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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UANG
Tel: (713) 979-1314
Cell: (832) 421-3451
Fax: (832) 550-2998
Email: chuang@taraenergy.com

心動不如行動，馬上撥打

Tara Energy能源公司是 JustEnergy能源公司集團的一部份（NYSE:JE)(TSX:JE)

在过去十年，我们是旅馆，银行，工厂， 
连锁快餐店，大型餐馆的电力供应商。 
商業用電
核心價值觀- 誠實，正直和尊重
特定條款合同- 特定條款合同靈活，
可以惠及合同到期日
個性化服務- 專用帳戶經理為您服務

零售电力和天然气的直接供应商

誠聘 Dallas銷售人員, 全職/半職均可.
請寄履歷至chuang@taraenergy.com

,住家用電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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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聘請貸款、保險經紀

Minnie Chen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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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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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ty好區，近2000呎，一層樓房。最佳投資房！可以收租每月$1500，
4房2浴，好地段，優秀學區。僅售$167,000。

2. 2800呎，米城 Heritage Colony。兩層紅磚房，漂亮及高檔室內裝修，
大理石，木地板等，僅售$326,000。

3. 糖城好學區，一層樓房，近2000呎。3房2浴，格調好，房況條件佳，實
木地板，全新熱水器，Clements高中，僅售$249,500。

4. 糖城最好學區房！Avalon社區，2000年建，2724呎，3房2.5浴，院大
景佳，Clements高中！僅售$375,000。

5. 醫療中心，2房1.5浴Townhouse,安全社區，帶游泳池及網球場等，僅
售$129,900。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金牌地產經紀金牌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1515年地產經紀經驗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Annie Miu（地產助理）
廣東話832-716-4656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工商時報）美籍台人要被美查稅了！台灣金管
會銀行局副局長呂蕙容27日宣布，台美肥咖（FAT-
CA）合作協定（IGA）已簽署，未來美方可據此要求
台灣提供 「不合作客戶」 資料進行查稅，不過金管會
指出，本案還須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通過，並
經總統公布後始生效，最快明年上半年生效，目前銀
行局掌握銀行端的美籍台人約5千名，恐面臨被查稅
的壓力！

呂蕙容指出，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
，俗稱肥咖條款）法案，自2014年7月1日起生效，
該法案規定，外國金融機構應履行辨識客戶是否具美
國身分及申報美國帳戶資料等義務，否則該金融機構
及其客戶的美國來源所得，將被就源扣繳30％。

因此，台灣金融業已依照美國FATCA法案，向美國國稅
局連續兩年申報台灣金融業所擁有的美國帳戶資料。根據金
管會初步統計，在台灣擁有美國籍或綠卡的 「台灣肥咖」 已
從4,000多戶成長到5,000多戶。

呂蕙容進一步說明，現階段台資金融機構只提供戶數及
相關金額等資料，但該合作協定簽署之後，美方可要求台灣
金融機構提供肥咖客戶的帳戶資料、名單，甚至是個別帳戶
資料，包括 「不合作」 的客戶，以協助美國國稅局追稅。
所謂的 「不合作」 客戶，就是民眾到金融機構開戶時，金融

機構會先問你是不是美國人，並且要求提供7項資料，以
利辨識你是不是美籍客戶，包括了：公民證明文件、出生地

、郵寄地址、美國電話、匯款到美國帳戶、代理人是美國地
址，以及代收郵件地址（類似台灣的郵局信箱）為唯一金融
機構保存的地址。

7項條件中只要有一項符合，就可能會被金融機構視為美
籍客戶，一旦被視為美籍客戶，金融機構就會問你同不同意
將存款等相關資料送美方，若客戶 「同意」 ，金融機構會直
接報送美國國稅局；若客戶 「不同意」 ，就會被列為 「不合
作帳戶」 ，銀行就會將這些 「不合作帳戶」 名單彙整給金管
會，由金管會報送給美國。

金管會指出，據 「條約締結法」 規定，台美合作協定簽
署後30日內，應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進行審議，該協定將
於立法院審議通過並經總統公布後生效，預期下會期立法院
可望審議通過並經總統公布後生效。

台美肥咖條款台美肥咖條款美籍台灣人明年美籍台灣人明年被追稅被追稅
((記者黃相慈記者黃相慈

／圖與文／圖與文))各界引各界引
頸期盼頸期盼，，由美南新由美南新
聞集團舉辦的一年聞集團舉辦的一年
一度新年園遊會一度新年園遊會，，
將搭配休士頓超級將搭配休士頓超級
盃運動元素盃運動元素，，於明於明
年年22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1010
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在美時在美
南新聞大樓廣場舉南新聞大樓廣場舉
辦辦 「「第第 2121 屆國際屆國際
農曆新年園遊會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 Interna(Texas Interna--
tional & Lunar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New Year Festi--
val)val)，，號召各族裔號召各族裔
社區參與社區參與，，預計讓預計讓
與會人士都能感受與會人士都能感受
國際性的嘉年華歡國際性的嘉年華歡
樂氣氛樂氣氛。。

美南第美南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22月月44日舉行日舉行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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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受傷了嗎?
或者公司需要幫忙?

www.redzonelawy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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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航律師 Michael Moriarty 律師★

★德州法律局認証人身傷害專業出庭律師 47年豐富經驗

摩瑞雅帝律師事務所MORIARTY LAW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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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據美國商業內幕網站近日報道，Facebook旗下Ocu-
lus VR虛擬現實部門的高管Dov Katz日前被警方逮捕，逮捕原因為他
試圖與一名警察偽裝的未成年少女進行違法性交易。據報道，Katz在網
上回復了一個“15歲女生”的交友廣告，Katz出價360美元欲與她進
行無套性交。

美國警察偽裝未成年少女釣魚
釣到臉書高管

（綜合報導）俄羅斯衛星網12月27日援引《耶路撒冷
郵報》報道，以色列國防部長阿維格多·利伯曼號召以色列
人離開法國。

據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報道，中東和平多邊會議將
於1月在法國舉行。主辦方認為會議有助於重新激活巴以和
平進程。

但以色列國防部長利伯曼則認為，“這不是一個和平會
議，而是一個針對以色列的法庭，旨在傷害以色列及其名譽

”。他表示，“我們知道會議的方向和目標，它增加了法國
對猶太人的氣氛。”以色列政府拒絕出席該次會議，並呼吁
巴黎將會議取消。

報道稱，在巴黎中東和平會議籌備期間，利伯曼敘述了
一系列最近的在法國反猶太主義事件，並發表言論稱，“是
時候告訴法國的猶太人——這不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土地
，應該離開這裡了。”

以色列防長號召猶太人離開法國：那不是我們的土地

（綜合報導）近日，多張首艘國產航母高清照片在網上
引發關注，照片中的國產航母外形及諸多構造細節一覽無余
，甚至能看清航母艦島武器開口的結構。雖然國產航母主船
體合攏成型的消息早已被官方證實，但如此高分辨率的航母
照片卻是在日本共同社網站上流傳開來，拍攝者是該社工作
人員。

國產航母乃國之重器，正處於建設之中，嚴禁無關人員
非法拍攝。在重重安保之下，日方人員還能拍到如此眾多高
分辨率圖片，這不得不讓人警醒。

軍事保密事關國家安危、政權鞏固和戰爭成敗。歷史上
，因為泄密而受到重創的例子屢見不鮮。甲午戰爭前夕，日
本間諜准確獲知了清政府增援朝鮮的出海時間，從而在預定
海域突襲清軍運兵船，制造了震驚中外的“高升”號事件。
侵華戰爭前，大批喬裝打扮的日本浪人湧入中國，大肆進行
各種地形測繪、資源勘探和社會調查等間諜工作，為日軍此
後肆虐中國提供了詳盡的情報支撐。當前，大數據雲技術、
攝影攝像、民用無人機等技術迅猛發展，技術竊密風險加大
。與此同時，國外間諜機構也開始把策反和利誘的觸角向社
會各階層全面延伸。近日，海南三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
判一起泄露國家秘密案，犯罪分子到軍港附近拍攝軍艦照片
，記錄活動規律，向境外傳輸90多次情報，部分達到機密
級。

當前，中國安全形勢正發生著深刻復雜變化，隱蔽戰線
的形勢越來越嚴峻，防間保密壓力越來越大。沉痛的教訓告
訴我們，防間保密事關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必須常抓不懈
，嚴防嚴治，絲毫不能放松。

要構築綜合防範的防間保密群防體系。目前，防間保密

工作重點面向保密單位，一些不法分子便通過“曲線”竊密
，通過與保密單位關聯的機構和個人獲取秘密。因此，我們
要把防間保密工作防線向外圍延伸，通過加強軍地合作、建
立獎勵機制、及時表彰先進等方式，引導鼓勵廣大群眾，尤
其是涉密單位周邊群眾參與防間保密工作，形成人人都是巡
邏員的防間保密網，讓不法分子無縫可鑽。

要提升防間保密教育的時代性和實效性。今年4月15日
是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防間保密教育被提升到新高度
。在此基礎上，相關主管部門應該著眼時代特點，加大創新
力度，依托各類媒體，通過制作警示宣傳畫、拍攝公益廣告
、制作微電影、推廣保密宣傳微信等形式，用新理念新舉措
讓防間保密宣傳教育時代化、形像化、生動化、通俗化，形
成“今天你出賣國家情報，明天這些情報就可能殺死你的同
胞”的防間保密意識。

要加強防間保密新高危群體的管理。涉密單位和涉密崗
位是防間保密的高危群體，管理相對嚴格。隨著時代發展和
技術進步，軍迷成為失泄密的新高危群體，就有一些保密單
位和尖端兵器通過軍迷的隨手拍和網絡分享提前曝光。國外
很多軍事機構和人員正是通過軍迷的無意之舉獲取了不少情
報。因此，應積極引導軍迷自律，不偷拍涉密裝備，加強網
上管理防範，引導互聯網企業加強管控，不傳播涉密文件及
圖片資料。

要加強失泄密倒查和懲戒機制落實。軍事秘密一旦泄露
會給國家安全和軍隊建設帶來重大損失，應抓住線索，快偵
快破、倒查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在事實確鑿的基礎上依法快
速進行問責懲處，並挖出防間保密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環節，
亡羊補牢，杜絕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首艘國產航母高清照源自日媒首艘國產航母高清照源自日媒
軍報軍報：：讓人警醒讓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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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編號 遊戲名稱/ 中獎機率 $ 官方遊戲

截止日期  
領獎

截止日期      

1797 Cashword Multiplier - 總中獎機率為 1: 3.65 $10 1/15/17 7/14/17

1758 $27 Million Payout - 總中獎機率為 1: 4.02 $5 1/20/17 7/19/17

1757 $7 Million Payout- 總中獎機率為 1: 4.54 $1 2/22/17 8/21/17

1735 Hit $50,000 - 總中獎機率為 1: 4.69 $2 2/22/17 8/21/17

1597 Lucky Numbers - 總中獎機率為 1: 4.00 $5 2/22/17 8/21/17

1784 Bonus Break The Bank - 總中獎機率為 1: 4.29 $5 2/22/17 8/21/17

1803 Hit $200,000 - 總中獎機率為 1: 4.13 $5 2/22/17 8/21/17

1644 $200,000,000 Cash Blowout - 總中獎機率為 1: 2.82 $10 2/22/17 8/21/17

這 些 德 州 樂 透 委 員 會 刮 刮 樂 遊 戲 即 將 截 止 :

德州樂透彩
券支助德州教育
及退伍軍人

泰國警方抓最大寺廟“問題住持”告吹
上萬信徒阻撓

日媒稱安倍與奧巴馬將出日媒稱安倍與奧巴馬將出““不戰不戰””誓約誓約
（綜合報道）“這將是美日兩國政府首腦自珍珠港遭襲後首

次聯袂參觀珍珠港海軍基地。”日方幕僚表示，安倍將為遇難者
祈禱，但不會道歉。這也將是奧巴馬離任前美日兩國最後一次首
腦會議。

《金融時報》27日稱，訪問珍珠港，使得安倍可以向多個
利益相關方——美國老兵、日本的鄰國以及日本民眾——傳達正
確的信息。“毫無疑問，當安倍與奧巴馬並肩站在日本1941年
襲擊珍珠港的現場時，他將展現出具有深遠意義的和解姿態。無
論他的戰略意圖是什麼，此舉都是正確行為。”文章同時表示，
首先日本必須趕走“昔日的心魔”，“安倍若能在珍珠港鞠躬，

