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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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下令禁止中東7國公民
入境美國的川普（Donald Trump），如今
再一次遭到美國聯邦法院的打臉，加州聯
邦地區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法官
畢羅特（Andre Birotte Jr.）發出法院命令
，要求加州官方相關單位，讓原先被禁止
的這些公民能依法入境美國。目前已經有
至少4州的聯邦法官發出限制命令，凍結
這條禁令，隨著抗議和輿論反彈聲浪漸高
，恐怕會有愈來愈多州選擇跟進。

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美國新
總統川普日前簽下禁止7個伊斯蘭國家公
民入境美國的命令，在國內外引發喧然大
波，科技業和法學界紛紛出面聲援。加州
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畢羅特，今日更發出法
院命令，凍結川普總統的行政命令，要求
加州地區內的相關單位，讓包含敘利亞、
葉門、伊拉克等7國公民正常入境。對此
法院命令，聯邦政府的司法部、國土安全
部和國務院尚無任何回應。

川普上任後，行政命令有如追趕岳飛
的金牌一般連發多道，其中以限制伊朗、
伊拉克、葉門、索馬利亞、敘利亞、蘇丹
、利比亞共7國公民入境美國的命令最引人
注目。這個突如其來的命令，不僅讓眾多

科技業大廠開砲，更讓整體輿論呈現近乎
沸騰的狀態。一向以移民大國自居的美國
，如今卻陷入開放和限制的兩難困境中。

由於對7國公民的禁令屬於總統行政命
令（Executive order），一旦有人向法院提
出抗告，法院是有權力能做出暫停執行的
假處分，來凍結或限制這個命令的效力。

包含加州，美國已有5個州的聯邦法官限制
禁令的假處分。谷歌（Google）等大公司
更提供大筆資金，協助被阻擋在海關之外
的民眾提出訴訟，挑戰川普的行政命令。
川普甫一上任就開啟兩個 「潘多拉的大盒
子」，接下來該如何收尾，將是對他執政
能力的一大挑戰。

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兩難困境 加州聯邦法官允被禁7國公民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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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昨天參加年度
祈禱早餐會時脫稿演出，大酸 「魔鬼終結者」
阿諾史瓦辛格接替他主持的電視節目收視率欠
佳，呼籲大家為阿諾祈禱。阿諾犀利反擊，建
議兩人交換工作。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這是
川普（Donald Trump）首度參加這項政治與宗
教集會，與會的2000多人包括國會議員、宗教
領袖和外國貴賓。他大酸接棒主持他招牌節目
「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的阿諾史瓦

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
川普大展毒舌說： 「他們請來大牌影星阿

諾史瓦辛格接替我的位置，如今我們知道結果
如何了：收視率一路下滑。根本是場災難。」

他又說： 「我要為阿諾祈禱，我們為收視
率祈禱，好嗎？」

川普去年放下節目主持棒，投入看似勝算

不大的總統選戰，阿諾史瓦辛格接下國家廣播
公司電視網（NBC）這個節目。不過，川普仍
保留執行製作人的身分。

這不是川普首次把砲口朝向主演 「魔鬼終
結者」（The Terminator）系列電影走紅的阿諾
史瓦辛格。他在上個月宣誓就任美國第45位總
統之前幾周，就曾在推特嘲笑阿諾史瓦辛格毀
了節目收視率。

曾任加州州長的阿諾與川普同屬共和黨，
但不願支持川普競選總統。川普認為他暗挺民
主黨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

阿諾史瓦辛格今天以簡短影片聲明反擊川
普說： 「我有個好主意。我們何不交換工作？
由你來主持電視節目，因為你是拉抬收視率的
專家。我則去做你的工作，如此一來大家也終
於可以再次安穩的睡覺。」

祈禱會大展毒舌 川普再酸史瓦辛格

（綜合報導）一名白宮官
員證實，美國總統川普在電話
中告訴墨西哥總統潘尼亞尼托
，如果墨西哥軍隊處理不了販
毒集團問題，他可能派遣美國
部隊對付 「那裡的壞蛋」。

美聯社報導，這名不願具
名的官員表示，川普是在製造
「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說了這

些話，指的是兩國在打擊販毒
集團方面的合作。

美聯社昨天率先報導，川

普 告 訴 潘 尼 亞 尼 托 （Enrique
Pena Nieto），由於墨國士兵執
行不力，他可能會派遣美軍處
理販毒集團問題。墨西哥和美
國政府昨天對此都強烈否認。

墨 西 哥 記 者 艾 斯 特 維 茲
（Dolia Estevez）引述美墨 「祕
密」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在上
月27日和潘尼亞尼托長達一小
時的通話中，曾經這樣揚言。

根 據 proyectopuente.com.
mx.網站報導，川普告訴潘尼亞

尼托 「或許」他應該派遣美國
軍隊打擊販毒集團，因為 「墨
西哥士兵執行不力」。

不過，墨西哥和白宮官員
強烈否認這項報導。

潘尼亞尼托發言人桑傑士
（Eduardo Sanchez）告訴法新
社： 「這是誇大不實的謊言。
」

白宮也向法新社否認川普
揚言派軍隊到墨西哥。

川普揚言派兵墨西哥緝毒 白宮官員證實

（綜合報導）伊朗今天將美國總統川普政府對其近日試射飛彈發出的警告斥為沒有根據，而
且 「具有挑釁性質」。

伊朗通訊社（IRNA）引述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卡薩米（Bahram Ghasemi）的話說： 「美國總統
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所言毫無根據、舊調重彈而且具有挑釁性質。」

川普本人今天稍早推文表示，伊朗因1月29日試射飛彈，而在如今正式 「受到警告」。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佛林（Michael Flynn）堅稱，伊朗飛彈試射 「違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2231號決議」。決議文中要求伊朗，不得測試可投射核武的飛彈。
伊朗昨天證實，確已試射1枚彈道飛彈，但否認這違反與國際間所簽署核子協定的條件。

伊朗當局說，其所擁有的飛彈並不違反聯合國決議，因為這些飛彈純粹基於防衛目的而設計
，並不能裝置核子彈頭。

稱飛彈無違決議伊朗斥美警告無根據

（綜合報導）川普政府的國務卿懸缺近2
周，提勒森1日終於獲國會同意宣誓出任該職
。川普政府預計也將盡快提名副國務卿及對
外政治任命的外交官。提勒森上任後，將面
對與俄羅斯在敘利亞內戰問題，及中國在經
濟軍事等各方面挑戰，同時內部也面臨川普
簽署 「穆斯林禁令」後一連串外交爭議。

路透 2 日報導，美國聯邦參議院以 56 票
對43票，低分通過提勒森出任美國第69位國
務卿任命案，成為美國首位沒有公職背景的
國務卿。他將在2日上午正式與國務院人員會
面。由於川普日前簽署牽涉外交事務的行政
命令，暫停伊朗等7國民眾入境美國引發爭議
，民主黨不斷以技術性手段，延宕提勒森人
事案的表決，導致川普就職後12天國務卿無
法上任的窘境。

在對外關係上，提勒森將面對國際議題
挑戰，首先與俄羅斯在敘利亞內戰的立場上
，美國是否繼續堅持要求阿薩德政府更換的
立場值得觀察。另外，在烏克蘭議題上，美
國未來是否繼續維持對俄國制裁也是一大重
點。

對中關係上，川普此前批評中國在北韓
問題上應該多出手，而北韓揚言持續試射飛
彈及核武下，提勒森在軍事上將如何與美國
東亞盟邦維持關係。此外，川普經貿團隊在
中美貿易議題態度強硬，提勒森也須思考未
來美中關係走向。

由於川普爭議作為，出現國務院內部前
朝官員不從，未來可預期國務院人事將會大
換血。

石油大亨任美國務卿 挑戰國際議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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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安全局：2016年俄境內機構
遭受7000萬次網絡攻擊

