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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伴手禮 廈門落地生根
減稅降費受惠「台灣好滋味」產能產量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由知名的英國團隊設計的桃園國際
機場第三航廈原定 2020 年底完
工，然而桃機公司董事長王明德昨
日受訪時表示，由於先前預算控管
不當，經費不足以蓋出設計圖中的
造型，目前狀況進退兩難，預計將
更改計劃。
桃機第三航廈於2017年5月開

工，依原計劃將在 2020 年底完
工、2021年初試營運。然而，目
前第三航廈主體工程已歷經3次流
標，桃機公司日前正式提出的修正
計劃，第三航廈完工期延到2023
年底、2024年初試營運，總經費
也從原先的746億元（新台幣，下
同，約合港幣187億元），增至
790億元（約合港幣198億元）。
桃機評估，第三航廈主體工程現

在最大問題已不是何時動工和完
工，而是有無廠商願意來蓋。有媒
體爆料，估價約 17億（約合港
幣4.27億元）的「雲頂天花板」耗
資耗工，是沒有廠商願意投標的關
鍵原因之一。去年台灣前交通部門
負責人吳宏謀上任後，就指示第三
航廈的設計要朝簡約變更，但原設
計團隊不同意。
媒體報道稱，英國團隊所設計的桃

機第三航廈，其中一大亮點是出境大
廳的天花板上懸吊13萬朵花瓣般的
鋁管，具有吸音、減少噪音的功能，
波浪造型屋頂則有強烈的吸睛效果。
但王明德指出，驚艷的造型現在變成
棘手問題，讓桃機陷入進退兩難。
王明德坦言，今年初第三航廈才
獲同意增加預算，已不可能再調
高，如果設計不變更，主體工程會
蓋不下去，因為根本沒有營造商敢
來投標，情況如同爬山爬到一半，
但糧草沒了，繼續上山有困難，下
山再補充糧草又耗費時間。王明德
透露，桃機公司已研擬應變計劃，
現有的造型設計勢必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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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陸出台31條惠及台胞措施，為台
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
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居民同等
待遇。廈門市隨即跟進，推出
了60條惠及台胞具體舉措，助
力台資企業在廈門落地生根。

稅務部門上門輔導
作為一家主營台灣伴手禮和
休閒食品生產的台企，廈門太
祖食品有限公司曾獲得廈門市
優秀伴手禮企業、閩台特色伴
手禮、中國食品產業成長之星
潛力新品等諸多美譽。該公司
的投資方在台灣有 29 年發展
史，看到大陸市場的巨大潛
力，便於2006年從金門來到廈
門投資設廠。
「作為元老級員工，我見證

了公司這十幾年的發展歷程，
每每好政策出台，廈門稅務部
門都會上門輔導和跟蹤問效，
幫助企業用好用足政策。」蔡
錦德說。
目前，廈門太祖食品有限公

司規模不斷壯大，擁有2萬多平
方米廠房的工業園和營運中心
已投入使用；除了招牌產品牛
軋糖、綠豆糕，還建成了糖果
系列、蛋卷和糕餅系列、即食
點心麵系列、海苔類製品、牛

肉及豬肉乾製品等5大生產線體
系，產能產量迅速擴大。

優化台胞營商環境
對於今年減稅降費新政策的

實施，蔡錦德給記者算了一筆
賬：近三個月，公司節省了約7
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稅款
支出；這樣算下來，今年至少
能減少 20 萬元的稅款支出。
「我們準備把省下來的錢投入
銷售，建成廠店合一的觀光經
營模式，讓更多消費者感受到
顏值和情懷並存的『台灣好滋
味』。」
像廈門太祖食品有限公司這樣

在廈門落地生根的台資企業還有
很多。廈門市翔安區稅務局稅管
員告訴記者，為了更好地服務台
企，除了在政策上為台灣居民提
供與大陸居民同等待遇，還專門
提供涉稅輔導，為台灣同胞創造
更好的營商環境。
台商宋志平在廈門創辦榮果

子農業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水
果種植，在翔安區新店鎮大宅
村種植了2萬多棵火龍果和數千
棵紅心芭樂。如今，果園裡的
火龍果和桑葚進入了量產階
段，宋志平也着手公司轉型提
升，計劃從水果生產拓展到農
業觀光休閒。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惠台好政策一路相

