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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
部長塞森(Jeff Sessions)在因遭
發現曾在去年大選期間和俄
羅斯大使連繫後，昨天不堪
批評，宣布退出FBI的調查。

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塞森說他
和司法部高級官員會面後，
決定退出任何和總統大選有
關的調查。但他也否認他和
俄羅斯官員的談話中，有任
何一點內容和總統大選有關
，並表示當他說他沒和俄羅
斯官員會面過時，並不是要
欺瞞參議院。

根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
，塞森在參議院的會議上並
未透露他去年曾和俄羅斯大
使會面，但今塞森堅稱他沒
有做錯事，他當時的身分是
參議員，而不是競選團隊成
員。塞森自 1997 年以來一直
擔任阿拉巴馬州的參議員，
直到今年2月才卸任成為司法
部長。

川普昨天到維吉尼亞州
視察美國海軍航空母艦時告

訴記者，他 「不知道」塞申
斯（Jeff Sessions）去年曾與俄
國駐美大使季瑟雅克（Ser-
gey Kislyak）見面兩次的事。

記者問起川普是否仍對
塞申斯有信心時，他回答：
「絕對有。」

「華盛頓郵報」（Wash-
ington Post）率先披露塞申斯
與季瑟雅克會面兩次，白宮
已證實此事，但堅稱這些接
觸並無不當。

美國國會民主黨領袖今
天呼籲塞申斯下台，聯邦參
議 院 少 數 黨 領 袖 舒 默
（Chuck Schumer） 表 示 ：
「司法部應該讓人無可指摘

。為了國家好，塞申斯部長
應該辭職。」同屬共和黨的
眾 院 少 數 黨 領 袖 裴 洛 西
（Nancy Pelosi）呼應這項主
張，她並指控塞申斯在國會
宣誓作證時撒謊。塞申斯1月
10 日出席參院委員會的任命
聽證會時曾說，他未曾與俄
方作過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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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
普今天表示，他希望美國軍方
建造更多艦艇與飛機，包括將
航空母艦恢復到12艘，以期美
軍擁有最精良裝備，讓 「美國
國威遠揚」。

美 國 廣 播 公 司 新 聞 網
（ABC News）與路透社報導
，川普造訪維吉尼亞州紐波特
紐斯（Newport News）造船廠
，登上新建的航空母艦 「福特
號」（Gerald R. Ford）。他穿
著橄欖色軍用夾克，戴上軍方
便帽，對海軍官兵表示，他希
望美國軍方擁有世界最精良的
裝備。

本周稍早川普建議今年國
防經費比去年增加 540 億美元
，使得國防部的預算增至6030
億美元，他並表示，希望推動
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建
設，以補強他所謂實力耗損的

軍力。
川普表示，他希望美國海

軍恢復擁有12艘航空母艦的規
模。美國海軍目前有10艘航空
母艦。

他說： 「我剛和海軍與企
業領袖談過，討論了我著手大
舉擴展我們整個海軍艦隊的計
畫，包括我們所需要的12艘航
空母艦。」這番話贏得熱烈掌
聲。

他又說： 「我們也需要更
多飛機，現代化的戰力以及更
大的軍力水準。此外，我們還
必須大舉改善網路戰力。」

至於增加的預算要如何分
配給不同的軍種，以及那些武
器計畫將取得優先，都還是問
題。

去年選戰期間川普曾表示
，他將增加陸軍的兵力，以及
把海軍艦艇總數由 275 艘增加

到 350 艘。但相關時間表和確
切支出還不清楚。

川普今天說： 「我們將很
快擁有世界最精良的裝備。我
們將讓我國軍隊有所需工具可
以預防戰爭，如果必要時，進
行戰爭而且只做一件事。你們
知道是什麼事嗎？就是贏得勝
利。」

他表示，興建福特號航空
母艦與其他新的艦艇，將讓
「美國國威遠揚」。

川普說： 「希望我們不會
必須使用這些軍力。如果有必
要，他們（對手）就麻煩大了
。」

美聯社報導，福特號是美
國海軍下一代航空母艦的第一
艘，據料可容納2600名官兵，
建造經費數度超支，最後耗資
129 億美元，進度也幾度延後
，可望在今年服役。

川普盼國威遠揚 擬恢復擬恢復1212艘航空母艦艘航空母艦

（綜合報導）比利時恐攻即將屆滿一周年
，警方今天在布魯塞爾市中心拘留一名可疑司
機，且因車上發現瓦斯桶防爆小組也進駐待命
，目前仍不清楚司機是否有犯罪意圖。

根據布魯塞爾多家電視台及媒體最新報導
， 今 天 約 傍 晚 時 刻 ， 警 方 在 聖 吉 勒 斯
（Saint-Gilles）發現一名司機連續闖了幾個紅
燈，因此將他攔下，因發現這人先前就被通報
疑似是激進人物，進一步搜索車上時發現有2至
3個瓦斯桶，因此逮捕司機問話。

布魯塞爾警方因發現車上有瓦斯桶不敢大
意，隨即通報防爆小組進駐待命，也封鎖街道
，影響一部份區域的交通。

比利時警方隨後聲明，目前還無法判斷被
拘留問話的男子是否有犯罪意圖，也未透露這
名男子的背景資訊。

布魯塞爾去年3月下旬發生恐攻，在慘案屆
滿一周年之前，比利時警方不敢大意，在機場
及主要捷運站強化警戒。

比國恐攻將滿周年 警逮捕載瓦斯桶司機
（綜合報導）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兒子杭

特和遺孀大嫂海莉發展戀情，成為政壇最熱門
的話題。拜登夫婦祝福家族內的新戀情，八卦
專欄已用婚外情形容猶如肥皂劇般的戲劇性發
展。

拜 登 （Joe Biden） 的 長 子 波 伊 ． 拜 登
（Beau Biden）2015年5月因腦癌過世， 「紐
約郵報」（New York Post）1日報導，拜登已
婚的次子杭特．拜登（Hunter Biden）和大嫂
海莉，拜登（Hallie Biden）於 2015 年 10 月開
始交往，如今已公開關係。

報導指出，47 歲的杭特和妻子凱薩琳．
拜登（Kathleen Biden）2015 年 10 月已分居，
但不清楚是否已提出離婚。

杭特聲明指出， 「海莉和他極度幸運，能
在困難時刻找到真愛並獲得支持，兩人身旁深
愛他們的人都如此認為。」

前副總統拜登夫婦對家族內的新戀情表示

祝福，不過凱薩琳至今未回應。
美國著名的八卦專欄 「第六頁」（Page

Six），用 「婚外情」來形容這起遺孀大嫂與
小叔間的關係。

拜登在2015年10月因家族因素，決定不
角逐總統提名，時間和杭特與海莉公開交往接
近。波伊認為父親應參選總統，拜登不參選的
決定也和波伊的病情有關，拜登卸任前後積極
推動癌症研究。

杭特與凱薩琳有3個女兒，海莉與波伊有
1女1子，拜登家族戲劇性發展猶如肥皂劇搬
上現實人生。

拜登的前妻 1972 年因車禍喪生，拜登也
失去當時只有1歲的女兒。意外是家族的陰影
，波伊和杭特都鼓勵父親重新出發，拜登於
1977年娶了妻子吉兒．拜登（Jill Biden）。

