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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移民 /商業交易
商業及公司法律諮詢

稅法/跨國投資/商標申請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這個聖誕有人歡喜有人憂
一通電話讓川普決定撤軍
《雲南蟲谷》賀歲電影贈票
活動

(綜合報導)2018年9月23日
，外交部領事司和中國駐瑞典
使領館根據當地安全形勢發布
了在瑞典中國公民注意安全的
提醒，有效期至2018年12月22
日。根據瑞典當前安全形勢，
現將該提醒有效期延至2019年
3月22日，具體如下：

近期，中國遊客在瑞典的
安全事件依然多發。近 3 個月
，中國駐瑞使領館已收到近四
十起中國遊客財物遭盜搶的報
告，但瑞警方至今未通報偵破
任何案件，我公民合法權益難
以得到有效保障。外交部領事
司和中國駐瑞使領館再次提醒
在瑞中國公民務必提高安全意
識，合理規劃行程，慎重選擇
旅遊地點和居住地區，加強安

全防範。如遇緊急情況，請在
確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時
報警並與中國駐瑞典使領館聯
繫尋求幫助。

瑞典緊急求助電話112（中
國手機可直接撥打），非緊急
報案電話 11414（中國手機撥
打+46-771141400）

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服
務應急呼叫中心熱線電話：+
86-10-12308/+
86-10-59913991

駐瑞典使館領事保護與協
助電話：+46-763383654（手
機）

駐哥德堡總領館領事保護
與協助電話：+46-709395290
（手機）

中國駐瑞典使館再次提醒中國駐瑞典使館再次提醒
中國公民注意安全中國公民注意安全



AA22要聞速讀
星期日 2018年12月30日 Sunday, December 30, 2018

（綜合報道）當地時間12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乘專機
突訪伊拉克探望當地美軍，還不忘表示美國“不當免費世界警察
”。

但在伊拉克國會議員看來，特朗普自己就做了回“世界警察
”——一聲不吭踏上別國領土，臨走也不見國家元首，是對伊主
權的“侵犯”。有議員直接質問：“伊拉克是美國一個州嗎？”
白宮發言人隨後表示，美方在出發前有通知伊拉克政府，該國總
理邁赫迪曾提議兩人會面，但因“安全和後勤”考慮取消，改為
電話交流。
伊國會兩黨皆不滿

觀察者網此前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於東部時間12月26日
凌晨出發，經過11個小時的飛行，於當地時間12月26日晚抵達
駐伊美軍阿薩德（Ain al-Asad）空軍基地，停留三個小時後又匆
匆離開，“號稱”全程對外保密。
特朗普訪問結束後發布的推特

然而特朗普此行並未會見包括總理邁赫迪（Abdul Mahdi）
在內的伊拉克官員，令伊國會十分不滿。路透社介紹，國會最大
的兩個黨團之一“改革聯盟”（Islah Bloc）領袖薩阿迪（Sabah
Al-Saidi）要求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特朗普對伊拉克主權的公
然侵犯”。

美聯社引述薩阿迪的話：“特朗普應該知道底線在哪裡，美
國對伊拉克的軍事佔領早就結束了。”他認為特朗普這樣“溜”
進來，“好像伊拉克是美國的一個州一樣”。

“改革聯盟”的對手，另一大黨團“建設聯盟”（Bina Bloc
）也在聲明中譴責，“特朗普的突訪是公然違反外交慣例，顯示
出他與伊拉克政府打交道時的輕蔑與敵意”。
會面地點定不了，乾脆取消

伊拉克政府新聞處表示，美方確有提前通報特朗普的行程。
伊國會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總理邁赫迪曾邀請特朗普在巴格達見
面，但後者反而提出來阿薩德空軍基地，兩地相距約100公里。
會面最終被取消，兩人通過電話溝通。

白宮新聞發言人桑德斯一開始說，會談取消是出於“安全和

後勤”方面的考量；可她隨後又改口稱，白宮在會談預定開
始時間“前兩個小時”才發出邀請，而邁赫迪當時在“另一
個地方”，無法趕來。

桑德斯還介紹，特朗普在電話裡邀請邁赫迪訪問美國，
後者欣然答應。不過伊拉克政府尚未確認這一消息。
趕走極端組織，伊拉克開始討論美國駐軍作用

本月19日，特朗普宣布將從敘利亞撤軍，理由是極端組
織“伊斯蘭國”（IS）已被擊敗。去年11月，伊拉克軍隊宣
布已收復“伊斯蘭國”在該國的最後據點拉瓦鎮。此後，伊
國會與民兵領袖都開始討論美國繼續駐軍的合法性。

“改革聯盟”的資深議員扎米里（Hakim al-Zamili）表
示，伊拉克“不應該成為美國跟俄羅斯、伊朗爭奪區域勢力
的角力場”。

在今年五月的國會改選中，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領袖薩
德爾（Muqtada al-Sadr）發起的“薩德爾運動”（Sadrist
Movement）黨獲得大勝，在國會中贏得54個席位，是本次選
舉中得票比例最高的黨。

作為“改革聯盟”的重要組成勢力，該黨主張遏制外國
影響力，減少美國、伊朗對伊本國事務的干涉。這些議題也
成為伊國會近期關注與討論的焦點。

而“改革聯盟”的對手、受到伊朗支持的“建設聯盟”
則表示，特朗普的訪問“為美國駐軍的性質、真實目的與對
伊拉克安全的影響打上問號”。

曾與“伊斯蘭國”戰鬥的什葉派民兵組織“正義聯盟”
（Asaib Ahl al-Haq）領導者卡扎里（Qais Khazali）在推特上
說，要么國會投票將駐伊美軍“驅逐”，要么該部隊會用
“其他手段”把美國人趕出去。

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歷時8年後撤軍。 2014年，美
軍應伊拉克政府邀請重返當地協助打擊“伊斯蘭國”，目前
駐有5200名士兵。

特朗普26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沒有從伊拉克撤
軍的計劃，駐伊美軍基地將保留。

“若我們看到IS做了我們不喜歡的事，我們可以迅速採取行
動進行猛烈打擊”。

（綜合報導）上週，兩名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女性背包客在摩洛哥被殘忍謀殺。
然後呢?據“今日俄羅斯”網站報導，在調查人員鑑定了此前錄製的錄像後，人們發現殘忍殺

害兩名背包客的嫌疑人，曾宣誓效忠“伊斯蘭國”(IS)頭目巴格達迪，進一步證實這次謀殺是一種
恐怖主義行為。

瑞典國家電視台(SVT)的確是報導了，但是“今日俄羅斯”網站發現，原本的鏡頭中有這樣的
細節：這兩名女性被連扎數刀，其中一人被殘忍斬首。這個視頻在社交媒體網站上瘋傳，而這些
“殘忍的細節”卻被瑞典國家電視台(SVT)“淡化”處理了。

RT網站稱，在平安夜這天，瑞典國家電視台(SVT)對這起慘案進行了報導，但選擇性的無視
罪犯實際上的犯罪細節以及與“伊斯蘭國”的聯繫，更沒關注其中一人被斬首的細節，只是簡單
地提到女性脖子上的“刀傷”。

RT網站稱，“奇怪的是，瑞典國家電視台(SVT)把矛頭完全指向了轉發分享視頻的網友，認
為轉發這種讓人難以接受的視頻應該被嚴懲。雖然瑞典國家電視台(SVT)在文字報導中提到了恐怖
主義以及與'伊斯蘭國'的關係，但這個細節在其奇怪的平安夜報導中無處可尋。”

其實，一些網友無法忍受的是，瑞典國家電視台(SVT)在報導同類型事件上的“兩張面孔”。

而且，網友還批評道，這個媒體過分關注政治正確的案例，他們對視頻廣泛傳播的擔憂遠遠大於
了對這樣的恐怖事件本身。

有人說，瑞典SVT電視台在處理2015年發生的特羅爾海坦學校襲擊事件時可不是這種態度。
在這件案子中，瑞典籍嫌疑人受到種族主義的驅使，選擇了移民人口較多地區的學校實施謀殺行
為。

當時，瑞典國家電視台(SVT) “一分鐘一分鐘 ”地描述了兇手的所作所為，公佈了圖像和細
節信息，而這次對兩名來自北歐的女孩的不幸遭遇，就隱晦得多了。

網友馬蒂亞斯?阿爾賓森(Mattias Albinsson)說：“我一開始以為SVT用'刀傷'代替'被斬首'或者'
斬首'是對不幸事件的規範表達，但當我看到他們不止一遍重複這個詞的時候，我才發現有時我還
挺天真的。荒謬!”

還有網友表示：“這樣的視頻別說分享了，我看都不想看。現在我們更擔心因為轉發而獲罪
，而不是擔心砍掉別人的頭這樣的罪行……”

更憤怒的網友說：“‘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已經在瑞典國家電視台工作了嗎?”

瑞典國家電視台麼瑞典國家電視台麼？？他們又攤上事兒了他們又攤上事兒了

伊拉克議員不滿特朗普突訪伊拉克議員不滿特朗普突訪：：
一聲不吭就來一聲不吭就來，，當我們是美國一個州當我們是美國一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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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土耳其記者卡舒吉遇害事件過去了快3
個月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信誓旦旦要揪出殺手背後的
大Boss，然而現在事件的進度條似乎卡住了。

我們還沒有等來最終真相，這時候沙特內閣大換血。
據CNN，沙特阿拉伯國王兼首相薩勒曼27日發布命

令改組內閣，更換外交大臣、新聞大臣、國民衛隊司令等
重要官員，並且重建沙特安全和政治事務委員會。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沙特正在面臨經濟下滑、原油價
格下降的危機，但是此次內閣改組並沒有撤換能源、經濟
部門的負責人。

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阿拉伯語頻道評論稱，從內閣和
安全機構兩個層面改組的名單來看，這是沙特王室家族本
身的某種權力再平衡， 建國國王之子的後裔現在紛紛
身居要職。

泰晤士報分析，美國參議院12月13日指控沙特王儲謀
害卡舒吉，沙特內閣改組則是積極應對此事件產生的不良
影響，同時通過安排核心人物進一步鞏固王儲的權力。
通過內閣“大換血”釋放改革信號

據路透社，這次人事變動中，外交大臣的撤換最引人
注目。命令免去了朱拜爾的外交大臣職務，由前財政大臣
阿薩夫接任。

而朱拜爾被任命為外交事務國務大臣兼內閣成員，實
則遭到降級。

朱拜爾從1994年開始擔任沙特駐聯合國的代表，這段
時間他大量結交了美國國會、政府要員。隨後，他做了8
年駐美大使。 2015年，朱拜爾擔任沙特外長，成為沙特建
國以來唯一一個擔任外交大臣的非皇室人員。

在卡舒吉事件上，朱拜爾曾強硬表態，拒絕土耳其引渡涉及殺害卡舒吉的嫌犯，“我們絕不
引渡自己公民”。

然而，朱拜爾沒想到自己在前線衝鋒，卻被降職。
據半島電視台報導，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分析主管馬爾萬.卡巴蘭分析，在卡舒吉案件上

