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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詹启贤 1 月 23
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下一届中
国国民党党主席，加上之前的洪秀柱、
吴敦义、郝龙斌、韩国瑜，已有5人表态
参选。这也是自 1894 年国民党创党以
来，竞逐党魁人数最多的一次。有岛内
媒体认为，历经县市长、“立委”和“总
统”大选败选，国民党演了太久的大宅
门黑白肥皂剧，现在总算可以改播精彩
可期的大时代剧了。不过，也有人认
为，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必须彻底摈弃

“酱缸文化”，重新激发支持者的热情，
这个党才有浴火重生之日。

五人竞逐党魁

上午 10 时，詹启贤在台大校友会馆
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加入国民党主席
选举战局。台湾当局前副领导人萧万
长、工研院前董事长蔡清彦、“国安会”
前秘书长丁渝洲、“新闻局”前局长邵玉
铭、台北荣民总医院前院长彭芳谷、阳
明大学前校长张心湜、台北市前副市长
邱文祥等人出席记者会。不过记者发
现，国民党现任的“立法委员”没有一
个人现身。

詹启贤说，担任国民党副主席近一
年时间里，经常会被问到是否参与今年
的党主席选举，他都回说“我是副主
席，一切党主席优先”，没有任何动作，
也不去跑基层。但是，如今整个主客观

情势变化都比他先前想象的要快，各方
人士竞逐党主席，“我必须跳开那个思
维，用更大的格局思考这件事”，所以现
在做这样的决定。

今年 69 岁的詹启贤，出生于台湾彰
化的医生世家，是岛内知名的外科医
生，曾经当过台湾“卫生署长”。2004年
的“3·19”枪击案发生后，时任台南奇
美医院院长的詹启贤负责医疗小组处理
陈水扁伤口，蓝营支持者因此一直怀疑
他当时暗助陈水扁。詹启贤花了很长时
间、很大工夫才稍微洗脱嫌疑。后来他
在书中坦承，心中对这事件不无疑问。

在此前的 1 月 12 日，60 岁的韩国瑜
宣布辞去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职
务，投入中国国民党主席选战。很多人
不熟悉韩国瑜，其实他并非政治素人，
曾经当过多届“立法委员”，并一度成为
国民党在“立法院”内反制民进党以暴
力手法问政的代表。当年陈水扁因为一
句下作的“荣民就养预算不就等于‘养
猪’”，被韩国瑜掌掴，足足住了 3 天医
院。

团结仍受质疑

对于接连有人宣布参选党主席，国
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这是好事，有竞争
才会有进步，但必须要“竞争而不斗
争”，并强调要举办一场完全公平、公
正、公开的党主席选举。其他几位候选

人也强调大家要团结图强，但依旧话里
有话，“夹枪带棒”。

对詹启贤参选党主席，吴敦义表示
任何人有意为党付出都欢迎，这样才能
让国民党发挥监督制衡，迈向未来重获
执政、为民服务之路，这是大家的共同
目标，自己不能对任何候选人评论，希
望在公平公正选举中产生未来党主席。

郝龙斌则表示期待与詹的君子之
争。他说，国民党“论资排辈”的大佬
文化，让国民党走向更加分裂，也失去
了对社会真切了解。期待这次党主席选
举的百花齐放，能把这些乡愿思维彻底
打破。

韩国瑜则表示，自己加入选举后，
已经让沉闷的党主席黑白电影变成彩
色，詹启贤参选后，则从彩色变成 3D动
画，越来越精彩。他说，不担心票源与
郝龙斌重叠，只要将意见呈现在市场
上，让蓝军朋友们自行判断，喜欢就支
持他。

詹启贤参选，外界猜测他可能暗助
某特定候选人。对此詹启贤表示，当初
辞去副主席时，有人说他在帮吴敦义竞
选，现在他宣布参选，又有人说他在帮
洪秀柱，这些话听听就好，他参选有他
的自主与目标。

