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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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江南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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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1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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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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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孟晚舟手銬加腳鏈
- 特朗普被爆婚外情
- 原創 | 你是我今生

最大的依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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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京城揭秘京劇起源
赴美機場搜索電子設備
增4倍

（綜合報導）H-1B工作
簽證自從川普上任後申請更難
， 去 年 為 外 國 技 術 勞 工
(Skilled Worker)提出的申請，
幾有四分之一被打回票，比前
一年度的13%提高將近一倍。
律師預測，這樣嚴峻的形勢可
能只是開始，日後只會越來越
難。

根據聯邦公民及移民服務
局(USCIS)數據，一年前，每
五件申請案不到一件遭駁回；
但去年1月至8月期間，平均
每四件申請案就有超過一件被
駁回，今年的H-1B工作簽證
遞件日將至，雖然整體名額並
未減少，H-1B 的補件通知
(Request for Evidence)數量去
年達高峰，較 2016 和 2015 年
分別多出 40%、65%，大大增
加取得H-1B的難度。

雖然今年H-1B的一般名
額仍有6萬5000人、川普在去
年4月和7月頒布了兩道行政
令和行政備忘錄，要求國土安
全部(DHS)加強對移民類簽證
和福利的嚴格審核，明顯影響
申請者等待時間。對美國雇用
最多 H-1B 員工的 30 家公司
進行的分析，發現這些至少有
15%員工使用這種簽證的公司
， 在 歐 巴 馬 政 府 卸 任 前 的
2016 年度約有 4%申請被拒，
2018年度激增到42%。USCIS
沒有說明拒發簽證的原因，不
過它最近列出要求申請人提出
更多資料的理由，包括未能證
明有關職缺符合簽證規定、未
能顯示公司與簽證人選有雇佣
關係，或是未能顯示有關職缺
在簽證有效期等。

H-1B簽證拒絕率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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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方慧蘭上周在接受加拿大廣
播公司（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訪問時表
示，加拿大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國家，但這並不
排除會採取政治決定。在引渡孟晚舟案上，司
法部長 「將會有這一刻」要面臨作出政治決定
，判決是否將她引渡給美國。

長期追蹤孟晚舟案的加廣記者普羅克特
（Jason Proctor）認為，自從去年加拿大因美國
要求逮捕孟晚舟後，北京當局一直對加拿大施
加各種壓力，包括逮捕加國前外交官康明凱
（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
vor）兩名加國公民，並陸續停止進口加拿大的
油菜籽、石油、大豆、豬肉，但中國大陸宣稱
上述案件都與孟案無關。

據路透社5日報導，面對北京種種施壓，加
拿大原先傾向與美國合作，不過美方回應冷淡
讓 加 拿 大 備 感 受 挫 ， 讓 總 理 杜 魯 道 （Justin
Trudeau）在兩國重大議題合作上態度愈來愈消
極。

報導指出，加拿大面對北京施壓，在缺乏
籌碼讓其造成經濟受損的情況下，只好轉向對
華府求助，但成效非常微薄。一名加國政府消
息人士指出， 「目前現況艱鉅，當我們向美方
提及此事時，他們只會說 『跟中國人談判很困
難』」。而對於中國大陸停止進口部分加國農
產品，美國國務院表示 「關切」，而加拿大表
示自美國逮捕孟挑起中加關係危機後，有義務
幫助加國。

加外長談孟晚舟案 不排除必要政治干預

（綜合報導）4 月中巴黎著名地標聖母院
（Notre Dame）意外發生大火，巴黎消防員盡
力搶救的努力有目共睹，甚至受到法國總統馬
克宏接見表揚，不過諷刺的是，如今當中6名消
防員竟被爆出輪姦觀光客，6人已被中止職務。

巴黎聖母院大火經過法國消防隊員徹夜灌
救後終於熄滅，消防員當機立斷捨尖塔、保鐘
樓的策略奏效，最終成功保住2座鐘樓、教堂主
結構、以及聖母院外觀，此外多數珍貴文物也
順利獲救。

消防員的英雄事蹟傳唱全世界，上月18日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更在艾
里賽宮（Elysee Palace）召見400名消防隊員，親
自表揚及感謝他們在聖母院大火中奮力救火的
英勇表現，馬克宏說， 「這個國家及全世界都
在關注我們，而你們非常優異」，更表示每人
將獲得一面法國榮譽金牌作為獎勵。

馬克宏的讚賞言猶在耳，如今卻傳出當中6
名消防員輪姦一名北歐女觀光客的醜聞。綜合
英 國 《 太 陽 報 》 （The Sun） 、 《 地 鐵 報 》
（Metro）、紐西蘭媒體Newshub 6日報導，一
名20歲北歐女觀光客日前向法國警方報案，表
示3日遭到6名消防員輪姦。

報導指出，受害女子上周五晚間在當地一
間酒吧結識其中一名消防員，兩人似乎對對方
都頗有好感，因此決定共度春宵，不料回到宿
舍後卻遭到其他5名消防員輪流強暴，文章描述
這幾名嫌疑犯當晚都喝得酩酊大醉。

女子在隔日向警察局報案，而且明顯受到
驚嚇。

這6名嫌疑犯年紀從25歲至35歲不等，儘
管他們都否認犯案，不過他們所屬的巴黎消防
隊（Paris Fire Brigade）已做出處分，6名嫌疑人
全數遭到停職。

諷刺！聖母院救火英雄爆輪姦觀光客

（綜合報導）正值中美貿易協議出現變化
之際，大陸《人民日報》鐘聲一文 「關鍵之處
見從容」表示，相關情形此前也發生過，但最
終還是呈現了撥雲見日的希望。雖然國際輿論
場上議論紛紛，但事情的基本邏輯不會變。定
力決定了定數，中方團隊準備赴美磋商的安排
仍然保持著」 「進行時」狀態。

文章指出，亂雲飛渡仍從容，這是中國本
色。中方的立場和態度一直非常明確，美方對
此也十分清楚。迄今進行了十輪的中美經貿高
級別磋商已經取得諸多進展，這一點有目共睹
。磋商已至關鍵處，雙方只有共同努力、相向
而行，才能爭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達成一個
互利雙贏的協議。

文章表示，中美之間的確存在雙方一時難
以解決的棘手的結構性分歧，需要通過對話交
流一起想辦法。談判的初衷是解決問題，目標
是促成共贏，因此離不開對彼此關切的認真對
待，也離不開對彼此可適性、可操作性的包容
心。通過拼嗓門大、拼放話狠是解決不了中美
經貿問題的，關稅大棒更不是靈丹妙藥。

文章直言，中國大市場活力充沛，中國經
濟動力不斷蓄增，中國同全球經貿夥伴們互動

的空間持續擴展。中國完全有底氣應對中美經
貿磋商進程中各種可能的困難和挑戰，這也是
中方始終能夠保持平常心的原因。

文章說，正是由於看懂了中國經濟的實力
和潛力，一些國外知名經濟學家不約而同警告
美國領導人千萬不要 「低估了中國的韌性和戰
略決心」。 「為了全世界的利益，美國和中國
應該齊心協力，用智慧和勇氣解決雙方的摩擦
。”」耶魯大學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此言道出
了國際社會的主流願望。如何最大限度保護中
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如何維護世界經濟穩
定健康發展？這是中美兩國共同面對的世界性
課題，不能讓理性缺位。

文章表示，關鍵之處見從容。談下去，談
好了，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利益
。值得強調的是，中美雙方曾經明確同意，要
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礎
上管控分歧，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
基調的中美關係。美方應當按照這一共識指引
的方向堅定往前走，推動雙邊經貿關係儘快回
到正常軌道，讓合作共贏造福兩國和世界。這
才是重信守諾的大國大義。

（綜合報導）喬治五世1917年頒布，僅限嫡系長男承襲王族頭銜的法令，哈利與梅根的兒子
根據現行法典，不會自動成為 「王子殿下」，而是爵士。他排在哈利之後；當前王儲為女王長子
、哈利的父親查理(Charles)，往後依序為查理長子威廉(William)、威廉的三名子女，墊底的則是女
王次子安德魯(Andrew)。

專家表示，皇室成員中排在第七位的皇室成員不可能是國王或女王，尤其是威廉的三名子女
可能另有家庭。

不過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有權且曾介入，讓威廉與凱特(Kate)的三名子女都成為王子和公主，但
她尚未宣布是否讓哈利與梅根的這名男嬰成為王子；哈利夫婦也可能決定，不讓兒子擁有頭銜，
讓可向一般人長大。

《人民日報》鐘聲：關鍵之處見從容定力決定定數

梅根生了 男寶寶恐當不成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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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真的發生在一名女子身上。英國《標
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報導，這名女子
名叫歐達爾（Isa Opdahl），6日她在個人Ins-
tagram上貼出一段影片，當時她位在挪威北部
亨墨菲斯鎮（Hammerfest）的附近海域上，她
的iPhone不幸掉入海裡，沒想到不久後一隻白
色生物緩緩從水面下向她靠近，浮出水面時赫
然發現是一隻可愛小白鯨，更驚喜的是小白鯨
嘴裡還叼著女子的iPhone。

歐達爾拿走手機後，小白鯨並沒有馬上離
開，反而在她面前停留，還張開嘴巴露出甜笑
，呆萌的樣子讓網友直呼超可愛，歐達爾則在
貼文旁留下動物比人類還善良的註解。

不過小白鯨真的有可能認出那是人類的手
機而出面救援嗎？報導指出這隻可愛小動物很
有可能是接受過俄羅斯海軍訓練的專業間諜，
因為前兩周在附近海域就曾出現過另一頭疑似
俄羅斯間諜的小白鯨。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亨墨菲斯鎮當地居民古倫（Tor Arild Guleng）
先前搭船出海時，一隻小白鯨突然朝他們游過
來，甚至探頭浮出海面長達30秒， 「像是在等
待指令一樣」，不過更不尋常的是，這頭白鯨
身上綁了一條褐色繫帶，上頭還裝有能夠放置
相機的接環。

海洋專家檢視小白鯨身上的裝置，發現繫
帶上印有 「聖彼得堡設備」（Equipment St.
Petersburg）的字樣，當地海洋學家維格（Jor-
gen Ree Wiig）指出，繫帶看起來是特別製造
的，上頭裝設有GoPro運動相機的專屬接環，
據此推測，這隻不速之客應該來自俄羅斯莫曼
斯克（Murmansk），而且還是接受過俄羅斯海
軍專業訓練的俄國間諜。

俄羅斯海軍過去曾以訓練小白鯨聞名，受
過訓的小白鯨負責守衛海軍基地、協助潛水員
、搜尋遺失設備等等。

超萌俄羅斯間諜！深海救iPhone 還附贈甜笑

綜合報導，緬甸總統府辦公室天發布聲明稿
宣布，總統溫敏（Win Myint）已大赦6,520名囚
犯，報導指出，當中也包括於2017年被捕的2名
路透社記者瓦隆（Wa Lone）和喬索歐（Kyaw
Soe Oo）。

瓦隆與喬索歐 2017 年 12 月被緬甸當局以反
「機密法」遭關押，2018年9月法庭判定兩人有

罪並判刑7年，後續兩人持續上訴，希望翻轉判
決，不過今年高等法院、最高法院都相繼駁回，
當時辯護律師就表示，只能將希望寄託在總統特
赦，在等待了511天，兩人今天終於重獲自由。

瓦隆及喬索歐步出監牢時看來相當開心，他
們表示非常興奮能見到家人，同時也表示迫不及
待要回到編輯台工作。

他們的辯護律師、同時也是好萊塢男星喬治
克隆尼（George Clooney）太太的國際人權律師
阿瑪爾克隆尼（Amal Clooney）在聲明稿中指出

，路透社堅持為兩名勇敢的記者聲張正義，在整
起事件當中展現了非常了不起的決心，兩記者獲
釋象徵了緬甸新聞自由開啟了新篇章。

瓦隆及喬索歐兩年前被捕時正在進行10名洛
興雅穆斯林男性遭屠殺的調查報導。一天警察私
下約他們秘密會面，並給予他們一些文件，隨後
兩人就遭逮捕，並且被控持有國家機密文件，兩
人表示是遭到警察假扮線人設局所害。該份洛興
雅穆斯林調查報導獲得今年普立茲國際新聞報導
獎的肯定。

