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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爬出歷史陰影的老虎
美國經濟將開始“急劇”
衰退（綜合報導）美媒稱，在未作出任何解釋的情況下，美國川普

政府停止了該國近年來公佈核武器最新儲備的做法。
據美聯社4月17日報道，美國能源部最近寫給美國科學家聯合

會的一封信披露了這一決定。美國科學家聯合會是一個民間組織，
研究核武器問題，並倡導政府在國家安全議題上持開放態度。

2010年5月，奧巴馬政府首次解密始於1945年的美國核武器儲
備歷史。奧巴馬政府披露，截至2009年9月30日，美國核彈頭總數
為5113枚，與民間專家估計的數量大致相當，比官方公佈的最高儲
備紀錄31255枚（1967年）少84%。

川普政府去年公佈，截至2017年9月30日，美國核武器儲備包
括3822枚核彈頭，比上一年少196枚。2017年的數據是應美國科學
家聯合會的要求公佈的，該組織去年10月曾要求政府公佈2018年

最新儲備數據。
報道稱，美國能源部今年4月5日在一封迴應美國科學家聯合

會上述要求的信中寫道：“經過仔細考慮……最終決定目前不能解
密所要求公開的信息。”能源部沒有就該決定作出解釋，聲稱這是
原受限數據解密工作組的決定。該工作組由國防部和能源部官員組
成。“原受限數據”是一種密級，與核武器儲備數量、核彈頭當量
和地點等信息有關。

報道稱，俄羅斯政府不公佈該國的核武器儲備數量。據美國科
學家聯合會估計，俄羅斯擁有約4350枚核彈頭。

核彈頭可以被安裝在炸彈和導彈上，戰略轟炸機、潛艇和陸基
洲際彈道導彈都可攜帶核彈頭，這些裝備共同組成了美國的核武庫
。

美國停止公佈核武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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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和參與店家可能會有所不同。不能與任何其它優惠或套餐一起使用。 ©2019 McDonald’s

為您的早餐精打細算

配上咖啡，
享受完美套餐

1.50$
Break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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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本中心服務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癌症病人，主要採取中醫自然療法，
主攻中晚期肺癌、淋巴癌、胃癌、腸癌、乳腺癌、子宮卵巢癌、
前列腺癌、白血病、紅斑狼瘡、骨癌等各種惡性腫瘤治癌名醫王淑霞
有著近50年中醫藥治療腫瘤的臨床經驗，她根據不同的癌症，採取
不同的靶向治療方法，扶正、調補氣血、增加食欲、增強體力，
同時調理治療化療後頭暈、惡心、口舌乾燥、四肢寒冷、不思飲食、
周身無力、白細胞低下，抵抗化療帶來的副作用，加強對癌細胞的
殺傷力，抑制癌細胞轉移。她的病人遍佈世界各地，她在國際醫學界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兼治：腦梗、面癱、更年期月經不調、習慣性流產、風濕、類風濕，
神經元引起的周身癱瘓、吞咽困難，外傷或扭傷性疼痛。

International Cancer Rehabilitation Center

DR. SHUXIA WANG PH.D

王淑霞 醫學博士
 美國加州中醫藥大學

 博士生導師

7505 Fannin st, ste120, Houston, tx77054

預約電話：281-818-7928 / 702-526-6288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五) 9am - 5pm

蛇精   桑黃抗癌膠囊 創造生命的奇跡
著名中醫腫瘤專家中醫內科權威王淑霞博士主診

R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每個月第二個週六上午10點
舉辦中醫對腫瘤治療調理講座

主講人：著名中醫腫瘤專家王淑霞
報名電話：702-526-6288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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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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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目擊者表示，數千抗議民眾今天聚集在位於首
都喀土木的軍事總部特區外，施壓新任軍政府領袖迅速把政權交
給文人政府。

連續數月的抗爭，軍方在11日驅逐長久以來統治蘇丹的領
導人巴席爾（Omar al-Bashir）。

截至目前為止，掌權的軍事委員會仍抗拒示威群眾呼籲儘快

還政於文人政府的訴求。
18日正好是抗爭屆滿4個月，通往靜坐區的道路擠滿湧向軍

事總部的群眾。
活躍人士藉由社群媒體動員示威者持續施壓，以撤換由柏罕

（Abdel Fattah al-Burhan）將軍領導的軍事委員會。
抗議者18日晚徹夜高喊： 「文人掌權、文人掌權。」

自從巴席爾下台之日就在軍事總部特區外搭帳篷的阿爾丁
（Wali Aldean）說： 「我們不走，直到柏罕把政權交給文人政府
。」

活躍人士呼籲大批群眾在伊斯蘭主麻日聚禮後聚在一起示威
，就像過去的每個週五。

獨裁者下台局勢仍動盪 蘇丹數千民眾仍上街頭

疑似與哈紹吉命案有關間諜 遭土耳其逮捕調查

（綜合報導）沙烏地阿拉伯多名女權份子去
年中旬被當局拘捕及起訴，其中一名被捕女子哈
斯洛爾（Loujain al-Hathloul）的兄長指，她在扣
留期間曾在王儲穆罕默德的親信監督下被施以水
刑和電刑，更威嚇會性侵及謀殺她。

哈斯洛爾與另外10名沙國女子，因倡議結束
男性監護人制度及爭取撤銷女性駕駛禁令，被控
從事間諜活動等罪名。審訊原定昨日展開，但法
院早上在未交代原因下延後審訊。

哈斯洛爾的哥哥瓦利德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

，當局拘捕他妹妹後，將她帶到位於吉達的最高
度設防監獄附近一座秘密扣押所，在扣押所地庫
向哈斯洛爾施以水刑和電刑。瓦利德指王儲親信
卡塔尼（Saud al-Qahtani）監督行刑，卡塔尼更笑
著向哈斯洛爾稱，她會遭姦殺。

哈斯洛爾去年5月在阿聯酋留學期間，在當地
街頭被引渡回國，瓦利德批評妹妹被捕和扣押過
程極為秘密，司法程序欠透明度。沙國政府回應
被扣留女子都享有沙國法律賦予的權利。

（綜合報導）台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伊凡斯及上議院副議長
羅根18日聯合發表聲明，針對兩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3月31
日刻意飛越海峽中線表示關切，強調這起事件明顯危及區域和平
及穩定。

共軍2架殲11戰機3月31日上午11時越過台灣海峽中線，
進入台灣西南面空域，中華民國空軍增派戰機緊急升空攔截後，
共軍飛返中線以西。

聯合聲明表示，中國軍機刻意逾越台灣海峽中線，侵犯兩岸
長期以來互相尊重的海界，導致兩岸關係情勢緊張，對此表達嚴
重關切，並強調這起事件已明顯危及區域和平及穩定。

聲明表示，穩定的兩岸關係對
東亞區域及全球安定都極重要，維
護區域和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任
何改變現況的片面行動將有損兩岸
關係的和平穩定。台英國會小組將
持續支持捍衛兩岸關係現況。

英國國會台英國會小組成員包括國會上下兩院跨黨派議員，
這份聲明由台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下議院議員伊凡斯（Nigel
Evans）及上議院副議長羅根（Lord Rogan）聯合發表。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英國國會友台小組對台灣展現的堅定支持

與長期友誼，表達誠摯感謝。
外交部表示，兩名共同主席發表上述聯合聲明，彰顯英國國

會友人對北京企圖以軍事方式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嚴正關切。外
交部將持續與英方合作，深化台英關係發展，促進民主自由的共
同價值，並致力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共機越海峽中線共機越海峽中線 英議員英議員：：危及區域和平穩定危及區域和平穩定

（綜合報導）土耳其一名高階官員今天表示，日前有兩名男
性情報人員遭土國逮捕，並自承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土國境內
的阿拉伯人間從事情蒐。土國正調查其中一人是否與哈紹吉命案
有關。

路透社報導，被捕的其中一人去年10月入境土耳其，時間
就在異議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當月2日於沙烏地阿拉
伯駐伊斯坦堡領事館內遇害後數天。土耳其官員表示，另一名男

子入境顯然是為了分擔同事的工作量。
要求匿名的官員指出： 「我們正在調查第一名男子入境土耳

其是否與哈紹吉命案有關。」這名男子已遭監控6個月。
「他們有可能試圖蒐集土耳其境內阿拉伯人的情資，其中包

括政治異議份子。」
這兩名據信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工作的男子是在15日土耳

其一場反情報調查行動中，在伊斯坦堡被捕。一部據稱是所屬間

諜集團的加密電腦也遭扣押。
官員表示，兩名被捕男子的陳述顯示，他們的情蒐目標以政

治流亡人士和學生為主。
哈紹吉生前是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專欄作家，對

沙國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多所批判
。哈紹吉去年10月慘死沙國駐伊斯坦堡領事館內，震驚國際。
包括美國等國政府認為，穆罕默德．沙爾曼是命案幕後指使者。

沙國王儲親信涉下令沙國王儲親信涉下令 向女權份子執行私刑向女權份子執行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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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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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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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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泰國去年發生少年足球隊受困洞穴時，一群英國專家挺身救援，成功救出12名少年
及他們的足球教練。這群英國專家其中一人日前到美國進行洞穴探險時，不慎受困深水中的洞穴，還
好在受困28小時後順利獲救。

本身是地質學家的布萊契立（Josh Bratchley）本周二（4/16）和同伴在美國田納西州進行水底洞
穴探險，但他在約定時間前遲遲未能浮出水面。同伴隔天一早報警求助，警方立刻四處尋找專業潛水
人員救人。

來自美國各地的潛水人員於周三（4/17）晚間6時左右潛入這條長約122公尺的水底洞穴，並在
一處氣室中找到布萊契立，受困逾一天的他當時相當冷靜。搜救任務指揮官沃布萊特（Derek Wool-
bright）說： 「他（布萊契立）很清醒、也保持警戒且相當理智。他只有在回到地面時要求吃一些披
薩。」

發現他的潛水人員索倫森（Edd Sorenson）則說： 「洞穴裡充滿汙泥，是很危險的低處洞穴。我
們到了氣室後發現他就在那裡，非常冷靜。」、 「他看到我們就說：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是誰？
』」

