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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中密西根州立大學（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2日表示，校園內發生槍擊事件，造成2人死亡，
凶嫌在逃。

案發當時，中密西根州立大學網站和推特貼出警報表示
： 「據報校內康貝爾廳發生槍擊，嫌犯在逃，警方勸告師生

尋找庇護位置。」
中密西根州立大學表示，在校園宿舍遭槍擊致死2人並

非學生，對死者身分未進一步詳述。
校方形容這起事件為 「國內的狀況」（domestic situation

）。

法新社報導，這起槍擊事件沒有其他人受傷。
校方證實這名凶嫌名為戴維斯（James Eric Davis）， 「是

一名黑人男性，約19歲年紀」。
警方出動直升機和警員，正在校園和周邊地區進行搜索

。

美密西根州一大學槍擊案美密西根州一大學槍擊案22死死 凶嫌在逃凶嫌在逃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右右))與第一夫人梅蘭妮亞與第一夫人梅蘭妮亞((左左))於日前活動上合影於日前活動上合影。。((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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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季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经济舱$845含税起,
商务舱$3326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3月31日前出票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www.air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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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菲律賓總統府馬拉坎南宮今
天表示，菲國政府正考慮與中國大陸共同探勘
南海兩個區域的資源。

馬拉坎南宮發言人羅奎（Harry Roque Jr.）
今天在記者會上說，政府考慮開放 「西菲律賓
海」的兩個區域，與中國共同探勘。菲律賓稱
菲國聲明索取主權的部分南海為 「西菲律賓海
」（West Philippine Sea）。

羅奎（Harry Roque Jr.）說，這兩個區域是
位於加拉密安群島（Calamian Islands）以西的
「57 號合約區」（Service Contract 57），及位

於禮樂灘（Reed Bank）附近的 「72號合約區」
（Service Contract 72）。

這兩區前者位於菲律賓內海，後者位於菲

國專屬經濟區（EEZ）範圍內。兩個區域都在
菲律賓巴拉旺省（Palawan）附近。

中華民國數十年來有效統治南沙群島中的
太平島， 「72號合約區」大致在南沙群島東北
方。

菲律賓於2013年將與中國之間的南海爭議
提交國際仲裁，設於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2016
年7月宣布裁決，北京主張的南海9段線在國際
法下沒有效力，菲國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未與
他國重疊，菲國有權利用這個範圍內的天然資
源。

北京拒絕承認也不接受仲裁結果。
羅奎說： 「據我所知，57號合約區不涉及

任何爭議，純粹是我們開放給中國。至於72號

合約區則有爭議，菲律賓與中國需先達成協議
，才能開始共同探勘。」

他補充，共同探勘計畫仍在討論中，如果
落實，將由兩國的民間公司進行，不會是政府
。

羅奎重申，菲國同意共同探勘資源，並不
代表承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共同探勘南海只
是解決爭議的最佳辦法，讓菲律賓人可以避開
主權爭議利用資源。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先前
提出與中國共同探勘南海的想法，他於2 月 20
日在一個華人社團慶典上，呼籲富裕的中國不
要小氣，開採的資源由菲國取2/3、中國分1/3
。

根據國際法，主權國有權准許他國利用專
屬經濟區的資源，但是共同探勘 「西菲律賓海
」在菲國可能引起違憲爭議，因為菲國憲法規
定，國家的天然資源只能由菲人獨享。

菲律賓擬開放兩區 與北京共同探勘南海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梅伊2日將就英國脫歐
協議闡明她的願景，希望達成比 「全球任何一個
自由貿易協定」都更為深廣的協議，且對歐盟表
明這符合雙方的 「共同利益」。

路透指出，在這場眾所矚目的演說中，歐盟
希望梅伊能提供英國脫歐後的前景規劃細節，對
於可能導致脫歐談判停擺的愛爾蘭邊界問題，梅
伊也將試圖化解其中的爭議。但梅伊不僅將難以
滿足歐盟官員的需求，也難以滿足自家保守黨各
派系及企業界的要求。

梅伊2日將在倫敦發表演說，這份提早發布的
演說摘要所提供的細節不多，但透露她遵循五項
指導原則，其中包括達成一項持久的解決方案，
以及讓英國團結在一起等。

梅伊將會表明： 「我希望盡可能達成覆蓋面
最廣、幅度最深的協議—比全球現今任何一個自

貿協定都涵蓋更多的領域，並進行更充分的合作
，」

「我相信這是可以實現的，因為這既符合歐盟的
利益，也符合我們的利益，且因我們擁有獨特的
起點，一開始曾採用同樣的法律及規定。因此，
一旦我們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法律體系，重點將是
管理兩者之間的關系，而非讓兩個不同的體系更
加接近。」

歐盟2月28日公布一份英國脫歐的法律協議
草案，建議如果在英國脫歐後無法在北愛及愛爾
蘭邊界問題找到解決方案，就在愛爾蘭島設立一
個 「共同管理區」，避免設立硬邊界，但此舉變
相把北愛從英國分割出去，英國首相梅伊已表明
拒絕接受。

英國首相即將演說英國首相即將演說 闡述脫歐協議願景闡述脫歐協議願景

（綜合報導）澳洲當局今天表示，南極海冰
覆蓋面積已減縮到紀錄上的第2低點，至於海冰
面積為何會自連年創新高後減縮，現在仍不清楚
。

科學家本週稍早表示，北極地區氣溫已創半
個多世紀前開始記錄以來的新高，海冰覆蓋面積
則創冬季新低。

澳洲南極局（AAD）說，根據最新衛星資料
，南極洲四周海冰面積在夏季2月最低點時共計
215萬平方公里。

澳洲南極局掌管南極事務。他們表示，面積
最低紀錄在去年夏季3月創下，為207萬平方公里

。
南極海冰去年冬季最大覆蓋面積為1805萬平

方公里，逼近最低紀錄。
澳洲氣象局南極科學家瑞德（Phil Reid）發

表聲明說： 「海冰覆蓋率自2016年8月以來一直
低於長期平均值。」

「2012、2013和2014年冬季最大海冰面積才
連年創新高，2017年即減縮到1805萬平方公里，
為紀錄中第2低。」

瑞德說，這些數字與南極海冰1979年以來每
10年擴大1.7%的趨勢，有 「很大差別」。

南極海冰面積偏離成長趨勢南極海冰面積偏離成長趨勢 達史上次低達史上次低

（綜合報導）英國肯辛頓宮今天表示，
哈利王子與未婚妻梅根馬克爾邀請了2640名
英國民眾，在兩人5月舉行婚禮時到溫莎城堡
（Windsor Castle）共襄盛舉。

法新社報導，肯辛頓宮（Kensington Pal-
ace）發言人表示，哈利王子與美國籍女星梅
根馬克爾（Meghan Markle） 「希望兩人的婚
禮慶典能讓大眾也有參與感」。

這批民眾將受邀觀賞新人與婚禮賓客陸
續抵達溫莎城堡的聖喬治禮拜堂。溫莎城堡
位於倫敦以西，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宅第
。

他們也將能看到王室小倆口搭乘馬車離
開的模樣。

受邀民眾有1200人從英國各地遴選而出
，各自代表的背景與年齡層非常廣泛，其中
包括 「展現強大領導能力」並服務社區的年
輕族群。

另外，與新人合作的慈善機構和組織也
有200名成員受邀。剩餘人員則包括100名當
地學生、610名城堡社區成員與530名王室雇
員。

哈利與梅根已經宣布，5月19日婚禮結束
後，兩人將乘馬車短暫穿越溫莎鎮 「與大眾
分享喜事」。

在那之後，溫莎城堡內的聖喬治大廳將
會設宴，而哈利的父親查爾斯王儲當晚還會
主持私人派對。

英國哈利王子婚禮
逾2600民眾受邀沾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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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宣稱俄國發
展出新一代 「無敵」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潛艦後，美國今天指控俄
國公然違反冷戰時期核武條約。

法新社報導，蒲亭今天稍早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揭露一批新
型核武，在新的軍備競賽中挑戰華府。俄國將在18日舉行總統
大選，蒲亭幾乎篤定連任。

蒲亭今年沒按慣例在克里姆林宮發表這項年度演說，而是選
在附近的展覽中心，方便展示一系列高科技影像組合，呈現飛彈
飛越山巔和海洋，飛往大西洋，之後攻擊美東沿海地區。英國廣
播公司（BBC）網站等媒體報導，一段影像似乎顯示飛彈落在美

國佛羅里達州。
美國國務院對蒲亭演說內容及

彈頭飛越美國本土的 「沒品」動畫
影片表達憤慨，表示蒲亭坐實了長久以來有關他計畫的指控。

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Heather Nauert）告訴媒體： 「看到
影片動畫描繪針對美國的核攻擊，確實令人遺憾。」

她進一步表示： 「這無疑是我們不願見到的事。我們認為這
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該有的行為。」

她還說： 「蒲亭總統坐實了美國政府長久以來就知道、但俄
國此前否認的事。」

「俄國十多年來一直在發展破壞穩定的武器系統，直接違反
條約義務。」

諾爾特明確指出，俄國因發展陸射巡戈飛彈，證明本身違反
1987年中程核飛彈條約（INF Treaty）。

五角大廈的反應相對鎮定，發言人堅稱美軍依然 「做好充分
準備」，因應 「任何朝我方而來的狀況」。

蒲亭秀影片赫見核彈射佛州 美控俄違約

（綜合報導）中國官媒周五警告，要是美國
通過台灣旅行法案，經總統川普簽署，讓它成為
正式的法律，促進美台關係，北京可能會對台動
武。

據路透2日報導，美國國會已通過台旅法案
，目前只等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讓它成為法律。
一旦台旅法案成為法律，未來美國各層級官員都
能訪台，會見同級台灣官員。同樣的，台灣高層
官員也能在受尊重的情況下入境美國，並會見美
方官員。

大陸官媒中國日報在措詞強硬的社論中說，
要是台旅法案變成法律，只會鼓勵蔡英文進一步
主張台灣主權。

「要是她堅持這麼做，將觸動《反分裂國家
法》，無可避免地導致讓北京動武，以阻止寶島
分裂的後果。」中國《反分裂國家法》是2005年
3月14日的第10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會議
中通過，這是針對台海兩岸關係的中國基本法。

自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2016年當選後，中國
對台的態度日趨強硬，而台灣面對美國推動台灣

旅行法案則表示歡迎。
行政院長賴清德周五表示，台灣與美國在國

際上本來就是堅實盟友，行政院非常歡迎與感謝
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台灣旅行法，衷心企盼藉台旅
法進一步提升台灣與美國間實質關係。

另一方面，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則在1日
的社論中指出， 「如今台灣經濟對大陸形成高度
依賴，解放軍的強大能力則根本改變了台海地區
的軍事政治態勢，在外交上，大陸基本能做到逐
漸把台灣的 『邦交國』像拔毛一樣拔禿了。美國
這時通過 『臺灣旅行法』，是屬於 『搗亂』級別
的，根本不具有對台海形勢的戰略設置力。中國
大陸要做的是把我們的壓制力釋放出來，對台美
改變現狀的做法予以強有力的抵消，把臺灣打成
一桌亂牌，讓民進黨當局承受台美交流升級所帶
來的惡果。」

