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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校現重大招生醜聞
美高校現重大招
（綜合報導）美國檢方當天就一起牽涉多
所知名高校的招生欺詐案提起訴訟，來自六個
州的近 50 人被起訴，其中包括好萊塢影星菲
麗西提·霍夫曼和洛莉·路格林。
《紐約時報》報道，美國馬薩諸塞州聯邦
檢察官安德魯·萊林當天在波士頓的新聞發佈
會上稱，此案是聯邦司法部起訴過的最大一起
高校招生醜聞，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南加
州大學等名校牽涉其中。除了前述兩名好萊塢
演員外，被告中還有多名知名企業高管、一名
時尚設計師及一名著名律師。
福克斯新聞報道稱，這些招生欺詐由一名
加利福尼亞男子威廉·辛格操作。辛格運營一
家名為“關鍵全球基金會”(Key World wide
Foundation)的非營利機構，他利用該機構作為
掩飾，通過行賄的方式使“客戶”的子女進入
知名高校。辛格在過去數年中，通過這一“業
務”向學生家長收取了 2500 萬美元。
據 ABC 報道，辛格被訴敲詐勒索、洗錢
、欺騙聯邦政府及妨礙司法等罪名。檢方稱他
已同意認罪。

好萊塢影星洛莉·路格林
路格林。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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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尊享團7日之旅$628起
美西、美東、黃石
折扣高達
7月加拿大洛基山7天遊$728起
德州、佛州、美国境内游 25%
9月至尊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亚洲路线(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10月北歐冰島16天童話遊輪之旅$1999起
多條特價歐洲遊輪 休斯頓出發特價遊輪$329起
日本韓國12天溫泉雪岳山之旅$1980 (全包價)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太空中心門票$18 中國簽證 $170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希臘 北極光 非洲 中南美州 土耳其 馬爾代夫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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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擊陸油菜籽禁令 加國出手了

（綜合報導）自北京取消
加拿大最大的一家農業公司向
中國出口油菜籽的註冊後，加
拿大疑似展開反擊！據加國媒
體 11 日報導，加拿大食品檢驗
局（CFIA）在其官網上發佈聲
明，在中國大陸爆發非洲豬瘟
期間，加拿大將禁止從該國進
口豬肉及其副產品，但實際上
加國進口陸豬肉並不多，故此
舉象徵反擊北京意味較深。
據加拿大媒體 CTV 報導，
根據加拿大豬肉國際公司
（Canada Pork International）的
資料，加拿大 2016 年從中國大
陸進口了價值 760 萬元的豬肉產

品，其中絕大部分是內臟，占
當年所有豬肉產品進口量的不
到 0.6％，反而是加拿大向中國
大陸出口了更多豬肉產品。但
這個出口量僅占加拿大每年 40
億元總產值的 14％。
報導指出，相比於加拿大
日前禁止進口中國大陸豬肉，
中國大陸宣佈禁止加拿大產油
菜籽對加拿大的影響更大，因
為加拿大一直是油菜籽生產和
出口大國，而每年出口的油菜
籽約有 40%進入了中國大陸市
場。故外界認為，加拿大此時
宣布禁止中國大陸豬肉，除了
防止豬瘟入加國，更有反制北

京先前的油菜籽禁令的意味。
據路透社報導，中國大陸
海關總署 1 日公布獲准對陸出
口企業名單，當中加拿大李察
遜國際公司（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td） 輸 出 油 菜 籽 至 中
國的出口註冊遭取消。註冊遭
取消的原因，目前還不得而知
。中國大陸每年自加拿大進口
油菜籽約 25 億加元。
而北京減緩對加拿大的進
口，不僅對同樣以油菜籽出口
的出口商緊張，更是對尋求競
選連任的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Justin Trudeau）施加壓力。

391：242！英國國會否決脫歐協議！梅伊再次挫敗
（綜合報導）英國是否脫歐成國際矚目焦點
！英國國會 12 日以 391 票反對、242 票支持，二
度否決英國首相梅伊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草案
，預計明天晚間 7 時將表決是否同意在無協議狀
況下脫歐。
脫歐協議今年 1 月 15 日第一次在國會表決時
，結果以 432 比 202 票大比數否決，梅伊慘敗 230
票，反對黨工黨黨魁柯賓隨即對梅伊政府提出不

信任投票。第二次表決結果，差距雖然縮小至
149 票，但仍超過 100 票。
由於首相梅伊的脫歐協議在國內面臨強烈反
對聲浪，歐盟研判英國原訂在 3 月 29 日正式脫離
歐盟，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在投票前歐盟已經預
料英國國會將否決梅伊的脫歐協議。歐盟預期英
國可能申請延後脫歐，脫歐期限至少延後至 7 月
。

演總統假戲真做？烏克蘭演員民調衝第一
（綜合報導）烏克蘭即將於 3 月 31 日舉行總統大選。這場選
戰原本是由現任總統波洛申科對決前總理提摩申科，結果半路殺
出程咬金—扮演總統走紅的喜劇演員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他的民調支持度還領先政壇老手。
澤倫斯基唯一的政治經歷是在電視劇中扮演烏克蘭總統。現
年 41 歲的他說： 「這次不是在拍戲，而是真實人生。我真的想
幫助烏克蘭，我想幫助我們的人民。」
澤倫斯基因主演 2015 年開播的熱門電視劇 「人民公僕」
（Servant of the People）而打開知名度。他在劇中原本是名歷史
教師，但因人民痛恨貪腐政客，後來當選烏克蘭總統。他於去年
12 月 31 日宣布正式參選後，也成立了新政黨，名字就叫做 「人
民公僕」。
據稍早公布的民調結果，已做出決定的烏克蘭民眾中，有

俄國飛行表演隊 在天空畫出 「驚奇隊長」 Logo
（綜合報導）美國漫威英雄電影 「驚奇隊
長」在週末上映，一支俄羅斯特技飛行隊以電
影為題材，在天空上展示了他們出色的駕駛技
巧，畫出一個 「驚奇隊長」Logo。
噴射戰機世界(fighter jets world)報導，驚奇
隊長是一名叫卡蘿丹佛斯的女飛行員，因為各
種奇特遭遇成為超級英雄。俄國 7 名特技飛行
員與女飛行員沙凡娜‧卡帕琳娜(Svetlana Kapanina)合作，組成 「羅斯」(Rus)特技飛行隊，要
向大家證明超酷的女飛行員不只在超級英雄電
影中，也在真實世界裡。
飛行隊與本週末在俄羅斯城市維亞濟馬

(Vyazma)上空表演，他們的飛機是輕型噴射教
練機 L39 與螺旋槳特技飛機 Sbach 342，令人嘆
為觀止的鏡頭顯示，四架飛機以緊密的鑽石形
式飛行，然後尾隨藍色和紅色的煙霧，以畫出
驚奇隊長中的 8 芒星標誌。
現年 50 歲的沙凡娜是這次節目的主導者，
她自 1988 年以來，一直是特技表演飛行員，在
她的職業生涯中，曾 7 次(1996、1998、2001、
2003、2005、2007、2011 年)獲得女子世界特技
飛行冠軍頭銜， 無人能出其右，她於 2014 年被
俄國總統普丁授予勇氣勳章，堪稱現實版驚奇
隊長。

25％支持澤倫斯基，16.6％支持
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
另 有 16.1％ 挺 提 摩 申 科 （Yulia
Tymoshenko）。
多年來，烏克蘭政壇因內鬥
和貪腐醜聞失去民心，澤倫斯基
的支持者相信，他將為烏克蘭政
壇帶來新氣象。
也有批評者質疑，澤倫斯基
是否能夠帶領烏克蘭的 4500 萬民眾，化解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 習，不想看起來像個蠢蛋。我周遭有人想幫助我，我想我們能把
事情做好。」
義者武裝衝突，同時面對艱困的經濟情勢和貪腐充斥等亂象。
澤倫斯基坦承， 「對，我沒有經驗」，但強調自己 「充滿毅
力、充滿精力」。他還稱： 「我並未具備所有知識，但我正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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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的委內瑞拉人到汙水渠取水
（綜合報導）委內瑞拉正遭遇全國大停電
，自然引發全面大停水，無水可用的結果，導
致民眾只能在大型排汙渠裡取水，因為這個排
汙渠的水至少是透明無色的。
路透社報導，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有 3 百
萬人口，用水需求很大，據卡拉卡斯市政府水
務局負責人說，首都每秒至少需要 2 萬升的水來
維持日常生活服務。他說，上週已經下降到 1.3
萬左右，自周四停電以來，供水已完全停止。
5 天沒有電力抽水，洗澡、洗碗、洗衣、沖
馬桶都成了問題，民眾生活完全混亂，結果市
民拉只能在一個難以想象地方取水，是一條排
汙渠裡的廢水管。沒人清楚這個廢水管水質如
何，但是它至少看起來是清澈的，與流過首都
的瓜伊爾河那種惡臭液體不同，有些人相信水
的來源也是水庫。
然而，市民也瞭解這水質沒有保證，而且
它經過了不衛生的管道，所以只能用於沖洗廁
所或擦洗地板，而不能飲用，但即使如此，它
也珍貴異常。
市民拉比斯‧塔傑特(Lilibeth Tejedor)說：
「我此生也從未遭遇如此困境，這樣的生活實

在太可怕了。」說畢，她正用小推車將好不容
易取到的水給帶回家。她原本在電腦商場工作
，有一個兩歲的女兒，也要照顧兩個侄女。
停電惡化原本已惡性通貨膨脹的經濟，玉
米粉和衛生紙這種民生必需品變成了大多數人
無法承受的奢侈品。許多人擔心疾病的傳播，
所以肥皂也很缺，但是即使了肥皂，缺水也沒
辦法洗滌。
在加拉加斯的郊區，與埃爾阿維拉國家公
園(El Avila National Park)相近的山林，成了清澈
水源的寶地，數百人排隊從山間溪流中收集水
，然後步行提回家。現年 58 歲的喬斯凡納斯
(Jose Velez)也是在山區取水的一員，他表示停電
已讓生活無法忍受，他希望該國的政客們能真
正面對問題，解決這一局面。他說： 「我對這
些政治家不感興趣，但我希望他們好好做事，
使我們的生活能夠恢復正常。」
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於 1 月份宣布自己是臨
時總統，並認定馬杜羅失去正當性，由於美國
支持瓜伊多，所以對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工業進
行嚴厲的製裁，這些制裁也意味著該國政府的
經濟資源更少。

（綜合報導）北韓平安北道東倉里的飛彈
發射場（西海衛星發射場）出現準備試射長程
火箭的徵兆，其他跡象也顯示，北韓現在表現
出與過去發射長程火箭時類似的行動。南韓官
員認為，北韓應該是著眼於下一次美朝談判，
想要最大限度凸顯東倉里的威脅，並研判有可
能發射威力超出 「光明星 4 號」的人造衛星。
南韓《中央日報》11 日報導說，東倉里的
飛彈發射場出現準備試射長程火箭的徵兆，有
人擔憂北韓不久之後就會進行發射。北韓過去
試射長程火箭時，先在平壤外圍的山陰洞工廠
進行火箭引擎燃燒試驗後再組裝零件，製造火
箭的各 「節」，並將其用列車運至東倉里進行
最終組裝，之後進行發射。
某要求匿名的南韓政府當局人士表示，
「北韓現在表現出與過去發射長程火箭時類似
的行動。美韓兩國情報當局正密切監視」。之
前，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和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也在 8 日報導稱， 「北韓最
近的動向顯示，正準備近日發射飛彈或衛星用
火箭」。
美韓兩國情報部門最近正在關注北韓國內
的兩個徵兆。政府注意到，北韓最近或從大陸
等盟國直接或間接引進衛星技術製造人造衛星

。政府部門人士表示， 「北韓最後一次主張發
射人造衛星是 2016 年發射 『光明星 4 號』。我們
接到諜報稱，北韓此後致力於透過駭客或與其
他國家的秘密合作引進人造衛星技術，最近製
造了初級形態的觀測用人造衛星」。
《中央日報》指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可
能是打算在美朝兩國首腦會談（河內第二次川
金會）決裂後，一方面對美國進行武力示威，
另一方面透過實際發射人造衛星的方式來避開
美國的銳氣。
《朝鮮日報》也說，北韓的上述動向，與
2012 年 2·29 協議後發射飛彈的情況相類似。當
時，北韓與美國達成停止核導實驗協議後，僅
隔一個多月便發射了 「銀河 3 號」。實際上，北
韓在河內川金會決裂以後，多次強調暗示重啟
核導實驗的 「第三條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6
日在信中稱： 「正如帝國主義者對我國強盜式
的戰爭威脅已成為無用之物，窮凶極惡的制裁
扼殺策動也終將面臨破產。」
南韓國防安全論壇事務局長申鐘宇（音）
表示： 「這證明北韓已經制定了 『B 計劃』，在
下一次談判桌上最大限度凸顯東倉里的威脅」
， 「還可能重新出現威力超出光明星 4 號的改良
型。」

