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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遭野火肆虐 美國將
美國將得到國際援助
在加州萊克波特附近，
在加州萊克波特附近
，飛機噴灑阻燃劑
飛機噴灑阻燃劑，
，以遏制加州門多西諾多重野火的擴散
以遏制加州門多西諾多重野火的擴散。
。(路透社
路透社))

（綜合報導） 美國西部山火肆
虐，除燒毀超過 1000 多棟建築，數
萬居民逃離，官方表示，目前已經
導致 6 人死亡和 10 多人失蹤。加州
、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都深受其害
。在奮戰野火方面，美國即將得到
一些國際援助。
周五，幾十名來自澳大利亞和
新西蘭的消防員在悉尼機場登上了
前往美國的航班。
新南威爾士政府表示，來自澳

、新兩國的 188 名消防員將到美國
西部加入奮戰野火的行列。
加州有史以來最大的火災之一
已經燒毀了 1000 多所住宅，另有
200 棟房屋受損。
天氣預報說，高溫和乾旱仍將
持續，這使得控制火勢更加困難。
不過到目前為止，消防員已經設法
控制了 35%的災情。這場大火已經
造成六人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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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對 600 億美貨加關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財政部發佈國務院關稅稅則

中美貿易戰加徵關稅情況

委員會辦公室公告表示，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 5,207 個稅目約 600 億

第二輪關稅措施

美元產品，按照四檔不同稅率，加徵 25%、20%、10%、5%不等的
美國

關稅。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方的差別化稅率反制措

中國

施是理性和克制的，徵稅措施的實施日期將視美方行動而定，

2,000億美元

中方保留繼續出台其他反制措施的權利。若美方一意孤行、付

由 10%（7 月 10 日宣佈）
按 25%、20%、10%、5%不等
提 高 到 25% （8 月 2 日 宣 加徵稅率
徵關稅（8月3日宣佈）
佈）

諸實施加徵關稅的措施，中方就將實施上述加徵關稅措施。白
宮發言人桑德斯回應中國最新公佈的關稅措施，指中國應解決

5,207項，共分四檔徵關稅

美方長期關注的貿易手段，而非向美方報復。
日，美方在此前公佈對中方 2,000
近億美元輸美產品加徵
10%關稅清

單的基礎上，又提出要將加徵稅率由
10%提高到 25%。中國商務部發言人
說，中方的差別化稅率反制措施是理性
和克制的，是在廣泛聽取意見、認真
評估影響後提出的，特別是充分考慮
了人民的福利、企業的承受力和維護
全球產業鏈運轉等因素。徵稅措施的
實施日期將視美方行動而定，中方保
留繼續出台其他反制措施的權利。
發言人表示，中方始終認為，在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
行協商，才是解決貿易分歧的有效途
徑，任何單邊的威脅或訛詐只會導致
矛盾激化，損害各方利益。
發言人指出，中方再次強調，由於
美方不顧雙方企業和消費者利益，一再
升級事態，中方不得不採取必要的反制
措施，以捍衛國家尊嚴和人民利益，捍
衛自由貿易和多邊體制，捍衛世界各國
共同利益。

美背離共識再升級摩擦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當天發佈的
公告指出，美方背離了雙方多次磋商共
識，單方面再次升級了貿易摩擦，嚴重

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破壞全球產業
鏈和自由貿易體制，實質性損害了中國
國家和人民利益，也將對包括美國在內
的世界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針對美
方上述措施，中方被迫採取反制措施。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關稅條例》等
法律法規和國際法基本原則，經國務院
批准，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
產於美國的 5,207 個稅目約 600 億美元
商品，加徵25%、20%、10%、5%不等
的關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將其加徵
關稅措施付諸實施，中方將即行實施上
述加徵關稅措施。
公告並顯示，對原產於美國的附
件所列進口商品，在現行徵稅方式、
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分別加徵相應關
稅，現行保稅、減免稅政策不變，此
次加徵的關稅不予減免。

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中方採取上述加徵關稅措施，目的
是捍衛自身合法權益，通過反制措施遏
制貿易摩擦升級，同時，相關措施也盡
可能減少對中國國內生產、人民生活需
要的影響。上述措施實施後，有關部門
將會同社會各界對措施效果進行評估，
力爭把措施對中國國內生產生活的影響
降到最低。
中方承諾，將繼續按照既定部署和
節奏，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開放，堅定
支持經濟全球化，堅定維護自由貿易原
則和多邊貿易體制，與世界上一切追求
進步的國家共同發展、共享繁榮。

涉及金額 600億美元

25%：涉及 2,493 項，包括咖
啡、木製品、配方奶粉
等

6,031 項，包括食品、化學
20%：涉及1,078項，包括伏特
製品、鋼鋁產品，貓狗糧、
加酒、牙膏、草酸等
傢具、木製品、汽車輪胎、 涵蓋產品
10%：涉及974項，包括番茄醬
單車等消費品，以及電視機
罐頭、硅藻土、人造石
元件、冰箱
墨等
5% ： 涉 及 662 項 ， 包 括 樟 腦
油、煙火製品、多種木漿
等
公眾諮詢期延長至 9 月 5
若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付諸
實施日期
日，實施日期另行公佈
實施加徵關稅的措施

第一輪關稅措施
500億美元

涉及金額 500億美元

25%

加徵稅率 25%

1,102項

涵蓋產品 659項

7月6日實施

實施日期 7月6日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
毅在新加坡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
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
行雙邊會見。王毅表示，當前中
美關係處於一個關鍵節點，合作
是唯一正確選擇。
蓬佩奧表示，美中關係非常
重要。美方希望美中兩國都取得
成功，無意阻擋中國發展。美方
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會
改變。雙方應該繼續共同努力，
加強在朝鮮半島核等重要問題上
的溝通與合作。
另外，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
息，3日下午，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在新加坡會見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後，接受媒體的採訪。王毅
說：“在大方向上我們是達成了一
致的。我們就當前的形勢交換了意
見。中方闡述了我們的明確立場。
我們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
之下，同美方通過談判來解決彼此
關心的問題。他（蓬佩奧）對這個
方向也是認同的，也表示不希望目
前這種摩擦的狀況繼續下去。蓬佩
奧國務卿還重申美國方面會堅持一
個中國的政策，這個立場沒有任何
的改變。”

包括機械產品、交通工具、
包括農產品、水產品、煙酒產
電機產品等 818 項、價值 第一階段 品及汽車等545項、價值340億
34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
美元的美國產品
聽證會已於7月24日舉行，
實施日期另行公佈，包括電
時間另行公告，包括化工品、
子 產 品 、 化 工 產 品 等 284 第二階段 醫療設備、能源產品等114項、
項、價值 160 億美元的中國
價值16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
產品

■王毅（右）在新加坡出席東亞合作系列
外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雙邊
會見。
新華社

外交部回應《大公報》調查報道
督促美方回歸理性

咖啡豆徵稅25%

■中國 3 日宣佈擬對原產於美國的 5,207
項、約 600
600億美元產品
億美元產品，
，包括木製品等
包括木製品等，
，
按照四檔不同稅率，
按照四檔不同稅率
，加徵 25
25%
%、20
20%
%、
10%
10
%、5%不等的關稅
不等的關稅。
。圖為美國一工人
在木材堆旁工作。
在木材堆旁工作
。
網上圖片

王毅：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

涉5207稅目 四種不同稅率 若美一意孤行將實施

番茄罐頭徵稅10%

伏特加酒徵稅20%

煙火製品徵稅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理 北京報
道）《大公報》7 月 30 日刊發調查報道
《美商務部長策劃貿易戰自肥 名下商業
王國得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3 日
回應記者提問表示， 敦促美方回歸理
性。
記者提問說：“《大公報》披露了美
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在向中
國進口商品開徵懲罰性關稅同時，亦潛藏
許多利益衝突。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何回
應？” 耿爽表示，不掌握有關的情況，
重申中美貿易戰沒有贏家，中方敦促美方
盡快回歸理性，糾正錯誤，為妥善解決有
關問題創造必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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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島根電廠新機組申請運轉 它與核四幾乎相同
（綜合報導）共同社報導，島根核電廠的 3 號
機組大致完成，這座新機組是 2011 年東日本大地
震時期正在建設，當時也因隨後的福島核而而停
工，然而島根核電廠所屬的中國電力公司決定向
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提出運轉申請，並且當地的縣
政府基本上同意批准申請案。這將是繼日本電源
開發公司（J-POWER）的大間核電廠之後，第二
起新核機組的運轉申請。而且，這座新機組和台
灣的核四廠很類似，類型、規模都差不多，如今
島根 3 號機在申請運作，核四卻要永久廢止，實在
令人嘆息。
島根縣知事(縣長)溝口善兵衛 6 月時表示 「批
准的根據在於電廠所在地，與週邊地方政府，若
這些地方政府是否，要是他們都批准，島根縣政
府也將同意」，島根東邊的鳥取縣知事平井伸治
在 1 日表示有意批准，而電廠所在的松江市市長松
浦正敬，在 7 月 3 日已事先表態同意，他在與專家
、居民代表和縣議會展開討論後，縣議會也予以

批准。更大的好消息是，電廠方圓 30 公里範圍內
的週邊地方政府(島根縣出雲市、安來市、雲南市
，鳥取縣米子市、境港市)等，在得知松浦市政府
同意以後，他們也紛紛同意。
島 根 核 電 廠 從 1970 年 開 始 建 造 ， 1 號 機 在
1974 年運轉，2 號機 1989 年運轉，都是沸水式反
應爐(BWR)，而 3 號機是 2007 年開始建造，採用
與核四廠相同的進步沸水式(ABWR)，輸出功率
137.3 萬千瓦，也與核四相當(135 萬千瓦)。原先預
計在 2012 年運轉，但遇到了 2011 年的福島核災，
原定進度全部停擺，之後日本廢核聲浪大增，運
作 40 年的 1 號機決定退役，許多人認為 3 號機也注
定無法運轉。
然而，隨著日本恐核氣氛下降，目前重啟的
核電機組已達到 8 座，因此這部日本最新、功率最
大的機組也順勢提出運轉申請，並且得到核電所
在的地方政府、鄰近地方的普遍同意，這是相當
了不起的。

辛巴威總統大選 姆南加瓦勝利在望料續執政

（綜合報導）辛巴威 7 月 30
日舉行大選後，今天公布的最新
開票結果顯示，代表執政黨辛巴
威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參選的
現任總統姆南加瓦穩居領先，民
主變革運動對手查米薩在後苦追
。
根據辛巴威選舉委員會公布
的數據，目前 10 個省份有 9 個已
報回票數，姆南加瓦（Emmerson Mnangagwa） 得 到 214 萬
7505 票 ， 查 米 薩 （Nelson

Chamisa） 則 獲 192 萬 9704 票 ，
差距達 20 餘萬票，75 歲的姆南
加瓦似乎勝利在望。
最後一個省份西馬紹納蘭省
（Mashonaland West） 是 辛 巴 威
非 洲 民 族 聯 盟 愛 國 陣 線 （ZANU-PF）的大本營，開票結果
預定稍後公布。
這是辛巴威在前強人領袖
穆 加 比 （Robert Mugabe） 於 去
年底遭罷黜後首次舉行選舉，全
國屏息等候開票結果揭曉。姆南

