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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崔
天凱12月13日訪問休斯敦並舉行早餐會
，崔大使會見了當地教育、文化及媒體

領， 崔大使在會上闡述中美
兩國關係的重要性， 並表示
今後將加大力度促進中美在文
化教育方面的交流。

參加當天會見的有萊斯大
學校長李布朗夫婦， 前香港
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夫婦，
華裔太空人焦立中博士， 亞
洲協會會長福斯特夫婦 ，休
斯敦姐妹市委員會主席朱朝
伯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
蔚華夫婦。

中華人民共和共駐休斯敦
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及副總領

事王昱出席了當天的活動。

力促中美交流力促中美交流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訪問休斯敦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訪問休斯敦

（中央社）俄羅斯當局表示，俄國總統普丁與美國總統
川普在電話中商定，雙方就北韓情報進行交流，並就化解北
韓危機的可能計畫進行合作。

法新社報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
kov）在電話會議中告訴記者，普丁和川普也談到與北韓建立
接觸一事。

培斯科夫說，他們兩人還談到改善雙邊對話。
克里姆林宮之後也針對兩位領導人的電話交談發表了聲

明。

普丁和川普通電普丁和川普通電 商定交換北韓情報商定交換北韓情報

俄國總統普丁與美國總統川普為交換北韓情報通電話俄國總統普丁與美國總統川普為交換北韓情報通電話。。((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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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俄切斷海底電纜
英國防參謀長：北約和英國需發展海上力量

迪士尼砸天價1.58兆台幣買下福斯超級英雄齊聚一堂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5日回應是否
支持在無先決條件下與北韓進行談判時表示，
將先看看北韓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希望能夠
解決」。

川普是在前往參加聯邦調查局幹員的一項
結業活動前，針對媒體詢問表達前述看法。川
普說， 「我們將看看北韓發生什麼事」，他表
示，美國有許多支持，很多國家都同意美國─
幾乎每個人， 「我們不能讓這種事（北韓擁核
）發生」， 「我們將看看北韓發生的事情； 我
們希望能夠解決。」

美國國務卿本周二出席華府智庫大西洋理
事會韓國論壇時表示，美國願在無條件下與北
韓談判，白宮隨後否決了這項說法。

雖遭白宮打臉，提勒森15 日在紐約會見聯
合國安理會，討論迫使北韓放棄發展核武計劃
的新方法時，仍重申了對以外交管道解決北韓
危機的希望。

提勒森表示，美國持續追求北韓責任 要求
每個國家加入美國聯合致力達成一個全面且可
驗證的韓半島非核化，不能任北韓繼續發展核
武和飛彈，公開威脅國際和平和安全

提勒森強調，他對外交管道可產生一個決
議保持希望，但北韓必須重返談判桌；對北韓
施壓是必要的，也會持續，直到達到韓半島非
核化， 「相信會的，在此之前，我們會保持開

放的溝通管道。」
他並向平壤喊話，指出北韓政權有選擇，

放棄核武計劃加入國際社會，或讓北韓人民繼
續生活在貧困和孤立中。

無先決條件與北韓談判無先決條件與北韓談判？？

川普： 我們希望能解決

（綜合報導）英國皇室宣布，不久前才宣
布訂婚的哈利王子(Prince Harry)與美國女星梅根
(Meghan Markle)已訂於明年5月19日完婚。

據BBC報導，這對舉世矚目的佳偶上個月
宣布訂婚時便已表示婚禮將在溫莎堡(Windsor
Castle)的聖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舉行，
婚禮的所有支出將由英國王室負擔。

英國王室表示，36歲的梅根原是新教徒，
她將在英格蘭國教會受洗，並在婚禮前領受堅
振禮，正式成為英國國教會的一員。

在聖喬治禮拜堂舉行婚禮是英國王室傳統
，2008年哈利王子的表弟、安妮公主的兒子彼
得．菲利浦斯（Peter Phillips）也是在此成婚。

英國國教會允許離婚者再婚，最近一次離
婚又再婚的王室成員是哈利王子的父親查爾斯
王儲，他是2005年在溫莎市政府與卡米拉舉行
婚禮。

目前哈利是英國王位第5順位繼承人，但是
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的第3個孩子預計在明年4
月出生後，哈利將改為第6順位。

英國王室宣布哈利王子明年5月19日與梅根完婚

（綜合報導）英國國防參謀長皮奇日前在
倫敦出席英國皇家三軍聯合研究所(RUSI)活動
時表示，俄羅斯對英國以及北約成員國構成重
大威脅，該國意圖切斷對國際貿易和網絡而言
必不可少的海底電纜。

皮奇稱，俄羅斯對北約構成的威脅在持續
增加。俄羅斯的艦艇經常在大西洋鋪設有海底
電纜的海域巡弋，這些電纜承載著美國、歐洲
以及世界各地的通信。英國及其盟國必須優先
維護海底通訊線路，“我們的繁榮、生活方式

以及縱橫交錯的海底電纜都面臨著新的風險。
如果這些電纜被切斷或者遭到破壞，國際貿易
和網路將受到立即的、災難性的衝擊。

他補充道，除了新的船艦和潛艇之外，俄
羅斯還在繼續完善非常規作戰和訊息戰能力。
為了應對包括核武器和常規艦艇在內的俄羅斯
海軍現代化所帶來的威脅，英國和其他北約盟
國需要發展海上力量，在海軍的現代化進程中
跟上俄羅斯的腳步。

（綜合報導）美國娛樂巨擘迪士尼周四宣
布以524億美元（約合台幣1.58兆）的天價，收
購梅鐸家族旗下21世紀福斯公司的影視資產後
，不僅助迪士尼取得電影及體育轉播上的主宰
地位，強化疲弱的電視業務，與新崛起的網飛
（Netflix）等串流巨頭正面對決，此外福斯《X
戰警》、《死侍》等的加入，也將壯大漫威超
級英雄的陣容。

美國財經媒體《MarketWatch》報導，據票
房統計網站Box Office Mojo資料，迪士尼與福
斯兩大影業今年的電影市占率合計超過30％。
旗下已有漫威（Marvel）和盧卡斯（Lucasfilm）
影業的迪士尼，吃下福斯影視資產後，福斯握

有版權的熱門英雄片《X 戰警》、《死侍》、
《驚奇四超人》一併歸迪士尼所有。

迪士尼在宣布這項交易的聲明提到，與福
斯達成的收購協議， 「讓迪士尼有機會將X戰
警、驚奇四超人和死侍，整合到漫威家族麾下
。」

漫威電影宇宙（MCU）第3階段的系列電
影，將以預訂 2019 年上映的《復仇者聯盟 4》
畫下句點。第4階段雖據傳已在籌備，但僅確定
推出《星際異攻隊3》，屆時還會端出什麼漫威
新片迪士尼不願多談，隨著福斯收購案塵埃落
定，《X戰警》、《驚奇四超人》料在第4階段
登場的說法甚囂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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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巡弋飛彈恐違反條約 北約公開關切

（綜合報導）德國去年9月大選後，總理梅
克爾率領的保守派基民黨雖得票率最高，但未
過半，需組執政聯盟才能順利執政。梅克爾遂
轉向尋求與親商的自由民主黨、左派的綠黨合
作，但三方協商又破局，因此陷入政治僵局。
得票率第二高的社民黨黨魁舒茲今天表示，黨
內已經同意與梅克爾重新談判合組執政聯盟，
預訂一月初進行談判，可望替僵局解套。

得票率第二高的社民黨在過去四年原與梅

克爾的基民黨共組執政聯盟，但大選過後宣稱
要拆夥，成為最大反對黨。後見梅克爾籌組政
府不順，陷入政治僵局，態度軟化。

社民黨今天進行黨內高層會議，黨內高層
已同意與梅克爾重新談判。社民黨副主席、漢
堡市市長蕭茲昨天表示，德國需要穩定的政府
才能在歐盟扮演領導者角色，也必須對歐盟負
責，呼籲黨內同志不要設定無益的紅線，打亂
談判。

德政治僵局有解 社民黨可望和梅克爾談判

（綜合報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今天針對俄羅斯巡弋飛彈系統公開表達關切
，指稱此巡弋飛彈系統可能會違反禁止發展這
類武器的冷戰時期條約，這是北約支持華盛頓
當局的一種表態。

路透社報導，美國認為，俄羅斯正在發展
的地面發射巡弋飛彈系統，其射程為 1987 年
「中程核飛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

clear Forces Treaty）所明令禁止，可能會賦予俄
國於短時間內對歐洲發動核武攻擊的實力。

北約於聲明中表示： 「北約已查出引發嚴
重憂慮的俄羅斯飛彈系統。」

「北約敦促俄羅斯以實質且透明方式，解
決這類憂慮，並積極與美國展開技術對話。」

美 國 駐 北 約 大 使 赫 奇 森 （Kay Bailey
Hutchison）在另一份聲明中說： 「俄國的行為
引發嚴重關切。」

俄國否認違反1987年 「中程核飛彈條約」
。

以美國為首北約的這類憂慮，恐會進一步
加劇莫斯科和西方國家間的緊張關係，繼俄國
2014年奪占克里米亞、西方對俄國實施經濟制
裁以及美國指控俄國利用電腦駭客干預2016年
美國總統大選後，俄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已降至
谷底。

莫斯科否認介入美國總統大選。
美俄兩國本週於日內瓦舉行集會，紀念

「中程核飛彈條約」滿30週年。

（綜合報導）澳洲一個委員會針對國內兒童遭性侵情況進行
調查後提出廣泛建議，其中包括建議中止天主教會聖職人員的強
制獨身制。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澳洲皇家回應兒童性
侵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Child Sexual Abuse）在調查報告中提出
189項變革建議，其中大約20項建言是針對天主教會，包括建議
中止天主教聖職人員的獨身制。

報導中指出，調查報告建議訂定規約篩選神父、強制提報性
侵告解，以及中止神父的獨身制。這些激烈的改革可能動搖許多
世紀以來的傳統和正統信仰。

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MIT University）教授卡希爾（Des
Cahill）表示，這些建議 「十分重要」。

曾任神父的卡希爾擔任此次調查的顧問。他指出： 「對於天
主教會來說，這份調查報告具有極大的破壞性。這是政府任命的

調查首次要求中止獨身制。」
雖然對羅馬天主教會沒有

約束力，但調查報告籲請澳洲
大主教在主教會議中向梵蒂岡
當局提出變革的請求，藉以向
教會施壓，希望他們展現改革
的意願。

「路透社」報導，調查報
告建議，澳洲應該立法強制宗
教領袖必須提報兒童遭性侵案
，其中包括天主教神父聆聽告
解時所得知的兒童遭性侵案。

澳洲天主教會最高神職人
員之一的墨爾本大主教哈特（Denis Hart）表示，如此立法將會
破壞天主教義的中心信條以及告解的神聖性。他提出警告，若有

神父違反告解守密的誓約，將被逐出教會。

澳兒童性侵報告 建議中止天主教獨身制
國際聚焦北韓危機 陸經略南海不鬆手

（綜合報導）美國一間智庫今天指出，過
去一年當全球目光聚焦於北韓核子危機時，中
國大陸則持續在他們位於南海的人造島上，設
置高頻雷達與其他能供軍事用途的設施。

路透社報導，據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
中心（CSIS）的 「亞洲海事透明倡議組織」
（AMTI）報告指出，中方的行動包括在南沙
與西沙群島共興建 72 英畝（29 公頃）的設施
；報告引用了部分衛星照片。中國大陸與數個
亞洲國家在南沙與西沙有主權爭執。

報告指出，中國大陸過去幾個月在南沙永
暑礁（Fiery Cross Reef）最北端，構築了似為
新的高頻雷達陣列；渚碧礁（Subi Reef）則能
看到可能用於儲存彈藥的坑道完工，以及其他
雷達天線陣列和雷達半圓頂。

美濟礁（Mischief Reef）上的工事則包括
彈藥地下儲存所，以及機棚、飛彈防空洞及雷

達陣列。
西沙群島也繼續有較小規模的施工，包括

樹島（Tree Island）建有一座新的直升機坪與
風扇渦輪；中建島（Triton Island）則有2個大
型的雷達塔。

報告指出，中國大陸與越南近期在中建島
周邊水域有多起事件，美國也在當地進行數次
自由航行動作，使島上的雷達塔顯得尤其重要
。

中國大陸南沙行政、軍事總部的永興島
（Woody Island），則有 2 個首見的空中部署
， 「暗示在南沙更南方的3個島上的空軍基地
也將比照辦理」。

中國大陸軍方 10 月底公布照片，顯示
殲-11B（J-11B）戰機在永興島演習；亞洲海
事透明倡議組織11月15日發現，能用於電子
監控的運-8（Y-8）運輸機也出現在當地。



AA55廣 告
星期六 2017年12月16日 Saturday, December 16, 2017



AA66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17年12月16日 Saturday, December 16, 2017

拋出“歐羅巴合眾國”
德社民黨葫蘆裏賣什麽藥

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民黨)代表大會

在柏林舉行。社民黨主席舒爾茨在黨代

會上提出要在2025年前制訂共同的歐洲

憲法性文件，並據此成立“歐羅巴合眾

國”。他說，這壹憲法性文件將交由歐

盟成員國批準，任何不批準的成員國將

自動離開歐盟。

分析人士認為，舒爾茨發出這壹驚

人之語，目的是想向選民解釋自己對待

聯合組閣的態度為何突然轉變，同時也

表明社民黨的政綱有別於默克爾領導的

聯盟黨，凸顯社民黨長期以來被遮蔽的

形象。但這樣的“政治大話”實現的可

能性極為渺茫。

【欲打造“聯邦國家”】
德國社民黨最初於1925年提出仿照

美國模式在歐洲成立統壹國家的設想。

舒爾茨的表態是該黨首次對這壹目標作

出具體時間安排，意在將這壹目標在提

出100周年時實現。

舒爾茨在黨代會上發表了壹個多小

時的演講。他強調，只有組建“歐羅巴

合眾國”，才能應對氣候變化、難民

潮、跨國公司逃稅等重大挑戰，才能阻

止極右翼勢力擡頭。

對舒爾茨的這番表態，德國總理默

克爾當天謹慎回應道，她並不期待將歐

洲打造為壹個“聯邦國家”，而是希望

推動歐盟各國在國防、外交、發展政

策、教育和研究領域“更好合作”。

德國運輸部長、基社盟成員多布

林特則抨擊舒爾茨的建議是“歐洲極

端主義”。

【為聯合組閣辯護】
在今年9月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

社民黨雖然保住了第二大黨的地位，但僅

獲得20.5%的選票，為這個中左翼政黨在

聯邦德國歷史上的最差戰績。不少社民黨

人士認為，正是由於長期聯合執政，該黨

失掉自身特色，難以從保守黨陣營中脫穎

而出。舒爾茨隨後多次宣稱，將不再參與

聯合政府，而是選擇當反對黨。

然而，隨著聯盟黨、自由民主黨和

綠黨的試探性組閣談判破裂，有關社民

黨與聯盟黨“重修舊好”的呼聲越來越

高。舒爾茨的態度出現“180度逆轉”，

釋放出願意參加組閣談判的信號。

舒爾茨突然改變立場，招致黨內力

量和選民不滿。有人質疑舒爾茨是否擁

有繼續領導社民黨的能力，並喊出讓他

“下課”的聲音。

壓力之下，舒爾茨不得不在社民黨

黨代會上力陳參與組閣談判、維護德國

穩定的重要性。面對黨內人士有關再度

聯合執政可能會毀滅社民黨的質疑，舒

爾茨拋出“歐羅巴合眾國”這樣壹個宏

大願景，既貼合他歐洲議會前議長的身

份，也凸顯自己在歐洲壹體化問題上的

立場有別於謹慎保守的默克爾，“擦亮”

