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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遊經濟論壇聚焦“帶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六屆世界

旅遊經濟論壇16日下午在澳門開幕，本屆“論
壇”以“區域合作互聯互通旅遊經濟共商共
建”為主題，響應和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及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6+1合作”的倡議，吸引
全球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參與。

務實惠民生 創新謀發展
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 房屋科技青年政策重中重

港兩款冷壓果汁 霉毒超標傷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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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澳門特區

第六屆立法會全體議員16日進行宣誓，展開為
期4年的任期。本屆立法會由33名立法會議員
組成，賀一誠高票當選立法會主席。

第3季旅遊物價指數按年微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統

計局日前公布，澳門第 3 季旅遊物價指數
129.61，按年上升 2.17%。升幅主要由酒店住
宿和餐飲服務收費上調，以及手信食品價格和
的士收費調升所帶動。

博鰲論壇（澳門）下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日報》報道，澳

門青年聯合會日前透露將於下月五日起一連兩
日舉行“博鰲亞洲論壇發展峰會（澳門）”，
峰會主題為“智慧城市建設與亞洲地區發
展”，特邀多位重量級嘉賓主講，包括阿里雲
香港總經理董事長董明珠等，與與會者討論智
慧城市建設與亞洲地區未來發展關係。

逾八成台民認屬中華民族

台女嫁陸男成兩岸婚姻新趨勢台女嫁陸男成兩岸婚姻新趨勢QS亞洲大學榜
四港校列十強

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成為香港特區歷來最
長的一份，內容亦方方面面，有大的發展願景

與方向，也有以人為本的無微不致關照。面對社會
關注“重中之重”的住屋需求，儘管她坦言政府沒
有可點石成金的魔術棒，但推出“港人首置上車
盤”、增加“綠置居”、恒常化“白居二”、增加
過渡性住屋，要讓不同收入的香港市民亦可重燃起
置業希望，解決改善居住的燃眉之急。

降利得稅 扶中小企
競選時提出的兩級制利得稅，當日亦正式宣佈

具體計劃，將企業首200萬（港元，下同）的利得
稅由16.5%降至8.25%，並推出措施防止濫用，以集
中扶持有需要的中小企。在創科創新上，林鄭月娥
敢於承認香港落後，亦敢於設下指標急起直追，決
心要將只佔GDP 0.73%的研發開支，在5年內翻倍成
1.5%，並為企業投資研發提供高額稅務扣減。政府
的財政資源，通過這些“重磅”政策，成為經濟發

展的“推進劑”。

交津免審 普惠全民
面對眾多民生問題，這次的施政報告創新地提

出免入息審查交通補貼，簡單明了，直接讓200萬
人受惠，成為歷來惠及面最廣的民生措施。還有檢
討改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扶貧、安老、改善醫
療、援助弱勢的政策；一系列創新的青年政策，讓
有壓抑感的青年群體，有機會發聲和發揮才能。這
份施政報告，讓很多香港市民覺得真的能共同參與
香港建設，共享發展成果。

有記者質疑，這樣的開支是否可持續、會否
花光香港積蓄。林鄭月娥毫無迴避以數字去說
明︰香港十多年沒有財政赤字、財政盈餘已經累
積超過一萬億、特區政府兩年沒有收入都可以營
運，“在這個前提下，如果都不用諸社會作出投
資和解決市民很多的問題，我覺得很難被社會接
受。我自己個人作為曾經有實踐經驗的公共行政

或公共財政官員，都覺得很難解說得到。所以其
實是有財力可以做的。”

彌補撕裂 唯靠行動
亦有人質疑，是次施政報告對修補撕裂“隻字

不提”，林鄭月娥務實回應，修補撕裂不是文字工
夫︰“不是我多寫一百個字彌補社會撕裂，社會撕
裂就會被彌補，社會氣氛就會轉好，反而是靠實際
行動及工作。”

她期望特區政府可憑良好管治去加強市民對香
港前景發展的信心，讓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抱有
希望、感到幸福。

林鄭月娥亦期望，社會不要因為有政府與商界
的合作就扣上“官商勾結”這個對香港不利的帽
子，“如果你們大家回看香港發展的歷史，很多事
能夠成功做到，都是靠商界與政府共同合作，因為
特區政府從來都是一個比較小規模的政府，都是靠
商界這一種動力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發表