將是向這個方向邁出的積極一步。”
《紐約時報》26日稱，5年前，安倍在出訪夏威夷時還刻意

與珍珠港保持著距離，如今，安倍是專程來訪問日本突襲過的美
國海軍基地。“這是一個跡像，顯示日本輿論出現了多麼大的變
化”。文章稱，日本對待二戰歷史的態度充滿糾結，突襲珍珠港
一直被日本描述成一個“無法避免的悲劇”，由於國內強大勢力
的阻撓，日本領導人憑吊珍珠港也是非常罕見的。

日本TBS電視台27日發回現場報道稱：“75年前，這裡遭
遇了舊日本軍隊的奇襲，日美開戰。這個海灣裡矗立的白色設施
就是亞利桑那紀念館。在這下面，現在仍然和被擊沉的戰艦亞裡

桑那號一起，埋葬著超過900名士兵的遺骨。”報道稱，安倍在
訪問亞利桑那紀念館後，將和奧巴馬發表共同聲明，發出日美和
解的價值和“不戰”誓約。《讀賣新聞》稱，安倍已經確定在感
言中把日美關系定位為“希望的同盟”，向世界訴求“和解的力
量”。安倍會對珍珠港事件遇難者表示哀悼，但直接謝罪和反省
的詞句不會被寫入感言。報道稱，今年5月奧巴馬訪問廣島時，
也沒有在發表感言時對投下原子彈表示謝罪。

美國《華盛頓郵報》26日稱，安倍此行是亞太邁向和解的
又一步，盡管此舉不會令韓國和中國滿足，他們要求日本正式就
二戰時的暴行道歉。

（綜合報導）27日上午，泰國警方出動5
個連警力以及軍方、特別案件調查廳和拆彈專
家等多個部門工作人員，聚在泰國最大寺廟法
身寺多個出入口，准備進入寺廟搜捕涉嫌洗錢
與詐騙的72歲前住持法勝法師。最終，因上
萬信徒的阻撓，抓捕行動被迫撤銷。今年6月
，泰國警方准備把法勝法師帶回警局問話，也
因為被數千名信徒阻擋，無功而返。

據泰國《世界日報》報道，27日早上7時
30分左右，泰國警方用擴音器朝法身寺內喊
話，承諾“不帶武器進入寺廟搜查，結束後便
立即撤回”，希望寺內人員配合拆除門外公共
區域內的圍欄，並把堵在門口的4輛車開走。
特案廳工作人員還在法身寺周圍使用無人機高
空拍照，觀察寺廟內的情況。寺方表示會配合
，但過了3小時，警方發現寺方不但未拆除門
外的攔網，反而在門內也設置攔網。於是，警
方只好自己動手拆除了5號門外的綠色攔網和
鐵絲網。

27日中午過後，負責搜查法身寺的泰國
警方表示，“今天的任務已經結束，我們沒有
對寺廟采取行動，因為裡面信徒和僧人眾多，
我們沒有接到進一步行動的命令。”寺廟方面
稱，目前寺廟內外的信徒和僧人共有一萬人。

泰國警方早在上半年就對法身寺前住持法
勝法師提出訴訟，指控其涉嫌洗錢、非法占地
等罪名，但法身寺對此不予理睬。今年6月，
泰國警方與寺方代表曾在媒體面前公開談判，
但寺方堅決不肯交出法勝法師。目前法身寺涉
及的案件多達43宗，警方多次要求進入寺廟
執法，並以停水停電相威脅，但法身寺不斷召
集大批信徒進行圍堵，警方無可奈何。

法勝法師案始於一起信用合作社款項被侵
吞案件。據《曼谷郵報》報道，空盞信用合作

社前社長蘇帕猜被爆在任職期間非法挪用公款
約110億泰銖(約合20.3億元人民幣)，被判刑
16年。泰國特別案件調查廳在對蘇帕猜的調
查中發現，他與法身寺的住持有過接觸，並將
其中近9億泰銖(約合1.67億元人民幣)捐贈法
勝法師及法身寺。法勝法師否認相關指控，稱
並未參與洗錢，從蘇帕猜處收到的捐助均用於
寺廟日常開支。特別案件調查廳認為，即使是
這樣，法勝法師也要接受傳喚，配合司法調查
。不過，據泰國《每日新聞》報道，法勝法師
多次以事務繁忙、身體不適等理由要求延期。
特別案件調查廳認為法勝法師刻意逃避傳喚，
向泰國刑事法院申請逮捕令。6月16日，泰國
警方對法身寺展開突擊行動，但最終沒有抓捕
法勝法師。

法身寺一直否認法勝串謀洗錢，稱這些指
控“毫無根據、居心不良”，稱該項指控背後
有政治動機。有消息稱，法身寺與泰國前總理
他信及他信的支持者“紅衫軍”聯系緊密。新
加坡《聯合早報》稱，法身寺事件可能牽扯到
政治問題。不過，《悉尼先驅晨報》27日報
道說，法身寺否認寺廟卷入政治，並表示法身
寺在泰國的各個政治派別中都有支持者，而且
信徒在寺廟裡不准談論政治。法身寺還表示，
如果逮捕法勝法師，將是泰國佛教毀滅的開始
。

法身寺位於曼谷近郊，是泰國最大最有名
的佛教寺院，占地面積相當於550個足球場，
擁有大量現代化設施。該寺廟有常住僧侶
1000多人，泰國不少地位顯赫的政商界人物
均是法身寺的信徒。據泰國《民族報》27日
報道，該寺有自己的電視台，電視頻道覆蓋
76個府，目前已被吊銷營業執照。

日本情報機構聲稱
警惕中國 “支持衝繩獨立”

（綜合報導）“日本認為有中國機構
在支持衝繩的獨立勢力”——日本公安調
查廳上周發布的年度報告近日被美國彭博
社和“美國之音”關注。該報告中稱，中
國的大學和智庫正在與衝繩的獨立組織建
立聯系，試圖分裂日本國內的公眾輿論。
彭博社稱，公安調查廳是日本的情報機構
。報告還警告必須關注中國在衝繩的活動
。

據報道，日本公安調查廳12月21日
公布年度報告《內外情勢回顧和展望》。
報告指出，中國以大學和智庫為中心，加
強了和衝繩要求“琉球獨立”有關團體等
的學術交流，加深了和這些團體之間的關系。
報告分析，交流的背景是為了在美軍基地集中
的衝繩，“形成對中國有利的輿論，潛藏著分
裂日本的戰略目的”。該報告還提到《環球時
報》曾經刊登評論，稱“不應把琉球稱為衝繩
”，“美國只是向日本交回了琉球的施政權，
琉球的歸屬尚未確定”。

《環球時報》記者27日電話采訪了日本公
安調查廳宣傳負責人。他表示，上述內容確實
被寫入了2017年版《內外情勢回顧和展望》。
目前，這個報告只向媒體公開，並沒有對公眾
發布。該報告主要是該廳職員撰寫的，全版將
在明年2月前後通過該廳網站公開。

據介紹，《內外情勢回顧和展望》最早出
版於1960年，此後每年出版，主要目的是反映
影響日本公共安全的周邊各國情況和展望、國
際恐怖勢力和國內各團體的動向等，為日本政
府制定政策提供信息和參考。該負責人告訴
《環球時報》記者，以往的報告曾提及中國，
但是衝繩是今年首次提及。他表示，報告內容

完全是根據事實進行背景分析。
“政府試圖將衝繩的反基地運動與中國聯

系起來”，日本網絡雜志《LITERA》23日發文
稱，公安廳稱中國在利用衝繩當地的反基地輿
論接近“琉球獨立”勢力，分化日美同盟，動
搖日本對釣魚島的所有權，但其真正意思或許
是警告“中國在煽動衝繩獨立”。評論稱，以
公安廳為首，日本右翼分子企圖以衝繩“獨立
論”延伸至“中國陰謀論”，來煽動民眾對中
國的敵意。

駐日美軍的大部分設施和人員都聚集在衝
繩，這成為引發衝繩和日本中央政府矛盾的最
重要原因。衝繩大學獨立學者劉剛27日告訴
《環球時報》記者，衝繩真正要求獨立的勢力
並不大，大部分民眾希望的是日本政府和其他
地區民眾消除對衝繩人的歧視，把他們看作真
正的日本人。今年10月，在衝繩縣一次縣民反
對美軍基地的抗議活動中，警衛隊員對抗議者
口出“野蠻人”“支那人”等歧視性語言，引
起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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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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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uo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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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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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Camry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2016 High Lander
終於等到零利息

（10 月 20 日起）

Bella 張
(281)223-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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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就在平安夜到來前夕，22
日，川普在推特上突然發布了一條消息
，稱美國“應當大力加強和擴充核能力
”。雖然川普的大嘴久已聞名，這次發
言也感覺是“興之所至”，但不到一個
月就要接棒地球上第一軍事強國的“統
帥”，這番言論還是讓人吃驚不小。

無獨有偶，就在川普發文前數小時
，普京也信誓旦旦表示，俄方要大力加
強核力量建設。

一天之內，世界兩大軍事強國均表
示要大搞特搞核武器，這給2016年年底
再次增添了幾分動蕩感，也給明年增添
了些許不安。

眾所周知，川普的推特既用來宣示
政策，也用來宣泄感情，這一次發言究
竟屬于哪一種，咱們還不好推斷。川普
團隊可能也自知有點莽撞，事後解釋也
無非重複了特總統“加強核力量”的說
法，對增加核彈頭數量等細節內容避而
不談。

但是，川普的這種提議並非空穴來
風，要知在美國國內，要求加強核力量
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多，俄羅斯方面亦是
如此。這背後的成因，錯綜複雜。

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美俄（蘇）
雙方在核武器領域已經簽訂了多輪裁軍
條約，最近一輪條約簽署于2010年4月

，由美國總統奧巴馬和時任俄羅斯總統
的梅德韋傑夫共同簽署。這份新的《削
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中規定
，美俄兩國各自部署的戰略核彈頭數量
為1550枚，各自擁有的投擲載具——洲
際導彈、潛射戰略導彈、可搭載核武器
的戰略轟炸機——總數不超過 800 枚
（架）。

與過去曆次美俄（美蘇）戰略武器
談判相比，2011年的條約大幅降低了雙
方戰略核武器的上限，被認為是奧巴馬
推行“無核世界”理念的重要政績。條
約還規定，美俄雙方需在簽約後7年內
完成條約規定的裁減額度。如今，雙方
基本兌現了相關承諾。

但是，在核武器領域，美俄也都留了
後手，在字面表達上玩起了“花招”。

例如，條約僅規定雙方各自“部署
”（deployed）核彈頭的數量，“部署
”被定義為安裝于戰略導彈之上的狀態
。但實際上，美俄均各自擁有大量尚未
“部署”的核彈頭，總額約達1.5萬枚
。這些平時存放于庫房中的核彈頭，可
以隨時轉化為“部署”狀態，只是所需
時間長短不同。又如，條約並未限制美
俄雙方的戰術核武器，而在美俄兩國軍
界和技術界，都有要求在戰場上使用低
當量戰術核武器的觀點，這無疑會降低

核戰爭的“門檻”。
另外，2010年條約的有效期為10

年。再過一兩年，美俄就要共同面臨一
個問題：是否續約？還是協商新條約？
如果考慮到舊條約規定的模糊地帶，以
及技術變化來的新威脅，若要談判新條
約，美俄之間勢必會有一番激烈的“討
價還價”。

當然，美俄還有各自的小九九。
對俄羅斯而言，錢是個大問題。財

政困難使其在短期內難以全面更新常規
力量，所以，充分發揮核武器的“兜底
”作用就順理成章了。只要核大棒在手
，俄羅斯的基本安全和國際地位就有保
障。但近年來，美國在東歐和西太地區
均大力加強了反導系統建設，這在相當
程度上影響了俄羅斯戰略核力量的威懾
效果。因此，俄羅斯必須進一步加強核
力量建設，比如提升導彈突防能力和精
度、加強核武器生存能力和隱蔽性等，
以確保對美的戰略平衡，以及對歐洲的
威懾。

美國當然首要維持在全球的戰略利
益。一方面加強反導系統建設，希望打
造無所不防的“堅盾”，另一方面又想
加強進攻性戰略武器發展，希望擁有無
堅不摧的“利矛”。但是，同時追求這
倆目標，必然要耗費巨大的人、財、物

