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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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
場舉辦場舉辦 「「第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歡迎各族裔民歡迎各族裔民
眾共襄盛舉眾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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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美國國防部長提名人馬

提斯昨天在國會聽證指出，俄羅斯與中
國是美國的策略競爭者，他不傾向使用
「再平衡」等字眼，美國現有軍力無法

回應俄中等國的挑戰。
馬提斯（James Mattis）在聯邦參議

院軍事委員會任命聽證會中，對擔任下
任國防部長的主要挑戰的會前提問，於
書面答詞指出，對外的主要挑戰包括俄
羅斯與中國等國，選擇作為美國的策略
競爭者，有些國家支持恐怖組織或違反
防止武器擴散相關規定，伊斯蘭國（ISIS
）等組織已造成威脅。

對於歐巴馬政府的 「亞洲再平衡」
政策，馬提斯指出，他不太傾向使用
「再平衡」或 「移轉」等字眼，這隱含

美國迴避對其他地區的承諾。
他表示，美軍無論何地何時，必須

準備好執行總統或國會的指示，美軍目
前在區域（亞太區）的優先布局狀況不
錯，但獲得任命後會再檢視情況。

馬提斯還認為，中方侵占美國機密
與智慧財產，為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
。對於美軍在南海與東歐等地面臨俄羅
斯與中國的軍事挑戰，馬提斯回應議員
質詢指出，美國現有軍力不足以回應挑
戰。

美防長提名人：俄中是美策略競爭者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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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俄羅斯衛星
網1月12日報導，美國當選總統
唐納德·特朗普對媒體 BuzzFeed
曝光其黑材料以“一堆沒用的垃
圾”進行回應后，BuzzFeed開始
甩賣印有相關字樣的商品。

特朗普昨日在記者會上直指
某些美媒製造“假新聞”

BuzzFeed網店賣起了T恤、
垃圾筒和各式貼紙。

其中一張貼紙上寫着：“我
的貓因為一堆沒用的垃圾出名了

。”另一張寫着：“收到一堆沒
用垃圾發來的新聞，我很驕傲。
” 垃 圾 桶 上 則 赫 然 寫 着
“BuzzFeed”。

一些美國網友留言諷刺特朗
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選前承
諾：有人呼籲“讓美國再次成為
垃圾”，有人相信 BuzzFeed 賣
的這種垃圾桶“會再次讓垃圾桶
真正偉大起來”。

BuzzFeed承諾，所有收益將
贈予保護記者委員會。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此前援引美國匿名官
員的話稱，美情報部門向歐巴馬
和特朗普告知，懷疑某些“俄羅
斯特工”握有特朗普的黑材料。
相關匿名報告由 BuzzFeed 發布
。

特朗普稱 BuzzFeed 是“一
堆沒用的垃圾”和“大騙子”，
稱曾經看到媒體報導是如何“毀
”人的。他表示，BuzzFeed會對
這種抹黑他的行為採取反擊。

美媒BuzzFeed被特朗普斥為垃圾 賭氣開賣垃圾桶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
部監察長周四表示，他將重
新調查去年大選期間處理希
拉蕊電郵門事件的聯邦調查
局 長 （FBI） 柯 米 （James
Comey）。

監察長表示該調查是回
應多名議員和及社會大眾的
要求，將會檢查是甚麼促使
他們在大選前公開和希拉蕊
有關的電郵，被懷疑是具有

政治動機。
據了解，將會重新調查

柯米處理希拉蕊電郵門事件
，包括去年 7 月召開的記者
會，和他去年10月底和11月
初寫給議員的兩封信。

聯邦調查局（FBI）局長
柯米（James Comey）在美國
大選前不到兩星期，拋出震
撼彈，說在希拉蕊首席幕僚
艾貝丁（Huma Abedin）分

居 夫 婿 韋 納 （Anthony D.
Weiner）的電腦上，發現電
郵門相關信件，因此將再進
行調查，導致希拉蕊民調支
持度大跌，雖然柯米檢視過
新電郵後，宣布希拉蕊維持
不被起訴的宣判，但政治傷
害已造成，被視為希拉蕊敗
選的主要原因之一。

害希拉蕊敗選害希拉蕊敗選？？FBIFBI局長柯米被重啟調查局長柯米被重啟調查
（綜合報導）法國檢察官今

起訴涉及在巴黎旅館內搶劫美國
實 境 秀 女 星 豐 臀 金 (Kim Kar-
dashian)的四名嫌犯，其中一人
傳出直接參與這起搶劫。

根據法新社(AFP)報導，現
年 63 歲名為 Yunice A.的嫌犯據
說就是以槍指著豐臀金，綑綁她
、拿東西塞她嘴巴，並把她鎖在
浴室裡的搶匪之一。其他三名嫌
犯則因幫助搶匪而被法國檢察官
起訴。這起搶案涉及價值總共高
達 9,500 萬美元的珠寶，堪稱是
法國超過 20 年以來最大的珠寶
劫案。

這三名嫌犯分別是 64 歲、

有長串前科如搶劫和使用假鈔紀
錄的 Marceau B.，44 歲的 Florus
H.和 27 歲的 Gary M，Florus 和
Gary 提供搶匪關於豐臀金的行
動資訊。

目前法國警方仍拘捕6名嫌
犯，其中年紀最大的是 72 歲古
柯鹼毒販Pierre B.。法新社消息
來源指出，嫌犯中5名是老派幫
派分子，調查員之一說，這些搶
匪以為他們犯下了世紀大搶案，
但卻犯下不少錯誤，例如豐臀金
價值約3萬歐元的鑽石項鍊，在
搶案後被路人發現掉在路上。法
警已經釋放豐臀金的司機，但是
仍在懷疑其弟有告訴搶匪，何時

豐臀金身旁沒有保鑣。
調查人員在突襲嫌犯所在地

點時，找到約 20 萬歐元的現金
，因此擔心豐臀金部分珠寶已經
被賣掉。除此之外目前傳出仍有
兩名嫌犯在逃，有人看到他們出
現在全球鑽石交易中心─比利時
安特衛普(Antwerp)。

豐臀金這個 20 克拉的鑽戒
因常被拍到、很容易被認出，因
此專家表示很難變賣。這樣的鑽
石常被切割成小塊銷贓，若真的
被切割，這顆鑽戒的價值會減少
4分之3。

豐臀金珠寶搶案 兩嫌仍在逃

美國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
日前宣佈，將於今年全面停飛旗下的
波音747-400型客機，聯航此舉無疑
是宣布曾叱吒全球航空市場的巨無霸
將走入歷史。自1970年起，搭載過無
數人與貨物的波音747-400客機，是
世界上最易識別的飛機之一，如今在
講求低油耗的需求下，將完成它 「巨
無霸」（Jumbo Jet）的使命，逐漸光
榮退役。

據彭博社（Bloomberg）報導，
全球第3大的美國聯合航空宣布，將
在今年全面停飛旗下的波音 747 「巨
無 霸 」 客 機 ， 此 一 決 定 除 確 認
747-400 型客機將退出北美市場外，
更對先前波音公司（Boeing Co.）對
747 系列的力挽狂瀾投下不信任票。
隨著航空業愈來愈講求低油耗與高效
率，擁有 4 架引擎的 747-400 客機，
逐漸被對手空中巴士集團（Airbus Co.

） 的 A380 客
機取代，目前聯合航空旗下尚有21架
747- 400型客機，於今年逐步停飛後
，原執飛航線將由新一代的A350型與
波音777型取代。

曾是波音公司最大的驕傲，747
系列客機被外界譽為 「空中女王」，
自1970年投入服務後，至2007年為止
，波音747 保持全球載客量最高飛機
的紀錄長達37年。當年於華盛頓杜勒

斯國際機場（Dulles International Air-
port）首航時，還請到時任第一夫人
的帕特·尼克森（Pat Nixon）為其命
名。擁有4架引擎的雙層巨無霸設計
，三級艙等設計能載416 人、二級艙
等則能有 524 人的高載客量。 747 系
列不僅能載客，在貨運和軍事運輸上
都曾稱霸一方。

擁有諸多子型號的 747 客機，波
音在2005年為了延續傳奇而推出新款

的800 型，但在多方競爭下訂單仍不
見好轉，如今恐真面臨退出市場的局
面。聯合航空表示，目前尚未確定接
替的機型，但正逐步將747 客機的機
組員與駕駛進行移轉，至於這批將退
役的 「巨無霸傳奇」，聯合航空承諾
將舉辦一個難忘的公開退役典禮，讓
全球航空迷和民眾能記住 「空中女王
」的霸氣身影。

傳奇不再美聯合航空將全面停飛747-400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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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寒流肆虐至少23人死亡
移民山林中被凍死

綜合報導 歐洲大陸寒流肆虐，已導致至少23人死於低溫天氣，其

中包括壹些無家可歸者。

波蘭氣溫降至零下14攝氏度，3天來，寒冷天氣已造成10人死

亡，其中壹人死於取暖設備故障導致的壹氧化碳中毒。“去年11月1

日以來，波蘭已有53人死於低溫天氣，”波蘭政府發言人博任娜· 維

索茨卡說。

意大利中部和東南部本周末大雪紛飛，市民出行受到嚴重影響。巴

裏、布林迪西和西西裏島機場7日早間臨時關閉。嚴寒導致當地7人死

亡，其中包括5名無家可歸者。由於天氣尚無好轉跡象，意大利南部壹

些學校被要求9日停課。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兩名無家可歸者和壹名停車場管理員死於嚴寒