社民黨長期以來被默克爾遮蔽的招牌。

舒爾茨的演講效果立竿見影。社民

黨黨代會當天表決批準與聯盟黨就聯合

組閣展開對話，舒爾茨也以81.9%的得票

率再次當選黨主席。

【“歐羅巴合眾國”說易行難】
自去年英國“脫歐”公投以來，關

於歐盟改革和歐洲壹體化的討論壹直不

斷。歐盟委員會在今年3月發表的白皮

書中提出關於歐盟未來的五種設想，法

國總統馬克龍也在今年9月的壹次演講

中提出“重塑歐洲”計劃。

歐盟委員會白皮書的設想之壹“願

者多做”與馬克龍的“重塑歐洲”計劃，

本質上都是走“多速歐洲”之路，即德

國、法國等“核心”成員國推進壹體化，

中東歐“邊緣”成員在時機成熟後再加

入。“多速歐洲”遭到“邊緣”國家普

遍反對，很難進入實施階段。

舒爾茨提出的“歐羅巴合眾國”計

劃附議了馬克龍的不少主張，非但沒有太

多新意，而且其中有關開除“盟籍”的說

法顯得比較激進。分析人士指出，鑒於歐

盟相關條約的法理阻礙，舒爾茨提出要開

除拒絕批準歐洲憲法性文件的成員的“盟

籍”，更像是壹種“政治嘴炮”。

值得註意的是，近年來受多重危機

沖擊，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矛盾日趨公開

化，中東歐國家與西歐國家及歐盟機構

在難民分攤、法治等問題上交鋒不斷。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論是西歐還是東歐

民眾，都對壹體化步伐能否邁得過大抱

有疑慮，激進的壹體化目前還不具備民

意基礎。

重獲新生！
狗狗被人打殘

裝義肢變“刀鋒跑者”

綜合報導 泰國壹只名叫可樂（Cola）的狗狗壹年多

前因為啃咬鄰居鞋子，慘遭對方砍掉前腳，如今它幸運

地裝上了仿造奧運短跑選手的“刀鋒跑者”義肢，終於

又能在海邊嬉戲玩耍。

報道稱，曾是流浪狗的可樂去年咬了壹名男子的靴子，

被他用劍殘忍砍下前肢作為報復，失去前肢的可樂險些

命喪黃泉，所幸及時送醫撿回性命。

現在，裝上類似“刀鋒跑者”奧斯卡•皮斯托瑞斯

穿戴的碳纖維刀鋒義肢後，可樂又能開心地吐著舌頭、

搖搖尾巴，在沙灘上跑跑跳跳。

據悉，這種重量較輕的義肢專為活動力十足的獵犬

量身打造，較笨重的舊款義肢對喜愛奔跑的獵犬來說是

種阻礙。

可樂的主人達利說：“（這些義肢）讓它更容易平衡，

也更好伸展。”達利建立了總部設在泰國的流浪狗基金會

（Soi Dog Foundation），專門幫助街上的流浪狗。

盡管曾遭人殘忍傷害，可樂仍不畏懼人類。達利說：

“狗狗的適應能力與寬容心，真令人感到相當驚奇。”

據悉，此前也有很多殘疾狗狗裝上各種義肢，但可

樂可能是第壹只穿戴這種昂貴刀鋒義肢的狗狗。

據報道，整形外科醫師索德博格為可樂研發的義肢

還需經過微調，好讓它更加適用。索德博格在普吉壹家

醫院服務。

非盟官員：
警惕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人員回流

綜合報導 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作戰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成員

中，大約3萬人是外國武裝分子，其中多達6000人來自埃及、利比亞等

非洲國家，壹旦這些人回流，非洲國家面臨嚴峻安全隱患。

非盟和平與安全事務專員斯梅爾· 謝爾吉當天在阿爾及利亞舉辦的

壹場安全會議上說，非洲國家應該加強反恐合作和情報共享，以應對回

流的“伊斯蘭國”成員。

阿爾及利亞新聞社援引謝爾吉的話報道：“這些極端分子回流非洲，對我

們的國家安全和穩定構成嚴重威脅，需要非洲國家之間加強合作、專門對待。”

伊拉克總理海德爾· 阿巴迪宣布，伊拉克政府軍已經收復被“伊斯

蘭國”占據的最後幾處地盤，這壹極端組織已被徹底趕出伊拉克。在敘

利亞，“伊斯蘭國”控制的勢力範圍也不斷縮小，今年10月“老巢”拉

卡失守，11月最後壹座主要據點阿布卡邁勒被敘政府軍攻克。

“伊斯蘭國”在正面戰場的潰敗，讓人擔心壹旦極端分子在伊拉克

和敘利亞“待不下去”，回流到非洲、歐洲或東南亞，將給當地安全形

勢造成嚴重威脅。

位於美國紐約的安全咨詢機構蘇凡集團今年10月發布的壹份報告顯

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替“伊斯蘭國”賣命後，來自33個國家和地區的

至少5600名極端分子已回流返鄉。

歐盟25國敲定永久結構性合作
共同發展軍事實力

綜合報導 歐盟批準了25個成員國簽署的防務領域“永久結構性合

作”。預計該合作框架下的多個項目明年年初將正式啟動。

據報道，“永久結構性合作”（簡稱PESCO）最初在《裏斯本條約》

中提出。該合作將允許成員國家共同發展軍事實力、投資合作項目以及

加強各國武裝力量。

歐盟23個成員國的國防部長們就“永久結構性合作”簽署了聯合通知書，

並提交給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費代麗卡•莫蓋裏尼和歐盟理事會。

德國聯邦外長加布裏爾當時表示：“這是朝著獨立和加強歐盟安全

和防務政策方向邁出的重要壹步。”

葡萄牙和愛爾蘭也宣布加入，由此使簽署國增加至25個。決定不加

入的僅剩脫歐的英國、擁有特殊“不參與立場”的丹麥以及馬耳他。

莫蓋裏尼稱最新的進展“具有歷史意義”。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

推特上稱贊道：“《裏斯本條約》這位睡夢人醒來了：‘永久結構性合

作’要落實了。”

報道指出，雖然“永久結構性合作”是壹個政府間的合作項目，但

是歐盟委員會在壹份新聞稿中表示，該機制將獲得歐洲防務基金的資金

支持。資金將被用於采購防務裝備和引進技術、支持研究項目。

據悉，德國將參與四個項目：建立泛歐醫療部門、物流中心、訓練

任務中心以及應急反應機制。

這些項目預計將於明年年初正式啟動。成員國也可以提出更多其它項目建議。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出

席“壹個星球”氣候行動融資峰會時，就

氣候變化問題的緊迫性發出警告說，世界

正在輸掉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他呼籲國

際社會加速行動，采取具體措施落實《巴

黎協定》。

在《巴黎協定》簽署兩周年之際，由

法國、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共同主辦的“壹

個星球”氣候行動融資峰會在巴黎舉行，

60多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來自國

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企業、研究機構、

地方政府的近4000名代表與會。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出席峰會全會時發

表講話說：“我們正在輸掉這場鬥爭……

我們的行動不夠迅速，這就是悲劇所在。

我們都必須行動起來，因為所有人都要

（對氣候變化問題）負責。”

馬克龍還表示，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

性已成為常態。當前壹代人面臨的挑戰是

緊急行動起來，贏得這場爭分奪

秒、改變命運之戰。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在全會開

幕致辭中表示，氣候變化對全世

界人民都構成經濟、社會和生存威脅，其

緊迫性日增。兩年前，國際社會在巴黎宣

示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關切”，並

明確了“應對氣候變化緊迫威脅”的集體

決心。今天的峰會旨在為實現共同目標的

行動提速，加大力度。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峰會上指

出，《巴黎協定》為針對全球氣候變

化采取更具進取性的行動計劃打下了

基礎，但是“我們還沒有贏得應對氣

候變化的鬥爭”。他呼籲發達國家為

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資金支持，同時

私人基金應該成為實現溫控目標解決

方案的中心環節。

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為實現《巴黎

協定》設定的溫控目標，今後30年內，

能源領域每年平均需要高達3.5萬億美元

的資金投入。世界銀行此前宣布，世界銀

行和聯合國將推出名為“為氣候投資”的

平臺，集中各國政府、金融機構、私營部

門、慈善機構和多邊銀行等投資方資金，

以支持能源轉型的節能減排行動，推動落

實《巴黎協定》。

今年6月，美國政府宣布退出《巴黎

協定》。馬克龍隨後在德國漢堡出席二十

國集團峰會期間提出在巴黎舉行紀念峰

會，以進壹步推動落實《巴黎協定》，

尤其是為氣候行動融資尋求具體途徑。法

國政府希望借此會議為國際社會共同應對

氣候變化註入“新活力”。

馬克龍稱氣候變化威脅緊迫
籲加速落實《巴黎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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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華裔市長靈柩抵市府 政商民眾弔唁：華人損失

交通運輸工具及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紐約市舉辦第二屆
「TransitSlam」比賽，參賽者只能用6分鐘時間演講，為改善

市內交通出謀
獻策；有人提

議把高速公路改為鐵路，也有人提議重新設計地鐵車站，比賽
最後由17歲高中生奪冠。主辦單位指，政府制定交通政策時，
時常忽略市民意見，比賽反映居民對改善市內交通有無限創意
。

由紐約交通運輸政策智庫組織 「TransitCenter」舉辦的
「TransitSlam」比賽，今年踏入第二屆。參加者透過20張投影

片、每張投影片講解不超過18秒情況下，把改善大眾交通運輸
的想法及建議，向觀眾作6分鐘演講。比賽最終由17歲高中生
Uday Schultz奪冠，他提議拆除紐約市地鐵路軌上殘舊計時器
（timer），由電腦控制列車區間，減少延誤及提高效率，場內
觀眾無不歡呼鼓掌。

Uday向《蘋果》表示，他自小對地鐵系統充滿興趣，連暑
期實習也在營運紐約市地鐵的大都會運輸署（MTA）渡過，

「我當然希望紐約市擁有如香港般高效的地鐵系統，但這不可
能；我們可以看清楚自己處境，用簡單知識去改變它、挑戰它
」，賽前向著朋友採排了15次的Uday說，對於MTA不願聆聽
市民意見，他感到懊惱， 「這是一個大問題，他們只會在封閉
的空間內思考，真心希望他們會參考」。

除紐約市民外，今年活動還吸引了底特律、阿拉斯加，甚
至香港參賽者。來自香港的建築師陳栩縈，提出透過3D地圖
，善用地鐵車站空間，她把香港、日本等亞洲國家車站設計，
帶到紐約分享， 「車站不只是坐車的地方，有人在唱歌，有人
在跳舞，甚至用作求婚」，她最終贏得比賽第三名。

主辦單位TransitCenter全國網絡協調主管Kirk Hovenkotter
透露，8名參加者在全國40多份報名中，脫穎而出，除了演講
內容外，講者是否足夠幽默帶動觀眾參與，也是參賽要求之一
， 「城市不應只有Uber或其他共享汽車，由市民自發提出意見
，向當局施壓改善大眾交通工具十分重要」。

美 國 內 政 部 長 辛 卡 （Ryan
Zinke）周四（14日）宣佈，解僱4
名高級主管，原因是他們有不當行
為，包括性騷擾。

辛卡在內政部網站公佈的影片
中說： 「我已經開除4名有不當行
為的高級主管，如果有必要，我甚
至會開除400人。恐嚇、騷擾和歧

視，對任何機構來說都是毒瘤。無
論它的根有多深，我們都會從內政
部除掉它。」

內 政 部 發 言 人 斯 威 夫 特
（Heather Swift）在電郵中稱，不
能提供被解僱人士的特定資料，只
能說他們整體上 「濫用了他們的權
力，威脅或騷擾其他員工。這包括

性騷擾」。
斯威夫特也提到，黃石國家公

園的警長已就騷擾情況，對一些員
工祭出紀律處分。今年3月曾有報
告顯示，黃石國家公園內的女員工
，處在負面的工作環境，包括針對
女性員工的不當評論和行為。

美國時間周二（12 日）逝世
的舊金山首位華裔市長李孟賢
（Edwin Mah Lee），靈柩今（週
五）清早約七時許移送抵市政廳讓
市民弔唁。

李孟賢是在任市長期間去世，
靈柩披上美國國旗，周五（15 日
）早上由市府大門進入圓廳（Ro-
tunda），可謂是他最後一次返回
這個他在公職生涯數十載的 「家」
。他的棺木擺放在中央，偏廳有弔
唁冊讓市民表心意。早上陸續有大
批市民魚貫入內致意，包括歷任市
、州議員和市長。不少人行至靈柩
前鞠躬時難掩傷感。

各人帶來一個個與李共同回憶
。其中，曾榮獲市長經濟及勞工辦
公室所頒發小商業獎的蛋糕店
Yvonne's Southern Sweets 老闆娘漢
斯 （Yvonne Hines） 手 棒 與 女 兒
Shavonne和李的合照前來市府向靈
柩致意，泣不成聲。 「我慶幸有和

他自拍和歡笑過，他很友善，跟我
閒聊 Shavonne 讀法律的近況，還
順道問候她的校長。」後來有次她
在超市 Safeway 重遇李時，猶記得
他 「購物籃很滿」，親自採買盡顯
親民一面。

孫小姐和丈夫是李孟賢和太太
Anita 的朋友。 「他是腳踏實地的
一個市長，真心幫華人和所有人，
亞裔都不太出聲，他就為他們做事
。 」 前 市 議 員 甘 大 為 （David
Campos）則肯定李對同志社群的
貢獻，包括興建全美國首個LGBT
露宿者收容所Jazzie’s Place。 「我
也對華裔社區致哀，失去他是重大
損失。作為有色人種和同志我感同
身受，畢竟若我社群中有人被選舉
出來，是多麼意義重大！而且去年
華埠已失去白蘭（Rose Pak）了！
」（編按：白蘭為舊金山重磅級僑
領，於去年辭世）。

