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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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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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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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美國總統歐巴馬昨天在向全國告別的演說
中警告，否認全球暖化的事實，等同背叛未來的世世代代。

法新社報導，歐巴馬在芝加哥告訴群眾： 「我們可以，
也應該辯論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

「但純粹否認問題，不僅背叛未來的世世代代，也背叛
這個國家的基本精神，創新的基本精神，以及引導我們元勳

的務實解決問題能力。」
歐巴馬昨天在告別同時敦促團結的演說中還警告，美國

的民主面臨嚴峻考驗。
歐巴馬回到他第2故鄉芝加哥，將 「我們做得到」 （yes

we can）競選口號改成 「我們辦到了」 （yes we did），為
他8年總統任期畫下句點。

歐巴馬也呼籲支持者起而奮戰，凝聚新的 「社會緊密關
係」 。

他說： 「民主確實需要基本的團結精神。雖然我們外在
有所差異，但我們在同在一起。無論興衰，全國與共。」

88年總統后年總統后歐巴馬說歐巴馬說再見再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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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0日晚，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芝加哥發表告別演講。據報道，演講談及過去八年的政績表現。

作為美國第一位非洲裔總統，歐巴馬在上任時廣受期待和看好
。八年過去，歐巴馬在內政和外交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也遺
留下了諸如控槍、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等等未能達成的承諾，和一個
種族裂痕加深、恐怖主義威脅難消的美國。

在歐巴馬近3000天的任職歷程中，有一些日子相對他而言，無
疑是難忘的。它們勾勒出了歐巴馬總統任期的得失輪廓。

正式就任美國總統
在2008年的總統就職日，時年47歲的歐巴馬身穿藍黑西裝，

打著紅色領帶。他將手放在林肯用過的聖經上，面向三公裡以外的
林肯紀念堂，誓言將竭盡所能保護、遵守和捍衛美國憲法，向第一
個解放了黑奴的美國總統致敬。

歐巴馬1961年8月出生於美國夏威夷。父親是一名來自肯尼亞
的黑人經濟學家，母親是一名來自美國的白人女教師。在歐巴馬2
歲時，父母離異。之後歐巴馬隨母親搬到印尼居住，4年後又回到
夏威夷。

身世復雜並未阻礙歐巴馬在讀書上發揮聰明才智。他進入了夏
威夷最優秀的私立中學，接著考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隨後又進入
哈佛大學法學院並以“極優等”的成績獲得博士學位。

1997年，歐巴馬進入政壇。十年後，他正式宣布競選總統。
歐巴馬獲得了大量年輕人、少數族裔、底層平民以及自由派的

支持，2008年11月4日，他以巨大優勢戰勝了共和黨對手麥凱恩，
成為美國建國以來的第一位非洲裔總統。他的獲勝演講題為“美國
的變革”。當時美國民眾確實也期待，創造歷史的歐巴馬能給美國
帶來改變。

然而8年過去，共和黨人特朗普卻正是靠著“局外人”的
面貌與改變現狀的承諾，戰勝了歐巴馬的黨內同僚希拉裡·克
林頓。歐巴馬的任期，是否真的給美國帶來了成功的變革？

簽署醫改法案
在經歷了艱苦的政治辯論，以及國會兩黨的反復拉扯後，2010

年3月的這一天，歐巴馬終於得以在白宮東廳簽署醫改法案，使其
正式成為法律。在簽署文件時，歐巴馬換了一支又一支筆，總共用
了22支筆才完成。

近一個世紀以來，歷屆美國總統均把推動醫改列為施政目標，
包括羅斯福、克林頓在內的多位總統都曾扛起過醫改大旗，但都以
失敗告終。歐巴馬稱，醫改法案的通過，是結束“一年辯論和百年
痛苦”的勝利。

這項醫改法案旨在實現全民醫保，體現社會效率和公平。推行
之後，它擴大了美國醫療保險的覆蓋面，使得美國超2000萬尚未獲
保的民眾擁有了醫療保險。但是另一方面，它導致美國民眾的醫保
支出大幅上升。

這項本該擴大社會福利的政策，從出台到實施都飽受社會爭議
，遇到重重阻礙。但對於歐巴馬而言，這是他在內政方面最重要的
政治遺產之一。然而，隨著宣稱要廢除歐巴馬醫改的特朗普上台，
醫改法案將面臨更嚴重的衝擊。

在歐巴馬的8年任期中，美國經濟出現復蘇，同性婚姻實現合
法。然而，歐巴馬沒有能夠達成控槍夙願，也未能完成關閉關塔那
摩監獄的承諾，仍然留下了諸多待解的問題。

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
2010年12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就桑迪胡克小學槍擊事件發表

演講時數度落淚。

歐巴馬曾在一次采訪中說，他總統任期裡最糟糕的日子，是
“在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發生後，前往紐敦的那一天”。

2016年1月，他宣布一系列行政措施以遏制槍支暴力。然而當
年6月，29歲的美國公民歐馬爾·馬丁，持自動步槍和手槍闖進歐蘭
多市的夜店，導致不包括槍手在內的49人遇難，50余人受傷，成為
美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控槍問題一直是美國社會難以解開的“死結”。如今又與種族
問題、移民問題、恐怖主義危機等等掛勾，變成了美國社會不停流
血的傷口。隨著對控槍持保守立場的特朗普上台，美國的槍支問題
將向何處去，難以預料。

美古關系破冰
在第二任期，歐巴馬留下了其最重要的外交遺產之一——與古

巴恢復外交關系。2014年12月17日，歐巴馬與古巴領導人勞爾·卡
斯特羅分別發表講話，宣布尋求兩國關系“正常化”。這是50多年
來美古關系“最為重大的”的政策調整。

2016年3月20日，歐巴馬乘專機抵達哈瓦那，成為1928年以
來首位訪問古巴的美國在任總統。他與卡斯特羅會晤後面對鏡頭微
笑握手，稱此行埋葬了“冷戰最後的一個標志”。

然而，美國對古巴的封鎖和禁運迄今為止只是放松，並未完全
解除。此外，受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特朗普對古政策的不確定性
等因素影響，在關系緩和的大趨勢下，何時能夠實現實質性突破依
然難以捉摸。

歐巴馬八年總統路
功過留待後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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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網路搜尋引擎商雅虎
（Yahoo Inc.）今宣布，在確定與美國
最大的電信供應商威訊通訊（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合併後，現任執
行長梅爾（Marissa Mayer）和共同創
始人大衛·費羅（David Filo）即日起辭
去現有職務，連同5名原雅虎高層幹部
亦同時下台。威訊通訊集團以48億美元
收 購 雅 虎 ， 新 執 行 長 將 由 原 博 通
（Broadcom Corp.） 財 務 長 博 蘭 特
（Eric Brandt）接任。

據華爾街週刊（Wall Street Journal
）報導，曾在網路界呼風喚雨的雅虎集
團，在完成與美國最大的無線通信供應

商威訊合併後，現
任的女執行長梅爾

將結束她長達4年的 「治期」 ，和共同
創辦人費羅等多位公司高層將下台一鞠
躬，未來新公司的執行長將由原博通半
導體的財務長博蘭特接手。未來公司名
稱將改為 「 Altaba Inc.」 ，新公司將擁
有15%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 Hold-
ing Ltd.）集團和35.5%雅虎日本（Ya-
hoo Japan）的股份，這也是各家分析
師認為當前雅虎最有價值的區塊。

雅虎近年來受到谷歌（Google）強
力排擠效應下，旗下網路市占率快速下
滑，去年又遇到5億個用戶個資被駭的
嚴重安全疏失，讓雅虎的市場聲望與名
聲大跌不少。但即便如此，手中已握有

網路服務商美國線上（AOL）的威訊，
依然願意以戰略發展考量收購雅虎。但
市場投資人對於此一併購案卻有兩種不
同心情，雅虎的股價小幅度上漲、但威
訊的股價卻呈現下跌狀態。

宣布辭職的執行長梅爾，史丹佛大
學（Stanford University）資訊工程碩士
，專長為人工智慧，1999年加入谷歌、
成為集團最資深的員工之一。過去曾經
是谷歌集團內首名女性工程師，最後靠
著自身能力爬到該集團發言人與副執行
長的職位。她在2012年被雅虎網羅，出
任公司執行長一職至今。如今辭去雅虎
職務的她，下一步的動向將倍受科技業
與金融界關注。

莫迪：印度已躍升為全球第6大製造國

油耗造假案油耗造假案 福斯願付美方福斯願付美方11,,386386億達成和解億達成和解
（綜合報道）國際知名汽車大廠福斯

（Volkswagen AG），在和美國官方多次反
覆協商後，今同意以支付高達43億美元的
罰金為代價，換取美方在先前對其柴油油耗
數據造假控訴案中達成和解。加上此筆罰款
後，福斯集團已為此付出超過192億美元的
高額代價，更因為集團的疏失，未來3年必
須接受獨立監察機構的看管。

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因前年
（2015）爆發油耗測試軟體數據造假醜聞
，而遭控告的德國福斯集團，在多次與美國
司法部協商後，最終達成支付43億美元罰

款的和解。在此同時，福斯集團也同意與過
去近50萬名美國車主，買回或進行整體維
修那些因數據造假而會造成污染的車輛，估
計耗資將上看175億美元。

福斯集團於2015年9月份遭踢爆，旗
下在美國出售的數十萬輛柴油車輛，所裝設
聲稱能降低油耗與污染的監控軟體，實際上
是數據造假的假象，當醜聞一爆發後，才赫
然發現不僅在美國本土，全球各地至少1,
100萬輛裝有此軟體的車輛上路，所產生的
污染遠遠超過其顯是的數據。福斯此舉造成
美國官方和歐盟的強力譴責，並面臨排山倒

海而來的多起訴訟案和求償，包含旗下員工
也遭到美國檢方以詐欺罪嫌起訴。

但諷刺的是，集團內眾多高階管理幹部
多半從醜聞或訴訟案中脫身，包含因醜聞案
下台辭職的前任執行長馬丁·文德恩（Mar-
tin Winterkorn）。對於銷售額度也似乎不
再受到拖累，去年度福斯集團在全球的汽車
銷售量更創新高，大幅成長高達12%，以
1,030萬輛擊敗日系大廠豐田（Toyota），
躍居去年全球最大銷量車廠。

（綜合報導）印度總理莫迪今晚在家鄉古茶拉底省的招商活
動上表示， 「來印度製造」 （Make in India）已成印度有史以來
最大的品牌，且讓印度從全球第9大製造國躍升為第6大製造國
。

根據莫迪推特（Twitter）和印度總理辦公室公布的資料，
莫迪於古茶拉底省（Gujarat）阿默達巴德市（Ahmedabad）舉
辦的2017年 「活力古茶拉底全球論壇」 （Vibrant Gujarat Glob-
al Summit 2017）開幕典禮上，做以上表示。

莫迪強調，他所領導的政府推動改革已出現成效，並在兩年
內看到成果。

他說，印度目前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是印度有史以

來最高的，印度現在也是亞太地區接受資本財（capital good）
的領先國，更在投資報酬方面領先每個國家。

莫迪指出，印度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發中心，產出世界第2多
數量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更在世界銀行發表的 「2016年全球運
籌報告」 （Global Logistics Report 2016）上升19個名次，同時
政府各部門已在許多領域開放直接外國投資，印度正日復一日與
世界融為一體。

