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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會眾院司法委員會舉行首場
彈劾川普總統聽證會的同時，在英國倫敦出席
北約峰會的川普總統則繼續抨擊民主黨和眾院
主持的彈劾聽證，稱彈劾報告是 「笑話」，民
主黨將在2020年大敗；至於報告中最新披露的
其私人律師朱利安尼多次與白宮及預算辦公室
聯繫，川普則淡化其重要性。美聯社

國會眾院司法委員會4日舉行首場彈劾川普
總統聽證會的同時，在英國倫敦出席北約峰會
的川普總統則繼續抨擊民主黨和眾院主持的彈
劾聽證，稱彈劾報告是 「笑話」，民主黨將在

2020年大敗；至於報告中最新披露的其私人律
師朱利安尼多次與白宮及預算辦公室聯繫，川
普則淡化其重要性。

川普4日在與義大利總理一起會見記者時說
， 「如果有人說他打電話到白宮，這有什麼大
不了的嗎？我可不這麼認為。」他並表示，他
對朱利安尼和白宮的通話一無所知。

調查報告還揭露，眾院情報委員會的共和
黨籍資深議員努尼斯(Devin Nunes)，疑似也和
朱利安尼及其手下帕爾納斯(Lev Parnas)往來頻
繁。

努尼斯回應說，他可能曾與帕爾納斯通話
，但並不確定，因為不記得這個名字。

眾院情報委員會3日公佈的300頁彈劾調查
報告，將是彈劾調查邁入下一步的基礎，而眾
院司法委員會草擬彈劾報告，則從本週舉行的
聽證會開始，4日邀請四位法學教授，就國會的
彈劾權力及川普是否犯下可彈劾的罪名聽證。

川普說，彈劾聽證舉行的時機，選在美國
總統前往英國，與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一些國家
元首商議北約重要議程時，本身就很丟人，
「彈劾」本是個骯髒字，應該只在某些特定場

合使用。
川普說，他看了眾院情報委員會公佈的彈

劾調查報告， 「就是個笑話」；他與烏克蘭總
統澤倫斯基的兩次 「完美」通話沒有任何施壓
、任何問題，民主黨辦聽證會就是件壞事，幾
乎是在質疑他們是否愛美國。

他並盛讚國會共和黨的團結，還說自己的
民調一路走高，預計民主黨將在2020年大敗，
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謝安達是個鐵石心腸的失
敗者， 「如今發生的事絕不該再次發生在美國
總統身上，這絕對是我們國家的恥辱。」

川普川普：：彈劾報告是笑話彈劾報告是笑話 民主黨民主黨20202020將大敗將大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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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波蘭南部
的滑雪勝地什切爾克（Szc-
zyrk）昨晚（4 日）發生一起
瓦斯氣爆意外，驚人的爆炸
威力，直接摧毀了一棟3層樓
的建築物，有多人遇害。當
局今天（5日）表示，目前已
確定有8人死亡，不過搜救隊
仍在嚴寒下持續尋找是否有
其他民眾。

美聯社報導，波蘭西利
西亞省（Silesian）省長威茲
左瑞克（Jaroslaw Wieczorek）
指出，在這起 「可怕悲劇」
裡的8名罹難者，有4人是孩
童。

目擊者表示，爆炸當下

在幾百公尺外也能聽到聲響
，驚人威力連鄰近房屋的窗
戶也被震碎。當局獲報後派
出了大約100位消防隊員，以
人工方式清除殘骸，尋找其
他可能的受害者。根據波蘭
當地媒體 「TVN24」報導，
搜救隊歷經好幾個小時的搜
救，殘骸幾乎全被移走。

威茲左瑞克說： 「搜救
現場狀況相當糟糕，不僅天
氣惡劣還有濃煙從瓦礫堆中
竄出。為了確保殘骸保持完
整不崩塌，造成進一步傷亡
，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徒手
完成。」

消防隊員指出，這棟3層

樓的房屋，共有兩個家庭，
總計9人入住，不過爆炸當下
有1人不在屋內。

當地瓦斯分銷商波蘭天
然氣公司(PSG)表示，在氣爆
意外發生之前，天然氣管線
內的壓力突然下降，並指這
種情況可能與天然氣管線遭
到附近的建築物工事，意外
刺穿有關。警方及檢調單位
已到場展開調查。

波蘭天然氣公司發言人
指出，在發生氣爆後，什切
爾克市內有大片區域都已暫
停供氣，以策安全。

（綜合報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昨天在倫敦峰會發表聲明，首度將中國列為
挑戰，顯示國際嚴正看待其軍事擴張威脅，但
如何令中國加入國際限武規範，將是北約一大
考驗。

在英國倫敦召開2天的北約領袖會議於4日
落幕，會議除了美國總統川普指責法國總統馬
克宏（Emmanuel Macron）北約 「腦死」說非常
無禮，以及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
）被拍到疑似調侃川普開記者會花太久時間，
遭川普回擊是雙面人等口水戰外，也在政策面
上達成正視中國挑戰的具體進展。

根據北約29個成員國領袖會後發布的
聲明，首度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擴大
的影響力及其國際政策，是北約盟國需要
共同應對的機遇與挑戰。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
在會後記者會上說，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
第2大國防開支國，最近展示包括核武器在內的
新型武力。北約盟友領袖們同意，一致對外解
決這個問題，必須找到讓中國參與軍備控制協
議的方法。

美 國 駐 北 約 大 使 赫 奇 森 （Kay Bailey
Hutchison）近日接受美媒專訪時也說，過去20

年中國快速發展成經濟和軍事強國，北約正在
檢視中國的軍事行動，保持這種警覺雖是新作
法，但是有其必要。

今年是北約成立70週年，這個防禦聯盟原
先是因應當時蘇聯及後來的俄羅斯威脅，史托
騰柏格強調認知如何因應中國的崛起是重要的
一步，顯見中國軍事擴張成為區域隱憂。

北約盟國漸有共識中國應加入限武協議，
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2018 年 11 月表示
，設計一套涵蓋新興武器系統與中國的限武規

範，具有迫切性，史托騰柏格隨後呼應，中國
正大舉投資新穎、現代化的武器，包括新型飛
彈， 「中國也得受約束」，川普今年8月也說，
任何針對武器發展的新條約都應納入中國。

雖然美國希望以北約聯盟之力促中國加入
多邊限武協議，但美國政府今年才以俄國違反
條約為由廢除中程核飛彈條約（INF），外界認
為美國此舉根本是為抗衡中國武器擴張鋪路，
在國際情勢趨向軍備競賽下，中國也無意參加
美俄談判，如何達成限武將是北約一大考驗。

波蘭南部滑雪勝地氣爆夷平波蘭南部滑雪勝地氣爆夷平33層建物層建物 釀釀88死含死含44孩童孩童

北約峰會首提中國挑戰北約峰會首提中國挑戰 審視軍事擴張威脅審視軍事擴張威脅

法國無限期大罷工登場盼促馬克宏撤回年改方案
(綜合報道)法國工會今天展開無限期全國大罷工，造成

國內大眾運輸、學校和其他服務癱瘓。罷工是為抗議總統馬
克宏將年金制度統一的改革計畫，工會聲稱此舉將迫使數以
百萬計勞工延後退休。

由於許多教師今天參與罷工或無法抵達學校，法國家長
忙著安排子女看顧事宜。而火車、地鐵和公車停駛，也造成
許多上班族改為在家工作或乾脆請假。

法國工會領袖已揚言將持續罷工，直到馬克宏（Em-

manuel Macron）取消他的年改方案。這項計畫是中間派的馬
克宏為了大規模整頓法國經濟所採取的最新行動。

法國總工會（CGT）秘書長馬蒂內茲（Philippe Martinez
）接受BFM電視台訪問時表示： 「馬克宏所稱非常重要的社
會協商，實際上並未發生。」

法國高速鐵路（TGV）和區域間火車約9成班次取消，
法國航空公司（Air France）也取消30%的國內線航班和15%
的國際線短程航班。巴黎的16條地鐵線則有11條停駛，其餘

5條也只在上午尖峰時間提供最基本服務。
巴黎知名觀光景點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同樣因罷

工關閉，並發表聲明說： 「我們沒有足夠員工讓鐵塔在安全
情況下對外開放。」

這場罷工號稱無限期，可能持續數天，令人回想起1995
年11至12月法國政府和工會攤牌引發的大罷工潮，當時法國
日常運作癱瘓約3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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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首相
強生說，英國是否容許中國
通訊設備製造商華為參與5G
通訊網路建設，將取決於能
否確保國家安全及與美國為
首的情報共享組織 「五眼聯
盟」的合作。

強生表示： 「關於華為
和5G，我不希望本國不必要

地敵視海外投資，但另一方
面，我們不能侵害重要的國
家安全或與 『五眼聯盟』其
他重要盟友的合作能力。」

華為表示有信心英國政
府將 「客觀」地處事，基於
實質證據處理網路安全問題
。

美國政府一直向歐洲盟

友施壓，要他們放棄在5G網
路中使用華為設備，聲稱該
公司與中國政府有密切連繫
，其設備可能被北京當局用
作間謀用途。英國政府一直
拖延作出決定，外界估計英
國在本月12日大選前，都不
會有決定。

英首相英首相：：是否抵制華為取決於國家安全及五眼聯盟合作是否抵制華為取決於國家安全及五眼聯盟合作

（綜合報導)日本共同社今天報導，傳出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正規劃2020年1月中旬訪問中東，直接向相關國家說明日本
有意獨自派遣自衛隊前往中東海域，希望獲得理解。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目前傳出安倍規劃2020年1月中
旬前往中東訪問，正與沙烏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為主
的國家進行最後協商。

預料日本政府應會在年底前的內閣會議決定，派遣海上自
衛隊的一艘驅逐艦與P-3C反潛機；研判應會待取得執政黨同

意後，再開始進行相關手續。
聯合執政的公明黨政務調查會長石田祝稔昨天說，派遣期

限應明確化。因此，目前有一案內容就是以派遣時間一年為原
則，若有必要再經內閣會議決議延長。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目前日本政府規劃派遣人數約270人
，基於防衛省設置法以 「調查．研究」作為目的，派遣一艘驅
逐艦及一架反潛機。

目前已知可能會派遣排水量約4000公噸到5000公噸，且

可搭載直升機的中型驅逐艦，預計乘載約250人。
反潛機上則乘載約20人。
屆時派遣海域可能以阿曼灣、阿拉伯海北部公海、曼德海

峽東側公海為主。
這項派遣任務待政府與執政黨間的協調結束後，就會由內

閣會議決定，最快反潛機可在年底前啟程，驅逐艦則預計明年
初啟航。驅逐艦從日本航向目的地海域約需數週時間。

駐教廷使館台灣畫展
義大利議員稱像回家般親切

（綜合報導）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 「世
界的光」畫展展出23幅台灣當代畫作，義大利
友台協會主席、參議員馬蘭昨晚參觀後說，他
每次經過使館看到牆外懸掛的國旗，就覺得像
回家一樣親切。

