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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見證時代，繼往開來！美南新聞集團
今天在新聞中心大樓綠色廣場舉辦美南新聞集團成立
40週年、海外華文傳媒協會2019美國年會開幕典禮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成立15週年、休斯頓國際區成
立12週年大型慶典活動，並同時舉行美南國際金融
醫療公寓大樓破土動工儀式。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

克森•李、德克薩斯州萊克•傑克森市市長鮑勃•西
普爾（Bob Sipple）、埃塞俄比亞榮譽總領事格紮根
•科彼得、德克薩斯州議員代表、休斯頓市議員代表
以及大休斯頓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法律、
地產、商界等代表數百人應邀出席。
慶典活動由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休斯敦國際區區長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主持，科彼得宣
讀了幾內亞共和國總統阿爾法•孔德親筆寫給李蔚華
董事長的賀詞。萊克傑克森市市長鮑勃•西普爾及來
自不同行業的嘉賓上台致賀詞，祝愿美南新聞集團、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休斯敦國際區明天更加輝煌!

見證時代見證時代 繼往開來繼往開來！！
美南新聞集團成立40週年盛大慶典今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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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陸美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前
景樂觀之際，據英美媒體4日報導，北京要求
美國總統川普取消原定12月中生效的制裁關稅
，並希望撤銷9月對1120億美元大陸貨加徵的
關稅。白宮正在考慮接受後者。至於 「習川會
」簽署協議地點，英國《金融時報》指可能在
巴西。代表大陸貿易談判立場的權威 「陶然筆
記微信公眾號」昨天再度發文強調，取消已加
徵關稅是達成協定的必要條件。

川普有意邀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最快本
月赴美，簽署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陸方正
檢視美國有何地適合，但仍可能決定在中立的
第三國簽署，巴西就被點名。習近平計畫於11
月13日至14日赴巴西出席金磚五國（BRICS）
峰會，只是該峰會與美國並無關係。習近平也
有可能藉此次出訪，前往與川普會晤的地點。

美國政治網站 「POLITICO」報導說，北
京正採取 「全場緊迫盯人」策略，要求美國取
消制裁關稅。作為交換條件，北京同意在2年
內購買500億美元農產品，以及履行承諾開放
金融服務業，並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

陸方要求撤銷的制裁關稅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北京希望撤銷 9 月 1 日起對 1120 億美元
大陸貨加徵的15％關稅。據英國《金融時報》
指出，白宮正在考慮是否這麼做，以作為達成
首階段貿易協議的讓步。但華府期望陸方有所
回報，包括加強保護智財權、增購美農產品及
在美簽署協議。

第二，北京目前也假設，若要達成首階段
協議，必須取消原定 12 月 15 日對 1600 億美元
大陸貨加徵15％關稅。此關稅將影響包括筆電
和手機等一系列消費品。但至今這新一輪關稅
仍預定會實施。這部分將被視為陸美談判的一
環，影響雙方能否簽署協議。

第三，陸方亦極希望取消現有對2500億美
元大陸貨所加徵的25％關稅，或至少將關稅減
半。不過，預料此部分不會納入現階段協議。
先前川普已因應陸美貿易戰談判有進展，同意
暫緩在10月15日將關稅提高到30％的計畫。

華府正研究如何確保陸方履行協議承諾，
主要考慮的執行機制是美有權重新實施所有關
稅。

簽貿易協議 習川可能巴西見

（綜合報導）自大陸今年1月成功登陸月
背，陸航太科技高速成長，引起全球關注。而
據陸媒《科技日報》1日報導，中國航太科技
集團公司科技委主任包為民日前透露，大陸力
爭在本世紀中葉期間，建立在地球與月球之間
的 「地月經濟區」，專家估計其總產值可高達
十兆美元以上。

報導稱，在中國航太科技集團第一研究院
（CALT）院科技委成立四十周年暨CALT年度
論壇上，身兼大陸政協委員及中國科學院院士
的包為民發表報告《關於開發地月空間的若干
思考》，其中指出地月空間的經濟潛力巨大，
大陸應研究高可靠、低成本、航班化的太空運
輸系統，並就此訂立 「三步走」時間表，也就
是計畫在2030年完成基礎問題研究、2040年完

建低成本且航班化的航太運輸系統，而本世紀
中葉，建成地月空間經濟區。

報導指出，地月空間經濟區的範圍主要集
中在近地空間、月球引力空間和地月轉移空間
，而 「地月經濟區」將由航班化地月空間運輸
體系、空間資源探測與開發體系、空間基礎設
施體系三大體系組成。專家預測，至2050年，
大陸每年在地月空間經濟區的總產值可達10兆
美元以上規模。大陸近年來加速擴展航太科技
，今年1月 「嫦娥四號」更成功在月球背面成
功登陸，實現人類首次月球背面軟著陸。中國
大陸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當時指出，預計
大陸年底前後將發射嫦娥五號，之後還將發射
嫦娥六號、七號、八號，並嘗試建立月球科研
基地可行性。

野心！傳陸要打造這經濟區 產值超十兆美元
（綜合報導）南韓總統府青瓦台今天發布新

聞稿指出，北韓利用移動式飛彈發射車直接發射
洲際彈道飛彈（ICBM）的技術尚不完備。青瓦
台就此與國防部、國家情報院的立場一致。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指出，青瓦台國家安保
室長鄭義溶1日在國會運營委員會上表示，北韓
在技術上還難以用移動式發射車直接發射洲際彈
道飛彈。

部分媒體報導，國家情報院院長徐薰和國防
部長鄭景斗先前在國會上的發言，與鄭義溶說法
有出入。青瓦台隨後發表新聞稿澄清。

青瓦台表示，徐薰在國會上所說的是北韓有
利用移動式發射車發射中程彈道飛彈（IRBM）
的事例，而不是洲際彈道飛彈。北韓試射飛彈的

方式是利用移動發射車運輸飛彈後，將飛彈從發
射車卸下並安裝至發射井進行發射。

另外，部分媒體報導，鄭義溶在國會上表示
，北韓東倉里飛彈發射場完全廢棄時，無法進行
移動式發射，此言與南韓軍方的看法不一。

對此，青瓦台解釋，北韓東倉里發射場內除
了衛星發射井之外，還設有中遠程彈道飛彈發動
機試驗設施。北韓去年宣布廢棄東倉里飛彈發動
機試驗場並拆除部分設施，今年2月進行部分修
復，但其正常發射功能受限。

青瓦台解釋說，鄭義溶先前的發言可被視為
，飛彈發動機試驗是洲際彈道飛彈開發的必要過
程，北韓東倉里發動機試驗設施被廢棄時，洲際
彈道飛彈的開發和發射難以進行。

北韓洲際飛彈移動發射技術 青瓦台：尚不完備

（綜合報導）一名新加坡醫師2017年8月喝醉酒後，向女友
求愛遭到拒絕，竟將對方反鎖房內，抓住她的頭撞牆還暴打她，
導致女友臉部骨折重傷。案子4日展開審訊，這名醫師供稱自己
犯案當時告訴警方， 「我什麼都不記得」。

根據聯合早報網站報導，這起案件發生在2017年8月27日

凌晨 2 時至 4 時。被告張順傑和
女友林恩惠吵架，警方抵達後聽
見上鎖的房門傳來女性尖叫聲。
警方敲門無回應，認為林惠恩有

生命危險便破門而入，發現林惠恩哭著蹲坐在房間角落，滿臉都
是血。她之後被送往新加坡綜合醫院治療，入院21天。

林恩惠供稱，與張順傑透過交友軟體認識，迅速發展戀情。
案發當天凌晨，林恩惠與張順傑到三個地方喝酒後返回張家。張
順傑想和她發生關係，儘管她因為感到疲倦而拒絕，張順傑卻自

己 「拉下她的褲子硬來」。林恩惠表示，張順傑還想 「多來一次
」，她拒絕後就被痛打。

林恩惠說， 「我嘗試開門逃跑，他卻拉了我的頭髮，導致我
摔倒在地……他開始在我臉上揮拳，我一直尖叫，但他沒有停手
。他還掐著我的脖子，不停地按著我的頭撞牆。我不能說話，不
過我心想，完了完了，我這次死定了」。

時隔2年，控方4日針對一項蓄意重傷和非法禁錮的罪狀，
對張順傑展開審訊。張不承認蓄意重傷和非法禁錮前女友林恩惠
，稱案發當時喝醉，不記得具體情況。

暴打前女友致重傷新加坡醫：喝醉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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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距離下屆美國大選已不到1
年，據多個美媒公布的民調結果，前副總統拜
登仍是民主黨心目中最可能擊敗川普的候選人
。民調也顯示，川普在他2016年拿下的6個關
鍵州仍十分有競爭力，實力幾與民主黨平分秋
色。換言之，下屆大選川普還是可能輸掉全國
普選票，但卻可再次受益於 「選舉人團」制度
，成功連任總統。

目前川普的支持度依民調單位各不相同，
但整體來說介於38％至41％，這數字看似不高
，不過紐約時報/謝納學院（Siena College）的
最新民調顯示，雖然川普無法在全國獲得普遍
支持，但其連任之路已明擺在眼前。

紐時/謝納民調的日期正好是選前1年，結
果顯示，3年前造成川普總票數輸給對手希拉

蕊300萬票、結果仍入主白宮的選舉人團制度
將再次發威。不論川普屆時是對上拜登，或是
進步派資深聯邦參議員桑德斯或華倫女士，在
他上次獲勝的密西根、賓州、威斯康辛、佛羅
里達、亞歷桑納、北卡羅萊納等6大關鍵州，
川普還是極具吸引力。在這6州，川普的支持
率都不到50％，比如在密西根州，若川普對上
拜登，2人將打成平手，桑德斯可能贏川普2％
，華倫就會輸川普6％

上述民調也可看出，川普鐵粉仍以無大學
學歷的年長白人男性為主。民主黨最擔心的狀
況也可能再度上演，即使民主黨在加州或紐約
州等票倉取得壓倒性勝利，如果他們無法搶下
關鍵州，最終川普可能大輸500萬普選票，但
仍會勝出。

美大選民調：川普不受歡迎 但仍將連任

（綜合報導）一名美國官員今天表示，美國
總統川普下令撤軍三週後，駐敘利亞美軍人數大
致不變，維持在略低於1000人的狀態。

美軍從敘北邊區撤離後，讓土耳其得以揮軍
入侵敘利亞，攻擊當地的庫德族部隊。

這位要求匿名的美國官員表示，川普決定保
護敘利亞東部代爾祖爾省（Deir Ezzor）的油田
，因此在美軍從靠近敘利亞與土耳其邊界地區撤

離的同時，五角大廈派遣援軍到那個地區。
美國援軍已開始抵達代爾祖爾，而其中一些

部隊已被派往北部，幫助當地美軍安全撤離，另
有些部隊則已從敘利亞轉移至伊拉克北部。

但整體而言，駐敘利亞美軍人數與10月中旬
宣布撤軍之前的人數差不多。

這位官員還說： 「目前人數仍低於1000人，
撤軍行動還在繼續。」

川普宣布撤軍後駐敘利亞美軍人數幾乎不變（綜合報導）墨西哥北部一個美國摩門教
徒家族遭攻擊，安全部長表示，這起事件中至
少有3位女子和6個孩童共9人慘遭殺害。案發
地區因毒梟和幫派分子橫行而惡名昭彰，這起
案件震撼全國。

安全部長杜拉索（Alfonso Durazo）證實，
這起事件有9人喪生，包括3位女子和6個孩童
。他又說，他們乘坐的車子遭到攻擊，可能是
被誤認為在這個地區爭奪地盤的犯罪集團。

法新社報導，家族成員朱利安．黎貝隆
（Julian Lebaron）說，他的姪女開車帶著4個孩
子前往機場時，在靠近美國邊界的莫拉農場
（Rancho de la Mora）地區一帶遭開槍攻擊。

黎貝隆在當地相當活躍，曾公開譴責犯罪
集團，他告訴方程式電台（Formula Radio）：
「這是屠殺。」

他表示，他姪女的廂型車被縱火，車內
的人慘遭活活燒死。他又說，幾小時後找到
另外兩輛汽車，車上有兩名女子和兩個大約
10歲男孩和女孩的屍體。

黎貝隆說，至少有另外 5 個孩子設法逃
脫，走路回家，其中一個人遭到槍傷，據報
另外還有個女孩因為逃入森林躲藏而失蹤。

奇瓦瓦州（Chihuahua）檢察官潘尼奇
（Cesar Augusto Peniche）表示，受害者人數
仍然 「混亂」。

「今日美國報」（USA Today）報導，
黎貝隆家族至少有10人遇害，還有10多人失
蹤。據家族成員表示，他們可能是因為販毒
集團認錯人而遭到攻擊。

和美國相鄰的奇瓦瓦和索諾拉兩個州的政
府發表簡短聯合聲明表示，已經開始調查這起

事件，並加派聯邦和地方安全部隊到這兩個州
接近美國邊界的地區，但沒有提供細節。

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新聞辦公室已經下班
，無法立即回應提供更多消息的要求。

美國駐墨西哥大使藍道（Christopher Lan-
dau）在推特上貼文說，今天稍早前往索諾拉州
參加工作會議。

墨西哥北部美國摩門教徒家族遇襲 至少9婦孺慘死

（綜合報導）美國 4 日對伊朗最
高精神領袖哈米尼的9名幕僚祭出最
新一波制裁，以對伊朗政府慶祝美國
駐當地大使館人質危機事件40周年表
示抗議。華府官員還敦促德黑蘭政府
，基於人道主義立場，立即釋放所有