加瓦曾是穆加比副手，在他垮台
後繼任總統。
民主變革運動指控有做票情
事，支持者發動示威抗議，軍方
昨天開火鎮壓示威，導致 6 人喪
生。
今天公布開票結果前，軍警
清理首都哈拉雷市中心，大呼勒
令行人和攤販離開，民主變革運
動則持續指控執政黨偷走這次選
舉的勝利。當局反控民主變革運
動煽動動亂，誓言將強勢維安。

激辯南海爭議 菲前總統與現任外長互諷禿頭

（綜合報道）菲律賓前總統艾奎諾三世與
現任外交部長凱耶塔諾為政府處理南海爭議的
方式激辯，竟互諷對方頂上掉毛。
菲律賓 ABS-CBN 新聞網報導，凱耶塔諾
（Alan Peter Cayetano）今天在一封致艾奎諾三
世（Benigno Aquino III）的公開信中說，他對
艾奎諾三世辯論南海時還評論兩人的髮型感到
遺憾。
艾奎諾三世昨天向凱耶塔諾喊話說： 「我
們都有透明的髮型，希望他的政策也像髮型一
樣透明。」
凱耶塔諾回應： 「雖然我們都掉了頭髮，
但你的政府失去了對黃岩島的控制，以及擴展

觀光、基礎建設和農業的機會。」
現任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
擱置南海爭議，以修補與中國的關係，凱耶塔
諾日前提出菲律賓可能與中國共同開發南海油
氣資源，雙方以 60 比 40 分帳。
艾奎諾三世抨擊現任菲國政府與中國的協
商不透明，他並強調，可能開採油氣的地點位
於菲國專屬經濟區，沒有理由與中國分享。
凱耶塔諾反嗆，菲國是在艾奎諾三世執政
時丟掉黃岩島，而菲中關係先前決裂，也導致
菲國損失了許多經濟機會。
他並稱，講到 「透明」，艾奎諾三世應該
公開菲國失去黃岩島的內幕，人民都在等答案

東協和歐盟捐棄前嫌
聯手抵抗貿易戰威脅
（綜合報導）東南亞和歐洲各國部長今
天致力追求區域對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最終目
標之際，也強調擊退保護主義和全球貿易戰
威脅的重要性。
歐洲聯盟（EU）外交政策高級代表茉格
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在新加坡出席會議
時，向東南亞同儕保證，可以放心將歐洲視
為自由貿易夥伴。
她在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論壇對
媒體表示： 「我們支持對所有人有利的自由
與公平貿易，而非帶來破壞的貿易大戰。」
對於歐盟正在和東協數國談判的雙邊貿
易協定，茉格里尼表示，她充滿期待， 「這
將成為邁向未來區域對區域協定的跳板」。
總人口 6.5 億的東協由 10 國組成，其中有
些成員國是全世界成長最快速的新興經濟體

。
艾奎諾三世今天則回應，菲律賓政府是在
他的時代打贏南海案國際仲裁。
菲律賓與中國因南海主權爭執多年，2012
年 4 月雙方船艦在黃岩島發生對峙，約兩個月後
，菲方撤船，中方則順勢控制了黃岩島以及週
邊海域。當時菲國外交部說，中國違反了同時

。東協一直渴望推動各會員國和區域貿易夥
伴達成自由貿易協定。
歐盟和東協自 2007 年展開貿易協定談判
，但 2 年後歐盟決定退出，部分原因是歐盟和
當時由軍方統治的緬甸之間有多項問題無法
克服。
歐盟和東協去年同意，在兩區域可能簽
署協定的目標下，重啟貿易往來。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他期盼中國支
持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能在年
底前完成簽署。在美國總統川普採取單邊保
護主義策略的情況下，RCEP 成為關注焦點。
吸納 16 國參與的 RCEP 刻意將美國排除
在外。美國曾帶頭推動另一個區域貿易協定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不過川普已
在去年突然宣布退出。
撤船的 「口頭協議」。
黃岩島事件成為促使菲國於隔年 1 月將南海
爭議提交國際仲裁的最後一根稻草，常設仲裁
法院 2016 年 7 月 12 日裁決，南海 9 段線在國際
法之下不具效力，意味著中國不能憑 9 段線索討
幾乎整片南海，菲國在法律上取得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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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違反聯合國制裁 允1萬北韓勞工入境工作
（綜合報導）美國《華爾街日報》昨天披露俄羅斯無視聯合國制裁北韓的決定，近一年來容許逾
1 萬名北韓勞工入境，同時批出工作簽證。俄方暫未有回應，消息指聯合國已著手調查。
《華爾街日報》取得俄羅斯內政部以及勞工部的數據，顯示俄國自去年 9 月的聯合國安理會制裁
決議禁止接納北韓勞工後，已接收 1 萬名北韓勞工並批發證明文件，單在本年亦已向至少 700 名北韓
人批出工作簽證。
北韓因發展核武遭受聯合國經濟制裁，包括限制外資流入北韓及北韓人赴海外打工等，俄方的行
為等同違反聯合國制裁決議。
報導指，在俄西北部的聖彼得堡，北韓勞工正在支撐建設熱潮。當地勞動環境惡劣，有雇主表示
北韓勞工從早上 7 點勞動到深夜，僅以兩次 30 分鐘的休息和粗茶淡飯， 「做到倒下為止」。
北韓派遣在俄羅斯及中國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工，是金正恩政權的重要收入來源。所獲資金據
稱用於核與飛彈開發，在安理會制裁下相關限制逐漸加強，新的接納和頒發勞動許可已被禁止。
對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估計在俄的北韓勞工每年將 1.5 億至 3 億美元（約 46 億至 92 億元
台幣）送回平壤，並促俄方遵守有份簽署的聯合國制裁決議， 「很明顯俄羅斯要做得更多，她說想美
俄關係有改善，那莫斯科在這個涉及所有國家的迫切威脅下，就要與我們合作以示證明，而非與我們
抗衡。」

減少脫歐阻力 英相梅伊將會法總統馬克宏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梅伊今天將前往法
國總統馬克宏的夏季官邸，透過對談試圖減緩脫
歐計畫所面臨的阻力。梅伊的脫歐計畫不但未能
贏得歐盟談判代表的支持，還使她領導的政府陷
入混亂。
梅 伊 （Theresa May） 與 馬 克 宏 （Emmanuel
Macron）將在 17 世紀城堡布瑞岡松堡（Fort de
Bregancon 舉行兩小時的 「非正式」會談。有夏季
艾里賽宮（Elysee Palace）之稱的布瑞岡松堡位於
地中海沿岸，歷任法國總統多前往此地避暑。
消息人士說： 「梅伊將前往布瑞岡松堡，此
地既是夏季住所，也是工作地點，既然梅伊在義
大利的假期將進入尾聲，我們便提議在這裡接待
她。」
這名消息人士表示，梅伊屆時將詳述 「倫敦
當局對脫歐談判以及未來與歐盟關係的立場」。
「這將是闡明脫歐計畫以及針對政治環境展

開討論的機會。」
消息人士並說，兩人會晤後不會對媒體發布
任何聲明，因為兩人 「無意代表巴尼耶（Michel
Barnier）發言」。巴尼耶是歐洲聯盟（EU）的脫
歐談判代表。
在英國脫歐談判中，外界認為法國的立場總
是特別強硬，在金融服務業方面更是如此。拜英
國脫歐之賜，銀行業界的龍頭將撤出倫敦，巴黎
預計將新增約 3500 個相關工作機會。
在 7 月倫敦郊區契克斯（Chequers）鄉間首相
官邸的會議中，梅伊說服內閣閣員支持她的脫歐
計畫，不料引發兩位高階部長相繼請辭以示抗議
。
英國計劃於明年 3 月 29 日正式脫離歐盟，且
必須在今年 10 月中旬的歐盟峰會前達成脫歐協議
基本原則，梅伊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爭取歐洲盟
友支持。

現代集團會長玄貞恩赴北韓 祭奠亡夫鄭夢憲
（綜合報道）南韓現代集團會長玄貞恩今天前往北韓金剛山
溫井里觀光特區，出席已故前會長、亡夫鄭夢憲去世 15 週年悼
念儀式。
這是現代集團時隔 3 年在金剛山舉行悼念儀式，也是玄貞恩
時隔 4 年訪問北韓。
現代集團前會長鄭夢憲於 2003 年 8 月去世，集團每年都向南
韓政府申請赴北韓舉辦追悼儀式，但 2016 年因北韓核子試驗造
成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未能申請，2017 年則因遭到北韓拒絕未能成
行。

歐盟鼓勵收難民 對西班牙增撥緊急資金
（綜合報導）歐盟為鼓勵更多成員國接收
難民，今天宣布對西班牙的緊急援助金增加到
3000 萬歐元，讓西班牙支付額外工作費用且協
助應對難民工作的挑戰。
近年以來非洲及中東難民為逃離貧窮和戰
火想盡辦法進入歐洲，過去義大利是難民湧入
的前線，今年義大利以人數急劇增加難以承受
為由，禁止外國救援船靠岸，一度引來法國總
統 馬 克 宏 （Emmanuel Macron） 指 控 義 大 利
「冷嘲熱諷、不負責任」，差點引爆法國及義
大利外交事件。
在義大利讓救援船吃閉門羹下，新上任的
西班牙總理桑傑士（Pedro Sanchez）則張開手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指出，
玄貞恩今天上午抵達江原道高城的南北韓出入境事務所，在辦理
出境手續後，將乘車越過軍事分界線前往北韓金剛山。
悼念儀式在位於金剛山特區溫井閣對面的鄭夢憲紀念碑前舉
行。
報導說，若北韓人士出席悼念活動，很有可能與玄貞恩就南
北韓經濟合作等主題交流。
現代集團有關人士表示，這次是時隔多年舉行的活動，令人
期待。玄貞恩返回南韓後將向媒體說明追悼活動情況。
另外，報導指出，北鮮對南韓統戰宣傳媒體今天發文指出，

臂，轉與法國合作，6 月西班牙海岸防衛隊在
地中海即救起近千名移民。
但西班牙為因應隨之而來難民潮壓力，7
月向歐盟申請緊急經費，歐盟當時表示將完全
支持西班牙的要求，今天進一步宣布對西班牙
的緊急援助金已增撥至 3000 萬歐元（約新台
幣 10 億 6500 萬元），讓西國能夠支付港口額
外工作費用，及相關行政作業所需。
歐盟這項做法曾被外界認為是 「收移民給
補貼」，義大利政府今年 7 月批評補貼無法滿
足接收移民的支出，反酸 「布魯塞爾還是把這
點善款留給自己用吧」，顯示歐盟成員國對接
納難民態度相當分岐。

2000 年 6 月底，時任北韓國防委員長金正日接見現代集團創辦人
鄭周永時，稱讚他為 「民族和解之路的開拓者」。韓國現代集團
的創辦人鄭周永 2001 年 3 月過世。
2005 年 7 月，金正日接見玄貞恩並哀悼鄭夢憲時表示，早在
官方正式發展南北韓關係以前，我們（指北韓）就與現代集團譜
寫 「初戀」。
北韓的這篇文章說，金正日決定將在南北韓軍事對峙最前線
的金剛山地區的旅遊項目經營權，完全交給現代集團。金正恩也
在鄭夢憲去世 10 週年時，致函現代集團指出， 「民族主義思想
讓鄭夢憲先生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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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兩院通過“移民法”