綜合報導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官員表示，2016年俄境內機構遭受約

7000萬次網絡攻擊，其中大部分攻擊來自國外。

當天俄聯邦安全局通信安全中心副主任穆拉紹夫在莫斯科表示，

遭受網絡攻擊的主要是俄羅斯鐵路運輸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

司等大型、關鍵性目標。

穆拉紹夫強調，從信息防護手段來看，俄羅斯有潛力維護網絡安

全，但當前存在有單位未對網絡安全給予足夠重視的現象。

俄媒稱，近期俄網絡安全形勢不容樂觀。據俄安全局去年年底發布

的消息稱，外國情報部門僅在12月就策劃並實施了多起針對俄金融、媒

體等機構網絡的攻擊。

此外，俄羅斯IT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實驗室近日發布預測稱，2017年

俄境內目標遭受網絡攻擊的次數將會增加，且攻擊將集中於工廠、運輸

系統和電站等目標。

俄聯邦安全局是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改制而成的壹個

集情報偵察與反間諜任務於壹體的國家機構。2013年，根據俄總統普京

命令，俄安全局組建了相應機構，負責監控、預防和消除針對俄單位、

設施的網絡攻擊。

德國政府預計
2017 年該國經濟增長 1.4%

綜合報導 德國政府公布的新壹份年度經濟報告顯示，德國官

方預計今年該國經濟將增長（同比，下同）1.4%，較 2016 年的

1.9%小幅下降。德國經濟部長加布裏爾當天表示，德國經濟保持

著良好的增長勢頭，今年預期增速下調的原因主要是工作日總數

少於上壹年。他同時警告稱，貿易保護主義是壹條錯誤的道路，

將導致多輸。

德國內閣於當天通過的2017年度經濟報告預計，今年德國GDP增速

將為1.4%，新增就業32萬人。德國去年就業人數創下兩德統壹以來的歷

史新高，達到約4350萬人。在貿易方面，報告預計，德國今年出口將增

長2.8%，進口增長3.8%。

加布裏爾當天在柏林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了這份年度經濟報告

的內容。

對於該報告選擇以“為了德國和歐洲的包容性增長”為主題，加布

裏爾解釋道，包容性增長是指“使所有人獲益的增長”。他表示，盡管

德國經濟處在很好的狀態，但仍有許多人在為自身的經濟前景和社會的

整體性而擔憂。作為回應，政策層面應當增強社會凝聚力，使民眾能夠

共享發展成果。

針對當前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加布裏爾表示，德國作為壹個充分

全球化的國家，高度依賴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他批評當前“全球範圍

內明顯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是壹條“錯誤的道路”，“因為走向

封閉只會讓各方皆輸”。

加布裏爾同時強調，德國產品出口結構多元，因而在經濟大環境面

臨改變時無需驚慌失措。

德國政府同壹天表示，在其今年擔任二十國集團主席國期間，將推

動關於全球化機遇和風險的討論。

歐洲議會前議長角逐德總理
默克爾連任之路增變數

綜合報導 隨著歐洲議會前議長舒爾

茨日前正式被德國社民黨推選為該黨

2017年聯邦總理候選人，正尋求第四個

任期的默克爾連任之路陡增變數。公布的

最新民調顯示，此前壹直活躍在歐盟政治

圈的舒爾茨支持率已追平默克爾。

德國社民黨主席、現任副總理兼經濟

部長加布裏爾出人意料地宣布辭去黨主席

和經濟部長，改由剛剛卸任歐洲議會議長

的舒爾茨代表該黨參與今年大選。

對於德國政壇而言，舒爾茨可謂“最

熟悉的陌生人”。舒爾茨1955年生於德

國西部毗鄰荷蘭和比利時的亞琛地區小城

埃施韋勒。在投身政治前，舒爾茨曾在鄰

城維爾塞倫經營壹家書店，後來成為當地

的市長。

1994年，舒爾茨成為歐洲議會議員

，此後他壹直活躍在布魯塞爾的歐盟政

治圈。2012年，他當選歐洲議會議長，

並於2014年成為史上首位獲得連任的歐

洲議會議長。

盡管從未擔任過德國聯邦層面要職，

但舒爾茨長期在德國媒體上就歐

洲壹體化、難民危機等熱點議題

發聲，在德國民眾心目中並非

“局外人”。德國電視壹臺形容

他是壹位掌握多種語言、在歐洲

各國人脈廣泛的政治人物，但也因其鮮明

的個性和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過從甚密

而招致壹些黨派的非議。

加布裏爾此次“讓賢”舒爾茨，與

其支持率低迷有關。在 2016 年 12 月的

“德國趨勢”民調中，當加布裏爾與默

克爾二選壹時，僅19%選民支持加布裏

爾；而同期，舒爾茨支持率則多達

36%。到社民黨正式推出舒爾茨作為候

選人後，其支持率更是壹舉追平已連任

三屆總理的默克爾。

舒爾茨殺入2017年德國選戰並非毫

無征兆。早在去年10月，他便現身柏林

為自己的德文傳記出版造勢。同年11月

24日，舒爾茨宣布不再尋求連任歐洲議

會議長，回歸德國政壇。

“從賣書郎到歐洲之子”——舒爾茨

傳記的副標題這樣寫道。他在面對記者

時，曾說自己未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生

經歷“不可復制”。

據德媒報道，加布裏爾料將接替施泰

因邁爾出任外長。施泰因邁爾將於2月參

加德國總統選舉，由於他獲得各主要政黨

支持，料將順利當選。

對於社民黨“臨陣換將”，默克爾

所在的基民盟發言人陶伯表示，聯盟

黨對此非常鎮定自若，因為聯盟黨有

“更好的論點、更好的政策、更好的

候選人”。他表示，期待進行壹場

“公平的選舉”。

無論如何，今年德國大選勢必平添幾

分“刀光劍影”。默克爾將如何帶領聯盟

黨迎戰，德國聯合組閣的格局又將如何被

改寫，人們將拭目以待。

英美“特殊關系”難再昨日重現

綜合報導 作為特朗普就任美國總

統後會見的首位外國領導人，英國首

相特雷莎· 梅對於英美保持傳統特殊關

系抱有期待，希望兩國繼續聯手以領

導世界。然而，在國際輿論看來，這

種特殊關系的含金量、領導力已難昨

日重現。

傳統英美特殊關系的形成既有“先

天”基因，也有“後天”因素。英國前

首相丘吉爾曾說，英美是壹個民族，兩

個國家。美國脫胎於英國在北美的殖民

地，美國人的祖先有很大壹部分來自英

國，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基本壹致。兩次

世界大戰則成為彼此特殊關系形成的歷

史條件，兩個國家在實力的此消彼長中

出於各自利益加強合作，通過軍事、情

報、外交等深度合作，合拍共振，放大

影響，在“守成”與“新興”的博弈中

形成西方世界的核心。

在兩國不少領導人中，包括丘吉

爾與羅斯福、撒切爾夫人與裏根、布

萊爾與克林頓和布什之間，都建立了

看似極為親密的政治夥伴關系。但梅

和特朗普能否延續這種特殊關系，甚

至成為親密的政治夥伴，目前來看現

實條件已經發生了改變。英國路透社

認為，梅與特朗普形成默契關系的可

能性似乎不大。

特朗普口頭上對美英特殊關系進

行了再確認，這讓選擇“脫歐”後擔

心在美國外交戰略中重要性降低的英

國勉強松了口氣，但英美關系顯然並

不牢靠。特朗普的對外經濟政策以貿

易保護主義為核心，這與英國急需在

“脫歐”後通過擴大自由貿易擁抱世

界的利益訴求相悖。此外，在對待北

約、歐盟、俄羅斯的態度上，以及伊

朗核協議、使用酷刑對待恐怖嫌疑人

等問題，英國也與特朗普的主張存在

著分歧。

從英國自身來說，雖然政治上是

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壹，經濟上

仍在G7中表現上佳，但在告別世界霸

主地位之後，國際影響力已然今不如

昔。如今，英國壹方面在外交上緊跟

美國，想繼續借助美國的全球霸權地

位擡高自己；另壹方面又希望成為各

種“樞紐”關系的中心，包括成為歐

美關系、東方與西方關系的樞紐。對

於絕對實力已經下滑的英國，“借力”

成為其“處世”之道。但在經歷幾場

局部戰爭、金融危機和國內民意的嚴

重分裂後，現在的美國能讓英國借多

少力，並不樂觀。正如梅自己所說，

“英美幹預主權國家，試圖以自己的

想象重塑世界的日子已經結束”。

作為曾經的“日不落帝國”，英

國憑借“總督制”幾乎直接統治了全

世界四分之壹的土地。作為目前的世

界頭號強國，美國借助不同地區的盟

友作為戰略支點對世界格局施加影

響 。但是，歷史的車輪已然發展向

前，全球經濟力量的變化正在觸發國

際政治格局的大調整，新興力量正在

掘起，“領導世界”已不再是哪個國

家想做就可以做到，合作共贏才是當

今時代的治世方案。

在拿鐵中尋找愛情：
倫敦推出3D打印人像咖啡

綜合報導 隨著科技進步，現

在有很多人利用交友網站來尋找

適合的伴侶，英國壹個交友網站

近日推出結合最新 3D打印技術的

特別服務，讓人們可以通過喝咖

啡來相親。

據悉，英國交友網站“Match.

com”最近推出壹項“Espresso Your-

self”的活動，他們在倫敦壹個咖啡

店提供客制化咖啡服務。

店家會將壹些想交友的男女的

大頭貼，用3D打印技術雷射在咖啡

的奶泡上、並將他們的身高、年齡、

喜好等數據印在咖啡杯上，顧客可

以到咖啡店將順眼的咖啡帶走，如

果希望和杯上的人進壹步認識，就

可以點進交友網站。

假如在咖啡店沒看到印有理想

對象的咖啡也別氣餒，該網站現場

也提供3D打印服務，顧客可以將自

己的臉印上咖啡奶泡，等待下個賞

識自己的人將這杯咖啡帶走。

交友網站的工作人員稱，有很

多網站會員會選擇喝咖啡約會，因

此她們就將約會和咖啡結合，讓大

家更容易認識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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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高級貿易顧問
指責德國操縱歐元匯率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

