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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聯儲主席傑羅姆-
鮑威爾（Jerome Powell）週二在丹佛舉
行的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學協會年會上講
話稱，美國經濟增長可以延續下去，但
面臨風險，鑑於近來短期利率市場出現
流動性緊張狀況，美聯儲將開始擴大資
產負債表的行動。

鮑威爾表示，他在美聯儲同僚的共
識是，延續時間創紀錄的美國經濟增長
可以持續下去，但是這種樂觀的看法存
在風險。

他說：“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政策會議與會者仍然認為，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經濟活動繼續增長、
勞動力市場狀況強勁、通脹接近我們設
定的2%目標。”

鮑威爾指出，過去幾個月以來，通
脹狀況“正在逐漸趨於穩定”。

鮑威爾沒有就美聯儲的短期利率計
劃向投資者提供任何具體指導，只是說
定於 10 月底舉行的會議“還有數週之
遙”。

他稱：“我們正在仔細監控傳入的
信息。我們的決策將取決於數據，在每

次會議上我們都會對前景與前景風險作
出評估。”

鮑威爾重申了自夏季以來美聯儲在
其政策聲明中反覆提到的立場，他說，
美聯儲“將採取適當行動，以支持經濟
持續增長。”關於是否應該採取更多寬
鬆措施、有沒有降息的必要，美聯儲內
部成員之間尚有分歧。

一些美聯儲官員支持在年底前再次
降息，他們相信低利率將安撫金融市場
、鼓勵企業投資。經濟學家認為鮑威爾
屬於降息陣營。

另一些美聯儲官員則希望採取觀望
態度，在看到有關經濟健康狀況的更多
線索之後，再採取更多刺激措施。他們
擔心低利率會給經濟造成短暫的繁榮假
相，並加劇金融失衡。

目前許多經濟學家預測未來 14 個
月內美國經濟增長將會放緩。彼得森國
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明
年的 GDP 增長率將從今年上半年的
2.6%下滑至1.8%。

美聯儲今年已經降息兩次，每次降
息25個基點。

鮑威爾強調經濟風險 美股收跌道指跌3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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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印度防長辛赫（Rajnath
Singh）已赴法國巴黎進行3天訪問，而此行最
重大的任務之一，就是接收 36 架 「飆風」
（Rafale）戰機中的第一架。雖然接收儀式在
周二舉行，但首批4架戰機要到明年5月才會
抵達印度，而所有的戰機會在2022年9月前交
付。

據 「今日印度」（India Today）與 News
18 報導，印度國防部發言人說，辛赫在接收
戰機時，將與法國防長帕莉（Florence Parly）
主持印度教十勝節（Dussehra）的傳統祈禱儀
式，而祈禱後，辛赫將搭乘飆風戰機短暫升空
。這場祈禱儀式在十勝節中，象徵崇拜武器和
武力的意義。

事實上，10月8日不但是印度空軍成立87
周年，也是十勝節的最後一天。辛赫在抵達巴
黎時推文說，法國是印度重要的戰略夥伴，他
此行旨在擴大雙方現有的戰略夥伴關係。法國
因解放軍海上軍力逐步擴及地中海，正強化與
印度戰略合作，對抗中方的海上軍事威脅。周
二稍後辛赫將與帕莉舉行年度國防對話，探討
進一步加深防務與安全關係的方式。近幾年來
，雙方關係持續升級。

印度和法國 2016 年 9 月簽了價值 89 億美
元合約，採購36架 「飆風」戰機。消息人士
透露，第一中隊 「飆風」會部署在安巴拉
（Ambala）空軍基地，而這也是印度空軍戰略
位置最重要的基地，距離印巴邊境約220公里
。

這些 「飆風」戰機根據印度特定需求做了
調整，其中包括以色列頭盔顯示器、雷達警告

接收機、低頻干擾器、10 小時飛行數據記錄
系統，以及紅外線搜尋追蹤系統等。

新德里面對解放軍在中印邊境部署大批殲
10C與殲-11等戰機，而巴基斯坦也在北京協
助下，換裝中巴合作的 「梟龍」戰機，因此印
度空軍亟需淘汰老舊戰機。而 「飆風」就是印
度空軍用來對抗中巴，並寄予厚望的新式戰機
。

根據印度空軍評估，要應付巴基斯坦和中
國大陸的威脅，需要42支戰機中隊，但目前
他們只有 30 支中隊。而隨著米格（MiG）21
，還有米格27逐步退役，未來兩年戰力將快
速下降，因此新德里準備再採購114架戰機汰
換。另一方面，印度海軍並不滿意目前使用的
米格29K艦載機，也正打算砸下150億美元採
購新艦載機。

面對印度空、海軍為數龐大的訂單， 「飆
風」製造商達梭航太（Dassault Aviation）已積
極表示，願在 「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
政策下，與印度攜手合作生產。

而 「飆風」是雙發動機，三角翼的高機動
性多用途戰機，可以裝備海、空軍。它具備4
項關鍵技術：1.多向雷達能在超過100公里外
同時偵測到40個目標；2.被動雷達感測器是極
精準的光學相機；3.偵察莢艙是大型數位相機
，可以在任何速度下，拍攝精度達10公分的
相片；4.法國防衛巨擘泰雷斯集團（Thales）
打造的SPECTRA綜合電子戰系統，能干擾或
反干擾敵方雷達訊號，發出飛彈迫近警訊，並
在敵方飛彈太接近機身時，發出誘敵訊號。

首架飆風到手 印度對付中巴添利器

（綜合報導）越南環保意識日益
抬頭，資源與環境部將採取嚴格監控
措施，防止進口廢料貨櫃夾藏洋垃圾
入境，同時要求清查存放逾90天廢料
貨櫃，不符環保標準貨物必須運出越
南。

據越南快訊新聞網（VnExpress）
8 日報導，越南資源與環境部最近完
成制定各港口存放逾 90 天的 6456 個
裝有廢料貨櫃的處理方案，其中裝有
廢 料 貨 櫃 主 要 存 放 在 北 部 海 防 市
（Hai Phong）、南部胡志明市和頭頓

省（Vung Tau）港口，其中逾2300個
貨櫃裝有舊物，其餘是塑膠和紙類等
廢料。

根據資源與環境部建議，當地機
關將針對存放逾90天廢料貨櫃進行分
類，並且清查貨櫃數量、貨主、運輸
公司和來源國，然後要求貨主或運輸
公司將不符環保標準的貨物運出越南
。

此外，環境總局廢棄物管理局表
示，近來嚴格防止廢料夾藏垃圾進口
相關措施，其中包括制定6類廢料國

家 環 保 技 術
標 準 ， 只 允
許 近 期 有 通
關 紀 錄 及 具
有 符 合 環 保
證 書 的 進 口
廢 料 在 港 口
卸貨。

越南環保意識提高，相關部門陸
續制定各項環保法規，主張發展經濟
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在確保環境
保護的前提下吸引外資，嚴格監控工

廠廢水和廢氣排放，並且規定生活固
體廢棄物分類處理。

為了避免自家成為世界垃圾場，
東南亞近期與歐美國家之間掀起了數
場 「垃圾大戰」，如馬來西亞幾個月

前將數十個塑膠廢料貨櫃送回6個來
源國，菲律賓5月底也將69個貨櫃、
近1500公噸的垃圾運回加拿大。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強森先前向歐盟提交
新的脫歐方案，雙方7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進行
談判。據報歐盟在會中逐點反駁方案內容，還直
指方案有根本性的缺陷，且了無新意。首相府消
息人士向媒體承認，現在根本不可能就新方案達
成協議，強森已準備好放棄談判，帶領國家 「硬
脫歐」。

據英媒取得的內部文件，英方代表提交關稅
、貨物規範等技術資料，以說明新方案內容。不
過方案遭到歐盟一點一點的加以反駁，指建立海
關邊境檢查可能嚴重影響北愛爾蘭經濟；若北愛
離開歐盟但留在單一市場，愛爾蘭島將出現2個
關稅區，屆時將難以避免設置檢查站；英方希望
改革過境公約以便貨物流通兩地，遭歐盟拒絕。

歐盟擔心，這可能導致其他非歐盟國家尋求類似
豁免，進而危及其內部市場。

強森 8 日與德國總理梅克爾通話，梅克爾表
明，除非北愛也退出單一市場，否則不能達成協
議的機會很大。英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首相府
官員相信談判接近破裂。一旦強森放棄談判，很
可能會在11月底或12月初舉行大選，但首相府強
調仍希望如期在10月31日、在有協議地狀況下脫
歐。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指控強森企圖把談判
失敗的責任歸咎別人， 「歐洲及英國的未來在緊
急關頭，你不想要協議、不想延長脫歐期限、不
想停止脫歐程序，那麼到底你要去哪裡？」

新協議遭歐盟打槍 傳強森將放棄談判 準備硬脫歐

偷運看著辦！防廢料貨櫃流入 這國也硬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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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NOTICE TO PROPOSERS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located in the Hattie Mae White 
Educational Support Center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92 will 
accept proposals, until the stated date and time deadlines, in the Board Services 
Office, Level C1.

The solicitation for bids is available on the HISD web-site at www.houstonisd.org. 
To access, go to Departments, Purchasing Services, Bid Opportunities. The District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or all proposals, or, to accept the proposal that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District.

• Project 19-11-26 – RFP /Food Literacy & Inclusion Pro-
gram – with a deadline of 10:00 a.m. on Tuesday, Octo-
ber 15, 2019.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
ect will be in Conference Room 2E06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Tuesday, October 1, 2019 at 10: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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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專精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民事糾紛

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Houston TX, 7700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綜合報導）台灣學者認為，今年諾獎物
理獎全面獎落天文物理領域，彰顯3學者在天
文及與宇宙研究具備開拓性成果，實至名歸。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吳建
宏表示，他在20多歲求學階段時，便很喜歡閱
讀皮布爾斯的著作。20多年前，少見宇宙研究
專書，1990年代才剛開始出現宇宙微波的實驗
與數據，皮布爾斯領先於世，作為宇宙理論家
，早從1970年代便開始編寫專書，定量、定性
計算出宇宙演化過程、暗物質與微波輻射背景
，將宇宙大霹靂理論實際算出來。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賴詩萍指出，皮布爾
斯研究中所展示的宇宙，僅5％內容是已知的
，包括恆星、行星、萬物與人類，但還有95％
屬於未知領域，是由暗物質與暗能量所組成。

另外一組得獎人則是麥耶與奎洛茲。賴詩
萍說，兩人的研究已超乎人類想像，他們找到
這顆行星被命名為 「飛馬座51b」（51 Pegasi b
），繞行一顆類似太陽的恆星。而這顆行星身
處太陽系之外、銀河系之內，充滿氣體的行星
約跟太陽系內最大的木星體積相仿，可能足以
證明人類不再是孤獨的。

發現太陽系外行星 人類可能不孤單

（綜合報導）吉里巴斯一艘超載渡輪去年
在太平洋沉沒，奪走95條性命，許多乘客因飢
餓和失溫等緩慢死亡，還有一名女性在生產時
喪命。調查報告顯示，當時船長和船員都喝醉
了。

法新社報導，報告首度針對 「布提拉維號
」（MV Butiraoi）沉船事件發表官方說法。
「布提拉維號」去年1月從諾諾烏蒂島（Non-

outi Island）出發，駛往吉里巴斯首都塔拉瓦
（Tarawa），卻在中途沉沒。

報告詳述導致沉船的一連串失誤，也讓外
界一窺罹難者當時承受的恐懼。當局發出警報
前，受害人已在廣大海域失蹤8天。

報告認定： 「多數罹難者，即使不是全部
，都因飢餓、脫水和失溫死亡。」

報告寫道： 「有一人在最危險且極端狀況
下生產，並在生產時死亡。」

船難造成84名乘客和11名船員死亡。這是
吉里巴斯歷來最嚴重海難。吉里巴斯由33個環
礁和礁島組成，這些島嶼散布在相當於美國本
土面積的區域。

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BBC News）報導
，去年布提拉維號船上的102人當中，只有5名
乘客和2名船員生還。這7名生還者搭乘一艘小
型鋁製船，歷經10天海上飄流後被尋獲。

報告還認定，船長和船員在工作期間廣泛
使用酒精， 「讓每個酒醉船員感到自大，以為
自己有權力獨自做決定」。

報告寫道： 「布提拉維號船長明顯非常魯
莽，且不為船隻、船員和乘客著想。」布提拉
維號船長並未生還。

吉里巴斯政府原先僅提供鮮少關於船難狀
況或甚至罹難人數等細節，且起初還拒絕廣泛
發布報告。

吉里巴斯船難95死 調查報告：船長船員都喝醉

（綜合報導）日本航空公司相繼發生機長執
勤前酒測超標，日本國土交通省今天將就飲酒問
題第二次發出 「事業改善命令」，這是國土交通
省首次在一年內對同一間航空公司發出兩次事業
改善命令。

日本航空公司副機長實川克敏，2018 年 10
月28日執行飛行任務前被發現滿身酒味無法登
機，後來因酒精濃度超過英國標準10倍，被英
國檢方起訴，法院於2018年11月29日判決實川
10個月徒刑。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因發生上述
事件，國土交通省2018年12月對日本航空發出
事業改善命令的行政處分，並在今年一月針對空