義大利多位國會議員和貴賓昨天參觀畫展
，出席的包括馬蘭（Lucio Malan）、眾議院文
化委員會副主席華斯奈迪（Paola Frassineti）、
眾 議 員 博 格 西 （Mario Borghese） 和 費 拉 利
（Roberto Paolo Ferrari）、羅馬智慧大學副教授
佩拉吉（Stefano Pelaggi）等。駐教廷大使李世
明、駐義大利代表李新穎皆出席接待。

李世明說，大使館很歡迎幾位義大利友台
國會議員 「常常回家」，此畫展靈感來自教宗
方濟各（Pope Francis）提倡的 「文化相遇」概
念，除了感謝天主教在台灣160年的耕耘奉獻，
也希望畫作內的台灣風土民情能勾起幾位議員

訪台時留下的美好回憶。
「世界的光」畫展籌備兩年，從今

年7月展到明年4月底，展出21位台灣藝
術家的23件作品。展覽主題分為三部份
，一是以東方藝術眼光詮釋的基督教信
仰，二是以抽象或復古手法呈現的台灣
風土民情，三是台灣原住民藝術家以充
滿部落文化特色的作品，凸顯人類與自
然共生的重要性。

這幾位議員逐一參觀畫作，對其中不少作
品展現高度興趣。例如畫家牛俊強將耶穌被釘
十字架的5個傷痕標出來，與中醫經絡概念結合
，讓幾位義大利議員聊起自己或親朋嘗試過的
中醫療法，認為中醫確實是一門古老智慧。

看到原住民藝術家伊祐噶照（Iyo Kacaw）
、伊誕．巴瓦瓦隆（Etan Pavavalung ）、美卡．
瓦歷斯（Meika Walis）等名字，議員很好奇為

何這些名字和中文結構如此不同，經解釋他們
才了解，台灣早期原住民語言屬於南島語系，
跟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種族關聯密切。

畫家鄭福成、蕭秋芬以抽象手法繪畫的
「日月潭」、 「太魯閣」也引起議員們熱烈迴

響，他們表示訪台時對這兩處美景印象深刻，
非常希望能有機會再度前往。

參觀畫展後，駐教廷使館準備各式美食，

並致贈訪賓教廷與台灣科技廠合作製造的 「智
慧玫瑰念珠」。

李世明說，教宗曾說信仰就是一種相遇，
上帝與人類相遇，人類也必須與他人相遇，透
過對話建立友誼、團結和正義，他盼望透過這
些畫作，增進台梵與台義間的親密友誼，也深
化彼此對公平正義、人權自由的共同理念。

傳安倍擬明年初訪中東 說明自衛隊派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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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成利器
逾半數巴西人因不懂外語在職場受挫

綜合報導 德國外語學習軟件Babbel和巴西壹家初創企業Estudante

Herói近日公布的壹項聯合調查數據顯示，55%的巴西受訪者表示曾因不

懂外語而在職場中受到挫折。

據報道，本次調查選取了1500多名巴西人作為調查對象。調查還顯

示，受訪者中有52%提到，不懂外語讓他們感到無助和羞愧，並認為熟

練掌握另壹種(或幾種)語言可能會幫助他們獲得更好的(或理想的)工作，

此外，還有98%的受訪者認為流利的外語水平有助於個人的職業發展。

據統計，能夠“出國工作”是受訪者們認為精通第二種語言者的最

大優勢，支持此觀點者占59%。

報道稱，世界上有些國家目前存在技術人才短缺問題。舉例來說，德國目

前共有70多萬個技術崗位處於空缺狀態，其中的熱門領域有醫療、工程和信息

技術。不過，要想在德國從事這些職位，流利的德語水平必不可少。

對巴西人來講，他們出國工作的最大障礙是學習第二種語言。英國

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表示，在壹個僅有5%人口熟悉英語的國家中，

掌握壹門外語的求職者在國內就業市場中具有很大的優勢。

初創企業Estudante Herói的創始合夥人、德國人丹尼爾•沃斯表示

，“在當前社會中，能夠掌握幾種語言在某種程度上可決定未來的職業

發展。在任何壹家國際公司中，英語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因為能夠幫

助全世界不同地區專業人士之間進行交流。學習壹門外語(例如我學習葡

萄牙語)能夠打破文化障礙，同時也有助於拓寬個人眼界。”

法國將啟動伊核協議爭端機制？
伊朗議會議長發出警告

綜合報導 針對法國外長勒德裏昂提出的考慮啟動伊朗核協議中的爭端

解決機制的言論，伊朗議會議長拉裏賈尼再次發出警告，稱若機制啟動，伊

朗將進壹步修改對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做出的承諾。

法國外交部長勒德裏昂表示，鑒於伊朗恢復濃縮鈾生產，法國方面

正考慮啟動伊朗核協議內設置的爭端解決機制。伊朗外交部發言人阿巴

斯· 穆薩維28日表示，伊朗拒絕法國方面“不負責任”的言論。

據報道，伊朗議會議長阿裏· 拉裏賈尼表示：“如果歐洲國家

啟用這個機制，伊朗也將修改對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所做出的壹

些承諾。”報道稱，由於歐洲國家沒能保護伊朗免受制裁影響，伊

朗失去了耐心。

拉裏賈尼稱，在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以後，伊朗已經等待了壹年多時

間，他警告其他各方，不應就伊朗問題發表無禮言論。不過他稱，伊朗

仍堅持對話和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據信，啟動伊核協議中的爭端解決機制，可能導致伊朗受到聯合國

方面的制裁。根據這項爭端解決機制，在出現爭端或分歧的情況下，任

何壹方都可以將此事提交給聯合委員會進行解決，而在聯合委員會未能

解決分歧的情況下，此事將提交至聯合國安理會進行解決。

如果安理會未能在30天內投票通過繼續對伊朗放松制裁的決定的話

，則將根據聯合國以前的決議，重新對其實施制裁。

此前，根據伊核協議的規定，伊朗同意逐漸停止核活動，換取國際

社會取消對其經濟的制裁。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卻在2018年宣布，美

國單方面退出這項協議，並重新對伊朗實施制裁。因此，伊朗逐步降低

了對這項協議義務的遵守程度。

痛心！奧地利“世遺”小鎮遇火災

四間木屋被燒
綜合報導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世界遺產的奧地利哈爾施塔特(Hall-

statt)小鎮發生火災，至少四棟房屋嚴重

受損，起火原因仍待調查。

據報道，火勢始於壹間木屋，接

著蔓延至棚子及兩幢相鄰住宅。接到

報警後，8臺消防車及109名消防員趕

赴現場，壹名消防員在撲滅火勢時受

傷，當地居民皆安全疏散。

壹名誌願消防員向當地媒體透露

稱，哈爾施塔特鎮的房子緊密相連，

因此附近的房子都嚴重受損。

報道稱，哈爾施塔特鎮坐落於山

水之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鹽礦區，

是奧地利知名的旅遊景點，也是世界

遺產小鎮。哈爾施塔特鎮因當地木骨

架房屋和田園風光而聞名世界，每年

接待超過100萬名遊客。

該鎮鎮長呼籲遊客不要前往火災

現場，以便調查及善後工作在不受幹

擾的情況下進行。目前，起火原因仍

在調查中。

綜合報導 同總理默克爾所在的聯盟

黨聯合執政的德國社民黨日前選出新壹

任黨主席，此前知名度較低的艾斯肯和

瓦爾特-博爾揚斯二人組合擊敗現任副總

理的朔爾茨及其搭檔。由於前者屢次批

評現執政的大聯合政府，德媒1日普遍

憂慮社民黨或將選擇退出執政聯盟。

11月30日，薩斯基婭· 艾斯肯和諾

貝特· 瓦爾特-博爾揚斯在最終投票中擊

敗朔爾茨及其搭檔，當選為該黨新壹任

黨主席。兩人將共同出任黨主席。

艾斯肯和瓦爾特-博爾揚斯當天向德

媒表達了他們希望與默克爾所在的聯盟

黨重新談判雙方去年3月達成的聯合執

政協議的立場。瓦爾特-博爾揚斯闡述了

二人對現有聯合執政協議的不滿之處：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缺乏行之有效、註

重社會公平的措施，互聯網和道路交通

等基礎設施存在嚴重欠缺。他認為，如

果固守現存的零赤字政策，長遠來看政

府將無法完成其所面臨的各項任務。

然而，基民盟黨主席安妮格雷特· 克

蘭普-卡倫鮑爾對社民黨兩位新主席的想

法明確表達了反對。她表示，現有的大

聯合政府是建立在雙方已經談判達成的

聯合執政協議之上的，該協議應當得到

保持。

由於社民黨料將在數日後召開的全

國黨代會上針對上述原則性問題作出決

斷，德媒擔憂，德國的大聯合政府存續

將面臨嚴峻考驗。分析人士指出，如果

社民黨退出大聯合政府，則默克爾所在

的聯盟黨在聯邦議院席位無法過半，或

淪為“少數政府”，甚至不排除將觸發

提前大選。

對於這壹可能性，基民盟副主席、

北威州州長拉舍特呼籲社民黨繼續留在

大聯合政府內。他批評稱，如果在目前

德國國民經濟處於關鍵時期的情形下重

新舉行選舉將是“不負責任的”。

根據社民黨議事日程，其高層接下

來數日內將進行磋商。如形成決議，則

將把關系到大聯合政府前途的上述關鍵

議題付諸6日開幕的社民黨全國黨代會

表決。

2017年 9月舉行大選後，德國經歷

了近半年的馬拉松式談判方完成組閣。

在此期間，社民黨內不少人士即因擔憂

“復制”上屆的大聯合政府將拖累該黨

支持率而對參與組閣表達疑慮。

德國社民黨主席換屆“爆冷”
德媒憂執政聯盟生變

法政府對“大罷工”嚴陣以待
總理：或致全國癱瘓

法國政府在總理府召

開內閣會議，在 5 日大罷

工開始之前，開啟進壹步

協調準備。他們試圖進壹

步優化退休改革方案，並

幫助法國民眾壹同度過隨

後的罷工日。在總理菲利

普看來，罷工可能導致全

國癱瘓。

據報道，退休改革是法

國總統馬克龍的“龍頭”改

革。最近法國政府多次召開

會議，試圖找到共同方案，

應對即將到來或將“曠日持

久”的大罷工。

11月30日，幾個部長已

經開始規劃，如果國家陷入

停擺，如何組織交通、學校

、醫院正常工作。

“黑色星期四”罷工規
模擴大

12月 5日，法國將迎來

“黑色星期四”，反退休改革

的罷工規模將擴大。公交系

統、教師、電力公司和燃氣

公司、煉油廠、垃圾處理、汽

車制造業、法官和律師司法人

員、警察等，都將響應罷工。

CGT、FO以及Solitaires工

會也呼籲城市運輸業、大客車

、長途貨車、運鈔公司職員、

救護車司機、搬家公司員工、

計程車司機罷工。在航空運輸

方面，以地勤人員為主的法航

3家工會號召罷工，但飛行員

工會未號召罷工。

據悉，法國政府的退休

改革法案預定廢除所有的特

殊退休制，改為以積分計算

退休權利的全民統壹退休制

，引發各階層擔憂。

76%法國人支持退休體
制改革

法國《周日報》同民調機

構Ifop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

76%的法國人支持退休體制改

革，但只有36%的人表示，信

任政府能夠做好此次改革，此

外46%的受訪者支持12月5日

罷工，33%的人表示反對，另

21%的人表示無所謂。

法政府或有意做出妥協
報道稱，反對派指責政

府在退休改革意圖上模糊不

定。最近幾天，政府強調自

己的立場，即對改革目標毫

不妥協，但希望能夠保持開

放的態度，參加各方對話，

杜絕粗暴的行事方式。

政府甚至表示，會在某些

議題上做出妥協，比如工會比較

看重的家庭權利、艱辛工作特殊

對待以及對教師的保證等。

在反對派看來，政府提出

退休改革“公平”和“統壹性”