就在各候选人声言团结的同时，党
内有人担心国民党的恩怨情仇史，因选
战再度搬上台面。国民党台中市议员杨
正中今日直言党中央依旧不团结，让人

感觉“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改变才能重生

历经县市长、“立委”和“总统”大
选败选，国民党被对手看衰、被支持者
唾弃，如今党主席选举有 5 位强棒竞逐，
岛内有舆论认为，看到国民党再起的曙
光。不过，也有人认为，国民党要浴火
重生，必须彻底摈弃“酱缸文化”，重新
找回支持者。

台湾《旺报》的观察认为，虽然党主席
选举变量极大，但对国民党本身有两项利
多：一是搅动了自败选后的暮气沉沉，面
对党产清算、民心压力的困窘局面，候选
人各方必得使出洪荒之力，提出新气象的
论述争取支持。二是经选举一役，不管明
年“六都”选举布局、成绩如何，这个党的
路线都将清楚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大半
年以来的混沌局面有望暂时结束，步入新
阶段。

不过，蓝营有识之士认为，国民党
要浴火重生，必须彻底摈弃“酱缸文
化”，穿起草鞋、从零出发，才能找回民
众热情。有支持者建议国民党趁民进党
当局深陷诸多争议政策泥淖，民怨如龙
卷风般接二连三卷起时，来一场“党主
席选举全台巡回政见发表会”，让社会大
众重新了解国民党，告诉支持者谁是有
视野、有担当的人选。

（本报台北1月23日电）

■ 看台絮语
竞技体育里面有句话叫换帅如

换刀。但在政治领域不太适合，尤
其是具体到岛内蓝营。2017 年蓝营
首场引人注目的大戏就是中国国民
党的党主席选举。媒体的关注一下
子又热络起来。有人玩五猜一的游
戏，押宝“五雄争霸”中谁将出
线；有人开始打出“经国牌”，通过
念远影射当下；有人批评，某某关
键时刻不露头，如今要下山摘桃子。

党魁难当，但大家都抢着当。
这个貌似矛盾的逻辑后面，隐藏着
哪些荣辱利害？有人说，这么多人
出来参选，说明人气旺，士气高，
是鸡年大吉的好兆头。但台面上的
气象，是百年老店重启新生的必要
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党魁人选
重要，党的路线重要，党的健康文
化最重要。

讲团结的党内文化，仍然像雾
霾天里的新鲜空气一样珍贵。国民
党中央此前突然通过4项党职选举变
革，不仅“立法院”党团跳出来紧
咬“程序瑕疵”，更有中常委不惜向
法院递状控告洪秀柱，俨然掀起党
内风暴。再往前推，“大选”惨败
后，国民党总结“不团结”是主因
之一，但山头林立、内斗不停依然
故我。现在民进党搞砸两岸关系，
支持度崩盘，国民党稍微缓了一口
气，党主席选举就又火热起来。

如今的国民党，依旧保持原来
两蒋时代革命政党模式的若干影子。大佬文化盛行，干
政现象严重。有党内人士直言，国民党主席若“令不出
党部”，绝对影响选务与党务发展。再加上国民党的选举
方式和宣传能力陈旧，很多青年听到“国民党”就远远
避开，代表本土利益的大旗一下子被民进党抢去。不吸
收新血告别大佬文化，没有青壮实力派来凝聚民意，就
很难动摇对手的优势。洪秀柱就这次选举表示：国民党

“乔好”（协调好） 的时代过去了，有竞争是好事。这种
论述和表态，有利于营造正常的竞争文化和氛围，同时
避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讥讽和命定。

民进党胜选迄今，诸多动作都在翻动社会、消灭传
统。国民党不应该被党产问题拖住，战略眼光要放长
远，拿出自己的核心论述，做一个有灵魂的党组织，当
保护台湾传统与价值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国民党要有
论述去击破“台独”列车，两岸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
洪秀珠就话里有话地批评党内有些人，对外不敢论述国
民党的主张，只会人云亦云，拿香跟拜。

要尽快告别民众眼中“利来一窝蜂，利去冷清清”
的印象，国民党时不我待。5 月 20 日选出新任党主席
后，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考”很快就会到来。随
后就是2020年选举“大考”。要两场考试顺利过关，就不
能机械地寄望于选举社会的钟摆效应，最重要的还是要
练好“内功”。机会，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无论谁坐上
党魁的位子，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据港媒报道，春节将至，内地各大
电商网站“年货节”活动异彩纷呈，越
来越多的港人爱上通过内地电商网购，
因为不仅货品丰富、优惠多，不少商家
更推出送货至港澳地区的快递贴心服
务，让港人足不出户便能享受网购乐趣。

