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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全美各地近來掀抗議潮，
全衝著共和黨籍國會議員而來，多數民眾反
對總統川普廢 「歐記健保」，卻沒提替代方
案；而不回選區面對民意的議員，則成了當
地選民嘲諷的對象。

聯邦眾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的
家鄉威斯康辛州近來出現大型電子廣告看板
，要他回到選區、舉行 「市鎮廳大會」
（town hall meeting）；西岸加州的聯邦眾
議員伊薩（Darrell Issa）更成選民嘲諷的對
象，變成貼在電線桿上的 「協尋失蹤人口」
傳單，同為加州選出的聯邦眾議員庫克
（Paul Cook）的協尋海報則出現在賣場冰
箱，也是民眾要求他回來選區、面對民意。

美國政治人物每逢週末或長假期多回到
選區、藉舉辦市政廳大會面對民眾，聆聽基
層心聲，一般來說，不太上得了美國全國媒
體 版 面 ， 但 包 括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在內報導，不想成為民眾抗議對
象的共和黨國會議員，乾脆不回地方開會；
而趁不久前的總統日長假期回選區的共和黨
籍國會議員，則是走到哪被抗議到哪。

資深的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
（Mitch McConnell）也不好過，他回肯塔
基州就遭逢一名失業婦女咆哮抗議，她細數
當地失業與貧困的情況及退伍軍人沒受到應

得的照顧，最後諷刺麥康奈 「如果你能告訴
我上述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我會像伊
麗莎白．華倫一樣閉嘴坐下。」

麥康奈不久前運用議事規則，禁止民主
黨參議員華倫在司法部長塞申斯的任命同意
案投票時發言。麥康奈面對選民對他咆哮、
一臉尷尬地站著聆聽發言後，也只能緩頰
「希望妳（抱怨完）現在感覺好一點」。

從猶他州、愛阿華州到路易斯安那州，
多數抗議民眾都要共和黨國會議員說明究竟
川普要替代現有健保法的具體方案為何，
「告訴我你的方案」、 「請你盡職責」 ，

則是不同地方都聽得到的相同抗議口號。然
而、他們卻成為川普口中 「所謂的憤怒群眾
」，川普在推特上指控這都是自由派計劃好
的，白宮更加碼補充。

白宮發言人史派瑟在每日新聞簡報會上
說，這些人是 「有組織的抗議專業戶」，但
「大聲、並不代表多數」，他們只是為了吸

引媒體目光。
川普上任滿月，但分裂的美國不見裂痕

癒合，伊薩在選區出現後接受美國廣播公司
（ABC）訪問時就說，川普贏了選舉，現在
是總統了，沒有人能比總統更能團結美國，
他應該做得更多。

全美抗議不斷 共和黨議員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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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智庫今天公布多張衛星照
片，顯示中國已在南沙人造島完成放置地對空飛
彈的建築體。北京穩定推動南海軍事化計畫，未
受美國政治變動影響。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旗下
的 「亞洲海事透明倡議」（AMTI），公布多張今
年2月與2016年底拍攝的南海比較衛星照顯示，
中方在南沙人造島多處放置地對空飛彈的建築體
已經完成。

AMTI 比較 2017 年 2 月 7 日與 2016 年 11 月 12
日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衛星照的左下角，
2016 年 12 月 29 日與 11 月 11 日美濟礁（Mischief
Reef）環狀的上方，2017 年 2 月 7 日與 2016 年 11
月10日渚碧礁（Subi Reef）衛星照的右下角，原
本皆為空地，如今已完成8座可以放置地對空飛
彈系統的建物。

路透社（Reuters）早前引述美國官員的談話

與這批照片報導，中方已在南沙多個人造島上完
成存放武器系統的建物。

不具名美國官員指出，這些鋼筋混凝土建物
的屋頂可以開闔，類似紅旗9號等可移動的車載
地對空飛彈在建築內即可發射，不必曝露位置，
中方已在西沙的永興島（Woody Island）裝置紅旗
9號飛彈。

AMTI 分析，中方南沙人造島上放置飛彈的
混凝土建物，可避免裝備遭海水侵蝕。屋頂關閉
時，也可避免被衛星監測到發射器動態，敵方無
法得知存放多少座發射器。若有衝突，建物還可
抵禦非直接與小型的火砲攻擊。

這與永興島上的紅旗 9 號僅覆蓋偽裝迷彩網
，讓外界看清楚的意圖極不相同。

AMTI 認為，中方未受美國政局影響，這批
建物在2016年9至11月陸續動工，是南海軍事化
的一部分

美智庫：北京南海軍事化不受美政局影響事化不受美政局影響

（綜合報導）美國總
統川普猶如實境秀般挑選
內閣成員，結果常令人跌
破眼鏡。美國媒體指出，
川普對官員的長相和造型
也有意見，鬍子和矮小都
不討喜。

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
波頓（John Bolton）加入
川普（Donald Trump）內
閣的呼聲原本極高，不過
接連與國務卿和白宮國家
安全顧問的位置擦身而過
。

川普本人多次公開讚
揚波頓，但積極的波頓就
是無法獲得川普的青睞，
到底怎麼回事？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引述多名川普
陣營人士的說法，波頓嘴上像 「刷子」般的亂鬍
，是波頓無法出任國務卿的因素之一。

不具名川普陣營人士表示，相信川普不會喜
歡波頓的鬍子，他身邊幾乎看不到任何人留那樣
的鬍子。

還有報導指，川普未選擇聯邦參議院外交委
員會主席寇爾克（Bob Corker）出任國務卿，原
因是 「太矮」。

曾任實境秀主持人的川普對內閣官員外型有

所偏好，不令人感到意外。一般而言，川普喜好
高大，站得上檯面，自信，外型端正的臉孔，他
不喜歡 「弱者」。

媒 體 Newsmax 執 行 長 暨 川 普 的 友 人 魯 迪
（Chris Ruddy）指出，鏡頭前能 「上相」的人選
才能讓川普留下印象，他認為這對推動政策極為
重要。別忘了，川普也是娛樂圈人士。

用人看外型和長相，常是企業聘僱不願明言
的潛規則。企業和電視界出身的川普也是 「外貌
」協會成員，不必感到驚訝，川普過去還熱衷舉
辦選美。

鬍子和矮小都不行 川普挑人還看外型
（綜合報導）英國即將展開脫離歐洲聯

盟程序，蘇格蘭的消息人士透露，蘇格蘭政
府越來越有信心可以贏得脫離英國獨立的公
投，並且考慮在明年舉行投票。

路透社報導，英國去年6月舉行脫歐公投
時，蘇格蘭人一面倒支持英國留在歐盟，但
全英的投票結果決定脫離歐盟，蘇格蘭也只
能追隨。英國首相梅伊計畫下個月啟動為期
兩年的脫歐程序。

蘇格蘭政府顧問葛蘭特（Charles Grant）
今天說： 「我相信蘇格蘭政府正在非常認真
考慮，於明年舉行獨立公投。」

他表示： 「他們覺得有足夠的熱情和衝
勁可以克服經濟上的不利影響，英國脫歐越
是艱難，他們越有可能脫離英國。」

蘇格蘭2014年曾舉行獨立公投，但脫英
派以10個百分點的差距落敗，當時許多選民
都表示，擔心蘇格蘭脫離英國後經濟會如何
發展。

英國政府表示，蘇格蘭沒必要再次舉獨
立 公 投 。 不 過 ， 蘇 格 蘭 首 席 大 臣 斯 特 金
（Nicola Sturgeon）表示，這回情況完全不同
，因為當年投票支持留在英國的蘇格蘭人是
投票支持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但如今情況
已非如此。

斯特金去年10月已公布舉行第二次獨立
公投的法律草案。蘇格蘭若脫離英國，將切
斷雙方300年的貿易、文化與政治聯盟，恐將
使英國在痛苦脫歐後再受衝擊。

不滿英國脫歐 傳蘇格蘭明年再獨立公投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今天表示，他希望加強美國的核子武力，確保美國居於領
先地位，因為美國核武的能力已經落後他國。他也期望中國發揮影響力，約束挑釁行動不
斷的盟友北韓。

川普接受路透社專訪時，也抱怨俄羅斯違反限武條約部署巡弋飛彈，並表示他如果見
到俄國總統蒲亭，將會提起這項議題。

另一方面，川普表示，中國如果願意，可以 「非常容易」就解決北韓構成的安全挑戰
。他意在加強對北京施壓，希望中方多發揮影響力，約束平壤當局越來越好戰的行徑。

川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受訪問時也表示，他對北韓試射彈道飛彈 「非常憤怒」，
美國有許多選項可以反制，包括加緊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以保護盟國日本和南韓。

川普擬加強美國核武力盼中國約束北韓

（（路透社路透社））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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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集團主席：
確定債權人評估團將重返雅典評估

綜合報導 歐元集團主席傑倫· 戴塞爾布盧姆在布魯塞爾表示，由歐

洲央行、歐盟委員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組成的債權人評估

團近期將重返雅典，對希臘改革計劃執行情況進行評估。

傑倫· 戴塞爾布盧姆是在歐元集團會議結束之後向外界做出如上表

述的。他透露，盡管當天的歐元集團會議進展“神速”，但歐洲央行、

歐盟委員會、IMF以及希臘政府在會議之前已經進行了長久的磋商，為

當天會議確定了良好的基礎。

戴塞爾布盧姆說：“今天各方就希臘債務問題邁出了良好的壹步。

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各方還沒有達成協議。目前，討論達成政治協議

的事情為時過早。評估團成行雅典，是非常正面、良好的壹步。”

戴塞爾布盧姆透露，債權人評估團近期將重返雅典，著重對當

地的稅務系統、養老金系統、勞動力市場規範等方面進行考察與

評估。據悉，IMF希望希臘政府能夠在以上方面展現出深度改革的

跡象。

如果債權人評審團認為希臘改革狀況良好，希臘就將得到新壹輪

救助貸款。希臘政府於 2015 年與國際債權人就第三輪救助達成協

議，希臘將在3年內獲得約860億歐元救助資金。為保證希臘實施其

承諾的改革，債權人定期對希臘改革執行情況進行評估，以分批發

放救助資金。

此次歐元集團會議之前，歐盟與IMF就希臘債務前景壹度產生分

歧。IMF報告指出，除非希臘債務得到重大重組，否則2060年希臘債務

將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75%。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則認