，朱拜爾已經被當作替罪羊。而且他是已故阿卜杜拉國王時期遺留下的官員，因此被踢出核心圈
並不意外。

據阿拉伯新聞，新上任的外交大臣阿薩夫是前財政大臣，也是沙特主權財富基金以及沙特阿
拉伯國有石油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這兩個實體都在沙特王儲的監管之下。

阿薩夫1982年拿下了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他畢業後在沙特一所軍校做了15年
的經濟學講師。

1995年阿薩夫才走上從政道路，擔任沙特貨幣局副局長，1年後就被任命為財政大臣，在內閣
是最資深的官員之一。

不過，在2017年沙特王儲的反腐行動中，阿薩夫曾被短暫關押後釋放。沙特國王的任命名單
中沒有一個人涉及去年的反腐行動，而阿薩夫是個例外。

沙特王儲的經濟顧問Mohammed al-Sheikh對彭博社說，沙特在外交領域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
，阿薩夫則需要承擔這一責任。
此外，王儲的親信、沙特體育局局長圖爾基?謝赫從體育局局長轉為沙特公共娛樂部長。

據泰晤士報，雖然公共娛樂部是2016年剛剛成立的，但是沙特王儲推行的《願景2030》計劃

中，重要一部分就是社會改革，而且致力於打造“娛樂之城”，因此這個部門將在沙特改革中起
重要作用。

沙特國王對部分王室成員的官職也進行了調整，免去了米特卜.阿卜杜拉王子的國民衛隊司令
職務，由阿卜杜勒.阿齊茲王子擔任。
國王還將自己兒子蘇爾坦由國家旅遊和遺產總局局長，調換為新成立的沙特國家航天總局局長。

渥太華大學外交政策專家卡姆蘭.包凱利表示，沙特想要通過內閣的大規模人事變動向國際社
會傳遞信號，他們正在進行徹底的變革，而且還要確保核心職位上的官員足夠忠誠。
俄羅斯警告美國勿干涉沙特內政

在卡舒吉案件上，雖然特朗普多次強調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結盟的重要性，但仍有一些美國參
議員站出來反對沙特王儲薩勒曼，而且中情局表示確信沙特王儲參與了卡舒吉遇害案。

據今日俄羅斯報導，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共和黨主席科克爾稱，“如果王儲在陪審
團面前，將在30分鐘內被判定犯有謀殺罪。”

據彭博社，俄羅斯警告美國不要試圖影響沙特阿拉伯的王位繼承，並對沙特王儲薩勒曼表示
支持。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博格達諾夫在莫斯科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當然反對乾涉，沙特人民
和領導人必須自己決定這些問題。”他補充道：“我甚至無法想像美國會以什麼理由干涉這個問
題，也無法想像誰應該統治沙特阿拉伯。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這都是沙特自己的事情。”

當記者問及沙特王儲薩勒曼是否有權繼承他父親的王位時，博格達諾夫回答：“當然。一切
都已決定。我們正在與沙特方面接觸，我們認為不需要有任何特別的擔憂。”

卡舒吉事件後沙特內閣“大換血”，王儲權力進一步鞏固？



AA44綜合國際
星期日 2018年12月30日 Sunday, December 30, 2018

調查：瑞士大型企業總裁
52%為外國公民 女性僅壹位

綜合報導 日前，海德思哲國際咨詢公司發布企業管理人員市場調

研報告指出，2018年，瑞士證交所市值排在前50位的大型企業，有超過

52%的企業總裁為外國公民，2017年該數字為49%。在所有大型企業總

裁中只有壹位女性。

據報道，海德思哲在對13個國家的上市公司總裁所屬國籍調查中發

現。英國市值排在前50位上市公司總裁外籍公民占比為43%，荷蘭為

40%；法國為18%，美國為10%，葡萄牙同類規模的企業總裁則全部為

本國公民。

海德思哲經營合夥人邁克爾· 奧勃韋格納表示，瑞士大型企業外國

籍總裁的高比例現象，反映了瑞士企業具有較高的全球化發展水平，以

及瑞士勞動市場人才更趨於國際化。

奧勃韋格納說，瑞士諾華、蘇黎世保險和瑞士信貸，公司總裁分別

為來自美國的瓦桑特· 那拉西姆漢，意大利公民馬裏奧· 格雷科和持有法

國與科特迪瓦雙重國籍的譚天忠。

奧勃韋格納指出，瑞士大型企業總裁壹般都具有較高的學歷，知識

淵博，並擁有豐富的從業背景，而且年齡相對較輕。從瑞士大型企業總

裁閱歷和知識結構不難看出，瑞士勞動市場充滿活力和機遇。

調研顯示，瑞士大型企業總裁平均年齡為54歲，25%的總裁年齡均

在50歲以下。而參與調查的13個國家大型企業總裁平均年齡為56歲。

瑞士大型企業女性總裁，目前只有瑞士化工集團唯壹壹位女總裁馬格達

倫娜· 馬爾圖洛· 布勞赫。英國、芬蘭和挪威大型企業女性總裁占比則為

8%。

抗議古城收費規定
邏馬逾200輛旅遊巴士圍堵城區

綜合報導 從早晨6時45分開始，超過200多輛旅遊大巴陸續駛入羅

馬市中心，分別堵在了威尼斯廣場附近的交通要道，數百名司機聚集在

市政廳廣場舉行抗議示威，要求羅馬市政府取消旅遊巴士進入古城的

收費規定。

據報道，此前羅馬市政府決定，從2019年1月1日開始，將禁止旅

遊大巴駛入羅馬古城地區，所有進城車輛將增繳進城費。

報道稱，旅遊巴士抗議活動完全是在政府毫無準備、未獲得許可

情況下的示威活動。抗議活動造成了羅馬威尼斯廣場至馬塞洛劇院

大街、切勒奇大街被迫關閉，並對羅馬臺伯河邊的道路交通造成了

嚴重影響。

在旅遊巴士圍堵交通幹道的同時，羅馬出租車司機也開始在國家參

議院門前舉行抗議。抗議活動阻斷了羅馬城區近40條公交線路，城區交

通長達數小時處於癱瘓狀態。

據報道，大批警察和救護人員趕赴現場戒備，市政警察開始抄錄堵

塞道路的旅遊巴士車牌，當局曾壹度派出4輛大型拖車試圖拖走堵塞道

路的車輛。中午12時左右，羅馬市長拉吉與抗議者代表談判後，旅遊巴

士開始陸續駛離抗議現場。

拉吉表示，羅馬無法接受被旅遊巴士封鎖，羅馬城市交通正在面臨

著全面癱瘓，希望抗議者立即將堵塞道路的車輛駛離現場。她強調，保

護羅馬古城是政府與市民的共同責任，禁止旅遊巴士駛入古城中心，完

全出於對古建築物的保護。

意大利旅遊協會主席蘭茲表示，從2019年1月1日開始，很多旅遊

巴士司機將會失去工作，目前已經有10%的旅行團取消了羅馬的行程。

由於近期意大利多地相繼推出旅遊巴士限行政策，今後可能會有更多的

大型旅行團避開意大利。

英國八所精英中學
年考入牛津和劍橋生達數百人

綜合報導 據報道，把孩子送進牛津

和劍橋讀書是許多家長的夢想。英國倘

若能夠能把孩子送進八所精英中學，則

將會大大增加孩子考取牛津和劍橋的機

會。英國八所中學，其中兩所學校為免

費公立中學，六所中學為私立學校。

據報道，英國教育慈善機構薩頓基

金會統計資料顯示，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

大學的生源中，超過50%的學生來自英國

的8所精英中學。2015至2017年間，牛津

和劍橋大學從英國8所精英中學錄取的學

生數量為1310人，而從英國近2900所普

通中學錄取的學生僅為1220人。

英國八所精英學校有四所中學位於

倫敦，另外四所中學分別位於牛津、劍

橋、伯克郡和漢普郡。威斯敏斯特公學

和伊頓公學，考入牛津和劍橋學生數量

分別排在第壹和第二位。

調查顯示，英國有7%的學生就讀於

私立學校，參加大學A-levels考試的學生

有18%來自私立學校。自私立學校申請

牛津和劍橋的學生為34%，在申請者中

考取牛津和劍橋的學生為42%。私立學

校學生獲得牛津和劍橋錄取的可能性，

為英國普通公立學校的7倍。

調查發現，私立學校中成績最好的

20%學生中，有23%將會報考牛津和劍橋。

普通公立學校相同成績的學生，只有

11%的學生會向牛

津和劍橋提出申

請。提出申請的學

生中，私立學校有

35%的學生會被錄

取，公立學校的錄

取率只有28%。

申 請 英 國 其

它頂尖大學的學

生也存在類似的

情況。調查發現，

在申請英國頂尖

20 所大學組成的

羅素集團（Russell Group）學生中，私

立學校申請者有 71%被錄取，普通公

立 學 校 申 請 者 被 錄 取 的 學 生 只 有

44%，選拔性公立學校被錄取的申請

者有63%。

統計數據顯示，在英國的八所精英

學校中，位於倫敦的私立威斯敏斯特公

學（Westminster School），過去五年平

均每年考入牛津和劍橋學生為70至80人。

伯克郡私立學校伊頓公學（Eton

College），2014年和2015年，考入牛津

和劍橋學生分別為82和68人。

劍橋公立六年級學院（Hills Road

Sixth Form College），每年平均有60名

畢業生被牛津和劍橋錄取。

倫敦私立學校（St Paul’s School），

2015年和2016年，分別有41和53名學生

考入牛津和劍橋。

漢普郡公立六年級學院（Peter Sy-

monds College），過去三年，平均每年

有48名學生被牛津和劍橋錄取。

倫敦私立學校（St Paul’s Girls’

