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島內登革熱破百宗 台中市疫情最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時電子

報》及東森新聞報道，台灣北部

近日暴雨成災，台灣氣象局昨日

持續針對台北、新北及基隆發佈

超大豪雨特報，其中基隆昨晨更

在短短一小時內降下近百毫米雨

量，造成當地多處水浸。有當地

居民於網上驚呼自己「家門前有

小河，家門旁則成了瀑布」，甚

至有房屋因遭遇水浸而出現疑似

地基掏空的狀況，導致房屋變

形。中國國民黨籍基隆市議長宋

瑋莉就災情向民進黨籍市長林右

昌提出質疑，追問改善工程上為

何一延再延，連完工日期也跳

票；林右昌則指，因為基隆市地

下管線很複雜，即使管線單位也

不清楚管線位置，使工程遇到困

難。

暴雨襲台 基隆民宅地基疑掏空
居民驚呼「家門前有小河」 國民黨轟當局改善工程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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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縣市長選舉年底舉行，
立場偏綠的媒體昨日發佈新北市
長最新民調結果，中國國民黨參
選人侯友宜獲39.86%支持度，
領先民進黨參選人蘇貞昌8.97個
百分點。

中間選民逾三成撐藍
新北市是台灣人口最多的城

市，市長選舉備受關注。根據民
調顯示，在政黨傾向方面，新北
市偏藍選民 88.18%支持侯友
宜，2.46%支持蘇貞昌；偏綠選
民82.22%支持蘇貞昌，6.11%支
持侯友宜；中間選民則有
34.15%支持侯友宜，25.57%支
持蘇貞昌。
在上次新北市長選戰中支持國

民黨朱立倫的選民，有65.9%表
態會在年底投給侯友宜，
10.53%改投蘇貞昌；上屆支持
民進黨陣營的選民則有70%表示
將投蘇貞昌，改為支持侯友宜的
選民則有13.86%。
針對民調結果，侯友宜以一貫

回應民調的方式，指參考就好、
票投下去才是我的，會當成重要
參考並繼續努力，爭取市民支
持；另外他也呼籲支持者站出來
投票，將支持化為具體行動。民
調落後的蘇貞昌則強調，每家民
調都是重要參考，他重視民調趨
勢的發展，而非看數字。他認
為，新北太大，城鄉差距也很
大，與過去的民調有很大誤差。
日前由民進黨「立委」陳明文

成立的台灣世代基金會指出，侯
友宜支持度為43.9%，蘇貞昌則
為43.2%，2人差距僅0.7%。如
今綠媒的民調則顯示兩人差距擴
大。

暴雨持續炸北台灣，前日晚間已有不少
地區開始水浸，台灣氣象局昨日也持

續針對基隆市、新北市和台北市發佈超大
豪雨，其中基隆當日上午7時到8時更在短
短一小時內降下75.5毫米雨量。暴雨造成
基隆市內多處地區浸水，水深及膝。

部分水浸區實施交通管制
基隆新西街昨日上午一戶民宅庭院被水

浸，宛如一座「蓄水池」，也因此出現疑
似地基掏空的狀況，稍早時候風雨變大，
發出巨大聲響，房屋也跟着變形。亦有部

分地區因去水不及令水湧進民宅，部分浸
水周遭需要警方管制交通，維護安全。
林右昌表示，由於前日晚間19時至20時

該市降雨量達93.5毫米，遠超過每小時50
毫米的浸水警戒值，昨日上午7時至8時的
時雨量也達到75毫米，都已達到一級警戒
的標準，時雨量太大宣洩不及，因此發生
了水浸的災情。