被扣押在伊朗境內的美國人，美方也
重申，華府並非希望迫使德黑蘭政權
更迭。

美國財長穆努欽發布聲明表示，
制裁能遏止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米尼
執行恐怖主義和壓制計劃，曾參與不

良行為的人士都將受到制裁，包括哈
米尼之子、其參謀長戈爾佩耶尼、外
交顧問韋拉亞提，以及司法首長萊希
等。

此外，美國又宣布懸賞 2 千萬美
元，希望有人就2007年在伊朗失蹤至

今的前聯邦調查局（FBI）人員
兼中央情報局（CIA）人員萊文
森（Robert Levinson）的下落提
供資料，他是美國史上被挾持時

間最久的人質。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4 日透過聲明

指，德黑蘭的革命政權在40年後，屢
次以行動證明其邪惡本質，繼續不公
平地拘留美國人，並支持挾持人質的
恐怖主義代理組織。

伊朗人質危機事件發生於1979年
11月4日，當時有一批學生闖入美國
大使館，要求美方交出同年稍早被推
翻、之後流亡海外並到美國就醫的國
王巴列維。事件僵持444 日才結束，
52名美國人質最終獲釋，惟美國翌年
與伊朗斷交，兩國自此交惡。美國迄
今已針對伊朗的石油出口、銀行、金
融交易和軍事領導階層等實施超過
1000項制裁。

不滿伊朗慶祝人質事件40周年 美再制裁哈米尼9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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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智利超三成受訪老人仍在工作

背後各有原因
綜合報導 智利聖塞瓦斯蒂安大學(U. San Sebastián)經濟與商業

學院開展的“老年消費者認知調研”顯示，33%的受訪老年人仍在工

作，針對75歲以上老年人，該比例降至12%。參與調查的智利女性年

齡在60歲以上，男性在65歲以上。

據報道，智利聖塞瓦斯蒂安大學商業工程學者查韋斯指出，老年

人工作的原因有很多。他說：“這個數字包含由於退休收入較低而需

要工作的老年人、經營自己生意的老年人以及因其他原因而選擇不退

休的老年人，比如雖已過退休年齡，有些專業人士仍希望繼續工作，

不論他們是否有經濟需求。”

調查顯示，60%的受訪老年人收入來自養老金，26%的人表示，

他們的收入來源是企業或工作，還有7%的人來自國家補貼。針對自

身經濟狀況，13%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好”。

報道稱，針對消費習慣，87%的受訪老年人會親自完成購物，

12%的人表示由家庭成員代勞，只有1%的人會選擇送貨上門服務。

此外，69%受訪者會使用現金付款，而不是其他方式。查韋斯表示，

他們不采用潮流科技，因而無法享受相關福利。他說：“網上購物有

很多促銷活動，如優惠券、折扣碼等，或使用信用卡積分等獎勵，比

現金購物的促銷更實惠。”

針對社會服務質量，32%的受訪者認為公共交通服務非常友好，

只有5%的人覺得不好。此外，三分之壹的人認為醫保服務非常友好。查

韋斯指出，在壹些公共服務中，老年人享有特權，這改善了他們對服

務質量的看法。

“另壹個原因是，由於時間更靈活，他們可以在非高峰時段享受

這些公共服務，如上午7點半和10點半乘坐公交的出行體驗，可能會

有很大不同。”他說。

針對生活滿意度，62%的受訪老年人選擇滿意，只有1%的人感到壹點

也不滿意。智利聖塞瓦斯蒂安大學社會學家羅哈斯解釋，自我調節是影響老

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之壹。她說：“調查顯示，87%的老年人認可自我價值，

也表明了老年人對獨立性的重視……他們根據需求、願望和能力，參與和

融入社會活動，改善身體和心理健康，為生活質量做出積極貢獻。”

巴西海岸原油汙染影響大
已擴散至座頭鯨保護區

綜合報導 巴西海軍發布通報稱，困擾巴西海岸3個月的原油汙染影

響範圍進壹步擴大，已擴散至座頭鯨保護區，其造成的環境及經濟破壞

目前還無法量化。

據報道，在巴西東北部的巴伊亞州（Bahia）外海阿布羅略斯

（Abrolhos）群島的四周，生活著珊瑚群、海鳥以及座頭鯨等多種多樣

的生物。然而，這些地區目前正遭受著嚴重的原油汙染。

3個月前，巴西東北部外海開始出現來源不明的油汙，這些油汙迅

速蔓延，造成巴西東北部98個城市的286片海灘受到原油汙染，當地漁

業、海水養殖業和旅遊業蒙受了無法估量的損失。

巴西海軍10月20日發布公告稱，自清潔工作開始以來，已經從巴

西東北部地區各州海岸處清理超過525噸油汙。

當地時間11月1日，巴西聯邦警察公布了對此次原油汙染源的調查

結果，認定壹艘名為“布博利納（Bouboulina）號”的希臘油輪為“肇

事者”，表示將追究其責任。

巴西國家空間研究所（Inpe）表示，這些油汙仍有可能在洋流推動

下，南下至巴西東南部的聖靈州及裏約熱內盧州。

直擊智利首都示威遊行：警方壹度動用水炮車清場
綜合報導 智利首都聖地

亞哥市中心再度出現較大規

模示威遊行。警方在晚間壹

度動用水炮車等清場。

記者當天下午來到位於

聖地亞哥心臟地帶的總統府

壹帶，發現距總統府拉莫內

達宮及毗鄰的憲法廣場周邊

兩三個街區外已架起鐵柵欄

，實行封路。荷槍實彈的警

員在各路口把守，並指示上

前詢問的民眾繞行。

市中心的建築外墻上，

到處可見到示威者噴塗的抗

議口號。絕大部分商鋪大門

緊閉。壹些路口的交通信號

燈已遭破壞，往來車輛需互

相觀察、讓行。

在總統府南側的聖地亞

哥東西主幹道奧希金斯大街(

又稱阿拉梅達大街)，大批示

威者沿路東行，步行去往巴

克達諾廣場和意大利廣場方

向。這也是近期示威抗議者

通常的路線。

在總統府門前，有裝

甲警車在鐵柵欄後駐守。

車身上仍殘留示威者早前

潑擲的顏料。部分騎警在

總統府附近的政府部門建

築前執勤。

示威者陸續匯入奧希金

斯大街，有的身披或手舉智

利國旗，有的手持寫有不同

訴求或口號的標語牌。標語

上的訴求不壹，有的要求改

進教育、物價等民生問題，

有的則要求修憲。

在下午的行進過程中，

壹些示威者不斷鼓噪，或鳴

笛敲鑼，但總體平和。有少

數示威者在行經總統府時向

警察喝罵，但警員不為所動

。示威者以年輕人居多，有

人頭戴面具或塗滿顏料。記

者看到，兩名男子在路邊撿

獲石磚後繼續前行。

智利電視媒體對示威遊

行進行了直播，並稱示威者

約有2萬人。傍晚開始，有示

威者陸續在意大利廣場附近

及奧希金斯大街上多處縱

火，亦有人持棍棒攻擊裝甲

警車。電視直播畫面顯示，

警方使用水炮車將示威者驅

散，並有類似催淚彈被發射

向激進人群。有持盾牌、警

棍等的特警到場。

至1日晚間近10時，聚

集在意大利廣場的示威人群

基本散去，大批示威者沿奧

希金斯大街離開。

10 月 14 日以來，聖地

亞哥出現了壹系列針對公

交系統票價提價的抗議活

動，隨之出現日趨嚴重的

街 頭 暴 力 ， 並 向 首 都 之

外多地蔓延。為應對國內

局勢，智利總統皮涅拉10月

30日宣布，智利政府放棄主

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和聯合國氣

候變化大會。持續多日的

抗議動亂情況在10月31日、

萬聖節假期到來時壹度明

顯緩解。

涉嫌破壞達·芬奇最後故居
法城堡主人出庭受審

綜合報導 今年是意大利

文藝復興巨匠達· 芬奇逝世

500周年，就在法國各地推出

各種相關紀念活動之際，達·

芬奇最後三年歲月在法國的

棲身創作之地 ——克洛呂斯

城堡，卻以壹種不同尋常的

方式登上了報

刊版面。

城堡主人

弗朗索瓦· 聖

布裏斯和建築

師阿爾諾· 德·

聖-魯安(Arn-

aud de

Saint-Jouan)，

在圖爾法院出庭。他們被控

於2016年“未經事先授權，

在被列為歷史古跡的建築物

上執行工程”。

報道稱，被城堡主人動

了手腳的部分很多。在壹樓

，包括地板、三個房間的天

花板，19世紀的裝飾木墻被

拆除，壹個壁爐完全被摧毀

，原來的窗戶被堵住後增開

了新的出口等。二樓雖然沒

有木墻可拆，但天花板和地

板也未幸免，他們甚至還將

壹個18世紀的房間改裝成完

全憑空想象出來的“達· 芬奇

工作室”。

對建築古跡做大的工程

就必須獲得批準。按照法國

的相關法律，即使是私人財

產，但壹旦被列為歷史遺產

後，就不能隨意動工，任何

工程都要報經相關部門批準

後方可進行。

兩位當事人在法庭上承

認他們判斷失誤，但他們為

自己辯護，並強調遵守了相

關的職業道德。聖布裏斯表

示，他是在工程進行期間才

“驚訝地”發現了其歷史考

古價值。

圖爾法院預審法官宣

布對兩位當事人予以法律

允許的最高限度罰款。預

審法官還表示，他依法還

應該判兩位當事人將古跡

恢復原狀，但從技術層面

看，這是不可能的了，對

該案的最終判決結果將於

12月 20 日宣布。

達· 芬奇在城堡度過人生

最後的三年時光，直到1519

年5月2日去世。城堡1855年

被聖布裏斯家族獲得，1954

年向公眾開放，這個歷史古

跡每年吸引40萬遊客。

土耳其稱抓捕18名敘利亞政府軍士兵
俄媒：已交出

綜合報導 土耳其國防部長稱，土耳

其軍隊在敘利亞東北部抓獲了18名敘

利亞政府軍士兵，安卡拉已經在與俄

羅斯就移交這些士兵進行談判。俄媒

報道稱，土耳其已在莫斯科斡旋下交出

了這些士兵。

土耳其國防部長阿卡爾稱，這些士

兵是土耳其在敘利亞邊境城市艾因角東

南的偵察行動中被俘的，但他沒有透露

被俘時間。據稱，阿卡爾在訪問土耳其

駐敘利亞邊境部隊時發表了上述講話。

壹名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官員稱，這些

士兵於10月29日被俘，當時，敘利亞政

府軍和土耳其支持的武裝分子之間展開

激烈戰鬥。

報道稱，土耳其在莫斯科斡旋下交

出了18名士兵。

該電視臺播放了壹段視頻，視頻中

，大部分身穿制服的敘利亞士兵登上了

壹架好像是俄羅斯的直升機。有幾個士

兵穿著便服，似乎受了傷。不過，目前

還沒有關於移交士兵的更多細節。

據報道，在俄羅斯的斡旋下，土耳

其同意了壹項停火協議。根據該協議，

庫爾德武裝將從土耳其邊境30公裏處撤

離。作為協議的壹部分，敘利亞政府軍

將在邊境沿線部署士兵

。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

接受采訪時說，俄羅斯

和土耳其之間的協議是

“好的”，是暫時的安

排。他說，通過這項協

議，莫斯科成功地抑制

了土耳其奪取更多敘利

亞土地的野心。該協議

還阻止了國際部隊進入

敘利亞東北部。

阿薩德說：“從不

會迫使土耳其立即撤軍的意義上說，它

不會實現所有目標”，“然而，它限制

了破壞，並為該地區在未來，或我們希

望的不久的將來的解放，鋪平了道路。

”

