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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4月 30日电 （记者任成琦、
冯学知）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今天在台北举
办了名为“新时代新体验台味伴您飞”的
机上餐食升级发布会。发布会上，国航携
手岛内同行华膳空厨和长荣空厨，分别展
示了精心制作的多款台菜菜品。

国航台湾分公司总经理胡建介绍，此
次餐食提档升级计划将于5月1日起在两岸
航线上全面实施。在台北飞大陆多个城市
的航线上，国航商务舱增加提供“台式牛
肉面”等多款餐食，而乘坐经济舱民众也
会有机会品尝到“碳烤鸡腿饭”、“虾卷肉
燥饭”等喜闻乐见的台式风味菜。

两岸实现定期正班直航十年来，参与
两岸航线竞争的航空业者已达二十多家，
为吸引客源，航空公司各出奇招。国航通
过引入更多的台式风味菜品，以期吸引更
多的两岸民众。

图为机上餐食升级发布会现场，国航
空姐展示精心制作的多款台菜菜品。

任成琦摄

为期 2 天的首届“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
华”近日在香港举行。活动通过招聘、论坛及工作
坊等形式，为企业与青年搭建平台，共吸引上千家
世界各地企业及 5000多名青年参与，并有腾讯、小
米、特斯拉、西门子等约 150家企业参与现场招聘，
线上与线下共发布1万个职位。

建立“大湾区国际人才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开幕式致辞中
说，香港可发挥在科研及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优
势，汇聚大湾区城市以至世界各地的创新资源，将
大湾区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和产业转化基地。本次活动目的之一便是建立

“大湾区国际人才库”。国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 即将出台，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正迎来前所未
有的机遇，为创新科技人才，尤其是青年，提供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

林郑月娥说，创新科技可以为香港年轻人带来
更多发展机遇，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大量资源用于
支持本地科技初创企业和培训人才等，期望香港的

科研人才可以利用创新思维为香港和国家做出贡
献。特区政府将于本年第三季推出“科技专才培育
计划”，资助合资格机构聘用创科博士后的专才，
每个机构的资助额在 2 年内可高达 150 万元 （港币，
下同）。

香港发展迎来历史机遇

林郑月娥介绍道，特区政府已提高“实习研究
员计划”的每月津贴额，香港科技园公司及数码港
所有从事创新科技工作的租户都能受惠，有关计划
会于今年内进一步扩展至其他获“创科创投基金”
投资的本地科技初创企业。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公布的财政预
算案预留500亿元用于发展创新科技，林郑月娥称当
中100亿元会用作建设“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及“人
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创新平台”，期望能吸引世界和
内地顶尖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来港，与本地大学及科
研机构合作进行更多中下游研发项目，为本地科技
人才提供交流和就业的机会。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陈冬致辞时称，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提供难得历史机遇，参
与这次活动的 100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已在粤港澳
布局，大批海内外人才也正跃跃欲试，希望到大湾
区施展才华。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新时代全球人力
资本的中心和枢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国家
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人才资源。

深化内地与香港人才交流

此次活动由香港菁英会、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
会等联合主办。“创新香港”主席庄家彬说，国家正
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可利用国际都会角色，发挥创新和金融优势，
为国家建立人才库，深化内地与香港人才交流。

“创新香港”联席主席吴学明说，希望论坛活动
可以启发青年人，令他们认清长远发展目标，成为
推进香港以至大湾区经济创新的中坚分子，驱动祖
国实现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发展目标。“‘创新香
港’必能发挥纽带作用，促进香港和内地科技产业
的人才输送和经验交流，也便利国际企业‘引进
来’、内地企业‘走出去’。”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国际人才嘉年华首度亮相
俞 晓

本报香港4月30日电（记者连锦添）“我是报纸的忠实
‘拥趸’（粤语中支持者、拥护者之意）。”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今天出席香港报业公会主办的香港最佳新闻奖
颁奖典礼致辞时说。

她透露，自己每天早上平均花 45 分钟看 9 份报章，认
为纸媒给她的感觉，是电子传媒做不到的，阅读者必须要
翻报纸，才能知道版面怎样安排、标题怎样写、某宗新闻
在哪一版刊登等，而这些都带有丰富的信息。她又透露，
十个月来她会见传媒超过80次。

林郑月娥说，近来有不少人说香港传媒的公信力在下
降，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国际评级在下跌，其实最近的一个
评级，香港升了三级。“我担任行政长官后多次外访，在外
人眼中，香港仍然是一个非常崇尚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
地方。”“我自己的亲身感觉是，香港的传媒在独立、中
肯、全面地报道、监察特区政府的工作，监察我们公共机
构的行为，仍然做得非常出色。”“香港无论在发展经济或
是改善民生以至我们在政治上希望有更好的发展，都需要
有传媒的公正和深入报道。”