北京近來大幅提高對台秀軍事拳頭的力度，
據台灣國防部去年12月說，中國空軍去年在台灣
附近舉行了16輪演習。

川普若簽署台旅法案成美法律 陸官媒稱可能對台動武

（綜合報導）義大利億萬富豪、媒體大亨貝
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今天宣布，如果他
領導的中間偏右陣營贏得4日國會大選，歐洲議
會議長塔加尼（Antonio Tajani）將是總理人選。

法新社報導，貝魯斯柯尼今天在他擁有的第
五頻道電視台（Canale 5）說： 「我很高興宣布這
個好消息，現任歐洲議會議長打定主意，並且表
態他有意願領導中間偏右政黨組成政府。」

貝魯斯柯尼說： 「他知悉整個歐洲事務。」
貝魯斯柯尼領導義大利前進黨（Forza Italia）以及
極 右 派 的 聯 盟 （League） 和 義 大 利 兄 弟 黨
（Brothers of Italy）所組成的右翼聯盟。

貝魯斯柯尼這個決定，勢必與 「恐歐派」盟
友發生衝突，特別是同樣具有總理野心的聯盟領

導人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
貝魯斯柯尼現年81歲，曾任3屆義大利總理

，因稅務詐欺案定罪，無法再角逐總理大位。他
先前曾暗示，塔加尼是他心中總理的最佳人選。

塔加尼以意氣風發的企業家之姿，在1990年
代初期首次踏入政壇至今，一直是貝魯斯柯尼的
親密盟友。塔加尼協助貝魯斯柯尼創立義大利前
進黨，並且在1994年選舉時擔任貝魯斯柯尼的發
言人。

64歲的塔加尼在推特上證實這項決定。塔加
尼友善、精明，交友廣闊，私下熱愛收藏名貴手
錶。他在歐洲政壇打滾超過20年後，去年出任歐
洲議會議長。

義新總理人選 貝老表態支持塔加尼
（綜合報導）總統文在寅昨晚表示，近期

將派特使造訪北韓；執政陣營消息人士今天表
示，總統府青瓦台將於下週公布特使人選和時
間等相關計劃。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引述這名消息人士說
，目前認為最有可能的特使人選是國家情報院
院長徐薰和統一部長趙明均，公布的時機大約
在平昌帕冬運開幕日9日左右。

報導說，執政陣營另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政府將以公開透明的方式處理，有關各方正在
協調特使團成員事宜。據觀測，南韓可能在9
日至18日之間向北韓派遣特使。

2018平昌冬帕，將於9日至18日在江原道
平昌、旌善和江陵舉行。北韓運動員也將首次
參加。

報導說，消息人士分析，依照慣例，南韓
政府可能在負責北韓事務部門中敲定人選，而
相關部門包括青瓦台、國家情報院和統一部。
徐薰和趙明均於2月9日至25日平昌冬奧期間

接待訪問南韓的北韓高官代表團，擔任特使的
可能性較高。

另有觀察家預測，由於赴北韓特使必須了
解北韓的實際想法，並清楚轉達給白宮，因此
負責外交安全事務的青瓦台國家安保室長鄭義
溶也在人選之列。

南韓統一部發言人白泰鉉今天在記者會上
說，派遣特使訪問北韓一事，將由總統根據
「南北韓關係發展法」任命對北韓特別使節。

「南北韓關係發展法」規定， 「對北韓特
別使節」是指為出席在北韓舉辦的主要活動，
或以特定目的有必要向北韓轉達南韓政府立場
和看法時，南韓向北韓派遣的人員。特別使節
由總統任命，有權簽署正式協議或初步協議。

文在寅1日與美國總統川普通電話時表示
，將在近期派出特使訪問北韓，作為北韓勞動
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金與正特使訪問南韓
的回訪。

南韓將派特使訪北韓 可能3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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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擬嚴查移民
申請者赴澳前紀錄或被審查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聯盟黨政府考慮修改法律，以便內政事務部能

在有意移民者從開始提交申請時就搜集相關情報，確保移民接受澳大利

亞的價值觀。

內政事務國會次長佩佐邏（Michael Pezzullo）表示，澳政府正在積

極考慮上述事宜。他稱，在外國人獲得澳大利亞國籍、甚至移民赴澳之

前，澳政府就打算利用各種渠道獲得的情報進行評估。

佩佐邏表示，政府的評估將利用“廣泛的數據資源”，通過分析潛

在移民的“生活習慣”來審查他們是否有可能“這應並按照澳洲價值觀

生活”，研究他們是否能融入社會並尊重性別平等、言論自由和宗教自

由等西方信仰，並稱會將澳洲價值觀寫入法律。

佩佐邏指出，當局對移民的此類評估將在3個時間點進行：赴澳之

前、在澳期間以及申請入籍時。

據悉，相關法律還沒有提交到國會，也沒有見諸於媒體報道。但佩

佐邏指出，這洋的評估制度將確保相關人士不會為了通過公民入籍考試

而捏造答案。

該制度這用於所有有意移民的外國人，也將防止極端主義者偷溜進

澳大利亞。“入籍不能只是間單的考試，需要匯總其他的數據資源以檢

查(申請者)的生活習慣及經歷。”佩佐邏說。

澳公民事務部長圖奇（Alan Tudge）則表示，澳政府希望能在移民

申請入籍前，采取“持續審查”的模式，而非“壹次性的評估”。

他還指出，多元文化社會成功的關鍵，是要居民融入社會並且接受

澳洲價值觀。政府希望“提高英語能力要求，以及清楚證明申請者有接

受澳洲價值觀以及融入社會的努力。”

按照目前的要求，澳公民有遵守法律、有需要時保衛澳大利亞、以

及慘加選舉投票的義務。澳大利亞的核心價值觀包括了尊重個人自由、

言論以及宗教自由。

年度移民報告顯示，自2011年以來，澳大利亞每年接受約19萬名永

久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技術類及家庭類移民。目前還不清楚按照政府的

新計劃，將受到審查的申請者所占的比例有多少。

一周喝酒超過5杯易發胖
專家提醒適度飲酒防疾病

綜合報導 巴拿馬營養學家吉爾斯勒•努涅斯近日指出，每年的夏

季狂歡節期間，巴拿馬民眾都會飲用大量酒精飲料，這可能會對人體造

成損害。

據報道，巴拿馬營養學家羅切斯特•梅奧也指出，如果壹個人壹周

喝酒的量超過5杯，很有可能會因此發胖。

調查表明，經常喝酒會使脂肪囤積在腹部，這種現象在男性中特別明

顯。但調查還發現，適量飲用紅酒有美容效果，降低患心血管疾病風險。

吉爾斯勒•努涅斯指出，每克酒精含有7卡路裏的熱量，“每克蛋

白質或碳水化合物能夠為人體提供4卡路裏，換句話說，每克酒精飲料

所含有的熱量比任何其他食物都高”。

專家指出，在喝酒時，人們需要註意酒精飲料的酒精濃度，因為濃

度與卡路裏數量是成正比的，酒精百分比越高，熱量越多。他表示：

“如果不想攝入那麽多卡路裏，最好使用果汁或蘇打水和酒類飲料混合

飲用。”

吉爾斯勒•努涅斯指出，巴拿馬衛生部認為，人們應該適度消費

酒精類飲料。男性每天最多飲用2杯葡萄酒或啤酒，而女性最好不超

過1杯。

全球天氣又異常？
歐洲極寒凍死24人 北極創紀錄升溫

綜合報導 連日來，受西伯利亞寒

流影響，歐洲大部分地區氣溫驟降，

迎來大雪或冰封天氣，嚴寒已造成至

少24人死亡。與歐洲的零下溫度不同

的是，北極迎來創紀錄高溫，令科學

家震驚。

報道稱，持續低溫令向來氣候適宜

的地中海島嶼科西嘉島和卡普裏島也出

現降雪，其棕櫚樹林立的海灘都覆蓋了

壹層雪。

波蘭首都華沙的氣溫2月25日晚上

降至零下16攝氏度，隔天即發現有五人

被凍死。這使得自去年11月以來在波蘭

被凍死的人增加到53個。

自上周五以來，法國和捷克也分別

有三人被凍死，意大利壹人。大部分死

者是無家可歸者。

在比利時，多個城鎮不得不指示警

員將不肯去避難所的無家可歸者扣押起

來，以免他們被冷死。

國際紅十字會在法國呼籲公眾捐出

壹萬條毛毯。巴黎地區的約50個地方官

員2月27日晚在戶外度過壹晚，希望引

起人們對無家可歸者困境的關註。根據

本月公布的

壹項統計數

字，巴黎的

流 浪 漢 達

3000 人 ， 實

際人數可能

更多。

在 英 格

蘭，英國航

空公司取消

了倫敦希斯

羅機場的 60

趟起降航班。

氣象人員警

告，農村地區可能因積雪而與世隔絕幾

天，電力供應和電話及手機網絡可能中

斷。

意大利多所學校和日間托管中心

因嚴寒天氣停課，令已經因為周末的

全國大選而擔心停課的父母更感不

滿。鐵道公司的除霜設備不足，也使

全國各地的鐵路服務大受影響。在那

不勒斯，機場周二上午關閉，巴士服

務中斷。

盡管寒流來襲，但歐洲這個冬天其

實還是異常溫和的。奧地利氣象局說：

“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冬季氣溫每10

年平均會上升0.25攝氏度。”

與歐洲的零下溫度不同的是，北極

迎來創紀錄高溫，2月25日的溫度在冰

點以上。上周末，北極出現了史上最高

溫，達到攝氏2度，這壹現象讓科學家

感到震驚。科學家認為，天氣異常很可

能是全球氣候暖化造成的。

不滿英政府“脫歐”安排
蘇格蘭、威爾士“維權”

英國蘇格蘭、威爾士地區自治政

府說，將在各自地方議會提交議案，以

期英國退出歐洲聯盟後兩地享有的自治

權不受影響。

【不再讓步】
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政府近期正在就

“脫歐”後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

地區的自治權安排與三地政府磋商並起

草相關議案。中央政府暗示，國內應就

“脫歐”達成壹致，中央政府不會再對

三個地區作更多讓步。

內閣辦公廳大臣戴維· 利丁頓當天

說，“脫歐”後，蘇格蘭、威爾士和北

愛爾蘭三地自治政府將享有歐盟“返還”

的絕大部分已下放權力，但在事關國家

利益、國民安全、國內市場整體性的事

務領域，英政府將保留立法控制權。

利丁頓這番表態引發蘇格蘭和威爾

士不滿。英國蘇格蘭政府歐盟談判部部

長邁克爾· 拉塞爾說：“無論他們如何粉

飾，真實情況是英國政府試圖利用‘脫

歐’掌控已經下放的權力。”

威爾士政府說，威爾士政府和支持

權力下放的威爾士民眾無法接受中央政

府的法律草案。

【維持現狀】
英國蘇格蘭政府和威爾士政府說，

將向各自議會提交“延續性議案”，為維

護自治權作準備。拉塞爾當天對蘇格蘭

地方議會說，“延續性議案”的目的是

確保“脫歐”後蘇格蘭維持現有自治

權，“給政府和議會相應權力，確保目

前所遵循的歐盟法律持續生效”。

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的發言人說，

將繼續與地方政府對話，討論“脫歐”

