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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法院發逮捕令 三星少主被捕

（綜合報導）南韓法院
今天凌晨表示，已核發對三
星 集 團 （Samsung Group）
少主李在鎔的逮捕令，他隨
即正式遭到逮捕。李在鎔涉
及政府貪腐醜聞，這起醜聞
導致國會彈劾總統朴槿惠。
聯 合 新 聞 通 訊 社
（Yonhap）報導，在法院發
出逮捕
令後，擔任三星電子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副 會 長 的 李 在 鎔 正 式
被捕，成為首位因為犯罪調
查被捕的南韓大財團負責人
。
不過，首爾中央地方法
院拒絕核發對三星電子公司
社 長 朴 商 鎮 （Park Sang-jin
）的逮捕令。
獨立檢察組上個月就想
逮捕李在鎔，但要求遭法院
駁回，14 日再度要求法院核
發對這兩位三星高級主管的
逮捕令。

李在鎔是三星集團會長
李健熙的獨子，目前是集團
的實際負責人。他因涉嫌捲
入這起動搖國本的醜聞，已
數度接受檢方訊問。
檢方上個月指控李在鎔
賄賂朴槿惠的親信崔順實，
金額將近 4000 萬美元，他當
時險些遭到正式逮捕。
這起醜聞案的核心人物
是朴槿惠的閨蜜崔順實，她
被控利用與總統的關係，強
迫企業捐款總計近 7000 萬美
元給兩個非營利性基金，並
涉嫌利用這些錢牟取私利。
三星是這些捐款的最大
金主，並且被控另外行賄崔
順實和她的女兒數百萬歐元
，企圖因而取得朴槿惠的政
策眷顧。
朴槿惠被控是崔順實醜
聞案的共犯，她也被控縱容
沒有官銜而且未通過安全查
核的崔順實插手廣泛國政，
包括提名重要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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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改提勞工部長人選 首位西語裔閣員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
普昨天宣布，改提名曾任職全
國勞工關係局的阿科斯達出任
勞工部長。原先獲提名的人選
帕茲德因爆發連串爭議，昨天
宣布放棄提名，使川普人事布
局一周內兩度受挫。
路透社報導，阿科斯達
（R. Alexander Acosta）現任佛
羅 里 達 國 際 大 學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法 學 院
院長，他是川普提名的首位西
班牙語裔內閣首長。
川普告訴聚集在白宮東廂
的記者： 「他有很棒的事業生
涯。我想他將會是很棒的勞工
部長。」
阿科斯達曾任公職數十年

，擔任過三個由總統任命並獲
國會參議院認可的職位。他先
後獲共和黨籍前總統小布希
（George W. Bush） 任 命 擔 任
全國勞工關係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以及司法
部重要職位。
速食業者 CKE 餐廳（CKE
Restaurants Inc）執行長帕茲德
（Andrew Puzder）因陷入一連
串爭議、投訴及潛在衝突，而
打了退堂鼓。CKE 餐廳旗下有
哈帝漢堡（Hardee's）和卡樂星
（Carl's Jr.）等知名連鎖速食店
。
帕茲德本月稍早坦言，他
和妻子僱用 1 名無證移民當清
潔管家。他近幾個月面臨一連

串投訴和法律案件，員工槓上
他的連鎖企業。
此外，帕茲德前妻數十年
前在名嘴歐普拉（Oprah Winfrey）節目中指控他家暴的影片
最近再度浮上檯面，不過前妻
已撤回這些指控。
面對自身任命案恐難在聯
邦參議院投票過關的疑慮，帕
茲德決定放棄爭取任職，讓川
普本週再受打擊。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佛林
（Michael Flynn）任職不到 1 個
月就於本月 13 日深夜閃電辭職
，白宮還在努力平息餘波，此
時帕茲德卻決定退出提名，讓
白宮本週再度遇挫。

川普變招避法律戰 將修改重發旅行禁令

（綜合報導）根據美國司
法部今天提交法院的文件，美
國總統川普將 「在最近的未來
」發布新的行政命令，取代暫
停七個穆斯林居多數國家人民
入境的命令，因此撤回針對此
案向法院提出的抗告。
路透社報導，司法部表示
，鑑於川普即將發布新命令，
舊金山的聯邦上訴法院應該不
必再重新審理下級法院凍結川
普 1 月 27 日所發布禁令的裁定
。
文件中說： 「如此一來，
總統將清除障礙，可以立即保
護國家，而不必再進行可能曠
日廢時的訴訟。」

華盛頓州對川普禁令的合
法性提出挑戰後，西雅圖的聯
邦地方法院法官羅巴特（James
Robart）2 月初諭令暫時凍結禁
令，此舉引發川普透過推特憤
怒砲轟，批評這位法官和法庭
制度。
不過，美國第九巡迴上訴
法院三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上
周一致決定駁回司法部提出的
抗告，支持羅巴特的裁定，拒
絕恢復川普禁令。
美聯社報導，川普政府不
希望上訴法院組成更大合議庭
處理此案，因此決定變招，改
為修改禁令。
川普今天下午舉行記者會

時表示，他發布旅行禁令原本
「非常順利」，但行政部門遭
遇法院作出的壞裁定。他說，
他的新命令將會遵照法律上的
裁決。
他表示： 「新的命令將會
大大修改，以配合我認為是非
常糟糕的裁定。我們可以修改
命令配合法院裁定，照樣達成
一切目標，也許更多。」
司法部的文件只說川普的
命令會 「大幅修改」，但並未
提及細節。上周有國會助理向
路透社透露，川普也許會改寫
原先的命令，明確將擁有永久
居留權的綠卡持有人排除在禁
令之外。

（路透社
路透社）
）

巴國清真寺遭炸彈攻擊 至少72死150傷
（綜合報導）巴基斯坦
警方官員表示，南部信德省
一座人潮擁擠的伊斯蘭教蘇
菲派（Sufi）聖殿今天遭自殺
炸彈客攻擊，造成超過 70 人
喪生和 150 人受傷。伊斯蘭國
（IS）已宣稱犯案。
這起爆炸案發生在信德
省 城 鎮 塞 萬 赫 沙 利 夫 （Sehwan Sharif），當地警方官員
塞薩（Shabbir Sethar）在醫院

調查導致國家安
全顧問佛林辭職
的情報外洩問題
。
川普在記者會
表示： 「他們一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今天 一再與俄羅斯官員接觸的傳聞，宣稱
無所知。他們沒有去俄羅斯。他們從
再摃上媒體，否認他競選團隊成員曾 這全是 「假新聞」。他並要求司法部

川普斥與俄接觸假新聞 查情報機構洩密

告訴路透社，死亡人數還可
能上升。
他透過電話表示： 「至
少有 72 人喪生，還有 150 人
受傷。」
遭攻擊的是紀念蘇菲派
聖 人 拉 爾 ． 沙 巴 茲 （Lal
Shahbaz Qalandar） 的 清 真 寺
。巴基斯坦塔利班游擊隊
（Pakistani Taliban）和其他激
進伊斯蘭好戰分子本周果如

沒打電話到俄國。也從沒接到電話。
這全是假新聞。」
他也為本周遭他要求請辭的國家
安全顧問佛林（Michael Flynn）說話
，認為佛林在他就任總統前與俄國大
使談話根本沒有錯。
川普說： 「他是做自己的工作。

威脅發動新的攻勢，爆炸攻
擊連連，這是其中最重大的
一起。
與伊斯蘭國掛鉤的阿瑪
克通訊社（Amaq）報導，伊
斯蘭國已宣稱犯下這起自殺
炸彈攻擊事件。這個聖戰團
體的根據地在中東地區，在
巴基斯坦勢力還很小，但活
動漸增。

他只是要做自己的工作。」
他表示，是 「情報機構的人」放
出消息，他批評這是 「洩密罪行」。
他又說： 「我們對此非常嚴肅以
對。我已找過各機構的所有主管。其
實我已要求司法部調查這些洩密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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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難民危機緣何讓歐盟如此狼狽？

綜合報導 德國柏林聖誕集市恐怖襲
擊案發生後，歐盟如何應對難民問題再
度成為關註的熱點。歐盟委員會主席容
克近日表示：“當談及管控難民危機
時，我們已經開始看到相互間的團結。
但我清楚，我們需要更多的團結。”遺
憾的是，可能只有少數人會同意容克在

難民問題上的樂觀態度。難民問題在歐
盟內部引發的分歧巨大，壹些國家出於
道義願意幫助這些難民，但另壹些國家
則更多地將難民視為安全和國家認同的
威脅。
坦率地說，難民數量如此龐大是壹
個巨大挑戰。迄今為止，逃往國外的敘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正式啟動

女王為其揭幕
綜合報導 面對越來越頻繁和復雜的網絡攻擊，英國國家網絡安全
中心（NCSC）正式啟動，英國女王為該中心揭幕。
該中心去年 10 月開始籌建，將搬進倫敦市中心地點正式運作。該中
心將邀請各界的專家參與合作，研究網絡安全威脅和漏洞，並對如何應
對網絡攻擊提出建議。
NCSC 首席執行官馬丁表示，在過去 3 個月，英國遭受 188 次網絡攻
擊。他還發出警告，英國有可能遭受壹次重大網絡攻擊。
他指出，“我們將使英國成為最難攻破的目標。”
NCSC 的首要目標是簡化網絡安全的政府職責分工，用壹個機構保
護所有的重要機構，避免機構無處訴求，從而更好地提供支持。
NCSC 四大主要目標是：降低英國的網絡安全風險；有效應對
網絡事件並減少損失；了解網絡安全環境、共享信息並解決系統
漏洞；增強英國網絡安全能力，並在重要國家網絡安全問題上提
供指導。
該中心是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訊總部的壹部分，也是政府為期 5 年
投資 19 億英鎊戰略計劃的壹部分，旨在加強國家網絡安全。
出席開幕式的還包括財政大臣哈蒙德、內政大臣路德以及國防大臣
法倫等英國政界要員。
哈蒙德表示：“作為財政大臣，我深知數碼領域對英國經濟的重要
性，其每年產值 1180 億英鎊。”
“這個中心將鞏固我們在世界網絡安全方面的領先地位，並將確保
我們的國家保持對潛在攻擊的應對能力。”
“英國在網絡防禦和威懾方面的能力正在改變。重要的是我們現在
就開始行動保衛我們自己並保護我們的經濟。”

