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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薇：不玩政治遊戲
「海峽組合」溫網折桂 傳陸挖角起波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
隨 近日民進黨「華山會議」的舉
辦，兩岸政策成為黨內的焦點議
題。台灣《中央日報》網絡報昨日
發表評論指出，蘇貞昌與謝長廷的
心結躍上 面，然而在兩人互相爭
鬥的背後，「黃雀在後」，聰明的
蔡英文正靜觀其變，趁勢而起。

有關評論指出：目前局面很清
楚，蘇貞昌想要討好「獨派」的基
本教義派，又不甘心放手讓謝長廷
藉 更開放的大陸政策，再創造自
己的政治「第N春」(謝曾明白表示
要退出政壇)。2016年的台灣地區領
導人選舉，蘇謝兩人都已不可能是
主角，蔡英文幾乎篤定二度披掛上
陣。

經過連場的華山會議，蘇謝兩人
將傷痕纍纍、仇結得更深，但是兩
個人會一同釐清一些民進黨對大陸
懸而未決的議題─謝長廷幫小英
進行黨內的「掃雷」，把那些「逢
中必反」的頑固者邊緣化；蘇貞昌
則提供這些「逢中必反」的人一個
相偎取暖的空間；蘇謝兩人或許不
知道，他們正在為蔡英文的「大位」
前程鋪路。

蘇謝兩人當然也有鴻鵠之志，只
是時不我予，不知不覺間竟成了蔡
英文的「哼哈二將」，在其金剛護
法之下，聰明的蔡英文將學會拿捏
好黨內兩岸政策的輕重，知道尺
度、界限何在，也知道進擊的方向
和力度何在。

6日誕生的熊貓寶寶目前相當有活力，據台北市立動物園透露，其每天平均人

工餵奶6至7次，每次肚子餓或想便便的時候，都會大叫，相當可愛。有保育員開

玩笑叫熊貓寶寶「肉圓」。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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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琴手高鐵桃園站浪漫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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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高鐵桃園站大
廳昨天上演浪漫音樂求婚記，30歲的大提琴手陳
建廷昨天在站內表演，並臨時邀交往8年的27歲
女友小提琴手莊瑾欣加入表演，當兩人認真表演
的同時，由旅客臨時演出送上玫瑰花，接 ，男
主角單腳跪地秀出鮮花及求婚戒指大喊「親愛的
瑾欣，嫁給我吧！」莊瑾欣又驚又喜，說「我願
意！」場面溫馨感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

道）福州馬尾至台灣馬祖(下簡稱「兩
馬」)「小三通」航線因業務量萎縮，
台方營業者擬從下月起停航。馬祖縣
長楊綏生昨日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
提出希望大陸方面能適當降低台方船
隻的靠泊費，降低成本，幫助維持航
線的運營。

楊綏生直言，台「交通部」認定此航
線非補貼範圍，業者難以為繼因此提出
停航。「馬祖這兩家公司全靠民間資本
的投入，不像大陸官方給予業者補貼。
在商言商，他們此舉可以理解。」

旅遊業界：被邊緣不意外

業者之一的馬祖大和航業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人曾林官告訴記者，馬祖船
公司由於無法獲得「交通部」航線補
貼，已經難以經營。「我們原定7月20
日停航，但想 不能突然停掉，還是
要給民眾一個緩衝的時間，如果8月11
日前當局再無表示，就只能停航了」。
一旦台方業者退出，僅剩的1家大陸業
者預計僅能維持每日1個往返航次的頻
率。

馬祖八閩旅行社有限公司總經理蕭欽
國則表示，赴馬祖旅遊的客流一直不
多，且由於台灣本島到馬祖南北竿機場
一天最多10個班次的飛機，尚不能滿足
台灣民眾需求。在「大三通」以後無法
如金門一樣發揮高性價比的中轉便利，
因此被邊緣化也在預料之中。