School），2015至 2017年，平均每年有

45名學生考入牛津和劍橋。

倫敦私立學校（King’ s College

School），去年有48名學生考入牛津和

劍橋。

牛津私立學校（Magdalen College

School），今年有44名學生被牛津和劍

橋錄取。

“黃背心”運動趨暴力極端
法政府展示恢復秩序抉心

綜合報導 法國總理菲利普

表示，“黃背心”運動趨於暴力

極端化，政府提出全國辯論等措

施，意在恢復秩序、終結挑釁及

反猶論調。

菲利普趁聖誕節前夕視察巴

黎警署，慰問出勤“黃背心”運

動第6波抗議維安行動的警員，

向他們表達謝意。菲利普視察後

向媒體表達政府恢復秩序的抉

心，要讓國家未來能在信心中持

續走下去。

他說，隨著事態發展，“黃

背心”運動逐漸變得暴力極端化，

政府提出全國辯論等措施，是要

恢復秩序、終結挑釁及壹些反猶

論調，並遏止暴力和破壞、攻擊

維安人員的欲望。菲利普承諾，

維安人員出任務時遭受攻擊，政

府會盡力找出那些施暴者，讓

他們得到應有的懲罰；他也肯

定維安人員在控制場面時把握

住分寸。

據法國內政部估計，“黃背

心”運動第6波抗議在全國約有

33600人慘與，比上周少了將近

壹半，但在巴黎仍有抗議分子與

警方發生沖突。

在香榭麗舍大道，有騎乘警

用摩托車的警察被“黃背心”包

圍，壹度棄車而去，警方對人群

使用催淚瓦斯，抗議者回以汽油

彈，壹名警員甚至拔槍嚇阻群眾，

情勢緊繃，但最後無人受傷。據

報道，在巴黎檢察機構調查暴力

人士的同時，這名警員也必須依

程序提交報告，說明他在事發當

下拔槍的條件和理由。

“黃背心”運動起於民眾反

對政府調漲燃油稅，自11月中

旬開始，發展了壹個多月，政府

於12月初抉定取消調漲燃油稅

並宣布壹系列提高收入的措施後，

上街抗議的人逐漸減少，訴求也

轉為提升購買力、賦稅公平，以

及爭取由公民提議發起公民投票

的權利。

然而，近期在“黃背心”運

動中，出現壹些涉及違法的反猶

案例及針對媒體的暴力，有“黃

背心”在抗議集會中合唱帶有反

猶含義的曲子等。

火星“內心”什麼洋？“洞察”號將壹探究竟
綜合報導 美國火星探測器“洞察”

號在火星登六。這個造價9.93億萬美元

的無人探測器將負責收集有關火星內部

結構的有價值信息。

今年5月 5日，“洞察”號從位於

美國加州中部的範登堡空軍基地升

空。歷經近 7 個月，航行約 4.82 億公

裏後，這個探測器將於 26日抵達目的

地——火星。

按照計劃，“洞察”號將在

美國東部時間26日上午11時47

分開始進入火星大氣層並降落，

然後著六。

著六前，它將以每小時

19800公裏的速度進入火星大氣

層頂部，並三條腿落地火星地表

之前，慢慢降至時速 8公裏，

相當於人類慢跑的速度。這種

急居減速必須在不到 7分鐘內

完成。美國宇航局（NASA）

半開玩笑地形容，這將是“恐怖

的6分半鐘”。

美國宇航局總部科學任務理事會副

主任澤爾布臣說：“登六火星很難，需

要技巧、專註和多年的準備。我們的最

終目標是將人類送到月球表面，最終奔

向火星。”

這個有著“三條腿、壹根手臂”的

火星新訪客抵達後，將展開兩個圓形可

折疊太陽能板，伸展機械臂，利用地震

調查、溫度測量等方法探測火星的地質

構成。

美國宇航局“洞察”號首席科學家

巴納特透露，“洞察”號的主要任務是

了解火星的內部結構，探究火星地震和

火星內核的奧秘。

與此前登六火星的“勇氣”號和

“機遇”號等“前輩”不同的是，“洞

察”號將通過“原地不動”的鉆探實

驗，完成它的大部分科學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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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騰訊證券12月29日訊，美國股市週五波動
較大，三大股指高開後悉數轉跌，目前又再度轉漲，預計標普
500指數將在這個因受聖誕節假期影響而縮短了的交易周里實
現3%的上漲。

截至美東時間12點00分，道指上漲67.09點，至23205.91
點，漲幅為0.29%，此前道指一度漲超100點後轉跌；標普500
指數上漲0.23%，至2494.53點，消費者必需品板塊領漲；納指
上漲0.24%，至6595.51點。
板塊和個股：

標普500指數11個板塊中有8個板塊上漲，非必需消費品
板塊領漲，3個板塊下跌，能源板塊領跌。

大型科技股多數下跌，Facebook跌0.82%，蘋果跌0.44%，
亞馬遜漲 0.28%，Alphabet 跌 0.5%，奈飛跌 2.02%，微軟跌
1.04%。

特斯拉漲 2.29%。根據特斯拉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之間達成的和解協議，這家矽谷電動汽車製造商已在
周五提議任命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和凱瑟琳-威爾森-
湯普森（Kathleen Wilson-Thompson）進入該公司的董事會。
戴爾(NYSE:DELL)今日正式回歸美國證券市場。此前，該公司
斥資約210億美元收購VMware追踪股票DVMT的交易，已獲

得後者股東大會的批准。戴爾採用
借殼上市，通過反向收購追踪股票
DVMT，而非企業傳統上採用的IPO
上市。戴爾現漲0.67%。
中概股普跌，阿里巴巴跌 0.26%，

百度跌 0.38%，網易跌 4.82%，拼多
多跌 1.69%，攜程網跌 2.08%，微博
跌2.96%，優信跌16.84%。
中石化（NYSE:SNP）跌4.58%，此

前有消息稱，中石化暫停兩高管交
易權限，或因巨額交易虧損。中國
石化公告稱，公司了解到聯合石化
在某些原油交易過程中因油價下跌
產生部分損失，公司正在評估具體
情況。目前，公司生產經營情況一
切正常。
蘇寧易購 12 月 28 日晚間在深交所

發佈公告稱，截至當日已通過紐約
證券交易所完成本次對阿里巴巴(NYSE:BABA)股票的出售，收
到價款合計約18.627億美元。

12月28日上午，北京紅黃藍幼兒園（NYSE:RYB）虐童案
一審宣判，公司官方微博“紅黃藍教育機構”發布聲明稱，對
於案件本身尊重司法程序，向涉事家庭和廣大公眾誠懇道歉，
暫停幼兒園品牌加盟業務，對加盟管理大力整改提高。
市場驅動力：

由於受到聖誕節假期的影響，本週以來美國股市交投清淡
，加之市場交易主要是由機器算法驅動的，導致市場劇烈震盪
，波動率上升，令投資者感到措手不及。即使是在股市週三大
幅上漲之後，芝加哥期權交易所（CBOE）的波動率指數
（Volatility Index，簡稱為“VIX”，也被稱為“恐慌指數”）
仍舊高達32.33。
在本月以及今年截至目前為止的交易中，美國股市仍已大幅下
跌，納指處於熊市區域，標普500指數和道指也仍處於回調區
域。

美國聯邦政府關門事件仍未得到解決，導致股市承壓。與
此同時，市場還對經濟前景以及下一輪企業財報感到擔心。有
分析師發出警告稱，市場震盪形勢可能會延續至新的一年中。
預計美國股市將創下自1931年以來最差的12月份表現。 12月

份截至週四收盤為止，標普500指數累計下跌了9.8%，道指下
跌了9.4%。另外，道指和標普500指數預計將會創下自2015年
以來的首次年度下跌，納指則將創下自2011年以來的首次年度
下跌。
分析師點評：

“值此年底之際，很多投資者都已離場，因此買賣交易的
重大變化對市場的影響就顯得更加深遠了。”投資公司Smith
Capital Investors的創始人吉布森-史密斯(Gibson Smith)說道。
“此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許多'焦點驅動'的問題已經被
推到了極致，比如說國際貿易緊張形勢、美國政府關門、美聯
儲VS特朗普等，這些事情都在市場流動性很大的形勢下走到
了頂點。”

“我認為，市場日益厭倦這些不確定性和某些反复無常的
溝通，從而帶來了震盪。”史密斯還補充道。 “這種震盪形勢
還將繼續下去，將會延續到新的一年裡。未來仍有很多事情有
待解決。”

“看一下那些對美國經濟較為敏感的股票就會發現，這些
股票的定價似乎意味著，經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資本
管理公司Ensemble Capital Management的總裁兼首席投資官肖
恩-史坦納德-斯托克頓(Sean Stannard-Stockton)在接受CNBC
旗下節目“Squawk Box”採訪時說道。他還補充道，衰退“有
可能將會發生，但也有可能不會發生”。
歐洲和亞太市場方面：

歐股全線大漲，泛歐斯托克 600 指數漲 2.07%，英國富時
100指數漲2.34%。截至收盤，上證綜合指數漲0.44%報2493.90
點，深成指漲 0.34%報 7239.79 點，日經 225 指數跌 0.31%報
20014.77點。
油市方面：

油價上漲，美國NYMEX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WTI）期
貨價格漲1.08%至每桶45.09美元，國際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漲
0.02%至每桶52.17美元。
其他市場：

美元指數跌 0.23%，報 96.26。歐元/美元漲 0.29%，報
1.1462。英鎊/美元漲 0.39%，報 1.2691。美元/日元跌 0.66%，
報110.26。

黃金價格跌逾 1 美元。美國 COMEX2 月黃金期貨價格跌
0.09%，報1279.90美元/盎司。

加密貨幣普跌。比特幣跌3.34%，報3669.34美元。

（綜合報導）當所有責任都落在我們美國
身上時，這是不公平的！ ”突降伊拉克，第
一次訪問駐伊基地，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台下的
大兵們高聲呼喊，賺足了全世界的眼球。好多
人納悶：美國不當世界警察了？

等等，好像有哪裡不太對……
不等人們琢磨這是好事壞事，特朗普又補

了一句：美國再也不能免費地幫人家打仗了。
如果其他國家想要美國幫忙打仗，就得給錢！

呵呵，原來是要收保護費了。
五層用意

先來插入一個背景。特朗普突然赴伊拉克
“勞軍”，發生在兩件事情之後：一是白宮19
日宣布，駐敘利亞的美國軍隊即將開始全面撤
退。二是，因為與特朗普在敘利亞與美國的全
球盟友問題上存在分歧，國防部長馬蒂斯遞交
了辭呈。

在長安街知事看來，特朗普利用聖誕假期
不辭勞苦赴伊拉克“勞軍”，主要有五層用意
。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五角大樓發
生動蕩之際，特朗普希望藉上任以來的戰區首
秀，呼籲削弱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干預，並為
2020年的連任造勢。

其次，美國總統歷來有慰問海外駐軍的傳
統。前總統奧巴馬和小布什都在任內多次專程
慰問駐伊拉克和駐阿富汗美軍。而特朗普本屆
總統任期即將過半，在此次訪問前仍未曾親臨
戰區慰問駐軍。因此，他這次突訪伊拉克慰問
美軍，意在緩解美國國內輿論的批評之聲。

第三，最近，特朗普宣布從敘利亞撤軍和
國防部長馬蒂斯辭職等事件接踵而至。 《華
盛頓郵報》稱特朗普的一系列決定使五角大樓
陷入“混亂”。因此，特朗普此訪也有意修補
與軍方關係，安定軍心。

長安街知事記得，特朗普在2016年的競選
活動中，曾宣稱自己一貫奉行“軍隊至上”主
義，是現役軍人的首選，但近幾個月來，他在
處理軍事事務上的方式受到了廣泛質疑，在現
役軍人中的支持率也不斷下降。
據《軍事時報》10月份的調查顯示，在接受調

