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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暖癌童

吉林省延邊
一處恐龍化石遺
蹟近日被發現，
專家推測其可能
屬 於 白 堊 紀 時
期。恐龍化石群
露 出 岩 層 的 部
分，疑似恐龍的肩胛骨、肱骨等。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研究所技術員臧海龍介紹，發現的一
塊大腿骨化石長1米左右，推測為獸腳
類恐龍化石，按照科學比例推算，該
恐龍身形可能在9至10米之間。

海拔約3,100米的青海茶卡
鹽湖景區，初夏時節全新開
園。由於湖面結晶鹽層上水的
反射，在藍天白雲和遠山映襯
下形成銀波粼粼的鏡面效果，
被譽為中國的“天空之鏡”。
穿梭在景區的遊客不時拿着相
機拍照，其中有慕名而來的攝
影愛好者，也有提前約好特意
來拍婚紗照的情侶。
青海省海西州烏蘭縣旅遊

局局長李廣社介紹，隨着人們
經濟水準的提高和西部交通改

善，近年青海自駕遊持續升
溫，去年茶卡鹽湖的遊客接待
量近百萬人次，日均遊客量過2
萬人次，甚至出現一飯難求、
一床難求、一廁難求等問題。
“今年6月預約來茶卡鹽湖

拍婚紗照的名額已滿，主要是廣
東和江蘇蘇州的客人。”西寧一
家旅遊婚紗攝影公司的朱偉說。
茶卡鹽湖一直是鹽業產

區，旅遊業開發以前這裡人跡
罕至，附近的茶卡鎮常住居民
不足一萬。不少當地人說，去

年旅遊旺季時遊客日均最高人
次超過茶卡鎮常住居民人數，
以前人跡罕至的鹽廠早已是人
來人往的旅遊勝地了。

佳最愛的是她的頭髮，又長又黑。今年
大年初四，佳佳突然覺得嘴不能動了。

經過檢查，兒童醫學中心診斷，佳佳得的是
“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血癌）。在第一個
化療療程進行時，因為藥物的作用，佳佳開始
脫髮，只要梳頭，梳子上就滿是頭髮。隨後，
脫髮越來越嚴重，只要頭一動，頭髮就掉下
來，到處都是。更讓她難過的是，因為掉髮不
均，頭髮一塊稀疏一塊稠密。

“乾脆剪掉吧！”平時不愛剪髮的佳佳第
一次和媽媽提出剪髮要求，眼睛裡都是淚水。
就這樣，佳佳成為了光頭。媽媽給她買來了帽
子，但她卻低下頭地說：“我不想去上學，不

想讓同學們看到我怪怪的樣子。”
兒童醫學中心的醫生護士告訴孩子

可以報名做假髮，重新找回原來的樣子。
佳佳第一個主動報名。當佳佳試戴假髮時，
她幸福地笑了，這是她生病後首次要鏡子，
照了很久，還做了各種表情，她再次找回了
幸福的自己。
發起捐贈愛心頭髮這個創意，是來自上海

立達中學12歲初一學生朱玥潼，創意源自一
個美國小男孩克里斯蒂安的故事。“有一天，
克里斯蒂安突然留起長髮，在學校受到很多異
樣的眼光和嘲笑，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不顧別
人的指指點點，一直堅持了2年！他是要幹什
麼？他把留到足夠長的頭髮紮起來，然後，
‘卡嚓’一剪刀！原來他是要把這些頭髮捐贈

給脫髮兒童，給他們做假髮用！”
募捐發起後，第一位捐贈的小朋友是來自

福山外國語小學五年級的朱天懿，今年11歲
的朱天懿是血液腫瘤科醫生董璐的女兒。

青海茶卡鹽湖：昔人跡罕 今客如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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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頭髮捐贈後，就會坐飛機到德國，
德國的假髮工廠師傅將去除問題頭髮，挑出
粗細均勻的頭髮，去毛鱗，去色，上色，讓
頭髮重新達到最好的狀態。另外，髮型師會
給每個需要假髮的白血病孩子量頭圍，評估
小朋友以前的頭髮疏密，再根據白血病孩子
自己想要的髮型，設計師會設計出一頂屬於
每個白血病孩子的假髮。

