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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21
週年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公證★認證★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代理Viking/Globus遊輪Gate1旅遊 廉价机票

$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5%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170 中國簽證

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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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給身體排毒
原創| 男人為了這個字
操碎了心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租約
最好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商鋪
有限 

（綜合報導）美國葛萊美獎提
名饒舌歌手尼普塞（Nipsey Hussle
）週日在自家店面外遭人開槍打死
，噩耗一出，立刻從全美各地引起
震驚和哀悼之聲，不過洛市警長很
快點醒民眾，尼普塞之死暴露這個
城市正陷入麻煩。

在尼普塞遇害死亡的一週期間
，有26人中槍，10人死亡。

「這代表有36個家庭陷入愁雲
慘霧」 ，洛杉磯市警長莫爾（Mi-

chael Moore）在推特說。
洛市警官羅裴茲（Mike Lopez

）接受KTLA電視臺訪問時說，尼
普塞死亡的這一週，有一對兄弟，
24歲的傑森（Jason Montes）和
25歲的賈斯汀（Justin Montes）
也遭人開槍攻擊，身中多槍橫死街
頭。

這對兄弟遇害的同一天，距離
槍案現場一英里的地方，另一名38
歲男子在步行回家時，突然有人拿

槍走近他，將他擊斃。
根據KTLA新聞臺，上述這些

槍案發生前，一名30多歲女性在雷
莫特公園自宅遇害。

摩爾說，洛城血腥的一週只是
「暴力事件快速增加」 的一部份。
「我們會和市民積極合作，終結這

種無意義的死亡。」
尼普塞是在週日下午3時20分

，在南洛杉磯的克朗蕭大道和斯勞
森路附近，他自己開的服飾店外，

和其他2人一起中槍。
身兼饒舌歌手、生意人、父親

和社區領袖的尼普塞，原本打算推
動打擊暴力犯罪的計劃。還來不及
行動，就慘死在槍枝暴力下。

尼普塞原本計劃週一和竟長莫
爾，以及洛杉磯警察委員索伯洛夫
（Steve Soboroff）會面，討論警
方如何協助遏止幫派暴力，避免年
輕人染黑的方法。

洛城連環槍案：26人中槍 1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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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地址//

A02_LEE李中原律師C1234567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713-487-9028

西 英

中

中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涉及
「一馬發展公司」 (1MDB)洗錢貪腐醜聞，他遭指

把這個政府管轄的戰略發展基金資金，轉入他的
個人銀行戶頭，涉及金額高達6.8億美元。檢方今
天下午展開這場 「世紀審訊」 ，不過針對背信、
貪汙和洗錢等7項遭控罪名，納吉布全盤否認。

65歲的納吉布是馬國史上首位出庭受審的前
領導人，他抵達吉隆坡法院時，有支持者高呼口
號 「納吉布萬歲！」 為他加油打氣，還有人為他
祈禱。

總檢察長托馬斯發表陳詞指出，納吉布擁有
絕對的權力，就應擔負重責大任， 「不能高於法
律之上。」 納吉布現身後，馬上否認遭控罪名。
納吉布的律師曾在最後關頭提出司法覆核申請，
被外界指意圖拖延審訊，但並未獲得法官同意，
因此審訊照常舉行。

另一方面，馬國政府也宣布，同意以1.26億
美元，把1艘涉及一馬發展弊案的超級遊艇，售
予賭場業者雲頂集團，價格約打5折。這艘名為
「平靜號」 （Equanimity）的遊艇，是在逃的涉
案華裔富商劉特佐，以及其同夥以竊自一馬發展
公司的贓款買下，這也是一馬弊案中，第一筆資
產出售案，馬國政府希望盡量回收1MDB遭掏空
的幾十億美元款項。

據了解，劉特佐耗資2.5億美元購入這艘長
91公尺的超級遊艇，內部配備SPA、三溫暖、20
公尺游泳池以及直升機停機坪等。馬國政府查扣
平靜號後，過去5個月來，這艘遊艇都停泊在港
邊公開展示，以尋找潛在買家。不過總檢察長托
馬斯今天說，雖然收到不少出價，但超過1億美
元的很少。他說，雲頂將在4月底前支付這筆款
項。

大馬版海角7億開審 前總理納吉布否認遭控罪名

（綜合報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周二（2日）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國《華盛頓郵
報》沙烏地阿拉伯裔異議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沙國領事館遇害
後，其子女可獲沙國當局7000萬美元的一次性天
價補償。

消息人士透露，卡舒吉的家人將於利雅得當
局結束對此案的審訊後，獲得數千萬美元的補償
金，估計現金和房產總值7000萬美元（約新台幣

21.5億）。據悉，沙國政府聲稱有關款項是出於
補償，卡舒吉的家人收到補償金後，就不得再公
開就卡舒吉的死批評沙國王室。

據報導，卡舒吉的4名子女可分別獲得價值
近400萬美元的房屋，其中負責與政府聯絡的長
子薩拉赫（Salah）則獲得一間位於吉達（Jeddah
）更大的豪宅。遺族們還能從王室戶頭裡，每人
每月提領1萬美元的終身補貼。補償的房屋和現
金已由沙國國王薩勒曼（King Salman）批准。

卡舒吉遺屬獲得7000萬美元一次性天價補償

（綜合報導）委內瑞拉國會 「全國制憲大會
」 2日剝奪反對派領袖瓜伊多的司法豁免權，意
味總統馬杜羅政府能起訴瓜伊多，甚至逮捕他。
自行宣布為臨時總統的瓜伊多隨即反擊，揚言
「什麼事也無法阻止我們」 。委內瑞拉執政黨社

會黨掌控的國會，剝奪瓜伊多的豁免權，並授權
最高法院 ，就他自稱是臨時總統一事，以刑事罪
起訴他，似乎為逮捕他預作鋪路。

瓜伊多被指控煽動叛亂、上街抗議，並從國
外收受非法資金。全國制憲大會批准最高法院的
請求，剝奪瓜伊多作為國會議長的司法豁免權。
全國制憲大會議長卡貝尤（Diosdado Cabello）

表示： 「正義對保?和平是必要的，全國制憲大
會批准了最高法院的請求，這樣國家就有正義。
」

瓜伊多不承認最高法院及制憲大會的做法，
堅稱有關決定無效。他回應指： 「人民已下定決
心，沒有什麼事能阻止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沒有
回頭路。」 專精憲法的律師亞羅（Jose Vicente
Haro）說，在未獲議會表決就決定剝奪瓜伊多的
司法豁免權是 「憲法詭計」 ，根據憲法，這類決
定必需獲得議會批准。亞羅接受電話訪問時說：
「這也違反了正當程序，因為他應該能出席聽證
會，為自己辯護。」

（綜合報導）有人喜歡香菜的特殊味道，
但也可能就是討厭而說不上原因，甚至覺得有
股肥皂味。而這一切其實跟基因有關。

專家表示，是一種特殊的憎惡，這些人無
法控制，不喜歡香菜是來自遺傳。有些人的嗅
覺感應基因過敏，並且偵測到香菜的 「肥皂般
」 氣味。所以，雖然香菜特有的味道可能讓你
感到愉快，但對某些人來說，香菜中的一種化
學物質會使他們的味蕾受到不愉快的刺激。

研究發現其實人類身上帶有一個基因

OR6A2，若是這個基因產生了變異，會使得
人類對醛類化合物的嗅覺變得相當敏感，進而
讓某些人天生就討厭香菜散發出帶蠟質的肥皂
氣味。

香菜在各式地區受歡迎的程度也不同，一
份研究報告，只有3%中東人不喜歡香菜，而
香菜廣泛地融入了中東地區的美食。相比之下
，21%的東亞人不喜歡香菜，比率高於其他地
區的人。

（綜合報導）日本共同通信社1、2日做
緊急電話民調指出，有關日本政府公布5月1
日將取代 「平成」 的 「令和」 新年號，有
73.7％的日本受訪民眾表示有好感，只有
15.7％的人表示沒好感。

針對平時生活和工作主要會用的是新年號
還是西元之提問，回答兩種都用的最多，占全

體的45.1％，回答西曆的占34.0％，回答用
新年號的占18.8％。

新年號公布後，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大幅升
至52.8％，比起3月的前次調查升高了9.5％
。不支持率也降低8.5％，減至32.4％。共同
社指出，很可能是公布新年號贏得高評價，也
使內閣支持率升高。

瓜伊多遭剝奪司法豁免權 恐被起訴與逮捕 香菜有股肥皂味原來是基因作祟

令和新年號拉高安倍內閣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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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衣索比亞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機上月墜毀，全機157人罹難。美國媒體2
日披露空難調查報告的部分內容，指機師曾關掉導致客機機頭向下、防止失速的 「機動特性增強系
統」 （MCAS），但仍然無法讓客機升高到理想高度，其後重啟系統，導致客機最終墜毀。

《華爾街日報》引據消息人士透露，客機在衣索比亞的斯貝亞巴起飛不久後機頭持續向下，機
師按照波音的緊急程序指引，確實關掉MCAS自動系統的電源，改回人力操控，嘗試平衡機頭及機
尾水平。其後，機師重啟電力開關，但MCAS又同時啟動，最終導致客機失去平衡，直撞地面。調
查人員及波音內部人士認為，由於機師無法令客機爬升至理想高度，因此重啟電力開關。

負責調查的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及衣索比亞航空，暫未回應報導。除了衣索比亞空難外
，印尼獅子航空去年10月的空難，亦是由MCAS引起。

衣索比亞空難 機師曾關防失速系統MCAS

（綜合報導）自1980年以來，英國有20艘
核潛艦退役，1艘也沒處理掉，如今這些封存的
潛艦是服役潛艦的兩倍。英國國家審計局（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NAO）說，存放這些老舊
過時的核潛艦1年就耗掉納稅人5億英鎊。

據BBC與《衛報》（The Guardian）3日報
導，NAO指出，英國政府的核退役計畫簡直一敗
塗地。它並強調，其中有9艘潛艦至今仍有放射
性燃料。而英國未能處理這問題，很可能要冒著
損及身為 「負責核大國」 信譽的風險。

此外，NAO今年1月的報告指出，未來10
年英國國防部有210億英鎊的資金缺口。這要命
的發現將使國防部因管理不善，而承受更大的壓
力。

英國公共帳目委員會（Commons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 主 席 希 莉 爾

（Meg Hillier）說，國防部必須控制一下節節高
升的費用。 「超過20年來，國防部一直承諾，
要把退役的核潛艦解體，」 她說， 「但去年卻告
訴我的委員會，現在才要處理這缺乏進展的糟糕
問題。」

為了等待安排安全處理放射性廢料，退役的
核潛艦都停放在普利茅斯（Plymouth）的得文港
（Devonport），以及伐夫（Fife）的羅西斯
（Rosyth），而其中7艘潛艦存放的時間竟比服
役的時間還長。NAO估計，處理1艘核潛艦總共
要花費9,600萬英鎊。

據英國國防部估計，未來120年維修和處置
20艘封存，以及10艘現役核動力潛艦的費用共
達75億英鎊。而從2004年管理人員說，設備不
符合要求標準以來，這些潛艦就不曾卸下核燃料
。至於相關程序要再展開，還得等到2023年。

1年200億 英擺爛20艘退役核潛艦被譙

（綜合報導）英國脫歐僵局未解，但時間壓力已逼得首相梅伊喘不過氣。她昨天提出，將
向歐盟尋求短期延長脫歐期限的新策略，並與最大在野黨工黨黨魁柯賓會面，討論能在國會通
過的脫歐方案。柯賓對梅伊的妥協表達歡迎，但她此舉惹毛保守黨內的疑歐派，他們揚言逼宮
，更導致2名內閣官員跳船請辭。雪上加霜的是，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稍早更打臉梅伊，強調脫
歐期限就是4月12日，不會如梅伊所要求再度順延。

上月底歐盟峰會中，歐盟另27個成員國領袖有條件接受英國延後脫歐，同意延到4月12日
之後，英方必須在4月12日提出明確的後續走向供歐盟考慮、且同意參加5月23至26日的歐洲
議會選舉

容克3日在歐洲議會表示，412就是英國國會下院通過脫歐協議的 「終極大限」 ，如果英國
國會無法在那之前完成， 「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短暫延期」 。容克說，若拖到412之後，歐盟恐
將面臨歐洲議會選舉的風險，更會威脅到歐盟運作。

（綜合報導）金字塔、木乃伊，自古以來埃及一直壟罩著神
秘、奇幻的色彩，其背後的故事更引得許多探險家追尋！近年來
一連串令人興奮的考古發現，開啟了埃及考古學的新黃金時代，
而在今年月在開羅以南320公里稱為 「明亞」 的荒蕪地區，更發
現有著超大片的地下古墓群出土，也被稱作為是25年來埃及最
重大的發現！《追謎探險隊：埃及古墓直播》節目將帶你探究
3000年歷史的木乃伊之謎。

Discovery頻道將於4月8日上午8點全球同步直播《追謎探
險隊：埃及古墓直播》，由有現代印第安那瓊斯之稱的探險家─
喬許蓋茨(Josh Gates)主持，他將明星冒險家團及世界著名的埃

及古物學家合作，透過2小時全
球同步放送的特別直播節目，深
入埃及明亞這片古墓的新墓室一
探究竟。

通過古人挖掘的豎井前往迷宮般的隧道和墓室後，考古學家
發現裡頭有40多具菁英階級的木乃伊，其中有些還佩帶了無價
首飾。這個龐大的地下墓群堪稱古物寶庫，有數百個手工雕刻的
小雕像，以及狀況良好、用來存放木乃伊內臟的卡諾卜罈。