查的現役軍人中，43%的人對
特朗普持負面看法，而此前的
數據為37%。

第四，特朗普近來與民主
黨的爭鬥導致聯邦政府“停擺
”。 《大西洋月刊》認為，特
朗普與美軍官兵“同框”的照
片有助於提升特朗普的人氣，
強化他與民主黨纏鬥的政治資
本。
此外，特朗普此舉也有意安撫
對美國突然宣布從敘利亞撤軍
感到擔憂的地區盟友。
再破慣例

“我們的軍隊分佈在世界
各地，有些部署國家大多數人
甚至都沒有聽過，坦率地說，
這是很荒唐的。伙計們，我們
不要再做傻瓜了。” 特朗普在
演講中毫不避諱地說。
這話聽上去是美國不要再當世
界警察的意思，這些年做世界
警察太傻了，但是仔細琢磨，
意思恰恰相反。

一方面，特朗普很自豪美
國當世界警察，軍隊分佈在世界各地，有的地
方都沒聽說過；另一方面，世界警察還要做，
但不能白做，要收保護費。 “如果其他國家
想要美國幫忙打仗，就得給錢！”

談到錢，特朗普沒忘當著美軍的面批評民
主黨。美國國內的“爛攤子”一直困擾著他，
因資金不足而關門的聯邦政府，至今還沒有找
到邊境牆經費的解決方案。
特朗普在阿薩德空軍基地發表講話時再次強調
，他會“不計任何代價”保證“修牆費”到位
，並譴責民主黨人阻撓他的計劃。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評論稱，原則上，美國
總統不會將黨派鬥爭帶入軍隊。這是一個兩黨
默認的傳統原則，目的是將國家安全部門和政
治分割開來。

然而特朗普不僅多次無視這一原則，更是

利用對士兵的講話攻擊民主黨人造成現在的僵
局。特朗普表示，民主黨人反對“邊境牆”僅
僅是因為這是他本人想要的。
真不管了？

雖然說特朗普鄭重表示，美國不會免費擔
任“世界警察”，但並不能真的認為，沒錢付
保護費的的確，美軍真的不會管。

就拿中東來說，該地區一直有著全球獨一
無二的石油利益及戰略價值，並且近幾十年來
美國各屆政府都對該地區經營得很深入，美國
不可能撒手不管。

中東問題專家吳毅宏在接受采訪時說，在
中東地區，美國如今既不願意像過去那樣承擔
那麼多責任，又不願意放棄自身影響力。從美
國近期一些行動來看，特朗普政府可能在為下
一步的中東佈局做嘗試，比如推動伊拉克、沙
特等國聯手，以抗衡土耳其、伊朗的力量。

除了中東地區外，美國還會增加在其他地
區充當“世界警察”，本月18日，俄羅斯國防
部透露，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把軍事援助烏克蘭
的事納入2019年軍費預算中來，並且在“必要
的情況下向烏克蘭提供致命武器”。顯而易見
，美國要赤裸裸地干預黑海局勢。

在突然造訪伊拉克時，特朗普表示，他沒
有縮減駐伊美軍的計劃。之後，他繼續馬不停
蹄趕去拜訪美軍駐德國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
那裡是美國空軍駐歐洲的總部。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7日報導，今年9月
美駐德大使格雷內爾曾表示，美國在2020年前
將增派1500名官兵前往德國。

充當“世界警察”，對全球施行“長臂管
理”，美國不可能說改就改。特朗普在伊拉克
的演講以及接下來的行程，只能說明美國要換
一種方式做“世界警察”。

美股短線震盪三大股指再度轉漲 優信股價暴跌逾18%

特朗普說美國不當世界警察了？真相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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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款筹资机会
哈里斯郡大都会交通局 (METRO)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2018年呼吁项目
加强老年人和残疾人行动能力赠款方案

项目提案应于2019年2月8日下午4：00或之前(CST)提交METRO，以电子
方式提交至: grantapplications@ridemetro.org

迟交将不被接受
Pre-Application Workshop（预申请工作室） 2019年1月8日星期二
下午2:00 – 下午4:00
METRO
1900 Main Street
6th Floor, Room 06019
Houston, Texas 77027

哈里斯郡大都会交通局正在为5310加强老年人和残疾人行动能力补助项目进
行呼吁。

国会通过修改美国法典标题49中的第53章的授权立法为FTA项目提供资
金。2015年12月4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修复美国地面运输 (FAST) 法案，
重新批准了2020年财政年度的地面运输计划。该快速法案继续了在MAP-21
中建立的5310加强老年人和残疾人行动能力的准则方案。

申请包、预算工作表和相关文件可从METRO网站 
http://www.ridemetro.org/Pages/GrantPrograms.aspx 
下载。在1月10日前提出的问题将于1月19日张贴。请回访以了解最新情况。

有关这些申请和预算过程的程序或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将您的问题发送到
grantapplications@ridemetro.org 或致电 713-739-4637 找赠款项目主管
Albert Lyne女士

馬來西亞將就“壹馬”案
向高盛索賠75億美元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財政部部長

林冠英透露，馬來西亞將就涉“壹

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壹馬公司）

弊案向高盛集團索賠75億美元。

據當地媒體報道，林冠英在接

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指出，

這75億美元包括高盛為壹馬公司發

行的三批債券給馬來西亞政府造成

的損失，以及為發行這些債券收取

的“過高”手續費用。

此前，馬來西亞檢方已於19日

就壹馬公司案向高盛公司，4位涉

及此案的高盛公司和壹馬公司人士

提起刑事訟訴。馬檢方指控這4名

涉案人士發表“虛假及誤導性聲

明”，並從高盛為壹馬公司發行的

三批共計65億美元債券中不當挪用

27億美元。

林冠英表示，馬來西亞政府根

據檢方提出的刑事指控認為有必要

向高盛公司索償。他並指稱，高盛

公司對馬來西亞政府和投資人損失

的評估與馬來西亞政府評估差距極

大，目前馬政府尚未就此開始與高

盛公司協商。

高盛集團此前則針對馬檢方

所提起的刑事訴訟發表聲明稱，

高盛是受到馬來西亞前政府“蓄意

欺騙”。

壹馬公司是馬來西亞前總理納

吉布任內設立的國家投資基金。有

報道稱，在2009年到2014年間，壹

馬公司有數十億美元去向不明。目

前納吉布已因壹馬公司及其子公司

相關案件受到數十項指控，罪名包

括濫用職權、背信、洗錢及篡改審

計報告等。但納吉布否認對自己的

所有指控。

印尼遭海嘯襲擊至少43人遇難
或系火山活動引發

印尼巽他海峽發生海嘯，根據

印尼國家減災署發言人蘇托波公布

的最新數據，海嘯已經導致至少43

人遇難，數百人受傷，海峽附近的

萬丹省受害最為嚴重。

【印尼當局：或系火山活動
引發】

印尼氣象氣候地球物理局表

示，此次海嘯並非地震引起，而

很可能是喀拉喀托火山（Kraka-

toa）活動加上滿月潮汐的雙重現

象所引起。

蘇托波稱，海嘯發生於雅加達

時間22日 21時 27分，受災最嚴重

的是萬丹省的西冷、板底蘭以及楠

榜省部分海岸地區。他還表示，此

次海嘯導致數百座房屋受損，2人

失蹤。

據當地救災官員發布的片段所

見，海嘯過後當地房屋被水淹沒，

而街上也滿布被洪水沖翻的汽車，

可謂壹片狼藉。

【目擊者：巨浪突然襲擊海
灘】

壹名在當地拍攝火山動態的

挪威攝影師安德森表示，當他在

海灘拍攝火山動態期間，突然看

到壹股巨浪勇至，迫使他迅速逃

離海灘。

安德森表示，巨浪沖上海灘並

在進入六地15至20米左右才消散。

之後另壹股更強的巨浪勇到，並沖

向安德森居住的酒店範圍，期間將

部分車輛沖倒。他與家人成功經過

森林小路逃往高地，都沒受傷。安

德森也透露，這次海嘯導致部分當

地基建及設施受到破壞。

巽他海峽位於印尼爪哇島及蘇

門答蠟島間，西部靠近爪哇海鉤。

喀拉喀托火山位於巽他海峽中。

印尼氣象氣候地球物理局表

示，喀拉喀托火山最近相當活躍，

本月21日噴發時間長達2分12秒，

形成高達400米的火山雲。該局當

時已發布警告，呼籲民眾勿靠近火

山方圓2公裏內地區。

“吉蔔力公員”2022部分開放 還原《龍貓》等電影場景
綜合報導 日前，日本愛知

縣宣布，在該縣長久手市的愛

知世博會紀念公園內建設的

“吉蔔力公園”，其開業時間

將分兩個階段，2022年秋天率

先開放部分區域，其他力爭在

壹年後開放。縣方此前壹直

稱，將在2022年度內開園。

據報道，公園是與吉蔔力

工作室合作建設。根據設想，

總體劃分為5個區域，其中在

大門處的“青春之丘”、“吉

蔔力大倉庫”和“篝火之森”3

個區域將率先開放。

青春之丘區域表現了電影

《哈爾的移動城堡》等的科幻

世界。篝火之森將利用模仿電

影《龍貓》中民居的現存設施

“小月和小梅之家”，完善周

圍的散步路線。大倉庫區域將

集中展示吉蔔力的各種周邊。

重現作為電影《幽靈公

主》舞臺村落的“幽靈之村

區域”，和以電影《魔女宅

急便》等為原型的“魔女之谷

區域”則是後期開放。

知事大村秀章表示：“就

算是壹部分，也希望盡快展現

給遊客。吉蔔力方面傾註了很

大精力，我們也將予以配合。”

該公園建於2005年的愛知世博

會舊址。

韓日舉行外交部局長級會議磋商二戰勞工索賠案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東北亞局長金容

吉在首爾同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

金杉憲治舉行會晤，雙方就日企強征韓國

勞工案等韓日關系問題交換了意見。

這是韓國最高法院10月判決日企賠償

二戰韓國勞工以來兩國政府官員首次進行

會面磋商。

據悉，韓方可能向日方說明韓國政府

就此制定應對方案的有關情況，並敦促日

方解決歷史問題，慎重對待韓日友好關系

發展。日方也可能重申韓國最高法判決有

違雙方1965年簽署《韓日請求權協定》，

令日企蒙受損失。

韓國外交部表示，金杉憲治當天上午

還同韓國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交涉本部

長、朝核六方會談韓方團長李度勛舉行會

晤，討論朝核等朝鮮問題，還就近期美國

等有關各國就此協商的結果交換了意見。

此外，雙方還就加強外交努力和韓

日合作，推動朝美重啟後續協商以推動

半島無核化、構建和平機制取得實質性

進展的有關方案進行了討論，並商定基

於此次協商成果繼續加強緊密溝通與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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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直接受西式教育，胡斯博卻非常熱愛
中國文化。

熱愛武俠的他，特別鍾情金庸，“有深厚的
傳統文化底蘊。”胡斯博強調說。他在美國上歷
史課時，還特意選擇內地“紅歌”作研究主題。

另一方面，胡斯博還是個重金屬搖滾音樂迷，
在美國時，他創立了一個樂隊，作詞作曲兼作結他
手，在當地重金屬樂隊中小有名氣。胡斯博還用
3,000美元出唱片，“沒想到收回了成本。”胡斯
博笑着說。