為，IMF對希臘經濟前景的看法過於悲觀。

偷走5幅名家畫作
法國“蜘蛛人”大盜被判8年監禁

綜合報導 從巴黎現代美術館偷走5幅名家畫作、綽號“蜘蛛人”的

大盜托米奇（Vjeran Tomic），被判處8年監禁，並與其同夥壹起被處以

1.1億美元的天價罰款。

報道稱，49歲的托米奇是壹名慣犯，他被指在2010年5月20日晚

間，從巴黎現代美術館內偷走馬蒂斯、畢加索、布拉克、萊熱以及莫蒂

裏安尼等名家畫作。而他本人也承認曾潛入該館行竊。

托米奇落網後告訴警方，有人要他偷走萊熱1922年繪制的畫作“靜

物與燭臺”（Still Life with Candlestick），但他從沒想過還能得手另外4

幅畫作。

據稱，托米奇用酸液破壞窗戶潛入美術館當晚，館內的行動偵測警

報器已經故障2個月。托米奇下手前已監視該館6個晚上。

在得手萊熱畫作且沒引起任何騷動後，竊賊又拿了畢加索1912年創

作的“乳鴿與青豆”（Dove with Green Peas）、馬蒂斯 1905年作品

“田園畫”（Pastorale）、布拉克1906年的“艾斯塔克附近的橄欖樹”

（Olive Tree near Estaque），以及莫蒂裏安尼1919年的“拿扇子的女人”

（Woman with a Fan）等名畫。

至今，這些失竊畫作仍下落不明。巴黎現代美術館由巴黎市政府經

營，代表市政府的律師稱，畫作失竊是人類難以言喻的損失。

報道稱，托米奇和其同夥被判處的1.1億美元罰款金額與失竊畫作

的估價相當。

極右翼領導人勒龐支持率居首
法總統選舉懸念增加

法國壹家民調機構公布的壹項民意

調查結果顯示，隨著郊區治理問題近日

在法國持續發酵，法國總統選舉候選

人、在安全問題上態度強硬的法國極右

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 勒龐

的民意支持率顯著上升，增加了法國總

統選舉的懸念。

優勢 支持率超過兩名主要競爭對手
法國總統選舉將於今年 4 月底舉

行。民調顯示，目前，勒龐的民意支

持率比2月 9日提升 3個百分點，達到

27%，居各候選人之首。她的兩名主要

競爭對手——號稱超越左右陣營之別

的“前進”運動主席馬克龍和右翼共

和黨候選人弗朗索瓦· 菲永的民意支持

率均為20%。

此次民調還顯示，在選舉進入第二

輪投票的情況下，勒龐如和馬克龍對

決，她獲得的支持率將達到42%，比2

月9日上升7個百分點；如和菲永對決，

她獲得的支持率將達44%，比2月9日上

升4個百分點。

2月初，壹些法國警察涉嫌暴力執

法導致壹名非洲裔青年受重傷，引起巴

黎郊區發生小規模騷亂，並在巴黎和外

省地區多次引發反暴力執法的示威遊

行。壹些分析人士認為，在距法國總統

選舉還有約兩個月之際，這壹事件凸顯

了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在壹定程度上會

提振勒龐的選情。20日公布的民調結果

證實了這壹觀點。

劣勢涉嫌讓保鏢和助理吃歐盟“空餉”
不過，勒龐的選情可能會受到“空

餉門”事件影響。法國媒體曝光稱，

歐盟反欺詐局的壹份報告說，身為歐洲

議會議員的勒龐涉嫌讓自己的保鏢以議

員助理的名義從歐盟處領取薪水。

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證實，

位於首都巴黎市郊的該政黨總部當天夜

間遭到突擊搜查，搜查與該黨主席瑪麗

娜· 勒龐的“空餉門”醜聞有關。

勒龐身為歐洲議會議員，涉嫌讓自

己的保鏢和助理等非歐洲議會工作人員

從歐盟領取薪水，正受到調查。這是過

去壹年來，國民陣線總部第二次因此案

遭到搜查。

初步調查顯示，勒龐的保鏢蒂埃裏·

勒吉耶2011年10月至12月期間領取歐洲

議會發放的4.15萬歐元（約合30.2萬元

人民幣）薪酬，填報的則是“議員助

理”身份；勒龐的助手凱瑟琳· 格裏澤長

期在法國工作，卻在2010年至2016年從

歐洲議會領薪近29.8萬歐元（約216.9萬

元人民幣）。

根據規定，能領取歐洲議會工資的

議員助理，必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

爾、法國斯特拉斯堡或盧森堡的歐洲議

會辦公地點實際供職。

除勒龐外，國民陣線另外3名成員

也正被歐洲議會追討冒領的款項，總計

大約60萬歐元（約436.9萬元人民幣）。

其中，勒龐之父、國民陣線創始人讓-馬

裏· 勒龐涉嫌2009年至2014年期間騙取

歐洲議會為其助手發放工資，被要求退

還32萬歐元（約233萬元人民幣）。

不過，勒龐否認腐敗指控，聲稱她

不受歐盟委員會“待見”，歐盟反欺詐

局針對她的調查帶有歧視性。

法國總統競選之際，勒龐、前總理

弗朗索瓦· 菲永等主要候選人相繼曝出空

餉醜聞，引發民眾不滿。多座城市爆發

示威遊行，抗議腐敗現象。

歐盟委員會主席透露英國將“天價”脫歐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此

間透露，即將啟動《裏斯本條約》第50

條展開脫歐談判的英國政府將面臨艱苦

卓絕的談判，“天價”脫歐的局面不可

避免。

容克當天在比利時眾議院演講時做上

述表示。他指出，英國脫歐肯定不會“打

折”或者“零損耗”，歐盟方面會開出壹

張“天價”的賬單讓英國政府來承擔。

此間媒體披露，預計英國政府將為

脫歐支付600億歐元的費用。這些費用包

括英國在作為歐盟成員國時簽署的壹些

項目、計劃所應承擔的花費以及歐盟公

務員的養老金分配等。

容克說：“未來兩年，我們將通過

異常艱苦的談判來確認英國脫歐的條

款。同樣，我們需要數年的時間來重新

確認歐盟與英國未來關系的架構。”

歐盟委員會主席強調：“英國人民

必須知道，也許已經知道，脫歐不會打

折，更不會零損耗。英國必須尊重他們

自己的選擇。不得不指出，脫歐的賬單

數 目 會 非 常

龐大。”

容克特別

回顧了歷史。

他說：“我們

不會忘記，沒

有丘吉爾（前

英國首相），

我們不會站在

這裏。但，我

們也不能太過

幼稚。我們的

英國朋友需要明白，我們希望繼續歐

洲壹體化的進程。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

也承諾，盡可能與歐盟保持最自由的貿

易。”

容克做上述表示之時，正值英國議

會上議院開始審議英國脫歐法案。本月

上旬，英國議會下議院以494票支持、

122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脫歐法案，

並將法案移交上議院審議。如果上議院

也通過這項法案，英國將在3月底之前

啟動脫歐程序。

英國政府計劃在3月底前觸發《裏

斯本條約》第 50條，正式開啟脫歐談

判。按照歐盟法律，脫歐程序壹旦啟

動，有關各方須在兩年內完成談判，如

需延長談判，應得到其他27個歐盟成員

國的壹致同意。

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此前曾表示，如

果歐盟對英國脫歐進行“懲罰”，無異

於“自殘”。

萌萌噠：世界最小品種的鹿
首次在日本誕生

綜合報導 近日，

在日本埼玉縣東松山

市壹家動物園內，誕

下了壹只體型嬌小、

原產於南美的雄性小

鹿。

據報道，此次誕下

這種鹿在當今世界上的

同類物種中體型最小，

也是首次在日本誕下新

生兒。 預計將於今年3

月 3日開始正式與遊人

見面。

據園方介紹，這只

小鹿於本月降生，體

重達 1 千克，體長 20

厘米，目前身體狀況

良好。

據了解，這種鹿主

要棲息在智利南部及阿

根廷等地，成年時體長

可達80厘米，體重可達

9至10千克。

2016年夏天，智利

國立公園向日本動物

園贈送了四只，並於

同年 12 月起正式向遊

人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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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擬驅逐1100萬非法移民
先遣返有犯罪記錄者

綜合報導 雖然美國國土安全部出臺強硬

措施打擊非法移民，但白宮發言人肖恩· 斯派

塞稱，目前尚未出現大規模驅逐移民出境的

現象。

21日，美國國土安全部門出臺了兩項新

的移民令，開始全面打擊非法移民，美國

1100萬未登記的非法移民恐怕難逃被驅逐的

命運。當天晚些時候，斯派塞在白宮舉辦記

者會時表示：“當務之急是處理那些對美國

造成威脅的人。白宮和國土安全部的意思是

，那些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或是曾經犯罪的

移民將率先離開。”

斯派塞稱目前將主要集中處理100萬已經

裁決的相關案子，以此來制定確切的驅逐程

序。報道稱，為了執行新的移民法令，特朗

普政府將多雇傭數千人來守衛邊境、追捕非

法移民。

面對移民群體人心惶惶的局面，白宮則

表示將不會出現大規模驅逐移民的舉動。壹

位國土安全部的官員稱：“我們不希望社會

出現恐慌。我們沒有人力、時間和物力走進

社區，去將非法移民綁起來，然後把他們壹

股腦送上汽車。那完全是壹些人的想象。這

次頒布的移民令並不是為了制造大規模圍捕

或驅逐。”斯派塞表示，這次移民政令的目

的是安全、有序、人道地遣返非法移民，要

在提高辦事效率的同時仍忠實於此前的美國

移民法律。

根據兩項新的移民令，邊境巡邏人員和

移民管理機構會盡快將發現的非法移民驅逐

出去。不過也有少數例外，兒童等不必被驅

逐。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 凱利說：“美國南

部邊境非法移民激增，這使得聯邦機構和資

源不堪重負，同時也給美國帶來巨大安全隱

患。”目前率先遣返的是那些未登記且有犯

罪記錄的非法移民，未來任何被指控或可能

面臨刑事指控的人，均可能被驅逐。此外，

歐巴馬政府曾將那些沒有犯罪記錄的人列為

低優先級，而如今這部分人不再受到任何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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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壹份請願書上簽名反

對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對英

國進行國事訪問的英國人已經多達180

萬。他們不希望王室按照國事訪問的規

格接待這位美國房地產大亨，並要求降

低接待規格。

迄今特朗普訪問的日期尚未公布。

由於明顯超過10萬的英國人在請願書上

簽名，因此英國議會不得不就此展開辯

論。在壹次激烈的辯論中，反對黨議員

指責首相特雷莎· 梅(Theresa May)訪問華

盛頓時邀請美國新總統訪問英國是為了

爭取與美國簽署壹份雙邊貿易協定。

針對備受爭議的訪問邀請，英國工

黨議員弗林(Paul Flynn)表示：“此舉給

人留下的印象是，英國議會、英國人民

和英國政府支持特朗普的行為。”

