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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媒报道，“2·6”台湾南部地震距今已过
去半年，但灾后重建进展难令人满意，很多民众
仍旧无处栖身。灾民呼唤有关部门加快进度，助
其早日重建家园。

善款归属引人争议

台南市副市长吴宗荣说，各界爱心捐款已达
42亿多元 （新台币，下同），强震导致台南24所
学校共39栋建物受损、不堪使用。善款要运用在

“公益”相关事务上，校舍损坏危及公众安全，
为保障学子权益，将拨16亿多元用于拆除、重建
校舍。

事实上，根据统计，台湾南部强震造成当地
不少建筑物受损，“红单”（建筑物不能住人） 和

“黄单”（可居住但需补强） 受损建筑达 567 栋，
目前42栋受损严重的大楼和公共建筑已拆除，但
仍无一栋开始重建。

“为什么灾民都还无栖身之处，老旧校舍却
是免费重建？”台湾维冠金龙受灾户委员会主委
刘怡辰说，不论维冠或其他大楼都尚未重建，市

府却要灾民通过都市更新计划，自行以低利率贷
款重建家园，而学校本就可获“教育部”编列预
算，却运用高达 16 亿元的善款拆除旧校舍并重
建，而非补强或修缮，令人匪夷所思。

依个别状况来补助

吴宗荣说，市府协助受灾民众解决基本需求
而非填补损失，依个别状况给予不同的补助，不
追求齐头式平等，由此进行善款分配和运用。

据吴宗荣介绍，第一阶段已进行灾民慰助、
建筑物灭失或修复拆除补助、医疗与生活扶助
等，共14.2亿多元；后续增发慰问金、校舍重建
拆除、液化区补助等共 23.5 亿多元，还有 3.9 亿
多元的额度。

台南市都市发展局局长吴欣修称，归仁区幸
福大楼、东区大智市场已有八成住户同意都市更
新，维冠大楼因牵涉住户对原地重建意见分歧，
目前尚处协议价购阶段。若维冠大楼价购结果能
早点出炉，都市更新就能尽快进行。

据介绍，在维冠大楼方面，拆补费有 300万

元，再加上 350 万元低利贷款，每户有 650 万元
资金可运用。但目前受灾户协议价购未完成，无
法算出重建户面积，难以计算重建所需费用。

重建工作仍需努力

台湾南部地震发生已有半年，但重建工作进
展不尽如人意。除发放慰问金、受灾户低利贷款
及灾民安顿、医疗补助外，在房屋重建、土壤液
化区改善等方面，灾民希望市府加快行动，早日
重建家园。

吴宗荣称，地震罹难者每人将增发 200万元
慰问金，加上之前发放的救助与死亡慰问金，每
名罹难者共发 500万元；因震灾受重伤且该伤终
生无法复原者，发放身障慰问金。

台南多处房屋位于土壤液化区，遭地震波及
倾倒损毁。地震灾民刘怡辰说，事发至今已半年
时间，很多受灾户还无栖身之处，重建之路漫
长。安南区宋姓居民称，其房屋因土壤液化，下
陷半个人高，他摸黑逃出来，但房子被贴红单，
只能租房子安顿家人，希望市府能协助重建。

一年前，马云赴香港为青年演讲，
火爆的场面至今仍为一些到场学生津津
乐道。“演讲开始前，中环交通一度爆
堵。活动不得不推迟 20 分钟，原本可容
纳 6000 人的会展中心 3 楼挤进了超过
7000 名听众，大家交流得很尽兴。”彼
时，正是香港年轻人热情高涨、睁大眼
睛打量创新科技和创业的时候。如今，
随着各方的努力推动，香港中小创新企
业越来越多，不断萌芽、成长。年轻人
纷纷拥抱科创产业，香港迈入“大科创
时代”。

科创发展迎最好时刻

“现在是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的最好时
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十分看好
科创产业的发展。香港不但拥有中央政
府和特区政府的支持，还拥有富有创新
精神的年轻人、跨国机构的青睐以及背
靠内地的科研后盾。

发展创新科技是世界大趋势。港府
极力想抓住机遇，对科创发展给予空前
重视。去年香港成立创新及科技局；今年
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宣布，
专门成立两笔分别为20亿港元的基金，用
以资助香港高校的科研以及香港科创企
业。目前这些新措施已全部获得立法会通
过。更早之前，2014 年，港府设立了“大学
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至今已资助121
家初创企业，涉及金额超过 6500 万港元；
2013年，推出“创新及科技基金”……再加
上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香港又有“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可谓给
科创发展添足了燃料。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也在许多场合表
示，香港科创发展大有潜力。他说，香
港同时拥有自由贸易、科研力量、流动
资本和国家支持，并享有区位优势，毗
邻的深圳现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把
香港的创新力量和深圳的产业链结合在
一起，就能产生许多香港制造甚至是香

港创造的产品。
此外，许多大型科技企业尤其是内

地企业，纷纷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如
联想集团、大疆科技、TCL 等。深圳的
前海梦工厂也吸引大批新生代港青逐梦
科创产业，为香港积累了创意人才，培
育出一些种子团队和“希望之星”。