將縮短避難申請審批時間
綜合報導 法國國民議會最後壹讀審
議通過《避難與移民法》案後，這套法
案最終獲國會兩院通過。議會最終表決
時，法案以 100 票贊成、25 票反對以及
11 票棄權通過。議會多數派共和國前進
黨-民主聯盟的議員投了贊成票，右派和
左派議員都投了反對票。
據報道，法國內政部長科隆標榜這
套法案是壹套“平衡”的法案，壹方面
方便驅逐申請避難被拒的人，另壹方面

能更好地接待獲準避難的人。但法案內
容引起了許多爭議，遭到左派和右派的
強烈批評，雙方批評的理由迥異。在執
政黨內部也引起了激烈的辯論。
社會黨指責這套法案“與法國的憲
法原則背道而馳”；法共指責它“把申
請避難者當成犯罪嫌疑人”；不屈的法
蘭西黨指責共和黨“甘願當馬克龍派的
有用的傻子，以平衡的法案的名義通過
壹套不人道的法律”。據報道，國會最

英國汽車行業警告：
無協議“脫歐”選項不可接受
綜合報導 英國汽車行業組織負責人表示，考慮到車企和消費者將
要面臨的成本和幹擾，無協議“脫歐”對英國汽車行業來說不是壹種選
擇。英國汽車生產商與經銷商協會執行長 Mike Hawes 稱，車企“越來越
擔心”圍繞英國脫離歐盟方式的不確定性。
據報道，距離英國正式脫歐還有不到 8 個月的時間，英國首相特雷
莎· 梅卻還未找到壹項與歐盟保持經濟聯系的方案，既能讓黨內存在分
歧的兩派都感到滿意，又能讓歐盟談判代表接受。
報道稱，這提高了英國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脫歐”、以及開
始按照 WTO 規定與歐盟進行貿易往來的機率。據 WTO 規定，英汽車出
口商或面臨約 10%歐盟進口關稅。
據 Hawes 在提交英國汽車生產商與經銷商協會年中最新英國汽車生
產報告時表示，“沒有協議……並不是個選項。這會嚴重損及英國的產
業，歐洲的產業也難幸免。”報道稱，該行業直接和間接在英國雇用了
逾 850000 名員工。
盡管汽車生廠商受到特雷莎· 梅本月公布的“脫歐”計劃鼓舞，但
Hawes 表示，新關稅協議的成本方面仍是壹大問題。英國汽車生產商與
經銷商協會表示，英國 2018 年前 6 個月汽車產量同比減少 3.3%至 834402
輛，內需令人失望抵消了出口強勁表現。單 6 月，產量就較上年同期減
少 5.5%，盡管面向出口市場的產量增加 6.0%。面向國內市場的產量銳減
47%。
Hawes 表示，這主要是反映出型號周期的調整，及制造商為新的排
放標準預做準備，產量料在之後幾個月回升。

南非執政黨決定
支持修改憲法以無償征收土地
綜合報導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宣布，其領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黨
（非國大）決定支持修改憲法，以無償征收土地。
7 月 30 日至 31 日，非國大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召開了為期兩
天的會議，討論經濟與土地改革問題。拉馬福薩在會後發表的聲明
中說，本次會議再次確認，只有進行全面土地改革，讓民眾公平地獲得
土地，才能促進經濟增長，讓更多土地得到充分利用，鼓勵數百萬南非
人參與到生產過程中。
拉馬福薩說，非國大將會通過議會程序推動憲法修正案獲得通過，
並對無償征收土地的方法進行詳細說明。
近年來，土地改革工作壹直是南非政府的核心工作之壹。種族隔
離時期，南非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數白人手裏。種族隔離結束後，
執政黨非國大遵循買賣自由的原則，從白人手裏購買農場，重新把
土地分配給黑人。但二十多年過去了，白人控制土地的局面仍然沒
有明顯改觀。於是近幾年來，是否從白人手裏無償征地的討論壹直
在進行中，這壹論調在黑人群體中擁護者眾多，但遭到白人農場主
的堅決反對。
2017 年 12 月，非國大在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無償征收土地的
決定，並與反對黨經濟自由鬥士黨聯手，在 2018 年 2 月議會投票中支持
無償征地的動議。但是否應該修憲，非國大內部就此問題進行過長時間
激烈討論。

終通過的法案內容如下。
在避難和接待難民方面，基本原則
是把當局審核申請案卷的期限，從目前
大約 12 個月縮短為 6 個月，包括當事人
上訴的時間在內。為此，法案包含相應
措施：在當事人進入法國後，遞交避難
申請書的期限從 120 天縮短為 90 天，超
過這個期限，申請案卷仍會處理，但可
能以“加速程序”審理。
同時，方便警方驅逐某些申請避難
被拒的人；緊急接待所和法國移民融入
局之間交換申請避難者以及難民的信息；
向“補充”難民和無國籍難民發放 4 年
的居留證；未成年人申請家庭團聚條件
將擴大到與兄弟姐妹團聚；“尚未能夠
登記申請避難”的外國人也可能獲保護
等。

此外，據憲法委員會的決定，根據
“博愛原則”，如果不是為了謀利，幫
助無證外國人在法國通行和居留，不再
受到刑事處罰；未獲得法國保護避難者
與無國籍者辦事處答復的避難申請者，
可在提出避難申請之日起 6 個月內申請
工作證。如果該局在當事人提出工作證
申請兩個月後未答復，視作批準。
在打擊非法移民方面，如果非法移
民阻撓有關當局對自己執行驅逐出境程
序，行政留置中心對這類非法移民的留
置期限從 45 天延長為 90 天：在核查當事
人的居留權時，行政留置時限從 16 小時
增加到 24 小時，同時增加有關機構的調
查權力；遇到威脅公共秩序的情況時，
強化對滋事者實行監視居住(軟禁)措施，
可實施連續 3 小時監視。

同時，被留置的外國人如果自願返
回祖國，可能給予資助；在負責裁決釋
放或監禁程序和行政法庭的庭審程序方
面，擴大應用遠距視頻聽證模式；據參
議院添加的壹個條款，在海外省馬約特島，為
了應付來自科摩羅的非法移民潮，采用出
生地制國籍法，在馬約特島出生的小孩，
出生那壹天，只要父母中有壹方在法國領
土上合法居留3個月以上，就是法國籍。
而在居留方面，擴大“人才護照”
的發放對象，增設其他類別的受益者。
“人才護照”是 4 年的居留證，向 10 類
外國人發放，包括高級專業領薪職工、
研究員、藝術家等。
同時，將方便外國留學研究人員定
居法國；在居留權方面，給遭受家暴的
人提供特殊的保護措施等等。

法總統前保鏢施暴風波：
左右兩派倒閣案均遭否決
綜合報導 日前，法國左右兩翼陣
營的反對黨圍繞總統馬克龍前保鏢貝納
拉打人事件，各自提出了針對政府的不
信任案。但總理菲利普指責反對黨目的
是打擊馬克龍並阻礙改革進程。據報道，
雖然兩項不信任案均未獲得通過，但報
道稱此事已醞釀成壹次政治危機。
據報道，來自右翼的共和黨
（ LR ）和來自左翼的三個反對黨分別
提出不信任案，並在國民議會進行發
言。共和黨黨團領袖雅各布批評馬克
龍包庇親信，並賦予其特權。而代表
社會黨（PS）、“不屈法國”（LFI）
和法國共產黨（PCF）發言的法國共產
黨議會黨團領袖則聲稱，這壹事件使
得人們“掀開帷幕”，看到總統行使
權力的實際狀況。
在回應發言中，總理菲利普批評這
兩項不信任案是“政治操弄”，旨在打
擊馬克龍。他指責反對黨的目的是阻礙
改革進程，但稱政府“不會放慢腳步，
也不會半途而廢，而會堅持到底”。菲
利普還反唇相譏，稱當年社會黨政府處
理“卡於紮克案”（前預算部長海外秘
密賬戶醜聞）動作遲緩，而共和黨也拒

絕針對前總
統薩 科 奇
的民調機
構弊案進
行調查。
兩項不
信任案進行
了投票，但
都被否決。
右派提案獲
得 143 票 支
持，左派提
案僅獲得 74
票支持。由於在國民議會中，共和黨占
據 103 席，三個左翼黨派 63 席，因此即
便聯手倒閣，都和所需的 289 票相差甚
遠，且共和黨和社會黨二者互不支持。
不過處於極右翼的“國民聯盟”（RN，
原國民陣線）對這兩項不信任案都投票
支持。
此前，貝納拉因為在 5 月 1 日的壹
場示威活動中，出手打人而被檢方起
訴，他原本作為總統府安保人員現場
觀摩，但後來佩戴警用頭盔下場幹預。
事後他為自己辯稱是“作為公民的正常

研究：全球最大王企鵝棲息地

企鵝數量銳減 90
90%
%

反應”。但現在檢方懷疑他還涉嫌介
入了當天發生在植物園的另壹次同類
事件，正在進行調查。
當天，和貝納拉壹同出手鎮壓示威
者、受雇於“共和國前進黨”的另壹位
安保人員克雷斯氏同樣被起訴，且已被
該黨解雇。
據報道，貝納拉事件已嚴重沖擊了馬
克龍的政治議程。此前預定7月進行的修
憲案審議工作，已被推遲到9月下旬。執
政黨“共和國前進”（LREM）指責反對
黨以貝納拉事件為借口來阻撓改革。

綜合報導 公布的壹項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 過 去 30 年
來，世界上最大的王企鵝棲
息地、位於非洲南端與南極
洲 之 間 的 法 屬 科 雄 島 （Ile
aux Cochons）上的王企鵝數
量大幅減少近 90%。
據報道，科學家上壹次
對科雄島進行調查時，島上
約有 200 萬只王企鵝。但 30
日發表在《南極科學》雜誌
上的報告卻指出，最近的衛
星影像和直升機上拍攝的照
片顯示，科雄島上的王企鵝
數量大減，只剩下 20 萬只。
這項研究的主筆、法國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生態學家
魏默史克奇（Henri Weimerskirch）表示：“這完全出乎
意料，特別重要的是，這個
棲息地的王企鵝占全球總數

的近三分之壹。”
目前尚不清楚科雄島上
的王企鵝數量為何會大幅減
少。專家認為，氣候變化可
能是原因之壹。
報道稱，1997 年強烈的
厄爾尼諾現象使南印度洋海
水變暖，這導致王企鵝賴以
維生的魚類和魷魚遷移，這
超出了王企鵝的覓食圈。
魏默史克奇表示，厄爾
尼諾現象導致這個區域的所
有王企鵝棲息地的企鵝，都
出現數量減少與繁殖成功率
欠佳的情況。
魏默史克奇和同行在過去
的研究中就發現，如果氣候變
化按照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
到了本世紀中期，王企鵝將無
法繼續在科雄島所在的克羅澤
群島(Iles Crozet)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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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為何對中國連下重手？

