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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元批稅金買東南亞觀光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本報記者賀鵬飛及台灣

媒 體 報 道 ， 昨 日 是 今 年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WHA）網絡報名截止日，台灣地區能否收

到邀請函備受關注。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昨日

強調，台灣當局不接受「九二共識」，不承

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台出

席WHA的前提和基礎就不復存在，對於這種

情況，責任在哪一方，大家應該非常清楚。

張志軍昨日在江蘇宿遷出席了「台商
走電商啟動暨京東．台企名品館上

線儀式」，會後被兩岸媒體問及如何評價
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日前提出「新情
勢、新問卷、新模式」的「三新論」時，
他回應道，兩岸關係有一個「新」是肯定
的，就是去年「5．20」以後，兩岸關係
出現了新的變化，「不是向好的方面，而
是向令人擔憂的方面發展」。
去年「5．20」時，國台辦曾就蔡英文
就職演說發表書面談話，評價為「一份沒

有完成的答卷」。

蔡須實際行動 百姓感受真切
至於這份答卷答得怎麼樣？張志軍表

示，台灣當局不僅要有政治表述，而且要
用實際行動來回答這份「答卷」。他引用
歌曲《清官謠》中的著名歌詞說道，
「『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
姓』，老百姓的感受是最真切的」。
對於台灣當局迄今尚未收到今年WHA

的邀請函，張志軍指出，2009年以來，台

灣方面以適當的名義和形式，連續八年參
與了WHA，這是在當時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大背景下，在兩岸雙方都堅持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前提
和基礎上，由雙方協商作出的特殊安排。

商談機制陷入中斷
張志軍強調，去年「5．20」以來，台

灣當局不接受「九二共識」，不承認兩岸
同屬「一中」的政治基礎，使得兩岸之間
有關部門商談的機制中斷。在這一大背景

下，台灣出席WHA的前提和基礎就不復
存在。
張志軍表示，大陸方面一直強調，對於

台灣地區參與一些國際組織的活動，大陸
的原則和做法也就是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通過兩岸協商來作出相應的安排。未
來如果要想妥善地處理這件事，那麼就必
須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使得兩岸能夠進行正常的交流
和協商，為解決台灣方面的有關關切作出
合適的安排。

張志軍：台無出席WHA基礎
蔡當局不接受「九二共識」責任誰屬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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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安峰山昨日表示 ，自2009
年以來，台灣地區連續8年以「中華台北」名
義、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了世界衛生大會
（WHA）。這是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背
景下，在兩岸雙方均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
則的「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通過兩岸協
商做出的特殊安排。然而，由於民進黨當局迄
今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和兩岸同屬「一個中
國」的核心意涵，破壞了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
基礎，導致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停擺。台灣地區
參會的前提和基礎不復存在，延續8年的有關
安排難以為繼。
安峰山指出，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專門機

構，必須按照聯合國大會第2785號決議和世
衛大會第25．1號決議確認的「一個中國」原
則，處理WHA涉台問題。民進黨當局拒不承
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為
台灣地區參會設置了障礙，因此，台灣地區今
年不能參會的責任完全在民進黨當局。
安峰山表示，大陸方面始終高度重視台灣同

胞的健康福祉，採取了多項措施促進兩岸衛生
領域交流合作。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及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海協會與海基會簽署
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海峽兩
岸食品安全協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
協議》等，搭建了多個交流合作平台。至於台
灣地區為什麼不能參加今年的WHA，這是民
進黨當局需要反思的問題。任何推卸責任、轉
移焦點的做法，都不可能得逞。

國台辦：
民進黨需要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蔡英文
上台將滿1周年，兩岸關係持續冰凍，陸
客大幅減少，觀光產業只能寄望東南亞旅
客，但卻遭指東南亞來台旅遊人數增長，
是台灣「交通部」觀光局祭出的補助方
案，實質是用人民納稅金吸引旅客。對
此，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痛
批，「蔡英文花納稅人的錢，付給日、韓
及東南亞旅行社，找人頭觀光客來台充
數」，對納稅人不公平。
據台媒報道，觀光局為鼓勵境外旅遊