以後的安排。梅的政府需要在夏季之

前與蘇格蘭和威爾士地方政府達成協

議，以求“脫歐法案”在英國議會如

期通過。

英國議會將部分立法權下放給蘇格

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地方議會；三地

政府享有壹定自治權。路透社說，英國

議會在屬於分權事務的領域立法時，必

須先征得地方議會同意，包括教育、醫

療、農業和漁業。英國為歐盟成員時，

這三個地方政府的農業、漁業政策受歐

盟監管。

路透社分析，蘇格蘭、威爾士、北

愛爾蘭地方議會對“脫歐”相關法案沒

有否決權；目前難以判斷“延續性議

案”能發揮何種法律效用；但罔顧地方

意願可能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更趨緊

張，尤其擔心刺激蘇格蘭人的民族情緒，

使已經艱難的“脫歐”進程更添風險。

蘇格蘭地區2014年就“蘇格蘭脫離

英國獨立”舉行公投，最終支持“留

英”者以10個百分點優勢勝出。2016年

英國“脫歐”公投中，經濟上深度依賴

歐盟的蘇格蘭地區超過六成投票者選擇

“留歐”。

全球最幹燥沙漠藏“線索”
火星可能有生命存在？

綜合報導 南美洲的阿

塔卡馬沙漠10年或更久才下

壹次雨，但微小的細菌和微

生物卻能在那裏存活。研究

員指出，這暗示火星也可能

有類似生命存在。

美國期刊《國家科學院

學報》刊登的壹份報告指

出，橫跨智利和秘魯的阿

塔卡馬沙漠（Atacama Desert

）是極地以外地表最幹燥

的沙漠，其生存環境可能最

接近火星。

德國柏林科技大學教授

舒爾茲-馬庫赫3年前與研究

團隊前往這個沙漠，想了解

那裏孕育著怎樣的生命形式。

結果出乎意料，沙漠下起了

雨。科學家隨後發現土壤中

湧現大量的生物活動，立刻

用無菌匙采集樣本。

基因組分析結果顯示，

許多微生物顯然是當地原生

種，大部分是細菌。這些微

生物可能蟄伏許多年，降雨時

才重生繁衍，以這種方式來適

應沙漠的嚴酷生存環境。

舒爾茲-馬庫赫說：“這

是科學家首度在阿塔卡馬沙

漠土壤中，發現能長期存活

的生命形式……我們相信這

種微生物可以蟄伏數百甚至

數千年，其環境可能與火星

十分類似，然後壹場雨讓它

又有了生命。”

報道稱，2016和2017年，

科學家回到阿塔卡馬沙漠追

蹤，發現土壤中相同的微生

物群落又漸漸回到蟄伏狀

態。但他們在報告中指出，

微生物並非完全死去，沙漠

地底較深處找到的單細胞生

物體“數百萬年來已組成生

生不息的群落，演化應付嚴

酷的生存條件”。

舒爾茲-馬庫赫表示，這

份報告或可幫助科學家朝火

星微生物研究的核心邁進，

它們可能如同阿塔卡馬沙漠

的微生物，長年來演化出蟄

伏狀態，以在火星更寒冷、

更幹燥的氣候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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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去年希克斯被提名白宮聯絡室
主任，她的出線與美貌同樣讓人驚嘆；短短30個
月內，由模特兒變身的政治新手希克斯，從選戰
公關爬到白宮最具影響力位置，她雖然是政壇叢
林小白兔，但與川普一家關係親密，堪稱川普除
親人以外最信賴的幕僚，連老闆發推特她都要先
看過。鎂光燈熱愛關注美女，希克斯即使宣告退
場也不缺戲劇性，離開白宮後，她可望挾著聯絡
室主任光環，在民營企業或傳媒大展手腳。

希克斯生於康乃狄克州，家境富裕，父親曾
任美式足球聯盟（NFL）公關主管，後在公關公
司擔任高層。她少女時代就涉足時尚圈，為知名
品牌Ralph Lauren當模特兒，2005年紅透半邊天
的小說《The It Girl》出版，希克斯正是封面美
少女。

希克斯大學畢業後進入公關公司，客戶包括
第一千金伊凡卡的時尚公司，牽起她和川普家族
的緣分。她後來受川普延攬，負責川普集團公關
事務。隨著川普決定角逐總統大位，2015年1月
在一趟前往愛荷華州的行程中，希克斯正式加入

川普團隊，從完全不曾涉足、也不懂政治的小白
兔，一頭栽進爾虞我詐的政治叢林，出掌川普競
選公關。

川普曾對GQ雜誌形容希克斯有快速累積政
治經驗的超強能力， 「她就是個天生好手…政治
變化很快，許多人會跟不上，但她就是有辦法。
」同僚稱讚她果斷、鎮定，而希克斯與川普一家
的關係，也早超越老闆與屬下她為川普效力的時
間，比所有與川普沒血緣關係的人更長。

曾與希克斯交往的川普前競選經理李萬度斯
基，在去年底出版的選戰回憶錄中爆料，希克斯
的任務之一就是拿熨斗為川普燙平西裝褲。美國
記者沃爾夫引發軒然大波的《烈焰與怒火：川普
白宮內幕》，更稱 「希克斯被認為是川普真正的
女兒，伊凡卡被認為是他的正牌太太。」

外界預料，離開白宮後希克斯將重返民營企
業，可望頂著白宮要職的頭銜，以及她和川普家
族的密切關係，空降藍籌股企業高層，甚或上電
視訪談爽領6位數報酬和出書獲利。

政壇叢林小白兔 選戰崛起

（綜合報導）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發表年度報告，
除了點名台灣限制美牛及美豬進口，同時也抨擊中國破壞市場
競爭，背離市場經濟道路。

中央社報導，USTR昨將年
度貿易報告送交國會，在
這份長達359頁的報告中，
除列舉美國總統川普政府
貿易政策的五大支柱，中
國更遭多次點名。USTR認

為，中國的國家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已離當初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WTO）承諾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越來越遠，且已影
響美國相關產業發展，川普政府不會坐視不管。

報告指出，中國的國家主義經濟發展模式，讓政府在經濟發展
中扮演的角色越大也越多，中國加入WTO16年，卻悖離走向
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扭曲全
球市場的巨大能力，而中國的政策更導致全球資源大量錯置，
導致全球本應身處在更有效率市場的每一個人、包括中國人民
在內，都更加貧窮。報告直指，川普政府會利用所有可行工具
，阻止中國或任何想效仿中國的國家，破壞真正的市場競爭，
並抵制中國或任何國家企圖藉由國際官僚機構，阻礙美國在應
對外國不公平貿易所採取的行動。

（綜合報導）美國零售商狄克運動用品公司
今天表示，為回應14日的佛州校園槍擊，他們將
永久停售突擊型步槍，執行長在公開信中告訴發
聲反槍枝的受害家屬和學生說， 「我們聽見了」
。

狄克運動用品公司（Dick's Sporting Goods Inc
）專營登山、運動用品及槍枝零售。路透社報導
，執行長史泰克（Ed Stack）經公司網站發布公開
信說，除將突擊型步槍下架，他們也將停售高容
量彈匣，並停止販賣槍枝給未滿21歲的民眾。

狄克運動用品公司今天的這項決定，恰逢佛
羅里達州派克蘭（Parkland）道格拉斯中學（Mar-
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在發生血案後
恢復上課。兩週前的這場血案是美國史上最致命
槍案之一，有17人死亡，大多是學生。

19歲凶嫌克魯茲（Nikolas Cruz）過去是道格
拉斯中學學生，據史泰克說，克魯茲去年11月曾
在狄克運動用品公司合法購得武器，不過與凶案
中使用的AR-15突擊步槍不同款。

2012 年，康乃狄克州桑迪胡克小學（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爆發槍案，20名學童和
6名成人喪生。當時狄克運動用品公司就已從品牌
通路下架突擊型槍枝，但仍透過另一個品牌繼續
販賣。

史泰克今天表示，他們這次也將從35間Field
& Stream暢貨中心下架突擊型步槍，並補充說未
來不會恢復販售。

佛州這場校園槍擊案引發一波年輕人為首的
抗議行動，佛州和聯邦官員也考慮是否立法加強
槍枝管制。深具影響力的全國步槍協會（NRA）
一如往常反對從嚴管制，說擁槍權是美國憲法第
二修正案保障的權利。

史泰克今天在公開信中說，狄克運動用品公
司尊重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也尊敬守法的擁槍
者，但公司必須回應全美槍枝氾濫的問題，因為
已經有太多人死於槍下。

史泰克說，派克蘭市學生和家屬有關校園和
全美槍枝暴力的怒吼， 「我們聽見了」。

佛州血案掀省思 美商停賣突襲型步槍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今天推
文痛罵司法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
指通俄案調查疑衍生的監聽爭議，塞申
斯居然不找檢察官，僅找司法部督察長
去查的決定 「可恥」。

路透社報導，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共
和黨籍主席努尼斯（Devin Nunes）主導
的一份備忘錄於 2 月初公布，備忘錄指
控聯邦調查局（FBI）與司法部拿民主黨
資助的檔案向法院聲請外國情報監聽
（FISA）令監聽川普競選時一名幕僚，
涉及濫權監聽。

塞申斯昨天表示，他要請督察長霍
洛維茲（Michael Horowitz）調查此事。

川普今天為塞申斯只找督察長沒找檢察
官查案，推文發飆。

川普推文道： 「為何塞申斯只找督
察長調查大規模的FISA濫權，這樣會搞
很久，也沒有起訴權力，而且對有關柯
米（前 FBI 局長）等人的報導採取的行
動都已晚了。督察長難道不是歐巴馬的
人？為什麼不動用司法部律師？真可恥
。」

霍洛維茲是 2012 年 4 月歐巴馬任內
擔任司法部督察長。但金恩（Peter King
）與高迪（Trey Gowdy）等幾名共和黨
重要國會議員都對川普不以為然，認為
司法部門應獨立於白宮之外。

監聽爭議不找檢察官查
川普批司法部長

美年度貿易報告

點名中國破壞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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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油箱汙染日本湖泊致漁業受打擊
美指揮官道歉

