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運動飲料」、「果汁飲料」、「茶飲料」、「果
醬、果漿或果凍」到「膠囊錠狀粉狀之形態」等5大類
食品，台灣衛生署統計，從查獲業者在食品添加物

「起雲劑」中違法添加有毒的塑化劑之後的大半個月
來，受到牽連的食品已增至938項，涉及278家廠商；現
在連喜宴上的甜點、麵包店也可能遭到污染，甚至相
當一段時間以來已經被消費者吃下肚子。衛生署重
批，廠商第一時間沒有老實說，未完整交代問題原料
去向，才會不斷出現「未爆彈」。

當局力保架上產品安全
台灣衛生署副署長蕭美玲6日下午在記者會表示，截

至6月6日為止，各縣市稽查販賣商家數有12907家，要
求產品下架家數1340家，下架產品達21230項次。5月30
日D-day之後抽驗的產品369件，完成161件，均未檢出
塑化劑。另外，衛生署也針對4大超商總公司稽查5大
類產品證明文件，合計查核1710項，提供安全證明的有
64%，簽訂切結書的有35%。

食品藥物管理局局長康照洲說，D-Day後的稽查行動

將持續到所有下游網絡都掌握為止，直到確定所有問
題產品全部回收，且上架產品都是安全無虞的。他擔
心，摻入食品添加物的塑化劑可能還用在其他地方，
因此只好鎖定從源頭往下追查，盡量在最短時間內找
出問題產品。

食品藥物管理局副局長許銘能抨擊，廠商第一時間
沒有完整交代問題原料的去向，也沒有提供全部的帳
冊交易資料，一再隱瞞，造成一路往下清查的困擾，
應該要嚴懲這些隱匿業者。

蕭美玲表示，食管局的網頁過去以負面表列方式列
出有問題的產品，之後將以正面表列方式，讓民眾查

詢安全無虞的產品名單。

端午持續追查下游產品
台北市及新北市衛生局在端午節假期持續稽查塑化

劑食品，台北市衛生局配合檢調單位追查昱伸下游的
香料大盤商好量公司，並在好量查扣封存玉米粉1844
包、香料161罐。昱伸自製的問題果醬香料，都是以添
加物「香料」罐裝販售，不是一般果醬或果汁。另
外，好量下游的兩家中盤商皇品和佛祥，已經全面回
收有問題的蛋牛奶醬、咖啡醬、芋頭醬、草莓醬、柳
橙醬、鳳梨油、青蘋果醬和百香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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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援：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隊
據中新社6日電 由北京黃埔軍校同學會和中國戰略

文化促進會共同主辦、以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為主題
的「中山．黃埔．兩岸情」座談會6日下午在全國政協
常委會會議廳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羅援
少將在此間舉行的座談會上寄語兩岸軍人三句話，引
起與會者的強烈共鳴。

羅援少將以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的身份
在座談會上發言。羅援說，在5日晚間舉辦的一個聯誼
活動上，一位台灣退役高級將領說：「今後不要再分
什麼國軍、共軍，我們都是中國軍隊。」聽了這番
話，他深深感到，兩岸軍人就是打斷骨頭還連 筋
啊。

羅援少將說，想對兩岸軍人講三句話：「台海太
小，難展中國軍人文韜武略之大智大勇，讓我們跳出
狹隘的地域觀念，還我以叱吒風雲的中華大舞台；軍
事視野太窄，難容中國軍人博大胸懷，讓我們跳出單
純的軍事定式，再現我中華『上兵伐謀』之兵法精
髓；一萬年太久，難了我幾代人之統一夙願，讓我們
擺脫消極等待的心態，給世界一個驚喜，給全世界一
個榜樣。」

台老兵籲兩岸放下恩怨
專程從台北來京與會的現年92歲的台灣新同盟會會

長、退役上將許歷農也在座談會上發言。他說，哲人
講過：如果為了現在就總和過去糾纏不清，將會失去
未來。兩岸炎黃子孫應該放下恩怨情仇，為中華復興
而奮鬥。在統一問題上，不應瞻前顧後、猶豫不決，
要引導全國同胞，消失分裂意識，統一是我們的歷史
任務和使命，讓我們加油！

美軍射殺台船長 民間今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傳媒報道，台灣漁民勞動人權

協會說，美國軍艦以打擊海盜名義，射殺被當作人質
的台灣船長吳來于，除譴責美國毀屍滅跡暴行，要求
公開道歉，並立即賠償外，組織7日將到美國在台協會

（AIT）抗議。
台灣漁船「日春財68號」遭索馬里亞海盜挾持1年

多，今年談判才稍有進展，但因被海盜當作攻擊母
船，5月10日與執行反海盜任務的美國軍艦交火，吳來
于遭波及身亡，台灣當局5月21日清晨才自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發布的新聞資料中獲知消息。

