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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國民黨不斷壯大 走穩改革路

京粵啟電子往來台通行證同婚是否「合憲」下月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民主進步黨全面執政自2016年5月20

日起將近一年，台灣民意基金會昨日公佈民調顯示，有五成九的民眾不

滿該政黨執政。至於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施政，有38.6%的民眾滿

意，46%的人不滿意，上任一年聲望下跌31.3個百分點。

台近半民眾不滿蔡施政
當政近一年 滿意度暴跌逾30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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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中）昨日公佈最新民調。 中央社

■■「「法務部長法務部長」」邱太三邱太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灣民意基金會當天上午舉行民調記者
會。此次民調首次針對民進黨執政表

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民進黨完全執政
將近一年，三成五民眾滿意，卻有高達近
六成的民眾不滿意民進黨的執政表現。
基金會並分析，這種不滿是系統性的，
貫穿每一種重要的社會類別團體。在所有
的職業種類中，除了農民，所有其他職業
背景的人都對民進黨執政出現一面倒的不
滿現象。

政黨同僚亦不滿
在地理區域方面，民進黨大本營，雲嘉
南和高屏澎，對民進黨執政不滿都超過半
數。即便是民進黨政黨認同者中，也有三
成的人不滿，中性選民則有七成四不滿。
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表示，這是嚴重的
事情，民進黨才重返執政不到一年，就面

臨這樣的困境，值得大家去思考。
此外，民調詢問受訪者，是否贊同或不

贊同蔡英文處理大事的方式。結果顯示，
5.2%非常贊同，33.4%還算贊同，29.4%
不太贊同，16.6%一點也不贊同，15.5%沒
意見、不知道或拒答。
從長期的趨勢看，蔡英文聲望持續在低

檔徘徊。此次的調查結果和去年5月剛上
任時69.9%的滿意度相比，蔡英文的聲望
下跌31.3個百分點。

年輕人支持度不足
游盈隆分析，在地理區域支持度方面，

除台北市及雲嘉南地區外，其他地區民眾
不贊同比例皆高於贊同的比例。
此外，在25至34歲的青年群體中，有

45%贊同，42.9%不贊同，差距只有
2.1%。這顯示年輕一代對蔡英文的支持並

不足以扳回她失去的支持率。
在「行政院長」林全「內閣」施政滿意

度上，民調顯示，滿意林全「內閣」整體
表現者有33.1%，不滿意者高達53.9%。
民調也顯示，這次調查不滿意度比滿意度

高出20.8個百分點，成為近3個月最高的
一次。
該份民調分析，台灣民眾對林全「內

閣」團隊的表現評價更差，且這樣的低靡
狀態已經持續快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
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昨日到雲林北港
鎮朝天宮參拜媽祖，並與基層幹部座
談時表示，去年曾經有人說如果洪秀
柱當選黨主席，國民黨的人數會越來
越少，「但怎麼一年來入黨的人越來
越多，選主席的人也越來越多」，她
說，過去一年國民黨不但沒有變小，
反而在壯大，也慢慢地走穩改革之
路。

倡「用壯育青」
2016年1月，國民黨在大選中失敗，
黨主席朱立倫敗選後辭職。同年1月20
日，洪秀柱宣佈參與中國國民黨主席補
選。3月26日，洪秀柱以得票數過半而

成為首位女性中國國民黨主席，任期到
今年7月底。
洪秀柱指出，國民黨撐過了民進黨動

用整個社會資源的違法追殺，也撐過了
黨內組織改革的震動。接下來，國民黨
要讓更多的年輕人開始步上接班梯隊。
洪秀柱說，所謂「用壯育青」，就是讓
有經驗、學識的四五十歲壯年，坐上主
要位子來歷練，準備接縣市首長；而二
三十歲青年，就要開始培養，出來競
爭，參選里長、市議員等公職。她強
調，「我知道我在做什麼，該做的就是
該做，對的事情就該做，國民黨一定要
改變，我會繼續堅定地改革。」
洪秀柱還談到兩岸關係，她表示，現

時兩岸官方不往來，但民間交流仍頻

繁，在野的國民黨有責任維繫兩岸和
平，維護台灣人民的利益。她強調，台
灣與大陸和平交流、對等、尊嚴、互相
包容、理解，訂和平協議很重要。
她強調，兩岸好，台灣才會跟着好；
兩岸僵持，台灣靠美、日也不會得到安
全保障。所以，兩岸關係要務實，兩岸
和平，先拚經濟，百姓生活就好，這是
國民黨黨主席要做、要想辦法的事。
她表示，這次國民黨主席選舉有6人
參選，要選出適合的人，新的黨主席不
能有私心，要有明確的目標。要改變國
民黨、要為台灣找一條正確的路，雖然
這兩年多來受到各種屈辱，但她無所畏
懼，該做就做，期盼這次黨主席選舉能
夠改變台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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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備受矚目的台灣地區歷史性的同婚
「釋憲」案，台司法機構昨日宣
佈，將於5月24日公佈解釋，同婚
「合憲」或「違憲」屆時會有分
曉。
據悉，關於同婚「釋憲」案，

