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04 月 12 日 星期四
Thursday, April 12, 2018

A1

12046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網址：www.scdaily.com

美眾院議長不尋連任 恐將影響共和黨國會地位
（中央社）美國眾議院議長萊恩
宣布，將不在年底期中選舉尋求連任
。身為共和黨最具影響力的議員與競
選經費募款者之一，這項宣布讓共和
黨期中選舉後繼續掌控國會的可能性
更為渺茫。
48 歲的萊恩（Paul Ryan）可能不
尋求連任的傳聞，在華府政壇已經傳
言一段時間。這次的宣布雖在意料之
中，但由於距 11 月的期中選舉僅 6 個
多月，身為共和黨最具影響力的議員
之一，萊恩此時宣布不再角逐連任，

仍讓外界大感意外。
根據新聞網站 AXIOS 統計，連同
萊恩在內，已經有 58 名現任眾議員表
明不再參與年底的期中選舉，其中 39
席為共和黨議員。萊恩無疑是當中最
具分量的一席。
更讓共和黨擔心的是，萊恩的離
開不僅重擊黨內士氣，也可能引爆一
波退選潮，特別是對面臨來自民主黨
強力挑戰的共和黨議員。若是如此，
共和黨將更難在年底選舉中繼續取得
多數黨地位。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全球直播
掃二維碼24小時手機收看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
視 STV15.3 為方便觀眾收看，持續關注本台，
現在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就可連結到
美南國際電視，直接在手機上觀看 STV15.3，
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
大資訊。

美眾議長萊恩不在尋求連任，
美眾議長萊恩不在尋求連任
，為選戰投下震撼彈
為選戰投下震撼彈。
。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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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過招 美俄互否決提案
（綜合報導）美俄針對敘利亞是否使用化學武器對
付平民，在聯合國的衝突升高。美俄代表互相否決了對
方的提案。敘利亞代表並痛批美國，諷刺如果化武能夠
區分武裝人員和平民，並且只針對婦孺，那麼還真是最
先進的化學武器!
儘管美俄都針對敘利亞提案，但雙方對是否發生化
武攻擊和如何找出在敘利亞使用化武責任方的態度南轅
北轍。美國要求成立聯合國獨立調查機制（UNIMI），
並由此機制確定化武攻擊禍首。俄羅斯的草案不同意由

UNIMI 握有認定權還建議成立新調查機制，主張由安
理會做結論。
敘利亞代表賈法里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發言時，英
美法代表不等他發言立刻離場。賈法里表示敘利亞政府
軍沒化武，因美國早就把敘利亞化武毀了。他還說敘利
亞政府一共向聯合國安理會等組織交了 145 封信，警告
恐怖組織掌握有毒物質且蠢蠢欲動。
賈法里批評英國支持的敘利亞組織白頭盔和恐怖組
織造假，栽贓敘利亞政府軍。

川普要俄接招 俄嗆擊落美飛彈
（綜合報導）美俄在敘利亞問題上劍拔弩張！繼
美國總統川普為 「監督應對敘利亞的行動」 取消南美
行後，國防部長馬提斯也跟進，顯示美國極可能準備
對敘利亞展開軍事行動。俄羅斯 1 名駐外大使宣稱，將
擊落美國發射的任何飛彈，川普也不甘示弱回嗆，要
俄羅斯 「準備接招」 。負責附近航空安全的機構向航
空公司發出警告，提醒飛機避免飛過附近空域。
川普原訂 13 日前往祕魯首都利馬出席美洲高峰會
，臨時改由副總統彭斯代打。本周末馬提斯原訂訪問
加州和內華達州，也突然宣布取消行程，留在華府。
負責協調歐洲航空安全的 「歐洲管制」 （Eurocontrol
）10 日警告，呼籲各大航空在地中海東部謹慎行事，
因未來 72 小時內，美國與其盟邦可能對敘利亞發動空
襲。
美國海軍 11 日也宣布，派遣搭載 6500 名海軍的核
動力航空母艦 「杜魯門號」 （USS Harry S. Truman，

CVN-75）戰鬥群前往中東和歐洲執行部署任務，配有
60 枚戰斧巡弋飛彈的飛彈驅逐艦 「唐納德‧庫克號」
（USS Donald Cook，DDG-75）也從塞浦路斯轉往敘
利亞。因此，外界研判，川普可能已下令準備空襲敘
利亞。
法國總統馬克洪則透露，若要對敘國發動軍事攻
擊， 「我們不會鎖定這個政權的盟友或攻擊任何人，
而是針對這個政權的化武能力進行攻擊。」
俄羅斯駐黎巴嫩大使札西普金 10 日表示： 「若美
方發動空襲，美方的飛彈將被擊落，甚至連飛彈發射
地點也將遭到摧毀。」 川普 11 日透過推特回應， 「俄
羅斯矢言擊落任何射向敘利亞的飛彈。準備好，俄羅
斯，因為飛彈即將來臨，又新又棒的 「智慧型」 飛彈
要來了！你們（俄羅斯）不應跟用毒氣屠殺自己人民
、而且還沾沾自喜的禽獸當朋友！」

軍備競賽 臉書迎戰俄網軍
（綜合報導）臉書執行長祖克柏 10 日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
，會全力配合特別檢察官穆勒有關通俄門的調查。他並首度公開
證實俄羅斯有些人試圖利用臉書影響美國政治，宣稱這是一場臉
書與俄方持續的 「軍備競賽」 。
聽證會上參議員杜恩問及 「劍橋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取得臉書 8700 萬用戶個資的問題，質問祖克柏，臉書承
諾若再發現有其它行動應用程式（app）大量攫取個資，是否會
禁止並通知受影響用戶，但對 20 億臉書用戶而言顯然不夠。
祖克柏回覆時，首先列舉了 「Me Too」 、 「為生命遊行」

（March
For
Our Lives）等使
用臉書工具呼朋
引伴成功的案例
，但他承認在避免這類工具被用來從事有害活動方面，臉書確實
做的不夠，結果導致假新聞、外國干預選舉等等事件發生。
提到外國干預選舉，祖克柏表示，這是他經營臉書所遇到最
令他後悔的事，那就是他對於俄羅斯 2016 年的情報工作反應太
慢。臉書原本預期俄羅斯會展開傳統式的網路攻擊，也確實發現
一些案例，並通知各競選陣營，但俄羅斯進行的是一場新的情報
戰。
祖克柏還證實，俄方利用假帳號意圖介入選舉活動，或散布

不實的消息，從 2016 年到今年，全球各地有許多選舉陸續舉行
或即將舉行，臉書已開發新系統來辨認假的帳號，也已取得一些
成績，好比法國大選、德國大選、阿拉巴馬州聯邦參議員補選。
祖克柏特別強調，俄羅斯會越來越精於此道。他會全力防範
俄羅斯利用臉書影響美國及其他地方的選舉，這是一場持續的戰
鬥， 「所以這是一場軍備競賽，對吧？我的意思是，他們(俄方)
正持續設法變得更強，我們也必須在這方面加強投資日益改進。
」
關於通俄門調查，祖克柏證實穆勒辦公室已約談了臉書的員
工，但他本人還不包括在其中。他強調 「我們與特別檢察官的合
作是機密。我希望確保在這公開的聽證會中，我沒透露一些屬於
機密的內容。」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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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之後 美中衝突下個引爆點可能是台灣
（綜合報導）美中貿易戰看似緩解，近日總統川普近來頻頻對台示好，任命友台立場堅定的
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讓外媒分析，中美雙邊關係的下一個引爆點可能是台灣。
川普近來頻頻對台灣示好，包括軍售、任命友台立場堅定的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鼓勵美台官員互訪等，已經激怒北京當局，這可能會影響到兩國間的貿易談判。
全球政治風險諮詢組織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分析師表示，中美貿易摩擦與台灣看起
來是兩件事，但美國政府對台新做法將使美中關係顯著複雜化，會使兩國更難達成貿易協議。目
前北京正在觀察美國是否有意把台灣當做貿易議題的籌碼，或對台做法是否出現根本性轉變。
這件事也可能影響北韓情勢，因為美國要約束擁有核武的金正恩，仍然需要北京幫忙。
加上美國政府已批准有關台灣潛艦國造的行銷許可證（marketing license），遭到中國大陸
強烈反對，要求美國 「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軍事聯繫」 。
新的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曾 「主張提升美國在台協會（AIT）的地位、邀台灣總統訪美，想打
台灣牌來對抗中國大陸。所以接下來波頓會怎麼打下張牌，都是大家注目的焦點。

祖克柏國會聽證秀 全身而退
（綜合報導）臉書用戶個資外洩醜聞鬧得
沸沸揚揚，創辦人祖克柏 10、11 日在華府出
席國會聽證會。儘管接連 2 天遭多名議員圍攻
，但他以一敵眾輕騎過關。媒體形容議員對臉
書運作模式一知半解，讓他沒被連串盤問考倒
，祖克柏 「連一滴汗都沒流」 就全身而退，結
果 10 日臉書股價勁揚 4.5％，11 日也以小漲開
盤。
祖克柏一連兩天參加國會聽證會，祖克柏
除去昨天稍顯緊張的神情，11 日在面對國會議
員的發問時顯得自信心十足。對於國會議員對
於洩漏個資和劍橋分析利用臉書影響美國政治
，祖克柏以臉書正積極改善和給予使用者絕對
控制權來回答議員的質問。
祖克柏昨為劍橋分析引爆的個資外洩致歉
， 「對我們該負的責任，我們審視不足，那是
重大錯誤。這是我的錯，我很抱歉。我設立臉
書，經營它，我對發生的事負責。」 他說，臉
書正重新思索對用戶和社會應盡的責任， 「對
於如何避免這些工具被用來造成傷害方面，如
假新聞，外國干預選舉，仇恨言論，以及開發
商和資料隱私，我們做的不夠」 。
參議員布魯門薩問道， 「道歉我們看多了
，除非有外部單位祭出特定法規，我不確定你
是否改變商業模式。」 祖克柏稱， 「一間在宿
舍創立的公司，能擴大到這等規模，不可能不
犯錯。」
議員哈里斯女士則質問他，為何不解釋臉

民眾自日本出

新稅 「國際觀
2 歲以上的民

2020 年訪日觀
對外宣傳以及
月 7 日起，附

）可望增加 60
）則可望超過
時隔 26 年再度

書竟能把追蹤用戶的範圍，延伸到臉書平台以
外？為何臉書 2015 年發現劍橋分析濫用個資
，竟沒通知使用者？高層是否有人經討論後，
做出這項決定？你認為這類討論沒發生嗎？」
但祖克柏顧左右而言他，稱 「不確定有這類對
話。」 其他敏感問題，他也多次以 「會請我的
團隊向您回報」 帶過。
民主黨議員杜賓的提問，顯現了祖克柏對
保護自己隱私與臉書對使用者隱私權保護的迥
異立場。杜賓問他前晚住哪家飯店，祖克柏呆
了 8 秒回答， 「不。」 杜賓追問他，是否願意
分享最近發訊對象的身分，祖克柏也拒公開。
杜賓正色說， 「你有權保護隱私，但臉書以連
絡所有使用者為名義，放棄多少他人隱私。」
祖克柏僅強調，使用者應熟讀臉書的隱私政策
，管控好隱私設定。
傳統政治人物對 21 世紀科技一無所悉，也
助祖克柏逃過一劫。參議員甘迺迪稱臉書 「使
用者同意條款很爛，是否該回去重寫」 ；84 歲
的哈奇問， 「你如何維持一個用戶使用服務不
需付費的商業模式？」 祖克柏尷尬回應， 「參
議員，我們有廣告。」 部分問題讓祖克柏愣了
半晌。
祖克柏為了全身而退，上周在改裝成國會
聽證室的公司會議室，進行沙盤推演，臉書還
聘律師等專業人士為他上課訓練，學習回應議
員之道。消息來源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他 「很緊張但信心滿滿，是個聰明人。」

臉書個資外洩 祖克伯：我的也被賣
（綜合報導）臉書執行長祖克伯昨天接受參議員近 5 小時提問後，今天續赴眾議院能源及商務
委員會接受議員拷問。他表示，8700 萬筆臉書用戶個資遭政治顧問公司 「劍橋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不當使用一事，連他自己的個資也被出賣，甚至坦承，臉書無法阻止所有不法廣告。。
祖克伯表示自己的個資也難逃劍橋分析之手，像他這樣的臉書創辦人，也難以完全保護個資免
遭有心人士利用。另外，臉書依靠廣告收入營運， 但卻不能阻止所有不法廣告， 「就算投入 2 萬人
監控，都不能確保萬無一失」 ，但他強調，當有用戶舉報，臉書會將非法廣告下架。祖克伯說，對
社群媒體公司訂出規範是無可避免的事，但他提醒這類規範恐也會妨礙產業成長。

率領大陸藝術團 宋濤將訪北韓
（綜合報導）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於 11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應北韓勞動黨中央國際部邀
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宋濤將率領大陸藝術團於 13 日前往北韓，參加 「四月之春」 國際友誼藝
術節。這一活動是北韓主辦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大陸每次都應邀派藝術團參加。
他指出，這次大陸藝術團應邀赴北韓參加藝術節，恰逢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在北京進行歷史性會晤後不久，為落實兩黨與兩國最高領導人重要共識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動。他說
，相信此舉將為促進兩國友好關係、深化兩國文化交流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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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出動神盾艦 替敘利亞平民復仇？
美國總統川普九日誓言將對敘利
亞使用化學武器對付平民做出 「強力
」 反應，揚言很快就會對敘利亞發動
軍事攻擊，並警告俄羅斯或任何參與
其事的國家都會 「付出代價」 。
川普為此取消首度出訪中南美洲
行程，以便專心處理敘利亞問題。他
原訂十三日抵達秘魯，出席拉美峰會
，之後訪問哥倫比亞。川普九日晚上
在白宮與軍事領袖開會時，保證 「今
晚或很快就會做決定」 。他說： 「我
們有很多軍事選擇，很快就會讓大家
知道。可能先動手才宣布。」
白宮也駁斥川普宣布美國即將從
敘利亞撤軍，使敘利亞大膽發動毒氣
攻擊的說法。
詢以俄羅斯總統普亭是否必須為
此負任何責任時，川普說： 「可能，
而且如果真的這樣，會非常棘手。每
個人都得付代價。他也是。」

