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三大航空最後一天更改涉台標注

馬英九（左）與國民黨提名台北市
長參選人丁守中（右）昨日晚間在台北出席台北市工商婦女會
挺丁守中後援會成立大會，一起拿象徵「包中」的包子、糭
子提籃，高呼口號造勢加油。 中央社

包 糭 造 勢

東亞青運被取消 蔡當局難逃其咎
國台辦：「台獨」挑戰「奧運模式」 致運動會面臨政治風險

逾百學者探討兩岸關係機遇與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台辦發言

人安峰山昨日應詢表示，東亞奧協決定取消2019

年東亞青年運動會（簡稱東亞青運），原因在於台

灣一些政治勢力和「台獨」分子，在民進黨當局的

縱容下推動所謂「東京奧運正名公投」（即自行改

變奧運會「中華台北」名稱），公然挑戰「奧運模

式」，使這次運動會面臨極大的政治風險和政治干

擾。他也指出，對此民進黨當局難逃其咎。

安峰山說，我們歷來反對以政治干預體育，對所謂「正名
公投」的挑釁，多次表達了堅決反對的立場。國際奧委

會也高度關注，並致函中華台北奧委會表明態度。「奧運模
式」必須堅持和維護，這是國際體育界的共識。取消台中2019
年東亞青年運動會，是東亞奧協作出的正確決定。

台當局縱容「正名公投」需擔責
安峰山表示，台中市對這次運動會的承辦權得而復失，原因
是十分清楚的。根源在於民進黨當局為了一己政治私利，罔顧
台灣運動員、體育界以及廣大台灣同胞的利益，不顧我們的一
再提醒，執意縱容放任所謂「正名公投」對「奧運模式」發起
挑釁。對東亞奧協決定取消台中市東亞青年運動會，民進黨當
局和推動所謂「公投」的「台獨」勢力難逃其咎。混淆視聽、
轉移視線是無濟於事的，他們要對自己的言行承擔全部責任。

奉勸民進黨勿再挑動兩岸敵意
安峰山強調，我們曾一再規勸民進黨當局，不要做挑戰一個中

國原則、破壞兩岸關係、損害台灣同胞利益、損害中華民族利益
的事。然而，他們卻置若罔聞。近一個時期，民進黨當局阻撓限
制兩岸交流更加變本加厲。大陸交流團組赴台一再受到禁限，台
灣民間團體、大中學生來大陸進行文化體育交流也屢遭民進黨當
局打壓恐嚇。我們願再次奉勸民進黨當局，回到以「九二共識」
為基礎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上來，不要再為了政治私利而傷
害、犧牲台灣老百姓的利益，不要繼續挑動兩岸同胞敵意、升高
兩岸對抗，不要挾洋自重、心存幻想、執迷不悟。
安峰山指出，我們一貫積極支持和努力推動兩岸民間體育交
流，樂見台灣遵循「奧運模式」參與國際體育活動。兩岸運動
健兒在國際賽事上取得佳績，都是中華兒女的榮光。兩岸民間
體育交流多年來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在交流合作中推動了體育
運動的普及、體育精神的弘揚，也促進了兩岸競技運動水平的
提高。我們將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包括體育交流在內的兩岸各
領域交流不斷擴大、深化，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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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抗議當局漠視外籍漁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內
務部門移民署昨日舉辦工作坊，研討杜絕人口
販運的機制與辦法，外籍漁工人權保障聯盟在
場外表達訴求，被警員驅趕。
諷刺的是，雖然場內設有團體「綠色和平」

專員李宜蕎、謝易軒等人的座位卡，但因被警
員擋在場外未能入場；而美國在台協會在工作
坊致詞時，還特別公開讚譽台灣的民間團體。
李宜蕎只能在場外喊話表示，雖然台灣對外

籍漁工待遇評比及格，但很多漁工實際上仍面
對很多問題，經過訪查發現，許多漁船在海上
沒有足夠飲用水、沒有足夠食物，呼籲當局應
增加跨部門合作保障漁工權益。
據指，一艘台灣漁船因違反漁撈工作公約，

於5月被扣留在南非開普敦，聯合國並指出該
船的勞動與生活環境惡劣，許多漁工也並無合
約保障。另外，美國公佈「2018年人口販運
報告」，也特別點出台灣漁船的船東虐待外籍
漁工的現象。

