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破百宗涉柬販人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大批台灣青年墮「高薪」騙局，被誘至

柬埔寨從事非法活動，甚至慘遭凌虐和性侵的新聞早前引起廣泛關注。惟

作為被騙苦主父母官的民進黨當局卻一度大難卸膊、見死不救，甚至意圖將在東

南亞從事非法活動的詐騙犯罪集團甩鍋有大陸背景，無恥做法引來坊間的廣泛指

責。台內務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徐國勇3日在接受質詢時披露，有關部門偵破相

關人口販運案100宗，並拘捕2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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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種什麼就
可以賣什麼，也容易賺
錢。現在，必須不斷地
創新推出新品種，才能
贏得市場。」廣西南寧
金之都農業發展有限公

司董事長王金都 3 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

廣西南寧金之都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係台
商王金都2015年投資成立，是一家以果樹
新品種選育與引進研發、種植推廣示範和
科普教育為主的台資農業企業，現有兩個
種植基地，面積達 800 畝。企業成立以
來，在推動廣西與台灣農業科技交流合作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20年10月，該企業
被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農村廳、廣西壯族
自治區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認定為
「桂台農業合作示範基地」。

今年67歲的王金都來自台灣高雄，20年
前來大陸發展，原計劃70歲退休，但現在
看來他這個計劃可能要落空了。

果樹新品種都用自己名字命名
「我的種植基地裏，有很多新品種，商

家比較青睞，需求量很大。我估計一時半
會難以退休了。」王金都說。

王金都2015年來到南寧後，開始發展火
龍果種植和育種，在南寧市曾有3個火龍果

種植和培育基地，面積達到1,000多畝，培
育並註冊的「金都一號」火龍果，憑個大、
心紅、味甜成為火龍果市場的「搶手貨」，
在廣西累計種植面積一度超過30,000畝，
多個種植大戶選用他選育的果苗。

王金都說：「我公司裏聘請有多名台灣
農業專家，我們與廣西農科院合作，培育
出了多個果樹新品種。」

「金都一號」火龍果、「金都三號」百
香果、「金都一號」木瓜等十幾種果樹新
品種，是王金都在大陸發展的見證和收
穫。無一例外，這些新品種王金都全部用
自己的名字命名。

「對自己比較有信心，所以用自己的名

字來做品牌。」王金都說，大陸龐大的市
場，成就了他的事業。因為技術出眾，王
金都的果園，成為商家爭相拜訪的地方，
業務也隨之越做越大。

大陸創業有機會獲得更大發展
王金都介紹，他公司培育出的百香果新

品種，被深圳一家公司看中，和他簽訂了
長達二十年的合同，每年向他購買上百萬
株果苗。

「大陸的市場實在是太大了，大陸市場
的規模及所呈現的機遇，是待在台灣的人
難以想像的。」王金都說。

大陸不斷出台的惠台利民政策措施，給
王金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他說，到
南寧發展時，當地政府對他很關照，為種
植基地建設了水、電、路等基礎設施。今
年當地政府還給他的企業補貼100多萬元

人民幣。
王金都有信心立足廣西繼續從事水果種

植和培育。他說，廣西南寧城市包容性
強，政府對台商也很支持，台商在南寧發
展比較順利。在南寧這些年，企業獲得了
發展壯大的機會。

為了不斷適應市場，作為老台商的王金
都相信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贏得市場。他現
在已放棄火龍果種植，大面積改種新選育
的百香果和木瓜新品種，目前市場反應良
好。「這十年，大陸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
度越來越強，現在我還有多個品種正在申
請專利，每年我們都有價值不菲的專利轉
讓費。」王金都說。