綜合報導 駐日美軍三澤空軍

基地指揮官斯科特· 喬布前往東北

釘，就壹架F16型戰鬥機起飛後

發動機起火，把兩個副油箱投棄

至小川原湖並汙染湖水道歉。

小川原湖地處東北釘，是青

森縣第壹大湖，盛產蜆貝、銀魚、

西太公魚，每年蜆貝捕撈量超過

1000噸。美軍戰機投棄副油箱事

件發生後，小川原湖自20日起全

面禁漁，當地漁業遭受打擊。

漁民沼尾告訴《朝日新聞》，

禁漁讓他每天少賺20萬日元（約

合1.2萬元人民幣）。因擔心食

品安全，已有日本消費者說今後

“不會吃小川原湖產的東西”。

事發當天打撈的近400公斤蜆貝

被送進垃圾焚燒爐。

美軍機投棄的副油箱正由日

本自衛隊回收。為方便自衛隊回

收，當地漁民自掏油錢在小川原

湖上破冰，每天耗油量相當於正

常捕魚壹個月的消耗量。25日，

壹名海上自衛隊隊員在回收作業

時被湖底的副油箱碎片劃傷。

青森縣政府說，截至26日，

仍有四分之壹的副油箱碎片散落

湖中。

美軍三澤基地指揮官斯科

特· 喬布向東北釘釘長蛯名礦治

道歉。他說：“（投棄副油箱）

給本地居民、漁民和村莊造成巨

大影響，我表示歉意，今後美軍

將努力使湖泊恢復原狀。”日本

廣播協會（NHK）報道，蛯名在

與喬布會面時提到“希望（美

方）能早點來當面道歉”。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24

日承諾，會以適當方式補償漁民

損失。《朝日新聞》報道，根據

《日美地位協定》，日本政府應

先向當地全額支付補償款，其中

四分之三由美軍負擔。

1992年4月，駐日美軍軍機向

小川原湖投棄過副油箱。當時，小

川原漁協向政府尋求5700萬日元

(336萬元人民幣)補償。小川原漁協

負責人濱田正隆回憶，當時的補償

要求在壹定程度上得到了滿足。

駐日美軍安全事故近來頻發。

日本防衛省統計顯示，美軍駐日

部隊的軍機2017年共發生25起安

全事故，比2016年的11起增加壹倍

多，尤以美軍基地“負擔”最重的沖

繩縣受害次數最多。沖繩方面多次

要求美軍停止在民用場所上空飛

行、訓練，美軍未予接受。

韓冬奧設施後續利用引討論
或增數十億韓元赤字

綜合報導 平昌冬奧會已落下帷幕，近來，韓國

在平昌冬奧會期間所用體育場設施的事後利用問題引

發討論。據報道，韓國每年需要投入數十至數百億韓

元的稅金，維護這些設施。目前，韓國政府和平昌冬

奧會組織委員會等各方正在協商，尋求解決方案。

據報道，在平昌奧運會的12個體育場中，管

理主體未確定的有4處。其中，旌善高山滑雪中心

將進行復原，復原過程將花費近1000億韓元。另3

處尚未確定管理主體的江陵速滑比賽場地、江陵冰

球中心和阿爾卑西亞滑行中心，將作為國家隊訓練

設施等進行利用。

目前，未確定管理主體的3處體育設施仍存在

維護費用來源等問題，江原道方面將勞務委托給了

韓國產業戰略研究院。在維護江陵速滑體育館方面，

每年需投入22.54億韓元；江陵冰球中心和奧林匹

克滑行中心每年分別需要投入21.43億萬韓元和9億

韓元的維護費。

同時，平昌冬奧會設施的“事後利用方案”無法

達成壹致的最大原因是，設施有余而實際上使用它的

人卻沒有。江陵速滑體育館、江陵冰上競技場、江陵

冰球中心等均將被用作多功能體育休閑設施或文化場

所。盡管體育場的性質大同小異，但使用目的壹致。

報道稱，以2017年末為基準，韓國江陵市人口

為21.3952萬人。即使江陵市民常常利用，設施也

會富余很多。江原道知事崔文旬表示，“將推進

2021年冬季亞運會的方案。”但韓媒稱，該活動對

財政的幫助微不足道。

壹位冰上相關人士表示，“在3年前出現分散

舉辦的討論時，如果將壹些設施引入到首都地區或

江原道內的其他城市，就不會陷入像現在這樣困難

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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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隨著到柬埔寨

沿海景區觀光的遊客人數逐年

增長，柬埔寨旅行社協會主任

呼籲國內外投資者，到柬埔寨

投資大型餐廳，進而服務國際

遊客團。

協會主席蔡秀琳表示，

目前，柬埔寨白馬和國公省

尚沒有國際標準餐廳和大型

餐廳，以接待大型的遊客

團，因此需要建設可以容納

3000 名至 4000 名遊客的大型

餐廳。

她表示，目前，沿海城

市，只有西港擁有國際標

準餐廳。“我們需要大型

餐廳，以保證遊客的日常

居住和花費。”

柬埔寨旅行社協會顧問胡

萬迪表示，目前沿海城市的餐

廳多屬於中小型。他認為，投

資大型餐廳面對諸多挑戰，特

別是能否經常接到大型遊客團

的訂單。

旅遊部長唐坤曾呼籲在西港和沿海城市

的餐廳和酒店投資大型餐廳，因為到柬埔寨

沿海景區觀光的遊客逐年增多。

據旅遊部報告，2017年柬埔寨接待國際

遊客560萬人次，增長11.8%。截至2017年，

柬埔寨共有781家酒店、2255家客棧、2239家

餐廳和881處景點。

日核事故後福島縣159名兒童確診患癌
8人術後復發

綜合報導 福島縣在核事故

後以縣內所有兒童約38萬人為

對象實施了甲狀腺檢查。迄今已

診斷159人患癌，34人疑似患癌。

其中被診斷為甲狀腺癌並接受手

術的84名福島縣內患者中，約

壹成的8人癌癥復發，再次接受

了手術。

通過支援甲狀腺癌患者的

NPO法人“3· 11甲狀腺癌兒童基

金”（位於東京）的調查獲悉，

東京電力福島第壹核電站核事故

後被診斷為甲狀腺癌並接受手術

的84名福島縣內患者中約壹成的

8人癌癥復發，再次接受了手術。

8人在事故發生時為6至15歲。

專家表示：“還不了解小兒甲狀

腺癌詳情。需要繼續檢查。”

福島縣在核事故後以縣內所

有兒童約38萬人為對象實施了

甲狀腺檢查。迄今已診斷159人

患癌，34人疑似患癌，但並沒有

公開有關復發的數據。

截至今年1月底，該基金基

於診療明細與自行申報，向福島

縣內外甲狀腺癌發作的111名患

者發放了療養費。事故時在福島

縣內的 84人中有 8人因癌癥復

發、轉移再次

接受了手術，

與最初手術相

隔 1 年至 4 年

零4個月。

日本甲狀

腺外科學會前

理事長吉田明

表示：“成年

甲狀腺癌患者

中，10年內會

有 1 成左右在

淋巴結等復發，因此感覺這壹數

據有點大。”

甲狀腺分泌促進新陳代謝和

發育的荷爾蒙，是位於咽喉的組

織。據稱放射性碘堆積致癌，

1986年前蘇聯發生切爾諾貝利核

電站事故數年後，周邊小兒甲狀

腺癌患者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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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預算增逾兩成未試過
羅致光：分段聘1200幼園社工 撤對沖需不少於15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特區政府日前發表新一

份財政預算案，當中2018/19年

度社福開支預計多達798億元

（港元，下同），較去年修訂預

算 增 加 140 億 元 ， 增 幅 達

21.3%。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2日在記者會上形容，有

關增幅是前所未有，並指當局會

增聘1,200名社工及分階段為幼

稚園與幼兒中心提供社工服務。

對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為取消強

積金對沖預留150億元，羅致光

指實際取消對沖方案仍未完成制

定，但對能在今年第二季內作初

步決定感到樂觀，並相信金額不

會少於150億元。

楊
偉
雄
：
創
科
投
放
穩
健
合
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香港
剛出爐的財政預算案
史無前例以逾500億
元（港元，下同）投
入創新科技，當中
200億元將投放於落

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香港創新及科
技局局長楊偉雄 2日表
示，期望未來4年間本地
研發開支能達450億元，
較現時僅180億元增加1.5
倍。他重申預算案在創科
投放做法“穩健、非常合
適”，但長遠而言，若要
改善香港創科的落後情
況，就算投放1,000億元
都不足夠。

楊偉雄2日先後出席
兩個電台節目講解財政

預算創科資源。他表示，現時香港
創科開支達180億元，期望2022年
可增至450億元，即約佔本地生產
總值（GDP）1.5%，而今次預算案擬
撥款500億元予創科範疇，顯示政
府的決心及承擔。其中政府將投入
200億元予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的第一期土地平整工程，
並為企業提供落戶科學園誘因，以
維持科學園的創新旗艦地位。

談到政府期望將電子競技產業
化，並創造電競的新職位和經濟價
值，楊偉雄認同香港非常適合發展
相關項目，因市場大，也適合年輕
人。

供場地培訓助電競發展
對於坊間有聲音要求將電競發

展成體育項目，楊偉雄對此持開放
態度，他認為電競是以一套系統化
方式培訓，即使不被視作運動，在
產業角度也有發展潛力，政府將給
予場地、資源培訓及協助業界，以
推展電競業發展。被問到平時有否
玩電競時，楊笑言自己年紀大反應
較慢，“兩秒就玩完”，更怕會拖
累團隊。

投
－
資
－
未
－
來

■楊偉雄2日於電台節目
講解財政預算案創科資
源。 商台圖片

建制派促“加甜”惠“無糖”市民

邱騰華：撥款海園作保育“大教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大眾

對新一份香港財政預算案持不同看
法。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
華2日表示，每年的預算案未必能滿足
每一名市民的期望，但期望能為不同
行業及範疇帶來更多機會，如致力支
援中小企及創新科技等。對於有人質
疑政府以3.1億元（港元，下同）撥款
換來1萬張海洋公園門票，邱騰華指海
洋公園是香港的其中一個基礎建設，
有關撥款除了促進旅遊發展，也負起
生態保育及教育的使命，形容是一個
“大教室”，冀能回饋社會。

預算案出爐後引起大眾關注及討
論，其中一個爭議是建議撥款3.1億元

支持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項目，及
向本地中小學生免費送出1萬張門票。

邱騰華2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
出，由於預算案的字數有限，故未能
詳細解釋所有計劃的詳情，未來會盡
力改善。

研作課外活動場景
他表示，海洋公園是香港其中一

個主要景點及基礎建設，每年有數百
萬人次入場，該筆撥款可令海洋公園
加強在旅遊層面的發展，如發展傍晚
時間入場的時段，令旅客在晚間娛樂
上有多一個選擇。他續說，海洋公園
在法例上有教育使命，有關撥款是予

海洋公園在教育及旅遊工作上作出補
充，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其一是加
強現時在學生的教育工作，即除了利
用現有教室，亦會接觸學校，與學校
商討能否把海洋公園作為課外活動的
地方，以推廣教育工作，予學生一個
好的學習場景及機會。另一方面，海
洋公園也會利用人工湖晚上開放的地
方，加強光影表演活動，邱騰華相信
日後亦會吸引遊客在傍晚時分到場。

他補充，旅遊是香港一個重要產
業，政府期望在旅遊方面，不論是投
放於海洋公園以至整個旅遊業發展藍
圖，都可為整體旅遊業或相關行業帶
來更好的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出爐後，立法會各政
黨均要求“加甜”。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2日晨拋出新建議，要求特區政府向月
入1萬元（港元，下同）至3萬元、沒有
物業及毋須交薪俸稅的18歲以上香港永
久性居民，每人派發3,000元。不過，不
同政黨對該方案有不同意見。

葉劉淑儀向傳媒表示，月入1萬元
至3萬元、沒有物業及毋須交薪俸稅者
多為年輕人，未能受惠於預算案的“派
糖”優惠，倘建議獲得採納，估計最多
有192萬人可以受惠，涉及開支約60億
元。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陳克勤相
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已清楚聽到社會對

派錢的意見，而該黨提出4項“加碼”
措施，包括寬免公屋租金、重推電費補
貼、放寬“關愛基金”協助“N無人
士”申領津貼的資格，及寬免學債，相
信能針對地協助有需要人士，在操作上
也比較方便。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認為，預算案的
紓緩措施遺漏了相當大部分人的需要，
包括初投身社會的年輕人、基層勞工，
以及60歲至64歲將近退休或已退休的
資深勞工，故引起社會的反彈，特區政
府應制訂一套針對被遺漏組群的方案。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表示，她原則上
不反對派錢方案，因為希望令“大家開
心”，但同時建議陳茂波為60歲至64
歲退休人士提供醫療券及兩元乘車優