美媒揭 3 大原因

（綜合報導）中美兩國的貿易戰正逐漸升
級，雙方已陷入一場 「
誰先認輸」的僵局之中
。美方不斷提高制裁的籌碼，中方也毫不相讓
祭出反制措施。美國媒體分析，在這場短期之
內不斷升高的貿易戰爭中，川普何以迫不急待
地連續推出關稅懲罰措施，其原因有三：面子
、報復恩智浦收購案、人民幣貶值。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將 2000 億美元中
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加征額度從 10%提高到 25%
的臨時措施是川普的高級顧問們在商討對中國
談判對策時提出的。《紐約時報》也引述消息
人士的話說，川普對中國反制美國的做法表示
不以為然，而且到目前為止，與中國貿易爭端
呈現僵局狀態，讓川普發動貿易戰之舉毫無所
獲，因此他打算加碼施壓迫使中國做出改變。
彭博社指出，美國財政部長努欽（Steven
Mnuchin）和中國副總理劉鶴的代表已經在私
下展開對話，要為雙方重啟談判做準備，但這
些接觸並尚未取得任何實質進展。美國商務部

長羅斯(Wilbur Ross)也對福斯新聞表示，中國
不願服輸，美國就會不斷在關稅上加碼，讓中
國感受到痛苦。
《華爾街日報》分析稱，雙方的磋商之所
以毫無進展，主要在於雙方都認為對方應該先
退讓，然後再來進行實質談判。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美國提高關稅
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沒有放行美國高通公司收
購荷蘭芯片製造商恩智浦半導體的交易。美方
原本預期，在川普對中興通訊的懲罰放手後，
中國會投桃報李批准收購案，但事與願違，讓
美國態度轉變得更加強硬。
還有一個原因是人民幣貶值。報導認為，
人民幣自 6 月份以來已下跌了超過 6%，而人民
幣貶值可以抵消部份美國加徵關稅對中國的影
響。因此川普的幕僚們認為，人民幣大幅貶值
將減低美國給中國的壓力，因此，若要中國屈
服，必須擴大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規模。

美控俄國影響輿論與選舉 訊息戰無孔不入
（綜合報導）美國政府國安團隊今天指控俄羅斯採取 「
無
孔不入的」訊息攻勢，影響美國輿論和選舉。情報機構首長在
距國會期中選舉只剩幾個月時發出這項警告，打臉大力維護俄
國的總統川普。
川普國安團隊成員包括國家情報總盛柯茨（Dan Coats）和
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等人，一起現身白宮新聞簡
報室，強調政府正大力防範俄國干預，以保障 11 月國會期中選
舉和 2020 年總統大選的公正。
柯茨（Dan Coats）表示： 「
我們持續觀察到俄羅斯發動無

孔不入的訊息攻勢，想要削弱
和分裂美國。」他又說，克里
姆林宮也涉入俄國的干預行動，但他未多作說明。
柯茨以及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
）和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Kirstjen Nielsen）等首長誓言，將
調查和起訴想要影響美國輿論或發動瑞伊所謂 「
訊息戰」的人
。
尼爾森發出異常強烈的警告說： 「
我們的民主制度本身已
成為攻擊目標。」
瑞伊指出： 「
這不只是選舉時期的威脅。我們的敵人始終
一直想破壞我們國家，不論是否選舉時期。」

因車輛環保法規再嗆川普 阿諾：他瘋了！

（綜合報導）據美國有線新聞網
（CNN）報導，似乎為了刺激美國國內
汽 車 產 業 發 展 ， 總 統 川 普 （Donald
Trump）於今日推翻前朝歐巴馬（Barack
Obama）的政策，擬放寬車輛排氣量的
限制；對於川普政府此舉，好萊塢
（Hollywood）動作巨星、前加州州長阿
諾·史 瓦 辛 格 （Arnold Schwarzenegger）
滿腔怒火，透過個人推特發出聲明稿，
除砲轟川普會讓美國空氣品質更糟外，
還直嗆川普本人， 「如果他以為他能贏
得這場戰爭、那川普根本是瘋了！」
美 國 環 保 署 （EPA） 署 長 普 魯 特
（Scott Pruitt）於 4 月份，提出放寬汽車
排放標準新計畫，目的是降低汽車廠的
法規限制，不僅讓大型車廠減少壓力，
官方也認為，此政策能為消費者帶來更
多可負擔的卡車、小貨車和休旅車。但
對於人口最多的加州而言，卻似乎無法
接受，加州政府已決定要抗衡並維護現

階段標準到底。
對此，阿諾也表示，早在 48 年前、
雷根（Ronald Reagan）擔任州長時期，
加州就擁有自訂空汙標準的權力，如今
聯邦要強制以單一標準套用 50 州，而且
是一套更糟糕的標準，我相信、加州會
堅持其州政府的權益，和川普對峙到底
！當初為避免汽車製造業的空汙，讓南
部加州環境更為糟糕，因此訂立了 「加
州清潔空氣法案」（California's Clean Air
Act），勢必也將成為這個人口大州和川
普政府對抗的最大根據。
現年 69 歲、出生於奧地利的阿諾·史
瓦辛格，從 15 歲起開始健身，並多次取
得國際健美冠軍頭銜，並於 1968 年移居
美國，連續多年取得奧林匹克先生的榮
譽。阿諾於 1983 年正式入籍美國，並取
得威斯康辛州大學學士學位。隔年因主
演《魔鬼終結者》而在全球爆紅，讓阿
諾與該系列電影幾乎劃上等號。

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致函國會表示，川普政
府已採取 「
大規模和歷史性的行動」，遏止俄國的相關威脅。
這些情治機關首長的談話與川普的立場大相逕庭，但柯茨
和瑞伊都駁斥川普未正視此事的說法。川普一再否認俄國曾干
預美國大選以利他當選總統。
川普考慮要放寬對俄國的制裁，與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會談時熱情洋溢，而且拒絕為俄國干預美國 2016 年
總統大選一事批評他。
川普還一再要求結束對俄國干預美國選舉案的調查，而此
案至今已導致超過 20 名俄國人遭到起訴。

大肚腩退散！美國人對啤酒愛火不再
（綜合報導）啤酒曾經是美
國人最愛的飲料，從 19 世紀中期
開始興起，之後由百威啤酒
（Budweiser） 和 百 威 淡 啤 （Bud
Light）領銜，直到 21 世紀初，啤
酒都是個不可或缺的生活調劑。
但隨著健康意識興起，生活型態
改變，啤酒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
，似乎不再堅若磐石了。
貿 易 組 織 Beer Institute 分 析
，在 90 年代，高達 60.8%的飲酒
人會選擇啤酒，但是這個比例去
年已下降至 49.7%，尤其 21 歲到
27 歲的青壯年人口減少最明顯。
啤酒市場研究公司 IWSR 數據顯
示，美國人平均飲用啤酒量從
2000 年開始遞減，當年平均每人
飲用 83.2 升，2010 年減至 80.2 升
，至去年度已銳減為 73.4 升。

「喝啤酒讓身體感覺負擔很
重，就像喝進一堆空熱量，味道
也不怎麼豐富。」一名 32 歲男性
行銷人員表示，若要喝酒，他會
選氣泡酒。
研究顯示，美國女性人均飲
酒量上升，葡萄酒和雞尾酒是更
熱門的選擇，且年輕女性對酒類
的嘗試較上一輩廣泛，這可能是
時尚或影視帶來的影響，如影集
《 慾 望 城 市 （Sex and the City
） 》 就 使 「柯 夢 波 丹 （Cosmopolitan）」這款調酒聲名大噪。
白人男性偏好啤酒的比例仍高，
但有下降趨勢；非裔喜歡烈酒，
蒸餾酒如白蘭地、伏特加也擄獲
拉美裔的心。
「我很多朋友都滿重視健康
的，他們覺得喝酒會增加多餘體

重，還有一些長期累積的害處。
」一個 26 歲消費者說。現代人重
視健康，更傾向貼近家庭生活、
自然、手作的小品牌，因此酒商
的行銷策略必須改變。
百威啤酒所屬的安海斯—布
希英博集團（AB InBev），今年
收購了一家有杜松子酒、伏特加
、威士忌品牌的公司；針對拉美
裔消費者，推出西班牙語廣告；
百 威 啤 酒 與 威 士 忌 製 造 商 Jim
Beam 合作開發新口味，百威淡啤
則推出水果口味。
AB InBev 的 執 行 長 布 里 托
（Carlos Brito） 認 為 ， 大 型 啤 酒
品牌的在美國的未來仍然一片光
明，高價位啤酒依然獲利， 「我
們一直致力調整我們的投資組合
，增添能夠刺激買氣的元素。」

SpaceX領先波音 明年載人測試上太空
（綜合報導）過去 7 年來，美國太空人搭乘
俄國老舊太空船 「
便車」前往國際太空站，不過
，明年他們終於可望達成嶄新美國民間 「
太空計
程車」出任務。美國 SpaceX 和波音公司將於明年
進行載人測試，除了運載美國太空人之外，下一
波目標將開拓太空觀光產業。
美國航太總署（NASA）前天宣布，Space X
最快將在明年 4 月進行載人測試，稍微領先預定
在明年年中進行測試的波音公司。前者是採用
「獵鷹 9 號」火箭搭載 「蛟龍號」太空船，後者
則採 「擎天神 5 號」火箭搭載 「星際客機」太空
船。
事實上，自美國太空船在 2011 年全數除役後

，NASA 太空人就以每人每趟 7 千萬美元（約 21
億元台幣）代價，搭俄國太空船 「
聯合號」上國
際 太 空 站 。 為 終 結 對 聯 合 號 的 依 賴 ， NASA 在
2014 年斥資 68 億美元（約 2054 億元台幣），與
波音（Boeing）公司和 SpaceX 兩公司合作，研發
民間太空計程車。
不過，這項計劃時程卻一延再延，先從最初
規劃的 2017 年底，延至今年底，而後又再延至明
年。對 NASA 而言，現在更是分秒必爭，因為美
國手上僅剩最後 5 個聯合號座位，可用到明年。
若想再取得額外座位，可能得等上 3 年，加上美
俄近來關係日趨緊繃，協商起來恐怕更複雜。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日本富士山“忍野八
海”的“湧池”，以秀美泉水而聞
名，是富士山世界文化遺產的構成
資產之壹。不過，遊客投入水池中
的硬幣越來越多，水質惡化、景觀
也受損。22 日，展開了回收硬幣的
作業。
報道稱，當天，潛水誌願者壹
早就潛入水中，用雙手收回堆積在
水底的硬幣。水溫壹年間均保持在
13 度左右，潛水員等人約每隔 20 分
鐘便進行輪換，持續回收作業。
包括湧池在內，忍野八海共有 8
個水池。此處還被選入環境省的名
水百選，從而成為名勝景點。
據忍野村政府表示，這些硬幣
好像是代替香火錢被投入水池裏
的 。由於水質惡化、景觀也受損，
因此從以前就開始呼籲大家請勿投
擲硬幣。
然而，富士山在 2013 年被列為
世界 文 化 遺 產 後 ， 包 括 外 國 人 在
內 ，遊客有所增加。據悉，被投入
水池中的硬幣數量也變多。
擔任潛水誌願者代表的阪本新
（51 歲）表示“即使展開回收，在 3
個月左右的時間裏又會變回原樣。
理想狀態是在無需潛水員潛入的情
況下也可以維持（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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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總統簽署法案推動成立
邦薩摩洛 自治區

