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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美國消費力依舊強勁美國消費力依舊強勁 66月零售銷售月增月零售銷售月增11%%
（中央社華盛頓15日綜合外電報導）儘管美國通貨膨脹加

劇，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9.1%，創40多年來最大漲幅，但
消費依舊強勁，最新數據顯示在經歷5月的小幅下滑後，6月
零售銷售月增1%。

美國商務部今天公布數據，6月零售銷售月增1%，5月零
售銷售修正過後為月減0.1%。即使不算入汽油，6月零售銷售
依舊月增0.7%。

數據顯示，儘管面臨逾40年來最嚴重通膨，美國消費者依

舊上餐館，對家具和汽車也購買力不減。
家具業銷售額成長1.4%，消費性電子產品則增長0.4%。

百貨業則受到衝擊，銷售額下降2.6%，網路銷售呈現復甦，成
長2.2%，餐飲業銷售額增長1%，汽車銷售額於5月下滑1.1%
後，6月逆勢成長0.9%。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一直希望能以積極的升息政
策讓經濟擺脫困境，並遏止飆升的物價。

((路透社路透社))



Sixteen Starbucks coffee stores in different cities are
about to close. The reasons for the closings are due to poor
security and increasing crime near the stores.

The cities where the stores will be closed include
Seattle, Portland, Los Angeles and Philadelphia,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company stated that the
reason for the closings was purely a public security problem.
Their employees have faced trouble from homeless people
and a large number of drug users. They even had previously
considered closing the restrooms of the stores.

This news really shocked my heart. I remembered in the
early 90’s when I started the Seattle Chinese News, I lived
in Seattle for two years. Every morning when I got up, I
would go to the original Starbucks store to order a cup of
coffee and start my day’s work. Sometimes I would have to
wait in line, but the store was located near the ocean and
there was a beautiful view.

During that time, Starbucks became a part of my life.
This small coffee shop gradually went on to open stores all over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I have traveled to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I always find a Starbucks to have a cup of
fresh coffee. Actually, Starbucks has become the “business card
” of American culture.

Today public security and the pandemic have become major
issues in our community. The low morals and flood of guns and
the divided political parties have really made people all over the
country suffer. The closings of so many Starbucks stores is really
a sign of the deteriorated safety issue in America. 0707//1515//20222022

Feeling Sad About Starbucks Closing StoresFeeling Sad About Starbucks Closing Stores
十六家位於不同城市的星巴克咖啡店即

將打烊關店，他們的理由是由于治安敗壞及

吸毒者之不斷增加。
關店之城市包括西雅圖、洛杉
磯、 波特蘭及費城，該公司在
一項聲明中表示， 關店之原因
純粹是治安問題 ，他們的員工
面臨許多無業遊民之困擾及日愈
增加之吸毒者， 並可能考慮把
廁所對外開放。
這條消息真的震撼了我的心，
早在九十年代，我們在西雅圖創
辦《西雅圖新聞》時， 我曾住
在這個山明水秀的城市兩年多
， 每天早晨起床後會到當年星
巴克之原始老店叫上一杯拉鐵

，開始我一天的工作，由于顧客甚多，都

要排上十分鐘之隊伍，我也並不在意，因
為這家店就面對大海，让人有心矌神怡之
感。

生活在西雅圖的那段日子，星巴克成了
我生活中的一部份，隨著經濟之快速成長
，星巴克遂漸走向全美甚至全世界，在我
走過的世界城市，從歐洲巴黎、馬德里，
一直到拉丁美洲及亞洲的台北、北京、東
京都成了美國文化之名片。

今天美國之治安不斷敗坏，從星巴克之
關店得到了非常好的印証。

雖然疫情是社會経濟冋題之罪魁禍首。
但是國民道德之逐漸敗坏，槍支氾濫也是主
要原因，生活在貧窮線下之小市民，真是
無語問青天。

小市民的心聲小市民的心聲 星巴克關店之感想星巴克關店之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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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意大利正在經歷令整個歐洲擔心的政治動盪。
因對一項涉及民生和俄烏衝突的援助法案不滿，7月13日，

意大利聯盟政府中關鍵政黨“五星運動”黨拒絕參加參議院對該
法案的投票，最終導致總理德拉吉遞交辭呈。

14日，德拉吉向總統馬塔雷拉請辭。他表示，支持本屆政府
的全國團結聯盟已經不復存在，執政的信任契約基礎也被破壞，
因此不願再領導政府。不過辭職請求遭到拒絕。馬塔雷拉要求德
拉吉重新考慮，並在20日的參眾兩院匯報情況，評估目前局勢
。德拉吉目前仍擔任總理。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對界面新聞表示，這
是典型的“意大利式”解決方案：總理提出辭職，總統拒絕，議
會確認能否再次組建聯合政府，或者總統出面“拉郎配”，勉強
湊個政府出來，若行不通就會觸發提前大選。在崔洪建看來，現
在的意大利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提前大選的可能性在上升。

崔洪建指出，最近幾年，這樣的戲碼不斷在意大利上演。自
十年前的歐債危機之後，意大利政壇就陷入這樣一種模式：政府
由碎片化的各黨組成，但是總理又由非黨派背景的技術官僚擔任
。而政治選舉的政黨和技術官僚之間天然存在矛盾，很難逃脫政
府頻繁更迭的困局。即便重新選舉，也很難跳出這個循環。

這次動盪恰逢歐元區經濟被衰退疑雲籠罩之際，第三大經濟
體的政局動盪正引發新一輪歐債危機的擔憂。

德拉吉政府可能垮台的風險迅速在金融市場蔓延。德拉吉請
辭當天，意大利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3.5%的高點，意大利股
票市場也跌至2020年以來新低。歐元匯率也被拖累短線下挫。
當天，歐元兌美元匯率再次跌至平價以下，一度觸及0.9953。不
過在總統拒絕辭職請求後，15日股市回升，債市也有所企穩。

崔洪建表示，意大利出現問題，比較容易引起市場的敏感反
應。原因在於包括意大利在內的幾個南歐債務國，一直以來都是
歐洲經濟的一大隱患。如果這些國家政治不穩，可能引發波及整
個歐元區的債務問題。今年歐洲經濟面臨衰退，在此情況下，市
場本已很敏感，如果意大利再出問題，市場的恐慌情緒肯定會直
線上升。

如果德拉吉不能繼續執政，對歐盟來說顯然是個壞消息。德
拉吉2021年2月上任總理之初就得到歐盟支持。他曾經擔任歐洲

央行行長，長期處理金融問題。在他執掌下的意
大利，至少能夠讓歐盟在債務方面相對放心。

另外，歐盟正在研究推出新工具，以遏制德國
與意大利等高負債成員國之間的借貸成本差異。
德拉吉一直被視為意大利將尊重新機製附帶的任
何條件的保證。若德拉吉在此時下台，將給歐盟
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英國投資管理公司 Algebris Investments ESG政
策研究主管Silvia Merler表示，意大利大選可能會
產生一個擁有更多右翼勢力的政府，它們或對歐
盟採取更具對抗性的立場。在此情況下，歐洲央
行將很難對意大利主權債務危機進行干預。鑑於
歐洲央行還有通脹問題要應對，結果將是歐元區
金融碎片化，並可能引發歐債危機2.0。

