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台北 ! 月 " 日电 为促成新台币现钞
兑换业务春节前在大陆启动，台湾银行近日将运送
约新台币 !"""万元至 #"""万元的现钞至大陆。这
是首批新台币不必透过第三地银行直接“登陆”。

去年 $月《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签
署后，台湾货币政策主管机关在次月遴选出台湾银
行上海分行为大陆地区新台币清算行。

台湾银行董事长刘灯城 %日表示，根据台当局
货币政策主管机关与台银上海分行签署的清算协
议，新台币现钞在大陆地区一年的供应量为 !" 亿
元。

按照大陆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台银上海分行
相关业务初期以新台币现钞买卖为主，目前有中国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 &# 家上海
地区的银行为台银上海分行的参加行，可进行新台
币现钞买卖。

根据规定，目前大陆银行还不能开设新台币存
款账户，但中国银行等 &# 家大陆银行已开办人民
币兑换台币现钞业务（即大陆民众可用人民币现钞
买新台币现钞），每人每次限兑新台币 '万元。

据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 （廖飞、郑天虹）
随着北方地区供应量大幅下降，供港蔬菜的重任主
要落在了广东及周边省份。据介绍，春节期间港澳
地区对蔬菜需求量大概会上升 !"(左右。供港蔬菜
基地已提前通过加大种植面积、提高冷冻库存等方
式确保春节期间蔬菜的均衡足量。

从玉菜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建尊介绍，
春节前后，从化基地的蔬菜种植面积已增加 !"(，
目前还提高了冷库蔬菜库存。“保障港澳蔬菜的均
衡供应完全没有问题。”

像从玉菜业这样的供港澳蔬菜企业在广东有
&$"多家，种植面积达&'万亩。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食品处的数据显示，广东辖区每天检验检疫供
港蔬菜&$"余车，&""多个蔬菜品种，共&)""多吨。

!"&! 年，经广东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的供港
蔬菜有 '' 万吨，同比增长 #'*)+，价值达到 &!!$

亿美元，占全国供港蔬菜半壁江山。
“广东供港食品农产品连续 &$年没有出现严重

的食品安全事件，合格率一直保持在 ,,-,(以上。”
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人表示。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正率团访问日

本，拜会日本众议院、参议院，并访问

执政的自民党。最受瞩目的是苏主席还

计划与石原慎太郎单独见面。二人要谈

什么，会在钓鱼岛问题上交换意见吗？

苏是台湾最大在野党领导人，石原是

日本极右派的政治人物，他们安排会面并

不干别人的事，而且二位谁也不当权，信

口说些大话不会改变任何现状，别人似乎不必过于忧虑。

令人困惑的是，民进党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究竟是

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老苏就任民进党主席以来，一味

和稀泥，以团结为先，见风转舵，没什么立场。他见到石

原会不会唯唯诺诺地随声附和，日后石原就声称民进党和

李登辉、“台联党”意见一致，同意钓鱼岛是日本领土！

这种说法也说得通，他们常常一个鼻孔出气。

上月下旬，台湾“全家福号”与日方在钓鱼岛海域发

生冲突，日方巡逻舰向台湾渔船喷水。有民进党“立委”

透露“机密消息”说，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在和民进党“立

委”私下会面时，毫不掩饰地拿出一份内部文件，质疑马

英九处理钓鱼岛的态度与作法。这位“立委”只说从美方

的“动作”上，能清楚查觉美方的不满情绪。

这位“立委”真是善体上意呀！光从美国官员的“动

作”就得到人家不高兴的警讯。看脸色听口气，这是奴才

侍奉主子吗？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表示，民进党

立场是基于东亚区域的稳定，这与美日态度相吻合。民进

党不光要告诉日本，同时也是讲给台湾当局听的。他指

出，“全家福号”宣称是因为“美国偏袒日本”，所以出

海保钓，将美国牵扯进来，令美方大为光火。

刘世忠的话应当代表民进党的官方立场吧，原来咱们

这个最大在野党的保钓立场，是与美、日吻合的“保障东

亚区域稳定”。

“东亚区域的稳定”的定义由谁来界定？是谁导致了

这个区域的争端和可能引发的动荡？原因就起自美国当年

不遵守国际法，将钓岛管辖权私下交给了日本，有意在这

个地区埋下地雷。始作俑者是谁，察看资料后就一目了

然。如今埋地雷的主儿还不高兴，又有善于察言观色的绿

色“立委”在一旁传达上意，整个是闹剧一场。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维护对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

