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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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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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9月26日，休斯頓國際區
李蔚華區長在國際區會議室主持召開國際區
董事會午餐會，國際區董事 David Hawes，
Feroze Bhandara，Karen Loper，Thuy Thanh
Vu， Stephen Le Sr. ， Nancy Mai 博 士 ，
Owen Wang等出席。

董事會認為國際區位於休斯頓西南區亞
洲城，是一個蓬勃發展和充滿希望的多元民
族、多元文化的地區，每年州政府撥款近
170萬美元，用於國際區的基本建設，但還
沒有達到社區發展的最高點，還又一些計劃
和項目需要不斷的改進和完善。

李區長提出，在過去的十年，國際區經
濟不斷的發展，人口不斷的增加，國際區的
事務越來越多。國際區從一開始靠租用商業
購物中心的場地作為辦公用地和會議室，一

方面地處購物中心和餐飲中心，停車困難，
人員雜亂，國際區的空間發展受到限制；另
一方面國際區的區府沒有明顯的標誌，給過
來辦事的區民通過尋找門牌號碼才能找到區
府，給區民辦事造成一定的困難。
因此，國際區需要在資金有限的範圍內，動
員國際區商家的一切力量，選擇一個適合的
場地，建立國際區區府，有門牌有標誌，設
有辦公室、會議室、圖書閱覽室、新聞中心
、餐廳和停車場等。李區長的提議得到全體
董事會成員的擁護和支持，決定盡快選好場
地設立國際區區府。

會上，簿記員報告了本月國際區的開支
項目和批准的付款項目及發票；根據預算，
批准了國際區與 Hawes Hill＆Associates LLP
建築公司的更新協議，根據法律，國際區要

求建築公司提供專業性的服務；從環境與城
市設計/社區發展委員會收到社區建設計劃
的更新和建議，包括國際區綠化場地的維護
， 來 自 不 同 國 家 的 環 球 藝 術 中 心 （ Art
Globe Project）的設計和實施等；考慮與
HOPE 診所和 ASNC 合作支持 Crosswalk Art
Mural 項目；收到公共安全委員會（Public
Safety Committee）關於國際區謀殺、性騷擾
、暴力犯罪、盜竊等的消息；收到國際商業
和 經 濟 發 展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的
最新消息；收到執行主任 (Executive Direc-
tor)的報告，以支持各項舉措和服務計劃的
實施；考慮提名候選人以提交休斯敦市政府
。

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主持董事會議 商討國際區基本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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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戰機在法國境內墜毀比利時戰機在法國境內墜毀 飛行員受困高壓電線飛行員受困高壓電線
法國莫爾比昂省法國莫爾比昂省，，壹架比利時空軍壹架比利時空軍F-F-1616戰鬥機在當地墜毀戰鬥機在當地墜毀，，機上機上

共有兩名飛行員共有兩名飛行員，，他們成功逃脫飛機他們成功逃脫飛機，，目前兩名飛行員都已經找到目前兩名飛行員都已經找到，，並並
且確認存活且確認存活。。但是其中壹名在跳傘過程中被困在了高壓電線上但是其中壹名在跳傘過程中被困在了高壓電線上（（每根高每根高
壓線帶壓線帶2525萬伏電萬伏電），），另壹位則已經安全獲救另壹位則已經安全獲救。。壹名國家警察發言人表壹名國家警察發言人表
示示，，該地區居民沒有受傷報告該地區居民沒有受傷報告。。大約大約100100名警察包圍了墜機現場名警察包圍了墜機現場，，正在正在
調查發生了什麼調查發生了什麼。。據悉據悉，，當時法國和比利時正在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當時法國和比利時正在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智利舉行閱兵式慶祝獨立日智利舉行閱兵式慶祝獨立日
小奶狗成搶鏡王小奶狗成搶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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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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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日新聞工會聯合宣言 攜手摒棄假新聞

（綜合報導）埃及維權組織昨天（26日）
表示，上周末在當地至少8個城巿要求總統塞西
下台的示威，被捕人數增至近2000人，當中有
近百人是青少年。而儘管推特和社群媒體網友
大力鼓吹群眾上街，和平方式訴求總統塞西下
台。但當局已經表明，打算動用武力鎮壓。

首都開羅和數個其他省分上周五罕見爆發
示威，數百人響應流亡西班牙的商人阿里
（Mohamed Ali）的號召走上街頭。自稱曾任軍
方建築承包商15年的阿里，月初開始上傳一系
列影片，自承因政府貪腐而受益，並披露塞西
和其家族揮霍公帑追求虛榮，引爆上周末在不
同城巿的小規模示威潮。

塞西日前到美國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今
天由紐約返抵開羅，他反駁針對其指控，稱
「純屬謊言和誹謗」，又指毋須為示威感到擔

心。自從時任軍方首長的塞西（Abdul Fattah
al-Sisi）於 2013 年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權柄以來
，表達異議這種事在埃及幾乎消聲匿跡，進行
任何形式抗議活動更會陷入極端險境。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開羅
的非政府組織埃及經濟與社會權利中心（Egyp-
tian 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指出
，自從上週末罕見地爆發要求塞西下台的抗議
活動以來，已有逾1900人被捕，當中有96名青
少年。

埃及內政部昨天立場堅定表示，對於任何
破壞國家穩定的企圖都會果斷迎擊，絕不手軟

。開羅市中心早已戒備森嚴，2011年埃及革命
引爆點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週邊街道上到
處可見鎮暴警察、安全機構車輛和便衣警察。

當局周三（25）拘捕三名知名社運人士，
包括一名總統候選人的前發言人和反對派政黨
黨魁。國營地方傳媒開始抹黑示威者為企圖煽
動叛亂的叛徒。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
，安全部隊當天拘押的多位重要學者和社會賢
達，包括開羅大學（Cairo University）政治學教
授、知名專欄作家納法（Hassan Nafaa）。他24
日曾發推文說： 「繼續讓塞西絕對統治將造成
災難，這一點我毫不懷疑。他立刻下台符合埃
及的利益。」

在納法被捕之前，曾擔任埃及前軍方參謀
總長安南（Sami Anan）發言人的霍斯尼（Ha-
zem Hosny）遭到羈押。安南去年試圖與塞西競
逐總統大位後被捕。憲法黨（Al-Doustor Party
）主席達武德（Khaled Dawoud）也遭到羈押。

分析家和政治人物認為，在窮人和中產階
級經濟困境加劇的此刻，掃蕩異議人士作法反
映政府的不穩和脆弱。反對派領袖、曾經角逐
總統大位的諾爾（Ayman Nour）說： 「逮補行
動凸顯這個政權漠視埃及人民，以及它自己有
多麼恐懼。」 「因為經濟已經被他搞到一塌糊
塗，加上普遍實施政治壓迫，塞西試圖對可能
取而代之的重要將領和政治人物傳達清楚訊息
。」諾爾指出，在社會經濟情勢持續惡化的前
提下，政府採取高壓手法只會增加人民憤怒。

既然 「恐懼屏障」已經被衝破，他預期將有更
多人走上街頭。

在推特上，諸如 「挺身而出你不孤單」、
「塞西你完蛋了」、 「塞西得滾」、 「下個星

期五」等主題標籤，已吸引數以萬計推文和回
推，內容呼籲民眾以和平方式走上街頭要求塞

西 下 台 。 好 萊 塢 埃 及 男 星 阿 瑪 威 克 （Amr
Waked）的推特有將近700萬追隨者。他昨天以
阿拉伯文發推文說： 「塞西註定完蛋了…他完
了，支持他的人現在要犯下大錯了。」他並直
接對塞西喊話說： 「放聰明點，你這笨蛋。滾
，把屬於人民的還給他們。」

埃及大搜捕示威者拘埃及大搜捕示威者拘22千人千人

當局將強力鎮壓當局將強力鎮壓

（綜合報導）韓國全國新聞媒體工會和日本媒體文化情報工
會會議今天發表 「韓日兩國新聞工作者聯合宣言」，呼籲杜絕虛
假新聞，從尊重和平與人權出發實事求是報導。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韓日兩大團體在宣言中表示，歷
史遺留問題激起的政治矛盾使兩國多領域交流停擺，兩國間的距
離進一步拉大。不反省過去，就無法談論未來，不應使排斥性言
論和民族主義損害公民人權、和平和友好關係。

宣言表示，新聞工作者應盡到本分，準確、真實、自由地報

導新聞事實十分重要。
宣言說，報導新聞時將堅持事實求是，追求和平與人權受尊

重的社會，不做助長民族主義的報導，防止和平與人權被踐踏的
情況再次發生。兩大團體今後將加強合作，停止報導憎恨言論和
假新聞。

韓日外交齟齬起於南韓最高法院去年判決，日本企業必須賠
償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強制徵用的韓籍勞工，但日本主張徵用工
賠償問題已於1965年 「日韓請求權協定」簽署時解決，涉案日

本企業也拒絕賠償。
日本經濟產業省今年7月4日起對出口至南韓的半導體與顯

示器的精密科技原料包括含氟聚醯亞胺、光阻劑及蝕刻氣體等3
項關鍵電子原料加強管制。

8月28日，日本以安全問題為由，將南韓從對貿易友善國的
出口手續簡化優惠 「白名單」中剔除；9月18日，南韓產業通商
資源部表示，立即將日本移出南韓出口白名單 「戰略貨品進出口
告示修訂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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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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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國開觀光大門 民風保守恐令遊客卻步

（ 綜 合 報 導 ） 烏 克 蘭 總 統 澤 連 斯 基
（Volodymyr Zelensky）即將訪美前夕，國家安全
與國防事務委員會秘書長丹尼約克今天（27日）
突然宣布辭職，是政治素人澤連斯基被捲入美國
總統川普 「通烏門」之後，有如投下新的震撼彈
。

備 受 尊 崇 的 改 革 派 丹 尼 約 克 （Oleksandr
Danylyuk ）突然請辭，讓各界震驚，他是今年5
月上任的澤連斯基政府首位請辭的高階官員。丹
尼約克在臉書發文證實已請辭，將留任至澤連斯
基本周啟程訪美返國之後。

澤連斯基的辦公室證實此事，稱總統將於返
回基輔後鄭重考慮後續。

丹尼約克未透露請辭原因。喜劇演員出身的
澤連斯基，誓言打擊貪腐，但分析家指出，丹尼
約克應該是不滿他遲遲未與富豪老闆克羅莫伊斯
基（Ihor Kolomoisky）切割。

本周澤連斯基被捲入川普的 「通烏門」醜聞
；有指，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籍川普，曾致電澤連
斯基施加壓力，要求調查民主黨籍前副總統拜登
可能涉及的貪腐傳聞。拜登正角逐2020總統候選
人提名資格，挑戰川普的總統寶座。民主黨議員
因此發動對川普啟動彈劾。

丹尼約克曾是前總統亞努科維奇政府的財長
，在2016 年烏國最大銀行PrivatBank國有化過程
扮演重要角色。克羅莫伊斯基是 PrivatBank 的共
同創辦人，曾被控從中侵吞55億美元（1706億元
台幣）。澤連斯基的節目曾在克羅莫伊斯基旗下
電視頻道播放，而澤連斯基上任後也不顧外界反
對，雇用曾為克羅莫伊斯基工作的人馬。

克羅莫伊斯基正積極運作以作廢 PrivatBank
國有化，本月與澤連斯基會面後，向外界否認兩
人私下已達成協議，僅稱看到有共識的機會。

烏克蘭總統訪美前夕 高階安全顧問辭職

（綜合報導）要到訪保守的中東地區國家沙烏地阿拉伯並不
容易，通常只會以短期的工作簽證，或宗教原因到訪，使沙國蒙
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不過沙國當局周五（27日）宣布將會首度開
放旅遊簽證，未來外國遊客將有機會，一睹保守國度的神祕面貌
，但沙國國內的各項衣著、飲酒、社交等規定，仍可能是觀光發
展的絆腳石。

