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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新鮮出爐的美南報業集團出版新鮮出爐的美南報業集團出版
「「20182018年休士頓黃頁年休士頓黃頁」」 (Houston Chinese Yellow Pages)(Houston Chinese Yellow Pages)今起將今起將
可在美南新聞大樓及休士頓各大超市定點免費索取可在美南新聞大樓及休士頓各大超市定點免費索取，，提供華人社提供華人社
區最詳實的商家與在地資訊服務區最詳實的商家與在地資訊服務。。

休士頓黃頁全面發行休士頓黃頁全面發行 歡迎免費取閱歡迎免費取閱

(綜合報導) 北韓重新開啟與南韓的跨境通訊渠道，這是敵對雙方在
多年緊張關係後試圖改善關係的第一個重要跡象。

南韓官員說，南韓方面周三通過設在南北分界線的熱線電話接到了
北韓的來電。

處理南北事務的北韓機構負責人說，北韓正在尋求以 「真誠的立場
和誠實的態度」 與南韓進行接觸。

與此同時，有跡象表明平壤準備可能早在這周將再次試射一枚彈道
導彈。美國大使黑利(Nimrata Haley)敦促國際社會譴責北韓。她說，
「我希望不會發生，但如果發生的話，我們必須對北韓政權採取更加嚴
厲的措施，文明世界必須團結一致，對流氓國家發展核武庫保持警惕，
我們決不能接受擁有核武器的北韓。」

周二晚上，川普總統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新年講話做出更強有力的
回應。金正恩稱核按鈕隨時都在他桌上。川普則發推隔空交火表示，自
己的核按鈕比金正恩的更大更有威力。

南北韓開啟通話之際 金正恩恐再發導彈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新年講話引發全球關注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新年講話引發全球關注。。((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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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2018年
一開始表達願為兩韓關係最重大改變，他不僅稱
願和南韓會談，還示好稱要派北韓運動員參加平
昌冬奧。不過金正恩此舉被外界認為動機不單純
，恐怕是為了破壞首爾與華府60多載年的盟友
關係，也可削弱美國總統川普強硬的立場，同時
也有助於舒緩去年北韓多次射彈製造的緊張情勢
。

美國《紐約時報》評論指出，就在金正恩以
新年談話對南韓釋出滿滿善意的前幾天，在美國
的強力推動和中國的支持下，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通過對北韓嚴厲的新制裁，包括限制對北韓石油
供應、2年內驅逐北韓海外工作人員等，試圖用
經濟手段迫使北韓停止核武發展。

金正恩在不放棄使用核武攻擊美國的情況下
，罕見對南韓釋出善意的舉動，可能是正在找機
會削弱國際社會對自己執行制裁懲罰力道，突破

自己在國際間的困境。同時也警告美國別輕舉妄
動，這讓南韓總統文在寅必須夾在強硬的美國和
開始示好的北韓之間，美韓60多載的同盟情誼
也可能因此動搖。

除此之外，南韓一直以來也在對話和強應制
裁之間搖擺，一方面支持執行聯合國制裁案，但
也贊成中國及俄國強調必須透過對話解決朝鮮半
島核武危機的意見，此次金正恩突如其來的示好
則可能促使南韓和中國支持南北韓對話。

首爾東國大學北韓研究教授金容鉉（Kim
Yong-Hyun）對此表示， 「金正恩利用平昌冬
奧做為削弱國際制裁手段，試圖在美韓以及美中
之間製造分歧」 。首爾北韓大學院大學教授梁茂
進（Yang Moo-Jin）也認為，北韓在與美溝通
無效後，試著先與南韓對話，藉此做為與美展開
對話的管道。

金正恩提兩韓對談有心機！挑撥60年美韓同盟

（綜合報導）南韓統一部表示，
熱線如預期的在當地時間下午3點30
分恢復，且北韓就立刻撥通熱線，讓
兩韓斷絕熱線對話2年後，再次有雙
邊官員的直接接觸，促成了也是兩韓
外交的新突破。

北韓3日表示，願意恢復兩韓溝
通管道，將在當地時間下午3點30分
重啟兩韓中斷的溝通熱線。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日前才釋出善意，有意讓兩
韓舉行高級別官方會談。

根據北韓國營廣播電台，北韓對
南韓宣傳統戰機構─祖國和平統一委
員會委員長李善權今天宣佈，將在平
壤時間3日下午3時30分（台北時間
下午2時30分）重啟板門店南北韓連
絡管道。屆時北韓將和南韓討論北韓
參與平昌奧運的事宜，北韓也歡迎南
韓支持其和平提議。

李善權表示北韓將遵照最高領導
層意願，以認真誠實的立場和態度與
南韓建立緊密的聯繫，討論派遣北韓

代表團參加冬奧的事宜。他也稱金正
恩強調提上議程的兩韓關係，完全取
決於兩韓政府如何負責任地處理問題
。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元旦發表新年
賀詞時，罕見向南韓釋出善意，稱須
要改善兩韓關係，還願意讓北韓運動
員參加平昌冬奧，但他也在賀詞中堅
稱北韓是個擁核國家。南韓總統文在
寅則對此金正恩這樣的態度表達積極
的評價，但是也稱解決兩韓關係必須

解決北韓的核武問題。
南韓統一部部長趙明均看準北韓

是善意的時機時機在2日表示，提議
兩韓於9日在板門店的 「和平之家」
舉行兩韓高層會談，希望兩韓代表能
在會上討論北韓參加冬奧，以及改善
兩韓關係等議題，也稱已經在2日上
午已經透過板門店聯絡管道，試圖與
北韓對話2次但都未獲得回應。

沒想到北韓就在3日就宣布，將
重啟自2016年2月開城工業園區停運

後就切斷的兩韓熱線，讓兩韓打破目
前的僵局露出了一線曙光。不過李善
權今天沒有明確表明，北韓是否接受
南韓提出的兩韓高層會談提議。

另外，如果此次南韓提議的兩韓
高層會談得以如願舉行，這場會談將
會成為文在寅當上總統後的首次兩韓
會談，也將是南北韓自2015年12月
副部長會談後，相隔2年後再次會面
。

想 「通」 了! 北韓要和首爾熱線對話

（綜合報導）朝鮮半島局勢戲劇
性轉折，兩韓重新恢復熱線對話，但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美國總統川普之
間的罵戰卻升級。如果仔細分析從去
年來造成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的主角金
正恩，可以發現他機關算盡收放有序
。充分利用了美中俄等大國在地緣政
治上的角力，中美可能的反應也被他
走鋼絲般地玩弄於股掌之間。美國對
兩韓和解的發展潑冷水，被外界認為

不樂見朝鮮半島局勢緩和。
朝鮮半島事務最重要的相關國家

，除了當事國南北韓之外，還有大陸
和美國。金正恩深知華盛頓和北京的
底牌和企圖。就大陸來說，既希望維
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也不會讓美國
的勢力在朝鮮半島進一步擴大，所以
就算大陸對於北韓無視聯合國決議的
行為再怎麼不滿，也不會坐視北韓垮
台，這是北京的軟肋。如果沒有大陸

，美國早就對金正恩施行斬首行動了
。之所以遲疑不決，就是因美國摸不
準大陸會不會再來一次抗美援朝，所
以投鼠忌器，而金正恩也就趁機發展
核武，大玩邊緣遊戲，結果就是美國
雖不滿，但也更不致於輕舉妄動。

至於南韓，文在寅上台後，企圖
改善與北韓關係，金正恩知道和南韓
關係緩和也對爭取談判有利，因此積
極尋求和南韓破冰。

對於北韓受到國際孤立和制裁，
金正恩非但不會垮台，反而趁機把
國內民眾生活的困苦，轉移成帝國
主義國家的制裁，並且以朝鮮挑戰
世界超強，合理化他的先軍政治和

凝聚向心力，同時對內更能鞏固權威
。

金正恩並不害怕引發朝鮮半島局
勢緊張，美國由於有複雜的地緣政治
考量，也不樂見南北韓破冰。這是美
國駐聯合國大使海莉在第一時間針對
南北韓和解表態、強調只要北韓不放
棄核武，美國就絕不買帳的最大原因
！川普則重申強硬路線，表示制裁和

其他壓力開始對北韓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為何不樂見朝鮮半島局勢緩

和？因為如果兩韓和解，韓國還需要
依賴美國嗎？首爾極可能在政治權力
平衡天平上更加向北京傾斜。而且因
為有北韓的威脅，美日韓聯盟才得以
更加鞏固，所以朝鮮半島維持一定程
度的緊張，對美國也有利。金正恩很
明顯也深知這點，因此一再以打擦邊
球的方式挑戰美國，間接幫忙美國達
成地緣戰略布局。因此可以說，金正
恩年紀雖輕，卻堪稱是位老練的 「政
治精算師」 。

盤算各方角力 金正恩走鋼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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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加拿大人鮑伊與他的美籍妻子柯蔓，在遭阿富汗塔里班民兵綁架成為人質5年後，去
年10月終於被巴基斯坦安全部隊救出，他們一家五口歷劫重生的斑斑血淚，一度成為媒體焦點和感人的
勵志故事。但鮑伊重獲自由還不滿3個月，就因涉及15起性攻擊和非法禁錮罪名，遭當局逮捕並起訴。
34歲的鮑伊今天將出庭應訊。

加國媒體報導，鮑伊去年10月14日至12月30日期間，在渥太華犯下上述罪行，對照他10月11日
左右獲救，然後偕妻小返鄉的時間來看，他幾乎是在一回到渥太華就開始犯案。他共面臨8項攻擊、兩
項性攻擊、兩項非法禁錮罪名、另外還包括誤導警方、發出死亡威脅、以及導致他人服用有毒物質的罪
名。

針對這洋洋灑灑的指控，鮑伊的律師全盤否認，稱他過去從未惹事，也毫無證據顯示他犯案。
鮑伊夫婦2012年在阿富汗觀光期間，被塔里班抓走成為人質，當時柯蔓已懷有身孕，去年10月獲

救時，這家人已是5口之家。返回北美後，加拿大總理杜魯道曾接見一家人，鮑伊也多次受訪，談到五
年來的慘痛遭遇，柯蔓不但遭好戰份子性侵，他們的第四個孩子也被塔里班殺害。

感人故事變調 昔塔里班俘虜獲釋後走歹路扛15罪名

「歐亞集團」 預測，2018年全球第三大風險
是全球科技冷戰。為爭奪全球市場和地緣政治的主
導權，美中兩大經濟強權在人工智慧、大數據和超
高速網路等新資訊領域的競賽更形激烈。新科技版
圖的競逐，將是今年中美兩國最重要的戰爭。

報告指出，中美兩國的科技龍頭正加速投入人
工智慧和超級運算等新資訊領域的競爭，勝出的一
方，在未來數十年可望取得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
主導權。目前，美國雖仍擁有最優秀的科技人才，
但大陸正急起直追，砸下重金和資源扶持產業和培
育人才。

報告稱，中美將爭奪印度、巴西、非洲，甚至

歐洲的市場主導權，而這些國家或地區必須決定接
受誰的產品和技術規格。兩國競爭主要聚焦三大領
域，包括光纖網路和雲端儲存等基礎設施、新世代
智慧手機等消費產品，以及政府採購和安全設備。

報告認為，全球科技冷戰的最大衝擊是造成科
技共同空間（Tech Commons）四分五裂。大陸、
俄羅斯和其它國家在努力降低對西方科技產品的依
賴之外，將加強網路資訊監控，施行嚴厲的安全法
規，並擬建立資訊數據跨境流動的壁壘。而美國料
將對外資投資本國科技企業採取更謹慎的態度。部
分原因是基於中國政經強勢崛起，另外則是對網路
安全威脅的憂慮。

中美競逐市場 引起科技冷戰

（綜合報導）根據當地媒體回報，開往秘魯首都利馬的巴士
墜落懸崖後，死亡人數現已上升至48人。至於意外發生原因，
當地搜救指揮官表示，尚無法確認實情，但巴士公司表示，該輛
墜落懸崖的巴士出發前才剛剛經過檢測，應不是機械故障所致。