天氣。而在保加利亞，兩名來自伊拉克的移民在邊境地區的山林中被凍

死。

適逢東正教聖誕節，俄首都莫斯科最低氣溫降至零下29.9攝氏度，

是126年以來莫斯科經歷的“最寒冷聖誕節”。當天近九成車主因汽車

發動機機油凝固或車載電瓶被凍等原因而無法用車。莫斯科東南部柳別

爾齊地區中心配電站被凍壞，致使10萬居民遭遇停水斷電。莫斯科東北

部科羅廖夫地區供暖系統因低溫出現故障，導致59棟居民樓中斷供暖。

而在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氣溫低至零下24攝氏度，警方已發現

壹人死於低溫天氣。

壹場暴風雪使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交通陷入癱瘓，陸海空交

通被迫全面叫停。伊斯坦布爾阿塔圖爾克機場和薩比哈· 格克琴機場宣

布取消7日和8日將近400架次國內外航班，城北高速公路也已關閉。與此

同時，往返伊斯坦布爾歐亞兩端的渡輪全部停運，土耳其當局早晨關閉

博斯普魯斯海峽兩端航運。

在法國與德國交界的邊境地區，氣溫降至零下13攝氏度，法國多個

城市將體育館辟為臨時避難所，提供給無家可歸者取暖過夜。希臘在過

去壹周也經歷了嚴寒天氣，壹些來自中東的移民被安置到簡易房和有取

暖設備的帳篷內避寒。

綜合報導 德國2016年新登記的尋求

避難人數為32萬余人，這壹數字較上壹

年的89萬出現大幅下降。不過，目前德

國遣返非法移民的工作仍舉步維艱，去年

3月達成的歐盟-土耳其協定至今僅遣返

801人。

德國《星期日世界報》報道，該報從

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電子難民分配系統

（EASY）獲得的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

德國各州登記的新難民人數總和為

32.1370萬人。同時，每月新增難民數量

呈現逐月下降趨勢，從1月的91671人逐

步降至12月的16441人。

不過，該報亦提醒，EASY系統不包

括難民的個人詳細信息，這意味著不能排

除壹人多次登記，造成統計數字與實際人

數不符的現象。

德媒分析，去年新增難民數同比

大減，主要是由於歐盟-土耳其難民協

定生效，以及關閉了難民北上的巴爾幹

路徑所致。盡管如此，《星期日世界

報》從歐盟邊境與海岸警衛局獲得的數

據顯示，來自

北非國家非法

越境人數在過

去壹年間出現

了“可以察覺

到的上升”。

在 新 難 民

人數顯著下降

的同時，對不

符合避難條件的非法移民的遣返在德

國和整個歐洲仍是壹項舉步維艱的工

作。

歐盟委員會向《星期日世界報》提供

的數據顯示，從去年3月18日至今，難民

協定僅遣返了801名非法移民。與之相對

的是，作為與土方達成的置換條件，2672

名通過審核的敘利亞難民在此期間以合法

身份進入了歐洲。

從德國國內看，據德國之聲援引《南

德意誌報》報道，2016年約有55000人獲

得德國的資金資助主動離開，同時預期今

年被遣返人數為25000。

對於在德難民群體中人數最多的敘

利亞人，在敘利亞國內和平進程出現曙

光的當下，其今後命運亦受到關註。德

媒指出，按照規定，來自敘利亞的大多

數戰爭難民在德國只可獲得“附加性保

護”，僅能獲準逗留壹年，最多延長兩

年。

在柏林去年底發生聖誕市場恐襲事件

後，對於作案者本應遭到遣返卻被放任留

在德國的情況，亦在德國國內各黨派間引

發了針對遣返政策是否應當更加嚴厲的辯

論。隨著大選年大幕拉開，這壹議題恐將

持續延燒。

俄動物園現禽流感威脅
將對所有鳥類實施安樂死

綜合報導 俄羅斯沃羅涅日州檢察院發布消息稱，沃羅涅日動物園

發生大規模鳥類死亡，據推測系由禽流感導致，因此決定對生活在那裏

的所有鳥類實施安樂死。

該消息中稱，新年假期期間，沃羅涅日動物園記錄到鳥類

死亡案例。據初步信息，死亡原因推測是“禽流感迅速蔓延感

染”。

沃羅涅日監察部門已開始就大規模鳥類死亡進行檢查。檢

察院指出，“已做出有關在該動物園對全部鳥類實施安樂死的

決定”。

減聯合國會費 以色列外交回擊再出招

綜合報導 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丹

尼· 達農證實，以色列打算將今年交給聯

合國的會費削減600萬美元，以此表達

對聯合國上月通過反以決議的不滿。

按達農的說法，這筆錢的數額與聯

合國劃撥給“反以下屬機構”的運營經

費相當。

[減會費]
達農在微博客網站“推特”留言，

證實以方今年決定削減600萬美元聯合

國會費，這筆錢的數額與聯合國劃撥給

“反以機構”的經費相當，“以色列再

給這些機構提供經費不合理”。

達農寫道，這些機構的“唯壹目的

是散播謠言和反以色列宣傳口號”，而

“聯合國必須結束這種荒唐的現實”。

以色列外交部已經證實了以方決定

削減聯合國會費的說法。

按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說

法，聯合國“反以機構”包括近東巴

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調查以色

列侵犯占領區居民人權的行為特別委

員會等。

按以色列媒體的說法，以色列每年

應向聯合國繳納4000萬美元會費。

當被問及以方削減聯合國會費壹事

時，聯合國發言人斯特凡納· 迪雅裏克· 德

拉裏維埃說：“我們沒有得到通知。”

[再出招]
聯合國安理會去年12月23日以14票

贊成、美國棄權的結果通過決議，重申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的定居點

活動“違反國際法”，敦促以色列停止

壹切定居點活動。

這壹決議引發以色列政府震怒。美

聯社援引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說

法報道，針對聯合國安理會第2334號決

議，削減會費只是以色列外交部和這壹

使團所考慮的系列回應手段中的“第壹

步”。

但實際上，以方的外交報復早在上

月就已經展開。以色列媒體上月27日報

道，以總理本雅明· 內塔尼亞胡向外交部

下達指令，暫時將以色列與安理會涉定

居點決議表決國的外交工作往來降至最

低限度。

[盼改觀]
長期袒護以色列的美國在安理會這

次投票中“罕見”棄權，促成安理會36

年來首次通過了有關定居點的決議。對

此，以方大呼遭貝拉克· 奧巴馬政府“背

叛”，並盼望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 特朗

普上臺後能“予以修正”。

美聯社援引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

團的說法報道，這壹使團在特朗普上任

後將致力於采取其他措施，“旨在促進

聯合國內部發生結構性變革，最終目標

是結束(聯合國內部的)反以活動”。

由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眾議院通

過壹項決議，駁斥聯合國批評以色列定

居點活動並宣稱堅定支持以色列。這壹

眾院決議不具約束力，但強調美國拒絕

今後任何由聯合國發起、類似的“不公

正反以”行動。

“地鐵無褲日”
全球60城市數千人響應

綜合報導 如果妳在前兩天看見

人們只穿著厚厚的上衣和內褲上街，

請別驚慌，因為這天是壹年壹度的

“地鐵無褲日”，全球60城市共有數

千人響應。

年輕男女在這天無分種族，甚至

無懼嚴寒天氣，光著兩條腿搭地鐵，

希望借此“為生活增加樂趣”。

據悉，德國柏林有200人冒著零

下2攝氏度的低溫展露“光管”。

今年美國費城的“地鐵無褲日”

由壹間洗衣服務公司贊助，他們會收

集褲子和衣物捐給路宿者，並強調

“這不是裸體活動”。

在紐約，盡管氣溫零下、冷風

颼颼，但紐約客參與世界無褲日的

興致絲毫未減，預估紐約參與者超

過千人。

報道稱，這壹活動於 2002 年由

美國民間組織“處處改進”發起，

今年已是第 16 屆。活動策劃者指

出，今年全世界約有數十個城市參

與，包含波士頓、柏林、布拉格、

華沙及波蘭等。

德國2016年新登記難民降至32萬
遣返仍舉步維艱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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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9：00～下午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9：00～下午5：00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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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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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警日花50萬保障川普安全 高昂開銷應由誰來買單？

紐約華埠大年初壹迎“新春炮竹文化節”

逾60萬炮竹靜候雞年新春
綜合報導 雞年很快就要來了，壹年壹度的“紐約新春炮竹

文化節”也到了關鍵的籌備階段。今天下午，活動主辦方美國繁

榮華埠總會，紐約消防局和紐約市警總局工作人員來到紐約華埠

羅斯福公園，進行場地勘察，以及安全事項的討論工作。

新春炮竹文化節自2000年舉辦以來，壹直是華埠最具特色的

春節慶祝活動之壹。第18屆“紐約新春炮竹文化節”將於1月28

號在紐約華埠羅斯福公園舉辦。屆時，將燃放超過60萬支炮竹煙

花，在大年初壹點燃紐約華埠濃厚的春節氣氛。主辦方美國繁榮

華埠總會行政總監田士銳表示，1月28號的炮竹文化節將從上午

11點開始，直至下午3點半。

今年的節日表演也是精彩紛呈，包括與美國超新星娛樂

（SupernovaSinging）合作舉辦的新年歌唱比賽，以及傳統的中華

民族服飾展、醒獅舞臺表演等，同時各文化機構、社區及政府服

務機構也都會設有攤位，分發新春禮物。田士銳說，考慮到羅斯

福公園附近有較多住宅區，今年采用的煙花噪聲較小，並更適合

在白天燃放。

田士銳說：“今年我們采用的煙花和往年的都不壹樣，它將

更適合在白天燃放，而且顏色也更豐富。我們也希望今年能有更

多的民眾前來參加，因為我們還準備了很多老少皆宜的精彩的節

目。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五分局社區事務官張子華說，每年的“紐約新春炮竹文化節

”都將吸引上萬民眾前來觀看，民眾的安全至關重要。煙花燃放

地點將避開人群聚集地，以及樹枝繁茂的地段，確保煙花表演不

會出現任何差錯。屆時紐約市警也將派出警力到現場維護秩序，

和民眾共同度過壹個平安的大年初壹。

張子華表示，大年初壹的時候，這裏將會變得十分擁擠，我

們希望大家註意保管好自己的私人物品。屆時，紐約市警也維護

好現場的秩序，讓那天的活動能夠順利進行。

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要求撥款5000

億美元，建造更多軍艦面對中國在海上

越來越大的威脅與俄羅斯的掘起。

報道稱，美國現在共有274艘戰艦，

比1987年最高峰時的594艘減少了很多

。新提出的建造軍艦計劃希望將軍艦總

數增加到355艘。

報道還透露，這壹計劃將包括新建

壹艘航空母艦，16艘水面軍艦和18艘攻

擊型潛水艇。另外還有更多兩棲攻擊艇

、運輸艇和後勤支援船。

川普在競選期間曾經提出“以實力

求和平”政策，其中包括建設壹支有350

艘軍艦的海軍，另外增加6萬陸軍，1.2

萬海軍陸戰隊員，和至少100架戰鬥機。

但同時報道也認為，現在尚不清楚

，川普是否能贏得國會共和黨中，對財

政政策持保守態度的議員支持。

盡管川普曾經宣稱國防支出太過昂

貴，還號稱將取消購買F-35和新“空軍

壹號”，然而輿論紛紛認為，川普勝選

後，美國各軍種都看到了“利好”，他

所謂的“省錢”很可能最後只是說說而

已。

綜合報導 在國會的支持下，川普從計

劃逮捕到遞解數百萬在美非法移民行動中，

將有著打擊“庇護城市”的廣泛權力。

在新總統和地方政府可能出現的嚴重沖

突中，雙方攤牌很可能就白宮在其優先項目

上獨斷專行方面能走多遠發起法律戰。

川普將有壹系列強大的選項懲罰地方，

包括聯邦訴訟和扣留相關州和城市必需的數

億美元撥款。

移民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主任、為川普過

渡團隊擔任移民執法顧問的沃恩（Jessica

Vaughan）說，川普政府可以通過胡蘿蔔加

大棒達到自己所期望的結果並實

際上終結那些庇護政策。要點不是嚴打那些

小城市或小縣，而是要讓它們幹正事。對於

頑固不化者，就要正面對抗。

地方政府和社區正在盡力反抗。芝加哥

市長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已建立工作

組幫助無證移民，並投入100萬美元作為法

律辯護基金。他說，“芝加哥壹直是庇護城

市。”