她说，多年来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都重视年度最佳新闻
评选和颁奖典礼，感谢香港报业公会多年来坚持举办这项
活动。她认为，专业地去做新闻工作，是重要的，也是历
久常新的，不仅要每一位新闻从业员自己重视，亦需要得
到社会广泛的支持。

她表示，2018年有一个主题非常适合做新闻——香港
的基建。今年将开通3项重要的跨境基建，这在香港史无前
例，“我热切期盼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以及莲塘
／香园围陆路口岸的开通，这3项跨境工程又配合了粤港澳
大湾区的发展，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林郑月娥：我是报纸的忠实“拥趸”林郑月娥：我是报纸的忠实“拥趸”

“2018两岸名家艺术联展”4月29日在台北市张荣
发基金会大楼举行开幕式。展出特别邀请两岸多位知
名艺术家，并展出数百件艺术精品。当中既有传统工
笔、青绿山水，也有现代水墨和书法创作等，汇集两
岸传统现代书画艺术之大成。展览由台湾艺术学会与
山东淄博文化艺术交流联谊会主办。图为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民进党再次执政眼看就满两年，
当初震天动地喊着“国民党不倒、台
湾不会好”风光上台，哪想到如今却
在自己的铁票区高雄市面对“民进党
不倒、经济不会好”的大标语。标语
非关政治选举，而是挂在高雄知名餐
厅“雅宴招待会馆”大门上，店主因
生意太清淡被迫关门结业，郁闷难
解，自制标语表达心声。

两年来的台北街头，各行各业上
到民航下到“小黄 （出租车） ”排着
队上街抗议民进党当局建设无方、斗
争有道。此次，连高雄都怒了，有网
友在网络发问：“DPP （民进党英文缩
写） 崩溃得太快了吧？”此问引来台湾
网友大讨论。

太 贪

有网友指出，民进党两年就招致
天怒人怨，关键原因是“太贪”。已经
全面执政了，但有关“年金改革”、

“前瞻计划”、“一例一休”这些涉及民
生和发展的政策争议处理不了，还在
算计选举和官位。比如现在民进党和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翻脸，一是因为柯
文哲毕竟只是“盟友”，不是自己人，
不能占着市长位子；二是担心 2020 年
或 2024 年柯文哲坐大，成为台湾领导
人的竞争者，因此“气急败坏”倒
柯，以免自己的“卡位”计划失算。

台湾网友心明眼亮，观察水平真
是不低，举当年陈水扁为例：“当年陈
水扁就是靠着‘新系’的帮忙选上，
然后大封诸候，‘新系’一堆人受惠。
现在民进党内又要如法炮制，以为帮
着姚文智干掉柯文哲，然后再帮着赖
清德或蔡英文，仕途便一路顺风。贪
心的政客嘴脸一览无遗。”

政客一旦被看破手脚，想再绑架
民意就没那么容易。近日民进党为了
台北市长选举搞了一场活动，使出浑
身解数总动员，出席者仍不成规模。

网友将这场活动命名为“黑柯”并极
尽挖苦：“民进党全党大动员只能动员
1000 台北人？”“这个人数预示年底民
进党的政治海啸。”有网友分析，这场
游行说明民进党已经脱离了年轻阶层
和中产阶级，只剩传统的深绿支持
者。亲绿媒体大量使用闽南话也可证
明，现在他们只在乎老人市场。

太 蛮

有台湾网友总结了这样一段话：
马英九勘灾搭直升机，是不体恤民
情，蔡英文勘灾躲指挥中心，是不给
灾区添乱；国民党政治人物坐牢，是
公平正义，民进党政治人物坐牢，是
政治迫害；国民党赴大陆，是卖台，
民进党赴大陆，是交流；马英九见财
团，是黑箱操作，民进党见财团，是
把钱追回来；马英九建大巨蛋，是图
利财团，陈菊在高雄建巨蛋，是一切
合法不要抹黑；国民党建电厂，是危
害环境，民进党建电厂，用的是“干
净的煤”。这位有才的网友最后问：还
有要补充的吗？

当然有。民进党的两套标准毫不
避嫌，事涉政敌和大陆便闭着眼睛喊打
喊杀。资深媒体人李艳秋网络撰文表
示：蔡英文就任快两年了，只见她这不
要那不要，就没说她要什么。这边砍那
边杀，就没告诉大家砍杀完之后，台
湾还剩什么。“跟着这么一个没有方向
的舵手，真为台湾的年轻人着急。”

近日，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又因为
“两岸一家亲”的言论被民进党议员声
讨 。 媒 体 人 黄 暐 瀚 网 络 发 文 披 露 ，
2000 年 5 月 17 日，陈水扁就任前与 93
岁高龄的谢东闵见面，就说过“两岸
不该兵戎相向，让自己人，让一家
人，反而变得陌生了，‘两岸一家人’
应该互助合作，才能家和万事兴”。文
章说，民进党内很多政治人物表达过
相近的意思，民进党从未因此而生

