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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熱議「26條措施」：滿滿乾貨紅利

台商：「26條」有助開拓「帶路」
籲兩岸企業攜手合作 發揮各自優勢實現雙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賀鵬飛 南

京報道）隨着大

陸提出的「一帶

一路」合作倡議

的深入推進，越來越多的台商加入其中。有台商表

示，大陸最新發佈的《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26條措施」）

特別涉及領事保護和貿易救濟等內容，必將有助於

台商進一步開拓「一帶一路」市場。

■台商表示「26條措施」有助於進一步開拓「帶路」市場。圖為兩岸多個「一帶一路」合作項目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攝

在剛剛閉幕的 2019 兩岸
企業家紫金山峰會上，

台灣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中
鼎集團與大陸央企國電科技
環保集團簽訂了三個「一帶
一路」沿線工程項目合作協
議。中鼎集團子公司京鼎工
程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鐵
石表示，兩岸工程業界有很
大的互補空間，大陸的工程
建設隊伍、材料和設備在國
際上具有相當大的競爭力，
而台灣一些大型工程企業例
如中鼎早在1970年代即已進
入「一帶一路」沿線市場，
建立了良好的聲譽。

新措可促進台商投資
他坦言，「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存在制度能力不強、
市場機制不健全、相關配套
缺失等問題，商業及國家風
險不易掌控。兩岸企業合
作，結合雙方的技術及管理
經驗，不僅能提升項目技術
質量及創新，而且能強化風
險識別，以消弭重大項目風
險。
針對台商台胞在海外可能
遭遇突發安全事件，「26條
措施」特別提出台灣同胞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領
館尋求領事保護與協助，申
請旅行證件。台灣華新麗華
集團董事長焦佑倫認為，相

信這一新措施可以促進台商
走進非洲等「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進行投資。他說，
「一帶一路」合作代表的是
趨勢，兩岸企業不應區分境
內境外，共同參與「一帶一
路」沿線市場投資。

台企實力也不遑多讓
台灣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長朱蕙蘭指出，大
陸很多參與「一帶一路」投
資的央企實力雄厚，其中不
少領域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
平，但台企在很多領域的實
力也不遑多讓。兩岸企業組
成策略聯盟或是進行合作，
可以發揮各自優勢、實現雙
贏。
朱蕙蘭提到，大陸個別「一

帶一路」項目在當地遭到妖魔
化和仇視，特別是在美國可以
封鎖中國的情況下，東南亞有
些國家受到美國影響，造成大
陸部分項目投資略為不順。而
台灣企業因為較早參與海外投
資，累積了豐富的經驗且身段
比較柔軟，相信在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時受到的阻礙較
少。
為此，她呼籲兩岸企業攜

手合作，共同開拓「一帶一
路」市場，「完成我中華民
族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神
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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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馬英九收2.7億獻金 台媒董事長判賠42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媒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
指稱，台灣頂新集團捐 10 億元
（新台幣，下同，約合港幣2.7億
元）政治獻金給時任台灣地區領
導人馬英九，台灣高等法院更一
審昨日認定吳子嘉未經查證，判
賠償馬英九160萬元（約合港幣42
萬元）。
登報道歉部分，台灣最高法院今
年3月初判吳子嘉必須在3家電子報
上刊登道歉聲明確定。
該宗案件源於 2014 年 10 月 15
日，吳子嘉在美麗島電子報上撰寫

文章，聲稱馬英九團隊在競選領
導人期間，曾收受頂新集團逾10
億元政治獻金，事後馬英九提告
求償。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調閱台灣最高

法院檢察署特偵組簽結馬英九被
指收受頂新集團政治獻金案的資
料，發現馬英九並無具體犯罪事
證，另調查吳子嘉提供的新聞報
道等資料，認為可信度甚為薄
弱。
一審認為，吳子嘉未經查證，就

在報刊發表這篇言論，供不特定多
數人閱覽、轉載，導致馬英九名譽

嚴重受損，審酌雙方身份、地位，
馬英九求償300萬元過高，應減為
180萬元較為適當；二審也維持180
萬元賠償金額的判決。
經上訴，最高法院今年 3月認
為，一審認定吳子嘉故意侵害馬英
九名譽而判賠180萬元，二審改認
定吳子嘉是重大過失，兩者程度有
別，但金額相同，二審未清楚說明
理由，因此發回台灣高等法院更
審。
高院更一審合議庭認定，吳子嘉