布萊契立去年曾加入拯救泰國受困洞穴少年的救援團隊，回英國後還獲頒榮譽獎章。

他去年救出泰國洞穴少年 結果自己也受困28小時

（綜合報導）印尼總統選舉結束後，快速計票顯示總統佐科
威勝選，對手普拉伯沃卻不承認敗選，並指控選舉舞弊。他今天
舉行集會，帶領群眾高呼，民眾不會再被欺騙，但也呼籲支持者
和平。

印尼總統大選17日舉行，正式計票結果還未出爐。選後至
今，反對陣營候選人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已經2度宣布
自己是印尼新總統，並稱根據自行統計，他獲得約62%的選票。

根據多家獲授權公布快速計票的機構，佐科威（Joko Wido-
do）拿到54%至55%的選票，比普拉伯沃高出約10個百分點。

快速計票是回報各投開票所的開票紀錄，印尼中選會則需要
核對選票與得票紀錄後，才陸續公布官方的計票結果。

到今天晚上8時，中選會已核對3.169%的選票。佐科威得票
54.85%，普拉伯沃則是45.15%。計票最遲於5月22日完成。

普拉伯沃陣營在今天主麻日午禱後，在普拉伯沃的雅加達住
處外舉行集會，現場滿掛呼籲支持者不要相信快速計票的布條。
群眾跟著可蘭經的誦讀聲祈禱，高喊普拉伯沃總統。

普拉伯沃對群眾指出，這是人民的勝利，印尼人民已經站起
來，已經覺醒，不會再被欺騙，也不想再被欺騙。

他說，有人有意要陷害他，指他的陣營會煽動群眾動亂。他
呼籲群眾要維持和平，他們舉行大型集會、發表意見和上街遊行
，都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希望支持者不要被輕易激怒。

普拉伯沃說，很多地方都傳出選舉過程有不法、舞弊的嫌疑

，違反民主原則，他不能接受，印尼人民也不會因此就受到壓抑
，他會依照憲法，爭取公平、正義。

佐科威競選總部發言人亞斯（Ace Hasan Syadzily）今天指出
，中選會至目前的開票結果顯示，勝利會在佐科威這邊。

對於普拉伯沃宣布他勝選，亞斯說，宣布選舉結果是中選會
的權利，印尼社會很成熟，民眾自然會判斷對錯。

支持普拉伯沃的印尼強硬派穆斯林組織 「伊斯蘭防衛者陣線
」原本今晚上要在民族獨立紀念碑廣場發動大型集會，慶祝普拉
伯沃勝選，但臨時取消，轉而加入普拉伯沃的集會。

印尼羅盤報（Kompas）報導，取消主因顧及今天是耶穌受
難日，為避免可能與附近教堂舉辦的活動發生衝突。

印尼大選爭議延燒 反對陣營拒舞弊籲和平

（綜合報導）日本參議院院會今天表決通過首度將愛奴民族
明訂為 「原住民族」的愛奴新法，用以取代 「愛奴文化振興法」
，明訂禁止歧視，並設立協助愛奴人觀光及產業發展的新補助金
制度等。

日本朝日新聞報導，新法目的是為了實現尊重愛奴人以民族
身分引以為傲的文化與傳統，並放寬過去對愛奴民族傳統漁獵行
為的限制等。

國際上要求尊重原住民族的想法愈來愈普及，是促成日本政
府這次修法的背景之一。

日本政府國土交通大臣石井啟一上午在記者會強調新法意義
說，讓愛奴人以民族身分保有自己的名譽與尊嚴，並傳承給下一
代，對實現多元價值共存且具活力的共生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
的事。

愛奴民族過去受到中央政府長期實施同化政策，不得不改變
使用的語言跟生活方式。

距今150年前，日本明治時代政府將 「蝦夷地」命名為 「北
海道」，並在此處設置開拓使，讓愛奴民族的小孩在學校裡學習
日語，造成愛奴民族使用愛奴話的機會銳減；一直以來為了生活

跟儀典所需而到河川裡抓鮭魚的漁獵行為，也被政府禁止。
120年前，中央政府頒布 「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把愛奴

民族定位為 「舊土人」，並決定實施同化政策。北海道舊土人保
護法一直施行到1997年，成了助長歧視的根源。

中央政府回應愛奴人要求，用 「愛奴文化振興法」來取代北
海道舊土人保護法，目的是恢復因為過去長期同化政策而面臨消
失危機的愛奴話及文化，並由國家投入預算協助，卻留下了生活
水準的差距。

日通過愛奴新法 明訂為原住民族並禁止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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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總統稱
將接受所有“合法”人道主義援助

綜合報導 首批來自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的人道主義援

助物資運抵委內瑞拉。委總統馬杜羅稱，歡迎所有通過“合法途徑”運

抵並與委政府“相配合”的人道主義援助。

據委內瑞拉Telesur電視臺消息，委內瑞拉衛生部長阿爾瓦拉多16日

前往加拉加斯邁克蒂亞國際機場接收首批運抵的救援物資。該批運抵物

資約有24噸，包括飲用水、醫藥用品、醫療器械、發電設備等。阿爾瓦

拉多稱，醫療產品將分發給紅十字會在委內瑞拉各地運營的8家醫院和

30多家診所。其余物資將由紅十字會和委衛生部協調運送，送往委公共

衛生系統的各個機構。

阿爾瓦拉多稱，這批物資將幫助委方化解制裁導致的復雜形勢。他

還稱，對於得到政府同意並授權的援助物資，委方表示歡迎。

當天晚些時候，馬杜羅發表電視講話稱委方歡迎所有通過“合法途

徑”運抵委內瑞拉並與委政府“相配合”的人道主義援助。

據委內瑞拉AVN通訊社報道，馬杜羅本月宣布，委政府與紅十字國

際委員會達成協議，“將與聯合國相關機構共同致力於把所有具有人道

主義性質的援助物資運入委境內。”本月早些時候，馬杜羅曾在加拉加

斯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就救援物資問題進行了協商。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莫雷爾日前也曾在加拉加斯舉行的新聞發布

會上強調，該組織與委政府的合作以解決主要民生問題為目的，具有中

立、公正和獨立性質。“我們的目標是滿足人民的需求，不與任何政治

行為相關聯。”

委內瑞拉今年以來陷入政治危機。委內瑞拉議會主席、反對派領導

人瓜伊多宣布自任“臨時總統”，得到美國、歐洲和拉美多個國家承認

。委內瑞拉政府隨即宣布與美國斷交。為逼迫委總統馬杜羅下臺，美方

不斷通過經濟制裁和外交手段施壓。

英國商人通過網絡平臺出售名表
赴意大利交易被騙

綜合報導 日前，壹名47歲的英國商人通過網絡交易平臺，出售壹

只價值16萬歐元的百達翡麗手表和壹只價值3萬歐元的勞力士手表。在

與意大利買主通過電話和網絡商定交易方式後，赴米蘭進行現金和實物

交易。結果意大利買主使用仿真的假歐元，買走了英國商人的名表。目

前，警方已介入調查。

據報道，壹位出售名表的英國商人，通過網絡約好與意大利買家

進行交易，專程從英國來到米蘭馬賽德大街壹家酒吧。英國商人與意大

利買家見面後，意大利買家確認商品無誤後，將現金交於英國商人，便

迅速離開了酒吧。

意大利買家離開後，英國商人突然覺得現金有問題，馬上追出了酒

吧。此時意大利買家見英國商人尾隨其後擡腿便跑，迅速登上了壹輛等

待接應他的汽車。英國商人則死死抓住車門，最終汽車將英國商人拖了

壹段距離甩到路邊，逃之夭夭。

英國商人無奈只好向警方報案，警方趕到後，發現英國商人身上多

處被擦傷，準備叫救護車將英國人送往醫院療傷。英國商人堅持拒絕前

往醫院，希望盡快向警方陳述案情，以便盡早將騙子緝拿歸案。

目前，警方正在根據英國商人提供的犯罪嫌疑人互聯網聯絡方式、

手機號碼、體貌特征，以及接應汽車車牌號碼等資料，全力尋找詐騙嫌

疑人。警方同時希望通過此案，能夠查獲巨額仿真假幣的來源。

以色列科學家
“打印”出有人體組織的3D心臟

綜合報導 以色列科學家首次用3D

打印技術打印出帶有人體組織與血管的

人工心臟，並同時表示這項“重大醫療

突破”有望提升器官移植的可能性。

報道稱，主導這項研究的以色列特

拉維夫大學教授德維勒(Tal Dvir)表示，

這個3D打印心臟和兔子心臟大小相近。

德維勒稱，這是全球首次成功設

計並印刷出包含細胞、血管、心室和

腔室的完整心臟，並稱其為“重大醫

學突破”。

他說，“過去人們曾設法3D打印出

心臟的結構，但是沒有細胞或血管。”

不過，有科學家表示，在3D打印心

臟能真正被用於移植到人體前，該技術

仍面臨著許多挑戰。

德維勒表示，研究人員現在必須讓

這種3D打印心臟能夠如同真正的心臟般

“發揮作用”，然後再在大約1年後將它

們植入動物體內做實驗。

他補充說，“或許在10年內，全世

界各地的頂級醫院就會有器官打印裝置

，然後成為常態。”不過，他也表示，

醫院可能會先從更簡單的器官開始。

英工黨否認“脫歐”談判停滯
歐盟：不應草草了事

英國反對黨工黨否認有關

與首相特蕾莎· 梅的“脫歐”談

判陷入停滯的報道。另壹方面，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呼籲，

不要因為脫歐談判過程的心力

交瘁而草草了事。

【英媒稱談判陷入停滯 工
黨否認】

英國《衛報》報道稱，反對

黨工黨與英國首相特雷莎梅領導

的政府的脫歐談判陷入停滯。工

黨立即對這篇報導予以否認。

《衛報》稱，由於保守黨

希望在脫歐後放松監管，包括

尋求達成壹項美國貿易協議，

令談判陷入停滯。該報紙援引

工黨黨魁柯爾賓稱，“我們必須

進入歐洲市場，最重要的是必須

建立壹種動態的關系，以保護我

們所擁有的環境和消費者工作場

所權利的條件和權利。”

