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
不滿意度不滿意度

蔡英文蔡英文 4949..99%%
賴清德賴清德 4545%%

「台灣競爭力論壇」民調
不滿意度不滿意度

蔡英文蔡英文 6868..77%%
賴清德賴清德 5858..88%%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根

據親綠團體「台灣民意基金會」昨

日公佈的最新民調，高達49.9%的

受訪者不贊同蔡英文處理政事的方

式，只有33%受訪者贊同；而對賴

清德的施政表現不滿意者高達

45%，滿意者42%，是該調查首次

出現對賴不滿意度超過滿意度。多

位台灣學者認為，這個親綠民調

顯示，綠營當政已陷入空前困

境，年底縣市長選舉綠營「敗

象」已經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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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綠民調：蔡賴不滿意度攀新高
學者指台當政者陷空前困境 年底選舉「敗象」顯現

距離年底台灣地區「九合一」縣市長
選舉尚有3個多月，近期多個機構

公佈民調都顯示，蔡、賴的不滿意度持
續攀新高。例如被視為親藍營的「台灣競
爭力論壇」17日公佈的最新民調，蔡英文
的不滿意度飆升至68.7%，逼近七成；賴
清德施政的不滿意度也高達58.8%，相較
今年2月公佈的民調結果，不滿意度大幅
增加17.7個百分點。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
員湯紹成教授接受專訪時指出，藍營對蔡
英文施政不滿可說「天經地義」，但是如
今連親綠營機構的民調，都顯示蔡、賴的
滿意度陷谷底，不滿意度創新高，說明
蔡、賴施政已陷入空前困境，而且綠營內
部也陷入分裂。

「東奧公投」咖啡風波惹不滿
湯紹成表示，不久前，綠營全力推動

「東奧公投」（要以「台灣」名義參加東

京奧運會），然而賴清德近日「急轉
彎」，明確宣佈東京奧運會台灣選手將以
「中華台北」名義參加比賽。綠營內部對
賴「急轉彎」很不是滋味，認為當局「敢
說不敢做」、「政策反覆」。湯紹成認
為，這是造成此次親綠民調蔡、賴不滿意
度攀新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蔡英文「過境」美國洛杉磯、進入

台資企業「85°C」買咖啡掀起風波。企業
商界認為，由於台灣當局不接受「九二
共識」，以致老百姓受害。湯紹成表示，
這也是造成此次綠營民意蔡英文不滿意度
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說，蔡英文現在
已變成「瘟神」，不能接觸，「因為一接

觸就倒楣了」。

民進黨氣勢難與4年前相比
另外，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趙永茂指

出，從這次綠營民調結果顯示，台灣老百
姓對蔡英文執政兩年多的不滿在上升，而
且都已出現死亡交叉，不滿意度已高於滿
意度。他認為，民進黨執政不理想，對綠
營年底縣市長選舉會帶來很大影響。例如
在澎湖、宜蘭、彰化、嘉義等幾個縣市，
綠營推出的縣市長參選人並不是很強，再
加上當局執政不力，預計選情會非常艱
難。藍營在這幾個縣市「翻盤、變天」的
機會很大。

湯紹成、趙永茂都認為，面對年底縣市
長選戰，民進黨「敗象」已經顯現，因為
民進黨氣勢已難與4年前（2014年）相
比。儘管目前中國國民黨氣勢也不是很
強，但國民黨可以調整、可以改變。而民
進黨受制於執政失敗，路線格局都難以改
變，「進退失據」無法調整。不排除中間
選民在這次選戰中會選擇給民進黨一次
「教訓」，藍綠格局定會有所改變。除了
上述幾個綠營較弱的縣市之外，6大城市
之中的台中市，藍營已衝刺到藍綠支持度
各半，勝出的機會大增；而高雄、台南等
「深綠盤踞點」，兩人都認為，藍營也有
一搏翻盤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央社報道，
對於台灣當局領導人借各種各樣的由頭在國際
上竄訪、從事分裂中國活動，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昨日在北京表示，已經向美方表明了嚴
正立場。
蔡英文「同慶之旅」出訪「友邦」，一周

內先後「過境」美國洛杉磯和休斯敦。「過
境」休斯敦期間，於當地時間19日上午赴美
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所屬詹森太
空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參訪，台媒聲
稱是「大突破」，為歷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過
境」美國時，首度參訪美國官方機構。
對此，陸慷表示，對於台灣當局領導人借

各種各樣的由頭在國際上竄訪、從事分裂中國
活動，中方已經多次向有關國家表明了反對為
台灣當局這活動提供便利和場所的嚴正立場。
陸慷明確指出，中方已向美方表明嚴正立

場。我們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不要為台灣分裂勢力在
國際上活動提供場合和便利。我們堅決反對任
何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包括美國，
同台灣方面開展任何帶有官方意味的交往。