胡斯博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來長沙半年就
已經適應了當地生活，變得喜歡吃辣和重口味的
湘菜館，“長沙的朋友不把我當外地人了。”胡
斯博有一點小小的得意。

到了長沙不久，胡斯博就認識了一個長沙女
友，雖然女友被派駐香港，兩人還保持一周一

會。“現在廣深港高鐵開通之後，兩地來往很方
便……我願意一輩子都留在內地，留在長沙。”
胡斯博說，現在他準備在長沙買屋，真正做個
“長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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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的長沙微寒，胡斯博只穿短袖T恤，露出
健壯手臂，操着流利的普通話在研究院內受

訪。胡斯博是研究院今年1月引進的高端人才，擔
任主任算法科學家。他在美國麻州威廉姆斯學院
取得數學、經濟雙學士；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哈斯商學院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和工商管理（金
融） 博士。目前，他在研究院負責核心算法研
發，無人駕駛的控制算法、模型預測算法與仿真
系統。“這些都是無人駕駛比較核心的科技。”
胡斯博自豪地說。

父親任教科大 深諳“內地利創業”
談到歸國計劃，他直言“是父親的話影響了

我。”
胡斯博的父親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帶着他

一直在香港受教育，赴美讀大學前，父親對他
說：“一個中國人不在中國創業，肯定是一種人
才浪費。”

因此，他在美期間一直積極了解中國，甚至
婉拒了導師的留美建議，毅然回國創業。

畢業赴湘考察 看見“意義和前景”
長沙智能研究院由“無人機教父”、原大疆

公司董事長、湖南籍學者李澤湘博士創辦，李博
士與胡父曾共事，被胡斯博視作榜樣。歸國前，
胡斯博到港拜訪李博士。李博士推薦他去長沙看
看，因為“那裡的創業環境很不錯。”

從研究院總經理馬濰教授的介紹中，胡斯博
了解到，智能駕駛是長沙市政府的重點扶植產
業，而研究院致力於快遞物流重卡的智能駕駛核
心技術和創新產品的研發與推廣，公司的200名
研發及管理人員85%從事科研，得益於政府支持
建設的智能駕駛測試區，各項工作已全面展開。
“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有意義、有前景的項
目。”胡斯博說。2018年1月，博士畢業後，他
即赴長沙。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該研究院，偌大的辦公
區安靜、整潔。“這裡一點不比美國、香港差，
很自由、很個性。”胡斯博興奮地介紹，他們的
團隊一年內完成了多個項目，測試了上萬公里的

重型卡車高速智能駕駛。

高速無人重卡 計劃“三年內量產”
近一年來，該研究院已成功完成十餘例重型

卡車和乘用車智能駕駛系統改造，即使在高速環
境下，重卡也可以108km/h的速度進行自動駕
駛。

今年4月，百度在京發佈Apollo2.5版本，支
持限定區域視覺高速自動駕駛，提供更多場景、
更低成本、更高性能的能力支持，轟動無人駕駛
行業，其中展出的一款自動駕駛物流重卡，就是
由長沙智能研究院研究開發的。

該研究院辦公樓的地下層，一台牽引力達40
噸級重卡龐然停在眼前，車身四周與普通卡車無
異，但擋風玻璃上已安裝了激光雷達、攝像頭及
所有傳感器。“在高速路上行走，全憑程序和指
令。”胡斯博介紹，以往，一台這樣的重卡至少
要配備三人駕駛，而實現智能駕駛後，一人可操
縱五台以上。“根據規劃，三年後我們將研發出
可以量產、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速智能駕駛物
流重卡。”胡斯博介紹。

被問到安全性時，胡斯博表示：“我們的工
作，就是保證它絕對安全。”據介紹，目前項目
的各項測試基本完成，公司獲得國際標準組織
ISO9001認證，根據公司規劃，爭取三年實現量
產。

作為公司高端人才，胡斯博住着130多平方
米（約合1,399 呎）的免費公寓，距離公司僅半
句鐘腳程，毗鄰湘江風景帶，環境安靜，交通便
利。據悉，該公寓市租至少3,500至4,000元（人
民幣，下同）。

此外，公司還為胡斯博提供“五險一金”
（指內地公司提供的保障性待遇，包括養老保、
醫保等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飯補、交通及通
訊補貼等等，“想得很周到，連室內的設施也是
添置好的。”胡斯博說。

或可享10萬津貼
胡斯博介紹，自己已享受到湖南長沙的“人

才新政”福利。目前，公司已為他申辦高端人才
綠卡，可以享受到子女入學（義務教育階段學校
選擇不受限制）、醫療保健服務（市屬3甲醫院
配備綠色通道，配備健康顧問和就醫聯絡員）、
配偶就業等20多項優惠服務。根據規定，他還
最高可享受政府10萬元貨幣補貼。“政府也
好，企業也好，給了我們全方位無微不至的服
務，像我經常往返長沙與香港，還能享受通關便
利。”胡斯博非常滿意地評價道。

31歲的港人胡斯博，現在是“無人機教

父”李澤湘博士創辦的長沙智能駕駛研

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中的

一員“大將”，專攻智能物流重型卡

車研發，參與備戰該研究院“三年量產”

的計劃。作為高端人才，湖南省長沙市政府

及研究院為他提供了優厚福利，他還在當地

收穫了愛情。這位高素質“海歸”，向香港

文匯報講述了他放棄留美、選擇回家的故

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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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博與同事交胡斯博與同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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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智能研究總經理馬濰教授長沙智能研究總經理馬濰教授（（左左））讓胡斯博了解讓胡斯博了解
到研究院的個性到研究院的個性、、自由風氣自由風氣。。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有着湘江集團有着湘江集團““黑科技黑科技””之稱的湖南湘江新區智能系統測試區之稱的湖南湘江新區智能系統測試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胡斯博熱愛重金屬搖滾胡斯博熱愛重金屬搖滾，，曾曾
在美國組樂隊在美國組樂隊。。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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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哈爾濱工程大學俄羅斯烏克蘭研究中心
和俄羅斯北方（北極）聯邦大學牽頭成立的
“北極藍色經濟研究中心”，近日在哈爾濱工
程大學揭牌。中心將推進中俄高校在北極社會
科學領域的研究水平，促進北極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研究的協同創新，支撐共建“冰上絲綢
之路”的重大倡議。

來自俄羅斯知名高校專家、國內政府部

門、研究機構、企業和高校代表參加揭牌活
動。哈爾濱工程大學副校長高晚欣指出，成立
“北極藍色經濟研究中心”是落實9月簽署的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工業合作分委會第三
次會議紀要中，關於哈爾濱工程大學與俄羅斯
北方（北極）聯邦大學合作建設國際智庫的重
要內容，對於促進中俄兩國在北極可持續發展
教育與科技領域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2018年1月中國政府發佈了《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倡議各方共同努力保證北極
的可持續發展，共建“北極藍色經濟通道”，打造
“冰上絲綢之路”。在此背景下，會議由哈爾濱工程
大學俄羅斯烏克蘭研究中心與黑龍江對俄經貿產業聯
合會共同舉辦，來自俄羅斯高校的極地專家為中俄合
作共建“北極藍色經濟通道”和“冰上絲綢之路”提
出建議和觀點。

亞馬爾天然氣項目成中俄合作樣本
俄羅斯北方（北極）聯邦大學國際合作事務副校

長扎伊科夫．康斯坦丁介紹，俄羅斯擁有340萬平方
公里的北極地區國土面積，240萬人口在那裡生存，
是其他北極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特別是2000年以後
在這裡發現了石油資源和受全球變暖後北方航道的利
用，為俄羅斯及其他國家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遇，其
中與中國合作的亞馬爾天然氣項目成為北極開發所實
施的首個特大型能源合作項目，為開發北極地區塑造
兩國合作的成功樣本。

2013年中石油受邀加入亞馬爾項目，該項目現有
合同期內96%的液化氣產品，已根據長期協議預先銷
售給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客戶，每年至少有400萬噸液
化氣銷往中國市場。銷往亞洲的液化氣在每年夏季的5
個月內可通過“東北航道”穿越白令海峽，歷時19至
21天抵達中國和其他太平洋西岸國家。在5個月航期
以外的時間，液化氣將經歐洲轉運至亞洲市場，這一
路線需歷時39至44天。

北極航道商業潛力大
“冰上絲綢之路”穿越北極圈，連接北美、東

亞、西歐三大經濟中心的海運航道。這條航道東起符
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途經巴倫支海、喀拉海、拉
普捷夫海、東西伯利亞海和白令海峽，西抵北歐北部
海域，是連接東北亞與西歐最短的海上航線，在俄羅
斯稱“北極航道”。

俄羅斯國立馬卡洛夫海事大學北極系主任阿弗寧
．安德烈發言時說，“俄羅斯北極航道曾經主要承擔

科研的運輸，但是隨着經濟的發展，俄羅斯政府愈來
愈重視北極航道在商業領域的開發，以承擔更多的商
業活動。”因此，由阿弗寧．安德烈主導的研究團隊
致力於研究提升俄羅斯北極航道的通航能力，他們已
經在降低航運風險、擴大船舶交通路線網絡和提高導
航精確性、減少季節性因素對海上交通流量影響等方
面取得了成就，未來他們將進一步投入研究，希望與
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合作，提升俄羅斯北極航道的
通行能力。

中俄農業合作提升極地原住民生活質素
目前，北極原住民以狩獵和捕魚為生、以魚類和

馴鹿為食、以冰屋為家，過着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生
活。俄羅斯國立鮑曼技術大學法律知識產權和司法鑑
定系副教授斯托羅任科．奧莉加說，隨着北極油氣資
源的開採，對北極的自然環境產生破壞，對北極原住
民的生存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俄羅斯聯邦政府已經
從法律層面出具了相關規定來保護北極原住民的生存
權利。她建議通過立法鞏固原住民的自治組織來加強
原住民參與土地管理的能力，希望和中國加強在農業
領域的合作以提升原住民的生活。

高等教育聯手 化解沿路國家人才匱乏
“冰上絲綢之路”沿途主要為俄羅斯的北部地

區，包括雅庫特共和國、亞馬爾．涅涅茨自治區及勘
察加半島等，雖然這些地區開發較晚，但政治環境穩
定，這些地區居民以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為主，如雅
庫特該民族自稱“薩哈”）人、涅涅茨人以及遠東通
古斯諸民族等。

扎伊科夫．康斯坦丁認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
快對於具有專業水平的人才需求愈來愈高，俄羅斯北
極地區也順應這個趨勢。俄羅斯北極地區生態脆弱、
環境惡劣的地域特徵，使得該地區對於專業人才的需
求更高。未來北極地區將開發出一套專業教育資格認
證制度，在教育上將採取與僱主互動、跨學科培養和
遠程教育的方式，為北極地區提供發展所需的人才，
希望在教育和科研領域加強與中國的交流。