緬甸每年都會在新年期間釋放囚犯，今天釋
放的6千多名囚犯已是今年特赦的第三波，此前
緬甸政府分別在 4 月 17 日、26 日分別釋放 9,551
、6,948名囚犯，多數獲釋囚犯都被控與毒品案件
有關罪刑。緬甸今年的傳統新年自4月17日開始
。

（綜合報導）截至4月30日前兩週這段時間，認同川普施政表現的達46%，較前一次調查
上升1個百分點，和3月初的39%相比，明顯大幅上升。

蓋洛普3日表示，穆勒（Robert Mueller）通俄門最初的解讀內容，指出未有強力證據能直
指川普與俄羅斯勾結，洗清川普的罪嫌；此外，許多經濟因素也讓川普施政滿意上升，如美勞
工部指出4月非農就業人口大增26.3萬人、失業率降至3.6％的近50年低點、今年第一季實質
GDP季增年率為3.2%，也是讓美國人民更認同川普的原因。

至於在國會內的施政滿意度，蓋洛普調查顯示在同黨籍的共和黨內獲得91%的壓倒性支持
，而在對手民主黨也有獲得12%。

不過，報導指出，川普在蓋洛普民調不滿意度仍高，儘管數字已經從3月10日的57%下降
至50%。這份調查是在4月17日至30日向全美1024名成年人進行調查，樣本誤差正負4%。

這項民調也是在司法部長巴爾（Bill Barr）拒絕於眾議院作證，民主黨揚言要控告他藐視國
會，未交出完整版的2016年美國大選是否遭俄國干預的 「通俄門」調查報告之前得出的結果。

（ 綜 合 報 導 ） 美 國 貿 易 代 表 萊 特 海 澤
（Robert Lighthizer）證實，從周五00:01起，將
對價值進口陸製品2,000億美元（約6兆台幣）
的商品加徵 10％關稅。同時他和財長梅努欽
（Steve Mnuchin）指出，會將關稅加為 25％，
是回應北京突然逆轉先前的關鍵承諾。

「大約近1星期來，我們看到了中國在食言
──我會說，收回已經作出的具體承諾，」萊

特海澤說，而這是 「無法接受的」。
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與

CNBC新聞網6日報導，儘管如此，萊特海
澤說，中方首席貿易談判代表劉鶴本周仍將率
團赴華府，出席美中貿易談判。

在美國總統川普威脅對進口陸製品加稅後
，各方愈來愈擔心，美中貿易談判會脫軌。然
而，劉鶴可望按既定行程赴美談判，或許象徵

著正面發展。雖然美方目前確定周五加稅，但
梅努欽說，若是談判重回正軌，華府還是會重
新考慮。

市場觀察家認為，劉鶴會出面，很可能是
因為如果他不參加談判，美國就會對約6兆進口
陸製品的關稅從10%提高為25%。

萊特海澤6日指控，北京違背了談判所作的
承諾。不過，他也說，中方貿易談判代表團周
四、周五會到華府會談。他並強調，會談將持
續，雙方不會在川普威脅將加課陸製品關稅後
，就中斷談判。

緬甸大赦數千囚犯 2路透記者獲釋通俄門報告加這關鍵 川普民調創新高

反制陸食言 美確定加稅 劉鶴仍將率團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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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萬英國留學生“被冤枉”作弊？
英國啟動調查

綜合報導 2014年英國內政部曾指責約3.4萬國際學生涉嫌在英語考

試中作弊，其中包括中國學生。這些人中，有1000多人被逐出英國、數

百人被拘留。近年來，許多學生都表示他們蒙受冤屈，要求恢復名譽。

目前，英國國家審計局已啟動對內政部的“錯誤指責”調查，有望在5

月底或6月公布調查結果。

英國多位下院議員警告稱，這起醜聞可能比曾經轟動壹時的“疾風

（移民醜聞）更嚴重。”二戰後，英國因勞動力不足從加勒比海地區引

進大批青壯年移民，這些人搭乘“疾風”號客船來到英國並安家落戶。

但就在2018年，這些移民卻被英國移民部門告知他們因缺乏合法身份必

須離境，此舉引發英國震驚和強烈反對，時任英國內政大臣拉德已於去

年4月引咎辭職。

據報道，英國廣播公司2014年對兩個托業考試中心進行的暗中拍攝

顯示，有清晰的證據顯示其中存在作弊現象。時任內政大臣的特雷莎·

梅觀看後表示深感震驚並承諾采取措施。此後，英國內政部斷言在2011

年至2014年參加考試的58458名學生中，約有3.4萬人肯定作弊，另有

2.26萬人“存疑”，僅有2000人絕對沒有作弊。

有關活動人士提出質疑，在參加獲得英國內政部批準的考試中，不

太可能有如此高比例的考生作弊。正代表眾多受此影響的學生討要說法

的工黨議員史蒂芬· 蒂姆斯表示：“我支持國家審計局代表議會調查托

業考試醜聞的決定。我希望我們能夠弄清楚為何有這麼多學生無辜遭受

羞辱。”

壹直援助這些學生的慈善組織“移民之聲”的負責人拉馬丹表示：

“許多無辜被冤的學生過去5年來壹直試圖恢復名譽。但大多數人受困

於司法迷宮，面臨被拘留和驅逐的威脅。這意味著他們無法繼續求學或

者得到壹份好工作或全球旅行簽證。內政部對該事務的處理尤其不

公平、不透明，確實到了該讓事實大白於天下的時候了。”

巴西今年4月汽車銷售量同比增長6.73%

車市保持復蘇勢頭

綜合報導 巴西汽車銷售商聯合會(Fenabrave)當地時間2日發布的數

據顯示，今年4月，巴西汽車銷售量為23.2萬輛，環比增長10.9%，同比

增長6.73%。

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巴西汽車銷售量為83.95萬輛，同比增

長10.06%。

4月，巴西轎車和輕型商用車銷售量為22.13萬輛，環比增長10.92%，

同比增長5.44%。今年前四個月銷售量為80.13萬輛，同比增長8.71%。

卡車銷售量為8489輛，環比增長11.29%，同比增長36.44%。今年前

四個月銷售量為2.98萬輛，同比增長42.97%。

大客車銷售量為2142輛，環比增長6.89%，同比增長84.66%。今年

前四個月銷售量為8336輛，同比增長84.66%。

從品牌看，4月，雪佛蘭和現代汽車品牌位居巴西汽車銷售榜的前

兩位，銷售量分別為 1.96 萬輛和 1.03 萬輛。目前，雪佛蘭擁有巴西

17.2%的市場份額。緊隨其後的是大眾汽車15%、菲亞特13.62%和豐田汽

車8.9%。

業內人士表示，目前，巴西汽車市場保持復蘇勢頭，隨著巴西整體

經濟走向全面復蘇，巴西汽車需求量將會增加，預計今年該國汽車銷售

量有望實現較快增長。

“臉書”再發禁令
封殺極右翼和反猶主義人士賬號

綜合報導 “信息戰”是美國極右翼

人士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創辦

的網站，以大肆宣揚種族和仇恨言論，

散播“陰謀論”而廣為人知。臉書和Ins-

tagram以針對“危險個人和組織”的政

策為由，封殺了“信息戰”網站、極右

翼人士亞歷克斯•瓊斯、極右翼作家米

洛•揚諾普洛斯和反猶主義者路易斯•

法拉汗等人的賬號。

據報道，臉書公司當日表示，任何

分享“信息戰”網站內容的賬號都將被

臉書和Instagram刪除，並因多次“違規”

而面臨臉書公司的永久禁令。臉書和Ins-

tagram還將刪除任何和“信息戰”網站

相關的視頻、音頻或文章。

此外，臉書公司壹位發言人向《大

西洋月刊》表示，宣傳信息戰或任何被

禁的“極端分子”團體和活動的賬號也

將被臉書和Instagram封號。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記者布

蘭迪•紮德羅茲尼發推文表示，“臉書

稱，瓊斯和其他人違反了臉書的‘危險

的個人和組織’政策。該政策涵蓋恐怖

主義活動、組織仇恨、大規模或連環謀

殺、人口販賣以及有組織的暴力和犯罪

活動。其中‘組織仇恨’似乎是瓊斯違

反的相關規定。”

RT註意到，社交媒

體清洗也影響到了“信

息戰”網站編輯保羅•

約瑟夫•沃森、保守派

記者勞拉•洛默和前共

和黨人保羅•內倫。

美國律師、《世事》

周刊出版商威爾斯•張

伯倫3日也發推文稱，

“這真的很可怕。如果

Instagram用戶分享了‘信

息戰’網站的內容——

我的意思是任何‘信息

戰’網站的內容——這

些內容都會被刪除。”

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門洛帕克

園區的臉書公司表示，在不違反服務條款

的情況下，在臉書上仍可以提及上述被禁

止的個人賬戶或分享與他們有關的內容。

臉書公司向《大西洋月刊》發郵件

表示，“我們壹直禁止鼓吹或參與從事

暴力和仇恨的個人或組織，不論其意識

形態如何。評估潛在違法者的過程是廣

泛的，這也是導致我們今天決定刪除這

些賬戶的原因”。

臉書公司的禁令主要影響的是反政

府人士，只有法拉漢例外。這位伊斯蘭

民族領袖是非裔美國人社區中的壹個重

要人物，他甚至與奧巴馬總統見過面，

盡管他們的合照在奧巴馬卸任之前壹直

被保密多年。

在CNN和其他主流媒體的持續施壓

下，瓊斯和“信息戰”網站的賬號去年

被從推特、YouTube、臉書和其他幾個科

技平臺上刪除。自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

以來，針對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反政府人

士發起了壹場廣泛的禁令和封殺行動，

主流媒體將希拉裏輸給特朗普歸咎於反

政府人士以及“俄羅斯黑客”。

歐盟反對美國“激活”制裁古巴法律條款
指美國違法

歐洲聯盟認定美國政府

“激活”制裁古巴的壹項法律

條款違反國際法，宣布將采取

措施保護歐洲企業的利益。

【指認違法】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費代麗卡· 莫蓋裏尼2日

在聲明中說，歐盟方面對美方

當天“解凍”《赫爾姆斯-伯

頓法》第三條“深表遺憾”。

“歐盟方面認定，（美

方）在境外單方面采取限制措

施，違反國際法，”她說，這

將造成摩擦，破壞歐洲國家與

美國之間的信任。

美國國務院宣布，5月 2

日起“激活”擱置 23 年的

《赫爾姆斯-伯頓法》第三

條 ，即資產若在古巴革命

1959 年勝利以後遭古巴政府

“沒收”，古巴裔美國人可

以起訴使用那些資產的古巴

實體以及與這些實體有經貿

往來的第三國企業，而使

用這些資產的人面臨申請赴

美簽證限制。

美國國務院說，《赫爾姆

斯-伯頓法》第三條生效可能

觸發數十萬宗訴訟，涉及數百

億美元資產。路透社報道，美

方這壹舉動旨在施壓古巴方面，

迫使後者放棄支持委內瑞拉總

統尼古拉斯· 馬杜羅。

古巴1996年2月擊落在美

古巴流亡組織的兩架飛機。美

國國會次月通過以提案人、共

和黨籍保守派參議員傑西· 赫

爾姆斯和眾議員丹· 伯頓命名

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加

強對古巴的經濟和金融封鎖。

由於擔心落實法案第三條會影

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

1996年以來，美國總統動用行

政權力，壹再暫緩施行這壹條

款。

【著手應對】
莫蓋裏尼說，歐盟方面將

采取“壹切相應措施”，包括

向世界貿易組織起訴美方或動

用壹項歐盟法令，消除美方

“激活”《赫爾姆斯-伯頓法》

第三條產生的影響。歐盟擬議

動用的法令旨在保護歐洲企業

不受美方制裁影響。

莫蓋裏尼說，歐盟同時

會尋求其他國家支持。她

沒有披露將尋求哪些國家

支持。

歐盟和加拿大壹些企業在

古巴旅遊業和能源領域有投

資。這兩方不滿美方舉動，擔

心財產糾紛將致使在古巴經商

的己方公民或企業陷入困境，

上月指認美方“解凍”《赫爾

姆斯-伯頓法》第三條的決定

“有悖國際法”。

海鷗“搶鏡”監控 倫敦交通局：
歡迎新同事歡迎新同事！！

綜合報導 英國倫敦交通局近日迎來了

“新同事”，壹只海鷗從4月29日開始，頻

繁“造訪”道路監控攝像頭，留下了眾多呆

萌影像。交通局甚至還發布了壹小段海鷗的

視頻，被網友轉發2.8萬次。

倫敦交通局在社交網站貼出壹張照片，壹

只表情呆呆的海鷗亂入攝影機，不僅擋住鏡

頭、還卡位站中間，比路上行駛的車輛“搶鏡”