不過考古學家發現有幾個房間還有待探索，其中最振奮人心
正是埋在墓群底下深處的一具神秘石灰岩石棺，內部木乃伊的身

份可能到現在為止已有3000年歷史了，仍是數千年下來未解之
謎...。

一刀未剪LIVE直擊神秘古物，並將打開埋在墓群底下深處
的一具石灰岩石棺，一窺這具數千年未解之謎的木乃伊真面目！
《追謎探險隊：埃及古墓直播特輯》也將於4月21日週日晚間9
點重播。

英相梅伊提延長脫歐期限 歐盟打臉：412就是大限

古埃及墓室如迷宮！揭3000年前木乃伊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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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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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金融市場大幅波動
土總統指責西方幹涉匯率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發表講話，指責近期土耳
其貨幣匯率發生大幅度波動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幹預
所致。

據土耳其當地媒體報道，埃爾多安當天在首都安卡拉出席與選舉
相關的活動時，做出了上述表態。

埃爾多安稱，土耳其貨幣裏拉近日在匯率上的大幅度波
動，體現了壹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利用在土耳其地方
選舉的時段向土施壓的企圖。他指出，土耳其將整頓和打擊
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行為，任何企圖操控土耳其貨幣的國際資本
都不會得逞。

埃爾多安還強調，土耳其政府將致力於克服通貨膨脹、失業
等問題，他對土耳其經濟發展前景具有信心。

據路透社、《金融時報》等多家媒體此前報道，土耳其裏拉自
本月22日起進入了動蕩模式。22日，土耳其央行宣布暫停使用主
要融資工具，裏拉兌美元盤中大跌近7%。對此，土耳其財政部長表
示，做空土耳其經濟的投機性市場操縱正在進行。埃爾多安也曾親自
發聲增加民眾對裏拉的信心。

此外，摩根大通在3月22日的壹份研究報告中表示，在3月31
日土耳其地方選舉投票後，土耳其貨幣有貶值的風險。該報告還以
土耳其最近凈外匯儲備下降為由，建議出售裏拉。報告發布後，摩
根大通遭到了埃爾多安的“聲討”，且立即受到了土耳其監管部門
的“調查”。27日，伊斯坦布爾BIST100股指下挫5.67%，為2016年
7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土耳其將於3月31日舉行地方選舉，當地金融監管機構采取壹
系列措施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報道，土耳
其央行28日再次宣布提高裏拉在貨幣互換市場的交易限額。土央行
聲明規定限額將是預先確定的外匯和紙幣市場交易限額的30%。25
日，土央行曾將這壹上限從10%提高到20%。

不再怕疼？
研究發現能抑制疼痛和焦慮的突變基因

綜合報導 壹個在《英國麻醉雜誌》上發表的研究報告稱，研究人
員發現了兩種變異基因，它們在共同抑制疼痛和焦慮的同時，能給人帶
來快樂，使人健忘並促進傷口愈合。這壹發現為未來人類治療慢性疼痛
提供新希望。

報道稱，Raigmore醫院的醫生發現壹位名叫喬·卡梅倫的女子在接
受手術後，幾乎沒有感受到疼痛或壓力。醫生對此非常震驚，並將這壹
情況告知給英國倫敦大學的疼痛學專家。

該大學的研究團隊在對這名女子的DNA進行研究後發現，她的基
因出現了兩個突變，其中壹個變異基因能夠抑制壹個名叫FAAH的基因
活動。

FAAH會分泌壹種酶，這種酶能分解對疼痛感、情緒甚至記憶至關
重要的名為anandamide的化學物質。其中anandamide就像大麻壹樣，
它被分解的越少，其鎮痛等作用就越強。

另壹個變異基因則能夠控制FAAH的數量，使FAAH的活動減少。
結果就是，卡梅倫體內的anandamide數量很多，大約是正常人數量的
兩倍。

研究人員稱，在極端情況下，基因突變會導致人們無法感受
到疼痛。壹旦了解變異基因的工作原理，將有望找到治療疼痛的
新療法。

澳政府將提交新法規
社交媒體需迅速刪除暴恐內容

澳大利亞政府將向議會提交新法規
提案，旨在懲罰對暴力內容不采取行動
的社交媒體。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稱，
這是對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槍擊案的回
應。

莫裏森說：“大型社交媒體公司有
責任采取任何行動，確保他們的科技產
品不被恐怖分子濫用……這不僅是應該
做的事，還應該被列入憲法中。”據
悉，違規的社交媒體公司主管可能面對
長達三年監禁，公司則得繳付占其年收
入10%的罰金。

【新提案：刪除暴力內容過慢或違
法】

據報道，若這項法案通過，社交媒
體公司必須“迅速有效”地刪除“令人
厭惡的暴力內容”，否則將違法，法官
將裁決刪除內容的行動是否夠迅速。

澳大利亞政府表示，早前已和包括
“臉書”在內的社交媒體公司會談，但
對會談結果並不滿意。澳通訊部長費菲
爾德說：“針對克賴斯特徹奇槍擊案所
出現的問題，這些社交媒體公司並未即
時提供任何解決方案。”

“臉書”則表示，公司已“迅速”
刪除了在平臺上散布的150萬個槍擊案直
播視頻。

莫裏森也表示，澳大利亞已成立政
府和社交媒體公司之間的特別工作組，
以應對這類問題，並計劃在6月於日本舉
行的20國峰會（G20）上討論。

另外，澳大利亞政府也將在2019~
2020財政年的預算案中納入額外5.7億
澳元的國家安全基金，以加強反恐和反
間諜活動，包括為警方提供的反無人機
技術以及發展在海外沖突區的情報收集
。

【社交媒體：將采取多種方案應
對】

“臉書”此前稱，將加強使用該平
臺直播的條例，並可能限制曾違反規則
的用戶進行直播，同時也將提升軟件，
以更迅速辨識經修改的暴力視頻或照片，
防止這些內容重新被分享或上載。

該公司營運長桑德伯格在網絡貼文

中說：“許多人對“臉書”等網絡平臺
被用來散布槍擊案恐怖視頻的事件提出
疑問……針對這起恐怖襲擊延伸出的問
題，我們將采取三種方案：加強“臉書”直
播條例、進壹步處理平臺上憎恨內容的
傳播，以及給予新西蘭社會支持。”

桑德伯格也表示，該公司正利用人
工智能工具辨識並消除澳大利亞和新西
蘭的攻擊性團體，這些團體將被禁止使
用其服務。報道稱，“臉書”至今已辨
識超過900個顯示槍擊案部分直播內容
的視頻。

“臉書”日前也宣布，將禁止宣揚
或支持白人民族主義和隔離主義的內容，以
加強打擊攻擊性言論。

臉書CEO：免受有害信息侵害
應制定互聯網管制法規

綜合報導 社交媒體“臉書”CEO
紮克伯格近日呼籲各國政府，制定新的
全球性互聯網管制法規，來保護社會免
受有害內容侵害，並保障選舉的公正性
、保護人們隱私等。

紮克伯格發表聲明指出，在最近備

受爭議的“有害內容”問題上，他認為
各方應該界定有害內容的標準，並要求
有關公司創建系統，把有害內容減至最
少。

他指出，“臉書”確實有責任確保
人們的安全，而這意味著界定什麼是恐

怖主義宣傳、什麼是仇恨言論等。
紮克伯格說，互聯網公司應對有害

內容負責，不過，當人們使用幾十種不
同的共享服務時，從互聯網上刪除所有
有害內容是不可能的。他說：“這些服
務都有自己的政策和流程，因此我們需
要壹種更標準化的方法。”

他表示，壹種或者可行的辦法是讓
第三方機構制定管理有害內容分發的標
準，並根據這些標準來審查公司。而監
管可以為被禁內容設定底線，並要求相
關公司建立將有害內容控制在最低限度
的系統。

在保障選舉公正性問題上，紮克
伯格指出，立法對保護選舉很重要。

他說，“臉書”已在政治宣傳方面做出
重大調整，包括規定廣告商在購買政治
廣告前，驗證他們的身份。

然而，決定某個廣告是否屬於政治
宣傳並不都那麼簡單，紮克伯格說，如
果監管機構能制定統壹標準，“臉書”
在審查有關內容方面也會變得更有效。

在保護個人隱私等方面，紮克伯格
說，世界各地人們都呼籲按照歐盟的
《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隱
私進行全面監管，他對此表示贊同。

他 認 為 ， “ 如 果 更 多 國 家 將
GDPR 等監管措施作為共同框架看待
，這將有利於互聯網。這些新法規應
保護用戶選擇如何使用自己信息的權

利，以及在犯錯時對相關公司進行相
應的懲罰。”

紮克伯格最後還表示，有必要立定
新法，保障數據可移植性的安全。他
說，如果妳與某項服務共享數據，妳應
該能將這些數據轉移到另壹個服務。這
給人們提供了選擇，並使開發人員能夠
創新和競爭。

紮克伯格稱，“我們建立了先進
系統來發現有害內容，保障選舉不受
幹擾，使廣告更加透明。但人們不應
該依賴個別公司來解決這些問題。我
們應該進行更廣泛的辯論，討論我們
的社會需要什麼，以及監管能起到什
麼作用。”

哈利·波特英文初版拍出60萬元

全球僅500本

綜合報導 暢銷小說《哈利·波特
與魔法石》的英文初版全球只有500
本，其中壹本日前在拍賣會上，以
6.88萬英鎊（約合人民幣60.5萬元）
售出。

報道稱，初版不僅數量稀少，書
背其中壹處還將英文書名中的“Phi-
losopher's”印錯成“Philospher's”
，讓其更加珍貴。

除了印錯書名外，初版《哈利·
波特與魔法石》還有不少特點，例如
當年版權頁中，作者J.K.羅琳仍然使
用全名“喬安妮·羅琳”，書中霍格
沃茨錄取通知書的必備裝備清單中，
亦將“壹支魔杖”印多了壹遍。

《哈利·波特與魔法石》是羅琳
《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的第壹部，
1997年6月30日由布盧姆斯伯裏出
版社首次出版，第壹版第壹次印刷時
僅印了500本，為精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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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經常說出與事
實不符的話已經不是新聞，年初美國媒體統計
川普上任2年來，總共說謊超過7,000次，不過
最新數據顯示，川普說謊的頻率比以前更快了
，甚至敢拿老爸亂扯謊。

川普經常在公開場合說出沒有事實根據的
言論，為了因應這個習性，美國各大媒體甚至
針對他進行事實查核工作，逐字檢視真實性。
現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的 「事實查核者」 （The Fact Checker）專欄
刊出最新報告，指出川普上任至今802天內已
說出9,451個與事實不符的錯誤言論；除此之
外，他說謊的頻率甚至比從前更高了，過去
200天，川普平均每天會說出22個錯誤言論，

相比第一年任期每天平均說出5.9個錯誤言論，
扯謊速率快了4倍。

而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他最新的經典語錄就發生在昨（2）日，他在與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會
談時，竟誇口自己的父親出生自德國，不過實
際上老川普（Fred C. Trump）出生自美國紐約
市的布朗克斯區（Bronx），他的祖父費德里希
川普（Friedrich Trump）才是來自德國。

隨著2020總統大選逐步逼近，文章認為沒
有跡象顯示川普會改變信口開河的習慣，在各
種造勢場合中他反而變本加厲地亂說話，光是
上周在密西根州的一場活動上，他就脫口說出
64次錯誤言論。

川普扯謊再創紀錄！連老爸都敢碰

（綜合報導）中美貿易談判代表即將於華
府展開第9輪磋商，白宮經濟顧問柯德洛已表
達對談判前景感到樂觀，不過美國商會高層態
度卻較為保守，指出協議仍有1成難解，主要
聚焦2大議題，順利的話4月底美國總統川普及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可簽署協議，如果不幸
本周談判沒有重大突破，那麼最壞的情況是，
談判可能延續至6月底G20峰會。

中美貿易談判進入第5個月，3日以美國貿
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大陸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為首的雙方談判代表即將於華
府展開第 9 輪磋商，白宮經濟顧問柯德洛
（Larry Kudlow）2 日在美國全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發表評論時表示對於
談判前景 「有幾分樂觀」 ，他期待能達成 「額
外進展」 ，同時也承認雙方仍有紛歧待解，他
稱此輪談判的討論將比以前 「更深、更廣」 。

據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報導，美國全國商會常務副會長與國際事務總
裁薄邁倫（Myron Brilliant）接受訪問時指出，
目前談判正 「進入最後階段」 ， 「90%的協議
已經完成」 ，不過仍有 「最困難的最後10%」
未達成，他描述這是最難對付的部分，需要雙
方交換條件、做出取捨。

外媒先前就報導，目前雙方仍就2大議題
喬不攏，一是美國對大陸商品加徵的關稅將何
去何從，二是美方為確保北京徹底遵守協議施
行的落實機制。北京方面希望協議達成後，華
府能立即取消過去一年來加徵在2,500億美元大
陸進口商品上的關稅措施，不過美方希望保留
部分關稅，以迫使陸方持續遵守協議，同時萊
特海澤甚至希望能保留但書，一旦北京違反協
議，美方能單方面額外對大陸商品課徵關稅，
外界認為此舉有侵犯主權疑慮，恐難被陸方接
受。