發展旅遊業是沙國王儲穆罕默德（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的改革大計之一。作為嚴格執行伊斯蘭教義的國家
，此前沙國的簽證僅對外籍工人、商業人士和前往麥加等聖地的
朝聖人士開放，去年開始開放參加當地體育及文化活動的訪客到
訪。旅遊部長哈提卜（Ahmed al-Khateeb）在聲明中表示，向國
際旅客開放沙烏地阿拉伯是國家的歷史性時刻， 「旅客將會驚訝
我們所分享的寶藏，5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以及充滿
活力的當地文化和自然美景」。

彭博引述哈提卜指出，沙國周六（28日）將向49個國家的
旅客，開放網路申請旅遊簽證系統。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出門時
要穿上黑袍，但哈提卜指沙國會放寬海外遊客的服裝限制，女遊
客不需穿黑袍，但仍要求女性旅客仍不可穿暴露衣物，要 「穿著
得體」。

除了衣著，沙烏地阿拉伯也禁止飲酒，開放旅遊簽證後，在
公共海灘等地點，觀光客同樣要遵守禁酒令。另外，沙國還有一
系列嚴格的社交限制，一直難以吸引旅客。去年一名埃及男子與
一名身穿黑袍的女同事一起吃早餐，短片在社群網站流傳後，片
中的男子被捕，因為當地法律規定，單身男女在工作場所或餐廳
內必須分開坐。沙國女性外出必須有家人陪同。儘管王儲穆罕默
德雖正積極尋求改革，希望讓國家變得更自由，包括引入新電影
院，容許男女欣賞演唱會及體育賽事等，但長期民風保守的社會
風氣，恐怕一時之間難以改變。

此外，沙烏地阿拉伯人權紀錄惡劣，有觀察家指去年有異議
記者卡修吉（Jamal Khashoggi）被殺、當局打壓女權人士，以及
本月沙國石油設施受無人機襲擊等事件，都可能令遊客卻步。

開放國際觀光，是穆罕默德2030願景計畫的核心內容之一
，希望讓國家經濟多元化，減少對石油的依賴。沙國政府近年重
點投資旅遊業，2017年沙烏地阿拉伯宣佈將紅海內50個島嶼變
為豪華度假村，在利雅德（Riyadh）附近開發 「迪士尼式」的娛
樂城吉迪亞（Qiddiya）；也發展歷史古蹟，包括世界遺產瑪甸
沙勒（Mada'in Saleh）。

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期望到2030年前，將旅遊業佔國內生產
總值的比例，由目前的3%提升至10%，同時希望屆時本地和海
外旅客訪沙國人次可以達到1億人次；旅遊業預技可創造1億個
職缺，解決年輕人高失業率的問題。

（綜合報導）傳出巴基斯坦先前利用無人機分8次把武器彈
藥運送給藏匿在印度的恐怖分子後，印度旁遮普省警方加強查緝
，今天發現一架巴基斯坦無人機因故障墜毀。

旁遮普省（Punjab）警方表示，今天在靠近印巴邊界的雅達
瑞（Attari）發現一架用於向恐怖分子空投武器裝備的無人機。
旁遮普省警察局反情報單位是在恐怖分子被告阿卡許迪帕
（Akashdeep）帶領下，在墜毀處找到無人機的。

旁遮普警方反恐部門警官辛赫（Balbir Singh）告訴 「新德里
電視台」（NDTV），由於故障，這架無人機無法返回巴國，遭
被告藏匿在雅達瑞邊境附近一個村莊稻田中。

印度8月5日宣布廢除賦予克什米爾特殊自主地位的憲法第
370條，之後印度情報單位警告，巴基斯坦軍方派出大批恐怖分

子滲透印度發動恐怖攻擊。
旁遮普警方消息人士說，由巴基斯坦操控的無人機，在9月

的 10 天中，在旁遮普省阿姆利則市（Amritsar）和塔恩塔蘭鎮
（Tarn Taran）8次空投約80公斤武器裝備給恐怖分子，包括印
度禁止民間使用的衛星電話、手榴彈和AK-47突擊步槍，直到
旁遮普省警方上週在阿姆利則發現無人機入侵。

這名人士說，巴基斯坦空投武器和裝備給藏匿在印度境內的
恐怖分子，準備讓他們在查摩與克什米爾製造事端。

警方逮捕了5名恐怖分子嫌犯，經調查，這些來自巴國的中
國製商用無人機是從距離邊界2公里的巴國境內起飛，在2000呎
（609.6公尺）高度飛行約5公里抵達定點，再降到1200呎空投
武器。

旁遮普警方22日逮捕4名錫克教分離組織哈利斯坦萬歲部隊
（Khalistan Zindabad Force）恐怖分子，起出面額總值100萬盧比
（約新台幣44萬元）的假鈔，隨後又在塔恩塔蘭鎮查扣大批武
器，逮捕第5名涉案成員。

資深警官說，這批遭查扣以無人機空投的物品中，有5部衛
星電話，嫌犯供稱，衛星電話是要交付給查摩與克什米爾的人，
因為當地行動通訊及網路中斷。

由於巴國無人機飛行速度快且低，一次運載5公斤物品，成
為躲避偵查的利器。駐守印巴邊境控制線的印度邊境安全部隊
（BSF）官員說，這類無人機要用雷達才可觀察到，且多半夜間
發射飛行，邊境安全部隊沒能力監控這種低空飛行物的行動。

巴基斯坦無人機墜毀印度 用於空投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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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利多超市抵制食物浪費
降價出售臨期食品

綜合報導 近日，荷蘭利多超市嘗試在部分食品保質期的最後壹天

，以0.25歐元的價格出售，來鼓勵顧客購買臨期的食品，以減少浪費。

並將降價措施命名為“不要浪費我，我仍然新鮮”的優惠政策。

據報道，利多超市該項優惠政策主要針對新鮮面包、肉類以及2公

斤的水果蔬菜等產品。利多超市發言人表示，因為其中包含肉類產品，

所以建議購買的消費者盡快食用或冷凍，以免變質。

利多推出該項政策後，荷蘭許多超市也紛紛支持這項避免食物浪費

倡議。荷蘭Albert Heijn超市隨後跟進，在部分門店推出了壹款“動態折

扣”計價系統，根據產品保質期、天氣、食物儲存量和歷史銷售價格等

因素，對現有產品進行實時折扣計算。意味著結賬時間越接近商品的保

質期，享受的折扣額度會越大。

Albert Heijn超市發言人表示，消費者對避免食物浪費倡議響應積極

，且系統運作良好。就該系統是否會全國推廣，發言人表示還未做出最

終決定。

據悉，利多超市還加入了Too Good To Go平臺。該平臺集成了各

超市或商店內即將過期的新鮮產品，將其搭配組成套餐，消費者可以在

享受優惠價格的同時解決食物浪費問題。Albert Heijn和Jumbo已率先與

Too Good To Go平臺進行了合作。

報道稱，在荷蘭，每年有三分之壹的食物被扔掉。根據聯合國的目

標，荷蘭政府希望到2030年能將食物浪費減少壹半。

伊朗展出美軍無人機殘骸人機殘骸
警告增兵將威脅能源安全能源安全

美國日前宣布，將向波斯灣地區增

兵。伊朗展出了今年6月擊落的壹架美

軍無人機殘骸。22日，伊朗總統魯哈尼

警告稱，外國軍隊留駐波斯灣將對全球

“能源安全”構成威脅。

【美方宣布增兵，伊朗表示警告】
20日，美國國防部長馬克· 埃斯珀和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瑟夫· 鄧福德召開

記者會，宣布特朗普已經批準向海灣增

兵。兩人說，增兵是應沙特和阿拉伯聯

合酋長國要求，“屬於防禦性質”，主

要涉及空中力量和導彈防禦。

伊朗外長紮裏夫在紐約受訪時

稱，如果伊朗遭到軍事打擊，會觸發

“全面戰爭”。他表示，“我相信我

們不會是挑起戰爭的壹方，但我相信

無論是誰發起戰爭，都不會是結束戰

爭的那壹個。”

22日，魯哈尼稱，如果外國勢力真

誠希望保障波斯灣的安全，就不會把波

斯灣變成軍備競賽的場所，“妳的到來

總是帶來痛苦和苦難……妳離我們的地

區和國家越遠，我們

就會越安全。”

魯 哈 尼 還 說 ：

“我們的邏輯是，波

斯灣的安全應該來自

內部。”

他還表明，將向

聯合國提交壹份安全計劃，要與波斯灣

其他國家合作來保障波斯灣地區，以及

全球五分之壹石油出口的必經之地霍爾

木茲海峽的安全。

【伊朗展示被擊落的美軍無人機】
21 日，伊朗在壹場紀念“兩伊戰

爭”的活動上展示了最新裝備，如伊朗

防空武器系統及其擊落的外國無人機，

包括今年6月擊落的壹架美軍無人機。

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侯賽因· 薩拉米

出席展覽時說，革命衛隊舉行過演練，

準備應對“各種情況”，“如果有人侵

犯邊界，我們必將回擊”。

薩拉米警告說，即使遭遇有限軍事

打擊，伊朗也不會善罷甘休。

波斯灣局勢近期以來壹直劍拔弩

張。2018 年，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

，2019 年 5 月，伊朗宣布停止履行部

分伊核協議內容，美國則向伊朗附近

水域增兵，稱面對來自伊朗的“可信

威脅”。

9 月 14 日，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

公司阿美公司位於沙特北部的布蓋格

煉油廠和胡賴斯油田遭無人機襲擊，

燃起大火，嚴重影響沙特原油產量。

也門胡塞武裝承認發動襲擊，但美國

方面指認伊朗是“黑手”，遭伊朗否

認。

沙特已經邀請國際專家協助它調查

石油設施遇襲事件。沙特外長朱拜爾21

日說，沙特還在等待調查結果。

波音將為737MAX遇難者家屬提供賠償：

每人約14萬美元
綜合報導 波音公司近日宣布，將從7月宣布的壹項5000萬美元的

財政援助基金中撥款，賠償在此前兩起737 MAX墜機事故中的346名遇

難者，他們的家屬將獲得14.45萬美元（約103萬人民幣）。

據路透社報道，波音的管理人員在23日宣布了這壹消息。據悉，這

壹基金將立即開始接受來自遇難者家人的賠償要求，而家屬無需放棄他

們的訴訟權。

波音公司首席執行官丹尼斯· 穆倫堡（Dennis Muilenburg）在壹份聲

明中表示，該公司繼續向兩起墜機事故中的遇難者家屬和親人致以最深

切的同情。“設立該基金是我們努力幫助受影響家庭的重要壹步。”穆

倫堡這樣表示。

目前，代表埃塞俄比亞航空墜機事故遇難者家屬的至少12家律師事

務所已對波音公司提起了近100宗訴訟。大約有60名受害者的家庭尚未

提起訴訟，但原告律師表示他們預計未來還會有更多訴訟出現。壹家律

師事務所透露，其客戶尋求的賠償金額超過10億美元，但大多數訴訟並

未提出具體的索賠要求。

2018年10月，印尼獅航的壹架波音737 MAX8飛機從雅加達飛往邦

加檳港，於起飛後不久失聯，隨後被發現在印度尼西亞海岸墜毀，造成

189人死亡。就在僅半年後的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壹

架波音737 Max8客機也發生墜機事故，造成機上157人死亡。在第二起

墜機事故發生後，監管機構停飛了世界各地的這壹機型。

在印尼獅航波音客機空難發生近壹年後，印尼方面已於8月向有關

各方送交了報告草案。《華爾街日報》近日對此爆料稱，印尼調查人員

發現，波音737 MAX的設計和監管失誤在這起致命事故中起了關鍵作

用。

意大利前總理倫齊創立新政黨
政界要員觀點不壹

綜合報導 新西蘭壹只瀕危的企鵝疑似為

尋找食物，長途跋涉2500公裏，從新西蘭壹

路遊到了澳大利亞。筋疲力盡的它在得到精

心照料後，終於恢復健康，並於日前被放歸

大自然。

報道稱，這只峽灣企鵝於7月在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州大洋路的肯內特河處被人們發現。墨