拜登的人生歷經各種挑戰，許多政治人物
與評論都給予祝福。

拜登家族小叔戀大嫂 美政壇熱門話題

（綜合報導）日本防衛省統合幕
僚監2日晚間表示，有13架中國大陸
軍機今天上午到下午，從沖繩（琉球
）的沖繩本島與宮古島之間的上空飛
越而過，日本航空自衛隊飛機緊急升
空因應。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表示，
2日有13架中國大陸軍機從沖繩本島
與宮古島之間的上空飛越而過，日本

航空自衛隊飛機緊急升空因應。1 次
有多達13架外國軍機飛越此海域上空
則是首見。

同樣的空域，去年12月中國大陸
軍機也曾飛越。

日本航空自衛隊確認到，中國大
陸轟炸機可能有 6 架、戰鬥機 6 架，
還有1架Y8預警機。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和反潛

機觀察到，在宮
古島的南東120至
200公里的海域，
有2艘中國大陸海
軍的飛彈驅逐艦
、在黃尾嶼（日
本稱久米島）南南西90公里處，有1
艘中國大陸的巡洋艦。這些軍艦都是
朝東海的方向航行。

日媒報導說，中國大陸國防部 2
日宣布，海軍的戰鬥機與轟炸機、預
警機等多數軍機，在那個海域飛航而

過，在西太平洋與遠洋訓練艦隊進行
聯合演習。

陸13架軍機飛越宮古外海 日機緊急升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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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立法獨立監察人：
英國面對大規模恐襲威脅

綜合報導 英國反恐立法獨立監察人警告，英國目前面對的恐怖威

脅已達70年代愛爾蘭共和軍威脅以來的最高水平，現在國際恐怖組織伊

斯蘭國正在策劃對無辜的英國民眾發動壹系列大規模的恐怖襲擊。

據報道，希爾（Max Hill）是英國剛委任的反恐立法獨立監察人，

負責監察英國反恐相關的法律。他在接受訪問時指出，伊國組織計劃在

英國各個城市對無辜民眾發動恐襲，其規模堪比40年前愛爾蘭共和軍發

動的襲擊。

他說，英國“面對巨大的持續性威脅，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

希爾認為，恐怖分子可能通過兩個途徑進入英國。首先，有數以百

計的英國公民前往中東地區參加“聖戰”，而這些“聖戰士”已經回國，或將

回國。其次，年輕人可能在網絡上被極端主義視頻和仇恨言論激進化。

最近，倫敦有五名15歲至19歲的青少年因恐怖威脅相關的罪行被

扣押。其中四人計劃前往敘利亞加入伊國組織，他們被控策劃在國外發

動恐襲。

另壹人則被控擁有恐怖主義相關的材料，包括伊國組織的出版物和

制作炸彈的視頻。這五名青少年將於3月17日在倫敦老貝利中央刑事法

院受審。

據了解，在70年代，愛爾蘭共和軍在英國發動壹系列恐襲，酒吧、

火車站和國會大廈壹再遭炸彈襲擊。

90年代後期，英國和愛爾蘭共和軍達成《貝爾法斯特協議》（Bel-

fast Agreement），這是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壹個主要裏程碑，也結束了

北愛爾蘭30年的流血沖突。

報告：沿地中海中部路線移徒的兒童面臨死亡之旅
綜合報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的

最新報告指出，難民和移民兒童和婦女

經常在從北非到意大利的地中海中部路

線移徒時遭受性暴力、剝削、虐待和拘

留。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了名題為

“兒童的死亡之旅：中部地中海移民路

線”的最新報告。該報告指出，難民兒

童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利比亞以及穿越

海洋抵達意大利的過程中面臨著巨大的

風險。接受調查的難民和移民兒童中有

四分之三表示，他們在旅途中的某壹時

刻遭受過來自成年人的暴力、騷擾或侵

犯，而接近壹半的受訪婦女和兒童報告

了在遷移期間，在多個地點多次遭受性

虐待。

去年，至少有4579人因試圖從利比

亞跨越地中海進行移徒而死亡：每40個

人中就有1人死亡。據估計，至少700名

喪生的人是兒童。

去年年底，壹份對利比亞的婦女和

兒童移民的調查數據顯示，沿遷移路線

發生的虐待事件的程度令人震驚。這份

調查的對象為 25萬 6000 名生活在利比

亞的難民，其中包括 30803 名婦女和

23102名兒童，其中三分之壹無人陪伴。

然而，實際數字要比這壹數字至少高出

三倍。

兒童基金

會區域主任兼

歐洲難民和移

民危機特別協

調員可汗（Af-

shan Khan）表

示，從北非到

歐洲的地中海

中部地區是世

界上最致命和

最危險的兒童

和婦女移民路

線，充滿了覬

覦這壹絕望群體的走私販和人口販賣

者。國際社會需要通過安全和法律的

途徑及保障措施，以保護遷徒兒童的

安全。

可汗說：“所以這些女孩特別脆弱，

有很多人遭到販賣、遭受性剝削和虐待。

有些兒童被拐賣到壹些國家成為妓女，

特別是年輕女孩。”