“目前，俄羅斯正在加快推進北極地區運
輸基礎設施建設，但面臨着資金、技術等因素
的制約，中俄在這些領域的合作應有廣闊的前
景。”牡丹江師範學院副教授、博士陳君說。

俄羅斯北極運輸基礎設施由港口網絡、破
冰保障、船舶運輸、水文地理監測等系統組織
的綜合體系，是俄羅斯維護北極地區國家安
全、開發北方航線和推進北極地區社會發展的
基礎。陳君說，完備的運輸基礎設施是俄羅斯
保障北極地區國家安全，開發北極地區豐富資
源，推動北方航線運營的基礎。前蘇聯解體
後，俄北極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機制解體，在
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後，中
央政府無力為北極地區建設提供巨額補貼，俄

羅斯北極地區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處於停滯狀
態。

港口建設是北極運輸基礎設施重要的一個
環節，特別是開發北極地區豐富的資源。俄北
極地區港口都修建於蘇聯時期，港口的基礎設
施、生產能力已經無法滿足北極資源開發和北
方航線建設的需求。俄北極地區的主要港口有
摩爾曼斯克港、阿爾漢格爾斯克港、薩別塔
港、佩韋克港等。陳君建議，中國參與北極地
區開發，充分發揮中國的資金優勢與基礎設施
建設優勢，有選擇地參與北極地區基礎設施投
資，將參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未來使用北方
航線相結合，與參與北極能源開發、能源分成
相結合，實現參與北極事務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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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俄總理第20次會晤聯合公報中，“冰上絲綢之路”的雛形
出現，表述是“加強北方海航道開發利用合作，開展北極航運研究”

第21次會晤聯合公報中，表述變為，“對聯合開發北方海航道運
輸潛力的前景進行研究”

2017年5月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俄羅
斯總統普京明確地說：“希望中國能利用北極航道，

把北極航道同‘一帶一路’連接起來。”
2017年7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

科會見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時，雙方正式
提出：“要開展北極航道合作，共同打

造‘冰上絲綢之路’。”
2018年9月5日傍晚，經過33天

海上航行，中遠海運“天恩”
號貨輪抵達法國西北部港

口城市魯昂。這是“天
恩”輪首次沿“冰

上絲綢之路”取
道北極訪問

歐洲。

““冰上絲綢之路冰上絲綢之路””近年進展近年進展

日前，在哈爾濱舉行的中俄共建“冰上絲綢之路”合作機制與

模式圓桌會議上，俄方專家普遍認為，北極地區商業開發極具特殊

性，俄羅斯北極戰略重點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注重環境保護，增

強可持續發展，中俄雙方在北極基礎設施建設、科研教育、環境保

護等領域有廣泛合作前景，應加強戰略對接，在冰上絲綢之路機制

下實現更好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來自俄高
校的極地專
家提出建議。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 攝

■■中俄共建中俄共建““冰上絲綢之路冰上絲綢之路””合作機合作機
制與模式圓桌會議制與模式圓桌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攝

哈工程大學帶頭 與俄高校建智庫

中俄專家憧憬兩國聯手 保護共享極地資源

合作破“極限”
邁步冰上絲綢路

中方優勢有利極地運輸發展

■■中國破冰船中國破冰船““雪龍雪龍””
號船員合照號船員合照。。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冰上絲綢之路冰上絲綢之路””是能夠連接各是能夠連接各
地經濟中心的海運航道地經濟中心的海運航道。。圖為俄圖為俄
羅斯核動力破冰船羅斯核動力破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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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深投資

者，紀惠集團副主

席及行政總裁湯文亮今年最為人所

知的一宗交易，必定是香港中環中

心一役。他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大爆真相，其中一個原因

竟然是為了保住一間他姐姐一直光

顧的牙醫診所，為免物業轉手後診

所被加租逼遷，索性豪斥7.6億元

（港元，下同）將診所所在的中環

中心19樓全層買下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圖：劉國權

“姐姐不想牙醫被逼遷”
湯文亮爆7.6億買中環中心全層真相

香港樓市轉勢，今後何去何從
呢？湯文亮為樓市把脈，他在11月
時已曾預言樓價或將出現“斷崖式
下跌”15%，最近香港差估署公佈
10月份私人住宅樓價指數下跌約
2.4%，為近3年最大單月跌幅，似
乎應驗了其預測。除了“真跌
論”，最近他亦發表“陀螺論”，
認為樓市下跌的最大原因在於動力
不足。他說：“樓市就像陀螺，夠
力量先會平衡。但家動力不足，
購買力少，樓市就會轉角。”
湯文亮接受訪問時指出，最近樓

市出現的一個情況，是一手新盤的成
交數量較二手住宅還要多，打個比
方，以往一手樓及二手樓的成交比例
大概1比5，現在幾乎是1比1，甚至
更多，於是市場流動性被鎖上，因為
當準買家的資金落入發展商手中後，
發展商不會即時在市場上運用這筆資
金，購買力無法回流市場，即變相減
低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

樓價將斷崖式跌15%
湯文亮續稱，當樓市成交量偏

低，放盤量則上升，樓市自然就會
掉頭回落，市場亦會出現劈價盤。
而若果劈價盤都屬於低層質素較差
的物業，減價多少都沒有指標性，

但若果劈價盤屬於優質單位，“仲
要劈咗都無人要”，情況就要注
意。
他認為，當市場劈價盤越來越

多，樓價就會出現“斷崖式下
跌”，湯文亮以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為指標，預測到農曆新年
前（2月5日前），樓價會較今年高
峰期188.64點下跌15%，跌至160
點左右。翻查資料，截至11月30日
公佈的最新數據，CCL 已跌至
177.39點，較高峰期下跌約6%，由
於數據有輕微滯後，而11月樓市仍
然回落，預測指數之後仍然呈跌
勢。
而明年農曆新年後，他估計樓

市會回穩，但至明年底仍然會呈反
覆下跌的走勢，料會再跌5%，意味
至明年底樓價會較今年高峰期回落
20%。
湯文亮再三強調，指現時樓市

是“真跌”，入市買樓要審慎。他
說：“我覺得家買樓要量力而
為，個力分兩樣，首先係個人能
力，第二係市場力，如果市場形勢
轉變產生逆動力，下跌的動力好
大，你個人能力幾好，但都抵唔住
市場向下的動力，咁我無必要逆天
而行。”

樓市似陀螺樓市似陀螺 夠力才平衡夠力才平衡
資料顯示，今年中湯氏以逾7.62億元購

入原本由全國政協委員盧文端持有的
中環中心19樓全層，每方呎僅3.1萬元，為
中環中心拆售以來呎價最低的成交。原來
今次買賣“有段故事”，促使湯氏他們大
手筆買入該樓層，是因為兩個原因。

呎價3.1萬元 拆售後最抵
湯文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憶述

當日見盧文端的情景：“我親自同佢講，
我話盧生，我哋唔係炒家嚟，點解買呢，
因為我家姐（廖湯慧靄）喺嗰度睇牙。佢
（家姐）話細佬呀，第時第二個買咗唔知
會唔會叫佢走，因為牙醫中心嚟，如果公
司夠錢，就同佢買落嚟，同盧生傾。咁所
以我就同盧生傾。一個合理價，非常合理
價，好老實，我家賣出去一定有錢
賺。”

他繼續說：“咁我同盧生講，話我咁
情況喎，我唔係炒的，我真係講埋我家姐
呢件事，佢話同意，就開一個價，但有一
樣嘢就係短成交，一個月成交。”除了想
繼續睇牙醫，湯文亮購入物業的另一個原
因不外乎“抵”字，交易每方呎僅3.1萬
元，是中環中心拆售以來呎價最低的成
交。

他說：“我哋有好多層喺上環中遠大
廈，人哋畀我係3.4萬元，中環中心個質素
比遠東金融中心質素好，差價起碼加兩
成。即是買入已賺咗錢，有時買賣係要以
物易物（換馬）。”湯氏強調，今年樓市
轉勢，如果要入市，就一定要買入優質單
位，因為“有買貴無買錯”，所以他當時

火速購入中環中心19樓全層，他笑指：
“我都想買高層啲，但無貨或要得好
貴。”

料長線收租 回報約2.7厘
湯文亮表示，今年除中環中心外，並

未有其他太多物業交易，目前旗下絕大部
分物業都只作收租，不會出售，今次購入
中環中心亦會長線收租為主。資料顯示，
該層現時全層出租，月租收入約175萬元，
回報約2.7厘。湯文亮說：“物業會繼續租
予牙醫中心，而仲有5年租約。”

家庭身家厚 擁眾多物業
湯文亮為香港物業投資老手，本身已

持有多項物業投資，但家族生意紀惠集團
的物業數量更加多不勝數，當中不少位於
核心區甲廈。紀惠集團主席廖湯慧靄，正

正為湯文亮胞姐，亦為今次平價買入中環
中心的“幕後推手”。

翻查資料，廖太身家非常雄厚，去年
初憑27億美元身家（接近211億港元）首
次晉身福布斯香港50大富豪中的第26位。
今年更上一層樓，以34億美元（逾265億
港元）資產名列第25位，較去年上升一
名。如果單計女性，廖太更加為全港第四
女富豪。

廖太來頭不少，丈夫廖烈正是廖創興
後人，廖太於1976年開始投資房地產，其
後轉戰投資車位，贏得“車位天后”之
稱，2003年起轉戰甲級商廈及商舖。雖然
廖太為人低調，甚少接受傳媒訪問，但其
家族各成員則相當活躍，女兒廖偉芬是
HABITU咖啡連鎖店創辦人，湯文亮則為
著名地產評論員，兒子廖寶珊家族第三代
成員廖偉麟亦為投資物業的高手。

2

■■湯文亮預測明年底樓價會較今年高峰期回落湯文亮預測明年底樓價會較今年高峰期回落2020%%。。

■■湯文亮爆湯文亮爆77..66億買中環中心全層真相億買中環中心全層真相，，竟然是為了保住一間他姐姐一直光顧的牙醫診所竟然是為了保住一間他姐姐一直光顧的牙醫診所。。

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8年12月31日（星期一）

據悉，三子都各要進行三次肛門再
造手術，每次間隔三個月，現已

完成第二次手術。夫婦本已育有一幼
子，加上經濟條件有限，每當三個孩
子同時要進行搶救時，35歲的潘賢斌
都要艱難地決策如何取捨三子的治
療。
潘賢斌說，每個孩子的醫藥費約10
萬元，三個孩子要近30萬元（人

民幣，下同），且在ICU
一天的費用
就上萬元。

他只能狠心告訴醫生：只要孩子呼吸
稍微穩定了，就從重症監護室轉移到
普通病房，由他親自照顧。“我不是
不救，只是擔憂，如果（一個孩子
的）錢花光了，剩下兩個孩子拿什麼
去救？”話畢，他的眼眶濕了。為了
省錢，就連孩子常用的人工造口袋都
是買別人用剩的。
三胞胎一出生，醫生