白宮出言強硬，美軍也似已準備
執行攻擊命令，一艘配備戰斧巡弋飛
彈的海軍神盾驅逐艦正駛往地中海東
部。一年前敘利亞政權用沙林毒氣攻
擊平民時，美國即使用戰斧飛彈攻擊
敘利亞一座空軍基地。
川普宣稱華府不排除任何行動，
並表示美國會弄清用毒氣的是俄羅斯
、還是敘利亞或伊朗，或是它們合謀
。
國防部長馬提斯也批評俄羅斯沒
有根據二○一三年的協定，徹底銷毀
敘利亞的化學武器，對七日的事件難
辭其咎。
美國已敦促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
議案，強硬譴責敘利亞繼續使用化學
武器，並成立新的小組決定責任誰屬
。
美國官員說，美國正與盟國討論
是否參與報復性攻擊，而如川普決定

英王子哈利婚禮從簡
不會邀請政治人物
英國哈利王子的婚禮，不會
邀請政治人物，包括英國首相梅
伊以及反對黨領袖科賓，都將無
緣出席，當然也不會請美國總統
川普。
英國皇室說，考慮到婚禮
場地空間有限，以及哈利也
只是第五順位的王位繼承人
，婚禮從簡，這是與英國政
府商量後決定的，美國前總
統歐巴馬夫婦，也不在邀請
賓客之列。
哈利的兄長威廉結婚時，世
界領袖雲集，當時的首相卡麥隆
和反對黨領袖也都受邀，不過歐
巴馬沒有出席。

哈利的婚禮，和威廉會非常
不一樣，它將少點政治味，增加
大眾的參與度，皇室將邀請一千
兩百位不同背景與不同年齡、具
有代表性的社會小人物參與。他
們可以到溫莎古堡的戶外空間，
見證盛會前新人與賓客抵達與進
場。
邀請函都已經送達，一個專
門透過藝術治療，協助心智障礙
者的婦人說，看到請帖當下，她
還以為是愚人節的玩笑。一個小
學老師打算穿自己結婚當天穿的
西裝赴會，英國王室鼓勵他們攜
帶餐點，到溫莎古堡的草地上野
餐。

陷造假、擺拍醜聞
BBC 紀錄片令粉絲“幻滅”
“神作”“史詩級巨作”……
對於英國廣播公司(BBC)出品的紀錄
片，無論是觀眾還是業界，壹向都
不吝溢美之詞。但近日 BBC 的紀錄
片《人類星球》卻被爆內容造假，
此說法目前已得到 BBC 證實。除了
赤裸裸的情節造假，BBC 還多次被
爆擺拍醜聞。
英國多家媒體日前稱，《人類
星球》中關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科羅
威人住在樹屋的情節是假的。該劇
集介紹稱，科羅威人為躲避野獸，
只能在距離地面 35 米的樹屋上居住
。片中，當地人攀爬高聳樹幹的情
景，讓很多觀眾深感震撼。然而，
有冒險家親臨此地後竟發現，這壹
切都是 BBC 工作人員壹手打造的。
部落成員坦言，他們住在平地上，
所謂的樹屋是為了配合拍攝臨時搭
建的。當地人還表示，片子播出後
，很多遊客都慕名而來，對他們在
樹屋的生活表示擔心。BBC 對此回
應稱：“我們已經重新看過《人類
星球》中對當地人習俗的描寫，發
現部落搬到樹屋居住的情節不準確
。”
事實上，這並不是 BBC 紀錄片
首次被爆造假，該公司去年發布的

《隱秘的澳大利亞》就存在這個問
題。在這部紀錄片中，澳大利亞土
著居民在為壹位去世的朋友守靈時
喝酒，這個場景被寫成派對，這些
居民還被描述為“酗酒上癮”。事
件遭曝光後，BBC 表示道歉認錯。
除了實打實的內容造假之外，
擺拍也是 BBC 紀錄片備受詬病的問
題之壹。《沙漠：火爐中的生活》
主要記錄了蒙古國遊牧民族的生活
，其中有壹段描述他們如何應對狼
群的攻擊。但是由於找不到野狼，
攝制組就找來壹只被馴化了的狼湊
數。而片中“野狼”聽到槍聲倉皇
逃竄的情景，其實是在馴養員的指
揮下完成的。在《冰凍星球》中，
北極熊產仔的畫面被爆是在荷蘭壹
家動物園中拍攝的，連雪都是假的
。不過 BBC 表示，在野外拍攝北極
熊產仔是完全不可能的——壹旦攝
像機被發現，北極熊要麼殺死寶寶
，要麼殺死攝像師。
對於擺拍問題，很多紀錄片粉
絲都表示“幻滅”。不過也有人表
示，有關自然的紀錄片不可能達到
百分之百的真實，擺拍或者經過特
殊處理的畫面，應該進行標註，否
則就是造假。

速戰速決，最可能的合作夥伴是法國
，因為英國用兵必須獲得國會同意。
敘利亞官媒十日報導，否認施放
毒氣的敘國政府已邀請 「禁止化學武
器組織」 （ＯＰＣＷ），派遣一組專
家赴敘利亞調查化武攻擊事件。
以色列也指控敘利亞從事 「違反
人道的罪行」 ，俄羅斯和敘利亞則指
責以色列九日拂曉前發射飛彈攻擊敘
利亞中部一座空軍基地。據悉空襲行
動造成十四人喪生。
敘利亞國營 「沙納新聞社」 起初
宣稱Ｔ４空軍基地受到的攻擊可能是
「美國的侵略行動」 ，不過五角大廈
迅速否認，沙納也改口指責以色列，
以色列則相應不理。
以色列一直企圖避免直接介入敘
利亞內戰，但承認發動幾十次空襲以
阻止敘利亞把先進武器運給黎巴嫩的
「真主黨」 民兵。

活在俄羅斯陰霾下
充滿 「生存危機」
卻害羞友善的愛沙尼亞
記者 2017 年 10 月底從高加
索地區的喬治亞共和國（Georgia）進入歐洲，第一站是波羅
的海三國最北邊的國家愛沙尼亞
（Estonia） 。 波 羅 的 海 三 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前身雖然都是蘇聯加盟共和國
，然而在蘇聯解體宣布獨立後，
都沒有發生如喬治亞、塔吉克等
的戰亂，所以可以平穩地變成多
黨民主政制（不似中亞五國）。
根據 2016 年聯合國人類發
展報告，愛沙尼亞的人類發展指
數在全球接近 200 個國家中，排
名 30（香港 12、中國 90），屬
「極高度發展國家」 。由於我們
兩個月遊歷了伊朗、哈薩克、亞
美尼亞、喬治亞四國，都不屬於
「極高度發展國家」 行列，因此
能重返 「極高度發展國家」 ，稍
作休整，心中還是興奮。
北方空氣的確乾淨。雖然到達首都塔
林（Tallinn）後外面白雪暟暟，但是天色
蔚藍、萬里無雲，空氣感覺乾淨清新。這
不單是因為這裡的空氣比很多國家乾淨，
而是整體發展水平帶來的的清新感覺。全
國人口 130 萬人，每平方公里只有 30 人
（香港每平方公里7,075人）。國土55％
面積是無人區，所以坐城際巴士離開城市
後，沿路都看到森林，高高瘦瘦的樹木，
密密麻麻。另外，城市裡地鐵站巴士站在
上下班時間人流雖多，但是仍能感覺到一
種不徐不疾的節奏。相信是整體生活質素
下，國民表現出來的安逸。
北方的自然條件，特別是氣候，使
當地人有一種獨特的生存意志及生活智
慧。我們從旅館前台的職員姐姐 Anna
聽到一句以前從其他北歐口中的話：
「世上沒有壞天氣，只有不足的裝備」
，所以嚴寒天氣不是心情壞、不想活動
的原因。細心想想，其實北歐人這種生
活智慧，無論生活在哪裡的人都可以受
用。說到裝備，這個國家法律上要求所
有人（包括外國人）隨身攜帶 「安全反
光片」 。愛沙尼亞冬季日短夜長。我們

11 月逗留的時候，每天下午四時多已天
黑。騎單車人士或是行人身上的 「反光
片」 可以減少駕車人士因為路況不清而
造成意外。這些 「反光片」 在超級市場
、便利店、甚至時裝店均有售。當地人
喜歡把其掛在衣服或者手袋上，成為身
上裝飾的一部份。有一天早上我們看到
一群從學校出來的小學生，身上都穿上
同一款反光片背心。列隊等過馬路，秩
序整齊。同學看起像個微型版的修路工
人或消防員，十分可愛。
北歐人因為氣候關係，沒有伊朗和亞
美尼亞人的熱情，對陌生人笑容不多，甚
至會對陌生人的微笑搭訕感害羞。還好我
們接觸到的人都熱情可愛。旅館的 Anna
對來自東方的我們很感興趣。我們每次去
前台，都是一次 「文化交流」 。
她亦好奇我們為何在天氣這樣冷的
時 候 到 訪 （But why do you come
in such an awful season?），我們聽
到當地人用 「awful」 這個字形容自己
國家的季節，笑不攏嘴。另有一次難忘
的經驗，是巴士上詢問司機下車地點。
當時我已經嘗試以愛沙尼亞語說出目的
地，可是仍然是 「雞同鴨講」 。於是司

機向後方喊了一句話，一個 200 公分高
的年輕男生就朝我走過來，友善但害羞
的用英語告訴我們就是這裡了。
今天的愛沙尼亞雖然是一個是個井井
有條、國民有自信的國家，但其實亦活在
鄰國俄羅斯的陰霾（甚至威脅）下，有種
「生存危機」 （Existential threat）。
Anna 說俄羅斯像一隻大熊，只要
牠隨便一動，身邊的小動物都總受到影
響。當然愛沙尼亞人知道該怎麼自處，
那就是透過加入歐盟和北約，以增加自
己的實力。2014 年俄羅斯吞併了克里
米亞後，波羅的海三國都擔心受威脅
（因三國都有不少俄羅斯族的人民），
遂獲得北約同意增派軍力。另最近俄羅
斯前特工在英國被企圖毒殺後，愛沙尼
亞作為歐盟國家，亦與英美同一陣線，
驅逐了駐該國的俄羅斯外交人員。
愛沙尼亞 130 多萬人口需要繼續依
靠歐盟北約等提供協助，以舒緩愛沙尼
亞國民靈魂中 「生存危機」 帶來的不安
與陣痛。以目前政治環境來說，除非愛
沙尼亞與俄羅斯兩國的政治變天，否則
這兩國因為歷史淵源及近代民族問題，
雙邊關係只會一直這樣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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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美俄開戰 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呼籲雙方冷靜
（綜合報導）前蘇聯（USSR）最後一任總
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對於美
俄之間近日在敘利亞的對峙局面愈來愈緊張，
主動透過媒體向川普（Donald Trump）和普丁
（Vladimir Putin）喊話，希望雙方都能冷靜，
不要讓緊張局勢因為星星之火而造成全面戰爭
。戈巴契夫表示， 「我為此感到非常驚慌。在
很長一段時間裡，局勢並沒有像現在這麼糟糕
，我對世界領導人們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我
們看到他們並沒有能力來運用好外交機制。當
今的國際政治已經轉變為互相指責、制裁甚至
是軍事打擊。」
現年 86 歲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出生於高
加索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Stavropol Krai）
，父母親都是農場工人，祖父和外祖父都遭陷
害流放西伯利亞。1955 年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
學（Moscow State University）法學系，並於
就學期間結識並結縭髮妻雷莎·戈巴卓娃（Rai-

sa Gorbacheva）。1961 年參與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主持的蘇共 22 大，從地方共
青團正式進入官場，並於 1971 年進入中央委員
會。快速竄升的戈巴契夫於 1980 年當上蘇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5 年後以 55 歲之齡獲選蘇共總
書記，正式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開始推行改
革與新思維，戈巴契夫放手對東歐共產陣營的
干預，並改採民主選舉，由他當選第一任、也
是唯一一任的蘇聯總統。
戈巴契夫語帶憂慮地認為， 「我確定沒人
希望發生戰爭，但當前火熱的情勢，恐為世界
帶來更多更大的麻煩。」 事實上，早在去年 4 月
份，戈巴契夫就曾對德國媒體坦言自己的憂心
，他擔心，美俄等全球強權之間的矛盾高漲一
事，加上競爭激烈的媒體，在處理軍事和強權
關係上，經常過度放大或過於專注於單一議題
，恐讓世界陷入新一波 「冷戰」 （Cold War）
時代。

要隱私就給錢！祖克伯透露臉書算盤

傳川普國安顧問波頓將訪臺 國台辦：嚴正反對！
（綜合報導）大陸國台辦今日記者會上，中新社記者提問，新任白宮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可能在美國在臺協會（AIT）新辦公室落成之際訪問臺北；另外，美國國務院還公告，將
梯准臺灣的潛艦國造的行銷核准證，協助臺灣強化軍事力量，就這兩件議題請問官方的觀點與態
度。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我們堅決反對美臺之間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堅
決反對美國以任何藉口向臺灣出售武器。美方應該恪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
規定。任何打 「臺灣牌」 的企圖都是徒勞的。外部勢力打 「臺灣牌」 ，損害的是兩岸同胞的共同
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但玩過了頭也會傷及他們的自身利益。
臺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牽動著 13 億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的問題上，我們不會有絲毫含糊。同時，我們再一次正告臺灣當局，挾洋自重，必將引火焚身。

（綜合報導）臉書董事長兼執行長祖克伯
（Mark Zuckerberg）在赴美國國會作證，歷經
5 小時馬拉松式的提問後透露，用戶可能得付
費維持個人資訊的隱私。
此外，他也坦承，在沒打擊假新聞、仇恨
言辭，還有俄羅斯介入美國總統大選上犯下許
多錯誤。
這位現年 33 歲的億萬富豪因為臉書外洩 8,

700 萬用戶的個資，而受到美國參議員質問。
當民主黨重量級議員尼爾森（Bill Nelson）針
對利用臉書個資發送廣告的問題說， 「我得付
錢給你，才能讓你們不用我的個資，避免送些
不要的東西給我？」
祖克伯坦承︰ 「是的，參議員。」
儘管祖克伯說了真話，但昨晚臉書的登入
頁面仍寫著 「免費，未來也將始終如此」 。

感謝習近平擴大開放 白宮：仍考慮對中國加稅
（綜合報導）時值中美貿易戰陰霾密布，
美國威脅對中國實施關稅制裁後，中國大陸國
家主席習近平 10 日首次公開表示中國將降稅及
擴大開放。雖然美國總統川普隨後也對此表達
感謝，但白宮卻稱還沒放棄對中國加徵關稅。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 11 日的
推文中表示， 「非常感謝中國習主席在關稅和
汽車壁壘上的友善的談話，還有他對智慧財產
和技術轉移的開明態度」 ，也說中美將共同取
得巨大進展。

