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海新聞A12

2019年2月12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22月月121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2月12日（星期二）■責任編輯：李才瑛、張培嘉 ■版面設計：美術部

勞資再談崩 華航撤28班次
罷工無預防 台行政機構被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昨
日，在第十七屆「兩馬同春鬧元宵」活動上，
台籍「承豐號」貨輪裝載着由福建省福州市馬
尾區贈予台灣馬祖同胞的35組花燈，駛離福州
連江縣黃岐對台碼頭，運抵馬祖。據悉，該35
組花燈將在馬祖「兩馬同春鬧元宵」燈會上展
出。
「承豐號」貨輪船長羅瑞勇已經歷了10餘年
的「送燈之旅」。羅瑞勇說：「這是一項很有
意義的民間交流活動，開展了17年，漸漸成為
了搭建『兩馬』溝通交流的平台。這些花燈運
到馬祖後，元宵期間將會在北竿組裝展出，我
們也很期待這些花燈的『亮相』，一同與馬尾
鄉親共慶佳節。」

據悉，今年在馬尾舉辦的「兩馬同春鬧元
宵」燈會上設置了「兩馬又一春」燈區，以傳
統民俗、送福祈祥、和諧喜樂的內容為主，融
入了「兩馬」各自的風土人情，致力渲染同根
同宗的深厚淵源和親情色彩。
此外，馬尾區還將組團赴馬祖共度元宵節，
傾情展演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馬祖方也將於
15日組團赴馬尾參加元宵節燈會亮燈儀式。
馬尾區台港澳辦相關負責人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說：「今年馬尾送至馬祖的燈組主題更突
出，充分體現了馬尾、馬祖的民俗特點，蘊含
深遠的文化韻味、濃厚的民間傳統氣息以及親
情味。包括《十二生肖》、《金豬賀歲》、
《年年有魚》等組燈，另外以民俗元素為主設

計的《觀音賜子》、《恩賜貴子》、《金榜題
名》等燈組既融入了『兩馬』各自文化，也體
現了民族文化及兩岸同宗同源的深厚情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多位台灣專家昨日在台北表示，農
曆新的一年兩岸關係形勢複雜嚴峻，台灣要想尋找經濟出路，需要處
理好兩岸關係。
台灣競爭力論壇當天舉辦「2019豬事大吉新春記者會」，邀請專
家圍繞兩岸關係走向及台灣政局發展等議題進行研討。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分析兩岸及全球經濟形勢指出，2010年

至2018年，大陸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在30%以上，去年大陸
的GDP已經是台灣的22倍，未來兩岸經濟實力的差距預計還將繼續
擴大。台灣想要尋找經濟出路，需處理好兩岸關係。
龐建國認為，大陸目前是而且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是全球經濟增長的

主要引擎，台灣的產業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離不開大陸市場。
就台灣的經濟需求來說，任何想要與大陸市場切割的作為都不會成
功，因為違反了成本效益或產品競爭力的市場法則。

學者促承認「九二共識」利發展
龐建國表示，台灣政治人物應該避免讓台海形勢更加複雜嚴峻，趨吉避

凶之道即是承認「九二共識」，緩和兩岸關係，改善台灣投資環境，讓
「貨出去，人進來」，乃至於「錢進來」，讓台灣老百姓日子好過一點。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聶建中表示，兩岸同文同種，台灣的經濟貿

易在垂直和水平整合等方面，要與大陸脫離關係是不可能的。台灣不能脫
離中國大陸而發展，所謂的「新南向政策」是帶有意識形態的經濟迷思。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認為，民進黨當局應該承認「九二共
識」這一兩岸共同政治基礎，讓兩岸關係走向緩和。如果繼續走親近
美國、對抗中國大陸的路線，則對台灣發展不利。

福州花燈贈馬祖 同慶元宵渲親情

台經濟出路 靠兩岸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昨
日在出席台商春節聯誼活動上聲稱，從來不反對兩岸交
流，兩岸之間的任何爭議都可以坐下來談，共同化解爭議
跟分歧。對此，多位台灣政商和學界人士分析，蔡英文當
天的講話，雖然語調措詞比過去溫和，但是卻刻意迴避
「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根本底
線」，沒有「九二共識」、不承認「九二共識」一切都是
「空話」、「假話」。分析還認為，蔡英文這次講話只是
想「糊弄」台商、推卸兩岸關係倒退的責任。