事，“难道绿营人士谈改善两岸关系就
没事，其他人就不行？”网友在文章下
留言称：“这就是民进党一直以来奉行
的双重标准。”“某些人永远都是对人
不对事。”

太 悍

近日，台大学生网络发表声明，
发出“给我们一个校长！还我校长”
的呐喊。网络下，象征台大的傅钟上
挂满黄丝带，成为台大建校以来空前
一景。

起因很简单，因为台大按正常程
序选出的校长管中闵是国民党背景，
台教育主管部门就不发聘书。台大学
生质问：我们将经历史无前例的无正
式校长的毕业典礼吗？

台大无校长已近百日，校内外一
片哗然，但民进党当局充耳不闻。教
育主管官员潘文忠顶不住压力挂靴而

去，民进党当局就再派一位“部长”，
校长聘书还是不发。大家都在问，台
湾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多，为什么还要
制造一出“卡管”大戏？媒体发出的
评论可谓苦口婆心：此刻的执政党究
竟图什么？还在硬拗什么？为了卡住
一个管中闵，已经阵亡了一个“教育
部长”，接任者还没上台，就已被泼得
全身是粪了，他未来还怎么主持教育
政策？如果还有人爆出更争议的材
料，弄不好位子还没坐稳他又要下
台。难道台湾的新闻焦点就只剩下一
个“卡管”？一向善于政治精算的蔡英
文与赖清德，不会连这么简单的利害
权衡，都识别不出来吧？

善于精算是真，其奈我何的凶悍
也是真。亲绿媒体放话管中闵曾赴大
陆进行学术活动，剑指两岸学术交流
更是真。因为政争而罔顾名校发展、
学子利益、政党形象，民进党当局在
自己脸上刻下大大的一个“悍”字。

本报香港4月30日电（记者张庆波） 香港特区政府30
日公布 2017—2018 年度财政状况临时数字。数据显示，
2017—2018 年度，特区政府整体开支 4709 亿港元，收入
6198亿港元，盈余1489亿港元。

特区政府表示，年度整体财政情况好过预算情况。其
中，开支较预算低 4.2% （205 亿港元），收入较预算高出
22.1% （1121 亿港元），主要是由于利得税、印花税及地价
的收入比预期要高。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特区政府财政
储备已达11029亿港元。

贪婪狠毒招人恨 凶蛮悍恶嘴脸丑

民进党的“病灶”台网友找得准
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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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晓星

高雄餐厅“雅宴招待会馆”大门上近日出现“民进党不倒、经济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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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4月30日电（记者吴振东）“名不正则言不
顺”是哪家的思想？神话故事“女娲补天”出自哪部著作？

《尚书·禹贡》所言的“九州”是哪九州……日前，2018全国高
校港澳大学生中华文化知识大赛在上海举行，参赛者多是港澳
地区在校大学生，他们的国学素养和竞赛表现赢得了评委的高
度赞许。

2018 全国高校港澳大学生中华文化知识大赛由教育部指
导，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港澳事务办公室支持，复旦大
学主办。大赛旨在引导高校学子关注中华文化，增进内地和港
澳学生相互了解，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赛事吸引香港大学、澳
门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近百名学生参
加。

比赛进行了近3小时的激烈比拼，内容涉及诗词歌赋、历
史典故等文化知识。最终，厦门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澳
门科技大学获得前三名。

冯演韬是厦门大学代表队两名参赛选手之一，来自香
港，今年大二。为了本次比赛，他和同伴专门准备了一个
月时间，但他认为，平时的主动积累才是赢得比赛的关
键。“我从小就对历史知识感兴趣，喜欢读中国历史方面的
书籍，而现在学习的方式更多样、更便捷，自己可以更广
泛涉猎。”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团委书记马向华说，厦门大学近年来相
继举办了传统文化知识大赛、师生传统手工艺作品展、中华传
统节日论坛等活动，培育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厚实土壤。

不少港澳地区学生表示，希望有机会通过暑期社会实践等
方式，深入全国各地体验更多精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并向世界
展示其独特魅力。

港澳大学生在沪切磋中华文化知识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周雪婷） 记者 4 月 29 日从香港
经济民生联盟 （简称“经民联”） 获悉，经民联于28日组
团访问广东省。访问期间，经民联与广东省委、省政府领
导会面，就促进粤港两地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互动合作提
出了22项建议。

此次经民联访问团由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担任荣
誉顾问，一行30余人，包括经民联监事会主席林建岳、荣
誉主席梁君彦、主席卢伟国等。访问团28日上午与广东省
委书记李希、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会面，就粤港两地深化合
作交换意见。

香港经民联访问广东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