蔡英文竄訪分裂國家
中方向美表明嚴正立場

接連遭突襲調查
國民黨智庫斥台當局「苛政猛於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登革熱疫情再擴大，台灣衛
生福利事務主管部門疾病管制署
昨日公佈新增2宗當地登革熱確定
病例，分別為新北市新莊區瓊林
里20多歲女性及台中市東區東門
里40歲女性。新莊出現疫情已超
過一個月、累積達12宗，正式邁
入第三波群聚感染，若到9月上
旬再度擴大，新莊等於全面失
控；台中則是兩年來首宗當地登
革熱。

台灣疾病管制署指出，今年截至
8月19日共錄得19宗登革熱當地病
例，其中，新北市新莊區群聚感染
的首位患者自7月上旬發病，陸續
造成3人感染，是第一波疫情；7
月下旬至8月上旬再出現7宗新病
例，屬於第二波疫情。到8月 14
日，又有一名60多歲男性確診，
加上這次新增的20多歲女性患者，
確定新莊區登革熱疫情正式邁入第
三波群聚感染，目前患者人數達到
12人。

台登革熱疫情擴大 新增2宗源自新北台中

■■親綠民調顯示親綠民調顯示，，蔡賴不滿意度攀新高蔡賴不滿意度攀新高。。圖為蔡英文日前圖為蔡英文日前
「「過境過境」」休斯敦休斯敦，，上百名當地華僑在場外抗議上百名當地華僑在場外抗議。。 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當局日前
接連到中國國民黨智庫查封、調查政治檔案，
引發國民黨強烈反彈。國民黨智庫昨日舉行記
者會，譴責當局違反公平正義，並開放遭懷疑
存放政治檔案的地下室供參觀，駁斥指控。
國民黨智庫17日遭台灣法務主管部門行政執
行署台北分署查封，而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18日也派人到

國民黨智庫調查，視察有無存放政治檔案。

譴責當局違反公平正義
對此，國民黨智庫昨日召開記者會，譴責當

局調查之舉不符合公平正義程序、行為蠻橫，
更開放遭懷疑存放威權時期政治檔案的地下一
樓供媒體參觀，強調智庫並無任何神秘政治檔
案。經開放參觀，地下一樓一部分為雜物存放

空間，一部分是高壓機房，但沒有所謂的可疑
政治檔案。
對於促轉會突襲調查，國民黨智庫以「苛政
猛於虎」形容，並指出智庫為獨立運作，董事
長依章程選出，未必是國民黨黨主席，工作人
員也不一定具備國民黨黨籍。針對促轉會調查
事件，智庫願意公開讓媒體參觀，但對於不依
法定程序濫用職權的促轉會，則無法配合。

■■ 大熊大熊貓貓「「嘉嘉嘉嘉」」和和「「夢夢夢夢」」將返回將返回
四川都江堰基地參與四川都江堰基地參與20192019年繁殖年繁殖
計劃計劃。。圖圖為為「「夢夢夢夢」」在吃竹筍在吃竹筍。。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中郝峪村迎來了發
展的春天。1979年，中郝峪村就大
膽實行分田到戶。張業棟家的糧食
慢慢多了，加上他外出打工的收
入，吃飽飯不再是問題。
但當時由於人均耕地少，又沒有

其他產業，村裡年輕人陸續都走
了，村子進一步發展遇到「瓶
頸」。新世紀初，中郝峪村人均純
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又成了「貧
困村」。

發展鄉村旅遊業 大學生陸續回流
中郝峪村有着得天獨厚的自然條

件，發展鄉村旅遊便成了時任村委

會主任趙東強的最終選擇。在他的
帶動下，2007年37戶村民入股，以
公司機制發展旅遊；2013年，全村
的房屋、山林、耕地作價入股，人
人持股，享受分紅。
這些年，村裡翻新了400多間房
屋，還打造出諸多特色美食和民俗體
驗點，建了水上漂流等遊玩點。一到
旺季，這裡經常「一房難求」。
張業棟和老伴現在的主要工作是

給遊客烙煎餅，月收入上萬元。
「撂下了鋤頭，烙起了煎餅，我這
近70歲的人了，真沒想到還能掙這
麼多錢。」張業棟說，村裡原來砍
樹墾荒種糧食，現在種樹種花引客
人，「時代真是變了」。

村裡的年輕人也都陸續回來了，
村旅遊公司裡來自各地的年輕大學
生已超過20人。

村盈利逾千萬 人均收入4.3萬元
村裡旅遊紅火起來，但「吃飯」

卻又成了問題。「辦個大食堂，全
村人都來免費吃。」趙東強一提
議，村民們紛紛說好。今年 6月
份，大食堂開業了。
如今，中郝峪村已是「中國鄉村

旅遊模範村」。去年，村旅遊收入
2,800餘萬元，除去給村民的工資
等，公司利潤1,000餘萬元，全村人
均純收入達到3.8萬元（約合港幣
4.33萬元）。

20日，在吉林省東北虎園，一場特殊的
歡送儀式如期舉行。中國首次在高緯度地
區長期飼養的兩隻大熊貓「嘉嘉」和「夢
夢」將於當日搭乘飛機離開生活了三年的
長春，回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
堰基地，參與2019年大熊貓繁殖計劃。
雄性熊貓「嘉嘉」、雌性熊貓「夢夢」