台「司法院」大法官已於日前開
「憲法」法庭，當局機關代表
「法務部長」邱太三、聲請人祁
家威等人充分陳述後，審判長許
宗力庭末諭知辯論終結，一個月
內指定日期公佈解釋。

昨日恰逢開庭「一個月內」屆
滿，台「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表示，將於5月24日下午4時，公
佈同婚「合憲」或「違憲」解釋
文。
據了解，同婚「釋憲」案3月下

旬開庭時，祁家威指，這次開庭等
了41年6個月又24天，如果不修民
法，僅設專法（同性伴侶法），根本
是把「同志」當「次等公民」對待。
邱太三當時在庭上說，同婚立

法如果要一步到位，社會無法承
擔驟變，會造成重大衝擊並影響

社會秩序，也包含祭祀及繼承會
有問題等。社會上對同婚、反同
婚未達共識，不宜貿然修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二噁英
（台稱戴奧辛）超標雞蛋事件邁入第4天，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藥署）
記者會最高層級僅至副署長，食藥署長吳秀
梅被質疑神隱。她昨日首度現身記者會，強
調毒雞蛋風波全程都親自指揮，「絕對沒有
神隱」。
據悉，食藥署近日公佈，島內首度驗出雞

蛋二噁英超標，來自彰化縣3家蛋雞場。食
藥署、農委會、環保署昨日聯合召開記者會
公佈最新進度。
吳秀梅首度露面主持記者會，她表示，截

至昨日中午12時，衛生單位共出動188人
次，清查778家蛋雞場，預防性下架7,744
公斤、約15萬5千顆疑似問題雞蛋。
面對外界質疑神隱多日，吳秀梅表示，二

噁英雞蛋事件自爆發以來，從頭到尾都是她
親自指揮，強調全心全意做事，絕對沒有神
隱，未來若有類似事件，會在第一時間讓民
眾了解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張聰及新華社報
道，北京市和廣東省昨日起正式啟用新版往
來台灣通行證（下稱「電子往來台灣通行
證」），同時停止簽發現行本式往來台灣通
行證。
新版證件將不再附發貼紙式簽注，效期

分為5年和10年。辦理新版往來台灣通行
證時增加了採集指紋環節，留存指紋信息
並符合規定條件的市民，可以在出入境時
持電子往來台灣通行證使用免登記自助通
關通道，刷驗證件並按壓指紋即可通關。
邊檢機關查驗後不再加蓋出境、入境驗訖
章，持證人出入境和簽注使用情況由芯片
和信息系統記錄、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記者日前從
福建省平潭開放開發進展情況通報會上獲悉，平潭多措
並舉支持航運物流產業發展。其中，對新增國際（含港
澳）集裝箱班輪航線連續運營滿一年的，一年內進靠港
區達36航次以上，給予航運企業每航次1.5萬元（人民
幣，下同）（約合港幣1.7萬元）獎勵，單家企業最高
獎勵不超過200萬元（約合港幣226萬元）。
據介紹，平潭對新增台灣集裝箱班輪航線（由港區直接

往返或掛靠港區往返）連續運營滿一年的，一年內進靠港
區達50航次（進出港計為一航次）以上，給予航運企業
（航線實際經營人或承租人）每航次3萬元獎勵，每家企
業最高獎勵不超過2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當局
有關部門昨日公佈的統計顯示，今年3月台
灣失業率3.78%，較2月下降0.07個百分
點，創近21個月來新低；3月工業生產指數
112.87，創歷史新高。
台當局「主計總處」的統計顯示，3月台灣
就業人數1,131.3萬人，較2月增加6,000人；
失業人數44.5萬人，較2月減少8,000人。
據台灣經濟主管部門同日發佈的統計顯

示，今年3月台灣工業生產指數為112.87，
較去年同期增長3.22%，創歷史新高，為連
續8個月正增長。
據悉，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當

天發佈的「2017資誠台灣企業領袖調查報
告」顯示，台灣企業領袖對未來島內經濟展
望持樂觀態度的比例，從去年的16%提高至
今年的40%；但「經濟不確定性增加」、
「稅負增加」以及「匯率不穩定性增加」是
他們最擔心的三大威脅。

閩平潭出新政
獎港澳台貨運航線

上月失業率新低
工業指數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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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J2台

9:00 交易現場
9:30 深港滬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包青天
10:30 紅高粱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警犬巴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大太監
3:45 閃電十一人GO時空之

