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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頒布中央公積金制度

自2010年開始，“雙城論壇”由上海市與台北市
政府輪流舉辦，已成為兩市之間重要的機制化

交流平台，迄今為止雙方已經簽訂了26項交流合
作協議。但為兩岸局勢所累，今年台灣方面已數度
傳出，“雙城論壇”或將延期、甚至停辦。

以“健康城市”為主題
日前談及“雙城論壇”時，台北市長柯文哲曾

持續釋放“善意”。他表示，兩岸關係僵住、互嗆
都不是辦法，並指自己到目前為止，“仍是拋出善
意，一切要看對方誠意”，還強調“有交流才有善

意，有善意才有機會化解僵局”。
至19日，外界翹首以待的“雙城論壇”終於

拍板。上海市台辦對外發佈消息稱，經上海與台北
兩市有關方面商定，“2017上海台北城市論壇”將
於7月2日在上海舉行，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將率團
來滬出席論壇。

據介紹，此次論壇以“健康城市”為主題，將
通過交流研討，推動兩市在社區衛生、智慧城市與
民生服務、環保、青年創業的機遇和挑戰等四個方
面進行經驗分享和交流互動。論壇期間，兩市將簽
署有關交流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深化上海與台北兩
市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有消息稱，今年的“雙城論壇”原本預定在6
月底舉辦，卻因種種原因延期至7月。但盛九元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早前所指的6月是台灣媒體曝出
的時間，大陸對此未有回應，可見6月並非最終商
定的時間，今次決定在7月召開，應是雙方共同協
商的結果，故“雙城論壇”並不存在“延期”一
說，所謂“延期”僅是猜測。

行程公開無其他活動
在他看來，“雙城論壇”召開順理成章，首先

“雙城論壇”為上海、台北機制化交流平台，外界

普遍將之認定為城市之間的論壇，更重要的是，早
前柯文哲對“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等種種
論述，亦表明“雙城論壇”是大陸在兩岸既有政治
基礎上的機制化交流延續。

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陳思宇 19 日受訪時則
說，7月2日是雙方協商好的時間，雙方是有默契
在當天統一說明論壇安排。他並表示，所有行程都
是公開的，包括柯文哲是否與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
兼上海市市長應勇會面等細節會再確認後統一說
明。因為論壇是兩個城市之間的交流，柯文哲不會
安排赴大陸的其他活動，也不會到北京宣傳將在台
灣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雙城論壇”下月滬舉行
大陸始終保持最大善意台北市長柯文哲將率團出席

■■今年今年““雙城論壇雙城論壇””將於將於77月月22日在上海舉行日在上海舉行，，屆時台北市長柯文哲將屆時台北市長柯文哲將
率團登陸率團登陸。。圖為圖為20162016年年““雙城論壇雙城論壇””兩市相關負責人簽署備忘錄兩市相關負責人簽署備忘錄，，時時
任上海市委常委任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沙海林統戰部部長沙海林（（後排左一後排左一））與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台北市長柯文哲
（（後排左二後排左二））參加參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雙城論壇”預計簽署項目
4項備忘錄
■台北市立大學與上海大學學術交流備
忘錄

■台北市內湖區與上海市浦東新區合作
備忘錄
■兩市推廣籃球運動備忘錄
■消費者權益保護備忘錄
1項特別活動
■台北、上海高中生街舞互動交流表演

來源：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令兩岸關

係陷入僵局，外界擔憂上海、台北“雙城

論壇”恐生變數。不過，19日兩地政府正

式確認，“2017上海台北城市論壇”定於

7月2日在上海舉行，屆時台北市市長柯

文哲將率團登陸。上海社會科學院台灣研

究中心執行主任盛九元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大陸始終保持最大的善意與

誠意，推進兩岸民間交流、合作，舉辦

“雙城論壇”可謂順理成章。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浩賢）香港公立
醫院急症室18日起加價，食物及衛生局冀加價能
將部分半緊急及非緊急病人分流至私家醫療體
系，以紓緩急症室壓力，釋放資源照顧較緊急的
個案。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柏賢19日到伊利沙伯
醫院巡視，了解急症室加價後的求診情況，他指
18日整體求診人數較兩周前同期下跌約7%，由
6,200多人下跌至5,700多人，但未知是否因天雨
影響病人求診數量，醫管局會密切留意變化，但
目前難以評論加價措施是否見效。

梁柏賢：下降成因多需續觀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下午到伊利沙伯醫院觀

察，急症室輪候座位迫爆，等候住院的病人數目
也不少。梁柏賢19日到伊利沙伯醫院巡視後表
示，醫管局轄下急症室在加價首日接到的整體求
診數量，較過去兩個周日少7%，由6,200多人下
跌至5,700多人，但他指“數字不會很準”，因為
天雨及其他因素影響，都可能令求診人數下降，
所以要一段時間才可見到加價對求診數量的影
響。