包括300個社區的“庇護城市”采用壹

系列政策保護1100萬在美無證移民，避免他

們被遞解。

包括舊金山、芝加哥和紐約在內的部分

城市自豪地宣布它們自己為庇護城市，制訂

政策，禁止市府雇員舉報或向聯邦移民和海

關執法局（ICE）提供移民信息。

其它城市嚴格限制警方在拘留嫌犯時獲

取移民身份。還有壹些城市同聯邦移民當局

合作，但拒絕在監獄裏純粹為了ICE特工前

去帶人而拘留嫌犯。

除了市政府之外，教堂和大學等機構或

團體也發誓抗拒聯邦人員到它們那裏逮捕無

證移民的做法。

如果對非法移民強硬派塞辛斯被參議院

批準為司法部長，他將控告那些拒絕同移民

執法機構合作的城市違反聯邦法律。參議院

星期二正在對塞辛斯舉行聽證會。

兩黨政策中心移民政策主任布朗（The-

resa Cardinal Brown）說，那種訴訟適合川

普的“大而奢”風格，但相關法律很混噸。

歐巴馬政府的司法部去年夏天裁決，聯

邦法律要求地方執法機構至少分享信息。但

是，費城第三聯邦上訴法院2014年裁決，地

方警察局不得為ICE而拘留無證移民。

布朗說，“司法部可能要把所有時間和

資源都用於這些案件。”

最有可能切斷地方撥款的兩大聯邦機構

為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它們為地方執法機

構提供聘用警察、支持起訴、法庭和監獄、

治療毒品上癮、應對恐怖分子襲擊和資助犯

罪受害者和目擊者等項目的資金。

川普政府有權力切斷上述多數資金。例

如，司法部各州外國人刑事援助項目在2015

年向拘留無證移民的地方機構撥款1.65億美

元。但其它撥款不那麽容易結束。司法部社

區治安服務項目在2015年為地方機構提供

2.08億美元。那是根據國會建立的公式分發

資金，沒有議員的批準，司法部長無權取消

那些撥款。

當然，川普政府不難得到幫助。國會共

和黨近年來都在試圖通過法律削減那些撥款

，但總是遭到歐巴馬的否決。共和黨上周提

出類似法案，在共和黨控制了參眾兩院和白

宮的時候，更容易成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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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想要去歐洲旅遊的親們，妳們準備
好了嗎？冰島廉價航空公司“WOW”星期二宣布
，乘坐該公司的航班從洛杉磯和舊金山出發，前往
歐洲四個目的地的單程機票只要69美元！

如果妳考慮在1月15號到4月5號之間，從加
州前往斯圖加特、根本哈根，愛丁堡和英國的布裏
斯托，那就請趕緊訂票吧。WOW航空稱，這是迄
今為止，從加州前往歐洲的最便宜的機票。

不過，這只是單程的機票，要從上述四個城市
返回加州，最便宜的機票也在129美元到199美元
之間。

如果妳想從東岸的波士頓和邁阿密飛往歐洲的
冰島，WOW 航空還提供了低至 99 美元的單程機
票。如果妳想前往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
和法拉克福，單程機票也只有129美元（從波士頓
出訪）和149美元（從邁阿密出發）。

WOW航空是壹家於2011年成立的冰島廉價航
空公司，短短幾年的時間，這間公司的發展算是相
當迅速的了。其目的地遍布歐洲及美國等23個目
的地。WOW航空的空乘人員以壹身亮騷的紫色服
裝聞名。特點是低價吸引顧客。不過要註意的是機
票不包括其他服務，例如機上食物和水，換乘，行
李等，其他服務都要額外交費，不過如此低價國際
機票，即使加上行李費還是非常劃算的。如果國際
航班飛行時間比較長，可以在機場安檢後待機時備
好食物和水上機。

除了WOW航空之外，挪威航空（Norwegian Air）官員此前也表
示，將在2017年的某個時間，在美國至歐洲的各大航線上推出了單程
只有69美元的超低票價。就在其他廉價航空仍在“討論”這壹計劃的
時候，WOW航空已經搶先推出了超低價機票優惠。

除了上述兩家航空公司，德國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子公
司Eurowings，去年年底也開辟了從歐洲飛往美國和古巴的廉價航線
；在法國，壹家新成立的廉價航空公司French Blue將致力洲際飛行。

有報道說，歐洲的航空公司，壹直以來在不同的航線上展開了激
烈的競爭。在歐洲內陸航空市場，像英航和法荷航這些大的航空公司
，已經輸給了像EasyJet 和Ryanair這樣的廉價航空公司，而在歐洲至
亞洲的航線，也輸給了新興的土耳其和中東國家的航空公司如Emir-
ates、Etihad Airways和 Turkish Airlines等。飛躍大西洋的航線，像法
荷航這些大航空公司還有遊戲和生存的余地。

無論如何，這場飛機票價大戰又揭開了壹輪新的競爭序幕。

若保護無證移民若保護無證移民
川普政府將嚴厲打擊川普政府將嚴厲打擊““庇護城市庇護城市””

美五角大樓要求美五角大樓要求50005000億美元撥款億美元撥款

打造新艦隊對付中國打造新艦隊對付中國

綜合報導 近日，紐約市議員高羅尼克（Dan Garodnick）在市

府召開公聽會，分析候任總統川普的安保部署給紐約市的商家帶來

的影響，並呼籲聯邦政府應為安保開銷買單。紐約市議員高羅尼克

在會上表示，侯任總統川普是第壹位居住在紐約市中心的總統當選

人。自去年11月川普勝選以來，紐約市已為保障“第壹家庭”的安

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此前，川普曾透過媒體表示，準第壹夫

人梅蘭妮亞以及他們的兒子巴倫將暫不入住白宮，以方便巴倫完成

在紐約的學業。因此，保衛第壹家庭的安全給紐約帶來了巨大的挑

戰。紐約曼哈頓南區巡邏（PBMS）副警監James Kehoe說，紐約市

警已從全市各個分局調派警員，在川普大廈附近24小時巡邏。由於

人手不足，不少警員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市警也為此支付了超額

的加班費。James Kehoe表示，每次川普出現在紐約時，市警的安

保開銷每天高達50萬元。不少市議員在聽證會上提出質疑，要紐約

納稅人承擔川普安保的財政支出，這對紐約民眾不公平。因此，建

議川普上任後應攜家人同時搬入白宮，以減少對紐約市經濟發展的

影響。同時，也呼籲市府向聯邦政府申請財政撥款。在聽證會上，

候任總統川普並未派出代表到場回應議員的質疑，

未來紐約將撥出多少財政預算以保障總統及“第壹

家庭”的安全，目前仍在商討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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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黑客
日本政府將實施

奧運網絡攻擊對策演習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將在到3月底的本年度內實施設想2020年東京

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發生網絡攻擊的對策演習。

報道稱，為盡可能模擬實際的賽事運營，演習計劃使用數千人規

模的全球最大級別虛擬網絡環境以梳理出存在的課題。除東京奧組委

之外，民間IT企業也將參與其中。

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期間，官方網站曾遭受約2億次非法訪問，

還有黑客預告將攻擊開幕式的電力系統。去年的裏約奧運會的官方網

站也遭到了約兩千萬次的攻擊。有觀點指出東京奧運會受到網絡攻擊

的次數和復雜程度可能會超過以往。

據報道，演習將在名為“網絡鬥獸場”的虛擬環境中展開，參加

者分成攻擊和防禦兩組進行對戰，假設奧運官網、網絡票務系統及賽

場的WiFi等受到攻擊，雙方展開攻防戰。此外還將培養能發現攻擊方

弱點發起反擊的“正義黑客”。

日本總務省下轄的信息通信研究機構(NICT)的實驗設施（石川縣

能美市）構建了虛擬環境。為迎接東京奧運，該環境將在今後的演習

中加以利用。負責人強調：“網絡攻擊手段壹年比壹年巧妙。通過從

攻擊者的視角進行演習，可以檢驗系統哪些地方易受攻擊”。

據悉盡管IT環境日益普及，但日本國內的網絡安全人才卻存在約

8萬人的缺口。日本政府希望借助演習發掘、培養人才。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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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防衛相稻田朋美在巴黎與法

國國防部長勒德裏昂舉行會談，確認將加強兩國

間的防務合作。

雙方還就簽署日本自衛隊與法軍進行物資和

勞務相互融通的《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

（ACSA）的重要性達成了共識。

據報道，稻田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壹同出席

日法外長和防長磋商（2+2）。她欲在會上推動

雙方就啟動ACSA談判達成壹致。

會談中，稻田呼籲稱，“法國是在亞太地

區也擁有領土的太平洋國家。加強日法關系的

必要性正在提高。”對此勒德裏昂回應稱，

“十分重視與擁有共同基本價值觀的日本加強

合作。”

雙方就日法共同研究新壹代水雷探測技術達

成協議，這是雙方在防衛裝備品領域的首次合作

。雙方還商討了嚴格技術保護和出口管理的重要

性。

在此之前，稻田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北

約組織（NATO)）部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舉行會談。雙方壹致認為應在打擊海盜等海洋安

全、網絡防禦等領域推進合作。

會談中稻田表示，“北約是可信賴的夥伴。

合作的重要性越來越高，願為加強合作而攜手努

力。”斯托爾滕貝格回應稱，“日本的作用今後

將變得更大更重要。期待日本為國際社會的和平

與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安倍促韓安倍促韓國國撤除慰安婦少女像
令其令其““拿出誠意拿出誠意””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在本月播出的NHK電視節目

中，就韓國釜山的日本總領事

館前被設置象征受害慰安婦的

少女像壹事表示“韓國方面必

須切實拿出誠意”，表明要求

撤除的態度。

關於就慰安婦問題達成的

日韓共識，他敦促韓方履行稱

“即便（樸槿惠總統的）政府

出現更叠，履行共識是壹個國

家的信用問題”。

據報道，日韓兩國政府在

2015年 12月達成的共識中確認

了慰安婦問題得到“最終且不

可逆的解決”。

根據該共識，日本向韓國

設立的原慰安婦支援財團支付

1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5900萬

元）的資金，韓國對於首爾的

日本大使館前設置少女像壹事

“將為恰當解決而努力”。安

倍在節目中介紹了這壹背景，

還表示為撤走大使館前的少女

像“（韓方做出努力）是理所

當然的”。

關於日美關系，安倍強調

希望盡快與本月20日即將就任

的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舉行會

談，表示如能實現會談將要求

減輕沖繩縣的美軍基地負擔。

安倍指出：“將告訴對方，減

輕負擔可加深日美信賴關系，

鞏固同盟。”

