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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準國民黨「總」參選人洪秀柱
被質疑學歷造假，她當年的同班同學張思敏昨天
現身力挺，澄清報道不實，他與洪秀柱等人當年
遠赴密蘇里州唸書，洪秀柱表現優秀，學期末代
表上台致詞。此外，台灣《壹週刊》報道，因學
歷問題，洪秀柱的提名可能生變，對此，國民黨
發言人楊偉中昨天強調，所謂「提名生變數」、
「切割」之說，絕非事實，毫無可能。

傳洪提名生變 國民黨：非事實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因名嘴周玉蔻爆料，指洪

秀柱在美國碩士學歷是「假貨」，掀起一場風
暴。針對惡意抹黑洪秀柱假學歷，洪秀柱辦公室
昨日下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記者會，由發言
人游梓翔和楊永明主持，並邀請洪秀柱當年的同
班同學、體育大學副校長張思敏共同出席。
張思敏表示，他和洪秀柱都是經過努力求學，

利用寒、暑假遠赴密蘇里州密集上課，洪秀柱求
學認真，在教育方面的認知度很強，學期末還被
推舉上台致詞，表現優秀。
張思敏表示，密蘇里大學位於美國中部，1995

年改名杜魯門州立大學，名聲響亮，辦學績效相
當好，資深廣播人李季準的哥哥李伯超、教授曾
仕強、教授劉君政等人都是洪秀柱的同學。
外界質疑洪秀柱學歷的學程名稱？張思敏表

示，學程叫教育學程，去讀多半是大學、中學老
師或校長，以教育為主軸，課程多以教學設計、
教育行政等為主，至於「Master of Arts」的

「Arts」定義，包括藝術、教育、人文科系都是，學位授
予校方會根據科系、學院來做命名。
此外，昨日出刊的台灣《壹週刊》仍然發文指稱，國民

黨中央可能因洪秀柱學歷造假一事，將考慮換將。
對此，楊偉中上午受訪時表示，關於所謂學歷爭議，洪

秀柱已經有清楚完整的說明，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真實
情況已經明朗，任何惡意的攻訐、歪曲都應該中止。至於
相關媒體報道的所謂「提名生變數」、「切割」之說，更
絕非事實，毫無可能。

洪辦將控告周玉蔻《壹週刊》
而洪秀柱競選辦公室決定同時對周玉蔻、台灣《壹週

刊》社長和總編輯與撰稿記者提出刑法加重誹謗罪的告
訴，游梓翔強調，這次選舉過程中，只要出現任何不是基
於事實的指控，他們就會提告。

國台辦斥「台獨」政客抹黑免簽政策

宋楚瑜或提前至7月
宣布會否選「總統」

香港文匯報訊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日前曾說，會在8月明
確交代是否投入台灣2016年「總統大選」，但他昨日表示
會提前決定，時間在7月19日中國國民黨全代會後，會比
先前所說的8月「提前一些」。
據中通社報道，宋楚瑜表示，台灣目前「人心思變，民

心望治」，選「總統」要堅持兩個基本方向，一是透過民
主方式選出領導人；二是由民眾來挑路線、挑舵手。民進
黨提出黨主席蔡英文作為參選人，國民黨初步是台灣「立
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他正在觀察這兩人的基本政策，
「積極觀察，但心不急」，觀察期可能較先前所說的8月
提前一點。
國民黨最後機制是在7月19日全代會正式提名參選人，

他將在國民黨全代會之後作出決定。
至於是否可能選親民黨不分區立委，競選「立法院」龍

頭？宋楚瑜說，他會做決定是否參選「總統」，但「到今
天為止，沒有任何計劃要列入親民黨不分區立委」。

中銀台北分行助台爭離岸人幣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行台北分行22日
在台開業滿3周年，中國銀行台北分行表
示，這3年來透過不斷的創新產品與服務模
式，協助台灣監管機構推動離岸人民幣市
場發展，包括成立外幣結算平台，累計辦
理的人民幣清結算金額高達7.5兆元（人民
幣，下同），境外交易金額比例最高，中
銀台北努力成為台灣發展境外人民幣中心
的推手之一。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銀行台北分行行長蔡
榮俊當日接受《旺報》專訪時表示，希望和
台灣同業一起把「蛋糕」（人民幣市場）做
大，中銀台北投資建置許多IT系統，成為同
業銀行間的平台，包括匯款、清算及結算都

因透過中銀台北而更加快速，同時中銀台北
也透過免費或減少手續費，協助台灣同業節
省清算成本，共同做大市場大餅。
根據中銀台北統計，自2013年2月6日開
辦人民幣業務至今，中銀台北累計人民幣
結算以及清算業務達49萬筆，金額高達7.5
兆元；而台灣同業間業務為4,000億元，兩
岸間匯款達26萬筆、2,900億元。
蔡榮俊認為，台灣金融業近3年蓬勃發