資源，在具體實施中只能是“有主有次
”。從當前情況看，美國在反導系統的
投入雖會逐漸增加，但其受到政治和技
術因素的限制較多。比如有些“小弟”
在政治上不太配合，或國內意見就不統
一；有些反導技術尚不過關，難以確保
攔截概率。因此，如果要實現對俄羅斯
的戰略優勢，還是要將希望寄托在“矛
”上，這就要求美國對本已十分先進的
戰略核武庫實施進一步升級和改進。

其實，即使削減到今天的地步，美
俄手中的核武器也足夠毀滅世界N多次，
更不用說毀滅對方了。美俄之所以都要進
一步發展核力量，當然是要鞏固和加強自
己在軍事力量“第一陣營”的優勢。

近年來，各主要軍事強國的常規軍
力發展迅猛，範圍遍及海、陸、空、天
、網、電等各個領域，還出現了一批新
概念、新形態裝備。例如，由于航空和
航天技術的結合發展，以及人類整體工
業能力的提升，距地面20公裏~100公
裏的臨近空間正在成為新的戰場，飛行
速度動輒數倍甚至十幾倍音速的飛行器
已接近實用化。如果此類裝備投入使用
，未來戰爭形態可能發生重大改變。

所以，美俄都有一種危機感，希望
繼續保持對其他國家的領先地位。為了
這一目的，最簡便的方式就是打核力量

牌。畢竟，兩國在這一領域的積累最多
，底子最厚，對其他國家還有相當的存
量優勢。

無論川普發言是信口開河，還是已
經制定了一套詳細計劃，有一點可以確
定：在他執政期間，美國對發展核力量
將是較為積極的。

冷戰之後，人類本以為已經遠離了
核競賽的陰影，但現在看，這一陰影並
未遠去，一直在我們身邊遊蕩徘徊，隨
時准備返回。如果在美俄的推動下，在
國際範圍內出現新一輪的戰略武器競賽
，那麼其他中等核國家也將面臨重要抉
擇：不僅要應對日常的常規威脅——地
緣對抗、恐怖襲擊、經濟及金融風險、
能源安全等，還要溫習冷戰時的經驗，
在核領域投入更多資源。

必須提及的是，美俄的戰略武器發
展，也許相互之間是平衡的，但很可能
會拉開與中等核國家之間的差距。特別
是美國一手磨“矛”、一手造“盾”，
不僅是意在對俄平衡，還在于確立對其
他有核國家的絕對優勢，這顯然是其他
有核國家不能接受的。

如果新一輪核力量競賽真的到來，
那在可預見的將來，各中等核國家也會
被迫大力加強戰略核力量投入，維護自
身權益。

美國俄羅斯宣布核擴充後
其他國家可能也會被迫加入

綜合報道 俄羅斯交通部長馬克西
姆·索闊洛夫（Maxim Sokolov ）星期
天說，調查人員正在調查俄軍圖-154型
飛機墜機的一切可能原因，包括恐怖襲
擊。這架載有92人的飛機從索契起飛後
墜落黑海。

此前，俄羅斯國防部說，一架載有92
人的軍用飛機從度假城市索契起飛後不久
就在黑海墜毀，機上乘客包括著名的軍方
亞曆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的成員。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 News）報
道，有關官員說，在俄羅斯海岸外發現
了飛機殘骸和一些屍體。在距離海岸1.5

公裏的70米深的水下發現了飛機主體。
俄羅斯32艘船和3000多名搜救人

員--包括來自俄羅斯各地100多名潛水
員在內--都在墜機地點附近的沿海搜救
。直升機、無人機和潛水器用于尋找屍
體和飛機碎片。強力探照燈已運到現場
，准備通宵搜救。

到當地時間星期天傍晚，搜救人員
共找到11具屍體。

稍早一名俄羅斯官員說恐怖襲擊的
可能性不大。但是在星期天下午，幾名
專家說有些因素暗示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包括機組人員事先沒有報告任何故障

和飛機碎片散落到如此大的範圍。
黑海搜索區面積達10平方公裏，由

于潛流會將碎片和屍體衝進外海，搜救
異常困難。同時，由于圖-154飛機記錄
儀不發射無線電波，要在海底確定其位
置也是一種挑戰。

俄羅斯軍方的圖-154型飛機從黑海
度假城市索契起飛後兩分鍾後墜落黑海。
失事飛機正從首都莫斯科前往敘利亞拉塔
基亞省（Latakia），中途經停索契加油。

失事飛機上的乘客有世界著名的俄
羅斯軍隊合唱團，他們前往俄羅斯軍事
基地舉行新年音樂會演出。

俄羅斯表示將調查
墜機的一切可能原因

亞曆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2016年3月31日在莫斯科舉辦音樂會。

綜合報道 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是被
美國中情局(CIA)密謀刺殺的？台灣《中
時電子報》12月25日發布了題為“美
國的陰謀？ 傳CIA刺殺俄羅斯大使”的
文章。文章援引土耳其媒體報道，稱
CIA是刺殺案的主謀。

《中時電子報》稱，俄羅斯駐土耳
其大使安德烈·卡爾洛夫19日被刺殺後
，震驚各界，而最近更有許多土耳其媒
體將矛頭指向美國，認為是美國中央情
報局(CIA)和歐美同盟策劃暗殺，目的是
要破壞土耳其和俄羅斯關系。

《中時電子報》稱土耳其媒體表示
，CIA是此次刺殺案的主謀，行凶的警
察梅夫呂特·阿爾滕塔什則是歐美派來的
間諜。有消息稱俄羅斯上議院防衛安全
委員會副主席克林茨維奇(Frantz Klint-
sevich)分析，稱暗殺是有預謀的行動。

事件發生後，土耳其和俄羅斯雙方
沒有交惡。土總統埃爾多安和俄總統普
京共同發表譴責聲明，稱有一股勢力要
破壞敘利亞和平，普京還強調必須揪出
幕後主謀。

刺殺俄大使事件發生後不久，有媒
體援引土安全人員的話稱，凶手與居住

在美國的“居倫運動”領導人居倫有關
。今年7月15日土發生未遂軍事政變後
，土政府認定政變主謀為居倫。

在核實《中時電子報》附在該篇報
道後的“文章來源”時發現，發布該文
章的英文網站為一家名為Global Re-
search的獨立研究和媒體機構，主要研
究全球化。該組織是注冊在加拿大魁北
克的非營利機構。其發布的文章只是猜
測CIA是否是刺殺事件的幕後凶手，並
未給出直接證據和答案。

另一篇來自MintPress News網站
的 文 章 “Pro-Govt Turkish Media
Blames CIA For Russian Ambassador
’s Assassination”援引了一個Twitter
賬戶的推文。名叫Isobel Finkle的用戶
12月19日發布了兩張報紙照片，並配
以推文內容：“所以親土耳其政府的報
紙已經非常確定這一切(刺殺活動)是西方
幹得好事。”

Isobel Finkle賬戶描述為彭博新聞
社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編輯。並且鏈接
了一個同樣名為Isobel Finkel的彭博社
工作人員主頁，不過目前無法證實這兩
人是否為同一人。

是CIA幹掉了俄駐土大使？
至少在土耳其，有人這樣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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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VIP BEAUTY DESIGH
Mon-Sat 10 am - 6 pm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72

713-933-4878

女士剪髮 $18
男士剪髮 $8
燙髮 $50

染髮 $30(男) $45(女)

貴賓美容美髮設計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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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洗包括洗、、吹吹、、剪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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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中反移民情緒繼續發酵
多州擬立法嚴加限制

綜合報道川普競選期間大力宣揚的
嚴格限制難民和移民的說法正在蔓延到
多州，部分州議會准備明年初立法嚴加
限制難民和移民。

在今年前11 個月僅僅接受了9 家難
民的蒙大拿州，同難民、移民和恐怖主
義相關的十多項法案已經在下個月新立
法會期之前提出。那些法案包括難民安
置機構必須有保險，用于起訴可能出現
暴力犯罪難民的開支並允許各市鎮要求
停止在自己社區的難民定居活動。

據美聯社報道，難民權益人士說，
這些立法措施正是大選中反難民言論向

州議會和地方政府蔓延的溢出效應。
蒙大拿美國公民自由聯邦政策主任

洛西（S.K. Rossi）說，人們都知道保
護
難民和移民權益者將遭遇困難年頭。

當選總統川普曾經宣揚要在美墨邊
境建設高牆阻擋非法移民，遞解在美的
非法移民並停止對難民的安置，以加強
聯邦政府對他們的審查。

部分保守派議員候選人利用川普的
說法並制訂自己的競選綱領。蒙大拿州
眾議員辛克（Ryan Zinke）就多次聲稱
兒童恐怖主義分子可能溜進美國。

明尼阿波利斯人權組織副主任麥肯
齊（Michele McKenzie）說，除了聯邦
政
府可能發生的變化之外，反移民團體正
在將各州和地方政府作為推動限制性措
施的目標。

他說，那就導致對移民的深度恐懼
。麥肯齊說，“那絕對不會隨著大選結
束而停止。那是為數不多卻組織良好的
反移民、反難民人士的全國策略。”

雖然還不知道川普能否兌現齊競選
承諾，但他的當選卻足以促使印第安納州
參議員德爾弗（Mike Delph）不再提出

涉
及非法移民的任何新立法。研究了8個月
非法移民問題的德爾弗說，大選之後，美
國政府的行動會消除各州的移民問題。

但其它州的議員則不願等待聯邦政
府行動，而是要尋找方式，給予各市鎮
在聯邦安置過程中的發言權。

蒙大拿州來自拉瓦裏縣（Ravalli
County） 的眾議員巴倫斯（Nancy Bal-
lance）
說，那是該縣的巨大問題，人們希望看
到立法。

該縣附近的自由派基地米蘇拉市接

受了該州的全部難民，並批准到今年9
月再接受150 人。那種措施讓周圍農村
地區居民緊張。

該 州 共 和 黨 參 議 員 基 南 （Bob
Keenan）說，如果米蘇拉願意采取軟著
陸項目，就讓他們去幹。但是，其它地
方不願意將社區服務資金用于他們的軟
著陸。洛西說，部分州立法同聯邦難民
政策相衝突，可能導致官司。但僅僅是
提出
這些法案就能加劇反移民和仇外情緒。
也許他們無法從法律上破壞難民程序，但
那種公開談話就足以在社會上造成破壞。

歐巴馬任內最後聖誕講話
美國將變得更強大

綜合報道 總統歐巴馬的任期即將完
結，他與第一夫人米歇爾在白宮作出8
年任期的最後一次聖誕講話，除了一貫
大演幽默外，他們再次借文告感謝為美
國服役的軍人及其家人，並祝願大家有
個快樂聖誕。

聖誕講話星期六在社交媒體上發表
，歐巴馬夫婦回顧第一年聖誕文告的蝦
碌片段，隨後就大贊美國軍人，稱：
“他們的勇氣和奉獻使我們其他人能享
受這個節日。”米歇爾呼籲民眾可以透

過她與副總統拜登發起的一個全國項目
，幫助社區的軍人家庭。

歐巴馬指與太太過去8 年來收到最
大的禮物，就是成為總統和第一夫人服
務美國人民；他們一起克服80 年來最
嚴
重的衰退，失業率降至9 年以來最低，
多項措施得以落實，令美國比他上任時
更強大。

2 人回憶多年來在白宮接待過數以
10 萬計的賓客，歐巴馬趁著普天同慶的

節日，重申關懷與分享的重要，無論對
待猶太裔、伊斯蘭等不同背景的美國人
，都應該一視同仁。

歐巴馬又再次感謝有機會連續兩屆
任期為美國人民服務，表示在過去8 年
，米歇爾和他所收到的最大的禮物，就
是擔任他們的總統和第一夫人的榮譽。
不過在片段中，並無提及即將上任的川
普。

川普所提名白宮通訊主任
拒絕接受新職被曝婚外情

綜合報道 當選總統川普兩天前提名
米勒（Jason Miller）擔任白宮通訊主任
之後，米勒決定不接受那一職位。

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
聲稱家庭原因的米勒說他不會去白宮任
職，將把自己的通訊主任任務交給共和
黨全國委員會通訊主任、川普新提名的
新聞秘書斯派塞（Sean Spicer）。