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一輛載有57名乘客的
秘魯巴士，在從瓦喬（Huacho）出發前往首都利馬（Lima）的
途中，在距離目的地北方70公里之處，發生巴士跌落懸崖的意
外慘劇，釀成車上至少46人死亡、多名乘客重傷。秘魯當地軍

警現已派出大批人員前往現場，並調
派直升機與巡邏船加大搜尋範圍，試
圖找尋可能的生還者。

現場搜救指揮官埃斯皮諾薩（Claudia Espinoza）表示，
「這是一場傷亡慘重的意外，巴士上的乘客，多半是因新年假期
結束，準備返回利馬工作崗位的外地居民。」 目前能確定有5名
乘客生還，已送往鄰近的醫院進行救治。

事實上，位於安地斯山脈的秘魯，交通意外與傷亡頻傳。光

是前年（2016），就有超過2,600人死於道路交通意外。此次發
生意外之處，由於緊鄰海岸與懸崖，又被當地居民稱為 「死亡髮
夾彎」 ，在此處意外與摔落懸崖頻傳，也成為巴士與駕駛們的
「鬼門關」 之一。

（綜合報導）美國一名在法院工作的女子，因為忍受不了同事長期散發出濃烈的體
臭，於是向主管反映在辦公室加裝空氣清淨機，沒想到此舉卻引起體臭當事人的反彈，
投訴到人資部門，最後這名女子被以 「營造不友善的工作環境」 開除，丟了工作。

布里奇（Amber Bridges）任職於印第安那州馬里昂郡（Marion County）南區地方
法院長達七年，有一名同事的體臭經常令人無法忍受，2016年11月時她與同事一起向
主管投訴，要求在辦公室加裝空氣清淨機，改善空氣品質。

不過後來該名有體味的同事不爽便向人資投訴，布里奇斯被主管約談被開除。憤恨
不平的布里奇認為公司這樣開除她毫無法理一狀告上法院，辯稱自己的行為是為了 「包
容」 同事，不過當局與她的律師均沒有作出回應。

同事有體臭 她裝清淨機竟被開除

恐怖髮夾彎秘魯傳巴士摔落意外釀48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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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就“計劃性報廢”致歉

在法國面臨訴訟
綜合報導 蘋果公司發表公開信向用戶道歉，之前該公司因為放慢

配置較舊電池的舊款iPhone運行速度而受到批評。與此同時，法國壹家
消費者協會針對該公司提出投訴，要求打擊此類做法。

這封未署名的公開信稱，該公司知道，壹些用戶感覺蘋果公司令他
們失望了，對此該公司致歉。

蘋果公司稱，保修期已過的手機更換電池價格將從79美元降至
29美元，降價期持續到 2018 年 12 月底，2018 年初還將發布軟件
更新，方便用戶查看 iPhone電池的健康情況，從而了解電池情況是
否影響手機性能。

自從承認放慢壹些舊款手機的性能以配合電池情況之後，該公司已
面臨消費者的訴訟，這種做法令人相信該公司故意放慢舊款手機，從而
迫使用戶購買新款手機。

此外，就蘋果公司和日本打印機制造商愛普生疑似對產品進行計劃
性報廢（Planned Obsolescence）的做法，法國壹個消費者團體提出
投訴，兩家公司法律壓力日增。

據報道，“停止計劃性報廢”（HOP）協會表示，蘋果承認在
iPhone老化時蓄意降低產品速度後，他們已經投訴。

這個協會聲明稱：“蘋果為提高銷售，已開始實施全球計劃性報廢
方案。”

這個團體還在另壹案件取得突破。法國檢方對愛普生（Epson）展
開調查，指控他們誘騙消費者在墨盒用完之前先行更換。

協會律師麥尼爾（Emile Meunier）稱：“這是個很好的消息。這
是法國首次，也是據我們所知世界首例，有國家司法當局著手處理計劃
性報廢案件。”

歐盟關註伊朗抗議活動：
正與德黑蘭保持聯絡

綜合報導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裏尼的發言人表
示，歐盟關註伊朗正在發生的抗議活動，並正就該問題與伊政府
保持聯絡。

據報道，莫蓋裏尼發言人1日公布聲明稱：“我們與伊朗政府保持
聯絡。我們期望，根據伊朗當局的公開聲明，和平示威和言論自由的權
利能夠得到保障。我們將繼續關註伊朗局勢。”

在伊朗宗教聖城庫姆、馬什哈德，旅遊城市伊斯法罕等地，有民眾
走上街頭，高喊口號，指責伊朗政府處置經濟問題不力。30日下午，德
黑蘭大學及其附近地區也發生示威遊行。

示威爆發以來，已經有數百名抗議者被捕。根據伊朗國家電視臺消
息，10余人在抗議活動中身亡。

伊朗總統魯哈尼日前就國內發生的抗議活動表示，批評和抗議是機
會而不是威脅，伊朗人民絕對有自由表達批評意見甚至抗議，但是批評
不同於暴力和破壞公共財產。他稱，伊朗安全部隊將對“騷亂者和違法
者”做出回應。

德國基社盟政策草案內容曝光容曝光
或使組閣談判更復雜

綜合報導 德國政黨基督教社會聯盟
（簡稱“基社盟”）敦促下調企業稅，
並減少對難民的福利支出，這可能會導
致保守派陣營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簡稱
“社民黨”）組建新政府的談判變得更
加復雜。

報道稱，雖然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屬保
守派陣營和中左翼社民黨在去年9月的大
選中遭受巨大損失，但默克爾希望說服後
者延續過去四年在德國執政的“大聯合政
府”，從而確保其第四個總理任期。

在去年11月默克爾與另外兩個較小
政黨的組閣談判破裂後，社民黨已經同意
為了政治穩定考慮與默克爾組建聯合政府
的可能性，但該黨領袖並未做出承諾。目
前，兩個陣營定於1月7日至12日進行試
探性會談。

基社盟是默克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
聯盟（簡稱“基民盟”）的姊妹政黨。

基社盟準備的政策文
件暗示，在默克爾和
其他人呼籲迅速行動
以組建穩定的新政府
之際，未來的談判可
能會遇到困難。

報道指出，從歷史
上來看，基社盟比基民盟更加保守，該黨
將在組建聯合政府的談判中扮演重要
角色。默克爾在2015年決定接收逾100
萬難民，導致基社盟和基民盟這兩個保守
派政黨陷入長期的沖突，但最近數月兩黨
展現出了更加壹致的立場。

如今，為本周基社盟壹次黨內會議所
準備的政策草案內容，埋下了更多沖突因
子。

德國媒體披露稱，在政策草案內
容中，基社盟呼籲降低企業稅率，因
為美國已經降稅，英國和法國也將推

出類似舉措。還有媒體報道稱，基社
盟的另壹份文件內容還顯示該黨要求
削減難民的福利以削弱移民湧向德國
的意願。

大選已經過去三個月，總理默克爾
籌組政府的壓力正與日俱增。德國聯
邦議院議長、前財長朔伊布勒12月 30
日說，如果無法達成政黨協議，他不
排除德國將出現由少數黨執政的可能
性。另外壹個選項是重新選舉，但政
治專家稱重選可能讓極右翼的德國新
選擇黨有更多收獲。

意大利大選將於3月舉行
四大候選人做出哪些承諾？

意大利總理大選將於 2018 年 3
月 4日舉行，呼聲最高的候選人有五
星運動黨的路易吉•迪•邁耶（Lu-
igi Di Maio）、意大利力量黨領導人
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民
主黨總書記倫齊（Matteo Renzi）以
及北方聯盟黨領袖薩爾維尼（Mat-
teo Salvini）。在大選即將到來之際
，這些政黨的領導人都針對公民收
入、稅改、養老金及就業等問題，
做出了自己的承諾。

公民收入
五星運動黨的口號是“提高公民收

入”，具體措施是給最近兩年有工作經
歷的成年失業者每月至少780歐元的保
障金（家庭成員越多，保障金越高）。
據國家統計局計算，要實現這項措施，
每年將花費約150億歐元。政府去哪兒
籌備這筆巨額資金？對此，五星運動給
出的應對措施是：節約公共支出，提高
博彩、銀行和石油公司的稅率，取消黃

金養老金、終身年金等。
關於收入問題，貝盧斯科尼承諾：

“處於絕對貧困線以下的公民（470萬
人）每個月將收到1000歐元補助，根據
家庭孩子數量，還會有所增加。”倫齊
的目標是提高180萬貧困人口的救濟金
額。

對於這些政黨“直接給錢”的做
法，北方聯盟領袖薩爾維尼表示不屑：
“意大利人需要的是工作，不是錢。”

單壹稅制
每個候選人都提出了大幅度的減稅

措施。薩爾維尼提出實行15%的單壹稅
率。相對現實的貝盧斯科尼則提出23到
25%的單壹稅率，並將隨著時間逐步降
低。據專家分析，貝盧斯科尼提出的單
壹稅制每年將減少政府1000億歐元的收
入。貝盧斯科尼說：“單壹稅制自己就
能籌得資金，”因為它能推動經濟的發
展，並“減少偷稅漏稅行為”。此外，
貝盧斯科尼還承諾要廢除繼承稅和捐贈

稅，以及首次購入的房屋和汽車稅。
五星運動政黨和民主黨則反對單壹

稅制，因為它“不尊重稅務漸進性的憲
法原則”。但是這兩個政黨也沒有放棄
在稅改上做文章：五星運動政黨保證降
低個人所得稅及中小型企業稅。倫齊則
保證：“壹個家庭每生育壹個孩子可獲
得每個月80歐元的獎金。”

養老金
對於養老金問題，薩爾維尼也做出

了大膽的承諾：“廢除Fornero養老金
改革法（2011年出臺的養老金改革法，
包括提高退休年齡等條款）。”但是說
來容易，實施起來卻並非易事：根據國
庫部管理國家撥款機構的計算，廢除
Fornero養老金改革法意味著放棄2060
年以前累計節約的約3500億歐元。

相對現實壹點的迪•邁耶則提出
“用五年的時間逐步廢除Fornero養老
金改革法”，薩爾維尼對此不屑壹顧：
“五年？我們只要五個月就能做到！”

對於養老金問題，貝盧斯科尼也做
出了承諾：“把最低養老金提高到1000
歐元。”這壹措施預計每年花費40億到
100億歐元。

就業問題
關於就業問題，倫齊承諾：“再增

加100萬個工作崗位，這壹次不僅要考
慮到數量，還要考慮到質量。”為此，
倫齊打算推出穩定就業鼓勵措施及針對
50歲以上失業者的就業措施。倫齊的目
標是把現在的2300萬個工作崗位增加到
2400萬個。

貝盧斯科尼則提出：“企業聘用簽
學徒合同的年輕人或者應屆畢業的年輕
人，可以享受稅收優惠。”

迪•邁耶提出：“我們的首要任務
就是增加就業穩定性”，開設更多的就
業中心，在15人以上的公司重新啟用
《勞工權利法案》第18條條款。

各個政黨的選前承諾都是美好的，
但是能否兌現還得拭目以待。

喜結連理：
印尼437對情侶齊聚
集體辦婚禮迎新年

綜合報導 在2018年到來的前數個小時，印尼
數百名情侶聚集在首都雅加達結為連理，以獨特的
方式迎接新壹年的到來。

據報道，437對情侶過去可能因繁文縟節或經濟
拮據而沒有正式結婚。雅加達省長阿尼斯指出，許多
雅加達民眾因未合法結婚而無法享有公共服務。

他說：“若他們想慶祝結婚周年紀念，他們不
僅能夠與家人壹同慶祝，就連全世界都會與他們同
慶，因為這天恰好是元旦。”

64歲納西爾與65歲妻子阿米娜在1968年就已
結為夫妻，但礙於經濟問題，兩人的婚姻僅受到宗
教法承認。

兩人育有5名孩子和9名孫子，不過基於他們
未合法結婚，壹些孩子因此無法取得出生證明，令
他們無法享有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這對夫妻聽聞
當局舉辦這項大型的集體婚禮後，立即前往註冊。

