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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圖與文記者黃相慈／圖與文))美南新聞集團將於美南新聞集團將於22月月
4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
「「第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 Interna(Texas Interna--
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歡迎各族歡迎各族
裔民眾共襄盛舉裔民眾共襄盛舉。。

美南第美南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進入倒計時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進入倒計時
（綜合報導）連漲數年的澳大

利亞房地產已成為狂熱的投機活動
，隨著泡沫愈吹愈大， 跨國際金融
業者與當地房地產業已發出警告：
澳大利亞房市泡沫達16年來新高，
可能領先全球爆裂。

據《鳳凰網》報導，數年來澳
大利亞房地產價格暴漲，建築業一
片繁榮，但是澳大利亞投資管理業
者羅傑．蒙哥馬利（Roger Mont-
gomery）表示，房地產的繁榮已經
在澳大利亞東海岸帶來了房屋過量
供應。他警告說，澳大利亞布里斯
班的空屋率增加了一倍，而且情況
還會更糟。開發商現在努力去化成
屋庫存，房地產價格和租金會受到
打擊。

報導說，房地產業也對過量供
應做出反應：新建案數目快速下跌
。由於經濟數據大幅低於市場預期
，去年10月新建房屋許可數量比前
一個月大降 12.6%，比去年同期水
平更是大跌24.9%（排除季節因素，同比降幅更高達28%），創下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降幅。

雖然房市泡沫在全球各地都有，但澳大利亞可能是距離泡沫破滅
最近的國家。美國花旗集團發布的報告稱，澳大利亞的房地產泡沫已
經達到過去16年以來最高點。房地產集團Knight Frank的研究也顯示，

雪棃海港大橋景觀公寓，現在價格已超過類似的巴黎艾菲爾鐵塔或邁
阿密海灘景觀房。

報導說，澳大利亞政府最近大幅放鬆外國人在澳大利亞購屋政策
，可能會吸引不少來自中國的購房者。一旦澳大利亞房市泡沫破滅，
在澳買房的中國人將成 「接盤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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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對美國情報機構持嚴厲批評態
度的候任總統特朗普正與高級顧問一起研究一項
計劃，將重組美國的最高情報機構並裁減人員。

報導稱，特朗普改造美情報機構的名義是美
國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已變得雍腫和政治化。他
的顧問們正在製訂一項重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的計劃，裁減其位於弗吉尼亞總部的人員並將更
多人員派往全球各地出外勤。 CIA對該計劃不予
置評。

了解特朗普過渡團隊運作的人士稱，特朗普

團隊的看法是美國情報界正變得徹底政治化，需
要進行瘦身，重點將放在重組情報機構以及他們
之間如何相互協作上。

不過，特朗普的白宮新聞秘書肖恩·斯派塞對
有關特朗普打算改造美國情報機構的報導予以駁
斥，聲稱這些報導“百分之百不實”。

特朗普本人也表示，雖然他質疑美國情報機
構有關俄羅斯介入美國總統大選的推論，但他仍
支持這些機構，“事實上，我是情報機構的大粉
絲”。

美媒：特朗普正制定計劃 重組中央情報局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最近對汽車在哪設廠很有意見，他5日又在推特上
開炮，警告豐田汽車(TOYOTA)，若不是在美國在設廠生產汽車，而是在墨西哥的話，將
要對豐田課重稅。

川普在推特砲轟豐田汽車，他寫道： 「豐田汽車表示要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
（Baja）蓋新廠，生產Corolla汽車銷售至美國，怎麼可能！要就在美國蓋廠，不然就得付
高額關稅。」豐田汽車2015年曾宣布在墨西哥蓋廠，這次川普推文恐嚇要課稅後，豐田汽
車股價馬上下跌約0.4%。

豐田公司發言人瓦辛（Scott Vazin）針對川普推文回應表示，： 「豐田公司期待與川普
政府合作，致力追求消費者和汽車工業的最大利益。」在墨西哥設立新廠，並不會減少美
國雇用員工人數。

川普警告豐田川普警告豐田TOYOTATOYOTA
不在美設廠就課重稅

（綜合報導）在各國警方
密切調查下，德國柏林耶誕市
集卡車攻擊主嫌艾姆里的過往
逐漸浮現。警方發現他在德國
共擁有 14 個不同的假身分，荷
蘭與比利時警方也從監視器中
發現他的蹤影。

艾姆里（Anis Amri）涉嫌
在去年12月19日開卡車闖進德
國柏林耶誕市集造成 12 人死亡
、48 人受傷。德國警方希望從
他在德國的生活與行動查出他
作案的動機，以及逃亡路線。

北 萊 因 - 西 發 利 亞 邦
（North Rhine-Westphalia） 警
方向當地邦議會提交的報告指
出，艾姆里在德國停留期間，
擁有 14 個不同的假身分。PO-
LITICO引述當地媒體指出，警
方相信，除了柏林耶誕市集攻
擊外，艾姆里同時也策劃多個
攻擊計劃。

艾姆里在發動攻擊後，據

了解他應是從德國前往荷蘭阿
姆斯特丹，再搭乘跨國火車抵
達比利時，再經法國巴黎、里
昂，抵達義大利。

荷蘭與比利時警方今天都
公布了艾姆里在車站的監視器
畫面。荷蘭電訊報（Telegraaf）
引述安全與司法部向國會提供
的書面報告指出，艾姆里被發
現在去年12月21日上午約11時
30 分，出現在靠近德國的那梅
亨市（Nijmegen），下午約1時
30 分在阿姆斯特丹車站的監視
器中發現他的蹤影，監視器顯
示他在4時前後搭乘火車轉往比
利時。

法 蘭 德 斯 新 聞 （Flanders
News）公布比利時內政部提供
的監視器顯示，艾姆里在當天
晚上約7時出現在布魯塞爾南站
，並在9時前後搭車離開。畫面
可以清楚看見他手拿文件，並
戴著毛帽與圍巾將臉遮住大半

。
艾姆里在去年12 月22 日出

現在里昂巴士總站，之後在香
貝里（Chambery）轉車前往義
大利，他約在當天晚間出現在
杜林（Turin）車站，23 日凌晨
1 時被發現抵達米蘭車站，2 個
小時後他在米蘭東北方的塞斯
托聖喬凡尼（Sesto San Giovanni
）例行臨檢時被警方認出，並
遭警方擊斃。

警方在艾姆里遺留的背包
裡發現一張電訊商伏德風（Vo-
dafone）在 12 月 20 到 22 日間發
出的免費 SIM 卡，從而追出他
曾在荷蘭停留。

艾姆里在案發後仍能在歐
洲境內趴趴走，引發外界高度
質疑。荷蘭、德國、比利時與
法國政府正在商討如何加強對
跨國境火車、巴士、船隻乘客
安檢。

柏林攻擊主嫌擁14假身分 逃亡路線揭露

（綜合報導）世界經濟前景不定，數位貨幣比特幣被吹捧為
避險標的，今天在投資人追逐下一度逼近歷史天價，但幾個小時
後就暴跌約20%，據分析主因是人民幣匯價突然飆升。

比特幣價位去年飆漲，成為2016年表現最強勢貨幣，這種
令人頭暈目眩的漲勢今年以來仍然持續，比特幣價格指數（Bit-
coin Price Index, BPI）顯示，比特幣今晨突破1100美元價位，最
高來到1139.89美元，是近三年最高價，逼近2013年所創1165.89

美元歷史天價。
不過，路透社

報導，比特幣下
午突然暴跌多達
20%，一度下挫到

885.41美元價位，一天內重挫逾200美元，再次顯示這種貨幣的
多變。據信比特幣回挫主因是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漲超過
1%，並可望出現歷來最大的兩日漲幅。

這項發展再度顯示比特弊與人民幣間強弱相反的關係。去年
中國大陸出現搶購比特幣避險風潮，期間人民幣貶值7%，創下
1994年以來最弱勢年度表現，比特幣則飆漲125%，連續第二年

表現超越所有貨幣，近兩周的漲幅更達40%。
比特幣自2009年問世以來即波動劇烈，2013年創下歷史天

價後幣值一度暴跌7成5。去年8月傳出駭客犯下大型比特幣竊案
後，幣值也直落逾2成。

但分析師表示，隨著交易量成長，比特幣的波動將有所緩和
。他們並指出，比特幣增值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元走強、加強貨幣
及資本管制、數位經濟崛起等。

分析師表示，尤其是印度當局回收高面額鈔票造成的混亂，
以及中國大陸限制購買外幣以因應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更加助長
比特幣需求攀升。

比特幣暴跌20% 逼近歷史天價後突反轉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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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槍擊成2017首起恐襲事件

幸存者靠護照擋子彈

綜合報導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壹夜店

淩晨遭歹徒持槍襲擊，導致至少39人遇

難，成為2017年首起恐怖襲擊。來自黎

巴嫩的幸存者艾斯馬表示，多虧護照擋

子彈讓他幸運逃過壹劫。

據報道，嫌犯在7分鐘內打了120到

180發子彈，許多跨年狂歡的民眾為了逃

命，驚慌躍入店外博斯普魯斯海峽

（Bosphorus）冰冷海水中。

來自黎巴嫩的幸存者艾斯馬說：“放

在心臟附近位置的護照救了我壹命。”

目擊者圖克表示，“我們當時玩得

很開心。壹開始以為是有人打架，後來

出現很多槍聲”。

“聽到槍聲後，大家開始逃往露臺，

我們也逃跑，我旁邊有人中槍倒地。我

們逃開躲在沙發下。”

