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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 準時過戶，利息最優
● 外國人貸款
● 不查收入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商業貸款 
● 各類商業貸款
● 商業資金，隨時取用
●  713 - 364 -7784 
     (Sunny Lu) 

（中央社）美國軍方 昨天表示
，美國與南韓已暫停即將舉行的防
空演習，以使對北韓的外交努力能
「把握所有機會，持續進行」。

美國國防部說，暫停原定12月
舉行的 「警戒王牌」演習（Exercise
Vigilant Ace），是由美國國防部長
馬提斯（Jim Mattis）和南韓國防部
長官鄭景斗共同決定；他們兩人今
天在新加坡會晤。

警戒王牌是美、韓已暫停的若

干聯合演習之一，以期鼓勵對話，
使北韓放棄核武。

美國與韓國已經推遲了今年首
次大規模的 「鷹鷂」軍事演習，目
的是避免與冬季奧運會發生衝突。

兩國隨後又取消了原定今年 8
月份舉行的 「乙支自由衛士」大型
聯合軍演。

「警戒王牌」是年度軍演，通
常在12月份舉行。

考量與北韓對話考量與北韓對話 美與南韓暫美與南韓暫停警戒王牌演習
參加美韓鷹鷂軍演的還過海軍陸戰隊的兩棲突擊車參加美韓鷹鷂軍演的還過海軍陸戰隊的兩棲突擊車。。((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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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

713-505-3919
iptvho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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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日本東京大學公共
政策大學院院長高原明生今天指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於26日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兩人預期會談及
經濟合作等問題，可能簽署 50 至 60
項合作備忘錄。

高原今天受邀在東京日本公益財
團法人對外新聞中心（FPCJ）以 「中
日關係的現狀與展望」為題進行演講
，他表示，安倍預定本月 25 日至 27
日訪問中國，與習近平舉行高峰會的
焦點包括北韓問題、自由貿易、中日
兩國在第3國市場進行經濟合作、創
新與高科技合作等議題。

他認為，中日在朝鮮半島問題上
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而經濟方面
，中日都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一同推動亞太地區的經
濟，中日將針對自由貿易這項重要原
則進行對話。

高原表示，今年5月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訪日時，中日雙方同意在
第3國進行經濟合作，在安倍訪中之
際，中日將針對此事召開論壇，之後
將簽署許多合作備忘錄。

中日關係從去年開始有回溫的現
象，高原舉出4個影響中日關係的要
因，包括國內政治、國際環境與安全
保障、經濟利益、國民情感與認識。

他表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2012年9月因為釣魚台問題，中國出
現大量反日報導，2012年12月安倍當
上首相之後，中國也有很多攻擊安倍
的言論，因此在公開場合上，如果發

表可理解日本的言論
，就成了 「政治不正
確」。

高原指出，直到
習近平於 2012 年 11 月
當上中共總書記之後
，藉由反腐敗等措施
，漸漸鞏固權力基盤，才終於在2014
年與安倍舉行第一次高峰會。

另外，高原說，中日關係之間最
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國。在典型的中國
政府對外政策中，中國若與美國關係
不睦，就會朝日本看。

他指出，自去年年底以來，美國
總統川普對中國的態度非常嚴厲，讓
中日關係有所發展，由於中國經濟減
速日趨明顯，中美貿易摩擦激化，是

促使中日靠攏的原因之一。
談到國民情感與認知，高原說，

2012年中日因釣魚台問題發生衝突後
，中國掀起反日宣傳浪潮，中國人對
日本的觀感惡化，而日本人看到中國
派出公務船在釣魚台海域或在南海建
人工島等，對中國觀感也惡化。後來
出現了一個變化，大批中國觀光客訪
日讓情況緩和，日前一項民調顯示，
對日本有好感的中國人增加逾4成。

另外，高原認為，日本倡議的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與中

國主導的 「一帶一路」構想可相互連
結。因為這都是長期性、多面的構想
，有經濟面，也有軍事面。從日本角
度來看，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戰略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面，對中國
而言， 「一帶一路」構想最重要的也
是經濟面。

日學者：中日峰會可能簽署約60項合作備忘錄

（綜合報導）沙烏地阿拉伯異議人士兼美國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這個月初於土耳其的沙烏地阿拉伯領事館內離
奇失蹤，更傳出他遭到虐死分屍，面對國際指責
沉默多日的沙國當局今天終於承認卡舒吉在土耳
其伊斯坦堡被殺身亡，並已逮捕18名涉案人。

沙國當局今天發聲明證實，卡舒吉在沙國駐
伊斯坦堡領事館內，於人發生爭執，最後導致卡

舒吉身亡。本案件正進入調查當中，並已逮捕了
18名相關涉案人士。此外，沙國的情報局長也已
經遭到解職。

卡舒吉案衍生為愈演愈烈的外交危機。先前
試圖為沙國政府開脫的美國總統川普，18日首度
表示，他相信卡舒吉已經死亡，若證實沙國政府
高層涉案，對方將遭受 「非常嚴重的後果」。

終於認了終於認了！！沙國證實華郵記者遭他殺沙國證實華郵記者遭他殺 逮捕逮捕1818人調查人調查

（綜合報導）英國脫歐談判
陷入僵局。歐盟今天表態，若英
國認為延長脫歐過渡期有助達成
協議，會員國將 「積極考慮」。
這顯示英歐即使明年分手，但雙
方在貿易、邊界問題，很難一刀
兩斷。

歐盟 17 日晚間起在布魯塞
爾召開為期2天的峰會，原本會
議應檢視英國脫歐談判的最終結
果，但因談判卡關，焦點變成要
延長英國脫歐後的過渡期。

英 國 首 相 梅 伊 （Theresa
May）昨晚在峰會晚餐上，向歐
盟其它會員國再度說明英國提出
的脫歐方案。但由於內容沒有新
方向，為避免談判走向無協議破
裂，先前歐盟官員曾考慮英國明

年3月底脫歐後，將原本21個月
的過渡期，再延長一年。

梅伊今天也證實，雙方對簽
署新貿易協議、以及避免在北愛
爾蘭邊界設立檢查哨等看法仍然
相左。但是她說： 「已出現另一
個想法，現階段的一個想法，那
就是創造延長幾個月的選項。」

歐 盟 理 事 會 主 席 圖 斯 克
（Donald Tusk）今天舉行記者
會，說明昨天聽取梅伊對談判狀
況的評估後，歐盟 27 會員國確
認仍將以積極態度繼續談判。會
員國領導人們並要求歐盟方面要
努力達成協議。

圖斯克說，一旦談判取得足
夠進展，他隨時會準備召開一次
特別峰會，但他也強調 「現在很

清楚，尚未取得足夠進展」。
記者會中，媒體詢問歐盟是

否確認將延長過渡期。圖斯克說
，梅伊在2017年9月提出脫歐後
應仍有一段過渡期，當時歐盟接
受了這項建議，如果英國現在認
為延長過渡期有助達成協議，會
員國領導人將會積極考慮。

這顯示英歐即使明年3月分
手後，但雙方在貿易、邊界等問
題，很難一刀兩斷。

英國明年3月29日退出歐盟
後，英屬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將變
成英國與歐盟的陸上邊界。英歐
雙方去年達成協議，不會在北愛
爾蘭與愛爾蘭之間設立關稅檢查
站等實體邊界，但雙方在執行的
實際層面仍有重大分歧。

英歐一刀難兩斷英歐一刀難兩斷 脫歐過渡恐延長脫歐過渡恐延長

（綜合報導）俄羅斯總統蒲亭今天表示
，俄國因研發出高超音速飛彈而取得軍事上
的優勢，但他堅持俄國不會以核武發動先制
攻擊，只會在報復核武攻擊時動用核武。

蒲亭在南部城市素溪（Sochi）舉行的論
壇接受提問時，告訴與會國際專家： 「我們
沒有發動先制攻擊的想法。」

他又說：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預
期將遭核武攻擊，我們也不會先動用它們。
」

蒲亭表示： 「侵略者得要知道，他們難
以避免遭到報復攻擊，而且會被摧毀，而我
們身為侵略行動的受害者，身為烈士，將會
上天堂。」

他又說： 「他們一下就死了，連懺悔的
時間都沒有。」這番話引發一些笑聲。

蒲亭去年公開號稱 「無敵」的新武器，
宣稱將讓西方的飛彈防禦系統變得過時無用
。

他今天警告，俄國因為研發出新型高超
音速飛彈而取得軍事優勢。他說： 「我們在
競爭中取得領先。沒有其他國家擁有高超音
速武器。他們計畫在1到2年內開始測試這類
武器，而我們已經讓它們服役。」

美聯社報導，俄國已經部署 「匕首」
（Kinzhal）高超音速飛彈，而蒲亭表示，另
一款新型的先鋒（Avangard）高超音速飛彈也
預定在今後幾個月服役。

蒲亭稱俄國擁軍事優勢
但絕不會先動用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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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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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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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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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秘魯前最高法院法官西諾斯楚薩涉嫌收賄輕判
，已秘密逃亡至馬德里。秘魯總統今天呼籲西班牙當局將他逮捕
。西諾斯楚薩已遭解職，等候審判。

隨著西諾斯楚薩（Cesar Hinostroza）的醜聞越來越清楚，使
得內政部長麥迪納（Mauro Medina）昨晚引咎辭職。西諾斯楚薩
已越過邊境抵達厄瓜多，並搭上前往馬德里的班機。