作為在大陸發展比較成功的台商，王金
都鼓勵台灣年輕人到大陸闖一闖。他表
示，到大陸創業有機會獲得更大的發展。

◆中新社

老台商的新賺法：用創新去贏得市場

��

徐國勇3日表示，台灣地區涉柬埔寨詐騙集
團的販人案，在2021年底起有零星個案發

生，至今年3月上升至52宗、6月發生129宗、
7月發生258宗達高峰。

台當局頂不住輿論壓力才跟進事件
隨後的8月上旬，兩岸媒體踢爆相關案件，但

台灣有關部門及外派機構曾一度拒絕受害者家
屬求助，直至8月下旬頂不住輿論壓力，台當局
才成立相關專案組跟進事件。但相關案件並未
停止，徐國勇在接受質詢時承認，8月相關案件
仍有58宗、9月至28日仍有1宗。不過徐國勇
仍表示，台警方自今年3月迄今偵破人口販運案
100宗，逮捕284人，其中70人有幫派背景（63
人裁定羈押）。但徐並未明確劃分相關案件的
偵破時間和相關嫌疑人的抓捕時間。
徐國勇還在回應和質詢時表示，台警方協同
台灣當局外派人員和派遣人員前往柬埔寨和泰
國，協助救援任務，截至9月28日已解救285名
台灣人返台，另有69人現安置於柬埔寨警察
（移民）局收容所，將盡快安排返台。而此前
台當局根據相關情況，在赴柬埔寨的人士中發
現疑似被害者310人。

不過台當局外事部門9月27日也曾表示，台
灣當局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派駐機構曾新增求援
案共計51宗，迄今為止受理的求援案總計639
人，其中246人已返台、393人尚未返台。

年輕人將海外擇機當最後一根稻草
台當局內部事務主管部門2日發布今年第二季

全台房價負擔能力指標，其中房貸負擔率為
39.62%，房價負擔能力已接近「偏低」等級。
全台房價所得比（又稱購房痛苦指數）升至
9.69倍，創下新高，相當於平均要不吃不喝
9.69年才能上車，凸顯民進黨治下的台灣經濟
低迷。
但蔡英文卻除了喊「超前部署」的空洞政治

口號之外，主要精力都在製造兩岸對立，反而
對導致台灣地區長期存在的缺電、缺水、缺土
地、缺人才、缺資金的「五缺」問題並不上
心，致台灣經濟在世紀疫情的大背景下，貧富
差距進一步擴大，大批年輕人面臨畢業即失
業。無法找到工作的年輕人要麼在島內選擇做
服務業、時薪制的低薪工作，要麼在「高薪」
利誘下選擇賭一把，並將海外尋機會當成最後
一根稻草。

逮捕284人 迄今為止受理求援案總計639人

◆台內務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徐國勇3日在接受質詢時披露，有關部門偵破相關人口販運案100宗，並拘捕284人。圖為早
前台南市警方發現，有人蛇集團以月薪新台幣10萬元到柬埔寨擔任打字員等條件，誘騙民眾出境從事詐騙工作，循線攻堅
逮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3 日凌晨 5 時
許，十餘輛粵澳兩地牌貨
車陸續裝好來自多地的時
令水果後，前往拱北口
岸。這些水果，是首票採
用供澳門水果監管新模式
的貨物。
當日實施的新模式為

「企業集中申報+海關安
全風險監測+屬地、口岸
海關協同監管」，此舉能
夠更好提升監管效能。
550箱陝西蘋果、380
箱梅州蜜柚……總共32
個品種3,200多箱，全部
裝車完畢。這批新鮮水果
需盡快進入澳門各大市場
供市民選購。「海關優化
了供澳門水果監管模式，
我們不用在屬地海關『票
票申報』，可以先出貨，
下個月再集中申報，方便
多了。」珠海市銘康果菜
配送有限公司經理王廣勝
說。這家公司是供澳門水
果配送的主要經營者之
一。
每年經拱北海關監管的

供澳門水果，是內地供應
澳門水果的主體。供澳門
水果品類多、批次多，為
了保證水果「保鮮」供
應，配送公司需要每天凌
晨完成集貨、打包、裝
車、申報等一系列流程。
「新模式更加突出精準

