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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經濟不景氣

台商二代大陸拓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974 年出生的許志雄，是台商二

■環保團體
19 日 同 步 在
台北、台中、
台南以及高雄
等城展開守護
水資源行動。
中央社

代。父親早年闖蕩大陸珠三角，在廣東中山市開了一家製鞋廠。經過
多年打拚，父親的鞋廠員工規模已超過千人。許志雄 27 歲時，父親有
意讓他繼承家業，可許志雄大學畢業後自己闖蕩，在台北做了很長時
間的品牌銷售。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基因檢測行業，發現大陸的
市場很有潛力，許志雄決定入行基因檢測，到廣西南寧市發展。

經

過一番籌劃，許志雄和另兩位青年台
商一起，在南寧設立上海駭泰基因科
技有限公司南方總部。2016 年底，駭泰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在南寧市開業。目前業務
發展很快，不到半年，業務已拓展至福建
泉州、廣東深圳及廣州等地。
許志雄表示，選擇到大陸發展，一個重
要原因還因為大陸正在進行「一帶一路」
建設，這一建設不僅拉動內需，更可以使
台商有更多機會走向國際。「廣西南寧市
毗鄰東盟，我們到這兒投資不僅可以佔領
大陸市場，還可以開拓東盟市場。」許志
雄說道。

堅定大陸發展決心
周代祥是位「80 後」青年台商，本科在
加拿大學習經濟貿易，也是台商二代。其
父周世進 1989 年即來到南寧考察投資環

境，那時距離兩岸打破隔絕狀態還不到 2
年。4 年後，周世進決定在南寧市投資創
業。
「這幾年，台灣島內產業有些蕭條。」
周代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在大陸，經
濟穩定發展，機會相對還是多一些。6 年
前，周代祥被父親叫來南寧繼承產業，當
時還有些猶豫。現在，經過對大陸市場的
深入了解，周代祥已經堅定了在大陸發展
的信心。
一周前，南寧市台協召開會員大會暨第
十二屆理事會換屆選舉大會，身為廣西南
寧嘉泰水泥製品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的
周代祥，當選為新一屆協會會長。

促兩岸經貿合作
周代祥表示，他將協助台灣青年在南寧就
業創業，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促進者，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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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在邕台經貿交流合作中發揮橋樑作用。
「我弟弟不久前來到南寧市橫縣發展，
他大學也在加拿大就讀。我弟弟的好幾個
朋友都是台商二代，都已到大陸發展，有
些在蘇州，有些在福建。」
青年台商盧孝銘沒有子承父業，他和幾
位青年台商一起，在南寧開了一家文創設
計公司。今年初公司才開業，目前業務還

不錯。盧孝銘的父親盧明漢，來大陸發展
已經 20 多年，擁有不菲的產業，但盧孝銘
還是選擇自己闖蕩。
盧孝銘透露，過段時間他姐姐也將到南
寧發展。盧孝銘姐姐今年 31 歲，有個 1 歲
大的女兒。2016 年，南寧市大力推進台商
服務活動，解決多名台商子女入學問題，
這充分激發了台商到邕投資的積極性。

飛彈快艇與漁船擦碰 船長控台海軍失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
海軍 131 艦隊飛彈快艇 78 艇近日晚間於北
部海域執行任務期間，與漁船「北洋號」
在鼻頭角外海發生碰撞，造成漁船船頭嚴
重受損，「北」船船長林重君 19 日說，海
軍沒從船尾閃過，卻從船首通過，此舉甚
是離譜，是海軍的失職。
林重君表示，確認船隻和人員安全無虞
後，立即加速追上肇事船隻，這才確認原
來是「光華六號」飛彈快艇。海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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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碰撞當下「光華六號」立即停
（駛），但在高速行駛中仍有約3節餘速，
並非肇事逃逸，「光華六號」隨後也折返
與「北洋號」並航。「他們可能沒注意
到，沒從船尾閃過，卻從船頭通過，有點
離譜、失職」。

