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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拒參加現行制度黨內初選
仍言願負起責任 吳敦義：或徵召韓參加初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對於有台灣媒體報道稱「旺旺集團
領大陸補助金」，中國旺旺控股有
限公司昨日發表聲明，指此舉為刻
意炒作不實信息，該公司將正式提
告，維護股東利益。
該份聲明表示，中國旺旺控股有

限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與旺旺中
時媒體集團的股東結構不同，故中
國旺旺控股收入只與其主營業務及
投資相關，與其他公司無關。
該聲明強調，報道中提到的政府

補助金，是大陸各地方政府為招商
引資，獎勵符合條件的企業在當地
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及創造稅收所提供的一種補助款，
不管內外資企業，只要符合條件均
有資格爭取享受，並無獨厚中國旺
旺控股。
中國旺旺控股提到，過去11年，

該公司在大陸投資超過 120 億元
（人民幣，下同），因經營績效良
好共計繳納稅費約260億元，歷年
補助金均經會計師審核相關憑證並
載明於年報公開訊息中，絕無任何
與披露信息不一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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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今
年，商務部將切實按照『應通盡通』的
要求，充分利用兩岸相關行業、區域加
快交流合作的契機，進一步幫助台胞台
企分享大陸機遇。」商務部台港澳司副
司長武川近日接受專訪時表示。
據統計顯示，2018年，大陸與台灣貿

易額為2,262.5億元（美元，下同），同
比上升13.2%，創歷史新高。其中，大
陸對台出口 486.5 億元，同比上升
10.6%；自台進口1,776億元，同比上升

13.9%。大陸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和貿
易順差來源地。
此外，去年大陸共批准台商投資項

目4,911個，同比增長41.8%；實際利
用台資金額 13.9 億 元，同比下降
21.5%。若加上台商經第三地的轉投
資，去年大陸實際利用台商投資項目
5,191個，同比增長39.4%，實際利用
台資金額50.3億元，同比增長6.4%。
截至去年底，大陸累計批准台資項目
107,190 個，實際利用台資 678.1 億美

元。加上台商經第三地的轉投資，
大陸累計實際利用台資已超過 1,300
億元。

續推兩岸重點產業合作
武川介紹，商務部今年將繼續推動兩

岸重點產業領域的合作、支持相關重點
區域深化對台合作，包括支持海峽兩岸
產業合作區的發展；支持江蘇昆山深化
海峽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福建自由貿
易試驗區等對台經濟功能區深化對台合

作；研究和引導台企在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海南全島建設自貿區和探索建設自
由貿易港等國家重大戰略實施中發揮積
極作用。
武川還指出，商務部將繼續推出重點
措施，促進台胞台企分享大陸市場，包
括搭建台資企業產品內銷平台；研究擴
大對台農產品貿易；幫助台商參與第二
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積極為台灣
青年來大陸實習乃至就業、創業提供
協助等。

「應通盡通」助台胞台企分享陸機遇

韓國瑜去年11月當選高雄市長，保
持着較高聲望，一部分支持者希望

他進一步參加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
舉，他們呼籲國民黨「徵召韓國瑜（參
選）」。另一方面，國民黨內已有朱立
倫、張亞中、周錫瑋、王金平、郭台銘
等人士有意參加黨內初選。
韓國瑜昨日在高雄表示，擔任高雄市
長這段日子中，他深刻地體會到只有台
灣好，高雄才會更好。只有台灣能改
變，他才能真正改變高雄。他並稱，
「願意負起責任，不計個人得失榮辱，
只願能夠改變台灣。」
韓國瑜對當前台灣政治運作提出批
評，表示此時此刻他沒有辦法參加現行
制度的黨內初選，希望國民黨高層能體
察民意，關注社會脈動，重視庶民經
濟，勿忘世上苦人多。

隨後，國民黨發出一份聲明稿，稱黨
內初選辦法將由中常會充分討論決議後
實施，盼望韓國瑜參與初選。

吳敦義：沒有權貴與密談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當天下午表示，如

果韓不方便參加初選，會徵召他「被
動」參選。黨內用徵召方式就是避免韓
主動，因為他有所顧忌，如此也讓其他
有意參選的人能夠一起公平競爭。
對於韓國瑜聲明中提到黨內政治權