米勒在提供給CNN 的聲明中說，
這
個星期同家人在一起--這也是2015 年
3 月
以來同家人在一起最長的時間--之後，
感覺現在最高優先是同家人在一起，而
不是開始白宮通訊主任的新工作。他還

提到，預計第二個女兒下個月出生。
米勒今年6 月作為高級通訊顧問加

入川普的競選團隊。他此前為參議員克
魯茲的競選團隊工作。

米勒星期六宣布不接受川普的提名
時，聲稱為家庭原因。但英國《每日郵
報》說，他實際上在改變心意之前24
小
時，川普的一名高級職員德爾加多（AJ
Delgado）已發出系列推特，提出令人震
驚的指控。

德爾加多的推特稱，祝賀私生子的
爸爸被提名白宮通訊主任。她隨後刪掉
那一推特。她的另一推特稱，如果你要
大膽並發出胡扯推特來幹擾，就需要米

勒到首都。人們要優雅地辭職或拒絕，
那就有點可怕。她還說，在被稱為2016
年愛德華茲（John Edwards）之前，米
勒
應當昨天辭職。前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
茲曾經同情婦生有一個孩子並一再否認
，直到2010年1月承認。

米勒和德爾加多今年處于爭論中心
：他們被暴露在最後一場總統辯論之前
一起訪問拉斯維加斯一家俱樂部Sap-
phire
Las Vegas。那是面積達7 萬平方尺的
半裸娛樂場所，以最好的雞尾酒、香檳
和雪茄等著名。

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
川普顧問聲稱：宜速戰速決

綜合報道“如果要跟中國打貿易戰
，遲早要解決，那不妨早一點打，早點
結束。”剛被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提名為
特別顧問的卡爾·伊坎22日接受美國全國
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采訪時這樣稱
。伊坎是有“華爾街之狼”之稱的著名
億萬富豪投資人，他的主要職責將是修
訂聯邦監管條例，但其建議“對華貿易
戰應速戰速決”的表態引起媒體關注。

川普21日在任命伊坎的聲明中說，
美國目前面對的是一堆令人窒息的監管
條例，在梳理修訂這些條例方面，伊坎
的幫助將會是無價之寶。這一提名很快
就引起廣泛關注。伊坎本人在接受CN-
BC
采訪時表示，那些認為他巨大的商業
交易與他的顧問角色會發生利益衝突的
批評讓他感到驚訝，“老實說，我很驚
訝，竟然有那麼多的質疑，我可是在業
界口碑很好的。”他同時稱，他在所有
行業的公司與自己在川普團隊中的角色
都沒有瓜葛。

不過，真正讓伊坎陷入爭論的是他
對中國貿易戰的一段表述。他稱，“如

果要跟中國打貿易戰，我們遲早要解決
這個問題。類似事件曾發生過，對市場
造成了嚴重震蕩。但如果真要這麼做，
就趕快做完。”CNBC 稱，伊坎同時表
示，“這不是我所決定的，我也不會介
入新政府的對華政策”。報道稱，伊坎
的這番表述，再加上川普在同一天任命
經常批評中國貿易政策的納瓦羅主掌白
宮新成立的全國貿易委員會，中美貿易
戰似乎進入了“一觸即發”的狀態。

“川普的貿易談話是否在故意引起
迷惑？”《華爾街日報》22 日引述華盛
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
員鮑恩的分析稱，川普如果發動貿易戰
提高貿易壁壘，美國跨國公司將遭殃，
全球制造業的供應鏈將受到衝擊，這種
“逆全球化”會拖累全球經濟。BBC22
日發文稱，“和中國打貿易戰，川普是
認真的嗎？”川普及其團隊口口聲聲稱
“要把制造業的美國工作崗位搶回來”
，但不少專家都警告這並不現實，“川
普選擇錯了戰場，知識產權才是真正的
戰場”。

自家慈善基金被調查？
川普：解散!

綜合報道 美國候任總統川
普打算解散其有爭議的慈善基金
，目前該基金正受到紐約檢察院
的調查。

川普周六在一份聲明中稱，
為了避免與總統職位出現任何衝
突，決定用其它方式追求自己的
慈善事業。

川普將在 2017 年 1 月 20
日
宣誓就職，他正在尋求退出其商
業帝國。

川普基金目前正受到紐約檢
察院調查，紐約檢察院稱其違反相應規
則，基金管理人使用慈善資金裏的錢來
使自己或者不合規定的人受益。

據《華盛頓郵報》此前報道，基金
的錢被用在川普的商業事業上，包括用
在佛羅裏達州的棕櫚灘的一個俱樂部，
川普常在該處度假，還被用在購買運動
設施等。

不過，川普在聲明中表示，川普基
金會數年來為支持退伍軍人、兒童等群
體和組織付出了數百萬美元，做了很多
有益的事情。目前，紐約總檢察長稱，

川普基金不能在調查尚未完成前解散。
紐約總檢察長10 月份已要求川普的

基金會停止在紐約州的籌款活動。檢方
在一份通知中說，川普基金會並沒有完
整的注冊登記證明，並要求其“立刻停
止在紐約籌措資金”。

文件顯示，川普基金會自2008 年
來
就依賴于人們的捐款。紐約州總檢察長
辦公室說，川普基金會沒有依據紐約州
的法律注冊。這一法律適用于每年籌款
超過2.5萬美元的慈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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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韓國周刊《時事雜志
》本月25日報道稱，被視為下任韓
國總統熱門人選的聯合國秘書長潘
基文，先後于2005年及2007年，
收受韓國制鞋企業泰光實業會長樸
淵次共23萬美元賄款。

報道稱，樸淵次2008年因涉嫌
逃稅及行賄被捕，行賄對象包括前
總統盧武鉉。當年負責調查樸淵次
貪汙案的前檢察官李仁圭稱，他對
此事一無所知。

據了解，韓國《時事雜志》引
述接近樸淵次的消息人士稱，樸淵

次曾于2005年到首爾南部漢南洞的
外長官邸，將一個裝有20萬美元的
紙袋，交給時任外長潘基文。兩年
後，樸淵次要求美國紐約一間餐廳
的東主，將3萬美元款項交給剛獲選
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

該雜志又引述樸淵次的律師指
出，樸淵次于2009年3月承認曾將
賄款交給潘基文，但檢方為免損害
國家利益，因此隱瞞此事。

該律師補充稱，由于韓國賄賂案
有效起訴期為10年，即使潘基文確
于2005年受賄，當局現時也無法起

訴他，而2007年涉款較少，加上樸
淵次透過經常光顧的餐廳行賄不合常
理，當局未必會因此起訴潘基文。

當年調查樸淵次貪汙案的最高
檢察官辦公室前首席檢察官李仁圭
25日稱，他無法確定相關報道的真
實性，又重申他對潘基文是否涉案
一無所知。潘基文嚴辭否認2005年
出任韓外長期間受賄，要求《時事
雜志》正式道歉及撤回報道。

聯合國發言人迪雅裏克發聲明稱
，有關報道“完全失實及毫無根據”
，將就事件向雜志總編輯發出官方信

函。樸淵次則堅稱在2005年5月獲邀
到外長官邸晚宴時，沒與潘基文私下
會面。

調查“閨蜜幹政”醜聞的韓國
獨立檢察組發言人25日表示，當局
只能以公開搜查方式進入青瓦台，
以找出“幹政門”證據，以及總統
樸槿惠于前年“世越”號事故發生
後7小時內的行蹤。

輿論認為這意味獨檢組將在全
民圍觀下進行搜查，向以軍事重地
為由拒絕讓調查人員入內的青瓦台
施壓。

韓媒稱潘基文任韓國外長時
曾受賄聯合國發言人否認

綜合報道 揭開二戰太平洋戰爭
序幕的珍珠港事件，發生距今已有
75年。逝者已逝，生者傷痛仍在。
為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本月26日
、27日將首次對珍珠港進行訪問，
對戰爭死難者進行悼念，並與即將
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舉行最後一
次首腦會談。

從戰爭敵手到宣稱和解，撥開
曆史的沈重迷霧，“克服過往”，
不作出“道歉”等關鍵表態，只提
“反省和會晤”，是安倍為展示日
美同盟“友好未來”而對此行定下
的基調。由此，一場關鍵詞明顯殘
缺的“曆史性和解”大劇，即將尷
尬上演。

“我和歐巴馬總統將一同前往
珍珠港。希望‘勿忘珍珠港’成為
象征和解力量的口號。”對于此行
，安倍20日在東京演講時曾如是表
示。但對于美國而言，珍珠港是因
遭偷襲而蒙受巨大損失的屈辱之地
，“勿忘珍珠港”原本是發誓向日
本複仇的口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
港發動了襲擊，有2400多名美軍士
兵和平民在日本偷襲珍珠港時喪生

，18艘美軍戰艦被炸沈或毀壞。此
外，美國還損失了164架飛機，日
本則有62人死亡，主要為飛行員。

由此，美國于次日正式對日本
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
爭就此拉開帷幕。今年剛好是該事
件發生75周年。

為促成此行，早在歐巴馬5月
訪問廣島後，美國媒體就開始造勢
“期待安倍訪問珍珠港”，隨後安
倍夫人便在8月以“個人身份”先
行訪問。11月秘魯APEC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期間，兩國首腦對此正式
達成共識。日美8日還首次在珍珠
港聯合舉行了追悼儀式，可謂鋪墊
已久。

其實，作為在任日本首相訪問珍
珠港，此前已有1951年吉田茂的先
例。據日本外務省稱，因當時日軍偷
襲而沈沒的美國戰列艦上的“亞利桑
那紀念館”尚未建設，因此訪問該館
安倍將是首次。日方還強調，此舉也
是為在下屆特朗普政府上台前督促其
繼承日美“堅固紐帶”。

然而，這樣“具有曆史意義”
的訪問，安倍卻有意錯過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發的正日子，選擇在

聖誕節期間進行。有分析稱，安倍
這種“刻意的低調”無疑是想避免
引來更多的批評與抗議。

行程顯示，安倍將于 26日出
發，抵達後先與歐巴馬舉行首腦會
談，之後于27日一起前往珍珠港
祭奠，並在日軍偷襲中幸存的退役
軍人等面前發表感言。此外，安倍
還將向安葬二戰戰死美軍士兵的太
平洋國家紀念公墓獻花。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防衛相稻田朋美將隨同
出訪。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指出，
“(此訪)是為了悼念，而非道歉。”
盡管曾引起美國一些議員、韓裔和華
裔民間團體以及反戰組織的抗議，安
倍在發言中可能仍會與此前在美國國
會的演講一樣，提到對過去戰爭的
“痛徹反省”和“深刻悔悟”，不說
道歉，力求與歐巴馬訪廣島時不道歉
的基調“保持平衡”。

而安倍早在宣布訪問珍珠港消
息後就對日媒說：“這下子，‘戰
後’(日本的“戰後體制”)就可以完
全結束了。以後的首相，把珍珠港
作為曆史一幕就可以了。日本右翼
團體傳播曆史事實協會執行主席茂

木弘道更對此放言：“為什麼要道
歉？(道歉)將是愚蠢之舉

對于安倍此番表態，曾親身經曆
過珍珠港事件的美國二戰老兵傑伊·
格羅夫近日指出，安倍應該向美國民
眾“正式道歉”。格羅夫認為，除非
安倍做出道歉，否則他很懷疑美國與
日本能否達成真正的和解，“在(日
本)首相做出道歉以前，‘給往事畫
上句號’絕對不會發生”。

《華盛頓郵報》也指出，安倍
此訪可能激怒其右翼政府中的保守
勢力，安倍雖贊成保守人士的一些
觀點，但他也采取了實用主義的策
略，在討好美國和極右勢力之間尋
求平衡。同時要求美國給更大的自
主權，以承擔更多牽制鄰國的任務
為借口，實現所謂“正常國家”的
夙願。

而對于兩國“和解”的前景，
日本《每日新聞》指出，雖然日美
在二戰後構建了穩固的聯盟，但這
種聯盟背後是兩國民眾對戰爭的複
雜情緒。對日本來說，美國向廣島
和長崎投放了原子彈，而對美國而
言，日本偷襲了珍珠港。這是雙邊
關系中依舊存在的芒刺。

