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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疫情
、油價推升歐洲城市 「無車
無車」」 趨勢
（中央社記者田習如台北 23 日電）歐洲許多城市在昨天的
「國際無車日」 前後紛紛舉辦活動響應，包括 18 日布魯塞爾全市
禁止汽車通行，創下歐洲最大範圍的無車日紀錄。調查指出，疫
情封城體驗加上高油價，愈來愈多歐洲人想讓無車日常態化。
根據歐洲非政府組織 「乾淨城市運動」 （Clean Cities Campaign）調查，歐洲 5 大城巴黎、倫敦、巴塞隆納、華沙和布魯塞
爾的民眾有 62%支持每週一天禁止汽車通行。如果成真，估計全
歐洲城市每年可省下 5%的汽油消費量，相當於波羅的海 3 國全年
合計的需求量。
目前全球許多城市響應的 9 月 22 日 「國際無車日」 源起於
1970 年代歐洲，當時石油價格飆漲危機正衝擊各國民生經濟，幾
個歐洲城市便發起 「無車日」 以降低石油消耗。如今能源通膨危

機再臨，加上節能減碳趨勢、疫情改變生活觀念，更促進許多城
市的無車化政策。
歐 洲 新 聞 網 （Euronews） 報 導 ， 倫 敦 、 德 國 佛 萊 堡
（Freiburg）、米蘭等城市都在推動更多歷史街區禁車政策；除
了大城，多年民調都是波蘭 「最快樂城市」 的格迪尼亞（Gdynia
）也提出交通翻新計畫，希望透過建設自行車道、推廣可即時選
擇最佳交通方式的 APP 等政策，降低該市 7 成的汽車持有率。
西班牙的龐特韋德拉（Pontevedra）是城市翻轉成功案例。
這個海港城原本因為無止境的塞車、噪音而不斷流失居民，如今
因對行人友善而獲聯合國和歐盟表揚。
市長羅雷斯（Miguel Anxo Fernandez Lores）告訴歐洲新聞
網，這個 8 萬人的城市過去每天有 8 萬至 15 萬輛的汽車湧進，密

度是首都馬德里的 3 倍，噪音使人們在街邊幾乎無法聊天，讓人
不想在此生活。
他上任後推出連串措施，包括只許基本必要的車輛可開進城
、不准外地車輛為求捷徑而 「路過」 、關閉路面停車場、市中心
開車限速 30 公里、擴大無車區域等。
執政 22 年的羅雷斯說： 「我們已經 11 年沒有發生致命交通
事故，污染減少到每人每年半公噸，生活品質顯著提升。」
西班牙政府想在其他城市複製龐特韋德拉的經驗，已在去年
的氣候變遷法案中規定人口 5 萬以上的城市（馬德里和巴塞隆納
除外）必須在明年底前設置 「低碳排區」 （low emission zones
），並將車輛依碳排放程度分級，高污染的傳統汽油、柴油車將
被限制或禁止進入低碳區，否則可能被罰款 200 歐元（約新台幣
6000 元）。
「疫情讓人們如何在城市裡好好消磨時間一事成為主流」 ，
都市交通社會企業 Fare City 主管藍柏特（Richard Lambert）告
訴歐洲新聞網，要求城市空間規畫更開放、綠化和對行人友善的
呼聲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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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檢察長向川普家族發難
紐約州檢察總長詹士週三對川普家族提起
訴訟,挑戰川普多年來之富貴人家之形象。.在
起訴書中詹士檢察長指空該家族是以欺騙和虛
報財產而歛財登上富人保座。正當國會對前總
統川普之犯罪調查加上此次詐騙指控， 將使
川普王朝遭到極大之破壞和挑戰。在這份二百
一十四頁之起訴書中， 明確指控川普虛報自
己的財產 ，他曾在當年之總統競選時大誇自
己是成功富商，國家需要我這樣成功的商人。
起訴書中同時把川普三名子女一同起訴她
們都是詐騙之共犯，並明列川普家族如何利用
謊報之財務報表向銀行借款。這塲對川普家族
之攻防戰 ，正逢共和民主兩黨未來政治版圖
之激烈抗爭， 對民主黨而言， 一定要把前總
統打成罪犯， 让他無法參選 ，而共和黨之川
粉也決不會罷休。此一時，彼一時， 前總統
當年之威風行象 正被踐踏在地下， 川普之命
運實難預料。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Sues Trump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filed a civil lawsuit
on Wednesday alleging that the Trump Organization’s
persistent fraud devastates former President Trump’s billionaire
image.

The AG also said that not only has Trump been accused of
lying about his wealth and business success, but the
considerable wealth he has achieved has also been acquired by
cheating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Referring to her 214-page complaint, the AG said that, “All
pages show decades of inflated real estate values that were
employed to fabricate a facade that Trump was an enormously
successful businessman.”
During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rump said, “I am
proud of my net worth. I’ve done an amazing job. We need a
leader that wrote, ‘The Art Of The Deal.’ ”
As a matter of fact, Trump reported a loss of $1 billion dollars
from 1985 to 1994.
James not only has sued Donald Trump, but also Trump’s
sons, Trump Jr. and Eric Trump, as well as Trump’s daughter,
Ivanka Trump, and Allen Weisselberg. All are accused of
engaging in a criminal conspiracy to defraud banks and inflate
Trump’s net worth.
This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battle against the Trump family
is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it even possible
that Trump can still be a candidate in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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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數據保護法獲通過：非法收集
印尼數據保護法獲通過：
個人信息面臨最高五年監禁
【綜合報道】根據印度尼西亞眾議院官網消息，印
尼通過了一項個人數據保護法法案（PDP）。該法案規
定，非法收集或使用他人個人資料的數據處理者，可能
面臨最高五年的監禁；發生數據洩露的情況下，公司可
能被處以多達年收入 2%的行政罰款。
PDP 共 16 章 76 條，分別從個人數據主體權利、行
政處罰、國際合作、刑事規定等方面展開。
該法案第 57 條第三款規定，發生數據洩露的情況下
，公司可能被處以多達公司年收入 2%的行政罰款。洩
露個人數據的公司資產也可能被沒收或拍賣。
對於個人的刑事處罰，根據第 67 和 68 條，非法收
集或使用他人個人資料的數據處理者，可能面臨最高五
年的監禁。非法洩露他人數據的監禁最高為四年；為謀
取利益而偽造個人數據的個人，則可能被判入獄長達六
年。
在個人權利方面，PDP 的部分條款借鑒了《通用數
據保護條例》（GDPR），例如數據可攜權以及撤回同
意權的規定。
在過渡性條款的章節中，法案規定了兩年的“調整
期”。第 74 條規定，個人數據控制者、處理者和有關各