薄邁倫認為，如果雙方此輪談判順利，預
計川普與習近平月底就能舉行峰會、簽署協議
，全球金融市場的烏雲可望煙消雲散；不過如
果不幸磋商沒有重大突破，雙方或許延長談判
至6月底於日本舉行的G20峰會， 「最壞的情
況是談判突然結束，可能導致新一輪關稅升級
，衝擊金融市場。」

不過就算雙方順利於月底達成協議，終結
貿易戰，專家也不認為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將
就此舒緩，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
亞洲事務資深顧問葛來儀（Bonnie Glaser）提
出警告，認為北京或許會將焦點轉向其他議題
，包括南海、台灣、新疆等議題。

就差最後1成難解！美陸貿易協議4月恐難成

（綜合報導）美國已決定，暫停有關交付
土耳其F-35戰機的一切活動，甚至可能縮減土
國參與製造。

《動力》（The Drive）網2日指出，這雖
是一大新進展，但幾乎可以確定的，就是華府
將進一步將安卡拉推向莫斯科，並可能為俄羅
斯製造它亟需出口蘇（Su）-57戰機的機會。

五角大廈代理發言人桑默思（Charles
Summers Jr.）說，美國的態度一直都很明確，
那就是不能接受土耳其採購俄製S-400飛彈防
空系統。他表示，除非安卡拉放棄S-400，否
則美國將暫停一切交付相關行動。桑默思同時
指出，要是土耳其採購S-400，將危及繼續參
與F-35的製造專案。

就某些方面來說，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
（Recep Erdogan）堅持採購俄製S-400防空
系統所展現的，是他擺脫了華府的影響。自從
2016年夏天反艾爾多安的軍事政變失敗後，這
發展就日益明顯。至今土耳其政府內的艾爾多
安支持者仍指控，美國是幕後推手，但卻缺乏
確切的證據。

無論如何，對克宮來說，美國中止土耳其

參與F-35製造專案，時機真是再好不過了。如
今在印度抽腿，不參與蘇-57專案後，莫斯科正
迫不及待，想要為這款戰機尋找新出口夥伴。

自2014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併吞克里米
亞半島後，便受到國際嚴厲制裁，而俄羅斯的
軍費也日益枯竭，負擔不起量產蘇-57所需的資
金。如果莫斯科想要量產這款戰機，就需要對
外尋求資金來源。

而土耳其要買100架美製F-35戰機，是洛
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數一數二的大
客戶。如果俄羅斯能為蘇-57搶單成功，將為這
岌岌可危的戰機專案注入可觀的活水，並讓俄
羅斯擁有足夠的軍費，得以採購更多蘇-57戰機
，而不是目前寥寥可數的12架。此外，要是有
了土耳其的資金挹注，俄軍將能加速研發蘇-57
專用的彈藥。

分析認為，俄羅斯可能會針對F-35留下的
空白，提供廣泛的工業補償，甚至更多，而直
接技術轉移也是其中一個可能。由於土耳其正
致力研發自製的5代戰機TF-X，最快可能也要
到2030年代初才會交付，因此莫斯科若這麼做
，對安卡拉來說，將極具吸引力。

美不放手F-35 恐將土耳其推向俄蘇-57

（綜合報導）美中不只貿易戰在打，連軍事
上都互相較勁，美國國防部和軍方高官昨日在眾
院出席聽證會時表示，中國是美國未來在中長期
的最大安全威脅，為了因應中國的軍事增長威脅
，美國應該確保國防部有足夠經費，以維持美國
在中長期的軍事優勢。

美國陸軍參謀長米萊上將(Mark Milley)說：
「中國大陸是美國和盟國中長期面臨的一個重大

威脅。我認為他們是修正主義強國，尋求削弱美
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並將自己定為控制西

太平洋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強國。他們正在為
21世紀中期前在全球挑戰美國創造條件。」

北京總是對外堅稱其軍事現代化用於和平目
的與保衛國家安全。但是美國陸軍部長艾思博
（Mark Esper）昨日在眾院軍事委員會上表示：
「從長遠來看，中國是更大的挑戰。他們繼續集

中精力投資開發尖端技術，包括人工智慧、定向
能和高超音速技術。北京系統性盜竊智慧產權也
使他們能比以往更廉價、更快速地研發軍事能力
。」

美軍高官解密美軍高官解密陸是美未來最大安全威脅陸是美未來最大安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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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反對黨：政府倉促修改槍支管理法案說不過去
綜合報導 基督城恐怖襲擊案發生後，

新西蘭政府宣布改革槍支管理法，並且立
即執行。此舉得到了很多民眾的支持，但
新西蘭行動黨黨魁大衛·西蒙近日則表示，
如此倉促地修改法律是“近乎瘋狂”，而
且不符合新西蘭的立法精神。

報道稱，盡管新西蘭的槍支禁令已
從3月 21日開始立刻執行，但從立法的
角度，該法律改革尚未得到新西蘭國會
的批準。因此，還沒有正式成為新西蘭
法律。

西蒙表示，很多人都想要立刻修改槍
支管理法的意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民
眾的意願具體落實到法律文本上會怎樣呈
現，就需要斟酌了。

他表示，“我們立法部門要做的事
情，是要把人們的意願落實到文本，這樣
法官才能在審理案件的時候有正確的法律
文本可依。所以我認為，我應該為正確恰
當的立法程序而發聲”。

西蒙認為，新西蘭的槍支管理法確實
沒能有效地控制諸如像半自動步槍那樣的
殺傷性武器，的確是需要改革的，“讓個
人如此輕易地獲得大殺傷性的武器，完全

是說不過去的”。
但他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並不是

喊壹個口號這麼簡單。他表示，新西蘭政
府這樣倉促修改槍支管理法，反而是樹立
了壹個不好的榜樣。如果倉促上馬改革，
最後改革立法效果不好，反而會成為其他
國家的笑柄。

西蒙擔心，槍支管理法如果沒能得到
有效的修訂，反而會讓壹些槍支轉入地下
黑市，到時候管理起來就更難了。所以，
他認為，正確而恰當的立法程序是非常必
要的，也必須有人站出來維護。

他介紹說，其實總理可以在此前國會
開會的時候，就提出修改槍支管理法，
然後在最近緊急召開國會來討論。但是
她沒有這麼做。最後導致的結果是國會
按計劃休假壹周，然後要在9天內通過壹
個法律。

西蒙認為，這樣的操作是不合理的，
甚至是“瘋狂的”。他說：“如果我們真
的對安全問題非常擔心，真的要改革槍支
管理法的話，應該是需要公眾咨詢和國會
多次討論的。這樣的決策才更有效。”

他還強調，現在新西蘭其他各黨的

國會議員們連槍支管理法修正案的文本
都沒看到，就紛紛宣布支持，這是說不
過去的。

他說：“如果我沒看到槍支管理法修
正案文本的話，我是不會投贊同票的。但
國會其他的119名議員，都沒看到修正案
文本，就說要投贊同票。 我是唯壹壹個持
不同觀點的人。”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宣布，新西蘭禁止
生產、銷售和使用軍用式半自動步槍和突
擊步槍。禁令從當地時間21日下午3時起
生效。禁令還涉及大容量彈匣以及可增強
武器攻擊性的半自動武器改裝件。

韓軍全體部隊試點士兵使用手機
禁止錄音或拍照等禁止錄音或拍照等

綜合報導 韓國國防部表示，
從4月1日起，韓士兵結束壹天
的訓練及工作後可使用手機的試
點範圍，將擴大至韓國陸海空和
海軍陸戰隊等所有部隊。不過，
根據禁令，士兵不能用手機拍照
或錄音等。

據報道，韓國現役軍人可使
用每月3.3萬韓元（約合195元人
民幣）的士兵專用手機資費套餐，
享受無限通話和無限收發短信服務
，套餐每日提供的流量為2GB，流
量用盡後將自動限速至3Mbps。

根據此前報道，韓國國防部
從2018年4月開始在部分部隊試
點分階段放寬手機使用禁令。

韓國士兵可在部隊安全重地
以外的所有地點自由使用手機，
使用時間為平日晚6時至10時，
休息日早7時至晚10時。其余時
間則可視部隊情況設統壹保管場
所或由個人自行保管。

據報道，韓國部隊將按照有關
規定對手機的攜帶和使用等實施嚴格
管理，禁止用手機拍照或錄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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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尼泊爾多地於3月31日下午至夜間遭
遇暴風雨，尼南部因此已有29人遇難、約400人受傷
。其中，有28人在巴拉（Bara）地區遇難，
另有1人在帕薩（Parsa）地區遇難。根據當
地警方介紹，當時的暴風雨伴隨著冰雹，使得
壹些房屋屋頂的鐵皮被卷起後墜落，不少人因
此傷亡。另有壹些人不幸被倒下的電線桿或者
樹木砸中。巴拉地區有6名重傷者已經在4月
1日上午被送至加德滿都接受進壹步治療。

據尼泊爾氣象部門測算，此次暴風雨所帶
來的大風風速約每秒15米。尼泊爾目前處於
季風季節前期，局部地區的天氣波動比較劇烈，
所以不排除類似暴風雨再次發生的可能性。

該暴風雨導致巴拉地區部分公路壹度中斷、
不少電塔和房屋受損毀、逾10輛客車不同程度損
毀。目前，當地的互聯網通信服務已經恢復。

巴拉地區主要官員鮑德爾介紹說，尼泊爾
軍隊、警察及武警部門已徹夜展開救援工作。

巴拉地區、帕薩地區都位於尼泊爾第二省。該
省政府於4月1日上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給每個
遇難者所在家庭提供30萬盧比（約1.7萬元人民
幣）的撫慰金。同時，向受影響民眾提供帳篷、
食品、藥品等救濟物資，並呼籲公眾積極獻血。

尼泊爾總理奧利已經決定取消當日的原定行程，趕往巴拉
地區察看災情。

緩解勞力短缺
日本啟動擴大接納外國人才規模制度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中文網報道，為緩解勞
動力短缺問題，日本4月1日啟動
擴大接納外國人才規模的新制度。

報道稱，日本《出入國管理修
正法》自4月1日起實施，旨在通
過增設簽證種類來擴大接納外國人
才規模。據悉，增設的簽證種類分
別是“特緩解勞力短缺 日本啟動
擴大接納外國人才規模制度 定技
能”1號和2號。

報道指出，日本政府擬在勞動
力嚴重短缺的護理、建築、農業等
14個行業，接收取得“特定技能1
號”簽證的外國人才。日本政府預
計，在上述行業，本年度最多將接
納大約47000人，5年裏最多將接
納大約345000人。

據悉，取得“特定技能1號”
需要通過日常會話的日語考試和
專業技能考試。護理、住宿、餐
飲3個行業的技能考試將在本月

內實施。
此外，結束3年技能實習的外

國人在符合壹定條件的情況下，可
免試轉為居留年數總計為5年的
“特定技能1號”簽證。

日本法務省認為，快的話，本
月中旬就可能有人獲得“特定技能
1號”簽證，預計本年度獲得該簽
證的主要是結束技能實習更換簽證
的人。另外，從1日起，日本法務
省入國管理局將晉升為“出入國在
留管理廳”。

與此同時，報道還指出，日本
政府計劃與9國簽署旨在清理不良
中介等的合作備忘錄。目前，僅有
菲律賓等4國與日方簽署了該備忘
錄。

另外，日本計劃在全國各地設
置的約100處統壹咨詢窗口中，個
別窗口尚未完成籌建工作，日本法
務省將繼續通過提供財政援助等，
加快設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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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勾畫鼻咽癌放射治療靶區
中大港中大聯手 首用人工智能提升治癌效果 準確性79%

中國鼻咽癌發病率全球第一，廣
東地區發病率甚至達到世界平

均水平的40倍。由於鼻咽癌解剖位
置特殊、手術治療困難，且其對射線
敏感，因此放射治療是根治手段。不
過，放射治療過程中，射線要從不同
角度穿過周圍的腦幹、顳葉、眼球、
視神經等40多個重要器官到達鼻咽
腫瘤，精度要求在毫米級別。

突破人工勾畫不足
據孫穎介紹，該研究共納入

1,021 例鼻咽癌患者（早、中、晚
期）的MRI影像資料，並由兩名頂
尖鼻咽癌放療專家共同完成靶區勾
畫，將相關影像和數據用於計算機學
習。

此後，孫穎團隊與在AI領域處
於國際先進水平的香港中文大學計算
機科學與工程系及研究團隊創業公司
深圳視見醫療科技公司合作，確定選
用三維卷積神經網絡（3D CNN）這

一AI技術，它能夠模仿人類大腦視
覺中樞的層次，在圖像識別領域表現
優異。

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如何，是
我們首先關注的問題，以專家勾畫作
為金標準，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為
79%，且無論患者是早期（T1-T2）
還是晚期（T3-T4），無論是否接受
過化療，AI均可達到相似的勾畫準確
性。經專家評估，32.5%（66例）的
病例無需修改可直接用於放射治療計
劃設計，56.2%（114例）的病例經
少量修改即可用於放射治療計劃設
計。

研究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鼻咽腫瘤勾畫的準確性和效率。據
介紹，在此之前，即使最頂級的醫
生，勾畫一例影像也需要2小時到3
小時，其他醫生則動輒在5小時甚至
10小時，而在AI雲平台下，只需要
20分鐘到50分鐘便可完成。更為關
鍵的是，其精準度達到頂級醫生的水