“我們已經非常堅定地將這

些提案提交給政府，目前還沒有

達成協議，”他補充稱。

對此，壹名工黨發言人表

示，稱談判已陷入停滯是錯誤

的，已計劃在本周和下周舉行進

壹步會談。

【圖斯克：別放棄逆轉英
國脫歐】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16

日呼籲，英國可能放棄脫歐的

“夢想”並未破滅，敦促政界

人士不要因為脫歐談判過程的

心力交瘁而草草了事。

圖斯克向歐洲議會說明上

周歐盟峰會情況時表示，會中

某個國家領導人警告那些“夢

想家”別以為“英國脫歐可以

被逆轉”，他上述說法是對此

作出回應。

“當前是我們歷史上相當

艱難的時刻，我們需要夢想家

及夢想。我們不能屈服於宿命

論。至少我不會停止夢想壹個

更好及團結的歐洲，”圖斯克

表示。圖斯克壹向大力主張讓

英國有機會留在歐盟。

目前還不清楚圖斯克所提

到的國家元首是誰，但法國總

統馬克龍在峰會上的立場較為

突出，要求只給英國多幾周時

間作出脫歐決定。歐盟峰會最

後折衷決定讓英國再延後退歐

時間六個月。

圖斯克表示，“我知道，

在英吉利海峽兩岸，包括我在

內的每個人，都對英國脫歐感

到心力交瘁，這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但不能只因為我們累了

，就拿這當借口說，‘我們就

把這件事解決掉吧’。”

歐美將展開正式貿易談判
歐委會為談判“劃線”
因法國抗拒態度而延遲數月後，歐

盟15日通過最後核準，支持與美國展開

正式貿易談判。

美歐之間的貿易爭端要回溯到2018

年7月，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曾費盡心思

與美國達成協議，說服美國總統特朗普

不對歐盟輸美汽車加征關稅。但暫時的

“停火”近日被空客與波音的補貼大戰

再次引燃。

歐委會為談判“劃線”：僅限於工
業品

據報道，在法國投票反對、比利時

投棄權票的情況下，歐盟各國政府以明

顯多數的表決結果，批準了歐盟執委會

的談判授權提議。有消息稱，歐盟委員

會17日或將公布長達13頁的對美200億

美元關稅清單，而最早於18日，歐盟就

希望能同美方進行貿易談判。

歐盟委員會分管貿易事務的委員馬爾

姆斯特倫在投票結果出臺後說，談判只要

美方可以了，歐盟馬上就可以。負責協調

歐盟28個成員國貿易政策的歐盟委員會，

提出以“雙軌談判機制”與美國進行談判

的建議，其壹為降低工業品關稅，其二是

協助企業使他們更容易證明

產品符合歐盟或美國的標準

。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歐

盟方面為對美展開正式的“三

零”（零關稅、零非關稅壁壘和零補貼）

自貿談判亮了綠燈，但仍保留了核心訴求

：“貿易協定嚴格限於工業品談判，農業產

品免談。”

馬爾姆斯特倫甚至直言，“農業是

歐盟與美國談判中的底線”。

此外，歐盟還強調，若是目前美國

對歐盟的鋼鐵關稅還在，歐盟就不會同

意任何協議；若美國加征更多關稅，歐

盟將單方面中止談判。

各有目標：德國保汽車出口 法國糾
結“氣候條款”

數個月以來，由於法國堅持對美歐

“三零”自貿談判不予放行，該談判的開啟

時間已經被延後數月，法方希望在5月23至

26日歐洲議會選舉之後，再考慮對歐盟進行

談判授權。與之相反的是，德國對開啟該談

判十分心急。德國希望推進談判，以避免美

國對大眾汽車、戴姆勒、寶馬等汽車生產商

征稅。德國對美國的汽車和零部件出口占歐

盟這類出口總額的壹半以上。

但對美國出口汽車很少的法國卻不

能“感同身受”，法國堅稱任何協議都

應包括氣候變化條款。但這是壹個很難

實現的要求，因特朗普已經宣布美國退

出巴黎氣候協定。

法國外交部前分析、預測與戰略中

心主任、現任法國巴黎和平論壇總負責

人瓦伊斯解釋了法國的考慮。他指出，

法德之間有著非常不同的經濟體系：德

國有壹個完全適合外部的、出色的出口

機制，而法國是另壹種經濟模式。

“我們有不同的經濟利益，例如，

在當前的貿易摩擦中，我們就沒有相同

的利益。”瓦伊斯指出，德美之間存在

巨額盈余，但法美之間沒有，實際上法

美之間達到了貿易平衡。因此，這使我

們在與特朗普政府談判時，與德國相比

，處於壹個非常不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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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針對美國總統川普涉嫌 「通
俄」的調查報告昨天終於公布，不過總計近
400頁的報告是遭到司法部 「修訂」過後的版
本，許多地方被遮蔽，無法完整呈現特別檢察
官穆勒花了22個月的調查結果。美國《紐約時
報》還引述消息披露，司法部的官員過去幾天
多次與白宮法律顧問討論調查報告的內容，讓
川普陣營可以事先擬定好因應策略，抵抗來自
民主黨和民眾的質疑。

美國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昨上午
9時30分（台灣時間昨晚9時30分）舉行記者
會，公布通俄門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指出，
川普和川普陣營並未與俄國合謀干預2016年的
總統大選，而且川普雖然透過推特等管道對穆
勒的通俄門調查表達不滿，但難以據此認定川
普有意妨礙司法調查。巴爾開完記者會後，上
午11時許將報告送交國會，並公布在特別檢察
官辦公室的官網（https://osc.gov/）。

巴爾其實早在上月24日即已將調查報告的
摘要送交國會，川普當時興奮地在推特發文，
「沒有共謀、沒有妨礙（司法）。」民主黨人

士表明，除非看到沒有 「修訂」的報告，否則
不會善罷甘休。民主黨的國會議員接下來可能
會要求司法部提供完整版的調查報告，如果司
法部拒絕配合，雙方將展開一場可能耗時數月
、甚至數年的司法訴訟。司法部以部分內容涉
及隱私、情報工作等為由，強行用不同顏色遮
蔽報告內容。

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納德勒
（Jerrold Nadler）痛批，巴爾 「似乎正代表川
普在發動一場媒體戰，……採取史無前例的行
動來干擾穆勒近2年來的調查。」

另外，《紐約時報》昨引述消息指出，司
法部的官員近日頻頻與白宮的法律顧問交談，
雙方談到昨天公布的報告內容，司法部此舉讓
川普能在報告公布後立即做出對自己有利的回
應。穆勒團隊的成員向《華郵》表示，他們對
巴爾昨發布的有限報告內容感到沮喪。穆勒雖
為川普通俄門調查的特別檢察官，但昨天並未
出席巴爾召開的記者會，似乎不願對 「修訂」
後的報告背書。

通俄門調查報告出爐
「川普未通俄干預大選」

（綜合報導）今天發表的基
因組研究指出，約 1 萬 1500 年前
在美國阿拉斯加州過世的一名女
嬰屬於一個先前不為人知的族群
，而科學家發現這個族群，將有
助進一步了解美洲族群的出現及
散布狀況。

藉由解讀這名女嬰的基因指
紋，科學家能回顧第一批征服新
大陸的人類歷史淵源，並推斷他
們可能是在約 2 萬年前遠從西伯
利亞而來。

阿拉斯加大學研究人員波特
（Ben Potter）告訴法新社： 「這
項研究提供第一個直接基因組證
據，顯示所有美洲原住民祖先都
可以追溯到上個冰河時期的同個
族群源頭。」

「洛杉磯時報」（Los Ange-
les Times）報導，科學家 2013 年

在阿拉斯加州上陽河（Upward
Sun River）考古遺址挖出一具嬰
兒遺骸，波特和研究團隊接著分
析這名嬰兒的DNA。

波特說，當地原住民將她取
名 為 「 日 出 女 孩 」
（Xach'itee'aanenh T'eede Gaay）
，而她的基因組 「提供前所未有
的窗口，讓人一窺她族群的歷史
」。

研究團隊原以為，女嬰基因
輪廓會與已知美洲原住民族群的
相符，但卻發現女嬰屬於一個全
新族群，科學家並將此族群命名
為 「古白令人」（Ancient Berin-
gians）。

波特說： 「在這份研究之前
，我們並不知道古白令人的存在
。」

女嬰的基因組成也揭開了她

的族群和美洲原住民的共同祖先
的身分。

研究團隊將這個共同祖先或
「族群源頭」稱為美洲原住民祖

靈 （Ancestral Native Americans）
，約 3 萬 6000 年前出現在目前俄
羅斯所在地，接著與東亞人分離
。

美洲原住民祖靈在亞洲大陸
停留數千年，2萬年前分裂成兩個
族群，其中之一就是古白令人。

約在同個時期，第一批人開
始 透 過 所 謂 的 「白 令 陸 橋 」
（Bering Land Bridge）遷往美洲
，當時阿拉斯加州和西伯利亞之
間是廣闊乾陸地。約 1 萬 8000 年
前，也就是上個冰河時期末，冰
河融化、海平面上升，導致這片
乾陸地沉入水中。

（綜合報導）照顧嬰幼兒要特別有耐心，以免造成一輩子
遺憾。美國一名父親在女兒襁褓時期因不耐哭聲，將女兒用力
搖晃導致腦部創傷。逾13年後，少女因幼時創傷不治死亡，其
父親也因此面臨殺人罪名起訴。

住在賓州的37歲男子傑克森（Ariden Jackson）於當地時間
周四（4/18）遭警方逮捕，為他13年前犯下的錯誤負起責任。
警方表示，傑克森於2005年5月照顧剛滿月女兒潔妮雅（Janiya
）時，因為不滿女兒一直哭鬧而用力搖晃她至少3次。傑克森