秘魯總統維茲卡拉（Martin Vizcarra）說： 「罪犯必將接受
司法審判，我們確信西班牙不會包庇需回秘魯接受司法判決的人
。」

西班牙外交部消息人士證實，西諾斯楚薩已於昨天入境，這
名人士表示： 「我們等著秘魯當局提出相關請求。」

秘魯政府已阻止西諾斯楚薩16歲的女兒登機飛往馬德里。
維茲卡拉政府僅上任數月後，7月就受這起醜聞所苦。當時

一個網站披露多捲錄音，顯示西諾斯楚薩與其他法官開出價碼，
收錢輕判。醜聞震撼祕魯，數個城市因此爆發抗議活動，迫使維
茲卡拉承諾將大刀闊斧推動司法改革。

62 歲的西諾斯楚薩是這樁醜
聞的核心人物，他兩週前才遭國
會革去最高法院法官一職。維茲
卡拉表示，西諾斯楚薩因為領導
「犯罪組織」及其他罪行等待受

審，卻 「秘密潛逃」。
西諾斯楚薩外逃消息一傳出

，內政部長麥迪納隨即請辭，成
為繼7月遭解職的司法部長赫瑞希
（Salvador Heresi）後，第 2 位因
這樁醜聞丟官的維茲卡拉內閣成
員。

根據錄音檔內容，多名法官
據稱收受現金或好處輕判罪犯，赫瑞希也是其中一。當局展開調
查後，目前已有12人因此入獄。

其中一份錄音檔中，可聽見西諾斯楚薩與一名身份不明的人

談論減輕一名男子的刑期，這名男子被控性侵11歲的女孩。
秘魯總理比亞努維瓦（Cesar Villanueva）對記者表示，利馬

當局已開始與西班牙交涉，盼促成引渡。他說，西諾斯楚薩在抵
達馬德里後不久， 「前往警察局請求庇護遭拒」。

收賄法官逃至馬德里 秘魯籲西班牙逮人

（綜合報導）南海局勢持續緊張，英國首相梅伊今天與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會面，
她在會上重申航行自由及尊重國際海洋法的重要性。

梅伊辦公室發表聲明指，她向李克強重申，指在符合國際法的情況下，英國堅定維護按規則的國
際體系，包括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的重要性。李克強目前身在布魯塞爾出席亞歐高峰會（ASEM）。

載有英國海軍陸戰隊的登陸艦 「海神之子」號，8月結束在日本海域任務後前往越南途中，駛近
具主權爭議的西沙群島，但沒有進入中國控制島礁的12海里以內，解放軍隨即派出一艘護衞艦及兩架
直升機，警告驅離英方艦隻，北京其後指摘英國的舉動是 「挑釁」。

英相梅伊會晤李克強 促中方尊重航行自由

（綜合報導）喜馬拉雅山區王國不丹今天舉
行國會大選第2輪投票。根據開票暫定結果，外
科醫生希林領導的新政黨協同黨（DNT）贏得壓
倒性勝利。這僅是不丹第3次民主選舉。

地處中國和印度兩大鄰國間的不丹，擁有80
萬人口，並以其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聞名。若納入最新選舉結果，不
丹自2008年世襲君主制結束至今，每次大選結果
都是政黨輪替。

根據不丹選委會公布的暫定結果，2013年才
創立的中間偏左協同黨，在不丹國會47席中囊括
30席。正式選舉結果將在明天公布。

至於在 9 月第 1 輪投票領先的繁榮進步黨
（DPT），在兩黨對陣的第2輪投票只贏得17席
。執政黨則在第1輪就遭到淘汰。

協同黨黨魁希林（Lotay Tshering）是名50歲

的泌尿科外科醫師，他在孟加拉和澳洲接受醫學
教育，誓言勝選後將為 「國族建構」而努力。

不丹積欠了大筆外債，主要債權國是印度。
不丹還面臨青年失業、農村貧窮和幫派犯罪等問
題。

進入第2輪投票的兩政黨都承諾提振國家經
濟，其中希林所屬政黨便是以 「縮小差距」為口
號。

本輪大選投票率為70%，女性贏得空前的11
席。

繁榮進步黨在2008年的大選勝出，但在2013
年的大選全軍覆沒。這回繁榮進步黨主張加速興
建作為國家經濟主力的水力電廠，不丹發電主要
出口到印度。

協同黨則較擔心，為了增建電廠而使不丹負
債增加。

不丹大選結果初定 再度政黨輪替

（綜合報導）第 12 屆東協國防部長會議
（ADMM）今天簽署聯合宣言，同意採用國
與國之間軍機空中意外相遇時的行為準則，藉
此降低誤判並避免衝突，有助促進區域安全與
和平。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國防部長會
議今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登場，除了南
海區域局勢備受關注外，與會防長也討論了區
域安全面對的挑戰，並誓言強化合作以因應挑
戰。

東協 10 國防長在會中簽署聯合宣言，強
調將強化區域反恐合作，同意設立防範化學、
生物與放射性物質威脅的專家網絡，共享最佳
方案，在危機時能迅速聯繫。

這項聯合宣言也同意採用軍機空中相遇行
為準則（Guidelines for Air Military Encounters
），據以協助東協成員國家處理軍機空中相遇
時的狀況，提升安全並降低誤判風險。

根據聯合宣言，這項原則有助於促進區域
安全與和平。當軍機在某海域與其他軍機意外
相遇，這個原則將能指導軍機如何因應狀況，
但不具約束力，也屬自願性質，尊重所有國家
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東協國家將落實全
球第一個多邊軍機空中相遇時的行為準則。

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在記者會上表示，
第一個多邊軍機空中相遇行為準則將被採行，
這是一項重大成就；東協防長明天將與8個國
家防長會面並尋求他們參與
。

第12屆東協國防部長會議及第5屆東協國
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Plus）等系列會議
自18日起到20日舉行，明天將登場的是東協
防長擴大會議，除東協10國外，澳洲、中國
、日本、印度、南韓、紐西蘭、俄羅斯與美國
也將參加。

東協同意軍機空中相遇準則 降低誤判避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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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投資買房有秘訣：
19歲買下首套房，坐擁14套房產

綜合報導 能擁有壹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是很多澳人夢寐以求的

事情，不過昆州男子戴林（Eddie Dilleen）不止擁有壹套房產，而是

14套，並且他表示要在自己30歲時擁有20套房子。近日，戴林分享了

自己投資房產的經歷以及現如今應該投資哪裏的房子的建議。

戴林稱，當自己還是壹個青少年時，他存錢的目標不是買輛車或者

去度假，而是為自己的首套房存保證金。19歲的時候，戴林貸款買下了

人生中的第壹套房產，為此他不得不打3份工來還房貸。此外，戴林還

有壹個秘密，那就是只買低於市場價的便宜房子，然後再以雙倍的價格

租出去，這樣房租就可以抵消壹部分的房貸。

“我買的很多房產都以兩倍的價格出租了出去，因為房貸和利率都

在上漲，我這樣才能平衡。我覺得現在最好的買房地點在昆州的東

南部，這也是我現在買房的地區。”戴林說。

他表示，現在自己買的房子大部分都位於昆州東南部的偏遠

地區，他認為這是現在買房人最應該關註的地區，他尤其推薦人

們購買Petrie、Ipswich、Beenleigh、Coomera 和 Southport 地區的房子。

此外戴林還建議人們購買的房子距離大都市要有 30 分鐘以內的車

程距離。

綜合報導 近日，據澳大利亞最大的

非盈利性質饑餓救濟組織“食品銀行”

（Foodbank）發布的年度報告指出，澳

大利亞的饑餓問題出現了上漲，去年超

400萬人經歷了食品無保障問題。為了強

調澳大利亞饑餓問題，新州科夫斯港旅

遊景點“大香蕉”模型上面被黑色橫幅

包裹，上面寫著“饑餓是澳大利亞的大

問題”。

此外，據另外壹份報告指出，澳大

利亞14歲以下的兒童中，有六分之壹生

活在貧困中。除了貧困外，澳大利亞兒

童還經歷社會排斥問題。

據報道，“食品銀行”組織報告指

出，與生活在城市中的澳人相比，生活

在偏遠地區的澳人難以把食物擺上餐桌

的可能性高出 33%。對此，澳大利亞

“食品銀行”組織的首席執行官凱

西說，澳大利亞許多家庭發現很難獲

取食物，他們更有可能對這種情況感

到困窘。

凱西稱，“過去12個月中，五分之

壹的兒童經歷過食品無保障。父母們盡

了最大努力來供養孩子們，有的父母有

時不吃飯，這樣孩子就能吃飯了。”報

告還發現，在所有慈善機構中，有壹半

慈善機構發現尋求食品救濟的人數在增

加。“只有36%的慈善機構表示，它們

正在滿足所援助人員的全部需求。”她

說：“解決澳大利亞的饑餓問題是壹個

不容忽視的緊迫問題。”

據了解，“食品銀行”組織為澳

大利亞各地 2600 多個慈善機構和社區

團體提供食物，這些機構致力於為饑

餓人口發放食物。此外，“食品銀行

”組織還定期為全澳 1750 所學校的 10

萬多名學生提供早餐。由於低收入澳

人難以負擔足夠的食物，因此壹些慈

善組織呼籲政府加大對低收入澳人的

支持力度。

此外，接受免費飯食的人和誌願者

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過去25年裏，

科林不得不依靠悉尼的St Canice's Kitch-

en 來獲得免費飯食。對此，科林說：

“即使我沒有錢，也能吃飯了。我現在

只有2澳元。”勞頓是St Canice's Kitch-

en的壹名誌願者，她註意到了免費飯食

需求增長。“幾年前，我們完成服務後

，還會剩下食物。現在，能剩下食物是

非常少見的情況。”

除了饑餓問題外，澳大利亞Uniting-

Care以及堪培拉大學，近日分析了人口

普查數據中有關兒童社會排斥的數據並

發布報告。研究結果顯示，在澳大利亞

14歲以下的兒童中，有六分之壹的人生

活在貧困中。除了貧困外，澳大利亞兒

童還經歷社會排斥問題。據悉，社會排

斥是壹個廣泛用於描述社會劣勢和缺乏

機會的術語。

據各州劃分，北領地兒童面臨社會

排斥的風險最大，其次是塔州和南澳。

從2011年至2016年，在兒童面臨社會排

斥風險最大的地方，大多數社區的情況

都沒有改善。對此，澳大利亞Uniting-

Care的主管利特爾說，這樣的劣勢傷害

了兒童、家庭和社區。

利特爾稱：“劣勢不僅僅是貧窮或

缺乏財務保障。有限的社會參與、聯系

、接觸和機會對健康和幸福同樣有害。

這份報告為全面、預防性的應對措施提

供了有利的證據，這樣父母、看護者和

社區就能更好地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發

揮他們的作用。”