學者：交流熱潮擋不住
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昨日指出，蔡英文這次

講話雖然態度似乎有所鬆動，但是避重就輕。大陸對兩
岸交流接觸的底線就是「九二共識」，沒有「九二共
識」、不承認「九二共識」，則一切都是「空話」，大
陸對此可能根本不會作出回應。
龐建國認為，兩岸民間交流，特別是地方城市之間的

經貿、文化、觀光交流熱潮正在興起，台灣當局「想擋
也擋不住」。
國民黨現任中央常務委員江碩平強調，蔡英文要推動

兩岸關係發展其實很簡單，只要她一句承認「九二共
識」，兩岸中斷的官方接觸協商就馬上可以恢復。
大陸底線就是「九二共識」、兩岸「一中」。他認

為，蔡英文在這次台商聯誼活動上的講話，只是擺「姿
態」、「空喊口號」，希望借此「糊弄」台商，表示
「她有意推動兩岸關係，只是大陸不跟我談而已」。
另一位近日回台過年，昨日也有出席「2019大陸台

商春節聯誼活動」的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會長邱文潛則表
示，餐會上大家都在熱絡交談，特別是談到去年底縣市
長選舉後，許多地方縣市首長都在強調「拚經濟」、要
推動兩岸交流。
他認為，今年的兩岸交流一定更趨熱絡，推動兩岸交

流已是一種潮流趨勢，「擋不住」。推動兩岸熱絡交流
更是台商心底裡「最大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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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今日取消航班
航班號 航線

CI 064 維也納➝台北

CI 052 悉尼➝台北

CI 177 大阪➝高雄

CI 012 台北➝紐約

CI 024/023 台北⇆安大略

CI 641/642 台北⇆香港

CI 919/920 台北⇆香港

CI 188/189 台北⇆釜山

CI 791/792 台北⇆河內

AE 991/992 台北⇆廈門

CI 051 台北➝悉尼

CI 055 台北➝悉尼

CI 753/754 台北⇆新加坡

CI 075 台北➝羅馬

CI 192/193 台南⇆大阪

CI 166 高雄➝大阪

CI 711/712 高雄⇆馬尼拉

CI 933/934 高雄⇆香港

■資料來源：台灣中華航空官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股昨日豬年首
個交易日收復萬點，終場上漲71.99點或0.72%，收
在10,004.25點，漲幅高於過去12年紅盤日平均值
（0.44%），不過遜於前一個豬年的1.16%。
農曆年前台股挑戰萬點失利，29日封關終場小漲
0.67點，收在9,932.26點。台股昨日在蘋果手機概念股
台積電、大立光領軍下，突破萬點，開盤為10,029.84
點，盤中一度大漲133點，來到10,065.52點，隨後漲
幅收斂，守住萬點之上，收在10,004.25點。
不過，華航股價受到機師罷工事件影響，當天開
盤重挫逾5%，收盤下跌3.32%、收在10.2元（新台
幣，下同），於航運股中表現最弱。華航已公告，2
月8日至2月10日因罷工所遭遇損失0.78億元，所
受衝擊尚不大。

根據統計，過
去12年農曆春節
後首個交易日台
股表現不差，自
2007 年 至 2018
年間，有8年上
漲、4年下跌，
尤以去年（狗
年）上漲 2.81%
最為突出。
兆豐國際投資顧問表示，農曆春節後段期間美股

已經開始回升，韓國股市也拉回，台股補漲走勢可
能只有一日行情，加上主要電子股對於第一季展望
保守，台股短線不排除拉回萬點之下。

台北國際書展 「金庸茶館」亮相

台股紅盤 華航反挫3.32%

■■ 華航勞資二度協商再華航勞資二度協商再
次破局次破局。。圖為旅客在華航圖為旅客在華航
櫃枱前等待櫃枱前等待。。 中央社中央社

■■ 昨日昨日，，台籍台籍「「承豐號承豐號」」貨輪裝載貨輪裝載
着由福州贈予台灣馬祖的花燈離開着由福州贈予台灣馬祖的花燈離開
福州福州。。 福州市馬尾區台港澳辦供圖福州市馬尾區台港澳辦供圖

