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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遼寧大學香
港校友會日前舉行成立大會，丘東膺會
長，一眾遼寧大學在港校友、各界友好歡
聚一堂，共慶喜悅一刻。

丘東膺會長 盼團結校友
丘東表示，很高興能參與籌辦遼寧大學
香港校友會的成立，為遼寧大學作貢獻。
遼寧大學香港校友會以關心母校發展、團
結服務在港校友、維持香港穩定繁榮為主
旨，促進各地校友間的聯繫合作，日後會
多辦活動，希望大家積極參加，校友會將
是大家友好交流的平台。

徐振利：可填補地域空白

出席大會的遼寧大學校友總會會長徐
振利說，遼寧大學校友總會於1998年成
立，目前共有33個分會，香港校友會的
成立為遼寧大學的校友工作填補了地域
空白，也拓展了校友工作平台，希望廣
大香港校友在會長帶領下，團結一心，
以奉獻精神，打造成校友間聯繫合作的
平台及溝通的橋樑，希望各地校友會之
間多聯繫，為校友服務，為社會作出更
多努力。
中聯辦教科部處長黃宇表示，校友會是

聯繫校友的平台，期待遼寧大學校友會加
入到高校聯的大家庭中，與不同學校的校
友互相交流合作，為香港、為國家作出更
大貢獻。

遼寧大學香港校友會副會長賈玉、欒真
軍等出席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慶祝
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香港菁英會社會
民生研究會聯合多個青年團體，發起參
觀由特區政府新聞處主辦的「飛躍四十
載 同發展．共繁榮」展覽活動。展覽
透過多媒體展示方式，讓參觀者認識過
去40年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參
與、貢獻、得益和未來發展機遇。

高松傑冀正確認識歷史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高松傑

表示，展覽讓新一代青少年透過富時代感
的展示方法，了解香港在過去40年，作為
國家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參與
者」、「貢獻者」、「受惠者」的角色。
他說，作為香港青年人，我們必須要

正確認識歷史，感恩前人的努力，並且
透過不同渠道，讓更多青少年認識國家
歷史，並多為他們發展開拓新機遇，特
別是要把握好國家為我們創造的發展機
會，提拔培養青年人成為未來改革開放
的生力軍。

遼寧大學港校友會成立 菁英會攜港青參觀改革開放展

高迎欣致新春賀辭，向長期以來關
心、關愛、支持中企協會和駐港

中資企業發展的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港經濟健康高效創機遇
回顧2018年，高迎欣認為，在環球
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的情況下，香港經
濟實現了3.2%以上的增速，連續兩年
高於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速。證券市場
集資額2,800億元，位居全球第一。香
港經濟的健康高效為中資企業發展創
造了良好機遇。

他引用投資推廣署和政府統計處的
數據，母公司在海外及中國內地的駐
港公司數量過去一年保持增長，中國
內地首次名列榜首。
截至2018年底，內地在港上市公司

數量為1,146家，佔上市公司總數的
50%、市值的68%、成交金額的80%。
中資企業還積極支持香港青年和公

益慈善事業，為香港青年就業就學提
供支援，組織1,200餘人參加實習及赴
內地交流，贊助香港新年煙花、藝術
節、行山節、龍舟賽、排球賽和街馬
等香港市民喜聞樂見的活動。
展望2019年，高迎欣表示，2019年
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高鐵「一地兩
檢」的實施和港珠澳大橋的順利通
車，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了
條件，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出的近250
項新措施必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競
爭力。香港必能抓住「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遇，充分
發揮「一國兩制」的最大優勢。

謹記習主席四點希望
他指，中企協和廣大駐港中資企業將

謹記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點希望，繼續
扎根香港，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開拓創新，敢為人先，繼
續成為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推動
力量，促進香港更加繁榮穩定。
昨日酒會嘉賓雲集，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民政
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劉怡翔，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邱騰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亦應邀主禮。
來自中央駐港機構、特區政府、駐
港中資企業、外國駐港領事官員，香
港工商及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等1,000多
位嘉賓出席，同慶新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