考慮到特朗普在選舉中提

及日本負擔更多美軍駐留經費

壹事，安倍表示“（日美同

盟）為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做

出貢獻，其結果對美國經濟也

有很大的積極影響，將切實說

明這壹實情”。他還表示將介

紹 跨 太 平 洋 夥 伴 關 系 協 定

（TPP）的意義。

對於去年12月與俄羅斯總

統普京會談中達成共識的為在

北方四島進行“共同經濟活

動”啟動磋商壹事，安倍表示

“毫無疑問對於締結和平條約

有很大的積極意義”。

關於在南蘇丹參與聯合國維

和行動（PKO）的陸上自衛隊，

安倍明確表示：“當出現無法

確保安全、順利執行任務的情

況時，將毫不猶豫地撤回。”

關於明年9月日本自民黨總

裁選舉中自身連續三次參選的

可能性，安倍委婉表達意願稱

“將通過積累成果，再就下壹

步如何做進行判斷”。他還強

調：“首先要為不辜負國民的

期待而每天竭盡全力。”

關於日本眾院解散及大選

的時間，安倍指出：“目前完

全沒有考慮。想的都是盡全力

做好現在的工作。這種狀態會

持續壹段時間。”表示優先考

慮使2017年度日本政府預算盡

快獲得通過。

朝鮮稱將隨時發射洲際導彈 美或改對朝核政策？
綜合報導 自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

新年講話中透露“洲際導彈試射準備進入

最後階段”，韓美便不斷猜測朝鮮洲際導

彈開發的進度和可能試射的時間。沈默多

日的朝鮮官方表示，洲際導彈將在最高領

導的抉定之下，在某壹時間、某壹場所進

行發射。

朝中社稱，朝鮮外務省發言人當天在

回答該社記者提問時表示，朝鮮將隨時試

射洲際導彈，發展該導彈是應對美國日益

嚴峻的核戰爭威脅，強化自衛國防力量的

重要手段。美國卻賊喊捉賊，稱朝方正當

的導彈研發為“挑釁”“威脅”，並提出

要進行制裁。

報道稱，外務省發言人強調，促使

朝方不得不發展洲際彈道導彈的，正是

美國長達數十年的、對朝鮮自主權和生

存權構成嚴重威脅的敵對政策。朝鮮在

制裁壓迫中，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

依靠自身力量，以超越常識的速度完成

核武器的優化，並開發出氫彈，擁有了

標準化、規格化的核彈頭。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已經闡明，只要美國及其追隨勢

力的核威脅和恐嚇持續不斷，不中止在

我們眼前進行的所謂“年度例行”戰爭

演習，我們就將不斷加強以核武力為主

導的自衛國防力量和先發制人的攻擊能

力。8 日是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生

日，他低調慶生，官方未公布舉行相關

慶祝活動的消息。

對於朝鮮發射洲際導彈的具體時間，

去年叛逃韓國的朝鮮原駐英國公使太永浩

對韓聯社表示，朝鮮計劃在 2017 年末或

2018年初，韓美處於政治轉折期時完成洲

際彈道導彈開發。

在美國新政府上臺前，青瓦臺國家安

保室長金寬鎮赴美訪問。金寬鎮臨行前表

示，今年韓國安保形勢非常嚴重，特別是

朝鮮核與導彈問題，不僅威脅韓國，甚至

對美國也造成威脅。在特朗普政府上

臺前，有必要與相關部門人士磋商合作措

施。此外韓聯社援引高官的消息稱，美國

特種兵將慘與韓今年將新建的特種旅對朝

“斬首行動”。

韓國《每日經濟》稱，韓國前外長、

首爾大學名譽教授尹永寬表示，朝鮮加快

核開發，現在甚至有觀點認為韓國應該考

慮對朝鮮進行先發制人打擊。考慮到美國

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預測性和軍人出身的強

硬派將掌控安保，稍有不慎可能再次發生

1994年式的朝核危機。

“華盛頓該不該用武力阻止朝鮮危

險的洲際導彈開發？”美國《國家利

益》雜誌網站稱，越來越多的華盛頓人

士相信，武力是解抉朝鮮威脅的唯壹途

徑。共和黨慘議員格雷厄姆去年 12月在

慘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透露，他將

在慘院引入壹項授權，讓總統有權抉定

是否動用武力阻止朝鮮完成洲際導彈

開發。《國家利益》的文章認為，無

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應阻止該提案，

先發打擊朝鮮導彈設施將引發壹場嚴重

災難，觸發整個地區的激烈沖突。軍事

行動只會毀掉把朝鮮拉回談判桌的機

會，美國軍方應謹記，武力永遠都是最

後的選擇。

（中央社）各企業對一例一休備感頭痛，台
塑企業總裁王文淵今晚表示，台塑企業早已從3
班制轉為4班，因為加班對石化業不見得有益，
一例一休約增加台塑企業人事成本的0.29%，約
1.79億元。

王文淵今晚參加台塑公司暮年晚會，會中他
受訪時表示，一例一休一年約增加台塑企業新台
幣 1.79 億元，並不算多啦，僅占人事成本的
0.29%。

他說，影響不大的原因是台塑企業很早就從
3班制轉為4班制，因為台塑企業是石化工廠，
加班不一定有益處，畢竟勞工們太累也不好，因
為操作上不能有失誤。

對於2017年未來石化業的展望，王文淵指出
，主要還是要看國際油價，油價要到每桶60美元

會有困難，不過，很多事情很難說；大致上2017
年變數比2016年穩定，變化沒那麼多，但最令人
害怕的是政治因素，任何一個國家說些什麼就變
化了，譬如美國總統川普的談話就會產生改變。

至於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對石化業的影響，
以及大陸和美國互課反傾銷稅對石化業的影響？
王文淵說，他並不清楚影響，要看川普就任以後
的展現。

王文淵看好美國經濟表現，但對全球的影響
「就不知道了」，王文淵表示，理論上，只要川

普的政策對美國好，全世界就會跟著好，但川普
這次到處威脅廠商要回美國設廠，威脅福特、豐
田等車廠，後續變化則無法預測。

但王文淵承認台塑企業在美國的投資獲利狀
況比台灣要好。

一例一休成本增1.79億 王文淵：並不算多

（中央社）為鼓勵金融科技創新發展，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已研擬立專法，主委李瑞倉表示
，鼓勵對象從原先偏向企業組織，擴大到非企業
組織，即有創新概念的個人也能適用。

金管會已研提 「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
案，內容涵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的申請、審查、
監督及管理、消費者保護相關程序，以及實驗期
間法令調整與法律責任排除等內容。

同時，金管會預計明天下午就所擬具 「金融
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邀請金融服務業及新創
科技業者一同開會研商，之後再報送行政院審查
。相對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民國105年12月19

日審議保險法等8金融業法，以散落各法的方式
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李瑞倉表示，金管會此次推
動專法，主要考量創新業者若要發展金融科技，
可能要把8個法都看完，還有之後各法的行政程
序都不同，不利一創新事業或創新構想的發展，
推動專法，可以讓大家都走同樣的管道。

李瑞倉進一步指出，現階段8個法修法的適
用對象偏向企業組織，既然要積極鼓勵金融科技
發展，不如開放，讓非企業組織的、如自然人等
也一併納入規範，讓所有有創新觀念的人都可以
藉此帶動產業創新。

金融科技創新專法 擴大鼓勵對象

（中央社）過去為解決國
家財政困難，在公共建設預算
審議，國發會推動跨域加值，
如今完成階段性任務終止。副
主委曾旭正指出，後續審議將
回歸預算法及現行法規，要讓
預算更精實。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指出，
政府新的一年推動 「建設年」
，要軟硬體齊下，硬體交通基
礎建設挑選軌道運輸為主軸。
且真正建設需要軟體建設，要
邁向進步國家，很多制度法規
要和先進國家接軌。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表示
，過去為解決政府財政困境，
曾實施 「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
務規劃方案」。只要是超過新
台幣 10 億元的建設，自償率
標準為 30%，將外部效益內部
化，先預估公共建設完成後，

附近土地增值情況、商店營業
收入等，來挹注建設經費。

曾旭正指出，如今 「跨域
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
、 「公共建設及周邊整合規劃
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已完
成階段性任務，後續公共建設
的審議回歸預算法及各部會現
行法規。

公共建設的自償率下降，
是否會增加政府財務困難？曾
旭正認為，主要是希望各部會
將預算合理化，從 「虛胖到精
實」，不要只看到量，要更精
實，他期盼進入建設年， 「品
質更精進」。

曾旭正說，過去國發會推
動 「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
劃方案」，是因為各部會並未
特別看重計畫與周邊的整合規
劃，也未著重在計畫的財務規

劃。
該方案推動超過四年，跨

域加值作法促成部會至少完成
10項創新性及制度性法，並由
交通部、經濟部部會等率續完
成8項內部審查作業並公告實
施。

國發會之前統計，跨域加
值推動的案件，粗估平均自償
率 38.8%，確實減緩公共建設
財源籌措的壓力，達到平衡公
共建設經費供需、提振經濟的
目的。

曾旭正說，跨域加值作法
已對國內公共建設財務規劃產
生正面帶動效果，並落實在相
關規定中。現行中央及地方政
府的公共建設預算編列要點，
都陸續將跨域加值做法納入執
行項目，顯見達成階段性任務
。

跨域加值方案終止 公共建設預算要更精實

（中央社）宏達電今天正式端出 2 款新機
HTC U Ultra和HTC U Play，最大亮點是將搭載
AI人工智慧助理，並推出3D曲面水漾玻璃機殼
設計，隔空向下半年才會問世的iPhone 8叫陣。

宏達電今天在台北新店總部舉行全球發表會
，由宏達電全球業務總經理張嘉臨主持，正式推
出兩款新機UUltra及U Play台灣全球首發，分別
定位旗艦高階與中階市場。

HTC U Ultra搭載5.7吋螢幕、子螢幕，機身
採取3D曲面水漾玻璃設計、高通驍龍821、64位
元處理器、儲存空間64GB或128GB、4GB RAM
，支援micro SD可擴充至2TB，配置1200萬畫素
HTC UltraPixel主鏡頭、1600萬畫素前鏡頭，電
池 容 量 3000mAh， 取 消 3.5mm 耳 機 孔 、 搭 載

USB Type-C，將來搭載AI人工智慧助理。
HTC U Ultra另有搭載128GB記憶體的藍寶

石超硬特仕版。
HTC U Play 搭載 5.2 吋螢幕，機身採取 3D

曲面水漾玻璃設計、聯發科 Helio P10、64 位元
處理器、儲存空間 32GB 或 64GB、4GB 或 3GB
RAM，支援 micro SD 可擴充至 2TB，配置 1600
萬畫素前後鏡頭，電池容量 2500mAh，取消
3.5mm耳機孔、搭載USB Type-C，將搭載AI人
工智慧助理。

