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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擬下旬訪港澳深廈
國台辦：以「九二共識」為基礎 共增兩岸同胞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 高雄市總共
30個貨櫃、15.7萬公斤的高雄
蓮霧、鳳梨於3日再出口大
陸。網友直呼：「好感動，高
雄真的要發大財了！」
據台媒報道，近日，一名台

灣網友在上海超市驚喜發現有
賣台灣的「金鑽鳳梨」；他將
照片貼出，並稱連上海人試吃
都誇讚「好甜啊」。與此同
時，高雄市農業局長吳芳銘3
日在臉書（facebook）貼文表
示，由冠瀧合作社、聖竑企業
和農協貿易公司出貨高雄市的
六龜區和阿蓮區的蓮霧3,000
公斤、大樹區鳳梨15.4萬公

斤，於3日經高金輪前往廈
門，再分派到北京、上海、杭
州、溫州、重慶、成都、廣
州、深圳等各大城市通路。
對此，有網友在吳芳銘臉書

留言大讚表示：「吳芳銘局長
就是強，會做實事，不廢話，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一直都能
有你來為台灣打拚，更期待
你能更上一層樓，能為更廣
大的農漁民謀福祉！台灣能
有你這樣的政務官而感到驕
傲。全力支持你！」、「按照
局長的能力，根本是超級業務
員！」、「我喜歡看這種正面
新聞！」

30貨櫃水果再登陸 網友：高雄發大財了

據報道，高雄市政府兩岸小組昨日
召開首次會議，市長兼召集人韓

國瑜也在會上公佈了上述安排。

讓高雄走出去迎接商機
韓國瑜稱，前往大陸的行程會遵照台

當局現行規定，希望台當局有關事務主
管部門給予最大支持協助，讓高雄能「邁
開步伐走出去」，迎接更多商貿機會，成
就更好的高雄。
據悉，當天的高雄市政府兩岸小組會
議，除了包括該市政府機關首長、外聘
學者專家、民間企業以及深圳、廣州、
上海、廈門的四名台商協會會長、農漁
會理事長等27名成員出席外，還邀請了
高雄市民代參與討論。
該會議討論了「推動兩岸城市農漁產品
產銷合作及建立定期諮商平台」、「完備
食、住、行、樂相關配套措施帶動陸客
前來高雄觀光」等議題。

不能無視兩岸經貿密切
據高雄市政府昨日發佈的新聞稿，韓國
瑜在會上引用台當局財政事務主管部門統
計指出，兩岸經貿關係十分密切，不能視
而不見。
韓國瑜表示，相信多數台灣地區人民都
希望兩岸關係走向和平，希望高雄在南台
灣扮演區域領頭羊角色，就兩岸事務議題
進行討論與經驗交流；期盼兩岸小組會議
以公開、透明方式集思廣益，提出對兩岸
經貿互動有助益的策略性構想。
該次高雄市政府兩岸小組成員之一的廈

門市台商協會會長吳家瑩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將借此機會積極推進高雄市與
廈門市建成聯盟城市，促成高雄與廈門舉
辦「雙城論壇」。

農產擬借「中歐班列」銷「帶路」
吳家瑩此前在廈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透露，韓國瑜到廈門會考察廈
門港及台資企業，並將商討透過廈門
「中歐班列」及在「一帶一路」中獨特
優勢，將高雄港的農漁產品賣到「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去。
吳家瑩介紹，上月14日率廈門台商到

高雄參加「南方崛起 創富高雄」論壇
時，與高雄市政府擬定了就農漁產品、廈
門港與高雄港對接，進口檢驗檢疫認證，
以及旅遊市場的合作等方面進行了深入交
談。
吳家瑩介紹，高雄目前農漁產品市場行

銷方面有比較迫切的要求。他稱高雄鳳梨
產量較大，也需要擴大銷路；而廈門有優
勢——今年廈門的「中歐班列」還將開通
冷凍貨櫃，這樣台灣的蔬果以及農漁產品
可以通過這個線路，快速地運往歐洲國
家，對高雄的產業經濟發展有幫助。據
稱，廈門與高雄的城市論壇稱為「雙港論
壇」，韓國瑜已初步達成意向。
為韓國瑜能順利訪問大陸，高雄市副市

