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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昨天表示，他已和南韓總統文在寅通話，商議他即將與北
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的會談，目前 「情況進展得很順利」。早些時候，川普也對記者表示
，計劃中的川金會晤的地點範圍已經縮小到了兩個國家：蒙古或新加坡。

川普在推特上發文說： 「我剛與南韓文總統進行了非常好的長時間通話，情況進展得
很順利，與北韓舉行會談的時間和地點正在敲定中。」

川普並說，他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通過話，告知目前的相關情況。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周六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美國總統川普與北韓最高領

導人金正恩會晤的地點將在蒙古和新加坡之間選出。
早些時候，川普周五在記者會上表示： 「我將在未來幾周內與金正恩會面，我們期待

這次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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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需開車時收聽
廣播，請連接到車載音響設備(數據機/藍芽設
備)，效果更佳。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全球直播
掃二維碼24小時手機收看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右右))即將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即將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左左))舉行會談舉行會談。。((路透社檔案照路透社檔案照))

川普與文在寅通話川普與文在寅通話 川金會晤可能在蒙古或新加坡川金會晤可能在蒙古或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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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據新華社4月27日消息，韓
國總統文在寅和朝鮮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
當天在板門店舉行會晤。據悉，這是朝鮮戰爭
後朝鮮最高領導人首次踏上韓國土地。對於這
一歷史性會晤，多國領導人公開發表自己的看
法。此外，大白新聞注意到，全球各大知名媒
體版面均對此事爭相報導。

當天，金正恩和文在寅簽署了《板門店宣
言》，宣布雙方將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停
和機制轉換而共同努力。

雙方在宣言中承諾，朝韓將緩和半島軍事
緊張，消除戰爭風險，爭取在年內把朝鮮戰爭
停戰協定轉換為和平協定，構建永久鞏固的和
平機制，積極推動朝韓美三方會談或朝韓美中
四方會談。

朝韓一致確認通過完全棄核實現半島無核
化的共同目標，認為朝方日前主動採取的一系
列措施為實現半島無核化做出巨大貢獻，雙方
將積極努力贏得國際社會對半島無核化的支持
與合作。

朝韓領導人商定定期舉行首腦會談，並通
過熱線電話就民族重大事件深入交換意見，全
面鞏固互信。為此，文在寅將於今年秋天訪問
平壤。

雙方還在宣言中表示，將全面改善和發展
雙邊關係，加強各領域的合作交流與人員往來
。朝韓將在開城地區設立雙方官員常駐的北南
共同聯絡事務所，對外聯合參加2018年亞運會
等國際賽事，並於今年8月15日舉行離散家屬
會面活動。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27日就朝韓領導人會晤
發表談話。
陸慷說，朝韓領導人成功舉行會晤，就改善雙
方關係，緩解朝鮮半島軍事緊張，推動實現半
島無核化和持久和平達成重要共識，發表了共
同宣言。此次會晤取得的積極成果有利於增進
雙方和解與合作，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推動
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中方對此表示祝賀和
歡迎。

他說，朝韓同屬一個民族，中方一貫支持
朝韓雙方通過對話協商建立相互信任，改善彼
此關係。這符合雙方和本地區共同利益，也是

國際社會共同期待。 “我們希望並相信朝韓
雙方能夠落實好此次領導人會晤共識，持續
推進和解與合作。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對話勢
頭，合力推動半島無核化和半島問題政治解
決進程。中方願為此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陸慷說。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7日發表聲明，
對朝韓領導人會晤如期舉行表示讚賞。

聲明說，兩位領導人為促進朝鮮半島的
和諧與和平而相聚一起的畫面令人感動。聯
合國秘書長向朝韓雙方在《為實現半島和平
、繁榮和統一的板門店宣言》中作出的重要
承諾及行動計劃所展現出來的勇氣和領導力
致敬。

古特雷斯表示，期盼各方繼續努力，迅
速落實已達成的所有行動計劃，以進一步推
動朝韓互信與和解、真誠的對話，朝著實現
朝鮮半島可持續和平及無核化目標邁進。

聲明還表示，古特雷斯已經做好為這些
重要進程進一步提供幫助的準備。

27日，特朗普關於朝韓會晤連發三則推
特，第一則恭喜朝韓在多年的緊張局勢後舉
行了歷史性的峰會。 “在經歷一年瘋狂的導
彈試射和核試驗後，朝韓正在舉行歷史性峰
會。好事情正在發生，不過時間會給出答案
。”

特朗普在第二則推特中說，“美國跟它所
有的偉大人民，應該都對正在韓國發生的事感
到十分驕傲，（因為）朝鮮戰爭就要結束啦！
”

在第三則推特中，特朗普感謝中國在朝核
問題上給予的巨大幫助。特朗普寫道，“請不
要忘記我的好朋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幫了
大忙，尤其是在朝鮮一側。沒有他，（半島和
平）過程可能更加漫長和困難。”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安倍27日晚就韓朝共
同宣言對媒體表示：“認為是積極動向，對此
表示歡迎。”鑑於2007年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
和朝鮮前最高領導人金正日也發表過宣言，安
倍表示“希望在與過去的聲明進行比較和分析
的同時採取今後的應對措施”。他還表示為朝
鮮半島無核化力圖開展美日韓緊密合作。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對共同宣言予以肯定
，稱此舉是邁向全面解決懸而未決問題的積極
動向。日本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安倍最快將於
28日與文在寅通電話，聽取韓方對於朝韓首腦
會談的介紹。

俄外交部當天在其官方網站的聲明中說，
對朝韓兩國領導人在板門店成功舉行會晤表示
歡迎。這是雙方在民族和解以及建立牢固聯繫
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

聲明說，俄方積極評價朝韓雙方在會晤中
確定的協議。俄方願藉助發展鐵路、天然氣和
電力等領域的(俄、朝、韓)三方合作，促進朝韓
雙方的務實交流。

聲明強調，俄方將按照俄中共同提出的調
解“路線圖”繼續與相關各方協調努力。為此
應恢復為建立東北亞和平與安全體係而展開的
多邊談判。

當天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在莫斯科也

對此次朝韓首腦會晤發表評論說，朝韓雙方建
立了“直接聯繫”，俄方對會談和結果予以
“正面評價”。

英國外交大臣約翰遜發表聲明說，對朝韓
雙方共同向半島無核化邁進、改善雙邊關係、
緩解緊張局勢的努力表示歡迎。

法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法方對朝韓簽署
並發表《板門店宣言》表示歡迎，希望這一宣
言有助於半島實現持久和平，期待雙方採取具
體舉措來落實完全、真正和不可逆的無核化。

據韓國《京鄉新聞》27日報導，朝韓首腦
握手的直播畫面受到觀眾們的關注，在握手瞬
間韓國電視台實時收視率達到34.06%。此外，
朝中社今日對27日舉行的北南首腦會晤進行系
列報導，並播發《板門店宣言》全文，《勞動
新聞》也詳細刊登了此次首腦會晤的圖文報導
及《板門店宣言》全文。

（綜合報導）菲律賓政府27日晚
間拆除去年12月設立於首都馬尼拉市
區的二戰“慰安婦”銅像。菲律賓
“慰安婦”權益保護組織強烈抗議，
認為此舉是對受害婦女尊嚴的褻瀆。

二戰“慰安婦”銅像位於馬尼拉
灣旁的羅哈斯大道。去年12月8日，
菲律賓國家歷史委員會與馬尼拉市政

府為銅像揭幕。當地媒體援引目擊者
消息報導說，27日22時左右，工程人
員駕駛挖掘機將銅像拆除移走。

記者28日上午在現場看到，銅像
所在位置被圍欄圍住，工程人員正在
清理銅像地基部分。

馬尼拉市政廳行政官埃里克松表
28日對媒體說，拆除工作由菲律賓公

共工程與公路部負責進行，為建設城
市防洪系統，羅哈斯大道上將有三座
建築物被拆除，其中包括這座“慰安
婦”銅像。

“慰安婦”權益保護組織“菲律
賓祖母聯盟”強烈抗議官方拆除“慰
安婦”銅像，稱此舉如同“夜間小偷
”行為，“褻瀆了菲律賓婦女的尊嚴

，侮辱了日軍佔領期間受害的菲律賓'
慰安婦'”。

二戰期間，日軍曾佔領菲律賓，
並強徵約1000名菲律賓婦女充當“慰
安婦”。
目前，有約70名菲律賓“慰安婦”受
害者在世。

“慰安婦”銅像設立以來，日本

方面頻頻表達強烈反對。日本外務省
和駐菲律賓大使館多次與菲方官員交
涉，以“菲律賓二戰‘慰安婦’已在
1956年得到補償，該歷史問題已得到
解決”為由，要求菲方拆除銅像。

““文金會文金會””刷屏刷屏，，各國領導人怎麼看各國領導人怎麼看？？

菲律賓拆除慰安婦銅像引民眾抗議菲律賓拆除慰安婦銅像引民眾抗議：“：“夜間小偷夜間小偷””行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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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電視台：內戰7年，阿薩德何以不倒？

（綜合報導)在27日的朝韓首
腦會晤期間，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
恩的夫人李雪主下午也前往板門店
韓方一側的和平之家，她的出現也
引起了韓國媒體的注意。

據韓國《中央日報》28 日報
導，在當地時間 27 日下午 6 時 18
分，李雪主搭車到達了和平之家的
正門。李雪主身著杏色正裝裙，左
手拿著黑色手包，腳踏一雙黑色皮
鞋，受到了提前 20 多分鐘前到達
和平之家的文在寅夫人金正淑的迎
接。

報導還稱，在會談當日的晚餐
前4小時，李雪主於當天下午2時
30分才公佈將前往板門店。

金正淑當天身著一身天藍色正
裝，她將李雪主迎接進來之後，韓
國總統文在寅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
正恩已在和平之家的一層大廳等待
兩人。兩位“第一夫人”剛進入大
廳，文在寅和金正恩就分別與李雪
主和金正淑互致問候。

《中央日報》還報導了四個人
的對話內容。

文在寅：兩位打過招呼了嗎，
我們今天在一天之內親近了很多。

李雪主：早上聽丈夫說這次會
談和文在寅總統對話愉快，會談也
很成功，真的很高興。

金正淑：剛剛看到了兩位一起
過橋的樣子，真的很和睦。

金正恩：這麼快就出來了？
金正淑：來的時候看到了，不

知道兩位在說什麼，連我都覺得很
激動。

金正恩：我們避開攝像機去了
遠的地方，那個也被拍下來了啊。

金正淑：我想未來一定是繁榮
的。

李雪主：我聽說金正淑女士很
關心這件事情。

文在寅：她（指金正淑女士）
從家具怎麼擺放到掛的畫幅方面都
給了不少意見。

李雪主：所以我感到有些慚愧
，我什麼都沒有做就這樣來了。

文在寅：兩位的專業也很相似

，將來在韓朝間文化藝術交流上。
李雪主：我將一直竭盡所能，

幫助兩位所做之事取得成功。
隨著李雪主的出現，韓朝兩國

“第一夫人”完成了首次會面。
報導稱，當天下午6時20分，

結束談話的四人在掛於大廳內的畫
家閔正基的《北漢山》畫作前合影
紀念。另據韓聯社報導，合影留念
後，朝韓領導人夫婦從下午6時30
分起共進晚餐。在晚宴結束後，雙
方出席在“和平之家”門外進行的
歡送活動。

（綜合報導）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
網站近日發表文章稱，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
德挺過了7年毀滅性的內戰以及要求他下台的國
際高壓。美國在4月14日領導的針對敘利亞政
府設施的空襲雖然將對他一統敘利亞的努力構
成打擊，但沒有什麼跡象顯示這些襲擊旨在終
結他的統治。

文章稱，在反對阿薩德統治剛開始的幾年
，反對派取得迅速的推進，他加入那個不斷加
長的被推翻阿拉伯領導人名單的可能性確實存
在。但是，今天，處於劣勢的是反對派，他們
失去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和北部重鎮阿勒頗的
關鍵堡壘。就連反對阿薩德政府國家的外交高
官——比如英國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也

