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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近250名兩岸工商界人士就深化兩岸經貿交流合

作和助力海南自貿港建設展開探討，共話開放創新、

互利共贏。

　　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盟中央主席蘇輝在視頻致

辭中表示，當前，大陸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態

勢更加鞏固，始終是台商臺企投資興業的最佳選擇和

未來發展的最大機遇。希望通過此次峰會，進一步增

加臺灣同胞對海南自貿港政策及進展的瞭解，挖掘合

作潛力，共用海南深化改革開放的發展機遇。

　　海南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苻彩香表示，海南

建省辦經濟特區30多年來，瓊臺兩地在現代農業、海

洋漁業、旅遊、醫療健康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取得積極

成果。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

正式頒佈實施，海南自貿港貿易投資政策制度化體系

的「四梁八柱」已初步建立，為深化瓊臺交流合作提

供新契機。海南將落實好惠臺措施，讓大家在海南投

資安心、發展順心、生活舒心。

　　據悉，台商臺企對參與海南自貿港建設態度積

極。在受疫情影響的情況下，近三年來，台商在海南

登記註冊企業142家，實際利用台資2.3億美元，高新

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熱帶高效特色農業成為台商

投資的重點行業。

　　國台辦經濟局局長張世宏說，據統計，2020年兩

岸貿易額超過2600億美元，其中，臺灣對大陸貿易順

差達1405億美元。今年1至5月，兩岸貿易額同比增長

35%。他建議臺胞臺企結合自身優勢，研究並用好大陸

各類政策措施，拓展大陸內需市場，主動融入新發展

格局，同時持續轉型升級，深度參與大陸高質量發展。

　　全國臺企聯會長李政宏說，近幾年，他多次來到

海口、三亞等城市，對自貿港建設熱潮印象深刻。海

南去年出臺《推進瓊臺交流合作助力自貿港建設實施

方案》，結合「海南惠臺30條措施」，為台商臺企在

海南投資興業提供更加便捷有利的條件。他鼓勵台商

搭上自貿港建設「快車」，實現企業更大發展。全國

臺企聯將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積極協助台商臺企更好

地瞭解、對接、融入海南自貿港建設。

　　峰會當日，主辦方為榮獲「瓊臺交流合作貢獻

獎」的8位臺胞台商進行頒獎。此外還舉辦台資重點專

案推介、海南自貿港投資政策推介會等，並組織與會

台商赴海南自貿港重點園區和美麗鄉村參觀考察。

港澳社團可申報粵「益苗計劃」港澳社團可申報粵「益苗計劃」港澳社團可申報粵「益苗計劃」

　　 近日，一年一度的「益苗計【本報訊】【本報訊】　　 近日，一年一度的「益苗計【本報訊】

劃」——廣東志願服務組織成長扶持行動暨志願服務

項目大賽已正式啟動，通過大賽，評選出優秀志願服

務項目或組織。入圍的志願服務組織和項目，除了獲

得真金白銀的資金資助及培訓支持，還將有機會參評

中國青年志願服務項目大賽，爭奪全國金獎。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活動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專項賽」，香

港、澳門社會團體自行或者聯合廣東公益組織，在大

灣區11市範圍內開展的公益項目，均可報名參賽，入

圍後將獲得1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資助。

　　今年「益苗計劃」以「慶祝建黨百年 志願建功

新時代」為主題，主體內容包括「三賽一創」，即志

願服務項目大賽（以下簡稱「項目大賽」）、行業領

域志願服務專項賽（以下簡稱「專項賽」）、志願服

務公益創業賽等三項賽事，以及示範性志願服務組織

創建和公益創投活動。主辦單位整合超550萬專項資

金，通過專項資金扶持、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公益眾

籌及項目認領、運營管理優化提升、組織成長評估督

導等多種方式，支持和引導志願服務組織更好開展志

願活動。

　　港澳社團入圍後將獲1萬元資助
　　與往年相比，今年項目大賽新增了「四史（黨

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

教育」類別。此外，還包括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環

境保護、關愛少年兒童、為老服務、陽光助殘、衞生

健康、應急救援與抗擊疫情等類別。專項賽則突出重

點行業領域和重點群體，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廣深志

願服務「雙城聯動」、大學生志願服務社區行動等

7個類別，根據志願服務項目服務成效，評選一批示

範項目和優秀項目。

　　其中，粵港澳大灣區專項賽特別面向港澳社團。根

據規則，該專項賽申報主體為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社會團體，其自行組織或聯合廣東省內公益組織共同開