安倍將首訪珍珠港祭奠死難者
克服過往但不道歉

綜合報道 韓國負責調查“親信幹政”事件的獨
立檢察組２４日和２５日接連傳喚三大關鍵人物，並
稱正考慮搜查青瓦台。

據韓國媒體報道，獨立檢察組２５日在辦公室問
訊了青瓦台前附屬秘書鄭虎成，重點盤問了總統樸槿
惠在機密文件外泄過程中起到何種作用，及事件核心
人物崔順實在多大範圍內幹預國政。檢察組２４日傳
喚了崔順實，聽取其個人供述，傳喚具體內容未被公
開。

檢察組還在２４日和２５日接連兩次傳喚前文化
體育觀光部次官金鍾。金鍾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協助崔
順實斂財，被檢察組視為辦案突破口。檢察組發言人
２５日還表示，正考慮公開搜查青瓦台，被韓媒解讀
為向一直拒絕調查人員進入的總統府方面施加壓力。

韓國檢方上月對崔順實、鄭虎成及青瓦台前政策
調整首席秘書安鍾範提起公訴，同時指稱樸槿惠與崔
順實等人存在共謀嫌疑。韓聯社報道，鄭虎成涉嫌向
崔順實泄露青瓦台及政府文件，他留有與樸槿惠和崔
順實通電話時的若幹錄音，可能將成為本案重要證據
。崔順實１９日首次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出庭時，全
面否認指控。

“親信幹政”事件引發韓國民眾極大憤怒，國會
通過總統彈劾案沒有平息民眾的不滿情緒。大量民眾
２４日晚在首爾光化門廣場舉行第九輪周末集會，要
求憲法法院加速對總統彈劾案的審理。

韓國A頻道23號再爆猛料，一段對話錄音顯示
，早在17年前崔順實便是對樸槿惠施加影響力的
“秘密實權人”。

韓媒稱，崔順實表面上稱當時的樸槿惠為“議員
”，但說話的語調，卻是命令語氣。

據報道，時長約30分鍾的錄音文件來自17年前
，即1999年6月份。當時，樸槿惠通過補選，踏入
政界，擔任韓國大國家黨副總裁，是一位“政治新人
”。錄音文件中，樸槿惠與崔順實、還有另外兩名男
性工作人員，就“組建樸正熙紀念館推進委員會”等
問題討論。當樸槿惠提出意見時，崔順實中途打斷。

韓國A頻道評論稱，從錄音文件可以看出，整個
對話都是由崔順實主導，在長達30多分鍾的對話中
，樸槿惠的發言時間只有2分50秒左右，而崔順實
的發言時間則達到6分40秒，是樸槿惠的2倍以上。

韓國獨立檢察組
傳喚"親信幹政"
事件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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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島線專列提早5分鐘海怡開
黃竹坑站接駁設施就緒 熟食商戶憂客量不增反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耗資 169億（港元，下同）、工程歷時 5

年半的港鐵南港島線（東段）28日通車，為期待新線已久的南區居民，提供

多一個交通選擇。港鐵28日特別安排一班“南港島線開通專列”特別車，於

早上 5時 55分由海怡半島總站開往金鐘，29日起頭班車將回復於 6時開出。

另外，設有最多接駁巴士及小巴線的黃竹坑站，接駁車站的設施已準備就

緒，惟毗鄰熟食中心卻有商戶擔心，通車後客量會不增反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禮傑）香港警方與支援
本地少數族裔人士的社福機構合作，上月起全港警
署報案室均提供七種少數族裔語言免費電話傳譯服
務“裔意通”，不諳中、英語的少數族裔報案者可
與當值警員及機構翻譯職員進行“三人會議”通
話，令警民雙方即使言語不通，也可即時明白對方
需要。警方強調，會在刑事或緊急案件繼續沿用司
法機構認可的傳譯人員。

社福團體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服務中心“融
匯”，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免費的七種語言電話傳
譯服務，包括印尼語、印度語、尼泊爾語、旁遮普
語、他加祿語、泰語及烏爾都語，警方2014年11月
起與機構合作將服務引入至警署報案室，先在尖沙
咀、油麻地及深水埗警署推行試行計劃。在翌年6月
起，計劃擴展至九龍城、元朗、八鄉、屯門、葵
涌、觀塘及柴灣7間報案室。至本年11月1日，“裔

意通”計劃在全港報案室和報案中心全面推行。
當不懂中文或英文的報案人在公眾假期外的星

期一至日，早上八時至晚上十時到警署尋求協助
時，當值警員會提供寫有七種語言的計劃簡介紙卡
予報案人選擇，及後警員會致電“融匯”，與翻譯
人員及面前的報案人進行電話“三人會議”，報案
人會以選擇的語言與人員溝通，人員再以英語向警
員翻譯。

已使用143次 每月檢討
警方西九龍總區警司（行動）張惠華指，試驗

計劃進行接近兩年期間，“裔意通”已被使用143
次，當中主要包括處理一般查詢、報失財物、拾獲
財物、襲擊、糾紛等。
他又強調，“裔意通”只提供輔助性質的報案

室傳譯服務，當警方遇刑事或緊急案件時，會繼續

沿用司法機構認可的傳譯人員。
“裔意通”現時每種語言有一名翻譯職員，張

惠華表示，從計劃試行時使用次數看，不擔心推展
至全港後人手會不勝負荷，警方會每月檢討成效，
有需要時會與“融匯”溝通。

“裔意通”七語報案“三人談”全港推行

南港島線28日正式通車，港鐵於頭班車開
出前，在海怡半島總站舉行通車儀式，

並特別安排了一班“南港島線開通專列”，於
5時55分從海怡半島站開出，而由金鐘開往海
怡半島的頭班車，則約於6時10分開出。
隨着港鐵新線開通，香港運輸署為居住

距港鐵站較遠地區居民，提供了8條重新編排
的接駁公共運輸服務，其中7條的總站或中途
站均設在黃竹坑港鐵站下的公共交通交匯處。
使用成人八達通鐵路乘客轉乘其中5條接駁專
線小巴路線，將可享3角至1元折扣優惠。

記者27日前往黃竹坑站探察，發現接駁
車站的設施已準備就緒，巴士公司及小巴營辦
商在站頭裝設了路線圖及收費表等資料，更有
小巴營辦商準備了宣傳單張，供乘客自行取
閱。新巴城巴多位車長亦到場了解巴士站的準
備情況。另外，記者亦到海怡半島站查看，發
現因進行港鐵工程而需復修的路面，已大致修
妥。

商戶：生意需觀察兩個月
新線啟用，沿線居民因日後出行更方便

多表歡迎，不過鐵路站附近商戶卻未必有相同
看法。位於黃竹坑站毗鄰的南朗山道熟食中
心，內有多家不同種類食肆，平日有不少於附
近工廈及寫字樓工作人士光顧。
經營泰菜的食肆“泰歡迎”老闆楊小姐

表示，難以預計新線通車後生意會否增加，因

他們雖位於地鐵站旁，食客容易到來，惟同時
亦方便了他們前往他區光顧。她希望港鐵通車
後，可帶旺區內發展。
熟食中心另一商戶、珠記茶餐廳老闆張

小姐說，實無法預料通車後客量如何，不過自
從有行人天橋連接中心正門及附近商廈後，由
於不用再過多條馬路及日曬雨淋，多了在商廈
工作人士前來光顧，但實際生意如何，仍需看
這一兩個月的情況。

市民“試車”各有各算
雖然有新線開通，但未必人人選搭。於

黃竹坑站附近居住的葉小姐表示，只有需要
過海如前往尖沙咀，才會乘搭地鐵，但如往
中環、銅鑼灣等港島地區，直接乘搭巴士更
方便。黃竹坑居民陳先生同樣表明不會乘港
鐵，更擔心會為地區帶來人流擠迫及噪音等
問題。
居於旺角但不時前來黃竹坑足球場踢球

的鄧先生說，乘搭港鐵前來雖然所需時間較巴
士快，也較易預計時間，但因車費比巴士貴，
所以未必會乘搭。
其球友徐先生居於利東邨，在柴灣上

班，現時需費一小時乘搭兩轉巴士，才可到達
目的地；未來港鐵開通後，預計車程只需40
分鐘，故會選搭。但他坦言，初期只會在下班
時才乘搭，因擔心在金鐘轉車會太擠塞，阻礙
上班。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黃竹坑站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張小姐 莫雪芝攝 ■葉小姐 莫雪芝攝

■楊小姐 莫雪芝攝■鄧先生（左一），徐先生（右一）。 莫雪芝攝 ■陳先生 莫雪芝攝

■黃竹坑站接駁巴士及小巴線。 莫雪芝攝

■香港警方上月起在全港警署報案室提供“裔意通”
服務。 莊禮傑攝

金鐘站 海怡半島總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現時用戶對流動寬頻
的要求愈來愈高，既要上網速度快，又要網絡穩定，
為滿足用戶需求，發展5G網絡勢在必行。香港城市大
學電子工程學系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獲國家工業
和信息化部的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撥款1,100萬港元資
助，研究小型超輕天線，減輕5G基站天線的重量和大
小以發展5G網絡，估計5G將在2018年首度作全球試
用，並在2020年東京奧運正式示範操作。

5G網絡計劃有助增加每個面積單位可覆蓋的流動
寬頻用戶人數，提高每月可使用的數據用量（以10

億位元組計算），甚至沒有用量上限。5G能支援更
多元化的大數據程式應用，滿足用戶更多不同的體
驗，例如健康監察和動態照片，假設利用4G的最高傳
輸速度是1Gbps，在5G則可達6Gbps甚至50Gbps。

為配合上述發展，未來的5G基站天線需設大量
天線元件，以支援高速的大量輸入和輸出系統網
絡。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毫米波國家重點
實驗室成員黃衡表示，基站天線建築物龐大且有一
定重量，增加建築物天台負荷，加上本港建築物租
金高、基站面積大亦面對安裝成本高昂，日常網絡

維修更困難等問題。
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獲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助1,100
萬港元，在2015年展開“TD-LTE小型介電質諧振
器基站天線的研發及工業應用”研究計劃，研發出
小型超輕天線。

新天線的重量減低一半，大小則縮減三至五
成。同屬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成員、城大電子工
程學系講座教授梁國華是研究天線和介電質材料應
用的專家，他和研究團隊棄用金屬物料製作天線，
改用具極佳電氣特性的塑料聚合物，並透過3D打印
製作，以製成超輕巧的天線。

料明年中完成 東京奧運示範
團隊預計在明年中完成研究，正好配合5G網絡

於2018年首度作全球試用，並在2020年東京奧運時
正式示範操作。上述計劃的研究人員除了黃衡和梁國
華，還有城大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毫米波國家重
點實驗室副主任薛泉參與，而計劃亦有多家機構和研
究人員參與，包括京信通信技術（廣州）有限公司、
江蘇江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郵電大學。

城大研超輕天線 助5G網絡起步

■城大透過3D打印技術
製作超輕巧天線。

城大供圖

■■城大獲城大獲11,,100100萬港元資助發展萬港元資助發展55GG網網
絡超輕天線絡超輕天線。。 黎忞黎忞 攝攝

公院擠爆情況（部分）

醫院

威爾斯

聯合

伊利沙伯

明愛

博愛

瑪嘉烈

資料來源：香港醫院管理局 製表：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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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午夜
佔用率

11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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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4%

10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尹妮） 聖誕假期不
單只餐廳及主題樂園人頭湧湧，就連公立醫院
急症室也“迫爆”。香港醫院管理局公佈，公
立醫院急症室於拆禮物日（boxing day）全日合
共錄得5,824首次求診人次，雖然略低於非服務
高峰期的數字，但整體內科住院病床佔用率達
101%。當中以威爾斯親王醫院錄得最高佔用
率，有118%，其次是聯合醫院和伊利沙伯醫
院。
醫院管理局27日公佈12月26日公立醫院

冬季服務高峰期數據，全日合共錄得5,824首
次求診人次，經急症室入內科為891人次。威
爾斯親王醫院則錄得389首次求診人次，當中
有66人經急症室入內科，內科住院病房在午夜
時“迫爆”，佔用率為118%。

其次“迫爆”的是基督教聯合醫院，於12
月26日錄得486首次求診人次，82人經急症室
入內科，內科住院病床佔用率則升至111%。
而伊利沙伯醫院的內科住院病床佔有率也高達
106%，明愛醫院也錄得105%的高使用率。

聖誕求診“爆燈”
威院入住內科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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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岸上 26日起張貼了多張通
告，顯示明年4月30日前，考