内地电商发展如火如荼，《香港商
报》 曾评论道，前些年，港人和港商所
使用的主要是美国的互联网平台；近年
来，内地的互联网平台开始介入香港，
且影响力日益扩大。由于内地互联网技
术与市场创新后来居上，吸引越来越多
港人使用内地互联网平台。

网购年货成为新选择

港人黄炼东祖籍广东汕头，幼时随
父母移民香港，“父母已年近八旬，平时
十分挂念家乡。”他说，香港各大商场一
到年底就猛推各种年货，不过多数是进
口食品，内地家乡的正宗土特产则较少
见。今年黄炼东想给年迈的父母带去惊
喜，让他们尝尝家乡的味道。

黄炼东说，在内地朋友介绍下，他
网购了一批市面上少见的地方小吃，红
桃粿、土豆卷、牛肉丸等家乡特产，准
备孝敬父母。他说，相比于在商场里淘
年货，挤半天还不一定买得到称心的商
品，舒舒服服在家货比三家的网购方
式，成为选购年货新选择。黄炼东的弟
弟也在网上买了零食、地方特色食品，
寄给内地的娘家。“今年春节打算带着老

婆、孩子出国旅游，所以给父母都网购
了一些年货作为礼物。”

内地电商平台大比拼

内地电商平台为吸引民众选购年货
花费了哪些心思？2017 年淘宝年货节狂
欢盛宴主要围绕食品、百货以及鲜花等
有关年味的品类，通过创新的玩法让消
费者在传统春节文化氛围中感受时代
感，以求为更多消费者打造别具特色的
中国年，体会更多的年味。天猫平台年
货节从 2017 年 1 月初便开始预热，正式
活动则持续至月中，目前已经结束，让
不少消费者满载而归。

除了阿里系的平台，苏宁和京东也
都开始了年货促销。春节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苏宁希望通过举办超级年货节，
为用户们搜罗各地好货，提供品质服
务。苏宁易购也在线上同步铺开一条热
闹的年货街。

大牌电商不甘落后，网上各类促销广
告也让人应接不暇。港媒提醒市民，网购
时切勿轻信一些所谓“正品货”、“外货原
单”之类的噱头，买之前货比三家，确定后
再下订单，以免落入陷阱。此外，支付货款
的过程也需格外留心，常有不法分子利用
钓鱼网站骗取网友的支付账号密码。

香港电商发展富有潜力

港人选择在内地电商平台上淘年

货，与两地电商发展状态不同有关。《香
港商报》 曾有评论，香港互联网基础设
施建设虽然起步较早，但在一日千里的
互联网时代，香港互联网体系显得跟不
上时代，一直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一直以来，香港都未能够建立起自己独
立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也没有成规模的
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金融平台更是空
白。

去年底，内地与香港的电商及物流
业者曾有过主题会谈，双方热议“跨境
电商”，并认为未来香港商家可与内地大
型跨境电商平台加强合作，共同开拓海

外市场，实现共同发展。阿里巴巴面向
全球市场打造在线交易平台“速卖通”，
去年“双十一”表现亮眼。“速卖通”首
席技术官郭东白称“非常看好”香港发
展跨境电商。

郭东白说，未来“速卖通”会更多
利用香港的人才资源和政策优势，进一
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业务。
香港有完善的物流体系、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熟悉国际贸易准则和消费文化
的众多人才。“港人及港企的参与能够让
内地的跨境电商平台更好地满足国外受
众需求，从而实现共赢。”

又有人加入战局 谁出线扑朔迷离

国民党主席之争须摈弃“酱缸文化”
本报记者 吴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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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爱上内地电商网购
俞 晓

红包在香港称为“利是”。为迎接春
节，香港近日举办“百年利是封珍藏展”，
展出200多个利是封。

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摄

台知名企业家辜成允去世
大陆有关方面发唁电哀悼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 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辜成允23日在台北去世，享年63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
办主任张志军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当天向台湾水
泥公司、辜成允之母辜严倬云及其亲属发去唁电，表达哀悼。