爾本動物園海洋響應小組工作人員發現它時，

它已經筋疲力盡，且存在體重不足的情況。

在得到該動物園的精心照料後，這只企

鵝的體重慢慢增加。當它恢復到足夠強壯時，

動物園的工作人員開始引導它回到水中，通

過遊泳幫它增強肌肉。

隨後，這只企鵝被帶到菲利普島自然公

園，並在那裏被放歸大自然。

墨爾本動物園獸醫服務的負責人林奇表

示，新西蘭的企鵝通過長途征程以尋找食物，

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但它們通常不會進行

“國際旅行”。

林奇說，“海洋生活非常艱難，我們希望這

只企鵝能找到回新西蘭的路，並繼續繁殖。”

據稱，峽灣企鵝是壹種瀕危物種，現在

野外大約僅剩余5600只。

綜合報導 意大利前總理、前民主黨

總書記馬泰奧•倫齊宣布退出民主黨，並

於之後宣布創建新政黨，名稱為“活力黨”

（Italia Viva），預示著用靈活和充滿激情

方式處理政務，服務民眾和國家。

據報道，意大利五星運動黨今年8

月與前執政盟友聯盟黨分道揚鑣，轉而

與昔日政敵民主黨組閣，並於9月5日成

立新壹屆政府。作為民主黨前總書記，

倫齊在組建新政府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

重的作用。

2014至2016年期間，倫齊曾領導民

主黨執掌意大利政府。如今，在他看

來，民主黨內部分歧嚴重，已脫離了民

主黨的宗旨和黨的路線原則。

倫齊表示，他所創立的新政黨將走中

間路線。而對於倫齊所起的政黨名稱，

坊間卻有不少議論，意大利政壇重量級人

物也對“活力黨”的創立觀點不壹。

意大利總理孔特表示，倫齊應該在

新政府成立前提出組黨意願和計劃，而

不應該在新政府成立之初。總理府收到

倫齊組建新政黨的消息，無異於是壹顆

重磅“炸彈”。

孔特表示，倫齊創建新政黨令他感到

震驚，但他並不認為，倫齊的新黨派對會

對新政府造成威脅，他對民主黨有信心，

新政府無可取代，無需為此擔憂。

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比喻倫齊所創

立的新政黨名稱“活力黨”(Italia Viva)

有點像酸奶品牌名稱，大家都知道，酸

奶是有過期時間的。普羅迪認為，倫齊

這種個人主義的黨派，持續時間也不會

太長。他強調，“活力黨”要真正發揮

作用，必須重新找到“左派精神”和改

革精神。

意大利前總理、力量黨黨首貝盧斯

科尼向倫齊表示祝賀。貝盧斯科尼說，

祝他成功，希望倫齊的新政黨能好好運

作。在貝盧斯科尼看來，倫齊的立場不

極端，比民主黨好多了，可能會給意大

利左翼勢力帶來積極的進化。

意大利外交部長、五星運動黨黨魁

迪馬約表示，對倫齊的舉動並沒有感到

意外。對新政府來說，這並不是問題，

“我們對黨派的動向並不感興趣。我們

的目的是為意大利民眾工作，對民眾和

國家負責”。

迪馬約說，關於與民主黨組建聯合

政府，五星運動黨每壹位黨員在進行投

票時，只有壹個目的，解決好意大利民

生和社會發展問題。

意大利前副總理兼內政部部長、聯

盟黨黨首薩爾維尼表示，他從來不期待

在倫齊身上看到謙虛、尊嚴和榮譽感。

根本不會關心他是否組建新政黨。同時

，也不看好五星運動黨和民主黨組成的

聯合政府。

輿論認為，民主黨在國會眾議院和

參議院中分別控制111個議席和51個議

席。其中25名眾議員和15名參議員將投

入倫齊陣營。倫齊在短期內不可能讓政

府倒臺，只是他突然另建政黨將使政府

的議程安排更加混亂復雜，讓現任總理

孔特的執政更為艱難。

輿論表示，倫齊和他所創立的新政

黨“活力黨”支持孔特政府的承諾令人

質疑。壹旦倫齊認為時機合適，將會撤

回對政府的支持，同時向內閣施壓以實

現政治目標。這對新政府來說，將會進

壹步增加政壇的不確定性。

據悉，截至到9月20日，已有40名

國會議員決定加入倫齊的“活力黨”。

“活力黨”將給意大利國家和社會帶來

多少活力，人們將拭目以待。

累慘了！
新西蘭企鵝為覓食遊 2500 公裏到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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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麻煩大了。美
國眾議院前天有過半數眾議員支持對川普展開
彈劾程序，另外也以421對0票通過，要求川
普向國會公布匿名情報界人士舉報 「通烏門」
文件，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稍晚公布該文件，料
將成為川普彈劾調查焦點。該舉報者傳已同意
到國會作證，而先前涉嫌阻擋國會知悉舉報內
容的美國代理國家情報總監馬奎爾也將到國會
作證。

匿名舉報信提及 「美國總統要求外國領袖
介入2020年美國大選。要求介入事項包含施壓
外國領袖調查總統國內政敵。總統私人律師朱
利安尼是居中聯繫的關鍵人物。美國司法部長
巴爾也涉入其中。」舉報人另提及，自己非這
些事件的直接證人，相關事件資訊由其他可靠
同事提供。」

舉報信指的就是揭露川普與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7月25日通話內
容，川普被指在通話中施壓澤連斯基調查其政
治對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Joe Biden）
與其子杭特（Hunter Biden）。

馬奎爾（Joseph Maguire）將是首次公開談
論舉報信，預期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將會要他解
釋，為何阻擋國會獲知舉報文件，馬奎爾之後
將與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舉行閉門會議。白宮前
天已公布長達5頁的通話文字內容報告，其顯

示川普確實向澤連斯基表示， 「許多人都想知
道拜登是否干預烏國調查，希望烏國能與美國
司法部合作調查。拜登不斷吹噓他干預烏國司
法調查。」川普也提議讓私人律師朱利安尼、
司法部長致電澤連斯基，希望能徹底調查拜登
之子杭特在該國涉嫌貪腐一事。川普與澤連斯
基通話數日前，就先凍結要援助烏克蘭的4億
美元（約124億元台幣）援助金。

根據美國法律，舉報者申訴內容若被認定
可信，必須呈交國會。眾議院議員前天投票通
過公布文件，參議院前一天也口頭表決一致通
過類似決議案。

另一方面，在總席次435席的聯邦眾議員
中，目前已有218名民主黨籍和1名無黨籍議
員同意要展開彈劾程序，但關於彈劾調查該如
何展開存有歧見。彈劾調查一般由眾議院司法
委員會主導，但民主黨領袖也可以選一個委員
會來負責。另有眾議員主張應該擬定彈劾川普
草案。川普彈劾調查中若被認定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幫忙，儘管沒牽涉金錢，卻被指可能違
反 「選舉財務法」，原因是法律除禁止外國人
捐錢，也包括其他形式的貢獻。

川普前天在紐約與前來出席聯合國大會活
動的澤連斯基會面，兩人談笑風生，川普說：
「我們讓對方更出名」，又指 「記者應該想留

下來，不過我們有很多證人。」澤連斯基則表

示： 「上電視好過講電話。」川普還是沒忘記
幫自己說話，強調沒有在通話中對烏克蘭總統
施壓，民主黨對他發起彈劾調查是 「政治迫害

」。澤連斯基表示，他不想捲入美國大選，也
沒有人對他施壓，烏克蘭是一個獨立國家。

美眾院揭川普 「通烏」 文件
舉報者同意赴國會作證

（綜合報導）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周三簽署獲
州議會通過的《AB-5》法案，為企業僱用全職員工及合約員
工訂下標準法規。這項新法案要待到明年才實施，無法立刻解
決目前大部份叫車程式司機的困境。有學者指出，在舊金山有
不少叫車程式司機，因為無法負擔灣區的昂貴租金而要以車為
家。

48歲的布蘭森（Gary Branson），為Uber每周工作60小時
，接載乘客穿梭於舊金山大街小巷。扣除Uber佣金後，他每周
收入約1,200元（美元，下同，約台幣3.7萬元），平均時薪約
20元（約台幣621元），但當中又要扣除其他成本，例如添加
汽油、引擎機油、輪胎、電池之類，有時又要繳付交通違例罰

款，還有汽車保險、手機通訊費和自僱稅等等，已佔去他收入
的一大部份。若車子出現毛病，還要額外負擔換零件費用，動
輒數千元。

為了省下住屋租金，他選擇以車為家，6呎2吋（約188公
分）的魁梧身軀屈在車廂之中，還要忍受旁邊馬路車來車往的
交通噪音，他無奈自嘲說，臥室享有最漂亮的灣區美景。布蘭
森冀望《AB-5》正式實施，但他直言即使獲Uber僱用為正式
員工，隨著公司削減分紅和獎金，擺脫困景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所以，他希望下一步是成立工會，為司機爭取更好的薪酬和
福利，例如調整一直被司機埋怨的佣金比例。

專門研究叫車服務的加州大學黑斯廷斯分校法學教授杜博

（Veena Dubal）表示，她曾經接觸過多名以車為家的Uber司
機，除了部份是從加州其他地方接載長途乘客到舊金山的 「移
民司機」外，其餘大部份都像布蘭森，因為房屋租金太高，寧
願住在車上節省開支。舊金山雖然要求司機提供地址作商業登
記，但無家司機都會用郵箱地址或借用朋友地址做登記，所以
難以統計全市有多少無家司機。

Uber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司機的情況，但重申司機是公司
的核心，會繼續專注於改善司機在旅途中的體驗。不過，Uber
反對《AB-5》，正聯同Lyft計劃於2020年推動公投，尋求增
設 「網路司機」，司機將繼續被視為獨立承包商，但可享某些
福利。

美Uber司機困境 每周工作60小時仍無家可歸

（綜合報導）美中貿易戰持續之際，身為
全球最大稀土生產國的中國是否會對美國祭出
「稀土牌」當策略，引發外界揣測，不過根據

美國之音今天（27日）報導，有分析指，如果
美國能夠成功在境外開發新礦藏和建立新的加
工廠，中國目前的優勢將在兩年後消失。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25日公布的數據，中國
8月對美國的稀土出口量約452噸，月增1.2%
，年增6.2%，單月出口總量更創下2017年1月
以來的最高。而路透報導指出，這一數據可能
顯示美國公司正在增加稀土庫存，以防中國制
定對美國的稀土出口禁令。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產和加工國，
2014至2017年，美國進口的稀土有80%來自中
國。中國媒體日前更用這個數據暗示北京可以
在中美貿易戰中打這張牌。

