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年底選舉戰火全台延燒，中國國

民黨在固守北台、決戰中台、挺進南台選戰目標下，中台灣一

戰，國民黨自評台中、彰化、南投目前選情皆穩定發展，會繼續

按照黨內既定節奏打選戰。

決戰中台灣 國民黨穩中求勝
多地領先力攻「綠地」巨頭將聚新竹共守「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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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九合一」選戰，從南到北戰
火蔓延。對於國民黨而言，一如

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所說，黨內將台中
視為拚勝負之戰。

領跑台中南投 彰化之戰壓軸
國民黨於10月中晚間在台中市舉辦
「2018六都合體，萬人挺燕，決戰中台
灣」造勢大會，包括吳敦義、前台灣地
區領導人馬英九、前台灣立法機構負責
人王金平等黨內重量級人士站台，營造
黨內團結氣勢。黨內人士表示，這場聯
合造勢大會後，拚出藍營士氣，國民黨
台中市長參選人盧秀燕氣勢上揚，穩定
領先。
南投選戰，國民黨人士表示，南投縣

長參選人林明溱力拚連任，黨內評估選
情屬於穩定領先，再加上南投為黨主席
吳敦義的故鄉，自是力保執政版圖。
至於彰化縣，國民黨彰化縣長參選人
王惠美23日成立競選總部，吳敦義、

王金平藍營兩大巨頭到場加持，現場也
湧入萬人，場面浩大，王惠美端出牛肉
政見，加強各鄉鎮連結，力拚「綠地變
藍天」。此外，黨中央更將表定的最後
一場行動中常會安排於24日在彰化縣
舉辦，將彰化視為壓軸的重要一戰，全
力拉抬王惠美選情。黨內評估，王惠美
選情穩定發展中。

下月晚會造勢 拉抬北部選情
除決戰中台灣外，國民黨規劃11月4

日於新竹縣竹北市舉辦桃竹竹苗「族群
團結、萬人挺藍」造勢晚會，除桃園市
長參選人陳學聖、新竹縣長參選人楊文
科、新竹市長參選人許明財、苗栗縣長
參選人徐耀昌合體造勢外，歷任黨主席
連戰、吳伯雄、馬英九、洪秀柱、朱立
倫及現任黨主席吳敦義將共同現身力
挺，拉抬選情。
另外，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

已借到11月11日凱道的路權，吳敦義

透露擬比照14日台中造勢晚會模式，
也將安排六都市長參選人合體；不過，
由於選戰進入倒數時刻，其他五都市長
參選人行程是否能夠配合，尤其高雄市
長參選人韓國瑜的「韓流」能否發揮北
溢效果，目前黨中央還在規劃中。
至於23日的選前之夜，各縣市長參

選人都會舉辦選前之夜，做最後衝刺，

國民黨規劃六都連線，協助統合連播，
目前尚在規劃中。
選戰進入倒數，國民黨內人士表示，

會依照黨內既定節奏打選戰，穩定領先
縣市，持續固守；小幅領先縣市，加強
力道，提升能力，拉大與對手的距離；
待努力加強縣市，則持續補救。國民黨
力拚年底選戰，贏得過半縣市執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鐵
普悠瑪列車21日發生出軌翻車事故，
台鐵也針對現有的18編組進行檢修，
昨天以簡訊表示已完成特檢，沒有發現
問題，詳細資料將提供給行政管理機構
「10·21」台鐵事故行政調查小組。
台鐵說明，這次特檢的檢查項目包括

走行裝置、傳動裝置、集電弓裝置、動
力系統等。台鐵表示，普悠瑪號18個
編組22日開始執行加強辦理全列車車
輛的保安設備、軔機、走行及集電系統
等項目特檢，並同時予以保養維護，均
於26日完成全部特檢，檢查內容並無
發現問題，後續將落實檢修，而詳細的

報告內容也將報至調查小組，暫不對外
公佈。

消基會籲台鐵評估停駛
台灣消基會昨日指出，在列車上未受

傷且未安全到達目的地的158名旅客同
樣應受關照與補償，也呼籲台鐵在調查

報告出爐前，審慎評估停駛普悠瑪。
消基會交通委員會召集人許永發指

出，發生事故的普悠瑪列車在事發前就
發現列車故障、需要維修排除，而此列
車到達新馬站前停靠3個站，都是救援
的最佳黃金時刻，但卻沒人指揮調度，
由基層人員自亂陣腳。他指出，台鐵過
去3天至少8宗列車故障通報，其中5
宗跟列車自動防護系統（ATP）有關，
呼籲台鐵應全面進行檢修再來行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墾丁以
旅遊業為主，當然希望遊客越多越好。」在
台灣南部的墾丁大街經營爆炒蛤蜊店的郭老
闆說，以前大陸遊客多的旺季，攤位每天收
入有七八千元（新台幣，下同），現在只有
四五千元。「收入一年不如一年，苦日子不
知何時到頭。」
墾丁沙灘潔白、海水清澈，歷來是大陸遊

