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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延初選 疑「保蔡」惹不滿

2019年4月12日（星期五）

陸配親屬短期探親
台修辦法放寬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當局內政事務主管部門昨日通過「大陸
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修正
草案，放寬大陸配偶親屬赴台短期探親
資格，並鬆綁境外優秀人才的大陸親屬
探親資格。此外，修法也將健檢醫美證
件有效期從 6 個月縮短為 3 個月，停留
期間15日維持不變。
此次修正辦法增訂台灣地區人民「三
親等內血親的配偶」（如繼父母、大嫂
等）及經許可在台居留者的「二親等內
血親及其配偶」，可以申請赴台探親。
為配合攬才留才政策，此次也增訂依
境外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在台工作及
居留者的「大陸地區父母、岳父母、公
婆、配偶、未成年子女及身心障礙且無
法自理生活的成年子女」，可申請赴台
探親或隨行團聚。
此外，增訂台灣地區無戶籍者或港澳
派駐台灣人員，其在大陸地區的配偶、
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且無法自理生活的
成年未婚子女，可申請赴台隨行團聚。

挺賴派公開批不公平 賴稱
「參選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台灣網、《中國時報》及
中評社報道，民進黨內 2020 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初選
確定進入延長賽！中執會前日經過 3 小時討論後，宣
佈在不改變流程及初選機制下，協調期拉長至 5 月 22
日、黨內台灣地區民意代表初選完成後，再做台灣地
區領導人初選民調。對蔡英文已心懷不滿的黨內派
系，昨日紛紛痛批這是黨內為了「保蔡」使出的伎
倆，質疑難道就非「某某人」不可嗎？

支持賴清德的「獨派大佬」吳澧培痛批，民進黨這是「博歹
賭」（編者註：即詐賭），質疑已經延第二次了，難道一

中執會會議氣氛嚴肅
昨午中執會前，也有派系聚餐討論。昨天的會議氣氛嚴肅，台
當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蘇貞昌未參加，黨主席卓榮泰先報告協
調進度，蔡辦秘書長陳菊、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團總召柯建銘、
桃園市長鄭文燦等皆出席。陳菊一開口就說，她很怕分裂，心情
沉重。
中執會決議出爐後，蔡英文在臉書（Facebook）發文稱，重點
不是誰的輸贏，應該是以如何打贏「大選」、繼續執政為目標。
賴清德則說深感遺憾，「此項決議，事前未徵詢我的意見」，這
已是中執會第二次修正、第三次公告，這是否定民進黨自創黨以
來所堅持的民主價值，但是他「不畏橫逆、 不改初衷、參選到
底。」

不按理出牌傷害大
挺賴的吳澧培昨氣噗噗地說，難道領導人非「某某人」當選不
可嗎？「某某人」非代表民進黨不可？延後初選根本就沒有道理
可言，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對民進黨是很大的傷害。
另一名「獨派」代表林濁水在臉書不禁感歎「無言」。林濁水
說，延遲初選對民進黨的傷害非常大。有網友立刻點評說，這是
「典型的英式（蔡英文）風格，『年金改革』不就是這樣子，拖
延時間搞到裡外不是人。」

■林濁水：拖延時間搞到裡外
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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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之爭」
釀內部分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13
台灣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
研究員湯紹成指出，現時民進
黨內部已因「英德之爭」造成
嚴重分裂對抗，甚至一些基層
的好朋友為此連話也不講了，
所以說這個打擊是非常嚴重
的。為此，民進黨中執會前日
不得不決議延後初選時程，湯
紹成指出「這是沒有辦法當中
的辦法」。因為蔡英文堅決要
參選，而賴清德也不肯被勸
退，造成民進黨內部實質性的
分裂。黨中央無法擺平，於是
只可延期初選「以拖待變」，
期望在 5 月 22 日前，能協商出
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另外，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龐建國指出，這次民進黨黨內初
選風波、爭議不斷，最關鍵是因
為蔡英文過去兩年多來主政無
方、民望低，蔡英文完全沒有信
心與賴清德進行公開民調，怕失
敗，於是想盡各種方法要逼退賴
清德。
但賴清德在年初台南台灣地區
民意代表補選中嘗到甜頭，而且
真的在基層輔選中強烈感受到民
眾對蔡英文主政的不滿，於是決
心要挑戰蔡英文。

蔡這次「吃相太難看」
蔡英文面對賴清德的挑戰，一
方面既要「堅定」參選拚連任，
卻又不肯與賴德走正常初選程
序。為此，在 4 月 9 日民進黨中

執會召開前夕，黨主席卓榮泰就
曾公開呼籲蔡賴雙方支持者克制
情緒、停止對立，也強調初選制
度是集體決定，不宜在開跑後再
驟然作出改變。
龐建國指出，蔡英文這次真是
「吃相太難看」了，民進黨號稱
民主進步黨，卻公然破壞、不遵
守民主程序，社會觀感極差。
至於未來一個多月，在 5 月 22
日之後，蔡英文會否如期與賴清
德按機制進行公平的黨內初選。
龐建國認為，應該不會。
他預料，蔡英文現今已成功爭
取到時間，未來她將會不惜一切
以現任的優勢，手中的資源，積
極籠絡黨內其他各派系來支持
她，然後力爭在 5 月 22 日之前協
調、逼退賴清德。