今年5月，在中美貿易談判生波的背景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稀土工廠，引發外
界對北京可能限制對美稀土出口的聯想，中國
每月輸美稀土量自此出現大幅波動。其中6月
出口量414噸，比5月的431噸下降3.9%；7月
出口量447噸，比6月增長近8%。另一方面，
今年1到8月，中國輸美稀土約2984噸，年增
23.8%。

美國之音中文網今天（27日）引述分析說
，短期內的數據波動是正常現象，無需過多解
讀。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目前在多元化
和確保稀土供應鏈方面正取得進展，尤其是透
過與澳洲的合作倡議。報導指出，美國早在
2018年就與澳洲簽署一項關於提煉和開發稀土
的協定。

新美國安全中心資深研究員馬提金拉瑟表
示： 「如果北京確實希望把限制稀土出口和加
工作為美中貿易戰的一種策略，那麼他們的時
間不多了。如果美國能夠成功在中國境外開發
新的礦藏，以及建立新的加工設施，那麼中國

目前的優勢將在兩年後消失」。
此外，白宮6月20日聲明說，美國總統川

普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要求兩國官員制訂一個
所謂 「關鍵礦物」方面的合作計畫。據科技金
屬研究有限公司（Technology Metals Research
）的報告，加拿大擁有全球63個先進稀土項目
中的20個。

分析還表示，要因應中國的稀土出口威脅
，美國除了開發中國境外的稀土資源，也有必
要加強科研，以增加原料利用率，加大回收利
用率，並尋求人造替代品。

美中貿易戰打 「稀土牌」？ 分析：中國對美優勢2年後消失

無人機闖監獄空投大麻 囚犯呷好逗相報 獄警才發現
（綜合報導）也太囂張！美國俄亥俄

州一處監獄，日前傳出有囚犯趁戶外放風
時，串通同夥找來無人機空投大麻、手機
等違禁品，而且輕輕鬆鬆就得手，獄警渾
然不知，直到囚犯間開始口耳相傳這個偷
渡方法，獄警才驚覺監獄出現大漏洞。

美國《NBC NEWS》26 日報導，這
起離譜空投案件發生在俄州凱霍加縣監獄

（Cuyahoga County jail），監獄安裝的監
視器拍到，當天戶外約有10名囚犯放風，
其中一男則時不時仰望天空，走來走去。

隨後，一個黑色包裹從天而降，男囚
張開一件橘色囚服試圖去接，但沒能接住
，包裹滾到牆邊後，男囚再以迅雷不及掩
耳的速度蹲下，用囚服包住包裹撿起來，
淡定散步離開。

這離譜一幕當時竟成功躲過獄警的法
眼，直到無人機空投違禁品這招在囚犯間
口耳相傳，消息才走漏到獄警那邊。獄方
調查後證實，該包裹有大麻和手機。監獄
也表示將進行全面檢討，防堵類似情形再
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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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東京奧運
日本警方開展橄欖球世界杯安保工作

綜合報導 橄欖球世界杯

日本大賽期間，由於揭幕戰賽

場“味之素體育場”2020年還

將用於東京奧運會，東京警視

廳著眼於奧運開展安保部署。

最多投入約1700人負責賽場周

邊，及通過大型屏幕可免費觀

賽的“球迷區”的反恐安保工

作。還將成立全天候應對網絡

攻擊的組織。

據報道，為迎接奧運會，

警視廳斥資約11億日元，在

奧運各賽場與最近的車站之間

安裝了總計140個高清探頭。

錄像資料將傳送至警視廳總部

，有助於實時把握現場情況、

發現可疑人物及防止踩踏事故

。其中11個已安裝在“味之

素體育場”附近，橄欖球世界

杯期間也將使用。

此外，還將實施車輛檢查

和入場者隨身物品安檢，負責

恐怖襲擊初期應對的快速反應

部隊(ERT)，及爆炸物處理組

在體育場附近待命。人群聚集

的車站等易受攻擊的目標也高

度戒備，東京都內設置的2處

球迷區也將部署防暴警察。

以妨礙運營為目的的網絡

攻擊，將由“網絡事件處理中

心”(暫定名)應對。生活安全

部、公安部等下設的網絡案件

負責部門將攜手合作，全天候

警戒攻擊及恐怖襲擊的跡象。

通常經中央政府批準可在

賽場周邊飛行的無人機，在世

界杯期間也禁飛。如果有人釋

放無人機，將通過裝有大型攔

網的攔截無人機、電波幹擾飛

行的電子幹擾裝置加以應對。

據壹名警視廳幹部帶有緊

張感表示：“體育活動易成為

恐怖襲擊的目標，此次還將有

各國要人到場。安保工作力爭

做到萬無壹失。”

華城連環殺人案嫌犯落網
韓警方誓言追查另兩起懸案

韓國三大未解懸案之壹的“華城連

環殺人案”嫌犯近期落網，引發韓國輿

論高度關註。懸案也再次成為街頭巷尾

熱議的話題。為此，韓國警察廳長20日

立下保證書，誓言重啟對另兩起懸案的

調查，給受害者及遺屬壹個交代。壹時

間，韓國輿論沸沸揚揚，媒體壹邊忙著

解讀兩大懸案的各種疑點，壹邊也在吐

槽警方當年的辦案不力。

另兩大懸案仍疑點重重
據報道，韓國警察廳長閔家壟20日下

午前往“青蛙少年失蹤案”發生地慶尚南

道臥龍山憑吊遇難少年，並向遺屬們表示

，將利用尖端科技手段對當年案發現場留

下的物證進行再次鑒定、重啟對此案的調

查，給受害者及遺屬壹個交代。陪同前往

的大邱地方警察廳長宋旻憲也表示，警方

將不受限於公訴時效，將調查進行到底。

“青蛙少年失蹤案”發生在1991年3

月26日，當時5名小學生去臥龍山抓青蛙

玩耍時失蹤。當時警方動員32萬警力搜遍

了臥龍山，但未果。11年後，壹名當地居

民在臥龍山壹帶撿榛子時，發現了已變成

白骨的少年們。雖然當時屍檢報告顯示疑

似他殺，但警方未能找到真兇及其殺人動

機。2006年3月25日，由於公訴時效已過(

當時15年)，此案變為“長期未解懸案”。

“青蛙少年失蹤案”發生的當年，

首爾市又發生了“李炯浩被拐殺害案”