為重大過失，當天判他須賠償馬英
九160萬元，全案仍可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4日，
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經商中央組織部等20
個有關部門，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26 條措
施」），引發福建台胞的關注和熱議。

台籍教師可申請公派留學
台籍教授、福州工程學院交通運輸研究所所長呂

英志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他真切地感
受到「26條措施」是滿滿的「乾貨與紅利」，其中

的具體政策不少已經在實施或者試
行，這次集中起來發佈落實將更為具
體、深入。
關於「26條措施」中第18條「購房
資格：持居住證的台灣同胞在購買自
住房屋時與大陸居民享受同等待
遇」，呂英志表示，「同等」二字是
祖國大陸回應台胞台企合理需求的真
心與努力，其實近幾年福建高校老師
已經開放限價房(教師公寓)購房資
格，已經在具體落實同等待遇。談及
對第24條「在大陸高校任教、就讀
的台灣教師和學生可持台灣居民居住

證同等申請公派留學資格」的看法時，呂英志笑
言，「這條新政我們要舉雙手表示贊成，這是在
大陸的台籍教師都非常迫切需要的，作為教師每
隔幾年就必須再進修增加累計新知識，才能使研
究及教學工作再精進。」據他了解，目前在大陸
的台籍老師多半沒有「學術假」（即「帶薪進修
假」）或出境訪學機會，能給予同等訪學待遇，
將對個人及工作都有很大助益。
而「26條措施」中的第17條「試點在福建對持
台灣居民居住證的台胞使用大陸移動電話業務給與

資費優惠」，呂英志說，以福建作為兩岸通信資費
優惠試點，這也是台胞迫切需要，他以自身舉例，
「目前對台屬境外通信，費用每分鐘1元至2元人
民幣，對於我這種每日固定要打電話給父母的人，
有這優惠當然幫助很大，也讓在台親友對我在大陸
工作更加放心。」

助台企在大陸找到機會
台青、廈門啟達台享創業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范

姜鋒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從「26條措施」中的第
13條「符合條件的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示
範點可申報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大學科技園和
國家級備案眾創空間」可以看出，大陸正在加大力
度對於台青創基地的支持，藉此方式改善現在大多
數基地的入駐現狀。若各基地能往中小企業或科技
企業招商，除對基地本身的績效提升外，更重要的
是可以讓台灣較具優勢的企業在大陸找尋到機會。
而針對第19條「台灣文創機構、單位或個人可參
與大陸文創園區建設營運」，范姜鋒稱，啟達創業
海峽雙創基地位於廈門龍山文創園，「我們所屬的
園區正是文創園區，希望藉由國企的資源平台，加
上台企的營運資源，可以引來更多的台青匠人深耕
文創園區。」

調查：近八成台生憂學用落差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灣人力資源機
構最新調查顯示，78.8%台灣高校生擔憂在校所學
無法滿足將來工作所需，原因主要包括：在校理論
與工作實務差距過大（50.6%）、一技之長不足以
滿足企業需求（49.3%）等。
1111人力銀行當天在台北發佈「學用落差調
查」顯示，為彌補所學不足，76%學生利用在校期
間考取有關證照，其中40.5%已獲得相關證照，
61%學生主動參與其他學習，包括參加企業參訪、
報名進修課程與企業實習等。
調查發現，在可復選情況下，台灣高校生認為學

校教育對就業能力的幫助主要為：養成專業知識與
技能（61.9%）、授予學歷或文憑（52.5%）、提
供就業機會（39.3%）等。
調查顯示，學生選擇學校系所的考量主要為：個

人志趣（67.6%）、未來就業所需（44.7%）、剛
好 分 數  （35.8% ） 、 父 母 或 師 長 期 待
（20.7%）。
調查還發現，67.8%學生盼畢業後首份工作與

在校所學相關，平均期待月薪為34,261元新台
幣。
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暨職涯發展中心總經