服員在機艙內飲酒發出業務改善勸告。
雖然日本航空隨即修正公司內部規定，強化

相關因應作為，但沒想到今年9月又發生58歲機
長在成田機場執勤前被檢測出酒精。

不僅如此，今年8月及4月也都發生機長執
勤前被檢出酒精的情況，光是今年就發生3起機
長飲酒問題。

國土交通省認為日本航空針對機長飲酒問題
進行的對策並不徹底，決定下午就飲酒問題二度
對日本航空提出事業改善命令。

國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嘉今天說，為讓各航空
公司都能確實執行飲酒對策，國土交通省會持續
進行嚴格監督。

（綜合報導）南韓國防科學研究
所（ADD）主任南世圭7日表示，北
韓最近試射的 「北極星 3」號新型潛
射彈道飛彈（SLBM）要完成實戰部
署仍需數年。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南世
圭7日在國會國防委員會國政監察中
表示，這是北韓首次發射 「北極星 3
」號，僅試射1枚飛彈無法實現實戰

部署，且難以保障潛艇的安全。
南世圭還表示，從射角、高度、

射程等來看， 「北極星 3」與 「北極
星 1」完全不同，射程多出 50%。他
認為，北韓意在測試 「北極星 3」從
水下發射時的最大效力。

他說，潛射飛彈用衛星探測不到
，發射時需要有潛水艇或無人潛水艇
。

報導指出，
外界關切南韓軍
方是否能充分應
對潛射彈道飛彈
時，南世圭說，南韓軍方具備 「北極
星2」號（射程1300公里）的應對體
系，至於能否應對 「北極星 3」號還
在分析。

對於神盾驅逐艦上搭載的標準三

型防空飛彈SM-3能否應對潛射飛彈
，南世圭表示，可將其視為應對體系
之一，他還補充說，SM-3 射程超過
500 公里，南韓軍方目前尚未決定是
否引進。

對於南韓軍方正在開發的長程地

對空飛彈 L-SAM 何時完成實戰部署
，南世圭表示，探索開發已於日前完
成，近期將進入體系開發階段，預計
實戰部署需耗時10年，南韓軍方正在
爭取趕在北韓部署潛射飛彈之前完成
其部署工作。

日航機長接連酒測超標 日本政府二度祭改善命令

南韓專家：北韓潛射飛彈完成實戰部署尚需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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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營造產業生態環境
為自主創業者爭取投資機遇
綜合報導 自主創業者可通過悉尼市政廳的舞臺成為真正的“創智贏

家”，在全球範圍為自己的創業夢想爭取投資機遇，力爭國際拓展契機。

根據悉尼市政府30日發布的消息，全球初創企業孵化器機構兼投資

集團Antler公司將於11月7日在悉尼市政廳禮堂面向公眾開展創智實例

推介展示會。

首屆悉尼初創企業計劃精選新興初創組的12家本地成員企業將分別

獲得10萬澳元的種子前投資資金(Pre-seed funding)，以在世界範圍內爭

取拓展融資。

悉尼市長克羅芙· 摩爾認為，市政府對科技創業的持久支持有助推

動本土產業發展，更進壹步鞏固悉尼作為國際之都的主要地位。她說：

“市政府通過專門制定的《科技型自主創業行動計劃》為創業者開拓業

務技能、接受專業指導、拓展業內人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良機。要穩固

創新之都的國際地位，悉尼應專註本市培育、吸引、扶持國際化人才的

能力。為此，我們決定與Antler公司合作，為初創企業營造適合融資、

招賢納士、全面互助的產業生態環境。”

據知，本次創智實例推介展示會將邀請國際知名主講人到場發言，

還將安排自主創業展銷會、創客專業指導等元素，預計吸引來自世界各

地投資業內近千人參加。

Antler公司於今年3月在悉尼成立，是壹家創業初期風險投資公司，

其推出的悉尼初創企業計劃將在未來5年內扶持800名自主創業者開創

200家全新企業，創造4000個就業崗位。

Antler 公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地區經營合夥人貝蒂· 摩爾(Bede

Moore)說：“我們希望通過本次創智實例推介展示會，促進完善自主創

業生態系統的發展，讓悉尼作為創新之都的地位更為堅實，從而使更多

科技型初創企業蓬勃發展，最終成為全球化產業。”

惠普公司宣布將最多裁員9000人
占全球員工總數16%

綜合報導 美國惠普公司當地時間3日宣布，將在未來三年內從約

55000名員工中裁減7000至 9000個工作崗位。該公司表示，裁員完成

後，每年將節省約10億美元。

“進入新的階段，我們將采取果斷的行動。”該公司即將履新的首席執

行官恩裏克·洛雷斯表示，“我們看到了為股東創造價值的好機會，我們將通

過提高領導力、重塑行業並積極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來實現這壹目標。”

洛雷斯將於11月1日接替自2015年起擔任首席執行官的戴恩· 韋斯

勒。《紐約時報》報道稱，在上個月被任命為首席執行官之前，他壹直

負責惠普的打印機耗材銷售業務。《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用戶的習慣

壹直在改變，而且他們已經轉向從其他較便宜的供應商那裏購買耗材。

惠普在最近幾個季度壹直承受著打印耗材業務下滑的壓力，而這曾經是

惠普最大的盈利業務。

高德納咨詢公司分析師尼爾· 麥克唐納表示，惠普正在將重點轉移

到利潤更高的市場，並且可能會在服務器、網絡安全和大數據分析等領

域增加員工數量。

《洛杉磯時報》報道稱，分析師對惠普最新壹輪的裁員並不感到驚

訝。“這是惠普無法扭轉的事情，為了能為股東保護底線，必須降低成

本。”麥克唐納表示，“惠普確實面臨更大的壓力。”但他同時表示，

惠普是有實力的，它仍然有盈利的空間，並且擁有良好的現金流。

本次宣布裁員之際，這家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灣區的公司另壹項為

期三年的重組計劃正接近尾聲，其中就包括取消多達5000個工作崗位。

補貼之爭延燒：
WTO裁定空巴補貼違規 美將對歐盟加稅

世界貿易組織(WTO)日前就美國波

音與歐洲空中巴士持續15年的貿易紛爭

作出最新裁決，批準美國每年對價值75

億美元的歐盟商品加征關稅，以報復歐

盟違規補貼空中巴士的做法。

華府隨即宣布，自本月18日起對歐

盟制造飛機征收10%關稅，其他工業及

農產品征收25%關稅。外界擔憂，這將

引爆大西洋兩岸以牙還牙的貿易戰。

特朗普：美國的“重大勝利”
這壹航空補貼爭端始於2004年，當

時美國向WTO提起訴訟，指控英國、法

國、德國和西班牙以各種形式向空巴提

供非法補貼。案件自此深陷WTO復雜的

爭端解決機制，因為過程中可以壹再提

出上訴。

WTO作出裁決，指由於歐盟未完全

執行WTO此前裁決，仍對空巴進行違規

補貼，美國有權對每年約75億美元的歐

盟商品加征關稅。這壹金額是根據波音

公司受到的相應損失計算出來的。此次

裁定是WTO歷來最大數額的仲裁決定，

且無法再上訴。

美國總統特朗普稱此次裁決為美國

的“重大勝利”。裁決發布數小時後，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聲明說，華府

當天已請求WTO於14日召開會議，正式

授權其對歐盟產品采取報復性措施，加

征關稅產品主要來自法國、德國、西班

牙和英國，最早將於18日生效。

聲明指，WTO的裁決允許美國向歐

盟征收高達100%的關稅，但美方目前限

制了這壹數額，僅對歐盟大型民用飛機

加征10%的關稅，對歐盟農產品和其他

產品加征25%的關稅，但“有權隨時上

調關稅或調整受影響產品的範圍”。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表示，希望

盡快與歐盟開啟談判，以令美國工人受

益的方式化解爭端。他說：“多年來，

歐洲壹直在向空巴提供大量補貼，嚴重

損害美國航空業及工人利益。”

歐盟或六個月內報復
歐盟表示願意進行談判，稱已向美

國分享有關新飛機補貼制度的具體建議

。歐盟還說：“如果美國決定實施世貿

組織許可的對策，將令歐盟別無選擇，

只能以牙還牙。”美國貿易官員隨後反

駁稱這種做法違反WTO規定，且華盛頓

也將進行響應。

實際上，歐盟也將很快有機會在

WTO同意下對美國施以關稅制裁。歐盟

2005年告上WTO，指美國政府不同部門

曾在1989至2006年間，向波音提供價值

191億美元的非法補貼。歐盟要求WTO

批準其對價值12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

征報復性關稅，WTO料於6個月內作出

裁決，金額可能低於歐盟要求。

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在聲明

中表示，美國選擇對歐盟加征關稅是

“短視”且將“適得其反”。她指出，

美歐相互加征關稅“只會對大西洋兩岸

的企業和民眾造成傷害，並損害全球貿

易和更廣泛的航空業”。

此外，英國認為其距離脫歐不到壹

個月，不應受到任何制裁。但美國貿易

官員指，歐盟共同對未能解決補貼問題

負有責任，表明英國不會得到豁免。

在裁決後，華府宣布對法國葡萄

酒、意大利芝士和蘇格蘭單壹純麥威士

忌等商品課征25%關稅，但意大利葡萄

酒、意大利面和橄欖油征稅則不在征稅

之列。

征稅列表涉數百種產品
華府公布的征稅列表涉及數百種

產品，包括餅幹、香腸、牛油和奶

酪，但許多情況下僅適用於部分國家。

例如，英國制毛衣、套頭衫、羊絨制

品和羊毛服裝；法國和西班牙橄欖；

歐盟制香腸和火腿以外的加工豬肉品；

德國咖啡；意大利芝士；意大利水果、

蛤蜊和奶酪；德國和英國制相機零件、

工業微波爐、印刷書籍、甜餅幹和格仔

餅等。

此外，躲過這次美國關稅的商品有

巧克力，希臘、法國及葡萄牙橄欖油、

直升機、冷凍魚肉、龍蝦、氣泡酒、高

腳玻璃杯和瓷磚等。

公私合力
巴西助聽障人士融入社會

巴西聯邦政府發布“政府手語”

（Libras Gov）項目，通過新設定特定術

語來幫助聽障人士了解政府。另壹

方面，巴西的私營領域也在采取措施

幫助殘疾人群體融入社會，如網約車

軟件99。

據報道，國家聾人日的設立，是為

了紀念1857年9月26日巴西第壹家聾人

學校成立，即國家聾人教育學院（Ines）。

據巴西國家地理研究院（IBGE）2017年

的統計數據，970萬巴西人有聽力障礙，

占總人口的5.1%。

在當天，巴西總統府聯手巴西教育

部以及巴西婦女、家庭和人權部，推出

了“政府手語”項目，旨在讓巴西聽障

人士、巴西手語譯者等通過政府設定的

手語特定術語，來了解巴西政府的相關

信息。法律規定，巴西手語（Libras）為

巴西第二官方語言。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

和第壹夫人米歇爾•博索納羅（Mi-

chelle Bolsonaro）出席了當日的活動。

第壹夫人還用巴西手語進行了演講，

“所有聽障朋友都有權利進入各個知

識領域”。在今年初的總統就職儀式上

，第壹夫人米歇爾就因為用手語演講而

獲贊。

“政府手語”項目將分為幾個步驟

進行，在26日當天的儀式上，首先發布

了首批特定術語的視頻，包括如何用手

語描述總統、第壹夫人、各位部長、發

言人以及他們的職責。其余的視頻接下

來將會在政府的社交網絡上發布。

巴西婦女、家庭和人權部部長達瑪

萊斯•阿爾維斯（Damares Alves）在儀

式上稱，這個活動是歷史性時刻。“我

們在這裏，是為了向巴西社會和全世界

傳達，在本屆政府沒有任何壹位聽障人

士會被落下。”她說。

除此之外，巴西國家殘疾人權利局

（SNDPD）推出了“聾人及聽障者公共

政策論壇”，27日舉辦第壹場聾人及聽

障者輔助技術研討會。巴西婦女、家庭

及人權部表示，該活動是“藍色9月”

宣傳活動的壹部分，“藍色9月”運動

旨在讓社會了解聽障者的權利。

在私營領域，壹些企業也推出了聽

障者友好措施，比如網約車軟件99。在

裏約熱內盧市（Rio de Janeiro），99平

臺上的註冊司機有20%都是聽障人士，

在貝洛奧裏藏特（Belo Horizonte），這

壹比例達到了23%。為此，99特意在有

聽力障礙的司機車裏放有特殊標語，

如“請用手勢與我交談”“請發信息

與我溝通”等，讓乘客方便與駕駛員

交流。此外，99還專門有壹個接待中

心，可以為有聽力障礙司機提供巴西

手語服務。

1991年，巴西制定了將殘疾人納入

到勞動力市場中的配額政策。法律規

定，員工數量在100人以上的企業，崗

位中必須有2%至5%分配給殘障人士：

員工人數在100至200人、201至500人、

501至 1000人、1001人以上的公司，殘

障人士需要占到2%、3%、4%及5%。每

年，巴西經濟部會對《配額法》的執行

情況進行檢查，年均檢查次數在1萬次

左右，勞動監察員會指導企業履行法律

責任。

普京最愛的冰淇淋要出口了！
曾不止壹次被稱贊

綜合報導 俄羅斯科連諾夫

斯基乳品罐頭聯合企業將建冰

淇淋出口車間。“科連諾夫卡

小奶牛”曾不止壹次受到俄羅

斯總統普京稱贊，他稱其為最

好吃的冰淇淋。

報道稱，普京曾在2017年

和2019年莫斯科航展上對這款

冰淇淋做出積極評價。2018年3

月，普京稱“科連諾夫卡小奶

牛”是最好吃的冰淇淋。之後，

該品牌就躋身俄羅斯冰淇淋市

場前三名。

據介紹，除冰淇淋外，科

連諾夫斯基乳品罐頭聯合企業

還生產牛奶、酸奶制品、奶油、

煉乳和其他產品。該公司產品

出口28個國家。

2019年的冷夏導致季節性商

品生產商蒙受損失。冰淇淋銷量

下降了23%，與2018年世界杯期

間相比更是慘淡，當時的銷量創

下了近15年的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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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大陸副總理劉鶴將和美方代表於10日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中國社科院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薛力8日受訪時研判，中美此次磋商最多只會達
成階段性協議，不會有川普希望的全面協議，且美方若想牽涉香港問題，雙方根本也就不
用談了，中國絕不在主權問題上退讓。

