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電腦病毒感染 台積電第三季營收將失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昨日，賴清德談起導致台中

市被取消東亞青運主辦權的那場所謂的「東亞青運台灣正名公投」時

聲稱，政府尊重民間意見，但洛桑協議規定台灣參與奧運的名稱是

「中華台北」，相信很多人不滿意，但政府也要保護選手參賽權利。

對此，知名涉台專家、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松嶺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本次所謂「公投」本就是日本右翼分子在背後一手策劃，

以運動員為犧牲品，為「台獨」創造舞台，是為挑撥兩岸關係以便火

中取栗，是為民進黨一己之私所謂「永續執政」，不惜將台灣民眾推

向危險的邊緣。

朱松嶺表示，台民進黨當局妄圖瞞天
過海、暗度陳倉，無異於癡人說

夢，對改變台灣當前的境況絕無幫助。
他呼籲，台灣當局若真的為台灣民眾福
祉考慮，若想真正的解決問題，只有回
到「九二共識」的正確道路上來，傾聽
準確的台灣民意呼聲，真正做對兩岸和

平發展有所幫助的事情。
他表示，島內政客明知台灣的政治體
制是外具西方民主的形式、內在中國文
化實質，卻執意通過政黨或政治人物操
控的社會團體、社會運動骨幹或者通過
政黨內部發動的形式去鼓動民意，然後
用民意的名義糊弄西方輿論，這無疑是
披着道德的外衣、用所謂的民眾名義對
大陸進行輿論戰的一種手段，也是蔡當
局慣用的伎倆。

日右翼分子不遺餘力拆散兩岸
他提醒，日本的部分帝國主義勢力和
居心叵測的人士一直在做不利於中日友
好，破壞兩岸民眾感情的事情，這次也
不例外。他表示，所謂的「奧運正名公

投」本來就是日本右翼分子水島總與永
山英樹等背後一手策劃的，他們與台灣
島內的所謂「皇民」沆瀣一氣，其目的
是挑撥兩岸關係，以便火中取栗。他強
調，這批日本人跟侵略中國的軍國主
義、法西斯主義者一脈相承，對日本殖
民台灣念念不忘，為拆散兩岸關係不遺
餘力，其心可誅。
朱松嶺指出，賴清德及其背後的民進
黨就是要利用外部勢力，利用所謂「公
投」手段，妄圖充當兩岸關係中的「棋
手」，可謂是狂妄無知、夜郎自大。他
續指，為謀求「台獨」，更重要的是謀

求民進黨的所謂「永續執政」，為一黨
一己之私，將台灣民眾推向危險的邊
緣，「他們要對因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承
擔全部責任。」
據台媒消息，台灣著名跆拳道運動員
劉威廷在個人臉書表示，不該為了所謂
「正名」運動，犧牲運動員權益。同
時，島內運動員不少都很憂心自己運動
生涯前途，站出來抗議所謂的「青運正
名公投」，不想因為少數人的所謂「正
名」活動而失去國際比賽舞台，呼籲民
眾理解現役運動員的立場，不要隨波逐
流，先搞清楚國際現實。

專家：日右翼夥台當局玩火
青運「正名公投」詭計破產 運動員淪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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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福建
向金門供水工程前日正式通水，台灣社
會各界和輿論對此予以積極評價，認為
這體現了大陸方面對金門同胞福祉的關
心，是「兩岸一家親」理念的生動實
踐。
台灣知名律師許文彬說，今年正值金

門炮戰一甲子，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通
水儀式在晉江、金門同時舉行，象徵海
峽兩岸一路走來從戰爭到和平，再提升
至民生交流以謀福祉的新境界。兩岸同
飲一江水，兩岸同胞相互疼惜，心連
心、手攜手，民族復興自將水到渠成。
高雄輔英科技大學教授蘇嘉宏表示，通
水滿足了金門民生需求，增進了台灣同
胞福祉，體現出大陸方面很大的善意，
這在當前兩岸關係形勢下是非常寶貴
的，不應被忽略或干擾。台灣各界對此
事普遍都表示歡迎。唯一對通水刻意冷
漠以對、予以干擾的是民進黨當局，他
們是站在民意的對立面的。