當時向警方謊稱，是自己不小心把女兒
摔到地上，事後才坦承是情緒失控才大
力搖晃女兒。

當時醫師診斷潔妮雅腦部受創嚴重
， 「恐導致長期發育障礙」。傑克森也
因此被判刑入獄 10 年。潔妮雅雖活了
下來，但腦傷嚴重的她有發展遲緩和癲癇症狀。

努力活到快14歲，潔妮雅於今年2月死亡，死因被判定為

「過去腦傷引發的癲癇症併發症」。警方因此將此案列為 「凶
殺案」，並逮捕少女父親將其法辦。

用力搖晃女兒致腦傷 父13年後喪女遭起訴殺人罪

美國務院：美國準備好繼續與北韓進行核談判

（綜合報導）日本皇太子德仁即將於5月登基
，結束 「平成」並開啟 「令和」時代。而新日皇迎
接的首位外賓，正是美國總統川普夫婦。

時事通信社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與第一夫人瑪
蓮妮亞（Melania Trump）將在 5 月 25 日至 28 日造
訪日本，是新天皇接見的首位國賓。之後川普將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首腦會談，確認美日同盟的

深化方針。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強調，川普訪

日的意義在於， 「在嶄新的令和時代，迎接首位國
賓美國總統夫婦，象徵美日同盟不可動搖的羈絆。
」預計首腦會談內容將聚焦北韓非核化、人質綁架
問題，以及新的貿易協定交涉等，也可能會安排高
爾夫和相撲觀戰等活動。

「令和」時代首位國賓 川普夫婦5月底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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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公司籲公眾提防
冒用亞航名譽的網上詐騙

綜合報導 亞洲航空

公司提醒公眾提防壹項通

過電子郵件傳播的新網上詐

騙，有關詐騙伎倆是冒用亞航

名譽，電郵標題為“AirAsia

Big Loyalty Bonus”。

亞航發公告敦促公眾

保持謹慎，並向亞航的官

方網站和社交媒體查詢最

新的公司新聞、活動或促

銷。

公告說，若公眾感到

疑惑或懷疑有利用亞航品

牌的詐騙活動，可通過官

方管道同亞航聯絡。

公告表明，亞航將毫

不猶豫對濫用亞航品牌進

行詐騙的個人或組織采取

法律行動，對於詐騙所引

起的任何索賠，亞航不承

擔任何責任。

東
京
奧
組
委
與
都
政
府
：

擬
削
減
三
成
奧
運
公
路
交
通
量

綜合報導 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委會與

東京都政府決定，自2019年7月下旬至8月將在都

中心實施公路交通量抑制測試，擬將奧運交通量最

大削減目標設為三成左右。

報道稱，由日本中央政府相關人員及專家等組

成的“交通運輸技術討論會”在都內舉行，會議匯

總了測試概要，旨在為正式迎接奧運驗證解決交通

擁堵的措施。

東京奧組委與東京都政府力爭在比賽場地集

中的都內臨海地區以及平時交通量就很大的池袋、

新宿等16個重點地區減少20%至 30%左右的交通

量，公路交通量的整體平均水平也計劃降低10%

左右。

2019 年 4月下旬及 5月上旬，東京港的集裝

箱碼頭利用時間將嘗試每天延長4小時，以分散運

輸車輛的進出，以驗證其結果是否能使臨海地區周

邊的交通量減少。

有關部門預測，奧運期間如果不實施交通對

策，高速公路的擁堵將惡化至現狀的近2倍。負責

人表示“希望也和企業合作創造緩解擁堵的效果”。

據悉，企業可以采取包括遠程辦公、錯峰上班及控

制用車等措施。

有關首都高速公路在普通過路費外加收的“擁

擠收費”，盡管在討論引進但尚未推進協調，預計

無法趕上今夏的測試。

日本福島壹核3號機組
報廢核燃料目標或難實現

綜合報導 因相關設備接連發生故障，東京

電力公司用30至40年完成福島第壹核電站3號機

組核燃料報廢作業的目標可能難以實現。東電稱

將把燃料轉移至廠區內其他燃料池繼續保存，但

最終搬運到哪裏尚未確定。

據報道，當地時間4月15日，東電公司啟動

了從福島第壹核電站3號機組乏燃料池搬出燃料

的作業，第壹天的作業於當天下午結束。雖然較

當初計劃推遲4年多後終於開始，但因相關設備

此前接連發生故障，報廢核燃料的目標今後仍有

可能無法按照預想推進。

當天，合作企業的負責人在 3 號機組外

的遠程操作室用燃料處理機將 4 根未使用的

燃料棒裝入運送容器。在把第 2 根燃料送入

容器時，裝置卡在燃料的把手處壹度無法分

離，經過調整後問題得到解決。預計，在把

總共 7 根燃料棒裝入運送容器後，操作人員

將關閉容器蓋子並密封，於本月內用拖車將

其運至共用池。

東電此前稱因轉移目的地

的燃料池須接受法定檢查，最

快於2019年6月重啟全面搬出

作業，但透露稱重啟時間將改

為2019年7月。

放出強烈輻射的乏燃料在推進反應堆

報廢中已成為重大風險。第壹核電站站長

磯貝智彥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燃料

搬出）並不是壹個終點，而是報廢作業的

新起點。”

共用池內將為3號機組的乏燃料和未使用燃

料合計566根留出保存空間，計劃於2020年度內

搬入。在此存放數年後，裝入空氣冷卻式的稱為

“幹式cask”的金屬容器將轉移至室外保存。不

過，最終運往何處尚未確定。

報廢作業中，取出發生堆芯熔化的1至3號

機組反應堆安全殼內的大量熔落核燃料(燃料碎

片)是最大難關。在推進作業時，必須搬出各燃

料池中的乏燃料。

據悉，1、2號機組將“力爭 2023 年度”

啟動該項目。由於必須做好降低燃料池周邊

輻射量和清除瓦礫等準備工作，啟動時間也

可能推遲。

日媒：十連休或拖累經濟
消費活躍但生產停滯

綜合報導 因日本新天皇將即

位，從4月27日起，日本將全國

放假10天，迎來“黃金十連休”。

分析認為，壹方面，假期或將推

動消費活躍，赴國內外旅行的人

也很多；另壹方面，壹些企業的

生產活動可能停滯，或對日本經

濟產生負面影響。

報道稱，“十連休（期間）

力爭銷售額比上年同期增加兩

成，”百貨店松屋銀座東京都

中央區的負責人說。他表示，在

年號改為“令和”的5月1日開店

時將吹奏小號短曲，用祝酒款待

顧客。此外還將準備類似福袋的

優惠商品。東武百貨店池袋店

（東京都豐島區）將以特價出售

女裝等。選用象征令和元年的

“1”這壹數字，也將銷售 1111

日元（約合67元人民幣）的牛肉

便當。

麒麟啤酒公司認為長假期間

需求會增加，4月下旬將把主力商

品“壹番榨”的生產較上年增加

約七成。朝日啤酒和三得利啤酒

也將增產主力商品。

與此同時，豐田汽車和本田4

月27日至5月5日則將停止工廠運

轉，5 月 6 日恢復開工。日產汽

車的工廠則十天均停工。日立

制作所的工廠十連休，夏普預

計白色家電等組裝工廠休息，

但生產液晶面板的龜山工廠和生

產半導體的

福山工廠將

照常運轉。

日生基

礎研究所經

濟調查室長

齋藤太郎估

算，受生產

停滯影響，

第二季度 (4

月至 6 月)實

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或減少

0.4%。他指出：“至少無法期待

十連休可推升經濟。”

十連休期間，日本主要機場

和車站或將十分擁擠。據大型旅

行社JTB公司估算，4月25日至5

月5日期間住宿壹晚以上出遊(含

回鄉探親)的人國內與海外合計為

2467萬人次，較上年增加1.2%，

創歷史新高。JR各公司的列車指

定席預約數也比上年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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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復活外遊 鐵橋熱爆
高鐵團客較去年倍增 粵巴團增30%半數行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一連4天的復活節假期19日開始，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

橋兩大跨境基建於去年開通，相關的外遊團大熱。復活節期間，高鐵團旅客人數較去年增加約一倍，由

西九龍高鐵站出發的高鐵團佔70%。前往廣東省的巴士團旅客也較去年同期增加30%，約一半巴士團行

經港珠澳大橋。港鐵表示，與內地鐵路營運單位商討後，19日會額外加開兩對西九龍站往來廣州南站的

短途班次，西九龍站亦會因應實際情況調動人手。

不少市民趁復活節假期
出外旅遊，但就算留在香
港，也有不少繽紛有趣活動
可參與，香港多個旅遊景點
及商場均已準備好一連串精

彩節目，與眾同樂。
復活節當然少不了復活蛋，昂坪360舉

辦的“港式復活蛋萌遊360”主題活動，會
有特色手繪復活蛋戶外佈置、復活蛋吉祥
物舞蹈巡遊及免費親子手繪復活蛋工作坊
等節目。遊人在活動期間與昂坪360的社交
媒體專頁互動，更可獲商戶現金券。昂坪
360指，雖然復活節期間天氣或不穩定，但
預計到訪賓客人數仍會有單位數字升幅。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除有剛開幕的
Marvel主題遊樂設施“蟻俠與黃蜂女：擊
戰特攻！”及每天上演的“迪士尼明星春

日慶典”表演迎客外，度假區3間酒店亦於
19日起至本月28日，舉辦“開心齊玩復活
節”大型戶外嘉年華。賓客可玩盡逾30款
戶外遊戲和活動，當中逾10款更是今年首
次推出，為假期增添夢幻色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中美貿戰拖累 零售餐飲疲弱

55天料天料610610萬人次出入境萬人次出入境
香港文香港文

匯報訊匯報訊（（記者記者
高俊威高俊威））復活節長復活節長

假期剛開始假期剛開始，，香港入香港入
境事務處預計境事務處預計，，連同連同1818

日一連日一連55天天，，將有約將有約610610
萬市民及旅客經各海萬市民及旅客經各海、、陸陸、、
空管制站進出香港空管制站進出香港，，故已減少故已減少
前線人員休假並加開檢查櫃枱前線人員休假並加開檢查櫃枱
及通道及通道，，疏導人流及車流疏導人流及車流；；亦會亦會
連同警務處連同警務處、、海關和港鐵公司海關和港鐵公司，，在在
最繁忙的羅湖管制站成立聯合指揮中最繁忙的羅湖管制站成立聯合指揮中
心心，，與內地出入境部門緊密聯繫與內地出入境部門緊密聯繫，，確保確保
過關過關 人流暢順人流暢順。。
入境處估計入境處估計，，610610萬出入境人次當中萬出入境人次當中，，約約

