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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回廣州/昆明/桂林/成都/福州/上海
中國純玩團$99起，$299起長榮回臺灣
日韓賞櫻團4/2018  $1649起包機票團費
德州/路州旅遊團$38起，歐洲$788起

美東，美加東
美西，黃石

折 

扣
折 

扣
折 

扣 32%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18獨家行程（無購物）
絲綢之路 + 東方快車/青藏火
車 + 西藏/西安 9-13天 
$1999-2099

內蒙+東北+長白山16天 
$1980

歐洲7國12天$3729 (包機票)

(法/意/德/奥等)9/17-28 

俄羅斯13天
9/28-10/10 $5499 起 (包機票)

董 事 長 帶 隊

$0機票回上海
再送門票$90

暑假機票回北京
 $1150-1396

（中央社）白宮新聞祕書桑德斯（Sarah
Sanders）20日表示，美國總統川普會見俄羅斯總
統普丁一事，目前尚無具體計畫。

普丁18日才勝選連任，部分美國國會議員稱
這次大選為假選舉。

路透社報導，在被問及川普是否相信俄羅斯
這次大選公平與自由時，桑德斯回答： 「我們不
對其他國家應如何運作發號施令，我們所知道的
，是普丁在他們的國家勝選。」

她表示，兩位領袖 「在通話中未談及這個問
題」。

川普表示，他打電話給普丁，祝賀他勝選，
並暗示兩人將在 「不久的將來」會面。川普在白
宮會見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
（Mohammed bin Salman）時告訴記者，他相信
他和普丁將在 「不久的將來」會面，討論兩國間
的武器競賽，以及烏克蘭、敘利亞和北韓情勢。

克里姆林宮表示，川普打電話給普丁，祝賀
普丁勝選，兩人並討論舉行高峰會的可能性。

克宮在聲明中說，兩位領袖同意有必要合力
遏止武器競賽，並談及有必要合作確保戰略穩定
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聲明中說，兩人也討論敘
利亞、烏克蘭和北韓議題，並談及加強兩國經濟
關係。

川普普丁峰會川普普丁峰會 白宮白宮：尚無具體計畫

美國總統川普致電俄羅斯總統普丁美國總統川普致電俄羅斯總統普丁，，圖為去年兩人會晤情形圖為去年兩人會晤情形。。((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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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3年前在日本東京地鐵發生的
「沙林毒氣事件」，13名奧姆真理教成員可能近

期被送上絞刑架，不過確實的執法時間還沒有確
定，因為日本社會對死刑制度頗有爭議。

美聯社報導，奧姆真理教成員在1995年3月
20日，以塑膠袋裝盛沙林毒氣，預放在地鐵車廂
內，然後其他成員刺破這些毒氣袋，無差別毒殺
通勤乘客，造成6千多人輕重傷，其中13人死亡
，這是奧姆教眾多恐怖攻擊事件中最嚴重的一起
，也使日本司法單位下決心鏟除這個邪教團體，
最終將教主麻原彰晃與其他12名重要成員判處死
刑。在日本，死刑將以絞刑的方式執行。

當年受害最慘的是地鐵員工，包括霞關站的
助理站長高橋一正直接接觸毒氣而死亡，他的太
太高橋靜枝每年都會到紀念壇放置鮮花，今年也
不例外。高橋太太告訴記者： 「看來法律途徑已
進入下一階段，我希望一切依法執行。」

上週開始，7名死囚分別移出東京，送到包
括大阪、名古屋、仙台、廣島、福岡的5處拘留
所，使得人們猜測處決可能即將發生。在日本，
同案罪犯通常會在同一天絞死，然而沙林毒氣案
的死刑人數過多，超過東京拘留所的行刑能力，
可能就是移送死囚的原因。

高橋太太最近向司法單位要求，希望能夠親
眼見證他們的處決過程，因為她擔心期間還有變
數，但是她的願望不符日本司法慣例，因為日本

處決人犯事前並不會公布時間地點，即使對家人
和律師也是如此，所以高橋太太的願望不太可能
獲得批准。

有些人反對他們被絞死，比如邪教組織的倖
存者們，他們說死刑將會破壞人們追求善良的希
望。還有一種看法是 「他們在客觀上對日本的反
恐意識作出了貢獻」，長期追蹤報導邪教組織的
記者江川紹子主張留他們的命，這樣他們就能夠
面對現在這個日益嚴重極端主義威脅的世界。

江川認為： 「如果他們被處決，殘餘會員可
能把他們看成烈士，反而強化他們對邪教教主麻
原彰晃的崇拜。」

麻原彰晃的本名是松本智津夫，他在8年的
審判期間，從不承認自己的罪行，也沒有對眾多
恐怖攻擊提出有意義的解釋。他34歲的女兒松本
里香說，她的父親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處決，他需
要的應該是心理治療。

奧姆真理教成立於1984年，可以說是繼1970
年代的赤軍旅之後，另一個日本的極端團體，教
義主張末日即將到來，內容離奇怪異，但是卻吸
引了許多大學生，甚至一些是有體面工作的高級
知識份子加入，在日本有1萬名成員，在俄羅斯
曾經達到3萬名成員。2000年已解散，然而殘餘
教眾另外組織了3個分裂的團體，日本執法單位
長期監督中。

日本23年前沙林毒氣案 奧姆教13名成員將處決

（綜合報導）土耳其和敘利亞反抗軍週日進入敘利亞北部城
鎮阿夫林(Afrin)市中心，在經過2個月與庫德軍的激戰後，在此
處舉起了土耳其和自由敘利亞的旗幟，並且對空射擊以表慶祝。
庫德軍多數已撤離，不過他們誓言將改成游擊戰術。

美聯社報導，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 在
土耳其西部的一次演講中說： 「那些恐怖分子已經夾著尾巴逃跑
了，阿夫林不再是揮舞著恐怖組織旗幟的爛地方，而是和平與安
全的象徵。」

目前還不清楚土耳其在佔領阿夫林後會做什麼。土耳其認為
，艾爾段一再表示，土耳其的行動會持續，因為他們不會允許沿
邊界有庫德族盤据的 「恐怖走廊」，會向東推進到伊拉克。下一
個可能進攻地點是阿夫林東邊100公里的曼比季(Manbij)，那裡
也是庫德族的主要城鎮，不過美軍在2016年清除了IS武裝分子
後，也持續守衛當地，因此土耳其要求美軍讓路，或者要庫德軍
自己離開曼比季。

華盛頓在反IS戰爭期間，相當支持庫德人民保衛軍YPG，
這使土耳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陷入緊張，美國與土耳其兩邊已快

到攤牌的時刻，以目前的情況來
看，美國恐怕會讓步。

與此同時，美國和庫德自治
政府官員表示，土耳其與YPG的
鬥爭，已經使原本的反恐戰爭分
散力道。一名庫德官員說，雖然
IS失去城鎮控制權，但是殘餘勢力依然存在，然而現在原訂的反
IS戰爭已被迫擱置。

庫德官員說，面對阿夫林的失守，他們已經撤離了大多數平
民，這是在敘利亞的幫忙。敘利亞國營電視台播放了難民的出逃
畫面，長長的車龍往南方與東部流亡。

不過庫德軍仍表示將持續奮戰，庫德官員奧斯曼．謝伊卡伊
薩(Othman Sheik Issa)表示，這場戰鬥不是失敗，是進入新的階段
將，我們將成為阿夫林佔領軍的長期噩夢，直到它全部解放並回
到合法所有者。」

伊薩承認，在58天的戰鬥中，YPG戰士有800多名陣亡，另
外有500名平民遇難。

總部位於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說，從阿夫林出逃的難
民大約有20萬人，主要是逃進敘利亞大馬士革政府所控制的領
土內。出逃的庫德平民阿扎德．穆罕默德(Azad Mohamed)說，他
們一家徒步了兩天，直到他們抵達敘利亞東部的親戚家。他悲哀
的表示，這場流亡還沒有結束，眼前仍是茫然無盡的路，他擔心
此生已無法返回家園。

土耳其擔心進入敘利亞的庫德人，會再建立當地庫德族自治
區，這可能會再次激勵土耳其內部的庫德人再爭取自治權。2015
年土耳其與庫德工人黨(PPK)的和平協商崩潰，又點燃了三十多
年來的衝突。

土耳其佔領阿夫林 並將繼續追擊庫德軍
（綜合報導）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日在兩會後的總理記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有韓媒問及如何看待朝鮮半島情勢緩和，李克強表示，樂見緩和趨勢，希望看到各方拿出誠意
和行動，盡快把朝核問題拉回到談判桌上來。

李克強表示，我們樂見半島出現緩和的趨勢，也支持一切有利於通過對話談判來解決朝核
問題的各種方式，中方為此會做自己的努力，也會盡最大努力來推動維護實現半島無核化，保
持半島和平穩定的主張。

李克強強調， 「半島是我們的近鄰，直接和中國的利益有關，我們的關注度是可想而知的
」。他希望看到各方拿出誠意，付諸行動，盡快把朝核問題拉回到談判桌上來，使無核化和半
島和平穩定，能有新的進展，這對有關各方和世界都是好事。

樂見朝半島情勢緩李克強：盼拉回到談判桌



AA33要聞速讀
星期三 2018年3月21日 Wednesday, March 21, 2018

（綜合報導）據法國《世界報》（Le Monde
）報導，法國前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傳
出因為不正常的選舉資金問題，遭到警方逮捕訊
問，這是繼2013年後又一次被訊問。法國官方懷
疑，薩科齊再2007年競選總統期間，曾收受前利
比亞強人格達費（Muammar Gaddafi）的金錢資助
，雖然薩科齊極力否認，但仍被警方拘留48小時
，讓這樁陳年醜聞又一次浮上檯面。

現年63歲的薩科齊，出生於法國巴黎，父親
是匈牙利難民、二戰後逃難至法國，與擁有有法
國、希臘和猶太血統的醫生之女結婚，薩科齊是
次子。畢業於巴黎第十大學，取得法律學學士學
位，雖申請入巴黎政治學院，卻未能順利畢業，
轉戰法國政壇。從在巴黎西部小城塞納河畔納伊
起步，2002年成為席哈克（Jacques Rene Chirac）
的競選幕僚，成功勝選後出任內政部長一職。任
內強硬的政策，為他累積了不少名氣與聲望。

2007年代表人民運動聯盟參與法國總統大選
，於第二輪以52%得票勝選，成為第五共和第6任

總統，正式入主愛麗舍宮。在位期間一度因接見
達賴喇嘛，與中國大陸關係降到冰點。但薩科齊
在2012年敗給社會黨的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
），外界認為他的愛炫耀浮誇、不接受旁人意見
個人風格，成為最終敗筆。他有三段婚姻，最知
名的是總統任內與歌手卡拉·布魯尼（Carla Bruni
）閃電結婚，兩人育有一女Giulia。

薩科齊卸下總統職務後，於2013年被法國軍
火商塔基耶廷（Ziad Takieddine）爆料，利比亞前
領導人格達費，於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間，
曾向薩科齊提供了約4,000萬英鎊（約16.4億台幣
）現金資助2007年大選。

由於利比亞遭到國際制裁，這筆巨額政治獻
金通過巴拿馬和瑞士帳戶洗白進入薩科齊的帳戶
。除此之外，他也遭到萊雅（L'Oreal）繼承人莉
莉安·貝登古（Liliane Bettencourt）控告，利用其
「情緒虛弱」時獲得政治獻金，讓這位法國前總

統陷入醜聞纏身的窘境。

疑收格達費鉅款 法前總統薩科齊遭警方逮捕

（綜合報導）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報
導，現存五種犀牛中體型最大、主要分布於非洲
東部與尼羅河（Nile）上游的北方亞種白犀牛
（white rhino），現存的3頭野生白犀牛中唯一雄
性的45歲蘇丹（Sudan），昨日（3/19）因重病纏
身、在專家團隊決定下，以安樂死（euthanize）方
式送牠離世，非政府組織 「野生救援」（WildAid
）已證實此報導，讓該亞種白犀牛現存僅剩2頭雌
性在世，恐真的面臨絕種危機。

分類屬於哺乳綱、奇蹄目、犀科、白犀屬的
白犀牛，和生活於撒哈拉以南的黑犀牛（Black
rhinoceros）相比，但主要區別在於比較大的體型
和寬大的嘴唇，並非膚色差別。成年白犀牛可重

達三千多公斤，是陸地上體形第二大的動物。其
尖角長達150公分，奔跑時速可達50公里。白犀
以群居?主，它們會組成最多可達14頭犀牛的群體
，雌犀牛的孕期約為 16-18 個月，每胎僅一子，
出生時重量約為40-65公斤。

作為最後一名雄性成員的蘇丹，去世前居住
在肯亞Ol Pejeta保護區中，受到嚴密的警衛保護
。 「野生救援」執行長彼得耐特（Peter Knights）
表示， 「我們希望，全世界能因為蘇丹的去世，
真正地正視至今仍無法查禁的犀牛角交易與非法
獵殺。白犀牛角過往因為大陸與越南的需求增加
，造成白犀牛群體遭到嚴重危害，同樣也影響到
其他品種的犀牛，讓人感到非常痛心。」

瀕臨絕種 最後一頭北非雄性白犀牛被安樂死
（綜合報導）美國與俄羅斯關係處於低

點，美國總統川普沒打算電賀俄羅斯總統普
丁連任，對此俄國克里姆林宮當局20日表示
「沒甚麼大不了」，不會因此認為美方不友

善。相同的，習近平17日連任中國大陸國家
主席後，各國紛紛致賀，但是川普也未發賀
電。

白宮方面19日指出，俄國18日總統大選
結果一如預料，白宮當局目前沒有致電向普
丁道賀的計畫。

克宮發言人20日表示，俄方並不認為川
普保持緘默是不友善的舉動。發言人也稱，
普丁對於美俄關係正常化，持續抱持開放立
場，因為這符合俄方的利益。

川普也一直遲遲沒有向習近平致賀。而
習去年10月連任中共總書記後，川普則曾向
習道賀。有觀察家指出，在川普發動貿易戰
爭及簽署《台灣旅行法》後，美國和中國大
陸的關係正在急速降溫，甚至已經進入了困
難時期。