理李大華表示，理論與實務的差距是在校生面對就
業時最擔心的問題，除了提前考取相關證照提升就
業能力外，建議學生趁在校期間多進修，並及時了
解產業發展趨勢。
為了解在校生對學用落差的看法，1111人力銀

行於10月14日至11月1日，針對該機構學生會員
進行抽樣調查，總計回收樣本1,116份，誤差值為
正負2.5個百分點。

台出口物價指數創十年最大跌幅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
灣行政當局「主計總處」昨日發佈
的最新數據顯示，台灣10月躉售物
價指數（WPI）創近46個月來最大
跌幅，下跌6.21%，其中，出口物價
指數創十年來最大跌幅。
數據顯示，台灣10月內銷物價指

數同比下跌5.25%，進口物價指數
同比下跌7.18%，出口物價指數下
跌6.07%。其中，出口物價指數跌
幅為近十年來最大，主要因礦產
品，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塑、橡
膠及其製品等價格下跌所致。
該機構指出，台灣10月消費者物
價總指數（CPI）同比上漲0.39%，
扣除蔬果、能源後的核心CPI年增
0.66%，整體物價溫和穩定。17項
重 要 民 生 物 資 平 均 CPI 下 跌
0.36% ， 其 中 ， 雞 蛋 類 下 跌
19.56%。
今年1月至10月，台灣CPI較上
年同期上漲0.5%，其中商品類漲

0.32%，服務類漲0.67%，扣除蔬果
後漲0.33%，核心CPI漲0.49%。
另據台《經濟日報》報道，「主

計總處」相關負責人表示，台灣
內銷品指數連續5個月下跌，主要

因受到國際原油價格去年基期較
高所致，預計 11 月可能會繼續
跌，但跌幅將收斂，且近期核心
CPI 仍為上漲趨勢，尚無通縮疑
慮。

■台最新數據顯示，出口物價指數創十年來最大跌幅。圖為台灣高雄港。
資料圖片

■台籍教授呂英志 受訪者供圖 ■台青范姜鋒 受訪者供圖

頂新劣油案 前董事長囚5年9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頂新前董事長魏

應充涉及劣油案，二審判刑15年。最高法院昨日
將45罪發回更審，另駁回26罪的上訴而告確定。
確定部分，魏應充7罪刑度合計5年9個月，另有
19罪得易科罰金。
魏應充判刑確定而不得易科罰金的7罪刑度，分

別為11月、11月、1年6月、7月、7月、8月、7
月，合計5年9月。實際執行刑度將由檢察官另外

向法院聲請應執行刑，最高法院已通知檢方啟動防
逃機制。全案起於2013年間，大統長基爆發摻混
油並添加銅葉綠素事件，引爆一連串油安事件。當
時任頂新董事長的魏應充等人被控為節省成本，謀
求油源穩定，自2012年至2014年間，明知越南大
幸福公司販售的原料油欠缺可供人食用的品質，仍
予以收購，充作已具供人食用品質的原料油，精煉
製成食用油販售。

爭取多元旅宿合法化 Airbnb冀獲台當局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旅宿平台Airbnb

多次串連各界諮詢與民調，於昨日召開記者會首度
發表針對台灣多元旅宿管理的政策建議原則，以五
點訴求呼籲當局重視在地需求，希望當局支持多元
旅宿合法化，幫助觀光產業發展。
多元旅宿成為新興產業，在市中心的日租套房，

以低價方式吸引旅客，提供相關訂房服務的平台業者
是否納入管理也成為外界關注焦點。旅宿平台Airb-
nb當天釋出善意，提出五大政策建議，包括清楚一
致、擴及整個產業的規範；符合多元形態的差異化管

理標準；一般住宅能夠達到的有效安全規範；針對不
良行為應有嚴格且公平的罰則；以及簡易有效的集中
化註冊系統。Airbnb表示，根據調查，有85%的台
灣民眾曾經入住過酒店旅館以外的多元旅宿，顯示過
去被稱為替代性房源的多元旅宿選擇，已經不再只是
替代性，更成為台灣旅客的主流選擇。
Airbnb也說，絕大多數台灣民眾都支持多元旅宿
合法化，71.2%的受訪民眾認為當局應該在有相關
合理制度下，將住家分享合法化，另有8.5%的民眾
則認為，住家分享應該就地合法自由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