展、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實施的志願公益項目，都可參賽

參評。主辦方告訴記者，港澳社團組織無論是在珠三角

或者港澳本土開展和實施的義工項目，都可參賽。入圍

後，社團組織或項目，可獲得1萬元資助。值得一提的

是，項目實施時間不應少於一年，須在2020年4月之後

才付諸實施的項目，不能參加本屆大賽。

　　「益苗計劃」由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省文明辦、

省民政廳等15個單位共同主辦，自2014年首次舉辦以

來，已累計整合超過2700萬專項資金，扶持超過1470個

優秀志願服務項目（組織），培育壯大中國青年志願服

務項目大賽金獎項目（組織）47個、銀獎項目（組織）

104個。

●「益苗計劃」包括了助殘助老類志願服務。圖為近

期廣州志願服務組織開展「義剪」活動。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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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瞭解，深圳市進口凍品集中監管倉對進口凍品

實施統一外包裝預防性消毒和抽樣核酸檢測，2020年

8月18日至2021年6月22日，抽檢97314批，完成抽樣

核酸檢測樣本573985份，排除疑似陽性凍品860批，

檢出陽性凍品樣本90份，攔截18623件、260.1噸陽性

凍品，上報海關總署熔斷2家進口凍品生產企業申報

資格4周，有效阻斷疫情通過進口冷鏈傳播的途徑。

　　Delta病毒無接觸14秒傳播
　　最早在印度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德爾塔」

（Delta），陸續在廣州、深圳、東莞引發本土疫

情。近日，廣州警方在追溯過程中發現，第三代與第

四代接觸者僅用14秒就完成病毒傳播。根據警方

21日公佈的監控畫面顯示，第三代感染者黃某與魯某

（第四代感染者）在用餐時，兩人分別進入衛生間，雙

方在無接觸肢體情況下14秒就完成了病毒傳播。

臺媒：島內新冠致死率突破4%，升至世界第一

　　 島內接種日本捐贈的阿斯利康疫苗【本報訊】【本報訊】　　 島內接種日本捐贈的阿斯利康疫苗【本報訊】

後疑似不良反應事件導致猝死頻傳。據臺灣聯合新聞

網22日稱，當天接種疫苗後死亡人數為35例，遠超

因新冠肺炎死亡的6個病例。

　　接連發生的不明死亡事件嚴重影響民眾的接種

意願。臺中市政府調查446名中老年不接種英國疫苗

的原因，結果發現擔心接種會引發猝死與副作用的占

41%。《臺灣醒報》22日稱，前「疾管局局長」蘇益

仁曾說，對家屬接種疫苗到死亡的民眾而言家人就是

過世了，臺防疫指揮中心強調「接種利大於弊」欠缺

說服力。但顯然，民進黨當局似乎並不想這麼做，或

許是擔心解剖後發現多數死亡原因真的因接種疫苗而

起，同時也擔心衍生後續賠償與國際交涉(如日本捐

贈疫苗的良莠問題)等。文章直言，在未厘清死亡前

就有意要推給接種者的慢性病史，實非負責任之舉。

　　與此同時，臺灣的致死率仍居高不下。臺防疫

指揮中心22日公佈，當天島內新增79例確診病例，

包括78例本土病例及一例境外移入，確診病例中新

增6例死亡。東森新聞網稱，雖然臺灣新增確診病例

下降，但致死率不斷飆升，短短10天增加近1%，現在

已突破4%，全球排第一。攤開最近10天的致死率，

6月11日3.08%，12日3.22%，20日攀升至3.9%，21日

突破4%。截至22日共有14157人確診，575人死亡，最

新致死率為4.06%。

　　台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林應然稱，自從全臺實施

三級警戒以來，新增病例從兩位數暴增至每天都超過

400例，有一天甚至多達700例。由於感染人數追不上

病床數量，加上中老年較多，慢性病史也多，不少人

即使送醫院救治仍回天乏術。部分患者則要在家中等

待病床，或在防疫旅館時沒有辦法立刻治療，死於

「隱性缺氧」。林應然坦言，過去一段時間臺灣醫療

量能陷入惡性循環，如果本周內臺灣疫情能夠受控，

保持兩位數，致死率下降是可以預期的。

　　至於一些地區為提高接種速度而採取混打策略，

臺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22日稱，因國際尚無接種

阿斯利康後再打莫德納的相關數據，因此不建議混打。

　　 近期，針對新冠病毒頻繁變異和核酸檢【本報訊】【本報訊】　　 近期，針對新冠病毒頻繁變異和核酸檢【本報訊】

測試劑有效性問題，深圳市進口凍品集中監管倉駐場實驗

室引進上海複星最新研發的三靶標高靈敏核酸檢測技術，

該技術可同時檢測ORF1ab、N和E基因，各靶標結果相互

驗證，結合高靈敏度，可最大程度地減少低病毒載量及發

生點突變病毒株樣本的漏檢和覆查幾率。同時，其引物探

針與國際上英國B.1.1.7、南非B.1.351、巴西P.1、印度

B.1.617等最新變異株攜帶的突變位點的核對，結果證實

不會出現脫靶和漏檢情況。

嚴防變異毒株嚴防變異毒株嚴防變異毒株

深圳高靈敏冷鏈核檢深圳高靈敏冷鏈核檢深圳高靈敏冷鏈核檢

2021海口台商峰會共話深化兩岸經貿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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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公祭中華人文【本報訊】【本報訊】    22日，公祭中華人文【本報訊】