古隊將在江口大碼頭至江口崖墓博物
館區間的河道內進行考古發掘。

完成圍堰明年4月底前發掘
圍堰施工隊在11月25日進場，

目前圍堰已經完成，張獻忠沉銀中心
區域之一將迎來首次考古發掘。文保
部門相關人士表示，江口沉銀遺址即
便有船，也早就毀了，船上的物品散
落四處，夾雜在河床砂石中。所以要
利用圍堰，把水排乾了再發掘。

此次考古發掘項目的領隊之一、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
研究員周春水表示，此次考古發掘如
果進展順利，2017年4月30日前，在
發掘完批覆的2,000平方米區域後，
將根據情況向下游繼續發掘。

學者：江裡寶物定比已出土多
張獻忠沉銀遺址早前被盜掘，多

件文物被變賣到全國各地。四川省警
方今年10月追回逾千件文物，包括
“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據報涉案
交易金額高達3億元人民幣。另有70

名疑犯落網。
張獻忠是陝西延安人，1630年參

加農民起義，一度佔據武昌、長沙，
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區。
1646年，張獻忠在四川西充鳳凰山與
清軍戰鬥時被箭射死，兵敗四川時曾
有大量金銀財寶沉入岷江。

根據文獻，張獻忠沉入岷江的財
富“累億萬，載盈百艘”，甚至有指

是“千船沉銀”。有學者指出，實際
可能沒有這麼多，“幾艘是有可能
的，幾可肯定的是江裡的寶物，肯定
比已經出土的多”。而出土的文物對
研究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歷史具有重要
意義。《張獻忠傳論》作者袁庭棟表
示，江口鎮是歷代水戰主要戰場，故
江底除了有金銀財寶，還可能藏有當
年掉落的兵器。

穿過一條古色古香的老街，曲徑
通幽處一塊牌匾上豎排的“世界報刊博
物館”幾個大字，讓人眼前一亮。

這處隱沒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鬧
市中的文化場所，藏有世界各地報紙
刊物上千種，還有各類有特色的圖
冊、圖書、刊物創刊號和特刊號3萬
冊，號外收藏1,500餘種、1萬多份。

“藏品數量之多品種之廣在內地
也屬罕見”，這家私家博物館負責人王
佔義指着《華僑報》、《僑報》、《世
界日報》等一些內地民眾甚少看到的

報紙對記者說。
在這處僅有 20 平方米的博物

館，陳列着數百種海外華文報紙。王
佔義說：“港澳台地區的報紙種類是
最全的，全部有。”

除此之外，這些華文報紙中關於
香港回歸、澳門回歸、汶川地震等事
件的“號外”都被王佔義專門挑揀出
來擺在醒目位置。

在博物館內，還有一張偌大的
3D《齊魯晚報》，觀眾可戴上3D眼
鏡觀看。王佔義笑着說，類似這樣的

3D報紙，在博物館內還有很多。
“這裡的寶貝太多了，有連體報、

金箔報、銀箔報、絲綢報……”參觀
中，王佔義說，有些人甚至對號外的說
法都很陌生，這裡完全可以成為一座新
聞培訓學校。唯一遺憾的是，博物館的
面積有些小，一些真正震撼的報刊還未
能給予其應有的待遇。

關於這座世界報刊博物館的未
來，王佔義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來此參
觀，認知中外報刊的“真面目”。

■中新社

距離圍堰還有幾百米遠，臨江的路邊被
護欄遮擋住，攝像頭也多了起來，從道路通
往圍堰的兩條路口均有警方人員把守，如果
沒有佩戴相關部門製作的證件，任何人員一
律不准入內。所有作業，都在圍堰上的監控
系統下進行。

此次考古發掘區域僅 2,000平方米左
右，但考慮到排水等因素，圍堰內區域實際
面積已有近萬平方米。工地上的工人也收到
了一道“死命令”：一律不准下到圍堰內的
區域，一旦發現，馬上扣3天工資；如違
法，馬上移交警方。

事實上，從圍堰施工隊11月25日第一天
進場開始，彭山文物、公安等部門的人也一
併進場，和圍堰上的監控一起，實施24小時
不斷監控。即使調整放在圍堰區域內抽水泵
的位置，也必須給文物、公安部門報告後，
並有文物、公安部門人員同時在場才能下圍
堰作業。作業結束，工人上到圍堰後，還要
接受金屬探測儀等檢查，才能離開。通告明
確規定：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准
使用航拍器拍攝考古現場。 ■《成都商報》

內蒙古錫林郭
勒盟二連浩特市26
日晚上氣溫寒冷，
街道照明燈光在冰
晶折射下，形成罕
見垂直沖天的“日
柱”。央視相關報
道及照片也引起網
民討論。

報道指出，內蒙古錫林郭勒盟26日晚上約7時
30分至9時30分，出現日柱現象。建築物的照明燈
光被反射成一道道光柱，讓人如同置身於“童話小
鎮”。 ■央視微博

四川眉山市警方破獲“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文物盜掘倒

賣案後，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覆，四川文物部門將於明年4月

30日前對“江口沉銀遺址”進行首次考古發掘。據了解，是次

考古挖掘將會採取圍堰抽水的方式，從而層層發掘河床。有學

者表示，河底藏有的寶藏可能比床面還要多，甚至可能挖掘出

兵器。目前，在可目測範圍內不難看到，岷江河道內，3條總長

約1.5公里的圍堰內裸露的河床——這就是張獻忠沉銀的中心遺

址。 ■綜合新華社和《成都商報》報道

抽乾河道探寶

“世界報刊博物館”藏數百種華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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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獻忠沉張獻忠沉銀銀遺址首發掘遺址首發掘

內蒙古現罕見日柱

■隱沒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鬧市中的
“世界報刊博物館”。 網上圖片

■內蒙古二連浩特市出現日柱
現象。 中新社

■沉銀遺址
的文物“虎
鈕永昌大元
帥金印”曾
經被盜。

資料圖片

■■警方展示追回的警方展示追回的
五十両金錠五十両金錠，，上面上面
刻有刻有““長沙府天啟長沙府天啟
元年足金五十両元年足金五十両””
等字樣等字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明年4月30日前將進行考古。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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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上海市27日

公開出讓兩幅純宅地，現場拍賣氛圍並未顯熱烈，總共只

有4家開發商競價。最後，兩幅地均由碧桂園競得，兩地

成交總價8.72億元（人民幣，下同），樓板價分別為

8,616元和8,446元，溢價率分別僅為5.1%和3.0%。據

統計，2016年上海土地市場合共出讓住宅地37塊，總收

入860.2億元，分別較2015年減少17塊和17.2%。

香港文匯報訊 A股上市的萬
家文化日前公告稱，大股東萬家集
團與西藏龍薇文化傳媒簽署轉讓協
議，將1.85億股股份轉讓給龍薇傳
媒，佔公司股份總數的29.13%，
轉讓價格為30.59億元人民幣。

該公司公告顯示，龍薇傳媒
的持股情況為：趙薇持有95%股
權，孫丹持有5%股權，即趙薇成
為萬家文化的實際控制人。

龍薇傳媒在詳式權益變動報
告書中表示，此次權益變動的目的
是獲得上市公司萬家文化的控制

權。龍薇文
化表示，本
次交易完成
後，將圍繞
文化娛樂產
業提議注入
成 長 性 較
好、盈利能力較強的優質資產，進
一步提高萬家文化的盈利能力。

據萬家文化公告披露的內
容，由趙薇實際控制的企業多達7
家，業務範圍涉及影視、電子商
務、酒等等。

滬住宅用地出讓情況
（住宅，商住）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數量

3幅

4幅

2幅

0幅

6幅

6幅

3幅

8幅

2幅

0幅

0幅

3幅

總成交價
（億元，人民幣）

49.65

35.80

12.28

—

173.14

184.89

156.55

189.95

40.26

—

—

17.72

在27日的賣地現場，兩幅地都只經過短短幾分輪出價，便以超低
溢價率成交。至此，曾經轟轟烈烈的上海2016年住宅用地市

場，便在一個冷清局面中拉下帷幕。

4房企競拍 短短幾輪便出結果
27日出讓兩幅宅地均位於奉賢區，分別為臨港奉賢園區二期

04FX-0002單元B0204地塊和B0701地塊。分別於上下午兩場進行拍
賣。參與競拍的4家房企為碧桂園、綠城、綠地和世茂，但全天開發
商都極度缺乏熱情，每場競拍均只有短短幾輪便出結果，最終碧桂園
競得兩地塊，其中“B0204地塊”成交總價2.19億元，溢價率5.1%；
“B0701地塊”總價為6.53億元，溢價率僅3%。

全年售宅地37塊較2015年少
與土地市場降溫效應遙相呼應的是，上海樓市成交也大幅下跌，

據中原地產數據顯示，上周（12月19日-12月25日）上海新房成交面
積11.6萬平方米，環比減少22.4%。不過，受成交跳水影響，上周上

海新房成交均價因為有價格特別高的項目成交，因此拉高整體均價達
47,399元/平方米，環比上漲22%。

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曦表示，年底部分開發商項目去化
甚至不到一半，今年樓市“虎頭蛇尾”收官可能性非常高。而對於土
地市場的平淡收尾，業內認為27日兩幅土地地理位置十分一般，加之
房企年末回籠資金為主，料不會再現年中的瘋狂一面。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2016年上海出讓住宅地（包括商住地）
合共37塊，其中，溢價率最高的是6月份，信達地產購入的寶山區寶
山新城顧村A單元10-03、10-05住宅+商場地塊，總價58.05億元，溢
價率高達306.53%；最低的是27日碧桂園買入的B0701地塊，溢價率
僅3%。由於中間有多月停止賣地，滬2016年全年賣地總收入860.2
億元，較2015年的1,039.36億元減少17.2%。

滬全年售宅地收入860億
碧桂園8.72億元獲兩地 溢價率低至3%

■上海27日公開出讓今年最後兩幅位於奉賢區純宅地，現場拍賣氛圍並未顯熱烈，總共只有4
家開發商競價。圖為上海市奉賢區的商品房樓群。 資料圖片

趙薇30億控股A股萬家文化

■■趙薇趙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由
中國信貸科技、中國華融國際、上海新華發行
集團、吉林省投資集團、廣西投資集團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等數家公司共同發起的“亞洲金融
科技併購母基金”（下稱“母基金”）27日正
式成立，總規模達 1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這也是繼300億元的中關村併購母基金
後，又一個百億級別併購母基金橫空出世。

據悉，該母基金將專注於金融科技領域投
資併購，以期在亞洲金融科技領域打造龍頭企
業。中國信貸科技執行董事盛佳稱，發起設立
此基金的合作方利用各自的品牌優勢、產業資
源優勢及專業優勢，將其各自在併購整合、股

權投資方面的豐富經驗和資源與本基金投資標
的公司深度融合，成立孵化聯盟，發揮“產
業+資本”的雙輪引擎作用。

亞洲金融科技併購母基金管理合夥人謝
莎透露，該基金目前的儲備項目覆蓋金融科
技的各個方面，包括基於大數據風控的消費
金融平台、比特幣區塊鏈基礎設施供應商和
交易處理公司、為金融產業提供區塊鏈技術
服務、大數據個人徵信公司、智能信貸服務
提供平台、按秒計量的企業級雲存儲服務
商、黃金珠寶供應鏈金融服務公司等等，這
些企業都在各自的細分領域具有極強的競爭
優勢和發展前景。

亞洲金融科技併購母基金規模百億億

■中國信貸科技執行董事盛佳。
朱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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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深夜，全球第三座、亞洲第一座可
實現24小時連續發電的熔鹽塔式光熱電站
在甘肅敦煌併網發電。該電站100%採用太
陽能，無須其他能源補燃，解決了以往新能
源發電對風、光等條件過度依賴的問題。圖
為電站外景。 中新社

“長九”重型火箭工程五年內啟動
擬2030年左右首飛 百噸級運力實現大跨越

《2016中國的航天》是自
2000年中國政府首次發佈航天
白皮書以來，首提“航天強
國”發展願景。

在今年4月14日首個“中國航天日”到來
之際，習近平主席作出“探索浩瀚宇宙、發展
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我們不懈追求的
航天夢”的重要指示，“航天強國”的夢想在
白皮書中得到充分具體體現，載明國策，昭告
天下。

2000年底，中國發表首部航天白皮書—
《中國的航天》，此前一年，中國成功地發射
並回收了第一艘“神舟”號無人試驗飛船。中
國從無人飛行到載人飛行，從一人一天到多人
多天，從艙內實驗到太空行走，天地往返、出
艙活動、交會對接，從神舟一號到神舟十一
號，先後將11名航天員送入太空，這11艘飛