多了。半天之後，它再度在攝像頭前留影。

由於網友的呼聲太過熱情，倫敦交通局

發布了壹小段海鷗的視頻，它搖頭晃腦，十

分好奇地看著鏡頭，仿佛正在端詳這到底是

什麼東西。

這只海鷗甚至還帶來了同伴。交通局給

他們起名“格雷姆”和“史蒂夫”，稱監控

攝像頭讓他們可以鳥瞰倫敦交通，而他們非

常感謝這兩位“新同事”願意幫忙。

壹直到5月 2日，這只海鷗仍然在持續

“造訪”這個監控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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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7日宣布，蓬佩
奧訪問德國行程取消。隨蓬佩奧訪歐的記者
團並未被告知接下來要去哪邊，要等到出發
以後才會曉得。CNN報導，隨美國政府官員
出訪的記者不常被限制報告自己去哪一個國
家，會發生這種情況只有在前往伊拉克或者
阿富汗的時候。

蓬佩奧原本預計與德國總理梅克爾和外
交部長馬斯會談，討論 「俄國、中國、敘利
亞等牽連彼此的議題」，然而在五角大廈宣
布派遣航母和轟炸機前往中東的消息公布一
天後，突然之間取消計畫。

另外，蓬佩奧6日在芬蘭舉行的北極理事

會開幕式上再度批判中國，對中國在北極的
投資發出警告，指中國在北極 「沒有任何權
利」。他進一步表示，蓬佩奧表示，中國在
北極的投資造成生態破壞，並重申中國債務
和劣質基礎設施項目構成的威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7日回應，美方個
別人士對中方參與北極事務的批評指責與事
實完全不符，而且與北極和平合作的大勢相
悖，完全是顛倒黑白，別有用心。他說，
「中國一貫秉持開放、合作、共贏的態度參

與北極事務...我們不打地緣博弈小算盤，不搞
封閉排他小圈子」。

美伊緊張 蓬佩奧歐洲行突喊卡 下一站 「保密」

（綜合報導）報告指出，未來解放軍很
可能會在西太平洋部署比美國更多的潛艦。
而在亞太區淺而繁忙的沿海區執行作戰任務
，解放軍船艦可能會比美國船艦更適合。分
析說，美國海軍正拚命維持領先。

然而，對美國能深潛的大型潛艦尤其不
利的，就是屬於淺海的台灣海峽。美國學者
郝斯特（Henry Holst）曾在美國海軍研究協
會（U.S. Naval Institute）發表論文指出，雖
然核攻擊潛艦的優勢遠超過柴電反潛潛艦，
但淺海卻限制了它們能在攻擊後快速深潛，
並躲避偵測的主要優勢。

報告說，解放軍海軍是亞太區最大的海
軍，有超過300艘水面戰艦、潛艦、兩棲艦，
巡邏艦與特種艦艇，不僅日益現代化，也更
具靈活性。

而北京部署潛艦，除了是要在從日本到
菲律賓的第一島鏈維持海上優勢，還要威懾
並反制第三方在台海衝突可能的介入。為了
達成這目標，解放軍到 2019 年中時，已有 6
艘核動力攻擊潛艦，以及50艘傳統攻擊潛艦
。

報告說，解放軍潛艦部隊的成長速度已
放緩，但到2020年時，很可能會增為65－70
艘潛艦。解放軍的潛艦隊陣容包括12艘俄製

基洛?（Kilo class）潛艦、13 艘 039 型潛艦，
以 及 17 艘 039A 型 （ 元 級 ） 絕 氣 推 進
（Air-Independent Propulsion，AIP）系統柴
電潛艦。而五角大廈認為，到2020年時，還
會有3艘元級潛艦服役。

而解放軍的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包括 2 艘
093型，以及4艘093A型潛艦。報告指出，到
2020年中時，解放軍很可能會打造093B型核
攻擊潛艦，而這款新型潛艦將提升解放軍的
反水面作戰能力，並可能提供秘密的攻陸選
擇。

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ip Da-
vidson）3月27日告訴美國眾院軍事委員會，
從 2008 年起，潛在敵方潛艦的活動已增為 3
倍，而美國要維持優勢，起碼需要相對增加
。美國海軍2016年12月宣佈，需要66艘核動
力攻擊潛艦，以滿足區域指揮官的需求。不
過，到了2019年初，艦隊卻只有51艘核攻擊
潛艦，而這數字還會減少。

此外，他在聽證會中指出，全球有400艘
外國潛艦，其中約有75％駐在印太區。而這
些潛艇裡有160艘屬於中國，俄羅斯與北韓。
就在這3國提升戰力之際，美國淘汰攻擊潛艇
的速度卻比換新的速度還快。

老美要小心！陸潛艦隊戰力迅速竄升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揚言加徵中國大
陸商品關稅引起外界注目，陸媒指川普此舉似乎
像擺出要掀桌子的樣子，看看還能再撈點啥。不
過陸已經做好應對各種情況的準備，美國加徵關
稅，給陸帶來的衝擊並不大。

美方往往強調陸沒有滿足美方的若干訴求，
但至於這種訴求是否合理，卻無視陸富有誠意的
態度和行動，一年多來的經驗證明，美國加徵關
稅給中國大陸帶來的衝擊是可控的，而各項經濟
數據則印證了中國經濟的韌勁，川普在推特裡的

措詞，出現施壓，這會給磋商帶來什麼樣的負面
影響，取決於美方接下來的行動。

川普在磋商關鍵時刻拋出這個內容，也不必
感到太意外。美方現在倒是應該認真思考一下這
個表態給自己帶來的負面影響。

文章更強調打貿易戰，沒有贏家。陸最好能
堅持專心發展自己，堅持關鍵事情，那麼無論美
國人採取什麼措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是可預期
和可控的。

虛張聲勢？陸嗆川普：擺出掀桌的樣子

（綜合報導） 「冰與
火 之 歌 ： 權 力 遊 戲 」
（Game of Thrones）是中
世紀奇幻影集，但最新一
集被眼尖影迷發現 「龍后
」丹妮莉絲出席晚宴時，
桌上竟然出現疑似星巴克
杯搞 「穿越」，引起影迷
譁然；對此，HBO 不僅
承認出錯，也不忘幽默回
應 「龍后點的其實是花草
茶」。

綜合外電報導，《權力遊戲》最新一集在美
持續造成話題，但網友們討論的不是劇情發展，
而是擺在 「龍后」丹妮莉絲（Daenerys Targaryen
）前的那杯星巴克。有網友打趣說， 「真心不騙
，冬臨城（Winterfell，劇中其中一個家族的權力
中心）也有星巴克」，另有網友貼文猜測 「龍后
」的星巴克杯大改寫著滿滿的稱號，從 「風暴降
生丹尼莉絲」、 「不焚者」、 「七國君王」、
「多斯拉克大草原的卡麗熙」，工讀生肯定抄到

手痠。
對於劇中意外出現星巴克杯，擔任影集藝術

總監的李查特爾（Hauke Richter）則在稍早接受

八卦雜誌TMZ 訪問，澄清那杯咖啡其實不是星巴
克的，而是在拍攝地點北愛爾蘭附近一家咖啡店
買的。而其中一位製作人柯斐德（Bernie Caulfield
）6日上紐約WNYC廣播電台向粉絲道歉，表示
劇組道具、裝飾人員其實非常敬業，投入 「百分
之1000」的精力；她也不忘開玩笑表示 「真抱歉
，你知道的，維斯特洛（Westeros，劇中虛構大陸
）是第一個有星巴克的地方」。

而播出該劇的HBO也在《權力遊戲》官方推
特上開玩笑說， 「臨冬城快報：這一集出現拿鐵
是場錯誤，丹妮莉絲點的其實是花草茶」；而意
外被點名的星巴克也搭熱潮順風車，在推特上稱
「老實說，很驚訝龍后竟然不是點 『火龍果特飲

』（Dragon Drink，為星巴克自家飲品）」。

（綜合報導）正值新一輪美中貿易談判
之際，美國總統川普因不滿談判進度太慢，
對2000億美元大陸輸美商品祭出25％進口關
稅，引起全球市場哀嚎，不僅6日道瓊指數開
盤大跌，中國大陸股市更成為重災區。對於
美中貿易戰煙硝味四起，億萬富豪股神巴菲
特6日表示，美中爆發貿易戰，將 「對全世界
不利」，不過談判有時必須要 「裝點瘋」。

巴菲特（Warren Buffett）接受美媒CN-
BC電視台訪問，川普 「突襲」宣布對中國大
陸增加關稅、且 「很快」將再對額外3250億
美元的中國銷美貨品開徵 25%關稅，全面貿
易戰 「會對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 Inc）
的一切資產不利」，且 「若真的爆發貿易戰
，將對全世界不利」，但他認為發生的機率
低，而全球股市的反應也合乎理性。

不過巴菲特也認為，中美兩大經濟強權

正在下一場 「危險遊戲」的賭注，並表示如
果貿易戰持續進行，不僅對全世界不利，根
據貿易戰發展程度，可能更糟；雖然他不願
對貿易戰結果以及川普是否繼續增稅，但他
表示 「有時在談判必須表現強硬」、 「對有
些人在談判時，最佳的戰術就是 『半裝瘋
』」。巴菲特也強調，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
談判風格，不過他認為川普對中談判較像是
「要就要，不要拉倒」的風格。他認為，川

普的威脅，也提高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面
對的風險， 「這兩位人物非常習慣在政治上
稱心如意，這也關乎他們的行為在各自國家
的觀感如何，情況越來越複雜」。

至於美中貿易戰未來走向，巴菲特認為
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表現不凡。他預期未來
100年內中國大陸和美國將是全球兩大超級強
權，彼此間將一直存在張力。

星巴克杯穿越《權力遊戲》官方：那不是咖啡而是

川普嗆對陸再增稅 巴菲特：談判有時要裝點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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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開會商江原道救災計劃
決定提供1853億韓元支援
綜合報導 韓國共同民主黨、政府和青瓦臺