7979%%旅客即約旅客即約480480萬人次萬人次，，會經各陸路邊境會經各陸路邊境
管制站進出香港管制站進出香港。。1919日將是陸路出境高峰期日將是陸路出境高峰期，，
出境人次高達出境人次高達6565..77萬萬，，而入境高峰期則為後天而入境高峰期則為後天
星星 期日期日，，入境人次將達入境人次將達5555..22萬萬。。
羅湖將是最繁忙的管制站羅湖將是最繁忙的管制站，，估計期間約有估計期間約有

154154萬人次進出香港萬人次進出香港，，即每日平均約即每日平均約3030..99萬人萬人
次次。。而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管制站的客流亦非而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管制站的客流亦非
常繁忙常繁忙，，預計期間每日平均分別約有預計期間每日平均分別約有1919..22萬及萬及

1515萬人次出入境萬人次出入境。。
為疏導假期期間的旅客流量為疏導假期期間的旅客流量，，入境處指入境處指，，

已減少前線人員休假以便彈性調配人手已減少前線人員休假以便彈性調配人手，，以及以及
加開檢查櫃枱及通道以疏導人流及車流加開檢查櫃枱及通道以疏導人流及車流，，同時同時
亦會增派保安人員協助維持旅客過關秩序亦會增派保安人員協助維持旅客過關秩序。。
入境處並指入境處並指，，將連同警務處將連同警務處、、海關和港鐵海關和港鐵

公司公司，，在羅湖管制站成立聯合指揮中心在羅湖管制站成立聯合指揮中心，，以作以作
出相應部署及措施出相應部署及措施，，並與內地出入境部門緊密並與內地出入境部門緊密
聯繫聯繫，，密切留意人流情況密切留意人流情況，，及在有需要時採取及在有需要時採取
適當分流疏導措施適當分流疏導措施，，確保過關人流暢順確保過關人流暢順。。

復活節一向是傳統旅遊旺季，不少港人會暫時放下工作，
出外旅行舒展身心。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出，今年復活節

外遊團市道理想，亞洲短線團團費約升3%至5%，報團人數
與去年相若。

長線團較受歡迎之目的地包括澳洲、歐洲、地中海及中
東等，團費較去年大致上升5%，報團人數則升約8%。

隨着高鐵及大橋開通，今年復活節的高鐵團及港珠澳大
橋團，繼農曆新年後，再度大收旺場。旅議會指，前往廣東
省、桂林、廈門、張家界、貴州等地的高鐵團旅客人數，較
去年增加約一倍，團費約上升25%，其中由西九龍高鐵站出
發的高鐵團約佔70%。

至於前往廣東省的巴士團人數，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30%，團費大約上升35%，約一半巴士團行經港珠澳大橋。
其中最經濟的兩天團只需499元（港元，下同），前往肇慶品
嚐佳餚；前往廣州的3天豪華團團費1,899元，亦頗受歡迎。

櫻花期錯開 喜增小旺季
今個復活節外遊團市道理想，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復活節假期一般在4月初，與日本
及韓國的櫻花期重疊，惟今年的復活節假期在月中，與櫻花
期相隔遠，本月因此如多了一個小旺季，加上不少旅客仍會

維持在長假期出行，故旅行社的出團量不俗。
禤國全又指，高鐵和大橋外遊團確非常暢旺，其中尤以

中短程的福建、潮汕高鐵團最受歡迎。以福建為例，因航班
不多，機位有限，就算旅客有興趣前往，旅行社也難以多開
團，但高鐵開通後，座位大增，對旅行社開團大有幫助。至
於潮汕團有高鐵直達後，交通比之前方便，一日有10團出
發。珠三角地區則因相對較易前往，金巴收費亦便宜，故大
橋團雖也有增長，但始終不及高鐵團對旅行社的幫助大。

旅客欲嘗新“鐵橋”團熱捧
星晨旅遊市場部部門主管李鴻耀亦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今個假期高鐵和大橋外遊團甚受歡迎，19日正日出
發的高鐵團，早於數星期前已客滿，以前往桂林、廈
門、昆明及貴州等地旅客較多。此外，由於仍有不少
旅客欲嘗新，故行程一次過包含乘搭高鐵和行經大
橋的“一鐵一橋”團，甚受追捧，他期望這股熱潮
可持續。

就復活節假期間乘搭高鐵旅客或大增，港鐵發言
人表示，與內地鐵路營運單位商討後，19日會額外加開
兩對往來廣州南站的短途班次，西九龍站亦會因應實際
情況調動人手，維持車站運作暢順。

■昂坪360舉辦親子手繪復活蛋工作
坊。 受訪者供圖

■■入境事務處預計入境事務處預計，，連同連同1818日一連日一連55天天，，將有將有
約約480480萬人次經各陸路邊境管制站進出香港萬人次經各陸路邊境管制站進出香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前往廣東前往廣東、、桂林桂林、、廈門廈門、、張家界張家界、、貴州等地的高貴州等地的高
鐵團旅客人數鐵團旅客人數，，較去年增加約一倍較去年增加約一倍。。圖為貴州省黔圖為貴州省黔
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肇興侗寨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肇興侗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香港
好玩好玩

高
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復
活節外遊團銷情不俗，但香港本地的零
售、餐飲及酒店業市道卻存着隱憂。相關
業內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中
美貿易戰陰霾籠罩，旅客及市民的消費情緒
變得審慎。在激烈市場競爭等因素影響下，
估計今個復活節假期的本地消費市道未必理
想，零售業或會錄得單位數跌幅，餐飲業更可
能下跌10%。

香港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
示，由於中美貿易糾紛一直未解決，樓市及股
市又時有波動，令市民及旅客的消費情緒較審
慎，加上旅客消費模式改變，未必一定在港大
量購物，令香港零售市道表現疲弱。

邵家輝指出，今年2月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
值僅407億港元，比去年同期下跌10.1%。由於
不確定因素仍存在，故對稍後公佈的3月份零售
數據及復活節市道並不樂觀，估計較去年同期
或有單位數跌幅。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估
計，今年復活節的餐飲市道只屬普通，除了不
少市民在長假期出外旅行，不在本地消費，加
上經濟前景不明朗，市民出外用膳亦較為精打
細算，預計營業額或下跌10%。

胡珠提到，雖然現時租金開始回落，惟仍
然偏高，加上招聘員工困難及薪金成本高，已
有中式酒樓因此而結業，情況值得關注。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今年的市道與以往復
活節假期差不多，本周初已有70%房間被預
訂，由於內地旅客通常較遲訂房，故相信周末
的入住率達90%。

李漢城又指，香港酒店的房間數量近年陸
續增加，加上鄰近其他地區亦有採取措施積極
吸引旅客前往，對內對外的市場競爭激烈，故
今年的房價與去年相若，未有加價。

昂坪畫蛋昂坪畫蛋 迪園玩蛋迪園玩蛋

大
橋

■■前往廣東省的巴士團旅客較去年同期增加前往廣東省的巴士團旅客較去年同期增加
3030%%，，約一半巴士團行經港珠澳大橋約一半巴士團行經港珠澳大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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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發改委18日對外公佈《橫琴國際休

閒旅遊島建設方案》，在總面積106.46平方公里的橫琴島及所轄海域範圍內，建設

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計劃到2020年初步建成國際海島旅遊目的地。按照《建設方

案》，橫琴將加強與港澳旅遊規劃和標準銜接，探索與港澳合作開發旅遊產品，與

港澳無縫對接旅遊基礎設施，打造大灣區精品旅遊線路，助力打造粵港澳

世界級旅遊大灣區。

■珠海長隆 受訪者供圖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橫琴大興旅業 無縫對接港澳
發改委公佈《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方案》聚焦三大定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家發改委宣佈
《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方案》，目標在2020年
將橫琴初步建成國際海島旅遊目的地，並計劃容許
港澳導遊及領隊經橫琴旅遊部門培訓及認證後可於
自貿試驗區執業。香港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相
信，建議有助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一程多站”旅
遊模式，為香港旅行社帶來更多商機，並為香港導
遊及領隊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姚思榮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橫琴發展
勢必令粵港澳大灣區出現更多旅遊景點，有助粵港
澳三地政府向外國旅客推廣“一程多站”旅遊團，
預料香港的旅行社亦能受惠，“過往來香港留一星
期未必有太多景點可以玩，但如果附近城市的旅遊
配套更加豐富，來港旅客可以順道到該城市旅
遊。”

籲港加建旅遊設施
除入境團外，以香港市民為對象的出境團旅行

社亦一樣能夠受惠，不少港人一年最少出外旅遊
兩、三次，對新興旅遊設施有很大需求，相信橫琴
能吸引一批港人到訪。

不過，姚思榮亦關注橫琴發展會否加劇區內
旅遊業的競爭，因為橫琴現時已經有一個面積比
海洋公園大的海洋世界，或令海洋公園流失部分
客源，他建議特區政府盡快加建香港旅遊設施，
例如擴建迪士尼樂園，及考慮在大嶼山興建賽車
場等橫琴未有的設施，令兩地可以互補優勢。

發改委的方案又提出容許港澳導遊在橫琴執
業，姚思榮指有關安排並非新政策，指《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幾
年前已經放寬規定，容許港人參與內地的導遊及領
隊考試。不過，姚思榮指，該考試內容不單涉及內
地歷史和文化，以及要用普通話作答，港人考生的
合格率過往一直不高。

同時，香港約2萬名領隊及導遊，大部分只屬
兼職，當局或需調整考試，提高港人合格率。

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袁達表示，橫琴國際
休閒旅遊島具有三大定位，一是把橫琴建

設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載體，實
現兩地產業互補、市場錯位、協同發展，促進
澳門經濟發展更具活力；二是建設國際一流休
閒旅遊基地，圍繞通關便利化、旅遊標準化、
旅遊環境國際化等，全面提升旅遊管理服務水
平；三是建設國家全域旅遊示範區，突出旅遊
業全區域、全要素、全產業鏈發展，實現橫琴
旅遊業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