兒童基金會制定了壹項關於流離失

所兒童的六點行動議程，包括保護兒童

難民和移民，特別是無人陪伴的兒童免

遭剝削和暴力；通過壹系列實用的替代

辦法，結束對難民或遷移兒童的拘留；

讓難民或移民兒童將與家人呆在壹起以

獲得保護和法律地位；為所有難民和移

民兒童提供學習機會，並使他們獲得健

康和其他優質服務；就難民和移民大規

模流動的根本原因采取行動；促進打擊

過境國和目的地國的仇外心理、歧視和

邊緣化的措施。

自 2015 年年底開始，兒童基金會

已向 18.25 萬名難民和移民兒童提供

了廣泛的服務。該機構也在擴大其

在希臘和意大利的地中海的應急計

劃，支持當地政府努力改善兒童保

護服務。

調查稱俄羅斯經濟2017年有望復蘇

結束萎縮局面
綜合報導 壹項路透社的調查顯示，俄羅斯經濟今年有望恢復增長，

受消費者需求及投資回升提振，同時預計通脹維持低位且盧布持穩。

這項針對17位分析師及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俄羅斯2017年國內生

產總值（GDP）料增長1.2%，預期增幅從0.6%到2.5%不等。

這將是俄羅斯經濟久違的復蘇。此前受到低油價及西方制裁拖累，

該國經濟連續兩年萎縮。

調查顯示，俄羅斯經通脹因素調整後實質薪資上漲2%，料將提振

消費者需求。這將推動2017年的零售銷售增長1.1%，2016年為下滑

5.2%。消費者需求為俄羅斯關鍵經濟驅動力。

調查還顯示，作為第二大經濟驅動力的資本投資在2017年料增長

2.2%。

鑒於俄羅斯央行料只會逐漸降息，未來數月的貸款成本不太可能變

得低廉。預計第二季指標利率為9.5%，年底時為8.5%。當前指標利率為

10%。

相對收緊的貨幣政策應有助於通脹率到2017年底觸及蘇聯解體後新

低4.3%。但這仍高於央行4%的目標水準。這種貨幣政策應該也會給俄

羅斯盧布帶來支撐。

綜合報導 西班牙壹名農民裴瑞茲用4000

棵松樹，建造了壹個占地5000平方米的迷宮。

這個西班牙最大的松林迷宮將於4月8日開放。

據報道，因為西班牙經濟不景氣，壹名

種松樹的農民裴瑞茲幹脆用賣不出去的松樹

排成迷宮，彌補壹下損失。

裴瑞茲說，西班牙有些迷宮比他的大，

但是，這些迷宮都用玉米組成，只能用幾個

月。松林迷宮卻可長可久。

測試顯示，壹般人大約壹個小時可以走

出，最快的半個小時就可以鉆出來了。

裴瑞茲希望4月8號開放的迷宮可以帶動當

地觀光，同時替女兒帶進壹筆穩定的收入。

目前，迷宮的門票價格還沒定，但不會

超過4歐元。據悉，買門票的時候，客人會拿

到裴瑞茲的電話號碼，萬壹走不出來可以跟

他求救。

暗物質探測開始“暗中較量” 美LZ項目加快建造進程

LZ設計原理是，當暗物質粒子與液

氙原子碰撞時，液氙腔內的電子會向頂

部飄移，迅速產生閃光。這些攜帶暗物

質粒子信號的光脈沖，會被排列在大型

容器內的500個光擴增管捕獲。

今日視點
號稱在世界三大直接探測暗物質粒

子實驗中靈敏度最高，有望最先捕獲暗

物質中弱相互作用重粒子（WIMPs）的

美國LUX-ZEPLIN（LZ）實驗近日宣布

重大進展：該項目

順利通過美國能源

部（DOE）第三階

段評審，現有技術

設計方案被確定為

最終版本，並正式

開始建造工作。

暗物質在宇宙

成分中占比高達

85%，提出至今已

有80年之久，但現

有證據完全基於引

力測量等間接觀測，

還沒有獲得直接觀

測的第壹手資料，

因此其粒子特性仍

保持神秘。歐洲、中國和美國已開始布

局下壹代暗物質直接探測實驗，在這壹

基礎物理研究最前沿領域展開良性競爭

，希望奪得“第壹”的寶座。

LZ這次加快進程，力爭2020年4月

前完工並投入使用，勢必會讓美國在競

爭中更具優勢。

LZ實驗誕生始末
LZ實驗由美國能源部勞倫斯伯克利

國家實驗室負責管理，選址建在斯坦福

大學地下研究設施（SURF）中，探測裝

置將被放置在地下約1609米深處，除主

要探測WIMPs，也將捎帶對軸子和中微

子等展開探測。

2012年國際團隊提出，將大型地下

氙（LUX）項目和液態惰性氣體閃光實

驗（ZEPLIN）合二為壹，組建世界上直

接探測WIMPs最靈敏的LZ項目。2015年

上半年，LZ通過第壹階段評估，被確定

為能源部官方項目，並隨後出臺這壹階

段的概念設計報告；2016年8月，LZ通

過第二階段審議，望遠鏡、制造成本和

時間表等關鍵議題均最終敲定；而在這

次第三階段評審會上，能源部正式批準

了最後設計方案，來自美國、英國、葡

萄牙、俄羅斯和韓國等國37個研究機構

的近220位科學家和工程師將展開合作，

用7噸液氙探測銀河系暗物質與普通物

質間的弱相互作用。

LZ設計原理是，當暗物質粒子與液

氙原子碰撞時，液氙腔內的電子會向頂

部飄移，迅速產生閃光。這些攜帶暗物

質粒子信號的光脈沖，會被排列在大型

容器內的500個光擴增管捕獲。

面臨兩大競爭對手
中國在暗物質直接探測領域表現出極

大競爭力。位於屏錦地下實驗室的暗物質

直接探測項目CDEX和PandaX近年發表了

多次探測結果，其中PandaX項目也是基於

液氙技術。中國還在積極推進這些實驗的

二期建設，力爭5年到10年內實現最終目

標：利用20噸到30噸級的液態氙實驗，探

測大質量暗物質粒子；用1噸級高純鍺實驗

探測輕質量暗物質；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歐洲下壹代暗物質實驗主要基於3.5

噸級液氙XENON1T和後續6噸級的XE-

NONnT。XENON1T建造在意大利格蘭薩

索國家實驗室，位於地下1400米深處，

已在2015年末開始運行，但靈敏度不及

已在2016年“退位”的LUX項目。而LZ

的靈敏度提升為LUX的50倍，歐洲雖然

在“起跑”時間上領先壹步，但美國的

LZ能容納10噸液態氙，且靈敏度更高，

誰最先探測到WIMPs，尚難預料。

LZ項目發言人、馬裏蘭大學物理學副

教授卡特· 霍爾表示，暗物質研究具有強

大吸引力，深受全世界物理學家們追捧，

因此，這類研究競爭是良性和友好的，獲

得重大發現是同類研究的共同目的。

加快進程不甘落後
但競爭畢竟存在。在這麽重要的領

域，在同樣使用液氙探測暗物質信號中

落後壹步，美國當然不會心甘，因此決

定加快日程，早日完工。

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SLAC）國

家加速器實驗室負責為LZ實驗所用的液氙

進行提純，主要去掉標準提純過程無法清

除的痕量氪元素。雖然提純後的液氙目前

已符合LZ實驗要求，但該實驗室還在繼續

研發新方法，進壹步提高氙的純度。

LZ實驗所需的線網已接受多次檢測，

為確保這些線網在高壓實驗中沒有絲毫漏

電，“淹沒”暗物質產生的微弱信號，全

尺寸網線還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安裝到

SLAC的測試平臺，進行實地測試。

為排除背景幹擾，充滿液氙的大容

器周圍需要環繞另壹個充滿液體的容器

罐和光電倍增管，這些管道將用世界上

超純的金屬鈦制成，正在由英方工作人

員進行組裝；另壹個容器罐中的超純能

閃光液體也準備就緒。具有濾塵功能的

無塵工作室和無氡建築也在加速建設當

中。氡具有天然放射性，會對暗物質探

測造成幹擾。為排除各種背景信號，LZ

實驗組考慮周全，力求完美。

因美國能源部此次承諾購買建造LZ系

統的幾乎所有大型組件，參與實驗的科學家

們信心倍增，並承諾會按照設定的時間表完

工，第壹個將暗物質信號“囊入懷中”。

農民用4000棵松樹建
西班牙最大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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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3州發生20余起猶太人社區炸彈威脅事件
綜合報導 美國舊金山警方27日表示，當天早

些時候發生在北美反誹謗聯盟辦公室的壹起炸彈事

件已經解除。該聯盟稱，當天美國13個州發生了

20余起針對猶太人社區的炸彈威脅事件。

當地時間27日下午4時前後，舊金山警方接到

報警，稱市場街700號街區壹棟建築發現炸彈，警

方迅速將該街區人員疏散，並實施封路、公共交通

停運等措施。事發建築為北美反誹謗聯盟辦公室所

在地，該聯盟是針對反猶太人的壹個國際性組織成

員。

經過近3小時排查，警方在當地時間19時前後

發布安全信息，稱沒有發現可疑爆炸物，周邊路段

和公共交通得以恢復正常。

同日，在舊金山以南帕羅阿托市壹個猶太人社

區中心，也發生炸彈事件，但警方未發現潛在威脅

。北美猶太人社區中心協會當天表示，僅在27日，

全美就有20多起類似事件發生，13個州的猶太人

學校和社區中心報告受到炸彈威脅，包括阿拉巴馬

、特拉華、馬裏蘭、佛羅裏達、密歇根、新澤西、

紐約、北卡萊羅納、賓夕法尼亞、羅德島和弗吉尼

亞州等。

猶太人社區媒體報道說，炸彈威脅來自壹個類

似動畫片唐老鴨的聲音，聲音說“大量的猶太人會

在短時間內被屠殺。”