颱風「山竹」15日起最接近寶島
就着災情，宋瑋莉向林右昌提出質疑，
追問改善工程上為何一延再延，完工的日

期也跳票；林右昌回應稱，因為基隆市地
下管線很複雜，管線單位也不清楚自己的
管線在哪裡，這是公共工程中很大的困
難。
林右昌續指，市府會盡力趕工，讓工程

可以在9月底時完成，此次災情的損失會
從寬認定，希望能早日協助市民完成災後
復建。
據台灣氣象局分析，直到周三因鋒面與

熱帶擾動接力影響，全台天氣皆不穩定，
都有機會降雨。同時，颱風「山竹」15日
起距離台灣最近，不排除影響台灣天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登革熱疫
情燒不停，台灣「疾管署」昨日公佈，島
內新增10宗本土登革熱個案，目前累計病
例數達102宗。其中台中市疫情最嚴重，
還在可控制範圍，但民眾必須提高警覺。
台灣新增10宗本土登革熱病例，分別為
台中市6宗、彰化縣3宗及高雄市1宗，個
案為7男3女，年齡介於10多歲至70多
歲。據「疾管署」統計，今年截至9月8

日，台灣共計102宗登革熱本土病例，分
別為台中市56宗、新北市31宗、高雄市6
宗、彰化縣4宗、台北市及嘉義縣各2
宗、桃園市1宗；無登革熱相關死亡病
例。
「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表示，登革熱

疫情目前最嚴重的是台中市，已有56人感
染，有5個「里」都有3人以上確診。
莊人祥表示，疫情持續延燒的原因可能

是台中市最早發病的個案是在8月3日發
病，但8月20日才有第一例被通報，發現
感染源是「開心農場」。發病和通報間的
落差，主要跟當地登革熱不易確診，可能
被誤認成是一般感冒有關。
彰化3個新增個案都是員林市某國中學

生，目前該宗校園群聚感染已確診4人，
感染源待釐清；高雄市新增個案為旗津群
聚感染者，目前該群聚案有3人確診。

房 屋 變 形 勢 如 瀑 布

■台灣目前累計病例數已達102宗。圖為
高雄中洲輪渡站量測民眾體溫。 中央社

中央社中央社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侯友宜（前右2）日前在土城市場掃街拜
票，民眾送上鳳梨表祝福。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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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消息是從在上海舉行的「2018
第十二屆中華老字型大小博覽會」

流出的。「冠生園」該項目負責人沈勤
峰稱：「現在國際巨頭紛紛涉足糖果行
業，競爭極其激烈。怎樣讓品牌更年輕
化，又能將品牌情懷、感情融入其中，
是我們一直在摸索的。」為此，「冠生
園」和上海家化旗下「美加淨」聯手合
作，推出大白兔奶糖味潤唇膏。這兩個
歷史悠久的知名國產品牌都認為唇膏形
狀本來就和奶糖很像，選取與白兔糖香
味一致的唇膏味道應該比較有趣，消費
者也比較容易接受。

旨在吸引年輕消費者
從網上流傳出來的圖片看，這款唇膏
包裝和大白兔奶糖幾乎一模一樣，只是
在包裝左上角加上了商標，在大白兔中
文名旁邊，兩行小字寫着「奶糖味潤唇
膏」。沈勤峰表示，這款產品旨在吸引
「90後」、「00後」一代年輕消費者，
原本是為2018年「雙十一」準備，沒想
到在網上引起廣泛討論。
事實上，在產品設計之初，項目組想
過很多種產品包裝設計方案。但是，大
白兔奶糖畢竟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如
果說既要有品牌內涵，又要美觀、有高
識別率，一定沒有哪個設計能比過大白
兔奶糖原有的包裝。幾經討論，項目組
最後決定將白兔糖包裝直接用在潤唇膏
軟管上，並在潤唇膏軟管外面再套了一

層白兔糖原有紐結糖紙包裝。

網友均稱「翹首以待」
「美加淨」指，這款潤唇膏主要成分
是乳木果油、橄欖油、甜杏仁油等食品
級植物精華，並融入牛奶精華，經過特
別調香，在深層滋潤雙唇的同時，也能
完美保持白兔糖經典味道。形狀、包裝
確定後，還剩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選什
麼口味？這一次，項目組沒有太多分
歧，一致選了大白兔奶糖味道。這款產
品目前尚未定價。不過，網友已紛紛表
示「翹首以待」。