長葉匡時上任後於上月21日便到大陸訪
問，也前往廈門「打前站」，拜訪了廈門
市台辦、台商等處，便從廈門乘坐動車到
深圳。據吳家瑩介紹，韓國瑜此次訪問大
陸後，將從廈門返回台灣。

對韓國瑜將於本月22日至
28日出訪香港、澳門、深

圳、廈門的消息，在港台灣商界表示熱烈
支持，並期盼韓國瑜此行能為高雄拚經
濟，再創佳績。
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江素惠昨日接

受記者專訪時指出，韓國瑜上任高雄市長
以來，全力為拯救高雄經濟打拚，要「貨
出去、觀光客進來」，所以他繼不久前赴
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後，又馬上於昨日
宣佈將於月底首訪港澳及大陸，預料亦將
掀起另一波「韓流」新高潮。
江素惠強調，港澳台商熱烈歡迎韓國瑜

首訪港澳及大陸，很多台商都希望能夠親
睹韓國瑜市長的風采。
另外，她表示，由於韓國瑜最經常說的
就是「拚經濟一百分、拚政治零分」，因
此她預料韓國瑜此行訪港澳及大陸大概不
會談兩岸問題，而是全力拚經濟。

首訪深廈「試水溫」
至於地點選擇方面，江素惠認為，韓國

瑜此行首訪港澳及大陸的深圳、廈門，是
很好的安排。因為港澳地區是國際知名的
經濟活躍大城市，而深圳及廈門，則是大
陸著名的兩個海港城市。

深圳緊鄰香港，廈門則靠近台灣，高雄很
早就想跟大陸這兩個海港城市進行更多交
流，而且深圳、廈門都是台商很多的地方。
所以她認為，韓國瑜首訪大陸選擇深圳、廈
門，大有「試水溫」的第一步意味，如果第
一步成績不錯的話，韓未來可能會深入到大
陸其他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交流。
另一位自上世紀80年代已由台灣移居香

港的現任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會長邱文潛亦
表示，作為在港台商，熱烈期待韓國瑜首
訪香港，並期望韓此行能把高雄的農漁產
品更多地銷往港澳及大陸地區，創出佳
績。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中新社及中央社報

道，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昨日應詢表示，高雄市長韓國瑜擬於本

月22日至28日率高雄市參訪團到香港、澳門、深圳、廈門等地參

訪並開展交流合作。安峰山表示，我們歡迎並支持在堅持「九二共

識」基礎上開展兩岸城市交流合作，共同增進兩岸同胞利益福祉。

 & 台商盼韓「全力拚經濟」

■高雄市長韓國瑜（前左）預計22日出發前往港、澳、深圳及
廈門參訪。前右為高雄市政府兩岸小組副召集人、前高雄縣長楊
秋興。 中央社

被揭性騷擾下屬
Ted Baker創辦人辭職
英國服裝品牌Ted Baker大批員工早前指
控，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凱爾文涉嫌性騷擾多名
同事，行為包括持續擁抱近一分鐘、強吻頸
部、按摩耳朵，甚至要求下屬坐上其大腿等。
Ted Baker公司內部調查近3個月後，凱爾文
昨日宣佈辭職，但否認所有指控。
凱爾文於1988年創立Ted Baker，以獨特的

設計成功突圍，截至去年8月在英國和海外設
有544間分店。

女員工遭強抱吻頸
200多名Ted Baker員工去年12月在網上發

表公開信，指控凱爾文曾多次性騷擾員工，有
女員工透露曾被擁抱40秒之久，「他會走進
來要抱抱，無論對方想不想也會照做，假如他
心情好，更會吻頸和按摩耳朵。」
Ted Baker發表聲明指，凱爾文同意即時辭

職，公司不會向他發放遣散費和近3年的花
紅，並將繼續調查事件。Ted Baker股價昨日
開市一度跌4.8%，其後跌幅收窄並倒升，中
段曾升逾6%。凱爾文形容近月的風波令人感
到困擾，會跟家人討論未來去向。