阿米娜說：“我很高興。我真的非常開心，因
為這是免費的。目前我已擁有我過去無法取得的法
律文件。感謝上蒼。”

盡管許多參與者早前已按照宗教法成婚，但他
們依然能夠獲得當局為這些新人募得的1克重的黃
金，可蘭經和禱告服飾等。

據悉，為迎接新年，雅加達各地均有音樂會、
文化遊行、嘉年華等壹系列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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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朝互嗆繼續升級。繼北
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元旦演說中警告美國 「核
按鈕一直在我桌上」 。美國總統川普2日在
推特回敬辛辣反擊， 「我也有一顆核武按鈕
，但是更大顆、更有力」 。美駐聯合國大使
海利也同時警告北韓勿輕舉妄動。

金正恩元旦發表重磅談話挑釁美國，另
外說願意參加平昌冬奧，向南韓示好。當時
在佛州海湖莊園度假的川普僅回應 「走著瞧
」 。2日收假返白宮上班的川普在推特對金
氏反唇相譏。他說， 「金正恩宣稱 『核武按
鈕一直在他辦公桌上』 。麻煩這個窮光蛋國
家的某人告訴他：我也有一顆核武按鈕，比
他更大顆、威力更強。而且我們家的按鈕管
用」 。

《紐約時報》指出，川普與金正恩 「宛

如兩個7歲小孩在操場互相叫囂」 。川普凶
惡回嗆金氏，令美國與南韓之間立場分歧更
加明顯，也被國內政壇、外交界與國安人士
批評 「行為幼稚」 。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2日引
據匿名軍方官員報導，平壤附近的飛彈基地
出現動靜，北韓可能正在準備試射洲際彈道
飛彈（ICBM），最快本周就會行動。地點
與北韓11月試射飛彈的試驗場相同。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女士2日表示，
美國收到北韓可能再度射飛彈的消息。她呼
籲北韓勿輕舉妄動，並且說倘若北韓不放棄
核武，美方不會認真看待任何對話。海利說
， 「我希望事情不要發生。但是如果真的發
生，我們必須動用更嚴厲的措施來壓制北韓
政權。」

川普嗆核按鈕更大 自家人批幼稚

（綜合報導）從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追隨川普，昔日愛將巴農（Steve Bannon）形容
川普長子小唐納大選期間在紐約川普大樓，與女律師維塞尼茨卡雅（Natalia Veselnitskaya
）的會面是 「叛國」 、 「不愛國」 。

資深媒體人沃爾夫（Michael Wolff）所寫新書《烈火與憤怒：川普白宮內幕》（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揭露驚爆內幕。白宮策略長巴農接受沃爾夫訪
問時，以 「叛國」 、 「不愛國」 形容小唐納2016年6月9日在川普大樓與維塞尼茨卡雅的
會晤。川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律師維塞尼茨卡雅在紐約川普大樓會面一事，後來成為參眾
兩院調查小組以及特別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的 「通俄案」 調查重點。當時有牽線
人告訴川普的長子唐納、女婿庫許納可和對方會面，獲取打擊競選對手希拉蕊的黑資料。
唐納在電郵回覆道： 「我喜歡。」

對於這種行為巴農表示， 「就算你覺得這並不算叛國，算不上不愛國，也沒到糟糕透
頂的地步，但在我看來卻是屬於以上皆是，當時應該立即通報美國聯邦調查局才對。」

巴農爆料 川普長子與俄律師會面是叛國

（綜合報導）新年期間，美國受到強烈的北極寒流侵襲，東北部2日持續嚴寒，至少9人在寒流中死
亡。國家氣象局發布強風及低溫警告，據預測，該區本周仍將繼續下雪。

美國東部氣溫預期將比平常更低上攝氏11至17度，蒙大拿州東部至大西洋沿岸等地都將出現危險低
溫。全美多地都測量到破紀錄的低溫，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出現零下29度低溫，創下130年來的新低
。南達科他州阿亞伯丁零下36度，打破1919年創下的紀錄。

嚴寒天氣也嚴重影響到新年後首個工作及上學天。愛荷華州、麻州、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北卡
羅來納州等學校已取消或延後開學，紐約渡輪一度停航。據預報，天氣暫時還不會回暖。

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有2名男子因低溫致死，另有1名女性疑遭凍死。西維吉尼亞州1名街友被發現
死在一處寓所門前，密西根州底特律亦有人疑似凍死在教堂外。北達科他州有1名男性凍死，密蘇里州1
名流浪漢被發現倒斃垃圾箱，明顯是因氣溫降到零下12度而凍死。

美國寒流帶來破紀錄低溫 至少9死

（綜合報導）今日引起美台新聞界一陣猜疑的
《華盛頓自由燈塔》曝光文件，讓許多專家出面解
讀，大多認為這份文件格式錯誤、用語粗糙、缺乏
規範，甚至有媒體認為這份文件根本就是由涉案外
逃的郭文貴偽造、並由與之關係密切的華裔牧師郭
寶勝交由媒體發布。

這份由《華盛頓自由燈塔》所曝光的一份號稱
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所發出的機密文件寫道，北京將
增加對北韓防禦性軍事建設，包括提供中短程彈道
導彈等軍事技術援助，條件是北韓承諾不再進行核
試，但無須立即放棄核武。美國官方也聲稱正在對
這份文件進行仔細的審視，部份中國問題專家亦發
表各種不同意見。

香港《東網》引述有關的評論文章認為，這份
文件實際是由郭文貴偽造，並由與之關係密切的華
裔牧師郭寶勝洩露給媒體。但文件造假技術拙劣，
「成為郭文貴2018年第一個國際笑話」 。

文章說，有4處明顯破綻可證其偽：一是標題
的幼稚隨意；二是文義不通、錯字連篇、語句生澀

拗口，如將軍事對峙寫成 「軍事對持」 ，又如 「促
使我國所承受的巨大國際壓力不斷疊加以致難以承
受之重」 、 「你部要同時嚴正警告朝鮮當局在核問
題上必須適可而止」 、 「確保責任意識，做好相關
保密工作」 等， 「就像是通過翻譯軟體將外文自動
翻譯成的中文一般」 。

三是文件的抄送範圍不正確。文章認為，文件
內容涉及到的部門除中聯部外，還涉及外交部、商
務部等國務院部委，發文單位應該由中共中央辦公
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文，抄送範圍也應當包括
外交部和商務部；四是缺少公文二維碼，因根據中
國《機關公文二維條碼使用規範》規定，黨政機關
制定公文應使用公文二維條碼。

文章認為，郭文貴炮製假文件的圖謀，一是通
過北韓核問題以嫁禍中國，損害中國國家形象，挑
撥中美關係；二是迎合美國反華政客，撈取其政治
資本；三是想證明自己確實掌握中央高層的核心機
密，目的是證明自己確實 「有料」 。

美媒爆中國暗援北韓假文件疑為郭文貴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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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協議爆“陰陽”兩面 韓日紛爭再起
韓國總統文在寅表示，2015年韓日

政府間簽訂的《韓日“慰安婦”協議》
存在重大瑕疵，政府將盡快采取後續措
施。此前壹天，韓國政府公布針對《韓
日“慰安婦”協議》的調查結果，這份
協議被曝光存在秘密條款。

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向韓方施壓，
要求韓方切實履行協議。分析人士認
為，韓國政府可能將要求重新協商或
修改協議。韓日之間圍繞“慰安婦”
問題的爭端短期內很難解決，恐將影響
雙邊關系。

秘密內容曝光
《韓日“慰安婦”協議》自簽訂以

來招致韓國民眾批評不斷，不少人認為
該協議在諸多重大原則性問題上全盤接
受日方立場，呼籲修訂相關條款或幹脆
撕毀協議。文在寅出任總統後，韓方多
次對這份協議表示不滿。今年7月，韓
外交部表示，壹支由9人組成的工作組

將重新審議“慰安婦”協議，審議結果
將作為文在寅政府決定是否推翻協議的
依據。

韓國外交部《韓日“慰安婦”協
議》審議工作組公布長達31頁的調查
報告。報告說，樸槿惠政府與日方“突
襲”簽署的《韓日“慰安婦”協議》實
際上是“雙面協議”，存在非公開內容。

報告說，《韓日“慰安婦”協議》
非公開內容包括，韓方表示在政府層面
對在第三國設立“慰安婦”相關紀念像
和紀念碑不予支援；就日方提出撤走駐
韓使館前“慰安婦”少女像問題，韓方
表示將與有關團體協商解決；就日方提
出希望不再使用“性奴隸”壹詞，韓方
回應稱韓國政府正式提法僅為“日軍
‘慰安婦’受害者”。韓方還確認通過
該協議使“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問
題得到“最終、不可逆的解決”，並表
示如果相關團體對此持有異議，韓國政
府將努力予以說服。

調查報告在結論部分指出，“慰安
婦”問題協商過程中未能充分聽取受害
者意見，而是以政府立場為主締結協
議。“慰安婦”等歷史問題難以僅通過
外交協商或政治妥協解決，應同時通過
擴大認知、教育下壹代等方式長期推進
解決。

兩國高度關註
調查報告壹經發布，就成為韓日兩

國輿論關註的焦點。韓國輿論和政界批
評該協議是“韓國現代史的屈辱”和
“外交悲劇”。日本方面則要求韓方切
實履行該協議，稱“斷不能接受”推翻
或者修改協議的做法。

文在寅表示，《韓日“慰安婦”協
議》無法解決“慰安婦”問題。韓國政
府將在“以受害者為中心”及“與國民
同在的外交”等原則下盡快采取後續措
施。

韓國在野黨正義黨代表李貞味批評

該協議存在“陰陽”兩面。她說，樸槿
惠政府在閃電簽署協議後矢口否認存在
幕後協議，這是對國民赤裸裸的欺騙，
暴露出更嚴重的問題。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韓方的調
查報告單方面公開了以非公開為前提的
內容，令人非常遺憾。他敦促韓方尊重
兩國政府間的協議，稱韓方如果以“之
前的政權”為借口而不履行協議，今後
兩國將很難就任何事達成共識。

據共同社報道，河野太郎日前在與
韓國外交部長官康京和會談時表示，希
望韓方不要提出廢除協議或再次交涉的
要求。

韓日再掀爭端
分析人士指出，“慰安婦”問題依

然是橫亙在韓日之間的壹道坎。
在調查報告發表前壹天，康京和表

示，韓國政府將在“不排除任何可能的
前提下”與受害者進行溝通，來處理這

份七成國民都不能接受且受害人也不滿
意的協議。對此，韓國《中央日報》發
表評論說，“任何可能”包括完善或廢
除協議。

日方正對韓方加緊施壓。日本政
府稱，日韓關系將因韓國政府可能采
取的變更協議措施而變得“難以管
控”，這是絕不能接受的。此外，日
方還拿平昌冬奧會做文章。韓國方面
希望日本首相在平昌冬奧會之際訪
韓，《產經新聞》對此分析認為，日
方將在觀望文在寅政府是否有意履行
協議後，再做決定。

文在寅說，對待歷史應不損害真實
和原則，同時，在解決歷史問題之外，
將為了韓日間展開面向未來的合作，努
力恢復兩國正常外交關系。分析人士認
為，文在寅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立
場鮮明，可能會要求重新協商或者修改
協議，但也不希望因“慰安婦”問題影
響韓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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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際奧委會（IOC）發言人馬克•亞當斯接
受奧運專業媒體《insidethegames》專訪，對朝鮮勞動黨
委員長金正恩在新年賀詞中稱有意派團參加平昌冬奧會表
示歡迎。

據報道，亞當斯表示，IOC方面將同平昌冬奧組委
會、韓國政府和朝鮮奧委會（NOC）緊密合作，促成朝鮮
參奧。他還表示，IOC將持開放態度，考慮朝鮮有意派團
參與平昌冬奧會的發言。

報道指出，雖然IOC方面尚未對金正恩的相關發言發
表具體立場，但鑒於IOC壹直努力說服朝鮮參加平昌冬奧
會，預計IOC近期可能會與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IF），
就給予朝鮮外卡參賽資格等方案進行協商，隨後同韓國政
府及朝鮮NOC進行非正式磋商。