方，有義務最遲兩年內根據法案進行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PDP 是在印尼發生一系列數據洩露
事件後出台的。受到數據洩露影響的不僅是個人，還有
公司和政府。
去年，一款追踪聯繫人的應用程序洩露了印尼總統
佐科•維多多（JokoWidodo）的新冠疫苗記錄。
印尼眾議院議長普安•馬哈拉尼（Puan Maharani）
於去年 3 月在雅加達議會中表示，“就連總統的個人資
料都可能被洩露，更不用說普通公民了。我們都知道，
許多公民苦惱於自己的人民身份證號碼（ NIK）被洩露
並最終被非法用於在線借貸。”
今年 9 月，印尼國家網絡和加密機構（BSSN）表示
，他們正在調查名為“Bjorka”的黑客的背景，該黑客
組織聲稱他們可以訪問多個政府網站的數據、總統信件
和情報機構的機密文件。
該法案通過的前一天，馬哈拉尼表示，PDP 獲得批准後
應該立即制定落實細則，包括建立一個負責保護公眾個
人數據的監督機構。
她補充說，該監督機構將指導各部委、機構和政策
制定者去維護國家數字安全環境。

韓國武器裝備在歐洲市場悄然走俏

（綜合報導）
歐洲武器市場近
來遭受衝擊。在
向波蘭出口坦克
方面，德國克勞斯-瑪菲•威格曼公司（KMW）敗給了韓國
現代樂鐵公司。這是北約成員國第二次從域外採購主戰裝備
，2017 年，土耳其從俄羅斯購買防空系統一事曾引起軒然大
波。
波蘭宣布從現代汽車集團子公司現代樂鐵採購了 1000 輛
K2“黑豹”坦克。該型坦克裝備 120 毫米口徑滑膛砲，配備
自動裝填系統，首批交付 180 輛，剩餘部分將從 2026 年起在
波蘭當地生產。
報導稱，毋庸贅言，俄烏衝突導致歐洲各國爭相擴充軍
備，但無意中給韓國的軍工產業帶來利好，該國生產的武器
甚至已經遠銷歐洲以外的市場。迄今為止韓國與埃及、阿聯
酋、澳大利亞等國簽署的訂單也備受關注。
據說波蘭此前為烏克蘭提供了 200 多輛蘇制坦克，而等待
作為北約各國主戰坦克的德國“豹”-2 坦克填補武器庫空缺
需要很長時間，這也為韓國武器打入歐洲市場提供了契機。

分析人士指出，與韓國合作的吸引力在於技術轉讓。波
蘭國防部長佈瓦什恰克在 7 月表示：“韓國的武器系統在技術
、價格、交貨時間等方面都是最具吸引力的。”當時布瓦什
恰克正在出席一場武器採購合約簽字儀式，波蘭一次性購買
了 48 架韓國航空宇宙產業公司（KAI）與洛馬共同研發的
FA-50 輕型戰鬥機、672 門韓國三星重工業公司研製的 K9 自
行榴彈砲。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萊奧•佩里亞-佩涅指出：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波蘭從韓國採購的自行榴彈砲數量太
多了。”他認為甚至冷戰時代的法軍也沒有裝備如此多的榴
彈砲。
波蘭智庫華沙研究所研究員邁克爾•韋爾博夫斯基認為
，韓國企業的崛起凸顯歐洲軍火市場正在走向國際化。
報導指出，韓國企業的攻勢也正在向歐洲以外的地區擴
展。韓國國防公司 LIG Nex1 今年 1 月與阿聯酋簽署價值 22 億
美元的中程地空導彈防禦系統出口合同。韓華防務公司 2021
年底與澳大利亞簽署合約，出口 30 門 K9 自行榴彈砲，並將在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建設榴彈砲生產廠。

三星戶外顯示屏涉嫌侵權遭美國 ITC 調查
（綜合報導）三星電子戶外顯示屏涉嫌侵害顯示器製造商 MRI 的專利和違反《關稅法》被美
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立案調查。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當地時間 9 月 22 日表示，已受理 MRI 對三星電子及三星 SDS 的
戶外顯示屏“數字標牌”（Digital Signage）涉嫌侵害其專利及違反《關稅法》的起訴，並已著手

展開相關調查。
MRI 主張，用於三星“數字標牌”顯示屏的冷卻散熱系統侵犯其專利，違反了《關稅法》禁
止對美出口侵害美國專利等知識產權產品的條款。據悉，MRI 上月曾向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區地方
法院提起同一指控的索賠訴訟。

綜合國際
星期日

2022年9月25日

A4

Sunday, September 25, 2022

荷蘭出臺能源措施，歐洲能源危機仍未緩解

巴克萊：歐元區衰退近在眼前

被視為歐洲天然氣價格基準的荷蘭
TTF10 月天然氣期貨價格劇烈波動，盤
中曾漲超 12%，最終收跌近 2%。該期貨
價格在此前兩個交易日均錄得上漲，本
周前四天累計漲近 3.5%。
近日，歐盟委員會及波蘭、法國
等盟內國家紛紛公布能源危機應對新舉
措，市場開始期待歐洲這場危機或將有
所緩解。
但仍舊嚴峻的能源形勢，疊加歐洲
央行為抗擊通脹進行的鷹派加息，還在
加深市場對歐洲即將陷入經濟衰退的擔
憂。投行巴克萊認為，歐洲在雙重沖擊
之下，其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
長或不亞於 2010 年歐債危機和 1992 年歐
洲貨幣危機。
歐盟多國出臺新壹輪能源措施
當地時間 9 月 15 日，波蘭總理莫拉維
茨基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將從2023年起
固定家庭用電價格並為能源密集型企業提
供支持。為此，波蘭政府預計將耗資 300

億茲羅提（約合人民幣 444 億元）。
該措施規定，從明年開始，如家庭
年用電量不超過 2000 千瓦時，電價固定
。對於殘疾人家庭、至少三個孩子的家
庭或者農場，這壹限制為 2600 千瓦時。
莫拉維茨基表示，新政策將使家庭月電
費支出最多節省 150 茲羅提（約合人民
幣 222 元）。
此外，為鼓勵民眾節能，明年用電
量同比減少 10%或以上的家庭，將獲得
年度總電費 10%的折扣作為獎勵。
與所有歐盟成員國壹樣，波蘭也正
在承受能源危機的巨大壓力，並嘗試通
過調整天然氣和電力價格來保障民生。
波蘭的電力生產嚴重依賴煤炭，由於歐
盟對俄羅斯煤炭實施禁運，其發電廠正
在面臨煤炭短缺的困境。
另外，德國正盡力援助能源企業。
9 月 15 日，據媒體援引知情人士報
道，德國聯邦政府正在就收購 Uniper 和
另外兩家大型天然氣進口商 VNG 和 Securing Energy for Europe GmbH 進行深入