市政府自李孟賢逝世起降半旗

30 日，而市府門前也懸掛一幅巨
型美國國旗，由兩架消防車的雲梯
架起，向前市長致哀。

據報李孟賢是本周一下班後，
晚上到住家附近 Safeway 超市購物
時心臟驟停倒地，送院搶救3小時
至翌日凌晨不治。（唐芷瑩／舊金
山報導）

報你知：市政府追悼李孟賢活
動

本週五起一連3日將有李市長
的追悼活動，周五場由早上8時到
晚上7時，將李前市長的靈柩擺放
市府供民眾弔唁；周六是私人追思
會，不開放給一般民眾，之後靈柩
會運走；周日場則是大型公眾追思
會，估計會有近千政商界和市民出
席。下午3時開始儀式，民眾可於
2時起入場，建議有意到場的人士
提早排隊。

美內政部開除4主管
部長：炒400人也在所不惜

限時6分鐘演講
紐約居民為交通系統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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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2017年的漢字被選定

為“北”。每年的12月12日，“日本漢字

能力檢定協會”都會在京都市清水寺公布

代表今年社會民情及大事件的年度漢字，

並由清水寺住持揮毫寫在壹張寬1.3公尺、

高1.5公尺的特大和紙上，供奉在該寺的千

手觀音菩薩前。今年是第23回。漢字的決

定都是通過明信片或是網絡公開募集，最

終由得票最多的漢字當選。

據悉，這項活動始於1995年，選在12

月 12日公布是因這壹日期的日文諧音為

“壹個好字”，選出的漢字往往也反映了

當年的社會情況。日媒稱，今年日本民眾

投票給“北”的主要理由是對於朝鮮以及

半島動向和局勢感到不安，加上受到了九

州北部暴雨等災害的影響。排在第二名和

第三名的漢字分別為“政”和“不”。

臺媒此前報道稱，日本首次選擇年度漢

字是在1995年。當年1月17日，日本關西發

生7.3級的“阪神大地震”，造成6000多人

死亡，上萬人受傷。同年3月又發生奧姆真

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及其教徒在東京地鐵釋放

沙林毒氣，造成13人死亡、6000多人輕重傷

的慘劇，震驚全國。加上當年日本多家銀行發生信用危機，

震蕩市場。因此選出“震”字代表人民內心的震撼和不安。

年度漢字經常與國內議題高度緊扣，1998年因為和歌山

祭典提供的咖喱被人下砒霜，加上食品安全問題頻發，使得

“毒”字成為年度漢字。2014年則因調漲消費稅議題，選出

“稅”字。去年，也就是2016年，日本選擇了“金”作為年

度漢字，寓意著裏約奧運會金牌以及國內的政治獻金醜聞。

綜合報導 從日本博多站開往東京站的“希望

34號”新幹線列車在行駛時出現異味和異常聲響，

在東海道新幹線名古屋站中斷了運行。

據該列車所屬的西日本鐵路公司（JR西日本）

表示，在固定車體和車軸的鋼制底盤框架上確認龜

裂，在底盤上發現了漏油。

報道稱，相關運輸安全委員會當天以該問題可能

導致事故為由，自2001年其前身航空鐵路事故調查委

員會成立以來，認定這是日本新幹線首個重大事件

（Incident），向名古屋站派出了鐵路事故調查官。

報道還指出，問題列車因龜裂可能擴大，停靠

在名古屋站站臺。JR西日本等今後將把車輛移走並

調查詳細原因。

JR西日本表示，確認龜裂的是從車頭後數第4

節的13號車廂，國土交通省認為如果底盤框架破

損，將無法固定車軸，可能導致脫軌。

此外，底盤部分將發動機動力傳遞給車輪的管

子已發黑變色，齒輪箱附近還發現了漏油。

據了解，“希望34號”列車當地時間11日下

午1點33分從博多站出發，下午1點50分左右在小

倉車站發車時，列車員等發現有疑似燒焦的氣味。

負責車輛維修保養的員工從岡山站上車確認情況，

在13號車廂附近聽到轟鳴聲，但以不影響列車行

駛為由繼續運行。

不過之後在京都站發車後再次聞到異味，列車在

名古屋站實施了車廂地板下方檢查，於當地時間下午5

點03分發現了漏油。約1000名乘客換乘了後續列車。

東海鐵路公司（JR東海）表示，受此影響該站

發車的東海道新幹線上行列車最大出現了約10分

鐘延誤。

日
本
民
眾
擔
憂
朝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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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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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漢
字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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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

日本新幹線列車底盤
發現龜裂和漏油

韓海洋水產部確認其官員
曾涉嫌妨礙沈船事故調查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海

洋水產部召開緊急記者會，確認

樸槿惠政府時期，海洋水產部

公職人員曾涉嫌妨礙“世越”

號特別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工作。

據報道，此前有人質疑海

洋水產部船體打撈工作組與特

別調查組派遣的公務員曾涉嫌

妨礙特別調查委的調查工作，

海洋水產部長金榮春隨即指示

從9月開始進行內部調查。

根據內部調查結果，當時

韓國政府要求“世越”號特別

調查委開展調查工作的時間是

2015年1月1日，然而實際調查

時間卻與要求時間不壹致，海

洋水產部工作人員涉嫌隨意改

動調查時間。此外，海洋水產

部“世越”號打撈工作組曾在

2015年2月-5月委托6個部門就

打撈時間進行法律咨詢，但咨

詢結果卻未被采納。

2015年11月23日，特別調

查委剛決定對青瓦臺災難應對

相關工作的妥當性進行調查，

海洋水產部隨即便停止商議調

查時間壹事。因此，特別調查

委的調查期限縮短至了2016年6

月30日，導致“世越”號的調

查工作提前結束。

據報道，韓國海洋水產部

將會上報檢察部門，請檢方介

入調查。韓國國立海洋調查院

院長表示，預計海洋水產部將

有10人左右會牽涉其中。

韓緊急開會討論虛擬貨幣問題
探討交易管制方案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

韓國政府在中央政府首爾辦公

樓召開虛擬貨幣相關部門緊急

會議，討論虛擬貨幣問題應對

方向。

據報道，韓國法務部和科技

信息通信部副部長、企劃財政部

部長助理、金融委員會副委員長、

國稅廳次長以及產業部、警察廳

相關人員出席會議。

為了迅速有效應對比特幣投

機以及虛擬貨幣交易所網襲等圍

繞虛擬貨幣出現的各種問題，韓

國政府本月4日組建專項小組，探

討交易管制方案等。

韓國國務總理李洛淵上月

28 日在國務會議上表示，虛擬

貨幣投機成為現實，比特幣成

交金額趕超創業板，若就此坐

視不理可能出現嚴重的市場扭

曲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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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粵港青年論壇舉行 陳冬張建宗等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年

一度的「第52屆工展會」由今日至明

年1月8日一連24日在維園舉行，今

年繼續加推逾100項「抗通脹購物優

惠」，當中備受矚目的「1 蚊」優

惠，包括美的電器首日推出10部原價

2,799元的「1蚊」洗碗碟機；南北行

推出限量 10 個原價 2,680 元的「1

蚊」鮑蔘八寶福袋，以及家典有限公

司推出20個原價788元的「1蚊」電

飯煲。有參展商表示看好今年市道，

估計營業額較去年有雙位數上升。

首日「1蚊雞」優惠摘錄
攤位號碼

5A74-79

1B51-58

6A62-71

2B37-45

資料來源：工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公司名稱

美的電器(香港)有限公司

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

愛家名品有限公司

家典有限公司

產品

美的M1免安裝洗碗碟機

南北行「鮑蔘」八寶福袋

光觸媒聲波震動牙刷

1升納米石瓷專業電飯煲

優惠價

1元

1元

1元

1元

參考價

2,799元

2,680元

1,588元

788元

數量

10個

10個

10個

20個

工展抗通脹 百優惠迎客
1蚊喪搶海味洗碗碟機 展商料營業額雙位數增長

工展會入場資料
展覽日期：2017年12月16日至2018年1月8日（24天展期）

開放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10時

地點：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交通：港鐵銅鑼灣站E出口及天后站A2出口

入場費用：港幣10元（身高1米或以下小童、65歲或以上長者及
殘疾人士免費進場）

購物小貼士：自備購物袋

註：展覽會將於晚上9時30分停止售票及參觀人士進場；最後一天
提早至晚上7時正、最後一天（1月8日）晚上8時完結。

資料來源：工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據中聯辦網站載，第一屆粵
港青年論壇暨香港廣東青年總會
成立1周年典禮12月13日在環球
貿易廣場SKY100舉行。中聯辦
副主任陳冬與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林雄等共
同主禮。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與廣東省21
個地級市的友好青年團體舉行了
戰略合作意向書簽署儀式。
香港貿發局主席羅康瑞、「海

航集團」投資總裁兼海航國際首
席執行官王爽等主講嘉賓介紹了
粵港澳大灣區給香港青年人帶來
的發展機遇。中國蹦床項目奧運

冠軍何雯娜等亦圍繞大灣區體育
事業與青年人發展等主題作了深
入交流。香港各界青年領袖、青
年社團負責人、學生代表等200
多人出席。
出席典禮的嘉賓還包括：香港

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廣
東省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廖
京山、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
煥春，廣東省青年聯合會主席張
志華。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由曾智明、

霍啟山等12位青年領袖於2016年
12月共同發起成立，得到了在港
粵籍青年社團和廣東省21個地級
市同鄉會青年組織的大力支持。

■張建宗（前排
左八）出席第一
屆粵港青年論
壇暨香港廣東
青年總會成立
1 周年典禮，
並與陳冬（前排
右八）、林雄
（前排右六）、
劉江華（前排左
六）及其他嘉賓
合照。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連三天的第四屆
《TOYSOUL亞洲玩具展2017》昨日展開，今年主辦
單位首度舉辦以晚間作主題的「夜市」活動，預料今年
展期入場人次，會較去年的逾10萬人次上升10%。昨
日首天有4萬人次入場，其中早上更有破大會歷年紀錄
的8,000人，更有動漫迷早於本周二已開始排隊。

動漫迷周二排隊等買心頭好
玩具展內有不少限量版商品，有市民為搶購限量10

件、價值9,000元的玩偶，早在本周二下午2時已開始
排隊，亦有來自台灣的旅客於前日開始排隊，希望能買
到聖誕特別版玩偶，並預計會用1.5萬元購買心頭好。
主辦單位表示，今年接受歷屆活動有份參與的各路玩

具迷意見，首度舉辦全新活動環節「NIGHTMAR-
KET」。昨晚7時起，多家參展商聯手合作，開始發售
多款圍繞黑夜作主題的限時發售商品，希望一眾在日間
上班的玩具迷，今年不會再因工作關係未能購買心頭好

致空手而回感到失望。而昨晚「夜市」時段亦見人頭湧
湧，十分熱鬧。
今年的玩具展除有香港參展商外，亦有來自內地、澳

門、台灣、日本、韓國、泰國等亞洲不同地區的參展單
位，當中展出及發售的製品，包括有不同比例收藏人
偶、原創玩具丶插畫創作丶電玩遊戲、周邊商品丶技術
展示及各種潮流產物等。
大會一如往年，開放多元化免費展覽平台
「SOULMART」，讓來自各地的獨立設計師與收藏
家，分享個人創作。而在今天，香港網上慈善團體「假
面製造 Rider Maker」的「守武者．夢翔」將發佈
「Action Show」，以自家創作的英雄角色引導和培養
兒童公民意識。
玩具展於今明兩日仍會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匯星
（Star Hall）舉行，今天開放時間為上午11時至晚上9
時，明天則為上午11時至下午6時，門票為30元，11
歲或以下人士可免費入場。

玩具展人流破紀錄「日以繼夜」旺不停

又來到年底的壓軸盛事工展會，今屆有逾
400個參展商、逾880個攤位、10個主題

區，並分3期推出「抗通脹購物優惠」。

設優惠排隊區 9時半派籌
大會昨晚起於糖街噴水池附近設立超級優

惠排隊區，方便市民一早排隊入場，以優惠價
搶購心頭好。大會將於今早約9時半派發「1
元」優惠籌號。
美的市場及產品發展經理鄭梓城表示，新
推出的免嵌入式洗碗碟機，目標對象是40歲
以下人士，「他們往往工作繁忙，回到家煮
飯，也可能累得不想洗碗。」
該洗碗碟機亦不必接駁去水喉及出水喉，

加上機身細，十分適合放在廚房，因此該產品
在暑假推出時一度熱賣至斷貨。
他表示，開幕首日除預留10部超筍價「1
蚊」的洗碗碟機予持籌市民購買外，亦有信心
在其他時間熱賣，並預計天氣冷對公司暖風機
的銷情有幫助。
他續指，工展會產品平均價格是門市零售
價的88折，只要攜長者卡或屬慈善團體人士
可享75折。因家電大部分不是奢侈品，加上
價錢實惠，預計今次工展會銷情可按年有雙位
數增幅。
南北行連營業務發展經理崔家權表示，因
今年新年距離工展會舉辦期遠，減低市民購買
海味的意慾，故他們今年加推會場優惠，首日
推出10個「1蚊」鮑蔘八寶福袋，內含鮑魚、
蟲草花及高麗蔘等，首一星期每日下午3時亦
會預備30包一蚊湯包酬賓，預計今年銷情按
年增長5%。

電視「8元一吋」50吋僅400元
更有參展商推出限量「8元一吋」高清智能
電視機震撼優惠，即50吋的電視只售400
元。去年賣「10元一吋」電視的「康迪斯」

今年第二度參展，其項目經理劉凱豪表示，由
於去年反應好，今年再推出3部50吋4K電視
機，由原價8,980元大減至400元，並特別聘
請女電視體驗員示範打機及測試電視。
劉凱豪續指，今年會場推出的款式更多，
如有觸控式電子白板，既可以畫畫，亦可作電
視或電腦熒幕之用，75吋約售4.5萬元、65吋
約4萬、55吋約3.5萬元，本身產品送1年保
養，現場買再送多兩年保養。他預期今年銷售
有增長，料比去年好一至兩成。

工展會今年
首次與「支付

寶」和「微信支付」合作，冀
吸引更多內地人入場購物。首
次參展的瑞士咖啡室負責人香
先生已向大會登記使用兩個付
款平台，認為能給予市民多一
個付款方式，吸引更多內地人
入場購物，並預期整個展期營
業額超過100萬元。