北美反誹謗聯盟行政主任喬納森· 格林布拉特

對媒體表示，僅在今年，已有超過90起針對猶太人

社區的炸彈威脅。

美加州議員要求特朗普政府提供抓捕移民行動依據
綜合報導 美國加州兩名民主黨

議會領袖當地時間27日向特朗普政府

提出信息自由法案的請求，要求就移

民和海關執法局近期在加州的數起突

襲抓捕行動提供政策依據和數據，包

括被扣留和被遞解人數，以及參與行

動的執法機構。

加州參議院臨時議長凱文· 德萊

恩和眾議院議長安東尼· 倫登當天發

表聲明指出，從1月20日以來，遍及

全加州的數起抓捕行動違背了聯邦政

府相關政策，缺少透明度，對社區帶

來傷害，造成民眾恐慌和困惑。

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女新聞發

言人弗吉尼亞· 凱斯27日以電子郵件

回復《舊金山紀事報》時表示，除非

發生緊急事件，執法人員不會在學校

、教堂、醫院、婚葬禮和集會示威等

敏感地區采取執法行動。

德萊恩和倫登均選自洛杉磯郡。

2月初，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在當地壹

連五天展開抓捕行動，逮捕了160余

人。

根據這份信息自由法案請求，德

萊恩和倫登要求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披

露如何部署及執行這些抓捕行動，在

學校、教堂和醫院等敏感地區及附近

抓捕移民時遵循了哪些政策，有多少

人被捕，多少人被遞解。

請求還指出，雖然特朗普強調執

法對象是危害社會的犯罪者，事實上

這些抓捕行動針對任何壹個沒有合法

身份的在加州者。

德萊恩還表示，保護所有在加州

者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是民選官員的責

任。

加州移民約1000萬，不論是公民

還是移民，有無合法身份，都有權獲

得這些信息並獲得法律援助，了解自

己的處境並懂得如何面對。

特朗普上任後首次國會演講特朗普上任後首次國會演講
聚焦美國內政聚焦美國內政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2月28

日晚間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上任後的首次

國會演講，從稅改、移民、基建、醫保、教育、

打擊犯罪、財政預算和外交等九大方面闡述立法

願景，絕大部分篇幅都聚焦於美國內政，強調

“美國優先”。

按慣例，新任美國總統會在當選第二個月受

邀到國會發表演說，其形式內容與國情咨文類似

。當地時間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會發

表重要政策演講，這是特朗普就職以來的首次國

會演講，備受外界關註。。

在宣稱要重啟美國經濟發動機時，特朗普說

要讓公司在美國更容易做生意，同時讓它們更難

離開美國，並暗示要對進口到美國的商品提高關

稅。他說自己堅信自由貿易，但更要所謂“公平

貿易”。

對於從競選到上任之初壹直爭議不斷的移民

問題，特朗普重申了在美國南部建墻的承諾，並

強調“真實和積極的移民政策改革”，稱其目標

是為了增加美國人就業和工資，加強國家安全並

尊重法律。在國家重建方面，特朗普請求國會同

意壹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並稱其基本原則就是

買美國貨、雇美國人。

演講中，特朗普再次呼籲廢除和取代“歐巴

馬醫保”，並為新的醫保法案提出五項原則建議

。在教育方面，他號召國會通過壹項法案，讓貧

窮的年輕人能夠自由選擇適合的學校。

在談到打擊暴力犯罪時，特朗普強調既要支

持執法人員，也要支持受害者。他還宣布已下令

國土安全部成立壹個移民犯罪受害者辦公室，並

向在現場的數名受害者家屬做出追求司法公正的

承諾。

在增加國防預算問題上，特朗普並未像他此

前所說的披露相關細節，只是聲稱將重塑美軍，

並增加退伍軍人基金。他向在也門陣亡的海軍陸

戰隊隊員威廉· 瑞恩· 歐文斯的遺孀致敬。

在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重申了對北約的支

持，但同時也要求盟國履行相應的財政義務。特

朗普強調，“我的工作不是代表世界，我的工作

是代表美國”。縱觀當晚壹個多小時的演講，特

朗普持罕見的“光明基調”，與此前他在競選和

就職演說時迥然不同。

“我們國家破碎的壹切都可以修復。每個問

題都可以解決。每壹個受傷的家庭都能得到治愈

和希望。”在給美國人描述了壹個安全繁榮的前

景後，特朗普稱九年後慶祝美國建國250年時，

人們會發現他發表演說的這個夜晚是美國翻開偉

大新篇章的開端。

特朗普旅行新禁令將公布
加州律師在機場未雨綢繆

綜合報導 預測特朗普政府很快將發布新的

旅行禁令，以限制穆斯林國家的遊客入境，美

國南加州的律師未雨綢繆，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提前做好了準

備。報道稱，盡管律師們表示，他們希望正式

禁令的公布將會比1月特朗普首次暫行旅行禁令

時要順利，但他們還是提前做好了準備。

洛杉磯法律顧問集團Public Counsel的高級

律師塔利亞· 尹倫德(Talia Inlender)表示：“如果

遊客們再次遭到攔截與拘留，那麽我們希望能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的到達航站樓設置壹個類似

指揮臺的問詢中心，這樣人們就能夠在需要時

得到幫助。”1月的最後壹周，幾百名遊客在各

大機場遭到攔截，其中包括綠卡持有人。旅行

禁令在全美各個機場引發了騷動。

壹些具有永久居住身份的綠卡持有人以及

持有學生和商務簽證的人也遭到了攔截。洛杉

磯國際機場被攔截的旅客滯留時間長達12小時

之久。

全國範圍內，反對旅行禁令的抗議此起彼

伏，多個機場的交通因抗議人群發生堵截。在

經歷了法律挑戰後，最初的旅行禁令在法庭受

阻。預計白宮最早將於1日發布壹個旅行禁令的

縮減版本。但為防事情發展不順利，壹些律師

將誌願來到洛杉磯國際機場，正如他們上次所

做的那樣。尹倫德稱，年初時，他們曾在湯姆

布拉德利國際機場 (Tom Brad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到達廳設置服務臺，當家人和朋友遭

到海關和其他邊境官員攔截時，人們就會到那

裏尋求法律援助。

尹倫德說，上次，臨時的法律援助區設置

在Pinkberry酸奶攤外面，他們還在那裏擺放了

桌椅。當時他們還開設了法律熱線。屆時，即

使機場壹切正常，修改後的旅行禁令仍可能會

影響到那些沒有簽證的人，包括難民。阿納海

姆的移民律師艾克拉姆· 阿布沙拉(Akram Abush-

arar)表示，他代表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當地家

庭，這些人都會受到旅行禁令的影響。

美單引擎小飛機墜毀在公寓大樓 麻州壹市長喪生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2月 28

日下午1時30分左右，美國壹架

單引擎小飛機意外墜毀在麻州壹

棟公寓大樓樓頂，飛機駕駛員死

亡。

據悉，這架飛機在接近降落

的機場時發生意外，當時公寓大

樓內只有少數幾個人。

報道稱，這起墜機事故沒有

造成大樓或地面人員傷亡。警方

已查出，這名飛機駕駛員是麻州

紐柏立波特市長拉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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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2017年度預算案在在野

黨仍在追究學校法人“森友學園”低價收購

國有地的情況下，由執政黨多數贊成在眾

院獲得了通過，年度內成立已成定局。

但圍繞森友學園，陸續出現了建設工

地垃圾被回填等問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否認自身及夫人昭惠參與其中但加強警惕。攻