客赴台旅遊的「打卡」熱門地。10月下
旬，仍是旅遊旺季。然而，墾丁大街上不少
攤位卻生意冷清，多家飯店「尚有餘房」。
這種蕭條在幾年前不可想像，當時幾乎所有
飯店在旺季都是一房難求，連離墾丁10公
里的恒春鎮商家也跟着受惠。人潮不再，生
意直落，很多攤販每天被迫提前兩三個小時
收攤。

當局不聞民聲 民眾自吞苦果
不少旅遊業者抱怨，墾丁旅遊業遭遇「寒

流」，眾所周知是因為台當局的大陸政策
「導致兩岸關係大環境不好」，陸客不願
來，決策者對他們的呼聲又視而不見、聽而
不聞，只能吞下苦果。
據墾丁公園管理處統計，2014年墾丁各

景點遊客837萬人次，連跌數年，到2017年
已降至448萬人次，人次幾乎減少一半。今
年頹勢難止，前三季只有270萬人次。
常年在墾丁載客的出租車司機尤智弘說，

2014年高峰期一天有幾百輛載滿陸客的遊
覽車在各景點跑來跑去，現在大幅衰退到不
足20團。

民宿提前歇業 景點客流銳減
在受惠於兩岸「小三通」模式的澎湖地

區，隨着陸客減少，不少民宿生意寥寥。
「愛鄉民宿」工作人員林女士說，往年「十
一」都有不少陸客，但今年「很反常」。由
於進入淡季生意不佳，很多民宿從十月下旬
開始就暫停營業了。
據台當局統計，2015年至2017年，陸客

遊台人數從418萬人次降至273萬人次，減
幅約三分之一；台灣觀光外匯收入從143.8
億美元減至123.2億美元。台灣聯合信用卡
處理中心上月發佈的統計顯示，受大陸遊客
來台數量下降影響，2017年銀聯卡在台刷
卡簽單總額為 484億餘元，較 2015 年的
1,012億元大幅減少近528億元。
面對觀光「海嘯」，旅遊業者想盡辦法

「救亡圖存」。郭老闆說，身邊很多朋友北
上尋找工作機會，自己因為要照顧父母才留
在墾丁。尤智弘說，自己現在開車之餘，還
會做一些零工貼補家用。

普悠瑪特檢完成 台鐵：沒發現問題

■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長參選人盧秀燕氣勢上揚，穩定領先。圖為盧秀燕（右三）
昨日參加同黨籍台中市議會副議長張清照（右二）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中央社

■■臨汾博物館利用臨汾博物館利用33DD技術將參觀者帶到了技術將參觀者帶到了44,,000000年前的年前的
陶寺觀象台陶寺觀象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楊文戰律師認北京市中盾律師事務所楊文戰律師認
為為，，從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來看從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來看，，他傾他傾
向認為這對夫妻的行為傾向於向認為這對夫妻的行為傾向於「「救救
助助」。「」。「這狗沒有在公安機關的控制區這狗沒有在公安機關的控制區
域域，，散養的散養的，，沒有人員看護沒有人員看護。。這種狀態這種狀態
下下，，就是就是『『撿撿』，』，而不是而不是『『偷盜偷盜』。』。另另
一方面一方面，，公安機關對這條警犬的管理是公安機關對這條警犬的管理是
有問題的有問題的。」。」
除了案件本身存在一定爭議除了案件本身存在一定爭議，，也有法也有法

律界人士關注此案涉及的辦案程序律界人士關注此案涉及的辦案程序。。資資
深律師喬烽認為深律師喬烽認為，，從目前已披露的情況從目前已披露的情況
來看來看，，此案存在多處涉嫌程序違法的問此案存在多處涉嫌程序違法的問
題題。。比如比如，，作為利害相關人作為利害相關人，，此案的刑此案的刑
事偵查事偵查，，即多湖派出所即多湖派出所，，應當迴避應當迴避。。
「「多湖派出所是受害人多湖派出所是受害人，，又是本案偵查又是本案偵查
程序中的具體辦案單位程序中的具體辦案單位，，這就與刑事訴這就與刑事訴
訟立案管轄權的規定是直接衝突的訟立案管轄權的規定是直接衝突的，，涉涉
嫌違反了法定程序嫌違反了法定程序。」。」 ■■央廣網央廣網

金華的應女士因日前向新浪微博的
「楊文戰律師」賬號針對該事件

提問而引發關注，並希望警方公佈事發
時的監控錄像。其丈夫朱先生稱撿到該
犬當晚，夫妻兩人在8點多時路過金華
市公安局金東分局多湖派出所門前的一
條路，發現該犬在一排垃圾桶處吃垃
圾，且沒有栓狗鏈。「我離牠十幾米遠
的時候，對牠招了下手，牠就自己撲過
來了，（我）摸了摸牠，這條狗很髒、
很瘦、很臭。」

