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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批民進黨「綠色眼鏡」障目
回應台軍被禁用大陸手機：抱敵視心態安能看到兩岸和平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灣有關部門

台學者籲「無色」覺醒破「藍綠」
國台辦：
「日久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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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宣稱禁止台軍方使用大陸品牌的智能手機，其中包
括小米、華為等。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回應，若
民進黨抱着敵視的心態、戴着「綠色眼鏡」，是看不到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的。
峰山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是維護台海和平、促進共同發
安展的根本保障，只有徹底摒棄「台獨」的立場和敵對心態，才

能夠真正實現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

兩岸關係倒退 責在台當局
本月 20 日，蔡英文就職將滿 2 年，安峰山對此回應，從 2016 年
「5·20」以來，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放任縱容「去中國
化」和「漸進台獨」活動，同時阻撓和干擾兩岸交流合作，製造兩
岸對立，破壞了兩岸得來不易的和平發展局面和成果，損害了兩岸
同胞的利益，造成當前兩岸關係的緊張對立，兩岸同胞對此都是堅
決反對的。他續指，賴清德的「台獨」言論進一步對台海的和平穩
定進行了公然挑釁，所以當前兩岸關係倒退的責任完全是在台灣當
局。
他同時表示，面對當前兩岸關係這樣一個複雜嚴峻的局面，大陸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
「台獨」分裂圖謀和行徑，持續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將會
繼續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扎實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北市
市長柯文哲表示，台灣社會被6%「藍綠」色彩明
顯的人所綁架，而台灣學者呼籲稱，其餘 94%的
沉默多數民眾必須覺醒，用「無色」覺醒來打破
「藍綠」惡鬥思維。

陸惠台胞心昭昭

「台灣徵信系統」推出 台胞在陸融資不再難

大陸種種舉措 皆針對「台獨」
近期，泉州軍演、軍機繞台、多米尼加與台「斷交」、台無法參
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等頻頻見諸報端。安峰山再次表示，大陸
採取的這些措施，目的就是針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所提出
的強烈的警告。
「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個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
變，」他說，「從2008年到2016年這8年期間，在 『九二共識』的
基礎上，兩岸關係也實現了和平發展。」他強調，這些就是兩岸關
係的現狀。
繼禁止島內教師赴陸任教之後，蔡英文當局又再度在文教領域祭出
了針對大陸的新招，即未來大陸授權台灣出版的書籍或都將經由台當
局審查之後才能出版。對此，安峰山表示，民進黨當局不是想着如何
順應民心，而是不斷設置障礙，「他們限制的是台灣同胞能夠獲得更
多更大更好發展的機遇，損害的是台灣同胞自己的利益」。

■消費者近日通過 APP 訂餐時發現，一
些餐品出現了能量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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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向媒體介紹
「31條惠台措施」稱，上海資信有限
公司已與台灣中華徵信所開展業務合
作，聯合推出「台灣地區信用報告查
詢系統」業務，提供台灣地區的企
業、個人的信用記錄查詢服務，為台
企、台胞解決在陸融資問題。此外，
他透露，江蘇已有近 700 家台企被認
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享受 15%的企業
所得稅優惠，其中 2 家台企已批准支
付資金共計 950 萬元（人民幣，下
同）。

一份咖喱牛肉蓋飯會有多少
大卡？看看訂餐平台上的公示
就能知道。細心的消費者近日
通過 APP 訂餐時發現，一些餐
品出現了能量標識。根據中國
營養學會和部分外賣訂餐平台
簽訂的合作備忘錄，平台商戶
將對在網銷售的餐品進行能
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鈉等

在高新技術合作領域，江蘇省積極支
持台企申報高新技術企業和省科技計劃
項目，享受政策補助。

近700台企享15%稅收優惠
他表示，目前江蘇省已有近 700 家
台企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享受
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2 家台企先
後獲得江蘇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支
持，已批准支付資金共計 950 萬元。
他續指，在政策補貼方面，黑龍江省
2 家台資食品企業同等享受省畜牧養
殖「兩牛一豬」（奶牛、肉牛、生

訂餐平台「克克計較」
引導民眾科學膳食
餓了麼、百度外賣介紹，兩家平台啟動
據了網絡訂餐菜品營養標識試點。第一階

營養成分公示。訂餐平台的
「克克計較」，將有助於引

段在北京、上海、廣州、浙江杭州和金華引導
入網商戶自願標識在網銷售餐品的原材料。標
識試點目前推進到第二階段，商戶對在網銷售
的餐品進行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鈉等營
養成分公示。據悉，試點城市共有來自 30 家
餐飲企業的 1,857 家商戶的餐品進行了營養標
識。
近年來網絡餐飲持續快速增長，去年網絡餐
飲市場交易規模突破 2,046 億元人民幣，環比
增長23.1%。在為消費者提供快速便捷服務的
同時，如何在保證消費者吃得安全的基礎上，
引導其形成科學的膳食習慣，推進健康飲食文
化建設，成為平台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根據合作備忘錄的內容，外賣平台將與中國
營養學會開展網絡訂餐餐品數據的共享和挖掘