薛力表示，中美此次磋商若達成協議，肯定是階段性協議，中美這種以競爭、對抗為
背景下的合作會長期持續下去，這是雙方結構性上的問題，但也沒有想要將關係搞得太僵
，所以會先達成一些東西。因為中國希望減少貿易戰對國內的影響，美國總統川普也非常
需要階段性成果，好獲得選民的支持。

儘管在中美恢復磋商前，美日即於8日簽署兩項貿易協議，日本降低關稅，讓美國農產
品得以擴大進入日本市場，美國則緩徵日本的汽車關稅。薛力指出，雖然這對中美磋商有
一定影響，但畢竟中國與日本的市場體量不同，這個消息對中美磋商的影響極為有限。

美國在中美磋商前夕，接連派官員參加在台灣舉辦的 「太平洋對話」，及在美國召開
的 「台美國防工業會議」，薛力表示，這並不意外，美國打台灣牌意在平衡中國，中美正
走向對抗的道路，而台灣問題是雙方是否會發生衝突的最關鍵之處，目前北京在應對美國
頻以台灣問題來挑釁的問題上，視情節不同、處理相當有分寸，但美國在長期的貿易摩擦
中頻打香港、台灣牌，只會讓中美從對手漸漸變為敵人，進而發生衝突。

陸學者：美打台港牌 對手變敵人

（綜合報導）諾貝爾獎當中沒有天文學
獎，不過許多重大的天文發現經常成為物理
學獎的得主，今年就是系外行星的相關研究
，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的一半獎金由加裔美
國科學家皮伯斯（James Peebles）獲得，另
一半則由瑞士日內瓦大學天體物理學家梅耶
(Michel Mayor)，與瑞士行星搜獵專家奎洛茲
(Didier Queloz)共得。

如今熟知的宇宙大霹靂理論，其實是20
世紀才建立的，包括愛因斯坦、哈伯都是理
論的貢獻者。今年的得主，現年84歲的皮伯
斯，是大霹靂理論的重要學家，他最早預言
宇宙背景輻射的存在，是宇宙初期的低沉迴
音。他的理論模型詳細描述宇宙演化的過程
，如何在近140億年中從一個熱的，密密麻
麻的球，發展成為如今的廣闊、寒冷和膨脹
的宇宙。

同時，在1995年，梅耶和奎洛茲，發現

了第1個系外行星-飛馬座51B(51 Pegasi B)，
它是個非常接近恆星的巨大氣體行星，體積
大約是木星的一半，但是距離恆星僅有數萬
公里，因此表面溫度奇高，約有1200 度(後
來此類行星稱為熱木星)。

雖然它不是個生命居住的環境，但是卻
開啟了我們的新視野， 這三位天文學家證實
，像太陽系這樣的恒星還有很多，截止到今
天，已確認的系外行星超過1800個，而且我
們也找到了不少的類似地球這樣的岩石行星
，有些還處在適居區，可能是生命存在的環
境。

諾貝爾獎委員會立即致電給主要獲獎者
皮伯斯，希望能給年輕的研究員一些建議。
皮伯斯說，獎項和獎金很迷人，但那從來不
是科學研究所在乎的，要進入科學領域並為
此付出終生，是因為科學值得你深深地著迷
。

研究宇宙富開創性 美瑞3學者獲諾貝爾物理獎

（綜合報導）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摩瑞支持香
港爭取自由持續在網路延燒，不僅火箭隊遭大陸網
民抵制，在見到憤怒的大陸球迷反彈後，NBA總裁
席佛特別出面說話，不過自他強調聯盟是力挺 「言
論自由」的，更引起陸網民另一波怒火，更有人公
開表示 「支持911」、 「支持賓拉登」等激進字眼
。

法新社報導，摩瑞（Daryl Morey）挺港推文導
致大陸贊助商紛紛撤銷對火箭的贊助，大陸央視也
宣佈也取消相關賽事轉播事宜。而NBA總裁席佛
（Adam Silver）表示， 「毫無疑問，（這件事）經
濟影響顯而易見。那則推文已產生相當戲劇性後果
」， 「作為一個價值為基礎的組織，我想要澄清一
下…在行使言論自由的能力上，摩瑞是獲得支持的
」， 「我得知一些媒體暗示我們不支持莫雷，但事
實上我們支持。向大陸球迷道歉與支持一個人發聲

並不矛盾」。
然而，席佛對此一風波發言對陸網民可謂火上

加油，怒火從針對火箭隊轉向NBA，甚至美國所忌
諱的911恐怖攻擊。有網民在微博上留言 「你要是
覺得這是言論自由，那我也可以揭你的疤，911是
對的！我支持賓拉登」、 「美國不是言論自由麼，
如果我說支持阿拉伯自由戰士911再來幾次，黑人
都是低等人，你美國不抓人？ 」、 「我支持美國
各州獨立，911事件是美國人民自由民主解放歷史
的劃時代的一天」。

不過也有陸網民呼籲理性看待，並認為過激的
言詞反而給香港 「反送中」支持者留下證據，再把
這些言論放給外國人看；也有人呼籲現今應保持理
性與自尊，靜觀其變，而不是展開毫無意義且極低
水準的言論攻擊，在此之前耐心等待。

NBA總裁挺火箭經理言論自由 陸網民怒：支持911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罔顧昔日戰
友庫德族的安危，默許土耳其揮兵敘國北部
，在國內引發排山倒海的批評。除民主黨痛
批川普背信忘義，就連一向力挺川普的共和
黨核心人物，都強烈譴責在庫德族 「背後捅
刀」的行為。

眾議院院長裴洛西也透過聲明指，川普
的決策 「向伊朗、俄羅斯以及美國盟友發出
危險訊息，告訴他們美國不再是值得信賴的
夥伴」。

川普共和黨同志罕見窩裡反
。在 「通烏門」彈劾案中力挺川
普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諾
（Mitch McConnell）稱，川普此
舉 「只會讓俄羅斯、伊朗得利，
也可能增加伊斯蘭國（IS）與其
他極端組織重新整隊的風險。」

川普在參院的重要盟友、南
卡羅萊納州資深參議員葛蘭姆也
說， 「總統衝動的決定讓我們過

往的努力一夕歸零，當地將再度陷入混亂。
伊朗已在摩拳擦掌…在我看來這項決策真的
非常短視近利且不負責任。」

曾深受川普信任的前駐聯合國大使海莉
（Nikki Haley）7 日也毫不留情地推文炮轟
： 「如果我們希望獲得朋友的幫助，就得力
挺所有盟友！庫德族是我們在敘利亞對抗IS
的戰爭中，極為重要的獲勝關鍵。坐視他們
死掉絕對是個嚴重錯誤。土耳其才不是我們
的朋友!」

（綜合報導）身陷通烏門調查的美國總統川普不顧黨內外反對，於6日強令撤回駐敘美軍，但他又
威脅土耳其，不得襲擊庫德族，否則將 「徹底毀滅」土耳其經濟。

面對強烈抨擊，川普7日發布多條推特自我辯護，認為美國多年來為敘利亞提供的大量武器裝備和
資金已能作為相對的補償了， 「我們是時候擺脫無止境的荒唐戰爭…我們只為對我們有利的事物而戰」
。同時，呼籲將該區域的事務留給土耳其、俄羅斯、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去處理， 「美國為這些已經
做得足夠多了…是時候讓其他國家（一些富有國家），出來捍衛自己領地。」

他還聲稱 「跟每個人都商量過了」。但《紐約時報》指出，川普的決定違背國防部和國務院高層的
建議，背棄庫德族盟友，可能會使敘利亞衝突擴大。外界分析，川普撤軍敘利亞的決定似乎是想向土耳
其靠攏。但川普堅稱，這項決定是基於 「美國優先」，表示 「沒有和任何一方站在一起。美軍駐敘利亞
本該是一項短期的行動，但卻越來越深陷戰鬥。」

同黨齊轟川普背信棄義

川普稱要擺脫無止境荒唐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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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民眾於在檢察

廳前舉行大規模燭光集會，敦促司

法改革，力挺法務部長官曹國。韓

國檢方對此正式表態稱，將為改革

檢察組織全力以赴，但即使民眾舉

行集會，檢方仍將繼續對曹國家人

進行相關調查。

報道稱，韓國大檢察廳向記者發

送以“檢察總長對檢察組織改革的立

場”為題的短信表示，忠誠接受韓國

民眾和國會對檢察組織改革的意願，

將為改革檢察組織全力以赴。大檢察

廳從檢察總長人事聽證會起壹直明確

表態相關立場，目前也毫無改變這壹

立場。

檢察廳有關人士表示，雖然大

檢察廳並未另行表態針對法務部長

官曹國家人相關調查的立場，但即

使民眾舉行集會，檢方仍將繼續進

行曹國家人相關調查。

據報道，“司法積弊清算泛國民

市民連帶”於28日在首爾中央地方檢

察廳前舉行“第7次檢察組織改革燭

光文化節”，敦促司法改革。

據主辦方推測，當天約有 150

萬人參加燭光集會。參加集會的民

眾要求清算司法積弊，成立高級公

職者犯罪調查處，改革檢查組織，

並高喊“守護曹國”和“改革檢察

組織”等口號。

據稱，檢方計劃在本周初傳喚曹國妻子、東洋大學教

授鄭京心(音)接受調查。

憂人口減少影響兵力？
韓國軍方擬放寬征兵審查基準

綜合報導 由於韓國人口急劇減

少，韓國可能在數年內面臨現役軍人

資源不足的現象。在此背景下，韓國

軍方當局著手修改現役軍人相關規定

，以提高征兵審查現役軍人判定率。

韓國國防部和兵務廳等韓國政府

有關人士介紹，國防部正在考慮放寬

現役軍人判定基準，以提高征兵審查

現役軍人(1至3級)判定率。

壹位韓國政府有關人士表示，兵

務廳等部門預測，從2021年起會出現

現役軍人資源不足現象，因此計劃於

明年修改征兵審查基準。

據報道，韓國國防部正在考慮放

寬肥胖判定指標“身體質量指數

（BMI）”、高血壓等現役軍人判定

基準。

據稱，韓國征兵審查由人格測驗、

肝功能、腎臟、血糖、血尿檢查等26

種病理檢查和X光檢查、內科、骨科、

精神健康醫學科等9個項目檢查組成。

據預測，韓國國防部將於2021年初實

際適用新兵役基準的可能性比較大。

雷達故障？
新西蘭全國航班不允許起飛原地待命

綜合報導 新西蘭空管部門Air-

ways 稱，由於空中交通系統出現故

障，導致新西蘭全國的飛機都受到影

響，無法起飛。有乘客稱，問題是由

於雷達“故障”引發的。

“我們了解到，我們的空中交通系

統出了壹個問題，目前正在使用備份系

統，航班因此受到影響，請隨時在這裏

查看最新消息。”Airways在社交媒體

上表示，但沒有透露是什麼問題。

壹名正在新西蘭惠靈頓等待起飛

的乘客稱，他和乘客們正坐在飛機裏

，等待飛往奧克蘭。另外壹名搭乘新

西蘭航空客機的乘客稱，他所在的航

班本來已經準備起飛了，突然被空管

員叫停。

壹名在克賴斯特徹奇機場的乘客

表示，沒有飛機從這裏起飛，他們認

為應該是雷達出了問題。

新西蘭地質及核科學研究所火山

學家基爾· 古爾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他被告知問題出在了雷達上。惠靈頓

機場的乘客被告知，壹些航班正在降

落，但不允許航班起飛。

壹名飛行員稱，他正在停機坪上

等待起飛，有人通知他“全國的雷達

都癱瘓了”。

據報道，Airways負責新西蘭全國

的空中交通管理，每年控制超過100

萬次航空器活動。該公司的空管員遍

布克賴斯特徹奇的雷達中心和全國超

過15個管制塔臺。

由中企建設運營的上馬相迪A水電站
發電量突破10億千瓦時

綜合報導 在新中國成立

70周年之際，由中企建設運營

的尼泊爾上馬相迪A水電站9

月 30日 8時 23分實現進入商

業運營來累計發電量突破10

億千瓦時的成績，並連續安全

生產1125天。

上馬相迪A水電站系中國

電力建設集團在尼泊爾投資的

第壹個水電項目，是尼境內第

壹個由中國企業開發建設、運

營的項目，也是尼泊爾水電建

設史上第壹個提前實現發電的

水電站。

該水電站裝機容量50兆

瓦，占尼泊爾電力系統總裝機

的 5.72%，於 2017 年 1月 1日

正式進入商業運營。電站運營

團隊以“安全、穩定、連續、

高效”運行為宗旨，精心組織

電力生產運維管理工作，不斷

探索規律、總結規律，克服尼

泊爾電網結構薄弱、運行穩定

性差的環境，設備完好率壹直

保持在95%以上，主輔設備完

好率100%，2017年至今連續

11個季度均到達到壹類設備指

標。

據了解，該電站自進入商

業運行以來，運營安全穩定，

電力源源不斷地輸送至尼泊爾

首都加德滿都，解決加德滿都

長期以來分區輪換停電的缺電

困境，對緩解尼泊爾電力供應

緊張局面

做出了巨

大貢獻。

尼 泊

爾上馬相

迪項目公

司總經理

晏洪偉對

記者說，

對於境外

已經運營

的水電企業而言，安全穩定的

日常生產，持續不斷為當地提

供電力能源，就是對新中國成

立70周年最好的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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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旅收超6000億 增長8.47%
接待國內遊客7.82億人次 紅色旅遊成主題