港人喜愛的內地經典零食白兔糖要出同款口味潤唇膏了！其生產

商上海「冠生園」為求品牌「年輕化」，決定推出「大白兔奶糖味

潤唇膏」，包裝設計和味道幾乎與白兔糖「本尊」一模一樣。據報

道，白兔糖潤唇膏預計將於10月中下旬推出，率先在網上購物平台

天貓出售，以試探市場反應，目前尚未定價。 ■杭州網

網民熱盼同款香水

「L17脖子長」：塗一次，就是一支。

「分不清左右」：可以出香水嗎！

「zzzzzzz大膽」：感覺會斷貨，我要買十支。

「爵爺不想睡覺」：這隻唇膏絕對是吃完的，

不是塗完的。

資料來源：杭州網

小麥成熟期時常會遇到陰雨天氣導致麥穗
發芽，這嚴重影響小麥的品質和產量。中科院
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
所吳麗芳研究員課題組近期利用納米材料製備
出一種新型防護劑，可為麥穗穿上防控發芽的
「納米雨衣」，以此替代傳統的農藥防控方
式。美國化學會核心學術期刊《可持續化學與
工程》日前發表了該成果。

吳麗芳課題組通過對天然納米材料凹凸
棒土進行實驗，製備出一種新型疏水納米
材料。
這種材料可以在小麥籽粒表面形成緻密疏

水結構，顯著抑制小麥種子的呼吸作用以及對
水分的吸收，防控麥穗發芽。這種新材料施用
簡便，對提高小麥品質和減少化學農藥釋放具
有重要意義。 ■新華社

■■ 上圖為潤唇膏包裝上圖為潤唇膏包裝。。
下圖為新包下圖為新包
裝的大白裝的大白
兔奶糖兔奶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寧夏萬壽菊豐收
帶動農民致富
初秋時節，寧夏酸刺村山間300畝萬壽菊

正值收穫季節，大片大片的橙黃色格外惹
眼。42歲的村民王榮近一個月都忙着在地裡
採摘花朵，家中老小也常來幫忙。王榮說，
「從8月能一直採到下霜，把人忙個不停。
今年雨水好，產量高，一畝地能賣兩千元
（人民幣，下同）左右。」王榮從去年開始
種植萬壽菊，面積也由五畝增至十畝，不錯
的收成讓他喜笑顏開。

政府補貼鼓勵種植
酸刺村地處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吉

縣，屬於「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區。原產
墨西哥的萬壽菊，是一種經濟作物，其豐富的
葉黃素在食品、醫藥等方面被廣泛應用。
2014年，萬壽菊開始在固原市被大面積推
廣。祖祖輩輩種慣了玉米、土豆、小雜糧的西
海固農民，一開始都不相信大山裡能長出這麼
漂亮的花，更難接受把花當莊稼來種。「傳統
農作物雖然收成不高，但成本低，也不費功

夫。可萬壽菊，民眾既沒聽過，更沒見過，所
以不敢輕易嘗試。」酸刺村所在吉強鎮黨委副
書記馬雄說。
為了鼓勵農民種植萬壽菊，地方政府不但

給予補貼，還同公司簽訂訂單，解決了花苗培
育、田間管理、鮮花銷售等一系列大夥兒擔心
的問題。「每畝種植補貼500元，每公斤保底
收購價0.9元，且收購點就在田地附近，交花
很方便。」馬雄說，今年全鎮共種植萬壽菊
1,300畝，每畝產值要比馬鈴薯、玉米等高出
三分之一以上。現實收益逐漸抹去了農民的顧
慮。目前，固原市共有22個鄉鎮種植了3.52
萬畝萬壽菊。 ■新華社

■■村民忙着採摘萬壽菊村民忙着採摘萬壽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納米雨衣」防控麥穗發芽

昨日昨日，，第四屆中國西藏旅遊文化國際博覽第四屆中國西藏旅遊文化國際博覽
會分會場暨會分會場暨20182018西藏林芝雅魯藏布生態文西藏林芝雅魯藏布生態文
化旅遊節在西藏林芝市體育場拉開帷幕化旅遊節在西藏林芝市體育場拉開帷幕。。圖圖
為演員在開幕式上表演為演員在開幕式上表演。。■■圖圖 // 文文：：新華社新華社旅 遊 節 開 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