壹月底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訪問華

盛頓期間，向特朗普發出訪問倫敦的邀

請並承諾將給予隆重接待。迄今只有少

數幾國的國家元首受到過這樣隆重的接

待，只有2位美國總統訪英時受到隆重

歡迎：2011年，擔任美國總統兩年的歐

巴馬( Barack Obama)訪問英國受到最高

規格的歡迎，另壹位有著類似經歷的美

國總統是歐巴馬的前任小布什(Gerorge

W. Bush ，2003年)

在英國下議院舉行辯論期間，數千

人在倫敦舉行示威，抗議首相特雷莎·

梅與特朗普之間的合作。與此同時，也

有30萬英國人在壹份請願書上簽名支持

特朗普訪問英國。盡管英國爆發抵制特

朗普訪問的抗議活動，但是英國政府仍

堅持讓特朗普進行國事訪問並宣布：

“只要決定了訪問的日期和做好了準備

，我們很高興迎接特朗普總統來訪。”

美出臺新規加大打擊非法移民力度

綜合報導 美國土安全部21日發布兩份有關加大打擊非法移

民、加強邊境管理的備忘錄。這兩份備忘錄被看作是落實美國總

統特朗普相關行政命令的操作細則。

這兩份備忘錄名為《落實總統邊境安全和加強移民執法的政

策》以及《執行移民法律以服務國家利益》。根據這兩份備忘錄

，美國邊境執法部門打擊非法移民的範圍將會擴大，執法人員有

權逮捕、拘禁並驅逐任何非法移民，特別是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

民。為加大打擊力度，美國土安全部還將再雇傭1萬名執法人員

。備忘錄顯示，入境不足兩年的非法移民都有可能遭到驅逐，這

壹規定在全美範圍內適用。在歐巴馬執政時期，執法人員可在距

離邊境100英裏的範圍內對非法移民進行驅逐，且執法時限僅為

非法移民入境後的14天。

美國土安全部官員21日在吹風會上表示，由於人員、資源有

限，美國近期不會發起大規模驅逐行動。有重罪記錄的非法移民

依然是打擊的重點，比如參與販毒或加入黑幫的非法移民。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當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在美非法移民

人數迄今已超過1000萬人，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人數接近100

萬人。21日發布的兩項備忘錄旨在提升美國內的公共安全，特別

是南部邊境地區的安全。

綜合報導 美國壹間拍賣行周末將拍賣希特勒曾

用過的壹部電話，起價10萬美元，估計成交價將在

20萬至30萬美元之間。

馬裏蘭州這間拍賣行的負責人說，這部電話是占

領柏林的蘇聯軍隊，交給壹名參觀希特勒地堡的盟軍

軍官，該軍官的兒子把電話拿出來拍賣。

這部紅色的電話有納粹標誌，背後還刻有希特勒

的名字。

拍賣行負責人說，這部電話“大有殺傷力”，因

為希特勒曾利用它發號施令，使無數人因此喪命。

紐約法醫辦公室紐約法醫辦公室：：
丘爾金死因調查或需數周時間丘爾金死因調查或需數周時間

綜合報導 美國紐約法醫辦公室代表表示，對俄羅斯常駐聯

合國代表維塔利∙丘爾金死因的進壹步調查可能需要數周時間。

美聯社此前報道稱，對丘爾金遺體進行了解剖的法醫表示，

為確定死因還需進行額外的化驗工作，這可能需要數周時間。

該代表稱：“這取決於具體情況，但總體上，該程序需要數

周時間。”

2月20日，丘爾金在自己65歲生日前壹天在紐約逝世。他從

2006年4月8日開始擔任俄常駐聯合國代表壹職。

希特勒戰時電話拍賣起價希特勒戰時電話拍賣起價1010萬美元萬美元

曾用其發號施令曾用其發號施令

綜合報導 俗話說“有困難，找警察”

，美國俄亥俄州馬立昂警察局的社交網站

賬號，日前接獲10歲女童詢問數學習題的

解法，而警察也耐心解答，對話截圖引起

網絡瘋傳。不過，這名警察給出的答案似

乎出現了錯誤。

報道稱，馬立昂警察局指出，17

日晚間接獲罕見的兒童求救案例，當

事人是壹名年僅10歲，就讀五年級的

女童，她發送訊息向馬立昂警察局社

交賬號尋求協助。女童母親德瑞波提

供的對話截圖顯示，警方透過私信答

復問道：“有什麽事？”德瑞波的女

兒蕾娜則寫道：“我的功課需要壹點

幫忙。”對於警方進壹步詢問是哪方

面的問題時，她寫道：“我不明白

(8 + 29) x 15”。截圖畫面顯示，接

下來警方回答，要先把括號裏面的答

案算出來，也就是變成37乘以15。

不過，蕾娜的問題並沒有到此停止。

她緊接著又問了另壹個問題：“如果題目

是(90 + 27) + (29 + 15) x 2，我應該先算

哪邊？因為妳說要把括號裏的先算出來。

”警方回答：“把第壹個括號與第二個括

號內答案加起來乘以2，從左邊算到右邊就

可以了。”

然而，這些截圖畫面在網絡流傳之後

，警察提供的解答方式，後來被網友指正

是不對的。馬立昂警察局稱，這是警局第

壹次碰到有小朋友拿功課問題來臉書專頁

求助，“但不管怎樣，我們的使命就是服

務並且保護人民。

或許在幫她解答之前，應該先聲明壹

下我最喜歡的科目其實是歷史。現在我們

知道了！”德瑞波17日在社交網站分享了

蕾娜向警方問數學功課的對話截圖，並寫

道：“感謝馬立昂警察局真誠地建立與小

區民眾的互動關系。”

有困難找警察？
美國10歲女童詢問數學題獲解答

舞蹈馬拉松連跳46小時
美大學生籌1000萬美元善款

綜合報導 美國賓夕法尼亞

州立大學學生舉辦別開生面的

舞蹈馬拉松慈善活動，為患癌

癥的兒童籌款。在連跳46小時

候，籌到超過1000萬美元的善

款。

據報道，這項名為Thon的

舞蹈馬拉松活動每年都會舉辦

壹次，是全球最大型的大學生

慈善組織活動。

據悉，這項活動於每年2月

的壹個周末，在主校區大學公

園舉行。活動內容是參與者連

續“不坐下”，不睡覺地跳舞

46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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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領土問題擔當相松本純在記者會上宣

布，將派內閣府政務官務臺俊介出席在松江市舉行的“竹

島日”儀式。

據悉，該活動由日本島根縣從2006年起主辦，今年將

是日本政府自2013年起連續第5年派出政務官。

日韓爭議島嶼“竹島”（韓國稱獨島）由韓國持續有效

控制。松本在記者會上強調日本政府的立場稱，“無論依

照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法，顯然都是我國的固有領土”。

對於在日韓關系因慰安婦少女像問題產生矛盾之時派

遣政務官出席是否會引起韓國方面批評，松本稱：“我們

完全沒有使日韓關系惡化的意圖。韓國是有著共同戰略利

益的最重要的鄰國”。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棺義偉在記者會上否認不派閣僚或

副大臣出席是因為顧及韓方。他強調：“這始終是我國自

身的判斷。領土主權是國之根本，將繼續致力於向國內外

發出訊息。”

日對5國留學生強化入境審查包括中國

新舉措引混亂
綜合報導 日本法務省入國管理局2月

向幾所日本當地日語學校通報，稱今後會

對中國、越南等5國留學生采取更加嚴格

的入境審查制度，要求這些日語學校在接

收留學生時讓對方提供包括銀行賬戶流

水、存折復印件等新的財產證明材料，否

則不予批準入境，以此防止留學生在日非

法滯留。

不過，因劃定對象時缺乏公正客觀依

據，該舉遭到當地語言學校批評。據法務省

統計，2015年非法滯留日本的韓國人最多，

但韓國並不在強化入境審查名單之列。

劃定標準不清不楚

日本法務省將中國、越南、尼泊爾、

緬甸、斯裏蘭卡5國留學生列入強化入境

審查名單。壹名法務省負責人說：“這5

國留學生人數多，非法滯留情況增加，此

前有報告稱留學生在日本非法就業。”

不過，根據法務省統計，2015年在日

非法滯留人數最多的國家為韓國，有1.3

萬人，其次為中國大陸約8700人，泰國和

菲律賓緊隨其後，越南名列第五，而尼泊

爾、緬甸、斯裏蘭卡甚至不在非法滯留人

數前十國名單內。為何忽略其他國家，選

擇中越等五國作為嚴控對象，日本國內業

界對此表示疑惑。

赴日留學生通常會先在日語學校進行半

年以上的日語學習，然後再考取日本其他大

學。留學生在向日語學校提交相關申請材料

獲得法務省批準後，方能取得留學簽證。

法務省2月通報了2015年開除學籍或

退學人數達到10人的日語學校，被通報的

日語學校數量約為全國壹半。被通報學校

今後招生時，需要5個對象國的留學生出

示家庭賬戶流水、存折復印件等新的財產

證明資料，而此前只需提供賬戶存款余額

證明即可。

壹名日語學校工作人員向《西日本新

聞》表達不滿稱：“也有留學生是因為升

學、生病或者回家照顧父母等正當理由退

學，難道這也要被列入處罰對象嗎？”對

此，法務省承認：“（開除學籍或退學）

10人以上這個數字沒有依據，只是為了將

半數以上日語教育機構列入適用對象，這

個政策也不是處罰。”

新舉措引發混亂

日本政府2008年發表“留學生30萬

人計劃”，預計在2020年底將外國留學生

人數從當時的14萬增加到30萬。受此影

響，日本國內針對外國留學生的日語學校

數量增加，以九州地區為例，截至2016年

9月底，九州地區共有64所日語學校，較

十年前增加壹倍。

法務省的這項新舉措從3月中旬開始

實施，部分赴日留學申請已經受到影響。

“在越南和緬甸，很難讓留學生準備

新增的財產證明資料，混亂已經在擴大。”

