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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 4 月 12 日电
（记者苏宁）“2018 年澳门国
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
览”今天上午在澳开幕，澳
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出席
并致辞。

崔世安表示，澳门特区政
府在特区五年发展规划中提
出，要加速建设宜居城巿，加
强环境保护，推广绿色生活，
并通过加强区域环保合作，为
区域创造优质生态文明环境。
特区政府将继续积极推动环
保合作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
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优势，

推进国际与国内环保合作，积
极助力泛珠环保业界“走出
去，引进来”。

“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
论坛及展览”自 2008年举办
以来，致力打造泛珠三角地
区与国际间的重要绿色平
台，努力为各地环保技术转
移及推动可持续发展做贡
献。本届论坛以“构建生态
城巿，共享绿色经济”为主
题，今年还特别增设了大湾
区环保产品及方案展区。来
自 19 个国家及地区的 400 多
家展商将在 3 天的会期内，
参加6场绿色论坛。

澳门国际环保论坛开幕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俞晓） 4
月 11 日晚，讲述潘金莲与武松、武
大郎故事的新版《义侠记》在北京大
学首演。该剧由两岸知名文学家白先
勇担任总制作人。台资企业台达集团
在演出前，以全球首台 DLP8K 激光
投影机独家呈现 《义侠记》 29 幅精
彩剧照。相较于高画质HD，8K投影
的分辨率高达其 16 倍，演员细腻的
表演以及服装的精巧绣工，借由投影
震撼显现。

《义侠记》 总制作人白先勇说，
新版 《义侠记》 从不同面向呈现潘
金莲的心境转折，也演绎兄弟侠义
之情。台达先进的 8K 投影机，将摄

影师许培鸿拍摄的 《义侠记》 剧照
以超清画质精彩呈现，增添了戏剧
张力。

台达创办人暨荣誉董事长郑崇
华说，此次是台达与白先勇再度合
作，早在 2011 年，由白先勇制作的
经典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家
大剧院盛大演出第 200 场，台达当
时即搭配演出举办摄影展，以独特
的 3D 投影、融接投影等先进技术，
为平面影像注入新生命。这些年投
影机技术从 2K 发展至 4K，台达研
发出全球第一台 8K 激光投影机，我
们非常乐见透过视讯科技再次凸显
昆曲艺术之美。

台达 8K 投影呈现大美《义侠记》台达 8K 投影呈现大美《义侠记》

台湾的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
会、台湾新移民劳动权益促进会、台
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等团体，不久前到
台湾“移民署”门前抗议，呼吁当局
重视大陆配偶的处境，修订不合理的

“面谈”制度，保障两岸婚姻的合法权
益，改变大陆配偶被不公平对待的现状。

根据台湾的有关规定，大陆配偶
想要获得在台合法身份，手续极其严
苛繁复冗长。从在台登记结婚开始，
大陆配偶在结婚团聚、依亲居留、长
期居留直至申请定居的每个阶段，都
要接受过程繁复的面谈。这种面谈制
度，是民进党 2003 年炮制出来的“杰
作”，用意是阻挠两岸婚姻、阻断两岸
连接。

台当局用于判断大陆配偶是否
“假结婚”的标准，十分模糊。这种标
准模糊的面谈制度，让大陆配偶在婚
姻中遭受到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待
遇。民进党重新上台以来，大陆配偶
被认定为假结婚从而撤销长期居留资
格的案例显著增加，可以说，面谈制
度成为民进党拆散两岸婚姻、歧视大
陆配偶的重要手段。

其实，何止是面谈问题，大陆配
偶在台湾，方方面面遭遇歧视性待
遇，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一点保障，种
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对来自大陆
的“婚姻移民”，民进党当权者声称态
度始终一致，就是“生活从宽、身份
从严”，要保障陆配的就业、健康、小
区参与等权利，以友善的态度接纳，
增加大陆配偶来台后的文化适应与社
会认同。乍听之下，这些干话有几分
善意，稍一琢磨，这套说辞虚情假
意，根本站不住脚。没有真正的身
份，哪来真正的权益？

依岛内现行法令，大陆配偶到台
湾依亲居留期间，在取得台湾身份证
前，其工作权不受影响，但这仅是法
律条文上的规定，在现实社会中，由
于没有真正的身份，大陆配偶在找寻
工作时，常常受到歧视。首先，很多
雇主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
极态度，在招工时，尽量避免聘用没
有本地身份证的大陆配偶。其次，由
于绝大多数大陆高校的学历不被台湾
认可，很多有一技之长的高学历大陆
配偶只能选择从事低阶的工作。第
三，没有本地身份的大陆配偶在择业
时，面对“同工不同酬”，只能选择忍
气吞声。

对于大陆配偶现实中的困境，民
进党不是不知道，但为何一直冷漠以
待，甚至一再对大陆配偶污名化？最
主要的原因在于，民进党有政治算
计。根据估算，如果将大陆配偶取得
身份证的年限由现今的 6 年缩减到 4
年，那么下一次的台湾“大选”，将会
新增几万大陆配偶具备投票资格。在
民进党的认知里面，大陆配偶心向大
陆，自然不会把票投给民进党，这还
不打紧，大陆配偶还能影响台湾家人
的投票倾向。难怪有民进党“立委”
放言，不让缩短陆配取得身份证年
限，是因为“基本上有很多‘国安’
的问题，需要更严格的管控”。

