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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

前日表示，在兩岸關係上，台灣「已盡了最大的善意」，更是向

大陸喊話「十九大」後希望雙方可以「思考新模式」，讓兩岸關

係「更活絡」。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前日改口稱蔡當

局不會宣佈「獨立」，回答立法機構問題時，也刻意迴避了

「台獨」字眼。對此，中國社科院台研所台美關係研究室副主

任汪曙申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賴清德改口「不獨立」，是為了

淡化「台獨」主張引發的爭議，也是為防止其與蔡英文的兩岸

論述差異擴大化，但這並不能抹掉其內心的「獨派」思想。

■■新黨黨主席郁慕明新黨黨主席郁慕明（（中中））上月底在記者會上表示上月底在記者會上表示，，賴清德主張賴清德主張
「「台獨台獨」，」，違反違反「「憲法憲法」，」，並呼籲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一同告並呼籲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一同告
發賴清德發賴清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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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言論降溫未減賴「獨派」主張
批其說法不僅與蔡有矛盾 且逾越身份分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昨日是中
秋節。台灣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在臉書專頁
刊發中秋感言說，兩岸關係就像月亮有陰
晴圓缺一樣，但期盼兩岸關係能「守得雲
開見月明」。
張小月在文中說，去年「5·20」以來，台
執政當局多次強調將在既有歷史事實與政治
基礎上，根據「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及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維護兩岸關係
和平穩定發展。她強調，當局維持現狀的兩
岸政策立場一貫而堅定。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將訪問大陸等情況，

張小月則指，陸委會會持續關注、妥慎因應
大陸未來政策方向、對兩岸關係影響，以及
涉及區域情勢動態等。
在中秋感言的文末，張小月引述四大古典

名著之一《水滸傳》的名句「誰無暴風勁雨
時，守得雲開見月明」，期待未來兩岸關係
是正向的、正面的、積極的。

聯儲局舵手名單 鴿派理事呼聲高
傳5人選敲定入圍 耶倫連任恐無望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的任期於明年2月屆滿，下任主席的遴選工作

據報已結束。彭博通訊社昨日報道，白宮顧問已向總統特朗普提交最

終人選建議名單，除了耶倫外，現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

恩、前聯儲局理事沃爾什、現任理事鮑威爾，以及史丹福大

學經濟學家泰勒，均在特朗普考慮之列。政治新聞網站Po-

litico則指，立場傾向鴿派的鮑威爾目前呼聲最高。

報道引述消息指，雖然耶倫仍
在考慮範圍內，但特朗普核

心圈子內幾乎無人支持她連任。
特朗普有可能任命黑馬人選，惟
機會亦不大。在5名人選中，此
前呼聲最高是科恩，特朗普月前
公開表示考慮任命他後，科恩已
退出遴選委員會避嫌。消息指，
只有極少數特朗普最親密顧問知
道最終人選名單詳情，又透露暫
時未有個別人選跑出。

特朗普曾見耶倫等4人

上周有報道稱，特朗普先後
與耶倫、沃爾什、科恩和鮑威
爾會面。此前流傳的人選中，
還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系
主任哈伯德，以及美國合眾銀
行主席戴維斯，不過特朗普無
計劃與兩人見面。至於獲得財
政保守派支持的泰勒，暫時未
知特朗普是否或會否與他見
面。特朗普上周五表示，將於
兩至三星期內宣佈聯儲局主席
提名人選。

■彭博通訊社

Uber削創辦人權力 軟銀入股

經營手法備受爭議的電召車程式公司Uber前
日公佈，董事會一致通過連串企業管治改革措
施，同時接納日本電訊業巨頭軟銀入股。Uber
將取消超級表決權安排，採用一股一投票權制
度，變相限制創辦人兼前行政總裁卡拉尼克的
權力。不過，部分Uber的早期投資者不滿投票

權遭削弱，擬入稟法院挑戰董事會的決定。
消息人士透露，董事會計劃在2019年底前，

進行首次公開招股(IPO)，並規定須先獲2/3董
事會成員同意，才可撤換行政總裁，有助鞏固
現任總裁霍斯勞沙希的地位。董事會成員將由
現時11人增至17人，新增的其中2席分配給軟
銀，其餘4席則為獨立董事，新獨立董事的其
中1人會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若董事會決議
順利落實，主要股東之一的創投基金Bench-
mark，將撤銷早前指控卡拉尼克欺騙董事會的
訴訟。
由軟銀、Dragoneer及General Atlantic組成

的財團，按照Uber現時690億美元(約5,388億
港元)的估值，擬動用10億至12.5億美元(約78
至98億港元)直接注資Uber，並計劃向現有股
東購入14%至17%已發行股份，總投資額估計
約100億美元(約781億港元)。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黑
客
襲
雅
虎
案
30
億
賬
戶
中
招