北韓可能準備發射 「衛星」 威力超出 「光明星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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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停電民生瀕崩盤 委國國會宣布緊戒狀態
（綜合報導）委內瑞拉全國大停電進入第
五天，大部份地區仍處於無電可用的狀態，包
括供水、交通等公共服務事業停擺，數百萬民
眾急於尋找食物和飲水，民生近癱瘓；對此，
由反對派掌控的國會在自立為臨時總統瓜伊多
要求下，11 日宣布國家進入 「警戒狀態」，而
總統馬杜洛也宣布延長停班停課 24 小時，並稱
停電是因為美國的蓄意破壞。
據路透社 11 日報導，近年委內瑞拉經濟崩
潰，通貨膨脹率飆高，加上去年總統選舉爭議
，導致委國政經陷入危機，此時玻利瓦爾水力
發電廠故障導致大規模停電，更讓崩盤民生雪
上加霜、民怨四起。
身為國會議長、同時也是自立為臨時總統
的瓜伊多（Juan Guaido）要求國會進入 「警戒
狀態」，並表示 「在委內瑞拉，沒有一件事是
正常的，我們不能視這種悲劇為正常，這也是
我們必須宣布警戒狀態的原因」。
在美國總統川普承認後，歐美與拉美多國
跟進瓜伊多為合法總統。根據委國規定，當國

家面臨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災難時，總統有權
宣布 「警戒狀態」，但並未說明進入這種狀態
後會產生什麼影響。
雖然經濟早已瀕臨崩盤的委國而言，停電
早已司空見慣，但自 7 日起的大停電卻是規模卻
是近來最嚴重且時間最長的一次。全國大停電
已造成大批冰箱內食物腐壞，醫院極力設法維
持設備運作以拯救病患，在首都卡拉卡斯街的
人民紛紛湧上街頭搜尋微弱的電信訊號，藉此
與海外的親人保持聯繫。
此外，民生物資日益匱乏，導致民眾連日
來在街上排隊買水和擠在加油站前搶購汽油，
同時引發社會動亂。除了民眾上街抗議，更傳
搶劫案件層出不窮。非政府組織指出，有 10 多
名嚴重腎臟病患者因停電無法洗腎而喪命。
面對停電導致民生危機與社會動盪，委國
馬杜洛（Nicolas Maduro）政府已下令延長學校
和企業關閉 24 小時。雖然卡拉卡斯已經大致恢
復供電，但國內大部分地區仍處於無電可用，
對此馬杜洛表示，停電是美國的蓄意破壞。

綜合國際
星期三

2019 年 3 月 13 日

Wednesday, March 13, 2019

A4

“脫歐”談判前景堪憂
梅警告“不確定性”

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的發言人說，
梅本周末以前將與歐洲聯盟方面通
電話，磋商修改“脫歐”協議，不
會前往布魯塞爾歐盟總部作最後努
力。
梅當天警告，如果議會下院下周再
次否決內容修改後的現有“脫歐”協
議，英國將面臨“持續不確定性”。

【人不到場】
梅的發言人告訴媒體記者，梅已經
與保加利亞、丹麥和葡萄牙的常駐歐盟
代表通話。
“她今晚和周末將繼續與歐盟方面
接觸，”這名女發言人說，“她認為，
達成協議符合雙方利益。”

英國監獄教犯人壹技之長
開設咖啡制作課程
綜合報導 英國近幾年青年犯罪率高升，更有三分之壹的囚犯在出
獄壹年內會再次犯罪，每年耗費英國政府約 150 億英鎊。為此，在英國
司法部的協助下，監獄為犯人開設制作咖啡課程，推出“救贖咖啡”品
牌。
據報道，“救贖咖啡”在艾爾斯伯理監獄中誕生。該監獄以嚴苛
出名，關押著約 440 名青年男子，其中有 30%的囚犯刑期達十年以上。
“救贖咖啡”創辦人之壹的道比爾（Max Dubiel）表示，年輕人會犯法
的主因，就是就業機會太少，缺乏壹技之長，年輕人很容易誤入歧途。
“救贖咖啡”在艾爾斯伯理監獄成立學習與制作中心，為 18 至 21
歲的青年囚犯提供完整的咖啡師訓練課程，包括選擇咖啡豆、烘培、研
磨和沖泡。“救贖咖啡”因此成為全球唯壹在監獄生產的咖啡品牌。
不但如此，“救贖咖啡”還在倫敦市中心開設實體店，讓“學員”
能夠有親自實習的機會，並且幫助“畢業生”在“救贖咖啡店”或其他
相關產業尋找工作。
根據英國司法部數據，2018 年監獄系統內有高達近 4000 名 18 至 20
歲的囚犯。但如果囚犯能找到壹份工作，再次犯罪入獄的機率就會大幅
降低 50%。
道比爾指出，專業咖啡師是壹個相對年輕的產業，民眾也不會在乎
從業人員的背景，最適合有前科但擁有高超咖啡師技巧的人，重新展開
新生活。

食鹽攝入量超標
哥斯達黎加人為健康“控鹽”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目前哥斯達黎加人的食鹽平
均攝入量幾乎是建議攝入量的兩倍，哥當局為民眾健康積極“控鹽”。
據哥斯達黎加網站“aDiarioCr.com”消息，哥斯達黎加人的食鹽平
均攝入量幾乎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攝入量的兩倍，這引發了哥斯達黎加
社 會 保 障 局 （CCSS） 和 哥 斯 達 黎 加 營 養 與 健 康 教 育 研 究 所 （INCIENSA）專家的擔憂。
報道稱，過多攝入鈉鹽會導致血壓升高，而高血壓是心血管疾
病的主要治病因素之壹。鑒於以上情況，哥斯達黎加衛生主管部門
正在積極組織相關宣傳教育活動，以改變國內民眾對於食鹽消費的
態度。
為提高民眾對於心血管疾病的關註，倡導健康飲食習慣，哥斯達黎
加在今年 2 月召集了多國衛生部門專業人員，針對食鹽攝入問題，舉辦
了壹場名為“創新型戰略開發”的研討會，旨在拉美地區建立有關減少
食鹽攝入的培訓系統，並在這壹過程中發揮社會市場的作用。
在該研討會上，參會國家展示了各自在該領域中取得的調查成果，
並共同制定了區域性“控鹽”策略。
此外，哥斯達黎加社會保障局有意於 3 月 4 日至 10 日舉辦“2019 年
世界衛生意識周”活動。
官方統計顯示，目前哥斯達黎加的高血壓患者占其總人口中
的 36%。2017 年，哥斯達黎加社會保障局在治療心血管疾病方面的
投 入 高 達 788.98 億 科 朗 （ 約 合 8.7 億 人 民 幣 ） ， 占 該 機 構 當 年 總 支
出的 4%。

按這名發言人的說法，梅預期將告訴對
方，歐盟今後幾天所作決定將對英國議會下
院表決結果產生“重大影響”。
梅先前指派檢察總長傑弗裏· 考克斯
代表英方，5 日起與歐盟方面磋商，但考
克斯提出的英國方案遭歐盟談判人員駁
回。歐盟方面要求考克斯重擬方案，8 日
再談。
梅去年 11 月與歐盟達成的“脫歐”
協議今年 1 月在英國議會下院遭否決，
主要原因之壹是“備份安排”遭反對。
“備份安排”旨在避免英國北愛爾
蘭地區與愛爾蘭間恢復“硬邊界”，即
重新設置實體海關和邊防檢查設施。如
果英國與歐盟在“脫歐”過渡期結束時
仍然沒有談妥未來貿易協定，就啟動
“備份安排”。不少議員認定“備份安

排”可能將北愛爾蘭“留在”歐盟，造
另外，歐盟負責“脫歐”談判的副
成國家分裂。
代表紮比娜· 魏安德本周末將與英方代表
奧利· 羅賓斯繼續磋商，原定 8 日重返談
【前景不妙】
判的考克斯不會前往布魯塞爾，同樣釋
英國外交大臣傑裏米· 亨特同壹天敦 放出談判難有突破的信號。
促歐盟展現“靈活”，因為“如果我們
英國定於 29 日正式“脫歐”。議會
出錯，歷史將給予(我們)雙方非常糟糕的 下院領袖、內閣立法委員會主席安德烈
評價”。
婭· 利德索姆 7 日宣布，12 日可能表決內
“我們依然希望是歐盟最好的朋友，” 容修改後的現有“脫歐”協議。如果議
他說，“這意味著，要讓協議以壹種不毒 會再次予以否決，她將宣布壹份“時間
化我們今後關系的方式獲得通過。”
表”，用以表決“無協議脫歐”還是延
按照美聯社的說法，就現在情形看， 期“脫歐”。
歐盟方面認為英方沒有拿出切實方案，
梅警告，如果協議再次遭否決，英
談判陷入僵局。
國將面臨“持續不確定性”，或許永遠
歐盟委員會發言人亞歷山大· 溫特施泰 無法脫離歐盟。
因說，雙方正密集作“技術性磋商”，但歐
“支持它，英國將脫離歐盟，”梅說，
盟給出自身想法，暗示談判難有進展。
“否決它，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麽。”

獵人谷：澳大利亞最古老葡萄酒產地的“老樹新藤”
綜合報導 獵人谷（Hunter Valley），
其實跟“獵人”沒有關系。當地人說，
Hunter 是多年前某個名人的姓氏。時光流
逝，名人早已被遺忘，而這片土地，卻
始終光彩照人。作為澳大利亞最古老的
葡萄酒產地，獵人谷的歷史、文化，為
越來越多的葡萄酒愛好者所追捧，煥發
出新的生機。
從悉尼市中心往北驅車 150 公裏，到
達獵人谷。葡萄收獲季剛過，田園裏還
是郁郁蔥蔥，偶遇覓食的袋鼠，見到行
人，立即站起身，好奇地望過來。
資料顯示，1788 年，壹支英國艦隊
來到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壹起來的
還有歐洲古老的葡萄藤。他們把這棵葡
萄藤種在如今悉尼港不遠處的巖石區
（The Rocks）。後繼者壹直在為葡萄尋
找著家園，直到壹位釀酒師發現了獵人
谷這片美麗的山谷。1824 年，獵人谷種
植成功第壹批葡萄，釀出澳大利亞的第
壹瓶葡萄酒。如今，發展到140多家酒莊，
每家的葡萄品種、釀制方法、家族歷史，
甚至葡萄園裏的風景都各不相同。
在獵人谷度假村，中新社記者見到
壹群遊客正在品嘗葡萄酒。工作人員
Danny 介紹著獵人谷出產的各類葡萄酒，
如數家珍。他說，他是當地人，在這裏
工作了 4 年，跟無數前來觀光的遊客打過
交道。這其中，也有不少中國遊客。久
而久之，他學會了不少與酒相關的中文

詞語，比如甜葡萄酒、白蘭地、威士忌
等。
“中國遊客喜歡買我們這裏最好的
酒，經常是壹打、兩打地買。他們太有
眼光了。”Danny 說。
在與中國遊客的接觸中，Danny 還激
發起對中國的興趣。從來沒有去過中國
的他，決定今年 9 月去中國旅遊，到北京
看紫禁城，到西安看兵馬俑。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
展，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市場對
葡萄酒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不少華人投
資者把目光聚焦到酒莊收購上。皇馬集
團有限公司總裁寧逸誌就是第壹個進入
獵人谷的具有產能（種植、釀造、出口）
的華人。
早在 2006 年，寧逸誌就進入葡萄酒
業。 20 多 年 前 ， 他 從 香 港 移 民 澳 大 利
亞 ，因為國內的壹些朋友喜歡喝紅酒，
需要經常幫他們發貨，於是他幹脆在南
澳投資葡萄酒。那個時候，華人做紅酒
生意的還不是太多。更重要的是，他敏
銳地意識到中澳經貿往來的前景，葡萄
酒業至少 10 年是增長的。現在看來，當
初的判斷是正確的。
寧逸誌坦言，和許多人壹樣，雖然
已經投資葡萄酒業，但那時對澳大利亞
葡萄酒的歷史並不了解。那麽就要追根
溯源。他多次到獵人谷考察。獵人谷核
心產區的葡萄酒產量只占到澳大利亞的