石及交易現場
4:15 寶石寵物IV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星光樂園II
5:50 財經新聞
6:00 申訴II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錦繡未央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8:30 全職沒女
9:30 心理追兇Mind Hunter
10:30 阿媽教落食平D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妙手仁心II
1:00 皆大歡喜
1:40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警犬巴打
4:30 日日有食神
5:30 眉精眼企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深港滬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00 深港滬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天線得得B
4:25 毛毛兔(II)
4:30 愛迪生實驗室
5:00 狂野孖寶(III)
5:25 見習小獸醫(III)
6:00 財經消息
6:05 明珠檔案
6:35 迷你小寶貝
7:00 藝坊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清心直說
8:30 明星動物園
9:30 話說當年
9:35 明珠絕色：珊瑚的搖籃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閃電俠(III)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2:00 葛咸城(II)
12:55 賽馬預測
2:05 明珠絕色：珊瑚的搖籃
3:00 明星動物園
3:55 清心直說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急診男女
7:00 兩個爸爸
8:00 熟女辛市長
9:05 世界第一等
10:00 搵食飯團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兄弟幫
12:00 他看她的第2眼
1:00 藍海傳說
2:00 急診男女
3:00 兩個爸爸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叢林的法則
5:30 美國潮什麼
6:00 型男闖世界
7:00 他看她的第2眼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王子的移動城堡
9:30 六合彩(直播)
9:35 周遊列國
10:05 熟女辛市長
11:05 藍海傳說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胆識過人
1:45 綠茵闖蕩
2:15 創潮居
2:35 藍海傳說
3:30 叢林的法則
5:00 美國潮什麼
5:30 全職獵人

06:30 山水搜記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文藝港台
10:00 一家Travel定Trouble
10:30 香港歷史系列
11:00 尋找香港
11:30 手語隨想曲5
12:00 北野武Art Beat
12:30 走進里約熱內盧
13:00 健康大道
13:55 反斗英語
14:00 青春的軌跡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第68屆學校音樂節優勝

者匯演
16:50 卓越教室
17:00 有種信念，叫跑！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風雨夜歸人
18:00 一腳成名-踏上英超路
18:30 天下父母心-與孩同行
19:00 Harry哥哥好鄰居
19:18 Design吖
19:33 小農夫 大作物
20:00 人間有情
20:30 申訴II
21:00 視點31
21:30 街角有樂
22:00 香港故事-百年樹人
22:30 新聞天地
23:00 五夜講場-歷史係咁話
00:00 藝坊
00:30 視點31
01:00 街角有樂

07:00 鳳凰早班車
09:00 鳳凰大視野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4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1:30 鳳凰觀天下-時事亮亮點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今日看世界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7:00 有報天天讀
17:25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今日視點
19:20 鳳凰觀天下-中國戰法
19:55 設計家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鳳凰大視野
02:2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3:00 紀錄．大時代
03:25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鏘鏘三人行
05:55 時事辯論會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真的漢子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20 Petgazine II
12:55 智富通
13:30 結婚好嗎
14:30 借宿一宵
15:00 智富通
16:00 小梅子日記
16:30 舞力四射
17:00 見習神仙精靈
17:30 快樂童盟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快樂從心開始
19:00 結婚好嗎
19:50 體育係...300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W-兩個世界
21:30 午夜伴廊
22:00 全職媽媽放大假
22:30 兩面不是人
23:00 十五分鐘熱度
23:15 Girls' Talk
23:30 晚吹-KO KOL
00:00 深宵新聞
00:30 林說金曲
00:35 英超精華
01:30 真的漢子
02:30 財經新聞及潮玩科技
03:00 Driving In Hong Kong

06:00 朝聞天下
08:35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生

活圈)
09:27 炮神-23-25
12:00 新聞30分
12:36 今日說法
13:14 一生只愛你-20-23
16:31 第四批「中國夢」主題新

創作歌曲-不忘初心
16:43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40 焦點訪談
20:08 北方大地-15-16
21:59 晚間新聞
22:39 2017時代楷模發佈廳-3
23:25 生活提示
23:37 動物世界
00:23 尋寶-我有傳家寶
01:15 晚間新聞
01:47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生

活圈)
02:32 精彩一刻-歡樂中國人第

五期金婚夫妻幽默劇
02:56 2017等着我 黃金檔-2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6:00 海峽兩岸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國家記憶
09:30 外國人在中國
10:00 中國新聞
10:13 遠方的家-「一帶一路」

特別節目-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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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 劉伯承元帥-30-33
17:15 遠方的家-「一帶一路」

特別節目-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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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記憶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走遍中國
22:30 華人世界
23:00 劉伯承元帥-30-33
02:00 新聞聯播
02:30 走遍中國
03:00 中國新聞
03:10 遠方的家-「一帶一路」

特別節目-126
04:00 中國新聞
05:00 中國文藝
05:30 國寶檔案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