创新氛围有很大改善

香港传统强项是金融、法律等行
业，科技以往着力不够。不过，近来有
不少港人对记者感慨，这两年香港社会
科技创新氛围有了很大改善。陈繁昌
说，几年前，在香港几乎看不到民间私
营科技创新企业或工作室。而现在，就
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里，有很多世界各
地学生成立的科创工作坊，他所知的就
已逾40家。

梁振英也认为，港府推动科创产业
已初见成效。他说，香港目前拥有超过
1600 家初创企业，超过 40 多个孵化器和

共用工作空间，初创企业生态环境的增
长排在全球前5位，许多私营机构和投资
平台也大力支持配合科技创新。

就在上月，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
连同高校教授发起“香港 X 科技创业平
台暨青年创业服务系统”，计划在未来 4
年以资助形式支持120个早期项目及40多
个天使项目。其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
称，香港在依赖高端科学研发的产业方
面有独特优势，如进一步借鉴美国硅谷
和内地成功的创业理念，实现科研成果
产业转化，青年人自主创业可能成为助
推香港经济增长新引擎。

数据显示，2015 年，香港创新创业
公 司 的 数 量 达 到 1588 家 ， 同 比 增 加
46%。这些初创企业在职员工数量增长
56%，创造工作岗位增加 60%。两大港府
创科企业孵化器之一的香港科技园，现
有逾580间科技公司入驻，雇佣员工超过
1 万名。其中，370 间已毕业，约 75%的
已毕业公司目前仍在营运。这些科技公
司累计取得850个知识产权专利，共筹集

超过 12 亿港元风险投资，港人正在科创
产业大展拳脚。

成果转化是关键课题

不过，面对内地，尤其是一河之隔
的深圳，香港在科创方面的发展还显落
后一些。外界普遍认为，其中主因是香
港科研基础强，但商业转化弱。香港财
政司司长曾俊华直言不讳地提出，以科
技带动经济，关键是在“应用”上，即
如何将高校研究成果商业化。

陈繁昌介绍了一些他们的尝试。他
说，香港科技大学正在进行一项产学研
合作的创新，计划兴建一座科技创新大
楼以“筑巢引凤”。这不是简单地盖一座
大楼，而是依托学校科研力量吸引科创
企业参与并将产业化转移，用时髦的话
说叫孵化器。他认为，高校在科研成果
的市场化过程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然而，要实现香港科创发展产学研
三者良性循环，整个社会科创文化氛围
也需要不断改善。香港科技园总裁马锦
星这几年花了很多工夫在培育创新上。
他说：“香港经济基础好，人们选择太
多，所以就忽略了创新科技带给我们的
机会。”但经过政府的助推和成功创业人
士的带动，香港社会对科创慢慢有了共
鸣。连李嘉诚都在积极投资科创项目，
行业遍及医疗、教育、能源、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香港过去一直在不断转型，从制造
业到外贸，再到金融，未来科技产业或
许是香港转型的必经之路。当今时代，
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
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
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
融入一个时代。香港也一样。香港发展
创新科技不是要取代金融、地产等支柱
产业，而是要让香港经济发展多元化。
香港社会应更注重科研和创新的人才发
展，尽快释放“大科创时代”的红利。

香港迈入“大科创时代”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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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日下午时分，经历了 8日车祸的澳门同安
街格外冷清。出事巴士仍然“镶嵌”在已经采取加
固措施的建筑物里，警方在此路段采取了车辆禁停
措施。不远处仍可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旅游巴士满
载游客朝“大三巴”牌坊行进。

8日下午2时40分许，一辆从深圳入境的旅游巴
士，疑似由于斜坡停车且“手刹没拉紧”，在遭另一
货车突然追尾后发生滑冲，撞入街边建筑物。事故
共已造成 32 人受伤，截至记者发稿，其中 1 位颅脑
伤患者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在警方和旅游部门对事故原因进
行深入调查、民众对伤者给予高度关切的同时，社
会各界对澳门旅游环境与承载力的探讨更加高涨。

舆论认为，澳门作为一个以“建设世界旅游休
闲中心”为目标的城市，应从这次事故中进行反
思，在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旅游从业人员管理
以及旅游产品多元化设置等方面“再加一把劲”，通
过科学分配旅游资源，为小城的“承载力”扩容。

记者当日探访了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地段为一
处约 30度角的斜坡。执勤治安警告诉记者，该路段
不允许泊车，但允许旅游巴士在司机不下车的前提
下“临时上落客”，以方便参观“大三巴”的游客。

据了解，属于“大三巴”景区的停车场只能提
供大约 30个旅游巴士停车位，大多数找不到车位的
巴士司机只能选择在周边路段“临时停车”，即使这
一路段可能完全被庞大的车身塞满，或者司机不得
不以“头低尾高”的高难度姿势取得暂时的“方
便”。

事实上，对于在居民密集且地势比较危险的路
段密集地停泊旅游巴士，很多居民早有怨言。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澳门立法会议
员何润生表示，街总曾多次反映事故现场的斜路不
适合旅游巴士行驶，非常危险。希望特区政府有关
部门重视这个问题，优化相关的旅游巴士路线和交
通设施，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