報告稱氣候變暖改變白鯨等捕食習慣

生存狀態引擔憂

5%，在中國市場上很難見到。
幾經周折，寧逸誌收購了壹家酒莊。
這家酒莊是獵人谷單壹西拉子品種最大
的酒莊，當時由澳大利亞最大的葡萄酒
公司之壹的維恩漢姆（Wyndham Estate
Wines）酒業全面經營。
記者在皇馬酒莊看到，14 萬 4 千多株
的葡萄園壹望無際，樹齡有 10 年、20 年
的，最老的在 50 年以上。寧逸誌說，澳
大利亞被譽為葡萄酒世界的“西拉王國”，
唯有優質的葡萄方能釀造出高品質的葡
萄酒，而皇馬酒莊 1969 年種植的老藤西
拉子，更是皇馬引以為傲的獵人谷高品
質葡萄品種。
進駐獵人谷以後，寧逸誌專門考了
葡萄酒品評師證。從種植、釀造、設計，
每個過程，他都親身參與。事實上，從
投資葡萄酒業，他就設定了“走自己的
路”的目標，堅持不做壹瓶假酒，不搞
低價競爭。2018 年，他響應中國政府有
關食品安全中“全球追溯”的要求，每
壹瓶進入中國市場的皇馬葡萄酒，都貼
上了追溯碼。
葡萄酒愛好者都知道，葡萄酒酒好不
好喝，與葡萄的種植、采收時間，土壤、
氣候、釀造方法、儲存方式等等，密不可
分。這些嚴格的要求只有經驗豐富的酒莊
才能完全滿足。寧逸誌說：“除了這些，
更重要的是熱情。葡萄酒是天造之物，
我們也要用真情對待它。”

綜合報導 挪威壹份研究報告顯示，斯瓦
爾巴群島附近的冰塊因氣候暖化而融化，令
棲身當地的白鯨和環斑海豹捕食習慣有變。
科學家擔心，改變或影響它們的存活。
據報道，科學家利用過去 20 年，研究斯
瓦爾巴群島融冰情況的數據，檢視白鯨及環
斑海豹的習性轉變。
2006 年至今，斯瓦爾巴群島經歷大規模
融冰，由於環境急速轉變，專家相信，上述
兩類生物的基因未能及時調整。它們的行為
及飲食習慣轉變，是生態系統中最先可觀察
到的反應。
科學家比較 28 組環斑海豹以及 34 組白鯨
的追蹤數據，發現兩種動物在逾 20 年前花約
壹半時間在冰川前沿位置覓食，多數捕食鱈
魚。
其後，環斑海豹維持舊有飲食習慣，但
明顯用更多時間在潮汐冰川前沿覓食，而白
鯨的反應則相反，改往別處捕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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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川習會生變 中美談判主帥加緊喬這事
（綜合報導）正值即將於近期舉行的川習
會外傳恐生變數，中國大陸官媒新華社指出，
國務院副總理、貿易談判代表劉鶴應約美國貿
易談判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財
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通話，雙方
就文本關鍵問題進行磋商，並確定下一步工作
安排。
綜合媒體報導，自美國總統川普說中美將
有 「非常好的協議」，也可能是無協議；而美
駐中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坦言中
美雙方仍有歧見、白宮貿易顧問威廉斯
（Clete Willems）稱目前無計畫到中國大陸進
行面對面談判，以及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
（Larry Kudlow）說川習會可能在 3 或 4 月舉行
，種種跡象顯示川習會存在變數，以及中國大
陸擔心川普恐會如先前川金會一樣，提早走人
。
對此，據美國之音報導，多次參加過美陸
經貿談判面對面磋商的美國農業部負責貿易和
對外農業事務的副部長麥金尼（Ted McKinney
）先前對媒體表示，目前中美之間的許多討論

正在以數位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而且這種方
式很好、很有成效。他補充說，雙方談得很好
，目前的大量工作是將共識以文字的方式寫下
來，成為合約或者協議。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大陸官員
表示目前中美貿易協商雙方取得階段性重要進
展，在許多關鍵和重要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另
外，有跡象顯示，大陸正在應美國如保護美國
的知識產權、不再強迫美國公司將技術轉移給
大陸公司、降低對國內產業的高額補貼，並向
美國公司開放市場等相關要求，對相關法律法
規作出改變。
不過熟悉中美貿易談判人士表示，雙方仍
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包括如何制
定一個確保大陸遵守協議的執行機制，以及美
國取消對大陸商品關稅的時間表。中方要求協
議達成後，美方立即解除全部關稅措施，而美
方則要求仍保留部分關稅；此外，一旦中方違
反協議，美方要求採取制裁措施時中方不得報
復，這一點大陸仍有歧見，故目前貿易談判仍
有破局的可能。

硬要築牆 川普追加86億美元 他不值得 眾院議長不挺彈劾 波音737 MAX 8該不該禁？專家陷分歧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 11 日向國會
提交 2020 財年（始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聯邦
政府預算案，總額約 4.7 兆美元，其中提出增
加國防預算，但同時則大幅度縮減社會福利支
出，另為美墨邊境建牆計畫追加 86 億美元開
支。民主黨重量級議員立即誓言要阻止，未來
數月必定會引發新的府會爭執。
川普要求國會撥款 86 億美元用於興建美
墨邊境圍牆，大幅高於前一財年提出但未過關
的 57 億美元。為了明年的總統大選，川普欲
彰顯自己致力於兌現競選承諾的姿態，但預算
案爭議卻可能導致聯邦政府再次局部停擺。
據預算報告，川普要求國防預算加碼近
5％，較前一財年的 7150 億增加到 7500 億美元
。節流方面，川普提出將非國防開支削減 5％
，預計可節省 300 億美元，但受影響的包括由
聯邦政府撥款支持的福利、衛生保健、教育、
環保等國內項目和機構。外援金額亦大削 130
億美元。即便如此，預計 2020 財年的預算赤

字仍將達 1.1 兆美元，為 10 年來最高。
國會眾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舒默抨
擊預算提議將重創中產階級。他表示，川普要
求削減削減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醫療
補助計畫（Medicaid）及其他對中產階級有利
的社福支出，破壞力大，但並不令人意外。
由於眾議院由民主黨控制，這份預算案不
太可能獲得通過。而川普提出新的建牆預算，
和民主、共和兩黨在該議題上的嚴重分歧，已
經為今秋聯邦政府再次停擺埋下 「伏筆」。民
主黨籍眾院議長裴洛西 11 日發表聲明，呼籲
川普總統能夠從年初的政府局部停擺中吸取教
訓。
《華盛頓郵報》11 日刊出裴洛西專訪，裴
洛西首度對外透露，自己不支持對川普發動彈
劾。她直言川普在 「道德、智力、好奇心」均
不適合當總統，但發起彈劾會令國家陷入分裂
，根本 「不值得」為了川普造成這種局面。

主帥熱線 陸美聚焦協議文本
（綜合報導）中共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昨日上午與美
國財政部長穆努欽與貿易代表萊海
澤通話，就協議文本關鍵問題舉行
具體磋商，還確定下一步工作安排
。外界認為，雙方聚焦文本討論，
無疑意味距離兩國簽署協議已進入
倒數階段。
劉鶴 12 日清晨 7 點開始與美方通

話，還特別排開當天的重要會議，
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年
度兩會，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周強在會議上發表例行的 「年度工
作報告」。美國之音報導，雙方通
話時，美國東部已經進入星期一夜
晚。美國方面暫沒有公布這次通話
的消息。
針對陸美貿易磋商進展、兩國

（綜合報導）波音 737 MAX 8 機型 5 個月
內接連出事，儘管兩起事件不一定有關聯性，
但包括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國及部分航空公司
已宣布暫時停飛，不過美國稍早才又宣布該機
型 具 適 航 性 ， 不 跟 進 停 飛 ， 究 竟 波 音 737
MAX 8 要不要禁？專家意見相當分歧。
波音 737 MAX 8 到底安不安全？前美國聯
邦航空總署監察員蘇西（David Soucie）向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坦承，至少他這段時
間內不會再搭 737 MAX 8。他表示自己過去從
未說過哪一種機型不安全，但接連發生印尼獅
子航空（Lion Air）、衣索比亞航空（Ethiopian Airlines）空難，他必須改變自己的一貫立場
。
去 年 10 月 獅 航 空 難 過 後 ， 波 音 公 司
（Boeing） 發 布 一 份 警 訊 給 全 球 客 戶 ， 指 出
737 MAX 8、MAX 9 型客機可能普遍存在攻角
感測器感應錯誤問題，由於該機型安裝的新型
安全系統會在感應到飛機可能失速時，自動壓
低機頭，恐造成飛機向下俯衝等嚴重後果，建
議機師在遇到問題時依照飛行手冊裡的標準作
業程序因應。不過蘇西認為，目前並沒有任何
機制能夠讓乘客確認自己所搭乘的班機機師是
否已接受過訓練，他說除非有任何方式能讓他
確知這項訊息，他才會毫不猶豫地上機。
衣索比亞航空 ET302 班機及獅航 JT610 班
機都在起飛後不久墜機，兩架飛機都被爆出墜
機前出現飛機難以控制的情形，獅航甚至傳出
機頭不斷自動朝下，導致機師須不斷手動拉回
，在墜海前人機搏鬥超過 20 回。
儘管兩起重大空難間的關聯性尚無法論斷
，不過中國大陸民航局昨天開響第一槍，率先
全面暫時停飛境內波音 737 MAX 8 機型，後續
印尼、新加坡、澳洲等國也相繼跟進，另外衣
索比亞航空等部分航空業者同樣宣布停飛，美
國卻在此時反其道而行，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元首是否有計畫
於本月底會晤，
大陸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昨在記者
會回應，陸美兩國經貿磋商的牽頭
人正在加緊努力，對文本進行最後
的磋商，陸方希望也期待著能夠有
個好的結果。
陸慷表示，事實上，在兩會期
間，大陸商務部的負責人，也就是
陸美經貿磋商的主管部門負責人，
包括鍾山部長、王受文副部長多次
就這一問題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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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11 日宣布該機型仍具適航性，不過會
要求波音在 4 月前 「變更設計」。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前主
管戈爾茲（Peter Goelz）就指出，航空公司一
定相當關注 MAX 8 的飛安問題，而現在要禁
該機型似乎言之過早，他說最終如果美國跟進
停飛，那必定是發現了兩起空難之間有一定關
聯性。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11 日引述
自華府航空安全顧問公司 「安全營運系統」
（Safety Operating Systems） 飛 安 專 家 考 克 斯
（John Cox），指出要停飛一架飛機是相當大
的動作，必須要非常謹慎，要有正當理由，不
過目前看來還沒有具體數據足以支持這個舉動
，他說至少要有非常明確的機械問題或是安全
疑慮，例如 2013 年波音 787 夢幻客機連續出現
多起鋰電池起火事件，當年 FAA 暫時停飛該款
客機 3 個月，直到問題解決才允許復飛。
事 實 上 中 西 方 航 空 界 對 於 要 不 要 禁 737
MAX 的反應如此南轅北轍，可能凸顯了官方
及航空公司對自己的信心程度。航空分析師韓
密爾頓（Scott Hamilton）就指出： 「美國飛行
員的訓練比較好」。針對去年獅航空難後波音
建議機師要再受訓，他說如果是美國航空、西
南航空、甚至是聯合航空， 「機師一定馬上受
訓。」
前 FAA 調查員安東尼（Thomas Anthony）
也認同這項觀點，他說從規模及發展時間就看
得出美國航太發展較其他國家更為成熟，美國
的航空業者也能提供人員比較好的訓練設施及
新資訊，同時他也引述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的報告，認為其他國家民航監管機構
官員的專業能力或許無法和美國相提並論，也
許也沒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或權限來判斷一架飛
機適不適飛。

陸方希望能夠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通過友好協商，達成一個互利的
、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成果。
至於陸美元首會晤，陸方注意
到川普總統多次表示，希望同習近
平主席進行會晤，習近平主席在致
川普總統的口信中也已經表明，願
意通過各種方式同川普總統保持接
觸。
對於有外國媒體報導稱陸方擔
憂，美國總統川普可能會在協商貿
易協議時抽身走人，重演 「川金會
」尷尬場面，白宮發言人桑德斯說

