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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高思/綜合報導）針對川普此前飽受爭議的禁
止7個主要穆斯林國家公民來美旅遊的禁令，美國最高法
院昨表示支持川普的做法。

七個被禁國家包括：敘利亞、伊朗、葉門、索馬里、
利比亞、北韓和委內瑞拉。本來乍得共和國也在名單內，
後被川普移除。這是川普在旅遊禁令方面的第三次嘗試，
之前兩次都被聯邦法院駁回。昨晨在最高法院表態後，川
普表示，最高法院維持他針對幾個穆斯林占多數國家發出
的旅行禁令，是美國人民的勝利，也是深切證明他的政策
正確的一刻。

在此次的旅遊禁令訴訟案中，有兩個問題最受爭議。
一是川普是否有權在聯邦移民法下實施這樣的旅遊禁令。
二是旅遊禁令是否違背憲法關於禁止政府採取宗教偏好或
歧視的相關條款。

川普政府表示，總統在國土或國家安全隱患的情況下
擁有廣泛的權利來採取旅遊禁令進而保障國家安全。原告
方夏威夷州及移民權利團體聯合會則表示這樣的做法是歧
視穆斯林且滿足川普在2016年大選時說要禁止穆斯林的
承諾。

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在大部分觀點
上表示認同川普政府，他認為實施旅遊禁令確實在總統的
權利範圍內，且實質上並不涉及宗教歧視。而且這五個國
家在此前就被國會和前政府列為具有國際安全威脅。

美最高法院維持旅遊禁令美最高法院維持旅遊禁令 川普川普肯定政策正確

一名伊朗民眾拿著一名伊朗民眾拿著 「「我被禁我被禁」」 標語標語，，抗議美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旅遊禁令抗議美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旅遊禁令。。((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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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川普政府內部圍繞陸美貿易問
題的激烈爭鬥再次公開化。美國財長穆努欽25日
表示，擬議中的投資限制舉措不會專門點名大陸
，而是針對所有企圖竊取美國技術的國家。但白
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洛卻反駁穆努欽的說
法，堅稱川普政府提出的一切投資限制，都是針
對大陸而不是其他國家。

《華爾街日報》24日報導說，川普政府正在
籌劃雙管齊下的舉措，有意阻止陸資擁有25％股
權的企業收購美國科技公司，同時限制美國對陸
科技出口。

美國財長穆努欽25日發表推文駁斥說，《華
爾街日報》和彭博（Bloomberg）針對這些投資限
制計劃的報導不實，是 「不正確的，是假新聞」
。他說，相關報導係引據一名匿名人士所提供的

消息，但這名消息人士 「不是不存在，就是不太
了解這一問題……美方將發表的聲明不會只針對
大陸，而是所有試圖竊取美國技術的國家。」

然而，知名的對陸貿易鷹派、白宮國家貿易
委員會主席納瓦洛25日接受CNBC訪問時則稱，
美國財政部將於29日就限制陸方投資向川普提出
報告，這是為了 「保護我們的科技和智慧財產權
，讓美國在未來繁榮發展」。他指出： 「總統的
貿易政策在這方面的一切作法，都是為了保護可
能受到威脅的科技。因此，所謂我們要對全世界
實施投資限制的說法，沒那麼嚴重。」

川普政府內部圍繞貿易問題再爆嚴重分歧，
導致投資者25日避開美國股市上一些表現最好的
科技公司。道瓊工業指數盤中一度下跌497點，
收盤跌328.09點，至24252.80點，跌幅1.3％。

投資限制是否點名陸 川普經貿大將爆分歧

（綜合報導）南韓與美國昨日在首爾舉行第10期防衛費分攤協定的第4輪談判。雙方在3月至5
月進行的前3輪談判因金額分歧太大，未能達成妥協。美韓決定暫停聯合軍演後，美方會否繼續要求
南韓承擔美軍向朝鮮半島出動戰略武器的費用，備受關注。

南韓代表張元三表示，半島安全局勢可能發生許多變化。雙方已在過去3輪談判中充分了解彼此
立場，希望從這一輪談判開始本著相互理解尊重的精神取得實質性進展。

美方代表貝茨指出，防衛費分擔協定是韓美同盟健康發展所需的極為重要的因素，即使周邊政局
有變， 「我們的任務不會變，希望今後能進行建設性談判。」

南韓去年為駐韓美軍承擔約9602億韓元的駐紮費，用於發放在美軍基地工作的韓籍人員工資、基
地建設和後勤補給。兩國自1991年起共談判簽署9份駐軍費分擔協定，第9份協定將於今年底到期。

另外，南韓國防部長宋永武25日與到訪的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在首爾舉行會談，雙方就實
現朝鮮半島無核化與建立半島永久和平機制加強兩國合作的方案交換意見。

雙方一致認為，今年是實現無核化與永久和平的關鍵時刻。當下保持密切溝通尤為重要，雙方應
加強合作和溝通，推動半島實現無核化並建立和平機制。

駐軍費喬不攏 美韓進入4輪談判

（綜合報導）在這凡事講求速度的時代，不只是軍機和武器
，連客機也將脫胎換骨，躋身高超音速世界。

波音已加入高超音速客機研發競賽，公佈了能以5馬赫，也
就是時速4,000英里（約6,440公里）飛行的高超音速客機，未來
將能在2小時內飛越大西洋，或是3小時內飛越太平洋。

據《航太周刊》（Aviation Week）與《每日星報》（Daily
Star）26日報導，這款能在兩小時從紐約飛到倫敦的客機，速度
比協和（Concorde）客機快了近3倍。

此外，波音這款尚未命名的新客機能在9.5萬英尺（近2.9萬
公尺）的高度飛翔，這也比協和客機高了3萬英尺（約9,100公

尺）。
而新客機將比商務噴射機大，但比波音 737 小，預料將從

2030年代末開始提供服務。
「當你檢視有關從世上任何地方A點到B點的問題，」波音

高超音速首席科學家鮑克特（Kevin Bowcutt）說， 「就在於你想
要多快，還有多快才算夠快。」

他指出，要在一天內往返海內外，超音速實在不夠快。無論
對商界或軍方，時間都實在很重要，而飛行速度達5馬赫，就能
做到這點。

這款飛機的設計概念介於太空船與協和機之間，鮑克特說，

10年內軍用高超音速飛機就能翱翔天際，可是要把相關技術應用
在商業市場，卻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他指出，商用客機牽涉的
範圍很廣，其中包括市場．法規與環保要求等，因此當這一切都
水到渠成時，新飛機就會出現。

世界各地的航太巨擘都想打造新世代協和機，美國航太總署
（NASA）、Boom和維珍集團（Virgin Group）都著眼於研發超
音速飛機。而波音拋出震撼彈，擺明要研發高超音速客機，則將
相關挑戰推升到另一個新層次。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一上任即發出
被指針對穆斯林的移民入境禁令，引起軒然大
波，聯邦最高法院今天通過裁決，維持川普的
禁令，川普聞訊，隨即在推特發文，大讚 「哇
！，強調這是是美國人民的勝利，也是深切證
明他的政策正確的一刻。

這項去年9月宣布的禁令涵蓋北韓以及伊
朗、利比亞、索馬利亞、敘利亞和葉門5個以
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川普政府宣稱，為了國家
安全考量，有必要實施這項禁令，保障美國免

受伊斯蘭武裝分子攻擊。
最高法院 9 位大法官今天以 5 票對 4 票裁

定，川普政府最新版本的旅行禁令有效，使川
普在訴訟後贏得重大勝利。

川普在聲明中說： 「最高法院今天的裁決
是美國人民和憲法的巨大勝利。經過數月來媒
體，和拒絕採取行動確保我們邊界和國家安全
的民主黨政治人物的歇斯底里評論，這項裁決
也是深切證明正確的一刻。」

最高法院維持穆斯林旅行禁令 川普：美人民勝利

3小時飛越太平洋波音5馬赫高超音速概念機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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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恢復禁售令 中興股價再暴跌

美國聯邦參議院18日壓倒性通過一項法案，恢復對大陸通訊設備
大廠中興通訊（ZTE）的高科技晶片禁售令。該案駁回川普和中
興達成的協議，後者再度面臨危機，也顯示共和黨控制的國會與
白宮間罕見的一次對立。

不過，受此影響，中興在香港上市股票一開盤重挫，盤中一度暴
跌27%報9.56港元，已跌到2016年7月以來新低，深圳股票則跌停
10%。自上周恢復交易以來，累計跌幅已達60%。

參議院18日表決《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2019 NDAA）草
案時，共和、民主兩黨參議員在草案中挾帶一項修正案，禁止中
興和另一家陸通訊大廠華為向美國供應商購買零件。最後草案以
85票贊同、10票反對通過。

該法案最終還需要由總統簽署才能生效。外界咸認，白宮會在這
段時間內努力將這項修正案從國防授權法案中剔除。

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包括民主黨參院領袖舒默，民主黨參議員范荷
倫、布魯門塔與尼爾森；共和黨方面為盧比歐、柯頓與柯林斯。
其中柯頓是川普的盟友，對共和黨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力。

美商務部4月中以中興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為由祭出7年禁令，
擁有8萬名員工的中興通訊最近表示，這項禁令實施後導致其主要
運作 「停擺」，提高破產可能性。5月底川普政府同意鬆綁禁令，
讓中興獲得一線生機，代價是再繳交14億美元罰金。川普後來在
一則推文中說，他與習近平主席針對中興私下商談後，要求商務
部減輕處罰。推文在國會引發強烈反彈。他在推文中說制裁中興
會導致眾多中興員工失業的話被舒默譏諷，稱川普這樣做意在
「令中國再度偉大」。

（綜合報導）美國女星梅根已成為最新的英
國王室成員，婚前她經常出國旅行，婚後出訪海
外的機會也不少，但可以確定的，就是未來她將
有一項新禁忌。

如今時程已排定，梅根和新婚夫婿哈利王子
的第一次海外訪問，將到愛爾蘭首都都柏林，接
著再訪問澳洲。

而她原本喜歡入菜的調味料大蒜，未來可能
就不能再吃了。據據英國《快報》（Express）報
導，英國王室成員出外執行任務時，是禁止吃大
蒜的。由於他們需要參加許多海外拜會活動，因
此會避免嘴巴發出任何尷尬的異味。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討厭大
蒜是眾所周知的，因此她吃的東西都不加大蒜。

女王前私人御廚麥格拉迪（Darren McGrady

）透露： 「我們絕不能上任何有大蒜，或是太多
洋蔥的菜，女王絕不會讓大蒜上菜單。」

不過，據說梅根喜歡的料理都加了很多大蒜
。她曾經說，她很喜歡煮菲律賓醋燒雞（Filipi-
no-style chicken adobo），還特別說明，這是道很
好煮的菜， 「加上大蒜、醬油、醋，或許再加點
檸檬，讓雞在醬料中浸泡，用慢燉鍋煮，直到它
骨肉分離」。

然而，除了公開場合外，梅根私下還是能享
受大蒜調味的美食。

可是到了國外，不只是大蒜，對英國王室成
員來說，連帶殼的海鮮都要小心。由於海鮮很容
易引起食物中毒，可能影響行程，因此也排除在
理想的菜單外。

嫁入英國王室 梅根出訪海外禁忌多一項

（綜合報導）聯合國難民署(UN Refugee
Agency, UNHCR) 25日最新發布的報告說，全球
6850萬因?戰爭被迫逃離家園的人口中，由於有待
安置的難民人數和全球政府能夠提供的地方之間
，有嚴重的落差，根據統計數字顯示，恐怕有部
分難民必須苦等18年，才有機會找到一個新的住
所。

根據聯合國《2019年全球重建需求報告》指
出，由於2019年需要被安置的難民數量增加到了
140萬人，但是2017年全球能夠提供的地點卻下
降到只有 75000 個。也就是說，對一個全球最弱
勢的難民而言，必須苦等18年才能找到一個被重
新安置的地方。

聯合國難民署在今年 「世界難民日」前夕提
出報告?，截至2017年底，全球被迫流離失所的人
口共有6850萬，以今年全球人口總數約為74億的
數量計算，平均每110人中就有1人無家可歸。