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肅省天水市伏羲廟

舉行。今年公祭大典以「弘揚伏羲文

化、傳承中華文明」為宗旨，以「同

根同祖、中華共祭」為主題，同日同

時，台灣新北市也舉行了海峽兩岸共祭

伏羲典禮。

    典禮期間，組織開展了聖像迎送

巡遊、鼓樂賀壽、祈福平安、伏羲祈

福揮毫、伏羲文化謠等活動。天水市

還搭建了「同根同祖、中華共祭——

億萬中華兒女線上祭祖」平台，開展

線上祭祖，並對公祭大典進行現場直

播。

    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省

公祭伏羲大典活動領導小組組長王嘉

毅表示，公祭中華人文始祖伏羲大典

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大型活動，迄今已

成功舉辦了31屆，對於凝聚海內外華

人，增強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

認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據了解，今年大典由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甘肅

省人民政府主辦，天水市人民政府承

辦。國內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在甘港

澳台同胞、海外僑胞代表、在甘模範

先進人物代表等三百餘人參加了公祭

儀式祭祀活動。

各界代表共祭伏羲，史倩倩攝各界代表共祭伏羲，史倩倩攝各界代表共祭伏羲，史倩倩攝

●圖：國民黨臺北市議員羅智強在臉書貼文批評蔡當局疫苗採購部署不力。\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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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冠肺炎疫苗，但又大搞「政治防疫」，拒絕大陸

疫苗進口，於是四處乞討疫苗。最近日本、美國合共

向臺灣地區捐贈了374萬劑疫苗，立陶宛則宣佈在9月

之前捐贈2萬劑疫苗。此外，近50名民眾22日提告臺

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等人延宕民間引入國際疫苗、護

航臺產疫苗的行為涉嫌瀆職、圖利罪。在北京，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評臺當局在抗疫合作上大搞政

治操弄，有違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

　　綜合中通社及中新社報導：對於立陶宛宣佈將捐

贈臺灣2萬劑阿斯利康新冠疫苗，預計9月底之前送

達；中國國民黨立委李德維23日表示，立陶宛捐贈的

疫苗不是人家主動捐，而是臺灣開口要的，正好凸顯

了「疫苗乞丐」的困境。如果駐拉脫維亞代表都找上

了立陶宛要疫苗，此時此刻，還有多少臺灣駐外代表

也被要求對外開口討疫苗？到處討要疫苗，這真的是

臺灣要向世界展示的抗疫形象？其實也更凸顯了臺灣

「疫苗乞丐」的困境。

　　國民黨臺北市議員羅智強辦公室主任楊植鬥表

示，「立陶宛捐的疫苗其實是給美國的保護費。」立

陶宛在中美角力戰中毫不避諱自己的立場，全押在美

國身上。

　　立方擬設台辦事處 中方反對　
　　此外，在北京，中國外交部舉行例行記者會。針

對立陶宛宣佈將向臺灣捐贈2萬劑新冠疫苗，還計畫

在臺設立所謂「代表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敦促立方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恪守建交承諾，也正告臺灣當局，「台

獨」是死路一條。

　　趙立堅表示，我們對廣大臺灣同胞面臨的嚴峻疫

情始終感同身受，一直明確表示願盡最大努力幫助他

們儘快渡過難關。我們奉勸臺灣當局把心思放在科學

防疫上，消除人為的政治障礙，讓廣大臺灣同胞的生

命健康、利益福祉切實得到保障。而不是為一己之私

利，持續在抗疫合作上大搞政治操弄，這是對臺灣同

胞生命健康的漠視，有違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

　　趙立堅指出，中方堅決反對建交國同台灣進行任

臺淪「疫苗乞丐」 民眾告蔡英文瀆職臺淪「疫苗乞丐」 民眾告蔡英文瀆職臺淪「疫苗乞丐」 民眾告蔡英文瀆職
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反對建交國同台灣互設所謂

「代表處」。我們敦促立方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恪

守建交承諾。中方也正告臺灣當局，「台獨」是死

路一條，任何妄圖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

「一中一台」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50民眾告當局購買疫苗不力
　　在臺北，22日再有近50名民眾提告蔡英文以及

「行政院長」蘇貞昌與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延宕

民間引入國際疫苗，護航臺產疫苗的行為涉嫌瀆職、

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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