探索三地合作新業態
方案提出，橫琴島建設的重點任務之一，

是探索合作開發旅遊產品。利用香港、澳門的
投資實力與成熟的市場需求，結合橫琴景觀資
源優勢，重點發展休閒旅遊度假、健康療養、
文化創意、體育休閒、濱海遊樂等旅遊業態，
與港澳旅遊共同形成完善的產業鏈。

同時，建設方案提出要無縫對接旅遊基礎
設施，最終實現橫琴—港澳旅遊休閒產業的集
聚和無障礙化流動。具體措施包括，深入實施
澳門車輛便利進出橫琴，探索澳門旅遊大巴途
經橫琴口岸，在橫琴島內主要景點接送旅客；
設立外國遊客集散中心、多語種諮詢服務中
心，吸引海外遊客來橫琴旅遊；探索聯合港澳
對旅遊交通標識體系進行統一化建設，完善通
用旅遊交通標識的準確性和可識別性等。

實現便利換乘與通關
建設方案還提出，推動橫琴實現與港澳無縫

換乘對接。加快建設軌道交通，爭取珠海市區至
珠海橫琴段城際鐵路早日建成，與珠三角城際網
有機銜接，並與澳門城軌對接；並將橫琴口岸建

成集人流、物流於一體的“大通
關”口岸，強化交通樞紐設施
建設，實現無縫換乘和便利
通關。

方案提出，要建成
橫琴隧道（第三通
道），全面建設金海
大橋，向西連接珠海
機場，加強與澳門國
際機場、香港國際
機場和珠海機場的
連接，打通國際航
空網絡。

方案還表示，
要在橫琴構建“旅
遊+”產業生態圈，
鼓勵港澳資本、境外
資金、保險資金、社會
資本投資橫琴有一定收
益的項目開發；支持銀
行、證券、保險、基金等金
融機構開展旅遊產業相關的產
品和服務創新；積極推動橫琴個
人本外幣兌換特許機構、外匯代兌
點發展和銀行卡使用，便利港元、澳門
元在旅遊區域兌換使用。

值得關注的是，建設方案在支持政策
方面提到，“以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
園、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粵澳合作產業園
等為載體，開展互聯網開放試點，打造與港
澳互聯互通的趨同網絡環境，建設粵澳信息
港”。這意味，橫琴有望成為互聯網開放的
試點，這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來首個試點。

部分支持政策
1、開放政策：

支持港澳合法導遊、領隊經橫琴旅遊主管部門培
訓認證後，換發證件，在自貿試驗區所在設市區
執業。

支持在自貿試驗區內居住一年以上的港澳居民報
考導遊資格證後在內地執業。

積極開展食品藥品安全領域內地標準和港澳標準
的比對工作，在特定條件下，承認、使用港澳資
質認定標準。

開放橫琴海域和低空空域，在與港澳協調一致的情
況下探索發展覆蓋港澳的低空飛行觀光旅遊業務。

支持橫琴創新港澳遊艇出入境管理模式，允許港
澳遊艇在橫琴便利停泊。

以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橫琴澳門青年創
業谷、粵澳合作產業園等為載體，開展互聯網開
放試點，打造與港澳互聯互通的趨同網絡環境，
建設粵澳信息港。

支持橫琴依法實行跨境電信服務的同城化收費。

2、金融政策

支持符合條件的橫琴旅遊企業在境外發行人民幣
和外幣債券等方式融資。

支持橫琴、港澳地區符合條件的旅遊企業開展集
團內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

支持探索開展以資本項目可兌換為重點的外匯管
理改革試點，推動橫琴旅遊企業發展。

鼓勵商業銀行和非銀行支付機構依託合法清算機
構在依法合規前提下，在橫琴探索深化粵港澳旅
遊業基地合作過程中開展業務創新，為旅遊服務
相關的境外人員跨境交通、飲食、購物等支付需
求提供便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港旅遊界：助推“一程多站”商機

廣州瓜瓜：
期待科教主題樂園

在建的珠海長隆海洋科學樂園值得期待，尤其
是二胎政策開放後。但是如何讓大灣區旅遊性價

比更高？還需要三地不斷探索。

湛江黃慧：潛水旅遊優勢很大
大灣區潛水業優勢很大，交通方便之餘，香港經驗足，東
莞有許多潛水裝備的製造商，最關鍵還是政府要全面保護
海洋，保持海洋能見度。

香港亨少：珠海要有更多國際酒店
國際會展、會議慢慢回流珠三角，香港東

涌、屯門也很多人搭巴士去珠海玩，
希望更多國際品牌酒店入駐珠
海，滿足住宿需求。

街
訪

■■去年去年55月月2323日日，，無人機拍攝建設無人機拍攝建設
中的珠海橫琴國際金融中心大廈中的珠海橫琴國際金融中心大廈
（（中中））和橫琴新區金融島和橫琴新區金融島。。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橫琴旅遊島三大定位
是把橫琴建設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載體，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載體1

國際一流休閒旅遊基地2
國家全域旅遊示範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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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
報道）18日發佈的《國際城市藍
皮 書 ： 國 際 城 市 發 展 報 告
（2019）》綜合分析了世界135個
著名城市的比較競爭優勢，結果
顯示，評估綜合表現的“全球城
市發展指數”前25個城市，躋身
其中的中國城市有香港（第
五）、北京（第九）和上海（第
十九）；而評估發展潛力的“全
球城市展望指數”，中國城市的
得分增長在過去四年中超過全球
其他區域。
課題組指出，中國城市在全球

排名的改善可歸因於商業、技
術、人力資本等多重因素的綜合
作用，特別是中國特大城市吸引
跨國公司的能力越來越強。

該報告由上海社科院和社科
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報告指
出，2018年，在“全球城市發展
指數”評價中，紐約居首，這得
益於紐約的商業活動有了很大的
改善，並成為其超越倫敦躍升為
第一名的關鍵性因素。

而受到政治穩定性影響，倫
敦屈居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其於2016年英國退歐投票戲劇性
影響後的政治疲憊。巴黎、東京
和香港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
名，與2017年持平。這些城市的
商業活動及信息交流在很大程度
上改善和刺激了城市的增長。

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來，
中國內地的一些中心城市迅速成
長，在全球範圍內變得更具競爭
力。2018 年“全球城市發展指
數”中，進入排行榜的中國城市
數量有27個，較2008年的7個城
市，增長了2.9倍；其中北京（第
九）和上海（第十九）入圍 25
強。

“全球城市展望指數”排名
中，三藩市、紐約、倫敦、巴
黎、新加坡排名領先，這些城市
均因創新活動活躍而在私人投資
方面實現了較大增長。儘管沒有
中國城市入圍展望指數前25名，
北京排名47，香港54名，但入榜
的中國城市數量也顯著增加，從
2015年的21個增長到2018年的27
個，且得分增長在過去四年中超
過全球其他區域。

全
球
城
市
發
展
指
數
港
京
滬
躋
身
25
強

今年初，中國嫦娥四號實現人類在月球背面首
次着陸巡視探測，其搭載包括多台國際載荷

在內的科學載荷，取得大量珍貴數據。

嫦六兩器共可搭載20kg
18日，國家航天局局長張克儉向瑞典交接了中

性原子探測儀數據、向德國交接了中子及輻射劑量
探測儀數據、向荷蘭交接了低頻射電頻譜儀數據。
三國科研人員代表均對嫦娥四號的成果表示滿意，
並希望進一步與中國展開合作。

中國最新的月球和小行星探測計劃，也繼續向
國際同行開放。在嫦娥六號方面，作為備份星，將
根據嫦娥五號實施情況，確定任務的發射時間、着
陸地點，並最終實現月球樣品自動採樣返回，開展
綜合分析研究。嫦娥六號任務的軌道器和着陸器將
分別提供10kg，共20kg質量用於搭載載荷。

尚在論證階段的小行星探測任務，18日是首
次公開進行介紹。此次任務擬採用一次發射，實
現一個近地小行星的取樣返回和一顆主帶彗星的
繞飛探測。

小行星探測徵8種科學載荷
小行星探測任務徵集 66.3 公斤 8種科學載

荷，包括中視場彩色相機、熱輻射光譜儀、可見
紅外成像光譜儀、多光譜相機、探測雷達、磁強
計、帶電粒子與中性粒子分析儀、塵埃分析儀。
同時小行星探測任務還預留了200kg運載能力用於
搭載。

小行星探測任務的搭載方案也分兩種。一，是由
運載火箭搭載獨立的探測器（搭載器），在小行星探
測器（主探測器）入軌分離後與運載火箭分離，獨立
開展探測任務，質量不大於200kg。二，是由主探測

器將搭載器送至近地小行星或主帶彗星擇機釋放，搭
載器獨立或與主探測器聯合開展科學探測。

上述搭載申報截止時間為2019年8月31日，
包括香港科學家、科研機構在內的國內外科研單位
等均可參與申請。

據介紹，以嫦娥四號任務圓滿成功為標誌，探
月工程四期和深空探測工程將拉開序幕。中國將結
合“一帶一路”建設，繼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則，在嫦娥六號任務和小行星探測任務中提供
搭載平台和載荷資源的機會，向全球張開雙臂，歡
迎更多國家參與中國的月球與深空探測工程，加強
月球與深空探測領域基礎科學研究的國際交流，擴
大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人類科學事業發展，讓航天
探索和航天科技成果，為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國

家航天局1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為嫦娥六號任務和

小行星探測誠徵全球“小夥伴”，包括港澳在內的

國內外科研機構均可參與。據介紹，科學家們有機

會在嫦娥六號的軌道器和着陸器上獲得總質量20千

克（kg）的搭載載荷。此外，中國還首次公佈正在

論證中的小行星探測計劃，並將公開徵集其所搭載

的8種科學載荷。

中國尚在論證中的小行星探測任務，首次公佈大致
方案。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于國斌18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日本對小行星“龍宮”探測取得
很好的成果，各國都在論證小行星探測器，而中國的小
行星探測計劃是非常有特點、非常新穎的，任務總計歷
時約10年。

于國斌介紹說，中國的小行星探測模式，將有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飛行軌跡。探測器從地球出發，到目標近
地小行星2016HO3，並環繞飛行，隨後擇機附着在小
行星表面，採集樣品後返回，飛到地球附近後，釋放帶