的目標只是借口，最終目的是

以此減輕財政負擔。

不過，12月5日大罷工或

將演變成社會各個反對勢力的

大動員，這是最讓政府擔心的

壹點。12月7日，正值“黃背

心”運動壹周年，屆時狀況如

何，同樣引發政府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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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40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阜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本周在倫敦參
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會，但川普卻
淪為其他國領導人茶餘飯後的笑柄，現場
「NG畫面」卻錄下以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

tin Trudeau)為首，在和法國總統馬克宏、英國
首相強生等領導人聊天時，話題竟然直接嘲笑
川普 「話太多」。川普事後解釋，他推測可能
是加拿大因為軍費支出問題，曾經被他批評，
害他被用這樣的方式報復。

據《美國之音》報導，當時倫敦白金漢宮
正在舉行NATO招待會，但杜魯多在現場卻開
始說川普的壞話。對話一開始，強生問馬克宏
遲到的原因，隨後杜魯多馬上插話說： 「他遲
到是因為他記者會一上來就用了40分鐘。」杜
魯多的 「他」，指的就是川普，隨後杜魯多更
說： 「我看到他的團隊下巴都掉到地上了。」
這一段畫面也被現場攝影錄下，更在全球瘋傳
。

川普淪為笑柄後，一度宣布將不參加峰會

閉幕記者會，之後他和德國總理梅克爾會面時
，他做了一番解釋。川普強調杜魯多是個好人
，但也諷刺他是個 「雙面人」，川普他推測，
因為他先前公開點出加拿大在國防經費支出上
，未達GDP的2%， 「我猜想他不是太高興」
。川普也解釋不參加閉幕記者會的原因，他說
： 「這兩天來我們做了很多事了！」

報導指出，北約成員國2014年承諾在2024
年之前，把各國的國防經費增加到各國GDP的
2%。但根據北約今年6月的報告，北約29個成
員國中，只有7國達到2%的標準，當中包括美
國。

杜魯多之後也解釋所謂的 「下巴掉到地上
」，他稱之前在一場跟川普見面的會議上，川
普突然進行 「會前會」，並宣布下屆G7峰會
將在大衛營舉行，杜魯多說： 「我認為那是一
個事先沒有安排的宣布，我相信大家都有領導
團隊，都會因為突如其來的狀況而驚到掉下巴
。」

川普被加英法首腦當笑話
自認是 「金錢糾紛」 遭報復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部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周二在
頒獎儀式上表示，如果社區居民無法支持和尊重警察，很可能
發現自己不會得到應有的警力保護。這番言論引發爭議，人權
組織批評巴爾的觀點，把警察執法好比 「收保護費」；實際上
，警察是公權力執法部門，無論是否得到尊重，皆應保護人民
。

巴爾稱，美國人必須更重視警察的犧牲和服務，展現更多
的尊重和支持，否則那些不夠挺警察的社區，居民可能會發現
自己失去警察的保護。巴爾還將現今的警察比喻為越戰退役老

兵，認為警察退休待遇不佳。
巴爾所說的 「尊重和支持」

確切包含哪些行為，目前尚不清楚。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歐洲媒體主任史錐蘭（Andrew Stroehlein）表示，警察
責任是執法，而不像收取保護費， 「尊重」不能作為保護人民
與否的先決條件。民間監督團體 American Bridge 發言人范恩
（Jeb Fain）指，巴爾的言論透露出對有色人種權利的蔑視心態
，也不尊重那些想為自家社區效力的執法人員，法治理念蕩然
無存。

巴爾有這類想法，並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巴爾在一個
警察年會上發表演說，對於社會敵視警察的情緒，他認為，大
眾應回到基礎，要求民眾、媒體應在各平台宣導 「先服從、被
捕後再抱怨（Comply first, and, if warranted, complain later）」原
則，這能確保警員、嫌犯、居民都安全無虞；對於拒絕警察執
法的人，必須採取 「零容忍」態度並予以起訴。

把美國當中國亂搞 華為教唆美企違反美國法律
（綜合報導）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周二（3日）痛批中國電信設備大廠 「華
為技術」（Huawei Technologies），竟教唆美國
企業違反美國法律，將業務、生產線遷到美國境
外，來規避美政府的黑名單。

路透報導，川普政府5月以國家安全為由，
將華為及其附屬公司列入貿易黑名單，禁止該公
司未經批准向美國公司購買服務和零件。不過，
部份關鍵的供應鏈不在美國當局的限制範圍內，
令黑名單作用有限。

路透上周指，美國政府已打算加強貿易黑名
單對華為的限制，可能進一步阻止 「更多使用美

國技術的外國產品，出售給華為」。美國聯邦通
訊委員會（FCC）也建議美國電信運營商，移除
和替換現有的華為設備，切斷美國華為的關鍵資
金來源。

報導指，美國政府也可能透過修法，加強封
殺華為，其中一條受影響的法令是 「最低限度規
則（De minimis Rule）」。按照現有出口管制規
則，全球範圍內含有25%美國技術的產品，都不
允許供應給華為。

羅斯沒有表明是否會在短期內修法，但他暗
示，正在研究25%的門檻是否仍舊適用於華為個
案。

不支持警察就不保護
美司法部長法治觀堪憂

女屍顯靈？變態警偷摸乳房 全被關機的密錄器拍下
（綜合報導）

美國洛杉磯一名警方日前在出勤時，處理一起命案現場，但這
名警方相當變態，竟當場狂摸女屍的乳房。這名警方原以為關
掉自己的密錄器就沒事，神不知鬼不覺，沒想到密錄器尚未完
全關機，剛好錄下變態警猥褻女屍的所有畫面。

據美國《KXLH》報導，這名員警和同事在數周前接獲報
案，表示疑似有一具遺體陳屍在民宅內。這名變態警和同事就
前往處理，並在現場發現一具女屍，但變態警就趁同事回巡邏

車拿物件時，企圖猥褻女屍。由於員警都有配戴密錄器，於是
這名變態警也故意關掉密錄器，在現場狂對女屍襲胸。

這起事件原本就這樣過去，但剛好最近警局在抽查密錄器
，意外發現到這個噁心的片段，洛杉磯警局副局長阿寇斯
(Robert Arcos)也表示： 「畫面相當令人不安。」據悉這名員警
已經請假，而全案也已進入調查程序。

至於關機的密錄器，為能還能拍到變態警摸屍奶的畫面？
報導指出，因為密錄器關機時，還有2分鐘的緩衝時間，2分鐘

過後才會全部關機。而變態警就是在這緩衝的2分鐘內，對女
屍摸奶，結果全部被錄下。

洛杉磯警方保護聯盟(Los Angeles Police Protective League)
指出，如果此指控為真，那麼這位員警已經不只是犯錯，更是
做出非常冒犯的行為，無法遵守員警價值，包括尊重與敬畏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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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編號

遊戲名稱 / 中獎機率 $
官方遊戲
截止日期 

領獎
截止日期 

2111 10X® - 總中獎機率為 1: 4.90 $1 10/20/19 4/17/20

2139 Triple Play - 總中獎機率為 1: 4.76 $2 11/20/19 5/18/20

2109 30X - 總中獎機率為 1: 4.27 $3 11/20/19 5/18/20

2125 Crazy Cash Blowout - 總中獎機率為 1: 3.51 $5 11/20/19 5/18/20

2116 Golden Nugget - 總中獎機率為 1: 4.17 $5 11/20/19 5/18/20

2118 Hot 5s Hot Streak - 總中獎機率為 1: 3.69 $5 11/20/19 5/18/20

2066 Pac-Man® Slots - 總中獎機率為 1: 3.90 $5 11/20/19 5/18/20

2122 The Big Ticket - 總中獎機率為 1: 3.78 $10 11/20/19 5/18/20

Txlottery.org是所有遊戲信息的官方來源。出於備案的商業原因，遊戲結束程序可能會啟動。這些遊戲中可能會有獎項無
人認領，包括頭等獎。此外，所有頭等獎都被認領，遊戲結束程序將啟動。在結束時，即便所有頭等獎都被認領後，也
可能有彩票售出。必須年滿18周歲才可以購買彩票。若需就投注問題尋求幫助，可訪問ncpgambling.org。 © 2019 德克薩
斯樂透委員會。請理性參與。

法律聲明
這些德州樂透委員會刮刮樂遊戲即將截止:

星期五       2019年12月6日       Friday, December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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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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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為期兩天的“2019天下潮商

經濟年會暨2019柬埔寨投資峰會”在柬埔寨

首都金邊開幕，此次年會的主題為“攜手

‘壹帶壹路’ 開創共贏未來”。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王文天到場祝賀，贊

譽天下潮商經濟年會自2011年啟動以來，已

經分別在北京和澳門成功舉辦四屆，作用和

影響不斷擴大，成為“全球潮商第壹經濟論

壇”。天下潮商經濟年會首次移師海外，體

現出年會和潮商對柬埔寨國家發展的關註和

重視，對柬埔寨經濟發展前景的期待和堅定

信心。希望年會成為廣大潮商與柬政府及商

界溝通交流的重要平臺。

柬埔寨王國副首相因蔡利代表首相洪森

和全體柬埔寨人民歡迎天下潮商相聚柬埔寨

，贊譽柬埔寨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與中資企

業參與分不開。柬埔寨是東盟戰略要地，也

是湄公河流域沿線國家之壹，而湄公河次區

域是壹個高密度連接和經濟快速增長區域，

歡迎天下潮商參與柬埔寨經濟建設發展。

本屆年會首席共同主席方僑生認為柬埔寨是東南亞地

區經濟增長最穩定的國家之壹，是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

也是“壹帶壹路”倡議的重要沿線國家，對外來投資有很

強的需求。他希望通過政府機構權威解讀和柬中商界互動

交流，讓更多的中國企業到柬埔寨投資興業，發揮產業優

勢。柬埔寨有近百萬華人華僑，熟悉當地政策法規和風土

人情，與柬埔寨華人華僑企業加強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天下潮商經濟年會於2011年12月10日創立，是全球