得· 納瓦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指責德國操縱歐元匯率，

導致歐元被“嚴重低估”，損害了美國和歐盟其他成員國利益。

納瓦羅認為，德國借助被“嚴重低估”的歐元“剝削”了美國

和歐盟其他成員國，德國與美國和其他歐盟成員國的貿易不平衡現

狀就是明證。

當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出席新聞發布會

時反駁了納瓦羅的指責。她表示，德國並未操縱歐元匯率，歐元匯

率屬於歐洲央行的職權範疇，德國壹直支持歐洲央行的獨立性，且

不會改變這壹立場。

除納瓦羅外，美國商務部長提名人選威爾伯· 羅斯和貿易代表

提名人選羅伯特· 萊特希澤在對外貿易方面也均持鷹派立場。分析

人士擔憂，從主要商貿官員的人選來看，特朗普政府未來可能更加

關註貿易執法而非推動貿易自由化，這可能導致美國對外貿易摩擦

增加，惡化全球貿易環境。

美國舊金山率先起訴總統特朗普
綜合報導 美國舊金山市近日向美國聯

邦法院提起訴訟，稱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

令削減對移民庇護城市撥款違憲。

舊金山市府律師丹尼斯· 赫雷拉代表市

政府提交了訴訟文件，這也是美國第壹個就

此行政命令起訴特朗普的城市。

赫雷拉當天在市政府的記者會上說，特

朗普的命令體現他對美國憲法和法律制度不

夠尊重，不僅違反美國憲法，也是壹種非美

國式的做法。

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將削減舊金山、

洛杉磯、西雅圖、紐約等300余座移民庇護

城市的聯邦撥款。

《舊金山紀事報》說，市政府每年從聯

邦政府獲得的此項撥款約10億美元，約占每

年預算的10%。

舊金山自1989年實施移民庇護政策，保

護那些因家庭暴力受害的無證移民免受聯邦

法律遞解出境。

資料顯示，大約有1100萬名無證移民居

住在美國，舊金山大約有4.4萬人。

市長李孟賢當天發表聲明稱贊赫雷拉和

他的律師團隊反應迅速敏捷。

他說，“特朗普錯誤的行政命令讓舊金

山缺少安全感，我們堅信，這個命令是違反

憲法的。”

“如果特朗普總統真是要采取措施讓美

國更安全，新政府和國會應該通過全面的移

民制度改革。”李孟賢說。

他還指出，美國需要強大的城市推動美

國向前。舊金山不會就民眾和城市的安全以

及價值觀做出任何妥協，更不會動搖為保護

民眾而做出的承諾。

李孟賢最後強調，當天的的訴訟提醒全

美，舊金山就是這樣壹個城市，只為了正確

的事情去抗爭。

市議會當天也全票通過了決議，反對特

朗普的移民政策。

決議還呼籲慈善組織和私人機構捐款為

移民提供法律援助，包括特朗普上周五簽署

禁止難民和7個穆斯林國家人士來美的行政

命令後受到影響的民眾。

此外，矽谷所在的聖塔克拉拉郡，議會

通過了將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的決定，反對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行政命令。

美國壹家三口生日都在同壹天

概率4800萬分之壹
綜合報導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壹對夫婦同壹天生日，這對壹般家庭

來說已經是件新鮮事了。但更神奇的是，他們的女兒竟也在他們生日

這天出生了。

據報道，霍爾(Michael Hall)與莉薩(Lisa)的女兒在1月27日這天出

生，這壹天恰巧也是兩夫婦的生日。而壹家三口同天生日，概率只有

4800萬分之壹。

莉薩說：“我相信這是我們兩人獲得的最好生日禮物，這很瘋狂

，我已經和丈夫同天出生，現在連女兒都是同壹天出生，實在非常特

別。”

兩人的寶貝女本來預計在1月26日降生，但莉薩分娩時出現並發

癥，醫生決定為她實施剖腹產，結果女兒延至27日淩晨才出生。

莉薩表示，她壹直想生女兒，結果頭壹胎就得償所願，而且更重

要是寶寶能夠健康的出生。

紐約愛樂樂團中國新年音樂會舉行
奏響中西經典共慶雞年春
綜合報導 紐約愛樂樂團第六屆中國新

年音樂會近日晚在紐約林肯中心舉行。中國

著名指揮家余隆再次擔綱指揮，當晚能容納

數千人的大衛· 葛芬音樂廳座無虛席。

今年已是紐約愛樂樂團連續第六年舉辦

中國新年音樂會。音樂會在李煥之作曲的中

國傳統曲目《春節序曲》中拉開帷幕，歡樂

祥和的曲調很快感染了觀眾，演奏壹結束，

場內就響起熱烈掌聲。

旅法華人作曲家陳其鋼作品《萬年歡》

美國首演是本次音樂會的壹大亮點。《萬年

歡》的創作源自湯顯祖《牡丹亭》中的同名

昆曲曲牌，由被譽為“世界最美古典小號手

”的艾莉森· 巴爾松演奏。巴爾松的小號時

而悠揚，時而輕快，與交響樂團的伴奏完美

融合。

有“亞洲第壹花腔女高音”美譽的曹秀

美當天為觀眾帶來了普契尼經典歌劇《圖蘭

朵》選段《主人，請聽我說》，亞當歌劇

《鬥牛士》選段《媽媽，我要告訴妳》以及

三首中國歌曲《小路》、《玫瑰三願》和

《我住長江頭》。

曹秀美優美的音色和高超的演唱技巧令

觀眾陶醉，當她演唱完所有曲目，觀眾的掌

聲經久不息。

音樂會在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波萊羅

舞曲》中落下帷幕。音樂會結束後，主辦方

還舉行了大型慈善晚宴。

紐約愛樂樂團高級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比爾· 托馬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很高興

樂團能夠連續六年舉行中國新年音樂會，這

場音樂會的曲目經過精挑細選，兼具中西方

音樂的精品，不論觀眾是否了解中國傳統文

化都可以欣賞其魅力。

美國美中文化協會主席楊雪蘭告訴中新

社記者，近年來中國春節在紐約的影響力與

日俱增，中國新年音樂會早已走出華人圈，

吸引到越來越多的紐約市民。“這兩年有很

多人提前兩周就會打電話問我音樂會什麽時

候舉行。”楊雪蘭說，相信中國新年音樂會

對於增進美中文化交流將起到非常積極的作

用。

特朗普稱美國藥價高
敦促藥企降價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

近日說，美國藥價已是“天文數
字”，必須采取措施降低藥價。

當天赴白宮參加會談的包括
默克、諾華、禮來等多家知名藥
企高管，以及美國醫藥行業遊說
機構、藥物研究機構、制藥商協
會高管。

特朗普在敦促藥廠降價的同
時，還承諾將削減監管規定、精
簡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加快
新藥上市審批流程、降低藥企成

本。
此外，特朗普還表示，其他

國家必須為藥物研發分擔成本，
他警告說：“我們將叫停全球順
風車。”

特朗普對醫藥公司的批評曾
在1月早些時候令醫藥和生物技
術公司股價暴跌。在當天會談中
，特朗普雖然繼續要求降低藥價
，但也給醫藥企業帶來利好消息
。參與會見的6家醫藥企業中5
家股價31日漲幅超過1%。

美防長即將訪韓美防長即將訪韓
1212架美軍架美軍F-F-1616戰機月內抵韓換防戰機月內抵韓換防

綜合報導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部在新防長出訪韓國、日本之

際公布了12架F-16“戰隼”戰鬥機2月移師朝鮮半島的消息。這將

是特朗普政府上臺後首次調動美國本土軍力赴韓換防。

據報道，隸屬於美軍新澤西州大西洋城空中國民警衛隊的12

架F-16“戰隼”戰機及200多兵力將以輪換部署方式在駐韓美軍烏

山空軍基地駐守6到9個月，而去年4月從明尼蘇達州德盧斯空軍基

地飛赴烏山基地的12架F-16“戰隼”將調往別處換防，美國駐韓空

軍麾下3個大隊60多架的F-16總數不變。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部2004年起定期對韓輪換部署該空軍主力

機型，以提升韓美聯合作戰能力。美方解釋稱，此舉是所謂“戰區

安全包”的壹部分，旨在令換防部隊適應各戰區不同的戰場環境。

五角大樓新掌門馬蒂斯將於當地時間2日訪韓，並於次日出席

任內首場防長會談，與韓國防長韓民求就保持韓美協防態勢、美軍

戰略武器輪換常駐韓國的方案進行商討。

《國家地理》評全球21個最佳海灘 柬埔寨居榜首
綜合報導 海灘是不少人度假首選地。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評出21個全球最佳海

灘，下次度假時不妨考慮壹下。

名列榜首的是柬埔寨拉茲海灘，沙子細

滑如白絲，海水清澈若水晶。冰島的維克黑

沙灘則因黑色沙子入榜，這些沙子其實是顆

粒狀火山熔巖。意大利撒丁島的皮希納斯海

灘則是壹片紅色，中間點綴著杜松灌木和橄

欖樹。西班牙大教堂海灘和菲律賓聖克魯斯

島都有壹片溫柔的粉色沙灘。

夏威夷群島中有壹塊綠色海灘，如抹茶

般清新。

上榜的海灘還有墨西哥瑪麗埃塔群島的

情人海灘，小小的壹片，壹次只能容納6名

遊客。西澳大利亞鯊魚灣的貝殼海灘正如其

名，海灘上堆積著厚厚的白色海扇殼，最厚

處逾9米，綿延數英裏。

珊瑚礁環繞的加勒比庫拉索島Cas Abao

海灘隱藏了壹個奇妙的水下世界，絢爛的珊

瑚，斑斕的海魚，美不勝收。而荷蘭Noord-

wjk海灘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有壹段專門給狗

狗溜達的海灘。

塞舌爾拉迪格島的德阿讓海灘、南太平

洋庫克群島的腳丫島海灘、英國萊姆裏吉斯

海灘、美國俄勒岡州坎農海灘、加利福尼亞

州卡梅爾海灘、佛羅裏達州伯曼海灘、北卡

羅來納州日落沙灘、密歇根湖睡熊小道、伯

利茲南懷特島保護區沙灘、法國濱海路沙灘

，還有毛裏求斯藍色海灣……無論哪壹個，

去過都會讓妳贊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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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前眾院議長河野洋平在大阪市舉行的共同社“如

