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today-america.com

AA11

12045

2019年 5月15日 星期三
Wednesday, May 15, 2019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0江南游/$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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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 孟晚舟手銬加腳鏈
- 特朗普被爆婚外情
- 原創 | 你是我今生

最大的依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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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美國大學申請總結
周師傅專欄14】幾種特殊
情形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 綜 合 報 導 ） 台 灣 2020
“大選”將近，高雄市長韓國瑜
上節目受訪時透露，“若選上領
導人，將會在高雄上班。”引起
社會大眾熱烈討論。對此，投入
黨內初選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
銘14日晚透落臉書PO出494字
喊話，“我當領導人，韓市長大
可放心發展高雄，我絕對是高雄
市長與市民最堅強的後盾。”

“需要執行力的事，郭懂，
讓郭台銘來！”郭台銘表示，他
工作經驗 40 年，不論到哪辦公
都可以顧到其他地區的事，“所
以我認為當一個領導人，重點是
要會做事而不是在哪里辦公”，
因為心在哪裡比身處何地更加重
要。

他說，藉著全球經濟運籌
40 年的經驗，他很樂意協助韓
國瑜對於高雄市的承諾，“我當

領導人，韓市長大可放心發展高
雄，我絕對是高雄市長與市民最
堅強的後盾。”

“快，狠，準，穩，是我的
特點”郭台銘指出，他一輩子都
在搶國際訂單，因此未來當台灣
地區領導人也會讓經濟“快，狠
，準，穩”；他慎深刻感受世上
許多人仍因經濟問題受苦，所以
才“多年來全力投入公益，照顧
病人、弱勢和災民，我總是盡力
去做，未來我還會繼續做下去”
。

最後，郭台銘直言，他是做
實事的人，未來我也會當個拼經
濟、重分配、顧弱勢的領導人。
他並強調，政治應該為經濟、為
民生、為人民的各種需求服務，
萬不能像民進黨一樣，讓政治只
為選舉和意識形態服務！

郭台銘：我當台灣領導人 讓韓國瑜留在高雄當市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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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地質調查局稱，巴布亞
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發生7.5級地震，
震央位於新愛爾蘭島(New Ireland island)附近，
地震深度10公里，是個淺層地震。

淺層地震往往會對地表造成更大的破壞，
但當地人口稀少，損害和傷害應該不高。

巴布亞紐幾內亞位於新幾內亞島的東半島
，這座島是世界第二大島，僅次於格陵蘭。然

而該島的西邊是由印尼掌握，巴布亞紐幾內亞
是東半部。

此處坐落在太平洋火環帶上，世界上大部
分地震和火山活動都發生在這裡。上週二，巴
布亞紐幾內亞大島最東的萊城(Lae)附近，就發
生了一次強烈的7.2級地震，沒有重大損失或
傷亡的報告。

巴布亞紐幾內亞東部發生7.5地震

（綜合報導）德國警方在位在西北邊下薩克森邦（Lower Saxony）一間公寓再發現2名女
屍，警方表示這間公寓是十字弓命案中一位30歲女性罹難者的住所，警方尚在調查兩名死者身
份以及兩起命案之間的關聯，不過已經證實兩女都非死於十字弓箭。下薩克森邦距離發生第一
起命案的帕紹市河濱旅館約640公里遠。

十字弓命案發生在上周六（11日）午後，旅館清潔人員在數度敲門都未獲回應後，打開一
間三人房準備進行清掃，孰料竟見到2女1男倒在房間內、氣絕身亡，房內還有2支十字弓。

德國警方13日稍晚更新調查進度表示，已經在出事房間的一個包包裡找到第3支十字弓。
帕紹市檢察官費勒（Walter Feiler）指出，死亡三人分別是53歲男性、33歲女性，及一名

30歲女性，三人都是德國人，前兩者來自同一村莊，被發現時兩人躺在同一張床上、手牽著手
，身上都有多支弓箭射穿。第三人來自下薩克森邦，死時倒臥在地板上，身上插著1支箭。

德十字弓命案640公里外再現2死

（綜合報導）美國阿拉斯加地區14日發生
2架水上飛機空中相撞意外，目前已釀5死，另
有10人緊急送醫。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報導，
阿拉斯加當地時間13日下午1時8分，2架塔昆
航空（Taquan Air）營運的水上飛機在阿拉斯加
東南方外海墜毀，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已經證實，2 架
飛機不知什麼原因在空中相撞釀成悲劇，目前
已造成5人死亡、10人送醫，其中3人傷勢嚴重
。

路透報導指出，其中一架飛機載有11名乘
客及機組員，另一架機上載有5人，兩架飛機是
在喀奇甘（Ketchikan）東北方 40-48 公里處墜
入喬治灣（George Inlet）。

報導指出，載有 11 人的飛機是公主郵輪
（Princess Cruises）販售的短程飛行航程，公主

郵輪已經發布聲明證實這架飛機發生事故，
聲明稿指出，這架飛機周一下午剛結束迷霧
峽灣（Misty Fjords）短程旅行並返航，卻不
幸在喀奇甘外海墜海，當時機上共載有10名
皇家公主號（Royal Princess）郵輪旅客及 1
名飛行員，聲明稿也提到另一架載有4名皇
家公主號郵輪旅客的水上飛機也捲入意外當
中。

5名死者當中4人為郵輪乘客，另一人為
飛行員。當局還在調查事故發生原因。

據了解，出事郵輪乘客參與的是公主郵
輪 「冰河灣航線」（Voyage of the Glaciers）
，該航程於5月11日自溫哥華出發，預計18
日抵達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城安克拉治（An-
chorage）。

值得注意的是，這已不是阿拉斯加觀光
水上飛機頭一次發生意外，2015年由當地航空 業者Promech Air營運、荷美航運公司郵輪販售

的短程飛行旅行也發生墜毀意外，水上飛機飛
至迷霧峽灣時不幸墜毀，造成機上8名乘客、1
名飛行員全數喪命。

（綜合報導）隨者美中貿易戰雙方互祭關稅
牌，兩國經貿關係緊繃局勢持續升溫之際，美國
總統川普13日表示，6月底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
中，他將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兩人
將針對美中貿易進行會談。

美國先前於10日正式調高對中國大陸2000億
美元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由原先的10%到25%
，並對剩餘的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展開規劃
後，中國大陸國務院於13日反擊，宣布自6月1
日起，對已加徵關稅的600億美元美國商品再加
徵最高25%關稅，兩國關稅戰自去年休兵後，再
起戰火；而美中貿易戰加劇，也導致道瓊工業指
數13日重挫，一度下跌超過700點。

針對新一輪貿易戰，川普表示，將利用6月
底在日本舉行的20國集團（G20）會議與習近平
會談，商討美中貿易事宜， 「這可能會是一次具
成效的會談」。川普說，中國大陸佔美國便宜已
經行之有年，這樣的情況不能持續。美國站在很

好的位置上，經濟強勁，美國徵收數百億美元關
稅。

同時，川普首次對外界證實，先前美媒指出
中方在達成協議最後一刻食言的事實。川普在推
特上表示， 「我要向習主席以及我所有中國的朋
友們公開地表示，如果你們沒達成協議，企業將
被迫離開去他國設廠，中國將重傷！要買中國貨
實在太貴。你們本來有個偉大協議，幾乎快完成
，但你們卻退縮食言了！」

而在中國大陸國務院祭出反擊後，川普也推
文說，美國消費者不會為對中國大陸的增關稅買
單。川普說： 「由於中國大規模補助他們的產品
，中國將負擔大部分的關稅增額；此外，如果你
從非關稅區購買，或者從美國國內買（最佳！）
，就可以完全避免買的被課稅的商品；許多公司
為了避稅，將轉赴如越南或其他亞洲國家，再也
沒有人願意留在中國做生意，這對中國真糟糕，
但對美國大好！」。

賞峽灣遇死劫！美2觀光小飛機空中相撞釀5死
貿易戰王見王！川普：G20將與習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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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先前曾多次涉性騷的菲律賓
總統杜特蒂近期又傳對女性非禮言行！他8日
參加內閣秘書伊娃絲科競選省長的造勢活動時
，對一名失婚的美女鎮長當眾調情，除了詢問
她願不願意與他一起私奔，甚至稱為了留住她
，即使拉到絲襪裂開，也要拉住妳的內褲。

出席前內閣秘書瓦斯科（Leoncio Evasco）
競選省長的造勢活動，與保加省加西亞荷南德
茲鎮（Garcia Hernandez）失婚的美女鎮長巴查
格蘭緹（Tita Baja-Gallentes）同台。一見到美
女就色性大發的杜特蒂，竟當眾對巴查格蘭緹
調情，在演講中不斷說她好漂亮，甚至問她
「妳願意和我私奔嗎」？

杜特蒂對巴查格蘭緹說， 「鎮長，你有孩
子，不是嗎？妳有多少個孩子？我有4個孩子
，但他們都已經長大，所以我沒有負擔了。」
他之後還說，讓自己的前任特別助理照顧夫人
，自己留在保加省和巴查格蘭一起玩 「愛情遊

戲」。
提到巴查格蘭緹失婚，杜特蒂表示不可思

議，大呼 「我怎麼願意讓妳離開我」，甚至對
她說 「妳真是美麗。如果我是妳丈夫，我為什
麼要跟妳分手？如果妳要走，就算連襪帶都扯
斷，我都會拉住你的內褲。妳真是太美麗了。
」

雖然杜特蒂最後解釋自己在開玩笑，還稱
他的夫人已經在皺眉頭，但這番言論已引發女
權團體批評，稱他的言行根本是 「猥褻」、
「腐敗」。不過府方聲稱，杜特蒂只是在開玩

笑，民眾也預期他會這樣，並指巴查格蘭緹表
明並未被冒犯，且百分百支持總統。

爭議不斷的杜特蒂並非首次對女性公開性
騷。2018年6月，杜特蒂在韓國首爾會見當地
的菲國移工時，竟然向一名女性索吻，最後她
經不起總統的要求，任由他的雙唇貼上，引起
網友批評 「噁心」、 「不恰當」。

杜特蒂揪女鎮長私奔 稱稱 「「我會拉住你的內褲我會拉住你的內褲」」

（綜合報導）針對美方威脅將對價值約
3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品加征關稅，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耿爽1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我們
不會屈從於任何外部壓力，有決心、有能力捍
衛自身合法正當權益。我們奉勸美方早日認清
形勢，回歸正軌，同中方相向而行，爭取在相
互尊重基礎上達成一個互利雙贏的協定。

有記者提問，連日來，美方多次威脅將對
價值約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品加征關稅，13日
又稱將於6月17日就此舉行聽證會。中方對此
有何評論？

耿爽表示，中方一再表示，加征關稅解決
不了問題，發起貿易戰只會損人害己。對貿易
戰中國不想打、不願打，但也絕不怕打。我們
不會屈從於任何外部壓力，有決心、有能力捍
衛自身合法正當權益。

耿爽說，大家不妨回顧一下，去年4月，
美方首次宣布對中國輸美品加征關稅，中方立
即作出強力回應。此後，美方不斷發出新的威
脅，幾次正式實施加征關稅措施，中方都予以
了堅決反制。上周，美方威脅要將對中國2000
億輸美品加征關稅的稅率由10％上調至25％，

引起國際社會的一片譁然和金融市場的劇烈反
應。對此，我們明確表示，類似的情況以前多
次出現。中方的立場態度十分明確，美方也非
常清楚。我們還呼籲美方改弦更張，與中方相
向而行，爭取達成互利雙贏的協定。

耿爽表示，對中方的這種冷靜淡定和建設
性姿態，國際社會普遍高度讚賞。此後，中方
團隊依然赴美磋商，以負責任的舉動展現出推
動解決分歧的最大誠意。但美方有些人似乎對
形勢?生了誤判，低估了中方捍衛自身權益的
決心和能力，繼續混淆視聽，一味漫天要價。
對此中方當然要明確拒絕，堅決反對。

耿爽說，5月10日，美方正式宣佈對2000
億美元中國?品加征25％關稅。13日，中國國
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也宣佈了中方的相關舉措
。這體現了中方捍衛多邊貿易體制、捍衛自身
合法權益的決心和意志。對於美方的反復無常
和極限施壓，中方始終保持冷靜和淡定。我們
奉勸美方看一看國際社會的反應，聽一聽各界
人士的呼聲，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失，早日認
清形勢，回歸正軌，同中方相向而行，爭取在
相互尊重基礎上達成一個互利雙贏的協定。

（綜合報導）針對美國總統川普發推特稱，
在中美兩國經貿磋商已完成95％的情況下，中方
收回了部分承諾，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
磋商是討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雙方有不同意
見完全正常，這也是繼續磋商的原因。他並反問
，在磋商尚未結束，協定尚未達成的情況下，何
來違背承諾之說？