意大利一些右翼政黨持續的反歐元言論已經讓
投資者不安。在聯合聖保羅銀行(Intesa Sanpaolo)看
來，里拉回歸的風險超過了購買意大利國債違約
的風險。

Silvia Merler 還表示，即使避免了提前選舉的
最壞情況，這場危機也表明，政治不穩定仍然是意大利政局的一
個結構性特徵。德拉吉政府可能會再次受到挑戰的預期仍在，這
可能會導致意大利的國家風險被重新評估。

而隨著歐洲央行準備進行十年來的首次加息，意大利市場將
在未來一周出現更多動盪。
意大利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所前所長Leslie Lipschitz撰文稱，意
大利面臨的根本問題在於其乏力的經濟和財政體系，金融市場僅
僅反映了該領域的真實情況。

他列出三組數據進行說明。首先，“意大利製造”的國際競
爭力（以GDP平減指數衡量）與德國和其他表現強勁的國家相
比一直很差。其次，十年來，曾經高於歐元區平均水平的意大利
人均產出已經急劇下降。最後，意大利民眾生活水平停滯不前
。 2021年意大利的實際人均GDP比1999年僅高出1%，而同期
德國的實際人均GDP增長了25%。

德國巴登-符騰堡州銀行首席經濟學家Moritz Kraemer也表
示，真正的問題在於，意大利經濟20年來一直疲軟。意大利的
生產率在上世紀90年代就停止增長，此後一直在下降。

這背後隱藏著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快速老齡化的人口，低技
能的勞動力，嚴重的繁文縟節，緩慢而功能失調的司法系統，以
及對教育、基礎設施和新技術的長期投資不足。許多歐元區國家
或多或少都有這些問題，但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像意大利這樣，同
時面臨所有這些問題。

分析人士認為，本質上來說是因為意大利錯過了數字革命，
失去了十年的發展時期。為了應對全球化，意大利試圖通過降低
成本與新興市場競爭，而不是效仿德國投資於更高質量產品的做
法，“選擇了錯誤的增長模式”。

另外，加入歐元區後，意大利也失去了通過讓本國貨幣貶值
、降低出口價格來幫助本國工業暫時繁榮這樣的工具。

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這五個國家曾因經
濟較弱和債務危機被稱為“歐豬五國”（被取國名首字母組合成
“PIIGS”，類似英文單詞“pigs”）。相比其他四個國家，意大
利算是差生中的優等生。現在，優等生已經墊底。歐盟統計局數

據顯示，除意大利外，其他四國的趨勢增長率(即經濟周期內的
平均增長率)都在上升。

原因之一在於，在上次歐債危機中，希臘等四國接受了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央行“三駕馬車”的救助。在
國際債權人的壓力和外部資金的支持下，他們進行了改革，實現
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復甦。

然而，房地產泡沫未破滅、預算問題也較小的意大利當時並
未請求救助。儘管在德拉吉領導下，意大利政府已經對養老金體
系、勞動力市場以及司法體系進行了一些改革。不過相比之下，
意大利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顯然“做得不夠”。

私人銀行貝倫貝格(Berenberg)經濟學家Holger Schmieding表
示，“三駕馬車”給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帶來了巨大回報。雖
然德拉吉在各個方面都做了一些努力，但他本人和市場都不相信
意大利的增長前景足夠強勁。
歐洲隱患

問題在於，意大利問題可能演變成歐洲問題。目前，意大利
的債務約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50%。今年6月，意大利的債務高
峰甚至達到2.88萬億歐元。相比之下，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時，
希臘3000億歐元的債務就引發了主權債券投資者的恐慌。

路透社稱，意大利的債務規模足以拖垮歐元區其他邊緣國家
，這是更深層的擔憂。意大利近3萬億歐的政府債務規模，超過
了其他四個國家的總和，規模太大，不適合接受救助。

另一個壞消息是，面對通脹高企，歐洲央行已承諾收緊貨幣
政策。這無疑會令意大利的借貸成本大幅上升，從而引發意大利
主權債務違約的危機。

觀察人士在5月份就表示，南歐國家的主權債券仍然容易受
到拋售的影響。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仍然嚴重暴露於“主
權銀行末日循環”風險。其中，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意大利原定於
2023年的大選可能帶來的影響。

許多人擔心，如果德拉吉下台，意大利可能會重新陷入政治
混亂。自德拉吉去年2月上任政府總理以來，儘管長期問題一直
存在，但意大利基本渡過了一個許久未見的穩定時期。在德拉吉
的掌舵下，投資者似乎至少暫時改善了他們對政府信譽的看法。
隨著德拉吉可能的離開，投資者的信任可能也會再次消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所前所長Leslie Lipschitz在文章中寫
到，目前來說，最關鍵的問題是投資者對意大利主權債務是否可
持續的看法。目前150%的債務佔GDP比率如果有下降趨勢，經
濟學家和投資者可能會認為其財務可持續。如果投資者認為其不
可持續，並且存在債務重組的風險，那麼風險溢價和意大利新借
款的利率將會提高，加劇其債務問題，從而進入自我實現的厄運
螺旋循環。

2012年7月26日，時任歐洲央行行長的德拉吉在那篇著名的
演講中表示，將“不惜一切代價，穩定主權債券市場，拯救歐元
”。他成功了。

作為歐洲央行行長的德拉吉，經常強調各國政府進行財政和
其他改革的重要性。但身為意大利總理的他，不得不花費大量時
間在經濟政策觀點截然不同政黨之間斡旋，這一定程度上擱置了
他的改革議程。

路透社文章稱，德拉吉領導的執政聯盟因分歧而削弱，即便
他能安然度過當前的政治動盪，也很少有人指望他能扭轉局面。

總理請辭總理請辭，，意大利政治動盪會引發新一輪歐債危機嗎意大利政治動盪會引發新一輪歐債危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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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外資參股限製
菲律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網站Rappler被控關閉

菲律賓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其

官網上宣布，以「憲法和法律對大眾媒體

的外資所有權限製」為由，關閉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瑪麗亞· 雷沙（Maria Ressa）創