溫室氣體濃度繼續上升至創紀錄高位
世界氣象組織發布報告：

綜合報導 世界氣象組織(WMO)協調多機構發布壹
份名為《團結在科學之中》的聯合報告。報告指出，氣
候科學是明確的，需要采取緊急行動，減少排放和適應
不斷變化的氣候。
據《團結在科學之中》報告，當前溫室氣體濃度繼
續上升至創紀錄高位。化石燃料的排放率在因疫情封鎖
而暫時下降後，現已超過疫情前的水平。2030 年減排承
諾的力度需要提高七倍，才能符合《巴黎協定》中
1.5℃的目標。
報告還指出，過去 50 年與天氣有關的災害增加了
五倍，平均每天造成 115 人死亡，而且未來後果可能
會持續惡化。隨著每天 2 億美元的自然災害損失，解
決氣候災難的問題迫在眉睫，世界“正朝著錯誤的方
向前進”。
據聯合國官網消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
洪水、幹旱、熱浪、極端風暴和野火日趨惡化，以驚人
的頻率不斷刷新記錄。歐洲的熱浪、巴基斯坦的特大洪
水、非洲之角和美國的長期嚴重幹旱，這些災難的規模
又上新臺階，而且絕非自然，這是人類濫用化石燃料的
代價。
據美聯社報道，《團結在科學之中》報告來自聯合
國幾個機構及其合作夥伴匯編而成，報告指出，與前工
業化時期相比，全球氣溫未來五年將上升達 1.5 攝氏度
的可能性為 48%。接下來五年，會出現創紀錄的高溫的

可能性達 93%。
據報道，科學家們上周已發出最新警告，如果氣溫超過 2015 年巴黎
氣候協議中設定的溫度閾值，可能會使得生態系統發生巨大且不可逆的
變化。
目前，已有多國政府在努力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的威脅。
相關數據顯示，近年來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有所下降。但氣候災難
引發的經濟成本預計將急劇上升。
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塔拉斯表示，氣候科學日益能夠說明，由於人
類引起的氣候變化，人們正在經歷的許多極端天氣事件已變得更可能發
生並更加嚴重。今年這種情況已經反復出現，並造成了悲慘的後果。人
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擴大有關預警系統的行動規模，建立脆弱社
區對當前和未來氣候風險的復原力。為此，WMO 正在牽頭壹項活動，
以確保在未來五年內實現“全民預警”。

談判，以避免能源市場崩潰。知情人士
說，具體細節尚未達成壹致，但鑒於危
機的規模，在未來幾天時間內可能會得
出結論。
Uniper 在 發 布 公 告 稱 ， 其 正 在 與
德國聯邦政府壹起研究直接增資，
“ 這 將 使 聯 邦 政 府 獲 得 Uniper 的 絕 大
部分股權”。
據德國媒體報道，目前雙方正在討
論超過 80 億歐元的股權註入。由於德國
聯邦政府將以每股 1.70 歐元的價格增持
Uniper 的股份，聯邦政府在 Uniper 的持股
比例將增加到 90%以上。對於剩余的股
份，聯邦政府將向剩余的股東提出報價
，同樣為每股 1.70 歐元。
此外，當地時間 9 月 14 日下午，法
國總理博爾內就當前所面臨的能源危機
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博爾內在新聞發布
會上公布了應對今年冬天法國能源危機
的可能解決方案。
博爾內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為應
對能源價格飆升，法國政府將實施為天
然氣價格設置上限，下調電價上限，不
把電價和天然氣價格掛鉤，能源收入征
稅等政策。預計到 2023 年，法國電價和
天然氣價格漲幅將被控制在最高 15%的
範圍內。預計各項政策的實施總共將花

費 160 億歐元。
另外，自10月中旬開始，按照原計劃，
法國將開始向德國輸送天然氣。據悉，
法國天然氣儲備充足，預計可以平穩度
過今年冬季。

據 報 道 ， 歐 洲 央 行 副 行 長 Luis de
Guindos 表示，采取“堅決行動”對於錨
定通脹預期至關重要，這有助於實現價
格穩定。“我們確實沒有處於典型的需
求驅動過熱情形，能源仍然是通脹上升
的主導因素。但在當前的低利率水平，
貨幣政策仍然寬松，從而支撐需求，最
終也導致價格壓力。”
Guindos 稱，歐元貶值也加大了通脹
壓力。歐元區現在面臨充滿挑戰的前景
，預計產出增長將大幅放緩。
投行巴克萊的歐洲經濟研究部主管
Silvia Ardagna 團隊本周發布研報稱，歐
洲央行將在 10 月繼續大幅加息 75 個基點
，11 月加息幅度降至 25 個基點，相應的
緊縮政策會令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在能
源沖擊之下，衰退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
長或不亞於 2010 年歐債危機和 1992 年歐
洲貨幣危機。
該行認為，歐元區衰退已近在眼前
，衰退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長都比三個
月前的預期要更糟糕。
據巴克萊預計，歐洲 2023 年經濟萎
縮 1.1%，歐央行預期增長 0.9%，市場預
期增長 0.5%；歐洲明年通脹高達 6.3%，
是目標水平的三倍多，歐央行預期為
5.5%，市場預期為 4.5%。

巴克萊：歐元區衰退近在眼前
本周最受矚目的歐盟層面的能源危
機解決方案則仍在討論中。據新華社報
道，9 月 14 日，歐盟委員會提議對歐洲
能源市場進行緊急幹預，以緩解近期能
源價格大幅上漲。
歐盟委員會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
成員國在用電高峰時段減少至少 5%的用
電量，到 2023 年 3 月 31 日將總電力需求
減少至少 10%；對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內
的低成本發電公司收入上限設定在每兆
瓦時 180 歐元；對石油、天然氣、煤炭
和煉油部門產生的超額利潤征收至少
33%的稅。歐盟委員會表示，後兩項措
施將幫助歐盟籌集約 1400 億歐元資金。
歐 盟委員會此項提案需得到歐盟
多數成員國支持才能獲批。歐盟能源
部 長 計 劃 於 9 月 30 日再次舉行特別能
源會議。
在當前能源價格保持走高態勢的背
景下，歐洲央行官員再次放“鷹”。