平。因此，該成果突破了傳統人工勾
畫存在的局限。

研究團隊為AI自動勾畫進行了
準確性測試，共納入不同分期的20
例患者和8位來自七家高水平醫院的
放療專科醫生，由8位醫生在20例患
者的MRI影像上進行人工勾畫。結
果顯示，以專家勾畫作為金標準，AI
自動勾畫的準確性超過了8位醫生中
的4位，與其餘4位相當。

接着，研究團隊又初步探究了
AI自動勾畫的臨床應用價值，即AI
能夠為臨床醫生提供多大的幫助？在
8位醫生完成人工勾畫兩個月後，由
他們對AI自動勾畫的結果進行修改
（AI自動勾畫+醫生修改，即AI輔助
勾畫）。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5位醫生的勾畫準確性（平均由
74%提高至79%），減少了55%的勾
畫者間差異。

目前，該AI雲平台已運用於臨
床，據悉，接下來，粵港雙方還將對

AI相關算法嘗試做進一步優化，今
後，其自動勾畫準確性有望在現在
79%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

成果將於新加坡臨床驗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AI技術

在醫學影像領域的研究發展迅速，但
均運用在診斷環節。此次突破，係首
次將AI技術運用於腫瘤治療。

為擴大AI放射治療靶區勾畫的
影響力，團隊進一步實現了鼻咽癌頸
部淋巴結、預防性放療區域和需保護
的正常組織的自動勾畫，並集成了人
工智能自動勾畫雲平台。通過這些，
使勾畫時間節約了90%左右，受保護
的器官由15個增加到43個。

接下來，粵港團隊將通過該AI
雲平台，將成果在廣州、新加坡、廣
西等地開展臨床驗證，以期取得全球
鼻咽癌放射治療水平的同質化，為世
界鼻咽癌治療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
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於位置隱匿無法手術，鼻咽癌首選放

射治療，而腫瘤靶區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

鍵。近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孫穎教授

團隊聯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系人工智能（AI）團隊，首次利用AI技術在

核磁共振（MRI）影像上實現了鼻咽腫瘤自動

勾畫，準確性達到79%，近九成患者的腫瘤

勾畫只需經少量修改甚至無需修改，即可用

於放射治療。這解決了鼻咽腫瘤靶區長期存

在的局限，令不同地區、不同水平醫生實現

頂級醫生的人工勾畫水準成為現實，為實現

精準而又高效的鼻咽癌放射治療提供了解決

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日前，記者從廣州市南沙
區政府獲悉，由廣州海港商旅有限
公司（廣州港集團全資子公司）與
中交城投（中交城市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合資組建的廣州南沙國際郵
輪母港運營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簽約
並揭牌成立，將打造亞洲規模最大
郵輪母港，規劃建設4個10萬至
22.5萬總噸郵輪泊位，預計11月通
航。相關負責人透露，建成後的南
沙國際郵輪母港將與港澳水上客運
結合，聯通南沙地鐵四號線，並將
開發南海及“一帶一路”郵輪航
線。

據了解，廣州海港商旅有限公
司和中交城投共同投資成立該運營
公司，出資比例分別為 51%和
49%。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郵輪母
港總規劃岸線1.6公里，規劃建設4個
10萬至22.5萬總噸郵輪泊位，可停靠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郵輪。項目將建成
航站樓、海員俱樂部、150米超高航
運中心等，全部建成後將成為亞洲規
模最大的郵輪母港之一。預計一期工
程2019年6月30日即可竣工驗收，將
於2019年10月試靠船， 11月正式開
港運營。

目前，南沙國際郵輪母港綜合
體航站樓主體已完成封頂，航站樓
以“鯨舟”立意，打造了鯨魚游入
大海的整體形象，航站樓科學、合
理地安排客流動線、通關流程和功
能區劃，與地鐵、公交、出租車、
自駕車及港澳水上客運專線緊密銜
接。

母港與地鐵四號線接駁
中交城投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

採訪時介紹，南沙郵輪母港航站樓
將通過約500米的地下通道與地鐵
四號線南沙客運港站相連，是內地
第一家與地鐵無縫接駁的郵輪母
港。

記者了解到，南沙郵輪母港所
在區域本身已建有南沙客運港，每
天有4班往返香港中港城碼頭及2
班往返香港機場的航線，南沙郵輪
母港建成運營後，或將對南沙客運
港往返香港的航班作出時間和班次
調整，屆時港人可直接從香港乘船
到達南沙客運港，轉乘郵輪母港郵
輪，直線距離僅300米。

■■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而腫瘤靶區而腫瘤靶區
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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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保全安排 港拓仲裁優勢
允向內地申請保護財產證據 成唯一已簽署司法管轄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對於修訂《逃犯條例》面對司
法覆核挑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2日強調，特區政府每日都
面對法律挑戰，但不會因此擱置關
乎公眾利益的重要工作。她又坦
言，政府願意聆聽各界意見，只要
意見有助事情順利進行，政府會從
善如流，但這不等於每項意見都要
接納，否則就不可能做得成一件
事。

林鄭月娥2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會見傳媒，被多次問到華人置業前
主席劉鑾雄就修訂《逃犯條例》提
出司法覆核。

她表示，由於已經進入司法程
序，特區政府、律政司和她本人都
不會作任何評論。

她又指，政府已詳細解釋了修
例內容，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周三在
立法會提出首讀和二讀時亦會加以
說明，到法案委員會逐條審議條文
時也將會有很詳細的交代和討論。

對於會否應個別要求再修訂條
文，林鄭月娥表示，無論是立法工
作或政策工作，政府都很願意聆聽
各界意見，如果意見跟政府的大原
則沒有衝突，並令工作更順利地進
行，政府一般都會從善如流，接受
這些意見，“但不等於每一個意
見，特區政府都要接納，否則根本
不可能完成一件事。”

被問到在面對法律挑戰下，將
修例提交立法會是否合適，她強調
特區政府每日面對各種法律挑戰，
但不會因此擱置關乎公眾利益的重
要工作。

林
鄭
：
關
乎
公
眾
利
益
遇
挑
戰
不
擱
置

目前以香港作為仲裁地的當事人不能向內地法
院申請保全，《安排》容許他們在裁決作出

前，更可以就仲裁程序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包括
財產保全、證據保全及行為保全，以防止仲裁其中
一方的當事人故意毀滅證據或轉移財產，確保仲裁
程序能有效進行。同時，內地仲裁程序的當事人亦
可向香港法院申請強制令以及其他臨時措施。

根據《安排》，由合資格並經指定的香港仲裁
機構管理的香港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向兩地法院
申請保全措施。《安排》會在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司
法解釋和香港特區完成相關程序後，另訂日期生
效。

鄭若驊：體現創新思維
鄭若驊在簽署儀式上致辭時表示，《安排》簽

訂後，香港成為唯一與內地簽署有關仲裁保全協助
文件的司法管轄區，標誌着“一國兩制”為香港所
帶來的優勢，亦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律
政司的創新思維，同時有助於提升香港國際仲裁服
務的競爭力，為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和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提供巨大的支持，對香港仲裁的發
展有莫大的重要性。

她指出，仲裁是跨境商業活動主要解決爭議的
方式，保全措施也是仲裁經常用到的方法，當事人
進行仲裁時、甚至在仲裁程序開始前，有可能需要
向仲裁庭或仲裁地外的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院尋求
司法協助，例如申請命令維持現狀，防止另一方當
事人毀滅證據或轉移財產等。

鄭若驊說，《安排》為香港仲裁程序的當事人
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措施提供了明確、有效的法律
機制，並確定內地仲裁程序當事人可根據現行法例
向香港法院申請臨時措施，“我對這一個安排感到
非常高興，我相信香港的法律跟仲裁界對這一個安
排也感到非常開心，安排也對支持香港的發展十分
重要。”

“一國兩制”優勢惠兩地
她提到，香港與內地就民商事不同範疇已經簽

訂了6項相互法律協助安排，包括今年1月在北京簽
署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
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期待兩地法律界加
緊合作，互相交流，發揮在“一國兩制”下兩地的
優勢，互惠互利，為兩地的發展、為國家依法治國
的政策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隨着

內地司法制度不斷完善，香港與內地的法

律協作越來越多。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鄭

若驊 2日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簽

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

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容許以香

港作為仲裁地的當事人，向內地法院申請

財產及證據等保全，防止出現毀滅證據或

轉移財產等情況。鄭若驊表示，香港成為

唯一與內地簽署有關文件的司法管轄區，

為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和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提供巨大支持，並期待兩地法

律界加緊合作，發揮“一國兩制”的優

勢，為國家依法治國出一分力。 ■鄭若驊（右）與楊萬明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安排》為香港的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提供巨大支持。圖為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粵港澳大灣
區將令香港與內地有更多經貿往來，保障各方權
益的法律服務角色更見吃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長楊萬明2日表示，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
“三法域”的特性，發揮仲裁在化解糾紛中的重
要性、加強兩地在仲裁領域的協助合作是大勢所
趨。他又指，《安排》是中央支持香港法律服務
業發展、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的務實舉措，也是兩地法律人為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豐富“一國兩制”實踐貢獻
的又一司法智慧。

區際司法協助需深化
楊萬明2日指出，內地與港澳特區正攜手推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灣區“一國兩制”、
“三法域”的特性決定了建設過程中互涉法律糾
紛不可避免、區際法律衝突客觀存在、區際司法
協助亟需深化，坦言在“一國”之內、不同法域
特別是不同法系間開展司法協助，既不同於國際

司法協助，亦不同於同一法域內不同地區之間司
法協助，很有挑戰。

他以仲裁保全為例，指內地和香港法律制度
和法律語言差異顯著，保全措施的類型、認定仲
裁程序籍屬的標準、仲裁庭在保全措施方面的權
能等都大不相同，“兩地法律人志不求易、事不
避難，彼此尊重、求同存異，積極主動地探索了
一條務實創新的可行之路，這充分證明了‘一國
兩制’的強大生命力。”

楊萬明強調，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剛剛發佈之際、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
前，兩地法律人實現了更加緊密的合作，展現了
“一國”之內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表明了內地
和香港共謀發展、共享榮光、共擔責任的堅定信
念。

他希望兩地同仁以家國情懷為重、以民眾福
祉為要、以民族復興為念，繼續完善兩地司法協
助體系，為兩地經濟社會繁榮穩定發展、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穩步推進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楊萬明：中央挺港拓法律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逃犯條
例》於3日在立法會首讀。香港大律師公會2日再
就修例提出意見，聲稱港府的“漏洞論”是“誤
導”，即目前移交逃犯法例不涵蓋中國其他地方
並非“漏洞”範疇，而是1997年立法機關鑑於內
地法制程度而保障香港基本人權的“往績”，和
兩地刑事司法系統差異所作的決定，更稱修例是
“為內地而設”。

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2日出席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會見傳媒，他回應道，現行條
例無法處理港人在台灣被殺案及移交個案的方
法，故此確為漏洞。他並表示，回歸時《逃犯條
例》沒有處理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是因為
當時已有記錄顯示，香港會與內地商討一個長期
協議，而長期協議很可能用新的法例處理，所以
沒有處理當時條文的有關部分，強調修例是“為
內地而設”的說法不正確。

李家超表示，現有《逃犯條例》無法處理港
人在台灣被殺案及個案移交方法，實屬香港法律
的漏洞。他說，政府屢次重申修例是為了制定有
效、可行的個案移交方法，與任何一個與香港未
簽長期協議的司法管轄區，以同一個原則、同一
的人權和法律保障來處理個案移交。他舉例道，
“譬如再有類似台灣殺人案的性質嚴重的案件，
甚至性侵犯、械劫、一條橋被爆炸了，我們怎樣
處理呢？”強調修例確實是為了填補法律漏洞。

回歸時未處理 因商長期協議
他強調，所謂“修例是為內地而設”這一觀

點不正確。他說，“回歸時的《逃犯條例》沒有
處理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是因為香港會與
內地商討一個長期協議，而如果真的達成一個長
期協議的話，很可能用一個新的法例去處理。”

李家超：修例因堵漏 非只“為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大律師公會2日再就修
訂《逃犯條例》發表意見書，聲
稱特區政府強調修例是填補漏洞
的說法“誤導”，因香港在現行
法例下仍可與內地、台灣及澳門
外的其他司法管轄區進行個案移
交，而限制與內地進行移交是因
為兩地司法制度和保障基本人權
有“相當大的差異”。公會又
稱，修例讓特首成為啟動個案移
交的“唯一決定人”，毋須經過
立法會的審議程序。法律界認為
公會忽略普世價值，忽略聯合國
有關完善移交法例、打擊罪案發
生的決議，又質疑意見書以大篇
幅攻擊內地不斷進步的人權和法

治狀況，誤導公眾的可能正是公
會本身。

馬恩國：內地法制續進步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2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認為，內地法制不斷進
步，已開始獲很多西方國家承
認，而內地也積極參與跨國打擊
犯罪活動，“內地已可以與不少
國家互相移交逃犯，但對於一國
之內的香港就一直沒有做到，這
的確是一個漏洞。”

黃國恩：明顯政治化修例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博士黃國恩強調，政府的“漏

洞論”並沒有誤導，法律漏洞的
確存在，而且不止涉及內地，而
是涉及不同國家、地區，“反而
大律師公會只針對內地，借機批
評內地司法及人權，從而妖魔化
修例，明顯把修例政治化，這才
是誤導！”