報告顯示，去年新增的流離失所人數高達
1620萬，包括第一次和在此之前就被迫流離失所

的人。其中 2/3 被迫流離失所的人並沒有離開自
己的國家，被稱為國內流離失所者。另外80%人
口選擇留在他們的鄰國。

截至去年年底，全球被迫逃亡他國的難民人
數為2540萬，比前年多了將近300萬人。這是難
民署有紀錄以來的最大增長幅度。其中 1/5 難民
都是巴勒斯坦人。去年的第2大難民來源國則是
阿富汗，今年難民人口增加了5%，達到260萬人
。其次為敘利亞、南蘇丹和緬甸等國。

去年緬甸難民因為羅興亞人遭到鎮壓，全部
人數也增加了1倍，暴增至120萬人。敘利亞則是
因為打了足足7年內戰，已有600多萬人因戰亂離
開家園，總數佔全球難民人口的1/3。

另外，去年南蘇丹的難民人數增加最多，從
140萬飆升到240萬。

土耳其是全世界容納最多難民的國家，共有
350萬難民，其中多數來自敘利亞。另外，以難民
和本國人口比例而言，黎巴嫩則是全球接受難民
比例最高的國家。

等18年才有家！1／100全球人口流離失所

（綜合報導）美國與歐盟爆發貿易戰，
美國知名重機品牌哈雷公司（Harley-David-
son）25日宣布，由於歐盟報復美國關稅，該
公司一年成本增加1億美元，只好將部分生產
線轉往海外工廠。美國總統川普對此暴跳如
雷，忍不住批哈雷 「舉白旗投降」，並稱哈
雷移到海外生產是 「自走絕路」。他並且公
開威脅哈雷，強調若外移生產線，將讓哈雷
納稅到手軟。

川普25日推文說： 「很驚訝在所有的公
司中，哈雷居然會是第一個舉白旗。」他說
自己努力奮戰，為了不讓美國公司付給歐盟
高達1510億關稅。 「關稅只是哈雷的一個藉
口，耐心點！」

26 日，川普又加碼批判說： 「哈雷絕不
能在另一國家製造─絕不行…如果他們遷移
，將是自走絕路─他們投降，他們落跑…他
們將會面臨空前的課稅！」

哈雷公司在25日提交的報告中表示，自6
月22日歐盟將自美進口哈雷機車徵收的稅率
從6％上調至31％後，每輛運往歐盟的摩托車
價格將上漲約2200美元。這將使哈雷每年成
本增加約9000萬至1億美元。

儘管哈雷的大多數摩托車在美國生產，
但公司在巴西、印度和泰國亦有設廠。哈雷
表示，海外工廠若要增產，需進行額外投資
，也得費時至少9個月至3年才能完成。公司
並表示正在努力吸收額外成本，避免轉嫁給
客戶。

擁有117年歷史的哈雷總部位於美國密爾
瓦基，去年在歐盟銷售近4萬輛機車，銷售額
僅次於美國。川普多次以該公司為例，說明
歐洲進口關稅如何傷害美國生產商。2017年2
月，哈雷主管還將重機騎進白宮，當時川普
強調，哈雷是 「美國製造」的榜樣。（綜合報導）日本皇族高圓宮家

的三女絢子傳出喜訊。她將與由母親
、憲仁親王妃久子牽線結識的大型海
運公司 「日本郵船」職員守谷慧結婚
。兩人預定 7 月 2 日召開記者會，宣
布結婚喜訊，今年秋天正式完婚。

NHK 報導，絢子今年 27 歲，在

取得城西國際大學碩士學位後，去年
6 月起在城西國際大學擔任研究員。
守谷慶應大學畢業後，進入日本郵船
上班，平時熱愛馬拉松等運動，還參
加鐵人3項比賽。

守谷在正業之外，還擔任專門援
助世界貧窮兒童的 NPO 組織 「無國

界兒童們」的理事，
久子10年前在參加該
組織的活動時認識了
守谷，由於絢子對國際福祉活動感興
趣，久子於是介紹兩人認識。

宮內廳指出，兩人於去年12月首
次見面，今年4月高圓宮邸舉行派對

時，守谷與其家人都獲邀參加，久子
也認同兩人交往。絢子已向日皇明仁
夫婦報告結婚的想法，兩人預定今年
秋天在東京正式完婚。

高圓宮是已逝皇族憲仁親王的宮
家，他是三笠宮崇仁親王的第3個兒
子，大正天皇的皇孫、昭和天皇的侄
子、現任日皇明仁的堂弟。

哈雷生產移海外 遭批走絕路

日本女皇族又將少1人絢子傳喜訊母親是紅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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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將全面推動稅務改革
降低企業稅賦

綜合報導 意大利經濟發展與勞工部副部長馬西莫•加拉瓦利亞日前表

示，目前意大利新政府正在制定國家稅務改革計劃，有望在年內推出單壹稅

制試行政策，大幅度調整和降低企業稅賦，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

據報道，新政府成立之初，意大利副總理兼經濟發展與勞工部部長、

五星運動黨領導人迪馬約曾公開表示，新政府不會上調增值稅稅率。

加拉瓦利亞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新政府已經開始有步驟著

手制定單壹稅制法律預案，預計今年8月份有望出臺第壹階段稅改計劃。該

計劃旨在合理調整企業賦稅，增強企業活力。

意大利新壹屆聯合政府組閣過程中，就國家稅制改革問題，意大利

聯盟黨曾希望通過實施單壹稅制，將增值稅從目前的23%調整為15%，

來降低企業稅率，激活企業發展潛力。

目前，意大利現行稅制從稅率的23%到43%分為5級稅制。單壹稅制的推

出，意味著意大利政府將向企業和納稅人統壹征收單壹稅。根據國家財政部評

估預測，新政府實施統壹單壹稅制，國家財政收入每年將會減少500億歐元。

意大利總理孔特此前首次在議會發布就職演說時也曾強調，意大利

的現行稅務制度正在滋生官僚主義作風。高賦稅不僅造成了企業逃稅之

風，同時也在制約著企業的發展，影響國家的綜合市場競爭力。新政府

推行稅務改革，關鍵在於為企業減壓，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社會再生產

能力。這是壹項有益於國家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要改革計劃。

意大利副總經理兼內政部部長薩爾維尼指出，國家實施稅務改革，

推行統壹稅制，其宗旨在於有效降低企業負擔，使企業有能力進行擴大

生產經營規模，創造更多的社會就業機會，提高全社會的生活質量。

調查顯示今年世界杯
巴西啤酒價格同比上漲26%
綜合報導 巴西聖保羅州旅遊、服務和商業聯會（FecomercioSP）近

日公布的壹項調查結果指出，今年世界杯期間巴西啤酒的價格與上屆世

界杯相比增長了26%。

報道稱，巴西聖保羅州旅遊、服務和商業聯會的專家指出，根據巴

西的消費者物價指數（IPCA），2014年6月到2018年5月間，巴西啤酒

的官方通脹指數上漲了26.4%。

今年19歲的費利佩•卡瓦略•佩爾恩斯（Felipe Carvalho Pergens）

表示，雖然他經常和朋友壹起看世界杯比賽，但他承認，啤酒價格上漲

對他的影響確實不小。“盡管巴西的啤酒生產商在世界杯開始的那壹周

推出了非常大的促銷活動，但價格相比過去還是上漲了。”他說。

巴西信用保護服務機構（SPC Brasil）及國家商店聯合會（CNDL）

公布的數據也表明，在進行世界杯期間的開銷預算時，74%的消費者給

啤酒特意留下了預算。

巴西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的經濟學教授馬科斯•費爾南德斯

（Marcos Fernandes）指出：“在市場上購買啤酒回家喝要比在酒吧喝酒

便宜很多，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即使巴西國家隊在本屆世界杯上進入決

賽，酒吧也不會賺很多錢。”

沙特欲挖運河
卡塔爾將被“割離”阿拉伯半島半島？？

沙特阿拉伯有意在鄰近卡塔爾的邊境

地帶開挖壹條運河，截至19日已有5家外

國企業遞交投標書。壹旦運河開通，相當

於把卡塔爾“割離”阿拉伯半島，即不再

與阿拉伯半島陸地相連。

卡塔爾位於海灣西南岸的卡塔爾半

島，唯壹的陸地鄰國是沙特。自去年6月

斷交風波以來，卡塔爾持續遭沙特、阿聯

酋等國孤立。

【欲挖運河】
阿聯酋英文報紙《海灣新聞報》網站

19日報道，沙特想要開挖的這條運河名

為“塞勒瓦運河”，完全位於沙特境內，

距卡塔爾邊境線大約1公裏。

這意味著，運河將把卡塔爾以及隸屬

沙特壹條狹長地帶從阿拉伯半島“切割出

去”，陸地不再相連。英國《獨立報》以

及多家媒體描述，這相當於把卡塔爾“變

成壹座島”。

按照卡塔爾“阿拉伯人”新聞網站的

說法，沙特有意“進壹步封鎖卡塔爾，使

貿易機會從卡塔爾

流失”。

沙特、阿聯酋、

巴林、埃及四國去年

6月5日宣布與卡塔

爾斷交並施行制裁

和封鎖，理由是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

和“破壞地區安全”。卡塔爾政府否認四

國對它的指責。

四國曾就化解危機提13點條件，包

括卡塔爾撤回駐伊朗外交人員、終止所有

與伊朗的軍事合作、關閉半島電視臺，但

遭卡塔爾拒絕。科威特和美國多輪外交斡

旋未果，斷交危機迄今未能化解。

【正在招標】
《海灣新聞報》報道，塞勒瓦運河項

目招標截止日期為6月25日，已有5家外

國企業向沙特方面遞交投標書。

招標截止後，沙特計劃在90天內宣

布中標結果。按照設想，塞勒瓦運河工期

1年，預計耗資28億裏亞爾（約合48.3億

元人民幣），投資者來自沙特和阿聯酋。

據介紹，塞勒瓦運河總長大約60公

裏，200米寬，15米至20米深，能夠容納

最長295米、最寬33米的輪船行駛。埃及

多家企業擁有開挖運河的經驗，預計會參

與塞勒瓦運河工程。

塞勒瓦運河具體方案將提交沙特國防

部和邊境警察。另外，沙特打算在新運河

與卡塔爾邊界之間的狹長地帶內新建壹座

軍事基地，以及壹處核廢料填埋設施。

沙特打算在新運河兩岸打造多處海

灘度假區，修建多處遊艇碼頭、水上運

動設施，從而使塞勒瓦運河成為“海灣

地區最富吸引力的運河之壹”；還計劃

在運河沿線新建幾處海港，為商貿活動

提供更多便利。

希臘債務危機終結
曾差點被歐元集團“開除”

歐元區19個成員國財政部長結束談

判，就希臘債務危機救助計劃最後階段

實施方案達成壹致。

歐元集團債權方認可希臘8年來遵

照債權方要求“履行承諾”、落實壹系

列改革和財政緊縮政策，同意發放最後

壹筆150億歐元貸款，同時將希臘還貸

期限延長10年，為希臘重返國際金融市

場、恢復經濟增長提供緩沖空間。

歐洲聯盟和希臘的與會代表認同：

希臘主權債務危機至此結束。

【結束危機】
歐元集團19國財政部長在盧森堡召

開會議，商定實施最後壹輪希臘救助計

劃的最後細節。

主管經濟事務的歐盟委員皮埃爾· 莫

斯科維奇在會議結束後宣布：“希臘危

機今夜在這裏結束。”說這話時，是22

日淩晨時分。

根據2015年7月簽署的第三輪救助

協議，國際債權方同意在希臘履行壹系

列改革承諾的條件下，向這壹南歐國家

提供860億歐元貸款，3年內分期發放。

至此，希臘自2010年開始總計獲得2737

億歐元的國際救助貸款。

21日會上，歐元集團債權方在減免

希臘小部分債務以外，同意將希臘大部

分貸款還款期限延長10年，以減少債務

違約風險。希臘所負債務最高峰達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1.8倍。

債權方另外同意分期支付壹筆150億

歐元的救助款。與會官員說，加上這筆錢，

希臘現在有240億歐元的厚實“安全氣

墊”，可紓解它在救助計劃8月20日結束

後可能遭遇的財政困難，為重返國際金融

市場做好準備。救助計劃終止後，希臘

可恢復向國際債券市場尋求融資，壹邊

“還貸”壹邊發展本國經濟。

【履行承諾】
21日會前，歐元集團主席馬裏奧· 森

特諾說：“希臘債務問題已取得實質性

進展”。法國財長布魯諾· 勒梅爾說：

“我們必須承認希臘確實完成了任務，

他們履行了自己的承諾。”