德國總理：德軍必須成為歐洲“裝備最好的”軍隊
綜合報導 “作為歐洲大陸中部人口
最多、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我們的軍隊
必須成為歐洲常規防禦力量的基石：即歐
洲裝備最好的軍隊。”
9 月 16 日，德國總理朔爾茨的這段話
被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西方各大媒
體爭相報道。他表示，德國已準備好成為
歐洲安全領域的領導者。
朔爾茨是在為期兩天的聯邦國防軍年
度會議上發表了這番言論。今年會議於 9
月 15 日至 16 日召開，主題是“聯邦國防軍
的轉折點——歐洲戰時的關鍵清單”。
德國總理強調，俄烏沖突是歐洲歷史
的轉折點，因此德國人必須習慣這樣壹個
事實——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將在可預見
的未來把自己定義為北約和歐盟的對手。
鑒於這種形勢，朔爾茨認為歐洲必須
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他說：“北約仍然

維系著以歐洲為重點的聯盟集體防禦，然
而，我們歐洲人必須在北約內部承擔起更
多的責任。”
而在歐洲國家當中，德國將是“扛大
梁”的那壹個。朔爾茨說：“作為人口最
多、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我們的軍隊必
須成為歐洲常規防禦力量的基石，即歐洲
裝備最好的軍隊......我們非常清楚地表明
，德國準備為歐洲大陸的安全承擔起主要
責任。”
在他看來，德國軍隊此前壹直在“不
務正業”，稱：“盡管壹支優秀的軍隊可
以在大流行期間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幫助
接種疫苗，但這不是‘核心使命’，聯邦
國防軍的核心使命是捍衛歐洲的自由，所
有其他工作都必須處於次要地位”。
這位總理還批評前任國防部長，稱他
錯誤地認為德國周圍都是盟友。

德媒指出，在朔爾茨發表這番言論之
際，執政聯盟中的綠黨和自由民主黨議員
正向他施壓，要求德國向烏克蘭交付坦克
以對抗俄羅斯軍隊。今年 6 月，德國議會
還批準了壹項 1000 億歐元（約 7139.94 億
人民幣）的特別國防資金，這筆資金將使
德國國防開支達到 GDP 的 2%，使其成為
僅次於美國和中國的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
國。
朔爾茨稱，這筆資金是為了應對俄烏
沖突而設立。
德國聯邦政府和聯邦國防軍目前也在
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戰略，預計新戰略將於
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推出。德國防長此前
強調，德國需要擴大國防方面的投入，國
防軍必須被視作“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中心
機構”，為此德國應完成北約的規定，永
久性地將 GDP 的 2%用於國防建設。

英國發現亞洲最大大黃蜂窩
冷凍 28 小時還可存活

綜合報導 近日，英国发现了迄
今为止最大的亚洲大黄蜂巢穴。上
周六，一名男子遛狗时在田野里发
现了这个 1 米宽、8 公斤多重的蜂
巢 ， 这 批 大 黄 蜂 中 有 1600 多 只 亚
洲 大 黄蜂，大部分被捕获。工作人
员将其扔进塑料袋，随后转移到冰
箱中。大黄蜂猎人 JohndeCarteret 说
：“我们在零下的温度下试图杀死
它们，以便进一步解剖它们，但 28
小时过去了惊讶地发现仍然有一些
大黄蜂没有死亡，而且对人类发起
攻击。”John 说：“我们对这些雄
性亚洲大黄蜂中的一个代表性样本
进行了研究，发现这是新蜂后出现
的前兆，现在我们急需政府的支持
和配合，否则我们就会在泽西岛看
到和接触到更多的亚洲大黄蜂。”
该物种于 2004 年随着一艘货船抵达
法国南部后开始在欧洲传播。大黄
蜂能够在过敏人群中一刺致人死亡
，同时它们也对环境和本地物种构
成威胁，一只大黄蜂一天可以吃掉
50 只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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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市議員當場對抗議市民發飆
發飆：
：

“吵死了！給我安靜！”
綜合報導 綜合 SBS 電視臺、東亞日
報等韓媒報道，在近日舉行的壹場首爾
市議會會議現場，抗議市政府征地建造
新垃圾焚燒廠的旁聽市民不斷高呼“撤
回（決定）！”等口號，這讓隸屬韓國
執政黨“國民力量黨”的首爾市議員李
承福（音譯）當場發飆，怒目圓睜地直
接朝抗議市民開罵：“吵死了！給我安
靜！”
這壹幕經議會現場直播後在韓國
引來批評聲壹片，有網民諷刺李承福
當選市議員前後態度巨變，“這事要
是發生在競選時，他會向市民跪著行大
禮道歉。”
東亞日報報道稱，“國民力量黨”
另壹首爾市議員在節目中表示，雖然李
承福對市民采取的行為是不恰當的，但
前來議會旁聽的市民也該遵守議會秩序
，“雙方都應該遵守禮儀。”
事情發生在首爾市議會第 314 次臨
時會議上，當時議程進行到多名議員對

市政府單方面通報征地建造新垃圾焚燒
廠壹事表示批評。
據韓媒報道，8 月底首爾市政府宣
布，將於該市麻浦區上巖洞的麻浦資源
回收設施旁的停車場等用地新建垃圾焚
燒廠，項目預計在 2026 年末完工，並於
2027 年投入使用，此舉遭到麻浦區民眾
的激烈反對與抗議。
當天的會議上，來自麻浦選區的市
議員也不分黨派，清壹色地對此事表達
不滿，敦促市政府撤回決定，“麻浦已
經因現有的垃圾填埋場而飽受痛苦，每
天都有 750 噸垃圾需要處理”、“這是
首爾市不負責任的暴舉，這是公正嗎，
是均衡發展嗎？”
在相關議員發言後，坐在會場後方
旁聽席上的首爾市民們高聲附和，對
政府相關決定表示抗議。壹些市民高
喊道：“撤回（決定）！”
韓媒報道稱，聽到市民的抗議聲
後 ， 來自陽川選區的市議員李承福（音

譯）突然暴起，從座位上猛地起身，摘
下口罩，指著旁觀席的眾人用非敬語大
聲呵斥道：“吵死了！給我安靜！”
只見他怒目圓睜，向旁聽市民質問
“妳們現在是要幹什麼啊”，之後又反復
吼道，“給我安靜點”、“太吵了”。
在李承福發飆後，旁觀席上有人不甘
示弱，反擊道“妳才吵吧！撤回！不然我
們會死的！”這位暴跳如雷的市議員隨即
將目光轉向抗議市民，同時用手指向會場
出口，對其說道：“給我出去！”
據 SBS 電視臺報道，在旁聽席上的
抗議市民喊“撤回”口號後，議長要求
與會者保持安靜，但現場仍是抗議聲不
斷，李承福才做出如此舉動。
JTBC 還指出，在李承福起身時，坐
他旁邊的同僚曾抓住他的衣角試圖勸阻
，不少議員還轉頭拍照。
這壹幕經議會現場直播後在韓國引
來批評聲壹片，YTN 主持人對此評論稱
，“即使居民們再怎麼來到議會進行抗