阿薩德說，俄羅斯還在與土耳其達

成停火協議之前，與敘利亞的庫爾德武

裝達成了壹項協議，在七年之後逐步恢

復了該地區的國家權力。

10月9日，土耳其對敘利亞北部發動

了代號為“和平之泉”的軍事行動。埃爾

多安政府聲稱，其目標是清除邊境地區的

庫爾德武裝，並在敘利亞北部建立壹個30

公裏長的緩沖區，300多萬在土耳其的敘

利亞難民將在那裏重新定居。

10月22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埃爾

多安簽署了含有十個條款的諒解備忘錄

。其中規定，自2019年 10月 23日 12時

整，俄羅斯軍警和敘利亞邊防局部隊進

駐土敘邊境敘利亞壹側土耳其軍事行動

“和平之泉”區域之外的地區。

這促使庫爾德武裝在150小時內撤

離敘土邊境線30公裏外。10月29日，俄

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表示，庫爾德武裝

根據索契協議提前撤出敘利亞東北地區

的“安全區”。



AA55全美日報
星期三       2019年11月6日       Wednesday, November 6, 2019

（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啟動對總統川
普的彈劾調查，和 「通烏門」一案相關人等
的證詞陸續公布，昨（4）日率先公布的是遭
撤職的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尤凡諾維契
（Marie Yovanovitch）及前國務院高級顧問麥
金里（Michael McKinley）。尤凡諾維契作證
指出，有官員勸她在推特昭告天下，對川普
輸誠， 「否則就滾蛋回家」；麥金里則指同
事透露被國務院 「霸凌」，以防他配合國會
的彈劾調查。

路透社報導，5月突遭撤職的前美國駐烏
克蘭大使尤凡諾維契上月11日向眾議院外交
委員會、情報委員會、監督委員會閉門作證
時指出，遭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Gordon
Sondland）施壓，在推特上向川普輸誠，以保
住飯碗。 「他說，妳必須玩大的，不然就回
家。妳懂的，妳必須推文，昭告天下說妳支
持總統。」

尤凡諾維契表示，自己是從助理國務卿
瑞克（Philip Reeker）那裡得知川普早在幾個
月前就想逼她走的消息，她當下感到 「相當
震驚」。她說2018年底就知道川普私人律師
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插手烏克蘭政策的
事，當時是一名烏克蘭官員向她示警，指出
朱利安尼曾私下和烏國前檢察總長聯繫。她
說當得知川普和烏國總統澤倫斯基（Volody-
myr Zelenskiy）通話時提到她 「將會經歷一些
事時」感到 「被威脅」，驚訝川普居然會這
樣對外國元首描述自己的大使， 「我不知道
那是什麼意思，我非常擔心，到現在都還是
。」

尤凡諾維契還提到，過去這段日子持續
遭到川普親信及保守派媒體的言語攻擊，質
疑她對川普的忠誠度，包括朱利安尼及川普
兒子小唐納．川普（Donald Trump Jr.）都曾

在推特上抨擊她，她說， 「如果總統的兒子
說 『我們需要拔掉這些小丑』，或是以任何
其他方式描述我，這很難讓一國外交官在另
一國成為備受信任的大使。」

另外據《今日美國報》（USA Today）報
導，美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前高級
顧問麥金里作證時指出，他在國務院負責烏
克 蘭 事 務 的 同 事 、 副 助 理 國 務 卿 肯 特
（George Kent）向他抱怨，感覺自己被國務
院 「霸凌」，防止自己配合國會的彈劾總統
調查。肯特當時說國務院的律師 「企圖要讓
我閉嘴」，並將整個被施壓的過程寫成備忘
錄，當中提及國務院使用 「霸凌手段」，其
中還有一些恐嚇及說謊指控。肯特之後將備
忘錄送交國務院相關政風處室，卻遲遲未獲
回音，先前美國會要求國務院繳交彈劾案調
查相關文件卻遭到拒絕，當中也包含這份備
忘錄。

麥金里向議員表示，擔心美國政府正在
利用外國大使達成國內政治目的，這將違反
外交人員在外應維持中立的職責。

美國眾議院10月31日正式投票通過對川
普啟動彈劾調查，該調查聚焦川普7月25日
與澤倫斯基的通話內容，川普先前被爆出在
電話中以扣押軍援為手段，施壓烏國對總統
大選競爭對手拜登及其子韓特展開調查。截
至目前為止，已有數名官員被傳喚作證，相
關證詞未來幾天將陸續公布，不過4名分別來
自白宮預算辦公室、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官員日前卻未現身
聽證會，他們的證詞將左右議員認定川普是
否以扣押對烏軍援為手段達成個人政治目的
。眾議院預計今（5）日公布美駐歐盟大使桑
德蘭的證詞，他是川普的大金主，同時也被
多名證人指在烏克蘭政策上扮演主要角色。

驚傳霸凌！美大使曝遭川普逼走內幕

（綜合報導）距離下屆美國大選已不到1年，據多個美媒公布的民調結果，前副總統拜
登仍是民主黨心目中最可能擊敗川普的候選人。民調也顯示，川普在他2016年拿下的6個關
鍵州仍十分有競爭力，實力幾與民主黨平分秋色。換言之，下屆大選川普還是可能輸掉全國
普選票，卻可再次受益於 「選舉人團」制度，成功連任總統。

目前川普的支持度依民調單位各不相同，但整體來說介於38％至41％，這數字看似不高
，不過紐約時報/謝納學院（Siena College）的最新民調顯示，雖然川普無法在全國獲得普遍
支持，但其連任之路已明擺在眼前。

紐時/謝納民調的日期正好是選前1年，結果顯示，3年前造成川普總票數輸給對手希拉
蕊300萬票、結果仍入主白宮的選舉人團制度將再次發威。不論川普是對上拜登或桑德斯或
華倫女士，在他上次獲勝的密西根、賓州、威斯康辛、佛羅里達、亞歷桑納、北卡羅萊納等
6大關鍵州，川普還是具吸引力。這6州，川普支持率都不到50％，比如在密西根州，若川普
對上拜登，2人將平手，桑德斯可能贏川普2％，華倫會輸川普6％

受益選舉人團制 民調看好川普連任

（綜合報導）歷經曠日持久的談判後，美國
海軍和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終於達成協
議，將以約 200 億美元，採購新一批維吉尼亞級
（Virginia-class）攻擊潛艦。

不 過 ， 據 美 國 海 軍 研 究 協 會 新 聞 （USNI
News）與《防務新聞》（Defense News）4日報導
，原本美國海軍想採購11艘第5批次維吉尼亞級
潛艦，但由於經費少了10億多美元，只好先採購9
艘，但保留2023年選擇採購第10與11艘的權利。

雙方已達成多年協議，並正設法在年底前宣
佈簽約。美國海軍認為，協議將節省大筆經費，
並將大增潛艦殺傷力。

按照法律，五角大廈必須提出詳盡的理由，
以推進這多年合約，而能省大錢，就是其中一項
要素。軍方上星期提交國會的採購9艘潛艦方案中
，就保證會省下18億美元。

近 幾 個 月 來 ， 由 於 哥 倫 比 亞 級 （Colum-
bia-class）彈道飛彈潛艦專案面臨層出不窮的問題

與延遲，美國海軍顯然想趁新專案啟動前，能加
緊打造維吉尼亞級潛艦。不過，最新一艘維吉尼
亞級潛艦 「德拉瓦」號（USS Delaware,SSN-791
）交付比預定慢了近 9 個月，比海軍先前預期的
4－7個月還晚，而這很可能連帶影響到哥倫比亞
級潛艦的進度。

除了經費考量外，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
CSBA）高級研究員柯拉克（Bryan Clark）說，船
廠作業緊繃與進度延遲，或許讓海軍了解到，他
們必須放慢腳步，好讓船廠有足夠的時間。他表
示，美國海軍會退一步，沒堅持採購11艘潛艦，
並不令人意外。

此外，柯拉克指出，就長期而言，對船廠來
說，海軍採購的潛艦從11艘減為9艘，應該不會
有太嚴重的影響，但負責製造零組件的供應商可
能會比較脆弱些。

11艘變9艘 美要花200億買新潛艦

（綜合報導）川普又 「退群」！
美國國務院4日宣布，已正式通報聯
合國，並啟動相關手續，退出應對全
球暖化的減排框架《巴黎氣候協定》
。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4 日發布聲明

指，由於協定 「對美企造成不公平的
經濟負擔」，故決定退出，未來美國
將樹立 「理想且務實的典範」，包括
繼續研發再生能源，同時也會保留化
石燃料的角色。

川普先前不斷批評，巴黎協定限

制了美國製造業發展
，退出生效時間又恰
逢下屆美國大選隔日
，分析認為，川普希
望藉由退出之舉鞏固

石油、天然氣、煤炭產業基本盤的支
持。

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引述
國際與歐洲事務研究所去年底發布的
報告稱，因美國是全球第2大碳排國

，川普退出對巴黎協定造成 「極大損
害」，也為其他國家效仿退出的決定
提供 「道義和政治掩護」。

正在大陸訪問的法國總統馬克洪
聞訊表示，將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簽署協議，共同強調巴黎協定 「不可
逆」。

《紐約時報》則報導，美國最終
能否退出，仍取決於明年大選結果。
若川普未連任，下任政府也可能改變

路線。不過，美方提出退群要求後，
就會被降級為 「觀察員」，未來新任
美國總統即使想重返協定，也未必有
那麼容易。

巴黎協定於 2015 年 11 月在《聯
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
方會議（COP21）中通過，共獲 187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協定長期目標是
將地球升溫幅度控制在工業時代前水
準最多2度的範圍。

美正式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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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專家新加坡探討中美關系
開放合作之聲強勁

綜合報導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

心常務副理事長張曉強看來，31日於

新加坡落幕的“中美關系：為亞洲與世

界發展打造共同願景”國際研討會上，

堅持多邊主義及開放、合作，成為與會

代表共同發出的聲音。

此次研討會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

心、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新加坡李光耀

公共政策學院等主辦，來自中國、

美國、歐盟、東盟等地的政商學界人

士與會，圍繞“貿易與投資”、“多邊

主義及其他”、“科技創新與全球供應

鏈”等議題對中美貿易投資、科技關系

的走向發表了意見，並對如何避免中美

“脫鉤”提出建議。

張曉強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參與

代表普遍對中美經濟貿易和科技關系高

度重視，壹致認為中美是世界經濟產業

和科技創新方面最重要的國家，如果中

美經貿摩擦升級，不僅對兩國，也對亞

洲和世界經濟都有重大的負面影響。

他介紹，絕大多數參會人士都認

為，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單邊主義違

反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規律，不符合亞洲

與世界人民對和平發展的強烈願望。

張曉強還說，與會代表亦認為，除

了中美領導人、政府機構正式磋商，也

應發揮民間機構積極作用，通過舉辦多

元主體參加的研討會，不同方式的交流

對話，來促進各方對中美關系現存分歧

的深入理解，提出建設性意見。

記者亦註意到，在為期兩天的研討

會上，加強合作、穩定發展的中美關系

成為與會代表普遍的期待。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曾培

炎指出，從歷史高度、全球視角和更長

周期來看，中美可以合作、應該合作的

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副會長布魯斯·

瓊斯亦期待，美中應加強溝通交流以探

尋共識。

泰國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素拉傑同

樣呼籲各方能增進互信，促進合作。他

尤其指出，“壹帶壹路”倡議在增進多

邊主義合作，促進世界貿易，推動各國

互聯互通上可發揮巨大作用。

張曉強稱，這體現參會代表的共識

——在堅持多邊主義及開放、合作的原

則前提下，中美之間尋找最大公約數，

有效管控分歧，實現優勢互補，合作共

贏，乃至實現和全球各個區域的多贏。

“合作則贏，爭鬥則輸。”素拉傑

則在研討會上引用這樣壹句諺語闡述自

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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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前法務部長官曹國的弟弟曹某

