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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去加勒比海转了一圈，
出访“友邦”，“过境”美国，自鸣
得意之际，一盆凉水当头浇下——
蔡英文专机刚刚回到台湾，特勤随
扈人员就在机场被调查人员带走，
原因竟然是走私！随蔡英文出行的
部分台安全部门人员，借此行之便
从海外买了近万条免税香烟，通过
礼遇通关夹带入台。

原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津津乐
道的“外交”成果，不止是撒钱，
还有赚钱呢！如此“生财有道”，
蔡英文莫非想借此拿掉“凯子外
交”的恶名？只可惜，这赚的钱不
是给台湾人民的，而是官员公器私
用中饱私囊。

蔡英文本月11日“出访”，隔
天台湾调查部门就接到密报，台安
全部门人员吴宗宪通过华航高层在
系统后台预订金额高达 645 万元

（新台币，下同） 的免税烟品，并
将通过礼遇通道夹带入台；他除了
在桃园机场管制区藏匿 9200 条香

烟外，还在海外买了12箱共600条
香烟，装在蔡英文专机的货柜中运
回台湾。

22 日，蔡英文专机降落，就
在“国安局”车队要通过免检的所
谓“国宾通道”时，台调查人员迅
速上前拦下，结果人赃并获，5辆
货车司机及2名押运的安全部门官
员当场被捕。经连夜审讯，检察官
23 日凌晨依贪污、违反“烟酒管
理法”等罪谕令其中8人以20万元
至 50 万元不等金额保释，吴宗宪
等2名安全部门官员被羁押禁见。

根据业者估算，这笔走私香烟
转卖后，可赚取近 500 万元的利
润。种种迹象显示，这帮人购买大
量烟品，手法熟练，恐怕不是第一
次。岛内媒体披露，借台当局领导
人专机偷带免税烟的情况一直都
有，但以前顶多带一二十条，蔡英文
上台后烟税大涨，一个人带的数量
以百条起跳已是公开的秘密。

民进党最爱给自己的所作所为

涂脂抹粉，冠以崇高的意义。比如
“出访”就说为台湾谋出路，“过
境”美国就是台美关系提升，追杀
中国国民党则是“转型正义”，废
核是追求绿色永续发展，对抗大陆
就是“爱台湾”“守护台湾利益”，
赖清德挑战蔡英文自称“维护民主
价值”，蔡英文干掉赖清德则自诩

“维护执政价值”……总之一切都
冠冕堂皇，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
把自己打扮得金光闪闪。

不幸的是，这种人造的“崇高
感”经常破功，被证明只是民进党
为谋一己之私打的幌子。比如这
次，台当局领导人以“开拓国际空
间”借口出去“明修栈道”，居然
被官员用走私装满 5 货车的香烟
来“暗渡陈仓”，这其中让人哭笑
不得的落差，不正是民进党满口仁
义道德而私行猥琐卑下的缩影吗？
以崇高之名夹带私货，正是民进党
的拿手好戏。民进党长期“走私”
的又何止是香烟，其一党一己之私

和煽动仇恨撕裂族群的扭曲价值
观，才是最大的私货。

民进党号称“民主进步”，贪
腐却从不手软，陈水扁就是因“海
角七亿”而下台。民进党这次上台
后，吃相更是难看，瓜分公营事业
单位职位，安插各系人马，推行

“前瞻计划”撒钱绑桩，推“年金
改革”从蓝营支持者口袋里抢钱，
没收中国国民党党产的同时给“党
产会”高薪……正是因为民进党过
于贪婪，强逼韩国瑜让出台北农产
运销公司总经理之位，才有了后来

“抢了菜摊，丢了江山”诸般故事。
据说，这次蔡英文“出访团”

带回的香烟数量特别多，是因为
“恐怕没下回了”。是啊，被台湾民
众一次又一次戳穿假面具的民进
党，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吧！

民进党“走私”的何止是香烟
王 平

民进党“走私”的何止是香烟
王 平

香港近日连续发生非法暴力事件，外部势力
就这些事件指手画脚，发表不当言论。对此，香港
各界予以谴责，呼吁全体市民携手反对。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
勇认为，当前香港的乱局，外部势力绝对有参
与。“香港暴徒表面没有指挥中心，但是后台非
常强。”他说，每当香港反对派稍微放软手脚的
时候，美国的官方，甚至半官方就会跳得很
高，去评论、推动，这次也是一样。

陈勇说，当外部势力加入其中，情况就会
变得很复杂、很危险。他说，以美国为例，在
中美关系上，美方希望以香港作为筹码跟中国
讨价还价。当然他们肯定不会成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黄均瑜对于外部
势力插手香港事务予以谴责。他说，外部势力
搞乱香港，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盘算，对我们
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黄均瑜表示，为了压制中国崛起，外部势
力一定会从香港入手，打“香港牌”，将香港拖