辦的拉普勒新聞網（Rappler）。

雷沙次日在美國的一場國際媒體會

議上公開了這一消息，並表示她們的網

站不會關閉，吊銷程序「極度不合規」

，並誓言要提出上訴。

SEC：菲律賓媒體必須100%為菲
律賓人所有

這並不是SEC第一次關閉Rappler，

早在2018年他們就發布過這一命令，理

由同樣是「違反憲法和法律對大眾媒體

的外資所有權限製」。

根據菲律賓的憲法和法律，大眾傳

媒是屬於「外國投資負面清單」裏的行

業，必須由菲律賓本國人100%持股。

Rappler98.77%的股份屬於一家叫Rappler

Holdings Corp（以下簡稱RHC）的公司

，但該公司接受了由eBay創始人，美國

人皮埃爾· 奧米迪亞創建的「慈善投資公

司」——奧米迪亞網絡的投資。

對此Rappler早有準備。據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6月29日報道，她

們並沒有讓外國投資者直接購買Rappler

Holdings Corp的股份，而是向他們出售

菲律賓存托憑證（PDR——即將股票價

值作為基礎資產，但不將所有權授予持

有者的衍生品）。依托這種手法，盡管

他們收到了來自外國的投資，但公司的

股份仍然是100%為菲律賓人所有。

但據菲《問詢者報》報道，SEC在

2018年明確表示，向奧米迪亞網絡出售

菲律賓存托憑證的做法是「欺詐交易」

，目的是讓這家外國實體在沒有實際所

有權的情況下獲得了足夠的控製權。他

們強調，菲律賓媒體必須100%為菲律賓

人所有，但是在Rappler和RHC，股東需

要和PDR的所有方進行商討，這意味著

股東實際上成為了PDR所有者的附庸，

他們雖然不是100%由外國投資者控製，

但也不再是100%由菲律賓人所有。

SEC宣布，Rappler一系列手法以及

Rappler Holdings Corp公司存在目的只是

為了「實施欺騙計劃以規避憲法」，這

違反了《證券監管法》的反欺詐條款。

在2022年發布的命令中，他們確認且重

申了這一點，稱Rappler是一家大眾媒體

，並且通過向奧米迪亞網絡發放的PDR

將控製權授予了一家外國實體。

雷沙：這是恐嚇，是政治策略

Rappler 的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瑪

麗亞· 雷沙在美國夏威夷檀香山舉行的

東西方中心國際媒體會議上發布了這

一消息，並表示她們團隊將對這一決定

提起上訴，「尤其是在程序很不正常的

情況下。」

她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過去六

年裏，Rappler多次受到騷擾，「這是恐

嚇，都是些政治策略，我們拒絕向他們

屈服，我們不會自願放棄我們的權利......

我們的目標是繼續守住這條線。因為當

你放棄你的權利，你就永遠不可能拿回

來了。」

在向員工發布的一份內部聲明中，

雷沙表示會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因為

在她看來，沒有法院的批準，SEC的命

令不會被立即執行。

據CNN介紹，瑪麗亞· 雷沙擁有菲

律賓、美國雙重國籍，她曾擔任東南亞

首席調查記者長達近20年，上過《時代

周刊》封面。2021年，她因讓菲律賓總

統杜特爾特在其國內開展的「有爭議的

」、「殘暴的」的禁毒運動受到了關註

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獲獎三天後，杜特爾特的發言人哈

裏· 羅克表示，雷沙的獲獎是菲律賓的勝

利，也並非是給杜特爾特的「一記耳光

」，這說明了菲律賓擁有新聞自由，政

府並未審查過任何人。

由於SEC發布的發布關閉令的日子

正好是杜特爾特離任的前一天，不少媒

體暗示這可能與雷沙對杜特爾特政府在

毒品管控、警察腐敗、武器和戰爭等方

面的猛烈抨擊有關。

雷沙本人此前曾表示，她從不避

諱對菲律賓政府的批評，從已故總統

阿基諾三世政府到杜特爾特政府，都

是如此。杜特爾特則在 2018 年就與

SEC「撇清關系」，稱他無法控製該

委員會作出什麼裁決，因為該委員會

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前總統阿基諾任命

的。

CNN表示，菲律賓新當選總統馬科

斯即將於6月30日上任，媒體敦促他能

夠保護該國的媒體自由，但一些觀察人

士對他與媒體的關系表示擔憂。一些人

猜測，杜特爾特定下的政策方向將繼續

主導菲律賓政治。

法國總理博爾內概述政府未來數月優先事項

聚焦經濟議題
綜合報導 法國總理博爾內在法國國民議會(議會下院)宣布施政

方針，概述政府未來數月的優先事項，主要聚焦經濟議題。

博爾內首先談到法國民眾普遍關心的購買力議題，指出該議題是政

府的「首要緊迫性挑戰」，她重申在法國總統馬克龍推動下為保護民眾

購買力采取的相關措施是有效的，特別是在天然氣、電力等能源價格方

面的措施。政府推動的購買力法案預計將於本周提交國民議會。

在談到退休製度改革時，博爾內表示，延長工作時間對於國家的可

持續發展是必要的。她說，為了國家的繁榮和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相

關改革勢在必行。她同時表示，充分就業是可以實現的目標，她在擔任

勞工部長時對此深有體會。

在談及生態和能源轉型問題時，博爾內表示，法國官方將從9月起

就氣候變化相關議題展開磋商，製定「氣候路線圖」，推進減排目標，

並就有關議題加強與地方官員的合作。

博爾內表示，法國政府希望將法國電力公司(EDF)重新實現100%國

有化，以便使該公司加強其研發能力，為國家的能源未來啟動重要項目。

法國電力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電力生產商之一，其發電量主要來自核電。

法國政府目前持有該公司83.88%的股份。

另外，博爾內還談到，要提高教師的工作條件和工資待遇，支持教

師的專業發展；繼續延長文化通行證製度的時限，以便使年輕人更容易

接觸到文化和藝術；將擴充警察和憲兵人數，以推動安全保障。

法國執政黨陣營在議會選舉中未能取得國民議會絕對多數席位，給

政府施政帶來壓力。博爾內沒有尋求在國民議會進行信任投票。她呼籲

各政治派別的議員能夠正視「采取行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努力尋求

問題的解決方案，共同承擔相應的責任。

勞資糾紛達成協議 南非供電逐步恢復

綜合報導 南非当地时间7月6日起，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开始逐级下

调限电措施等级。

7月5日晚间，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宣布，该公司已和南非政府签署了

新的劳资协议，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员工将获得7%的薪水涨幅，以及400

兰特(约合人民币160元)住房补贴，这意味着长达一个多星期的电力系统

罢工宣告结束。

此前受罢工影响，南非自上月底开始执行全国范围限电措施，平均

每日削减供电负荷达6000兆瓦，停电时长亦达到6小时以上。如此规模

的限电措施，导致南非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难以为继，南非政府在此间

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发言人曼森特萨表示，随着此次罢工的结束，电

力系统工作人员将陆续回归本职岗位，受损的发电机组也将得到及时修

复，从而帮助南非逐步下调限电措施等级。预计在本周末，南非限电措

施等级有望下调至二级，当前严重的电力危机也将随之得到有效缓解。

针对南非频繁限电，南非经济学家安娜贝尔· 毕肖普表示，伴随长

期削减供电负荷的风险仍将持续存在，南非经济增长可能在未来几个月

内面临更大风险。届时南非经济在2022年第一季度实现强劲增长后，极

有可能在第二季度出现大幅下滑。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则呼吁，执政党非国大的每一位党员都应肩负起