團體來台，促進台灣觀光產業發展，推出

優惠政策，即旅遊團符合來台停留4天3
夜以上，且每團至少50人以上等條件，
每位旅客可補助金額400元（新台幣，下
同）至1,000元。

陸客減少 旅業損失慘重
蔡正元日前直指蔡英文上台後，陸客

大量減少，為了證明觀光客未減，蔡當局
花納稅人的錢，付給日、韓及東南亞旅行
社，找觀光客來台充數，但他們來台採購
少、花錢少，導致觀光產業損失慘重，無
法與陸客相比。

蔡英文就職即將屆滿
周年，現在民進黨上下
鉚足全力幫她拉抬民

望，甚至不惜注水政績。之所以會走到如此
誇張的一步，是因為各項民調都對蔡英文劃
下不信任的向下弧線，不滿意度屢創新高。
而對經濟表現的不滿意度更是高居各項民調
首位。
兩岸關係瀕臨全面停擺，蔡英文不承認這是

拒認「九二共識」所導致的局面，還忙着拋出
所謂「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兩岸新論
述。台灣作家王丰在電視政論節目上直批蔡英
文的「三新」是三舊，他說蔡是舊思維抗「一

中」，舊模式抱美日大腿，根本是從「獨台」
然後如何想方設法過渡到「台獨」的舊套路。
那些原期待蔡英文在「5．20」就職周年

時，將對兩岸關係的僵局釋出善意的人們，面
對蔡「三新」的出籠，他們的希望恐怕會徹底
破滅。蔡英文不但無意改變既有的「獨台」路
線，反而態度更強硬，甚至不惜忤逆民意。
對於蔡英文試圖以沒有等到世界衛生大會

（WHA）邀請函來向國際社會打出悲情牌，
國台辦方面昨日表示，關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活動問題，大陸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即
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通過兩岸協商作
出安排。 ■記者 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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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人數大減，導致台旅業損失慘重。
圖為觀光業者上街遊行抗議。 資料圖片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左三左三））昨日出席昨日出席「「台台
商走電商啟動暨京東商走電商啟動暨京東．．台企名品館上線儀台企名品館上線儀
式式」。」。 中央社中央社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記者賀鵬飛記者賀鵬飛攝攝

台海新聞神州大地

事態緊急，最簡單、直接的救
援辦法，就是把列車推開一

點。身壯力健的男乘客立即自發下
車，頃刻間，男士們已經在車門外
站成一排，徒手奮力推地鐵。資料
顯示，一節地鐵車廂的重量超過
100噸。

防踏空膠條無鬆動
力氣不大的乘客，有的下車減輕

重量，有的站到車廂另一側，以便
讓車身往外傾斜，拉大空隙。「一
二三！一二三！」團結就是力量，
越來越多乘客加入推地鐵的行列，
在眾人的吶喊聲中，逾百噸重的地
鐵終於被推開足夠的空間，女乘客
的右腿被成功拉出，前後不過五分
鐘。經檢查，女乘客的右膝蓋有輕
微擦傷，未流血。
廣州地鐵相關負責人介紹，列車

在行駛過程中會橫向擺動，為了保
證運行安全，車輛與站台須留有
10厘米的空隙。從2007年起，廣
州地鐵陸續在各車站安裝防踏空膠

條。該膠條為梳狀結構，一頭固定
在站台邊緣，一頭向車門方向伸
展，可縮小車門與站台間的空隙，
防止乘客踏空。女乘客失足的區莊
站已安裝膠條，她被救出後，工作
人員到場檢查防踏空膠條，螺絲無
缺失，膠條無鬆動、變形。

上下車切記勿衝門
經測量，事發處膠條邊緣與列車

邊緣間隙距離8厘米，符合標準要
求。「防踏空膠條不可能完全緊貼
車身。」該負責人說。根據《地鐵
設計規範》要求，膠條不應侵入車
輛限界，彼此之間仍有幾厘米距
離，老太的腳比較瘦小，所以被卡
進去。
廣州地鐵方面提醒乘客，自身

安全意識非常重要，上下車時記
得留意腳下，切勿衝門。若乘客
肢體卡在空隙，最好採取現場推
列車的方法救援，以免長時間壓
迫導致缺血性損傷。乘客遭遇或
目睹意外情況，可第一時間聯繫