黃國恩亦提及，由特首啟動
移交程序，這是參考其他普通法
國家如加拿大的做法，由一個行
政首長或官員，作為名義上的决
定人，“眾所周知，其實實際把
關的是律政司，檢視案件是否適
合去做及符合法律要求，否則不
會理會有關請求，特首絕對不可
能是一言堂，況且還有法庭最後
把關。”

大狀公會稱“誤導”法律界批妖魔化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22日召開日召開
會議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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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勾畫鼻咽癌放射治療靶區
中大港中大聯手 首用人工智能提升治癌效果 準確性79%

中國鼻咽癌發病率全球第一，廣
東地區發病率甚至達到世界平

均水平的40倍。由於鼻咽癌解剖位
置特殊、手術治療困難，且其對射線
敏感，因此放射治療是根治手段。不
過，放射治療過程中，射線要從不同
角度穿過周圍的腦幹、顳葉、眼球、
視神經等40多個重要器官到達鼻咽
腫瘤，精度要求在毫米級別。

突破人工勾畫不足
據孫穎介紹，該研究共納入

1,021 例鼻咽癌患者（早、中、晚
期）的MRI影像資料，並由兩名頂
尖鼻咽癌放療專家共同完成靶區勾
畫，將相關影像和數據用於計算機學
習。

此後，孫穎團隊與在AI領域處
於國際先進水平的香港中文大學計算
機科學與工程系及研究團隊創業公司
深圳視見醫療科技公司合作，確定選
用三維卷積神經網絡（3D CNN）這

一AI技術，它能夠模仿人類大腦視
覺中樞的層次，在圖像識別領域表現
優異。

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如何，是
我們首先關注的問題，以專家勾畫作
為金標準，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為
79%，且無論患者是早期（T1-T2）
還是晚期（T3-T4），無論是否接受
過化療，AI均可達到相似的勾畫準確
性。經專家評估，32.5%（66例）的
病例無需修改可直接用於放射治療計
劃設計，56.2%（114例）的病例經
少量修改即可用於放射治療計劃設
計。

研究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鼻咽腫瘤勾畫的準確性和效率。據
介紹，在此之前，即使最頂級的醫
生，勾畫一例影像也需要2小時到3
小時，其他醫生則動輒在5小時甚至
10小時，而在AI雲平台下，只需要
20分鐘到50分鐘便可完成。更為關
鍵的是，其精準度達到頂級醫生的水

平。因此，該成果突破了傳統人工勾
畫存在的局限。

研究團隊為AI自動勾畫進行了
準確性測試，共納入不同分期的20
例患者和8位來自七家高水平醫院的
放療專科醫生，由8位醫生在20例患
者的MRI影像上進行人工勾畫。結
果顯示，以專家勾畫作為金標準，AI
自動勾畫的準確性超過了8位醫生中
的4位，與其餘4位相當。

接着，研究團隊又初步探究了
AI自動勾畫的臨床應用價值，即AI
能夠為臨床醫生提供多大的幫助？在
8位醫生完成人工勾畫兩個月後，由
他們對AI自動勾畫的結果進行修改
（AI自動勾畫+醫生修改，即AI輔助
勾畫）。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5位醫生的勾畫準確性（平均由
74%提高至79%），減少了55%的勾
畫者間差異。

目前，該AI雲平台已運用於臨
床，據悉，接下來，粵港雙方還將對

AI相關算法嘗試做進一步優化，今
後，其自動勾畫準確性有望在現在
79%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

成果將於新加坡臨床驗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AI技術

在醫學影像領域的研究發展迅速，但
均運用在診斷環節。此次突破，係首
次將AI技術運用於腫瘤治療。

為擴大AI放射治療靶區勾畫的
影響力，團隊進一步實現了鼻咽癌頸
部淋巴結、預防性放療區域和需保護
的正常組織的自動勾畫，並集成了人
工智能自動勾畫雲平台。通過這些，
使勾畫時間節約了90%左右，受保護
的器官由15個增加到43個。

接下來，粵港團隊將通過該AI
雲平台，將成果在廣州、新加坡、廣
西等地開展臨床驗證，以期取得全球
鼻咽癌放射治療水平的同質化，為世
界鼻咽癌治療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
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於位置隱匿無法手術，鼻咽癌首選放

射治療，而腫瘤靶區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

鍵。近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孫穎教授

團隊聯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系人工智能（AI）團隊，首次利用AI技術在

核磁共振（MRI）影像上實現了鼻咽腫瘤自動

勾畫，準確性達到79%，近九成患者的腫瘤

勾畫只需經少量修改甚至無需修改，即可用

於放射治療。這解決了鼻咽腫瘤靶區長期存

在的局限，令不同地區、不同水平醫生實現

頂級醫生的人工勾畫水準成為現實，為實現

精準而又高效的鼻咽癌放射治療提供了解決

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日前，記者從廣州市南沙
區政府獲悉，由廣州海港商旅有限
公司（廣州港集團全資子公司）與
中交城投（中交城市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合資組建的廣州南沙國際郵
輪母港運營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簽約
並揭牌成立，將打造亞洲規模最大
郵輪母港，規劃建設4個10萬至
22.5萬總噸郵輪泊位，預計11月通
航。相關負責人透露，建成後的南
沙國際郵輪母港將與港澳水上客運
結合，聯通南沙地鐵四號線，並將
開發南海及“一帶一路”郵輪航
線。

據了解，廣州海港商旅有限公
司和中交城投共同投資成立該運營
公司，出資比例分別為 51%和
49%。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郵輪母
港總規劃岸線1.6公里，規劃建設4個
10萬至22.5萬總噸郵輪泊位，可停靠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郵輪。項目將建成
航站樓、海員俱樂部、150米超高航
運中心等，全部建成後將成為亞洲規
模最大的郵輪母港之一。預計一期工
程2019年6月30日即可竣工驗收，將
於2019年10月試靠船， 11月正式開
港運營。

目前，南沙國際郵輪母港綜合
體航站樓主體已完成封頂，航站樓
以“鯨舟”立意，打造了鯨魚游入
大海的整體形象，航站樓科學、合
理地安排客流動線、通關流程和功
能區劃，與地鐵、公交、出租車、
自駕車及港澳水上客運專線緊密銜
接。

母港與地鐵四號線接駁
中交城投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

採訪時介紹，南沙郵輪母港航站樓
將通過約500米的地下通道與地鐵
四號線南沙客運港站相連，是內地
第一家與地鐵無縫接駁的郵輪母
港。

記者了解到，南沙郵輪母港所
在區域本身已建有南沙客運港，每
天有4班往返香港中港城碼頭及2
班往返香港機場的航線，南沙郵輪
母港建成運營後，或將對南沙客運
港往返香港的航班作出時間和班次
調整，屆時港人可直接從香港乘船
到達南沙客運港，轉乘郵輪母港郵
輪，直線距離僅300米。

■■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而腫瘤靶區而腫瘤靶區
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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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萬昆 1980年12月生 38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政治教導員

蔣飛飛 1990年1月生 29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中隊長

程方偉 1997年1月生 22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一班班長

趙耀東 1997年10月生 21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一班消防員

唐博英 1993年7月生 25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二班副班長

孟兆星 1999年3月生 20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二班消防員

郭 啟 1999年6月生 19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三班消防員

張 浩 1990年6月生 28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中隊長

張成朋 1999年2月生 20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一班消防員

古劍輝 1997年1月生 22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二班消防員

王佛軍 2000年7月生 18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二班消防員

汪耀峰 1993年9月生 25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三班副班長

楊瑞倫 1997年7月生 21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三班消防員

代晉愷 1995年9月生 23歲

涼山支隊機關司令部警勤排新聞報道員

鄒 平 1976年6月生 42歲

四川省林業第五築路工程處森林管護職工

幸更繁 1998年10月生 20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大隊部通信員

劉代旭 1996年10月生 22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排長

陳益波 1998年12月生 20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一班副班長

丁振軍 1997年4月生 22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一班消防員

李靈宏 1997年11月生 21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二班消防員

查衛光 1997年2月生 22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三班消防員

徐鵬龍 2000年3月生 19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三中隊三班消防員

周 鵬 1997年7月生 21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一班副班長

趙永一 1999年12月生 19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一班消防員

張 帥 1999年6月生 19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二班消防員

高繼塏 1993年8月生 25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三班班長

孔祥磊 1990年2月生 29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三班消防員

康榮臻 1999年3月生 20歲

涼山支隊西昌大隊四中隊三班消防員

楊達瓦 1972年8月生 46歲

四川省木里縣林業和草原局黨組書記、局長

捌 斤 1970年7月生 48歲

四川省雅礱江鎮立爾村立爾組撲火隊員

■資料來源：綜合新華視點及人民日報微博

救援者救援者遺體送返西昌遺體送返西昌 川民眾川民眾深夜夾道迎接深夜夾道迎接 3030英雄英雄申評烈士申評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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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綜合媒體報道，，四川涼山州木里縣雅礱江鎮立爾村的森林大火四川涼山州木里縣雅礱江鎮立爾村的森林大火，，2727

名消防員及名消防員及33名地方救火人員在轉場途中名地方救火人員在轉場途中，，火勢受瞬間風力風向突變影響引發爆燃火勢受瞬間風力風向突變影響引發爆燃，，最最

終全部遇難身亡終全部遇難身亡。。2727名遇難消防員絕大多數都年紀輕輕名遇難消防員絕大多數都年紀輕輕，，除一人是除一人是““8080後後””外外，，其餘其餘

有有2424人是人是““9090後後”，”，22人是人是““0000後後”，”，大多數不足大多數不足3030歲歲，，最小的才最小的才1818歲歲。。他們中他們中，，

有的是剛結婚正等着生寶寶的士官有的是剛結婚正等着生寶寶的士官，，有的是不到一年的新兵有的是不到一年的新兵，，有的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有的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犧牲的“90後”消防員最後的朋友圈貼文曝
光，內容全都與任務有關。新婚不久的中隊

長張浩稱“這個點兒（時間）出發，又是木里！心
中五味雜陳，呵呵”；隊員蔣飛飛則稱“再出發，
求安慰啊”，令人心痛不已。

最後朋友圈 貼文講撲火
媒體轉載張浩最後的朋友圈貼文，可看其“遺

言”是講述撲救山火的感受。張浩表示，雖然過程
相當辛苦，“跋山涉水走了將近15個小時，全身都
已經不是自己的了”，但沿途盡是原始森林，風景
美麗，“很多人應該一輩子無法領略吧”。

張浩又稱，在山火發生後，即使是在放假亦
要緊急出動，“剛剛在享受半個月一次的周末輪
休，又有火情”，更笑言“兄弟們太想我了，帶上
我的撲火服，直接把車開到門口來接我”。

至於蔣飛飛最後的朋友圈則相對沒有太多內
容，僅貼出一段影片顯示正在趕往撲火，並留言稱
“前三天連打（撲救）了兩場，回來衣服泡起還沒
洗呢又通知走了”。

“世事無常。”到西昌市殯儀館送行的一位
消防隊員告訴封面新聞記者，犧牲的27名消防員
中，有一位是他的好兄弟。

“他出發之前，我們剛剛點了外賣，他喜歡吃
雞腿，專門點了一個雞腿。但是剛拿到外賣，還沒拆
開盒子，警鈴就響了，我兄弟就馬上換衣服出發
了”，他說，“外賣沒來得及拆開，雞腿也沒來得及
啃”。

明火已撲滅 英雄請走好
4月1日晚，部分森林消防隊員遺體連夜運回

西昌市。人們開始等待，在英雄回家的路上，在西
昌市高速路的出口，在通往殯儀館的路口，人們自
發地聚集，站在道路兩側，默默地等待、迎接、送
行。

早在兩三個小時前，人們就已經等在了這
裡。

路面上擺放着菊花，寫着輓言：救火英雄一
路走好。

4月2日凌晨1時10餘分，車隊經過通往殯儀
館的路口，車隊徐徐開來，車隊整齊。路邊守候的
人們隊形整齊，敬禮，大聲喊，英雄！英雄！

截至2日15時，涼山木里森林火災現場明火已
全部撲滅，現已轉入清理餘火階段。涼山州政府副秘
書長吉木子拉介紹，涼山決定為在木里森林火災撲救
中犧牲的楊達瓦、鄒平、捌斤申報烈士，目前已啟動
烈士申報程序。在此次森林火災撲救中犧牲的另27
名森林消防隊員，已經通過相關渠道上報評定烈
士。

■■部分犧牲部分犧牲
人員遺體人員遺體 22
日送抵四川日送抵四川
西昌市殯儀西昌市殯儀
館館，，當地民當地民
眾自發到殯眾自發到殯
儀館悼念犧儀館悼念犧
牲的撲火人牲的撲火人
員員。。 新華社新華社

■■新婚不久的中隊長張浩在新婚不久的中隊長張浩在
大火中大火中犠犠牲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救援直升機救援直升機22日飛赴火場日飛赴火場
進行空中滅火工作進行空中滅火工作。。 路透社路透社

涼 山 森 林 火 災 犧 牲 英 雄 名 單涼 山 森 林 火 災 犧 牲 英 雄 名 單

網友痛悼致敬
中指sheng：這一刻，我終於明白了什麼是
“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願路的盡頭是你：他們還都那麼年輕，真的
好心痛，向英雄們致敬。

Moonwindow：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男孩啦啦啦101：生為勇士，逝亦國殤，
願英雄們一路走好。