惠，及為沒有物業的中產人士提供租金
津貼。
“實政圓桌”田北辰不同意全民或局
部派錢，因為受惠者的資格難以釐定，
無論界線如何劃都會造成不公。他舉例
說，若政府向不用交稅者派錢，就會對
只須交小量稅款的人造成不公。因此，
政府應盡量做到收支平衡，利用經常性
開支協助不同階層的需要。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就建議，向退稅
不足6,000元的市民派發上限6,000元的
現金，以補足差額，做到“雨露均
霑”，確保全港市民都可以分享經濟成
果，並規定以公司名義持有的物業不獲
寬免差餉，並質疑新民黨的建議只會令
交小量稅款者，及要交差餉的私樓租戶

得不到津貼，同時會令以公司名義持有
物業的人受惠，綜援受助人亦會“雙重
得益”，做法值得商榷。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堅稱，不分貧富
的全民派錢並不符合公共理財哲學，但
稱局部派錢“相對可取”，如重推公屋
免租、減輕學債等，但政府應該將資源
投放在長遠建設。

羅致光指出，今次預算案的社會福
利經常開支較去年修訂預算增加

140億元，增幅達21.3%，佔整體政府
經常開支預算約19.6%，形容增幅是
“從未試過”，單是社署及社福機構社
工人手將增加近1,200人；安老服務方
面增幅顯著，經常開支預算約為91億
元，較2017/18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約
18%，比2012/13年度大增逾80%；康
復服務的經常開支預算約為74億元，
亦比上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約15%及較
2012/13年度的開支增幅約85%。

羅致光指出，政府將透過獎券基金
撥款約5.04億元，資助非政府機構在
2018/19學年下學期開展為期3年的先
導計劃，分階段為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提
供社工服務，涉及15萬名學童及其家
庭，如果成功的話會恒常化。

3年涵蓋700幼園幼教中心
羅致光補充，當局希望於3年內涵

蓋700間幼稚園和幼教中心，目標是做
到1名社工對600名學生，並會與中學
的獨立社工服務模式接近，以社工隊為
不同幼稚園提供服務，會按照中學的人
手編制，設有助理社區工作主任，並會
有足夠的督導工作支援。

被問到當局會否為社工提供有關處
理虐兒個案的特別訓練時，羅致光指當
局會繼續探討如何協助社工提供服務，
特別是支援幼兒中心及幼稚園，並指社
工除了面對虐兒問題，仍需協助幼兒家
庭處理不同的問題，當局會確保社工在
入職前及入職後得到適當訓練。

第二季公佈撤對沖感樂觀
對於政府為取消強積金對沖預留

的150億元，羅致光認為此舉清楚表明
政府願意承擔更多，但政府仍未完成
制定方案，希望短期內可以作初步決
定。他表示，“如果只有框架，落實
時才發現細節行不通便太遲，因此要
深入仔細分析及構思”，再諮詢相關
團體，對計劃可於今年第二季公佈具
體建議感到樂觀。

羅致光續說，未能肯定最後所需
金額，相信接近150億元，不會少過這
個數字，“香港的企業有98%是中小
微企，政府有責任在政策有大改變時
幫助這些企業過渡。”

至於陳茂波宣佈會邀請“關愛基
金”再推出“N無津貼”，羅致光表
示，在制定財政預算案時有與陳茂波商
量安排，“關愛基金”有補漏拾遺作
用，在這次關愛共享措施可能還有人未
能受惠，陳茂波特別囑咐要透過“關愛
基金”幫助該些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香港
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未有向普羅市民
派錢，被指是“重中產、薄基層”。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日出席一個英
文電台節目時再度回應指出，如果有
人認為單靠一份預算案便能解決貧富
懸殊的問題，是不現實的想法，應要
持續努力。他續說，理財新哲學或新
思維應要主動投資未來去抓緊機遇，
如創新科技、提早展開新一輪10年醫
院發展計劃等。他強調，已盡力平衡

各階層利益。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致電質問

陳茂波會否派錢，陳茂波回應指，他一
直收到不同黨派要求特區政府向市民直
接派錢的建議，但他認為，香港現時經
濟環境不需藉派錢去刺激消費，並重申
預算案已考慮到各階層人士的需要，包
括長者、弱勢社群，就連中學文憑試考
生都有考慮到等，期望市民不應只看重
盈餘分配。他續說，中產近年面對很多
經濟壓力，如昂貴的租金等，期望能回

應他們訴求。
陳茂波指出，政府多年來有盈餘但

亦要有智慧去運用資源，投資未來，如
發展創科、鼓勵發展債券市場等，以便
日後抓住機遇，因此需要花費更多
（We also need to be proactive and in-
vest for the future, lik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like education. So we need
to spend more) 。他表示，特區政府為
未來增加支出，是要改善服務及趕上大
勢，並預料未來5年的經濟前景不錯。

財爺：已考慮各階層需要

■民建聯、工聯會及新民黨，各就預算
案提出“加碼”。

■■羅致光指預算案的社福羅致光指預算案的社福
開支較去年修訂預算增幅開支較去年修訂預算增幅
達達2121..33%%，，屬前所未有屬前所未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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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2017年，中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復興號”動車首發亮相、“深海勇

士”號海試成功、大飛機C919試飛成功、首艘國產航母下水、“天舟一號”一飛沖

天……中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國家繁榮穩定，老百姓安居樂

業。特別是中共十九大報告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政治判

斷，邁入新時代的中國開啟新的征程。

2018年不僅是中共十九大後的開局之年，也恰逢改革開放40周年，新時代、新氣

象、新篇章、新作為，人民新期待，生活新精彩。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香港文匯報記

者在全國多地採訪了多位不同行業的人士，聽聽他們都有哪些新的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蔣煌基、俞晝、敖敏輝、于珈琳、姚進 連線報道

陝西文化工作者王城：

優秀文化產品
走進百姓心裡

有人說，能在文化大省陝西從事文化
工作，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而我要
說，能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那才
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最應該慶幸的事情。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習近平主
席2015年來陝西視察時，談起陝西文化資
源如數家珍，並提出了要求和期望。近年
來，陝西文化產業順應時代需求，在傳承
和創新中迅速發展壯大，服務大眾。

“以文化人，以史資政”是我一直堅持
的夢想。走進新時代，我希望這個夢想也能
進一步深化。一方面，期待職能部門能繼續
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把文化的觸角伸到
基層，文化工作者多創作有品位、接地氣、
富有時代氣息的文化節目，讓優秀文化項
目、文化產品真正走進基層百姓心裡；另一
方面，希望陝西文化能沿着絲綢之路再出
發，讓絲路上的中外民眾都能通過文化產品
承載的歷史信息，記得起歷史滄桑、看得見
歲月留痕、留得住文化根脈。

走進 時代
兩會 期待西北大學藝術學院教師張輝：

構建涼蔭大樹
完善少兒教育

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同時也是一位
基層文化藝術的傳播者，多年的文化教學
實踐，讓我深深感到，文化自信，需要中
華傳統文化在生活中的落實與踐行；不忘
初心，則需要中華傳統文化在教育中一以
貫之。文化建設的落實不僅只是“為政府
幫忙，為生活幫閒”，更需要的是“身心
體證之後對歷史的虔敬穎悟”，因此我希
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裡，我們的
社會生活與文教事業能夠針對傳統文化厚
積薄發的特點，從傳承與創新兩方面入
手，設立常態性的文化保護與推進措施，
使其面向新時代能夠“生新根，發新
葉”，構建未來文化生態效應中的“涼蔭
大樹”。此外，我認為傳統文化的滋養在
於“蒙以養正”，我們當前的少兒教育體
系尚待進一步完善，最應該針對少年兒童
長期義務開授“詩、樂、書、畫與武術”
的研習課程。

台胞邱百丞：

增加便利措施
吸引台青西進

我覺得早年大陸對台胞的政策，更多
的是採用讓利方式，助推台商在大陸發
展，後來陸續推出一些諸如卡式台胞證之
類的便利舉措。希望新的一年，大陸能夠
推出更多的生活便利措施，讓更多已經在
大陸，或者準備西進大陸的台灣人，在大
陸工作生活更加方便。

現在台灣年輕人到大陸，還是習慣掏
現金，因為目前台灣人無法在大陸辦理銀
行卡，用於綁定移動支付平台。我呼籲大
陸改革台胞證編碼，讓其與大陸同胞的身
份證編碼一樣，方便金融機構錄入身份識
別系統，綁定移動支付平台，以及其他需
要身份認定平台，這樣台胞在大陸取飛機
票或者動車票，就可以直接在櫃員機辦
理，不需要排隊。另外，台青西進大陸創
業，融資是一個問題。如若大陸能研推台
胞在大陸的貸款，將可極大便利台青在大
陸發展事業。

浙江跨境電商李志強：

發力“一帶一路”
探索沿線市場

在政策的助力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的出口實現了快速增長，而跨境電商的
出口增速更是明顯快於整體增速，成為外貿亮
點。作為一家電商，在“一帶一路”這個重要
的戰略機遇期裡，我們公司將基於自身的供應
鏈資源和大數據優勢，通過線上線下有機結合
的方式，探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新零售
市場。

跨境電商行業已經邁入全球化時代，跨境
電商企業也已發展成為微型跨國公司，面臨着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新一輪機遇和挑戰。一方
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口稠密，市場處
於藍海階段；另一方面，全球化佈局對跨境電
商企業海外倉設立、品牌出海等多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2018年，我們將重點發力東
盟、南美、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準備在
俄羅斯、澳洲、南美等地佈局海外倉，在更大
範圍謀求資源的優化配置。此外，我們將以內
地、香港及中東地區為起點，開設線下零售旗
艦店，加入到跨境新零售的競爭中來。

珠三角外來工阿文：

更多惠農政策
幫扶家鄉老幼

作為一名“80後”農民工，15年前我從
江西來到廣東打工。從最初的學徒做起，35
歲時，我終於成為熟悉牛仔褲加工整個流程的
“老師傅”。在中國製造業發展和轉型中，我
們外來工是受益者，收入大幅提高。但目前，
我更關注我們身後的老人和孩子。

今年兩會，我也希望委員和代表多關注三
農問題，進而推動出台利於中國農村整體面貌
改善的措施。在農村養老方面，我希望再能夠
多建設一些老年人文化、娛樂設施，沒有兒女
在身邊，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康樂配套設施，以
遠離孤獨和空虛。同時，希望進一步完善鄉村
醫療設施建設、鄉村全科醫生配備等問題，讓
農村老年人在家門口就能看病。此外，還有農
村學童就近上學、接送問題以及寒暑期安全等
問題。如果農村老人、小孩的問題能夠得到很
好的解決，廣大在異地就業的農民工，就無後
顧之憂，能更好地投入工作，參與國家建設。

瀋鼓集團董事長戴繼雙：

加大研發力度
共建製造強國

我所在的瀋鼓集團被譽為“國家砝碼”，
擔負着為中國石油、化工、冶金、國防等重大工
程項目提供國產裝備的任務，公司近年來不斷實
現重大裝備國產化的新突破，讓中國裝備始終與
世界比肩而立。在這一過程中，西氣東輸長輸管
線壓縮機等一批“大國重器”的相繼投用，為重
大技術裝備安上了強勁的“中國心臟”。

目前，中國正在實施製造強國戰略，我作
為國家高端裝備的從業者，瀋鼓作為國家製造
強國的重要支撐，都希望在這一過程中深度參
與。為實現瀋鼓成為全球能源與化工動力領域
領跑者的目標，我們制定了“十三五”企業發
展規劃，加大世界級高端裝備產品與核心技術
的研發力度，建設國際頂尖的高端裝備研發中
心。到2020年，計劃攻克176項核心技術，開
發18大類114種新產品，突破9項成套技術和
系統集成技術，確保主導產品的技術水平達到
國際先進水平，核心產品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成為世界一流的國際化裝備製造企業集團，不
負“國家砝碼”的使命。