法新社報道，原先預期協議不難達

成，但由於最大債權國德國“最後壹刻

的抵觸”，議程意外受阻，拖延6個小

時，直至第二天淩晨才結束。

德國堅持對希臘發放短期救助款必

須以嚴格履行改革承諾為前提，如審核

過關，將每年發放大約10億歐元救助款

。協議條款比葡萄牙、愛爾蘭和塞浦路

斯債務危機救助計劃嚴苛。

希臘財政部長歐幾裏德· 察卡洛托斯

在會後對媒體記者說：“過程比我們預

想的長壹點，但結果非常好……我感到

滿意。”

他說：“我認為希臘的(債務)危機至

此結束……這是壹個歷史性時刻。”

不過，他強調，必須確保讓“希臘人民

真切感受到自己腰包裏發生實在變化”。

察卡洛托斯說，新協議意味著希臘

“很快”可以按“可負擔的利率水平”

向國際債券市場融資，只是具體時機不

確定。

希臘2009年底爆發債務危機以來，

經濟總量縮水大約四分之壹，失業率飆

升，如今經濟趨於穩定，今年預計可實

現溫和增長。

【克服困難】
法新社報道，協議可視作希臘2009

年底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以後歐元區發展

的“重要轉折點”。

莫斯科維奇說，這期間希臘兩度差

點被歐元集團“開除”。

按照與國際債權方的協議，希臘必

須嚴格控制預算、大幅削減福利，以減

少政府開支。緊縮政策讓希臘百姓生活

水平下降，民間怨聲載道，施壓政府抵

制改革，其他歐元區國家民眾則不滿本

國掏錢為希臘“收拾爛攤子”。希臘政

府與歐洲債權國壹度關系緊張。

為緩解危機，用莫斯科維奇的話說，

各方“作出巨大犧牲”。

希臘議會上周表決通過政府提出的

壹攬子經濟改革舉措，包括延長養老金

凍結年限、改革醫療保險和稅收制度，

以滿足國際債權方要求進壹步減少支出

的要求。

救助計劃8月結束後，希臘仍須接

受債權方嚴格監督，必須在相當長時期

內保持高預算盈余水平。

無論如何，莫斯科維奇說：“希臘8

年來根據我們的計劃要求經歷壹系列艱

難的改革和調整，如今終於有能力用自

己的雙腳向前走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裏斯蒂娜·

拉加德對救助協議表示歡迎，但她說：

“就中期分析而言，我們不懷疑希臘有

能力重新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說到

長期表現，我們仍心存疑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前兩輪希臘救

助計劃中是主要債權方之壹，但因為擔

心希臘債務水平長期而言“不可持續”，

第三輪救助中扮演“觀察員”角色。

綜合報導 壹項澳大利亞研究指出，澳野貓每

天殺掉超過100萬只爬行動物，為數驚人，或將威

脅眾多物種存亡。據悉，自兩世紀前歐洲移民將貓

引進澳大利亞後，貓就已將某些物種趕盡殺絕。

據報道，該項新發現是根據超過1萬組貓的飲食

樣本，由全澳各地的環境學家提供。研究發現，每年

共有約65000萬只蜥蜴和蛇淪為野貓和家貓的獵物。

來自澳大利亞查爾斯· 達爾文大學（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的研究主筆伍納斯基指出：

“每只野貓平均每年殺掉225只爬行動物。”伍納

斯基說，比起美國或歐洲，澳大利亞野貓吃掉的爬

行動物數量更多。“某些貓食用的爬行動物數量驚

人。我們發現許多個案會暴食蜥蜴，最高紀錄是壹

只貓的肚子裏有40只蜥蜴。”

據悉，這份報告發表於期刊《野生研究》，顯示

貓會殺害250個不同品種的爬行動物，包括大漠石龍

子、鬃獅蜥和壁虎。這些物種中，有11種瀕危。

目前，澳大利亞政府已經編列超過3000萬澳元

預算給相關計劃，以減少野貓對野生動物的危害。

澳研究：澳大利亞部分爬行動物瀕危

竟是野貓惹的禍竟是野貓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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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全球矚目的 「川金會」舉行
2周後，美朝韓三國持續致力改善彼此關係。
南北韓昨磋商兩韓鐵公路對接事宜，南韓也證
實已向北韓提出長程火炮撤離邊界的要求。在
美朝之間，北韓也首度釋放善意，取消一年一
度在韓戰紀念日舉行的反美大遊行。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則稱，北韓無核化 「沒有時間表」，
但會定期評估北韓是否認真看待去核化承諾。

南韓媒體報導，在本月14 日的兩韓軍事
會談中，南韓曾要求北韓撤離部署在邊界的長
程火炮，南韓總理李洛淵在紀念韓戰爆發 68
周年的談話中首度證實此事，他還說，這是兩
韓為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並促進和平而採取的
1項最新行動。

目前北韓在邊界線上部署了約 1000 門長
程火炮，部分火炮射程可涵蓋距離不到50公
里、人口多達1000萬的南韓首都首爾，因此
被南韓視為北韓核武外的重大安全威脅。

繼上周的體育會談和紅十字會人道會談後
，兩韓昨日上午在板門店討論如何連結橫跨兩
韓邊界的鐵路。早在20世紀初期，日本人就
建造了連接首爾、平壤與大陸邊界新義州的鐵
路線，只要連結雙方鐵路系統，並將北韓老舊

的鐵路設施現代化，就可為南韓增加1條陸路
幹道，通往大陸、俄羅斯與歐洲市場。

北韓於 1950 年 6 月 25 日揮軍南侵，引爆
韓戰。往年北韓官媒通常都會在這天發布評論
，大肆抨擊美國，但今年，為延續本月12日
美朝峰會後的大和解氣氛，北韓一反常態停止
批美。過去每年這天平壤都會舉行的 「反美帝
大遊行」，今年也宣告取消。去年的大遊行號
稱有10萬人參與。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5日
報導，國務卿蓬佩奧受訪時表示，他樂見北韓
在非核化上持續取得進展，美國政府會定期評
估平壤當局是否有誠意放棄核武計畫，但 「我
不打算為此設定時間表，不管是2個月或6個
月，我們致力於在短期內取得進展，看能否落
實2位領導人的目標」。他還強調，將會 「不
斷地重新評估」北韓去核化進展，以了解相關
會談是否持續進行。

不過，1名國防部高階官員在國防部長馬
提斯出訪亞洲前夕表示，華府很快就會向北韓
提出一份包含 「具體要求」的時間表，蓬佩奧
說法明顯與該官員牴觸。

美向朝示好 棄核無時間表

金正恩再獲外交突破金正恩再獲外交突破，，和普丁會面和普丁會面？？22名足球迷扮成金正恩名足球迷扮成金正恩（（右右））與普丁與普丁（（左左），），到薩馬拉體到薩馬拉體
育場欣賞世界盃分組賽育場欣賞世界盃分組賽，， 「「金正恩金正恩」」 作勢給作勢給 「「普丁普丁」」 一個香吻一個香吻，， 「「普丁普丁」」 則一臉無可奈何則一臉無可奈何。。

（綜合報導）美國研究人員最新開發出一
種胰島素口服膠囊，讓許多靠每天注射胰島素
控制血糖的患者能大幅改善生活品質。

據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一篇研究報告
指出，1型糖尿病患者由於體內分泌胰島素不
足，因此需要終身使用外來胰島素治療，注射
胰島素仍是1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主要方
法。但是由於怕疼、恐針等原因，許多患者未
能每日一次或兩次按時注射，對健康造成嚴重
影響。雖然醫界已研發出口服胰島素，但口服
胰島素難以製備，易降解，且在腸道中難以吸
收。

新華社報導指出，美國哈佛大學和加利福

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研究人員最近發表的
這篇論文指出，他們研究出一種腸溶膠囊，膠
囊內的胰島素由膽鹼和香葉酸組成的離子液體
攜帶。膽鹼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推薦每日
攝入的營養物質之一；香葉酸是小豆蔻和檸檬
草中的常見組分，廣泛用於食品添加劑。

研究人員說，這種膠囊在小腸的鹼性環境
中才會溶解，可防止胰島素被胃腸道中的?降
解，幫助胰島素滲入腸道，而且不會引發機體
排斥，易於生產且能在室溫下保存2個月，保
質期優於市場上常用的胰島素注射液。研究人
員下一步計劃開展動物實驗。

糖尿病不打針 美醫界開發出胰島素口服膠囊 （綜合報導）美中貿易戰，全世界都睜大眼睛看，深怕這股燎原之火燒到自己，美國上周才宣佈
對500億美元（約1.5兆台幣）中國貨品加徵25%關稅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四跟20名歐美
跨國執行長會面，重申北京將會計劃反擊美國。

引述習近平表示： 「在西方，你有這樣的說法，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你把另一邊臉轉給他。但
在我們的文化，我們一拳打回去。」

而中國大陸官方也不是省油的燈，擁有各種反擊方式，雖然中方可徵收關稅的美國貨品，比美國
為少，但中方可以阻礙涉及美國公司的併購交易、延遲發出許可證、加強檢查，甚至推動民眾避免購
買美國產品。

一拳打回去！習近平會歐美CEO 放話陸會反擊美國

（綜合報導）中國大陸當局要求全球主要航
空公司，必須在官網遵守將台灣歸類為中國一部
分的命令，期限還剩下一個月，至今仍有美國航
空公司違抗命令，不過他這樣做恐怕會流失中國
大陸乘客。

目前距離世界主要航空公司必須按照中國當
局的要求，在他們的網站上將台灣標識為中國台
灣，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中國民航當局4月25
日發函給全球幾十家航空公司，要求在其網站上
將台灣、香港、澳門列為中國領土，否則將面臨
懲處。按照中國當局要求更該台灣標識稱謂的包
括加航、英航、漢莎、澳航、土耳其航空、阿聯

酋航空等。日本航空公司（Japan AirlinesCo.）、
全日空控股公司（ANA Holdings Inc.）和澳洲的
澳洲航空公司（Qantas Airways Ltd.）也在官網改
變對台灣的標示。

據了解，達美航空和美國航空表示，正在諮
詢美國政府。他們須在截止期限7月25日前決定
是否遵守中方命令。

許多專家表示，陸方可透過航空交通管制、
停機坪檢查、通關和安檢延誤等反制美航空公司
，或透過縮減團客配額來限制遊客流量，讓陸遊
客抵制美國航空公司。

不改台灣標示美航空公司恐流失陸客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25日
表示，美必須 「加強」在北極圈的開發，因
應這個地區日益重要的形勢。這是馬提斯任
國防部長以來首次公開提及北極圈對美國軍
事戰略的重要性。一般認為，他的說法有應
對莫斯科和北京運用北極圈航路的用意，也
是美軍首次在印太戰略之外，將目光瞄向北
極圈。

由於全球暖化，北極圈冰層消融打開新
的航道，也掀起資源開採熱潮的可能性，北
極圈因此成了大國博弈的新舞台。據路透報
導，馬提斯前往亞洲訪問前向記者說： 「美
國必須加強在北極圈的開發。這毋庸置疑。
」他說，美國的計畫包括加派海岸防衛隊兵
力。

他指出： 「現實狀況是，我們必須因應
開發北極圈的問題…北極將不只開放航運，
還有能源開採。」北極圈蘊藏豐富的油氣，

據估比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還多。美國與
俄羅斯均表示有意加緊在北極鑽油，俄羅斯
並已強化在鄰近駐軍。

近年來俄羅斯積極開發本國北極地區，
包括油氣開採及北方海路開發。北方海路正
逐步替代從歐洲通往亞洲的傳統路線。俄羅
斯國防部長紹伊古稍早透露，北方艦隊反潛
航空兵飛機首次通過北極飛往美國海岸，
「這是蘇聯時代以來首次通過北極飛往北美

大陸。」
大陸今年也公布將把其 「一帶一路」倡

議擴大到北極圈，開發全球暖化開通的航道
。1月26日，大陸首次就北極政策發表白皮書
，強調陸方是北極事務重要利益攸關方，並
倡導合理利用北極資源，願參與北極航道開
發利用，與各方共建 「冰上絲綢之路」。最
近借助俄羅斯總統普丁訪陸，俄陸決定在北
極開發領域加強合作。

應對陸俄 美防長首提開發北極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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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曾是芬兰的标志，在芬兰经济中扮演过类似三星电子对