另壹方面，國際奧委會（IOC）主席巴赫當天在官網
發表的新年賀詞中表示，平昌冬奧會定能成為壹屆安全的
奧運會，IOC方面將繼續關註安全情況。他表示，奧運壹
定要超越政治理念，成為象征希望、和平的體育盛事。

1月1日，金正恩通過朝鮮中央電視臺發表2018年新
年賀詞，他表示，祝願平昌冬奧會圓滿成功，朝鮮有意采
取包括派團參奧的措施，並願與韓方就此盡快舉行會談。

為遏制禽流感蔓延
韓國當局撲殺逾65.4萬只家禽

綜合報導 據韓國壹名政
府官員表示，為遏制禽流感蔓
延，近幾個月來，韓國檢疫當
局已經撲殺該國西南地區逾
65.4萬只家禽。

據悉，2017年11月18日
，位於首爾西南約240公裏處
的全羅北道高敞壹家養鴨場，
在發貨之前進行的檢驗中，檢
測出了禽流感病毒。韓國農林
畜產食品部稱，在進行精密檢
驗後，確診為高致病性H5N6
型禽流感病毒。這是韓國2017
年冬首次出現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

據 介 紹 ， 如 果 雞 感 染
H5N6 型禽流感病毒，死亡
率將達 100%，屬於致命性
病毒。

據此前報道，俄羅斯聯邦
消費者權益及公民平安保護監
督局建議，所有計劃前往韓國
的參賽人員和遊客，接種預防
季節性流感的疫苗，不要前往
禽類養殖場，避免與家禽和野
生禽類接觸，不要食用未進行
高溫加工的禽類產品，並經常
用肥皂洗手。

據悉，2018年冬奧會將於
2月9日至25日在韓國平昌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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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商務

部網站披露，2018年 1月 1

日，中國與格魯吉亞自貿協

定正式生效。這是中國與歐

亞地區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

貿協定，也是“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後中國啟動並達成

的第一個自貿協定。據中國

《21世紀經濟報道》，今年

有10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

研究階段，分別是中國與巴

拿馬、蒙古、巴勒斯坦、印

度、尼泊爾、哥倫比亞、斐

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定，

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

級版可行性研究。

輻射“帶路”今年自貿協定大豐收
十國列可行性研究 提升對外開放水平

■今年中國有10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有助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施“一帶一路”。圖為廣東自貿區深
圳前海蛇口片區。 資料圖片

商務部網站披露，中格自貿協定
的實施對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

施“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意義。

談判提速助落實“帶路”
協定生效後，在貨物貿易方面，

格方對中國96.5%的產品立即實施零
關稅，覆蓋格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99.6%；中國對格93.9%的產品實施
零關稅，覆蓋中國自格進口總額的
93.8%，其中90.9%的產品（42.7%
的進口額）立即實施零關稅，其餘
3%的產品（51.1%進口額）5年內逐
步降為零關稅。

不少分析指出，中國將加快推動
自貿協定談判，以便更好地落實“一
帶一路”戰略。《21 世紀經濟報
道》稱，中國正在繪製一份立足周
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
自由貿易區網絡圖，從而構築起中國
自貿區戰略的骨架，這需要進一步擴
大自貿網絡覆蓋面、提升開放水平，
提高企業對自貿協定的有效利用率。
今年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10

個自貿協定是中國與巴拿馬、蒙
古、巴勒斯坦、印度、尼泊爾、哥
倫比亞、斐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
定，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級版

可行性研究。

中蒙積極研共建自貿區
這些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自貿

協定，有可能在今年升級為正式談
判。以蒙古為例，中國蒙古國研究會
副秘書長圖門其其格告訴《21世紀
經濟報道》記者，中蒙雙方在共建自
貿區方面都非常積極，“雖然兩國自
貿協定（FTA）的可行性報告仍在研
究中，但是兩國都已經規劃了自己專
門的自貿區（FTZ）。”她又稱，中
蒙自貿區的設立有望進一步深化兩國
在礦產資源、農畜產品領域的經貿合

作。
商務部國際司司長張少剛表示，

“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在
2018年取得更多成果，使2018年成
為自貿區建設的豐收之年、收穫之
年。”據他介紹，截至目前，中國共
簽署了16個自貿協定，涉及24個國
家和地區，自貿夥伴遍及亞洲、大洋
洲、美洲和歐洲。值得一提的是，在
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中，有5個是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達成的，分別
是中國─東盟、中國─巴基斯坦、中
國─新加坡、中國─格魯吉亞和中國
─馬爾代夫自貿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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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約百家當地食
品供應商將以“一帶一路”作跳板進軍歐
亞兩地市場。主辦單位恒揚展覽策劃有限
公司（FMC）一直積極與世界各地團體溝
通，尋求合作機會，“首屆香港一帶一路
國際食品展”（BRIFE）將於今年6月舉
行。
近日，FMC成功與位於加拿大溫哥華

的北美投資協會（NAIA）達成合作協
議，主辦機構將授權NAIA為“首屆香港
一帶一路國際食品展”的加拿大總代理。
NAIA會長黃徐瑞萍期望能夠組織約一百
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參與是次盛會。

加國食品進軍內地
NAIA會長黃徐瑞萍表示，加拿大將

會參與是次食品展，環境與食物品質令不
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感興趣。代表
團早前與主辦機構見面時提供的冰酒、紅
酒、奶粉和乾果等食品樣辦亦大受歡迎。
這次食品展的關鍵在於“一帶一路”這構
思，這代表將有近50個國家聚首一堂，而
加拿大的食品亦能順勢向多個市場推廣。
除了龐大的內地市場外，亦可接觸如

印度和印尼等增長型市場的決策者，更有
望於展覽中開拓歐洲業務。

�2��

■加拿大約百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將以“一帶一路”
作跳板進軍歐亞兩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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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店負責玉器店負責
人鄧先生人鄧先生。。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文森記者文森 攝攝

■服裝舖東主吳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餐廳東主鄺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水果檔檔主羅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餐廳負責人吳女士(左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藥房負責人黃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顏晉
傑）高鐵預計今年開通，車站周邊物業早
已因高鐵效應而持續升值。金山地產位於
高鐵站附近，東主陳女士表示，3年來，
住宅租金升幅逾40%，舖租逆市上升20%
至100%不等。由於升幅超越承受力，吉
舖、吉樓增多，目前價格出現少許回落。
出售物業則被投資者橫掃一空，業主都持
樓待升，極少有物業放盤。她相信高鐵效
應已消化得差不多，在高鐵開通後，相信
不會有太大升幅。

陳女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
高鐵效應之下，現在已經“無樓賣”，罕
有放盤都會立即被高價搶購。附近是舊
區，唐樓多，本來樓價低於周邊新區。但
高鐵興建以來，這一區樓市升幅跑贏大
市。3年前，一個約400呎的唐樓單位月
租約8,000元（港元，下同），現在至少
都要12,000元以上。周邊一個不足百呎的
小舖位，3年前租金萬餘元至兩萬餘元，
現在起碼要35,000元以上。她認為高鐵開
通後，區內樓市可能不會再有大的升幅，

甚至可能會回落。因為現在吉舖和放租住
宅開始增多，顯示價格已開始超越用家承
受力，令一些商企和租戶外遷。而且該區
不少租戶是參與高鐵建設的地盤工，高鐵
竣工後，這批客源會陸續流失。

租金超承受力或回落
陳女士相信，雖然高鐵會帶來遊客

潮，但相信遊客潮只會沿佐敦道向尖沙咀方
向蔓延，進入舊區街道遊玩及消費的人有
限。屆時遊客帶來的消費力增長，未必能令

商舖獲得合理回報，舖租甚至可能回調。
實際上，由於這幾年內地客人數和消

費的持續下降，核心區舖位租金已較高峰
期跌五成至六成。臨近高鐵的佐敦區商舖
售價和租金則逆市上升。今年7月，佐敦
官涌街10號及12號相連地舖成交，總面
積2,550平方呎，連租約出售，成交價達
5,550萬元，呎價約21,765元。有關的舖
位原由資深投資者詹氏家族持有，其於
2012年5月以3,600萬元購入兩舖，賬面
獲利1,950萬元，5年間升值54%。

周邊物業一放即搶等升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油尖旺區區議會主席葉傲
冬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廣深港高鐵開通後將帶來
大量遊客，結合西九文化區的
建設，必將為區內經濟帶來正面
作用。實際上，各行各業已增加
了在高鐵周邊區域的經濟活動，
搶佔商機。他強調，“一地兩
檢”是高鐵必然的安排，獲廣泛
民意支持，反對派議員阻撓“一
地兩檢”只是為政治私利，不得
民心。
葉傲冬相信，在高鐵開通

後，區內人流會出現很大的增
幅，將為區內帶來很大商機。
他相信飲食業將最為受惠，並
指現在不少飲食業已在高鐵周
邊地區佈局，零售業也將有可
觀升幅。
但他認為由於高鐵周邊為

舊區，商舖普遍狹小，且數量
有限，限制了零售總量的增
長。毗鄰高鐵的大型購物商場
“圓方”將最為受惠，有望成
為香港首屈一指的商品銷售中
心。

推進配套基建疏導人流
身為區議員，葉傲冬表

示，他將密切關注高鐵開通後
給區內帶來的影響，會積極推
進配套基建，以配合經濟活動
的增長。高鐵出口附近人行通
道狹窄，他最擔心出現人流堵

塞的情況，區議會已積極促進
區內交通配套、人流疏導相關
工程，目前進行並陸續開通的
地下隧道建設，對人流疏導有
很大幫助。隨着相繼工程展
開，相信能應對高鐵開通帶來
的旅客潮。
他批評目前反對派議員聲

言要全力阻撓高鐵“一地兩
檢”，是出於一已私利“為反
而反”。他指出，不同民意調
查均顯示，大部分市民都支持
“一地兩檢”，希望高鐵盡快
開通。反對派議員罔顧主流民
意一意孤行，必將失去民心。

不過，葉傲冬不太擔心
“一地兩檢”香港本地立法工
作，會在反對派阻撓下不獲通
過，因為主流民意支持“一地
兩檢”，是“一地兩檢”必獲
通過的堅實基礎。但建制派議
員不可對反對派議員的行動掉
以輕心，必須沉着應對，竭盡
全力讓“一地兩檢”的相關法
例盡快通過，為民眾和香港整
體發展帶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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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區議會主席葉傲
冬。

■地產東主陳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餐 館：擬增人手延長營業
莎莉文冰廳餅店東主鄺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他期望

高鐵盡快開通，認為高鐵可帶旺經濟，更預計自己餐廳在高
鐵開通後生意能增加兩三成，屆時會考慮延長營業時間和增
聘人手。
鄺先生形容，高鐵“一地兩檢”是有益無害的好事，可以為

市民帶來方便，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要反對，並批評反對“一地兩
檢”的議員是在阻礙香港發展、阻礙中小企做生意。

鄺先生附近的金發餐廳負責人吳女士亦看好生意前景，
相信高鐵通車可以令附近人流大增。

藥 房：更多旅客順道光顧
中輝藥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先生指，西九龍總站附近的商戶

都對高鐵有很大期望，稱自己的藥房顧客目前雖然主要是本地
人，但他期望高鐵通車可以帶旺人流，並相信日後會有前往高鐵
站的內地旅客經過時順道光顧。他並批評，反對“一地兩檢”
者是在浪費社會時間。

服裝舖：人流增生意向好
服裝舖東主吳女士亦指，高鐵開通是好事，“我不知道那

些人為什麼反對‘一地兩檢’，如果沒有‘一地兩檢’，花一
千多億港元起這高鐵就白白浪費了。要反對也不應該現在才反
對，當初起高鐵時反對就差不多，既然已經起好了，還反對
‘一地兩檢’有什麼用？”
她認為，高鐵不單方便香港人回內地，亦可以吸引多些

