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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高度評價謝長廷香江行
象徵「民共」交流破冰 願海峽從此更和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民進黨前主席謝

謝總結三大突破
「爭取到另一條路」

長廷率團赴香港展開了一場與大陸智庫良性
互動的歷史性聚會，儘管引起部分綠營人士
激烈抨擊，但是台灣社會人士、學者及部分
傳媒輿論均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有島內輿論
讚謝長廷為民進黨的先行者。有專家發表文
章指出，謝長廷此行也象徵

「民共」交流

破冰的美好願景，但願海峽兩岸關係從此更

■謝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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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諧，其境界也更上一層樓。

台 指出，謝長廷到香港與大陸智庫合辦研討會，
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王高成

在兩岸紅藍綠三黨互動上，新的意義是民共交流的
提升。

主流民意樂見
不過，他也指出，現在的民共交流離國共交流還
有一段差距，大陸也不會在現在改變對民進黨的政
策，因為民進黨還是堅持「一邊一國」的立場。所
以謝長廷雖有實質力量，但還只是代表黨內部分人
與派系的看法。
對於謝長廷面對兩岸交流逐年擴大、攀升的形勢
下，親自率團赴香港、大陸交流，並表示「民、共
要交流，不然會邊緣化」
。
《中央日報》網路報2日「點評」文章指出，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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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稍早前的食品安全問題對旅遊形象造成
影響，寶島最近抽查了21家國際觀光旅
館，發現竟有18家、即八成五不合格。
有酒店甚至在食品過期2年多後，仍供
應給客人食用，再次重創台灣旅遊形
象。
台灣共有71家國際觀光旅館，「行政
院」消保處今年5月鎖定21家四、五星
級飯店「突襲檢查」，針對「建築安
全」
、「消防安全」和「廚房衛生安全」
及「訂席服務定型化契約」四項稽查，
但只有3家全部合格，包括台北喜來登
大飯店、豪景大酒店及台中長榮桂冠酒
店。

部分食品過期逾兩年
消保處消保官王德明表示，桃園大飯
店雖標榜國際觀光旅館，但廚房天花板
破洞、管線裸露、風扇污垢未清，且冰
箱食材生熟食未區隔存放；最誇張的是
在乾貨食材儲藏區查到38件過期食品，
例如罐頭醬料、香芹粉、珍珠瓜等，有
的甚至過期兩年多，「非常不可思議！」
王德明指出，除了食材過期，宜蘭礁
溪長榮鳳凰酒店，竟然把香蕉皮與喝完
的養樂多等垃圾和可用食材疊放在一
起。高雄福華、漢來飯店，也因為食材
未用保鮮膜或蓋子覆蓋，就堆疊在一
起，增加細菌感染、交叉污染風險。

說法十分正確，他也做了應該要做的事。固然他的
行動能對民進黨產生多少影響，仍是未知數，但是
台灣主流民意應會樂見他率民進黨之先，熱心投入
兩岸交流；大陸方面也應會持續給予正面回應。

認同「命運共同體」
《中國時報》2日社論指出，在這次會談中，謝長
廷再度提出「憲法」一中及「和」的概念，表示兩
岸之間今後不要再談「統獨」問題，「我們可以沒
有共同的過去，可以有相同的未來」
，兩岸雙方都要
創造利益而非對立，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感覺。

社論認為，台灣確實需要一個健康、理性的反對
黨，扮演監督和制衡的角色，即或謝長廷未來在政治
上不必然還會東山再起，或許他也只想扮演民進黨內
一股中道、平衡的力量，社論期望謝長廷能夠發揮積
極的影響力，利用其在黨內「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
的身份，在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事情上多所 力。
針對謝長廷9個月內兩度登陸，《聯合報》一篇分
析文章認為，在民進黨缺乏兩岸務實論述及戰略縱
深現況下，謝長廷隱然已成「紅綠對話」的代言
人。民進黨批謝的力度愈強，謝長廷在兩岸扮演
「民共對話」的角色就可能愈吃重。

郝龍斌：滬台具互設辦事處經驗
軍、上海市市長楊雄會見了台北市市長郝龍斌一
行。
對於兩岸兩會的互設辦事處議題，郝龍斌表示，事
實上，台北和上海早在世博會時就已有類似互設辦事
處的經驗。隨後，在與上海市長楊雄會面時郝龍斌亦
表示，滬台兩地的交流不僅建立友誼，對台北也有很
大的幫助。最具體的就是上海虹橋與台北松山的直
航，不僅拉近了兩座城市的距離，也形成了兩地的
「一日生活圈」
，為台灣民眾往來大陸帶來便利。
■隨行的連勝文（左）在郝龍斌（中）陪同下，與張志
軍（右）握手。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 上海報道）台北市
長郝龍斌昨午率團抵達上海，準備參加明（4）日舉
行的「台北．上海雙城論壇」簽署兩市合作備忘
錄。抵滬後，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