于韩国的重要角色。随着诺基亚在智能手机市场崩盘，芬兰经济也受

到波及，经济两年衰退，失业率高企，如今，芬兰政府正准备利用极度

严寒的天气优势和国内发达的光纤网络，再次培育出一个数据中心新

产业，并期待借此重振芬兰科技业。

芬兰经济面临多重负面因素，除了衰退之外，人口出现老龄化征

兆，而最近，微软针对诺基亚手机业务的上万人大裁员，还将再次提升

原本就高企的失业率。

显然，芬兰政府必须培育、寻找到新的科技产业发展机会，据法

新社报道，他们已经把目标瞄准了数据中心产业。

芬兰天气极度寒冷，即使是在夏天，天气只能说是凉爽。对于寻

找阳光、海滩的游客而言，芬兰不是理想的目的地。

不过芬兰的严寒天气，已经吸引了谷歌(微博)、微软等科技巨头，

他们将在芬兰建设大型数据中心，存放数千台的服务器，为全世界的

网民保管数据。

芬兰科技行业撰稿人 PetteriJaervinen表示：“在芬兰，我们很高兴

寒冷的天气能够变成一个竞争优势。”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对于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的巨大的需

求，但是对于互联网巨头而言，给成千上万的网络服务器降温，成为一

个难题，如果在芬兰等寒冷国家建设数据中心，将能大大降低成本。

2009年，谷歌在芬兰靠近俄国边境的小镇 Hamina，收购了一座

旧造纸厂，将其改造成为一个数据中心，利用波罗的海冰冷的海水进

行降温。

微软如法炮制，去年开始在芬兰北部建设一座数据中心，投资额

高达 2.5亿美元。

另外，目前波罗的海底部，正在建设一条 1000公里长的海底光

缆，芬兰希望这条光缆，可以帮助其在全球数据竞争中取得优势。据

悉，这条连接芬兰和德国的海底光缆，预计将会在 2015年启用。

依靠叱咤全球的诺基亚，芬兰一度成为一个科技业高度发展的

国家。不过随着诺基亚的陨落，芬兰科技业陷入了难关。芬兰国际开发

部部长 PekkaHaavisto希望，上述这条海底光缆，能够重振芬兰的科技

业。

PekkaHaavisto甚至认为，这条波罗的海光缆，未来可以和北冰洋

海底连接亚洲的光缆相连接，这样在全球数据网络中，芬兰将成为重

要的一环。

除了沿海天气之外，芬兰发展数据产业有另外一个优势。目前芬

兰已经沿着铁路线铺设了 7100公里长的国内光纤网络，这成为吸引

国外科技巨头的重要筹码。

据悉，英国的 Telecity公司，已经在芬兰建设了多个数据中心，以

充分利用成本优势。

其他北欧国家，也瞧准了极寒的天气优势。比如社交网络 Face-

book在欧洲的第一个数据中心，就部署在另外一个北欧国家瑞典，另

外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爱尔兰，也开始加入进来。

芬兰赫尔辛基 Aalto大学的计算机副教授 Keijo Heljanko表示，北欧国

家有共同点，天气严寒，政治稳定，基础设施良好。

据悉，目前芬兰的互联网出口通道，首先需要经过瑞典，然后穿

过 Oeresund海峡抵达丹麦。而通过波罗的海的光缆，芬兰将可以直接

和欧洲大陆的德国实现直连。

通过近距离直连，数据传输系统的效率可以更高，另外可以避免

数据在其他的国家遭到监听。前述撰稿人 Jaervinen称，在瑞典，情报机

构有权对任何途径瑞典网络的通信进行监听。

芬兰政府正在制定激励政策，鼓励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其中，波

罗的海海底光缆一亿欧元的投资中，芬兰政府将承担三分之一。

一位当地业内人士指出，芬兰不仅仅希望数据中心落地，而且希

望围绕数据中心，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比如软件开发和科技服务业。上

述芬兰学者 Heljanko也表示，数据中心的建设阶段，可以创造许多临

时性就业机会，建成之后，又可以继续开发出需要高技术的岗位。

当然在芬兰国内，针对数据中心产业计划，也不乏质疑声。一些

批评人士指出，数据中心创造的岗位，多是技术要求低的维护性岗位，

另外数据中心会消耗芬兰便宜的电力，但是对于当地经济的贡献并不

大。

靠寒吃寒！
芬兰依天气优势建数据中心

泰國旅遊警察全國搜查
抓獲逾百名非法入境及逗留者

綜合報導 泰國旅遊警

察淩晨采取統壹行動，對全

國80個外國人集中的目標地

點進行掃蕩式搜查，抓獲

110名涉嫌非法入境及逾期

逗留的外籍人士。

泰國旅遊警察局副局長

素拉切說，搜查的場所包括

餐館飯店、旅遊景點以及

國際學校等。抓獲的這些外

籍違法人士大部分來自緬甸、

越南、俄羅斯、德國、菲律賓

以及印度等國家。

他表示，非法入境和逗

留的外籍人士威脅了泰國

的社會治安，有些人甚至從

事毒品、詐騙等違法活動。

警方將對此次抓獲的非法外

籍人士采集DNA信息列入黑

名單並驅逐出境，禁止他們

再次入境泰國。

據介紹，今年以來，泰

國警方多次采取統壹行動，

搜查了全國約3800個目標地

點，共抓獲非法在泰逗留的

外籍人士1500多人。

警方估計，目前泰國境內

仍有數萬名這類非法外籍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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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恐怖組織“神權遊

擊隊”（JAD）創始人及精神領袖阿

曼· 阿蔔 杜 勒 · 拉 赫 曼 （Aman Abdur-

rahman ） 以 涉 嫌 煽 動 和 策 劃 多 起 恐

怖襲擊罪名，被印尼首都雅加達南

區法院判處死刑。

據報道，由 5 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庭

壹致認為，檢方指控阿曼涉及的恐怖主義

罪行證據充分，判處阿曼死刑，且不能赦

免，但允許其在7天內提出上訴。

印尼檢方指控現年46歲的阿曼涉嫌在

2016年至2017年間煽動和策劃了5起恐怖

襲擊，包括2016年1月造成8人死亡、20

多人受傷的雅加達市中心爆炸案，2017年

5月造成3名警察喪生、12名民眾受傷的

雅加達東區公交車站爆炸案。

阿曼在庭審中否認檢方的上述指控，

僅承認鼓勵追隨者前往敘利亞加入恐怖組

織“伊斯蘭國”（ISIS）。

阿曼是印尼恐怖組織“神權遊擊

隊”的創始人及精神領袖。該組織是

“伊斯蘭國”在印尼的最大分支機構，

曾在印尼發動多起針對警察、平民和宗

教場所的恐怖襲擊。

阿曼本人曾於 2004 年因策劃恐怖

襲擊被判刑 7年，2008 年被提前釋放；

2010 年又因在亞齊設立恐怖主義訓練營再次被判刑 9

年。即使身處監獄，他仍被指控涉及前述多起恐怖襲

擊事件。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日期敲定
安倍面臨多人挑戰

綜合報導 日本媒體援引消

息人士的話報道，執政黨自由

民主黨總裁選舉將在今年9月

20日舉行。這將是自民黨時隔6

年首次迎來總裁選戰，首相安

倍晉三將面臨黨內多名重量級

人物的挑戰。

按消息人士的說法，自民

黨將在8月底正式宣布選舉投

票日期，競選宣傳活動將在9

月7日啟動。

自民黨總裁選舉每三年壹

次，由這壹黨派的國會議員和

地方黨員投票產生。2015年，

安倍獲各派支持、未經投票自

動連任自民黨總裁。由此，這

次選舉將是自民黨2012年以來

首次迎來總裁選戰。

安倍的自民黨總裁任期 9

月30日期滿。日本媒體報道，

安倍有望7月22日國會閉幕當

天宣布參選。

本屆國會原定6月20日閉

幕。由於勞動方式改革相關法

案、《公職選舉法》修正案等

壹系列安倍政府力推的重要法

案仍在國會審議中，執政聯盟

決定延長國會會期，確保上述

法案能在本屆國會通過。

2016年 6月，自民黨決定

把黨章中總裁任期最長“兩屆6

年”規定修改為“三屆9年”

，使安倍今年9月兩屆總裁任

期屆滿後仍可繼續競選總裁。

安倍2006年至2007年首次

出任日本首相，2012年再次上

臺。如果安倍在總裁選舉中獲

勝並且自民黨保持執政黨地位

，安倍首相壹職最長可做到

2021年，或將成為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在任時間最長的日

本首相。

不過，安倍近期醜聞纏身

，黨內威望下降，連任前景存

變數。他的有力競爭者包括自

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和總務大

臣野田聖子。另外，被視為

“後安倍”時期關鍵競爭者之

壹的自民黨政策調查會長岸田

文雄有意參選。(張旌)(新華社

專特稿

繼續落實板門店宣言 韓朝各領域互動進入頻密期
綜合報導 以4天為間隔，在

相繼舉行將軍級軍事會談（14日）、

體育會談（18日）和紅十字會會談

（22日）後，朝韓本周將進壹步接

觸，有望討論連接鐵路和公路、現

代化和森林合作等項目，繼續全面

落實《板門店宣言》。

據報道，目前韓朝雙方已通

過多場會談討論了緩解軍事緊張、

體育交流、人道主義問題等事宜。

在接下來的會議上，雙方有可能

將討論領域拓展至經濟合作。雖

然在對朝制裁猶存的情況下難以

正式開展討論，但雙方可先進行

有關實態調查和共同研究等方面

的討論。韓國政府有關人士24日

表示，韓方已向朝方提議接下來

小組會議的日程，正在等待回復。

關於雙方進壹步接洽計劃，韓國

News1通訊社稱，首先，韓朝軍方

將於25日在西海地區韓方壹側的

南北出入境事務所舉行大校級工

作磋商，討論東海岸軍事通信線

路和西海岸線路修復問題;然後，

韓方27日將派團赴金剛山離散家屬

會面所查看會場設施。除敲定日期

的安排，韓朝本周內還不乏多種接

觸的可能性，包括在板門店就森林

合作項目舉行分組會議，以及就連

接東海線、京義線鐵路和公路項目

舉行分組會議等。

此外，韓朝聯絡事務所辦公

樓維修工作也將於本周開始。韓

方有關人

士 19 日

至22日訪

朝，對開

城 工 業

園 區 內

綜合支援

中心、韓

朝 交 流

合作協商事務所宿舍的電氣、設

備、建築等各種施工進行準備。

韓統壹部有關人士表示，韓方計劃

本周著手維修，具體時間將同朝

方協商敲定。韓方目前計劃於8月

中旬在交流合作協議事務所辦公

樓內成立韓朝聯絡事務所。

News1通訊社報道稱，韓朝雙

方按計劃進行接觸在半島局勢緩

和以及朝美關系改善的情況下極

具意義，韓朝間計劃的對話日程

有望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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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為韓正主管港澳事務後，首次在京會見林鄭月娥。
韓正在會見中首先表示，他希望能面對面地聽取香

港各界對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改革發展的意見和建議。

建設灣區 習主席親自謀劃部署推動
韓正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

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下進行的一項重大國家戰略，這一
重大的國家戰略可以促進粵港澳地區深層次的全方位合作，優
勢互補、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同時更豐富了“一國兩制”的
實踐，促進香港地區長期的繁榮穩定。

他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在研究規劃過程中，最根本的一
條就是大灣區的發展成果要讓香港、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全體
人民共享，應惠及廣大百姓，各方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着力促進粵港澳優勢互補、合作共
贏、協同發展，讓大灣區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

韓正希望香港抓住歷史性機遇，充分發揮在金融、航
運、貿易以及專業服務等方面的優勢，積極參與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

韓正還在會見中充分肯定了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一年來
的施政工作。他表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
取得公認的成功。林鄭月娥任行政長官一年來，帶領團隊依法
施政，積極作為，在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
舉措和政策，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得到社會各
界廣泛認同。

他重申，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關心也高度重視港澳地區的
發展，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好“一國兩制”方針，特別是
要堅定地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林鄭：港各界對規劃充滿信心期待
林鄭月娥感謝中央在過去一年，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各

方面事業，尤其是習近平主席對香港青少年發展的關懷，對香
港創新科技的親自批示，是很大的鼓舞，並感謝國家發改委自
去年簽署大灣區合作發展協議後所提供的幫助。

她續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參與大灣區的規劃、
編制工作，香港社會各界對規劃充滿期待，相信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能為香港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香
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等參加了會面。