潮商頂級傳播交流投資合作國際平臺。

持續支持安倍？
日本自民黨獲企業捐款已連增7年

綜合報導 日本總務省29日

公布了2018年政治資金收支報告

中總務相管轄的中央部分。給自

民黨捐款接收方、政治資金團體

“國民政治協會”的企業和團體

捐款比 2017 年增加 2.7%，達到

24.6億日元，連續7年增加。日媒

稱，體現出對累計在任天數躍居

憲政史上第壹位的首相安倍晉三

的持續支持。

據報道，政黨總部收入也比

2017年增長1.7%，達262.9億日元

，和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的

36.5億日元、國民民主黨的65.7億

日元相比差距懸殊。

在給國政協的企業和團體捐款

中，最多的是日本汽車工業會的

8040萬日元，之後依次是日本鋼

鐵聯盟的8000萬日元、日本電機

工業會的7700萬日元、豐田汽車

公司的6440萬日元。

報道稱，年捐款額超2000萬

日元的企業和團體有23個，支援

安倍政府的主要行業團體與大企

業的姿態再顯現出來。體現出對

累計首相在任天數躍居憲政史上

第壹位的首相安倍晉三的持續支

持。

自民黨收入中，來自國政

協的捐款占全體的9.2%，為24.3

億日元。占收入 66.5%的是來源

於稅金的 174.9 億日元“政黨交

付金”。

報道指出，包含全部政黨

的政治團體收入總額比 2017 年

增加2.5%，達1084.3億日元。黨

費和會費收入增加 28.4%，政治

資金集會收入增加 15.0%。2017

年因舉行眾院選舉，借款膨脹

；2018年則大減81.0%至 6.7億日

元。支出總額減少12.8%至 947.3

億日元。由於 2018 年沒有眾院

和參院選舉，選舉相關費用減

少91.5%。

轉入2019年的資金方面，自

民黨為185.9億日元，較2017年轉

入2018年的134.4億日元大幅增加

。據分析，這是為了籌備2019年

春的統壹地方選舉和夏季的參院

選舉。在2019年參院選舉競選承

諾中提出，禁止企業和團體捐款

的立憲民主黨收入的75.8%是政黨

交付金。

另外，自民、立民、國民以

外的各黨總部收入為：共產黨203

億日元、公明黨149.1億日元、日

本維新會18.2億日元、社民黨8.4

億日元、希望之黨4.1億日元。

據悉，報告公布的團體有

2939個。

應美軍要求
日本政府花160億日元購島供美軍艦訓練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

露，日本政府就鹿兒島縣西之表市馬毛

島，與土地所有者方面達成協議，以約

16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0億元）購下

該無人島，作為美軍航母艦載機陸上模

擬起降訓練（FCLP）的轉移候選地。

據報道，FCLP曾在厚木基地（神奈

川縣）實施，但因周邊的噪音受害嚴

重，決定暫時在東京都硫黃島實施。此

後，因航母艦載機據點從厚木轉移至巖

國基地（山口縣），而硫黃島距離巖國

約1400公裏遠，美軍以保障機師安全為

由，要求日本讓美軍在距離基地400公

裏的馬毛島進行訓練。

日本防衛省隨後與擁有該島幾乎全

部土地的開發公司進行談判，今年1月

壹度交換了確認文件。此後，開發公司

方面圍繞經營權發生糾紛，防衛省5月

被通知中止談判。今年秋季起，與公司

方面恢復了談判。

分析稱，此次收購協議簽訂後，遭

遇困難的訓練地轉移問題有可能大幅推

進。日本防衛省計劃獲取當地政府理解

，並盡快在該島修建訓練設施。

馬毛島是種子島以西約12公裏處面

積8平方公裏左右的無人島。

消費者需求放緩
印度年輕人流行“只租不買”

綜合報導 印度千禧年壹

代開啟新風氣，對物質需求只

租不買，理由是向往自由，不

想被身外之物羈絆。

據報道，租而不買的風氣

近來在印度盛行。隨著印度的

消費者需求嚴重放緩，印度各

行業的營業額都下跌，而租賃

物品這壹行業卻成為印度經濟

中少有的亮點。無論是汽車、

家具、手機甚至是首飾，數以

萬計的印度年輕人都選擇租用

而不購買。

在孟買工作的29歲執行人

員沙爾瑪說：“我這個年紀的

年輕人要的是自由，之前被視

為是穩定的事情如今已被視為

累贅。”

除了租公寓來住，沙爾瑪

還以每個月4247盧比(約合人民

幣416元)的價格，租了冰箱、

微波爐以及各類家具。

沙爾瑪的父親在他這個年

紀已經結婚，並開始存錢買房

買車。但沙爾瑪想要不同的生

活，想要過壹種“投資在經驗

上”的生活。他希望在七年內

，能到兩個國家的五個不同城

市生活，因此他覺得只租不買

更適合他。“千禧壹代可以在

幾個星期內收拾好行裝並出發

，這是我們的驕傲。”

壹些印度企業家也選擇租

用辦公室設備，從辦公的桌椅

到手提電腦都可能是租來的。

非營利組織“One Future Col-

lective”的25歲創辦人莫拉卡說

，這樣的制度讓她敢於冒更多

險，因為如果投資失利了，她

也不會損失大筆投資，而且可

以很快東山再起。

據咨詢公司Research Nester

的數據，到了2025年，印度單

是家具租賃市場的價值就將達

到18.9億美元。印度壹間家具

和家電租賃公司的創辦人巴瑪

尼阿說：“我們預計在未來的

30個月內，訂單數會增加 100

萬單。”

巴瑪尼阿說，租用手機在年

輕壹代相當受歡迎，因為他們能

夠壹直跟上最新推出的手機，而

且不用掏出壹大筆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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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星期五       2019年12月6日       Friday, December 6, 2019

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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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家憲法日”座談會在港舉行

林鄭：
完善特區憲制實施

王志民在座談會上以《堅定維護“一國兩制”
憲制秩序 和衷共濟建設共同家園》為題致

辭。他直言：“過去5個多月，‘太平山下不太
平’，香港似乎不再是我們過去熟悉的香港。”
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他認為舉辦“國家憲法日”
座談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並借此機會分享
了他的3點體會：

一、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
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要
求。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
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
律效力，是“一國兩制”實踐和特別行政區及其
制度的“根”和“源”。王志民強調，在香港特
區，不存在一個脫離憲法的“憲制”，更不存在
一個脫離憲法的“法治”。“也就是說，我們香
港同胞共同珍惜法治作為核心價值，就要珍惜和
維護憲法這個‘核心之核心’。離開了憲法，法
治這個核心價值就無從談起，法治就不成其為
‘核心價值’。”

“因此，我們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堅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首要的就是
要堅決維護憲法的尊嚴和權威，堅定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把落實並維
護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
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他說。

二、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
是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的根本保障。王志
民表示，香港在過去一段時期持續發生的激進暴力
犯罪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和市民安寧生活，嚴重挑戰“一國兩

制”原則底線，其實質就是企圖挑戰和撼動憲法與
基本法確定的“一國兩制”憲制秩序。他指出，
廣大香港市民對持續暴力犯罪活動，感到無比的
痛心和義憤，“我們堅信廣大香港同胞一定會圍
繞‘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這個香港當前最緊迫
最重要的任務，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
法，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
子，盡快把香港從暴力沉淪的危險邊緣拉回正
軌，讓香港社會早日回復安定的秩序。”

三、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
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根本遵
循。前不久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有關決
定，反映出我們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規律性認
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為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進一步提高依憲治理、依法
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根本遵循。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王志民衷心希望
每位“一國兩制”的持份者都深入思考，新時代
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應該“堅持和鞏固什麼，
完善和發展什麼”，身體力行地為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為香港重新出發貢獻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

王志民最後表示，希望香港年輕一代認真學
習憲法和基本法，更加深刻理解香港在國家現代
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定
位和作用，把成就一番事業的人生理想融入香港
“一國兩制”事業中，融入和衷共濟建設香港美
好家園中，與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
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韓大元在座談會上表示，在憲法
確立的制度架構下，基本法解釋已成
為憲法推動“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
形式，豐富了國家的憲法體制，為一

個國家內多元、包容的共同生活提供了制度可能。
韓大元在4日主題演講中，引用了基本法第一

百五十八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指出根據憲法和基本法，香港
特區的高度自治是由全國人大授權，而基本法的解
釋權亦屬於人大常委會。

他續說，如果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需要對基本
法關於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係的
條款進行解釋，應由特區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有關條文做出解釋。回歸後，全國人大常委
會根據香港的實際與基本法實施的需要，對基本法
條文進行了5次解釋。韓大元舉例說，2011年，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和第十九條
的解釋，就是根據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的提請而作出
的，明確了國家豁免原則與政策，為基本法解釋實
踐積累了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韓大元4日在2019“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上發表
題為《憲法與國家發展》的主旨演講。他強調，憲
法是香港特區確立的最終依據，特區制度的一切效
力最終來自於憲法，在任何時候、情況下，特區都
不能脫離統一的國家憲法體制。

韓大元在主旨演講時表示，正因為有了憲法的
授權，基本法才能得以制定，“一國兩制”的偉大
構想得以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憲法是香港特別

行政區地位確立的最終依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一
切效力最終來自於憲法。

他引用基本法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
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說明“一國”是
施行“兩制”的前提與基礎。“兩制”從屬派生於
“一國”之內，香港特區雖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
政策，但它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實行資本主義
的地方行政區域，在任何時候和情況下，特區不能
脫離統一的國家憲法體制。

釋法是“一國兩制”實踐形式韓大元：特區不能脫離國家憲法體制

在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共同支持下，香港勵進
教育中心4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辦2019年“國

家憲法日”座談會。這是香港特區連續第三年舉辦
“國家憲法日”座談會。

是次座談會以“憲法與國家發展”為主題，邀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國人
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作主旨演講。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應邀出席座談
會並致辭。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
鋒、解放軍駐港部隊政委蔡永中、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范徐麗泰、理事梁愛
詩等一同出席。 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
員、現任和前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駐
港中資企業代表、特區法律界人士以及大中學師生
代表等近700名嘉賓參加座談會。

憲法是基本法依據和效力來源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

法、最高法，是國家的重要標誌和象徵，具有最高
的法律地位和權威。憲法亦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和
效力來源，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提供了堅實的法理基礎
和憲制依據。“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及尊重憲法
的這個‘根’和‘源’。”

她指出，自今年6月以來，香港面對前所未有
的衝擊，出現了極大的紛爭和暴力的行為。特區政
府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止暴制亂，盡快恢復社會秩
序。“我希望香港社會明白‘一國兩制’在國家制
度和治理體系中擁有特殊重要地位，香港市民須要

共同維護‘一國’為本、尊重‘兩制’的差異，亦
必須清楚了解，‘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
基礎。”

增強公職人員青少年國家意識
林鄭月娥強調，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區

政府的憲制基礎，“我們必須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
育，增強全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國家意
識和民族認同。”同時，香港應該按照“一國兩
制”的要求，完善特區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
度和機制，同時關心國家發展全局，維護國家政治
體制，積極參與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
態文明的建設，讓香港在國家發展中能發揮其獨特
的作用，同時把握新機遇，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拓展
新空間，注入新動力。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
玉山亦在會上發表了題為《憲法與國家發展》的主
題演講。在主題演講後，范徐麗泰主持了互動討論
環節。在近20分鐘的互動環節中，韓大元、黃玉山
一共回答了台下聽眾4條問題，包括到2047年後憲
法和基本法關係及“一國兩制”的轉變；中央全面
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等問題。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為是次座談會作總結發
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11月通過了《關於
設立國家憲法日》的決定，將12月4日訂為“國家
憲法日”，並通過各種形式開展憲法宣傳教育活
動。今年已是第三年在香港舉辦有關“國家憲法
日”的活動，透過座談會讓香港各界更加深入了解
國家憲法及基本法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憲法和基