他又說，印度成為全球經濟的亮點，更被視為全球成長的引
擎。儘管全球經濟放緩，但印度仍有很好的成長表現。在2014
到2015年，印度貢獻了全球經濟成長的12.5%。

莫迪強調，他領導的政府正堅定地致力印度經濟改革，且高

度重視經營印度易於經商的環境。
莫迪將會在阿默達巴德市停留兩天出

席這場盛會相關活動，他在參加開幕前與
多國與會政要與代表及全球500大企業執

行長會面；在開幕儀式結束後，莫迪則出席這場盛會的歡迎酒會
，同時與50位全球500大企業領袖共進晚餐。

駐印度代表田中光、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長楊宏及外貿協會
駐孟買辦事處主任林慶鑫等人也應邀參加這場盛會，田中光並於
晚間出席開幕歡迎晚會。

此外，在古茶拉底省設廠生產輪胎，並預計今年第2季正式
投產的正新輪胎，還有深耕印度的中鼎工程兩家台灣企業代表，
也應邀與會，且讚揚古茶拉底省的投資環境。

包括日本鈴木、印度多家企業和其他國家企業，今天也在這
場盛會宣布在古省擴廠或擴大投資。

合併案通過後合併案通過後 雅虎女雅虎女CEOCEO梅爾辭職梅爾辭職

（（路透社路透社））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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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禁止把大型貓科動物當寵物豢養

包括老虎獅子
綜合報導 阿聯酋政府宣布，禁止把大型貓科動物當作寵物豢養，

其中包括獅子和老虎等等。
在阿聯酋這個富有的產油國家，壹些人把擁有獵豹這樣的寵物當做

是身份的象征。但是，這些人現在面臨著監禁和罰款的風險。
此前，人們會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帶著大型貓科動物散步的照

片，還有照片顯示獅子坐在轎車的後座上。10月份出現在社交媒體上的
壹段視頻顯示，5只小老虎在迪拜的海灘上玩耍。

很明顯，阿聯酋政府擔心這些猛獸威脅公眾的安全。
根據最新實施的法律，任何個人不得交易和豢養“各種野生的和經

過馴養的但是危險的動物”。按照法律規定，這類動物只能保留在動物
園、野生動物公園、馬戲團以及繁育和研究中心。

任何把大型貓科動物和稀有動物帶到公共場合的人將面臨最高6個
月監禁和50萬迪拉姆(約合13.6萬美元)罰款的處罰。

如果有人試圖用豢養的野生動物恫嚇他人，罰款額可增至70萬
迪拉姆。

新法律還對傳統上把狗作為寵物的人提出限制，要求養狗領取許
可，並且在公共場合必須用狗鏈牽狗，違者可能受到最高10萬迪拉
姆的罰款。

麥當勞開到梵蒂岡大門口
民眾籲教皇“趕出去”

綜合報導 著名連鎖快餐店麥當勞在
梵蒂岡入口處開設分店營業，所租建築
物又屬梵蒂岡羅馬教廷教產，因此遭到
壹些羅馬人以及教廷高層的強烈反對，
更有紅衣主教公開表示教廷此舉是“墮
落”；當地壹個居民組織致信教皇方濟
各，希望他能夠出面阻止“美式快餐”
破壞意大利傳統文化，將麥當勞“趕出
去”。

記者特地跑到這家處於風口浪尖的
麥當勞附近看看。該店位於羅馬博爾戈
區庇護路和馬斯特利諾路街口，占據了
建築的整個底層，距梵蒂岡國界不足百
米，與被視作梵蒂岡入口處的協和大道

僅兩街之隔。由於博爾戈區緊鄰梵蒂
岡，壹直以來都是眾多紅衣主教和神職
人員聚居之地，在這家麥當勞的樓上就
有數名紅衣主教居住。據報道，麥當勞
租用壹樓底層近540平方米，月租金3
萬歐元。

麥當勞開店消息傳出以來，教廷多
名高層公開提出反對，認為“麥當勞和
周圍風格不符”，允許其開設分店是不
尊重周邊建築和傳統的表現。記者發
現，麥當勞這家分店在裝修時還特意摒
棄了傳統的綠底黃字模式，采用了更加
古樸典雅的黃底金字設計，從遠處看不
像其他麥當勞分店那樣紮眼。

但博爾戈區居民自治組織認為，麥
當勞這樣的國際連鎖餐飲品牌進駐該
區，可能對周邊的意大利本土餐飲產業
帶來沖擊，認為此前該地曾為壹家意大
利餐館。按照意大利文化部相關規定，
作為外國餐飲品牌的麥當勞沒有資格入
駐，應當由其他意大利餐館入駐。當地
居民組織以此攻擊羅馬市長，還搬出
“佛羅倫薩市政府拒絕麥當勞在真主廣
場開店”的例子，表示“雖然產權屬於
梵蒂岡”，但羅馬市政府不應該審批通
過麥當勞開店。

不過，在普通意大利人看來，在梵
蒂岡周邊開壹家麥當勞無可厚非，反倒
給他們提供了更多就餐的選擇。壹名路
過的羅馬市民對記者表示，由於梵蒂岡
周邊常年雲集世界各地遊客，能夠向他
們提供更為可口的食品，其實是羅馬市
越來越國際化的表現。壹名剛帶孩子在
麥當勞用餐的父親告訴記者，附近餐館
價格高昂，麥當勞相對便宜許多，雖然
他本人更喜歡意式三明治，但“誰讓人

家美國漢堡便宜呢”。
其實，正如這名父親所言，與全世

界大多數旅遊景點類似，梵蒂岡周邊物
價也較羅馬其他地區高出數倍。以平常
售價50歐分/杯的咖啡為例，在梵蒂岡
周邊往往需要花費3—5歐元，而且還會
收取不等的座位費。餐廳更是如此，就
連流動小餐車上售賣速食三明治的價格
也高達 5 歐元。但麥當勞裏壹份加飲
料的普通套餐不過 7歐元左右，自然
受到意大利國內外遊客的青睞。雖然有
當地居民組織致信教皇要求“將麥當勞
趕出去”，但意大利輿論認為，始終將
窮人利益放在首位的教皇，不可能阻止
壹家能夠買到便宜食物的餐廳入駐梵蒂
岡周邊。

針對教廷高層提出的“商業化有損
教廷威嚴”質疑。有分析人士表示，即
便在協和大道上，也處處是商店、餐
館，聖彼得廣場附近也不乏售賣紀念品
的商販，壹家麥當勞並不會改變什麼。

實際上，梵蒂岡既無工農業，也無

自然資源，財政收入主要靠不動產出
租、旅遊、郵票、特別財產款項的銀行
利息、梵蒂岡銀行盈利以及教徒的捐款
等。雖然教廷財產並不公開，但據西方
媒體估計，梵蒂岡在北美、歐洲許多國
家有數百億美元的投資，其資本滲透到
意大利眾多的經濟部門，特別是銀行信
貸和不動產系統，梵蒂岡僅在意大利就
擁有40多萬公頃土地，在歐美其他國家
也有數量眾多的不動產，每年都能為教
廷創收數百億美元。此外，梵蒂岡的黃
金、外匯儲備達100多億美元。

據報道，梵蒂岡壹度受不良投資
影響，財政狀況不太好，後來受教皇
方濟各打擊腐敗等壹系列措施提振，
梵蒂岡銀行2014年的利潤急劇增長，
贏利 6930 萬歐元，相比之下，2013
年僅為 290 萬歐元。有分析人士稱，
在歐洲經濟不景氣的當下，能以每月
3 萬歐元出租壹處教產，既符合羅馬
教廷壹貫的“生意經”，更不失為壹
樁“好買賣”。

聯合國特使促利比亞各方聯合國特使促利比亞各方
在新沖突威脅下保持克制在新沖突威脅下保持克制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利比亞事務
特別代表兼聯合國駐利比亞支助團負責
人科布勒（Martin Kobler）發表聲明，
稱近期利比亞中部地區的事態發展導致
該國緊張局勢日趨升級，面臨再次爆發
沖突的新威脅，他對此深表關切，並敦
促相關各方保持克制。

秘書長利比亞事務特別代表兼聯利
支助團負責人科布勒4日在聲明中指出，
目前利比亞政治兩極分化嚴重，造成安
全、經濟和人道主義狀況不斷惡化；同
時，反叛武裝團體繼續在首都的黎波裏
等地引發暴力沖突，他對此深表關切。

聲明敦促所有各方共同努力實現和
解，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任何可
能使局勢進壹步惡化的煽動性言論，並
通過和平對話解決現有問題。科布勒強
調，當務之急是必須采取新的努力，找
到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以便各方充分

執行“利比亞
政治協議”。

去年12月
17日，剛剛卸
任的聯合國前
秘書長潘基文
曾在《利比亞
政治協議》簽
署壹周年之際
發表聲明，呼籲利比亞各方參與政治進
程，共同努力解決當前危機。潘基文表
示，《利比亞政治協議》落實的步驟依
然緩慢，未能帶來利比亞人民需要的穩
定和安全。他敦促當前沒有加入政治進
程的各方參與到共同尋求解決國家危機
的努力中，並表示聯合國將繼續在這壹
過程中為利比亞人民提供支持。

2011年卡紮菲政權倒臺後，利比亞
政局持續動蕩，恐怖組織和極端組織趁

機在利比亞境內擴張勢力範圍。在聯合
國斡旋下，利比亞對立雙方於2015年12
月簽署《利比亞政治協議》，同意結束
分裂局面，共同組建民族團結政府。

去年5月以來，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
組建衛隊，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占
據的中部港口城市蘇爾特(Sirte)發起攻勢
。早些時候，當局宣布已肅清盤踞在蘇
爾特的“伊斯蘭國”殘余武裝，控制了
整個城市。

調查報告：2016年巴西20個城市
房價上漲0.57%

綜合報導 根據巴西Fipe Zap房地產最新指數顯示，2016年巴西20
個城市房價上漲0.57%，樓房均價為每平方米7662雷亞爾（約合2394
美元）。其中濱海之城、第二大城市裏約熱內盧房價最高。

Fipe Zap房地產指數是由巴西經濟研究基金會（Fipe）以及Zap房
地產進行計算的，對20個巴西城市的房價進行監管。

Fipe Zap指數顯示，2016年12月份，巴西20個城市的樓價環比上
漲0.13%，有七個城市呈現負增長。2016年全年，巴西20個城市實際
房價都出現了下跌。

數據顯示，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2016年第三季度的實際房價環比
下跌了1.23%，同比則下跌了7.71%。

巴西20個城市房價的名義上漲率遠遠低於全國的通脹水平。數據
顯示，金融市場預計巴西2016年通脹率為6.38%。相比之下，巴西20
個城市房價實際下跌超過了5%。

有關分析人士稱，“由於經濟危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2016年巴
西的房地產市場非常低迷，是全球最為疲軟的房市之壹。”

2016年，裏約熱內盧房價居全國各城市之首，平均每平方米為
10214雷亞爾（約合3191美元）；聖保羅居次，每平方米為8641雷亞
爾（約合2700美元）；首都巴西利亞位居第三，每平方米為8497雷亞
爾（約合2655美元）。房價最低的城市為康塔根，平均每平方米為
3603雷亞爾（約合1125美元）。

考拉試圖闖花園遇“大尷尬”
腦袋卡在柵欄下出不來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壹家住戶迎來了壹名“不
速之客”，壹只考拉闖入了他們家的後花園。尷
尬的是，這只考拉高估了自己的身材，在試圖鉆
入這戶人家的時候，把自己的腦袋卡在了花園柵
欄門下無法移動。