，這種說法很 「荒謬」，華府與北
京當局仍在談判，尚未敲定習川會
日期。
陸美兩位領導人本來預期 3 月底
將在川普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
園會面，以簽署協議終結打了數月
的貿易戰。但美國官員表示，還有
許多工作尚待完成。例如美國要求
大陸做出結構性改革，包括如何對
待美國智慧財產和強制在大陸做生
意的美國企業分享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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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拒絕執行韓法院判決
韓遭強征勞工申請扣押資產
日本殖民時期遭強征為勞工的 4 名
韓國原告經由律師團說，被告三菱重
工拒絕執行韓國最高法院所作賠償裁
決，原告已向韓國壹家法院申請扣押
這家日本企業的部分資產。
【韓方出手】
韓國大法院、即最高法院去年 11
月裁決，日本企業三菱重工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強行征用 12 名韓國勞工，
應賠償每名勞工或家屬最高 1.2 億韓元
（約合 71.0 萬元人民幣）。
被告三菱重工拒絕參與執行賠償
裁決相關的磋商，原告決定申請扣押
這家企業在韓國的部分資產。
原告的律師團說，已經向韓國中
央地方法院申請扣押三菱重工在韓國
的兩項商標權和 6 項專利權。壹旦獲得
批準，三菱重工將無法出售、轉移或
處置上述資產。
律師團在聲明中強調，申請扣押

資產是因為“別無選擇”。今年 1 月，
原告要求三菱重工協商賠償事宜，直
到 2 月底截止日期沒有得到回應。本月
4 日，原告方認定不再有和解機會，決
定申請扣押資產。
不過，律師團壹名成員說，對與
三菱重工協商仍然持開放態度。
申請如果得到法院批準，三菱重
工將成為第二家因強征勞工案遭韓國
方面扣押資產的日本企業。今年 1 月，
韓國壹家法院批準原告方所提扣押日
本企業新日鐵住金在韓國部分資產的
申請。
【日方強硬】
韓日兩國近期因為日方軍機遭韓
方戰艦“雷達鎖定”爭議和“慰安婦”事
宜關系緊張。日本媒體報道，如果韓
國法院批準扣押三菱重工資產，兩國
關系會雪上加霜。
針對這類韓國勞工狀告日企索賠

案，日本政府辯解，兩國 1965 年簽訂
《日韓請求權協定》、繼而恢復邦交正
常化，類似索賠問題“已經解決”。
就韓國原告最新申請，日本內閣
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回應說：“事
態發展到這壹程度，我們認為極為嚴
重。”
他重申，韓國政府應依據《日韓
請求權協定》與日本政府協商解決這
類糾紛。按他的說法，韓方應顯現
“誠意”。
兩天前，菅義偉在記者會上談及
這壹事件，說日本政府正在討論應對
舉措。當被問及舉措具體內容時，他
回答：“除要求磋商外，透露何種時
機采取何種舉措等於亮出底牌，所以
無可奉告。”
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和執政
黨自由民主黨已有壹些具體方案，包
括提高韓國進口商品關稅和臨時召回
駐韓大使。

安倍：日本擬修改法律 擴大私家車“共乘”方式 韓國現代重工收購大宇造船 船企“巨無霸”誕生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未來
投資會議上表明，擬修改《道路
運輸法》擴大利用私家車收費
載客的“共乘”方式。
報道稱，除了使運行管理
更易於委托給出租車公司之外，
法律修訂後規定的私家車載客
範圍將不限於日本當地居民，
私家車還將被允許接送遊客，
以確保苦於司機不足等問題的
地區的出行工具。
據悉，已進行實證試驗的
“出租車拼車”也將被解禁。
安倍就“共乘”表示，“站在
利用者的角度，有必要修改現在
的制度使之更易於利用。力圖與

出租車公司合作對地方政府和
利用者雙方而言都有好處”。
日本政府力爭將“共乘”
相關內容寫入今夏匯總的增長
戰略中，在 2020 年的例行國會
上提交修正法案。出租車拼車
擬在 2019 年度內以通告形式予
以認可。
據報道，在日本，私家車
載客作為“黑車”原則上被禁
止，但在無公共交通工具的地
區則僅允許居民使用。根據
2018 年 3 月的調查顯示，日本
全國利用該服務的市町村數量
為 26%。
據了解，由於之前對這壹空
白地帶的解釋並不完全統壹，日

本政府將因此對這些內容進行
明確定義。此前僅限“國家戰
略特區”的遊客運送也將允許
在日本全國展開。
此外，“共乘”的運營主體
是日本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組織法
人，但日本職員等由於需要負責
運行管理，往往負擔很重。因
此，日本政府將簡化出租車公司
參與管理時的當地協調手續。
“出租車拼車”是通過打
車軟件征集同壹方向的乘客，
按照距離事先確定費用。日本
政府對目前的做法在批準時未
設想這壹費用體系，因此考慮
發布通告予以認可，以彌補人
口稀少地區的巴士缺口。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大宇
造船海洋民營化8日進入最終審議，
最大股東韓國政府系金融機構韓國
產業銀行於下午召開理事會，將向
現代重工業移交股份列入提案。
提案通過之後，產業銀行與現
代重工業正式簽約，現代重工業副
會長權五甲、產業銀行會長李東傑
等出席簽約儀式。儀式上，雙方公
開保持大宇造船海洋雇傭安定、現
存交易合作公司等相生發展方案。
雙方表示，將致力維護現有職
工的就業安定、激活發展地域經濟
和構建健康的產業生態。權五甲表
示，收購大宇造船海洋是壹直致力
於韓國造船事業成長與發展的現代
重工業的使命與責任，現代重工業

將旗下四家造船社經營、設計和生
產最優化，在韓國造船海洋控制塔
下，發展研發中心，成立工程公
司，借此機會提高技術競爭力。現
代與大宇造船成為壹家人，公司將
為之發展壯大提供壹切支援。
兩家公司合並後，現代重工業
將以獨壹無二的壓倒性優勢，成為
韓國造船業的巨無霸企業。在此之
前，現代重工業還有壹個個問題需
要解決。首先是中國和日本等企業
的牽制。現代重工業和大宇造船海
洋的合並，需要通過全世界競爭國
度對企業結合的審查，日本和中國
勢必以現代重工業帶來壟斷為由拒
絕。其次是合並過程中，企業結構
需要進行調整，勢必帶來勞資糾紛

的問題。現代重工業工會方面在簽
約後就表達了反對收購的立場，而
大宇造船海洋的工會8日下午已經進
入了罷工模式。
據報道，據研究機構 Clarksons
Research統計，現代重工與大宇造船
合並後的新公司將在全球造船市場
占有21.2%的份額。這也將成為全球
最大的造船公司。韓國產業銀行持
有大宇造船55.7%的股份。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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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剛：科技創新在整體規劃中非常重要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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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鼓勵政府企業加大科研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
周琳 兩會報道）“現在
到進入創新型國家，我們
是有短板的。”王志剛
言，在基礎研究方面，特
是“0 到 1”的顛覆性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衛生署完成
和基礎理論、基本研究方
長者醫療券計劃檢討，指出用於買貴價眼鏡“一鋪
的探索方面，中國還有
清袋”的現象嚴重。去年使用視光服務的醫療券申
足。
報金額達 7.6 億元（港元，下同），佔總申報金額
關於中國基礎研究
入和原創能力不足，投
（28 億元）的 27%；平均每名視光師一年申報逾百
佔比長期徘徊在 5%左右
萬元醫療券。政府建議對視光服務設金額上限，每
問題，王志剛回應表示
兩 年 不 得 使 用 超 過 2,000 元 ， 最 快 今 年 第 二 季 實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報道）中國科技部部長王志
■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等就
“加快建設創
施。同時，政府研究開發手機應用程式查詢醫療券
礎研究投入主要來自
2.續監察
4.用醫券購視
新型國家”
新型國家
”答問
答問時表示
時表示，
，要把香港
要把香港、
、澳
剛結餘，將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點計劃恒常化等。
11 日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
府，建議地方財政和企
1.增用醫券地
5.香大學深
醫券使用，衛
3.加強對長者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開發App方便
光服務設上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與內地科技力
加大投入。
點，包括地區
圳醫院試點計
戰略，科技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建設佈局中具
生署更積極主
宣傳如何使用
查詢醫券結餘
限，每兩年二
量一起，
量一起
，
建設好大灣區。
建設好大灣區
。
新華社
康健中心。
“對中國科技界
劃常規化。
動監察。
醫券。
和交易記錄。
千元。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港澳與內地的科技力量統籌起
說，基礎研究的能力和
出是我們的一個短板。
來，共同建設大灣區。
王志剛說，目標導向和
題導向促使我們必須把
年，中央政府相繼出台了諸如港 澳門所長，大灣區建設的規劃所涉及
礎研究作為一個重點，
澳居民居住證等便利港澳同胞在 的科技創新方面的內容進行對接，發
整個科技創新的總佈局
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 揮“1+1大於2”的作用。
■陳肇始（左二）建議對視光服務設上限，以鼓勵長者善
要着重發力，這是整個
措施，有效促進了大灣區內人流、物
用醫療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港機構已申請創科合作專項
技界的呼聲，也是國家
流等高效便捷流通。工信部、科技部
略在科技方面的重點，
等部門也陸續出台措施，深化內地與
近年來，內地與港澳科技合作不
府 2009 年起推出長者醫療券計 醫、中醫、牙醫服務為高。平均每名 內，就視光服務申報逾4,751元醫療券
我們必須做好的。
香港、澳門的科技合作，將港澳納入 斷深化。2018 年，科技部出台關於中
劃，目前每名長者每年獲發2,000 視光師一年申報逾百萬元醫療券。
金額的個案達 13,407 宗，遠高於其他
談到“我國基礎研
國家創新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發 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支
元醫療券用於私營醫療機構，累計金額
醫療服務；申報4,000元以上的個案亦
投訴視光師
多涉不當申報
投入佔比長期徘徊在
5%
展規劃綱要》中，更特別提出推動港
持港澳地區創新發展的若干規定，簽
港府建議為使用視光醫 願進行調查。協會解釋醫療券自 2017 年 7
上限5,000元。香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達 26,665 宗，佔所有 4,000 元以上
右”，王志剛分析稱，
澳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推進“廣州—深
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
陳肇始11日表示，過去數年視光服務申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間，當局共收 醫療券申報宗數的76%。
& 療券訂立申報金額上限，視 月起，將受惠者年齡從 70 歲降至 65 歲，
們經常拿中美基礎研究
圳—香港—澳門”創新科技走廊建設。
的安排和聯合資助研發項目的協議；
光師協會明確反對有關建 相對而言 65 歲的長者佩戴漸進眼鏡需求
報極高醫療券金額的宗數不成比例地 到
46 宗涉及視光師的投訴，九成涉及
李敏碧續說，政府憂慮醫療券過
議，指設置金額限制不能防 高 ， 一 副 漸 進 眼 鏡 均
價 約 2,500 元
入做對比，美國在
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 利數、高新區等方面的指標都有不俗的
試點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對港澳開放，度集中使用在某些服務範疇，削弱計
多，建議對該服務設上限，以鼓勵長者 收費問題或不當申報，投訴比例是所
做好灣區相關政策機制對接
止濫用問題，批評政府針對 （港元，下同），單光近視或遠視眼鏡價
善用醫療券，強化社區醫療及預防性健 有服務中最高。
右、中國在 5%左右。“
報道）按照規劃，中國將在 2020 年進 表現。
實現中央財政經費過境港澳，完成港劃鼓勵長者使用不同私營基層醫療服
視光業界。協會表示，過去三年視光醫療
格約為 1,000 元，以致使用視光服務醫療
康管理，如長者健康檢查、牙科等。
目前驗眼收費中位數是380元，政 務的本意，因此為視光服務的醫療券
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來說
入創新型國家，距離目標時間緊迫。王
在定性上，王志剛列舉，要看經濟
11 日，在回答《澳門日報》記者 澳國家重點實驗室更名，在澳門建設
券申報總金額上升迅速，主因是使用人次
券金額上升，並非因為濫用。
目前全登記使用醫療券計劃的 府原本設定申報上限為1,000元，聽取
設定上限，今年第二季實施；若將來
美國是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業
志剛 11 日對此表示，創新型國家的定 發展戰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創新作為
提問的“科技創新如何助力粵港澳大
了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增長，據推算 2018 年有近 39 萬人次用醫
詹振邦批評，設限對於長者和當局是
視光師 697 人，僅佔所有已登記醫療 業界和長者意見後，考慮到餘額或不足
社會力量都在投，中國的 5%基本
義是要在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上走在世
核心要素，發展的動力是不是更多地依
灣區建設？澳門在大灣區科創中心創
今年年初，港澳機構可參與中央發現其他類別醫療服務亦有異常申報
療券使用視光服務，而
2015
年僅有約
2.1
“雙輸”。現時一般綜合科視光檢查價格
服務提供者約 9%，但視光師醫療券申 以購買合適眼鏡，因此將上限提升至 情況，不排除也限制使用條件。
是中央財政投的，地方財政和企業
界前列，中國在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現。 靠科技創新，勞動主體是不是更多具備
建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扮演怎樣的角 財政科技計劃，“變革性技術關鍵科
萬人次使用該服務，強調申報金額多不等 為300元至800元，通常建議每年做兩次檢
報金額卻由 2015 年佔總體約 4%，逐 2,000元。
此外，政府將成立外展隊，推廣
得很少。”
但他也指出，目前在基礎研究等方面仍 科技創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國家競爭
色？”時，王志剛說：“粵港澳大灣 學問題”、“發育編程及其代謝調
於濫用醫療券。
查，如果上限僅夠涵蓋檢查費無法延伸至
年上升至 2018 年的 27%。而 697 名已
香衛生署助理署長（長者健康 基層醫療服務，及介紹醫療券使用方
王志剛說，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有短板，要進一步完善創新和科研生
力和綜合國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創新
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科技創 節”、“合成生物學”3 個重點專項
視光師協會會長詹振邦表示，設限政 後續配鏡，未來將製造更多眼疾事故增加
登記的視光師中，有 614 人去年曾開 服務）李敏碧醫生介紹檢討結果，單 法，並研究開發手機應用程式，方便
好的勢頭，在中央財政持續加大投
態。
能力和水平來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
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
作為試點開放。科技部今年還將推進
策推出前未充分諮詢業界，亦無對長者意 公營醫院負擔。■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
出超過 4,000 元的醫療券申報，比西 是去年 6 月 8 日至 12 月 31 日的 7 個月 查詢醫療券結餘。
的同時，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新技術
王志剛從定量和定性上分析了創新 水平的高校、企業、研究院所，以及一
建設佈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 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的長效機制，
業，現在都開始把基礎研究作為重
用。要把香港、澳門的科技力量統籌 執行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完善
型國家的定義。從定量來講，去年中國 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創新人才等等。
了。他也強調，各國統計口徑還是
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排名，綜合科技
王志剛表示，科技部要更好地把法
起來，與內地科技力量一起，來建設 內地與澳門聯合資助計劃，實施 2019
些差別，僅僅用數字本身還不能反
創新排在第 17 位，到 2020 年原定目標大 律、政策、環境以及在科技資源配置方
好大灣區。”他還表示，最近和澳門 年度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港澳台科技創
問題的全部。“當然，中國加強基
特首崔世安的會面中，就談及雙方準 新合作重點專項。王志剛在記者會後
概在 15 位左右。其次，中國的科技貢獻 面做實，制定相關政策，構建環境生
陶然
研究是堅定不移的，今後會更加加
備就科創方面的工作，把內地和澳門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相關單
率目標達到 60%，去年達到了 58.5%。 態，真正解決科技人員在科研創新活動
投入力度。” 他的創作關
的機制建立起來。同時就國家所需、 位已着手申請重點專項。
他認為，去年在研發投入、論文數、專 中間的所需。