壹名日語學校工作人員說。

反對“慰安婦”協議
韓民間團體遭政府報復？

綜合報導 韓國最大在野黨壹名國會議員

披露，韓國政府去年突然中斷向部分“慰安

婦”支援團體發放政府援助金，而這些團體都

反對2015年底韓日就解決“慰安婦”問題達成

的協議。

共同民主黨議員文美玉（音譯）根據女性

家庭部提交的“女性家族部民間團體國庫輔助

金支援現狀”資料，分析了樸槿惠執政期間女

性家族部對各民間團體的援助情況。結果顯

示，2013年，女性家庭部通過“女性團體共

同合作事業”等項目為“分享之家”、“與隨

軍慰安婦同在的馬昌鎮市民會”等4個“慰安

婦”支援團體和韓國女性人權振興院準備了

2.89億韓元（約合173萬元人民幣）預算；2014

年，向“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韓日

歷史交流會”等 17 個團體支付 26.47 億韓元

（1590萬元人民幣）；2015年又向13個團體提

供了13.09億韓元（786萬元人民幣）。

但是，文美玉指出，在2015年12月28日

韓日宣布就解決“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後，

女性家庭部不再向“分享之家”“韓國挺身隊

問題對策協議會”等提供支援。這些團體都公

開反對韓日“慰安婦”協議、拒領日方提供給

“慰安婦”受害者的所謂“治愈金”。文美玉

將女性家庭部中斷支援這些民間團體與樸槿惠

政權的“文化界黑名單”視為同等性質，批判

女性家庭部“借國家預算分化民間團體，搞懷

柔政策”。

女性家庭部回應說，2014至2015年通過公

開招募選擇了支援對象，但2016年沒有舉行公

開招募活動。女性家庭部每年會向“韓國挺身

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提供3000萬韓元（18萬元

人民幣）運營經費，但這壹團體去年退回了這

筆款項且並未繼續申請。女性家庭部也在繼續

對“分享之家”提供財政支持。

日本自民黨公布
新年活動方針草案

為修憲鋪路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公布了

2017年活動方針草案。基於首相安

倍晉三對修改憲法的強烈意願，其

中明確寫到“將為提議修憲原案邁

出具體步伐”。

草案指出，將在日本眾參兩

院的憲法審查會上促進討論外，

還將“向國民明確地展示實現修

憲的路徑”。因與東京都知事小

池百合子對立，在7月舉行的東京

都議會選舉中預計將面臨苦戰，

但方針中指出將力爭獲勝，並呼

籲要隨時做好迎接下次眾院選舉

的“時刻備戰”。

據日本自民黨相關人士介紹，

修憲原案的“提議”壹詞是在安

倍的指示下緊急追加的。該黨預

計將在3月 5日的黨大會上通過該

活動方針。由於執政黨在眾參兩

院擁有發起修憲提議所需的三分之

二的席位，自民黨想在國會推進討

論修憲。

活動方針草案的主題為《開

拓日本的未來》。日本自民黨活

動方針案起草委員長山口泰明在

記者會上表示：“今年是憲法施

行 70周年，表明了開啟新時代的

決心。”

報道指出，關於修憲，日本自

民黨考慮到獲取民進黨等在野黨的

協作而在活動方針中表明“將努力

在憲法審查會上達成廣泛同意”。

為促進形成社會輿論，活動方針中

還提及“將推進擴大修憲贊同者的

運動”。

就地方選舉，其中宣稱“將積

極支援縣支部聯合會等地方組織”。

並將東京都議會選舉定位為“全國

關註的選舉”。關於下次眾院選舉

指出強化當選1、2次的約120議員

的選舉基礎很重要。

外交方面，活動方針指出保護

主義和內向傾向在全球範圍內加劇，

並預測“將成為不明朗性和變化征

兆彌漫的壹年”。方針明確表示將

支持安倍的“俯瞰地球儀外交”。

同時還強調了確立“不可動搖的防

衛體制”的必要性。

與韓爭領土
日本將再派要員

出席“竹島日”儀式

（中央社）儘管金管會強調兩岸金融休眠不
是事實，然而，中國大陸觀光客去年來台人次減
少，已明顯反應在銀聯卡 1年在台消費簽帳金額
減少191億元，縮水約200億元。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去年來台觀光的中
國大陸人次約 351 萬，較 104 年的 418 萬人次減
少67萬人次。

同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銀聯卡去
年在台簽帳消費金額為729億元，相較104年的
920億元縮水191億元，減少幅度超過兩成。

看好兩岸網購商機，金管會於104年底開辦
兩岸跨境支付業務，目前已有14家業者獲准開
辦交易價金匯入業務，至於辦理交易價金匯出業
務僅玉山銀行以及兆豐銀行2家，兩岸跨境支付

業務開辦 1 年多來，匯入約 80 億元，匯出約 90
億元。

兩岸交易價金匯出金額高於匯入的規模，顯
示國人到中國大陸網購金額，多過於中國大陸民
眾網購以及實體到台以第三方支付消費的規模。

所謂匯出業務，即台灣民眾到淘寶網等中國
大陸網站消費交易時，銀行幫消費者把錢匯給對
岸商家，至於匯入業務，則是當中國大陸民眾到
台灣或到台灣網站以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交易時
，協助將中國大陸資金匯入台灣。

金管會強調，兩岸金融休眠不是事實，如合
作金庫銀行長沙分行已獲中國大陸銀監會核准，
目前正籌建中。

陸客減消費縮水 銀聯卡1年少近200億

（中央社）全台水情吃緊，雖然降下部
分及時雨，石門及寶山水庫僅增加約 1 天用
水量。經濟部長李世光今天表示，當務之急
是節約用水，現階段不討論水價合理化的問
題。

外界關心近期是否可能因為缺水問題，
進一步討論水價合理化。經濟部長李世光表
示，雖然世界各國都在討論水價高低是否會
影響節水，也對台灣提出許多建議，不過先
前水利署已經做了很多評估，以目前的狀況
來看，暫時不考慮調整水價。

李世光表示，現階段先讓水價整體的成
本透明，並且處理漏水等問題，之後才是考
慮水價調整等議題，現階段也沒有討論到期
程及目標價， 「當務之急是節約用水」。

各主要水庫近 2 兩個月降雨不及歷年平
均3成，且蓄水量不到6成，全台水情緊急。
不過由於鋒面靠近，除南部外，水庫進補些

許 「及時雨」。
水利署昨天把握鋒面靠近，上午施作人

工增雨作業，除昨天下午雨量進帳後，昨日
清晨零時至早上 7 時止，石門水庫累積雨量
為 17 毫米，由於農業灌溉減半，增加水量
390 萬噸；寶二及寶山水庫累積雨量達26毫
米，不過由於農業取水，增加水量為20萬噸
；進水量都約為該水庫 1 天供水量，水庫水
位暫時 「止跌」。

水庫進補，3月起新北林口、板新及桃竹
地區限水是否可稍緩？水利署長賴建信表示
，距離6月枯水期結束還有很長時間，2月北
部也相對較為乾旱，他強調，第一階段限水
雖然對於日常生活用水不會有影響，但是對
於水庫減供有一定程度的助益，新竹科學園
區也有部分廠商自動節水，希望能建立節水
的社會。

經長經長：：節水是當務之急節水是當務之急 現階段不談水價現階段不談水價

水情緊繃 新竹市召開節水抗旱會議水情緊繃 新竹市召開節水抗旱會議
因應水情緊繃因應水情緊繃，，新竹市政府新竹市政府2323日召開日召開 「「節水抗旱整備情形第一次工作會議節水抗旱整備情形第一次工作會議」」 ，，市長林市長林

智堅智堅（（左左22））要求各單位及早因應要求各單位及早因應，，降低缺水帶來的損害降低缺水帶來的損害，，並提醒民眾並提醒民眾33月月11日起將進入第日起將進入第
一階段限水一階段限水，，呼籲節約用水呼籲節約用水。。

（中央社）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總經理
涂元光今天表示，中華電信已規劃建置上千座小
型基地台（Small Cell），預計今年將採購2千座
以上，提升涵蓋率，並提供更快的網路服務。

中 華 電 信 今 領 先 全 球 推 出 「LWA 4G +
Wi-Fi」飆網服務，攜手HTC、中磊電子及聯發
科，可讓具備LTE與Wi-Fi能力的行動裝置，在
網路端配置之下同時使用LTE與Wi-Fi通訊來傳
輸資料，增進行動數據傳輸的系統效能。在理想
環境下，最高下載速率可達 400 Mbps（每秒百
萬位元）。

涂元光受訪時表示，在行動網路基地台設備

方面， 「LWA 4G+Wi-Fi」飆網服務採用中磊
電子與中華電信技術合作推出支援LWA的小型
基地台4G Small Cell，將可強化訊號涵蓋、增加
使用容量。

涂元光說，中華電信已規劃建置上千座小型
基地台，預計今年將採購2千座以上，提升涵蓋
率，並提供更快的網路服務。

目前支援 LWA 的智慧型手機僅有 HTC U
Play，何時會再引進其他機種？涂元光表示，未
來會優先採購支援LWA的手機，也不排除與其
他品牌合作，但引進的具體時間點還無法確定。

中華電拚飆網 今年增2千座小型基地台

（中央社）機械業產值 9 度叩關
兆元產業未果，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
會理事長柯拔希今天表示，除受部分
國際因素影響，新台幣匯率勁升也是
主因之一，呼籲政府重視匯率問題，
今年破兆絕對有望。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和台
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今天舉行 「2017
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
展前記者會，宣布將於 3 月 7 日至 12
日在台北南港展覽館 1館、台北世貿
中心一館和三館、圓山爭艷館展出。

柯拔希致詞時表示，2016年機械
業產值達新台幣9900億元，較去年同

期成長 3.6%，9 度闖關兆元產業未果
，欠缺的臨門一腳，除了部分受國際
因素影響外，匯率問題也是重要因素
之一。

他指出，去年新台幣對美元匯率
升值約3%，但台灣主要競爭國包括日
本和韓國匯率都大幅貶值，削弱台商
競爭力，在如此惡劣情形下，台灣機
械產業去年仍有3.6%的成長好表現，
呼籲政府重視匯率問題，支持好的產
業。

柯拔希說，若去除匯率問題，機
械業去年產值就可達成兆元產業，希
望台灣匯率變化和競爭國家相同即可

， 「別人貶多少就
貶多少，別人升多
少就跟著升多少」
，盼政府能聽到產
業聲音。

展望未來，他
認為，國際市場長
期低迷已到谷底，
加上各國相關建設需求漸增，有利設
備業發展，且台灣機械產業今年1月
出口成長7.9%，預估今年產值可望成
長5%至10%，工具機產業也可由負轉
正，今年達成破兆產業絕對有望，也
希望智慧機械發展契機可再創台灣第

二個電子業經濟奇蹟。
貿協秘書長葉明水則表示，工具

機展從民國64年舉辦迄今，已歷時40
多年，展出內容與時俱進，今年展覽
主題為 「工業4.0+、智慧生產」，同
時新增 「TIMTOS2017高峰論壇」，
外商參展比率近30%，為全球工具機

業者展示最新機械的平台。
貿協說明，本屆展覽總計有來自

全球21個國家與地區、1100家廠商參
展，使用5430個攤位，總展出面積近
10萬平方公尺，展覽規模突破歷屆紀
錄，為台灣規模最大的工具機展，也
是全球機械產業的矚目焦點。

10度挑戰兆元產業機械業：就缺臨門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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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前頂新製油公司董事長魏應充
等人涉逃漏稅，彰化地院認為魏應充等人逃漏
稅新台幣6000多萬元，判有期徒刑3年得易科
罰金，以每天新台幣3000元折算，罰金約328
萬元。