韓
正灣區規劃之本 全民共享成果：

會見林鄭 肯定政績 勉抓機遇展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26日在京會

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聽取特區政府關於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意見和建議匯報。韓正充分肯

定了林鄭月娥就任行政長官一年來所取得的成績，

並強調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豐富了“一

國兩制”的實踐，而最根本的一條，是發展成果要

讓香港、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全體人民共享，促進

香港地區長期的繁榮穩定。他希望香港抓住歷史性

機遇，充分發揮香港獨特的優勢，積極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26日表示，這次向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反映有關粵
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意見，對特區政府日後
推動大灣區的工作非常有裨益，並強調不
能坐等大灣區規劃出台才做事，特區政府
過去一年也推動了許多促進創新及科技的
工作。她又引述韓正希望香港可以在大灣
區更加發揮到“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不能坐等規劃出台才做事
林鄭月娥26日在北京會見傳媒時表

示，粵港澳三地政府及國家發改委去年簽
訂《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
協議》後，三地政府與發改委都有緊密聯
繫，就大灣區規劃交換意見。特區政府已
反映了很多從香港各界中聽到的意見，並
由發改委牽頭制訂規劃。

她重申，特區政府不會坐着等大灣區
規劃出台，“規劃的工作不斷進行中，因
為有很多在規劃裡的工作要不斷細化、深
化和優化，而每次發改委諮詢我們、聽我
們意見又會作一些修訂，是一個延續的過
程。我自己覺得是否要完成規劃才能做
事？肯定不是，許多事情其實現在已經是
推進中。”

倡灣區建設國際創科中心
林鄭月娥強調，大灣區毫無疑問可以為

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尤其是在創新及
科技發展方面，“大家都知道習近平主席親
自批示，讓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可以直接
向中央財政部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資金項目，
即是說可以讓中央的科研資金‘過河’，本
來在規劃裡都是這樣說，現在已經提早落實
了。”

她透露，自己向韓正副總理提到，在
大灣區建設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可以凸
顯香港和內地分工互補，達至互利共贏的
局面，其中香港有良好的大學和科研人
才，並已有很多初創及科技公司在內的科學
園，但深圳有非常強和先進的製造能力，
“任何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要轉化的時候，需
要有好像深圳這樣強的製造能力，這些都是
我剛才說的。”

她又向韓正說，希望大灣區內的人
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能做得更好。

林鄭月娥引述韓正表示，希望在“一
國兩制”方針之下，大灣區可以更加發揮
到香港的獨特優勢，“譬如我們是一個國
際城市；我們是一個金融中心；我們是一
個商貿、物流的中心，我們有很好的科研
能力，與國際的接軌很成熟，所以我們在
這一方面可以貢獻給大灣區的發展。”

港特首：向中央反映灣區規劃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粵港澳大灣區將為香港青年提
供大量發展機會。香港特首林鄭月
娥26日表示，讓港青到內地交流、
實習非常有意義，可讓他們了解國
家最新發展，而特區政府過去一兩
年就此做了不少工夫，今年的青年
實習計劃更擴展至保育敦煌文化和
中國科學院，希望參與者抓緊機
會，提升自身能力。
林鄭月娥26日被問到今年暑

假有不少港青到內地交流和學
習，包括大灣區城市，對港青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有何意義？

她表示，自己期盼港青有國
家觀念、香港情懷和世界視野，
也是非常有承擔的下一代，“那
麼香港未來是要不斷地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能提供更多機會讓香

港青年人了解國家最新發展，這
個是我們作為特區政府必須要做
的。”

政府推動青年深化實習
她續指，特區政府過去一兩年

就青年在內地實習方面做了不少工
夫，“尤其是比較深化的實習，像
去年我們就首次辦了兩個非常好的
實習計劃，一個是到北京故宮，一
個是到四川臥龍。今年這兩個計劃
還要繼續，另外又加了兩個，一個
是敦煌的文化，一個是中科院有關
科技的實習。”

林鄭月娥強調，每個實習活
動都給香港青年很多機遇，希望
他們能抓緊這麼好的實習機會，
多了解國家發展，也多提升他們
自身的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
門特區政府消息，澳門特
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今日
（27日）會前往北京，向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匯報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有關問題的意見和建
議。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柯嵐等隨行。

崔世安今赴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26日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新華社

港青北上交流非常有意義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娥（（左三左三））2626日在北京向國日在北京向國
務院副總理韓正務院副總理韓正（（左四左四））匯匯
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會各界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有關問題的意見和建規劃有關問題的意見和建
議議。。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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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機場今年客流料破7千萬
未來3年再開30條航線 2025年建成國際航空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26日舉行的廣州建設國際航

空樞紐創新舉措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公司首次透露廣州白雲

機場建設世界一流機場具體時間表：到2020年，旅客吞吐量達到8千萬人

次，進入全球前10位，貨郵吞吐量達到230萬噸；到2025年，國際航空樞紐

成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億人次，貨郵吞吐量達到350萬噸，這分別比此前

預設目標提高了1千萬人次和50萬噸。與此同時，白雲機場將進一步加強與

香港機場等粵港澳大灣區主要機場的聯動合作，共同提升綜合保障能力和航

空服務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共有超過
75家中外航空公司進駐廣州白雲機場，

航線網絡覆蓋全球220個航點，擁有航線超過
300條，其中，國際航線157條。隨着今年4
月T2航站樓和綜合交通中心投入使用，2018
年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7千萬人次。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邱嘉臣透露，在此基礎上，白雲機場從今年
開始將全力衝刺建設世界一流機場，並制定
具體目標。

2020年客流量進全球前10
邱嘉臣介紹，到2020年，白雲機場旅客

吞吐量力爭達到8千萬人次，進入全球前
10，貨郵吞吐量達到230萬噸，進入全球前
12位；再通過5年努力，國際航空樞紐成
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億人次，貨郵吞吐
量達到350萬噸。
為此，廣州有關方面和白雲機場將通過

五方面措施進一步提升機場的通達性，推動
客貨運輸“兩翼齊飛”。在挖掘客運潛能方
面，將爭取更有利的航權政策，大力發展中遠
程國際航線和洲際航線，增設國際直飛航線，
特別是歐美航線。預計未來3年，將新開國際
航線30條。在打造“大物流”格局方面，將優
化貨站空間佈局，推動實現珠三角地區貨物通
關一體化和24小時通關。
另外，措施還包括提升航班準點率，推

動機場與高鐵、城軌、地鐵的有序銜接，打

造“春風服務”品牌，全面提升旅客服務質
量等。

灣區五大機場市場空間巨大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白雲機場

還將加強與灣區內其他四大機場的合作。廣
東省機場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克儉介
紹，目前，五大機場已形成年度聯席會議制
度，就安全管理、服務質量提升、信息化建
設、便捷交通、綜合交通樞紐建設等，進行
交流合作。
他指，五大機場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合

作共贏關係。目前，各大機場在客貨量方面
都增長較快，在分享市場方面還沒有出現此
消彼長的現象。比如，今年上半年香港機場
的貨郵吞吐量增速甚至超過白雲機場，說明
香港機場前景廣闊。可以預計，在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過程中，粵港澳三地
機場都會受益。

邱嘉臣亦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
程中，白雲機場在日常運作中將與其他四大
機場（香港、澳門、深圳、珠海）互相協
作，比如在航班備降、服務管理培訓、商業
管理方面，都會有很多合作。
邱嘉臣指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五

大機場都面臨生產保障能力不足、不能滿足
航空巨大市場需求的問題，而借助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發展機遇，三地在這方面將會得到
有力提升，共同把航空市場做大。

世界航線發展大會9月廣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被譽為全球民航界“奧
運會”和“世博會”的世界航線發
展大會已成功落戶廣州，今年9月
15日至18日，來自全球約110個國
家的300多家航空公司、700多家機
場管理機構、130多家政府及旅遊機
構等3,000多名代表，將齊聚廣州出
席這一盛會。
據廣州白雲機場負責人表示，

以廣州舉辦世航會為契機，白雲機
場將進一步拓展國際航線，推動廣
東民航高質量發展。
據介紹，2016年以來，白雲機

場新開國際航線59條，新增國際通
航點22個，國際航線網絡遍佈全球
5大洲的86個航點，國際及地區承
運人48個，日均國際航班量達到
322個。借助此次大會，白雲機場
將攜手更多國內外航空公司，增加
航班頻次，優化機型，拓展歐美航
線，鞏固東南亞、大洋洲優勢航
線，打造非洲快線，發展南美航
線，搭建更優質的“空中絲綢之
路”。
在歐洲航線方面，針對歐洲主

要一線城市航權已基本用完現狀，
爭取開通西班牙馬德里等航線，利

用廣州地緣優勢，打造歐洲到大洋
洲的門戶樞紐。
在北美和澳洲及新西蘭市場方

面，推動開通美國芝加哥直航航線
及波士頓等航線。在澳洲悉尼、墨
爾本和新西蘭奧克蘭等航線上增加
運力，提高澳洲和新西蘭產品競爭
力，為旅客提供更豐富的“廣州之
路”出行選擇。在非洲市場方面，
旅遊熱門城市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
等也將是全力推動的重點航線。
此外，在亞洲方面，會以亞洲

各國首都航點為重點開通新航點，
完善廣州到亞洲各國的航線網絡。

■廣州白雲機場年內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7千萬人次，國際中轉旅客亦逐年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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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軍首支AIP潛艇部隊亮劍深藍
圓滿完成極限深潛 創下多項海軍紀錄

美防長：訪華為“傾聽”之旅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央視《軍事報道》節目近日播出了中

國海軍東海艦隊某潛艇支隊的訓練畫面。在畫面中出現了該部

隊最新裝備的新型AIP常規潛艇（即不依賴空氣推進裝置的潛

艇）。新華社25日又在報道中透露隸屬於東海艦隊的解放軍首

支AIP潛艇部隊實兵對抗演練細節，報道指潛艇部隊先後有效

破解某型魚雷攻擊低速目標、定點佈設某型水雷等多項潛艇作

戰難題，圓滿完成首型潛艇極限深潛、多型武器成功實射、戰

備巡邏遠航等重大演訓活動，創造常規潛艇遠航距離最遠、極

限深潛深度最大、邊界條件下擊沉實體靶船等多項海軍紀錄。

這是一次無腳本演練——隨機抽
點一艘潛艇，在規定時間內抵

達指定海區。艇長葉晉說，演練不
預設機動航路、不明確海區就位
點、不劃定固定海域，且模擬攻擊
變成了實打操雷。

大洋設陣 全程對抗 砥礪硬功
攻防幾個回合，魚雷如離弦之

箭撲向對手，首發命中。自此，靜
音性能好、水下自持力高的AIP潛
艇，成為被重點琢磨的對手。而支
隊“巧妙抵近”“主動示形、隱蔽
攻擊”等系列戰術，也被水面艦艇
部隊視作經典戰例，反覆研究破解
之道。
大洋設陣、全程對抗，早已成

為支隊常態。
他們採取主動申請海區、潛艇

交替出海、連續參演等方式，常態
化設置難局、險局、危局等課目砥
礪硬功。在一次次近似實戰的較量
中，支隊數十套隱蔽戰法得到檢
驗，官兵打贏本領和必勝信心大幅
提升，並邁開了從“拿敵練兵”到
“尋敵練兵”的步伐。
作為東海當面的主戰兵力、首

戰兵力、懾戰兵力，支隊“訓到大
綱上限、訓出裝備極限”，自提標

準讓航程距離越來越遠、作戰半徑越
拉越長、下潛深度越來越深，挑戰裝
備安全臨界值，挖掘裝備和人員最大
作戰潛能。

高敵一環 遠敵一米 快敵一秒
“只有敢於挑戰極限、抵禦頑

敵，才是真正聚焦實戰。”支隊長劉
榮富說，“平時不練就‘高敵一環、
遠敵一米、快敵一秒’的本領，戰時
就難以穩操勝券。”
一次，某艇執行專項長航任務。

艇長李明帶領官兵長時間在深海大洋時
而水下潛航、時而快速機動、時而隱蔽
周旋，將巡航深度由以往40%提高到
70%，水下訓練時間由短時間斷性航行
向高強度連續性航行轉變，把裝備自給
力逼到極限；全程不見陽光，後期沒有
蔬菜，身處高溫、高濕、高噪的特殊工
作環境，官兵極限化檢驗求勝意志，全
面提升實戰能力，創造出海軍常規潛艇
水下最大自持力紀錄。
官兵們先後攻克了30多個新裝