37歲的阿巴索夫（Diluz Abbasov）表示，自
己的媽媽早上在家裏的後花園發現了壹只考拉，
而這只考拉被柵欄門“控制住了”。

她說：“我媽媽當時以為考拉已經死了，但
是不久之後小考拉就開始移動。”阿巴索夫表示
，自己和媽媽當時都不知所措，她們試圖推動柵
欄以解放這只考拉。

她說：“我試圖幫助它，但是我沒有手套。
於是我找到了壹條毛巾，放在它的頭上，想將它
拉出來，但是我發現它的爪子還卡著，我認為太
危險了，就放棄了這種方法。”

最終，阿巴索夫給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RSPCA）打電話求助，專家告訴她，先持續向考拉
澆水，以防止其脫水。阿巴索夫照做後發現，澆水不
僅保證了考拉不會過熱，還促進了考拉自己掙脫。阿
巴索夫每壹次澆水，考拉都會想拿爪子將臉上的水抹
去，反復了幾次後，考拉終於自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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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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中特價中特價中
包括洗包括洗、、吹吹、、剪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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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參院共和黨人將尋求就幹擾大選對俄施加額外制裁
綜合報導 美國參議院兩名共和黨人士8

日表示，將提出代表兩黨的壹項法案，提議
就黑客幹擾美國大選壹事對俄羅斯施加額外
的制裁。此舉有可能加深國會與候任總統特
朗普之間圍繞美俄關系的分歧。

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Lindsey Graham
、亞利桑那州參議員John McCain在美國全

國廣播公司(NBC)的Meet the Press節目上
說，該法案將賦予下屆政府制裁俄羅斯的額
外工具。Graham說，將代表兩黨提出制裁
法案，在現有對俄制裁的基礎上進壹步擴展
，將在俄羅斯最薄弱的金融、能源領域給予
重創。

美國失業率微升至4.7%
新增就業崗位低於預期

綜合報導 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數據顯示
，美國2016年12月份非農部門新增就業崗
位15.6萬個，略低於市場預期的17.5萬個
，失業率微升至4.7%。美國2016年11月
份非農部門新增就業崗位從17.8萬個上修
為20.4萬個、2016年10月份非農部門新增
就業崗位從14.2萬個下修為13.5萬個。過

去3個月，美國月均新增就業崗位16.5萬
個。

美國繼2015年新增就業崗位270萬個
後，2016年共新增就業崗位216萬個，這
是連續第六年全年新增就業崗位超過200萬
個，為1999年來最長紀錄。

美國防部考察日本民間技術
擬應用於美軍裝備
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相關人士去年11

月曾赴日召開面向日本企業的說明會，調查
日本民間技術可否用於美軍的裝備。

報道稱，日本經濟產業省為其斡旋召集
了企業。在加強安全領域合作的背景下，此
舉凸顯出美國方面積極接觸日本民間企業的
姿態。

據悉，這是美國防部第二次舉行說明會
。據悉第壹次於2014年召開，這壹年日本政
府通過了“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並解禁行
使集體自衛權。各國都在推進軍事技術的研
究，美國方面此前壹直通過向大學等的研究
人員提供資金調查日本的技術，現在對象擴
大至企業。

第二次說明會去年11月底在經產省召開
，約60家日企的負責人參加。美方對美軍采
用國外民間產品和技術時的必要手續進行了
說明。據悉列舉了重點領域節能及裝備使用
的材料等。說明會後的12月上旬，美方與企
業進行了4天個別會談，有18家自動控制等
相關企業介紹了各自的技術。

經產省受美國委托召集國內企業參加。
共同社獲取的介紹材料中強調“向美國介紹

日本產業界擁有的技術潛力”。
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以武器及武器制造

和使用相關技術為對象。出於商業目的開發
的民間技術如果被美軍裝備所采用，根據上
述三原則將被列為審查對象。美國防部接受
采訪時就說明會稱，目的在於“發現提高美
軍能力的技術、進行評估、配備”。經產省
表示：“因為日本企業業務機會的擴大有利
於技術及產業基礎的維持和強化，為此提供
了相關信息等。參加是基於企業的自主意願
。”據了解，所謂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
”，是指為共同開發防衛裝備、擴大出口，
作為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的新規於2014
年4月在日本內閣會議表決通過。規定了防
衛裝備包括武器及與武器制造、使用相關的
技術。

如果日本政府認為有助於推進國際合作
及日本的安全保障，在對方國家妥善管理等
條件下允許向其出口。規定在需要特別謹慎
討論的情況時，需經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NSC)相關閣僚會議審議，並爭取信息公開
。

美國男子企圖打劫紐約壹理發店未遂 被理發師打跑

綜合報導 美國紐約警方發布了令人吃
驚的視頻，兩名持槍的惡賊試圖搶劫布魯
克林壹個理發店。不過，這兩個惡賊並沒
有得逞，因為44歲的理發師非常勇敢的把
他們打跑了。

當地時間6日晚上8點，兩名惡賊闖入
東Flatbush的林登大道和Nostrand大道附
近的Nostrand傳奇理發店，毆打壹名雇員
和顧客，要求大家拿出錢來，並企圖搶走
理發師的金鏈子。警方表示，其中壹名劫

匪據稱手持壹把銀色手槍。
盡管劫匪有武器，但是勇敢的理發師

拒絕交出金鏈子，並打跑了劫匪。警察表
示，兩名劫匪什麼也沒搶到。而勇敢的理
發師頭部被揍，不過他拒絕去醫院救治。

根據監控錄像和在場證人的指控，兩
名劫匪年紀在20至25歲之間，黑人。持銀
色手槍的黑人穿著黑色連帽衫和黑色休閑
褲，另壹名劫匪也穿黑色連帽衫，綠色夾
克和灰色休閑褲。

歐巴馬為日本長崎市折2只紙鶴
此前曾贈送廣島市4只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歐巴馬親手
折制的2只紙鶴，於近日被贈予日本
長崎市。

據悉，不同於去年5月訪問廣島
時贈予廣島市的4只紙鶴，這2只紙
鶴是歐巴馬“為長崎”專門制作的。
日前造訪美國大使館的長崎市長田上

富久從美國駐日大使肯尼迪手中接過
這壹“驚喜”。據悉，田上委托肯尼
迪，向歐巴馬轉述對於促進核裁軍時
機的感謝、以及訪問長崎的期待。歐
巴馬訪問廣島時，將親手制作的4只
紙鶴贈予和平紀念資料館。據悉，當
時為了長崎又折了2只，並於去年11

月交給肯尼迪保管。此外，還附贈上
寫有“我們都背負著正視歷史的責任
”等內容的寄語。另壹方面，長崎原
子彈資料館館長中村明俊則收到了來
自肯尼迪的新年寒暄狀，其中包含他
與歐巴馬2人練習折疊紙鶴的照片。
紙鶴和寄語將在該館展示至3月底。

歐巴馬告別白宮之旅
華盛頓交接火藥味濃

綜合報導 美國時間10日晚，歐巴馬將在芝加哥發表
告別演說，宣告8年總統生涯的結束，這也意味著“特朗
普的美國”的開始進入最後10天的倒計時。

與以往美國政權交接相比，這次可能是火藥味最濃
的壹次：壹個在上臺前就投入“徹底推翻前任”的鬥爭
，另壹個則在謝幕最後壹刻仍集中火力向後任開炮。上
周六，成千上萬芝加哥市民在嚴寒的冬日清晨排隊兩小
時領取歐巴馬告別演說入場券。有分析稱，這是因為過
去壹整年美國大選都在“低俗的格調”中進行，令人們
更加懷念“好人”歐巴馬的歲月。“可惜歐巴馬實力不
夠，而華盛頓是講實力的地方，光會演講不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近日對記
者說。盡管克林頓夫婦已經欣然應邀參加特朗普的就職
典禮，但美國社會的分裂顯然不會以特朗普上臺為終結
。壹個不確定的特朗普和壹個分裂的美國，世界在忐忑
地迎接1月20日的來臨。歐巴馬的告別演說入場票是免
費的，根據先到先得原則發放，7日壹大早芝加哥民眾就
排起長隊，而網上壹張票已炒到5000美元。

美聯社說，成千上萬在寒風中排隊領票的人們稱，
要通過這種方式表達對歐巴馬的敬意。金燦榮對《環球
時報》說，不少美國民眾認為歐巴馬是個“好人”，這

次又是在他的政治發
跡地芝加哥舉行告別
演說，因此受到追捧
很自然，也表明了部
分民眾對特朗普上臺
後的擔心。

歐巴馬成為美國
第壹位黑人總統的歷

程就是從芝加哥開始的。他先是在芝加哥貧窮的黑人街
區擔任小區規劃師，接著成為州議員，然後成為伊利諾
伊州聯邦參議員。歐巴馬1992年在芝加哥結婚，兩個女
兒也都在這裏出生。歐巴馬在芝加哥大學教法律時，住
在鄰近大學的芝加哥富裕的南區。芝加哥在歐巴馬卸任
後仍然重要，這裏將設立歐巴馬總統圖書館和基金會。
歐巴馬告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我永遠是芝加哥
人”。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刊文說，可以想象歐巴馬10日
晚會講什麼，他將再次維護自己的政治遺產，尤其是標
誌性的歐巴馬醫改，以及他帶領美國抵禦金融危機、實
現經濟恢復及就業增長的政績。美國《華爾街日報》稱
，他將在告別演講中彰顯自己與特朗普的不同。

不過，美國《沙龍》雜誌9日稱，歐巴馬的告別演講
“不會有什麼新意”。它是美國民主傳統的壹部分，自
二戰以來，離任美國總統都發表告別演講(肯尼迪因被刺
殺除外)，而尼克松還告別了兩次。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9日稱，歐巴馬在告別演講中除了展示自己的政績外，最
引人註目的部分是對美國未來面臨挑戰的忠告。這些忠
告包括支持美國的多元性，更尊重對手的批評以及強力
支持美國的民主制度。

壹美國人在柬享受“腎保健”喪命
綜合報導 備受關註的壹美國

公民在柬埔寨王國享受“腎保健
”喪命事件，日前當地法醫和技
術警方驗屍證實，死者系心臟梗
塞所致。當地《華商日報》稱，
事發8日下午1時30分，金邊隆
邊區下市仔第壹分區106號路某
按摩店，74歲美國籍男子在接受

特殊按摩服務“腎保健”，不料
突發心臟梗塞，猝死床上。該店
女職員見此情景遂驚慌，跑下樓
讓其他職員電話叫經理，隨後叫
來救護車將美籍男子送醫院，醫
生檢查後稱，已氣絕身亡。目前
，該“腎保健”喪命男子屍體已
送到當地某佛寺暫放。

美國務卿克裏感謝墨西哥抓獲槍擊美外交官的槍手美國務卿克裏感謝墨西哥抓獲槍擊美外交官的槍手
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克裏感謝

墨西哥官員“迅速、果斷地逮捕”日
前在墨西哥瓜達拉哈拉美國領事館開
槍，並打傷壹名美國官員的槍手。

美國領館在臉書網站上發布的壹
段監控錄像顯示，這名槍手壹直守候
在停車庫外面，當克裏斯托夫·阿什
克拉夫特駕車從車庫出來的時候，槍
手朝著阿什克拉夫特的車子開槍射擊
。在此之前，槍手就跟隨阿什克拉夫
特進入過車庫，但沒有動手。