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區政府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4日在“國家憲法日”

座談會上表示，國家憲法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

政策提供了堅實的法理基礎和憲制依據，因此，必須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增強全社

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並根據“一國兩制”的要求，完善

特區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及關心國家發展全局，維護國家政治體制，

讓香港在國家發展中能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同時把握新機遇，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拓展新

空間，注入新動力。

王志民：
憲法是法治核心

■■20192019年年““國家憲法日國家憲法日””座談會座談會44日在香港會展中心日在香港會展中心
舉行舉行。。圖為主禮嘉賓合照圖為主禮嘉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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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王志民4日在“國家憲法日”座談

會上，分享了三點體會，提出3個“根本”：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

序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要求；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

立的憲制秩序是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的根本保障；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

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根本遵循。他並強調，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存在一個脫離憲法的“憲制”，更不存在一個脫離憲法的

“法治”。香港同胞共同珍惜法治作為核心價值，就要珍惜和維護憲法這個“核

心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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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前副議長：請到疆走一走 問題自有答案
 &

“這次訪問讓我對新疆有了
全新的認識，也改變了我以往的
很多觀念。眼見為實，新疆經濟
和社會的巨大發展成就令我吃

驚。”印尼國會前副議長法赫里．哈姆扎3 日
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接受記者專訪時如此評價。

由法赫里率領的印尼議員和企業家代表團
11月前往新疆烏魯木齊訪問。其間，法赫里除
了會見當地官員、參觀經學院和清真寺，還深
入烏魯木齊的市場、社區和企業，同當地百姓
廣泛交流，感受新疆人民的工作和生活現狀。

“新疆位於中國西北部，我之前以為烏魯木
齊是一個生活水平落後、困難戶眾多的城市。抵
達之後才發現，當地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發達
程度遠遠超過我的想像。”法赫里說。

法赫里說，從基礎設施發展來看，烏魯木齊
早已經開通高鐵，當地百姓出行便利程度遠超雅
加達。法赫里還訪問了新疆國際大巴扎，購買新
疆特色產品，對當地美食讚不絕口。“烏魯木齊
市容整潔，巴扎裡的消費者購買力旺盛。通過百
姓的穿戴可以看出新疆人民生活水平比較高。”

法赫里說，他返回印尼後，一碰到朋友就和
他們講述自己在新疆訪問的見聞感受。他說：
“印尼人需要重新建立對中國的認識，我建議那
些抱有某種程度偏見的人到新疆走一走，親眼目
睹之後很多問題自然會有答案。”

法赫里最後告訴記者：“新疆社會安全，人民熱
情好客，我希望未來能在齋月期間和我的家人一起
訪問新疆，深入體驗當地生活。” ■新華社

■遊客在烏魯木齊二道橋大巴扎步行街品嚐美
食。 資料圖片

中方斥美反恐雙標用心險惡
無視新疆和諧穩定 美眾議院通過“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4日發表談話，

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秦剛4日召見美國駐華使館負責人柯有為，就美國會眾議院審議通過“2019

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借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將根據形勢

發展作出進一步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人民政府4日發表《堅決維護新疆安定祥
和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的聲明，聲明強調，當
前，新疆社會和諧穩定、經濟持續發展、人民安
居樂業，處於歷史上最好的繁榮發展時期。新疆
安定祥和、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來之不易，新疆
各族人民倍加愛護、倍加珍惜，決不允許外部勢
力橫加干涉。

有人不願看到大好局面
聲明說，美國一些人不願看到新疆的大好局

面，坐立不安、橫加指責，發表了一系列罔顧事
實、顛倒黑白的言論，極力抹黑新疆。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和新疆各族人民，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
對！聲明強調，任何誹謗，都不能阻止新疆各族人
民團結奮進的腳步；任何謠言，都不能抹殺新疆人
權事業發展進步的事實；任何圖謀，都不能干擾新
疆發展繁榮的進程。
聲明指出，新疆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符合

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確的。新疆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第四條和《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第十七條等規定，依
法設立教培中心，對感染宗教極端主義、有輕微違
法犯罪的人員開展以學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律知
識、職業技能為主要內容的教育培訓，目的是從源
頭上消除恐怖主義、極端主義。

根本不是所謂“集中營”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新疆的職業技

能教育培訓工作》白皮書，系統闡述了設立教培中
心的現實意義、法律依據、培訓內容、運行模式和
主要成效。教培工作是預防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
有效舉措，根本不是所謂的“民族壓迫”；教培工
作是嚴格依法進行的，根本不是所謂的“非法拘
禁”；教培中心是去極端化學校，根本不是所謂的
“集中營”；教培工作有效維護了各族群眾的切身
利益，根本不是所謂的“侵犯人權”。
聲明強調，新疆反恐、去極端化成效顯著，穩

定紅利不斷釋放。通過依法開展反恐、去極端化工
作，新疆社會大局持續穩定，已連續3年未發生暴
力恐怖案（事）件，極端主義滲透得到有效遏制，
社會治安狀況明顯好轉。

自治區政府：新疆處於歷史最繁榮時期

秦剛指出，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新疆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干涉。美國會上

述法案把中方在新疆依法採取的反恐和去極端化
舉措歪曲成侵犯人權，罔顧事實、顛倒是非，違
背良知，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嚴重違反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完全站在錯誤的一邊。中方對此表示強烈憤慨、
堅決反對。

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
秦剛強調，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企圖挑撥中國民族關
係、破壞新疆繁榮穩定、遏制中國發展進步的圖
謀都注定要失敗。中方強烈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
誤，摒棄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標準，阻止上述涉
疆法案成法，停止借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中
方將根據形勢發展作出進一步反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該案蓄意詆毀

中國新疆的人權狀況，大肆抹黑中國去極端化和
打擊恐怖主義的努力，惡意攻擊中國政府治疆政
策，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
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堅決反
對。

“涉疆問題根本不是人權、民族、宗教問
題，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問題。”華春瑩說，新
疆曾經深受極端主義、暴恐活動之害。面對嚴峻
形勢，新疆自治區政府依法打擊暴恐活動，同時
重視源頭治理，包括積極推進去極端化工作，不
斷促進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定。這
些措施確保了新疆三年來未發生一起恐怖襲擊事
件，受到2,500萬新疆各族人民的普遍支持，也為
全球反恐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治疆政策獲國際社會點讚
華春瑩指出，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治疆政策

普遍予以積極評價。2018年底以來，70餘批國家

和地區官員、國際組織、新聞媒體、宗教團體、
專家學者等1,000餘人參訪新疆，他們紛紛稱讚新
疆反恐、去極端化工作經驗值得學習借鑒。今年3
月，伊斯蘭合作組織外長理事會通過決議，讚賞
中國關懷穆斯林群眾所作的努力。7月，50餘國
常駐日內瓦代表聯名致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
和人權高專，積極評價中國在反恐和去極端化工
作中尊重和保障人權。10月，60多個國家在第74
屆聯大三委會議期間踴躍發言，稱讚中國新疆巨
大的人權進步。
“這些都有力證明，美方拿涉疆問題做文

章，完全違背事實，完全違背國際社會主流民
意。”她說。
華春瑩強調，中方正告美方，新疆事務純屬

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干涉。美方上述法案蓄
意抹黑中方反恐和去極端化舉措，只會進一步暴
露其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只會讓中國人民
進一步看清其偽善面目和險惡用心。

中方相關聲明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

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是人類社會的公敵。反
恐、去極端化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事實證明，
中方有關舉措是有效的，新疆治安狀況明顯好轉，
已連續三年未發生暴恐案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
美國國會不但對新疆依法依規打擊恐怖主義、保護
人權的努力視而不見，對新疆當前經濟發展、社會
穩定、民族團結、宗教和諧的大好局面視而不見，
反而捏造事實、詆毀抹黑中國反恐和去極端化的正
義之舉。這是在反恐問題上典型的雙重標準，其在
人權問題上的虛偽暴露無遺。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我們敦促美國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客觀公正看待新疆依法開展反恐怖主義、去極端化
鬥爭所取得的成績，停止用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
政，同時也奉勸美國好好反省自己國內的人權問
題，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玩火者必自焚，多行不義
必自斃。“9·11”事件鏡鑒不遠，我們奉勸美方不
要無事生非、興風作浪，最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
腳。

中國國家反恐辦主任劉躍進：

打擊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既是世界性問題，也
是世界性難題。中國在廣泛借鑒吸收國外反恐經驗
的基礎上，堅持打擊和預防相結合，實施去極端化
措施。新疆依法開展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是中
國在反恐和去極端化方面所作的積極嘗試和探索，
也是對《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決議和聯合國《防
止暴力極端主義行動計劃》的響應和落實。自
2018年底以來，聯合國高層、外國駐華使節、國
際組織、一些國家常駐日內瓦代表團和境外媒體、
宗教團體等來自91個國家和地區的70餘批團組、
1,000多人赴疆參訪。通過實地參觀訪問，許多人
理解了新疆開展教培工作的緊迫性、必要性、合法
性、合理性。

國家民委：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新疆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部勢
力干涉。長期以來，美國一些政客對“三股勢力”
在新疆製造的暴行視而不見，對受到暴恐威脅的新
疆各族人民的人身安全毫不關心，如今卻企圖通過
“人權政策法案”為“三股勢力”撐腰打氣，這充
分暴露了美國一些政客和反華勢力妄圖借所謂“新
疆問題”遏制、分裂中國的險惡用心。

■■位於新疆烏魯木齊市二道橋的新疆國際大位於新疆烏魯木齊市二道橋的新疆國際大
巴扎巴扎，，身着華麗服裝的演員跳起歡快的舞身着華麗服裝的演員跳起歡快的舞
蹈蹈，，吸引大批遊客駐足圍觀吸引大批遊客駐足圍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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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葬品製作作坊緣何會出現在宮禁森嚴、莊嚴肅穆
的核心宮殿區，它們之間又有哪些內在的關聯，

目前出土的文物和歷史文獻尚無法給出答案。

類似遺存曾在秦始皇陵園發現
舉世聞名的秦始皇兵馬俑坑自1974年被發現以來，

考古工作者先後在陵區探明各類陪葬坑149座，其中既
有珍禽異獸坑、百戲俑坑，又有文官俑坑和石鎧甲坑。
其中編號為K9801的石鎧甲陪葬坑，位於秦始皇帝陵園
東南部的內外城之間，距離現在的封土約200米，陪葬
坑總面積達13,000多平方米，是迄今為止秦始皇帝陵園
城垣以內發現的面積最大的陪葬坑。1998年7月至1999
年1月，秦陵考古隊對該坑進行試掘，在145平方米試
掘方中出土有大量密集疊壓的、用扁銅絲聯綴的石質鎧
甲和石胄，其中石質鎧甲約87領，石胄約43頂。