說，阿薩德可以繼續競選敘利亞總統之職。阿
薩德為什麼能在總統位子上堅持這麼久？文章
總結了以下四方面原因。

外國支持
文章稱，2012年夏，處於風光地位的是反

對派。一顆炸彈在大馬士革中心區爆炸，包括
敘利亞防長和阿薩德的姐夫阿塞夫.舒卡特等
幾位高官都被炸死。

反對派以為勝利在望。當時，敘利亞自由
軍指揮官巴沙爾.阿爾祖阿比對半島電視台說
：“敘利亞軍隊幾乎已經崩潰。”

文章稱，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伊朗加強對
敘利亞的干預，以什葉派游擊隊的形式向政府
軍提供培訓、經驗豐富的指揮官和步兵。由伊
朗訓練的國防軍民兵部隊鼎盛時有9萬戰士，
普遍認為是他們扭轉了戰爭局勢。對伊朗來說
，阿薩德是關鍵的盟友，對於保護其在本地區
利益不可或缺。

文章認為，雖然伊朗的幫助主要表現為地
面部隊，恐怕是俄羅斯給了阿薩德最大的支持
。從2015年9月開始，莫斯科就開始對反政府
武裝的目標發動空襲。正是因為俄羅斯的空中
作戰，迫使敘利亞反政府武裝最終放棄在阿勒

頗和東古塔的堡壘。
反政府武裝內部分歧
文章稱，阿薩德得益於反政府武裝內部的

分歧，鬆散組合的敘利亞自由軍分裂成彼此對
立的派系，比較強硬的組織舉起反政府大旗。

反對派最初歡迎新興的“伊斯蘭國”極端
組織的支持，但很快就發現自己陷入與這個極

端組織的鬥爭，後者從反阿薩德的運動中抽取
資源。

“伊斯蘭國”在拉卡這樣的關鍵城市戰勝
反政府武裝，迫使他們退讓出大片土地。

文章稱，反政府武裝雖然的確從“伊斯蘭
國”手中奪回了某些地區，但之前由他們控制
的地區卻被庫爾德武裝和政府部隊奪走。

文章稱，“伊斯蘭國”不是反政府武裝這
邊唯一的“肉中刺”，如今有數十個反對派系
，這些派係因為地區歸屬、種族身份、政治立
場和宗教信仰而相互對立。

國際立場
文章稱，西方國家和土耳其以及沙特等地

區強國都明確表示反對阿薩德總統，但都沒有
採取決定性的行動清除這位敘利亞領導人。儘
管敘反政府武裝提出了請求，美國卻沒有採取
在利比亞實施的那種軍事干預。雖然有武器入
境提供給反政府武裝，但是反對派領袖說，這
些武器不足以應對敘利亞政府的空中力量。

文章認為，美國之所以決定不向反對派提
供能應對政府空中力量的武器是因為擔心這些
武器可能落入“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手裡，日
後用於打擊西方利益。

文章稱，隨著戰爭的不斷拖延，越來越多
的西方國家領導人已經不把推翻阿薩德作為要
務。 2017年3月，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妮基.黑利
說，除掉阿薩德不再是美國的政策焦點。兩個
月之前，英國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說，阿薩
德可以留下來，作為和平協議的一部分。

朝韓第一夫人牽手照曝光朝韓第一夫人牽手照曝光 四人對話內容公佈四人對話內容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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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地方區域性稅賦差距失衡賦差距失衡

拉齊奧稅賦最高
綜合報導 日前，意大利註冊會計師

協會就2017年各地區稅收情況發布統計

分析數據稱，意大利除國家規定的稅賦

外，地方區域性稅賦根據地域經濟發展

的不同，存在較大差異。在地方區域性

稅賦征收中，拉齊奧大區的是意大利地

方稅賦最高的地區。

據報道，意大利地方區域性稅賦，

主要包括大區政府稅收和地市政府稅

收，該稅收壹般占意大利個人平均所得

稅的10%左右。2017年，國民納稅總額

為1560億歐元，其中120億為大區政府

稅收，48億為地市政府稅收。

統計分析報告顯示，2017年度，居

民年收入達到3.6萬歐元基準線的群體，

拉齊奧大區需繳納個人所得稅848.80歐

元，排在意大利首位；其次是莫利塞大

區788.80歐元，皮埃蒙特大區740歐元和

坎帕尼亞大區731歐元；地方區域性稅賦

最低的地區，是意大利東北部和撒丁島

地區。地方區域性稅賦較低地區弗留利-

威尼斯朱利亞大區僅為363歐元，較拉齊

奧大區少了接近500歐元。

報告表示，居民年收入超過10萬歐

元的群體，區域性稅賦差異更為明顯。

基於此收入基準線的群體，意大利大約

有 45 萬人左右。

其中 10 萬人居住

在拉齊奧大區和皮

埃蒙特大區，該地

區納稅人所承擔的

區域性稅賦，較於

東北部和撒丁島地

區平均要高出 3000 歐元。該基準線

收入群體，拉齊奧大區人均納稅額為

5100.22 歐元，皮埃蒙特大區為 4975 歐

元，莫塞利大區為 4164 歐元，利古裏

亞大區為 3640 歐元，艾米利亞-羅馬

涅大區為 3577 歐元，坎帕尼亞大區為

3381 歐元。特倫托大區、威尼托大區

和撒丁島大區則僅為 2048 歐元，弗留

利-威尼斯朱利亞大區最低，為 1996.9

歐元。

意大利國家企業聯合會統計數據顯

示，在地方區域性城市稅賦方面，羅

馬、都靈、那不勒斯、熱那亞、博洛尼

亞、安科納和坎波巴索是意大利居民稅

賦最高的城市。

首都羅馬工商業地稅，又稱大區稅

為4.82%，區域性個人所得稅為4,23%，

房產稅為1.06%；都靈區域性個人所得稅

為4.13%，房產稅率為1.06%，房產城市

規劃稅為0.33%；那不勒斯工商業地稅為

4.97%，房產稅為1.06%，房產城市規劃

稅為0.33%。

意大利佛羅倫薩、巴勒莫和佩魯賈

等城市區域性稅賦處於意大利的中等水

平。米蘭市房產稅為1.06%；威尼斯工商

業地稅為3.90%，區域性個人所得稅為

2.03%。上述地區區域性稅賦，其中大區

占1.23%，地市占0.80%。

意大利註冊會計師和會計專家協

會主席馬西莫· 米亞表示，根據 2017

年和以往的統計資料，意大利地方區

域性稅賦差距正在逐年增大。地方區

域性稅賦的持續增長和不平衡，將會

導致地區經濟發展失衡，賦稅較重

地區人口和企業，逐漸流入賦稅較

低的地區。區域性稅賦的增長和差距

的拉大，應引起政府和經學界人士的

高度關註。

裝有法國王後心臟的聖物盒
遭竊後尋回 完好無缺

綜合報導 法國壹座博物館日前遭竊的黃金聖物盒，已經被法國警

方尋回，並逮捕了2名竊賊。聖物盒裏裝有16世紀法國王後“不列塔尼

的安妮”（Anne de Bretagne）的心臟。

位於南特（Nantes）的杜布瑞博物館（Musee Thomas Dobree）淩晨

遭竊，遺失的藏品包括壹尊黃金印度雕像、壹套中世紀金幣，和裝有

“不列塔尼的安妮”心臟的黃金聖物盒。

這件收藏是16世紀的金工傑作，且是歷經大革命後仍然留存的

少數古代金工葬儀相關用品，對南特市民來說，也有情感和歷史上

的意義。

據報道，這個聖物盒命運多舛，在大革命期間，差點要被熔掉做成

金幣；在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法國，為了保護聖物盒不

被發現，也有人冒險把它藏在家裏。

“不列塔尼的安妮”先後嫁給國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和路易

十二世（Louis XII），是唯壹兩度獲得法國王後頭銜的女性。她於36歲

逝世，遺願是希望心臟回到摯愛的家鄉南特，安放於父母墓內，不要與

身體壹起下葬。

杜布瑞博物館收藏這個聖物盒已有130年之久，館方原本擔心竊賊

把聖物盒熔了做成金條，永久毀掉這件珍品，但警方於21日在距離南特

約60公裏的聖那最爾找回聖物盒，並逮捕2名竊賊。

根據當地媒體消息，聖物盒看起來完好無缺。

聯合國強調伊核協議重要性：
對地區和平安全做貢獻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關於需要更新伊

朗核協議的聲明後，聯合國指出2015年制定的伊核協議對於地區安全所

起的重要作用。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杜加裏克表示，“秘書長多次提及，他本

人認為，伊朗核問題《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是外交方面達成的重要

成就，該協議仍繼續生效。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明確支持這

壹協議”。

法國總統馬克龍與特朗普會晤後宣布，打算更新伊核協議。他認

為，新協議將包括四點內容，包括2025年之前凍結伊朗核計劃、禁止伊

朗核活動的時間更長、伊朗停止彈道導彈項目以及為該地區政治穩定創

造條件。

杜加裏克說：“我們應當依仗達成的重要成就，來維護不擴散制

度，這是世界安全的基石。聯合國秘書長也認為，現有的伊核協議對地

區和平與安全做出著貢獻”。

2015年7月14日，伊朗和伊核問題六國（俄美英中法德）就多年未

決的伊朗核問題達成了歷史性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即伊核協議）。

伊朗以履行協議換取聯合國安理會、美國和歐盟解除經濟和金融制裁。

協議於2016年1月16日生效。

美國與英法德三國2018年1月成立了負責制定伊核協議附加協議的

工作小組。美國國務院早前向媒體表示，如果歐洲夥伴不著手彌補伊核

協議的缺陷，或者美總統特朗普認為新協議無法達成，美國將立即退出

該協議。美方稱希望與英法德在5月12日前就伊核協議問題達成壹致。

壹日三餐難保障？
德國兩成青少年生活相對貧困

綜合報導 對於德國五分之壹的青少

年來說，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大選中所承

諾的“高生活水平國家”還只是幻想。

如今家庭貧困的孩子，很難沖破自己

身處的階層桎梏。據統計，德國 18歲

以下的青少年有20%依然生活在“相對

貧困”中。

兒童保護聯合會（Kinderschutzbund）

主席Heinz Hilgers感嘆道：“現在成長

在貧困中的孩子，將來就成了貧窮的大

人”。

作為歐洲最具實力的國家，德國經

濟勢頭良好，公共資金從未如此充裕。

然而18歲以下的青少年有20%依然生活

在“相對貧困”中。五分之壹的貧困兒

童這壹比例跟法國差不多，但德國的經

濟形勢要比法國好很多。

這些孩子的父母月收入只有不到德

國普通家庭平均收入的60%。也就是說

壹位家長和壹個孩子每月凈收入不到

1192歐元，而壹個有4個小孩的家庭每

月凈收入不到2355歐元。

Heinz Hilgers稱全德國280萬貧困兒

童中三分之壹的父母有工作，雖然德國

已將其失業率降到了兩德統壹以來的最

低，但這種貧困現象依然讓人擔憂。他

表示，如今的青少年就是未來社會的成

年人，這種現象可能會給已經老齡化的

德國經濟帶來危機。

利希滕貝格（Lichtenberg）市有壹家

由明愛天主教基金管理的社區中心，每

周組織孩子壹起做飯和用餐。社區中心

的負責人Patric Tavanti說，這裏的孩子

大部分來自移民或單親家庭，他們的父

母要麽沒有時間，要麽沒有錢來保證孩

子的壹日三餐，很多孩子壹整天吃不到

飯。

德國柏林赫爾梯行政學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教授Klaus Hurrel-

mann擔心這種貧困導致惡性循環：“物

質上的貧窮會衍生出教育和文化上的貧

窮”。這些貧困家庭的孩子意識到自己

物質上的匱乏後會漸漸感覺到自己被排

斥，並開始因為不能參加班上的集體遠

足或者不能請朋友來開生日聚會而感到

羞辱；慢慢地喪失了自信心，從而無心

學習。

有壹項針對“貧窮的繼承”的研究

指出，只有3%到16%的極少數家庭的孩

子掙脫了自己原有的社會階層。

德國新壹屆的 “大聯合政府”提高了

家庭補助金，支持更多的日托和提供全

日制課程的學校，來將女性從家庭生活

中解放出來工作。

但是柏林議員Lisa Paus認為，如果

不改革戰後作為臨時過渡的稅制，這壹

切都沒什麽用。現在的稅制主要是傾向

於薪水差異大的夫婦，而不是家庭主

婦。現在時代變了，她認為政府對單親

家庭的補助不夠，離婚往往意味著陷入

貧窮。45%的生長在單親家庭的孩子，

尤其是單親媽媽帶的孩子，都在“相對

貧困”中。

有人提議設壹個基本收入保障每個

孩子的物質條件。這個想法壹來昂貴，

二來完全沒有考慮到執行起來預算上的

困難。

慈善組織馬耳他兄弟會（Ordre de

Malte）的 Lars Dittebrand希望家庭部長

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推動問題的解決，

“今天的孩子就是未來的勞動力，在解

決這件事情上不能想著省錢。”