推出1元電飯煲的家典有限
公司同樣會提供兩個付款平
台，方便內地客人。

香先生表示，早前曾參與工
展會在葵涌舉辦的食品嘉年
華，當時生意不錯，今次再接

再厲參與，並預備多一倍貨物
應市，對市道及入場人流均有
信心。他表示，將會推出1元
沙嗲牛肉脆豬包或金牌瑞士雞
翼，每日限量發售30份。

家典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
先生表示，平日門市本地客與
內地客的比例為九比一，自前
年起內地客的消費力開始由谷
底反彈，加上本地消費市場壓
抑已久，估計生活品消費力將
於年尾釋放，預料生意額有兩
成增幅。他認為今年大會提供
兩個內地付款平台方便內地客
付款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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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權表示崔家權表示，，南北行今年加推南北行今年加推
會場優惠會場優惠，，首日推出首日推出1010個個「「11蚊蚊」」
鮑蔘八寶福袋鮑蔘八寶福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鄭梓城表示鄭梓城表示，，新推出的免嵌入式新推出的免嵌入式
洗碗碟機洗碗碟機，，目標對象是目標對象是4040歲以下歲以下
的上班族的上班族。。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黃先生表示黃先生表示，，今年大會提供今年大會提供
兩個內地付款平台兩個內地付款平台，，方便內地方便內地
客付款是好事客付款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在今年首度舉辦的在今年首度舉辦的「「夜市夜市」」時段人頭湧湧時段人頭湧湧，，全日共有約全日共有約44萬人入場萬人入場。。
大會供圖大會供圖

■■模特在第四屆亞洲玩具展傳媒預覽活動模特在第四屆亞洲玩具展傳媒預覽活動
上試玩賽車遊戲上試玩賽車遊戲。。 新華社新華社

■■大量新奇玩具亮相玩具展大量新奇玩具亮相玩具展。。 中通社中通社

■■昨日維園各參展商正密鑼緊鼓為今日開昨日維園各參展商正密鑼緊鼓為今日開
幕做準備幕做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今日香港今日香港

天氣預測天氣預測
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

20/12(星期三)
氣溫：12℃-18℃

濕度：30%-60%

早上寒冷天晴
日間非常乾燥

17/12(星期日)
氣溫：12℃-16℃

濕度：45%-70%

早上寒冷部分時間
有陽光天氣乾燥

18/12(星期一)
氣溫：11℃-17℃

濕度：35%-60%

早上寒冷天晴
日間非常乾燥

19/12(星期二)
氣溫：12℃-18℃

濕度：30%-55%

早上寒冷天晴
日間非常乾燥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路邊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低至中
低至中

低至中
低至中

1-3

4-6

7

8-10

10+

低

中

高

甚高

嚴重

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
設於中西區、深水埗、
東區、觀塘、葵涌、
荃灣、大埔、沙田、
東涌、元朗、屯門、
塔門、將軍澳

2017年
12月16日

星期六

顯著轉涼。大致多雲，日間乾燥及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氣溫進一步下降
氣溫：

漲潮：

退潮：

日出：

13℃-18℃

08:17(1.6m)

01:49(1.0m)

06:55

濕度：

19:49(2.2m)

12:55(1.2m)

日落：

60%-85%

17:42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大洋洲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歐洲

℃
℃
℃
℃
℃
℃

℃
℃
℃
℃
℃
℃

美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 連
上 海
天 津
太 原
台 北

-7
4

-4
-9
16

-3
8
0
0

21

有雪
多雲
天晴
天晴
有雨

北 京
西 安
合 肥
成 都
長 沙
杭 州
昆 明

-6
-2
1
4
5
3
6

0
6
7

12
10
6
8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多雲
密雲
有雨

呼 和 浩 特
長 春
青 島
武 漢
拉 薩
南 昌
南 京

-18
-22
-2
0

-6
5
1

-8
-14

1
7

15
9
7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密雲
多雲

哈 爾 濱
南 寧
重 慶
海 口
桂 林
烏 魯 木 齊
貴 陽

-24
9
8

17
6

-12
3

-16
15
11
21
13
-9
6

天晴
多雲
密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密雲

廈 門
廣 州
鄭 州
銀 川
濟 南
瀋 陽
蘭 州

13
10
-2

-12
-6

-18
-9

17
16
6

-2
1

-8
2

有雨
多雲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吉隆坡
河 內
東 京
首 爾

24
15
3

-7

33
19
13
-1

雷暴
天晴
多雲
多雲

馬尼拉
悉 尼
曼 谷
雅加達
新加坡
新德里
墨爾本

26
21
24
24
24
9

13

29
29
34
32
34
19
25

有雨
多雲
驟雨
驟雨
驟雨
天晴
天晴

日內瓦
巴 黎
米 蘭
里斯本
阿姆斯特丹
法蘭克福

4
3

-1
9
1
3

8
6
7

17
5
6

驟雨
雷暴
有雨
有雨
多雲
驟雨

倫 敦
馬德里
莫斯科
雅 典
羅 馬

三藩市

2
3
0

10
13

10

5
11
5

19
14

17

多雲
驟雨
有雪
天晴
雷暴

天晴

多倫多
芝加哥
洛杉磯
紐 約
溫哥華
華盛頓
檀香山

-12
-6
10
-6
3

-4
19

-2
-1
26
-1
6
2

26

有雪
有雪
天晴
有雪
驟雨
有雪
有雨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1616日日（（星期六星期六））香  港  新  聞A10 ■責任編輯：李暢熹

4汕大女「橫渡大西洋」誠哥讚追夢展潛能

鄭耀棠獻策灣區 港人享「國民待遇」

張翔掌港大 盼設「全球實驗室」
冀學校領先全球貫通中西 吸歐美內地尖子助力

港大日前公佈張翔為新校長唯一候選人後，
昨晨起一連舉辦3場諮詢會，分別讓教職

員、學生及校友與張翔見面。

首具內地教育背景港大校長
港大師生對其第一印象整體不俗，惟亦有部分

教職員及學生對其有關行政管理經驗、對港大、
香港的熟悉程度等方面提出疑慮。港大校務委員
會聽取教務會意見後，至傍晚以大比數通過張翔
的校長任命。他將是港大歷史上首位具內地成
長、教育背景的校長。
港大候任校長張翔，在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校

長物色委員會主席施文信陪同下於昨晚會見記者
並接受提問。

李國章讚最佳人選
李國章歡迎張翔出任港大校長，讚揚他是一

位優秀的人（wonderful person），並具備卓越
的學術成就及領導才能，其品格、視野、管理
才能、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等，都是遴選標準
下的最佳人選，對張翔未來帶領港大面對種種
機遇和挑戰充滿信心

黃永光讚中文文化經歷豐
港大校務會委員黃永光亦指，張翔學術科研成

就卓越，具豐富中文文化經歷及創新精神，是校
長的合適人選。
張翔則表示，對於能領導港大感到非常榮幸。

他在學術界成就卓越，為何會毅然投身港大成為

校長是許多人關注的問題。
他形容，香港是一個特別的、東西交匯的地

方，認為這裡有很多機會。
對於有消息指，張翔曾建議港大主動跟內地大

學合作，爭取內地政府研究資源，他昨日於不同
場合屢次澄清指，自己是希望融合中西文化，爭
取西方和內地的資源，強調並非只與內地合作，
希望聯繫港大、內地、歐美三方，將港大發展成
國際學府。他表示，雖然未曾試過在香港工作，
但曾與不少來自香港的教職員和學生合作，相信
自己有能力勝任。
學術成就得到港大師生普遍認可的張翔，在其

日後構建港大學術發展上被寄予厚望。他昨日在
幾場見面會中提到，有意於港大成立一個全球實
驗室，招募英、美、內地等地人才，為港大學術
發展助力。
他並表明會守護學術自由，但強調自由亦有道

德及法律上的限制（見另稿）。
馬斐森將於明年1月底離任，不過港大昨未有

具體提到張翔接任日期。據了解，張翔會將在美
國的學生安頓妥當後，辭去現有工作到港大履
職，其校長任期5年。李國章補充說，任期屬可
續任（renewable）。
張翔是世界領先的納米科學及材料工程專家，

身兼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
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及4個相關科學
學會院士。過去多年他獲得多個科研獎項，其所
發明的「納米隱身衣」曾被《時代》雜誌選為
2008年十大科學發現及50個年度最佳發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經過8

個月的全球物色和遴選，香港大學昨

日「敲定」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頂尖納米材料科學家、「隱形衣」

發明者張翔「接棒」現任校長馬斐

森，成為第十六任校長，任期5年。

張翔對獲任命感到欣喜，期望帶領港

大成為領先全球貫通中西的大學。他

指會爭取西方社會和內地研究資源，

希望將港大和海外、內地聯繫起來，

發展成國際學府。他又提出願景，希

望 成 立 「 全 球 實 驗 室 （Global

Lab）」，吸引美國、英國及內地等

地的尖端人才助力港大學術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2018
年文憑試《考生手冊》昨出爐。就近
年欠帶准考證問題嚴重，《手冊》進
一步收緊規則，考生如未能出示身份
證明文件，試場主任可拒絕其進入試
場，即使獲准考試，亦須於考試完結
後於試場內填寫報告書及增設拍照記
錄，否則將不獲評卷。
近年文憑試都有近千宗無帶准考證

或身份證明文件應考的個案，考評局
一直以考生利益為考慮，容許其繼續
考試，惟有關情況卻對考試安排造成
騷擾。
為改善問題，考評局今年收緊規
則，最新的《手冊》列明，考生必須
攜帶准考證正本、身份證正本或其他
附有相片的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於每
節考試作查核之用，否則可被拒絕進

入試場或答卷不獲接受。

須填報告書 否則不獲評閱
如考生身份未能於現場核實，則須
於考試完結後於試場內填寫報告書
（包括即場抄寫文字）及拍照，以作
試後核對之用，否則其答卷將不獲評
閱。

中文中史歷史 作答增15分鐘
同時，明年文憑試多個科目試卷安

排亦有變化。
其中，中文科將重新引入文言文範

文，卷一閱讀卷分為甲、乙兩部，全
卷考試時間均延長15分鐘至1小時30
分鐘，中史科及歷史科卷一考試時間
也各延長15分鐘，分別增至2小時15
分鐘及2小時。
另外，中文科口試考生組別將改以數
字編號，各組內個別考生則以英文字母
A至E作識別，令考生的貼紙更清晰，
並統一中文與英文口試的相關安排。

無身份證明文件 DSE或被拒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日前宣佈，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手編制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料於明年第一季頒佈，並強調會在編制過程為港人爭
取在區內各方面獲取更多便利。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
昨日指出，應訂定較開放、便利的「灣區政策」，包括研
究「灣區身份證」，讓港人在灣區內享有「國民待遇」
等。
鄭耀棠昨日在傳媒茶敘表示，中央政府有決心令大灣區
成為改革開放的第二波，香港必須要融入國家的發展，成
為策略的組成部分。目前，特區政府雖然已向國家發改委
提交意見，惟相關內容可能未必能「接地氣」，故未來5
年香港有需要密切留意，爭取更開放及便利港人的政策。
他建議應制訂「灣區政策」，針對港人在廣州、佛山、

肇慶、江門、珠海、中山、深圳、東莞和惠州9個市享有便
利的措施，如同「國民待遇」，但分別在於彈性較大，且
毋須兼顧權利與義務。

籲研「灣區身份證」
他續說，有關政策應針對人流、物流、資金流及資訊流
等方方面面，如放寬現時物流的管制、加快或改善內地同
胞審批來港的程序，以及在內地撥打電話時毋須收取國際
長途費用等生活小細節，更提到：「有無可能（港人）在
灣區有身份證？」
鄭耀棠舉例，工聯會曾為居於東莞的港人申請居住證

明，從而享有當地的居民優惠，如乘車優惠等。而「灣
區身份證」的概念如出一轍，讓港人持有港人身份的同
時，享受灣區內的「國民待遇」，涵蓋「九市兩區」逾
6,600萬人口，「如果做得好再發展開去！」
他強調，國家改革開放短短40年令整個中國起了重大變

化，深圳等城市的發展改善了人民生活，而大灣區發展則
是改革開放的第二波，故灣區需要有更開放的政策，吸引
港人投資，繼而吸納各地的專才。他稍後將會成立基金，
主力研究灣區政策。

■鄭耀棠昨
日指出，應
訂 定 較 開
放、便利的
「 灣 區 政
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汕頭大學
4名20多歲的女生獲李嘉誠基金會全力支
持，在西班牙出戰為期約50天、橫越
3,000海里、全球最艱辛的划艇賽事「橫
渡大西洋挑戰賽」，是中國首支挑戰這個
比賽的隊伍，也是賽事中最年輕的划手。
基金會主席李嘉誠讚揚年輕一代敢於追求
夢想、勇於開創的精神，並相信讓下一代
中國青年發揮潛能，是支持國家持續發展
的重要一環，又祝願她們是次挑戰成功。

取名「Kung Fu Cha-Cha」揚文化
汕 大 划 艇 隊 取 名 為 「Kung Fu
Cha-Cha」，以誌潮汕地區的功夫茶文
化。4名成員：陳鈺麗、黎曉冰、梁敏甜
和孟亞潔，在過去數年一起練習和接受訓
練，並從數十人的汕頭大學海洋划艇隊中
脫穎而出，獲教練推薦參加橫渡大西洋挑
戰。
汕大海洋划艇隊在今年2月，就完成了

從汕頭划艇到香港的歷史性八天旅程。
Kung Fu Cha-Cha 現將挑戰更艱辛的旅
程，從西班牙戈梅拉島（La Gomera）橫
渡大西洋至安提瓜（Antigua），依靠的
就是她們裝備精良的海洋艇。
在接下來的50天，划艇隊所有活動都

會在海洋艇上進行，並已配備充足的糧食
和補給品，而食水則依靠艇上的太陽能海
水化淡器提供。
她們會每兩小時輪班划艇和休息，是

一項體力、意志與耐力的嚴峻考驗。
划艇隊成員孟亞潔說：「我們非常榮

幸能夠參與其中並希望能為國爭光，
Kung Fu Cha-Cha是首隊參賽的中國隊
伍，也是整個賽事最年輕的隊伍！」

基金會挺挑戰3000海里
4名海洋划艇隊成員十分感激李嘉誠基

金會全力支持這次橫越3,000海里的挑
戰，梁敏甜表示：「我們在汕頭大學的教
育是這次人生體驗的基礎，賦予我們勇氣
和能力去追逐夢想。這次遠征象徵新一代
的堅毅意志，我們會努力全力以赴，全面
發揮自己的潛能。」
划艇隊的教練Charlie Pitcher曾於2013

件創下單人橫渡大西洋的紀錄，並負責訓
練早前從汕頭划至香港的划艇隊：「一直
以來，我與很多運動選手合作過，可以肯
定這些女生非常有實力。不過最重要的是
她們的態度堅定和精神抖擻，對挑戰全球
最艱辛的橫渡海洋旅程信心滿滿。我絕對
相信她們會成功完成賽事，為她們的國家
爭光。」
李嘉誠表示：「Kung Fu Cha-Cha 代

表年輕一代敢於追求夢想、勇於開創的精
神，也是我對汕頭大學的期許。我一直相
信讓下一代中國青年發揮潛能，是支持國
家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我祝願Kung
Fu Cha-Cha 能夠成功挑戰橫渡大西
洋！」