數據顯示大多數巴西人
仍不會理性購物

綜合報導 盡管大多數巴西人都認識到了理智購物的重要性，但在

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會那麽做。巴西信用保護服務機構（SPC

Brasil）及國家商店聯合會（CNDL）近日公布的數據表明，大多數巴西

人在購物時依然不會理性的選擇自己需要的商品。

報道稱，巴西信用保護服務機構及國家商店聯合會進行的調查指

出，55%的巴西消費者在購物時依然會過度消費，他們的理性難以抑

制自身的購物沖動，14%的消費者很少或完全沒有抑制自己購物沖動的

想法，只有31%的消費者在購物時有明顯的傾向性，能夠抑制自己的購

物沖動購買有用的商品。

調查表明，雖然大部分人都認可有意識的進行消費能夠很好的改善

自己的生活質量，但人們無法將這種想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體現

出來。“很多人都明白理性購物，培養自身良好購物習慣的重要性，但

他們只有在接到賬單時才會重視到這壹點。但僅在危機的時候才想著去

彌補明顯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從始至終壹直培養自身良好的購物習慣，

了解到自己具體需要的東西是什麽然後再去購物。” 巴西信用保護服

務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馬塞拉· 卡瓦烏蒂（Marcela Kawauti）說道。

調查還指出，為了省錢，超過九成的巴西消費者會采取各種

措施。“我們的調查表明，92%的消費者現在在購買商品之前會仔細

查詢價格，購買更加便宜的商品；91%的人會做好預算來看購買這個

產品的花銷是否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質量；90%的消費者在家裏的東

西壞掉後也不再會直接考慮購買壹個新的，而是會先看能否修好舊

的東西。”她說。

此外，78%的消費者在買東西的時候會先看有沒有折扣；77%的消

費者不會使用信用卡購物；75%的消費者選擇平時只吃更便宜的水果和

蔬菜來省錢；還有72%的消費者會選擇避免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付賬，

以免造成賬務違約。 不打不成才？研究稱禁止體罰更有利兒童健康成長
綜合報導 最新壹項研究

表明，禁止打孩子的國家似

乎為兒童的成長提供了更有

利的環境。在禁止體罰的國

家，青少年鬥毆，尤其是女

性鬥毆事件較少發生。

這份研究發表於《英國醫

學期刊》（BMJ Open），來自

加拿大、美國和以色列的研究

人員，於2003至2014年，在88

個國家的學校進行了調查。

首先，研究人員對超過

40萬名年齡在11歲到25歲的

青年男女進行詢問，調查他

們多久和別人發生壹次肢體

沖突。而後，研究團隊考慮

在該國家是否實施了體罰禁

令，且該禁令是僅在學校實

行，還是在家同樣適用。

研究表明，在壹些實施

完全體罰禁令的國家，13歲

的男女學生打架的頻率要遠

遠低於沒有實施的國家，其

中男生鬥毆率減少31%，女生

減少58%。而若將國民財富、

謀殺率和死刑禁令考慮進來，

體罰禁令似乎只對減少女生

打架鬥毆率產生影響。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人類發展與家庭科學教授伊麗莎

白•傑肖夫並未參與研究，但她

表示，此前的研究已經表明體

罰可以造成嚴重的後果。“對

兒童來說，其中壹個強烈的後

果是會增加其攻擊性——因為

自己被打是對他人進行攻擊的

壹個例子，兒童就學會了（攻擊

他人）。” 傑肖夫表示。“這

同樣也和抑郁或者焦慮等精神健

康問題的激增相關聯。”

但她還表示，雖然這是

份不錯的研究，但它並沒有

將體罰禁令頒布前後青少年

的表現進行對比。同樣，這

個研究沒能考慮，對那些有

禁令的國家，這條法規是不

是在這些青少年更小，更易

遭受體罰的時候就已生效。

“除非這個禁令在10到

15年前就已經生效，否則他

們並沒有機會真的受到禁令

的影響。”傑肖夫說。

據悉，調查的88個國家

中，20個國家沒有相關禁令，

如津巴布韋和摩洛哥；30個

國家在學校和家庭都實施禁

令，如瑞典和突尼斯；而英

國實施部分禁令——在英格

蘭，打人是違法的，但家長

可以使用“合理懲戒”，而

蘇格蘭和威爾士將要通過禁

令，完全禁止打孩子。

意大利通過國家預算和稅法修正案
堅持增赤福利計劃

綜合報導 意大利政府內閣部長聯席

會議審議通過了2019年國家財政預算和

稅法修正案，並正式向歐盟委員會遞交

了意大利國家財政預算報告。

據報道，此次通過的預算案維持了

具有爭議的增赤福利計劃，赤字目標依

然為2.4%。稅法修正案修訂了相關社會

保障公款，從2019年第壹季度開始，政

府將實施新稅法，並向困難公民和失業

人員發放政府補貼。在稅收方面保持明

年增值稅不變，逐步推行單壹稅制，並

有條件對個人和企業拖欠國家的債務進

行赦免。

意大利財政部長特裏亞表示，國家

財政預算赤字目標2.4%，對西方國家來

說是正常現象，該預算導致歐洲危機說

法毫無根據。他將代表政府積極與歐

盟展開對話，具體解釋實施增赤預算

案的重要性，爭取得到歐盟方面的諒解

和支持。

稅法修正案強調，2019年將不會提

高增值稅。對於財政新增虧的125億歐

元，政府將通過加大對

偷稅漏稅的打擊力度，

減少政府開支等方面來

進行填補。與此同時，

政府將對納稅人拖欠國

家債務進行有條件赦免。

稅法修正案規定，

已申報所得稅的個人和

企業，納稅人只須要補

交過去5年裏未按期繳

納稅金的20%，免去利

息和罰金，最高可免去納稅人10萬歐元

的政府債務。2000 年至 2010 年，因罰

款、汽車稅等拖欠國家1000歐元以內的

債務，將直接被赦免。

從2019年第壹季度開始，意大利政

府將向月收入低於780歐元困難公民和

失業人員，發放生活補貼。政府將投入

90億歐元，來兌現和實施社會福利保障

計劃。

意大利政府還將投入70億歐元用於

養老制度改革。明年2月將開始實行新

的養老退休制度，將依據年齡和納稅年

度時間標準，來核定勞動者退休時間，

並允許勞動者提前5年退休。已達到法

定退休年齡、納稅時間尚未達到法定年

限的勞動者，可直接領取社會低保。

此外，政府將逐步削減每月高於

4500歐元的高養老金群體收入，在未來

三年減少財政支出10億歐元。在難民問

題處理上，2019年政府將消減5億歐元

財政支出，未來3年將減少13億歐元針

對難民支出。

澳非盈利組織報告：
2017年逾400萬民眾食品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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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美國政治網站《Politco》
引述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稱，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已原則同意於下個月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G20集團峰會期間會
晤，兩人會晤時間暫訂於峰會正式召開前一天
的11月29日。

報導說，如果消息確實，這將是近一年來
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第一次面對面會談，這
顯示華盛頓和北京都準備好緩解貿易緊張局勢
。

習近平最重要經濟幕僚之一的中國國務院
副總理劉鶴週五向大陸媒體表示，北京和華盛
頓 「目前正在相互接觸」。雖然外界認為劉鶴
的說法可能是為安定投資者與股市的信心，但
貿易戰對中國股市的影響比心理上的影響真實
多了。

報導指出，目前白宮和中國外交部都沒有
公佈兩位領導人參加G20集團峰會的行程表。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
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西瑟
斯(Derek Scissors)表示，川普和習近平 「除非發
生重大情況，否則雙方一定會進行會晤。」

西瑟斯說，美國和中國 「正試圖在會晤時
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框架」，但他沒有進一步

說明這項訊息的來源。目前此一框架的範圍有
多大還不清楚，但有望在幾個月內完成一項短
期協議。

西瑟斯說， 「我認為美國不會承諾在大選
前不對中國採取任何行動。就算川普真的說了
，大概也沒有人會相信。」

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趙全勝在北京表示，川普需要有機會在美國人
民的貿易戰中 「宣告勝利」，而中國則比較更
容易在貿易上妥協，而非在台灣或西藏等更敏
感的問題上。 「如果美國繼續在台灣問題上挑
戰中國，它可能會超越北京的底線，這可能會
導致小規模衝突。」

由於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北京和華盛頓之
間的官方談判已暫停，美國財政部長努欽和中
國央行行長易綱的會談已同意，北京將不會進
行人民幣貶值以支持其出口，同樣地，美國財
政部也不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G20峰會將是川
普和習近平將參加今年度最後一次多邊活動。
白宮早些時候取消了川普原訂於 11 月 17 日至
18日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
織之行。

消息人士：習近平與川普將於11／29在阿根廷G20峰會前夕會晤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今天揚言要派出軍隊關閉美墨
邊界，以制止移民大舉越界，墨西哥準總統羅培茲歐布拉多則
表示，墨國準外長厄伯拉特明天將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面討
論解決方案。

數千名宏都拉斯移民一路往北穿過中美洲並打算邁進美國
邊界的同時，川普指責民主黨人讓 「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和薩
爾瓦多攻擊我們的國家」，其中還有 「包含許多罪犯」的移民

車隊。
川普今天稍早在推特貼文

表示： 「我必須用最強烈的
措辭，要求墨西哥停止這種
移民衝擊，假如辦不到，我
將動員美國軍隊並關閉我們
的南部邊界！」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同時指出： 「我們熱
切解決非法移民的問題，我們政府在邊界問題上做得很好。」

厄伯拉特（Marcelo Ebrard）則低調處理川普的移民政策言
論，認為川普是為了鞏固國內政治基礎。

厄伯拉特告訴Radio Centro電台： 「這是可以預測的，且
選舉投票逼近，所以他在做政治算計。」

路透社報導，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es Manuel Lopez Ob-
rador）今天在北部城市薩的約（Saltillo）表示，厄伯拉特明天
將與來訪的蓬佩奧（Mike Pompeo）見面，探討移民問題解決
方案。

