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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總動員：全力挺
「九二共識」納新政綱 開除4污衊本黨黨員

柱 陸客赴台中轉

洪探「深水區」展邁進勇氣

香港文匯報訊 大陸旅客赴台中轉第4次業務性
磋商本周將在台北舉行，預計將敲定「共同意見」
的表述內容，並在8月舉行的兩會（海協會、海基
會）第11次高層會談發表，希望在年底前盡快實
施。

「張夏」或9月再會
據中通社報道，兩會第11次高層會談落幕後，

陸委會主委夏立言計劃下半年訪問大陸與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進行「張夏二會」，時間點可能落在9、
10月，隨後海協會長陳德銘也將在年底前再度訪
台，鎖定與年輕人及創客進行交流。
兩岸兩會上個月底在台北舉行陸客赴台中轉第3

次業務性磋商，雖然在入境通關技術性問題上取得
共識，但據了解，台方希望將實施時間以白紙黑字
方式列入兩會8月發表的共同意見當中，惟陸方當
時並未承諾實施時間，因此，還有待後續溝通。
陸方代表本周將再度赴台，除了磋商陸客中轉議
題之外，雙方也將敲定飛航安全及適航標準合作協
議的文本內容。據熟悉內情的台灣官員表示，台方
預擬的實施時間為9月30日，上次磋商雖未敲定具
體實施時間，但台方評估陸方有付諸實現的誠意，
目前台方仍以今年內達成陸客赴台中轉為目標。

爭取年內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建忠 福州報道）福建
省商務廳副廳長鍾木達日前在福州介紹，自4月21
日福建自貿試驗區掛牌以來，不斷推動兩岸金融合
作先行先試，台灣24家銀行已與廈門16家銀行簽
訂人民幣代理清算協議，並開設40個人民幣代理
清算賬戶，累計清算357億元人民幣。
鍾木達續披露，目前，大陸建設銀行、農業銀

行、平安銀行等三家銀行的總行已分別在廈門成立
「對台人民幣清算中心」。此外，台灣銀行業已在
福州自貿片區選址，即將入駐。
據悉，福建自貿試驗區金融政策主要突出對台特

點，在借鑒上海等地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福建
發展實際，提出43項金融開放創新試驗任務，其
中，推動兩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試的政策共18條。
鍾木達表示，福建自貿試驗區的三大片區均有對台

金融合作的定位，其中，平潭片區重點建設兩岸共同
家園和國際旅遊島，在投資貿易和資金人員往來方面
實施更加自由便利的措施；廈門片區重點建設兩岸區
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和兩岸貿易中心；福州片區重點建
設兩岸服務貿易與金融創新合作示範區。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19日將召開全代會，為使準

「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提名順利通過，黨內向全台各

縣市黨部下達「全力輔選」動員令。歷時3個月研修

的新版政策綱領昨日送中常會核備，其中最重要的部

分就是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明確入文，待19日

全代會通過後即正式實施。同時，考紀會也對4名長

期在政論節目污衊國民黨的黨員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洪秀柱洪秀柱（（前左前左22））昨日在高雄果貿社區附近昨日在高雄果貿社區附近
市場掃街拜票時表示市場掃街拜票時表示，，對對1919日國民黨全代會日國民黨全代會
獲得提名代表黨獲得提名代表黨「「參選參選」」有信心有信心。。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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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外界關注國民黨「準
參選人」洪秀柱對兩岸政策論述
做出重大修正，以「一個共識三
個內涵」表述代替「一中同
表」。對於此重大表述調整，中
國社科院台研所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冷波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洪
的調整不改其正視兩岸政治的特

點，但在選舉壓力下更凸顯所謂「對台灣有利」的
內涵。反觀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為獲中間選票，
身段雖軟卻不改「台獨」。

「同表」直面兩岸政治定位
冷波認為，「一中同表」與「九二共識」、「一

中各表」並無實質分歧。較之「一中各表」，洪的
「一中同表」，顯示了更強的推進兩岸政治議題的
意願，「同表」顯示她更希望能觸及此問題，進而
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共識。
冷波表示，洪的論述試圖直面兩岸政治定位核

心問題，且符合大陸「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關

切，顯示洪若執政，將堅持走從國民黨連戰、馬
英九以來確立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路線，信號非
常積極。
針對洪秀柱中途更改兩岸論述，冷波分析，島內

部分民眾認為該論述強調了「一中」與「同表」，
給外界造成壓縮台灣空間的感覺，所以有一定反
彈。現在洪改成「一個共識三個內涵」，實際是把
內涵、特別是「有利台灣方面」的內涵突出，這是
選舉的考慮，並無矛盾。