U Ultra 及 U Play 台灣全球首發，U Ultra 藍
寶石版建議售價新台幣2萬8900元，U Ultra建議
售價2萬3900元，U Play建議售價為1萬3900元
，共有亮麗黑、寶石藍、冰雪白與彩妝粉4色。

宏達電新機大秀玻璃機殼最大亮點是這個

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教長提高教教長提高教66問題問題
106106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1212日在高雄舉行日在高雄舉行，，教育部長潘文忠舉行專題演講教育部長潘文忠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講題為

「「面對挑戰面對挑戰，，迎向未來迎向未來」」 ，，提到高教過去提到高教過去1010年發生年發生66大問題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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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監察院認為現行測謊鑑定無統
一規範，卻將結果引為刑事證據，相關機關應
檢討；法務部今天表示，測謊僅為偵查程序中
的一環，檢察官仍需妥善蒐集證據，會務求施
測過程嚴謹。

法務部表示，測謊是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
鑑定方法之一，是由測謊員對受測者提問與待
證事實相關問題，藉由科學儀器（測謊機），
記錄受測者對各個質問所產生的細微生理變化
，加以分析受測者是否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
相，並判定其供述是否真實。

法務部說，會致力強化檢察官的舉證責任

，案件縱經測謊鑑定，因測謊僅為偵查程序中
的一環，檢察官仍需妥善蒐集證據，避免僅以
測謊作為偵辦結果的唯一依據，應一併注意有
利及不利被告情形，致力於真實發現，實現正
義。

法務部談到，刑事訴訟法並無測謊程序的
規定，調查局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等鑑
定機關，均訂有相關測謊程序規範；不過，不
同測謊鑑定機關間，就測謊鑑定程序基本要件
，應如何建立一致性之原則及作法，將召集相
關單位共同研商評估，讓施測過程嚴謹，提高
測謊鑑定的公信力。

法務部：檢視測謊規範 強化檢察官舉證

（中央社）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今天宣佈破
獲以劉姓男子為首的販毒討債集團，這個集團
率眾逼討債不成，竟開車撞飛被害人，警方在
劉姓男子家中還查扣新台幣1350萬元及市價千
萬元的毒品。

屏東警方執行治平專案，昨天在屏東市和
內埔鄉分別逮捕以43歲劉姓男子為首的販毒討
債集團共6人。警方表示，劉姓男子去年7月間
，組成暴力討債及恐嚇取財犯罪集團 「仁德會
」，持磚塊、盆栽及球棒等兇器，毆打被害人
成傷，並持鐵棍、球棒及高爾夫球桿等兇器，
搗毀被害人所經營的水果攤，還逼迫無償還債

務義務的被害人簽具2000萬元本票為抵押。
警方表示，1名周姓被害人不從，被劉男等

人以高速開車衝撞，不但數次極速將周姓被害
人撞飛，還將他輾過，導致周姓被害人傷重送
醫。

警方昨天前往劉姓主嫌住家搜索，查獲市
價1000萬元的2300公克K他命毒品及改造手槍
，還在5 樓閣樓發現滿地千元大鈔，總數高達
1350萬元，警方懷疑為犯罪贓款。

警方依恐嚇取財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
砲等罪嫌，將劉男在內的6人移送法辦。

販毒討債集團首腦 千萬現金放家中

（中央社）三軍總醫院周邊神經科主任林
俊杰涉嫌勾結勞保黃牛，製作逾300件不實醫療
紀錄以符合勞保失能認定，詐得逾6000萬元。
北檢今天搜索約談林醫、4名黃牛、10名病患、
2名證人。

全案緣於勞保局政風室清查發覺林俊杰開
立醫療紀錄數量異常，經列管後，將案件移送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署蒐證後，發現林醫從103
年6月起涉嫌在神經失能詳況的表格勾選特定級
數，使病患得以詐得金錢，初步調查1件收取新
台幣 1 萬 5000 元，病患與勞保黃牛則依詐得金

額作拆帳，初估詐得逾6000萬元。
廉政署報請台北地檢署指揮偵辦，經長期

蒐證，檢察官鄧巧羚今天指揮廉政署兵分5路搜
索林姓醫師位於三軍總醫院內湖的辦公室及住
處、4名勞保黃牛（其中2人為夫妻）的住處，
同步以犯罪嫌疑人約談林醫、4名勞保黃牛、10
名病患，另約談2名證人，全案朝詐欺、偽造文
書等罪嫌偵辦。

廉政署已訊問白、李、呂、吳姓病患及2名
證人，傍晚移送台北地檢署複訊，林醫及勞保
黃牛等人還在訊問中，將移送複訊。

涉300件不實醫療紀錄詐保 醫師黃牛到案

(中央社)綠色行動聯盟今天指出，台塑六輕
去年有 2 萬 5211 筆超標排放紀錄，其中有 262
筆已經達到開罰標準，但卻只有1次開罰紀錄
，其餘都被註記無效資料。台塑則澄清依法定
期校正跟維護。

台塑雲林麥寮六輕廠長期被環保團體質疑
污染問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今天也指控其去
年 1 整年共有 2 萬 5211 筆超標排放紀錄，其中
有262筆已經達到開罰標準，但卻只有1次開罰
紀錄，其他都被註記成 「固定污染源暫停運轉
時監測設施之量測值」、 「監測設施維修、保
養量測值」跟 「其他無效量測值」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成員洪申翰質疑，像是
被註記成成 「固定污染源暫停運轉時監測設施
之量測值」，應該表示污染源沒有在運轉，那
怎麼會有超標數據？

洪申翰說，為何只要六輕自行註記成污染
源停止運轉就可以當作無效而不承認？他表示
，這樣就成為廠商藉由註記讓超標數據無效，
甚至消失的巧門當然也看不到超標數據。

洪申翰提出 7 點呼籲，包含落實裁罰管制
、擴大監測範圍與項目、全面檢討與修正 「固
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
法」、公開違規事實、加嚴既有法規跟標準、
石化業應設置柵欄是連續監測設施跟民眾知情

權與自動警示通報機制。
針對環團指控，台塑下午發出聲明澄清表

示，煙囪連續監測系統每小時產生1筆數據，
11個月期間34支煙囪會產生190萬筆數據，綠
盟所提的 「超標」數據，係依法定期校正、定
期維護所產生的數據，依法標註為無效，其中
絕大部份亦低於管制標準。

台塑指出，以環保署要求連續監測系統的
數據有效率應達75%的規定，台塑六輕廠34支
煙囪的無效數據僅 1.3%(25,000/1,900,000)，即
數據有效率達98%以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詹順貴則回應，2
周內會組專案小組到六輕稽查，1 個月內會對
外公布最後的調查結果。

詹順貴指出，目前認為可能的改善方案有
2種，1種是加強平行監測，要求多放置一組監
測主機在外面給非六輕人員操作；另1種則是
由中央補助增加人力，用專案來稽查異常數據
遭註記的原因。最終的改善方案，3 個月內會
對外公布。

詹順貴強調，專案小組到六輕稽查後，如
果有數據超標且可開罰的部分，會移轉雲林縣
環保局，如果有違法部分像是偽造文書等的事
項，則會移轉給雲林縣地檢署。

環團指控台塑排污數據有問題

（中央社）農漁會選舉將屆，各方角力，
氣氛詭譎，雲林縣政府與檢警調今天宣言反賄
選、反暴力。

第17屆農漁會選任人員及總幹事任期即將
屆滿，第18屆農漁會會員代表改選投票，將於2
月19日舉行，雲林縣長李進勇、雲林地檢署、
調查站、警察局、雲林縣農會等簽署反賄選、
反暴力、淨化選風宣言。

現場邀集縣內各農漁會代表，在縣農會大
禮堂宣誓反賄選、反暴力、淨化選風，打擊賄
選的決心，並解說偵辦涉嫌暴力介入西螺鎮農
會選舉、農漁會法及農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的相

關法令規定。
李進勇表示，端正選風，杜絕賄選，期望

透過乾淨、理性、公平的競爭，選舉出優秀的
人才來監督農漁會與遴聘優秀的總幹事來經營
農漁會，以保障農民權益。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指出，106年農漁會改選
，將於 2 月 19 日投票選舉會員代表，鄉鎮市農
會、雲林區漁會3月1日至3日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選舉理監事及出席上級農漁會代表，3月10
日至14日召開理（監）事會，選舉理事長及常
務監事，並遴聘總幹事。

農漁會選舉將屆 雲林宣言反賄選反暴力

國道火燒車國道火燒車22人倉皇逃生人倉皇逃生 進口車成廢鐵進口車成廢鐵
國道警察第二大隊國道警察第二大隊1212日指出日指出，，11輛輛BMWBMW轎車行經國道轎車行經國道11號南下號南下114114公里頭份路段公里頭份路段，，疑似自疑似自

撞護欄起火燃燒撞護欄起火燃燒，，車內車內22人倉皇逃生人倉皇逃生，，後方後方33部車輛煞車不及發生追撞部車輛煞車不及發生追撞，，轎車則被燒成廢鐵轎車則被燒成廢鐵。。

鄭文燦發放春聯賀歲鄭文燦發放春聯賀歲 金雞迎春吉慶豐年金雞迎春吉慶豐年
農曆春節將屆農曆春節將屆，，桃園市長鄭文燦桃園市長鄭文燦（（右右44））1212日在八德三元宮前廣場發表丁酉年春聯日在八德三元宮前廣場發表丁酉年春聯 「「金雞金雞

迎春迎春」」 及及 「「吉慶豐年吉慶豐年」」 ，，同時也步行到八德市場內發送春聯同時也步行到八德市場內發送春聯，，不少人爭相索取不少人爭相索取，，提前沾沾年節提前沾沾年節
的喜氣的喜氣。。

血液基金會遭指為國民黨營事業血液基金會遭指為國民黨營事業
血液基金會遭媒體報導為國民黨營事業血液基金會遭媒體報導為國民黨營事業，，恐涉不當黨產爭議恐涉不當黨產爭議。。血液基金會發表聲明血液基金會發表聲明，，強強

調該會是醫療財團法人調該會是醫療財團法人，，不屬於任何政黨資產不屬於任何政黨資產，，駁斥該報導是駁斥該報導是 「「無稽之談無稽之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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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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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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迎

新 春

中山大學教授范朋飛介紹，自2007年
起，其領銜的研究團隊開始關注和研

究中國的白眉長臂猿。2008-2009年對國內
的白眉長臂猿種群和分佈進行了全面調查，
在雲南高黎貢山保護區、盈江縣支那鄉開展
了長期的行為生態學研究。

經長期心理學“習慣化”方法的努
力，3群白眉長臂猿不再畏生，因而獲得了
大量牠們的照片。在清晰的面部照片中，白
眉長臂猿形態上與既有的西白眉長臂猿和東
白眉長臂猿存在明顯差異。