"#年保钓得到一个结论：不聚合两岸之力就无法保住这片领土。民进党内

的精英很多，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不会不明白。或许这些人根本不把保钓当回

事，见到台湾的民意如此，就随口敷衍几句，他们还是以“吻合美日”为重。

“从来都没在大陆吃过‘尾牙宴’，今天特别感谢沙格边防官兵和我们一起

过节。”近日，停泊在福建泉州南埔镇沙格码头的台轮 “锦龙号”上，边防派

出所官兵请台胞共享“尾牙宴”，喜迎春节。

周电彬 袁春辉摄影报道

去年下半年，高纬物业咨询公司发布数
据，香港铜锣湾地区店铺月租达每平方英尺
$%&'美元（(平方米)('-*%&+平方英尺），超
越世界最贵地段美国曼哈顿第五大道，成为
世界上店铺租金最贵的地方。租金上涨的直
接后果之一就是平价店铺难以为继。近日，
在香港旺角西洋菜街开了 (+年的通宵营业茶
餐厅，传出春节过后即将关门的消息，引起
社会关注与讨论。

租金飞涨扛不住

这家餐厅在银龙饮食集团旗下，据集团
副主席刘荣坡介绍，(++" 年开店时，因为地
处闹市，月租是高于市价一倍的 ", 万港元，
现在月租已涨至 (''万港元，因租约期将满，
需与业主商讨续租，但同一条街上的同规模
店铺月租已升至 $$' 万港元的天价，这样的
租金不是靠鱼蛋面所能“埋单”，因此不会再
续约。

租金飞涨不只旺角地段，刘荣坡表示，
香港的店铺租金普遍涨了二三倍，
租金已占成本的 &'-，他们位于尖

沙咀、铜锣湾等地段的分店
都面临到期后无法续约的困
境。

!"赶走云吞面

店铺租金飞涨，缘于奢侈品公司纷纷在
香港开店，争夺内地游客的购买力。高纬物
业表示，由于中国内地顾客为世界各地商家
注入活力，促使全球奢侈品商店纷纷雇用了
能说汉语的店员。而香港既是内地游客选购
奢侈品牌的便捷之地，也是国际时尚品牌和
奢侈品零售商打造旗舰店试水中国市场的首
选。奢侈品的高利润拉高香港店租。

化妆品连锁企业
莎莎公司去年 + 月在
骆克道租下一处 ('''

平方英尺的临街店
铺，月租达 ,. 万港
元，是上一家承租人
的二倍。去年 (( 月
巴宝莉集团在铜锣湾
罗素街的新店开张，
店租每月 **' 万港
元，前一承租人是诺
基亚公司，租金仅为
&&'万港元。

科技品斗不过奢
侈品，何况云吞面？

不能少了香港味儿

茶餐厅是香港的特产，从菜品到
经营模式再到消费群体，已形成了定式，凝
聚成茶餐厅文化，成为香港的招牌。茶餐厅
对香港美食的贡献良多，比如内地游客到港
必尝的炒牛河、煲仔饭、云吞面、腊味、菠
萝包、鸳鸯奶茶等，都出身于茶餐厅。茶餐
厅中西兼容、土洋结合，典型的香港风格；
无须久候、不用小费，方便实用的市民路线。
茶餐厅虽然平实，但很多店都上了各地的导
游手册，比如美心、翠华、枝记面家等等。
“和 &年前比，香港的茶餐厅少多了。如

果茶餐厅没了，对游客对香港都是损失。”一
位内地游客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说。

茶餐厅不能走！香港各界，该出手时要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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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

嘉义县地处台湾西南部，农渔业至
今仍是其重要产业。在工业化、现代化
的背景下，以传统农渔产业为主导的县
市往往面临更多的转型问题，嘉义同样
如此。

品牌农业

对农业县市而言，一个最直接的问
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嘉义农业专家
王振陆认为，台湾发展“精致农业”，走
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嘉义盛产水果，蜜枣正当季，竹崎
乡是主要产区。说到收成，枣农吕清宽
开心地说：“我们的蜜枣产量高，每公
顷产量平均都有 %万到 ,万台斤（(台斤
约 %''克），今年气候条件好，产量比往
年多。一般的枣大概一台斤三四十元
（新台币，下同），我们的金龙蜜枣可以
卖到 (台斤 (''元，日子很好过喔。”