美國官員稱這起槍擊案為恐怖襲擊，

聯合國安理會也譴責“這起令人發指且

野蠻的恐怖攻擊”。

夜總會外可見擺滿致哀的蠟燭和鮮花，

夜總會的社交網頁頭像也改成全黑以示哀悼。

老板柯卡斯蘭寫道：“我們的心在淌血”。

土耳其總理表示，警方和情報單位正在

拼湊線索，很快會公布消息。不過他沒有點名

任何特定團體，目前也無人出面宣稱犯案。

力量對比發生變化 敘利亞局勢出現歷史性轉折

縱觀敘利亞危機5年多來的變化，

由亂而治終成為壹個大趨勢。自俄羅斯

2015 年 9 月出兵敘利亞以來，特別是

2016年，敘利亞局勢朝著有利於敘現政

權的方向發展，美國和沙特對敘利亞危

機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而俄羅斯和伊朗

對敘危機的影響力在逐步上升。敘利亞

軍方2016年12月22日發表聲明，宣布敘

政府軍完全收復反對派大本營阿勒頗市。

這不僅意味著敘利亞戰場形勢出現重要

歷史性轉折，而且意味著改變了敘利亞

政府與反對派未來談判的基礎。

戰場形勢現重要轉折
2016年6月9日，伊朗國防部長達赫

甘與到訪的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和敘

利亞國防部長弗拉傑在德黑蘭舉行會談。

三方在會談中就首先解放阿勒頗的問題

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俄伊敘三國在

原來戰略思路的基礎上確定了壹個名

為“勝利戰略”的構想。這個構想為

敘利亞現政權未來贏得戰爭的勝利指

明了方向。

敘利亞反對派武裝

自 2012 年 7月控制阿勒

頗市東區以來壹直將其

作為大本營，並企圖將

該市作為其首都與敘利

亞政府相抗衡。在過去

近4年時間裏，土耳其支

持盤踞在阿勒頗市及其

農村地區的敘反對派武

裝，在背後指揮這些武

裝組織與敘政府軍作戰，

並向其提供武器和輸送武裝人員。盡管

敘政府軍在阿勒頗戰場部署精銳部隊，

伊朗革命衛隊和黎巴嫩真主黨民兵也已

經部署在阿勒頗省，但它們與反對派武

裝的戰鬥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每前進壹

步都要付出壹定程度的人員傷亡。

敘利亞政府軍及民兵、伊朗革命衛

隊、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拉克、阿富汗等

國什葉派民兵在阿勒頗戰場集中大約5

萬兵力，於2016年7月28日對阿勒頗東

部市區實施包圍。此後，反政府武裝多

次對政府軍控制的阿勒頗市區發動攻

勢，均被政府軍擊敗。但與此同時，美

國等西方國家以緩解人道主義危機為名

千方百計阻撓敘俄為收復阿勒頗市東區

采取的軍事行動，致使敘政府軍的推進

速度緩慢。

敘政府軍選擇美國總統選舉對敘政

策的“空檔期”，於2016年11月下旬加

大對阿勒頗東區反對派武裝的圍剿力度，

迅速收復多個市區。敘利亞政府軍收復阿

勒頗的重要原因之壹是，土耳其退出與

敘利亞政府軍作戰的阿勒頗戰場。據報

道，根據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2016年8月9日達成的諒解，以

及敘利亞和土耳其兩國情報機構多次會

談結果，土耳其軍隊臨時有限進入阿勒

頗市以北至土耳其邊界的狹長地帶，土

軍在這壹地區打擊“伊斯蘭國”武裝，

進而加強對這壹地區的土敘邊界的控

制。這些行動意味著土耳其實際上從阿

勒頗戰役的參與者轉變為調解者。土耳

其撤離阿勒頗戰場之日，便是敘利亞政

府軍迅速取得決定性戰果之時。

敘利亞戰爭遠未結束
但殘酷的現實表明，敘利亞政府軍

對阿勒頗市的收復，並不標誌著敘利亞

戰爭的結束。時至今日，“伊斯蘭國”

仍然控制著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大片土

地，還具有相當大的實力。未來的敘利

亞戰場上，敘政府軍必將采取更大規模

的行動，給反對派毀滅性打擊。

收復阿勒頗，對提振敘利亞政府軍

士氣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對敘境內反

政府武裝也是沈重打擊。美國政府長期

支持的敘利亞“溫和反對派”壹方面由

於戰場上的失利，另壹方面因擔心美國

當選總統特朗普上任後被拋棄，眼下士

氣十分低落。

為了提振敘利亞反對派武裝的士氣，

美國總統奧巴馬2016年12月8日簽署壹

項政令，取消向敘利亞反政府武裝提供

軍事支持的限制。這短期內也許不會對

敘利亞局勢產生多大影響，但從長期看，

對敘利亞局勢還是會產生相當影響。不

過，2017年 1月特朗普執政後或可能適

當調整奧巴馬政府的對敘政策。

敘利亞政府軍目前控制區從南部的

德拉省、蘇韋達省的大部分地區和庫奈

特拉省，經大馬士革及大馬士革農村省

到中部的霍姆斯省西部地區、哈馬省以

及西部沿海地區的拉塔基亞省、塔爾圖

斯省再到位於北部的阿勒頗市，形成南

北貫通的地帶，是敘利亞最富饒的地區，

其人口約占該國總人口的70%。

敘反對派武裝控制區為5塊區域：

南部德拉省和蘇韋達省的部分地區，大

馬士革東郊的東古塔地區和杜馬市，西

北部的伊德利蔔省，阿勒頗省北部地

區，拉卡市及周邊農村地區、代爾祖爾

省大部分農村地區、阿勒頗省部分農村

地區和霍姆斯省東部地區。這些地區在

地理上被敘政府軍分割開來，有的被政

府軍或者庫爾德武裝包圍，有的在敘邊

遠地區。

解決敘危機走向何方
敘政府軍收復阿勒頗市將決定政治

解決敘危機的走向。敘政府和伊朗主張

建立敘民族團結政府，不接受建立“過

渡管理機構”的主張，俄羅斯曾建議敘

政府與愛國反對派分權。2012年 6月敘

利亞問題國際會議日內瓦公報首次提出

在敘利亞建立“過渡管理機構”的主張。

在俄羅斯外交努力下，後來的敘利亞問

題國際會議文件和安理會涉敘決議逐步

在措辭上淡化了建立過渡機構的內容。

在敘利亞現政權贏得戰爭勝利的局勢逐

步明朗的情況下，敘利亞局勢本身已不

再需要有壹個過渡期了，換言之，在敘

利亞建立“過渡管理機構”的必要性不

存在了。

戰場形勢的變化往往決定和談的結

果。敘政府代表團與反對派代表團將在

敘政府軍收復阿勒頗的新基礎上舉行和

談，這將有助於打破僵局，未來可能出

現的政治解決方案對敘政府更為有利，

敘利亞從大亂達到大治，需要壹個強有

力的中央政府。因此，在敘利亞建立

“過渡管理機構”的主張有可能被打掉，

未來可能建立以敘利亞現政權為主導的

政府，這個政府可以稱之為“過渡政府”

或稱之為“民族團結政府”。

2016年12月20日，俄羅斯、土耳其

和伊朗3國外長的莫斯科會晤就協調解

決敘利亞危機達成了“莫斯科聲明”，

其主要內容包括，3國共同努力解決阿勒

頗問題，強調通過非武力的方式解決敘

沖突和實施停火的重要性，促使敘利亞

政府與反對派重啟和談，願為兩者之間

達成的協議作擔保。

俄、土、伊三國外長會議的舉行並

達成共識，意味著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

的主導權正在從美國等西方國家和沙特

等海灣國家方面轉向俄羅斯、伊朗和敘

利亞政府方面。由俄美主導並影響的敘

危機解決模式正在發生改變，俄、土、

伊“三駕馬車”或將成為推動解決敘利

亞危機的實際主導方。然而，誤判敘利

亞局勢，在美俄等大國就敘戰激烈博弈

的背景下，認為敘利亞內戰可速戰速決、

敘利亞危機可速結速除都是不可取的，

更是不現實的。因此，敘危機的最終真

正得以化解尚待時日。

突尼斯政府稱
掌握逾2900人的“恐怖分子名單”

綜合報導 突尼斯內政部長赫迪· 馬吉杜蔔表示，突尼斯安全部門掌

握壹份超過2900人的突尼斯籍“恐怖分子”名單，其中大約300人為

“危險分子”。

馬吉杜蔔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說，安全部門已把2929人定性為

“恐怖分子”，其中超過1000人在敘利亞，500人在利比亞，近150人在

伊拉克。

另外，大約400名“恐怖分子”行蹤不明。按照馬吉杜蔔的說法，

這些人“很可能在沖突地區，也可能位於歐洲”。突尼斯情報部門正與

其他國家合作，試圖定位這些人。

對於有媒體報道稱約800名“恐怖分子”已潛回突尼斯，馬吉杜蔔

回應說，情報部門已掌握了這些人的情況，他們分布在全國各地，以首

都地區最多。

突尼斯2011年政治變革以來，社會治安不穩，經濟發展停滯，極

端思想和恐怖主義逐步滲透。2015年，突尼斯先後遭遇三起大規模恐

怖襲擊，導致70多人死亡，其中以外國遊客和安全人員為主。2016

年，法國尼斯和德國柏林分別遭遇恐怖襲擊，兇手均為突尼斯裔

“恐怖分子”。

德國智庫：若生活水平未獲改善
意大利或退出歐元區

綜合報導 德國Ifo經濟研究院院長菲斯特認為，如果生活水平未能

獲得改善，他相信意大利最終將選擇退出歐元區。

據報道，菲斯特接受德國訪問時說：“意大利現在的生活水平跟

2000年處於同壹水平。如果沒有任何改變，意大利人到某個階段會說：

‘我們不想再呆在歐元區了。’”

他也說，如果德國議會批準歐洲聯盟的壹項意大利紓困計

劃，將令德國納稅人面對風險。他認為，德國國會議員應該否決

該方案。

意大利政府並沒有尋求獲得紓困援助，反而把焦點放在穩定國內銀

行業上，並從拯救意大利西雅那銀行集團做起。

攜蛋糕進麥當勞須清真認證 馬五大宗教理事會批當局
綜合報導 麥當勞日前禁止消費者

攜帶沒有清真證明的蛋糕進入該餐廳

引發坊間批評。馬來西亞五大宗教協

商理事會副主席陳和章認為，馬來西

亞伊斯蘭教發展局所制定的清真認證

條件越來越極端，並且沒有尊重其它

宗教。

他日前接受訪問時指出，該局已經

與原先的原則背道而馳，他們不應該以

這種方式來執法。

他認為，麥當勞是各族都會光顧的

餐廳，壹旦不允許消費者攜帶沒有清真

證明的蛋糕進入餐廳，就會引起各方反

彈。

他直言，消費者攜帶蛋糕前往餐

廳，只供自己享用，並不是讓其他穆斯

林享用，因此他對這項政策深感不解。

砂拉越消費者之聲則希望，麥當勞

不會在該州實行這壹政策。

該協會主席張家洪表示，這壹政策

不僅荒謬，也對消費者不友善，尤其是

在像砂州這樣多元文化和宗教的州屬。

他表示，這壹政策會導致宗族分

裂，也會破壞馬來西亞人民多年來所享

有的多元文化。

麥當勞上個月證實，禁止消費者攜

帶沒有清真證明的蛋糕進入該餐廳。麥

當勞發表聲明稱，這壹政策並不含任何

歧視成分，強調他們只是遵守馬來西亞

伊斯蘭教發展局清真執照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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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參院少數黨領袖批特朗普是“推特總統”
綜合報導 美國國會參議院少數黨領

袖民主黨人查克· 舒默近日在新壹屆國會

履職時發言，批評候任總統唐納德· 特朗

普頻繁發送推特的行為，稱美國不能承

受這樣的“推特總統”。

舒默說，“美國有切實的挑戰，需

要做實事”，如果特朗普繼續當“推特

總統”則會成為壹個失敗的總統。

特朗普自從競選階段就喜歡在類似

於微博的社交媒體推特上發聲，這壹喜

好在他競選成功後沒有改變。他在自己

的推特賬號上多次就國家內政外交政策

發表意見，語言充滿個人風格，引發美

國國內乃至全世界輿論的關註。

特朗普壹名發言人說推特是壹個可

以直接連接特朗普和普通民眾的渠道，

特朗普在入主白宮後會壹如既往使用推

特發布消息。但批評者認為特朗普在很

多嚴肅議題上隨意發表意見不負責任。

特朗普目前在推特上有約1840萬粉

絲，在所有社交媒體上的粉絲總量約為

4500萬。

美國白宮3日說，目前沒有跡象顯示朝鮮的核能力發生了變化。

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當天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情報界官員當

天告訴他，美方關於朝鮮核能力的評估沒有發生變化，沒有跡象表明朝

鮮測試或展示了將核武器小型化並將其裝載上洲際彈道導彈的能力。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1日在新年致辭中表示，只要來自美國及其追

