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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公投」
活動遭美施壓

支持驅離非法示威被訴
馬英九等人獲判無罪

國民黨：推動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為
反制民進黨當局開放含萊克多巴胺
（瘦肉精）美豬進口，中國國民黨日
前發起「食安公投」連署，第一階段
已達標。據傳美方或對「食安公投」
施壓，國民黨黨主席江啟臣昨日表
示，食品安全不是政治問題，國民黨
秉持捍衛人民健康理念，「公投」會
推動到底。
國民黨日前發起捍衛「食安公
投」連署活動遍地開花，9 月 12 日至
13 日已募集第一階段門檻 1,900 份達
標，將啟動第二階段連署，須達 28
萬份。
江啟臣昨日出席致贈校園洗手乳
公益活動，再次號召各界踴躍連署。
「公投」連署的第二階段是由台
■國民黨日前在「國父紀念館」啟動反萊克多巴胺豬肉的「食安公投」連署簽名。 灣地區所謂「中選會」決定是否能
資料圖片 夠成案，江啟臣再次呼籲台灣地區

所謂「中選會」不要用政治思考來
決定此「公投案」能否成案，讓權
利由人民自己來作決定。
江啟臣表示，民眾對健康及食安
相當重視，民進黨當局自行開放含瘦
肉精美豬，已引發民眾的憂慮跟不
安，從第一階段的「公投」連署就能
感受到，因此第二階段連署，希望台
灣地區所謂「中選會」在送案之後能
趕快進行相關程序的審核。

食安不分黨派
由於外傳美方或對「食安公投」
施壓，江啟臣強調，食品安全不分
黨派，也不應上綱到政治議題，即
便是國際政治也是如此，「公投」
推動將堅持到底。國民黨樂於與美
方正面溝通、說明，甚至表達民
意，從而減少誤解與誤判。

民進黨潑大陸髒水 盡現醜陋陰毒本性




台灣民進黨當局為政治目的下令開
放進口含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引發島
內民意強烈反對。面對質疑與批
評，民進黨當局百般詭辯，台衞生
福利部門負責人陳時中借機造謠抹
黑大陸，稱大陸消費者「會吃到病
死豬肉」。民進黨及其政客公然給
大陸潑髒水，其毫無下限的醜陋與陰
毒，在世人面前暴露得淋漓盡致。

「反中謀獨」成性「媚美換權」上癮
明眼人都看得明白，開放有問
題的美國農畜產品進口，是民進
黨當局討好美國、謀取政治私利
之舉。坐享台灣民眾給予的高官
厚祿，醫生出身的陳時中眼裏卻

根本沒有民眾的健康與福祉。他
辯稱含瘦肉精豬肉「吃幾輩子都
不到危險量」，宣稱開放美豬進
口是為了台灣的「國際地位」。
面對島內有關「歐盟、俄羅斯、
大陸都禁止，為何台灣一定要開
放」的質疑，陳時中竟在電視節
目中公開將髒水潑向大陸，造謠
大陸供應鏈「很有問題」，「很
擔心都吃到病死豬肉」。此人為
轉移焦點、推卸責任，說謊話不
打草稿，把污衊攻擊大陸當作謀
取政治私利的「萬靈丹」。
此人帶頭用「武漢肺炎」的歧
視性名詞稱呼新冠肺炎，完全無
視世界衞生組織的專業定名與判
斷，至今死不改口。此人一再
編造大陸方面「不配合」
之類的謊言，阻撓
拖延滯留湖北

台胞返鄉。對於台胞大陸配偶子
女回台需求，此人以政治淩駕專
業，處處設置障礙，造成疫情期
間眾多兩岸婚姻家庭被迫骨肉分
離。此人甚至以「當初沒選擇台
灣籍，後果就要自己承擔」的冷
言冷語，傷害無辜的台灣民
眾……
陳時中之所以敢肆無忌憚口出
惡言，根本原因在於其身後的民
進黨「反中謀獨」成性、「媚美
換權」上癮，
為了撈取一黨
一己之私利，
已然泯