耿爽表示，縱觀11輪中美經貿磋商，是誰在

反復無常，誰在出爾反爾，查閱一下以前的新聞
就會清清楚楚。他並舉例，去年5月，中美雙方
就經貿問題達成多項共識，在華盛頓發表聯合聲
明，但幾天之後，美方就背棄了雙方共識；去年
12月，中美雙方就中方對美貿易採購數字達成共
識，但美方在此後的磋商中又肆意抬高要價。所
以，立場倒退、違背承諾的帽子絕對扣不到中方
頭上。

（綜合報導）在中國大陸對美國加徵關稅措
施展開報復、6月起將價值600 億美元美國產品
的加徵關稅。專家表示，中國大陸還有三招可反
制，包括美國農民、在陸美商、人民幣貶值等層
面。

美國10日起對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的
加徵關稅稅率，從10%調高至25%之後，中國13
日也祭出反擊措施，其中陸方可採取讓人民幣貶
值增強中國出口的競爭優勢，抵銷美國加徵關稅
的衝擊。

中國大陸還有其他能報復美國的手段，美國
的農民與外銷到中國的農產品可能淪為箭靶，原
因是外界將農民視為川普的 「票倉」。中國大陸
是美國黃豆的最大買家，已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
關稅，且美國黃豆的種植區主要位在中西部，同
時是川普票倉，所以對川普而言相當重要。

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中國專家謝淑麗
（Susan Shirk）預料，中國也可能加強施壓在中
國有業務的美商，手段包含放慢銀行審核、進口
檢查的速度。

美批磋商立場倒退 陸：有不同意見完全正常陸外交部：不會屈從外部壓力 勸美方回歸正軌

中美貿易戰陸還有這三大武器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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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補減稅資金缺口
法國擬對企業避稅優惠“開刀”

綜合報導 國民議會共和國前進黨籍女議員格雷戈瓦透露，法國政

府擬取消企業的壹些避稅優惠，以彌補減稅政策所導致的50億歐元的資

金缺口。

據報道，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宣布，將大幅減稅50億歐元，並通過

取消某些避稅優惠獲得的資金彌補缺口。

格雷戈瓦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了法國政府的初步思路。她表示，政府

可能取消對企業的數十項避稅優惠，這樣國家將可節約15億歐元，但政

府應不會向個人的避稅優惠“開刀”。

格雷戈瓦強調，取消避稅優惠“不是唯壹的資金來源”，“其他還有兩

套辦法，分別為削減公共開支和鼓勵國民多勞，但不改變法定退休年齡”。

她指出：“在文化領域，有些優惠只有12家企業受益，因此應該重新考

慮和設計”。她也提到了“風險投資業和創新領域”。她說：“應該對壹些

小的避稅項目重新研究，至少有11項避稅項目每項相當於1500萬歐元以下。

另外，還有至少21項避稅項目資金太少，以致於不能用數字列出。”

格雷戈瓦強調，國會議員排除了更改增值稅優惠稅率及非路用柴油

優惠的可能性。國民議會財務委員會將於五月底或六月初向總理提交有

關建議，然後總理將做出決定。她表示，國家元首已責成政府從2020年

起削減給予企業的減稅優惠，預計將總額將近有400億歐元。

據悉，法國目前的減稅優惠總共有474項，公共財政因此歉收將近

1000億歐元。

意大利豬肉價格跌至5年來新低

養豬業前景黯淡
綜合報導 近日，意大利耕農聯合會發布的壹項調查統計報告顯示

，自2014年以來，受社會購買力下降影響，以及周邊國家豬肉商品過剩

和價格普遍下挫的沖擊，意大利豬肉價格出現持續下滑。

報道稱，截至目前為止，豬肉價格已經跌至到了5年來的歷史最低點。受

其影響，在不到5年的時間，意大利大約有9000家養豬企業被迫關閉。

市場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從2019年3月開始，意大利豬肉零售市場價格再

次走低，每公斤豬肉零售價格已跌至1.1歐元，較2017年同比下降了26%。

意大利農畜牧業專家認為，豬肉零售市場價格每公斤至少要達到1.6

歐元，才能夠勉強使養殖業略有微利。豬肉價格的嚴重下滑，已經危及

到了養豬業的生存與發展。

專家表示，目前意大利養豬業的危機與撒丁島牛奶嚴重過剩所造成

的危機同出壹轍，市場均在以低於生產成品的價格銷售商品。而養豬業

正在以每天平均4家企業被迫關閉的速度發展。長此以往，意大利養豬

業將會出現災難性危機。

專家強調，9000家養豬企業的關閉，每年將為同業減少34億歐元收

入，同時為附屬產業屠宰廠、肉類加工廠等相關企業，減少80億歐元的

營業收入，有效遏制養豬企業的進壹步衰減已迫在眉睫。維持農畜牧業

平衡發展，政府應著力在資金和政策等方面對養豬業加以扶持。

意大利耕農聯合會表示，盡管耕農聯合會說服國家眾議院通過了壹

項關於對豬肉行業經濟扶植修訂案的農業緊急狀況法令，政府同意兩年

內撥款500萬歐元扶持養豬業。但如此微博的資金對於養豬業整體而言

，完全是杯水車薪，意大利養豬業的前途令人擔憂。

美國加緊制裁封鎖
古巴宣布緊缺物資將憑票兌換

古巴政府宣布配給供應部分生活必

需品，壹些緊缺物資憑票兌換，以應對

美國制裁、封鎖古巴觸發的物資短缺。

【松口氣】
路透社報道，古巴當前緊缺物資包

括雞蛋、面粉、雞肉和肥皂等生活用品，

國營商場門口排長隊，貨架上的商品越

來越少。

古巴國內貿易部長貝齊· 迪亞斯告訴

國有媒體，配給供應制壹方面為防止民

眾因恐慌而囤積物資，另壹方面旨在打

擊惡意囤貨的不法分子。

古巴遭受美國長期貿易禁運封鎖，

60%以上食品依靠進口，傳統盟友委內

瑞拉局勢變動致使對古巴援助減少，令

古巴經濟更加困難。

依據配給供應，古巴限購雞肉、肥皂

等商品，而雞蛋、大米、豆子和香腸需要

按月定量、憑票供應。迪亞斯說：“我們

的任務是挫敗美國政府施壓的所有（制

裁）措施，我們分得清輕重緩急。”

壹些古巴民眾，尤其低收入和退休

群體，無力購買黑市高價商品，得知政

府推出最新舉措松了壹口氣。

迪亞斯說，迫於美國政府壓力，從

美國生產商進口食品越來越復雜，導致

古巴從海外采購的生活必需品價格更高、

進口程序更復雜。“限購會確保公平分

配，惠及絕大多數人，避免囤貨”。

【不得已】
伊麗莎白· 奧爾特加現年72歲，退

休金是唯壹收入來源。她告訴路透社記

者：“對那些急需幫助的古巴民眾，這

些(配給)措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國家面臨艱難時刻，這是正確決

定，”56歲的煙廠女工拉薩拉· 加西婭告

訴美聯社記者，“不這麼做，就會（有

人）囤積。”

壹些民眾對國家經濟表達擔憂。

32歲的伊奧斯瓦尼· 佩雷斯· 羅德裏

格斯在首都哈瓦那經營壹家小商店，認

定臨時配給“只能救急”，不能從長遠

解決問題，“這個國家自身生產能力太

弱，因而極度缺錢”。

發布配給政令前，古巴壹些地區已

經限購。內貿部長正式宣布後，各地將

統壹配給標準，向全國1100萬民眾定量

供應生活必需品。

迪亞斯提供部分數據，描述當前物

資緊缺現狀：古巴日均消費雞蛋570萬

枚，而3月日均產量480萬枚，4月510萬

枚；主要肉類消費品豬肉供應有數百噸

缺口。

迪亞斯說，“我們呼籲民眾平靜”，

古巴人可以放心，至少食用油供應充足，

“在哪兒都不會缺貨”。

【再封堵】
美國財政部對兩家外國海運企業施

加制裁，原因是它們向古巴運送產自委

內瑞拉的原油。兩家企業分別是總部設

在馬紹爾群島的季風航運公司和利比裏

亞的塞雷尼蒂航運公司。

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 姆努欽在聲明

中說，這壹決定是對委內瑞拉政府指控並

逮捕壹些反對派議員的“直接回應”，

“如果古巴繼續以軍事支持換取委內瑞

拉原油，美國將進壹步采取行動。”

美國政府、歐洲國家和壹些拉丁美

洲國家支持委內瑞拉反對派要員、“全

國代表大會”主席胡安· 瓜伊多接管政權，

取代總統尼古拉斯· 馬杜羅領導的現任政

府。

為實現這壹目標，美國政府上月向

委內瑞拉以及馬杜羅政府“盟友”古巴

和尼加拉瓜追加制裁，力圖向這三個拉

美國家施加更大壓力，以便直接和間接

作用於馬杜羅政府。

針對古巴，美國政府打破慣例，

“激活”壹項凍結23年的法案第三條，

允許美國公民向美國法院“連帶”起訴

在古巴投資的第三國企業。

古巴領導人說，雖然面臨困難，古

巴經濟結構已經多元化，與不少國家建

立經貿關系，無論如何，不會倒退回上

世紀9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

委內瑞拉重新開放與巴西邊界
巴西政府暫無回應

委內瑞拉副總統塔雷克· 埃爾· 艾薩

米宣布，重新開放與巴西的陸路邊界和

與荷蘭屬地阿魯巴島的海上邊界。

【部分邊界重開】
埃爾· 艾薩米在電視講話中說：“我

們想讓那裏成為和平的邊境。我們得到對

方確認，我方主權會得到尊重，應該由委

內瑞拉人處理的事情不會遭別人幹涉。”

委內瑞拉政府2月關閉與巴西邊界

以及與哥倫比亞交界地帶3座大橋，以

阻斷主要來自美國的“援助”物資入境

；關閉與北部加勒比海荷屬三座島嶼的

海上邊境，禁止船只、飛機通行。

埃爾· 艾薩米確認，委內瑞拉與另外

兩座加勒比海荷屬島嶼博奈爾和庫拉索

的邊界依然關閉。

巴西政府暫時沒有回應。

阿魯巴島當局在壹份聲明中說，

“不知道”重新開放邊界，沒有收到委

內瑞拉政府“正式通知”，認定“現在

開放邊界不合適”。

【鄰國擔憂安全】

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交界

地帶的3座大橋依然關閉。哥倫

比亞政府對邊境安全表達擔憂

。

哥倫比亞總統伊凡· 杜克10

日指認委內瑞拉軍方允許哥倫

比亞反政府武裝在邊境活動。

哥倫比亞壹家媒體9日晚刊

登壹份據信由委內瑞拉軍方領

導人簽署的文件，顯示委內瑞

拉總統尼古拉斯· 馬杜羅指示軍

方把哥倫比亞反政府武裝“哥

倫比亞民族解放軍”視為“盟友”。另

壹份文件顯示，委內瑞拉軍方曾向這壹

武裝提供爆炸物。

“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是哥倫比

亞境內現階段唯壹反政府武裝，現有成

員大約2000人。哥政府尋求與這壹武裝

啟動和平談判。

針對這篇報道，杜克在哥倫比亞首都

波哥大的記者會上說：“我們不會允許邊

境成為民族解放軍的避難所。”

委內瑞拉外交部長豪爾赫· 阿雷亞薩

隨即作出回應，指認杜克“誹謗”，敦

促他“管好分內事”。

委內瑞拉反對派要員胡安· 瓜伊多在

社交媒體“推特”寫道，他與杜克談過

“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承諾配合哥

方防止這壹武裝發動襲擊。

作為全國代表大會主席，瓜伊多要

求馬杜羅下臺，今年1月23日自行宣布

就任“臨時總統”，獲得美國、哥倫比

亞等國政府承認。他4月30日主導壹場

小規模兵變，遭挫敗。

委內瑞拉政府2月斷絕與哥倫比亞

的外交關系。

黑猩猩越來越“笨”？
德國學者：各種技能在失傳

綜合報導 德國進化人類學

和生物物種多樣化研究人員發

現，受人類活動沖擊，非洲的

黑猩猩社群文化行為在退化，

而人類足跡較少的地區則沒有

這種現象。

據報道，野外觀察和實驗室

研究都發現，黑猩猩在覓食、取

水和交流溝通和使用工具等方

面具備壹定技能，這些技能在

黑猩猩社群內代代傳承。

不過，德國科學家經過長期

跟蹤研究發現，黑猩猩這些代代

相傳的文化行為，非但沒有演進

上升，反而在退化，也就是說黑

猩猩族群的文化多元性在減退。

研究顯示，在人類活動影

響較大的區域，黑猩猩的文化

行為就出現退化或減少，且這

種文化多元性減弱跟黑猩猩族

群的其他因素無關。作為對比，

人跡罕見的地區黑猩猩的智能

行為則得到很好的保留傳承。

研究團隊為這種退化找出

了5個方面的原因，具體包括：

黑猩猩“人口”數量減少，意

味著歷代積累的知識和技能

“庫存”減少；地理分布上相

互隔離，阻礙了族群之間的信

息交流；有些黑猩猩似乎有意

識地避免或者幹脆放棄某些行

為，以免被人類發現；與人類共

享或競爭的自然資源在減少；氣

候變化導致自然資源減少。

不過，作為人類近親，黑

猩猩也不是那麼容易言敗的。

他們有足夠的智慧適應環境。

黑猩猩在與人類共存的環境

下也學會了壹些新技能，比如去

村裏打劫食物，掃蕩農田或者利

用人類的新資源為自己謀利。

據悉，這項研究覆蓋了

144個具有不同行為文化特征

的黑猩猩社群的31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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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川普長期堅稱加徵的關稅
是由中國大陸付出代價，但這個說法與最新
研究報告相反。有報告指出，美國對中國大
陸商品提高關稅的成本將 「完全」轉嫁美國
企業和消費者，使得消費價格上升且超過通
膨率。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
low）近日表示，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的關
稅，並不會如川普所言是由中方承擔 ，而是
會由美方的企業和消費者買單。