星期六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簽署法案，
允許在菲南部棉蘭老島地區建立壹個名為“邦
薩摩洛”的穆斯林自治區，以期恢復並維持南
部和平與穩定。
菲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克表示，本周早些時
候，菲律賓參眾兩院已通過這部名為《邦薩摩
洛基本法》的法案。杜特爾特簽署了該法案。
根據該法案，菲南部穆斯林可以在棉蘭老
島部分地區建立“邦薩摩洛”自治區，以取代
現存的穆斯林棉蘭老自治區。新的自治區未來
管理區域更大，並在行政管理、立法司法、財
政稅收等方面享有更大自治權，但不能擁有自
己的軍隊和警察。
菲總統和平事務顧問赫蘇斯· 杜雷薩表示，
《邦薩摩洛基本法》的簽署是壹個全新的開
始，將幫助棉蘭老島地區和整個菲律賓實現和
平與繁榮。
棉蘭老島地區最大的武裝組織“摩洛伊斯
蘭解放陣線”（摩伊解）主席哈吉· 易蔔拉欣表
示，壹旦《邦薩摩洛基本法》被全面執行，該組織的全體武裝
人員將會放下武器，其他分離主義武裝組織也將失去存在的理
由。
棉蘭老島地區位於菲律賓南部，穆斯林人口眾多。自上世
紀 70 年代起，該地區持續動蕩，陸續出現包括“摩伊解”在
內多個反政府武裝組織。這些武裝組織與政府軍之間的軍事沖
突持續數十年，共造成該地區十余萬人喪生。
1997 年起，菲政府開始與“摩伊解”展開和平談判。2014
年，菲政府與“摩伊解”簽署全面和平協議，並就未來制定壹
部《邦薩摩洛基本法》達成共識。

﹁

﹂

熱熱熱！韓國進入“燒烤”模式 日本中暑人數激增
韓國和日本大部分地區持續
暑熱天氣，進入“燒烤”模式。
韓國首都首爾當天最高氣溫達
38.3 攝氏度，創下有記錄以來的
第二高溫。日本政府同壹天發布
數據顯示，這輪熱浪已導致超過
5.7 萬人中暑入院。
【首爾氣溫恐破極值】
韓國氣象廳說，首爾當天下
午 3 時 19 分氣溫達 38.3 攝氏度，
創下最近 20 多年來的新高。
韓國政府 1907 年開始記錄氣
溫以來，首爾最高氣溫出現在
1994 年 7 月 24 日 ， 為 38.4 攝 氏
度 。7 月 31 日的氣溫是有記錄以
來的第二高溫。
韓國氣象廳說，首爾最近

100 多年來氣溫超過 38 攝氏度的
情況不多。除上述兩天外，僅有
1994 年 7 月 23 日、1943 年 8 月 24
日和 1939 年 8 月 10 日氣溫高於 38
攝氏度。
氣象部門預計，韓國未來
幾天氣溫可能進壹步升高，多
地或刷新紀錄。首爾氣溫可能
達 39 攝 氏 度 ，創下有記錄以來
的最高值。
位於 韓 國 東 部 江 原 道 的 洪
川郡和寧越郡 7 月 31 日氣溫為
38.5 攝氏度，創下當地最高氣溫
紀錄。
除首爾外，幾大主要城市
氣 溫 當 天 均 在 31 至 37 攝 氏 度
之 間 。 大 田 氣 溫 37.2 攝 氏 度 ，
光 州 37 攝 氏 度 ， 仁 川 35.2 攝

氏度。
【日本近 6 萬人入院】
熱 浪 7 月 31 日 同 樣 席 卷 日
本。日本總務省消防廳當天發布
的數據顯示，最近三個月因中暑
入院治療的人數超過 5.7 萬人，
逼近 2013 年的最高紀錄。
消防廳說，今年 4 月 30 日至
7 月 29 日，日本共有 5.75 萬人因
中 暑 入 院 治 療 ， 其 中 125 人 死
亡。日本西部地區本月早些時候
遭遇暴雨襲擊，而後又迎熱浪，
近期入院人數激增。
日本今年中暑入院人數已
超過去年的 5.3 萬人，逼近 2013
年 的 最 高 紀 錄 5.87 萬 人 。 消 防
廳說，預計今年入院總人數可

能大幅高於這壹數據，創下新
高。
從地區來看，今年中暑入
院者中，來自東京地區的人最
多，為 4648 人。排在其後的分
別 是 大 阪 的 4345 人和愛知縣的
4254 人。
從癥狀輕重來看，需要住院
三周以上的重癥患者為 1449 人，
需要短期住院的中等癥狀患者為
1.87 萬人。
從年齡來看，老年人占所有
入院者的 48.7%。7 月 23 日至 29
日壹周內，超過 1.3 萬人入院就
醫。
消防廳呼籲民眾在暑熱天氣
中及時補充水分，適度休息，預
防中暑等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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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屋渴市 漁光村七爭一
暫收表 1346 份超額 5.7 倍 房委成員促政府牽頭加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香港房協
香港仔漁光村首個“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
計劃約 200 個單位，3 日截止申請，不少輪候
公屋多年的市民把握最後機會提交申請表。
最終房協暫收到 1,346 份申請表，超額申請
5.73 倍，平均近 7 個申請爭一個單位。有房委
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認為，香港樓價與租金
高企，這類過渡性房屋成為公屋輪候人士的
“救命草”，建議特區政府投放更多資源，
牽頭增加過渡房屋供應，以紓緩住屋問題。
協早前宣佈推出“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計劃，
房將已納入重建計劃的香港仔漁光村約
200 個已收

回、實用面積介乎 14 平方米至 28 平方米的小型單位，
翻新後短期出租予輪候公屋 3 年或以上的 2 人至 3 人家
庭及“高齡單身人士”，租期 5 年，月租介乎 561 元
（港元，下同）至 1,421 元，預計今年第四季起逐步入
伙。房協預計本月下旬進行電腦抽籤，並根據合資格申
請人的優先次序號碼及家庭人數，發信邀請申請人進行
編配單位程序。

未計郵遞交表 料或超額7倍

招國偉：暫難評論成效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
偉認為，今次申請宗數較少，或由於項目沒有升降
機，影響申請意慾所致，但現階段難以評論成效，之
前“光房”等社屋計劃都有效果，好難話（過渡性房
屋）係失敗。
他指現時全港共有 21 萬人居於劏房等不適切居
所，過渡房屋租金較低，居住環境亦較佳，仍具吸引
力。
他續說，房委會不少樓齡較舊的公共屋邨均有重建
需要，部分位處市區，若落實重建計劃，可研究將空置
單位轉作過渡房屋出租；空置校舍、停車場上蓋亦具有
興建過渡房屋的潛力，但需要解決配套和交通問題。
他又認為，現時僅靠社聯自行覓地、籌集資金和興
建過渡房屋，情況並不理想，建議政府牽頭邀請不受限
於《房屋條例》的房協和市建局興建過渡房屋，交予非
牟利機構營運。

■其中一個 28 平方米單位設有
露台，
露台
，景觀開揚
景觀開揚。
。 資料圖片

■單位室內經過翻新
單位室內經過翻新。
。 資料圖片

■ 全港有多達 11
11..5 萬個住戶
居於劏房、
居於劏房
、 天台屋及板間房
等，居住環境惡劣
居住環境惡劣。
。 資料圖片

劏房戶為平租不怕爬樓梯
香港
房協在轄
下香港仔
漁光村推出首個“暫租住
屋”過渡性房屋計劃 3 日截
止申請，有市民把握最後機
會交表。從事飲食業的黎先
生申請公屋接近五年，目前
與妻女居於百多呎劏房，月
租 逾 7,000 元 （ 港 元 ， 下
同）。他大嘆現時私樓租金
高昂，但他月薪只有萬多
元，捉襟見肘，“唯有每處
省點吧，我哋好需要呢個單
位。”
由於居住環境老舊，他
希望透過今次申請改善住屋



環境，節省租金，“似大抽
獎，都係博一博。”
黎先生表示，自己在
中環上班，女兒則於何文
田上學，認為交通不是大
問題，但是次計劃的樓宇
沒有升降機，若抽到太過
高層的單位，不方便太太
和女兒出入，未必會接
受，並希望政府推出更多
同類中轉單位，幫助有需
要的基層市民。
劉小姐已輪候公屋逾四
年，現與女兒及患有長期病
患的丈夫在鰂魚涌租住約
300 呎私樓，月租萬多元。
她指，家中只有她與女

兒工作，但租金已佔月入逾
半，希望申請到漁光村單
位，減少租金支出。
劉小姐在交表後，才知
悉項目沒有升降機，但考慮
到租金廉宜，並不介意，
“都唔緊要啦，現時租金這
麼貴，行吓（樓梯）囉。”
葉 小 姐 2012 年 申 請 公
屋，至今已輪候了 6 年，現
與丈夫和兒子同住劏房，月
租 4,000 元 ， 由 於 面 積 太
小，地方擠迫，希望透過計
劃減省租金、改善居住環
境，“都係因為貴租，我哋
申請咗（公屋）好耐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郭偉強：租金低需求大
另一小組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香
港私人住宅租金高企，不少租樓居住的家庭，租金佔月
入逾半，生活捉襟見肘，租金相對廉宜的過渡性房屋有
助基層家庭減少開支，可說是“救命草”，相信有龐大
需求。
郭偉強指出，香港有不少被收購、正等待重建的舊
樓，具有發展過渡性房屋的潛力，但實行上仍有不少困
難要克服，“首先大業主要有出租意向，要有非牟利機
構願意負責營運管理；計劃需提供額外資源進行簡單裝
修及評估可供居住年期，如果滿腔熱誠推出單位，但可
住年期太短，會被質疑是浪費資源。”他指現時不少過
渡性房屋計劃仍屬志願性質，建議政府應投入更多資
源，協助推出更多過渡性房屋，紓緩基層房屋需求。

■劉小姐
■黎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梁祖彝 攝

輪候公屋等 5.1 年 過渡屋需求殷
香港房屋供
不應求，公屋輪
候數字持續攀
升，直至今年 3 月底，輪候冊有 27.23
萬宗申請，一般申請者平均要等 5.1
年才獲派屋。另外，在樓價和租金高
企的情況下，不少仍在輪候公屋的基
層市民被迫捱貴租暫居劏房。根據最
新長遠房屋策略周年報告，全港多達
11.5 萬個住戶居於劏房、天台屋及板
間房等不適切居所，該些處所被指居

住環境惡劣，濫收水電費等問題叢
生。覓地建屋需時，為緩解住屋問題，
現屆政府甫上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便提出協助社福機構以符合安全衛生
的劏房，以成本價租予公屋輪候冊人
士。去年9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推出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為基層人士提
供可負擔房屋。