然而在川普才發文感謝習近平後不久，白
宮發言人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
卻對此表示，白宮對習近平承諾進一步開放中
國市場表示歡迎，但強調僅憑他的言辭並不能
阻止川普考慮對價值 1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
收的關稅，以報復北京。
桑德斯表示： 「當然我們都受到習近平的
演說鼓舞，但我們希望看到具體行動」 ，也說
中國需要採取具體行動，美國才會考慮取消對
中國加徵關稅。

川普難甩通俄門 恐鍘副司法部長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9 日
突襲搜查總統川普私人律師柯恩（Michael Cohen）的辦公室，查扣部分疑似涉及 「通俄門」
的文件、電郵等，讓川普大為光火。川普擔心
，直接開除通俄門特別檢察官穆勒可能引起嚴
重後果，因此考慮先拿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
開刀。
雖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女士表
示，川普 「絕對相信他有權開除
穆勒」 ，但據司法部規定，只有
任命穆勒的副司法部長羅森斯坦
有權開除他，且須有明確的理由
，羅森斯坦表示，他目前沒理由
開除穆勒。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
席、共和黨議員葛拉斯理
（Chuck Grassley） 也 警 告 ， 川
普若開除穆勒 「無異於自殺」 ，
川普也可能遭彈劾下台。
因此，川普只能設法限縮穆
勒的權力與調查範圍。川普目前
有 2 個選擇：開除司法部長塞申
斯或羅森斯坦。白宮官員透露，

後者的可能性更高，因為一旦把賽申斯炒魷魚
，可能引起參議院強力反彈，目前也沒適當繼
任人選，相形之下，開除羅森斯坦的影響較小
。
川普一直不滿司法部沒把他保護好，讓他
一直受通俄門調查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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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槿惠獲刑 24 年後

囑咐律師：穩住 別沖動
6 日下午，66 歲的樸槿惠壹
審獲刑 24 年。眼看昔日女總統就
要牢底坐穿，她的鐵桿粉絲們在
法庭外哭成了壹團。不過，樸槿
惠本人卻非常淡定。當天她在拘
留所接受探視時，聽柳榮夏律師
講過宣判結果後，不僅表情沒有
什麼變化，反而還語重心長地叮
囑律師，“切勿作出過激反應。
”
韓國《東亞日報》稱，上述
消息是樸槿惠的親信在 10 日透露
的。報道認為，樸槿惠這麼說，
可能意在提醒柳榮夏莫感情用事

。據了解，柳榮夏最近多次探視
樸槿惠，他在 9 號和 10 號曾連續
兩天前往拘留所，與樸槿惠共同
商討今後的對策。不過截至目前
，樸槿惠方面尚未表示是否會上
訴。
柳榮夏與樸槿惠結識已有 14
年之久，可謂樸槿惠政治生涯的
“鐵桿粉絲”。不管是樸槿惠參
加 2004 年的韓國國會議員選舉，
還是出戰 2007 年和 2012 年總統
選舉，背後都有柳榮夏不遺余力
的協助。即便樸槿惠慘遭彈核，
柳榮夏也積極為幹政案辯護，還

時常去拘留所探視樸槿惠，並為
她帶書。在 2008 年的壹次演說中
，樸槿惠盛贊柳榮夏“做事幹練
有熱情，是自己最了解和最信任
的人”。
據報道，樸槿惠自去年 10 月
以來壹直閉門不出，拒絕任何探
視。不過在今年 1 月 4 日這天，
她不僅破例同柳榮夏會面，還在
商談時笑得異常燦爛，讓獄警都
忍不住感慨，“最近真沒見她這
麼笑過”。獄警還表示，樸槿惠
三個月來第壹次見到可以說話的
人，似乎看起來很安心。

樸槿惠政府文藝界
黑名單文件首曝光
近萬人被拉黑
10 日，韓國文化體育觀光
部旗下官民聯合“文藝界黑名單
真相調查及制度改善委員會”表
示，2015 年至 2016 年，樸槿惠
政府推進的“韓法交流年”相關
活動中，聯名發表時局宣言的
9473 名文藝界人士被排除在政
府補助對象之外。這是引起黑名
單事件的文件首次公開。
據報道，當天，真相調查
委公開了包含時局宣言者名單
的 全 部 文 件 ， 共 有 60 頁 A4 紙
，被拉黑者分為 4 類，發表敦
促廢除政府“世越”號執行令
宣言、“世越”號時局宣言、
支持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文在寅
宣言、支持首爾市長候選人樸
元淳宣言的人士都在其列。

真相調查委發言人指出，
在調查“韓法交流年”黑名單
事件時，掌握了相關文件，多
名相關人士供述名單上的人士
被排除在政府補助對象之外。
調查顯示，在前總統樸槿
惠執政時的 2015 年 4 月，總統
府青瓦臺教育文化首席秘書室
指示文體部梳理和報告該名單
，後來青瓦臺指示，將名單上
的全體人員排除在政府項目補
助對象外。文體部壹名官員在
接受調查時透露，文體部各部
門發放補助前反復使用該名單
，這不僅是單純的名單，而是
黑名單。
真相調查委認定，樸槿惠
執政時，青瓦臺指示推進“韓

法交流年”相關文藝活動和項
目時使用黑名單，情報部門也
介入執行環節，並就此進行伺
察。真相調查委認為，鑒於
“韓法交流年”活動項目規模
較大，且多數活動在國外舉行
，尚未暴露的對民監察、審查
、遭排斥事例應該不少。
2016 年 10 月，壹家媒體曝
光了 9473 人名單，引起軒然大
波，而時任文體部長官趙允旋
和文體部予以否認。“韓法交
流年”活動旨在紀念韓國和法
國 建 交 130 周 年 ， 從 2015 年 9
月 到 2016 年 12 月 在 兩 國 主 要
城市舉行，涉及領域包括展覽
、演出、文學、電影等，預算
總額達 100 億韓元。

日裔教授揭
日軍奴役韓慰安婦真相
強迫賣淫竟成軍方公務
韓國世宗大學教授、獨島綜合研究所所
長保阪右二 4 月 10 日在新書發布會上表示
，慰安婦是日軍性奴，日本政府應承認罪行
並采取必要措施。
據韓聯社 4 月 10 日報道，保阪右二對
1937 至 1945 年間日本編寫的 80 多份慰安
婦文件進行翻譯和分析，並發布新書《日本
的慰安婦問題證據資料集 1》。他在發布會
上說，截至目前的慰安婦證言和過去日本政
府的官方文件驚人壹致。
報道稱，保阪右二在書中公開了 1940
年 10 月 11 日高森部隊對警備區內商人營業
的規定中有關“特殊慰安業務”的內容。這
份文件寫道“慰安所慰安婦和皇軍比例為 1
比 100”，保阪右二表示，這意味著 1 名慰
安婦要接待 100 名軍人，慰安婦是日軍的性
玩具、性奴隸。這份文件還寫著慰安婦不能

接待日本軍以外的普通人，日方限制慰安婦
散步範圍，剝奪了人身自由。
保阪右二還主張，日軍蒙騙朝鮮女性，
在將其送往中國時簡化身份確認程序。保阪
右二指出，日本為慰安婦出具身份證明書，
佯裝走合法程序。但實際上日軍在輸送朝鮮
慰安婦時省略了這個程序，或是把慰安婦冒
充為從軍護士、野戰醫院工作人員、部隊食
堂服務員等部隊有關人員，隱瞞其真實身份
。
保阪右二表示，強迫賣淫竟然成為軍方
公務，令人難以置信，日本軍方和日本政府
無法逃脫法律責任。
報道稱，保阪右二生於日本，80 年代
末到韓國留學，2003 年獲得韓國國籍，為
更有效宣傳慰安婦等歷史真相，入籍後繼續
使用日本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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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貿區掛牌三周年 再推十項改革措施
特首：港珠澳大橋促港融國家發展

南沙新區新增企業逾五萬

學者倡港建知識產權跨境貿易中心

■學者倡議香港建知識產權跨境貿易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 深圳報道）為了更好地
促進深港科技創新和產業協
作，11 日在深圳舉行的“綜研
國際報告會——合作創新助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會議上，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
■林鄭月娥表示
林鄭月娥表示，
，港珠澳大橋對港融入國家發
究總監方舟建議在深港間建立
展相當重要。
展相當重要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一個創新科技溝通合作平台，
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知識產權
跨境貿易中心。中國（深圳）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
萬達、眾多專家、企業代表逾
百人參加了會議。
方舟表示，去年深圳的科
技研發投入佔 GDP 的 4.19%，
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而香港僅
佔 0.79%，深圳高科技產業鏈
完善，香港的優勢是5間大學在
世界前100位，具有一定的科研
創新能力，加上香港金融市場
優勢，深港在創新科技和產業
合作方面機遇很好。香港作為
香港
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自由港，對人才有很強的吸引
剛）香港新一期居屋 4,400 個單位
力，深圳科技創新需要吸引大
及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 11 日晚 7
量國際人才，把香港自由港的
時截止申請，大批市民為趕“尾班
優勢疊加到深圳，值得研究。
另外，如何把香港許多大
車”蜂擁到樂富房委會客務中心遞
學基礎研究資源跟深圳產業嫁
交申請表。截至 11 日下午 5 時，
接起來也值得進一步推進。他
香港房委會客務中心累計收到約
稱，麻省理工學院最近在香港
設立創新中心，其看中的就是
14.47 萬份申請表，申請宗數是復
珠三角良好的產業化優勢，因
售居屋以來的歷史新高，超額認購
為麻省理工申請的專利 90%是
更多達 31.6 倍。香港房委會資助
沒有辦法產品化。
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近年樓
在談到將香港的大學科研
創新能力與深圳產業優勢銜接時，他建
價高企導致不少符合資格白表人士
議在深港邊境建立一所新型的以產業研
申請，強調房委會會盡最大努力覓
究為導向的大學，建立溝通機制和平
地建屋。
台，將雙方資源打通，未來還涉及到跨
境要素流動，包括專業經理人團隊。
富房委會客務中心 11 日整天人潮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民關注的港珠澳大橋情況。“議會陣 她絕不同意議員形容它是“政治工
港珠澳大橋落成在即，但香港反對派 線”議員毛孟靜聲言，大橋明顯是 程”等。
就近日有不少人單憑照片就認定
中人就不斷攻擊大橋工程，包括借大 “政治工程”，是“賣香港人豬仔”
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防波堤出現被沖散
橋人工島防波堤“被沖散”一事借題 項目云云。
情況，更聲言大橋設計有問題。
發揮，更聲言大橋是一項“政治工
反擊反對派“政治”指控
工程師學會 11 日發出新聞稿回應
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1
日強調，絕不同意大橋是政治工程，
林鄭月娥強調，完全不同意港珠 指，該會關注大橋人工島防波堤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年
4 月 21 日是廣東
況，並正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更不是“賣豬仔”（拐賣人去做苦
澳大橋是一項“政治工程”，因為大
工），因為大橋對香港融入國家發
橋對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對於香港
自貿試驗區南沙新區片區（以下簡稱南沙自貿區）掛牌成立三周 學會認為，人工島沿岸防波堤設
展、經濟、民生等均很重要，倘可以 未來的經濟，甚至社會民生，都是很 計上利用弱波石（又稱“外扭工字
年，11
日，南沙自貿區就三年來行政體制改革情況進行了通報，
塊”）作保護；弱波石間存有空隙，
早5年至10年建成更好。
重要的基建。
用作吸收海浪的能量，避免海浪直接
香港工程師學會則指，公眾不能
她坦言，現在回頭望，如果大橋
並公佈了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相關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單靠照片及推測就對大橋工程作出未 能夠早 5 年至 10 年建成會更好，因為 衝擊海堤，此外弱波石亦可被用作沉
經證實結論，必須先掌握足夠資料再 今日由香港前往珠海、中山，需要接 管隧道的防護層。
悉，截至目前，自貿區南沙片區 其中“證照分離”改革試點 2.0 版本、
學會指出，在海洋中進行大型建
作有系統分析。
近 4 小時車程，還要視乎虎門大橋有
共形成 376 項改革創新成果，其 政務微信平台辦理等舉措的推行，尤其
林鄭月娥 11 日在出席立法會行政 否塞車，惟日後由大嶼山往珠海只需 造工程，事前必須對實地環境作詳細
中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達 184 項， 受到入駐企業和民眾的稱讚。
長官質詢時間時，被追問近期備受市 45 分鐘，這種基建的連繫很重要，故 勘察，收集足夠數據並作出分析及工

據

涵蓋政務服務創新、證照分離改革、商
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體制建設等
重點領域。

初創企業獲服務便利

程計量，進行多方面的模擬及評估，
以制定符合要求的建築及工程設計。

工程學會：勿看照片估安全性

學會明白公眾對大橋人工島及海
底隧道的安全情況有所疑慮，但認為
在判定設計是否安全及有否偏差前，
必須先掌握足夠資料以作出有系統分
析，不能單靠照片及推測而作出未經
證實的結論。
學會亦指，留意到路政署經了解
和實地視察後，認為工程的實地建成
情況與施工圖設計脗合，但建議特區
政府可考慮與各持份者多加溝通，增
加透明度，以釋除公眾疑慮，進一步
加強公眾對大橋工程及日後運作的信
心。

新居屋逾 14 萬申請 復售新高
商家總數破9.2萬戶

南沙區政務辦主任羅建中在通報會
上透露，持續深入的行政體制改革為南
沙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經過三年努
力，市場活力顯著增強。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南沙新區市場主體總數已突破
9.2 萬戶（其中企業 5.9 萬戶，個體工商
戶 3.3 萬戶，兩者之比為 1.8：1），較
自貿區掛牌前翻了 2.7 倍；自貿區新增
企業 50,318 家，是掛牌前的 5.1 倍；新
增企業註冊資本總額 9,642.7 億元人民
幣，是掛牌前的6.4倍。
南沙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潘玉璋還
在會上介紹了南沙自貿區關於進一步優
化營商環境的十項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微軟廣州雲暨移動應用孵化平台自
去年 11 月落戶南沙自貿區後，已先後
吸引了 29 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創業團隊
入駐。
南沙自貿區的政務服務便利舉措，
使得孵化器平台對企業的吸引力大增，
該平台 CEO 馮建林表示，對於初創企
業來說，常常面臨人員規劃和職能配備
欠缺的問題，這就需要企業花費更多資
金來聘請第三方機構處理，而政務服務
便利舉措滿足了企業的需求。
南沙自貿區減少對企業資料審
查，減少辦理政務流程，流程大為縮
短，而且改為線上註冊後，材料均可
通過互聯網提交。從設立公司到拿到
證照，最快 2 天可完成。馮建林認
為，“證照分離 2.0 版的推行及政務