根據美國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
）最新發布的報告指出，2018年川普政府針

對中國商品調升的關稅，不僅完全轉移至美
方企業及家庭上，美中貿易戰目前對中國輸
美商品加徵的高額關稅，已造成受影響商品
漲價，漲幅超過整體通膨率。

專家更預測，如果全球兩大經濟體無法
達成協議並持續增加關稅，關稅對價格的衝
擊可能更不利美國消費者。川普若再加徵更
多關稅，將導致經濟走向衰退。這些面臨加
徵關稅的中國進口商品並未降價，而美國製
造商出於機會主義（opportunistically）的心
理，擔心與中國產品競爭不利於己，反而因
此調高自身產品價格。

關稅戰重傷美國 倒楣全在企業和民眾

（綜合報導）美國與伊朗間的緊張已達
新高，而雙方很可能都不準備眨眼。在沙烏
地阿拉伯說，有2艘油輪遭嚴重破壞後，美
伊的長期對峙似乎將演變成危機。

據《衛報》（The Guardian）與《商業
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13日報導，美伊
歷經嚴厲制裁、遏制海上原油貿易威脅，還
有美國航母戰鬥群馳赴波灣等已經夠令人頭
大的發展後，又因為美國軍方初步評估顯示
，伊朗或盟友涉嫌使用爆裂物破壞油輪，而
使雙方緊張達新高。

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報導，美國代理防長夏納翰（Patrick Sha-
nahan）向川普政府提出更新計畫，希望未來
能派多達12萬大軍赴中東，以因應伊朗可能
攻擊美軍，或加速發展核武等狀況。

而下令修訂計畫的，是由川普國安顧問
波頓（John R. Bolton）帶頭的強硬派。官員
透露，他們並未要求從陸上進攻伊朗，因為
那需要遠比這更多的部隊。事實上，波頓早
在十幾年前就力主對抗德黑蘭，但當時的總
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並沒有採納他
的意見。

要求匿名的官員說，夏納翰9日在與美
國總統川普的國安高層幕僚會議中，提報了
這項計畫。其中有幾項細節已出爐，而最高
的選項就是部署12萬大軍，但這起碼要花好
幾星期，或好幾個月才能完成。

部份接受簡報的官員對可能動員的部隊

規模感到震驚，而12萬部隊已接近美國2003
年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數目。

目前還不清楚，川普是否知道可能動員
的部隊規模，或是計畫的細節。當他13日被
問及，是否在尋求讓伊朗改朝換代時，只回
答： 「我們會看伊朗的狀況，要是他們有任
何舉動，那會是大錯特錯。」不過，川普尋
求美軍從阿富汗和敘利亞脫身，最後會不會
派這麼多美軍重返中東，還充滿了高度不確
定性。

五角大廈最近不斷在波斯灣地區增兵，
「林 肯 」 號 （USS Abraham Lincoln，

CVN-72）航母戰鬥群，還有B-52戰略轟炸
機已奉命進駐當地。五角大廈10日又宣布，
有鑑於伊朗可能攻擊中東的美國駐軍或相關
利益，因此將調動1個營的MIM-104愛國者
飛彈（Patriot），以及 「阿靈頓」號（USS
Arlington, LPD 24）兩棲船塢登陸艦馳赴波
灣。

而美國會與伊朗劍拔弩張，關係日益緊
繃，是由於川普去年5月宣布，退出美國等5
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還有德國、歐
盟2015年與伊朗簽訂，也就是一般所謂 「伊
朗核協議」的 「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並
恢復對伊朗的嚴厲制裁。

至於德黑蘭則在今年 5 月 8 日則宣布，
不再遵守其中部分規定。而外界認為，這意
味伊朗有意重啟核武計畫。

與伊朗緊張達新高 美擬派12萬大軍到中東

（綜合報導）在歐美廣泛使用的通訊軟體
WhatsApp 13日證實，部分用戶已遭駭客鎖定攻擊
，呼籲全球15億用戶趕快更新軟體。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隸屬於臉書的
WhatsApp周一證實，駭客精心策畫對WhatsApp發
動攻擊，目前已有一部分用戶遭到鎖定、攻擊，背
後策畫這些攻擊行動的據信是以色列間諜軟體公司
NSO 集團（NSO Group），WhatsApp 表示已在上
周五（10日）釋出修正軟體，呼籲全球15億用戶
趕快更新軟體。

BBC 引 述 自 英 國 《 金 融 時 報 》 （Financial
Times）指出，駭客利用WhatsApp內建的語音通話
功能進行攻擊，就算目標並未接起電話，該公司的
監視軟體已自動安裝在用戶裝置內，而且使用者後
續在通話清單內根本找不到這筆來電紀錄，也就是
說，用戶可能連自己已經遭到攻擊了都不知道。

WhatsApp 表示，內部安全團隊率先發現了這
起軟體漏洞，並在月初時向部份人權團體、安全供
應商、美國司法部分享了這項訊息。同時也指出，
這些攻擊行動具有一間私人公司的特徵，這家公司
通常和政府合作，提供政府能夠接管用戶手機系統

的間諜軟體。
《金融時報》指出，這家公司就是以色列的

NSO集團，該公司的旗艦產品是一款叫作 「飛馬
」（Pegasus）的間諜軟體，一旦駭進用戶手機，就
能蒐集用戶的語音、相機、以及所在地點等資料。
2018年10月遇害的《華盛頓郵報》異議記者卡舒
吉（Jamal Khashoggi）命案，當時就有媒體報導卡
舒吉和友人在WhatsApp的400封通訊紀錄全被沙烏
地阿拉伯政府監控，報導指沙國就是透過NSO集
團的間諜軟體駭進異議份子手機，掌握他們的言行
。

駭客事件曝光後，NSO 集團發布聲明澄清，
「NSO 科技的使用是有經過授權的，純粹基於打

擊犯罪及恐怖行動的前提下供委託政府機構使用。
」 「本身並不參與任何系統的使用」，強調是 「使
用國的情報單位及執法機構決定如何使用技術」，
NSO將調查任何系統濫用的情況，如有必要，他
們將會關閉系統。

WhatsApp 並未說明有哪些用戶已經遭到攻擊
，以及有多少人已經受到影響，僅表示可疑的攻擊
情形都是有 「高度針對性的」。

駭客入侵不留痕跡！WhatsApp籲15億用戶快更新

（綜合報導）人類汙染無所不在，連地表
最底端也不放過！一個美國探險家挑戰潛水紀
錄的過程中，在地球最深處、馬里亞納海溝的
海床上，竟然發現塑膠垃圾以及糖果包裝，不
禁令外界感嘆，連底表最深之處都可見人類垃
圾蹤跡，究竟地球上哪裡還不受污染呢？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13日報導，美

國退役海軍軍官、海底探險家維斯科沃（Victor
Vescovo）搭乘 「The Limiting Factor」抗高壓潛
水器，潛入海平面以下1,0927 公尺深的馬里亞
納海溝，打破2012年《鐵達尼號》的導演卡麥
隆（James Cameron）獨自一人駕駛 「深海挑戰
者號」（Deep sea Challenger）的 1,0898 公尺紀
錄；而人類首次探索馬里亞納海溝是於1960年

，由美國海軍退役軍官華許（Don Walsh）與瑞
士海洋學家皮卡德（Jacques Piccard）的里雅斯
特號（Trieste），當時創下10,911公尺的紀錄。

維斯科沃表示，他在馬里亞納海溝最深處
「挑戰者深淵」（Challenger Deep）上探索了4

個小時，不僅發現了是化學沉澱物的岩石露頭
、外型如蝦的大型端足類動物，也有膠袋和糖

果包裝紙，可見人類污染環境的程度。
科學家計劃研究收集回來的深海生物體內

是否有微塑膠，以了解塑膠污染的範圍。馬里
亞納海溝地處北太平洋西方海床，即近關島的
馬里亞納群島東方。其最大深度為海平面下11,
034公尺，遠勝於珠穆朗瑪峰海平面上的高度。

人類探索馬里亞納海溝破紀錄驚見塑膠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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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藝術家希金斯：對話與融合是亞洲文明血液裏的金子
綜合報導 壹個名為《我們血液裏的

金子（GOLD IN OUR VEINE）》的亞

洲文化藝術展，正在位於馬尼拉的阿亞

拉博物館展出。策展人、菲律賓藝術家

馬克· 劉易斯· 林· 希金斯（MARK LEW-

IS LIM HIGGINS）在接受記者采訪表

示，自己在亞洲各國行走幾十年，搜集

了大量有文化符號意味的藏品。他希望

以這個展覽印證亞洲各國文明“妳中有

我，我中有妳”，對話與融合是幾千來

流淌在亞洲文明血液裏的金子。

展廳被布置成壹個曲折回廊，回廊

兩側以亞洲熱帶雨林珍木搭起十數個擱

架，架上是希金斯從亞洲各地帶回的藝

術品：或是中南半島的香料、手繪；或

是印度的金飾、禮器；或是中國的

瓷器、絲綢；或是泰國、馬來西亞的手

作、銀器；或是日本的繪本、器物；也

有來自印度尼西亞諸島的神木、編織

……這些展品的造型、圖案、色彩，如

戲曲的起承轉合，將觀眾引向兩組擱架

之間的壹個個主題展覽。

主題空間圍繞希金斯的壹幅幅畫

作布置，繪畫的主角為壹系列他想象

的印度、中國、東印度群島和東南亞

諸國古代人物肖像，畫面同時又充滿

現代氣息。肖像的四周細筆描繪著亞

洲土地上的河流、古老的海上絲綢之

路、亞洲各國文字、黃金飾品、瓷器、

各種宗教符號和神靈偶像。畫作周圍、

聚光燈下，擺放著壹件件精美的藝術

品，折射出亞洲不同地區哲學、文化、

生活理念。觀眾漫步壹個個主題展區，

切身感受到亞洲各個地區文明之間的

關聯性。

亞洲音樂也是展覽的壹部分，印度

恒河古樂、泰國的佛音、中國的江南小

調、日本的能樂、東南亞諸國的情

歌……壹曲曲循環往復、無縫銜接在回

廊上空。

希金斯向記者解釋，他的繪畫，並

不註重表現個人的喜怒哀樂，人物表情

不喜不悲，如同從數千年亞洲歷史長河

裏穿越而來。他想表達的是文明的力

量，穿透時間、空間，超越了國家、民

族，甚至權力和戰爭。無論來自亞洲哪

壹個國家、哪壹個民族，從他的畫中人

物身上，都可以看見自己民族的影子，

但他又不完全屬於該民族。多元的文明

不停歇地“對話與融合”，是他對亞洲

文明整體的印象。

展覽在菲律賓首都舉辦，希金斯

希望菲律賓民眾能夠了解，菲律賓文

化融合了中國、印度、東南亞、歐

洲、美洲各種文化的基因，並歷久彌

新；希望人們從菲律賓的角度探討東

南亞的文化遺產，以及文化共享；希

望解讀菲律賓群島自身文化

特質的形成與關系。

事實上，希金斯的家族

就是文化“融合”的縮影：

他的外祖父是華人，外祖母

是菲律賓人，父親是英裔愛

爾蘭人，菲華混血的母親是

菲律賓時尚設計師。希金斯

本人出生在菲律賓，在多倫

多和紐約學習時尚藝術，曾

在多國舉辦文化藝術展。

“我非常喜歡北京，喜歡後海，

尤喜古董店。”曾經行走世界，踏訪

亞洲各國的希金斯說：“在我的眼

中，古老的也是時尚的；東西方文

明始終相互吸引、對話、融合，不曾

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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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來日本東京都內頻繁