（綜合報導）日本市民團體認為九州電力公司位於佐賀縣玄
海町的玄海核電廠重啟3、4號機欠缺安全性，而向法院聲請禁
止重啟的假處分。佐賀地方法院20日裁定駁回假處分的聲請。
玄海核電廠3號機將如期於23日重啟。

九州電力的玄海核電廠3號機預定23日重啟，4號機預定今
年5月重啟。市民團體 「消滅核電廠！九州玄海訴訟」的成員，
來自山口、福岡、佐賀、長崎、熊本5縣的73位居民為阻止玄海

核電廠重啟核能發電機組
，去年 1 月向法院聲請了
禁止重啟的假處分。

此案的最大爭議點除了
火山的風險之外，還有東

京電力公司福島第1核電廠核災事故後，日本制定的核電廠新安
全標準的合理性等。佐賀地方法院庭長立川毅法官表示， 「核電
廠的新安全標準是根據最新的科學技術制定的，不認為核爐發電
設施欠缺安全性。」

廣島高等法院去年12月因考量阿蘇山大規模火山爆發時，
火山岩漿可能流到距離阿蘇山約130公里的四國電力公司位於愛

媛縣的伊方核電廠3號機，故裁定禁止3號機重啟的假處分。
立川則在裁定中指出， 「已確認阿蘇山並不存在引起毀滅性

火山爆發的大規模岩漿房，九州電力公司的火山對策不能說欠缺
合理性，也不認為具有對居民的生命安全造成直接重大災害的具
體危險性。」立川去年6月也裁定駁回其他團體提出的禁止玄海
核電廠重啟3、4號機的假處分。

原告在假處分聲請遭駁回後，擬再向福岡高等法院提出抗告
。九州電力公司則將依原定計畫，23日重啟玄海核電廠3號機，
5月重啟4號機，加上位於鹿兒島縣薩摩川內市的川內核電廠1、
2號機，九州電力則有4部機組恢復運轉，經營可望獲得改善。

川普沒計畫電賀普丁連任 克宮：沒甚麼大不了

日本地院駁回禁止假處分玄海核電廠將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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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政府軍：
又有逾3萬平民撤離東古塔地區

綜合報導 敘利亞通訊社援引敘政府軍方面的話報道說，3萬多名被

困平民當天從敘首都大馬士革東郊東古塔地區撤離。

敘政府軍方面說，政府軍當天在反政府武裝控制的哈賴斯塔周邊再

開辟壹條新通道，此前政府軍已在東古塔地區中部哈姆利亞鎮設立安全

通道。被困平民經兩條安全通道撤出，在集合點統壹乘車前往安置點，

政府軍和敘利亞紅新月會為撤離提供了必要幫助和醫療服務。

敘政府軍還說，在當天的撤離行動中，有武裝分子向平民開火阻撓

撤離，造成壹名兒童受傷。

另據敘軍方媒體報道，政府軍當天宣布在哈賴斯塔單方面停火24小

時，為被困平民撤出留出時間，停火自當天下午3時生效。

連日來，不斷有被困平民從東古塔地區撤離。敘通社報道說，據估

算，僅16日就有約1.7萬名平民撤離東古塔。

東古塔地區是敘反政府武裝在大馬士革郊區的重要據點。近期，敘

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在該地區的沖突升級。聯合國安理會2月24日通過

第2401號決議，要求敘全境連續停火至少30天，呼籲解除對東古塔地區

等4個區域的圍困，以維持對這些區域居民食品和藥品等物資供應，但

沖突各方並未遵守這壹決議。安理會本月16日再次要求敘各方全面執行

第2401號決議。

圍繞“下毒”事件口水仗升級
英反對黨籲慎下結論

英國與俄羅斯圍繞前俄方間諜在英

國遭人“下毒”的口水仗升級。英國外

交大臣鮑裏斯· 約翰遜直接指認俄羅斯總

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聲稱“極有可能是

他下令使用神經毒劑”。

英國反對黨工黨領袖傑裏米· 科爾賓

呼籲，在掌握確鑿證據前慎下結論，警

告勿把英俄關系拖入“新冷戰”。

【“嘴仗”升級】
英國外交大臣約翰遜聲稱，圍繞

“下毒”事件，英方所做的壹切以普京

和俄羅斯政府為目標，不針對俄羅斯民

眾。“我們在與普京政府爭論，我們認

定極有可能是他下令在英國街頭使用神

經毒劑。”

曾為英國效力的前俄方間諜謝爾蓋·

斯克裏帕爾和女兒4日疑似在英國街頭

中毒。英方稱兩人仍在醫院治療。作為

報復，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宣布驅逐23

名俄羅斯外交官等舉措。

俄羅斯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裏·

佩斯科夫否認有“清晰證據”顯示俄羅

斯牽涉這壹事件，認定身為外交大臣的

約翰遜把普京與斯克裏帕爾遭遇“毒

殺”企圖相關聯“違反所有外交禮儀規

範”，“從外交角度看完全是令人震驚

且不可原諒的行為”。

克裏姆林宮方面同壹天說，俄羅斯

“隨時”可能采取“最符合俄方利益”

的反制舉措，暗示驅逐英方外交官等選

項均在考慮之列。

【“人證”垂危】
俄羅斯駐英國大使亞歷山大· 雅科文

科告訴俄羅斯新聞社，他收到英方發出

的外交照會，通報斯克裏帕爾父女“生

命垂危”。他說，這些信息對俄方而言

“還不夠”，英方隱瞞更多細節。

“英方不讓我們知道（斯克裏帕爾

父女的）醫學評估結果，我們接觸不上

他們，沒有機會與醫生交談，”雅科

文科說，“甚至沒有人登出（斯克裏

帕爾父女的）照片。他們可能還活著，

可能已經死亡，可能根本什麽事都沒有

發生。”

口水仗升級之際，英俄雙方各自著

手推進調查。

英方證實，已邀請禁止化學武器組

織人員赴英提取神經毒劑樣本，用於分

析和鑒定。英方官員先前指認，中毒事

件中使用的有毒物質疑似蘇聯時期研發

的“諾維喬克”，系軍用級別神經毒劑。

俄聯邦偵查委員會同壹天宣布著手調

查斯克裏帕爾女兒遭“蓄意謀殺”事件，

指認行兇方式“危害公眾”。另外，俄

方將調查在英國首都倫敦避難的俄羅斯

商人尼古拉· 格盧什科夫之死。

依照英國警方的說法，格盧什科夫

的死因是“頸部遭受壓迫”，沒有證據

顯示他遭“毒殺”，他的死與斯克裏帕

爾父女中毒沒有“明顯關聯”。

【考量“時機”】
圍繞“下毒”事件，英國希望政

治“盟友”站隊，迄今獲得美國、歐

洲聯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聲援。不

願公開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訴法新社，

這壹事件將成為下周歐洲理事會會議

議題之壹。

北約秘書長延斯· 斯托爾滕貝格說，

北約在前俄方間諜在英國“中毒”事件

中支持英方立場。同時，北約不想與俄

方“冷戰”。

在英國不少政界人士支持政府劍指

俄羅斯之際，英國反對黨工黨領袖科爾

賓提出不同觀點。他告訴英國《衛報》，

不應急於下結論，“俄羅斯類似黑手黨

的組織”可能是這壹事件的制造者。

俄羅斯定於18日舉行總統選舉，結

合這壹時間節點，克裏姆林宮發言人佩

斯科夫壹番話耐人尋味。俄羅斯衛星通

訊社問及反俄言論是否會在選舉後有所

消減，佩斯科夫回答：“顯而易見，即

將到來的總統選舉讓許多人不安。由於

在捍衛俄羅斯利益方面所持堅定立場，

普京在許多人眼中不是壹個讓人舒服的

總統。”

他補充說，如果對方有意願，俄羅

斯願與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系，“俄羅

斯應當被視作國際社會壹個負責任的成

員”。

同壹天，英國廣播公司壹檔廣播訪

談節目中，壹名英國嘉賓提醒主持人、

其他嘉賓和聽眾，“下毒”事件頗為蹊

蹺，尤其是事發時機，堪稱“完美”，

可以讓外界視線聚焦俄羅斯和普京，對

俄方及其總統絕對不利，所以他個人相

信是“對手”所為。

澳洲布裏斯班出現麻疹病例
有關部門提醒民眾註意

綜合報導 近日，澳大利亞昆州衛生廳工作人員警告稱，布裏斯班

地區已經出現了壹例麻疹確診病例。對此，有關部門提醒民眾註意，壹

旦出現感染麻疹的癥狀，應待在家中，並與醫生取得聯系。

澳大利亞公共衛生醫生Bhakti Vasant表示，布裏斯班地區出現了壹

例麻疹確診病例，該病人曾在3月11日（本文均為當地時間）到過Cur-

rumbin野生動物園、3月14日到過Madsden第五大道的Woolworths、3月

15日和16日還曾到過Logan Hospital。

Vasant呼籲，如果有人曾在同壹時間到過這些地方，那他們就要

當心感染麻疹的風險。“麻疹是感染風險最高的疾病之壹，通過咳

嗽和打噴嚏等微小顆粒就可以傳播。壹般來說，麻疹癥狀在感染之

後10天開始出現，不過也可能在與被感染人群接觸之後7到 18天內

出現癥狀。

“感染麻疹的初步癥狀包括發燒、流鼻涕、咳嗽以及眼睛發紅。幾

天後可能出現紅疹。紅疹壹般先從臉上開始，之後蔓延至全身。在1966

年或之後出生的人都被建議註射疫苗。“

根據衛生廳工作人員的說法，如果有人在未來3周出現類似麻疹的

癥狀，他們應該待在家裏，與醫生取得聯系，征求他們的建議。

本月早些時候，壹名男嬰也被證實感染麻疹。他曾經到過布裏斯班

的壹個大型購物中心，之後在兒童醫院急診部門待了幾個小時。

素有印度“矽谷”之稱的班加邏爾

市眼下正遭遇嚴重水荒，壹方面是由於

連年幹旱，另壹方面是由於河流汗染以

及缺乏有效儲水和節水措施。

不少專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應

對措施，這座印度科技之都到2025年將

變得“不這合人類居住”。

【嚴重缺水】
法新社報道，印度卡納塔克邦首府

班加邏爾自來水供應短缺，1000萬居民

中超過半數不得不依賴水井和運水車。

隨著連年幹旱，班加邏爾地下水位

不斷下降，挖掘水井日益困難。現年30

歲的當地居民納格拉傑告訴媒體記者：

“這裏嚴重缺水，今後將會很艱難。難

以想象人們要去何處尋找水、如何存活

下去。就算我們往下挖 1500 英尺（約

457.2米），也找不到水。”

納格拉傑所住的街區毗鄰班加邏爾

市最大的湖泊貝蘭杜爾湖。不少市民還

記得，這座城市曾經湖泊眾多，但隨著

印度外包產業興起，高樓大廈和工業員

區越建越多，許多湖泊遭到填埋、讓位

給鋼筋水泥的森林，另壹些湖泊則受到

嚴重汗染，包括貝蘭杜爾湖。

今年1月19日，班加邏爾市發生壹場

奇特的火災：貝

蘭杜爾湖突然起

火，持續1天仍未

撲滅，初步推斷

是由於附近工廠

和居民長期往湖

中排放汗水，化

學物質導致湖水

“易燃”。

班加邏爾市的自來水主要來源於高

韋裏河，而這條河還流經泰米爾納德

邦。長期以來，卡納塔克邦與泰米爾納

德邦圍繞這條河的水資源分配多次鬧糾

紛。兩年前，泰米爾納德邦農作物幹旱

嚴重，印度當局裁定讓該邦多分些河水

用於灌溉農田，結果激起卡納塔克邦民

眾抗議乃至流血沖突，數以百計公司關

門。

今年2月，印度最高法院援引班加邏

爾市水荒，對高韋裏河的水資源分配作

出有利於卡納塔克邦的裁定。

【專家支招】
印度生態學專家拉馬錢德拉認為，

班加邏爾遭遇水荒，主要歸咎於“支離

破碎、未經協調的治理模式”。例如，

如果有效儲存雨水，班加邏爾每年降雨

量完全能夠滿足居民的用水需求。

不少專家質疑，印度政府高額補貼

自來水和凈化水項目，導致多數民眾缺

乏節水意識。卡納塔克邦科技委員會成

員A· R· 希瓦庫馬爾註意到：“在班加邏

爾，1000瓶凈化水送上門來，我們只需

支付6盧比(約合0.58元人民蔽)……這洋

壹來，缺乏節水激勵機制。”

希瓦庫馬爾給自家設計並安裝了

壹套儲存雨水的裝置，效果不錯。據

他回憶，日常收集的雨水足夠全家人

使用，已有 23 年無需購買自來水。班

加邏爾市政府對這類裝置頗感興趣，

要求新建樓盤都要配備儲存雨水的裝

置。

另外，壹些專家提醒，印度當局對

挖掘水井缺乏有效監管，加居地下水資

源枯竭。

相伴逾半世紀
女子與寵物烏龜成“最老的朋友”

綜合報導 美國壹名女子

在10歲生日時開始養壹只名

為喬治的烏龜，壹人壹龜相

伴走過56年，成為了彼此間

“最老的朋友”。

據報道，史密斯原本打定

主意要養只小狗或小貓。但她

的父親在她10歲生日時，送給

了她壹只烏龜。史密斯自從

1962年開始養喬治，連離家上

大學時也帶著喬治壹同搬進宿

舍。壹人壹龜相伴走過56年歲

月後，史密斯說，“喬治可能

是我最老的朋友。他真的是壹

只很棒的寵物。”