隨後，愛心捐贈的頭髮和假髮摻雜在一
起，平均1,500根頭髮組合在一起。愛心假髮
出爐後，假髮設計師還會給小朋友進行兩次
試戴。反覆修整後，一頂滿含着愛心的假
髮，就會給白血病孩子帶來不同的美麗啦。

不過，捐贈頭髮也有要求。上海兒童醫
學中心指出，給白血病孩子捐贈的頭髮必須

在20厘米以上，才能進行後期處理加工。特別的是，捐給
小朋友的頭髮不能燙，不能染，因為燙染過的頭髮破壞了
毛鱗片，已損傷了頭髮。

據香港地政總署資料顯示，今年首4個月新申請預售樓花累
計共錄8,262伙，已佔去年全年新申請樓花16,392伙一半。當

中有不少為遠期樓花，近30個月或以上的超遠期樓花比率更佔約
82%，遠高於去年全年約42%。連同去年已申請尚未批的近30個
月或以上遠期樓花盤，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7,166伙遠期樓花盤，
佔累積待批樓花單位12,937伙的55.4%。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由於4月份新申請預售樓花
達3,892伙，惟同期獲批單位為967伙。在“入多過出”下，令4月
累積待批預售樓花大幅回升約29.4%至12,937伙，創7個月新高。
根據香港運輸及房屋局的資料，截至今年首季，未來3至4年一手
私人住宅供應高達9.2萬伙，按季高出5,000伙，並創紀錄新高。由
於近年發展商土地儲備顯著增加，料有不少項目於未來會陸續申請
預售樓花，故累積待批數字有望進一步向上。

綜合香港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截至5月11日，今年一手私樓
註冊量錄3,020宗，比起去年同期6,054宗大減約50.1%，大幅落後今
年首4個月新申請預售樓花住宅項目的8,262伙，正是發展商要大力
以不同優惠推盤的原因。

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於3月時曾發表“樓價兩年跌三成”的言
論，日前他再指出，樓市由去年高峰期至今已下跌20%，明年底前
應會再跌10%， 甚至可能跌少於10%，認為市民如果自住，現時是
買樓時機。

經濟學者關焯照近日表示，對香港下半年經濟情況比較悲觀，
擔心倘香港出現溫和衰退，就業情況會惡化。他指，香港屬外向型經
濟，容易受外圍需求萎縮影響，旅遊業發展開始止跌回穩，非內地旅
客數目正增加，建議政府在簽證審批方面更寬鬆。

他說，港府除了與內地商討，改善訪港旅遊業，以及進一步打
開內地專業服務的大門，亦要有前瞻性，如協助香港資訊科技行業，
從現時服務業的定位轉型，令從業員更有效推動香港未來經濟發展。

近數月，發展商蜂擁申請遠期樓花是
有其原因的，自2013年年中起，政府修改預售樓花期，由20個月延
長至30個月，務求增加供應，以收“遠水救近火”之效。發展商為求
提早收錢，減少利息等支出，以達至貨如輪轉的生意之道，自然亦肯
快快申請售樓，加快新盤推出市場的時間，亦令市場有更多供應。

以今年4月份新申請預售樓花項目中，新世界及萬科於荃灣西住
宅項目柏傲灣，樓花期近38個月，比政府規定最早可賣樓的30個月樓
花期早了8個月申請，而新地於沙田馬鞍山白石住宅項目樓花期亦達
34個月，惟樓花審批需時，往往歷時數月，但已反映發展商想盡早取
得推盤主動權，達至貨如輪轉。

此外，今年推售的樓花項目大部分獲批預售後便隨即推售，當中
有6個樓盤首次發售日期與獲批樓花日期差距為不足1個月，有3個樓
盤更不足20日，較去年下半年的40多日為短，反映大部分發展商在項
目獲批預售後的短期內便推盤。不過，發展商提早售賣遠期樓花，可
鎖定利潤之餘，更可減少樓價日後大跌之風險，但買家卻要承受樓價波
動的風險。

由於遠期樓花等如期貨，年期越長代表風險越高，不明朗因素自然
更多，加上2年多後，大型新盤及居屋等陸續落成入伙，新供應增多，
買家在購買特長樓花時應注意風險。倘若未來樓價大幅回落，息口上
升，銀行亦有可能收緊按揭，資金不充裕的買家難以負擔，有機會無奈
撻定離場。同時，根據法例，樓花在入伙之前不得進行“摩貨”，若樓
價下跌不止，其間要止蝕套現亦不得要領。