克裏姆林宮：俄羅斯不討論

“歸還”克裏米亞問題
綜合報導 美 國 白 宮 發 言 人 斯 派 塞 此 前 表 示 ， 美 國 總 統 特 朗 普
期待俄 羅 斯 能 夠 降 級 烏 克 蘭 局 勢 並 “ 歸 還 ” 克 裏 米 亞 。 克 裏 姆
林 宮 就 此 表 示 ，俄羅斯現在不討論，以後也不會討論歸還克裏米
亞問題。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俄總統普京壹直非常耐心也
非常合乎邏輯的向夥伴國和會談對象解釋導致克裏米亞人決定向俄
羅斯尋求保護並加入俄羅斯的原因。俄方將繼續耐心的向夥伴國進
行解釋。
他還指出，普京與特朗普 1 月底舉行電話會談時未談及克裏米亞地
位問題。
另壹方面，俄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就“歸還”克裏米亞壹
事表示，俄羅斯不會“歸還”自己的領土，克裏米亞是俄羅斯聯
邦的領土。
2014 年 3 月，克裏米亞通過全民公投決定加入俄聯邦。俄羅斯領導
層多次表示，克裏米亞民眾通過民主方式，在完全遵守國際法和聯合國
憲章的情況下投票表決加入俄羅斯。俄總統普京也曾表示，克裏米亞問
題“到此為止”。

利亞難民大約有 500 萬，其中約 400 萬目
前被安置在土耳其、約旦和黎巴嫩等周
邊國家。從 2011 年至今，歐洲壹共接納
了 110 萬敘利亞難民的庇護申請，其中
絕大多數分布在德國、希臘以及塞爾維
亞，其他歐盟成員國接納的敘利亞難民
只有幾千人。歐盟在這壹問題上的困難
並非由於缺乏足夠的能力來吸收難民，
而是在如何分攤這壹責任方面缺少政治
認同。壹些國家，例如德國，表示要對
難民敞開大門，但這在德國國內引發了
巨大爭議。其他成員國則出於不同的原
因抵制接納難民。
歐盟方面提出的應對難民危機的舉
措之壹是采取成員國配額制，然而這壹
提議無法在政治上通過。中東歐國家尤
其反對，他們擔心大量難民湧入會削弱
本國的基督教文化認同，同時還可能導
致安全問題。對於難民來說，他們更傾
向於留在德國、瑞典以及英國。但德國
和瑞典民眾對此多有抱怨，認為本國接
納的難民數量過多。德國將在今年舉行

大選，柏林恐怖襲擊案有可能導致極右
翼勢力和民粹主義勢力增長。難民問題
也成為英國民眾選擇“脫歐”的重要原
因。
所有這些意味著，歐盟作為壹個整
體，缺乏有效解決難民危機的政治基
礎。歐盟應對難民問題需要各成員國的
共同努力，而非僅僅歐盟層面的努力。
目前歐盟同土耳其在難民問題上達成的
合作協議有助於緩解歐盟的壓力。此
外，歐盟也加強力量控制從利比亞開往
意大利的船只數目。但是這些舉措並不
足以應對難民危機，而且歐盟與土耳其
的關系也面臨緊張。從長遠來看，應對
難民危機，歐盟必須提出壹系列的政策
措施。
首先，必須采取有效措施解決中
東和非洲有關地區的軍事沖突。只要
敘利亞和非洲之角的軍事沖突繼續存
在，難民的數量就會繼續增長。其
次 ，修改歐盟有關難民的法規勢在必
行，但難度巨大。根據《都柏林公約》，

難民入境歐盟必須留在第壹個入境的
國家，並在該國申請難民庇護身份。
這壹規定勢必會增加意大利、希臘等
前線國家壓力。可考慮的選項是，由
歐盟委員會承擔更多出資，但這難免
遭到德法等歐盟預算主要承擔國的反
對。最後是安全問題。多數歐盟成員
國都擔心大規模難民湧入將使恐怖分
子更容易混入其中。發生在巴黎、柏
林的恐怖襲擊案無疑加劇了這種擔
憂 。法國以及荷蘭的民粹主義政黨壹
直在鼓吹這壹恐懼，荷蘭民粹主義者
甚至公開表示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開放
政策該對柏林發生的事情負責。
盡管歐盟在應對難民危機上存在
如此多的困難，但目前尚未有申根國
家要求廢除《申根協定》。人員自由
流動是歐洲壹體化的核心特征之壹。
當然，由於難民危機，《申根協定》
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批評。而若使該協
定受損，那麽歐洲壹體化必將遭到巨
大打擊。

歐洲議會本周將表決歐盟
決歐盟

加拿大經貿協定
綜合報導 歐洲議會投票表決是否通
過歐盟-加拿大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反對該項協定的陣營目前仍在做
最後的努力。
此間多家媒體披露，壹份有 350 萬歐
洲民眾聯名簽署的反對 CETA“請願書”
已於本周壹送抵位於法國斯特拉斯堡的
歐洲議會。歐洲議會議員將在斯特拉斯
堡就 CETA 的命運投下關鍵的壹票。
根據歐洲議會的安排，如果 CETA 獲
得歐洲議會議員的多數通過，該協定最
早將於今年 4 月臨時啟用。稍後，CETA
還將交由歐盟各成員國議會進行表決。
歐盟委員會是 CETA 的“支持派”。
歐盟在介紹 CETA 的作用時指出，該項協
定將進壹步強化歐盟與加拿大之間的貿
易流，促進雙方之間的服務、投資往
來。根據該項協定，歐盟與加拿大將免
除大多數物品及服務的關稅，大部分商
品的質量、安全認證只需得到壹方認可
就能進入對方的市場，為制造廠商減少
成本帶來便利。
歐洲議會議員巴普利斯克斯對 CETA
持肯定的態度。他認為：“歐洲只有在
自由開放市場基礎上才能得以壯大和發

展。通過
CETA 將 有
助於進壹步
提升雙方跨
大西洋的友
誼，強化雙
方的經貿關
系。”
反 對
CETA 的勢力則認為，壹旦歐盟與加拿大
簽署該項協定，將直接威脅到當地的公
眾服務業和農業，同時跨國大型企業得
到該項協定的“過度保護”獲益頗多。
比利時瓦隆大區就曾以類似的觀點“杯
葛”CETA。
歐洲議會議員瑪麗· 安麗娜對 CETA
持反對態度。她認為：“這是壹個過時
的協定，壹個明顯傾向於跨國大型企業
的協定。上個世紀，我們也許會說這是
壹個對多數人都有利的協定。在如今這
個時代，這個協定會讓富人更富、窮人
更窮。”
2009 年 5 月 6 日，CETA 在捷克布拉
格召開的歐盟-加拿大峰會上正式啟動談
判。歷時 7 年之久，歐盟委員會與加拿大

為旅遊服務
日本自動行走機器人
開展實證實驗

政府終於在 2016 年 10 月 30 日簽署 CETA
協定。目前，加拿大是歐盟的第十二大
貿易夥伴，歐盟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貿易
夥伴。
數據顯示，2015 年，歐盟從加拿大
進口了 283 億歐元的商品，向加拿大出口
了 352 億歐元的商品。CETA 正式啟動之
後，雙邊的貿易額有望提升 20%。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任之後，貿易
“全 球 化 ” 的 外 部 環 境 發 生 了 重 大 變
化 。 特朗普已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退
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還
宣 布 重 談 北 美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 NAFTA ） ，而美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
夥 伴 關 系 協 定 ” （TTIP） 也 處 於 “ 擱
淺”的狀態。

綜合報導 近日，仿真機器人來回走動為旅客指
路——軟銀集團仿真機器人“Pepper”在機場內自動行
走，為旅客介紹設施信息等的系統在日本宮崎機場開展
首次實證實驗。此舉旨在利用最新技術為旅客提供更好
的服務。
據報道，當天的實驗由全日空和新日鐵住金解決方
案公司共同開展。Pepper 上安裝了美國微軟公司開發的
眼鏡型設備“HoloLens”，利用攝像頭讀取的圖像和預
先下載的機場地圖提供服務。
據悉，Pepper 可判斷行走路線，用音樂和聲響提醒
旅客註意，並能避開行人自如行走。目前只能在已輸入
程序的目的地之間行走。
Pepper 在職棒等集訓季節十分繁忙的宮崎機場內用
日語和英語為旅客提供航班信息和機場設施介紹。實驗
將進行到 2 月底，最早將於 5 月正式開展服務。
系統開發負責人強調其優點稱：“如果 Pepper 負責
應對多種語言等工作人員不擅長的工作，能給旅客提供
更好的服務，並可減輕工作人員的負擔。”
據了解，全日空已在日本成田機場和福岡機場采用
Pepper 提供服務，但均不能自動行走。此外，據悉那霸
機場也考慮引進該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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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八大零售商主管擬敦促總統特朗普勿征邊境稅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會晤 Target、百
思買(Best Buy Co Inc )和 J.C. 潘尼百貨(J.C. Penney Company Inc )等全美八大零售商主管，討論稅
務改革和基礎設施等問題。但後者打算敦促白宮不
要征收邊境稅。
據報道，壹名白宮官員證實特朗普將在 15 日上
午會晤零售商主管，討論經濟增長問題。
參 加 會 晤 的 包 括 Target 執 行 長 康 奈 爾 (Brian
Cornell)、百思買執行長喬裏(Hubert Joly)、蓋普執
行長佩克(Art Peck)、汽車零件銷售公司 Autozone 主
管 佩 羅 茲 (William Rhodes)、 沃 爾 格 林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Inc)執行長佩西納(Stefano Pessina)、

J.C. 潘尼百貨執行長埃裏森(Marvin Ellison)、喬安
娜 商 場 (Jo-Ann Stores LLC ) 執 行 長 索 爾 托 (Jill
Soltau)和拖拉機供應公司(Tractor Supply Co)執行長
桑德福特(Gregory Sandfort)。
這是著名零售公司主管首次作為壹個行業團體
來到華盛頓，討論有爭議的進口稅會提高消費品價
格並破壞零售生意問題。
由於特朗普正在為幾個星期後公布的稅改計劃
做最後修改，他們提供意見就顯得更為迫切。零售
商代表 15 日也將會晤國會兩院起草稅改法案的兩個
委員會主管--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布拉迪(Kevin
Brady)和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哈奇(Orrin Hatch)。

