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台辦批蔡英文：
企圖挾洋自重 升高兩岸對抗

台拒陸媒駐點申請
國台辦斥：開惡例

福建東南衛視記者葉青林被「封殺」或與花蓮地震報道有關

富士康美投產 料特朗普參加動土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何德花 北京及福建報道）福建東南衛視記者日前按程序申請赴台駐點採訪

時，反遭民進黨當局無理拒絕。對此，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在例行記者會上對此進行確認，並指台

當局此舉將開兩岸互派駐點記者採訪以來的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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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光表示，長期以來，大陸記者在
台灣通過大量客觀公正的報道為增

進兩岸同胞相互理解、融洽親情，特別是
為大陸民眾更好地了解台灣發揮了橋樑和
紐帶作用。他認為，大陸記者的正當權益
應當受到保護，他們在台灣採訪報道工作
應當受到尊重。「一段時間以來，民進黨
當局以各種手段限制和阻撓兩岸交流合
作，現在又變本加厲地為兩岸新聞交流設
置障礙。」他稱：「這些做法不得人心，
必須予以揭露和譴責。」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今次被台灣當

局惡意「封殺」的記者為福建東南衛視資
深記者葉青林。葉青林表示，自己不清楚
為何被拒，但他猜與今年2月報道一則台
灣花蓮地震的新聞有關。

曝日搜救隊不進危險地段
2月6日午夜，台灣花蓮縣附近海域發

生6.5級地震。駐台的葉青林第一時間趕
往花蓮採訪，並每天在社群網絡刊發
《葉班長花蓮日記》。葉青林表示，2月
8日，台媒鋪天蓋地地鼓吹日本救援隊的
神勇和愛心。但葉青林卻獨家捕捉到日
本搜救隊與台灣消防署搜救隊相關人士
的對話，並從對話中得知，日本的搜救
隊因為怕危險而沒有進入雲門翠堤大樓
去搜救，而是在外面教台方如何使用搜
救設備。這一獨家採訪內容和畫面刊發
後，遭到台灣幾家媒體的惡意攻擊。同
時，台灣還通過特定媒體和政黨對他放
話、傳話，「當時就傳出要撤銷我的記

者證」。 此事件在2月28日國台辦的例
行新聞發佈會上，國台辦新聞發言人安
峰山也有披露。
葉青林說，遭到小部分台媒及不明真相

的台灣民眾攻擊後，葉青林將原現場的視
頻再度發佈網上。「事實勝於雄辯，絕大
多數的台媒和民眾是堅持正義的，很多人
用各種方式支持葉青林，並主動表示提供
安全保護和法律援助。」

「阻撓兩岸交流，台當局沒自信」
已有10年駐台經驗的葉青林稱，自己很
愛台灣，常常受惠於很多台灣民眾，既溫
暖又感動。但民進黨當局近來處理兩岸事
務越發表現出敵意和對抗，在打壓新黨青
年軍，限制他們參加海峽論壇、嚴審陸客
個人遊後，現在又對新聞記者下手，撕下
民進黨一向標榜民主自由的遮羞布，新聞
自由也不要了。
「用對抗和反制來阻撓兩岸的正常交
流，台當局缺乏底氣、沒有自信。」葉青林
說。
2008年6月30日，台灣「陸委會」正式
通過「恢復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兩家大陸
媒體在台駐點案」，這是兩家大陸媒體在
中斷3年後，再次獲得許可。隨後，台灣
地區「新聞局」則宣佈，將放寬大陸媒體
在台駐點記者的停留時間，並在當年底首
度開放5家大陸地方性媒體申請在台駐
點。同年12月，經由海峽兩岸有關方面同
意，福建日報社和東南衛視成為大陸首批
地方媒體赴台駐點採訪的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日前接受外媒專
訪，發表就職以來「最強硬措辭」，誣大
陸「霸權」，並奢望國際社會「制約」
大陸。對此，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強
調，台灣當局領導人的說法混淆視聽，
毫無事實依據，目的就是要在兩岸同胞
之間製造敵意，企圖挾洋自重，進一步
升高兩岸對抗。

大陸同台胞分享發展機遇
他進一步指出，這樣的圖謀不會得逞，
「兩岸同胞的骨肉親情是離間不了的，企

圖遏制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更是不自
量力。」
馬曉光認為，是民進黨當局破壞了兩岸

同胞共同努力得來不易的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良好局面，並再次強調，「大陸對台
大政方針明確一貫，堅持『九二共識』毫
不動搖，反對和遏制 『台獨』毫不含
糊。」他指出，大陸秉持「兩岸一家親」理
念，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的
生活方式，率先同台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
「我們出台的一系列為台灣同胞在大陸

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的
政策措施，增進了兩岸同胞的親情和福

祉，為台胞實現人生理想提供了更多更好
的機遇與平台。」他說：「廣大台胞對大
陸發展進步的關注及對『31條』惠台措施的
歡迎，同他們對民進黨當局兩岸政策憂慮之
深、對民進黨執政失望之大、對島內經濟民
生不滿意度之高，亦形成了鮮明對比。」
至於蔡英文此次接受採訪所說內容，馬

曉光則認為，有多少真實成分在裡面，想
必兩岸民眾和輿論都持懷疑態度。他強
調，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球在台灣當局手
裡，「我們希望他們不要誤判形勢，錯估
大勢，在錯誤的、違背兩岸同胞利益的道
路上越走越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美國
總統特朗普預計當地時間28日抵達威斯
康辛州，並將與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同
台、參加富士康面板廠的動土典禮，此
在美國總統史上實屬罕見。
去年4月，媒體首次捕捉到郭台銘
現身白宮的鏡頭，到了去年7月、也
就是3個月後，特朗普在白宮東廳、
一向用來接待外國元首訪問美國的正
式場地，為鴻海在美國投資8K面板廠
召開記者會。