發生地鐵塗鴉事件。日媒調查稱，其

中大部分作案者都是外國遊客。為此，日

本各鐵路公司加強防範，將采取安裝

圍欄和監控攝像頭等措施。

自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東京

都內已發生至少26起塗鴉事件。作案

人不僅惡意塗抹圖案，損壞公共設施，

還將整個“作案過程”記錄並且上傳

到社交網絡。

2019年4月初，壹位來自澳大利亞

的男性遊客剛剛入境就被日本警方扣留

，警方在他隨身攜帶的背包裏發現了多

種顏色的塗鴉噴霧和能夠切割金屬網的

螺栓切割機，以及數碼相機等物品。

事實上，這名男遊客是壹名“慣

犯”。2018年2月，壹樁在東京地鐵車

廂內發生的塗鴉案件引起日本警方的

註意。隨著調查的深入，作案人確定

是這名澳籍男子。於是，他在再次入

境日本時，被警方逮捕。

但報道稱，能夠被“人贓俱獲”的犯

案者只是極少數。大部分塗鴉的作者憑借

外國遊客的身份，可以在“作案”後迅速離開日本而避免

被追責，日本警察廳的管理層對此也無可奈何。

2020年，東京即將舉辦奧運會和殘奧會，頻頻出

現的塗鴉事件給日本的安保系統敲響了警鐘。日本各

鐵路公司提高警惕，東京地鐵加強了圍欄設施，以防

止別有用心的人侵入。JR東日本則要在2020年東京奧

運會之前，給所有車輛的車廂內安裝監控攝像頭。

東京奧運會門票開搶
首日逾130萬人訪問售票網站

綜合報導 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抽

簽購票申請工作開始受理。截至當天下

午5點，共有130萬人訪問網站，壹度造

成網站難以登錄。

據報道，這是東京自1964年舉辦奧

運會以來，時隔半世紀再次迎來體育盛

會。

抽簽購票申請手續必須通過電腦或

智能手機等完成。在集中訪問時，網站

引導人們進入“等候室”，會顯示排隊

人數及預想等待時間。9日高峰時期有

18萬人訪問，最長等待約2小時。申請

受理的截止日期為5月28日，申請順序

不會影響當選概率，抽簽結果將於6月

20日公布。

購票申請的對象包括奧運會開幕式

和閉幕式，以及32個比賽項目的門票。

根據購票者所選擇的座位種類，畫面會

顯示相應的金額。

購票者可以申請第壹和第二意願

兩種候選票，每種最多可申請30張。

經過抽簽，兩種票合計最多可抽中 30

張。

報道稱，票價最高的為開幕式 A

席，為 3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6萬

元）。在競技方面，票價最高的為田徑

項目A席，為13萬元（約合人民幣8000

元）。此外，遊泳、柔道及體操等比賽

因觀戰時無需受酷暑影響，也廣受大眾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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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機場成功試飛巨無霸
跑道適用所有機型 料9月30日正式運營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將於今年9月30日正式
投入運營，這座機場主是繼北京首都國

際機場、北京南苑機場後的第三個客運機場，
投產後到2019年冬航季預計日均起降航班370
架次左右，到2020年冬航季預計將達到日均起
降810架次左右，到2021年冬航季預計達到日
均起降1,050架次左右，預計旅客吞吐量達到
4,500萬人次。到2025年旅客吞吐量預計7,200
萬人次，遠期規劃旅客吞吐量1億人次以上。

中國首見4跑道同試飛
13日試飛的飛機是內地各大航空公司“王

牌機型”，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馮正霖乘坐南
航試飛航班，對成功試飛表示熱烈祝賀，並與
機組成員在機下合影。A380是所有飛機中對
機場跑道長度、跑道寬度及道面強度要求最高
的，該機型長度73米，翼展79米，裝配4台發
動機，兩層客艙總面積達到550平方米，相當
於3個網球場，共設506個座位，最大飛行距
離可達1.5公里，有“空中巨無霸”之稱。

民航業內人士表示，今次A380成功試
飛，標誌着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達到機場保障等
級要求最高的4F級，能夠成功保障民航業內
各種機型的安全起降，顯示出大興國際機場作
為亞洲最大機場的巨大潛能和優勢。

南航試飛機組責任機長張弢是南航飛行總

隊A380機型飛行師，他表示整體試飛過程平
穩、順暢，航路設計優化合理，各項導航及保
障設施運行順暢，完全滿足通航條件。

執飛東航A350的吳琨機長則稱大興機場
一次建成，同時進行4條跑道的試飛在中國歷
史上是第一次。此前他也飛過很多全球大型樞
紐機場，但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出眾的基礎設施
條件、龐大的機場規模堪稱世界一流，倍感震
撼的同時更為國家建設如此一流的工程而自
豪。

逾50航企欲入駐
大興國際機場採用三縱一橫的跑道佈局，

更加先進科學的跑滑佈局與航站樓結構相配
合，令飛機無論使用哪一條跑道起降，所需的
地面滑行時間都能壓縮到最短，從而最大限度
減少旅客地面等待時間。

根據計劃，大興國際機場試飛工作將分為
三個階段進行。5月13日開始進行的是基本試
飛，主要測試機場的一般保障情況。8月將開
展機場低能見度專項試飛，爭取使大興國際機
場低能見度運行能力達到世界最高水平。8月9
月將開展全面試飛，確保機場投入運行後空地
協同、順暢高效。迄今為止，已有50餘家海內
外航空公司表達想要入駐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
意願，其中港澳台及外國航空公司30餘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理 北京報道）大興國際機場
投入正式運營腳步漸近，中
國民航局此前明確了北京大
興國際機場轉場投運計劃。
其中，南航、東航集團相關
航空公司以及首都航、中聯
航轉場至北京大興國際機
場。民航局有關負責人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介紹說，雖然
目前新機場航班計劃未定，
但轉場至大興的航企包括東
航、南航都有北京香港航線
經營許可。未來，搭乘東航
和南航從香港出發飛往北京
乘客將落地在大興。

中聯航擬“一夜轉場”
作為大興機場排名第一

的主基地航空公司，東航目
前已制定了快速轉場的方
案。其中，東航旗下的中國
聯合航空公司將在大興機場
開航時完成“一夜轉場”，
50多架飛機、4,000多名員
工從南苑機場轉場到大興機
場，成為首家整建制進駐、
首家運營的航空公司。東航
除了京滬快線以外在北京的
航線也將快速平移，預計在
2020年3月底前全部轉場大
興。

廈航計劃成首日執飛航企
與此同時，廈航旗下的河北航亦

將在2019年成為大興機場“首批進
駐，首日執飛”的航企；廈航定於
2020年3月一次性轉場至大興機場。運
力投放上，廈航2020年將在大興機場
投入運力17架；2025年計劃投入30
架，包括河北航、江西航在內，總共
投入50架左右運力。

東航方面透露，航線規劃上計劃在
大興機場打造“四進四出”的航班波，
把天合聯盟成員航空公司、國內外合作
夥伴航空公司飛往大興的航線納入航班
銜接規劃。預料到2025年，東航將在大
興機場投入飛機180架至200架。

南航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擁有
40%的時刻資源，未來將承擔北京大興
國際機場40%航空旅客業務量。按照
發展規劃，到2025年，南航預計在北
京大興國際機場投入飛機超過200架，
日起降航班超過900班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13日迎來首次真機試飛，

上午9時 29分起，從首都機場起飛的南航

A380、東航A350-900、國航B747-8以及廈

航B787-9陸續順利降落在西二、東一、西一

跑道，標誌着大興國際機場的工作重心由基

礎建設轉向了準備投運通航。其中，有“空

中巨無霸”之稱的A380試飛成功，標誌着大

興國際機場達到機場保障等級要求最高的4F

級（即可供空巴A380等四發遠程寬體超大客

機起降），充分顯示出其巨大潛力。

■■44架大型客機架大型客機1313日依次在大興機場跑道上降落日依次在大興機場跑道上降落，，
標誌着北京大興機場完成首次真機驗證標誌着北京大興機場完成首次真機驗證。。 新華社新華社

南
航
東
航
京
港
線
料
移
師
大
興

跑道數 旅客吞吐量 通航機場

首都機場 3 1億98萬人次 314

南苑機場 1 651萬人次 81

大興機場 4 遠期規劃超1億人次 未知

濱海機場 2 2,359萬人次 184

正定國際機場 2 1,133萬人次 93

北戴河機場 1 50萬人次 21

寧遠機場 1 60萬人次 8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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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零售商拓展網上銷售渠道
零售商

屈臣氏

裕華國貨

莎莎

卓悅

UNIQLO

永安百貨

網上銷售策略
2012年至2020年間投資合共10億港元推行數碼轉型，設立數碼體驗
及會員計劃，同時成立DataLab數據科學團隊，分析來自集團全球1.3
億名會員數據。

本地購物享免費送貨、以海外華僑為網購推廣對象。

設有官方購物網頁、購物應用程式App，加快數碼化及發展資訊科技，
利用大數據掌握顧客需求，以便制定更理想的產品策略。

設有官方購物網頁、購物應用程式App，旗艦店進駐多個電子商貿平台
例如天貓全球、網易考拉等。

去年12月初推出港澳官方網絡旗艦店，下單後24小時內可取，可選擇
到指定門店自提商品。

推行為期3年的數碼轉型項目，去年中已踏入最後階段，去年4月推出
Wing On Rewards顧客獎賞計劃和手機App。

與O2O“大纜都扯唔埋”的老牌國產百貨公司裕華國貨，近
年大玩中國傳統文化，舉行康樂棋擂台爭霸戰，又舉辦書法

比賽，喚醒年輕一代對中國文化興趣之餘，同時為老牌百貨公司
注入新動力，塑造新形象重新打入年輕人市場。現年32歲的第三
代接班人、裕華國貨董事總監余偉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裕華國貨近年積極轉型、將品牌年輕化，同時開拓網上銷
售，實行線上、線下雙管齊下，以應對零售業未來不明朗因素。

網上商店助吸海外客源
對於香港零售業近年增長放緩甚至倒退的情況，身兼香港

零售管理協會委員會成員的余偉傑認為，今年經濟大環境變化
因素多，但他仍抱審慎樂觀態度，認為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可為
香港帶來更多遊客，帶動香港零售消費。
與此同時，余偉傑留意到近年內地遊客的消費模式已有改

變，“由以往多購買奢侈品、名貴藥材作送禮，轉變為現在以
自用為主，消費金額的確是較以往減少。”
為開拓更多銷售渠道，裕華國貨於2017年開設網上商店，

余偉傑解釋，“海外華僑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的外國
人，對優質的國產貨有興趣和需求，例如藥材或工藝品等，網
上商店可以開拓海外客戶群生意。”余偉傑期望實行線上、線
下雙管齊下發展。
被問及網上商店競爭大，余偉傑表示，裕華國貨的網上商

店以內地優質食品、中成藥、藥材和保健產品為主，該類產品
在網上市場來說具有獨特性，而且本地客於網上購物可享免費
送貨，以提升競爭力。

永安先施新招搶年輕客
除裕華國貨積極轉型之外，香港其他老牌百貨也利用數碼

化轉型增加銷售渠道。歷史悠久的永安百貨，在香港已經營超
過110年，為了促進轉型及提升顧客購物體驗，正進行一個為期
3年的數碼轉型項目，現已踏入最後階段。
該公司去年4月推出Wing On Rewards手機App，實行會員

制，會員於永安百貨和永安網店消費，可以獲得電子積分並可
換取電子現金券，利用此方法作推廣和留客。
另一香港老牌百貨公司先施百貨，在港經營已有118年歷

史，為香港首家華資百貨公司，歷史與永安百貨不相伯仲。先施
百貨近年也塑造品牌年輕化，先施於2013年在分店上有大動作，
南豐集團收回南豐大廈4層總店之後，先施搬到附近的上環李寶
椿大廈地下營業。該公司又租用旺角瓊華中心1至3樓，打造成
Sincere MK店。同時，先施又重新進駐銅鑼灣，租用波斯富街寶
榮大樓兩層樓面，並以新系列Sincere CWB新形象示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近年
網上購物大行其道，各傳統零售商除開拓
實體零售分店之外，也紛紛投放資源開設
網上購物渠道，搶攻網上銷售市場。

屈臣氏8年斥10億數碼化
其中以屈臣氏集團最揼本，早前公

佈預期在2012年至2020年間投資合共
10億元（港元，下同），以推行數碼轉
型。屈臣氏集團董事總經理黎啟明曾表
示，不是投資10億元之後就停，會持續
投資在數碼化方面。
屈臣氏集團首席營運總監倪文玲在

一次分享時亦指，自2011年開始感受
到科技對零售的衝擊，社交媒體和移動
科技改變了顧客如何在店內購物及公司
如何分享產品資料等，“從前屈臣氏的
唯一競爭對手是實體店，現在所有人都
是競爭對手。”
因此，該公司除了與時並進開設網

店外，更大打科技戰。集團2011年起大
舉投資電子商貿；2015年成立電子商貿
團隊eLab，發展電商及數碼營銷；2017
年進一步發展大數據，建立數據分析及
機器學習的新技術；2018年又成立Dat-
aLab數據科學團隊，分析來自集團全球
1.3億名會員的數據。