決定，對4月初江原道東海岸地區發生的山火

災害，提供1853億韓元的支援。

據報道，黨政青5月1日在國會舉行了三方

協議會議，商定包括上述內容在內的救災綜合

計劃。首先對於因山火而失去家園的340戶災

民，投入110億韓元的預算，建造368棟臨時拼

裝式住宅，並對220余戶提供臨時住宅。

全國災害救護協會和社會福祉共同募捐會

決定，在國民捐款中撥出173億韓元，向住宅

全部燒毀的災民提供3000萬韓元，住宅燒毀壹

半的災民提供1500萬韓元，租房者提供1000萬

韓元作為住宅的修建費用。

黨政青還決定，撥出221億韓元的預算，

在6個月期間向2000多名災民提供自願參加

的勞動工作，並向災區的小商人和中小企業

提供低利貸款。此外，還將對山林修復項目

提供697億韓元，修建汽車露營場的費用為341

億韓元。

位於江原道高城郡壹帶發生嚴重的山林火

災，在強風作用下，火勢迅速蔓延至鄰近束草

市、江陵市、東海市等多個區域。4月5日，文

在寅將江原山火宣布為“國家災難”，稱需積

極研討將受災地區指定為“特別災區”的有關

方案。

熱帶氣旋“法尼”登陸印度
尼泊爾和孟加拉國受影響
綜合報導 北印度洋熱帶氣旋

“法尼”（Fani）上午登陸印度

東部奧裏薩邦普裏地區，預計於

3日下午至晚間登陸孟加拉國，

尼泊爾部分地區已出現狂風暴雨

天氣。

據悉，“法尼”是近幾年來

襲擊北印度洋最強的壹次氣旋。

據中國國家衛星氣象中心測定，

北京時間3日8時，“法尼”氣旋

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 55 米/秒，

中心最低氣壓 935 百帕，強度為

特強氣旋風暴（相當於中國超強

臺風等級）。

《印度時報》報道說，印度東

部沿海地區已將逾100萬民眾撤離

至較為安全的地帶，“法尼”預計

路徑上的學校等機構也將關門。

“法尼”也可能是繼1999年奧裏

薩氣旋後，北印度洋地區遭受的最

強壹次氣旋。奧裏薩氣旋導致約1

萬人喪生。

《印度快報》援引加爾各答機

場負責人的話說，該機場將在3日

21時 30分至 4日 6時保持關閉狀

態，該時段內的所有航班取消。

孟加拉國《達卡論壇報》報道

說，孟總理哈西娜要求有關部門密

切監視“法尼”、做好應急措施，

盡可能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

目前，孟境內沿海水域上的日

常交通已經被停止。官方在19個

沿海地區設立了控制監測室，準備

了逾4千個避難中心及5.6萬名誌

願者。同時，大米等應急物資也在

調配過程中。

孟加拉國氣象專家烏丁（Aft-

ab Uddin）表示，“法尼”可能在

蒙哥拉港、帕亞拉港附近登陸。

不過，它的強度和速度會有所

下降。“到孟加拉國後，它的

中心附近最大風力可能會有 28

米/秒。”他說。

3日上午，尼泊爾南部部分地

區已經遭遇暴雨和大風天氣，加德

滿都地區烏雲密布、雷聲大作。尼

泊爾氣象預報部門氣象專家鮑德爾

表示，尼泊爾中部、東部地區將受

“法尼”的影響，雷電、大風及暴

雨天氣不可避免。

尼泊爾水文和氣象局特別提

醒，在尼泊爾北部喜瑪拉雅山區

（尤其是珠穆朗瑪峰周邊地區）的

登山者、徒步者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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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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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對酒店的熨燙服務不滿意怎麼辦

?印尼獅子航空公司（Lion Air）壹名機長選擇

了用拳頭解決。英國曝光了此事，稱該機長目

前已被停職，並在接受調查。

據報道，目前僅知該機長名為AG，他於4

月 30日入住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泗水的壹間酒

店。在酒店入住期間，AG使用了酒店的熨衣服

務，讓酒店職員幫忙熨燙襯衫。

根據酒店的監控畫面顯示，30日當天，AG

穿著酒店熨過的襯衫，到前臺向2名酒店職員投

訴。3人簡短地交流了幾句後，AG走進前臺，

張開雙臂讓壹名酒店職員檢查他的襯衫哪裏

沒有熨燙好。當酒店職員上前靠近AG仔細檢

查時，AG卻突然打了該職員壹耳光，嚇得職員

往後退。

但AG並未停手，而是又連續掌摑該職員兩

次，並朝該職員頭部重重地揮了兩拳，期間另

壹名酒店職員嚇得待在原地壹動不動，沒敢出

手阻攔AG。最後直到壹名身穿黑色西裝的保安

人員介入此事，將AG帶離前臺，此事才告壹段

落。

這段監控錄像隨後被上傳到臉書上，點擊

量超過100萬次。獅航發言人達南•曼達拉•普

裏漢托羅表示，涉事的機長AG已被停職，獅航

正對此事進行調查。

“如果他（AG）在調查結束後被判有罪，獅子航空將

對他進行嚴厲制裁，解雇他。” 普裏漢托羅補充說。

泰王哇集拉隆功正式加冕
頒布首道王室諭令

綜合報導 泰國舉行泰王加冕典禮，經

過灌頂聖水以及接收八方聖水的儀式後，泰王

哇集拉隆功頒布加冕後的第壹道王室諭令。

目前泰國屬曼谷王朝，始自1782年

拉瑪壹世（Rama I）在曼谷建城，2016年，

已故泰王普密蓬也就是拉瑪九世（Rama

IX）駕崩，同年12月由他的兒子哇集拉隆

功繼位為拉瑪十世（Rama X）。

普密蓬1946年繼位，1950年加冕，

因此這是泰國睽違69年後再度舉行加冕

典禮，泰國政府斥資約10億泰銖準備這

場大典。

在加冕典禮前，哇集拉隆功已經祭拜

拉瑪五世和拉瑪壹世的雕像以及大皇宮內

九位泰王的骨灰，並前往國柱神廟祭拜。

加冕儀式完成後，哇集拉隆功頒布第

壹道王室諭令，“吾將繼續保持充實並以

法治理國家，為了領土與子民的利益與幸

福，直到永遠。”

哇集拉隆功還將和王室成員、樞密院

以及內閣成員見面，接受他們的祝福，接

著前往玉佛寺向佛陀宣誓他會成為佛教守

護者。

加冕前夕，泰國王室宮務處1日發出

王室命令，指出哇集拉隆功和蘇堤達已依

照傳統結婚，因此冊封蘇堤達為蘇堤達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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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佔中國GDP逾三成
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破31萬億 創新指數升至全球17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無錫報道）2019
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無錫交流大會暨“領跑新征程
．追夢新時代”主題峰會6日在江蘇無錫舉行，中
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國家數字交換系統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主任鄔江興在會上透露，中國正在醞釀建設
國家數據科學基礎設施，以支持我國大數據的可持
續發展，搶佔大數據發展的主動權。

他說，無論是尋找“上帝粒子”這類重大科學
突破，還是未來智慧城市大腦，都離不開大數據。
而且隨着數字背後的大規模持續生產和使用，大數
據問題愈演愈烈，現在來說很難從根本得到解決，
因為數據增速遠遠高於電腦技術進步的速度。

“從理論來說大數據分析就是一個‘計算黑
洞’，再多的計算資源都會被這個‘黑洞’貪婪吞
噬。”鄔江興表示，人類不僅要面對“數據大”的
挑戰，而且還要面對多元化“數據大”的挑戰，這
是大數據的難點。

復旦已建先導技術系統
“大數據試驗場”的最終目標就是通過建設大數

據國家重大科學基礎設施，支持大數據核心技術的研
發，服務產業的轉型升級，提升實體經濟發展的質
量，讓中國成為國際數據科學家的集聚地。

鄔江興透露，圍繞上述目標，復旦大學已經建
成一個先導技術系統，上海市政府亦即將啟動上海
大數據試驗場功能轉化平台項目。

籌建大數據基設
爭發展主動權

報告顯示，中國創新體系建設逐
步完善，截至2018年底，全國

科技型企業貸款餘額3.53萬億元，各
類創新主體創新活力持續釋放，中國
創新指數在全球排名上升至第17位。

報告指出，數字經濟培育壯大
發展新動能。2018年電子商務交易
額為31.63萬億元，網絡零售額超9
萬億元。農業數字化轉型穩步推
進，互聯網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數
字化新業態不斷湧現，中國網絡支
付用戶規模達6億。跨境電商零售進
出口總額快速增長。

報告中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
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1.7%，
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

13.9%。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
發展的核心要素，信息消費已經成
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強大
動力。

報告還對2018年各地區信息化
發展情況進行評價，北京、廣東、
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天津、
重慶、湖北、山東等地方信息化發
展評價指數排名前十位。

遠程手術成功 5G技術有功
在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

5G+VR應急救援的展示模擬中，可
以看到醫生戴上VR眼鏡利用操縱臂
遠程完成手術，可見5G技術與救援
醫療等領域將逐步實現深度融合。

福建醫科大學孟超肝膽醫院信
息中心主任陳持表示，能夠讓遠程
手術操控變為現實，5G技術功不可
沒。2018年12月，他們完成了世界
首例5G遠程外科手術，遠程為一頭
小豬進行肝小葉切除手術。“這個
實驗可以證明，以後醫生可以遠程
為病人在千里之外完成手術，促進
遠程醫療的發展，將開啟‘智慧醫
療’新時代。”陳持說。

政策助力 AI發展急追發達國
多名知名企業家在主論壇發表

演講，騰訊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馬化騰登上講台後，首先點讚了
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他表示，騰訊

將與各行各業探索產業互聯網，共
建數字生態。他透露，近日騰訊與
中糧集團達成合作，未來有可能實
現從農田到餐桌的新型數字化產業
生態。

談及數字中國建設的感受，百
度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
彥宏介紹，人工智能在近幾年經歷
了一次爆發式發展，其中一個非常
突出的影響，就是讓整個行業重新
認識技術創新的價值。“中國先行
先試的政策環境在不斷縮小我們與
發達國家的差距，尤其在自動駕
駛、車路協同、智能交通等方面，
我們的起步稍晚，但是步伐更
快！”李彥宏說。

香港文匯報

訊 綜合記者蘇

榕蓉及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家網

信辦 6 日在福建

福州開幕的第二

屆數字中國建設

峰會上發佈《數

字中國建設發展

報 告 （2018

年）》（下稱報

告 ） 。 報 告 顯

示 ， 2018 年 中

國數字經濟規模

達到 31.3 萬億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 ， 佔 GDP

比重達 34.8%。

■■報告顯示報告顯示，，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
要素要素。。圖為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中展示的圖為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中展示的
醫療多模態職能交互系統醫療多模態職能交互系統。。 新華社新華社

■■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
創新發展區一隅創新發展區一隅。。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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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官地換地 丁屋恢復申請
覆核案發展局研是否上訴 梁福元歡迎做法

高等法院於上月8日對丁屋司法覆核
案件中的3種興建丁屋申請方式作

出裁決，指新界原居民以“免費建屋牌
照”在私人土地上興建丁屋，受基本法
保障，但以私人協約或換地方式在政府
土地上興建丁屋，則屬違憲。
地政總署隨即因應裁決，暫停接收涉

及私人協約及換地的興建丁屋新申請，
並暫停處理已接收的申請。

發展局6日發出新聞稿解釋，法庭
於上月8日裁定，小型屋宇政策下的免
費建屋牌照屬於基本法第四十條內的新
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並合法合憲，
但政策下的私人協約及換地安排，則不
屬該等合法傳統權益。

政府於上月29日提交的補充書面
陳詞中指出，有些類別的換地安排只涉
及申請人的私人土地而不涉及政府土

地，在性質上與免費建屋牌照相同。

裁決只適用涉政府土地
發展局續指，經考慮與訟各方提交

的補充書面陳詞，法庭於上月30日作出
命令，確認就換地申請而言，上月8日
有關違憲的裁決，只適用於涉及政府土
地的換地申請，因此地政總署由6日
起，如常接收和處理不涉及政府土地而
以換地方式批准興建丁屋的申請。

發展局表示，在與訟各方同意下，
法庭於上月29日批准延長上訴申請期限
至本月28日。法庭並重申在裁決於10
月8日生效之前所作出的批約不受裁決
影響。發展局正與法律團隊仔細研究是
否提出上訴。

而在考慮是否上訴期間，發展局表
明，地政總署會繼續暫停接收以私人協

約方式申請政府土地，及以換地方式申
請政府土地建造小型屋宇的申請，亦會
暫停處理已接收的該等申請。

私人協約申請續停接收
鄉議局傳統權益委員會主任梁福元

歡迎有關做法，認為政府早就應該這樣
做，因為此法行之已久，於1972年前已
經存在，直指“都未有最終判決，就已
經自己打亂自己，這樣社會又如何發
展？民生和住屋問題又如何改善？”

鄉議局當然執委林國昌表示，法
官裁決時，同時頒令暫緩執行判詞6個
月，質疑政府為何即時停收官地建屋
申請。

他又指有村民已準備提出司法覆
核，要求法庭有最終判決前，頒令政府
繼續處理官地丁屋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等法院早前裁定以私人協約或換地方式興建小型屋宇（丁屋）屬