內地客來消費。雖然現階段不知道高鐵通車對其生意有多大
影響，但相信人流增加，對他們做生意來說必定是好事。

水果檔：勢帶旺車站周邊
水果檔檔主羅先生也批評反對“一地兩檢”的人是浪費

時間，“阻住地球轉”、“係又反唔係又反”，並強調高鐵
如果沒有“一地兩檢”就失去效用，令高鐵變成浪費納稅人
金錢的“大白象”。
羅先生則坦言，區內目前遊客較少，自己一直都是做街

坊生意為主，不確定高鐵通車可以為他的生意帶來多少幫
助，但表示水果檔的位置其實就在高鐵站附近，所以也希望
高鐵帶旺該區，讓他也增加遊客生意。

玉器行：市民旅客享便利
好彩玉器負責人鄧先生就表示，玉石行業講求信譽，客

人都會選擇到相熟，或較有保證的大型連鎖店購買，不會貪
方便行到哪就光顧那間店，所以預期附近人流增加亦不會對
他生意有幫助，但他也認同高鐵落實“一地兩檢”可以為市
民及旅客帶來方便，期望高鐵能盡快通車。

不過，他就擔心高鐵通車會進一步推高區內租金，“高
鐵雖然仍未通車，但業主已經開始加租，今日的租最少較3
年前大幅增加2倍至3倍，現時做生意只是‘捱租金’，再加
租便可能要結業。”

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預計

最快可於今年第三

季通車，香港特區

政府估算高鐵通車後首年的載客量每日有約10.9

萬人次。不少在西九龍總站附近經營的食肆、藥

房及服裝店等小商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都預期，高鐵通車後採取“一地兩檢”將更方便

市民，而他們日後生意亦將受惠於高鐵所帶來的

大批人流，吸引更多人消費，故都期望高鐵能盡

快通車，並批評反對在西九總站內實施“一地兩

檢”，是在阻礙香港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高鐵通財路通
商戶望穿秋水

■■廣深港高鐵西廣深港高鐵西
九龍站已大部分完工九龍站已大部分完工，，

計劃於今年第三季通車計劃於今年第三季通車。。

批反對派盲反批反對派盲反““一地兩檢一地兩檢””礙港發展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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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商務

部網站披露，2018年 1月 1

日，中國與格魯吉亞自貿協

定正式生效。這是中國與歐

亞地區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

貿協定，也是“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後中國啟動並達成

的第一個自貿協定。據中國

《21世紀經濟報道》，今年

有10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

研究階段，分別是中國與巴

拿馬、蒙古、巴勒斯坦、印

度、尼泊爾、哥倫比亞、斐

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定，

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

級版可行性研究。

輻射“帶路”今年自貿協定大豐收
十國列可行性研究 提升對外開放水平

■今年中國有10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有助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施“一帶一路”。圖為廣東自貿區深
圳前海蛇口片區。 資料圖片

商務部網站披露，中格自貿協定
的實施對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

施“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意義。

談判提速助落實“帶路”
協定生效後，在貨物貿易方面，

格方對中國96.5%的產品立即實施零
關稅，覆蓋格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99.6%；中國對格93.9%的產品實施
零關稅，覆蓋中國自格進口總額的
93.8%，其中90.9%的產品（42.7%
的進口額）立即實施零關稅，其餘
3%的產品（51.1%進口額）5年內逐
步降為零關稅。

不少分析指出，中國將加快推動
自貿協定談判，以便更好地落實“一
帶一路”戰略。《21 世紀經濟報
道》稱，中國正在繪製一份立足周
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
自由貿易區網絡圖，從而構築起中國
自貿區戰略的骨架，這需要進一步擴
大自貿網絡覆蓋面、提升開放水平，
提高企業對自貿協定的有效利用率。
今年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10

個自貿協定是中國與巴拿馬、蒙
古、巴勒斯坦、印度、尼泊爾、哥
倫比亞、斐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
定，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級版

可行性研究。

中蒙積極研共建自貿區
這些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自貿

協定，有可能在今年升級為正式談
判。以蒙古為例，中國蒙古國研究會
副秘書長圖門其其格告訴《21世紀
經濟報道》記者，中蒙雙方在共建自
貿區方面都非常積極，“雖然兩國自
貿協定（FTA）的可行性報告仍在研
究中，但是兩國都已經規劃了自己專
門的自貿區（FTZ）。”她又稱，中
蒙自貿區的設立有望進一步深化兩國
在礦產資源、農畜產品領域的經貿合

作。
商務部國際司司長張少剛表示，

“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在
2018年取得更多成果，使2018年成
為自貿區建設的豐收之年、收穫之
年。”據他介紹，截至目前，中國共
簽署了16個自貿協定，涉及24個國
家和地區，自貿夥伴遍及亞洲、大洋
洲、美洲和歐洲。值得一提的是，在
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中，有5個是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達成的，分別
是中國─東盟、中國─巴基斯坦、中
國─新加坡、中國─格魯吉亞和中國
─馬爾代夫自貿協定。

北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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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約百家當地食
品供應商將以“一帶一路”作跳板進軍歐
亞兩地市場。主辦單位恒揚展覽策劃有限
公司（FMC）一直積極與世界各地團體溝
通，尋求合作機會，“首屆香港一帶一路
國際食品展”（BRIFE）將於今年6月舉
行。
近日，FMC成功與位於加拿大溫哥華

的北美投資協會（NAIA）達成合作協
議，主辦機構將授權NAIA為“首屆香港
一帶一路國際食品展”的加拿大總代理。
NAIA會長黃徐瑞萍期望能夠組織約一百
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參與是次盛會。

加國食品進軍內地
NAIA會長黃徐瑞萍表示，加拿大將

會參與是次食品展，環境與食物品質令不
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感興趣。代表
團早前與主辦機構見面時提供的冰酒、紅
酒、奶粉和乾果等食品樣辦亦大受歡迎。
這次食品展的關鍵在於“一帶一路”這構
思，這代表將有近50個國家聚首一堂，而
加拿大的食品亦能順勢向多個市場推廣。
除了龐大的內地市場外，亦可接觸如

印度和印尼等增長型市場的決策者，更有
望於展覽中開拓歐洲業務。

�2��

■加拿大約百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將以“一帶一路”
作跳板進軍歐亞兩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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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實戰化訓練 提高打贏能力
時代時代 征程征程

新華社發自河北保定的報道指出，
開訓動員大會主會場——中部戰

區陸軍某團靶場，7,000餘名官兵全副
武裝、威武列隊，近300台裝備整齊列
陣、氣勢磅礴。校閱台上懸掛着“中央
軍委2018年開訓動員大會”橫幅。“按
實戰要求去訓練，按訓練去實戰，訓練
與實戰達到一體化”“召之即來、來之
能戰、戰之必勝”的字樣格外醒目。同
時，全軍設4,000餘個分會場，陸軍、海
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武
警部隊設野戰化分會場。從林海雪原到
天涯海角，從西北大漠到東南沿海，從
中原腹地到萬里邊關，三軍將士威嚴佇
立、集結待命。

現場校閱 目光露讚許
10時整，習近平一身戎裝登上主會

場校閱台。開訓動員大會開始，官兵齊
聲高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嘹亮的歌
聲響徹長空，響遍座座軍營。

隨後，習近平向全軍發佈訓令。他
命令：全軍各級要強化練兵備戰鮮明導
向，堅定不移把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
置、作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
效。要堅持領導帶頭、以上率下，堅持
實戰實訓、聯戰聯訓，堅持按綱施訓、
從嚴治訓。要端正訓練作風、創新訓練
方法、完善訓練保障、嚴格訓練監察，
開展群眾性練兵比武活動，加強針對性
對抗性訓練，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
平，牢牢掌握能打仗、打勝仗的過硬本

領。全軍指戰員要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
央軍委決策指示，發揚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戰鬥精神，刻苦訓練、科學訓
練，勇於戰勝困難，勇於超越對手，鍛
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
兵勁旅，堅決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
代使命任務。
習近平發佈訓令後，全場響起長時

間雷鳴般的掌聲。
統帥一聲令，全軍齊行動。受領訓

令後，全場官兵面向鮮豔的八一軍旗，
高聲誦讀軍人誓詞。軍旗獵獵，誓言錚
錚，充分體現了官兵堅決聽從習主席號
令、大抓練兵備戰的堅定意志。
號令即出，動若風發。2018年全

軍軍事訓練正式拉開帷幕，各部隊按
計劃展開訓練。主會場官兵登戰車、
入戰位，迅速展開，一時間呼號震
天，機甲轟鳴，戰塵飛揚，一派生龍
活虎的場面。習近平現場校閱主會場
官兵向駐訓地域機動集結情況，露出
讚許的目光。

中華大地掀軍事訓練熱
習近平通過視頻校閱了各軍兵種和

武警部隊野外分會場開訓情況。塞外北
國千里冰封，陸軍某合成旅官兵頂風冒
雪，展開實彈實裝訓練；南國軍港波飛
浪捲，海軍陸戰隊展開登陸裝載訓練；
冀中平原一望無垠，空軍某試驗訓練基
地展開空中對抗、對地突擊訓練；江南
丘陵層林盡染，火箭軍某導彈旅展開測

試轉載訓練；京郊大地寒氣襲人，武警
北京總隊展開應急處突訓練……
鐵甲滾滾，戰艦馳騁，銀鷹呼嘯，

劍指蒼穹……全軍上下以飽滿的政治熱

情、高昂的戰鬥意志，在中華大地迅速
掀起實戰化軍事訓練熱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

副主席許其亮主持開訓動員大會，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中央軍委委員魏鳳和、李作
成、苗華、張升民，軍委機關各部門
主要領導參加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軍委3日上午隆重舉行2018年開訓動員大

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全軍發佈

訓令，號召全軍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

全面加強實戰化軍事訓練，全面提高打贏能力。這是中央軍委首次

統一組織全軍開訓動員，是人民軍隊加強新時代練兵備戰的一次嶄

新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2017年脫貧攻堅成效考核工作啟動。
河北、湖北、廣西、重慶、四川、貴
州、陝西等7省市省際交叉考核組3日
奔赴被考核省，22個省際交叉考核組5
日前全部開展實地考核，第三方評估組
10日前全部到位。

3日在北京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
國務院扶貧辦黨組成員夏更生公佈了上
述信息。他表示，此次將增加脫貧攻堅
責任落實、政策落實、工作落實，貧困
縣摘帽和貧困人口返貧情況等考核內
容，增加媒體開展暗訪考核，增加梳理

平時情況等。考核評估越往後越嚴。

弄虛作假 一票否決
夏更生強調，除建檔立卡數據外，

不得要求地方填表報數，所需數據由考
核評估人員自行採集。嚴格遵守保密規
定，不得洩露考核評估信息。嚴禁發生
干擾阻撓，提供虛假材料，影響考核評
估等行為。對弄虛作假、徇私舞弊的，
對搞形式主義、干擾考核造成嚴重後果
的，實行一票否決並依紀依規追究責
任。
夏更生介紹，此次考核將改進綜合

分析評價方法。加大對薄弱環節和突出
問題的考核力度。即使減貧成效明顯，
但問題多、問題突出的省份，考核結果
等次也會靠後。各省不僅要完成好年度
減貧任務，還不能有突出短板，更不能
在關鍵方面存在嚴重問題。
新聞發佈會上，夏更生還表示，打

好脫貧攻堅戰，要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
貧質量，既不降低標準，也不吊高胃
口。如果降低標準甚至搞“數字脫
貧”、“被脫貧”、“假脫貧”，不僅
影響貧困群眾的獲得感、脫貧攻堅的質
量、“全面小康”的成色，還會損害黨

和政府的形象。
夏更生說，如果盲目提高標準，不

僅增加脫貧攻堅難度，加重財政負擔，
對貧困戶來講可能是“福利陷阱”——
政策太好了，幹還不如不幹，影響內生
動力激發；對其他農戶可能加劇“懸崖
效應”，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規
則。過高的標準也難以兌現，即使一時
兌現了，也不可持續。要防止出現三種
傾向：把義務教育有保障變成“上什麼
學都不用花錢”，把基本醫療有保障變
成“看什麼病都不花錢”，把基本住房
安全有保障變成“住大房、住好房”。