■南沙自貿區為優化營商環境推出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
，受到入駐企
和民眾稱讚，
和民眾稱讚
，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超額認購達 31.6 倍 房委會：盡最大努力覓地

門外排隊等候交表，到了傍晚時分亦有不
少市民趕“尾班車”交表。25 歲從事建築
業的鍾先生，11 日早 7 時 25 分已到現場輪
候，打算以一人白表申請居屋，“都想自
己置業，但買不起私樓，市區 200 呎單位
都要 300 多萬元（港元，下同），唯有考
慮居屋。”

2016

3,684伙

5.28萬份

13.3倍

率先推出微信辦理房地產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報道）在 11 日南沙自貿區公佈的進一
步優化營商環境十項舉措中，打造“指
尖微政務”一項涵蓋了個人增量、存量
房、公寓、車位等大部分房地產業務，
該項業務在全國屬於領先試點。
南沙自貿區通過建立統一入口的
政務微信平台，將各部門分散建設的

微信辦事入口全部向政務微信平台集
中，將實體和網上“兩個政務大廳”
部分服務事項，通過流程化再造遷移
到微信平台上，集成政策發佈、在線
諮詢、微信預約排隊、申辦查詢、稅
費繳交和評議投票等功能，使企業和
民眾辦事更便利。
據南沙區政府有關負責人介紹，與

■新居屋11日截止申請，大批市民趕“尾班車”蜂擁前往樂富房委會客務中心交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鍾先生

憂樓價愈來愈貴“抽了先”
鍾先生坦言擔心日後樓價愈來愈貴，
故趁有機會就“抽了先”，首選是長沙灣
凱樂苑，看中其交通便利，配套亦較啟德
完善，若成功抽中心水屋苑，父母會幫忙
一起儲首期。他又指，自己並沒有特別留
意“白居二”，但聽聞樓價不便宜，故不
作考慮。
公屋住戶劉先生今年30歲，正計劃與女
朋友結婚，希望可申請到市區屋苑，首選長沙
灣凱樂苑，原因是社區配套較完善。他認為香
港樓市炒風熾熱，政府調控措施無效，故申請
居屋當“買個機會”。對於今次市區屋苑平均
呎價近萬，他指房委會已按市價七折定價，價
錢尚可接受，坦言“總好過無折扣”。
以白表一人申請的 24 歲羅小姐則心儀
啟朗苑，原因是該區正在發展，預期日後
配套完善，沙中線通車後交通方便，東涌
裕泰苑位置太遠故不予考慮。她透露，過
去曾抽居屋但空手而回，亦留意到今期居
屋申請至少超額逾 20 倍，形容今次是“買
個希望給自己”。
不過，有申請者就認為兩個市區屋苑
呎價太貴，會選擇較便宜的東涌裕泰苑。
去年結婚的吳先生，過去曾抽居屋不果，
今次與太太以二人家庭白表申請，希望抽
到裕泰苑單房單位，“啟德（啟朗苑）和

復售居屋後申請與超額數字

2017

2,108伙

10.46萬份

49倍

2018*

4,431伙

14.47萬份*

31.6倍

*截至4月11日下午5時

資料來源：香港房委會自動生成信息，避免了手工錄入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傳統辦稅流程相比，微信辦理房地產契
稅業務涉及業務面積更廣，囊括了個人 和錯漏。而納稅人辦理完成房地產
增量房（俗稱一手房）、個人存量房 後，可選擇馬上打印電子稅票或郵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屋及“白居二”同期接受申
（已被購買或自建並取得所有權證書的 稅證明和發票，大大方便了納稅人
文 森 ） 今 期 新 居 屋 共 提 供 請吸引大批申請實屬預期之
責人表示，“目前南沙購房者中有
房屋）、車位、公寓、商舖等，基本涵
4,431 個單位，實用面積介乎 內。
蓋了房地產交易鏈條的所有項目。
278 平方呎至 631 平方呎，按 一部分非本區居民，房地產交易全
柯創盛面對龐大的需
此外，全流程線上辦理，可自動同
市價七折發售，售價由159萬 微信辦理推出後，納稅人徹底擺脫
求，當局應多管齊下回應，
步計稅金額，自動判定申報繳納信息，
元（港元，下同）至 630 萬 間和空間的限制，節省了大量時間。
包括撥用部分私樓土地改作

折實呎價近私樓 應與市價 脫鈎

樂湧，早上 8 時開門前，已有 30 多人在

微信平台的不斷完善，會吸引更多初 才政策，吸引很多港澳人才北上創
創企業來到南沙，這對自貿區的發展 “以我們孵化平台為例，已經吸引
澳、台灣和美國硅谷回來的企業入
也將形成促進作用。”
此外，南沙自貿區的行政體制改革 從去年開始營業到現在半年時間，
也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創業創新提供了 團隊就超過 40 家，企業集聚效率
它區高出一倍。而港澳台比例在逐
幫助。馮建林介紹，粵港澳打造科技為
年份
單位數
申請數
超額
先服務，而南沙自貿區作為大灣區地理 升，有港澳創業者也讚南沙營商環
2014
2,160伙
13.5萬份
61倍
幾何中心，行政體制改革加上產業和人 利。”

元，其中兩個市區屋苑折實
後，平均呎價更接近1萬元，
價錢直逼私人市場。香港房
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
示，期望房委會能檢討居屋
定價政策，考慮將定價與市
價“脫鈎”，並以申請人的
實際承擔能力定價。

裕泰苑均呎價最便宜

■新居屋累計收到約14.47萬份申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長沙灣（凱樂苑）都太貴，抽中都危危
乎。”
他指，自己正租樓住，月租8,000元至
9,000 元，與供樓沒太大分別，加上預期樓
市持續上升，“現在不買，就不知道什麼
時候能買到”，冀趁此良機及早置業。

“廿四孝”家長為子女申請
除了年輕“無殼一族”之外，11 日繼
續有“廿四孝”家長為子女交申請表。公
屋戶蔡先生 11 日晨為 28 歲任職工程師的兒
子交表，以一人白表申請。他同意香港樓
市有炒風，即使像兒子是專業人士，都沒
法儲到足夠首期，因此會考慮幫助兒子繳
付部分首期。
房委會表示，截至 11 日下午 5 時，客
務中心累計收到的申請表約 14.47 萬份，即

■羅小姐

超額認購 31.6 倍。至於 2,500 個名額的“白
居二”申請表則派出 6.3 萬份，客服中心共
收到約3.58萬份，超額認購最少13.3倍。

未來5年或供約10萬單位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 11 日
指，居屋一向受市民歡迎，由於近年樓價
較高，導致不少符合資格白表人士申請。
他強調，房委會會盡最大努力覓地建
屋，但目前預算未來 5 年只能提供約 10 萬
個單位，暫時未達到長遠房屋策略目標。
黃遠輝又認為，居屋銷售機制沿用多
年，房委會過去曾討論過脫鈎的可能性，但
至今未找到一個更合適的方案。至於未來會
否調整綠白表5比5的比例，他說需要綜合檢
討今年的安排後再決定，包括年底推出的綠
置居項目。

今期居屋超過七成單位
位於市區的兩個屋苑，其中
位於長沙灣荔盈街的凱樂苑
兩期合共提供 2,522個單位，
實用面積由 383 平方呎至 631
平方呎不等。位於啟德沐安
街的啟朗苑，則提供 683 個
單位，實用面積由 286 至 471
平方呎不等。另一個屋苑裕
泰苑位於東涌道，提供 1,226
個單位，實用面積由278平方
呎至572平方呎。
房委會七折折實後，啟
德啟朗苑平均呎價高達 9,755
元，單位售價由 227 萬元至
488 萬元。長沙灣凱樂苑平
均呎價也有 9,234元，售價由
292 萬元至 630 萬元。東涌裕
泰苑平均呎價為 6,698元，單
位售價由 159 萬元至 428 萬
元，是較廉宜的選擇。

﹁
﹂

柯創盛倡延樓花期

柯創盛表示，現時樓價
高企，置業需求激增，新居

資助房屋，在短期內增加居
屋供應，並延長居屋的樓花
期，以至考慮延長樓花期至
36 個 月 至 48 個 月 ， 暫 借
“遠水救近火”。他並建議
延長二手居屋的按揭擔保
期，令“白居二”買家更容
易“上會”。
柯創盛續說，中短期措
施則是積極透過新公私合作
模式，利用私人土地儲備發
展資助房屋。他亦期望房委
會能檢討居屋定價政策，考
慮將定價與市價“脫鈎”，
並以申請人的實際承擔能力
定價。
今期居屋預計 6 月攪
珠，8 月揀樓，綠白表比例
各半。房委會為參加“家有
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申請
者預留1,300個配額，一人申
請者則預留400個。
凱樂苑 A 座的關鍵日期
為今年 10 月 31 日，而啟朗苑
關鍵日期為明年 2 月 28 日，
預料可較快入伙，裕泰苑關
鍵 日 期 則 為 2020 年 8 月 31
日，要等一段較長時間。
同樣在 11 日截止申請的
“白居二”，則會於 6 月進
行攪珠，9 月發出“購買資
格證明書”，家庭與一人申
請者的配額比例為 9:1。證
明書有效期為 1 年，然後可
於居屋第二市場購買未補價
的單位。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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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貿區掛牌三周年
再推十項改革措施
會見博鰲論壇理事
強調開放包容應對貿保主義挑戰

南沙新區新增企業逾五萬
習近平：推進大國協調合作
學者倡港建知識產權跨境貿易中心

■學者倡議香港建知識產權跨境貿易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年 4 月 21 日是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自貿試驗區南沙新區片區（以下簡稱南沙自貿區）掛牌成立三周
昌鴻 深圳報道）為了更好地
促進深港科技創新和產業協
年，11 日，南沙自貿區就三年來行政體制改革情況進行了通報，
作，11 日在深圳舉行的“綜研
並公佈了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相關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國際報告會——合作創新助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會議上，
悉，截至目前，自貿區南沙片區 其中“證照分離”改革試點 2.0 版本、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1 日 共形成 376 項改革創新成果，其 政務微信平台辦理等舉措的推行，尤其
究總監方舟建議在深港間建立
中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達 184 項， 受到入駐企業和民眾的稱讚。
在海南省博鰲國賓館集體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現
一個創新科技溝通合作平台，
涵蓋政務服務創新、證照分離改革、商
任和候任理事。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
初創企業獲服務便利
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知識產權
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體制建設等
跨境貿易中心。中國（深圳）
中國將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同周邊國家發展
重點領域。
微軟廣州雲暨移動應用孵化平台自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
去年
11 月落戶南沙自貿區後，已先後
睦鄰友好關係，更加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更加
商家總數破9.2萬戶
萬達、眾多專家、企業代表逾
吸引了 29 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創業團隊
有效同各國攜手應對挑戰。
百人參加了會議。
南沙區政務辦主任羅建中在通報會 入駐。
方舟表示，去年深圳的科
南沙自貿區的政務服務便利舉措，
上透露，持續深入的行政體制改革為南
近平指出，博鰲亞洲論壇成立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技研發投入佔 GDP 的 4.19%，
沙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經過三年努 使得孵化器平台對企業的吸引力大增，
之後，反映了亞洲國家攜手應對挑戰的共識，順應了
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而香港僅
力，市場活力顯著增強。截至 2018 年 3 該平台 CEO 馮建林表示，對於初創企
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要求。論壇成立17年來，立足亞洲、
佔 0.79%，深圳高科技產業鏈
月底，南沙新區市場主體總數已突破 業來說，常常面臨人員規劃和職能配備
面向世界，為凝聚亞洲共識、推動亞洲合作、建設亞洲命
完善，香港的優勢是5間大學在
9.2 萬戶（其中企業 5.9 萬戶，個體工商 欠缺的問題，這就需要企業花費更多資
運共同體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年論壇年會圍繞“開放創新
世界前100位，具有一定的科研
戶 3.3 萬戶，兩者之比為 1.8：1），較 金來聘請第三方機構處理，而政務服務
的亞洲，繁榮發展的世界”主題進行深入探討，大家都認
創新能力，加上香港金融市場
自貿區掛牌前翻了 2.7 倍；自貿區新增 便利舉措滿足了企業的需求。
為，在世界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調整的形勢下，應該順應
優勢，深港在創新科技和產業
南沙自貿區減少對企業資料審
企業
歷史潮流，推動變革創新；大家都相信，面對經濟增長動 50,318 家，是掛牌前的 5.1 倍；新
合作方面機遇很好。香港作為
增企業註冊資本總額 9,642.7 億元人民 查，減少辦理政務流程，流程大為縮
能不足、貿易保護主義挑戰，應該堅持開放包容、合作共
自由港，對人才有很強的吸引
短，而且改為線上註冊後，材料均可
幣，是掛牌前的6.4倍。
贏；大家都願意，同心協力、攜手並進，創造亞洲和世界
力，深圳科技創新需要吸引大
通過互聯網提交。從設立公司到拿到
南沙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潘玉璋還
更加美好未來。各國政治家都應當為子孫謀，為千年計。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 加滿油、把穩舵、鼓足勁，付出異
量國際人才，把香港自由港的
證
照，最快 2 天可完成。馮建林認
在會上介紹了南沙自貿區關於進一步優
習近平11日在海南省博鰲同出席博 乎尋常的努力，推動新時代中國經
優勢疊加到深圳，值得研究。
進一步擴展合作格局
為，“證照分離
2.0 版的推行及政務
化營商環境的十項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從
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的中外企業
另外，如何把香港許多大
習近平強調，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經驗的一個重要啟
家代表座談。據新華社報道，習近 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從“有沒
學基礎研究資源跟深圳產業嫁
示就是：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發展也需要中國。中
平強調，中國的改革只有進行時， 有”轉向“好不好”。中國的改革
接起來也值得進一步推進。他
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自身發展，創造了中國奇跡，同時又
沒有完成時，中國將為國內外企業 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我們要
稱，麻省理工學院最近在香港
通過自身發展為世界進步貢獻力量。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
家投資創業營造更加寬鬆有序的環 擴大對外開放不停步，我們改革的
設立創新中心，其看中的就是
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推動建設相互
步伐不會停歇，開放的大門不會關
境。
珠三角良好的產業化優勢，因
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將推進大國
閉。我們要讓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微信辦事入口全部向政務微信平台集
中國改革只有進行時沒完成時
為麻省理工申請的專利 90%是
協調和合作，同周邊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係，更加積極參
讓發展更有質量，讓治理更有水
報道）在 11 日南沙自貿區公佈的進一 中，將實體和網上“兩個政務大廳”
沒有辦法產品化。
與全球治理，更加有效同各國攜手應對挑戰；將把自己前
習近平強調，我們對中國經濟 平，讓人民更有獲得感、幸福感、
部分服務事項，通過流程化再造遷移
步優化營商環境十項舉措中，打造“指
在談到將香港的大學科研
途命運同世界人民前途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不僅為中國
安全感。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開放
的前景是樂觀的。方向決定道路，
到微信平台上，集成政策發佈、在線
尖微政務”一項涵蓋了個人增量、存量
人民謀幸福，也要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進一步擴展合
創新能力與深圳產業優勢銜接時，他建
型世界經濟，為亞洲和世界發展作
道路決定命運。中國現在的大方向
諮詢、微信預約排隊、申辦查詢、稅
房、公寓、車位等大部分房地產業務，
作格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一個持久和平、
議在深港邊境建立一所新型的以產業研
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 出中國貢獻，歡迎搭乘中國經濟快
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將繼
費繳交和評議投票等功能，使企業和
該項業務在全國屬於領先試點。
究為導向的大學，建立溝通機制和平
車，分享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
標。我們走的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
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打造國際
民眾辦事更便利。
南沙自貿區通過建立統一入口的
台，將雙方資源打通，未來還涉及到跨
主義道路，是堅持改革開放的道 成果。中國將為國內外企業家投資
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使“一帶一路”惠及
政務微信平台，將各部門分散建設的
境要素流動，包括專業經理人團隊。
創業營造更加寬鬆有序的環境。希
路。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我們要 據南沙區政府有關負責人介紹，與
更多國家和人民。