中長樓花湧現 香港樓價添壓

去年股市大
波動，不少港人將手上物業按上按引致爆
煲，甚至申請破產，令今年以來銀主盤量有
上升趨勢，不少買家趁機議價入市筍盤。將
軍澳中心一個10按銀主盤放盤約兩周減價
11.9萬元（港元，下同），以468.1萬沽出，

亦比一年前造價低約14%。
世紀21物業(將軍澳)分行經理魏仕良表

示，將軍澳中心日前錄得10座高層E室銀主
盤成交，單位實用面積384方呎，屬星展銀
行銀主盤，於上月19日放盤，原開價480萬
元，放盤約兩星期，日前減價11.9萬元，終

以468.1萬元沽出。
另外，將軍澳居屋廣明苑再現銀主貨，

屋苑A座低層6室，實用443方呎，共借貸5
次涉逾255萬元，現以銀主盤放售，開價分
別定為250萬元（居二市場） 及350萬元
（自由市場）。區內代理指，是次開價低市
價逾10%。資料顯示，業主於1998年以83.8
萬元一手購入（未補地價），借貸金額已相
當於樓價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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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建國：中國服理不服霸
卡特拋“華自我孤立”說 中方駁斥杜撰概念

外媒日前關注孫建國在香會的專題發言，對此，孫建國用八
個字回應，“據理力爭，以理服眾”。他坦言，中國代表

團來香會的目的是要合情合理合法地闡釋政策立場，在世界面前
講好中國和中國軍隊的故事，並指中方非常重視香會這平台，
“現在和未來都要拓展國際話語權，更好地傳遞中國聲音。”

參會不為爭吵 重點述華理念
孫建國注意到國際輿論對此次會議上南海議題的熱炒，他表

示在大會發言中會作出相關說明。同時，他強調中國代表團歷來
參加香會的目的不是來爭吵，也不會在這樣一個國際化平台上僅
僅談南海問題，中國是要充分利用這個平台，闡述中方政策理念
和實踐作為，促進廣泛的安全合作。

孫建國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解決挑戰最好的辦法，提倡
“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新安全觀，才能和平對
話，解決地區矛盾。孫建國強調，應該“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
步難行，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歷來信理不信邪，服理不服霸”。

華與亞太合作 發展有目共睹
當地時間4日上午，卡特在香會上就會議主題“應對亞洲複

雜的安全挑戰”發表演講時說，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願景是要
建立一個“原則性安全網絡”，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然而他同
時指出，中國在南海、網絡空間等問題的立場日益強硬，導致本
區域安全局勢令人擔憂。他稱，就中國在南海採取的前所未有的
擴張行為，亞太地區很多國家均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高度關注，其
結果是中國在亞太地區各國加強合作背景下“自我孤立”，中國
築起了“自我孤立的長城”。
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主任、海軍少將關友飛回應

稱，卡特提出中國“自我孤立”概念是杜撰的，並不符合實際。
卡特這樣講的目的“是想孤立中國，是想讓本區域國家把中國作
為孤立的對象，我認為這樣的觀念是錯誤的，也不符合實際。”
關友飛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參與本區域和國際安全合
作，如派出維和部隊、軍隊參與救災、護航，中國參與上海合作
組織等各種安全機制都有目共睹。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中
國將繼續與亞太地區國家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展開合作，
發展更緊密的關係，並不存在卡特所提到的“自我孤立”。
關友飛說，中國希望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也希

望美國摒棄冷戰思維，履行現階段的安全承諾，比如盡快從阿富
汗撤軍、停止對台軍售、不在朝鮮半島進行大規模演習造成半島
局勢緊張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環球時報》及新華社報道：中國代表團團