防的舞臺如今轉移到了參院。

“雖然外界想給我扣這個帽子，但真

的什麽都沒有。”安倍在眾院預算委員會會

議上強烈主張森友學園與其無關。在野黨議

員要求“如果沒有做虧心事，應該設立由

第三方加入的調查委員會”，但安倍拒絕

稱“會計檢查院會調查”。

有關安倍及夫人與學園的關系，安倍

甚至以“辭去議員的心理準備”擔保來強

烈否定，國有土地低價購買問題則讓財務

省局長等代為答辯。安倍打算在參院審議

中也以這種答辯戰略來澆滅質疑之火。

但以“安倍晉三紀念小學”開設名目

來募集捐款等問題還是讓外界把眼光投向

了安倍與學園的關系。學園正在建設中的

小學用地將挖出垃圾回填這壹施工方證言

若得到證實，政府主張“這是恰當程序”

的正當性或發生動搖。

日本首相官邸相關人士透露不安稱“若首相卷入學園問題，

陣腳將大亂”。自民黨內部也有意見認為“若連日被質問，好

端端的首相也會形象大損吧”（壹名骨幹人士語）。

另壹方面，日本在野黨打算在參院審議中也深挖學園問

題。民進黨議員在當天的眾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指出，該學

園運營的幼兒園運動會上讓兒童用“安保法在國會通過太好

了”、“安倍首相加油”進行運動員宣誓。

報道指出，雖然如此，突如其來的攻擊材料是否能對政

權造成打擊也是難以保證。雖然想徹底揭露安倍與學園的關

聯性，但缺乏致命壹擊，眾院還是讓預算案迅速通過。

日本參院預算委員會審議進行電視直播。民進黨前代理

黨首長妻昭在該黨代議士會議上宣布：“疑惑尚未消除。在

參院也將徹底追究。”

韓國民眾強烈抗議部署薩德：“事大”賣國行為

綜合報導 “國防部強行簽署

‘薩德’換地協議，是為了維護美

國和日本的利益，犧牲的卻是韓國

的國家利益和主權。我們強烈譴責

國防部這種‘事大’賣國行為。”

首爾韓國國防部門前，韓國市民代

表李女士義憤填膺地向在場記者朗

讀了多個市民團體反對部署“薩德”

系統的聯合聲明。

韓國國防部剛剛宣布已與樂天

集團就“薩德”用地正式簽署換地

協議，隨即遭到愛好和平的進步團

體和民眾的強烈反對。“阻止‘薩

德’在韓部署全國行動”等多個市

民團體隨後在韓國國防部門前緊急

舉行聯合記者會和抗議示威活動。

國防部前警方戒備森嚴，部署了4

輛警用大巴將國防部門口圍得水泄

不通，嚴防抗議民眾的過激舉動。

記者在集會現場看到，民眾高

舉“中斷樂天和國防部秘密交易”

“要和平不要‘薩德’”“‘薩德’

無效”等標語。他們還時而齊聲高

喊反對“薩德”、要求國防部長官

韓民求下臺的口號。進步團體和部

署地星州民眾代表等接連發言，聲

討樂天集團與國防部的密室協定，

呼籲立即廢除部署“薩德”。

李女士朗讀的聯合聲明表示，

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是美

日兩國為了自身安保利益而企圖將韓

國建設為美日導彈防禦系統的前沿陣

地。這樣的行為，犧牲了韓國的安保

和經濟利益，對韓國有百害而無壹

利。她言辭激烈地警告國防部應該立

即停止部署“薩德”系統。

為了顯示將反對部署“薩德”鬥

爭進行到底的決心，這些市民團體

還委托民辯協律師當天向首爾行政

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狀告國防部

長官在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中存

在行政不作為。

民辯協律師金宥亭在記者會上

表示，按照法律規定，國防部長官

應該公開告知部署“薩德”系統的

項目計劃，並履行批準程序。而且

對於部署“薩德”系統這樣的軍事

設施，事先還應按規定實施戰略環

境影響評估。然而目前正在推進的

部署進程完全沒有履行這些法定程

序，是公然違法的行政不作為。

金宥亭強調，部署“薩德”反

導系統從最初作出決定開始，就存

在這樣那樣的違法問題。現在的部

署進程也是建立在違法行為基礎上

的。今後，民辯協還將代表星州和

金泉的民眾，繼續通過法律途徑和

開展示威活動將反對部署“薩

德”的鬥爭進行到底。為了讓國

防部聽到民眾的反對之聲，記者會

後，兩名市民團體代表還在記者的

見證下向國防部遞交了抗議部署

“薩德”系統的信函。

當記者即將結束采訪離開國防

部時，數名圓佛教徒在國防部前開

起了法會。星州被視作韓國本土宗

教圓佛教的聖地，即將部署的“薩

德”無疑打破了這個有上百年歷史

的佛教聖地的平靜。虔誠的教徒們

念誦著經文，他們身旁的標語寫著

“請不要用武器趕走了和平”。這

抗議，飽含著韓國民眾對於和平生

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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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親信門獨立檢察組的調查活動

正式結束。根據調查，獨檢組認定總統樸槿惠與

親信門主角崔順實合謀從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

處收受賄賂。

獨檢組計劃在起訴李在镕和崔順實時，以涉

嫌受賄對樸槿惠立案，而是否調查樸槿惠則將由

檢方做出決定。

此前，檢方特別調查本部在調查中發現樸槿惠

涉嫌強迫大企業資助崔順實掌控的Mir和K體育財

團，曾對其立案調查。

獨檢組曾考慮暫緩起訴樸槿惠，但之後改變主

意，決定不暫緩起訴樸槿惠而是將此案交給檢方。

對此，獨檢組新聞發言人李圭喆解釋稱，考慮到或

出現檢方須直接偵辦此案的情況，為了檢方能直接

開展調查，因此決定放棄暫緩起訴。

獨檢組將在調查到期的28日起 3天內把未完

成調查的案件移交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此後，

將由檢方研究是否對樸槿惠開展調查。分析認

為，憲法法院的彈核案結果將對檢方做決定起到

重大影響。

而樸槿惠和李在镕均對獨檢組的指控予以否

認。樸槿惠方面公開發表聲明，稱其收取賄賂的

指控無憑無據。李在镕方面則表示，因樸槿惠施壓

無奈向崔順實提供資金支援，三星是受害方。

澳大利亞酒吧禁男士向女士搭訕

稱為“提升品質”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壹間酒

吧近日規定，為了提升酒吧的“品質”，

禁止吧內的男士主動接近女士，該規定壹

經公布就惹來澳大利亞民眾的批評，有網

站的投票顯示有49%民眾表示規定荒謬，而

酒吧老板則表示自己的目的是為了令酒吧

高檔壹點，同時也可令堪培拉高檔壹點。

堪培拉壹間名為Maple Bar的酒吧剛開

業壹周就“備受矚目”，原因是該店主立

下規定禁止男士主動接近女士，若是由女

士采取主動接近男士，男士則需要用“與

母親說話”的態度交談。

該規定壹經公布就惹來不少批評，甚

至有4500名網友在《堪培拉時報》（Can-

berra Times）網站投票，結果有49%認為規

定荒謬。不過酒吧經理邁克（Mike Kadinski）

卻指人們沒有理解到此規定的目的，他表示此

舉只是為了營造舊日的環境，配合酒吧的裝

潢，而非為了針對某人或出於任何政治原因，

更加不想引發女權主義的爭論，他只希望為能

為堪培拉帶來壹點格調。

邁克稱，以前人們在公眾場合都談吐

得宜，舉止有禮，連乘搭飛機都會穿著得

體面，但現在人人去娛樂場所時都很隨便，還

常常穿著拖鞋。

邁克以前曾從事過服務行業，有20年

的從業經驗，他還擁有壹家保安公司，他

說：“從我的經驗所得，在酒吧如果壹名

男士試圖接近壹名女士，他們就會灌她們

酒，這讓人感到不舒服。”