，10月31日因涉嫌受賄聘用教師、偽裝訴訟等被

韓國檢方拘留。截至目前，曹國的家人已有三名

被拘留。

據報道，10月31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對曹

某進行拘留前嫌疑人審問。法院表示，綜合之前

申請拘留令前後的調查過程、追加的犯罪嫌疑及

拘留理由相關資料等，可以認定有必要對嫌疑人

進行拘留。發布了對曹某的拘捕令。

至此，自檢察機關著手調查，圍繞曹國及

其家人相關嫌疑以來，包括曹國妻子鄭敬心、

曹國侄子曹範東在內，被拘捕的曹國家人增加至

三人。

據悉，擔任雄東學院事務局長的曹某在2016

年至2017年，涉嫌向應聘者收受賄賂，透露考試

試題和答案。

另外，他還涉嫌在2006年和 2017年以虛假

工程為由，在工程債權訴訟中故意敗訴，使學

校債權落入本人名下的建設公司，對學校造成

了損失。

曹某還涉嫌在調查開始後，試圖毀滅證據，

並將資金交給中間人，指示其逃往海外等。

10月4日，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反腐敗調查2

部以涉嫌瀆職、受賄、銷毀證據等為由，申請了

對曹某的拘捕令。但被法院駁回。檢方經過進壹

步調查，於29日追加逃避強制執行嫌疑、逃避犯

人嫌疑，再次申請了拘捕令。法院在31日批準了

拘捕令。

三菱飛機訂單遭取消
日本國產噴氣客機或再推遲交付

綜合報導 日本三菱飛機公司10月31

日就其正在研發的日本首款國產噴氣式

支線客機“SpaceJet”（原MRJ）發布消

息稱，美國的航空公司取消了訂購最多

100架該機的合同。

據報道，母公司三菱重工業社長泉

澤清次出席當天的財報發布會，圍繞研

發進度介紹稱，最新的試驗機完成出現

延誤，“正在調整日程”。此話暗示了

力爭2020年中期交付的首架飛機或將第6

次推遲交貨。

取消訂單的是 Trans States 控股公

司。這是繼 2018 年美國東方航空之後

，第 2 次遭遇訂單取消。報道稱，占

到整體訂單量約四分之壹的大規模取

消，勢必將對經營造成不良影響。由

於 Trans States 取消合同，訂單量減少

到307架。

據悉，取消的理由為，現有的機身

設計與美國規定了支線客機座位數等限

制的勞資協定相抵觸。當初力爭2013年

交付的首架飛機，此前已有5次推遲交貨

，泉澤就本次取消訂單表示“不得不承

認（也受到研發緩慢的影響）”。

他還透露，因此前推遲交貨，正在

與簽下訂購合同的ANA控股開展賠償談

判。

三菱飛機曾以2020年中期交貨為目

標，計劃2019年 6月完成最新試驗機。

但安全確認工作需要時間，示意預計可

能推遲到2020年初。

三菱重工10月31日將中期經營計劃

最終年度的 2020 財年（2020 年 4 月至

2021年3月）合並財報目標銷售額，由此

前的5萬億日元下調為4.7萬億日元。在

2019財年半年報中，銷售額比上年同期

增長0.3%，達18776億日元，凈利潤增加

7.7%至292億日元。

韓亞航空公司不批女員工生理假
被判罰200萬韓元

綜合報導 2015年，韓國韓亞

航空公司拒絕女乘務員們的生理

休假申請，被工會告發。2019年

10月8日，法院判處其罰款200萬

韓元(約1.2萬人民幣)。

據報道，2015年 6月，韓亞

航空公司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

下，多次拒絕女乘務員們提出的

生理休假。之後韓亞航空工會向

雇傭勞動廳舉報了公司。

2年後，雖然檢方下達了簡

易命令，對韓亞航空公司罰款200

萬韓元，但公司方面不服判決，

申請進行正式審判。

2019年 10月8日，法院在壹

審中，正式宣判對韓亞航空公司

罰款200萬韓元。

據悉，從2014年 5月開始的

壹年時間裏，韓亞航空公司的15

名女乘務員先後申請了138次生

理假，但公司全部沒有批準。

在審判過程中，韓亞航空公

司方面主張，女乘務員必須證明

自己是真的處於“生理期”。尤

其是當申請休假的日期，集中在

節假日前後的時候，公司方面懷

疑，乘務員並不是因為處於生理

期而要求休假，是“假的生理休

假”。

裁判部也承認生理現象是生

理休假的前提。但是，裁判部認

為，女性的生理期周期都不固定

，很難把所有的休假申請都看成

是“假的”。如果不是絕經等生

理上的明顯情況，公司應該接受

勞動者的申請。

另外，裁判部還表示，如

果每次都要求證明是處於生理

期，那麼勞動者的人權就會受

到過度的侵害，生理休假制度

也會失效。

公司方面還主張，如果接受

所有的生理休假並安排人力，經

營上就會出現困難。對此，裁判

部認為，如果公司以經營上的

需要，利用了女性乘務員感情

上和身體上的勞動，為了遵守

給予生理休假的義務，也應該

制定對策。

韓亞航空工會和公司雙方都

對此次判決提出上訴，庭審進入

第二輪。據悉，韓亞航空工會方

面認為罰款金額太低，公司方面

認為其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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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暴力示威破壞香港經濟，也衝擊香
港的法治環境，消息指有外企正評
估是否繼續在港投資。財庫局局長
劉怡翔4日表示，了解到有外企就
是否繼續留港作檢討，但認為總部
是否留港，取決於法治、企業業務
網絡等。他又指，雖然近期內外圍
環境不明朗，下過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固，暫
未見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或香港銀
行體系。

劉怡翔4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承認，在本地、全球
及區域不穩定情況下，香港金融及
資產市場更多波動，但香港金融體
系各個環節至今運作暢順有序，港
元匯率保持平穩，銀行體系流動性
維持充裕，從最新存款和貨幣供應
數據反映，沒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
或香港銀行體系。金融監管機構已
進行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即使在極
端惡劣的環境下，銀行、證券業中
介人及保險公司均能繼續符合相關
的監管要求。他重申，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
固。劉怡翔又提到，政府極關注現
時社會深層次問題，承認多方面需
要檢討。他指，需要很多時間檢視
香港價值觀及民主觀念，認為現時
並非以正常民主社會方式表達意
見。他希望社會狀況可盡快回復正
常，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同一場合
亦指，金管局與外資銀行接觸，得
到的回應是他們的確擔心目前的情
況，希望社會事件能夠盡快結束。
但他們亦同時表示，香港仍有不少
具吸引力的地方，例如以香港作為
橋頭堡進入內地市場，又表示對香
港金融科技有興趣，亦有部分機構
表示會考慮增加在香港的投資。

余偉文續指，香港是金融中
心，資金進出活躍，既有人擔心香
港現況，而開立離岸戶口或調走資
金，也有人將資金轉入香港，若資
金明顯流動，銀行存款額、港元匯
率都會出現變動，但近月兩項指標
都維持穩定。他補充，近4至5個月
港匯貼近7.84水平，其間因為月
結、季結及IPO而稍為轉強，但整
體港匯市場運作正常，反映市場對
聯匯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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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季賺202億 環比插半
港金管局：環球不確定多 將影響今季表現

外匯基金首3季投資收益1,986億元，遠多於去年
同期的445億元。單計今年第3季，由於美債息

率下跌、債價上升，期內債券投資收益達299億元，足
以抵消港股疲弱下，季內港股投資錄123億元虧損，以
至外匯投資則錄得20億元重估損失。

港股上季蝕123億 債券收益勁
余偉文4日首次以香港金管局總裁身份出席立

法會財委會，而他在未升任前、已負責管理近4萬
億元外匯基金多年。他表示，外匯基金第3季投資
收益大部分來自債券，主要受惠於美債孳息率下
跌，目前難言第4季投資表現，主因環球投資環境
仍有不確定性，包括中美貿易爭議、英國脫歐進
程、美聯儲貨幣政策等。

長期增長組合比重仍可提升
展望未來，余偉文認為外匯基金仍有空間提升

長期增長組合的投資比重，主因有關投資組合在過
去十年的年化回報達13%，有望提高整體外匯基金
的投資收益。不過，他提醒雖然有關投資回報較
高，但年期較長、流動性亦較低，而外匯基金需保
持足夠流動性，會在收益與流動性之間保持平衡。

近期不少政府官員警告香港今年全年經濟或見
負增長，余偉文則認為，香港經濟受全球增長放
緩、中美貿易摩擦、近期香港社會事件等影響，經
濟下行壓力較大，第3季GDP按年跌2.9%、按季
跌3.2%，當中旅遊、零售及飲食等跌幅較大，未來
會密切關注有關經濟數據表現，以及對銀行業影
響。

謠言頻傳 冀數小時內作澄清
余偉文在會上亦多次提到，近日社會事件及近

期針對香港金融體系的謠言，他重申當局無意改變
聯匯制度及無意實施外匯管制，又指日後若再有謠

言，局方目標將在謠言傳出數小時內作出澄清。而
被問到香港近期有否出現大規模走資等，他指港匯
大致於7.84水平穩定上落，而今年以來香港存款總
量及港元存款亦錄得上升，暫時未見資金外流跡
象，亦強調香港作為開放經濟體，有資金流出流入
十分正常。

鼓勵業界寬鬆處理中小企貸
另外，金管局早前已下調香港銀行的逆周期緩

衝資本，冀銀行善用空間重點支援近期受影響的中
小企。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4日表示，根據局方第
三季統計數字顯示，大部分銀行對中小企的貸款總
量未有改變，現時銀行業貸款質素仍然良好，6月
零售銀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僅為0.54%，整體銀行
體系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則為0.56%。他又指，金管
局亦已與銀行界組成協調機制，鼓勵業界以寬鬆態
度處理中小企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受惠債市投資收入大

賺，外匯基金第3季賺202億元(港元，下同)，按年升1.1

倍，按季則減少55%，為去年第4季以來最差。單計今年

第3季，港股投資蝕123億元表現最差，不過債券投資收益

達299億元，其他股票投資則賺46億元，外匯投資則錄得

20億元重估損失。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4日表示，目前

環球投資環境仍有不確定性，香港經濟下行壓力大、社會

事件仍未平息，或將繼續影響外匯基金今季投資表現。

金管局對香港金融體系評估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摩擦等風險仍然存在

■■香港的實體經濟顯著轉差，中小企承受尤其大的壓力

■■資金未有顯著流出，港元市場繼續有序運作

■■香港的銀行與金融體系維持穩健，抗震能力充裕

■■市場情況易變，金管局已加強監察力度，有需要時會採取適當
措施以保持銀行及金融體系穩定

■■余偉文余偉文44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
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 馬翠媚馬翠媚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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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囑林鄭月娥 止暴懲暴堅定不移
高度信任特首 充分肯定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
好）黑衣魔暴力破壞及衝擊香港
持續近 5個月，警方共拘捕逾
2,000人，惟當中檢控數字相對較
低。香港律師會會長彭韻僖4日
會見傳媒時表示，希望律政司盡
快研究案情，檢視是否適合提出
訴訟，以免影響社會對香港法治
的信心，並指出“遲來的公義，
等同否定公義”。

彭韻僖表示，當警方作出逮捕
後，希望律政司盡快研究案情，檢
視是否適合提出訴訟，盡快經過法
庭程序，才能令港人對我們的法治
有信心。她又說，很多人都應該聽

過，如果法治很慢都不能彰顯，那
麼“遲來的公義，等同否定公
義”。

穩定局勢利維護法治
被問及目前法治是否良好，

她認為有很多客觀的因素影響，
雖然目前是有衝擊，但她對香港
的法治有信心，並認為每個人都
要盡力維護法治，包括法律界人
士應堅守法治，發聲講該說的
話。她相信，如果香港的情況能
穩定下來，將有助於維持法治，
因為衝擊會令大家繼續擔心。

另外，她覺得香港現時面對

大型衝突和衝擊，有需要成立一
個有獨立性的委員會調查，去全
面研究事情是如何發生及未來的
方向。至於是否贊成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她指出外國有很
多不同方法值得研究，例如倫敦
在2011年發生騷亂後，民間有英
國《衛報》及倫敦經濟學院，就
聯合進行獨立調查，英國政府亦
極速成立“騷亂、社區及受害者
委員會”。

就有聲音質疑法庭就屬違
法的事情批出臨時禁制令的合
理性，她指法庭審訊中，現非
適合評論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
早前有神秘人士以“一名尋路人”名
義，在多份報章頭版刊出“百萬求一
路”和“千萬求一路”的全版廣告，
徵求方法解決香港目前困局，引起社
會熱議。4日，中道集團董事長莊紫
祥舉行記者會，揭曉他就是該名神秘
人。他說，“香港是我家，我在這裡
成長、打拚，深深愛着她”，但眼見
今日香港陷入困局，他感到非常痛心
及迷茫，故此發起今次活動，冀愛港
的人建言獻策，用愛及關心為香港尋
找未來出路的方案。

莊紫祥指，自己一生都受到家
人、朋友和同事的愛護，在事業上又
發展得不錯，形容自己是“在愛裡長
大”，所以非常感恩上天對他的好。
但是，眼見今日香港陷入困局之中，
他身為一個愛中國的中國香港人，感
到非常痛心及迷茫，“香港是我家，
我在這裡成長、打拚，深深愛着她。

我希望深愛吾家之有心人都能建言獻
策，為困境中的香港找出路，尋回美
麗香港。”

限民生方案拒涉政治
因此，莊紫祥決定拿出1,000萬

元(港元，下同)尋求有心人為港獻策。
他補充，比賽酬金的設置是為了引起
公眾關注，鼓勵更多人參與討論，共
同為香港的前途出謀劃策。

他明言，參加者提交的方案內容
一定要是純民生議題，不能摻雜其他
元素，例如政治議題，否則連入閘機
會都無，“能夠解決民生及房屋問
題，已經為尋求出路行出一大步。”

莊紫祥表示，目前已經收到700
多份參賽者的方案，反應熱烈。他
說，冠軍的方案不會交予政府，但活
動結束後會與10名勝出者一起構思一
個更好的出路方案，並笑言“我可能
會叫他們辭去原來職位，轉來跟着我
工作”。

參賽評選均可贏酬金
“千萬求一路”大賽共設1,000

萬元酬金，其中300萬元將給予入圍
及勝出的所有參賽者，另外700萬元
將由能準確評選出結果的評選員共同
獲得。比賽將分為初賽、複賽、準決
賽及總決賽，每一輪都由評選員選出
晉級下一輪比賽的參賽者，直至選出
冠軍、亞軍、季軍、殿軍以及最佳演
繹獎。