文旅部數據中心統計顯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周年，國慶假日期間內地多個景區均有舉

辦慶祝活動，很多家長選擇趁此機會對孩子進行愛
國主義教育，以不同形式參與愛國主題旅遊。上述
數據顯示，國慶長假期間內地有78.84%的遊客參與
了各式國慶慶祝活動。中共一大會址、南湖紅船、
楊家嶺、西柏坡、古田會議舊址、香山革命紀念地
等紅色旅遊景區迎來客流高峰。各地還上演絕美燈
光秀“告白”祖國。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
慶、武漢等城市夜間點亮地標建築，打出“我愛你
中國”“祖國萬歲”等，備受追捧。據相關旅遊網
站數據顯示，國慶期間，紅色主題景區全網在線售
票同比增長35.2%。

愛國旋律引領市場
長假期間，愛國主旋律引領旅遊市場。紅色

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各地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等通過舉
辦主題展覽，延長閉館時間，加大文化惠民力
度。中央和地方文藝院團推出了豐富多彩的文藝
節目。中國旅遊研究院的調查表明，66.4%的遊
客假日期間參觀了人文旅遊景點，59.45%的遊客
參觀了歷史文化街區，86.36%的遊客參與了兩項
以上文化活動。

大數據疏導作用顯著
數據還顯示，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

等科技在文旅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日趨凸顯，各地文
化和旅遊部門、旅遊景區和旅遊企業提前預判、及
時疏導，網上預約、線下分流，運用智慧化手段疏
解客流。定製遊已從概念走向市場實踐，62.3%的
遊客表示黃金周有意願嘗試“定製旅行”，其中

“80後”、“90後”遊客佔比超五成，“00後”
佔比達七分之一。

另據新華社報道，商務部7日發佈數據顯示，
10月1日至7日，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
1.5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8.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來自中國文化和

旅遊部的數據顯示，今年國慶七天，全國共

接待國內遊客 7.82 億人次，同比增長

7.81%；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6,497.1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47%。各項

指標均創歷史新高。其中，愛國主旋律引領

國慶假日旅遊市場，紅色旅遊、夜遊、文博

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白天
欣賞城市風光或探秘自然景色，夜晚觀賞各種主題
燈光秀，打卡各種國慶特別版節目，給前來廣東旅
遊的遊客留下難忘印象，尤其是豐富多彩的夜間文
旅體驗，帶動了夜間經濟的蓬勃發展。

今年國慶，遊客需求多元化、個性化日趨鮮
明，廣東的各大旅遊景區紛紛推出夜場經濟、探秘追
尋、寓教於遊等新項目吸引遊客。其中，珠江夜遊是
其中一個熱門夜遊項目。今年國慶期間，珠江兩岸的
景觀資源和璀璨燈光再度全新升級，30棟沿江建築

變成30幅燈光幕牆，組成打造了一條“珠江燈光畫
卷”，吸引無數人在兩岸拍攝。珠江夜遊還推陳出
新，每天的20時至21時，精心裝扮20艘珠江遊船，
組織“歡樂珠江·禮讚祖國”國慶珠江巡遊活動。據
珠江遊船企業直報數據顯示，10月1日至5日，珠江
夜遊共接待遊客14.24萬人次，同比增長19.33%，經
營收入1,210.09萬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2.03%。

觀看馬戲節目是遊客到長隆樂園的必備項目。
廣州長隆大馬戲每晚上演兩場世界頂級馬戲盛宴，
長隆水上樂園晚上開放至21時，吸引大量市民遊客

前往。珠海長隆更推出了300架無人機表白祖國、
國慶紅歌快閃等國慶特別版節目，最新大劇龍秀、
夜宿鯨鯊館、夜光大巡遊之“海洋保衛戰”等熱點
項目，均成為網紅打卡點。

國慶假日期間，廣東其他地方也紛紛推出夜間
主題活動，如佛山多地舉行夜場活動，佔地5萬平
方米的拾貳季生態島舉行網紅花燈藝術節，燈飾共
設60組，以浪漫愛情、四季繁花、萌寵動物、水中
精靈等為主題，造型唯美、體感3D，市民遊客賞夜
景的同時，也大大拉動了佛山的夜場經濟。

粵夜間文旅豐富 遊客增長明顯

今年國慶假期，有
不少遊客解鎖了品嚐美
食的新姿勢：邊逛邊
吃。在各地旅遊景區，
除了人頭攢動的遊客，

還多了不少外賣小哥的身影。
在線外賣平台的數據顯示，在國慶

前三天，有超過百萬名遊客在全國核心
景區點外賣。根據用戶日常下單城市和
國慶期間下單城市的數據分析，在來杭
旅遊的各地遊客中，要屬上海、北京、
南京的遊客最喜歡點外賣了。

在杭州的眾多景點中，西湖斷
橋、西溪濕地、南宋御街成了外賣訂
單量最多的景點。據杭州物流負責人
張飛介紹，西湖斷橋周邊、虎跑寺、
杭州少年宮附近的外賣訂單量更是景
點中的翹楚，成為西湖區域的外賣訂
單量前三名。

片兒川、葱包燴、荷花酥是杭州
特色小吃中最受遊客外賣青睞的，增
幅分別達到 24%、82%和 61%。其
中。在景點下單吃片兒川的遊客近
19,100 人次，超過 3,760 名遊客在西
湖斷橋吃片兒川外賣。

從全國範圍看，“今年國慶期間
外賣消費需求非常旺盛，全國大多數
城市都實現了訂單兩位數的同比增
幅。”阿里本地生活服務公司公共事

務資深專家羅南介紹，“而在熱門景區點外
賣，也成了今年黃金周的消費新趨勢。前三天
有1萬多人在上海的徐家匯點生煎，有3,000多
人在杭州的斷橋邊點了片兒川，而有5,000多
人在西安的大雁塔下點了肉夾饃。”

護國寺小吃，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傳統特色
美食。王朋是這個區域的一名外賣騎手，他告
訴記者，今年國慶期間，地方特色美食的訂單
突然增加了不少。

“比去年國慶的時候每天要多個十幾單，主
要現在遊客在賓館點得多一點，像護國寺小吃、
鴨王、京味齋這些餐廳出得比較多，北京烤鴨一
天最多送了一二十單。”外賣騎手王朋說。

■《錢江晚報》

 &旅
遊
點
外
賣
解
鎖
另
類
新
消
費

■國慶期間，杭州西湖風景區的斷橋上遊人絡
繹不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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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執法者為保命鳴槍數字回歸後新高 若不嚴懲恐終有警員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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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以來，“黑衣魔”針對警員的暴力手

段步步升級，由最初衝擊警察防線，到現在公然

叫囂“殺警”，並付諸實行。武器方面，由起初

的雨傘、磚塊、鐳射槍，升級至鐵支、氣槍、大

型丫叉，到最近削尖鐵支、汽油彈、尖刀等致命

武器更成為“常用裝備”。由6月中至今，已有

最少280名警員被襲擊受傷。

行動方面，也由衝擊警察，到現在用利刃伏

擊休班警員、包圍落單警員並施以致命襲擊等，

當中以今年國慶日的“殺警行動”最為瘋狂。近

月已發生多宗警員被圍攻危及生命，別無他選下

被迫鳴槍自衛的案件，數量創回歸後之最，顯示

極端暴徒的兇殘已達喪心病狂的程度，必須予以

嚴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文森

目無法紀的“黑衣魔”向
警務人員施襲的個案，屢見不
鮮。今年8月底有便衣探員於
銅鑼灣展開拘捕行動，其間有
暴徒企圖搶犯，更瘋狂攻擊便
衣探員並企圖搶槍，探員奪回
佩槍鳴槍迫退暴徒；其後便衣
探員再被暴徒群起圍攻，另一
探員被迫開槍示警。警方表

明，當時兩名探員生命均受到嚴重威
脅，且已表明警察身份及作出多次警
告，故開槍實屬合理合法。

今年8月31日的非法遊行再次依
慣例演變成暴力衝擊，暴徒在全港多
區製造混亂，破壞社會秩序和公眾安
寧。當晚9時在銅鑼灣，暴徒襲擊數
名喬裝示威者的探員，其中一人被暴
徒企圖搶警槍及手機，因當時其生命
受到嚴重威脅，故在警告無效後，於
晚上9時零5分，在維園內被迫向天
開一槍示警。

其後再有數十名暴徒，使用長鐵
支、竹枝、汽油彈、磚頭等攻擊性武
器，瘋狂襲擊附近探員。其中4名便
衣探員退到維園噴水池附近，再被三
四十名暴徒包圍及瘋狂襲擊，更有暴
徒投擲汽油彈。有探員在晚上9時10
分，在噴水池附近被迫鳴槍一響示
警。暴徒其後四散逃走。

警方在其後的記者會上強調，兩
名便衣探員當時被襲擊，生命受到嚴
重威脅。而他們受襲時均已表明警察
身份，並在多次警告無效下，才鳴槍
示警，故兩人當時開槍的決定實屬正
確和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為令“黑衣魔”無法在蒙面下搗亂
社會秩序，特區政府於本月4日宣佈引用
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翌日零
時開始生效。大批“黑衣魔”隨即在全
港各區發難，展開“最後的瘋狂”，堵
路、縱火無所不為，警員更成為襲擊目
標。一名便衣警員在元朗被連環狂毆，
更兩度遭近距離投擲汽油彈並企圖搶

槍，身上一度着火，滿身披血。他奮不顧身奪
回佩槍，其間開槍擊中一名14歲暴徒的左腿，
才能死裡逃生。

當晚9時許，一名便衣警員駕車上班，在
途經元朗大馬路時，因車頭擋風玻璃貼有警
署泊車證，即被近百名暴徒視為攻擊目標，
一擁而上將車截停。有暴徒打開司機位車

門，圖拉便衣警下車，更將鐵通插入車廂。
便衣警被迫下車，手按腰間槍袋，大聲喝令
暴徒：“我係元朗CID，大家冷靜啲！”

便衣警遭毆 兩度挨火燒
他邊講邊後退到路中鐵欄，一名暴徒突

撲前將其按倒，其他暴徒即上前，用棍棒和
拳腳將他狂毆。他因生命受嚴重威脅，情急
下開了一槍，一名14歲暴徒大腿中彈，其他
暴徒隨即四散。
便衣警員企圖爬起時，暴徒近距離向他投

擲汽油彈，一個兩米高火團將其包圍，他馬
上滾動跳出火海逃命，但因手臂着火，其手
上曲尺手槍甩脫，拋到路邊，彈匣也飛脫離
槍身，警員需滾動身體撲熄火焰。

當他逃離火海，突見兩名蒙面暴徒彎腰
圖拾起手槍，他即奮不顧身衝前猛力推開暴
徒，搶回佩槍。他血流披面致電求救，惟喪
心病狂的暴徒再向他投擲汽油彈，火團跌在
其腳邊隨即着火，他再度跳開逃跑。5分鐘
後，有同袍趕到將他救走，他需送院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今年10月1日國慶日，“黑衣
魔”在多區肆虐，警員成為他們的攻
擊目標。荃灣有暴徒向警員施襲，終
自食其果被槍傷，需送院治療，並被
控以一項暴動罪及兩項襲警罪。

當日下午4時，約10名防暴警在
荃灣大河街被近千名暴徒猛烈攻擊，

投擲大量汽油彈、磚塊等。防暴警一邊發射
催淚彈反擊，一邊逐步後撤。當9名防暴警
退入一幢大廈內防守時，墮後的一名警員被
眾暴徒打倒在地，被棍棒狂毆頭部及上身，
有暴徒用尖鐵支屢屢猛刺警員要害。

生命受威脅只有開槍
見到同袍性命陷入致命威脅，一名警員

折返衝向眾暴徒，在別無選擇下拔出佩槍警
告。18歲暴徒曾志健持鐵通打向該警員持
槍的右手，警員被打中，生命受威脅，只有
開槍，終近距離擊中曾志健左胸。曾志健因
槍傷後退，壓在被圍毆警員身上後倒地。

眾暴徒此時驚惶四散，解除被圍毆警員
的生命威脅。另一暴徒企圖拉走曾志健時，
被增援警員制服。其他暴徒畏懼逃離期間，
竟仍投擲燃燒彈，致發出火光，危害在場警
員、記者以及兩名被制服暴徒的安全。