今年65歲的史密斯稱，

“從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

他就常常待在我腳踏車前方

籃子兜風。”

其實，寵物很少能像喬治

壹樣，陪伴主人超過半世紀。

因為小狗平均壽命約10年至13

年，但像喬治壹樣的地鼠陸龜，

壽命最長可達80歲。

報道稱，大部分地鼠龜

分布在美國佛羅裏達州。近

年來，由於棲地遭破壞，殺

蟲劑和除草劑汙染，地鼠龜

數量快速下降。

目前，地鼠龜被視為

“重要物種”，他們所挖的

洞穴能提供約300種動物躲藏

地點，但當局卻未制定明確

法律保護地鼠龜。

印度“矽谷”遭遇嚴重水荒重水荒
或將“不這合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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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Austin)發
生第5起爆炸案，根據聯邦當局的消息，去往聖安
東尼奧東北部Schertz的聯邦快遞地面設施發現了
一個去奧斯汀的包裹。

當地媒體 statesman 報導，聯邦官員表示，事
件發生在本週二中午，聯邦快遞(fedex)在奧斯汀的
一處分貨中心正在為包裹分類，結果在12點25分
時，裝有爆裂物的包裹就在輸送帶上爆炸，裡，
當時正在工作的員工有75名，所幸多數員工都離
爆炸物有一段距離，僅有1名員工被衝擊波震傷。

消息人士透露，這枚包裹的送件與收件地點
都在德州奧斯汀，所以當然屬於奧斯汀本地的爆
炸事件。

過去兩週以來，奧斯汀市的各地共發生5起爆
炸事件，第一起在3月2日，地點在奧斯汀的東北
邊的一戶民宅，造成39歲的安東尼．史蒂芬(An-
thony Stephan)身亡。10天之後，東奧斯汀市也發
生對民宅的包裹爆炸事件，一名17歲的達拉森．

梅森(Dranson Mason)身亡，而他的母親也被炸傷
；幾小時候東南奧斯汀再發生爆炸事件，75歲的
艾絲佩蘭薩．艾雷拉(Esperanza Herrera)受傷。

第4起發生在昨天，兩名男子在西南奧斯汀街
道上觸碰到 「跘線」，引爆了藏在路邊的爆裂物
，1名原本騎自行車的男子因此跌倒，另一名同樣
被衝擊波震傷。由於這枚炸彈採用跘線等精密設
備。因此更像一種人員傷害詭雷。

由於第1、2、3起爆炸案的受害者是非裔美人
和拉美族裔，因此FBI一度猜想是對有色人種的攻
擊行動，但是第4起爆炸案是在路邊，而且受害者
是2名白人，所以看起來似乎又是無差別攻擊了，
案件變得難以理解。現在聯邦政府已提出11萬5
千美元的獎金，獎勵提供有助於破案的線索的人
們。

奧斯汀是德州首府，目前擁有近100萬人口，
德州大學和眾多科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發展最
快的美國主要城市之一。

美國奧斯汀第5場爆炸案 快遞員工被炸傷

（綜合報導）南韓和美國20日宣布，因
平昌冬奧延後的韓美年度聯合軍演，將於下
月1日和23日登場。他們表示，這次演習規模
與往年相當，但是將會 「低調」（low key）
進行。五角大廈19日稱，聯演重點在提高防
禦能力，北韓不應視為挑釁。

南韓與美國軍方通常在每年3月至4月，
舉行代號 「鷂鷹」（Foal Eagle）和 「關鍵決
斷」（Key Resolve）的聯合軍事演習。 「鷂
鷹」為野戰訓練的演習，約有1萬1千多名美
軍參與，南韓則出動29萬大軍。 「關鍵決斷
」則是以電腦模擬為主的指揮所演習。

五角大廈發言人羅根中校19日表示，此
類的演習實行多年，已經非常明確地展現其

防禦性質，因此 「北韓沒有理由將其視為挑
釁，而是要瞭解美韓同盟已經準備好捍衛南
韓」，並強調演習規模、領域與持續時間都
與往年相當。

南韓國防部則表示，美韓聯合司令部已
經向北韓軍方通報軍演的日程和性質。依照
慣例，中立國監督委員會將會進行監督，以
確定演習是否符合停戰協定的要求。

韓聯社新聞標題則稱這次是韓美 「最低
調」的聯合軍演。其指出，此回 「鷂鷹」為
期僅1個月， 「關鍵決斷」則自4月23日起持
續2星期，與往年慣例的近2個月相比，縮水
將近一半，應是為避免對4月底兩韓首腦會談
和5月的 「川金會」造成影響。

（綜合報導）安樂死是否合法的議題仍在台
灣引起爭議，不過美國一對重病老夫婦，在結婚
66年後，於2017年4月20日一起服下致命藥物，
牽手走完生命最後一段旅程，達成 「同年同月同
日死」的心願。

俄勒岡州波特蘭市 87 歲的查理．艾莫里克
（Charlie Emerick）生前罹患前列腺癌、2012年確
診罹患帕金森症，88 歲的法蘭西．艾莫里克
（Francie Emerick）則是多次心臟病發，在身體狀
況每況愈下後，他們決定安樂死，服下接受致命
藥物，共同牽手赴上黃泉。

他的家人說： 「他們沒有遺憾、沒有未了心
願。就像是時候到了；而知道彼此在一起，意義
重大。」更將他倆生命最後幾天的準備工作、對
話及迎向死亡最後幾小時，拍成紀錄片 「生存與
死亡：一個愛情故事」 (Living & Dying: A Love
Story)，作為紀念。

目前美國加州、科羅拉多州、哥倫比亞特區
、俄勒岡州、佛蒙特州和華盛頓州都有尊嚴死亡
法，蒙大拿州需要由州最高法院裁決。尊嚴死亡
法規定，合格的絕症成年人可自願申請取得處方
藥物，了結生命。

結婚結婚6666年年 夫婦手牽手同日夫婦手牽手同日 「「安樂死安樂死」」 美韓低調軍演 強調非挑釁北韓

（綜合報導）據美國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報 導 ， 現 任 總 統 川 普 （Donald
Trump）長子小唐納（Donald Trump Jr.），
日前證實與結縭13年的妻子凡妮莎（Vanessa
Trump）離婚，當外界多半認為是兩人相處時
間過少導致之際，卻傳出導火線恐因小唐納
川普外遇所導致。

2011 年擔任父親的節目《誰是接班人》
（The Celebrity Apprentice）督導時，與火辣
創作歌手奧布蕾歐黛（Aubrey O'Day）結識，
私下追求奧布蕾的小唐納，甚至在妻子懷上
第4個孩子時，向她坦承並預告兩人婚姻的破
局， 「是我追求的她，我會為了她（奧布蕾
）離開妳。」

現年40歲、出生於紐約市的小唐納川普
，是現任美國總統川普與前妻伊凡娜（Ivana
Trump）的長子，另有艾瑞克（Eric Trump）
和伊凡卡（Ivanka Trump）兩個同母手足。幼
年時曾多次在暑假期間赴布拉格渡假，讓他
能懂簡單的捷克語。高中就讀私立預科學校-
希爾中學（The Hill School），大學則跟隨父
親的腳步，進入名校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就讀，順利取得經濟學學士。

大學畢業後，進入家族集團工作，與弟
弟艾瑞克共同擔任父親的左右手，協助管理
飯店、媒體和地產等領域，掌握收購與開發
項目。並在2005年，和具有丹麥血統的模特
兒凡妮莎·凱伊·海頓（Vanessa Kay Haydon）
結婚，兩人育有5名子女。小唐納川普與弟弟
艾瑞克曾在去年底赴非洲進行獵補活動，與
「獵物」的合影引發網路社群一陣嘩然。

捲入三角戀的女歌手奧布蕾歐黛，現年
34歲，出生於美國舊金山。從5歲就開始登台
演出，曾參與《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等音樂劇的角色，畢業於加州大學爾灣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擁有
政治學學士。她在2004年MTV實境秀中被發
掘，成為女子團體 「Danity Kane」的成員之
一。身材火辣的她，曾登上《MAXIM》雜誌
百大性感女星之列，參與川普的《誰是接班
人》錄製，卻在2012年慘遭開除。奧布蕾也
是 2008 年歐巴馬（Barack Obama）競選總統
時的重要支持影星之一。

離婚不單純離婚不單純？？小唐納川普傳偷吃火辣歌手奧布蕾歐黛小唐納川普傳偷吃火辣歌手奧布蕾歐黛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又暴走了，他18
日怒發推特，炮轟調查通俄門的特別檢察官穆勒
團隊充斥民主黨人，對他存政治偏見。川普此舉
引發揣測，他是否打算對穆勒開鍘。兩黨大咖議
員群起捍衛穆勒，共和黨參議員更警告川普，開
除穆勒就是 「總統任期結束的開端」。不過白宮
律師強調，總統沒有考慮拔掉穆勒。

川普的私人律師陶德前一天曾指，司法部副
部長羅森斯坦應結束穆勒的調查。第二天川普就
在推文痛批 「為什麼穆勒的團隊有13個鐵桿民主
黨人，有些還是 『狡詐（前總統候選人）希拉蕊
』的死忠支持者，共和黨人卻掛零？最近又增加
了一個民主黨員…有人認為這公平嗎？可是，
（我的團隊和俄羅斯）沒有勾結！」

但川普並未提到，穆勒多年來的選民登記，
都是登錄共和黨籍。穆勒在華府備受推崇，去年
獲司法部提名出任特檢，不但得到民主黨支持，

重量級共和黨大咖也力挺。
多次與川普意見相左的聯邦參議員麥肯在推

特回應，穆勒以誠實和正直為國效命， 「讓他得
以在不受干預下、完成針對俄羅斯干預2016大選
的全面調查非常重要。」另一位共和黨資深參議
員葛蘭姆也持相同看法，甚至警告川普，不要想
拔掉穆勒的特檢職務， 「如果他試圖那麼做，那
將是他總統任期結束的開端。」

向來與川普不對盤的亞歷桑納州參議員佛雷
克也撂重話，稱他和多位同僚談過後，大家都同
意 「一旦他對穆勒下手，我們就要採取行動，我
認為，人們會視它為一條無法跨越的重大紅線」
。佛雷克說，川普似乎已朝開革穆勒方向走，
「我希望不要走到那地步，國會無法接受」 「除

了白宮害怕有什麼事會曝光，我想不出他們為何
對此事這麼強硬。」

川普想拿穆勒開刀 白宮律師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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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機構“蘿蔔招聘” 青瓦臺出手“炒魷魚”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說，針對韓

國國營賭場“蘿蔔招聘”醜聞，總

統文在寅下令嚴懲，直接解聘所有

200多名涉事人員。

韓國媒體報道，對這起事件的

受害者，產業通商資源部將在本月

晚些時候發布補救方案。

【招聘醜聞頻發】
涉事賭場名為江原大世界，

是韓國唯壹壹家面向本國民眾開

放的賭場。2015年壹場內部調查

中，江原大世界招聘腐敗首次曝

光。

調查顯示，賭場2013年招聘

的 518 名發牌員中，493 人經由

“後門”被錄用。其中 226 名不

僅托關系，還偽造分數，擠掉了

其他競爭者。去年 9月，韓國監

查院發現這家賭場所在的度假村

招聘水質環境領域專家時同樣有

腐敗現象。

檢方2016年2月調查“蘿蔔招

聘”事件，但有人反映當時的調查

因承受“外部壓力”而不順利。上

月，韓國大檢察廳組建“江原大世

界錄用腐敗搜查團”，重新啟動調

查。

韓國國有機構招聘近年時常傳

出腐敗醜聞，引發民眾不滿。文在

寅去年10月下令對國有企業和國

營機構徹底排查，找出所有“走後

門”錄用的人員。

韓國財政部今年 1月說，已

發現 255 起國企和國營機構招聘

腐敗事件，其中 83 起交由檢方

調查。

【青瓦臺出手解聘】
文在寅聽取國營機構“蘿蔔招

聘”的報告後，下令要“拔出蘿蔔

帶出泥”，對包庇涉案下屬的領導

問責。

青瓦臺秘書室長任鐘皙同壹

天在首席秘書官會議上宣布，

青瓦臺決定行使職權，解聘以

偽造分數方式進入江原大世界

工作的全部 226 人。按青瓦臺方

面的說法，在檢方起訴和法院

審理前，政府率先出手，顯示

文在寅政府徹底鏟除這壹現象

的決心。

下壹步，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將與青瓦臺和江原大世界協商，確

定免職和補救手續，定於本月晚些

時候發布。

產業通商資源部監查官樸泰

晟說，產業部將確定“蘿蔔招

聘”事件中的受害人，采取補救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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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官員說，首相安倍晉