長、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孫建國5日在香格里拉對話會第四次

全體會議上發言。對於國際輿論在此次會議上熱炒南海議題，孫建國3

日在新加坡向媒體表示，中國代表團歷來參加香會不是來爭吵，強調中

國“服理不服霸”。針對4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提出中國在亞

太地區築起“自我孤立的長城”，中方反駁有關言論杜撰概

念、不符事實，希望

美國摒棄冷戰思維。
香格里拉對話焦聚 ■孫建國4日在香會上與各國

代表親切握手。 路透社

■卡特在香格里拉對話
會上發言。 新華社

美國原則大於一切
解放軍少將揶揄卡特：

卡特在演講中30多次
提到所謂“原則”（Prin-
ciple）。針對這一點，中
國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少

將對記者表示，卡特宣揚的不過是美國自
己行事的立場主張，而聯合國早已制定了
面向整個國際社會的相應原則，大家都應
該遵守聯合國制定的原則。
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主任關

友飛海軍少將指出，卡特提出了30多次原
則。但是從言行看，美國的原則有不同之
處。美國的原則大於所有原則，它沒有參
加聯合國海洋法，卻要讓其他國家執行海
洋法，這本身就是有缺陷。

美搞“橫行自由”受質疑
卡特在演講中還繼續重申所謂“航行

自由”問題。金一南指出，沒有哪個國家
比中國更關心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因為
中國有大量的往來貿易需要通過相關海域
進行輸送。而美國所宣揚的“航行自由”
是“橫行自由”，與其關係不好的國家，

就可能要限制其“航行自由”。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在

當天的會議上就南海問題向卡特連發兩
問。賈慶國在會後向記者表示，在“航行
自由”問題上，美國顯然認為軍艦可以包
括在此範圍內，並有“無限制”的“航行
自由”，中國對此存有疑義，而卡特並未
詳細解釋其行為所依據的“原則”。賈慶
國表示對卡特的有關回答並不滿意。

中美合作領域更多
賈慶國向記者表示，中美在一些問題

上有明顯的分歧，但兩國在更多的領域是
合作關係。兩國需要在南海等問題上進一
步進行溝通，進一步理解對方的意圖。金
一南指出，卡特此次在香會上的演講與其
在5月底的演講相比作了些修正，增添了一
些合作內容。他說，中美不對抗不衝突的
基本立場應該繼續堅持。中美兩國應繼續
管控分歧，同時共同設法為本地區提供更
多更好的公共產品。

■中新社、環球網

����&&

美參議員飛越南海挑釁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

員會主席、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麥凱恩3日在
社交網站twitter上發佈搭機飛經南海的照
片，同行的還有同屬美國軍事委員會的參
議員柯頓。麥凱恩在推文中寫道：“和柯
頓前往新加坡的最佳路線：飛越南海#自由
飛航#SLD16。”麥凱恩此挑釁舉動被外國

傳媒解讀為向中國喊話。
據台灣聯合新聞網報道，麥凱恩與柯

頓在美國國會休會期間前往夏威夷會晤美
軍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再前往新加坡加入
國會訪問團，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照片
中的路線顯示，座機經菲律賓後，轉南沙
群島方向飛往新加坡。

■坐落在中國南沙永暑礁的
海洋觀測站。 資料圖片

■孫建國4日會見韓國防長韓民求。 新華社

多國撐華有理

柬埔寨：美防長言論不正確
柬埔寨副首相兼國防大臣迪班4日表示，美

防長卡特當天在香會上發表的中國軍事現代化會
造成所謂的“自我孤立”言論不正確。迪班表
示，解決爭議的最好方法是當事方通過和平的方
式，使各方在對話中就有關問題取得相互理解。

韓 國：不會參與南海監控
韓國國防部長韓民求4日在接受記者提問時

表示，韓國不會參與南海監控活動。韓民求表
示，南海局勢穩定對於韓國非常重要，韓國的很
多海上運輸路線需從該地區經過。韓國願意參與
地區救援或者人道主義活動，不過韓國軍隊不會
參與南海的監控活動。

越 南：願與華管控好分歧
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阮志詠3日表示，越方熱

烈歡迎中國軍艦訪問越南新開放的港口，與越海
軍舉行人道主義救援、海上搜救等課目的聯合訓
練。此外，中越雙方願意共同努力管控好分歧，
繼續推動兩軍關係深入發展。當有記者問及友好
訪問是否包括越南重要軍事基地金蘭灣時，中方
發言人笑着答道，是新開放的港口。