助相伴，為我們台商創造了更大發展空間。」廈門太

祖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蔡錦德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

稱，「特別是減稅降費新政的實施，給台資企業帶來

的獲得感尤為明顯，也讓更多消費者感受到顏值和情

懷並存的『台灣好滋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7月15日至
21日，台灣「徽姑娘」回「娘家」活動在安
徽舉行，34名來自台灣的「徽姑娘」和家屬
走進安徽，看家鄉發展，敘故鄉情誼。
近年來，隨着兩岸交往日益熱絡，兩岸聯

姻家庭增多。目前，在台灣生活發展的安徽
籍新娘近16,000名，他們被稱為台灣「徽姑
娘」。
據台中市安徽同鄉會秘書長胡家文介紹，

本次回「娘家」的台灣「徽姑娘」大多在台
灣生活扎根有十幾年的時間，但因為工作和
家庭生活，很少有機會回到家鄉。活動期
間，「徽姑娘」們先後參訪了合肥、黃山和
馬鞍山等城市，乘高鐵，登黃山，感受徽文
化。
來自安徽阜陽的「徽姑娘」房艷，20年前

跟隨丈夫前往台灣生活發展。「『徽姑娘』
剛到台灣的時候，都需要經過一個適應過
程。」房艷告訴記者，儘管台灣和安徽的生

活習慣和環境都有差異，但是在台灣的「徽
姑娘」都很努力，許多人在各行各業中都獨
當一面。
如今，房艷帶着自己的兩個孩子回到家

鄉，家鄉的變化讓她感覺到日新月異。「大
陸現在發展機會很多，作為台灣『徽姑
娘』，也希望能尋找商機，在家鄉投資興
業。」房艷表示，安徽是自己的根，回到台
灣後，她也會跟身邊的人介紹安徽，推介安
徽。
賈啟安是台南一名初三學生，這也是他第

一次跟母親張蓮鳳來到安徽。賈啟安表示，
過去，安徽是母親口中經常提起的那個遙遠
的家鄉，當他自己踏上這片土地後，才真正
了解安徽的歷史和文化。他希望今後能經常
來到安徽，並有機會來安徽發展。
據悉，皖台之間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頻

繁，台灣是安徽第二大境外投資來源地和第
一大境外遊客來源地。

台灣「徽姑娘」回皖 冀投資興業回報家鄉

■■廈門減稅降費新政實施廈門減稅降費新政實施，，讓更多消費者感受到顏值和情懷並存的讓更多消費者感受到顏值和情懷並存的「「台灣好滋台灣好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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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第三航廈示意圖。 網上圖片

胡文剛介紹，他當時停在紅綠燈路口等紅燈，
發現後方呼救，看到一輛轎車沒有駕駛員，

從他右側衝過去，因為是下坡，失控轎車速度比
較快，「當時什麼都沒想，就下去追那個車，大
概追了30米，還好，沒有人員傷亡。」
胡文剛追得很吃力，當地官方人士告訴記者，

他的腿部有四級殘疾，還是一名貧困戶。胡文剛
說，跑的時候鞋也跑掉了，「跑的時候還不覺
得，往回走的時候感覺地上燙得要命。」「當時
追上車還是有一定難度的，我把後門關上後，上
了前門，踩了腳剎，如果不追上去要撞上綠化
帶。」胡文剛說。
從現場視頻看，胡文剛正在追趕失控車輛時，

一輛麵包車闖了紅燈準備衝上去。麵包車司機劉
峰說，如果胡文剛沒有追上，他準備用車將失控
車擋停。
興山縣公安局民警向海艷介紹，當時轎車司機

將車停在路邊，車內副駕駛坐着司機妻子，後排
坐着其母親和兩個小孩，車主當時準備去找親戚
拿個東西，不料汽車向下滑動，可能是因為車況
不太好，據車主稱是拉了手剎的，也可能是小朋
友按動了手剎造成汽車向前滑行。
向海燕介紹，當時還有一輛麵包車試圖將自己
車停在轎車前，擋住轎車，好在的士司機胡文剛
及時將轎車停住。向海燕介紹，目前正在為胡文
剛申請見義勇為獎。

殘疾的哥飛身殘疾的哥飛身
截停失控車輛截停失控車輛

記者從布達拉宮管理處獲悉，7月21日
起，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實行客流限制，
遊人參觀需提前一天預約。
布達拉宮管理處提示：「近期計劃參觀

