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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首家廉價航空台灣虎航1日宣佈開航
售票，預計2周內可拿到民用航空局核發的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可望在
9月26日首航新加坡。單程最低含稅體驗票價888元新台幣，約是一般廉航
的半價。虎航執行長關栩指出，開航東南亞航線後，預計明年首季將拓展東
北亞，兩岸及香港航線的營運也會積極爭取。
台灣虎航自購首架航機已於8月31日凌晨抵台，第二及第三架飛機預計在

接下來的2、3個月交機，3年內將引進12架A320航機。關栩表示，預估在
8架到10架飛機交機後，才有足夠旅客量有機會獲利。

台首家廉航機票開售

香港文匯報訊 大陸團隊赴台遊配額保持現狀不增加，導致目前兩岸航線
實際每周有156個班次沒飛，主要集中在較為偏遠的地區。據台灣《工商時
報》報道，兩岸每周828個航班額度，實際僅飛約672個航班，有156個航
班沒人飛。
大陸航空公司未飛的有西寧、呼和浩特、海拉爾、麗江等航點，台灣航

空公司則有西寧、威海、泉州等沒飛，現有航線不少有減班現象。
台航空業界指出，曾經向「交通部」爭取將大陸團客配額從每日5000人
增至1萬人，但當局以大陸團客品質問題表明不會採納，今年暑假也沒有彈
性增額；大陸團客即使組了團，因為簽證費時及名額不足，各航空公司只
好減班減航線，尤其是缺乏商務客的航線，只能臨時抽班。

團客配額不足
兩岸每周減156航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九合一」地方公職選舉1日開始受理參
選人登記，陳水扁兒子陳致中陪同高雄市6位市議員參選人到選委會登記。
陳致中表示，2016年他會在高雄市前鎮區、小港區參選「立委」，他希望
屆時能重回民進黨以爭取黨提名。陳致中的政見是「扁案是政治事件，應
予平反」。另外，由於1日並非黃道吉日，登記參選「九合一」者稀少，預
計大部分的參選人會集中在2、3日上午辦理登記。

扁子將選「立委」
盼復民進黨籍

據中央社及台灣《經濟日報》報道，「行政院」上
周已排定50-60項優先法案，近日將先透過黨政

平台爭取同黨「立委」支持。「行政院」官員坦言，
預算會期本來就不容易過，加上近期又有前陸委會政
務副主委張顯耀涉及洩密，年底有「九合一」選舉，
一些牽涉大陸的法案，恐凶多吉少。

陸韓簽自貿 台企將失競爭力
優先法案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有關促進經濟發
展的法案，如服貿、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示範區特別條
例等；第二類是涉及大法官解釋「違憲」的法案，如遊

行不需報備的「集遊法修正案」等；第三類則是涉及外
界抱怨多時的法規彌補漏洞，如「通保法修正案」與「廣
電三法修正案」等，前者將同意司法警察出於救災、救
難需求，不向法院聲請就可取得通聯紀錄。
至於開議日期，王金平指出，2日會召開朝野協商
確定時間，若確定12日開議，將會請「行政院長」江
宜樺進行施政報告。
針對新會期是否將針對服貿協議等兩岸敏感法案進

行審議，民進黨「立委」黃偉哲表示，在《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未過前，服貿不可能討論，無庸置疑。
對於民進黨可能會杯葛服貿協議審議，國民黨團當

天召開記者會，費鴻泰呼籲在野黨「不要打假球」，
應盡速讓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及兩岸服貿協議在新會期
審查通過。
費鴻泰說，一旦大陸與韓國簽自由貿易協定
（FTA），台灣許多產業將立刻失去競爭力，將大陸
市場拱手讓給韓國，台灣幾十萬人將因此失業。他要
請教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難道民進黨願意提供工作、
拿錢來養活這數十萬人嗎？他表示，台灣要走向世
界，取得大陸市場的經貿競爭力，服貿、貨貿協議非
常重要。他希望蔡英文以天下蒼生為念，要求民進黨
不要再杯葛。

張志軍：兩岸經合需制度鞏固

■台灣虎航首架飛機會在機身加
上代表台灣的字樣。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1日在山東出席第二十屆魯台經貿洽談
會時表示，兩岸經濟合作，需要建立制度來鞏
固、促進、保護，「我們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
方向不會改，決心不會變，步伐不會停」。