■■ 西北大學藝術學院教師張輝與學生們在西北大學藝術學院教師張輝與學生們在
進行戶外教學實踐進行戶外教學實踐。。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陝西文化工作者王城在創作書法陝西文化工作者王城在創作書法
作品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攝

■台胞邱百丞希望大陸能推更多生
活便利措施。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 瀋陽鼓風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戴繼瀋陽鼓風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戴繼
雙雙。。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浙江跨境電商李志強探索浙江跨境電商李志強探索““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沿線國家線國家
的新零售市場的新零售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攝

■來自江西在廣州打工的阿文關注惠
農政策。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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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新聞發佈會2日舉

行，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就“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等

問題回答媒體提問時強調，中國經濟進入了高質量發展的新時

代，將繼續發揮世界經濟增長“壓艙石”和主引擎作用；儘管

去年國內外形勢錯綜複雜，但中國經濟發展穩中向好，好於預

期，不僅“顏值”高，“氣質”也相當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兩會報道

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代 將續擔當世界經濟主引擎
中國經濟穩中向好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中日關係“時好時壞”
日方是關鍵因素 王國慶爽允記者加微信

2日下午，全國政
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新聞
發佈會在人民大會堂一

層新聞發佈廳召開，會議新聞發言人王國
慶在發佈會前與媒體茶敘。

茶敘結束時，很多媒體記者衝上前
來，希望能和王國慶加微信，王國慶爽快
地拿出手機讓記者掃碼加微信。據一位此
前加過王國慶微信的記者說，2日晚她就
一則網媒上虛假新聞在朋友圈上吐槽，很
快得到王國慶的回應，並迅速給予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凱雷兩會報道

反駁“銳實力”說：
西方炮製新詞黑中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對
於有媒體提問“近期西方輿論宣稱，中國利用
文化傳播等方式在西方搞滲透，通過所謂的
‘銳實力’對西方國家施加影響，干涉內
政”，全國政協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在新
聞發佈會表示：“炮製新詞黑我們中國，不
是第一次。”他強調，文明是因交流而多
彩，人類是因交流而進步。他並呼籲“不要
身體在21世紀，大腦還在冷戰時代”，不要
以對抗思維製造藩籬，相互猜忌。

“做同樣的事情，西方國家是展示
‘軟實力’或者叫‘巧實力’，到了我們
中國就成了別有用心的‘銳實力’。軟實
力是Soft power，巧實力是Smart pow-
er，多好聽啊，銳實力是Sharp power，
聽着就那麼不舒服。”王國慶認為，這種
炒作充分反映了西方某些勢力頑固地以意
識形態劃線，堅持冷戰思維和雙重標準，
對中國充滿了偏見、歧視和敵視，本質上
這是“中國威脅論”的新版本。
“在當今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之間，應

該努力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
流，齊心協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
以對抗的思維來製造藩籬，彼此隔閡，猜忌
詆毀。”王國慶呼籲。

王國慶表示，去年中國交出了一
份很提氣的經濟年報，經濟總

量突破82萬億元人民幣，幾乎相當
於全球GDP排名第五至第十，即英
國、印度、法國、意大利、巴西和加
拿大六國之和；6.9%的年增速，在全
球主要經濟體中也是可圈可點。
他表示，在全國政協一月份召開的

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座談會上，委員們認
為儘管去年國內外形勢錯綜複雜，但中
國經濟發展穩中向好、好於預期，“具
體表現是運行穩、就業穩、物價穩、國
際收支穩。同時結構趨優、動能轉換、
效益提升的態勢更加明顯。”

發展實體經濟防範風險
王國慶介紹，委員們認為，發展

經濟要緊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
化，深刻把握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
發展的內涵和特徵，把提質增效、轉
變發展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
重。他表示，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
堅決防範各種風險，務求改革取得實
效，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
實完善民生保障機制。
“有的委員認為，還要有高標

準、嚴法治和好文化，”王國慶說，
“新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一定會更高

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繼續發
揮世界經濟增長的‘ 壓艙石’和主
引擎作用。”

堅定支持服務改革開放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改革的

話題也格外受到關注。王國慶表示，
40年來，人民政協事業與國家的改革
開放一道前進。“可以說，改革開放
使人民政協事業重新煥發了蓬勃生機
和旺盛活力，給人民政協工作開闢了
廣闊舞台和絢麗前景”，他稱，“人
民政協也始終堅定地支持改革開放、
服務改革開放、參與改革開放，為全
面推進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認為，人民政協充分發揮了代

表性強、聯繫面廣、包容性大的優
勢，積極地為國家的改革開放鼓與
呼，引導參加人民政協的各黨派團體
和各族各界人士，支持和參與改革開
放，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匯聚合
力。他續指，政協委員們圍繞改革開
放的重要領域、關鍵環節，聚焦廣大
人民群眾最為關切的問題、難題，深
度調研，積極協商議政，開展民主監
督，為改革開放出招、謀策、建言，
貢獻智力支持，在推動不斷改革開放
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日兩國今年將迎來中日和平友
好條約締結40周年，王國慶在政協新
聞發佈會上回應有關中日關係問題時表
示，中日關係出現“時好時壞”，根子
在於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認識上的反反
覆覆，在於部分日本政客把中國視為戰
略對手這個狹隘的思維。他強調，試圖
忘記過去、不敢正視歷史的國家是難以
獲得尊重的，一心想把鄰國視為戰略對
手的國家也是注定找不到未來的。

他同時稱，相信雙方只要真正做到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真正以兩國人
民的福祉為出發點，中日關係就一定能跳
出這個“時好時壞”的怪圈，“我們希望

中日關係能一直很好地發展下去。”
他表示，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

是誰也搬不走的近鄰，中日兩國是東亞
地區的大國，也是世界的主要經濟體。
“所以中日關係不僅關係兩國，對於本
地區和世界也有重要影響。”他說，
“近來日方在對華關係上釋放出一些正
面的信息，中日關係也出現了一些向好
的苗頭。”他續指，我們很希望雙方能
倍加珍惜，抓住這個有利契機，在中日
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則共識的基礎
上，不斷積累積極因素，推動兩國關係
盡早重返正常發展軌道，為兩國高層交
往創造適宜的氛圍。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新聞發佈會2日舉行，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右
二）說，中國經濟進入了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將繼續發揮世界經濟增長“壓艙
石”和主引擎作用。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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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李昌鴻）上海證交所和深

圳證交所將開展“一帶一路”債券市場試點。中國證監會發

言人高莉2日在新聞例會上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

政府類機構可在交易所申請發行政府債券，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地區註冊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可在交易所發行債券、

境內外企業在交易所發行募集資金用於“一帶一路”建設的

公司債券等。

高莉說，下一步證監會將繼續深
化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對外開

放，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努力推動“一帶一路”的資金
融通。去年3月，俄羅斯鋁業聯合公
司在上證所完成2017年首期公司債
券發行，成為首單“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企業在中國發行的熊貓債。

招商證券：打破融資瓶頸
同日，深交所發佈《關於開展

“一帶一路”債券業務試點的通
知》，明確該債券業務的發行主體
範圍，申報業務流程，信息披露要
求，相關配套措施等內容，為“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優質發
行主體發行人民幣債券進一步提供
規則支持。招商證券認為，《通
知》的發佈對指導發行人和各中介
機構發行“一帶一路”債券意義重
大，《通知》將前期實踐的創新成
果和經驗標準化、規範化，提高整
個市場開展相關業務的效率，對推
動“一帶一路”倡議、打破“一帶
一路”沿線項目建設的資金融資瓶
頸大有裨益。

新規創投基金股東減持
與此同時，證監會發佈上市公

司創業投資基金股東減持股份的特
別規定，明確對專注於長期投資和
價值投資的創業投資基金減持其持

有的上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前股
份，給予差異化政策支持，旨在既
引導創業投資基金支持創業創新，
又維護市場整體公平，堅持適度優
惠。
據深交所公佈的實施細則，截

至首次公開發行申請材料受理日，
投資期限不滿36個月，通過集中競
價交易方式減持首次公開發行前股
份，創業投資基金在任意連續90個
自然日內，減持股份總數不得超過
公司股份的1%。若通過大宗交易方
式減持，總數不得超過2%。

若投資期限在36至 48個月期
間，創投基金在連續60個自然日內
通過集中競價交易方式減持的總數不
得超過1%，通過大宗交易方式減持
的不得超過2%；投資期限滿48個月
的，則在連續30個自然日內，通過
集中競價交易方式減持的總數不得超
過1%，通過大宗交易方式減持的不
得超過2%。

養老目標基金推出在即
另外，證監會2日還發佈養老目

標證券投資基金指引（試行），自
發佈之日起正式施行。高莉表示，
在發展初期，養老目標基金主要採
用基金中的基金（FOF）的形式，
力求穩健，力爭獲得長期收益。下
一步證監會將按照指引的要求支持
行業推出養老目標基金。

滬深證交所試點“帶路”債
沿線企業及政府機構可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上海證券交易所2日在官方網站
發佈消息稱，小米公司供應鏈金融資產
支持證券100億元（人民幣，下同）儲
架發行，取得上海證券交易所無異議
函，成為內地首單支持新經濟企業供應
鏈金融的資產支持證券，首期擬發行規
模5億元。此單項目的成功推出，是上
交所貫徹落實支持新經濟發展，推動供
應鏈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舉措。
據悉，供應鏈金融資產支持證券是

以核心企業上下游交易為基礎，交易未
來可以帶來的現金流收益為保證，通過
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來募集資金的一種

項目融資方式。上交所表示，當前以知
識、技術、信息、數據等新生產要素為
支撐的新經濟正在加速形成，為國家和
社會發展賦予新動能，而小米公司正是
中國新經濟製造業的代表企業。
據上交所指，小米上游供應商涵蓋

信息設備、精密電子、生物識別等領域
逾200餘家，部分為中國新經濟製造業
細分行業的龍頭企業。本次資產支持證
券分期完成發行後，將為上述供應商提
供新的資金渠道和更靈活的資金來源，
不僅促進產業鏈中小企業供應商的協同
發展，也為新經濟製造業的科技研發和
擴大生產提供有力支持。

■■深交所深交所22日發佈日發佈《《關於開展關於開展““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債券業務試點的通知債券業務試點的通知》，》，明確該債明確該債
券業務的發行主體範圍券業務的發行主體範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監
會2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審慎規
制局局長肖遠企在會上表示，當
前銀行業不良貸款反彈壓力仍相
對較大，影子銀行存量也有不
少，違法違規時有發生，公司治
理股東行為、股權管理都存在問
題，有的還比較嚴重。目前銀監
會正在修訂完善資管新規。

繼續壓槓桿 遏房產泡沫
肖遠企說，今年銀行信貸資產

質量潛在風險依然存在，特別是結
構、周期、體制性因素造成不良資
產風險依然還會持續暴露一段時
間。信用風險不利因素包括：信貸
結構有待優化、大量信貸資源在過
剩行業甚至殭屍企業，或過度集中
在跨行業發展的大中型企業。銀監
會今年重點防控金融風險，將繼續
壓槓桿、降同業投資及遏制房地產
泡沫。