違憲。香港發展局6日表示，經法庭確認後，6日起恢復處理不涉及政府土地而以換地方式批准興建丁

屋的申請；又指由於法庭已批准延長相關上訴申請期限，目前正與法律團隊研究是否提出上訴。鄉議

局傳統權益委員會主任梁福元對有關做法表示歡迎，因此法行之已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就《大公
報》有關子宮頸癌疫苗出現水貨針的獨家報
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6日表示，接獲
多宗懷疑接種水貨針的市民求助，有關求助人
表示，診所處理疫苗的手法有可疑，包括疫苗
並非從冰箱取出、包裝盒上無防偽標誌等。事
主其後聯絡美國藥廠，廠方回覆指她們接種的
疫苗並非正貨。據了解，向蔣麗芸及傳媒求助
的個案，涉及最少5間診所，分別位於佐敦、
旺角及尖沙咀，部分屬醫療集團。香港衛生署
回應，需要時會與執法部門展開聯合行動。

蔣麗芸透露收到市民求助，指接種九價子
宮頸癌（HPV）疫苗時，發覺醫護形跡有可
疑，例如醫護人員並非從冰箱取出疫苗，疫苗
的包裝盒上無美國藥廠要求展示的二維碼，接
種後無在打針卡上貼上二維碼，針劑亦無
MSD防偽標誌及商標，更有人在接種時發現
包裝盒和針劑的批次編號不同。

蔣麗芸引述指，負責注射的醫護刻意在枱
底拆開包裝盒，令事主起疑，在接種後事主要
求拍攝針盒，或帶走針盒也被拒，醫護並匆匆
把包裝盒整齊放在箱子內，而非拋到垃圾桶
內，做法與正常程序明顯有分別。

事主其後自行聯絡美國藥廠，廠方回覆指
她們接種的疫苗並非藥廠正貨。水貨針的來歷
不明，疫苗在運送過程中也未能控制溫度，而
且成分或經摻入雜質，成效存疑。

向香港供應九價子宮頸癌疫苗的默沙東藥
廠回覆指，管有水貨針是違法行為，並且嚴重
傷害該公司的營運，會與香港執法機構合作，
打擊水貨疫苗問題。

衛署：需要時將採行動
衛生署回應指，香港目前只有一種已註冊

的九價子宮頸癌疫苗“加衛苗Gardasil 9”
（註冊編號HK-64239)，非法管有及銷售未經
註冊藥劑製品屬刑事罪行，最高可處罰款10
萬港元及監禁兩年。

發言人強調，署方有既定機制監察市場上
銷售的藥品，並透過不同渠道收集情報，當發
現有人涉嫌非法售賣或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
作售賣用途，會即時展開調查，需要時會與執
法部門展開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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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
縈）香港半數65歲以上長者患
至少一種慢性病，他們較易因
體重下降、肌肉流失形成虛弱
症。社區老人科數據顯示，香
港分別約8%女性長者及6%男
性長者患有虛弱症，體重略高
的虛弱症長者，反而抗病能力
較強，不易因突發疾患致死。
醫管局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
監（基層及社區醫療）歐陽東
偉認為，與中青年宜減肥不
同，長者更應注重增磅。

一年一度的醫管局研討大
會將於本月14日、15日舉行，
屆時將有90多位來自海外和香
港的醫護專家分享經驗，另有逾
5,600名醫療專業人員參加，並
設有逾 50 個講座和研討會環
節。

香港專家亦會就基因遺傳
病、老人科與老年病、重傷治療
以及醫療電子科技四方面，與國
際業界分享經驗。

歐陽東偉6日提前“劇透”
研討會內容。他指出，長者虛弱

症將是其中一個焦點，美國20
年前已對該症訂立標準，病症包
括1年內體重下降10磅、手握力
倒退、易疲倦、行動減緩及動力
減少等。醫學研究發現虛弱症患
者一旦染上其他疾病，身體復原
速度會大幅減慢，復原後身體質
素亦大不如前，日後較大機會失
去行動能力。

慢性病患者 肥較瘦長壽
歐陽東偉指出，較瘦的慢

性病長者相對較虛弱，肥胖的慢
性病長者反而較長壽。香港亦有
關於安老院舍的研究，顯示身體
質量指數 （BMI）大於25的院
舍長者存活率較高。

他說，多種慢性疾病都會
導致身體發炎，而發炎對體重
有負面影響。他解釋，肌肉和
脂肪都是人體的儲備，如果身
體本身已經比較瘦弱，則屬於
“本錢不多”，罹患急性疾病
時風險更高。

歐陽東偉強調，增重應以
增加肌肉為目標，並非盲目增

肥。可以透過運動配合飲食改
善，包括阻力訓練及帶氧運動，
同時攝取足夠蛋白質，有助減少
肌肉流失。

因應人口老化，醫管局自
1994年起開設社區老人評估服
務（CGAS），為全港7.3萬名
居住在安老院舍的長者提供外展
到診服務，並由專科醫護上門問
症治療。現時全港7個醫院聯網
共有13隊醫護人員，為95%資
助及私營安老院舍提供外展醫療
服務，2018/19年度的社區老人
評估服務人次超過68萬。

晚期醫療助有尊嚴離世
該服務還包括對院舍長者

的健康進行評估和治療，以及為
患有末期疾病的院友提供晚期醫
護服務。港島東聯網服務總監
（基層及社區醫療）康佩玲期
望，晚期醫護服務項目未來可增
加人手，並於每個聯網專隊增加
一兩名護士，專責與院友及其家
屬協調，讓重病院友更有尊嚴地
離世。

人老體虛康復慢 增肌添磅助抗病 ■有懷疑已
接種 HPV 水
貨針的求助
人，拍攝到
疫苗包裝盒
和針劑列明
的批次編號
不相符。
蔣麗芸供圖

■地政總署由6日起恢復接收和處理不涉及政府土地而以換地方式批准興建丁屋的申
請。圖為興建中的丁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醫務委員會8日將再開
會討論放寬非本地專科醫生實習
要求，並就相關方案再次進行表
決。代表病人組織、身兼香港哮
喘會主席的醫委會業外委員陳永
佳6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醫委
會內3名代表病人組織的委員，
應有兩票會投予“方案一”，即
非本地專科醫生在醫管局、衛生
署及兩間大學醫學院工作3年，
通過執業試就可免實習，取得正
式執照。此方案是上次醫委會否
決的4個方案中，獲最多票數的
一個，無強制要求臨床經驗，被
視為最寬鬆，也被認為是“政府

方案”。
陳永佳透露，在本月1日舉行

的病人組織會議中，有討論過6個
方案，包括上次醫委會否決的4個
方案，及醫學界及病人組織近日
分別再提出的兩個新方案。他指
出，雖然會上並無進行投票，但
在出席的28位代表中，有20人傾
向支持“方案一”，而他會尊重
病人組織意願投票。他指，醫務
委員會明日會議的首要議程是討
論是否同意重提4個方案及投票方
法等，相信討論需時。

陳永佳又表示，當日會議上
並無特別講過要共同進退、如何
組合協議，雖然3名代表病人組織

的委員，並無要求綑綁投票，但
他認為道義上要尊重其他病人組
織的意向，“好多時病人組織覺
得我們應該要代表他們的聲音和
立場。”

對於另一名代表病人的委員
林志釉提出“方案六”，要求非
本地專科醫生在相關機構工作3
年，通過執業試後工作18個月，
其中至少3個月從事指定臨床工
作，當中涵蓋一種或多種臨床工
作。

陳永佳說，在當日的病人組
織會議上已有足夠討論，不認為
如林志釉所指“無人有心機
聽”，但其他病人組織是否喜

歡，他不作評論，相信林志釉在
投票時，要在自己立場和病人組
織的期望之間取得平衡。

陳永佳不贊成免試
另外，就有意見指免試引入

非本地醫生，陳永佳表示，他個
人看法是不贊成免試，無論是全
科、專科都應該至少有一個基
準，有平等考試去保持香港醫療
水平，這是重要步驟，亦可令社
會大眾感到放心。

他指出，外國曾有一些不理
想的情況發生，就是每年承認的
大學及其相關的資格都會有出
入。

海外醫生明表決“政府方案”呼聲高

■左起：歐陽東偉、醫管局研討大會程
序委員會主席謝文華與康佩玲。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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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佔中國GDP逾三成
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破31萬億 創新指數升至全球17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無錫報道）2019
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無錫交流大會暨“領跑新征程
．追夢新時代”主題峰會6日在江蘇無錫舉行，中
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國家數字交換系統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主任鄔江興在會上透露，中國正在醞釀建設
國家數據科學基礎設施，以支持我國大數據的可持
續發展，搶佔大數據發展的主動權。

他說，無論是尋找“上帝粒子”這類重大科學
突破，還是未來智慧城市大腦，都離不開大數據。
而且隨着數字背後的大規模持續生產和使用，大數
據問題愈演愈烈，現在來說很難從根本得到解決，
因為數據增速遠遠高於電腦技術進步的速度。

“從理論來說大數據分析就是一個‘計算黑
洞’，再多的計算資源都會被這個‘黑洞’貪婪吞
噬。”鄔江興表示，人類不僅要面對“數據大”的
挑戰，而且還要面對多元化“數據大”的挑戰，這
是大數據的難點。

復旦已建先導技術系統
“大數據試驗場”的最終目標就是通過建設大數

據國家重大科學基礎設施，支持大數據核心技術的研
發，服務產業的轉型升級，提升實體經濟發展的質
量，讓中國成為國際數據科學家的集聚地。

鄔江興透露，圍繞上述目標，復旦大學已經建
成一個先導技術系統，上海市政府亦即將啟動上海
大數據試驗場功能轉化平台項目。

籌建大數據基設
爭發展主動權

報告顯示，中國創新體系建設逐
步完善，截至2018年底，全國

科技型企業貸款餘額3.53萬億元，各
類創新主體創新活力持續釋放，中國
創新指數在全球排名上升至第17位。

報告指出，數字經濟培育壯大
發展新動能。2018年電子商務交易
額為31.63萬億元，網絡零售額超9
萬億元。農業數字化轉型穩步推
進，互聯網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數
字化新業態不斷湧現，中國網絡支
付用戶規模達6億。跨境電商零售進
出口總額快速增長。

報告中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
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1.7%，
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

13.9%。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
發展的核心要素，信息消費已經成
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強大
動力。

報告還對2018年各地區信息化
發展情況進行評價，北京、廣東、
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天津、
重慶、湖北、山東等地方信息化發
展評價指數排名前十位。

遠程手術成功 5G技術有功
在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

5G+VR應急救援的展示模擬中，可
以看到醫生戴上VR眼鏡利用操縱臂
遠程完成手術，可見5G技術與救援
醫療等領域將逐步實現深度融合。

福建醫科大學孟超肝膽醫院信
息中心主任陳持表示，能夠讓遠程
手術操控變為現實，5G技術功不可
沒。2018年12月，他們完成了世界
首例5G遠程外科手術，遠程為一頭
小豬進行肝小葉切除手術。“這個
實驗可以證明，以後醫生可以遠程
為病人在千里之外完成手術，促進
遠程醫療的發展，將開啟‘智慧醫
療’新時代。”陳持說。

政策助力 AI發展急追發達國
多名知名企業家在主論壇發表

演講，騰訊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馬化騰登上講台後，首先點讚了
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他表示，騰訊

將與各行各業探索產業互聯網，共
建數字生態。他透露，近日騰訊與
中糧集團達成合作，未來有可能實
現從農田到餐桌的新型數字化產業
生態。

談及數字中國建設的感受，百
度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
彥宏介紹，人工智能在近幾年經歷
了一次爆發式發展，其中一個非常
突出的影響，就是讓整個行業重新
認識技術創新的價值。“中國先行
先試的政策環境在不斷縮小我們與
發達國家的差距，尤其在自動駕
駛、車路協同、智能交通等方面，
我們的起步稍晚，但是步伐更
快！”李彥宏說。