。1991年1月29日，李炯浩(當時9歲)在

首爾某居民樓遊樂園玩耍時被30多歲男

子誘拐綁架。隨後，綁架嫌犯不斷給李

炯浩父母打恐嚇電話。在孩子被綁架的

44天裏，李炯浩的父母接到了兇手打來

的87通電話，對孩子的父母進行了威脅

和折磨。失蹤44天後，李炯浩的屍體在

漢江邊被警方發現。解剖結果顯示，李

炯浩在失蹤後第二天就被殺害，死因是

窒息。警方雖然鎖定了幾名嫌疑人，但

由於找不到物證，未能將真兇緝拿歸

案。2006年1月28日，由於公訴時效已

過，此案也變成“長期未解懸案”。

警方當年辦案實力被吐槽
據報道，“華城連環殺人案”真兇

李春載時隔33年後落網，最大的功臣是

2010年7月開始實行的“DNA法”。但

據韓聯社報道，雖然李春載的DNA與

“華城連環殺人案”中三起案件嫌疑人

的DNA壹致，但李春載壹直否認罪行。

KBS電視臺稱，“華城連環殺人案”已

過了公訴期，只要李春載本人拒絕接受

警方調查，後者也拿他沒辦法。令人好

奇的是，李春載不但欣然接受警方調查

，而且每次都很配合。警方表示，接下

來的調查方向將集中在攻破李春載的心

理防線，讓案件調查取得實質進展。

此外，30多年前警方發布的“華城連

環殺人案”嫌犯的血型及畫像，與真兇李

春載本人南轅北轍，因而警方當年的辦案

實力也遭人詬病。據韓聯社21日報道，30

多年前警方斷定嫌疑人是B型血男性，並

發布嫌犯畫像。但實際上，李春載的血型

是0型，樣貌也與畫像中的嫌犯差距很大

，以至於1994年抓捕李春載(當年因奸殺

妻妹而被判入獄25年)的刑警金某近期向

媒體透露：“當時華城警方聯系過我們，

但由於他們提供的嫌犯血型及樣貌與李春

載不匹配，就這麼在眼前失之交臂。”金

某還回憶稱，李春載謊話連篇、善於狡辯

，當時他以奸殺罪被提起公訴時，為了洗

脫罪名多次更改供詞。因此，他不會輕易

承認自己就是“華城連環殺人案”真兇。

事實上，不僅在華城壹案上辦事不

力，警方在“青蛙少年失蹤案”上的偵

查能力也讓人哭笑不得。此前警方斷定

的死因是迷路低溫致死，但孩子們的屍

體上有明顯外傷。更加殘酷的是，五具

屍骨是疊羅漢壹樣摞著的，上面還壓著

壹塊大石頭，這明顯是他殺的痕跡。警

方的說法很快就被打臉。

而在“李炯浩被拐殺害案”中，綁

匪竟然在警方布防的情況下取走了贖金

。即便十幾年過去了，警方卻連綁匪的

長相都未能查明，壹切的線索只有他的

聲音——冷靜，口齒清晰，語速不急不

慢，沒有感情，還透著壹股陰冷。

三大懸案均過訴訟時效
報道稱，這三起殺人懸案發生時適

用的公訴期是15年，由於均已過公訴

期，即使抓到真兇也無法對其進行懲

處。報道稱，廢除殺人案公訴時效的

“泰完法”從2015年7月31日開始才正

式生效(1999年5月，當時僅5歲的泰完

被人潑硫酸後，在痛苦中死去。為了避

免殺人犯逍遙法外，韓國國會通過法律

修訂案，自此全面廢除針對殺人案的公

訴時效)，意味著2015年7月30日前公訴

期已過的案件，不適用於該法。

據警方統計，目前韓國全國共有268

起長期未解殺人懸案，這些案件都沒有公

訴期，只要抓到真兇就能繩之以法。

“旭日旗”為傳統事物？
日本不認為奧運會運用有問題
綜合報導 關於2020年東京奧

運會和殘奧會的應對，日本政府擬

不把在賽場攜帶和使用二戰前是日

本軍旗的“旭日旗”視作問題。外

務省的外務報道官大鷹正人18日在

記者會上，就“旭日旗”被視為日

本軍國主義象征，強調稱“完全沒

有”。對於要求禁止使用的意見，

他反駁稱“世上有壹部分人抱有錯

誤的理解”。

據報道，有關“旭日旗”，東

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透露方針稱：

“沒有設想將其作為禁止帶入的物

品。”政府認可了奧組委的方針。

但圍繞帶入“旭日旗”壹事，不只

是韓國，日本國內也以自由主義者

為主，有意見認為有損日本和平國

家的形象。在日本2020年即將迎來

奧運之際，此事或引發討論。

大鷹就“旭日旗”指出：“這

是日本長期以來為人所熟悉的設計

，因此(軍旗)采用了這壹圖案”，

還稱“對如今的日本人來說，也視

為壹種重要的傳統事物，不應被提

出各種不滿”，對反對派進行了牽

制。

日媒稱，據分析，該發言是基

於首相官邸的意向。官房長官菅義

偉曾在記者會上暗示認可奧組委的

方針。奧運相橋本聖子12日就帶入

“旭日旗”是否相當於政治宣傳，

指出“認為不是”。

報道稱，圍繞“旭日旗”，可

見右翼團體在公共場合使用的情

況。15日有團體在東京舉著“旭日

旗”遊行，並呼喊“日韓斷交”等

。遊行受到反對仇恨言論的市民的

抗議，現場壹度出現騷動。



AA99綜合經濟
星期六       2019年9月28日       Saturday, September 28, 2019

０１１５４３

成品油價上調
加滿壹箱油多花5元

繼上輪成品油價格上調後，國內

成品油價格迎來2019年第十壹次上漲。9

月18日，發改委發布通知，9月18日

24時將上調汽柴油限價，每噸汽油、

柴油均上調125元。

北京市發改委表示，89號汽油由每

升6.21元調整為6.31元，提高0.10元；

92號汽油由每升6.64元調整為6.74元，

提高0.10元；95號汽油由每升7.06元調

整為7.17元，提高0.11元；0號柴油由每

升6.30元調整為6.41元，提高0.11元。

以油箱容量50L的普通私家車計算，

這次調價後，車主們加滿壹箱油將多

花5元左右。按市區百公裏耗油7L-8L

的車型，平均每行駛壹千公裏費用增

加7-8元左右。

值得註意的是，上周六（9月14日）

沙特石油設施遇襲，襲擊導致逾500萬

桶/日產能暫停。負面影響持續發酵，

加重供應風險憂慮，國際油價驚現暴

漲，創1988年以來最大單日漲幅。

隆眾資訊成品油分析師徐雯雯表示，

此次調價後，今年汽油累計漲幅為365元/

噸，柴油漲幅370元/噸。下壹次調價窗口

將在2019年10月8日24時開啟。

今年汽油累計漲幅為365元/噸
本次調價對於私家車主和物流企

業來說成本小幅增加。以油箱容量50L

的普通私家車計算，這次調價後，車

主們加滿壹箱油將多花5元左右；按市

區百公裏耗油7L-8L的車型，平均每行

駛壹千公裏費用增加7-8元左右。

隆眾資訊成品油分析師徐雯雯表

示，本輪調價後，全國大多數地區92

號汽油零售限價在6.5-6.7元/升。此次

調價會使部分私家車主用油成本增加

。此次調價後，今年汽油累計漲幅為

365元/噸，柴油漲幅370元/噸。

“本輪計價周期內（9月3日-9月

18日），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國際

油價整體走高，三地變化率持續正向

，成品油價格迎兩連漲。”隆眾資訊

成品油分析師劉培培分析稱。

劉培培表示，目前原油價格走

高、山東地煉價格繼續推漲，再加上

華東、華南、西南等多地由於資源調

配不均衡，造成多地區成品油資源供

應緊張，多種因素帶動國內柴油購銷

氛圍，業者補貨心態轉為良好，帶動

主營、地煉加快出庫節奏，不過持續

高位的批發價也使得終端零售利潤縮

減嚴重。

“本次汽柴油價格迎來上調，繼

續為市場帶來利好支撐，10月份汽油

消耗依舊穩健，工程基建等戶外作業

陸續趕工，物流運輸行業亦轉為活躍

，大幅帶動國內柴油需求。中下遊繼

續看好後市，再加上市場整體供應不

足現狀仍在，主營單位及煉廠價格繼

續推漲概率依舊較大，下壹輪調價周

期來臨之前，預計國內汽柴油價格將

繼續穩中走高。”劉培培說。

沙特產能恢復快速，油價坐過山車
上周六，沙特石油設施遇襲，襲

擊導致逾500萬桶/日產能暫停。負面

影響持續發酵，加重供應風險憂慮，

國際油價驚現暴漲。

9月16日，WTI和布倫特的開盤漲

幅均創1991年以來最大單日日內漲幅，

早間布倫特原油盤中壹度漲近19%，

NYMEX原油期貨價格壹度漲超16%。

截至收盤，國內原油期貨收漲逾6%，

燃油、瀝青漲5%，乙二醇期貨漲停收

盤，鄭醇、塑料漲逾4%。

隨後國際油價現過山車。周二，

沙特能源大臣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

過去兩天沙特受損產能成功恢復50%，

預計9月底將恢復正常水平——約1100

萬桶/日，11 月底有望進壹步上升至

1200萬桶/日。截至收盤，WTI10月原

油期貨重挫5.7%，報59.34美元/桶，布

倫特原油10月合約大跌6.5%，報64.46

美元/桶。

“受原油成本面的暴漲支撐，國

內成品油市場價格應聲大漲，柴油紛

紛掛至最高批發限價，汽油漲幅高達

300-500元/噸，個別漲幅過千，報至最

高批發限價，且限量銷售。”隆眾資

訊分析師傅曉生說。

他介紹，在資源趨緊的利好支撐

下，各地區紛紛進入漲價模式，下遊

恐漲補貨增加，備貨需求較前期有所

好轉，華東主營日出貨量在2000-3000

噸不等。成交重心也迅速拉升，華東

汽油批發端成交重心漲至7200元/噸附

近，柴油成交重心漲至7000元/噸左右。

零售價上漲，後期加油站批零價

差利潤回升。傅曉生表示，結合當前

隆眾數據模型分析，與上壹調價周期

對比，零售價格上調，而批發價格近

日漲幅較大，使得加油站利潤空間較

前期回落。其中主營加油站汽油零售

利潤平均每噸下跌328元；柴油主營零

售利潤每噸下跌125元，銷售地煉加油

站柴油利潤同步回落，降幅為46元/噸

，銷售地煉加油站汽油利潤下跌幅度

在131元/噸。

他預測後期，零售利潤將會出現

回升。汽油零售利潤預測上調幅度約

0.09元/升，柴油零售利潤下調幅度約

0.11元/升。

下壹輪成品油調價或上行
下壹次調價窗口將在2019年10月

8日24時開啟。隆眾資訊分析師李彥表

示，以當前的國際原油價格水平計算，

下壹輪成品油調價開局將呈現上行的

趨勢，幅度在200元/噸左右。9月中旬

沙特石油設施遭遇十年來最大襲擊，

國際原油市場動蕩加劇，看漲信心有

所增強，地緣因素的利好蓋過了經濟

和需求預期的疲弱，國際油價底部支

撐得到加固。預計下壹輪成品油調價

上調的概率較大。

金聯創分析師團隊表示，由於近

期原油漲幅明顯，進入新壹輪計價周

期，變化率或正向較大幅度開端，預

計上調幅度或將達到400元/噸，因此

下壹輪零售價迎“三連漲”概率較大。

“隨著本輪零售價上調兌現，區內

主營汽柴價格將隨勢走高，屆時，柴油

價格或繼續維持限價水平，而汽油成交

價格亦逐步接近限價。進入新壹輪計價

周期，‘三連漲’預期對市場仍有支

撐。”金聯創分析師團隊表示。

該分析師團隊表示，中秋小長假

期間，私家車出行頻率較高，汽油需

求亦有支撐。國內成品油市場受基本

面支撐明顯，且部分地區資源緊張局

面難以有效緩解，國慶假期之前預計

國內汽柴行情或繼續沖高。

石化、油服產業鏈及黃金獲關註
多位券商、基金分析師團隊認為，

本次原油價格的波動，將帶來A股、

黃金的投資機會。

針對A股投資標的，華泰證券分

析師團隊認為，油價上漲或將推升石

化產業鏈整體價格水平，在資源類方

面，相關標的包括中國石油、新奧股

份、衛星石化、萬華化學、華魯恒升

、恒逸石化等。

聯訊證券發布研報稱，從2018年8

月以來，國家在多層面多次大力督促

三大油企（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加大勘探開采力度，保障我國能源戰

略安全。目前我國頁巖油氣開發仍處

於初級階段，我國頁巖油氣儲量世界

第壹，未來壹段時間將是油氣設備的

黃金時間。重點關註頁巖油氣開發的

核心設備供應商。油服產業相關公司

也將受益。

同時，黃金再次受到關註。國泰

基金分析師團隊表示，這壹風險事件

加劇了市場對中東地緣政治問題的擔

憂，短期內黃金的避險價值或將凸顯

。另壹方面石油價格的走高也將提升

通脹水平，在利率水平不變甚至降低

的情況下，實際利率進壹步下降，提

升黃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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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2019世界制

造業大會9月20日至23日在

安徽合肥舉行，來自78個國

家和地區的4500多位嘉賓出

席大會。與會多國代表和知

名企業高管建議，加強制造

領域的國際合作，攜手積極

推動工業4.0的發展。

伊拉克總理阿迪勒· 阿

蔔杜勒馬赫迪表示，伊拉克

和中國之間有著富有成效的

夥伴關系，兩國間有著合作

與融合和進步的願望。伊拉

克將以服務於兩國的共同利

益為基礎和起點，壹同實現

“壹帶壹路”倡議，在能源、

電信、公路、水壩、水利、

農業、工業、基礎設施等眾

多領域打開投資和合作的大

門，把伊中兩國關系推向更

高的水平。

2019年世界制造業大會

首次設立“主賓國”，英

國應邀作為本屆大會的主

賓國。英國商業、能源和

產業戰略部政務次官納齊

姆· 紮哈維表示，英中兩國

都在致力於發展低碳經濟，

開發人工智能，建立清潔智

能的未來交通系統，在先進

制造業等領域合作潛力巨大。希望英中兩國

互相借鑒，攜手合作，共同促進世界繁榮。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執行幹事法圖· 艾

達拉表示，制造業和自動化使人類生活發生

了巨大改變。聯合國工發組織將積極推動工

業4.0階段的發展，相信世界各國壹定會通

過工業發展以及制造業發展，走向更光明的

未來。

奧地利前總統海因茨· 菲舍爾說，中國

是奧地利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奧地利將

與中國進行緊密合作，為世界可持續發展作

出貢獻。

西雅特集團總裁盧卡· 德· 梅奧說，汽車

產業已迎來打破傳統規則的顛覆性發展，汽

車制造業正轉型為服務供應商，工業4.0時

代的融合，將帶來機遇和挑戰。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王誌軍說，

智能制造推動制造業產業模式和企業形態深

刻變革，創新活動日益突破企業、行業、

區域的邊界，建立產業鏈上下遊協同創新的

生態體系，成為創新模式變革的關鍵。真誠

歡迎各國企業共同參與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

進程，共同分享中國的廣闊市場和創新機遇

，共同創造中國制造業產業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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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到訪這天一早，
楊天才所在的雲南河口縣橋頭

鄉薄竹箐村籠罩在濃霧中，雖然能
見度不足30米，楊天才仍執意要出
門巡邊，“巡邊護界風雨無阻，霧
天更要到現場！”

風雨無阻孤獨上路
從斑駁的牆上取下軍用挎包、

軍用水壺和斗笠背好，再由牆根拿
上必備的鐮刀和竹棍、將抹布和記
錄本裝入挎包，楊天才一頭扎入濃
霧中。

楊天才已記不清這是35年來的
第幾次巡邊護界旅程，按最保守估
計，以每月兩次巡邊、每次行程15
公里計算，楊天才已在這條巡邊路
上往返了840次以上，行程則長達
12,600公里以上。

1984年，因為熟悉邊境一線地
形和民風民俗，在邊民中威信較
高，楊天才被任命為外事界務員。
每次出巡都注定是一次“孤獨的旅
程”，楊天才往往需要離家兩三
天，餓了吃自帶的乾糧或以野果充
飢、渴了喝山泉水、累了在邊民的
地棚借宿。

冷靜觀察撿回一命
由楊天才的家到139號界碑約

有一公里，尚有鄉間公路；而由
130號至146號界碑間的邊境線，則
蜿蜒起伏在深山裡，長達15公里且
無路可走。楊天才表示，走這條路
需要時而側身擠過竹林、時而涉險
跳過深澗，甚至從灌木、荊棘中開
出路來；而才用鐮刀開出的小路，
往往沒幾天又被生長迅速的野草和
灌木淹沒。