任內首份施政報告。40分鐘的撮要宣讀，伴以4.9萬字的詳盡內容，全

方位向香港人展示未來逐步同行構建的發展路徑。在社會最關注的住屋

問題上，她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增加“綠置居”等，要為不同收

入的香港市民重燃置業希望；在香港落後了的創科創新產業上，她銳意

要在5年內將研發開支佔GDP的比重翻倍。她強調良好管治、多元經

濟、培育人才、改善民生，要令香港成為宜居城市，並要輔助弱勢社

群、與青年同行，在關懷和聆聽的同時，以“好打得”的風格將政策一

一落實，讓香港市民在政府施政中，擁抱希望，分享快樂。務實解決民

生問題，讓更多市民受惠；創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讓管治更順暢，動

力更強勁，成為林鄭月娥施政報告“首秀”的主旋律。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日前發表首份施政報告娥日前發表首份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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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的首份
施政報告，政策惠及不少基層市民。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委託港大民意研究
計劃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市民對報
告的評分為62.4分（100分滿分），
其中有關扶貧部分雖獲較低的58.7
分，但已遠高於對上一份施政報告的
51.2分，與整體評分均屬自2010年
起進行同類調查的最高分。社聯業務
總監黃健偉認為，施政報告中大量扶
貧措施很具體，獲市民認可，但全民
退保和租房津貼等市民高度支持的項
目卻未有着墨，希望特區政府積極推
行該兩項民生措施，相信能有效降低
貧困人口比例。

是次調查於林鄭月娥發表施政
報告當天進行，以隨機電話訪問形式
成功訪問了542名18歲或以上操粵
語、知道施政報告內容的香港居民。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研究經理李偉健指
出，調查發現市民不論對施政報告扶
貧部分還是整體滿意度均創新高，相
信是林鄭月娥在公佈報告之前，屢屢
向公眾解釋施政理念，因此獲得市民
較高認同度。

年紀越大評分越高
在不同年齡群中，50歲或以上

組別對扶貧政策評分最高，有62.5
分；其次為30歲至49歲的57.1分；
18歲至29歲則評僅合格的51.4分。
施政報告中提及對貧窮私樓租戶提供
津貼項目，則獲61%受訪者支持；
推行全民養老制度更獲71%受訪者
支持。對未來5年香港貧窮程度預
測，31%受訪者認為會改善、41%認
為將保持現狀，只有21%受訪者認
為會惡化。

社聯：全民退保可行
黃健偉指出，全民退保是全民

養老制度中最可行的方式，能為市民
提供最基本退休保障，有能力的退休
人士可額外增加其他退休計劃，實現
不同層次退休保障。早前學者提出由
社保基金、僱主、僱員三方供款的方
案，他認為不會對政府庫房造成長遠
負擔，沒理由不盡快推行。

他續說，對貧窮私樓租戶提供
津貼也不是“洪水猛獸”，是善用公
帑向急需援助的貧困家庭雪中送炭，
“將來‘置業階梯’真的兌現，市民
居住成本降至合理水平，這些援助開
支便會下降，不會對香港財政造成長
遠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女戀上大陸郎成趨勢。台當
局“內政部”統計顯示，10多年前多半是台灣男生
娶大陸女性，但近兩三年情勢倒轉，台灣女生嫁給
大陸男生的越來越多。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2007年，共有1.43萬
名台灣男子娶大陸妻子，到去年只剩7,800人，10年
來減少近一半。相比之下，10年前，台灣女生僅370
多人嫁給大陸男生，去年則大增至820人。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會長鐘錦明稱，早期
大陸比較落後，加上某些媒體負面宣傳，影響島內
對大陸人的看法。而現在大陸經濟起飛，更多台灣
女生願意到大陸工作，並進一步認識大陸男生。

有在上海工作的台灣人直言，在兩岸男女交友
環境上，台灣已居於劣勢。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女
孩子，她們的眼界更高、更有想法。

台灣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特聘研究員暨政治系教授
陳陸輝認為，大陸以前經濟較弱，台灣男性可娶相對
弱勢的大陸配偶。但現在大陸經濟發達後，許多台灣
女性到大陸工作，產生更多機會。

“與早期兩岸婚姻多以陸配單方面流入台灣生
活、定居不同，如今越來越多的兩岸夫妻選擇在婚
後定居大陸，從單向流動到雙向發展的趨勢越來越
明顯。”與杭州女子結婚並在當地定居的台商周鮑
華說。

婚後多定居大陸
“一方面方便妻兒團聚，另一方面這些年大陸發

展迅速，無論是衣食住行還是互聯網都很發達，生活
上比在台灣還方便。”“上海女婿”、“80後”台
商蔡坤良說，在面對兩岸時局對小家庭的影響，“內
修外調”是關鍵，“我們同根同族，包容和溝通最重
要。”

專家指出，通過讀書、就業、經商、旅遊等方
式自然相識，已逐漸成為兩岸婚姻的主流結識方
式。這些婚姻相應也有更好的感情基礎，當事人的
層次更多元，“共同打拼”逐漸成為兩岸婚姻中的
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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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競爭力論
壇綜合5年來15次“台灣民眾國族調查”結果發
現，如果從“中華民族”概念切入，提示兩岸人民
具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和歷史文化，台灣地區一直
有不低於83.6%的人，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
子。