隨勢力的核威脅和核恐嚇持續存在，朝鮮就會繼續強化以核武力為軸心

的自衛性國防力量和先發制人的攻擊能力。

美國自詡“民主”：異化的媒體權力
綜合報導 美國壹向自詡為“民主”

的典範和“新聞自由”的旗幟，並且對

相異體制評頭論足，甚至橫加幹涉。然

而，美國真的擁有其所謂的“新聞自由

”嗎？事實並非如此。

縱觀全球新聞自由與民主化交織演

進的歷史和美國200余年歷史，我們不

難發現：新聞自由是壹個歷史發展的產

物，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其不同的使命和

豐富的內涵。然而，美國在國際社會交

往中卻慣於將這壹歷史發展的產物簡單

化、工具化，乃至雙重標準化：自己實

行有條件的新聞自由，而要求他人實行

絕對的新聞自由。

毋庸置疑，美國是世界上傳媒業發

展最為成熟、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

壹。近百年來，美國傳媒業發展經歷過

兩次非常重要的轉折：壹是1934年出臺

《通訊法》，二是1996年頒布的《電信

法》。前者奠定了美國廣播事業私有化

的發展道路；後者為媒體管制“松綁”

，允許媒體跨機構、跨行業兼並，導致

金錢政治深入滲透傳媒產業，形成壟斷

格局。

首先，金錢政治令美國傳媒業壟斷

發展，並進壹步破壞了民主政治文化。

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使媒體將追

逐利潤作為首要目標。商業化和低級化

引發了公共傳播危機。媒體通過提供缺

乏公共性的娛樂節目麻痹大眾，使之出

現“政治疏離”或者“政治冷漠”現象

。於是乎，民主變成了壹種“沒有公民

”的政治遊戲。

其次，媒體精英與政治精英合謀，

使得民主偏離了傳統意義上的“多數統

治原則”。此種合謀是在“新自由主義

”的掩護之下完成的。壹方面，在經濟

上，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化”“私有

化”和“市場化”，弱化政府作用，因

而提倡政府放松對媒體管制，允許兼並

；另壹方面，在政治上，新自由主義承

襲了精英主義理論，確信少數政治精英

可以主宰政治和意識形態，可以代表原

子化公民的意願，因而重大公共政策出

臺沒有必要進行公共辯論。於是，公共

事務決策成了少數精

英間的博弈。

第三，在傳媒業

高度壟斷、公共傳播

式微的語境中，“媒體由誰控制，為誰

服務”這壹極為重要的公共話題，無法

成為人們公開辯論的對象。媒體的私有

屬性與其應發揮的社會公共功能之間存

在深層悖論。譬如，媒體絕不會將美國

大選巨額花費納入公共議程之中。由此

可見，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本質上是壹

種意識形態騙局，它不僅將現狀合法化

，還蒙蔽大眾，使他們對壓迫自己的體

制視而不見。媒體是資本主義政治體制

的組成部分，因此鮮能揭露威脅資本主

義社會秩序的事。對客觀性和獨立性的

渴望是媒體機構生產的重要意識形態，

同時也是資本主義行使霸權的面具。

美國媒體在保護公民權利和遏制政

治腐敗方面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在“揭

醜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和“水門”事

件中，媒體的公共性曾得以充分展現，

成為壹種重要的政治力量。如今，時過

境遷。眾多美國媒體在金錢政治的腐蝕

下，某種程度上已墮落成政治腐敗的幫

兇，民主政治文化的破壞者。

資本化的美國傳媒體制必然導致媒

體權力的異化，並暴露出其反民主的本

來面目。與此同時，少數“巨型媒體”

組織對政治傳播的壟斷，必將導致大眾

把長久積聚的疑慮轉化為公開的質疑和

反抗。

自由與責任本是壹對悖論，責任勢

必要求某種自由的讓渡。

所謂的“自由而負責”不過是美國

新聞界塑造的美好願景，所謂的美好的

“新聞自由”不過是美國用以打壓異己

的烏托邦化概念。

綜合報導 2017年跨年之際，美國亞利桑

那州誕生了壹對雙胞胎寶寶，有趣的是，這

對男嬰中的弟弟由於磨磨蹭蹭，拖到午夜過

後1分鐘才出生，從而成功當上嬰兒老大哥

，成為2017年亞利桑那州最早出生的嬰兒。

這對雙胞胎小兄弟在跨年夜降生，雖然

前後僅相差11分鐘，但是出生年份卻不壹樣

了。

他們的名字分別為埃弗雷特(Everett)和索

耶(Sawyer)，他們還有兩位姐姐，壹位13歲

，壹位4歲。

埃弗雷特是班納健康中心2017年中誕生

的第1個亞利桑那州寶寶。他出生於2017年1

月1日淩晨零時1分，在位於格倫代爾的班納

雷鳥醫療中心誕生。

哥哥索耶比弟弟早出生11分鐘，於2016

年12月31日晚間11時50分瓜瓜墜地。

美媒稱希拉裏將出席特朗普就職典禮

綜合報導 多家美國媒體近日援引消

息人士的話報道稱，希拉裏· 克林頓已決

定參加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就職典禮。

《紐約雜誌》近日率先披露了上述

消息。該媒體通過希拉裏的助手獲知，

在過去幾周的時間裏，希拉裏和丈夫比

爾· 克林頓與顧問團隊進行了會面，討論

是否出席特朗普的就職典禮。他們經討

論後認為，出於對民主程序的尊重，他

們有責任出席典禮。

多家美國媒體同日證實了這壹消息

。在去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在選前民調占據較

大優勢的情況下輸給特朗普。此後，希

拉裏逐漸淡出公眾視線，鮮有露面。

近日，美國第43任總統喬治· W· 布

什發表聲明稱，他將與妻子勞拉· 布什出

席特朗普的就職典禮。聲明稱，他們很

高興能夠見證權力的平穩過渡，見證特

朗普總統和彭斯副總統宣誓就職。

此前，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 卡特

已明確表示將出席特朗普的就職典禮。

喬治· W· 布什的父親、美國第41任總統

喬治· H· 布什表示，由於身體原因無法出

席典禮。特朗普的就職典禮將於1月20

日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大廈西側舉

行。屆時，特朗普將宣誓就任美國第45

任總統，並發表就職演講。

美國航母中東暫缺兩月
“空檔期”或因囊中羞澀

綜合報導 每當國際危機爆發時，

美國總統“傳說中”的第壹句話是：

“我們(離沖突地點)最近的航母在哪裏

？”然而，據美國媒體報道，未來兩個

月，美國將撤回遊弋在全球海域的所有

航母戰鬥群，包括在中東地區打擊IS極

端武裝的艦船。這將是自二戰以來，首

次出現全球海域中沒有壹艘美國航母遊

弋的狀況。美國航母史無前例的“空檔

期”令全球關註。輿論普遍認為，這與

美國政府的“囊中羞澀”直接相關，並

不意味著美國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有了

任何實質性改變。

據福克斯新聞網近日報道，盡管面

臨的威脅依然很多，但美國本周將撤回

遊弋在全球海域的所有航母戰鬥群，包

括在中東海域打擊極端組織的艦船。

報道稱，在地中海和波斯灣部署長

達7個月的“艾森豪威爾”號航空母艦

戰鬥群去年12月30日已返回位於美國

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海軍基地。該航母

對伊拉克和敘利亞發動了數百次針對IS

的空襲，其編隊的兩艘驅逐艦也曾經歷

戰鬥洗禮。“梅森”號驅逐艦曾在紅海

攔截也門胡塞武裝的巡航導彈，“尼采

”號驅逐艦在壹場報復性襲擊中破壞了

也門的雷達裝置。

據美國海軍官員透露，接替“艾森

豪威爾”號航母的“布什”號航母目前

因維修問題仍停泊在船塢，將延期6個

月部署。美國《防務新聞》網站援引海

軍消息源報道稱，“布什”號航母尚未

離開諾福克海軍基地，1月20日特朗普

舉行就職典禮之前是不可能出發的。該

消息人士說，從“艾森豪威爾”號離開

，到“布什”號抵達，航母空缺可能持

續兩個月之久。

據美國《防務新聞》網站報道，這

不是中東地區首次出現航母空缺。去年

秋天，美國“西奧多· 羅斯福”號航空

母艦回國時，美國海軍就依靠法國航母

填補過缺口。那是2007年以來美國首次

沒有在中東地區部署航母。

習慣於航母帶來的安全感，美國民

眾不幹了，有網民在福克斯新聞網的報

道下面留言：“告訴我，為什麽把這些

公之於眾？讓我們的敵人知道？”還有

網民諷刺說：“現在恐怖分子知道要從

哪裏發動襲擊了！”而美國海軍中央司

令部發言人特裏· 香農上校在發給福克

斯新聞的壹份聲明中說：“我們不打算

就航母戰鬥群進出美國中央司令部責任

區域的行動時機進行討論。”

實際上，美國的海上霸權壹時半會

兒還無人能撼動。每支美國航母編隊所

搭載的艦載機的火力，已經超過了全球

大多數國家的整個空軍。美國官員稱，

為應對中東危機，美國在該地部署了兩

棲艦、戰機以及許多海軍陸戰隊員。此

外，美軍在中東地區擁有的其他噴氣式

飛機也能彌補航母留下的空缺。其中，

兩棲攻擊艦被稱為“航母替代品”，據

美國《海軍時報》透露，該艦已成為美

國解決地區危機的重要兵力，甚至在某

些情況下超過航母，成為解決危機的唯

壹兵力。據悉，美國海軍正加緊打造12

支遠征打擊群，它以壹艘兩棲攻擊艦為

核心，包括3艘兩棲戰艦、1艘攻擊核

潛艇、2艘宙斯盾驅逐艦(或巡洋艦)和1

艘瀕海戰鬥艦組成，規模雖比航母打擊

群小，但反應更為靈活，部署更加容易

。有分析認為，未來亞太壹旦出現危機

，最早殺向戰場的也將是以兩棲攻擊艦

為首的遠征打擊群。

美媒並不諱言，造成航母“空檔期

”的主要原因是預算緊張。據報道，從

2011年以來，美國海軍預算削減了數十

億美元之後，“布什”號航母這樣的艦

船只能延長停泊在船塢的時間。

畢竟，美國海軍保有的航母打擊群

是超級強國才供得起的昂貴武器。在有

形價值方面，單就尼米茲級航母本身來

看，其造價已超過50億美元，75架艦

載機(壹個艦載機聯隊)至少需要50億美

元，若再加上編成壹個航母打擊群所需

的6艘宙斯盾驅逐艦(或巡洋艦)、2艘攻

擊核潛艇和壹艘油彈補給艦(根據1995

年美國海軍作戰部頒布的指令配備，具

有法律效力)，這些護航艦艇要配齊又

需要50億美元，這些機艦的硬件總價

值已超過150億美元。此外，還有難以

計算的無形價值，訓練有素的艦員和艦

載機聯隊空地勤人員，這些人員的薪資

、訓練費、福利費總花費不僅難以計算

，更重要的是難以速成，非數十年時間

難以有成。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美

國海軍已經遇到資金匱乏的局面，遂將

航母打擊群刪改出另壹個版本——航母

打擊大隊，把伴隨艦艇數量從9艘減至

5艘，為的是能將有限兵力部署在更多

地區。軍事專家李傑近日對《環球時報

》記者表示，美國航母史無前例的“空

檔期”，可以看作美國航母的壹個休整

期，也是美國領導層重新考慮航母今後

部署和進壹步發展的壹個時期。特朗普

1月20日入主白宮以後，肯定會加強美

國海上力量發展。這種情況下，美國將

調整在盟國的部署，如日本、韓國以及

歐洲等國，壹方面更多地要求“有償保

護”，另壹方面會考慮減少或撤出某些

非關鍵地區的部署。

美國壹對雙胞胎相隔美國壹對雙胞胎相隔1010分鐘出世分鐘出世

生日相差生日相差11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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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三星電子將於1月中