该党党员的责任，协助南非政府修复目前岌岌可危的供电系统。

115項對英國科學家資助取消
「脫歐」 令英國學者痛失歐盟撥款

綜合報導 英國「脫歐」了，但跟歐盟

之間卻還有各種利益糾葛。據報道，「脫歐

」讓英國科學界「很受傷」，在英國和歐盟

因北愛爾蘭問題爭論不休之際，歐盟方面已

取消115項對英國科學家的撥款資助。

根據英國與歐盟此前達成的協議，

150個獲得歐洲研究委員會資助資格、並

已納入歐盟「歐洲地平線」科研資助計劃

的英國科研項目，只要在6月底前從英國

轉到歐盟境內開展，就能在英國「脫歐」

後繼續獲得歐盟資助。如今截止日期已過

，只有十幾名英國學者把項目從英國成功

轉出，這就意味著其他項目沒法繼續拿歐

盟撥款了。歐洲研究委員會並未披露從英

國科研項目中撤資的總金額，但有估算認

為該數字或超過1億英鎊。

英國華威大學經濟學教授費澤爾是將項

目成功轉到歐盟機構的學者之一。他對媒體

吐槽說：「英國『脫歐』的過程讓我喪失了

對英國機構的信心……我真擔心英國會沿著

黑暗的道路走下去。」英國劍橋大學的天體

物理學家沃爾頓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原本在

一個總資金達280萬歐元的研究項目中擔任

協調員，該研究項目有望在歐洲航天局的下

個重大項目中發揮重要作用。而現在他只能

把這份工作拱手讓給荷蘭學者。

英國政府對這些英國項目失去歐盟撥

款支持感到失望，同時堅稱，有關英國項

目「理論上」均符合申請歐盟撥款的資格。

為安撫本國科研人員，英國政府還表示，

對那些本有資格但卻最終沒能拿到歐盟撥

款的英國科研項目，英國政府將確保向其

提供資金。英國跟歐盟旗下的「歐洲地平

線」科研資助合作已基本靠吹，英方威脅

要徹底退出該項目，並另起爐竈搞英國自

己的科研資助計劃跟「歐洲地平線」抗衡

。不過，有消息稱英國科技部和財政部之

間就英國本國的科研資助計劃如何出資運

作、如何搭建架構等存在分歧。

伊朗革命衛隊指控英國外交官從事間諜活動
副大使從軍事禁區獲取土壤樣本

綜合報導 伊朗國家電視臺報道，該

國準軍事組織革命衛隊指控英國副大使和

其他外國人在該國從事「間諜活動」，並

從軍事禁區獲取土壤樣本。

伊朗國家通訊社報道稱，這些外國人

已經被捕，但沒有詳細說明被捕時間。英

國外交部迅速否認了這名外交官被捕的消

息，稱這一報道「完全是假的」。

伊朗國家電視臺播放的畫面顯示，這

些外國人在無人機監視下從地面采集樣本

。這份報告發布之前，伊朗還罕見地撤換

了革命衛隊情報部門負責人。

新聞媒體報道說，英國大使館代表團

副團長賈爾斯· 惠特克和其他外國人在國

民衛隊進行導彈試驗時進入了該國的多個

禁區，因此面臨「間諜」指控。

據與革命衛隊關系密切的半官方法

爾斯通訊社稱，惠特克在向當局道歉後

被驅逐出該地區。這些指控在伊朗媒體

上沸沸揚揚，而英國公眾則對首相鮑裏

斯· 約翰遜的政治命運感到震驚。在內閣

叛逃後，約翰遜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辭職

壓力。

伊朗國家電視臺播

放了惠特克在西南部沙

漠收集土壤樣本的照片

剪輯。「盡管那個區域

有標誌說這裏是禁區，

但他還是走了過去，采

集了樣本，拍了張照片，」

旁白說。「情報機構表

示，這些人經常偽裝成

遊客，但他們是在尋找

軍事和導彈基地，以識

別設備和武器。」

伊朗媒體還指出，被指控的外國人中

包括波蘭哥白尼大學的波蘭科學家瓦爾查

克。報道還稱，他在該國南部進行導彈試

驗期間，從一個禁止區域采集了土壤、水

和鹽的樣本。

報道補充說，在奧地利駐伊朗文化專

員的丈夫在該國東北部采集土壤樣本後，

衛隊的情報部門拘留了他。

伊朗過去曾逮捕過擁有雙重國籍和與

西方有聯系的人，通常以受到廣泛批評的

間諜罪逮捕他們，並將他們作為在核談判

等其他問題上談判的籌碼。德黑蘭否認利

用在押人員來達到其政治目的。

伊朗與世界大國恢復破裂的核協議的

談判已經停滯了幾個月。上周，美國和伊

朗談判代表為打破僵局所做的努力在多哈

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美國伊朗問題特使羅

伯特· 馬利稱，最近在卡塔爾舉行的會談

純屬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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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執政黨黨首被曝性招待醜聞！多名韓政府高官醜聞纏身
韓國執政黨國民力量黨黨首李俊錫將