日前，這一組織公佈2017年下半年相關認同調
查，結果顯示，受訪者中積極認同“自己是台灣
人，也是中國人”者佔比為24.7%，抱持“自己是
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認同態度者佔比10%，
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者佔
28.6%。若將上述三種合併，通稱為“泛中國人認
同”的比例共計63.3%。相對表示自己是台灣人不
是中國人的“非中國人認同”者，比例為32.4%。
就總體趨勢看，上述數據與上半年度差距不大。

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
建國認為，此次調查新設題目“對兩岸綜合實力比
較的認識”值得注意。該項調查顯示，68.1%的人認
為“大陸的實力遠大於台灣”，11.8%的人認為“大

陸的實力雖大於台灣，但領先不大”，7.7%的人認
為“台灣的實力和大陸相當”，還有3.5%的人認為
“台灣的實力大於大陸”。

此次調查針對台灣地區22縣市20歲以上的成
人進行電話訪問，於10月11、12兩日完成，有效
樣本1,083份，在95%的信心水平下，抽樣誤差為
正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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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香港消委會測
試市面40款常見果汁，竟在其中兩款冷壓果汁中
檢出有基因毒性的“棒曲霉素”，含量超出香港標
準，可抑制免疫反應、損害神經，甚至影響胎兒發
育，兩款果汁現時已被下架。

消委會測試的40款常見果汁，包括有11款冷
壓果汁及4款現場鮮榨包裝果汁。消委會發現，兩
款冷壓果汁檢出“棒曲霉素”包括“Presha Fruit
Cold Pressed Pink Lady Apple”蘋果汁，及含蘋果汁
的“Presha Fruit Cold Pressed Apple & Strawberry”混
合果汁，每公斤分別含67微克及138微克，數值均

高於食安中心訂定、每公斤蘋果汁不應超過50微
克的行動水平。

消委會指出，“棒曲霉素”是一種霉菌毒素，
常見於發霉的蔬果及穀物，以蘋果最常受到污染，
即使經加熱消毒處理程序亦難以消除。聯合國糧食
及農業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聯合食品添加劑專家委
員會（JECFA） 的風險評估報告指出，棒曲霉素有
基因毒性，會抑制免疫反應，損害神經，以及影響
胎兒發育。消委會補充，兩款果汁的代理商已指示
分店將產品即時下架，顧客可攜同產品及收據到分
店換貨或退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國際高等
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近
日公佈“2018亞洲大學排名”，今年共有4間
香港高等院校殺入前十名，當中以科大排名
最高，穩居第三，較去年上升一位；去年排
第三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今年則位列榜
首。機構分析指，香港是擁有排名前十學校
數量最多的地區，今年更有7間香港大學殺入
首百強，反映香港在亞洲的教研實力。教育
界人士期望政府提出具體增加大學研究經費
的措施，提升香港在亞洲區的貢獻。

QS 亞洲大學排名就學術聲譽、僱主評
價、論文數目及引用次數、國際教員比例、
國際學生比例、進駐交換生比例、輸出交換
生比例等十項指標，對亞洲前425所大學進行
排名比較。

結果顯示，今年QS亞洲大學排名的前五名
均出現“換凳仔”的情況，南洋理工大學由去
年第三升至榜首，新加坡國立大學由去年第一
跌至第二位，科大則由去年第四位升至第三
位，韓國科學技術院由去年第六攀升兩名至今
年的第四位，港大則下跌3名至第五位。

香港共有7間大學登上首百強，除了科大
和港大外，城大由去年排第七跌一名至第
八，中大由去年第八下跌兩名至第十，而理
大則上升兩名至第二十七位。值得一提的
是，嶺大由去年第一百零九位上升9名至第一
百位；浸大的排名不變，仍是第六十四位。

內地院校方面，有3間大學穩入十大，當
中以清華大學排名最高，位列第六；復旦大
學由去年第十一升4名至第七位，北京大學則
繼續排行第九名。

“卡努”襲台
農損逾1256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颱風“卡
努”帶來的強風豪雨重創台灣北部、東半部，
經農委會統計，截至16日 11時，農損高達
1,256萬元（新台幣，下同），其中花蓮縣損
失最慘重。

農委會指出，受滯留鋒面引進豪雨影響，
造成農業災情，經查報資料，農業產物及民間
設施估計損失共計1,256萬元，以花蓮縣損失
624 萬元最嚴重，其次是台東縣損失 555 萬
元、宜蘭縣損失77萬元。

此外，台灣當局教育主管部門說明，至
16日10時止，受災學校共計24所，災損金額
初步估計64萬餘元，其中花蓮縣5校最嚴重。

■■““卡努卡努””帶來的強風豪雨重帶來的強風豪雨重
創台灣北部創台灣北部、、東半部東半部。。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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