尚未發現的自然現象？
北極冰層上現奇怪孔洞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天局

（NASA）在網站上稱，在從空

中拍攝北極時，專家在冰層上發

現了壹些孔洞，這些洞的形成原

因尚未查清。

據悉，專家在繪制波弗特海

（Beaufort Sea）東海沿岸的冰

層水平圖時發現了這些洞。

研究人員指出，相對而言，

這個地區的冰的形成時間還

不長，很顯然，冰層又薄又

軟，在其表面能看到因兩個冰

層相撞而形成的折線痕跡，然

而孔洞是如何形成的，暫時還

不清楚。

專家認為，洞孔可能是海洋

生物啃出來的，比如海豹。或

者，它們的形成應該歸咎於溫

暖的氣流。

然而，專家也指出，這可

能涉及到壹個尚未發現的自然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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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公佈“通俄門”報告刪節版：
無特朗普“通俄”證據

（綜合報導）駐紮在日本的美國第7艦隊
去年有段時間老撞船，撞死了17口人，這也導
致了第7艦隊司令被免職。不過第7艦隊的前
任司令約瑟夫.奧金(Joseph Aucoin)在被免職以
後似乎很不服氣，近日他在免職後的第一次公
開演講中開始“甩鍋”，他表示因為第7艦隊
承擔了遠超額度的任務，而且面臨人手不足，
司令部對於7艦隊各種問題的極度不重視。最
終多方問題累加在一起才導致了第7艦隊的兩
起重大事故。他同時表示美國海軍整體的問題
很嚴重，是“系統性的”，太平洋司令部和海
軍司令部都有問題，並不單單是駐外艦隊的問
題。

據美國《海軍研究協會》網站4月28日報
導，前駐日美國第7艦隊司令約瑟夫.奧金(Jo-
seph Aucoin)在去年由於接二連三的撞船事故
被免職，最近他在免職後的首次公開講話中表
示，在兩起導致17人死亡的碰撞事故發生前，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艦隊，曾經長時間被要求承
擔過重的任務，並且由於人員大量被抽調回美
國本土，導致了及其嚴重的人手不足。

他同時指出，美國海軍部署在日本的海軍
(FNDF-J) 驅 逐 艦 “ 菲 茨 杰 拉 德 ” 號 (USS
Fitzgerald, DDG-62) 和 約 翰.s. 麥 凱 恩 (John S.
McCain)號(DDG -56)的碰撞事故是由於海軍
“系統性的問題”，而不是“駐外前沿部隊”
單獨的問題。

他在今天的公開講話中這樣說道：“我有
幸與我們海軍第7艦隊中一些最有才華、最敬
業的水手和平民一起服役，當第 7 艦隊司令
（C7F）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我有機會與我

們在西太平洋的前沿部署部隊
合作。不幸的是，在2017年的
夏天，我們經歷了菲茨杰拉德
號(DDG-62)和約翰.s.麥凱恩號
(DDG- 56)的可怕碰撞事故。
我擔心，在某些方面，這些衝
突被僅僅視為“局部性”，也
就是駐日艦隊自己的問題。日
本的艦隊確實受到了壓力，隨
後我們進行了全面的調查，並
且得出了一些結論，但是（我
需要指出）的是導致碰撞的原
因有其他因素，我必須補充這
些因素，如果我們不能全面檢
討審查事故發生的原因，我們

很難根本解決問題，也很難保證不再發生類似
的事故。”

他對於媒體和調查員給他帶來的公眾印像
很不滿意，因為美國海軍的官方調查，“全面
審查”(CR)、“戰略審查”(SR)，以及在事故
發生後一些媒體對他的報導可能會使大眾對他
產生一種個錯誤的印象：他漠不關心屬下，也
不關心人員培訓配置和維修，他表示事實並不
是這樣。這位第七艦隊的司令向指揮官，在碰
撞事故發生前向美國太平洋艦隊(ComPacFlt)多
次明確指出，第七艦隊的人員訓練嚴重不足，
艦艇需要維護，並且缺乏人手。儘管太平洋司
令部有明確表示的關切，但是在關切之後依然
讓他們繼續執行任務。

“從2014年前後開始，美國海軍前沿部署
部隊(FDNF)的人員數量開始下降，因為海軍艦
隊優化部署政策優先考慮美國本土(ConUS)的
艦隊。我的手下早就意識到了人力不足，並且
多次反映了人手不足帶來的種種問題，並且我
們的對於人力匱乏問題的堅持，讓美國艦隊司
令部(USFF)最終同意在2017年6月舉行的部署
部隊前沿人力峰會。這次人力峰會制定了人力
政策，將開始緩解一些前沿部署艦隊人力不足
問題。但是根本問題並沒有解決。”他在講話
中說道。

人力不足反映在熟練水手的匱乏上，由於
一項新的艦隊任務優化計劃，美國本土的航母
戰鬥群從駐日艦隊中帶走了大量合格的船員，
使得第七艦隊的艦員沒有足夠的熟練艦員。這
導致第7艦隊在執行實戰化任務時，不得不從
多條戰艦上抽調熟練骨幹用於執行任務，這也

被稱為交叉甲板（Cross-deck）計劃。這導致
了艦員的超負荷運作和疲憊。他表示，多年來
，在他的指揮下，7 艦隊的水手們，在美國
“艦隊反應優化計劃（Fleet Forces' Optimized
Fleet Response Plan）”都在為美國太平洋艦隊
(US Pacific Fleet)的計劃外任務而拼命工作。

“雖然這項人員調整方案讓美國本土的船
員可以按照36月部署計劃進行調休，但是我們
7艦隊不得不一直加班，當我們聽到聖地亞哥
基地一些艦艇竟然有30個冗員的時候我們都很
沮喪，要知道我們有49個骨幹不得不在“交叉
甲板”計劃中一直加班。”他表示。

這些問題之所以遲遲沒有得到反饋，是因
為太平洋司令部方面的問題。 “對於7艦隊的
全面調查完全忽略了在西太平洋地區指揮和控
制部（C2）顯而易見的現實問題。”他這樣說
道，他表示水兵訓練力度不足並不是他的問題
，而是太平洋司令部的問題，因為負責在駐日
海軍水面艦艇人員的訓練和認證的海上訓練小
組(ATG)，並不是在 7 艦隊的管轄範圍內，而
是直接向總指揮官，海軍太平洋司令部水面艦
艇指揮部(CNSP )報告。

他表示，此前一直以來對於太平洋地區，
尤其是第七艦隊整體人員素質下降的報導並不
都是事實，2017年5月，在日本海域發生的美
國軍艦“尚普倫”號(CG-57)巡洋艦的碰撞經
常被認為是第七艦隊水面艦艇部隊人員素質下
降的一個例子。但是這個鍋7艦隊不能背因為
在轉隸到 7 艦隊前，CG-57 隸屬於美國海軍
“聖地亞哥”基地，在第三艦隊接受了訓練。
在 2015 年到 2017 年，沒人關心太平洋司令部
默默的前進部署了第三艦隊。由於太平洋戰區
司令部的命令，第三艦隊也過來執行一些“武
力炫耀”的任務，諸如或從事大洋洲海上安全
倡議(OMSI)漁業巡邏或“自由航行”（包括數
次美艦闖入我南海島礁周圍12海裡範圍內，觀
察者網注），因此第三艦隊也同樣面臨駐外艦
隊缺乏訓練和維護的問題。

他表示，在2015年以後，在印-太地區的
美國艦艇，不得不經常接受來自太平洋司令部
直接命令，和美國“國家級優先執行級別”的
任務。 7艦隊在撞船事故發生前，面對來自太
平洋司令部以及太平洋艦隊司令部下達的作戰
任務命令(往往是“短通知”），他們往往用
“不推薦”來回复，這意味著7艦隊在不停打
亂自己的時間表去應對這些任務。他們必須得

動員那些正在執行別的訓練的船隻，湊齊船員
，然後去執行這些任務。這意味著執行任務的
船隻在超負荷環境下工作，也得不到維護和人
員培訓以及訓練。

美軍在南海拍攝的我軍 052D 型驅逐艦，
第七艦隊在驅逐艦數量遠少於中國的情況依然
一次又一次被哈爾哈里斯派去“自由航行”
“我一直在警告他們，如果強行派遣艦隊去執
行這些任務，代價就是這些艦隊得不到充足的
訓練維護和培訓，但是僅有少數艦支改變了命
運參加了日常訓練，我一直在重申這點，但是
，我們的論據和建議要么被否決，要么被忽視
。”他說道。

他重申了調度會議的必要性，這導致艦隊
調度會議一直無法及時開展，7艦隊也因此沒
有時間表一說，在16年11月的調度會議上，
因為朝鮮問題，整個第七艦隊不得不打亂時間
表。除此以外，第7艦隊的驅逐艦和巡洋艦還
要因為威脅的上升而進行更多的培訓（諸如反
導方面的培訓），2016 年末和 2017 年初，我
的手下編制了詳細的數據，量化了水面艦艇操
作任務的增加，並證明我艦隊執行維護和人員
培訓水平的下降，我直接將結果發送給太平洋
艦隊司令部。太平洋艦隊司令部同意對前沿部
署人員進行更多培訓。然而，第7艦隊並沒有
獲得實質上的資源增加或者培訓增加。

除此以外，7艦隊面臨不斷上漲的威脅，
在本土沒有增兵的情況下，第7艦隊的飛行員
，艦艇指揮官和艦員都需要面臨更多威脅，而
我們並沒有獲得相應的培訓和資源，這導致了
7艦隊在去年夏天整體戰備水平的下降，我曾
經向太平洋戰區司令部提出過增加艦隊資源，
但是這些需求都被高級領導人忽略了。

他最後表示，美國海軍是一支善於學習的
軍隊，但是存在過去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我
們的水面艦隊擁有有天賦的偉大的船員，但是
他們缺少一些基礎的訓練，海軍很多訓練都因
為預算的削減被單方面的取消了，而且沒有任
何補償。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領導會無
視我們艦隊被過度使用的事實，或者在海軍處
理第七艦隊的問題上表現出更多的透明度？為
什麼海軍不能增加人力以解決問題？或者為什
麼海軍不能更直接地回答國會議員 William
Thornberry (R-TX)在碰撞後聽證會上提出的
，關於海軍為何缺乏人力的問題？”

（綜合報導）自特朗普當選以來，他的競
選團隊不斷被指控“通俄”，對“通俄門”的
調查工作持續進行。據《紐約時報》27日報導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共和黨人近日公佈
了一份250頁俄“通俄門”調查報告的刪節版
。

在歷時一年的調查中，共和黨人稱，他們
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總統特朗普“通俄”的證據
，並對情報部門“普京幫助特朗普當選”的消
息提出異議。

報告發布後，特朗普興奮地表示這是一份
很棒的報告。他先是在推特上發文，隨後也在
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議時再次提起了這份
報告。

