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海納百川」組新陣容
最快今交接黨職 部分總辭人士有望留任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26日選出新任黨主席洪秀

柱，黨中央規劃30日中常會前交接；洪幕僚昨日表示，

目前黨處於關鍵時刻，洪希望交接簡化，不要再循過去的

繁文縟節。洪最快今日（28日）召開臨時中常會，在中常

委見證下正式接下黨職。對於外界關注的人事安排，洪稱

將「海納百川」。有評論分析，雖然洪任期只到2017年8

月第20次全黨代大會為止，但她不僅要弭平黨內歧見重

新爭取台灣人民信任，還要為未來兩岸關係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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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社報道，洪秀柱昨日一整天沒
有公開行程，幕僚表示，洪都在打

電話謝票，並思考未來佈局；至於黨務主
管人事，不一定會在30日交接同時宣佈。
洪曾對外表示，未來人事安排會略做
調整，各方面可以借重的人力，不管是
政界、學界、黨務工作人員，只要願意
一起來拚鬥，「都應該跟他們請益，請
他們加入我們的陣容」，總而言之將
「海納百川」。
台灣《中國時報》報道稱，原有一級

黨務主管雖已提出「總辭」，但部分人
士將有望獲留任。對於黨秘書長一職，
洪營開出四大條件，包括要耐操耐磨、
具調和鼎鼐能力、嫻熟「行政」、「立
法」運作、有相當黨政資歷等；目前以
在選戰中賣力替洪助選的「前監察委
員」余騰芳、黨副秘書長盧秀燕等人呼
聲較高。
此外，落敗的代理主席黃敏惠除恭喜
洪當選，並表示將當終身義工；另一位
角逐者、台北市議員李新說，希望盡速
推動黨的改造，響應黨員及民眾期待，
他則將繼續扮演「大炮」角色，嚴格監
督黨內改革；「立委」陳學聖表示，洪
秀柱要引導國民黨黨意更接近民意，才
能獲得認同，強調最關鍵時刻一定會協

助洪秀柱。
黨中央規劃30日下午1時舉行交接典

禮，規劃邀請馬英九、吳敦義、連戰、
吳伯雄、王金平等人出席觀禮，不過，
出席名單目前尚未確認。

蔡將安排拜會行程
據中評社報道，洪不僅肩負爭取台灣人

民信任、為兩岸關係開新局的兩項任務，
對於南北基層觀念落差的調整，也考驗了
洪的協調能力。基層黨員這次壓倒性支持
洪，除了對「大選」時「換柱」表現的歉
意，也對這位堅定信念、忠貞不背離黨的
同志表達肯定與期許。不論2018年的黨主
席是否仍是洪，她都必須在短短1年內讓盡
失民意的國民黨止血，否則即使蔡英文未
來的執政成績乏善可陳，國民黨也未必能
重拾「政權」。
中通社報道稱，蔡何時拜會洪，亦成

為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民進黨發言人
王閔生表示，蔡會繼續聽取各方意見，
相關拜會行程都會安排。面對台灣當前
的諸多困境，朝野政黨與各界間的共識
與合作，是全民的共同期待，為了讓台
灣的政黨政治走向更成熟的方向，期許
朝野政黨能夠攜手，通力合作推動各項
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吳敦義昨日表示，新任的國
民黨主席會是個辛苦的工作，要團結黨員、
目標一致，也要扮演好在野黨監督的角色，
重拾人民對黨的信任。
據中央社報道，吳敦義當日出席在高雄市舉

辦的「2016禪淨共修祈福法會」，面對媒體採
訪國民黨補選產生的新任主席洪秀柱，作出上
述回應。他說，不管誰當選主席都會很辛苦，
對內要團結黨員，讓黨的意志堅定、目標一

致；同時也要扮演好在野黨的監督角色。
他還指出，不能重蹈國民黨執政時，「立

法院」主席台被霸佔，甚至利民法案也不能
通過的情況。國民黨要做到公平、有良善的
心，善盡監督的責任；他盼未來的政府要清
廉作為，確保兩岸永續和平。
他表示，國民黨也曾經在「立法院」獲得

空前的勝利；如今要面對挫折，從低點再爬
上，重拾人民的信任，他會祝福洪秀柱。

吳敦義：新任黨魁會很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 馬英九與蔡英文「雙英會」30日將登
場。為了讓新一階段交接工作順利，並開啟朝野良性互
動，蔡英文與馬英九預定針對交接、兩岸、「涉外」事
務、「防務」等議題交換意見。