■成員出戰全
球最艱辛的划
艇賽事「橫渡
大西洋挑戰
賽」。

■李嘉誠向
「Kung Fu
Cha-Cha」
贈送功夫茶
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嘉瑤）處理敏感的校園政
治議題，近年來成為衡量
大學校長的一項重要指標
之一，港大候任校長張翔
昨與媒體會面時，被頻繁
問及有關院校自主、學術
及言論自由問題。張翔表
明，學術及言論自由是校
園學術交流相當重要的一
環，承諾會守護，但強調
自由亦有道德與法律上的
限 制 （ethical and legal
limits）。
張翔表示，學生在校園有
言論自由，但強調所有自由
均有道德和法律的限制，在
發表言論時需尊重他人意見
及遵守法律。
他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為例，指該校對所有話題持
開放的態度，學生能在尊重
他人及遵守法律的前提下，
在校園內就任何話題自由討
論。
就有關「港獨」爭議，

張翔指任何自由均不應挑
戰法律，並以美國槍械管
制為例，當地擁有持有槍
械的自由，但在使用槍械
時仍會受法律管制，亦不
可借「言論自由」歧視異
見人士，這就是道德與法
律的限制。
與教職員會面時，他則指
出，大學可以就「港獨」進
行「學術議題討論」，而有
關自由應符合法律。
被問到非法「佔中」發
起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面臨起訴，社會有
意見要求港大把他辭退，
張翔指自己對事件細節不
熟悉，相信港大有既定程
序處理事件。
張翔在師生會面中被問及

其身份及政治狀況，他回答
指 自 己 是 「Chinese
American （ 華 裔 美 國
人）」，並無任何政黨背景，
如收到公職或政治任命邀請，
一切會以大學利益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港大校委會昨日通過選
出張翔為候任校長，將邁向發展的新一頁；而該校也公
佈了最新一年年報，顯示在2016/17年度收益大增，總
收入突破百億至108.3億元，扣除90多億元開支後，盈
餘高達16.5億元，較之前的2015/16年度虧損1.1億元大
幅改善。
港大指，財政收益大增主要由於環球投資環境改善，
2016/17年度該校的利息及投資收入達14.5億元，遠較
2015/16年虧蝕6.4億元為佳。
港大強調，資金上的壓力未來仍然是該校的主要挑戰，
校方會積極爭取捐款及其他資源，維持健康財政狀況以繼
續大力投資基建，建構校園內促進教學、研究的平台，
落實學術計劃，確保大學的國際競爭力。

收益大增 盈餘16.5億

守護校園自由 有道德法律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港大師生及校
友對張翔獲任命為新校長普遍反應正面，有
教職員認同他積極爭取更多資源，在大學國
際化上亦有宏願，期望他能處理未來可能出
現、影響大學的政治議題。不過，有港大成
員則擔心張翔對香港社會議題不熟悉，希望
他能於不同學科、人文及理工等的發展上多
聆聽意見。

郭新：可帶來發展新角度
理學院前院長郭新表示，張翔學術成就無可
置疑，認同他提出多利用內地及不同地方的資
源幫助港大發展，又指他在外國具多年研究及
管理經驗，可為港大帶來新的角度及好處。

梁卓偉：全心全意支持
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則指，學院會全心全意
支持新校長張翔，他個人亦衷心祝願張翔帶
領港大再創高峰。

張知恆：認同爭取內地資源
生物醫學學院助理教授張知恆指，經費不
足是港大及香港面對的困境，認同張翔提出
爭取包括內地及其他地方的資源，而增強與
頂尖大學間的互動有助提高港大研究水平。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稱，張翔對
港大國際化發展有想法及宏願，亦滿意他有
關政治任命及擔任公職邀請時，以大學利益
為重的答案。
教務會研究生代表張一萌對張翔表現感滿
意，認為「既真誠又避免了爭議性話題可能

帶來的衝突」，又形容張翔對港大未來學術發展「腦中
有大概的藍圖」，在處理政治矛盾方面「持開放態
度」，願意進一步溝通了解學生想法。
港大學生會會長黃政鍀聲稱，張翔指會守護港大學術
自由，但「任何想做校長嘅人都會講得出」，認為更重
要是其上任後的表彰。化學系博士生戴同學亦希望新校
長持公正態度聽取各方意見。
工程科博士生華同學認為，港大理工科表現似不比從

前，希望張翔能以其學術成就，能更好幫助發展相關學
科。港大校友關注組成員趙潔儀則說，張翔領導港大或
存在隱憂，擔心他對香港社會議題不熟悉，亦看似較重
視科研，在人文學科發展或着墨不多，但她亦指張翔亦
已承諾安排與校友會面，聆聽想法。

教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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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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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委會通過張翔出任港大校長。左起：張
翔、李國章、施文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張翔（右）接受學生會遞交的公開信，並主動與
港大學生會會長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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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光凝海峽
鄉愁無了期

詩壇巨擘余光中仙遊 享壽九十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
海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昨日上午10時，著名詩人、文學

家余光中在台灣高雄醫院因病與世長辭，享壽90歲。作為一代詩壇巨擘和海

內外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大師，余光中不僅留下了《鄉愁》等膾炙人口的詩

文名篇，還從歐美現代文學回歸本土，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尋找

“還鄉”路徑。1992年以來，余光中先生更是往返海峽兩岸70多回，不遺餘

力地對抗民進黨“去中國化”的企圖，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兩岸文化交流

乃至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1928 年出生於南京，祖籍福建永
春。因母親原籍為江蘇武進，故也自稱“江南人”。

1952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1959年獲美國
愛荷華大學（LOWA ）藝術碩士。返台後先後在4
所大學任教。其間兩度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
多家大學任客座教授。1972 年任台灣政治大學西語
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 年任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系教授，寫下作品《飛鵝山頂》等。1985年開
始任台灣中山大學教授及講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時
間兼任文學院院長及外文研究所所長。
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創作，評論及翻譯工

作。他馳騁文壇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
術上的多妻主義者”。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詩
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散文集）及《分水嶺
上：余光中評論文集》（評論集）等。 ■新華網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
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

那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
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
頭。”1971年，20多年沒有回過大
陸的余光中思鄉情切，在台北廈門
街的舊居裡寫下《鄉愁》，它不僅
彰顯着作者一唱三歎纏綿雋永的文
學素養，更承載着兩岸永不磨滅的
血脈和鄉情。

深深思念大陸 期盼祖國統一
2003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訪問美國時，曾引用余光中《鄉
愁》稱，台灣“這一灣淺淺的海峽
是我們最大的鄉愁，最大的國
殤”。
2008年，余老攜夫人再回南

京，度過了自己80歲壽辰，並開心
地表示，“我在這頭，新娘也在這
頭，我在這頭，大陸也在這頭”。
他曾這樣解釋“鄉愁”：“一個人
必須離開自己的祖國夠遠、夠久才
會有真正的鄉愁。一個人的鄉愁如
果一村一鎮就可以解，那恐怕只停
留在同鄉會的層次，地理的鄉愁要
乘以時間的滄桑，才有深度。我的
鄉愁，是對中國五千年歷史的鄉愁
情懷。”基於此，余老在2011年續
寫了《鄉愁》第五段：“而未來/鄉
愁是一條長長的橋樑/你去那頭/我
來這頭”，表達了他對祖國統一大
業的美好期盼。

其實，不僅是《鄉愁》，余老
一生都期盼兩岸統一，多部作品都
體現對大陸深深的思念，即使是
《當我死時》，他仍深情地呼喊：
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到多鷓
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隨着環境和生活方式的改變，
余老也在不斷地更新對兩岸發展、
對鄉愁情思的認識，他將自己的鄉
愁融入到時代變遷的洪流中，用自
己的語言、作品、思想、演講、教
學，一點點溶解着兩岸交流的堅
冰，並在有限的生命裡，懷着對中
華文化的認同感和對祖國山河的眷
戀，致力於兩岸文化交流溝通，致
力於推動兩岸合編《中華大辭
典》，提倡“識繁書簡”。

抨擊台灣政客 拋掉文化愚蠢
截至2014年，余老共在大陸出

版30多本書。此時也已有較多大陸
作品進入台灣，不過仍未達到余老
對於“兩岸文化交流”的滿意度。
他總說，交流方式太零散，缺乏系
統。談及兩岸形勢，他曾不無擔憂
地表示，台灣的政客們，為了五十
年政治，卻在把五千年源遠流長的
文化拋掉，是愚蠢的。
自蔡英文上台後，余光中更是

公開抨擊民進黨當局的“12年國教
課程綱領”。他支持並呼籲課綱拋
開文白（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
捍衛課綱修正不淪為意識形態的工
具。他曾明確表示，“如果把文言
文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
憶的民族。”他認為，“台獨”人
士處於一種很矛盾的境地，在陳水
扁執政的8年裡，他們不遺餘力地推
行“去中國化”、修改教科書、給
建築改名等等，“但他們無法從文
字上去除中國因素，台灣文化和閩
南文化很接近，這一點是不能否認
的。”但他依然滿懷希望地稱，
“兩岸的文化只要有交流，這個民
族就不會分離。”

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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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深情緬懷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副
主任朱壽桐教授：

漢語文學文化界失去了最為傑出的詩
人。余光中以非常細膩、親切的表達
將深重的國族意識內化為與每一個人
息息相關的愛情、親情，這是前所未
有的藝術成就和高度。余光中在擔任
澳門大學駐校作家期間，平易近人、
和藹可親，在一次工作坊中，親身為
澳門中小學生修改詩歌作品，非常動
人。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副主任陳學然副教授：

余光中的詩歌能夠帶給人非常深沉的
思考，而他的文章則將個體的感覺普
遍化。他的詩歌《高速的聯想》表達
出獨特的香港印象，意象豐富而有張
力，語言凝煉；《我的四個假想敵》
更是將父女之間的情感聯結進行了傳
神描繪。因此，他的離去是華人社會
的巨大損失。

台灣作家張曉風：

余先生一輩子創作很多詩歌，對台灣
現代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大師級詩
人的位置無人能取代。他既是詩人，
創作之餘在學術上也有其成就；更了
不起的地方是中英文、古今中外文化
修養都非常好；用字、煉字之精緻，
別人很難企及，他是文字方面的全
才。

■綜合記者傅航、鳳凰網及中新社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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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鄉愁詩人”余光中與香港淵源
不淺。他曾在散文《從母親到外
遇》說：“香港是情人，因為我
和她曾有12年的緣分，最後雖然
分了手，卻不是為了爭端。”余
光中1949年從內地來港，翌年赴
台，1974年至1985年又重回香
江，在中文大學度過他文學生命
的香港時期。他對香港不是一見
鍾情，但“後來認識漸深，發現
了她的真性情，終於轉而相
悅。”於是，香港成了余光中眾
多創作主題之一。據悉，他在中
大期間已出版的詩作有163首、
散文有25篇，那段時期堪稱其創
作的黃金歲月。

曾掀書寫沙田熱潮
在中大期間，余光中曾說

過：“沙田、馬料水環境得天獨
厚，簡直是在風景區裡，學生、
老師在山坡上轉來轉去，我每次
在山坡上走，遠遠看到馬鞍山，
馬鞍山後面還有山，山的輪廓一
層一層，就是中國水墨畫的意
境，就是在大自然的環境中。”

無論是馬料水的環境，還是在中
大遇到的人與事都是他創作的題
材，比如大霧天氣下的中大就被
他演繹成筆下的《沙田山居》，
令沙田成了“文學的沙田”，引
發了當時在中大教書的作家和老
師一起書寫沙田的熱潮。
上世紀80年代中，要離開

香港時，余光中寫下《別門前
群松》，以告別學校宿舍附近
的松樹。回台之初，他又在詩
集《夢與地理》抒發了對香港
的懷念。
今年10月26日，台灣中山

大學將早前籌劃的“余光中書寫
香港紀錄片”，在中山大學西子
灣會館獻給余光中，作為90大壽
賀禮，當天他談興極佳，並以詩
助興，不想這竟成為他最後一次
公開露面。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和聯合書院昨日發表聯合聲明，
指全體師生及校友對余光中辭世
深表哀悼，並向他的家屬致以最
懇切的慰問，並讚揚他“於藝
文，於學術，於社會，貢獻深
遠；哲人其萎，範典永垂。”

1928-2017

■■台灣中山大學台灣中山大學1010月月2626日提前為余光中日提前為余光中（（右二右二））慶祝慶祝
9090大壽大壽，，由妻子范我存由妻子范我存（（右一右一））陪同出席陪同出席，，現場還首播現場還首播
““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作為獻禮作為獻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3年，余光中（左二）獲澳門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
位。 資料圖片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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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全面推進重大建設項目政府信息公開

中國人權法治化邁上新台階
國新辦發表人權白皮書 學者：有力回應西方有關指責

中方促歐盟兌現承諾 停止對華「替代國」做法 防國企境外資產流失
國資委8年督查近800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
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推進重大建設項目
批准和實施領域政府信息公開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強調，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
開工作的重要部署要求，把重大建設項目
批准和實施領域政府信息公開作為全面推
進政務公開工作的重要內容，堅持以公開
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除涉及國家秘
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及其他依法不予
公開的內容外，重大建設項目批准和實施

過程中的信息要盡可能對外公開。

抓好四任務 突出公開重點
《意見》指出，要以重大建設項目批准
和實施過程中社會關注度高的信息為重
點，以政府信息公開為先導，推動項目法
人單位信息有效歸集、及時公開。要明確
主體，落實責任，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負
責公開其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製作或保存的
信息，並依法監督項目法人單位公開項目
信息。

《意見》明確，推進重大建設項目批准
和實施領域政府信息公開，要抓好四項主
要任務。一是突出公開重點。在重大建設
項目批准和實施過程中，重點公開批准服
務信息、批准結果信息、招標投標信息、
徵收土地信息、重大設計變更信息、施工
有關信息、品質安全監督信息、竣工有關
信息等8類信息。二是明確公開主體。批准
服務信息、批准結果信息由批准重大建設
項目和有關要件的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分
別負責公開，招標投標信息由招標人或有

關行政監督部門依法公開，徵收土地信息
由轄區政府和有關部門負責公開，重大設
計變更信息由批准單位負責公開，施工有
關信息、品質安全監督信息、竣工有關信
息由製作或保存的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分別
負責公開。三是拓展公開渠道。各級政府
和有關部門要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
新媒體平台、新聞發佈會等及時公開各類
項目信息，並及時回應公眾關切。充分利
用全國投資項目線上審批監管平台、全國
公共資源交易平台、「信用中國」網站

等，推進重大建設項目批准和實施領域信
息共享和公開。四是強化公開時效。重大
建設項目批准和實施過程中產生的政府信
息，要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
息公開條例》有關規定進行公開。各級政
府和有關部門要依法監督項目法人單位按
時公開項目信息。
《意見》要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
加強組織領導，加大考核力度，完善監管
措施，確保重大建設項目批准和實施領域
政府信息公開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務院國資委副主任王文斌昨日表示，國資
委持續加強對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的監
管，不能讓國企海外經營成為監管的薄弱
環節，嚴防國有企業境外投資經營中的資
產流失。
王文斌在當日召開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
風會上表示，國資委為了加強境外國有資
產監管，先後出台了系列制度和辦法，同
時還在制定系列的監管實施細則，目的就
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和規範中央企業境外投
資行為，維護國有資產安全，實現境外國
有資產保值增值。
為加強境外國有資產監督，國資委部署