范朋飛與中科院昆明動物所研究團隊
深入討論、擬定研究計劃，聯繫國際長臂猿
專家開始合作研究。綜合外部形態、牙齒和
分子遺傳學證據，最終確定中國的白眉長臂
猿是一個新物種，且主要分佈於中國與緬甸
交界的雲南高黎貢山地區，命名為高黎貢白

眉長臂猿。

種群不足200隻 學者倡列瀕危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蔣學龍

介紹，高黎貢白眉長臂猿棲息地海拔跨度
大，從海拔500米左右至海拔2,000多米都
有分佈。但其分佈區非常狹小，種群數量不
足200隻，且呈現出明顯的片斷化分佈。
另外其性成熟相對較晚，一般要到6至8
歲，且繁殖率低。

蔣學龍說，在他們的研究論文中，建
議將其評估為瀕危等級，以喚起全社會對這
一物種的保護和關注。但是針對分佈於我國
的高黎貢白眉長臂猿，考慮到近二十年來，
該物種在瀘水、隴川、瑞麗已難覓蹤跡，種
群小且片斷化嚴重，因而應該被評估為極度
瀕危物種。

高黎貢白
眉長臂猿與西

白眉長臂猿和東白眉長臂猿
的差異在於，沒有白鬍子，
眼窩下也沒有白毛，眉毛較
細且眉間距很大。雄性陰部
毛色呈黑或棕色；雌性眼窩
間的白毛較少，眼周白毛也
很少，不能形成明顯的白色

臉環。 同其它長臂猿一樣，
高黎貢白眉長臂猿也是典型
的樹棲性靈長類動物，棲息
於中山濕性常綠闊葉林、季
風常綠闊葉林、山地雨林。
高黎貢白眉長臂猿也生活於
家庭群中，群體很小，一般3
至4隻，由一對成年個體及其
後代組成。

作為西周王朝的都城，考古工作者對於鎬京遺
址的發掘已持續多年。12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
外正式發佈鎬京遺址最新考古成果，經過一年的努
力，該遺址不僅新出土249件陶、銅、石、骨、
蚌、角等文化遺物，同時考古工作者還在灰坑中首
次發現了12塊鱷魚骨板，以及大量保存較好的碳化
小麥顆粒。這為研究西周時期鱷魚的生態分佈、糧
食作物品種均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陝西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鎬京
遺址考古隊隊長岳連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上古時期，鱷魚的皮往往會被用來做
鼉鼓。此前在陝西北部距今4,000多年的神木石峁
遺址就曾發現了鱷魚骨板，此次在鎬京遺址出土
的鱷魚骨板，也應該是古人製作鼉鼓後的產物。
至於此次鎬京遺址出土的炭化小麥顆粒，說明在
西周時期，小麥傳入陝西，周人已經在關中平原
開始大範圍種植並食用小麥。

據介紹，此次鎬京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文化
遺物，具有較高研究價值，特別是鱷魚骨板、小
麥碳化顆粒、銅器墓葬、陶窯的發現，為研究西
周的歷史考古、手工業技術、動植物考古等提供
了寶貴資料，對進一步研究西周都城鎬京的城市
佈局，以及地下遺存的分佈情況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西安報道

123年前，“甲午海戰”中致遠艦留給中國人的
絕響是危難關頭撞向敵艦……日前，隨着“丹東一
號”沉艦（致遠艦）水下考古調查成果對外公佈，
在海底沉睡了兩甲子後的致遠艦“模樣”日漸清
晰，再現了那段悲壯的記憶。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說，經過從2013
年11月至2016年10月長達3年的水下考古，多
處重要遺物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證明“丹東
一號”就是當年沉沒的致遠艦，由於海戰創傷和

後期破壞，艦體損毀嚴重，但仍可確認艦體的水
密艙室、鍋爐艙、穹甲板等部位。

中國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研究
員、“丹東一號”沉艦考古調查領隊周春水說，出
水的200餘件文物多為船體構件、船員生活用品及
武器配件。

重要的出水文物有“致遠”刻銘餐盤、穹甲、
方形舷窗、魚雷引信、水煙袋、57毫米哈乞開司炮
的肩托、致遠艦大副陳金揆所用單筒望遠鏡等。其

中，帶“致遠”刻銘餐盤以及刻有致遠艦大副陳金
揆名號的單筒望遠鏡尤為珍貴。

下一步，遼寧將盡快劃定水下文化遺產保護
區，並積極申報相關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對水
下文化遺產進行妥善保護。

周春水說，未來對致遠艦的研究仍將繼續。通
過對艦結構的了解，可以還原當時的造艦技術；通
過致遠艦的發掘去了解艦艇和武器構造，促進對世
界艦艇史的研究。 ■新華社

中國命名類人猿新物種：
高黎貢白眉長臂猿

1212日日，，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雲南省林業廳雲南省林業廳、、中山大學聯合舉行中山大學聯合舉行

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命名長臂猿科新物種—高黎貢白眉長臂猿命名長臂猿科新物種—高黎貢白眉長臂猿，，為中國科學家命為中國科學家命

名的唯一類人猿名的唯一類人猿。。由中國科學家領銜的國際研究團隊的該項重要成果由中國科學家領銜的國際研究團隊的該項重要成果，，於於

美國東部時間美國東部時間20172017年年11月月1111日在國際著名靈長類期刊日在國際著名靈長類期刊《《美國靈長類學美國靈長類學

報報》》在線發表在線發表。。據報道據報道，，這一新物種在國內種群數量不足這一新物種在國內種群數量不足200200隻隻。。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丁樹勇昆明報道昆明報道

西周遺址
首出土鱷魚骨板

考古證實：“丹東一號”正是致遠艦

無白鬚眉毛細無白鬚眉毛細

■出土的鱷魚骨板。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高黎貢白眉長臂猿高黎貢白眉長臂猿。。
通訊員通訊員趙超趙超攝攝

■長臂猿科新種發佈會。 通訊員趙超攝

12 日，北
京中關村街道東
里北社區開展
“同寫福字迎春
節”活動，一名
兒童在活動現場
寫福字，迎接即
將到來的新春佳
節。 ■文/圖：

新華社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福 迎

新 春

中山大學教授范朋飛介紹，自2007年
起，其領銜的研究團隊開始關注和研

究中國的白眉長臂猿。2008-2009年對國內
的白眉長臂猿種群和分佈進行了全面調查，
在雲南高黎貢山保護區、盈江縣支那鄉開展
了長期的行為生態學研究。

經長期心理學“習慣化”方法的努
力，3群白眉長臂猿不再畏生，因而獲得了
大量牠們的照片。在清晰的面部照片中，白
眉長臂猿形態上與既有的西白眉長臂猿和東
白眉長臂猿存在明顯差異。

范朋飛與中科院昆明動物所研究團隊
深入討論、擬定研究計劃，聯繫國際長臂猿
專家開始合作研究。綜合外部形態、牙齒和
分子遺傳學證據，最終確定中國的白眉長臂
猿是一個新物種，且主要分佈於中國與緬甸
交界的雲南高黎貢山地區，命名為高黎貢白

眉長臂猿。

種群不足200隻 學者倡列瀕危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蔣學龍

介紹，高黎貢白眉長臂猿棲息地海拔跨度
大，從海拔500米左右至海拔2,000多米都
有分佈。但其分佈區非常狹小，種群數量不
足200隻，且呈現出明顯的片斷化分佈。
另外其性成熟相對較晚，一般要到6至8
歲，且繁殖率低。

蔣學龍說，在他們的研究論文中，建
議將其評估為瀕危等級，以喚起全社會對這
一物種的保護和關注。但是針對分佈於我國
的高黎貢白眉長臂猿，考慮到近二十年來，
該物種在瀘水、隴川、瑞麗已難覓蹤跡，種
群小且片斷化嚴重，因而應該被評估為極度
瀕危物種。

高黎貢白
眉長臂猿與西

白眉長臂猿和東白眉長臂猿
的差異在於，沒有白鬍子，
眼窩下也沒有白毛，眉毛較
細且眉間距很大。雄性陰部
毛色呈黑或棕色；雌性眼窩
間的白毛較少，眼周白毛也
很少，不能形成明顯的白色

臉環。 同其它長臂猿一樣，
高黎貢白眉長臂猿也是典型
的樹棲性靈長類動物，棲息
於中山濕性常綠闊葉林、季
風常綠闊葉林、山地雨林。
高黎貢白眉長臂猿也生活於
家庭群中，群體很小，一般3
至4隻，由一對成年個體及其
後代組成。

作為西周王朝的都城，考古工作者對於鎬京遺
址的發掘已持續多年。12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
外正式發佈鎬京遺址最新考古成果，經過一年的努
力，該遺址不僅新出土249件陶、銅、石、骨、
蚌、角等文化遺物，同時考古工作者還在灰坑中首
次發現了12塊鱷魚骨板，以及大量保存較好的碳化
小麥顆粒。這為研究西周時期鱷魚的生態分佈、糧
食作物品種均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陝西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鎬京
遺址考古隊隊長岳連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上古時期，鱷魚的皮往往會被用來做
鼉鼓。此前在陝西北部距今4,000多年的神木石峁
遺址就曾發現了鱷魚骨板，此次在鎬京遺址出土
的鱷魚骨板，也應該是古人製作鼉鼓後的產物。
至於此次鎬京遺址出土的炭化小麥顆粒，說明在
西周時期，小麥傳入陝西，周人已經在關中平原
開始大範圍種植並食用小麥。

據介紹，此次鎬京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文化
遺物，具有較高研究價值，特別是鱷魚骨板、小
麥碳化顆粒、銅器墓葬、陶窯的發現，為研究西
周的歷史考古、手工業技術、動植物考古等提供
了寶貴資料，對進一步研究西周都城鎬京的城市
佈局，以及地下遺存的分佈情況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西安報道

123年前，“甲午海戰”中致遠艦留給中國人的
絕響是危難關頭撞向敵艦……日前，隨着“丹東一
號”沉艦（致遠艦）水下考古調查成果對外公佈，
在海底沉睡了兩甲子後的致遠艦“模樣”日漸清
晰，再現了那段悲壯的記憶。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說，經過從2013
年11月至2016年10月長達3年的水下考古，多
處重要遺物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條，證明“丹東
一號”就是當年沉沒的致遠艦，由於海戰創傷和

後期破壞，艦體損毀嚴重，但仍可確認艦體的水
密艙室、鍋爐艙、穹甲板等部位。

中國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研究
員、“丹東一號”沉艦考古調查領隊周春水說，出
水的200餘件文物多為船體構件、船員生活用品及
武器配件。