眾議院議長瑞安(Paul Ryan)和布拉迪正在推動
將公司稅從 35%減少到 20%、免除出口稅和征收
20%進口稅的計劃。嚴重依靠進口的公司--包括零
售商、汽車制造商和煉油企業都說邊境稅將超過降
低公司所得稅帶來的好處。最大電器零售商百思買
說，征收 20%的進口稅將把該公司的每年 10 億美元
盈利變成 20 億美元的虧損。
零售行業領導人協會發言人多吉(Brian Dodge)
說，作為美國私人經濟最大雇主的零售業主管，歡
迎同總統特朗普討論如何刺激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
的機會。據悉，零售商不僅擔心總統對墨西哥產品
的 20%邊境稅，他們更反對國會共和黨議員去年提

美國維州聯邦法官對特朗普旅行禁令下達初步禁制令
綜合報導 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壹名聯邦法官
針對特朗普的旅行禁令下達了初步禁制令，這
是特朗普暫時禁止來自七個以穆斯林為主要人
口的國家的人入境美國的行政令在法院系統受
到的又壹次打擊。最新的這項禁制令只適用於
維州的居民、學生或維州學校的雇員。
在這之前，華盛頓州西雅圖的壹名聯邦法
官已經對他的旅行禁令下達了全國範圍的臨時
禁制令，舊金山的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的三
名法官維持了那項禁制令。
維吉尼亞州的聯邦法官莉奧妮· M.· 布林克
瑪裁決說，旅行禁令有可能違反了憲法第壹修
正案對宗教自由的保護。

維吉尼亞州民主黨籍的州司法部長馬克· R.
· 赫林對總統的旅行禁令提起了訴訟，最初提起
訴訟的是法律援助正義中心的律師，他們代表
的是兩名在杜勒斯國際機場被拒絕入境的也門
兄弟。兄弟二人後來被允許進入美國。
特朗普政府說，這項行政令是總統依法行
使職權保護國家安全。
布林克瑪法官說，維州方面出示了不可辯
駁的證據，表明行政令的動機不是出於國家安
全而是出於對穆斯林的宗教偏見。她提到了總
統競選期間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的公開言論以及
川普的顧問、前紐約市長朱利亞尼在接受采訪
時說過特朗普希望有“穆斯林禁令”。

美國聯邦司法部的律師在法庭爭辯說，接
納外國人入境是總統的職權，維州不具備挑戰
旅行禁令的法律資格，而法院無權揣測旅行禁
令的理由。但布林克瑪法官說：“最大權力並
不意味著絕對權力。”
不過，布林克瑪法官拒絕了維州州司法部
長赫林提出的把初步禁制令擴展到全國範圍的
請求。她說，她不想侵犯其它法院的權力，而
且華盛頓州的聯邦法官已經下令在全國範圍暫
停實施旅行禁令。
在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的法官維持了西雅圖
聯邦法官的臨時禁制令後，白宮官員表示不排
除各種法律選項，包括重新制定壹道行政令。

出的“邊境調整稅”，那可能傷害對所有進口商品
的公司。
報道稱，有著包括沃爾瑪在內 120 家公司主管
參加的零售業團體正在遊說國會議員，反對眾議院
共和黨提出的邊境調整稅。
零售商說，20%的邊境稅將引起消費品價格上
漲並抹去公司目前的所有利潤。美國服裝、鞋類和
電子產品幾乎全部靠進口，咖啡、棕櫚油等不能在
國內生產的食品也靠進口。
據悉，特朗普已經對眾議院的稅改計劃表示某
種擔心，聲稱它太復雜。但白宮又說，對墨西哥的
邊境稅是建立邊境墻開支的壹個選項。

白宮官員：美不再堅持通過
兩國共存方案解決巴以問題
綜合報導 在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訪問美國前夕，
美國白宮壹名高級官員稱，
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問題上
，美國將不再堅持通過巴以
共存的兩國方案解決雙方沖
突、實現和平。
這名要求匿名的高級官
員表示：“無法帶來和平的
兩國解決方案，不是大家所
希望達成的目標。”他指出
，和平才是目標，無論是以
兩國方案還是其他形式達到
目標，只要是雙方想要的即
可。
他還補充道：“最終要
取決於他們，美國不會強制
規定(巴以)和平方案的具體條

款。”當地時間 2 月 15 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在白宮接
待來訪的內塔尼亞胡，並且
預計將表達在任內幫助解決
巴以沖突的願望。
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執政，美國歷屆政府都支持
兩國解決方案。但自從特朗
普上任以來，壹直在設法強
調美國是以色列不可動搖的
盟友，並試圖在巴以問題上
與前任歐巴馬劃清界限。
歐巴馬在任時常常警告
說，以色列定居點建設會使
兩國解決方案無法得以實現
，而壹國解決方案會使以色
列的未來陷入不確定狀態。

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院 2 月 14 日公布消息稱，國務卿雷克
斯· 蒂勒森將於 15 日動身前往德國，出席 16 日在波恩舉行的
20 國集團(G20)外長會議，這是他作為美國國務卿的首次海外
出訪。
該消息稱，蒂勒森除了參加 G20 外長會議以外，還將分
別同英國、沙特阿拉伯和阿曼外長舉行會晤，並參加有關敘
利亞和也門問題的會談。
還有壹場可能舉行的會晤備受關註，那就是蒂勒森同俄
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會談，盡管美國國務院尚未對這壹會晤
予以確認。
目前，外界對特朗普政府的諸多政策感到不安，蒂勒森
上任後希望緩解這種不安情緒。在此次 G20 會議期間，蒂勒
森幾乎肯定會被問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 弗林突然辭職
壹事，他需要為此做好準備。13 日，弗林承認自己在上任前
與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通話，事後未向白宮匯報“完整信息”
，他因此宣布辭職。

總統退休咋賺錢？

馬每場演講所獲得的收
入應該可以達到 20 萬美
元 ( 約 合 137 萬 元 人 民
幣)， 約 為 他 擔 任 總 統
時年薪的壹半。沙克曼說：“毫無疑問
，歐巴馬卸任後第壹場演講至少也值 25
萬美元(約合 171 萬元人民幣)。”
他還表示，不僅是歐巴馬這位前總
統能夠賺到壹大筆錢，前第壹夫人米歇
爾“斂財”的能力可能也不遜於他。歐
巴馬卸任後的第壹年，米歇爾進行每場
演講的報酬大約也會在 25 萬美元左右。
而且這對夫婦的演講收入可能不會很快
下降，在歐巴馬表示過自己將會繼續向
公眾表達自己觀點的情況下尤為如此。
歐巴馬夫婦演講收入的預估數字與
前總統克林頓每場演講的收入大致相當

歐巴馬每場演講收入或超 25 萬美元
綜合報導 歐巴馬正式卸任美國總統
壹職。或許妳會好奇，結束了 8 年的白
宮生涯，這位“離職”的前總統靠什麽
賺錢養家？美國福克斯新聞網 2 月 14 日
報道稱，即使離開白宮，歐巴馬同妻子
米歇爾也能通過出版書籍和進行演講獲
得可觀的收入，甚至比他擔任總統時還
要高出許多。
近日，歐巴馬夫婦雇傭了頂級律師
羅伯特· 巴尼特和德寧· 豪厄爾處理他們
的書籍合同，還簽約了壹個知名度很高
的公關機構來協調他們的演講事宜。不
過，目前兩人還並未確定出版書籍的日

期，也沒有宣布任何演講計劃。
據歐巴馬發言人凱文· 劉易斯透露，
歐巴馬卸任後簽約處理自己和妻子米歇
爾演講事宜的是著名的哈裏沃克演講機
構，該機構曾獨家代理過多位政壇重量
級人物的演講事務，其中包括美國前總
統比爾· 克林頓、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科
菲· 安南、美國前財長傑克· 盧、美國前
國務卿亨利· 基辛格以及美國前副總統迪
克· 切尼和艾爾· 戈爾。
美國社交媒體、營銷和公共策略公
司“怪胎工廠”(Geek Factory)創始人、
首席執行官彼得· 沙克曼告訴記者，歐巴

美國家安全顧問突然辭職
國務卿蒂勒森“
國務卿蒂勒森
“負重
負重”
”出訪
。根據希拉裏提交的年度報告，克林頓
此外，根據美國《政治雜誌》網站
在 2011 年時每場演講的報酬也接近 25 萬 2015 年的分析，美國前總統喬治· 布什的
美元，而僅在那壹年，他就通過 54 場演 出場費大約在每次 10 萬到 17.5 萬美金(約
講獲利 1343.4 萬美元(約合 9220 萬元人民 合 69 萬至 120 萬元人民幣)之間。
幣)。 希 拉 裏 平 均 每
次出場的報酬則略少
於克林頓，但仍能達
到 23.5 萬 美 元 ( 約 合
160 萬元人民幣)。據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報 道 ， 自 2001 年 起
至 希 拉 裏 參 加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克
林頓夫婦通過演講獲
得了共計 1.53 億美元
( 約 合 10.5 億 元 人 民
幣)的收入。

綜合報導 日本新華僑報網撰文稱，在福島
第壹核電站核泄露話題沸沸揚揚之際，東京電
力公司首次公開了 2011 年“311 東北大地震”
後發生事故的福島第壹核電站，並組織媒體記
者乘坐大巴進行參觀。
文章稱，2011 年“311 東北大地震”發生
後，福島第壹核電站的 1 號至 4 號機組出現了
堆芯熔毀並引發了爆炸事故。2 號機組內已經確
認到了有熔落的核燃料碎片，作業員們正在全
力處理淤積的高濃度汙水。
在現場可以看到，許多作業員身穿防護
服，正在通過安置焊接式容器取代從前的螺絲
封閉式容器。
2012 年 4 月 19 日，福島第壹核電站 1 號至 4
號機組根據日本《電氣事業法》規定正式報廢。但
是，2013 年 8 月，2 號機組周圍發生含有高濃度
的鍶汙水泄露。現在，發生過汙水泄露的地區
已經被清理過，並通過塗裝封存汙染，解體作
業也在順利進行中。
作業員們還將遭到汙水滲透的土壤挖出來，
裝到黑色袋子裏，再填充上無汙染的土壤。
文章指出，即使坐在巴士裏面，也可以感
受到，只要作業過程發生壹個誤差，就有遭受
核輻射的危險。現場作業員的工作非常艱巨。
所幸，在福島第壹核電站附近，需要穿上
防護服並戴上防護面罩才可以接近的區域正在
大幅減少。
東京電力公司介紹說，作業區域的環境已
經得到大幅度地改善。盡管距離 2011 年的“311
大地震”已經過去了 6 年，距離汙水泄露已經過
去了 3 年，這裏依然還在和“過去”戰鬥著。
據悉，福島第壹核電站的作業員們還要陸
續進入高輻射區域進行艱苦的作業，廢爐工程
預計將持續至 2051 年。
綜合報導 朝鮮發射了新型中程彈道導
彈“北極星2”，射程被認為達到2000公裏，
能覆蓋日本全境。新導彈比實戰部署已久
的舊型號中程彈道導彈“蘆洞”（射程
1300 公裏）具有更大的新威脅，日本政府
不得不加強導彈防禦。
日本自衛隊雷達捕捉到了從朝鮮半
島西 部 發 射 的 導 彈 軌 跡 。 據 相 關 人 士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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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第壹核電站震後首次開放