當中首100份入圍名單將由莊紫
祥的團隊選出，其後再由自願報名的
評選員挑選得獎者。

比賽要求參賽者及評選員均須為香
港居民，並提供真實姓名和香港手機號
碼。參賽者須於本月14日前提交參選方
案，而評選員須年滿15歲。所有入圍方
案將會上載至活動官方網站，首輪網絡
評選將於本月18日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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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僕“入魔”羅智光：須保中立

暴徒被捕多未控 彭韻僖冀速檢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個別公務員在近期社會亂局
中參與違法示威，成為黑色恐怖
的一分子，令人痛心。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羅智光4日在立法會公
務員事務委員會表示，公務員須
保持政治中立，無論在任何場合
表達意見，應確保其意見不會有
損執行公務時不偏不倚的原則。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葉劉
淑儀亦在會上提出動議，要求所
有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特區政府，議案獲大比數通過。

羅智光在會上發言時感謝公
務員在過去數月的艱難時刻，努
力謹守崗位，應對不穩定情況，
在嚴峻挑戰下，竭力服務市民，
表現專業，又點名感謝警隊在最
前線承受無比壓力，維持社會秩
序。

至於近月有公務員在非法活
動中被捕，羅智光強調，政府重
視公務員操守，他們須保持政治
中立，並表示公務員無論在任何
場合表達意見，應確保其意見不
會有損執行公務時不偏不倚的原
則。

葉劉淑儀在會上提出動議，

促請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
八條第四款發出行政指令，要求
所有公務員（包括新入職的公務
員），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最終議案獲大比數通過。

葉劉淑儀會後在facebook發
文指，特區政府作為僱主，應該
對其僱員有一定要求，公務員既
然有志加入政府就應該擁護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至於有反對派議員提
出修訂於議案中加入“效忠所有
香港市民”，她認為此舉只是
“畫蛇添足”，因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當然包括香港市民，“試問
沒有市民，特區豈不是一個荒

島？況且現時社會嚴重撕裂，公
務員也有不同政治立場及觀點，
執行上亦有一定難度。”

帖文亦批評，反修例風波已
經拖了近5個月，特區政府止暴
制亂未見成效，但是不同群體、
不同政見者之間的仇恨則不斷加
深，社會對立，越來越接近壓力
爆煲臨界點，實在十分危險。她
表示，自己在落區時，很多市民
表示十分擔憂事態發展，擔心賠
了經濟更賠了香港。

她呼籲，政府應該向市民提
出工作目標，明確地作出承諾，
最遲於12月中旬平息這場政治風
暴，讓市民在聖誕有喘息機會，
在2020年重新出發。

■羅智光
（右二）
4 日到訪
政府檔案
處，聽取
有關修復
破損檔案
工作的介
紹。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4日晚在上海會見了出席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主辦方在 facebook介紹參賽細
則。
“Ideas for HK一名尋路人”fb截圖

■莊紫祥在
“1000 萬
求一路”記
者會上介紹
比賽詳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國家主席習
近平會見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新華社 ■■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親切握手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親切握手。。 新華社新華社

在聽取了林鄭月娥關於香
港近期局勢的匯報之後，習近
平表示，香港“修例風波”已
持續了5個月，你帶領特區政府
恪盡職守，努力穩控局面、改
善社會氣氛，做了大量艱辛的
工作。中央對你是高度信任

的，對你和管治團隊的工作是
充分肯定的。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
任務。依法制止和懲治暴力活
動就是維護香港廣大民眾的福
祉，要堅定不移。

同時，要做好與社會各界

對話和改善民生等工作。希望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齊心協力，共同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
趙克志等參加了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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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暴力示威破壞香港經濟，也衝擊香
港的法治環境，消息指有外企正評
估是否繼續在港投資。財庫局局長
劉怡翔4日表示，了解到有外企就
是否繼續留港作檢討，但認為總部
是否留港，取決於法治、企業業務
網絡等。他又指，雖然近期內外圍
環境不明朗，下過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固，暫
未見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或香港銀
行體系。

劉怡翔4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承認，在本地、全球
及區域不穩定情況下，香港金融及
資產市場更多波動，但香港金融體
系各個環節至今運作暢順有序，港
元匯率保持平穩，銀行體系流動性
維持充裕，從最新存款和貨幣供應
數據反映，沒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
或香港銀行體系。金融監管機構已
進行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即使在極
端惡劣的環境下，銀行、證券業中
介人及保險公司均能繼續符合相關
的監管要求。他重申，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
固。劉怡翔又提到，政府極關注現
時社會深層次問題，承認多方面需
要檢討。他指，需要很多時間檢視
香港價值觀及民主觀念，認為現時
並非以正常民主社會方式表達意
見。他希望社會狀況可盡快回復正
常，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同一場合
亦指，金管局與外資銀行接觸，得
到的回應是他們的確擔心目前的情
況，希望社會事件能夠盡快結束。
但他們亦同時表示，香港仍有不少
具吸引力的地方，例如以香港作為
橋頭堡進入內地市場，又表示對香
港金融科技有興趣，亦有部分機構
表示會考慮增加在香港的投資。

余偉文續指，香港是金融中
心，資金進出活躍，既有人擔心香
港現況，而開立離岸戶口或調走資
金，也有人將資金轉入香港，若資
金明顯流動，銀行存款額、港元匯
率都會出現變動，但近月兩項指標
都維持穩定。他補充，近4至5個月
港匯貼近7.84水平，其間因為月
結、季結及IPO而稍為轉強，但整
體港匯市場運作正常，反映市場對
聯匯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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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季賺202億 環比插半
港金管局：環球不確定多 將影響今季表現

外匯基金首3季投資收益1,986億元，遠多於去年
同期的445億元。單計今年第3季，由於美債息

率下跌、債價上升，期內債券投資收益達299億元，足
以抵消港股疲弱下，季內港股投資錄123億元虧損，以
至外匯投資則錄得20億元重估損失。

港股上季蝕123億 債券收益勁
余偉文4日首次以香港金管局總裁身份出席立

法會財委會，而他在未升任前、已負責管理近4萬
億元外匯基金多年。他表示，外匯基金第3季投資
收益大部分來自債券，主要受惠於美債孳息率下
跌，目前難言第4季投資表現，主因環球投資環境
仍有不確定性，包括中美貿易爭議、英國脫歐進
程、美聯儲貨幣政策等。

長期增長組合比重仍可提升
展望未來，余偉文認為外匯基金仍有空間提升

長期增長組合的投資比重，主因有關投資組合在過
去十年的年化回報達13%，有望提高整體外匯基金
的投資收益。不過，他提醒雖然有關投資回報較
高，但年期較長、流動性亦較低，而外匯基金需保
持足夠流動性，會在收益與流動性之間保持平衡。

近期不少政府官員警告香港今年全年經濟或見
負增長，余偉文則認為，香港經濟受全球增長放
緩、中美貿易摩擦、近期香港社會事件等影響，經
濟下行壓力較大，第3季GDP按年跌2.9%、按季
跌3.2%，當中旅遊、零售及飲食等跌幅較大，未來
會密切關注有關經濟數據表現，以及對銀行業影
響。

謠言頻傳 冀數小時內作澄清
余偉文在會上亦多次提到，近日社會事件及近

期針對香港金融體系的謠言，他重申當局無意改變
聯匯制度及無意實施外匯管制，又指日後若再有謠

言，局方目標將在謠言傳出數小時內作出澄清。而
被問到香港近期有否出現大規模走資等，他指港匯
大致於7.84水平穩定上落，而今年以來香港存款總
量及港元存款亦錄得上升，暫時未見資金外流跡
象，亦強調香港作為開放經濟體，有資金流出流入
十分正常。

鼓勵業界寬鬆處理中小企貸
另外，金管局早前已下調香港銀行的逆周期緩

衝資本，冀銀行善用空間重點支援近期受影響的中
小企。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4日表示，根據局方第
三季統計數字顯示，大部分銀行對中小企的貸款總
量未有改變，現時銀行業貸款質素仍然良好，6月
零售銀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僅為0.54%，整體銀行
體系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則為0.56%。他又指，金管
局亦已與銀行界組成協調機制，鼓勵業界以寬鬆態
度處理中小企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受惠債市投資收入大

賺，外匯基金第3季賺202億元(港元，下同)，按年升1.1

倍，按季則減少55%，為去年第4季以來最差。單計今年

第3季，港股投資蝕123億元表現最差，不過債券投資收益

達299億元，其他股票投資則賺46億元，外匯投資則錄得

20億元重估損失。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4日表示，目前

環球投資環境仍有不確定性，香港經濟下行壓力大、社會

事件仍未平息，或將繼續影響外匯基金今季投資表現。

金管局對香港金融體系評估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摩擦等風險仍然存在

■■香港的實體經濟顯著轉差，中小企承受尤其大的壓力

■■資金未有顯著流出，港元市場繼續有序運作

■■香港的銀行與金融體系維持穩健，抗震能力充裕

■■市場情況易變，金管局已加強監察力度，有需要時會採取適當
措施以保持銀行及金融體系穩定

■■余偉文余偉文44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
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 馬翠媚馬翠媚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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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再推26條惠台措施
台企台胞各享13條 台胞在海外可尋求中國使領館領事保護及申領旅行證件

據官方介紹，“26條措施”宗旨與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31條
措施”一脈相承。“26條措施”將進一步幫助台資企業加快科技創

新，降低綜合成本，搶抓發展機遇，實現更好發展，並繼續為台灣同胞在學
習、工作、生活等方面打造更好環境，提供更優條件，促進融合發展，保護
合法權益。

尋求領保與協助有四途徑
國台辦當天發佈的《“26條措施”逐條解讀》進一步指出，兩岸同胞血

脈相連。我們始終高度重視維護海外台胞的正當權益。我們積極開展領事保
護與協助工作，在職責範圍內為在海外遭遇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等突發安全
事件的台胞積極提供幫助，同時受理海外台胞申請辦理各類旅行證件等事
務。國台辦同時還發佈了台胞尋求領事保護與協助的四種途徑。
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李非教授認為，針對台灣當局的“台獨外

交”當然是必須打壓的，但是對台灣人民要採取保護政策，區別對待才不會
被台灣當局所誤導。只要台灣人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如果他們在國際上碰
到困難，我們肯定會一視同仁提供幫助。

學者：陸高度重視台胞權益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表示，從這一條規

定可看出，長期以來大陸方面對台灣同胞的關注、關切、幫助，因為台胞是
我們的骨肉兄弟，大陸方面一貫高度重視和維護海外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
希望能夠在危急關頭為他們排憂解難，在生活中為他們解決問題。大陸方面
開展“海外台胞領事保護與協助工作”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發生重大緊急事
件或者個別國家局勢動盪時，向台胞提供緊急保護救助，同時協助處理台灣
漁船跨海捕撈糾紛案件，其他國家涉台民事案件、經濟刑事案件等。目前，
中國正在積極構建海外中國平安體系，讓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
都能夠安心順心、幸福平安。

國台辦：抹黑“26條”暴陰暗心理
另據新華社報道，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4日表示，就在兩岸企業界和兩

岸同胞對大陸方面出台“26條措施”深受鼓舞、咸表歡迎之際，台灣陸委會
卻迫不及待地跳出來說三道四，詆毀抹黑，進一步暴露了他們與廣大台灣同
胞利益為敵的陰暗心理。
馬曉光說，一年多前，大陸方面公佈“31條措施”時，陸委會和民進黨

當局就百般詆毀。事實是，“31條措施”獲得廣大台胞的熱烈歡迎，越來越
多的台胞台企因之受益。我們持續推出新的“26條措施”，是為了進一步回
應台胞訴求，使他們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希望他們發
展得更好、獲得更大利益。與之相反，民進黨當局對民眾的呼聲充耳不聞，
對百姓的疾苦視而不見，除了造謠抹黑，就是恐嚇懲罰，不斷為台灣同胞獲
得利益福祉設置障礙，處處壞台灣同胞的好事。陸委會的言論毫不奇怪。可
以想像，我們越是為台灣同胞的利益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他們就越會
跳得更高。在他們心目中，只有一黨之私的政治操弄，毫無民眾利益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賀鵬飛、 蘇榕蓉報道，在4日舉

行的2019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開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宣佈了一個重磅消息：當天，《關於

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

“26條措施”）公佈並施行。這一由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

改革委經商中央組織部等20個部門出台的新一輪惠台措施，

共包括為台灣企業和台灣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各13條

（見表）。其中，在領事保護方面，“26條措施”指出，台

灣同胞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領館尋求領事保護與協助，

申請旅行證件。

■■汪洋汪洋（（右右））會見峰會台灣方面理事長會見峰會台灣方面理事長
蕭萬長蕭萬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攝

為台企提供同等待遇13條措施

5G：支持台企參與大陸5G技術研發、
標準制定、產品測試和網絡建設

參與重大技術創新：可同等參與重大技
術裝備研發創新、檢測評定、示範應用
體系建設

循環經濟：可同等參與大陸城市建築垃
圾資源化利用等循環經濟項目

民航：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可與大陸企
業同等投資航空客貨運輸、通用航空服
務，參與符合相關規劃的民航運輸機場
和通用機場建設，開展諮詢、設計、運
營維護等業務