法官認為，考量到魏應充財力狀況以及為
讓他記取教訓，以罰金3000元折算1日；至於
同案被告頂新製油公司會計陳錫勳則被判有期
徒刑1年10個月，得易科罰金，1日折算1000
元。

彰化地檢署在偵辦大統油品案時，意外查
出頂新製油公司從民國95年到101年間，明知
銷售貨物時應依客戶類別開立3聯式或2聯式統
一發票，卻有部分銷售金額漏開統一發票，短
開發票銷售金額總計新台幣7億3200多萬元，
逃漏稅金額為2億4867萬9596元。魏應充坦承
逃漏稅，向國稅局繳交稅款以及罰金4億2000
多萬，檢方做出緩起訴處分；不過遭到台中高
分檢發回，檢方重新起訴，彰化地方法院審理
此案，並在今天做出判決。

地院法官認為，魏應充逃漏營業稅部分，
涉犯稅捐稽徵法41條逃漏稅捐罪，以每2個月
申報1次計算共犯37罪，又涉犯商業會計法71

條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紀錄罪，以每年度申
報1之計算共犯7罪；至於陳錫勳也涉犯逃漏稅
捐罪以及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罪等，合計共
犯44罪。

不過，地院法官認定魏應充等人逃漏稅的
金額只有6000多萬元，且考量頂新公司已經補
繳稅捐及罰鍰，而檢方原本作出緩起訴處分，
而實務上對於相類似的逃漏營業稅或營利事業
所得稅案件，檢察官也大多以緩起訴處分，因
而判魏應充有期徒刑6月2罪、5月3罪、4月2
罪、3月22罪、2月15罪，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
，如易科罰金，以3000元折算1日。

至於被告陳錫勳有期徒刑5月2罪、4月3
罪、3 月共2 罪、2 月共22 罪、拘役30 日共15
罪，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拘役
部分應執行拘役12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
折算1日，同時宣告緩刑。

對於宣判結果，頂新製油公司則發出新聞
稿回應說，對於宣判結果表示尊重，而公司已
改正稅務制度，並將持續投入社會公益，以更
有價值的行動對社會作出貢獻，竭力回應各界
指教，藉實際行動證明革新的信念。

頂新涉逃漏稅 魏應充判3年得易科罰金

（中央社）國民黨籍高雄市議員陳粹鑾未
實際參與經建考察活動，以不實憑證申辦核銷
請領差旅費新台幣3萬元。台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宣判，維持一審刑度，判處3年8個月，全
案可上訴。

判決指出，陳粹鑾是高雄縣市合併後的第
二屆市議員，於民國103年2月24日至26日未
從事任何和國內經建考察有關的活動，仍基於
向市議會詐領考察費用，透過不知情蔡姓友人
協助，向某旅行社取得開具3萬元的不實發票
。

陳粹鑾收到不實發票後，透過助理交付高
雄市議會民政委員會專員完成核銷，市議會將
3 萬元匯入陳粹鑾的郵局帳戶，經調查局高雄
市調查處蒐證查獲送辦。

高雄地方法院審理時，陳粹鑾只承認持不
實憑證請領款項，否認有貪污犯意，並辯稱前
一年度有應請領但未請領的差旅費用，才要求
旅行社幫她開發票憑證讓她請款。雄院依貪污
罪判處徒刑3年8個月，陳粹鑾不服上訴。

高雄高分院審結宣判，維持一審刑度，判
處3年8個月，褫奪公權3年，全案可上訴。

涉不實報帳 高市議員陳粹鑾判3年8月
（中央社）台北市交通局今天邀請基隆、

桃園及新竹等鄰近縣市及民間業者，合力推動
3U（YouBike、U-Motor及U-Car）計畫，提
高電動機車、汽車與單車數量，打造首都生活
圈。

台北市等大型都市經常面臨交通阻塞等問
題，發展大眾運輸及節能交通工具是交通政策
目標，北市交通局結合周邊縣市、民間業者力
量，推動3U計畫。

台北市副市長林欽榮表示，北市正積極打
造 3U 首都生活圈，目前已有 YouBike 公共自
行車及民間業者營運U-Motor電動機車共享，
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也在去年12月起陸續在公

有停車場及公共住宅建置充電柱，供民眾或共
享汽車使用，也讓北市電動車登記數量達1000
輛前，停放至公有停車位充電者僅收取停車費
用，而不另收取充電費用，以鼓勵市民使用電
動車。

北市交通局說，至今年 2 月已建置 300 處
公共自行車租賃站，提供9838輛YouBike供市
民使用，預計年底能完成 400 站建置，提供 1
萬 3000 輛公共自行車，讓市民更方便使用
YouBike；之後由政府提供場域及基礎設施，
鼓勵民間業者推出電動車共享服務，並與鄰近
城市合作，朝共享、綠能、e化的智慧城市邁
進。

北市攜手鄰近城市 推動交通3U計畫

（中央社）法務部今天說，為持續落實海峽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的罪贓移交規
定；2月間已返還大陸被害人約新台幣94萬5900
元，這是返還贓款的第6例。

法務部指出，某跨境詐欺集團成員民國103
年10月間某日起，以電話隨機聯絡被害人，佯
稱被害人的身分證遭犯罪集團冒用，要求被害人
交付保證金，並配合大陸地區公安人員偵辦等語
，向被害人詐騙財物。

劉姓被害人接到詐騙電話，因而陷於錯誤，
陸續於103年10月間匯款至該詐欺集團掌控的大
陸地區銀聯卡人頭帳戶內。

本案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查獲，移
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待判決確定，桃
園地檢署隨即向法務部提出協助請求，由法務部
將接獲的司法互助請求轉請大陸地區公安部門協
助，再由大陸地區公安部門完成兩岸調查取證及

相關返還款項的前置作業。
後來得以順利將扣得的94萬5900元匯款至

大陸，完成台灣第6例成功將犯罪所得返還大陸
地區被害人的司法互助工作，而這筆款項已由劉
姓被害人於今年2月間受領。

台灣自103年4月間首次返還大陸地區被害
人贓款以來，迄今已累計返還約新台幣1769萬
餘元，大陸返還台灣也有6件成功案例，累計返
還金額約新台幣1442萬餘元。由此可見雙方相
互協助，成功返還贓款，終局實踐正義的成果。

罪贓的成功返還尚以 「有效查扣」為前提。
為此，法務部於去年修正刑事訴訟法及洗錢防制
法相關規定，強化查扣罪贓機制。此外，為有效
阻斷跨境電信詐騙犯罪並查扣罪贓，台灣高檢署
更於去年4月28日成立 「跨境電信詐騙追贓平台
」，以 「查得深、扣得到、還得多」為目標。

詐騙陸人返還贓款法務部完成第6例

（中央社）桃園地檢署偵辦平鎮區農會選
舉中有農會會員代表參選人坦承以每票新台幣
6000元代價行賄，並有4人坦承收賄，檢方並
擴大偵辦是否有其他人員涉案。

桃園地檢署今天表示，在日前農會選舉中
，接獲有65歲宋姓農會會員代表參選人向農會
會員行賄，檢方指派主任檢察官郝中興、檢察
官林岷奭偵辦。

檢方蒐證後，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
查處、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傳訊宋姓

男子與涉嫌收賄的4名農會會員到案說明。
檢方調查指出，宋男坦承在2月中旬以每

票新台幣6000 元代價，向4人行賄，而4人到
案說明後承認收受賄
款，檢方並依違反農會法中之投票行賄、收賄
罪嫌，諭知1萬元到8萬元交保金，收賄4人也
繳回不法所得。

桃園地檢署檢察長彭坤業表示，持續嚴查
農漁會賄選，呼籲農漁民摒棄賄選；檢方擴大
深入追查是否涉及其他不法。

（中央社）北檢偵辦聯發
科合併立錡公司疑有內線交易
，查出立錡發言人么煥維的前
夫鄭捷丞及聯發科副理陳文淋
涉案，昨漏夜訊問，今天凌晨
諭令各 150 萬元及 100 萬元交
保，均限制出境。

此外，么煥維人在國外，
之後將約談到案。調查局台北

市調查處日前接獲檢舉指出，
聯發科合併立錡公司疑有內線
交易，經清查為立錡公司內部
人員涉案，報請台北地檢署檢
察官郭瑜芳偵辦。

檢調查出，立錡公司發言
人么煥維前夫鄭捷丞涉有重嫌
，鄭男在民國104年9月7日聯
發科公布砸 292 億元合併立錡

公司的重大消息發布前，透過
親友購買立錡股票，初估獲利
新台幣 300 萬元。另查出，聯
發科副理陳文淋也涉嫌將消息
告知親友買股票。檢察官郭瑜
芳昨天指揮市調處幹員兵分10
路搜索，約談鄭捷丞等13人到
案，全案朝違反證交法的內線
交易罪嫌偵辦。

平鎮農會賄選 檢方查出每票6千元

聯發科併立錡疑內線交易 2人交保

地政副局長墜樓地政副局長墜樓 朱立倫朱立倫：：傷心不捨傷心不捨
新北市地政局副局長王聖文輕生新北市地政局副局長王聖文輕生。。市長朱立倫市長朱立倫（（前前））2323日指出日指出，，發生這樣的事讓人感到傷發生這樣的事讓人感到傷

心及不捨心及不捨，，希望檢調希望檢調、、廉政署儘速釐清真相廉政署儘速釐清真相，，這是大家所期待的這是大家所期待的。。

防範醫療暴力防範醫療暴力南投南投55措施保障醫護安全措施保障醫護安全
南投縣衛生局督導醫院完成門禁管制南投縣衛生局督導醫院完成門禁管制、、警民連線警民連線、、2424小時保全人員小時保全人員、、張貼反暴力海報張貼反暴力海報、、

明顯區隔醫療作業空間明顯區隔醫療作業空間，，防範醫療暴力防範醫療暴力。。圖為南投醫院保全值勤圖為南投醫院保全值勤。。

二二八真相二二八真相國史館呼籲清查機關政治檔案國史館呼籲清查機關政治檔案
二二八事件今年滿二二八事件今年滿7070週年週年，，但許多人仍認為真相未明但許多人仍認為真相未明。。國史館館長吳密察說國史館館長吳密察說，，經過經過22次政次政

黨輪替黨輪替，，機關中立化程度一定比以前更進步了機關中立化程度一定比以前更進步了，，應抓緊時機應抓緊時機，，徹底清查重點機關政治檔案徹底清查重點機關政治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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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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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寧德一群90後青年拍
攝名為《記憶裡的薄荷糖》的公益紀錄
片在網絡上悄然走紅，該紀錄片的導演
劉聖輝表示，希望通過紀錄片喚醒大家
對傳統手工藝技術的關注。