儘管威州當地環保團體與居民對富
士康面板廠的投資案有不同看法，不
過，在威斯康辛州州長沃克（Scott
Walker）大力支持下，從通過投資獎
勵、找定地點、規劃水電到整地等繁
瑣程序不到一年內完成，富士康在美
投資的面板廠將於威州拉辛郡（Ra-
cine County） 的 蒙 特 普 萊 森 村
（Mount Pleasant）動工。
富士康承諾將為當地帶來約1.3萬、

平均年薪達5.4萬元（美元，下同）的

優質就業機會，但報道說，威州補貼
富士康在「威谷」（Wisconn Valley）
的這項「飛鷹計劃」，估算到 2032
年，威州納稅人或要為設廠與建園區
支付13%的費用，另外還包括17%的
富士康員工薪資。
密西根當地的W.E.普強就業研究所

學者巴提克（Tim Bartik）估算，富士
康在美設廠，每創造一個就業的補貼
高達20萬元，這比美國過去典型的獎
勵投資計劃要高出數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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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自從「31條惠台措施」出台以來，內地各
省市都因地制宜出台了落地細則。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介紹新進展稱，各省市正繼
續推出升級版措施。
本月19日，寧波市發佈實施《關於進一
步深化甬台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包括支持台胞投資、促進與台貿
易及社會文化交流合作、便利台胞在當地
學習實習就業創業以及居住生活等方面，
共80條具體措施。此外，馬曉光介紹，
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根據「31條措施」
宣佈，今年第29屆中國電視金鷹獎將台
灣地區演員納入觀眾喜愛的男、女演員
獎評選範圍，並與大陸演員具有同等參
評資格。

閩引進台教師 崗位需求536個
他續指，在福建省台辦、教育廳、中國

海峽人才市場聯合舉辦的福建省台灣教師
專場對接會上，65所在閩高校發佈引進台
灣教師崗位需求536個，現場洽談台灣博
士 337人，收到求職簡歷 260份。他透
露，其中47人通過面試，近期將與相關高
校簽訂入職協議。
此外，暑期的兩岸交流活動熱度更高，

豐富多彩、亮點紛呈。馬曉光指，天津市
將舉辦第十一屆津台會，貴州省將舉辦第
六屆貴州台灣經貿交流合作懇談會，湖北
省將舉辦第十五屆湖北．武漢台灣周，以
促進經貿交流。另外，有20家大陸金融機
構為台灣學生提供了800個暑假實習崗
位，目前名額已全部報滿。由全國台聯主
辦的「2018年台胞青年千人夏令營」將於
7月上旬舉辦，約1,000多名台灣青年將分
赴20多個省、市參加活動。此外，「兩岸
青年交流合作北京峰會」也將於7月在京
舉辦。

各省市推「31條」升級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中央
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昨日首度發佈台
灣能源安全指標，今年第一季為65點，和上
季及去年同期相比均下降，未來若基礎設施安
全持續惡化，不僅總指標將續跌，能源環境也
趨於脆弱。
調查指出，今年第一季總能源安全指標為65

點，和去年第4季相比減少1.87%，和去年同期
相比則減少0.25%。台經中心指，此代表台灣能
源環境趨於脆弱。
台經中心說明，台灣能源安全指標雖然因為

進口地區分散、能源使用效率提升，使得初級
能源安全及能源消費安全指標有所改善，但近
年來，受到電力建設的不足，基礎設施安全再
度成為不利於台灣能源安全的主因。
台經中心表示，台灣近期供電緊張，相關電

力建設的興建又不順利。展望未來，若基礎設
施安全持續因偏低的電力備轉容量，以及天然
氣儲存輸送設施依然不足而惡化，加上國際能
源價格呈上漲走勢，台灣電價又未能反映成
本，將不利能源效率提升。長期下來，台灣能
源安全指標將呈下降趨勢。

台能源安全指標呈下降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食藥署」昨日宣佈將禽蛋農藥芬普尼
（港稱「二噁英」）殘留標準上修為
0.01ppm（百萬分率），新制將於明天
開始執行。
根據台灣現行規定，芬普尼不得用

於家禽類動物，禽蛋中也不得檢出
芬普尼，只要超過 0.005ppm 就屬違
規。去年全球爆發芬普尼雞蛋事
件，台灣也遭波及，超過 50萬顆雞

蛋被封存銷毀。
台灣「農委會」認為現行標準太

嚴，向「食藥署」提議放寬。「食藥
署」去年11月起召開專家會議，會中
討論台灣民眾禽蛋攝食量，並考量家
禽飼料進口前就已殘留芬普尼，決議
雞、鴨、鵝等家禽蛋的芬普尼限量放
寬至0.01ppm。
「食藥署」表示，由於台灣多數蛋

雞飼料是從海外進口，可能在進口時

就有芬普尼殘留，因此蛋雞吃了以
後，產出的雞蛋才會驗出芬普尼。根
據過去調查，殘留量最多為0.1ppm，
因此經評估後決定將限量標準訂在
0.01ppm。
「食藥署」指出，新規定將於明天
正式上路，未來若驗出芬普尼超標將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裁罰6萬至2億
元新台幣，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
農業機關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

禽蛋農藥二噁英殘留標準明起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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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東南衛視記者葉青林被「封殺」。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在北京舉行例行新聞發佈會。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
示，台當局此舉將開兩岸互派駐點記者採訪以來的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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