月會”上發表演講，圍繞位於韓國釜山的日本總領事館前被設置慰

安婦少女像壹事，對日本政府讓駐韓大使臨時回國的對抗措施提出

了質疑。

他指出：“在外交上有怎樣解決問題的方法嗎？由於很難讓大使返回

（韓國），大使不在的狀態在持續。”

據報道，河野還就日本政府同時采取了中斷旨在恢復金融危機時相

互融通美元等的“貨幣互換協議”磋商的措施批評稱：“據稱原本是不

想把慰安婦問題擴大到其他問題，但擴大了這壹問題的是日本。”

他還認為，安倍政府就日本天皇退位展開討論的政府專家會議的人

選也有偏頗。

據悉，專家會議公布的論點整理內容中“僅限當今壹代天皇”退位

的方案更有優勢，但河野主張：“天皇應當是希望切實制定制度。”並

呼籲稱：“僅憑專家會議就隨意決定了方向性。絕不能用那種愚蠢的方

式決定。”

韓韓檢方否認對檢方否認對““親信門親信門””
核心人物崔順實逼供核心人物崔順實逼供

韓國“親信幹政”事件核

心人物崔順實的代理律師李炅

在稱，獨立檢察組在調查崔順

實時不僅惡言相向，還在律師

不在場的情況下對她強行審訊，

“侵犯了當事人的人權”。

“親信門”獨檢組當天針對

侵犯人權的說法予以否認。

【濫用職權？】
韓聯社報道，李炅在當天

在記者會上說，獨檢組去年在

排斥律師的情況下審訊崔順

實，妨害律師行使幫助權，屬

於濫用職權。

他說，起初獨檢組不同意

律師旁聽，在律師方面提出抗

議後才同意參加訊問。當晚10

時30分許，負責審訊的檢察官

提出訊問結束，要求律師離

開。這以後，獨檢組又單獨訊

問了崔順實並對其惡言相向，

強行要求崔順實招認與韓國總

統樸槿惠是“經濟共同體”。

李炅在還說，獨檢組檢

察官拿崔順實的家人相要挾，

包括威脅讓她的後代“擡不

起頭來”，給當事人帶去精

神上的打擊。李炅在還要求

獨檢組公開當時問訊崔順實

的監控錄像。

獨檢組去年12月24日第壹

次傳訊崔順實，但之後崔順實

以健康問題、精神壓力等為由

6次拒絕獨檢組傳喚。

本月25日是崔順實第壹次

強制接受獨檢組傳訊。她抵達

獨檢組辦公室後高聲喊冤，怒

斥獨檢組強求她招認與樸槿惠

是“經濟共同體”，甚至拿她

的小孫子相要挾。

目前，獨檢組方面正以崔

順實涉嫌以不正當手段安排女

兒鄭某進入韓國梨花大學為突

破口對她進行調查。

【否認逼供】
“親信門”獨檢組發言人

李圭喆在記者會上針對崔順實

律師李炅在提出的人權侵害說

法予以否認。

李圭喆說，獨檢組檢察官

從未如崔順實律師所說威脅崔

順實家人，獨檢組在調查時對

嫌疑人及證人等沒有實施過逼

供等人權侵害行為。

他說：“崔順實是總統

‘親信門’核心嫌疑人，所

以我們嚴格地遵從法律和相

關原則調查案件……我們對

崔順實方面提出有損檢察官

人格和榮譽的錯誤信息深感

遺憾。”

就崔順實律師所提公開

監控錄像的要求，李圭喆回

應，進行問詢的房間沒有安

裝監控攝像頭，但當時房門

是開著的，看守所警員就坐

在門外。

【搜青瓦臺？】
韓國檢方證實，打算下月

初前傳訊樸槿惠並對樸槿惠辦

公室進行搜查。

樸槿惠先前表示會配合特

別檢察組的問詢，但尚不清楚

青瓦臺是否會允許檢方搜查。

特檢組擬定的搜查範圍包

括樸槿惠的住處、醫務室、警

衛處、民政事務首席秘書辦公

室和政務首席秘書辦公室等。

按韓聯社的說法，韓國迄

今沒有進入青瓦臺內部搜查證

據的先例。

民調：菲律賓民眾支持政府深化與中俄雙邊關系
綜合報導 菲律賓壹項最

新民調顯示，菲國民眾支持

政府進壹步深化與中國及俄

羅斯之間的雙邊關系。菲律

賓總統府對該項民調結果表

示歡迎。

菲律賓民間調查機構

“亞洲脈搏”日前發布的壹

項民調結果顯示，47%的菲律

賓民眾支持政府探索加強菲

律賓與中國及俄羅斯之間的

安全與防務合作，僅有18%的

菲律賓民眾表示不支持。菲

律賓總統府發言人阿貝拉稱

，該民調結果顯示菲律賓民

眾現在對當前社會政治現實

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們非

常高興，菲律賓人民的視野

越來越寬廣”。

阿貝拉表示，杜特爾特

總統倡導與世界大國建立友

好關系。

去年10月，杜特爾特總

統對中國成功進行了歷史性

國事訪問，掀開中菲兩國關

系發展的新篇章。今年1月17

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

民在菲國首都馬尼拉拜會杜

特爾特總統，杜特爾特總統

當時表示，“去年我訪華以

來，兩國關系全面發展，我

對此感到滿意。我將於今年5

月赴北京出席“壹帶壹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待同

習近平主席再次會晤。”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趙鑒

華近日則在使館新春招待會

上指出，展望2017年，中菲

合作將迎來“更上壹層樓”

的關鍵窗口期。中國將舉辦

“壹帶壹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

次會晤。作為東盟輪值主席

國，菲律賓也將舉辦東亞合

作系列會議。今年還是東盟

成立50周年、中國-東盟旅遊

合作年和蘇祿蘇丹訪華600周

年，可謂“三喜臨門”。

“我們希望中菲兩國抓住機

遇，相互借力，深化合作，

為兩國關系發展再添新動

力，為促進區域和平、安全

與穩定，實現共同發展再做

新貢獻。”

失竊佛像問題或成日韓矛盾新導火索

韓陷入兩難
綜合報導 韓國大田地方法院

本月就韓國的浮石寺要求韓國政府

不要將在日本長崎縣觀音寺失竊的

“觀世音菩薩坐像”交還給日方而

是交給浮石寺壹案做出判決，接受

了該寺幾百年前即擁有所有權的主

張。

報道指出，摸索歸還日方的韓

國政府雖以“無法斷定倭寇的掠

奪”這壹立場當天提起了上訴，但

可以預見其將因韓國輿論兩面為

難。繼設置於釜山的日本總領事館

前的慰安婦少女像，日韓之間似乎

出現了新的導火索。

浮石寺與支持該寺的市民團

體不滿韓國政府的應對，獨自展

開了“歸還”運動。大田地方法

院的判決可謂是支持該運動，浮

石寺住持圓牛幹勁十足地向媒體

表示“希望這能成為文物歸還運

動的起點”。

韓國政府估算過去從朝鮮半島

流入日本的文物約達7.1萬件，計

劃要求歸還其中被“不法或不當”

運至日本的文物。但政府相關人士

困惑地表示：“這次的佛像此前並

非要求歸還的對象。”

韓國政府雖強調正努力“把

（流出的）文物向世人公開”，推

進在日本當地的調查與目錄制作工

作，不過註重民族感情的市民團體

等並不接受。浮石寺所在的忠清南

道的知事最近也向地方法院提交了

希望將佛像交還寺方的請願書。

因釜山少女像的設置，日本政

府讓駐韓大使長嶺安政臨時回國，

返韓履職日期尚無眉目。另壹名韓

國政府相關人士抱怨稱：“雖然能

理解（浮石寺等的）心情，但希望

也能考慮下韓日關系。”

報道隨後指出，然而，似乎

韓國政府的代理人在審理中幾乎

沒有提及觀音寺與作為縣指定有

形文化財產管理佛像的長崎縣等

的立場，使得日本政府內部也紛

紛發出不滿的呼聲，認為“韓國

政府的反駁不充分”（日本外交

消息人士語）。

河野洋平質疑日本政府對韓措施

批日本擴大問題批日本擴大問題

（中央社）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中，法
務部預計明天透過網路票選檢察官代表，法務
部檢察司副司長余麗貞呼聲高，她在競選宣言
說，改革不能針對特定對象，要全面性、制度
性改革。

法務部指出，競選人員包含法務部檢察司
副司長余麗貞(轉任前為台高檢檢察官)、台灣高
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林志?、台北地檢
署檢察官黃兆揚、林達、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蔡
啟文、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白忠志、苗栗地
檢署檢察官黃振倫、澎湖地檢署檢察官吳巡龍
、宜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蔡元仕；明天開始網
路投票，6日截止；9名人選將票選出5人，最高
檢察署無人參選。檢方人士預測，余麗貞穩上
。

其中，余麗貞的競選宣言指出，檢方如何

因應外界的改革訴求、同時也提出檢方的改革
藍圖，在在考驗檢方的應變能力。因此策略上
應同時準備攻擊及防守議題，才能正面迎戰，
避免處於挨打局面。

她的主張，改革不能針對特定對象，而是
要全面性、制度性的改革，因此部裡（法務部
）提給總統府的11項改革議題，絕不是憑空想
像的口號改革，而是已有十幾個小組在運作
（如被害人訴訟參加小組等），提供理論實務
兼俱的論述資料，定期開會研擬可行的改革方
向。