曾志健被送院治理，沒有生命危險。其
後他被控於荃灣大河道、大河道北和鱟地坊
一帶，與不知名者參與暴動，另被控兩項
“襲擊警務人員”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0 月 8
日，咬斷警察手指的暴徒開庭審判。人民日報微
博公號“人民銳評”7日發表評論說，暴徒的審
判日已經來得太晚，人們更不希望這審判又是高
高舉起、輕輕放下。止暴力，司法機關有手段；
恢復秩序，司法機關有責任。

這篇題為《守護香港，司法正義不能缺席》
的評論說，暴徒變本加厲的背後，正在於煽暴
派、縱暴派的執迷不悟、用心險惡，更在於法治
的實錘沒有落下、違法的暴徒尚未得到嚴懲。暴
力不止，法治不彰；法治不彰，暴力難止。

評論說，人們看到的是，違法暴力狂奔已近
4個月，被警方拘捕的2,000人絕大多數處於保
釋狀態；人們反思的是，如果開始被檢控的暴徒
已經受到法律的嚴懲，是否還會有那麼多被煽惑
的青少年學生走上危途；人們要問的是，“警察
抓人、法官放人”是否只是謠言，香港的司法機
關什麼時候才能回應市民期盼，與特區政府一
道，合力遏制住香港向懸崖墜落的勢頭。

評論指出，暴徒已向香港的法治全面開戰，
警方嚴正執法、司法嚴正司法，給他們以沉重打
擊，守住大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止暴制亂可期，香
港重歸繁榮穩定可期。守護香港，司法正義不能缺
席。“誅禁不當，反受其央。”香港司法機關需要
明白這一淺顯的道理。它關乎香港的未來，也關乎
司法機關自身的生存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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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搶槍襲警 警鳴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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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為中槍暴徒作護理。 資料圖片

■便衣警舉槍示警。 資料圖片

■暴徒擲出汽油彈，休班警被裹在火球中。
資料圖片

■■暴徒手段愈趨兇殘暴徒手段愈趨兇殘，，汽油彈汽油彈
已成襲警的常用武器已成襲警的常用武器。。圖為圖為88
月底警員在觀塘遭遇汽油彈攻月底警員在觀塘遭遇汽油彈攻
擊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由襲警到圖殺警由襲警到圖殺警
暴徒入魔更兇殘

立法前最後瘋狂 掟汽彈燒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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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旅收超6000億 增長8.47%
接待國內遊客7.82億人次 紅色旅遊成主題

文旅部數據中心統計顯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周年，國慶假日期間內地多個景區均有舉

辦慶祝活動，很多家長選擇趁此機會對孩子進行愛
國主義教育，以不同形式參與愛國主題旅遊。上述
數據顯示，國慶長假期間內地有78.84%的遊客參與
了各式國慶慶祝活動。中共一大會址、南湖紅船、
楊家嶺、西柏坡、古田會議舊址、香山革命紀念地
等紅色旅遊景區迎來客流高峰。各地還上演絕美燈
光秀“告白”祖國。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
慶、武漢等城市夜間點亮地標建築，打出“我愛你
中國”“祖國萬歲”等，備受追捧。據相關旅遊網
站數據顯示，國慶期間，紅色主題景區全網在線售
票同比增長35.2%。

愛國旋律引領市場
長假期間，愛國主旋律引領旅遊市場。紅色

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各地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等通過舉
辦主題展覽，延長閉館時間，加大文化惠民力
度。中央和地方文藝院團推出了豐富多彩的文藝
節目。中國旅遊研究院的調查表明，66.4%的遊
客假日期間參觀了人文旅遊景點，59.45%的遊客
參觀了歷史文化街區，86.36%的遊客參與了兩項
以上文化活動。

大數據疏導作用顯著
數據還顯示，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

等科技在文旅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日趨凸顯，各地文
化和旅遊部門、旅遊景區和旅遊企業提前預判、及
時疏導，網上預約、線下分流，運用智慧化手段疏
解客流。定製遊已從概念走向市場實踐，62.3%的
遊客表示黃金周有意願嘗試“定製旅行”，其中

“80後”、“90後”遊客佔比超五成，“00後”
佔比達七分之一。

另據新華社報道，商務部7日發佈數據顯示，
10月1日至7日，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
1.5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8.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來自中國文化和

旅遊部的數據顯示，今年國慶七天，全國共

接待國內遊客 7.82 億人次，同比增長

7.81%；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6,497.1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47%。各項

指標均創歷史新高。其中，愛國主旋律引領

國慶假日旅遊市場，紅色旅遊、夜遊、文博

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白天
欣賞城市風光或探秘自然景色，夜晚觀賞各種主題
燈光秀，打卡各種國慶特別版節目，給前來廣東旅
遊的遊客留下難忘印象，尤其是豐富多彩的夜間文
旅體驗，帶動了夜間經濟的蓬勃發展。

今年國慶，遊客需求多元化、個性化日趨鮮
明，廣東的各大旅遊景區紛紛推出夜場經濟、探秘追
尋、寓教於遊等新項目吸引遊客。其中，珠江夜遊是
其中一個熱門夜遊項目。今年國慶期間，珠江兩岸的
景觀資源和璀璨燈光再度全新升級，30棟沿江建築

變成30幅燈光幕牆，組成打造了一條“珠江燈光畫
卷”，吸引無數人在兩岸拍攝。珠江夜遊還推陳出
新，每天的20時至21時，精心裝扮20艘珠江遊船，
組織“歡樂珠江·禮讚祖國”國慶珠江巡遊活動。據
珠江遊船企業直報數據顯示，10月1日至5日，珠江
夜遊共接待遊客14.24萬人次，同比增長19.33%，經
營收入1,210.09萬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2.03%。

觀看馬戲節目是遊客到長隆樂園的必備項目。
廣州長隆大馬戲每晚上演兩場世界頂級馬戲盛宴，
長隆水上樂園晚上開放至21時，吸引大量市民遊客

前往。珠海長隆更推出了300架無人機表白祖國、
國慶紅歌快閃等國慶特別版節目，最新大劇龍秀、
夜宿鯨鯊館、夜光大巡遊之“海洋保衛戰”等熱點
項目，均成為網紅打卡點。

國慶假日期間，廣東其他地方也紛紛推出夜間
主題活動，如佛山多地舉行夜場活動，佔地5萬平
方米的拾貳季生態島舉行網紅花燈藝術節，燈飾共
設60組，以浪漫愛情、四季繁花、萌寵動物、水中
精靈等為主題，造型唯美、體感3D，市民遊客賞夜
景的同時，也大大拉動了佛山的夜場經濟。

粵夜間文旅豐富 遊客增長明顯

今年國慶假期，有
不少遊客解鎖了品嚐美
食的新姿勢：邊逛邊
吃。在各地旅遊景區，
除了人頭攢動的遊客，

還多了不少外賣小哥的身影。
在線外賣平台的數據顯示，在國慶

前三天，有超過百萬名遊客在全國核心
景區點外賣。根據用戶日常下單城市和
國慶期間下單城市的數據分析，在來杭
旅遊的各地遊客中，要屬上海、北京、
南京的遊客最喜歡點外賣了。

在杭州的眾多景點中，西湖斷
橋、西溪濕地、南宋御街成了外賣訂
單量最多的景點。據杭州物流負責人
張飛介紹，西湖斷橋周邊、虎跑寺、
杭州少年宮附近的外賣訂單量更是景
點中的翹楚，成為西湖區域的外賣訂
單量前三名。

片兒川、葱包燴、荷花酥是杭州
特色小吃中最受遊客外賣青睞的，增
幅分別達到 24%、82%和 61%。其
中。在景點下單吃片兒川的遊客近
19,100 人次，超過 3,760 名遊客在西
湖斷橋吃片兒川外賣。

從全國範圍看，“今年國慶期間
外賣消費需求非常旺盛，全國大多數
城市都實現了訂單兩位數的同比增
幅。”阿里本地生活服務公司公共事

務資深專家羅南介紹，“而在熱門景區點外
賣，也成了今年黃金周的消費新趨勢。前三天
有1萬多人在上海的徐家匯點生煎，有3,000多
人在杭州的斷橋邊點了片兒川，而有5,000多
人在西安的大雁塔下點了肉夾饃。”

護國寺小吃，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傳統特色
美食。王朋是這個區域的一名外賣騎手，他告
訴記者，今年國慶期間，地方特色美食的訂單
突然增加了不少。

“比去年國慶的時候每天要多個十幾單，主
要現在遊客在賓館點得多一點，像護國寺小吃、
鴨王、京味齋這些餐廳出得比較多，北京烤鴨一
天最多送了一二十單。”外賣騎手王朋說。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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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期間，杭州西湖風景區的斷橋上遊人絡
繹不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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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假期間長假期間，，紅色旅遊紅色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
主題主題。。圖為湖南湘西鳳凰古城迎來客流高峰圖為湖南湘西鳳凰古城迎來客流高峰。。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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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合作方下架火箭相關商品
火箭隊總經理發表涉港不當言論 拒絕道歉被批無誠意

莫雷在5日發表涉港不當言論後的40多個小時，除了刪
除相關推文及發表“我在東京”的“裝傻式”狡辯，

無任何道歉和進一步解釋的言論，中國球迷及機構、合作企
業無法接受。北京時間6日至7日凌晨，中國籃協、央視體
育頻道、騰訊體育、浦發銀行、李寧、你我貸等機構接連發
出暫停與休斯頓火箭俱樂部的合作與交流的聲明。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館亦稱，對莫雷發表錯誤涉港言論表示震驚和強烈
不滿，要求火箭隊作出澄清，立即糾正錯誤，並採取切實措
施，消除惡劣影響。

莫雷和NBA終於坐不住了。7日上午，莫雷在社交平台上連
發兩條推文，稱無意讓自己的推文對火箭的球迷和他在中國的朋
友造成任何冒犯。“我一直很感謝中國球迷和贊助商提供的大力
支持，我希望那些失望的人知道，冒犯或誤解他們不是我的意
圖。推文是我自己的，不代表火箭或NBA。”

已嚴重傷害中國球迷感情
NBA首席傳播官邁克爾-巴斯亦代表聯盟發佈聲明稱，

對莫雷發表的不當言論感到極其失望，他無疑已經嚴重地傷
害了中國球迷的感情。莫雷現已澄清他的言論不代表火箭隊
和NBA的立場。可以看出，兩份聲明，無任何道歉的成分，
更無糾正錯誤消除影響的實際措施，這引發中國球迷更強烈
的不滿。

“莫雷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中國球迷也可以有，那
就是讓火箭隊滾出中國。”網友“琪琪3003”憤怒聲討。
“個人愛好和國家利益相比，想都不用想了，哪怕放棄了愛
好，也要把國家利益放在最前面。”球迷潘先生在網絡上發
佈評論稱。

有網友進一步指出，此前，NBA快艇隊前老闆因為種族
歧視被罰250萬美元，贊助商全部撤離，被永久禁止參與
NBA一切事宜，最後不得不賣掉球隊。“而莫雷分裂中國言
論醞釀到現在連一份像樣的道歉都沒有，這其中的態度，大
家都懂了吧。”

NBA發展聯盟季前賽被撤
火箭隊中國合作方則以實際行動回應莫雷和火箭隊。7

日，長虹美菱通過官方微博發佈聲明，從即日起，將暫時下
架並召回所有NBA聯名款火箭隊球迷冰箱，暫停火箭隊球迷
冰箱相關市場活動和宣傳。“如果你把你自己當個球，中國
球迷一定會把你一腳踢開！”據悉，長虹美菱是NBA中國官
方市場唯一冰箱合作品牌，於今年6月剛剛發佈了NBA球迷
冰箱，火箭隊是6支定製首發球隊之一。

與此同時，招商銀行亦發佈一則通知，即日起在所有渠
道下線招商銀行NBA火箭隊聯名信用卡及相關球星卡，並要
求各分行做好客戶應對及解釋，勿主動推廣相關卡片。

除了贊助商外，CBA官方也宣佈將取消本月19日-20日
在江蘇蘇州舉行的與NBA發展聯盟的季前賽，其中包括與火
箭下屬球隊毒蛇隊的兩場比賽。另外，包括淘寶、天貓、拼
多多在內的電商平台紛紛下架涉及火箭隊的所有商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NBA球隊休斯頓（港稱侯斯

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發表涉港不當

言論事件持續發酵。7日，莫雷迫於輿論壓力發佈

聲明，稱無意對球迷和中國朋友造成任何冒犯，

並稱言論不代表NBA和火箭隊。NBA官方亦稱言

論僅代表莫雷本人。兩者這種狡辯式的回應，無

任何道歉及採取進一步措施的誠意。當日，火箭

隊在中國的合作方紛紛以實際行動進行回擊，包

括冰箱品牌長虹美菱、招商銀行等紛紛下架及召

回聯名火箭隊的所有相關產品，淘寶、天貓等電

商平台亦下架所有涉火箭隊的商品。火箭隊在中

國的市場及合作正面臨冰封的局面，損失慘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館當地時間6日就美國NBA休斯敦火箭隊總
經理莫雷日前發表錯誤涉港言論表示強烈不滿，並
向該隊提出嚴正交涉。

莫雷日前曾在社交媒體上發表錯誤涉港言
論，此後又將該言論刪除。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當
地時間6日在其網站上說，中方對火箭隊總經理莫
雷日前發表錯誤涉港言論表示震驚和強烈不滿，已
經向火箭隊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該隊作出澄清，立
即糾正錯誤，並採取切實措施，消除惡劣影響。