滅基本良知，不惜犧牲廣大台灣
民眾的健康福祉。開放進口含瘦
肉精的美國豬肉，是民進黨當局
「媚美禍台」又一樁鐵證。陳時
中在其中扮演打手，企圖靠給大
陸潑髒水來為自己「洗
白」，未免想得太
美！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有民眾不滿「太陽花學運」佔
領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期間被警方驅離，自訴前台灣地區領導
人馬英九、前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江宜樺等人涉犯殺人
未遂等罪，台北地方法院昨日一審宣判馬英九等人全部無罪。
2014 年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醞釀
「太陽花學運」。學運分子同年 3 月 18 日霸佔台灣地區立法機
構，3 月 23 日轉攻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警方驅離引發衝突。
20餘人認為警察施暴，自訴馬英九等人涉犯殺人未遂罪。

馬：脫序陳情抗議須處理
台北地方法院今年 6 月 3 日召開辯論庭，馬英九當時出庭指
出，法律明定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是禁止集會遊行區域，學生
主張的所謂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權利。抗議人士可以表達意見，
但不能破壞機關單位運作，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不是「隨便可
以喝咖啡、唱歌的地方」。
馬強調，學運分子霸佔立法與攻佔行政兩個重要機關，是很嚴
重的社會安全問題，對脫序的陳情抗議行動必須處理。他當時願
意與學生對話，還多次邀請學生，但被對方以各種理由推辭，說
明學生根本不願對話，就是要把台灣搞垮。
江宜樺表示，學運分子當天入侵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任意
搜刮院內物品。警方曾向他匯報，若無法勸離，將採取驅離手
段。他當下表示全力支持，心中想的是台灣最高行政機關
遭非法入侵，該如何安定民心。
他說，群眾癱瘓機關部門沒有得逞，反以
受傷為由濫告他與馬英九等人「下令
限時驅離」，他深信政治因素
無法扭曲司法的正義標
準。
香港
文匯報訊
（記者 賀鵬飛 昆
山 報 道 ） 2020 海 峽 兩 岸
（昆山）中秋燈會將於 9 月 28 日
至10月28日在台資集聚高地——江蘇省
昆山舉行。
本屆燈會由國務院台辦指導，江蘇省台辦、中華文化
聯誼會和台灣中華兩岸交流協會全程支持，昆山市政府主
辦。據昆山旅遊度假區管委會副主任董建國介紹，周莊燈區以水
鄉、古鎮、田園江南格局為依託，將傳統綵燈與現代光影藝術相
融合，重點打造水鄉古鎮、台灣老街、香村．祁莊三個主題片
區，110多組綵燈組點亮周莊唯美炫彩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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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媽祖文化與江南綢錦

昆山開發區慧聚廣場燈區設置三個綵燈組團，其中，「兩岸情
．一家親」綵燈組團圍繞「匯聚兩岸情 兩岸一家親」的主題，將
獨具台灣特色的媽祖文化與開發區特有的江南綢錦等元素相融
合，打造出兩岸融合發展、百姓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展現了開
發區開放融合、創新進取的蓬勃朝氣。

神州大地

■責任編輯：張培嘉 ■版面設計：余天麟

人，它們「拜師」10 位粵港名廚，卻
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便「出師」了，
如今已經在佛山、廣州、台山三地開
設了 10 家體驗店。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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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機器人將餐點「從
天而降」送到顧客桌邊。

佛山2,000平米的「天降美食王國機
在器人餐廳」裏，銀色和酷炫紫粉色

為餐廳渲染了未來感十足的用餐環境。餐
廳分為快餐、中餐和火鍋三個區域。

搭1.5小時地鐵「銀髮」團「打卡」
在甜品、咖啡機器人櫥窗外，掃碼的
年輕人和小孩忙着拍照、錄影。一群從
廣州結伴而行的「銀髮」團搭了一個半
小時地鐵，只為嚐鮮機器人做的煲仔
飯。
在快餐區，隔壁檔口的煲仔飯機器人
是餐廳的「人氣掌勺」，提供七款不同
口味菜品的煲仔飯，包括廣式臘味和雙
椒牛肉。
掃碼下單後，在透明的櫥窗內，煲仔
飯機器人的機械臂迅速調成「工作模
式」。淘米、加水、燜煮、加菜等工序
一氣呵成。
這些看似簡單的燜煮、加水、添加食
材等動作，實則是工程師們經過「台下
半年功」，轉化了逾 150 道程序、提供逾
30 種工藝，才把名廚們的「獨門秘方」
轉化為代碼。比如，揭蓋、加水兩個動
作，需要在第幾分鐘的幾秒添加，加熱
到多少度才能保準鍋巴均勻金黃？這背
後是名廚和工程師們上千次實驗、長達