高輻射區作業艱苦

朝導彈射程覆蓋日全境

日將考慮部署薩德或陸基宙斯盾
紹，本月 16 日迎來朝鮮已故最
高領導人金正日的誕辰紀念日，
雖然采取了警戒態勢，但未掌握
到像去年連續發射“蘆洞”等彈
道導彈時那樣的具體征兆。
新型導彈被認為是在朝鮮開

發 中 的 潛 射 彈 道 導 彈 （SLBM）
“KN11”的基礎上制造的。去年8月，
美國核問題專家傑弗裏· 路易斯在觀
看了朝鮮使用固體燃料助推器的
“KN11”的發射試驗的錄像後曾預
言：“已經無法阻止朝鮮將這壹技術
轉用於陸基型導彈。”
與需要在發射前註入液體燃料的
“蘆洞”及“舞水端”不同，使用固
體燃料助推器的導彈可以立即發射，
機動性得到提升。此外朝鮮還配合這
壹新型導彈開發了帶有發射臺的車輛。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戴維斯對此表現出
警惕，稱：“能夠隱藏發射臺避免被
探測到，在事先毫無察覺的情況下發
射導彈，事態非常嚴重。”
“對於日本來說是軍事威脅。需
要講究速度。”日本防衛相稻田朋美
在記者會上表示將加緊采取對策。日

美正在共同研發新的海基型攔截導彈
“SM3 Block 2A” 。 與 “SM3” 相
比 ，防護範圍將擴大，且命中率將
提升。防衛省官員強調稱：“我們
認為‘SM3 Block 2A’的話完全可以
應對。”
報道稱，雖然作為“填補現有
陣容的空隙”（日本政府有關人
員語）的新應對措施，美軍最尖
端陸基導彈攔截系統“末段高空
區 域 防 禦 系 統 ” （ THAAD ， 簡 稱
薩 德 ） 和 陸 基 宙 斯 盾 系 統 （ Aegis
Ashore ） 也 作 為 選 項 被 提 出 ， 但 相
關討論才剛剛開始。自衛隊幹部
指出：“雖然有很多具有機動性
的宙斯盾艦在海上遊弋的話就最
好了，但預算和人員方面都不可
能。”對於朝鮮的導彈開發的進
度流露出焦慮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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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長兄金正男在馬來西亞死亡

星期五

警方追查死因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馬 來 西 亞 警 方 高
官 向 該 國 媒 體 證 實 ， 46 歲 的 朝
鮮人金正男在吉隆坡國際機場準
備登機前死亡。對於此前韓國媒
體關於金正男是被“兩名朝鮮女
特工用毒針殺害”的說法，警
方表示，死因必須等待驗屍結
果才能確定。警方暫將此案列為
猝死案。
馬來西亞《星報》報道稱，
當地時間 13 日上午，壹名朝鮮男
子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死
亡。是雪蘭我州刑事調查主任法
茲裏 14 晚間向《星報》表示，死
者確認為金正男，自 2 月 6 日以來
壹直在馬來西亞境內逗留。
《星報》引述法茲裏的話稱，金正男
在吉隆坡國際機場離境廳等候 10 時飛往澳
門的班機時，被身份不明的人從後面抓住
並向其面部潑灑不明液體。他隨後向機場
櫃臺職員求助，他在從機場診所被轉移至
布城醫院救治途中身亡。報道稱，金正男
在機場診所有輕度癲癇發作。馬來西亞
《東方日報》則報道稱，馬國警察總長丹
斯裏卡立晚發表文告指出，吉隆坡國際機
場送院途中死亡的 46 歲朝鮮男子護照上的
名字是金楚（Kim Chol）。
雪蘭我州刑事調查主任法茲裏對媒體表示，
警方已經接到朝鮮使館方面索要死者遺體的請
求，但在此之前馬方將先進行屍檢。警方將調查
死者在該國逗留期間的行蹤，詢問與他接觸過的
人員。目前警方正在追蹤涉嫌刺殺的兩名女性。
“金正男遇刺”的消息最先來自於韓聯社。
報道的消息源是“韓國政府壹消息人”。韓國
《每日經濟》此前曾報道稱，金正男是在機場
“被兩名朝鮮女特工用毒針所殺”。青瓦臺則表
示，韓國外交、國防部門正在查核有關金正男在
馬來西亞遇害的消息。青瓦臺還稱，接到報告後
下達了查核指示，暫時註視有關動向，尚無召開
國安委會議的計劃。
金正男死亡的消息隨後被路透社等媒體轉
引。英國廣播公司（BBC）則報道說，來自韓國
政府和接近馬來西亞總理府的消息源均表示，朝
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同父異母兄長在馬來西亞“被
殺”。
公開資料顯示，金正男生於 1971 年，是已故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的長子，其母是已故朝鮮
影星成蕙琳。他曾在莫斯科和日內瓦學習。《紐
約僑報》稱，他 1995 年被授予人民軍大將軍銜，
曾任朝鮮國家保衛部海外部門負責人、朝鮮勞動
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指導員、朝鮮國家公共安全
部負責人、朝鮮電腦委員會主席等職。
韓聯社的報道稱，2001 年，金正男帶著兒子
同兩名女性在日本成田機場接受入境審查時被發
現使用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假護照而被驅逐出境。
之後，金正男逐漸遠離權力核心，曾在澳門、北
京等地居留。

臺灣新聞

核廢 3年完成選址 李世光：要很努力
（中央社）原能會審查台
電核廢料集中式貯存場等報告
結果出爐，要求 3 年內完成選
址，經濟部長李世光今表示，
的確要 「很努力很努力」，收
到報告後會分析選址條件，尋
求?社會大眾共識。
由於台電公司的蘭嶼核廢
遷移計畫去年 3 月跳票，原能
會要求台電啟動替代應變方案
，將蘭嶼遷場問題與處置場選
址脫勾，以解決蘭嶼遷場及因
應未來核電廠除役廢棄物等問
題。
台電去年底提交 「低放處
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的具體實
施方案」，及 「蘭嶼貯存場遷
場規劃報告」兩份報告，原能
會昨日審查結束。針對低放射
性廢棄物中繼處置，原能會要
求集中式貯存設施方案啟動至

完工啟用應在 8 年內完成，與
台電提出的 「浮動時程（N+16
年）」有著極大落差。
場址選定及土地取得作業
，應自該方案啟動 3 年內完成
，並不宜先行設定為無人島或
準無人島等地區，希望改善以
往以弱勢地區為場址的現象，
加強擴大公民參與及討論。
針對選址時程大幅縮減，
經濟部長李世光坦言，要 「很
努力很努力」，不過政府是一
體的，希望跟原能會、台電一
起努力；目前還沒有收到台電
的報告，但會分析選址條件，
是不是符合科學原則及審查條
件等，與社會大眾一起尋求共
識。
至於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
組召開時間是否在上半年，李
世光沒有回應確切時間，不過

已經收到行政院的指示，這部
分 「不可能會拖」。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
長洪申翰表示，原能會提出的
時間點沒有辦法說是否符合社
會期待，就蘭嶼的居民來說，
一定是希望越快越好，不過至
少看見這件事情有一點點往前
邁進，希望政府跟台電能夠用
更積極的方式來面對核廢料問
題，而不是重蹈過去 「無限拖
延」、 「擺爛」的覆轍。
他指出，除了明確時間點
的執行外，更重要的是完整的
配套法規，以及決策、民主機
制的設計，保障相關的利害關
係人，取得更多社會信任，同
時也需要更大程度的資訊開放
，讓這個過去不負責任的決策
，可以找到一些往前的方向。

洪秀柱出席國民黨立法實務研討會

國民黨立法實務研討會 16 日下午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舉行
日下午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舉行，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左）出
席與會。
席與會。

李紀珠打破沈默 提出聲明回應吳欣盈 男女刷卡比一比 女比男半年多刷1千億

（中央社）新光金控總經理李紀珠晚間打
破沈默，提出聲明回應新光金董事吳欣盈，針
對自己的關鍵績效指標(KPI)為何？她說： 「只
要是金控要達成的目標，就是我的 KPI」。
李紀珠晚間主動提出聲明，針對外界的以
訛傳訛，甚至愈演愈烈的傳言提出澄清，強調
近來保持沈默是希望公司和諧，以和為貴。
李紀珠表示，金控總經理負責金控的經營
成績，所以金控的 KPI 就是總經理的 KPI，過去
副董事長許澎兼任金控總經理就是如此，而這
些具體數字，都已在董事會中通過，她並沒有
不扛 KPI 的問題。
至於新光金今年首季交叉行銷效益不如去
年，主要是受到銀行保險的影響，由於今年主
管機關調降保單責任準備金利率及銀行佣金，
銀行保險手續費收入本來就不比以往，這點新

光銀行總經理謝長融都當場說明清楚。
此外，由於李紀珠曾任公股銀行董事長，
新光金希望藉此打入泛公股銀行的銀保通路，
李紀珠也澄清，上任後就要求新光人壽開名單
，包括土地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彰化銀行、台灣企銀，都一一打通關，現在新
壽保單也都全面上架，至於台灣銀行因有台銀
人壽的因素，早已不與新的壽險業者合作。
李紀珠強調，無法具體提出整體股東報酬
率(TSR)目標，是因為 TSR 的計算涉及未來股
價的預測，目前根本沒有任何一家金控有能力
提出這樣的指標，至於金控的資本規劃內部也
已召開相關會議，針對短、中、長期目標具體
規劃，她都已請主管說明清楚，希望大家不要
再以訛傳訛。

政府拚用電效率增4% 8千單位動起來
（中央社）政府帶頭節約能源，
經濟部能源局今天表示，行政院核定
政府機關及學校於民國 108 年的用電
效率要較 104 年提升 4%、用油則保持
不成長為目標，逾 8000 個單位將齊力

落實節電、節油。
能源局指出，行政院於去年 11 月
28 日核定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
行動計畫」，訂定政府機關及學校在
108 年的用電效率，要較 104 年提升