展，獲利再創新高，就是因兩岸關係推
動，開放金融業務的果實，應給予正面肯
定。目前台灣人民幣資金池是僅次於香
港，未來中銀台北也將支持台資銀行在海
外資金及布局的需求。

「圓圓」食慾降 人工受孕或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市立動物園日前幫助

大熊貓「團團」和「圓圓」進行人工受
孕，昨日動物園方消息稱，「圓圓」最近
似乎出現活動力降低、食慾不振等疑似懷
孕的臨床徵兆，但目前仍無法確認，估計
一個月內可揭曉。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市立動物園表示，

雖然大熊貓「團團」和「圓圓」今年自然
交配沒有成功，但動物園把握「圓圓」發
情的高峰，在3月26、27兩天，在「圓
圓」荷爾蒙指數達臨床的最佳時機，為
「圓圓」進行兩次人工授精。

動物園觀察，從6月11日開始，「圓
圓」的每日活動量開始下降，不但沒有
吃早餐的紅蘿蔔，還有延遲進食的現
象，陰部有些微腫脹，隔日食慾更明顯
下降，經過長達一周對糞樣的檢測分
析，確認孕酮量也已攀升。但無論真懷
孕或「假」懷孕，在行為和生理上都會
出現類似變化，所以保育員目前仍難以
確認懷孕與否。園方在6月 15日剃短
「圓圓」腹部的毛，嘗試透過超音波進
一步診斷，無奈「圓圓」不願爬下棲架
接受訓練，只能暫時作罷。

■大熊貓「圓圓」（右）年多前在台誕下寶
寶「圓仔」。 資料圖片

勝利日閱兵歡迎在台抗戰老兵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

道）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發布
會上表示，歡迎廣大台灣民眾、各界人士
以及參與過抗戰的老兵和他們的親屬後代
來大陸參加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相關活動。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此前召開新聞發布
會公布，9月3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
行的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將邀請部分國
民黨老兵參加，有台灣媒體問及相關安
排。馬曉光回應稱，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有關活

動的籌備工作正在進行，將適時宣布相
關消息。
馬曉光說，「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

歡迎廣大台灣民眾、各界人士以及參與
過抗戰的老兵和他們的親屬後代來大陸
參加相關的紀念活動。」

馬曉光回應，國台辦多次指出並且強
調，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民族的偉大勝
利，無論是「敵後戰場」還是「正面戰
場」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歷史
條件下，兩岸同胞來共同紀念抗戰勝
利，希望大家能夠緬懷先烈、牢記歷
史，繼承抗戰精神，維護抗戰成果，團
結一致，攜手同心，共同致力於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
道）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就台胞赴大陸免簽注一事駁
斥「免簽注將使台灣香港化」言論，他
說，台胞往來大陸免簽注為兩岸民眾謀
福祉，得到台灣主流媒體輿論的高度肯
定。「台獨」政客對於這項惠台政策怕
得要死，恨得要命，該誤導性「台獨」
言論低估了台民眾判斷力，不值一哂。
馬曉光還再次回應洪秀柱參選台灣地區
領導人一事。他表明，大陸不介入台灣
的選舉，只要反對「台獨」、認同「九
二共識」，堅持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
路，我們都歡迎。
發布會上有港媒提出，台灣有言論認
為台胞往來大陸免簽注以及年內實施卡

式台胞證的政策目的是使「台灣香港
化，台灣居民大陸公民化」。馬曉光回
應稱，兩岸同胞是一家人，這項重大政
策為的是進一步便利兩岸同胞往來，推
動兩岸同胞之間的交流，是為兩岸民眾
謀福祉，因而也得到兩岸民眾，特別是
廣大台灣民眾的普遍歡迎，得到台灣主
流媒體輿論的高度肯定。

免簽有助兩岸同胞交流
馬曉光指出，卡式台胞證是對目前5

年有效紙質台胞證的電子化改版，「台
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這一證件名稱
沒有改變，出入境證件的功能沒有改
變，有效期仍然是5年。屆時台灣居民
憑有效卡式台胞證還可以實現自助出入

境，來去更加便捷。
馬曉光說，對於任何有助於兩岸同胞

交流往來的措施，「台獨」政客們都怕
得要死，恨得要命，然而他們那些歪曲
基本事實的誤導性言論也太低估了台灣
民眾的判斷力，因此是不值一駁，甚至
是不值一哂的。

大陸不介入台灣選舉
針對有媒體問到2016台灣「大選」國
民黨候選人洪秀柱的兩岸論述，馬曉光
指出，大陸不介入台灣的選舉。2008年
以來，兩岸雙方推動兩岸關係開創了和
平發展新局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關鍵在於確立了堅持「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核心是認