10個月的磨合的成果。

15 分鐘上菜 煲仔飯香氣足
掃碼購買一份售價 18 元人民幣的廣式
臘腸煲仔飯，從下單到取餐用時 15 分鐘
左右。揭開瓦瓷蓋，香氣四溢。米飯顆
粒分明，金黃鍋巴口口香脆。店內，很
多食客的煲仔飯瓦罐碗內顆粒不剩。
而在中餐區域，抬頭就能見到的玻璃
「雲軌」送餐機器人在軌道上接單、送

■ 幾名來自廣州的
幾名來自廣州的「
「 銀髮族
銀髮族」
」
打卡佛山的機器人餐廳。
打卡佛山的機器人餐廳。

菜、最終以「天降美食」的方式投遞餐
食。此外，粉麵機器人、咖啡機器人、
甜品機器人等 20 多款餐飲機器人各司其
職，在自己的崗位精準調製。
從設想到研發製造、系統搭建、落地
營業，千璽機器人餐飲集團的核心研發
團隊只花了一年多時間。機器人餐廳正
計劃登陸大灣區其他各個城市，同時也
在急需向大廚們「學習」烹飪其他中國
菜系。

狗不理與王府井店解約
博主點評菜品事件發酵

在廣東，有一批會做煲仔飯的機器

■狗不理集
團與其王府
井加盟店解
約。圖為該
店外觀。
網上圖片

近日，狗不理王府井店就博主「谷岳」發布視頻評論採取不妥
行為引發輿論關注。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昨日發出聲明稱，
狗不理集團從即日起，解除與王府井店加盟方的合作。
據《華西都市報》報道，近日，一位微博博主發布的在北京王
府井狗不理餐廳的實地探訪視頻引發網友關注熱議。視頻中，微
博博主「谷岳」對店內包子品質、服務以及菜品價格等方面進行
點評，以負面評價為主。
該視頻發出後不久，微博賬號@王府井狗不理店發布聲明稱，
該視頻所有惡語中傷言論均為不實信息，已經報警，要求博主停
止侵權行為並公開道歉。對此，該博主表示視頻內容是自己的真
實體驗。

狗不理集團：該店嚴重損害名譽

昨日，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出聲明稱，「狗不理王府井
店」為 2005 年狗不理改制前的加盟店並存續至今。該事件發生
後，狗不理集團高度重視，集團領導率隊在第一時間趕赴狗不理
王府井店了解事情經過。經了解，在未向狗不理集團報告的情況
下，狗不理王府井店面對消費者評價擅自處理且嚴重不妥，不能
代表集團官方行為和立場。
聲明指出，由於王府井店嚴重違反了狗不理集團企業品牌管理
規定和與狗不理集團簽訂的加盟協議相關約定，嚴重損害了狗不
理集團名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狗不理集團從即日
起，解除與該店加盟方的合作。
■中新網

「霍威爾
霍威爾」
」
彗星 17 日將最閃亮
天文專家介紹，一顆名叫「霍威爾」
的彗星（編號為 88P/Howell）將在 9 月
17 日達到最亮，亮度約為 8.6 等；這之
後，這顆彗星將繼續向太陽飛去，直到 9
月 26 日到達近日點；之後將逐漸遠離地
球，也開始變暗。
「眼下一直到年末，都非常適合在
南半球觀測，屆時，該彗星將出現在
西南方低空，其中，靠近赤道的地
方，是觀賞的最佳地點。這段時間
內，我國南方部分地區感興趣的天文
愛好者在每天晚 8 時左右，借助天文望
遠鏡或雙筒望遠鏡觀看，有望找到該
彗星的『身影』。有條件的還可使用
配置長焦鏡頭的相機，連接自動跟蹤

的赤道儀，在光污染較小的地方對它
拍照。」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
天文學會理事史志成說。

下次觀測需等 11 年
據了解，「霍威爾」彗星今後回歸且
便於觀測的時間，預計在 2031 年 9 月 14
日。
彗星是一種環繞太陽或行經太陽附近
的雲霧狀天體，主要成分是水冰。彗星
大部分都比較暗弱，明亮到能用肉眼看
到的比較稀少。
史志成介紹，「霍威爾」彗星是一顆
短周期彗星，回歸周期在 5.5 年左右，它
於1981年8月29日被發現。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