（中央社）女性好會刷！根據聯合信用
卡處理中心統計，105 年 4 月到 9 月半年間，
女性刷卡金額達新台幣 5331 億元，較男性的
4272 億元高出 1059 億元。
若以每卡每月刷卡金額來看，男性簽帳
金額為 2428 元，女性每卡每月刷卡金額 2635
元，比男性高出約 200 元；聯卡中心表示，男
性在食、衣、住、行、文教康樂以及百貨類
中，僅交通類刷卡勝過女性。
聯卡中心指出，男性持卡人於交通類的
消費筆數與簽帳金額明顯高於女性，可能與
男性比較有意願購置交通工具，及男性可能
需負擔較高的出差、外遊需求，因此，搭乘
交通工具的支出也較高。

4%；另外，用油
部分，則保持不
成長為努力目標
，政府帶頭將節
約能源工作逐步擴及民間。
行動計畫採 「共同目標、差異責
任」精神，能源局說明，將以各政府
機關及學校的 104 年用電指標（EUI
，為每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的用電量

至於女性則是百貨業主力消費族群，女
性持卡人購置生活支出、日用品採購等消費
頻率及比率，相對較男性高。
若就年齡層來看，20 歲以下每月每卡簽
帳金額 2057 元、20 歲到 30 歲族群為 1796 元、
30 歲到 40 歲為 2122 元、40 歲到 50 歲為 2601
元、50 歲到 60 歲為 3205 元、60 歲到 70 歲為
3756 元、70 歲到 80 歲為 4157 元、80 歲以上為
4540 元。
大致可發現年齡層愈高，簽帳金額愈高
，聯卡中心表示，可能與年紀愈長在經濟能
力許可下，民眾願意購買高價的服務或商品
，另外，也可能是年長者習慣大筆支出，才
以信用卡支付。

）作為計算基期，各單位的 「節電目
標量」就是要在 108 年降到公告 EUI
基準所需節約用電量；不過，若 104
年 EUI 已低於公告基準者，則以用電
較 104 年不成長為目標。
能源局表示，目前初步統計，參
與計畫單位超過 8000 家，主要包括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教育部轄下所管
學校及國營事業機構等四大部分；由

於目前仍在搜集、統計各單位用電資
料作業，需節電及維持不成長的單位
數尚無法進行分析。
雖然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
行動計畫」計畫訂定為 108 年，能源
局說，從今年起就會進行每年度統計
報告，進行階段性檢視進度，提供相
關單位參考、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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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太三：提案修法提高起訴門檻
（中央社）司改國是會議
分組會議將召開，法務部長邱
太三今天說，將提案修法提高
起訴門檻、引進人民參與的人
民檢察審查會，也要調整一、
二審檢察署人力，增設一審主
任檢察官等。
邱太三下午在法務部召開
「從自己做起，檢察體系的改
革系列」記者會時，做上述表
示。
他說，為提升檢察官辦案
品質，除將透過國是會議司改
議題，為檢察官爭取人力、物
力、減輕案件負荷，集中辦案
資源，就案件起訴部分，將研
議提案修法提高起訴門檻，杜
絕外界對檢察官濫行起訴的質
疑。
邱太三解釋，現行刑事訴
訟 法 第 251 條 第 1 項 規 定 ，
「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

起公訴」，未來希望修改為
「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合法證
據，足信被告應受有罪判決者
，應提起公訴。」
針對不起訴處分及常引發
外界質疑的案件簽結部分；邱
太三說，將參考日本制度，研
議修法相應法院引進人民參與
審判，初步研擬，無告訴人的
重大案件，檢察官若作出不起
訴處分或簽結，可交由有人民
參與的 「檢察審查會」審查。
他進一步說明，人民檢察
審查會由一般民眾、學者及退
休法官組成，並研議採交替任
期制，兼顧成員代謝及避免案
件中途全員更迭，無法銜接。
邱太三也進一步指出，要
強化團隊辦案模式，推動重大
案件主任檢察官具名協辦；初
步目標，各地檢署重大案件，
至少要有 10%以上有主任檢察
官協同偵查，並在起訴書共同

具名。
為強化團隊辦案模式，邱
太三認為，除鼓勵有經驗的幹
練檢察官留任一審外， 「必要
時調撥二審人力至一審」，並
增設一審主任缺，一審檢察官
可由現行的三至六人為一組，
改為三至四人，每組設主任檢
察官。
防弊部分，邱太三強調得
強化檢察官評鑑制度、外部民
主性，修法增加評鑑委員會的
外部委員，即民間人士的人數
，以提高外部參與檢察官的監
督；放寬請求個案評鑑時效，
擬由現制 2 年延長為 5 年等。
他表示，法務部會在司改
國是會議期間主動提出改革方
案，今天所提的方案有些是分
組會議中討論的議題，待司改
國是會議完畢後，會提出修正
條文草案，內規部分也會著手
進行修改。

民進黨籍立委王定宇

聽聞政論節目主持人汪笨湖過世，
聽聞政論節目主持人汪笨湖過世
，正在華府訪問的民進黨籍立委王定宇 15 日說
日說，
，汪笨湖是
他踏入電視政論的啟蒙，希望汪笨湖安息
他踏入電視政論的啟蒙，
希望汪笨湖安息，
，也願他的家人得到安慰
也願他的家人得到安慰。
。

國道33死意外 法扶助家屬聲請假扣押 防範禽流感 嘉市加強查緝非法屠宰

（中央社）國道 5 號車禍釀 33 死，家屬擔
憂蝶戀花旅行社脫產，要求政府立即假扣押。
法律扶助基金會今晚在二殯舉辦說明會表示，
將專案協助罹難者家屬聲請假扣押，以及派律
師協助打官司。
蝶戀花旅行社向經濟部登記資本額為新台
幣 600 萬元，設立日期為民國 98 年 9 月 28 日，
負責人為周繼弘；家屬擔憂意外發生後，蝶戀
花近日內會脫產，要求政府立即假扣押，也擔
心日後打官司，沒有錢請律師。
法扶今天晚上 7 時在台北市第二殯儀館舉

辦說明會，向罹難者家屬說明聲請假扣押相關
流程、後續司法訴訟等事項並於現場接受罹難
者家屬申請法律扶助。
法扶副執行長林聰賢說，董事會已通過用
專案方式，協助這次事故的罹難者家屬聲請假
扣押，確認原告人數就會向法院遞狀，家屬不
用提相對擔保金，並派律師幫助他們在日後的
刑事訴訟官司代理、民事賠償官司等。
林聰賢表示，除了今晚在說明會現場，受
理罹難者家屬的扶助申請，同時間法扶士林、
台北、新北分會，也會接受家屬的申請。

（中央社）禽類流感疫情升溫，嘉義市政府
有鑑於鄰近縣市相繼出現疫情，將加強查緝非法
屠宰禽類，並督促業者嚴格進行禽舍防鳥、門禁
管制等措施。
市府建設處表示，嘉義市目前僅有 3 場養雞
場，飼養數量約 2 萬 1000 多隻，其中蛋雞 2 場、
種雞 1 場，沒有肉雞、鴨、鵝及火雞場，禽類飼
養情形相對單純。
為了防範禽流感疫情，市府將針對養禽業者
，嚴格督促實施禽舍防鳥措施、門禁管制、人車
進出、禽舍清潔消毒等工作。
市府表示，目前嘉義市各畜牧場禽隻健康情
形尚無異狀，市府已由建設處、衛生局、環保局
等單位組成違法屠宰聯合查緝小組，針對傳統市

場進行非法私宰查緝。
市府強調，若查獲業者販售非法屠宰禽類，
除全數沒收銷毀外，也將依違反畜牧法規定，處
以新台幣 2 萬元以上、10 萬元以下罰鍰。
衛生局也籲請業者注意個人衛生防護，在接
觸禽類及蛋品後，應徹底以肥皂清潔手部、不直
接接觸眼口鼻等黏膜處；若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
感染，應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
職業別及接觸史。
此外，市府消保官也呼籲市民，若發現市場
上有囤積或哄抬雞、鴨、鵝肉品價格，不論生鮮
或熟食，可向市府檢舉，市府將依法移送公平會
嚴處。

資源回收場燒22小時 苗市民臭不堪言
防禽流感 彰縣加強消毒防擴散

台灣傳出 H5N6 禽流感疫情
禽流感疫情，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所長董孟治說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所長董孟治說，
，病毒應該是由侯鳥帶來
，目前只能針對縣內的養禽場加強消毒
目前只能針對縣內的養禽場加強消毒。
。圖為動防所人員針對彰化縣內的養禽場進行消毒
的情形。
的情形
。

（中央社）苗栗市大坪頂
山區的資源回收場傳出火警，
現場燃燒大量塑膠廢棄物，火
勢從昨天持續燒到今天上午，
長達 22 小時，散發出的濃煙挾
帶惡臭味道壟罩市區，讓苗栗
市民叫苦連天。
苗栗縣消防局打火弟兄，
為了要撲滅資源回收場的火勢
，從昨天上午 10 時許就出動，
直到今日上午 8 時仍在現場滅
火，分隊長林忠輝指出，雖然
有換班輪替，不過還有是消防
弟兄長達 22 小時沒有闔眼。

林忠輝表示，資源回收場
內堆積許多塑膠物質，火勢在
裏頭悶燒加上高溫，無法立即
撲滅，只好先以水線降溫、灌
救，再請來挖土機以 「掩埋填
土」的方式滅火，估計上午 10
時應該可撲滅火勢。
但火勢引發出黑色濃煙，
挾帶惡臭味道，隨著風勢飄散
，幾乎壟罩苗栗市區，市民忍
不住抱怨 「苗栗市一整晚都很
臭」、 「快中毒了」，甚至還
有人表示， 「聞久了讓人頭暈
想吐」。

苗栗縣環保局指出，連續
2 天都針對空氣品質進行監控
，昨天晚間至今天凌晨空氣細
懸浮微粒（PM2.5）數值為每
立方公尺 35 至 55 微克，雖然
偏高，但與平常比較起來，仍
在合理範圍。
由於資源回收場火警疑似
為掃墓民眾引燃雜草遭到波及
，環保局表示，目前只能先蒐
集相關數據，再根據消防局的
鑑定報告，依空汙法做出相關
處分。