溜躂哥兒：剛開始的人生，最美好的年紀，
他們用寶貴的生命踐行赴湯蹈火的誓言！

鹿港小陸：英雄永垂不朽！善待厚恤家人！

●資料來源：新浪微博

◀◀張浩朋友圈的截圖張浩朋友圈的截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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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勾畫鼻咽癌放射治療靶區
中大港中大聯手 首用人工智能提升治癌效果 準確性79%

中國鼻咽癌發病率全球第一，廣
東地區發病率甚至達到世界平

均水平的40倍。由於鼻咽癌解剖位
置特殊、手術治療困難，且其對射線
敏感，因此放射治療是根治手段。不
過，放射治療過程中，射線要從不同
角度穿過周圍的腦幹、顳葉、眼球、
視神經等40多個重要器官到達鼻咽
腫瘤，精度要求在毫米級別。

突破人工勾畫不足
據孫穎介紹，該研究共納入

1,021 例鼻咽癌患者（早、中、晚
期）的MRI影像資料，並由兩名頂
尖鼻咽癌放療專家共同完成靶區勾
畫，將相關影像和數據用於計算機學
習。

此後，孫穎團隊與在AI領域處
於國際先進水平的香港中文大學計算
機科學與工程系及研究團隊創業公司
深圳視見醫療科技公司合作，確定選
用三維卷積神經網絡（3D CNN）這

一AI技術，它能夠模仿人類大腦視
覺中樞的層次，在圖像識別領域表現
優異。

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如何，是
我們首先關注的問題，以專家勾畫作
為金標準，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為
79%，且無論患者是早期（T1-T2）
還是晚期（T3-T4），無論是否接受
過化療，AI均可達到相似的勾畫準確
性。經專家評估，32.5%（66例）的
病例無需修改可直接用於放射治療計
劃設計，56.2%（114例）的病例經
少量修改即可用於放射治療計劃設
計。

研究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鼻咽腫瘤勾畫的準確性和效率。據
介紹，在此之前，即使最頂級的醫
生，勾畫一例影像也需要2小時到3
小時，其他醫生則動輒在5小時甚至
10小時，而在AI雲平台下，只需要
20分鐘到50分鐘便可完成。更為關
鍵的是，其精準度達到頂級醫生的水

平。因此，該成果突破了傳統人工勾
畫存在的局限。

研究團隊為AI自動勾畫進行了
準確性測試，共納入不同分期的20
例患者和8位來自七家高水平醫院的
放療專科醫生，由8位醫生在20例患
者的MRI影像上進行人工勾畫。結
果顯示，以專家勾畫作為金標準，AI
自動勾畫的準確性超過了8位醫生中
的4位，與其餘4位相當。

接着，研究團隊又初步探究了
AI自動勾畫的臨床應用價值，即AI
能夠為臨床醫生提供多大的幫助？在
8位醫生完成人工勾畫兩個月後，由
他們對AI自動勾畫的結果進行修改
（AI自動勾畫+醫生修改，即AI輔助
勾畫）。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5位醫生的勾畫準確性（平均由
74%提高至79%），減少了55%的勾
畫者間差異。

目前，該AI雲平台已運用於臨
床，據悉，接下來，粵港雙方還將對

AI相關算法嘗試做進一步優化，今
後，其自動勾畫準確性有望在現在
79%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

成果將於新加坡臨床驗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AI技術

在醫學影像領域的研究發展迅速，但
均運用在診斷環節。此次突破，係首
次將AI技術運用於腫瘤治療。

為擴大AI放射治療靶區勾畫的
影響力，團隊進一步實現了鼻咽癌頸
部淋巴結、預防性放療區域和需保護
的正常組織的自動勾畫，並集成了人
工智能自動勾畫雲平台。通過這些，
使勾畫時間節約了90%左右，受保護
的器官由15個增加到43個。

接下來，粵港團隊將通過該AI
雲平台，將成果在廣州、新加坡、廣
西等地開展臨床驗證，以期取得全球
鼻咽癌放射治療水平的同質化，為世
界鼻咽癌治療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
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於位置隱匿無法手術，鼻咽癌首選放

射治療，而腫瘤靶區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

鍵。近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孫穎教授

團隊聯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系人工智能（AI）團隊，首次利用AI技術在

核磁共振（MRI）影像上實現了鼻咽腫瘤自動

勾畫，準確性達到79%，近九成患者的腫瘤

勾畫只需經少量修改甚至無需修改，即可用

於放射治療。這解決了鼻咽腫瘤靶區長期存

在的局限，令不同地區、不同水平醫生實現

頂級醫生的人工勾畫水準成為現實，為實現

精準而又高效的鼻咽癌放射治療提供了解決

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日前，記者從廣州市南沙
區政府獲悉，由廣州海港商旅有限
公司（廣州港集團全資子公司）與
中交城投（中交城市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合資組建的廣州南沙國際郵
輪母港運營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簽約
並揭牌成立，將打造亞洲規模最大
郵輪母港，規劃建設4個10萬至
22.5萬總噸郵輪泊位，預計11月通
航。相關負責人透露，建成後的南
沙國際郵輪母港將與港澳水上客運
結合，聯通南沙地鐵四號線，並將
開發南海及“一帶一路”郵輪航
線。

據了解，廣州海港商旅有限公
司和中交城投共同投資成立該運營
公司，出資比例分別為 51%和
49%。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郵輪母
港總規劃岸線1.6公里，規劃建設4個
10萬至22.5萬總噸郵輪泊位，可停靠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郵輪。項目將建成
航站樓、海員俱樂部、150米超高航
運中心等，全部建成後將成為亞洲規
模最大的郵輪母港之一。預計一期工
程2019年6月30日即可竣工驗收，將
於2019年10月試靠船， 11月正式開
港運營。

目前，南沙國際郵輪母港綜合
體航站樓主體已完成封頂，航站樓
以“鯨舟”立意，打造了鯨魚游入
大海的整體形象，航站樓科學、合
理地安排客流動線、通關流程和功
能區劃，與地鐵、公交、出租車、
自駕車及港澳水上客運專線緊密銜
接。

母港與地鐵四號線接駁
中交城投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

採訪時介紹，南沙郵輪母港航站樓
將通過約500米的地下通道與地鐵
四號線南沙客運港站相連，是內地
第一家與地鐵無縫接駁的郵輪母
港。

記者了解到，南沙郵輪母港所
在區域本身已建有南沙客運港，每
天有4班往返香港中港城碼頭及2
班往返香港機場的航線，南沙郵輪
母港建成運營後，或將對南沙客運
港往返香港的航班作出時間和班次
調整，屆時港人可直接從香港乘船
到達南沙客運港，轉乘郵輪母港郵
輪，直線距離僅300米。

■■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而腫瘤靶區而腫瘤靶區
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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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勾畫鼻咽癌放射治療靶區
中大港中大聯手 首用人工智能提升治癌效果 準確性79%

中國鼻咽癌發病率全球第一，廣
東地區發病率甚至達到世界平

均水平的40倍。由於鼻咽癌解剖位
置特殊、手術治療困難，且其對射線
敏感，因此放射治療是根治手段。不
過，放射治療過程中，射線要從不同
角度穿過周圍的腦幹、顳葉、眼球、
視神經等40多個重要器官到達鼻咽
腫瘤，精度要求在毫米級別。

突破人工勾畫不足
據孫穎介紹，該研究共納入

1,021 例鼻咽癌患者（早、中、晚
期）的MRI影像資料，並由兩名頂
尖鼻咽癌放療專家共同完成靶區勾
畫，將相關影像和數據用於計算機學
習。

此後，孫穎團隊與在AI領域處
於國際先進水平的香港中文大學計算
機科學與工程系及研究團隊創業公司
深圳視見醫療科技公司合作，確定選
用三維卷積神經網絡（3D CNN）這

一AI技術，它能夠模仿人類大腦視
覺中樞的層次，在圖像識別領域表現
優異。

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如何，是
我們首先關注的問題，以專家勾畫作
為金標準，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為
79%，且無論患者是早期（T1-T2）
還是晚期（T3-T4），無論是否接受
過化療，AI均可達到相似的勾畫準確
性。經專家評估，32.5%（66例）的
病例無需修改可直接用於放射治療計
劃設計，56.2%（114例）的病例經
少量修改即可用於放射治療計劃設
計。

研究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鼻咽腫瘤勾畫的準確性和效率。據
介紹，在此之前，即使最頂級的醫
生，勾畫一例影像也需要2小時到3
小時，其他醫生則動輒在5小時甚至
10小時，而在AI雲平台下，只需要
20分鐘到50分鐘便可完成。更為關
鍵的是，其精準度達到頂級醫生的水

平。因此，該成果突破了傳統人工勾
畫存在的局限。

研究團隊為AI自動勾畫進行了
準確性測試，共納入不同分期的20
例患者和8位來自七家高水平醫院的
放療專科醫生，由8位醫生在20例患
者的MRI影像上進行人工勾畫。結
果顯示，以專家勾畫作為金標準，AI
自動勾畫的準確性超過了8位醫生中
的4位，與其餘4位相當。

接着，研究團隊又初步探究了
AI自動勾畫的臨床應用價值，即AI
能夠為臨床醫生提供多大的幫助？在
8位醫生完成人工勾畫兩個月後，由
他們對AI自動勾畫的結果進行修改
（AI自動勾畫+醫生修改，即AI輔助
勾畫）。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5位醫生的勾畫準確性（平均由
74%提高至79%），減少了55%的勾
畫者間差異。

目前，該AI雲平台已運用於臨
床，據悉，接下來，粵港雙方還將對

AI相關算法嘗試做進一步優化，今
後，其自動勾畫準確性有望在現在
79%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

成果將於新加坡臨床驗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AI技術

在醫學影像領域的研究發展迅速，但
均運用在診斷環節。此次突破，係首
次將AI技術運用於腫瘤治療。

為擴大AI放射治療靶區勾畫的
影響力，團隊進一步實現了鼻咽癌頸
部淋巴結、預防性放療區域和需保護
的正常組織的自動勾畫，並集成了人
工智能自動勾畫雲平台。通過這些，
使勾畫時間節約了90%左右，受保護
的器官由15個增加到43個。

接下來，粵港團隊將通過該AI
雲平台，將成果在廣州、新加坡、廣
西等地開展臨床驗證，以期取得全球
鼻咽癌放射治療水平的同質化，為世
界鼻咽癌治療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
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於位置隱匿無法手術，鼻咽癌首選放

射治療，而腫瘤靶區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

鍵。近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孫穎教授

團隊聯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系人工智能（AI）團隊，首次利用AI技術在

核磁共振（MRI）影像上實現了鼻咽腫瘤自動

勾畫，準確性達到79%，近九成患者的腫瘤

勾畫只需經少量修改甚至無需修改，即可用

於放射治療。這解決了鼻咽腫瘤靶區長期存

在的局限，令不同地區、不同水平醫生實現

頂級醫生的人工勾畫水準成為現實，為實現

精準而又高效的鼻咽癌放射治療提供了解決

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日前，記者從廣州市南沙
區政府獲悉，由廣州海港商旅有限
公司（廣州港集團全資子公司）與
中交城投（中交城市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合資組建的廣州南沙國際郵
輪母港運營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簽約
並揭牌成立，將打造亞洲規模最大
郵輪母港，規劃建設4個10萬至
22.5萬總噸郵輪泊位，預計11月通
航。相關負責人透露，建成後的南
沙國際郵輪母港將與港澳水上客運
結合，聯通南沙地鐵四號線，並將
開發南海及“一帶一路”郵輪航
線。

據了解，廣州海港商旅有限公
司和中交城投共同投資成立該運營
公司，出資比例分別為 51%和
49%。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郵輪母
港總規劃岸線1.6公里，規劃建設4個
10萬至22.5萬總噸郵輪泊位，可停靠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郵輪。項目將建成
航站樓、海員俱樂部、150米超高航
運中心等，全部建成後將成為亞洲規
模最大的郵輪母港之一。預計一期工
程2019年6月30日即可竣工驗收，將
於2019年10月試靠船， 11月正式開
港運營。

目前，南沙國際郵輪母港綜合
體航站樓主體已完成封頂，航站樓
以“鯨舟”立意，打造了鯨魚游入
大海的整體形象，航站樓科學、合
理地安排客流動線、通關流程和功
能區劃，與地鐵、公交、出租車、
自駕車及港澳水上客運專線緊密銜
接。

母港與地鐵四號線接駁
中交城投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

採訪時介紹，南沙郵輪母港航站樓
將通過約500米的地下通道與地鐵
四號線南沙客運港站相連，是內地
第一家與地鐵無縫接駁的郵輪母
港。

記者了解到，南沙郵輪母港所
在區域本身已建有南沙客運港，每
天有4班往返香港中港城碼頭及2
班往返香港機場的航線，南沙郵輪
母港建成運營後，或將對南沙客運
港往返香港的航班作出時間和班次
調整，屆時港人可直接從香港乘船
到達南沙客運港，轉乘郵輪母港郵
輪，直線距離僅300米。

■■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而腫瘤靶區而腫瘤靶區
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19年4月3日（星期三）中國經濟3 ■責任編輯：趙雪馨

響應降稅 奢侈品牌競減價
調整幅度僅3% 與代購仍有15%差價

■說明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為響應

中國內地的增值稅下調政

策，包括LV、Gucci等國

際一線大品牌在內的多個

奢侈品牌對內地市場的產

品進行了價格下調。從降

價情況來看，雖然僅是

3%的調整，幅度不大，與

歐洲代購的價格相比仍有

15%差距。然而業內認

為，此舉釋放了縮小價差

信號，對吸引消費回流起

到一定作用。 ■圖為Gucci上海專賣店。 記者孔雯瓊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 繼製造業景氣重回擴張區
間後，2日最新發佈的3月萬事達卡
財新BBD中國新經濟指數（NEI）
亦從2月的歷史低點反彈至28.3%，
即新經濟投入佔整個經濟投入的比
重為 28.3%，高於 2月 0.9 個百分
點。