■ 台北書
展今開幕，
「金庸茶館」
展出金庸手
稿、墨寶。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二十
七屆台北國際書展於今日開幕。在六天時
間裡，有「十大創新」、「十大主題館」等
逾500場活動。其中，「金庸茶館」將展
出金庸的手稿與墨寶、「射雕三部曲」與
《天龍八部》等小說的各種版本，並精選
了書中的回目圖放大展出。

據悉，本屆書展以「讀書正好」為
主題，有52個國家和地區的735家出
版社參展。來自大陸的20多家出版社
將展出5,000多種、逾兩萬冊圖書。
「簡體館」將邀請大陸作家張嘉佳與
盛可以參加書展活動。
此外，香港出版總會及香港印刷業商

會合辦的「騰飛創意——香港館2019」，
將以「導賞香港」為主題，展出約1,100
件優質香港圖書及印刷品。

■多位專
家表示，
台灣要想
尋找經濟
出路，需
要處理好
兩 岸 關
係。
中新社

陳蓓蓓表示，華航仍堅持長程航班8小時以上3
人派遣，12小時以上4人派遣，而工會也同意

改以飛航時間（Flight Time, FT）作為計算，算是
達成共識，不過，當談到貨機的短時間多航段航班
應派遣3人以上時，雙方仍沒辦法取得共識，因此
談判最後宣告破局。
對於下一步要如何跟華航協商，她強調，工會談
判空間很大，希望公司能提出對應方案討論，協商
才有意義。

監察部門指兩年前已有跡象
台灣監察部門相關負責人張武修昨日稱，已立案調
查，調查重點是行政部門是否有疏失，為何沒有及時
預防爭議，以及是否輕視機師與工會的相關權益等。
台灣交通部門介入協調。張武修表示，2016年曾
發生過華航空服人員罷工的事件，此次機師罷工在
兩年前已經有蛛絲馬跡，行政部門應該繼續了解相
關發展，台灣監察機構將調查為何沒有妥善處理。
張武修指出，台灣是海島，對航空的需求比較

多，當局對相關配套應該更周全。罷工是勞工的權
利，要提前多久預告以避免乘客變成「犧牲品」，
台灣立法機構可能會進一步討論修法，他要關注的
則是行政部門是否有事前預防作為，以及是不是有
考慮替代方案等。

海航增機運輸455旅客
另外，昨日晚從海南省交通運輸廳了解到，受台

灣中華航空公司機師罷工影響，數百名瓊台旅客滯
留於台北、海口兩地。該廳緊急協調海南航空調配
寬體機執飛海口至台北航線，在中國民航局及民航
中南地區管理局的支持下，協助滯留旅客往返。
記者昨日從海南航空了解到，當天16時許，海南

航空HU7947航班已搭載155名台灣旅客由海口飛
往台北。截至記者發稿時，返程HU7948航班已於
19時45分從台北飛往海口。
當天，海南航空投入空客A330寬體客機執飛

HU7947/8往返航線，新增座位數250餘個，往返
共運輸455名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網、

中央社及東森新聞報道，台灣中

華航空機師從8日起已罷工四

日，影響部分航班調度或取消。

華航勞資雙方及交通部昨日二度

舉行勞資座談，桃園市機師職業

工會常務理事陳蓓蓓表示，「疲

勞航班派遣」雖達成以飛行時間

計算共識，但短飛時多航段一直

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協商破局。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昨日傍晚表

示，根據華航下午4時提供資

料顯示，今日預估有出境9個

航班及入境 11 個航班，共 20

個航班取消，受影響旅客約

4,544人。此外，台南和高雄計

有8個航班取消。

■華航股價受罷工事件影響，收
盤下跌3.32%。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