日媒：日本尋購攻擊型無人機
2025 財年起將列裝數百架
綜合報導 據 報 道 ， 日 本
將在下壹財年（2023 年 4 月 1
日-2024 年 3 月 31 日）尋購攻
擊 型 無 人 機 ， 從 2025 財 年 起
將列裝數百架進口和國產無
人機。
報道指出，這種武器在俄
烏沖突中展示了其作戰能力，
並計劃首先將這些無人機部署
在西南的壹些島嶼。
報道稱，日本將考慮購
買的型號包括以色列的“哈
洛普”自殺式無人機和美國
“ 彈 簧 刀 ” 巡飛彈。另外，
土耳其的 TB-2“察打壹體”無
人機也被視為可能的選項之壹
。日本將在測試後作出購買和
裝備的決定。

目前，日本自衛隊裝備
的 無 人 機主要有 RQ-4“全球
鷹”長航時無人機和“掃描
鷹”小型無人機，這兩種無
人機主要用於執行偵察和監
視 任 務 ， 無 法 攜 帶 機 載武器
執行攻擊任務。
據共同社此前報道，日本
防衛省向財政部門申請的 2023
財年防衛預算為 5.5947 萬億日
元（約合 2794 億元人民幣），
相比去年的申請額 5.4898 萬億
日元進壹步增加。此外，防衛
省羅列約 100 項暫時沒有確定
金額的名目。按壹名消息人士
的說法，這部分金額“超過 1
萬億日元”，最終防衛預算申
請額“達到 6.5 萬億上下應該

確鑿無疑”。
在 2023 財 年 防 衛 預 算 申
請中，日本防衛省把增強
“防區外導彈”能力列為第
壹要務，“防區外導彈”能
從敵方導彈射程以外發起攻
擊。此外，上述預算用途還
包括研究增加導彈射程，開
發高超音速導彈，為陸海空
自衛隊部署攻擊型無人機，
增強太空、網絡、電磁波等
領域協同作戰能力等。
分析認為，通過不斷渲染
所謂周邊地區緊張局勢，日本
防衛費連續多年增長，大規模
擴軍的做法不僅引發越來越多
日本民眾反對，也將引起周邊
國家的警惕。

議示威，向市民這樣喊叫的樣子，好像
也不是代表市民發聲的市議員該有的樣
子。”
有網民諷刺李承福當選市議員前後
態度巨變，“這事要是發生在競選時，
他會向市民跪著行大禮道歉”、“選舉
的時候卑躬屈膝，當選後突變的那些勝
選者，這壹場面很好地體現了選民的壹
票應該有多慎重”。
“應該代表市民意見的市議員，卻
對著市民大喊大叫。在鏡頭前他都能這
樣，私下的言行舉止可想而知。”、
“妳壹個市議員，居然對市民指手畫腳
、大聲說話?”

“市議員可真了不起，這以後要是
成了國會議員，是不是該打人了。”
另據東亞日報報道，“國民力量
黨”另壹首爾市議員在 YTN 壹檔廣播節
目中表示，雖然李承福對市民采取的行
為是不恰當的，但前來議會旁聽的市民
也該遵守議會秩序，“雙方都應該遵守
禮儀。”
他說，“當市民們沖著我們大喊大
叫的時候，議長聽到了，我們也對他們
的不滿感同身受，但這種違反秩序的行
為令人擔憂。對於我們說的（成員）說
的那些話，我們也會重新考慮，並做好
自己的事情。”

馬來西亞政府與中國企業 CEO
圓桌對話會在南寧舉行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政府與中國
企業CEO圓桌對話會在南寧舉行。廣
西壯族自治區主席藍天立、中國國際
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張少剛出席對
話會並致辭。馬來西亞交通部部長魏
家祥線上與中國企業家對話。
藍天立在致辭中表示，馬來西
亞是本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的主題
國，也是東盟第壹個同中國建交的
國家。在中馬友好合作的大背景下
，廣西與馬來西亞的務實合作不斷
深化，中國欽州和馬來西亞關丹
“兩國雙園”項目已成為共建“壹
帶壹路”的旗艦項目、示範項目，
馬來西亞成為廣西在東盟的第三大
貿易夥伴，也是廣西企業在東盟的
第壹大投資目的地。希望雙方以本
次圓桌對話會和中馬“兩國雙園”

建設 10 周年為契機，進壹步升級發
展“兩國雙園”合作機制，助力兩
國友好合作邁上新臺階。
張少剛表示，中馬兩國自建交
以來，各領域務實合作穩步增長，
雙邊經貿投資呈高速增長態勢。中
國已連續 13 年成為馬來西亞第壹大
貿易夥伴，馬來西亞也是中國在東
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這充分展現
了雙方緊密的經貿關系。今年適逢
中馬“兩國雙園”開發建設 10 周
年，兩國正攜手加快打造“兩國
雙園”升級版，共同為高質量建
設“壹帶壹路”打造兩國產能合作
示範區、創新發展先行區探索新路
徑。中國貿促會願與各方攜手努力
，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幫助中馬兩
國企業搶抓合作機遇。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副
部長林萬鋒線上發表致辭，並與馬
來西亞交通部部長魏家祥壹道解答
參與對話的中國企業 CEO 關心關註
的投資經營方面的問題。
本次圓桌對話會由中國國際貿
易促進委員會、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
政府、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主
辦，魏家祥、林萬鋒與中國交通建設
集團有限公司、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
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能源建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東盟信息港
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建設集團、福
建吳鋼集團等6家中國企業負責人進
行視頻連線，實時互動對話，介紹投
資政策，交流投資意向，在基礎設施
、能源、園區建設、數字經濟等領域
達成合作共識。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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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通話越南總理：願發揮產業互補優勢拓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9月19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應約同越南總
理范明政通電話。

往，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既造福兩國人民，也
有利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繁榮。
李克強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各種不
確定性和複雜因素交織。受超預期因素衝擊，中國
經濟正頂住下行壓力，着力穩就業、穩物價，保持
運行在合理區間，總體呈恢復態勢。中方樂見越南
經濟穩健增長，這也有利於東亞產業鏈供應鏈穩
定。我們願同越方發揮產業互補優勢，拓展經貿合

增加兩國直航航班
李克強表示，中越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
習近平總書記同阮富仲總書記經常溝通，有力推
動雙邊關係發展。中方願同越方加強各層級交