現正修訂完善資管新規
銀監會創新監管協作部主任

李文紅在同一場合稱，銀監會正
在配合央行等部門系統梳理研究
反饋意見，修訂完善資管新規，
後期會指導銀行平穩過渡，促進
新舊規則有序銜接。下一步銀監
會將在制度建設方面，將發佈實
施一系列規定，對現行理財業務
監管規則進行梳理，並起草商業
銀行理財相關的監督管理辦法，
作為資管新規配套細則適時發佈
實施。
李文紅並建議，銀行要抓緊

推進理財業務的轉型，研究理財
業務發展趨勢，抓緊制定戰略轉
型規劃，盡早啟動系統的開發改
造工作。

根據銀監會數據，1月末銀行理財產品
餘額30.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速回落
至1%，較去年同期下降26.6個百分點，同
業理財規模繼續收縮，較去年同期淨減少
3.6萬億元。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增速在去年
大幅下降的基礎上，首次出現負增長，同比
增速 -3.9%，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39.2個百
分點。為解決當前商業銀行股東和股權方面
的亂象，銀監會法規部主任劉福壽表示，即
將印發“關於做好《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
辦法》實施相關工作的通知”和“關於規範
商業銀行股東報告事項的通知”。

銀
監
會
：
不
良
貸
款
反
彈
壓
力
大小米獲批發供應鏈證券 規模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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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衛生紙喊漲，行政院長賴清德
今天表示，衛生紙是最終產品，不是原料，並
不會帶動其他物價上漲，請相關部會單位全力
穩定供需，防止人為操縱，絕不允許聯合哄抬
物價的不法行為。

國際紙漿價格續漲，國內家用紙品業者因
成本壓力喊漲，引發民眾搶購衛生紙。

賴清德上午在行政院會聽取中央銀行、國
家發展委員會和經濟部的 「物價相關研析」報
告。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會後轉述，賴清德在
會中表示，台灣的物價水準在中央銀行長期政
策主導下，一直保持 「低且穩定」的狀態，多
年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均低於2%
，與各國相較相當穩定。為避免民生必需品價
格波動造成民眾不安，行政院設有 「穩定物價
小組」，由副院長負責督導，隨時監控物價波
動情形，並適時採取因應措施，以保障消費者
權益。

他說，今年台灣的物價會相當穩定，經近
兩日相關部會及各縣市政府消保官查核結果，
衛生紙在量的部分，供應無虞，大家都可以買
得到，所以價的部分，也會穩定合理，不會有

大波動。
賴清德說，衛生紙是最終產品，不是原料

，並不會帶動其他物價上漲，請經濟部、公平
交易委員會、法務部、消保處等各主管單位，
全力穩定供需，對各類民生必需品都要嚴密查
核，防止人為操縱，業者若有違法行為，應即
予以嚴處，並公布違法廠商名單，絕不允許聯
合哄抬物價或囤積居奇的不法行為。

賴清德表示，他特別呼籲民眾無須對通貨
膨脹存有恐慌，或搶購囤積。政府會全力確保
民生物資供應無虞、價格穩定。

另外，賴清德指出，近期國內經濟指標持
續好轉，主計總處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為
2.42%，呈現持續穩健成長，但是國際經濟仍
存在許多變數，包括：金融市場波動加劇、貿
易保護主義升溫，以及其他政治上不確定因素
，請各相關部會密切注意，並適時因應。

賴清德表示，提振國內經濟是政府今年最
重要的任務，政府將透過推動法規鬆綁、提高
行政效率、加強投資動能三大面向，優化投資
環境，引導資金投入，激發產業創新能量，以
加速投資台灣，創造產業商機與就業
機會，進而帶動國人薪資提升。

衛生紙喊漲 賴清德：全力防止人為操縱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今天表示，不當黨
產處理委員會拒絕解凍中山獎學金，學生面臨斷
炊，這是 「敗德」的事；黨產會說，如果國民黨
認為這筆經費很重要，就應從合法收入支應。

黨產會發言人施錦芳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表
示，如果中國國民黨認為中山獎學是獎勵青年黨
員措施，就應依法從合法收入包括黨費等支應，
不需向黨產會申請。

國民黨民國 49 年起開辦中山獎學金，截至
103年共協助214名得主出國深造。不過，黨產會
105年成立後，凍結國民黨部分財產，9名103年
度得主，有 8 人無法拿到獎學金，合計新台幣
1690萬元；國民黨行文要求解凍，但黨產會仍未
同意。

多名中山獎學金得主包括馬英九、前海峽交
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與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薛承
泰等上午在國民黨舉行記者會，馬英九會中表示
，黨產會拒絕解凍，學生面臨斷炊困境，他深感
不平；政治鬥爭搞到學生就學機會受限，黨產會
做的事， 「不但不是功德且是敗德的事」，令人
遺憾、錯愕與不寒而慄。

他說，中山獎學金不只為國民黨培植人才，

中山獎學金得主回國後可能為他黨服務，如前民
主進步黨主席許信良；許信良拿中山獎學金，最
後做到民進黨主席， 「國民黨獎學金，培植民進
黨的主席，總不能說只為自己吧。」

此外，馬英九表示，前外交部長李大維在民
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擔任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處代表，國民黨執政後任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代表，民進黨再度執政後擔任外交部長，
可見中山獎學金培植的人才，兩黨都在用。

他說，黨產會以海外 「抓耙仔（台語，指在
背地裡打小報告、通風報信的人）」為由不願解
凍，但沒提出證據。如果有 「抓耙仔」，民進黨
曾執政8年，怎麼不查？黨產會都是藉口。政治
鬥爭要搞到這樣血淋淋嗎？再怎麼鬥爭，也不應
傷害正在求學中的學生。

49年考取中山獎學金，現為中山學人聯誼會
長的江丙坤說，拿到中山獎學金後，他到日本留
學，改變人生，讓他有機會貢獻台灣經濟發展。

江丙坤表示，許多中山學人在學界、政界等
各領域發揮所長，為台灣造就人才，不分黨籍，
希望黨產會讓學子完成學業。

遭指敗德 黨產會：中山獎學金應從合法收入支應
（中央社）台中市長林

佳龍今天與全球論壇聯盟簽
署 「2019 現代直接民主全球
論壇合作備忘錄」，台中市
除了將獲邀成為世界民主城
市聯盟創始城市外，並取得
明年民主全球論壇主辦權。

「2019 現代直接民主全
球論壇合作備忘錄」簽署儀
式上午在台中市政府舉行，
由林佳龍與全球論壇聯盟共
同創辦人布諾．高曼（Bruno
Kaufmann）及喬．馬修（Joe
Mathews）共同簽署，中市成
功爭取明年直接民主盛會的
主辦權，屆時將有來自世界

各國的新聞媒體與直接民主
參與者齊聚台中。

林佳龍表示，根據今年1
月 「自由之家」公布年度調
查報告，台灣在整體評比、
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方面，
被評為 「最自由」，顯示台
灣近年來民主深化的成果；
同時，林佳龍也以自己從學
生時代就參與民主運動的經
驗，來說明台灣在民主發展
的歷程與進步。

林佳龍指出，台中市為
推展直接民主，於 2015 年就
開始推動全國第一個以行政
區為主的參與式預算，目前

已拓展到6個行政區，另為了
培養青年參與公共事務能力
，中市設置全國第一個青年
事務審議會，將年輕人的聲
音納入市府決策，也在霧峰
區光復新村成立台中INGO中
心。台中市取得 2019 全球論
壇主辦權，對台灣及台中都
意義非凡。

高曼指出，與台中市簽
訂合作備忘錄，象徵開啟與
台中的合作，也希望能持續
交流合作，今年9月登場的全
球論壇，還成立 「世界民主
城市聯盟」，屆時將邀請台
中市成為創始會員城市。

2019直接民主全球論壇林佳龍簽MOU

國民黨護健康顧未來記者會國民黨護健康顧未來記者會
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左左33））等人舉行等人舉行 「「護健康護健康、、顧未來—反核食反空污顧未來—反核食反空污，，11241124公公

投作伙來投作伙來」」 記者會記者會，，高喊護健康顧未來高喊護健康顧未來，，呼籲大家一起參與公投連署呼籲大家一起參與公投連署。。

台灣觀光貢獻獎台灣觀光貢獻獎
交通部觀光局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交通部觀光局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20182018觀光節慶祝大會觀光節慶祝大會，，並頒發獎項給優秀的旅行業者並頒發獎項給優秀的旅行業者，，

圖為台灣觀光貢獻獎得獎人圖為台灣觀光貢獻獎得獎人，，由交通部次長范植谷由交通部次長范植谷（（中中））頒獎頒獎。。

揭中國控制之手李惠仁新紀錄片傳遞民主
（中央社）導演李惠仁新紀錄片 「并：控制」談中國對台港

無所不在的控制，盼藉影像力量傳遞民主價值。他說，台灣的民
主自由很不容易，但 「在惡鄰居中國的旁邊，很多人會把這樣價
值捨去」。

曾是電視台攝影記者的李惠仁，以 「不能戳的秘密」紀錄片
揭發禽流感疫情，他的最新紀錄片 「并：控制」特映會今天在台
北光點華山電影院舉行，包括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妻子
李凈瑜、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及導演柯一正都到場觀影。

李明哲遭中國指控 「顛覆國家政權罪」而監禁，李凈瑜是片
中受訪者之一。談到救援李明哲，她表示，很多國際人權團體還
不了解李明哲的狀態，必須努力把目前遇到的困境，讓世界皆知
。

片名中的 「并」，其實是 「共」字的反寫，該片從北京藝術
家華湧的一連串抗爭行動，招來中國政府的追捕與拘禁，到香港
銅鑼灣書店的5名股東紛紛不明原因失蹤，再一路談及周子瑜、
戴立忍、李明哲等人的事件，揭露中國政府在華人社會無孔不入
的控制行動。

「并：控制」2016 年
開拍，費時約一年半拍攝
完成，總成本估新台幣300
多萬，拍攝途中李惠仁一
度面臨香港投資者解約，後來尋求在群眾募資平台flyingV集資
，並成功申請到國藝會60萬贊助，雖然資金仍有缺口，但他不
惜拚上身家製作，完成這部紀錄片。

李惠仁表示，控制分成三個階段，依序為機構審查、互相監
督，最高境界就是自我審查。談及中國審查機制之手步步進逼，
他表示，台灣民主化近30年來，是多少民主前輩付出青春才換
得台灣自由，希望大家保持正面態度，但也同時感慨 「在惡鄰居
中國的旁邊，很多人會把這樣價值捨去」。

談及拍攝過程遇到的困難，李惠仁坦言，他一直找不到台商
願意受訪，就算變音、打馬賽克都不願意，因為對方說 「我講的
內容，就會知道我是誰」，顯見這份恐懼已深入許多台商心中；
此外，李惠仁也想找年輕學者，但對方回覆退休後還想去中國講
學，同樣不方便受訪。

為了拍 「并：控制」前往香港取材，李惠仁說，2017年6月
申請到赴港簽證，但同年11月工作簽證等3個多星期都下不來，
「以往我申請約1個星期就成功」；他也把這些親身經歷，放入

紀錄片中。
對於片中傳遞的價值，李惠仁表示，很多人會說 「民主能夠

當飯吃嗎？」但他認為，民主價值支撐所有價格，沒有民主，任
何東西價格都是0， 「在獨裁國家裡，財富可能一夕之間就都沒
了」。

李惠仁希望藉由這部片，讓觀眾看到中國對台灣、香港無所
不在的控制，提醒台灣公民社會應有所警覺。 「并：控制」今晚
10時將在公視 「紀錄觀點」節目播映，並於 「公視+」OTT 同
步上架，香港民眾也可透過youtube頻道 「公共電視-紀錄觀點
」同步免費觀賞。

長榮百合國小學生重返部落祖靈地長榮百合國小學生重返部落祖靈地
屏東長榮百合國小帶著學生回到好茶部落祖靈地舊好茶住屏東長榮百合國小帶著學生回到好茶部落祖靈地舊好茶住33天天22夜夜，，一趟路跋涉一趟路跋涉66小時小時

，，沿途需經陡峭山崖沿途需經陡峭山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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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特別獎：

紅酒一瓶
兩件T恤
Three special awards 

with 1 bottle of red wine, 

1 red and 1 white T-shirt. 