重要的出水文物有“致遠”刻銘餐盤、穹甲、
方形舷窗、魚雷引信、水煙袋、57毫米哈乞開司炮
的肩托、致遠艦大副陳金揆所用單筒望遠鏡等。其

中，帶“致遠”刻銘餐盤以及刻有致遠艦大副陳金
揆名號的單筒望遠鏡尤為珍貴。

下一步，遼寧將盡快劃定水下文化遺產保護
區，並積極申報相關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對水
下文化遺產進行妥善保護。

周春水說，未來對致遠艦的研究仍將繼續。通
過對艦結構的了解，可以還原當時的造艦技術；通
過致遠艦的發掘去了解艦艇和武器構造，促進對世
界艦艇史的研究。 ■新華社

中國命名類人猿新物種：
高黎貢白眉長臂猿

1212日日，，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雲南省林業廳雲南省林業廳、、中山大學聯合舉行中山大學聯合舉行

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命名長臂猿科新物種—高黎貢白眉長臂猿命名長臂猿科新物種—高黎貢白眉長臂猿，，為中國科學家命為中國科學家命

名的唯一類人猿名的唯一類人猿。。由中國科學家領銜的國際研究團隊的該項重要成果由中國科學家領銜的國際研究團隊的該項重要成果，，於於

美國東部時間美國東部時間20172017年年11月月1111日在國際著名靈長類期刊日在國際著名靈長類期刊《《美國靈長類學美國靈長類學

報報》》在線發表在線發表。。據報道據報道，，這一新物種在國內種群數量不足這一新物種在國內種群數量不足200200隻隻。。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丁樹勇昆明報道昆明報道

西周遺址
首出土鱷魚骨板

考古證實：“丹東一號”正是致遠艦

無白鬚眉毛細無白鬚眉毛細

■出土的鱷魚骨板。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高黎貢白眉長臂猿高黎貢白眉長臂猿。。
通訊員通訊員趙超趙超攝攝

■長臂猿科新種發佈會。 通訊員趙超攝

12 日，北
京中關村街道東
里北社區開展
“同寫福字迎春
節”活動，一名
兒童在活動現場
寫福字，迎接即
將到來的新春佳
節。 ■文/圖：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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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鐵343億入股萬科A
接手華潤所持股份 股權爭奪戰恐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萬科的股

權爭奪戰再有戲劇性的發展。早前入股萬科被拒的深圳

地鐵，12日接手華潤集團在萬科的15.31%股權，涉資約

343億元人民幣，深圳地鐵成為萬科第二大股東。萬科A

及萬科H股將於今日復牌。分析指出，深圳地鐵接手華

潤所持的萬科股份，將給雙方在深圳的地鐵上蓋物業帶

來巨大合作空間，也給雙方帶來雙贏格局。

半個多月前，萬科曾發佈公告稱，因萬科A部
分主要股東公開表示公司與深圳地鐵的重大

交易方案存在不同意見，各方尚未就交易的具體方
案達成一致意見，宣佈放棄與深圳地鐵的重組，一
時令市場惋惜。沒想到過了不久卻出現峰迴路轉，
但亦令萬科的股權爭奪戰注入更多不確定性。

華潤持萬科15.31% 為第二大股東
12日萬科A、H齊齊停牌，至12日晚7點40

分，萬科A發佈公告稱，深圳地鐵與華潤集團簽訂
萬科股份受讓協議。深圳地鐵擬受讓華潤集團旗下
萬科股份及子公司中潤貿易所持有的萬科A股股
份，按照華潤集團15.31%的持股比例和萬科A11
日20.4元（人民幣，下同）的收市價計，深圳地鐵

接手該批股份耗資約343億元。
截至2016年11月30日，華潤是萬科的第二大

股東。其他主要股東為第一大股東寶能，持有萬科
總股本25.4%；恒大持股14.07%。早在2000年，
在時任華潤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寧高寧的主導
下，華潤接替深特發成為萬科的第一大股東，至
今，華潤入股萬科已近17年。

分析：局面複雜 防投資風險
對於本次交易，廣發證券
地產首席分析師樂加棟表示，此次深圳地鐵受

讓華潤集團的所持股份，只能說萬科股權事件朝着
解決方向邁出了第一步，但要說該事件得到有效解
決還為時尚早，局面依然複雜，未來走向有待觀

察，提醒投資者關注事件進程中的不確定性帶來的
投資風險。

深鐵入股後 雙方合作空間大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深圳地鐵是次鯨吞華潤

所持萬科股份，資金壓力巨大。因深圳地鐵大量線
路開建，負債壓力巨大。不過分析認為，作為深圳
國資委重要企業，深圳一些大型銀行可能將參與融
資，或者深圳地鐵可能通過一些金融機構發行債券
等方式籌資，同時深圳地鐵入股萬科後，也會給雙
方在地鐵上蓋物業帶來巨大的合作空間，可能為雙
方帶來雙贏格局。

萬科H股12日停牌前報18.6港元；萬科A停
牌前報20.4元人民幣。兩股將於13日復牌。

萬科股權爭奪大事記
2015年
7月

2015年
8月

2015年
9月5日

2015年
12月

2015年
12 月 17
日

2015年
12 月 23
日

2016年
3月13日

2016年
6月22日

2016年
6月23日

2016年
6月26日

2016年
8月4日

2017年
1月12日

製表：李昌鴻

寶能系旗下鉅盛華、前海人壽取
得萬科共10%的股份，一舉成
為萬科第二大股東。

前海人壽增持股份，股份額已經
達到15.04%，華潤並未增持股
票，萬科的第一大股東易主。

華潤增持股份，達到15.29%，
重新成為公司第一大股東。

鉅盛華、前海人壽佔公司總股本
的20.008%

王石提出要同華潤置地商談，試
圖阻止寶能系逐步成為大股東的
道路。

萬科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安邦保
險成為重要股東。安邦保險之前
購入股份約佔5%。聲明表示萬
科非常歡迎安邦保險成為萬科的
重要股東。

萬科發佈公告，稱擬以新發行股
份方式收購深圳地鐵資產，拉開
了華潤和寶能與萬科管理層矛盾
的序幕。

華潤置地就萬科的重組預案向五
個監管部門提出抗訴。

鉅盛華、前海人壽深夜發表聲
明，明確反對該重組計劃，華潤
重申自己的反對立場。華潤和寶
能系正式聯手，華潤和萬科紛爭
加劇。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寶能旗下鉅盛華、前海人壽
共計持有萬科25.40%股份。

萬科確認收到寶能系提出包括罷
免王石、郁亮等10位董事及2
位監事在內的12項議案。

恒大91億元人民幣購入萬科A
4.68%股份，此後恒大持續多次
增持萬科，截至2016年11月30
日，恒大持有萬科 14.07%股
份，成為第三大股東。

深圳地鐵接盤華潤所持萬科股
份，全部接盤總代價將達343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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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鐵343億入股萬科A
接手華潤所持股份 股權爭奪戰恐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萬科的股

權爭奪戰再有戲劇性的發展。早前入股萬科被拒的深圳

地鐵，12日接手華潤集團在萬科的15.31%股權，涉資約

343億元人民幣，深圳地鐵成為萬科第二大股東。萬科A

及萬科H股將於今日復牌。分析指出，深圳地鐵接手華

潤所持的萬科股份，將給雙方在深圳的地鐵上蓋物業帶

來巨大合作空間，也給雙方帶來雙贏格局。

半個多月前，萬科曾發佈公告稱，因萬科A部
分主要股東公開表示公司與深圳地鐵的重大

交易方案存在不同意見，各方尚未就交易的具體方
案達成一致意見，宣佈放棄與深圳地鐵的重組，一
時令市場惋惜。沒想到過了不久卻出現峰迴路轉，
但亦令萬科的股權爭奪戰注入更多不確定性。

華潤持萬科15.31% 為第二大股東
12日萬科A、H齊齊停牌，至12日晚7點40

分，萬科A發佈公告稱，深圳地鐵與華潤集團簽訂
萬科股份受讓協議。深圳地鐵擬受讓華潤集團旗下
萬科股份及子公司中潤貿易所持有的萬科A股股
份，按照華潤集團15.31%的持股比例和萬科A11
日20.4元（人民幣，下同）的收市價計，深圳地鐵

接手該批股份耗資約343億元。
截至2016年11月30日，華潤是萬科的第二大

股東。其他主要股東為第一大股東寶能，持有萬科
總股本25.4%；恒大持股14.07%。早在2000年，
在時任華潤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寧高寧的主導
下，華潤接替深特發成為萬科的第一大股東，至
今，華潤入股萬科已近17年。

分析：局面複雜 防投資風險
對於本次交易，廣發證券
地產首席分析師樂加棟表示，此次深圳地鐵受

讓華潤集團的所持股份，只能說萬科股權事件朝着
解決方向邁出了第一步，但要說該事件得到有效解
決還為時尚早，局面依然複雜，未來走向有待觀

察，提醒投資者關注事件進程中的不確定性帶來的
投資風險。

深鐵入股後 雙方合作空間大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深圳地鐵是次鯨吞華潤

所持萬科股份，資金壓力巨大。因深圳地鐵大量線
路開建，負債壓力巨大。不過分析認為，作為深圳
國資委重要企業，深圳一些大型銀行可能將參與融
資，或者深圳地鐵可能通過一些金融機構發行債券
等方式籌資，同時深圳地鐵入股萬科後，也會給雙
方在地鐵上蓋物業帶來巨大的合作空間，可能為雙
方帶來雙贏格局。

萬科H股12日停牌前報18.6港元；萬科A停
牌前報20.4元人民幣。兩股將於13日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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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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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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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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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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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能系旗下鉅盛華、前海人壽取
得萬科共10%的股份，一舉成
為萬科第二大股東。

前海人壽增持股份，股份額已經
達到15.04%，華潤並未增持股
票，萬科的第一大股東易主。

華潤增持股份，達到15.29%，
重新成為公司第一大股東。

鉅盛華、前海人壽佔公司總股本
的20.008%

王石提出要同華潤置地商談，試
圖阻止寶能系逐步成為大股東的
道路。

萬科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安邦保
險成為重要股東。安邦保險之前
購入股份約佔5%。聲明表示萬
科非常歡迎安邦保險成為萬科的
重要股東。

萬科發佈公告，稱擬以新發行股
份方式收購深圳地鐵資產，拉開
了華潤和寶能與萬科管理層矛盾
的序幕。

華潤置地就萬科的重組預案向五
個監管部門提出抗訴。

鉅盛華、前海人壽深夜發表聲
明，明確反對該重組計劃，華潤
重申自己的反對立場。華潤和寶
能系正式聯手，華潤和萬科紛爭
加劇。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寶能旗下鉅盛華、前海人壽
共計持有萬科25.40%股份。