雅虎2013年被黑客入侵，逾10億用
戶的個人資料可能遭盜取，但公司前日
指出受影響賬戶多達30億，是去年公
佈的3倍，或掀起新一輪針對雅虎的索
償訴訟。美國電訊商Verizon今年完成
收購雅虎核心互聯網業務，今次的最新
披露可能令法律開支增加。
Verizon 表示，在第三方專家協助

下，近期發現受影響賬戶數目增至30
億，雅虎已向新發現的受影響用戶發出
電郵通知。調查顯示，外洩資料不包括
銀行賬戶、信用卡及密碼等資訊。Ver-
izon早前把雅虎業務與旗下美國在線
(AOL)合併成新的子公司Oath，但隨着
黑客風波鬧大，將不利Oath發展。
美國大型信貸評級公司Equifax今年

亦爆出遭黑客攻擊，大量敏感資料被
盜，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席圖恩計劃就
雅虎及Equifax 的大規模資料外洩事
件，於本月召開聽證會。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氣候暖化加劇湍流 飛機客受傷風險增

飛機在空中不時遇上氣流，令機
身不穩甚至導致乘客受傷。有研究
指出，氣候變化將引致氣流出現的
次數增加兩倍，意味乘客受傷機率
相應增加。研究團隊呼籲設立更準
確的氣流預報系統，讓機艙人員及
時提醒乘客坐下和扣緊安全帶。
在全球暖化下，高速氣流變得更

強烈、頻密和不穩定，當中
以肉眼無法看見及雷達難以
偵測的「晴空湍流」(CAT)
最危險。英國雷丁大學大氣
科學系教授威廉斯指出，氣
流在全球出現次數不斷增
加，若氣候變化持續，情況
將會加劇，估計到 2050
年，北美上空的強烈氣流數
目會增加1.1倍，北太平洋

及亞洲的增幅則分別為9成及6成。
美國波音公司上月宣佈測試新的

激光技術，讓機師偵測前方16公里
範圍的CAT，由於大部分航機的飛
行速度達每小時885公里，令機組
人員及乘客只有約60秒時間作準
備。

■《每日電訊報》

■Uber董事會通過連串管治改革措施。
資料圖片

現任主席耶倫現任主席耶倫
耶倫近期多次公開與特朗普唱反調耶倫近期多次公開與特朗普唱反調，，包括堅持包括堅持
實施嚴格金融監管實施嚴格金融監管，，與特朗普背後的反監管勢與特朗普背後的反監管勢
力水火不容力水火不容，，市場一般認為她已連任無望市場一般認為她已連任無望。。

前理事沃爾什前理事沃爾什
與出身象牙塔的耶倫與出身象牙塔的耶倫
不同不同，，沃爾什將多沃爾什將多
年的華爾街經驗帶年的華爾街經驗帶
入聯儲局入聯儲局，，貨幣政策貨幣政策
立場相對鷹派立場相對鷹派。。他主他主

張改革聯儲局提高政策張改革聯儲局提高政策
透明度透明度，，不滿局方低估金不滿局方低估金
融市場風險融市場風險。。

現任理事鮑威爾現任理事鮑威爾
近日突然冒起的近日突然冒起的
大熱人選大熱人選，，與沃與沃
爾什相比偏向爾什相比偏向
鴿派鴿派，，在維持在維持
貨幣政策相對貨幣政策相對
寬 鬆 等 問 題寬 鬆 等 問 題
上上，，鮑威爾的立鮑威爾的立
場與希望延續股場與希望延續股

市升勢的特朗普更市升勢的特朗普更
接近接近。。

科恩科恩
特朗普稅制特朗普稅制
改革主要推改革主要推
手手，，本來被本來被
視為篤定人視為篤定人
選選，，但月前但月前

就白人至上主就白人至上主
義者示威公開批義者示威公開批

評特朗普評特朗普，，令他失寵令他失寵。。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白宮首席經濟顧問

史丹福大學教授史丹福大學教授
泰勒泰勒

19931993 年提出關年提出關
於貨幣政策的於貨幣政策的
著名利率公式著名利率公式
「「泰勒規則泰勒規則」，」，

與沃爾什一樣被與沃爾什一樣被
視為鷹派視為鷹派。。

陸委會盼兩岸
「守得雲開見月明」

賴清德似乎想為上月底的「台
獨」言論降溫，表示前民進黨

主席施明德已公開說過，民進黨執
政不會宣佈台灣「獨立」，「陳水
扁時候沒有宣佈，蔡英文當局也不
會宣佈」。賴進而以民進黨歷史為
例指，兩岸主權互不隸屬，現在台
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這就是台
灣最大共識，雖然賴清德話語的含
意 是 「 台 灣 是 一 個 『 獨 立 國
家』」，但已刻意迴避「台獨」這
一字眼。