“社屋”超額申請26倍
首個“社屋”項目於去年 11 月推

出，由樂善堂營運九龍城福佬村道新
益樓 20 戶單位，供正輪候公屋 3 年或
以上、居於惡劣環境人士申請，每月
租金 4,755 港元，結果共收到 521 份申
請表，超額申請 26 倍，其中三分二已
輪候公屋4年，可見市民需求殷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去年施政報
告提出，今屆特區政府會以破格思
維，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
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
應，包括支持由社聯的“社屋”計

■房協轄下的香港仔漁光村樓齡超
過 40
40年
年，沒有升降機
沒有升降機。
。 資料圖片

劃、促成房協容許轄下未補地價的資
助房屋單位以低於市值出租、協助非
牟利機構研究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
合屋等。
截至今年 7 月 28 日，社聯接獲合
共 455 個單位，暫時有 235 個合適居
住，現有 113 戶入住。房協亦將於今
年第三季前公佈未補地價資助單位分
租計劃，會在租約中加入限制，包括
租期、身份、分組形式等，以保障租
住者。陳帆早前透露，首個預製組件
屋項目已獲得屋宇署審批，並已覓得
土地，預料今年9月開始動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未合資格單親媽 照寄表博一博

截至 3 日，房協共收到 1,346 份申請表，超額申請
5.73倍，即平均近7個申請爭一個單位，但數字仍未計算
部分以郵寄方式遞交的申請表，換言之最終申請數字或更
多，甚至有機會超額7倍。當中共有26份申請來自“高齡
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申請人、730份來自2人家庭及
564份來自3人家庭；另有26份屬不符合資格的申請。

■漁光村“暫租住
屋”可改善輪候公屋
的基層家庭居住環
境。
資料圖片

香港房協推出
首個位於香港仔漁
光村的“暫租住
房”過渡性房屋計劃，輪候公屋 3 年或
以上是申請“門檻”，有輪候公屋不
足 3 年者明知未符合資格，但難忍現時
的居住環境及昂貴租金，仍堅持申請
“碰吓運氣”，望可獲酌情處理，若
成功申請可以改善生活。
現年 40 歲、育有兩名女兒的賴小
姐，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今年初
喪偶後，一家三口搬離一直居住的深水埗
天台屋，一直暫居親友家。她表示，曾試
過尋找私人出租單位，但租金過於昂貴，
“深水埗租劏房價格愈來愈高，曾居住的
單床位套房每月租金高達6,900港元”，
她與兩名女兒難以負擔，加上附近地區人
流複雜，影響女兒學習及安全。她續說，
兩名女兒仍年幼，居住劏房後情緒變得不
穩定，“間房都打唔開張書枱，她們只好
在床上讀書”，並指劏房環境不太理想，
除了人流複雜外，“就連阿女件校服，洗
了晾出來都俾人偷過”，期望申請到過渡
性房屋讓女兒有較好的成長空間，直言
“漁光村環境幾好，就算遠少少都可以，
最重要有空間畀女兒讀書”。

&

要排公屋3年 批“太死板”

她表示，於2015年10月30日申請公
屋，看到今次漁光村的過渡性房屋認為是
很好的機會，故決定遞交申請表，但她親
自到辦事處向職員查問時，“因為我的申
請差少少才夠3年，對方唔收”，她為求
一絲希望，故將申請表以郵寄方式寄出。
她認為，一定要等侯時間超過3年這個規
則“太過死板”，期望能酌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社聯計劃在深水埗南昌街興建組合
屋，提供
提供90
90個單位
個單位。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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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醫收最醜感謝信

患者偏癱母親親書 真情感動所有醫護
黑龍江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急診科醫生周洪
峰日前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來自患者家屬的感謝信。這是一
位身患偏癱的母親親筆書寫的，字跡有些潦草，有網友
將其稱為“史上最醜”的感謝信，但醫護人員紛紛表
示，這封感謝信裡真摯的感情足以打動每個人，急診科
周洪峰
網上圖片

把這封感謝信裝裱起來，用以激勵所有的醫護人員。

7月9日，一名突發低鉀症的患者被送到
周洪峰醫生所在的急診科搶救，陪同

患者來的是他的母親，偏癱的老人只能坐在輪
椅上，看被搶救的兒子乾急。由於需要給
患者做各種檢查，還要給患者進行拍片，而患
者的母親又是一位坐輪椅的偏癱老人，周醫
生親自來回搬運患者，並且對患者的病情進行
不間斷的觀測。在整個治療期間，患者的母親
一直在旁陪護，出於對兒子的關心，患者的母
親隨時都會問醫生兒子的情況，周醫生沒有絲
毫厭煩，有問必答。最終，在經過精心的治療
後，患者終於轉危為安。

裝裱謝函 激勵醫護
出於對周醫生的感謝，患者的母親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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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首現大面積太行花群落
全國第四次中
藥資源普查河北省第
16 小組近日在野外
考察中，在河北涉縣
深山中首次發現大面
積的太行花群落，群
落面積達 4,000 餘平
方米，植株上萬棵。
全國第四次中藥資源
普查河北省第 16 小
組組長付正良介紹，
■ 太行花
太行花。
。網上圖片
太行花因是中國太行
山地區的獨有物種而得名，是 花群落的發現，對當地的自然
世界瀕危植物，屬於國家二級 生態環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保護植物，迄今為止在河北省 意義。
■新華社
首次發現太行花。大面積太行

■北青網
買來了紅紙和毛筆，親自書寫了一封感謝
信，內容為：“我於 2018 年 7 月 9 日因兒
子突發低鉀症來到醫大一院急診救治，當
時接診的醫生是急診 A 區的周洪峰醫
生。因我是一個腦出血行走不方便的
人，面對突發的事情心急如焚，不知所
措。周醫生不是親人勝似親人，認真監控病
人的指標，調整治療方案，使病情好轉，而
面對我無休止的問詢，總是耐心的給我講解
病情。急診病人多，很忙，不斷收治患者，
周醫生在百忙之中，認真對待每位患者，真
是一個白求恩式的好醫生！是新時代的活雷
鋒！在此我再次攜同兒子患者小楊，向周醫
生鞠上一躬，表示深深謝意！”據了解，這
封字跡並不工整的感謝信非但沒有成為笑

陝女騎車掉現金 警民撿回8800元
■ 患者母親所
寫的感謝信
寫的感謝
信。 網上圖片
話，相反還被急診科的同事用相框裝裱起
來，懸掛在了急診科裡。醫護人員紛紛表
示，儘管這封感謝信裡沒有華麗的辭藻，但
真摯的感情足以打動每個人，因此急診科決
定把這封感謝信裝裱起來，用以激勵所有的
醫護人員。

陝西省平利縣新正街7月29
日中午下起一陣“鈔票雨”，騎
電單車的女子口袋裡的百元大
鈔隨風飄出。平利縣公安局巡警
大隊警員王鵬一邊追趕撿錢一邊
喊前面的女子，同時，他還向
撿到錢的群眾做解釋工作，提醒
不要拿不義之財。王鵬撿到的錢
加上群眾交上來的錢，總共有
8,800 元（人民幣，下同）。之
後，一位開車路過的市民追上女

子，這時，女子才發現錢從口袋
裡漏出去了。
經詢問得知，該女子姓詹，
當天中午，她到農業銀行取了
9,000 元，出門後就騎上電單
車，因為口袋太淺，現金從口袋
中隨風飄出。核實情況後，王鵬
調取了該路段的監控，對比核實
了詹女士的身份後，將 8,800 元
交還給了詹女士。
■《華商報》

上海摩天“怪樓”翻新重生
在上海南京東路外灘的老建築群裡，近日剛
揭幕的上海艾迪遜酒店矗立其中，該酒店由兩棟
極具特色的歷史建築組成，一棟是 1932 年建成
至今的原上海電力公司總部大樓，改造成酒店的
社交公共區；而另一棟是建於 1988 年的原華東
電力大樓，翻新成酒店主樓。華東電力大樓是上
海最早的現代摩天樓(樓高超過100米)之一，是外
灘風貌區裡最高建築，由華東建築設計院，曾獲
評“上海 1949 至 1989 十佳優秀建築”。據了
解，該樓造型堪稱當初建築界內的另類風格，樓
身上大量運用鋸齒、懸挑、斜面等元素，屋頂層
斜坡上面一根細長的微波塔，三角窗凸出在樓身

外具有明顯錯落感。這樣的大樓外形設計，即使
放在現在亦堪稱前衛出挑。
大樓最初的改造酒店方案中，曾有人認為樓
的造型“太怪”需要拆除重建，最後在上海一群
建築專家的努力下，積極與酒店方溝通該樓的歷
史建築價值，表明大樓是上海城市記憶的標誌，
最終說服業主保留了大樓外立面，僅作內部修繕
工作。翻新成為酒店後的主樓，保留維持“三角
窗”、“斜屋頂”、“棕牆磚”等外觀，同時亦
留下一處古建築的原始旋轉門。為了向上海元素 ■ 修繕後的大樓外立面得以保
致敬，酒店內部還具有石庫門等多種元素。
留，斜面元素是其經典標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酒店方供圖

江 豚 溺 亡
8 月 1 日，在江西九江濂溪區鄱陽湖水域，一頭成年雄
性江豚渾身被絲網纏住，最終被困死在網中。經中科院武漢
水生所專家判斷，該頭江豚身體無明顯外傷，應該是被絲網
纏住身體後無法掙脫，不能躍出水面呼吸最後導致溺亡。
■圖/文：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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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價穿6.9 央行捍衛人幣
遠期售匯外匯風險準備金率 由 0 加至 20%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幣兌美元離

人民幣在岸價3
人民幣在岸價
3 日先跌后回升

2


岸市場 3 日一度跌破 6.9，迫近 7 大
關。中國央行 3 日晚宣佈，為防範宏






觀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機構穩健經
營，決定自 8 月 6 日起將遠期售匯業



3日%



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 0 調整為
20%。並強調此舉不屬於資本管制，
也並非行政性措施，而是宏觀審慎政



策框架的一部分。

市場評論



■華創證券宏觀經濟研究主管張瑜：
央行通過該工具的啟動所表達的態度
比工具本身重要，或會直接扭轉人民
幣貶值的預期。
■西班牙對外銀行的首席亞洲經濟學
家夏樂：央行將運用更多手段扭轉市
場對人民幣過度悲觀的預期，人民幣
一籃子匯率料將在近期穩定。
■瑞穗銀行策略師張建泰：此舉意味
著中國央行在匯率政策上已經由中性
立場轉為穩定匯率貶值風險，顯示央
行意識到貶值將可能帶來的資本外流
的風險。將對人民幣形成支撐。





  

■德國商業銀行駐新加坡高級新興市
場經濟學家周浩：如果沒有效果，中
國將祭出更強有力的措施來抑制人民
幣貶值。
■華僑銀行駐新加坡經濟學家謝棟銘：
這是個挺強的信號，市場此前一直在測
試底線在哪裡，現在看來是到了。



◀人行決定自 8 月 6 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
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稱此舉旨在
在防範宏觀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機構穩健經
營，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資料圖片