買貴眼鏡
“一鋪清袋”
情況嚴重 最快第二季實施

科技部：統籌三地力量 振興灣區創科
醫券五大優化措施

去

視光師：申報金額增因用家增

港

完善科研生態 邁向創新型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繼 6 年前一隻
黃色巨鴨在香維多利亞停駐，吸引大量市民及
旅客前往海旁參觀，本月將再有一件巨型藝術作品
在維現身。《KAWS：HOLIDAY》第三站於本
月 22 日 (下周五）登陸維，藝術家 KAWS 將其最
具代表性的作品 COMPANION 帶到香，其全長
達 37 米，比黃鴨多一倍，更以 3 米之差勝過天星小
輪的長度，屆時定必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目光。
繼在首爾及台北站引起極大迴響後，KAWS
與主辦及策展單位 AllRightsReserved 將在香舉辦
《KAWS：HOLIDAY》香站，希望與世界各地
及本地收藏家、藝術愛好者一同放慢生活步伐，投
入放鬆無憂的氛圍。
《KAWS：HOLIDAY》香站於本月22日至
31 日在維展出，為期 10 天，屆時市民可於中西
區海濱長廊（中環段），近距離觀賞這個 KAWS
至今最大型臥姿藝術作品，以全新灰調的躺臥姿態
登場。COMPANION 已於青衣船廠進行充氣測
試，可見其比一艘船更長，也曾在大澳水鄉飄浮。
活動支持單位、香旅遊發展局總幹事劉鎮漢
表示 ，每年 3 月香都會迎來“香藝術月”，多
姿多彩的藝術活動遍佈整個城市，吸引來自世界各
地的藝術愛好者到訪。

■COMPANION 早
前在台北展出。
前在台北展出
。
旅發局供圖

香港站詳情
展出日期：3月22日至31日
展出地點：維多利亞港
觀賞地點：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
藝術家：KAWS
主辦及策展單位：AllRightsReserved Ltd.
支持單位：香港旅遊發展局
*注意事項：如遇惡劣天氣將暫停展出
■COMPANION在青衣船廠進行充氣測試。
旅發局供圖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1943-2019

注香港貧富
差距與新赴
港人士的生
存狀態，被
譽為香港的
“清明上河
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著
名作家、香作家聯會執行會長、世
界華文文學聯會副會長陶然，於 3 月 9
日因病醫治無效，在香東區醫院逝
世，享年76歲。
香作家聯會 11 日對香文匯報
指，陶然因為感冒引起感冒菌入肺，導
致急性肺衰竭，經搶救無效離世。“噩
耗傳來，香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
聯會全體會員不勝痛扼，並致以深切的
悼念！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黨組書
記錢小芊，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特致電深切悼
念，並向陶然先生家屬表示關心和慰問！”
陶然原名涂乃賢，籍貫廣東蕉嶺，1943年出
生於印尼萬隆，之後去到北京讀書，1964年考入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73年移居香並開始小
說創作。著有長篇小說《追尋》、《與你同行》、
《一樣的天空》；中短篇小說集《蜜月》、《平安
夜》、《歲月如歌》；短篇小說集《窺》、《連環
套》；微型小說集《表錯情》、《美人關》、《一
筆勾銷》；散文集《此情可待》、《回音壁》、《側
影》、《綠絲帶》；散文詩集《夜曲》、《黃昏電
車》、《生命流程》等各類創作40餘本。
他的創作關注香貧富差距與新赴人士
的生存狀態，體認香市民階層的喜悲，描摹
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剪影，被譽為香的“清明
上河圖”。

76

劉鎮漢：強化港藝術集中地形象
他表示，很高興有大型裝置藝術品於維展
出，為愛好藝術的旅客帶來全新體驗。而
《KAWS：HOLIDAY》作為“香藝術月”重點
項目之一，將為香帶來更多國際曝光，強化香
作為世界級藝術集中地的形象。
KAWS 將會到訪並出席於本月 22 日舉行的開
幕活動，揭開展覽序幕。《KAWS：HOLIDAY》
與 AllRightsReserved 並合作推出一系列限量主題商
品，包括全新灰調浮水公仔及浮床、香站 T 恤及
手提袋等獨家限量商品，售完即止。

作家陶然病逝 享年 歲

37 米 KAWS
“巨人”
下周進擊維港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中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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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深切的慰問。相信埃塞俄比亞政府
能夠有效做好善後工作，中方將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幫助。
同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就此
向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致慰問電，向遇難
者表示哀悼，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

空難中涉及中國公民情況。外交部和中
國駐埃塞俄比亞使館積極開展相關工
作，使館已與埃塞方建立協調聯絡機
香港文匯報訊（
制，並同遇難中國公民家屬取得聯繫，
周琳 兩會報道）“現
積極為家屬處理善後提供協助。
到進入創新型國家，我
陸慷表示，中方希望埃塞方盡快查
是有短板的。”王志
明事故原因，及時向中方通報調查進
言，在基礎研究方面，
展，妥善做好後續處置。中國外交部和
是“0 到 1”的顛覆性
駐埃塞俄比亞使館將繼續密切關注有關
進展，全力為遇難中國公民家屬處理善
和基礎理論、基本研究
後提供積極協助。
的探索方面，中國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通 過 Flightradar24 平
台查詢，11 日 19 時 54 分
內地空域沒有737-MAX8
正在執飛。
香港文匯報北京
傳真

科技部：統籌三地力量 振興灣區創科
達卡

內比都

河內

萬象

曼谷

馬尼拉

金邊

斯里巴加灣市

中方促盡快查明原因

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 11 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事發後，中國黨
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十分關心此次

梅萊凱奧克

機場

新加坡
737-MAX8
737-MAX
8
雅加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報道）中國科技部部長王志
海外航機
帝力

■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等就
“加快建設創
新型國家”
新型國家
”答問
答問時表示
時表示，
，要把香港
要把香港、
、澳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與內地科技力
量一起，
量一起
，建設好大灣區
建設好大灣區。
。
新華社

剛 11 日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

內地 737-MAX8 運營情況
戰略，科技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建設佈局中具
目前，內地航司共有 96 架波音 737-MAX8 飛機投入運營，分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港澳與內地的科技力量統籌起
別為：

來，共同建設大灣區。
國

航（15架）

上海航空（11架）

南方航空（24架）

年，中央政府相繼出台了諸如港
海南航空
（11架）
廈門航空（10架）澳門所長，大灣區建設的規劃所涉及
深圳航空（5架）
去
澳居民居住證等便利港澳同胞在 的科技創新方面的內容進行對接，發
山東航空（7架）
東方航空（3架）
祥鵬航空（3架）

■ 11 日，中國民航局要求國內運輸航空公司於

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 揮“1+1大於2”的作用。
2019 年 3 月 11 日 18 時前暫停波音 737
737-MAX
-MAX8
8
奧凱航空（2架）
福州航空（2架）
昆明航空（2架）
措施，有效促進了大灣區內人流、物
飛機的商業運行。
飛機的商業運行
。
圖為停在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停
港機構已申請創科合作專項
流等高效便捷流通。工信部、科技部
機坪上的上航波音737
機坪上的上航波音
737-MAX
-MAX8
8 客機
客機。
。
中新社
九元航空（1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蘇榕蓉
等部門也陸續出台措施，深化內地與
近年來，內地與港澳科技合作不
香港、澳門的科技合作，將港澳納入 斷深化。2018 年，科技部出台關於中
國家創新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發 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支
展規劃綱要》中，更特別提出推動港 持港澳地區創新發展的若干規定，簽
澳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推進“廣州—深 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
圳—香港—澳門”創新科技走廊建設。
的安排和聯合資助研發項目的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 利數、高新區等方面的指標都有不俗的
試點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對港澳開放，
做好灣區相關政策機制對接 實現中央財政經費過境港澳，完成港
報道）按照規劃，中國將在 2020 年進 表現。
入創新型國家，距離目標時間緊迫。王
在定性上，王志剛列舉，要看經濟
11 日，在回答《澳門日報》記者 澳國家重點實驗室更名，在澳門建設
志剛 11 日對此表示，創新型國家的定 發展戰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創新作為
提問的“科技創新如何助力粵港澳大 了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義是要在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上走在世 核心要素，發展的動力是不是更多地依
灣區建設？澳門在大灣區科創中心創
今年年初，港澳機構可參與中央
界前列，中國在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現。 靠科技創新，勞動主體是不是更多具備
建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扮演怎樣的角 財政科技計劃，“變革性技術關鍵科
但他也指出，目前在基礎研究等方面仍 科技創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國家競爭
色？”時，王志剛說：“粵港澳大灣 學問題”、“發育編程及其代謝調
有短板，要進一步完善創新和科研生 力和綜合國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創新
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科技創 節”、“合成生物學”3 個重點專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胡若 態。
商業運行。國務院國資委官方微博消息稱，目前內地航司共有
能力和水平來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
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 作為試點開放。科技部今年還將推進
、謝光輝 北京報道）埃塞俄比亞航 96王志剛從定量和定性上分析了創新
架波音 737-MAX8 飛機投入運營，現已全部停飛。全國政協
水平的高校、企業、研究院所，以及一
建設佈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 璋
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的長效機制，
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創新人才等等。
用。要把香港、澳門的科技力量統籌
執行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完善
型國家的定義。從定量來講，去年中國
空公司波音 737-MAX8 飛機失事後，中國民 委員、中國民航局副局長李健 11 日在兩會小組討論會上透露，
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排名，綜合科技
王志剛表示，科技部要更好地把法
起來，與內地科技力量一起，來建設 內地與澳門聯合資助計劃，實施 2019
航局 11 日上午緊急下發通知，要求國內運輸航空公 民航局一定會保證問題得到解決再“放行”該型號飛機。正在北
創新排在第 17 位，到 2020 年原定目標大 律、政策、環境以及在科技資源配置方
好大灣區。”他還表示，最近和澳門 年度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港澳台科技創
司暫停波音 737-8（即為波音
737-MAX8 型號飛機，下同）飛機 概在
京參加兩會的政協委員為政府的這一果斷決定“點讚”。
特首崔世安的會面中，就談及雙方準
15 位左右。其次，中國的科技貢獻 面做實，制定相關政策，構建環境生
新合作重點專項。王志剛在記者會後
備就科創方面的工作，把內地和澳門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相關單
率目標達到
60%，去年達到了 58.5%。 態，真正解決科技人員在科研創新活動
塞俄比亞航空一架波音 737-MAX8 飛機 3
■救援人員在埃航波音
救援人員在埃航波音737
737-MAX
-MAX8
8 飛機失事現場展開搜救
飛機失事現場展開搜救。
。
美聯社
的機制建立起來。同時就國家所需、
位已着手申請重點專項。
他認為，去年在研發投入、論文數、專 中間的所需。
月 10 日發生墜機空難，造成 157 人遇難，