旬宣布Galaxy Note7爆炸原因。

據報道，三星電子相關人士透露稱，“調查爆

炸原因的工作最近剛剛告壹段落”，“有關部門已

經開始著手準備，將於本月內公開結果”。

該相關人士就具體的爆炸原因表示，“因為是

高度保密事項，所以即使在公司內部也僅有極少數

的人知道”，“應該會保密到公開的時候”。

報道稱，業界預計此次查明的爆炸原因將

超越去年9月2日單純地歸結為“電池的缺陷”的

層面。

業界相關人士表示，“去年發布會僅稱是因為

電池的缺陷導致發熱和起火，此次發布會將對造成

電池負擔的各個原因進行綜合性的說明”。

預計此次發表會上，三星電子將就電池充電或

超負荷使用時零部件膨脹的問題、在狹小的空間內

裝載了性能過多的零部件而導致的問題、硬件設計

錯誤而導致無法正常散熱的問題等進行說明。

三星電子已查明起火原因的情況可從多處獲

悉。據悉，三星電子方面在上月內部調查結束之

後，向韓國產業技術試驗院（KTL）和美國的有關

機構發送了報告書。此外，2016年12月19日在京

畿道水原營業所召開的國際戰略會議中也傳出言論

稱，“三星電子已成功再現了部分起火現場，正在

加快事故原因的調查速度”。

在查明三星Galaxy Note7的起火原因之後，預

計Galaxy S8等新品的研發速度也會加快。其間三

星電子內部暫停了新品的研發，壹直在就此苦思冥

想。雖然Galaxy S8在去年Galaxy Note7出事之前

已開始研發，但是壹直沒能決定是否要將Note7中

首次適用的功能裝載至S8中。

三星電子的關系人士表示，“Galaxy系列的升

級方式是把首先適用於大屏手機的功能適用於次年

推出的旗艦手機中”，“如果再晚壹些查明原因的

話，三星或許會對研發像Galaxy Note7壹樣同時帶

有虹膜識別、防水、防塵等功能的手機感到負擔”。

該關相關人士還進壹步表示，“如果Galaxy

S8不能帶有已經研發完成的所有功能，那麽制造出

史上最優秀的智能手機來恢復名譽的計劃也將壹並

受到影響”。

2016年12月15日，無線事業部社長高東真給

職員們發郵件稱，“請特別註意保守Galaxy S8的

機密”。

有分析指出，這也間接體現了三星對原因的查

明和新品的自信。即使在本月內公開Galaxy Note7

的爆炸原因，Galaxy S8的上市時間很有可能會被

或多或少地推遲。三星電子的相關人士表示，

“Galaxy S8在功能和安全性方面將達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我們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完成度上，

並不著急將其提前推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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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方面表示，將積極協助有關部門

從丹麥引渡韓國總統親信崔順實之女鄭某回國。

韓國外交部表示，正通過韓國駐丹麥使館核實鄭某在當

地被拘留的情況，有關部門就引渡鄭某回國提出協助請

求時，外交部將立即采取相關措施予以配合。

據報道，當地時間1日淩晨，丹麥警方在位於奧爾堡市

的壹處住宅內拘留鄭某等4人，包括1名2015年出生的嬰

孩，疑似鄭某之子。

獨檢組計劃將鄭某押送回國後，就鄭某走後門考入韓國

名校梨花女子大學壹事進行深入調查。韓國法務部和大檢察

廳也表示將積極配合獨檢組，確保押送工作迅速展開。

由於鄭某壹直停留在海外拒不回國，獨檢組此前已請求

國際刑警組織對鄭某發出紅色通緝令。紅色通緝令是對已簽

發拘留證的重犯嫌疑人發布的國際通報。據警方介紹，截至

目前，國際刑警組織尚未對鄭某發出紅色通緝令，但由於鄭

某因非法居留被拘，因此在當地警察局最長可被關押72小

時。

依照相關程序，雖然鄭某在當地被拘，但只有韓國政府

向當地警方提出引渡請求時，鄭某才能被遣送回國。如果鄭

某在當地接受與犯罪嫌疑人引渡相關審判，鄭某被遣返的時

間或進壹步推遲。

韓國教育部去年11月發表的監查結果顯示，鄭某2015

年憑借亞運會馬術團體賽金牌被梨大以“馬術特長生”資格錄取，

但經證實這枚金牌是她在梨大招生報名期限截止後獲得的。

鄭某入學後，校方在出勤及成績管理方面也繼續對鄭某給予特

殊照顧。如雖然鄭某常常曠課，提交的免出勤材料不符合要求，部

分科目未提交作業，但依舊順利過關。事件曝光後，鄭某去年10

月31日通過梨大網絡學籍管理系統提交了退學申請。

美日韓緊盯“朝將射洲際導彈”
韓堅持“對話優先”

綜合報導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發表新年賀詞時提到“洲際彈道導彈

試驗發射準備工作進入最終階段”，

這迅速引起美日韓三國高度警惕，並

被解讀為“朝鮮或在近期試射洲際導

彈”。

金正恩通過朝鮮中央電視臺發表

了新年賀詞，對2016年朝鮮各領域所

取得的成就進行總結，並對2017年的

工作進行規劃部署。金正恩表示，去

年在加強主體朝鮮國防力量方面取得

了劃時代的轉變，朝鮮成為任何強敵

也不敢觸犯的東方核強國、軍事強

國。針對帝國主義日趨嚴峻的核戰爭

威脅，朝鮮成功進行了第壹次氫彈試

驗、各種攻擊手段的試射、核彈頭爆

炸試驗，積極進行尖端武器裝備研發

工作，洲際彈道導彈試驗發射準備工

作進入最終階段。

針對金正恩的講話，美國迅速做

出反應。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呼籲

“所有國家用任何可用的渠道和影響

力”讓朝鮮明白，該國使用彈道導彈

技術進行發射活動已被多個聯合國決

議禁止，任何非法的舉動都將導致某

些後果。五角大樓則表示，美國將動

用所有威懾手段，履行保護盟友的堅

定承諾。

代行總統職權的韓國總理黃教安表

示，將毫不動搖地強化國家安保力量，

並將與國際社會緊密合作，以有力抗衡

朝鮮核威脅。韓國統壹部發言人鄭俊

熙說，韓國政府將堅持“無核化對話優

先”的立場。

據報道，韓國陸軍和海軍舉行大

規模軍演。陸軍舉行“迎新年殲滅敵

軍挑釁炮擊”訓練，海軍則在韓國東

海、西海等海域進行機動訓練，顯示

守護領海決心。另據報道，韓國壹架

P-3CK 反潛巡邏機在東海執行常規任

務,誤射反艦導彈等其他炸彈，幸未造

成人員傷亡。

日本共同社稱，朝鮮此前推進

以美國本土為目標的“KN-08”洲際

導彈開發，但至今未發射過。對於

該國洲際導彈的發展水平，軍事專

家看法分歧巨大。韓國建陽大學軍

事學者金泰雨(音譯)認為，朝鮮可

能今年部署洲際導彈，美國蘭德公

司資深防務分析師貝內特則認為，

朝鮮在彈頭技術上有顯著進步，但

運載核彈頭的導彈和火箭技術目前

尚未發展成熟。

路透社稱，若朝鮮成功試射洲際

導彈，將是該國武器開發的重要進展。

洲際導彈最短射程為約 5500 公裏，

許多射程可達 1 萬公裏以上。美國

加州距朝鮮約9000公裏。去年，朝鮮

試射“舞水端”中程彈道導彈的成功

率不高，8次中有 1次成功。

日本 TBS電視臺認為，雖然金正

恩未提特朗普，但其訴求卻是“應改

變過去錯誤的對朝敵視政策”。

三星查明Note7爆炸原因原因
將於 1 月中旬宣布

（中央社）勞基法 「一例
一休」新制上路，對各產業造
成若干影響，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表示，金融業增加的人事
成本不至於反映到手續費上。

金管會主秘蘇郁卿強調，
金融業一定遵守法令辦理，對
於增加的人事成本，業者或可
透過鼓勵民眾使用網路銀行等
方式降低衝擊，但不至於調漲

手續費，畢竟國內市場競爭激
烈。

銀行局表示，銀行業本來
就是週休二日，一例一休實施
後，對銀行業沒有影響，至於
加班費的部分則要回歸勞基法
的規定，目前對於加班費的計
算，優於之前原制，因此，增
加的加班費讓成本墊高。

至於加班費新制上路後，

銀行業每年因此增加的成本有
多少，銀行局表示，這部分沒
有統計。

銀行局指出，在目前金融
業競爭的情況下，行員難免會
有假日加班的情況，且加班費
計算新制實施後，對各銀行影
響程度不一。

一例一休非漲不可？金融業手續費凍漲

（中央社）立法院臨時會開到20日，但不處理當沖證交稅率減半修法案，即當沖降稅無望農曆
年前實施，金管會表示，降稅優惠儘早實施是好事。

朝野立法院黨團協商今天簽協商結論，臨時會開到20日，處理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電
業法與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但不處理當沖證交稅率減半修法案。

立法院長蘇嘉全今天對當沖降稅修法案不列臨時會議案表示，曾跟行政院長林全講過，這些案
子若其他黨團沒有意見就過，如有意見臨時會無法排入，林全當然理解，沒有打臉的問題。

至於當沖降稅農曆年前實施，與農曆年後實施的差異為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期待農曆年前
通過是希望趕搭紅包行情嗎？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說，降稅優惠能儘早實施對投資人是好事。

金管會主秘蘇郁卿強調，金管會尊重立法院決議，但仍希望當沖降稅可以趕在農曆年前通過，
讓市場不確定性降低、進而提振市場動能。

張振山表示，有關當沖降稅，財政部之後會持續跟立法院處理，金管會積極配合。

當沖降稅年前無望 金管會盼儘早實施

（中央社）越是不景氣，越要投
入資源留才、育才，更要跟員工站在
一起。永慶房產集團日前發出6000多
萬元 「購屋成家基金」予300 多位同

仁，3年下來共發出1.5億元，受惠員
工達700人次。

永慶房屋表示，3日舉行1月份例
會，繼2016年1月頒發5000萬元 「永

慶購屋成家基
金」給200多位
永慶夥伴後，

此次再由集團董事長孫慶餘頒發 「購
屋成家基金」，額度再創新高，共發
出 6 千多萬元，由 3 百多位永慶夥伴

獲得。
永慶房屋指出，房市自2014年起

反轉向下修正，這2年市場上瀰漫著
倒店氛圍，永慶卻逆勢加碼，持續建
構 「聰明工作．健康生活」的幸福職
場。永慶 「購屋成家基金」這3年累

積已發出近 1.5 億元的獎金，協助近
700 人次的永慶夥伴圓滿成家。永慶
強調，今年集團已經提前達成3成市
佔的年度目標，2017年集團總銷目標
5000億元，預計徵才5000人，以持續
擴大市佔率，並提升單店人力。