主題公園：台資企業可投資主題公園，
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旅遊基礎設施和
配套服務建設

金融貿易：

（1）支持符合條件的台灣金融機構和
企業在台資企業集中地區發起或參與設
立新型金融組織

（2）可向地方各級政府性融資擔保基
金申請擔保融資等服務

（3）可與大陸企業同等依法享受貿易
救濟和貿易保障措施

（4）可與大陸企業同等依法利用出口

信用保險等工具

（5）鼓勵各地根據地方實際，為台資
企業增加投資提供政策支持

入口檢驗：對從台灣輸入大陸的商品採
取快速驗放模式，建立有利於規範和發
展第三方檢驗鑒定機構的管理制度

行業標準制定：可與大陸企業同等參與
行業標準的制訂和修訂，共同促進兩岸
標準互聯互通

青年創業：符合條件的青創基地和示範
點可申報國家相關園區評定

為台胞提供同等待遇13條措施

領事保護：台灣同胞可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駐外使領館尋求領事保護與協助，申
請旅行證件

農業：可申請成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成
員，申請符合條件的農業基本建設項目
和財政項目

交通出行：可同等使用網約車、共享汽
車等交通出行等產品

通信資費：試點在福建對持居住證的台
胞使用大陸移動電話業務給予資費優惠

購房資格：持居住證的台灣同胞在購買
自住房屋時與大陸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文化體育：

（1）台灣文創機構或者個人可參與大
陸文創園區建設營運，台灣文藝工作者
可進入大陸文藝院團、研究機構工作或
研學

（2）在大陸工作台胞可申報中國文化
藝術政府獎動漫獎

職稱評審：在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台灣
同胞，符合條件的可同等參加相應系
列、級別職稱評審，其在台灣地區參與
的項目、取得的成果等同等視為專業工
作業績

分類招考：

（1）台商子女高中畢業後，在大陸獲
得高中、中等職業學校畢業證書可以在
大陸參加相關高職院校分類招考

（2）進一步擴大招收台灣學生的院校範
圍，提高中西部院校和非部屬院校比例

（3）在大陸高校任教、就讀的台灣教師
和學生可持居住證同等申請公派留學資格

體育交流：

（1）歡迎台灣運動員來大陸參加全國
性體育比賽和職業聯賽

（2）台灣運動員可以內援身份參加大
陸職業聯賽

“26條措施”要點

■資料來源：新華社、國台辦網站

17個“同等”獲台胞點讚：“我們很感動”
 &

“26 條 措 施 ” 中 ，
“同等”一詞的使用頻率
最高，出現了17次。

“ 很 多 措 施 超 出 意
料，讓我們很感動。”全

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兼發言人、南寶樹脂
(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德聰說，由於在
大陸投資的台企大多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
場，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到的衝擊非常大。
“26條措施”中特別提出，允許台企與
大陸企業同等依法享受貿易救濟和貿易保
障措施，這是大陸方面送的一份“大
禮”，令廣大台商感到振奮。

“除了經濟方面的內容，感情方面
我們也感受到了。” 孫德聰表示，“26
條措施”讓台灣同胞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得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領館的領事保護
和服務，這讓經常“滿世界跑”的台商非
常感動。

全球最大的印製電路板生產企業鵬
鼎控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沈慶芳指出，
去年出台的“31條措施”已經令很多台
企受惠，鵬鼎控股也因此得以順利在大陸
上市，目前市值已經突破1,000億元人民
幣，為企業的永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資金
支持。

“26條措施”提出，台資企業可與
大陸企業同等參與行業標準的制訂和修
訂，共同促進兩岸標準互聯互通。沈慶芳
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很多台企的生
產設備都來自不同廠商，例如鵬鼎控股有
7,800台生產設備，如果要讓不同廠商生

產的設備實現互聯，以及讓這些生產設備
和大陸企業生產的配套設備實現互聯，就
需要兩岸建立共同標準。

“26條措施”開放力度超出外界預
期。例如，允許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與大
陸企業同等投資航空客貨運輸、通用航空
服務，參與符合相關規劃的民航運輸機場
和通用機場建設，開展諮詢、設計、運營
維護等業務。

國台辦經濟局副局長郭大志坦言，
航空領域投資非常敏感，這次大陸率先向
台企開放這一領域的投資；針對中美貿易
摩擦對台企的影響，允許台企與大陸企業
同等依法享受貿易救濟和貿易保障措施。
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大陸方面的誠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44日日，，20192019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在南京舉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在南京舉
行行，，11,,300300多位兩岸企業界人士參會多位兩岸企業界人士參會。。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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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暴力示威破壞香港經濟，也衝擊香
港的法治環境，消息指有外企正評
估是否繼續在港投資。財庫局局長
劉怡翔4日表示，了解到有外企就
是否繼續留港作檢討，但認為總部
是否留港，取決於法治、企業業務
網絡等。他又指，雖然近期內外圍
環境不明朗，下過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固，暫
未見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或香港銀
行體系。

劉怡翔4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承認，在本地、全球
及區域不穩定情況下，香港金融及
資產市場更多波動，但香港金融體
系各個環節至今運作暢順有序，港
元匯率保持平穩，銀行體系流動性
維持充裕，從最新存款和貨幣供應
數據反映，沒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
或香港銀行體系。金融監管機構已
進行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即使在極
端惡劣的環境下，銀行、證券業中
介人及保險公司均能繼續符合相關
的監管要求。他重申，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
固。劉怡翔又提到，政府極關注現
時社會深層次問題，承認多方面需
要檢討。他指，需要很多時間檢視
香港價值觀及民主觀念，認為現時
並非以正常民主社會方式表達意
見。他希望社會狀況可盡快回復正
常，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同一場合
亦指，金管局與外資銀行接觸，得
到的回應是他們的確擔心目前的情
況，希望社會事件能夠盡快結束。
但他們亦同時表示，香港仍有不少
具吸引力的地方，例如以香港作為
橋頭堡進入內地市場，又表示對香
港金融科技有興趣，亦有部分機構
表示會考慮增加在香港的投資。

余偉文續指，香港是金融中
心，資金進出活躍，既有人擔心香
港現況，而開立離岸戶口或調走資
金，也有人將資金轉入香港，若資
金明顯流動，銀行存款額、港元匯
率都會出現變動，但近月兩項指標
都維持穩定。他補充，近4至5個月
港匯貼近7.84水平，其間因為月
結、季結及IPO而稍為轉強，但整
體港匯市場運作正常，反映市場對
聯匯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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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季賺202億 環比插半
港金管局：環球不確定多 將影響今季表現

外匯基金首3季投資收益1,986億元，遠多於去年
同期的445億元。單計今年第3季，由於美債息

率下跌、債價上升，期內債券投資收益達299億元，足
以抵消港股疲弱下，季內港股投資錄123億元虧損，以
至外匯投資則錄得20億元重估損失。

港股上季蝕123億 債券收益勁
余偉文4日首次以香港金管局總裁身份出席立

法會財委會，而他在未升任前、已負責管理近4萬
億元外匯基金多年。他表示，外匯基金第3季投資
收益大部分來自債券，主要受惠於美債孳息率下
跌，目前難言第4季投資表現，主因環球投資環境
仍有不確定性，包括中美貿易爭議、英國脫歐進
程、美聯儲貨幣政策等。

長期增長組合比重仍可提升
展望未來，余偉文認為外匯基金仍有空間提升

長期增長組合的投資比重，主因有關投資組合在過
去十年的年化回報達13%，有望提高整體外匯基金
的投資收益。不過，他提醒雖然有關投資回報較
高，但年期較長、流動性亦較低，而外匯基金需保
持足夠流動性，會在收益與流動性之間保持平衡。

近期不少政府官員警告香港今年全年經濟或見
負增長，余偉文則認為，香港經濟受全球增長放
緩、中美貿易摩擦、近期香港社會事件等影響，經
濟下行壓力較大，第3季GDP按年跌2.9%、按季
跌3.2%，當中旅遊、零售及飲食等跌幅較大，未來
會密切關注有關經濟數據表現，以及對銀行業影
響。

謠言頻傳 冀數小時內作澄清
余偉文在會上亦多次提到，近日社會事件及近

期針對香港金融體系的謠言，他重申當局無意改變
聯匯制度及無意實施外匯管制，又指日後若再有謠

言，局方目標將在謠言傳出數小時內作出澄清。而
被問到香港近期有否出現大規模走資等，他指港匯
大致於7.84水平穩定上落，而今年以來香港存款總
量及港元存款亦錄得上升，暫時未見資金外流跡
象，亦強調香港作為開放經濟體，有資金流出流入
十分正常。

鼓勵業界寬鬆處理中小企貸
另外，金管局早前已下調香港銀行的逆周期緩

衝資本，冀銀行善用空間重點支援近期受影響的中
小企。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4日表示，根據局方第
三季統計數字顯示，大部分銀行對中小企的貸款總
量未有改變，現時銀行業貸款質素仍然良好，6月
零售銀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僅為0.54%，整體銀行
體系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則為0.56%。他又指，金管
局亦已與銀行界組成協調機制，鼓勵業界以寬鬆態
度處理中小企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受惠債市投資收入大

賺，外匯基金第3季賺202億元(港元，下同)，按年升1.1

倍，按季則減少55%，為去年第4季以來最差。單計今年

第3季，港股投資蝕123億元表現最差，不過債券投資收益

達299億元，其他股票投資則賺46億元，外匯投資則錄得

20億元重估損失。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4日表示，目前

環球投資環境仍有不確定性，香港經濟下行壓力大、社會

事件仍未平息，或將繼續影響外匯基金今季投資表現。

金管局對香港金融體系評估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摩擦等風險仍然存在

■■香港的實體經濟顯著轉差，中小企承受尤其大的壓力

■■資金未有顯著流出，港元市場繼續有序運作

■■香港的銀行與金融體系維持穩健，抗震能力充裕

■■市場情況易變，金管局已加強監察力度，有需要時會採取適當
措施以保持銀行及金融體系穩定

■■余偉文余偉文44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
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 馬翠媚馬翠媚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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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狐捕食旱獺

最近一張野生動物的照片火了最近一張野生動物的照片火了！！

照片中照片中，，一隻藏狐正在捕食一隻藏狐正在捕食，，牠的獵牠的獵

物旱獺一臉驚恐物旱獺一臉驚恐。。在前不久揭曉的第在前不久揭曉的第

5555屆英國野生動物攝影年賽上屆英國野生動物攝影年賽上，，這這

張照片被譽為張照片被譽為““野生動物攝影界的野生動物攝影界的

‘‘奧斯卡奧斯卡’”’”的的““20192019年度野生動年度野生動

物照片物照片”，”，這張照片的拍攝者中國攝這張照片的拍攝者中國攝

影師鮑永清也摘得年度野生動物攝影影師鮑永清也摘得年度野生動物攝影

師大獎師大獎。。

■■綜合微信公眾號綜合微信公眾號““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報””、、

央視新聞客戶端央視新聞客戶端

畫畫面中的藏狐三爪着地面中的藏狐三爪着地，，蓄勢待發蓄勢待發，，眼神中充眼神中充
滿殺機滿殺機，，而被捕捉的旱獺則是騰空而起而被捕捉的旱獺則是騰空而起，，一一

臉驚恐臉驚恐。。英國野生動物攝影年賽評委會主席這樣評英國野生動物攝影年賽評委會主席這樣評
價這張照片價這張照片：“：“這幅作品幽默和驚恐並存這幅作品幽默和驚恐並存，，捕捉到捕捉到
了大自然的戲劇性和緊張感了大自然的戲劇性和緊張感，，從攝影角度講從攝影角度講，，這簡這簡
直是完美的瞬間直是完美的瞬間。”。”

““潛伏潛伏””三小時抓拍瞬間三小時抓拍瞬間
““年度野生動物攝影大賽年度野生動物攝影大賽””由倫敦自然歷史由倫敦自然歷史

博物館和博物館和《《BBCBBC野生動物野生動物》》雜誌共同創辦於雜誌共同創辦於19641964
年年，，每年舉辦一屆每年舉辦一屆，，旨在通過攝影呼籲民眾保護旨在通過攝影呼籲民眾保護
自然自然、、關愛生物關愛生物，，是世界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是世界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
自然類攝影比賽自然類攝影比賽。。進入進入2121世紀以來世紀以來，，比賽每年都比賽每年都
會收到來自近百個國家的會收到來自近百個國家的44萬張到萬張到55萬張參賽作萬張參賽作
品品。。比賽設立多個單項獎比賽設立多個單項獎，，由評委以盲選方式投由評委以盲選方式投