麗）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昨日假香

港會展中心舉辦2019年新春酒

會。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署

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謝鋒，中聯辦副主任仇

鴻，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等

出席主禮。中企協會長、中銀香

港總裁高迎欣，副會長、中海外

董事長周勇，中國太平集團總經

理王思東以及逾千名駐港中資企

業代表和各界嘉賓歡聚一堂，共

慶新春，氣氛歡快熱烈。

■遼寧大學香港校友會成立大會，嘉賓主
持揭牌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舉行2019新春酒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參觀「飛
躍四十載同發展．共繁榮」展覽活動。

綠民調：逾六成不滿蔡經濟表現
地方選舉慘敗是警訊 民眾對新改組團隊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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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中央研
究院」前任「院長」翁啟惠被控收受台灣浩鼎生
技公司董事長張念慈賄賂，一審判決無罪；士
林地檢署21日決定不上訴，翁啟惠無罪確定。
2016年，翁啟惠被爆收受張念慈市值9,300

萬元新台幣的3,000張浩鼎股票，將「中研
院」醣分子研究成果私相授受給浩鼎，被依收
賄等罪起訴，士林地檢署依貪污治罪條例期約
賄賂、收受賄賂等罪嫌起訴翁、張兩人。士林
地院去年12月一審判決兩人均無罪。
檢方偵辦「浩鼎案」，找出一封翁啟惠寄給

張念慈的「OK」電郵，認為構成收受股票的
賄賂。判決則指出，張念慈在電子郵件中僅問
翁啟惠是否要就持有浩鼎股票作出持股聲明，
未明確提及贈與，也未要求翁在職務範圍內履
行特定行為。
對於無罪判決，翁啟惠透過助理表示，感謝

這一路來一起奮鬥的同仁及大家一路以來的支
持。他並向媒體表示，此案傷害學術、產業
界，希望檢方能了解嚴重性；學術界重大發明
透過技術轉讓貢獻社會，收入都是公家的，不
要當成是圖利、貪污。張念慈也發出聲明肯定
檢方，讓紛擾社會近三年的浩鼎貪污行賄案終
告落幕。

翁啟惠受賄案無罪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當局移民事務部門21日稱，去年12月
發生的越南旅行團集體脫逃案件於當日
偵破，具越南身份背景的阮姓男子等3
名幕後策劃人遭拘捕，並依法移送高雄
地方檢察署。事件發生後，有脫逃人士
陸續到案。台當局移民事務部門表示，
截至20日，已有87人到案，其中遭查
獲者39人、自行到案者48人，仍有61
名脫逃者未到案。
據中央社報道，2018年12月21日及
23日，4個大型越南旅行團共153人依
「觀宏專案」從高雄入境台灣。隨後，
152人脫逃失蹤，其中3人自行離境，
其餘148人失聯，成為台灣歷來規模最
大的越南團脫逃案。
台當局相關部門旋即成立專案組。經

查發現，在台生活、具越南身份背景的
阮姓男子、梅姓女子及鄭姓男子，與越
南「人蛇集團」合謀，以越南旅行社為
掩護，在網絡上謊稱可代辦觀光簽證，
招募越南人士以觀光名義赴台尋親、工
作。據了解，目前阮姓男子等3名犯罪
嫌疑人及4名「車手」（在被害人交付
財物後負責提領款項的犯罪嫌疑人）已
落網。而越南方面將配合對當地4名合
謀者進行調查。

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表示，2016年8
月蔡英文百日執政時，滿意或不滿

意蔡經濟表現的人各約佔46%。但從
2016年11月開始，不滿意她經濟表現的
人開始大幅增加。2018年地方選舉民進
黨慘敗，選後到現在，2019年1月，不
滿意蔡經濟表現的人近64%，這是一個
嚴重的警訊。
游盈隆指出，蔡英文在其就職演說
中，將經濟結構轉型列為五個優先工作
之一，但她拚經濟的口號是「創新、就
業、分配」，避談經濟增長。2年半過
去，蔡英文領導下的民進黨遭遇2018地
方選舉重大挫敗，合理推測，應與她的
經濟表現有重要關係。
此外，蔡英文日前任命蘇貞昌擔任台
灣行政機構負責人，執政團隊隨之改