香港文匯報

訊 綜合記者蘇

榕蓉及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家網

信辦 6 日在福建

福州開幕的第二

屆數字中國建設

峰會上發佈《數

字中國建設發展

報 告 （2018

年）》（下稱報

告 ） 。 報 告 顯

示 ， 2018 年 中

國數字經濟規模

達到 31.3 萬億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 ， 佔 GDP

比重達 34.8%。

■■報告顯示報告顯示，，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
要素要素。。圖為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中展示的圖為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中展示的
醫療多模態職能交互系統醫療多模態職能交互系統。。 新華社新華社

■■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
創新發展區一隅創新發展區一隅。。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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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脅加稅 中方：赴美磋商不變
特朗普突宣稱關稅將升至25% 專家：中國須做兩手準備

中美貿易摩擦回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在各界預期中美貿易

談判即將結束之際，美國總統特

朗普上周日突然發推特表示，本

周五起將提高對2,000億美元中

國商品的關稅，並很快會對另外

數千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原因是不滿貿易談判進展緩慢。

而就在上周五，特朗普還透露，

與中國的貿易談判進展順利。對

於這一突然轉變，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6日在京表示，美方威

脅對中國部分產品加徵關稅，類

似的情況以前多次出現過。中方

的立場和態度一向十分明確，美

方也是非常清楚的。至於即將到

來的第11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

商，他表示，中方團隊正在準備

赴美磋商。

中方批布拉格5G會議“搞小圈子”

1

2

3

4

5

6

7

2019年3月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對2018
年 9月起加徵關稅的自華進口商
品，不提高加徵關稅稅率，繼續保
持10%，直至另行通知。

2018年12月14日

美國正式宣佈，對中國2,000億美
元產品提高關稅的時間延期至美東
時間2019年3月2日午夜12點01
分。

2018年12月1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
朗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共進晚餐並
舉行會晤，兩國元首達成共識，停
止加徵新的關稅。

2018年9月18日

中國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5,207個
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
10%或5%的關稅，自2018年9月
24日12時01分起實施。

2018年9月18日

美國宣佈實施對從中國進口的約
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措施，
自2018年9月24日起加徵關稅稅
率為10%，2019年1月1日起加徵
關稅稅率提高到25%。

2018年6月16日

中國宣佈對原產於美國的659項約
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25%關
稅，其中對農產品、汽車、水產品
等545項約340億美元商品自7月6
日起實施加徵關稅，對其餘商品加
徵關稅的實施時間另行公告。

2018年6月15日

美國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
美元商品加徵25%關稅，其中對約
340億美元商品自7月6日起實施
加徵關稅措施，同時對約160億美
元商品加徵關稅開始徵求公眾意
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環
球時報》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布拉格
5G網絡安全會議具有明顯的封閉性，
並指出將政治因素人為引入5G開發、
利用與合作，採取歧視性的做法不僅
不利於5G的發展，也有悖公平競爭原
則。

美德日澳等國與會
《環球時報》援引路透社消息

稱，參加此次布拉格5G安全會議的包

括來自美國、德國、日本和澳洲等國
家的代表。但俄羅斯、電信大國中國
以及中國華為公司並未受到邀請。彭
博社稱，兩天的會議中，與會國家並
未簽署任何文件，只是公佈了一項關
於網絡安全的非約束性聲明，聲明稱
“應該考慮到第三國政府影響供應商
的整體風險”，警示各國政府不要依
賴那些易被政府影響的5G設備供應
商，或者來自尚未簽署網絡安全和數
據保護協議的國家的廠商。

有記者在外交部例會上提問，據報

道，包括歐盟和北約成員國在內的30
個國家代表近日在布拉格舉行5G網絡
安全會議，並發佈名為“布拉格提議”
的聲明，表示希望與會各方找到保障
5G網絡安全的辦法。中方對布拉格會
議有何評論？

會議成果欠代表性
耿爽指出，5G的開發、利用必然

是國際社會共同的創新成果。將政治
因素人為引入5G開發、利用與合作，
甚至把有關問題政治化，採取歧視性

的做法不僅不利於5G的發展，也有悖
公平競爭原則，不符合國際社會共同
利益。

耿爽說，布拉格5G網絡安全會議
具有明顯的封閉性，只是搞了一個小
圈子，所謂的“布拉格提議”，只代
表一小部分國家的意見。5G有關規則
和標準的制定，應該最廣泛地聽取和
吸收所有利益攸關方的意見。

他進一步強調，中方將繼續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同各方加強包括
5G在內的科技交流與合作。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日在其推特上宣
佈，本周五起將2,000億美元中

國商品關稅稅率由10%提高至25%，
剩餘3,250億美元未被徵收關稅的中國
商品不久後也將被徵收25%關稅。他
稱，與中國的貿易協商仍在進行，但
由於中國試圖重新談判，導致進度緩
慢，這不可行。

特朗普的這一表態來得有些突
然。據路透社報道，上周五，特朗普
還稱與中國的貿易談判進展順利；白

宮一位官員亦透露，正就特朗普和習
近平的潛在會晤考察6月份的時間。

美財長曾稱“談判近尾聲”
此外，上周訪京進行第10輪中美

經貿高級別磋商的美國財長姆努欽稱，
貿易談判“富有成效”。他不久前還發
表過談判正進入最後階段的言論。

中方強調立場態度不變
按照原計劃，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劉鶴將率領中方代表團於5月8日訪問
華盛頓，進一步磋商協議文本。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6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中方團隊正在準備赴美磋
商。他強調，美方威脅對中國部分產
品加徵關稅，類似的情況以前多次出
現過。中方的立場和態度一向十分明
確，美方也是非常清楚的。

“中美經貿磋商已經進行了十
輪，取得了積極進展。當務之急，我
們希望美方與中方共同努力，相向而
行，爭取在相互尊重基礎上達成一個
互利雙贏的協議。這不僅符合中方利
益，也符合美方利益，更是國際社會
的普遍期待。”耿爽說。

專家：特朗普施壓圖助選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

所副所長白明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特朗
普出爾反爾的舉動對中美貿易談判來說
是一個“坎兒”，如果周五美國增加了
關稅，中方也不會袖手旁觀，這樣勢必
造成雙輸的局面。不過，現在中美都表
示談判會繼續，雙方還是有達成共識的
可能。

在白明看來，特朗普此舉還是意
圖給中方進一步施加壓力。美國馬上
要進入大選年，特朗普希望“用業績

換選票”。對中國而言，還是要做兩
手準備，爭取最好結果，也要有最壞
的打算，準備越充分，砝碼就會越
多。

摩根資產亞洲首席市場策略師許
長泰6日評論稱，美國總統特朗普提
出提高中國出口關稅以迫使中國作出
更多讓步，這似乎反映出美國政府正
在尋求更強硬的路線以應對國內政治
壓力，不過這種轉變可能適得其反。
高盛的報告則認為，若中方談判團隊
能如期赴美，關稅上調很可能最終能
“及時避免”。

路透分析稱，特朗普在其推特中
強調，加徵關稅舉措並未導致美國消
費者面臨更高價格。“向美國支付的
關稅幾乎沒有影響生產成本，主要由
中國來承擔。”但實際上，對中國商
品徵收的關稅是由進口這些商品的公
司向美國支付，而這些公司大多為美
國企業。美國企業儘管整體上支持特
朗普對中國貿易行為採取的做法，但
渴望取消關稅，而不是提高和擴大關
稅。

“提高關稅意味着向數以百萬計
的美國家庭加稅，並招致對美國農民
的進一步報復。”美國零售業領袖協
會發言人Christin Fernandez表示。

■■美方威脅頻仍美方威脅頻仍，，或影響國內農業出或影響國內農業出
口口。。圖為美國豬農圖為美國豬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朗普宣稱本周五起將對特朗普宣稱本周五起將對22,,000000億美元中國貨加徵關稅億美元中國貨加徵關稅，，並很快會繼並很快會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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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佔中國GDP逾三成
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破31萬億 創新指數升至全球17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無錫報道）2019
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無錫交流大會暨“領跑新征程
．追夢新時代”主題峰會6日在江蘇無錫舉行，中
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國家數字交換系統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主任鄔江興在會上透露，中國正在醞釀建設
國家數據科學基礎設施，以支持我國大數據的可持
續發展，搶佔大數據發展的主動權。

他說，無論是尋找“上帝粒子”這類重大科學
突破，還是未來智慧城市大腦，都離不開大數據。
而且隨着數字背後的大規模持續生產和使用，大數
據問題愈演愈烈，現在來說很難從根本得到解決，
因為數據增速遠遠高於電腦技術進步的速度。

“從理論來說大數據分析就是一個‘計算黑
洞’，再多的計算資源都會被這個‘黑洞’貪婪吞
噬。”鄔江興表示，人類不僅要面對“數據大”的
挑戰，而且還要面對多元化“數據大”的挑戰，這
是大數據的難點。

復旦已建先導技術系統
“大數據試驗場”的最終目標就是通過建設大數

據國家重大科學基礎設施，支持大數據核心技術的研
發，服務產業的轉型升級，提升實體經濟發展的質
量，讓中國成為國際數據科學家的集聚地。

鄔江興透露，圍繞上述目標，復旦大學已經建
成一個先導技術系統，上海市政府亦即將啟動上海
大數據試驗場功能轉化平台項目。

籌建大數據基設
爭發展主動權

報告顯示，中國創新體系建設逐
步完善，截至2018年底，全國

科技型企業貸款餘額3.53萬億元，各
類創新主體創新活力持續釋放，中國
創新指數在全球排名上升至第17位。

報告指出，數字經濟培育壯大
發展新動能。2018年電子商務交易
額為31.63萬億元，網絡零售額超9
萬億元。農業數字化轉型穩步推
進，互聯網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數
字化新業態不斷湧現，中國網絡支
付用戶規模達6億。跨境電商零售進
出口總額快速增長。

報告中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
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1.7%，
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

13.9%。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
發展的核心要素，信息消費已經成
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強大
動力。

報告還對2018年各地區信息化
發展情況進行評價，北京、廣東、
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天津、
重慶、湖北、山東等地方信息化發
展評價指數排名前十位。

遠程手術成功 5G技術有功
在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

5G+VR應急救援的展示模擬中，可
以看到醫生戴上VR眼鏡利用操縱臂
遠程完成手術，可見5G技術與救援
醫療等領域將逐步實現深度融合。

福建醫科大學孟超肝膽醫院信
息中心主任陳持表示，能夠讓遠程
手術操控變為現實，5G技術功不可
沒。2018年12月，他們完成了世界
首例5G遠程外科手術，遠程為一頭
小豬進行肝小葉切除手術。“這個
實驗可以證明，以後醫生可以遠程
為病人在千里之外完成手術，促進
遠程醫療的發展，將開啟‘智慧醫
療’新時代。”陳持說。

政策助力 AI發展急追發達國
多名知名企業家在主論壇發表

演講，騰訊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馬化騰登上講台後，首先點讚了
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他表示，騰訊

將與各行各業探索產業互聯網，共
建數字生態。他透露，近日騰訊與
中糧集團達成合作，未來有可能實
現從農田到餐桌的新型數字化產業
生態。

談及數字中國建設的感受，百
度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
彥宏介紹，人工智能在近幾年經歷
了一次爆發式發展，其中一個非常
突出的影響，就是讓整個行業重新
認識技術創新的價值。“中國先行
先試的政策環境在不斷縮小我們與
發達國家的差距，尤其在自動駕
駛、車路協同、智能交通等方面，
我們的起步稍晚，但是步伐更
快！”李彥宏說。

香港文匯報

訊 綜合記者蘇

榕蓉及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家網

信辦 6 日在福建

福州開幕的第二

屆數字中國建設

峰會上發佈《數

字中國建設發展

報 告 （2018

年）》（下稱報

告 ） 。 報 告 顯

示 ， 2018 年 中

國數字經濟規模

達到 31.3 萬億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 ， 佔 GDP

比重達 34.8%。

■■報告顯示報告顯示，，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數據資源成為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
要素要素。。圖為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中展示的圖為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中展示的
醫療多模態職能交互系統醫療多模態職能交互系統。。 新華社新華社

■■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
創新發展區一隅創新發展區一隅。。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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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穩市 港股外圍喘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正當投資者普遍看好中美貿
易談判前景時，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
在社交網站上大放厥詞，揚言即將加
徵中國商品關稅，A股猝不及防遭此
“黑天鵝”暴擊，三大股指6日均大幅
暴跌，其中滬綜指跌 5.58%，險守
2,900點關口，深成指與創業板指狂瀉
超7%，再現千股跌停。