出出100100幅決選作品幅決選作品，，並從中選出單項最佳和一名並從中選出單項最佳和一名
年度最佳野生動物攝影師年度最佳野生動物攝影師，，年度最佳攝影師可獲年度最佳攝影師可獲
得得11萬英鎊獎金萬英鎊獎金。。所有決選作品會在倫敦自然歷所有決選作品會在倫敦自然歷
史博物館展出史博物館展出88個月個月，，並赴並赴7070多個國家巡展多個國家巡展。。

攝影師鮑永清從攝影師鮑永清從20122012年起年起，，就常在祁連山國就常在祁連山國
家公園青海片區拍攝家公園青海片區拍攝。。他很熟悉藏狐他很熟悉藏狐、、旱獺等野生旱獺等野生
動物的習性動物的習性。。但要想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但要想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還需要還需要
長時間的觀察和耐心等待長時間的觀察和耐心等待。。

鮑永清說鮑永清說：“：“每年每年33月至月至77月是藏狐產崽和哺育月是藏狐產崽和哺育
小崽的時候小崽的時候，，我發現了一窩藏狐我發現了一窩藏狐，，想把牠們的生活狀想把牠們的生活狀
態記錄下來態記錄下來。。拍攝當天全程經歷了三個多小時拍攝當天全程經歷了三個多小時，，拍了拍了
上萬張照片上萬張照片。”。”三個多小時的潛伏三個多小時的潛伏，，上萬次的拍攝上萬次的拍攝，，
鮑永清最終捕捉到了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間鮑永清最終捕捉到了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間。。

““藏狐走到距離旱獺巢穴大約藏狐走到距離旱獺巢穴大約1010米的地方米的地方，，
旱獺發現這隻藏狐旱獺發現這隻藏狐，，於是開始發出警報於是開始發出警報。。一個多小一個多小

時後時後，，這隻藏狐一動不動這隻藏狐一動不動，，旱獺便放鬆警惕了旱獺便放鬆警惕了，，開開
始離開巢穴去吃草始離開巢穴去吃草。。此時此時，，藏狐突然撲上去藏狐突然撲上去，，開始開始
捕食旱獺捕食旱獺。”。”

網友製作表情包網友製作表情包
這張照片在網上公佈後這張照片在網上公佈後，，迅速收穫了網友們的迅速收穫了網友們的

喜愛喜愛。。照片中旱獺表現出的驚恐表情頗具幽默感照片中旱獺表現出的驚恐表情頗具幽默感，，
成為網友製作表情包的絕佳素材成為網友製作表情包的絕佳素材。。在鮑永清看來在鮑永清看來，，
網友製作表情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野生動物網友製作表情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野生動物，，更好更好
地保護牠們地保護牠們。。

據介紹據介紹，，祁連山是我國西部重要的生態安全屏祁連山是我國西部重要的生態安全屏
障障。。20172017年年99月月，，祁連山國家公園建立祁連山國家公園建立，，橫跨甘肅橫跨甘肅
和青海兩省和青海兩省，，總面積總面積55..0202萬平方公里萬平方公里。。園內野生動園內野生動
植物豐富植物豐富，，其中其中，，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雪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雪
豹豹、、白唇鹿白唇鹿、、馬麝馬麝、、黑頸鶴黑頸鶴、、金雕等有金雕等有1515種種。。

今年56歲的付忠民是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甘肅定西剪紙省級代表性傳承
人。不久前他創作的定西剪紙
長卷——《古絲綢之路全
圖》，即將捐贈故宮博物院永
久性收藏。

日前，香港文匯報記者
走訪付忠民的剪紙展館看
到，面積不大的展館中，牆
面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剪紙
作品，足有200餘幅，而《古
絲綢之路全圖》則鋪在地
上，很是顯眼。付忠民說，
這幅作品長23.38米、寬0.52
米，再現綿延6,440公里，橫
貫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絲綢
之路古道全貌，一城一景，
各具風采。作品起首長安，
經咸陽、蘭州、敦煌、中
亞、伊朗、敘利亞到達地中
海，以羅馬為終點。

付忠民介紹，在創作這幅
作品時，他查閱了很多歷史資
料，也請教了很多專家學者，
國內的一些城市他也會實地去
考察，而國外的城市，由於時
間和資金問題他只能通過相關
視頻和書籍進行學習和研究。
其間，他每天用十幾個小時來
進行創作，最終，經過兩個多
月夜以繼日構思創作，終於順
利完成這幅作品。

受祖母影響，付忠民自幼
喜歡剪紙，又繼承了父親精細
的木工技藝，長大後將做木工
所賺的錢全部用於學習鑽研剪
紙技藝，並逐漸形成自己的風
格，作品分為民俗、農耕、文
創等5個系列200餘種類。

他創作的剪紙作品獲得
省內外很多獎項，其中《嬰
戲圖》獲“輝發杯”全國剪
紙藝術大展銀獎和特殊貢獻
獎，《中國夢—樂》被文化
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永久性
收藏。

付忠民說，目前他也在當
地一些中小學校進行剪紙授
課，希望能用剪紙留住這些民
俗記憶，不斷傳承和創新中國
經典非遺文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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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拍攝者中國攝照片拍攝者中國攝
影師鮑永清摘得年度影師鮑永清摘得年度
野生動物攝影師大野生動物攝影師大
獎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照片萌翻網友照片萌翻網友
中國攝影師鮑永清摘英國大獎中國攝影師鮑永清摘英國大獎 完美瞬間化作幽默表情包完美瞬間化作幽默表情包

■■網友製作的表情包網友製作的表情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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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暴力示威破壞香港經濟，也衝擊香
港的法治環境，消息指有外企正評
估是否繼續在港投資。財庫局局長
劉怡翔4日表示，了解到有外企就
是否繼續留港作檢討，但認為總部
是否留港，取決於法治、企業業務
網絡等。他又指，雖然近期內外圍
環境不明朗，下過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固，暫
未見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或香港銀
行體系。

劉怡翔4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承認，在本地、全球
及區域不穩定情況下，香港金融及
資產市場更多波動，但香港金融體
系各個環節至今運作暢順有序，港
元匯率保持平穩，銀行體系流動性
維持充裕，從最新存款和貨幣供應
數據反映，沒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
或香港銀行體系。金融監管機構已
進行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即使在極
端惡劣的環境下，銀行、證券業中
介人及保險公司均能繼續符合相關
的監管要求。他重申，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
固。劉怡翔又提到，政府極關注現
時社會深層次問題，承認多方面需
要檢討。他指，需要很多時間檢視
香港價值觀及民主觀念，認為現時
並非以正常民主社會方式表達意
見。他希望社會狀況可盡快回復正
常，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同一場合
亦指，金管局與外資銀行接觸，得
到的回應是他們的確擔心目前的情
況，希望社會事件能夠盡快結束。
但他們亦同時表示，香港仍有不少
具吸引力的地方，例如以香港作為
橋頭堡進入內地市場，又表示對香
港金融科技有興趣，亦有部分機構
表示會考慮增加在香港的投資。

余偉文續指，香港是金融中
心，資金進出活躍，既有人擔心香
港現況，而開立離岸戶口或調走資
金，也有人將資金轉入香港，若資
金明顯流動，銀行存款額、港元匯
率都會出現變動，但近月兩項指標
都維持穩定。他補充，近4至5個月
港匯貼近7.84水平，其間因為月
結、季結及IPO而稍為轉強，但整
體港匯市場運作正常，反映市場對
聯匯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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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季賺202億 環比插半
港金管局：環球不確定多 將影響今季表現

外匯基金首3季投資收益1,986億元，遠多於去年
同期的445億元。單計今年第3季，由於美債息

率下跌、債價上升，期內債券投資收益達299億元，足
以抵消港股疲弱下，季內港股投資錄123億元虧損，以
至外匯投資則錄得20億元重估損失。

港股上季蝕123億 債券收益勁
余偉文4日首次以香港金管局總裁身份出席立

法會財委會，而他在未升任前、已負責管理近4萬
億元外匯基金多年。他表示，外匯基金第3季投資
收益大部分來自債券，主要受惠於美債孳息率下
跌，目前難言第4季投資表現，主因環球投資環境
仍有不確定性，包括中美貿易爭議、英國脫歐進
程、美聯儲貨幣政策等。

長期增長組合比重仍可提升
展望未來，余偉文認為外匯基金仍有空間提升

長期增長組合的投資比重，主因有關投資組合在過
去十年的年化回報達13%，有望提高整體外匯基金
的投資收益。不過，他提醒雖然有關投資回報較
高，但年期較長、流動性亦較低，而外匯基金需保
持足夠流動性，會在收益與流動性之間保持平衡。

近期不少政府官員警告香港今年全年經濟或見
負增長，余偉文則認為，香港經濟受全球增長放
緩、中美貿易摩擦、近期香港社會事件等影響，經
濟下行壓力較大，第3季GDP按年跌2.9%、按季
跌3.2%，當中旅遊、零售及飲食等跌幅較大，未來
會密切關注有關經濟數據表現，以及對銀行業影
響。

謠言頻傳 冀數小時內作澄清
余偉文在會上亦多次提到，近日社會事件及近

期針對香港金融體系的謠言，他重申當局無意改變
聯匯制度及無意實施外匯管制，又指日後若再有謠

言，局方目標將在謠言傳出數小時內作出澄清。而
被問到香港近期有否出現大規模走資等，他指港匯
大致於7.84水平穩定上落，而今年以來香港存款總
量及港元存款亦錄得上升，暫時未見資金外流跡
象，亦強調香港作為開放經濟體，有資金流出流入
十分正常。

鼓勵業界寬鬆處理中小企貸
另外，金管局早前已下調香港銀行的逆周期緩

衝資本，冀銀行善用空間重點支援近期受影響的中
小企。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4日表示，根據局方第
三季統計數字顯示，大部分銀行對中小企的貸款總
量未有改變，現時銀行業貸款質素仍然良好，6月
零售銀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僅為0.54%，整體銀行
體系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則為0.56%。他又指，金管
局亦已與銀行界組成協調機制，鼓勵業界以寬鬆態
度處理中小企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受惠債市投資收入大

賺，外匯基金第3季賺202億元(港元，下同)，按年升1.1

倍，按季則減少55%，為去年第4季以來最差。單計今年

第3季，港股投資蝕123億元表現最差，不過債券投資收益

達299億元，其他股票投資則賺46億元，外匯投資則錄得

20億元重估損失。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4日表示，目前

環球投資環境仍有不確定性，香港經濟下行壓力大、社會

事件仍未平息，或將繼續影響外匯基金今季投資表現。

金管局對香港金融體系評估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摩擦等風險仍然存在

■■香港的實體經濟顯著轉差，中小企承受尤其大的壓力

■■資金未有顯著流出，港元市場繼續有序運作

■■香港的銀行與金融體系維持穩健，抗震能力充裕

■■市場情況易變，金管局已加強監察力度，有需要時會採取適當
措施以保持銀行及金融體系穩定

■■余偉文余偉文44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
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 馬翠媚馬翠媚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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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今天舉辦
「再攀高峰—執行績效突破5500億」成果分

享會，法務部長蔡清祥肯定行政執行署秉持
公義、關懷，從令人討厭的機關進而獲得人
民肯定，誠屬不易。

行政執行署新聞稿指出，各分署於民國
90年1月1日成立，至今年8月2日累計徵起
金額突破新台幣5500億元，挹注國庫收入，
實現公平正義，為展現亮麗績效，與各界分
享榮耀時刻，特地舉辦成果分享會。

蔡清祥致詞時表示，5500億元約可打造
9座台北101大樓，也相當於法務部18年的預
算，而行政執行署向來秉持公義、關懷的施
政理念，對滯欠大戶強力執行，對弱勢義務
人則給予分期付款、協助脫困等協助。

蔡清祥說，行政執行署近年來在為民服
務創新措施及簡化流程各分面的表現優異，
包括小額案件新增超商繳費管道，執行老舊

機車欠費案也同時協助民眾報廢車輛，讓行
政執行署從令人討厭的機關獲得人民肯定，
相當不容易。

蔡清祥表示，行政執行署陸續專案執行
三、四級毒品欠繳罰鍰與怠金案及酒駕積欠
罰鍰案，落實政府反毒與酒駕零容忍政策，
未來也應持續針對滯欠大戶強力執行，讓人
民真正有感。

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則說，行政執行
績效是團隊成員一步一腳印、一棒接一棒累
積而成，榮耀歸於行政執行署每一個人。

羅秉成還稱讚行政執行署 「太好用」，
因此包括閒置工業區土地、都更、科學園區
廠房等執行工作，都交由行政執行署執行。

行政執行署新聞稿指出，執行績效於
106年12月5日累積至5000億元，今年8月2
日則來到5500億元。

行政執行署績效突破5500億元 再攀高峰

（中央社）檢廉獲報，台北科技大學經
營管理系林姓教授涉嫌以不實發票核銷教育
部計畫補助款，金額近60萬元。北檢今天指
揮廉政署兵分7路搜索，並約談林女與3名被
告到案。

為執行 106 年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
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台北科大辦理
一件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工作坊計畫案，由
經營管理系林姓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