她說，原本以為當個司改幕僚，提供軍火
糧草給前線的委員就好，但幾經思考，既然已
深度參與司改議題，站出來發聲或許是更正向
的選擇，這場仗，很難打，但不得不打，檢方
要更團結，她將在司改洪流中為檢方打拼。

國是會議檢察官代表 余麗貞呼聲高

（中央社）勞動基金運用局今天公布去年新制勞退基金投資績效，基金賺進新台幣515億4000
多萬元，平均每個新制勞工可領4757元，預計3月前分配至勞工的勞退新制帳戶。

年後勞工領紅包，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今天公布去年去年新制勞退基金投資績效，基金去年
收益率為3.23%，賺進515億4000多萬元，如果平均分配給1083萬3893個勞退新制帳戶，每個勞工
約領到4757元；舊制部分去年收益率4.17%，除委外經營收益率達4%以上外，自行運用達8%。

基金局表示，4757元為平均數字，因為每個勞工分紅金額不一樣，實際可領到的金額仍視帳戶
的金額而定，預計3月前就會分配至勞工的勞退新制帳戶。

2005年勞退新制上路後，雇主每月須為勞工提撥至少6%薪資到勞工個人帳戶，勞工則可另外
決定自行提撥率，最高為6%，兩者合計最高12%。帳戶內的提撥金由勞金局投資運用，每年分配盈
虧到勞工帳戶。

勞退基金賺 勞工平均領4757元
（中央社）國銀 105 年中小企業新增放款

新台幣2734億元，全年目標達成率114%，即去
年新增放款目標達標，另外，12月新增放款更
衝上史上新高的1273 億元，其中，800 億元為
美光聯貸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今天公布，截至 105
年12月底止，本國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餘額達
5兆7268億元，較104年底的5兆4524億元增加
2744 億元，其中，12 月對中小企業新增放款
1273億元，為歷年單月新高。

銀行局副局長呂蕙容表示，國銀12月對中

小企業放款新增1273億元，主因年終季節性需
求以及企業聯貸需求增加，其中，800億元為美
光聯貸案。

若就各銀行去年對中小企業的新增授信來
看，以第一銀行、玉山銀行以及華南銀行各約
增加300億元，為前三高的金融機構。

呂蕙容進一步表示，國銀去年對中小企業
新增授信2744億元，相較預定目標2400億元達
成率為114.33%；至於今年對中小企業的新增授
信目標，將待下次的銀行總經理會議時訂定。

（中央社）勞動部今天舉行新春團拜，勞動部長郭芳煜致詞時說，今年不會像過去訂目標
，只想到 「聞雞起五」跟5個心願，其中之一就是年金改革成功。

6天年假結束後，各部會今天紛紛舉行新春團拜，勞動部也不例外，連監督年金改革聯盟
理事長，同時也是勞動部技監的李來希都出席新春團拜。

郭芳煜致詞時表示，未來1年相信會比去年更好，最差也不會像去年這樣。勞基法修法過
程中，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像是華航罷工案、基本工資調整、國道收費員跟復興航空的案子。

他指出，今年不會像過去一樣開支票，定幾個承諾跟目標希望大家達成，只有 「聞雞起五
」4個字，跟5個心願。

對勞動部員工，郭芳煜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心情愉快、出入平安、工作順利跟家庭和樂。
對於勞動部的5個心願，他說，最重要的是希望年金改革可以成功、1例1休順利推動，讓

工時下降、失業降低、職災降低跟勞資爭議可以減少。
有趣的是當郭芳煜講到年金改革成功時，現場傳出笑聲並注目也在現場的李來希，但李來

希並未表達意見。

（中央社）知名帝國菸草
公司 104 年委託巿調公司就
Davidoff 新產品進行巿場調查
，供民眾試抽，違反菸害防制
法遭罰 500 萬元，打行政訴訟
抗罰。行政法院認定開罰有理
，今天駁回告訴，可上訴。

判決指出，帝國菸草公司
經核准經營菸類輸入業務，委
託 一 家 巿 調 公 司 就 Davidoff
Absolute（大衛醇萃）香菸產

品進行巿場調查，以了解香菸
消費者對產品的接受度；經民
眾錄影檢舉巿調人員進行調查
時，除填問卷外，還提供試抽
及觸摸菸品包裝。

台北巿衛生局以違反菸害
防制法規定，對帝國公司開罰
新台幣 500 萬元；帝國公司不
服，打行政訴訟抗罰，由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受理。

法院認定，巿場調查以 1

萬份作為測試產品，對受測者
進行約10分鐘的訪談；再根據
檢舉光碟內容顯示，巿調人員
給與受測者試抽，並詢問是否
有感受到三種味道，再提供菸
品包裝給受測者觸摸，足以達
到廣為招來銷售的廣告或促銷
菸品的目的，確實違反菸害防
制法規定。

新春團拜 郭芳煜盼年金改革成功

美光聯貸案助力國銀中小企業授信飆新高

請民眾試抽菸 菸商抗罰500萬敗訴

22日是新春後上班第一天日是新春後上班第一天，，台南市長賴清德佈達市府台南市長賴清德佈達市府33名新任首長名新任首長，，分別是都發局長莊德分別是都發局長莊德
樑樑、、衛生局長陳怡衛生局長陳怡、、交通局長林炎成交通局長林炎成（（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新春後開工新春後開工 台南台南33新首長走馬上任新首長走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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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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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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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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越野車撼大巴5死
��/###

大馬沉船設計師：船隻超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王莉、中新社及

央視網報道，中國春節假期結束前發生不幸

事故。浙江溫州市文成縣百丈漈鎮外大會村2

日發生一宗4幢4層半民房坍塌事故，據稱共

9人被埋。截至2日晚間9時，已救出的5人

確認遇難，其餘被埋居民生死不明。

春節中國旅遊收益逾4千億

浙江塌樓埋9人已釀5死
一聲轟響如地震 4幢民房轉眼變廢墟

2日上午8時2分，浙江溫州市文成縣百丈漈鎮外
大會村發生4幢4層半民房坍塌事故，其中3幢

倒塌後僅剩1層。在現場指揮救援的溫州文成公安消防局
相關負責人介紹，倒塌現場是一排5層民房，共有6間，
其中3幢倒塌後僅剩1層。據稱，其中兩戶有人在家，初
步統計共有9人。

63歲被埋者用手機打電話獲救
截至2日晚約10時半，一名63歲的被埋老婦主動

用手機往外打電話，向女兒求救！因此被救援人員偵測
出遭埋位置，老婦沒出現致命性傷害，手腳被石壓住，
且手機快沒電，幸而被埋13小時後終獲救。

“轟地一聲響，我以為地震了，連衣服都沒穿，趕
緊抱着孩子和老婆一起跑，太嚇人了……”住在老家的
陳光宗如何都想不到，怎麼房子說倒就倒了！他以為發
生了地震。

當時陳光宗正在房中酣睡。聽到聲響後，他下意識
地抱着5歲的兒子，拉着妻子跑出了門，甚至連衣服都

沒來得及穿。但他出門一看，立刻就傻眼了：原本聳立
在隔壁的4幢房子已垮塌成一片廢墟，碎石瓦礫鋪了一
地。

巨大煙塵瀰漫災場
同時，巨大的煙塵也瀰漫開來。村民陳春龍說：

“當時我還以為是誰家這麼早倒灰塵，煙塵搞得這麼
大，於是我就跑到二樓關窗戶，望出去的時候發現房子
塌了。”陳春龍的家距離倒塌現場不過20米，反應過來
後，他立刻撥打電話報警。

倒塌的4幢民房中，有一幢正是劉旭芳的。當天早
上，劉旭芳因有事提早出門去城裡，這才與“死神”擦
肩而過，幸運地躲過了一“劫”。

房屋倒塌後，劉旭芳接到了鄰居的電話，“鄰居打
電話過來說我家房子倒了，當時我不信啊，說怎麼可能
啊！”直到現在，劉旭芳仍是不敢相信。她說，倒塌的
房子是2001年建好的，一排七間都是一起建的，“去年
才剛剛裝修好，想給兒子當婚房。我昨天（1日）還住
在裡面，怎麼突然就倒了，一點徵兆都沒有，什麼東西
都沒能拿出來……”

牆體像被“削”去半邊
事件發生後，現場停放着多輛警車、消防車以及救

護車，在距離現場約500米的地方已拉起了警戒線。往
裡眺望，可以看到4間民房已垮塌成一片廢墟，瓦礫、
磚塊、木材散落一地；而與倒塌房屋相鄰的3幢民房還
立着，部分牆體剝落，就像被“削”去半邊，露出了赤
紅色的磚牆。

據縣政府2日晚通報，市、縣兩級政府已派出逾
400名消防員、公安及武警等人員到場協助救災。

香港文匯報訊 一艘載有約30名遊客的遊船於1月
28日在馬來西亞沙巴州環灘島附近沉沒，目前已造成3
名中國遊客遇難，5名中國遊客失蹤。據央視2日報道，
馬來西亞事故船隻設計師丹尼爾多迪在社交媒體表示，
事故船隻不能負荷30人以上，為超載。另外它的設計不
適合環灘島附近海域風浪，並且船隻註冊的用途是用於
其他海域的研究。