導消費者形成科學的膳食
習慣，推進健康飲食文化
建設。

豬）政策補貼，分別獲得省市縣各種
補貼2.26億元和9,500萬元。
為協助台青登陸，安峰山表示，近
日，國台辦經過廣泛遴選，在上海、
天津、福建等 15 個省市新設 22 個海
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
此前，自2015年起，國台辦先後在北
京、天津、遼寧等12個省市已授牌設
立了53個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
和示範點。他說，「截至2017年底，
這些創業基地和示範點共入駐或服務
台企及團隊約 1,900 家，實習就業創
業台灣青年近9,000人（次）。」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回應稱，「日久見
人心」。他指，真正威脅台灣同胞利益和福祉
的，是「台獨」分裂活動，「會有越來越多的台
灣同胞慢慢覺醒，共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和兩岸
關係的和平發展。」
安峰山表示，大陸對台的大政方針是明確的、
一貫的，大陸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推進和平
統一，目的是為了增進兩岸同胞的利益和福祉。
他指出，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感受到大陸的發
展進步，對台灣而言，是機遇、不是威脅，更不
是挑戰。「真正對台灣同胞的利益和福祉造成威
脅和挑戰的，是 『台獨』分裂活動，」他說，
「因此我們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去反對和遏制
『台獨』分裂圖謀和行徑，目的是為了防止台灣
同胞的切身利益受到損害。」他認為，會有越來
越多的台灣同胞慢慢覺醒，明白這些道理。

■《法制晚報》

■餓了麼等網絡訂餐
平台啟動了菜品營養
標識試點。 資料圖片

港古琴製作師榮膺國家非遺傳承人
文化和旅遊部16日發佈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香港古琴藝術
傳承人蔡昌壽因其優秀的古琴製作技藝入選。截至
目前，香港共有3人入選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名單。
據了解，古琴作為中國最早的彈撥樂器之一，琴器
對形制、式樣、材料等都有嚴格規範。造琴雅稱「斲
琴」，是一項流傳了3,000多年的中華文化遺產，自
古以來不少彈琴人都親自斲琴。

研究，分析網絡訂餐人群的飲食消費方式，評
估網絡訂餐人群的膳食結構與營養攝入狀況，
給予消費者科學膳食指導。

專家倡選擇「三低」餐品
營養專家對網絡訂餐平台大數據進行了初步
分析，數據顯示出有三大特點：內地網絡餐飲
排名第一的訂餐時段是午餐，其次是夜宵、下
午茶和晚餐；排名前三的餐品類別是中餐、甜
品飲品和西餐；消費者最喜愛的排名前三的菜
餚是簡餐類、蓋澆飯類、米粉米線麵條類。
「根據分析結果，我們建議在選擇正餐時，
盡量選低油低脂低鹽的餐品，在非正餐選擇上
盡量選擇新鮮的水果或蔬菜製品，而不要經常
選擇含糖飲料。另外，要努力培養合理的膳食
習慣，做到吃動平衡，保持健康體重。」中國
營養學會理事長楊月欣研究員表示。

「渤海之眼
渤海之眼」
」成世界最大無軸摩天輪
16 日，位於山東濰坊濱海區白浪河
入海口處的「渤海之眼」摩天輪正式
投用。該摩天輪創下了三個世界之
最：世界上最大的無軸式摩天輪、世
界上首例編織網格形式摩天輪、世界
上首次無軸式輪橋合一摩天輪。
「渤海之眼」採用橋樑與摩天輪結
合的形式，白浪河大橋全長 540 米，

摩天輪矗立大橋中央，直徑 125 米，
總高度 145 米，有 36 個轎廂，每個轎
廂能夠坐 8 到 10 人，運行一周約需 30
分鐘。
遊客乘坐「渤海之眼」，可近觀白
浪河、遠眺渤海灣，俯瞰濱海中央城
區城市美景，飽覽海河風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

■「渤海之眼」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致力延續琴人自製琴器傳統
蔡昌壽研究古琴工藝多年，自 1993 年起開設了
「斲琴研究班」，將斲琴技藝授予香港琴人，以求
■蔡昌壽研究古琴工藝多年，自 1993 年起開設了
恢復並且延續琴人自製琴器、斲琴自彈的傳統。與
「斲琴研究班」。
網上圖片
他的老師徐文鏡先生一樣，蔡昌壽的教授方法是口
授加示範：一塊木材到手，從原木的開料、刨琴 銓，民間信俗（澳門哪吒信俗）傳承人鄭權光、葉
面、挖共鳴箱，以至打磨、上漆、張弦等，從頭到 達。
尾都自己一手包辦。20 多年過去了，「斲琴研究
另據介紹，此次入選名單的1,082人平均年齡63.29
班」仍是香港唯一的斲琴教學作坊。
歲，其中，80歲以上的有107人。各省新入選傳承人
此外，澳門有 4 人入選，分別是南音說唱傳承人 中，浙江省最多，達 74 人；其次是雲南省 56 人。
區均祥，媽祖祭典（澳門媽祖信俗）傳承人陳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花 鼓 舞 進 校 園
16 日，貴州省銅仁市松桃苗族自治縣中等職
業學校的學生課間跳起苗族「花鼓舞」。近年
來，松桃苗族自治縣將松桃苗族「花鼓舞」引
進部分中小學和職業學校，讓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承從校園開始。

■文 / 圖：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