組。民調也詢問民眾對新執政團隊是否
有信心，結果發現，39%民眾有信心，
而沒有信心者則有52%，顯示台灣社會
多數人在新團隊組成後對其執政能力仍
然信心不足。

柯文哲嗆綠營獲聲援
另據《中時電子報》報道，台北市長
柯文哲日前表示，蔡當局的親美立場，
就像一個強盜去搶銀行，法官問強盜
說，難道沒看到旁邊一堆警察，強盜說
我只看到錢。此言一出，引發外界討論
誰是警察，誰是強盜，誰又是銀行的熱
議，綠營借此質疑柯文哲太過於「親
中」。
「綠委」吳思瑤及段宜康先後抨擊柯
文哲，段宜康借用「一隻眼睛的鹿」的

故事諷刺柯文哲堅持的「兩岸一家
親」，還指責柯文哲忽視「來自大陸的
威脅」。
對此，柯文哲21日受訪時表示：「算

了不想批評他們」，但最後忍不住回嗆
民進黨「不要談喊『獨立』，又要在大

陸做生意，最討厭這種人」。
柯文哲的表態獲得了一些台灣網友的

聲援，留言稱「超級中肯」、「民進黨
一堆人愛喊『獨立』又去做生意，最不
要臉」、「『台獨』吉娃娃要氣爆
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報道，親綠的「台灣民意基金會」21日公

佈最新民調，對於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上任迄今在拚經濟方面的表

現，有3.7％非常滿意，25.3％還算滿意，29.5％不太滿意，34.1％非

常不滿意，7.4％沒意見。整體而言，有大約29%受訪者滿意蔡英文上

任迄今的拚經濟表現，但有近64%的人不滿意，創下新高，不滿意的

人比滿意的人高出約35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經濟部門 21 日公佈，台灣
2018年全年外銷接單金額5,118.2
億元（美元，下同），為歷年新
高，年增3.9%；但去年11月起，
接單年增率轉呈負增長，12月接單
衰退擴大，外銷訂單金額為433.8
億元，年減10.5%，創下32個月來
最大跌幅。
在各類貨品訂單中，資訊通信產

品年減13%，光學器材年減7.5%，
基本金屬年減 10.2%，機械年減
22.5%，塑橡膠製品及化學品則分
別年減5.1%及16.5%。
台經濟部門表示，智能手機市場

漸趨飽和，加上換機周期延長，增
長力度減弱，連帶影響相關產業供
應鏈接單表現。傳統貨品受國際原
材物料價格震盪起伏及需求減弱影
響，接單趨緩。中美貿易摩擦懸而

未決，市場觀望氣氛濃厚，投資意
願降低，影響機械接單。
台經濟部門預估，今年1月外銷

訂單約370億元至380億元之間，按
月減約 12.4%至 14.7%，按年減
11.8%至14.1%，減幅持續擴大。而
第1季外銷訂單也將續減，惟人工
智能、物聯網、車用電子等新興科
技應用持續擴展，可望挹注訂單逐
季回溫。

台去年12月外銷訂單減一成 32個月來最大跌幅

■■親綠民調顯示親綠民調顯示，，逾六成受訪者不滿蔡英文經濟表現逾六成受訪者不滿蔡英文經濟表現。。圖為早前勞團抗議民進黨圖為早前勞團抗議民進黨
背棄勞工背棄勞工，，高喊拒絕過勞高喊拒絕過勞、、拒絕低薪拒絕低薪，，反對反對「「勞基法勞基法」」修惡修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灣去年
12月外銷訂
單減一成，
創32個月來
最大跌幅。
圖為鴻海新
北市土城總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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