何去何從？據報道，該黨中央倫理委員會

即將於本月7日針對李俊錫涉嫌接受性招待

一事召開懲戒審議。此外，該黨內部圍繞

黨首位置的權力鬥爭也進入白熱化狀態，

李俊錫本人和「親尹錫悅派」矛盾公開化

，引發了有關「執政黨要分裂」的猜測。

爆料人不斷曝光新證據
李俊錫出生於1985年，被前總統樸

槿惠一手提拔，是韓國史上最年輕的主

要政黨領袖，活躍於韓國各綜藝節目。

去年12月，韓國知名爆料人在其視

頻平臺YouTube頻道披露稱，李俊錫在

結束新國家黨(國民力量黨前身)非常對

策委員職務的第二年，即2013年，在大

田廣域市儒城區某酒店接受某技術公司

性賄賂。爆料人通過當地檢察廳的調查

資料，確認李俊錫接受性賄賂事實，並

以2萬多名國民力量黨責任黨員的名義

，向該黨中央倫理委員會提起訴訟，還

向檢察機關告發。但倫理委員會起初決

定不對李俊錫展開調查。

不過，今年4月，爆料人再次曝光

的證據令事況進入新局面。一份錄音文

件證實，李俊錫的親信、黨代表政務室室

長金哲根(音)今年1月與行賄企業人員見面

，以從他那裏拿到「李俊錫沒有接受性招

待」的事實確認書為條件，承諾向大田廣

域市一家皮膚科醫院投資7億韓元(約合357

萬元人民幣)。此外，爆料人還公開了投資

保證書以及李俊錫教唆銷毀性賄賂證據的

相關內容。考慮到新增的物證，國民力量

黨中央倫理委員會4月一致通過啟動對李俊

錫的懲戒程序。不過出於「不能對地方選

舉產生負面影響」的政治考慮，最終決定

將會議的召開時間推遲至本月7日。

「深陷權力鬥爭泥潭」
「面對辭職壓力的李俊錫與黨內親

尹派表現出決死抗爭態勢」，《韓國經

濟》報道稱，隨著懲戒審議召開在即，

國民力量黨黨內矛盾可能激化。

針對「以提前請辭作為解決方式」的

要求，李俊錫公開反駁稱「面對攻擊沒

有妥協的余地」。有執政黨中堅國會議

員表示，倫理委員會因尚存疑的醜聞而

對黨首展開懲戒審議不妥，但在決定黨

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李俊錫作為黨首

確實應該考慮自己的進退去留問題。而黨

內親尹派國會議員裴賢鎮5日也公開批評李

俊錫稱：「李俊錫應該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指辭職)。」對此，李俊錫在個人社交媒體

上公開表示：「顯而易見，這是尹錫悅團

隊核心人士對我進行的各種攻擊。」

《韓民族新聞》報道稱，「執政黨

黨首因性招待嫌疑深陷權力鬥爭泥潭」，

而李俊錫將成為韓國史上第一位登上黨內

倫理審判臺的執政黨黨首。尹錫悅政府上

臺不久，執政圈就爆出權力鬥爭性質濃厚

的「李俊錫懲戒案」，無論懲戒與否及

程度如何，都將引發後續風波。

韓國「NEWS 1」新聞網站稱，關

於李俊錫審議案執政黨內分歧嚴重，贊

成意見認為按照黨規處理，也有反對聲

音表示，不能對李俊錫兔死狗烹(指李俊

錫帶領執政黨先後贏得總統大選和地方

選舉)。韓國政界多數認為，無論最終審

議結果如何，都將成為李俊錫本人和韓

國政壇的一個分水嶺，或許會讓執政黨

卷入「難以控製的事後風暴」。

醜聞纏身
除了李俊錫，韓國政府多名高級官

員近日也深陷爭議。

據道，尹錫悅在沒有經過國會人事

聽證的情況下，便於4日批準了社會副

總理兼教育部長官候選人樸順愛的任命

提案。這是自2008年李明博政府時期的

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安秉萬之後，時隔

14年再次未經聽證會就被任命的教育首

長。加上樸順愛的酒駕醜聞，韓國教育

界出現了反對樸順愛任命的聲音。

報道稱，樸順愛曾於2001年酒後駕駛

，且未能如實向公眾說明。據反對黨共同

民主黨議員安敏錫透露，今年有376名教

員因酒駕而被排除在退休獎勵對象之外。

且其中超百人的酒駕年份比樸順愛還要久

遠，也依然受到懲罰。除酒後駕駛外，樸

順愛還涉嫌重復刊登論文、讓配偶參與政

府研究課題以挪用研究經費、擔任教授時

期以權謀私等指控。

此外，韓國保健福祉部長官候選人

金承禧4日主動請辭，其目前正因擔任

國會議員時期涉嫌不當使用政治資金而

接受檢方調查。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

會懷疑金承禧私自挪用政治資金，用作

輔佐團鼓勵金、配偶名下汽車保費、租

賃汽車保證金等。雖然金承禧聲稱，

「並非故意挪用，系工作失誤導致。」

但報道稱，只要因涉嫌違法而接受檢方

調查，她便無法履行長官職務。

韓國《朝鮮日報》報道稱，金承禧

的辭職是尹錫悅政府內閣第三名落馬的

長官候選人。此前，教育部長官提名人

金仁喆和保健福祉部長官候選人鄭鎬永

因子女入學、濫用公款等問題落馬。最

近一份民調顯示，尹錫悅支持率跌至

40%-45%，其中受訪者對總統作出負面

評價的最大原因，正是人事問題。

韓聯社報道稱，針對外界爭議，尹

錫悅在當天總統辦公室舉辦的答記者問會

議上反問道，「前政權提名的長官中，就

有那麼優秀的人嗎？」說完便板著臉揚長

而去。總統辦公室當天下午針對總統表態

解釋稱，人事提名出現了許多雜音，對於

各種指責、批判「都有傾聽」。此外，針

對「人事標準是不是存在問題」的提問，

發言人回應道：「政府根據能力選拔人才，

將讓他們繼續充分為國家和國民發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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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撣邦東部消息，7月5日，景棟-孟克

公路第15英裏路碑處，軍警安保人員在開展例行檢

查時，4名不會緬語的女子引起了檢查人員的註意。

因為未能提供有效身份證件，4名女子被當場扣押。

消息顯示，4名外籍女子為越南籍人士，年齡在18

歲~27歲。

據被捕人員供述得知，4人曾在第二特區邦康一

家KTV工作了一年多，此次偷渡進入大其力也是為

了工作。目前，4名非法入境人員及領路人，已被當

地警局依據移民條例立案起訴。

6月 29日，大其力-景棟公路發生了一起車輛

側翻事故，受傷的 4名女性乘客均為無證外籍人

士，其中 3人為老撾籍人士、1人為越南籍人士

。受傷的外籍人士被送至就近達勒醫院住院，身

體健康情況穩定，從事故現場逃逸的司機則被警

方通緝。

不久前，社交軟件上傳出消息，因交通意外被

抓的4名外籍女子在賄賂了相關部門後，已經被無罪

釋放。位於金三角地區的大其力邊境，賭博在內的

娛樂產業盛行，毒品問題日益嚴重。

今年年初以來，大其力接連發生槍擊事件，除

了路口有軍警值守外，主要街區也要警車和全副武

裝的安保人員在巡邏。此外，多地檢查站在內的主

要地點，都有軍警安保部隊設卡盤查，主要城區及

人流量大的地點，都安裝了監控探頭。

日本水族館因物價飆升換飼料
企鵝水獺拒吃低價魚

綜合報導 據日本朝日電視

臺報道，日本神奈川縣箱根一水

族館因物價飆升，轉而餵食館內

動物較低價的飼料，卻遭到挑食

的企鵝與水獺拒吃。

報道稱，該水族館將部分價

格較高的竹䇲魚改為價格較低的

鯖魚餵食館內動物，卻遭到部分

企鵝與水獺的「嫌棄」，有些企

鵝堅決不吃鯖魚。

水族館表示，無法強製餵食

，只能將鯖魚餵給可以接受的動

物。

此外，除飼料價格上漲外，

電價也飆升。該水族館采取了多

種節電措施，包括關閉後院的燈

，在不傷害動物的前提下，減少

過濾池的清洗頻率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當前中美關係正處在關鍵十字路口，中
方希望美方認真傾聽客觀理性的聲音，爭取
中美關係盡快重返穩定發展軌道。