（中央社）三緯國際今天宣布將於 1 月 5
日到 8 日登場的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上
，搶先發表多款全新產品，包括更具市場競爭
力的經濟型印表機，以及智慧家居與穿戴裝置
。

三緯國際（XYZprinting）日前推出新商品
預覽，展出包括da Vinci Nano、da Vinci Junior
2.0 Mix和Nobel Superfine在內，鎖定家用、行
動及商用族群的不同3D列印機新品。

於 CES 展期中，三緯國際將展示逾 10 款
3D列印機，以及機器人、穿戴式健身裝置、智
慧家居、健康和美容保養用品等多項商品。

三緯國際董事長暨新金寶集團總經理沈軾
榮表示，三緯國際要打造出一個新世界，讓父
母、孩童和專業人士都能在其中輕鬆使用和創
作 3D 列印的物品，提升居家、工作和休閒生
活的品質。三緯國際相信，有了價格實惠、操
作簡單又能提供創新體驗的裝置，才有可能打
破技術壁壘的隔閡。

沈軾榮說，三緯國際在今年消費性電子展
中進一步擴大展出商品的陣容，不僅囊括可滿
足生活各個面向的 3D 列印機，還涵蓋 「智慧
」美容保養商品、穿戴式裝置和機器人應用等
新技術。

（中央社）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表示，由
聯卡中心成立的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目
前已有超過350個公部門加入，提供民眾信用
卡繳費，未來公立醫療院所也將全面加入。

為提升電子支付比率，金管會持續建構友
善的法規環境、加速整合電子化支付端末設備
，以及提升公部門及醫療機構提供電子化支付
服務，目標2020年電子支付占比達52%。根據
最新統計，截至105年上半年止，國內電子支
付比率已提升至30%。

在提升公部門及醫療機構提供電子化支付
服務方面，銀行局副局長莊琇媛表示，由聯合
信用卡處理中心建立的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
台，目前已與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6都14縣所
屬地政事務所及國土測繪中心等超過350個公
部門合作，提供信用卡繳費服務。

為鼓勵公部門提供刷卡服務，聯卡中心對

發卡行提供免收單手續費的優惠。銀行局表示
，目前提供信用卡刷卡服務的單位會被收取收
單手續費，因此，只有台大醫院等幾家公立醫
療院所有提供信用卡刷卡服務；希望未來所有
的公立醫療院所都可以提供信用卡繳費服務，
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正與公立醫療院所洽
商合作。同時，金管會亦鼓勵從事公立醫療院
所收單業務的金融機構，提供5年免收單手續
費優惠，以增進公立醫療院所提供刷卡服務的
誘因。

除公立醫療院所外，由國際發卡組織Visa
與信用卡發卡機構及私立醫療機構合作的手機
支付服務 「醫療行動支付 APP(醫指付)」，預
計今年4月上線，第一階段共有長庚、國泰、
新光、中醫附醫、高醫附醫、彰化基督教醫院
等6家大型私立醫院加入這項服務。

金管會拚電子支付 公立醫院也可刷
三緯3D印表機攻CES 推智慧家居新品

永慶房屋成家基金 砸6千萬留才

綠委綠委：：政府推自由軟體政府推自由軟體 可年省可年省2121億經費億經費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黃偉哲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黃偉哲（（右右 22））55 日表示日表示，，各國政府已陸續推動開放文檔格式各國政府已陸續推動開放文檔格式

（（ODFODF））取代私有專利檔案格式取代私有專利檔案格式。。據國發會報告若選擇自由軟體據國發會報告若選擇自由軟體，，每年可節省經費約新台幣每年可節省經費約新台幣
2121億億13001300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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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屏東長治鄉長許玉秀與配偶劉富榮及公所清潔隊員傅中，涉嫌在長治鄉的公共
工程中，官商勾結收取賄款，今天被屏東地檢署依貪污治罪條例收賄罪嫌提起公訴。

另外，黃姓包商被依貪污治罪條例交付賄絡罪嫌提起公訴； 「顧標集團」5名成員被以非法
方法妨害投標罪嫌提起公訴。

屏檢表示，民國104、105年間，許玉秀授權劉富榮和傅中至行政室辦理招標業務，讓黃姓
土木包商以逼近底價98％以上的標比率標得長治鄉道路工程標案共15案，總得標金額新台幣
797萬8000元，許玉秀等人再以各工程標案金額10％至12％的價格，多次向黃姓包商收取賄款
共計86萬5000元。

屏檢表示，許玉秀等3人並在截止投標時間，由 「顧標集團」在長治鄉公所附近聚集，以2
人1組或3人1組方式，攔阻其他非內定圍標廠商競標，讓有意投標的廠商見狀放棄投標。

屏東長治鄉長涉貪 被提起公訴

（中央社）台北地檢署今天與台北市政府
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宣示拒絕酒毒、關懷醫
療暴力決心。

今天簽署的備忘錄主要有4大方向，包括
針對酒駕犯轉介戒酒治療，預防再犯；建立藥
頭通報機制，預防毒品流入校園；檢警一同關
懷醫療暴力，聯手維護醫事人員人身安全及保
障民眾就醫權益；增進檢察官醫療專業知能，
北檢建立 「醫療專家諮詢服務團隊」等。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雖然說行政、立法、
司法是三權分立，但分立還是可以合作，北檢
檢察長邢泰釗一上任，有到市府拜訪，看有無
合作的機會，而要處理好酒駕、毒品、醫暴問
題，可透過專責機構、三級預防制度及良好的
橫向聯繫等方式進行。

柯文哲表示，酒駕和毒品犯大概佔目前監
獄人數的75%，這是很大的問題，他覺得要試
著把酒駕者和毒販，當作病人或犯人來處理，
效果或許會比較好。

柯文哲也說，他們做過研究，酒駕最常
（多）發生的時間就是在 「現在」，也就是各
單位舉辦尾牙、春酒之際，市府就可來做相關
宣導廣告等，做好三級預防。

柯文哲特別強調， 「對我們醫界來說，急
診暴力是我們最痛恨的」，因此需要警方與司
法單位攜手合作，共同嚇阻醫暴。

邢泰釗則說，今天舉行記者會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向民眾宣示要拒絕酒毒、關懷醫療暴
力決心，讓全民達成共識。

拒絕酒毒關懷醫暴
北檢北市府簽備忘錄

（中央社）新竹市政府消防局表示，去年初
南下支援美濃大地震救災任務，有感自身不足，
在市府、市議會支持下，添購 「軍刀鋸」與 「新
式雷達生命探測儀」，提升救災戰力。

竹市消防局表示，去年2月發生高雄美濃6.4
大地震，竹市特種搜救隊南下支援搶救，順利完
成任務，但在救災後有感於自身之不足，添購特
搜器材，日前至南投竹山消防署訓練中心辦理2
梯次模擬震災搶救移地訓練時， 「軍刀鋸」、
「新式雷達生命探測儀」等首次加入訓練項目。

消防局代理局長李世恭表示，此次辦理模擬
震災搶救移地訓練時，所使用的 「軍刀鋸」攜帶
方便，是採用充電電池供電，能讓消防人員快速
進入救災現場，搭配不同鋸片可有效裁切木頭、
混凝土、空心磚、鐵管與鐵條等物質，應用範圍

較一般切割器具更為廣泛，且具有不產生火花的
特性，降低現場爆炸燃燒的機率，讓救難人員更
安全。

另外還有 「新式雷達生命探測儀」，可以在
30秒內偵測出7公尺內受困者的移動和呼吸，發
出的超低頻電場可穿過鋼筋混凝牆、鋼板等障礙
物，不受聲音和背景噪音的影響，突破以往偵測
距離太短及受限障礙物的缺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竹市長林
智堅表示，竹市特搜隊年初到台南，協助震災搜
救，體驗到好的器材有助於消防人員出勤救災，
於是特別指示消防局添購震災專用裝備器材，希
望幫忙提升消防人員救災能量，參與各項國際性
救災任務，將更能發揮團隊合作效能。

添特搜新利器 竹市震災救援能力提升

（中央社）環保署今天宣布，推出多項利多
措施，希望鼓勵更多畜牧業者加入沼液沼渣作為
農地肥分使用的行列。

「豬牛屎尿嘛是寶、作肥發電尚蓋好」，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今天宣布推出多項利多措施。

在利多方面，環保署將補助地方政府在推廣
初期，由各地方環保局專人免費幫忙農友們撰寫
沼液沼渣作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作檢測及陪同
至現場進行相關作業，並且對協助畜牧業興設厭
氧發酵及發電設施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信用

保證。
除此之外，只要畜牧業者加入沼液沼渣肥分

利用計畫，作為農地肥分沼液沼渣的部分，就可
以免繳水污費。

環保署說，農委會也提供低利貸款(1.04%)，
協助畜牧業者修繕及增設厭氧發酵、發電設施，
最高可貸款到新台幣3000萬元；經濟部能源局提
高106年生質能(有厭氧消化設備)躉購電價費率後
，以1萬8000頭豬畜牧場規模來計算的話，業者
1個月將可賣出約36萬元電費。

環署祭利多盼推沼液沼渣作農地肥分（中央社）高雄市漢民國小學童愛的延續
4年不間斷，持續關心獨居長輩，華山基金會
小港愛心天使站今天舉辦4年回顧活動，讓學
童永不忘記助人的心。

華山基金會小港愛心天使站表示，為了在
校園內推展敬老孝道觀念，讓學童們了解 「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意義，與漢民國小分別針對
不同年級進行敬老宣導及配合 「愛老人 愛團
圓」年菜公益計畫。

愛的延續4年不間斷，華山基金會小港愛
心天使站照護的 88 歲獨居、罹患高血壓及輕
微失智症的潘爺爺，因居住4樓無電梯公寓及
關節退化無法外出，生活全仰賴政府及華山志
工協助，但當送餐服務因年節而暫停時，團圓

熱鬧的農曆新年卻是他最煩惱的時候。
華山基金會小港愛心天使站今天在漢民國

小走廊舉辦4年回顧活動，展示參與公益的點
滴及每位學童精心為長輩撰寫的祝福卡片，讓
學童分享送愛扶老的快樂。

漢民國小校長焦熙昌表示，長達4年的公
益在漢民國小已蔚為一股善良風氣，學童省下
自己的零用金捐助弱勢長輩的年菜，金額也許
不高，但涓滴細流都是在教導行善，除了讓潘
爺爺這樣的長輩們能不擔憂年節三餐問題，更
讓孩子們日後永不忘記助人的心。

接受照護服務的長輩也在現場回贈 「春」
、 「福」春聯，祝福大家平安過好年。

關心獨居長輩 國小學童延續愛不間斷

臨時會恐陷表決大戰 王金平籲彼此尊重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左）5日表示，他建議朝野在緊迫慌亂中，也一樣要堅守議事規則