台下半年經濟預估較原來悲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經濟研究
院（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昨日上調台灣今年經
濟增長率預測值為2.49%，這是台經院第3度上
調該數值，最早數值是去年11月估測的2.3%。
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表示，上半

年的各項數據比預測得好，根據過往的經濟情
勢，通常第二季是「黑天鵝」出現的時候，今
年一樣在第二季出現中美貿易戰的威脅，但台
灣出口仍有雙位數增長，表現仍然不錯，看來
是安全過關。
孫明德提醒，下半年比原來預估的悲觀些，

製造業廠商看下半年景氣有懸念，中美貿易爭
端不確定性等因素，已造成6月外銷訂單由正
轉負，生產表現趨緩，影響製造業廠商對於當
月與未來半年景氣看法，轉為保守。
根據台經院調查結果，經過模型試算後，6月

營業氣候測驗點，製造業與服務業同步下滑，營
建業則結束連續4個月下跌的態勢，轉為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報道，中國民
航局早前致函44家航空公司，要求其就
錯誤標注中國台灣和港澳地區的信息進行
整改，7月25日是更名最後期限。截至目
前，44家航空公司已全部對官網涉台名稱

作出修改，絕大多數航空公司對作為國際
社會共識的一個中國原則表示尊重和遵
循，在目的地列表中標注「中國台灣」。
美國三大航空公司則在最後一天陸續更改
涉台標注，不過只是改用城市名稱進行標

注，在機場名稱後面刪除「台灣」，如
「桃園國際機場」後面加注的「TW」已
被刪除。

遵守運營航線所在國家規則
當地時間7月24日晚間，美國航空公司
率先作出修改，在官網目的地列表中僅保
留「台北」等城市名稱，撤下原本台北後
面的「台灣」。在美國航空官網目的地列
表中輸入「台灣」英文時，僅會出現「高
雄國際機場」和「桃園國際機場」等字
樣，以及機場英文代碼KHH及TPE，原
本機場名稱後面加注的「TW」已被刪
除。
據台媒報道，美國航空發言人吉爾森

（Shannon Gilson）表示，「正如其他航
空公司一樣，美航準備作出更改，以滿足
中國的要求。」他強調，「航空業是一項
全球業務，我們必須遵守運營航線所在國
家的規則。」
美航作出更改後，美國聯合航空和達美

航空等也陸續跟進，都將機場名稱後面的
「台灣」刪除，僅保留「台北」等城市名

稱，但並未標明「中國台灣」。台媒稱，
至此，44家航空公司已全部對官網涉台稱
謂進行了修改。

敦促外企遵守中國法律法規
對於美國航空公司將搜索菜單中的「台
灣」字樣刪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昨日
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就此表態：肯定有
關企業的積極整改，同時敦促在華經營的
外國企業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
耿爽表示，我們注意到圍繞此事取得的

一些積極進展，對有關外國航空公司採取
的整改舉動給予肯定。同時我要說，中方
願意與外國企業分享中國的發展機遇，歡
迎外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興業。我們當然
也希望他們在華經營的時候要尊重中國的
法律法規，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
另據澎湃新聞報道，儘管美航、美聯航

和達美航空都在中文網站上作出了調整，
刪除了「台灣」字樣，但是美航和達美航
空的手機英文App以及美聯航英文網站尚
未及時修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以「新時代兩
岸關係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為主題的第二十七屆
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昨日在青島舉行。本次
研討會為期一天半，來自兩岸及港澳的百餘位台
灣問題專家、學者共提交論文82篇，圍繞世界
格局演變中的涉台國際環境、台灣政局走向及民
意變化等議題進行交流。
受全國台聯會長黃志賢委託，全國台聯副會長紀
斌代表主辦方致辭時表示，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大陸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
對台大政方針，扎實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但影
響兩岸關係的多方面因素正在發生變化。去年以來，
台當局在執政困境加劇的情況下，對兩岸關係單方
面挑釁動作不斷增多，「台獨」分裂活動破壞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須引起兩岸同胞警惕。
對此，他提出，在複雜嚴峻的兩岸關係形勢
下，應繼續保持對通過和平發展實現和平統一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決心、耐心和信心；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維護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
「台獨」，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踐行「兩
岸一家親」理念，持續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
展。
紀斌說，希望兩岸同胞攜手並肩、克服困難、