儘管硝煙早已散去，楊天才巡
護的邊境一線也已進行過大面積排
雷，但殘留的地雷仍是潛在的威
脅。在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同巡邊的
路上，楊天才就曾經踩上了鬆發引
信地雷，當時左腳被“釘”在地上
的楊天才腦中轟地一下：“完了完
了，今天就要交代在這裡了，巡邊
路走不下去了！”大顆大顆的冷汗
隨之由額頭順着臉頰流了下來。冷
靜下來仔細觀察周圍地形、心中默
唸曾經學過的排險辦法，右腳向前
一步踏實前方土地、蓄足力量縱身
躍至前方土坎下，身後的地雷轟然
爆炸，毫髮無傷的楊天才算是撿回
了一條命。

來到中越139號界碑前，楊天
才取出抹布，將界碑仔細擦拭一

遍，又將周邊雜草刀割手拔、清理
乾淨，再以自製竹掃帚清掃完畢，
才坐下來喝上一口水；稍事休息
後，楊天才又掏出筆記本仔細記錄
巡護時間、途中情況和界碑完好情
況等，確認一切正常，楊天才臉上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心裝國家碑即國門
在楊天才心中，眼前的界碑就

是國門。其家中的牆上掛着一幅中
國地圖，雖然比例尺高達1：670
萬，但他卻能精確地指出自己所巡
護的邊境線位置，儘管那段距離遠
遠不足針尖大。

隨着年事漸高，楊天才的巡護
責任區由17座界碑之間的15公里，
縮短為7座界碑之間的5公里，但他
一如既往，一絲不苟。除了巡邊護
界，35年間，他還協助邊防派出所
破獲過販賣毒品、走私黃金和拐賣
婦女案數十件，幫助邊民調解矛盾
糾紛逾 300 件。經歷過戰爭的楊
天才對和平安寧有着自己的理
解：“只有邊疆穩定，內地才能
安寧！只要國家需要，我會一直幹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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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編號

立碑年份

河口縣橋頭鄉與越南接
壤，境內有81公里邊境線，
42座界碑。作為外事界務
員，楊天才擔負着維護和管
理好界碑的職責，定期在邊
境一線巡視、勘察，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同時還
擔負邊境政策法規宣傳、協
調處理兩國邊民事務，調解
涉外矛盾糾紛等。據了解，
外事界務員非公務員編制，
通常由主管部門指定或聘
請，並給予一定補貼。為便
於工作，楊天才曾一度默默
工作、不為人知。由於數十
年如一日巡邊護界事跡突
出，楊天才得到了各級的肯
定，在楊天才簡陋的家中，
他搬出厚厚一摞獎狀、榮譽
證書和各種獎盃、獎章，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一一講述各

級給予的榮譽，爽朗的笑聲
中滿是自豪。

四次進京開會受獎
楊天才介紹，他有四次

進京經歷：2012年，作為邊
境一線優秀界務員代表，進
京參加邊海防工作座談會；
2014年，獲評全國十大衛國
戍邊英模進京受獎；2016
年，又成為全國優秀共產黨
員進京參加頒獎大會；還有
一次是受媒體邀請進京做訪
談。而令其最難忘的，是
2014年的第五屆全國邊海防
工作會議上，作為全國十大
衛國戍邊英模之一進京受
獎，楊天才是十大英模中唯
一的既非軍人又非公務人員
的普通百姓，被譽為“草根
衛士”，受到習近平等黨和
國家領導人接見。

習大哥囑託不會忘
楊天才至今記得，習主

席握着他的手囑咐：守護好
邊防，鞏固好邊防，建設好
邊防！“習大哥的囑託我一
輩子也不會忘記！”習近平
年長楊天才一歲，楊天才按
當地習慣稱呼“習大哥”，
十分親切！

楊天才巡邊護界的小
路，也成為河口縣的愛國主
義教育基地，當地機關、學
校會時常組織幹部和師生到
現場接受教育，不少人曾被
螞蝗、蚊蟲叮咬，現場感受
楊天才的艱辛，久而久之，
這條充滿艱辛和危險的巡邊
小路，也被當地群眾稱為
“天才路”。

中越邊界雲南段全部
勘界立碑工作於2008年12
月完成，中越陸地邊界雲
南段共豎立界碑665個，勘
定了邊界線。香港文匯報
記者注意到，楊天才所巡
護的139號等界碑，豎立於
2001年。

中越邊界地區地形險
要複雜，氣候條件惡劣。
許多邊界線遠離村舍，往
來道路極為困難，勘界立
碑必須跋山涉水，穿越叢

林三四天才能到達邊界
線，而且一些地方還有地
雷遺留，勘界立碑往往需
要當地嚮導協助，由於熟
悉當地情況，楊天才多次
作為嚮導協助勘界及內調
等各項工作。
一次，因為工作需要

必須徒步通過雷區，楊天
才毫不猶豫地說：“我熟
悉 路 ， 讓 我 在 前 面 帶
路。”毅然帶領大家穿越
了雷區。

濃霧中的中越139號界碑，是楊天才巡邊護界的一站。

從隨身的軍用挎包中取出抹布，由上至下將界碑上的露珠仔

細擦拭乾淨，右手扶碑、左手叉腰，楊天才長呼了一口氣。

這是35年間，楊天才巡邊護界尋常的一幕。1984年擔任中

越邊境的雲南河口縣橋頭鄉外事界務員時，楊天才正好30

歲；35年過去，楊天才從而立之年步入花甲，仍奔走在中越

邊境一線巡邊護界，其巡邊所開闢的15公里荊棘路，被當地

民間稱為“天才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譚旻煦雲南河口報道

民間“草根衛士”
榮膺“戍邊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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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才巡邊護界踏出楊天才巡邊護界踏出““天才路天才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丁樹勇攝攝

勘界立碑八年 擔當嚮導協助

■■楊天才擔任外事界務員與楊天才擔任外事界務員與
界碑相伴已界碑相伴已3535年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攝

大 小 材 質 面 面 觀大 小 材 質 面 面 觀
類型：中國所立的界碑一般分成大、中、小
三種類型。確定立哪一種型號的界碑，需要
雙方協商。在交通通道、口岸等邊境來往頻
繁的地區，一般會設立大型界碑。為了美觀
莊嚴，這種界碑還要鑲嵌上兩國的國徽。中
型界碑立在邊界上比較普通的地方，小型界
碑則往往立在人跡罕至的偏僻地方。

材質：界碑一般由一塊完整的花崗石刻成，預
計使用壽命至少100年。

重量：界碑重約800斤，扛着800斤的界碑，
外交官們與測繪人員、施工人員，齊聲喊着
“加油”的號子，一步步往前邁。

▲▲楊天才進京領獎楊天才進京領獎。。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界界碑碑

小知識小知識

掃碼看視頻

■■佇立在中越邊境的第1117號界碑(左圖)由兩國共同
豎立，對着中國的一面印有中國國徽和中國二字，對
着越南那面(右圖)則印有越南國徽和越南文的國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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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Kevin 作為一個優秀英語教師，亦在音樂上有不菲成就。他非
常有愛心， 為休斯頓華人社區做過許多貢獻，對待寄宿學生如
同家人一般，並且有管理和照顧寄宿中國高中生的多年經驗。

有需要更多信息者
電話　713-294-9991 （英文）     832-280-7388（中文）

金通律師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專精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民事糾紛

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Houston TX, 7700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神是誰

以馬內利 保惠師 新郎

佈道會主題：神是誰?

59

90

TJC

Av
e.

 E

335 Avenue E,Sta�ord, TX 77477

10月11日 晚上7:15 - 9:00

10月12日 早上11:30 - 12:40 
10月12日 下午1:45 - 3:3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休士頓使徒教會
Houston Apostolic Church

地址:1211 Upland(#C) Houston Tx 77043
電話:713-398-2583 / 電郵:israelyk@yahoo.com
主任牧師：Israel Kang 康以色列 牧師

中英文崇拜：
中英文禱告會：

英文查經：

週日10:30AM
週五8:00PM
週三8:00PM

HILLCROFT MEDICAL CLINIC

楊美伶醫學博士 
Lily Yang, DO 
ABFM certified 
832-500-1265 
通:國,粵,英語

謝培南醫學博士 
Paul Tse, MD 

ABIM certified 
832-500-1365 

通:粵,英語

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全科專業證書 

專精:內科,婦科,兒科,全科 
主治：高血壓,糖尿病,高血
脂,婦科年檢,年度年檢等

主治
各種內科疾病 

高血壓,糖尿病,
高血脂,傳染病,

年度年檢等

週一至週五，週六預約
1429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主機: 713-781-4600

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趙雪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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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萬事，安全為

大。2018年召開的全國教

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

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

為學校辦學安全托底，解

決學校後顧之憂，維護老

師和學校應有的尊嚴，保

護學生生命安全。

■新華社

“希望那些有劣跡前科的人，
沒有接近孩子的機會。”重慶市九
龍坡區家長劉汭雪的呼聲，日前得
到了政府的回應——2019年暑假，
重慶出台了《教職員工入職查詢工
作暫行辦法》，“重慶市教職員工
入職前涉罪信息查詢系統”也正式
上線運行。

記者登錄後發現，該系統可查
詢2013年4月以來重慶市檢察機關
受理的所有刑事案件信息，特別是
性侵案件信息。重慶市所有院校在
招錄聘用教職人員時，都需進入系
統核對，依法依規決定是否錄用。

“過去衡量一個教職人員的品
行好壞，更多的是流於紙上，對其
過去有無刑事犯罪無從查起。”重
慶市謝家灣小學校長劉希婭說，
“入職查詢制度建立後，聘用人員
的品行考核有了切實的法律依
據。”

“學生要學會自我保護，不能
以暴制暴”“在網絡上不要洩露自
己的私人信息”“受欺凌時絕不能
保持沉默”……在上海市上南中
學，學生們人手一冊《網絡欺凌預
防指南》。手冊的封底，還有模仿

七言律詩的“網絡欺凌預防口
訣”。

這是上海首份由學校推出、直
面“網絡欺凌”的手冊。

指南印發出來後，上海上南中
學就在高一高二年級舉辦了班會和
展示活動。其間，有網絡欺凌知識
的普及、相關視頻新聞的播放；有
學生心裡話的暢談，有抵制網絡欺
凌的簽約承諾；有班主任老師的精
彩點評，更有學生自編自演的角色
扮演和自主設計的“欺凌殺”遊
戲。

如今，在上海上南中學，這本
指南學生和家長人手一份。專題講
座、家長會、班會……圍繞着這本
小冊子的學習教育從未間斷過。冊
子裡的準則也已融化於學生、家
長、老師的行為和內心深處。

“將心比心，我們既是教育工
作者，也是為人父母，沒有什麼比
孩子的安全更重要。”浙江諸暨市
浣紗初級中學校長周其耀說。漫步
在這個學校的校園，鳥語花香中，
孩子們或低頭看書，或趴在課桌上
午休。“希望有更多人，更多力
量，一同守護這份寧靜與美好。”

關心的百姓身邊事
總書記

讓孩子遠離“魔爪”和欺凌

■■人臉識別系統讓人感到安心人臉識別系統讓人感到安心，，減少了學校減少了學校
裡裡““危險而陌生的面孔危險而陌生的面孔”。”。圖為復旦大學圖為復旦大學
20192019迎新現場迎新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日，新華社記者走訪了浙江、上
海、重慶、江蘇、陝西等地的學