阿什克拉夫特從事外交工作13
年，據說他目前狀況比較穩定。

開槍的動機還不清楚。嫌疑人的
身份尚未公布。

美國務卿克裏為美國國務院歧視同性戀的歷史道歉

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克裏代表美國國務院對該機構過去歧視同性
戀員工的做法表示道歉。

克裏近日在壹份聲明中說：“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到隨後的幾十年
間，美國國務院和許多公立和私營雇傭單位壹樣，基於性取向的判斷
歧視雇員和求職者。”他說，因為這壹歧視，壹些雇員被迫辭職，有
些求職者壹開始就沒有被錄用。克裏說，這些行為“在當時是錯誤的
”，“在今天也是錯誤的”。



AA66亞洲動態

寶島訊息

星期三 2017年1月11日 Wednesday, January 11, 2017

韓國“幹政門”三被告出席庭審

崔順實“喊冤”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親信幹政案5
日開庭，遭彈核總統樸槿惠友人崔順
實、涉嫌共謀的總統府前首秘安鐘範
與附屬秘書鄭虎成以被告身分出席首
次庭審。崔順實在庭上表示自己遭受
“許多冤屈”。

總統府前幕僚安鐘範與鄭虎成，
與崔順實在開庭約20分鐘前，由警
車押解到庭。他們遭控多項罪名，包
括濫用職權。

60歲的崔順實穿著灰色囚犯服，
在陳述時向法庭表示：“我受到許多
冤屈。”她去年10月遭警方拘留，
多次拒絕前往特別檢察官辦公室接受
訊問。

崔 順 實 律 師 李 炅 在 （Lee
Kyung-jae）告訴法庭：“我的當事
人、即總統與安鐘範之間並無任何勾
結。稱被告（崔順實）涉嫌為基金會
向企業集團索取資金的指控，毫無真
實性。”

“從基金會成立以來，被告從未
意圖從中牟取私利。”

崔順實的律師也說：“盡管處境
如此，而且面臨到不知女兒在丹麥被
羈押可能有何下場的困難情況，她
（崔順實）仍然在此面對法律。”

崔順實女兒鄭宥拉在韓國當局展
開搜索後，遭丹麥警方逮捕並羈押，
韓國當局正尋求將她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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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的文化審議會
（文部科學相的顧問機構）或將於2月
至4月期間啟動力爭入選2019年及以
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候選對象甄選工作。
按照以往方針選擇被指定為國家文化
財產的傳統節慶活動等，還是著眼於
書道、盆栽以及日式服裝的新候選
對象，討論的走向受到關註。

日本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共計 21
項，包括去年12月入選的由18個府
縣共33項傳統活動構成的“山·鉾·
花車巡行”。2018年將有整合“男
鹿生剝鬼節”（秋田）等8縣8項傳
統活動的“來訪神 假面·扮裝的眾神
”接受審查。

報道稱，日本文化審議會壹直以
來的原則是從被指定為國家重要非物
質文化財產和重要非物質民俗文化財
產的傳統節慶活動等中選出候選。

2011年依照該原則選擇了12項文
化財產，迄今其中6項成功入選世遺。
剩下的文化財產中“男鹿生剝鬼節”
（此後以整合8縣8項活動的形式）已
進行了申報，另外5項仍在等待申報，
具體為“綾子乞雨舞”（香川）、
“諸鈍戲劇”（鹿兒島）、“多良間的豐年祭”
（沖繩）、建築物修理與木工技術、木造雕刻修理
技術。文化審議會相關人士中認為“應該像山·鉾·花
車巡行壹樣，通過整合各自相似部分的方式陸續申請”
的看法較強。

另壹方面，推動新候選對象的民間團體也紛紛要
求，鑒於將迎來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應該
選擇也能讓外國人容易明白、有力宣傳日本的候選”。

書道家和國會議員等組成的團體去年9月向文化廳
要求申報“日本的書道文化”。也有力爭讓其他項目入
選的團體，比如在海外也愛好者增多的盆栽、日式服
裝、將棋、海女、神樂、沖繩的飲食文化等。

此前也存在過為克服東日本大地震造成的日本食品
形象受損，象征重建而在2013年成功入選世遺的“和
食”，這種並非國家文化財產的項目成為候選對象的先
例。此次也有可能作出不按照以往方針的判斷。

從壹起奶茶下架事件看新加坡食品安全監管
綜合報導 經濟學人智庫最新的全球食品安

全指數報告顯示，在113個參與調查的國家
中，綜合考量食品價格承受力、食品供應能
力、質量安全保障能力三方面28個指標，新加
坡排名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愛爾蘭。在食品
安全分項指標中，新加坡得到了滿分。新加坡
如何確保公眾“舌尖上的安全”？不妨從壹起
奶茶下架事件說起。

2016年8月，新加坡農糧與獸醫局發布公
告，要求在當地熱賣的“純萃·喝”奶茶下架，
理由是這款由臺灣比菲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
產的奶茶含有未經農糧與獸醫局批準使用的食
品添加劑茶氨酸。

茶氨酸存在於茶葉及某些菌類中，是影響
茶葉味道的成分，目前有關茶氨酸對人體的影
響還在研究階段。在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
茶氨酸是合法食品添加劑，但在新加坡，茶氨
酸不在農糧與獸醫局批準的約500種食品添加
劑之列，因此該局發文要求回收市場上熱銷的
“純萃·喝”奶茶。

新加坡農糧與獸醫局網站資料顯示，若

商家要註冊壹個新的食品添加劑，必須向該
局提交添加劑的成分列表、添加劑用於何種
食品以及其含量、聯合國糧農組織或發達國
家的食品安全評估報告。如果該添加劑沒有
上述文件，則必須呈交毒性研究和人體實驗
研究報告，權威機構對該添加劑的使用建議
或相關標準，或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
蘭、日本、歐盟和美國等對該添加劑的評
估。至於註冊需要多長時間，則視所申請的
食品添加劑而定。

在奶茶下架後，比多菲公司公關部經理廖
銘順接受采訪時表示，該公司準備向新加坡農
糧與獸醫局提交證明該飲料安全的文件，在當
局批準後將重新發貨。幾個月後，不含茶氨酸
的新配方奶茶上架銷售。農糧與獸醫局此時再
度強調，任何在新加坡售賣的食品，必須遵守
新加坡的食品條例，進口商也必須據條例檢查
食品的成分。

從“純萃·喝”奶茶下架事件可以看出
，新加坡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監管非常嚴格。
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自然資源相對缺乏，

大約 90%的食品依賴進口。為確保食品安
全，新加坡有壹套健全的食品安全監管體
系，有明確的法規規範食品生產、加工、進
口和批發等環節，實施嚴格的安全標準和認
證制度。除極個別本地特色食品外，新加坡
的食品安全標準幾乎完全與國際食品法典委
員會接軌。

此外，新加坡也以嚴格的執法確保相關法
規、標準落到實處。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標
準，存在隱患的整批食品都不得在市場上銷
售。在很多情況下，進口食品還沒有“登機”
或“裝船”前，農糧與獸醫局就已經開始檢
驗、審核工作，確保食品生產條件符合新加坡
的安全標準、進口商提交完備的資料證明食品
的安全性。

在新加坡農糧與獸醫局網站“食品安全與
質量”壹欄的介紹中，該局強調食品安全是全
社會共同的責任，呼籲食品行業、消費者都應
重視食品安全，而不能僅僅依靠政府部門的監
管。該局還定期舉辦講座或通過媒體等平臺向
公眾介紹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識。

愛的小手害2歲童命 碩士男判7年6月

彈性工時議題 郭芳煜：蒐集各界意見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被控在特偵組偵
辦司法關說案時疑洩密；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以
證人身分，傳喚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及時任馬英
九的隨行秘書林有振到庭，釐清相關案情。

庭末，法官諭知下次開庭時間為2月21日
，而下次開庭將提示辯論終結本案。

民進黨立委柯建銘指控馬英九在特偵組偵
辦司法關說案時疑洩密，向北院提自訴；北院
在去年11月8日，首度開庭審理本案。當時柯
建銘的辯護律師，欲釐清民國102年9月1日馬
英九涉教唆黃世銘洩密相關情節，向法院聲請
傳喚林有振、黃世銘出庭作證。

因此，今天開庭重點之一，是在釐清9月1
日當晚，馬英九要林有振打電話給黃世銘，邀
約其開會等相關事宜。

黃世銘先接受柯建銘律師的詰問，時間長
達2小時。黃世銘說，擔任檢察總長以來，在
本案發生前（102年8月31日），沒打過馬英
九的手機號碼，也沒就本案做過聯繫。

黃世銘表示，他在8月31日晚間，跟馬英
九口頭報告說，違反立法委員行為法，這有行
政責任，但這涉及國會自律，要由國會決定；

馬英九的秘書則在9月1日凌晨，用馬的手機打
電話邀約，馬要請他在9月1日中午12時30分
到官邸用便餐，有事要請教。

黃世銘也說，9月1日跟馬英九報告此事時
，馬眉頭深鎖，直說怎麼會發生這樣關說司法
個案的事情；馬英九也表達尊重他的處理方式
，沒做出任何指示。

林有振則說，馬英九要他打電話給黃世銘
，安排9月1日見馬的時間、地點，但他們所談
的會議內容，自己事前並不知情，是事後看報
紙才知道。

法官問馬英九的律師有無要反詰問，他們
均無提問；馬英九部分，僅說是他要林有振打
電話給黃世銘。

不過，柯建銘認為黃世銘與林有振的說詞
在避重就輕，替馬英九掩飾，也說本案根本是
政治鬥爭、做司法追殺， 「黃世銘已被判有罪
，馬英九當然涉及教唆洩密」 。

柯建銘指出，馬英九這時候應該選擇認罪
，才能保有最後的尊嚴，馬把事情推給林有振
進行切割，這根本是台灣版的 「特偵門」 、
「秘書門」 案件。

馬英九涉洩密案 2/21辯論終結

（中央社）6旬黃姓男子昨天在梅山鄉竊
取一輛自小貨車，並藏匿在附近產業道路竹林
，讓警方換不著頭緒，誤以為 「憑空消失」 ，
便展開地毯式搜尋，於5個小時內，將黃嫌繩
之以法。

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今天表示，施姓車
主昨天上午將自小貨車停放在梅山鄉環南路，
但沒將車鑰匙拔下，黃姓男子徒步路過環南路
一帶訪友，發現小貨車鑰匙沒拔，認為有機可
乘，便上車開走做為代步工具。

施姓車主返回取車時，發現自小貨車憑空

消失，遍尋不著，隨即向警方報案，警方馬上
派出多名員警，針對附近監視器及相關路人訪
查，但都沒有發現小貨車蹤跡。

轄區梅山分駐所員警持續調閱監視器，只
看到車輛被開走，均卻無法找到被竊貨車行經
方向，分駐所長劉光浩認為竊賊應藏匿在附近
，立即帶領其他員警，展開地毯式搜尋。

警方終於在一條偏僻產業道路的竹林發現
自小貨車及黃姓竊賊，5小時內就將歹徒繩之
以法，讓施姓車主喜出望外。警訊後，依竊盜
罪嫌移送法辦。

小貨車憑空消失 警5小時逮竊賊

（中央社）擁有碩士學歷的高姓男子受託照顧未滿2歲幼童
，不滿黃童哭鬧，以 「愛的小手」 掌型拍把黃童打到傷重不治，
事後雖賠償黃母420萬元和解，但一審仍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6
月。