，彼此間的尊重很重要，可以盡量用協商代替對抗，成果會比較好。

蘇嘉全籲檢討蘇嘉全籲檢討 柯建銘柯建銘：：不可能不可能11人變更人變更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中中））55日表示日表示，，尊重立法院長蘇嘉全想法尊重立法院長蘇嘉全想法，，但黨團但黨團

有黨團的做法有黨團的做法，，所有步驟經黨團會議通過所有步驟經黨團會議通過，，不可能不可能11人變更人變更。。

新北新北：：三環三線三環三線 大幅縮短旅運時間大幅縮短旅運時間
新北市捷運局新北市捷運局55日表示日表示，，環狀線第一階段通車後環狀線第一階段通車後，，捷運路線間轉換不需再進入台北市中心捷運路線間轉換不需再進入台北市中心，，

從板橋站到新北產業園區站約從板橋站到新北產業園區站約1212分鐘分鐘，，大坪林站到板橋站約大坪林站到板橋站約2020分鐘分鐘，，大幅縮短搭車時間大幅縮短搭車時間。。圖為圖為
站體示意圖站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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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星期五 2017年1月6日 Friday, January 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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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眉山市彭山江
口鎮張獻忠沉銀遺址水下
考古發掘5日正式啟動。張
獻忠寶藏沉銀地，將進行
為期3個月的考古發掘。值
得注意的是，彭山區正積
極籌建張獻忠江口沉銀博
物館，將在今年開工。最
快明年將向社會開放。傳
說中，張獻忠裝滿24間屋
子的“寶藏”展覽，不久
將在眉山市彭山區成為現
實。

江口沉銀遺址，位於彭
山區江口鎮的岷江河道內，
2010年被眉山市政府公佈為
第三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遺址保護範圍面積約100萬
平方米。清代以來，多個文
獻記載明軍將領楊展曾在此
伏擊大西軍領袖張獻忠的船
隊，張獻忠大敗後，留下
“千船沉銀”的寶藏傳說。
2005年以來，彭山區

江口鎮岷江河道內陸續發現
大量文物，這些文物包括銘
刻年號的金冊、裝於木鞘中
的銀錠等。2015年12月，
在彭山召開的江口沉銀遺址
保護和考古研討會，經專家
論證，江口沉銀遺址極有可
能為文獻中記載張獻忠船隊
被伏擊地點。

■《華西都市報》

內地2017年發行的首套郵票——《丁酉
年》雞年生肖郵票5日深圳首發，吸引了深港
兩地大批集郵愛好者現場購買紀念票、紀念封
等。記者了解到，為避免出現搶購，現場需排
隊領取號碼條預約購票，至11時正式發售，約
派發了500餘張排隊號，現場免費提供的蓋戳
服務，更是大受郵迷追捧，一度大排長龍。

據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介紹，
《丁酉年》雞年生肖特種郵票1套2枚，全套
郵票面值為2.40元人民幣。圖案內容分別為：
意氣風發（2-1）、丁酉大吉（2-2）。

本套郵票設計者為中國當代極具影響力的
藝術家、“福娃”之父韓美林，將“國”和
“家”的概念作為整套郵票的創作理念。郵票
第一圖畫面表現一隻奮進奔跑的公雞形象，象
徵國家的快速發展，寓意“國”之概念；第二
圖畫面內容表現母雞帶小雞的場景，象徵家庭

幸福美滿，寓意“家”之概念，全套郵票也蘊
含着“闔家歡”主題。

香港集郵愛好者張先生告訴記者，生肖郵
票一直是自己熱衷收藏的重點票種，已連續多
年參加生肖票首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中國著名古建築學家柴澤俊
於5日在山西太原病逝，享年83
歲。
“守得清貧，耐得寂寞，勤

奮耕耘，默默奉獻。”這十六個
字是柴澤俊老先生的座右銘，也
是他六十年古建築生涯的縮影。
柴澤俊是山西省文物局原總工程
師、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原
所長、研究員。曾主持和指導修
繕了芮城永樂官、五台南禪寺、
太原晉祠聖母殿等100餘處有價
值的古建文物。這當中最令人記
憶猶新的當屬30多年前的那次
“刀下留城”。
1979年，山西省平遙縣面臨

改造。按照要求，平遙縣城要開闢
東西南北4條大街，城牆上也要相
應開挖8個豁口。眼看城牆被拆，
柴澤俊多方奔走，費盡全力地終於
讓城牆被完整保存，如今平遙古城
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柴澤俊從19歲開始進入古建

築行業工作，勘察研究過上千座
古建築，對其類型、構造特徵、
裝飾藝術及其中壁畫、塑像、琉
璃等方面的研究、造詣頗深，可
謂建築界中的“百科全書”。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柴澤俊就從事
山西省地上文物的勘察與研究，調查了山西
109個市、縣的重要古建築、壁畫、琉璃、
石刻等。柴澤俊對中國古建築保護事業的貢
獻巨大，其中包括調研、挖掘山西現存大量
地面不可移動文物，參與指導和主持了多處
重大古建築保護修繕工程。從根本上解決了
如何保持文物建築原狀的難題，並多次得到
中國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的讚揚和推廣。
文博界人士對柴老這樣評價，“從柴澤

俊先生開始，山西古建築有了魂魄，山西古
建築保護與修繕有了風骨。”柴澤俊提出的
“不改變文物原狀”已成為山西古建築修繕
過程中貫徹的一個基本原則和指導思想，成
為公認的山西古建保護修繕第一人。

■中新社

■《丁酉年》雞年生
肖郵票—意氣風發。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中 國 科 學 家中 國 科 學 家

畫畫像像正為月正為月球球繪繪

內地雞年郵票首發 香港郵迷湧深購買

柴澤俊柴澤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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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張獻忠沉銀遺址 擬建“寶藏”博物館

中國月球探測工程首任首席科學
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自遠

說：“就像了解地球的情況要看各種類
型的地圖，我們正在繪製全月球的地質
圖、構造綱要圖和岩石類型分佈圖等系
列圖件，便於更加了解月球。”

助了解月球演化過程
歐陽自遠表示，全月球地質圖是

一張涵蓋了月球完整信息的圖，幫助

人們全面了解月球從歷史到現在的演
化過程。

此外，類比於地圖還細分為航空
路線圖、旅遊點分佈圖等，全月球地
質圖也繪製了一些分圖，如全月球構
造綱要圖、全月球岩石類型分佈圖
等。

陳聖波所在的團隊負責全月球構
造綱要圖的編制。在月球上，有很多
線形斷裂和小天體撞擊月球表面形成
的撞擊坑，構造綱要圖就是將這些線
形和圓形的構造形態繪製在圖面，讓
科學家更了解月球受到各種內、外動
力作用下的變形過程與歷史。

“嫦娥”發揮重大作用
全月球地質圖需要多個科研院所

和高校共同合作繪製，因此，科研人

員以吉林大學負責的構造綱要圖作為
示範，共同討論繪製標準。

歐陽自遠說，月球上的充足太陽
能和土壤中的氦-3都是未來人類社會
將要開發利用的清潔能源，或許可供
人類社會長期使用。

此外，由於月球表面環境極其特
殊，溫差大、無磁場、表面超高真
空，一些地球上難以實現的實驗與製
備條件，如特殊的材料和生物製品的
研製與生產、一些重大的科學觀測與
科學實驗場地等，月球都具備最佳條
件。

陳聖波說：“繪製工作主要依靠
國內外繞月衛星傳回的相關數據和圖
像，其中嫦娥系列衛星將發揮重大作
用。”該項目計劃在2018年繪出草
圖，2020年前正式出版發行。

從讀書到從業，吉林大

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

的教授陳聖波一直都圍繞

“地球探測”做研究，最

近，他“轉了專業”，琢磨

着 為 月 球 繪 製 一 幅 “ 畫

像”。前不久，中國多位月

球領域及地質科學的相關專

家在吉林長春召開了“月球

數字地質圖編研”和“1：

250萬月球構造綱要圖”編

制實施方案研討會，標誌着

中國正加快進程繪製全月球

地質圖。 ■新華社

■■““嫦娥三號嫦娥三號””和和““玉兔玉兔””
月球車拍攝的月面高分辨率月球車拍攝的月面高分辨率
照片照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丁酉年》雞年生
肖郵票—丁酉大吉。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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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眉山市彭山江
口鎮張獻忠沉銀遺址水下
考古發掘5日正式啟動。張
獻忠寶藏沉銀地，將進行
為期3個月的考古發掘。值
得注意的是，彭山區正積
極籌建張獻忠江口沉銀博
物館，將在今年開工。最
快明年將向社會開放。傳
說中，張獻忠裝滿24間屋
子的“寶藏”展覽，不久
將在眉山市彭山區成為現
實。

江口沉銀遺址，位於彭
山區江口鎮的岷江河道內，
2010年被眉山市政府公佈為
第三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遺址保護範圍面積約100萬
平方米。清代以來，多個文
獻記載明軍將領楊展曾在此
伏擊大西軍領袖張獻忠的船
隊，張獻忠大敗後，留下
“千船沉銀”的寶藏傳說。

2005年以來，彭山區
江口鎮岷江河道內陸續發現
大量文物，這些文物包括銘
刻年號的金冊、裝於木鞘中
的銀錠等。2015年12月，
在彭山召開的江口沉銀遺址
保護和考古研討會，經專家
論證，江口沉銀遺址極有可
能為文獻中記載張獻忠船隊
被伏擊地點。

■《華西都市報》

內地2017年發行的首套郵票——《丁酉
年》雞年生肖郵票5日深圳首發，吸引了深港
兩地大批集郵愛好者現場購買紀念票、紀念封
等。記者了解到，為避免出現搶購，現場需排
隊領取號碼條預約購票，至11時正式發售，約
派發了500餘張排隊號，現場免費提供的蓋戳
服務，更是大受郵迷追捧，一度大排長龍。

據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介紹，
《丁酉年》雞年生肖特種郵票1套2枚，全套
郵票面值為2.40元人民幣。圖案內容分別為：
意氣風發（2-1）、丁酉大吉（2-2）。

本套郵票設計者為中國當代極具影響力的
藝術家、“福娃”之父韓美林，將“國”和
“家”的概念作為整套郵票的創作理念。郵票
第一圖畫面表現一隻奮進奔跑的公雞形象，象
徵國家的快速發展，寓意“國”之概念；第二
圖畫面內容表現母雞帶小雞的場景，象徵家庭

幸福美滿，寓意“家”之概念，全套郵票也蘊
含着“闔家歡”主題。

香港集郵愛好者張先生告訴記者，生肖郵
票一直是自己熱衷收藏的重點票種，已連續多
年參加生肖票首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中國著名古建築學家柴澤俊
於5日在山西太原病逝，享年83
歲。

“守得清貧，耐得寂寞，勤
奮耕耘，默默奉獻。”這十六個
字是柴澤俊老先生的座右銘，也
是他六十年古建築生涯的縮影。
柴澤俊是山西省文物局原總工程
師、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原
所長、研究員。曾主持和指導修
繕了芮城永樂官、五台南禪寺、
太原晉祠聖母殿等100餘處有價
值的古建文物。這當中最令人記
憶猶新的當屬30多年前的那次
“刀下留城”。