入混乱的政治漩涡，大家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不要成为外部势力压制我们国家的棋子。对香
港来说，所有的动荡只会符合外部势力的利
益，一定不符合香港广大人民的利益，香港市
民应该一起反对外部势力的这些动作。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郭一鸣表示，香港现
在发生这些问题，最没有资格去批评中国政府
和特区政府的就是英国。“香港自回归祖国之
后，包括民主发展在内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比回
归前有大幅进步和改善。英国以过去主人的口
吻或心态看待或评论香港问题都是不智的，中
国外交部对英国的批评是恰如其分的。”

郭一鸣还指出，如果美国想着利用香港为
筹码，在中美关系上，为美国争取权益，是不
会成功的。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表示，乱港势力正在利用
特区政府修订有关条例进行一场有组织、有计
划、有策略的港版“颜色革命”，企图通过不断

升级的暴力行动，夺取香港管治权。
姚志胜说，环顾那些被“颜色革命”祸害

的地区，至今战乱不已，动荡不安。再看今日
香港，反修例的连串暴力冲击已给香港带来混
乱撕裂，对香港经济民生影响已逐步显现。他
呼吁捍卫“一国两制”和香港法治核心价值，
不能让香港跌入“颜色革命”陷阱。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
主席屠海鸣表示，反对派借助国际舞台、乞求
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这是触及“一国两
制”底线的危险动作，既挑战“一国”原则，
也挑战“两制”原则。

屠海鸣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干涉主权国家的
内部事务。4个月来，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
国的一些政客对香港事务横加指责，既违背了国
际法，也违背了国际关系准则。公开评价一个主
权国家的内政，其性质是对该国主权的严重挑
战，触及一个中国的原则底线。

（新华社香港7月24日电）

香港各界强烈谴责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香港各界强烈谴责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

千 峰 排 戟 ， 万 仞 开 屏 。 作 为
“2019同心同根万里行”活动的重要
一站，300多名来自香港的青少年24
日来到山东泰安，游访泰山。

当日的泰山景区晴空万里，登顶
远眺，云海浮波。“沿途都是古色古
香的传统建筑，这种文化气息让我深
刻领悟到古人对东岳泰山的崇敬之
情。”刚刚登上泰山主峰玉皇顶的香
港学生刘芷淇有感而发。

据了解，“2019同心同根万里行”由

香港交通安全队、香港升旗队总会等14
个香港制服团体联合主办。“同心同根
万里行”大型赴内地交流活动从 2002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过去十多年间走
过北京、江苏、重庆、内蒙古、陕西、宁
夏、黑龙江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64 岁的黄卫民从 2002 年开始担
任“同心同根万里行”活动的筹委会主
席及领队。“这次是‘同心同根万里行’
活动首次探访泰山，选择泰山是想让
香港青少年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对他们进一步增强国家认同感
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泰山是自古文人墨客的思想寄托
之地。“因为有我，人民将更加幸福；因
为有我，国家将更加美好……青春万
岁！”300多名香港青少年在玉皇顶下
的唐摩崖前，整齐列队，共同呼吁。

据黄卫民介绍，举办这场呼吁活
动的目的，在于帮助这些青少年进一
步提高对国家、社会以及自身发展的
责任感。

“每天行程结束后都能和这么多
同龄人一起探讨游览感受，让我对我
们国家的文化有了更深、更多的认
识。”香港红十字会青少年制服团体
成员林子桐在呼吁活动后告诉记者。

在此前游览山东曲阜的孔庙时，香
港升旗队总会成员袁梦说，山东人民待
人接物的礼貌与热情，让她和其他成员
们切身感受到了儒家文化良好氛围。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让香港青
少年了解中华文化和内地的发展成
就，加深对国家历史、经济、文化、
民生等各方面的认识，同时提供一个
与内地学生建立真挚友谊的机会。

据 了 解 ， 本 次 活 动 从 20 日 开
始，将持续至 28 日，所涵盖的参访
地点包含北京以及山东的曲阜、泰
安、青岛等地。

（新华社济南7月25日电）

共 游 岱 岳 话 同 心
——300余名香港青少年游访泰山

新华社记者 兰恭来

新华社澳门7月25日电（记者
胡瑶）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
委员会（简称“选管会”）25日举行会
议。会后选管会主席宋敏莉表示，经
选管会审查，确定贺一诚为第五任行
政长官选举被接纳的被提名人。

宋敏莉表示，贺一诚是唯一交回
提名表的人士，最终确认贺一诚获得
379名选委会委员提名。选管会将于
26 日张贴告示，公布被接纳的被提
名人姓名及379名提名人姓名。

根据澳门基本法，澳门特区行
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
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选举委员会委员共400名。