邁克給自己酒吧定下的規定包括要求顧

客穿半正式的衣著，女士要穿酒會禮服

（Cocktail Dress），男士則要穿上襯衫及皮

鞋。邁克認為“女士花那麽多時間打扮，但

見到的只是壹個穿著T恤及拖鞋的男士，我們

對此感到失望。”另外，酒吧還在洗手間貼

上海報，指出若受到不舒服的目光註視，可

找職員幫助；這張海報還分別貼在男女洗手

間，希望不被世人認為是性別歧視。

（中央社）春旱水情差，最新數據指出石
門水庫目前蓄水率剩50.39%，若以平均每天下
降1%計算，明天水庫容量剩不到一半。經濟
部水利署表示，將努力達成 5月底前不進入三
階限水的目標。

受到降雨不如預期影響，桃園、林口、板
新、新竹地區1日起實施第一階段限水，夜間
11時起至早上6時止實施減壓供水，農業用水
採取 7折以下供灌，盼舒緩缺水壓力。

桃園市長鄭文燦下午會同水利署長賴建信
視察中庄調整池工程時表示，石門水庫供水吃
緊，桃園巿政府第一時間就成立 「旱災緊急應
變小組」監控水情變化，並持續配合水利署辦
理各項節水及抗旱作為，盼中庄調整池工程能
如期在6月啟用，發揮供水功能。

根據水利署官網今晚 7時資料顯示，石門
水庫蓄水率僅剩50.39%，如果以平均每天下降

1%計算，水庫容量明天就剩不到一半，各界憂
心第二階段限水恐不遠矣。

水利署今晚受訪表示，今年石門水庫蓄水
率雖是近5年來最差狀況，但並非為罕見缺水
年，若以 1、2月的蓄水狀況來比較，是歷年
來排名第 8少的名次，目前已透過農業用水管
控、夜間減壓、翡翠水庫支援及相關節水措施
，盡量減少用水量。

同時，根據中央氣象局預測資料顯示，5
日至9日有一波鋒面到來，將有降雨機會，將
把握時機進行人工增雨作業。

水利署說，目前排定每兩週召開一次水情
會議進行檢討，最近一次將於 9日舉行，對於
外界關切何時實施第二階段限水措施，也會納
入討論事項，目前是希望能努力達成5月底以
前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目標。

水情差 水利署拚5月底前不三階限水

（中央社）經濟部國貿局今天表示，美國
商務部公告對台等3國的進口鋼筋反傾銷初判
結果，源鋼獲判傾銷稅率3.48%、羅東鋼鐵為
29.47%，呼籲台商應積極應訴以維護權益。

國貿局表示，美國商務部於3月1日公告
對自台灣、日本及土耳其 3 國的進口鋼筋
（Steel Concrete Reinforcing Bar）反傾銷初判
結果，土耳其的傾銷稅率介於5.29%至7.07%區
間，日本則為209.46%。

另外，台灣指定應訴兩家廠商中，源鋼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獲判傾銷稅率3.48%，羅東鋼
鐵股份有限公司傾銷稅率29.47%，其他4家廠
商適用稅率為5.49%。

依據美國商務部統計資料指出，自2015年
1月至2016年6月止，台灣鋼筋產品輸美金額
約2271.6萬美元。

國貿局提醒，美國商務部將於7月5日進
行反傾銷終判，呼籲台商針對此初判結果應持
續積極應訴，爭取降低終判稅率，以維護自身
權益。

輸美鋼筋反傾銷稅初判 羅東鋼鐵近30%

（中央社）美國 3月升息
機率大增，導致亞幣走疲，今
天新台幣匯價在外資匯出下，
終場以30.795元兌1美元作收
， 貶值 3.5 分，匯價連 2 貶。
台北與元太外匯經紀公司總成
交量12.14億美元。

外匯交易員表示，美國 3
月升息機率大增，導致韓元在
內的亞洲貨幣走弱，外資在台
北匯市也買匯多於拋匯，偏向
匯出，導致新台幣匯價走弱。
不過盤中不斷有出口商拋匯賣
壓湧現，支撐新台幣匯價，終

場新台幣僅小貶3.5分作收。
但有外匯交易員認為，美

國聯準會 （Fed）召開利率會
議前，還有非農就業人口數據
會公布，屆時的數據表現也可
能左右聯準會決策，因此還不
能斷定美國 3月就會升息。

美國 3月升息機率大增，
朝野立委關切央行如何因應。
央行總裁彭淮南今天在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中引述美國聯邦基
金利率期貨（Federal Funds 30
Day Futures）的預測指出，美
國 3 月升息的機率高達 8 成。

他表示，美元升息雖可能造成
熱錢移出，但台灣有足夠的外
匯存底可因應。

多名立委詢問，台灣是否
會跟進美元升息的腳步？彭淮
南回應，此事須看當前通膨壓
力、未來的通膨預期， 「台灣
未必要跟著美國走」。

新台幣兌美元今天開盤價
為30.820元，最高30.735元、
最低30.829元，尾盤收30.795
元，貶值3.5分。

（中央社）環團今天指出在核二廠周遭自行
進行檢測，結果多次測出人工核種，要求官方單
位正視及再檢測；原能會表示，預定 8日進行第
二次實地採樣，再送國內4個實驗室檢測。

原能會下午舉行公眾參與平台第四次座談會
，針對 「核電廠環境輻射監測管制及全民監督」
、 「外傳核廢料傾倒台灣海域案初步調查」進行
報告及討論。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執行長郭慶霖指出，環
團從民國104年起就開始在新北市萬里區的核二
廠周遭進行檢測，包括廠區左側河道部分區域，
發現鄰近沙灘異常變黑且河道也染黑，過程中也
檢出放射性物質。

另外，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去年 3月在當地
進行檢測時，甚至還發生輻射爆表現象，推估應
為當地排放廢水所導致；另外還有測得人工核種
銥、鐳、鈷及銫等。

郭慶霖說，環團這兩年多來進行採樣檢測超
過20次以上，每次檢測結果的人工核種數據都異
常；但放射性物質則不一，研判和排放廢水頻率
有關。

他表示，由於事件曝光後，求證相對更加困
難，目前靜待相關單位進行實質調查結果以辨真
假，也希望能送到國外專業機構進行相關檢測。
若結果屬實，將要求相關單位找出肇因及改善，
讓地方居民能安心生活。

（中央社）媒體報導19款嬰幼兒奶粉3月齊
漲，每罐上漲20元到50元不等，公平會副主委
彭紹瑾強調，公平會已立案調查，是否有聯合壟
斷行為，同時並關注鮮奶價格波動。

媒體報導，雀巢、惠氏啟賦、卡洛塔妮、貝
比卡兒等知名奶粉品牌共19款奶粉，以乳源成本
增加、配方升級為由漲價，3月起每罐漲20到50
元，不少家長聞訊大嘆吃不消。

彭紹瑾表示，國內從事進口奶粉的業者有20

家，由於惠氏與雀巢合併，目前宣布調漲的僅雀
巢與友華生技兩家，公平會已立案調查，業者是
否有聯合壟斷行為、有無聯合行為以及限制轉售
價格等違反限制競爭行為。

除了嬰幼兒奶粉外，統一企業生產的瑞穗鮮
乳也漲價，從 2 月 27 日起陸續調漲 4~6%。彭紹
瑾指出，雖然目前光泉、義美、味全等沒有動作
，僅統一1家漲價，公平會尚未對鮮奶立案調查
，但會持續關注業者是否有聯合壟斷行為。

