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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榮獲天津「五一勞動獎章」
一年來逾百台胞獲大陸各地榮譽稱號

勞團轟蔡當局：過勞低薪均未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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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62歲的台胞簡澄源來大陸發展

已經邁入第31個年頭，日前他被天津市總工會授予天津市「五一勞動

獎章」。去年初，大陸出台《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簡稱「惠台31條措施」），其中提出鼓勵台胞參加榮譽稱號

評選。一年來，100多名台胞獲得大陸各地「五一勞動獎章」「三八

紅旗手」「五四青年獎章」等榮譽稱號。這一舉措是兩岸同胞同心追

夢的生動寫照。

■■簡澄源簡澄源（（右二右二））在向來賓介紹電池產品在向來賓介紹電池產品。。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晚報》報道，
五一勞動節，台灣勞工團體再度走上街
頭，面對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民
進黨不管是蔡英文或賴清德，都必須承
受勞工對勞基條令修訂的不滿，勞團質
疑，勞基修訂不僅沒做到終結過勞，更
沒解決普遍低薪問題。
環保部門前負責人詹順貴4月27日在臉

書自爆「勞基條令」二修內幕，詹提到，
「賴當時所稱行政管理機構提出二修，是
根據勞動部門所提版本，但當年參與官員

表示，其實是行政管理機構直接交給勞動
部門一份『勞基條令』修正版本，賴的版
本從何而來，勞動部門仍不知情。」

勞動條件無改善
團結工聯秘書長黃育德表示，蔡當局

讓勞工最不滿的，就是刪除七天規定假
日，更沒有縮短勞工工時。他認為，當
初蔡英文修「勞基條令」，是基於落實
政見，但兩度修條令卻是方式有問題，
尤其賴清德任內的二修「勞基條令」，

更讓勞動權益走回頭路，許多規章包括
「七休一」鬆綁、彈性處理，都沒有讓
勞工感受到勞動條件改善。
黃表示，賴清德的「功德說」，至今仍讓
勞工相當氣憤，他建議賴清德回去翻當時講
「功德說」的意思，「就是要低薪工作者，
抱着服務人群做功德！」黃提到，儘管賴清
德日前出書提及「勞基條令」二修，是為維
護勞工利益，但許多勞工都認為賴只是在講
述自己台南招商成績，他反問，招商真能創
造很多就業機會？勞工薪水就此增加？賴並

沒有理解勞工的真正感受。

「勞基條令」走回頭路
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長周于萱

則表示，蔡當局的「勞基條令」修訂，
第一次修訂儘管不盡滿意，但可降低勞
工工時，但第二次修訂，部分鬆綁又讓
「勞基條令」走回頭路。青年勞工最在乎
是解決低薪過勞，但蔡英文在改革路上難
使力，更可惜的是，賴任內的「勞基條
令」二修，更讓「勞基條令」走回頭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
報道，曾表態參加2020年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國國
民黨黨內初選的前新北市長
朱立倫，5月1日突然關閉
臉書、IG、LINE等社交平
台官方賬號，引發外界對其
是否將退選的猜想。對此，
朱立倫辦公室表示，朱將在
5月 2 日親自對外說明情
況。
朱立倫日前展開「台灣更
好，立倫行腳」活動，已走
訪花東和宜蘭，5月2日將
到連江縣。他近日頻頻在臉
書直播暢談運動經濟、電競
產業、長照（長期照顧）政
策等，希望拉近與網民的距
離。4月30日晚，他還在網
絡上開直播，和國民黨民意
代表林奕華對談教育政策，
5月1日卻突然關閉所有社
交平台賬號。
對此，朱立倫辦公室表

示，針對5月1日凌晨零點
起官方社交平台統一關閉的
詳細原委，朱立倫市長將在
5月2日親自說明。
國民黨方面已宣佈，主席

吳敦義將於5月4日上午11
點於中央黨部與朱立倫會
面，不過，此次會面並不是
朱立倫此前所要求的開門會
議，會談過程不開放給媒體
採訪，採取會後舉行記者會
說明的方式進行。
朱立倫4月30日出席台灣

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主持的
經濟論壇時回應表示，他尊
重黨中央的安排，但他在房
間內講的話都會拿出來讓所
有人知道。