三當天與韓國總統文在寅通話，討論朝鮮半島

局勢，告知有意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會面，

以討論“綁架問題”。按日方的說法，文在寅

承諾就這壹問題幫助日本。

“綁架問題”指上世紀70年代末朝鮮特工

人員綁架日本人到朝鮮的遺留問題。朝方2002

年承認綁架13名日本人，其中5人後來回國。

朝方說，其余8名日本人已經死亡，“綁架問

題”不復存在。日方則認定朝方沒有提交8名

日本人命運的確切證據，懷疑朝方與更多日本

人失蹤有關聯。

依照安倍的說法，“綁架問題”是本屆政府

的“重點工程”，是他本人的“終生事業”。

日本政府官員說，安倍與文在寅通話大約

40分鐘。這是朝美領導人將會面的消息傳出後，

日韓領導人首次直接溝通。先前，日韓兩國因

韓美聯合軍演延期和“慰安婦”協議問題產生

矛盾。

安倍在通話中告訴文在寅，日方希望解決

綁架、核和導彈問題。按這名日方官員的說

法，從雙方通話內容看，文在寅同意幫助日本

解決“綁架問題”。

日本媒體報道，在美國和韓國將分別與朝

鮮最高領導人會面的背景下，日方擔心成為

“局外人”，影響“綁架問題”和其他方面利益。本月11日，

日本政府稱，如果朝鮮同意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核查，日方

願意支付超過3億日元（約合1795萬元人民幣）初步核查費用。

不過，日方這番言論或許屬於“自說自話”。近壹段時

期，無論美國、韓國還是朝鮮方面，沒有人公開提及核查朝方

核設施事宜。

涉案金額達 110 億韓元
韓檢方或今日提請批捕李明博

綜合報導 韓國檢方決定是否申

請對前總統李明博的拘捕令。本月16

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院長尹錫悅向

大檢察長文武壹就李明博的調查結果

進行了匯報。

據悉，李明博接受檢方長達21個

小時的“馬拉松”調查後，按照慣例，

檢方應在壹周內對其提請批捕令。韓

國前總統樸槿惠於去年3月21日在接

受檢方調查後，檢方於27日提請對其

批捕。

目前，檢方調查組內部認為，即

使考慮其前總統身份，對李明博提請

拘捕令也符合原則。李明博受賄金額

達到110億韓元，案情重大，且在調

查中壹概否認各項指控，有毀滅證據

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對其提請批捕。

但也有觀點認為，鑒於前總統樸

槿惠已經被捕，連續兩位前總統入獄

或將對政壇造成不利影響，可以考慮

李明博進行不拘留調查或審判。

報道指出，如果檢方對李明博提

請拘捕令，這將是1997年，法院實行

拘捕前嫌疑人審問制度後，第二位接

受調查的前總統。

另外，李明博夫人金潤玉涉嫌受

賄10億韓元，也有可能將接受檢方調

查。金潤玉涉嫌收受國家情報院特殊

活動費10億美元、從友利金融持股會

長李八成處收受5億韓元賄賂，使用

DAS子公司法人卡消費4億韓元等。

馬來西亞否認尋獲馬航MH370客機殘骸：

勿信假消息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廖中萊否認馬航

MH370客機的殘骸已在印度洋西南部毛裏求斯尋獲。

他在國會受詢時，否認已經找到MH370客

機殘骸。他說：“馬來西亞民航機構（CAAM）已

經否認這項消息，民眾不要相信這個假消息，

並且應該通過官方的手機應用或網站，查詢相

關搜索報告和最新消息。”

他指出，馬來西亞與澳洲運輸安全局（ATSB

）的搜索專家已經確認殘骸的搜索地點是位於澳大

利亞附近和海域，而非毛裏求斯或非洲。“我們的

搜索工作仍在繼續進行，且進展順利，我們希望在

已經鎖定的25萬公裏水域內找到飛機殘骸。”

據悉，澳大利亞的業余空難調查專家邁克

馬洪近日聲稱，MH370殘骸位於毛裏求斯的龍

德島（Round Island）以南16公裏的海底，這是

搜索人員未曾搜索過的地點。

他聲稱是用Google Earth發現MH370客機

殘骸位置。他還展示圖片，指水底隱然出現機

身及前端的輪廓。他表示已將資料交給澳運輸

安全局，對方也表示不能完全排除那是飛機。

馬航MH370的波音777客機於2014年3月8

日載239名乘客及機組人員，原定從吉隆坡前

往北京，卻在起飛約40分鐘後與塔臺失聯。

MH370失蹤近17個月後，印度洋法屬留尼旺

島（La Reunion）海灘出現疑似客機機翼殘骸及

壹件破爛行李，美國調查員及馬來西亞官員都

“幾乎肯定”屬於MH370所屬的波音777客機機

款。馬來西亞和澳官員2016年證實，在毛裏求斯

東北部海岸尋獲的機翼殘骸，屬於MH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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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小肥20日
到新城宣傳下月舉行的音樂
會，他透露音樂會上會演繹大
量別人的情歌，包括之前改編
自彭羚的《給我愛過的男孩
們》。演唱會主題叫《談情一
世》，對於自己的“談情一
世”，小肥稱早已出現，而且
很穩定，問他會否再進一步結
婚？他即笑言要等多年好友江
若琳結婚先，又爆對方叫他做

姊妹，兼要着姊妹裙，小肥鬼
馬說：“我怕到時胸圍會搶眼
過她，所以怎麼樣都要穿
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中央電視台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20日在會展舉行

節目推介會，《國家寶藏》製片人、總導演于蕾，擔任“國寶守護人”的梁家輝、王嘉，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等均

有出席支持。家輝透露這是非一般綜藝節

目，以輕鬆手法把博大精深的

歷史文化推廣出去，他

能當上“國寶守

護人”感到

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劉嘉玲、梁家輝、吳磊、明道聯同
監製楊真鑒、導演張鵬20日出席電
影《阿修羅》預告片發佈會，各演
員大談劇中角色人物，家輝、嘉玲
和吳磊扮演“三位一體”阿修羅，
為配合特技效果。從影多時的嘉玲
首嘗沒有戲服，家輝大爆對方在片
中“露點”，原來是要穿有很多點
的特技衣，家輝更自爆要移動嘉玲
身體，引來全場嘩然！

嘉玲、家輝、吳磊扮演“三位一
體”的阿修羅，嘉玲自言：“從影以
來未試過無戲服。”家輝笑謂：“光
着身子，因預算已放在特技上，但會
露很多點。”嘉玲解釋：“滿身都露
點，因穿了追蹤點的特技衣，除了家
輝有戲服，其他都沒有戲服，我們又
要按照家輝的動作配合演出，要跟他
做相反方向，對我來說有很大挑戰，
幸而家輝一直在場，他會依照自己做
過的動作移動我身體協助演出。”司
儀陳芷菁笑指家輝摸勻嘉玲全身，家
輝即糾正說：“移動和摸勻是兩回
事，不要想太多。”家輝又大搞冷笑
話說：“我是阿修羅王，戲中有六
界，我是其中一界之王，要做天王，
可惜香港已經有四大天王，所以我
要做天王之王，也是這電影想帶出
的訊息。”全場大笑，最後他和嘉
玲、吳磊即場示範“合體”。
嘉玲受訪時透露：“身上的特技

衫很貼身，無需穿戲服感覺挺舒服，
但就要戴上一個幾磅重的頭盔，相比
徐克的《武則天》今次已經好簡單，
況且是荷里活特技度身訂做，每拍完
一個鏡頭便除下頭盔，並沒有頭
痛。”說到家輝移動她身體，嘉玲笑
說：“這是個很特別經驗，要配合家
輝做出反方向動作，對我而言有難
度，會憑幻想，（你拍的作品都很有
難度？）這樣先好，無難度便不會進
步。”

笑偉仔夠清閒夠舒服
剛放完假的嘉玲，已開始全身投

入工作，雖然去了滑雪十天，嘉玲覺
得未夠喉，但工作和放假要取得平
衡，笑言：“沒有梁生（梁朝偉）那
麼舒服，那麼清閒，他仍放假中，我
們的性格不同，目前要為7月演出舞
台劇做好準備。”

小肥指終身伴侶已出現

演阿修羅王與嘉玲吳磊“三位一體”

梁家輝搞冷笑話片中梁家輝搞冷笑話片中““露很多點露很多點””

大會先安排于蕾上台進行節目介紹
並講解節目模式，之後家輝上台

分享感受，家輝成為27位“國寶守護
人”之一，與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中
華第一古物”石鼓結緣，在節目中通過
扮演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演繹
司馬池、司馬光父子捨命保護石鼓以正
史觀的故事，家輝看到大會播出片段，
直言聽到自己講的普通話發音禁不住毛
髮直豎，因聽不懂自己所講的普通話，
不過司儀陳芷菁就讚家輝的普通話好
聽，家輝謙稱：“全賴拍電影累積而來
經驗。”

家輝於上世紀80年代在內地拍攝
電影，“逗留一年裡，經常遊走故宮，
但當時沒見過石鼓也沒對外展覽，今次
我要守護的國寶正是石鼓，石鼓共有十
個，上面刻有詩詞歌賦記載住當代幾千
年歷史，也是第一代漢字，通過這節目
從而對中國文化會更嚮往追求。”

嘉賓主持身份介紹國寶
當司儀問他有何得着時，家輝搞

笑說：“今日身份是推銷員，為免大家
聽到一頭霧水，我會以廣東話介紹。”
他指：“這個是最多年輕觀眾節目，是

非一般綜藝節目，以輕鬆手法把博大精
深的歷史文化推廣出去，加上從影30
多年，未試過有8億人次播放，17億點
評，能夠參與是我的榮幸。”有提議下
次可以用香港的文物國寶作題材拍攝
時，家輝笑言：“我便是流落在香港的
國寶。（有收藏古董嗎？）買了自己這
個古董，哈哈。”
家輝以嘉賓主持身份現身節目，

他透露會把每件國寶歷史文化以故事形
式介紹，今次節目是一道打開國家文化
的大門，往後有更多國寶題材值得拍
攝，希望會延續下去。

以輕鬆手法把國寶歷史故事傳揚以輕鬆手法把國寶歷史故事傳揚

梁家輝當當““國寶守護人國寶守護人””

感榮幸感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李幸倪（Gin Lee）將
於6月23日舉行首個紅館秀
《First Of All Love 2018演唱
會》，20日記者會上Gin Lee

以大露背現身，在台上先行熱
身跳足5分鐘。問到個唱上會
否性感上陣，她鬼馬說：“大
家都知我喜歡挑戰新事物，我
從沒試過晒腹肌，也沒晒什麼
線，總之到時會給大家驚
喜。”問到她會秀事業線還是
馬甲線？她表示最重要是安
全，不會設下底線，只要不走
光便行，現在心情既興奮又緊
張，每日已開始排舞鍛煉，最
少練5小時。她也嫌一場太
少，希望大家支持便可以加
場，屆時大馬的家人和朋友都
會組團來捧場，她說都有一百
幾十人，不知有否酒店和機票
可以贊助。至於嘉賓人選，她
透露有心目中的天王天后人
選，也想請周杰倫做嘉賓。

李幸倪預告
開秀性感不設底線

■■小肥小肥

■■家輝家輝、、嘉玲和吳磊即場示範嘉玲和吳磊即場示範““合體合體”。”。

■■電影電影《《阿修羅阿修羅》》預告片發佈會預告片發佈會2020日舉行日舉行。。

■■《《國家寶藏國家寶藏》》2020日在會展舉行節目推介會日在會展舉行節目推介會，，總總
導演于蕾導演于蕾（（右二右二）、）、擔任擔任““國寶守護人國寶守護人””的梁家輝的梁家輝
((中中))及王嘉及王嘉（（右三右三）、）、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
（（左二左二））等人出席等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梁家輝梁家輝、、王嘉與梁愛詩等人合影王嘉與梁愛詩等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家輝以嘉賓主
持身份現身節
目。

■右起：家輝、嘉玲和吳磊扮
演“三位一體”阿修羅。

■■李幸倪李幸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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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有些影響

影響非常大
2525%% 2424%%

77%%

會持續上升，
平均升幅9.8%

沒有太大變化

會下跌，
平均跌幅13.9%

6969%%

受訪者預測未來半年樓價走勢受訪者預測未來半年樓價走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上周五宣佈退休的“超人”李嘉誠勸有“無樓就唔結
婚”的女友的男生，可趁年輕“搵過第二個”的言

論，引起全城熱議，道出了現時港人對買樓過度重視的現
象。20日一項置業調查亦反映確實近年不少港人將“上
車”視為人生成功的指標，有愈來愈多青年未離開校園已
籌備“上車”大計，“上車”彷彿成為了香港人勞碌一生
的成就解鎖。而高昂的樓價除了成為置業障礙，同時還影
響了港人的結婚大計。

“冇樓唔結婚”大有人在
國際物業網站REA集團委託市場調查公司尼爾森

﹙Nielsen﹚進行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有55%的未婚受訪者
認為樓價高企對結婚計劃有所影響，例如押後結婚計劃直至
能夠負擔住宅，當中有25%未婚受訪者認為影響非常大，
30%的受訪者認為有些影響，而認為樓價高企對結婚計劃有
所影響的受訪者中有62%為35歲或以下的未婚人士。
認為樓價高企對結婚計劃有所影響的未婚受訪者中，

57%受訪者考慮以租樓代替在港買樓；34%受訪者直指離
開香港移民海外為另一選擇；28%受訪者考慮與父母或伴
侶的父母同住代替在港置業；8%受訪者則考慮與其他家
庭共用單位代替在港置業。另外，於未婚的受訪者當中，
有意或將會置業的，近五成﹙48%﹚人考慮買“納米樓”
﹙即實用面積少於200方呎的單位﹚，其中30%將用作自
住，25%作為投資用途。

對此，REA集團首席經濟師Nerida Conisbee表示，
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皆希望在結婚的時候，能與另一半擁有

一個屬於自己的安樂窩。擁有物業與否，更於近年成為了
適婚對象的指標，所以不難理解受訪者認為樓價對結婚計
劃有所影響。

69%人估樓價半年再升一成
是次調查於今年1月29日至2月10日以網上問卷形式

進行，成功訪問了1,003名市民。調查結果還顯示，95%
受訪者認為現時香港樓價太高，同時近七成﹙69%﹚認為
樓價將於未來6個月持續上升，預期平均上升接近一成
﹙9.8%﹚；只有兩成受訪者計劃於未來12個月內在港置
業，當中置業預算的中位數更超過654萬港元。在四成未
有物業的受訪者中，近三成﹙27%﹚深信於有生之年沒有
足夠能力在港購買住宅物業，亦有16%的受訪者不打算於
香港置業。