■綜合中新社、環球網及澎湃新聞報道

克里赴京前“降溫”表態支持中菲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美國國務卿克里前往北

京出席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夕接
受一家中國媒體訪問時表示，美國歡迎菲
律賓候任總統杜特爾特願意就南海爭端與
中國進行直接對話的建議。在香格里拉對
話會已拉開帷幕、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即
將展開的時間點上，克里的表態似乎發出
“降溫”信號，值得揣摩。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金燦榮認為，克里表
態的基調值得肯定，但中方不應對此過於
“浪漫”。原因是：一，美國各部門職能
分工不同，其辭令不同。國防部出於軍事
考慮，口氣強硬。克里所代表的國務院出
於外交考慮，需顧及各方情緒。二，此時
“柔和”放話對中立國有一定暗示效果。

■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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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美國一項在老鼠身上進行的

研究表明，手機輻射似乎增加了雄鼠患上腦

部和心臟腫瘤的風險。一些觀點對此結果表

示質疑，但也有專家認為手機輻射還是會對

公共健康造成影響。

這項研究由美國國家毒物管理局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進行。實

驗過程為，大鼠住在特殊的房間裏，每

天接受九小時不同強度的輻射，輻射類

型與手機輻射相同。從出生前一直持續到

約2歲大。

約 2%至 3%受到輻射的雄鼠患上了惡性

膠質瘤，這是一種腦部癌症，而沒有受到輻

射的對照組沒有此類病例。

受到最高強度輻射的雄鼠有大約 5%至

7%患上了心臟神經鞘瘤，而對照組中沒有

此類病例。神經鞘瘤是由周圍神經的神經鞘

所形成的腫瘤。研究認為，腦部和心臟腫瘤

“可能”是輻射“造成的”。

奇怪的是，雌鼠的腫瘤發病率極低，與

對照組幾乎沒有差別。不同性別出現不同結

果的原因不明，這一點也令有些專家對研究

結果產生質疑。

報道指出，即便就雄鼠而言，某些

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差別從統計

學角度講也不是很明顯。還有

一個反常現象，受到輻射的大

鼠的壽命，總體而言長于對照

組。而且，神經鞘瘤可能在全

身各處發作，不只是心臟，但

是這項研究沒有發現其他器官

的神經鞘瘤發生比例升高。

另一個反常情況是，對照組完

全沒有腫瘤病例。在國家毒物管理

局之前的研究中，對照組平均會出

現 2% 的 神

經膠質瘤。

如果同樣的

情況出現在

這項研究中

，那受到輻射的大鼠與對照組之間實際上沒

有差別。

之前有過很多研究，包括一些很大規模

的研究，比如英國的百萬女性研究（Mil-

lion Women Study），以及丹麥對逾 35萬手

機用戶進行的研究。還有些研究是檢驗這些

無線電波對動物以及在皮氏培養皿中生長的

細胞的影響。這些研究的結果令人寬慰。沒

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使用手機與癌症或

其他疾病之間存在聯繫。

另外，從 1992年至今，美國的腦部癌

症發病率始終很穩定，儘管這期間手機使用

量急劇上升。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

tion）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基於人和動

物身上的有限證據，將手機輻射列為“可能”

對人類有致癌作用的物質，與咖啡和鹹菜屬

於同一級別。

報道指出，核武器、核電站和X光機產

生的強烈的電離輻射足以把電子從原子中釋

放出來，損害DNA；這樣會致癌。但手機

輻射是射頻輻射，不是電離輻射，不會損害

DNA。

此次公佈的發現是初步試驗，是一項更

大規模研究的一部分，所以會出現更多

數據，很可能明年公佈。現有的報告也將

由更多專家進一步評審。

客機降落時天花板塊掉落打到乘客

所幸無人受傷
綜合報導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機最初因著

陸困難而取消降落後，機艙內的天花板塊卻塌下來，

打到一些旅客。所幸該機最後安全降落在紐瓦克國際

機場。

報道稱，557 班機從休斯敦起飛，後來在著落

過程中出現“沿著跑道彈跳”的情況，導致數片

天花板塊掉落，露出機艙頂內的電線，迫使機長

取消降落。

原本坐著繫上安全帶的空服員，看到天花板塌下

來，跑到通道檢查旅客是否安好，一些旅客被迫抓著

天花板塊，但無人受傷。

機長把客機再度拉高，第二次降落終於成功時，

旅客爆出歡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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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Alphabet Inc. （GOOG）旗下的谷歌

（Google Inc。）、Facebook Inc.（FB） 、 Twitter Inc.