美3月升息機率增 台幣連2貶收30.795元

核2廠周遭測出人工核種？原能會將檢測

嬰幼兒奶粉喊漲涉壟斷？公平會要查

北港水道頭燈區賞燈北港水道頭燈區賞燈
跟著媽祖去旅行跟著媽祖去旅行，，探訪鄉間民徑探訪鄉間民徑，，苗栗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進香苗栗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進香22日到北港日到北港，，圖為北港水圖為北港水

道頭燈區道頭燈區 「「魚躍龍門魚躍龍門」」 延長展期延長展期，，邀民眾賞燈邀民眾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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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
分組首次會議今天召開；該組召集人梁永煌說
，有委員希望將性別議題納入討論，經組內初
步決議，決定將此增列，但程序上需經籌委會
同意。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的首次
會議，上午在法務部廉政署第一會議室舉行，
這組的主題為 「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

第五分組委員，律師賴芳玉及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紀惠容在會議中提案，希望將性別議題
納入討論。

梁永煌說，第五組的議題牽涉到社會安全
網，委員們對於增列性別議題都很支持，也是
在很和諧的氣氛下達成共識，初步決議將此部
分增列為議題。

梁永煌指出，要增列議題，程序上要跟司
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報告，會在3月13
日的籌委會議中提出。

司改會議第五組 擬增列性別議題

（中央社）訴求非核低碳和乾淨空氣，地
球公民基金會和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等團
體，規劃於11日舉行 「南台灣廢核反空污」遊
行。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今天表示，
台灣能源政策長期落入非核即煤的電力開發迷
思，早已不符合國際潮流。現階段，中央及地
方政府應合作，制定節電目標，達成用電負成
長，並提出2025年再生能源達20%的具體策略
和時程表。

李根政說，同時要課徵能源稅，讓高耗能
、高污染者負擔較高稅負，用來減免一般民眾
與企業的所得稅、補貼大眾運輸等，促使經濟
公平、鼓勵節能與再生能源產業技術發展。

對於今年311廢核反空污遊行，李根政表
示，仍要持續展現公民力量，提醒政府和社會
勿忘福島核災，強化推動能源和產業轉型的政
治決心，給人民安全乾淨的能源未來。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執行秘書買寶玉率領多
名幼兒園師生發表廢核誓詞，表示身為未來的

主人翁，擔心核災或核廢料可能毀壞孩子們所
熱愛的一切，因此願意挺身而出，阻止核能帶
來的破壞，並動手打造一個不用犧牲他人就能
美好的未來。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專員周家慧表示
，主婦聯盟去年開始參與建置 「綠色公民電廠
」、推動 「能源教育基地」，希望透過貼近居
家生活的節電行動，翻轉民眾對用電的理解與
想像，減少對燃煤、核能的開發。

高雄婦女新知協會專員李冠霈說，高雄婦
女新知始終支持廢核與反空污，許多媽媽會員
更是關心空污問題，擔心小朋友在學校上戶外
課時間過久，長期處在受污染的空氣當中。因
此今年也會一同參加遊行，表達女性對於此議
題的關注與支持。

南台灣廢核反空污遊行將於11日下午2時
30分於高雄勞工公園集合，主辦單位於現場設
置能源與反空污主題攤位，讓民眾在參與時更
加體認節能與綠能的重要。

訴求非核低碳乾淨空氣 311將遊行

（中央社）勞動部最新統計，去年平均月總工時為169.5小時，是20年來新低。勞動部表示，主
因是法定工時縮減有關。

台灣常被外界稱為過勞之島，但據勞動部最新統計，去年平均月總工時為169.5小時，與前年平
均月總工時相較減少近6小時，全年減少近72小時；加班時數部分，較前年增加0.2小時。

勞動部說，平均月總工時減少，主因為法定工時從雙週84小時縮減到單週40小時，但幅度沒預
期的多的原因推測是法定工時縮減前，已有許多勞工週休2日。

不過，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去年平均月工時下降有部分原因是下半年有
還給勞工5天國定假日，今年沒了7天假，今年工時恐會增加。

去年平均月總工時 20年來新低

（中央社）花蓮縣壽豐鄉台11線花東海岸公
路水璉附近，今天下午4時多發生一起運鈔車與
大貨車相撞車禍，所幸運鈔車正副駕駛被救出時
都意識清楚，大貨車駕駛無礙。

警方表示，台灣銀行委託的台灣保全運鈔車
，今天下午到花蓮壽豐鄉一間郵局收錢返回北上
途中，在台11線花東海岸公路水璉附近，下坡彎
道疑似失控撞上對向一輛大貨車。

警消獲報趕赴現場，運鈔車負責開車的王男
和副駕駛座的邱男都受傷，車頭撞毀，消防人員
將王男從駕駛座拉出來時他直喊 「好冷」。兩人
分別送門諾醫院和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救治。

醫院表示，王男右小腿骨折，因受撞擊，目
前進行斷層掃描；另邱男臉部有多處撕裂傷，醫
師檢查腿部是否骨折。

詳細肇事原因警方將深入調查釐清。

下坡彎道疑失控運鈔車撞上大貨車

（中央社）對於垃圾費隨袋徵收，環保署指稱雲林縣非常積極開始規劃，雲林縣環保局
今天表示，都會人口密集地區適合試辦，鄉下地區須因地制宜，妥適評估，逐步推動為宜。

環保署長李應元今天指出，垃圾費隨袋徵收，雲林縣非常積極，已開始規劃；環保署廢
管處長賴瑩瑩也說，以都會型鄉鎮市為試辦對象，斗六、斗南已開始規劃，今年內將提計畫
。

雲林縣環保局長林長造指出，垃圾費隨袋徵收已為國際趨勢且合乎污染者付費的公平原
則，都會人口密集區適合試辦，但鄉下地區須因地制宜，妥適評估，逐步漸進推動為宜。

林長造說，雲林縣正在大力推動源頭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並從源頭教育民眾全分類、
零廢棄的循環經濟觀念。

他說，垃圾費隨袋徵收的規劃，將視全縣上半年垃圾減量成效及民眾分類觀念是否落實
，再與中央好好合作，以達永續垃圾處理的妥適規劃。

他指出，雲林縣垃圾處理採取多元發展、階段進行方式，民國94年推動垃圾不落地和強
制分類，垃圾清運量逐年降低，統計到去年止達到減量31.6％成效。

林長造表示，今年起加強垃圾減量，期望在今年6月底為止，每天垃圾清運量減少100
公噸，統計今年1月資源回收量比105年度月平均提升7.6％、廚餘回收量增加13％，顯示垃
圾減量亦見成效。

（中央社）自由台灣民主黨主席蔡丁貴、統
一促進黨等團體2月28日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因
立場不同引發衝突，民眾、警員受傷，警方根據
蒐證畫面，傳喚3嫌到案，訊後依傷害罪等罪嫌
送辦。

自由台灣民主黨、統促黨及愛國同心會等團
體2月28日下午1時50分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表達
訴求，由於立場不同，引發衝突，過程中，台北
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楊姓組長遭統促黨辱
罵及傷害。

警方事後根據蒐證畫面，當天連夜通知涉嫌

的統促黨李姓、黃姓成員與愛國同心會張姓成員
，3人坦承犯行，警方訊後依傷害罪、公然侮辱
罪與妨害公務等罪嫌，移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偵辦，其餘涉嫌違法群眾，後續將依相關證
據持續偵辦。