民进党当局长期歧视、限制大陆
配偶在台湾的各种权益，遭到岛内舆
论的强烈抨击，台湾 《旺报》 批判
说，民进党如此作为，说穿了就是意
识形态作祟而已，民进党口称人道、
人权，却在做着违背人道、人权的
事。这样气量狭小、无视人道的格
局，只会让民进党离民意更远，甚至

被时代潮流淘汰。台湾的“内政部”
前负责人李鸿源说，他担任“内政部
长”时期，就发现大陆配偶跟外籍配
偶的待遇差很多，既然都是结婚到台
湾落脚，就不应该计较他们从哪边
来，而受到不一样的待遇。所以他非
常诧异大陆配偶的待遇竟然是这样
的，这是不对的政策，无论新住民的
背景如何，既然都是来到台湾生活，
就应该享受公平的待遇。

自 1989 年大陆首例涉台婚姻在厦
门登记以来，两岸婚姻数量不仅增长
迅速，质量也大幅提升。截至 2017 年
12 月，在大陆办理结婚登记的两岸婚
姻已经超过 37.8 万对，而且这个数字
还在以每年7000到1万对的速度增长。

作为台湾同胞的家庭成员，大陆

配偶为台湾社会贡献良多，理应受到
公平公正的对待。希望台湾社会各界
关心理解两岸婚姻家庭，希望民进党
当局尽快调整、修改针对大陆配偶的
歧视性规定，为在台两岸婚姻家庭的
和谐幸福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以免
他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所谓自由、民
主、人权继续沦为世人的笑柄。

民进党为何视大陆配偶为“眼中钉”？
吴亚明

澳门旅游环境总体来说十分友好，但出租
车服务时有负面消息传出。针对澳门部分出租
车司机滥收车资及拒载等问题，澳门特区政府
4 月 10 日宣布，已完成讨论 《轻型出租汽车客
运法律制度》 法律草案，将对出租车不规范行
为祭出重拳。

引入科技手段

澳门行政会发言人梁庆庭表示，为完善出
租车客运服务制度，特区政府根据公开咨询所
收集的意见，结合社会实况及实务工作经验，制
订了《轻型出租汽车客运法律制度》法律草案。

法案建议，出租车司机如触犯拒载和拣
客、滥收车资等严重行政违法行为，除罚款
外，若5年内累计4次，则被注销出租车驾驶执
照，3 年后才可重考；以不具有效执照的车辆
提供有偿客运服务者，课 9 万澳门元罚款；出
租车司机若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可被罚款600
至3万澳门元，各项罚款均较现行大幅提高。

为了确保执法时有据可依，该法案还引入

了科技手段。法案规定，出租车必须安装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及录音设备，系统或设备的安装、
维护、检定、校准和拆除，仅可由持有交通事务局
许可的实体负责；在调查行政违法行为且在有需
要时，方可由交通事务局处理所收录的数据。

从源头解决问题

澳门遍地是小街小巷和单行道，外地人很
难搞清楚出租车是否绕道。游客数量的逐渐增
长，让某些出租车业者心生不轨。近年澳门社
会各界对出租车服务批评不断，部分司机拒
载、拣客、绕路、议价、滥收车资等违规行为
屡禁不止。

澳门出租车违规行为主要出现在各大娱乐
场周边及主要旅游景点。在这些地方，违规的
出租车司机要么拒载，要么不打表直接开价100
澳门元至 200 澳门元。澳门特区政府几年前就
认定“违规出租车”已严重影响居民和旅客出
行，破坏澳门旅游城市形象，正式定性出租车
问题为重大公共利益事件。

为了管好出租车，澳门特区政府近年想了
不少招，其中包括“放蛇”执法，即执法人员
隐匿身份进行调查和执法。此次新的法律草
案，有望从源头上解决出租车问题。

旅游荣景需呵护

旅游业是澳门的支柱性产业。2017年，入
境澳门旅客达 326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5.4%，
其中内地旅客超过2000万人次。澳门面积仅为
32.8 平方公里，旅游承载能力有限。为解决由
此带来的各类旅游问题，澳门特区政府采取了
不少措施。

比如，澳门近两年开始在旅游区内设旅游
警察岗，防止犯罪、疏导指挥人流、应对特别
事件以及实时协助游客解决报失等问题。目
前，澳门半岛设有30名旅游警察，主要驻守在
议事亭前地、大三巴牌坊等世界文化遗产景
点，离岛则有 10 名旅游警察。旅游警察的职
责，从“找娃、问路、寻厕所”到疏导人流、
处理报案、惩治罪犯，事无巨细都得管好。