賴趁機向綠營主流表立場
汪曙申指出，賴清德先前在立

法機構質詢時拋出「台獨」言論，
不僅是他一向的「台獨」立場和政
治主張使然，也是精心安排的結
果，妄圖利用民進黨「台灣前途決
議文」的立場，和蔡英文現在維持
現狀的政策進行區隔。
他續指，因為民進黨內部主流還
是接受「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立
場，然蔡英文執政後在兩岸論述
上與「獨派」的期待有落差，
「獨派」的不滿情緒時有爆發，
而且「獨派」對賴清德亦有所期
待，賴亦趁機表達立場。「但賴

的表現有些出格，他的說法不僅與
蔡的有矛盾，也逾越了身份的分
際。」他說：「事後反應總體對賴
不利，蔡也出面表態，繼續採取柔
性的姿態。」
他表示，「台獨」在島內已是假

議題，「法理台獨」的紅線連「鐵
桿獨派」都不敢碰，賴清德也表達
「事實台獨」的立場，所謂「已經
『獨立』不需再宣佈『獨立』」，
是為了淡化「台獨」主張引發的爭
議，也是防止賴和蔡兩岸論述差異
擴大化，「賴目前並不想和蔡的關
係被過度解讀」。

民進黨兩岸政策論述存矛盾
他認為，賴的兩岸主張反映了民

進黨兩岸政策的困境，「台灣前途
決議文」並沒有否定「台獨」黨綱
的存在和效力，「民進黨想在『台
獨』和維持現狀之間平衡，玩對不
同對象搞各取所需的策略，是很難
的。」
他亦指出，大陸也很清楚地看到

民進黨兩岸政策論述的矛盾和困
境，「台灣前途也不是台灣單方面
能決定的，是包括大陸人民在內的
全體中國人才能決定的」。

賴清德上任後，台灣地
區立法機構每周二、五院

會已變成是「台獨」論述競技場，從9月
26日至今這三次場景看來，賴清德非但不
避戰，甚至有主動迎戰、求戰意味。蔡英
文才接受專訪，提到「相信賴清德知道分
際」，賴看來並不接受這種「大總統、小
院長」的安排。在前日詢答中，賴也直
言，蔡展現領導決心，他展現執行力，角
色的互補、分工非常好，各司其職，不認
為有大小問題。
民進黨執政歷任行政機構負責人，從未有

像賴清德這樣大剌剌地在「立法」機構挑
戰「大老闆」。以其一連串「台獨」言
論，已儼然是繼李登輝和陳水扁後的第三
任「台獨」教父。

值得注意的是，賴清德出身的新潮流是
民進黨第一大派系，擁有的「立委」陣仗
最大也最強，賴前日赴立法機構備詢，新
系便透過「立委」做球、賴接球的模式一
路護航，讓賴秀個夠。重點一是，賴從
「台獨」說轉為較低調隱諱的《台灣前途決

議文》。重點二，賴也透過與新系「立委」
的詢答，說出「無功高震主問題」等語，向
蔡喊話。新系自拉自唱的模式可說是空前
的，完全沒把蔡英文放在眼內。
賴清德在「立法」機構備詢，從主張「台

獨」，改口服膺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
文》，換了一個講法，實際上還是原汁原味
的分離主張。以此觀之，賴經過這番震撼，
未來應會從「高調獨」轉趨低調，不過在對
「獨派」的號召上，賴清德一定會維持比蔡
英文強的程度。

新潮流是民進黨戰力最強的派系，新系
與賴清德最新的戰法是把中國國民黨也拖
下水，強調國民黨的兩岸定位也與《台灣
前途決議文》類似，大打混戰，這對吳敦
義領導的國民黨會構成壓力。
此外，2018選舉在即，蔡當局發現賴清德

才上任，什麼都還沒開始做，只喊喊「台
獨」，就把賴、蔡民調都一起拉上來，還有
什麼比這便宜的手法？蔡英文、賴清德、新
潮流在出什麼招？更值得玩味。

■中評社

賴自拉自唱賴自拉自唱 不放蔡在眼內不放蔡在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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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北故
宮博物院昨日推出書畫菁華特展，展出
中國書畫史上傳世之作45件。
在書法展品方面，首推王羲之《快

雪時晴帖》與《遠宦帖》，兩部作品
充分展現出書聖行書與草書的丰神。
《宋四家法書》、《徽宗詩帖》，則
分別代表了北宋士大夫與帝王的書法
品味。其他如南宋陸游、朱熹，元代
趙孟頫的尺牘，均能引領人們領略文
人情感與理性的交會。此外，添附在
作品後的題跋書法也頗有可觀，與作
品本身兩相參照，書史梗概已在其中。
繪畫方面，包括有唐代到清代各個

時代的精彩巨製，題材涵括人物、神
祇、山水、走獸、花鳥等不同題材。
如唐代有韓幹《牧馬圖》等，五代的
《秋林群鹿》，宋代的《秋塘雙雁》
等，元代高克恭的《雲橫秀嶺》，明
代唐寅的《溪山漁隱》，以及清代王
翬的《夏山煙雨圖》等，件件俱是獨
一無二、品質優異。

王羲之等書畫珍品台北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