訓令要點

■強化練兵備戰鮮明導
向，把軍事訓練作為中心
工作

■加強針對性對抗性訓
練，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
水平

■要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
央軍委決策指示，鍛造召
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
必勝的精兵勁旅

來源：中國軍網

■動員大會主會場部隊受領訓令後展開訓
練。 新華社■習近平向全軍發佈訓令。 新華社

■2017年脫貧攻堅成效考核工作啟動。圖
為廣西融安貧困戶喜獲新居，登記確認選
房信息。 資料圖片

2017年脫貧攻堅成效考核啟動

■主會場部隊官兵宣誓。 新華社

中央軍委首舉行開訓動員會 習近平向全軍發佈訓令

■■主會場一派生龍活虎的場面主會場一派生龍活虎的場面。。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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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商務

部網站披露，2018年 1月 1

日，中國與格魯吉亞自貿協

定正式生效。這是中國與歐

亞地區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

貿協定，也是“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後中國啟動並達成

的第一個自貿協定。據中國

《21世紀經濟報道》，今年

有10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

研究階段，分別是中國與巴

拿馬、蒙古、巴勒斯坦、印

度、尼泊爾、哥倫比亞、斐

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定，

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

級版可行性研究。

輻射“帶路”今年自貿協定大豐收
十國列可行性研究 提升對外開放水平

■今年中國有10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有助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施“一帶一路”。圖為廣東自貿區深
圳前海蛇口片區。 資料圖片

商務部網站披露，中格自貿協定
的實施對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

施“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意義。

談判提速助落實“帶路”
協定生效後，在貨物貿易方面，

格方對中國96.5%的產品立即實施零
關稅，覆蓋格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99.6%；中國對格93.9%的產品實施
零關稅，覆蓋中國自格進口總額的
93.8%，其中90.9%的產品（42.7%
的進口額）立即實施零關稅，其餘
3%的產品（51.1%進口額）5年內逐
步降為零關稅。

不少分析指出，中國將加快推動
自貿協定談判，以便更好地落實“一
帶一路”戰略。《21 世紀經濟報
道》稱，中國正在繪製一份立足周
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
自由貿易區網絡圖，從而構築起中國
自貿區戰略的骨架，這需要進一步擴
大自貿網絡覆蓋面、提升開放水平，
提高企業對自貿協定的有效利用率。
今年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10

個自貿協定是中國與巴拿馬、蒙
古、巴勒斯坦、印度、尼泊爾、哥
倫比亞、斐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
定，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級版

可行性研究。

中蒙積極研共建自貿區
這些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自貿

協定，有可能在今年升級為正式談
判。以蒙古為例，中國蒙古國研究會
副秘書長圖門其其格告訴《21世紀
經濟報道》記者，中蒙雙方在共建自
貿區方面都非常積極，“雖然兩國自
貿協定（FTA）的可行性報告仍在研
究中，但是兩國都已經規劃了自己專
門的自貿區（FTZ）。”她又稱，中
蒙自貿區的設立有望進一步深化兩國
在礦產資源、農畜產品領域的經貿合

作。
商務部國際司司長張少剛表示，

“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在
2018年取得更多成果，使2018年成
為自貿區建設的豐收之年、收穫之
年。”據他介紹，截至目前，中國共
簽署了16個自貿協定，涉及24個國
家和地區，自貿夥伴遍及亞洲、大洋
洲、美洲和歐洲。值得一提的是，在
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中，有5個是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達成的，分別
是中國─東盟、中國─巴基斯坦、中
國─新加坡、中國─格魯吉亞和中國
─馬爾代夫自貿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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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約百家當地食
品供應商將以“一帶一路”作跳板進軍歐
亞兩地市場。主辦單位恒揚展覽策劃有限
公司（FMC）一直積極與世界各地團體溝
通，尋求合作機會，“首屆香港一帶一路
國際食品展”（BRIFE）將於今年6月舉
行。
近日，FMC成功與位於加拿大溫哥華

的北美投資協會（NAIA）達成合作協
議，主辦機構將授權NAIA為“首屆香港
一帶一路國際食品展”的加拿大總代理。
NAIA會長黃徐瑞萍期望能夠組織約一百
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參與是次盛會。

加國食品進軍內地
NAIA會長黃徐瑞萍表示，加拿大將

會參與是次食品展，環境與食物品質令不
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感興趣。代表
團早前與主辦機構見面時提供的冰酒、紅
酒、奶粉和乾果等食品樣辦亦大受歡迎。
這次食品展的關鍵在於“一帶一路”這構
思，這代表將有近50個國家聚首一堂，而
加拿大的食品亦能順勢向多個市場推廣。
除了龐大的內地市場外，亦可接觸如

印度和印尼等增長型市場的決策者，更有
望於展覽中開拓歐洲業務。

�2��

■加拿大約百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將以“一帶一路”
作跳板進軍歐亞兩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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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龐大的內地市場外，亦可接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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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重慶合川的淶灘
古鎮，是中國首批歷史文
化名鎮，其中千年古剎
“二佛寺”更是遠近聞
名。據悉，二佛寺摩崖造
像正進行修復，高達12.5
米的主座佛造像將穿上
“新衣”。

二佛寺始建於唐朝，
有上千年歷史，原名鷲峰
禪寺，位於合川縣淶灘鄉
渠江西崖鷲峰山上。建築
群披山帶河，重巒疊翠，
飛簷翹角，隱現於雲煙之
中，蔚為壯觀。

合川區相關人士介

紹，由於年代久遠，受地
質變化、黴菌繁殖等影
響，目前淶灘二佛寺摩崖
造像存在基岩裂隙、空
鼓、破損、滲水等不同程
度的“病變”，亟待進行
系列保護工作。距二佛寺
上一次大規模修繕，已過
去了近兩百年。為了讓這
座千年古剎重煥光彩，國
家文物局補助資金1,300多
萬元人民幣用於修繕工
作，預計2019年10月將完
成所有修繕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元旦假期，清早起來，“80後”上班族李志
強便打開手機瀏覽信息。50多個微信群裡有千餘
條未讀信息，思考半個小時後，他作出了一個決
定：甄別微信群的價值，退出部分群組，將自己的
生活盡量從虛擬網絡中剝離出來。

“有時被莫名其妙拉入一個群，收到的全是無
效信息。礙於面子，每天只能潛水，任由未讀的小
紅點停在那裡。”李志強說，這種現象持續了好幾
年，但總會因為擔心錯過重要信息而留在群內。

紅包吐槽行銷引反感
然而，最近發生一件事讓他“幡然醒悟”。在

一個微信群裡，他對某一現象表達了自己觀點，沒
想到引起數位群友的爭議。在他們爭論的同時，仍
有潛水者不斷拋出小廣告和勵志語錄以及各種搞笑

段子。於是，經過篩選，李志強退掉了30多個微
信群。

同樣因為不堪肆意打擾退群的還有張國利，作
為甘肅省一家高校的青年教師，他認識的人多，圈
子也廣，於是他熱心地組建了一個創新創業工作
群。“原本想借助群發佈有用的政策信息，組織收
聽微課，交流創新創業工作，但沒想到，每天只要
一發信息，就會被群友索要紅包。如果不發，就會
引發各種吐槽和語音轟炸。還有人剛一入群，就迫
不及待地行銷，這完全違背了我當初組群的意
圖。”張國利最後解散了這個群。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文宏認為，網
絡社交帶給人們便利的同時，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影
響，比如花費在手機聊天方面的時間太多、各種形
式的攀比干擾了現實生活。 ■新華社

當年四川地震後，根據上級衛生主管部門的
統一部署和安排，台州醫院接收了20名來

自四川地震災區的受傷同胞，蒲小雨左腿傷重，
在當地醫院做了截肢手術後，隨同傷員包機一起
來到浙江接受後續治療。在台州醫院護理近兩個
月，順利裝上了義肢，一步一步地重學走路。經
過積極的治療和心理輔導，小雨達到了衛生部地
震傷員出院標準，經過省衛生廳同意，2008年7
月26日，小雨和其他傷員一起返回四川老家。

震後餘悸致寡言醫護愛心助恢復
因地震陰影揮之不去，初到醫院的小雨不喜

言談。醫生護士們為開導他，常抽空帶小雨出去
玩，還特地把家裡年紀相仿的孩子帶過來陪小雨
一起玩。小雨生日近了，醫護人員帶着他到公園
過生日，從沒見過大海的小雨真是開心壞了，他
開始和其他頑皮的孩子一樣綻開笑容，根本忘記
了自己少了一條腿。

出院時，小雨落淚了，他說，等自己長大了
一定要再來台州醫院看看叔叔阿姨。

2017年12月29日晚，一條“@小雨，十年
了，你還記得台州醫院的叔叔阿姨嗎？”的微信
在朋友圈裡傳開。四川省殘聯和民政部門得知
後，對照尋找，很快聯絡上了小雨。小雨聞訊出
發，微信發出第二日便趕到了浙江。

一別十年相聚遲 再見仍存當年情
1日上午，小雨一來到台州醫院骨科分部的

見面會現場，就被眼前的一幕幕感動了。
投影上不斷滾動播放着10年前小雨在台州

醫院治療期間的各種照片，會場上面大紅的橫額
寫着“十年約定再相聚”格外顯目，粉紅色的氣
球掛着小雨的照片，一曲《剛好遇見你》的音樂
縈繞四周。小雨和女友走到會場中間，向在場所
有人深深鞠躬致謝，並將一面寫有“十年約定、
感恩在心”字樣的錦旗送給台州醫院骨科分部。

“假如沒有當年台州醫院叔叔阿姨、哥哥姐
姐的關心，可能就沒有今天陽光自信的我。這一
份感恩在我心裡藏了很久很久。”小雨在現場動
情地說。

“小雨，終於又見到你了。”1月1日，在浙江台州醫院

骨科分部，王章富、程鳳敏、韓丹丹等醫護人員再次見到了

闊別10年的蒲小雨。2008年四川地震後，台州醫院接收了

20名受傷同胞，歲數最小的是來自四川省德陽市的蒲小雨，

也是該批傷員中唯一的截肢傷員，小小年紀便失去左腿，引

人生憐。台州醫院醫護人員全力恢復小雨的身心健康，讓他

深受感動。十年後，已長大成人的小雨不忘醫恩，攜女友回

院感謝醫護人員，場面溫馨，催人淚下。 ■《錢江晚報》

■■蒲小雨與醫護人員蒲小雨與醫護人員
擁抱擁抱，，現場氣氛感現場氣氛感
人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耗資過千萬 渝千年古剎“二佛”穿新衣

川震截肢男孩感恩川震截肢男孩感恩
1010年後攜女友謝醫護年後攜女友謝醫護

■蒲小雨（右三）和女友（右四）向
醫院骨科分部贈送錦旗。 網上圖片

無效網絡社交擾年輕一代

■幸得身邊
一眾家人和
醫護人員細
心愛護，小
雨現已恢復
身心健康。
網上圖片

■該寺高達12.5米的主座佛造像。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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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針對媒體報導前總統馬英九在農
曆年前將遭起訴，北檢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純
屬臆測之詞，絕無已定於特定時間將起訴特定人
的計畫，呼籲各界給予檢察官純淨的辦案空間。

台北地檢署今天針對三中案第七度發布新聞
稿，就媒體報導指稱 「鎖定農曆年前就是要起訴
馬英九」 、 「查案是為了個人前途及與馬英九的
私人恩怨」 、 「馬英九新春將遭起訴」 等，做出
回應。

新聞稿指出，媒體指稱北檢將於農曆年前偵
查終結三中案並起訴馬英九，純屬臆測之詞，目
前承辦檢察官仍多方調查證據以釐清事實，絕無
已定於特定時間將起訴特定人的計畫。而媒體大
幅報導三中案的交易過程，均非記者向北檢採訪
所得，報導內容正確與否與北檢無關。