和高效。在水果質量安全
的前提下，讓通關更加便
捷。」拱北海關所屬香洲
海關查檢科科長李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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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深水導管
架平台「海基一號」3日在南海陸豐油田作
業區正式投產。平台總高度達340.5米，總
重量超4萬噸，高度和重量均刷新了中國海
上單體石油生產平台紀錄。

初期日產原油約2700噸
「海基一號」位於珠江口盆地海域，由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自主設計建
造。「海基一號」本次同時投產5口生產
井，初期日產量約2,700噸。依託「海基一
號」，中國海油將同時開發陸豐15-1和陸
豐22-1兩個油田，共14口生產井、3口注
水井，全部投產後高峰日產原油達5,000
噸。
記者在「海基一號」陸豐15-1平台上看
到，平台各項設備已安裝調試完畢，工作
人員已上崗就位。機器轟鳴之聲下，溫熱
的黑色原油在平台取樣點緩緩流出。

中國海油深圳分公司副總經理鄧常紅在
陸豐15-1平台投產儀式上說，「海基一
號」的成功投產，開啟了中國300米級水深
油氣田資源開發新的模式，標誌着中國已
經掌握了深海油氣勘探開發關鍵核心技術
和裝備製造，開啟了國內深海油田二次開
發的先河。
中國海油深圳分公司陸豐油田作業區總

經理吳意明說，「海基一號」按照百年一
遇的惡劣海況設計，項目團隊攻克了南海
超強內波流、海底巨型沙波沙脊、超大型
結構物精準下水就位等一系列世界性難
題，創新應用獨立下水桁架、大跨距X
撐、數字孿生運維等2項世界首創、21項國
內首創先進技術，實現了從設計建造到運
維管理的全方位提升。

深水油氣前景廣闊
10年來，中國海油深水鑽井平台從3座增

加到現在的10座，其中超深水鑽井平台3
座，最大作業水深達3,000米。中國海油已
在南海北部深水海域共計勘探開發油氣田
11個，深水油氣產量已達上千萬噸。
「中國深水油氣勘探開發仍處於初期階

段，增儲上產前景廣闊。」中國海油董事
長汪東進說。目前，中國南海鶯歌海、瓊
東南、珠江口三個盆地總體探明天然氣儲
量近8,000億立方米，其中在珠江口盆地先
後發現多個深水油田。

「海基一號」投產 創中國海上單體石油生產平台新紀錄
◆10月3日，
亞洲第一深水
導管架平台
「海基一號」
投用。「海基
一號」位於珠
江口盆地海
域。圖為 10
月2日航拍的
「海基一號」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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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際電信聯盟
2022年全權代表大會3日選舉理事國和無線電
規則委員會委員，中國成功連任國際電信聯盟
理事國，中國國家無線電監測中心主任程建軍
當選新一屆無線電規則委員會委員。
國際電信聯盟2022年全權代表大會9月26日

至10月14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在9月27日大
會政策性發言中，中國代表團團長、工業和信
息化部副部長張雲明表示，中國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的發展思想，高度重視並積極推動信息通
信業發展，通信基礎設施覆蓋率顯著提升，產
業融合創新不斷加快，信息通信國際合作持續
深化；中國願與各國一道，加強5G等新興技術

領域標準研發和產業合作，共同推動全球數字
產業普惠發展，讓更多人享受數字經濟發展紅
利。
為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支持發展中國家

提升信息通信技術能力，張雲明代表中國工業
和信息化部與國際電信聯盟簽署合作協議，利
用中方自願捐款推動開展相關領域合作。會議
期間，張雲明還會見了俄羅斯、法國、比利
時、捷克、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阿根廷
等40餘國信息通信主管部門負責人，聯合國技
術特使及國際電信聯盟選任官員，並分別與南
非和馬來西亞主管部門官員簽署了信息通信領
域雙邊合作諒解備忘錄。

中國連任國際電信聯盟理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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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中國傳統節日重陽節前，又恰逢國慶假期，不少遊客
來到江西武功山登高遊玩。 圖/文：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