聚焦博鰲

據

■ 習近平
習近平11
11日在海
日在海
南省博鰲同出席博
■南沙自貿區為優化營商環境推
鰲亞洲論壇 2018 年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
，受到入駐
年會的中外企業家
和民眾稱讚，
和民眾稱讚
，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代表座談。
代表座談
。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習

微信平台的不斷完善，會吸引更多初 才政策，吸引很多港澳人才北上
創企業來到南沙，這對自貿區的發展 “以我們孵化平台為例，已經吸
澳、台灣和美國硅谷回來的企業
也將形成促進作用。”
此外，南沙自貿區的行政體制改革 從去年開始營業到現在半年時間
也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創業創新提供了 團隊就超過 40 家，企業集聚效
幫助。馮建林介紹，粵港澳打造科技為 它區高出一倍。而港澳台比例在
望各國企業家在中國改革開放新征 集團董事長崔泰源、英國保誠集團
先服務，而南沙自貿區作為大灣區地理 升，有港澳創業者也讚南沙營商
程中施展更大作為，得到更大發 執行總裁韋爾斯、美國黑石集團主
利。”
幾何中心，行政體制改革加上產業和人
展。
席兼首席執行官蘇世民等 9 位企業

與中外企業家座談：創更寬鬆投資環境

家代表在座談中先後發言，他們高
度評價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
習近平指出，中國提出“一帶 就，讚賞中國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
一路”倡議，就是要讓中國的改革 作出的突出貢獻。他們表示，習近
發展造福人類，推動實現共贏共享 平主席在論壇年會開幕式上宣佈的
發展。“一帶一路”倡議一切都在 中國擴大開放的一系列新的重大舉
傳統辦稅流程相比，微信辦理房地產契 自動生成信息，避免了手工錄入
陽光下運行。我們不搞小圈子，也 措令人鼓舞振奮，對世界發出了有
稅業務涉及業務面積更廣，囊括了個人 和錯漏。而納稅人辦理完成房地
不搞強買強賣。我們正在推動制定 利於推進全球化進程的積極信息。
後，可選擇馬上打印電子稅票或郵
增量房（俗稱一手房）、個人存量房
中國的改革開放力度前所未有，中
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共同推進亞
稅證明和發票，大大方便了納稅
（已被購買或自建並取得所有權證書的
國的發展為外資提供着持續不斷的
太自由貿易區建設。
責人表示，“目前南沙購房者中有
房屋）、車位、公寓、商舖等，基本涵
日本豐田汽車公司會長內山田 良好的發展前景。他們願把握機
一部分非本區居民，房地產交易
蓋了房地產交易鏈條的所有項目。 遇，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
竹志、美國德勤全球主席柯睿尚、
微信辦理推出後，納稅人徹底擺
此外，全流程線上辦理，可自動同
台灣地區冠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局 程，實現企業更大發展，共同推動
間和空間的限制，節省了大量時間
步計稅金額，自動判定申報繳納信息，
主席兼執行總裁宣建生、韓國 SK 亞洲和世界經濟走向繁榮。

推動制定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

率先推出微信辦理房地產業務

不斷提升亞洲影響力

理事：中國為世界提供榜樣
博鰲亞洲論壇現任理事長福田康夫、候任理事長潘基
文、現任理事巴基斯坦前總理阿齊茲、法國前總理拉法
蘭、候任理事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
先後發言。他們表示，習近平主席 11 日在年會開幕式上
的主旨演講明確描繪了中國的發展方向，宣示了重大開放
措施，充滿了改革精神，非常精彩、令人欽佩和感動。在
全球化和多邊主義面臨挑戰之際，演講意義深遠，為世界
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強勁活力，為人們指明了世界應何去何
從的正確方向，是在重要的時刻提供了正確的答案，即中
國致力於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致力於改革開放，致
力於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創新發展，使人對中國的
更大成功充滿信心。中國的成功將產生深遠影響，將為亞
洲和世界帶來繁榮，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榜樣。中國
已是全球經濟重要引擎，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事務中發
揮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國際社會各方應當像中國一樣，
走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之路，不能走封閉僵化、保護主義
和單邊主義的回頭路，共同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
運共同體。論壇願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太平洋足夠大”籲各國包容共生
香港文匯報訊 習近平在會
見博鰲亞洲論壇現任和候任理事
時提出，各國都應當致力於建設
一個包容的世界，營造共同和諧
的氛圍。我們主張包容，反對大
小通吃、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
自己發展得好、生活得舒適，也
要讓別人同樣發展得好、生活得
舒適。太平洋足夠大，完全容得
下太平洋各國。各國即使有競
爭，也應當是良性競爭、良性互
動；有問題有分歧，大家商量着
解決。

他又指出，世界大同，和
合共生，這些都是中國幾千年
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不能獨
善其身，而應該兼濟天下，因
為幸福不應該是一個獨立單元
的享受，而應該是全人類共同
的感受。我們不能忽視南北差
異，不能忘記聯合國可持續發
展目標和減貧目標，不能違背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承
諾。各國都應該擔當起自己的
責任，放眼全球發展，進一步
擴展合作格局，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並強調，“一帶一
路”不像國際上有些人所稱是
中國的一個陰謀，它既不是二
戰之後的馬歇爾計劃，也不是
什麼中國的圖謀，要有也是
“陽謀”，我們秉持的是共商
共建共享，把政策溝通、設施
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
民心相通落到實處，打造國際
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發展新
動力，使“一帶一路”惠及更
多的國家和人民。

政要談習近平演講：為世界指明正確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 博鰲亞洲論
壇 2018 年年會 8 日至 11 日舉
行。據中新社報道，對於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年會主旨演講中
所提出的中國舉措和“中國方
案”，與會多國政要和國際組織
負責人表示，這為世界經濟發展
注入新的強勁活力，為人們指明
了世界應何去何從的正確方向。
吉爾吉斯斯坦前總統阿坦巴
耶夫說，習近平主席非常精彩的
演講，對人類社會應當向何處去

指明了方向，令世人欽佩。我願
繼續致力於推動加強吉中合作，
造福兩國人民。
蒙古國總理呼日勒蘇赫表
示，習近平主席的重要演講給
人留下深刻印象，所倡導開放
包容的發展為包括蒙古國在內
的各國帶來更廣闊的機遇。蒙
方支持“一帶一路”倡議，願
加強蒙中發展戰略對接及各領
域合作。
荷蘭首相呂特表示，高度

評價習近平主席發表的重要演
講。荷中關係強勁且重要，荷
方期待深化兩國合作，共同打
造共建“一帶一路”夥伴關
係，實現互利共贏。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
加德高度讚賞習近平主席發表
的主旨演講、特別是中國將堅
定推進改革開放的積極信息。
她說，演講為當今世界增加了
確定性和希望。世界需要像中
國這樣的領導力量。

■習近平考察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
區規劃館。
區規劃館
。
新華社

習近平考察博鰲醫療旅遊先行區

習近平強調，中國作為博鰲亞洲論壇東道國，將為論
壇提供更廣闊發展空間，也希望論壇繼續關注和支持中國
發展，為推動中國和世界共同繁榮發揮積極作用。一是立
足亞洲，服務亞洲。論壇要凝聚亞洲共識，發出亞洲聲
音，提出亞洲方案，把更多亞洲主張上升為國際共識、國
際行動，不斷提升亞洲在全球影響力。二是胸懷世界，開
放包容。論壇要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融匯東西方文明成
果，更多“走出去”，在全球範圍內加強合作夥伴網絡建
設，不斷擴大“朋友圈”。三是突出特點，打造亮點。論
壇要推動各界人士坦誠交流、集思廣益，為各國政府和企
業開展合作提供智力支撐，要針對國際社會重點關注問
題，提出更多“博鰲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視點報道，
11 日下午，在結束博鰲亞洲論壇 2018
年年會活動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考察了
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規劃
館。
在一排先進的醫療設備前，習近
平邊聽院士們介紹邊逐個察看。他拿
起一個指頭大小的國產磁控膠囊胃鏡
機械人，仔細詢問研發和應用情況。
習近平說，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經濟要發展，健康要上去，人民
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離不開
健康，要大力發展健康事業，要做身
體健康的民族。
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是
目前國內唯一由國務院批准、並被賦
予全國獨一無二的 9 條含金量極高開
放政策的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規劃
範圍 20.14 平方公里，總投資 240 億元
人民幣，涉及腫瘤防治、生殖備孕、
整形美容、抗衰老、幹細胞應用等醫
療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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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推十項改革措施
自貿區掛牌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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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倡議香港建知識產權跨境貿易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學者倡議香港建知識產權跨境貿易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深圳報道）為了更好地
李
促
進 深深圳報道）為了更好地
港科技創新和產業協
昌鴻
作，11
促 進 深日在深圳舉行的“綜研
港科技創新和產業協
國際報告會——合作創新助力
作，11 日在深圳舉行的“綜研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會議上，
國際報告會——合作創新助力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會議上，
究總監方舟建議在深港間建立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
一個創新科技溝通合作平台，
究總監方舟建議在深港間建立
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知識產權
一個創新科技溝通合作平台，
跨境貿易中心。中國（深圳）
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知識產權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
跨境貿易中心。中國（深圳）
萬達、眾多專家、企業代表逾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
百人參加了會議。
萬達、眾多專家、企業代表逾
方舟表示，去年深圳的科
百人參加了會議。
技研發投入佔 GDP 的 4.19%，
方舟表示，去年深圳的科
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而香港僅
技研發投入佔
GDP 的 4.19%，
佔 0.79%，深圳高科技產業鏈
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而香港僅
完善，香港的優勢是5間大學在
佔 0.79%，深圳高科技產業鏈
世界前100位，具有一定的科研
完善，香港的優勢是5間大學在
創新能力，加上香港金融市場
優勢，深港在創新科技和產業
世界前100位，具有一定的科研
合作方面機遇很好。香港作為
創新能力，加上香港金融市場
自由港，對人才有很強的吸引
優勢，深港在創新科技和產業
力，深圳科技創新需要吸引大
合作方面機遇很好。香港作為
量國際人才，把香港自由港的
自由港，對人才有很強的吸引
優勢疊加到深圳，值得研究。
力，深圳科技創新需要吸引大
另外，如何把香港許多大
量國際人才，把香港自由港的
學基礎研究資源跟深圳產業嫁
優勢疊加到深圳，值得研究。
接起來也值得進一步推進。他
另外，如何把香港許多大
稱，麻省理工學院最近在香港
學基礎研究資源跟深圳產業嫁
設立創新中心，其看中的就是
接起來也值得進一步推進。他
珠三角良好的產業化優勢，因
稱，麻省理工學院最近在香港
為麻省理工申請的專利 90%是
設立創新中心，其看中的就是
沒有辦法產品化。
珠三角良好的產業化優勢，因
在談到將香港的大學科研
為麻省理工申請的專利 90%是
創新能力與深圳產業優勢銜接時，他建
沒有辦法產品化。
議在深港邊境建立一所新型的以產業研
在談到將香港的大學科研
究為導向的大學，建立溝通機制和平
創新能力與深圳產業優勢銜接時，他建
台，將雙方資源打通，未來還涉及到跨
議在深港邊境建立一所新型的以產業研
境要素流動，包括專業經理人團隊。
究為導向的大學，建立溝通機制和平
台，將雙方資源打通，未來還涉及到跨
境要素流動，包括專業經理人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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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新區新增企業逾五萬
南沙新區新增企業逾五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年 4 月 21 日是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年 4 月 21 日是廣東
自貿試驗區南沙新區片區（以下簡稱南沙自貿區）掛牌成立三周

自貿試驗區南沙新區片區（以下簡稱南沙自貿區）掛牌成立三周
年，11 日，南沙自貿區就三年來行政體制改革情況進行了通報，
年，11
日，南沙自貿區就三年來行政體制改革情況進行了通報，
並公佈了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相關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並公佈了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相關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悉，截至目前，自貿區南沙片區 其中“證照分離”改革試點 2.0 版本、
據悉，截至目前，自貿區南沙片區
共形成 376 項改革創新成果，其 政務微信平台辦理等舉措的推行，尤其
其中“證照分離”改革試點 2.0 版本、
中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達
184 項， 受到入駐企業和民眾的稱讚。
據
共形成 376 項改革創新成果，其 政務微信平台辦理等舉措的推行，尤其
涵蓋政務服務創新、證照分離改革、商