垃圾旁撿髒犬 警察找上門
應女士說因為自己有過撿到狗報案
未被受理的經歷，當時便決定不報案；
由於在狗項圈上未曾見到原主人的信
息，且先生工作忙，為狗尋主便暫緩了
幾日。
幾天後，警察找上了門。民警告訴
應女士，沒有任何規定稱警犬項圈裡要
有電話號碼或相關信息。應女士稱，兩
人一共做過八次筆錄；她7月初做第一
份筆錄時交了錢取保候審，但其只收到
過相關票據，沒有任何警方出具的正式
法律文書。
蹊蹺的是，辦取保候審手續那天，
他們又看到那隻警犬在派出所大門外的
垃圾堆旁翻垃圾，無人看護。而早在他
們之前，就有其他人曾因「救助」警犬
被刑事處罰過。應女士稱該案已嚴重影
響夫妻二人的生活，並已經委託兩名律
師處理。「……有些民警土話就說，
『我們是夫妻偷狗賊』。」
金東公安分局近日發佈情況通報
稱，多湖派出所民警於6月29日晚發現
散放在派出所門口的一隻警犬被
「盜」。經立案偵查，該分局於7月3

日對涉嫌「盜竊」的朱先生和應女士採
取取保候審強制措施。該警犬非特種
犬，而是用於警戒、巡邏的警犬。兩名
疑犯知道該犬為名貴犬種。分局督察部
門已開展調查該宗案件暴露的警犬管理
問題。
關於警犬價格問題，應女士提到在

多湖派出所時見過一份「價格鑒定
書」，其註明該隻警犬名叫「老三」，
價值15,000元人民幣。她回應：「做
筆錄的時候，（警方）確實有問我們
『知不知道這狗值多少錢，說出來嚇死
你』。然後我丈夫的回答是，『知道，
之前養過幾條德牧，品相好的小狗值幾
千，長大了就只值幾百了，大狗不值
錢』。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山西臨汾博物館的參觀
者們體驗了陶寺遺址電子
沙盤及3D裸眼沉浸平台
展示出的陶寺觀象台。距
今4,000多年歷史的陶寺
遺址古觀象台是世界上迄
今發現最早的古觀象台，
也是當時領先於世界曆法
系統。
該館館長狄跟飛說，通
過前沿科技配上工作人員
講解古人觀測節氣變化的方式，讓這處遺
址的考古發掘故事彷彿「活」了起來。
該館工作人員介紹，當太陽升起，如

果能夠在兩根土柱縫隙看到遠處山包與
太陽的日切點，代表的是陶寺曆法的某
一個節令。在這個觀測點上，可以觀測
到從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的一個太
陽回歸年的20個節令。現在所沿用的二

十四節氣就是由此演變而來的。
這20個節令中，與當今二十四節氣完

全吻合的是「兩分兩至」，即春分、秋
分、夏至、冬至，而剩下的16個節令是
當時陶寺人使用的已經失傳的曆法。這
套曆法同時也具備了其他功能：包括農
時、當地每年氣候變化的節律、以及宗
教節日。 ■新華社

浙江金華的一對夫妻因為「救助」了一隻在路邊流浪的

警犬而被刑事立案，目前正處於取保候審階段。當地警方

認為，這對夫妻的「救助」行為屬於「偷盜國家財產」。

對此，該對夫婦委託兩名律師跟進該案件。 ■央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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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警犬反被立案
浙江夫妻訴諸法律浙江夫妻訴諸法律

飼料中添加抗生素和砷可促進豬的生
長，但這些元素會通過豬尿排放對環境
和人體健康造成不利影響。近期，中科
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所吳正
岩課題組利用胺基功能化的四氧化三鐵
和二氧化錳，研製出一種納米複合材
料，可同時清除豬尿水溶液或土壤中的
抗生素和砷。該材料使用後易於回收，
具有較高的生物安全性和較好的應用前
景，也為處理養殖業排放重金屬污染提
供了一種新思路。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核

心期刊《環境科學：納米》日前發表了
該成果。
據介紹，近年來抗生素和砷被廣泛添

加到豬飼料中，以提高抗病性，促進豬
的生長。有研究表明，這些元素在豬體
內的殘留僅為10%左右，在安全食用範
圍內。但其他約 90%會被排放到環境
中，對水、土壤和植被造成重金屬污
染，對人體健康形成威脅，該問題已成
為制約養殖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瓶頸之
一。 ■新華社

■■ 金華市金金華市金
東公安分局針東公安分局針
對該事件發表對該事件發表
情況通報情況通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應女士展應女士展
示其取保候審示其取保候審
費用的收據費用的收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金華夫妻撿到流浪金華夫妻撿到流浪
狗狗，，其後因該犬為警犬而其後因該犬為警犬而
被當地警方認為其行為屬被當地警方認為其行為屬
於於「「盜竊盜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研就可清除糞污重金屬納米材料

山西用3D技術
「還原」四千年前觀象體驗

摜

蛋

大

賽

27日，由江蘇省社會體
育管理中心指導、南京
廣播主辦的2018《我
是摜蛋王》第二屆千人
「摜蛋」（一種撲克牌
遊戲）大賽在南京東郊
奧萊街區火熱開賽，吸
引了大批「摜蛋」愛好
者前來「捉對廝殺」，
爭奪萬元大獎。「摜
蛋」起源於江蘇淮安，
是一項益智類紙牌遊
戲。 文 /圖：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