1979年，山西省平遙縣面臨
改造。按照要求，平遙縣城要開闢
東西南北4條大街，城牆上也要相
應開挖8個豁口。眼看城牆被拆，
柴澤俊多方奔走，費盡全力地終於
讓城牆被完整保存，如今平遙古城
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柴澤俊從19歲開始進入古建
築行業工作，勘察研究過上千座
古建築，對其類型、構造特徵、
裝飾藝術及其中壁畫、塑像、琉
璃等方面的研究、造詣頗深，可
謂建築界中的“百科全書”。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柴澤俊就從事
山西省地上文物的勘察與研究，調查了山西
109個市、縣的重要古建築、壁畫、琉璃、
石刻等。柴澤俊對中國古建築保護事業的貢
獻巨大，其中包括調研、挖掘山西現存大量
地面不可移動文物，參與指導和主持了多處
重大古建築保護修繕工程。從根本上解決了
如何保持文物建築原狀的難題，並多次得到
中國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的讚揚和推廣。

文博界人士對柴老這樣評價，“從柴澤
俊先生開始，山西古建築有了魂魄，山西古
建築保護與修繕有了風骨。”柴澤俊提出的
“不改變文物原狀”已成為山西古建築修繕
過程中貫徹的一個基本原則和指導思想，成
為公認的山西古建保護修繕第一人。

■中新社

■《丁酉年》雞年生
肖郵票—意氣風發。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中 國 科 學 家中 國 科 學 家

畫畫像像正為月正為月球球繪繪

內地雞年郵票首發 香港郵迷湧深購買

柴澤俊柴澤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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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逝張獻忠沉銀遺址 擬建“寶藏”博物館

中國月球探測工程首任首席科學
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自遠

說：“就像了解地球的情況要看各種類
型的地圖，我們正在繪製全月球的地質
圖、構造綱要圖和岩石類型分佈圖等系
列圖件，便於更加了解月球。”

助了解月球演化過程
歐陽自遠表示，全月球地質圖是

一張涵蓋了月球完整信息的圖，幫助

人們全面了解月球從歷史到現在的演
化過程。

此外，類比於地圖還細分為航空
路線圖、旅遊點分佈圖等，全月球地
質圖也繪製了一些分圖，如全月球構
造綱要圖、全月球岩石類型分佈圖
等。

陳聖波所在的團隊負責全月球構
造綱要圖的編制。在月球上，有很多
線形斷裂和小天體撞擊月球表面形成
的撞擊坑，構造綱要圖就是將這些線
形和圓形的構造形態繪製在圖面，讓
科學家更了解月球受到各種內、外動
力作用下的變形過程與歷史。

“嫦娥”發揮重大作用
全月球地質圖需要多個科研院所

和高校共同合作繪製，因此，科研人

員以吉林大學負責的構造綱要圖作為
示範，共同討論繪製標準。

歐陽自遠說，月球上的充足太陽
能和土壤中的氦-3都是未來人類社會
將要開發利用的清潔能源，或許可供
人類社會長期使用。

此外，由於月球表面環境極其特
殊，溫差大、無磁場、表面超高真
空，一些地球上難以實現的實驗與製
備條件，如特殊的材料和生物製品的
研製與生產、一些重大的科學觀測與
科學實驗場地等，月球都具備最佳條
件。

陳聖波說：“繪製工作主要依靠
國內外繞月衛星傳回的相關數據和圖
像，其中嫦娥系列衛星將發揮重大作
用。”該項目計劃在2018年繪出草
圖，2020年前正式出版發行。

從讀書到從業，吉林大

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

的教授陳聖波一直都圍繞

“地球探測”做研究，最

近，他“轉了專業”，琢磨

着 為 月 球 繪 製 一 幅 “ 畫

像”。前不久，中國多位月

球領域及地質科學的相關專

家在吉林長春召開了“月球

數字地質圖編研”和“1：

250萬月球構造綱要圖”編

制實施方案研討會，標誌着

中國正加快進程繪製全月球

地質圖。 ■新華社

■■““嫦娥三號嫦娥三號””和和““玉兔玉兔””
月球車拍攝的月面高分辨率月球車拍攝的月面高分辨率
照片照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丁酉年》雞年生
肖郵票—丁酉大吉。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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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美匯回落，連

日下挫的人民幣5日驚天大

反彈，離岸CNH大報復式

一度狂升近千點子。人民

銀行疑似在離岸市場重演

港府97年打大鱷的好戲，

先是抽乾市場的流動性，

將人民幣隔夜息挾高至破

紀錄的100厘，淡友爭相平

倉下出現人踩人，死傷枕

藉。香港金管局向銀行提供

100億元人民幣額度，早在

上午11時亦被借爆。截至5

日傍晚，離岸人民幣隔夜息

60厘，反映打大鱷戰況仍

烈。

中央嚴控走資初見成效，不斷唱空人
民幣的淡友5日遭受重擊。人民幣

匯率連續兩日一飛衝天，離岸CNH5日
一度狂升近千點，早前沽空人民幣的淡
友紛紛平倉。然而，人民銀行疑似在離
岸市場關門打大鱷，先是將市場的流動
性抽乾，逼使淡友付出極高息來借人民
幣平倉，在淡友爭相逃難下，利息亦越
借越高，淡友結果傷亡慘重。

人行打大鱷盡得天時地利
市場分析指出，人行是次關門打大

鱷可謂盡得天時地利。一方面離岸人民
幣資金池萎縮，銀根近月來已然緊絀，
連日來離岸CNH拆息高企。5日財資市
場公會資料顯示，人民幣隔夜拆息報

38.33厘，較上交易日升21.38厘，為繼
去年1月12日66.815厘後的高位。1周、
2周、1個月拆息分別報17.55厘、15.7厘
和13.22厘，全為去年1月以來新高。市
場對隔夜拆息的報價更加誇張，彭博報
價在接近下午3時創出100厘歷史新高；
有匯商甚至聲稱，下午3時半隔夜拆息曾
升至110厘高位。

另一方面，5日美匯回落，加上內地
當局出台一系列防範資本外流措施，令
連日下挫的人民幣出現大反彈，連同5
日，離岸CNH已連續兩日回升，兩日漲
幅擴大至 2%，為 2010 年以來最大。
CNH5日下午2時半報6.78，較上交易日
狂升近千點子。在岸CNY午市後同樣急
升，一度高見6.8630。離岸與在岸價倒

掛近千點子。截至5日晚十點，CNH報
6.8303，升幅仍逾 500 點子；CNY 報
6.8798，升幅近300點子。

人幣貨幣期貨交易創紀錄
港交所的人民幣貨幣期貨亦反映出

5日離岸市場的大惡鬥激烈戰況。美元
兌人民幣（香港）期貨5日單日成交創
新高，交投達20,338張（名義價值超過
20億美元），未平倉合約於1月4日增
至 46,711 張（名義價值約為 47 億美
元），同創最高紀錄。

上商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泓5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農曆新年前
未必會再有日間拆息升至100厘的情況，
但預料很大機會將保持在10厘以上水

平。他又指未來幾日拆息繼去年1月後再
見60、70厘水平不足為奇，尤其是今天
是星期五，通常資金會特別緊張。華僑
銀行經濟師謝棟銘同樣預期，資本外流
各類漏洞被越堵越嚴的時期，短期內離
岸市場流動性將依然偏緊。

林俊泓又透露，5日有一筆資金突
然離港，不清楚是否與監管當局抽乾市
場流動性有關。5日主要拆借市場內有
中資銀行參與，存在內地希望離岸市場
在農曆新年前保住“7算”的可能性。
麥格理外匯和利率策略師Gareth Berry
亦指出，短期借貸成本飆升不太可能是
巧合，不排除人行通過干預，或下令香
港的銀行調整離岸人民幣而進行參與的
可能性。

多管齊下振人幣 兩日勁彈2%重創淡友

疑打大鱷 離岸息見100厘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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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人幣前景及影響
麥格理外匯和利率策略師
Gareth Berry：

香港短期借貸成本飆升不太
可能是巧合，不排除人行有入市
干預。這可能是一次“周期性整
頓”，趕在1月份離岸人民幣拋
售季還沒開始前就結束之前的貶
值及拋售趨勢。

渣打銀行中國宏觀策略師劉潔：
流動性緊張是最主要原因，

同時最近也越來越難將境內資金
轉移至境外市場。如果離岸人民
幣兌美元比在岸人民幣兌美元的
溢價能夠持續，那麼這將對市場
信心有正面促進作用。

華僑銀行經濟師謝棟銘：
短期內離岸市場流動性將依

然偏緊，目前看，離岸匯率已對
在岸人民幣造成一定影響，如果
美元繼續調整的話，人民幣可能
會回到6.90；但如果美元重新反
彈，人民幣還是會重新走弱。

瑞穗銀行策略師張建泰：
最近的人民幣中間價和CNH

流動性緊縮現象顯示，在特朗普
1月20日宣誓就職前，人行將確
保人民幣不跌破“7”。預計
CNH將在未來幾周走穩；韓圜或
是做空人民幣的替代品。

德國商業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周浩：
CNH 5日大幅走升，與實際

利率上揚、做空人民幣需要支付
的利率成本攀升有關，而在部分
市場參與者轉為做多人民幣以獲
取利息收入後，又引發人民幣空
頭回補和美元多頭踩踏。

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邢自強：
中國監管層向市場傳遞的信

息是相對偏緊的貨幣政策、資本
管制以及對經濟增長放緩的容忍
性更高；新人民幣CFETS貨幣籃
子將幫助貨幣政策制定者為強勢
美元下的人民幣走弱作出解釋，
維持在岸人民幣兌美元今年底貶
值至7.3的預測。

註：根據彭博報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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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多管齊下壓走資內地多管齊下壓走資，，離岸人民幣隔夜拆息飆升離岸人民幣隔夜拆息飆升，，
人民幣在岸及離岸價急彈人民幣在岸及離岸價急彈。。

人幣匯率5日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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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美匯回落，連

日下挫的人民幣5日驚天大

反彈，離岸CNH大報復式

一度狂升近千點子。人民

銀行疑似在離岸市場重演

港府97年打大鱷的好戲，

先是抽乾市場的流動性，

將人民幣隔夜息挾高至破

紀錄的100厘，淡友爭相平

倉下出現人踩人，死傷枕

藉。香港金管局向銀行提供

100億元人民幣額度，早在

上午11時亦被借爆。截至5

日傍晚，離岸人民幣隔夜息

60厘，反映打大鱷戰況仍

烈。

中央嚴控走資初見成效，不斷唱空人
民幣的淡友5日遭受重擊。人民幣

匯率連續兩日一飛衝天，離岸CNH5日
一度狂升近千點，早前沽空人民幣的淡
友紛紛平倉。然而，人民銀行疑似在離
岸市場關門打大鱷，先是將市場的流動
性抽乾，逼使淡友付出極高息來借人民
幣平倉，在淡友爭相逃難下，利息亦越
借越高，淡友結果傷亡慘重。

人行打大鱷盡得天時地利
市場分析指出，人行是次關門打大

鱷可謂盡得天時地利。一方面離岸人民
幣資金池萎縮，銀根近月來已然緊絀，
連日來離岸CNH拆息高企。5日財資市
場公會資料顯示，人民幣隔夜拆息報

38.33厘，較上交易日升21.38厘，為繼
去年1月12日66.815厘後的高位。1周、
2周、1個月拆息分別報17.55厘、15.7厘
和13.22厘，全為去年1月以來新高。市
場對隔夜拆息的報價更加誇張，彭博報
價在接近下午3時創出100厘歷史新高；
有匯商甚至聲稱，下午3時半隔夜拆息曾
升至110厘高位。