中美經貿支撐260萬美就業崗位
有記者提問：美國史帶集團首席執行

官、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執行副主席莫里
斯．格林伯格日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
題為《我們希望重塑對華關係》的文章
稱，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
係。美中兩國企業在對方國家開設的業務
遍及各行各業，兩國貿易總額每年高達數
千億美元，為兩國帶來巨大利益。如今，
改善美中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符合美
國利益。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我注意到了有關的報道，贊同格林
伯格先生對中美經貿關係的看法。”趙立
堅指出，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和彼
此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兩國經濟深度
交融。2021年中美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
7,500多億美元，同比增長28.7％。其中，

中國自美進口1,795億美元，同比增長
32.7％。中美經貿關係支撐了260萬個美
就業崗位。中國美國商會今年3月的報告
顯示，得益於中國超大市場規模和良好的
投資環境，2021年，58％的在華美國企業
實現了營業收入的增長，66％的美企計劃
增加對華投資。

趙立堅強調，經貿方面的互利共贏只
是中美兩國所擁有的巨大共同利益的一個
縮影。中美關係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充
分表明，只有合作共贏才是發展中美關係
的唯一正確選擇，才能造福兩國人民乃至
全世界。

他表示，當前，中美關係正處在關鍵
十字路口。中方希望美方認真傾聽客觀理
性的聲音，端正對華戰略認知，作出正確
抉擇，同中方相向而行，將相互尊重、和
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落實到改善中美
關係的行動中，爭取中美關係盡快重返穩
定發展軌道。

當天另有記者提問：據報道，國際能
源署執行董事比羅爾稱，2021年中國多晶
矽產能已佔全球79％，其中42％位於新

疆。光伏產能集中易導致全球供應鏈極其
脆弱。各國政府應採取必要措施，實現供
應鏈多元化。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趙立堅說，的確，中國是全球光伏製
造和裝機應用第一大國，新疆是全球最重
要的光伏產業基礎材料多晶矽的生產基
地。這是中國“碳達峰”和“碳中和”政
策引導、中國產業技術提升、有效成本控
制和市場需求驅動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
結果，對世界可再生能源發展作出了重要
貢獻。

美損害光伏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趙立堅表示，造成當前全球光伏產業

鏈供應鏈脆弱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以所謂
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為藉口，實施所謂
“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對中國光伏
產業進行非法無理打壓和單邊制裁。

“美方行徑嚴重違背市場規律和世貿
規則，嚴重破壞國際貿易秩序，嚴重損害
全球光伏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和全球應對氣
候變化努力。美方應該立即停止散布謊
言，停止實施惡法。”趙立堅說。

中方：望美傾聽客觀理性聲音爭取中美關係重返穩定

◆王毅（右）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新華社 ◆王毅（左）會見印尼外長蕾特諾。 新華社

◆王毅（右）會見印度外長蘇傑生。 新華社◆王毅（左）會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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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多邊主義 堅持做“三個夥伴”
王
毅：

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 強調烏克蘭問題上中方繼續勸和促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7月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印度尼西

亞峇里島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王毅強調，中方將在烏克

蘭問題上繼續勸和促談，始終站在和平一邊。期待通過對話

協商談出和平，盡快實現停火止戰，防止衝突長期化、擴大

化。印尼外長蕾特諾主持會議。二十國集團成員和嘉賓國外

長、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等國際組織負責人與會。

有人肆意挑釁 必遭反制回擊
李作成應約與美軍參聯會主席視頻通話強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央
軍委委員、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7日應約
與美軍參聯會主席米萊進行視頻通話。李作成強
調，中方在事關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沒有任何
妥協退讓的餘地，如果有人肆意挑釁，就必然遭
到中國人民堅定的反制回擊。另據報道，美國佛
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近期竄訪台
灣。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8日就此答記者問時指
出，針對美台勾連挑釁惡劣行徑，中國人民解放
軍東部戰區於近日在台島周邊海空域組織多軍兵
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

李作成7日應約與米萊進行視頻通話。據國防部
網站消息，李作成說，習近平主席強調，新時期中
美相處應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拜登
總統多次作出“四不一無意”（不尋求與中國打新
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
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獨”，無意與中國發生
衝突）的積極表態，中方對此高度重視。只要堅持
兩國元首戰略引領，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中美
完全可以共同發展、相互成就。當前形勢下，兩軍
要秉持相互尊重、客觀理性態度，進一步加強對話、
管控風險、推進合作，而不是蓄意製造對抗、挑起

事端、相互排斥。
李作成強調，中方在事關國家核心利益問題

上，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餘地，如果有人肆意挑
釁，就必然遭到中國人民堅定的反制回擊。中方
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停止開歷史倒車，停止美台軍事勾連，避免

衝擊中美關係和台海穩定。中國軍隊將堅決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雙方認為，保持兩軍關係穩定發展、避免引
發衝突對抗符合雙方共同利益，雙方可就此保持
溝通。雙方還就海空軍事安全、烏克蘭危機等交
換了意見。

◆中央軍委
委員、軍委
聯合參謀部
參謀長李作
成 7 日應約
與美軍參聯
會主席米萊
進行視頻通
話。

網上圖片

王毅說，當前，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重大挑戰。國際社會期待二十國
集團凝聚國際共識、促進國際合作，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傳遞信

心和希望。我們要重溫團結合作初心，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做相互尊
重、平等協商的夥伴；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夥伴；開放包容、互聯互
通的夥伴。讓團結戰勝分歧、合作替代對抗，把多邊主義的精神落實到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具體行動上。

二十國集團發端於國際合作
王毅表示，二十國集團發端於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國際合作，首次

峰會就明確了應堅持多邊主義、加強夥伴關係，合作應對挑戰。在世界
和平與發展面臨重大挑戰之際，我們應堅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
做“三個夥伴”。

一要做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夥伴。國際上的事情應由各國一起商
量着辦，國際規則應由各國共同制定和遵守。這個世界只有一個體系，
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
的國際秩序。這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要做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夥伴。重視別人的安全，維護大家的
安全，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安全。如果將本國安全凌駕於別國安全之
上，強化軍事集團，只會分裂國際社會，反而會讓自己更不安全。

三要做開放包容、互聯互通的夥伴。國與國之間可以公平競爭，但
不應該是惡性競爭甚至惡意對抗。搞封閉排他的“小院高牆”是逆潮流
而動，注定只會失敗。

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王毅表示，各方應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世界經濟包容性復