莎莎卓悅進駐各電商平台
香港其他的零售商亦大力數碼化。

莎莎及卓悅這兩間香港化妝品零售及批
發集團，近年也積極開拓網上銷售平
台。
截至去年9月底中期業績，莎莎電

子商貿業務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
4.6%至1.85億元，當中來自天貓、網易
考拉、小紅書、京東等第三方平台的銷
售額按年增長逾1.2倍。該等第三方電子
商貿平台佔莎莎電子商貿業務銷售額逾
50%。莎莎指，會投放更多資源，發展
現有的第三方平台業務，而該集團現正
合併其電子商貿網站至全新中央系統，
以提升處理效率。
卓悅去年於香港及內地市場的網上

零售銷售額按年增長9%，去年該集團投
放於數碼媒體宣傳成本增加4.3%，卓悅
的旗艦店同樣已進駐多個電子商貿平台。

■■倪文玲表示倪文玲表示，，社交社交
媒體和移動科技改變媒體和移動科技改變
了顧客如何在店內購了顧客如何在店內購
物的習慣物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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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華擁抱新科技 力谷數碼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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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近年裕華國貨
大玩中國傳統文化，舉行康樂棋擂台爭霸戰，又
舉辦書法比賽，以及出品大玩食字的自家品牌養
生茶，都是余偉傑與一班年輕團隊的主意，目的
是將裕華國貨品牌年輕化，在傳統國產百貨公司
的基礎上，注入新一代活力。
功夫不負有心人，近年裕華國貨積極轉型已漸

見成效。余偉傑透露，“藉着舉行康樂棋擂台爭霸
戰、書法比賽等，近年給予更多年輕人認識我們的
國產百貨。去年舉辦第一屆康樂棋擂台爭霸戰反應
踴躍，吸引不少年輕人報名參加，連帶我們的康樂
棋套裝銷情也暢旺，所以今年譽滿歸來舉辦第二

屆，我期望透過不同具有傳統中國文化特色的活
動，增加外界對裕華國貨知名度。”

盼續增海外客生意
以營業額來計算，裕華國貨有70%為香港本地

客、30%為遊客，余偉傑期望將遊客比例提升至
50%。“因為訪港遊客如中東、日本和韓國客等，
對中國文化充滿濃厚興趣，例如我們佐敦總店4樓
設有茶藝廳，經常有外國遊客慕名來品茗，希望從
中了解更多中國傳統茶藝歷史和飲茶文化。”裕華
國貨有不少傳統工藝品，余偉傑期望通過對遊客推
廣中國文化，加深對裕華國貨的品牌認識。

事實上，遊客對中國傳統工藝品的熱衷程度，
成為裕華國貨業務增長動力來源之一，余偉傑舉例
說，“曾經有一位非洲國王，透過入住的酒店聯絡
我們，想到裕華國貨買一些人參，又試過有中東油
王來我們的總店，買傳統工藝品回國做手信。如這
些特別的消費需求，我們都可以滿足到外國遊
客。”故此，余偉傑表示未來會在海外多加宣傳裕
華國貨的品牌，讓更多海外遊客認識。
至於本地消費方面，余偉傑稱本地客對於一

些在市面較難找到的傳統中國服飾有需求，如年
輕人對旗袍和長衫會有興趣，他期望提升年輕人
對裕華國貨認知度，塑造品牌年輕化。

巧用中國文化 注入年輕元素

內地淘寶網的“雙11節”的成交額由2009

年開始時只有5,200萬元（人民幣，下同），到

2018年已增至2,135億元，十年增長4,104倍，

讓世人認識網購的厲害，也讓傳統零售商人人自

危。在香港，零售業除越來越受電商的影響外，

低迷的市道也逼迫零售業應變，擁抱新科技成了

其中一條出路，即使是老牌如國產百貨公司裕華

國貨，也要搞O2O（線上到線下），其他如屈臣

氏、卓悅等連鎖店更大力投入數碼營銷，鞏固及

搶佔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裕華國貨佐敦總店設有茶藝廳，
經常有外國遊客慕名來品茗，希望
從中了解更多中國傳統茶藝歷史和
飲茶文化。 記者曾慶威 攝

◀余偉傑指，裕華國貨近年積極開
拓網上銷售，實行線上線下雙管齊
下。 記者曾慶威 攝

傳統百貨創新創新 國貨公司O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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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結束的河南省最
大規模的投資貿易洽談會
上，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
海外倉集團的展位以及工作

人員Vincent，他表示，該集團原本是做鋼材
貿易的，受惠於國家政策對中小企業拓展海
外市場的扶持以及河南跨境貿易紅利，該集
團目前已經轉型做海外倉。

中小企可參與聯合國採購
在展會現場，不僅有當地企業諮詢，更

有來自匈牙利、泰國等國家的客商詢問公司
業務。Vincent告訴記者，用非常簡單的話來

總結海外倉的業務就是讓中國的產品想賣到
哪裡就賣到哪裡。“鄭州作為全球商品集散
地的優勢越來越凸顯，這裡不僅有同往歐洲
的班列，也有空中絲綢之路，還有大力扶持
的網絡絲綢之路，這三條絲綢之路把鄭州的
區位優勢發揮到了極致。我們也希望能夠在
此波貿易熱潮中，分得一杯羹。”Vincent告
訴記者，該集團有一塊重要業務是推進中小
企業參與聯合國採購。“讓企業不出國門獲
得直接參與聯合國採購競標投機遇。”該項
業務對河南不少企業來說都極具吸引力。來
自南陽的艾絨家紡便希望能夠通過一個有效
的平台讓自己的產品“走出去”。

據聯合國數據顯示，從2005 年到2016
年，聯合國採購從中國企業採購佔比不到
1.3%，但每年採購的“中國製造”卻佔採購
總額的20%至30%，甚至更高。“這意味着
很多中國產品是通過國外代理商被聯合國採
購的，中間差價都被代理商賺走了。”

“目前河南省正在大力扶持中小企業走
出去，在減稅、渠道等方面都給予極大的支
持。”據河南省商務廳廳長張延明介紹，2018
年，河南省全省進出口5,513億元（人民幣，
下同），居全國第11位，其中出口3,579億
元，位居全國第8位，中西部第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現在鄭州可以說是中部地區進口車的
集散地了。”韓躍峰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以前你訂一台進口車，得等上半
年時間，現在最快一個月時間就能搞定。”
與天津港的進口車坐輪船漂洋過海來港口不
同，來鄭州的進口車全部都要坐鄭歐班列，
一輛進口車最快兩三天通關、通檢，之後就
可以到消費者手中。

負責鄭州國際陸港汽車口岸具體業務的
寧中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陸港公司在德
國成立分公司，專門同歐洲大的汽車供應商
進行談判。進口到鄭州的歐洲車，比其他港
口便宜。

班列食品承包廚房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除了整車進口

口岸外，依託中歐班
列（鄭州）物

流通道帶

動糧食、肉類、木材、水果、郵政等口岸相
繼落戶鄭州，目前，鄭州已經成為全國功能
性口岸最多的城市，初步形成較為完善的現
代口岸體系。

韓躍峰笑言，鄭歐班列的食品幾乎承包
了他家的廚房，從全家喝的牛奶到炒菜用的
橄欖油，都是成箱地買。“有時候還會買去
送人。我也經常出國，以前出國都是大包小
包地買，現在工作的地方就有，想吃什麼隨
時買。”

如今，穿梭在陸上絲綢之路的鄭歐班列
則將鄭州拉向世界，班列從開始每月一班，
到現在每周9去9回，集貨範圍從500公里到
1,500公里，運行時間從最初18天到如今最
快12天。不僅縮短了河南與世界的距離，還
改變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方式，為河南省帶來
了發展的新動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鄭歐進口商品體驗中心
看到，來自各個國家的商品琳琅滿目，擺滿了
貨架，有伏特加、葡萄酒、白蘭地、飲料、果

汁、肉類產品、牛奶、酸奶、意
粉、蜂蜜、柚子茶、麥
片、巧克力、薯片、餅
乾、海苔等，主要
是以食品為主，
價格也不高。來
源國主要是德
國、烏克蘭、法
國、意大利、西

班牙、比利時、荷
蘭、白俄羅斯、波蘭等。

鄭州國際陸港開發建
設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于
大磊介紹道，鄭歐班列的

戰略是“運貿一體化”，通過直採直購與歐
洲、中亞等生產廠家和公司直接合作，真正
地把國外超市搬到國內。

“除此以外，陸港公司還開設了‘班列
購’電商平台”，于大磊進一步透露，通過
線上網絡、線下實體店等多種渠道，使全國
民眾足不出戶，便可買到特色進口商品，享
受“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果。

各國使團到訪求合作
于大磊說，對於陸港公司而言，鄭歐班

列是通往“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交通工
具，在完善交通路線與班次的同時，他們要
做的是真正走進這些國家和地區，“交新朋
友，開展新的業務。”

“在沒有鄭歐班列之前，白俄羅斯的牛
奶幾乎沒有來過中國。如今通過我們公司都
是大批量採購，在鄭州也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白俄羅斯的牛奶了。”鄭州國際陸港負責採
購的郭宗強表示，“現在鄭歐班列在白俄羅
斯特別有名，班列給他們帶去了新的業務，
他們自然也很高興。”

如今，鄭歐班列的朋友圈越來越大。截
至目前，歷經五年的發展，鄭歐班列多線路
多目的地的集疏網絡已經形成遍佈歐盟和俄
羅斯及中亞地區30個國家130個城市，境內
合作夥伴達3,000多家，境外合作夥伴達800
多家。

河南省依靠鄭歐班列大通道優勢在國外
引起較大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紛紛
派使團和經貿團代表到河南尋求合作機會，
友好城市數量不斷增加，高層互訪不斷加
深。最近匈牙利國家貿易署駐中國（鄭州）
辦事處就落戶了鄭州國際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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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都說河南鄭州是火車拉來的城市。有“鋼鐵駝隊”之稱的中

歐班列讓中歐企業和消費者都真正享受到了“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實惠

與便利，不少人乘這趟從鄭州開往德國漢堡的班列東風做起了新業務，比如開設電商平

台，線上線下多渠道銷售進口產品，讓全國消費者足不出戶便能享受到“帶路”建設的成果。1985年出生的韓躍

峰是鄭州歐之星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從做汽車維修、新車銷售，到如今將整個公司都搬遷至鄭州國際陸港做整

車進口業務，韓躍峰說，“這叫大樹底下好乘涼。”

中歐班列中歐班列故事故事之之
鄭歐班列鄭歐班列

 &

▶▶ 韓躍峰在介紹進韓躍峰在介紹進
口整車的特徵口整車的特徵。。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蕊記者劉蕊攝攝

■■鄭歐商城進口商品體驗鄭歐商城進口商品體驗
中心商品琳琅滿目中心商品琳琅滿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攝攝

鄭歐班列路線鄭歐班列路線

鋼企轉型海外倉享紅利

■從鄭州站始向德國漢堡的
鄭歐班列。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中歐班列（鄭州）歐洲線路
每周開行去程九班、回程九班，
其中亞線路、東盟線路實現常態
化開行。

除此之外，中歐班列（鄭州）
還是國內唯一實現往返高頻次均
衡對開的班列；是國內唯一實現
長運距（10,000公里以上）國際
冷鏈業務常態化的班列；國內唯
一實現境內境外全程“門到
門”、“一單制”服務的平台公
司；國內唯一自主產權班列業務
全線上操作綜合服務信息平台；
單位集裝箱運營成本最低；國內
唯一直接與全程沿線國家鐵路直
接合作（無中間代理）的中歐班
列操作平台公司。

鄭歐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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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機場成功試飛巨無霸
跑道適用所有機型 料9月30日正式運營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將於今年9月30日正式
投入運營，這座機場主是繼北京首都國

際機場、北京南苑機場後的第三個客運機場，
投產後到2019年冬航季預計日均起降航班370
架次左右，到2020年冬航季預計將達到日均起
降810架次左右，到2021年冬航季預計達到日
均起降1,050架次左右，預計旅客吞吐量達到
4,500萬人次。到2025年旅客吞吐量預計7,200
萬人次，遠期規劃旅客吞吐量1億人次以上。

中國首見4跑道同試飛
13日試飛的飛機是內地各大航空公司“王

牌機型”，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馮正霖乘坐南
航試飛航班，對成功試飛表示熱烈祝賀，並與
機組成員在機下合影。A380是所有飛機中對
機場跑道長度、跑道寬度及道面強度要求最高
的，該機型長度73米，翼展79米，裝配4台發
動機，兩層客艙總面積達到550平方米，相當
於3個網球場，共設506個座位，最大飛行距
離可達1.5公里，有“空中巨無霸”之稱。

民航業內人士表示，今次A380成功試
飛，標誌着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達到機場保障等
級要求最高的4F級，能夠成功保障民航業內
各種機型的安全起降，顯示出大興國際機場作
為亞洲最大機場的巨大潛能和優勢。

南航試飛機組責任機長張弢是南航飛行總

隊A380機型飛行師，他表示整體試飛過程平
穩、順暢，航路設計優化合理，各項導航及保
障設施運行順暢，完全滿足通航條件。

執飛東航A350的吳琨機長則稱大興機場
一次建成，同時進行4條跑道的試飛在中國歷
史上是第一次。此前他也飛過很多全球大型樞
紐機場，但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出眾的基礎設施
條件、龐大的機場規模堪稱世界一流，倍感震
撼的同時更為國家建設如此一流的工程而自
豪。