（TWTR）和微軟（Microsoft Co. ,MSFT）已與歐盟達

成協定，同意從其網站上刪除歐洲用戶可訪問的煽動仇

恨和恐怖行為的資訊，以幫助抗擊歐洲大陸日益嚴重的

恐怖主義威脅。

這些美國科技公司在協議中承諾，如果需要

的話，將在收到有關用戶行為的大量確切投訴後

24 小時內對這些投訴進行評估，並切斷對這些內

容的訪問。

報道指出，上述協議闡明瞭這些公司如何遵守歐

盟現行規定來應對暴力極端主義和仇恨言論的問題，

其產生背景是布魯塞爾和巴黎遭受了致人死亡的恐怖

襲擊事件。巴黎恐襲的一些嫌犯利用了社交媒體來傳

播資訊。

歐盟司法專員稱，社交媒體不幸成為了恐怖團夥用

以激化年青人、種族主義者用以傳播暴力和仇恨的工具

之一。

這些公司承諾刪除任何非法資訊，既包括由住在歐

洲的人員發佈的，也包括在任何歐洲國家都可以訪問的

非法資訊，即使這些資訊是由歐洲以外地區發佈的。

根據該歐盟規定，如果上述科技公司的高管沒有遵

守規定，則可能面臨至少一年的牢獄之災。

手機輻射究竟是否致癌？老鼠實驗引發爭議
社科院發佈拉美黃皮書
列舉拉美變化四大特點
拉美黃皮書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5-2016）》在北京

發佈，列舉拉美階段性變化的四大特點。

該黃皮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共同發佈並舉辦研討會。對201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形勢整體回

顧時，黃皮書指出，拉美形勢總體表現不佳，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

均出現階段性變化，呈現四大特點：

特點一：政治格局醞釀巨變
黃皮書以拉美國家的重要選舉、政黨更疊和左右翼執政週期為基本

線索，認為2015年拉美政治形勢主要表現為兩個特點：一是政權平穩過

渡和政黨力量的此消彼長均在現有政治制度框架內進行，整體形勢基本

保持穩定；二是拉美左翼執政十多年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右翼政黨

實力進一步增強，阿根廷、委內瑞拉和巴西左翼政黨均遭重挫，拉美政

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員楊建民說，2016年是拉美政治形勢值得

關注的一年，古巴共產黨召開“七大”及這個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

加勒比島國如何推進其“更新”進程，委內瑞拉局勢的變化，巴西如何

渡過總統彈劾關，以及哥倫比亞和平進程的進展等重要事件都值得特別

關注。

特點二：經濟整體衰退，內部分化
黃皮書以拉美經濟表現、應對政策、發展趨勢為視角，展現該地區

經濟整體衰退的主要原因和現實困境。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員岳雲霞指出，未來一段時期內，拉美和加

勒比地區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和政府政策的順週期性尚無法得以根本

扭轉，經濟復蘇缺乏足夠的動力，預計該地區2016年的經濟增長有限，

地區分化有可能加劇。

特點三：社會脆弱性加劇
黃皮書指出，在整體經濟衰退的背景下，2015 年拉美各國相關

社會發展指標鮮見好轉，就業品質下降，失業率上升，部分國家通

脹率大幅攀升，各種社會衝突和矛盾依然突出，來自民眾的反對聲

音增加。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員房連泉指出，2015年是拉美“千年發展目

標”的評估年，總體上看，過去25年拉美在減貧、提高就業、普及教育

等諸多方面取得較顯著的成效，但有些社會指標的改善仍不盡如人意，

各國實現目標的情況也存在較大差異。未來，拉美地區可持續發展和社

會融入仍將面臨眾多困難。

特點四：對外關係多樣化發展
黃皮書認為，2015年拉美國家尋求戰略迴旋餘地、借力發展的主動

意識有所強化，同時對外政策取向的差異也有所加大。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員張凡認為，拉美國家對外政策取向的差異