「我身邊的朋友都替我高興。這是祖
國大陸對台灣同胞在這裡多年努

力奉獻和積極融入社會的肯定。」談及
此次獲獎，天津巨裕汽車用品有限公司
的副總經理簡澄源充滿感動。

「31條」予台商許多實惠
巨裕公司是最早一批入駐天津經濟技
術開發區的台資企業，主營車用化學品
和鉛酸電池。企業在大陸持續發展的同
時，簡澄源也切身感受到大陸對台胞的
關懷和照顧。
「大陸惠台政策措施給了我們許多實

惠，僅去年一年就給企業帶來60多萬元
（人民幣）的稅收優惠。」簡澄源告訴
記者，從產業、財稅、用地、金融到就
業、教育、文化、醫療，「惠台31條措
施」彰顯「兩岸一家親」理念，體現了
大陸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的誠
意善意，使公司扎根大陸發展的決心更
加堅定。

冀女兒畢業後登陸發展
回想來大陸三十年時光荏苒，簡澄源

感慨良多。「我第一次到大陸是1988年
經香港持單次有效簽註前往深圳考察，

那時只有少數涉外賓館接待台胞，打電
話也不像現在一樣方便，需要排很長的
隊用老式手搖電話。」簡澄源回憶說。
如今，台胞證已經由紙本變為卡式，

並實施了免簽註政策。在簡澄源看來，
這些變化反映了兩岸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的大趨勢。去年《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
領發放辦法》出台，他積極宣介居住證

的「含金量」，幫助在津台胞申領居住
證。
「我女兒正在台灣交通大學外語專業

就讀，未來也希望她能來大陸發展。」
簡澄源認為，如今大陸為台灣青年前來
學習、就業和創業提供了更多更優的措
施，將幫助台灣年輕人找到更大的夢想
舞台。

「我接完孫子回家後，拿出塵
封已久的單反相機過來拍

照，真的很不捨得，來看最後一
眼。」63歲的廣州市民梁簫特意前來
送別。她表示，這個客運站裝載着很
多屬於廣州的回憶。上世紀末起，她
經常在該客運站坐大巴往返各地，後
來逐漸選擇高鐵和飛機等更為便捷的
交通工具，「最後一次乘坐是2007
年，在這裡坐大巴直達香港。」

該客運站地處市中心的越秀南東園
橫路，客運站經營的線路遍達江西、
江蘇等省內外多個市縣，以江西贛
州、香港和澳門線路為主。最高峰時
期，這幾條主要線路旅客在全廣州市
市場佔有率超過五成。

見證城市歲月變遷
來自河源連平的梁麗麗特意來乘坐

最後一班車回家，從2015年起，她每
周都會在越秀南客運站乘車，「我覺
得這個客運站交通方便，秩序良好，
最重要的是客運站工作人員服務態度
很好，讓人感到親切。」她回憶，4年
前還需要到站裡排隊買票，有時候會
搶不到票，而現在，客運站設施設備
完善，設有提供網上售票、電話訂
票、自助取票等服務，還設有自助售
賣機、按摩椅候乘區等服務區域。

從歷史照片可以看
出，1988年的越秀南
客運站內仍比較簡
陋，連遮雨的棚子都沒
有，當時民眾的隨行物
品，例如竹織雞籠、水
果箱等直接就堆綁在非
空調大巴的車頂上，用墨
綠色的大帆布蓋起來。
廣州市越秀南客運站相

關負責人朱賀佺稱，這裡的
旅客基本是多年的熟客，多
年來，大家習慣從這裡出發
回家，「客運站營運的最後一
天，開放了100條營運線路，
剛好遇上五一假期前，還是有
不少人會選擇來這裡乘車。」
客運站周邊居民王先生回憶起