校，看到了健全立法、重拳執法築起的
“隔離牆”，多方合力編就的“安全
網”，還有依託新科技撐起的“保護
傘”。不斷完善的安全保障，正共同呵
護着祖國校園的安寧。

讓校園成為最陽光最安全的地方
清晨的陽光，照在浙江諸暨西湖小

學的鐘樓上，上課鐘聲響起，孩子們走
進童話城堡般的教學樓。

目送完孩子們進教室，校長孫先菊
拿出手機，看到微信群裡的留言：

“2019年9月1日：今天要開家長
會，煩請各部門協助維持秩序。”

“@黃隊，這幾天校門口發小廣告
的陌生人有點多”……

這個微信群裡，有學校分管德育的
校長、校管委會主任、家委會主任，還
有公安、綜治、文化等8個政府部門的負
責人，有事情大家第一時間通氣。諸暨
打造的“楓橋經驗”校園版讓校園成為
最陽光、最安全的地方。諸暨的每個學
校，會聘用一名法治副校長、設一位駐
校民警、派一名專職安管員，預防化解
矛盾糾紛。

目前，全國70%以上的中小學幼兒
園，安全防範體系建設達到了國家建設標
準，涉校刑事案件連續6年下降。

9月9日，在西安市蓮湖區郝家巷小
學的“生命健康安全體驗教室”裡，六
年級學生薛宇恒正在學習心肺復甦等應
急救護。不一會兒，這個微胖的小男生
額頭上就冒出了細密的汗珠。“我覺得
學這個很有意思，能幫助別人。”

“2015年，我們創建了全省第一家
‘生命健康安全體驗教室’，對孩子們進
行親子講座、學校安全教育、應急演練等
培訓體驗活動，普及現場自救互救技能，

培養學生生命安全意識。”蓮湖區郝家巷
小學副校長曹劍說。

讓科技賦能阻止“危險而陌生的面孔”
開學伊始，位於江蘇南京江寧大學

城的中國藥科大學門口花團錦簇。一項
“黑科技”的運用吸引了不少人的眼
球——走到門禁前，正視前方眨眼微
笑，面板“滴滴滴”甄別身份，閘機打
開“秒速通過”。

據悉，學校在校門、公寓門、圖書
館出入口等位置安設了70多台這樣的人
臉識別面板機。“系統十分智能，也很
人性化，再也不用擔心扛着大包小包還
要找校園卡的麻煩啦！”返校的大二學
生趙曼如說，更重要的是，系統讓人感
到安心，減少了學校裡“危險而陌生的
面孔”。

打開微信，對準牆上的二維碼掃一
掃，拍下圖片，輸入“滅火器固定繩斷
裂，存在消防安全隱患”。48小時後，
滅火器固定繩完成換新——在浙江省寧
波市象山縣，中小學和幼兒園的校門、
操場、食堂、教室樓口，都張貼着“隨
手拍隱患”二維碼標牌。學生、家長掃
碼上傳問題後，學校相關負責人將同步
收到微信提醒，使用手機便可立即安排
處理。

類似的“互聯網+”高科技手段，有
效彌補了校園管理人力資源的不足。

■目前，全國70%以上的中小學幼兒園，安
全防範體系建設達到了國家建設標準。圖為
河北某小學放學時間有民警執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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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環出台新政策 搶人人搶錢錢搶市場市場

上海誓做全球電競之都電競之都

電競小鎮扎堆 紛推政策優惠

傳統產業障礙重重，新經濟、新

業態成為必爭之地。內地“電競之

都”遍地開花，起初還當是獵奇心使

然的“小打小鬧”，最終卻各自使出

殺手鐧，玩起“真刀真槍”。日前，

2019 DOTA2國際邀請賽（TI9）在上

海鏖戰，這亦是全球電競頂級賽事首

度來到亞洲，也代表着，數年耕耘

後，電競“領頭羊”上海已開始名利

雙收。今年上海連續出台電競新政，

緊鑼密鼓佈局全產業鏈，目標是3至5

年內全面建成“全球電競之都”。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20192019 DOTADOTA22國際國際

邀請賽在上海鏖戰邀請賽在上海鏖戰，，這這

是全球電競頂級賽事首
是全球電競頂級賽事首

度來到亞洲度來到亞洲。。

DOTA2由美國Valve公司（V社）研發運營，創立於2011年的
DOTA2 國 際 邀 請 賽 （The International
DOTA2 Championships，簡稱TI）為玩家年度
盛會，此前曾兩度移師德國科隆、加拿大溫哥
華，其餘年份主賽場均設於美國西雅圖。今年
是此項全球獎金額最高的單項電競比賽，首次
在亞洲、在中國舉辦，決賽當日獎金池定格於
3,429萬美元，最終由冠軍隊獨得1,560萬美
元，亞軍和季軍也分別得到445萬美元和308萬
美元。

TI9決賽門票27秒內售罄
而DOTA2國際邀請賽的數據，更是電子

競技行業在內地蓬勃發展的力證：TI9門票發
售當天，有數十萬人通過網絡平台參與在線搶
票，所有場次的門票均在53秒內被一搶而空，
其中決賽場次更在27秒內售罄。比賽期間，每
日約有多達13,000名觀眾蜂擁至現場觀戰，內
地在線總觀看人數突破2.2億人，同比TI8在線
總觀看人數增長了120%。

“運動員註冊”吸電競選手
雖然內地各大城市都爭相向電競業靠攏，

但至少從眼下來看，上海的戰略地位無法撼
動。申城電子競技遊戲市場收入去年已達到
146.4億元人民幣，由於上下游產業鏈完備，內
地八成知名電競俱樂部選擇扎根於此，包括英
雄聯盟職業聯賽、王者榮耀職業聯賽等，近四
成大型電競賽事均已落滬。
DOTA2中國內地獨家服務商、完美世界

首席執行官蕭泓直言，上海是內地甚至東亞最
有條件的城市，無論在市場環境、或是政策扶

植方面，均已耕耘數年，很早就將電競作為重
要產業來推動。
2017年上海印發《關於加快本市文化創意

產業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加快
全球電競之都建設”；今年6月政策加碼，正
式出台《促進電子競技產業健康發展20條意
見》，提出力爭3至5年內全面建成“全球電競
之都”。20條意見首度將龐大的電競產業鏈一
網打盡，從原創電競產品、衍生品、賽事品
牌、電競戰隊、場館運營、直播平台到電競資
訊、電競欄目、電競經紀、電競裝備、電競體
育等周邊產業面面俱到，同時還強調要推動電
競與演藝、旅遊、教育、設計、醫療等領域的
融合發展，加快電競音樂會、電競主題樂園、
電競主題演出等新業態領域佈局。
日前上海還公佈了首批88名電子競技運動

員名單，這些“領證上崗”的電競高手們，將
享受由當地電子競技運動協會給予的享有的六
項權益，上海也因此成為內地首個對電競選手
進行運動員註冊管理的城市，在人才之爭上又
拔得頭籌。

電競產業錢途無量，上海雖暫
時領先，卻也是競爭者眾。北京、
重慶、杭州、成都等城市也紛紛祭
出“電競之都”大計，比拚政策優
惠，意欲“彎道超車”。重慶忠
縣、安徽蕪湖、江蘇太倉、浙江杭
州、河南孟州、遼寧葫蘆島等地，
更相繼宣佈興建電競小鎮。

騰訊落戶忠縣蕪湖
2017年初，重慶忠縣宣佈計

劃投入40億至50億元人民幣打造
電競小鎮，並在7個月後高調推出
當地電競小鎮地標性建築──有
三層看台、360度無死角觀賽屏、
能夠容納 6,096 名觀眾、堪比
NBA球館的三峽港灣電競館，當
時為全國最大的專業電競館。今

夏，忠縣與騰訊西南總部聯手，
計劃共同深入推進忠縣電競產
業、數字經濟全面發展。根據合
作協議，騰訊將與忠縣開展全年5
場長江三峽電子競技賽事合作，
通過資源鏈接等多種模式，助力
忠縣構建電競生態圈。
事實上，忠縣並非騰訊唯一

的“合作夥伴”。騰訊早前已與安
徽省蕪湖市宣佈合作，要共同打造
集電競主題公園、電競大學、文化
創意園、動漫產業園、創意街區、
騰訊科技創業社區、騰訊雲大數據
中心於一體的電競小鎮。
河南孟州擁有“全國首家保

稅電競特色小鎮”，項目欲依託河
南自貿區和德眾保稅物流中心的口
岸通關、保稅物流、保稅加工、保

稅金融、跨境電商等方面的獨特優
勢，打造一個集電競及相關設備保
稅倉儲、加工、國際物流配送、檢
測認證、進出口貿易、展示體驗等
功能於一體的國際性電競設備交易
中心和示範基地。

長三角有望拔頭籌
分析人士指出，從地理位置

看，目前東中西部地區均有項目
落地，但數量上以長三角地區為
主，而電競小鎮在長三角的聚
集，和區域內電競產業發展程
度、GDP總量、人口密度等經濟
指標有密切關係。從目前的趨勢
看，長三角以上海、杭州為代表
的城市，有望成為內地電競產業
最發達的區域。

■■今年是今年是DOTADOTA22全球獎金額最高的
全球獎金額最高的

單項電競比賽
單項電競比賽。。

▲電競頂級賽事上有
穿上遊戲服飾的Co-
s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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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
會，今（9/27）下午對長榮航空對罷工期間響
應出勤者才能繼續享有免費機票的 「0508公告
」進行最後一次詢問庭。空服員工會昨下午4時
起發動在勞動部樓下靜坐守夜，至今天下午4時
結束。詢問庭今天下午2時召開，勞動部說，最
慢在下月17日前裁決結果會出爐。

空服員職業工會6月20日對長榮航空發動
罷工，歷經488小時罷工後雙方達成協議落幕。
空服員工會當時和長榮航空達成協議，包括對
於合法罷工行為 「予以尊重」，部分航班改為
過夜、飛安服勤獎金提高等。另外罷工前長榮
在5月8日公告，對參與罷工空服員將取消3年
員工優待機票，當時雙方約定將漸進式恢復。

工會表示，2個月協商期過後，長榮航空不
僅沒有給出更好的恢復員工優待機票方案，愈
來愈多的秋後算帳也沒有解決，長榮航空完全
不尊重基本的勞動人權，工會只能繼續抗爭、
訴諸裁決。

工會說，此案影響超過2000名長榮空服員
的勞動權益，呼籲裁決委員會應正視勞資脈絡
，若放任長榮航空將取消員工福利、差別待遇
等作為打壓工會、恐嚇罷工的手段，此舉將更
強化勞資間的不對等，對長榮航空後續各種秋
後算帳不能起警惕作用，也對長榮空服員的勞
資關係和台灣集體勞資關係的發展百害無益，

罷工權更會失去基本的保障。希望裁決委
員會能公正判決，認定長榮航空0508公告
違反《工會法》，應撤銷違法公告，別讓
長榮空服員成為史上人數最多的裁決受害
者。

詢問庭下午 2 時召開，工會派代表進
入旁聽，勞資雙方律師唇槍舌戰。資方指
，給予罷工期間出勤員工優待機票是 「罷
工津貼」，0508公告是因應罷工可能會造
成的虧損。資方並舉例，若將去年度所有
長榮航空員工、眷屬使用的優待機票，以
市售價值估計，最高可達13億元，確實可
用於填補虧損，並非針對罷工。

工會則反擊，長榮航空營運30多年至
今，從未因為虧損而取消員工優待機票，
唯獨這一次有，明顯是針對罷工；且員工
使用優待機票都是長榮航空未賣掉的機票
才能候補，實際上長榮根本賣不掉那些機
票。