中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達 184 項， 受到入駐企業和民眾的稱讚。
初創企業獲服務便利
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體制建設等
涵蓋政務服務創新、證照分離改革、商
重點領域。
微軟廣州雲暨移動應用孵化平台自
初創企業獲服務便利
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體制建設等
去年 11 月落戶南沙自貿區後，已先後
商家總數破9.2萬戶
重點領域。
微軟廣州雲暨移動應用孵化平台自
吸引了
29 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創業團隊
去年
11
月落戶南沙自貿區後，已先後
入駐。
南沙區政務辦主任羅建中在通報會
商家總數破9.2萬戶
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創業團隊
■南沙自貿區為優化營商環境推出
南沙自貿區的政務服務便利舉措，
上透露，持續深入的行政體制改革為南吸引了 29
入駐。
南沙區政務辦主任羅建中在通報會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
，受到入駐企
沙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經過三年努 使得孵化器平台對企業的吸引力大增，
■南沙自貿區為優化營商環境推出十
南沙自貿區的政務服務便利舉措，
上透露，持續深入的行政體制改革為南
和民眾稱讚，
和民眾稱讚
，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
CEO 馮建林表示，對於初創企
力，市場活力顯著增強。截至 2018 年 3 該平台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
，
受到入駐企業
使得孵化器平台對企業的吸引力大增，
沙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經過三年努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月底，南沙新區市場主體總數已突破 業來說，常常面臨人員規劃和職能配備
和民眾稱讚，
和民眾稱讚
，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
CEO 馮建林表示，對於初創企
力，市場活力顯著增強。截至
2018年3 該平台
欠缺的問題，這就需要企業花費更多資
9.2 萬戶（其中企業 5.9 萬戶，個體工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月底，南沙新區市場主體總數已突破
金來聘請第三方機構處理，而政務服務 微信平台的不斷完善，會吸引更多初 才政策，吸引很多港澳人才北上創業
戶 3.3 萬戶，兩者之比為 1.8：1），較業來說，常常面臨人員規劃和職能配備
創企業來到南沙，這對自貿區的發展 “以我們孵化平台為例，已經吸引了
便利舉措滿足了企業的需求。
自貿區掛牌前翻了
2.7 倍；自貿區新增欠缺的問題，這就需要企業花費更多資
9.2萬戶（其中企業
5.9萬戶，個體工商
澳、台灣和美國硅谷回來的企業入駐
才政策，吸引很多港澳人才北上創業。
南 沙 自 貿 區 減 少 對 企 業 資 料微信平台的不斷完善，會吸引更多初
審 也將形成促進作用。”
50,318 家，是掛牌前的
5.1 倍；新金來聘請第三方機構處理，而政務服務
戶企業
3.3 萬戶，兩者之比為
1.8：1），較
從去年開始營業到現在半年時間，註
此外，南沙自貿區的行政體制改革
查，減少辦理政務流程，流程大為縮
增企業註冊資本總額
9,642.7 億元人民便利舉措滿足了企業的需求。
“以我們孵化平台為例，已經吸引了港
創企業來到南沙，這對自貿區的發展
自貿區掛牌前翻了
2.7 倍；自貿區新增
團隊就超過 40 家，企業集聚效率比
也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創業創新提供了
短，而且改為線上註冊後，材料均可
幣，是掛牌前的6.4倍。
澳、台灣和美國硅谷回來的企業入駐，
南 沙 自 貿 區 減 少 對 企 業 資 料 審 也將形成促進作用。”
企業
50,318 家，是掛牌前的 5.1 倍；新
它區高出一倍。而港澳台比例在逐步
幫助。馮建林介紹，粵港澳打造科技為
通過互聯網提交。從設立公司到拿到 此外，南沙自貿區的行政體制改革
南沙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潘玉璋還
從去年開始營業到現在半年時間，註冊
增企業註冊資本總額
9,642.7 億元人民 查，減少辦理政務流程，流程大為縮
升，有港澳創業者也讚南沙營商環境
先服務，而南沙自貿區作為大灣區地理
證
照
，
最
快
2
天
可
完
成
。
馮
建
林
認
在會上介紹了南沙自貿區關於進一步優
40 家，企業集聚效率比其
短，而且改為線上註冊後，材料均可 也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創業創新提供了 團隊就超過
幣，是掛牌前的6.4倍。
利。”
幾何中心，行政體制改革加上產業和人
為，“證照分離 2.0 版的推行及政務
化營商環境的十項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幫助。馮建林介紹，粵港澳打造科技為 它區高出一倍。而港澳台比例在逐步提
南沙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潘玉璋還 通過互聯網提交。從設立公司到拿到
在會上介紹了南沙自貿區關於進一步優
化營商環境的十項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證照，最快 2 天可完成。馮建林認
為，“證照分離 2.0 版的推行及政務

先服務，而南沙自貿區作為大灣區地理
幾何中心，行政體制改革加上產業和人

率先推出微信辦理房地產業務
率先推出微信辦理房地產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微信辦事入口全部向政務微信平台集 傳統辦稅流程相比，微信辦理房地產契 自動生成信息，避免了手工錄入的繁
報道）在 11 日南沙自貿區公佈的進一 中，將實體和網上“兩個政務大廳” 稅業務涉及業務面積更廣，囊括了個人 和錯漏。而納稅人辦理完成房地產業
步優化營商環境十項舉措中，打造“指 部分服務事項，通過流程化再造遷移 增量房（俗稱一手房）、個人存量房 後，可選擇馬上打印電子稅票或郵寄
自動生成信息，避免了手工錄入的繁瑣
傳統辦稅流程相比，微信辦理房地產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微信辦事入口全部向政務微信平台集
稅證明和發票，大大方便了納稅人。
（已被購買或自建並取得所有權證書的
到微信平台上，集成政策發佈、在線
尖微政務”一項涵蓋了個人增量、存量
和錯漏。而納稅人辦理完成房地產業務
稅業務涉及業務面積更廣，囊括了個人
報道）在
11 日南沙自貿區公佈的進一 中，將實體和網上“兩個政務大廳”
責人表示，“目前南沙購房者中有很
房屋）、車位、公寓、商舖等，基本涵
諮詢、微信預約排隊、申辦查詢、稅
房、公寓、車位等大部分房地產業務，
增量房（俗稱一手房）、個人存量房
部分服務事項，通過流程化再造遷移
步優化營商環境十項舉措中，打造“指
一部分非本區居民，房地產交易全流
蓋了房地產交易鏈條的所有項目。後，可選擇馬上打印電子稅票或郵寄完
費繳交和評議投票等功能，使企業和
該項業務在全國屬於領先試點。
稅證明和發票，大大方便了納稅人。負
（已被購買或自建並取得所有權證書的
尖微政務”一項涵蓋了個人增量、存量
微信辦理推出後，納稅人徹底擺脫了
此外，全流程線上辦理，可自動同
民眾辦事更便利。
南沙自貿區通過建立統一入口的到微信平台上，集成政策發佈、在線
責人表示，“目前南沙購房者中有很大
房屋）、車位、公寓、商舖等，基本涵
房、公寓、車位等大部分房地產業務，
間和空間的限制，節省了大量時間。
步計稅金額，自動判定申報繳納信息，
據南沙區政府有關負責人介紹，與
政務微信平台，將各部門分散建設的諮詢、微信預約排隊、申辦查詢、稅
一部分非本區居民，房地產交易全流程
費繳交和評議投票等功能，使企業和 蓋了房地產交易鏈條的所有項目。
該項業務在全國屬於領先試點。
此外，全流程線上辦理，可自動同 微信辦理推出後，納稅人徹底擺脫了時
南沙自貿區通過建立統一入口的 民眾辦事更便利。
據南沙區政府有關負責人介紹，與 步計稅金額，自動判定申報繳納信息， 間和空間的限制，節省了大量時間。”
政務微信平台，將各部門分散建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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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港互聯互通擴容 日額度增 3 倍
下月起實施 配合 A 股 6 月“入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人民銀行
行長易綱 11 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公佈金融領域開放六大措施，其中包
括首次擴大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每日交易額度。下月起
至 520 億元，南向的滬港通下港股通及深港通下港股通，每日額度分
別由 105 億元擴至 420 億元。市場對內地金融開放措施反應正面，認
為可以配合 A 股 6 月納入 MSCI 指數，亦可強化香港在內地開放資本
市場過程中擔當的角色。

行長易綱 11 日在博鰲亞洲論壇上進一步
公佈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開放市場舉措，
今年 6 月底前將落實六項金融業開放措
施及今年底前還將落實五項措施（見
表），其中為進一步完善內地和香港兩
地股市互聯互通的機制，從今年5月1日
起把互聯互通每日的額度擴大至 4 倍，
滬股通和深股通每日額度由 130 億元調
整為520億元，港股通每日額度從105億
元調整為420億元。

境外機構投資者需求大
中證監與香港證監之後發佈聯合公
告，宣佈下月起將兩地的互聯互通每日額
度擴大至4倍。中證監副主席方星海11日

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期間表示，這是因為A
股要進入 MSCI，境外機構投資者有需
求，但是調整投資組合需要很多額度，目
前這個額度太少，另外也要進一步擴大資
本項目可兌換。他又稱，境外投資者主要
是機構投資者，他們的投資行為非常穩
定，而且目前外資佔內地 A 股的比例僅
2%，比例很小，故他相信不會令內地股
市有大的波動。
事實上，MSCI今年3月在香港舉辦
的一場會上初步公佈了將被納入的 A 股
公司名單，原定的 222 隻大盤 A 股變成
了 236 隻，納入的進程和方式則保持不
變。同時，MSCI 也向外資機構介紹了
12 個與 A 股相關的新指數。MSCI 方面
表示，將會在5月正式公佈納入的A股公
司名單，同時名單也會定期根據具體情

■ 易綱 11 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公佈金融領域開放措施，包括首次擴大內地與香港資
本市場互聯互通的每日交易額度。
中新社
況作動態調整。不少分析均指出，互聯
互通每日額度的擴容也為此次納入起到
了先行鋪路的作用。
中證監新聞發言人高莉 11 日在回答
記者提問時表示，滬深港通自推出以來，
整體運行平穩有序，每日額度安排在保障
市場穩定運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高莉
又稱，這一擴大開放舉措，有助於境外長
期機構投資者參與A股市場，維護市場安
全平穩運行。下一步，兩地監管部門將繼
續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和監管協作，加
快落實看穿式交易監管安排，切實保障互
聯互通機制平穩運行，促進兩地市場共同
繁榮發展。

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 11 日表
示，歡迎發表的聯合公告，稱這是香港
證監會與中證監緊密合作的成果。每日
額度經擴大後，將能方便兩地投資者進
入香港及內地的股票市場，並促進市場
互聯互通的未來發展。
匯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
表示，5月起擴大南向和北向交易的每日
額度，正好配合 6 月內地 A 股納入 MSCI
新興市場指數，亦可強化香港在內地開
放資本市場過程中擔當的重要角色，相
信有關舉措為年內可望開通的“滬倫
通”奠定良好基礎，為內地和國際投資
者創造更多機會。

易綱：年內落實 11 項金融開放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
儀，通訊員 安莉 博鰲報道）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 9 日出席博鰲論壇開幕式時
表示，中國將大幅放寬包括金融業在內
的市場准入。

爭取年內開通“滬倫通”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 11 日出席博鰲
“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時宣佈，

在幾個月內將落實六大金融開放措施，
今年內還將推出五個開放措施。
另外，他表示，目前“滬倫通”的
準備工作進展順利，將爭取在 2018 年內
開通。易綱指出，中國內地金融業的開
放將遵循以下三原則：第一，准入前國
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第二，金融業
對外開放和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和資
本項目可兌換的改革進程要相互配合，

金融領域擴大開放措施
今年6月底前落實的六大措施
1. 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
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內
外資一視同仁，允許外國銀
行在中國境內同時設立分行
和子行；

2. 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期貨公司和人身險公司外資
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 51%，
三年後不再設限；
3. 不再要求合資證券公司境內
股東至少有一家是證券公
司；

北向的滬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額度分別由 130 億元（人民幣，下同）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0 日宣佈繼
繼續擴大開放內地市場後，人民銀行

升，有港澳創業者也讚南沙營商環境便
利。”

共同推進；第三，開放的同時要重視防
範金融風險，使金融監管能力與開放的
程度相匹配。總之，就是要通過加強金
融監管有效放緩風險，維持金融穩定，
保持中國內地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及競爭力。
易綱透露，目前人民銀行和各部門
都在抓緊修改法律法規及相關程序，將
此前宣佈的一些金融業和服務業的開放

措施有序地推進。

不以貶值應對貿易摩擦
被問到中國會否考慮人民幣貶值以
應對貿易摩擦時，易綱回答說，中國的
匯率體系是以一攬子貨幣為參照，管理
的浮動匯率也是基於供求關係，是一個
市場決定的機制，目前為止運行良好。
中國央行並不會干預長期匯率。

4. 5 月 1 日起，滬股通和深股通
每日額度由 130 億元(人民
幣，下同)調整為 520 億元；
港股通每日額度從 105 億元
調整為 420 億元。新額度擴
大至之前的4倍；
5. 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投資者
來華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
險公估業務；
6. 放開保險外資經紀公司的經
營範圍，與中資機構一致。

今年年底前落實的五個措施
1. 鼓勵在信託、金融租賃、汽
車金融、貨幣經紀、消費金
融等銀行業金融領域引入外
資；

2. 對商業銀行新發起設立的金
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
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不設上
限；

3. 大幅度擴大外資銀行的業務
範圍；

4. 不再對合資證券公司的業務
範圍單獨設限，內外資一
致；

5. 全面取消外資保險公司設立
前需開設兩年代表處的要
求。
製表：何玫、黃寶儀、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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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檔案毀損案 北檢傳婦聯會副秘書長

（中央社）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告發前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主任委員辜嚴倬雲等人
涉嫌毀損檔案。台北地檢署今天傳訊婦聯會
副秘書長汲宇荷、總務組長朱愛娜、秘書室
任家麟作證。
汲宇荷訊後表示，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不便多說。
黨產會告發的事實是民國 106 年 5 月中旬
，婦聯會員工收到時任婦聯會主委辜嚴倬雲
的指示，整理婦聯會會內 170 箱、都是民國
95 年以前的檔案資料，送到台北市德惠街某
處。
黨產會發言人施錦芳日前曾說，在 106
年 11 月到 12 月間，前婦聯會委員辜懷如指示
劉姓助理將這批資料送到中山北路二段某處