車站工作人員，他們會指引車上
乘客下車或走到車廂另一側，令
救援更加有序、高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
道）2017年5月8日是第69個「世界微
笑日」，中國首部微笑漂流書《此致微
笑》在此間宣佈自2012年啟動以來吸引
了數百萬人參與，累計走過數萬條圖書
漂流線路並覆蓋了五大洲的幾十個國家
和地區。該書從遼寧瀋陽出發，「到
訪」西藏珠峰大本營、黑龍江邊防線上
「東方第一哨」，「走過」西氣東輸的
全部線路，更漂洋過海「走遍」五大
洲。
2012年5月8日，以中國首部微笑漂流

書《此致微笑》1.0版的出版和漂流為標
誌，由瀋陽市委宣傳部策劃發起的「微
笑瀋陽」行動拉開帷幕。據了解，該書
只有插畫和空白頁，它在漂流的過程
中，收集每一位讀者的微笑寄語。5年
間，瀋陽以微笑與世界相連，收到了來自
祖國各界、世界各地人士的微笑寄語。

的哥拍合影傳遞友善
在昨日同期舉辦的以「微笑，改變的
力量！——2017敬禮微笑瀋陽」為主題
的活動上，微笑大使——瀋陽出租車司

機滕家智成為了焦點。在他的帶動下，
遼寧瀋陽、寧夏銀川、甘肅蘭州、四川
成都的「微笑中國」服務車隊相繼被組
建。他表示，「今年我還將在福建廈
門、山東濟南及東營等地區組建20支服
務車隊」，讓微笑從瀋陽啟程。
據了解，從2011年起，滕家智已與

乘客拍下4萬張微笑合影，成為與乘客
微笑合影最多的出租車司機。他表示，
不僅是在出租車內，在廣場、商場的公
共場合，大家也應該拍攝微笑合影，以
倡導人與人之間的友善。

日前發生在四川南充的一次愛心眾籌活動在
網上引發關注。5月3日，63歲的任興裕坐在
南充西華師範大學華鳳校區的圍牆外側道路邊
休息，他是負責這段長1公里左右道路清潔的
環衛工。休息期間，任大爺瞥見遠處又有了一
些垃圾，他趕緊起身去打掃，待清掃完垃圾
後，任大爺發現陪伴他多年的手機不翼而飛。
任大爺焦急地向過往路人打聽手機下落，路

過的學生們在網上發出消息，幫助他找手機。
當天下午，音樂學院大一女生小張在網上發佈
消息，表示任大爺手機找回的可能性不大，希
望通過眾籌給他買一部手機。隨後，小張的同
學小巨及外國語學院的小夏也加入到眾籌活
動，目標籌集800元（人民幣，下同）。
愛心眾籌活動被迅速擴散，大概4個小時左
右便成功籌集到了817.24元，共100多人參
與。小夏和小張最終購買了一部價值699元的
紅米智能手機，隨後，她們用剩下的118.24
元為任大爺買了T恤、布鞋等物品。4日上
午，她們將手機及生活物品交給任大爺時，善
意地謊稱：「手機是營業廳搞活動免費送
的」。小夏表示，拿到新手機的任大爺很開
心，他說：「我要怎麼報答你們呢？我以後會
把路掃得再乾淨一點」。 ■《成都商報》

為豐富校園文
化生活，促進學
生個性發展，北
京四中內蒙古呼
和浩特分校昨日
舉行「我型我秀
我精彩」為主題
的才藝展示活
動。學生們在校
園內搭起臨時
「秀場」，以歌
舞、書畫、朗誦
等形式展示才
藝，秀出青春風
采。圖為學生正
在表演舞蹈。
■圖/文：新華社

一位72歲的女乘客日前

在廣州地鐵六號線區莊站下車時，

不慎踏空，一隻腳卡進了列車與站台

的空隙。據網絡上流傳的照片顯示，

該乘客一直被卡到大腿處，整個人蹲

坐在車廂地板上，無力自拔。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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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衛工任大爺收到新手機後非常開心。
網上圖片

■■男士們在地男士們在地
鐵門外站成一鐵門外站成一
排排，，徒手奮力推徒手奮力推
地鐵地鐵。。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力氣不大的乘客紛紛下車減輕重
量，以便讓車身往外傾斜，拉大空
隙。 網上圖片

■從2011年起，滕家智已與乘客拍下
4萬張微笑合影，成為與乘客微笑合影
最多的出租車司機。 記者于珈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