總領館表示，當前，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
香港社會各界最廣泛的共識和最強烈的呼籲，“任
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為維護香
港社會穩定作出的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7日，莫雷在社交媒體上就發表涉港不當
言論一事首次回應，但並未道歉。反而是其
隊友哈登（又稱夏登）和威斯布魯克（又稱
韋斯布魯克），替莫雷向中國球迷致歉，表
示中國球迷給予極大支持。

哈登和威斯布魯克是火箭隊新賽季的兩
位當家球星。正在日本東京備戰NBA季前賽
的哈登和威斯布魯克7日下午接受採訪，並正
式道歉。“我們道歉，我們愛中國。”哈登
表示，“我們非常喜歡在那裡打球，每年會
去中國一兩次，我們兩個都是。中國球迷給
了我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我們很感激他
們。”

與莫雷相比，哈登似乎更懂中國，更尊
重中國和中國球迷，相關言論更有誠意。據
了解，哈登上一次道歉是在今年6月。他在上
海活動期間，因騎電動自行車出行時違反交
通法規，被交警攔下後誠懇接受了處罰。上
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警民直通車-上海隨後
回應說：“吹哨可以是維護比賽規則，也可
以是維護交通安全。中國有句老話：沒有規
矩，不成方圓。願比賽成績越來越好，也願

大家路上平平安安。”

蔡崇信：中國主權不容侵犯
此外，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NBA布魯

克林籃網隊老闆蔡崇信7日就莫雷發表涉港不
當言論，在其個人社交網頁發表了一封致所
有NBA球迷的公開信。他在信中表示，數以
億計的中國球迷感情受到了嚴重傷害。他認
為，莫雷的不當言論給火箭隊和中國球迷之
間的關係帶來巨大破壞，這件事造成的傷害
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被修復。

蔡崇信表示，火箭隊在這之前是中國最
受歡迎的球隊，但現在可以說被驅逐出了中
國市場。當數以億計的中國球迷對某個問題
憤怒的時候，聯盟及與NBA有關的人都必須
高度關注。作為NBA30支球隊其中一支的老
闆，也作為一個在中國度過了職業生涯大部
分時光的炎黃子孫，他必須發聲。“西方媒
體和對中國持批判態度的人經常嚴重誤解及
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14億中國人在涉及中
國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的問題上，緊密地團
結在一起。這個問題是沒有餘地討價還價
的。”

球星致歉：中國球迷予極大支持

▶ 莫雷日前就發表涉港不
當言論在社交網站發出的兩
則回應。 網上圖片

■火箭隊總經理莫雷
路透社

■網友熱議莫雷就發表涉港不當言論作出的回應。 網上圖片

中方提嚴正交涉
促採切實措施

■中國籃協停止與火箭交流合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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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前當家球星哈登發聲火前當家球星哈登發聲：：我們熱愛中國我們熱愛中國。。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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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旅收超6000億 增長8.47%
接待國內遊客7.82億人次 紅色旅遊成主題

文旅部數據中心統計顯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周年，國慶假日期間內地多個景區均有舉

辦慶祝活動，很多家長選擇趁此機會對孩子進行愛
國主義教育，以不同形式參與愛國主題旅遊。上述
數據顯示，國慶長假期間內地有78.84%的遊客參與
了各式國慶慶祝活動。中共一大會址、南湖紅船、
楊家嶺、西柏坡、古田會議舊址、香山革命紀念地
等紅色旅遊景區迎來客流高峰。各地還上演絕美燈
光秀“告白”祖國。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
慶、武漢等城市夜間點亮地標建築，打出“我愛你
中國”“祖國萬歲”等，備受追捧。據相關旅遊網
站數據顯示，國慶期間，紅色主題景區全網在線售
票同比增長35.2%。

愛國旋律引領市場
長假期間，愛國主旋律引領旅遊市場。紅色

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各地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等通過舉
辦主題展覽，延長閉館時間，加大文化惠民力
度。中央和地方文藝院團推出了豐富多彩的文藝
節目。中國旅遊研究院的調查表明，66.4%的遊
客假日期間參觀了人文旅遊景點，59.45%的遊客
參觀了歷史文化街區，86.36%的遊客參與了兩項
以上文化活動。

大數據疏導作用顯著
數據還顯示，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

等科技在文旅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日趨凸顯，各地文
化和旅遊部門、旅遊景區和旅遊企業提前預判、及
時疏導，網上預約、線下分流，運用智慧化手段疏
解客流。定製遊已從概念走向市場實踐，62.3%的
遊客表示黃金周有意願嘗試“定製旅行”，其中

“80後”、“90後”遊客佔比超五成，“00後”
佔比達七分之一。

另據新華社報道，商務部7日發佈數據顯示，
10月1日至7日，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
1.5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8.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來自中國文化和

旅遊部的數據顯示，今年國慶七天，全國共

接待國內遊客 7.82 億人次，同比增長

7.81%；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6,497.1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47%。各項

指標均創歷史新高。其中，愛國主旋律引領

國慶假日旅遊市場，紅色旅遊、夜遊、文博

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白天
欣賞城市風光或探秘自然景色，夜晚觀賞各種主題
燈光秀，打卡各種國慶特別版節目，給前來廣東旅
遊的遊客留下難忘印象，尤其是豐富多彩的夜間文
旅體驗，帶動了夜間經濟的蓬勃發展。

今年國慶，遊客需求多元化、個性化日趨鮮
明，廣東的各大旅遊景區紛紛推出夜場經濟、探秘追
尋、寓教於遊等新項目吸引遊客。其中，珠江夜遊是
其中一個熱門夜遊項目。今年國慶期間，珠江兩岸的
景觀資源和璀璨燈光再度全新升級，30棟沿江建築

變成30幅燈光幕牆，組成打造了一條“珠江燈光畫
卷”，吸引無數人在兩岸拍攝。珠江夜遊還推陳出
新，每天的20時至21時，精心裝扮20艘珠江遊船，
組織“歡樂珠江·禮讚祖國”國慶珠江巡遊活動。據
珠江遊船企業直報數據顯示，10月1日至5日，珠江
夜遊共接待遊客14.24萬人次，同比增長19.33%，經
營收入1,210.09萬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2.03%。

觀看馬戲節目是遊客到長隆樂園的必備項目。
廣州長隆大馬戲每晚上演兩場世界頂級馬戲盛宴，
長隆水上樂園晚上開放至21時，吸引大量市民遊客

前往。珠海長隆更推出了300架無人機表白祖國、
國慶紅歌快閃等國慶特別版節目，最新大劇龍秀、
夜宿鯨鯊館、夜光大巡遊之“海洋保衛戰”等熱點
項目，均成為網紅打卡點。

國慶假日期間，廣東其他地方也紛紛推出夜間
主題活動，如佛山多地舉行夜場活動，佔地5萬平
方米的拾貳季生態島舉行網紅花燈藝術節，燈飾共
設60組，以浪漫愛情、四季繁花、萌寵動物、水中
精靈等為主題，造型唯美、體感3D，市民遊客賞夜
景的同時，也大大拉動了佛山的夜場經濟。

粵夜間文旅豐富 遊客增長明顯

今年國慶假期，有
不少遊客解鎖了品嚐美
食的新姿勢：邊逛邊
吃。在各地旅遊景區，
除了人頭攢動的遊客，

還多了不少外賣小哥的身影。
在線外賣平台的數據顯示，在國慶

前三天，有超過百萬名遊客在全國核心
景區點外賣。根據用戶日常下單城市和
國慶期間下單城市的數據分析，在來杭
旅遊的各地遊客中，要屬上海、北京、
南京的遊客最喜歡點外賣了。

在杭州的眾多景點中，西湖斷
橋、西溪濕地、南宋御街成了外賣訂
單量最多的景點。據杭州物流負責人
張飛介紹，西湖斷橋周邊、虎跑寺、
杭州少年宮附近的外賣訂單量更是景
點中的翹楚，成為西湖區域的外賣訂
單量前三名。

片兒川、葱包燴、荷花酥是杭州
特色小吃中最受遊客外賣青睞的，增
幅分別達到 24%、82%和 61%。其
中。在景點下單吃片兒川的遊客近
19,100 人次，超過 3,760 名遊客在西
湖斷橋吃片兒川外賣。

從全國範圍看，“今年國慶期間
外賣消費需求非常旺盛，全國大多數
城市都實現了訂單兩位數的同比增
幅。”阿里本地生活服務公司公共事

務資深專家羅南介紹，“而在熱門景區點外
賣，也成了今年黃金周的消費新趨勢。前三天
有1萬多人在上海的徐家匯點生煎，有3,000多
人在杭州的斷橋邊點了片兒川，而有5,000多
人在西安的大雁塔下點了肉夾饃。”

護國寺小吃，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傳統特色
美食。王朋是這個區域的一名外賣騎手，他告
訴記者，今年國慶期間，地方特色美食的訂單
突然增加了不少。

“比去年國慶的時候每天要多個十幾單，主
要現在遊客在賓館點得多一點，像護國寺小吃、
鴨王、京味齋這些餐廳出得比較多，北京烤鴨一
天最多送了一二十單。”外賣騎手王朋說。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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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期間，杭州西湖風景區的斷橋上遊人絡
繹不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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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假期間長假期間，，紅色旅遊紅色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
主題主題。。圖為湖南湘西鳳凰古城迎來客流高峰圖為湖南湘西鳳凰古城迎來客流高峰。。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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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旅收超6000億 增長8.47%
接待國內遊客7.82億人次 紅色旅遊成主題

文旅部數據中心統計顯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周年，國慶假日期間內地多個景區均有舉

辦慶祝活動，很多家長選擇趁此機會對孩子進行愛
國主義教育，以不同形式參與愛國主題旅遊。上述
數據顯示，國慶長假期間內地有78.84%的遊客參與
了各式國慶慶祝活動。中共一大會址、南湖紅船、
楊家嶺、西柏坡、古田會議舊址、香山革命紀念地
等紅色旅遊景區迎來客流高峰。各地還上演絕美燈
光秀“告白”祖國。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
慶、武漢等城市夜間點亮地標建築，打出“我愛你
中國”“祖國萬歲”等，備受追捧。據相關旅遊網
站數據顯示，國慶期間，紅色主題景區全網在線售
票同比增長35.2%。

愛國旋律引領市場
長假期間，愛國主旋律引領旅遊市場。紅色

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各地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等通過舉
辦主題展覽，延長閉館時間，加大文化惠民力
度。中央和地方文藝院團推出了豐富多彩的文藝
節目。中國旅遊研究院的調查表明，66.4%的遊
客假日期間參觀了人文旅遊景點，59.45%的遊客
參觀了歷史文化街區，86.36%的遊客參與了兩項
以上文化活動。

大數據疏導作用顯著
數據還顯示，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

等科技在文旅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日趨凸顯，各地文
化和旅遊部門、旅遊景區和旅遊企業提前預判、及
時疏導，網上預約、線下分流，運用智慧化手段疏
解客流。定製遊已從概念走向市場實踐，62.3%的
遊客表示黃金周有意願嘗試“定製旅行”，其中

“80後”、“90後”遊客佔比超五成，“00後”
佔比達七分之一。

另據新華社報道，商務部7日發佈數據顯示，
10月1日至7日，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
1.5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8.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來自中國文化和

旅遊部的數據顯示，今年國慶七天，全國共

接待國內遊客 7.82 億人次，同比增長

7.81%；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6,497.1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47%。各項

指標均創歷史新高。其中，愛國主旋律引領

國慶假日旅遊市場，紅色旅遊、夜遊、文博

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白天
欣賞城市風光或探秘自然景色，夜晚觀賞各種主題
燈光秀，打卡各種國慶特別版節目，給前來廣東旅
遊的遊客留下難忘印象，尤其是豐富多彩的夜間文
旅體驗，帶動了夜間經濟的蓬勃發展。

今年國慶，遊客需求多元化、個性化日趨鮮
明，廣東的各大旅遊景區紛紛推出夜場經濟、探秘追
尋、寓教於遊等新項目吸引遊客。其中，珠江夜遊是
其中一個熱門夜遊項目。今年國慶期間，珠江兩岸的
景觀資源和璀璨燈光再度全新升級，30棟沿江建築

變成30幅燈光幕牆，組成打造了一條“珠江燈光畫
卷”，吸引無數人在兩岸拍攝。珠江夜遊還推陳出
新，每天的20時至21時，精心裝扮20艘珠江遊船，
組織“歡樂珠江·禮讚祖國”國慶珠江巡遊活動。據
珠江遊船企業直報數據顯示，10月1日至5日，珠江
夜遊共接待遊客14.24萬人次，同比增長19.33%，經
營收入1,210.09萬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2.03%。

觀看馬戲節目是遊客到長隆樂園的必備項目。
廣州長隆大馬戲每晚上演兩場世界頂級馬戲盛宴，
長隆水上樂園晚上開放至21時，吸引大量市民遊客

前往。珠海長隆更推出了300架無人機表白祖國、
國慶紅歌快閃等國慶特別版節目，最新大劇龍秀、
夜宿鯨鯊館、夜光大巡遊之“海洋保衛戰”等熱點
項目，均成為網紅打卡點。