逾50航企欲入駐
大興國際機場採用三縱一橫的跑道佈局，

更加先進科學的跑滑佈局與航站樓結構相配
合，令飛機無論使用哪一條跑道起降，所需的
地面滑行時間都能壓縮到最短，從而最大限度
減少旅客地面等待時間。

根據計劃，大興國際機場試飛工作將分為
三個階段進行。5月13日開始進行的是基本試
飛，主要測試機場的一般保障情況。8月將開
展機場低能見度專項試飛，爭取使大興國際機
場低能見度運行能力達到世界最高水平。8月9
月將開展全面試飛，確保機場投入運行後空地
協同、順暢高效。迄今為止，已有50餘家海內
外航空公司表達想要入駐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
意願，其中港澳台及外國航空公司30餘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理 北京報道）大興國際機場
投入正式運營腳步漸近，中
國民航局此前明確了北京大
興國際機場轉場投運計劃。
其中，南航、東航集團相關
航空公司以及首都航、中聯
航轉場至北京大興國際機
場。民航局有關負責人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介紹說，雖然
目前新機場航班計劃未定，
但轉場至大興的航企包括東
航、南航都有北京香港航線
經營許可。未來，搭乘東航
和南航從香港出發飛往北京
乘客將落地在大興。

中聯航擬“一夜轉場”
作為大興機場排名第一

的主基地航空公司，東航目
前已制定了快速轉場的方
案。其中，東航旗下的中國
聯合航空公司將在大興機場
開航時完成“一夜轉場”，
50多架飛機、4,000多名員
工從南苑機場轉場到大興機
場，成為首家整建制進駐、
首家運營的航空公司。東航
除了京滬快線以外在北京的
航線也將快速平移，預計在
2020年3月底前全部轉場大
興。

廈航計劃成首日執飛航企
與此同時，廈航旗下的河北航亦

將在2019年成為大興機場“首批進
駐，首日執飛”的航企；廈航定於
2020年3月一次性轉場至大興機場。運
力投放上，廈航2020年將在大興機場
投入運力17架；2025年計劃投入30
架，包括河北航、江西航在內，總共
投入50架左右運力。

東航方面透露，航線規劃上計劃在
大興機場打造“四進四出”的航班波，
把天合聯盟成員航空公司、國內外合作
夥伴航空公司飛往大興的航線納入航班
銜接規劃。預料到2025年，東航將在大
興機場投入飛機180架至200架。

南航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擁有
40%的時刻資源，未來將承擔北京大興
國際機場40%航空旅客業務量。按照
發展規劃，到2025年，南航預計在北
京大興國際機場投入飛機超過200架，
日起降航班超過900班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13日迎來首次真機試飛，

上午9時 29分起，從首都機場起飛的南航

A380、東航A350-900、國航B747-8以及廈

航B787-9陸續順利降落在西二、東一、西一

跑道，標誌着大興國際機場的工作重心由基

礎建設轉向了準備投運通航。其中，有“空

中巨無霸”之稱的A380試飛成功，標誌着大

興國際機場達到機場保障等級要求最高的4F

級（即可供空巴A380等四發遠程寬體超大客

機起降），充分顯示出其巨大潛力。

■■44架大型客機架大型客機1313日依次在大興機場跑道上降落日依次在大興機場跑道上降落，，
標誌着北京大興機場完成首次真機驗證標誌着北京大興機場完成首次真機驗證。。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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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數 旅客吞吐量 通航機場

首都機場 3 1億98萬人次 314

南苑機場 1 651萬人次 81

大興機場 4 遠期規劃超1億人次 未知

濱海機場 2 2,359萬人次 184

正定國際機場 2 1,133萬人次 93

北戴河機場 1 50萬人次 21

寧遠機場 1 60萬人次 8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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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機場成功試飛巨無霸
跑道適用所有機型 料9月30日正式運營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將於今年9月30日正式
投入運營，這座機場主是繼北京首都國

際機場、北京南苑機場後的第三個客運機場，
投產後到2019年冬航季預計日均起降航班370
架次左右，到2020年冬航季預計將達到日均起
降810架次左右，到2021年冬航季預計達到日
均起降1,050架次左右，預計旅客吞吐量達到
4,500萬人次。到2025年旅客吞吐量預計7,200
萬人次，遠期規劃旅客吞吐量1億人次以上。

中國首見4跑道同試飛
13日試飛的飛機是內地各大航空公司“王

牌機型”，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馮正霖乘坐南
航試飛航班，對成功試飛表示熱烈祝賀，並與
機組成員在機下合影。A380是所有飛機中對
機場跑道長度、跑道寬度及道面強度要求最高
的，該機型長度73米，翼展79米，裝配4台發
動機，兩層客艙總面積達到550平方米，相當
於3個網球場，共設506個座位，最大飛行距
離可達1.5公里，有“空中巨無霸”之稱。

民航業內人士表示，今次A380成功試
飛，標誌着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達到機場保障等
級要求最高的4F級，能夠成功保障民航業內
各種機型的安全起降，顯示出大興國際機場作
為亞洲最大機場的巨大潛能和優勢。

南航試飛機組責任機長張弢是南航飛行總

隊A380機型飛行師，他表示整體試飛過程平
穩、順暢，航路設計優化合理，各項導航及保
障設施運行順暢，完全滿足通航條件。

執飛東航A350的吳琨機長則稱大興機場
一次建成，同時進行4條跑道的試飛在中國歷
史上是第一次。此前他也飛過很多全球大型樞
紐機場，但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出眾的基礎設施
條件、龐大的機場規模堪稱世界一流，倍感震
撼的同時更為國家建設如此一流的工程而自
豪。

逾50航企欲入駐
大興國際機場採用三縱一橫的跑道佈局，

更加先進科學的跑滑佈局與航站樓結構相配
合，令飛機無論使用哪一條跑道起降，所需的
地面滑行時間都能壓縮到最短，從而最大限度
減少旅客地面等待時間。

根據計劃，大興國際機場試飛工作將分為
三個階段進行。5月13日開始進行的是基本試
飛，主要測試機場的一般保障情況。8月將開
展機場低能見度專項試飛，爭取使大興國際機
場低能見度運行能力達到世界最高水平。8月9
月將開展全面試飛，確保機場投入運行後空地
協同、順暢高效。迄今為止，已有50餘家海內
外航空公司表達想要入駐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
意願，其中港澳台及外國航空公司30餘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理 北京報道）大興國際機場
投入正式運營腳步漸近，中
國民航局此前明確了北京大
興國際機場轉場投運計劃。
其中，南航、東航集團相關
航空公司以及首都航、中聯
航轉場至北京大興國際機
場。民航局有關負責人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介紹說，雖然
目前新機場航班計劃未定，
但轉場至大興的航企包括東
航、南航都有北京香港航線
經營許可。未來，搭乘東航
和南航從香港出發飛往北京
乘客將落地在大興。

中聯航擬“一夜轉場”
作為大興機場排名第一

的主基地航空公司，東航目
前已制定了快速轉場的方
案。其中，東航旗下的中國
聯合航空公司將在大興機場
開航時完成“一夜轉場”，
50多架飛機、4,000多名員
工從南苑機場轉場到大興機
場，成為首家整建制進駐、
首家運營的航空公司。東航
除了京滬快線以外在北京的
航線也將快速平移，預計在
2020年3月底前全部轉場大
興。

廈航計劃成首日執飛航企
與此同時，廈航旗下的河北航亦

將在2019年成為大興機場“首批進
駐，首日執飛”的航企；廈航定於
2020年3月一次性轉場至大興機場。運
力投放上，廈航2020年將在大興機場
投入運力17架；2025年計劃投入30
架，包括河北航、江西航在內，總共
投入50架左右運力。

東航方面透露，航線規劃上計劃在
大興機場打造“四進四出”的航班波，
把天合聯盟成員航空公司、國內外合作
夥伴航空公司飛往大興的航線納入航班
銜接規劃。預料到2025年，東航將在大
興機場投入飛機180架至200架。

南航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擁有
40%的時刻資源，未來將承擔北京大興
國際機場40%航空旅客業務量。按照
發展規劃，到2025年，南航預計在北
京大興國際機場投入飛機超過200架，
日起降航班超過900班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13日迎來首次真機試飛，

上午9時 29分起，從首都機場起飛的南航

A380、東航A350-900、國航B747-8以及廈

航B787-9陸續順利降落在西二、東一、西一

跑道，標誌着大興國際機場的工作重心由基

礎建設轉向了準備投運通航。其中，有“空

中巨無霸”之稱的A380試飛成功，標誌着大

興國際機場達到機場保障等級要求最高的4F

級（即可供空巴A380等四發遠程寬體超大客

機起降），充分顯示出其巨大潛力。

■■44架大型客機架大型客機1313日依次在大興機場跑道上降落日依次在大興機場跑道上降落，，
標誌着北京大興機場完成首次真機驗證標誌着北京大興機場完成首次真機驗證。。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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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數 旅客吞吐量 通航機場

首都機場 3 1億98萬人次 314

南苑機場 1 651萬人次 81

大興機場 4 遠期規劃超1億人次 未知

濱海機場 2 2,359萬人次 184

正定國際機場 2 1,133萬人次 93

北戴河機場 1 50萬人次 21

寧遠機場 1 60萬人次 8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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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機場成功試飛巨無霸
跑道適用所有機型 料9月30日正式運營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將於今年9月30日正式
投入運營，這座機場主是繼北京首都國

際機場、北京南苑機場後的第三個客運機場，
投產後到2019年冬航季預計日均起降航班370
架次左右，到2020年冬航季預計將達到日均起
降810架次左右，到2021年冬航季預計達到日
均起降1,050架次左右，預計旅客吞吐量達到
4,500萬人次。到2025年旅客吞吐量預計7,200
萬人次，遠期規劃旅客吞吐量1億人次以上。

中國首見4跑道同試飛
13日試飛的飛機是內地各大航空公司“王

牌機型”，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馮正霖乘坐南
航試飛航班，對成功試飛表示熱烈祝賀，並與
機組成員在機下合影。A380是所有飛機中對
機場跑道長度、跑道寬度及道面強度要求最高
的，該機型長度73米，翼展79米，裝配4台發
動機，兩層客艙總面積達到550平方米，相當
於3個網球場，共設506個座位，最大飛行距
離可達1.5公里，有“空中巨無霸”之稱。

民航業內人士表示，今次A380成功試
飛，標誌着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達到機場保障等
級要求最高的4F級，能夠成功保障民航業內
各種機型的安全起降，顯示出大興國際機場作
為亞洲最大機場的巨大潛能和優勢。

南航試飛機組責任機長張弢是南航飛行總

隊A380機型飛行師，他表示整體試飛過程平
穩、順暢，航路設計優化合理，各項導航及保
障設施運行順暢，完全滿足通航條件。

執飛東航A350的吳琨機長則稱大興機場
一次建成，同時進行4條跑道的試飛在中國歷
史上是第一次。此前他也飛過很多全球大型樞
紐機場，但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出眾的基礎設施
條件、龐大的機場規模堪稱世界一流，倍感震
撼的同時更為國家建設如此一流的工程而自
豪。

逾50航企欲入駐
大興國際機場採用三縱一橫的跑道佈局，

更加先進科學的跑滑佈局與航站樓結構相配
合，令飛機無論使用哪一條跑道起降，所需的
地面滑行時間都能壓縮到最短，從而最大限度
減少旅客地面等待時間。

根據計劃，大興國際機場試飛工作將分為
三個階段進行。5月13日開始進行的是基本試
飛，主要測試機場的一般保障情況。8月將開
展機場低能見度專項試飛，爭取使大興國際機
場低能見度運行能力達到世界最高水平。8月9
月將開展全面試飛，確保機場投入運行後空地
協同、順暢高效。迄今為止，已有50餘家海內
外航空公司表達想要入駐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
意願，其中港澳台及外國航空公司30餘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理 北京報道）大興國際機場
投入正式運營腳步漸近，中
國民航局此前明確了北京大
興國際機場轉場投運計劃。
其中，南航、東航集團相關
航空公司以及首都航、中聯
航轉場至北京大興國際機
場。民航局有關負責人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介紹說，雖然
目前新機場航班計劃未定，
但轉場至大興的航企包括東
航、南航都有北京香港航線
經營許可。未來，搭乘東航
和南航從香港出發飛往北京
乘客將落地在大興。

中聯航擬“一夜轉場”
作為大興機場排名第一

的主基地航空公司，東航目
前已制定了快速轉場的方
案。其中，東航旗下的中國
聯合航空公司將在大興機場
開航時完成“一夜轉場”，
50多架飛機、4,000多名員
工從南苑機場轉場到大興機
場，成為首家整建制進駐、
首家運營的航空公司。東航
除了京滬快線以外在北京的
航線也將快速平移，預計在
2020年3月底前全部轉場大
興。