貴熱衷於密室協商，離人民越來越
遠，吳敦義也強調黨中央辦理選務一
切公開公正，沒有權貴與密談，也沒
有人在背後「開槍」。從頭到尾只有
任命韓國瑜當高雄市黨部主委、提名
參選高雄市長。
目前最受矚目的另外兩名參選人鴻海

董事長郭台銘與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前負
責人王金平當天也先後發聲，同時將矛
頭指向國民黨初選規則。

郭王齊聲彈初選規則
郭台銘在臉書貼文指出，他目前人在
島外，但有件事情他非常認同韓國瑜，
就是對「長久以來權貴政治熱衷於密室
協商」的嫌惡，國民黨黨中央至今連一
個最簡單的初選規則，都還千變萬化不能
確定，這對他一個一輩子辦實業、做實事
的政治素人（指那些由普通人「突變」的

政治明星）來說，實在難以想像。
郭台銘呼籲，請國民黨黨中央在初選
制度上開大門、走大路，盡速全面公
平、公正、公開決定初選規則。
王金平則說，可體會韓的心情與委

屈，3年前也是因黨內菁英私心自用，喪
失政權，盼不要再被認為是故技重施，
大家應團結。
據報道，國民黨原先預計4月底前公

告初選作業要點及時程，目前看來可能
來不及，恐延到5月公告，5月底辦理登
記，6月進行初選。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中央社及新華社報道，就是否參加

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一事，中國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昨

日發聲明表示，此時此刻他無法參加現行制度的黨內初選，但同時

稱「願意負起責任，不計個人得失榮辱，只願能夠改變台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當局去
年底推出旅遊補助方案，並宣稱效益良好。然
而實查發現，去年全台旅館入住率不到五成，
補助後也僅為五成二，被質疑成效不彰。
為刺激觀光，台灣「觀光局」從去年底陸續

推出暖冬補助、擴大暖冬補助及春遊補助。不
過，根據官方統計，去年獲暖冬補助的縣市一
般旅館平均入住率皆沒有超過50%。今年初獲
擴大暖冬補助的縣市旅館平均住房率則是
52%，與當局宣稱的「增長二成」不符，被外
界批評成效不彰。
對此，台灣交通主管部門負責人林佳龍昨日

回應，由於包括公教旅客及陸客減少，導致效
益達不到預期。但若沒有觀光補助，住房率恐
會更低。且坊間仍存在許多非法旅宿業者，非
法業者無法領取補助，對其業績也會有影響。
然而，有關統計資料，均是針對合法旅宿業

者所作的統計。雖然林佳龍以「非法旅宿業績
下降」作為旅遊補助效益低的理由，似乎仍無
法取信於人。

旅館入住率僅五成二
當局補助成效被質疑

■■韓國瑜昨日表示韓國瑜昨日表示，，無法參加中國無法參加中國
國民黨現行制度下初選國民黨現行制度下初選，，但聲言願但聲言願
肩負改變台灣的大任肩負改變台灣的大任。。 中央社中央社

據了解，該調查抽取15所中小學的31
個班級，發出問卷1,600份，由受訪

人自報最喜愛的課外書，共獲得書目765
種，再按照一定規則進行賦值，按總值大
小由高到低進行排序，取前一百本書，最
終得出了這份排行榜。

網絡小說佔比9%
此次上榜的書籍中，有大量作品成書
於近十年，其中有9%初次發表於各類互
聯網網站。據介紹，網絡小說受到青少
年的追捧與他們的閱讀習慣緊密相關，
有60.6%的學生選擇用手機閱讀、13.8%
選擇用電腦閱讀。與此相對應的是，選
擇閱讀紙質書籍的人數佔56.1%，閱讀
雜誌的為15.2%。數字化閱讀熱，極大
拓寬了青少年接觸課外讀物的渠道。
榜單有19%的書目為幻想小說，《三國
演義》、《西遊記》、《查理九世》、
《海底兩萬里》、《駱駝祥子》、《哈利
．波特》、《魯濱遜漂流記》、《狼王
夢》、《斗羅大陸》、《三體》這些排名