據介紹，這批出土的石甲、石胄製作精緻，且規
格、形制、編綴方法都與實用甲冑一樣，根據當時的手
工業水平，製作這樣一件甲衣，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
而陪葬坑內的鎧甲和甲冑用到的甲片總數超過500萬
片，其動用的作坊和勞動力之多可想而知。2001年考古
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園北部約4.5公里處的新豐鎮長條
村，發現了一眼秦代廢棄水井，首次明確了石鎧甲的生
產地。2019年7月，在距離秦始皇陵園約40公里的秦咸
陽城遺址核心區，類似遺存再次出現。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許衛紅表示，新發現的石
鎧甲製作地點位於陝西西咸新區秦漢新城窯店鎮。以往

考古已經確認此地區分佈有大型高等級建築三十餘處，
其中包括有歷代秦王和秦始皇處理政務的咸陽宮及官署
手工業生產和物資存儲的府庫，但建築區以北的遺存分
佈情況一直並不十分清楚。2019年夏季，為配合一處高
台建築的發掘，考古人員對周邊區域再次開展調查，並
在距建築北約500米處地表荒草叢中，發現散佈了石質
甲片。而這處高台建築遺址，居於大型宮殿的中心位
置，是目前所知渭河以北咸陽城內規模最大的建築單
元。

兩地出土石鎧甲特徵完全一致
據悉，考古工作者在百餘平方米的發掘中，發現了灰

坑、房址、水溝、磨製石片形成的粉末堆等遺蹟，出土了
大量有關鎧甲製作遺物。其中包括石料、坯料、廢品和打
琢的碎渣以及編聯所用的銅條、鉛條，此外還有鐵錐、
鑽、刀、磨石等工具。“現場發現的石料均為青色石灰
石，部分石片已經接近甲片製作完成，表面拋光，長方形
鑽孔，邊稜和邊角經過處理，尤其是為了貼合人體曲線，
石片製成正面微鼓、背面微弧的形狀。有些石片還刻有文
字。”許衛紅認為，這些特徵與秦始皇陵出土石鎧甲完全
一致，根據形狀，石片可分別對應甲衣及兜鍪的不同部
位。

專家表示，本次發現連接了秦始皇生與死的二個階
段，擴大了秦始皇陵陪葬用品的來源地。同時更豐富了
秦都咸陽城的內涵，突破了對該區域遺址屬性的認識，
為研究秦都咸陽城渭河以北的功能提供了新材料。

12月初，久負盛名的新
疆阿克蘇地區冰糖心蘋果又
到了銷售高峰期。為了解決
果品品質參差不齊難題，當
地企業利用X光檢測設備為
蘋果做“體檢”。經過檢測
的蘋果最多可分為 28 個等
級，甚至可以根據顧客對蘋
果各項指標的要求進行“私
人定製”。

一個蘋果需要經過清
洗、烘乾、外部檢測、內部
檢測、稱重等多個環節篩選
後，才能貼上阿克蘇冰糖心
蘋果的標籤。新疆紅旗坡農
業發展集團阿克蘇優能農業
科技股份公司副總經理王俊
博介紹，紅旗坡集團率先在
阿克蘇地區引進專業X光檢
測設備。蘋果首先會經過外
部檢測，設備會對其顏色、
果形、外部是否有傷痕等情
況進行檢測並分類。其次是
內部檢測，設備會通過X光
檢測蘋果內部情況，包括糖
度、糖心、內部是否有病變
等。這些情況都會在數字中
控台上實時顯示。經過外
部、內部檢測合格後的蘋果
會進入果爪稱重儀進行稱重
分級，檢測不合格的蘋果則
直接淘汰。

王俊博介紹，這一套分
選流程過後，可根據蘋果的
顏色、果形、糖度、糖心、
重量等指標劃分出最多28個
不同的等級，甚至可以進行
“私人定製”。例如，顧客
可以要求定製一批紅度達
80%以上、果形為高裝果、糖
度不低於16、糖心100%、重
量達300克以上的私人專屬蘋

果。“通過這樣一套分選設備，可以使
阿克蘇冰糖心蘋果的品質更加穩定，
既能提高消費者的認可度，又能滿足
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進一步帶動當
地蘋果種植和銷售，使種植農戶獲益
更多，有利於促進當地脫貧攻堅。”
王俊博說。

阿克蘇地區是中國深度貧困地區之
一，以冰糖心蘋果為代表的特色林果業佔
當地人均收入三成以上。阿克蘇地區林業
和草原局副局長宋衛介紹，今年阿克蘇地
區蘋果總產量約為68.88萬噸。 ■新華社

位於秦都咸陽城北部的咸陽

宮，是歷代秦王和秦始皇處理政

務的核心區域。陝西省考古研究

院4日發佈消息，經過半年多的

發掘，陝西考古工作者在秦都咸

陽城核心保護區發現石鎧甲製作

遺存，現場出土的石鎧甲特徵與

秦始皇陵出土石鎧甲完全一致，

專家據此推測這裡或曾是秦始皇

陵陪葬用品的來源地之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專家料為陪葬用品來源地
秦咸陽城發現石鎧甲製作遺存

■■石鎧甲製作工坊遺址發掘現場石鎧甲製作工坊遺址發掘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攝

■■石鎧甲製作場地堆積石鎧甲製作場地堆積。。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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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陵石鎧甲陪葬坑出土的有披秦始皇帝陵石鎧甲陪葬坑出土的有披
膊的鎧甲膊的鎧甲。。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記者李陽波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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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此前受國際石油價格下跌
等因素影響，國際海洋工程裝備製
造業呈現低迷狀態，不過自2018年
以來，國際石油價格日趨穩定，油
氣公司和裝備運營商對海工裝備的
投資熱情也逐漸回暖，令國際海洋
工程裝備製造業呈現微弱復甦跡
象。由中國船舶集團公司所屬上海
外高橋造船公司建造的CJ46型、
CJ50型兩座海上自升式鑽井平台4
日同時交付運營。這是外高橋造船
與山東海洋集團合作，深耕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國家油氣勘
探開發的首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海市
經信委數據顯示，前三季
度，上海軟件和信息服務業
營業收入達到 7,267 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長
11.2%，其中，軟件產業收
入 4,110 億 元 ， 增 長
11.2%，互聯網信息服務業
營業收入2,360億元，增長
16.5%。預計2019年全年，
上海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相關
收入有望達到10,000億元，
晉級萬億規模產業。

同時，“2019上海軟件
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百強’
企業”以及按2016-2018年
複合增速排名的“2019上海
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高成
長‘百家’企業”名單出
爐，且其規模持續擴大，其
中“百強”企業2019年營業
收入近3,000億元，比上屆
增長50%。

據介紹，內地不斷加強
研發，數據顯示，2018年，“雙
百”企業投入研發經費超過200億
元，企業平均研發強度為8.5%（研
發經費佔營業收入的比例）。其
中，“百家”企業平均研發強度為
12.3%，共有37家“雙百”企業的
研發強度超過20%。如中興軟件、
華勤、卡斯柯、寶信等，依靠積極
轉型和自主創新實現了技術和應用
的突破。而“雙百”企業的著作權
登記量近10,000件，獲授權專利數
量超過2,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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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3日晚

在上交所發佈公告披露，已完成A股IPO網

下繳款認購金額共約70.7億元（人民幣，下

同），佔網下發行總規模99.5%，繳款率創

今年以來A股市場化詢價發行項目新高。十

年來A股規模最大的IPO即將完成，同時這

也意味着國有大型商業銀行“A+H”兩地上

市收官在即。

本次郵儲行A股IPO匯集了各類知名機構。根據該
行相關公告顯示，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

行、建設銀行等四大國有銀行，中國石油、中國石
化、中海油等“三桶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
國聯通等三大電信運營商及山東、北京、湖南等各省
的企業年金、職業年金計劃均參與了本次郵儲行A股
IPO。

獲知名機構青睞
此外，太平資管、太平洋資管、陽光資管、泰康資

管、華泰資管、人保資管等保險系旗下資管公司，安信
證券、東方證券等證券公司，北京西城區國有資產經營
公司、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等地方國有投
資平台等也紛紛現身。

分析人士表示，上述知名機構對投資標的的安全
性、收益性有極高的要求，對投資標的的篩選標準極
為嚴格，能得到上述機構的一致青睞，進一步證明了
郵儲行的未來成長前景及內在價值。

有專業人士認為，郵儲行A股上市後會因市值規
模、成交金額和流動性等原因，預計很快將被納入滬

深300指數、中證100指數、上證50指數等主要指
數。根據目前A股市值測算，未來一段時間，因相關
指數基金的配置需求，由此帶來的配置資金預計最高
約80億元，再加上此前披露的用於後市穩定的約43億
元“綠鞋”資金，最高將有逾百億資金為郵儲銀行後
市表現保駕護航。

承銷商自願“加鎖”
值得關注的是，本次郵儲行A股IPO的4家聯席主

承銷商聯袂承諾，自郵儲行A股上市之日起，其包銷
股份至少鎖定1個月、最長可達6個月。同時，螞蟻金
服、騰訊、中國人壽、中國電信等股東自2015年戰略

入股郵儲行以來，長期看好並持有其股份，其承諾將
對持有的A股股份鎖定一年。

除此之外，郵儲行還採取了“綠鞋”機制、戰略
配售機制、設置不同鎖定期等多項措施，作為後市穩
定的有效支撐手段。

根據郵儲行此前公告，華夏基金、嘉實基金、匯
添富基金、易方達基金、招商基金及南方基金等六大
戰略配售基金齊聚郵儲行A股IPO，頂格參與戰略配
售。從此次公告可以看出，以上戰略配售基金均已完
成繳款。同時，該六大基金所屬基金公司的其他產品
也踴躍參與此次發行，共計247支產品參與網下配售
並全部足額繳款。

外高橋造船兩海上鑽井台交付

■中國郵政
儲蓄銀行 A
股 IPO 網下
繳款率高達
99.5% ， 創
今年以來 A
股市場化詢
價發行項目
新高。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 多家內房股4日公佈最新銷售數
字。碧桂園宣佈，於2019年11月單月共實現歸屬公司
股東權益的合同銷售金額約601.5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2018年11月同比增加78.22%，歸屬公司股
東權益的合同銷售建築面積約726萬平方米，較2018
年11月同比增加80.54%。

花樣年首11月銷售逾三百億
花樣年控股公佈，其11月份的物業銷售額為約

40.9億元，相應已售建築面積為約345,581平方米。平
均物業售價為每平方米約11,835元。截至11月30日止
11個月，集團已累積的物業銷售額為約305.1億元，相
應已售建築面積為約2,744,301平方米。平均物業售價
為每平方米約11,118元。