在央行宣佈調整遠期售匯業務的外
匯風險準備金率之後，離岸人民

幣止住了跌勢，兌美元上漲0.96%，本
周的跌幅縮減至0.2%左右。

出手後離岸價曾倒升
人行稱，近期受貿易摩擦和國際
匯市變化等因素影響，外匯市場出現
了一些順周期波動的跡象。此舉旨在
防範宏觀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機構穩
健經營，加強宏觀審慎管理。下一步
將繼續加強外匯市場監測，根據形勢
發展需要採取有效措施進行逆周期調
節，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保持人
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
定。
2015 年“8.11”匯改之後，為抑
制外匯市場過度波動，央行將銀行遠
期售匯業務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對開展代客遠期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
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準備金率定為
20%。
之後在 2017 年 9 月及時調整前期
為抑制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出台的逆
周期宏觀審慎管理措施，將外匯風險
準備金率調整為0。

央行強調非資本管制
央行發言人表示，對遠期售匯徵
收風險準備金並未對企業參與外匯遠
期、期權、掉期交易設置規模限制，
也沒有逐筆審批要求，更沒有禁止企
業開展這類交易，顯然不屬於資本管
制，也並非行政性措施，而是宏觀審
慎政策框架的一部分。“為滿足交存
外匯風險準備金的要求，銀行會調整
資產負債管理，通過價格傳導抑制企
業遠期售匯的順周期行為，對於有實

需套保需求的企業而言，影響並不
大。”
發言人稱，外匯風險準備金由金
融機構交存，不對企業，企業可按現
有規定辦理遠期結售匯業務，遠期結
售匯作為企業套期保值工具的性質不
變。
該發言人補充稱，具體來看，央
行要求金融機構按其遠期售匯（含期
權和掉期）簽約額的 20%交存外匯風
險準備金，相當於讓銀行為應對未來
可能出現的虧損而計提風險準備，通
過價格傳導抑制企業遠期售匯的順周
期行為，屬於透明、非歧視性、價格
型的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工具。
彭博社引述華僑銀行駐新加坡的
經濟學家謝棟銘表示，這是一個非常
強烈的信號，表明中國央行對人民幣
的貶值已經感到不滿意，“人們一直

在測試邊界，現在終於到了。”

貿易戰左右人幣後市
西班牙對外銀行駐香港的首席亞
洲經濟學家夏樂表示，此舉表明中國
央行對人民幣貶值越來越不安，將採
取更多措施扭轉市場對人民幣過度看
跌的預期，預計短期內人民幣兌一籃
子貨幣將基本保持穩定，但“其長期
命運取決於貿易戰”。
3日人民幣兌美元大幅波動。人民
幣兌美元官方價最低至 6.8750，即期
收跌 320 點，與中間價均創逾 14 個月
新低，盤中一度貶逾660點。離岸市場
日內連續跌破 6.88、6.89、6.90、6.91
關 口 ， 低 見 6.9103， 三 日 貶 值 超 過
1.5%。至 22:20 左右，在岸即期 CNY
報 6.8309，較 3 日低位升 0.91%；離岸
CNH報6.8466，回升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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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委：檢審會官官相護 法務部下會期提案修法

（中央社）民進黨立委李俊俋今天說，法
務部檢審會的成員都是檢察官，被外界詬病
「
官官相護」，法務部將調整檢審會組織，加
入專家學者、律師等外部人，修正草案下會期
送立法院。
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俊佑率警前往幼
兒園 「
辦私案」遭起訴，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
議委員會（檢審會）1 日簽報部長停止林俊佑
職務，並移送監察院進行彈劾程序。
李俊俋上午接受 「
蔻蔻早餐」節目訪問時
表示，檢審會 17 名成員都是檢察官，法務部
長指派 4 名、檢察總長派 3 名，會議主席為法
務部次長陳明堂，其餘 9 人是各地票選出來的
檢察官，都是自己人；主持人周玉蔻也指出，
檢審會討論議處 「審童案」的劣檢時，竟有 4
人反對、2 人棄權。
李俊俋表示，檢審會裡面不是同期就是學
弟， 「
過去常發生官官相護」，這種組織結構

一定要改，否則 「
檢察官審檢察官，就像立委
審立委的紀律委員會，不會有效果。」
李俊俋說，法務部已研擬修正方案，下會
期送立院審議，根據法務部規畫，檢審會除了
檢察官之外，另新增學者專家 4 名、法官及律
師各 3 人，打破 「檢察官審檢察官」的不合理
現象。
但李俊俋說，他還是不滿意，因為法務部
仍然沒有方法處理不適任檢察官，退場機制必
須研擬，法務部下會期才會把草案送進來；未
來檢察官會朝 「
行政官」，訂定檢察官法，但
「
反對最厲害的就是檢察官」。
他說，人民對司法不信任是長期問題，必
須從養成、程序、檢審會、法官評鑑等一步步
改變，不可能快，，而不管是陪審制或參審制
，最重要是要讓人民參與，是人民感受最深的
，下會期會開始討論。

六十石山金針花季開跑 警方 4 日啟動交管

花蓮縣玉里鎮赤柯山、
花蓮縣玉里鎮赤柯山
、富里鄉六十石山兩大高山金針產地
富里鄉六十石山兩大高山金針產地，
，將於 8 月 4 日起至 9 月 24 日止
日止，
，進
行 52 天的金針花海季
天的金針花海季。
。為因應大量觀光遊客上山潮
為因應大量觀光遊客上山潮，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將實施交通管制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將實施交通管制，
，六
十石山採道路單向上山、
十石山採道路單向上山
、下山方式
下山方式。
。

英國會議員挺東亞青運主辦權申復 外交部感謝
北市府親子日 小朋友與熊讚合照

台北市政府 3 日舉辦員工親子日活動
日舉辦員工親子日活動，
，不少市府員工帶著小朋友與台北市吉祥物 「熊
讚」 合影。
合影。

立院開議時間不同調 林志嘉：9月初協商
（中央社）立法院新會期
開議時間，國民黨團盼 9 月下
旬，時力黨團要求 9 月上旬，
民進黨團說，朝野黨團說好即
可。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今天
說，9 月 3 日立委報到後，呈
報立法院長蘇嘉全召集朝野協
商決定。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
記長曾銘宗上午接受中央社記
者訪問時表示，國民黨團希望
9 月 20 日以後開議，這是慣例
。再者 11 月 24 日九合一選舉
投票日，有立委要參選縣市長
、有些立委要輔選，不管參選
或輔選都希望利用休會期間有
充裕的時間可以跑行程；因此
，希望 9 月下旬開議，開議後
就不需要停會，讓立委跑選舉

行程。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
李俊俋表示，何時開議，各政
黨可以再協調，也不會以選舉
作為考量，大家談好何時開議
就何時開議。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
徐永明表示，新會期是預算會
期，每一次會期內都沒辦法審
完預算還要加開臨時會，這次
休會期間發生很多事情，如降
低房貸自備款成數政策、幼托
補助、濫權檢察官公審幼童等
事件，沒有召開委員會，很難
邀請官員釐清政府的政策，因
此希望 9 月 10 日前開議、愈早
開議愈好把政策爭議釐清。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李
鴻鈞表示，下會期是預算會期

，親民黨站在為人民看緊荷包
的立場上，立法院的開會時間
不應該打折，選舉歸選舉，在
立法院也要扮演好監督的角色
，親民黨認為開議的日期應依
慣例在 9 月中下旬。
林志嘉指出，依照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規定，立委 9 月 1
日辦理報到，但因 9 月 1 日適
逢休假日，立委報到日期調整
為 9 月 3 日，等立委報到完成
後，將呈報立法院長蘇嘉全召
集朝野黨團協商，決定開議日
期。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 條
規定，立法委員應分別於每年
2 月 1 日及 9 月 1 日起報到，開
議日由各黨團協商決定之。

役男躲教召3年逾6萬人 國防部：人數已逐年減少
（中央社）監委調查發現，後備軍人 「
因事出國」躲教召現
象普遍，後備軍力堪憂；國防部今天說，多數後備軍人都有 「
聞
令應召」的守法精神，出國核免、躲教召而移送人數已逐年減少
。
監察委員林雅鋒、江綺雯的調查報告指出，104 至 106 年教
育召集核免人數合計達 7 萬 9951 人，其中因兵役法第 43 條第 5 款
「
因事出國」核免教育召集人數計 6 萬 1463 人，占各該年度核免
比率約 7 至 8 成，顯示後備軍人假借出國名義規避教育召集的現
象相當普遍。
報告並指出，當前國人憂患意識低落，敵情觀念淡薄，後備
軍人如不能體會動員工作與國家安全間的依存關係，而排斥部隊
各項召集動員工作，後備軍力堪憂。
國防部上午透過新聞稿回應指出，統計 104 至 106 年應教召
而未報到人數，經後備指揮部依法移送 1642 人，104 年 679 人、
105 年 498 人、106 年 465 人，僅占召訓比例 0.41%，且移送人數
逐年下降，顯見多數後備軍人均具有 「
聞令應召」守法精神。

（中央社）台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下議院議
員伊凡斯及上議院副議長羅根勳爵發表聯合聲明
，支持台中市政府申復東亞青運主辦權。外交部
對此表達感謝，並呼籲理念相近國家共同反制中
國。
伊 凡 斯 （Nigel Evans） 及 羅 根 勳 爵 （Lord
Rogan）一日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台中市政府申
復 2019 第 1 屆東亞青年運動會主辦權。
聲明指出，對於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EAOC）7 月 24 日貿然取消台中市政府主辦權深表遺
憾，認為此決議不僅忽視來自東亞 9 個國家與地
區、共 2300 名運動選手及代表團成員的參賽權益
，也違反奧林匹克運動會所秉持的精神，以及
EAOC 會章明定 「推廣東亞地區奧林匹克運動」
的宗旨。
聯合聲明指出，台中市政府從未違反合約書
條款，EAOC 卻因中國施壓而取消台中市主辦權
，對於籌備已久的台中市政府甚為不公。
聲明表示，中國政府多年來不斷運用各種方
式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這次取消東亞青運主辦
權，可見中國政治意圖的施壓也擴張至非政治領

賴清德視察雲林 推進綠能開發

域；為保障選手權益及維護奧林匹克精神，籲請
EAOC 儘速與台灣友善協商解決此案，恢復台中
市政府主辦權。
外交部今天發布新聞稿，對這項聲明表達歡
迎與感謝。外交部說，誠如伊凡斯、羅根勳爵所
言，EAOC 屈服於中國壓力，貿然做出傷害台灣
人民情感、令全球體育界譁然的決定。
外交部表示， 「運動無國界，更無涉政治」
，政府將持續籲請理念相近國家，採取一致有效
行動，反制中國以政治力干預國際運動競賽並強
加意識型態於國際運動組織的蠻橫做法，以保障
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
同時，外交部說，面對中國對台灣日益加劇
的打壓作為，外交部感謝理念相近國家的堅定支
持。英國除上下議院多位國會議員公開發言挺台
外，英國外交部主管亞太事務副部長費爾德
（Mark Field）等政府高層近來也陸續公開聲援台
灣，這顯示英國國會兩院議員對台跨黨派的支持
，以及台英關係在雙方共享價值的堅實基礎上，
將持續深化。