漁權會表示，譴責美國殺害吳來于，還毀屍滅跡的
殘暴行徑。雙方原已談好條件，美軍去射擊船隻，之
後還敢說將吳來于「莊嚴」海葬，根本就是「濫殺」。

漁權會表示，7日上午將到（AIT）抗議，如果美國
態度仍是非常傲慢，或不當一回事，不排除也到台灣

「外交部」抗議。

據中通社6日電 在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際，美國在
台協會（AIT）意外從美國移民單位於1904年發佈的1
份官方文件發現，建立「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
被指出生於美國檀香山，因而具有「美國公民」身
份。這與一般人所認知的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
完全南轅北轍。但國民黨黨史館證實，孫中山當年為
了推動革命而取得美國身份，這只是權宜之計，沒有
改變生於翠亨村的史實。

AIT在7月4日美國國慶時與台北孫中山紀念館合辦
「孫中山與美國特展」。AIT發言人裴士蓮指出，清朝
末年，孫中山因發起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而被通緝，
美國又因排斥華人移民及勞工而有排華法案，孫中山
進出美國一度遇到困難；因此那時候有人幫助他得到
美國公民身份，美國政府移民單位於1904年對各港口
發佈公文，指孫中山出生於檀香山（現今夏威夷），
可任意進出美國；當時美國政界希望亞洲能出現第一

個民主國家，所以美府運作讓他成為公民，清朝不能
任意逮捕。

為推動革命而取得美國身份
不過，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證實，孫中山在舊

金山的親友，在1904年3月幫孫中山向夏威夷的州政
府取得在夏威夷出生證明，讓孫中山成為美國公民。

邵銘煌並說明，孫中山13到17歲曾在夏威夷生活、
讀書，因而選擇在夏威夷申請出生證明；至於出生證
明上的生日「1870年11月24日」，而非11月12日，則是
選擇興中會的成立日期，作為與革命運動的連結。

除了具有美國籍外，裴士蓮還發現，孫中山在檀香
山時曾就讀「歐胡學院」（Oahu College），也就是現
在的「普納荷中學」（Punahou School）；而現任美國
總統奧巴馬也曾就讀該校，孫中山可算是奧巴馬的學
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由小兩會
（台旅會、海旅會）代表協商，海峽交流基金會、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的大陸旅客來台個人遊政
策，兩岸最快可望在明日（8日）同步公布實施日
期。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台當局原本規劃在大陸
旅客來台「團進團出」滿3年時，準備開放大陸旅
客來台個人遊部分，但必須與對岸協商。

在經過半年多來的密集協商後，已經就相關細節
和技術部分達成共識，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初期
開放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的居民，每日上限500
人。

消息人士表示，個人遊的開放地區，在日前臨時
增加廈門（福建）部分，就由小兩會再度展開協
商，若一切順利達成共識，就待海協會副會長鄭立
中8日抵台後，代表大陸方面簽署協定，兩岸最快
可望在8日同步公布實施日期。

台媒：陸客個人遊或明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郎平 東莞報道）東莞與台
灣苗栗縣日前在台灣簽署相關農業合作協議，東莞
市東城街道、東坑鎮分別與苗栗縣大湖鄉、卓蘭鎮
簽訂結對合作協議。雙方將攜手合作兩地跨境的農
業貿易，並建立長效合作機制。

在莞台商開設的批發商業中心「大麥客」也和苗
栗縣各級農漁會簽訂農產品採購協議，採購農產品
金額高達2億新台幣。苗栗縣將於7月下旬來莞舉辦
農特產品展銷會。

海關力保台農產快速輸莞
早在去年「台灣．廣東周」期間，東莞市已與苗

栗縣簽訂《東莞市與苗栗縣農業合作意向書》，合
作模式是在兩岸關係相關法規及ECFA框架協議架
構下及雙方主管機關監督輔導下進行交流協議，並
建立常態性互訪機制。

東莞市副市長江凌表示，大陸市民比較青睞休閒
農莊等休閒設施，故台灣農民來東莞發展精緻農
業、休閒農莊前景很大。黃埔海關關長劉廣平表
示，為協助莞台貿易往來，黃埔海關將保證將苗栗
縣相關農產品以較快的速度輸入大陸。