甦和增長；應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緩解全球通脹壓力；應
加強多邊貿易體制，營造開放、透明、非歧視的國際貿易環境；應繼續
把發展作為優先領域，加強減貧、抗疫、基礎設施、綠色發展等領域合
作。

王毅強調，中方將在烏克蘭問題上繼續勸和促談，始終站在和平一
邊。期待通過對話協商談出和平，盡快實現停火止戰，防止衝突長期
化、擴大化。應鼓勵開展認真和全面對話，共同構建均衡、有效、可持
續的歐洲安全架構。中方將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
安全倡議，與各方攜手建設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世界。

中歐應求同存異聚同化異
根據新華社稍早前報道，王毅在外長會期間會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

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時提到，中歐作為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兩大重要力
量，應堅持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基本定位，保持對話溝通積極勢頭。面
對嚴峻複雜挑戰，中歐應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堅持互利共贏，應維護
真正的多邊主義，抵制脫鈎斷鏈、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行徑；應反對零
和博弈、煽動陣營對抗以及挑起“新冷戰”的圖謀。中方願同歐方共同
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對於烏克
蘭問題，王毅表示，中方迄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可歸結於勸和促談，我
們將繼續秉持客觀公正立場，發揮建設性作用。中方支持歐方堅持戰略
自主，支持歐方更加積極主動發揮協調作用，提出現實可行的方案。

AA66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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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撳手機
乘客心慌慌

曾先生：每星期都會搭吓
的士，大多數時間都見到司
機車頭擺放好幾部手機，
最多有 4 部。見到對方一
邊撳手機一邊開車，真係

心驚肉跳，奈何已坐上車，
點敢開口勸阻？有政府規管係
好事。

手機有需要
兩部算合理

劉女士：歡迎政府修例規
管，如果車頭擺放多部電
話，難免令司機分神，影
響行車安全。限放兩部手
機數目都算合理，一部用

來通話、一部用來導航或查
看路面擠塞情況，算係可以接
受範圍內。

政府修例好
市民有保障

葉女士：雖然我比較少搭
的士，但都不時見到有的
士司機車頭擺放多部手
機，最多見到有 4 部。雖
然 司 機 駕 駛 技 術 可 能 好

好，但意外好難講，政府修
例都係為保護市民安全，無
論對司機、乘客同行人都更有
保障。

通話易分心
兩部也嫌多

曾婆婆：自己行動不便，
每月都要搭數次的士去覆
診，不時見到司機邊忙着
接電話邊忙住開車，但人
集中力有限，一唔留神會

導致人命傷亡，就真係好無
辜，諗諗佢家人會有幾心
痛！我覺得容許放兩部電話都
太多。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
��都市人手機不離身，駕駛期間亦有

海量信息、短訊和來電湧來，部分“搵

食車”司機就在車頭放置大量手機形成

“電話陣”，以便透過不同召車平台

“搶單”接客，一旦分心易釀意外。因

應有關情況，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

局與運輸署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修

例禁止車頭放置超過兩部電話或任何流

動通訊設備，有關設備顯示屏亦不得超

過 18厘米（約 7吋），違者定額罰款

450元（港元，下同），嚴重者最高罰

款2,000元。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巡察

多區，發現司機在車頭放置手機的數量

雖不誇張，最多只擺放三部，惟不少司

機在車頭擺放雜物，甚至有小巴在擋風

玻璃貼滿路牌，阻擋視線。有駕駛人士

支持特區政府限制車頭放置手機的數

量，但擋風玻璃及車頭雜物堆積如山的

問題也不容忽略，建議特區政府進一步

立例規管，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車頭禁擺電話陣 新例限放兩手機
政府倡修例 提交立法會 違者最高罰款2000元

乘客：最誇張見過的士裝11部手機
��

根據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特區政府提出
一系列修例建議以提升道路安全，包括禁止

車頭放置多於兩部電話或任何流動通訊設備，顯
示屏對角長度則不得大於約7吋，相關規定適用
於所有類別車輛。同時，特區政府建議把強制安
裝安全帶的要求，涵蓋至新登記私家小巴和貨車
後排的乘客座位、公共巴士及私家巴士所有乘客
座位，以及特別用途車輛的司機和乘客座位，若

有關座位已裝設安全帶，司機及乘客須佩
戴，違例最高罰款5,000元和監禁三個月。
文件強調，佩戴安全帶後在迎頭相撞意外中
死亡和重傷的機會分別減少約四成和七成。

修例限制手機數量及尺寸，最影響的士和
小巴等“搵食車”司機。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
在深水埗、旺角及九龍城區一帶巡察，大多數
的士車頭僅擺放一兩部手機，只有少數司機擺
放三部；但不少小巴在擋風玻璃貼滿路牌，也
有私家車司機喜歡在車頭放滿大大小小的擺
設，使人眼花繚亂，也阻擋司機視線。

的士司機：駕車會不自覺看手機
記者之後分別搭乘街車的士和電召的士，其中

隨街截的的士司機楊先生車廂內只放置一部手機，
以查看地圖導航，手機置於車門框後，他表示這位
置不會阻擋視線，“最討厭儀錶盤上方擺放一排電
話，影響駕駛，亦威脅乘客安全”，他認為運輸署
的修例建議“好到不得了，希望盡快立法。”

駕駛電召的士的袁先生，其車廂車頭更未有放

置手機，他直言：“唔知點解要擺一排電話喺度，
我都有幾部手機同幾個App，但都是完成一宗訂單
後，才拿起手機接下一單，或者紅燈時拿來看導
航，無需鋪出來。”他表示，車頭放手機，駕駛時
視線會不自覺往手機看，“不少司機一路揸車一路
撳，真係好牙煙。”

工會理事支持：一部都不應該擺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理事（宣

教）黃自權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更認為“一部
（手機）都唔應該擺”。他指出《道路交通條例》
規定司機若操控手機影響駕駛，無論是否釀成交通
意外，可能已觸犯“危險駕駛”或“不小心駕駛”
罪，“如果立法通過最多擺兩部手機，一旦缺口打
開，有不少司機名正言順在儀錶盤上方放手機，是
否縱容他們邊揸車邊用手機？”

黃自權認為，問題核心在於運輸署的提案只限
制擺放手機的數量和尺寸，未限定擺放位置，他認
為不夠全面，建議一律規定擋風玻璃及車頭的擺設
問題。

◆◆不少的士車頭擺出不少的士車頭擺出““手機手機
陣陣”，”，被網民揶揄是駕駛被網民揶揄是駕駛““戰戰
鬥機鬥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運輸署
因應近年涉及單車的意外有上升趨勢，建議
修訂《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強制
騎單車、三輪車或多輪車人士及相關乘客必
須佩戴頭盔，違者最高罰款2,000元（港元，
下同）。該署修例前會進行諮詢，計劃明年
內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例修訂建議。沙田及
大圍租賃單車的店舖對香港文匯報指出，其
實單車舖出租單車的同時，也有提供頭盔租
賃服務，但目前租頭盔的巿民偏少，惟相信
修訂後也不會影響生意。