《紐約時報》稱，共和黨人報告的重點在
於他們所認為的民主黨人的錯誤判斷，同時試
圖淡化特朗普的總統競選活動所犯的錯誤的嚴

重性。
共和黨人在報告中指責希拉里的助手暗中

購買競選對手的研究資料，這其中就包括來自
俄羅斯的資料。

同時，他們也譴責聯邦執法部門和情報機
構未能對俄羅斯的干預做出反擊、濫用調查權
利，並涉嫌洩露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

據中新網報導，負責該委員會俄羅斯調查
的德州共和黨眾議員康納威（Mike Conaway）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們是應情報界的要求對
報告做出了刪節，委員會計劃向他們提出質疑
，以便將更多刪節信息公之於眾。

據悉，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在上個月結束了
對2016年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一案的調查。他
們表示，沒有發現證據表明特朗普團隊與俄羅
斯人有任何“勾結”。

“我們沒有發現任何‘通俄’的證據。也

許有一些錯誤的判斷、不恰當的會議。”康納
威在遞交該報告時表示。
但委員會中的民主黨人提出異議，他們認為，
共和黨人在對此案的調查中未能採訪主要證人
，也沒有發出傳票獲取必要信息，他們似乎對
揭露共謀行為不感興趣。
民主黨人決定在沒有共和黨參與的情況下繼續
調查，他們日前公佈了一份98頁的少數派意見
文件，試圖推翻共和黨人的結論。

“在整個調查過程中，委員會中的共和黨
人選擇草率調查，當有明顯證據表明特朗普競
選團隊與俄羅斯有勾結，他們選擇忽視，轉而
承擔起辯護律師的角色。”委員會高級成員、
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希夫（Adam Schiff）在一份
聲明中說。

在這份報告發布後，特朗普看上去相當滿
意，他認為共和黨人的報告證實了“沒有證據

”顯示自己和俄羅斯有共謀行為。
他先是在一條推文中寫道：“剛剛眾議院

情報委員會發布了報告。‘沒有證據’顯示特
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勾結、協同或是共謀。
這是徹底的政治迫害！必須馬上結束！”

之後在白宮辦公室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
會議時，特朗普又提到了最新公佈的報告。他
稱讚這份報告“十分有力”。 “報告非常有
力，非常強大，特朗普競選團隊同俄羅斯人之
間沒有勾結。”他強調說。

雖然沒有發現通俄證據，但共和黨報告提
到，特朗普的確在競選過程中對幾個重要事件
做出了錯誤判斷。報告指出，2016年6月，特
朗普的兒子小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及前競選主
席馬納福德（Paul Manafort）與俄羅斯律師會
面“顯示出錯誤的判斷”。

（綜合報導）伊朗外交
部長扎里夫當地時間週六
（28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
科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改
變伊核協議的要求是不可接
受的。

報導稱，特朗普曾表示
，除非歐洲盟友在5月12日
之前解決伊核協議中的“災
難性缺陷”，否則他將拒絕
延長針對伊朗核問題的製裁
豁免期。

據新華社早前報導，特

朗普上台後不斷威脅退出伊
核協議，以此施壓美國國會
以及歐洲國家同意修改協議
條款，增加限制伊朗導彈項
目等內容。今年 1 月，特朗
普宣布“最後一次”延長美
國對伊核問題的製裁豁免期
，他將5月12日定為修改伊
核協議的最後期限，並揚言
如果屆時沒有令他滿意的修
改方案，美國將退出伊核協
議。

2015 年 7 月，伊朗與美

國、英國、法國、俄羅斯、
中國和德國等六國達成伊核
問題全面協議。根據協議，
伊朗必須停止高豐度濃縮鈾
活動，交出已生產的 20%豐
度濃縮鈾，接受國際核查等
其他條件，並將核計劃限制
在和平利用核能領域。國際
原子能機構負責督查伊朗履
行協議情況，多次出台報告
確認伊朗履行了該協議。

美國前第美國前第77艦隊司令艦隊司令：：美國海軍有美國海軍有““系統性系統性””問題問題

特朗普要求修改伊核協議否則退出 伊朗：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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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滬兩地聯合投資考察團
看好菲律賓投資機會

綜合報導 由香港貿發局和上海市工商

聯聯合組成的投資考察代表團壹行約50人，

在馬尼拉與菲律賓業界舉行投資午餐會。

菲律賓外交部長卡耶塔諾到會致辭

時表示，希望在菲中關系全面提升的基

礎上，中國內地的技術，香港的資金、

服務，與菲律賓“大建特建”計劃有好

的合作前景。

投資考察代表團22日抵達馬尼拉，

之後考察了壹家菲律賓大型企業，到訪菲

律賓交通部、公造部等政府部門，聽取政

策介紹以及項目推介。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是投資考

察代表團的發起人，他接受中新社記者采

訪時表示，當前中菲關系越來越好，香港

與菲律賓原本在貿易以及用工方面多年關

系密切，兩地中華商會也多有合作，關鍵

時候組團訪菲，希望有所作為。他表示，

上海企業家的強項是大型基建，香港的強

項是金融和專業服務，可以強強聯合，以

配合菲律賓的“大建特建”計劃。

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林凱文向記者介

紹，上海代表團企業家來自港口投資、城

市建設、城市智慧化、能源投資、礦山投

資、制造業等多個領域。“考察發現菲律

賓基礎設施投資機會多，投資政策也

不錯，整個國家發展的勢頭很好，會給

企業家帶來不少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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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雖然新西蘭仍有

大量移民湧入，但隨著本地新西蘭人及非

公民的離開，截至3月的壹年裏，凈流入

移民增勢有所放緩。

據新西蘭統計局消息，截至3月的壹

年裏，新西蘭凈流入移民人數為68000，

去年同期為71900人。

按月份來看，新西蘭凈移民數量壹直

處於不穩定狀態，在壹月達到7個月以來

最高水平的6210人，導致市場觀察人士

懷疑凈移民數量下降的趨勢是否逆轉；2

月數字回落到4970人，低於2017年的任

何壹個月份；而到了 3月，數字又恢復

至5480人。

與截至2月的數字相比，截至3月的

非新西蘭公民移民數量下降 0.1%，為

98800 人。非新西蘭公民離開人數上升

2%，為29700人。兩相抵消，非新西蘭公

民的凈移民人數為69100人。而最近壹年

有1100名新西蘭人離開新西蘭，因此總的

凈增移民人數為68000人。

新西蘭統計局人口分析高級經理

Brooke Theyers表示：“越來越多的非新西蘭公民在離開，

但新抵達的移民人數和壹年前壹樣多。”

Westpac高級經濟學家Satish Ranchhod在壹份報告中表

示：“通過逐月平滑的波動，凈增移民人數自2017年年中

以來壹直維持緩和。我們預計未來幾年移民流動將繼續呈

緩和趨勢，近年來移民增加的主要群體是持有臨時工作簽

證和學生簽證的人群。而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早些時候來的

人們在離開，預計這種形勢還會持續壹段時間。”

近壹年來，持工作簽證的移民人數增長了6%，達到

46300人。居民簽證的數量下降了13%，為15000人。學生

簽證人數下降0.1%，為23800人。

此外，短期訪問人群包括持旅遊、探親訪友、商務旅行

等簽證，截至3月的壹年為380萬人，比前壹年增長8%。

韓朝首腦會談晚宴菜單揭曉 寄托和平統壹期許
綜合報導 朝鮮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與韓國總統文在寅迎來

首次會晤，除了會談的議題和

行程安排之外，他們將在晚宴

上吃什麽也備受關註。

壹道菜，壹個人，壹段故

事。韓國總統府青瓦臺

發言人金宜謙 24 日在

新聞會上表示，韓朝首

腦會談的晚餐將向致力

於朝鮮半島和平統壹的

人們致敬。把他們家鄉

的食物帶到板門店，並

進行國宴級別的制作。

據悉，韓國全羅南

道新安郡的黃姑魚海參

水餃、峰下村的鴨田米

飯、朝鮮的平壤玉流館

冷面等，都將搬上韓朝

首腦會談晚宴的餐桌。

黃姑魚海參蒸餃
2000年6月13日至

15日，時任朝鮮最高領

導人金正日和時任韓國總統金

大中在平壤舉行了歷史性會晤。

開啟韓朝首腦會談先河的金大

中生於全羅南道新安郡，他的

故鄉新安郡居島裏的黃姑魚和

炒過的海參，將被做成黃姑魚

海參蒸餃。

拌飯
2007年10月2日至4日，第

二次韓朝首腦會談在平壤舉行。

參加第二次韓朝首腦會談的韓

國前總統盧武鉉卸任後回鄉務

農，在峰下村種植推廣鴨田米。

此次晚宴的拌飯所用的米飯就

是峰下村的鴨田米。

炭烤牛肉
1998年 6月 16日，韓國現

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曾將忠清

南道西山牧場的500頭牛送給

朝鮮，此次晚宴中，將用西山

牧場的韓牛制成炭烤牛肉。

冷面
青瓦臺表示，另壹樣主菜

為平壤玉流館的冷面，這是韓

國總統文在寅點名希望品嘗的

美食。與朝鮮方面溝通後，朝

鮮同意將玉流館的首席廚師帶

到板門店制作冷面。

海魴魚
韓國釜山是文在寅度過童年

時期的地方，海魴魚是當地的特

產魚類，在歐洲也被看作高級海

產，在朝鮮海域無法捕獲。

瑞士土豆餅
由於金正恩曾在瑞士度過童

年，晚宴中還準備了以韓國方式

制作的瑞士土豆餅（roesti，瑞士

土豆料理）。

涼菜
韓國已故作曲家尹伊桑曾促

進韓朝交流，他的故鄉統營近海

出產的章魚將被制成涼拌章魚。

芒果慕斯
芒果慕斯以“民族之春”命

名，將沖破凍土冒出的溫暖春日

氣息形象化，在點綴了春花的芒

果慕斯上，以朝鮮半島統壹旗作

為裝飾，表現出團結壹心的民族

壹體。芒果慕斯外面罩著壹層堅

硬的外皮，需要通過親手打破這

層外皮才能看到裏面的慕斯，以

此形象化地表現出韓朝走向和解。

酒
晚宴上飲用的酒為杜鵑酒

和文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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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辦開放日 破除神秘展現“門常開 人常在 事常辦”

王志民：中聯辦港市民永遠同心同行

“門常開 人常在 事常辦”
■為專業人士協調落實CEPA（《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
專業服務安排

■向北上創業人士提供內地政策法規資訊

■為大眾市民向中央政府爭取國民待遇

■為民間團體聯繫內地社會各界人士

■為傳媒記者辦理內地採訪證件

■為香港學生爭取在內地實習的機會

■為港人提供捐款賑災的途徑

資料來源：中聯辦網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中聯辦在港多年，但給
部分市民的感覺仍然十分
“神秘”。中聯辦28日藉

公眾開放日“揭開面紗”，向市民播放宣傳片及
派發小冊子，讓市民全面了解中聯辦的結構、功
能、歷史、員工生活及其在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的重要貢獻。
在開放日播放的宣傳片，首先簡介了香港中

聯辦的歷史。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
社，是中央政府自1947年5月派駐香港的機構，
一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駐香港最高代表機構
的身份，履行中央賦予的各項職責，自此成為中
央廣泛聯繫香港各界的重要渠道，及促進兩地交
流合作的重要橋樑。
香港在1997年回歸祖國，香港特區政府於

1999年7月2日在《政府憲報》上正式公佈，新華
通訊社香港分社是中央在香港特區設立的機構之
一。1999年12月28日，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常務會
議決定，將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央人民
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
辦。目前，中聯辦設有23個部門，為港人提供多
方面的協助。
為推進香港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聯辦

一直為香港爭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並推出一系列
“挺港政策”，包括支持特區政府應對亞洲金融
風暴、“非典型肺炎”疫情及國際金融危機的衝
擊；支持香港特區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及粵
港澳大灣區等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維護社會大局穩定；支持特區政府
致力發展經濟；支持港人遏止“港獨”勢力，維
護以憲法及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區憲制秩序；及爭
取加快建設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大型跨境
基礎設施。
影片特別提及中聯辦的5項重要職能，一是