。根據辜懷如和劉姓助理的說法，這批資料
已被銷毀。
黨產會也曾發布新聞稿指出，辜嚴倬雲
、辜懷如母女辯稱去年 5 月自婦聯會運到德
惠街的資料都是辜嚴倬雲私人物品，但黨產
會約詢婦聯會相關人士都一致表示，搬到德
惠街的物品包含各處室 95 年前檔案資料、帳
冊等。
黨產會認為，辜嚴倬雲在去年底遭內政
部撤免主委職務，卻未返還保管的帳冊、檔
案等會務資料，涉及侵占；辜嚴倬雲甚至指
示辜懷如將相關資料銷毀，違反刑法、促轉
條例相關規定，因此 3 月 9 日向北檢告發辜嚴
倬雲母女及劉姓助理。

買過期品求償 男遭訴恐嚇取財判無罪
（中央社）宜蘭縣一名范姓男子在超市
故意買過期麻糬，以要向衛生局檢舉為由，
向超市收取新台幣 2000 元和解金，遭起訴恐
嚇取財罪。高院日前維持一審見解，判決范
男無罪確定。
范姓男子被控於民國 105 年 4 月間，在
宜蘭一家超市購買 20 元的過期麻糬，向店家
恫稱要向衛生局檢舉，而得手 2000 元和解金
；范男同日又到另一家超市購買過期啤酒，
要求店家賠償，但遭店家報警處理。
宜蘭地檢署依恐嚇取財、恐嚇取財未遂
罪起訴范姓男子。宜蘭地方法院認為，店家
選擇私下和解了事，難以認定是遭受刑法上
所謂的惡害威脅，而范男所得和解金低於檢
舉獎金，也難以認定有不法意圖，判決無罪
。
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認為范姓男子的
行為如果不構成犯罪，豈不鼓勵普羅大眾自
行前往商家尋找過期食品，並以此向店家索
討並賺取較商品價格高出多倍的金錢，使店

家整日人心惶惶。
台灣高等法院今天公布的判決書指出，
店家販售過期食品，原本就應接受正常程序
的裁處，消費者私下與店家和解而不予檢舉
，雖不值得鼓勵，但此舉仍可督促販售食品
業者，補足行政主管機關監督的不足。
判決書指出，范姓男子告訴店家要檢舉
，並不符恐嚇罪的惡害通知強制手段。依
「食品安全衛生檢舉案件處理及獎勵辦法」
規定，檢舉人至少可得罰鍰實收金額百分之
20 的獎金，付錢和解的超市以罰鍰百分之
3.3 金額和解，未高於范男原本可得的獎金，
難以認定范男有不法意圖。
判決書也提到，范姓男子利用法規處罰
店家販售過期食品等規定，創造有利於自店
家獲利的條件並據以得利，但范男不是公務
員，不負廉潔義務，行為雖違反道德，仍不
屬違法行為，駁回檢察官上訴，范男無罪確
定。

潘文忠列席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1 日邀請教育部長潘文忠
日邀請教育部長潘文忠（
（左）與教育部次長蔡清華
與教育部次長蔡清華（
（右），
），就
就 「我
國社區大學發展現況及推展情形」 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
國社區大學發展現況及推展情形」
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
。

立委提案降低假釋門檻 邱太三：應整體考量
（中央社）立委林岱樺等人提案修法，就初犯
假釋要件修正為超過 1/3。法務部長邱太三今天說
，過去也曾將假釋門檻改為 1/3，但因犯罪情形嚴
重，又改回 1/2，修法應整體考量。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林岱樺等人考量台灣監
獄嚴重超額收容，且為了以較具彈性的假釋門檻，
激勵初犯的有期徒刑受刑人有改正教化的動機，讓
「有悛悔實據者」 有重新復歸社會的機會，提案就
有期徒刑初犯的假釋要件，由原本的執行逾 1/2 修
正為逾 1/3。
林岱樺也在臉書說明，提案是針對符合 「初犯
」 且 「再犯率低」 的雙重條件的收容人，有條件降

低假釋門檻，給這些人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同時
降低監所及納稅人的負荷，但性侵犯、毒品犯等重
刑犯及再犯率高的罪犯，不在調降門檻範圍內。
邱太三今天表示，修改假釋門檻涉及整體刑事
政策的考量，包括收容人所觸犯的罪名、監獄擁擠
狀況及矯正配套措施等，都應再檢視討論。
邱太三說，前總統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時，將
假釋門檻從 1/2 縮短為 1/3，但因社會治安變壞，
再犯比率也沒有降低，所以又改回 1/2，因此修改
假釋門檻涉及的面向相當廣，應整體考量，不是只
著眼於監獄擁擠問題。

（中央社）21 歲余姓男子日前在北市大安區
ATM 提領時，因行跡可疑遭警方盤查，答話卻破
綻百出，警方告知他大安區員警專門抓車手，隨後
也在他入住套房循線逮捕兩名毒犯，移送法辦。
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安和路派出所所長林聖
崴在 9 日下午 3 時許行經轄內仁愛路四段時，眼尖
發現正在操作 ATM 提款的余男形跡可疑，便上前
盤查並詢問金融卡是何人所有，余男心虛答稱 「老
闆」 ，卻說不出 「老闆」 是誰。
林聖崴見余男答話破綻百出，直接霸氣告知
「我們大安區員警專門抓車手」 ，余男答說自己不
清楚，林聖崴便指著 ATM 前的防詐標語內容覆誦
「只要你敢領，一定抓到你」 ，余男當場無言以對
、俯首認罪。

同時，現場追查發現來自宜蘭的余男涉嫌提領
詐欺贓款新台幣 15 萬元，現場還查扣 1 張提款卡
及 1 支套房鑰匙。
警方循線追查套房所在地，結果在房內逮到
23 歲張男和 33 歲沈男持有毒品。
全案將余男依詐欺罪嫌移送法辦；另張男和沈
男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送辦，並持續追查是
否和車手集團有關，溯源追查幕後首腦。
大安分局表示，為宣誓執法決心，自 2 月 7 日
起就製作防詐標語 「警告詐欺車手：只要你敢領，
一定抓到你」 ，並張貼至轄內各銀行、超商及
ATM，迄今共計查獲車手 22 名，提領數也從 1 月
的 315 件，陡降至 2 月的 0 件，3 月則為兩件且全
數破案。

防詐標語前作案 車手失風遭警逮法辦

徐國勇接受電台專訪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
（圖）11 日接受電台專訪
日接受電台專訪，
，對於近日台大校長遴選風波
對於近日台大校長遴選風波、
、高雄
市長陳菊接任總統府秘書長等說明政府的態度。
市長陳菊接任總統府秘書長等說明政府的態度。

消債條例十週年 法扶籲運用免費法律協助

（中央社）法律扶助基金會今天舉辦 「消債條例施行十週年」 記者會，表示債務問題是
可以處理的，法扶免費提供律師協助民眾依消債條例程序處理債務問題，贏回自己的人生。
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周漢威致詞時說，法扶會在民國 95 年發現卡債風暴造成許多社
會問題，便積極處理債務對於弱勢家庭及個人所產生的問題，除結合社會團體推動 「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 立法，並舉辦多場律師教育訓練課程及債務人說明會。
周漢威說，消債條例 97 年施行以來，法扶會已受理 6 萬多件申請案，104 至 106 年間，
扶助逾 1 萬 6000 位債務人辦理債務清理案件，於 6188 件結案案件中，共 2898 件成立協商或
調解，2221 件通過更生、279 件清算完成並獲免責裁定，債務人獲得有利結果的比例為
87.23%。
周漢威表示，許多債務人都是家中經濟支柱，協助一位債務人，也協助一整個家庭，因
此解決債務問題，不單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債務人勇敢面對是第一個關鍵
，唯有積極面對，而非消極逃避躲藏，才有解決的希望。
律師林永頌說，10 年來更生通過比例只有 40.25％，清算免責比例只有 27.27％，相對
於日本更生通過比例 85％至 92％，清算免責比例 97％，台灣更生通過比例不及日本一半，
清算免責比例不及日本的三分之一，可見法院還有很大努力的空間。
林永頌說，債務人若向法律扶助基金會提出申請，經由法扶律師的協助，無需透過代辦
或繳交高額的費用，就能徹底解決債務問題。
法扶新聞稿則指出，希望有債務的朋友能積極處理，只要透過法扶協助、相伴，就能贏
回自己的人生，法扶也將於 5 月 5 日於台北舉辦債務人說明會，民眾若有債務問題，可連繫
法扶全國專線 4128518 轉接就近分會申請，或洽官網報名說明會活動。

蘇嘉全出席十大傑出青年選拔辦法記者會
立法院長蘇嘉全（
立法院長蘇嘉全
（中）11 日在立法院出席中華民國第 56 屆十大傑出青年選拔辦法暨評審主任委
員公布記者會，向與會青年握手致意
員公布記者會，
向與會青年握手致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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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20 余城争引人才

政策优惠前所未有

人才人口为何一夜间成“香饽饽”
本报记者

韩维正

只要凭借身份证和学位证在手机 APP 上办理，就能够在半个小时左
右落户西安。而且学历要求降低，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校） 毕业，或具备国民教育同等学历的人员及留学回国人员均
可。西安市近期出台的一项政策成为全国各地“人才争夺战”的冰山一
角。
2018 年的毕业季又来临。据教育部统计，2018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

抢人才还是抢人口

张一琪

业生预计 820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但西安、南京、武汉等 20 多个城市
却接连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送房、送钱、送户口，政策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让昨天还发愁“毕业即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们，仿佛一夜之
间就变成了各个城市不够分的“唐僧肉”。这场“人才争夺战”为何会
发生？在争夺人才的背后，这些城市有着怎样的焦虑？当"硝烟散尽"之
后，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反思之处？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么才是各地展开“人才争夺战”背后更为深刻的
发展焦虑？

人口红利消减让压力显现

据西安晚报报道，2 月 4 日上午，西安市 186
个有户籍业务的派出所共 500 余名户籍管理民警
集体誓师，坚决打赢为期三年的“人才、人口争
1 月 19 日，在积极进行“人才争夺战”的同
夺攻坚战”。
时，南京市也发布了 《南京市“十三五”人口发
“人口”二字，恰好将这场“人才争夺
展规划》。其中，南京市政府明确指出，未来南
战”划分出两个战场：第一战场是纯粹的“人
京面临的挑战首先就是“人口结构压力增加”与
才 争 夺 战 ”， 以 北 京 、 上 海 为 主 ， 其 人 才 引 进 “人力资本面临结构性短缺”。
政策有着较高的学历薪资条件，以及精确的行
文件称，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缓慢下
业领域划分；第二战场则是“人才、人口争夺
降，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却双双攀升，人
战 ”， 参 战 的 主 力 是 西 安 、 武 汉 、 南 京 等 其 他
口抚养负担日益加重，传统的人口红利已在逐渐
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其人才引进政策门槛
消减。同时，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外来劳动力
大大低于北京上海，甚至许多地区对大学生实
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
行零门槛落户。
劳动参与率降低，劳动用工成本也在持续攀升。
为什么这些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城市还需要
面对问题，文件给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
争夺人口呢？恐怕是因为压力真的来了。
积极推进以“宁聚计划”为代表的人才吸引工
以 西 安 为 例 。 2016 年 2 月 5 日 ， 西 安 市 对
作，加大外来人口引入速度，不断增强对外地人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 （2008-2020 年） 》 作了修
才的虹吸效应。通过人口集聚与资源集聚提升公
改。根据修改后的目标，2020 年西安市域人口规
共资源利用效率，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市场交
模要达到 1070.78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870.57 万
易成本降低。
人 。 但 在 2015 年 末 ， 西 安 市 的 常 住 人 口 仅 为
那么，到底“人才争夺战”发生的深层次原
870.56 万人，距离目标还有 200 万的差距。
因是什么？它会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减与经济动
这也就意味着，从 2016 年开始，西安市要
能转换有关吗？
以 平 均 每 年 40 万 人 的 增 速 增 长 ， 才 有 可 能 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
标。而现实情况是，从 2011 年到 2015 年，西安
员林宝认为，“人才争夺战”与人口形势的变化
市在过去 5 年中人口一共才增长了不到 20 万人， 关系密切。林宝指出，中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
平均每年不到 4 万人。
口从 2012 年开始下滑后，人口红利就开始了下
每年 4 万的增长，显然无法匹配 40 万的壮志
降，从去年到今年则可能正是经济活动人口开始
雄心。
下降的拐点。而这次“人才争夺战”的发生说明
数据显示，2016 年末，西安常住人口达到
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已经开始向二线城市、新一
883.21 万，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13 万。至 2017
线城市甚至是一线城市传导。
年末，西安市常住人口已达 953.44 万 （记者按：
“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实现经济
尽管统计资料中未直接列出，但可由人均生产总
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
值计算得知），人口增长 70 多万。但这 70 多万中
则与‘人口红利’的衰减密切相关。当‘人口红
要刨去 2017 年由西安托管的西咸新区咸阳片区
利’衰减时，劳动力供给形势发生变化，劳动力
的 60 多万人口，故西安 2017 年人口的增长应在
成本会显著上升，从而影响经济竞争力；养老、
10 万左右。显然，即便年均增长 10 多万，距离
医疗负担加大也会影响积累和投资等，从而影响
千万人口的目标也依旧任重道远。
经济发展。”林宝说。
而在“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的号召下，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
今年前 3 个月共有 23.1 万人落户西安，接近 2017
席经济学家李铁表示，中共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
年全年落户西安的总和。
提出了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央提出的
只有照这个增速下去，加上西咸新区咸阳片
新型城镇化政策对于放宽落户条件也已经提出了
区的 60 多万人口，西安作为最新获批的国家中
清晰的要求，如发改委 3 月 13 日下发的 《关于实
心城市，实现其 2020 年人口规划目标才有扎实
施 2018 年 推 进 新 型 城 镇 化 建 设 重 点 任 务 的 通
的基础。
知》 中，就明确“鼓励对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
无独有偶。作为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武
生、留学归国人员及技术工人实行零门槛落户”。
汉却一直苦于留不住人才。据 《武汉市统计年
在李铁看来，各城市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
鉴》 显示，2015、2016 年武汉市人口净迁移率分
革，一方面是学习中共十九大报告精神、响应中
别为-1.78‰和-0.29‰。人口净迁移率为负，则
央政策要求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部分城市放
意味着武汉地区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也就
宽户籍管理，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动机。
说明武汉人口吸引力较弱。
“吸引产业投资，人力资源储备是关键。一些城
穷 则 变 ， 变 则 通 。 武 汉 在 2017 年 就 推 出
市放宽落户条件实际上看准了人力资源储备对增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百万校友资智回
加投资的吸入效应。同时，地方财政压力加大，
汉”计划，打响了“人才争夺战”的第一枪。而
土地财政遇到了房地产库存的瓶颈，一些城市试
2017 年武汉市的人口净迁移率也一举“扭亏为
图通过降低落户门槛来增加购房人群，应该也是
盈”，达到了 19.78‰。
潜在因素之一。”李铁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达标”而展
人才的引进将提高当地人力资本，改善人口
开“人才争夺战”显然仅是表面现象，那么，什
结构，总体上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如果