加息更加不會在港買樓
對於美國今年可能持續加息，調查結果顯示，在預計其

他市場有機會跟隨美國加息情況下，35%受訪者表示將減少
購買香港物業的機會。當中18%受訪者表示購買香港物業的
機會較小；而17%受訪者則表示購買香港物業的機會更小。

Nerida Conisbee表示，REA認為今年香港樓價再升
10%的機會不大，因家庭負債比率超出理想水平60%，去
年第2季錄得68.5，令香港銀行系統風險提升，從而限制
按揭成數。另外，內地資金管制將產生影響，內地投資者
現不能將資金撤出，儘管他們不會大力退出市場，但仍會
產生衝擊。

高樓價禍延 逾半人遲婚
調查：三成市民料今生置業無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
樓價高，港人被迫轉買“納米樓”，若不
想揀“納米樓”而又可以滿足投資需求
的，唯有轉向買外地物業。REA集團首席
經濟師Nerida Conisbee指出，近年不少港
人認為外地投資回報率較香港高，而且入
場門檻較本地物業低，所以慢慢形成了投
資外地物業的風潮。調查顯示，14%受訪
者有意未來12個月於外地置業，內地、日
本及泰國均為熱門地方。

Nerida Conisbee表示，外地樓價與當
地人口增長息息相關，泰國及澳洲樓市近
年回報率不俗，日本亦較平穩，但港人傾
向選教育水平高的地區如美國、英國及澳
洲等。她又提醒，港人於購買外地物業時
需留意政治及匯率風險。

58%人認為外地樓更值得投資
據REA今次的問卷調查顯示，有14%

受訪者未來12個月考慮於外地置業，其中
內地、日本、泰國均為熱門地方。當中
58%的受訪者認為外地物業更具投資價
值，而38%的受訪者認為香港高樓價促使

他們考慮外地置業。而考慮於外地置業的
受訪者偏向選擇內地（42%）、日本
（26%）及泰國（19%）作為下一個置業
的目的地。另外，隨着美國及歐洲等多國
經濟好轉，30%受訪者因此增加投資外地
物業的興趣，當中6%受訪者是“很大程
度上增加興趣”； 25%受訪者是“某程度
上增加興趣”。

平均預算392萬 80%擬買公寓
而有意在外地置業的受訪者平均置業

預算為392萬港元。計劃在未來12個月於
外地置業的受訪者選擇的住宅類型包括：
公寓/單位（80%）、獨立式房屋（28%）
及半獨立式房屋（23%）。持有外地物業
的受訪者當中，60%受訪者在內地持有物
業，其中城市包括：深圳（25%）、廣州
（21%）、東莞（16%）、中山（8%）及
佛山（7%）。除內地外，9%持有外地物
業的受訪者表示在加拿大持有物業；表示
在澳洲、台灣及英國持有物業的受訪者各
佔6%；另分別有4%受訪者及2%受訪者
在日本與泰國持有物業。

遠走他鄉 內地日泰買樓最熱

■據REA調查顯示，有95%人覺得樓價過高，48%人考慮買納米樓，38%人想購買外地物業。

高樓價影響結婚計劃高樓價影響結婚計劃

香港樓價屢創新高，要實現上車夢愈來愈難，不少人更因為買不起樓而推遲結婚及影響生

育大計。20日公佈的一項置業調查顯示，95%受訪市民認為樓價太貴，有近30%人深信有生

之年都無能力在香港置業，16%人表示不打算在港置業。在未婚的受訪

者中，55%人認為高樓價影響了結婚計劃，須押後婚期直至能夠買到

樓，34%人想移民。

合共合共5555%%受訪者認為受訪者認為

高樓價影響結婚計劃高樓價影響結婚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科技
發達為人類帶來便利，拉近眾人距離，但
部分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未能照顧視障與
殘障等特別需要人士。有視障者表示，他
們多依靠手機的屏幕閱讀、搜索資料及聆
聽新聞，但“手機介面愈花巧愈多圖，我
們都感受不到，反而列表介面更方便我
們”。

花巧設計無助“屏幕閱讀”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舉辦的

“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20日舉行啟動
禮，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期望，計劃
能鼓勵更多企業及機構採用無障礙設計的
網站及應用程式，實現全城數碼共融的願

景。視障者崔宇恆表示，他們是依靠手機
的語音系統去處理生活大小事，如使用電
子銀行及讀新聞等，但有很多應用程式或
網頁未能方便他們。他說：“如要去一個
不熟悉的地方，很難用網上地圖尋找，要
靠朋友帶路，開發商在地圖運用上仍有改
善空間以方便視障者出行。”
他續說，視障人士須靠“屏幕閱讀”

來執行指令或吸收資訊，過於花巧的網頁
設計對他們幫助不大，“或者可以講解一
下圖片的情景，我們會明白一點”，又認
為生活資訊已離不開網絡，期望有關機構
做多一步，讓他們生活更方便。
他期望更多企業及機構多採用無障礙

設計網頁及應用程式，推動數碼共融。

由2013年起，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與平機會攜手合辦了4屆“無障礙網
頁嘉許計劃”，旨在表揚企業及機構在其
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採用無障礙設計。
“計劃”於去年停辦，今年由香港互

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接手主辦，並由政
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擔任協辦機構及平
等機會委員會擔任獨立顧問。
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主席陳細明

指出，“計劃”設有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
兩大組別，分設金、銀獎及3年卓越表現
獎，今年新增“設計家組別”，包括“優
異設計家”及“認可設計家”獎，嘉許開
發機構及認可設計師，推動香港有更多無
障礙及共融的網絡空間。

推簡潔無障網頁 助視障數碼共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禁

毒常務委員會於20日舉行的季度會
議上，檢視了去年香港的吸毒情
況。
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

（檔案室）的最新統計數字，去年被呈
報的整體吸毒人數按年減少18%至
6,725人；首次被呈報的吸毒人數亦
按年減少24%至1,535人，當中約半
數為21歲至35歲的年輕成年人。雖
然數字下降，但年輕成年人吸毒、吸
食危害精神毒品普遍及隱蔽吸毒的問
題，仍值得關注。

檔案室的最新統計數字亦顯
示，去年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的
“毒齡”中位數為4.3年，2016年
的中位數為4.6年。去年被呈報的吸
食危害精神毒品人數及吸食麻醉鎮
痛劑人數分別按年跌25%及9%。在
首次被呈報的個案中，吸食危害精
神毒品的人數（1,343人）遠超吸食
麻醉鎮痛劑的人數(201人)，反映吸
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情況持續。在被
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中，海洛英仍
然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但亦按年
減少9%至3,699人。

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
毒”）繼續是最常被吸食的危害精
神毒品，被呈報的吸食人數由2,489
人下降至1,727人，其他大部分主要
危害精神毒品的吸食人數均錄得跌
幅，包括三唑侖／咪達唑侖／佐匹
克隆（俗稱“白瓜子”／“藍精靈”）、
氯胺酮（俗稱“Ｋ仔”）、大麻、咳
藥、“搖頭丸”及硝甲西泮。
被呈報吸食可卡因的人數則錄

得升幅（由801人升至839人）。而
被呈報21歲以下青少年吸食可卡因
和大麻的人數亦有所上升（可卡因
由183人上升至227人，大麻由95
人上升至124人）。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表
示，去年吸食“冰毒”的情況仍然普
遍，4.3年的“毒齡”中位數亦顯示
隱蔽吸毒問題仍需關注，委員會會繼
續加強教育和宣傳，以提高市民對相
關毒品禍害的認識。
禁毒專員陳詠雯表示，會繼續

按五管齊下的策略打擊毒禍，並呼籲
年輕人在享受復活節假期時要提高警
覺，切勿因為好奇或朋輩影響而嘗試
毒品。

呈報吸毒者減 年輕化需關注

■崔宇恆期
望更多企業
及機構多採
用無障礙設
計網頁。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
攝■■““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2020日舉行啟動禮日舉行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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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小肥20日
到新城宣傳下月舉行的音樂
會，他透露音樂會上會演繹大
量別人的情歌，包括之前改編
自彭羚的《給我愛過的男孩
們》。演唱會主題叫《談情一
世》，對於自己的“談情一
世”，小肥稱早已出現，而且
很穩定，問他會否再進一步結
婚？他即笑言要等多年好友江
若琳結婚先，又爆對方叫他做

姊妹，兼要着姊妹裙，小肥鬼
馬說：“我怕到時胸圍會搶眼
過她，所以怎麼樣都要穿
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中央電視台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20日在會展舉行

節目推介會，《國家寶藏》製片人、總導演于蕾，擔任“國寶守護人”的梁家輝、王嘉，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等均

有出席支持。家輝透露這是非一般綜藝節

目，以輕鬆手法把博大精深的

歷史文化推廣出去，他

能當上“國寶守

護人”感到

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劉嘉玲、梁家輝、吳磊、明道聯同
監製楊真鑒、導演張鵬20日出席電
影《阿修羅》預告片發佈會，各演
員大談劇中角色人物，家輝、嘉玲
和吳磊扮演“三位一體”阿修羅，
為配合特技效果。從影多時的嘉玲
首嘗沒有戲服，家輝大爆對方在片
中“露點”，原來是要穿有很多點
的特技衣，家輝更自爆要移動嘉玲
身體，引來全場嘩然！

嘉玲、家輝、吳磊扮演“三位一
體”的阿修羅，嘉玲自言：“從影以
來未試過無戲服。”家輝笑謂：“光
着身子，因預算已放在特技上，但會
露很多點。”嘉玲解釋：“滿身都露
點，因穿了追蹤點的特技衣，除了家
輝有戲服，其他都沒有戲服，我們又
要按照家輝的動作配合演出，要跟他
做相反方向，對我來說有很大挑戰，
幸而家輝一直在場，他會依照自己做
過的動作移動我身體協助演出。”司
儀陳芷菁笑指家輝摸勻嘉玲全身，家
輝即糾正說：“移動和摸勻是兩回
事，不要想太多。”家輝又大搞冷笑
話說：“我是阿修羅王，戲中有六
界，我是其中一界之王，要做天王，
可惜香港已經有四大天王，所以我
要做天王之王，也是這電影想帶出
的訊息。”全場大笑，最後他和嘉
玲、吳磊即場示範“合體”。
嘉玲受訪時透露：“身上的特技

衫很貼身，無需穿戲服感覺挺舒服，
但就要戴上一個幾磅重的頭盔，相比
徐克的《武則天》今次已經好簡單，
況且是荷里活特技度身訂做，每拍完
一個鏡頭便除下頭盔，並沒有頭
痛。”說到家輝移動她身體，嘉玲笑
說：“這是個很特別經驗，要配合家
輝做出反方向動作，對我而言有難
度，會憑幻想，（你拍的作品都很有
難度？）這樣先好，無難度便不會進
步。”

笑偉仔夠清閒夠舒服
剛放完假的嘉玲，已開始全身投

入工作，雖然去了滑雪十天，嘉玲覺
得未夠喉，但工作和放假要取得平
衡，笑言：“沒有梁生（梁朝偉）那
麼舒服，那麼清閒，他仍放假中，我
們的性格不同，目前要為7月演出舞
台劇做好準備。”

小肥指終身伴侶已出現

演阿修羅王與嘉玲吳磊“三位一體”

梁家輝搞冷笑話片中梁家輝搞冷笑話片中““露很多點露很多點””

大會先安排于蕾上台進行節目介紹
並講解節目模式，之後家輝上台

分享感受，家輝成為27位“國寶守護
人”之一，與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中
華第一古物”石鼓結緣，在節目中通過
扮演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演繹
司馬池、司馬光父子捨命保護石鼓以正
史觀的故事，家輝看到大會播出片段，
直言聽到自己講的普通話發音禁不住毛
髮直豎，因聽不懂自己所講的普通話，
不過司儀陳芷菁就讚家輝的普通話好
聽，家輝謙稱：“全賴拍電影累積而來
經驗。”

家輝於上世紀80年代在內地拍攝
電影，“逗留一年裡，經常遊走故宮，
但當時沒見過石鼓也沒對外展覽，今次
我要守護的國寶正是石鼓，石鼓共有十
個，上面刻有詩詞歌賦記載住當代幾千
年歷史，也是第一代漢字，通過這節目
從而對中國文化會更嚮往追求。”

嘉賓主持身份介紹國寶
當司儀問他有何得着時，家輝搞

笑說：“今日身份是推銷員，為免大家
聽到一頭霧水，我會以廣東話介紹。”
他指：“這個是最多年輕觀眾節目，是

非一般綜藝節目，以輕鬆手法把博大精
深的歷史文化推廣出去，加上從影30
多年，未試過有8億人次播放，17億點
評，能夠參與是我的榮幸。”有提議下
次可以用香港的文物國寶作題材拍攝
時，家輝笑言：“我便是流落在香港的
國寶。（有收藏古董嗎？）買了自己這
個古董，哈哈。”
家輝以嘉賓主持身份現身節目，

他透露會把每件國寶歷史文化以故事形
式介紹，今次節目是一道打開國家文化
的大門，往後有更多國寶題材值得拍
攝，希望會延續下去。

以輕鬆手法把國寶歷史故事傳揚以輕鬆手法把國寶歷史故事傳揚

梁家輝當當““國寶守護人國寶守護人””

感榮幸感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李幸倪（Gin Lee）將
於6月23日舉行首個紅館秀
《First Of All Love 2018演唱
會》，20日記者會上Gin Lee

以大露背現身，在台上先行熱
身跳足5分鐘。問到個唱上會
否性感上陣，她鬼馬說：“大
家都知我喜歡挑戰新事物，我
從沒試過晒腹肌，也沒晒什麼
線，總之到時會給大家驚
喜。”問到她會秀事業線還是
馬甲線？她表示最重要是安
全，不會設下底線，只要不走
光便行，現在心情既興奮又緊
張，每日已開始排舞鍛煉，最
少練5小時。她也嫌一場太
少，希望大家支持便可以加
場，屆時大馬的家人和朋友都
會組團來捧場，她說都有一百
幾十人，不知有否酒店和機票
可以贊助。至於嘉賓人選，她
透露有心目中的天王天后人
選，也想請周杰倫做嘉賓。