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
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二是聯繫並協助內地有
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三是促進香港與
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
兩地交往，並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四是
處理有關涉台事務；五是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
的其他事項。
影片還播放了大量中聯辦員工在港的活動相

片，包括“梅窩植樹慶回歸”、香港植樹日及探
訪安老院等，展現中聯辦員工融入香港貢獻的一
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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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及其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71
年來，28日開始一連兩日對公眾開放，並

通過獲邀請團體派發了1,500張門票。在28日晨
的開幕儀式上，王志民和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
楊建平、楊健、仇鴻、陳冬出席，與前來參觀的
香港市民和傳媒記者互動交流。

回顧71年歷程為港謀福祉
王志民在開幕儀式上致歡迎辭時表示，他在

今年2月6日中聯辦的新春酒會上提出開放日的想
法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不少記者和市
民都專門致電了解開放詳情，表達了想來參觀的
願望，“這讓我們很受鼓舞，不僅深切感受到香
港市民和記者朋友對中聯辦的關心支持，而且促
使我們更加細心地做好籌備工作，熱誠周到地迎
接首個開放日各位市民的到來。”
王志民由中聯辦前身、1947年5月成立的新華

社香港分社說起：從中英談判到香港回歸、恢復行
使主權並設立特別行政區，從堅定支持香港抵禦亞
洲金融危機和抵禦國際金融危機，到推出CEPA和
開放“個人遊”，從1962年“三趟快車”、1965
年東江水供港到現在對港食品、電、天然氣等一系
列生活生產物資的安全穩定供應，從兩地經濟合作
到兩地教育、科技、文化、法律等多領域、全方位
的交流，中聯辦都參與其中，盡職盡責。
“回望過去，展望將來，可以說，70多年一

路走來，香港中聯辦過去是、現在是、今後仍是
與香港發展同心同行，與香港市民的福祉同心同
行，與國家好、香港好同心同行。”他說。

王志民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七一”視
察香港時一到機場就說，“香港一直牽動着我的
心”，之後還指出，“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
香港建設好”。這些都表達了總書記關心香港發
展、關懷香港同胞福祉的深厚愛民情懷。
他強調，香港中聯辦作為中央派駐香港的機

構，將堅決貫徹習總書記和中央的決策部署，一
定會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一
定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把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一定會繼續支持香港充分

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在建設好實行社會主
義制度的內地中發揮更多更大的積極作用，並從
中獲得更多的改革和發展紅利，促進香港保持長
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這是我們中聯辦人的神
聖使命和重要職責。
他說，過去受種種條件的限制，不少市民對中

聯辦人的日常履職和工作環境了解不多，覺得中聯
辦“有點神秘”，“其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無
論是過去在跑馬地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還是現在在
西環的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我們一直是門常開、
人常在、事常辦，並不神秘。”

市民員工體驗三個“一齊”
藉着公眾開放日，王志民表示中聯辦通過

“請進來”的方式，歡迎市民“走進香港中聯
辦”做客，更多地了解中聯辦，“也是我們中聯
辦員工‘走進香港市民’，更多了解香港市民的
所思所想。……你們在參觀中可以很好地體驗與
中聯辦員工‘行埋一齊、坐埋一齊、傾埋一
齊’。”
未能入場的市民亦毋須失望，王志民表示，

中聯辦官網上同步推出了“網上公眾開放日”，
全景展示是次活動，歡迎大家通過這個平台“走
進中聯辦”，並提意見讓中聯辦把開放日的工作
做得更好。
今年年初，中聯辦官網已經推出“員工專

欄”，講述中聯辦員工在香港的工作經歷和生活
感悟，讓大家更全面地了解中聯辦，“如果說這
是與各界朋友‘線上’鍵對鍵的溝通，那麼今天
的開放日，就是我們大家‘線下’面對面的交
流。‘線上’、‘線下’相互配合，溝通和交流
一定能更加具體深入，一定能增進了解、增進感
情。”
王志民強調，中聯辦無論是日常參加社團活

動、與各界人士接觸交流，還是近期推出和今後
將一直舉辦的“公眾開放日”活動等等，都是與
香港同胞同心同行，都是為香港好、為國家好。
“我們中聯辦員工一定會繼續做香港特區的好市
民、特區政府的好夥伴、廣大香港同胞的好朋
友。”

“與祖國同心，與香港同行。”中聯辦首度一連兩日舉辦

“公眾開放日”，讓香港市民親身走進中聯辦內部，了解中聯

辦的運作和面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28日在開幕禮上致歡迎辭

時表示，中聯辦“門常開、人常在、事常辦”，並期望香港市

民可在參觀中體驗與中聯辦員工“行埋一齊、坐埋一齊、傾埋

一齊”。他歡迎市民朋友走進中聯辦做客，也讓中聯辦更多了

解香港市民的所思所想，而中聯辦員工一定會繼續做香港特區的好市民、特區政府

的好夥伴、廣大香港同胞的好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聯辦具5項重要職能

中聯辦首個公眾開放日，市民除了有機會深入中
聯辦內部，亦有機會與中聯辦主任王志民零距離接
觸，親身感受王志民親切的一面。28日所見，市民走
到文體活動室，拿起球拍與中聯辦職員切磋乒乓球
時，穿着筆挺西裝的王志民一時技癢，拿起球拍和市
民切磋，似乎日常也有不俗功底，場景樂也融融。

抱起小朋友主動邀合影
除了大人有機會與王志民比試球技，小朋友也

有機會與王志民互動。在28日中聯辦大樓內，有
兩名活潑可愛的小朋友開心遊玩，王志民就上前與
他們交流，更抱起小朋友與他們親切談話，兩名小
朋友都顯得非常開心。他更主動提出“一齊影張
相”，三人在鏡頭前合影留念。
王志民還特別在員工餐廳與參觀的青年及長者

握手交流。有青年表示，很珍惜到中聯辦參觀的機
會，讓他們能夠進一步了解中聯辦的工作，也加深
了對國家的認識，希望將來能夠通過中聯辦加深對
內地的了解。另一名青年則表示，王志民為人親

切，願意與他們合照，反映對方很重視香港市民的
意見。
有成功與王志民合照的參觀者大讚對方親民。與

友人蘇小姐和紀小姐結伴參觀的梁先生表示，他在大
樓餐廳參觀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本人現身與他們近
距離交流，吸引大批參觀市民圍觀和要求合照，而王
志民亦不厭其煩地逐一答應，覺得他十分親民。在合
照後，王志民又主動與他攀談，問他在做什麼工作
等，感覺對方很關心港人的生活狀況。

他坦言，以往覺得中聯辦十分神秘，又想到是
中央高級官員的辦公地點，以為裝潢必定十分華
麗，入內參觀後才知道與一般中資機構的辦公室無
異，職員亦笑容可掬，招呼周到，並與參觀人士分
享平日工作。
梁先生表示，開放日有助拉近市民與中聯辦的

距離，又說明白今次是中聯辦首次對外開放，為謹
慎起見名額有限，但希望在吸收今次經驗之後，未
來的開放日可以增加參觀名額。■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林浩賢、文森

主任切磋球技 市民大讚親民

■■中聯辦中聯辦2828日舉辦成立日舉辦成立7171年來首年來首個個““公眾開放日公眾開放日””活動活動，，首批香港市民走進中聯辦大樓首批香港市民走進中聯辦大樓。。圖為中聯辦主圖為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與參觀市民合影留念任王志民與參觀市民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王志民在文體活動室與市民一起打乒乓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王志民抱起一名小女孩與她交談並合影王志民抱起一名小女孩與她交談並合影。。
中新社中新社

■■王志民主動詢問到訪市民工作生活情況王志民主動詢問到訪市民工作生活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AA88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18年4月29日 Sunday, April 29, 2018

2950 S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63 

從3月26日起開英語新班
有初級. 中級.高級英語班, 上課
時間有早, 午,晚，按照自所需按排
上課. 任何有興趣者可以報名.

低收入者可以申請政府資助
只要有工卡學校可以協助貸款分期付學費, 
需要瞭解更多詳呈致電給83236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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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佔位不作為同樣是腐敗

聯合國副秘書長：
限制性貿易破壞經濟增長

中方：美“301條款”挑戰多邊貿易體制
調查報告無事實證據 且嚴重違反WTO規則

美方根本無談判誠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美近日在世

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例行性會議上就貿易摩擦問題

展開交鋒。中國代表在當天的會議中發言指出，美方

“301條款”調查報告東拼西湊，沒有事實證據。中方已

作好充分準備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號召全體WTO

成員承擔起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責任。與此同時，美國又發佈了關於

知識產權保護的《特別301報告》，中國連續第14年被列入“優先觀察名單”。中國

商務部28日回應對此表示反對，並敦促美方尊重事實，客觀、公正、善意地評價包括

中國在內的外國政府在知識產權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微信
公號消息，4月27日，國務院召開第一
次廉政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等出席會議。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趙樂
際等應邀出席會議。

李克強總理在會議上說，公共工
程事關國計民生，決不能把民生工程
搞成勞民傷財沽名釣譽的“形象工
程”和“政績工程”。要健全公共工
程建設項目決策、審批、實施等全程
監管制度，完善社會監督機制，加強
綜合治理、開展專項治理，堅決懲治

違法違規行為，使每項公共工程都成
為陽光工程、廉潔工程和安全工程。

李克強強調，扶貧資金是救急救
難資金，是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的重
要保障，必須緊盯嚴管。要完善管理
制度，加強扶貧資金整合，開展扶貧
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對膽
敢剋扣挪用、截留私分、虛報冒領扶
貧資金的，必須嚴厲懲處。這是高壓
線，不能碰，也碰不得。

決不能“新官不理舊賬”
李克強說，衡量政府是否尊崇法

治，一個重要方面是看其是否講誠
信。有民營企業家和外商反映，有的

地方政府不按合同辦事，朝令夕改、
說變就變，嚴重影響投資積極性。地
方各級政府已完成換屆，要把誠信施
政作為重要準則，嚴格履行承諾，決
不能言而無信，決不能“新官不理舊
賬”。

李克強說，為政不廉是腐敗，佔
着位子不作為、拿着俸祿不幹事，貽
誤黨和人民事業，同樣是腐敗，是不
能容忍的。對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決
策部署不力，決不能遷就；對不盡
職、不擔當、不負責的，決不能聽之
任之；對失職瀆職、造成嚴重後果
的，該處分的處分，該撤職的撤職，
該追究法律責任的追究法律責任。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國務院第一次廉政工
作會議並講話。 新華社

瑞士時間4月27日，世界貿易組織（WTO）
爭端解決機構召開例行會議，“301條款”

有關措施第一次被列入會議正式議程。這是中美
就“301調查”在WTO的第三次交鋒，在爭端解
決機構例行性會議上的第二次交鋒。

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天，中國駐WTO代表
團余本林公使在會上發言。余本林公使強調，
“301條款”不是一個新問題。自“301條款”頒
佈以來，美國已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310
條對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起了125起調查。WTO成
立23年後的今天，“301條款”繼續作為美國對
其他WTO成員單方面採取行動的工具，中方認
為美方的做法嚴重違反世貿組織最基本的最惠國
待遇、關稅約束等規則，是典型的單邊主義和貿
易保護主義行徑。

余本林表示，美方此前200頁的“301條款”
調查報告中東拼西湊，很多沒有事實證據。中方已
作好充分準備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中方號
召全體WTO成員承擔起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
貿易體制的責任，並期待與其他成員合作。

中方獲多國成員支持
據了解，4月4日，中國就美國對華“301條

款”調查項下徵稅建議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
提起磋商請求，正式啟動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程
序。在27日的WTO爭端解決機構例行會議上，
巴基斯坦、中國香港、俄羅斯、印度、挪威、巴
西等成員對中方關注表示支持，反對美國單邊主