台湾农民非常注重品牌的建立。像
是竹崎乡的枣有“金龙蜜枣”的品牌；
民雄乡的凤梨 （菠萝） 有“金钻凤梨”
的品牌……有了品牌，打出了知名度，
售价自然也高。“品牌的建立既是对消
费者的承诺，也会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其实是双赢。”

台湾精致农业注重技术研发、品牌
建立，走到田间地头，才会明白台湾人
对于自己农产品的信心从何而来。果农
如同照顾孩子般呵护着果蔬，每颗凤梨
头上都顶着一个用塑胶或报纸制成的帽
子。民雄乡果农陈文取解释说，凤梨和
人一样，也是需要防晒的，否则便会因
水分流失而变得干瘪，品质和卖相都会
受到影响。每颗蜜枣、每颗莲雾在喷洒
驱虫剂时都会“穿上衣服”，吕清宽说：

“这是为了隔离农药。”

活化乡村

人口外移，年轻人选择到都市工作
生活，传统村落只剩下老人，大陆乡村
遇到的情况与台湾类似。

嘉义县新港乡板头村，曾经因制糖
业繁荣。上世纪 +'年代，这里的制糖业
衰落，年轻人多外出求学工作，板头村
渐渐失去了活力。如今，每逢周末或节
假日，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上万游客。是
交趾陶重新让板头村“活”了过来。
“交趾陶”作为庙宇装饰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台湾可谓一种非常普通而重要
的传统工艺。而嘉义的新港恰恰有“交趾
陶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在嘉义县有关机
构的辅导下，当地一些交趾陶艺人开始探
索将传统工艺向文化创意产业转型，板陶
窑的主人陈忠正就是其中一位。

$''. 年，陈忠正利用废弃的制糖厂
房，创立了集工厂、观光、教育于一身
的板陶窑。漫步板陶窑文创园区，憨态
可掬的耕牛、水边嬉戏的孩童或是墙角
攀爬的花草，惟妙惟肖的交趾工艺品让
人流连忘返。欣赏佳作的同时，游客还
可以穿过复制的窑炉，在“穿越”中了
解古代交趾陶烧制的全过程。当然，最
后还可以到体验工坊做个 /01。陈忠正
在板头村做了 &'多年的陶，见证了传统
工艺转型让村落迸发勃勃生机。
“手工业者的风险高，收入不稳定，

所以原来人才流失严重，这些年，嘉义
县政府推动乡村活化计划，给我们提供
很多帮助。”陈忠正说，“板头村的名气
越来越大，不仅传统工艺得以传承，还
聚集了人气才气，很多在台北打工的年

轻人也回来开店了！”

农会助力

增添观光和文化元素，给传统手工
艺社区和农户带来了人潮和金潮。像是
以珠露茶闻名的竹崎乡石棹社区，近年
来，在嘉义县观光部门的推动和辅导下，
茶农多兼营民宿（家庭旅馆），石棹逐渐
发展成为阿里山茶区著名的民宿区。

在采访中，嘉义县长张花冠不讳言
嘉义的短处，“农业县市，经济成长的
速度比不上工业城市。”但他也直言对嘉
义的发展有梦想和信心。“观光2文化3

农业，农业县市也有可持续发展的能源。
当然，就发展农业而言，要体现优势，
还是要靠管理，靠品牌，走精致农业路
线。”

台湾精致农业的经验是什么？采访
中，农户不约而同提到的是农会。“台
湾各个乡镇都有农会组织，我们农民只
管生产，销售和一些农产品加工都由农
会去做，这样我们就可以专心于技术改
进。而且，农会还提供辅导，教我们怎
么做绿色肥料、怎么防虫，还会指导我
们根据市场调节种植量，减少丰产滞销
的情况。”吕清宽如是说。

（本报嘉义 !月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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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农业如何活化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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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陶窑园区充满童趣的交趾陶作品

共享“尾牙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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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币现钞节前“登陆”
大陆民众可用现钞买台币

广东多措并举

确保供港蔬菜质优量足

迷

位于台湾中部的埔里，因水质适合造纸，曾是台湾重

要的造纸基地。随着现代造纸工业的兴起，传统造纸业日

渐衰落，但老牌造纸厂成功转型为观光工厂，纸厂变身一

座活的纸博物馆，成为知名景点。

图为小学生在广兴纸寮自己动手做纸，老师希望学生

们了解纸文化，因造纸的不易而珍惜环境资源。

本报记者 李炜娜摄

高店租压垮茶餐厅
本报特约记者 邰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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