張志軍歡迎郝抵滬
張志軍歡迎郝龍斌一行，並表示，通過兩岸交流
相互了解、拓展合作領域發現合作商機，交流城市
治理建設的經驗，會對兩岸民眾帶來更多利益。
據台北市府表示，連勝文以市府經發會副召集人
身份隨行出訪，企業代表則包括旺旺集團董事長蔡
衍明、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等人。

餐廳拒浪費 逼客食到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王姓男子和家人日前到台中市一家
燒烤自助餐廳用餐，結帳時剩下肉
片等食物沒吃完，女店東小葵要求
必須吃光才能離開，雙方為此爆發
■女店東堅持要客人吃完， 口 角 ， 但 女 店 東 十 分 堅 持 ， 強 調
雙方發生爭執。 網上圖片 「我不收你們的錢，我只是押 你把

肉吃完！」王男最後勉力吃完，步
出店外更立刻吐了出來。他事後向
媒體投訴此事。
對於女老闆要求顧客吃完食物，民
眾看法不一。有人認為店家最多只能
對食物剩太多的顧客酌收餐費。但也
有人批評顧客也不該浪費食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謝長廷結束5天香港及深圳
行程，昨午返抵台北，總結此行他認為有三個突破：首先是
接觸到不少台商，坦言台商歷來是國民黨在選舉中的「主力
軍」之一，謝長廷直言「台商也是我們(民進黨)的選民！」認
為這次可以在陸方官方人員安排下，與台商協會交談，這是
一個突破，「證明我們也可以處理問題」
。
第二，他也表示此行可與國台辦官員及大陸學者坦率交換
意見，有助雙方加深互相了解。
第三，他認為自己也借此機會向大陸方面表達了台灣基層
的聲音，包括台灣民間對「政治一中」
、「服貿協議」等敏感
及熱門話題的看法。
「我們替台灣人民解決問題，也替民進黨爭取到另一條
路，另一個可能性。」謝長廷強調，已把最基層、學者的意
見都反映出來，充分表達自己的主張，也達到對話，「至少
多提供了一個可能性」
。

蘇貞昌肯定：謝積極自信
據中央社報道，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昨午受訪時說，謝長廷
很早就告訴他將舉辦研討會，他肯定這是用積極自信態度與
大陸各階層交流，民進黨對堅持的價值與立場有信心，相信
大陸這次也聽到台灣一些不同的聲音。他說，謝長廷有些關
於兩岸事務的說法，是謝長廷的主張，黨內有不同意見，身
為黨主席，希望不同意見能在黨內討論。

誰是接班人 胡志強笑擲骰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央社報道，台中市長胡
志強昨天在市議會接受
市政總質詢，有市議員
問胡志強，如果不選連
任，誰是接班人？胡應
其要求擲印有不同接班
人照片的骰子，結果分
別擲中「立委」楊瓊
瓔、盧秀燕。
他表示，這些表列人
選都比他好，又笑說
「這樣質詢很輕鬆，但感
覺好像我不選了，如果
是我選呢？」

「白狼」效應 欠稅大戶欲返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外號「白狼」的竹聯幫大佬
張安樂日前主動返台自首，引發效應。欠稅4.66億元新台幣
(約1.2億港元)的台灣欠稅大戶、東帝士集團前總裁陳由豪，日
前傳出有意向台「財政部」繳清欠稅，在繳稅期限前「清白
返鄉」
。「財政部長」張盛和前日證實，確有人居中向他傳遞
訊息，但還不知其可信度。
張盛和說，陳由豪再過3年可能就過了通緝期限，法律上可
能無法究責，但其將永遠背 欠稅污名；人年紀大了，想要
在家鄉留個好名聲，是人之常情。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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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推中港股票基金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宣佈推出「中銀香港全天
候中港股票基金」。此基金是「中銀香港盈薈系列」的第四
隻子基金，由經驗豐富的中銀香港資產管理證券團隊所管
理，旨在透過靈活資產調配，協助投資者捕捉香港及中國內
地市場股本證券的投資潛力。
此基金獲香港證監會認可，會將其資產淨值不少於70%投
資於在香港上市的中小型股。此子基金讓投資者有機會在短
期受惠於現時估值偏低的香港及內地相關的證券市場，在長
期則可獲享資本增值。在逆市下，此子基金可將最多30%的
資產淨值投資於定息工具，以管理下行風險。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行政總裁區景麟表示：「我們在人民幣
定息產品投資及創新產品方面的卓越表現，備受業界認同，
並榮獲《亞洲資產管理雜誌》頒發『2012年最佳資產管理大
獎』
（2012 Best of the Best Awards）的五項殊榮。除了在人民
幣投資的優勢外，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更擁有一隊專責機構投