判決指出，高男民國103年7月2日起受黃母委託24小時照
顧當時未滿2歲的黃童，幾天後，高男於7月8日上午因黃童哭
鬧不休，一時情緒失控，持俗稱 「愛的小手」 的掌形塑料長條狀
拍子任意揮打黃童頭部及身體各處，致黃童受有頭左後枕顳部、
左、右胸部與左大腿、左上背部等多處瘀傷。

高男直到當天下午黃童傷
重倒地抽搐，才撥打119緊急
送醫，黃童到院已呈昏迷狀態
，隔天急救無效，因硬腦膜下
腔出血、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
腦挫傷，引發神經性休克死亡
。

高男坦承有用 「愛的小手」 拍打黃童，否認虐打致死，辯稱
「愛的小手」 與黃童頭部傷勢無關，並指黃童疑似自己跌倒受傷

，但法醫解剖認定黃童的傷勢是揮打 「愛的小手」 造成。
高雄地院合議庭認為，高男雖與死者母親達成賠償420萬元

和解，但仍依傷害兒童致死罪判高男7年6月。

（中央社）勞動部長郭芳煜今天針對彈性
工時的議題表示，勞資對彈性工時都有不同意
見，現階段會廣泛蒐集意見，啟動勞資雙方社
會對話，有共識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一例一休新制上路，引發各行各業人力成
本等問題，也衍生 「三輸」 的爭議，工總理事
長許勝雄今天發表公開信，希望放寬現行勞基
法第30條及第30條之1有關變形工時規範（八
週變形或四週變形）的實施彈性。

對此，郭芳煜受訪時表示，勞資對彈性工

時都有不同意見，現階段會廣泛蒐集意見，會
啟動勞資雙方社會對話，有共識後再來討論這
個問題。

有關到底要如何讓 「勞工看得到也吃得到
」 部分，郭芳煜說，這次修法後也形成大家的
重視，期待大家都可以守法，也透過執法可以
落實。勞檢人員部分增加的員額還沒有最後核
定，未來會先以目前762名人力去編組運用。

郭芳煜表示，勞工的加班費一定要拿得到
，這是修法的目的。

控馬英九洩密控馬英九洩密 柯建銘出庭柯建銘出庭
台北地方法院台北地方法院1010日審理民進黨立委柯建銘指控前總統馬英九洩密案日審理民進黨立委柯建銘指控前總統馬英九洩密案，，民進黨立委柯建銘民進黨立委柯建銘（（前前
右右22））出庭應訊出庭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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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航與日本航空今天簽署合作
意向書(MOU)， 雙方將在台日航線展開全面性
的共用班號服務， 總合作班次將由原來松山-
羽田線每週28班增為每週240班，大幅提升市
占率和載客率。

華航和日航今天在桃園簽署合作意向書，
雙方將在客運、貨運擴大策略聯盟，拓展雙方
正式合作關係，擴大客戶服務，也強化產業競
爭力，進而為台日旅客提供更便利、優質的服
務。

華航表示，國人向來喜愛日本旅遊，日航
與華航跨聯盟攜手合作，將擴大共用班號合作
，於台日航線展開全面性的共用班號服務，總
合作班次將由原來的松山-羽田航線每周28班
，全面增為每周240班(每季班表不同，合作班
次將有所增減)，擴大共用班號合作將優化彼此
產品，大幅提升雙方台日航段市占率及承載率

。
華航說，新增共用班號合作共分兩部分，

包括雙方皆有營運的桃園-成田/大阪/名古屋，
及高雄-成田等4條航段；另外華航將提供其餘
15條日本航段(包含桃園-札幌/靜岡/富山/廣島/
高松/福岡/宮崎/鹿兒島/琉球/石垣島；高雄-大
阪/札幌/熊本/琉球；台南-大阪)與日航共用班號
，合作後，雙方班次皆大幅增加，具有華航班
號由桃園往東京成田的航班將由每周21班增為
35班，日航則將由每周14班增加為每周35班
。

華航將於2月下旬起於官網 https://www.
china-airlines.com/tw/zh開放民眾訂位購票，
不但提升日本人來台意願，並提供台灣旅客更
多商品選擇，更具旅遊彈性與便利性，也讓華
航與日航整體台日飛航網絡更加緊密結合。

新南向設一國家一平台 3月成立廠商聯誼會

（中央社）主計總處今天發布國情統計通
報，105年前三季全國住宅買賣移轉筆數9.9萬
筆，年減18.3%。六直轄市中，台中市與高雄
市分別年減34.6%及31.5%，減幅最大。

內政部營建署統計，105年前三季全國住宅
買賣移轉筆數 9.9 萬筆，較 104 年同期減少
18.3%、或2.2萬筆。

主計總處指出，觀察近年住宅買賣筆數變
化，已由102年24.2萬筆的高點轉呈下降的態
勢，103與104年分別減少約1成5。

依縣市別觀察，105年前三季六直轄市住宅
買賣移轉共計7.5萬筆，占全國總筆數7成6，
以桃園市與新北市各1.9萬筆較多，合占全國

38.4%。
若與104年同期相較，105年前三季六直轄

市合計減17.5%，除桃園市年增11.6%外，其
餘均呈衰退，以台中市與高雄市分別年減
34.6%及31.5%，減幅最大。

觀察新建住宅相關指標，105年1到11月
住宅類核發建築執照7.1萬宅，開工申報6.1萬
宅，分別較104年同期減26.9%及19.7%，核
發使用執照9萬宅，則微增0.1%。

近年核發住宅建照與開工數已分別從102年
及103年的高點轉為減少，核發使用執照數雖因
時間落差仍有增加，但105年增幅已見縮減。

房市去年前3季冷 台中高雄交易量減3成

（中央社）入冬防疫高峰期，農委會防檢局
公布，台西鄉一雞場確診感染H5N2亞型高病原
性禽流感，為今年第3例，卻還棄置，將開罰，
且撲殺也不補償；今年已是第2例未做通報。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表示，雲林縣動植物防疫
所6日接獲通報，在台西鄉及麥寮鄉交界處的新
虎尾溪，發現棄置死禽，當晚根據監視器及現場
資料查獲來源場位在台西鄉一家非開放式的烏骨
雞場，也執行了棄置死禽及來源禽場採檢、消毒
及移動管制等措施。

防檢局說，今天接獲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通知，此案例確診感染H5N2亞型高病原性禽流

感（HPAI）病毒，雲林防疫所接獲檢測報告後
，已執行撲殺清場。

他並說，這次的案例場因為未依規定通報疫
情，又任意丟棄死禽、污染河川，恐將遭罰數筆
，包含未通報可處新台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
以下罰鍰，沒登記畜牧場將罰3萬元，另外雲林
環保單位及經濟部水利署也會開罰；而且因為沒
通報，所以全數撲殺不給予補助。

防檢局統計，今年含本次案例，累計發生3
個高病原性禽流感案例，共撲殺2萬6568隻家
禽；但是連同昨天公布的第2例，已有2個場都
沒通報。

華航日航深化合作 共用班號創雙贏

陸軍8軍團六龜育幼院獻愛
春節將至，陸軍第8軍團指揮官陳曉明中將（後左4）10日率員前往高雄市六龜育幼院慰問並
致贈民生用品，為院童獻上祝福與溫情，院長楊子江（後左5）致謝。

（中央社）經濟部推動新南向政策，擬在每個國家設立一個
平台，並由專人負責聯繫，外貿協會也將在3月舉辦國家別廠商
聯誼會成立大會，集中資源協助廠商到新南向國家發展。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今年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一國家一
平台、電子商務、培訓使用我國工具機人才，舉辦雙邊會議、強
化海外據點服務及開辦新南向市場人才儲備專班等多項政策。

一國家一平台方面，外貿協會秘書長黃文榮指出，將在新南
向18個國家中，成立12個平台，每個國家都有一位同仁負責聯
繫，自今年1月推出後，已有70多家廠商對於印尼、越南、馬
來西亞等國有興趣，預計3月底將舉辦國家別廠商聯誼會成立大
會，希望未來集中資源推動。

看準新南向國家在基建工
程合作、整合產業供應鏈、內
需市場等方面的商機，為進行
雙向交流，黃文榮透露，今年
規劃將在印尼、越南、菲律賓
、馬來西亞、泰國等國舉辦東
協台灣形象展，展覽期間也將
同步舉行產業日以及人才招攬
活動。

另外，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雙邊貿易一組組長戴婉蓉表示，由
於新南向國家都在發展製造業，對機械需求高，而台灣工具機在

國際頗具競爭力，希望未來透過政府間合作簽署備忘錄（MOU
），協助當地培訓使用我國工具機的人才，除了提升其技術，使
其對台灣工具機有一定熟悉度，進而讓新南向國家習慣用台灣產
品，提升購買我國工具機的意願。

雞場爆禽流感又未通報 將遭重罰

興航工會在勞動部噴抗議訴求興航工會在勞動部噴抗議訴求
復興航空企業工會復興航空企業工會1010日上午突襲勞動部日上午突襲勞動部，，並占領勞動部並占領勞動部11樓樓，，要求勞動部部長郭芳煜出面解要求勞動部部長郭芳煜出面解
決關廠爭議案決關廠爭議案，，工會成員用噴漆在勞動部噴上抗議訴求工會成員用噴漆在勞動部噴上抗議訴求。。

林明昇記者會林明昇記者會
去年復興航空無預警解散去年復興航空無預警解散，，並資遣旗下所有員工並資遣旗下所有員工，，引發勞資爭議引發勞資爭議。。復興航空董事長林明昇復興航空董事長林明昇（（圖圖
）、）、執行長劉東明執行長劉東明1010日在台北喜來登飯店舉行記者會日在台北喜來登飯店舉行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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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春節熱門之選
粵潮興房車露營

作為自駕出遊的升級版，

房車自駕越來越受到市民的追

捧。放眼廣東境內，成熟的房

車營地發展如雨後春筍般發展

起來；在佛山、雲浮、惠州等

地房車營地裡，節假日現幾乎

滿房狀態，平時入住也多達五

成。廣東自駕協會鍾會長說，

過去一年廣東的房車自駕營地

發展迅猛，市場爆發力可以期

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美“格萊美”博館落戶海南
中國考古學家首次在境外絲

綢之路沿線開展規模最大的考古
項目——烏茲別克斯坦“明鐵
佩”遺址的中烏聯合考古發掘，
“重寫”了古代中亞城市的歷
史。最新的考古成果顯示，明鐵
佩古城並非遊牧者的臨時戍堡，
而是具有豐富文化層的大型城
市。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
壇．2016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昨
日宣佈，該成果入選首次設立的
年度“國外考古新發現”。

“明鐵佩”遺址位於費爾干
納盆地東南部，距今約 2,000
年，正處於西漢張騫通西域的時
期。中烏聯合考古發掘從2012

年開始，先後進行過5次發掘。
2016年度最新的考古成果顯

示：“明鐵佩”古城並非遊牧者
的臨時戍堡，而是具有豐富文化
層的大型城市。特別是通過確認
的東、西、南、北四面城牆發現
的外城，將原本500米×800米
內城遺址擴大到約 2,100 米×
1,300米，從而一躍成為公元前
後，費爾干納盆地內面積最大的
古代城址。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特有的
“洛陽鏟”鏟探技術和精準測量
技術、計算機成圖與數據分析軟
件的有機結合，成為這座古城
“重生”的關鍵。