有所加大，太平洋聯盟成員國積極參與TPP談判、中美洲與南美洲國家

在對外合作重心上的差異、美古復交及美國對拉美左翼執政國家關係的

調整等方面都顯示出域外因素對該地區的持續影響。

民調顯示美國選民最關注總統候選人經濟政策立場
綜合報導 美國蓋洛普諮詢公司公佈的民調結果顯示，美國民主

黨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經濟政策立場是影響美國選民投票的最重

要因素。

調查結果顯示，92%的受訪者認為，候選人的經濟政策立場對

自己投票傾向產生“極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影響；就業問題

和國家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分別以89%和87%位列第二和第三。

在即將收尾的預選階段，目前已經鎖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的紐約房地產大亨特朗普，和民主黨競選者、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

斯的競選在兩黨內部分別激起了關於移民問題、加強對華爾街金融

機構的監管，以及收入不平等問題的熱議。但是，蓋洛普民調發

現，這三個問題在普選階段的重要性將下降。

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69%、65%及59%的美國選民認為，總統

候選人在移民問題、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以及加強對華爾街金融

機構的監管問題上的政策立場，將對自己投票產生“極其重要”或

“非常重要”的影響。

此外，為爭取美國白人藍領階層的支援，特朗普和桑德斯在初

選階段大打反對全球貿易協定的競選牌。但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候

選人在對外貿易上的政策立場將對自己投票產生“極其重要”或

“非常重要”的影響的選民比例僅為 61%。該問題的重要性甚至低

於在往屆總統競選普選階段鮮被觸及的美國社會控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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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 )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一條龍鳳路 千萬父母財

今
年香港小一派位放
榜 ， 共 有 超 過
2,800 名跨境生透
過“跨境學童專用
校網”統一派位，
4日在其中一所跨
境專網派位中心的
上水曾梅千禧學
校，結果正式公佈
前已有近百名家長
到達等候領取結
果。有獲派首志願

上水小學的學生家長，即場喜極而泣，形容心情
“開心過中六合彩”；有獲派往馬鞍山、青衣等
地區的學生家長對結果大感不滿，隨即計劃到北
區的學校“叩門”。

今年是小一跨境專網第三年推行，不過專網
內只有239個學額來自最受跨境家長青睞的北
區，對心儀北區校的家長來說競爭相當激烈。

到專網派位中心領結果、居住羅湖的周女

士，獲知兒子獲派首志願的上水香海正覺蓮社佛
教正慧小學，立即流下喜悅的眼淚，不斷向記者
表示“好開心、好開心”，更覺得孩子和此校有
緣，“阿仔個名都有‘正’字”。
周女士認為該校不盲目追求學業成績，加上

友人孩子也正就讀，學習情況良好，對學校心儀
已久，自己更為此而信佛，希望能對入學有幫
助，4日終得償所願。
同樣居於羅湖的顏女士，其孫女也獲派首志願東

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得悉結果後她表現興奮，又
不斷親吻孫女。她表示，在自行階段未有被該校取錄，
故對統一派位能成功都有所顧慮，所以已做好叩門準
備，而派位前更因擔心而緊張得睡不着。對於孫女成
功獲學位，她興奮地說：“開心過中六合彩！”
跨境家長吳女士的兒子，則被派往非首三志

願的馬鞍山小學，家住深圳福田的她表示，要孩
子每天往返福田和馬鞍山太花時間亦太累，但她
對香港的教育制度有信心，因此亦會往“叩
門”，期望可入讀上水區小學。

不願上鏡的跨境家長曾女士則表示，其孩子
獲派30個志願以外、未有填報的青衣區小學，對
此十分不滿，又質疑派位機制不公，“為什麼我

的孩子也是在香港居民，但別人派得好，我們就
派不到？很不公平，（青衣）那麼遠，怎樣上
學？”並隨即往上水區學校“叩門”。
她續指，孩子所讀的上水區幼稚園，不少家

長為逃避孩子被派到“跨境專網”中距離關口較
遠的學校，都會爭取北區地址報校，質疑部分人
或涉虛報，認為香港教育局今至只證實到7宗假
地址個案，是打擊不力。
本身家住深圳的跨境家長唐女士，和朋友月