雅居樂首11月銷售增約23%
雅居樂集團公佈，11月預售金額為88.8億元，按

年跌 17.53%；對應建築面積 76.4 萬平方米，跌

10.85%，而平均預售價為每平方米11,620元。累計今
年首 11 個月，預售金額 1,092.1 億元，按年增
22.63%；對應建築面積821.9萬平方米，增19.17%，
平均預售價為每平方米13,288元。

合景泰富預售建築面積增37.2%
合景泰富公佈，今年11月集團預售額為86.31億

元，按年增加32.5%；預售建築面積約為52.4萬平方
米，按年增加37.2%。

內房回暖 碧桂園上月銷售額增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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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工傷指標案件 「台灣美國
無線電公司（RCA）工傷求償案」纏訟至今20
年，去年8月16日最高法院終於判RCA、奇異
等4公司應賠償其中262名員工合計5.1億元確
定，另246人則因程序或因果關係不明確，發回
更審，高等法院今開庭更審，重點聚焦 「無外
顯疾病、所罹疾病不符現有研究、或暴露時間
過短」的受害員工損害如何認定？雙方各自陳
述後，法官諭知2020年3月6日宣判。

RCA義務律師團成員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
會律師蔡雅瀅表示，今開庭除針對其中20名會
員的選定程序、死亡及罹病證明文件疑義等情
形進行辯論外，最主要焦點在於法院認定 「無
外顯疾病、所罹疾病不符現有研究、或暴露時
間過短」的成員身體損害問題。

由於當初法院將246人發回的理由，便是罹
病的原因與化學物質沒有直接因果關係或尚未
發病。蔡雅瀅表示，部分被害人的確患有許多
疾病，像是生殖系統問題，因而摘除子宮、卵
巢，成員也曾遭遇流產、死胎等情況。她認為
罹病與化學物質的因果關係不應侷限在國際癌
症研究署等國際機構認定，而是只要有醫學證
據就應採認。

蔡雅瀅表示，這些尚未獲得賠償的成員中
，有些是起訴後才發現罹病，有些則是因在工
廠時間較短，而遭認為難以證明因果關係。她
指出，這些受害員工看到罹病者去世或承受重
大疾病，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罹病者，甚至對
子女的健康狀況感到憂心，產生極大的心理壓

力。她主張健康權應包含 「生理與心理」健康
，身心的健康損害都應該賠償。

RCA義務律師團成員林永頌也表示，本次
更審的最主要爭點，在於被分類為 「無外顯疾
病、所罹疾病不符現有研究、或暴露時間過短
」的C組成員身體的損害，到底能否索賠以及
如何證明與污染相關？這部分認定涉及專業的
病理學及毒物學，因此雙方都找來專家學者進
行陳述。

RCA 等被告方公司維持先前主張，要求
RCA員工證明身體損害與污染相關。台大公共
衛生學系教授鄭尊仁認為，人體曝露在有機溶
劑環境的確會造成基因序列及次細胞層級染色
體遭破壞、細胞機能受阻等損害，RCA工廠使
用的32種有害化學物質將可能傷害員工，造成
基因的突變，他指出，基因突變不代表一定會
發病，但有可能影響下一代。被告方的學者王
加生則認為，人體的防禦機制很強，基因不一
定會受損。

長期協助RCA被害員工的工作傷害協會則
指出，過去在RCA的訴訟時，都是針對確定因
工作生病、死亡者，較少著墨於無外顯疾病的
成員。但他們認為，這些C組成員就像現在許
多勞工面臨的狀況，他們超時工作而流產、月
經異常，卻無法被認定為職災，讓這些家庭各
自承擔身體與心理的不健康。工傷協會認為，
此次更審的成員反映台灣勞工被忽略的普遍職
災情況。

「529 名會員，一個都不能少！」RCA 員

工關懷協會理事長劉荷雲在現場點名RCA等4
公司，她認為汙染事實已經很明確，要求RCA
等4公司出來面對。她說這些遭發回的員工不只
患有癌症，還有人患有紅斑性狼瘡、類風溼關
節炎等免疫系統疾病，甚至有人流產、死胎，
下一代的健康更是受害員工的陰影。 「我們像
是一群白老鼠，國家的政策跟不上我們的死傷
凋零」劉荷雲認為國家未繼續追蹤受害員工的
健康，也缺乏研究，讓他們自行在法院拖磨。

現年57歲的受害員工李小姐，也是本次遭
發回更審的成員之一。她表示，被分類到無外
顯疾病C組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曝露時間比較

短。16歲便在RCA工廠工讀的她，進行銲錫的
工作。工作4年期間，都住在工廠，她形容工廠
空氣難聞，也只能喝地下水。

李小姐表示，以前也不知道RCA汙染造成
身體危害，但結婚時她便發現體內有小腫瘤，
首次懷孕才5個月就死胎，第二胎與第三胎時都
發現體內有息肉。從少女時期到懷孕生子後都
嚴重經痛、貧血的情況下，她發現身體有異狀
，才知道有顆如哈密瓜般巨大的子宮肌瘤，撐
到40多歲乾脆切除子宮，從身體到心理健康的
危害，讓她憤怒地說： 「這是錢賠不了的，誰
要還我健康的身體？」

RCA案更審激辯
罹病如何證明與污染相關？

（中央社）永豐銀3年前捲入鼎興牙材詐貸
案，事後永豐銀指控時任永豐銀董事的何宗達
，未事先申報鼎興公司董事何顏媛美是他三親
等血親，致公司衍生鼎興等公司呆帳，遭金管
會裁罰1000萬，因此提告向何宗達求償1000萬
元。但台北地院認為，永豐銀是因公司違反
《銀行法》有關建立內部控制等規定而挨罰，
與永豐銀提交利害關係人資料表無關，今判何
宗達免賠。

永豐銀提告指，何宗達從2011年起陸續擔
任永豐金監察人代表、董事代表人、銀行負責
人，依《銀行法》規定須向公司申報三親等血
親，但何未申報向公司聲報，擔任鼎興公司董
事及英毅公司主要股東的何顏媛美是他阿姨，
致公司授信業務未能依法辦理，後因2公司未依
約償還6363萬餘元及2107萬餘元，致永豐銀遭
金管會裁罰1000萬，永豐銀因此向何求償。

何宗達辯稱，他在日本出生，15歲後移居
美國，於美國安侯會計事務所服務逾25年，是

因父親年事已高，才在2009年放棄該公司資深
合夥人一職，返台任永豐銀監察人及董事，他
旅外50年，對台親屬認知有限，且金管會裁罰
理由是因永豐銀未完善內控與授信徵審，與他
是否填寫永豐銀利害關係人資料表無關。

何宗達主張，永豐銀在2011年他任職公司
監察人時，僅以電郵傳送給他 「永豐銀行利害
關係人血親、姻親資料表」，並未解釋其重要
性或告知填寫有何缺失，他是在鼎興案爆發後
，經永豐銀財務長辦公室協理告知，才知道公
司利害關係人填寫方式，並更正後再提交，足
證他確實不知情，並非故意不向公司登載。

北院審理後認為，永豐銀遭裁罰1000萬元
，是因公司違反《銀行法》有關應建立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規定，並非因永豐銀提交利害關
係人資料表未將何顏員美列利害關係人，使永
豐銀對何顏媛美及鼎興公司或英毅公司違法授
信，因此判決永豐銀敗訴，何宗達免賠。可上
訴。

鼎興牙材詐貸案外案 永豐銀告前董事敗訴

（中央社）花蓮一名姚姓堆高車駕駛（43歲），昨晚（4日
）帶著8歲的兒子在果菜市工作，收工時姚男以倒車方式將堆高
機開回貨車上，沒想貨梯突然滑脫，堆高機不慎翻覆，姚男慘被
重壓送醫不治，8歲的兒子更目睹這起慘劇，令家屬不捨。台東
多次受到颱風重創，姚曾號召一起前往台東支援重建，姚男的同
學難過說 「這麼好、有愛心的一個人竟遇橫禍，老天真不公平！
」

43歲姚姓男子，昨受雇於果菜市場開堆高機協助下貨，收工
時姚男以倒車方式沿貨梯開上貨車時，疑因貨梯擺設間距沒算準
，加上倒車時沒對準軌道，造成貨梯滑脫，堆高機因此往右側翻
覆，姚男慘遭堆高機重壓送醫不治，但姚男已沒呼吸心跳，經送
醫搶救仍傷重不治。

目擊者表示，昨晚有一卡車從屏東運來的洋蔥要下貨，姚男

開著堆高機花1個多小時協助下貨，意外發生時先聽到巨大聲響
一回頭就見堆高機翻覆，超過1公噸重的堆高機壓住姚男胸部，
無法脫困，一旁工人開另一輛堆高機撐起空間才將人拉出，姚男
身體外觀並無明顯外傷，但一摸口鼻已沒了呼吸，才趕緊報警送
醫。

警方表示，姚男開堆高機時還載8歲稚兒在車上，準備倒車
上貨車時先叫孩子下車，但卻因沒對準軌道，失去重心導致翻覆
，稚齡孩子目睹父親當場被壓死顯得驚慌，警方案發後已請姚男
家屬趕往善後。

死者同學表示，姚男爸爸就是做堆高機事業，平時專門幫人
做重機械搬運、蔬果上、下貨及舞台搬運及搭設，姚男是家中獨
子，於大漢機械工程系畢業後繼承父業，跟著爸爸四處接工作，
工作態度負責認真頗得客戶信賴，接單接不停常得工作到深夜。

他與妻育有2子，家境小康還過得去，原本一家和樂沒想到竟遭
此憾事！

死者友人說，姚男繼承家業工作穩定，生活環境好了也常回
饋社會，台東於2010年莫拉克風災、2016年尼伯特風災，他都
曾號召重機械同業一起往台東支援災後重建，還自掏腰包添購食
品、棉被等物資贈與災民。去年花蓮0206地震時也主動出堆高
機協助災後清理，這樣一個好人卻遭此橫禍，真令人不捨！

死者友人表示，他兩個孩子活潑可愛，大兒子國小下課後常
會黏著爸爸工作，因是家族事業姚男也希望帶著孩子熟悉工作環
境，他常說，孩子愛讀書就讓他好好求學，不愛讀書及早學得一
技之長也不是壞事。父子倆感情很好，如今他親眼目擊父親意外
被壓死，心理上的難受教人難以想像！

慟！曾赴災區重建卻遭堆高機壓死 8歲兒全程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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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宜蘭羅東一名林姓計程車司機
拒載私人招待所（即俗稱 「私包」）的醉客，
引發綽號 「牛奶」的邱姓業者不滿，竟夥同多
名小弟毆打林姓運將，過程中邱男及小弟都出
言要 「拖下車打死」，林男事後報案，但邱男
於致電林男尋求和解，否則就會讓林男 「全家
人都會出事」，全案引起社會關注，連內政部
長徐國勇都赴宜蘭關切，案經法院審理，邱男
被依恐嚇危害安全罪，共2罪，應執行拘役116
天，至於俞姓小弟則判拘58天，均可易科罰金
。

綽號 「牛奶」的男子邱寧鴻（33歲），從
2017 年 6 月起在宜蘭縣羅東鎮開設私人招待所
，今（2019）年 6 月 23 日凌晨 2 時 30 分許，因
叫車載客問題，與長期合作的林姓計程車司機
爆發口角。