着小行星樣品的返回艙，着陸
到地球。但這並不是計劃的終
止。探測器將再經地球、火星
借力飛行到達小行星帶，對彗
星133P開展繞飛探測。

“在小行星階段需要3年，在彗星探測階段需要7
年。”于國斌說。中國選擇探測的2016HO3小行星非常
有特色，在2016年第一次發現，其軌道非常均勻，對探
測非常有利。而彗星133P的表面有很多物質，在科學上
有很高的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
13 小行星探測將歷時10年

嫦六及小行星探測徵“小夥伴”
探月工程續向國際開放 將結合“帶路”建設

■■國家航天局國家航天局1818日在北京交接嫦娥四號國際載荷科學數日在北京交接嫦娥四號國際載荷科學數
據據，，並發佈嫦娥六號及小行星探測任務合作機遇公告並發佈嫦娥六號及小行星探測任務合作機遇公告，，向國向國
內院校內院校、、民營企業和國外科研機構進行徵集民營企業和國外科研機構進行徵集。。 新華社新華社

■■嫦娥六號登月模擬圖嫦娥六號登月模擬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于國斌于國斌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記者劉凝哲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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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季194億美元外資淨流入A股
中國證券市場邁向全球投資者多元配資地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國際收
支司司長王春英18日表示，今年一季度，境外

機構淨買入債券和上市股票的金額分別是95億美元和
194億美元，二季度後中國債市和股市納入國際主流
指數的實際力度會進一步加大，未來中國證券市場將
成為全球投資者多元化配置資產的重要目的地，境外
資本流入中國債市也具有較大提升空間。

A股加碼“入摩”，吸引外資流入，今年首季
滬綜指累升23.9%，結束過去5季連跌之勢，深證成
指累升36.8%，同樣結束過去5季連跌；創板指累升
35.4%，終止3季連跌之局。而受到A股上升帶動，
港股首季也升12.4%，升幅10年最勁。近日恒指曾
返三萬關，今年以來累升 15.9%，滬綜指累升
30.4%，深證成指累升42.1%，創板指累升36.3%。

去年境外資本淨流入年增9%
從國際收支看，王春英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

示，2019年一季度初步估計，經常賬戶將呈現一定
規模順差。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同比擴大，服務貿
易逆差同比收窄。在經常賬戶更趨平衡的情形下，
資本項下也會呈現相對均衡的發展態勢，國際收支
將總體保持基本平衡。

王春英引述數據稱表示，從2018年國際收支
情況看，境外各類資本淨流入4,838億美元，較
2017年增長9%。其中，來自於直接投資性質的資
本淨流入增長23%，佔比為42%；來自證券投資的

資本淨流入增長29%，佔比33%。
“未來境外資本流入規模將繼續提升。”王春英預

計，直接投資方面，隨着開放領域的逐步拓展，中國
市場重要性的不斷提升，相關法律的不斷完善，仍有
比較大的潛力吸引外國來華直接投資。

證券投資方面，王春英稱，目前中國資本市場
中境外投資者比較偏低，債市、股市市場中外資佔
比只有2%至3%的水平。他指出，“在進一步擴大
開放和便利化政策下，未來中國將成為全球投資者
多元化配置資產的重要目的地。另外，我們觀察
到，我國債券市場吸收的來華投資主要是境外央行
等機構以中長期資產配置為目的的資金流入。因
此，未來境外資本流入仍具有較大提升空間。”

從去年開始，境外機構流入中國證券市場和債
市大幅增長，2018年境外機構淨買入境內債券966

億美元，比2017年增長68%；淨買入境內上市股
票425億美元，增長85%。

對外投資淨增3532億美元
在對外投資方面，王春英表示，2018年，中國

各類對外投資淨增加3,532億美元，比2017年多增
6%。其中，直接投資、對外貸款等性質的對外投資
增加比較多。未來，境內主體對外直接投資、證券
投資以及貸款等項下的投資需求依然存在，總體仍
會保持平穩增長，有利於資本項下的跨境資本流動
均衡發展。

王春英說，當前中國經常賬戶處於基本平衡的
合理區間，不會輕易發生比較大的改變。未來經常
賬戶更趨平衡，資本賬戶也會呈現相對均衡的態
勢，總體國際收支仍會保持基本平衡。

2018年及今年首季外資流入中國情況

2018年境外各類資本淨流入
其中，境外機構淨買入境內債券
其中，境外機構淨買入境內上市股票
今年首季境外機構淨買入債券
今年首季境外機構淨買入境內上市股票

■資料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

金額(億美元)
4,838
966
425
95
194

按年變幅
+9%
+68%
+85%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今年首季 A 股表現冠全球，滬指累升約

24%，深指更飆約37%。國家外匯管理局18

日揭開謎底，一季度境外機構淨買入中國股

票194億美元；並指，第二季度後中國債市

和股市納入國際主流指數的實際力度會進一

步加大，在中國債券和股票市場中外資比重

仍然較低，兩個市場的佔比都只有2%到3%

左右，未來中國證券市場將成為全球投資者

多元化配置資產的重要目的地，未來還有比

較大的提升空間。

■ 王 春 英 表
示，未來一段
時間，中國證
券市場持續對
外開放，境外
資本流入規模
將繼續提升。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
春英18日公佈統計數據表示，今年3
月銀行結售匯逆差61億美元，較上
月150億美元收窄六成；一季度銀行
結售匯逆差91億美元，同比收窄
50％，月均值較2018年下半年收窄
74%，銀行結售匯逆差明顯收窄，外
匯市場供求延續自主平衡格局。

王春英稱，受春節假期等因素影
響，月度外匯收支有所波動，但總體保
持平衡。從銀行代客涉外外匯收付款數
據看，1月順差257億美元，2月順差
44億美元，3月順差33億美元。從銀行
結售匯數據看，1月順差121億美元，2
月逆差150億美元，3月逆差61億美
元。如果綜合考慮遠期結售匯和期權交
易等其他供求因素，2019年以來外匯
市場供求延續自主平衡格局。

首季外匯存款增50億美元
另外，衡量購匯意願的售匯

率，也就是客戶從銀行買匯與客戶
涉外外匯支出之比為65%，按季下
降2個百分點。同時，企業外匯融資
意願有所上升。截至 2019 年 3月
末，我國銀行境內外匯貸款餘額較
上年末小幅增加24億美元。

一季度，衡量結匯意願的結匯
率，也就是客戶向銀行賣出外匯與
客戶涉外外匯收入之比為61％，與
上季度基本持平。企業、個人等主
體外匯存款小幅上升。截至2019年
3月末，銀行境內各項外匯存款餘額
較上年末增加50億美元，同比少增
141億美元。

王春英還說，銀行遠期結售匯持
續順差，一季度，銀行對客戶遠期結
售匯簽約順差345億美元，上季度為
順差170億美元，上年同期為逆差178
億美元，說明當前人民幣匯率預期更
趨穩定。分月來看，1至3月份遠期結
售匯簽約順差分別為66億、96億和
183億美元。

人民幣匯率方面，王春英表示，一季度美
元指數上升1.2%，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
值1.9%，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上漲1.9%。人民
幣匯率預期平穩，市場情緒穩定，主要渠道的
跨境資金流動狀況也有進一步改善，一季度貨
物貿易跨境資金淨流入明顯增加，直接投資、
證券投資項下跨境資金流入和結匯都有所上
升。另外，個人結售匯保持穩定，個人淨購匯
同比下降22%。

上
月
銀
行
結
售
匯
逆
差
縮
六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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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市長柯文哲去年競選連任，因民進黨自提市
長候選人，柯文哲與民進黨鬧翻，但柯邀請文化界人士李遠（小
野）擔任競選總幹事，結果小野拍片挺高雄市長陳其邁引發爭議
。由於近來柯文哲佈局2020年總統大選動作頻頻，台北市議員
秦慧珠今質詢小野，問及柯邀他擔任競選總幹事是否識人不明、
後悔，以及未來是否會幫柯競選總統，不料小野語出驚人表示，
柯找他擔任競選總幹事完全找對人了，因為柯後來贏了，也不後
悔， 「他好喜歡我」。至於是否會幫柯選總統，小野表示 「我不
會再去做任何事情了」。

市議會教育委員會上午召開觀傳局及文化局工作報告，秦慧
珠質詢問小野，若柯邀去擔任競選總統總幹事，會不會答應？不
料小野表示，他意外答應柯文哲擔任競選總幹事，卻變成眾矢之
的、任何人都可以拿石頭丟他。小野說，他還是文化人，寫過書
、拍過電視、寫過電視劇，是比較想從事政治實踐的文化人，這
次的總幹事風波中，柯文哲寫了很多信向他道歉，柯不知道他
（小野）會變成被大家罵的標的，但 「其實我蠻想遠離他的」。

小野還說，當初柯找他當總幹事的時候，就說用請假的方式
，請假後再回來，但他因影視音學校預算恐遭杯葛，因此認為應
該辭職，柯也應允他（小野）辭完再回來，但他當時的心情是不
會再回來了，不過，選後一周柯見他，他還向柯說能幫的已經幫
完了，他不要淌這個混水，但柯說當初准辭再回來，因此他就回
來。

小野還說，其實他不想回來，包括影視中心校長，他也找好
人，他有四個孫子了，幹嘛從事政治工作，被大家用石頭丟成這
樣，所以大家都有點誤會他了。小野說， 「我做基金會董事長，
我沒拿一毛錢，所以你（秦）的問題我回答你（秦），我不會再

來了，我不會再受汙辱，
你想，一個選舉被大家羞
辱，我怎麼會願意再做呢
？」。

小野說，當初只是完
成師生關係的情誼，最後
柯也選上了，所以他和柯
說 「我應該遠離你，我不
會再去做任何事情了。」

秦慧珠接著質疑柯文
哲 識 人 不 明 ？ 小 野 說 ，
「我覺得他（柯）完全找

對人，因為他後來贏了啊
」。

秦慧珠狐疑表示，那
小野應該續當柯文哲選總
統的競總？小野回應，犧
牲太大了。

秦慧珠再質疑柯認為
小野惹禍、或對小野不滿
意？小野說， 「不會，我
覺得柯是要去看結果」。
小野還說，柯沒有不滿意
， 「他好喜歡我，柯寫了好多信向我道歉，柯覺得是柯害我被大
家羞辱，但他選總統不關我的事，因為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選，我
也早不是柯的核心，我們已經很久不見了」。此次再任影視音學