據劉聖輝介紹，《記憶裡的薄荷
糖》是一部紀錄“寧德傳統手工糖”
的公益紀錄片，以薄荷糖為代表，展
現了老寧德手作情懷。

一甲子堅守製糖
紀錄片的主角馮求良今年八十有

餘，在手工薄荷糖製作方面他可算是
“專家”。六十年製糖，一甲子堅
守，他不斷改良傳統製糖工藝，製作
的手工薄荷糖口感獨特，遠近馳名，
不僅留存在當地許多70後、80後的童
年記憶裡，每到年關歲末，前來定製
手工糖的客人更是絡繹不絕。劉聖輝
表示，在傳統手工藝越來越受到衝擊
的今天，他們的存在，或已成往事，
或舉步維艱。劉聖輝希望透過鏡頭紀
錄“一方水土、一方人”，為大家呈
現最美、最純真的匠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

記者近日從首屆世界漢文化大會暨漢文
化世界推廣工程啟動儀式上獲悉，大會定於3
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將以發揚中華文
化、探索詮釋方法、強化理論深度、提出切
實建言為宗旨，結合學術與產業為文化之永
續發展提出新的思考方向。主辦方還啟動了
包括創立“漢文化產業基地”、籌設“漢文
化推廣基金”、組建“漢文化學院”、舉辦
“世界漢字、漢學、漢文化大會”等在內的
漢文化世界推廣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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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仍給學校看門
九旬校長臨終捐2萬助學

首屆世界漢文化大會
下月京舉行

這位老人就是西安交通大學退
休教授張太鎰，他家中收藏

了五百多封實寄信封，這些信封貫
穿了一個多世紀的記憶。

“其實我之前一直是集郵愛好
者，直到退休後，開始關注郵票的
使用過程，也就開始了對信封的收
集和整理。”作為該省集郵界的
“大咖”，張太鎰說，自己從2009
年開始關注信封，但主要並不是關
注其經濟價值，“我喜歡這些信封
背後的歷史沉澱。有些信封收集來

時，裡面還有信件，那是屬於寫信
人自己的故事，也是平凡人的歷
史。”

首枚郵票“黑便士”距今逾170年
從上世紀50年代的中央新聞

紀錄電影製片廠寄給匈牙利電影普
及與發行企業的公函，到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的西安學子遠赴俄羅斯求
學給父母寄回的家書，張太鎰收集
的信封類型包羅萬象，但其中最珍
貴的，莫過於一封170多年前的信

件——現在看來，這封信於1841
年寄自英國，信封與信紙合二為一
的信件實在簡陋，但貼在上面的郵
票，卻是全世界發行的第一枚郵
票——英國政府於1840年5月6日
發行的“黑便士”。

實寄信封比郵票更有故事
在張太鎰收集的很多信封中，

都裝載着充滿普通人悲歡離合的信
件，有的信顯然轉寄了很多城市，
有的則被標注查無此人，“很多信
封裡都是家書，兒子給父母的信，
說說最近的工作，報個平安；談戀
愛的兩個人的信，裡面寫滿我十分
想念你；好友之間的通信，溝通一
下自己最近情況怎麼樣了……很細
碎，很普通，但正因為有文字記

錄，它們在歷史中被留了下來”。
張太鎰說，“與郵票相比，實寄信
封擁有完整的郵路印記，因此更有
故事。”

上世紀80年代，因為工作關
係，張太鎰和愛人有整整十年兩地
分居，是信件，讓他們向彼此傾訴
自己的生活、工作。因此，他也特
別能理解讀信節目《見字如面》為
何能爆紅，“主要還是它喚醒了很
多人的記憶，以及信件中寄託了人
與人之間的最真實的情感。因為這
些信富有情感，就會打動人心，哪
怕這種情感只是一部分人嚮往
的。”

西安老教授
鍾愛實寄信封

“我們的言語、遣詞、用筆，都是在雕刻自己的樣
子。我們把信寄出，等待對方一點點撕開信封。見字如
晤。”——不久前，文化綜藝節目《見字如面》打動了很
多觀眾的心。古城西安，有這樣一位老教授，近十年來收
藏了從上世紀到當代的五百餘封國內外信封，它們中有的
很珍貴，有的只是裝載平凡人的家書。但在這位老人眼
中，無論哪封，“都包含着歷史的沉澱，擁有着屬於寫信
人自己的故事”。 ■《西安晚報》

■公益紀錄片《記憶裡的薄荷糖》的拍攝團
隊。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張太鎰收集的部分張太鎰收集的部分
信封信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0年收藏500餘 貫穿跨世紀記憶

■■張太鎰展示張太鎰展示170170多年前的信多年前的信，，
上面有全世界發行的第一枚郵票上面有全世界發行的第一枚郵票
““黑便士黑便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這幾天，在浙江寧波鄞州區塘溪鎮
童村，97歲退休校長童中方的義舉感動
了村民——臨終前，節儉的老人捐出了2
萬元助學！據童中方的女兒童君英介紹，
父親一生清貧，但非常關注教育事業，甚
至退休後仍堅持在學校傳達室看門，他常
常說，唯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

童村是聞名遐邇的“教授村”，
曾湧現出“生物克隆先驅”童第周、
中國山水畫大師童中燾等70多位教授
和高級工程師，濃厚的文化底蘊，使
得村子重教氛圍濃厚。

從童中方這輩算起，家族直系的
三代人中已出了十位教師，有校長、

教導主任、總務主任，以及從小學到
高中段的語文、數學、科學、音樂等
科目的教師，這家人的總教齡加起來
有近250年。

塘溪鎮中心小學副校長周妙亞
告訴記者，她 1993 年到學校任教
時，當時年過七旬的老人正在學校

擔任門衛，對大家都很和氣。可直
到她自己擔任政教主任以後，才了
解老人其實是這所學校的老校長。
“對塘溪鎮中心小學，他真的是充
滿感情。”

周妙亞說，童老去世那天，家
屬們轉達了老人的遺願。校方的想
法是，一定要完成童老的遺願，考
慮到學校的旗杆年數久遠，經過商
議，決定把這筆錢用於改建旗杆。
“我們會把童老的名字刻在旗台
上，讓後人記住他為教育無私奉獻
的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寧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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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寧德一群90後青年拍
攝名為《記憶裡的薄荷糖》的公益紀錄
片在網絡上悄然走紅，該紀錄片的導演
劉聖輝表示，希望通過紀錄片喚醒大家
對傳統手工藝技術的關注。

據劉聖輝介紹，《記憶裡的薄荷
糖》是一部紀錄“寧德傳統手工糖”
的公益紀錄片，以薄荷糖為代表，展
現了老寧德手作情懷。

一甲子堅守製糖
紀錄片的主角馮求良今年八十有

餘，在手工薄荷糖製作方面他可算是
“專家”。六十年製糖，一甲子堅
守，他不斷改良傳統製糖工藝，製作
的手工薄荷糖口感獨特，遠近馳名，
不僅留存在當地許多70後、80後的童
年記憶裡，每到年關歲末，前來定製
手工糖的客人更是絡繹不絕。劉聖輝
表示，在傳統手工藝越來越受到衝擊
的今天，他們的存在，或已成往事，
或舉步維艱。劉聖輝希望透過鏡頭紀
錄“一方水土、一方人”，為大家呈
現最美、最純真的匠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

記者近日從首屆世界漢文化大會暨漢文
化世界推廣工程啟動儀式上獲悉，大會定於3
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將以發揚中華文
化、探索詮釋方法、強化理論深度、提出切
實建言為宗旨，結合學術與產業為文化之永
續發展提出新的思考方向。主辦方還啟動了
包括創立“漢文化產業基地”、籌設“漢文
化推廣基金”、組建“漢文化學院”、舉辦
“世界漢字、漢學、漢文化大會”等在內的
漢文化世界推廣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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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仍給學校看門
九旬校長臨終捐2萬助學

首屆世界漢文化大會
下月京舉行

這位老人就是西安交通大學退
休教授張太鎰，他家中收藏

了五百多封實寄信封，這些信封貫
穿了一個多世紀的記憶。

“其實我之前一直是集郵愛好
者，直到退休後，開始關注郵票的
使用過程，也就開始了對信封的收
集和整理。”作為該省集郵界的
“大咖”，張太鎰說，自己從2009
年開始關注信封，但主要並不是關
注其經濟價值，“我喜歡這些信封
背後的歷史沉澱。有些信封收集來

時，裡面還有信件，那是屬於寫信
人自己的故事，也是平凡人的歷
史。”

首枚郵票“黑便士”距今逾170年
從上世紀50年代的中央新聞

紀錄電影製片廠寄給匈牙利電影普
及與發行企業的公函，到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的西安學子遠赴俄羅斯求
學給父母寄回的家書，張太鎰收集
的信封類型包羅萬象，但其中最珍
貴的，莫過於一封170多年前的信

件——現在看來，這封信於1841
年寄自英國，信封與信紙合二為一
的信件實在簡陋，但貼在上面的郵
票，卻是全世界發行的第一枚郵
票——英國政府於1840年5月6日
發行的“黑便士”。

實寄信封比郵票更有故事
在張太鎰收集的很多信封中，

都裝載着充滿普通人悲歡離合的信
件，有的信顯然轉寄了很多城市，
有的則被標注查無此人，“很多信
封裡都是家書，兒子給父母的信，
說說最近的工作，報個平安；談戀
愛的兩個人的信，裡面寫滿我十分
想念你；好友之間的通信，溝通一
下自己最近情況怎麼樣了……很細
碎，很普通，但正因為有文字記

錄，它們在歷史中被留了下來”。
張太鎰說，“與郵票相比，實寄信
封擁有完整的郵路印記，因此更有
故事。”

上世紀80年代，因為工作關
係，張太鎰和愛人有整整十年兩地
分居，是信件，讓他們向彼此傾訴
自己的生活、工作。因此，他也特
別能理解讀信節目《見字如面》為
何能爆紅，“主要還是它喚醒了很
多人的記憶，以及信件中寄託了人
與人之間的最真實的情感。因為這
些信富有情感，就會打動人心，哪
怕這種情感只是一部分人嚮往
的。”

西安老教授
鍾愛實寄信封

“我們的言語、遣詞、用筆，都是在雕刻自己的樣
子。我們把信寄出，等待對方一點點撕開信封。見字如
晤。”——不久前，文化綜藝節目《見字如面》打動了很
多觀眾的心。古城西安，有這樣一位老教授，近十年來收
藏了從上世紀到當代的五百餘封國內外信封，它們中有的
很珍貴，有的只是裝載平凡人的家書。但在這位老人眼
中，無論哪封，“都包含着歷史的沉澱，擁有着屬於寫信
人自己的故事”。 ■《西安晚報》