據中通社報道，遭遇事故的船隻是1月28日從丹絨

亞路碼頭出發。該碼頭臨近哥打基納巴盧國際機場，設
施十分簡陋。前往現場進行調查的馬來西亞政府官員表
示，按照規定，丹絨亞路碼頭僅供當地居民使用，不能
用於商業用途，更不具備接待遊客的資格。

沙巴州旅遊部門表示，自沉船事故發生之後，這個
碼頭就被勒令停止運營。不過當地居民披露，事故發生
之後這幾天，仍有遊客從這裡登船出海。

與事故船隻同型的船艙後部一共有4排座椅，每排能

夠坐4到6人，這也就意味着該艘船的艙內最多只能坐24
個遊客。而發生事故的船上共載有31人，證明可能超
載。

據悉，馬來西亞官方已經對丹絨亞路碼頭上的一些旅
遊設施進行了拆除。哥打基納巴盧市市長楊文海指出，由
於在這些非商用碼頭出海的船隻未經過統一登記，因此不
利於監管。一旦出事，官方很難立刻查到這些船的去向、
以及是否正常返航等相關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金城江
區河池鎮大盧村黎屯路段，日前發
生一輛越野車與一輛大巴相撞的交
通事故，造成越野車上5人當場死
亡，兩車不同程度損壞。事故原因
及財產損失正在進一步調查。事故
發生在1日下午4時30分，經勘
查，兩輛車在相撞後均駛離車道衝
向道路同一側，大巴內無被困人
員，傷者已及時送往醫院救治。越
野車內經初步判斷有3人被困。

事故發生後，現場指揮員立即
組織消防官兵利用搶險車的吊臂將
越野車從排水渠中拖到空曠區域。
在實施搶救過程中，又發現有兩名
被困者，最終確定越野車內共有5
人被困。當晚，救援官兵分批救出
全部被困5人，經確診，被困人員
已無生命跡象。大巴司機透露，在
行車過程中，看到迎面駛來的一輛
越野車正在超車，並突然失控衝了
過來，由於車速過快，大巴避讓不
及，最終兩車撞在一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國家旅遊局2日公佈，2
月1日（正月初五），全國旅遊接
待總人數2,740萬人次，同比增長
14.1%；實現旅遊收入 340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4.8%。據國家旅遊局此前公佈的
數據累加，春節假期前六天，中國
旅遊接待總人數已經超過3.23億人
次，實現旅遊收入4,010億元。

國家旅遊局在1月中旬公佈的
一份春節假日旅遊指南中預計，
2017年春節假日將呈現民眾出遊
火爆、產品供給豐富、旅遊過年漸
成主流的特徵，預計七天長假國內
旅遊人數3.43億人次，同比增長
13.6%。2月1日也是春節長假的倒
數第二天，各地迎來旅遊、探親、
務工的返程客流高峰。北京、上
海、廣州、深圳、成都等城市成為
回程熱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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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員將被困者送院救援人員將被困者送院
救治救治。。 中新社中新社

■■浙江溫州浙江溫州22日發生日發生44幢民房坍塌事故幢民房坍塌事故，，
據稱共據稱共99人被埋人被埋，，已釀已釀55死死。。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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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越野車撼大巴5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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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沉船設計師：船隻超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王莉、中新社及

央視網報道，中國春節假期結束前發生不幸

事故。浙江溫州市文成縣百丈漈鎮外大會村2

日發生一宗4幢4層半民房坍塌事故，據稱共

9人被埋。截至2日晚間9時，已救出的5人

確認遇難，其餘被埋居民生死不明。

春節中國旅遊收益逾4千億

浙江塌樓埋9人已釀5死
一聲轟響如地震 4幢民房轉眼變廢墟

2日上午8時2分，浙江溫州市文成縣百丈漈鎮外
大會村發生4幢4層半民房坍塌事故，其中3幢

倒塌後僅剩1層。在現場指揮救援的溫州文成公安消防局
相關負責人介紹，倒塌現場是一排5層民房，共有6間，
其中3幢倒塌後僅剩1層。據稱，其中兩戶有人在家，初
步統計共有9人。

63歲被埋者用手機打電話獲救
截至2日晚約10時半，一名63歲的被埋老婦主動

用手機往外打電話，向女兒求救！因此被救援人員偵測
出遭埋位置，老婦沒出現致命性傷害，手腳被石壓住，
且手機快沒電，幸而被埋13小時後終獲救。

“轟地一聲響，我以為地震了，連衣服都沒穿，趕
緊抱着孩子和老婆一起跑，太嚇人了……”住在老家的
陳光宗如何都想不到，怎麼房子說倒就倒了！他以為發
生了地震。

當時陳光宗正在房中酣睡。聽到聲響後，他下意識
地抱着5歲的兒子，拉着妻子跑出了門，甚至連衣服都

沒來得及穿。但他出門一看，立刻就傻眼了：原本聳立
在隔壁的4幢房子已垮塌成一片廢墟，碎石瓦礫鋪了一
地。

巨大煙塵瀰漫災場
同時，巨大的煙塵也瀰漫開來。村民陳春龍說：

“當時我還以為是誰家這麼早倒灰塵，煙塵搞得這麼
大，於是我就跑到二樓關窗戶，望出去的時候發現房子
塌了。”陳春龍的家距離倒塌現場不過20米，反應過來
後，他立刻撥打電話報警。

倒塌的4幢民房中，有一幢正是劉旭芳的。當天早
上，劉旭芳因有事提早出門去城裡，這才與“死神”擦
肩而過，幸運地躲過了一“劫”。

房屋倒塌後，劉旭芳接到了鄰居的電話，“鄰居打
電話過來說我家房子倒了，當時我不信啊，說怎麼可能
啊！”直到現在，劉旭芳仍是不敢相信。她說，倒塌的
房子是2001年建好的，一排七間都是一起建的，“去年
才剛剛裝修好，想給兒子當婚房。我昨天（1日）還住
在裡面，怎麼突然就倒了，一點徵兆都沒有，什麼東西
都沒能拿出來……”

牆體像被“削”去半邊
事件發生後，現場停放着多輛警車、消防車以及救

護車，在距離現場約500米的地方已拉起了警戒線。往
裡眺望，可以看到4間民房已垮塌成一片廢墟，瓦礫、
磚塊、木材散落一地；而與倒塌房屋相鄰的3幢民房還
立着，部分牆體剝落，就像被“削”去半邊，露出了赤
紅色的磚牆。

據縣政府2日晚通報，市、縣兩級政府已派出逾
400名消防員、公安及武警等人員到場協助救災。

香港文匯報訊 一艘載有約30名遊客的遊船於1月
28日在馬來西亞沙巴州環灘島附近沉沒，目前已造成3
名中國遊客遇難，5名中國遊客失蹤。據央視2日報道，
馬來西亞事故船隻設計師丹尼爾多迪在社交媒體表示，
事故船隻不能負荷30人以上，為超載。另外它的設計不
適合環灘島附近海域風浪，並且船隻註冊的用途是用於
其他海域的研究。

據中通社報道，遭遇事故的船隻是1月28日從丹絨

亞路碼頭出發。該碼頭臨近哥打基納巴盧國際機場，設
施十分簡陋。前往現場進行調查的馬來西亞政府官員表
示，按照規定，丹絨亞路碼頭僅供當地居民使用，不能
用於商業用途，更不具備接待遊客的資格。

沙巴州旅遊部門表示，自沉船事故發生之後，這個
碼頭就被勒令停止運營。不過當地居民披露，事故發生
之後這幾天，仍有遊客從這裡登船出海。

與事故船隻同型的船艙後部一共有4排座椅，每排能

夠坐4到6人，這也就意味着該艘船的艙內最多只能坐24
個遊客。而發生事故的船上共載有31人，證明可能超
載。

據悉，馬來西亞官方已經對丹絨亞路碼頭上的一些旅
遊設施進行了拆除。哥打基納巴盧市市長楊文海指出，由
於在這些非商用碼頭出海的船隻未經過統一登記，因此不
利於監管。一旦出事，官方很難立刻查到這些船的去向、
以及是否正常返航等相關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金城江
區河池鎮大盧村黎屯路段，日前發
生一輛越野車與一輛大巴相撞的交
通事故，造成越野車上5人當場死
亡，兩車不同程度損壞。事故原因
及財產損失正在進一步調查。事故
發生在1日下午4時30分，經勘
查，兩輛車在相撞後均駛離車道衝
向道路同一側，大巴內無被困人
員，傷者已及時送往醫院救治。越
野車內經初步判斷有3人被困。

事故發生後，現場指揮員立即
組織消防官兵利用搶險車的吊臂將
越野車從排水渠中拖到空曠區域。
在實施搶救過程中，又發現有兩名
被困者，最終確定越野車內共有5
人被困。當晚，救援官兵分批救出
全部被困5人，經確診，被困人員
已無生命跡象。大巴司機透露，在
行車過程中，看到迎面駛來的一輛
越野車正在超車，並突然失控衝了
過來，由於車速過快，大巴避讓不
及，最終兩車撞在一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國家旅遊局2日公佈，2
月1日（正月初五），全國旅遊接
待總人數2,740萬人次，同比增長
14.1%；實現旅遊收入 340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4.8%。據國家旅遊局此前公佈的
數據累加，春節假期前六天，中國
旅遊接待總人數已經超過3.23億人
次，實現旅遊收入4,010億元。