為金門發展注入活力
金門陸島酒店董事長吳椿江曾在

2010年初到金門考察。回憶起當年情
景，他說，那時街上店舖裡的員工都是
老人，多數店舖晚上7點就關門謝客
了。金門長期缺水，導致人口、產業嚴
重外流，經濟不振。他表示，有水才有
希望，青年才能留在金門、改變金門。
大陸向金門供水，不僅為千家萬戶送來
清水，也為金門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台灣《旺報》昨日刊發的新聞分析認

為，金門長年缺水是不爭的事實，福建願
意供水給金門是再好不過的事。民進黨當
局應把金門視為兩岸和解的友善前沿，這
能為金門乃至台灣創造更多利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半導體
代工龍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台積電）昨日傍晚在台北召開記者
會，就3日電腦病毒感染事件作出說
明。該公司總裁暨副董事長魏哲家表
示，此次事件是工作疏失導致，預估對

第三季業績影響約2%。
3日傍晚，由於電腦病毒感染，台積電

公司台灣廠區多個芯片製造廠的電腦系
統及廠房機台受到攻擊，多條生產線被
迫暫時停產。台積電5日發佈說明表
示，事件係新機台在安裝軟件過程中操

作失誤導致，已控制病毒感染範圍並找
到解決方案，截至5日下午2時，約80%
受影響機台恢復正常。
6日傍晚的記者會上，魏哲家坦言此事

為內部工作流程疏失，病毒存在於新機
台內，新機台未經隔離查殺病毒就與其

他電腦連接而導致病毒擴散。
他表示，所有受影響生產線現已全

面恢復生產。此次事件對公司第三季
營收影響將不超過2%，低於先前預估
的3%，第三季毛利率受此影響將下降
約1個百分點。

■■台中市為籌辦青運會已完成修繕的跳水池台中市為籌辦青運會已完成修繕的跳水池。。 中央社中央社

■來自福建的清水流進金門田埔水庫
旁的受水池。 新華社

■■劉威廷發文反對劉威廷發文反對「「正名公投正名公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木雕、石雕、冰雕……相信大家都不稀奇，但在一

座山上雕刻，實屬罕見。記者上周日在甘肅省蘭州市

榆中縣李家莊村看到，耗時四個月的敦煌元素土雕即

將完工，土雕是以山體為依託，長150米，高 60

米，主體以敦煌元素為主，絲路、黃河等元素為輔，

完工後將是全國規模最大、浮雕最長的敦煌元素土雕

景觀。目前正在申請健力士紀錄。

■微信公眾號「蘭州晨報」

山體上的人物雕塑栩栩如生，小驢
拉磨格外逼真，憨厚樸實的老農

在一旁很容易喚起人的鄉愁和記憶。
整座山體分為幾個板塊，有正在舞蹈
的飛天樂女，有雄偉壯麗的嘉峪關城
樓，有駝鈴悠悠的絲綢古道，也有白
塔山、蘭州拉麵、滔滔黃河、羊皮筏
子、農耕田園等。
據項目負責方介紹，這座土雕名為

「甘肅風情」，由具有甘肅特色的8大
主題組成。作品以飛天雕像為主題，以
甘肅文化為脈絡，以黃河為貫穿線，集

中展現了甘肅悠久的歷史文化、田園鄉
村和民俗民風。「每一個物體都是非常
大的，像敦煌飛天樂女，每一個雕塑都
在25米以上，頭部將近3米，對藝術家
形體透視比例要求非常高。無論是施工
難度還是技術要求，都要求很高。」一
名施工負責人介紹。

並無先例可循 保質最短五年
雕刻一個飛天人物大概需要一個

月；雕刻一個農耕田園為主題的收割
形象也要十來天時間。在A4紙上的圖

畫，雕刻到山體需要放大幾十倍。據
了解，此次製作山雕的團隊來自廣東
深圳，具有豐富的經驗。在他們看
來，像甘肅榆中這樣的黃土高原地
帶，能夠以自身特色發展旅遊，吸引
遊客。像這座土雕就是一個很好的創
意，屬於全國單體體量最大的土雕雕
塑，之前並無先例可循，目前正在申
報世界健力士紀錄。
對於市民擔心的土雕保質期問題，