作，確保邊境口岸通關暢通，擴大進口適銷對路的
越南優質農產品，在做好防疫工作前提下歡迎越南
留學生“願返盡返”，增加兩國直航航班。

南海和平穩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李克強強調，南海和平穩定符合各方共同利
益。中方願同東盟國家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
署 20 周年為契機，力爭早日達成“南海行為準

則”，發揮各方智慧，着眼大局，推進合作，管控
分歧，把南海建設成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
范明政表示，鞏固和發展越中全面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是越對外政策的頭等優先。越方願同中方保
持經常性高層交往，加強戰略協調，妥善處理分
歧，推動越中貿易投資、通關、人文等重點領域合
作不斷深入，為兩國關係帶來更多積極成果。
肖捷參加上述活動。

中國前8月外商直接投資增16.4%
高技術製造業一枝獨秀升43.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徵兵 廣西南
寧報道）第 19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中
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 9 月 19 日下午舉
辦閉幕新聞發布會。中國—東盟博覽會秘
書處秘書長韋朝暉在會上介紹，本屆東博
會共簽訂國際、國內合作項目267個，總投
資額4,130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屆
增長37%。

報道）中國商務部 19 日公布，今年
1-8 月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實際使用金額達到 8,927.4
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16.4%，雖
然增速比前 7 個月下降 0.9 個百分點，但延續
了雙位數增長的強勁勢頭，製造業外商投資

製造業項目投資簽約佔63%

加速湧入，高技術製造業FDI更是一枝獨秀，
同比增速達到43.1%。中國國家發改委當日表
示，中國將加大製造業引資力度，抓緊推動
出 台 《 鼓 勵 外 商 投 資 產 業 目 錄 （2022 年 ◆今年 1-8 月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達到 8,927.4 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
版）》，支持製造業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 16.4%。圖為在8月16日於西安舉行的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上，觀眾在了解航空製造業。資料圖片

商務部數據顯示，按美元計，1-8月中國實際
使 用 外 資 金 額 為 1,384.1 億 美 元 ， 增 長

20.2%，增速較1-7月收窄1.3個百分點。
今年 3 月以來，FDI 同比增速逐月回落，服
務業外資流入放緩或是主要拖累。1-8 月服務業
實際使用外資增長 8.7%，低於 1-7 月 1.3 個百分
點。相比之下，高技術產業 FDI 增速加快，1-8
月高技術產業 FDI 同比增長 33.6%，高於 1-7 月
1.6 個百分點。這受益於高技術服務業 FDI 的持
續增長，以及製造業外商投資加速湧入。1-8
月，高技術服務業FDI同比增長31%，高技術製
造業FDI增速則從去年全年約10%的水平，提升
到1-8月43.1%。

韓國對華投資增長最快
從外資來源地看，韓國對華投資增長最快，
1-8 月同比增速 58.9%，德國、英國對華投資也
分別增長30.3%和26.8%。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新聞發言人孟瑋
19 日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今年以來，在全球
疫情反覆、烏克蘭危機爆發、跨國投資疲軟的背
景下，中國利用外資實現了流量增、存量穩、質
量升。高技術產業利用外資同比增速高於總體水
平，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增速高於東部地區，外

商投資產業結構和區域布局有所改善。美國、德
國、韓國等國家對華投資均實現兩位數增長，外
資來源地更趨多元平衡。
不過，“當前中國利用外資面臨的外部環境
更加複雜，存在一些影響外商投資信心的因素。”
孟瑋表示，下一步發改委等部門將以製造業為重
點，抓緊出台穩外資的具體措施。加大製造業引資
力度，抓緊推動出台《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
（2022年版）》，引導外資投向先進製造、高新
技術、現代服務等領域及中西部和東北地區。
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起草的《鼓勵外商投資
產業目錄（2022年版）（徵求意見稿）》已在5
月向公眾公開並徵求意見。草案新增200多鼓勵
外商投資的條目，新增裝備製造、零部件、專業
設計、技術服務與開發等領域進一步對外資開
放。

便利外企商務人員往來
此外，孟瑋表示，支持製造業外商投資企業
進出口，引導製造業外商投資企業國內梯度轉
移。並且，加強外商投資促進和服務，健全重大
和重點外資項目工作專班機制，加快推進項目簽
約落地等。
孟瑋還提到，要解決外商投資企業當前面臨

的突出問題，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前提下，
便利外商投資企業商務人員往來；加強與外貿外
資企業及其上下游企業的主動對接，堅持一事一
協調，保障運輸通暢。

投資收益率高北美9個百分點
分析當前外資形勢，社科院世經所研究員徐
奇淵認為，在內外部複雜局勢和不確定性增加的
背景下，中國FDI保持較高增速，體現中國作為
跨國投資穩定器的作用，顯示中國市場對外資企
業保持吸引力。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巨大的本土市
場規模，從這個角度來看，也需要中國進一步擴
大內需、發揮國內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對於鞏
固中國產業鏈地位、吸引外資都非常重要。另一
方，中國有着高於其他市場的較高的投資收益
率。根據某主要外國商會數據統計，中國市場投
資收益率高於東盟6個百分點，高於北美和歐洲
9個百分點。
徐奇淵也同時指出，也要關注到FDI增速回
落，外商在華投資除了短期收益外，更加關注長
期市場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因此需要我們繼續堅
持對外開放，通過改進政策制定過程，使之更加
科學、更加可預期，增加市場的穩定性，增強外
資企業在華經營信心。

中俄戰略安全磋商 深化各領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9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
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福建同俄羅斯聯邦
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共同主持中俄第十
七輪戰略安全磋商。雙方一致同意繼續用好
戰略安全磋商機制這一重要平台，落實中俄
元首在上合組織撒馬爾罕峰會期間會晤共
識，增進互信、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國國情的
發展道路，共同維護全球戰略穩定，不斷鞏
固和充實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內涵。

東博會簽約超四千億 比去年增近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楊潔篪表示，近年來，在習近平主席
和普京總統的戰略引領下，中俄關係始終保
持蓬勃發展勢頭。兩國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始終堅定相互支持，各領
域合作內涵不斷豐富，共同捍衛以聯合國為
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
序，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樹立了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典範。
楊潔篪指出，中方願同俄方一道，全
面落實兩國元首共識，持續深化政治互信和

戰略協作，確保雙邊關係沿着兩國元首確定
的方向闊步前行，為中俄各自發展振興營造
更加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為維護兩國共同
利益、世界安全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帕特魯舍夫表示，俄方願同中方保持
密切戰略溝通，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在國
際組織中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
雙方還就維護全球戰略穩定、亞太地
區局勢、阿富汗、烏克蘭等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