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馬曉光說，我們希望在此基礎上，繼

續保持台海局勢和平穩定，繼續推進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台灣的任何政黨和個
人，只要反對「台獨」、認同「九二共
識」，堅持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
我們都歡迎。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在例行發布
會上。 中新社

麥當勞在台改為授權經營
台媒稱350間直營店將另尋買主 涉百億元交易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商業周
刊》昨日報道，麥當勞大中華區總

裁曾啟山（新加坡籍）本月12日專程從上
海到台灣，在台灣麥當勞僱員溝通平台的
「小鎮會議」上，宣布將把麥當勞經營權
轉手，未來採取「發展式特許經營」模
式，讓新的投資方主導台灣市場經營，等
同裁撤台灣子公司。台灣近350間的麥當
勞直營店將另尋買主（進行加盟權利讓
售），交易價值至少超過百億元新台幣。
屆時1.6萬名麥當勞員工將面臨「換老
闆」的局面，直接牽動一年近200億元新
台幣的餐飲市場產值重分配。
這一消息迅速引起台灣飲食服務業震
驚，台灣各大網站接連轉發。但隨後台灣
麥當勞即發出聲明，指不會撤出台灣市
場，而是決定在台灣尋求適當的授權發展
夥伴，在轉換過程中不會有組織重整。
對於台灣民眾最擔心的：若未來改成其
他業者經營，那麼麥當勞所使用的食材生
產和供應商勢必會產生調整，麥當勞承諾
對於食品安全的重視，不會因為轉型為授
權發展商而有所改變。

工商界：警訊浮現
台灣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表示，麥當
勞在台經營很賺錢，要退出很難理解。他

表示，近年來台灣社會氛圍反商仇富情結
高漲，消費者權益被無限上綱，加上能源
問題未解，限電危機一觸即發，繼電價
後，水價也要上漲，企業經營日漸辛苦。
賴正鎰指出，除了這些成本，台灣勞工
的假期又多，彈性工時未解等種種問題，
都會阻礙業者投資，從新增投資年減15%
就可看出端倪。他強調，麥當勞退出台灣
市場只是警訊浮現，政府要加油。
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童子賢表示，就
像電子電腦產業，連鎖餐飲或飲料產業正
處洗牌階段，部分調整經營模式可以理
解。

肯德基：不予評論
台灣肯德基則表示，目前肯德基在台灣

是由怡和集團擁有特許經營權，與麥當勞
現有經營模式也不一樣。對於麥當勞未來
有意要找授權夥伴的初步規劃，不予評
論。
而摩斯漢堡現在在台經營模式，是麥當

勞這次有意股權轉移可能參照的選項之
一。針對麥當勞的最新動態，目前已躍居
台灣第二大連鎖速食店的台灣摩斯說，目
前摩斯是台日合作經營，與現在的麥當勞
在台經營模式並不相同，未來仍會持續嚴
密觀察台灣市場動向。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最大連鎖快餐龍頭麥當勞驚傳撤出台灣，對此，台

灣麥當勞昨日發表聲明表示，總公司已決定在台灣尋求授權發展夥伴，

不會撤出台灣市場。而據台灣媒體報道，台灣近350間的麥當勞直營店

將另尋買主（進行加盟權利讓售），交易價值至少超過百億元新台幣。

學者：調整戰略布局
香港文匯報訊 快餐業龍頭麥當勞

驚傳擬退出台灣市場，學者認為，
台灣人不要萌生被害妄想症，台灣
市場已呈飽和狀態，業者調整戰略
布局，理所當然。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灣經濟研

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受訪
指出，不僅是台灣，日本也有媒體
報道，不堪長期虧損，麥當勞也打
算退出日本市場。他強調，台灣人
不要萌生被害妄想症，誤以為是麥

當勞要捨棄台灣轉赴大陸投資。
孫明德表示，麥當勞因產品老化、
美國工資成本上升等因素，近年來經
營確實面臨困境，這應該只是調整全
球資源配置的戰略布局之一。
他指出，台灣食品市場已呈飽

和，麥當勞可以仿效便利超商
7-11、肯德基或SUBWAY等方式，
不用負擔人事、店租成本，改以授
權加盟的方式經營，賺得可能比現
在多。

■台灣麥當勞表示，不會撤出台灣市場。圖為麥當勞位於台北市民生東路
的直營店。 中央社

■洪秀柱當年在美國的同班同學張思敏（右）力
證洪秀柱學歷是真。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