另一方面，5日美匯回落，加上內地
當局出台一系列防範資本外流措施，令
連日下挫的人民幣出現大反彈，連同5
日，離岸CNH已連續兩日回升，兩日漲
幅擴大至 2%，為 2010 年以來最大。
CNH5日下午2時半報6.78，較上交易日
狂升近千點子。在岸CNY午市後同樣急
升，一度高見6.8630。離岸與在岸價倒

掛近千點子。截至5日晚十點，CNH報
6.8303，升幅仍逾 500 點子；CNY 報
6.8798，升幅近300點子。

人幣貨幣期貨交易創紀錄
港交所的人民幣貨幣期貨亦反映出

5日離岸市場的大惡鬥激烈戰況。美元
兌人民幣（香港）期貨5日單日成交創
新高，交投達20,338張（名義價值超過
20億美元），未平倉合約於1月4日增
至 46,711 張（名義價值約為 47 億美
元），同創最高紀錄。

上商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泓5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農曆新年前
未必會再有日間拆息升至100厘的情況，
但預料很大機會將保持在10厘以上水

平。他又指未來幾日拆息繼去年1月後再
見60、70厘水平不足為奇，尤其是今天
是星期五，通常資金會特別緊張。華僑
銀行經濟師謝棟銘同樣預期，資本外流
各類漏洞被越堵越嚴的時期，短期內離
岸市場流動性將依然偏緊。

林俊泓又透露，5日有一筆資金突
然離港，不清楚是否與監管當局抽乾市
場流動性有關。5日主要拆借市場內有
中資銀行參與，存在內地希望離岸市場
在農曆新年前保住“7算”的可能性。
麥格理外匯和利率策略師Gareth Berry
亦指出，短期借貸成本飆升不太可能是
巧合，不排除人行通過干預，或下令香
港的銀行調整離岸人民幣而進行參與的
可能性。

多管齊下振人幣 兩日勁彈2%重創淡友

疑打大鱷 離岸息見100厘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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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人幣前景及影響
麥格理外匯和利率策略師
Gareth Berry：

香港短期借貸成本飆升不太
可能是巧合，不排除人行有入市
干預。這可能是一次“周期性整
頓”，趕在1月份離岸人民幣拋
售季還沒開始前就結束之前的貶
值及拋售趨勢。

渣打銀行中國宏觀策略師劉潔：
流動性緊張是最主要原因，

同時最近也越來越難將境內資金
轉移至境外市場。如果離岸人民
幣兌美元比在岸人民幣兌美元的
溢價能夠持續，那麼這將對市場
信心有正面促進作用。

華僑銀行經濟師謝棟銘：
短期內離岸市場流動性將依

然偏緊，目前看，離岸匯率已對
在岸人民幣造成一定影響，如果
美元繼續調整的話，人民幣可能
會回到6.90；但如果美元重新反
彈，人民幣還是會重新走弱。

瑞穗銀行策略師張建泰：
最近的人民幣中間價和CNH

流動性緊縮現象顯示，在特朗普
1月20日宣誓就職前，人行將確
保人民幣不跌破“7”。預計
CNH將在未來幾周走穩；韓圜或
是做空人民幣的替代品。

德國商業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周浩：
CNH 5日大幅走升，與實際

利率上揚、做空人民幣需要支付
的利率成本攀升有關，而在部分
市場參與者轉為做多人民幣以獲
取利息收入後，又引發人民幣空
頭回補和美元多頭踩踏。

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邢自強：
中國監管層向市場傳遞的信

息是相對偏緊的貨幣政策、資本
管制以及對經濟增長放緩的容忍
性更高；新人民幣CFETS貨幣籃
子將幫助貨幣政策制定者為強勢
美元下的人民幣走弱作出解釋，
維持在岸人民幣兌美元今年底貶
值至7.3的預測。

註：根據彭博報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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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多管齊下壓走資內地多管齊下壓走資，，離岸人民幣隔夜拆息飆升離岸人民幣隔夜拆息飆升，，
人民幣在岸及離岸價急彈人民幣在岸及離岸價急彈。。

人幣匯率5日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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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5日

5日



One-China Policy
Washington Warned Over Its Taiwan Stance 

After President-Elect Hints At Making A 
Course Change

US President-
elect Donald 
Trump said on 
Sunday he did 
not know why 
the US has to 
be ‘bound by 
a one-China 
policy unless 
we make 
a deal with China having to do with other things, 
including trade’.
Beijing warned on Monday that its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jeopardised if Washington did not 
stick to its stance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ose who seek to damage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harm China’s core interests are “lifting a rock only 
to drop it on their feet”,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in comments carried on the Foreign 
Ministry’s website.
Speaking separately,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China was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rump’s 
comments that Washington did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stick to the one-China policy.
The remarks signalled that Beijing was seriously 
dismayed by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reported.
Bilateral ties have been tested in recent months 
after Trump’s hawkish remarks on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Taiwa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rade.

Beijing has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the incoming US 
president’s decision to pack his administration with 
many vocal veteran China critics, and has been seeking 
Washington’s reassurance on the Taiwan issue, seen as 
the most sensitive issue in Sino-US ties.
“The one-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Sino-
American joint communiques remains the consensus 
of both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Kerry 
was cited as saying.
Wang also urged the incoming US administration to 
deal carefully with bilateral ties and to heed Beijing’s 
concerns on a host of issues concern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overeignty.
Related

Beijing Says Friendly Sino-US Ties Rely 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y committed to the one-China 
policy, outgoi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tol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n a phone call on 
Thursday.
The call between the two powers’ top diplomats came 
days ahead of a stopover in the US by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Beijing has also in recent weeks expressed unease over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earlier statement 
casting doubt on the one-China policy.
The one-China policy, which maintains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has been the bedrock of Sino-US 
relations for four decades.
During the phone call with Wang, Kerry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Sino-US ties, state broadcaster 

moves and rhetoric on Taiwan, observers said.
Later on Monday, White House spokesman Josh 
Earnes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will not use the Taiwan issue to 
gain leverage in any dealings with Beijing.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view Taiwan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s a bargaining chip,” he 
told a daily briefing, calling Taiwan a “close partner.” 
“And bargaining that away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is our best interest.
“Disrupting this policy,” he said, “could have a 
disruptive effect on our ability to work with China in 
those areas where our interests do align. That reflects 
the high priority that China puts on the policy and 
on Taiwan.”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
china/diplomacy-defence) 

in China, both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 and 
consumer in the world.
Investment bank Morgan Stanley agreed with 
the outlook, citing a recent report which said 
that the overall demand for steel is "stable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has been increasing, 
while reduced property inventories in 
lower-tier cities should result in a rise in 
new starts. Globally, many regions are 
showing signs of improved demand, from 
the economic recoveries in Brazil and India 
to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infrastructure plans for the U.S.," the 
investment bank added.
This development is a reversal of the 
overcapacity in recent years, in which China 

was criticized for dumping steel into the global market, 
and the decline in prices.
This year's improved outlook is expected to raise steel 
prices. In China, the price of steel has already gained 
60 percent.
Anticipating Trump's infrastructure plan, the prices of 
raw iron ore have also doubled.
Meanwhile, China cut production to address 
overcapacity, leaving other factories idle.
Morgan Stanley noted that as China was forced to 
reduce production, the return on equity in the global 
steel sector may rise to 12 percent by 2020, up from 
2.9 percent in 2015.
China may also reach its 150 million metric ton 

permanent capacity cut 
target by 2020, exceeding 
this year's target of 45 
million tons, Morgan 
Stanley said.
The merger between 
Baosteel Group and Wuhan 
Iron and Steel, and regional 
consolidation plans, 
indicate that the country 
may attain improved 
fundamentals in the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the bank 
added.
The steel stocks in China, 
India, Japan and Brazil 
are 20 to 40 percent more 
advantageou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U.S., Morgan 
Stanley said. Its top picks 
include Angang H & A and 

Maanshan H in China; U.S. Steel, AK Steel and Steel 
Dynamics in the U.S.; and ArcelorMittalSA and SSAB 
in Europe.

Standard and Poor's, a ratings agency, however, said 
that the domestic steel industry may experience "short-
term pain" amid cash flow issues and debt.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China is set to produce more steel this year but mostly 
for domestic use, amid efforts to reduce its output to 
address steel overcapacity.
Citing a recent report by BMI Research, CNBC 
reported that about 825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rude 
steel are expected to be produced by China in 2017, an 
increase of 0.5 percentage point from last year's, but 87 
percent of these will be used in the country.
"Despite Western fears of steel dumping,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Chinese steel will serve domestic 
demand more rather than floo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 2017," BMI said in the report.
As China's economy shifted from dependence on 
industrial exports to more home-grown demand, the 

country's steel sector has been urged to consolidate 
production to avoid surplus.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lso dependent on the growth 
of the country's real estate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BMI noted the trend for increased steel production 
for domestic use as the monthly average output from 
August to October increased by 3.6 percent year-over-
year, compared to the monthly average export declines 
of 17.5 percent from the previous year. In November, 
China's steel inventories, in proportion to production, 
dropped to 8.2 percent.
"This is because continued Chinese fiscal support to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has buoyed domestic industrial 
metal demand, especially through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such as airports, 
water, rail, power and roads and bridges (that will) 
continue at least until the end of 2017," BMI added.
BMI predicts that the surplus global steel market 
will be reduced from 10.9 million tons in 2016 to 3.2 
million tons in 2017, as a result of increased demand 

No More Steel Glut? China to Produce More Steel in 2017, 
But Mostly for Own Consumption

America Will Stay Committed To One - China Policy, 
John Kerry Tells Beijing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anuary 6,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Steel pipes for shipment and export are piled up at Lianyungang Port in 
Lianyungang, Jiangsu Province. (Photo : www.gettyimages.com)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peaks to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n September 2016 file photo. (Photo: AFP)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made 
the comments about Trump’s remarks. (Photo: AP)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Photo: Reuters)

Kerry Calls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To Rea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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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頒發 20 項雙十國慶活動負責人獎狀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
主任頒發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陸忠、陳逸玲聘書

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客家會劉志忠、劉志恆、鍾
桂堂、馮啓豐、程大姐、吳筑君在
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德州德儀元極舞及功法研究會王碧珠老師
率隊員們為參加元旦園遊會僑界人士服務.

美南銀行代表黃泰生董事等在元旦
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院長許勝
弘、老師游雲真、陳秋喜為參
加中華公所主辦元旦園遊會僑
界人士服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頒發歷屆中華公所主席甘幼蘋、
陳燦基、周彩庭、羅秀娟、黃泰生獎狀以資鼓勵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
慧夫婦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中華公所共同主
席黃泰生、林羅秀娟合切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
旦喜慶蛋糕分享僑胞們享用。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
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頒發捐助台灣
僑生獎學金給捐贈人劉秀美、甘幼蘋．
感謝狀

台灣傳奇金俊家、鄔逸卉等志工在元旦園遊會
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在中華公所主辦
元旦園遊會設攤位 , 會長陳煥澤、副會
長李迎霞、理事邵梅五、前會長林惟勝
親切為僑界人士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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