廈航計劃成首日執飛航企
與此同時，廈航旗下的河北航亦

將在2019年成為大興機場“首批進
駐，首日執飛”的航企；廈航定於
2020年3月一次性轉場至大興機場。運
力投放上，廈航2020年將在大興機場
投入運力17架；2025年計劃投入30
架，包括河北航、江西航在內，總共
投入50架左右運力。

東航方面透露，航線規劃上計劃在
大興機場打造“四進四出”的航班波，
把天合聯盟成員航空公司、國內外合作
夥伴航空公司飛往大興的航線納入航班
銜接規劃。預料到2025年，東航將在大
興機場投入飛機180架至200架。

南航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擁有
40%的時刻資源，未來將承擔北京大興
國際機場40%航空旅客業務量。按照
發展規劃，到2025年，南航預計在北
京大興國際機場投入飛機超過200架，
日起降航班超過900班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13日迎來首次真機試飛，

上午9時 29分起，從首都機場起飛的南航

A380、東航A350-900、國航B747-8以及廈

航B787-9陸續順利降落在西二、東一、西一

跑道，標誌着大興國際機場的工作重心由基

礎建設轉向了準備投運通航。其中，有“空

中巨無霸”之稱的A380試飛成功，標誌着大

興國際機場達到機場保障等級要求最高的4F

級（即可供空巴A380等四發遠程寬體超大客

機起降），充分顯示出其巨大潛力。

■■44架大型客機架大型客機1313日依次在大興機場跑道上降落日依次在大興機場跑道上降落，，
標誌着北京大興機場完成首次真機驗證標誌着北京大興機場完成首次真機驗證。。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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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數 旅客吞吐量 通航機場

首都機場 3 1億98萬人次 314

南苑機場 1 651萬人次 81

大興機場 4 遠期規劃超1億人次 未知

濱海機場 2 2,359萬人次 184

正定國際機場 2 1,133萬人次 93

北戴河機場 1 50萬人次 21

寧遠機場 1 60萬人次 8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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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市場冷熱不均 中國旺盛全球下滑

在第31屆廣州玩具展上，香港中小企業聯合
會帶隊組織了二十餘家香港玩具廠商參

展，並專門設立了香港館。在參展的港資企業
中，不乏首次在內地參展的廠商。

作為一家融入了香港動漫設計元素的文創品
牌，香港嘩嘩星球文化娛樂有限公司便是首次參
加廣州玩具展。公司銷售經理江克強介紹，公司
目前在香港有獨立的設計團隊，主要是根據客戶
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文創及玩具產品設計，同時也
開發了自主研發設計的文創玩具。

港企：推廣香港文創設計
“公司2014年在香港成立，考慮到內地市

場潛力巨大，2017年我們在東莞設立了推廣部
門，希望能夠將香港本土文創設計元素在內地推
廣。”對於參加廣州玩具展，江克強表示，除了
希望找到合適的內地經銷商，也希望能夠與內地
電商平台開展業務合作。

記者之後通過電話聯繫該公司東莞松山湖分
部的市場總監謝偉忠了解到，嘩嘩星球選擇在東
莞松山湖高新開發區設立推廣部，是考慮到東莞
玩具生產廠商集中、產業鏈成熟，加上當地政府
對文創產業扶持力度大，“在松山湖我們的辦公
室租金都享受到減免優惠”。

謝偉忠說，目前公司的產品外銷仍佔八成，
但隨着近年全球玩具市場銷量下滑，外銷優勢不
再明顯。“這兩年公司產品的銷量基本持平，增
長緩慢，所以我們也希望通過開拓內地市場帶來

轉機。”

內企：主動對接國際市場
港企目光聚焦內地市場，無獨有偶，內地廠

商也在嘗試走向國際。汕頭市作為廣東乃至全國
玩具產業鏈的集散中心，在本屆玩具展上的參展
商中佔了近三成。宏翔工藝玩具廠便是一家在當
地扎根20年的老牌玩具廠商，公司國內部經理陳
偉文表示，廣州玩具展作為內地最大的玩具
展，公司在成立之初便堅持每屆參展。

作為一家主營青少年運動類玩具產品的
廠商，宏翔早年便在內地市場站穩了腳跟，
“過去我們在內地專業展會主要是結識海外
客戶，尤其是廣州玩具展因為時間緊挨着廣
交會，每次都能有不少海外訂單。”但被動結
識海外客戶已不能滿足公司的發展需要，2015年
宏翔在香港註冊成立分公司並設立海外銷售部，
主動對接國際市場讓宏翔近年的內外銷比例各佔
一半。“去年我們的海外銷售額約 3,000 萬
元。”他說。

電商漸成主流銷售渠道
隨着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玩具產業透明度

越來越高，陳偉文表示，往年大型採購商大單長
單一次性成交的盛況不再，中小型採購商小批量
個性化訂單需求不斷增長，這也為公司的生產線
多樣化提出了挑戰。此外，電商渠道正逐漸成為
玩具產品的主流銷售方式，宏翔自2012年進入電

商渠道至今，已有七成
以上商品通過各大電商平

台銷售，而大賣場、體育用品
店的那個傳統線下渠道正不斷縮水。

為了解內地玩具產業的新動向，也有不少香
港採購商來到廣州玩具展。在香港從事玩具設計
工作的葉先生告訴記者，自己每年都會到香港玩
具展和廣州玩具展了解最新玩具產品，“與過去
相比，近幾年內地玩具廠商的發展明顯加快，玩
具品類也呈現多元化趨勢，可以說內地和香港玩
具產業的差距已經很小。”不過他也坦言，相比
之下，內地玩具廠商在自主創新方面還不夠突
出，大多以購買熱門動漫IP版權的方式提高產品
附加值。

■■謝偉忠謝偉忠

近年內地兒童玩具市場呈現出持

續爆發態勢，數據顯示2018年內地玩

具市場零售規模約為680億元（人民

幣，下同），消費需求旺盛；但另一

方面，全球玩具市場卻呈下滑趨勢。香港文匯報記者

近日在素有“中國玩具市場風向標”之稱的廣州國際

玩具及教育產品展覽會（下稱廣州玩具展）上看到，

不少參展企業積極開拓內銷市場，其中不乏港商。同

時，內地玩具廠商在內銷市場穩定增長的情況下，也

在嘗試走向全球市場。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東報道

玩具展上，一款主打四驅車情懷產
品的玩具吸引了參觀者。“經過市場調
研，我們發現內地仍有一批數量可觀的
情懷玩家，但因為對市場前景的未知，
目前內地還沒有專門設計生產四驅車的
廠商。”深圳普贏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產品經理王茹告訴記者，公司去年正
式啟動了名為愛樂貓的國產四驅車研發
項目。

四驅車進軍校園搶客
王茹說，除了現有的玩家群體作為

潛在客戶之外，公司還通過與校園合作
拼裝活動、舉辦全國性比賽等方式擴大
市場。“四驅車需要自己動手拼裝，改
造配件，參加比賽時也需要與其他人當
面交流互動，是一項很好的運動，對現
在的青少年來說也有很多益處。”她透
露，公司從去年正式量產一款四驅車
後，已經與十餘家高校合作，零售渠道
銷量也穩定增長，“到目前不足一年時
間，我們的產品銷量已經接近千萬。”
公司已經研發設計了多款四驅車，將逐
步開始量產上市。

有着46年歷史的木質玩具品牌參展
商木玩世家則與愛樂貓的發展模式截然
相反。該公司渠道經理王平武告訴記
者，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保持了純木材質
玩具的風格，但近年隨着全球市場環境
和消費者興趣變化，公司也開始通過與
熱門影視動漫IP合作進行轉型。

純木玩具結合漫威英雄
“2015年開始，我們購買了漫威人

物形象版權，並將公司的經典系列活動
人偶與漫威英雄人物結合。”新產品形
象一經發佈即獲得良好反響，公司在海
外市場銷量快速增長，“2017年巔峰期
年銷量超過8,000萬元人民幣。”

■■愛樂貓自主研愛樂貓自主研
發的四驅車發的四驅車。。

■■木玩世家與漫威合木玩世家與漫威合
作的人偶產品作的人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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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嘩嘩星球設計
的文創產品。

拓海外拓海外內企內企 欲進來欲進來港企港企

■■廣州玩具展是行業廣州玩具展是行業
市場的風向標市場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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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竹縣湖口鄉一處農地，遭
黃姓業者違法搭建為鐵皮屋，範圍達千坪，
甚至出租牟利。新竹地檢署今天依違反區域
計畫法起訴黃男，並建請法官沒收建物，以
利未來拆除回復原狀。

檢警調查，黃姓業者在 2016 年間於湖口
鄉一處農地上，違法搭建近2000坪的大型鐵
皮屋，不僅 「農地非農用」，還出租給業者
作為倉儲使用，從中牟利，隔年被新竹縣政
府發現依違反區域計畫法開罰新台幣12萬元
罰鍰，並要求限期復原，或申請合法變更，
黃男置之不理。因黃男未改善，案件函送新
竹地檢署，追究刑責。

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許大偉在起訴書指出
，若法院輕判此案件，也未沒收建物，將無
法導正民眾對農地農用觀念，還可能誤導民
眾輕忽刑罰，鼓勵效法。因此，建請法院依

法宣告沒收，由地檢署執行科對建物及水泥
鋪面執行沒收命令，拆除違建，以利未來拆
除回復原狀

許大偉表示，農地違建違法亂象，如民
眾在農地蓋工廠、經營餐廳或蓋別墅等，也
包含工廠廢水未經處理隨意排放至農業溝渠
，污染水源及農地，事後要恢復受污染農地
，非常困難。

許大偉表示，為貫徹農地合法使用及維
護水土保持，相關單位將持續強化在各農業
區巡查，無論是整地或搭違建，未做農業使
用都將依法究辦，業者不要心存僥倖。

新竹縣政府指出，不少違章工廠設在特
定農業區，輔導就地合法化難度高，被處分
的業者僅少數遷廠或自行拆除，大多維持現
狀，縣府將持續列管，連續開罰，並鼓勵業
者遷到合法工業區。

農地違法搭千坪鐵皮屋 檢方起訴並盼宣告沒收

（中央社）媒體報導指北市 「巡邏箱電
子化系統」出現漏洞，有員警自行複製 QR
Code 「遠端簽到」遭罰。台北市警察局今晚
表示，經查違者共計5件、6人，持續檢討、
修正以防弊。

TVBS報導指出，北市巡邏箱去年全部換
成QR Code簽到，取代原本的紙本簽到，未
料推出才半年就出現漏洞。有員警將 QR
Code複製，人未到場也能遠端簽到，甚至有
人因為遲到，竄改時間 「回到過去」補簽，
通通遭市警局懲處。

對此，市警局今晚發布新聞稿表示，經
查巡邏箱電子化系統自去年 3 月 31 日推動迄
今，由所屬各外勤單位於系統稽核或現地督
導發現，違反勤務紀律者共計5件、6人，其
中包含正副主管督導不周2件、2人，已依情
節輕重核予懲處。

市警局說，為減輕基層員警負擔，同時
符合減碳節紙的警政革新政策，創全國警察

機關首例開發 「巡邏箱電子化系統」，將巡
邏箱簽巡流程電子化，改善以往紙本簽章表
的缺點。

「巡邏箱電子化系統」除有效節省巡簽
時間、節能減紙、簡化流程外，市警局指出
，它也具有完整防弊功能，假若員警擅自修
改載具時間巡簽，和系統後台時間不符，巡
簽時就會有警示通知，系統將自動列入異常
紀錄。

此外，若員警利用複製QR Code方式而
未到巡邏箱現地巡簽，系統也能比對員警巡
簽當下 GPS 點位和巡邏箱點位，並針對誤差
較大的紀錄進行檢核。

市警察局表示，系統試辦至全面上線，
每月均召開檢討會議，並依各外勤員警反映
問題及意見做滾動式檢討及修正，以優化系
統效能，並持續加強宣導巡簽正確觀念，避
免類似缺失再次發生。

北市巡邏箱電子化漏洞 警：持續檢討修正

（中央社）調查局今天舉行108年度全國獲案
毒品證物公開銷燬儀式，銷燬各類毒品共139公斤
43.45公克。調查局局長呂文忠表示，希望不法之
徒不要心存僥倖，不要挑戰政府反毒決心。

法務部調查局發布新聞稿指出，調查局自民
國82年起負責各查緝機關緝獲的第一、二級毒品
，包括海洛因、大麻、古柯鹼等計17種毒品證物
的檢驗、集中保管及公開銷燬等作業。

新聞稿提到，107年經法院判決確定，獲核發
處分命令應銷燬各類毒品計4525件，重量139公
斤43.45公克，於今天執行公開銷燬。因毒品數量
龐大，特指派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及警衛組，全
副武裝執行戒護。