花1萬港元一同租用上水區單位，並以該單位地
址報讀上水80校網學校，4日成功獲派第一志
願，她形容為讓孩子入讀心儀學校及方便上學，
“（花錢）很值得！”

香
港升小派位結果終於揭曉，有人歡喜
有人愁，今年有逾三成學童未能獲派
首三志願，意味着不少家長或會在放
榜後到心儀小學“叩門”，遞交候補
申請。
有北區小學校長指，預計今年或

接獲逾200個“叩門”申請爭奪約8個
至12個叩門名額，而校方主要會透過
面試，要求孩子描述日常情況以了解
其表達能力。
上水鳳溪創新小學校長李淑賢表

示，近年持續有數千名跨境家長為孩
子尋覓香港學位，預計今年也有不少
被派往距離關口較遠學校的學生，放
榜後會到北區的學校“叩門”。她以
該校為例，往年都接獲超過 200 個
“叩門”申請，估計今年情況相若，
而學校會提供約8個至12個名額，家
長在學校領取或到校網下載表格，5
日早上9時至11時提交申請，並在周
三舉行面試。

她又提到，若家長在自行學位和
統一派位都將該校填作首志願，“叩
門”時將會有額外加分，至於面試內
容主要是了解學生表達能力，將要求
孩子描述日常情況，及用任何一種語
言講故事；若校方認為孩子整體表現
不錯，將安排第二輪家長面試。
雖然部分家長希望藉“叩門”爭

取入讀心儀校的最後機會，但當局提
醒，有關家長仍應於周二或周三，先
前往獲派學校註冊，否則將被視作放
棄學位處理。
若學生稍後獲另一學校答允取

錄，可前往原先獲派學校取回“小一
註冊證”，再往辦轉校手續。

前公佈的小一統一派位數據顯示，今年2.9
萬名參與派位的學童中，獲首三志願比率

有68.9%，較去年輕微上升0.7個百分點。
4日放榜所見，能成功入讀心儀學校者，不乏

特意搬到“名校網”的家長，其中斥資2,500萬元從荃灣搬
到在九龍塘區41校網的方太，其女兒便獲派首志願的傳統
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感到非常高興。除了特

意搬屋，方太又特別於女兒幼稚園低班時已開始為其報讀各種興趣班，如畫
畫、跳舞等，每月花費超過1萬元。雖然統一派位以隨機形式進行，但方太
認為，興趣班於面試時或有用，所以十分值得，女兒升小後都會繼續報讀。

同樣選擇了瑪利諾修院學校為首志願的還有盧太，不過其女兒受訪時
直言不喜歡學英文，不想入讀該以英語授課的學校。最後孩子獲派第二志
願的嘉諾撒聖家學校，盧太亦難掩興奮神色，表示十分滿意。
特意花約800萬元從土瓜灣搬到區內的張小姐，其兒子也獲派首志願

的九龍塘官立小學。她表示，並沒有因升小學而向孩子施予壓力，只為他
報讀了喜愛的游泳班。
今年獲首三志願的比率不低，派位中心內不時傳來歡呼聲，有一同等

待結果的父母，得知孩子獲派首志願學校，高興得即席相擁，大呼感到很
幸運。

至於未獲心儀校學位的學生家長，部分人領取結果後即把握時間轉往
“叩門”，同樣位於41校網的傳統名校喇沙小學，4日早上便不斷有家長
進出遞交“叩門”相關資料。
來自內地、不願上鏡的劉先生，激動地“投訴”派位只屬隨機過程，和

學生能力無關，質疑機制“不公平”，他表示，其兒子入讀了兩間幼稚園，

亦有學習鋼琴，樣樣精通，卻不能因此入讀心儀名校，反而遭分派往校網外
的黃大仙區學校，對此非常不滿，斷言不會往就讀，現正考慮轉讀國際學校。
同樣往喇沙“叩門”的何太，其兒子也失落首三志願，她形容統一派

位“好像六合彩”，中獎與否全憑運氣，沒有感到特別失望。
她表示，兩年前特意為兒子升學搬到九龍塘，月租3萬元以上，亦有

為兒子報面試班和於平日練習，除喇沙之外還打算到6至7間學校“叩
門”，包括直資的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2800跨境生爭239北區學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