國防部說，為改善近
行政院長賴清德 3 日將視察雲林縣建設
日將視察雲林縣建設，
，推進綠能開發
推進綠能開發，
，其中 「台西綠能專區
台西綠能專區」
」 列為 「再生
年來役男利用出國規避教
能源六大專案」
能源六大專案
」 之一
之一，
，預計西元 2025 年國家綠電貢獻度 3.4%。圖為太陽能發電設施
圖為太陽能發電設施。
。
召，從 105 年起，將出國核
免列入次年優先召集對象
後，出國核免人數由 104 年 2 萬 3000 餘人（17.4%）、105 年 2 萬 兼顧教召公平性。
國防部指出，現行 4 個月軍事訓練役基礎訓練 5 週後，即依
1000 餘人（16.2%）、降至 106 年 1 萬 6000 餘人（12.3%），已有
國軍後備部隊中低專長需求員額，送訓第二專長訓練，以利後備
明顯減少趨勢。
除了監院調查報告，立法院法制局報告也指出，全募兵制已 部隊編成。
國防部說，近年積極推動 「
全民國防」教育，辦理營區開放
是既定政策，也代表過去台灣戰時可動員數百萬後備軍人的時代
將會終結。未來只受過 4 個月短期軍事訓練的後備役士兵，不用 、寒暑期戰鬥營、高階幹部走入校園等多元活動，期能深化國民
分發部隊歷練實務經驗，其戰力恐怕與一般民兵，不會有太大差 對敵情威脅認識，提升全民憂患意識，體認同島一命、生命共同
體理念，堅定全民防衛動員意志。
別。建議國防部應評估軍事訓練期程及教召規定。
國防部強調，為提升國軍後備動員能力及教召訓練成效，將
國防部說明，考量作戰用兵需求及兵役制度改變，自 104 年
依敵情威脅及兵役制度改變，持續檢討精進後備動員政策、兵力
起義務役（中低專長）後備軍人教召由 「
8 年 4 訓」調整為 「
8年
2 訓」；中高專長志願役後備軍人則維持教召 「
8 年 4 訓」不變， 規模、組織編裝及教召訓練作法，提升後備戰力，有效支援常備
藉增加換補頻率，提升後備軍人訓練人數，支持後續動員能量及 部隊遂行國土防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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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議題 外交部：台有意願及能力參與協商機制

（中央社）東協與中國完成南海行為準則
（COC）單一磋商文本草案。外交部今天重申
，南海諸島屬於中華民國領土，台灣有意願也
有能力參與南海相關協商機制，共同促進區域
和平與穩定。
外交部發言人李憲章晚間告訴中央社記者
，有關東協與中國已完成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
商文本草案，外交部重申， 「南海諸島屬於中
華民國領土」。台灣有意願也有能力，透過 4
點原則與 5 項做法的政策基本原則，參與南海
相關協商機制，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與相關國
家共同合作，促進南海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4 點原則指的是，各國為了處理複雜南海議
題，應該秉持 4 點原則：第一，南海爭端應依
據國際法和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
和平方式解決；第二，台灣應納入多邊爭端解
決機制。第三，相關國家有義務維護南海航行
和飛越自由；第四，中華民國主張應以擱置爭

議、共同開發方式處理南海爭端，且願在平等
協商基礎上，和相關國家共同促進南海穩定，
保護並共同開發南海資源。
5 項做法則是包括捍衛漁權，強化護漁能量
；多邊協商，請外交部和相關國家加強對話溝
通，協商尋求合作共識；科學合作；人道救援
，讓太平島成為人道救援中心及運補基地；鼓
勵海洋法研究人才，強化國家因應國際法律議
題時的能量。
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
）昨天下午在東協暨中國外交部長會議致詞時
表示，東協成員國已和中國協商，完成南海行
為準則（COC）的單一磋商文本草案，這是一
項 「里程碑」，將成為未來 COC 談判基礎。
包括台灣在內各方均宣示擁有南海島礁主
權，相關爭議持續。由於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
、擴建軍事設施、軍機起降，而美國進行航行
自由任務，南海局勢一直受到關注。

企圖攀爬101大樓 警依社維法裁罰2男

（中央社）台北市警方今
天說，2 名台裔美籍 19 歲男子
日前企圖攀爬出台北 101 大樓
的 91 樓戶外觀賞區，其中一男
被保全發現制止後勸離，另一
人則已垂降到 90 樓，警方事後
依社維法裁罰。
台北市警察局信義分局三
張犁派出所所長薛博文表示，
7 月 31 日晚間接獲台北 101 大

樓報案，有民眾從 91 樓戶外觀
景區爬至大樓外，獲報後派員
到場，並帶回一名躲藏在 90 樓
西北側角落的李姓男子。
警方查出，19 歲台裔美籍
李男與一名 19 歲黃姓男子當晚
先購票進入台北 101 大樓觀景
台，2 人封館後仍逗留館內，
並趁機從 91 樓戶外觀景區爬出
大樓外，黃男攀爬時被保全發

現，經阻止後勸離，保全調監
視器發現另有一名男子藏匿在
90 樓外的空地，立即報警。
警方到場後，帶回躲藏在
90 樓外的李男，並通知黃男到
案說明。警方表示，2 男供稱
，在美國準備念大學，趁暑假
時返台遊玩，因想拍攝夜景才
會攀爬 101 大樓，警訊後依違
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

綠委指陸外配差別待遇剛好 藍委譴責歧視言論

（中央社）民進黨立委蔡易餘指中國頻打
壓，陸配、外配差別待遇剛剛好。國民黨立委
林麗蟬今天表示，嚴厲譴責歧視言論，呼籲蔡
易餘向國人道歉。蔡易餘說，人權須與國安取
得平衡。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日前表示，
當選後會保障中國大陸籍配偶權益，許多陸配
嫁到台北，也在台北生活，應重視陸配各方面
權益，他擔任立委時，曾提案把申請身分證時
間縮短，但最後卻未成案。
民進黨立委蔡易餘 1 日在臉書粉絲團發文表
示， 「台北市長講這個做什麼？他應該是想繼
續和思瑤姐姐拚立委吧。」他說， 「中國從最
近東亞青還是航線代碼一事處處打壓台灣，我

們把陸配和外配做差別待遇，剛剛好而已啦。
」
林麗蟬今天上午發出聲明表示，立委身為
中央民代應盡力維護中華民國最寶貴的民主自
由價值，而不是挑起族群爭議。面對這樣的歧
視言論，除發表最嚴厲的譴責外，她只有氣憤
、心痛與不齒可以形容。呼籲該名立委應儘速
收回不當言論並向全體國人致歉。
林麗蟬說，陸配不僅是台灣媳婦更是台灣
孩子的母親，政治議題與人民的平權問題不應
混為一談；目前在台灣生活的陸配有 35 萬餘人
，當中沒有人是對岸政策的主導決策者，為什
麼要拿這 35 萬人的權益問題來抵制對岸的政治
性舉動。

台中休閒美食展登場

2018 台中休閒美食展 3 日起在台中世貿中心登場
日起在台中世貿中心登場，
，為迎接花博到來
為迎接花博到來，
，台中市糕餅公會現場以
花博為主題，舉辦創意花博伴手禮比賽
花博為主題，
舉辦創意花博伴手禮比賽。
。

桃園家具公司無名火 數千坪工廠陷入火海

（中央社）桃園市平鎮區
一座家具工廠晚間 8 時 30 分許
傳出火警，數千坪的工廠隨即
陷入火海，所幸並未造成人員
傷亡，消防隊員到了深夜 11 時
仍在持續搶救中，至於起火原
因及財務損失仍有待調查。
桃園市平鎮區此一家具工
廠晚間突然竄出火舌，桃園市
消防局在 8 時 30 分許獲報後，
立即派出 100 多名警消人員、

38 輛消防車及 4 輛救護車前往
搶救。消防人員抵達現場時，
兩層樓高的鐵皮工廠已經陷入
一片火海，隊員立即佈水線進
行搶救。
家具公司員工指出，保全
公司人員在晚間 8 時 20 分許到
工廠查看時，發現廠房竄出火
舌，隨即通報消防隊及公司人
員，但因為火勢延燒迅速，廠
房隨即陷入火海，所幸公司在

林麗蟬表示，每位新住民朋友，都是台灣
社會推動政策的重要力量。該執政黨立委也曾
舉辦新住民姐妹力挺記者會，並提及綠豆加薏
仁，取諧音 「綠豆嘉義人」，象徵來自不同國
家階層的新住民姐妹，都是 「嘉義人、家己人
」的意思，怎麼一夕之間全變了調。
蔡易餘告訴中央社記者， 「根本是斷章取
義」，他強調，該篇發文主要是呼籲台北市的
選民，誰是真正用心擘畫市政藍圖，而不是亂
開非台北市長層級可決定的政治支票，丁守中

晚間 8 時後就空無一人，因此
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家具公司老闆表示，工廠
專做環保無毒的高級家具，每
日產量高達上千件，工廠雖然
有保險，但經過這場大火，未
來訂單恐怕都交不出來，不知
如何向客戶交待。而一旁任職
20 多年的女員工，看到廠房陷
入火海，更是難過得說不出話
來。

不是誤入叢林的小白兔，在選舉期間提出這種
沒有邏輯的政治支票， 「選民應有智慧分辨，
到底誰在挑撥族群議題。」
蔡易餘說，取得身分證，其實就是公民權
的取得，以及公民權利的享有，然而面對中國
從未排除對台灣的軍事侵略，甚至外交、經濟
及近期東亞青運主辦權的打壓， 「中國仍屬獨
裁國家，與台灣民主憲政有本質上的差異，必
須在參政權上予以限制」，即使是歐美對來自
不友善國家的移民，也是施予差別待遇。

The International MINT LPO & VIP Center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The MINT National Bank currently has the following position open.
Executive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of LPO
JOB DESCRIPTION
Performs a variety of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onal duties in a professional independent environment
to support/assist the President of LPO to manage the LPO’s day to day core business. Normally, the
core business of the LPO consists of packaging of loans, underwriting, pre-approval and postapproval, closing of the loans and managing of the loan portfolio, plus construction loan
funding. Managing of the LPO’s loan portfolio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nducting annual
loan review, collecting of loan payments, clearing both of the related financial and
documentation exceptions. Hence, there will be a lot of interpersonal activities and project/loan
case management as well.
OTHER DUTIES INCLUDE
✓ Assist with various bank deposits account ope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Bank’s Kingwood office
✓ Accept other duties as deemed necessary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LP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nk’s policy.
MINIMUM QUALIFICATIONS
✓ College degree preferable in accounting, finance or other business majors. Will consider other
majors if proficient in IT area.
✓ proficient with Microsoft applications such as Outlook, Word, Excel, Power Point, and som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Access is a must.
✓ 1-2 years’ experience in loan administration preferred but not mandatory.
✓ Strong organization skills,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flexibly have maturity and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complex situations.
✓ Strong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work hard
✓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detail oriented
✓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Mandarin/Cantonese is a must
Interested Party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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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力量
貸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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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TX 75081
972-301-598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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