劉喬安涉偽證首開庭 求法官給自新機會
（中央社） 「太陽花女王」劉喬安遭週刊
爆料是援交妹，但她否認並涉嫌作偽證，遭檢
方起訴。台北地院今首度開庭，劉喬安坦承犯
行，說會這樣做是要保護小孩，希望法官給她
自新的機會。
本 名 劉 依 函 的 劉 喬 安 ， 民 國 103 年 底 遭
「壹週刊」踢爆是高檔援交妹；劉以證人身分
到台北地檢署出庭時，曾簽名具結，證稱是去
賣酒，而非週刊報導去援交。
檢方勘驗劉喬安被拍的影片，及她與記者
間 LINE 對話紀錄，認定劉去飯店賣酒的說法
不實，以涉犯偽證罪查辦，向法院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開庭審理，劉喬安坦承
犯行，但她的律師採取無罪答辯；法官指出，
雖然劉喬安認罪，但辯護人做無罪答辯，本案
不宜改行簡式審判程序。
庭末，劉喬安拿出預擬的稿，向法官緩緩
陳述為何做偽證的原因；劉說，請法官體諒她
當時非公眾人物，只是一個單親媽媽， 「小孩
是我的一切」，怕孩子會受到欺負或霸凌；第
一次開偵查庭時， 「我被媒體的大陣仗嚇到」
，沒勇氣面對而說謊。
劉喬安調整情緒向法官說，自己已撐過來
，靠自己的力量撫養女兒，希望法官能給她一
個自新的機會。

資源回收場火警 苗市民臭不堪言

苗栗市大坪頂山區的資源回收場傳出火警，
苗栗市大坪頂山區的資源回收場傳出火警
，現場燃燒大量塑膠廢棄物
現場燃燒大量塑膠廢棄物，
，火勢從昨天持續燒
到 16 日上午
日上午，
，長達 22 小時
小時，
，散發出的濃煙挾帶惡臭味道壟罩市區
散發出的濃煙挾帶惡臭味道壟罩市區，
，讓苗栗市民叫苦連天
讓苗栗市民叫苦連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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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擇業重穩定 穗青看
穗青看
“錢”
港青擇業重穩定
“錢”
途途
藍皮書：兩地青年幸福標準多元“身體健康”
均居首
藍皮書：兩地青年幸福標準多元“身體健康”
均居首

澳青少年研究所調查編寫的三地青年發展藍皮書 16 日發佈。調查

顯示，雖然三地青年多以個人興趣擇業，但在具體選擇上，以廣州

顯示，雖然三地青年多以個人興趣擇業，但在具體選擇上，以廣州

為代表的內地青年更看重發展前景和“錢”途，希望“掙更多的

為代表的內地青年更看重發展前景和“錢”途，希望“掙更多的
錢”和“盡快富起來”。而香港青年則更看重工作的穩定性和失業
錢”和“盡快富起來”。而香港青年則更看重工作的穩定性和失業
風險的大小，表明香港就業競爭壓力大。而在幸福感方面，港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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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大小，表明香港就業競爭壓力大。而在幸福感方面，港青的
標準多元化，表明他們更容易有幸福感。
標準多元化，表明他們更容易有幸福感。
皮書首次以青年價值觀為主題進行 面 ， 除 了 個 人 努 力 ， 廣 州 青 年 認 為

藍皮書首次以青年價值觀為主題進行
全面、系統的研究，首次對穗港澳 “ 人 際 關 係 ” 最 重 要 ， 比 例 接 近 三
面，除了個人努力，廣州青年認為

藍全面、系統的研究，首次對穗港澳

地區青年價值觀進行橫向比較。調查以 成，而香港青年僅為 17.9%。調查還發
“人際關係”最重要，比例接近三
城市人口規模為參考，通過抽樣，分別 現，甚至有超過一成的港青認為“運
地區青年價值觀進行橫向比較。調查以
成，而香港青年僅為 17.9%。調查還發
對廣州、香港、澳門1,000至600名本地 氣”是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
城市人口規模為參考，通過抽樣，分別
常住人口進行研究。藍皮書揭示了新時現，甚至有超過一成的港青認為“運
穗青較港青看重家庭
對廣州、香港、澳門1,000至600名本地
期下，三地青年在工作、成功學、婚氣”是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
常住人口進行研究。藍皮書揭示了新時
戀、幸福感等方面的價值觀差異。
在工作、生活、社交中形成的幸福
■超過一成的港青認為
超過一成的港青認為“
“運氣
運氣”
”是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
是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
。圖為港生在
穗青較港青看重家庭
期下，三地青年在工作、成功學、婚
感體驗，穗港青年也出現引人思考的差
兩地舉辦的音樂大賽中獲獎。
兩地舉辦的音樂大賽中獲獎
。
記者敖敏輝 攝
逾一成港青認為
“運氣”
重要
異。三地青年都把身體健康排在幸福感
戀、幸福感等方面的價值觀差異。
在工作、生活、社交中形成的幸福
■超過一成的港青認為
超過一成的港青認為“
“運氣
運氣”
”是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
是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
。圖為港生在
研究發現，在擇業方面，穗港澳青感體驗，穗港青年也出現引人思考的差
第一位，但隨後的排名香港與廣州、澳
兩地舉辦的音樂大賽中獲獎。
兩地舉辦的音樂大賽中獲獎
。
記者敖敏輝 攝
逾一成港青認為“運氣”重要 異。三地青年都把身體健康排在幸福感
年均以個人興趣為主，香港青年持該觀
門青年都出現了明顯差異。香港青年幸
點比例最高，達到
74.5%，廣州最低，第一位，但隨後的排名香港與廣州、澳
福感來源隨後的排次分別為有“事業有
研究發現，在擇業方面，穗港澳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由於成長環境、教育、就
但也超過 60%。不過，在具體選擇上，門青年都出現了明顯差異。香港青年幸
成”、“人際關係好”及“平和的心
年均以個人興趣為主，香港青年持該觀
業、性別等的差異，青年對社會信任度也不同。藍皮書揭示了一個有意
三地青年的考慮各有側重，顯示了一些 境”，比例均超過10%。
點比例最高，達到 74.5%，廣州最低， 福感來源隨後的排次分別為有“事業有
思的現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明顯影響青年對社會的信任度，但以廣州
有意思的特點。其中，超過 45%的廣州
值得關注的是，廣州、澳門青年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由於成長環境、教育、就
但也超過60%。不過，在具體選擇上， 成”、“人際關係好”及“平和的心
為代表的內地青年受母親的教育程度影響更大，而香港青年則相反，受
青年更看重個人發展機會，而香港青年 把“家庭生活美滿”排在幸福感第二
業、性別等的差異，青年對社會信任度也不同。藍皮書揭示了一個有意
三地青年的考慮各有側重，顯示了一些 境”，比例均超過10%。
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更大。
考慮個人發展機會的比例僅 27.9%；廣 位，比例在 16%以上，而香港青年只有
思的現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明顯影響青年對社會的信任度，但以廣州
有意思的特點。其中，超過45%的廣州
值得關注的是，廣州、澳門青年均
研究發現，“年齡”、“性別”、“身體健康狀況”、“本人受教
州青年亦更喜歡“錢”途，有三成人考 8.9%認同此觀點，排名港青幸福感來源
為代表的內地青年受母親的教育程度影響更大，而香港青年則相反，受
青年更看重個人發展機會，而香港青年
把“家庭生活美滿”排在幸福感第二
育程度”、“職業收入”等個人資本對三地青年的社會信任度有較大的
慮“是否有較多掙錢機會”，“可使自 第五位。這一定程度上印證香港青年的
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更大。
考慮個人發展機會的比例僅
27.9%；廣 位，比例在16%以上，而香港青年只有
影響。“80後”相對於“90後”來說，社會經歷更加的豐富，控制風險
己盡快富起來”，而香港青年則未有此
事業心更重。
研究發現，“年齡”、“性別”、“身體健康狀況”、“本人受教
州青年亦更喜歡“錢”途，有三成人考
的能力也就越強，所以社會信任度更高；男性相對於女性來說更加有力
項選擇。香港就業競爭和職場壓力大，8.9%認同此觀點，排名港青幸福感來源
對此，研究專家指出，這在一定
育程度”、“職業收入”等個人資本對三地青年的社會信任度有較大的
量，控制風險的能力更強，社會信任度相對較高；本人受教育程度越
慮“是否有較多掙錢機會”，“可使自
第五位。這一定程度上印證香港青年的
也 直 接 導 致 更 多 的 青 年 擔 心 丟 “ 飯 程度上說明了不同地域政治、經濟發
高，職業收入越穩定，所佔有的社會資源也就越多，擁有更多的資源可
碗”。調查顯示，考慮“工作穩定性和事業心更重。
展階段及社會環境對青年心態造成的影響。“80後”相對於“90後”來說，社會經歷更加的豐富，控制風險
己盡快富起來”，而香港青年則未有此
使人具有一種更加開放、樂觀的人生態度，而缺乏資源可使人缺乏自
失業風險”的香港青年佔比接近四成， 影響。同時可以發現，香港青年的幸
的能力也就越強，所以社會信任度更高；男性相對於女性來說更加有力
項選擇。香港就業競爭和職場壓力大，
對此，研究專家指出，這在一定
信，對其他人產生不信任。擁有更多的資源意味着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而廣州青年的比例僅為28%。
福標準更具有多元化的特徵，選擇比
量，控制風險的能力更強，社會信任度相對較高；本人受教育程度越
也 直 接 導 致 更 多 的 青 年 擔 心 丟 “ 飯 程度上說明了不同地域政治、經濟發
能夠承擔信任別人所產生的風險。
對此，研究專家指出，港澳青年比
例在
10%以上的標準有
4
個，而穗、澳
高，職業收入越穩定，所佔有的社會資源也就越多，擁有更多的資源可
碗”。調查顯示，考慮“工作穩定性和 展階段及社會環境對青年心態造成的
家庭成長環境方面，成長於完整和諧家庭的青年，對人更容易產
廣州青年更加關注 “工作是否穩定、 青年則分別只有 2 個。這種對幸福生活使人具有一種更加開放、樂觀的人生態度，而缺乏資源可使人缺乏自
失業風險”的香港青年佔比接近四成，
影響。同時可以發現，香港青年的幸
生信任感。其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三地青年的社會信任均產生影
失業風險大小”、“是否有激烈的競 標準的多元取向，能使青年對幸福的信，對其他人產生不信任。擁有更多的資源意味着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而廣州青年的比例僅為28%。
福標準更具有多元化的特徵，選擇比
響。此外，在港澳青年的社會信任度影響因素中，“家庭階層狀況”
爭”，而廣州青年則比港澳青年更加注 寄 望 不 局 限 於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少 數 方
能夠承擔信任別人所產生的風險。
對此，研究專家指出，港澳青年比 例在 10%以上的標準有 4 個，而穗、澳
有很高的相關性，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社會信任度較高，而廣州青年
重就業舞台和空間。
面，對幸福感的增強具有一定積極作
家庭成長環境方面，成長於完整和諧家庭的青年，對人更容易產
廣州青年更加關注 “工作是否穩定、 青年則分別只有 2 個。這種對幸福生活
的社會信任度與“家庭階層狀況”存在的相關性並不高。
在 就 業 中 形 成 的 “ 成 功 學 ” 方 用。