即將於12月就任總統的羅培茲歐布拉多說道： 「可以達成
協議，我們將妥善處理和美國政府的關係。建立友誼相當重要
。」

川普今晚在蒙大拿州一場政治造勢集會表示，他想要 「感
謝墨西哥政府，因為他們在阻止移民的問題，希望在問題進入
墨西哥之前就能阻止它」。

墨西哥當地媒體報導，本週有數千名宏都拉斯移民來到瓜
地馬拉，其中部分移民今天試圖進入墨西哥。這些移民為了逃
離國內的暴力及貧窮問題，希望最終能進入美國。

（綜合報導）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周五
（19 日）宣布，聘請英國前副首相克萊格（Nick
Clegg）為副總裁，主管集團的全球策略及媒體溝通
。從政20年的克萊格形容，這將是刺激的新歷險。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臉書近年爆出多項醜
聞，而面臨美國國會及歐盟加強監控，多名高層也
在去年相繼離職。為了止血，臉書執行長薩克柏
（Mark Zuckerberg）親自參與招聘克萊格。報導指
，經過薩克柏數個月的遊說， 51歲的克萊格接受邀
請，他明年一月將搬到美國矽谷。

克萊格在自己的臉書上表示，臉書正面臨一些
最複雜和最困難的問題，例如：個人隱私，民主程

序的完整性，及如何在言論自由與禁止內容間取得
平衡。

克萊格曾是英國自由民主黨前黨魁，於2010年
至2015年擔任英國副首相。由於很少有歐洲的政治
人物獲美國科技公司青睞，克萊格獲臉書招聘的消
息令英國政壇感到驚訝。

臉書近來面對多起醜聞，包括：與中國政府關
係密切的華為分享用戶資料，及放任英國數據分析
公司 「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藉臉書上
的心理測驗取得用戶個資，並針對他們投放特定廣
告，藉此影響英國脫歐公投、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
的選情。薩克柏已被多名股東要求辭任執行長。

臉書求漂白 宣布聘英國前副首相任副總裁

移民問題在即 美墨外長將會面討論解決方案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調降駐巴勒斯坦主要
外交代表團層級，將它併入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
之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表示，
目前處理巴勒斯坦事務的總領事辦公室，將被美
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中的新單位巴勒斯坦事務組
（Palestinian Affairs Unit）取代。

此舉將使得美國駐以色列大使佛里曼（Da-
vid Friedman）成為與巴勒斯坦領導層溝通的主要
代表。佛里曼因支持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屯墾，備受巴勒斯坦人批評。

這項改變隨即受到巴勒斯坦譴責。在美國總
統川普將美國政策大幅轉向以色列的操作下，巴
勒斯坦面臨一連串挫折。

親以色列支持者則讚揚這項決定，並表示這
證實美國承認整個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蓬佩奧在聲明中表示： 「我們在全球致力改

善我方行動的效率與效益，這項決定便是受此推
動，並不表示美國政策有所改變。」

他說，對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能的和平協
議形式，美國依舊保持中立。

巴勒斯坦領導層拒絕蓬佩奧的 「效率說」。
巴勒斯坦首席談判代表艾瑞卡（Saeb Erekat

）表示，這項決定很大一部分是為取悅美國具意
識形態的一方，他們將不惜把美國外交政策、國
際體制地基打掉，只為獎勵以色列違法犯罪。

他表示： 「川普政府是問題的一部分，不是
解決之道的一環。」

川普去年12月顛覆美國長久以來的政策，承
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促使巴勒斯坦自治政
府主席阿巴斯（Mahmud Abbas）抵制川普政權。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今年5月正式遷往耶路
撒冷，使得加薩走廊爆發抗議衝突，60多名巴勒
斯坦抗議民眾命喪以色列槍火下。

美降格巴勒斯坦代表團
併入以色列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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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朝美商解除板門店共同警備區武裝
韓朝或撤9個哨所

綜合報導 韓朝與美軍領導的“聯合國軍司

令部”正式啟動三邊協商機制，在板門店舉行

閉門會議，討論解除板門店共同警備區（JSA）

武裝事宜。據報道，韓媒稱，今後朝方將撤離

JSA境內的5個哨所，韓方將撤離4個哨所。

據報道，韓國國防部表示，韓朝與“聯合

國軍司令部”三邊協商機制第壹輪會議，於當

地時間當天上午10時至下午1時15分在板門店

韓方壹側的“自由之家”舉行。會議以非公開

方式進行。三方各派三人與會，韓國國防部朝

鮮政策課課長趙容根、朝鮮陸軍大佐（大校）

嚴昌男、“聯合國軍司令部”軍事停戰委員會

秘書長哈密頓任各方首席代表。

韓國國防部稱，各方在會上對10月1日

起進行的JSA掃雷工作進行評估，並就撤離

JSA哨所兵力和武器、調整監視裝備、互相

檢查解除武裝措施等具體細節交換意見。三

方還商定今後通過三邊協商機制探討具體落

實方案，並開展相互驗證程序。

報道稱，韓國國防部表示，韓朝軍方和

“聯合國軍司令部”將繼續致力於正常履行

朝韓在平壤首腦會談上簽署的軍事領域協議

中，解除共同警備區武裝的相關規定。

同時，三方協商機制還將制定JSA解除

武裝後的新值勤規則、雙方無武裝軍人近距

離合作方式等。三方將就JSA解除武裝措施

共同管理機構的組成和任務及共同管理機構

運營方式等進行探討。據悉，三方還將就普

通民眾和遊客等跨過軍事分界線越境的可能

性制定相關對策。

據報道，今後，朝方將撤離JSA境內的5

個哨所，韓方將撤離4個哨所。但“不歸橋”

附近1個朝方哨所和“徒步橋”附近韓方哨所

則保持原狀。預計解除武裝後，共同警備區內

韓朝兵力將各減至35人。非武裝共同警備人員

左臂將佩戴黃底藍色的“板門店民事警察”

袖章值勤。早上9時至下午5時，韓朝壹般

民眾和外國遊客等可在JSA內自由往返。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圍繞福島第壹核電站事故，日

本東京電力公司3名前高管被控犯有業

務過失致死致傷罪，受到強制起訴。

16日起，法庭將開始進行被告人詢問，

東京地方法院進行第30次庭審。

據報道，據檢察審查會做出的決

議，東京電力公司3名前高管董事長勝

俁恒久、前副社長武黑壹郎和前副社

長武藤榮，因福島核事故被控犯有業

務過失致死致傷罪，受到強制起訴，

但3人均主張無罪。

東京地方法院16日進行第30次庭

審，開始對前高管進行被告人法庭詢

問。當時負責核電站安全對策的武藤

前副社長首先出庭。

報道稱，庭審開始後，辯護律師向

其詢問了對核電事故的感受。武藤回答

說：“本次事故的遇難者及其遺屬以及

眾多背井離鄉的人等等，事故給非常多

的人造成了無以言表的麻煩，作為當事

人，我深表歉意。實在對不起大家。”

他深深鞠躬，做出了道歉。

對武藤前副社長的被告人法庭詢

問到17日為止，將壹共進行兩天。對

於當時決定不采取海嘯對策以及其表

示未能預知海嘯的理由，被告人將作

何說明備受關註。

安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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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10月 17至 20日是日本靖國

神社的秋季例行大祭。日本共同社10月16

日報道稱，在秋季例行大祭期間，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與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

外相河野太郎預計將不會前往參拜。

第四屆安倍改組內閣的其他閣僚就例

行大祭的參拜稱“將做恰當判斷”，不表

明態度的回答引人註目。共同社分析，安

倍下周即將訪華，此舉或意在避免刺激中

國。

安倍16日至20日出訪歐洲的日程也與

此重合，本次例行大祭或與以往壹樣，安

倍僅會向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的供

品。關於春秋兩季例行大祭與8月“終戰

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壹事，自2017年 4

月時任日本總務相的高市早苗後未有閣僚

前往。對於參拜合祀“二戰”甲級戰犯的

靖國神社，中韓兩國壹直表示抗議。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棺義偉在記者會上

就安倍在例行大祭期間參拜靖國神社表

示：“首相將做出恰當判斷。我將與首相

保持壹致。”麻生稱“並沒有（參拜的計

劃）”。河野2017年8月就任外相後就沒有進行參拜。

首次入閣的日本總務相石田真敏回應稱：“過去曾以

個人名義參拜，但這次就不去了。”地方創生擔當相片山

臯月也表示這次將不會參拜。法相山下貴司和文部科學相

柴山昌彥等人僅表示“將做恰當判斷”。日本新任防相巖

屋毅和沖繩北方擔當相宮腰光寬已表示不會參拜。

韓九成幼兒園挪用公款引民憤
韓總理：零容忍嚴查

綜合報導 “九成幼兒園挪用公

款，絕大多數是私立！”近日，韓

國壹名國會議員爆出私立幼兒園賬

目不清、挪用公款的亂象，引起眾

多家長的憤怒。韓國總理和副總理

均表示，要嚴查亂象，采取“零容

忍”態度。

韓國稱，該國共有6000多家幼

兒園，其中4220家為私立幼兒園。

國會議員樸用鎮上周公布監察報告

稱，在被調查的2058家幼兒園中，

有1878家曾違法挪用公款，占比高

達91%。涉案總額高達 289 億韓元

（約合 1.78 億元人民幣），相當

於平均每家幼兒園從每名孩子身

上“揩油”18.6 萬韓元。樸用鎮

表示，問題幼兒園大多為私立。據

悉，目前韓國的公立幼兒園以及私

立小學和中學都統壹使用政府管理

的會計系統，但私立幼兒園卻不在

此列，壹些幼兒園的賬目至今仍為

手寫。

《朝鮮日報》稱，政府每年撥

給私立幼兒園的財政補貼高達2萬億

韓元。此外，私立幼兒園的學費為

每月17萬至20萬韓元不等。如今這

些錢大部分流入幼兒園園長的私囊

之中，而非用在實處。這些私立幼

兒園公款私用的名目也千奇百怪，

有人拿政府補貼購買價值7億韓元的

奢侈品手包，有人花700萬韓元的公

款做美容，甚至有人用公款買成人

用品……

截至16日，青瓦臺網站上要求

嚴查嚴懲私立幼兒園的相關請願已

有100多條。韓國副總理和總理相繼

表態，要對私立幼兒園進行壹次大

排查。

《韓民族報》稱，私立幼兒園

的監管長期遇到阻力，主要原因是

這些幼兒園向當地教育廳、地方議

會以及國會行賄。此外，曾有議員

提議擴建公立幼兒園，但遭到50多

名私立幼兒園園長集體鬧事並誹謗

恐嚇。由於招生規模有限，目前韓

國只有 25%的兒童能上公立幼兒

園，政府現在決定將公立幼兒園的

招生比例擴大到40%。

日本福島核事故案第30次庭審
東電前高管遭強制起訴東電前高管遭強制起訴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18年10月20日 Saturday, October 20, 2018