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于本
月8日开始，至23日结束。根据澳门特
区《行政长官选举法》，行政长官候选人
应获得不少于66名选委会委员提名。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
将于 8 月 25 日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
育馆举行。

本报台北7月25日电（记者吴
亚明、王尧） 第十四届台商论坛组
委会今天在台北举行媒体推介会，
宣布今年的台商论坛将于 8 月 23 日
至 8 月 30 日在江苏省淮安市举行，
届时，两岸知名学者、工商业者将
齐聚淮安，共商两岸融合发展。

本届论坛由国台办经济局、江
苏省台办、江苏省商务厅、淮安市
政府主办，主题为“同心同向砥砺
前行 相促相生融合发展”。除主论

坛外，还将举办台资项目签约仪
式、“淮昆台资合作产业园揭牌仪
式”等一系列活动。

据介绍，从 2006 年举办第一届
台商论坛至今，淮安已累计批准台资
项目 1300 多个，总投资 190 多亿美
元，形成了“千家台企落户、千亿产值
贡献、千名台商汇聚”的良好局面和

“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台资集聚新
格局，使其成为继东莞、深圳、昆山之
后大陆又一台商集聚高地。

贺一诚成为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选 举 被 接 纳 的 被 提 名 人

7月22日至7月25日，由约100名澳门青少年组成的“新时代同心
行”广东省学习参访团在广州、东莞、珠海展开为期4天的学习交流活
动，感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 新华社记者 徐弘毅摄

台商论坛推介会在台北举行

本报泉州电（杨江） 日前，在
“两岸征信携手 助力融合互通”主
题下，福建品尚征信有限公司与台
湾中华征信所在福建泉州正式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这是两岸民间征
信机构首次正式合作，开启了大陆与
台湾民间征信融合的“破冰之旅”。

本次活动的举行在全国具有首

创和典型意义，可以开启两岸民间
征信融合的创新之路，为两岸经贸
往来营造更和谐、安全的营商环
境，助推泉州成为两岸诚信融合的
先行者以及成为全国金融机构了解
台胞台企的重要窗口，让福建品尚
征信成为全国金融机构了解台胞台
企的平台通道。

两岸民间征信机构首次牵手两岸民间征信机构首次牵手

本报电（陈龙山、林晓蓉） 7月24日，两岸大学生农业VR科技应用调
研成果发布会在福建省泉州市举行。来自两岸的37名大学生通过趣味汇报
的形式，交流分享相关调研成果，助推两岸农业发展。

据了解，本次调研活动吸引了台湾嘉南药理大学、屏东科技大学、淡
江大学以及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多所高校参与，
两岸大学生深入晋江市小桥村和南安市后垵村展开调研。

调研过程中，两岸大学生以虚拟现实（VR）与扩增实境（AR）的方式，通
过田野调查及虚拟现实相互结合的呈现方式，研究湿地功能性的经济效益，
助力乡村的建设发展。“我们小组通过VR和AR技术，建设了50组景观场景，
方便游客直观了解园区的规划。”首次来大陆的淡江大学机械系学生苏泓任
欣喜地表示，在与大陆同学同吃、同住期间，交流了很多文化和生活习惯，了
解了大陆的农业和科技发展，“可以说，活动的意义大过调研成果。”

“参与本次调研活动的台湾大学生中，有九成是首次来大陆，希望通过
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回归农田、回归农业。”本次调研活动发起者、SO-
ZOTEAM集团总裁王淑贞表示，通过交流能够把台湾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
理理念引到大陆，并促进两岸大学生的交流，增进彼此间的认同。

本报北京7月25日电（记者张
盼） 由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
的“2019首届两岸电影人交流合作
座谈会”25日在台湾会馆召开。

座谈会上，两岸电影人围绕华
语电影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既能
交流互鉴、美美与共，又能呈现华
语电影独特的视角与思考进行探
讨。参会者还就如何发挥两岸电影
人作用、对电影产业的现状问题和发

展趋势加强研判、引导电影创作在全
球化语境下展示独特的文化观念等
方面深入交流。

北京市台联方面表示，希望通过
举办本次座谈会，搭建服务型平台，
积极落实大陆“惠台31条”、北京“惠
台55条”措施，促进两岸电影业界开
展交流合作，推动两岸电影人共同继
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携手打造“中华民族新史诗”。

两岸电影人在京交流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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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海峡两岸
记者广西行”联合采
访活动7月22日在南
宁启动。来自两岸及
香港 31 家媒体的 40
余名记者，22 日起
赴南宁、河池、防城
港、钦州等地展开为
期约一周的采访。此
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
事务办公室与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
织。图为两岸记者在
东兴市采访当地京族
高跷捕鱼。

本报记者
程 龙摄

两岸媒体
聚焦八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