海軍稱尊重調查結果
林重君說，左舷燈最大，對方應該要從
船尾閃避，海軍沒提早做出閃避動作，才

台環保團
發起護水行動

會發生碰撞。台海軍司令部 19 日表示，本
次意外事件，海軍已完成初步行政調查，
全面檢討肇事原因，並策進相關作為，以
杜絕類案發生。目前由第三方公證單位與
海巡署進一步調查，海軍對調查結果與責
任歸屬表示尊重與負責。
台海軍司令部也指出，飛彈快艇這次任
務是實施海上夜間對抗操演，磨練飛彈快
海軍飛彈快艇與漁船「
「 北洋號
北洋號」
」擦
艇夜間作戰能力，以因應未來作戰需求， ■ 海軍飛彈快艇與漁船
撞，「
，「北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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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頭嚴重受損
船頭嚴重受損。
。 中央社
不會因這次事件影響任何夜間作戰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 3 月 22 日「世界水資源
日」到來之際，台灣環保團體19日在北、中、南部同步舉辦守
護水資源行動，呼籲保護水源區，不應因工程建設對水庫造成
破壞。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聯合多個團體在台北、台中、台南以及
高雄等城市同步展開守護行動，要求加強保護重要水庫及水
源，包括翡翠水庫、鯉魚潭、曾文溪和濁水溪。環保團體在台
北市政府前集結，現場上演了一部環保主題的情景劇，用表演
的方式呼籲市政府加強水資源保護，不應開發台北—宜蘭直線
鐵路（北宜直鐵）。
環保團體表示，翡翠水庫是涵養大台北地區近600 萬居民的
水源，是水質優的水庫，但近日卻有民意代表及財團要讓北宜
直鐵經過翡翠水庫的集水區，屆時勢必破壞水質、減少水量。
今年台灣相對降雨稀少，多處宣告水情吃緊。據台灣水利部
門的數據顯示，目前台灣北部除翡翠水庫外，石門水庫、寶二
水庫的蓄水量均不足50%，而台灣最大水庫之一的曾文水庫蓄
水量不到35%。

兩岸武師攜手
發揚「中華武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我練的所有拳都來自大
陸。」台灣「中華武道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季昭華說，希望
兩岸攜手壯大中華武道，把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發揚光大。
19日，兩岸中華武道聯盟在福州成立。作為聯盟中台灣方面
負責人，季昭華號召兩岸武術各門各派都參與其中。他認為，
中華文化是「文治武功」的有機統一體，兩岸攜手可以讓中華
武道走得更遠更開闊。
對此，兩岸中華武道聯盟大陸方面負責人飛龍，中華武道研
究所負責人楊升表示贊同。楊升去過兩次台灣，對兩岸的「武
緣」感受深刻。希望通過兩岸民間交流，為中華武道帶來新的
發展。

神州大地
雲南發現罕見金錢蛛

「麗君小鎮」煥生機
偶像元素吸引歌迷朝聖

■金錢活門
蛛因尾部圖
紋似銅錢而
得名。
網上圖片

早春的第一縷陽光灑向樹梢時，地處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的鄧台村已是炊煙裊裊。
村旁矗立的鄧麗君塑像前，一捧花束靜靜地擺放在那裡。不遠處的麗君廣場上，幾名
孩童圍着水池追逐嬉戲。青磚灰瓦間，現代元素混搭着明清遺風，牆壁上隨處可見

雲南昭通鹽津廟壩村民上周四（16日）在玉米地裡發現了一隻類
似蜘蛛的生物，外形奇特，屁股圓圓的，上面還有花紋。經查詢，
這是一種學名為里氏盤腹蛛的罕見蜘蛛，在中國一共只發現過六
隻。
據稱，里氏盤腹蛛為螲蟷科盤腹蛛屬的動物，從其形態特徵來
說，是最符合中國文字記載最早的蜘蛛之一，又名金錢活門蛛。金
錢活門蛛性格溫順，除了狩獵之時出來，否則留在巢內。其尾部呈
圓形，有圖紋，似古代銅錢而得名，數量稀少，非常名貴。 ■封面

「跳動」的音符。鄧台村，這個只有 600 人口的小村莊是鄧麗君的祖籍地。 ■中新社

鄧麗君父親的故居，就坐落
在鄧台村中心的麗君廣場

■鄧麗君生前紅遍日本、美
國、東南亞以及中國。資料圖片

旁。原本破敗的舊房已按照原
貌修葺一新，屋內陳設如初，
供遊人觀瞻。門前的兩棵「同
心榆」發出新芽，只有一段略
微坍 塌的土坯牆 仍保持着 舊
貌。
作為亞洲著名歌手，鄧麗君
曾贏 得 「 十億 個掌聲 」 等讚
譽 。 她生 前演藝足跡 遍及日
本、美國、東南亞以及中國等
地區，發表超過1,000首歌曲。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因支氣
管哮喘發作辭世。此後，中國
各地的「君迷」每年都會來到

大名縣鄧台村，用自己的方式
紀念鄧麗君。於是，當地政府
2016 年 4 月開始圍繞鄧台村打
造「麗君小鎮」，不僅修葺了
鄧家祖 宅 ， 還新建 了麗君廣
場、咖啡屋、酒吧等設施，鄧
麗君的歌聲「回蕩」在小鎮的
每個角落。

半年遊客逾20萬人次
來自山東德州的范長銀夫婦
上午 7 時剛過就趕到了鄧台
村。「我們夫妻兩人都是鄧麗
君的忠實粉絲。這次去鄭州雖
然不順路，但仍要藉這個機會
過來看看，懷念一下鄧麗

■鄧台村的建築處處流露鄧麗君元素。
君 。」 范長銀 說 ，「 麗君小
鎮」的美讓他倍感驚訝。
據當地官方統計，「麗君小
鎮」自去年 10 月建成以來，半
年間接待的遊客量已超 20 萬人
次 ， 其中絕 大多數都 是 「 君
迷」。「麗君小鎮」的建設，