梁柏賢指出，加價對伊利沙伯醫院分流效果
影響不大，因為伊利沙伯醫院相對有較多緊急或
危急病人，到該醫院求診的半緊急和非緊急病人
一向也較其他醫院少，但他強調，在加價首日到
廣華醫院求診的非緊急和半緊急病人明顯減少，
相信其他有較多非緊急病人求診的醫院亦有相同
情況。對於急症室大幅加價，梁柏賢指雖然不少

市民都認為加幅太大，但普遍覺得仍可接受。
梁柏賢承認，伊利沙伯醫院的急症室輪候時

間仍然很長，平均超過五小時，與以往相比沒有
特別改善。

他續指，部分市民仍然未知悉急症室加價，
待更多市民發現急症室收費與私人診所收費差距
縮窄後，相信到急症室求診的非緊急病人會有所
減少，病人平均輪候時間亦會縮短。至於應否調
整收費，他指醫管局每兩年會進行一次統計，並
檢討收費對改善分流制度的成效，屆時再決定是
否調節收費金額。

他又指加價後，部分市民因八達通餘額不
足，需以現金付費，亦有部分急症室不夠20元紙
幣找零，醫管局19日已提醒各間醫院，預留更多
找零錢備用。

香港公院急症室加價 首日求診率減7%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廈

門出席海峽論壇的中共中央台辦、國務
院台辦主任張志軍，18日下午來到首屆
“金點子”創意大賽頒獎典禮，為兩岸
獲獎者點讚，“兩岸青年要為兩岸交流
多出‘金點子’，少出‘餿主意’。”

由海峽兩岸聯辦的“‘金點子’創
意大賽”於今年首度設立，以“兩岸好
主意、金選新創意”為主題，今年2月8
日在台北啟動，共徵集到152項活動策
劃案，吸引50位台灣青年到廈門交流。

自2009年開始舉辦的海峽論壇，已
成為兩岸聯合參與機構最多、活動規模
最大、涉及範圍最廣、民間色彩最濃的
大型交流活動。張志軍說，海峽論壇迄
今已是第九屆，之所以經久不衰、充滿
活力，就是在於參與者層出不窮的創
意。

當天舉辦的另外一場座談會上，多
名台灣青年暢談在大陸生活、就業、創
業的酸甜苦辣並提出建議。

推出6300個就業崗位
傾聽完9名台灣青年的發言後，張

志軍說，兩岸關係的未來取決於青年，
來聽聽台灣青年的情況和建議，以便進
一步思考與改善已出台的政策。未來將
繼續搭建平台，便利台灣青年到大陸來
就業創業。本屆海峽論壇上就推出了
6,300個就業創業見習的崗位，而7月在
廣東東莞還有一個兩岸青年創業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小賭怡情，
大賭亂性。有提供戒賭服務的中心指，自香港
賭球合法化後，前來中心求助的人數節節上
升，訪問求助的青年足球賭徒後發現只有10%
人沒有欠債，接近一半人曾欠 10 萬元（港
元，下同）以上。

逾一成足球賭徒竟是學生
自2003年7月港府通過足球博彩規範化條

例後，明愛展晴中心開始提供戒賭服務，中心
高級督導主任鄧耀祖指，自賭球合法化後，前
來中心求助的人數節節上升，認為賭球歷史久
遠及深入民心。

他引述數據指，足球賭博投注總額由2003

年至 2004年的 160億元，已上升超過5倍至
2016年至2017年的867億元。

中心由2003年 10月到本年5月，訪問了
310名25歲以下到中心求助的足球賭徒，結果
發現賭徒大部分都是男性；調查又發現接近
40%人曾欠債10萬元以下，25.8%人欠10萬至
20萬元，欠20萬元以上亦有接近25%，只有
約10%人沒有欠債。

研究又發現，足球賭徒中超過10%是學
生，中心認為值得社會關注，另外有50%人士
的賭博期只有5年以下，已要前往中心尋求協
助，反映賭球在極短時間使青少年沉迷。而賭
徒在心理上亦面對不同問題，70.6%人有情緒
困擾、37.4%無心工作，亦有36.5%受訪者失
眠。

賭球癮青增九成負重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國基因改良馬
鈴薯向台灣申請輸入，農委會表示，台灣生產僅佔
每年需求量三成，若開放，市售洋芋片、薯條等加
工食品恐漸漸改用基因改良馬鈴薯，未來會要求主
管機關標示清楚，以免損及本地馬鈴薯業者利益。