3 月 29 日，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新路派出所户籍民警在户籍新政宣传活动上现场
受理落户需求。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一些引进人才带来了新技术、新产业，甚至会较
快发生作用。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则需要分短期和
长期来看，从短期看，由于大量人才引进，需要
兑现对人才的承诺和改善公共服务，因此会加大
财政支出；但从长期看，由于人才会带来就业、
消费和税收，扩大经济总量，最终会改善财政收
入。”林宝解释道。
对于人才引进能够对房地产的发展产生一定
的刺激作用，林宝也表示了赞同，“引进人才将
扩大房地产需求，对房地产市场会有提振作用。
而且人才的加入将壮大缴费人群，改善社保基金
收支状况。”

人才要抢也要留
抢人才不是目的，让人才为城市发展发挥作
用才应该是城市抢人才的初心。但是让人才真正
留得下，并不是仅仅有大幅度的吸引政策就可以
解决的，还要考虑能不能用好人才同时为他们解
决后顾之忧。
在多数媒体欢呼人才春天已来的同时，舆论
场中也出现了一部分质疑的声音。这些声音站在
清洁工和普通打工者的立场上，认为各地以学历
为门槛的落户、住房优惠政策，某种程度上是对
城市其他低学历群体的“歧视”。
而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又恰恰与这些人口相
关，所以在引进人才的同时，需要考虑的是城市
低学历群体的就业、落户等相关工作。
“如果我们仅仅把人才定位于学历技术，而
忽视了城市各方面的实际需求，往往会导致引进
的人和岗位的脱节，反而不会给城市带来活
力。”李铁对本报记者说。随着越来越多高学历
人口的进入，也会需要更多的从事简单劳动的人
口提供互补性服务，这是城市发展的规律。

以近期大城市中广受诟病的幼儿教育为例，
李铁解释了我国城市服务业发展速度很快但质量
不高的原因。“原因就在于参与服务的人口，没
有通过市民化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李铁解
释说，“如果他们在城市的服务业就业中没有长
期预期，只有临时就业心理，就必然不会在提高
服务质量上进行投入，从而导致服务品质下降，
甚至产生极端的短视行为。”
因此各地在接下来的实践探索中，应当把人
才定义得更为广泛一些。“能否率先给已经长期
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和定居的外来人口办理落户
手续，而不要任何附加的学历和技术条件 ？他
们能够在城市长期居住，甚至通过各项就业给
城市提供服务。他们自身虽然不一定有大学以
上学历，但是他们应该是城市最具有活力的人
才，而且他们的下一代应该都具有一定的学
历 ， 能 够 成 为 城 市 创 新 的 继 承 者 。” 李 铁 如 是
说。
人才不能尽其用，是“人才争夺战”中存在
的风险，该如何趋利避害？
“人才竞争也可能导致全方位的‘孔雀东南
飞’，造成中西部、中小城市的人才流失，加剧
人才不平衡的局面。还有可能出现盲目攀比，为
抢而抢，重‘抢’不重‘用’的情况，造成人才
和各类资源的浪费。”林宝说。
要避免上述不利局面的出现，林宝认为，一
方面要对大城市的人才竞争行为有所引导，要其
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中西部和基
层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相关机制鼓励东部和大
城市人才反向流动。
李铁认为，应该根据城市发展的各种行业需
求来确定人才引进标准。制定城市政策，要考虑
到城市的需求，也要考虑到城市的服务质量。同
时要尊重市场规律，重点是进一步放宽条件，尊
重市场的选择，尊重产业投资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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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春藤課後學校特色夏令營火熱招生啦！
4月13日5:30pm-7:30pm OPEN HOUSE
暑假到哪兒過? 和藹可親，知識
淵博的春藤老師們歡迎你們！這裡有
妙趣橫生的科學實驗營；這裡有讓你
琴藝大增的小提琴提高營；這裡有奇
思浪漫的藝術營；這裡有以提高成績
為目標的數學營；這裡有唇槍舌劍的
演講/辯論營；這裡有初探程序世界的
Scratch 營。這裡有餘音繞樑的民樂葫
蘆絲表演營。想中文/數學/英文/藝術/
運動兼顧? 我們還有全日制浸入式主
題中文營。
春藤是一所新辦的中英文課後輔
導學校。學校位於糖城市中心，靠近
六號公路和 Lexington Blvd 交界處, 鬧
中取靜，環境優雅安全，校舍寬敞明
亮， 交通便利。目前我們開設了課後
班、冬令營、春令營、夏令營和周五
晚上的中文班。 “教職團隊經驗豐富
，教學態度嚴謹務實；教學方法生動
靈活，教學內容學以致用；課程設置
異彩紛呈，環境優雅交通便利” 這些
受學生們喜歡的手工製作課，有經驗豐富的老師提供的英文閱讀
辦學的特色和優勢，使得春藤在開辦的短短幾個月間，就在糖城 和趣味數學課，還有強身益智的各種體育運動和棋牌遊戲等。
眾多的課後學校中嶄露頭角，成為孩子們喜歡，家長們信任的好
除了全日制中文營之外，我們還有七個特色營。在春藤藝術
學校。
創作營中，著名畫家李矛老師將引導孩子們用眼睛發現美，用心
之前推出的特色冬令營和春令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家長中 靈欣賞美，用畫筆和雙手創造美。藝術創作營課程包括藝術繪畫
贏得了很好的口碑。有著多年的海外中文辦學經驗和管理經驗的 ，彩泥雕塑，環保藝術品創作，藝術鑑賞和寫生等。演講口才營
春藤教師團隊，不斷總結經驗，廣泛聽取家長和各方意見，認真 和辯論培訓營由身經百戰，曾獲得德州辯論冠軍的超級辯手 Mr.
對市場做了精確調研的基礎上，隆重推出 2018 年特色夏令營。 Tan 授課。一場場唇槍舌劍的較量後，孩子們一定會口才大漲，
豐富多彩，形式各異的特色營滿足你的全部需要。
自信爆棚！小提琴音樂藝術營由多次獲得國際演奏大獎，現任休
2018 夏令營共分三期，三週為一期。第一期 6 月四日至 6 月 斯頓芭蕾舞樂團的表演藝術家 Mr. Parashkevov 授課。課程包括
22； 第二期是 6 月 25 日至 7 月 13 日；第三期為 7 月 16 日至 8 月 小提琴，中提琴技法，音樂史，音樂欣賞，樂理知識，樂隊彩排
3 日。開設全日制主題中文營。中文教學以實用中文和中國文化 和音樂會。高中數學提高營的劉老師教學經驗豐富，是公立和私
相結合，力求短時間內快速提升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和中國文化 立高中的現任老師，也曾指導學生參加過各種數學比賽。他的目
修養。除了特色中文課以外，我們的全日制夏令營還提供多門高 標是短期內抓住重點，迅速提高 Geometry 和 AlgebraII 的成績。
質量的才藝課程。有專業團隊為我們打造的樂高機器人課，有深 曾在 kids college 教過科學課程的 Ms. Nino 老師加盟科學實驗營

，她將帶孩子們動手製作科學小實驗。不僅能很好地培養孩子們
動手動腦的能力，還能讓他們知道一些基本科學原理和運行規律
，探尋科學秘密, 收羅科學真相。民族樂器葫蘆絲表演營由中國
竹笛專業委員會委員，休斯頓器樂愛好者熟悉的笛蕭樂手閆亦修
老師指導。一期結束，學生至少掌握五首悅耳動聽的樂曲。
Scratch 編程設計營的老師期望通過學習 Scratch，啟發和激勵孩
子們在愉快的環境下經由操作（如設計互動故事）去學習程式設
計、數學和計算知識，同時獲得創造性的思考，邏輯編程，和協
同工作的體驗。
感謝關注春藤課後學校! 選擇春藤課後學校, 讓我們陪伴著
孩子們走向未來!
熱線電話：281-848-8288；346-702-0323
網上報名：https://goo.gl/forms/V055dtJQBKxmkDgM2
學校網址：http://sunbridgelearning.com
學校地址：2553 Cordes Dr , Sugar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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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商
會舉辦
房屋維修講座
4-14
14-2018 （Sat) 上 午 10 時
至中午 12 時

僑教中心 203 室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
「無需開刀或服藥治療背部疼
痛」
陶慶麟醫學博士主講
4-14
14-2018 （Sat) 上 午 10 時

至中午 12 時
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總
FDIC) 總
行社區活動中心
6901 Corporate Dr.,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舉辦
2018 年野餐會

4-14
14-2018 （Sat) 上 午 11 時
至下午 3 時
Bear Creek Pioneers Park6
Park6
號亭
光鹽社癌症關懷小組
淺談中醫對癌症的防治
劉青川中醫師主講

4-14
14-2018
2018（
（Sat)
Sat)下午
下午 2 時至
下午 4 時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4 月份月會
4-14
14-2018
2018（
（Sat)
Sat)下午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休城社區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成功舉辦第二屆“孔子學院杯”漢語風采大賽

大部分，各占一半的權重。
上次和本次比賽評委都由著名播音藝術家董思奇女士
和美南國際電視台（STV 15.3）資深欄目主持人鄧潤
京先生擔任。孔子學院總部美國志願者管理教師李明
擔任特別嘉賓。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的公派漢語教
師法麗娜、胡孝斌，以及志願者教師周鎮、李卓、王
雨、張恒、金枝、謝承竹和王婧都是比賽籌備組的成
員。
比賽設立了小學組和大學組兩個組別。 十三名參賽選
手分別來自德克薩斯南方大學和快樂中文周末班
（Happy Weekend Chinese）。選手有數分鐘的漢語
演講，然後是中華才藝展示。評委分別就選手的漢語
水平和中華才藝水平打分，並根據得分評選出一、二
參加第二屆“
參加第二屆
“ 孔子學院杯
孔子學院杯”
” 漢語風采大賽的老師
漢語風采大賽的老師、
、 評委
評委、
、 學生家
、三等獎。
孔院美方院長羅傑•
孔院美方院長羅傑
•哈特
哈特（
（Roger Hart），
Hart），評委鄧潤京老師一起為
評委鄧潤京老師一起為
長和參賽選手。
長和參賽選手
。
小學組裏選手學習中文最長的時間是兩年半，最短的
小學組一等獎獲得者麗莎（
小學組一等獎獲得者麗莎
（Alyssa Smith）
Smith）頒發獲獎證書
頒發獲獎證書。
。
有 7 個月。麗莎（Alyssa Smith）演講毫不怯場。她用
中文介紹她的家庭、她的愛好、以及她的願望。中華
才藝展示她選擇唱一首中國經典兒歌《小老鼠》。她
獲得小學組的第一名。
大學組選手學習中文的時間都不長，從三個月至七個
月不等。他們用中文表達了對中文的熱愛和對中國的
向往，也展示了自己的拿手中華才藝。
大學組的一等獎獲得者是芬妮（Stephanie Curry）。
她參加過中國夏令營，她在演講中描述了她眼中的北
京，表達了還想去北京教書的願望。最後她演唱了中
國經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她優美的歌聲的
吸引下，現場的志願者教師們也情不自禁小聲哼唱起
來。
頒獎之後，孔子學院的美方院長羅傑•哈特（Roger
參加第二屆“
參加第二屆
“ 孔子學院杯
孔子學院杯”
” 漢語風采大賽的評委董思奇
漢語風采大賽的評委董思奇（
（ 左一
左一）
）
Hart）做了總結發言。他感覺到音調對說中文的重要
大學組的一等獎獲得者是芬妮（
大學組的一等獎獲得者是芬妮
（Stephanie Curry）。
Curry）。
，鄧潤京
鄧潤京。
。孔院中方院長易曉
孔院中方院長易曉（
（右一
右一）。
）。
性。他用英文當中的“go”一詞舉例。如果發重音，
可以成為命令式的動詞，而發輕音，則意思並不強烈
【本報訊】4 月 10 日上午，在德克薩斯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英文中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而中文裏這樣的例子則比比皆是。
MLK302 辦公室成功舉辦第二屆“孔子學院杯”漢語風采大賽。
在休斯敦，系統學習中文的學校很多。有周末制的中文學校 中文音調有四個，每一個都是不同的漢字和不同的含義，說的音
，學生多為在家裏能得到中文輔導的華裔子弟。也有在當地普通 調不對，整句話的意思就變了。特別對初學者而言，更要明了其
學校裏設立中文課，納入整個教學大綱，學生為當地對中文感興 中那些微小的不同。哈特院長以自身將近三十年的漢語學習經歷
趣的各族裔子弟。這些都是以休斯敦本地老師為主的學校。中國 為例，鼓勵現場的學生抓住在校學習的機會，發揮自身毅力堅持
國務院對海外中文教學很重視，專門設立有漢語教學辦公室，簡 學習漢語。他表示孔子學院會繼續組織漢語演講、才藝大賽等活
動為學生提供更多使用漢語的機會。
稱“漢辦”，具體負責。國家漢

孔院美方院長羅傑•
孔院美方院長羅傑
•哈特
哈特（
（Roger Hart）
Hart）在做總結發言
在做總結發言。
。

辦在全球建立了許多孔子學院或
孔子教室，以滿足當地學習中文
的市場需求。孔子學院的老師多
為漢辦培訓和派出的。
為活躍教學氣氛，德克薩斯
南方大學孔子學院從去年開始舉
辦“孔子學院杯” 漢語風采大賽
。參加者為本學院的學生。比賽
分為漢語語言表達和中華才藝兩

中國旅美專協春季野餐會4月14日Bayland Park登場
【本報訊】中國旅美專家協會(CAPST)2018 年 4 月 14 日(周六)舉辦春季野餐會 (Annual
Picnic) ，時間在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在 Bayland Park (6400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76)，請向 xcyu66@gmail.com 報名，會員：$10/人；非會員： $20/人；學生 $5/人，八
歲以下兒童免費，請社區踴躍報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