報告表示，勞動力數據顯示內
地經濟繼續復甦，國企和大型企業
復甦速度加快，呈現出經濟向大企
業集中化的特徵。

數據顯示，資本投入上升是新
經濟指數回升的主因。從行業貢獻
度看，新一代信息技術與信息服務
產業在NEI中佔比最大，3月貢獻了
11個百分點；佔比最低的為新能源
汽車產業，僅貢獻了0.1個百分點。

資本投入增成主因
3月新經濟行業入職平均月工資

為10,533元（人民幣，下同），較
上月下降95元。另外，在城市新經
濟指數排名中，2018年9月至2019
年3月，北京、杭州、南京、合肥
和蘇州排行前五。

報告分析，勞動力數據顯示，
當前總體就業數據仍在上升，”經
濟仍然處在回升階段，但2018年
下半年開始的經濟去集中化趨勢在
2019年一季度發生了逆轉，呈現出
向大企業集中的特徵。

中小企復甦未持續
報告引述數據稱，規模最大的

10%企業的招聘佔比從2019年1月
開始迅速上升，其上升速度甚至高
於2017年下半年。

“一般情況下，經濟復甦開始
階段，由於進出成本更低，中小企
業更易在早期獲得訂單，而本輪中
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復甦卻並未持
續太久，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的復
甦較快佔據了市場主流，並對中小
企業進行了擠出。”

報告擔心，以經濟向大企業集
中化為特徵的復甦可能會抑制總需
求的上升，進而影響經濟復甦的健
康程度。

另外，本月平均入職工資水平
與上月持平微跌，說明當前經濟復
甦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未同步出
現。

數
據
顯
示
經
濟
復
甦
現
﹁大
企
集
中
化
﹂

4月1日起實施的新增值稅率，
由 原 來 的 16% 調 整 為

13%，與之相應的跨境綜合稅亦同步
下降。LV是最早響應政策的奢侈品
牌，據LV客服人員向記者介紹，3
月29日就對內地全線產品作了降
價，降幅約為3%，如一款經典配肩
帶的Speedy 25手袋，此前價格為
11,200元（人民幣，下同），調整
後售價為10,900元，降價300元。

LV反應最快 經典手袋減300
Gucci則在3月31日跟進，同

樣對內地市場全部產品降價3%，以
一款內地熱捧的Dionysus系列小號
GG肩背包為例，售價由17,900元
調整為17,363元，便宜537元。此
外，萬寶龍Montblanc、PIAGET
伯爵也均對部分產品價格作了下

調。
對於此次奢侈品降價行為，不

少消費者認為幅度並不明顯，甚至
有人戲言“萬元產品才降價區區百
元，有一種買豪車送5元優惠券的
感覺。”但業內人士稱，從不輕易
降價的奢侈品此次用調價來作出姿
態，表明要縮小奢侈品內地市場和
海外市場價差的態度。

內地居民買奢侈品 70%在境外
要客研究院院長周婷表示，3%

的降價確實沒有明顯效果，但是品
牌在釋放積極信號，告訴內地消費
者奢侈品正在縮小國內外的價差。
據2018年要客研究院數據顯示，奢
侈品消費外流現象依然嚴重，去年
內地人買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
其中72%的奢侈品消費行為發生在

境外，導致內地奢侈品牌的門店淪
落為廣告牌和體驗店。

此次奢侈品響應內地政策，集
體掀起降價潮，目的就在於告訴消
費者，奢侈品未來是要走全球價格
一體化策略。

儘管眾多奢侈品牌都希望抓住
內地市場，但此輪降價後和歐洲代
購相比依然有15%左右的價格差
距。如上述Gucci的Dionysus系列
小號GG肩背包，同款型號內地降
價後的售價是17,363元，意大利官
網折合約人民幣13,500元。從代購
平台上來看，信用分數較高的代購
者報價是14,650元、包郵包稅，足
足便宜2,713元，價差約15%。

LV的配肩帶Speedy 25內地售
價10,900元，法國官網約合人民幣
7,678元，代購價格9,100元，價差

約16.5%。對此現象，周婷認為價
差相較以往已經縮小很多，“要知
道10年前國內外的奢侈品差價是可
以達到80%左右的。”她指出。

實體店服務代購難以提供
萬寶龍相關人員向記者表示，

如果購買一些價格不過萬元的文具
類奢侈品，內地降價後的價格也就
比國外貴幾百元，但這貴出的價格
中卻包含很多服務在內，比如內地
的官網可以有7天內退換政策，實
體店內則可以親自試用體驗，這些
都是代購所無法提供的。

還有不少消費者表示，雖然價
格差依然存在，但如可以逐年縮
小，還是會考慮在內地消費，畢竟
出境一次不是說走就走，代購又存
在買到假貨等風險。

■LV經典配肩
帶 的 Speedy
25手袋，此前
價格為 11,200
元人民幣，調
整 後 售 價 為
10,900 元，降
價300元。

網上圖片

■Gucci 的Di-
onysus系列小
號 GG 肩 背
包 ， 售 價 由
17,900元調整
為17,363元，
便宜 537 元。

網上圖片



AA1010寶島訊息
星期四 2019年4月04日 Thursday, April 04, 2019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不滿名嘴周玉蔻
指他收受頂新魏家2億元非法政治獻金，求償
新台幣1000萬元。高院二審判周玉蔻賠償
180萬元，並刊登道歉聲明，最高法院今天駁
回上訴確定。

周玉蔻民國103年接連在個人臉書、美麗
島電子報、政論節目中，指馬英九團隊收受頂
新集團2億元政治獻金。馬英九提起民事訴訟
，向周玉蔻求償1000萬元，並要求登報道歉
。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駁回馬英九請求，周玉
蔻免賠償道歉。

案經上訴，二審台灣高等法院承審合議庭
認為，周玉蔻指涉馬英九於101年總統大選期

間，收受頂新魏家2億元非法政治獻金的部分
並非事實，周未經合理查證，導致馬英九社會
評價、名譽受損，不法侵害馬英九名譽權，構
成侵權行為，應負賠償責任。

二審合議庭認為，周玉蔻侵害馬英九名譽
權，判決應賠償180萬元，並於聯合報、中國
時報、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全國版頭版刊登道
歉聲明各1日，以回復馬英九名譽。

周玉蔻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認為，原審
以周玉蔻為專業記者，未經合理查證即傳述不
實言論，導致馬英九在社會上評價受到貶損，
而判周玉蔻敗訴，於法並無違背，今天予以駁
回，全案確定。

指馬英九收非法獻金 周玉蔻判賠180萬元確定

（中央社）刑事局今天宣布破獲國內首宗
「區塊鏈賭博網站」 ，曾任工程師的陳男鎖定

明年總統大選，架設選舉賭盤牟取不法獲利，
玩家透過網路下注可獲得虛擬貨幣（EOS），
警依賭博罪送辦。

刑事局今天舉行 「偵破首宗區塊鏈總統大
選賭博網站」 記者會，偵查第九大隊大隊長林
建隆表示，3月31日執行網路巡邏時，查獲有
不法人士架設 「2020總統大選」 賭博網站，
並利用PTT、臉書及通訊軟體邀不特定民眾上
網下注。

同時，待明年一月選舉投票結束且確定總
統當選人後，投注勝選玩家可從累積獎金裡獲
得虛擬貨幣（EOS）為報酬。

刑事局隨即和基隆市警察局刑警大隊、新
北市警察局淡水分局共組專案小組，昨天循線
追查於新北市淡水區執行搜索、查獲涉案的
33歲陳姓男子。

現場起獲架設總統大選賭博網站所用電腦
1台、螢幕 2台、數據機 3台、手機 1支和
EOS虛擬貨幣帳戶3組。

據警方調查了解，台大資工系的陳男為資
訊工程師，先前在區塊鏈相關公司任職，3月
下旬離職後便自行於國外網路空間架設賭博網
站，且建立在EOS區塊鏈合約上，由於區塊
鏈是程式管理的帳本技術，具去中心化和匿名
等特性，警方追查不易。

據調查，此 「區塊鏈賭博網站」 可投注總
統候選人名單包括有蔡英文、韓國瑜、賴清德
、朱立倫、柯文哲、習近平和郭台銘，全站投
注賭金的70%作為贏家下注獎金、20%作為
網友拉客分紅獎金、5%為限時搶EOS定額獎
金，剩下最後5%則為陳男架網的抽頭費用。

欲下注網友須先下載Scatter虛擬貨幣交
易軟體，再綁定電子錢包購買EOS，並和賭
博網站虛擬帳戶取得連結後，即可下注特定候
選人。

「區塊鏈賭博網站」 網站架設9天，就被
警方查獲，不法獲利33顆EOS、約新台幣近
5300元，目前一顆EOS約等值5.25美金。

陳男到案後坦承不諱，全案依賭博罪嫌移
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刑事局破獲首宗2020總統大選賭博網站

（中央社）台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前桃園地檢署檢察長彭坤業案，認定彭坤業接受前法務部長邱太
三請託，關說壢新醫院院長張煥禎遭起訴逃漏稅案。張煥禎今天出庭表示，自己沒有陳情也未關說。

彭坤業遭高檢署調查認定，受前法務部長邱太三關說，指示公訴檢察官對壢新醫院院長張煥禎逃
漏稅新台幣5億元案件完成認罪協商程序，事後不但彭坤業遭調職，邱太三也因此辭去國安會諮委職
位。

張煥禎下午4時許在律師的陪同下，前往桃園地方法院開庭，面對記者詢問僅微笑表示 「不好意
思」 但未受訪。張煥禎在庭上表示，就這次事件引發的紛擾深感遺憾，但近期的報導和事實有落差，
自己未向檢察長陳情，雖然有朋友關心案件進度，自己也有請教相關法律意見，但絕對沒有關說。

張煥禎表示，在整個協商過程中，自己沒有指責檢察官反悔或對檢方不滿，也一直表達希望繼續
協商，自己沒有說是檢察官答應，只是檢方在過程中未拒絕，所以從律師處認為可以繼續協商，對於
案件的稅額、程序都還在和檢察官討論，會尊重檢方意見。

張煥禎說，相關一切都是在法律許可的程序下進行，這次的事件自己也感到無奈，希望之後的案
件審理程序不要再受外界壓力影響，甚至影響自己權益，而自己也會尊重檢察官及法官的決定。

涉逃漏稅案引發爭議 張煥禎否認陳情關說

（中央社）姚姓執業律師先後向2名當事人
謊稱可買通法官，成功騙取其中1名當事人新台
幣30萬元。士林地檢署偵結全案，依詐欺等罪起
訴姚男，並建請法院從重量刑。

士檢今天提供的新聞資料指出，姚姓律師民
國104年間受溫姓男子委任擔任辯護人，謊稱認
識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可以新台幣30萬元買通法
官換取緩刑，溫男因而支付30萬元。

姚姓律師收受30萬元現金後，隨即用來支應
自身植牙費用。溫男事後被高院判刑3年6月未
獲緩刑，姚男則推稱只有一個法官收錢，沒有辦
法，溫男才知受騙。

105年間，姚姓律師受廖姓男子委任打民事
訴訟，案件由士林地方法院審理。姚男向廖男佯
稱不要以為穩贏、要買保險，暗示要以200至

250萬元行賄法官。
廖姓男子雖未付錢，但懷疑法官操守不佳，

因而聲請移轉管轄，再向法官表示姚姓律師聲稱
可買通法官，全案因而曝光。

姚姓律師全盤否認，承辦檢察官調查全案事
證，認定姚男涉犯詐欺、詐欺未遂罪，提起公訴
。

起訴指出， 「有錢判生，無錢判死」 、 「5%
、10%司法官收賄」 等謠言在群眾間廣為流傳，
但絕大多數司法官及律師莫不盡忠職守，姚姓律
師讓當事人誤以為可用金錢買通司法人員，嚴重
斲傷司法形象，也對高院、士院法官，甚至全體
司法人員信譽造成傷害。

檢察官建請法院審酌姚姓律師飾詞狡辯、態
度不佳，予以從重量刑。

誆稱可買通法官詐騙30萬元 律師遭訴求重刑

（中央社）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民宅，2
日發生疑似財物糾紛潑酸砍人案。警方深入調
查循線查獲5名嫌疑人到案。其中，逃逸到福
建平潭的高嫌今天晚上被策動回台灣在台北港
拘提到案。

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今天晚上表示，黃姓男
子於2日凌晨在永和區成功路住宅，遭2名男
子侵入，不但持凶器殺害臉部有10傷口，並
遭強盜潑灑強酸，導致身體與眼部腐蝕燒傷。