碰觸政治議題 阻力仍存
冷波表示，洪的兩岸論述展示出向「深水區」邁

進的勇氣，但在台灣政治大環境下，碰觸政治議題
的阻礙很大。
他認為，儘管大陸甚為期待，但因民進黨拚命反

對、步步掣肘，生怕兩岸政治進展損害自身政治利
益，所以馬英九任內兩岸政治對話進展緩慢。此外
民進黨煽動「疑中」、「恐中」情
緒，導致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對話
疑慮較深，「經濟上可以做，政治
上保持高度疑慮」。

■冷波
本報北京傳真

24家台銀搶灘閩自貿區

綜合報道，台媒昨日報道指出，洪秀柱近來因兩岸政策發言
引發爭議，掀起黨內反彈聲浪，民調支持度也明顯滑落。

全代會前夕，徵召換將等傳聞、陰謀論滿天飛，「挺洪」、
「倒洪」兩派私下角力不斷。

南下座談 洪秀柱自勉「用心打拚」
儘管提名過程歷經學歷造假、罹癌等風波，卻未減損洪秀柱

「參選」到底的決心。昨天，她南下高雄與當地百名婦女座
談，其間感慨一路走來艱辛、嘲諷不斷，不過她自詡敢出來就
是「勇咖」（編者註：勇敢的人之意），還唱了一段「運命不
是天注定、只要用心來打拚」，展現拚搏的決心。婦女熱情歡
迎洪秀柱，肯定洪參選沒有包袱，符合基層期待，踴躍建言，
希望洪勇敢改革，與青年對話，拉近與青年的距離。
黨主席朱立倫在中常會中表示，國民黨絕不允許有人「打着
藍旗反藍旗」，選前身為藍軍、選後卻與綠營結合。他並強調
國民黨唯有團結，才能勝選。
此次國民黨研修的新版政策綱領，除了將「胡連五項共同願景」
所提的「九二共識」明列政綱，同時也把「一中各表」寫進去，表
述為「延續『連胡五項願景』的精神，堅守『憲法』，並在『九
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大陸政策，
同時採取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政策，推動交流互動」。

朱立倫拜會大佬 協調提名事宜
根據國民黨內部規劃，19日全代會以營造大團結氣氛為主
軸。洪提名案將由主席朱立倫主持，表定時間僅有5分鐘。通過
提名後，將進行「總統」、「立委」提名人的選戰造勢，由朱
立倫授予戰旗，並安排洪發表簡短談話。據悉，朱立倫這周已
拜會多位黨內前輩，包括前主席連戰、吳伯雄及「立法院院
長」王金平等人，大家的共同想法就是國民黨一定要團結，唯
有團結，國民黨才能勝選。

22歲無業巫裔青年薩魯安努亞上周六在吉隆坡「劉蝶廣場」的手機店，偷走一部價值800令吉(約
1,631港元)的手機，華裔店員當場發現並報警。薩魯安
努亞當晚帶同幾名同夥返回商店搗亂、毆打店員，一批

以華裔青年為主的群眾加入混戰。
之後有網友
散佈手機店
欺騙巫裔客
戶、華裔先
動手打人的

流言，激起仇華情緒。逾200名巫裔
居民周日晚到劉蝶廣場示威，在附近
購物區追打華人，並破壞街上公物及
私家車，後來人數急增至近500人，
騷亂持續近10小時才結束。

途經華青被拉出車打 搶財物
一名21歲華裔青年憶述，當晚與朋友吃完晚飯，駕

車駛經劉蝶廣場時，突然被巫裔群眾包圍，多人爬上車
頂狂踩，打碎車頭及車門玻璃，把他們3人拉出車外毆

打，形容「像是被當
成動物般對待」。
他稱混亂中被偷走
銀包、手機、手錶
及一些電腦配件，其
中一名友人至今仍然留

院，坦言這將是他「難以忘記的黑暗經歷」。
被捕網誌作家「Papagomo」被指上載了一張與事件

毫無關係的傷者照片，訛稱是被華裔打傷的巫裔居民，
他將被控以違反煽動法。警方正追緝檳城一名在網上煽
動種族仇恨的政治組織領袖。
事件源頭薩魯安努亞昨日提堂，被控觸犯刑事法，
最高刑罰可判監10年及罰款，重犯者可判鞭笞。他否
認控罪，准以3,000令吉(約6,116港元)保釋，下月14日
提堂。

