因為中美貿易摩擦，讓台灣許多中小
企業或代工廠減少或失去訂單。李健鴻透
露，台灣中部有許多中小企業的工廠，正
在縮減生產線的工作或直接裁員。另一項
原因，李健鴻說，有一些內需產業也因業
務緊縮實施無薪假，如觀光旅遊業因近兩
年來陸客減少陷困境，導致實施無薪假。

■台灣觀光旅遊業近兩年來因大陸客減少陷困境，導致實施無薪假。圖為
金門水頭碼頭等候乘船的旅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針對台灣行政管理機構「不當黨產
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會」）
向中國國民黨追徵8.6億多元（新
台幣，下同），國民黨提起行政訴
訟，另聲請停止執行處分。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審理後昨日裁定，在行
政訴訟終結確定前，追徵8.6億多
元的處分停止執行。
「黨產會」認為，國民黨以「轉
賬撥用」方式無償取得458筆「特
種房屋」基地產權，之後陸續以買
賣方式轉移至第三人，相關土地屬
於不當取得財產，認定國民黨共獲
利864,883,550元，並於去年6月
作出向國民黨追徵這筆款項的行政
處分。國民黨則向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聲請停止執行處分。
法官認為，經調閱執行機關案

卷，原處分已開始執行，並有進入
換價程序的可能性。法院若未在現
階段介入處理，國民黨遭換價處分
的財產將無從或難以恢復，只能等
日後以金錢賠償。裁定書指出，為
避免日後若進行金錢賠償時，當局
將負擔過重的金錢支出，並導致社
會資源的無謂耗費等，國民黨主張
原處分追徵土地價額部分，有難以
恢復損害的理由，應可採認。因此
裁定「黨產會」追徵國民黨8.6億
多元的處分，在行政訴訟終結確定
前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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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會」昨天審議國民黨「立委」盧
秀燕所提的反空污「公投」案。「中

選會」公佈的反空污「公投」連署書合格數
314,345份，超過「公投法」規定的成案門檻
281,745份。「中選會」宣佈成案，將與「九
合一」選舉合併投票。
盧秀燕下午在台灣立法機構總質詢時表
示，她要向參與這次「公投」連署的民眾
表達感謝。幾個月來，有40萬到50萬人
參加連署，雖然有些爭議，但至少有31萬
份連署成功，通過成案，這是「公投法」
修正後的第一個「公投」案。盧秀燕在會
後受訪時，再度向參與連署的民眾表示感

謝。她說，反空污「公投」案能夠成案，
代表台灣民眾對空氣污染及空氣品質的惡
劣有感及厭惡，這對當局是警訊，因為當
局一直對空污問題視而不見。

籲民進黨應走正途
在高雄，民調逼近民進黨參選人陳其邁

的國民黨參選人韓國瑜，頻遭綠營攻擊批
評。有名嘴近日在節目上爆料，指韓國瑜
過去擔任「立委」時，曾陪一名黑道大哥
的小弟到警局投案，並替大哥頂罪。也有
網民指韓國瑜有黑道背景，但結果被賬號
原主人發文指該賬號4年前就被賣掉。

韓國瑜表示，那是25年前的事，當時警
察不像現在這樣科學辦案，很多人犯了案去
警局都怕被打。有選民來他服務處，要求他
陪同去投案，避免被警察打。他身為民代，
一定會陪同。韓國瑜說，民代工作千般萬
種，當年陪當事人去警局，只是其一。他知

道民進黨非常希望把他塑造為黑道、流氓、
菜蟲、色情狂，甚至毒犯都有可能，就是全
台最壞的人就是韓國瑜。他痛批民進黨不去
思考為台灣民眾謀生活福利，卻來抹黑他，
呼籲民進黨趕快走入正途，選戰要光明磊
落、執政要正大光明。

■■「「中選會中選會」」昨日決議昨日決議「「公投公投」」案成案案成案，，年底將與年底將與「「九合一九合一」」選舉合併投票選舉合併投票。。圖為圖為
「「中選會中選會」」工作人員清點反空污等工作人員清點反空污等「「公投公投」」案連署書案連署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