國慶假日期間，廣東其他地方也紛紛推出夜間
主題活動，如佛山多地舉行夜場活動，佔地5萬平
方米的拾貳季生態島舉行網紅花燈藝術節，燈飾共
設60組，以浪漫愛情、四季繁花、萌寵動物、水中
精靈等為主題，造型唯美、體感3D，市民遊客賞夜
景的同時，也大大拉動了佛山的夜場經濟。

粵夜間文旅豐富 遊客增長明顯

今年國慶假期，有
不少遊客解鎖了品嚐美
食的新姿勢：邊逛邊
吃。在各地旅遊景區，
除了人頭攢動的遊客，

還多了不少外賣小哥的身影。
在線外賣平台的數據顯示，在國慶

前三天，有超過百萬名遊客在全國核心
景區點外賣。根據用戶日常下單城市和
國慶期間下單城市的數據分析，在來杭
旅遊的各地遊客中，要屬上海、北京、
南京的遊客最喜歡點外賣了。

在杭州的眾多景點中，西湖斷
橋、西溪濕地、南宋御街成了外賣訂
單量最多的景點。據杭州物流負責人
張飛介紹，西湖斷橋周邊、虎跑寺、
杭州少年宮附近的外賣訂單量更是景
點中的翹楚，成為西湖區域的外賣訂
單量前三名。

片兒川、葱包燴、荷花酥是杭州
特色小吃中最受遊客外賣青睞的，增
幅分別達到 24%、82%和 61%。其
中。在景點下單吃片兒川的遊客近
19,100 人次，超過 3,760 名遊客在西
湖斷橋吃片兒川外賣。

從全國範圍看，“今年國慶期間
外賣消費需求非常旺盛，全國大多數
城市都實現了訂單兩位數的同比增
幅。”阿里本地生活服務公司公共事

務資深專家羅南介紹，“而在熱門景區點外
賣，也成了今年黃金周的消費新趨勢。前三天
有1萬多人在上海的徐家匯點生煎，有3,000多
人在杭州的斷橋邊點了片兒川，而有5,000多
人在西安的大雁塔下點了肉夾饃。”

護國寺小吃，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傳統特色
美食。王朋是這個區域的一名外賣騎手，他告
訴記者，今年國慶期間，地方特色美食的訂單
突然增加了不少。

“比去年國慶的時候每天要多個十幾單，主
要現在遊客在賓館點得多一點，像護國寺小吃、
鴨王、京味齋這些餐廳出得比較多，北京烤鴨一
天最多送了一二十單。”外賣騎手王朋說。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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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期間，杭州西湖風景區的斷橋上遊人絡
繹不絕。 新華社

�
����
����
����
����
����
����
����
����

�

��

��

��

4����		��4��
%��%����	% 	��9	�


���� ���� ���� ���� ����	

����

����
���� ������

������
�����

�����

�����

����� �����

���%��������

■■長假期間長假期間，，紅色旅遊紅色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
主題主題。。圖為湖南湘西鳳凰古城迎來客流高峰圖為湖南湘西鳳凰古城迎來客流高峰。。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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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數據統計，2009年至2018年間，滬綜指、深證成指及創業板國慶節後一周，
平均漲幅分別達到2.81%、2.85%及2.61%。從漲跌
概率來看，滬綜指、深成指國慶首周上漲概率達到
90%；創業板自2010年問世以來，國慶節後一周上
漲概率同樣達到了九成。唯一的特例出現在2018
年，去槓桿致很多到期資金被贖回，周內滬綜指、深
成指、創業板指分別急挫7.6%、10.03%、10.13%。

大股東紛減持添沽壓
或是投資者心理陰影猶存，今年國慶節前A股走

勢的確弱於預期，9月中旬以來，滬深三大指數均是
連續三周下行。不過，據《券商中國》分析，由於金
融風險是去年股市殺跌的主因，當前金融風險整體收
斂、總體可控，故今年10月重蹈覆轍的可能性應該
不大。

值得注意的或是產業資本動向。上述媒體提醒，

今年以來，上市公司重要股東總共套現約2,378億元
（人民幣，下同），仍是市場上最大的空頭，其中興
業銀行、藥明康德、萬科、中國石油、中興通訊等股
票減持規模較大，“無論是年頭的大漲行情，還是
7、8月份的小幅回暖，產業資本基本上就是一個字
‘賣’，這可能意味，產業資本的融資通道仍然不
夠便捷，資金成本也不夠低，抑或產業資本對於經濟
前景並不樂觀。”

中美貿易糾紛不可忽略
此外，中美貿易糾紛仍是不可忽略的擾動因素。

9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宣佈，作為善意的表示，將加徵
2,500億美元商品關稅的決定推遲到10月15日。A股
節後開市，恰好處於“敏感”關口，中美經貿磋商進
展尤受關注。早前官方發佈的消息稱，國慶節後的一
周，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
鶴，將率團赴華盛頓舉行第十三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

商。對此，白宮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在美國時間10
月 4日表示，下周的談判可能會帶來“積極的驚
喜”。

“摸底”數據中找獲利機會
但諸多市場人士近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均

表示，中美貿易糾紛塵埃落定之前，A股難以堅定向
上。今年A股“牛市論”不斷，內地知名散戶楊百萬
對此不以為然。他坦言，目前倉位僅有一成，因為還
沒有到積極買入的時候，“中美經貿問題不解決，牛
市就不會啟動。”

華安證券財富管理中心（上海）副總、首席投資
顧問石建軍進而指出，年初以來，他始終堅定認為一
季度是全年最具整體性賺錢效應的“戰鬥時節”，其
他三個季度，大盤的基本波動特徵就是下跌、反彈、
再下跌，期內大盤每一次回升，本質上都是震盪調整
進程中的反彈過程。平安證券首席投顧李信軍在接受
內媒採訪時也認為，指數上下空間都不大，整個四季
度或都是區間震盪。

惟從個股層面，仍不排除有賺錢機會。進入四季
度後，不少機構要開始換股調倉，第三季度的調研
“摸底”數據或可作為參考依據。據東方財富Choice
數據，在第三季度，661家公司接受了包括券商、公
募、私募等各類機構的調研，其中，海康威視、涪陵
榨菜以及科技股兆易創新獲得調研量位居前三。

貿戰未解決 A股本季難見牛
市場觀望情緒濃厚 假後復市料續震盪

近期A股利好利淡因素
積極因素

■ 8、9月份密集出台經濟刺激政策及金融改革政策，中長期利好資本市場發展
■ 9月前3周6大集團發電耗煤量同比增速為1.9%，是2019年以來第二次轉

正，顯示工業生產回暖
■在MSCI、FTSE、標普等基準指數對A股納入因子的上調過程中，都出現

了被動型資金密集淨流入的現象，北上資金9月也創造了單月淨買入的歷
史紀錄

利淡因素
■全球經濟疲軟，10月第一周亞洲股市普遍下跌，美國首周道瓊斯指數下跌

247點，影響市場氣氛
■國際油價大幅波動給內地帶來通脹風險，或將限制政策寬鬆預期
■英國脫歐事件仍未明朗，帶來不確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輔
助生殖解決方案供應商茂宸集團執行董
事及營運總監鄭達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隨香港及內地的婦女對優
質醫療服務需求持續增長，預計內地醫
療旅客對輔助生殖服務的需求激增，該
集團將通過在歐美、澳洲、內地及東南
亞擴張及戰略收購，在全球發展輔助生
殖服務網絡，並藉以收集大數據研究與
醫藥公司和保險公司的潛在合作機會。

鄭達祖稱，集團正考慮橫向擴展服
務範圍，以納入其他輔助生殖服務及女
性健康相關服務，長遠目標為建立一個
專注於女性健康的全球醫療平台，以及
在大灣區開發首個能夠為患者提供從預
防、診斷、治療以至全球轉介的一站式
醫療保健解決方案的健康管理組織。

茂宸擬擴女性醫療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面對環球經濟下行風險增
加，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
人士指，匯豐股控正進行削減成
本的計劃，在全球裁減最多1萬
名員工，佔現時全球人手約
4%，並且以高薪職位為主，以
降低成本。《金融時報》報道引
述的消息人士形容，今次裁員行
動為該行多年在控制成本方面最
進取的嘗試。

有機會與季績一同公佈
目前匯豐全球職員人數約

23萬人，報道指裁員主要集中
在高薪職位，但就沒有提及涉
及哪些地區，而匯控的考慮因
素包括亞洲部分地區業務有雙
位數回報之際，為何歐洲會有
這麼多員工；報道又稱，匯控
可能在本月稍後公佈第三季度
業績時正式宣佈，是繼8月後再
公佈裁員計劃。

在8月份期間，匯控當時指
由於低利率、貿易衝突和英國
脫歐不確定性，加上全球環境
日趨複雜和充滿挑戰，計劃未
來4年裁減2%員工，相當於約
4,700人，但未透露涉及哪些地
區和部門。不過，在高增長、
貢獻近80%利潤的亞洲地區，
就會繼續招聘人手。匯控集團
拒絕評論有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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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A股迎來國慶長假後首個交易日（8日），

並正式開啟今年第四季度征程。過去10年中，滬指在國慶後第一周的上漲概率雖高達九

成，但因去年節後曾遭遇殺跌，加上10月15日2,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上調關稅時間

臨近，故令今年的市場情緒趨於保守，節前即有不少投資者選擇套現。放眼整個第四季

度，分析師亦偏於謹慎，料季內滬深兩市大概率將維持震盪。

■■今年國慶節前今年國慶節前AA股走勢弱於市場預期股走勢弱於市場預期，，99月中旬以月中旬以
來來，，滬深三大指數均是連續三周下行滬深三大指數均是連續三周下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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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南方澳跨港大橋1日坍塌，揭
開外籍漁工以船為家的克難生活，宜蘭縣勞
工處副處長李芳菁今天表示，縣政府規劃兩
年內提供陸地居所給約300名外籍漁工使用。

宜蘭縣政府上午在蘇澳區漁會4樓大禮堂
舉辦 「彌撒心安活動」，為罹難的3名菲律賓
籍漁工安靈。

李芳菁於活動後告訴中央社記者，縣府
目前正在規劃給外籍漁工的陸上宿舍，計畫
分3階段進行，第1階段耗時約兩年，將提供
大約300個床位，優先提供給在小船上工作的
外籍漁工。

她表示，計畫最終目標是替南方澳所有
外籍漁工提供陸地住所。

斷橋事件後，移工和人權團體呼籲政府
盡快研擬方案提供漁工陸地居所，並強制雇
主在漁船回港時不得讓漁工在船上居住，以
降低職災風險並讓漁工獲得充分休息。

菲律賓神父 Father Joy Tajonera 在彌撒活

動後也告訴中央社記者: 「我希望斷橋事件可
以給台灣官員和雇主一個借鏡，那就是漁工
不應該住在船上，船是他們工作的地方，不
應該是他們的家」。

中央社記者今天也進入受傷的16名菲律
賓漁工在南方澳的臨時居所，發現部分漁工
沒有床位，只好鋪紙箱睡在地板上。

受傷漁工們表示，雖然他們現在沒有工
作，台灣雇主仍支付薪水給他們，且教會和
民間團體有提供枕頭和棉被給他們，生活還
過得去。

其中一名受傷的37歲菲律賓籍漁工John
VincenteRoyo表示，他的護照、結婚戒指和1
萬元新台幣存款全部都跟著漁船沉到海裡了
。

仲介業者曾彥博說，受傷的漁工目前暫
時居住在公寓裡，等待轉介至其他工作，大
部分漁工希望改到工廠上班，2位將返回菲律
賓，僅有3位希望繼續當漁工。

南方澳斷橋揭漁工悲歌 宜蘭擬兩年內提供陸地居所

（中央社）高雄市警方昨晚至今天凌晨
在鳳山區擴大臨檢，市長韓國瑜帶隊臨檢文
橫路一家釣蝦場遭包廂民眾嗆聲，尷尬離開
，現場另有包廂民眾則熱情相迎，爭相搶拍
韓國瑜身影送暖。

鳳山警分局昨晚會同其他分局等單位支
援警力出動160名警力，從昨晚9時至今天凌
晨1時在轄區執行擴大路檢並臨檢釣蝦場等7
處，陸續查獲毒品通緝犯2件2人、酒後駕車
1件1人、交通告發31件。

韓國瑜昨晚至鳳山警分局主持臨檢誓師
並對警方精神喊話後，率隊大陣仗至文橫路
一家釣蝦場臨檢，大批警力也在釣蝦場外擴
大路檢。

韓國瑜抵達釣蝦場受到現場民眾熱情相

迎，但韓國瑜率隊開門進附設KTV一間包廂
時，引起包廂內民眾不悅大嗆 「幹什麼啊！
我們只是來唱歌」並要求韓國瑜等人離開，
韓國瑜隨即尷尬走出包廂。

不過，現場其他包廂民眾則熱情相迎，
紛上前興奮搶拍韓國瑜身影，韓國瑜見狀微
笑以對默默離去。

警方表示，警方在這家釣蝦場及其附設
KTV包廂並沒有查到任何不法事項，嗆韓國
瑜的包廂民眾當時可能被隨行的大批媒體嚇
到，不願被媒體拍攝而有一時的情緒反應，
由於他們沒有進一步妨害公務的動作，警方
並沒有對他們做任何處置。

警方指出，韓國瑜視察臨檢第一站釣蝦
場後離去，並沒有繼續跟下去。

韓國瑜帶隊臨檢釣蝦場 現場民眾反應兩極

（中央社）為防範治安事件影響大選，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江惠民今天召集檢、警首長研商。江
惠民說，希望透過會議通盤掌握治安狀況，尤其防範假訊息結合群眾運動破壞治安、影響選舉。