京公園新廁紙機 能識人臉減用量
部分遊客在北京天壇公園內過度取 民拉肚子或者其他急需用紙的情況，
用廁紙的不文明行為，曾引發社會的 我們的現場工作人員會為市民直接提
廣泛討論。天壇公園19日上午開始， 供廁紙。」對於部分不熟悉這新事物
在園內部分公廁試點「人臉識別廁紙 中老年遊客面對有些犯怵，園方則安
機」，利用技術手段控制廁紙使用 排了公廁工作人員和保潔員上前提示
量。現場可見，從人臉識別到自動出 和幫忙。
紙，機器大概用時十餘秒，據悉在試
用家擔心阻救「急」
用該機器的三天時間內，平均每天的
廁紙使用量減至原來的五分之一。
據了解，引進這新型廁紙機以後，
有試用者表示，只要站在廁紙機對 廁紙用量由原來每天的20卷減至現在
應的特定識別區，面朝人臉識別屏 的 4 卷。一些在公園早鍛煉的市民
幕，全程十幾秒就會有廁紙從出紙口 說：「就該這樣，以前看到不少在這
滑出，「由於機器現在還在調試階 抽紙抽個沒完的人，這麼沒素質的事
段，現在設置的出紙長度為每次60厘 就 只 能 用 這 種 高 科 技 的 招 兒 來 管
米至70厘米，由原來手動廁紙機的單 管。」但亦有部分市民表示擔心：
層紙改成了現在的雙層紙。」工作人 「就怕萬一哪天碰上緊急情況，當時
員說，「目前我們設置了同一個人每 工作人員又不在，機器要是再不好
隔九分鐘可取一次紙，如果遇到有市 使，那可就『蝦米』（北京俚語，意

■「人臉識別廁紙機」使天壇公園的
廁紙使用量減至原來的五分一。
網上圖片
指完蛋）了。」對此，天壇公園相關
負責人表示，試用期間一定會保證開
園時間內都有工作人員在現場進行保
障，後續是否全園都進行這種廁紙機
的使用還要看情況。 ■《北京晚報》

網上圖片

讓原本偏僻落後的鄧台村煥發
了生機，外出打工的村民也紛
紛返鄉創業。「麗君雖然沒有
回來過 ， 但她卻 在影響着 故
鄉，如果她在天之靈能看到故
鄉的變化，相信也一定會非常
開心。」村民田景友說。

又有遊客闖虎穴
警囑「牠不是吃素的」

四季特種郵票發行
中 國 郵 政 20
日趁春分日發行
《春夏秋冬》特
種郵票一套四
枚，圖案內容分
別為「春燕剪
柳」、「夏荷戲
水」、「秋雞鳴 ■中國郵政趁春分發行《春
穗」和「冬雪映 夏秋冬》特種郵票。
梅」，全套郵票
網上圖片
面值為5.4元人民幣。
該套郵票中，「春」來微風和煦、兩岸柳揚，
一群幼童在放風箏；「夏」時孩子們搖着小船穿
梭在荷花蕩，有的頂着荷葉帽，有的擺弄着手中
蓮花；「秋」日雲高萬里，遍佈金黃色調，孩童
們忙着收稻穀；「冬」有飄雪漫天、梅紅綻放，
女兒家在忙着貼福字、放鞭炮。這些生動的場
景，充分表現春天的生機盎然、夏天的欣欣向
榮、秋天的豐收喜悅、冬天的喜慶祥和。
■新華社

■北京野生動物園工作人員稱，網傳自駕遊下車圖片確是該園白虎
園區。
網上圖片
有網友19日發圖稱，在北京野生動物園自駕區，有人不聽勸阻下
車。北京野生動物園工作人員稱，網傳自駕遊下車圖片確係該園白
虎園區。北京公安局發微博提示：老虎不是吃素的！
網友發佈的其中一張照片顯示，在林間公路上，一名灰衣男子與
兩名兒童站在一輛白色車外，前方黑色車輛車窗打開。另一張照片
中，有五六人站在車外。隨後，北京野生動物園的市場部姜姓工作
人員表示，網上圖片顯示的環境確實是野生動物園白虎園區。但遊
客是否為不聽勸阻下車，園方仍在了解。
上午 11 時，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轉發圖片，並
稱：難道這麼多血的教訓還叫不醒你：北京野生動物園自駕區，一
家人多次下車，工作人員已勸阻兩次。「平安北京再次再次提醒：
老虎不是吃素的！」
據北京野生動物園工作人員介紹，該園分為三大遊覽區，步行遊
覽區、自駕遊覽區和猛獸體驗區，而白虎園區屬自駕遊覽區。該園
自駕遊園區禁止遊客下車，每個點都會安排人員進行勸阻，但允許
遊客開車窗或天窗遊覽。
■《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