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從2010年開
始，連續8年開展了對中央企業境外國有
資產的監督。中共十八大以來，監事會先
後對67家中央企業的793個境外項目開展
了監督和檢查，其中包括「一帶一路」沿
線的26個國家。對793個境外項目的檢查
涉及資產總額達2.55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約合港幣2.66萬億元），涉及合同額
4,900多億元，發現各類問題和風險2,600
多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常駐
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張向晨日前在世貿組織
上訴機構舉行的會議上，敦促歐盟和其他
成員兌現承諾，停止對華「替代國」做
法，遵守世貿規則。
針對來自於非市場經濟體的商品，在確

定其正常價值時，不使用其出口國商品的
實際成本，而選擇一個市場經濟第三國或
進口國的同類相似商品價格，作為計算正
常價值的方法，所被採用的市場經濟國家
通常稱為「替代國」。
中國駐世貿組織代表團前日（14日）表
示，世貿組織專家組6日就中國訴歐盟反
傾銷「替代國」做法一案舉行首次聽證

會，張向晨代表中方進行了口頭陳述。
張向晨指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
定書》（簡稱《議定書》）是世貿組織
成員共同簽署的條約，中方在加入世貿
組織後信守承諾，同意其他成員在15年
過渡期裡使用「替代國」做法，中國也
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現在，歐盟和其
他成員也必須信守條約，兌現承諾，在
過渡期結束後停止「替代國」做法，遵
守世貿規則。

「替代國」於華入世15年後失效
作為中國「入世」談判代表團中的一
員，張向晨見證了中國從1986年正式提出

「復關」申請到2001年成功加入世貿組織
的艱難歷程。他表示，在談判中，中方接
受了數項與一般世貿組織成員權利義務有
所區別的條款，其中包括在15年過渡期
內，使用「替代國」標準而非本國標準計
算傾銷幅度的方法。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測
算，使用「標準」方法計算的反傾銷稅率
比使用「替代國」方法計算的反傾銷稅率
平均低30%。2001年至2016年間，世貿組
織成員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的反傾銷調查
超過一千宗，數量超過第二大目標國的三
倍。在很多反傾銷案中，歧視性的高額反
傾銷稅導致中國企業停業破產，數以萬計
的工人被迫下崗，對中國出口產業和工薪

家庭造成嚴重後果。
張向晨指出，《議定書》明確規定，
「替代國」做法「無論如何」均應於中國
入世15年後失效，這其中不存在任何歧
義。自去年12月11日起，《議定書》中再
無任何對中國出口產品棄用中國市場價格
和成本的法律依據，其他世貿成員針對中
國的反傾銷調查應當適用世貿組織一般規
則，歐盟和其他成員反傾銷法律中的歧視
性條款也應終止。但此後，歐盟不僅沒有
根據世貿規則的改變修改其法律，並且仍
然在對華反傾銷案件中繼續使用「替代
國」方法，甚至據此錯誤方法對中國出口
產品發起新的反傾銷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亞洲開發
銀行（簡稱亞開行）董事會已經批准4.99
億美元（約合港幣38.99億元）的貸款，用
於設立區域減排和污染防治基金，改善京
津冀地區空氣品質。
據了解，區域減排和污染防治基金將主

攻氫動力低排放交通工具、地熱能集中供
熱、沼氣和有機肥生產設施、智能微電網
等領域，幫助主要排放行業和企業大規模
應用先進技術。
該基金將由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負責

設置及管理，後者是以節能減排、環境保

護為主業的大型央企。該公司將確定子項
目並為其選擇適當的商業模式，並為合格
子項目提供融資，包括債權和股權投資。
據介紹，該基金還將設立行業專項基

金，用於支持鋼鐵行業的節能減排子
項目。

這也是亞開行第三筆用於改善京津冀地
區空氣品質的貸款。在此之前，亞開行分
別於2015年和2016年批准了3億美元和
4.996億美元的貸款用於相關方面。
實際上，亞開行並不是唯一一家支持中
國改善空氣品質的多邊開發銀行。就在本
周早些時候，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宣佈
2.5億美元的貸款，用於北京天然氣輸送管
網建設等工程，助力「北京藍」。

亞開行批近40億貸款 助京津冀復現「藍天」

中國官方昨日發佈逾萬字的《中國人權法
治化保障的新進展》白皮書，公佈了大量

中國人權法治化進展的具體情況和詳
細數據。內地學者指出，該書
的發佈對中國和國際社會均有
重要意義。

白皮書用六個部分介紹了中
國人權法治化保障工作情況，
包括不斷完善人權保障法律體
系、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合法權
益、有效提升人權司法保障水
平、夯實人權法治化保障的社

會基礎、加強黨對人權法治化保障的領導、
積極促進全球人權法治建設。

去年9月，中國亦發佈了一部人權進展的
白皮書，即《中國司法領域人權保障的新進
展》，着重強調司法保障人權的細節舉措。

更全面總結保障人權進展
天津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在接

受採訪時指出，今年發佈的白皮書更全面地
總結了中國人權法治化保障的進展，這包括
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加強法
治政府建設、用法律約束政府權力是保障人權

的重要方面。
此外，白皮書中還特別涉及了中國共產黨

與人權法治化保障的關係。常健指出，中國
共產黨在人權法治化保障中不僅要發揮領
導作用，還要帶頭依法執政、依規治黨，支持
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嚴格自我約
束，堅決懲治腐敗。

值得注意的是，白皮書總結了中國參與全
球人權法治建設的大量工作。常健認為，這
表明中國正在並將會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社
會的人權法制建設。中國對外發佈人權法治
化進展白皮書，不僅讓中國公民更好地了解
並監督人權保障工作，也為世界其他國家尤
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借鑑。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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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參與全球人權法治建設

白皮書在前言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

心的發展思想，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的高度，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戰略
部署，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置於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建設更加突出的位置，開啟了中國人權法治化建
設的新時代。經過五年來的開拓進取和改革發
展，中國的人權法治化保障取得巨大成就，中國
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加切實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發展道路越走越寬廣。中
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豐富着人類文明
的多樣性，為人類社會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提供
中國方案。

5年作出17項立法授權及改革
除前言和結束語外，白皮書主要包括六大部
分，包括不斷完善人權保障法律體系、依法行政保
障公民合法權益、有效提升人權司法保障水平、夯

實人權法治化保障的社會基礎、加強黨對人權法治
化保障的領導和積極促進全球人權法治建設。
白皮書通過詳實的數據，展示出中國人權法治
化取得的成就。近5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
法定程序作出17項立法授權和改革決定。中國取
消9個死刑罪名，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對4類部分
服刑罪犯實行特赦，彰顯全面依法治國和人道主
義精神。在反腐方面，十八大以來，審查省軍級
以上黨員幹部及其他中管幹部440餘人，全國紀
檢監察機關處分153.7萬人，通過堅決懲治腐敗保
障人民利益。

對人權的定義高於全球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中國對人權的定義包括政治參與

權、經濟發展權、社會保障權等，這遠遠高於世界
其他國家。此次發佈的白皮書，通過國際文件的形
式，表達中國對人權問題的認識，希望喚起其他國
家的共識，進一步掌握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對人權的
話語權。白皮書的創新意義，在於不再空泛地談論
人權，而是從法治化角度對中國人權狀況進行評
價，為人權發展樹立標杆。
「中國人權法治化的最大特點，是黨對人權法

治化的領導。」莊德水說，黨風廉政建設是白皮
書的重要內容，反腐倡廉是人權發展的重要保
障，這體現出中國對推進人權法治化的堅強政治
決心和信心。中國通過法治化的方式推進人權
發展，符合世界潮流和趨勢。同時，這種法治
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是中國着力探索的人權
發展道路。

人權白皮書要點
■ 完善立法體制機制。2013年至今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

會依照法定程序作出17項立法授權和改革決定。截至

今年10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74次就法律草案

公開徵求意見。

■ 健全公民及政治權利領域立法。修改刑法，取消9個死

刑罪名。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對4類部分服刑罪犯實行

特赦，彰顯全面依法治國和人道主義精神。

■ 依法明確行政權力邊界。中共十八大以來，國務院部門

累計取消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徹底清除非行政許可審

批，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事項目錄清單取消269

項，國務院行政審批中介服務清單取消320項。

■ 防範和糾正冤假錯案。2013年至今年，各級法院糾正

重大冤假錯案37宗61人，共依法宣告4,032名被告人

無罪。

■ 完善國家賠償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2013年至今年6

月，各級法院受理國家賠償案件20,027件。2014年、

2015年、2016年，共有逾26.8萬名當事人得到司法救助。

■ 有效破解「執行難」。2016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執行案

件614.9萬宗，執結507.9萬宗，同比上升均超過三成；

執行到位金額1.5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五成以上。

■ 堅持依法執政和依規治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至2012

年6月期間中央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進行了全面清

理，在規範黨組織工作、活動和黨員行為的1,178宗黨

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中，經過清理宣佈失效369宗，廢

止322宗，繼續有效487宗。

■ 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制定國家監察法，依法賦予

監察委員會職責權限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

措施。

■ 堅決懲治腐敗保障人民利益。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

央紀委共立案審查省軍級以上黨員幹部及其他中管幹部

440餘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分153.7萬人，其中廳

局級幹部8,900餘人，縣處級幹部6.3萬人，涉嫌犯罪

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5.8萬人。

■ 積極參與國際執法安全合作。中國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

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犯罪和毒品犯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表《中國人

權法治化保障的新進展》白皮書。這部全

文約1.7萬字的白皮書，通過六大部分展

示近年來中國人權法治化保障取得的巨大

成就。北京學者就此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人權問題需要依靠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來解

決，今次發表的白皮書不是「就人權談人

權」的空談，而是展示出人權法治化建設

的成就，有力回應了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

問題的指責，顯示出中國自信。 ■■國新辦昨日發表國新辦昨日發表《《中國人權法治化保障的新進展中國人權法治化保障的新進展》》
白皮書白皮書，，展示出中國人權法治化取得的成就展示出中國人權法治化取得的成就，，亦顯現亦顯現
國家不斷強化工作人員及民眾的人權法治化意識國家不斷強化工作人員及民眾的人權法治化意識。。圖圖
為安徽小學生模擬法庭現場審判為安徽小學生模擬法庭現場審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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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我們的無人航運關鍵技術遠程控制
技術已成熟。相比正在研製的500噸級無
人貨船，雲洲無人航運控制中心將會先一
步佈局完成。」雲洲智能公司透露，在珠
海建設的無人船科技港，是中國首個無人
船研發測試基地，提供無人船研發、海洋
智能裝備測試及創新孵化的「產學研用」
綜合服務平台，將於2018年中啟用。

基於無人船科技港，雲洲目前已建設覆
蓋珠三角珠江口海域的無線寬帶專網網
絡，結合公網，搭建起了連接多地的「遠
程聯動平台」，實現對無人船艇的遠程操
控。
為了支持小型無人貨船研發測試的需

要，該項目同時還將在珠海建立以船舶無
人駕駛為基礎的產業生態平台，打造包括
無人船海上測試場、自動繫泊碼頭、海上

通訊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基礎設施，滿足
不同型號無人船艇在多場景、多維度的試
驗和檢測需求，為未來無人航運提供數據
和運營支持。
雲洲智能公司表示，繼挪威全球首個無

人船海上測試場後，在珠海萬山群島打造
的無人船海上測試場，將是世界第二、亞
洲首個無人船公開化標準海上測試場。如
此，珠海將逐步形成無人船艇完善的基礎
設施和產業體系，助力中國船級社等機構
制定無人船艇行業標準、規範，打造全球
無人航運創新及產業高地。

聖誕跨年內地客港澳遊走俏

無人航運控制中心明年啟用

中國首個水陸一體氣象導航軟件浙江上線

打擊借扶貧斂財
中紀委開展3年專項治理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1616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中  國  新  聞A15 ■責任編輯：李才瑛

國產無人測量船首次出征南極
填補重點區域考察空白 助第5座科考站收集建設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在萬里之遙的南極海域，來自

中國的首款海洋測量專用無人船M80，近日伴隨「雪龍」號極地科學考

察船破冰逐浪，出色地協助中國第5座南極考察站建站的錨地測量工作。

M80設計研發公司珠海雲洲智能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M80

歷時14個小時完成5平方公里海域多波束全覆蓋海底地形測量，不僅填補

中國在南極重點區域的考察空白，而且展現無人水深地形勘測的中國創新

實力。據透露，全球首艘小型無人貨船亦在加速建造，將為包括南海諸島

等海島補給提供完美解決方案。

無人船部分研發成果無人船部分研發成果
11.. 中國首款海洋測量專用無人船中國首款海洋測量專用無人船：：

MM8080 船體長船體長 55..6565 米米、、寬寬 22..44
米米，，續航能力超續航能力超100100海里海里，，最大最大
載荷重量達載荷重量達150150公斤公斤，，可搭載多可搭載多
種探測設備種探測設備，，可應對各樣複雜可應對各樣複雜、、
敏感水域敏感水域。。

22.. 全球首艘小型無人貨船全球首艘小型無人貨船：：
規劃規劃500500噸級噸級、、船身長度船身長度5050

米米，，採用電力推進採用電力推進，，續航能力可續航能力可
達達500500海里海里；；預計預計20192019年率先在年率先在
全球實現商業運營全球實現商業運營，，為海島補給為海島補給
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

33.. 軍民兩用的警戒巡邏無人艇軍民兩用的警戒巡邏無人艇：：
船體長船體長77..55米米，，航速達航速達4545節節，，

搭載模塊化的光電監視取證系統搭載模塊化的光電監視取證系統
和自動武器站和自動武器站；；扛上自動槍炮就扛上自動槍炮就
能打擊海盜能打擊海盜，，架上水槍水炮還可架上水槍水炮還可
消防滅火消防滅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整理整理