美南版4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10月20日（星期六）

香港特區政府19日邀請傳媒到位於香港國際機場東面的
人工島的香港口岸參觀。香港口岸區的西側供搭乘公

共交通工具的旅客使用，東側則為供車輛使用的通關設施。

部分機場巴士將繞經大橋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內舉行

的大橋開通準備工作簡介會上指出，經過工程團隊多年來的
不斷努力，再加上本年9月底的聯合試運行取得預期成績，
確認三地政府已為大橋開通作好準備，並公佈大橋將於下周
三上午9時正式營運。

大橋通車後的交通安排均已準備就緒，將有多條專營巴
士及專線小巴投入服務，前往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部分
機場巴士A線亦會繞經該處（見表）。

市民在旅檢大樓辦理出境手續後，走過一條天橋即可到
穿梭巴士的售票櫃枱，購票後可經人行天橋進入公共交通交
匯處，乘搭俗稱“金巴”的港珠澳大橋口岸穿梭巴士，前往
珠海口岸或澳門口岸。穿梭巴士全日24小時運作，繁忙時間
每5分鐘一班、非繁忙時間10分鐘至15分鐘一班，而深宵時
間則為15分鐘至30分鐘一班。

穿梭巴日收65元夜收70元
口岸穿梭巴士的車票可在設於旅檢大樓出境大堂禁區內

的售票櫃位或自助售票機購買。自助售票機接受八達通、支
付寶或微信支付三種付款方式，來往珠海或澳門的車票售價
同為65元（港元，下同），午夜12時至清晨5時59分的收
費則為70元，12歲以下或身高不足1.2米兒童、傷健人士及
65歲或以上長者半價。乘客亦可以預先在網上購票。

目前，已有跨境巴士公司宣佈，會推出取道大橋的直通
巴士服務，市民及旅客可以從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及觀塘
等多處，乘巴士直達澳門及包括中山、珠海、江門、新會和
陽江等多個內地城市。

港粵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張劍平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
由於業界未有足夠時間作出準備，透露業界在大橋通車初期
可能只提供有限度服務。

香港運輸署副署長李萃珍19日在簡介會上回應有關問題
時表示，前往口岸的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均已準備就緒，司
機已完成培訓，通車當日可全面投入服務，跨境直通巴士公
司則可視乎市場對服務的需求，作彈性安排。

粵港澳聯手巨獻
大橋下周三營運

10月23日珠海舉行開通儀式 交通安排就緒

穿梭巴士收費
港珠線 港澳線

票種 日間 夜間 票種 日間 夜間

正常票價(港元) 65 70 正常票價(港元) 65 70

優惠票價(港元) 33 35 優惠票價(港元) 33 35

註：日間時段為上午6時至晚上11時59分；夜間時段為午夜12
時至早上5時59分

優惠票適用於12歲以下，或身高不足1.2米兒童、傷健人
士及65歲及以上長者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萬眾期待

的港珠澳大橋

終 於 通 車 有

期。大橋開通

儀式已定於下

周二（23 日）

在珠海舉行，香港特區政府19日正式宣佈，大橋

將於翌日（24日）上午 9時正式營運。大橋香港

口岸旅檢大樓19日首度曝光，口岸內離境、購票

及乘車等相關設施均已準備就緒。香港政府同日

宣佈，多條機場巴士路線當日起將繞經大橋香港

口岸旅檢大樓，市民可在該處轉乘24小時營運的

口岸穿梭巴士前往珠海或澳門口岸。市民亦可乘

搭跨境直通巴士，由香港市區出發，直接經大橋

前往兩地市區。■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高俊威

■■港府港府1919日宣佈日宣佈，，港珠澳大橋將於港珠澳大橋將於2323
日上午日上午99時在珠海舉行開通儀式時在珠海舉行開通儀式，，並於並於
2424日上午日上午99時正式通車時正式通車。。 彭博社彭博社

旅檢大樓亮相 e-道45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為妥善保養大橋及迅速處理
意外事故或其他緊急情況，特區政府19日刊憲公佈，香港及內
地政府均可派遣維養及緊急救援車輛在港珠澳大橋執行任務。
當中內地車輛包括珠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名下登記的救護
車，以及珠海市公安消防局名下登記的消防車，有關車輛在港
珠澳大橋發生意外事故時，或須進入香港。

三方可提援助要求
由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所僱用或授權的維養車輛，而該車

輛展示有由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所指定的標記，及在港珠澳大
橋主橋段執行道路維養任務的過程中，或須進入香港。

香港保安局副秘書長丘卓恒19日在大橋開通準備工作簡介
會上指出，三方已有協議，有關救援工作會按自己的界線進
行，但遇到大型緊急事故、大型意外及有人命傷亡事故時，其
中一方可向另一方提出援助要求。

香港運輸署發言人表示，考慮到有關情況的特殊性及有
關行車路線的特定性，運輸署署長已根據《道路交通（車輛
登記及領牌）規例》之規定，在19日起藉憲報公告豁免該規
例適用於有關車輛。上述豁免不會影響其他香港法律應用於
在香港道路行駛中的上述車輛之情況。

發言人強調，有關車輛不可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以
外的香港道路行駛，有關車輛須在到達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
路近䃟石灣的掉頭處，經該掉頭處返回內地；但在港珠澳大
橋發生重大意外事故的情況下，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要求
提供援助而進入香港的上述救護車及消防車除外。

倘重大意外
可聯手救援

大橋主橋收費
車輛類型

普通貨車

貨櫃車

小型客車（私家車、出租車）

大型客車（過境巴士）

穿梭巴士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每程收費（人民幣）

60

115

150

200

300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19日安排傳
媒進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
樓採訪及拍攝其出境、交通及旅客
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尹妮）港珠
澳大橋將於下周三通車，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
樓亦於同日起啟用，大樓共設有62個傳統櫃枱
及45條多功能e-道，並有52個車輛檢查亭，為
跨境旅客及車輛提供快捷及高效出入境檢查服
務。香港運輸及房屋局19日安排傳媒進入旅檢
大樓出境大堂採訪及拍攝其出境、交通及旅客
設施，並前往大橋香港連接路近粵港分界線拍
攝，是有關設施首次於公眾前曝光。

港珠澳大橋開通在即，傳媒19日獲安排先

到大橋香港連接路近粵港分界線拍攝。傳媒乘
搭大橋口岸穿梭巴士，從東涌發展碼頭出發，
約15分鐘後到達旅檢大樓，之後途經觀景山隧
道，再上大橋的香港連接路。沿途指示牌都以
繁體及英語標示。行駛時，司機需跟隨內地實
行“右上左落”。

綠色路牌用簡體字
由連接路起點到達粵港分界線，約需時15

分鐘。現時邊界仍以鐵絲網分隔，仍未相通。

鐵絲網後內地段的綠色路牌就採用簡體字，標
示該處為廣東界，離珠海及澳門均為29公里，
離廣州則為180公里；地面亦有廣東的簡體字標
示，後方有顯示牌打出“港珠澳大橋歡迎您”
字句。

旅檢大樓天幕如波浪
傳媒其後獲安排到旅檢大樓上層的出境大

堂拍攝，並採訪由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聯同保安局、運輸署、路政署、警務處、入境
事務處、海關和保險業監管局代表舉行的簡介
會，聽取政府就大橋開通的準備工作。

旅檢大樓是大橋香港口岸上最具標誌性建
築物，大樓樓頂為呈波浪形設計天幕，儼如延
綿起伏的海浪。天幕以樹形結構支柱承托，減
少室內結構支柱的數目，大幅增加出入境大堂
的空間感，並以大量天然採光設計，達到環保
節能目的。

旅檢大樓建築面積達9萬多平方米，據香
港文匯報記者19日現場所見，出境大堂目前已
出現兩家商店商標，分別為便利店及小吃店，
另有兩家銀行的提款機。下層的入境大堂則有
多排大型水池。

完成出境及通關手續後，旅客可到達口岸
穿梭巴士服務的售票櫃位及自助售票機購買車
票，之後離開旅檢大樓，到穿梭巴士停泊區登
車往澳門口岸或珠海口岸。

乘搭跨境直通巴士乘客，在完成出境及通
關手續後，可登上原本乘搭之巴士繼續旅程。

現時在通關廣場共有52個車輛檢查亭，其
中30個屬私家車，10個屬貨車，12個屬穿梭
及跨境巴士，每個檢查亭均會作一站式檢查，
包括衛生檢疫、貨物過關及入境檢查程序，為
司機及旅客帶來方便及節省不少時間。

港 珠 澳 大 橋

聚聚
焦焦

▼港珠澳大橋旅檢大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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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平，1955年出生於溫州樂清，因
善於經銷談判，到哪裡都帶着合

同，被譽為“合同大王”，是著名的“八
大王”之一。平反出獄後，李方平也曾遠
赴他鄉，卻最終選擇歸國二次創業。如
今，他創辦的諾爾康打破國外技術壟斷，
使中國成為第四個能夠生產人工耳蝸的國
家，並因此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以
及年度“風雲浙商”。

“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小時候
家裡很窮，常常吃不飽飯，於是我就跟着
鄰居跑到上海做起了推銷。”1973年的
上海，是全國各地供銷員的“大本營”。
李方平白天跑工廠，晚上就睡旅店最便宜
的大通鋪。“我每晚都跟來自天南地北的
供銷員聊天，正是在這些供銷員的介紹
下，我在山西簽訂了第一份價值萬元（人
民幣，下同）的大合同。”

1978年，已在樂清縣小有名氣的李
方平，被聘請到樂清防腐器材廠。在三年
時間裡，他從供銷科長升到副廠長，通過
掛靠或者和個體戶合作的方式，將樂清的
電器產品銷往全國各地。

此時，李方平嚐到了勤勞致富的甜
頭，積累了數目不小的財富。1979年結
婚時，他在村裡的馬路邊修建了一棟三居
四層的小洋樓，第二年還買了一輛小轎
車，成為溫州最早一批擁有私人轎車的
人，一時風光無限。