韋朝暉說，本屆簽約項目主要集中在
高端金屬新材料、大健康和文旅體育、綠
色化工新材料、機械裝備製造等6大產業，
其中製造業項目投資佔比 63%。從體量
看，重大項目多、投資規模大，項目平均
投資額15億元，總投資10億元以上的項目
87 個、佔比 72%，其中 100 億元以上的項
目5個，50億元以上的項目11個。
中國的智能化設備、綠色家電、照明
科技產品受東盟採購商青睞，東盟國家的
食品飲料、熱帶水果、家居用品成為中國
採購商搶購熱品。東盟國家航空、旅遊等
服務業企業與中國客商熱烈洽談，攜手開
拓“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新合作。

展位總數基本恢復疫前水平

據稱，本屆東博會展覽總面積 10.2 萬
平方米，其中外國展覽佔 30%，實體展展
位總數5,400個，基本恢復疫情前水平。共
有40個國家1,653家企業參展，比上屆增長
10%，其中外國參展企業 473 家（含東盟
338 家）。311 家世界 500 強、中國 500 強
和行業領軍企業線下參展；“雲上東博
會”超 2,000 家企業線上參展。30 個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企業參展；18 個國家 22
個友好省州市參加“廣西國際友城進東
博”展示活動。77 個中外採購團組線上線
下參會，其中 66 個團組連續多年參會。展
館 日 均 人 流 量 2.56 萬 人 ， 比 去 年 增 長
19.2%。這些都表明新機遇下中國和東盟商
界通過東博會開拓市場、加快地區經濟恢
復的信心不斷增強。

魏鳳和會見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
部長魏鳳和19日上午在西安會見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巴傑
瓦。魏鳳和說，中巴是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在兩國領導
人引領下，中巴友誼歷久彌堅。無論世界形勢如何變化，
中巴永遠都是值得信賴、最可靠的真朋友、好兄弟。雙方
要持續提升共同應對各種風險挑戰能力，攜手維護兩國共
同利益和地區和平穩定。
巴傑瓦說，感謝習近平主席和中國政府、軍隊對
巴洪澇災害給予的大力援助。巴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
政策。希望兩軍進一步提升聯演聯訓等合作水平。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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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公頃濕地緩衝區閒置
“養蚊”議員指政策畫地為牢

佛系保育養廢地
佛系保育養廢
地 無魚無雀難住人
魚塘 動彈不得

﹁

放防雀網也違規

﹂

香港住屋問題嚴重，
香港住屋問題嚴重
，不少基層市民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及板間房內
不少基層市民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及板間房內，
，但另一邊廂
但另一邊廂，
，



現況一


香港文匯報

全 港 約 有 1,800 公 頃 “ 濕 地 保 育
區”，彷彿是“神聖不可侵犯”、動不得
的“禁地”，而保育區與非保育區之間的
500 米範圍劃為“濕地緩衝區”，涉及
1,200 公頃，包括不少魚塘，但除非有關
地帶已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作住宅發
展用途，否則一律不准輕易大興土木，即
使用作漁業用途，也只限於最原始經營方
式，就連在魚塘上放置防雀網也隨時違
規。
事實上，香港魚塘養殖業早在上世紀
九十年代已開始萎縮，不少魚塘經營者年
紀老邁，其後代又嫌養魚日曬雨淋太辛
苦，多不願意接手。苦無接班人下，加上
發展限制多多，不少地主索性任由魚塘荒
廢。
為了解荒廢實況，香港文匯報記者日
前與一直關注緩衝區發展的立法會議員劉
國勳前往米埔、新田及馬草壟一帶視察，
發現區內最少七成魚塘已變成一池死水，
雜草叢生，部分魚塘甚至早已“乾塘”。
其中，位於米埔一個面積約 6 萬多平
方呎的魚塘內雖偶有幾條魚在游動，但塘
水混濁，似乎久久未有人打理，而魚塘旁
邊一塊空地早已變成貨櫃場，停泊幾架貨
車。劉國勳說：“政府以為魚塘養殖就最
能夠保存生態面貌，但現實是傳統的淡水
魚養殖法根本搵唔到食。部分地主曾想過
引入新式養殖法提高產量，卻連放部機器
在魚塘邊都唔准。”

全港面積超過一千公頃的濕地緩衝區被閒置“
全港面積超過一千公頃的濕地緩衝區被閒置
“養蚊
養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在立法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在立法會議
員劉國勳帶領下，
員劉國勳帶領下
， 走訪米埔
走訪米埔、
、 新田及上水馬草壟一帶的緩衝區
新田及上水馬草壟一帶的緩衝區，
， 發現不少地方雜草叢

生，部分濕地魚塘早已
部分濕地魚塘早已“
“乾塘
乾塘”，
”，甚至被人非法傾倒泥頭
甚至被人非法傾倒泥頭，
，生態價值微乎其微
生態價值微乎其微。
。劉國勳指出
劉國勳指出，
，濕地政策如畫地為牢
濕地政策如畫地為牢，
，規定
地主必須用最原始方法保存，
地主必須用最原始方法保存
，久而久之土地被投閒置散
久而久之土地被投閒置散，
，既住不了人
既住不了人，
，甚至連雀鳥
甚至連雀鳥、
、水產也養不成
水產也養不成。
。他促請特區政府重新
規劃濕地緩衝區，
規劃濕地緩衝區
，容許適度的經濟活動之餘
容許適度的經濟活動之餘，
，同時應拆牆鬆綁
同時應拆牆鬆綁，
，包括縮細緩衝區面積
包括縮細緩衝區面積，
，上調地積比
上調地積比，
，達至地盡其用之餘
達至地盡其用之餘，
，
也平衡到生態發展，
也平衡到生態發展
，推動保育與發展共贏
推動保育與發展共贏。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指向身後一個早已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指向身後一個早已“
“乾塘
乾塘”
”的巨型魚塘
的巨型魚塘，
，懷
疑有人正在違法傾倒泥頭。
疑有人正在違法傾倒泥頭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偷倒泥頭難禁 如玩
“貓捉老鼠”

現況二

離開米埔後，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往位於馬
草壟，濕地視察。沿途盡是一大片荒廢多時的
魚塘，走到牛角山眼前有個面積達十多萬呎的
巨型魚塘早已“乾塘”，一滴水也沒有，但懷
疑有人偷偷將之用作傾倒泥頭，後來被政府部
門發現違反《城市規劃條例》中的條文，近日
被政府部門要求將之還原。