■綜合報道

英首設變性人監獄
英國司法部宣佈將於倫敦南部一座女子監

獄，開設專為跨性別囚犯而設的囚室，成為英
國首批跨性別囚室。司法部稱，囚室將用作監
禁「男跨女」跨性別女犯人，與其他女犯人分
開囚禁，以保障所有囚犯的安全。
今次改革源自2016年，天生為男性的跨性
別囚犯懷特於女子監獄還柙候審期間，性侵犯
兩名女囚，懷特去年認罪。法官形容懷特以跨
性別為藉口，接觸並侵犯女囚犯，危害女性和
兒童安全，宣判把懷特移至男子監獄服刑，司
法部其後着手檢討跨性別囚犯議題。
新囚室將首先關押3名跨性別囚犯，司法部

承認跨性別囚犯議題非常敏感和複雜，局方所
有決定將以囚犯的安全為依歸。 ■綜合報道

不忿《羅馬》奪獎 史匹堡欲DQ Netflix
批不符奧斯卡資格 擬影藝學院提案

影藝學院規則列明，電影必須曾在戲
院上映才能獲提名，《羅馬》最先

在Netflix發佈，其後於數間戲院有限度
上映，以取得奧斯卡入圍資格，最終贏
得最佳攝影、最佳外語片和最佳導演3
個獎項。
史提芬史匹堡批評，Netflix 不符合
傳統電影的準則，頂多只能叫「電視
電影」，他將在學院董事會上提案，
阻止 Netflix 旗下電影再次參選。另
外，Netflix 也沒完全遵守電影圈慣
例，例如其電影並不公佈票房，使業
內人士頗有微言。

發行艱難 Netflix助小眾電影突圍
美國影藝學院現時有58名董事，學院
另有逾8,000名會員，一旦通過修改規
定，料將影響Netflix大作《愛爾蘭殺
手》明年參選資格。
不少網民批評提案虛偽，直斥若學院

堅持傳統電影模式，便應禁止評審以
DVD觀看和評價候選電影。另外也有電
影工作者稱，以女性或少數族裔為主題
的電影過去難獲主流發行商垂青，Netflix
使這些電影有機會通往影壇最高殊榮，
能為電影業帶來深遠影響。 ■綜合報道

Netflix旗下電影《羅馬》上周於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勇奪3個獎項，

向來反對Netflix產品角逐奧斯卡的導演史提芬史匹堡近日再次開腔，

批評Netflix不符合傳統電影準則，並計劃以奧斯卡主辦機構影藝學院

董事身份，提請修改奧斯卡規定，撤銷串流電影的競逐資格。

虐兒案不絕
日擬禁體罰
日本近期接連發生虐兒命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宣佈，當局將尋求修訂《兒童虐待
防止法》，明文禁止家長、監護人或社工體罰兒童，
否則即屬違法，預料修正案今年內提交國會。
日本現行條例訂明，只有傷害或猥褻行為才構成
虐兒，體罰則不在此限，當局僅建議家長體罰時作
謹慎考慮。然而近期日本接連爆出嚴重虐兒致死事
件，其中千葉縣10歲女童栗原心愛今年1月於寓所
死亡，其父親被揭涉嫌以長時間罰站等方式，長期
虐待女童，父母最終被捕，引起社會極大迴響。

修例或侵父母權益
安倍昨日回應議員質詢時，強調日本政府嚴肅看
待虐兒事件，將於本周五前緊急調查已知的虐兒
案，並於今個國會期內推出修例草案，列明禁止家
長體罰兒童。

■綜合報道

大馬泳會奇招吸客 開班教「美人魚式」

■大馬泳會
開班教「美
人魚式」。

法新社

■■史提芬史匹堡史提芬史匹堡

■Netflix旗下
電影《羅馬》

■Ted Baker創辦人凱爾文涉嫌性騷擾同事。
網上圖片

美人魚是不少童話故事以至動
畫的經典主角，馬來西亞巴生一
間泳會更開設課程，專門教授
「美人魚式」泳術，讓學員一嘗
扮成美人魚的滋味，至今已吸引
約500名學生報讀。
泳會會長李文良(譯音)表示，

數年前一間公司接洽泳會，希望
邀請專人在產品發佈會上，裝扮
成美人魚，他靈機一觸下決定開
設課程。
美人魚課程目前設有 5名導

師，學生上半身穿着普通泳衣，
下半身則需套上鑲滿鱗片的美人

魚尾。學員上課約3個月、經過
16小時課節後，便可掌握「美人
魚式」基本技巧。
27歲的許易萱(譯音)已參加課
程3年，她直言要在水中睜開雙
眼，而且雙腿被綑，游起來非常
困難。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