備險難訓練課目，查找和排除潛艇安
全隱患數千條，取得近百項技術革新
成果，解決了制約戰鬥力提升的“瓶
頸”難題和裝備設計缺陷，數項創新
成果在潛艇部隊推廣使用，轉化為戰
鬥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
投行）理事會26日在此間舉行
的年會上宣佈，已批准黎巴嫩作
為意向成員加入，其成員總數將
增至87個。

亞投行副行長丹尼．亞歷山
大表示，歡迎黎巴嫩作為新的意
向成員加入亞投行，“作為中東
地區重要的商業中心，我們期待
黎巴嫩在亞投行內部能發揮積極

作用。”據悉，作為意向成員加
入亞投行獲批後，黎巴嫩還需走
完國內法定程序並將首筆資本金
繳存銀行後，才能成為正式成
員。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為 57

個，此次宣佈黎巴嫩的加入，是
亞投行成立以來的最新一次擴
容。亞投行第三次年會25日至
26日在印度孟買召開。亞投行表
示，將繼續歡迎新的成員加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國國
防部25日說，國防部長馬蒂斯啟程前往中
國訪問前表示，自己此次訪華旨在傾聽中
方對發展兩國戰略關係的意見，並與中方
就彼此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
據新華社報道，馬蒂斯將於6月26日

至28日訪問中國。馬蒂斯當地時間24日對
隨行媒體團表示，雙方將就彼此的軍事戰
略交換意見，探討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
確定雙方利益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並繼續
保持對話。馬蒂斯說，自己將充分聽取中
方對發展兩國戰略關係的意見，並闡述美
方的看法。
馬蒂斯認為中美在地區安全、繁榮和

自由方面都擁有共同利益。除了推動朝鮮
半島無核化外，中美還可能就阿富汗反恐
等領域的合作展開對話。

外交部：冀中美相互尊重 管控分歧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26日主持例行

記者會，被問到美國防長馬蒂斯26日已經
抵京，他此訪正值中美之間在南海和貿易
等問題上關係緊張之際，中方邀請馬蒂斯
在中美關係艱難、敏感的時期訪華，是否
意在釋放積極信號？陸慷回應說，關於馬

蒂斯防長訪華的問題，中國國防部新聞發
言人已發佈了消息，也介紹了有關情況。
中美兩軍交流一直是中美兩國交往與合作
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段時間以來，中美兩
軍交流也在不斷發展。馬蒂斯防長此訪是
雙方早已商定的。雙方將就兩國、兩軍關
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至於中美關係現在是否處於非常敏

感或問題很多的時期，陸慷說，大家可
能現在比較關注中美經貿關係出現的一
些情況。我們多次指出，中美兩個大國
建交40年來，各領域利益已高度融合，
相互交往與合作越來越多，接觸面也越
來越大。兩國關係在不同時期、不同領
域出現一些情況都是難免的。關鍵是無
論在哪個領域，雙方都應本着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的
精神妥善處理好兩國關係。我相信，只
要雙方都有這樣的意願，相向而行，沒
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
此次馬蒂斯訪華期間的氛圍會如何呈

現？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劉琳25日在接受
《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雙方會晤會在
積極的氛圍中進行，雙方會本着對話合
作、妥處分歧的着眼點出發。

亞投行批准黎巴嫩加入
成員將增至87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
26日對外公佈消息，自2018年7
月1日起，對原產於孟加拉國、印
度、老撾、韓國、斯里蘭卡的進
口貨物適用《〈亞洲-太平洋貿易
協定〉第二修正案》協定稅率。

《亞洲-太平洋貿易協定》
協定稅率表公佈了8,549項商品
的稅率，部分商品將從7月1日
起，實施比最惠國稅率更低的協
定稅率。其中，黃大豆、黑大
豆、青大豆、其他大豆、其他油
菜子等協定稅率為0。

華降自孟印等國進口貨物關稅
大豆稅率為零

■■美國國防部美國國防部2525日說日說，，國防部長馬蒂斯啟程國防部長馬蒂斯啟程
前往中國訪問前表示前往中國訪問前表示，，自己此次訪華旨在傾自己此次訪華旨在傾
聽中方對發展兩國戰略關係的意見聽中方對發展兩國戰略關係的意見，，並與中並與中
方就彼此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方就彼此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2626日日，，馬蒂馬蒂
斯已到達北京斯已到達北京。。 路透社路透社

■■央視央視《《軍事報道軍事報道》》節目近日播出海軍東海艦隊某潛艇支隊的訓練畫面節目近日播出海軍東海艦隊某潛艇支隊的訓練畫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官兵跑步進入潛艇準備海訓官兵跑步進入潛艇準備海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官兵在海訓中進行對官兵在海訓中進行對AIPAIP系統故障分析系統故障分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AIP 潛 艇 （Air Independent
Propulsion），指的是使用不依賴
空氣推進發動機作為動力的潛艇。

該類潛艇明顯地減少了使用通氣管航行的時間，增加了
水下續航力，降低了潛艇的暴露率，彌補了常規潛艇水
下續航力不足的重大缺陷，被譽為“準”核潛艇。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準準””核潛艇核潛艇：：AIPAIP潛艇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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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機場今年客流料破7千萬
未來3年再開30條航線 2025年建成國際航空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26日舉行的廣州建設國際航

空樞紐創新舉措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公司首次透露廣州白雲

機場建設世界一流機場具體時間表：到2020年，旅客吞吐量達到8千萬人

次，進入全球前10位，貨郵吞吐量達到230萬噸；到2025年，國際航空樞紐

成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億人次，貨郵吞吐量達到350萬噸，這分別比此前

預設目標提高了1千萬人次和50萬噸。與此同時，白雲機場將進一步加強與

香港機場等粵港澳大灣區主要機場的聯動合作，共同提升綜合保障能力和航

空服務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共有超過
75家中外航空公司進駐廣州白雲機場，

航線網絡覆蓋全球220個航點，擁有航線超過
300條，其中，國際航線157條。隨着今年4
月T2航站樓和綜合交通中心投入使用，2018
年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7千萬人次。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邱嘉臣透露，在此基礎上，白雲機場從今年
開始將全力衝刺建設世界一流機場，並制定
具體目標。

2020年客流量進全球前10
邱嘉臣介紹，到2020年，白雲機場旅客

吞吐量力爭達到8千萬人次，進入全球前
10，貨郵吞吐量達到230萬噸，進入全球前
12位；再通過5年努力，國際航空樞紐成
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億人次，貨郵吞吐
量達到350萬噸。
為此，廣州有關方面和白雲機場將通過

五方面措施進一步提升機場的通達性，推動
客貨運輸“兩翼齊飛”。在挖掘客運潛能方
面，將爭取更有利的航權政策，大力發展中遠
程國際航線和洲際航線，增設國際直飛航線，
特別是歐美航線。預計未來3年，將新開國際
航線30條。在打造“大物流”格局方面，將優
化貨站空間佈局，推動實現珠三角地區貨物通
關一體化和24小時通關。
另外，措施還包括提升航班準點率，推

動機場與高鐵、城軌、地鐵的有序銜接，打

造“春風服務”品牌，全面提升旅客服務質
量等。

灣區五大機場市場空間巨大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白雲機場

還將加強與灣區內其他四大機場的合作。廣
東省機場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克儉介
紹，目前，五大機場已形成年度聯席會議制
度，就安全管理、服務質量提升、信息化建
設、便捷交通、綜合交通樞紐建設等，進行
交流合作。
他指，五大機場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合

作共贏關係。目前，各大機場在客貨量方面
都增長較快，在分享市場方面還沒有出現此
消彼長的現象。比如，今年上半年香港機場
的貨郵吞吐量增速甚至超過白雲機場，說明
香港機場前景廣闊。可以預計，在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過程中，粵港澳三地
機場都會受益。

邱嘉臣亦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
程中，白雲機場在日常運作中將與其他四大
機場（香港、澳門、深圳、珠海）互相協
作，比如在航班備降、服務管理培訓、商業
管理方面，都會有很多合作。
邱嘉臣指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五

大機場都面臨生產保障能力不足、不能滿足
航空巨大市場需求的問題，而借助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發展機遇，三地在這方面將會得到
有力提升，共同把航空市場做大。

世界航線發展大會9月廣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被譽為全球民航界“奧
運會”和“世博會”的世界航線發
展大會已成功落戶廣州，今年9月
15日至18日，來自全球約110個國
家的300多家航空公司、700多家機
場管理機構、130多家政府及旅遊機
構等3,000多名代表，將齊聚廣州出
席這一盛會。
據廣州白雲機場負責人表示，

以廣州舉辦世航會為契機，白雲機
場將進一步拓展國際航線，推動廣
東民航高質量發展。
據介紹，2016年以來，白雲機

場新開國際航線59條，新增國際通
航點22個，國際航線網絡遍佈全球
5大洲的86個航點，國際及地區承
運人48個，日均國際航班量達到
322個。借助此次大會，白雲機場
將攜手更多國內外航空公司，增加
航班頻次，優化機型，拓展歐美航
線，鞏固東南亞、大洋洲優勢航
線，打造非洲快線，發展南美航
線，搭建更優質的“空中絲綢之
路”。
在歐洲航線方面，針對歐洲主

要一線城市航權已基本用完現狀，
爭取開通西班牙馬德里等航線，利

用廣州地緣優勢，打造歐洲到大洋
洲的門戶樞紐。
在北美和澳洲及新西蘭市場方

面，推動開通美國芝加哥直航航線
及波士頓等航線。在澳洲悉尼、墨
爾本和新西蘭奧克蘭等航線上增加
運力，提高澳洲和新西蘭產品競爭
力，為旅客提供更豐富的“廣州之
路”出行選擇。在非洲市場方面，
旅遊熱門城市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
等也將是全力推動的重點航線。
此外，在亞洲方面，會以亞洲

各國首都航點為重點開通新航點，
完善廣州到亞洲各國的航線網絡。

■廣州白雲機場年內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7千萬人次，國際中轉旅客亦逐年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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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機場今年客流料破7千萬
未來3年再開30條航線 2025年建成國際航空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26日舉行的廣州建設國際航

空樞紐創新舉措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公司首次透露廣州白雲

機場建設世界一流機場具體時間表：到2020年，旅客吞吐量達到8千萬人

次，進入全球前10位，貨郵吞吐量達到230萬噸；到2025年，國際航空樞紐

成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億人次，貨郵吞吐量達到350萬噸，這分別比此前

預設目標提高了1千萬人次和50萬噸。與此同時，白雲機場將進一步加強與

香港機場等粵港澳大灣區主要機場的聯動合作，共同提升綜合保障能力和航

空服務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共有超過
75家中外航空公司進駐廣州白雲機場，

航線網絡覆蓋全球220個航點，擁有航線超過
300條，其中，國際航線157條。隨着今年4
月T2航站樓和綜合交通中心投入使用，2018
年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7千萬人次。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邱嘉臣透露，在此基礎上，白雲機場從今年
開始將全力衝刺建設世界一流機場，並制定
具體目標。

2020年客流量進全球前10
邱嘉臣介紹，到2020年，白雲機場旅客

吞吐量力爭達到8千萬人次，進入全球前
10，貨郵吞吐量達到230萬噸，進入全球前
12位；再通過5年努力，國際航空樞紐成
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億人次，貨郵吞吐
量達到350萬噸。

為此，廣州有關方面和白雲機場將通過
五方面措施進一步提升機場的通達性，推動
客貨運輸“兩翼齊飛”。在挖掘客運潛能方
面，將爭取更有利的航權政策，大力發展中遠
程國際航線和洲際航線，增設國際直飛航線，
特別是歐美航線。預計未來3年，將新開國際
航線30條。在打造“大物流”格局方面，將優
化貨站空間佈局，推動實現珠三角地區貨物通
關一體化和24小時通關。

另外，措施還包括提升航班準點率，推
動機場與高鐵、城軌、地鐵的有序銜接，打

造“春風服務”品牌，全面提升旅客服務質
量等。

灣區五大機場市場空間巨大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白雲機場

還將加強與灣區內其他四大機場的合作。廣
東省機場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克儉介
紹，目前，五大機場已形成年度聯席會議制
度，就安全管理、服務質量提升、信息化建
設、便捷交通、綜合交通樞紐建設等，進行
交流合作。