ANNOUNCEMENT ON TRANSFER OF SUBSIDIARY’S ASSET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 LT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its entire members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y will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 Content of Transaction: The China Xinhua Airlines Group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Xinhua 
Airlines, the controlled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would transfer the air catering production equipment inside the 
Catering Building of No. 3 North Huoyun Road of Shunyi District of Beijing to the Beijing Xinhua Air & Port Caterings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Xinhua Air Caterings) at the trading price of RMB 51,743,800 yuan (tax 
included). 
●● Influence of the Transaction: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ssets 
utility, the Xinhua Airlines carried out the assets transfer. The assets involved in this transaction are not important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would not have any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business. It’s 
beneficial for the Xinhua Airlines to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profitability and conform with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The transaction price was fixed 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on report provided by the third party and friendly 
negotiation with the Xinhua Air Caterings. The relevant tax expanses had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well. The 
price is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would not take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rofit & loss and asset status of the Company. 
1. General
The China Xinhua Airlines Group Company Limited (the controlled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would transfer the 
machinery equipment of air catering operation to the Beijing Xinhua Air & Port Caterings Company Limited at the price 
of RMB 51,743,800 yuan (tax included). The HNA Group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HNA Group) 
is the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The Xinhua Air Caterings is controlled by the HNA Group. Therefore this 
transaction is a connected transaction, but not major assets restructure as regulated by 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Major Assets Reorganization of Listed Enterprises. Since the trading price is lower than 0.5% of the latest audited net 

assets of the Company, it’s not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BoD approval procedu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ight to know 
of the shareholders on this transaction, the information of this transaction is voluntarily disclosed.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Connected Party
The Beijing Xinhua Air & Port Caterings Company Limited
2.1.1 Registered address: Tianzhu Air & Port Industrial Zone A, Zhunyi District, Beijng
2.1.2 Legal representative: Zhao Xiaojiang
2.1.3 Registered capital: RMB 120,000,000 yuan
2.1.4 Business Scope: Production (processing) & sal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astries (including decorated cake), air 
caterings, finalized packaging food; 
Business projects to be operated by branches only: Catering services; storage & sale of pre-packed food, fast food, box 
lunch, hot drinks (limited to coffee); sales of arts & crafts, fresh fruits, fresh vegetables, daily necessities; warehousing 
and storage; distribution service; cleaning service; laundry service.
(The enterprise shall independently choose management projects and carry out business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law; 
Projects which need the approval of relevant authorities shall be operated accordingly; The enterprise shall not engage 
in the operation of projects prohibited and restricted by the municipal industrial policy.)
2.1.5 Equity structure： 

No. Shareholder Capital Contribution
(In RMB 1,000 yuan) Equity Percentage(%)

1 The E-Food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120,000.00 100
Total 120,000.00 100

3. Trading Object: The Kitchenware and equipment of the Kitchen belongs to the Xinhua Airlines inside the Catering 
Building of No. 3 North Huoyun Road of Shunyi District of Beijing. 
4. Main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 on Sales of Equipment
4.1 Transferring party: The China Xinhua Airlines Group Company Limited
4.2 Acquiring party: The Beijing Xinhua Air & Port Caterings Company Limited

4.3 Delivery day of transfer: within 10 days after the signature of the agreement
4.4. Settling method: The Xinhua Air Caterings would transfer the trading price one-time within 10 days after the 
transfer of the assets in full amount. 
4.5 The trading amount and pricing policy: The Xinhua Airlines would transfer the machinery equipment of air catering 
operation to the Xinhua Air & Port Caterings. According to the Assets Evaluation Report on the Acquiring Equipment 
Project of the Beijing Xinhua Air & Port Caterings Company Limited (Bei Fang Ya Shi Ping Bao Zi [2017] No. 01-
101) issued by the Beijing Beifang Yashi Assets Evaluation Firm (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as of Jan. 31 of 2017, 
the book value of the trading assets accounts for RMB 52,408,500 yuan (not including the tax) and evaluated value 
for RMB 44,225,400 yuan (not including the tax) . Through friendly negotiation, the Xinhua Air Caterings and the 
Xinhua Airlines agreed to reach the transfer agreement at the price of RMB 51,743,800 yuan (tax included) referring 
to above assessed value. The transaction price was fix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report provided by 
the third party, which is fair and reasonable. No activity damaging the interest of shareholders (especially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exists.
5. Influence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ssets utility, the Xinhua Airlines carried 
out the assets transfer. The assets involved in this transaction are not important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would not 
have any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business. It’s beneficial for the Xinhua Airlines to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profitability and conform with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The transaction price was fixed 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on report provided by the third party and friendly negotiation with the Xinhua Air Caterings. The 
relevant tax expanses had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well. The price is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would not take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rofit & loss and asset status of the Company. 
6.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6.1 Evaluation Report on Equipment Assets;
6.2 Assets Transfer Agreement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Dec. 16, 2017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作為人類航海所能到達的地球最南海
域，羅斯海是研究南極演變和地球地

層史的重要區域。作為中國極地考察的重大
戰略舉措，第34次南極科學考察將在羅斯
海西岸的難言島啟動第5座南極考察站建
設。「M80承擔着取代傳統人工下水方式
的勘測環境、收集數據之重要使命，可謂南
極考察的先行探路者。」雲洲智能海洋技術
總監蒲進菁說。

「穿浪式」結構設計 降低設備干擾
「從研發設計伊始，就充分考慮到南極
海域的環境限制與功能需要，實現多項技術
突破。」蒲進菁透露，M80採用三體船型
設計，在快速性、穩定性、耐波性等方面表
現出色；特別是應用「穿浪式」球艏（船首
水面以下克服阻力的球狀結構，編者註），
不僅能有效減少船舶縱向晃動，也有助於降
低對船體搭載聲學探測設備的干擾，更好地
保證測量數據精度。
蒲進菁表示，南極屬於低溫低氣壓環

境，船體材料容易變脆，電子設備功能也會
有影響。因此，無人船特別採用了高強度、
抗腐蝕、耐低溫的新型材料，不僅可抵禦浮
冰與海浪的反覆衝擊，更確保在-20℃
到-55℃的氣溫條件下電控硬件均能正常使
用。據悉，在此次南極科考中，將投入4艘
無人船。相比M80大船進行深水區的掃

測，另外三艘S40小船體型更為精巧靈活，
主要負責近岸區域的水深地形勘測。
作為中國最早專注於無人船艇領域的高

科技企業，雲洲智能已形成比較成熟的環境
測量、海洋調查、安防、軍用四大產品體
系。據透露，該公司創建不足十年，迄今已
擁有無人船艇專利近100項，約佔全球總數
的四分之一，其中自主航行、智能避障等核
心技術被鑒定為國際領先。

無人貨船啟建 解決海島補給
目前，該公司還在研製全球首艘小型無

人貨船，500噸級船身長度50米，採用電力
推進，續航能力可達500海里。雲洲智能透
露，該船將完全依照中國船級社發佈的無人
貨物運輸船舶檢驗規範進行設計建造，主要
用於內河航運以及海島補給，預計2019年
率先在全球實現商業運營，開啟無人航運之
門。
值得關注的是，由於小型無人貨船採用
無人駕駛模式，有效解決海島補給的「痛
點」。在高海況條件下，該船仍能根據海島
需要，及時對離陸地距離較遠、分佈較廣的
海島進行補給，不受複雜天氣的影響。雲洲
智能表示，該款船不僅將為中國海域內的海
島日常補給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而且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有非常廣闊的運用
場景，特別是東南亞等多海島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
道）隨着年末的臨近，上班族開始「清
零」年假，加之適逢聖誕及元旦假期，
短線出境遊迎來小高峰。香港文匯報記
者走訪滬上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近期以
香港、澳門為目的地的旅行產品持續走
俏，迎來了歲末的預訂高峰。
每年進入12月，香港大街小巷到處

洋溢着聖誕新年的節日氣氛。而澳門
也將在12月20日迎來回歸祖國18周
年的日子，因此吸引了不少遊客赴澳
門打卡。

「一人行」訂單 佔四成一
驢媽媽旅遊網就提供數據顯示，

今年歲末的港澳出遊高峰從11月下
旬一直持續到元旦節後。峰值集中
在聖誕節到元旦假期這一周，「2至
3天年假+元旦假期」的拼假方式極為
普遍。從預訂趨勢來看， 12月赴港
澳出遊總人次預計是去年同期的1.8
倍，其中女性遊客仍是港澳遊的消費
主力，男女比例大概在3:7。從城市
來看，深圳、廣州、上海、北京、佛
山、武漢、成都、南京、無錫、蘇州
市民赴港遊熱情最高。值得一提的
是，除了「兩大一小」的親子家庭遊
客訂單之外，一人獨自出遊的訂單比
例佔到了將近25%，港澳已成為「獨
行俠」的出遊天堂。

此外，據春秋旅遊方面介紹，今
年聖誕及2018元旦假期期間，赴港
遊同比去年增長了20%。

赴美遊價格優勢亦明顯
不過，記者從攜程獲悉，美國一直

都是國人出境過聖誕的首選，今年更
是坐享價格優勢。自12月23日起，
美國多個主要目的地城市的酒店價格
同比均出現了下跌，其中下跌幅度最
大的，是賭城拉斯維加斯，數據上
看，平安夜當晚，賭城當地酒店的平
均價格僅不到800元（人民幣，下
同），相對於去年接近1,100元的均
價下跌28%。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紀委近日印發通知，
決定從2018年到2020年持續3年開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
問題專項治理，促進各級黨委、政府以及相關職能部門認真
履行脫貧攻堅的重大政治責任，為確保到2020年中國現行
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提供堅強有力的紀律保障。
根據專項治理工作方案，此次治理重點既有扶貧領域存在

的突出問題，也有相關責任落實不力的問題。如：扶貧領域
貪污侵佔、行賄受賄、虛報冒領、截留挪用、揮霍浪費、吃
拿卡要、優親厚友等突出問題；地方黨委、政府在脫貧攻堅
工作中履行主體責任不力，態度不堅決、工作不扎實、敷衍
應付等問題；相關職能部門履責不力、監管不嚴、推諉扯
皮，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等問題；紀檢監察機關履行監
督責任不力等問題，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凱雷北京報道）葉挺將軍
之子、原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原國防科工委科技
委員會副主任葉正大中將14日晚19點30分在北京306醫院
病逝，享年90歲。14日，葉挺孫女、葉正大女兒葉蓮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證實這一消息，她說：「老爸走了，走得很平
靜。」周恩來總理侄女周秉德等第一時間送上悼念與緬懷。
在新中國的國防科技工業領域，葉正大是新中國航空科技

領域第一代飛機設計師。他親自參與設計研究或主持領導的
型號任務有12項，在殲教1及殲7、殲8等空海軍主力戰機
的研製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貢獻。
葉正大曾經透露，「我原來的名字是福農，後來父親給我

改為正大，老二福麟改為正明，三弟四弟依次改為華明、正
光，父親最疼愛的女兒——我的五妹改名為揚眉。父親說：
你們的名字合起來就是：正大光明，揚眉吐氣！」

葉挺長子葉正大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氣
象安全導航」上線新聞發佈會昨日在
杭州舉行。該導航由浙江省氣象局自
主研發，是中國首個集陸路導航和內
河、海上導航為一體的氣象導航軟
件，填補了中國水陸交通氣象保障空
白。
據浙江省氣象服務中心副主任李建
介紹，該導航主要依託兩項技術，一
項是基於多源探測資料的強對流監測

與風暴識別追蹤技術，實現強天氣過
程的風暴追蹤；一項是基於地理資訊
系統（GIS）的多源時空數據融合分
析，將道路擁堵、封道等公路信息，
電子海圖、航道等內河海洋信息和全
國雷達等智能網格氣象信息進行深度
融合，實現了從起點至終點的無縫隙
保障。
李建說，「氣象安全導航」將「互

聯網+氣象」理念融入軟件應用，將影

響交通行車安全的天氣類型進行分
類，建立交通氣象安全等級指標，基
於用戶位置和屬性實時推送個性化提
醒，幫助規避災害性天氣的不利影
響。

接入主要港區航線數據
目前，「氣象安全導航」數據已接

入浙江省沿海七大港區、主要港口和
航線預報，無縫連接長江黃金水道，

真正實現海陸、行業動態關聯。僅航
線預報一項，就使舟山客運航線通航
時間增加20%，直接經濟效益超2,000
萬元人民幣。
為更好推進該導航的共享應用，浙

江與中國國家物流信息中心聯合制訂
了「國家物流+氣象數據」的共享標
準，以幫助物流行業進行精細化管
理，避免災害性天氣可能導致的物流
損失。

■■中國首款海洋測量專用無人船中國首款海洋測量專用無人船MM8080
（（圖中前方船隻圖中前方船隻），），近日伴隨近日伴隨「「雪龍雪龍」」號號
極地科學考察船破冰逐浪極地科學考察船破冰逐浪，，出色地協助中出色地協助中
國第國第55座南極考察站建站的錨地測量工座南極考察站建站的錨地測量工
作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迪士尼樂園為慶祝聖誕節，由
2017年11月16日至2018年1月1日舉
行「A Disney Christmas」，讓遊客感受
節日氛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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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國國民黨主張在戰後取得部
分日本財產作為戰爭損失賠償。對此，黨產會
主委林峯正今天表示，國民黨主張部分黨產是
戰爭賠償，這樣的說法 「有點驚駭」，學術上
大概也站不住腳。

國民黨文傳會發言人李明賢受訪表示，黨
產會過去作風已被輿論評為政治追殺、手段鴨
霸，如今黨產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重點仍在
司法最後判決，而不是黨產會如何認定；國民
黨也期盼司法能還給國民黨一個公道。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與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財經法律系今天舉辦 「轉型正義與產業金融秩
序學術研討會」。與會的林峯正受訪時表示，
國民黨主張部分黨產是從國家取得的戰爭賠償
，卻沒有提出進一步的論述，聽到這樣的主張
，覺得 「有點驚駭」。

他說，在戰後幾十年後，突然有某一個政
黨主張在對日戰爭時受到損害，很難想像這樣
的事。國民黨對美金公債的主張也是如此，無
法清楚交代資金來源。

林峯正引述研討會其中一篇論文的論點，

很難想像特定政黨主張在戰爭中受到損失，還
主張可以賠償，這樣的說法， 「在學術上大概
也不太站得住腳」。

他表示，在處理不當黨產時，針對國民黨
提出的抗辯，會從學術面、事實面，盡可能去
釐清；相關案件未來很可能會進入訴訟程序，
如果可以取得更多資訊，將有助解決訴訟。

林峯正說，黨產會舉辦一系列研討會，希
望針對各種不同主張與爭點，尋求各種解方，
從學術觀點來討論，也從事實面上，盡量挖掘
資料。他認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後，將
有助更多相關檔案露出。

今天的研討會共有四篇論文發表，包括
「對日抗戰與戰債賠償之研究」與 「黨營經濟

事業的變遷」等。
發表 「對日抗戰與戰債賠償之研究」的南

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郭俊麟表
示，戰爭賠償主要是發動侵略的戰敗國侵略別
國時，給這些國家造成的損失賠償。若戰爭賠
償用來作為對 「政黨」的損害賠償，欠缺合理
與正當。

國民黨主張戰爭賠償是黨產是黨產 林峯正林峯正：：驚駭驚駭

（中央社）外交部今天表示，第2屆台日海
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將於19日在台北登場，台
日雙方將就漁業合作、漁業資源保育、海上急
難救助，以及海洋科學研究合作等議題進行討
論。

外交部發布新聞稿表示，今年台日海洋事
務合作對話會議將於19日下午及20日上午在台
北召開。台灣代表團將由台灣日本關係協會秘
書長張淑玲擔任團長，台日協會長邱義仁擔任
顧問並列席指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科技部及外交部也將派員
與會。