萬科確認收到寶能系提出包括罷
免王石、郁亮等10位董事及2
位監事在內的12項議案。

恒大91億元人民幣購入萬科A
4.68%股份，此後恒大持續多次
增持萬科，截至2016年11月30
日，恒大持有萬科 14.07%股
份，成為第三大股東。

深圳地鐵接盤華潤所持萬科股
份，全部接盤總代價將達343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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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Aside from shifting towards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t must be able to properly and 
accurately report its emissions data to encourage the 
rest of the countries to follow suit. (Courtesy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Global Warming Made In China, Says Donald 

Trump Claimed; US To Exit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Global warming concerns seemed to have escalated 
with the unusual weather patterns and anomalies 
occurring on the earth's surface in the past years. 
However, such reason for concern is not being 
acknowledged by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laiming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 hoax invented by 
China.
Trump has long 
been known to be 
a non-believer of 
climate change. 
Even to a point 
that he branded 
the earthly 
phenomenon as a " 
"very expensive ... 
b*llsh*t," and the 
such concept was primarily created by China in order 
to mak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on-competitive, 
according to The Guardian UK newspaper.
With the strong remarks of Trump regarding the obvious 
and highly scientific-based climate change concept, 
China has rejected the accusation of the businessman 
turned politician saying that the upcoming POTUS 
should have "smart decision" over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on fighting Global Warming.
China's vice foreign minister, Liu Zhenmin, further 
reasoned that the history of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was actually US initiated under the Intergovernmental 

And it seems he still hasn't changed his view 
on the matter, as the soon-to-be U.S. president 
said that he plans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to contro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 this, it is possible that Washington might 
lessen the pressure on China's compliance of the 
agreement, encouraging it to become less and less 
transparent on its data submission.
The agreement requires countries to report and 
submit for verification their respective carbon 
emissions data. But with the agreement rest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transparency and good faith, it 
has been challenging to get accurate and timely 
reports.
Just like other countries, China has refused to 
submit itself to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and 
stated that it will provide the data to outside 
observers.

Known as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polluters, it seems 
that China is making efforts to reduce its emissions by 
shifting to renewable energy.
China has planned to buil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which will be completed by the year 2020. The 
$361 billion project included solar, wind, hydro and 
nuclear power aims to form half of all new electricity 
generation by the said year. The government estimates 
that this project will generate energy that is equivalent 
to 580 metric tons of coal.
With Trump's stance on climate change, China issued 
blunt warnings to the president-elect and U.S. leaders 
if they choose to abandon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combat the problem.
"If they resist this trend, I don't think they'll win the 
support of their people. Their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will also be affected," said Xie Zenhua, 
China's long time climate negotiator.
If China is serious in pursuing its desire to lead the 
batt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t must then lead by 

China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it wants to take on 
the leadership role in promoting the Paris Agreement. 
However, it looks like China's ability to perform 
the task is still questionable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its carbon emissions data.
Despite numerous scientific papers supporting the 
existence of climate change as a global phenomenon,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alled it a hoax 
created by China.
In 2012, Trump posted a tweet saying that climate 
change was created by China in order to secure an 
unfair trade advantage.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with the backing of 
the Republicans in the late 1980s during Reagan and 
senior Bush administration.
Now, apart from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climate 
change, equating it as a hoax made-up by China, the 
US president-elect has also been reported to be seeking 
the quickest way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According to Reuters, an anonymous source who is 
part of Trump's transition team for inter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olicy, told the news agency that Trump 
has already been thinking of the fastest way to exit 
from the climate deal. And that Trump's advisers are 
already considering some ways to bypass a theoretical 
four-year procedure.
"It was reckless for the Paris agreement to enter into 
force before the election," the anonymous source told 
Reuters.
With just few weeks before Donald Trump will take an 
oath and office by January 20, 2017, there is no telling 
where the U.S would be heading in terms of their 
stand on Global Warming and greenhouse emission.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percent growth.
Furthe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released a 
report on Tuesday that said, inflation rose 2 percent in 
2016, expanding faster than the 1.4 percent set in 2015.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index.
php/sid/250807199)
Related

China Has Conducted A 'War'
—Not Trade—With Steel, Experts Say

Despite China signaling moves to cut its excess steel 
production capacity, industry chiefs say the country has 
declared a metals "war" that has had a "devastating" 
impac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s industry.
Overcapacity in the steel industry has been a thorn in 
the side of the sector in recent years, pushing prices 
down and making it harder for some steel companies 
to survive.
China's low-cost 
metal producers 
have been 
widely cited as 
the main culprit 
for the glut. In 
particular,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has been accused 
of "dumping" 
cheap steel on to global markets, due to a slowdown 
in domestic demand, in a bid to gain market share. 
However Beijing has denied any wrongdoing and has 
said that its costs are lower than other producers.
Lourenço Gonçalves, chairman,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 mi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company 
Cliffs Natural Resources, told CNBC on Thursday that 
China had been acting unfairly.
"China (has not been unfairly targeted). They are the 
perpetrator, they are the problem and they had a chance 
to discuss this within the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y 
elected not to participate…China has been walking 
away from a negotiated deal," he told CNBC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Platts Global Metals Awards.
It's War, Not Trade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India, Italy,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ve also been cited as contributing to the 
global steel glut. Gonçalves said that each country had 
its own set of subsidies and problems that "create the 
massive problem of dumping steel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imilarly to the oil industry, however, despite a slump 
in demand, some producers have been slow to cut 
production in a bid to support prices and in 2015, 
the OECD forecast that global nominal steelmaking 
capacity is projected to increase to 2.36 billion tons by 
2017, up from 2.16 billion tons in 2013.
In addition, it said that non-OECD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are 
expected to lead the capacity 
expansion in the global steel 
industry, with their share of world 
capacity expected to increase to 
71.4 percent by 2017.
There aren't signs that global 
steel production is slowing in the 
immediate term.
While world crude steel 
production was 385.7 million tons 
(Mt)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BEIJING, China - After facing criticism and a host of 
anti-dumping duties through 2016,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China, has now said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roll back production.
The country has been blamed by its trade partners for 
dumping excess steel, coal, cement and glass on world 
markets.
China’s top economic planner said that the country 
will deal with the problem that has resulted in trade 
friction with many countries.
According to Xu Shaoshi,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he country 
had reached targets for cutting production capacity 
in 2016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teel and coal 
workers were transferred to other jobs.
Xu explained that other industries such as cement and 
glass too were "actively" cutting capacity.
China has been blamed by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for resorting to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has 
been threatened of punishing tariffs.
The constant threats have led many to believe 
that China too might launch retaliatory antitrust 
investigations against U.S. companies in China.

Addressing 
reporters, Xu said 
it was "normal" to 
have differences 
on trade issues.
He has urged the 
U.S. and China 
to "control these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ity."
Adding, “We all feel that keeping a harmonious U.S.-
China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it is someth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dely expects.”
Meanwhile, Chinese leaders have also said that they 
are planning to close down debt-laden producers that 
are a drag on China's economy.
According to numbers released by the chairman, 
cutting production capacity worth 45 million tons of 
steel and 250 million tons of coal in 2016 led to a 
negative effect on 800,000 steelworkers and miners. 
The government, Xu said, had managed to resettle 
700,000 of them in new jobs by the end of 2016.
He said, “This year's task will be more arduous but we 
will adhere to the main line.”
He further added that China's economy is estimated to 
have grown roughly 6.7 percent last year.
This was within its official target range of 6.5 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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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A Chinese labourer pours steel into fire pit at a steel 
factory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Photo/Getty Images)

Steel pipes pile up at Lianyungang 
Port for shipment and export on 
December 27, 2016

A worker polishes steel coils at a 
factory of Dongbei Special Steel 

Group in Dalian, China.

Lourenço 
Gonçalves, 

chairman,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 mi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company Cliffs 
Natural Resources

Is Global Warming Real?

James Bouchard, founder,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steel services 

group Esmark

A Chinese labourer stands next to a cooling pit at an unauthorized 
steel  factory on Nov. 4, 2016,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Photo/Getty Images)

China Has Been Blamed For Dumping Excess Steel, Coal, Cement And Glass On World Markets

2016, down 3.6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in 2015, according to 
the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China's 
crude steel production for March 
2016 was 70.7 Mt, an increase of 2.9 
percent compared to March 2015. 
India's crude steel production was 8.1 
Mt in March 2016, up by 3.4 percent 
on March 2015.
"Just based on the numbers, China is 
by far the largest problem," Gonçalves said, accusing 
China of not abiding by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You can't call yourself competitive if your 
competitiveness is based on cheat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trade. Trade without fairness is not trade, it's 
war."
Devastating The Industry
The U.S. has tried to counterac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eap Chinese steel by upping its tariffs on imports 
of cold rolled steel, which is used in car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from China to 522 percent, saying 
that China had not cooperated in its investigations into 
dumping practices.
Read MoreUS raises duties on Chinese steel
The U.K. and European Union have been urged to 
follow suit but, in comparison, the EU has only a 
tariff of 16 percent on Chinese cold rolled steel and 
EU countries are at odds 
over whether to impose 
higher import tariffs.
China has responded to 
the U.S.' tariff hike by 
saying it would continue 
with controversial tax 
rebates to steel exporters 
that will help to fund 
a restructuring of its 
industry and effort to 
cut steel production 
capacity by 100 million 
to 150 million tons by 
2020.
James Bouchard, 
founder,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steel 
services group Esmark, 
agreed that there was 
"no doubt about it" that 
China was dumping steel 
and said that the impact 
had been "devastating" 
for businesses.
"Whatever the lowest 
price is, whatever any 
country quotes through 
their trading companies, 
the Chinese will just 
come in and make it 
a lower price so there 
doesn't ever seem to be 
a bottom to the Chinese 
prices. They'll always 
take that order and that's 
had a very aggressive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American pricing," 
he said, also speak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Platts 
Global Metals Awards 

on Thursday.
Why you shouldn’t complain 
about China ‘steel dumping’ 
and make friends instead
Leaders of the Group of Seven (G7) 
advanced economies are meeting 
in Japan next week to discuss what 
actions can be taken to reduce 
the steel glut and wider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A particular focus will 

be to look at curb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steel 
production. Gonçalves also called for more coordinated 
action on tackling the problem.
"We need to act in a coordinated fash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he said. "So far it's only been the U.S. that 
has been talking and acting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Japan, the U.K. 
and Germany, working with us to resolve this massive 
problem of overcapacity," he said.
Although Bouchard said that action by the G7 could 
make a difference, he noted that excess capacity had 
already been "devastating."
"When China has 150 million tons of excess capacity 
it's been devastating to small manufacturers, small 
businesses and industrial consumption and might 
across the world." (Courtesy http://www.cnbc.
com/2016/05/20/china-steel-overcapacity-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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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 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 ouston Area: 
M ain O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 arw 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 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 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 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 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 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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