船正是通往中國載人太空站的11步階梯。
最新一部航天白皮書向世人簡潔、生動勾

勒了中國從航天大國向航天強國邁進的最新藍
圖：中國未來五年從“嫦娥”探月到發射載人
太空站，未來十年從登陸火星到實現載人登
月，“長征九號”火箭的研製佈局……

值得留意的是，2016年是中國航天事業創
建60周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
中國政府在此歷史節點上發表航天白皮書，體
現了對航天事業的轉型升級的全新要求：中國
航天要按照“一體兩翼”的發展思路，推進太
空科學、太空技術、太空應用全面發展。國家
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就此指出，以前，中國主
要是通過太空技術帶動科學研究和應用推廣，
新時期要充分發揮太空科學和太空應用兩翼的
牽引作用，推動太空技術創新發展。

■記者 凱雷

首提“航天強國”願景“兩翼”發展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凱雷 北京報

道）中國官方27日發佈《2016中國的航天》

白皮書，未來五年中國將開展重型運載火箭關

鍵技術攻關和方案深化論證，啟動重型運載火

箭工程實施。中國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表

示，中國正啟動下一代重型運載火箭的研製攻

關，擬命名為“長征九號”，起飛重量3,000

噸級，低軌運載能力100噸級，計劃2030年左

右實現首飛，將實現低軌運載能力從25噸級

（“長征五號”）到100噸級的跨越。

“預計10年左右，
中國完成起飛

重量3,000噸級、低軌
運載能力100噸級的重
型運載火箭研製。”吳
艷華說。

吳艷華說，經過
10年時間的醞釀和論
證，國務院在2016年
正式批准啟動了重型運
載火箭關鍵技術攻關和方案深化論證。中國將為此開展
運載火箭總體、500噸級液氧煤油發動機、200噸級氫
氧發動機以及10米大箭體結構等關鍵技術攻關。

新型發動機關鍵技術攻關
白皮書說，中國最大運載能力新一代運載火箭即今

年“首飛”成功的“長征五號”，實現中國液體運載火
箭直徑從3.35米到5米的跨越，大幅提升“長征”系列
運載火箭運載能力，低軌運載能力達到25噸級，高軌
運載能力達到14噸級，成為中國運載火箭升級換代的
重要標誌。

吳艷華解釋，“長五”雖然實現了中國火箭運載能
力的升級換代，但尚不能滿足火星採樣返回等航天重大
任務的需求。

助力火星採樣太空站建設
專家指出，重型運載火箭是未來中國發展火星採

樣、國際太空站等航天任務的基礎保障。
綜觀世界，美、俄等航天強國均致力於重型運載火

箭發展。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蘇聯就在載人登
月競賽中分別研製了土星5號和N-1重型火箭，此後又
分別研製了航天飛機和能源號火箭。

“美、俄通過重型火箭的研製，對帶動本國航天科
技和工業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吳艷華舉例說，
美國通過研製土星5號火箭，牽引出10米級大直徑箭體
結構、690噸級推力的F-1液氧煤油發動機、百噸級推
力的J—2氫氧發動機等技術；通過研製航天飛機，牽引
出8.4米直徑的箭體結構、200噸級推力的RS—25氫氧
發動機和千噸級推力的固體助推器技術，為其航天後續
重型火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據公開報道，美國和俄羅斯正在將重型火箭作為發
展目標。美國在2011年對外公佈新型重型火箭SLS的初
步方案後，已完成初步設計評審，正式進入詳細設計和
製造階段。俄羅斯在2013年宣佈將在2030年後研製出近
地軌道運載能力130噸的重型火箭，實現載人登月，並建
設月球基地。

未來五年重大航天項目
1. 2017年上半年：發射中國首艘貨運

飛船“天舟一號”。它將與“天宮二

號”交會對接，驗證中國太空站推進

劑在軌補加技術。

2. 2017年：發射“嫦娥五號”，完成

月球採樣返回任務。

3. 2018年：發射“嫦娥四號”，實現

國際上首次月背軟着陸。

4. 2018年：發射中國太空站核心艙

“天和一號”。

5. 2020年：發射首個火星探測器，一

步實現繞、落、巡，對火星進行着陸

巡視探測工作。

記者馬靜、凱雷 製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白皮書明
確提出未來商業航天發展政策，要健全完善航
天多元化投入體系，要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
作。吳艷華透露，外界所關注的商業航天發射
場、商業航天測控系統等問題“都在深化論
證”。他說，中方對此也是持開放、支持的態
度，“這也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白皮書顯示，要進一步完善准入和退出機
制，建立航天投資項目清單管理制度，引導民間
資本和社會力量有序參與航天科研生產、空間基
礎設施建設、空間信息產品服務、衛星運營等航
天活動。白皮書還稱，要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
作，完善政府購買航天產品與服務機制。
據統計，2015年全球航天經濟總量達到

3,350億美元，其中商業航天活動佔比約76%。
吳艷華說，關於衛星的研製、核心配套產品的研
製、衛星應用與服務等各個領域，“都歡迎鼓勵
國際國內各種資本投資”。

��1?1?

世界最先進火箭比較（部分）
高度 重量 低軌運載力

美國土星5號 110.6米 3,039噸 119噸

俄能源運載火箭 60米 2,400噸 105噸

中國長征五號 56.97米 879噸 25噸

中國長征九號(在研) - - 100噸左右

資料來源：中國青年網、今日頭條

■中國首枚大型運載火箭長征五號今年11
月3日在海南文昌升空。 資料圖片

中國11月工業利潤增速創今年次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國

家統計局27日發佈數據顯示，中國11月工業企業
利潤增幅大幅上升至14.5%，增速比10月份加快
4.7個百分點，為2016年以來第二高，顯示工業企
業經營向好。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指出，工業生產、銷售
增長加快及價格上漲，促使11月工業利潤增速加
快。此外，計算機通信和電子設備製造、專用設備
製造和石油加工等行業拉動明顯，以上三個行業合
計拉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6.1個百分點。
何平還指出，前11月，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同比

增長9.4%，增速比1至10月份加快0.8個百分點，

企業效益向好態勢逐步穩固。一方面，工業生產者
價格（PPI）明顯上漲，顯示內地工業品市場需求
不足局面有所緩解。另一方面，企業利潤率有所上
升，前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
為5.85%，同比上升0.26個百分點。

不過何平亦指出，當前工業利潤增速加快是在
去年低基數的基礎上實現的，同時，利潤增長過多
依賴於石油加工、鋼鐵等原材料行業價格反彈，前
11月，因主要大宗商品價格反彈，原材料行業、石
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
加工業三個行業對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長的貢
獻率達到109.4%。

此外，“回款難”仍是當前制約企業生產經營
的較大障礙。1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
同比增長9%，增速比主營業務收入高4.6個百分
點，應收賬款平均回收期為37.9天，同比增加1.4
天。
對於未來工業利潤增長趨勢，中金公司易恆和

梁紅分析稱，工業企業利潤增長加速正從上游產業
向中下游傳導，11月以來煤炭價格出現回落，因此
上游行業利潤增長可能放緩，但中下游行業盈利將
進一步復甦。短期內，工業企業利潤及收入增速可
能會繼續明顯加快，尤其是考慮到明年 2 月以前基
數偏低。

光 熱 發 電

發展商業航天
鼓勵民資參與

■■河北邢台一所小學的老師為河北邢台一所小學的老師為
學生講解航天知識學生講解航天知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
華出席發佈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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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 1月台指期跌11點

（中央社）金管會持續懲處樂陞案相關金
融機構，今天宣布停止配售樂陞可轉換公司債
的康和證券詢圈配售業務3個月，以及分別停
止康和證券呂姓副總經理以及林姓業務員業務
各6個月以及1年。

證期局副局長周惠美表示，康和證券辦理
樂陞可轉換公司債承銷配售案，有配合發行公
司辦理詢價圈購配售，並將配售客戶名單提供
給遠東銀行進行可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違反
證券交易法、證券商管理規則以及證券商負責
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

金管會說明，樂陞今年4、5月發行兩檔可
轉換債時，前董事長許金龍就跟康和證券業務

人員講好可轉債之後的拆解業務，要在遠銀辦
理，遠銀的某行員會與其聯絡後續作業，另外
，樂陞可轉債找不到配合拆解的客戶時，康和
證券也幫助樂陞找到願意配合拆解的人頭戶。

周惠美強調，現行法規，證券商配售要以
公平合理的方式辦理，因此，金管會對康和證
券辦理樂陞可轉債配售案違法情況，對公司以
及相關人員做出懲處，其中，對康和證券停止
其承銷詢圈配售業務 3個月，期間為106年1月
16日至106年4月15日。

另外，康和證券涉案的呂姓副總經理以及
林姓業務員，金管會則命令康和證券分別暫停
其執行業務 6個月以及1年。

台股開高走低收盤跌1.27點

（中央社）國發會公布11月景氣對策信號
續呈綠燈，連續第5個月綠燈；綜合判斷分數
較上月增加2分至26分，為2014年10月以來
新高，景氣持續回溫，但要注意川普政策走向
等因素影響。

國發會指出，11月綜合判斷分數較上月增
加2分至26分，為2014年10月以來新高，燈
號續呈綠燈；9項構成項目中，海關出口值變動
率、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都從黃藍燈轉呈
綠燈，分數各增加1分。

其餘 7項燈號不變，分別為貨幣總計數
M1B變動率燈號維持綠燈。股價指數變動率燈
號續呈綠燈。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燈號仍為綠
燈。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燈號續呈黃藍
燈。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燈號維持黃
紅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燈號
續為黃藍燈。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燈號續呈
綠燈。

雖然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燈
號續為黃藍燈。但國發會分析，跨年及農曆過
年可帶動好轉。

景氣指標方面，國發會分析，領先指標不
含趨勢指數為100.31，與上月持平；同時指標
不含趨勢指數為104.39，較上月上升0.94%，
連續 9個月上升；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96.69，較上月下跌0.48%。

展望明年，國發處指出，主要機構都預測
2017年全球經濟成長表現將優於今年，但是要
注意美國川普政府政策走向、英國脫歐程序啟
動衍生效應等不確定因素。

內需方面，半導體及相關供應鏈業者先進
製程投資仍將持續，加上政府積極改善投資環
境，有助於增進國內投資；另在跨年、農曆春
節商機拉抬下，民間消費買氣應可延續，但是
就業與薪資增幅有限，約制了部分成長力道。

11月景氣燈號回溫 川普政策恐添後市變數

（中央社）國際美元續強，加上壽險業積極
買進美元，近期新台幣貶勢難歇，今天收
32.281元兌1美元，貶值3.1分，匯價連9貶並
創近半年新低，台北與元太外匯經紀公司總成交
量12.26億美元。

外匯交易員表示，國際美元持續走強，且外
資匯出加上壽險業也買進美元，新台幣續走貶，
但年底仍有出口商拋匯需求，縮小新台幣貶幅，
終場小貶 3.1分，仍創連 9日收貶紀錄，創去年

7月8日以來近半年新低價位。
展望新台幣後市，匯銀人士指出，外資不斷

匯出，加上美元需求旺盛，新台幣短期內難以止
貶回升，出口商也會期待更理想的價位出現，轉
而惜售美元，可能進一步加重新台幣貶勢，預計
要到明年初才會有回穩的機會。

新台幣兌美元今天開盤價為32.210元，最
高32.190元、最低32.287元，尾盤收32.281元
，貶值3.1分。

將官授階 馮世寬：敵情升高保持警覺
國防部長馮世寬（圖）27日主持將官晉任時表示，要求晉任將官於公於私，一切都要依法行政
，帶領官兵遵守準則教範，他也提到，敵情威脅日益增長，要隨時保持戰備警覺。