銷燬儀式今天下午3時30分，在台北市北投
垃圾焚化廠舉行。呂文忠致詞時說，去年調查局
共查獲毒品淨重15公噸，重量超過102年至106年
的總和，希望透過緝毒行動與銷燬儀式告訴不法
之徒不要心存僥倖，不要挑戰政府反毒的決心。

呂文忠說，將持續與警政、海巡等機關通力
合作，以區域聯防策略整合情資、追查毒品來源
，同時與國外機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阻絕毒品
於境外，事實上近年與東南亞國家成功合作已展
現驚人成果，希望有效斷絕毒品供應鏈。

法務部長蔡清祥則表示，希望藉由公開銷燬
儀式展現緝毒成效，並提醒國人對毒害的重視，
此外，毒品不只是單純的治安問題，除了緝毒，
還需要宣導、教育各方面一起努力，並結合家庭
、社區、校園力量，一起朝向無毒家園目標努力
。

蔡清祥隨後與呂文忠、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北投垃圾焚化廠副廠長陳正守共同啟動銷燬程
序，所有毒品證物在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王金
聰、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陳智義、毒藥物
防治發展基金會董事周元華見證下投入爐內焚化
，圓滿完成銷燬作業。

公開銷燬139kg毒品 調查局：勿挑戰反毒決心

（中央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轄下三重、永和、三峽3個分局共8名員警，為爭取獎勵，在偵辦機
車竊盜案中涉嫌製作不實筆錄，新北地檢署今天上午與新北市警局督察等人員展開搜索，全案偵辦中
。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警方在去年10月間接獲情資，疑有員警為爭取獎勵，在偵辦機車竊盜案
中製作不實筆錄，經過調查後，發現三重、永和、三峽等3個分局共8名員警，涉嫌在106年5月至
107年1月，及107年5月至10月間，利用偵辦機車竊案時製作不實筆錄，疑涉犯偽造文書罪。

警察局立即報請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在今天上午9時許由警局督察、政風人員配合檢察
官同步對所屬7個單位，及已請調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派出所員警個人、辦公處所實施搜索。

警方表示，全案目前持續偵辦中，若經證實有違失，將依相關規定從嚴究辦，絕不寬貸。

（中央社）住在台南的林姓男子被控殺人去年才獲平反，台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今天表
示，林男今年1月底在台中市涉及偷車，經調閱監視器及比對生物跡證後坦承偷車，已依竊盜
罪嫌函送法辦。

四分局南屯派出所指出，林姓男子於1月27日凌晨在南屯區，將民眾停在戶外的進口車
偷走，警方接獲報案後，經調閱監視器影帶，發現車子被開往台南，於是將停在台南路邊的
車子開回台中，並從車上的飲料罐上採得生物跡證，比對是林姓男子。

警方表示，林姓男子目前住在台南一處療養院，上週警方前往療養院詢問林姓男子，林
姓男子坦承當時為了代步，臨時起意把車子開回台南，由於林姓男子坦承偷車，全案依竊盜
罪嫌函送台中地檢署法辦。

至於林姓男子先前涉及的案件，警方表示，只是依法辦案，並不清楚林姓男子先前涉及
的案件。

新北8警拚獎勵涉造假檢警同步搜索

冤案獲平反再涉偷車男子遭中市警函送法辦

長榮空服釀罷工 林佳龍長榮空服釀罷工 林佳龍：：勞資有意協商也有交集勞資有意協商也有交集
交通部長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1414日表示日表示，，長榮航空勞資雙方有意願協商長榮航空勞資雙方有意願協商，，雙方都希望交通部扮演溝雙方都希望交通部扮演溝

通平台通平台，，他也承擔起來他也承擔起來，，分別與勞資代表進行會商分別與勞資代表進行會商，，忠實轉達雙方意見忠實轉達雙方意見，，發現兩者差異縮發現兩者差異縮
小中小中，，且有交集且有交集。。

綠委挺本土豬肉產品綠委挺本土豬肉產品
民進黨立委吳焜裕民進黨立委吳焜裕（（左起左起）、）、何志偉何志偉、、林靜儀林靜儀，，1414日在立法院舉行日在立法院舉行 「「中國豬肉進不來中國豬肉進不來，，台灣發台灣發

大財大財」」 記者會記者會，，現場吃台灣豬肉乾表達力挺台灣本土豬肉產品的訴求現場吃台灣豬肉乾表達力挺台灣本土豬肉產品的訴求。。

南港郵局剩餘空間南港郵局剩餘空間 提供百床綜合式長照提供百床綜合式長照
台北市住宿式長照資源較缺乏台北市住宿式長照資源較缺乏，，衛福部和交通部衛福部和交通部1414日簽署合作意向書日簽署合作意向書，，利用南港郵局剩餘空利用南港郵局剩餘空

間設置綜合式長照機構間設置綜合式長照機構，，提供百床及提供百床及1616人的日照中心人的日照中心，，目標目標108108年年底上路年年底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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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中貿易爭端未解，雙方持續
劍拔駑張，外資持續匯出避險，今天新台幣以
31.128 元兌 1 美元作收，貶值 4.6 分，匯價連 5
貶，並創2年3個月以來新低；台北及元太外匯
經紀公司成交量為13.81億美元。

外匯交易員分析，中國昨天宣布 6 月起提
高美國價值 600 億美元輸中產品關稅，昨日美
股狂瀉，美國也不甘示弱反擊，公布對中國剩
餘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清單，雙方你來我
往，將避險氛圍推向高峰。

在外資、投信資金匯出，午後人民幣貶幅
擴大影響下，新台幣今天開高走低，繼昨天收
盤貶破31元重要心理關卡，今天一路不回頭往
31.1元兌1美元價位靠攏。

不過，由於出口商仍有拋匯需求，加上今
天台股盤中回神，跌幅明顯收斂，新台幣貶幅
未進一步擴大。

展望後市，外匯交易員說，美中貿易戰短
時間看來是難分難解，預估新台幣將持續偏貶
，不排除可能下探 31.5 元兌 1 美元，不過，由
於現在市場利多與利空交雜，大家多是且戰且
走，貶值速度應會趨緩，呈現緩貶。匯價短線
走勢主要看外資動向、人民幣走勢及美中貿易
戰發展。

新台幣今天以 31.045 元兌 1 美元開出，最
高 31.045 元、最低 31.130 元，最終以 31.128 元
作收，貶值4.6分。

新台幣連5貶創逾2年新低 外資持續匯出

（中央社）具資產題材的農林今天公告，
苗栗銅鑼2開發案獲縣政府核定完成用地變更
，其中，綜合區開發案預計興建購物中心、工
商服務及展覽館等，而住宅社區開發案則興建
住宅別墅約300戶。

農林今天公告，公司申辦 「台灣農林苗栗
銅鑼九湖段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案」，苗栗縣
政府核定完成用地變更，變更編定面積合計
15.7萬平方公尺，其中特目用地5.6萬平方公尺
，約1.7萬坪，將依開發計畫核定內容辦理，預
計可興建購物中心、工商服務及展覽館等。

農林也公告，公司申辦 「苗栗縣銅鑼鄉銅
鑼科學園區北側住宅社區開發案」，苗栗縣政
府核定完成用地變更，變更編定面積合計29.4

萬平方公尺，其中乙種建築用地6.1萬平方公尺
，約1萬8539坪，將依開發計畫核定內容辦理
，預計可興建住宅別墅約300戶。

此2大案經苗栗縣政府於2014年12月23日
核發開發許可在案，農林已陸續辦理水土保持
工程、用地變更編定，以及苗栗縣政府水保保
證金返還等事項，確認於本月全數完成辦理事
項結案。

農林是百年老字號的製茶廠，手握龐大土
地，具有資產題材，有多個開發案在手，包括
三義工商綜合區、銅科工商綜合區、銅科別墅
住宅區、魚池中明遊樂區等大型開發案，未來
可望貢獻營收。

農林2開發案核定 擬建購物中心與別墅

（中央社）網路瘋傳民眾只要節電，一年可
以領節電獎勵金新台幣 6048 元。台電澄清，若
民眾今年度用電均較去年同期省下一度電，一期
回饋約84元，一年可領回饋金至少504元。

網路謠傳台電節電登錄活動將於7月1日截
止，若民眾沒有登錄，就拿不到每個月504元節
電獎勵，等於一年少拿6048元。

台電回應，若民眾去年已經登錄節電獎勵活
動，今年就不需要再登錄。至於尚未登錄的民眾
，可以在今年 12 月 16 日前皆可登錄，並非在 7
月 1 日 截 止 ， 至 官 網 （https://tpcuip.taipower.

com.tw/savepower/）申請，或利用 1911 客服專
線語音登錄、親赴台電服務據點臨櫃申請。

台電說明，用戶只要比去年同期節省一度電
、每度即可回饋0.6元，每期至少能獲得84元的
節電獎勵金，並可直接扣抵當期電費。若是用戶
今年每期都較去年同期節電，一年至少有504元
的節電獎勵金。

台電觀察，去年共340萬戶登錄，實際有節
電的用戶共273萬戶，占整體登錄戶數約82%，
共省下13億度的電，且每期每戶平均節電量163
度，較106年平均節電量145度，多節電18度。

（中央社）金管會致力推動Bank3.0，今天再宣布鬆綁法規
，新增10項線上申辦業務，除開放存款戶申辦非約定轉帳功能
可免臨櫃申請外，也允許銀行在風險可控下，開放讓新戶線上申
請貸款。

金管會自民國104年起推動 「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3.0」，已
開放銀行既有客戶得於線上辦理存款、授信、信用卡、財富管理
、共同行銷等多項服務，並依銀行業務需要，陸續新增相關開放
項目。

金管會銀行局表示，因
應金融科技快速發展，透過
數位化增進金融服務的效率與便捷性，已請銀行公會研議，修訂
自律規範，等銀行系統完備後，預計今年第3季即可上路。

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莊琇媛表示，本次開放10項線上業務
，以授信業務開放6項最多，存款業務開放3項，財務管理業務
開放1項。其中針對授信業務方面，原本只有既有存款戶、貸款
戶（舊戶）可以線上申請無涉保證人的貸款，以及房貸、車貸的

增貸，現在也開放新戶可以在線上成立貸款契約。
另外，在存款業務方面，最讓民眾有感的是可以直接在網銀

上申請非約定轉帳功能。銀行局官員表示，以前存戶若要開通非
約定轉帳功能，只能臨櫃申請，現在也可以透過網路申請，包括
網路銀行、晶片金融卡的非約定轉帳皆可。

網傳節電獎勵金年領6048元 台電：錯誤消息

新戶可線上申請貸款金管會開放10項金融業務

挺同團體立院外集結 籲挺政院版同婚草案挺同團體立院外集結 籲挺政院版同婚草案
立法院立法院1414日針對同婚專法進行逐條朝野協商日針對同婚專法進行逐條朝野協商，，數百名挺同團體成員在場外召開記者會數百名挺同團體成員在場外召開記者會，，持持

標語看板高喊標語看板高喊 「「結合不是結婚結合不是結婚，，台灣婚姻不要一國兩制台灣婚姻不要一國兩制」」 口號口號，，力挺政院版同婚草案力挺政院版同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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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MarketBusiness & Personal Accounts 

ROCKET 88  

 

Tier 1 $0 to $24,999.99              0.28%*APY 

Tier 2 $25,000 to $99,999.99    0.88% APY 

Tier 3 $100,000 and above       2.18% APY  

 

 

 

 

 

 
 

Account Details 
• $5,000 minimum opening deposit required
• Maintain a $5,000 minimum daily balance to 

avoid the $20.00 monthly maintenance fee
• ** We impose a per withdrawal fee of $10.00 

for withdrawals in excess of six (6) per 
statement cycle.

• We impose a fee of $0.35 per deposited item in 
over 50 in a statement cycle.  

Note: Rates are guaranteed for 6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the account was opened.  Valid only at Houston 
location.  

 
Houston Loan and Deposit Production Office 

Contact: Bernie Parnell
832.802.0900

14090 Southwest Freeway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FREE ATM transactions (nonproprietary 
ATMs within the U.S.) 

 Sign up for FREE E-statements (monthly 
paper statement fee $5.00)  

 Internet banking with bill pay  

Special rate is subject to discontinue at any time. The APYs are accurate as of April 1, 2019. The minimum balance to open of these Money Market rates is $5,000. The 
APYs vary with the balance: the APY on balances of $0 to $24,999.99 is 0.2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25,000.00 to $99,999.99 is 0.88% APY, the APY for 
balances from $100,000.00 and above is 2.18%. FDIC standard deposit insurance coverage limit is $250,000.00 per depositor, per FDIC- insured bank, per ownership 
category. **Transfers/withdrawals: any transfer of funds that is initiated by pre-authorized or automatic transfer, or telephone (including data transmission) 
agreement, order or instruction or by check, draft, debit card or similar order (including Point of Sale transactions), made by the depositor and payable to third parties. 
Transfers and withdrawals made in person, by messenger, by mail or at an ATM are unlimited, but will be subject to excessive withdrawal charges.  
*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www.OneWorld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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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