匯市巨震加劇跌勢
特朗普的言論令全球市場遭遇劇

烈動盪，A股尤難倖免。早市A股開盤
前約一分鐘，人行突然宣佈定向降
準。惟當日投資者情緒已受嚴重干
擾，定向降準無法力挽狂瀾，加上匯

市巨震，在岸、離岸人民幣均快速走
低，更令悲觀情緒蔓延。早市滬綜
指、深成指、創業板指大幅低開，分
別下探3.04%、3.98%及4.44%，之後
兩市跌幅不斷擴大。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2,906點，跌 5.58%；深成指報
8,943點，跌7.56%；創業板指報1,494
點，跌7.94%。兩市共成交6,579.12億
元人民幣，較節前最後一個交易日放
大三成。

華訊投資分析，6 日 A 股創下
2016年初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紅盤個
股不足百家，跌停個股卻超過1,000
隻，系統性風險的釋放，對所有板塊
和個股都造成了打擊，料市場恐慌情
緒還會延續一段時間，這使得滬綜指

2,804點至 2,838點、深成指8,651點
至 9,134 點和創業板指 1,456 點至
1,481點的跳空缺口，都將面臨回補
可能。容維證券分析師劉思山亦認
為，A股跌勢不會在一天內就宣洩完
成，在市場情緒沒有穩定之前，投資
者當前需謹慎，不宜介入參與行情。

雖然坊間多將今次暴跌歸因於中
美貿易糾紛，但在湘財證券分析師看
來，4月25日滬指向下擊穿3,140點
後，即已開始中級調整，在此階段將
對2,440點至3,288點期間的上漲行情
作一次清算，故6日誘發千股跌停的本
質，是A股自身在節前就已進入中級
調整周期，外力只是加速了調整而
已。

“黑天鵝”突襲 A股千股跌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變臉”，消

息令6日環球市場爆發小股災，道指期貨率先大挫500餘點，港股亦一

度大瀉逾1,100點。不過，人行果斷出手穩市，罕見地在A股開市前宣

佈定向降準，加上有消息稱中方團隊正準備赴美磋商，大行相信特朗普

“反口”屬出口術居多，市場信心稍定，港股最終跌幅收窄至871點。

晚上道指跌幅收窄，截至美股早段，港股夜期升182點，港股ADR幅

度指數亦升145點，報29,354點。

特朗普在Twitter發文威脅本周五起將
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由10%

上調至25%，另外3,250億美元的商品亦
可能“很快”加徵25%關稅。消息令中美
貿易談判局勢急轉直下，觸發環球市場大
冧市，道指期貨率先大挫500餘點，港股
大裂口低開739點後，最多跌過1,125點，
見 28,956 點的本月低位。滬指更勁跌
5.6%，過千股份跌停板。港股最終收跌
871點，報29,209點，為3個月來首度跌穿
50天線，下跌港股多達1,700隻，成交
1,374億港元。

高盛估加關稅機會僅40%
對於特朗普突然“變臉”，大行相

信是出口術居多，可能只是美國開天索
價的談判策略。高盛發表報告指，特朗
普的聲明的確令中美成功達成貿易協議
的機會率下降，但該行相信相關加幅仍
有可能避免，估計在本周五上調關稅的
機會僅40%。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原
定本周三率團訪美，繼續磋商貿易協
議，高盛表示，現要觀察劉鶴的訪問團
能否繼續成行，若劉鶴如期赴美，那雙
方的會談可能有新進展；但如果中方取
消訪美，那在未來數周，都沒可能達成
貿易協議。

6日央視新聞報道引述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在北京表示，中方團隊正在準備
赴美磋商。人行6日亦果斷出手穩定市場
信心，罕見地在A股開市前宣佈定向降
準，令人民幣的離岸價及在岸價均收窄跌
幅。

另外，高盛亦認為，特朗普可隨時以
行政手段，取消上調加徵關稅，所以調高
關稅與否，主要視乎談判進度。至於再向
餘下的3,250億美元中國貨品“開刀”，相
信是美方希望避免的手段，料短期內不會
實施。

摩根資產料美適得其反
摩根資產管理發表評論，指特朗普以

更強硬路線應對中國，主要是希望逼使中
國作出更多的讓步，但結果可能適得其
反。該行亞洲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表
示，正如一年前，若美國採取令中國“不
舒服”的談判策略，中國寧可走開避談。

許長泰認為，雙方都投入了大量時間
和資源，才把談判推進至最後階段，料美
方不會輕易放棄成果。另外，貿易戰升級
可能會觸發全球經濟增長更疲軟，流動性
減少，對風險資產構成壓力。惟一旦全球
股市回調，可能迫使特朗普收回其言論，
情況猶如去年11月底，雙方願意停戰並進
行談判前的股市大跌一樣。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特朗
普“變臉”反映了中美在談判桌上並不融
洽，與早前美國官方多次釋放出的訊號並
不一致。由於中國向來不歡迎這種高壓的
談判模式，故他認為大市短期收復失地的
機會不大，目前需看能否守住一些重要的
技術支持位。他估計恒指短期會先退守
28,800點至 29,000點水平。若守不住的
話，恒指首季升幅將會大幅縮水，建議持
貨的投資者可以先行“計數”減磅，沒持
貨的則不宜在目前博反彈。

■■恒指恒指66日收報日收報2929,,209209
點點，，跌跌 871871 點點，，成交成交
11,,374374億元億元。。 中新社中新社

特朗普“變臉”釀小股災 恒指曾挫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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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表示，今天所
屬分署同步舉辦聯合拍賣會，各分署推出琳瑯滿
目各式拍賣品，包括適合做為母親節禮物的應景
禮品，總計不動產、動產拍定金額達新台幣
8637萬餘元。

行政執行署表示，本次不動產拍定金額總計
7846萬餘元，動產拍定金額總計791萬477元。

行政執行署新聞稿指出，本此拍賣不動產部
分，桃園分署拍定金額達2594萬餘元，台中分
署也拍定2340萬餘元，高雄分署則賣出1579萬
餘元。

動產部分，行政執行署表示，台中分署拍賣
13部車輛、堆高機等物品，拍賣價金392萬餘元

；桃園分署拍賣9部車輛、法國名酒等物品，拍
賣價金121萬餘元；其他分署也拍定多筆動產，
為國庫收回鉅額欠款。

台北分署發出新聞稿表示，今天買氣最旺的
是1組200元的名牌香水，526組香水開放應買不
久即銷售一空，此外1組100元的香水也賣出69
組，連同翡翠項鍊等應景禮品也陸續賣出，總計
拍定總金額為43萬6800元。

士林分署新聞稿則指出，今天成功拍賣貨車
、賓士汽車，各進帳 16.7 萬元、35 萬元，玫瑰
石、翡翠玉飾等飾品也順利賣出，總計拍定金額
達127萬餘元。

母親節前大拍賣 行政執行署進帳8637萬餘元

（中央社）前高市長陳菊拆旗山太平商場
遭立委陳宜民指 「聽說地跟陳菊親戚有關」等
語，陳菊告陳宜民誹謗並求償1元，一審以言論
自由為由判陳菊敗訴，她不服上訴，今天被高
雄高分院駁回。

陳菊提告指出，陳宜民就高雄市 「旗山區
二號排水改善工程」拆除旗山大溝頂太平商場
事宜，於民國105年7月18日在立法院召開記者
會，未經查證即指 「聽說原因是因為有一些集
團、財團想要用太平商場後面的地，而且這後
面的地，聽說跟陳菊的親戚有關，所以他們要

去開發這個地，然後前面商場擋路，所以他們
要把他全部拆了。」等不實言論。

陳菊認為陳宜民此舉已不法侵害其名譽，
象徵性請求陳宜民賠償新台幣1元，並應在全國
版報紙頭版刊登道歉或澄清啟事。

高雄地院法官認為，經查土地雖與陳菊的
親戚無關，但陳宜民當時是轉述旗山當地傳聞
，縱有不實，仍屬合理言論自由範疇，判陳菊
敗訴；高雄高分院合議庭採信一審判決理由，
駁回陳菊上訴。

拆旗山商場爭議 陳菊告陳宜民二審仍敗訴

（中央社）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今天聯合舉辦 「2019
年港都三署聯合拍賣會」，一艘曾走私香菸的
千噸油輪被吳姓男子以240萬元拍定，他說，將
拆成廢鐵賣掉。

這場拍賣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許育銓擔任
拍賣官，千噸油輪清單一上場，有意競標民眾
一開始喊價新台幣202萬，許育銓希望再加碼一
點，但現場喊價民眾則認為，這艘船已鏽蝕，
無法再行駛，價格不能再高了。

由於這艘油輪有底價，許育銓希望現場民
眾能再多加一點，價格一路喊到220萬左右，到
場關切的雄檢察長周章欽也在一旁幫忙敲邊鼓
，炒熱買氣，有民眾喊到235萬元，許育銓當場

回說 「還差一點點，不希望讓大家空手而回」
，吳姓民眾隨後喊出240萬得標，得標槌馬上敲
下，現場也響起陣陣掌聲。

得標的吳先生受訪表示： 「就很不划算，
都是檢察官一直在催，才會加到240萬，不可能
有錢賺。」未來這艘油輪將拆除來當成廢鐵賣
，現在廢鐵價格不好，會先拆起來等待價格較
好時再賣。

檢方拍賣的這艘帛琉籍 「日安升油輪」，
船齡 31 年，總噸位 1284 噸，全長 65.66 公尺，
船寬12公尺。該船2017年因走私私菸被查扣，
因貨艙皆已改裝為暗艙，船體呈現中度到嚴重
不良狀況，被判定已無營運價值，僅能當廢鐵
處理。

千噸油輪拍賣240萬 買家將拆成廢鐵賣掉

（中央社）前駐越南代表黃志鵬
遭檢舉侵占代表處禮品、將越籍僕役
帶回台灣照顧母親，涉犯貪污罪。台
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罪嫌不足，日前
處分黃志鵬不起訴。

北檢今天提供的新聞資料指出，
黃志鵬民國99年至105年間派駐越南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擔任代表，遭檢
舉三度於春節期間，帶越南僕役返台
照顧母親，使外交部陷於錯誤，而支

付僕役在台薪資
，涉犯貪污治罪
條例的利用職務
上機會詐取財物
罪。

黃志鵬還遭檢
舉借用代表處購買的珠寶項鍊等飾品
卻未歸還，涉犯侵占公有財物罪。

黃志鵬否認犯行，表示越南僕役
是合法聘用，負責官邸生活起居工作
，由外交部給付薪資，而母親隨他派

駐越南，春節期間他帶母親回台休假
，考量僕役留在官邸沒事做，因此自
行負擔機票費用，讓僕役來台照顧母
親。

至於被控侵占禮品，黃志鵬解釋
，確實有把禮品送出，但有些涉及機
密，有些是後來調職時工作太忙，才
一時忘記填寫報帳單。

檢察官調查認為，越籍僕役原本
的工作內容即包括照顧黃志鵬與黃母
的生活起居，相關法令規則也未明定

官舍僕役不得與代表一起返台及照顧
眷屬，認為黃志鵬所為並不構成利用
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檢察官也認為，黃志鵬調職時，
代表處移交清冊並無借用禮品未還的
紀錄，且主計處並不會就受贈者有無
收到禮品做實際審核，若黃有意侵占
，大可自行填寫贈禮名單核銷，不能
排除黃因疏忽而未填寫贈禮名單的可
能性，全案罪嫌不足，不起訴。

（中央社）新竹一名陳姓男子日前搭客運
北上卻掉東西，便請站務人員協尋遺落藥品，
站務人員幸運找到失物卻驚覺有異，適逢巡邏
員警經過請求協助查看，發現是毒品海洛因，
依法送辦。

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今天發布新聞
稿表示，特勤中隊中隊長李?瑞4日晚間近8時
許率隊員陳彥伊到北市大同區進行複式巡邏勤
務，行經台北轉運站時遇到站務人員表示，有
名男乘客致電請求協尋遺失藥品，但找到物品
後疑非藥品，請求警方協助確認。