詢問庭中，有裁決委員詢問雙方是否
還有意願繼續協商。空服員工會副秘書長
周聖凱會後受訪表示，前4次協商中，工
會確實從原先主張 「10月全面恢復」退讓
到 「明年元旦全面恢復」；但資方提出
「一年半全面恢復」，且要工會先撤告、和解

並答應修改責任制基準，雙方落差仍大，工會

會靜待裁決結果。
工會在勞動部樓下靜坐24小時的活動，今

下午4時結束。勞動部說，最慢在下月17日前
裁決結果會出爐。

長榮罷工空姐員工票爭奪戰
勞動裁決下月17日出爐

（中央社）台北市議員李慶元爭取議會編列助理職災準備金
數年，去年也在議會預算會期爭取未果，他今在市議會民政委員

會質詢表示，議會編列該筆預算於
法有據，但20年來都未編列，結果
助理職災壓力轉稼到聘僱的議員身
上，對議員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李建議市府勞動局與議會、中央溝
通，找出解決方式。勞動局表示，
內政部的函釋限縮法令解釋，並無
該項經費科目，需由內政部變更函
釋或修法，目前已知中央已著手修
法，該局也將持續收集法理依據，
提供議會參酌。市議會則說，今年
已編列加班費及職災準備金，但能
否動用，端視中央是否放寬使用。

對於公費助理的職災準備金，去
年李慶元爭取應依《地方民意代表
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
條例》第 6 條 「公費助理適用勞動
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
會編列經費支應之」辦理，但北市
勞動局長賴香伶在議會答詢時稱
「不知議會為何從來不編」，讓時

任的議長吳碧珠大動肝火，質疑賴
暗指議會違法，並斥勞動局若認為議會違法大可開罰，吳還撂話
若隔年（2019年）議會未編預算，賴應辭職負責。

李慶元今早在議會民政委員會質詢時表示，立法院依立法院
組織法，為立委助理提播職災準備金，且依內規執行，而《地方
民代支給條例》已規定可編列相關預算，於法有據，但今年議會
有編列明年度的助理加班費，仍未編列職災準備金。李認為，職
災準備的應優先於加班費，否則，一旦助理因公發生職災，身為
僱主的議員恐需補償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對專業問政的議員
是不可承受之重。

李慶元還說，因議會仍未編職災預算，他擔心助理外出會勘
因公發生事故，現在打算幫助理加保意外險及醫療險，但細算下
來一個月要花4萬元至5萬元，對專職的議員是筆不小的負擔，
因此他現在對於現場勘查行程都盡量自己跑，助理騎機車外出洽
公也讓他提心吊膽。李建議勞動局應與中央及議會協商對策。

勞動局官員說，內政部對於法條中的其相關費用做出限縮解
釋的函釋，可編列的費用無職災準備金，若要編列相關預算，也
需由內政部解釋或廢止函釋。勞動局長賴香伶說，應由中央修法
，該局也會持續收集法理依據，提供議會參酌。

北市議會秘書長洪樹林說，今年北市議會比照立法院，以勞
基法相關科目編列公費助理的加班費及職災準備金共3千萬元，
但內政部限縮第6條條文解釋，勞基法相關不含加班費及職災準
備金，因此，議會及議員能否動用該筆預算，還要看中央是否放
寬解釋。由於該筆預算為補助性質，若中央放寬解釋准予動支，
議會將比照立院的執行方式，將款項撥付助理的僱主，亦即議員
，由議員自行運用。

北市推動兒虐案檢警早期介入偵辦調查送辦時程縮為1周

有法不能用北市議員再為助理爭取編列職災準備金

（中央社）兒虐事件頻傳，台北市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統計，去年北市兒虐調查
人數高達1697人，以往兒少受虐案件從行政調
查到送檢警偵查耗時約1個月，犯罪現場及證物
已難取得，去年北市社會局與檢方、台大兒童
醫院兒保醫療中心合作，推出 「兒少疑似受虐
致重傷案件評估啟動檢警早期介入偵辦」新制
，調查流程可縮短為1周，可把握救援及蒐證黃
金期，減少犯罪跡證消失的憾事。

北市家暴中心統計，去年北市兒虐調查人
數高達1697人，有5成屬於身體虐待案件，其
中有3起令人遺憾的重大兒虐案件。

家暴中心分析，以往兒少受虐案件調查是
由社工訪視、蒐集事證後，再函送檢警偵查，
但此行政程序平均需耗時約1個月，當檢察官啟
動偵辦時，原犯罪現場及證物早已消失或難以
重建。

去年8月北市府建立兒虐檢警早介偵辦機制

，除召集原有處理兒少虐待案件的整合團隊
（警察局、衛生局），並邀集士林、台北地地
檢署，及台大兒童醫院兒保醫療中心，透過跨
域合作，爭取於1周的黃金救援及搜證、偵查時
機，減少事後因時間因素讓犯罪跡證消失。

家暴中心主任陳淑娟說，今年《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也參照北市執行
機制及正面經驗，新增條文納入兒虐案件早期
發現即移送司法偵查，以維護受虐兒少的司法

權益。此外，新制實施後，至今有4件虐待案件
啟動調查新制，有1案起訴、1案緩起訴，另有
2案偵辦中。

此外，家暴中心為協助社工在案件調查時
，對於兒少傷勢有敏銳的判斷力及蒐集事證，
去年起陸續蒐集及篩選不同受虐類型的傷勢照
片，完成 「台北市兒童保護傷勢手冊」，以真
實案例照片教導社工判斷是否為虐待，以便通
報給醫療與檢警單位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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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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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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有鑑於全台有超過37萬輛電動
自行車上路，肇事事件卻逐年成長，過去4年
受傷人數增加4成，立法院因此修正慢車處罰
規定，並將在今年（2019年）10月1日正式施
行，明訂駕駛電動自行車超過25公里速限可處
900至1800元、未戴安全帽可處300元、擅自改
裝車輛將可罰1800元至5400元。

因新北市樹林區內有許多越籍移工，為增
進這些越籍移工騎乘電動自行車與用路人之安
全，並宣導對於電動自行車有更深入的了解與
認知，樹林警分局近日在轄內重要道路及轄內

多間公司行號宣導電動自行車新制，並請專人
為這些越籍朋友們製作修正法令前後中越語的
對照表，以增加宣導的成效。

樹林警分局分局長張明和特別呼籲，目前
為新制法令宣導期，提醒電動自行車高使用族
群（如移工、學生或老年人等） 務必遵守交通
規則，以維良好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警方將
自2019年10月1日起，針對轄內工業區、校園
、公園、市場及聯外橋梁等地點加強執法，以
維良好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

騎電動自行車沒戴安全帽將開罰
樹林警製法規中越對照表宣導

高鐵左營案起死回生
學者：國土開發效益是空口白話

（中央社）高鐵南延案路線敲定經左營路
線案，左營到屏東行車時間10分鐘，不含車輛
購置經費要花554億元，屏東設站六塊厝，並預
留高鐵或快鐵路線延伸至潮州，預計下月報行
政院核定，目標2029年底通車營運。不過，該
案今年 4 月第一次審查時出於考量國土發展遭
「退回」，半年後竟起死回生，提出的國土開

發效益就是西高鐵加東快鐵的願景，卻看不到
更具體內容。學者質疑，所謂國土計畫只是空
口白話喊出 「西高鐵加東快鐵」，看不到更具
體內容，更淪為30年內花千億元賺百億元的投
資。

今年4月曾參與第一次審查將左營案 「退件
」的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教授張勝雄表示，
這個結果是意料中事，左營案可以帶動國土重
大發展，那就應該提出國土發展計畫為何？為
何一定要高鐵才能發展？現在所提出的國土發
展計畫就是空口說 「西高鐵串聯東快鐵」，卻
看不到具體快鐵方案和內容，今年4月審查看不
到國土開發計畫，現在也看不到具體計畫，如
果要談國土發展，就拿出具體方案，而不只是

空口說白話，應該要有長久研究來支撐。
張勝雄直指， 「如果只是院長和部長說了

就可以做，那很多規畫系等都可以裁撤掉」，
現在計畫認為用供給導向可以帶動發展，但事
實上，台灣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

張勝雄表示，高鐵南延屏東經左營路線，
他們說工程經費約554億元， 「但弄一個路線怎
可能不購車？，加上購車實際金額是619億元，
他們蓄意降低經費數字，代表心裡有鬼」；該
案預估未來屏東站每天進站(未含出站)將有4千
人次，其中3千人次事實上是從本來左營站移轉
過來的原本需求，只有1千人次才是延伸到屏東
新增進站旅次。

張說，換算成票箱收入，這新增1千名旅次
在30年內帶來票箱收入為100億元，但左營路
線南延新建成本 619 億元，30 年內高鐵還面臨
營運維修成本242億元，以及重置增加成本包括
購車等182億元，等於30年內要花1千億元，政
府卻用這1千億元去換100億元票箱收入， 「不
要說 30 年內不會回本，100 年也不會回本，永
遠都不會回本」。

張勝雄表示，不管藍綠政府，經歷過蔣經
國10大建設，會有迷思，認為有交通建設就會
促進經濟發展、會賺大錢，但其實新的環境已
經改變，台灣面臨高齡化人口， 「人口紅利沒
有了，未來將會債留子孫」。

今參與高鐵南延審查的警察大學交通管理
研究所副教授李克聰則表示，左營案在國土規
劃和區域平衡發展評估指標比較少，效益上也
談得很少，但沒有更多效益指標和內容，該案
要怎麼通過，他也要求多做一些外部效益評估
，包括國土規劃、平衡區域發展，論述要加強
， 「不能從工程面和經費去看哪個金額最少，
就決定哪個可行」，這是今提出方案較不完整
的地方。因此，李要求要提出評估指標和內容
，且要讓配套更完整，負面衝擊也要想得清楚
，國土規劃要看全面性，包括公路，資源不要
重疊，他希望別草率，因此要求補強，補強內
容須經審查委員認同後才可以報行政院核定。

針對外界質疑左營案國土開發效益空泛，
交通部政務次長黃玉霖表示，左營案國土開發
效益，提出西高鐵串聯東快鐵等整體鐵路路網

規劃和架構，今天審查委員會一致認同，從國
家國土發展角度來說，這個計畫具有可行性，
因此今天達成共識。

至於有學者認為財務可行性不足，黃玉霖
表示，民間投資案才有財務可行性，政府投資
案著眼的是經濟可行性，跟財務可行性有區別
，經濟可行性包括效益和國土、區域發展，不
會是財務可行性會去考慮到的，外界一直會以
財務可行性做為焦點，但政府規劃和執行的案
子，要考慮更廣泛的內部效益和外不可行性。
黃說，今天提出西高鐵串聯東快鐵整體路網規
劃，將來台北到左營僅90分鐘，左營到六塊厝
轉快鐵到台東也是90分，台北到花蓮80分鐘內
，台北到台東僅140分鐘，旅行時間可以減少一
半，帶來台灣整體國土空間革命和效益龐大；
未來報行政院計畫中，也會針對可量化的外部
效應做出更多評估。

整體環島高速路網完成時程為何？黃玉霖
說，鐵道路網整體規劃將分階段執行，未來分
段執行會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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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第一品牌 COWAY 淨水器
（空氣淨化器，軟水機，清潔加熱智能便座）

價格
最優

出租：租金每日１-２元
購買：$699~$1999

華人總代理
米娜 (346)218-6051

最佳服務
更換濾芯服務，免費保
修，最好的基礎設施

CP-251L CHP-590LP-08L AP-1516Da AP-1511FHE BA-13 BB-14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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