■公益紀錄片《記憶裡的薄荷糖》的拍攝團
隊。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張太鎰收集的部分張太鎰收集的部分
信封信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0年收藏500餘 貫穿跨世紀記憶

■■張太鎰展示張太鎰展示170170多年前的信多年前的信，，
上面有全世界發行的第一枚郵票上面有全世界發行的第一枚郵票
““黑便士黑便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這幾天，在浙江寧波鄞州區塘溪鎮
童村，97歲退休校長童中方的義舉感動
了村民——臨終前，節儉的老人捐出了2
萬元助學！據童中方的女兒童君英介紹，
父親一生清貧，但非常關注教育事業，甚
至退休後仍堅持在學校傳達室看門，他常
常說，唯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

童村是聞名遐邇的“教授村”，
曾湧現出“生物克隆先驅”童第周、
中國山水畫大師童中燾等70多位教授
和高級工程師，濃厚的文化底蘊，使
得村子重教氛圍濃厚。

從童中方這輩算起，家族直系的
三代人中已出了十位教師，有校長、

教導主任、總務主任，以及從小學到
高中段的語文、數學、科學、音樂等
科目的教師，這家人的總教齡加起來
有近250年。

塘溪鎮中心小學副校長周妙亞
告訴記者，她 1993 年到學校任教
時，當時年過七旬的老人正在學校

擔任門衛，對大家都很和氣。可直
到她自己擔任政教主任以後，才了
解老人其實是這所學校的老校長。
“對塘溪鎮中心小學，他真的是充
滿感情。”

周妙亞說，童老去世那天，家
屬們轉達了老人的遺願。校方的想
法是，一定要完成童老的遺願，考
慮到學校的旗杆年數久遠，經過商
議，決定把這筆錢用於改建旗杆。
“我們會把童老的名字刻在旗台
上，讓後人記住他為教育無私奉獻
的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寧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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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國際內衣巨頭維多利亞的秘密（Vic-

toria's Secret，簡稱維密）中國首家全線

產品旗艦店在上海試運營，這是維密自去

年入駐天貓以來，在中國市場的進一步動

作。業內稱，今年中國女性內衣市場價值

或將達250億美元，維密將繼續提高中國

市場戰略地位，作為公司新的增長動力。

Victoria's Secret上海開旗艦店
業界：續發展中國市場 增長注新動力

據悉，維密上海旗艦店是中國首家全品類直營
店，由其母公司L Brands直營，位於淮海路

的力寶廣場，共4層樓，面積近1,500平方米，該
店舖原來租戶是奢侈品牌LV，在去年2月28日關
閉。23日所見，維密店內產品齊全，且同步美國
貨櫃，上新速度亦是一周一更新，主打內衣價格大
多在300元（人民幣，下同）至500元，最貴價格
約在2,000元左右。

泳裝成衣退出 運營露敗跡
作為全球知名內衣品牌，維密以每年一次的

超模秀製造營銷話題，成為全球暢銷品牌。但自去
年，原本的運營模式卻顯露衰敗痕跡，從L Brands
近日公佈截至2017年1月28日的集團2016/2017
財年第四季度財務數據來看，由於泳裝和成衣的退
出，第四季度維密可比門店銷售額同比下跌了
3%，其中今年1月的跌幅達到了10%，集團預計
該品牌2月的同店銷售將錄得更大的跌幅。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維密此前受到自身的全
球化擴張策略影響，並沒有在中國市場推出過全線

產品，雖然在香港和上海都有維密的專賣店，但銷
售的僅是香水、美容和配飾產品，而非核心產品的
內衣。直到去年一份女性內衣消費報告，才讓業內
重新審視了中國市場的潛力。Euromonitor預測，
2017年中國女性內衣市場零售價值或達250億美
元，是美國市場的兩倍，並將在2020年增長至330
億美元。

貨運周期短 旗艦店直接供貨
維密母公司L Brands首席執行官Les Wexner已

經表示，要將中國當作第二本土，認為中國有與美
國旗鼓相當的機遇。去年“雙11”前夕，維密還
入駐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
從記者目擊23日上海旗艦店試營業首日來看，

情況還算不錯，店舖自上午開張起客戶便絡繹不
絕。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維密的天貓旗艦店產品
為美國倉庫提供，貨運周期較長，而上海的旗艦店
可以更直接地為中國顧客供貨。
中國市場是否最終可以成為維密盈利的新增長

點，目前業內認為還有待觀察。有不具名服裝業內
人士稱，維密進入中國市場時機有些晚，目前中國
市場上高端國際品牌內衣眾多，且門店數量也不在
不少數。
而維密顯然也意識到加速擴展中國市場的必要

性，上海旗艦店開設之後，會在成都揭幕第二家
旗艦店，另據了解，2017年的維密超模秀也將來
到中國，這些都意味着維密深耕中國市場的決
心。

中銀監：確保網貸機構
“見錢不摸錢”

■■維密中國首家維密中國首家
全線產品旗艦店全線產品旗艦店
開業首日顧客絡開業首日顧客絡
繹不絕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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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防範網絡借貸資金挪用風
險、促進網貸行業健康發展，中國銀監會23日發
佈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明確商業銀行為
網貸機構提供資金存管服務，對網貸機構自有資
金、存管資金應分開保管、分賬核算，確保網貸
機構“見錢不摸錢”。
銀監會指出，在存管資金的清算支付以及資金

進出等環節，需經出借人、借款人的指令或授
權；銀行和網貸機構每日進行賬務核對，且每筆
資金流轉有明細記錄，確保有據可查。
銀監會並強調“不得變相背書”：除必要的披

露及監管要求外，網貸機構不得打着存管人的旗
號做營銷宣傳；商業銀行作為存管人，不對網絡
借貸交易等行為提供擔保，不承擔借貸違約責
任。
同時，存管人不對網絡借貸資金本金及收益予

以保證或承諾，不承擔資金運用風險；存管人不
承擔借款項目及借貸交易信息真實性的審核責
任，不對網絡借貸信息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和
完整性負責。
銀監會並指，目前大部分網貸機構未實施客戶

資金第三方存管，客戶投資、還款的資金通過平
台開立的銀行賬戶、平台法人賬戶或其他內部人
賬戶進行流轉，有的機構還存在將大量標的歸集
到少數借款人賬戶名下的情況。
還有部分網貸機構選擇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資

金存管業務，在賬戶設置、資金監管等方面未實
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第三方資金存管。

消費主力軍
尼爾森：“80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尼爾森近日最新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經歷了
連續三個季度的平穩後，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在
2016年第四季度增長明顯，從第三季度的106點
上升至108點。縱觀2016年全年，各季度消費者
信心指數穩定在105至108區間，表現為穩中向
好態勢，而“80後”群體已經成為消費主力
軍。中國各地區的就業預期在第四季度普遍上
漲，東西南北四個區域的消費者，均對未來就業
形勢普遍感到樂觀，尤為明顯的是西部地區，從
三季度的61點飆升至67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彩
生活服務集團（1778）日前與中房聯合集團在深
圳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房地產領域進行全
方位戰略合作。

中房聯合集團執行總裁祝利明表示，雙方除
了將開展地產項目的開發、銷售、招商、物業管理

等合作外，主要戰略合作項目即為“彩生活住宅項
目”。

雙方在業務領域有着巨大的合作潛力，首批
“彩生活住宅”的合作試點項目為中房合眾國際大
廈、中房旅順生態度假城、中房金州古城、中房合
眾濱江國際商城、中房合眾中州國際廣場。中房聯

合集團將攜手彩生活服務集團共同探索全方位的房
產、養老和文化旅遊等多方面合作發展。

唐學斌：已售千套彩住宅
據彩生活服務集團總裁唐學斌透露，今年前

兩個月彩住宅銷售形勢良好，集團與安徽國購集團
和西安榮華分別有100億和30億彩住宅的銷售，
2017年1-2月份公司已銷售了彩住宅1,000套，全
年將可以完成1萬套彩住宅的銷售。

彩生活夥中房聯合拓彩住宅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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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國際內衣巨頭維多利亞的秘密（Vic-

toria's Secret，簡稱維密）中國首家全線

產品旗艦店在上海試運營，這是維密自去

年入駐天貓以來，在中國市場的進一步動

作。業內稱，今年中國女性內衣市場價值

或將達250億美元，維密將繼續提高中國

市場戰略地位，作為公司新的增長動力。

Victoria's Secret上海開旗艦店
業界：續發展中國市場 增長注新動力

據悉，維密上海旗艦店是中國首家全品類直營
店，由其母公司L Brands直營，位於淮海路

的力寶廣場，共4層樓，面積近1,500平方米，該
店舖原來租戶是奢侈品牌LV，在去年2月28日關
閉。23日所見，維密店內產品齊全，且同步美國
貨櫃，上新速度亦是一周一更新，主打內衣價格大
多在300元（人民幣，下同）至500元，最貴價格
約在2,000元左右。

泳裝成衣退出 運營露敗跡
作為全球知名內衣品牌，維密以每年一次的

超模秀製造營銷話題，成為全球暢銷品牌。但自去
年，原本的運營模式卻顯露衰敗痕跡，從L Brands
近日公佈截至2017年1月28日的集團2016/2017
財年第四季度財務數據來看，由於泳裝和成衣的退
出，第四季度維密可比門店銷售額同比下跌了
3%，其中今年1月的跌幅達到了10%，集團預計
該品牌2月的同店銷售將錄得更大的跌幅。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維密此前受到自身的全
球化擴張策略影響，並沒有在中國市場推出過全線

產品，雖然在香港和上海都有維密的專賣店，但銷
售的僅是香水、美容和配飾產品，而非核心產品的
內衣。直到去年一份女性內衣消費報告，才讓業內
重新審視了中國市場的潛力。Euromonitor預測，
2017年中國女性內衣市場零售價值或達250億美
元，是美國市場的兩倍，並將在2020年增長至330
億美元。

貨運周期短 旗艦店直接供貨
維密母公司L Brands首席執行官Les Wexner已

經表示，要將中國當作第二本土，認為中國有與美
國旗鼓相當的機遇。去年“雙11”前夕，維密還
入駐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
從記者目擊23日上海旗艦店試營業首日來看，

情況還算不錯，店舖自上午開張起客戶便絡繹不
絕。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維密的天貓旗艦店產品
為美國倉庫提供，貨運周期較長，而上海的旗艦店
可以更直接地為中國顧客供貨。
中國市場是否最終可以成為維密盈利的新增長

點，目前業內認為還有待觀察。有不具名服裝業內
人士稱，維密進入中國市場時機有些晚，目前中國
市場上高端國際品牌內衣眾多，且門店數量也不在
不少數。
而維密顯然也意識到加速擴展中國市場的必要