鼓勵政府企業加大科研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1 日就埃塞俄比亞航
空公司客機失事造成大量人員遇難，分
別向埃塞俄比亞總統薩赫勒．沃克、肯
尼亞總統肯雅塔致慰問電。
習近平在慰問電中表示，驚悉埃塞
俄比亞航空公司一架客機失事，造成包
括埃塞俄比亞、肯尼亞、中國公民在內
的重大人員生命損失，我謹代表中國政
府和中國人民，並以我個人的名義，向
遇難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難者家屬

王志剛：科技創新在整體規劃中非常重要

加德滿都

A81

習近平致電慰問埃塞俄比亞肯尼亞
兩會

平壤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
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

足。

關於中國基礎研
入和原創能力不足，
佔比長期徘徊在 5%左
問題，王志剛回應表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
礎研究投入主要來
府，建議地方財政和
加大投入。
“對中國科技界
說，基礎研究的能力
出是我們的一個短板
王志剛說，目標導向
題導向促使我們必須
礎研究作為一個重點
整個科技創新的總佈
要着重發力，這是整
技界的呼聲，也是國
略在科技方面的重點
我們必須做好的。
談到“我國基礎
投入佔比長期徘徊在 5
右”，王志剛分析稱
們經常拿中美基礎研
入做對比，美國在 15
右、中國在 5%左右。
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來
美國是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
社會力量都在投，中國的 5%基
是中央財政投的，地方財政和企
得很少。”
王志剛說，現在我們已經看
好的勢頭，在中央財政持續加大
的同時，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新技
甜喪大叔：停航有風險
業，現在都開始把基礎研究作為
的飛機，這是本着對生
了。他也強調，各國統計口徑還
命負責的態度。
些差別，僅僅用數字本身還不能
閑晚：為中國點讚。
問題的全部。“當然，中國加強
研究是堅定不移的，今後會更加
東海小公舉：為民航局
這次的決定點讚。人來
投入力度。”
人往，卻沒有來日方
長，瞬間陰陽永隔，最
難過的是機上所有人員
的家屬，節哀……

內地 96 架 737
737-MAX
-MAX88全部停飛
完善科研生態 邁向創新型國家

民航局促美方確保安全 解決問題再放行
網民讚 為生命負責

$8

埃

﹁

這是該機型在不到 5 個月發生的第二起特大空
難。去年 10 月 29 日，印尼獅航一架載有 189 名
乘客和機組人員的波音 737-MAX8 客機，在起飛
後13分鐘與地面失聯，隨後證實墜毀。
中國民航局官網顯示，鑒於兩起空難均為
新交付不久的波音 737-8 飛機，且均發生在起飛
階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本着對安全隱患零
容忍、嚴控安全風險的管理原則，為確保中國
民航飛行安全，11 日 9 時民航局發出通知，要
求國內運輸航空公司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 18 時前
暫停波音 737-8 飛機的商業運行。民航局將聯繫
美國聯邦航空局（FAA）和波音公司，在確認
具備有效保障飛行安全的有關措施後，通知各
運輸航空公司恢復波音 737-8 飛機的商業運行。

﹂

znana666： 道 路 千 萬
條，安全第一條，天上
飛機何其多，波音
737-8 既然有安全隱患
那該停就得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中國已溝通數月 美方遲遲不決
李健 11 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小組
討論上表示，自從去年印尼獅航的事故發生之
後，到 11 日天埃塞俄比亞航空事故期間，民航
局一直與波音公司和美國聯邦航空局保持溝
通。但由於美方一直很難下定決心，民航局只
得率先做出停飛該機型的決定並致函告知美
方，同時表示希望美方可盡快重新確認保障波
音 737-8 飛行安全的有關措施。一旦問題可以解
決，再重新恢復該機型的商業飛行。
李健認為，波音737-8可能存在一些風險的不
確定性。因為按照這個飛機的設計，只有在自動駕
駛狀態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在人工駕駛狀態
很可能來不及。這給飛行操作帶來了困擾。

佩奇燉粉條兒：防患於
未然。人民生命安全比
較重要。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宇航學院
導航與控制系主任徐世傑教授接受香港文匯報採
訪時表示，在問題查清楚之前，停飛措施是很有
必要的，中國民航局的做法是負責任的做法。
徐世傑說，一架飛機出事，如果不是因為氣
候原因和其他外部因素影響的話，很可能就是飛
機內部系統出現問題。比如，某個系統或某個零
部件，有原始性的問題。 “目前航空公司停飛
會造成一些經濟損失，但問題沒找出來，繼續飛
行的話，如果造成人民生命的損失，那就代價太
大了，不是經濟問題。”此外，他還談及目前國
產飛機要和波音公司競爭。

遇難女孩臨畢業 擬非洲看長頸鹿
根據中國外交部
發佈的確認信息，在
&
埃塞俄比亞航空波音
737-MAX8 飛機失事
事故中遇難的 8 名中
國公民身份初步確認，分別為 5 名
男性與 3 名女性。其中 4 人為中國
公司員工，2 人為聯合國系統國際
職員（其中 1 人為港人），另 2 人

分別來自遼寧和浙江，為因私出
行。據報道，遇難的浙江金華女孩
出生於 1997 年，今年即將大學畢
業，此次是前往非洲旅行。下個月
月底，她就將迎來22歲的生日。
媒體查詢疑似女孩的微博，發
現該賬號的最後一條微博信息顯示
是在 3 月 9 日的 21 時 07 分，地點在
上海浦東機場。在她的表述中，此

次前往非洲旅行，是為了觀看長頸
鹿。
另一名遇難者為中航國際成
套設備公司職教處處長金也淘。他
的同事說，金也淘是公司業務骨
幹，他曾學習航空相關專業，畢業
後就進入中航國際工作，曾在南蘇
丹常駐。
■綜合《新京報》、
浙江在綫、《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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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統籌三地力量
振興灣區創科
科技部：統籌三地力量 振興灣區創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報道）中國科技部部長王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報道）中國科技部部長王志
剛 11 日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
剛 11 日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
戰略，科技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建設佈局中具
戰略，科技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建設佈局中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港澳與內地的科技力量統籌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港澳與內地的科技力量統籌起
來，共同建設大灣區。
來，共同建設大灣區。

去年，中央政府相繼出台了諸如港
年，中央政府相繼出台了諸如港
澳居民居住證等便利港澳同胞在
去
澳居民居住證等便利港澳同胞在
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

澳門所長，大灣區建設的規劃所涉及
澳門所長，大灣區建設的規劃所涉及
的科技創新方面的內容進行對接，發
的科技創新方面的內容進行對接，發
揮“1+1大於2”的作用。
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 揮“1+1大於2”的作用。
措施，有效促進了大灣區內人流、物
港機構已申請創科合作專項
措施，有效促進了大灣區內人流、物
流等高效便捷流通。工信部、科技部
港機構已申請創科合作專項
等部門也陸續出台措施，深化內地與
近年來，內地與港澳科技合作不
流等高效便捷流通。工信部、科技部
香港、澳門的科技合作，將港澳納入
斷深化。2018
年，科技部出台關於中
等部門也陸續出台措施，深化內地與
近年來，內地與港澳科技合作不
國家創新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發
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支
香港、澳門的科技合作，將港澳納入 斷深化。2018
年，科技部出台關於中
展規劃綱要》中，更特別提出推動港
持港澳地區創新發展的若干規定，簽
國家創新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發 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支
澳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推進“廣州—深
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
展規劃綱要》中，更特別提出推動港 持港澳地區創新發展的若干規定，簽
圳—香港—澳門”創新科技走廊建設。
的安排和聯合資助研發項目的協議；
澳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推進“廣州—深 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
試點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對港澳開放，
圳—香港—澳門”創新科技走廊建設。
的安排和聯合資助研發項目的協議；
做好灣區相關政策機制對接
實現中央財政經費過境港澳，完成港
試點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對港澳開放，
做好灣區相關政策機制對接
11 日，在回答《澳門日報》記者 實現中央財政經費過境港澳，完成港
澳國家重點實驗室更名，在澳門建設
提問的“科技創新如何助力粵港澳大 了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11 日，在回答《澳門日報》記者 澳國家重點實驗室更名，在澳門建設
灣區建設？澳門在大灣區科創中心創
今年年初，港澳機構可參與中央
提問的“科技創新如何助力粵港澳大 了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建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扮演怎樣的角 財政科技計劃，“變革性技術關鍵科
灣區建設？澳門在大灣區科創中心創
今年年初，港澳機構可參與中央
色？”時，王志剛說：“粵港澳大灣 學問題”、“發育編程及其代謝調
建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扮演怎樣的角 財政科技計劃，“變革性技術關鍵科
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科技創 節”、“合成生物學”3 個重點專項
色？”時，王志剛說：“粵港澳大灣 學問題”、“發育編程及其代謝調
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 作為試點開放。科技部今年還將推進
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科技創 節”、“合成生物學”3 個重點專項
建設佈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 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的長效機制，
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 作為試點開放。科技部今年還將推進
用。要把香港、澳門的科技力量統籌 執行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完善
建設佈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 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的長效機制，
起來，與內地科技力量一起，來建設 內地與澳門聯合資助計劃，實施 2019
用。要把香港、澳門的科技力量統籌 執行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完善
好大灣區。”他還表示，最近和澳門
年度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港澳台科技創
起來，與內地科技力量一起，來建設
內地與澳門聯合資助計劃，實施
2019
特首崔世安的會面中，就談及雙方準 新合作重點專項。王志剛在記者會後
好大灣區。”他還表示，最近和澳門
年度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港澳台科技創
備就科創方面的工作，把內地和澳門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相關單
特首崔世安的會面中，就談及雙方準 新合作重點專項。王志剛在記者會後
的機制建立起來。同時就國家所需、
位已着手申請重點專項。
備就科創方面的工作，把內地和澳門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相關單
的機制建立起來。同時就國家所需、 位已着手申請重點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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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科研生態 邁向創新型國家
完善科研生態 邁向創新型國家

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

助外資管理風險 冀與內地實現“期貨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
周紹基）港交所 11 日宣佈與 MSCI
簽訂商業授權協議，該所將推出

A

MSCI 中國 A 股指數期貨。港交所行
政總裁李小加指出，目前未能對外告
知具體推出時間，但該所已向證監會
提交非正式申請，與中證監及內地交 ■李小加笑稱，當然希
易所也有諸多溝通，兩地監管機構會 望 MSCI 中國 A 股指數
快越好，盡早回應市場的期待。