便發現三子均患先天性
肛門閉鎖，並伴有先天
性心臟病，需要急救；

而這些在雷美玲孕期檢查時毫無徵
兆。
為了第一次手術，夫婦向親友借了6

萬元，勉強支付費用；第二次手術，夫
妻倆將第一次住院費用拿到當地報銷，
得到了一半費用；加上愛心資助，才籌
集到第二次手術費。在該次手術上，由
於先天性心臟病，老大的皮膚呈紫色。
然而，老三的心臟病更嚴重，在手術時
經過搶救才脫離生命危險。
雷美玲回憶，手術時，她在電梯口聽

到擔架隊隊員的對講機傳來呼救聲：
“快過來，有個病人快不行了，急需搶
救，最後一拚了。”雷美玲稱：
“當時我心裡想，
千萬

別是我家小孩
呀！”然而，
當她趕到手術
室門口，才發
現事與願違。
那一刻，她

哭癱在地。
雖然老三被搶救成功，但雷美玲說

她已作了最壞的打算——如果孩子真
的走了，希望捐贈孩子的器官。

麻醉風險大 治療困難多
貴州省醫院小兒外科醫生覃智傑表

示，因為先天性心臟病，三胞胎的麻醉
成了最大風險。本該準備做第三次手
術，但三子又發生了腹瀉，加上營養不
良，未達手術條件；即使第三次手術成
功，也可能有併發症，且心臟病也需治
療。
面對即將要進行的第三次手術，夫

妻倆再陷困境。潘賢斌表示，若有好
心人士資助，可通過電話號碼
15885133370聯繫他。

三胞胎重病 父母愁斷腸

家住

貴州凱里市金井村的潘賢

斌和妻子雷美玲今年年初

迎來了三胞胎兒子。

然而，這個本該幸

福的家庭很快

陷入了絕望。

原來，三子出

生後均患上了

先天性肛門閉

鎖，並伴有先

天性心臟病、

遠端腸管發育

不良等病。

■《貴州都市報》

一出生便急救 ICU一天就上萬元

■■ 雷美玲抱着治療中雷美玲抱着治療中
的其中一個兒子的其中一個兒子。。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貴州三胞胎剛出生就患重病貴州三胞胎剛出生就患重病，，
父母救子心切父母救子心切，，但但““有心無有心無

力力””。。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2019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
試於12月22日至23日開考。在22
日的英語考試上，英文單詞“ru-
ral”、“debate”居然難倒無數考
生，還登上微博熱搜榜，成為網民
熱議話題。有考生表示，這兩個單
詞是高中英語的詞彙。

在政治理論考試中，改革開放成
為本次考題的關鍵詞。但令人意外的
是，不少考生在網上表示英語試題很
難，題目根本沒看懂。

有考生表示，過去的複習中，大
部分考生認為研究生招生考的英語和
政治一般都能夠過關，於是都把重點

放在專業課。“可是，今天剛剛考完
英語，考生的朋友圈都是哀嚎一片；
大家普遍感覺，今年考研的英語太難
了”。還有考生表示：“作夢都沒有
想到，一個簡單的高中單詞，竟然成
為考研英語的‘攔路虎’。”

與此同時，也有很多網友表示
難以置信。有網友說：“考研‘ru-
ral’不認識就算了，‘debate’都
不認識考啥法學碩士！話說這倆單
詞難嗎？”、“‘rural’和‘de-
bate’有什麼好上熱搜的，這倆單
詞都不認識你去考什麼研。”

■“中國青年報”微信公眾號

考研英語單詞登微博熱搜

■■母親雷美玲將自己母親雷美玲將自己
與三胞胎的合照作微與三胞胎的合照作微
信頭像信頭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
所近日對新忽熱古城遺址進行新
一輪考古發掘，確定該城為防禦
突厥等北方民族而修建的唐代橫
塞軍軍城遺址。據悉，該遺址於
11年前首次被發掘。

今年的新發掘包括：遺址地
面上的一層保存狀況較好的白灰
面（編者注：根據百度百科，白
灰面是已知的中國古代最早的建
築膠凝材料），厚為 2至 4厘
米。發掘區出土的磚瓦及蓮花紋
瓦當等均為唐代遺物。

新忽熱古城平面呈長方形，
東、南、西三面牆體中部各設有1
座城門，城門外均帶有長方形甕
城。為防禦主要來自北方的敵人，
古城沒有設北城門。 ■新華社

23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城區屯頭村，一名
工人在生產車間製作宮燈。元旦臨近，該廠加班加
點趕製燈籠供應節日市場。城宮燈歷史悠久、產
品豐富多樣，擁有紙雕、塑紙、木雕等18個系列
200多個品種，2006年被評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目前該區宮燈生產企業和加工戶達1,100餘
家，從業人員五萬多人，產品出口俄羅斯、韓國、日
本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 ■文/圖：新華社

■ 今年考研英語中出現了“ru-
ral”、“debate”兩個高中英語單
詞，難倒不少考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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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勞動部去年起檢視高中職及國
中小1、2年級的教科書有關勞動權益內容，發
現有部分課本在工作倫理提及 「吃虧不計較」
等語，恐有誤導學生之嫌，已經要求書商必須
平衡資方的義務。

勞動部今天舉行例行業務說明，會中勞動
部勞動關係司專門委員羅文娟說，從106年起勞
動部開始檢視國民教育階段教科書，規劃於4年
內完成，檢視建議將提供給教育部及教科書出
版廠商，作為編修教科書勞動教材內容參考。

羅文娟指出，106、107年邀請專家學者檢
視高中職、國中小1、2年級 「公民與社會」、
「法律與生活」、 「生涯規劃」、 「社會」及
「綜合活動」等84本社會科目教科書。

當中發現有 「法規名稱、法條內容未配合
法規修正」、 「勞動權益敘述不完整或有混淆
、誤導」，以及 「勞動權益觀念之補強」等類
型要修正。

羅文娟舉例，像是某教科書提到勞動相關
法令的名稱時，將性別工作平等法寫成舊的法
令兩性工作平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寫成勞工
安全衛生法，或者未及時更新法令修正內容等
。

羅文娟說，也有教科書在工作倫理中提
到 「若有吃虧不計較」，不顧一切、排除萬難
，想盡辦法努力把工作完成」等，恐有誤導學
生之嫌。

羅文娟強調，已經發函書商跟教育部，
建議增加工作如遇到不合理的狀況也應循正確
管道反映，並能持平提到勞工與雇主應有各自
須負責的工作倫理，例如勞工要善盡工作義務
，雇主也應負起提供安全友善的工作環境、善
盡保障勞動權益的義務。

至於是哪些版本的教科書有出現錯誤，勞
動部則說不方便透露。

課本寫吃虧不計較 勞動部要求修正

（綜合報道）防範非洲豬
瘟入侵，邊境旅客帶違規品入
境罰鍰數度上修，農委會防檢
局表示，違規案件仍起伏不定
，還看不出有改善，但是不會
再調高罰鍰。

農委會防檢局統計 「107
年9到12月因應非洲豬瘟邊境
管制作為旅客違規統計表」顯
示，9月1日到12 月13 日對旅
客違規帶非洲豬瘟疫區動物產
品入境罰新台幣 1.5 萬元期間
，來自非洲豬瘟疫區的違規產
品計344件。

12 月 14 日總統府公告修
法後新裁罰上路，到 12 月 17
日，防檢局統計，來自非洲豬
瘟疫區的違規（開罰 5 萬元起
）產品件數18件，來自口蹄疫
疫區違規（開罰 3 萬元起）產
品12件，來自禽流感疫區違規
（開罰3萬元起）產品21件，
以及來自非疫區違規（開罰 1

萬元起）產品2件，合計53件
。

12 月 18 日依據前述新上
路的法律規定，將來自非洲豬
瘟疫區的違規產品罰鍰，從 5
萬元上調至20萬元起，直到12
月27日止，其中來自非洲豬瘟
疫區的違規（開罰20萬元起）
產品件數18件，另外有來自口
蹄疫疫區違規（開罰 3 萬元起
）產品14件，來自禽流感疫區
違規（開罰3萬元起）產品30
件，以及來自非疫區違規（開
罰 1 萬元起）產品 7 件，合計
69件。

雖然對照時間長短與件
數統計比例，違規件數似乎有
減少，不過，防檢局組長彭明
興說，看不出有改善。

他說明，改善是要在一
段時間裡呈現某種規模的數字
，降到更少的數字後，還要維
持一段時間，例如原本一段時

間都是兩位數，之後下降至個
位數，並維持一段時間；現在
每天數字都起起伏伏、不穩定
，例如近期罰20萬元的件數雖
然多是個位數，但是不穩定，
有1到3件，也有0件，或是5
件，看不出改善。

不過，農委會副主委黃
金城說，來自非洲豬瘟疫區的
違規案件已經罰到20萬元起跳
，如果再有案例，已經不是拉
高罰鍰可以改善的，所以不會
再調高罰鍰。

他還說，問題出在個人
習慣，加上8、9成違規旅客多
是中國大陸籍跟越南籍，所以
會針對外配團體強化宣導，來
自越南班機機上廣播語言增加
越南語之外，行李轉盤的書面
宣導與現場廣播語言也都要增
加越南語。

農委會農委會：：若豬瘟疫情檢驗量增 全台分區分工處理若豬瘟疫情檢驗量增 全台分區分工處理
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2828日表示日表示，，萬一發生非洲豬瘟疫情萬一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屆時檢驗量增加屆時檢驗量增加，，參與初篩的參與初篩的

44所大學獸醫學院及農科院將分工所大學獸醫學院及農科院將分工，，台大負責北區台大負責北區、、農科院負責竹苗及離島區農科院負責竹苗及離島區、、中興大學負責中興大學負責
中區中區、、嘉義大學負責嘉南區嘉義大學負責嘉南區、、屏科大負責南區屏科大負責南區；；發病檢體則送家畜衛生試驗所檢驗發病檢體則送家畜衛生試驗所檢驗。。

20192019高雄市體育季開鑼高雄市體育季開鑼
20192019高雄市體育季系列活動將於高雄市體育季系列活動將於108108年年11至至33月登場月登場，，高雄市運動發展局代理局長周明鎮高雄市運動發展局代理局長周明鎮

2828日率員舉辦活動開幕記者會日率員舉辦活動開幕記者會。。

莊普出畫冊雙重痕跡 視覺引領當代藝術
（綜合報道）擅長以1公分見方的印章，代

替畫筆的藝術家莊普，以多元媒材創作聞名。他
的 「雙重痕跡」畫冊收錄34年藝術創作，編排
打破年份排列，以視覺引領讀者進入當代藝術思
潮。

1947年生於上海的藝術家莊普，在1949年
來到台灣，1969 年於復興美工畢業後，到了
1973 年進入馬德里大學藝術學院就讀，前後客
居西班牙 8 年。直到 1981 年返台後，陸續參與
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和伊通公園等當代藝術空
間創立，成為台灣抽象藝術的代表人物之一。