於2015年6月25日正式落戶吉林省東北
虎園，開闢了中國高緯度地區長期飼養大
熊貓的先河。

明年或成「熊爸熊媽」
吉林省東北虎園動管處處長王海軍介

紹，熊貓館設有空調、地熱和加濕系統，
平穩地控制室內場館的溫度和濕度，熊貓
食用的食物配方也經過精心設計。
王海軍說，三年多來，兩隻大熊貓完全
適應了中國東北的氣候環境，體重合理上
升，發情跡象明顯，達到最佳生育年齡，
因此被選入參與明年的大熊貓繁殖計劃。
歡送儀式現場，來了很多小朋友，他們

舉着「再見嘉嘉和夢夢，我們永遠愛你」
的條幅，和大熊貓惜別。熊貓飼養員也用
手輕撫籠子，依依不捨地為熊貓準備着旅
途中需要的食物和飲水。

總結寒冷氣候飼養經驗
吉林省東北虎園園長劉存發表示，大熊

貓的成功引進，總結了寒冷氣候環境下飼
養大熊貓的寶貴經驗，充分發揮了旗艦物

種在野生動物多樣
性保護、科普
宣教上的獨
特作用。
■中新社

「「開飯嘍開飯嘍！」！」1111點點4040分一到分一到，，山東淄博市博山區中郝峪村村山東淄博市博山區中郝峪村村

民便從家裡民便從家裡、、工作崗位上匯集到大食堂排隊打飯工作崗位上匯集到大食堂排隊打飯。。土豆排骨土豆排骨、、芹芹

菜炒肉菜炒肉、、豆角炒肉豆角炒肉、、涼拌黃瓜涼拌黃瓜，，還有米飯還有米飯、、饅頭饅頭、、白粥……大家白粥……大家

在食堂裡有說有笑在食堂裡有說有笑。。今年今年66月月，，中郝峪村投資約中郝峪村投資約280280萬元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約合港幣約合港幣319319萬元萬元））建設了公共食堂建設了公共食堂，，讓讓360360多名村多名村

民吃上了免費的一日三餐民吃上了免費的一日三餐。。 ■■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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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19萬建萬建「「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惠村民惠村民
一日三餐全免費一日三餐全免費 人人持股享分紅人人持股享分紅

■■飯堂菜品豐富飯堂菜品豐富，，讓村民讓村民
們十分滿意們十分滿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公共食堂」不僅解決了村民的三餐問題，也改
善了村內的旅遊環境。 網上圖片

杭州互聯網法院昨日對一宗「粉紅
小豬」（Peppa Pig，內地稱「小豬佩
奇」）的著作權侵權糾紛案進行網上
公開宣判。涉事的淘寶店標「正版」
實售假，被判賠償15萬元（人民幣，
下同，約合港幣17萬元）。

已在中國登記著作權
據報道，英國《Peppa Pig》已向中

國 國 家 版 權 局 申 請 《Peppa
Pig,George Pig,Daddy Pig,Mommy
Pig》（「佩奇、喬治、豬爸爸、豬媽
媽」）著作權登記並獲得作品登記證

書。其版權所有者艾斯利貝克戴維斯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艾貝戴公司）、
娛樂壹英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娛樂
壹公司）發現汕頭市聚凡電子商務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聚凡公司）在其淘
寶店大量銷售印製有涉案作品人物形
象的玩具，且顯示生產商為被告汕頭
市嘉樂玩具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嘉樂公司）。

生產銷售皆屬侵權
嘉樂公司未能證明其生產行為已獲

合法授權，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責

任。故嘉樂公司分別侵犯涉案美術作
品的複製權、發行權，應承擔停止侵
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
聚凡公司銷售侵犯「佩奇、喬
治、豬爸爸、豬媽媽」美術作品著
作權的玩具並在網絡上展示涉案被
控侵權產品圖片一張，侵犯了作品
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應承擔
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
據此，判令嘉樂公司、聚凡公司

停止侵權行為並賠償艾貝戴公司、
娛樂壹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共
計15萬元。 ■杭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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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粉紅小豬」打假案判賠17萬

■遊客為
大熊貓拍
照留念。

中新社

■ 聚凡公司在其淘寶店大量非法銷售嘉樂公司
非法製作的粉紅小豬玩具，雙雙負上民事責任並
共賠償17萬港元。 網上圖片

■■中郝峪村有着得天獨厚的天然條件中郝峪村有着得天獨厚的天然條件，，
發展鄉村旅遊成致富選擇發展鄉村旅遊成致富選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