澳门旅游业议会理事长胡景光对记者表示，根
据近年来的粗略计算，每年赴澳旅客约 3000 万人
次，其中随旅行团访澳的旅客为 1200万人次，当中
约1000万为内地游客。

“只要是跟团游澳门，基本上都会去‘大三
巴’。这就是只有零点几平方公里，又遍布着碎石老
街、危房旧楼的地区日复一日的接待任务！”胡景光
说。

胡景光表示，停车难问题已成为澳门旅游业发展的最大掣肘之一。“大
三巴”及其附近其他旅游景点都“生长”在澳门半岛的老城区中，这里窄巷
密布、危房林立，人口密度居于世界前列。而旅游业界呼吁多年的集中建
设停车场倡议，由于拆迁阻力过大而一直未能得以实施。

“随着我们对世界先进城市治理经验的了解，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建
议。比如，在附近的白鸽巢公园建造一个隐蔽在地下的停车场；或者通
过新的城市规划设计，让‘大三巴’与周围其他停车场之间通过电动传
送带相连，既疏导车流又让游客不至于走太多路。”胡景光说。

胡景光同时表示，旅游安全与舒适度的建立，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的
配套，更关键的是从业人员素质这一“软件”因素，而司机又是一个关
键环节。他认为，肇事大巴司机的安全意识不够强，操作程序没有按规
范处理。事件发生后，整个行业都应从安全意识和职业素养等方面进行
反思。

澳门理工学院教授曾忠禄表示，“乘大巴、吃盒饭、买手信、留个影”
的传统一日游模式早已不适合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旅游群体，也
很难带动起澳门旅游产业的多元化。澳门旅游市场的定位，要根据周边地区
的新变化进行调整。

（据新华社澳门8月9日电 记者刘畅、杨懿、王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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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未获有效使用 很多人仍无处栖身

台南地震灾民苦等归家日
俞 晓

港去年中秋食剩百万月饼
众多家庭不希望再收月饼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小旎） 随着中秋节
临近，又到了市民及企业购买月饼互送作贺礼的时
候。然而有香港食物回收组织发布的调查显示，
2015年中秋节香港共有108万个过剩月饼，众多家
庭及逾三成受访企业表示今年不希望收到月饼。

本地食物回收组织“食德好”近日在港发布
报告，其于7月访问了342个香港家庭，平均每家
去年中秋节食剩1.08个月饼；若以香港有100万个
家庭推算，去年全港共有108万个过剩月饼。数据
显示，无食剩月饼的家庭由前年的 46％提升至去
年的57％，显示出市民的环保意识有所提高。

调查同时指出，受传统节庆因素影响，月饼
仍是受访家庭今年中秋节的送礼首选，但收礼时
却不希望获赠月饼，而希望收到较实际和健康的
产品，包括礼券、果篮或健康食品等。

法蓝瓷在台发布公益杯盘组
本报台北8月10日电（记者吴储岐）法蓝瓷想

象计划公益新品“人生冠冕”杯盘组今天在台北发布。
发布会首度发表了记录布拉瑞扬舞团从原乡

走向国际的“绽放”微电影，以融合代表原乡热情的
绘画及舞蹈，鼓励更多人共同推动偏乡艺术教育。
发布会上还举办了第四届想象计划颁奖仪式，从近
200 组提案者脱颖而出的 7 位“孵化者”，将深入台
湾各个角落，以多元创意绽放孩子的无限想象。

据悉，自 2012年起，法蓝瓷想象计划鼓励青年
以艺术为孩童们编织未来，并透过创意瓷品传达公
益理念。今年是法蓝瓷想象计划举办的第四届，活
动邀请艺术家优席夫为想象大使，打造公益作品

“人生冠冕”杯盘组。

8月10日，第七届全国少
儿曲艺展演在福建福州拉开帷
幕，来自北京、上海、福建等
19 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等
地区的700多名小曲艺演员和
曲艺工作者共聚榕城，将进行
8 场少儿曲艺展演和 1 场基层
演出，涵盖相声、评书、评
弹、南音、岔曲等30个曲种。

图为福建小演员在表演南
音《古韵传薪》。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港台曲艺小演员
相聚榕城

港台曲艺小演员
相聚榕城

台湾公布去年10大死亡原因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刘刚、许雪毅） 台湾

卫福部门近日公布2015年岛内10大死因，恶性肿
瘤继续排名第一，连续 34 年居首。自杀人数较
2014年略有增加，并重回男性10大死因前10位。

根据台卫福部门统计，2015年 10大死因以慢
性疾病为主，死亡率依序为恶性肿瘤、心脏疾
病、脑血管疾病、肺炎、糖尿病、事故伤害、慢
性下呼吸道疾病、高血压性疾病以及肾炎、肾病
症候群及肾病变、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就性别观察，10 大死因中男性死亡率都高于
女性，其中又以恶性肿瘤、心脏疾病、事故伤害
与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的两性差异最明显，且男性
自杀也从2014年的第11位上升到第10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