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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勞工悲觀度創新高

逾六成不滿當局兩岸政策
島內民調：多數受訪者看好大陸市場 十大消費新聞

「衛生紙之亂」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地區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消基
會）昨日公佈的「2018年十大消費新
聞」中，因炒作不實漲價資訊引爆的
「衛生紙之亂」居首。
消基會描述，去年春節後，因大型

連鎖量販店大潤發為促銷衛生紙，散
佈「衛生紙價格將大漲三成」等信
息，導致民眾大舉囤積，各大賣場紛
告缺貨。不僅誤導消費者，更讓市場
秩序失衡，被罰350萬元（新台幣，
下同）。
「十大消費新聞」第二名為「499之
亂」。多家台灣電信公司去年推出限時
低價499元「吃到飽」（無封頂限額的
一種促銷模式），造成人潮過多、服務
質量下降、消費者權益受損。
第三名是台鐵普悠瑪列車翻覆事故。

消基會稱，台當局行政機構公佈的事故
調查報告有避重就輕之嫌；台鐵在行政
處理上也有責任，應讓罹難者家屬、傷
者獲得合理賠償。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廣東省港澳辦主
任廖京山，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煥春，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參贊楊嫻，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參謀長劉朝輝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名譽主席
池志雄，廣東省體育局副局長麥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副部長楊成偉，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等出席擔任
主禮嘉賓。各位主禮嘉賓一同主持了簡單而隆重的啟動
儀式，象徵2019年活動將順利舉行。

張建宗：肯定廣青總工作
張建宗在致辭中讚揚廣青總成立以來，一直致力團

結各界愛國愛港青年組織，凝聚社會力量，培育青年，
協助他們應對未來新形勢、新挑戰和新機遇。他也稱讚
總會過去一年舉辦了不少受歡迎的青年活動，其中數一
數二的必定是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足球交流活動
」。他期望廣青總透過不同形式協助他們到大灣區以至
內地其他省市交流、合作和發展。

廖京山：灣區建設前景廣闊
廖京山指出，青年是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和希望。習

近平主席一直牽掛香港青年的成長並諄諄教誨青年朋友
們：「要立鴻鵠志，做奮鬥者」，現在，青春是用來奮

鬥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希望香港青年牢記
愛國愛港初心，牢牢抓住大灣區發展難得的時代機遇，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曾智明：致力促進粵港共融
曾智明表示，上月廣青總與明匯智庫共同發佈《香

港青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指數2018》，數據顯示，經過
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推廣與努力，香港青年對粵港澳大灣
區的了解程度已呈顯著提高至超過五成半，增幅達到
25%。為了增加香港青年對大灣區城市的認識及讓他們
發掘更多的發展機遇，總會將積極推動文體藝青年交流
活動，凝聚青年，為他們構建網絡、增進友誼。

今後，廣青總會繼續加強粵港兩地共融，促進海
內外青年交流合作。

霍啟山：精彩活動吸引青年
霍啟山指出，要達成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對港澳提

出的四個希望，青年工作必須要做好。廣青總與廣東省

粵港澳合作促進中心及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簽署合作協議
是一個新里程碑。他說，「2019年廣青總將會舉辦更多
文體藝活動，當中包括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足球交
流活動等，繼續以精彩多元化的活動吸引香港青年到廣
東省21個地級市，認識國家及與當地青年交流建立友
誼。」

郭基煇：攜手推動青年交流
郭基煇致祝酒辭，感謝各位主禮嘉賓及會員對廣青

總的支持，希望大家未來繼續支持各項活動，促進粵港
青年交流。活動上，廣青總與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中
心及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簽署了文體藝活動戰略合作框架
協議，進一步加強2019年的合作。

廣青總更委任了香港歌手王灝兒、香港男子足球運
動員謝德謙、香港女子籃球運動員卓婷、香港男子籃球
運動員蘇伊俊擔任活動推廣大使。

由曾智明、霍啟山等12個發起人於
2016年共同發起的青年組織——香港廣東青
年總會，1月9日在尖沙咀美麗華酒店舉行 「
活力廣東．凝聚青年 慶祝香港廣東青年總
會成立兩周年暨2019年迎春酒會」(下稱：
廣青總）。廣青總主席曾智明，執行主席霍
啟山，常務副主席黃達東、樓家強、吳傑莊
、郭基煇等主要成員，聯同廣東省21個地級
市青年團體代表以及近500名各界友好同申
慶祝，共迎新禧。

張建宗 廖京山李煥春等主禮 曾智明霍啟啟山 郭基煇等500青青年同慶
活力廣東．凝聚青年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慶兩周年暨迎新春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慶祝成立兩週年暨2019年迎春酒會，賓主合照