李幸倪預告
開秀性感不設底線

■■小肥小肥

■■家輝家輝、、嘉玲和吳磊即場示範嘉玲和吳磊即場示範““合體合體”。”。

■■電影電影《《阿修羅阿修羅》》預告片發佈會預告片發佈會2020日舉行日舉行。。

■■《《國家寶藏國家寶藏》》2020日在會展舉行節目推介會日在會展舉行節目推介會，，總總
導演于蕾導演于蕾（（右二右二）、）、擔任擔任““國寶守護人國寶守護人””的梁家輝的梁家輝
((中中))及王嘉及王嘉（（右三右三）、）、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
（（左二左二））等人出席等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梁家輝梁家輝、、王嘉與梁愛詩等人合影王嘉與梁愛詩等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家輝以嘉賓主
持身份現身節
目。

■右起：家輝、嘉玲和吳磊扮
演“三位一體”阿修羅。

■■李幸倪李幸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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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把人民放最高位置
闡釋執政理念 84次提“人民”

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在長期奮
鬥中培育、繼承、發展起來的

偉大民族精神，為中國發展和人類
文明進步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中
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人
民，只要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發揚
這種偉大創造精神，我們就一定能
夠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中
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奮鬥精神的人
民，只要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發揚
這種偉大奮鬥精神，我們就一定能
夠達到創造人民更加美好生活的宏
偉目標。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團結
精神的人民，只要13億多中國人民
始終發揚這種偉大團結精神，我們
就一定能夠形成勇往直前、無堅不
摧的強大力量。中國人民是具有偉
大夢想精神的人民，只要13億多中
國人民始終發揚這種偉大夢想精
神，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有這樣偉大的人民，有
這樣偉大的民族，有這樣的偉大民
族精神，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堅
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
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
氣，也是我們風雨無阻、高歌行進
的根本力量。
習近平指出，我國是工人階級

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
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
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們必須始終堅
持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虛心向人民學習，傾聽人民呼聲，
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擁護不擁

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
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
根本標準，着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
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全體
中國人民和中華兒女在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共享幸福
和榮光。

人民有信心國家才有未來
習近平強調，人民有信心，國

家才有未來，國家才有力量。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勤勞
勇敢的中國人民更加自信自尊自
強。中國這個古老而又現代的東方
大國朝氣蓬勃、氣象萬千，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
化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奇跡正在
中華大地上不斷湧現。我們對未來
充滿信心。我們要適應我國發展新

的歷史方位，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
盾的變化，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偉大旗幟，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
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為指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
大事業、偉大夢想，統籌推進“五
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
個全面”戰略佈局，奮力開創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中共永做人民民族主心骨
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
徵，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最高政治領
導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根本保證。全國各黨派、各團
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要
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增強“四
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萬
眾一心向前進。中國共產黨要擔負
起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歷
史責任，必須勇於進行自我革命，
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深入推
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決掃除一切消
極腐敗現象，始終與人民心心相
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
奮鬥，永遠保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本色，永遠走在時代前列，永遠做
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我
們要乘着新時代的浩蕩東風，加滿
油，把穩舵，鼓足勁，讓承載着13
億多中國人民偉大夢想的中華巨輪
繼續劈波斬浪、揚帆遠航，勝利駛
向充滿希望的明天。

習近平論中國人民習近平論中國人民
中國人民是具有偉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大創創造造精神的人民精神的人民

中國人民是具有偉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大奮奮鬥鬥精神的人民精神的人民

中國人民是具有偉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大團團結結精神的人民精神的人民

中國人民是具有偉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大夢夢想想精神的人民精神的人民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新華網新華網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2020日在日在

北京閉幕北京閉幕。。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

話話，，以大篇幅論述以大篇幅論述““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並強調並強調，“，“必必

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 在這篇不到在這篇不到55,,000000字的講話中字的講話中，，習近習近

平平8484次提及次提及““人民人民”，”，闡釋闡釋““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的執政理念。。他強調他強調，，一切國家一切國家

機關工作人員機關工作人員，，無論身居多高的職位無論身居多高的職位，，都必須牢記我們的共和國是中華人民共和都必須牢記我們的共和國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始終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終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為人民始終為人民

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習近平的講話贏得全場多次熱烈的掌聲習近平的講話贏得全場多次熱烈的掌聲。。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馬
靜 兩會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20 日閉
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
要講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
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接受香港文匯
報採訪時表示，習近平講話突出
“以人民為中心”，強調要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這就是
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在權力運行中要有崇高的
政治道德。

竹立家表示，習近平講話一再
強調“人民”，釋放出三個重要意
義：其一，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的核心；其二，以人民為中心是
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要建立公平
合理的制度讓人民更幸福更滿足；
其三，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
的執政基礎。“從思想、制度、基
礎來看，以人民為中心是未來推進
中國改革開放，全面深化改革，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的重要
抓手、槓桿和推動力。”

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一切國
家機關工作人員始終要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怎樣落實此要
求？竹立家指出，各級領導幹部
和工作人員首先要有崇高的政治
道德，在權力運行過程中要有公
正精神、責任精神、忠誠精神、
廉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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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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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才瑛綜合報道）
一些國家領導人陸續致電致函習近平，熱烈
祝賀習近平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據央
視新聞聯播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應約
同印度總理莫迪通電話。

莫迪首先再次熱烈祝賀習近平當選連任
中國國家主席，他在19日已經以其他方式向
習近平表示了祝賀。莫迪表示，您的當選連
任再次證明全體中國人民對您的擁戴。印方
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深化雙邊關係，加
強在國際事務中協調合作，推動印中更加緊
密的發展夥伴關係取得更大進展，推動世界
和地區和平與發展。
此外，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

主席勞爾．卡斯特羅表示，我謹代表古巴人
民、古巴共產黨和古巴政府，向您表示最熱
烈的祝賀。古方願在兩國親密友誼和政治互
信的基礎上，持續加強古中關係。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表示，您的當選充
分說明中國和中國人民對您領導能力及宏偉
願景的堅定信心。
捷克總統澤曼表示，相信在您的領導

下，中國的未來將更加輝煌。

多國致電致函
賀習近平當選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強調““必須始終堅必須始終堅
持人民立場持人民立場”，“”，“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 中新社中新社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2020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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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小肥20日
到新城宣傳下月舉行的音樂
會，他透露音樂會上會演繹大
量別人的情歌，包括之前改編
自彭羚的《給我愛過的男孩
們》。演唱會主題叫《談情一
世》，對於自己的“談情一
世”，小肥稱早已出現，而且
很穩定，問他會否再進一步結
婚？他即笑言要等多年好友江
若琳結婚先，又爆對方叫他做

姊妹，兼要着姊妹裙，小肥鬼
馬說：“我怕到時胸圍會搶眼
過她，所以怎麼樣都要穿
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中央電視台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20日在會展舉行

節目推介會，《國家寶藏》製片人、總導演于蕾，擔任“國寶守護人”的梁家輝、王嘉，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等均

有出席支持。家輝透露這是非一般綜藝節

目，以輕鬆手法把博大精深的

歷史文化推廣出去，他

能當上“國寶守

護人”感到

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劉嘉玲、梁家輝、吳磊、明道聯同
監製楊真鑒、導演張鵬20日出席電
影《阿修羅》預告片發佈會，各演
員大談劇中角色人物，家輝、嘉玲
和吳磊扮演“三位一體”阿修羅，
為配合特技效果。從影多時的嘉玲
首嘗沒有戲服，家輝大爆對方在片
中“露點”，原來是要穿有很多點
的特技衣，家輝更自爆要移動嘉玲
身體，引來全場嘩然！

嘉玲、家輝、吳磊扮演“三位一
體”的阿修羅，嘉玲自言：“從影以
來未試過無戲服。”家輝笑謂：“光
着身子，因預算已放在特技上，但會
露很多點。”嘉玲解釋：“滿身都露
點，因穿了追蹤點的特技衣，除了家
輝有戲服，其他都沒有戲服，我們又
要按照家輝的動作配合演出，要跟他
做相反方向，對我來說有很大挑戰，
幸而家輝一直在場，他會依照自己做
過的動作移動我身體協助演出。”司
儀陳芷菁笑指家輝摸勻嘉玲全身，家
輝即糾正說：“移動和摸勻是兩回
事，不要想太多。”家輝又大搞冷笑
話說：“我是阿修羅王，戲中有六
界，我是其中一界之王，要做天王，
可惜香港已經有四大天王，所以我
要做天王之王，也是這電影想帶出
的訊息。”全場大笑，最後他和嘉
玲、吳磊即場示範“合體”。
嘉玲受訪時透露：“身上的特技

衫很貼身，無需穿戲服感覺挺舒服，
但就要戴上一個幾磅重的頭盔，相比
徐克的《武則天》今次已經好簡單，
況且是荷里活特技度身訂做，每拍完
一個鏡頭便除下頭盔，並沒有頭
痛。”說到家輝移動她身體，嘉玲笑
說：“這是個很特別經驗，要配合家
輝做出反方向動作，對我而言有難
度，會憑幻想，（你拍的作品都很有
難度？）這樣先好，無難度便不會進
步。”

笑偉仔夠清閒夠舒服
剛放完假的嘉玲，已開始全身投

入工作，雖然去了滑雪十天，嘉玲覺
得未夠喉，但工作和放假要取得平
衡，笑言：“沒有梁生（梁朝偉）那
麼舒服，那麼清閒，他仍放假中，我
們的性格不同，目前要為7月演出舞
台劇做好準備。”

小肥指終身伴侶已出現

演阿修羅王與嘉玲吳磊“三位一體”

梁家輝搞冷笑話片中梁家輝搞冷笑話片中““露很多點露很多點””

大會先安排于蕾上台進行節目介紹
並講解節目模式，之後家輝上台

分享感受，家輝成為27位“國寶守護
人”之一，與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中
華第一古物”石鼓結緣，在節目中通過
扮演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演繹
司馬池、司馬光父子捨命保護石鼓以正
史觀的故事，家輝看到大會播出片段，
直言聽到自己講的普通話發音禁不住毛
髮直豎，因聽不懂自己所講的普通話，
不過司儀陳芷菁就讚家輝的普通話好
聽，家輝謙稱：“全賴拍電影累積而來
經驗。”

家輝於上世紀80年代在內地拍攝
電影，“逗留一年裡，經常遊走故宮，
但當時沒見過石鼓也沒對外展覽，今次
我要守護的國寶正是石鼓，石鼓共有十
個，上面刻有詩詞歌賦記載住當代幾千
年歷史，也是第一代漢字，通過這節目
從而對中國文化會更嚮往追求。”

嘉賓主持身份介紹國寶
當司儀問他有何得着時，家輝搞

笑說：“今日身份是推銷員，為免大家
聽到一頭霧水，我會以廣東話介紹。”
他指：“這個是最多年輕觀眾節目，是

非一般綜藝節目，以輕鬆手法把博大精
深的歷史文化推廣出去，加上從影30
多年，未試過有8億人次播放，17億點
評，能夠參與是我的榮幸。”有提議下
次可以用香港的文物國寶作題材拍攝
時，家輝笑言：“我便是流落在香港的
國寶。（有收藏古董嗎？）買了自己這
個古董，哈哈。”
家輝以嘉賓主持身份現身節目，

他透露會把每件國寶歷史文化以故事形
式介紹，今次節目是一道打開國家文化
的大門，往後有更多國寶題材值得拍
攝，希望會延續下去。

以輕鬆手法把國寶歷史故事傳揚以輕鬆手法把國寶歷史故事傳揚

梁家輝當當““國寶守護人國寶守護人””

感榮幸感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李幸倪（Gin Lee）將
於6月23日舉行首個紅館秀
《First Of All Love 2018演唱
會》，20日記者會上Gin Lee

以大露背現身，在台上先行熱
身跳足5分鐘。問到個唱上會
否性感上陣，她鬼馬說：“大
家都知我喜歡挑戰新事物，我
從沒試過晒腹肌，也沒晒什麼
線，總之到時會給大家驚
喜。”問到她會秀事業線還是
馬甲線？她表示最重要是安
全，不會設下底線，只要不走
光便行，現在心情既興奮又緊
張，每日已開始排舞鍛煉，最
少練5小時。她也嫌一場太
少，希望大家支持便可以加
場，屆時大馬的家人和朋友都
會組團來捧場，她說都有一百
幾十人，不知有否酒店和機票
可以贊助。至於嘉賓人選，她
透露有心目中的天王天后人
選，也想請周杰倫做嘉賓。

李幸倪預告
開秀性感不設底線

■■小肥小肥

■■家輝家輝、、嘉玲和吳磊即場示範嘉玲和吳磊即場示範““合體合體”。”。

■■電影電影《《阿修羅阿修羅》》預告片發佈會預告片發佈會2020日舉行日舉行。。

■■《《國家寶藏國家寶藏》》2020日在會展舉行節目推介會日在會展舉行節目推介會，，總總
導演于蕾導演于蕾（（右二右二）、）、擔任擔任““國寶守護人國寶守護人””的梁家輝的梁家輝
((中中))及王嘉及王嘉（（右三右三）、）、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
（（左二左二））等人出席等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梁家輝梁家輝、、王嘉與梁愛詩等人合影王嘉與梁愛詩等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家輝以嘉賓主
持身份現身節
目。

■右起：家輝、嘉玲和吳磊扮
演“三位一體”阿修羅。

■■李幸倪李幸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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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路透社及中通社報道，包括沃

爾瑪（Wal-Mart Stores）、塔吉特（Target）、梅西百貨（Ma-

cy′s）、百思買（Best Buy）在內的25家美國大型零售商於華

盛頓當地時間19日聯合致信美國總統特朗普，呼籲美國政府不要

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以免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