莞台簽署農業合作協議

台塑化劑風暴席捲麵包店
受污產品累計近千項 下架產品達21230項

閩台慶端午
潑水狂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第5

屆閩台對渡文化節暨蚶江海上潑水節昨日（6日）
中午在福建石獅蚶江古渡頭開幕，台灣鹿港參訪
團一行120多人專程前來助興，與10萬石獅鄉親
共同潑水狂歡慶端午，成為第三屆海峽論壇．閩
南文化節系列活動之一。

據考證，蚶江「海上潑水節」始於明代，盛行
於清。當時，石獅蚶江與台灣鹿港通商對渡，生
活在兩岸的同胞為了傳遞鄉音，於端午節期間，
在石獅的蚶江以及台灣的鹿港兩地舉行兩岸對渡
儀式，以潑水互相祝福，逐漸演變成了今天的

「海上潑水節」，並由此引發了海上潑水、龍舟競
渡、捉放鴨等一系列兩岸民俗和商貿活動。

據悉，此次「對渡」，石獅也有一批人前往台
灣參加在鹿港舉行的慶端陽文化交流活動，體現
兩岸一家親的骨肉情誼。

塑化劑嚇人
台胞自包端午
據中新社6日電 台灣一美食網站6日發佈調查

顯示，三成多受訪消費者表示，為求安心，今年
端午自買材料包 子。

今年端午，仍在調查之中的塑化劑污染事件衝
擊 台灣民眾對於食品安全的信心。中央社報道
指，「愛評網」調查還顯示，一成民眾表示今年
端午不吃 子，另有三成民眾表示購買 子時會
慎選品牌或少吃一些。據引述台灣衛生主管機構
統計，截至6日中午，台灣受塑化劑污染產品種
類已增至938項，涉及278家廠商。

除了安全考慮，七成多消費者認為今年 子或
是內餡縮水，或是價格較去年上漲一至二成，充
分感受到物價壓力。

6日端午節當天，儘管購買 子的意願較低，
台灣各地方歡度節慶的濃郁氛圍一如往年。

在台南，市民上午11時未到已湧進當地五瘟
宮，從廟旁水井搶取午時水，甚至當場飲用以袪
除百病；「立蛋」也是當地慶端午熱門活動，不
少小朋友和父母親不畏艷陽高照，在廟前扶蛋而
立。

嘉義、彰化等縣2天來接連舉辦龍舟賽，同時
合併舉辦地方農漁產品展售、傳統技藝表演，布
袋鎮等海濱小鎮人潮不斷。

美媒：美高梅有意進軍台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賭場集團美高
梅表示，考慮拓展澳門與台灣市場，台灣博弈一
旦合法，將有極大可能到台灣興建賭場酒店。

美高梅中國控股公司（MGM China Holdings）
執行長鮑維（Grant Bowie）接受美國傳媒《華爾
街日報》訪問時表示，亞洲賭博市場快速擴張，
美高梅也躍躍欲試，希望擴展在亞洲的版圖。

多年前開始涉足亞洲賭博事業的美高梅，對於
澳門永利酒店的成功不意外，表示將繼續拓展亞
洲市場，包括在澳門與台灣投資。

不過，目前澳門仍是美高梅在亞洲的主要投資
區域，從2006年美高梅在澳門的第1家賭場開幕
至今，營收平均達到11%，今年以來也已經成長
7.5%。看好大陸市場潛力無窮，鮑維表示，美高
梅一定會繼續增加在亞洲地區的投資。

據中通社6日電 台灣塑化劑風暴持續擴

大，遭塑化劑污染的市售產品已逼近千項，

黑心原料還可能流竄到大街小巷的麵包店，

台灣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6日坦言，水果口

味的汽水、冰淇淋、糖果等，很可能也淪

陷。食藥局表示，塑化劑未來會成為加工食

品的常規檢驗項目之一，如同防腐劑、色素

等抽驗，只要發現違規添加塑

化劑，都將處罰。

■台灣鹿港參訪團一行120多人和石獅鄉親共
同潑水狂歡慶端午。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台灣塑化劑風波擴大到麵包、烘焙業，引發民眾恐慌。
中央社

■台當局追
查含塑化劑
的「哈蜜瓜
香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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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昨日端午節，許多台南市民中午擠爆中西區
的五瘟宮廟埕「立蛋」，歡度節慶。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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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孫中
山在美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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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漁船
「日春財68
號」船長被
美軍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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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美高梅金殿賭場(上)。 資料圖片

美文件指孫中山為「美國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