■新華社

中烏發掘中烏發掘““明鐵佩明鐵佩””遺址遺址 改寫古城歷史改寫古城歷史

■■烏國明鐵佩遺址衛星俯瞰圖烏國明鐵佩遺址衛星俯瞰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海南三亞市政府與北
京聯辦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美國國家錄音藝術與
科學學院、“格萊美”博
物館和格中美音（上海）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等日前
正式簽約，使美國本土之
外的第一座“格萊美”博
物館 (Grammy Museum
Sanya)落戶三亞，並將於
三年內建成。

“格萊美”獎由美
國國家錄音藝術與科學
學院（簡稱錄音學院）在每年二月頒
發，是世界音樂界最重要的獎項，也
是與奧斯卡、國家籃球協會（NBA）
並列的美國三大文化品牌之一。“格

萊美”博物館不僅是一個靜態的展覽
館，也是一個互動場地，讓遊客可以
親身參與音樂的製作和發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海南報道

為了打造“過大年”這張旅遊名
片，廣東全省21個地市，近400

項豐富多彩活動，讓外地遊客充分感
受來粵過大年的魅力。除了逛花市、
賞嶺南民俗、品嚐美食，房車露營也
成為雞年春節的熱門選擇。

目前，廣東省內成熟的房車營地
度假區超過五家，其中佛山美的鷺湖
森林度假區、雲浮市的金水台溫泉房
車露營基地、惠州鳳谷湖畔房車露營
地和河源萬綠湖營地等，成為珠三角
市民體驗的首選。

美的鷺湖森林度假區旅遊部總監
Eva 接受採訪時表示，開業一年以
來，節假日房車露營基地現滿員狀
態，平時入住率也維持在三成到五成
左右，尤其是下半年以來，客流明顯
增加。據她介紹，除了目前度假區內
的45台房車可以提供露營體驗外，拓

展訓練也成為傳統度假區的創新體驗
區域，滿足情侶、小家庭和小規模朋
友聚會。

自駕房車一晚停靠費100元
此外，園區的自駕房車營位每逢

周末也迎來不少房車前來，據悉，自
駕房車前來停靠，收費100元人民幣
一晚，如今從廣州、深圳、珠海過來
的房車自駕遊客越來越多。

小鳥房車創始人肖敦懿表示，目
前房車露營地的發展在中國方興未
艾，就像剛發展新能源汽車時，要發
展但到處沒有充電樁。他指，目前中
國可投入使用的露營地僅300多個，
對照國家2020年建設1,000個露營地
的目標，還有相當差距。至於廣東過
去一年租車情況，較往年增長超三
成，已成為珠三角市民出行新熱點。

■海南三亞開建“格萊美”博物館。圖為簽約現
場。 香港文匯報海南傳真

■房車營地受愛好家庭式旅遊人士歡
迎。 記者胡若璋攝 ■■廣東有房車營地開業一年廣東有房車營地開業一年，，客流增長勝預期客流增長勝預期。。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攝攝

■■房車露營在廣東近年走俏房車露營在廣東近年走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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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洲地產：今年銷售目標28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周曉菁）禹洲地產董
事局主席林龍安10日於
傳媒午宴時表示，2016
年全年合約銷售額達約
232 億元（人民幣，下
同），105%超額完成全
年目標，較2015年增長
66%，覺得今年“有信心
完成 280億元的銷售目
標”。

一二線城市住房剛需料續升
對於內地樓市的未來走向，林龍安

透露，國家政策仍然會保護房地產行業
的長遠發展，房地產市場將持續分化。

隨着一二線城市的經濟轉型成功、
基本面活躍、人口不斷流入，未來10
年內一二線城市居民對房地產的剛需還
會直線上升，樓價也會平穩上升，不過
三四線城市未來的樓市發展就會比較艱
難。談及今年集團的規劃，林龍安表示

會謹慎買地，現有土地儲量已經夠未來4
年至5年的開發，即使拿地也會以收購或
併購的方式進行，近年拿地預算為100億
元左右。對於近期政府的調控，他認為
上半年銷售會有所下跌，但下半年有望
回暖。

香港樓市方面，林龍安認為香港寸
土寸金，樓價下跌可能性不大，集團投
資香港物業只是“點綴”，多一個投資
渠道，未來還是會集中內地一二線城
市，尤其是長三角地區的業務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效應刺激，深圳福田鄰近河

套的片區有近20個樓盤，包括大量港人購買和居住的皇御苑、名津廣場、海悅華城等，形成“深圳

河套概念片區”，業內分析料片區的房價可看高一線。

美聯物業中國研究中心總監何倩茹
表示，由於區域政策、地理位置

等優越條件的刺激，深圳河套概念片區
房價可看高一線，房價或將上漲一成。

科技園增周邊房屋需求
她表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重點發展科研產業，無疑將豐富和完善
兩地的科技創新資源，並且有利為兩地
輸送更多的創新型人才和高科技人才，
推動創新型經濟的發展。“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建成後，科技園內的人才數量
將明顯增加，屆時周圍的住房供求壓力
也會加劇。美聯物業（深圳）藍籌（即
“二手”）住宅價格顯示，去年12月
皇崗海關片區成交均價為55,000元(人
民幣)/平米，較2016年1月上漲4%。
與福田大多數片區相比較，皇崗海關片
區的房價並不高，而且2016年漲幅比
較穩定。

港幣升值增內地購買力
由於落馬洲河套地區處於深圳與香

港的樞紐地帶，皇崗口岸是深圳前往香

港的熱點關口，交通便捷性極強，吸引
了不少香港同胞來皇崗口岸置業。據美
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監測，2016年皇崗
海關片區的成交共有兩成來自香港同
胞，其中皇御苑、名津廣場、海悅華城
為港人重點關注的樓盤。

近期人民幣匯率波動較大，兌美
元的貶值壓力持續，港幣在內地的購買

力反而增加。此外，受政策收緊的影
響，深圳2017年房價漸趨穩定，但由
於區域政策、地理位置等優越條件的刺
激，皇崗海關片區的房價或可看高一
線。何倩茹預計，未來幾年，當“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有實質性進展以及建成
後，該片區的二手房價格將有望保持上
漲態勢，漲幅將有望達一成甚至更高。

創科園效應 河套20深圳樓盤受捧

■禹洲地產董事局主席林龍安（右二）稱，今年有信心完
成280億元人民幣的銷售目標。 周曉菁 攝

政策交通待落實 樓市概念難比前海
儘管深港將共

同 將 河 套 打 造 為
“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但是從政策落實到交通連通和大
量科技企業進駐等，都需要比較長的時
間，其地位也難與前海相比。因此，深
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認為，河
套片區房產概念遠不如前海，短期房價
反應不大，長期要看優惠政策、交通便
捷和許多科技企業甚至知名企業的進駐
情況，這才有利刺激房價的上漲。

鄭叔倫表示，因前海獲得國家層
面的政策支持，將香港金融業優勢與深

圳高科技製造業優勢結合，在前海發展
生產性金融業，形成對深港雙方有利的
互補，因而大大刺激了前海片區房價，
令該片區房價上漲兩三倍。而落馬洲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僅是深港兩地推
動，缺乏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
短期而言，深港共建“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對深圳臨近片區的房價影響不大。

涉及兩地法律等問題待落實
深港兩地已就河套合作進行了長

期的商討和合作，但並未有實質性進
展，此次雙方合作共同簽約打造“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其中涉及許多兩地的
政策、法律、交通銜接等問題。

目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都
因法律問題難有實質性進展，未來河套
也將面臨這一問題，而河套適用法律也
有待落實，交通建設與銜接也有待雙方
交流、合作與推進。只有當優惠的政
策、便捷的交通和邊檢都落實，“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已建設好，並且吸引一
些知名科技企業進駐和大量科技人才進
入工作，這才有利刺激該片區的房價上
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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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附近的皇御苑吸引了大量港人購買居住河套附近的皇御苑吸引了大量港人購買居住，，其房價料將受到深港河套共建其房價料將受到深港河套共建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利好刺激的利好刺激。。 李昌鴻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傳媒指，近日
一家名為比特幣亞洲閃電交易中心已經
出現兌付危機，疑似跑路，該平台曾代
客操盤比特幣投資，承諾給投資者固定
分紅以及隨時提現。不過在1月5日，亞
閃不僅停止分紅，網站也已經關閉，疑
似帶着投資者的上億資金出逃。北京商
報報道指，在律師看來，亞閃平台集資
詐騙舉動十分明顯，投資者應該聯合起
來盡早報案。

料設第三方託管機構可信度不高
另外，近日比特幣價格大幅波動，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近日還將繼續約
談比特幣相關人士，商討比特幣管理方

面事宜，或將考慮設立第三方託管機
構。中國媒體報道，有比特幣平台負責
人透露，設立第三方託管平台是他們向
央行方面提出的建議，但央行對此並無
反饋。而接近央行方面的人士也表示，
設立第三方託管機構的可信度不高。

1月5日，比特幣最高價見8,888元
(人民幣，下同)，創下歷史新高，隨後閃
電式下跌，當日最低價跌至6,000元，
跌幅超過30%。1月6日，央行上海總部
和央行北京營業管理部先後公告稱約談
了火幣網、OKCoin幣行、比特幣中國
主要負責人，了解平台運行情況，提示
可能存在的風險，要求其按照相關法律
法規要求，依法合規經營。

比特幣亞閃中心關網疑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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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菜價升幅回落 上月通脹略放緩

中國嚴審大額非主業對外投資
發改委：出現不理性傾向 引導企業審慎決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 北京報道）去年中國企業對

外投資呈爆發式增長，同比增速超過50%，但一些不理性投

資行為引發政府收緊對外投資政策。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

10日表示，中國政府支持有能力、有條件的中國企業開展

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

能合作，但同時將對大額非主業的對外投資進行真實性、合

規性審核，引導企業審慎決策、精準投資、理性投資。

徐紹史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
示，隨着中國經濟增長，企

業“走出去”投資併購在全球佈
局，都是正常之舉，中國政府支持
對外投資的政策沒有改變。去年前
11月中國非金融類境外投資已經達
到1,617億美元，同比增長55.3%，
預計全年達到1,700億美元。徐紹
史稱，在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
也出現了一些不夠理性的傾向，可
能引起風險，一旦爆發，對投資國
和投資目的地國都是不利的。
近期有關部門多次對中國企業

境外投資的不理性傾向提出警示。
國家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
外匯局去年底聯合發文表示，密切
關注近期在房地產、酒店、影城、
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出現的
一些非理性對外投資的傾向。

專家：部分企業變相走資
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秘書長

和振偉指出，目前中國快速增長的
對外投資有力推動中國經濟的發
展，但也帶來一些問題。一方面表
現為盲目性。一些企業雖併購成
功，但是併購之後的整合卻失敗
了。 另一方面，有些企業鑽政策
空子，打着對外投資的幌子，變相

把資金轉移出國，尤其是一些非實
體經濟的對外投資，包括文化、金
融等領域。這些企業做假合同，虛
構交易，對外匯儲備以及人民幣匯
率造成一些壓力。
在近日閉幕的年度工作會議