家庭完整和諧 更易信任社會

家庭完整和諧 更易信任社會

失業風險大小”、“是否有激烈的競
爭”，而廣州青年則比港澳青年更加注
重就業舞台和空間。
在就業中形成的“成功學”方

標準的多元取向，能使青年對幸福的
寄望不局限於現實生活中的少數方
面，對幸福感的增強具有一定積極作
用。

騰龍教育學院
騰龍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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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信任感。其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三地青年的社會信任均產生影
響。此外，在港澳青年的社會信任度影響因素中，“家庭階層狀況”
有很高的相關性，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社會信任度較高，而廣州青年
的社會信任度與“家庭階層狀況”存在的相關性並不高。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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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After School
天天學中文！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 等豐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騰龍課後班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泛珠 省會二零二零年高鐵互通 銜接港澳

澳青少年研究所調查編寫的三地青年發展藍皮書 16 日發佈。調查

泛珠 省會二零二零年高鐵互通 銜接港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由廣州市團校、穗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由廣州市團校、穗港

■港珠澳大橋工程將於 2017 年底全線完工

■港珠澳大橋工程將於 2017 年底全線完工
年底全線完工，
，料
最遲2018
最遲
2018年之前通車
年之前通車。
。
記者方俊
最遲2018
最遲
2018年之前通車
年之前通車。
。
記者方俊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
州報道）今年香港迎來回歸20周
州報道）今年香港迎來回歸20周年，
粵港澳將進一步深化合作。記者
粵港澳將進一步深化合作。記者16日
從廣東省政府發佈的《廣東省深
從廣東省政府發佈的《廣東省深化泛
珠三角區域合作實施意見》（
《實施意見》）獲悉，粵港澳將
珠三角區域合作實施意見》（簡稱
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包括加快建
《實施意見》）獲悉，粵港澳將推進
塘/香 園 圍 口 岸 、 港 深 西 部 快
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包括加快建設蓮
個重點項目
塘/香 園 圍道、粵澳新通道等
口 岸 、 港 深 西 部 快7速
軌
現到 2020 年泛珠 9 省區省會城市
道、粵澳新通道等 7 個重點項目，實
互聯互通，並銜接港澳。
現到 2020 年泛珠 9 省區省會城市高鐵
據《實施意見》，泛珠三角
互聯互通，並銜接港澳。
2”省區將共建現代化綜合交通
據《實施意見》，泛珠三角“9+
體系。同時，積極發展跨境多
2”省區將共建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
運，完善統一相關標準規範和服
體系。同時，積極發展跨境多式聯
則，建設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區
運，完善統一相關標準規範和服務規
國際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構建區
則，建設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區域性
際物流主幹網絡。
《實施意見》亦將“深化粵
國際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構建區域國
合作”單列，“推進重大基礎設
際物流主幹網絡。
接”居首，明確由廣東省發改委
《實施意見》亦將“深化粵港澳
通運輸廳、港澳辦等21個部門或
合作”單列，“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
分工負責。
接”居首，明確由廣東省發改委、交
同時，加強珠三角地區機場
通運輸廳、港澳辦等21個部門或單位
港國際機場的合作，打造具有國
分工負責。
響力的臨空經濟帶。廣東將鼓勵
同時，加強珠三角地區機場與香
企業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及香港航
港國際機場的合作，打造具有國際影
業在廣東自貿區內設立分公司。
響力的臨空經濟帶。廣東將鼓勵航運
粵港共建亞太區域重要的郵輪母
企業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及香港航運企
國際郵輪旅遊中心，以及粵港澳
業在廣東自貿區內設立分公司。推動
通信網絡建設。
粵港共建亞太區域重要的郵輪母港及
《實施意見》還明確要提高
澳通關便利化水平，合理調整和
國際郵輪旅遊中心，以及粵港澳跨境
深圳、香港陸路口岸等區域口
通信網絡建設。
設，開展沙頭角、皇崗口岸重建
《實施意見》還明確要提高粵港
期研究。同時，加快建立大通關
澳通關便利化水平，合理調整和規劃
口岸信息平台，推進電子口岸互
深圳、香港陸路口岸等區域口岸建
通和資源共享。其中，推動廣東
設，開展沙頭角、皇崗口岸重建的前
地省區口岸通關協作、與港澳地
期研究。同時，加快建立大通關電子
關協調，實現口岸管理相關部門
口岸信息平台，推進電子口岸互聯互
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
通和資源共享。其中，推動廣東與內
地省區口岸通關協作、與港澳地區通
關協調，實現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
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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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傳推新策限制再融資
中證監傳推新策限制再融資
監管大股東減持 防預謀清倉套現
防預謀清倉套現
監管大股東減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外電指
外電指，
，中證監或將在今年全國兩

報道）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周

■外電指
外電指，
，中證監或將在今年全國兩
會前，
會前
，以監管問答方式出台再融資相
會前，
會前
，關政策
以監管問答方式出台再融資相
關政策。
。
資料圖片
關政策。
關政策
。
資料圖片

報道）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周

剛落幕，16 日即傳出監管層將推出限制

剛落幕，16 日即傳出監管層將推出限制

再融資政策。多家境內外媒體同時報

再融資政策。多家境內外媒體同時報

道，中證監擬推出再融資市場新政，旨

道，中證監擬推出再融資市場新政，旨
在限制近十倍於 IPO 的再融資規模，淨

在限制近十倍於
IPO 的再融資規模，淨
化市場環境。並稱大股東與董監高減持
化市場環境。並稱大股東與董監高減持
亦可能收緊。
亦可能收緊。

博引述知情人士稱，中證監計劃限制再融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稱，中證監計劃限制再融
資頻率及規模，考慮中的選項，包括 1 年或

彭資頻率及規模，考慮中的選項，包括1年或

1 年半內只允許一次再融資，及按照市值一定比
例確定再融資規模上限。據指，中證監還考慮改
1變再融資定價方式，並限制使用募集資金購買理
年半內只允許一次再融資，及按照市值一定比
例確定再融資規模上限。據指，中證監還考慮改
財產品的上市公司再融資。
變再融資定價方式，並限制使用募集資金購買理
另據界面新聞從投行人士處獲悉，業內正流
財產品的上市公司再融資。
傳一份與監管層就最新再融資(非公開)政策變化
的溝通紀要。該紀要稱，中證監或將在今年全國
另據界面新聞從投行人士處獲悉，業內正流
■ 再融資募集資金投向不能涉及類金融業務
兩會前，以監管問答方式出台相關政策，主要內
傳一份與監管層就最新再融資(非公開)政策變化
容涉及再融資的定價方式、規模、頻率等方面。
的溝通紀要。該紀要稱，中證監或將在今年全國
■ 鼓勵可轉債和優先股等再融資方式，未來可轉債發行條件或有所降低
在再融資定價方式上，三年期定增可能發生重大 ■ 再融資募集資金投向不能涉及類金融業務
兩會前，以監管問答方式出台相關政策，主要內
變化，或將無法按照董事會鎖價的方式。
■ 限制再融資頻率，1年或1年半之中或只允許一次再融資
容涉及再融資的定價方式、規模、頻率等方面。

市傳證監會對再融資的監管措施

市傳證監會對再融資的監管措施

在再融資定價方式上，三年期定增可能發生重大
一事一議審核公司
變化，或將無法按照董事會鎖價的方式。

■ 鼓勵可轉債和優先股等再融資方式，未來可轉債發行條件或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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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持後，持股數已變為零，實現“清倉式”減
持，涉及275家上市公司。
截至發稿，中證監未對上述傳聞作出公開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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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所：建立動態監控體系
反思總結股市異常波動的教訓，並

提及防範風險是 2017 年工作的重

中金所網站 16 日下午另刊文稱，將
重。未來將深化依法全面從嚴監管
反思總結股市異常波動的教訓，並特別
進與加強市場一線監管方式，健全
提及防範風險是
2017 年工作的重中之
以期貨經營機構為樞紐的監管模式
重。未來將深化依法全面從嚴監管，改
立股指期貨以成交持倉比為核心的
進與加強市場一線監管方式，健全完善
監控體系，進一步提升跨市場監管
以期貨經營機構為樞紐的監管模式，建
效能，會同有關部門形成監管合力
立股指期貨以成交持倉比為核心的動態
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中金所還提到，要積極發展國
監控體系，進一步提升跨市場監管協作
貨市場，協調有關部門優化、豐富
效能，會同有關部門形成監管合力，切
者結構，完善反映供求關係的國債
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率曲線。此外，將有序推動金融期
中金所還提到，要積極發展國債期
場雙向開放，包括推進入股巴基斯
貨市場，協調有關部門優化、豐富投資
易所後的實質性合作，發揮中歐交
者結構，完善反映供求關係的國債收益
促進中歐產業合作的積極作用，探
率曲線。此外，將有序推動金融期貨市
融期貨市場對外開放可行路徑等。
場雙向開放，包括推進入股巴基斯坦交
易所後的實質性合作，發揮中歐交易所
促進中歐產業合作的積極作用，探索金
融期貨市場對外開放可行路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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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Of H7N9 Bird Flu Worries Officials In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n Iowa-based chicken broiler breeding farm has initially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highly pathogenic h5 bird flu. AP

As many as 79 people died from H7N9 bird flu in
China last mon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stoking worries tha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this season
could be the worst on record.
January's fatalities were up to four times higher than
the same month in past years, and brought the total
H7N9 death toll to 100 people since October, data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showed late on Tuesday.
Authorities have repeatedly warned the public to stay
alert for the virus, and cautioned against panic i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But the latest bird flu data has sparked concerns of a
repeat of previous health crises, like the 2002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t's mid-February already and we are just getting the
January numbers. With the death rate almost catching
up with SARS, shouldn't warnings be issued earlier?"
said one user of popular microblog Sina Weibo.

A hospital team in China treats a H7N9 victim.