A股較波動 須認識風險

期貨越快推出越好，盡
早回應市場的期待。
資料圖片

港交所推MSCI A股指數期貨撮要
■MSCI中國A股指數涵蓋可透過滬深港通買賣交易的大型及中型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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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MSCI 於 2019 年 11 月完成整個納入 A 股程序後，MSCI 中國 A
股指數預計將會包括421隻A股
■推MSCI中國A股指數期貨可更進一步為透過滬深港通參與內地
股票市場提供有效的配套風險管理工具

11 日於電話會議中表示，港
李小加
交所一直致力回應國際投資者需

求，以開發 A 股風險管理工具，而 MSCI 的 A 股指數在涵蓋和追蹤 A 股市場方
面，更精準地對應和匹配了市場需求，
而所衍生的 MSCI A 股指數期貨，亦能
豐富香港期貨市場，相信未來更有望與
內地實現“期貨通”。

A股加速入摩 急需對沖風險
A 股近年加速“入摩”，在 MSCI
指數的比重正快速增加，促使海外投資
者對沖 A 股風險的需求急升，但目前市
場能對沖 A 股風險的工具並不多，投資
者普遍利用新加坡交易所的富時中國

A50 期指對沖。由於該期指的對沖成本
較低，也令香港成交最活躍的 A 股
ETF，皆與 A50 掛鈎，其次才是滬深
300。
2006 年 9 月在新交所上市的富時中
國 A50 期指，以美元標價及結算，追蹤
的是新華富時中國 A50 指數，近年該期
指產品的交易日漸活躍，漸成新交所期
貨產品中最活躍品種，佔新交所期指總
成交量逾五成，尤其在“滬港通”開通
後，表現更活躍，目前的日均成交量和
持倉量，基本都在 50 萬手至 100 萬手之
間。
事實上，恒指服務公司及港交所旗
下的中華交易服務，都曾推出 A 股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兩會報道) 全國
政協委員、立法會金融服
務界議員張華峰 11 日在
北京表示，港交所推出 A
股期指是喜訊，料可帶動
其他衍生產品，增加香港
市場的競爭力。按照以往
“滬港通”、“深港通”
的開通經驗，他認為 3 個
月內有望實行，他強調應
抓緊時間，不能給其他市
場“有機可趁”。
他解釋，“滬港
通”、“深港通”都是以
類似方式開通，但股指期
貨在投入數量、市場規模
等方面更加複雜，故需時
會略有延長。他相信，兩
地證監機構會頻繁交流，
商討出暢通的運作流程和
清晰明確的條例。

張華峰： 股期指冀 個月內出籠

港交所夥MSCI推A股期指
互相合作。他笑稱，自己當然希望越

鼓勵政府企業加大科研投入
鼓勵政府企業加大科研投入

王志剛
：科技創新在整體規劃中非常重要
王志剛：科技創新在整體規劃中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報道）“現在
周琳 兩會報道）“現在講
到進入創新型國家，我們
到進入創新型國家，我們還
是有短板的。”王志剛
是有短板的。”王志剛坦
言，在基礎研究方面，特
言，在基礎研究方面，特別
是“0 到 1”的顛覆性技
是“0 到 1”的顛覆性技術
和基礎理論、基本研究方
和基礎理論、基本研究方法
的探索方面，中國還有
的探索方面，中國還有不
足。
足。
關於中國基礎研究
關於中國基礎研究投
入和原創能力不足，投
入和原創能力不足，投入
佔比長期徘徊在 5%左右
佔比長期徘徊在 5%左右的
問題，王志剛回應表示
問題，王志剛回應表示，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基
■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等就
“加快建設創
礎研究投入主要來自
■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等就“加快建設創
礎研究投入主要來自政
新型國家”
新型國家
”答問
答問時表示
時表示，
，要把香港
要把香港、
、澳
府，建議地方財政和企
新型國家”
新型國家
”答問
答問時表示
時表示，
，要把香港
要把香港、
、澳
府，建議地方財政和企業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與內地科技力
加大投入。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與內地科技力
加大投入。 “ 對 中 國 科 技 界
量一起，
量一起
，建設好大灣區
建設好大灣區。
。
新華社
量一起，
量一起
，建設好大灣區
建設好大灣區。
。
新華社
“ 對 說，基礎研究的能力和
中國科技界來
說，基礎研究的能力和產
出是我們的一個短板。
出是我們的一個短板。”
王志剛說，目標導向和
王志剛說，目標導向和問
題導向促使我們必須把
題導向促使我們必須把基
礎研究作為一個重點，
礎研究作為一個重點，在
整個科技創新的總佈局
整個科技創新的總佈局中
要着重發力，這是整個
要着重發力，這是整個科
技界的呼聲，也是國家
略在科技方面的重點，
技界的呼聲，也是國家戰
我們必須做好的。
略在科技方面的重點，是
談到“我國基礎研
我們必須做好的。
投入佔比長期徘徊在 5%
談到“我國基礎研究
右”，王志剛分析稱，
投入佔比長期徘徊在
5%左
們經常拿中美基礎研究
右”，王志剛分析稱，我
入做對比，美國在 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 利數、高新區等方面的指標都有不俗的
們經常拿中美基礎研究投
右、中國在
5%左右。“
報道）按照規劃，中國將在
2020
年進
表現。
入做對比，美國在
15%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 利數、高新區等方面的指標都有不俗的
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來說
入創新型國家，距離目標時間緊迫。王
在定性上，王志剛列舉，要看經濟
右、中國在 5%左右。“就
報道）按照規劃，中國將在 2020 年進 表現。
美國是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業
志剛 11 日對此表示，創新型國家的定 發展戰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創新作為
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來說，
入創新型國家，距離目標時間緊迫。王
在定性上，王志剛列舉，要看經濟
社會力量都在投，中國的 5%基本
義是要在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上走在世 核心要素，發展的動力是不是更多地依
美國是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業、
志剛 11 日對此表示，創新型國家的定 發展戰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創新作為
是中央財政投的，地方財政和企業
界前列，中國在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現。 靠科技創新，勞動主體是不是更多具備
社會力量都在投，中國的 5%基本上
義是要在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上走在世 核心要素，發展的動力是不是更多地依
得很少。”
但他也指出，目前在基礎研究等方面仍 科技創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國家競爭
是中央財政投的，地方財政和企業投
界前列，中國在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現。 靠科技創新，勞動主體是不是更多具備
王志剛說，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有短板，要進一步完善創新和科研生 力和綜合國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創新
得很少。”
但他也指出，目前在基礎研究等方面仍 科技創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國家競爭
好的勢頭，在中央財政持續加大投
態。
能力和水平來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
王志剛說，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
有短板，要進一步完善創新和科研生 力和綜合國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創新
的同時，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新技術
王志剛從定量和定性上分析了創新 水平的高校、企業、研究院所，以及一
好的勢頭，在中央財政持續加大投入
態。
能力和水平來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
業，現在都開始把基礎研究作為重
型國家的定義。從定量來講，去年中國 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創新人才等等。
的同時，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新技術企
王志剛從定量和定性上分析了創新 水平的高校、企業、研究院所，以及一
了。他也強調，各國統計口徑還是
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排名，綜合科技
王志剛表示，科技部要更好地把法
業，現在都開始把基礎研究作為重點
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創新人才等等。
型國家的定義。從定量來講，去年中國
些差別，僅僅用數字本身還不能反
創新排在第 17 位，到 2020 年原定目標大
律、政策、環境以及在科技資源配置方
了。他也強調，各國統計口徑還是有
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排名，綜合科技
王志剛表示，科技部要更好地把法
問題的全部。“當然，中國加強基
概在 15 位左右。其次，中國的科技貢獻 面做實，制定相關政策，構建環境生
些差別，僅僅用數字本身還不能反映
創新排在第17位，到2020年原定目標大
律、政策、環境以及在科技資源配置方
研究是堅定不移的，今後會更加加
率目標達到 60%，去年達到了 58.5%。 態，真正解決科技人員在科研創新活動
問題的全部。“當然，中國加強基礎
概在他認為，去年在研發投入、論文數、專
15 位左右。其次，中國的科技貢獻 面做實，制定相關政策，構建環境生
投入力度。”
中間的所需。
研究是堅定不移的，今後會更加加大
率目標達到 60%，去年達到了 58.5%。 態，真正解決科技人員在科研創新活動
投入力度。”
他認為，去年在研發投入、論文數、專 中間的所需。

數，但市場反響輕微，港交所若要爭奪
A 股期指市場，與 MSCI 合作成為最佳
組合。

港在A股期貨較星具優勢
針對海外投資者傾向在新加坡交易
富時中國 A50 期指，以對沖 A 股市場。
李小加認為，相比而言，香港在 A 股期
貨方面，始終最具優勢，包括地理位置
更靠近內地，更了解內地市場，整體產
品生態環境也最具生命力及持久力。
此外，港交所與內地相關交易所及
監管機構，有長期的協調及磨合，都增
添了香港推出 A 股期貨的競爭力。對於
交易量能否追上現有的股指產品，李小

加認為，現階段無法去預測交投，而中
國是世界第二大市場，全球投資者也剛
剛開始參與，A 股期貨有着非常龐大的
市場潛力，料將來期貨交易量會更大，
並非港交所可以獨攬。

境外交易料不會令A股動盪
一直有指內地監管機構擔心境外 A
股期貨，若在交易所推出，或引致內地
股市不穩，李小加回應說，近10年來，
新交所的 A50 期貨一直存在，足證明境
外期貨交易，不會導致 A 股現貨市場出
現大動盪。他又說，今次與 MSCI 的協
議並非獨家，雙方都有市場自由再覓合
作夥伴。

不過，他也提醒，普
通投資者對期貨市場並不
了解，相關機構應做好相
應的風險制度和股民教
育，令股民正確認識風
險、避免過度投資，尤其
在 A 股市場波動幅度較港
股更大，或吸引較多投資
者入市的情況之下。
對於可能構成競爭關
係的新加坡富時中國 A50
指數，張華峰估計，待香
港發行 A 股期指時，會覆
蓋逾 400 家 A 股，成交量
會大於新加坡。

指陳元重視南向債券通

此外，提及市場頗為
關心的南向“債券通”，
張華峰引述政協副主席陳
元所說，稱他十分重視
“債券通”的南向動態，
認為債券通能令香港人民
幣資金池不斷壯大，完善
兩地的互聯互通，也能讓
其他持有人民幣的國家
“有出路”，助力粵港澳
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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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賄判10年 許志堅入監服刑
（中央社）前新北市副市長許志堅涉嫌收
受賄賂新台幣 615 萬元，協助業者推動都更案
，最高法院判處 10 年徒刑、褫奪公權 5 年定讞
。許志堅今天上午到台北地檢署執行科報到，
入監服刑。
許志堅被控自民國 100 年 4 月至 103 年 6 月
29 日擔任新北市副市長、新北市都更委員會
主任委員期間，藉新店廣明都更案，收受業者
周麗惠現金 509 萬元、香奈兒錶 1 只、蕭邦錶
2 只、金條 2 條等賄賂，合計約新台幣 615 萬

6350 元。
許志堅收賄手法包括安排兒子許士耘、胞
兄許志遠到周麗惠掌握的公司坐領每月 4 萬元
乾薪，另每月收受周女 3 萬元現金，並轉交給
父親作為孝親費用，又藉由生日、女兒結婚機
會收受名錶、金條等。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二審台灣高等法院均
判處許志堅 10 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上週駁
回上訴，全案定讞。

（中央社）救護車載病童北上急救，但
卻在國道遇到車輛惡質擋道，讓病童家長錄
影氣憤 PO 網，國道警方在掌握並查證後表示
，已依法開罰及吊銷涉擋道汽車駕駛的駕照
。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指出
，昨天上午載有重病孩童北上台北榮總急救
的救護車，行經國道中山高速公路竹北至湖
口路段，遇到惡意阻擋不禮讓救護車的車輛
，病童家長氣憤下攝影並於下午 3 時多 PO 上
網路。
國道警二大隊表示，經聯繫發文者確認

基本資料，以及查證相關車輛未依規定禮讓
救護車屬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單
處汽車駕駛人新台幣 3600 元罰鍰並吊銷駕駛
執照。
國道警二大隊表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 45 條第 2 項，聞消防車、救護車、警
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應變車警號，不立即避讓者，可處汽車駕駛
人 3600 元罰鍰，並吊銷駕駛執照。呼籲駕駛
聽到警號聲應立即避讓，以免受罰，共同維
護行車秩序與安全。