他指，五大機場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合
作共贏關係。目前，各大機場在客貨量方面
都增長較快，在分享市場方面還沒有出現此
消彼長的現象。比如，今年上半年香港機場
的貨郵吞吐量增速甚至超過白雲機場，說明
香港機場前景廣闊。可以預計，在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過程中，粵港澳三地
機場都會受益。

邱嘉臣亦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
程中，白雲機場在日常運作中將與其他四大
機場（香港、澳門、深圳、珠海）互相協
作，比如在航班備降、服務管理培訓、商業
管理方面，都會有很多合作。
邱嘉臣指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五

大機場都面臨生產保障能力不足、不能滿足
航空巨大市場需求的問題，而借助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發展機遇，三地在這方面將會得到
有力提升，共同把航空市場做大。

世界航線發展大會9月廣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被譽為全球民航界“奧
運會”和“世博會”的世界航線發
展大會已成功落戶廣州，今年9月
15日至18日，來自全球約110個國
家的300多家航空公司、700多家機
場管理機構、130多家政府及旅遊機
構等3,000多名代表，將齊聚廣州出
席這一盛會。
據廣州白雲機場負責人表示，

以廣州舉辦世航會為契機，白雲機
場將進一步拓展國際航線，推動廣
東民航高質量發展。
據介紹，2016年以來，白雲機

場新開國際航線59條，新增國際通
航點22個，國際航線網絡遍佈全球
5大洲的86個航點，國際及地區承
運人48個，日均國際航班量達到
322個。借助此次大會，白雲機場
將攜手更多國內外航空公司，增加
航班頻次，優化機型，拓展歐美航
線，鞏固東南亞、大洋洲優勢航
線，打造非洲快線，發展南美航
線，搭建更優質的“空中絲綢之
路”。

在歐洲航線方面，針對歐洲主
要一線城市航權已基本用完現狀，
爭取開通西班牙馬德里等航線，利

用廣州地緣優勢，打造歐洲到大洋
洲的門戶樞紐。

在北美和澳洲及新西蘭市場方
面，推動開通美國芝加哥直航航線
及波士頓等航線。在澳洲悉尼、墨
爾本和新西蘭奧克蘭等航線上增加
運力，提高澳洲和新西蘭產品競爭
力，為旅客提供更豐富的“廣州之
路”出行選擇。在非洲市場方面，
旅遊熱門城市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
等也將是全力推動的重點航線。
此外，在亞洲方面，會以亞洲

各國首都航點為重點開通新航點，
完善廣州到亞洲各國的航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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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動開通美國芝加哥直航航線
及波士頓等航線。在澳洲悉尼、墨
爾本和新西蘭奧克蘭等航線上增加
運力，提高澳洲和新西蘭產品競爭
力，為旅客提供更豐富的“廣州之
路”出行選擇。在非洲市場方面，
旅遊熱門城市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
等也將是全力推動的重點航線。
此外，在亞洲方面，會以亞洲

各國首都航點為重點開通新航點，
完善廣州到亞洲各國的航線網絡。

■廣州白雲機場年內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7千萬人次，國際中轉旅客亦逐年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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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層撲火：押股風險可控
質押傳聞嚇散 滬指較年初高位瀉20% 已進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A股近期疲

弱不振，股票質押風險被指是造成跌市的一大禍首，驚

動了中國監管層漏夜救市。上海證交所、深圳交易所、

中國證券業協會和中國銀行業協會四大部門26日凌晨集

體發聲，強調股票質押風險總體可控，對市場短期衝擊

有限。不過，26 日滬綜指收市依然下挫 0.52%，報

2,844點，上證綜指由今年1月份的高位下跌20.1%，技

術上進入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小米首日招股反應不似預
期，港元短期拆息全面回落，
隔夜拆息26日跌至0.90571厘，
按日跌近50%，1個月拆息亦結
束 19 連升，26 日跌至 2.0825
厘。花旗銀行香港及澳門區行
長伍燕儀26日出席花旗集團－
社聯大學生社責實踐計劃活動
時表示，受不少外圍因素影
響，目前港元拆息仍然波動，
未來香港會否加息主要視乎美
國加息步伐，在美國下半年將
再加息2次的預期下，料港息終
將跟隨美息步伐，香港今年內
或會上調最優惠利率（P）。

近期拆息升因新股抽緊銀根
伍燕儀表示，港元短期拆

息在前一段時間呈上升趨勢，
料與招股活動抽緊銀根有關。
問到不少銀行近期調高定存息
率，但在P仍按兵不動下，會否
對銀行資金成本造成壓力，她

指在環球利率加息預期下，的確不少銀行
搶先調高部分定存息率，但大部分都集中
在12個月或18個月等較長期的定存，她相
信美國持續加息預期下，香港年內終將加
P，屆時將減輕港美息差持續擴闊下所帶
來的壓力。
伍燕儀亦提到，該行今年上半年貸款

增長亦非常良好，但暫時未能透露確實的
升幅，她亦強調該行不會因為短期拆息波
動，而改變貸款定價上推行的長期策略。
但她提醒，銀行業界或會因應市場環境，
對按揭息口作出調整，建議市民重新審視
個人負擔能力及還款能力，再作出投資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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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儀稱，受不少外圍因素
影響，目前港元拆息仍然波
動。 馬翠媚 攝

近期A股走弱的主要原因
1 市場對股票質押風險擔憂升級

2 中美貿易戰陰霾影響市場情緒

3 大型獨角獸、CDR等或存“抽血效應”

4 去槓桿和資管新規使得股市資金供求失衡

5“五窮六絕”疊加世界盃“魔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據Wind統計數據顯示，A股3,526
家上市公司中，有3,453家進行

股票質押，佔比97.96%。更有券商
稱，截至6月19日收盤，當前A股正常
交易的公司中，有619家的股價接近預
警線，其中564家跌破預警線。股價接
近平倉線的公司共425家，其中353家
跌破平倉線。不少分析認為，近期市場
對股票質押風險擔憂迅速升級，高比例
股票質押是多輪個股“閃崩潮”的罪魁
禍首。因“炸彈”隨時可能引爆，是導
致近期A股市場一蹶不振的“元兇”。

目前低於平倉線股票市值佔比微
不過，根據上交所、深交所、中

國證券業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公佈
的數據，股票質押風險未如傳聞中恐
怖。四大部門的公告披露，目前低於
平倉線的股票市值僅佔總市值1%，其

中滬市佔比不到0.2%，深市佔比不到
2%。兩市股票質押市值加權平均履約
保障比例維持在200%。

上交所：日均違約處置僅1900萬
上交所表示，當前滬市股票質押

總市值佔滬市總市值的3%，上周上交
所股票質押融資實際日均違約處置約
1,900萬元（人民幣，下同），未見顯
著變化，從股票質押交易定位、風險
防範機制和實際情況看，違約處置對
二級市場影響非常有限。

上周還有外媒報道指，中國監管
部門已對券商進行窗口指導，要求大
額股票質押需經監管部門同意方能賣
出，不允許強行平倉，此舉意在維護
市場穩定。但據上交所的解釋，從出
資方的風險防範機制來看，對於因股
價下跌導致擔保不足的合約，資金融

出方通常不會立即要求平倉，而是與
融入方協商，通過部分提前購回、延
期購回、補充標的證券或者其他質押
物等多種方式進行處理。

對於最終確需處置的交易，證券
公司也不會簡單通過二級市場“一平
了之”，更傾向於尋找有意整體承接
股權的主體，通過協議轉讓達成交
易。對5%以上股東、董監高、特定股
東的違約處置，仍需遵守上市公司股
份減持規定中關於減持時間、比例和
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截至目前，
滬市尚未發生由於二級市場平倉賣
出，導致上市公司控制權非正常轉移
的情況。

救市成效未顯 滬指跌勢仍未止
監管層漏夜救市，但成效似乎不

大，26日滬深兩市漲跌互現，滬綜指

報2,844點，跌14點或0.52%；深成指
報9,339點，漲14點或0.16%；創業板
指反彈力度最大，升26點或1.71%，
報1,564點。兩市共成交3,258億元。

盤面上，多數行業板塊收紅，軟
件服務、航天航空板塊漲超3%，電子
信息、通訊、安防設備、電子元件等
升幅超2%。貴金屬、鋼鐵、民航機
場、煤炭、銀行、房地產等板塊則領
跌兩市。
創業板指走勢強勁，或與人民銀

行、銀保監會、證監會、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聯合推出的《關於進一步深化小
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相關。《意
見》從貨幣政策、監管考核、內部管
理、財稅激勵、優化環境等方面提出23
條具體措施，督促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
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緩解小微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滬綜指滬綜指2626日續挫日續挫00..5252%%，，較今年較今年11月份高位累跌月份高位累跌2020%%，，技術上進入熊市技術上進入熊市。。



AA1010台灣日報
星期三 2018年6月27日 Wednesday, June 27, 2018

（中央社）新北市府社會局今天晚間表
示，某安置機構所發生的性侵害案件，接獲
單位通報後，啟動相關調查與訪視等機制，
也針對加害人提出獨立告訴。市府將會持續
加強管理監督機制。

新北市某安置機構發生某男性職員自民
國106年起，涉嫌猥褻機構內數名男童，經台
北地檢署起訴。監察委員楊芳婉重視本案，
今天透過新聞稿表示，已於25日申請自動調
查，新北市政府對曾已發生性侵害事件的安
置機構，有無採取適當的評鑑淘汰機制，與
善盡監督責任。

新北市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長劉倩
如今天晚上受訪表示，這一所機構在民國101
年就曾發生性侵害事件，當時，102年監察委
員高鳳仙、黃武次已經啟動相關調查。

劉倩如說，當時監委針對新北市政府督
管兒少育幼安置機構的兒少保護事件依法通
報、行政稽查管理、相關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這些相關事宜都有指導，監委對當時新北
市府的改善作為，都表示妥適。

劉倩如說，監委楊芳婉所關心的這次性
侵害事件，106年案發後，機構有通報新北市
府。市政府獲報，針對事件調查、家庭訪視
、受害孩童的訪視，都啟動社工調查，並由
機構解雇加害者。

劉倩如說，經市府調查後針對加害人提
出獨立告訴。市政府會針對楊芳婉委員所關
心關於機構評鑑事項提出說明，市府並持續
加強管理監督機制，更重視兒童人身安全及
保護預防機制。

安置機構再爆性侵 新北對加害人提獨立告訴

（中央社）台中市大里國民運動中心工程基地，今天開挖地基時發現一枚未爆彈，施工
人員立刻報案，警方到場警戒並通知軍方處理，初步研判沒有立即危險，將在清除與重新檢
查後開放施工。

台中市警察局霧峰分局今天表示，位於台中市大里區運動公園內的大里國民運動中心工
程，下午4時50分基地開挖時，操作挖土機的駕駛在土堆中，發現一枚未爆彈，駕駛擔心引
發爆炸立即向警方報案，員警獲報到場拉起封鎖線，並通知陸軍第十軍團到場處理。

警方表示，軍方人員晚間6時多到場，初步研判未爆彈內已無火藥，沒有立即性危險，
至於是否為120公厘迫砲彈或81公厘迫砲彈，必須帶回鑑定後才能確定，現場在軍方處理完
畢及檢查後，才能重新開放工程進行。

中市運動中心發現未爆彈 軍警到場處理

（中央社）前新竹縣長鄭永金不滿前國民大
會代表田昭容於103年新竹縣長競選期間，公開影
射他可能賄選，向法院起訴求償。一審判田昭容
應賠新台幣80萬元，高院今天改判免賠，全案確
定。

曾於民國90年至98年擔任新竹縣長的鄭永金
主張，103年間與現任新竹縣長邱鏡淳競選第17屆
新竹縣長，當時為邱鏡淳助選的田昭容公開表示
， 「我很想問我們的選民，有誰沒有拿過他們
（鄭永金）家的錢？」

田昭容還表示， 「以我們觀察過去的選舉經
驗，我們蠻擔心我們的對手鄭先生在選情告急的
時候，會用買票這樣的一個行為來賄賂選民。」
鄭永金不滿田昭容言論，求償新台幣150萬元。