T恤一件

T-SHIRT: 
50 each

0630
0567
0687
0767
0588
0488
0786
0561
0517
0501
0831
0536
0585
0504
0442
0785
0756
0637
0631
0625
0691
0432
0717
0475
0704

0824
0818
0846
0487
0719
0577
0519
0516
0535
0444
0716
0738
0851
0445
0849
0763
0503
0641
0552
0401
0755
0771
0772
0770
0617

22nd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inning List
Thank you for continuing support from readers of Southern Daily, 
the 22nd International and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as a big success. 
To appreciate enthusiasm of participants,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prepared 50 bottles of wine from Australia 
and 50 pieces of 2018 limited edition red and white T-shirts (25 each). 
We also have three special awards with 1 bottle of red wine, 
1 red and 1 white T-shirt.
Please save the lottery receipt to claim awards at SNG media building, 
3/1-3/16（Mon-Fri, 9:00AM-5:00PM）or confirm the winning numbers
 at Southern News official website.
Below is the list of winning Numbers:

紅酒一瓶

WINE: 
50 Bottles 

5075 
0828
0511
0485
0486
0539
0573
0482
0558
0529
0463
0576
0758
0568
0803
0540
0593
0496
0427
0817
0594
0649
0522
0514
0830

0837
0599
0739
0402
0531
0823
0855
0825
0848
0520
0513
0562
0587
0853
0574
0563
0413
0505
0429
0481
0490
0655
0841
0533
0499

0434
0626
0512

恭喜您中獎
中獎號碼名單

Southern News Group

www. texaslunarfest.net
Tel:(281)498-4310  Fax:(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www. texaslunarfest.net
Tel:(281)498-4310  Fax:(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感謝美南讀者長年的支持參與

第22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圓滿成功，

為了答謝熱情的參與者，美南新聞特別準備

來自Australia的香醇紅酒50瓶與2018年美南新聞特製

限量版紅、白旺旺T恤各25件，特別獎3名各得(1瓶紅酒

與紅白T恤各一件）請憑抽獎卷號碼存根，

至美南新聞大樓前枱換取禮品，3/1-3/16（週一至週五9:00AM-5:00PM）

或請上美南官網「美南粉絲團」確認中獎名單。

黃國昌：廠商偷渡煉鋼毒物 環保署勿放水

（中央社）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一處民宅
今天凌晨發生火警，造成1死7傷。根據警方初
步調查，起因為59歲張姓男子和同層室友38歲
李姓男子，因故起爭執，便買汽油回住處縱火
，目前仍在偵訊中。

台北市消防局今天凌晨1時47分獲報，龍
江路一棟7層樓建物的2樓發生火警，立即派出
消防車輛18輛、救護車輛7輛及消防人員74名
前往救援，火勢於凌晨2時23分撲滅，二樓現
場為木板隔間成的5間雅房，燃燒面積約50平
方公尺。

火警現場共疏散13男、13女，並救出6男
、8女，但不幸仍造成1死、7傷。

其中，死者為2樓發現的54歲謝姓女子；
另7名傷者則分別為2樓救出的李男、59歲譚女
，還有6樓救出的62歲黃男、55歲胡男，以及7
樓救出的90歲王女、69歲王男、67歲王女，都

意識清楚，送醫救治。
警方調查，事發地點 1 樓為牛排館，店家

老闆向房東承租2 樓作為員工宿舍使用，但因
受友人之託，便將其中一間出租給擔任清潔工
的張男居住。

警方表示，有現場傷者指這起火警是人為
縱火造成，循線追查掌握到有竊盜前科的張男
涉案，經調閱周邊監視器畫面發現，張男是在
今天凌晨騎腳踏車外出買汽油回住處縱火。

警方已於上午 8 時將張男查緝到案，初步
了解，張男稱因要早起打掃，但同層室友李男
長期晚睡且吵雜，兩人為此長期有糾紛，李男
今天凌晨又吵到讓他無法入睡，雙方起口角爭
執，李男又對他動手，才外出購買汽油縱火。

目前警方仍在進行偵訊中，張男訊後將依
公共危險罪和殺人罪嫌送辦。

北市龍江路火警1死7傷 不滿室友太吵

（中央社）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今天是
勞動基準法新制上路第一天，期勉新上任的勞
動部長許銘春，帶領勞動部確保勞工權益、促
進勞資團結合作。

今天是內閣改組後首次行政院會，行政院
發言人徐國勇表示，賴清德上午在院會開始前
，先向內閣團隊介紹5位新任首長。

賴清德指出，勞動部長許銘春曾任高雄市
政府新聞處處長、法制局局長、勞工局顧問、
副市長，對勞動法令十分嫻熟，今天也恰好是
勞基法新制開始實施的第一天，期勉許銘春帶
領勞動部確保勞工權益、促進勞資團結合作，
為台灣經濟發展貢獻心力。

賴清德表示，外交部長吳釗燮曾任陸委會

主任委員、駐美代表處代表、國家安全會議秘
書長及總統府秘書長，歷練豐富，也相當熟稔
外交事務。在國際事務挑戰越趨多元下，相信
吳釗燮將對開創台灣外交新局，擴大及強化與
各國的實質關係做出很大的貢獻。

賴清德說，國防部長嚴德發曾任國防部陸
軍司令部司令、參謀總長及國家安全會議秘書
長，熟稔國防事務，期待未來持續推動國防事
務改革，為國家增進國防力量。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主委邱國正曾經擔任國防部副部
長、陸軍司令部司令及參謀總長，經歷豐富，
瞭解現役官兵及退役袍澤的需求，定能穩健推
動相關業務。

勞基法新制上路 賴揆勉許銘春保障勞工

勵馨勵馨520520親子大步走親子大步走開放報名開放報名
勵馨基金會勵馨基金會55月月2020日將在東海大學舉辦日將在東海大學舉辦 「「520520親子大步走親子大步走」」 健走活動健走活動，，即日起開放報名即日起開放報名，，台台

中市長夫人廖婉如中市長夫人廖婉如（（左左55））及立委張廖萬堅及立委張廖萬堅（（左左66））11日出席活動開跑記者會日出席活動開跑記者會。。

（中央社）時代力量立委
黃國昌今天說，中龍鋼鐵打算
把煉鋼過程中所產生、含戴奧
辛的集塵灰，從台中送到彰化
的台灣鋼聯來處理，違反環評
承諾。環保署官員說，尚未同
意，會審慎評估。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和徐
永明今天在立法院召開 「偷渡
煉鋼毒物，環保署別放水」記
者會。

徐永明表示，中龍鋼鐵在
2012年第二期擴建計畫環評中
承諾，集塵灰會百分之百在廠
內處理，但現在要把集塵灰沿
路送到彰化的台灣鋼聯來處理
，且未向環保署提出要做環評
，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
規定，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
申請內容。

他另說，台灣鋼聯原本處
理的是民營電廠集塵灰，現在
要多加處理中龍集塵灰，台灣
鋼聯向台中市政府環保局提出
申請，主張備查就可，橫貫台

中、彰化的運輸路線現在看來
不需經過環評，只要申請備查
就會通過，有無違法，環保署
需把關。

黃國昌表示，把每年數萬
公噸含世紀之毒戴奧辛的集塵
灰從台中運到彰化，難道沒有
涉及環境保護事項嗎？希望環
保署不要放水，讓廠商便宜行
事，運到彰化毒化環境和居民
。

黃國昌與徐永明下午到位
於台中市龍井區的中龍鋼鐵公
司，視察堆置集塵灰的廠房與
細粉料還原工廠，中龍公司總
經理陳德勝說明，廠內電爐集
塵灰在民國 106 年產出 9404 公
噸、再利用 8552 公噸，107 年
度至今產出2034公噸，目前共
儲存6098公噸，細粉料還原工
廠每季開爐一次，今年因應空
污因素減排，目前仍未開爐。

中龍公司說明，目前依程
序透過台中市環保局提出環評
變更案，台灣鋼聯也提出變更
審查案給環保署，案件都在審

查中，集塵灰委外案正討論中
尚未定案，中龍公司的細粉料
還原工廠也未決定廢棄，今年
開爐期程仍在評估中，會盡快
處理堆置的集塵灰。

環保署綜合計畫處簡任技
正呂雅雯在會中說，這個案子
涉及到兩個環評，中龍和台灣
鋼聯。中龍部分，台中市環保
局尚未收到中龍外運集塵灰到
台灣鋼聯的環評變更文件。

她說，台灣鋼聯部分，依
照工業局轉送過來的文件，台
灣鋼聯主張用備查方式，希望
環保署同意台灣鋼聯，除了現
有集塵灰，也能收中龍鋼鐵產
生的集塵灰。

呂雅雯表示，環保署尚未
同意，認為須審慎評估，會跟
廢棄物管理處討論，最近會做
出決定，若不同意備查，廠商
需提變更文件，召開審查會時
，一定會邀請彰化和台中環保
局一起討論。

北市龍江路火警 張嫌為清潔隊市民工
（中央社）台北市龍江路

一處民宅今晨發生1死7傷縱火
案，嫌犯為任職環保局中山清
潔隊的59歲張男，隊長胡精明
受訪表示，張男為市民工，家
境並不好，與隊員互動少，但
也沒交惡。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一處
民宅凌晨發生火警，造成1死7
傷，警方初步調查，起因為59

歲張姓男子和同層室友38歲李
姓男子，因故起爭執，買汽油
回住處縱火，目前仍在偵訊中
。

張嫌在環保局中山清潔隊
圓山分隊擔任市民工，協助正
職隊員執行回收、清潔等業務
。

中山清潔隊長胡精明接受
中央社訪問表示，由於市民工

統一由社會局派遣，且受助對
象多為低收入等弱勢戶，因此
張男的家境並不好，去年 2 月
來到隊上服務，月薪約新台幣
3 萬元，雖然與隊員沒有交惡
，但確實比較少和隊員互動。

胡精明也說，若確定此案
由張男所為，將依法由社會局
解僱，不再任用。



AA1515廣 告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星期六 2018年3月03日 Saturday, March 03, 2018

F07-GeoHLewis喬治路易斯殯儀館C6_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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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李蔚華    朱勤勤

熱烈祝賀東北同鄉會及張玉誠會長
共敘鄉情
共謀發展
事業發達
家庭幸福

年會圓滿成功！

F07-Congratulations  賀刊_賀張玉誠_C_80

熱烈祝賀東北同鄉會及張玉誠會長
共敘鄉情
共謀發展
事業發達
家庭幸福

年會圓滿成功！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李蔚華    朱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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