針對媒體報導北檢是為了個人前途及與馬英
九的恩怨，而決定起訴，北檢表示，此屬不實抹
黑，被告是否起訴或有罪，全憑證據認定，有心
人士的言論顯然是干擾偵查，混淆視聽，請各界
認清事實。

北檢呼籲，有心人士欲透過政治操作手段，
抹黑個人，打擊司法威信，無益於相關人士的聲
譽，相關人士應配合司法調查，協助還原事實真
相，始為正途，方有利於我國民主法治發展。

北檢強調，檢察官偵辦案件嚴守偵查不公開
，對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一律注意，並秉持公
正客觀立場執行職務，請各界理性看待偵查中的
司法個案，並給予檢察官純淨的辦案空間，勿作
無謂渲染及政治操作。

傳農曆年前起訴馬英九 北檢：純屬臆測

（中央社）顏姓男子原本在家幫忙從事養雞
，不過因禽流感損失慘重，顏姓男子鋌而走險，
和徐姓男子、楊姓男子等人一起種植大麻，遭警
方查獲，初估顏姓男子等人可獲利至少150萬元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會同海巡署中部地區巡
防局等單位，昨天晚上前往彰化縣田中鎮建國路
一處民宅，逮捕32歲的顏姓男子、33歲的徐姓
男子以及42歲的楊姓男子等3人，同時起出3人
所種植的131株活株大麻以及日照、施肥等製品
器具。

彰化分局副分局長徐方谷說，顏姓男子自稱
原本跟著家人一起從事畜牧養殖業，不過5、6
年前爆發禽流感，家裡養的雞隻死亡，損失慘重

，經濟發生問題，才會鋌而走險，開始和人合作
種植大麻販賣牟利。

警方指出，他們在現場查扣131株的大麻，
約可收成4500多公克的大麻花，以市價一盎司
可獲利1萬元計算，3個月可以收成一次，獲利
至少有150萬元。

警方表示，顏姓男子供稱是在網路上自學種
植大麻知識，大麻的種子也是購自網路，而為了
躲避警方查緝，顏姓男子等人經常更換租屋處，
不過由於種植大麻需要用到燈光、冷氣等，用電
量很大，他們清查用電狀況，才循線將顏姓男子
等3人逮捕到案，訊後依毒品等罪嫌移送雲林地
檢署偵辦。

養雞遇禽流感損失慘重 男改種大麻被逮

（中央社）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連姓名譽理事長等10人，涉嫌走私犀牛角、麝香等管
制物品販售。台北地檢署今天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處分連男等10人緩起訴。

北檢要求連姓男子、何姓貿易公司負責人各支付國庫新台幣60萬元、40萬元，其餘8名被
告則繳交25萬元，連男、何男與林姓中藥商另須舉辦2場法治宣導。

北檢調查，連姓男子、何姓男子涉嫌長期利用貿易公司名義，將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相關
物品，夾帶於貨櫃內，走私進入台灣，交由林姓中藥商銷售，並在網路群組公然傳送犀牛角、麝
香等違禁物品照片。

北檢民國105年執行搜索，查獲來自中國私運進口的麝香124包，疑似犀牛角、牛角及羚羊
角共18支、熊膽粉50盒等管制中藥材。

檢察官考量，連姓男子等人均認罪，保證不再犯，因此給予附帶條件的緩起訴。

涉走私犀牛角 北市中藥商公會幹部緩起訴

（中央社）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昨天在臉書上表示，慶富造船董事長陳慶男去年12月透過
媒體大放厥詞，聲稱去年底會有50億金援回來台灣，可以解決問題。陳慶男今天對於媒體的詢
問，不回應。

陳慶男夫婦上午近9時到轄區高雄市警察局前鎮分局復興路派出所報到，媒體先大聲詢問國
外金援新台幣50億元是否到位一事，陳慶男面無表情，媒體再加強以手勢比出 「5」 詢問，陳慶
男仍不予回應，隨即於簽到後離去。

黃國昌昨天說，慶富董事長陳慶男擺爛上百億的債讓國人承擔後，去年12月放話稱年底會
有50億金援回來台灣，但2017年過了，說好要匯回的50億在哪裡？

慶富造船爆發涉詐貸案，高雄地檢署去年8月間搜索慶富和傳喚陳慶男父子等人，認定兩人
虛偽增資新台幣34億元，詐貸7443萬美元等，依違反銀行法、公司法、商業會計法、偽造文書
等罪嫌，各諭令800萬元及500萬元交保後，再諭知須每天向警方報到。

立委臉書追問50億金援陳慶男不回應

（中央社）民眾在國發會 「提點
子」 提議增設刑法條文禁止中國五星
旗在台灣公開懸掛、展示、陳列出現
，經附議後成案。法務部今天回應，
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意旨，提
案不予採納。

有民眾去年9月27日在國發會公
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點子提案，建
議增設中華民國刑法條文分裂國土外
患內亂罪，禁止中國五星旗在台灣公
開懸掛、展示、陳列出現，10月22
日通過5000人次附議門檻而成案。

提案人認為，近10年來在台灣各
地越來越常見到中國大陸五星旗，台
灣人民對這些五星旗的出現變得毫無
危機意識，將使中國大陸達到統一台
灣效果。

經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調主責機關
，由權責機關法務部在提點子平台回
應。

法務部表示，言論自由有實現自

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
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
政治及社會活動功能，是維持民主多
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機制，如果
以法律限制，應符合比例原則。

法務部說，如果懸掛五星旗就被
認為是分裂國土而施以刑罰，無異僅
因言論主張分裂國土，就施以最嚴厲
刑罰，顯然逾越中華民國憲法所定必
要範圍（憲法列舉的自由權利，除為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不符憲法
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意旨。

法務部表示，分裂國土是政治概
念，欠缺明確、客觀可辨的概念外延
，隨執法者政治偏好，乃至政治情勢
變遷而改變內涵；以這為法律概念，
實難被受規範的一般人民可理解或預
見，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務部說，人民如果有意圖破壞

國體，竊據國土，
或以非法方法變更
國憲，顛覆政府，
而以強暴或脅迫著
手實行者，現行刑
法就有規定可依法
裁判及處罰，達維
護國家安全目的。
以 「分裂國土」 為
刑法處罰要件，就
是賦予國家司法機
關先就言論內容為
實質審查，直接限
制人民言論自由基
本權利。

司法院釋字第
328號解釋明白指出，憲法第4條所
稱中華民國領土固有疆域範圍界定，
為重大政治問題，依權力分立憲政原
則，不應由行使司法權的釋憲機關解
釋。由司法機關解釋的概念實在難認

有正當性，充當限制人民基本權利，
乃至處罰人民構成要件。

法務部說，如果強行增訂（刑法
），則自由權利遭受侵奪人民因司法
機關無權解釋，以致救濟無門，或法

律因立法從嚴，執法從寬，導致欠缺
實效性，而淪為具文。

法務部對民眾建議的參採說明表
示，提案不予採納，無後續規劃。

民眾提案禁五星旗 法務部：不予採納

馬英九談九二共識馬英九談九二共識
前總統馬英九前總統馬英九（（前左前左））33日上午前往東吳大學城中校區日上午前往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出席嚴家淦法學講座出席嚴家淦法學講座，，以以 「「九九

二共識的來龍去脈二共識的來龍去脈」」 為題演講為題演講。。

孫文學校將推退休年金信賴保護公投孫文學校將推退休年金信賴保護公投
孫文學校孫文學校33日舉行日舉行 「「推動退休年金信賴保護公投推動退休年金信賴保護公投」」 記者會記者會，，總校長張亞中總校長張亞中（（左左33）、）、全國公全國公

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左左22）、）、前立委邱毅前立委邱毅（（右右22））及退將吳斯懷及退將吳斯懷（（右右11））等人出席等人出席，，說明說明
推動退休年金信賴保護公投的動機推動退休年金信賴保護公投的動機，，也強調捍衛契約神聖也強調捍衛契約神聖、、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立場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立場。。

立委談六都縣市空汙立委談六都縣市空汙
民進黨立委劉建國民進黨立委劉建國（（右右22起起）、）、國民黨立委陳宜民國民黨立委陳宜民、、時力立委徐永明等時力立委徐永明等，，33日在立法院出日在立法院出

席席 「「20172017年年PMPM22..55排行榜熱騰騰出爐排行榜熱騰騰出爐，，六都縣市大六都縣市大PKPK」」 記者會與談記者會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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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及京津冀
旅游协同发展的推进，三地民众出游
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便捷。

一体化成就1小时旅游圈

“以前回家只能选择长途公交车，
要到天桥或者六里桥坐车，每到节假
日人会特别多，要排两个小时的长
队。现在，从北京回老家已有了高
铁，只需要 20 多分钟。”老家在河
北、曾在天津上大学、现在北京工作
的史哲告诉本报记者。她说，这几年
自己感受到了交通日新月异的变化，
也切实享受到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所
带来的便利。

无独有偶，也有人分享过类似的
体验：以前，从保定东站到天津西
站，需先从保定东到北京西，再从北
京西乘车到北京南，而后从北京南到
天津西站，不算转车时间，全部车程
要用 2 小时。现在，从保定东站到天
津西站不必再绕道北京，直达只需 1
小时。统计显示，近年来，“轨道上的
京津冀”已惠及 12 亿多人次、近 6 万
家企业、200 多个县市地区。早出
发，晚返程，坐高铁就像坐公交一样
便利！

缩短的是时间，拉近的是距离。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先后打通京

台、京港澳、京昆、首都地区环线等
干线公路“断头路”和“瓶颈路”，累
计达到1400公里。2017年又加快推进
了太行山、京秦等高速公路建设，天
津至石家庄、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也
已开工建设。目前，京津冀三地在全
国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卡通的互联互
通，已经为三地市民提供了百万次的
跨城市出行服务。

便捷的交通，使旅游发展迎来了
黄金期。目前，以北京、天津、石家
庄等城市为中心，开通了班线化旅游
直通车 40 多条，车辆近 800 辆，全面
覆盖避暑山庄、北戴河、野三坡、古
北水镇等环京津重点景区，为游客提
供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自由灵活
的出行方式、便捷优惠的旅行服务。
此外，“衡水湖号”“邯郸号”“野三坡
号”等旅游专列也先后开通，游客出
游有了更多的交通选择。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不断推

进，到 2020 年，京津冀 1 亿多人口将
逐步迈进 1 小时旅游圈。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教授厉新建认为，市场、交
通、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至关重
要。交通一体化有助于区域内各种要
素的充分流动，包括旅游流的无障碍
流动。

整合三地资源做大旅游市场

京津冀三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但以前一直处于“单打独斗”的
状态，而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推进以
来，这一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京津冀三地共同设计推出了红色
旅游、冬季滑雪等特色旅游线路，还
有周末亲子游、摄影之旅、休闲自驾
游、古村古镇游、滨海休闲游等满足
各类人群不同需求的旅游线路。围绕
这些旅游线路，三地共同举办了房车
巡游、科普旅游等系列活动。“三地本
着共同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共塑区域
旅游品牌的原则，大力推进旅游市场

一体化建设。”天津市旅游局副局长何
智能说，京津冀三地不仅设计推出了
多条旅游线路，还联合编制了“一本
书、一张图、一张网”，游客的出游福
利变得实在而可触摸。

同时，京津冀三地还一同建设京
东休闲旅游示范区、京北生态 （冰
雪） 旅游圈、京西南生态旅游带、京
南休闲购物旅游区、滨海休闲旅游带
这五大旅游试点示范区。“三地立足各
自不同的旅游资源优势，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框架之下，拓展原有的活动
空间，优势互补，为百姓搭建起更为
优质的旅游服务平台。”北京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首都旅游协调与区域合作处
副处长胡虎告诉本报记者。

京津冀的旅游线路打通了，旅游
产品也更加丰富了。

据了解，2018 京津冀旅游年卡加
盟景区的丰度及广度均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大幅提升，持有一张卡即可畅游
199 家景区。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
王富德向本报记者说道：“京津冀旅游
年卡是由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龄旅游