（中央社）台北股市今天開高走低，收盤跌1.27點，為
9109.27點，跌幅0.01%，成交金額新台幣334.34億元。

加權指數今天開盤為9120.88點，盤中最高9132.05點，最
低9100.83點；不含金融股指數7684.09點，漲4.93點。

八大類股漲跌幅為：泥窯股跌0.12%、食品股漲0.31%、
塑化股跌0.40%、紡織股跌0.10%、機電股漲0.13%、造紙股

跌0.32%、營建股跌0.19%、
金融股跌0.51%。

委買張數767萬7915張，
委賣張數472萬7310張，成交張數206萬9625張。

收盤時上漲2101家，下跌2834家，持平816家。
成交量前5名個股為彩晶、中信金、中石化、群創、友達。

漲幅前5名個股為一詮、力特、星通、奇美材、瑞利。
跌幅前5名個股為樂士、興航、互億、裕豐、台勝科。

樂陞案 康和證配售業務遭停業3個月

（中央社）台北股市今天終場跌1.27點
，收9109.27點。明年1月台指期以9113點

作收，下跌11點，與現貨相較，正價差3.73
點。

台灣期貨交易所為近2個月指數期貨契約
訂定開盤參考價，明年1月期貨為9124點、
明年2月期貨為9112點。

台股今天終場跌1.27點，收9109.27點，
成交金額新台幣334.34億元。

明年1月台指期貨以9113點作收，跌11
點，成交4萬7613口；明年2月期貨以9100
點作收，跌12點，成交619口。實際收盤價
格以期交所公告為準。

貶勢難歇 新台幣創近半年新低

保障原民媒體獨立自主保障原民媒體獨立自主 時力提修法時力提修法
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左起左起）、）、徐永明徐永明、、黃國昌黃國昌，，2727日在黨團記者會表示日在黨團記者會表示，，為確保原民為確保原民
媒體獨立自主媒體獨立自主，，時代力量已擬修法時代力量已擬修法，，健全原民媒體環境健全原民媒體環境，，不受外力干涉不受外力干涉。。

陸海空軍將官晉任布達暨授階典禮陸海空軍將官晉任布達暨授階典禮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6106年上半年陸海空軍將官晉任布達暨授階典禮年上半年陸海空軍將官晉任布達暨授階典禮」」 2727日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日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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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政府已開始要求特定
的外國旅客公開其社群媒體使用，做為擴
大找出潛在恐怖分子工作的一部分。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The Cus-
toms and BorderProtection）上週已展開
這項作業，他們先前曾表示，外籍人士就
算不提供社群媒體帳號資料，也不會被禁
止入境。

這項計畫構想去年夏天首度被提出時
，美國政府遭到排山倒海的批評。隱私維
權人士指出，一但讓政府單位獲取這些個
人資料，將被如何使用或被分享至其他單
位，目前都沒有相關準則。

向美國 「聯邦公報」 （Federal Regis-
ter）提交的這項提案指出，收集社群媒體

資料旨在 「加強現有調查程序，並藉由提
供一額外工具，讓國土安全部更能掌握可
能屬惡意活動及其連結的事物，分析家與
調查人員也能藉此在案件中能有更佳的分
析與調查。」

代表臉書、谷歌及推特等公司的 「網
際網路協會」 （The Internet Association）
，質疑這項政策會威脅到意見的自由表達
。

2015年共有7750萬人造訪美國，而美
國政府一年批准約1000萬免簽申請。收集
全體來訪者的社群媒體帳號，可在一夜之
間建立起其中一種這類政府所掌控的最大
資料庫。

（本報訊）2016年即將過去，對休斯頓西北地區，今
年也是一個發展之年，從旅游業，到公路交通擴建，以及
當地誕生的巴西奧林匹克冠軍都值得一一回顧。

首先是每年一次的Tomball德國節，繼續為Tomball
市吸引了更多的參與者和游客，當地旅游局主管Mike
Baxter表示，今年該節日吸引了57,700 名游客，今年由
於出現特大的暴雨水災，對西北區影響顯著，一些活動和

節日被迫取消，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游客數量。其中包括年
度Rails & Tails Mudbug Festival, the Honky Tonk Music
Festival, and the Memorial Day Weekend Chili Challenge.
但傳統節日，包括聖誕節，國慶節的參與人數仍然不減，
預計明年的旅游仍會繼續增長。

在道路擴建方面，The Grand Parkway 開始投入使用
，讓更多的開發商參與到該地區的地產開發，其中包括
Grand Parkway Town Center，稱為Tomball最大的基礎
設施建設項目之一。

同時，受到當地商業和居民地產的快速發展，被稱為
"Aggie Expressway" 的德州249收費公路擴建工程繼續
實施，特別是對Magnolia 地區的發展推動巨大。

Simone Biles是今年當地最耀眼的明星人物，她在巴
西奧運會上榮獲4塊金牌和1塊銅牌，

Simone Biles在spring居住和訓練，她的成長故事影
響了更多的休斯頓青少年。

商業方面，Baker Hughes公司售出部分商業資產給一
家私人公司，建立新的聯合公司BJ Services company，

總部設在Tomball，之後，Baker Hughes公司又宣布計劃
以320億美元的價格和General Electric合並。

除此之外，今年休斯頓四月遭遇的特大風暴造成歷史
上最嚴重的水災，休斯頓西北地區也遭到嚴重破壞，一些
地方的災後恢復直到現在仍在繼續。

回顧2016
休斯頓西北地區發展項目豐富多彩

美擴大反恐美擴大反恐
免簽登記需提交社媒帳號免簽登記需提交社媒帳號

受冰雪影響
全美道路駕駛交通事故增多
（本報訊）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18日報導，寒冷的空氣夾雜着凍雨，讓
整個周末的道路狀況都十分危險，造成很
多汽車連環相撞事故。有關當局表示，惡
劣天氣至少已經造成15人死亡。

預測顯示，在東北部地區將迎來更多
凍雨，受影響的城市包括波士頓、紐約、
費城、華盛頓等等。

根據國家氣象局表示，這股冷空氣將
會讓位給“相對暖和的天氣”。欽察爾表
示：“接下來一周天氣條件相對緩和。”

另外，這個周末多地發生多起道路交
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事件。

北卡羅來納州警方表示，他們已經接
到超過40起交通事故的報告。周六凌晨5
時12分在費爾法克斯縣495號州際公路上
發生的連環撞車事故中，一人死亡。這次

事故中有23輛車連環相撞，包括兩輛大
型貨櫃車。

據奧克拉荷馬高速公路巡警表示，周
四（15日）發生的與天氣狀況有關的交通
事故造成3人死亡。

密蘇裏高速公路巡警的報告顯示，周
四夜間，一輛來自艾奧瓦的卡車司機受到
雨雪影響，駕駛的半掛車駛離道路后翻車
致其死亡。另外還有3人同樣因為結冰道
路影響，在汽車失控后不幸喪生。

北卡羅來納夏洛特市，因為道路結冰
帶來的撞車導致4人死亡。

據航班數據跟蹤數據公司 FlightA-
ware報告，截至周日下午，全美一共有
超過1300次航班被取消，還有超7000次
航班被推遲。

台南女屍命案 死因初判窒息

對警察比中指 男遭判60小時勞務

海象惡劣 搜救演練變真的

（中央社）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製播的 「預
防跨境電信詐騙犯罪」 宣導短片，取材自真人
真事，提醒懷抱理想前往海外工作的年輕人，
勿受人利用從事電信詐騙，而不自知。

陸委會主委張小月今天向媒體記者介紹這
支2分19秒的 「預防跨境電信詐騙犯罪，勿成
為集團共犯」 完整版宣導短片。

她表示，本片改編自真實案例，被害者受
犯罪集團欺騙，懷抱理想前往海外工作，到了
當地才知上當卻無法逃脫，被迫從事電信詐騙
，最終遭警方逮捕遣返回國接受司法制裁。

陸委會指出，近來在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
罪案件過程中，政府相關單位警覺類似案例一
再發生，為了避免無辜國人一再受騙，提醒受

招攬而有意出國工作的民眾宜謹慎小心，避免
上當。

陸委會說，台灣警方與歐洲、中南美洲等
國合作，成功阻止犯罪集團在當地設立詐騙機
房，有效防制電信詐騙犯罪，重新贏回台灣的
國際形象。另外，台灣主動與世界各國合作查
緝，讓詐騙組織在海外犯罪困難度增加。

陸委會也呼籲中國大陸珍惜過去雙方合作
、累積的成果，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的基
礎上繼續進行合作，避免兩岸民眾持續成為犯
罪集團的下一個受害者。

這支短片已於台北捷運月台播放，陸委會
官網即日起播出完整版；後續將規劃於各電視
台、公共運輸場合等通路陸續播映。

陸委會防電信詐騙宣導片 改編真人真事

（中央社）勞保局今天表示，由於明年1
月27日適逢農曆春節假期，將提早發放多項
年金給付及津貼，讓民眾安心過年，預估有
310萬人受惠。

明年農曆春節假期從1月27日開始，勞保
局國民年金組組長楊茂山今天說，考量年關將
近，原訂於民國106年1月30日發放的勞保老
年年金、失能年金及遺屬年金都將提早於明年
1月25日發放，約有89萬人受惠。

此外，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身心障礙
（基本保證）年金及遺屬年金也將提前於明年
1月26日入帳，國保老年基本保證金及原住民
給付則提前至明年1月24日發放。

老年農民、漁民的老農福利津貼則照原訂
時程，於明年1月20日入帳，勞保局表示，提
前發放各項年金給付及津貼，預估有310萬人
受惠。

勞保國保年金給付提早入帳 安心過年

（中央社）一名楊姓男子去年12月間駕車行經中彰快速道
路，正巧碰到員警執行和平演習特勤任務，楊男竟開窗比中指，
法官今天依妨害公務罪判他2月徒刑、緩刑2年，義務勞務60小
時。

台中地方法院判決書指出，楊男去年12月間駕駛自小客車

行經中彰快速道路環中路匝道
時，正巧碰上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隊員警執行和平演習特勤任務，
員警吹哨要求楊男靠邊停車，他卻開窗伸出左手 「比中指」 。

判決指出，楊男待車隊經過之際，又對車隊 「比中指」 ，之
後，他又駕車尾隨車隊並猛按喇叭，此時，他又對著攔下他的員

警再比了1次 「中指」 。
事後，員警提出告訴，法官審酌楊男因不耐久候，一時情緒

失控才比出中指，且考量他犯後坦承犯行，具有悔意，並捐款給
公益團體新台幣3萬元，因此判他2月徒刑、緩刑2年，義務勞
務60小時。全案可上訴。

（中央社）海巡署東巡局今天在海面實施
水下搜救訓練，因海象忽然轉差，2隊員被拉到
外海200公尺，幸好應變得宜，沒有造成意外
。

東巡局水下搜救小組今天上午在台東市海
濱公園前方海域，實施例行性海域搜救訓練，
因東北季風影響，海象突然轉差，2名隊員被水
流拉到200公尺外， 「演訓科目當場改為真實
救難」 。

幸好2隊員都有穿上救生衣，沉著應變，
漂浮海面上由海巡艇前往帶回艇上，人員均安
。

東巡局81岸巡大隊大隊長楊仕逢表示，東
部海域海象變化詭譎，如民眾於戲水時發生類
似案時，切忌用力往岸上游，會加速體力耗盡
，應全身放鬆，漂浮於水面上，岸上友人或遊
客可撥打海巡免費服務專線 「118」 。

（中央社）台南市警方偵辦女子遭殺害棄屍案，昨晚逮捕死者友人梁姓男子。檢方今天會同
法醫相驗死者，初步判定死因為窒息死亡，但還有待解剖報告及毒藥物檢驗結果出爐才能確定。

有台南市民昨天在安南區一處圳溝旁小路發現一具女性屍體，警方在獲報後從死者身上的發
票，查出死者為47歲的魏姓女子，並在3小時內逮捕死者的友人梁姓男子。

梁男向警方坦承兩人一起到北部旅遊，回程時經過苗栗的西湖服務區時，因金錢糾紛起口角
，在車上失手勒死對方，再載到台南的偏僻處棄屍。

檢警今天會同法醫相驗魏女屍體，發現頸部有勒痕，初判死因為窒息身亡；至於確定死因，
還有待正式解剖報告及毒藥物檢驗報告出爐後才能確定。

11張發票追線索張發票追線索 台南女屍案偵破台南女屍案偵破
有台南市民眾有台南市民眾2626日在安南區一處圳溝旁小路發現一具女性屍體日在安南區一處圳溝旁小路發現一具女性屍體，，警方在獲報警方在獲報33小時內小時內，，依死者依死者
身旁遺落的一張發票等物證身旁遺落的一張發票等物證，，查出死者身分及一名友人梁姓男子查出死者身分及一名友人梁姓男子（（中中））涉嫌重大涉嫌重大，，循線逮捕破循線逮捕破
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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