國家旅遊局在1月中旬公佈的
一份春節假日旅遊指南中預計，
2017年春節假日將呈現民眾出遊
火爆、產品供給豐富、旅遊過年漸
成主流的特徵，預計七天長假國內
旅遊人數3.43億人次，同比增長
13.6%。2月1日也是春節長假的倒
數第二天，各地迎來旅遊、探親、
務工的返程客流高峰。北京、上
海、廣州、深圳、成都等城市成為
回程熱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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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員將被困者送院救援人員將被困者送院
救治救治。。 中新社中新社

■■浙江溫州浙江溫州22日發生日發生44幢民房坍塌事故幢民房坍塌事故，，
據稱共據稱共99人被埋人被埋，，已釀已釀55死死。。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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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港人上車靠“父幹”
樓價與收入脫節 調查稱新特首須續增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香港樓價高到離譜，與市民收

入脫節程度愈來愈大，形成不少人要靠“父幹”即父母資助首期才

能“上車”。美聯集團2日一項調查顯示，近5年香港首置客中，

有38%人靠父母或家人資助首期，近6成買家為個人/共同買家積蓄

支付首期。相關情況已較內地的逾67%為好，不過，調查指出，港

人靠“父幹”買樓仍處於起步，隨着樓價越來越離地，估計日後靠

“父幹”比例繼續上升。

新潮語“成功靠父幹，買樓靠投
胎”。日前荃灣西柏傲灣開售

時，買家陳先生的“買樓投胎論”震驚
700萬香港人，焉知這原來只是陳先生
對無殼蝸牛既殘酷又真情的告白。

美聯物業於春節前夕透過電話訪問
近5年首次置業的客戶，發現近年一手
巿場屢現家長資助子女置業個案，調查
顯示，有38%人靠父母或其他家人協助
首期，近6成買家為個人/共同買家積蓄
支付首期。

相比內地 香港只屬小兒科
美聯集團副主席黃靜怡2日表示，

對比內地買樓靠“父幹”的勢頭，香港
靠“父幹”只是小兒科，料未來還有一
定增長空間。她引用世邦魏理仕去年底
發佈研究報告，1,000名受訪的中國內
地“千禧一代”中，逾67%已置業者獲
父母資助入巿。

港家庭入息中位數遠未達標
之所以有這麼多港人要靠“父幹”

上車，當然是個人收入與樓價嚴重脫
節，單靠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上車。以
最近熱賣的荃灣西柏傲灣318方呎開放
式入場單位為例，定價 516.8 萬元
（港元，下同），付首期四成後，餘款
310.08 萬元須做按揭，年息同樣 2.5
厘，供 30 年及供 20 年每月供款為

12,252元及16,431元，由於銀行批按揭
時會以加息3厘作壓力測試，計算下來
即買家必須要有30,000元及36,000元月
薪才能獲批按揭。一般而言，目前職場
新人的月薪大約只有12,000元，而政府
統計處最新的2016年第三季香港家庭每
月入息中位數也僅為26,000元，也遠未
達到入息條件，反映香港樓價有多麼的
畸型。

黃靜怡表示，雖然現時首置買家
“靠自己”仍是主流，惟預期隨着雞年
樓價續升，靠“父幹”、“母幹”上車
個案比例將進一步上升。不過，她認為
現時的父母大多有能力可資助子女首
期，因為普遍上一代置業人士於90年代
初入巿，多數採用20年供款年期，不少
上一代業主已“供斷”樓款，可協助首
期以減輕子女置業負擔，據2011年人口
普查資料，6成自置家庭已供滿樓。

樓市加辣 二手壓量不壓價
黃靜怡續指，港府加辣後遺症進一

步浮現，二手壓量不壓價，無助年輕人
上車，樓巿供求仍然是新任政府和特首
首要解決的房屋問題。調查所見，大部
分被訪者贊同從增加供應層面入手扶助
年輕人置業，4成促請當局持續覓地，
支持增建資助房屋及推出置業貸款各佔
26%及22%，逾1成被訪者主張再推出
港人首次置業住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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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美聯集團2日舉行新春團
拜，主席黃建業表示，預計全年一手交投2萬宗，而今年樓價
波幅約10%，年終時5%升幅，集團年內計劃再開20分行，希
望增聘600人-800人。

黃建業表示，香港回歸20年，樓價經歷10年升市和10年
跌市，他稱，董建華治港5年樓價下跌，而曾蔭權和梁振英治
港時期，因單位供應較少，和樓市辣招等因素，令樓價上升。
現時樓市較1997年高位累升近4成，個別類型物業升幅較多，
如別墅和寫字樓。

他認為，今年樓市極具挑戰，多年來樓價已累積不少升幅，
而自從非法“佔中”後，自由行減少，令香港經濟開始下滑等因
素，有機會影響樓市升幅。他續稱，除了早年自由行來港消費，
令樓價上升外，樓市較少由經濟帶動，而香港樓價升跌主要由外
圍因素影響，如早前內地資金來港投資和雷曼事件等。他預期，
今年樓市“高價牛皮”，樓價平均有10%的調整，5%的升幅。
全年一手成交約2萬宗，而二手成交將會收縮。

他續稱，現時供應減少，而政府早前所推出的樓市辣招，令
二手成交減少，二手樓價有“乾升”的情況，購買力集中於一手
市場，預料今年樓價“價升量跌”，整體樓市發展不健康，不過
他認為，若樓價回落，政府須要撤除樓市辣招，惟實行時須小
心，因一手和二手業主將受影響。

黃建業：樓價今年再升5%

■黃建業表示黃建業表示，，回歸廿載樓巿回歸廿載樓巿““十上十落十上十落””樓價累升近樓價累升近44成成，，近近44成人上車成人上車
靠靠““父幹父幹”。”。圖為美聯集團新春團拜一眾高層合攝圖為美聯集團新春團拜一眾高層合攝。。 顏倫樂顏倫樂攝攝

近四成被訪者上車靠“父幹”

回歸20年 樓價“十上十落”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7年2月3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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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價與收入脫節 調查稱新特首須續增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香港樓價高到離譜，與市民收

入脫節程度愈來愈大，形成不少人要靠“父幹”即父母資助首期才

能“上車”。美聯集團2日一項調查顯示，近5年香港首置客中，

有38%人靠父母或家人資助首期，近6成買家為個人/共同買家積蓄

支付首期。相關情況已較內地的逾67%為好，不過，調查指出，港

人靠“父幹”買樓仍處於起步，隨着樓價越來越離地，估計日後靠

“父幹”比例繼續上升。

新潮語“成功靠父幹，買樓靠投
胎”。日前荃灣西柏傲灣開售

時，買家陳先生的“買樓投胎論”震驚
700萬香港人，焉知這原來只是陳先生
對無殼蝸牛既殘酷又真情的告白。

美聯物業於春節前夕透過電話訪問
近5年首次置業的客戶，發現近年一手
巿場屢現家長資助子女置業個案，調查
顯示，有38%人靠父母或其他家人協助
首期，近6成買家為個人/共同買家積蓄
支付首期。

相比內地 香港只屬小兒科
美聯集團副主席黃靜怡2日表示，

對比內地買樓靠“父幹”的勢頭，香港
靠“父幹”只是小兒科，料未來還有一
定增長空間。她引用世邦魏理仕去年底
發佈研究報告，1,000名受訪的中國內
地“千禧一代”中，逾67%已置業者獲
父母資助入巿。

港家庭入息中位數遠未達標
之所以有這麼多港人要靠“父幹”

上車，當然是個人收入與樓價嚴重脫
節，單靠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上車。以
最近熱賣的荃灣西柏傲灣318方呎開放
式入場單位為例，定價 516.8 萬元
（港元，下同），付首期四成後，餘款
310.08 萬元須做按揭，年息同樣 2.5
厘，供 30 年及供 20 年每月供款為

12,252元及16,431元，由於銀行批按揭
時會以加息3厘作壓力測試，計算下來
即買家必須要有30,000元及36,000元月
薪才能獲批按揭。一般而言，目前職場
新人的月薪大約只有12,000元，而政府
統計處最新的2016年第三季香港家庭每
月入息中位數也僅為26,000元，也遠未
達到入息條件，反映香港樓價有多麼的
畸型。

黃靜怡表示，雖然現時首置買家
“靠自己”仍是主流，惟預期隨着雞年
樓價續升，靠“父幹”、“母幹”上車
個案比例將進一步上升。不過，她認為
現時的父母大多有能力可資助子女首
期，因為普遍上一代置業人士於90年代
初入巿，多數採用20年供款年期，不少
上一代業主已“供斷”樓款，可協助首
期以減輕子女置業負擔，據2011年人口
普查資料，6成自置家庭已供滿樓。

樓市加辣 二手壓量不壓價
黃靜怡續指，港府加辣後遺症進一

步浮現，二手壓量不壓價，無助年輕人
上車，樓巿供求仍然是新任政府和特首
首要解決的房屋問題。調查所見，大部
分被訪者贊同從增加供應層面入手扶助
年輕人置業，4成促請當局持續覓地，
支持增建資助房屋及推出置業貸款各佔
26%及22%，逾1成被訪者主張再推出
港人首次置業住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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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美聯集團2日舉行新春團
拜，主席黃建業表示，預計全年一手交投2萬宗，而今年樓價
波幅約10%，年終時5%升幅，集團年內計劃再開20分行，希
望增聘600人-800人。