的遊人可通過布達拉宮官網預訂（網上唯一
購票渠道）和現場預約兩種方式預約參觀。
現場預約時，遊客需持本人二代身份證原件

前往預約，每人最多可預約4人門票。預約
窗口開放時間為上午8時至預約券發放完
畢。」
記者了解到，7月西藏進入旅遊旺季，為

妥善解決文物保護與利用之間的矛盾，最大
限度維護大眾共享文物保護成果權益，保障
布達拉宮等文化資源的可持續利用，7月21

日起除布達拉宮外，西藏拉薩市大昭寺也將
對特定時間的參觀實行預約制。
大昭寺管委會提示：「7月22日起，每天
8時30分至12時的參觀需提前一天預約，
預約時間為每天15時30分至19時，遊客需
持本人二代身份證原件前往預約。」

■新華社

江蘇蘇州女孩周芷晴，4歲患白內障，6歲左眼徹底失明，
僅剩下右眼還保留着0.1的視力。但困難無法將她打倒，她每
天借助望遠鏡學習，今年高考考出407分的她，被中國人民大
學錄取。
左手舉着望遠鏡，右手還在奮筆疾書，這個坐在第一排卻還
要借助望遠鏡看黑板的女孩，就是周芷晴。為了節約時間，哪
怕是手再酸痛，一節課45分鐘，她都要保持這樣的姿勢。除
了望遠鏡，周芷晴的書桌上還常備着一個放大鏡和枱燈，來輔
助看書寫字。
周芷晴4歲被確診為白內障，儘管前後做了十幾次手術，但
左眼球仍在慢慢萎縮，右眼也僅存微弱視力。說起看東西的感
覺，周芷晴說，「就像一幅畫被潑了一盆水，把所有的色塊邊
緣糊掉了一點。」
0.1的視力，意味着看不清楚周圍的一切，甚至連爸爸媽媽

的臉都是模糊的， 可芷晴沒有放棄學習。在爸爸媽媽的鼓勵
下，她走進了普通學校，和正常的孩子們一起學習。
「不要把你的孩子特殊化，她就是個正常的人，我們就是抱
着這樣的心態去教育她的。」周芷晴的母親周彬彬說。而在周
芷晴看來，現在視力真正好的人也沒幾個，自己只不過是稍微
更差一點。從不抱怨，也從不妥協，靠着放大鏡、望遠鏡、枱
燈，周芷晴克服了種種困難。

因為太珍惜看到的每個字，她強迫自己過
「目」不忘，高中三年，成績始終遙遙領先。
即使眼睛再疲憊，高考壓力再大，她的臉上始

終掛着燦爛的笑容。
「有時候我實在太累，我就

會想，如果我眼睛好，我不需
要這麼累，我會怎麼樣？我可
能不會有現在好，這種缺陷從
某種程度上，是會促進我們發
展的。」周芷晴說。
今年高考，周芷晴申請了視

力殘疾考生專用的字體放大試
卷，卷面上的字號比正常試卷
要大幾倍。最終，她以407分
的優異成績被中國人民大學人
力資源專業錄取。 ■新華網

7月20日，湖北宜昌興山縣

的士司機胡文剛正在路口等紅

綠燈，聽到後方有人呼叫，發

現一輛後車門開啟的轎車失控

衝下坡，胡文剛奮力追車，趕

在轎車撞到綠化帶前，扒上車

把車剎住。7月21日上午，胡

文剛接受採訪時指，還好車及

時剎住，要不然後果不堪設

想。興山縣公安局民警表示，

正在為胡文剛申請見義勇為

獎。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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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芷晴 網上圖片
■ 周芷晴的書桌上常備着一個放大鏡
和枱燈，來輔助看書寫字。 網上圖片

■ 周芷晴
被中國人
民大學錄
取。
網上圖片

昨起參觀布達拉宮需提前一天預約

■■ 胡文剛奮力追車胡文剛奮力追車，，鞋也鞋也
跑掉了跑掉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胡文剛正在路口胡文剛正在路口
等紅綠燈等紅綠燈，，發現一輛發現一輛
後車門開啟的轎車失後車門開啟的轎車失
控衝下坡控衝下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