柯文哲開微博行銷台北

定要延到蔡英文出線不可？如果不行再來徵召？那乾脆宣佈戒
嚴，這樣就永遠沒人跟她選了。「獨派」團體「台灣社社長」張
葉森也稱，這對賴是「不公平的」。
據報道，由於蔡英文不希望進行黨內初選，賴清德堅持不改遊
戲規則走完初選程序，因此為了這次中執會提案攻防，各派系從
前一晚就不斷召集開會。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北市政府昨日證實，市長
柯文哲已開通新浪微博，目的是
行銷台北，讓更多人認識台北，
該賬號由幕僚共同經營。
柯文哲去年 12 月間直播時就
曾透露想開設一個微博賬號，並
表示會請幕僚評估。如今有網友
發現微博上出現「台灣阿北—柯
文哲」名稱的微博賬號。對此，
台北市政府當天證實，該賬號確
實為柯文哲的個人賬號。
柯文哲在 4 月 8 日發表首條微
博介紹自己為台北市長柯文哲，
昨日發佈的第二條則附上自己搭
乘巴士上班的一段小影片。
市府表示，柯文哲一直都有開通微博
賬號的想法，只是沒有實際執行，幕僚
討論一段時間後，近日開通。至於經營
方針，則是以介紹、行銷台北為主，希
望讓更多人認識台北。而微博也將由幕
僚共同經營，與臉書由單人經營不同。
柯文哲的微博從 4 月 8 日開設至今 3
天時間，粉絲數目已突破2萬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訪香港工商總會
▲

訪麗達集團

座
▲談會

訪敏華控股

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和國家的繁榮發展發揮
重要作用。
田夫常委就前海的發展做了介紹 ，他表
示，前海自貿區成立以來發展迅速，得到中央
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它為國家戰略平台亦為
香港的發展平台，是政策落實的實踐基地，
同時是青年人最早的創業孵化產業基地，前
海一直起開放的形態，在人材稅收享有一定
的優惠。
黃敏利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很大的發
展空間，集合了該會商家的建議，提出以下意
見，一是在戰略上要與世界級灣區看齊；二是
在戰術上加強三通，包括人通即人材互通、財
通即貨幣、稅制以及貨通即港口收費等。黃敏
利就以上意見及相關議題做了詳細分析，並提
出了見解。最後，黃敏利執行主席再次向各位
嘉賓表示感謝，並希望中國社科院能與本會保
持聯繫，加強溝通，共同為大灣區的發展做出
更大的貢獻。
座談會在輕鬆、熱烈及融洽的氣氛中圓滿
結束。

訪南旋控股

的謝意！
謝伏瞻院長首先介紹了中國社科院概況。
他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戰略，
也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的重要議題。粵港澳大灣
區是頗具活力、潛力巨大的地區，建設中面臨
很多機遇和挑戰，需要凝聚各方共識，共同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謝伏瞻表示，相信香
港工商總會利用自身優勢，積極探索，將為粵

▲田夫常委

▲

▲黃敏利執行主席

▲

▲謝伏瞻院長

促進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日前率代表團
訪香港工商總會並舉行「一帶一路」與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座談會。代表團成員包括台港澳事
務辦公室主任王鐳、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
慧、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財經
戰略研究院編輯部主任王朝陽、台港澳事務辦
公室處長李初雨。出席座談會的嘉賓有深圳市
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區管委會主任田夫，前
海蛇口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王錦俠，港區人大
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
民，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溯源，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許志樺，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處長林良沛，前海創新研究
院秘書長諶鵬，粵港澳大灣區智庫秘書長姚麗
以及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工商總會執行主席黃
敏利，香港工商總會會長唐建興、李聖潑，
秘書長黃進輝等，賓主暢談的議題廣泛深入。
黃敏利執行主席表示，非常榮幸能與中國
社科院專家學者在香港見面，謹代表香港工
商總會向蒞臨的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和崇高

調研團走訪多間企業

▲賓主合照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閆坤、研究員張斌、
副研究員劉彥平、蔣震等於2019年3月31日至4月2日訪問香港工
商總會，走訪香港多家企業，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開展調研，
實地瞭解香港工商企業界對大灣區建設的關切和意見。
調研團走訪香港麗達集團，得到全國政協委員、麗達集
團主席、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江達可博士,BBS,JP及該會副
主席劉迪鴻、潘國政，秘書長黃進輝的熱情接待並就企業稅
務等多方面進行座談；隨後到訪南旋控股與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BBS,JP以及到敏華控股有限公司與全
國政協委員、該會執行主席黃敏利博士,BBS,JP等進行交談，
圍繞企業在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中的現行做法和思
路，商品、資金、人員、技術等在內地和香港之間流動中面
臨的主要問題等進行深入交流，大家以不同行業及親身經歷
表達了不同的見解並提出了多項建設性的建議，座談會獲得
圓滿成功。
在多場交流座談活動中，該會多位首長表示，能與中國社
會科學院分享和反映港商在內地投資心得及意見，充分彰顯了
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積極和促進外商投資的決心和信心。同
時，期望社科院多到該會及香港企業調研，加強溝通，讓企業
家們能更快的了解國家發展計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设中的機遇，
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繁榮穩定做出更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