「陸簡政放權 環境更開放」
張志軍表示，推進制度化建設，是兩岸經濟

合作必然要求。「兩岸經濟優勢互補，發展兩

岸經濟合作，是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兩岸經
濟合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打下了基礎提供了
動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為兩岸經濟合作創
造了更好的條件，與此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擴大和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是台灣經濟合作
發展需求，兩岸經濟合作，需要建立制度來鞏
固，需要建立制度來促進，需要建立制度來保
護，所以制度化建設就是為兩岸經濟合作修路
鋪橋，有利於兩岸經濟互利雙贏。」

張志軍稱，當前大陸新一輪改革正在逐步
推進，將進一步開放市場、簡政放權，「這
就意味經濟環境更加開放，經濟管理制度
更為完善，將為企業發展創造更多機遇。」
張志軍向台胞發出邀請，「我們多次表

示，大陸願意優先向台灣同胞開放市場，願
意與台灣同胞共同分享發展帶來的機遇。希
望兩岸的企業家，珍惜機遇、密切配合、取
長補短、共同發展。」

◀王金平（左）到「立法院」完成新會期報到。 中央社

▲有民進黨「立委」手持標語出席報到。 中央社

■張志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台「立法院」1

日進行新會期「立委」報到，

「立法院長」王金平表示，本會

期最重要是通過總預算案，包括

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以及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等相關議案有沒有辦

法達成共識也會努力。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書記長費鴻泰呼

籲在野黨應盡速讓服貿協議等在

新會期審查通過。一旦大陸與韓

國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台

灣幾十萬人將因此失業。

「由於從小缺父愛母愛，加上患病的
影響，年齡越大他就越內向。現在只是
在疼得受不了時才會喊出來」，家住河

南洛陽市、年過八旬的爺爺孫來生如此形容患有「進

行性肌營養不良症」的16歲孫子孫海洋。孫海洋6歲
開始身體慢慢萎縮，不僅生活難以自理，連動一下都
十分艱難。喜歡畫畫的孫海洋縮在院子裡根據想像來
畫，希望有一天能站起來，到各地去採風畫畫。

附近鄰居們告訴記者，實在是沒辦法
了爺爺才會拿出止疼片給他吃，但是這
只是暫時的止住病痛，心裡的痛不是用
藥能解決的。

活不過20歲 祖父母不棄
孫海洋5歲時確診患病，多家醫院判

定他活不過20歲，最後會呼吸衰竭死
亡，父母受不了打擊離婚棄他而去，幸
得祖父母照料不棄。經歷家庭和身體雙
重打擊的孫海洋無法上學，也害怕與外
人接觸，只能整日呆在家中看電視，人
也開始變得沉默內向，以致現在出現了

語言障礙，於是將所有的情感都寄托於手下的紙上。
沒有專業的畫筆和畫紙，沒有指導老師，孫海洋「創
作」靈感主要來源於電視畫面，十多年來他畫的畫不
計其數。在孫海洋的筆下，有喜羊羊、灰太狼等卡通
角色，也有各種姿態的人物，但更多的是各種飛鳥和
奔跑的駿馬。孫海洋希望有一天能站起來，到全國各
地去採風畫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月展

實習記者李藝佳洛陽報道

河南一家公
司設計的軟體
飛機近日亮相

2014（天津）國際無
人機與航模技術裝備
展暨無人機發展與應
用高峰論壇，引起了
圍觀。被譽為「軟體
飛機之父」的研發人
張丙炎介紹說，「軟
體飛機」指除發動機
和飛機架是用金屬造
成的外，其他整個軀體都沒有採用硬
質材料，全部採用柔軟的複合材料造
成，從整體上看是一種無骨架的感
覺。
與動輒上千萬、幾百萬的飛機相

比，「軟體飛機」的成本很低，造價

二三十萬元人民幣。由於外面採用的
是高科技複合材料，而機身內是空
氣，所以，「軟體飛機」有一個好處
就是空中掉下來摔不壞。可用於航
拍、航測、遙感等用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常愛濤鄭州報道

摔不壞「軟體飛機」亮相航展
河南一家公
司設計的軟體
飛機近日亮相

2014（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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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從小缺父愛母愛，加上患病的 行性肌營養不良症」的16歲孫子孫海洋。孫海洋6歲