當天凌晨5時45分，身材魁梧、滿是酒意
的邱男，趁林姓運將開車到私人招待所載客時
，竟跳爬到林男的計程車引擎蓋上，以身體全
身重量重壓在計程車引擎蓋，造成板金受損，
之後又跑進計程車副駕駛座內，叫林姓運將下
車查看車子受損情形，不過林姓運將並未下車
，邱男竟徒手毆打林男頭部右邊太陽穴。

林姓運將趁機開車離開，因擔心家人遭害
，他便再度駕車重回私人招待所時，邱男竟夥
同楊姓員工及楊男的俞姓友人，聯手毆打林姓

運將，過程中俞男與邱男均出言恫嚇，要將林
姓運將 「拖下車打死」，林男在遭眾人一陣圍
毆後，駕車逃離並至轄區派出所報案。

林男離開現場前往報案後，清晨6時許，
業者的2名小弟拿著磚頭、掃把，前往林男住
處用磚頭砸毀落地窗玻璃，玻璃上還留有清楚
的磚塊痕跡，而報案後返家的林姓運將，車才
剛停在家門前，已早一步到場的處理警員正對
2名小弟問話，不料2名小弟見林姓運將駕車返
回住處，竟當著處理警員的面，衝上前朝林男
一陣毆打，警員見現場失控，才趕緊上前將人
控制，並持辣椒水朝2名小弟噴灑，順利將兩
人帶回偵辦。

邱男得知楊姓員工及楊男的羅姓友人被警
方逮捕後，於同日清晨6時22分許，竟打手機
給林男尋求和解，卻嗆： 「如果不和解的話，
全家人都會出事」。

林妻事後在臉書上發文痛批 「宜蘭流氓當
道了！」、 「報警也沒有什麼用」，痛斥治安
敗壞。

周邊鄰居於媒體受訪時更稱，該私人招待
所已在當地營業多年，期間至少發生過4次在街
頭鬥毆與槍擊案，但事後都不了了之，因該私
人招待所已成當地毒瘤，居民曾盼警方查辦，
卻得到 「沒辦法、辦不了」，甚至還有業者對
外嗆： 「警察局我家開的」，氣焰相當囂張。

全案經媒體披露後，引發社會關注，警方火速
將人帶回偵辦，內政部長徐國勇也到宜蘭了解
此案，邱男落網後，訊後遭法院裁定准押禁見
。

案經法院審理，邱男、俞男等人均自白認
罪，邱男被依恐嚇危害安全罪，共2罪，各處拘

役59天，應執行拘役116天，得易科罰金，至
於俞姓小弟則依恐嚇危害安全罪，判拘役58天
，得易科罰金。另外，邱男、楊男、俞男及羅
男所犯傷害、毀損等罪，因林姓運將撤告，合
議庭法官諭知不受理。

不滿運將拒載醉客 私包業者夥小弟聯手痛毆

（中央社）騎乘電動自行車須配戴安全帽等相關新制在今年
10月1日起上路，新北市至今執法2個月以來，共取締2000餘件
，其中外籍人士約占6成，因此新北市警局特別與台灣電能車輛
發展協會跨界合作，製作國、台、客、印尼、泰國和菲律賓等8
種宣導廣播，搭配各種語言的傳單並組成車隊，走進移工圈強化
宣導工作。

新北市警局表示，經統計新法實施後新北警針對電動自行車
超速、未戴安全帽及不依規定行駛等違規行為共取締2000餘件

，其中外籍人士約占6成，違規態樣以未戴安全帽為多數，舉發
時民眾多表示知悉修法，但不知道實施期程，而外籍人士則因語
言不通，未能即時了解相關規範內容。

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理事長鄭丞宏表示，目前法規只規定
電動自行車車速限為25公里，但沒有像汽車、機車設定10公里
的容許值，對電動自行車使用者來說比較吃虧，因為可能只是行
駛一個長下坡，時速就超過25公里，希望相關單位能就此現象
作參考看是否有方法解決。而電動自行車沒有掛車牌，對警方而

言，取締違規不易，對民眾來說，遭竊尋回的機率不高，確實有
掛牌的需要，而且應該納入強制險規範，對駕駛和其他用路人較
有保障。

新北市警局交通大隊再次呼籲，騎乘電動自行車務必遵守
「3不1要」原則 「不超速、不改裝、不載人」，記得要戴安全

帽，才能在享受綠能帶來環保與便利的同時，也維護自己與他人
的交通安全。

新北電動自行車兩月取締違規2千件六成為外籍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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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ingyuanzj.com      中国·璟原艺术     JINGYUAN ARTWORK

中国浙江璟原艺术是一家专业从事中国字画投资与收藏的艺术品公

司，总部位于人文底蕴深厚、艺术氛围浓郁的浙江省杭州市。分公司设于
香港。璟原艺术一直坚守“诚信为本”的职业态度，以强大的资本作为经

济后盾，并拥有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博物馆的资深专家组成的鉴定团队。
风云百年，世事沧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许多当年的风云人物移居

海外，他们的翰墨手泽及其收藏亦遗珠异域，湮没不彰。为了找寻历代先
贤们的墨宝佳构予以完璧故土。2008 年以来，我公司积极开拓海外业务，
长期在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以及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举办“中国字画鉴定收购会”活动。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均设有办事机
构和联络人。迄今为止我公司已在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此类征购活动百余
次，收购古、近代书画 8000 余件。璟原艺术诚信为本的作风更是赢得了

世界各地华人藏家的认可与好评！
 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14 日，璟原艺术将第二十六次赴加拿大与美国，

共五站：多伦多、纽约、休斯顿、旧金山、洛杉矶。12 月 9 日在休斯顿，
开展中国字画的免费鉴定和收购活动。依旧由公司副总经理周佳先生以及
书画部门主管陈立界先生带队。为确保藏家放心，我公司一律实行当场交
易。敬请各位侨胞和藏家带上藏品莅临现场 ! 我们即可以给您提供关于您
的藏品方面最专业的意见，又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满意、公道的价钱！恭候
您的到来！

* 张大千 / 于右任 

* 乾隆帝书法

* 董其昌 / 陈继儒 

近现代名家字画（晚清至民国）  
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

李可染，黄宾虹，傅抱石，于右任，溥儒，

黄君璧，陆俨少，潘天寿，吴湖帆，于非厂，

冯超然，丰子恺，谢稚柳，陈佩秋，程十髪，

高剑父，高奇峰，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

林风眠，关良，赖少其，杨善深，孙文，黄兴，

徐世昌，袁克文，黄炎培，柳亚子，沈曾

植，弘一，章太炎，严复，胡适，郁达夫，

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郑孝胥，沈从文，

张伯驹，马一浮，启功，赵朴初，沈尹默，

郭沫若，林散之，李苦禅，王雪涛，陈其宽、

王己千，黄胄，钱松岩，吴冠中等……

 收购范围 

古代名家字画（唐宋元明清）  
赵孟頫，钱选，吴镇，倪瓒，沈周，周臣，

唐寅，文徵明，文嘉，文伯仁，仇英，徐渭，

祝允明，王宠，陆治，陈淳，钱穀，董其

昌，陈继儒，丁云鹏，吴彬，陈洪绶，蓝瑛，

黄道周，王铎，傅山，张瑞图，倪元璐，

八大山人，王时敏，王鑒，王翬，王原祁，

吴历，恽寿平，杨晋，金农，郑板桥，康

熙帝，雍正帝，乾隆帝，董 诰，董邦达，

蒋廷锡，邹一桂，钱维城，张宗蒼，石涛，

邓石如，王文治，伊秉绶，刘墉，何绍基，

赵之谦，陈鸿寿，李鸿章，曾国藩，左宗

棠，林则徐，翁同龢，陆润庠等……

作品形式：立轴，手卷，册页，镜框，镜片，画心，成扇，扇片等等皆可。

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 我们买? !
中国  璟原艺术  中 国 字 画 收 购 会  
全球范围高价收购中国古 / 近代字画 2019 年12 月9 日   休斯顿璟 原 艺 术

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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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的
宏
愿
！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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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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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泽
流
芳
，

是
我
们
的
梦
想
！

（包括但不限于）

诚 信 为 本   当 场 交 易  
敬请各位带上您的藏品莅临活动现场

地點：JW Marriott Houston by the
Galleria
515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
Meeting Room:Dallas

時間：2019 年 12 月 9 日 ( 周一） 

          9:30AM~3:30PM 

聯絡人：王玥小姐    

郵箱：us6267736336@gmail.com
電話：1-626-773-6336

如您或您的亲友在香港与台湾有大量藏品不便处理，请与我公司联络，
我公司可安排专家前往香港与台湾提供上门收购业务。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慶祝慶祝 「「台灣關係法台灣關係法」」立法四十週年立法四十週年
邀請空軍大鵬聯誼會及榮光會參與邀請空軍大鵬聯誼會及榮光會參與 「「黑貓中隊黑貓中隊」」紀錄片放映活動紀錄片放映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南旅館公會何怡中會長美南旅館公會何怡中會長,,國慶籌委國慶籌委
會黃春蘭會黃春蘭率團率團 參加參加 「「黑貓中隊黑貓中隊」」

放映活動放映活動

空軍大鵬聯誼會金俊家率團頒發紀空軍大鵬聯誼會金俊家率團頒發紀
念獎牌給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館長念獎牌給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館長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頒發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頒發紀
念獎牌給曾駐台美軍念獎牌給曾駐台美軍Arnold HouchinArnold Houchin夫夫
婦婦,,榮光會董元慶會長榮光會董元慶會長,,空軍大鵬聯誼會金空軍大鵬聯誼會金
俊家及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館長見証俊家及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館長見証

空軍大鵬聯誼會金俊家能參加此一盛會空軍大鵬聯誼會金俊家能參加此一盛會
與有榮焉與有榮焉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1日榮光會董元慶會日榮光會董元慶會
長在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大會致長在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大會致

詞詞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強調舉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強調舉辦 「「黑黑
貓中隊貓中隊」」 紀錄片放映活動紀錄片放映活動.. 盼可讓更多德州人瞭盼可讓更多德州人瞭

解台美合作之歷史與長久之堅實夥伴關係解台美合作之歷史與長久之堅實夥伴關係..

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館長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館長
介紹展出的飛机及場地介紹展出的飛机及場地

空軍大鵬聯誼會及榮光會聯袂參加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空軍大鵬聯誼會及榮光會聯袂參加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慶祝慶祝 「「台灣關台灣關
係法係法」」 立法四十週年活動立法四十週年活動,,空軍幼校畢業生朱江頗具代表空軍幼校畢業生朱江頗具代表

空軍大鵬聯誼會金俊家及會員們出席在空軍大鵬聯誼會金俊家及會員們出席在
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德州孤星飛行博物館 「「黑貓中隊黑貓中隊」」 紀錄紀錄

片放映活動片放映活動..

榮光會董元慶會長率團受邀參與榮光會董元慶會長率團受邀參與 「「黑貓中隊黑貓中隊」」 紀錄片放映活動紀錄片放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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