總設計師楊偉：殲20將系列化發展

美25零售商反對向華徵關稅
聯合致函特朗普 籲勿損消費者利益

這些美國零售商在信中說，利用
“301調查”對中國產品加徵關

稅將導致服裝、鞋子、電子設備等日
用商品價格上漲，這將損害美國消費
者尤其是勞工階層利益，也將擴大美
國貧富差距。

若徵華關稅 白費減稅努力
據報道，特朗普政府正考慮對一

系列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並
最快可能於周五公佈具體方案，預估
涉及從中國進口商品課徵600億美元
關稅，目標鎖定科技、通訊和知識產
權。
不過，消息人士說，範圍可能比

上述所及大得多，服飾和鞋子這類消
費性產品也將受到衝擊，產品清單最
後可能多達100項。

此事遭到美國商界廣泛反對。美
國零售業領導協會主席桑迪．肯尼迪
表示，此前特朗普政府的減稅法案有
助於促進經濟增長，但如果對中國產
品加徵關稅，減稅努力將白費。
當日，耐克（Nike）、安德瑪

（Under Armour）等82家鞋商也對上
述要求產生共鳴，他們表示鞋類公司
已經因為關稅計劃而“受到影響”。

鞋商們在一封聯名信中說：“哪
怕是在此基礎上增加一丁點，對消費
者來說也是更高的價錢。對於本來就
很敏感的價格來說，任何加稅計劃都
會使我們的核心競爭價格‘遭到重
創’。”
此前，代表美國零售、科技、農

業和其他消費品行業利益的45個行業
協會18日聯合致信特朗普，敦促美國

政府不要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
稅，否則會損害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利
益。
美國信息技術創新基金會日前發

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如果特朗普
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的信息和通信技術
產品徵收25%的關稅，這將導致美國

經濟未來10年損失約3,320億美元。
針對中美經貿關係，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陸慷日前表示，一段時間以
來，中美雙方就如何處理經貿摩擦一
直保持着溝通，希望雙方能夠以建設
性方式，通過做大合作蛋糕妥善處理
經貿摩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航空研究院副院
長、殲20戰機總設計師楊偉20日在全國
兩會上表示，未來我們會在戰鬥機的機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發展征程上不斷前
行，再立新功，給大家帶來更多驚喜。

實現了四大目標
楊偉說，殲20的研製實現了既定的

四大目標：一是打造跨代新機。按照性

能、技術和進度要求，研製開發中國自己
的新一代隱身戰鬥機。二是引領技術發
展。通過自主創新，實現強軍興軍的目
標。殲20既有很好的隱身性能，又有很強
的超音速和機動飛行能力。在態勢感知、
信息對抗、機載武器、協同作戰等多方
面，取得很多突破。三是創新研發體系。
建設最先進的飛機設計條件、研製條件和
研製流程。近年來，中國建立了具有中國
特色的數字化飛機研發體系，使飛機研發

周期更短、質量更高。四是建設卓越團
隊。現在一大批優秀的青年成長起來，他
們擁有報國情懷，擁有創新精神，是航空
事業未來發展的生力軍。

對於今後的發展方向，楊偉說，在殲
20正式列裝後，一方面要繼續支持部隊盡
快形成戰鬥力，另一方面也會進行系列化
發展，不斷提高飛機作戰能力，同時更會
積極探索一條“彎道超車”的技術路徑，
創新開發滿足國家戰略需要的全新戰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財政部將力爭今年內完成個人
所得稅法（修訂）、契稅法、資源
稅法、消費稅法、印花稅法、城市
維護建設稅法、關稅法、行政事
業性國有資產管理條例等法律、
行政法規的部內起草工作，及時
上報國務院。
財政部條法司有關負責人表

示，今年，財政部將以加快建立現
代財政制度為目標，堅持科學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根據當日公佈的2018年財政
部立法工作安排，財政部還將力爭
年內制定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
修訂政府採購信息公告管理辦法等
部門規章。積極開展會計法、註冊
會計師法、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
條例、財政轉移支付條例、企業國
有資產基礎管理條例等法律、行政
法規的制定或修訂工作，適時上報
國務院；開展財政預算評審操作規
程等部門規章的起草工作，適時發
佈實施。
此外，財政部今年也將對土

地增值稅法、政府採購法（修
訂）、政府債務法、國家金庫條例
（修訂）、財政資金支付條例、政
府非稅收入管理條例、國有資產評
估管理辦法（修訂）等法律、行政
法規，以及企業財務通則（修訂）
等部門規章進行立法研究，爭取盡
早形成一定的立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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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南
部嘉義縣20日下午5時22分發生黎克特制
5.2級地震，其中嘉義縣大埔鄉、台南市楠
西錄得最大震級5級。
據台灣氣象局消息，此次地震的震中位

於嘉義縣大埔鄉，深度17.9公里，嘉義市區
錄得4級、高雄市桃源也有4級，台南市區3
級。台南市區的大樓高層民眾都非常有感。
嘉義民眾表示，地震當時正和友人聊天，突
然一陣天搖地動，讓她嚇得尖叫。

高鐵發佈訊息指出，受嘉義地區地震影
響，導致台中站至左營站區間南下、北上部
分列車延誤。

台嘉義5.2級地震
高鐵延誤

■■2525家美國大型零售商家美國大型零售商1919日聯合致信美國總統特朗日聯合致信美國總統特朗
普普，，呼籲勿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呼籲勿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該反對行動也該反對行動也
獲得獲得8282家鞋商響應家鞋商響應。。圖為參觀者今年初在北京舉行的圖為參觀者今年初在北京舉行的
亞洲運動用品與時尚展內挑選鞋類商品亞洲運動用品與時尚展內挑選鞋類商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楊偉楊偉 記者馬琳記者馬琳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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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驅動 平保大賺891億
1.66億個人客戶 收入逼近萬億人幣

平保2017年業績概要
項目 表現 同比變化

公司收入 9,745.7億元 25.83%

股東應佔淨利潤 890.88億元 42.8%

全年每股股息 1.50元 100%

壽險及健康險新業務價值 673.57億元 +32.6%

平安產險保費收入 逾2,000億元 +21.4%

個人客戶數 1.66億 較年初增長26.4%

客均利潤 356元 +14.2%

互聯網用戶 4.36億 較年初增長26.0%

註：金額以人民幣計

期內，平保收入升25.83%至9,745.7億元，個
人業務利潤升44.4%至589.75億元；個人客

戶數升26.4%至1.66億，較年初增長26.4%，新增
客戶達4,630萬。董事長馬明哲稱，科技驅動公司
在金融、醫療行業不斷創新，提升效率，降低成
本，核心金融業務競爭力持續提升，整體保持平
穩健康增長。

金融醫療科技淨利倍增
平安四大業務板塊分別是保險、銀行、資產

管理以及互聯網金融。期內互聯網金融科技與醫
療科技業務淨利增136%至146.21億元，主要是旗
下科技企業陸金所首度實現盈利，同時又確認
“平安好醫生”重組交易的利潤108.5億元。

截至去年底，陸金所資產管理規模達4,616.99
億元，增長5.3%；管理貸款餘額2,884.34億，增
長96.7%。平台註冊用戶數突破3,300萬，較年初
增長19.2%；累計貸款量達6,158.33億元，其中無
抵押貸款量3,987.64億元，有抵押貸款量2,170.69
億元。
“平安好醫生”累計為超過1.9億用戶提供服

務，並完成IPO前融資4億美元，估值升至54億
美元，亦已申請到港上市。
至於平安醫保科技和“金融壹賬通”均已完

成首次額資，資產規模達11.5億美元及6.5億美
元，目前兩公司估值分別為88億美元及74億美
元。馬明哲指出，通過不同產品與服務間的交叉

銷售，深化金融科技與醫療科技應用以提升效
率，期內個人客戶數1.66億，較年初增長26.4%，
個人業務淨利潤佔比66.2%，實現客均利潤356
元。互聯網用戶數4.36億，月均活躍用戶量7,356
萬。
至於壽險及健康險業務價值和規模持續快速

增長，新業務價值同比增長32.6%至673.57億元；
實現淨利潤361.43億元，同比增44.4%。平安產險
保費收入升21.4%，突破2,000億元。

去年平保淨投資收益攀升12%，淨保費收入
成長34%。保險資金實現總投資收益率6.0%，淨
投資收益率5.8%。

為更好地評估經營業績表現，平保引入營運
利潤指標。在剔除平安好醫生重組交易利潤、折
算率變動等非日常營運收支項目後，2017年度歸
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營運利潤947.08億元，同比增
長38.8%；壽險及健康險業務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營運利潤521.28億元，同比增29.7%。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平安 20 日公

佈，2017 年度股東應佔溢利同比增長

42.78% 至 890.88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遠高於市場預期，主要得益於壽

險、資產管理以及科技業務增長。每股盈

利4.99元，擬派末期息1元，派息同比增

82%。全年派息倍增至1.5元，年度每股收

益4.99元。公司並預計，今年業績將保持

穩健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眾安在線上市半年後首次派成績表，
截至去年12月31日的全年業績盈轉
虧，錄得9.96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虧損，每股虧損0.77元，不派末期
息。首席執行官陳勁20日於業績會
上未能給出公司扭虧為盈的時間表，
但他指公司正處於高速增長狀態，相
信今年總保費有大幅度的上升空間。
首席財務官鄧銳民解釋，去年錄

得近10億元虧損，主要因未到期責
任準備金較2016年的1.43億元大幅
增至10.91億元，公司仍處於業務發
展初期，會以保守的策略計提未到期
責任準備金。今年除將10.91億元準
備金全部釋放，有機會再上調準備金
的金額。除此之外，期內公司的經
營、行政開支等均有所提升，也是造
成虧損的其中一個原因。

業績報告披露，眾安在線在
2017年服務4.32億位客戶，年均擁
有保單數目達到每人12.6張，每人年
均保費貢獻約13.8元，並已經與307
個場景和生態系統合作夥伴建立合作
關係。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年度，
眾安在線錄得總保費59.54億元，按
年增幅達74.7%；已賺保費淨額達到
46.14 億元，較 2016 年同期上升
43.1%。
陳勁表示，希望拿到壽險牌照，

發展相關業務，又稱中國車險市場潛
力巨大，公司的線上渠道融合平安的
線下品牌基礎，相信能在車險市場佔
有一席之地。被問及是否回歸A股
時，他稱暫時未有考慮透過中國預託
證券(CDR)方式回歸A股。
報告又披露，期內眾安在線的綜

合成本率達到133%，較2016年增近
30個百分點。首席財務官鄧銳民指
出，隨着規模效應逐漸體現，各項科
技、生態系統佈局到位，相信很快能
夠降到1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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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安在線首席執行官陳勁眾安在線首席執行官陳勁（（左左））指公司正處指公司正處
於高速增長狀態於高速增長狀態。。旁為首席財務官鄧銳民旁為首席財務官鄧銳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平保去年淨投資收益攀升平保去年淨投資收益攀升1212%%，，淨淨
保費收入成長保費收入成長3434%%。。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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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今天出席前監察
委員葛永光新書發表會時表示，越來越多國家
把國會調查權交給監察使，證明國父孫中山提
的監察院構想沒落伍，反而成世界趨勢。

前監察委員葛永光發表 「捍衛正義的力量
：當代包青天」新書，馬英九、前副總統吳敦
義、前監察院長錢復與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等
出席。

馬英九表示，很多人說中華民國的監察制
度是自創，全世界都沒有，但現在越來越多國
家把國會調查權交給保民官或監察使，這是趨
勢，也證明國父提出監察院的構想沒落伍，反
而變成世界趨勢。

他說，監察權須獨立不受干預，把它抽出
來有道理， 「我們一直不願把調查權交給立法
院」也是同樣考量，希望監察院以超然公正立
場進行調查工作。

吳敦義表示，監察權不能廢，他過去擔任
南投縣長、高雄市長及行政院長時期，都是監
察院監察對象，但從沒彈劾。

馬英九說，非常重視監察權，監察權如果
能善用、不濫用，對國家會有很大幫助。善用
監察權能澄清吏治，如果濫用會破壞吏治，侵
犯人權。

葛永光民國97年到103年期間擔任監委，
書中暢談擔任監委點滴。

馬英九說，葛永光只當一任監委，不汲汲
營營，留下漂亮身影，仔細端詳葛永光，跟戲
中的包青天倒有幾分相似；馬英九的發言，引
發在場一片笑聲。

錢復說，110多國有監察使制度都是學台
灣， 「我們不要妄自菲薄」，台灣這麼好的制
度，要好好發揮力量。

馬英九：國父提監察院制度成世界趨勢

（中央社）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表示，行
政院願意多創造機會增加兩岸彼此交流的彈性
，但如果中國把大門關起來，唯一的鑰匙就是
九二共識，那麼在台灣是找不到這把鑰匙的。

立法院下午繼續施政總質詢，國民黨立委
孔文吉問到有關中國對台31項政策等相關問
題。

孔文吉問到，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日前表
示，執政者有義務打破兩岸的僵局，賴清德怎
麼看？

賴清德說，行政院或陸委會認為兩岸應該
共存共榮，也願意多創造機會增加兩岸彼此交
流的彈性，但如果中國把大門關起來，唯一的
鑰匙就是九二共識，那麼在台灣是找不到這把
鑰匙的。

他說，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幾十年來台
灣幫助多少，現在卻被解讀為是中國幫助台灣
，其實這31項對台政策，受益最多的是中國
。