新竹地方法院一審認為，田昭容言論使選民
誤認鄭永金及其家族歷來均以行賄的參選模式進
行選舉活動的可能，令選區選民對鄭永金的品德

、操守產生質疑，侵害鄭永金名譽權，判決田昭
容賠償80萬元。

案經上訴，台灣高等法院承審合議庭認為，
鄭永金投入選舉，應以最大容忍接受公眾檢視。

判決書指出，田昭容觀察鄭永金歷來參選期
間，陸續發生有人為其買票的事件，且鄭永金曾
被控為連任議長賄選議員，因行賄對象欠缺身分
構成要件而不罰，諸多證人也將聽聞鄭永金或家
族成員買票等事告訴田昭容。

合議庭認為，田昭容基於歷來觀察及相關事
證，確信消息來源並非虛構，就可受公評的新竹
縣選舉發表主觀看法，交由選民省思及判斷，並
無所謂真實與否問題，也難以認定是惡意評論。

合議庭還指出，鄭永金另對田昭容提出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刑事自訴案，已獲最高法
院判決無罪確定，因此認定田昭容並未侵害鄭永
金名譽權，今天改判田昭容免賠，不得上訴。

不滿遭影射賄選 鄭永金求償敗訴確定

（中央社）立法院立法通過山羌從保育
動物名單除名，曾為原民打過官司的律師陳
采邑說，這是反應實際情況。她統計，原住
民因傳統狩獵，吃上官司最多的就是獵捕山
羌，比例超過7成。

立法院通過將山羌從保育類名單除名，
曾經幫因為獵捕山羌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布
農族孝子王光祿，提起非常上訴的律師陳采
邑說，昨晚緊盯這個消息，聽到山羌除名，
真的很想哭。

她說，原住民因為傳統狩獵涉案最多的
是因為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其中又以抓山

羌佔了 7 成以上。她從司法院統計，從民國
93年1月至105年6月，原住民因獵捕野生動
物被判有罪的 355 人，其中獵捕到山羌的是
259人，佔了有罪人數72%，她會將數據提供
林務局參考。

陳采邑說，除了被判有罪入監外，也背
負了保育殺手的汙名，法官甚至在判決書上
用 「山羌」遭盜獵嚴重而拒絕給族人緩刑。

陳采邑指出，原住民狩獵到物種與數量
，正是反應野生動物族群的現況，代表山羌
保育有一定的數量了。希望未來也能定期調
整野生動物保育名單。

原住民違反動保法 259人因山羌入監

國軍反登陸作戰演練國軍反登陸作戰演練
國軍第五作戰區國軍第五作戰區2626日在台中番仔寮陣地實施日在台中番仔寮陣地實施 「「作戰區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作戰區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 任務任務，，

由陸由陸、、海海、、空三軍部隊共同執行空三軍部隊共同執行，，過程逼真確實過程逼真確實。。

（中央社）桃園市桃園區一處民宅前，上
午疑因施工不慎挖破瓦斯管線引發無名大火，
火勢一度延燒至2樓，消防隊員獲報緊急撲滅火
勢，工程人員也緊急切斷瓦斯供應，並進行後
續搶修。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今天接獲民眾報案指出
，桃園區莊敬路一處民宅前，因為工程施做時
不慎挖破瓦斯管線，引發現場火勢，大火一度
延燒民宅騎樓柱子，甚至往上延燒至2樓，嚇壞
住在裡面的居民。

消防局緊急派出消防車 11輛、救護車1輛
及消防隊員27名，同時橫向聯繫欣桃瓦斯公司
工程人員前往搶救。消防隊員在抵達現場後，
立即撲滅火勢，並佈好水線灑水降溫，避免火
勢再度復燃。

欣桃公司也立即封路處理，除了先切斷瓦
斯的供應，隨即則由工程人員進行搶修，並在
上午11時37分成功截斷管線，才解除管線破裂
造成的瓦斯外漏；至於詳細的財務損失及起火
原因，有待後續調查。

工程施做挖破瓦斯管 桃園無名烈焰衝2樓

花蓮火車站前機車出租行火警花蓮火車站前機車出租行火警
花蓮縣消防局花蓮縣消防局2626日上午日上午77時多接獲民眾報案時多接獲民眾報案，，花蓮火車站前一家機車出租行傳出火警花蓮火車站前一家機車出租行傳出火警，，火勢相火勢相

當猛烈當猛烈，，所幸店員及時逃出店外無人傷亡所幸店員及時逃出店外無人傷亡，，經消防人員全力灌救後經消防人員全力灌救後，，迅速將火勢撲滅迅速將火勢撲滅。。

書寫台灣同志活動書寫台灣同志活動 創作者齊聚一堂創作者齊聚一堂
紐文中心舉辦紐文中心舉辦 「「書寫台灣同志書寫台灣同志」」 記者會記者會，（，（前排左起前排左起））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系教授葛瑞格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系教授葛瑞格、、紐約紐約

市立大學馬丁西格劇院總監亨茨克市立大學馬丁西格劇院總監亨茨克、、駐紐約辦事處長徐儷文駐紐約辦事處長徐儷文、、劇作家簡莉穎劇作家簡莉穎、、紐文中心主任張書豹紐文中心主任張書豹
，（，（後排左起後排左起））紐約亞裔同志團體紐約亞裔同志團體GAPIMNYGAPIMNY代表代表Andrew ChouAndrew Chou、、導演周東彥導演周東彥、、劇作家蔡柏璋劇作家蔡柏璋、、導導
演王育麟出席演王育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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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天辦公 請電話預約:

(713)772-0300 / (832)863-8882

專精一般跌打痛症
專精治理/

＊坐骨神經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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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匯琳堂 ]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A03_SELFWELLNESS匯琳堂謝鸚翰中醫56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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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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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中央社）台股近期表現疲弱，金管會信
心喊話，指出國內景氣穩定成長，台股整體基
本面良好，且相較主要國家股市，台股表現相
對佳；強調將持續關注國內外金融市場變化，
適時採取相關措施。

美中貿易戰升溫，美股昨晚大跌逾300點
，台股今天開低震盪，一度大跌135點，跌破
年線10711點，中場後逢低買盤加溫，指數終
場收復年線，留下近 80 點的長下影線。終場
加權指數收在 10742.17 點，下跌 44.29 點，跌
幅0.41%，成交值新台幣1407億元。

金管會證期局副局長蔡麗玲表示，主計總
處將今年經濟成長率上修至2.6%，財政部公布
今年5月出口291.2億美元，前5月出口1355.8
億美元，創歷年同期最高；且根據經濟部統計
，今年累計前5月外銷訂單1981.2億美元，亦
創歷年同期新高。另根據國發會公布今年4月
景氣對策信號，燈號續呈綠燈，顯示當前國內
經濟溫和擴張。

此外，蔡麗玲指出，全台上市櫃公司營收
及獲利持續成長，今年前5月營收合計約12.92
兆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9.59%；第1季上市櫃
公司稅前淨利合計約 5241 億元，亦較去年同
期成長14.21%，且台股截至今年5月底，本益
比約15.36倍，尚屬合理；現金殖利率達4.05%
，顯示台股整體基本面良好。

蔡麗玲說，近日國際股市受到美中貿易摩
擦等因素影響波動較大，台股亦受影響連動，
但今年至 26 日收盤止，台股加權股價指數仍
上漲 1.35%，日本下跌 1.87%、香港下跌 3.2%
、韓國下跌4.44%、上海下跌13.54%、美國道
瓊下跌1.89%，顯見台股表現相對佳。

金管會表示，將持續注意美中貿易摩擦事
件發展，並要求證交所及櫃買中心適時請受影
響的上市櫃公司，對外公開說明可能受影響的
程度與因應情形，以利投資人瞭解。另外，金
管會也將持續關注國內外金融市場變化，適時
將採取相關措施。

台股跌近年線 金管會喊話：基本面仍好

（中央社）租賃專法明天上路，房仲業者認
為，雖然租屋押金限制2個月，且不得阻止設籍
報稅，有利房客；但房租收入課稅，以及違建出
租問題攤在陽光下，卻不利房東，仍是必須面對
的問題。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明天上路，內
政部並將陸續發布 「住宅租賃契約」、 「住宅包
租契約」、 「住宅轉租契約」、 「委託管理契約
」等4項契約，將與租賃住宅相關契約行為全面
納管，讓國人簽約時有所依循。

住商不動產企劃研究室經理徐佳馨表示，租
賃專法實施後將面臨結構性的問題要克服，守法
的房東出租房屋，日後租金收入多寡都無所遁形
，房東要面臨稅負增加的問題外，房東是否願意
主動報稅，甚至補繳以前未申報的房租收入是一

大問號。
台灣房屋智庫發言人張旭嵐則指出，租賃專

法實施後，由各縣市政府提供平台公開招標，得
標的包租業者負責平台營運、代管業者負責加入
平台的房屋管理維護；包租、代管業者分責管理
。

她說，未來會有利民眾將閒置的空屋或房間
拿到平台招租，但因做法公開透明，房東會面臨
租金收入被攤在陽光下，課稅的問題；加上租金
仍須提供一定比例給包租、代管業者，房東得接
受減少租金收入的現實。

張旭嵐直言，若是熱門的房屋，屋主不須透
過政府的平台出租，一樣可以順利找到承租者，
冷門的房屋放在政府的平台招租，萬一租不出去
，對得標負責的營運包租業者也是一種壓力。

（中央社）台水公司董事長郭俊銘表示，
正規劃研議成立轉投資事業，延攬資優的退休
人員，協助公司進行技術與經驗傳承，目標在
民國120年讓漏水率降至10%。

台水公司今天舉行107年股東常會，郭俊
銘致詞時提到，台水公司去年在漏水率與成本
控制雙雙創下新低紀錄，售水量與盈餘則寫下
歷史新高；面對今年水情嚴峻，台水也已針對
旱災採取調配供水措施，確保供水穩定。

由於台水屆齡退休人數已逾 1400 人，為
避免退休人力缺口導致技術斷層，進而增加供
水風險，郭俊銘提出成立轉投資事業的構想，
並延攬資優的退休人員協助進行技術與經驗傳
承，目標在民國120年讓漏水率降至10%。

此外，郭俊銘說，水價合理化是當前重要
工作目標，今年確定不會調漲水價，而即便未
來調整水價，也會確保一般民生用水不受水價

調整影響。
台灣缺水，但水價和其他國家相比仍相對

偏低，台水公司自 1994 年以來，已經長達 24
年沒有調整過水價；目前水價每度平均新台幣
9.2元，僅次於中東伊朗、東非模里西斯，水
價合理化始終是外界關注議題。

郭俊銘對此表示，今年水價確定不會調整
，但明年將視公司營運及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配合政府政策適時推動水價合理化。

台水表示，目前正規劃增加水價級距，打
算將級距從現有的4級增加至6級，但不影響
每期用水量40度以下的一般民生用水。

另外，展望未來，台水表示，面對全球氣
候異常、雨量分布不均等內外在環境變數影響
，台水公司將持續朝降低漏水、提升供水服務
品質、活化人力資源與健全財務結構等目標前
進，維持國內民生與產業用水穩定。

（中央社）盛夏來臨，連日高溫，用電量隨之攀高，今天下
午1時41分衝上用電量高峰，達3525.9萬瓩，擠下25日用電紀
錄，排進今年以來用電量第9高，亮供電吃緊黃燈。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包括台北市與花蓮縣已經連續3天出
現 36 度高溫，炎熱氣候也讓用電量增加，台電備轉容量率約

6.9%，備轉容量244.5萬瓩。
台電中央副調度監鄭有財受訪時

表示，今天的尖峰負載量為3525萬瓩，較昨天預估的3580萬瓩
減少55萬瓩；從中央氣象局資料研判，到28日前全台氣溫仍然
偏高，但因今天的尖峰負載量較昨天低，因此台電也下修27日
、28日的尖峰負載量從原先的3630萬瓩至3550萬瓩。根據台電

電力預測，預估本週的供電燈號都是亮 「供電吃緊」的黃燈。
依台電統計資料，今年迄今的用電量前10高分別為5月30

日的3677.14萬瓩、5月31日3671.31萬瓩、5月29日3632.86萬瓩
、6月8日3610.20萬瓩、5月28日3600.65萬瓩、6月6日3580.2
萬瓩、6 月 7 日 3570.19 萬瓩、6 月 5 日 3530.2 萬瓩、6 月 26 日
3525.9萬瓩、6月25日3510.79萬瓩。

租賃專法上路 房仲：房東房客都有新課題
台水擬延攬退休人員傳承經驗 降低漏水率

用電量改寫今年第9高亮供電吃緊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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