上，商務部已將對外投資的真實性
審核和事中事後監管，作為2017
年工作重點。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
濟合作司司長周柳軍表示，對企業
境外投資進行真實性審核時，企業
需要提供盡職調查、可研報告、被
併購企業市場份額、競爭能力、發
展水平、盈虧情況等決策材料，還要
提交對外投資設立企業或併購企業
的章程，董事會會議記錄原件，經
過法定審計的企業財務報表等。
“只要企業提供的資料真實、自
然，受理後三天即可備案成功。”

最高法原副院長奚曉明
受賄逾億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報道，天津市
第二中級人民法院10日一審公開開庭審
理了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奚曉明受賄
一案。控方指稱奚曉明於1996年至2015
年間，利用職務便利，直接或通過家人
非法收受1.14億元人民幣，奚曉明當庭
表示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

2016中國GDP料增6.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發改委主任徐紹史10日預計，2016年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速為
6.7%左右，當年經濟總量將突破70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GDP增量大約為5萬
億元，這個增量與五年前年增長10%的增
量基本相當，相當於1994年中國經濟總
量，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表現突出。

對全球增長貢獻超三成
徐紹史在出席國新辦召開的主題為

“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深化供給側改

革”的發佈會時表示，過去一年中國經濟
的表現顯示，對於中國經濟可能出現“塌
方式”下滑、硬着陸不可避免等預言和預
判都落空。

今年去產能任務加重
徐紹史引述德國之聲網站的評論文章

稱，2016年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速貢獻了
1.2個百分點，美國和歐洲分別為0.3和0.2
個百分點，按照這個比例，中國對全球經
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徐紹史還稱，去
年去產能的年度任務提前超額完成，到去

年年底安置職工接近70萬。
2017年去產能的要求會更高，“三去一

降一補”任務會更重，2017年鋼鐵煤炭去產
能的方案春節之前可以下發，一些產能利用
率很低的、過剩產能比較嚴重的領域將納入
去產能範疇。
對於近期引發社會關注的“死亡稅

率”爭議，徐紹史表示，通過簡政放權、
減稅降費，去年內地降低企業成本約1萬億
元。有些企業反映了一些制度性交易成本
的問題，一些個案具有特殊性，不必過分
解讀。

■奚曉明當庭認罪悔罪。 中新社

■徐紹史強調，中國政府支持中國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圖為當地時間1月9日晚，三胞集團以8.199億美元現金收購加
拿大威朗製藥旗下的美國生物醫藥公司丹德里昂（Dendreon）100%股權，從而成為前列腺癌細胞免疫療法普羅文奇（Provenge）的
擁有者。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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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鐵路警
方開展警營

開放日活動，將投放春運安保一線
的警力和勤務裝備進行公開展示。

新華社

警 營 開 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0日公佈數據顯
示，受鮮菜價格漲幅回落等影響，
2016 年 12 月 居 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同比上漲2.1%，全年CPI同比
上漲2.0%，完成了全年3%左右的物價
調控目標。經濟學家預計，今年CPI將
繼續小幅上漲，全年平均水平預計在
2.5%左右，年中或達到單月通脹高
點，個別月份漲幅可能突破3%。

氣溫偏高壓抑食品價格
數據顯示，12月CPI 同比增速從

前一月的2.3%小幅回落至2.1%，也略
低於市場預期的 2.2%，食品尤其是鮮

菜價格漲幅回落，是CPI回落的主要原
因。
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

師繩國慶指出，12月受全國平均氣溫
偏高影響，鮮菜和鮮果價格漲幅均弱於
歷史同期平均漲幅。從同比看，12月
食品價格上漲2.4%，漲幅比上月回落
1.6個百分點，其中，鮮菜價格漲幅由
上月的15.8%回落至2.6%，對CPI的影
響減少了0.30個百分點，是同比漲幅
回落的主要原因。
另外，12月非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2.0%，漲幅比上月擴大0.2個百分點，
其中交通運輸、醫療類價格因消費升級
的影響，漲幅較大。從全年看，2016

年CPI同比上漲2.0%，漲幅比2015年
擴大0.6個百分點，重返“2時代”。

上月PPI漲幅創逾5年新高
中國國家統計局10日發佈數據顯

示，在去產能等多重因素影響下，
2016 年 12 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
（PPI）同比上漲5.5%，比前一月擴大
了2.2個百分點，大幅超出4.6%的市場
預期水平，創5年多新高。

經濟學家表示，去年最後幾月PPI
超預期回升有助於改善企業經營，同樣
預示經濟回升可能超預期。今年一季度
PPI有望繼續加快上升達到全年高點，
全年PPI有望實現近6年來首次轉正。

■中國國家統計局指出，氣溫偏高致鮮菜和
鮮果價格漲幅走弱。圖為山西太原民眾在超
市挑選蔬菜。 中新社

習近平周日訪瑞士
出席世界經濟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10日宣佈：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於1月15日至18日對瑞士進行國
事訪問。其間，將於1月17日出席在瑞士
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1
月18日訪問聯合國日內瓦總部、世界衛生
組織、國際奧委會。中國駐瑞士大使耿文
兵透露，瑞方為習近平特別準備了史無前
例的高規格禮遇，首先是時間跨度之長打
破慣例。
“瑞士此前接待國事訪問均為兩天，

此次習主席對瑞士國事訪問的時間長達四
天，在瑞士歷史上尚屬首次。”他同時表
示，兩國領導人互動將多達八次。

馬雲會特朗普 助百萬美小企進華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阿里

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當地時間9日在
紐約會見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後表示，阿
里巴巴將幫助100萬美國小企業將其產品
銷往中國和其他亞洲市場。
馬雲當天在特朗普大廈與特朗普會談

後告訴媒體，他們重點討論了如何幫助100
萬美國小企業，特別是位於美國中西部的
小企業，通過阿里巴巴的平台向中國和其
他亞洲市場銷售美國農產品和服務。
馬雲表示，他認為商界溝通有助於中

美更好地了解彼此政治環境，中美關係應
“加強”和“更為友好”。特朗普也表示
雙方會談友好，稱讚馬雲是出色的企業
家，雙方會一起做“偉大的事情”。

■■馬雲當地時間馬雲當地時間99日在紐日在紐
約會見特朗普約會見特朗普。。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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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迅奇享盛譽 名建築遍全球
嚴迅奇是香

港土生土長的著
名及有經驗建築

師，過去曾設計多項享負盛名的建築
物，包括廣東省博物館、雲南省博物
館、巴黎巴士的歌劇院等，前兩項設計
更先後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的境外設計
大獎。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及添馬艦政府
總部亦是他的代表作。

中國文化融合當地特色
嚴迅奇過去的設計融合了中國文化及

建築物所在地的特色。以廣東省博物館為
例，其設計構思源自中國精雕細琢的傳
統寶盒，盛載多年累積的歷史傳統、智
慧及文化；而其空間組織概念取材於傳
統的象牙球工藝技術，以多層次、複雜
而細緻的設計，展示出多樣的空間變化及
通透感，帶領訪客由內至外層層而進。

雲南省博物館方面，其建築理念源
自雲南石林自然體態，博物館亦象徵收
藏文物的容器，像積木般拼湊成一組立
方體，但獨立部件仍清晰可辨。此設計

去年獲芝加哥雅典娜神殿國際建築獎及
德國設計協會標誌性設計獎等。

國際設計賽屢榮獲獎項
嚴迅奇亦參與多項國際建築設計，例

如德國柏林文化節的竹亭建築。竹亭初建
於柏林世界文化中心門前之水池上，展現
輕與重、虛與實、臨時與固定、瞬間與永
恒，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及意境。竹亭除
了竹的接駁採用傳統的“紮”法外，外形
及結構均脫離傳統，結構以“三角”原
理，用直線構成弧形。竹枝既是結構件，
也是外牆。竹亭體現傳統與現代、東方與
西方文化的結合。
他早年設計的巴黎巴士的歌劇院亦

於國際競賽奪獎。歌劇院基於3個設計
理念：以此作為城市復修的填充體、一
座紀念性建築及一個通透的有機生命。
歌劇院既尊重周邊建築原有的尺度和材
質，為街區注入新的活力，亦是一座紀
念革命的豐碑。從設計角度上，歌劇院
顛覆音樂廳內外空間及形式限制。

■記者文森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設
計
意
念

■雲南省博物館新館■廣東省博物館■柏林文化節——竹亭■添馬艦政府總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

嚴迅奇設計建築物

將以現代建築設計手法體現：

■傳統中國視藝文化

■傳統中國空間文化

■當代香港都市文化

當代香港都市文化特徵：

■恰當的密度

■緊湊的肌理

■善用豎向空間

■流暢的公共領域

■建築及周邊環境的互動

其他主要概念：

■利用博物館的優越位置，建立建築及周圍環境的互
動關係

■進一步優化西九文化區的公共空間體系

■通過構建獨特的空間及形態塑造，突顯其展品文化
特質，及提供展品與公眾交流之互動場所

資料來源：嚴迅奇 製表：聶曉輝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計顧問
嚴迅奇。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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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香港文化特徵
拓優越公共空間故

宮
小

6周公眾諮詢啟動 採現代設計融合中國傳統視藝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陳文

華）香港西九管

理局由11日起，

連續 6個星期在

中環展城館舉辦

展覽，向公眾介

紹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公眾諮詢活動

將收集公眾對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整體

設計、節目策劃以及教學和詮釋工作等方面

的意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計顧問嚴迅

奇 10日首次闡述博物館設計理念，強調將

着重為港人打造優越的公共空間，融合外

形、空間與使用三大要素，以現代建築設計

的手法體現傳統中國視藝文化、傳統中國空

間文化及當代香港都市的文化特徵。

2 2

西九總裁：不向爭議妥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西九管理局行

政總裁栢志高10日出席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會議及
隨後的公眾諮詢啟動禮。他表示，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的項目令人興奮，是非常好的機會，令西
九文化區有潛力成為全球重要的文化中心。他強
調，香港在一些大型項目上必定存在爭議，西九
管理局作為法定組織，不會向爭議妥協，會在合
適的時間點做合適的事，繼續將項目向前推進。

西九管理局10日下午2時30分在數碼港舉行

董事局會議，栢志高在會上表示，香港故宮博物
館能加強香港與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令西九文
化區的藝術文化設施更多元，令該區更有吸引
力。他又指，博物館可與臨近的M+博物館互相
輝映，展示來自內地、香港及世界的藝術藏品，
更能藉此吸引各地遊客。

栢志高指出，此次諮詢希望向任何對項目有
興趣的團體或個人搜集意見，“包括希望在內觀
賞到何種類型的藏品及希望藏品如何佈置等。搜

集到的所有意見都會被認真研究，最終希望與各
界一起推動項目進入下一個階段—簽署合作協
議。”被問及在何種情況下無法簽署合作協議，
他回應：“除非多名董事局高層辭職，或有其
他情況發生，否則不會無法簽署。”他指出，
香港在一些大型項目上必定存在爭議，並舉例
現時運營中的M+博物館在社會上仍有爭議，
“西九管理局作為法定組織，不會向爭議妥
協，我們會在合適的時間點做合適的事，繼續
將項目向前推進。”他強調， 現時準備充分，
是適合的時間向公眾作出諮詢。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佔地約1萬平方米，樓高七
層，總高度不超過50米，當中五層為展館，另

外兩層為停車區及平台，總建築面積共3萬平方米。
嚴迅奇指出，博物館向南可見到香港天際線，向西面
向大嶼山，向東可以見到整個西九文化區的設計，地
理位置優越。

體現流暢互動與周邊融合
博物館的設計着重打造流暢、聯動、立體的公共

空間，又着重與周邊建築物的融合，“設計藍圖中的
西九文化區，將會貫通一連串優越的公共空間，有街
道、廣場、公園及海濱長廊。”
根據嚴迅奇所提供的設計圖樣，可見到博物館透