黃建業表示，香港回歸20年，樓價經歷10年升市和10年
跌市，他稱，董建華治港5年樓價下跌，而曾蔭權和梁振英治
港時期，因單位供應較少，和樓市辣招等因素，令樓價上升。
現時樓市較1997年高位累升近4成，個別類型物業升幅較多，
如別墅和寫字樓。

他認為，今年樓市極具挑戰，多年來樓價已累積不少升幅，
而自從非法“佔中”後，自由行減少，令香港經濟開始下滑等因
素，有機會影響樓市升幅。他續稱，除了早年自由行來港消費，
令樓價上升外，樓市較少由經濟帶動，而香港樓價升跌主要由外
圍因素影響，如早前內地資金來港投資和雷曼事件等。他預期，
今年樓市“高價牛皮”，樓價平均有10%的調整，5%的升幅。
全年一手成交約2萬宗，而二手成交將會收縮。

他續稱，現時供應減少，而政府早前所推出的樓市辣招，令
二手成交減少，二手樓價有“乾升”的情況，購買力集中於一手
市場，預料今年樓價“價升量跌”，整體樓市發展不健康，不過
他認為，若樓價回落，政府須要撤除樓市辣招，惟實行時須小
心，因一手和二手業主將受影響。

黃建業：樓價今年再升5%

■黃建業表示黃建業表示，，回歸廿載樓巿回歸廿載樓巿““十上十落十上十落””樓價累升近樓價累升近44成成，，近近44成人上車成人上車
靠靠““父幹父幹”。”。圖為美聯集團新春團拜一眾高層合攝圖為美聯集團新春團拜一眾高層合攝。。 顏倫樂顏倫樂攝攝

近四成被訪者上車靠“父幹”

回歸20年 樓價“十上十落”



more than just the seven targeted countries.
“And the turmoil inflicted by this sudden disruption is 
spilling over into the broader United States, as family 
members desperately seek to reunite with their loved 
ones.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continue to be blocked 
from their homes, schools and workplaces,” she said 
in the statement released by No Ban JFK.

She added that the attorneys at JFK have stayed put 
since Trump issued the executive order on Friday, 
offering legal assistance to those caught in the U.S. 
government’s immigration dragnet.
“We are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individuals being 

prevented from boarding flights at points of departure,” 
Mackler said.
The team of pro-bono lawyers and volunteers at JFK 
are being coordinated by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tion (AILA) and NYIC.
Asian Correspondent has contacted the group for 
updates on the situation at JFK. A press statement is 
expected by tomorrow.
Protesters hold signs in opposition 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ban on immigration and travel outside 
Terminal 4 at JFK airport in Queens, New York City. 
Source: Reuters/Joe Penney
Trump made good on one of his campaign promises 
last Friday when he, in one seismic move,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banned citizens from seven 
Muslim-majority nations from entering the U.S. for 
the next 90 days.
The order also suspended admission of all refugees for 
120 days.
Chaos and confusion immediately gripped U.S. 
airports as protesters gathered to rail against the 
policy and travelers found themselves caught up in the 
immigration nightmare that many are calling a blanket 
ban on all Muslims.
Over in Southeast Asia, politicians in Muslim-majority 
Indonesia and Malaysia expressed concern as the ban 
took effect, although the two countries were not named 
in the list.
Indonesia’s Foreign Minister Retno Marsudi on 
Sunday said his country deeply regretted Trump’s plan.
Malaysian politicians such as Ong Kian Ming, a 
parliamentarian from the opposition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labelled the move “inhumane”.
Neither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nor his 
Indonesian counterpart Joko Widodo have spoken out 

In the chaotic aftermath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ntroversial immigration ban, news has 
emerged that 71 individuals from 20 countries – most 
of which were not on the U.S. travel blacklist – were 
detained Tuesday at New York’s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ose detained, according to No Ban JFK, a coalition 
of volunteer attorneys camped out at JFK, include a 
Malaysian and a Chinese national, as well as travelers 
from Turkey, Sri Lanka, Pakistan, France, Algeria, 
Jordan, Qatar, Senegal, Switzerland, Algeria, Egypt 
and Guinea.
Others in the lawyers’ list released on social media 
include travelers from Iran, Iraq, Syria, Sudan and 
Libya, five of the seven countries named in Trump’s 
ban. The remaining two are Yemen and Somalia.
Camille Mackler, Director of Legal Initiatives at the 
New York Immigration Coalition (NYIC), pointed out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detentions prove the ban affects 

against the ban.
In response to the concerns, however, a spokesman 
from the U.S. Embassy in Malaysia said Sunday that 
Malaysians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the order.
“Malaysians can continue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valid visa,” the spokesman was quoted as telling 
local daily The Star.
SEE ALSO: Muslim-majority Indonesia deeply regrets 
US immigrant vetting plans
On Wednesday, responding to news of the Malaysian 
detained at JFK, the embassy told Malay Mail Online 
the same.
“The Executive Order stands as it was issued last 
week. Malaysia is not on the list of countries affected 
by the Executive Order.
“Malaysians can continue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valid visa,” it was quoted as telling the 
news portal in a Twitter message. (Courtesy https://
asiancorrespondent.com/2017/02/malaysian-chinese-
travelers-caught-trumps-immigration-dragnet) 

NEW YORK, U.S. - The U.S. dollar struggled on Wednesday to maintain its 
momentum follow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harge that Germany, Japan and 
China were devaluing their currencies to gain trade benefits.
On Tuesday, Trump complained that every "other country lives on devaluation."
In a speech to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executives at the White House, the U.S. 
president said, “You look at what China is doing and what Japan has done over the 
years… they played the money market and the devaluation market and we sit there 
like a bunch of dummies.”
Just hours earlier, his top trade adviser Peter Navarro said Germany was using a 
"grossly undervalued" euro to gain an unfair advantage over the U.S. and other EU 
countries.
Following these comments, the dollar suffered its worst January in 30 years, 
plummeting towards 112 yen briefly on Tuesday.
On Wednesday, however, the U.S. currency recovered and traded above 113 yen in 
afternoon trade as investors sensed a bargain, lifting overall sentiment about Japanese 
shares.
The Nikkei finally ended 0.6 percent up at 19,148.08.
Japan, meanwhile, reject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marks that Tokyo was 
deliberately weakening the yen to gain an unfair trade advantage over the U.S.

Japanese PM Shinzo Abe, 
with an eye on next week’s 
meeting, said, “We have 
tasked the Bank of Japan 
under Governor (Haruhiko) 
Kuroda with an appropriate 
monetary policy to achieve 
the two percent price-
stability goal.”
“We have repeatedly said 
their criticism that we are 
guiding the yen lower is not 

true.”
Japanese government spokesperson Yoshihide Suga was a little more frank, saying the 
comments were “completely off the mark.”
A Japanese finance ministry official reiterated the denial that Japan was deliberately 
seeking a weaker yen.
“Foreign exchange rates are led by the markets. We are not manipulating them,” 
Masatsugu Asakawa, vice finance minis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aid, according 
to Kyodo.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what (Trump) actually meant,” Asakawa added, since Japan 
had not intervened in forex markets for some time.
Trump has threatened punitive tariffs on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 a bid to 
force manufacturers, domestic and foreign, to produce and hire Americans.
Meanwhile, other Asian market saw mixed results on Wednesday.
Hong Kong stocks returned from a four-day holiday, with the Hang Seng Index ending 
down 0.2 percent at 23,318.3.
Australia’s S&P/ASX 200 rebounded 0.6 percent to end at 5,653.20.
South Korea’s Kospi finished at 2,080.48, up 0.6 percent for the day, while New 
Zealand’s NZX 50 Index reversed early losses and inched up 0.1 per cent to settle at 
7,035.39.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Trump Accuses Japan, China Of Devaluing Currencies

Malaysian, Chinese Travelers Caught
In Trump’s Immigration “Dr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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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ers hold signs in opposition 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ban on immigration and travel outside 
Terminal 4 at JFK airport in Queens, New York City. (Photo/
Reuters)Volunteer lawyers work in a dining area of Terminal 4 to 

assist travelers detained as part of Donald Trump's travel 
ban at the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Queens, 
New York. (Photo/Reuters)

Trump Made The Accusations While Delivering  A Speech To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Execu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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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奶農歐盟理事會外噴灑奶粉歐洲奶農歐盟理事會外噴灑奶粉 街道猶如下大雪街道猶如下大雪

比利時布魯塞爾比利時布魯塞爾，，歐洲奶農在歐洲奶農在
歐盟理事會大樓外噴灑奶粉抗議奶歐盟理事會大樓外噴灑奶粉抗議奶
市場危機市場危機，，而歐盟各成員國農業部而歐盟各成員國農業部
長們當時正在這座變成奶白色的大長們當時正在這座變成奶白色的大
樓中召開樓中召開20172017年首次部長級會議年首次部長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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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地降雪後日本多地降雪後，，給當地民眾生活帶來不便給當地民眾生活帶來不便，，圖為擁擠在公路上的汽車圖為擁擠在公路上的汽車。。

古巴哈瓦那遭遇洪水古巴哈瓦那遭遇洪水 街道變街道變““河道河道””

古巴哈瓦那古巴哈瓦那，，當地遭遇洪水當地遭遇洪水，，城市變成城市變成““壹片汪洋壹片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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