萎縮少年夢想「畫」遊各地
山西太原一小學設立旅遊牆，讓假期外出旅遊的孩子們將自己出遊的地

方標出來，在開學首天交流彼此的旅遊心得。 中新社

「暑假去哪玩？」

「房子好壞無所謂，只要有奶奶就行，因

為奶奶在家就在」江蘇省淮安市15歲少女

夏倩倩自小父親因病去世、母親離家出

走，與87歲的奶奶相依為命十多年。每當

有人建議她把奶奶送到敬老院時，她都會

這樣回答。只要奶奶活一天，她就會把

奶奶帶在身邊：她從讀小學三年級至今6年

一直帶奶奶上學。 ■《揚子晚報》

奶奶說，夏倩倩的
命很苦，1歲半

左右，她的母親離家
出走，7歲時，父親
因病去世，以後的
日子就是奶孫倆相
依為命。
夏倩倩說：「奶奶

很苦，夜裡我經常被
她的哭聲驚醒」，在她
與奶奶相依為命的日子

裡，她不止一次地告訴自己，
以後一定要讓奶奶過上好日子。

互相捨不得 絕食拒分離
在夏倩倩記憶中，她也經常
與奶奶吵架，但每次都是為讀
書的事情，在她到小學年紀
時，她哭要上學，奶奶一句
「難道要我出去要飯給你上
學」也沒有讓她斷了上學的
心，最後奶奶還是想辦法把她
送到村小。
她與奶奶意見發生分歧最大

的一次是在她讀小學三年級
時，因為村小只能讀到小學二
年級，這就意味她要不到漁
溝鎮上繼續讀書，要不就輟
學。分歧產生的原因是她要帶
奶奶到鎮裡讀書，而奶奶不
同意，因為鎮裡的小學也可以

住校。
「這個熊孩子竟跟我鬧起絕

食，整整一天一夜沒吃喝」，
奶奶說，她最終還是拗不過倩
倩，與她一起來到漁溝鎮上相
互照顧生活。
「上小學時，到底是你照顧
奶奶還是奶奶照顧你」，面對
媒體的提問，夏倩倩不假思索
地說，相互照顧，就是現在也
是這樣。奶奶則告訴媒體，在
倩倩上小學時，她照顧倩倩多
點，自從上初中後，她的身體
越來越不行，前兩年又得了腦
血栓，所以，現在主要是倩倩
照顧她。
「這十多年來，也有許多人

勸我別讓孫女讀書了，因為畢
竟是個女娃，長大後也要嫁
人」，但奶奶捨不得，因為她
覺得那樣做不但對不起孫女，
也對不起死去的她爸，在困難
時都沒有放棄，現在生活好點
了，就更不能放棄，而且學校
老師說孫女成績很好，明年考
個四星級高中是沒問題的。與
其他人勸奶奶一樣，也有許多
人勸倩倩乾脆把奶奶送到敬老
院好讓她安心讀書，倩倩都沒
有同意，因為在她看來，只要
奶奶在，家就在。

吉林琿春東北
虎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管理局工作

人員日前檢查遠紅外
攝相機時，驚喜地發
現拍下了一段東北虎
「母女」出行的影
像。這是中國首次拍
攝到野生東北虎家族
式活動影像。
去年 11月份保護
區內曾有人目擊到一隻成年雌虎帶領
三隻小老虎出行，他們在現場並拍下
了腳印，今年終於拍到了東北虎家庭
疑似出行的影像。此次拍到的東北虎

「母女」出行視頻進一步證明，中國
境內已經成為野生東北虎種群恢復的
基地，並呈現家族式發展趨勢。

■香港文匯報
記者蘇志堅長春報道

吉林琿春東北

東北虎「母女」出行首被拍
吉林琿春東北
虎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管理局工作

人員日前檢查遠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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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好壞無所謂，只要有奶奶就行，因 奶奶說，夏倩倩的 住校。

江蘇苦命女帶奶奶上學

■每次幫奶奶擦拭，夏倩倩都很用心。網上圖片

■孫海洋和爺爺。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孫海洋的畫作多取材
於電視。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東北虎「母女」出行。 香港文匯報吉林傳真

■張丙炎和他的「軟體飛機」。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夏倩倩與奶
奶相依為命。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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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藍促綠勿累數十萬人失業
「立院」新會期將開鑼 涉陸法案恐陷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