产业促进委员会发放的福利性质的旅
游年卡产品，顺应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大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特别是
老年群体的旅游需求。这一张小小的
旅游年卡，将京津冀三地的旅游市
场、资源和产品串联到一起，同时还
能带动旅游与农业、工业等其他产业
的融合发展。”

协同发展以来，京津冀三地的旅
游资源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整合，游客
的选择也更多了，出游也更为贴心了。

共享平台推动旅游转型发展

京津冀旅游的协同发展渐入佳
境，离不开三地相关部门的努力。

近日，京津冀旅行社联盟、景区
联盟在北京成立，搭建起京津冀三地
旅行社、景区与政府信息沟通的桥
梁，实现三地旅行社、景区资源互通
和信息共享。

此外，为了实现京津冀行业管理
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交换，京津

冀旅游行业信息共享平台已经建立，
汇集京津冀旅游行业基础信息，整合
三地旅行社、A 级景区、星级饭店、
旅游从业人员信息以及行业监管等内
容，实现京津冀旅游行业信息的动态
共享。

在北交所旅游资源交易平台上，
共挂牌京津冀地区旅游项目 242 宗，
挂牌金额 863.99 亿元，成交项目 28
宗，成交金额 6.01 亿元，京津冀旅游
投融资服务平台为三地的优质旅游资
源提供了发展的资本。

类似于这样的工作，这几年来，
京津冀三地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探索。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委员邹伟南介
绍，在旅游组织一体化方面，三地建
立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协调机
制，成立了领导小组及相应的办公
室；建立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项目
对接机制，先后建立了旅游直通车发
展协作机制，成立了旅游网站联席
会，建立了旅游咨询服务合作机制，
建立健全了旅游市场一体化监管机
制 、 执 法 合 作 机 制 、 信 息 共 享 机
制等。

“旅游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
者。”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宋宇
说，旅游是京津冀产业融合的加速
剂，高关联性和无边界性特征使它能
够和很多产业实现高度融合，实现与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旅游是
京津冀大市场形成的新引擎，旅游带
来了游客，客流推动了市场，市场引
领旅游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投资等发展要素跟进，从而带动旅
游产业链的发展。

“京津冀旅游需要发展纵深，用好
溢出效应，推动转型和发展。”厉新建
建议，一要加强产品建设突破，如面
向域外市场的标志性产品、观光性产
品建设及域内市场的休闲性、度假性
产品等；二要加强政策的突破，跨域
旅游合作区与免税政策突破相结合，
成立京津冀旅游产业投资基金、旅游
扶贫产业基金；三要加快软件建设，
构建更高效的旅游经济运行系统、真
实的区域旅游统计系统指导决策、更
及时的旅游质量监测机制、更融通的
智慧旅大数据平台等。

京津冀旅游日益便捷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天津滨海夜景河北承德木兰围场

外国游客游览长城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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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蓋軍報導）2018年新年伊始，美國麥金利開發有限公司與克
利夫蘭市政府1月3日在市政廳舉辦新一輪項目推介會。克里夫蘭市議員，
城市經濟開發部以及各部門負責人多人參加，麥金利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
Helen Zhao、總裁Jeff Zhou、執行總裁Jack Gong、副總裁David Nemeth
以及項目規劃設計師、建築設計師，景觀設計師、高爾夫球場設計師，銀
行保險，地產中介等多人出席。中國日報，美南新聞，休斯頓紀事報
（Houston Chronicle ）等多家媒體進行了採訪。

會上，克里夫蘭市市政經理Kelly McDonald，麥金利開發有限公司副
總裁David Nemeth ，副總裁Amanda Rosario在發言中對正在實施的615
英畝開發項目的最新進展進行了通報。
總裁Jeff Zhou在祝詞中回顧了雙方一如既往的良好合作，感謝社會各界以
及地產專業人士的大力支持，並預祝新的一年雙方的開發項目順利通達。

新年新起點新年新起點 期待雙贏期待雙贏
美國麥金利公司和克利夫蘭市政府開發項目運行順利美國麥金利公司和克利夫蘭市政府開發項目運行順利

克里夫蘭市市政經理Kelly McDonald表示，很感謝麥
金利開發有限公司在克里夫蘭市市的投資選擇，給該市帶
來了嶄新的發展機遇，該項目自去年8月正式投入運作以來
，進展迅速，樣品房將在今夏完成，並且秋季即可銷售，
目前已有買家等候購買。 Grand Oak Reserve是克里夫蘭
市首個出現的主體社區，擁有獨立別墅、聯排公寓、兩個
高爾夫球場、水上公園、環繞社區健行的39英畝的人造湖
區，同時，健身房，網球場籃球場一應俱全。此外，工業
園區的倉庫也在逐次完成，商業零售呈現熱銷。

麥金利開發有限公司副總裁Amanda Rosario在接受本

報採訪時表示：從 Katy 到 League city，從 Pearland 到
sugar land ,過去曾經的牧場如今都成了開發的房屋，我認
為克里夫蘭市前景廣闊，該市擁有便利的交通和美麗的社
區以及博大的德州文化，未來一定能夠成為德州新興的健
康發展的市場。

美國麥金利開發公司，是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註冊的責
任有限公司。公司的主營業務是在美國投資房地產和商業
地產開發、建材貿易以及連鎖餐飲項目。公司的全資股東
是趙玉海先生持股的大連億海集團責任有限公司。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11月月
44日至日至11月月66日日

霸王別姬古裝霸王別姬古裝
話劇記者會話劇記者會
11--0404--20182018

（（Thur)Thur)下午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時
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貿易中心
11110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朱繼光醫師主講腦腫瘤朱繼光醫師主講腦腫瘤
11--0606--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44時時
光鹽社光鹽社
98009800 Town Park Dr.Houston,Town Park Dr.Houston,
TX.TX.77036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11月月會月月會

11--0606--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44時時3030分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5885 Point West,Houston,Point West,Houston,
TX.TX.7703677036

蕭雲祥投資座談會蕭雲祥投資座談會
11--0606--20182018 （（ Sat. )Sat. )上午上午 1010
：：3030至至中午中午1212：：0000
69016901 Corporate Dr. #Corporate Dr. #128128 ,,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附中校友會附中校友會20182018 年度會員大年度會員大
會會
11--0606--20182018 （（ Sat. )Sat. ) 上午上午 1111
：：3030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racy Gee Community Cen--
ter (ter ( 35993599 Westcenter Dr.Westcenter Dr.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4277042 ))

美南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年美南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年
會會
11--0606-- 20182018 （（ Sat. )Sat. ) 下午下午 66
：：3030
希爾頓飯店希爾頓飯店（（Hilton HoustonHilton Houston
Galleria Area) (Galleria Area) ( 67806780 SouthSouth--
west Fwy .Houston TXwest Fwy .Houston TX
7707477074. ). )

中國旅美專協中國旅美專協，，陳祖貴主講陳祖貴主講：：

「「 新稅法對你的生意和家庭新稅法對你的生意和家庭
的影響的影響」」
11-- 0707 --20182018 ( Sun. )( Sun. ) 下午下午22：：
0000~~44::0000
1070010700 Richmond Ave., SuiteRichmond Ave., Suite
107107,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4277042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2018 Tokyo One休斯敦華人賀歲杯
足球賽決賽階段比賽於2017年12月16日
在SLJH打響，分組如下：

超級組: A1: 姐夫 A2: KATY森林 A3:
清華大學 A4: 糖城

冠軍組: B1: 大連理工 B2: 休斯敦大
學 B3: 黨校 B4: 石油大學

為了保證公平競爭，休斯頓華人足聯
主席請來老戴（中國第一個國際裁判，會
見過前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布拉特）
，玲玲（中國國家女足著名球員），Bri-
an Liu （德州州級裁判）做裁判。

姐夫足球隊起源還得由2017年休斯
敦的哈維颶風說起。 2017年休斯敦遭遇
千年一遇的颶風，幾十萬房屋被淹。三叔
發起了姐夫維修隊幫助球友及他人維修房
屋，象姐夫照顧小舅子一樣溫暖。

今天，姐夫隊兵不血刃一平兩勝奪得
超級組冠軍。本來應該三戰全勝，由於第
一場的助理裁判被場上精彩紛呈的比賽吸
引，忘了時間，多補時了幾分鐘，導致最
後一分鐘被KATY森林隊扳平。

隊中的林教頭是2017年度休斯敦地

區唯一的三冠王得主。另一員大將BILL
上週預賽上演頭球絕殺好戲，今天表現一
般，是受錯過了漲幅70%數字幣的影響。
還有毛毒瘤，劉村長，木匠專家大姐夫，
不倒翁老葉等好手，奪冠在情理之中。

清華匯集了北美地區最老的華人球隊
之一唐朝隊的一些好手，只輸給了姐夫，
一勝一平一負，亞軍。

黃牛蜜蜂，老李領銜的KATY森林隊
以三戰全平憾得第三名。北美球王黃牛以
其閃電般的速度，及葵花寶典中的過人三
十六式，縱橫北美十幾年，未逢敵手，奪
得北美校友杯，賀歲杯，美南杯無數。然
，人終有老去的時候，風光慢慢退去是遲
早的事。

糖城部分地區受颶風災害嚴重，本次
大賽是他們修復家園後第一次出征，以一
平兩負列第四名。

KATY和糖城是休斯敦地區兩大華人
居住區，平時幾百名球迷週末踢野球是一
件不可或缺的大事，在公司坐了一周，活
動活動筋骨，與華人朋友說說中文，是一
大娛樂活動。

休斯敦大學隊
是由休斯敦華人
中著名的郭大俠
組建的一支球隊
。隊中有大黃，
大海，球霸等猛
將。

滿身紋滿青龍
的球霸今天大顯
神威，剛過中圈
，拔腳怒射，直
掛視角。以三戰
全勝奪得冠軍組
冠軍。

黨校隊在2017年校友杯時風光無限
，今天表現不佳，亞軍。其領隊兼教練兼
球員的馬VP，炒比特幣錢迷心竅，無心
戀戰，比賽期間頻頻看手機行情。雖然獲
得幾十倍幾百倍的收益，然失去了足球這
一大愛好，得到那麼多錢又有什麼意義？

石油大學隊奪得過2017年賀歲杯和
校友杯第三名，持續低迷的油價影響了他
們的心情，本次比賽表現不佳，僅列第四
名。

大連理工大學隊今天缺人，請來交大
、北大、天大校友幫忙，但年齡偏大。五
老，老周、老趙、老薛（薛醫生）、老蘇
、老聶都是50開外。 50以下的有，小崔
、小裴、小薛、小馬、小邢、小OLIVE、
小念強，但多數也40以上。

在第三場對石油大學的比賽中，五老
體現出了一流的足球意識和意志，人人有
上佳表現。

第一個進球，老薛接老周傳球，在左
邊路45度右腳外腳背傳中，小崔中路輕
輕一墊，球應聲入網。石油大學雖然人員
不整，不得不上15歲的校友孩子，但不
急不躁，連入兩球，以2:1反超。

第二個進球，老聶接老趙傳球後，右
路下底倒三角回傳，小崔接球後，晃過後
衛，腳尖捅射入網。

第三個進球，小崔左路接老蘇傳球後
，傳給高速插上的老薛，老薛使出殺手鐧
精準的右腳外腳背射門，球在空中畫了一
道美妙的弧線，大家都以為出界的，沒想
到轉入球門。

接著，念強門將高接抵擋，五老和眾
小輪番上陣，眾志成城，許多隊員抽筋，
頂住了對手一波又一波的進攻。終於以3:
2反敗為勝！勇奪季軍！

群雄爭霸 精彩紛呈
記記20182018 Tokyo OneTokyo One休斯敦華人賀歲杯足球賽休斯敦華人賀歲杯足球賽

第一回第一回 姐夫一枝獨秀姐夫一枝獨秀，，清華略遜一籌清華略遜一籌

第二回第二回 黃牛風光不在黃牛風光不在，，糖城頑強抗災糖城頑強抗災

第三回第三回 休大球霸顯威休大球霸顯威，，黨校錢迷心竅黨校錢迷心竅第四回第四回 油大油價低迷油大油價低迷，，大工五老爭勝大工五老爭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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