性，上海旗艦店開設之後，會在成都揭幕第二家
旗艦店，另據了解，2017年的維密超模秀也將來
到中國，這些都意味着維密深耕中國市場的決
心。

中銀監：確保網貸機構
“見錢不摸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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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防範網絡借貸資金挪用風
險、促進網貸行業健康發展，中國銀監會23日發
佈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明確商業銀行為
網貸機構提供資金存管服務，對網貸機構自有資
金、存管資金應分開保管、分賬核算，確保網貸
機構“見錢不摸錢”。
銀監會指出，在存管資金的清算支付以及資金

進出等環節，需經出借人、借款人的指令或授
權；銀行和網貸機構每日進行賬務核對，且每筆
資金流轉有明細記錄，確保有據可查。
銀監會並強調“不得變相背書”：除必要的披

露及監管要求外，網貸機構不得打着存管人的旗
號做營銷宣傳；商業銀行作為存管人，不對網絡
借貸交易等行為提供擔保，不承擔借貸違約責
任。
同時，存管人不對網絡借貸資金本金及收益予

以保證或承諾，不承擔資金運用風險；存管人不
承擔借款項目及借貸交易信息真實性的審核責
任，不對網絡借貸信息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和
完整性負責。
銀監會並指，目前大部分網貸機構未實施客戶

資金第三方存管，客戶投資、還款的資金通過平
台開立的銀行賬戶、平台法人賬戶或其他內部人
賬戶進行流轉，有的機構還存在將大量標的歸集
到少數借款人賬戶名下的情況。
還有部分網貸機構選擇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資

金存管業務，在賬戶設置、資金監管等方面未實
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第三方資金存管。

消費主力軍
尼爾森：“80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尼爾森近日最新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經歷了
連續三個季度的平穩後，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在
2016年第四季度增長明顯，從第三季度的106點
上升至108點。縱觀2016年全年，各季度消費者
信心指數穩定在105至108區間，表現為穩中向
好態勢，而“80後”群體已經成為消費主力
軍。中國各地區的就業預期在第四季度普遍上
漲，東西南北四個區域的消費者，均對未來就業
形勢普遍感到樂觀，尤為明顯的是西部地區，從
三季度的61點飆升至67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彩
生活服務集團（1778）日前與中房聯合集團在深
圳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房地產領域進行全
方位戰略合作。

中房聯合集團執行總裁祝利明表示，雙方除
了將開展地產項目的開發、銷售、招商、物業管理

等合作外，主要戰略合作項目即為“彩生活住宅項
目”。

雙方在業務領域有着巨大的合作潛力，首批
“彩生活住宅”的合作試點項目為中房合眾國際大
廈、中房旅順生態度假城、中房金州古城、中房合
眾濱江國際商城、中房合眾中州國際廣場。中房聯

合集團將攜手彩生活服務集團共同探索全方位的房
產、養老和文化旅遊等多方面合作發展。

唐學斌：已售千套彩住宅
據彩生活服務集團總裁唐學斌透露，今年前

兩個月彩住宅銷售形勢良好，集團與安徽國購集團
和西安榮華分別有100億和30億彩住宅的銷售，
2017年1-2月份公司已銷售了彩住宅1,000套，全
年將可以完成1萬套彩住宅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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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pted more shopping for 
poultry, especially live birds.
The H7N9 virus shows little 
or no clinical symptoms 
in poultry, complicating 
detection. But authorities 
should have stepped up their 
surveillance going into the 
peak season, the experts 
said.
“Work should be done 
even before the first human 
case is found each year,” 
Professor Malik Peiris, a public health vir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step up in regulating farm 
and market inspection, instead of only reacting by 
closing down markets once cases are detected.”
Peiris doubted whether all provincial governments had 
¬carried out strict, regular checks of local live poultry 
markets, which he said w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human infection.

the few dozen fatalities ¬recorded during the month 
in previous years. At least eight more deaths were 
recorded in the first 12 days of this month.
Bird flu affecting half of China: ‘controllable’ but may 
spread further
The experts believe the spike was partly caused by 
greater human exposure to infected poultry before 
and during the Lunar New Year holiday, as the season 

egg) and fresh homegrown bamboo," Wei said.
Since Bao Bao has bee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she was born, she does not understand much Chinese. 
The center selected Tang as her keeper because he can 
speak some English and better communicate both with 
Bao Bao and his counterparts from Washington.
Dearie, the panda's American keeper, is not worried. 
"She learns very quickly. I don't think it is gonna take 
her more than a couple of days. She will be happy." 
(Courtesy http://www.ecns.cn/2017/02-23/) 

Attempts by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urb the H7N9 bird 
flu virus in live poultry markets came too late, with 
officials failing to take ¬preventative steps before the 
peak flu season started, medical ¬experts say.
Mainland China is in the grip of the worst outbreak of 
the H7N9 strain since it first emerged in the country 
in 2013.
The death toll for January alone was 79, higher than 

Bao Bao will stay in quarantine for a month in a 
100-square-meter enclosure at the Dujiangyan base of 
the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Giant 
Panda in Chengdu, according to Tang Cheng who will 
look after her during her quarantine
"The public will be able to see Bao Bao when she is 
given a clean bill of health following her quarantine," 
Tang said.
Tang cleaned Bao Bao's new home on Wednesday 
morning, and prepared a meal for her in the afternoon. 
She will have local bamboo, apples, carrots and 
steamed corn bread for her welcome feast.
CELEBRITY PANDA
Tang was excited when he was told he was to be Bao 
Bao's keeper. "I'm so looking forward to it," he said. 
"But I'm a bit nervous too. She's had so much attention 
from home and abroad."
Bao Bao, which means "precious" or "treasure" 
in Chinese, was born on Aug. 23, 2013 at the 
Smithsonian's National Zoo in Washington D.C., the 
second panda born there.
Her parents Mei Xiang and Tian Tian moved to the 
American zoo in 2000 under a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panda cub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parents on loan from China must be 
returned to China.
Giant pandas are among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and rare creatures, with a known population of only 
1,600, mostly in China.
China has panda collaborations with 17 zoos in 12 
countries. Currently more than 40 giant pandas are 
living abroad.
Bao Bao is the eleventh overseas-born panda to 
be returned to China.Before her departure, tens of 
thousands of fans flocked to Washington zoo to bid 
farewell over the weekend, causing heavy traffic jams.
"I am gonna be sad when I have to say goodbye to her, 
but I know it is the right decision," Dearie said.
HOME SWEET HOME
The Dujiangyan panda base, on the other hand, has 
done all it can to make Bao Bao feel at home. Her 
enclosure includes an indoor habitat and an outdoor 

After a 16-hour flight, American-born panda celebrity 
Bao Bao arrived home in southwest China Wednesday 
night, apparently looking well.
The FedEx Boeing 777 Freighter, painted with picture 
of a giant bamboo-eating panda, landed at Chengdu 
Shuangli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Sichuan Province at 
7:10 p.m. local time.
Local quarantine officials cleared Bao Bao to 
disembark at 8:00 p.m. The 3-year-old female panda 
was taken care of by American keeper Marty Dearie 
during the flight.
Dearie said Bao Bao ate and slept the whole way. "She 
ate as much as she would during the same time period 
at our zoo," he said. "It's gonna be a little sad... but we 
are very proud that we sent her back."

playground. There are 
rubber balls and tires in the 
playground, along with fresh 
bamboo and apples.
"Welcome home Bao Bao!" 
the center declared on the 
country's popular Weibo 
microblogging space.
Though Bao Bao does 
not blog, the message set 
Chinese netizens cheering 
and many are anxious to 
meet her, but they will have 
to wait. Deng Linhua, a vet 
with the center, said that 
during the quarantine period, 
they will collect her stool and 
test her blood. Keepers will 
keep careful notes of her diet 
and activity.
Wei Ming, a researcher with 
the center, said that pandas 
sometimes get upset after 
a long flight, and it is the 
keepers' job to calm them 
down.
"Panda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at local bamboo 
and biscuits, but we will 
gradually introduce Chinese 
'wotou' (steamed bread made 
from corn, soybean, r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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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s Of Bao Bao

Medical workers from Tianji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destroy the chicken feed collected from the three 
places in the city where H7N9 bird flu cases have been 
found in Tianjin on Feb. 20, 2017. (Photo/China Foto Press)

A vaccinator sprays disinfection liquid to chicken cages at 
a live poultry market in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on Feb. 
16, 2017. Up to Feb 16, 20 people had died from H7N9 in the 
province. (Photo/China News Service)

Bird Flu Is Spreading In China - 2017

China Welcomes U.S.-Born Panda Home

China’s H7N9 Bird Flu Measures  Came Too Late, Experts Say

Bao Bao resting at the National Zoo in Washington, 
Feb 21, 2017. (Photo/Xinhua)

Early Baby Panda Days

Bao Bao Leaving For New Hom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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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tion of H7N9 bird 
flu strain found in 
Guangdong patients
The response at the local 
level to the outbreak 
has varied. ¬Zhejiang 
has shut down its live 
poultry markets, while 
cities in Jiangsu have 
also suspended sales. 
Guangdong has suspended 
the sale of poultry from 
high-risk areas and ordered 

each city to restrict the trade.
Dr Bernhard Schwartland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s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said the 
outbreak had come earlier this year, marked by “a 
stee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human ¬infections.
Schwartlander said the closure of live bird markets, 
together with other measures to maintain market 
hygiene, appeared to have been a key factor in 
controlling previous outbr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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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雅克梅勒狂歡節海地雅克梅勒狂歡節 吸引民眾參與歡慶吸引民眾參與歡慶

海地雅克梅勒狂歡節舉行海地雅克梅勒狂歡節舉行。。雅克梅勒當地的狂歡節有別於太子港的狂歡雅克梅勒當地的狂歡節有別於太子港的狂歡
節節，，當地居民喜歡穿著象征動物的面具及奇裝異服參加狂歡節遊行當地居民喜歡穿著象征動物的面具及奇裝異服參加狂歡節遊行。。

巴
西
上
演

巴
西
上
演

﹁﹁新
娘
大
作
戰

新
娘
大
作
戰
﹂﹂

女
子
穿
婚
紗
街
頭
狂
歡

女
子
穿
婚
紗
街
頭
狂
歡

印度男子壹分鐘敲碎印度男子壹分鐘敲碎124124個椰子個椰子
創造吉尼斯紀錄創造吉尼斯紀錄

近日，印度德裏久爾，25歲左右的Abeesh P. Dominic壹分鐘內徒手弄碎124個
椰子， 從而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此次紀錄的設定時限為60秒，而他在不到50秒的
時間中，就用右手肘打開145個椰子，而完全碎掉的椰子有124個。之前的紀錄由德國人
Muhamed Kahrimanovic保持，他壹分鐘碎了11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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