檢廉獲報，林姓教授涉嫌以研究所學生
及親戚提供的發票，不實核銷計畫案金額，
金額近新台幣60萬元，涉嫌詐欺、違反商業
會計法等罪。

台北地檢署今天指揮廉政署，兵分7路
搜索林姓教授座位等7處，並約談林女、涉
案的學生、親戚等4名被告及6名證人到案，
正在偵訊中。

涉詐領補助款 檢廉約談台北科大教授

（中央社）台北市王姓員警假冒調查官，向建
商要 「打點費」，否則將爆料養小三，遭檢調搜查
。台北市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今晚表示，全案正由
相關單位偵查中，強調毋枉毋縱、依法究辦。

媒體報導，文山一分局王姓員警涉嫌與2名友
人冒充調查官，向一名退休建商佯稱掌握 「養小三
」證據，進而索要 「打點費」，否則曝光此事。建
商陸續於2017、2018年間交付逾新台幣600萬元，
後來察覺不對勁向調查局檢舉，才知道全是詐騙。

台北市調處蒐證後，今天在台北地檢署指揮下
搜索3人的4處相關地點，並約談3人到案。

文山一分局今晚發布新聞稿表示，此案由北檢
指揮分局和市調處共同偵辦，涉案王姓員警為警察
專科學校專科第13期畢業，先前在警政署保一總
隊、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服務過，隨後於 2016
年9月調任至文山一分局服務。

由於此案正由相關單位偵查中，文山一分局說
，相關案情待檢調偵詢後，再做後續釐清說明；同
時強調，將秉持 「毋枉毋縱、依法究辦」原則，全
力配合北檢依法偵辦，若有違法將召開考績會依法
究責，絕不寬貸。

員警假冒調查官涉詐騙建商 警分局：依法究辦

（中央社）港媒報導，一名台籍嫌犯在香港搶劫後返台，法務部今晚表示，若國人在
香港犯強盜罪，台灣具有司法管轄權，仍應依台灣法律追訴處罰，呼籲港府提供相關在港
證據，共同打擊犯罪。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一名台籍嫌犯10月6日持空氣槍，搶劫一間位於尖沙咀麼地道的
鐘錶行，並得手兩只價值港幣99萬元的手錶。

報導引述香港警方指出，嫌犯於當天上午抵達香港，犯案後隨即在當晚飛回台灣。
報導稱，香港政府正努力與台灣確認嫌犯身分，但由於台港兩地目前沒有司法互助機

制，陷入困境。
法務部晚間發布新聞稿表示，若台灣人在香港犯強盜罪，台灣具有司法管轄權，仍應

依台灣法律追訴處罰。
新聞稿進一步指出，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43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台灣地區人民在香

港犯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適用中華民國刑法規定。
新聞稿提到，有關報載台籍嫌犯涉嫌在香港搶劫後返台一案，刻由檢警依法釐清事實

及所涉罪嫌，積極偵辦中，若確涉及強盜罪嫌，因屬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台灣
本即具有司法管轄權，將依法訴究，繩之於法。

法務部表示，報載台灣將難以起訴，與台灣法律規定不符，應予指正，以正視聽。
法務部也藉此呼籲港府應提供相關在港證據，以共同打擊犯罪，不讓犯罪之人再度逍

遙法外。

（中央社）海巡署偵防分署北門查緝隊今天宣布在高雄港轉口貨櫃區查獲136.435公斤的古柯鹼，
全案由高雄檢方指揮偵辦。

北門查緝隊副隊長黃雍翔今天告訴中央社記者，北門查緝隊獲報有跨國性販毒集團走私大批毒品來
台，11月3日在高雄港轉口貨櫃區一只貨櫃內查獲122包，重達136.435公斤的古柯鹼。

這起緝毒案和美國方面有合作，專案小組計畫在高雄誘捕貨主，但因這是轉口貨櫃，收貨人在其他
國家，台灣無貨主接應才作罷。

目前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偵辦，高雄地檢署也指示通報貨櫃目的地的執法機關，追查毒品
收貨人，且在避免影響目的地執法機關偵查的原則下，相關貨櫃報單、船舶運輸資訊暫不公開。

高雄港查獲跨國運毒起出逾百公斤古柯鹼

台嫌在港犯案 法務部：若涉強盜台有管轄權

立院三讀立院三讀 軍人酒駕累犯致人於死最重處無期徒刑軍人酒駕累犯致人於死最重處無期徒刑
遏止酒駕遏止酒駕，，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圖圖））55日主持立法院會三讀修正通過陸海空軍刑法第日主持立法院會三讀修正通過陸海空軍刑法第5454條條文條條文

，，規定軍人曾犯酒駕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規定軍人曾犯酒駕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於55年內再犯酒駕因而致人於死者年內再犯酒駕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處無
期徒刑或期徒刑或55年以上有期徒刑年以上有期徒刑。。

立院辦公聽會探討外送員勞權立院辦公聽會探討外送員勞權
民進黨立委林靜儀民進黨立委林靜儀（（右右）、）、鍾孔炤鍾孔炤（（左左））55日在立法院舉辦網路訂餐平台外送員勞動日在立法院舉辦網路訂餐平台外送員勞動

權益保障公聽會權益保障公聽會，，邀請學者專家與外送員參加邀請學者專家與外送員參加，，希望吸收各方意見加強外送員勞權保障希望吸收各方意見加強外送員勞權保障。。

國民黨立委列清單質疑政策買票國民黨立委列清單質疑政策買票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曾銘宗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曾銘宗（（左左22）、）、首席副書記長陳宜民首席副書記長陳宜民（（右右22）、）、副書記長許毓仁副書記長許毓仁（（右右））

、、童惠珍童惠珍（（左左））55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列出廢印花稅列出廢印花稅、、高鐵南延等政策清單高鐵南延等政策清單，，質疑是選舉政策買票質疑是選舉政策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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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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表示，中小企業2018年
家數達146萬家，占全體企業97.64%，就業人數
則占全國就業人口 78%，家數及就業人數雙創
2014年以來最高紀錄，顯見中小企業為經濟發
展重要動能。

經濟部今天公布 「2019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
」資料，台灣 2018 年中小企業家數為 146 萬
6209家，占全體企業97.64%，年增1.99%；中小
企業就業人數達 896 萬 5000 人，占全國就業人
數78.41%，年增0.69%，兩者皆創下2014年以來
最高紀錄。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胡貝蒂表示，中
小企業一直是台灣經濟骨幹，中小企業的彈性
是成長關鍵，也創造許多就業機會，經濟部樂
見中小企業家數及就業人數創4年來新高。

經濟部指出，中小企業不僅穩定成長，更
是台灣經濟發展及創造就業的關鍵動能。

觀察中小企業銷售額，2018年銷售額為新
台幣12兆6245億元，年增3.99%。內銷額為11
兆1716億元，年增4.24%，出口額為1兆4529億
元，也較2017年增加2.15%，出口成長率由負轉
正。

經濟部表示，中小企業2018年銷售表現優
於以往，創業數量也明顯成長。此外，2018年
新設未滿一年的中小企業家數為10萬2189家，
年增率達6.23%，占全體新設企業99.84%。

胡貝蒂表示，新創帶領科技發展，台灣發
展人工智慧、物聯網時，需要來自新創企業的
技術，新創公司在台蓬勃發展，有助台灣數位
轉型。

經濟部指出，政府持續執行相關輔導與支
援措施，以滿足中小企業經營需求，像是政府
推出中小企業千億融資保證專案。為了協助企
業創新創業，政府也設立林口新創園，打造新
創未來城。面對國際多變局勢、美中貿易戰，
政府支持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提升競爭力，並
推動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中小企業白皮書指出，台灣經濟成長於
2018年下半年開始趨緩，不過，2018年成長率
仍有2.63%，整體表現亮眼。今年全球經濟成長
動能放緩，不過，台灣出口受惠於台商回流投
資及轉單等效益，表現優於預期，預估今年經
濟成長將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表現穩定可期
。

中小企業穩定成長 家數及就業人口創4年新高

（中央社）台股續創29年新高，但今天卻
傳出有6家券商通報遭駭客攻擊，導致資安異常
情況，金管會證期局表示，受攻擊的券商在啟
動流量清洗機制後，已立即解決問題恢復正常
，沒有任何投資人受影響。

台股創29年新高後欲罷不能，今天上演開
高走高戲碼，終場上漲87.18點，收在11644.03
點。不過，市場也傳出，從4日開始，就有10
多家券商遭到資安攻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副局長蔡
麗玲證實，今天共有6家證券商通報資安發生異
常情況，但發生異常時間非常短，且啟動流量
清洗機制後，交易馬上恢復正常，沒有任何投
資人受到影響。

依照規定，發生重大異常或資通安全事件
依照規定要在30分鐘時限之內進行通報。蔡麗
玲強調，這次的事件僅是流量受到影響，猜測

應是隨機攻擊，不是只鎖定小型券商；金管會
會研議如何提升業者資安防護能力，並督導業
者遵守資通安全相關規範。

她進一步表示，有請券商要留意駭客攻擊
事件，一旦發現受到攻擊，要引導電子下單的
投資人採用替代方案來下單，後續繼續追蹤，
確保投資人權益。

金管會針對證券期貨業者的資訊安全規範
共有8大防範措施，包括要求業者要按照資產規
模大小要去配置資安專責單位及專責主管、要
求業者使用電子憑證，以確保網路下單交易安
全、要求業者建立資安通報機制及通報系統，
以利掌握資安事件等。

另外，針對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
攻擊的因應，券商應提供網路下單交易服務業
者，已導入流量清洗機制，並每年由證券期貨
單位辦理DDoS攻擊演練等。

（中央社）財政部原先希望於立法院這會
期進行4項法案修正，但因逢預算會期，官員評
估，包括廢止印花稅法、降低權證避險證交稅
稅率、復康巴士等貨物稅免徵優惠延長及稅捐
稽徵法修正，應該都來不及完成。

財政部8月下旬時表示，希望在今年下半年
的立法院會期，完成4項法規修正，包括廢止印
花稅法、降低權證避免證交稅稅率至千分之1、
捐稽徵法修正，以及延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
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
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等5項貨物稅免

徵優惠5年。
財政部官員表示，目前除了印花稅法廢止

案已經送交立法院、等待排審外，其餘3項修法
都尚未送交立院審議，考量立法院下半年會期
都是以預算審議為主，評估時程上應該很難及
時完成修法。

官員指出，由於這會期已是立法院第9屆的
最後一個會期，上述法案若來不完成審議，都
將屆期不續審，等明年初選舉結束，第10屆立
法院開始後，必須重新送案排審。

（中央社）商研院最新預測，台商回流效應未能全面普及於
服務業，整體商業服務業景氣仍缺乏足夠向上動能，雖然降速持
續減緩，但至明年3月為止仍呈向下走勢。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今天公布最新商業服務業景氣預測
，領先指標各子指標循環趨勢中，除實質民間固定資本形成與服
務業貿易收支逆差持續改善，其他子指標皆持續下降。

景氣循環同行指標綜合指數於去年止升轉降後，今年上半年

降速進入高峰期，商研院預測
今年 10 月至明年 3 月降速雖明
顯減緩，仍沒有明顯向上動力
。

商研院表示，各部門景氣走勢不一，可見市場結購與消費者
行為的複雜化與分歧，刺激景氣措施應從傳統方式改為市場導向
的 「精準行銷」策略。

商研院也指出，受惠於台商回流，台灣今年第2及第3季經
濟成長率重新站上亞洲四小龍之首，若要避免台商回流加速投資
加重傳統脆弱結構的負擔，應以工業革命配合服務業革命，發展
真正數位轉型的新製造（C2M，顧客到工廠）。

印花稅法等4法規修正 財政部評估本會期恐來不及 6家券商遭駭客攻擊 無投資人受影響

商業服務業景氣 商研院：至明年3月續呈下降

韓國瑜提設移工休閒專區 蘇貞昌韓國瑜提設移工休閒專區 蘇貞昌：：隔離最歧視隔離最歧視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44日與廠商座談日與廠商座談，，有業者盼規劃有業者盼規劃 「「休閒專區休閒專區」」 讓移工放心休憩讓移工放心休憩。。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中中））55日表示日表示，，不能為安寧集中管理不能為安寧集中管理，，隔離方式是最落伍隔離方式是最落伍，，也是最歧視的也是最歧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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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L E B R A T I O N

JOIN THE PINES AT BELLAIRE FOR OUR

FRIDAY
星期五 NOV 8TH

十一月八号

AT
12PM-4PM
中午十二点至下午四点

Come be one of the first to see our beautiful
Assisted Living and Memory Care senior community
成为第一批观赏幸运儿参观我们美丽的生活辅助和失智护理养老院

Take a tour, enjoy live music, refreshments and prizes
现场参观，享受音乐，茶点和奖品

RVSP to 请致电回复  Katie Li at 346.220.5452
or via email at 或邮件回复至  outreach.pines@tarantino.com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 Houston, TX 77072
www.pinesatbellaire.com

Exclusively Managed By:
Tarantino Propert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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