項目方也早就考慮到了。「這裡的土
質黏性強、土質硬，經過調查研究後

才開始做的，至於市民擔心的風雨剝
蝕等問題，在雕刻時加入了專業膠
水，可以在五年內完好無損。」據介
紹，土雕建築預計將在8月底9月初完
工。巨大的土雕下正在打造的1,200畝
花海。目前月季花正艷，8月底，翠菊
和波斯菊將陸續在雕
塑下美麗綻放。

記者從河南省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欒
川孫家洞發現的「直立人兒童化石」相關研究成
果，近日在中國國家級核心刊物《人類學學報》
上發表，為解讀東亞地區古人類演化提供了新的
重要證據。
「初步推測，距今約73萬—30萬年的欒川直
立人，可能已經具有接近或相似於現代人的生長
發育模式和生活史特點，體現了欒川直立人的進
步性。」該項目領隊、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長史家珍說。研究人員初步分析，欒川直立人兒
童的第一臼齒萌出年齡接近6歲，且第一臼齒和
第二臼齒的萌出時間間隔比較長。這兩項重要生
理指標，提示欒川直立人兒童的牙齒生長模式已
經與現代人接近或相當。
孫家洞遺址是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發現的，

2012年以來，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此進行
搶救性發掘，在原生層位出土6件古人類化石，
包括上頜殘塊、下頜殘塊和4枚牙齒。這些標本
代表3個古人類：1個成年人和2個未成年人，其
中未成年人的牙齒生長狀況分別與現代人6至7
歲和11至12歲的兒童相當。該發現曾獲年度
「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史家珍表示，下一步將與中科院繼續合作，借

助無損微觀技術觀察內部結構，對「欒川直立
人」兒童的年齡作更精確鑒定。 ■新華社

近年來城市養犬數量大幅增加，並由此
引發了各種社會矛盾和爭議。連日來，山
東省濟南市正在實行的養犬登記「信用計
分制」備受關注。該制度實行一年半以
來，已對1,430餘名養犬人進行處罰，其
中有122人扣滿12分，進行「補考」學
習，犬隻拴繩率也由當初不足20%增長至
80%以上。

扣滿12分 需要再「補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濟南市公安局獲悉，
養犬登記「信用計分制」自2017年1月1
日於該市正式實行。根據規定，對於犬主

遛狗不拴繩、不攜帶犬證、犬牌等違規行
為，第一次查處將被警告，扣除3分；第
二次將處以罰款200元（人民幣，下同）
至500元，扣除6分。扣滿12分，犬隻將
被沒收，待犬主人學習《濟南市養犬管理
條例》通過後，才可將犬隻以領養的方式
帶走。據介紹，濟南公安還在全國首創養
犬管理App，目前已錄入濟南市10萬隻犬
的獎懲、免疫等信息，還可現場拍照取
證、處罰違規養犬行為。巡查民警只需打
開App，將手機靠近狗牌，手機屏幕上就
會顯示該犬隻種類、年審記錄等。目前，
濟南市公安局每天都會有7支巡查隊分區

清查市民養犬情況。
市民胡先生養了一隻銀狐犬，每次出

門遛狗都會主動拴繩，他在接受採訪時
對養犬積分制表示贊同，並呼籲市民文
明養犬。資料顯示，2017年濟南民生警
務共受理群眾養犬投訴8,431件，較2016
年下降了26%，卻仍居各類舉報投訴前
列。為此，濟南市公安局今年初發佈
《關於加強養犬管理的通告》，要求市
民外出遛狗時狗繩最長為1.5米，且必須
攜帶犬糞清除物品，對兩年內受過3次處
罰的，將沒收犬隻，5年內禁止養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濟南報道

河南欒川現
「直立人」兒童化石

濟南養犬「積分制」首創信用管理App

■■濟南市民送家中寵物犬注射疫苗濟南市民送家中寵物犬注射疫苗。。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山雕體量大山雕體量大，，對於雕刻家們對於雕刻家們
的技術要求很高的技術要求很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甘肅的民風民俗也甘肅的民風民俗也「「躍然土上躍然土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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