義行為。
另據美國媒體消息，預計5月3日至4日，美

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將率領一眾白宮官員訪問北
京，意在避免中美全面貿易戰的爆發。不過，美
財長還未出發，4月2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又
發佈了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特別301報告》，
中國再次續列“優先觀察名單”，並在“306條款
監管國家”之中。而這已是中國連續第14年被列
入“優先觀察名單”。

促美方履行雙邊承諾
對此，中國商務部條法司負責人28日公開回

應稱，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將其作
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作為提高中
國經濟競爭力的最大激勵。多年來，中國持續完
善立法，不斷加強知識產權行政和司法保護力
度，相關制度和保護水平符合國際通行規則。同
時，中國堅持擴大開放，推行負面清單制度，對
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努力改善外商投資營商環
境。

該負責人強調，長期以來，美方單方面對其他
國家的知識產權狀況進行評判和指責，缺乏客觀標
準和公正性，受到有關國家的普遍反對。在今年的
報告中，美方繼續罔顧客觀事實，將中國列入“重
點觀察國家”名單，中方對此表示反對。中方敦促
美方認真履行中美雙邊承諾，尊重事實，客觀、公
正、善意地評價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政府在知識產
權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聯合國常務副
秘書長阿明娜．穆罕默德28日表示，在世界經濟
出現普遍增長的時候，出台限制性貿易政策將破
壞全球經濟增長。她認為國際社會應共同努力，
維護一個公平的多邊貿易體系。

當天，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與聯合國經濟
與社會事務部共同舉辦“支持多邊主義、維護多
邊貿易體系和規則”研討會，穆罕默德在會上指
出，多邊主義是聯合國的DNA。“多邊貿易體系
是我們開放、全球化及現代經濟的命脈。和平與
繁榮取決於我們對多邊主義和多邊貿易體系的共

同承諾。”她表示，貿易是現代經濟的基本組成
部分，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之一，它創造就業機會，促進投資，傳播技術進
步，幫助不發達地區擺脫貧困。

穆罕默德說，限制性貿易政策將損害企業和
消費者利益，削弱人們對多邊貿易體系的信心。
在過去幾十年裡，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世界經
濟呈現一體化趨勢。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維護
一個具有普遍性、基於規則、開放、非歧視和公
平的多邊貿易體系，對於一個繁榮、可持續和包
容的世界至關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美近日在WTO
爭端解決機構例行性會議上的

交鋒被不少人看作是雙方北京談判“練手”。對於
即將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首次訪華之行，北京學者
分析指出，中美雙方目前是有談判的意願，但從美
方當前的種種做法，看不出其前來談判的誠意，預
計中美貿易談判不會是一條坦途。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
明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姆
努欽來華前又發佈了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特別
301報告》，並繼續將中國放在“優先觀察名單”
中，從中看不出美國前來談判的誠意，也不是創
造良好談判氛圍的做法。

白明認為，中美雙方目前是有談判的意願，但
是分歧可能還是比較大。主要分歧包括貿易逆差，
這是焦點也是此次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導火索，同
時有關“中國製造2025”、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
談判也會比較艱難。預計中美此次貿易談判不會是

一條坦途。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經濟室主任

余翔也認為，此次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不會很輕
鬆。他分析，此次隨同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來華
的，還包括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白宮國家經
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和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
納瓦羅。

“姆努欽在對華經貿問題上持相對理性的立
場，而萊特和納瓦羅都是著名的對華貿易‘鷹
派』人物，是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強硬的幕後操
盤手。”余翔表示，特朗普指派這幾個人一同來
華，既是為了談判，也是“監軍督陣”，防止姆
努欽成為特朗普政府對華經貿政策的“短板”。

白明認為，中美貿易談判需要具體問題具體
分析，尋求共識，管控分歧。若想要取得成果，
美國要拿出足夠的誠意，改變其單邊主義和貿易
保護主義的立場。中國商務部多次強調，中方不
希望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但中國也不會接受任何
損害自身利益的漫天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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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國發佈的關於知識針對美國發佈的關於知識
產權保護的產權保護的《《特別特別301301報報
告告》，》，中國商務部中國商務部2828日回日回
應表示反對應表示反對，，敦促美方尊重敦促美方尊重
事實事實。。圖為圖為20172017年具有中年具有中
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華華
龍一號龍一號””全球首堆福清核電全球首堆福清核電
55號機組首台蒸汽發生器號機組首台蒸汽發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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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4日下午，杭州動物園的飼養員發現
“成就”食量減少、出現倦臥。翌日早上，

“成就”排出膠凍樣黏液便後仍無食慾，精神狀態變
差。2月26日晚，“成就”再次排出膠凍樣黏液便。
病情危急！

全球首宗 尚無經驗借鑒
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先後於2月27日及3月

2日派出兩批專家抵達杭州動物園。由浙江大學附屬
邵逸夫醫院、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和杭州動物園
三方商討後，確診“成就”患上急性胃擴張伴胃大量
積食瀦留，“這是世界上首次在大熊貓身上發現的疾
病”，並達成採取胃切開術排除胃積食瀦留治療方

案。20多名專家參與該項手術，從3月2日下午5點
開始到晚上9點，歷時4小時才順利完成。

手術後，儘管24小時晝夜不停地搶救治療和
護理，但“成就”48小時內就出現3次非常嚴重的
胃液返流。更艱難的是，在圈養大熊貓歷史上，國
內外尚無熊貓急性胃擴張伴胃大量積食瀦留的成功
診療經驗借鑒。

不幸的是，所有初步預判“成就”術後有可
能遇到十二指腸胃食道返流、腹膜炎、電解質失
衡、劇烈嘔吐、嚴重貧血等後遺症，基本上全都發
生了。尤其是手術後第9天，出現腹膜炎，“成
就”體溫、血液白細胞突然升高，腹腔有炎性積
液，這對於身體非常虛弱且還無法正常進食的“成

就”來說，可以是致命性的。
徘徊在“成就”頭上的疾病陰影一直並未散

去。3月15日，“成就”出現突發性溶血後引起的嚴
重貧血，血色素陡然降低到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之
一，出現極重度貧血現象。聯合醫療和護理團隊立即
採集大熊貓“雙好”的血液進行緊急配型，結果顯示
配型成功。當天，“雙好”的新鮮血液在非麻醉狀態
下緊急輸入“成就”體內，症狀隨後有所緩解。

在1,176個小時的搶救治療裡，工作人員24小
時不間斷的監控，到4月13日，“成就”的生命體
徵已經基本恢復平穩。
據悉，蓉杭兩地已經達成初步協議，“成

就”將提前結束旅杭生活，返回成都休養。

“第三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日前在浙江杭
州正式啟動。據介紹，兩年一屆面向海內外華人
的國學大典，堅守“致敬國學、親近國學、重建
斯文”的理念，通過專家提名與網絡提名相結
合，經初審、複審及網絡投票，最終評選出國學
終身成就獎、國學成果獎及國學傳播獎三大獎
項。
前兩屆中，饒宗頤、李學勤、張豈之、葉嘉瑩、

星雲大師等大儒名宿，以及孔子學院、國際儒聯、故
宮博物院等9家機構組織分獲獎項。
近日被網絡瘋傳、被網友稱為“搖滾博導”

的中科院物理學家陳涌海現場以一曲結他搖滾激
情演繹李白的古風《將進酒》，讓現場200多位
觀眾震撼於中華詩詞之美，也瞬間拉近了與國學
的距離。現場不少年輕觀眾感慨，原來古詩詞也
可以這麼時尚，並沒有那麼晦澀難記。

啟動儀式上，國學名家陳方正、王守常、陳衛
平、陳尚君等還圍繞“走向未來：中華文化的常與
變”與“走向世界：中華文化的傳與播”兩大議題，
探討中華文化如何重構人文精神，影響年輕受眾，走
出傳播困境，實現傳承創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杭州報道

近近3300專家搶救逾千小時專家搶救逾千小時
熊貓急性胃擴張病癒熊貓急性胃擴張病癒

四川成都大熊貓四川成都大熊貓““成就成就”，”，因天生一身灰因天生一身灰

色毛髮而紅遍大江南北色毛髮而紅遍大江南北，，被網友稱為被網友稱為““小灰小灰

灰灰”。”。22歲時歲時，，牠遠赴浙江杭州開始為期牠遠赴浙江杭州開始為期33年年

的旅杭生活的旅杭生活，，然而然而33年之期未到年之期未到，，今年初今年初，，

““小灰灰小灰灰””突然患病了突然患病了，，患上世界上第一次在患上世界上第一次在

大熊貓身上發現的急性胃擴張伴胃大量積食瀦大熊貓身上發現的急性胃擴張伴胃大量積食瀦

留留。。該病沒有文獻記載該病沒有文獻記載，，沒有成功經驗沒有成功經驗。。成成

都都、、杭州兩地近杭州兩地近3030名專家名專家，，經過逾經過逾11,,000000個小個小

時的搶救和守護後時的搶救和守護後，，成功地將成功地將““小灰灰小灰灰””從死從死

亡線上拉了回來亡線上拉了回來。。 ■■《《華西都市報華西都市報》》

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啟動 探討實現傳承創新

■■大熊貓大熊貓““成就成就””因天生因天生
一身灰色毛髮一身灰色毛髮，，被網友稱被網友稱
為為““小灰灰小灰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生病前生病前““小灰灰小灰灰””吃竹子的樣子吃竹子的樣子
特別可愛特別可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多名國學名家就中華文化走向未來、走向世界進
行論道。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古生物學家在山東諸城市發現
的一種小型獸腳類恐龍“趙氏怪腳
龍”近日獲正式研究命名，這是繼
2011年“巨型諸城暴龍”之後當地
發現的又一種獸腳類恐龍。

屬竊蛋龍類近頜龍科
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

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徐星介紹，“趙氏
怪腳龍”屬竊蛋龍類近頜龍科，體長
大約3米，重約40公斤。牠的股骨頭
前後向壓縮並且向後方偏斜，股骨幹
的外側面有一側脊，第三蹠骨近端的
關節面呈三角形且近端的前面有一發
達的脊，與在蒙古國交界發現的“二
連巨盜龍”構成姐妹群。

徐星、北京大學余逸倫及諸城
市恐龍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王克
柏、陳樹清等撰寫了《一種發現於中
國山東上白堊統王氏群的新近頜龍類
以及對竊蛋龍類體型多樣性的評
估》，該論文將這一獸腳類恐龍新屬
種研究命名為“趙氏怪腳龍”。學術
刊物《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
ports）3月22日線上發表了這一論
文。
“趙氏怪腳龍”發現於世界規模

最大的恐龍化石群——山東諸城庫溝
化石點，其種名是為了紀念中國已故
知名古生物學家趙喜進教授，屬名的
含義是“奇怪的腳”。

趙喜進曾參加諸城歷史上兩次
大規模恐龍化石發掘，先後主導或參
與命名“巨大諸城龍”、“巨大華夏
龍”、“諸城中國角龍”、“意外諸
城角龍”、“巨型諸城暴龍”等恐龍
新屬種，對諸城恐龍化石發掘、研究
作出貢獻。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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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諸城市發現的小型獸腳類恐龍正式獲命名
為“趙氏怪腳龍”。 網上圖片

美南版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港新盤缺供應 5月將推逾千套
市旺銷售壓力小 發展商取態惜售

香港覓地建屋問題迫在眉睫，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18個土地供應選

項諮詢公眾，開始為期5個月的“土地

供應大辯論”。即使如此，香港政府

在缺地之下，始終未能急市民所急。

總結4月全新樓盤僅推出不足80套，

展望第二季待售新盤量約4,800套，當

中有機會5月推出的為北角及屯門項

目，合共涉及千餘套；比起3月單單一

個將軍澳盤便售出逾1,300套規模，可

謂“蚊髀同牛髀”。市場預計，新盤

銷情暢旺，發展商銷售壓力不大，加

上市民餓盤至饑荒程度，預料未來對

新盤持重價不重量的惜售心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洪鏘

第二季有機會推出樓盤
項目 涉及套數（套） 發展商

屯門上源 1,154 萬科
大埔嘉熙 1,122 嘉華
大埔雲滙 804 新地
北角柏蔚山 611 新世界
屯門御半山 522 新地
土瓜灣北帝街38號 231 新地、市建局
屯門THE CARMEL 178 永泰
深水埗九龍道、僑蔭街重建預目 100 信置、市建局
沙田九肚山澐瀚 69 永泰
南區深水灣徑8號 54 南豐
屯門小欖冠發街8號 14 英皇
總數 4,859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洪鏘