台北紅茶大腸桿菌超標45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新聞網報道，台北市衛生局

昨日公布散裝飲冰品及配料抽驗結果，發現3件不符規
定，其中甚至有紅茶大腸桿菌群多出標準限量達45
倍，吃多了恐會腹瀉；另有8件豆乾、豆腐殘留殺菌
劑、防腐劑不合格。

台北市衛生局入夏第一波散裝飲冰品及配料抽驗，
共抽驗177件，其中有3件不合格，且經複驗結果仍超
過衛生標準限量，不合率2.4%。

台商天津總部奠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 天津台商總部基

地奠基儀式前日在津舉行，預計2015年建成投入使用。
據介紹，該項目總面積10萬平方米，總投資10億元人

民幣，是天津市第一個台商商業綜合體項目，項目主要
包括台商總部基地、商貿服務中心和酒店住宅等，旨在
搭建台商投資現代服務業承接載體，以滿足台商在津聚
集發展和生活配套服務的需求，打造台商在天津發展、
交流、居住、生活的標誌性區域。

■彭帥（右）與謝淑薇

（左）賽後被多家媒體蜂

擁採訪。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消息：台灣選手謝淑薇與大陸搭檔彭帥組成的「海峽組合」，日前聯手奪下

溫布頓網球賽女雙冠軍後成為媒體焦點。近日傳出大陸有廠家希望重金邀請謝淑薇轉大陸籍，有民進

黨「立委」呼籲馬英九趕緊提出具體留人的動作。而謝淑薇昨日聲明，「我不跟大家玩政治

遊戲，運動歸運動」，她預定明日(10日)返抵台灣。

世界職業女網協會昨日公佈最新世界排
名，「海峽組合」的女雙排名從原本十

六名，挺進至第九名，追平謝個人新高排名紀錄。身
兼謝淑薇經理人的父親謝子龍證實，大陸青海某酒廠願以年薪
1,000萬人民幣的優厚條件，請謝淑薇「轉籍」代表青海省角
逐大陸的全國運動會。

直言台灣網球環境遜大陸

兩人賽後接受日媒專訪，有關「勝利對自己國家的意義」的
提問將兩人捲入一場政治風波，作風硬朗的湘妹子彭帥當場表
明「不接受台灣是一個國家的說法」，而強調自己「來自台灣」
的謝淑薇則稱，希望運動不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

身在英國的謝淑薇昨日透過Facebook再度表達心聲：「我不
跟大家玩政治遊戲，運動歸運動」，希望有關政治的口水戰

「就此打住」。
謝淑薇昨日接受媒體專訪時坦言台灣的網球環境不如大

陸，「(大陸)條件很吸引」，將會認真考慮。她說，進入職業
後就一直有許多國家接觸她，「不只是大陸」，但她強調自
己對台灣「還是有某種感情」。她也趁機批評台灣的網球發

展落後，直言大陸一個二三線城市的網球場設備都較台灣
代表隊的訓練場要好，促請政府想想怎樣協助球手在
國際網壇有更佳表現。

島內擬提供副教授級薪水

民進黨「立委」李應元昨日則呼籲當局趕緊提出
具體留人的動作，不要讓「台灣之光」就此送人。
李應元又表示，謝淑薇的崛起過程，台灣當局並未
給予協助。他父母親為籌策訓練與比賽經費，曾窮
到借卡債，一家九口住在狹小套房。因此謝家子弟若
前往大陸打球，該被譴責的是沒有任何作為的馬「政
府」。

台灣「教育部」體育署主任秘書林哲宏指出，
會繼續爭取謝留下來為台爭光，目前已規劃兩
個方向，一是尋求企業贊助，二是協助到大學
任職，應可比照副教授層級的薪水。「立法院
長」王金平昨晚邀約企業聚餐，鴻海、宏國等
逾20家企業代表將與會，會中將討論企業贊助
體育，也會針對謝淑薇的個案尋求企業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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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新地）一直恪守高水平的企業管治，積極
與投資者維持良好關係，廣受投資界認同。早前新地榮獲
亞洲權威雜誌《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推選為亞洲企
業管治模範機構之一，勇奪最高級別的「亞洲最佳企業管
治大獎」殊榮。