澳门立法整顿出租车乱象
闵 喆

澳门立法整顿出租车乱象
闵 喆

本报澳门 4 月 12 日电
（记者苏宁） 澳门特区政府今
天就检讨重大灾害应变机制
暨跟进改善召开新闻发布
会，行政长官崔世安与相关
司局负责人等分别介绍各范
畴防灾减灾工作的阶段性部
署和措施。崔世安表示，特
区政府将从硬件建设、制度
完善、资源投入、人文教育
等方向层层递进，为提升防
灾减灾的能力、构建防灾减
灾长效机制，进行立体的建
设工程。

崔世安首先简介了各部
门致力推动和落实的多项防
灾减灾政策和措施，其中包
括：气象局已修改 《热带气
旋信号》 行政命令，并于本
月内完成评估发出风球讯号
的内部指引，以及修改 《风
暴潮警告》 行政命令，从而
更有效反映风暴潮水浸程
度；能源办进一步提高区外
供电的可靠性，加强电网的

应急响应和快速恢复能力建
设；民政总署已经建立雨水
泵房网络实时远程监控系
统，以及预留空间兴建雨水
涵箱管道；经济局本月18日
将推出 《中小企业安装“防
浸升降台”资助计划》，预计
6 月会推出安装“防洪门”
资助计划；修改公共停车场
使用及经营规章；本月底举
行的民防演练中，将试运作清
华大学专为澳门研发设计的
应急指挥平台；社会工作局增
加避险中心和落实 4 个集合
及紧急疏散点；教青局将举办

“学校防灾工作说明会”等。
除上述政策和措施外，

崔世安还介绍了多项特区政
府将于今年内启动的重点防
灾减灾项目，包括修订 《澳
门民防纲要法》，制定多项应
急预案，编制 《澳门防灾减
灾 中 长 期 规 划 （2019-2028
年）》，以及建设内港活动式
挡潮闸等。

澳门全面改进防灾减灾工作

本报香港4月 11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海关及水警 10 日采取联合
行动，在新界流浮山侦破一宗近 5 年
来最大的水路走私电子产品案件，检
获 58 箱怀疑走私货物，包括 10945 部
智能手机及 168 部平板电脑，估计市
值约3300万港元。行动中，海关共拘捕
5名男子，并扣查2辆汽车和2辆快艇。

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
课监督温庆全表示，该犯罪集团规模
庞大，提供一条龙收货、包装、运输
及走私服务，并在流浮山岸边不同位
置采取隐蔽卸货方式。此次行动估计

已经瓦解集团供应链，未来可能拘捕
更多涉案人员。

据介绍，海关1个月前发现有犯
罪集团利用快艇走私货物至内地，于
是展开调查。10日下午约5时，海关
人员在流浮山岸边拘捕4名正将货物
从货车搬至快艇上的男子，其后又前
往屯门，在一个被用作储存及包装中
心的工厂内拘捕另1名男子。

根据香港 《进出口条例》，走私
属严重罪行。任何人输入或输出未列
舱单货物，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
款200万港元及监禁7年。

近5年来最大宗

香港海关侦破水路走私电子产品案
近5年来最大宗

香港海关侦破水路走私电子产品案

近日，为期5
天的第 46 届日内
瓦国际发明展开
幕。作为全球知
名的发明展，本
年度的展会集中
展示了来自 40 个
国家和地区的约
1000 项发明。图
为日内瓦国际发
明展上，香港理
工大学林小燕教
授 （前左一） 向
参观者介绍可防
止青少年近视加
深的多区域镜片
眼镜。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香港发明香港发明
亮相日内瓦亮相日内瓦

据新华社福州4月 12日电 （记
者林凯）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
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梁勇日前向
记者表示，在即将迎来挂牌三周年之
际，福州自贸片区的投资贸易日趋便
利、金融服务功能越发突出、法治环
境更加完善，对台资台企产生独特的

“虹吸效应”。
自 2015 年挂牌以来，福州自贸

片区在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
监管等领域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对台旅游、医疗、文创、演艺等
17 个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据统
计，福州自贸片区挂牌前仅有台资企
业 43 家，挂牌后至 2017 年底新增
378 家；设立了 5 个台湾青年创业基
地，吸引 200 多个项目入驻；引进 4家
台资银行，数量居省会城市首位。

来自台湾新北的杨政诚于 2016
年3月注册成立了福建德翯经贸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美妆品配方的研发、
制造和营销。他说，福州自贸片区推
出的“对台原产地证书核查机制”等
一系列举措，使得闽台地缘优势得以
凸显，免除两年办公室租金的做法也
直接拉低了经营成本。

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采
用溢流法工艺生产高铝硅酸盐玻璃。
总经理特别助理黄拓中说，制度创新
给台企带来了高效、便利的营商环
境，让企业轻装上阵，“进境货物未
到港便可预审核，一天内就能完成通
关，缩短了原材料在港时间，效率比
以往提高了不少”。

福建利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目前
正与岛内物流公司合作开展两岸跨境
物流业务。“我们希望利用福建独特
对台优势，打造对台小额商品线上化
通路及台湾直邮通路。”公司副总裁
陈伟说。

福州自贸片区对台资产生“虹吸效应”

台湾大陆配偶在台举行反歧视游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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