國道不禮讓救護車 警方吊銷擋道駕駛駕照
國防部籲勿轉傳不實軍購訊息

國防部發言人陳中吉 12 日表示
日表示，
，有民眾在社群網站及通訊軟體
有民眾在社群網站及通訊軟體，
，散播不實的採購金額
散播不實的採購金額、
、架次及
機型，目前仍向美方提出發價申請書階段
機型，
目前仍向美方提出發價申請書階段，
，籲民眾勿以訛傳訛
籲民眾勿以訛傳訛。
。

兒虐修法廣納意見 專家指僅加重刑責不夠
（中央社）法務部就兒虐修法議題，今天邀
集兒少團體及專家開會，部分專家認為，僅加重
刑責不能完全解決兒虐問題，建議全面投入兒虐
防範，法務官員表示將廣納意見調整修法內容。
凌虐幼童致死修法最重可處無期徒刑，引發
輿論認為刑罰太輕，法務部為回應民眾的呼籲，
願意調整步伐，部長蔡清祥今天下午邀集關心兒
少的相關團體及專家，一起來思考研擬可行方向
。
有部分專家認為，一味加重刑責不能完全解

決兒虐問題，建議全面投入兒虐防範，修法只是
其中一部分，應及早介入兒虐家暴事件，並矯治
家暴兒虐受刑人的再犯問題。
法務部已研擬刑法第 286 條修正草案，現於立
法院審議中，草案除提高兒虐者的處罰刑度外，
並增訂了凌虐幼童致死（最重可處無期徒刑）、
致重傷（最重可處 12 年有期徒刑）的加重結果犯
規定，但是外界仍認為處罰過輕、對兒少保護尚
有不足，且部分立法委員也在立法院提出增訂死
刑的修法提案。

（中央社）馬祖海巡隊今天下午接獲通報，
北竿高登北面近岸有一艘本國籍舢舨失去動力，
船上有一名船長，請求海巡隊前往救援。海巡隊
獲報立即派遣線上巡防艇前往救助，有驚無險。
今天下午 1 時許，一艘小舢舨於北竿高登海
域作業時不明原因失去動力，遂立即以電話向馬
祖海巡隊請求援助，巡防艇抵達現場後發現舢舨
於近岸隨波逐流、無法控制方向，有觸礁之虞。
當時僅有船長一人在舢舨上，為避免發生海

難事件及人員安全，遂將船長接駁至巡防艇上以
確保安全，由海巡船艇執行拖帶任務，將小舢舨
拖帶至北竿馬蹄灣安全靠泊。船長獲救後對馬祖
海巡隊表達感謝。
馬祖海巡隊表示，馬祖海域近日易有濃霧，
請漁民朋友出港作業時注意航安，若有發生意外
請立即通報 「108」，海巡隊必全力提供協助救助
受難船舶，保障漁民安全。

馬祖海域舢舨失去動力 海巡馳援安全救回

螢火蟲季將展開 嘉義縣推賞螢秘境活動

嘉義縣螢火蟲季將 4 月將展開
月將展開，
，縣府文化觀光局預定 4 月 3 日在圓潭自然生態園區舉行
開幕活動，圖為圓潭自然生態園區螢火蟲
開幕活動，
圖為圓潭自然生態園區螢火蟲。
。

事故車借屍還魂銷售牟利 刑事局破竊車集團逮4人

（中央社）劉姓男子組成竊車集團，竊取贓車後解體，再將事故車以 「借屍還魂」手法變
裝銷售牟利，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循線追查，將劉男等 4 人帶回偵辦，訊問後依竊盜罪嫌
送辦。
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六大隊第三隊隊長徐宏杰今天受訪表示，警方長期經由各地車輛失竊資
料大數據分析，調閱監視器影像，發現以 36 歲劉姓男子為首的竊車集團涉有重嫌。
案件經報請台灣台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蒐證發現竊車集團成員使用的兩輛不同
外觀貨車，卻都懸掛同組車牌行駛，並循線查出集團位於台中、桃園、彰化與嘉義等地，停放
變造車輛的倉庫。
警方在今年 1 月至 2 月間，循線帶回集團劉姓主嫌與 31 歲吳姓成員，並循線查出負責解體
贓車的 45 歲張姓成員，及協助銷贓的 39 歲謝姓成員，共查獲贓車 6 輛、犯案車 1 輛及竊車用犯
案工具一批。
辦案人員查出，竊車集團在台中、彰化、雲林與嘉義等地區，收購事故車後竊取同款式車
輛，將贓車解體後再以俗稱 「借屍還魂」手法變造成合法車輛，集團除變造自小客車外，另有
變造貨車非法銷售牟利。
警方在查扣的變造車輛中，發現車身防竊貼紙有遭破壞痕跡或缺損，且 「引擎蓋車輛排氣
管制資訊」、 「車身鈑件」及 「塑膠飾板」等標籤的出廠年月，與車籍登載不符，且車身號碼
處的原廠車漆及電鍍防鏽層有磨除痕跡，經電解還原出原車車身號碼，才得以找出正確車籍，
警方訊問後將劉男等 4 人依竊盜罪嫌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警方提醒，民眾購買中古車輛時，應特別注意車輛來源及賣家誠信，為避免購買到借屍還
魂變造車，應核對車輛年份及車款與行照登記是否相符，並檢查位於引擎蓋、車門、葉子板、
行李箱等處的車輛防竊貼紙標籤黏貼處，是否有異常破壞或缺損情形，另車身號碼或引擎號碼
是否有經抹滅重新打印及異常生鏽情形，都應特別留意。

交大建築所提瀉湖上的長城計畫 獲國際首獎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學士後建築組陳聖涵（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學士後建築組陳聖涵
（左）與林長諄
與林長諄（
（左 2），
），以嘉義縣東石地區做
以嘉義縣東石地區做
為想像基地，提出 「潟湖上的長城
為想像基地，
潟湖上的長城」」 計畫
計畫，
，獲 2018 年 Jacques Rougerie 基金會國際建築競圖海平面
上升項目首獎肯定。
上升項目首獎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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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變數多 3公股銀行中小企業放款月減逾300億

（中央社）金管會今天公布 1 月底國銀中
小企業放款餘額新台幣 6 兆 4363 億元，月減
16.75 億元，以兆豐等 3 公股銀行減少逾 300 億
元較多，主因部分中小企業在農曆年前提前還
款，避免年假遭加計利息。
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1 月底國
銀中小企業放款餘額占全體企業放款餘額比率
為 60.51%，占民營企業放款餘額比率為 63.43%
，分別較上月底減少 0.24、0.2 個百分點。另外
，1 月底中小企業放款平均逾放比為 0.45%，月
增 0.02 個百分點。
目前單一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餘額前 3 名
，分別是第一銀行、合作金庫銀行，以及台灣
中小企業銀行，皆為公股銀行。
而根據金管會統計，1 月底對中小企業放
款減少前 3 名的銀行，也是公股銀行，分別為
兆豐銀行月減 119 億元、華南銀行月減 108 億

元，以及彰化銀行月減 105 億元。
金管會官員解釋，國銀對中小企業放款月
減 16.75 億元，主因是部分中小企業在農曆年
前提前還款，避免年假期間過長、遭銀行加計
利息。
不過，金管會日前公布全體國銀 1 月底放
款餘額新台幣 28 兆 8400 億元，月增 3006 億元
，創歷年最高單月增幅，但對中小企業放款餘
額卻逆勢減少，顯然銀行放款對象集中在政府
機關及大企業，對中小企業放款呈減緩趨勢。
日前大型行庫主管透露，由於今年景氣變
數多，憂心企業壞帳風險提高，因此對中小企
業放款業務成長 「審慎看待」，不會以追求業
績成長為第一優先。對此外界解讀，國銀對中
小企業放款減少，應與今年經濟展望不佳有關
。

春雨難解新竹水情 14日抗旱會議檢討燈號
（中央社）經濟部水利署表示，上週各地降下春雨，為水庫
解渴，中部以北主要水庫蓄水率明顯回升。不過，水利署提醒，
要等到梅雨季才會有較穩定降水，呼籲民眾仍應節約用水。
根據水利署官網，新竹地區仍為 「減壓」狀態，經濟部水利
署發言人王藝峰說，雖因春雨使水庫蓄水率微幅回升，不過，新
竹地區水庫蓄水率僅約 45%，目前仍維持減壓供水（黃燈）。新
竹地區是否取消減壓要在 14 日水情會議檢討後，才會有結果。
王藝峰表示，據統計，這波春雨已為水庫帶來 1 億 4800 萬噸
水，預估總降雨將進帳 2 億 2000 萬噸水，且中部以北主要水庫蓄
水率都明顯回升。
根據水利署官網，提供石門水庫蓄水率回升至 60%，新竹地

區用水的寶山、寶山第二水
庫蓄水率回升至 4 成 5；負責
南部地區供水的南化水庫蓄
水率為 49%，烏山頭蓄水率
約為 78%，曾文水庫蓄水率 吳敦義獻花致敬 支持者相挺
為 30%。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右）12 日出席國父逝世 94 週年紀念日活動
週年紀念日活動，
，支持者在現場高喊主席加油
支持者在現場高喊主席加油。
。
王藝峰說，因為這波降
雨讓高雄地區用水仰賴的高屏溪水量大幅回升，因此目前高雄地 眾節約用水。
另外，王藝峰說，水利署團隊今年已多次進行人工增雨作業
區供水沒問題。高雄目前為水情稍緊的綠燈。
，也增加降雨量，未來只要天氣狀況許可，水利署將會把握鋒面
至於未來水情狀況，他說，目前仍處在枯水期，水利署將會
盡力調度，但預估水情要等到梅雨季，才會轉趨穩定，也呼籲民 過境，進行地面增雨作業。

桃園產銷班攜手台商 蔬果首度外銷馬紹爾
（中央社）桃園蔬菜產銷班與馬紹爾群島台商，今天共同簽
署合作意向書，首批貨櫃 9 公噸蔬果開啟雙方合作第一步，未來
還有許多的後續合作，這也是桃園農特產品首次外銷到馬紹爾群
島。
桃園蔬菜產銷第三班長李傳添與馬紹爾群島台商-福爾摩莎
集團負責人林學銘，在桃園市長鄭文燦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駐台
大使艾芮瓊( Neijon Rema Edwards)的見證下，共同簽署合作意向
書開啟雙方合作，這也是桃園農特產品首次外銷到馬紹爾群島。
鄭文燦受訪表示，桃園是北台灣蔬菜生產重鎮，平時多銷售

到台北、
新北與桃
園，主要
供應新鮮
且價格較
高的蔬果，首批貨櫃 9 公噸的各式蔬果雖然不多，但能讓遠在馬
紹爾群島的居民選購桃園優質的農產品，完全是基於雙方友誼而
非只是為了要銷路。
鄭文燦表示，福爾摩莎集團負責人林學銘在馬紹爾群島經營
超市，馬紹爾群島是一個珊瑚礁群島，非常需要蔬菜，林學銘透
過外交部的協助，選擇曾獲神農獎肯定的八德區蔬菜產銷第三班
班長李傳添的蔬菜，這也是桃園農特產品首次外銷到馬紹爾群島
。
對於記者詢問，國台網說因為鄭文燦不承認 「九二共識」所

以蔬菜賣不到中國。鄭文燦表示，他不清楚國台網的說法，但桃
園的茶葉也賣到大陸，蔬菜產量供應北部地區還有點不夠，北農
也有採購桃園的蔬菜，這個問題不需要政治化，農民很辛苦、很
多的汗水，但這方面不需要太多政治口水。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表示，總統蔡英文即將出發前往環太
平洋訪問 3 個國家，同時也應馬紹爾總統海妮（Hilda C. Heine）
邀請，出訪期間將到馬紹爾舉辦的太平洋婦女領袖聯盟會議中致
詞。
桃園市秘書處長顏子傑說，桃園市在去年 7 月 31 日和馬紹爾
群島奧爾環礁（Aur Atoll）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締盟成為姊妹
城市。主要產業為農、漁業以及觀光遊艇，還有豐富的珊瑚礁生
態，是潛水勝地。這次雙方以農特產品牽起友好貿易，未來也樂
見雙方的長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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