新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亦獲頒「亞洲最佳
公司董事大獎」，他表示：「集團堅信憑 開明及盡責的
態度經營業務及奉行良好的企業管治，可提升集團及股東
的長遠利益。在優秀管理團隊的全力支持下，新地建立了
具有成效的董事局、落實良好的內部監控系統，以及繼續
深化與各持份者的互動。今後集團會一如既往，與股東、
投資者及各界人士保持適時及有效的溝通，切實執行可持
續發展的營商模式。」

一年一度的「亞洲最佳企業管治大獎」，旨在表揚區內
擁有高水平企業管治的公司，今年主辦單位更總括過去十
年得獎機構的表現，根據有關機構在企業管理質素、營運
模式、增長前景、財務表現及業內地位等進行評選。能夠
在任何營商環境下，仍可長期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的傑出
企業，則獲頒發代表亞洲區典範的最高級別「亞洲最佳企
業管治大獎」，以作表揚。

南洋商業銀行（南商）為客
戶呈獻全新「證券星級賞」優
惠。由2013年6月3日起至7月27
日，全新證券客戶透過任何交
易渠道敘做股票交易，可享三
個月無上限買賣免佣，每周更
有機會參與大抽獎，首輪得獎
幸 運 兒 已 於 日 前 獲 頒 最 新
Samsung GALAXY S4智能手
機，南商管理層更與得獎客戶
分享喜悅，場面熱鬧。此外，
於7月27日前轉倉存貨至南商，
更可獲現金獎賞及轉倉費用回
贈合共高達港幣1,500﹗優惠期
有限，「機」不可失！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南商
客戶服務熱線（852）2622
2633。
註：投資涉及風險。以上服

務及優惠均受有關條款及細則
約束，詳情請聯絡本行職員或
參閱有關宣傳單張。

全新「中銀GOOD DAY白金卡」隆重推出
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中銀信用卡）推出全新「中銀GOOD DAY白金卡」，為

客戶帶來精彩的優質消費及購物樂趣，以迎合香港人精明消費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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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信用卡隆重推出全新「中銀GOOD DAY白金卡」

■得獎客戶與銀行管理層合照，場面

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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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GOOD DAY白金卡」客戶凡於每個月2
日、12日及22日在華潤萬家超市簽賬購

物，即可獲8% 折扣；於Pacific Coffee增值The Perfect
Cup Card除可即時享有8%折扣外，手調飲品更會獲全
年免費升級優惠。此外，每個月2日及12日於華潤堂購
物亦可享8%即時折扣。

「中銀GOOD DAY白金卡」備有銀聯雙幣白金卡及
Visa白金卡供客戶選擇。客戶憑「中銀GOOD DAY銀
聯雙幣白金卡」在中國內地及海外簽賬或作現金透
支，可獲豁免海外簽賬手續費優惠，為經常穿梭香港
和內地，或赴海外公幹旅遊的客戶而設，盡享跨境消

費優勢。
由即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凡成功申請「中銀

GOOD DAY白金卡」的客戶，可享永久豁免年費優
惠及豐富迎新禮品乙份，包括港幣200元華潤萬家禮
券或華潤堂禮券，或Pacific Coffee標準裝咖啡券6張；
同時成功申請附屬卡更可獲25,000簽賬積分獎賞。

如欲查詢「中銀GOOD DAY白金卡」的推廣詳情，
請瀏覽中銀信用卡網址www.boci.com.hk或致電24小時
推廣熱線（852）2108 3288。
註：優惠受相關條款及條件約束，詳情請參閱有關宣

傳單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