知情人士告訴中央社記者，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將來台，以顧問身分與會。
日本外務省、海上保安廳、水產廳、文部科學
省等官員也將來台參加會議。

外交部指出，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
中，台日雙方將就漁業合作、漁業資源保育、

海上急難救助，以及海洋科學研究合作等議題
進行討論，盼藉由這項會議與日方在互惠互利
的基礎上， 「就雙方海洋事務議題建立良好的
溝通機制與密切的合作關係。」

相關人士表示，會議將在台北圓山飯店舉
行，雙方預計會後將簽署有關台日海上急難救
助合作的瞭解備忘錄，以加強雙方海巡單位在
船隻急難救助的合作以及資訊交換。

第1屆 「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去年
10月31日在東京召開。外交部當時表示，有關
漁業合作議題，我方代表團主張台灣漁船有權
在 「沖之鳥」海域作業，抗議日方扣捕我東聖
吉16號等漁船以及希望索回東聖吉16號遭日方
沒收的訴訟保證金，日方則重申擁有 「沖之鳥
」專屬經濟海域立場。

針對沖之鳥議題，台日雙方當時沒有共識
，但同意第2屆會議在台召開。

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 19日台北登場

（中央社）少子化問題嚴重，民進黨立委
姚文智今天提出 「第二胎國家養」的構想，建
議第二胎起的新生兒，0至5歲每月政府補貼新
台幣1萬元。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表示，會納
入參考，預計農曆年後公布友善生育方案。

主責少子女化對策的林萬億以簡訊回覆記
者詢問時說，民主進步黨立委姚文智的建議，
政院會納入參考。

林萬億也表示，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立法院
備詢時，多位立委提出提升生育率等相關建議
，行政院都會納入少子女化對策的參考，評估
可行性、財政負荷，以及提升生育率的效果。

姚文智下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時表示，
台灣少子化真的很嚴重，要以清楚、簡單俐落

的政策，讓大家不會產生混淆，經過這段時間
的評估、研究，才拋出 「第二胎國家養」的構
想，接下來也會辦公聽會，給行政院建議。

姚文智說，從生育率變化來看，台灣家庭
生育第一胎較無太大問題，但多怯於生育第二
、第三胎，主因是經濟壓力及生養環境不夠完
善， 「第二胎國家養」是針對第二胎以上的新
生兒，給予更多支持，提議第二胎起的新生兒
，0到5歲由中央每月補助1萬元，並納入排富
條款，排除所得總稅率20%以上者。

林萬億表示，行政院將於下個月完成友善
生育、養育環境計畫的規劃，並預計於農曆年
後對外公布。

綠委提第二胎國家養 林萬億：納參考（中央社）立法院院會今天三讀修正通過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三讀通過的條文
規定，犯罪組織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的結
構性組織，就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提案的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告訴中央社記者
，過去的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犯罪組織必
須具有持續性 「及」牟利性，但像是跨國詐騙
集團在台灣詐騙外國人，屬於境外牟利，在台
灣沒有牟利行為或無法證明獲利，就只能辦犯
罪者詐欺，不能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處理。

王定宇說，目前國際上還有些仇恨性犯罪
是屬於組織犯罪，雖然具有持續性，但卻沒有
牟利性，不適用原本的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他舉例說明指出，很多仇恨式犯罪都說是
受到伊斯蘭國所指使，傷害性很大，但因為沒
有牟利性，過去就不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但這樣的行為明明就是組織犯罪。
因此，王定宇提案將犯罪組織組成具有持

續性 「及」牟利性結構性組織，改為持續性
「或」牟利性結構性組織，就適用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
王定宇表示，組織犯罪的被害人或證人常

因擔心受到強暴、脅迫、恐嚇而拒絕作證，或
因害怕面對被告而無法正常及完整的陳述，為
了鼓勵被害人及證人勇於出面作證，以利犯罪
偵查、審判，這次修法也規定，偵查及審理程
序中的訊問或詰問時，可以利用聲音、影像傳
送的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進行。

此外，根據三讀修正通過的條文規定，組
織犯罪被害人或證人在境外時，得在駐外使領
館或代表處內，利用聲音、影像傳真的科技設
備訊問、詰問。

立院三讀組織犯罪定義放寬

（中央社）對於詩人余光中病逝，陸委會
主委張小月今天表示哀悼、惋惜。她也提到，
余光中的作品是要傳遞兩岸間的文化交流，期
盼兩岸未來能少一點政治，多一點經貿、文化
、科技、交流。

余光中14日上午因急性腦中風併發肺炎，
病逝高雄，享壽89歲。

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安峰山
上午表示，余光中作為著名詩人，創作表達兩
岸骨肉親情、充滿民族情懷，且積極支持和參
與兩岸文化交流，堅決反對 「文化台獨」。國
台辦對他的去世表示哀悼。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國家地理頻道拍攝
、製作 「逐夢海峽」紀錄片。下午在台北三創
園區舉行特映會。張小月在特映會後受訪，對
記者相關提問作上述表示。

張小月說，余光中是大家非常敬重的一位
文學家，大家在成長過程中都讀到他的詩篇、
文章。透過余光中的文章，是要傳遞兩岸間的
文化交流。

她認為，文化交流非常重要，且應該是從
彼此增進相互理解、認識的角度出發。希望未
來兩岸間能少一點政治，多一點經貿文化科技
交流，也希望兩岸相向而行。

另外，關於中國大陸駐美公使日前提及武
力犯台說法，張小月認為，兩岸關係特殊、敏
感、重要，身為外交從業人員發言應該更謹慎
。

張小月說，任何挑釁破壞兩岸和平穩定發
言非常不恰當，政府也不會在任何壓力下屈服
，還是會勸對岸從兩岸人民福祉、兩岸和平穩
定的角度出發，共同維護海峽和平穩定。

張小月哀悼余光中 盼兩岸更多交流

國民黨主張戰爭賠償國民黨主張戰爭賠償學術上恐站不住腳學術上恐站不住腳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峯正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峯正1515日出席研討會受訪時表示日出席研討會受訪時表示，，中國國民黨主張部分中國國民黨主張部分

黨產是戰爭賠償黨產是戰爭賠償，，這樣的說法這樣的說法 「「有點驚駭有點驚駭」」 ，，學術上大概也站不住腳學術上大概也站不住腳。。

顧立雄顧立雄：：櫃買推新南向 初步成果顯現櫃買推新南向 初步成果顯現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1515日表示日表示，，目前目前3333家第一上櫃公司中家第一上櫃公司中，，有有1212家企業主要家企業主要

營運地在東南亞營運地在東南亞，，顯見新南向政策的推展已有初步成果顯見新南向政策的推展已有初步成果。。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發布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發布
新台灣國策智庫新台灣國策智庫1515日在台北舉行日在台北舉行 「「六都市長就任三週年施政滿意度民調六都市長就任三週年施政滿意度民調」」 記者會記者會，，東華東華

大學教授施正鋒大學教授施正鋒（（右起右起）、）、智庫執行長陳致中智庫執行長陳致中、、趨勢民意調查公司總經理吳世昌等人出席趨勢民意調查公司總經理吳世昌等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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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國民黨立委江啟臣今天表示，台
灣在攬人才，但空污卻在趕人才。旅台13年的
外籍工程師貝帝森說，過去一年多以來，就他所
知，有多位外籍人士因空污離台，計劃離台的人
也越來越多。

中國國民黨立委許毓仁、江啟臣中午在立法
院召開 「台灣攬人才，空污趕人才」記者會。邀
請長期旅居台灣、熱愛台灣的外籍人士出席，說
明空污對這些人及家庭所造成的危害，而部分外
籍人士更選擇搬離台灣。

與會的旅台外籍工程師貝帝森(Shuan Bet-
tinson)表示，他住在台灣13年，在台灣有很多親
密友人和家人，但在過去1年多以來，就他所知
，就有15到20位外籍人士因空污離台，而計劃
離台的人也越來越多。

住在台灣8年的法斯特(Jeremy Firster)表示，
他的太太是台灣人，曾考慮讓台灣成為他的家，
但現在儘管他擁有居留證，他也不會選擇住在台

灣，他覺得空污是很大的問題，希望大家一起來
解決。

許毓仁表示，政府希望招攬外籍人才，但連
基本的生存面也無法滿足外籍人才的基本生活需
求。政府漠視空污問題，造成原本留在台灣的外
籍人才被迫離開。拚命招攬人才，卻又讓台灣環
境將人才趕走，形成政策大矛盾。

許毓仁說，根據歐洲在台商務協會(ECCT)
委託國際性市場研究顧問公司TNS進行生活品
質調查，移居台灣的外籍人士，最擔憂的是台灣
的空氣污染及交通安全。部分在台外籍人士甚至
在 chang.org 線上連署平台發起請願，要求政府
解決空污問題。

江啟臣說，台灣在攬人才，但空污卻在趕人
才，政府難道還要視而不見？很多住在台十幾年
的外籍友人向他表示，過去從未遇到這麼糟的空
氣品質。

（中央社）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天表示
，近年國內外人為危安事故以及恐怖主義威脅
與風險持續增加，雖然目前台灣屬低風險國家
，政府各相關單位仍須提高警覺，加強相關預
防、整備及應變。

行政院發布新聞稿指出，施俊吉主持 「106
年國土安全政策會報」，檢討今年國土安全工
作與探討來年工作重點。聽取相關部會專案報
告後，施俊吉指示相關單位秉持 「防範未然、
制敵機先」的態度，強化防護整備作為。

施俊吉指出，從近年國內外各種人為危安
事故及恐怖主義活動趨勢的變化，可以看出這
些威脅與風險持續增加， 「雖然我國目前在全
球國土安全趨勢及恐怖威脅中，是屬於穩定及

低風險國家」，但仍須提高警覺、不能輕忽，
加強相關預防、整備及應變等作為。也需要各
部會配合行政院政策，讓國土安全工作更加完
善，能在面對各種威脅時，積極防範與有效應
變。

針對邊境管理部分，施俊吉要求務必確保
資訊效率及安全維護，請內政部專案小組持續
檢視移民署資通安全，各資安單位應予協助。

另外，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表示，年底
各縣市將舉辦大型跨年晚會，針對交通運輸、
大量人潮聚集處所的安全維護工作，各相關部
會須及早規劃，並請地方政府及執行單位做好
危機處理機制，防制危安事件發生。

強化反恐作為 行政院：防範未然制敵機先

（中央社）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來台參加世盟年會的聯合國非政府
組織執委會主席納茲今天表示，台灣是世界民
主自由的燈塔，促轉條例的內容也有助促進自
由發展。

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世盟）、亞洲太平洋
自由民主聯盟（亞盟）今天在台北圓山飯店舉
行年會開幕典禮。納茲（Bruce Knotts）會前接
受媒體採訪，回答有關台灣民主、自由發展的
議題時表示，從許多方面來看，台灣都是世界
民主與自由的燈塔。他也稱讚台灣致力改善同
志、跨性別者、原住民的自由，期盼台灣在這
方面繼續努力。

另外，納茲提到，台灣最近通過的促轉條
例，裡面有些內容有助自由發展；但也提醒，
如果公民社會組織致力提倡民主自由發展，且
有成效，他們不該因為與某一政黨的關聯就受
到懲罰，例如世盟。

納茲表示，民主發展不可能達到完美，因
此需要持續努力，用謹慎的態度面對，必要時
做出調整、改正。

世盟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曾永權開幕致詞

時表示，這次世亞盟年會共有29國的代表、共
50多人出席，包括納茲、愛爾蘭國會議員威爾
森（Diarmuid Wilson）、立陶宛國會議員艾度
曼納斯（Mantas Adomenas）等。

曾永權說，年會的主題是 「民主法治與經
濟成長」，許多國家的發展歷程都證明，唯有
在經濟成長下，民主才會逐漸鞏固，民主鞏固
後，更需要法治來維護民主成果。

他指出，中華民國台灣被列為全世界最自
由的國家之一，要以台灣的自由民主經驗與成
就，藉由世亞盟對全球自由民主的推動工作，
協助推動世界的民主浪潮。

艾度曼納斯會前受訪表示，年會不僅在點
出世界民主自由面臨的威脅上面扮演重要角色
，也代表支持民主自由的立場。

他致詞時，也稱讚台灣是 「真正的自由之
島」（a true island of freedom）。

世盟新聞稿指出，世盟於民國82年底正式
獲准加入聯合國體制下非政府組織，成為正式
會員。

世盟及亞盟長期由國民黨背景人士擔任相
關幹部。

台灣拚攬才 藍委：空污卻在趕人才

聯合國NGO執委會主席：促轉助促進自由
中央社獲現代財經新聞獎報紙類首獎中央社獲現代財經新聞獎報紙類首獎

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主辦的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主辦的 「「20172017現代財經新聞獎現代財經新聞獎」」 1515日頒獎日頒獎，，中央通訊社中央通訊社 「「不只是不只是
經濟－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背後的政治經濟學經濟－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背後的政治經濟學」」 獲獲 「「財經新聞報導獎－報紙類財經新聞報導獎－報紙類」」 首獎首獎，，由中央社由中央社
國際暨兩岸新聞中心同仁代表領獎國際暨兩岸新聞中心同仁代表領獎。。

推行動支付經濟部：目標用手機走遍全台
（中央社）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長吳明機今天表示，政府推動

行動支付的目標，是希望未來當外籍人士來台時，可以用行動支
付走遍台灣。明年也將陸續推廣地方政府及各相關場域進行運用
。

為加速台灣電子行動支付產業的發展，中國國民黨籍立委許
毓仁今天在立法院舉辦 「無所不Pay的時代」公聽會，邀請專家
學者、產業界及行政部門出席，對於台灣行動支付發展的現狀及
前景、當前政府策略與他國成功經驗進行討論。

與會的東吳大學富蘭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執行長蔡宗榮表

示，台灣治安良好、現金供應
太便利、偽鈔顧慮太小，以及
超商服務太完善，讓台灣不易
推動行動支付，未來推廣行動支付，應用場景須由消費者的支付
便利性開展。

蔡宗榮建議，應讓符合規格的行動支付業者可提供捷運、高
鐵、公車的票價支付服務；而原本免開發票的小店家，若接受行
動支付或開立電子發票者，5年不加稅。他說，小店家將是推動
行動支付的最後一哩路。

吳明機表示，目前，行政院推動行動支付有3個主軸，第一
是完備行動支付的基礎環境，包含端末設備標準、滾動檢討法規
及資安；第二是擴大行動支付運用場域；第三則是加強行動支付
的體驗與行銷，包含獎勵政策。

他說，將來的目標是希望當外籍人士來台時，可以用行動支
付走遍台灣，對台灣的國際形象非常有幫助。明年也會陸續推廣
地方政府及各相關場域進行運用，也都會有配套。



AA1515廣 告
星期六 2017年12月16日 Saturday, December 16, 2017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972-246-1277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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