▲賓主共同為「活力廣東．凝聚青年2019」舉行啟動儀式

▲張建宗司長致辭 ▲廖京山主任致辭 ▲曾智明主席致辭 ▲霍啟啟山執行主席
致辭

▲郭基煇常務副主
席致祝酒辭

▲廣青總與廣東省官方單位簽署「文體
藝活動戰略合作框架協定」

▲廣青總委任了王灝兒、謝德謙、卓婷
、蘇伊俊擔任活動推廣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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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託育所涉虐兒
相關家長要求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新北市永和私立淯薪託嬰中心日前爆出
涉虐童案。公佈影片中，該託嬰中心人
員用木鍋鏟擊打幼童足底、禁閉於櫃
中，涉嫌虐打兒童。相關家長表示要求
嚴懲託育人員。
新北市社會局昨日召開記者會說明，

已勒令三名涉嫌虐童的託育人員終生不
得擔任託嬰中心等兒少機構人員及居家
託育人員，並各處14萬元（新台幣，
下同）罰款；託嬰中心知情不報、疏於
管理，也依法裁處最高30萬元罰款，
並要求該託嬰中心立即停辦。社會局聯
絡該中心26名兒童的家長，將依意願
輔導轉收託，責成依契約從優退還已繳
交的託育費。將持續給予兒童身心輔
導，並為家長提供支持。
該市法制局表示，全案涉及妨害幼童

發育罪，新北市政府將提出相關事證，
移送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yes123求職網昨日公佈今年第一季景氣暨
勞動市場趨勢調查顯示，企業對第一季的

景氣樂觀度創近五季新低，
勞工悲觀度則是十個季度以
來的新高。
據台媒報道，該網站發言

人楊宗斌表示，企業開始擔
心前景反轉。「外銷導向」
的廠商要面臨貿易戰與匯率

等變量；而對內需導向的公司而言，員工
基本工資連續三年自元旦起調高。此外，
股市回檔、衝擊消費力等導致內外業者觀

望氣氛濃厚。

八成五打工仔擬轉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調查中，企業徵才

月薪平均落在3.4萬元新台幣左右，不少
員工仍有顆「異動」的心。例如，有八成
五上班族計劃在今年第一季換工作。其中
51.8%「尚未開始投履歷」，33.5%「已開
始投履歷」。
有轉職念頭的比例，不但高於前一季的

82.3%，更明顯高於去年同期的63%，也是
六年來同期新高，宣示着今年「年後轉職
潮」正式啟動。
此外，雖然基本工資今年持續調漲，但卻

有八成四的上班族覺得會帶動物價上漲。預
估自己薪資會跟着提高的僅佔38.4%。
據悉，此次調查於去年12月12日至26
日，以網絡問卷進行抽樣調查，有效問卷
共1,200份，信心水平為95%，誤差值為
正負2.8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中華民意研究協會」昨日公佈

的民調顯示，64%的受訪民眾對蔡英文上台兩年多來的兩岸關係政策不

滿，認為兩岸關係「變得比較差」。

《聯合報》報道，該民調結果中，
多數民眾不看好未來一年蔡英

文主政下的兩岸關係發展。47%認為將和
現在差不多，36%認為會比較差。
63%受訪民眾稱兩岸關係改善對台灣最大
的幫助是「提振台灣經濟發展」，僅9.2%
認為「沒有任何幫助」。民眾也表示，改善
兩岸關係比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重
要。76%認為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發展「有
幫助」。多數受訪者看好大陸市場。

46%支持縣市進行兩岸交流
另外，由於去年「九合一」選舉中，中

國國民黨贏得15個縣市長席次，台當局或
將與多數縣市對兩岸政策「不同調」；
46%民眾認為，即使台當局反對，各縣市
也「應該進行兩岸交流，並提出不同政策
主張」，只有14%認為各縣市「不應進行
交流和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張」。

「中華民意研究協會」秘書長莊文忠表
示，該民調於去年12月底進行，忠實地表
達了民眾對蔡當局兩岸政策的評價。

賴清德宣佈今率內閣總辭
雪上加霜的是，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人賴清德昨日在總預算「三讀」後宣
佈，今日將率內閣總辭。香江文化交流基
金會主席江素惠昨日表示，該番人事變動
是民進黨在「九合一」敗選後的「一個大
調整」，並稱賴清德勢必會參選2020台灣
地區領導人選舉。
江素惠說，若賴清德參選，將對蔡英文

爭取連任形成威脅。目前恰逢蔡民望低
迷，而賴一方面有「獨派」的支持，加上
此前在台南政績不錯，所以富有競爭力。
但江素惠也表示：「賴清德自詡為『務實
的台獨工作者』，他一旦奪取『大位』，
會將台灣帶入更大的災難。」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生教授
則說，賴清德辭職後更可能會和蔡英文搭
檔參選，由蔡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
人，賴作為副手候選人。張文生說：「這
也是賴的最佳選擇，雙方都不至於兩敗俱
傷。但是蔡不一定看得上他，他可能會利

用『獨派』來向蔡施壓。」
張文生說，若賴清德在「獨派」支持下

直接參選，賴勢必對蔡形成威脅；且民進
黨主席卓榮泰屬蔡派，因此賴要在黨內競
爭中出線也有難度。不排除賴有機會取
勝，但會損害民進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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