张志军在唁电中表示：惊悉辜成允先生逝世噩耗，谨
致哀悼，并向诸亲属表示诚挚慰问。辜成允先生赓续和信
精神，经略台泥发展，热心公益事业，恪尽社会责任，为
推动两岸经济合作贡献卓著。杰人虽逝，中道直行风范长
存；火尽薪传，实业济世理念永光。专此驰唁。

陈德铭的唁电说：“惊悉辜成允先生遽逝，不胜悲
悼！”唁电称，成允先生以谦冲致和、开诚立信美名两岸。
为谋和信企业之发展、促两岸经济之合作，不畏困阻、尽
心勉力，堪称典范。人虽逝其事不朽，时虽逝其名不泯。

“乃请诸亲属节哀释念，善自珍摄！”
据悉，辜成允21日晚间参加朋友在台北晶华酒店的一

场晚宴，不慎从酒店三楼楼梯跌落至二楼，疑似颅内出血
被紧急送医，于23日早晨6时许宣告不治。

辜成允 1954年出生，台湾知名企业家，海基会前董事
长辜振甫的次子，热心两岸交流。1991 年担任台泥总经
理，2003年起兼任董事长。

澳门大学发布报告

2017澳门经济将稳定增长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王晨曦） 澳门大学日前发布研

究报告，称统计数据显示澳门经济开始复苏，并预测澳门
经济在2017年将会稳定增长，本地生产总值将增长3.2%。

由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系发布的 《澳门宏观
经济模型》 最新结果显示，澳门经济开始复苏，本地生产
总值在2016年第三季度恢复正增长。由于2017年内地经济
增长预计持续稳定，内地旅客在澳门旅游消费将继续活
跃，2017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将增长 3.2%，预测区间为较
悲观的下跌6.9%到较乐观的上升13.2%。

具体来看，2017年澳门服务出口预计上升 2.5%。至于货
物出口，由于 2016 年急剧收缩，预计 2017 年还将下跌 7.6%。
随着内部消费持续放缓，2017年货物进口预计微跌 0.2%，而
随着服务出口扩张，2017年服务进口预计上升4.0%。

以消费物价指数计算，随着本地居民的消费减缓，预
计2017年澳门通胀为2.1%。就业市场稳定，2017年整体失
业率将达 2.0%；而扣除非本地劳动力后，2017年本地居民
失业率预计为 2.6%。工作收入方面，2017年每月工作收入
中位数预计增长1.2%。

香港展出“利是封”

台成立“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
本报台北1月23日电（记者吴亚明、冯学知） 台湾各

界人士筹组的台湾“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日前在台北
成立，协会将协助台湾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享

“一带一路”商机。
协会理事长汪诞平在会员大会上致辞时表示，“一带一

路”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占全球六成多，蕴含巨
大商机。大陆已多次表示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并愿意与台湾同胞优先分享发展机遇。汪诞平
说，许多台商尤其是中小企业希望能加入“一带一路”建
设，但不得其门而入。协会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协助广
大台湾中小企业参与分享“一带一路”机遇。台湾企业具
有人才、技术、经验优势，可以与大陆企业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相辅相成，共合共赢。

台成立“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
本报台北1月23日电（记者吴亚明、冯学知） 台湾各

界人士筹组的台湾“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日前在台北
成立，协会将协助台湾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享

“一带一路”商机。
协会理事长汪诞平在会员大会上致辞时表示，“一带一

路”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占全球六成多，蕴含巨
大商机。大陆已多次表示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并愿意与台湾同胞优先分享发展机遇。汪诞平
说，许多台商尤其是中小企业希望能加入“一带一路”建
设，但不得其门而入。协会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协助广
大台湾中小企业参与分享“一带一路”机遇。台湾企业具
有人才、技术、经验优势，可以与大陆企业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相辅相成，共合共赢。

台湾“行政院前院长”陈冲、新党主席郁慕明出席会
员大会，对协会致力于协助台湾企业分享“一带一路”机
遇的宗旨给予赞赏，并希望台湾企业能很好地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