香港文匯報訊 官方編制的樓價指數預計即將公
佈3月數據，此前最新數據顯示，2月私宅樓價指數
最新報 364.1 點，按月上升 1.62%、按年上升
15.96%，連續16個月創新高。

同時，指數連升23個月，為史上最長升市，相
比排第二長的升市（2014年至2015年共18個月）多
出 5 個月。累積 23 個月以來樓價升幅高達約
34.16%，指數並已連續16個月破頂。至於1年前後
相比，2月樓價指數按年上升15.96%。

套息交易對港銀影響微
由業界編制的樓價指數亦同步創新高，中原城

市領先指數CCL，最新抵達180點水平，連創歷史
新高，按周升0.06%，較今年初累升逾8%。美聯樓
價指數過去一周最新升至167.6 點，按周再升約
0.38%；指數較4星期前升約1.63%，年內迄今進一
步升至6.73%。

至於反映香港銀行估價取向的中原估價指數
（主要銀行）CVI，最新報87.1點，按周下跌2.6

點。業界分析，CVI按周輕微回軟，但走勢持續高
企，連續5周逼近90點高水平，反映港元套息活動
推高本地拆息，對銀行的影響輕微。按息上升令銀
行擴大存貸息差，有利銀行拓展按揭業務，銀行樓
按估價取態仍然積極進取，支持樓價穩步向升。

CCL連創新高 年內再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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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新盤銷情暢旺，市場預計發展商銷售壓力不大，未來將抱惜售心態。 資料圖片

港府積極推地之際，發展商卻採惜售策略，
回顧4月缺乏大型新盤應市。截至目前僅

得兩新盤開售，分別為何文田明寓及沙田雲
端，分別提供單位18套及59套，合共只有77
套。反觀今年3月，單計將軍澳日出康城MALI-
BU便提供達1,600套規模，至今累沽逾九成單
位，堪稱“蚊髀同牛髀”。

矚目新盤御半山未開價
Q房網日前報告指，相信本月推盤量將會

是自2015年3月以來的3年多新低。事實上，市
場原本預期4月有逾3,000套新盤推出應市，不
過4月已過去4周，較為矚目的屯門御半山仍未
開價。

由新地發展的屯門景秀里御半山，推廣多
時及至本月19日才上載樓書，發展商早前表示
最快5月初推售，不過首張價單有待公佈，項目
示範單位仍未開放。御半山共有522套，主打兩
房單位。當中一房戶佔約16%、一房半佔約
37%、兩房戶佔約42%及兩房半佔約5%，面積
由304方呎至468方呎。另有4套三房頂層連平
台特色戶，實用面積由731方呎至867方呎。發
展商早前曾透露管理費每呎低於4港元，預計落
成日期為2020年7月31日，樓花期逾兩年。

在香港的另一端，新世界旗下北角繼園里
舊契項目柏蔚山，一直蟄伏多時，今年終見新
部署。該盤共提供611套，是繼筲箕灣形薈後港
島東較大型的樓盤。柏蔚山其中602套為分層標
準單位，面積由519方呎至1,537方呎，一房至
四房間隔，當中三房戶佔逾半數。項目預計關

鍵日期為2018年9月30日，市場料最快下月面
市。

可供出售現樓貨尾減少
然而上述兩盤的實際推售部署，最終以發

展商公佈為準，令5月新盤供應加添變數。事實
上，今年初多家發展商公佈賣樓大計，令市場
憧憬上半年有多個千套大盤登場。不過今天看
來個別樓盤至今仍“只聞樓梯響”，包括萬科
在港首個獨資大盤，屯門掃管笏上源，涉及
1,154套；以及嘉華大埔白石角嘉熙，涉及1,122
套，主打佔整體七成的兩房以下戶型。

最新Q房網研究報告顯示，由於近月新樓
推盤量持續創新低，令整體新盤貨尾量出現連
跌5個月。預計截至本月底，新盤貨尾量將跌至
9,000套水平，創自去年6月以來的10個月新
低。Q房網香港董事總經理陳坤興指，可供出
售的現樓貨尾減少，發展商的銷售壓力下降。
除訂價較為進取外，近月發展商更採取“逐個
招標”形式銷售，顯示發展商對於新盤甚為惜
售，預料未來發展商會以重價不重量的心態銷
售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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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海委會 黃煌輝：落實海洋興國

(綜合報道）藍營基層有管
中閔參選台北市長聲音，但國
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茹
今天說，目前仍循初選機制，
尊重基層意見；除非 4 位參選
人不選，否則管的參選，只是
個新聞議題。

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遴
選爭議案，教育部昨晚召開記
者會，以有經濟法律上重大利
益未迴避的適法疑慮，駁回遴
選結果，要求重回候選人推薦
資格初審階段。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長初選
今天舉行第 2 場初選電視辯論
會。黃呂錦茹在辯論會現場受
訪表示，有關管中閔是否可能
參加黨內初選，沒有和管接觸
過，也沒有聽過他要代表國民
黨參選，雖然管中閔是終身黨
員，但台北市長人選仍依循黨
內初選機制， 「除非 4 位參選
人不選，否則管中閔參選，只

是個新聞議題」。
黃呂錦茹說，4 位參選人

在辯論會時提到若管中閔願意
參選，可進行協調，這部分出
乎自己意料，這也代表國民黨
參選人具有胸襟。

至於有參選人提到，若順
利通過黨內提名，且管中閔有
意願參選，可和管中閔進行二
階段民調。黃呂強調，台北市
長初選機制，目前仍以黨內機
制的民調初選結果為主，且提
名過程也會經過黨內中常會通
過，並無所謂二階段民調。

針對有藍營支持者希望管
中閔參選台北市長。丁守中表
示，管中閔是否選台北市長，
人各有志，不一定可勉強，目
前一切按照黨部規則；且他相
信管中閔是想提升台灣高等教
育、學術，不會想要參選市長
。丁守中強調，自己對參選台
北市長使命感最強，決心不會

改。
張顯耀認為，若管要選，

應由台北市黨部和黨中央做整
體規劃，自己立場是希望讓國
民黨重新站起來，才會挺身而
出參選，且樂見其他人也加入
初選。

孫大千表示，管是否參選
，自己持開放態度、樂觀其成
，但前提是管中閔要有意願；
若他願意參選，相信其他參選
人會達成共識，還可調整黨內
初選時程。

鍾小平說，若管願意參選
，且自己順利被提名，願進行
二階段民調，選出最強候選人
，也呼籲其他 3 位參選人應有
同樣的想法。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在4月
21日、28日各辦一場市長初選
電視辯論會；民調時間從29日
至5月1日，預計5月2日公布
結果決定人選。

管中閔是否選台北市長 市黨部:循初選機制

（綜合報道）台中太平警
分局偵查隊長蔡宗熙，昨天凌
晨酒後遭台中第六警分局員警
攔下，蔡宗熙拒絕酒測，被依
法開單告發並吊扣車輛，台中
市警局將蔡員記過兩次，並調
離主管職務。

55歲的蔡宗熙曾任台中市政
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秘書室主任
、台中市刑警大隊偵六隊長、

清水警分局偵查隊長、太平警
分局偵查隊長。民國106年9月
在處理太平槍擊案時，進屋與
歹徒談判，順利讓對方投案，
事後獲台中市警局表揚。

27 日凌晨 1 時多，蔡宗熙開
車行經西屯區協仁街與朝馬路
口，遇第六警分局警網攔查，
他配合受檢選擇拒測，警方依
法開單告發並吊扣車輛。蔡員

違反 「警察人員駕車安全考核
實施要點」，台中市警察局核
予記過兩次並調整為非主管職
務，27日調派刑警大隊專員。

太平警分局副分局長李克芬
今天受訪表示，蔡宗熙26日休
假期間受退休老同事邀請，當
晚10時在西屯區一家餐廳敘舊
，餐敘後開車返家，對於他的
酒駕行為，分局深表遺憾。

中市偵查隊長酒駕 遭記過調離主管職

（綜合報道）行政院海洋
委員會今天揭牌，由前成功大
學校長黃煌煇擔任首任主任委
員。他表示，將朝 「海域災害
的救護者、海洋事務的推動者
、藍色國土的守護者」目標邁
進，落實海洋興國。

海委會上午在高雄軟體園區
鴻海軟體研發大樓揭牌，下轄
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
洋研究院，這是行政院在高雄
成立的第一個二級部會。現場
並舉行海委會主委黃煌煇、海
洋保育署長黃向文、國家海洋
研究院籌備處主任邱永芳聯合
布達典禮。

黃煌煇從行政院長賴清德手
中接下印信，他說，海委會是
行政院二級部會落腳高雄，為
落實首都減壓，平衡南北差距
，踏出關鍵性一步，意義重大
。

他表示，台灣是個海洋國家
，位處亞太經貿運輸重要樞紐
及戰略要地，四周也蘊藏豐富
海洋資源，深耕海洋將是台灣
永續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基石。
海委會在各界殷切期盼催生下
成立，他深感責任重大。

海委會未來將逐步統合海洋
事務，促使台灣大步邁向海洋
，以開闊的心胸面對海洋、了
解海洋，積極朝向 「海域災害
的救護者、海洋事務的推動者
、藍色國土的守護者」的目標
邁進，落實海洋興國。

談及下轄三個單位的責任與
分工，黃煌煇說，過去海洋生
態與資源保育工作，分別散落
在漁業署、林務局及環保署等
機關，由於片段式管理，事權
無法統一，以致海洋保育相關
政策及業務一直未能有效落實
。海洋保育署的成立正是台灣
海洋最迫切需要的保育專責機
關，期待未來扮演強而有力的
整合者、協調者及執行者的角
色，保護台灣海洋生態環境與
珍貴的海洋資源，讓台灣海洋
能夠永續經營與發展。

至於國家海洋研究院的成立
，將致力海洋政策規劃、海洋
資源調查、海洋科學研究、海
洋產業發展及海洋資料蒐整等
工作，期許以朝向發展為國際
級的卓越研究機構為目標，提
供前瞻、宏觀、創新、突破的
研究成果，做為海委會、海巡

署及海洋保育署施政的堅強後
盾，將台灣海洋永續利用與發
展推向新的高峰。

另外，黃煌煇同時肯定海委
會政務副主委兼海巡署長李仲
威署長任內，在查緝走私偷渡
、犯罪查察及海上救難的傑出
表現。尤其李仲威熟稔海洋相
關事務，歷練完整，相信海巡
署在他的帶領下，一定能承先
啟後，繼往開來，貫徹國家海
洋政策。

他表示，海巡署雖改隸海委
會所屬三級機關，相信仍將秉
持過去，一脈相承，在既有基
礎上承擔新時代挑戰。尤其台
灣因與鄰近國家經濟海域重疊
易滋生漁事糾紛，海巡護漁任
務更形重要，海委會也會結合
相關部會負起相關協商責任，
保護漁民責任。

海委會辦公室設在高雄軟體
園區鴻海軟體研發大樓4樓，5
樓為海洋保育署辦公室、7 樓
為國家海洋研究院籌備處。海
委會將負責台灣總體海洋政策
、海域安全、海岸管理、海洋
保育及永續發展、海洋科技研
究。