據悉，美國基因改良馬鈴薯申請輸台，是台灣
核准基因改良食品原料進口以來，首宗馬鈴薯申請
案，依據作業流程，預計最快2018年上市。除了基
因改良食品是否致癌引發各界爭論外，是否衝擊台
灣馬鈴薯業者的商機，也引發關注。

農委會農糧署說明，台灣不太適合馬鈴薯種
植，每年需求量有七成來自進口。台灣生產馬鈴薯
均為非基因改良，但產量只佔每年民眾需求量三成
左右，主要供應鮮食；市面上洋芋片、炸薯條等等
加工食品都是用進口馬鈴薯製作，未來若開放，有
可能會漸漸變成用基因改良馬鈴薯製成。

農糧署強調，未來若開放基因改良馬鈴薯進
口，會要求主管機關把關市面上所有馬鈴薯生鮮或
加工食品，須標示清楚是否基因改良，讓民眾有選
擇的權利，並確保台灣馬鈴薯業者的商機。

倘進口美基改馬鈴薯
臺農委會要求標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周年，發展局及規劃署合辦“印象∞香港”
展覽，即日起至11月30日於中環展城館及愛
丁堡廣場舉行。展覽主題為“香港無限”，寓
意香港未來發展充滿潛能，期望共同努力構建
宜居、具競爭力、可持續及共融的香港。其
中，“藝．文”展區重點介紹西九文化區，參
觀者可戴上VR眼鏡，模擬在西九戲曲中心茶
館劇場現場聽戲。

“香港無限”展覽由四個展區組成，分別
是“宜．居”、“展．望”、“藝．文”及
“樂．遊”，各展區以不同藝術派別為靈感，
並以互動裝置展示香港城市規劃及基建發展。

“展．望”設五互動立體模型
規模最大的“展．望”區，通過五個互動

立體模型闡述未來多個主要發展項目，包括起
動九龍東、中環／灣仔／北角、古洞北及粉嶺
北、洪水橋及元朗南，及北大嶼山。

“宜．居”展區以印象派風格為設計靈
感，展示香港轉變過程，讓參觀者通過影片及
相片，體驗宜居香港六個不同範疇廿年間的轉

變。
“藝．文”展區重點介紹西九文化區，擺

放故宮博物館、M+及戲曲中心等多個立體模
型，附上多個平板裝置供市民了解發展。同
時，市民可戴上VR眼鏡，模擬在戲曲中心茶
館劇場現場聽戲。

位於愛丁堡廣場的“樂．遊”戶外展區，
設置形狀如“∞”（莫比烏斯環）構築物，讓
年輕藝術家及大眾透過數碼、馬賽克、樂高積
木及遊戲，表達對城市的印象。由於近日遇
雨，該區下月初才開放。

“印象香港”展覽市民模擬聽劇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為加強澳門居民的
養老生活保障，澳門特區政府公報19日頒佈《非強
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將於2018年 1月 1日生
效。社保基金指出，《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實施後，特區政府為居民開立的公積金個人賬戶會
自動成為政府管理子賬戶，繼續由社保基金管理政
府的撥款分配。市民亦可通過供款計劃繳納供款，
為自己未來提供更充裕的養老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 澳門理工學
院院長李向玉表示，理工學院新學年招生情況很理
想，招收本地生 710 人，並計劃向內地招生 120
人，由於澳門高中生持續減少，明年招生時會將內
地生招生比例由 15%升至 18%。李向玉稱，報讀中
葡翻譯及博彩專業的學生較多，有些相對冷門的科
目人數下降，學院正採取措施期望改善有關情況。

澳門理工增內地招生比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澳門特區立法
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簡稱選管會）和廉政公署18
日發佈公告稱，從19日起將同時推出各自的微信
訂閱賬號，用於推廣廉潔選舉立法會的信息，讓公
眾更深入了解選舉事宜，積極參與第六屆立法會選
舉。

■■張志軍張志軍（（左四左四））近日與海峽論壇近日與海峽論壇
“‘“‘金點子金點子’’創意大賽創意大賽””的獲獎選手的獲獎選手
合影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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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戴上市民可戴上VRVR眼鏡眼鏡，，模擬在模擬在
戲曲中心茶館劇場現場聽戲戲曲中心茶館劇場現場聽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澳門微信推廣選舉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 南方電網公
布，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供電設施預計今年底前建成
投產。廣東電網公司表示，將統籌考慮三地電動車
標準，計劃在人工島的交通中心和旅檢區，為旅遊
巴士、通關巴士和電動的士等，提供三地車輛通用
的充電配套設施。項目建成後，能構建一體化電動
車配套交通保障體系，為粵港澳三地推廣電動車起
到示範引領作用。

港珠澳大橋建電動車充供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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