緝毒經驗豐富的李瑞當場目視，初判此不
明粉末的遺失物品疑似為毒品海洛因，毛重約
1.69 公克，隨即請站務人員電話通知失主前來
領取。

失主50歲陳姓男子接獲通知後，便不疑有
他前往客運櫃台領物時，遭埋伏的特勤人員當
場人贓俱獲。

有毒品前科的陳男到案後坦承失物為海洛
因，為自用，因搭車北上拜訪友人而不慎遺失
在客運上，全案詢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
送辦，並持續溯源追查毒品來源。

毒蟲搭客運掉落海洛因警失物招領智誘逮人

被檢舉涉貪 前駐越南代表黃志鵬獲不起訴

立院三讀立院三讀 涉機密人員管制出境期最長涉機密人員管制出境期最長66年年
立法院會立法院會77日三讀修正通過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日三讀修正通過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規定國家機密核定人員規定國家機密核定人員、、辦理國家辦理國家

機密業務人員機密業務人員，，退離職未滿退離職未滿33年要出境年要出境，，應經機關首長核准應經機關首長核准，，但管制期間但管制期間33年年、、不得縮短不得縮短，，管管
制期間得延長一次制期間得延長一次，，最長不得超過最長不得超過66年年。。圖為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敲槌圖為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敲槌。。

朱立倫代班主持廣播節目朱立倫代班主持廣播節目
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左左））77日在台北代班主持廣播節目日在台北代班主持廣播節目 「「POPPOP搶先爆搶先爆」」 ，，訪問重啟核四公訪問重啟核四公

投領銜人黃士修投領銜人黃士修（（右右）。）。

環團呼籲保留美麗河岸拒絕淡北道路環團呼籲保留美麗河岸拒絕淡北道路
「「環評專業審查環評專業審查，，對抗恐嚇奧步對抗恐嚇奧步；；保留美麗河岸保留美麗河岸，，拒絕淡北道路拒絕淡北道路」」 記者會記者會77日在立法院日在立法院

中興大樓舉行中興大樓舉行，，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張譽尹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張譽尹（（右右））呼籲勿通過破壞生態的淡北道路呼籲勿通過破壞生態的淡北道路，，留住留住
淡水美麗河岸淡水美麗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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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5月報稅季，房
仲提醒，去年有買賣房地產者，
可注意 3 大節稅法，包括善用
「財產交易損失舉證」、每月負

擔的房貸利息可扣除，並利用
「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

永慶房屋契約部資深經理陳
俊宏表示，今年適逢房地合一新
制上路後的第3個報稅年度，去
年有買賣房屋者最好注意利用合
法節稅。去年有售屋者，須確認
售屋所得適用舊制或新制，房屋
若在 2016 年元旦以前取得，且
持有時間超過2年，適用舊制，
納入綜合所得稅申報財產交易所
得，必須在5月報稅時報繳。

若適用新制，則採課徵房地
合一稅，必須在所有權移轉登記
次日起30日內申報，就不是在5
月綜合所得稅報稅，納稅人須特
別留意。

陳俊宏指出，去年售屋者可
善用 「財產交易損失舉證」節稅
法。若出售房屋的實際價格減去
取得成本及移轉費用，計算出的
財產交易所得較低，並能提供相
關證明文件，便可選擇按實際發
生的價額申報。

陳俊宏提醒，去年有售屋者
，今年5月報稅時優先採 「核實
認定」方式申報，以實價發生價

額申報就是所謂的 「核實認定」
；對於無法舉證買價的房屋，則
可採 「標準認定」的申報方式節
稅。

但若出售的房屋是位於台北
市售價新台幣 7000 萬元、新北
市售價 6000 萬元以上，雙北市
以外縣市售價 4000 萬元以上的
豪宅，且無法舉證買進成本，則
依實際銷售價格的15%做為售屋
所得，然後用土地公告現值與房
屋評定標準價格來分配。

陳俊宏舉例，以台北市售價
1億元的豪宅為例，若提不出買
進成本，國稅局將按房地比例
（一般是房 3 地 7），認列房屋
收入為 3000 萬元，再依房屋收
入15%，即450萬元作為出售房
屋的所得額，再併計個人其他所
得項目，按 5%至 40%稅率繳交
綜所稅。

至於107年購屋的納稅義務
人，每月負擔的房貸利息也可扣
除，但要注意的是，必須要向金
融機構申辦購屋借款的 「當年度
繳納利息單據正本」，才能認列
扣除，私人借貸無法列報扣除。

陳俊宏補充，每年房屋貸款
利息扣除額上限為 30 萬元，每
一申報戶以一屋為限，且房屋為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

所有，並以當年實際支付的利息
支出，減去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後的餘額來申報扣除。

舉例來說，小明在去年度支
出的購屋貸款利息共 50 萬元，
但他在銀行的利息收入有 10 萬
元，在申報購屋借款利息時，需
以50萬元減去10萬元，得到餘
額 40 萬元，但是餘額已超過申
報額度上限的 30 萬元，只能以
30萬元作為申報。

去年有換屋的納稅義務人，
在申報所得稅時，則可依法申請
自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或退還，
也就是所謂的 「重購自用住宅扣
抵稅額」。

他強調，在房地合一稅上路
後，要申請重購退稅前，需先確
認是適用新制還是舊制，差別在
於舊制的重購退稅小屋換大屋可
全額退稅，但大屋換小屋則不能
退稅；而新制則可申請按重購房
屋價格占出售房屋價格的比例，
退還部分繳納的稅額，也就是小
屋換大屋可全額退稅；大屋換小
屋按買賣價格的比例退稅，但重
購後5年內不能作為其他用途或
再行移轉，違者必須追繳原扣抵
或退還稅額。

買賣房產3大節稅法 房仲提醒記得舉證

（中央社）表態投入國民黨總統初選的鴻海
董事長郭台銘表示，用 「雙腿論」可談中國大陸
必須轉型，做出政治改革；台灣也需要有人帶動
經濟腿往前跨。他說，自己可帶領台灣經濟跨出
關鍵一步。

郭台銘今天晚間在官方臉書貼文說，6日記
者會針對政經發展提出 「雙腿論」，希望以簡單
的動作，說明國家持續向前邁進的關鍵密碼。

他指出，一個國家要向前走，就跟人一樣，
要用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經濟腿，一條腿是政
治腿，當先把經濟的腿跨出去，跨10年、再跨20
年，想要再往前跨，這個經濟的腿必須要非常穩
。

相同地一個國家的政治要進步轉型，政治腿

勢必也要往前跨出去。而這兩條腿缺一不可，經
濟這條腿如果站穩了，政治這條腿就比較容易可
以跨出下一步。

郭台銘以中國大陸為例指出，經濟腿已經跨
出去撐了30年，已經到極限了，如果說經濟的腿
想要再往前跨，卻不把政治的腿往前跟進的話，
那就沒辦法達到平衡，繼續跨出去。

此時正好碰到中美貿易戰發生，郭台銘說，
經濟腿被絆腳索絆住了，失去了穩定，所以必須
做出政治改革，國家才會站得穩。這就是他為何
談中國必須要轉型的基本道理。

若以台灣為例，卻是剛好相反。郭台銘說，
台灣過去在政治改革過程中，自由民主往前跨，
可是經濟這條腿卻沒有跟得上。

郭台銘談雙腿論 盼帶領台灣經濟跨步
（中央社）監理沙盒條例上路滿週年，金

管會今天公布，已有11件申請案，達成監理
沙盒條例上路第1年申請案10件的目標。目前
尚未曝光的6件申請案中，3案屬於金融業，3
案屬於非金融業。

立法院 2017 年底三讀通過 「金融科技發
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監理沙盒條例），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去年4月底公布相關子法，去
年5月起開放業者申請，並祭出上路1年申請
案要達10件的目標。

根據金管會統計，截至5月初，已有11件
申請案，包括1案被否准。而目前已核准的3
件沙盒實驗案，其中一個是凱基銀行與中華電
信合作的沙盒實驗，中華電信門號持有人即便
過去未曾在金融機構留下任何聯徵紀錄，透過
中華電信的身份認證機制，仍可在凱基銀行申
請信用卡或個人信貸。還有兩件是非金融業者
申請的外籍移工跨境匯兌。

至於櫻桃支付的沙盒實驗申請案，目前金

管會要求補件中。另外未曝光的6件新申請案
中，有3案是金融業、3案非金融業。金融業
申請案是銀行、證券、保險業各1件；非金融
業申請案則與銀行、證券業務相關。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今天出席公開場合時透
露，凱基銀行與中華電信合作的沙盒實驗案，
日前已交評估報告給金管會，他剛剛才看過，
看起來進行非常穩健，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

顧立雄表示，凱基銀行所提具的評估報告
中，有提到績效、身分驗證與信用模型的建置
，針對沒有聯徵紀錄的 「信用小白」，透過這
樣的信用模型，發現違約率很低，顯見實驗進
行相當順利。

顧立雄也說，金管會正研議思考金融業採
「試辦」與 「進沙盒實驗」雙軌並行的可行性

，若屬金融業申請新業務，且不涉及修法，就
不需進入沙盒實驗。

監理沙盒上路滿週年 金管會設10案申請順利達標

自經區憂變洗產地 盧秀燕自經區憂變洗產地 盧秀燕：：看法律怎麼訂看法律怎麼訂
台中市長盧秀燕台中市長盧秀燕（（中中））77日上午主持市政會議前受訪表示日上午主持市政會議前受訪表示，，法律若訂得好法律若訂得好，，就不會讓中就不會讓中

國整貨進口再轉口出去國整貨進口再轉口出去，，透過法律要求絕大部分產品須用台灣原料透過法律要求絕大部分產品須用台灣原料、、人才人才，，在自經區製造在自經區製造
再出口再出口，，就不會造成這種就不會造成這種（（洗產地洗產地））情形情形。。



AA1212廣告

 

Money MarketBusiness & Personal Accounts 

ROCKET 88  

 

Tier 1 $0 to $24,999.99              0.28%*APY 

Tier 2 $25,000 to $99,999.99    0.88% APY 

Tier 3 $100,000 and above       2.18% APY  

 

 

 

 

 

 
 

Account Details 
• $5,000 minimum opening deposit required
• Maintain a $5,000 minimum daily balance to 

avoid the $20.00 monthly maintenance fee
• ** We impose a per withdrawal fee of $10.00 

for withdrawals in excess of six (6) per 
statement cycle.

• We impose a fee of $0.35 per deposited item in 
over 50 in a statement cycle.  

Note: Rates are guaranteed for 6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the account was opened.  Valid only at Houston 
location.  

 
Houston Loan and Deposit Production Office 

Contact: Bernie Parnell
832.802.0900

14090 Southwest Freeway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FREE ATM transactions (nonproprietary 
ATMs within the U.S.) 

 Sign up for FREE E-statements (monthly 
paper statement fee $5.00)  

 Internet banking with bill pay  

Special rate is subject to discontinue at any time. The APYs are accurate as of April 1, 2019. The minimum balance to open of these Money Market rates is $5,000. The 
APYs vary with the balance: the APY on balances of $0 to $24,999.99 is 0.2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25,000.00 to $99,999.99 is 0.8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100,000.00 and above is 2.18%. FDIC standard deposit insurance coverage limit is $250,000.00 per depositor, per FDIC- insured bank, per ownership 
category. **Transfers/withdrawals: any transfer of funds that is initiated by pre-authorized or automatic transfer, or telephone (including data transmission) 
agreement, order or instruction or by check, draft, debit card or similar order (including Point of Sale transactions), made by the depositor and payable to third parties. 
Transfers and withdrawals made in person, by messenger, by mail or at an ATM are unlimited, but will be subject to excessive withdrawal charges.  
*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www.OneWorldBank.com

受損了嗎?
您的房子在哈維颶風中

請即查詢:recovery.houstontx.gov/survey 
或致電:832-393-0550。

而且過程很容易
您可以在這裡得到幫助

星期三 2019年5月08日 Wednesday, May 0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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