客運站曾經熱鬧而忙碌的場景
說，「尤其是以前廣九直通車起
於廣州大沙頭，有不少人前來越秀
南客運站轉換車輛前往其他地
區。」
對於不少人來說，在越秀南客運站

留下的，不僅是一張張車票和一趟趟
行程，更多的是見證着這座城市的歲
月變遷。

6969年陪伴畫上句號年陪伴畫上句號

為緩解廣州中心城區公共交通

擁堵，廣州越秀南客運站昨日正

式停運，這裡曾經最高日發送旅

客13,000人次，不過，目前日均

發送旅客僅為約1,000人次。停運

後，其承擔的班車路線將轉至廣

州市其他客運站場經營。該客運

站始建於1950年，是廣州歷史最

悠久的長途汽車客運站。4月30

日 20時 50分，這個廣州「最

老」客運站發送最後一班車，

開往河源連平。眾多廣州市民

和旅客前來拍照留念，民眾紛

紛揮手向「最後一班車」大

聲說「再見」，並等到客運

站關門熄燈。 ■中新社

記者昨日從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研究所獲悉，該所劉武、吳秀傑、裴樹文及中
科院地球環境研究所蔡演軍等組成的研究團
隊，通過對安徽省東至縣華龍洞進行連續5年
的系統發掘，發現距今約30萬年的古人類化石
30餘件，並研究揭示這一時期東亞大陸人類已
經出現向早期現代人演化過渡的趨勢，提供了
東亞地區人類演化區域連續性以及從古老型人
類向早期現代人演化過渡的新證據。
中國科學家完成的這一重大古人類化石發

現及研究成果論文，近日已獲《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刊》發表。華龍洞也成為繼周口店之
後，在中國發現的出土人類化石最為豐富、
並包含石器及其他古人類生存活動證據的綜
合性古人類遺址。
研究團隊2013年以來對華龍洞進行連續

系統發掘，先後發現30餘件古人類化石
（代表約16個古人類個體，其中編號為華
龍洞6號的頭骨保存最為完整）、100餘件
古人類製作使用的石器、40餘種哺乳動物
化石，還發現動物骨骼表面切割、砍砸痕跡
等反映古人類生存行為的多種證據。通過鈾
系測年、動物群組成分析及地層對比等多種
方法綜合研究，古人類化石年代確定為距今
33.1萬年至27.5萬年之間。

揭東亞大陸人類演化趨勢
研究團隊對華龍洞人類化石進行細緻研究

並與世界範圍內古人類化石及數據進行對
比，研究發現：距今約30萬年的華龍洞人
類頭骨、下頜骨和牙齒呈現與東亞中更新世
直立人、更新世晚期人類及現代人類相似的
混合特徵。華龍洞人類頭骨具有一系列與周
口店等東亞更新世中期人類一致的原始特
徵，並與多數中國更新世人類化石特徵相
似，體現了東亞地區更新世人類演化的區域
連續性總體趨勢。
同時，華龍洞人類頭骨、下頜骨和牙齒化

石還呈現出一些與更新世晚期人類及現代人
相似的特徵，從而揭示這一時期東亞大陸人
類已出現向早期現代人演化過渡的趨勢，也
為東亞地區人類演化區域連續性以及從古老
型人類向早期現代人演化過渡提供了新證
據。 ■中新社

民眾揮別穗客運站民眾揮別穗客運站
■■ 市民在越秀南客運站市民在越秀南客運站
外圍拍照留念外圍拍照留念。。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4月30日晚，越秀南客運站員工在最
後一班客車的旅客隊伍前合影。 中新社

■■上世紀上世紀9090年代末期的
年代末期的

越秀南客運站車輛出入口

越秀南客運站車輛出入口。。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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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寶樹熊在廣州長隆已實現六代同
堂，這個大家族如今擁有60名成員，成為澳
洲以外全球最大樹熊海外種群。為了慶祝樹熊
家族在穗安家13周年，「長隆有袋類研究中
心」日前揭牌，這也意味着長隆成功摸索出來
獨特的樹熊繁育心得，填補了世界上有袋類物
種的繁育、研究、保護的空白。

廣州長隆是內地第一個得以獲批引進澳洲
國寶樹熊的動物園，2006年首批6隻樹熊乘波
音747專機來到廣州開啟新生活，僅半年時
間，便成功繁育出全球唯一的樹熊雙胞胎。這
個好消息傳遞到澳洲，吸引當地的動植物專家
和傳媒前來交流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安家廣州13載 樹熊六代同堂

▼樹熊在廣州成功開枝散葉，實現六代
同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出土的人類頭骨化石經清理、3D虛擬復
原的過程圖。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