仁人家園舉辦慈善籃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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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
資客戶的專業證券團隊。我們設計此新子基金時，旨在協助
市民參與內地相關的投資機遇，同時可於投資市場出現波動
時管理風險。此外，此子基金亦有助增強中銀香港資產管理
在香港零售基金市場的股票投資能力。」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的香港股票投資機制在一般市況下已行
之有效，同時亦重視逆市下的下行風險管理。此子基金獨特
之處在於採取「防守斷路器」策略，在波動市況下適時利用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定息證券、現金及銀行存款等投資工
具以維持投資價值，此策略有助平衡市況不穩所帶來的不利
因素。
此子基金港幣及美元類別的最低認購金額分別為港幣1萬
元或其等值。由即日起至本月19日，客戶可透過中銀香港、
南洋商業銀行及集友銀行認購。

伴；仁人家園其後獲香港特區政府賑災基金批出159萬港元
的撥款，向邛崍市5,400戶受影響的家庭，派發救援物資，包
仁人家園將於7月11日晚上7時半假灣仔修頓場館舉行「灌」 括：食油、手動電筒及被毯。在仁人家園獨立及嚴密監察
蓋家園．Nuts × ALL STAR慈善籃球賽，由張繼聰、方力 下，同時委託符合國際資格的香港獨立核數師審核帳目，與
申、Mr.成員譚健文等本地藝人組成的球隊Nuts與甲一男籃傳 受災家庭攜手重建家園。
奇星籃球隊ALL STAR，為「四川地震災後重建基金」籌
購票方法：
仁人家園辦事處
修頓場館售票處
款，共同賑災建家園。
發售日期：6月29日及30日
發售日期：6月24日至7月10日
四川省雅安市發生7級地震後，國際非政府組織仁人家園
售票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售票時間：下午2時至6時
設立於中國的支部中華仁人家園一直密切關注當地災情，並
地址：香港上環德輔道中181號大新行17樓
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11號
因應居民的需要，分階段提供適切援助。地震後，仁人家園
隨即設立「四川地震災後重建基金」，開設專款專用戶口，
電郵訂票：詳情及方法請電郵到enquiry@habitatchina.org查詢
籌募捐款，擬定於四川省邛崍市受災最嚴重地區，包括高何
票價：150元（正價）/80元（全日制學生、長者卡持有
鎮靖口村及天台山鎮馬坪村，開展長遠的災後重建項目，為 人、殘疾人士及領取綜援人士出示有效證件可享此優惠，此
災民興建抗地震房屋，直接撥款予災民，與受災家庭結成夥 優惠每人限買兩張）

首屆「海南旅遊產品」評選啟動
■熱帶海濱（本報海南傳真）

為讓香港人了解更多海南特色旅遊產品，
提升海南國際旅遊島的知名度和品牌形象，
增進人們對海南旅遊的興趣，營造瓊港「一
程多站」式合作格局，海南省旅遊發展委員
會與香港文匯報聯合舉辦首屆「香港人最喜
歡的海南旅遊產品」評選活動，在香港文匯
報、文匯網同時推出，時間從7月1日至9月
30日為期三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安莉 海口報道

海 的空氣質量、迷人的大海、蜿蜒的沙灘、
南是中國唯一的熱帶島嶼省份，擁有一流

神奇的熱帶雨林、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獨特
的黎、苗等少數民族文化。建省辦經濟特區20多
年來，海南旅遊業蓬勃發展，現已建成吃、住、
行、遊、購、娛配套齊全的度假和旅遊接待設
施，具備了年接待3,000萬人次的能力。喜達
屋、萬豪、麗絲卡爾頓、希爾頓、假日、皇冠假
日、索菲亞、鉑爾曼、凱賓斯基等眾多國際品牌
連鎖酒店紛紛落戶海南島，海南島被業界人士和
境內外旅遊者譽為「陽光島」
、「健康島」
、「生
態島」
、「度假島」⋯⋯。
2009年12月31日，《國務院關於推進海南國際
旅遊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頒佈，明確提出將
海南建設成為中國旅遊業改革創新的試驗區、世

界一流的海島休閒度假旅遊目的地等六大戰略定
位，標誌 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
戰略。今天的海南正在加快推進新一輪更寬領
域、更大範圍、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向 世界
一流熱帶海島度假勝地目標邁進，未來經過10年
的努力，海南的旅遊服務設施、經營管理和服務
水平將與國際通行的旅遊服務標準全面接軌，初
步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島休閒度假旅遊勝地。
據悉，本次「香港人最喜歡的海南旅遊產品」
評選活動共分為六個系列，將分別評選出國際品
牌酒店、本土品牌酒店、高爾夫球場、景點景
區、美食產品各十個、旅遊市縣五個，並對參與
投票的網友進行隨機抽獎，中獎者將有機會獲得
海南旅遊的各種優惠，如酒店客房、高爾夫果
嶺、餐飲、景點景區門票、機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