前十的作品，其中就有6部是幻想小說。
四大古典名著（《三國演義》、《西

遊記》、《水滸傳》、《紅樓夢》）在
2008年榜單中，分別排第一、第三、第
七、第十八位，在2018年榜單中，則分
別排第一、第二、第十二、第十八位。
《三國演義》在兩次排行榜中都高居榜
首。此外，以《魯濱遜漂流記》、《老
人與海》、《朝花夕拾》、《城南舊
事》等中外經典也排名靠前。

日漫影響力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排行榜中武俠小說

基本消失。在2008年的排行榜中，有3
本武俠小說上榜，而在2018年的排行榜

中，這一數字為零。以金庸、古龍等為
代表的武俠小說曾深刻影響了「60
後」、「70後」、「80後」三代青少
年，但在「90後」中的影響力出現下
降，到「00後」，影響力基本式微。
同樣情況的還有日本漫畫，在2008
年的排行榜中，有《多啦A夢》、《火
影忍者》等9部日本漫畫上榜，而到
2018年的排行榜中，則只有《東方求
聞史記》一本日本漫畫/繪本書上榜。
反觀國產漫畫，則有《爆笑校園》、
《爆笑王國》、《漫客．小說繪》三部
登榜。相比日系漫畫在「90後」中的
風靡，日漫在「00後」中的影響力出
現明顯降溫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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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正當時
武俠已歸隱

在4月 23日「世界閱讀日」到來之

際，廣東省青少年事業研究與發展中

心22日發佈了「廣州『00後』最喜愛的

100本課外書」排行榜。排名前

三的分別是《三國演義》、

《西遊記》、《查理九世》，

沈石溪和東野圭吾成為最

受廣州青少年喜歡的作

家。榜單整體呈現數字

閱讀熱、幻想小說熱、「治癒」

小說熱三大特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州『00後』最喜愛的
100本課外書」排行榜22日
出爐，呈現數字閱讀熱、幻
想小說熱、「治癒」小說熱三
大特點。圖為孩子們在閱讀
課外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大禹治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
2019公祭大禹陵典禮日前在浙江紹興
市舉行，作為國家級祭祀活動，來自港
澳台、海外僑胞、大禹後裔代表以及社
會各界人士共5,000餘人參加了祭禹典
禮，共同緬懷、追念大禹的聖功偉業，
是新中國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當日9時50分，公祭大禹陵典禮正

式開始，意寓「九五之尊」。祭典有
9項議程，主祭人在大禹陵廣場中央
站台肅立。奏樂聲起，四位樂手手持
長號連續吹響九聲，寓意禹定九州；
每次持續五秒，寓意五音治國。鍾、
鼓、磬、鐸、鞀等合奏祭祀主樂，寓
意生生不息。隨後，擊鼓三十四響，
表達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對先祖的緬懷；撞鐘
十三響，象徵十三億炎黃子孫對先祖
的追思。接着，依次為敬獻花籃、恭

讀祭文、行禮、獻祭舞、頌唱《大禹
紀念歌》、禮成。
當日還舉辦了一場約1,000餘人規模

的民祭大禹陵典禮。4月21日後，開始
接受社會各界人士前往大禹陵享殿開展
民間祭祀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茅建興紹興報道

逾5000人浙公祭 古禮追思禹德

4月23日是第二十四個「世界讀
書日」。當天，中國第一座大熊貓
主題圖書館在四川成都市開館。該
館歷時2年籌建，先後得到來自全
世界的圖書館及個人的近2,000冊
捐贈圖書。
該館位於成都市成華區的熊貓路

小學內。該校校長張明蓉介紹，大
熊貓主題圖書館有 9,482 種、
23,000 餘冊圖書，其中 111 種、
2,000餘冊皆為大熊貓主題圖書。
「大熊貓主題圖書館將持續收集大

熊貓相關資料，打造大熊貓文獻資
料庫。」
2017年4月，熊貓路小學學生發

出在學校創建全球首個大熊貓主題
圖書館的倡議，得到了當地教育部
門和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的支
持。同時，學生們開始面向全球徵
集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語言關於
大熊貓的書籍和音像製品。經過兩
年的徵集，該校收到了來自海內外
相關機構及社會人士捐贈的共計
2,000餘冊書籍。 ■新華社

■ 2019年公祭大禹陵典禮現場。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成都大熊貓主題圖書館裡擺滿成都大熊貓主題圖書館裡擺滿
了熊貓主題的圖書了熊貓主題的圖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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