政策突變 獲罪入獄
1982年，國家開展了打擊“投機倒

把”的經濟整肅運動。“其實，整個形勢
從1981年就緊張起來，工廠開始限制我
出差，還派了工作組查閱我經手的合同和
賬目。”李方平回憶說，“幸好當時樂清
縣的領導覺得我年紀輕，有能力也有闖
勁，一直想‘保’我，只要求調查談話時
必須出席，並沒有限制我的生意。”直到
1982年10月，《人民日報》報道了“溫
州八大王”投機倒把事件，一下子轟動了
全國。

“其實我算是誤傷，本來都已經逃
過一劫了。”結果，省裡“打擊經濟犯
罪工作組”的車從國道經過，看見李方
平家新蓋的四層樓，就下了結論：“如
果不是投機倒把，哪裡來的錢住這樣的

房子！”李方平苦笑道：“就這樣，在
1982年的夏天，我以‘投機倒把’罪被
逮捕入獄。”

平反出獄 避走他鄉
1983年，中共中央頒佈《當前農村

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農村經濟政策獲
得了進一步放寬。“八大王”被羈押的人
員中有的無罪釋放，有的被取保候審，那
些潛逃在外的也大膽回家了。

“我交了9,500元的罰款，終於回家
了。”李方平說，1983年初，自己隻身
一人驅車前往上海，重新開始做生意。
“當時，國家規定商業產品允許加價
14%銷售，我就按照這個加價率賣產
品。”在計劃經濟時代，上海很多工廠有
大量電器缺口，李方平就從樂清的個體戶
和作坊裡進貨再賣去上海，生意越做越
大。“到後來，我已經做到能夠自己開訂
貨會，把全國各地的客商聚到上海，在和
平飯店辦訂貨派對，每年交易額就有幾百
萬元。”

然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中央
再次開展經濟秩序整頓，上海市政府有
關部門開始調查李方平公司的收入來
源，成為當年轟動上海的“十大案件”
之一。雖然做的是合法生意，也躲過了
這場風波，但被“抓怕了”的李方平還
是決定離開中國，攜家人遠赴泰國，並
最終輾轉到了加拿大。

搶搭東風 回國創業
在加拿大，李方平過起了“半退

休”的生活。“問題是我當時還不到40
歲，雖然經濟無憂，但太清閒的生活我真
的是過不慣。”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
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快車道”，經
濟迅速發展起來。“看到國家越來越開
放，我便動起了回國創業的念頭。”

2010年，歷時5年、總投入1.5億元的
國產人工耳蝸終於問世，中國成為繼美
國、澳洲、奧地利之後世界上第四個能生
產人工耳蝸的國家。“最令我感到驕傲的
是，由於諾爾康的產品定價7.8萬元，在我
們的衝擊下，進口人工耳蝸的價格也從每
套25萬元降至15萬元，越來越多的失聰者
可以用得起人工耳蝸了。”

富
強
中
國

富
強
中
國

惠
及
世
界

惠
及
世
界

上世紀上世紀 7070 年代末年代末

至至 8080 年代初年代初，，在改革在改革

開放的春風中開放的春風中，，一批頭一批頭

腦靈活的浙江溫州人發腦靈活的浙江溫州人發

展個體經濟展個體經濟，，成為全國成為全國

第一批在市場經濟嘗試第一批在市場經濟嘗試

中先富起來的人中先富起來的人。。

然而然而，，隨着隨着 19821982

年年““嚴厲打擊經濟嚴厲打擊經濟

領域犯罪活動領域犯罪活動””的的

展開展開，，其中有八人以其中有八人以

““投機倒把投機倒把””罪入獄罪入獄，，

史稱史稱““八大王八大王””事件事件。。

19831983 年年，，農村經濟政農村經濟政

策放寬策放寬，“，“八大王八大王””反反

轉成為建設市場經濟的先進典型轉成為建設市場經濟的先進典型，，紛紛

紛平反出獄紛平反出獄。。從探路者到階下囚從探路者到階下囚，，再再

到平反後被高調宣傳到平反後被高調宣傳，“，“八大王八大王””

的命運被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烙印的命運被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烙印。。

他們在時代的大熔爐中歷練他們在時代的大熔爐中歷練，，人生人生

經歷與中國改革開放大潮緊密相經歷與中國改革開放大潮緊密相

連連，，也因此被鍛造成為一代風雲浙也因此被鍛造成為一代風雲浙

商商。。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俞晝 溫州報道溫州報道

圖圖：：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改
革
開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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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大

2005年，因為一次偶然的機
會，李方平認識了曾凡鋼和傅前
傑兩位教授，他倆通過多年研
究，已經擁有了多項人工耳蝸的
專利，這是一種替代人耳功能的
電子裝置，可以幫助患有重度、
極重度耳聾的成人和兒童獲得或
恢復聽力。為了使這一研究成果
成為現實，兩位教授找過台灣、
香港和內地的實業家，但是，由
於這一項目投資多、風險大、回
報慢而遭受冷遇。

“從他們這裡，我了解到，
中國的失聰者數量已經達到了
2,700多萬，其中重度聽障者有
700多萬人，而且大部分因為治
病家庭貧寒。”李方平說，雖然
失聰者可以採用植入人工耳蝸的
方式來產生聽覺，但進口的人工
耳蝸每套要賣25萬元（人民幣，

下同），再加上後期的康復訓練
費用，很多家庭根本無法承擔。

“當時我就問兩位教授，需要
投入多少錢，可以把設備做出來，
他們說500萬美金，三年可以做出
來。”李方平很誠懇地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那時
候他已經實現了
財務自由，想為
社會作點貢獻。
“我算了算，500萬美金就算賠
光了，也不會影響我的生活質
量，但如果做成了能幫助那麼多
失聰者，還是很划算的，就決定
試一試。”

老兵自願試驗 重獲聽力落淚
於是，2006年李方平先後成

立美國和杭州的諾爾康公司，研
究開發人工耳蝸。“沒想到，將

專利變成設備，實在是非常困
難。”到 2008年下半年，研發
中心才做出了樣機，但在芯片集
成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到了
2009年初，這個項目已經花掉了
1億元。”

2009年12月，國產人工耳蝸
正式進入臨床試驗。李方平跑了
很多家醫院，想親眼看看人工耳
蝸的植入效果。上海的植入志願
者是一名老戰士，當過炮兵，特
殊的戰爭環境把他推入了痛苦的
無聲世界。他不顧兒女的反對報
名參加試驗，開機的那一刻，他
激動得老淚縱橫，喊着“我聽見
了，我聽見了”。

香港文匯報專訪溫州“合同大王”李方平：

躍身時代熔躍身時代熔爐爐
鍛就風雲浙商鍛就風雲浙商

■孩子佩戴人工耳蝸後，
生活逐漸回歸正常。

無懼投資風險無懼投資風險 誓研國產人工耳蝸誓研國產人工耳蝸

■■李方平當年的合同與印章李方平當年的合同與印章。。

李方平李方平

■人工耳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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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齊下 放資金入市“輸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滬綜

指跌破2,500點大關後，人行行長易綱、中銀保
監主席郭樹清、中證監主席劉士余19日早間罕
有地同步發聲，以答記者提問的形式發表講話，
傳遞市場信心，並推出救市組合拳，鼓勵保險、
銀行理財、外資資管等新資金輸血股市，紓解上
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市場分析指出，一行兩會
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罕見同時發聲，傳遞有關穩
定金融市場的信號，旨在穩定市場信心；但由喊
話落實到信心和股指的穩定，有待後續政策真正
落地。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近期股市波動主要
受投資者預期和情緒影響。當前中國經濟基本面
良好，金融風險防控取得進展，宏觀槓桿率已經

企穩，經濟繼續保持穩定增長的動力增強。“總
體看，當前股市估值已處於歷史較低水平，與我
國穩中向好的經濟基本面形成反差。”

他稱，人行正在研究緩解企業融資困難的措
施，包括支持民營歧義債券和股權融資，支持設
立民企發展支持基金以及綜合運用再貸款、再貼
現、中期借貸便利等貨幣政策工具，支持商業銀
行擴大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投放等。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則要求，銀行業金
融機構科學合理地做好股權質押融資業務風險管
理，在質押品觸及止損線時，採取恰當方式穩妥
處理；同時，鼓勵保險資金入市，加大投資優質
上市公司力度；險資設立專項產品參與化解上市
公司股票質押流動性風險，不納入權益投資比例

監管。
中證監主席劉士余則提出6項救市措施，鼓

勵地方政府管理的各類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和外
資資管等購買上市公司股票。他鼓勵地方政府管
理的各類基金、合格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券商資
管產品分別或聯合組織新的基金，幫助有發展前
景但暫時陷入經營困難的上市公司紓解股票質押
困境，促進其健康發展。

劉士余並鼓勵私募股權基金通過參與非公開
發行、協議轉讓、大宗交易等方式，購買已上市
公司股票，參與上市公司併購重組。還稱將繼續
全方位擴大開放，支持外資資管機構在境內設立
法人機構，從事包括股票等權益型資產在內的資
管業務。

股權質押風險被視為近期A股大跌的罪魁禍首之
一，19日高層對症下藥，安撫股民緊張情緒。中

證監主席劉士余稱，將鼓勵各類基金幫助上市公司紓解
股票質押困境；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要求，科學合
理做好股權質押融資業務風險管理，並允許保險資金設
立專項產品，參與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質押流動性風險。

股權質押風險拖低A股
18日跌穿2,500點整數關口後，市場極為恐慌。19日

開市後滬綜指盤中最低觸及2,449點，但高層先後開腔力
挺，做多情緒迅速回歸。截至收市，滬綜指漲2.58%；深
成指漲2.79%；創業板指漲3.72%。兩市共成交2,870億
元（人民幣，下同），較周四放大近500億元。北向資金
亦大幅淨流入逾45億元，其中滬股通淨流入36.07億元，
深股通淨流入9.27億元。

本周五個交易日，滬綜指兩漲三跌，最終累計下行
2.17%，周線兩連陰，但跌幅較上周收窄；期內深成指、
創業板指分別累計下挫2.26%、1.46%，同樣是連續兩周
收綠。