Other netizens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worried
about the pace of infections, and called for even more
up-to-date reports.
The People's Daily, the official paper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warned people in a social media
post to stay away from live poultry markets, saying it
was "extremely clear" that poultry and their excrement
were the cause of the infections.
"The situation is still ongoing, and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are actively investigating the reported
cas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said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to
Reuters.
"As the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 it is premature to
conclusively identify the cause for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cases. Nevertheless, we know that the
majority of human cases got the A(H7N9) virus
through contact with infected poultry or contaminated
environments, including live poultry markets."

Health worker puts on protective clothing before assisting
affected patients.

“This season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a slower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which may be leading to
greater numbers of human exposures to infected birds.”
China, which first reported a human infection from the
virus in March 2013, has seen a sharp rise in H7N9
cases since December.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total is
306 since October, with 192 reported last month.
But others believe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is higher.
The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
(CIDRAP)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ast week
estimated China had at least 347 human infections so
far this winter, eclipsing the record of 319 seen three
years ag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ast waves of H7N9 cases
among humans in China has been rapid closure of live
poultry markets," said Ian Mackay, a vir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in Australia.

"This season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a slower
response to the outbreak, which may be leading to
greater numbers of human exposures to infected birds."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has yet to respond to a request from Reuters seeking
comment on the recent bird flu deaths.
Most of the H7N9 human infections reported this
season have been in the south and along the coast.
In Hong Kong, where two of the four patients infected
with H7N9 this winter have died, health officials said
they would step up checks at poultry farms.
H7N9 had spread widely and early this year, but
most cases were contained in the same areas as
previous years, includ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Guangdong, Shu Yuelong, head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nfluenza Center, told state radio.
Beijing on Saturday reported its first human H7N9
case this year. The patient is a 68-year-old man from
Langfang city in neighbouring Hebei province.
A second human case was reported on Tuesday.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further sporadic cases will
continue to be reported," the WHO said.
"Whenever influenza viruses are circulating in poultry,
sporadic infections or small clusters of human cases
are possible." (Courtesy http://www.nbcnews.com/
health/health-news/spread-h7n9-bird-flu-worriesofficials-china-n721221)
Related

CDC Issues H7N9 Bird Flu
Travel Warning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s
issued a new travel warning about bird flu in China.
It says the H7N9 strain of bird flu appears to be
unusually active again and advises people traveling to
China should stay away from chickens and poultry
markets.
"Chinese health authorities
have confirmed 120 new
human cases of avian
influenza A (H7N9) since
September 2016, with 37
deaths," the CDC says in
the low-level travel alert.
"Most of these patients reported exposure to live
poultry or poultry markets. Infections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 provinces of Jiangsu, Fujian, and
Guangdong, as well as the Macau and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H7N9 is one of several strains of bird flu that officials

are watching because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cause
a human pandemic.
So far, H7N9 doesn't seem to infect people easily and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do not seem to spread it to
others much, if at all. But influenza viruses change
quickly and unpredictably and if one starts
passing easily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it could
spread.
"CDC advises people traveling to China to avoid
contact with poultry (including poultry markets and
farms), birds, and their droppings and to avoid eating
undercooked poultry," the CDC said.
"There are no recommendations against travel to
China."

Guangzhou officials report that more than 30 per cent of
live poultry markets are infected with bird flu. (Photo/SCMP
Pictures)

Influenza viruses can spread from birds and other
animals to people and back again. They can mutate and
swap genetic material in the process, becoming more
or less contagious and more or less dangerous.
H7N9 has been on the radar since spring of 2013,
when China began reporting infections with the virus
in people.
"Early symptom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seasonal flu
and may include fever, cough, sore throat, muscle
aches and fatigue, loss of appetite, and runny or stuffy
nose. However, infection with this virus often
causes severe respiratory illness and, in some cases,
death," the CDC said.
"Clinicians should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avian influenza A (H7N9) virus infection in people
presenting with respiratory illness within 10 days of
travel to China, particularly if the patient reports
exposure to birds or poultry markets." (Courtesy http://
www.nbcnews.com/health/health-news/spread-h7n9bird-flu-worries-officials-china-n721221)

Chinese Health System At A Crossroad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 is at a crossroads in transforming its health care
system.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faced with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having both a large uninsured
population and rapid health care cost infl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mmitted to increasing
government funding for health care by as much as
1–1.5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bout $25–$38 billion)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directed to providing universal basic health care.1
Between 2006 and 2007 alon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creased its health budget by 87 percent.2 However,
China is at a loss as to how to transform its new money
into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health care. To tackle the
root cause of unaffordable health care—rapid cost
inflation caused by an irrational and wasteful health
care delivery system, the very same issue confronting
the United States—China needs to decide how to
reform its health care delivery and payment systems;
otherwise, most of the new money is likely to be
captured by providers as higher income and profits.
Cost inflation will likely remain uncurbed and
eventually bankrupt the financing system.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Performance
And Problems
Although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centrally planned
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created unprecedented
economic growth, the same strategy produced dire
health care delivery and health outcomes. In less
than two decades,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was
transformed from one that provided preventive and
affordable basic health care to all people to one in
which people cannot afford basic care and many
families are driven into poverty because of large
medical expenses.3 These experiences, although of
a lesser magnitude, are ironically not unfamiliar to
Americans.4 What causes these dismal conditions?
Lack Of Health Insurance
One commonly cited reason for unaffordable access
and household impoverishment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ck of insurance coverage. Befor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near-universal insurance coverage
was provided by the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CM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Government Insurance
Scheme (GIS) and Labor Insurance Scheme (LIS) in
urban areas. The CMS was primarily financed by the
welfare fund of the communes (collective farming). It
organized health stations, paid village doctors to deliver
primary care, and provided prescription drugs. It also
partially reimbursed patients for services received at

township and county facilities. At its peak in 1978, the
CMS covered 90 percent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urban areas, the GIS, financed by government
budgets, covered government employees, retirees,
disabled veterans,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LIS, financed by each enterprise’s welfare fund,
covered that enterprise’s employees, their dependents,
and retirees.
When China reformed its rural economy in 1979 and
introduced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communes disappeared; without its funding base,
the CMS collapsed, leaving around 90 percent of all
peasants uninsured. In the cities, the GIS and LIS were
replaced by a city-based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SHI)
scheme that combines individual 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and catastrophic insurance (similar to health
savings accou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vering only
about half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The program is
financed by premium contributions from employers
(6 percent of the employee’s wage) and by employees
(2 percent of their wage). It covers all urban work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employees of
both state and nonstate sectors. Workers’ depen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are not covered. As a
result, households have to shoulder the lion’s share
of medical expenses. Out-of-pocket payment as a
share of total health spending grew from 20 percent
in 1978 to almost 60 percent in 2002, leading China
to have one of the highest out-of-pocket payment
shares of total health spending among its neighbors
in Asia, especially compared to those with established
national/SHI schemes with universal coverage.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been particularly hard hit, given
that the majority of rural dwellers are uninsured.

Rising Health Care Costs
A more fundamental, but often neglected, root cause of
reduced access and increased medical impoverishment
is rapidly rising health care costs, which stem primarily
from providers’ profit-seeking behavior and the
resultant waste and inefficiencies. Under communist
rule, China developed a three-tier organization for
the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for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All health facilities were publicly owned. The
government subsidized about 50–60 percent of their
recurrent costs, calculated to pay for the salaries
of health personnel. The remaining revenue came
from fee-for-service activities under a governmentcontrolled price schedule, which was set below cost
to make services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even for

the poor and uninsured. Input prices were similarly
controlled. Health care workers, like other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re paid on a salaried
basis, with low cash remuneration.
When China embarked on its economic reform
in 1979, like other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he
government experienced a drastic reduction in its
revenue, which in turn reduced its capacity to fund
health care.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public health
facilities fell to a mere 10 percent of the facilities’
total revenues by the early 1990s. To keep health
care affordable, the government maintained its strict
price control by setting prices for basic health care
below cost.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wanted

facilities to survive financially, so it set prices for
new and high-tech diagnostic services above cost and
allowed a 15 percent profit margin on drugs. These
created perverse incentives for providers, who had to
generate 90 percent of their budgets from revenuegenerating activities; this turned hospitals,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doctors into profit-seeking
entities. Equally important, this price-setting approach
created a leveraging effect whereby a provider has
to dispense seven dollars’ worth of drugs to earn
one dollar of profit. Subsequently, providers overprescribed drugs and tests, and hospitals raced to
introduce high-tech services and expensive imported
drugs that give them higher profit margins.6 For
example, 75 percent of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a
common cold are prescribed antibiotics, as are 79
percent of hospital patients—more than twice the
international average of 30 percent.7 Consequently,
China’s health care spending has been growing at 16
percent per year—7 percent faster than the growth
of GDP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8 In addition to the
unnecessary costs this incurs, such treatment patterns
could also harm patients. Unfortunately, no authority is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se practices.
Drug Kickbacks To Providers
Compounding the problem further is the collusion
between providers and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Hospitals receive kickbacks from drug companies for
prescribing their products, and doctors’ bonuses are
often tied to these kickbacks. In rural areas, village
doctors buy expired and counterfeit drugs at low cost
and sell them as valid products at higher prices. One
can characterize China’s greed-driven health care
providers as “wild horses let out of the b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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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ed Services
Finally, China’s health care delivery system is
fragmented; preventive, primary, and tertiary services
are all provided separately. Freestanding hospitals and
clinics compete for patients, holding onto patients
when they should be referred elsewhere. There is little
coordination of care among the levels of providers, and
tests are often repeated when patients move from one
level to another, just as in the United States.9
Summary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balanc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s current leaders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a sizable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health care. China now stands at a crossroads
in knowing how to transform this new investment
into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health services. If the
problems of cost inflation and inefficiencies are not
carefully tackled, much of the new money injected
into the system will most likely end up as profits and
incomes for providers. The recent U.K. experience
is a useful mirror, where about 35 percent of the
Blair government’s increased spending has resulted
in increased pay to providers with little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26 When the next reform opportunity
comes along, China will have to combat a higher cost
base and a more entrenched economic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providers.
As China chooses which path to take,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s the question of which agency can be entrusted
to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people. As the current
debate in China reflects, most of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So are providers. Given the information gap
in medical knowledge between providers and patients,
patients are not likely to be able make informed
choices.27 Unfortunatel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n
effective purchasing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Besides,
not al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can be directly
transferable to China, since China might not have
the necessary preconditions that are present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positive experiences are found.
The decisions that China needs to make are complex,
and there is no silver-bullet solution. In light of
the potential scale and magnitude of their impacts,
it would be advisable for China to take a step-bystep approach, guided by pilot experimentation and
objective,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Courtesy http://
content.healthaffai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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