過一條林蔭大道與藝術公園、M+博物館、演藝劇
場、大劇院、音樂劇院、戲曲中心及大大小小的藝術
廣場相連通，又透過一條開放式大樓梯與海濱長廊連
接，未來可供藝術團體舉辦小型演唱會或其他藝術活
動，該空間背靠博物館、面向海濱，十分愜意。

嚴迅奇表示，去年11月28日才開始着手設計，
“現時設計已進行得七七八八，還需在造型、採光、
空間及材質等方面進一步雕琢。”他強調博物館的設
計遵循“必須反映當時當地文化，製造與本地觀眾互
動的可能”的理念，以現代建築設計的手法體現傳統
中國視藝文化、傳統中國空間文化及當代香港都市文
化，透過恰當的密度、緊湊的肌理、豎向空間、公共
領域、建築及周邊環境的互動反映當代香港都市的文
化特徵。
西九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高表示，設計師嚴迅奇

設計經驗豐富，相信他與他的團隊能令博物館得到更
好的利用，將所有藏品以最佳的方式展示予市民。

讓公眾接觸中華皇家珍藏
西九管理局由11日起展開公眾諮詢，管理局正

計劃成立一間由管理局董事局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的董事局將負責管理和營運新博物館，此安
排與 M+的管治模式相若。管理局將負責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的規劃和建設，以及其策展、管理和日常運
作事宜。
M+行政總監華安雅指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將讓公眾接觸到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具價值的中華皇家
珍藏，“故宮博物院同意透過長期外借安排分享其藏
品，是國際博物館界發展的關鍵點，類似安排史無前
例。”
她表示，博物館選址西九文化區，將帶來前所未

有的機遇，讓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能與毗鄰的 M +
博物館進行交流，共同探索歷代和當代的豐富視覺文
化，亦造就以嶄新的方式和角度展示和詮釋故宮博物
院的珍品的可能性。

■香港政務司司長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林鄭月娥香港政務司司長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林鄭月娥（（中中））聯同西聯同西
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高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栢志高（（右二右二）、）、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
儀儀（（左二左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吳志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吳志華（（左一左一））及前建築署副署長及前建築署副署長
鄧文彬鄧文彬1010日出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公眾諮詢記者會日出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公眾諮詢記者會。。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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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福彩去年销量再破2000亿

筹集公益金591亿多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陈劲松）记者今天

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获悉，截至2016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全国福利彩票总销量连续第
三年跨越2000亿元大关，达2064.90多亿元，同比
增加 49 亿多元，增长 2.47%；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591亿多元，同比增加约28亿元，增长4.97%。

2016年，中国福利彩票各票种协调发展。其
中，乐透数字型福利彩票游戏销售1467.78亿元，
同比增加 44.49 亿元、增长 3.13%；“刮刮乐”即开
型福利彩票销售约 149.12 亿元，同比减少 13.68
亿元，降低约 8.40%；视频型福利彩票销售约
445.36亿元，同比增加20.68亿元，增长约4.87%；
基诺型福利彩票销售约2.66亿元，同比减少1.68
亿元，降低约38.75%。

自1987年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福利彩
票累计发行销售 15200多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
金4750多亿元。

中医药海外发展提速发力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喻京英）2017年全

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今天在此间举行，国家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
以合作共享为基础，中医药海外发展要提速发力。

王国强说，中医药“一带一路”规划经国家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已与国
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实施第二批国际合作专项，
统筹推进中医药海外发展布局。他表示，深化合
作交流，着力促进中医药海外发展，要聚焦政策
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首先要实施好中医药“一带一路”规划，其次要深
化政府间合作对话。

日前，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
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作出
全面部署。《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一支通晓
国际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涉
外法律服务队伍，建设一批规模大、实力强、服务
水平高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涉外法律服务业在
全面依法治国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
现。“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国企业
和公民“走出去”、中国外交工作等都对涉外法律
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据司法部负责人介绍，发展涉外法律服务
业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促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发展
涉外法律服务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形
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应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新
挑战的需要，对于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
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具有重
要作用。

“必须把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把我国涉外法律
服务业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司法部负责人表
示，《意见》的出台，必将推动我国涉外法律服
务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国家大战略服务

健全完善扶持保障政策、进一步建设涉外法
律服务机构、发展壮大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健全
涉外法律服务方式、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质量、稳
步推进法律服务业开放，这是《意见》提出的6项
主要措施。

“为‘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法
律服务。围绕推进‘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等
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为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

平提供法律服务。”“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
去’提供法律服务。”“为我国外交工作大局提
供法律服务。围绕我国外交工作大局，积极为
我国对外签订双边、多边条约等提供法律服
务，提升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追逃追赃工作提供
法律服务。推动在打击跨国犯罪、毒品、洗钱
和反腐、反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依据国际规
则和双边条约提供法律服务。”为了实现涉外法
律服务业发展目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意见》明确提出了任务。

以 服务“一带一路”为例，《意见》 要
求，涉外法律服务要积极参与交通、能源、通
信等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立项、招
投标等活动，提供法律服务，防范投资风险。
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相
关领域开展务实交流与合作。在执业活动中开
展对外法治宣传，向有关国家和地区宣传我国
法律制度，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法律制度的了
解和认知。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

“努力做到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涉外
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为了更好地为中国企
业和公民“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务，《意见》如
此表述。具体而言，鼓励和支持法律服务机构
和人员参与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法律事
务；参与企业涉外商事交易的尽职调查，开展
风险评估、防范与控制；协助中国企业建立健
全境外投融资风险防范和维护权益机制，防范
法律风险。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科学合
理、切实可行的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措施，打
造一批具有办理涉外法律服务能力的品牌所、
品牌律师；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律师协会要
会同本级商务、外事、法制等部门建立协调配
合机制，形成贯彻落实 《意见》 的合力，共同
推进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司法部负责人介
绍，这是贯彻落实 《意见》 的要求，也是当前
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的 一 项 重 要
任务。

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护驾

涉外法律服务将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陈劲松 王 萌

1月6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
费电子展上，参观者在一家中国企
业的展位上观看一个接受语音指令
进行各种舞蹈动作的机器人。

此次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充满了中国元素，3800 多家参展
商中，超过1/3来自中国。一批颇
具竞争力的中国创新产品在展会
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中国中国创新产品创新产品
亮相拉斯亮相拉斯维加斯维加斯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中国外交部1月
10日宣布，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对瑞士进
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这将
是中国国家主席首
次出席达沃斯经济

论坛。他还将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习近平主
席 2017 年第一次出访便锁定瑞士，蕴
含何种深意？

一是推动中瑞关系更上层楼。
瑞士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着拓荒者

的作用，并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历史
中创造了多个载入史册的“第一”：瑞士
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今年
是中瑞建交 67周年；中国第一家中外
合资企业是与瑞士企业合作创立的；
2007 年，瑞士在欧洲国家中率先承认
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13年，瑞士
成为欧洲大陆国家中首个同中国签署
自贸协定的国家。《中国—瑞士自由贸
易协定》自2014年7月正式生效以来，
成果显著，成为两国务实合作提质增效
的引擎。中瑞自贸区的成功运行，说明
中国完全可以与西方发达经济体达成
高水平的自贸区协定。瑞士还是欧洲
第一批加入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中瑞关系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互有
需要。瑞士看好中国市场与发展前景，
中方视瑞士为在欧洲的重要合作示范
伙伴。中瑞双方迄今已建立包括外交
部政治磋商在内的20多个对话与磋商
机制。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造就了蒸蒸日上的中瑞双边关系。

二是向世界经济注入中国信心。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初均聚焦全

球性热点问题，全球精英，各国政要、国际
组织领导人、业界翘楚、专家学者、舆论领
袖在此刮起阵阵头脑风暴。因此，该论坛
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对全球发展的
影响不言而喻。

当前欧美滋生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
义倾向，而且来势凶猛。“黑天鹅事件”既是
这种思潮的反映，又反过来助推这种思潮泛
滥。这使西方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陡
增。面对全球化挑战和地缘政治变数，中
国经济迫切需要保持稳定以应对各种不
测与风险。作为本届论坛最引人注目的
重量级嘉宾，习近平主席将发出中国声
音，传递中国信心，凸显中国在世界经济
舞台的稳定器分量。

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新年贺词中指
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
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
望各国人民过得好。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稳中求
进”的总基调。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
主要参与方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已经深
深地嵌入世界经济网络中，成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国际社会前所未有
地关注中国经济的走势，而中国经济的发
展也离不开世界经济相对稳定的环境。

世界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而中国不会缺席。只要各国同舟共济、齐心协
力，世界经济的春天还会远吗？

（作 者 为
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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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中国企业成本和税费负担的大讨
论引起关注。一时间，“死亡税率”、“高税负逼走
制造业”、“税高费更甚”等观点喷涌而出。事实究
竟怎样？企业负担如何减轻？在开年首个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了态：“最近有声音认
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
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
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专家表示，破解制造业
税费成本高难题，需要“认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
降费”。

板子不能全打“税”

来自财政部的资料显示，2008 年，中国将
企业所得税税率由 33%降为 25%，如果进行国
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中国增值税
的标准税率为 17%，在世界上 160 多个实施增值
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这两大税种，
约占我国税收收入 60%，是最重要的两个税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指出，与发达国家
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
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
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
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
税更多的印象。

对于业内出现的“死亡税率”说法，吉林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李政认为，税率高低是相对的。如果漏
损率低，并与公共服务相匹配、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匹

配，即便税率高也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漏损率高，并
与公共服务不相匹配，即便是税率低也可能是不合
理的。单纯从税率高低无法判断企业的负担。

负担顽疾在于“费”

导致企业税负压力大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制
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
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环评、
能评、清洁生产、土地等一系列审批成本，是一大
块。多位专家对企业税费成本调研的结果，与李克
强总理的结论不谋而合。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上市公司年报或企业自行
披露的费用来看，中国的各类‘费’非常多，且不透
明。这既包括明面上的费，也包括各类寻租和灰
色成本。‘费’没有法律来规定，其中不规范的地方
就更多。”他认为，而且由于费的征收具有相对随
意性，这就为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预期带来不确定
性，让投资环境中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不利于新
投资的进入。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认为，这些非税的
负担不仅是指为获得资源、土地和融资而支付的
实际价格，也包括了政府向企业收取的名目繁
多的附加费。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私人企
业，比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代价去获得土地
和融资等，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久而久之，这些
都可能动摇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

破题要内外兼“治”

对于税收，财政部回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强化‘放水养鱼’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
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研究新的减税降
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财政部回应称，对于缴费多的问题，财政部还
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
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在本届政
府已取消230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
项基础上，再取消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
核准、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 53 项许可，取消与法
律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等
有关的20项中介服务事项。

李政认为，认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才
能够切实为企业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具有竞争力
的创新创业环境，才能有效应对人力成本上升的
必然趋势，降低我国制造业企业总成本。

“税费改革一定要进行。但是从企业的自身反
应来看，这个过程相对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企
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应该主
动出击，有所作为。对于制
造业来说，重点还是树立品
牌，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
新，提高自己的制造水平和
回报率。”周清杰说。

中国企业税费到底高在哪里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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