新北地檢署指揮永和警分局偵查隊與市警
局刑事警察大隊、鑑識中心組成專案小組，今
天晚上宣布破案。

警方說，專案小組調閱案發現場的監視器
畫面，發現1輛黑色車子形跡可疑。以車追人
並約詢調查、分析相關資料後，獲悉是李姓嫌
疑人等6人涉案。

警方說，今天先拘提侵入住宅行凶的李嫌
等4人到案。相關人員到案後供稱，案發當天

共6人乘坐轎車到案發現場。其中，4人在車
上等待，李嫌與另一在逃嫌疑人共2人下車犯
案。

其中，車上高姓嫌疑人於犯案後，由台北
港出境前往中國大陸福建平潭地區躲藏。

警方於今天（3日）策動高嫌返台，於並
於今晚6時許透過移民署台北港分隊協助，在
台北港將高嫌拘提到案。

李姓嫌疑人供稱，因財務糾紛引發不滿而
犯案。當時他與另1嫌身上各預藏1把水果刀
，不料被害人黃男身上也準備水果刀。雙方談
判破裂爭吵肢體衝突中，彼此都有掛彩遭砍傷
。李嫌供稱，因衝突太激烈，不慎打翻屋內強
酸，潑灑到黃男身上，並非故意潑酸攻擊對方
。

永和警分局在全案調查後將李嫌等5人依
殺人未遂、強盜罪嫌移送，持續追緝未到案的
另外1名嫌疑人。

暗夜侵入住家潑酸強盜殺人 警方逮捕5嫌

綠營高市議員評論韓國瑜施政遭網友恐嚇綠營高市議員評論韓國瑜施政遭網友恐嚇
多名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都曾因監督多名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都曾因監督、、批評市長韓國瑜的施政就被留言霸凌批評市長韓國瑜的施政就被留言霸凌、、人身攻擊人身攻擊，，民進民進

黨高雄市議員李喬如黨高雄市議員李喬如（（右右））等人等人33日抗議高雄淪為恐嚇治理的城市日抗議高雄淪為恐嚇治理的城市。。

徵詢參選意願徵詢參選意願 吳敦義敲定吳敦義敲定55日與韓國瑜見面日與韓國瑜見面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前中前中))33日上午率領黨務高層前往大溪慈湖謁陵後表示日上午率領黨務高層前往大溪慈湖謁陵後表示，，55日將與高日將與高

雄市長韓國瑜見面雄市長韓國瑜見面，，並徵詢參選意願並徵詢參選意願，，並表示會選擇公平的方法進行國民黨總統初選並表示會選擇公平的方法進行國民黨總統初選。。

中研院研發果凍細胞 有助病毒檢測及免疫治療中研院研發果凍細胞 有助病毒檢測及免疫治療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胡哲銘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胡哲銘（（圖圖））率領研究團隊研發可維持細胞膜活性率領研究團隊研發可維持細胞膜活性

的的 「「果凍細胞果凍細胞」」 ，，可望應用在病毒檢測可望應用在病毒檢測、、免疫治療等技術免疫治療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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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生态之花，世园绽放
本报记者 贺 勇

一个月后将举行的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是继1999
年昆明世园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
模最大的国际性博览会。本届世园会将给人们带来哪些惊喜？本报
记者入园进行了探访。

一园尽览各国奇花异草

在北京世园会，观众可以看到世界上不

少牡丹品种的“老祖宗”，他们是矮牡丹、紫

斑牡丹、杨山牡丹等 9 个牡丹原种；可以看

到用古老嫁接技术培育的一株多色“什样

锦”牡丹；可以看到传统盆栽技艺培育的小

巧玲珑的案头牡丹和高大威武的树牡丹……

100多个传统牡丹名品让您大饱眼福。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这里可以看到一些

独特、稀有的优良品种。月季品种“甜蜜的

梦”香气袭人，而深红色的“火焰山”能抵

御零下 27摄氏度的低温，它们都是北京培育

的新品种。

生长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雪域高原上

的珍贵植物绿绒蒿，有“高原美人”之称。

2017 年 3 月，北京植物园引进绿绒蒿种子，

培育出一批绿绒蒿小苗，首次让它们在平原

地区绽放，在国内外植物界引起轰动。在北

京世园会上，引种栽培的绿绒蒿也将露面。

不仅如此，一大批珍稀特色植物大花杓兰、

岷江百合、虎颜花等将在中国馆地下一层的

展厅绽放。

世界交往史也是一部植物交流史。“我

们筛选出既能适应北京气候又具有较高观

赏价值的国外花卉品种超过 1000 种，让世

园会的游客们不出国门，就能观赏全球各

地的奇花异草。”北京城建园林绿化集团副

总经理于学斌介绍。

感受不可思议的植物智慧

此次北京世园会将展出 1200多种新品种

植物。其中，万花筒植物馆是唯一一个展示

热带植物为主的场馆，其设计理念意为“升

起的地平线”，建筑造型神秘且有力量感，好

像从大地冉冉升起。温室外面褐色的钢管象

征植物的根系，观众仿佛自根系中穿越而

上，从体验植物根的力量开始，用全新视角

吸引观众探索不可思议的植物智慧，展开一

次奇妙的植物世界之旅。

穿过迷宫，就是植物馆的核心，一间小

而精的温室。温室内共1001种植物，其中19

米高的青果榕是北方温室中最高的板根植

物。温室还拥有面积最大的温室红树林生态

系统。

植物馆馆长丁长峰介绍，植物馆以植物

的智慧为主线，分 5 个分区：逆境求生区以

展示红树林植物为主，介绍植物适应环境的

智慧；植物大战区展示了植物绞杀、食虫植

物等植物生存斗争的智慧；万里长征区种植

了椰子、海杧果、玉蕊等种子可以顺水漂流

的海漂植物，以及依靠动物散播种子的热带

水果，展示植物种子传播的智慧；亿年足迹

区在霸王龙骨架的映衬下，种植了很多从恐

龙时代延续至今的桫椤、苏铁等植物，生动

说明植物的进化演化；变身大法区种植了大

量体态各异的植物，展示植物丰富的多样

性。

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映生辉

在中国馆北京展厅有一幅令人惊讶的图

景：冬日腊梅、夏季月季、秋天菊花竟然同

台媲美、争奇斗艳。“这是因为使用了有1200

年历史的花期调控技术——煻花技术，这也

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负责人林巧玲

介绍。

所谓煻花，即植于密室里用加温法使其

早开的鲜花。北京世园会的中国馆北京展

区，就充分展示了对非遗煻花技艺的传承和

发展。由北京特色木本春花植物玉兰、海

棠、迎春、牡丹营造“玉堂春富贵”的主景

观，表达了“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家和景

秀”的寓意。为使原本在冬季盛开的梅花、

腊梅、美人梅延期开放，技术人员将其提前

置入冷库，确保在开幕式惊艳亮相。同样，

“月季、菊花均为北京市花，自然花期分别为

春、秋季，我们通过不同的温控措施，让这

些花一同在开幕式绽放。”林巧玲说。

除了关键品种的花期控制技术，北京世

园会还注重野生花卉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国

的野生花卉资源种类丰富，但在城市园林中

的利用仍然较少，我们通过调查、收集、引

种众多的野生花卉资源，筛选出132种可在世

园会展示应用的野生花卉，并通过现代科技

对野生花卉的适应性和观赏性进行改良，让

它们在世园会上精彩呈现。”北京世园局园艺

部副部长郭佳说。

多地迎来赏花潮 “分水岭”上草莓红

三月二十八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曹庵镇第十二届桃花草莓节开幕，现场外国游客

与当地人分享刚采摘的草莓。 陈 彬摄 （人民视觉）

三月二十八日，浙江杭州太子湾公园，郁金香、樱花争奇斗艳，芳香袭人，引得踏春的游

人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李 根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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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方便快捷的結帳服務

我們為實體及網路商店提供多樣

的收款方式，助您開拓客源、大展

商機。

零售結帳終端服務：

  接受所有主要信用卡

  接受手機移動支付，拓展新客群

  增加收益流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fast 或致電 888.761.3967。

TM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44月月
66日至日至44月月77日日
美國華人石油美國華人石油
協會協會20192019年野年野
餐會餐會
44--0606--20192019

（（Sat)Sat)上午上午1111時至下午時至下午33時時
Bear Creek Pioneers ParkBear Creek Pioneers Park 66號亭號亭
35353535 War Memorial Drive,War Memorial Drive,
Houston,TX.Houston,TX.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中文演講比賽新聞發布會中文演講比賽新聞發布會
44--0606--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糖與癌症關係糖與癌症關係

楊培英博士主講楊培英博士主講
44--0606--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44時時
光鹽社辦公室光鹽社辦公室
98009800 Town Park,#Town Park,#255255,Houston,,Houston,
TX.TX.7703677036

長春會四月份月會長春會四月份月會
吳哲芳主講吳哲芳主講 「「休士頓的春季菜園休士頓的春季菜園
」」

44--0606--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 3030分分
至下午至下午44時時3030分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5885 Point West,Houston,Point West,Houston,
TX.TX.7703677036

第第3838屆北一女校友會校友年會屆北一女校友會校友年會
44--0606--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66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99時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竹管樂之夜竹管樂之夜」」 音樂會音樂會
休士頓葫蘆絲巴烏學會主辦休士頓葫蘆絲巴烏學會主辦
44--0606--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66時時3030分分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禮堂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禮堂
98009800 Town Park,Houston,Town Park,Houston,
TX.TX.7703677036

軒轅黃帝誕生日軒轅黃帝誕生日，，拜祖日拜祖日
44--0707--20192019（（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
黃氏宗親會大廳黃氏宗親會大廳
6925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Turtlewood Dr., Houston,
TX.TX.7707277072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 活動介紹
RCSSA 有幸邀請到了 Better Angels

的製片人William Mundell先生到萊斯大學
來，同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分會(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Hous-
ton) 一起，舉辦Better Angels電影放映會
，也希望藉此機會與大家碰撞機鋒，討論
相關領域的知識。

克拉克導演一直對中國很感興趣，也
一直關注著中美關係。 2018年11月，克
拉克導演與美國知名製片人William Mun-
dell先生和金馬獎獲獎製片人韓軼女士聯
合製片，歷時四年打造的最新紀錄片Bet-
ter Angels (善良的天使) 在中國，美國同
步上映。該片旨在國際語境下，以歷史的
眼光和國際的視野，用包容和前瞻性的思
維探討中美關係的未來。該片匯聚了數位
國際領導人對於中美關係及未來的看法，
同時也呈現了一群不斷努力跨越兩國地域
和文化差異的美國人和中國人們的生活。

影片訪談了眾多中美知名學者、政要

，包括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詹姆
士·貝克、瑪德琳·奧爾布賴特，中國前人
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經濟學家成思危，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等。值得一提的是，
James Baker也出現在了影片中（我們萊
斯的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就是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除此之外，影片還
記錄了活躍在中美之間的企業家及各行各
業普通人的故事（聽說還可以看到唱卡拉
ok的萬達董事長王健林噢~）。

此外，我們還邀請到了中國知名女演
員陳燁（Lily Chen Foster）女士(曾出演電
影《垂簾聽政》中的慈安)，萊斯大學政治
學繫著名教授Songying Fang博士，和聖
托馬斯大學休斯頓分校商學院教授Shuoy-
ang (Sunny) Zhang博士。在電影放映結束
後，他們會與製作人William Mundell先生
一起，為大家答疑解惑，一起討論中美關
係的過去和未來。感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先
看看電影的預告片:

http://www.artefactentertainment.

com/cn/projects/better_angels
● 活動信息

這次觀影會將在2019年4月4日晚7
點，於萊斯大學Herring Hall 100舉辦。會
前reception定於6:30pm開始，現場會有
中式點心哦！ 8:30觀影結束後，將會有
45 分鐘的討論會 + Q&A 環節，製作人
William Mundell先生和嘉賓們將會為大家
答疑解惑。期待你的加入！
● 停車信息&導航

推薦大家將車停在萊斯校園訪客停車
場West Lot 2，也可以點擊下方萊斯校園
地圖查看更多visitor parking。

萊斯大學在地圖上共用一個地址
（6100 main st）， 因此建議大家停好車
後在地圖 app 上搜索"Robert R. Herring
Hall"步行前往會場。您也可以在校園地圖
上查看Building 41，即為Herring Hall:

微信公眾號活動鏈接：https://mp.
weixin.qq.com/s/cPacWhrBfMqyAE-
Pam1HnDw

電影看中美 | Better Angels 電影放映會 - 邀請

尊敬的老師好:
陳家溝第十二代太極拳傳人，朱保林，河

南溫縣陳家溝人，系國家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
具代表性（太極拳）傳承人、中國當代太極拳
大師朱天才先生之長子。自幼隨父習練太極拳
、械，秉 承父訓，遂得真傳。九十年代開始致
力於傳播陳氏太極文化， 隨父創辦陳家溝天才
太極院。多次應邀到邢台、溫州、西 安、蘭州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美
國、法國、意大利等地授拳。憑著自幼練拳 的
體會和多年教拳的經驗總結了一套由淺入深、
獨具一格的教 學方法，因人施教的模式更是讓
廣大陳氏太極拳愛好者們所喜愛。在深圳註冊

（深圳市天才太極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世界天才陳家溝太極
拳總會執行會長）、（武漢大學
太極拳研究中心），現任華南天
才太極院院長，中國武術六段、
國家一級裁判、深圳市南山區武
術協會副秘書長、香港天才太極
院總教練、深圳市光明區武術協
會副會長。現

休士頓美國太極拳學會專程
邀請朱保林大師舉行陳氏太極培訓班，研習課
程5天。詳情請聯絡梁志光會長，美國太極拳學
會, 是美國政府註冊非營利機構501(c)3，電話：

832-567-2509 . 電 郵 usataichiacade-
my1@gmail.com
Website: www.usataichiacademy.org

陳家溝陳式太極拳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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