會面地點待定
據中新網援引台灣《經濟日報》報道，這次會晤是由民
進黨秘書長、交接小組共同召集人吳釗燮於23日和馬英
九辦公室秘書長曾永權敲定，但雙方僅就晤談目的及時間
進行確認，相關工作細節，仍待明、後兩天幕僚團隊安
排。
中央社消息稱，會面地點可能包括「總統府」、台北賓

館，仍待雙方最後敲定。
陪同人員方面，曾永權表示，2008年陳水扁和馬英九

會面，陳水扁由秘書長陳唐山、辦公室主任林德訓陪同；
馬英九則由馬蕭競選辦公室總幹事詹春柏（交接小組召集
人）、執行總幹事詹啟賢陪同。
馬英九日前表示，希望藉機探討關心的問題，尤其是交
接過程及各方關心的政策問題，「透過這程序讓交接過程
圓滿，這是我們的期待」。
依規劃，馬英九希望「卸任」前邀蔡英文到「總統府」內

會面，就兩岸、「外交」議題交換意見，尤其在岡比亞事件
後，各界解讀兩岸已產生變化，馬英九希望盡速會晤。

雙英會將登場 論兩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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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民進黨秘書長吳釗燮26日上
午批評馬英九對「兩岸着墨勝於外交」、「吹
噓兩岸做得多好」，馬英九辦公室發言人陳以
信晚間書面駁斥指，難道民進黨忘了當年執政
時只重「外交」不重兩岸，「5·20」上台後還
想要重蹈烽火「外交」的覆轍嗎？
據中評社報道，陳以信針對吳釗燮的批
評，26日晚間作書面回應。他指出，正因馬
英九提出「活路外交」的創新思維，同時處
理「兩岸」與「國際」兩組關係，才能將原
先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之間的「惡性循
環」，轉變成為「良性循環」。
至於民進黨批評兩岸做得好是「吹噓」，

陳以信反問，如果馬英九兩岸做得不好，蔡
英文主席為何口口聲聲說要「維持現狀」？
反而不批評馬英九「傾中賣台」呢？如果兩
岸關係不重要，蔡主席可以不甩大陸，為何
近日她還公開「期待大陸再給點善意」呢？
陳以信強調，台灣海峽之所以能從世界三大
火藥庫之一，發展出前所未有的兩岸和平繁
榮的現狀，而且獲得高達八成六的台灣人支
持，這都是馬英九8年「執政」所一點一滴
打造出來，民進黨應用心維繫、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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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大陸漁民近日涉
嫌入侵東沙環礁海域盜捕，海巡署海洋
巡防總局昨日表示，持續視實際情況，
至東沙實施擴大威力掃蕩、強力執法。
據悉，查獲漁民41人涉嫌採捕珊瑚約15
噸、貝類約400公斤、保育類綠蠵龜3
隻等。
據中央社報道，海洋巡防總局指出，
在涉案船上查獲疑似毒魚用化學藥劑
「聚苯乙烯」約40公斤，嚴重破壞海洋
生態，經報請高雄地檢署後將人船帶回
偵辦。另驅離11艘大陸漁船，在環礁內
查獲大陸籍小船2艘4人，已依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留置東沙指揮部調查。
海洋巡防總局指出，正在東沙環礁進
行生態調查的中央研究院博士陳昭倫，
初步分析查獲盜捕珊瑚物種有21種，大
陸漁船盜採珊瑚是「針對某些特定外型
或顏色進行大量的採捕」，顯示有刻意
採捕意圖。盜捕行為已嚴重破壞東沙海
域珊瑚礁生態。

陸漁船涉盜捕珊瑚被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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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電視劇
21:51 星推薦
22:00 晚間新聞
22:37 他們創造奇跡
23:27 博樂先生微逗秀
00:19 中華民族
00:44 人口
01:04 他們創造奇跡
01:44 博樂先生微逗秀
02:29 精彩一刻
02:53 星光大道
04:31 今日說法
04:59 新聞聯播
05:29 人與自然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04:00 中國新聞
05:00 賴漢的幸福指數34/34
05:45 天天飲食(海外版)
06:00 海峽兩岸
06:30 外國人在中國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重播）
08:00 中國新聞
09:00 中華情
10:00 中國新聞
10:13 遠方的家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華人世界
13:30 走遍中國
14:00 中國新聞
14:15 戰將1/30
14:58 戰將2/30
15:43 戰將3/30
16:26 戰將4/30
17:15 遠方的家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國文藝
18:45 國寶檔案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今日亞洲
20:00 走遍中國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文明之旅
22:45 華人世界
23:15 遠方的家
24:00 中國文藝
24:30 戰將1/30
01:15 戰將2/30
02:00 新聞聯播（B版）
02:30 走遍中國
03:00 中國新聞
03:10 戰將3/30
04:00 中國新聞
05:00 戰將4/30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J5台 J2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