■馬來西亞《星報》/新加坡《海峽時報》

有沒有想過自己的臉孔
出現在飛機機身？愛爾蘭廉

航瑞安航空(Ryanair)為慶祝成立
30周年暨社交網站facebook專頁啟用，

舉辦別開生面的慶祝活動「Get your face
on」，將選出30名在專頁讚好的網民，把他們的樣

貌及名字印在機頭側邊。有興趣者只需讚好「Ryanair」專
頁，再下載活動同名應用程式(app)，上載自己的照片及解釋參加

原因，便有機會擁有「機頭照」。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上周六發生手機盜竊案，在社交網站種族言論煽動下，

演變成持續10小時、牽涉500人的暴力衝突，更一度傳出是「排華衝突」及「種

族騷亂」。截至昨日，當局拘捕至少25人，包括一名涉嫌在網上散佈種族仇恨

言論的知名網誌作家。總理納吉布澄清這是刑事案件而非種族衝突，強調當局

會制裁煽動種族對立的人。

英國醫療部門發現在過去17年，當地感染
甲型鏈球菌的個案急增，患者通常出現病情
較輕微的皮膚及喉嚨發炎或扁桃腺炎，不過
在部分嚴重個案，病菌變種成致命的食肉惡
菌「emm89」，能夠入侵人體組織，令患者
染上壞死性筋膜炎，死亡率高達25%。除了
英國外，日本、加拿大、法國及瑞典感染
emm89個案亦出現上升趨勢，顯示有全球擴
散跡象。
倫敦帝國學院及英格蘭公共衛生局(PHE)發

現，1998至2009年間，英國感染鏈球菌人數
激增，其中每年入侵性感染患者介乎1,300人
至1,800人。普通甲型鏈球菌不足以致命，然
而過去十多年出現新型鏈球菌屬變種的
emm89。

脫保護殼 黏附傳播力升
帝國學院醫學院教授特納表示，醫學界對

emm89認知甚少，只知其毒性較其他品種
高，原因相信與它會脫去外層保護殼有關。
她認為這使細菌黏附物件表面的能力提升，
有助傳播，亦較容易進入人體細胞，增加感
染機會，使治療難度提高，因此容易惡化成
肺炎及敗血病。
帝國學院教授

斯麗斯肯登指
出，可幸
emm89
對 盤

尼西林及個別
抗生素高度敏
感，仍可以此
醫治，不過長
遠需研究針對
性療法。
■《每日郵報》/

《獨立報》/《每日電訊報》

蘇格蘭因弗內斯一間酒吧
為突出本土特色，安排男酒
保穿上傳統蘇格蘭裙，卻因
此令他們慘遭「毒手」。據
稱店內不少女顧客都會借醉
掀裙，甚至向酒保的下體或
臀部施以祿山之爪，酒吧無
奈讓酒保改穿格仔短褲。

有酒保指，經常遭醉女調戲，問有沒有穿內褲，大
膽的乾脆掀裙查看。老闆弗雷澤直斥這是性別歧視，
若然男性將手探進女侍應裙下，肯定會被捕。

■《每日鏡報》

「「faceface」」上雲霄上雲霄

小啟
今日《環球LIVE》因稿擠暫停一天，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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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裙酒保
遭醉女「鹹豬手」

每年學費高達3.4萬英鎊(約41.2萬港元)的英國名校伊頓公學日前
因技術故障，向400名申請入讀的學童的家長誤發取錄電郵，校方數
分鐘內發現，立即逐一致電家長道歉，表示不必理會電郵，並指會
成立小組，由校長利特爾親自監督調查原因，防止日後再發生。
伊頓原計劃通知9名通過面試的學生，批准他們在2017年9月有條

件入學。該校聲譽卓著，包括卡梅倫在內的9屆首相、威廉和哈里王
子皆是校友，被視為英國最難入的學校之一。報讀的男童需於11歲
起面試，並要就讀的小學推薦和接受推理測試，通過後雖可獲入學
資格，但仍需於13歲參與入學試，合格方獲取錄，平均每4名報讀
男童中，只有一人過關。 ■《每日電訊報》/《衛報》

伊頓擺烏龍 誤發400封取錄電郵

偷手機變偷手機變「「排華騷亂排華騷亂」」
大馬拘煽動種族仇恨網誌作家

■■33名華文報章記者受名華文報章記者受
襲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薩魯安努亞薩魯安努亞((中中))獲獲
准保釋准保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兩大批人在劉蝶廣兩大批人在劉蝶廣
場外對峙場外對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人被打有人被打，，浴血浴血
倒地倒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機頭照」

■■發生發生「「鹹豬手鹹豬手」」
事件的酒吧事件的酒吧。。

■■英英、、日日、、加加、、
法法、、瑞的瑞的emmemm8989
感 染 個 案 均 上感 染 個 案 均 上
升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