華安證券：熊市大底並未出現
華安證券財富管理中心上海副總經理、首席投資顧

問石建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預計，A股由3,333
點開始的主跌段，已經接近尾聲，下周大市將出現明顯
的短期止跌信號，並進入為期一兩個月的反彈周期。他
同時提醒，19日觸及的2,449點，可能並不是真正的熊
市低點，歷史大底或在明年出現。“考慮到複雜的國際
形勢和經濟周期，A股的熊牛轉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
實現，”石建軍說，A股在進入牛市前將會有一至兩年
的區間震盪過渡期，這個震盪期的存在，也是中國經濟
走出發展瓶頸必須付出的時間代價。

他認為，今次預期中的反彈只是對於主跌段的一種
修復，修復性反彈完成之後，大市可能還會運行末跌
段，末跌段的最終完成可能在明年春季，所以“‘A股
的春天’確實應該是在明年的春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和“一行兩會”掌門

人齊齊力挺，加上多種救市措施齊發力，近

期持續狂瀉的A股19日終於“止血”反彈。

滬深三大指數起先還慣性低開，但最終成功

“逆襲”，收市均大幅向上，滬綜指飆升

2.58%，收回2,500點整數關口，創業板指

更是拉升近4%。證券分析師預計，下周大

市或將出現明顯的短期止跌信號，並進入為

期一、兩個月的反彈周期，但2,449點並不

是真正的熊市低點，歷史大底可能在明年才

會出現。

中央高層力挺 A股V彈2.58%
“一行兩會”組合拳救市 化解風險樹市場信心

近日中國撐股市言論及措施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股市的調整和出清，正為股市長期健康發展創
造出好的投資機會。

人民銀行：繼續出台有針對性措施緩解企業融資困難問題；推動實
施民營企業債券、股權融資支持計劃，通過信用風險緩釋為部分發
債遇到困難的民營企業提供信用增進服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支持
商業銀行擴大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投放。10月15日起，央行下調銀行
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釋放增量資金7,500億元人民幣。

銀保監會：銀行業金融機構科學合理地做好股權質押融資業務風險管
理；保險資金設立專項產品參與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質押流動性風險，不
納入權益投資比例監管；允許銀行子公司的公募理財產品直接投資股
票，不設銷售門檻。

中證監：將鼓勵地方政府管理的各類基金、合格私募股權投資基
金、券商資管產品分別或聯合組織新的基金，幫助前景好但暫時經
營困難的上市公司紓解股票質押困境；鼓勵私募股權基金購買已上
市公司股票，參與上市公司併購重組；修改上市公司股份回購制
度，鼓勵併購重組。

深圳、廣州、北京等多地地方國資馳援上市公司，旨在化解A股權
質押風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海巖
■■滬深三大指數滬深三大指數1919日天擺脫綠海翻日天擺脫綠海翻
紅紅，，其中滬綜指飆升其中滬綜指飆升22..5858%%。。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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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市長柯文哲接受彭博專訪時表示，在美國和
中國的對抗之間，台灣不過就是架上的商品，台灣不能高估自己
，必須設法提升自己的價值。

彭博報導，這位前台大醫院外科醫師17日接受專訪，以中
、英文夾雜的方式指出，台灣千萬不能高估自己。他說： 「Tai-
wan is only a product on the shelf （台灣不過是架上的商品），對
自己要有清楚的認識。」他指出，美中對抗是未來15年的世界
局勢，所以沒有兩岸關係，只有美中對抗之下的台灣議題。

據報導，柯文哲表示，美國總統川普就是商人，台灣必須想
辦法提升自己的分量，向美國加強展現民主、經濟透明等共同價

值。當被問及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時，他毫不遲疑地回答 Of
course（當然）。

報導指出，2015年柯文哲赴上海參加雙城論壇，提出 「兩岸
一家親」的說法，即引發民進黨支持者反彈，此次選舉也再度成
為競選對手的攻擊點。

他受訪時表示， 「兩岸一家親」說法遭受攻擊，不過就是政
治鬥爭，是其他政黨想除掉政治上的競爭者而已。

柯文哲也在訪問裡提到，如果沒有社群媒體，自己早就死了
很多次， 「要不然傳統媒體每天這樣打，要怎麼存活？」他引用
牛頓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佐證稱，能引起年輕族群的共鳴，並非

自己完美，而是他們對兩個主要政黨都非常絕望。
被問及為什麼網路上一直有支持他選總統的聲音，柯文哲表

示 「因為我是他們的希望，但有時候他們高估了我。」至於到底
選不選總統，柯文哲說 「真的很不想選」，先認真的過每一天，
「以後的事以後再講」。

報導文末指出，柯文哲表示，台北市是全東亞或華人世界最
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的城市，就像舊金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城
市一樣，台北市的開齋節有約5萬人參與，同志遊行每年吸引逾
10萬人，這就可以展現一個城市的自由氣氛。

（中央社）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表示，國
際刑警組織拒絕台灣一點道理都沒有，背後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打壓台灣，請國人看清楚
中國真面目，即便施小惠，但併吞台灣企圖永
遠不變。

刑事局長日前致函國際刑警組織（IN-
TERPOL），申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大會。外
交部昨天說，INTERPOL 秘書長辦公室回覆
拒絕邀請台灣，外交部對此表達強烈遺憾與不
滿。

立法院會上午邀請賴清德報告施政方針並
備質詢，他會前受訪表示，國際刑警組織拒絕
台灣加入一點道理都沒有，背後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希望國人看清楚中國
對台灣的真面目，即便施小惠給台灣，但併吞
台灣的企圖永遠不會改變。

距離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將於11月18日召
開還有一段時間，是否還有努力空間？賴清德
說，已經接到國際刑警組織的正式通知。記者
追問 「所以應該沒機會了」，賴清德說，中國
的打壓應該不會停止。

賴清德說，全世界都在防止人口販賣的罪
行、毒品販賣的罪行、國際恐怖組織的罪行，
不應該缺少台灣，也因此可以看出中國打壓的
蠻橫，一點道理都沒有。

國際刑警組織87屆大會將於11月18日到
21 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召開，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蔡蒼柏於9月致函國
際刑警組織秘書長史托克（Jurgen Stock），申
請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大會，並盼有意義參與各
項活動及機制，包括使用全球警察通訊系統
（I-24/7）。

國際刑警組織拒台與會 賴揆：主因中國打壓

（中央社）台灣日前在世界貿易組織會議中
承諾，未來談判不再主張開發中國家，引發立委
質疑與美國有無暗盤。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說，
跟美國沒有暗盤，也與美國牛、豬肉進口沒有相
關。

美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大使習達難
（Dennis Shea）在美東時間12日參與智庫戰略暨
國際研究中心（CSIS）研討會，會中提及台灣在
日前WTO貿易政策檢討（Trade Policy Review）
會議上，承諾在未來談判中，將不再主張 「開發
中國家」，使用開發中國家所享有的 「特殊與差
別待遇」優惠，而是以 「已開發國家」的定位參
與談判。

立法院院會今天對賴清德施政報告質詢。國
民黨籍立委費鴻泰質詢時關切台灣承諾以 「已開
發國家」定位參與未來談判對台灣農業和工業影
響，也質疑經濟部次長王美花在這項決策扮演的
角色， 「是不是出賣了台灣？與美國有沒有暗盤
？」

賴清德答覆，之所以改由 「已開發國家」身
分進行未來的談判， 「主要是常駐世界貿易組織
大使朱敬一的觀察和建議」，經由行政院跨部會
討論後認為利多於弊。

賴清德表示，雖然承諾未來的談判用 「已開
發國家」的身分，但過去所談判的基礎其實仍然
不變的。此外，現在台灣也正積極的讓台灣的農
業發展更有競爭力。

費鴻泰進一步詢問，此事未來的發展， 「美
國會不會要求全牛和全豬賣到台灣」。

賴清德說，不會有這個情況。
費鴻泰再問， 「日本會不會要求核災食品賣

到台灣」。
賴清德答覆，用 「已開發國家」身分進行後

續談判， 「跟美國沒有暗盤，也沒有犧牲台灣的
權益。」另外，跟日本食品進口還有美國牛肉、
豬肉進口沒有相關。

賴清德說，希望農業進一步提升，政府會朝
此方向發展， 「對台灣要有信心」。

談判定位已開發國家 賴揆：與美牛豬進口無關

（中央社）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說，他擔
任台南市長期間，農產品也有銷往中國大陸，
沒有說哪個政黨執政後，農產品就能銷到中國
，另一個政黨就沒辦法， 「這些都是政治語言
，都不是事實」。

立法院下午繼續進行施政總質詢。民主進
步黨立法委員劉櫂豪指出，水果沒有色彩，但
到選舉就會被拿來當政治操弄的工具，2016年
總統大選時就有人說，如果讓非國民黨籍的人
當選總統，那水果就不能自由的出口到中國。
他要問，台灣與中國大陸間，包括鳳梨、鳳梨
釋迦等水果貿易往來是否正常。

賴清德答詢時表示，以台南市為例，台南
的農產品在他擔任台南市長期間，也有銷到中
國大陸，鳳梨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世界貿易組
織（WTO）未來談判中，如果改用 「已開發

國家」身分，對弱勢產業還是可以要求保障，
並不是像外界的誤解，沒有哪個政黨執政後，
農產品就有辨法銷到中國，另一個政黨就沒辦
法， 「這些都是政治語言，都不是事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聰賢說，台
灣的熱帶水果重要的王道是品質，及目標市場
能不能接受。目前鳳梨銷到中國大陸大概是7
成，鳳梨釋迦則因沒有其他國家生產，在中國
大陸市場市占率逾9成，非常高。

林聰賢表示，為了讓農民收入穩定，農產
品進到不同目標市場時都能穩定，農委會針對
不同戰略品項訂定更好的輔導措施；以鳳梨釋
迦為例，若沒有提升包括冷鏈、儲運技術，往
往到貨、開箱後就流湯汁，導致品質下降影響
價格，這部分是政府要跟農民一起合作的。