清除障礙，維護好、建設好兩岸共同家園，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共同努力。希望與
會專家、學者以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為重，從兩岸
人民共同福祉出發，為維護和促進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出謀劃策。
當天，周志懷、張麟徵、張冠華、楊開煌等8位

學者就兩岸和平協議、理性思辨統一問題、創新驅
動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等議題發表了主題演講。
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由全國台灣研究會、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
研究所共同主辦，具「民間性、學術性和廣泛
性」特色，至今已連續舉辦27年。

■美國航空飛機。 網上圖片

■去年一名
菲律賓籍漁
工（黃衣）說
明外籍漁工
遭剝削的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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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東亞奧委會
理事會（EAOC）於24日決
議取消台中市2019年東亞青
年運動會的主辦權，知名涉
台專家、京台文化交流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松嶺就此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台中市承辦
權得而復失的責任完全在民
進黨當局，若台當局以政治
干預體育的行為能有所收
斂、有所約束，東亞奧協能
得到充分的保證和踏實的承
諾，台中市的資格也不會被
取消。
朱松嶺表示，台灣島內部

分人士積極推動所謂「東京
奧運正名公投」，妄圖用政
治干預體育，借體育活動推
動「台獨公投」，挑戰國際
上的一個中國格局，同時，
台灣當局對此竟十分縱容。
因此，他指出，在此情況
下，國際體育組織不可能不
評估潛在的風險及可能危及
體育賽事的相關事件，在充
分提醒台灣當局無效後，東
亞奧協不得不採取會員民主
投票的方式重新決定台中市
的主辦資格。
最終，經過民主程序，每

個會員單位投票後，台中市的資格被
取消。朱松嶺表示，我們對此事深表
遺憾，也對台灣當局把責任推卸到大
陸這邊的做法，深表憤慨。
朱松嶺認為，島內各種披着「台

獨」外衣的所謂「公投」，不容置
疑，都是對兩岸關係的傷害。「台灣
當局的（放任）態度，顯然對這類行
為有明顯的引導作用。」他說，「希
望台當局能約束島內相關行為，冷靜
處理兩岸關係，以免冷對抗進一步升
級，對兩岸關係造成更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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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認為，台灣
推動2020東京奧運會「正名公投」，
違反國際奧委會規定，24日召開臨時

理事會，表決通過停辦2019年台中東
亞青年運動會。對此，前國民黨「立
委」孫大千直言，蔡英文再一次拖累
了台灣。
台媒報道，台中東亞青運被停辦引

發全台關注，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
丁守中表示，台灣推動要用「公投」
自行改變奧運會「中華台北」名稱，
會讓台灣從此辦不了國際賽事，之前
曾舉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將成絕
唱。
前國民黨「立委」孫大千昨日在臉書

發文指出，東亞青運是台灣首度舉行的
國際奧運賽事，原本由台中前市長胡志
強爭取到主辦資格，其後在民進黨執政
的兩年之中，大陸曾對蔡英文保持了彈
性，也對台灣保留了善意。

然而，孫大千指出，民進黨不但
沒有能力維持台海的現狀，反而為
所欲為地糟踏作賤國民黨建立不易
的和平穩定的架構。從「誠實的台
獨」，到積極介入美國與大陸的貿
易對決，聯美抗大陸，到呼籲世界
各國圍堵中國大陸，再到近日甚至
公開宣稱，台灣完全要依靠美國的
軍事保護。種種作為，都會一步步
地將台灣推向一個極度危險的未
來，並且大幅度地縮小台灣的生存
空間。
孫大千直言，如今，兩岸之間正在

上演着大陸和「台獨」勢力的對決，
可憐的是台灣人民，明明大多數民眾
都反對「台獨」，卻得遭受池魚之
殃。

台媒：蔡英文一再拖累台灣

■中華奧委會副主席蔡賜爵（右）24
日在記者會上說明東亞青運被取消的
過程。 中央社

■台中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被取消，民進黨當局難逃其咎。圖為2017年台中舉辦的「東亞青年盃中學田徑錦標
賽」，為2019東亞青運提前暖身。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