單車意外死傷 九成未戴頭盔
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在沙田、大埔等單車

徑目測統計，佩戴頭盔的單車駕駛者不足兩
成。有市民表示自己是當區居民，以單車代
步，“車程十幾分鐘啫，唔使戴頭盔咁麻煩
啦。”但也有市民認同，戴頭盔可提升安全

性，但政府沒有硬性規定，他也沒有佩戴。
日後，踩單車及坐單車也可能要強制戴頭

盔。根據運輸署近日提交予立法會交通事務委
員會於本周五（15日）討論的文件表示，警方
2020年的專題研究，涉及446名單車意外死亡
及重傷人士，當中近九成傷者也沒有戴單車頭
盔，主要意外成因是單車失控。運輸署又參考
了醫學界的研究，指騎單車有較高風險造成創
傷性腦損傷，戴頭盔有助減低顱內出血機會。

明年提交立會 最高罰款兩千
該署早前已諮詢單車會、汽車會等持份者

意見，他們普遍支持立法，小部分持份者認為
戴頭盔規定應只適用於馬路行駛的單車，不應
包括單車徑範圍。基於單車徑意外升幅顯著及
嚴重程度與其他地點相若，署方認為規定應適
用於所有年齡組別、馬路和單車徑。

運輸署建議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裝備）

規例》，強制騎單車、三輪車和多輪車人士、
多輪車乘客等要戴頭盔，運輸署署長可因應宗
教或其他原因未能佩戴而作出豁免。違反規定
則採用與“不小心騎踏單車”相同罰則，最高
可判處罰款2,000元。運輸署“單車資訊中心”
網站會發放及更新單車頭盔標準。

署方本月和下月會諮詢各相關委員會，落
實修例前亦續與警方商討執法細節，並加強宣
傳教育，明年內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

大圍一家租賃單車店舖負責人龍先生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其單車店有出租單車頭盔，全
日租金20元，但租用頭盔的顧客偏少，相信政
府修例強制戴頭盔也不會影響租賃單車生意。
沙田另一單車舖員工張小姐亦說，其店也有頭
盔出租，全日租金只要10多元，惟夏天炎熱，
租頭盔的顧客不多。她認為巿民假日喜愛租單
車遊玩，即使強制要戴頭盔，也不會影響巿民
租單車的興致。

運輸署建議強制騎單車戴頭盔

◆在大圍單車徑，騎車人士隨意戴或不戴頭盔。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劉先生過往因為工作需要經
常在凌晨收工，是所謂“八折的
士”的常客。他對的士車頭安放

多部手機見怪不怪，最誇張一次見到的士安裝了11
台手機，原來該名司機是車隊的總台，要通過不同
手機分派訂單給其他司機。結果，劉先生由上車到
下車，該司機幾近全程講電話，令劉先生很擔心司
機行車期間，即使以免提式電話通話亦可能會分心

而造成意外，他自此放棄再電召“八折的”。香港
文匯報訪問了不少巿民，他們說在搭的士時都見過
司機有多台手機，故贊成特區政府規管手機數量，
以保障乘客的安全。

劉先生9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
於自己從位於筲箕灣的辦公室返回上環居所，車程
大概20分鐘，該司機幾乎全程都在講電話，“我問
過司機會不會分心，遇有意外會否反應較慢，司機

當然派定心丸話不怕，話自己有多年駕駛經驗，講
電話同時也能留意道路情況。”

雖然該名司機全程以免提式電話通話，並沒有
違反法例要求，但他不時要按動手機鍵盤，險象環
生。對此，劉先生始終感到不安全，自此放棄了再
電召“八折的”，“我有朋友表示若上車時見的士
內有多台電話，就會立即下車，不會冒險搭這些的
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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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
報報
記記
者者
秦秦
鴻鴻
鈞鈞
攝攝
影影

Stephen LeeStephen Lee 來休市探望兒子李中原律師並與休市好友歡聚來休市探望兒子李中原律師並與休市好友歡聚

（（左起左起））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李中原律師與女兒李中原律師與女兒、、父親父親Steven Lee,Steven Lee,名醫羅名醫羅
榮華榮華，（，（後排左起後排左起））MD AndersonMD Anderson 電腦專家電腦專家Ken,Ken, 美南新聞朱全勝合影美南新聞朱全勝合影。。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李中原律師與女兒李中原律師與女兒,,父親父親Steven Lee ,Steven Lee ,美南日報朱全勝美南日報朱全勝。（。（後後
排左起排左起））MD AndersonMD Anderson 電腦專家電腦專家KenKen及名醫羅榮華等人及名醫羅榮華等人。。

（（左起左起））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李中原律師與女兒李中原律師與女兒，，父親父親Steven Lee,Steven Lee, 美南日報朱全勝美南日報朱全勝，，
（（後排左起後排左起））MD AndersonMD Anderson 電腦專家電腦專家Ken,Ken, 名醫羅榮華等人合影名醫羅榮華等人合影。。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李中原律師與女兒李中原律師與女兒、、父親父親 StevenSteven
Lee,Lee, 美南日報朱全勝美南日報朱全勝，（，（後排後排））MD AndersonMD Anderson 電腦電腦
專家專家KenKen等人等人。。

Steven Lee (Steven Lee (右右 ））與兒子李中原律師與兒子李中原律師（（左左 ））及孫女及孫女
（（中中））在宴席上在宴席上。。

著名企業家李錦星著名企業家李錦星（（左一左一 ））在著名燒烤店在著名燒烤店PappasitoPappasito’’s Cantinas Cantina 歡迎他的自傳歡迎他的自傳 「「逆風高飛逆風高飛」」 的編輯李的編輯李
宏宇宏宇（（右一右一））及其夫人崔小姐及其夫人崔小姐、、女兒女兒（（右二右二、、右三右三））,,旁為中石化工程師劉先生旁為中石化工程師劉先生（（左二左二）、）、及本報記者及本報記者
秦鴻鈞秦鴻鈞（（左三左三）。）。

著名企業家李錦星著名企業家李錦星（（左一左一 ））在著名燒烤店在著名燒烤店PappasitoPappasito’’s Cantinas Cantina 歡迎他的自傳歡迎他的自傳 「「逆風高飛逆風高飛」」 的編輯李的編輯李
宏宇宏宇（（右一右一））及其夫人崔小姐及其夫人崔小姐、、女兒女兒（（右二右二、、右三右三））,,旁為中石化工程師劉先生旁為中石化工程師劉先生（（左二左二）、）、及本報記者及本報記者
秦鴻鈞秦鴻鈞（（左三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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