有鑒於直播主連千毅涉街頭大亂鬥、香港歌手何韻詩遭潑漆等案接連發生，最高檢察署為了解治
安現況、防範治安事件影響明年總統、副總統與立委二合一選舉，由檢察總長江惠民召集檢警首長開
會研商。

江惠民下午邀集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王添盛、台北地檢署檢察長邢泰釗、警政署長陳家欽、刑
事局長黃明昭等人，於最高檢召開會議。

江惠民會前表示，本次會議重點在了解當前治安狀況與檢警選舉查察工作是否有需要協調支援之
處，針對假訊息若結合群眾運動可能造成的治安疑慮及對選舉的衝擊交換意見，研商因應之道。

防範治安影響選舉 檢察總長召集檢警研商

（中央社）為使民眾檢舉賄選更保密、更方便，南投地檢署首次運用LINE通訊軟體與檢舉人建
立聯繫管道，由專人處理情資，有別電話或傳真，用LINE還能傳送照片、影片，檢舉成立可領獎金
。

總統、立法委員選舉民國109年1月11日舉行，為宣導反賄選，南投地方檢察署今天在 「蘿西家
族」南投稅務出張所舉辦 「百工百業挺反賄」活動，邀縣內農、工、商團體及業者、南投縣政府警察
局、調查局南投縣調查站等出席，眾人齊心展現反賄選、檢舉賄選決心。

南投地檢署今天發表LINE檢舉管道，有別以往電話或傳真檢舉，民眾利用LINE通訊軟體還可傳
照片、影片，南投地檢署檢察長毛有增受訪說，民眾用LINE提供賄選情資絕對保密，且有專責人員
處理，若情資確實將立案偵辦，檢舉人後續也可到其他處所說明案情，不一定要到地檢署。

利用LINE軟體讓民眾提供賄選情資的做法，毛有增當初任職金門地檢署檢察長時首創，他調任
南投地檢署也將這項創意做法帶來南投並應用在明年大選，毛有增說，大選過後，未來也可將這款檢
舉LINE的QR Code印下懸掛登山步道，以利山友協助通報山林盜伐情資。

毛有增表示，查賄、制暴、選舉賭盤、招待旅遊、現金買票等，都是每次選舉前工作重點，另外
，對於假訊息、境外資金介入也會全力防堵，加上今年新增LINE檢舉管道，民眾只要掃描QR Code
加入好友，便可快速、保密提供情資，檢舉成立一樣可領獎金。

南投地檢署推LINE檢舉賄選更保密方便

（中央社）一名劉姓婦人日前在受訪時
指稱民進黨在桃園區連續3個月請吃海產不用
錢，民進黨桃園市黨部主任委員張火爐說，
今天到桃園地檢察署控告造謠抹黑，市黨部
要透過法律討回公道。

張火爐表示，一名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
國瑜的支持者，自稱是桃園人的劉姓婦人，4
日在高雄市接受中天電視台記者採訪指稱，
在桃園市桃園區後火車站的尚青海產店，連
續3個月吃海產不用錢，全由民進黨買單。

張火爐指出，市黨部聽聞這樣的造謠抹
黑，第一時間就在臉書（Facebook）公開譴責
聲明，並要求劉姓婦人立刻澄清道歉，事發
至今已經過了數天，卻仍未接到任何道歉說
明，因此上午前往桃園地檢署按鈴申告。

市黨部評議委員召集人范綱祥表示，劉
婦毀損名譽的事太過誇張，政治上惡意抹黑

也要有個限度，這些事情要進一步合理查證
非常簡單，這樣的輕忽是惡意的，刑法誹謗
罪的部分非常清楚，一定要追究到底。

至於中天電視台的部分，范綱祥說，雖
然說它們應該算是一個幫助者，但黨部認為
，在言論自由方面不該太過株連，即使是像
中天這樣一個惡意的電視台也是不妥當，也
可能造成法律上不必要的爭議，雖然不告中
天，不過相信它們的行為台灣人民都看得很
清楚，也應該要收斂，否則人民的制裁還是
會降臨到它們身上。

記者前往尚青海產店詢問時，店員表示
「聽到這種說法真的是傻眼，怎麼可能有這

種事」，這陣子只有些重陽節敬老餐會，婦
人的說法明顯不是事實，目前老闆也在研擬
是否透過法律途徑討回公道。

指稱民進黨請吃海產不用錢 遭桃園市黨部告誹謗

高鐵南延遭質疑虧錢 蘇貞昌高鐵南延遭質疑虧錢 蘇貞昌：：政府不能唯利是圖政府不能唯利是圖
高鐵南延屏東案遭質疑將虧損高鐵南延屏東案遭質疑將虧損3030年年，，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中中））88日表示日表示，，政府做事不能唯利是圖政府做事不能唯利是圖

，，在交通平權上在交通平權上，，政府要全面規劃政府要全面規劃、、照顧全民照顧全民。。

高市府拆違建高市府拆違建 韓國瑜現勘韓國瑜現勘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西路一棟鐵皮違建被警察局高雄市岡山區嘉新西路一棟鐵皮違建被警察局33年內年內88度查獲妨害風化案度查獲妨害風化案，，經工務局經工務局

確認是影響公共安全的違章建築確認是影響公共安全的違章建築，，高市府高市府88日出動機具拆除日出動機具拆除，，市長韓國瑜市長韓國瑜（（前中前中））現勘執現勘執
法情形法情形。。

柯文哲接受媒體聯訪柯文哲接受媒體聯訪
對於總統府發言人林鶴明指對於總統府發言人林鶴明指 「「當年當年MGMG149149案案，，沒人笑一笑就好沒人笑一笑就好」」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圖圖））88

日在市政大樓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日在市政大樓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20142014年的年的MGMG149149與與20182018年的葛特曼事件年的葛特曼事件，，見證藍綠操縱媒體見證藍綠操縱媒體
帶風向帶風向、、製造文字獄與政治迫害紀錄製造文字獄與政治迫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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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NOTICE TO PROPOSERS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located in the Hattie Mae White 
Educational Support Center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92 will 
accept proposals, until the stated date and time deadlines, in the Board Services 
Office, Level C1

The solicitation for bids is available on the HISD web-site at www.houstonisd.org. 
To access, go to Departments, Purchasing Services, Bid Opportunities. The 
District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or all proposals, or, to accept the proposal 
that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District.

• Project 19-10-15 A –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Mentoring – with a deadline of 
10:00 a.m. on Tuesday October 8, 2019.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held in Conference Rooms 1E01 and 1E02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Thursday, September 12, 2019, 10:00 a.m.
• Project 20-07-04 – RFP / Fire Retardant Flags – with a deadline of 10:00 a.m. 
on Monday, October 7, 2019.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Conference Room 2C16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Wednesday, Septem-
ber 18, 2019 at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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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財政部關務署表示，雖然平時
不斷宣導，但實務上大多數旅客對免稅菸品、
酒品及一般免稅品的攜帶限量規定仍相當不熟
悉，一不小心就違規，導致花錢買的貨品被沒
收甚至吃上罰鍰。

關務署官員特別指出，違規案件大多都把
菸品、酒品放在托運行李中被發現，旅客托運
行李百分之百要通過X光機查驗，從外觀形狀
很容易就能判讀，數量也一目瞭然，呼籲民眾
不要以身試法。

財政部關務署官員表示，不論菸品（包括
捲菸、菸絲、雪茄）、酒品，還是於國外貨機
上購買的名牌包、化妝品、精品等一般行李物
品，依法都有免稅限額，且超過限額在通關時
都得申報；只要有申報，除菸品外，大多都可
在完稅後攜帶入境，但若未申報，被查到物品
可能被沒收，甚至面臨罰鍰。

關務署官員說，菸品、酒品及一般物品的
免稅規定不同，相較更為嚴格。菸品部分，一
般捲菸每人免稅數量只限1條（200支）、菸絲
為1磅、雪茄則為25支，酒類部分，免稅數量
只限1公升，皆只有年滿20歲的成年旅客可攜
帶，如果超量，就應該主動申報，繳納相關稅
捐後攜帶入境。

關務署官員指出，不過，要注意的是，攜
帶菸、酒超過免稅額，即使有申報、繳稅，但
仍有攜帶入境上限，捲菸限帶5條（1000支）

、菸絲5磅、雪茄125支，酒類則限5公升；如
果超過，必須要有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才能攜
帶入境，沒有的話只能暫時存關，等待下次出
入境取回。

至於如果旅客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且
沒有主動申報，根據菸酒管理法，在免稅額度
以外的部分，必須全部沒收，並處罰鍰，分別
按每條捲菸新台幣(下同)500元、每磅菸絲3000
元、每25支雪茄4000元或每公升酒2000元之
基準裁處罰鍰。

舉例來說，旅客1人帶10條捲菸回國，在
有誠實申報前提下，其中 5 條要存關，5 條可
攜帶入境，不過其中只有 1 條可免稅，4 條需
要繳納菸稅、菸捐等稅捐。如果沒有申報被查
獲，只能攜帶1條免稅菸入境，其餘9條將遭
沒收並處罰鍰。

關務署官員說，針對菸、酒外的一般行李
物品，例如手錶精品、名牌包、化妝品等，按
海關緝私條例規定，合計免稅額度只有2萬元
；如果超過應主動申報，只須就超額部分貨品
繳稅即可攜帶入境，但若未申報，超額部份貨
品必須沒收，甚至可能吃上貨價（商品售價）
3倍以下罰鍰。

關務署統計，今年截至9月底，查獲的超
量攜帶捲菸但未申報案件已達1746件，開罰金
額 1148.46 萬元，酒品違規 164 件，開罰金額
174.2萬元。

入境攜帶免稅品避免遭罰 一次看懂規定

（中央社）台灣精品首度在世界
資訊科技大會（WCIT）設立專館，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也應邀發表主
題演講，在會中呼籲企業以科技公司
的方式來經營，結合數位科技與創新
，打造美好未來。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
長黃志芳7日於亞美尼亞首都葉里凡
應邀擔任WCIT專題座談與談人，以
「結合創意與企業家，打造美好未來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for a
Better Future）」為題發表演講。

黃志芳在會中引用數位海嘯形容
數位科技鋪天蓋地改變全球經濟面貌

的力量，並強調每家企業都應把自己
當作是一家科技公司來經營。他表示
，貿協即是全球性企業合作的多元平
台，與全球科技界合作密切，辦理台
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新創展
InnoVEX等全球性科技、新創展覽，
讓創意與企業家連結，實現理想，創
造美好未來。

黃志芳表示，台灣地狹人稠，天
然資源有限，但台灣企業具創新研發
的精神，例如台積電就是台灣最具創
新科技產業的指標性代表。而亞美尼
亞人口僅有300 多萬，無論歷史背景
及國際處境也都與同樣是小國的台灣

相似，勇於創
新及突破困境
也是兩國企業
家共通的特性
。

被 譽 為 資
通 訊 科 技 界
「奧林匹克大

會」的世界資
訊科技大會，由全球83個資訊與通訊
產業代表組成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
聯盟 （WITSA）發起，今年共有來
自70個國家、2500多位企業家、政府
部門代表及投資者參加。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外貿協會
執行的 「台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也首次於WCIT設立台灣精品館，展
出智慧農業、智慧醫療、智慧物聯網
等3大主題，向全球的產業巨擘宣傳

台灣智慧生活產品及解決方案，連結
台亞兩國廠商在西亞市場共同開拓商
機。

（中央社）衡器暨電磁波遮蔽材料（EMI）廠鼎炫投資控股公司今天指出，5G通訊帶動筆電、
平板等EMI材料應用。第3季合併營收新台幣4.94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13.35%。

鼎炫投資控股公司（鼎炫-KY）今天公布，9月合併營收1.62億元，較去年同期略減1.04%。累
計1至9月合併營收13.48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23.07%。

鼎炫-KY表示，隨著電子產品朝輕薄短小、多功能、高頻高速化，以及5G技術發展，帶動電磁
屏蔽、複合材料及散熱等產品規格提升。新款材料研發瞄準5G、散熱材料應用，並發揮材料研發、
自動化模切加工及銷售服務整合優勢。

鼎炫-KY說，自去年底完成重慶川揚廠產能擴增計畫，並導入模切加工自動化生產，整體產能
利用率隨著客戶備貨力道提升，EMI材料銷售占整體營收比重提高至6成。

衡器業務方面，鼎炫-KY說，積極拓展智慧衡器市場，除南京地區智慧農貿、外銷全球大型連
鎖超市設計代工（ODM）訂單持續出貨外，今年陸續推出動態檢重秤、電動叉車秤等多款衡器新產
品，並持續參加重要展會，強化產品行銷宣傳。

5G通訊需求增溫 電磁波遮蔽材料廠搶商機
台灣精品登WCIT 貿協籲企業結合數位科技創新

楊志良李文列白色聯盟不分區立委提名楊志良李文列白色聯盟不分區立委提名
政黨政黨 「「白色聯盟白色聯盟」」 執行長吳洋執行長吳洋（（中中））88日召開記者會宣布不分區立委名單日召開記者會宣布不分區立委名單，，包含前衛生署長包含前衛生署長

楊志良楊志良（（右右））與作家李敖的長女李文與作家李敖的長女李文（（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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