校， 「是柯叫我回來，我還是志」工。
秦慧珠則回應，小野的回答令人驚訝，也不能接受與同意，

因為完全出乎邏輯與想像。

當柯Ｐ競選總幹事致綠白鬧翻
小野：他好喜歡我、他選對人了

（中央社）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日前質疑桃
園市聯新醫院（原壢新醫院）巨大違建2015年就
被列管拆除，卻不知為何迄今未拆？《蘋果新聞
網》今接獲民眾投訴，指位於桃園區春日路1378
號的時代力量桃園黨部也是違建，並已向 「桃園
市政信箱」提出檢舉，請市府派員拆除。桃園市
府建管處表示，尚未收到區公所之查報單，無法
確認是否為違建，建管處收到查報資料後，將依
規定查處，後續依照桃園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辦
理。

檢舉民眾指出，桃園地區的民眾要查詢建物
是否無建照、無使用執照或無保存登記可上《桃
寶網》http://taobao.tycg.gov.tw/Normal#查詢，
只要填上欲搜尋的地址，就會跳出該建物的土地
標示部，其中一欄 「是否有地上建物」，註記
「無」就表示建照和使用執照等可能有問題。

檢舉民眾表示，時代力量桃園黨部位於桃園
區春日路1378號，上《桃寶網》查詢後，就發現
「是否有地上建物」欄位上註記 「無」，顯示該

建物可能屬於違建，已經檢舉至 「桃園市政信箱
」，希望建管單位派員拆除。

針對被檢舉違建，時代力量桃園黨部表示目
前不便受訪、也不清楚建物的概況，但會向房東
了解該建物是否違建後再做說明；據了解，時代
力量桃園黨部現址共2樓半，今年2、3月間黨部
才租下1樓與黨籍市議員簡智翔服務處共同使用
。

時代力量桃園黨部表示，有關民眾檢舉黨部
與辦公室為違建一事，經查由於建築物存在早於
建築法規與都市計畫法。並詢問建管處與地政局
，皆表示建築物屬老舊建物，並沒有違法的問題
。

黃國昌揭聯新醫院違建 時代力量桃園市黨部也被控違建

北市府放寬限制大彎北商業住宅有望解套
（中央社）北市府前年初用稅籍資料，要求

大彎北段1678戶商業住宅違規戶繳交商業稅，否
則將依法開罰，此舉引發當地議員、住戶強烈反
彈，後來市府改以繳交回饋金方式尋求解套，民
眾依舊不願買單。北市都委會專案小組17日再針
對此案進行討論，會中都發局再釋出善意，除了
放寬 「就地合法」的申請範圍，原本的五年內提
出申請也改為無期限，都發局的條件也獲得現場
多數委員的同意，修訂後將送交大會審議。

昨日會議吸引近百位住戶在場外旁聽，也將
市府二樓中庭整個佔滿，過去關注此議題的議員
陳義洲、李慶元、林亮君等人也都到場關心。

根據都發局所提出的修訂內容，申請合法的
範圍從西側既有建築，擴展至整個西側區，此外
過去有5年內提出申請的限制，也放寬為沒有期
限，另外過去有土地所有權人全數同意或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的條件，也調整為每戶為單位。至於
回饋金計算公式，市府提案若第一年就繳交回饋

金可有7折優惠、第二到三年繳交則有7.5折優惠
、第四到五年繳交則有8折優惠，之後將沒有折
扣。

對都發局的發案，委員持正面態度，都委會
召集人劉玉山表示，接下來會等北市府進行修訂
，若無太大問題就送交大會討論。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早受訪被問及大彎北段是
否有解套辦法，柯表示大彎北段有1678戶違反土
地分區使用的房子，內湖五期還有476戶，整個
內湖工業宅一大堆，以前他剛上任都會一直罵前
朝，現在反正罵也沒有用，就把它當成歷史共業
，要把它解決，還是要合法化，不是永遠讓法律
跟現實脫節。所以合法化過程，該繳罰款、該繳
回饋金的還是要弄一弄，法律是給人民遵守用，
不是參考用，不能法律跟現實完全是脫節。

柯也說每次講到大彎北段，當然心裡面圈圈
叉叉，因為是前朝留下來要擦屁股，但是抱怨沒
有用，把事情解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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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中央社）新式警察制服今天（18日）統
一換裝，外觀藏青色款式朝輕便機能設計取向
，不過，新北市議員王淑慧今天下午議會質詢
時，特地請穿新制服的警員進入議會殿堂當起
模特兒，大酸全身穿著像 「保全」，真的很
Low，降低警察公權力與位階，要求警察局長
陳檡文向上反映，別故意要讓人民視而不見。

新北市議會今天進行定期會，市議員王淑
慧質詢警察局長陳檡文有關新制服一事，指一
旁新制服警員說，他穿這樣出去（執行勤務）
讓人沒有感覺，這樣把警察代表公權力故意降
低。陳檡文則否認： 「不會啦~不會啦~」，這
制服經過 2 年多修改再修改，不會降低公權力
。

「安呢不像保全嗎？」王淑慧接著酸說，
到議會外面拿新的制服與舊制服相比， 「有沒

有像台灣銀行（保全）來收錢的！」。本來是
要求局長你穿這套來質詢，如果看了可以就給
你鼓掌。王更舉例，就像民政局日前換門牌設
計挨罵一事，幸好新北市自己緊急喊停。

王淑慧說，你要拜託警員同仁晚上要帶著
「牌子」出門，不然會讓人家誤以為是哪一家

公司的保全，她更開玩笑說，你看穿制服像不
像閃電寶貝（口誤：神奇寶貝），新北市又不
能自己弄一套。陳檡文連忙緩頰說，不會啦，
第一眼會看得比較不順，解釋這有經過專家設
計。

王淑慧仍緊咬不捨，拜託局長回去反映一
下，這樣真的很Ｌow，是讓警察位階越來越低
，質疑是不是希望說警察讓人視而不見、讓人
民視覺降弱，更反酸： 「專家只會 『專吃』而
已」。

酸警察換新制服像 「保全」
新北議員：視覺變弱 「太Low」

落實租賃車時租修法倒數 Uber駕駛民調指 「7成反對」
（中央社）交通部擬修法落實租賃車採至

少1小時收費規定，衝擊與租賃車合作的Uber
，距離交通部預告修法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103-1條」截止日僅剩8日， 「網路平台叫車代
僱駕駛自救會」發表民調，指出逾7成受訪者不
支持修法，近8成受訪者認為應修法增列網路叫
車 APP 服務新業種。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
Uber到底是資訊平台？還是應納運輸業管理？
交通部已蒐集各界意見並會納修法參考，法規
不會匆促上路。

「網路平台叫車代僱駕駛自救會」委託
TVBS 民意調查中心，進行 「網路叫車 APP 服
務滿意度及政府管制議題調查」，調查時間為4
月8日到11日，有效樣本數為1072份，信心水
準95%下，抽樣誤差為正負3%以內。調查顯示
，針對政府 103-1 修法中將明訂 「小客車租賃
業需以1小時作為收費標準」，70.9%不贊成，

16%表示贊成，13.1%無意見；至於如何管理網
路叫車 APP 法規？有 79.3％認為交通部應訂定
全新管理規範；對於是否應修法增列網路叫車
APP服務？79.3%贊成，14.1%認為不應該，6.6%
無意見。

「網路叫車平台代僱駕駛自救會」總召李
明達指出，這份民調顯示，多數民眾不希望修
法把現行與租賃車行合作的網路APP叫車改成
只能一小時起跳，嚴重影響他們的權益；而近8
成受訪者認為應新增運輸業別來管理因科技平
台而衍伸出來的服務項目；調查也顯示消費者
肯定APP叫車服務，且年輕人不在少數，政府
應該做的是思考如何放寬彈性計價、改善全體
小客車運輸業的服務品質，因為有好的服務品
質，才會有競爭力。

李明達強調，高喊要 「打造數位國家、亞
洲矽谷」甚至 「孵育台灣的獨角獸」的蔡政府

自詡 「進步」的執政黨，難道政府要繼續裝聾
作啞、忽視年輕世代渴望創新與改革的聲音？
選擇不看不聽、掩耳盜鈴，以為安撫了計程車
，一切問題就解決了嗎？難道民進黨不要年輕
選票也在所不惜？不再支持新創了嗎？呼籲政
府要聽取駕駛意見、消費者意見、網路叫車平
台業者意見，以免犧牲了全國300萬消費者權益
、1萬2千名代僱駕駛工作權，趕走UBER、打
壓本土新創的叫車吧、揪車，但計程車業進步
，更是遙遙無期，全台都輸。

由於現行規定計程車採里程計費，租賃車
採時租或日租計費，交通部規劃落實租賃車時
租計費規定，將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明
訂。交通部長林佳龍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交
通部進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修訂，主要
是反應對租賃車跟計程車分業管理，同時希望
提升計程車和租賃車服務品質，打造保障乘客

的公共運輸環境，因此希望落實分業管理，公
平競爭。

林佳龍指出，Uber到底是資訊平台？還是
應該納入運輸業管理？交通部預告期間也辦了
座談會，也跟相關業者討論，都會納入未來修
訂法令參考，法規也不會匆促上路，會有一定
的法令修訂程序。

林佳龍強調，任何交通運輸業都要納管，
不管Uber合作對象是租賃車或是未來有可能是
計程車，如何納管，確保乘客有最安全、高品
質服務，才是我們的目標，納管、公平競爭、
提高乘客服務品質，是交通部政策目標，大家
都已經表達意見，也尊重各種意見，綜整之後
，會提出一個符合納管且公平競爭、提升服務
品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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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了嗎?
您的房子在哈維颶風中

請即查詢:recovery.houstontx.gov/survey 
或致電:832-393-0550。

而且過程很容易
您可以在這裡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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