6萬呎荒廢魚塘 至少可起500單位
據了解，其中一名養魚戶見雀鳥“偷食”的情
況嚴重，想放置一個防雀網也被政府部門阻止，劉
國勳嘆道：“政府對養魚戶有少量補助，但不足以
彌補雀鳥常來偷魚帶來的損失，所謂保育生態，最
終最大得益者可能是雀仔，試問叫地主如何經營下
去？”最“雞肋”的是，即使地主採用最傳統的養
魚方式，到頭來如此多養魚戶競爭，真的還有利錢
嗎？由於苦無出路，該6萬呎魚塘被荒廢。
劉國勳評估，該土地若用來建屋，至少可興
建 500 個單位，“現在任由它閒置曬太陽，實屬可
惜。”只要在建屋時進行適當設計，保留及妥善
管理部分魚塘，總比現在不開發，又缺乏保育的
局面好，“政府應該釋放部分濕地來發展，然後
投入資金提升濕地的生態價值，包括設計多樣性
的生態結構，吸引更多野生動物。”

劉國勳慨嘆道：“情況就像貓捉老鼠一樣，
有人想趁政府冇發現，偷偷在荒廢魚塘棄置泥
頭，諗住賺返小小錢，點知一旦被人舉報，又要
還原，但還原後是否做返魚塘？可能又不是，因
為養魚根本無肉食，咁就任由塊地自生自滅。”
他直言，特區政府這種既不發展，也不主動
作保育的做法，令大好的緩衝區土地被白白浪

費。他肉緊地說：“保育政策只是口號式，只在
書面上的被動式保育，對於一些已荒廢的魚塘，
政府部門也不會協助保育。”
劉國勳強調，真正的保育需投放資源，而不
是“佛系”、不干預就算是保育。以新田為例，
他認為整個新田科技城應興建多些房屋及人才公
寓，“土地用途應預留彈性及容許混合用途。”

昔日
“打卡”
勝地 禁開食肆
“趕客”

現況三

香港特區政府在1997年完成《後海灣地區魚
塘生態價值研究》後，便再沒有進行嚴謹的生態
科學調查，跟進濕地環境的變化。有關的保育條
例訂明旨在為保護濕地保育區內魚塘和濕地的生
態完整，禁止進行會對生態價值帶來負面干擾影
響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一行人到達上水馬草壟生態
園內的南屋仔。該處年前開幕，吸引不少人專程
前往遊覽，欣賞北區魚塘的日落美景之餘，還可
體驗露營風味，令南屋仔士多成為“打卡”勝
地。
為將上址打造成生態旅遊熱點，地主入紙
為士多申請食肆牌照但被拒，南屋仔因此被迫

閒置。據了解，由於南屋仔士多並非位於“濕
地緩衝區”，而是位於“濕地保育區”內的“
自然保育區 ( 1 ) ”土地用途地帶上，規劃意向
列明“除非必須進行發展以助保護濕地生態系
統完整，或者是絕對基於公眾利益而必須進行
的基礎設施項目，否則此地帶內不准進行新發
展”，因此不能發展食肆。

促拆牆鬆綁 准適度經營
劉國勳指出，保育濕地固然重要，但人與
大自然是可以共融的，“容許在保育區內作有
限度的經濟活動例如開設一間小士多，方便遊
人來到時可暫作休息，並不代表會對生態構成

破壞。莫非遊人遠道而來觀雀，就連坐低食隻
雞髀，飲杯嘢休息一下也不能嗎？ ”
他表示，南屋仔旁的魚塘以往有人打理，
當時偶然見到一些雀鳥飛來覓食。自從士多關
門大吉，魚塘閒置，連雀鳥也少見，故促請香
港特區政府一併檢視對保育區的限制，與時並
進，拆牆鬆綁作適度的經濟活動。就“濕地緩
衝區”重新規劃及發展，香港發展局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局方正聯同相關部門檢
視現行的城規會審批指引，以平衡保育與發展
為前提，簡化或豁免一些與周邊環境兼容而又
不損害濕地生態的發展項目的規劃程序。有關
進展會適時公布。

倡放寬地積比 引入私營合作保育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劉
振江向香港文匯報直言，部分
濕地緩衝區的保育情況令他感
到失望，“4 年多前曾到米埔一帶視察，發現不
少魚塘已近乎廢棄，塘內沒有生氣，水質差
勁，試問如何吸引雀鳥來覓食？”
魚塘失去原先功能，劉振江坦言並非真正

◆因淡水魚養殖無利可圖，濕地緩衝區內魚塘多已無
人打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的保育。特區政府應實事求是，面對部分“濕
地緩衝區”目前的生態環境已變質的事實，有
必要重新作規劃，引入公私營合作，共同保育
濕地緩衝區。
“濕地與發展亦非水火不容，私人發展商
面向市場，可發揮市場力量在設計、建造以及
營運項目等方面創造效益，可與政府互補長

短。”
針對緩衝區約 0.4 倍的地積比率，劉振江指
有關土地未盡其用，加上政府不反映土地市場
情況的補地價評估機制，難以吸引發展商投
資，建議將地積比上調至兩三倍，“有關發展
應盡量遠離濕地保育區，平衡保育元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的土地則由荒地變成具特殊生態價值的保育
區，以及大受歡迎的旅遊景點，兼顧發展和保
育。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黃元山認為，香港
與其任由濕地緩衝區內的土地荒廢或變成棕
地，不如效法外國，在濕地發展便利遊客或提
供康樂活動的設施，一方面為業權人提供經濟
誘因去積極管理土地改善環境，另一方面能與
附近的濕地產生協同效應促進生態旅遊，一舉
兩得。
他直言，很多人對保育存在誤解，以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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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現況不變，生態環境自然形成，但如果能做
好規劃和合理發展，所帶來的生產力和資源，
保育成效更高。特區政府亦可設立機制要求在
發展過程中採取生態補償的措施，例如仿效九
鐵當年為了興建落馬洲支線而設立補償濕地
區。資料顯示，興建該支線時要填平部分魚
塘，遂在鄰近未受影響的魚塘加強保育，包括
每年投放資金製造人工退潮、活魚供應等，打
造適合雀鳥棲息的環境，及委任專家提升生
態，令補償區出沒的雀鳥種類 10 年間增加近兩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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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不發展就等於保育實屬謬誤，世界
各地有不同例子證明發展與保育能共存，最
成 功 例 子 是 英 國 倫 敦 的 濕 地 中 心 （Wetland
Centre）。該處位於英國倫敦市西南方 Hammersmith 附近，原為泰晤士河自來水公司的
水庫，之後改為濕地中心，其成功之處是集
保育、生態旅遊及低密度住宅於一身，在該
處觀察到的野生鳥類便多達 130 種，還有大
量昆蟲、魚類等野生動物棲息。
該濕地中心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賣給發展商
興建房屋，所得資金用於保育，其餘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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