賴清德說，中國提出 31 項對台政策有很
多目的，想要藉此解決中國下一個階段經濟發
展的需求，也是事實。

他說，行政院嚴肅面對中國提出的 31 項

對台政策，務實檢討提出對策，涉及國家安全
或兩岸人民權益的部分，原來禁止的就維持禁
止，原屬於溝通交流的，也沒有加嚴。

賴清德說，中國對目前影視產品，的確增
加台灣往中國的量，但更重要的是要讓藝人有
創作自由，很多藝人因為某些人的檢舉而無法
表演，甚至演唱會都被取消，這些事情都應該
去關心。

他表示，目前是 「立足台灣、布局全球」
，布局包括中國，況且幾十年來，台灣的惠中
政策豈止31項，中國最大外資來源是台灣，
中國人才、技術最大來源也是台灣。

賴清德回答國民黨立委楊鎮浯有關兩岸問
題時表示，目前行政院的各項努力，都是在建
設國家、發展經濟，是在壯大台灣，保障國人
決定未來權利的機會。

楊鎮浯另外問到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陳
主委可以沿用過去陳教授打下的基礎嗎？」

陳明通回答說，他擔任陸委會主委，在國
會殿堂裡，要按照法的規範進行，陳教授過去
的努力，在國際上、一段時間內發表多篇研究
成果，陳主委可以參考陳教授的研究成果。

賴揆：若兩岸鑰匙是九二共識 在台是找不到的

（中央社）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
副助卿黃之瀚20日至22日訪問台灣，民進黨立委
羅致政說，美國國務院現任官員來台，不必遮遮
掩掩，並出席公開活動，顯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
意義。

美國在台協會今天表示，美國國務院東亞暨
太平洋事務局副助卿黃之瀚（Alex Wong）20 日
至22日訪問台灣，與台灣當局討論對美台關係具
重要性的議題。

訪台期間，黃之瀚將於明天在台北美國商會
謝年飯致詞；總統蔡英文也將出席台北美國商會
謝年飯並致詞。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蔡適應認為，黃之瀚
訪台，有三個觀察面向，一、台美交流是持續且
穩定增強關係；二、黃之瀚不是因為台旅法通過
才來的，而是本來就規劃要訪台；三、黃之瀚訪
台過程中，一定會傳達美國政府對於台旅法通過
之後，未來台美關係升級升溫的一些具體作法與
建議，並跟台灣方面討論。

蔡適應說，過去台灣的重要人物無法訪問華
府，台灣旅行法通過後，鼓勵美台之間所有層級
官員互訪，但也不是突然間想去就去了，而是透
過一些活動邀訪，逐步讓關係升溫。

蔡適應認為，黃之瀚相當程度會與外交部人
員聊到此議題，這些議題，短期間內不會有明確
答案，但對於雙方在共識上推動與理解，會有非
常大的幫助；對於美國官員來講，來台灣訪問就
更不用遮遮掩掩。

此外，他說，台美慢慢增溫，對雙方都會是

好事，畢竟，有時候衝太快，容易引起第三方的
誤判局勢，以為挑釁，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民進黨立委羅致政說，一般來講，國務院都
會比較低調，這次黃之瀚訪台，有一定象徵的外
交意涵。在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這是非常正面
積極的動作，落實台美之間官方、尤其是外交層
級的互動往來，國務院派人來台參加活動，而且
是個公開活動，顯然有一定程度政治上的意義。

羅致政指出，台旅法通過後，美方知道外界
會放大解讀，但美國也不避嫌，顯然台美的交流
是希望往常態方向發展，他也希望未來雙方從這
個層級開始往上交流。

台灣智庫執行委員賴怡忠說，黃之瀚這次來
，不是私下偷偷摸摸，而是有公開活動，也顯示
，美國認為現在台美關係的發展，應該要按照台
美自己本身發展關係的需要來推進，但也不會賦
予它太複雜的政治色彩，而是在務實推進關係上
面，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也是樂見這
樣的方式」。

賴怡忠說，台灣應是以審慎、正面的方向經
營台美關係，不會四處公開宣傳說這是多偉大的
突破；務實推展雙邊關係的需要之上，在有互信
基礎之下，往前走。

賴怡忠也認為，不要把黃之瀚訪台，與台灣
旅行法做太密切的掛勾，因為這兩件事是完全不
同的事；這也顯示美國行政部門認為要發展台美
關係應該在務實、推展關係的需要上面，處理彼
此的互動，而不是給互動過多的政治色彩。

綠委:國務院官員來台不必遮掩 具一定意義

（中央社）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今天表示，最近未與台北市長柯文哲單獨多談兩岸及市政議
題；年底選舉是否與柯文哲合作，宋楚瑜說，縣市長人選未最後定案，但若發現特殊的人 「不
排除提名」。

宋楚瑜表示，親民黨不會為提名而提名，黨內有一定程序，會就個人操守、理念條件綜合
評估後，再向大眾報告，最快4月將對外公布首波議員提名名單。

自由時報報導，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期因 「兩岸一家親」等親中說法，飽受綠營基層民眾及
獨派抨擊，外傳柯為此拜會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及宋楚瑜等大老請益，並談及台灣、中國的兩岸
議題時，言論的 「分寸」該如何拿捏。

宋楚瑜今天上午出席親民黨記者會後受訪表示，上次在台北市議員林國成兒子婚宴上跟柯
文哲簡短碰面，最近還沒有時間跟柯文哲單獨多談兩岸及市政議題，但最近北市府有要找他去講
課，談關於如何管理政府。

宋楚瑜說，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但各級政府好像都管得很糟糕，證明沒有能力去管這個政
府，還要他這名老兵去教怎麼管政府。他說，每天吵架，不好好溝通，有錢不會用，不該用的錢

亂用，每天只是批評，還不如積極提建議。
年底縣市長選舉是否與柯文哲合作，宋楚瑜表示，到目前為止，重點放在市議員，親民黨對

於縣市長人選還未做最後定案，但若這段時間有發現特殊的人，也不排除自行提名。
宋楚瑜說，任何縣市長應放下政黨偏見、主見，能夠跨黨派溝通是好事，現在不少各黨派縣

市長參選人私底下跟他溝通，他都請這些參選人要特別注意，要證明不但能夠勝選，還要勝任。

與柯文哲合作否宋楚瑜：不排除自行提名

藍委杯葛議事藍委杯葛議事
行政院長賴清德行政院長賴清德（（前右前右33））2020日在立法院會備詢日在立法院會備詢，，國民黨立委黃昭順國民黨立委黃昭順（（前左前左））等持看板杯葛議等持看板杯葛議

事事，，主席宣布休息後主席宣布休息後，，賴清德暫時離去賴清德暫時離去。。

綠委動員綠委動員 確保議事順利確保議事順利
為了確保院會的議事順利進行為了確保院會的議事順利進行，，民進黨立委民進黨立委2020日一早就進入議會日一早就進入議會，，占據位子占據位子，，確保議確保議

事順利進行事順利進行。。

馬英九出席葛永光新書發表會馬英九出席葛永光新書發表會
前總統馬英九前總統馬英九（（圖圖））2020日在台北日在台北，，出席前監委葛永光新書發表會出席前監委葛永光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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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精一般跌打痛症
出名治理/

＊坐骨神經炎痛;腰痛;落枕
＊足踝扭傷;扳機指
＊足跟骨剌;骨裂;風濕關節痛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
＊足癬病;牛皮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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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醫 內 外 全 科  ( 頭 痛  /  失 眠  /  減 肥 )

武術跌打 名醫傳人

(美南銀行後面 / 華埠大廈二樓)

>>>>>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

>
>
>
>
>
>

滄洲 孫振環

福建少林跌打師傅 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 洪敦耕 教授授徒

謝鸚瀚 中醫碩士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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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明天將通過提名前澎湖縣長賴峰偉參選澎湖縣長，對戰現任縣長
陳光復，這是國民黨年底縣市長選舉的第6波提名；包括澎湖縣在內，國民黨已確定13縣市提名。

國民黨目前已通過苗栗縣徵召徐耀昌、南投縣徵召林明溱、連江縣徵召劉增應、彰化縣提名王
惠美、新竹市提名許明財、雲林縣提名張麗善、宜蘭縣提名林姿妙、台東縣提名饒慶鈴、花蓮縣提
名徐榛蔚、基隆市提名謝立功、台中市提名盧秀燕、嘉義市提名黃敏惠。

國民黨敲定賴峰偉回鍋參選澎湖縣長，原本要送1月31日的中常會通過提名，但考量縣長、縣
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等五合一選舉整體布局，以及整合基層勢力而延緩。

經過多方整合及布局，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哲華今天受訪表示，確定提名賴峰偉
參選澎湖縣長，明天上午會先召開中央提名審核小組會議，名單送明天下午的中常會通過。

至於尚未提名的9縣市，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正展開黨內初選；台南市打算從前台南大學
校長黃秀霜、前立委高思博與無黨籍的前台南市警察局長陳子敬協調出一人參選；高雄市除已表態
的黨籍立委陳宜民外，還在等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韓國瑜表態是否參選。

新竹縣方面，國民黨籍立委林為洲、新竹縣副縣長楊文科、新竹縣副議長陳見賢等人有意參選
；前立委吳育仁表態參選嘉義縣長；金門縣方面，國民黨中央已分別聽取黨籍立委楊鎮浯、金門縣
議員陳玉珍與李應文意見；屏東縣則已有目標人選。這4個縣市都還在協調、整合階段。

賴峰偉回鍋選澎湖縣長 國民黨21日提名

（中央社）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表示，花蓮
震災善款問題，希望花蓮縣政府好好處理，務必
讓每個捐款者能夠感受到善款能夠善用。

花蓮地震災後捐款，網路上有人質疑災民沒
有拿到救助金，且善款有8億元被拿去補貼石材
業者與觀光，質疑善款運用不當，要求退回善款
。

花蓮震災捐款委員會召集人張善政 19 日召
開記者會表示，災民的補助幾乎已經完成，接著
才會處理產業救助。花蓮縣長傅?萁表示，如有

人要求退回捐款，會予以尊重退回。
立法院上午繼續進行施政總質詢，賴清德列

席備詢前受訪表示，花蓮震災善款問題，希望花
蓮縣政府好好處理、對外說明，務必讓每個捐款
者能夠感受到善款能夠善用。

媒體追問，業者補助部分怎麼處理？賴清德
說，看花蓮縣政府怎麼因應。

媒體問到，花蓮震災善款是地方政府的問題
嗎？賴清德說，善款使用權限是地方政府。

賴清德：花蓮賑災善款 盼縣府好好處理

（中央社）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今天當台北
市長柯文哲的面，表態支持雙城論壇續辦，同
時籲恢復重陽敬老金，不過，柯文哲說 「我也
知道（取消）對選票有傷」，但政治要有理想
性。

YouBike 騎乘人次將破億，台北市政府今
天上午舉辦記者會，公布破億人次有獎相關訊
息，柯文哲、郝龍斌、巨大董事長劉金標等人
出席。

郝龍斌致詞表示，目前 YouBike騎乘人次
已快近億，代表當初的堅持是正確的，並肯定
柯文哲間接恢復YouBike前30分鐘優惠政策。
他說，許多市政的政策必須延續，他支持雙城
論壇續辦，盼民進黨政府大開大闔，讓兩岸人
民能和平穩定、公開交流、創造雙贏。

由於4月起民眾持敬老卡也可騎乘YouBike
，郝龍斌順勢呼籲柯文哲恢復發放重陽敬老金
，強調能藉此傾聽基層聲音，可接地氣。郝龍

斌並指他自己在任內透過招商、聯合開發累積
千億財源，重陽敬老金的8億預算，台北市絕
對出得起。

不過，柯文哲會後受訪時，對於郝龍斌的
肯定似乎不買單，表示現在推行交通定期票，
YouBike作為公共運輸，所以恢復前30分鐘免
費優惠，若是要騎到河濱公園 「騎好玩的」，
自然要付費。

至於雙城論壇，他強調，他的態度是在減
少衝突、降低緊張的原則下，維持善意交流。

重陽敬老金部分，柯文哲說，內部討論很
多遍， 「我也知道對選票有傷，但有時政治還
是要有理想性」。

旁的郝龍斌受訪表示，每個人對市政重點
不同，仍希望柯文哲重新考量；柯文哲則簡短
地說 「算了算了，不要在這裡辯論這個」，重
申不同意的想法。

（中央社）立法院會今天處理報告事項，國
民黨團以提案表決戰杯葛議事，民進黨團出招將
報告事項剩餘提案包裹表決退回程序委員會，院
會經兩個半小時，行政院長賴清德順利上台備詢
。

不滿深澳電廠環評案過關，中國國民黨立法
院黨團上午在立法院會處理報告事項時，由個別
立委提案，再由黨團提出異議的方式進行表決，
干擾議事進行。

表決大戰將近1小時，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出
招反制，一口氣將報告事項中剩餘的提案包裹表
決，引發在場國民黨立委的不滿，會議主席蘇嘉
全表示，此案有前例可循，在立法院第4屆第1

會期時，前國民黨立委、現任國民黨秘書長的曾
永權曾領銜類似提案， 「我們都是按照議事規則
」。

蘇嘉全隨後宣布，報告事項第7案至188案
及質詢事項都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並表示
開始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繼
續質詢，並請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質詢。但台下
朝野立委吵成一團，蘇嘉全於是宣布休息，朝野
進行溝通，上午約11時30分，賴清德才順利上
台備詢。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許智傑表示，國民
黨團要求將深澳電廠環差退回重審，這不可能，
全力排除狀況，讓賴清德順利上台備詢。

郝龍斌籲恢復敬老金 柯文哲不同意
綠成功反制藍表決戰策略賴清德上台備詢

全國高中創意愛國歌曲觀摩競賽將登場全國高中創意愛國歌曲觀摩競賽將登場
青年節前夕青年節前夕，，國防部與教育部合作舉辦國防部與教育部合作舉辦107107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創意愛國歌曲觀摩競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創意愛國歌曲觀摩競

賽賽，，2020日上午在國防部舉辦宣傳記者會日上午在國防部舉辦宣傳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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