換黨執政水果難銷往中國賴清德：政治語言

台灣當代藝術展受新加坡藝文界人士熱愛台灣當代藝術展受新加坡藝文界人士熱愛
「「盛放台灣－台灣當代藝術展盛放台灣－台灣當代藝術展」」 1919日晚間在新加坡開幕日晚間在新加坡開幕，，受到新加坡藝文界人士熱愛受到新加坡藝文界人士熱愛，，圖為圖為

參觀民眾聆聽藝術家的創作理念參觀民眾聆聽藝術家的創作理念。。

單季吞單季吞1515敗敗 曾仁和曾仁和：：學會調整是最大收穫學會調整是最大收穫
台灣旅美投手曾仁和台灣旅美投手曾仁和（（左左））1515日在台北受訪表示日在台北受訪表示，，本季在本季在33AA最大的收穫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怎麼就是學會怎麼

度過狀況不好的時候度過狀況不好的時候，， 「「這是蠻難得的經驗這是蠻難得的經驗，，可以學習如何在低潮中做調整可以學習如何在低潮中做調整」」 ，，希望因此在小希望因此在小
聯盟把狀況調整好聯盟把狀況調整好，，上大聯盟能好好發揮上大聯盟能好好發揮。。右為旅韓投手王維中右為旅韓投手王維中。。

寶塚寶塚33度來台度來台星組首席領銜演出星組首席領銜演出
日本寶塚歌劇團第日本寶塚歌劇團第33度來台灣進行公演度來台灣進行公演，，1919日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彩排日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彩排 「「Killer RougeKiller Rouge／星秀／星秀 煌煌

紅紅」」 劇碼劇碼，，由寶塚星組首席明星紅悠智露由寶塚星組首席明星紅悠智露（（前中前中））等人領銜主演等人領銜主演。。

彭博專訪柯文哲：台灣在美中之間如架上商品

因應人口老化綠委推動民間版中高齡就業法草案
（中央社）民進黨立委吳玉琴今天表示，中高齡者與高齡者

就業促進法制定應考量長遠性、就業保護等多面向，民間版草案
納入創新思維，如建置高齡人才資料庫，以利政府掌握高齡人才
分布。

因應人口老化問題，民主進步黨立委吳玉琴今天與中華民
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等民團在立法院召開 「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就
業促進法立法」記者會，共同推動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她說，為了即將到來的超高齡未來，立法作業刻不容緩。

吳玉琴表示，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制定應同時考量
政策的長遠性、勞動者就業保護、穩定就業、健康需求、促進失
業者就業、支持退休者再就業、高齡者老化的輔助需求、以及公

民社會的廣泛參與特性等面
向。

她表示，民間版草案將
諸多創新思維納入，如建置
高齡人才資料庫，結合高齡
者無紙化履歷機制，隨時更
新資訊，以利政府掌握各地
區高齡者各業人才的分布，
並因應就業需求，開發職業，協助媒合，並明定差別待遇的禁止
，為高齡者提供積極性扶助措施、更多且更自主的機會條件。

另外，吳玉琴說，民間版草案也促進專技高齡者協助青年提

升技能，以達到世代合作的目的，延伸友善職場與職業安全的觀
念，對就業的中高齡者與高齡者進行健康管理，並在需要時協助
其及家屬連結政府長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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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攻議會席次 拚都會區成立黨團

（中央社）年底選戰倒數，國民黨評估新
北市等8縣市穩定領先，台中等4縣市小幅領先
，高雄等 4 縣市五五波，目標力拚拿下過半席
次。

國民黨視九合一選舉為2020年重返執政的
前哨戰，黨主席吳敦義早已下令全黨進入戰鬥
。國民黨組發會主委李哲華說，14日台中舉辦
的 「六都合體，萬人挺燕」大型造勢晚會，六
都市長參選人聯合造勢，加上吳敦義、前總統
馬英九、前立法院王金平等藍營大老出席力挺
台中市長參選人盧秀燕。

國民黨訴求決戰中台灣，李哲華說，這場
大型造勢晚會除向外界展現國民黨大團結氣勢
，最重要的是催票，呼籲藍營選民歸隊。

對於各縣市選情，李哲華說，目前穩定領
先縣市包括新北市、苗栗縣、南投縣、宜蘭縣
、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連江縣 8 縣市；
小幅領先縣市，包括台中市、彰化縣、嘉義市
、金門縣 4 縣市；五五波態勢，包括台北市、
新竹縣、雲林縣、高雄市 4 縣市；待努力加強
縣市，包括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嘉義縣
、台南市、屏東縣。

李哲華說，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與高雄

市長參選人韓國瑜在這次選戰中，有別於國民
黨傳統的政治人物類型，非典型且跳脫傳統的
選戰打法，尤其韓國瑜造就出 「韓流」，國民
黨希望 「韓國瑜效應」能外溢到其他縣市。

新竹縣方面，李哲華指出，目前呈現五五
波態勢，新竹縣長提名人楊文科力拚延續國民
黨執政氣勢，但近來對手、民國黨參選人徐欣
瑩拜票仍稱自己 「泛藍」，吳敦義日前已多次
回防竹縣固樁。

選戰白熱化，李哲華表示，除會按照原有
節奏打選戰，包括進行家戶拜訪的組織戰外，
文傳會也會加強廣告、網路等宣傳。陸海空戰
多管齊下，催票、固票極大化。

藍營提出的 「反空污」、 「反核食」、
「反深澳」公投，將於年底選舉合併投票，國

民黨發言人洪孟楷表示，藍營會聚焦在對蔡政
府的不信任投票，以及為了健康、為了下一代
，要共同用選票淘汰不適任的政府。

國民黨除在網路上加強宣傳公投外，也已
著手印製公投文宣品，結合年底選舉，希望以
公投案的民生議題帶動選民關注，一票選舉、
一票公投，催出選票極大化。

縣市長選戰倒數 國民黨力拚過半

20182018高雄電影節開幕高雄電影節開幕狂徒劇組出席狂徒劇組出席
20182018高雄電影節高雄電影節1919日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開幕日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開幕，，台灣動作電影台灣動作電影 「「狂徒狂徒」」 擔綱開幕片擔綱開幕片，，導導

演洪子烜演洪子烜（（左起左起））率主要演員林哲熹率主要演員林哲熹、、李千娜與吳慷仁出席宣傳李千娜與吳慷仁出席宣傳。。

（中央社）九合一選舉逼
近，時代力量、親民黨、新黨
、社會民主黨及台灣團結聯盟
等，力求在兩大黨夾殺下突圍
而出，盼能在各議會成立黨團
，加強地方影響力。

談及選戰布局，時代力量
發言人李兆立指出，選戰設定
的整體目標是期盼在台北市、
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及新
竹市，也就是 「4都加1」，議
員當選席次達到各有 3 席，達
成成立議會黨團門檻。

李兆立說，時代力量議員
參選人還是有知名度不足的問
題，與時力支持度有落差，因
此將以立委與議員參選人一起
參加活動的方式，加強參選人

與時力的連結。
親民黨目前在台北市議會

有 2 席，組織部主任張碩文說
，親民黨共提名23名縣市議員
參選人，盼能在基隆市、台北
市、桃園市、台中市及高雄市
議會獨力成立黨團，預計成績
會比上一屆好。

他說，目前親民黨主席宋
楚瑜也正積極到各地輔選造勢
，未來將舉行北、中、南的大
型造勢活動，把參選人集合起
來，一同造勢，爭取選民的支
持。

對於是否會和台北市長柯
文哲等縣市長參選人合作，張
碩文僅表示，順其自然。

新黨在台北市議會也有 2

席，發言人王炳忠受訪表示，
這次新黨目標設定台北市 6 個
選區每區至少當選 1 席，朝提
名 7 席全上努力。新北市部分
雖是艱困選區，但也希望能提
名3席全上，成立黨團。

王炳忠說，新黨對於台北
市長柯文哲所說的 「兩岸一家
親」支持到底，但也會檢驗到
底，不管誰當選台北市長，新
黨都要做震撼當權者的在野黨
。

社會民主黨召集人范雲受
訪表示，社民黨自上次立委選
舉後並未離開選區，而是留在
台北市深耕。在台北市的 6 個
選區中，社民黨共提名 5 席，
希望5席都能夠當選。

APEC智慧農業性別化創新計畫 在台舉辦論壇
（中央社）行政院今天表示，將在台北舉

辦 APEC 智慧科技農業性別化創新計畫相關的
論壇，討論女性參與智慧科技農業面臨的挑戰
、機會及因應方式；亞太地區的代表將來台與
會。

行政院發布新聞稿表示，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將於22日至23日在台北舉行 「善用性別化創
新、掌握包容性機會、擁抱數位化未來論壇」
；會議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詹婷怡
主持開幕，已邀請加拿大、智利、紐西蘭、菲
律賓、美國等亞太地區12個經濟體的專家、學
者及代表與會，包括 APEC 婦女與經濟政策夥
伴關係工作小組主席、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能力建構分組主席。經濟部、勞動部、農委會
也將派員與會。

性平處表示，這場論壇是執行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APEC）經費補助的 「APEC GIFTS智
慧科技農業性別化創新計畫」活動之一，探討

APEC區域內偏鄉及農企等領域內的女性從業者
，參與智慧科技農業面臨的挑戰、機會及因應
方式，並鼓勵 APEC 區域內女性進入智慧科技
農業領域。

性平處指出，論壇將針對亞太地區智慧科
技農業政策及願景、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
novations）為主題。 「性別化創新」是利用性
別分析達成科技的創新發展，於研發過程中納
入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析視角，促成技術
與知識的革新。

行政院性平處表示，論壇議程規劃 「科技
創新之性別視角、農企業中的永續發展與性別
包容、女農與農業中的傳統智慧」3大議題為討
論重點，聚焦於如何融入性別觀點有效提升產
業生產價值，深入探討女性身為農業重要勞動
力對於農業永續發展的影響，以及善用傳統智
慧推展農業技術創新，提出有助女性參與智慧
科技農業的策略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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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投票: 10/22 – 11/2

选举日: 11/6

休士顿地区德州亚裔民主党候选人
请您为了亚裔权益，全部投票给同一政党民主党

Political Advertising paid for by the Harris County Democratic Party, Lillie Schechter, Chair, 4619 Lyons Ave. Houston, TX 77020

Choose  “Straight Party: Democratic Party” on Bal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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