莊普於2017年誠品畫廊的個展 「晴日換雨
‧緩慢焦點」，展出一系列經典作品。莊普指出
，過去舉辦的大部分展覽空間多選在較樸實的地
點，這次誠品畫廊的展覽空間相對高雅， 「除能
更聚焦作品，也是重新詮釋我的作品與空間對應
的關係」。

為莊普畫冊命名為 「雙重痕跡」的藝評人游

崴在畫冊內寫道，在1980年代的台灣，莊普被
視為受西方戰後低限主義影響的主要藝術家，
「與繪畫相比，莊普的立體作品在形式上似乎自

由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線條的多樣表現」。
莊普今天於畫冊 「雙重痕跡」新書發表會

上也透露，自己其實很喜歡蒐集畫冊，總覺得台
灣藝術界對畫冊的設計與編排 「不那麼講究」，
即便是公家機關出版的畫冊，也多像目錄般。莊
普表示， 「去年在誠品藝廊的展覽，是我近 40
年來的創作與展覽中，最滿意的一次」，這本畫
冊是以他的2017年個展系列作品為主軸，匯聚
多年作品的集大成之作。

一直以來，莊普的創作呈現意念運動和自
律性，以方印為單元，卻不以寫實具象為目的。
莊普說， 「雙重痕跡」畫冊編排不同以往，打破
年份的排列，以視覺形式、媒材及元素貫穿，期
盼透過畫冊輔以讀者進入當代藝術中，觀念先行
的思潮。

（綜合報道）禽鳥是人類生活中極為親近的朋友，故宮舉辦
「來禽圖－翎毛與花果的和諧奏鳴」，精選31組件宋、元、明

、清至近代禽鳥畫作，並搭配寫真照片展出，可從中比對繪畫的
細膩。

古代畫家習慣將禽鳥稱為 「翎毛」，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禽鳥作品超過2000件以上，今天舉辦 「來禽圖－翎毛與花果的
和諧奏鳴」開幕記者會，2019年元旦正式展出。故宮院長陳其南
也邀民眾，在元旦假期到故宮 「賞鳥」，感受春之將臨的輕盈雀
躍。

「來禽圖」特展精選31組件，作品時代囊括宋、元、明、

清至近代，型態可區分為 「果
熟來禽」與 「鳥語花香」兩類
。展出同時並搭配禽鳥的寫真
照片一併陳列，民眾可以透過
繪畫與照片的詳細比對，具體理解歷代畫家對於禽鳥生態縝密的
觀察力，以及當想要突破侷限時，如何藉助筆墨與萬物對話，來
抒發內心情感的創作力。

這次展出有數件國寶級展品，其中 「宋崔愨杞實鵪鶉」畫中
的鵪鶉與螻蛄，作畫時不先勾勒輪廓，直接以水墨點染，感覺格
外古樸典雅。這種 「落墨」畫法，在宋畫中尤其罕見而難得。

另外一幅國寶文物 「桑枝黃鳥」，畫一隻站立桑樹枝頭的黃
鸝，仰頭銜住桑椹果實，神態怡然自得。無論樹或禽，敷色皆極
細膩，線條則隨著物象而變化，未有定法，感覺格外生動自然，
堪稱典型的宋代寫生佳作。

「來禽圖－翎毛與花果的和諧奏鳴」特展，2019年元旦起
至3月25日在故宮北部院區202、212陳列室展出。

第第4141屆金穗獎入圍名單公布屆金穗獎入圍名單公布
第第4141屆金穗獎屆金穗獎2828日公布入圍名單日公布入圍名單，，共有共有5454部影片入圍部影片入圍。。形象大使嚴正嵐與吳念軒在入形象大使嚴正嵐與吳念軒在入

圍記者會上與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長徐宜君合影圍記者會上與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長徐宜君合影。。

元旦假期故宮賞鳥比對禽鳥繪畫和寫真

罰鍰加碼堵非洲豬瘟 旅客違規未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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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教育部今天公布107學年度大
專全校新生註冊率，有3校註冊率達100%；教
育部今年也首度提供就學穩定率數據，有20校
高於95%，以長庚科大就學穩定率最高。

為了讓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透明，教育
部今天在大專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公布第一階段
資訊，包括全校新生註冊率、境外學生人數、
跨領域學習成效、日間學士班就學穩定率等。

根據大專校務資訊公開平台資料顯示，107
學年度共有159所大專校院，其中3校全校新生
註冊率達100%，包括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招收
241人）、一貫道天皇學院（招收81人）和一貫
道崇德學院（招收22人），有108所大專的新
生註冊率超過 80%，僅 9 校的新生註冊率未達
60%。

教育部表示，註冊率100%的3所學校核定
招生名額總量都不多，而一貫道天皇學院和一
貫道崇德學院都是培育神職人員的學校，在招
生上有其特殊性。

為瞭解學生就學情形，教育部今年首度提
供各大專校院 「就學穩定率」，以106學年度錄

取的大一新生繼續就讀大二的比率數據，供學
生和家長參考。

查詢大專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後顯示，各大
專校院日間學士班就學穩定率高於95%以上的共
20校，公立大學以政治大學最高（96.57%），
公立技專以雲林科技大學（96.88%）比率最高
，私立大學以逢甲大學（95.44%）比率最高，
私立技專則以長庚科技大學（97.27%）比率最
高，長庚科大同時也是所有學校中就學穩定率
最高的。

對於學生就學穩定率偏低的學校，教育部
分析，可能因學校位處偏遠、學業成績、原選
讀系所與志向不符、家庭經濟因素等，造成學
生無法繼續就讀原學校，教育部也會鼓勵學校
加強學生課業輔導、就學關懷機制，以提升學
生就學穩定度。

在境外學位生人數上，公立大學以台灣大
學（2752人）最多，公立技專以台灣科技大學
（1399 人）最多，私立大學以銘傳大學（2011
人）最多，私立技專則以明新科技大學（960人
）最多。

3校新生註冊率100% 20校就學穩定率逾9成5

106年社會給付高齡支出破兆占比創5年新高

都更條例三讀 花敬群：杜絕文林苑案爭議
（綜合報道）立法院會今天三讀修正通過都市更新條例，內政部次長花敬群說，由於容積獎

勵明確化，未來都更審議委員會將著重處理都更爭議，機制健全後也幾乎確定不會再有文林苑案
爭議產生。

6年前的台北市 「文林苑」都更案，不同意都更的王家強烈抗爭，引發社會議論，為了讓都
更推動過程更周延，內政部推動修法。立法院今天下午三讀修正通過都市更新條例，花敬群與營
建署都更組組長王武聰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修法內容。

花敬群說，這次修法主要著重3大面向，包括健全重要機制、解決實務困境和強化程序正義
。他說，為了要讓大家更信任、更積極參與都更，修法的第一步驟是將容積獎勵明確化，讓民眾
了解都更大餅到底有多少，讓未來的權利如何分配、都更可以分得多少等，避免信任度產生威脅
，也減少審議過程的不信任因素。

此外，房屋稅也減半徵收，最長可達12年。
有關代拆議題，花敬群表示，會以弱勢保障為前提，由公權力為後盾，採取 「3+1」機制處

理。3道預防爭議處理程序包括：第一，將都市更新與都市計畫連結，都市更新計畫須送地方政府
的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避免惡意圈地；第二，都更計畫經都委會通過後，要再送到地方政
府 「都市更新審議會」，由專業委員以合議制、公開審議方式，判定都更範圍是否合理。

第三，都市更新審議會審理過程中，若有爭議、不是100%同意，只要有一人反對，就應舉行
聽證程序，釐清問題是惡意圈地，或釘子戶要求過高的價格。

他強調，過去都更審議委員會比較著重容積獎勵的審核，但現在容積獎勵已明確化，未來審
議會職責在於爭議處理，避免外界擔憂都更黑箱、欺騙。最後面對拆除還有疑慮，得進行必要的

協調。先由實施者進行協調，協調不成再由政府出面做最後確認，若決定拆除都是經過合理正當
的程序， 「遇到民間無法解決的問題，政府公權力一定要介入」。

花敬群說，都更條例修法後，幾乎可以確定不會再有類似文林苑案的爭議。文林苑案背後也
隱含權利分配沒有協調好，未來經過都更審議會確認，包括估價師制度調整等，有更合理客觀標
準判斷， 「談不攏、可以切割的部分就割出去」。

花敬群表示，未來要拆除是需要經過一定程序，當然不能被強拆，也不會有事先拆房子的
動作。

不過，營建署官員說，不能保證未來沒有代拆，一旦走完正當程序，若須代拆，政府也會介
入。

針對經濟弱勢、更新後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導致無屋可住者或承租戶者，花敬群說，內政
部會透過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銜接，避免迫遷問題。

都更條例修正耗時多年，終於三讀通過，花敬群坦言 「很感動」，他說，這條路走得很艱辛
，都更工作也是總統蔡英文非常重要的政策，行政院長賴清德也給予非常重要的支持，當然最要
感謝朝野立委在複雜的審議過程能達成共識，修訂出滿足各方待的都更條例。

(綜合報道）台灣高齡化趨勢推升社會給付開銷，主計總處
指出，106年社會給付以功能別來看，高齡支出達新台幣1兆38
億元，不只占總體社會給付比重最高、達50.8%，占比也創近5
年新高。

主計總處今天發布社會保障支出統計，106年台灣社會保障
支出規模達 2 兆 30 億元，年增率 9.5%，高於近 5 年平均年增率

5.1%；就社會保障支
出的主要支出項目觀
察，社會給付（So-
cial Benefit）一向是

大宗，106 年社會給付達 1 兆 9743 億元，占整體社會保障支出
98.6%，與105年相較，增1717億元，增幅達9.5%。

進一步觀察106年社會給付功能別，以高齡支出破兆元、
占了50.8%最多，其次為疾病與健康6309億元，占32.0%，兩者
合計占近8成3。

主計總處指出，106年社會給付中的高齡支出不只占比最
高，與105年相較，增加975億元，也是各功能別中金額成長最
多；官員分析，主要是台灣高齡人口持續增加，導致高齡相關給
付支出跟著增加所致。

社會給付若依各類風險或負擔類別，可分成高齡、身心障
礙、遺族、疾病與健康、生育、家庭與小孩、失業、職業傷害、
住宅及其他（包括眷屬喪葬給付、民眾乘車優惠及低收入戶家庭
生活扶助等項）10項功能別；近5年的功能別結構變化，高齡占
比多居於首位，趨勢也持續向上。

黑心油廠商官司定讞 動產將拍賣黑心油廠商官司定讞 動產將拍賣
嘉義縣新港鄉久豐油脂公司民國嘉義縣新港鄉久豐油脂公司民國103103年間黑心油事件官司定讞年間黑心油事件官司定讞，，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

義分署已定於明年義分署已定於明年11月月88日拍賣相關製油設備及機具日拍賣相關製油設備及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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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Size 
Coffee

Small French 
Vanilla L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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