北檢偵辦反軍改衝突首謀 最重可處 7 年徒刑
（綜合報道）反軍改團體八百壯士25日涉

嫌攻擊員警及記者，北檢調查首謀者刑責。知
情人士分析，依刑法規定，公然聚眾對執勤的
公務員施暴，八百壯士發言人吳斯懷等首謀，
最重可處7年徒刑。

八百壯士25日衝撞立院，毆打警察與記者
，造成共68名員警受傷，14名記者受傷或採訪
器材遭搶。警方共逮捕57名現行犯，其中9人
涉嫌刻意攻擊員警和記者，被依妨害公務及傷
害罪嫌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另外48人依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

行政院長賴清德日前要求依法嚴辦行為脫
序者，並研擬 「襲警罪」；台北地檢署昨天也
召開專案會議，要在最短時間內釐清事實，查

明首謀肇事者的刑事責任，從速依法追訴。
知情人士告訴中央社記者，八百壯士在立

法院周圍的抗議活動，原本有申請路權，是合
法的集會遊行，但在警方4次舉牌警告行為違法
後仍未解散，並持續聚眾，已從合法變成違法
的活動。

知情人士分析，對於違法聚集或是有違
法行為的抗議民眾，警方合法進行逮捕，不能
任意放人，但抗議民眾中的首領，如吳斯懷等
人喊出進攻等口號、要求警方放人，這些首謀
聚眾、妨害公務等行為，已觸犯刑法。

知情人士說，依刑法136條規定，若公然
聚眾、對依法執勤中的公務員施暴的首謀，將
可處一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賴清德出席海洋委員會新任首長布達賴清德出席海洋委員會新任首長布達
行政院長賴清德行政院長賴清德2828日上午前往高雄出席海洋委員會新任首長布達暨揭牌典禮日上午前往高雄出席海洋委員會新任首長布達暨揭牌典禮，，賴清賴清

德將印信交給新任主委黃煌煇德將印信交給新任主委黃煌煇。。

嘉義縣長選舉 吳育仁舉辦首場政見會嘉義縣長選舉 吳育仁舉辦首場政見會
中國國民黨徵召前黨籍立委吳育仁參選嘉義縣長中國國民黨徵召前黨籍立委吳育仁參選嘉義縣長，，2828日舉辦首場政見會日舉辦首場政見會，，國民黨籍立國民黨籍立

委曾銘宗委曾銘宗、、王育敏也到場加油打氣王育敏也到場加油打氣。。

林田山媽祖遶境林田山媽祖遶境2929日登場日登場
花蓮林田山花蓮林田山2929日將舉辦媽祖遶境日將舉辦媽祖遶境，，在社區居民的努力下在社區居民的努力下，，今年迎出已收藏於展示館的媽今年迎出已收藏於展示館的媽

祖鑾轎祖鑾轎，，藉藉 「「媽祖帶路媽祖帶路：：林田山小旅行林田山小旅行」」 ，，邀民眾體驗山居生活邀民眾體驗山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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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達林百里瞄準AI夢 接班人要比他聰明

遭疑巧立名目收費 台電:學校用電有彈性
(綜合報道）台北市部分學

校用電超過和台電簽約的固定
契約備載容量而遭罰款，但外
界質疑台電巧立名目亂收費。
台電表示，學校可申請契約容
量變更，且已有放寬超用5%免
加計附加費的彈性。

校園夏季用電暴增，主因
學校夏天常辦活動，用電量一
時暴增，超過學校和台電簽約
的固定契約備載容量，因此被
罰款，光是 106 年度，台北市
162 校 總 共 就 被 罰 了 新 台 幣
2000萬元。對此，台北市議員
許淑華日前在議會質詢時批評
台電公司搶錢不手軟，質疑台

電巧立名目亂收費。
為此，台電發新聞稿澄清

強調，學校若因增設冷氣電腦
等，造成經常性的用電增加，
可向台電申請契約容量變更；
而對於舉辦畢業典禮、運動會
或校慶等臨時性活動造成用電
飆高，也有申請臨時用電的方
便作法，避免超約用電。

台電表示，目前對於學校
已有放寬超用5%免加計超約附
加費的彈性，可增加校園用電
彈性空間。

台電說明，學校除享有電
業法規定的電價優惠外，亦可
參加節電獎勵活動，省電可獲

得獎勵金。另外，學校可參加
需量反應措施，於夏季下午一
時至三時節約用電，獲得電費
折扣。台電並表示，各服務處
所皆可協助學校盤點評估適當
用電容量，提高校園用電管理
效。

台電強調，為了預防用戶
用電超出其申請契約容量，可
能影響用電安全，因此須就超
用部分加計電費，避免系統超
載、維護大眾用電安全，這也
是電力公司的普遍做法，有其
必要，更與所謂 「巧立名目收
費」無關。

(綜合報道）北市歸綏街一處公寓日前發
生火警，造成一名71歲黃姓住戶送醫不治。
警消發現，燒毀物品內有汽油成分，經調查
，67歲詹姓屋主疑因租金和房客爆口角，事
後放火燒屋，警訊後送辦。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今天召開破案
記者會，副分局長張耀仁表示，4日上午近9
時，歸綏街83巷某公寓發生火警，消防局出
動多輛消防車到場救援，火災造成一名71歲
黃姓男住戶受困火場，救出後送醫，仍傷重
不治。

消防局勘查火災現場後發現屋內隔3房，
並在燒毀物品鑑定出含汽油成分，疑遭人縱
火，大同警分局獲報後，立即組專案小組調
查。

警方調監視器發現，火災發生前，詹姓屋
主曾多次進出公寓，最後離開時，公寓瞬間
冒濃煙起火，並在火場周邊找到詹男帽子等
物品，研判詹男涉重嫌。

警方查出，詹男日前因租金與其中一名租
戶發生口角，4月2日詹男把裝滿汽油的寶特
瓶藏在公寓某處，兩天後，詹男搭計程車到
公寓，隨即入屋，再以打火機點燃放在隔間
走道的雜物，雜物起火後一併引燃汽油瓶，
瞬間引發火警，導致當時在房內睡覺的71歲
黃姓房客事後傷重不治。

大同分局掌握線索後，發現詹男現身地點
，立即前往逮人，詹男警訊時坦承犯行，警
詢後依公共危險及殺人罪嫌把人移送士林地
檢署偵辦。

移租金問題和房客爆口角 房東不滿燒屋

平鎮大火 消防員5殉職1命危1傷移工2死
(綜合報道）桃園市平鎮區敬鵬工廠28日深

夜發生大火，7名消防員及2名移工受困失聯，
經過搜救，至今天清晨全數尋獲，但5名消防員
殉職，1人命危，1人無生命危險，2名移工死
亡。

桃園市平鎮區敬鵬工業工廠昨天深夜9時
餘發生大火，消防隊員到場聽聞有員工受困失
聯，立即進入搶救，沒想到卻造成7名消防人員
也受困失聯。

警消全力搶救，消防隊員從凌晨0時50分
左右，陸續救出3名消防員，第一名救出的呂宗
郁，送往804醫院後進行預防性插管，住進加護
病房，沒有生命危險。

第2名救出的林伯庭，送壢新醫院急救後
宣告不治，住在嘉義的父母正連夜北上處理後
續事宜；第3位救出的游博瑜因失去生命跡象，
送往楊梅天成醫院，截至清晨5時仍在急救中。

在消防隊員的努力下，到了清晨4時14分

再救出第4名、埔心分隊小隊長游曜陽送往國軍
804醫院；第5名救出的則是平鎮分隊隊員林尉
熙，送往壢新醫院；第6名救出的是山峰分隊隊
員余佳昇，送楊梅天成醫院；最後一名救出的
消防人員則是平鎮分隊小隊長李翰霖，送往怡
仁醫院。4人皆已失去生命跡象。

消防局指出，消防員中，呂宗郁無生命危險
，林尉熙裝葉克膜，其餘5人皆宣告不治。對於
消防員殉職，其他同仁都紅了眼眶，不少人搜

救至天亮，都累癱了。
消防人員表示，7名消防隊員都是在工廠一樓

尋獲。至於工廠員工的部分，則有一名年約40
歲的男性外籍移工被救出，送往壢新醫院，但
仍不治。另外一名失聯的男移工，清晨近6時尋
獲，但已成焦屍。

桃園市長鄭文燦在清晨 5 時左右離開現場，
桃園市工廠火警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鄭文
燦將對外說明。

群園助學金台中頒獎群園助學金台中頒獎 190190學子獲獎學子獲獎
群園關懷協會群園關懷協會2828日在台中大墩文化中心舉辦群園助學金頒獎典禮日在台中大墩文化中心舉辦群園助學金頒獎典禮，，今年大專組及高中職今年大專組及高中職

組共有組共有190190名學生獲獎名學生獲獎。。

(綜合報道）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今天表
示，自己喜歡做夢，從做PC的夢，到雲端的夢
，一直往前走，現在做人工智慧（AI）的夢；
談及接班人，他認為，要找比他聰明的人，要
有創新的想法。

林百里今天在廣達成立30週年家庭日活動
表示，AI有很多的機會，清朝時期外國打進來
， 「我們還用義和團打拳」；美、蘇冷戰時期
，有原子彈才是強國。不過，現在有AI才是強
國，大國比AI，展現國家競爭力，也是一種策
略的決勝點。

他直言，AI市場比互聯網市場還要大，應
用範圍更廣，不用服務業整合，透過軟體服務
整合即可。AI技術發展很久，但現階段半導體
硬體價格才比較便宜，市場應用才開始，AI產
業正要起飛，各類終端工廠都可應用。

廣達成立30年，林百里感慨廣達從小小的
公司到今天的規模，就像以前電腦很大一台，
誰也想不到電腦可以做到今天這樣子輕薄。

林百里在活動中勉勵員工，說自己很開心

，也推崇事業伙伴廣達副董事長梁次震，學物
理人執行力很強，很厲害，是公司的引擎；梁
次震則推崇 「百里有遠見」。

說到廣達接班人，林百里認為，要找比他
聰明的人，現在一級主管都培養很好。以目前
環境來看，特別重視AI應用，畢竟產業規則和
以前不一樣，未來領導人，要有創新的想法，
創造新的商業模式。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預計今年6月退休，
交棒劉德音、魏哲家；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預計2019年底卸任藝術總監，由雲門2藝術總
監鄭宗龍接棒。

林百里特別推崇台積電、雲門舞集，一個
在科技、一個在文化領域，讓大家認識台灣，
把台灣的價值面讓世界看到，讓人尊敬。

他說，自己擔任雲門舞集董事十幾年了，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令人尊敬，台灣不只是
有硬體，更有文化底蘊，雲門讓台灣的藝術文
化可以被全世界看到，讓很多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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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rates effective as of publication date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Fees may reduce earnings. All money deposited must 
be new money not currently on deposit at AFNB or within the past 30 days. Accounts must be opened between April 18, 2018 and May 18, 2018. 
Offer not available to public institutions.
1 The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ssumes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Interest on all Certificate of Deposits is compounded 
daily. Minimum deposit is $20,000.00. Penalty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s.
2 Tiered rate structure. The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will vary based on the daily balance maintained; Up to $9,999.99 earns 0.20% 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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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t that time we may change the interest rate at our discretion. Interest is compounded quarterly and credited quarterly. Minimum $10,000.00
deposit is required to open. $20.00 quarterly account maintenance fee if daily balance falls below $10,000.00 any day during the quarter. Federal
regulations limit withdrawals or transfers to another account of yours or a third party by means of a pre-authorized or automatic transfer or 
telephone order or instruction,computer transfetelephone order or instruction,computer transfer, or by check, draft, debit card or similar order to a third party to 6 per statement cycle. There is
an excessive withdrawal fee of $1.00 for each additional withdrawal of any type. A $50.00 account closing fee will be imposed if account is closed
within 90 days of opening. 17.9% negative collected funds charg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0429SUN_A1_Print
	0429SUN_A2_Print
	0429SUN_A3_Print
	0429SUN_A4_Print
	0429SUN_A5_Print
	0429SUN_A6_Print
	0429SUN_A7_Print
	0429SUN_A8_Print
	0429SUN_A9_Print
	0429SUN_A10_Print
	0429SUN_A11_Print
	0429SUN_A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