另外，蔡丁貴在自由廣場燃燒冥紙及燒毀國
旗，中正一分局說，已違反中華民國刑法損壞國
旗罪、妨害公務及集會遊行法等相關法令，昨天
寄發通知書要求到案說明，但蔡丁貴今已指稱不
再到中正一分局製作筆錄，要等檢察官傳喚時再
說明，警方已函送法辦。

垃圾費隨袋徵收 雲林：逐步推動

萬安40號演習 花東首登場
2017年東部地區萬安40號演習將在2日下午1時30分舉行，演習實施人車疏散及燈火管

制，時間為30分鐘，屆時所有民眾配合演習警報，人車遵守員警及民防人員引導疏散或就地
避難。

二二八中正紀念堂衝突警方送辦3人

馬英九贈書給中華公所馬英九贈書給中華公所
前總統馬英九前總統馬英九11日日（（當地時間當地時間））訪問紐約華埠中華公所訪問紐約華埠中華公所，，將幾本著作贈送給中華公所主席蕭將幾本著作贈送給中華公所主席蕭

貴源貴源（（左左）。）。

精神醫療資源多精神醫療資源多 思覺失調症早治效果好思覺失調症早治效果好
台大公衛學院研究發現台大公衛學院研究發現，，在健保實施的頭在健保實施的頭1010年內年內，，台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首次住院率下降台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首次住院率下降

幅度近幅度近55成成，，推估跟精神醫療可近性推估跟精神醫療可近性、、藥物進步有關藥物進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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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

號探測器任務將實現月球採樣返

回，這是今年中國航天最大看點

之一。全國人大代表、探月三期

總設計師胡浩2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透露，嫦娥五號預計年

內擇機在海南文昌發射場升空，

進行為期約一個月的飛行，屆時

將大約2公斤的月壤標本帶回地

面。。

““嫦五嫦五””料年內海南升空採月壤料年內海南升空採月壤
探月三期總師胡浩探月三期總師胡浩：：港學者設計取樣器港學者設計取樣器

“嫦娥五號的月表取樣機構，採用香港
理工大學容啟亮團隊設計的取樣器和

監視相機，做得非常精細、很好”，胡浩表
示，探月工程歡迎更多香港科研力量的參與。

提前三年完成任務目標
依照國家重大專項計劃，中國探月三

期工程預計2020年前完成。嫦娥五號在今
年底發射並實現月球採樣返回後，意味着工
程提前近3年完成任務目標。在胡浩看來，
嫦娥五號任務的難度極大，飛行過程複雜，
尤其是在月球軟着陸後，面臨着月球的未知
環境，具有很大風險。

嫦娥五號探測器由着陸器、上升器、
返回器、軌道器組成。胡浩向記者詳細介
紹了嫦五任務的整個飛行過程，首先是探
測器從地球發射到月球的“四器”合一階
段。進入月球軌道後，軌道器和返回器停
留在環月軌道上，着陸器和上升器開始進
行月球表面軟着陸，這是兩器組合階段。
着陸月球後，着陸器將開啟為期約兩天的
月球探測和月壤採集工作。之後，上升器
從月球表面點火升空，進入月球軌道後，
與停留在月球軌道上的軌道器交會對接，

同時將採集的月壤樣品等轉移到返回器，
之後再與軌道器分離。

飛行約30天取回2公斤樣品
完成上述環節後，嫦娥五號任務進入

返回階段。胡浩表示，隨後軌道器將帶着返
回器從月球軌道飛回地球，在接近地球附近
時，軌道器和返回器再次分離，返回器攜帶
月壤樣品着陸，整個飛行過程大約持續30
天。目前，嫦娥五號正在開展總裝測試階段
各項相關工作，技術狀態和質量受控，計劃
進展順利。

胡浩表示，按照設計值，嫦娥五號將
從月球上取回2公斤的月壤樣品。取樣將採
用表面取樣和鑽取兩種方式，表取將採用機
械臂方式，而鑽取則將在一個固定地點進
行，表取和鑽取月壤數量的大概比例約為
3：1。其中，表面取樣將採用香港科學家容
啟亮團隊設計的取樣器。

“是一個像爪子一樣的取樣器，分成
幾瓣，可以在月球表面抓取土壤標本，再放
到存放裝置裡去。”胡浩透露，容啟亮同樣
還研製了監視取樣的相機，這些都屬於探測
器系統的取樣分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在嫦娥五號任務中的交會對
接究竟有何不同？全國人大代表、探
月三期總設計師胡浩表示，較此前的
交會對接，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一
是距離地面更遠，需要更好用的“眼
睛”；二是因上升器和軌道器的體積
差距很大，將首次採取“抓捕式”交
會對接。嫦娥五號任務中，上升器與
軌道器在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是一大

看點。胡浩表示，嫦娥五號的上升器
裝有3,000牛的主發動機，以及多個
用於姿態調整的小發動機。在完成月
面取樣並將月壤標本收集好後，上升
器將自主在月面點火起飛。通過已公
佈的模型可以看到，上升器的造型頗
似一枚“小火箭”。在距離地球38
萬公里外的月球，控制“小火箭”自
主升空，並準確進入環月軌道，難度
之大可想而知。

嫦娥五號上升器與軌道器交會
對接，將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場景。胡
浩形象地說，上升器和軌道器的“個
頭”差距很大，如果採取載人航天使
用的“撞擊式”交會對接，將會直接
把上升器“撞飛”。於是，科研人員
選擇“抓捕式”對接的方法，在軌道
器下端裝有大爪子，直接“抓走”上
升器，隨後完成交會對接與轉移月壤
等工作。

“抓捕小火箭”首參與交會對接

拉動整體科技“載人登月越早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嫦娥五號任務在今年底完
成後，意味着中國探月三期工程提
前3年完成任務目標，這令人們倍加
關注中國後續的探月計劃。胡浩表
示，順利進行的探月工程，為載人
登月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特別是培
養出一支對探月非常感興趣的科學

家隊伍。“載人登月應該越早越
好。”胡浩說，探月工程等重大前
沿工程，對中國整體科技水平拉動
非常明顯。

胡浩表示，這些年來，探月工
程進展順利，是國家體制的優勢，
源於各行各業的支持。探月工程對
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拉動是顯而易

見的，包括材料、對稀薄大氣等方
面的研究都上了一個台階。

嫦娥六號是嫦娥五號的備份
星，有消息指，嫦娥六號將在月球
背面實現採樣返回。胡浩表示，只
有當嫦娥五號任務目標完成後，才
能正式確定嫦娥六號將進行哪些新
的探索。

■■嫦娥五號月嫦娥五號月
球探測器模型球探測器模型
去年在廣東珠去年在廣東珠
海舉行的中國海舉行的中國
國際航空航天國際航空航天
博覽會展出博覽會展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嫦五月球取樣過程嫦五月球取樣過程
11 年底擇機在文昌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年底擇機在文昌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
22嫦娥五號探測器飛抵月球軌道嫦娥五號探測器飛抵月球軌道。。
33探測器分離探測器分離，，軌道器和返回器停留在環月軌道軌道器和返回器停留在環月軌道，，着陸器和上升器進行月面軟着陸着陸器和上升器進行月面軟着陸。。
44着陸器着陸月球後進行探測和月球土壤採集工作着陸器着陸月球後進行探測和月球土壤採集工作，，約為期兩天約為期兩天。。
55完成採集任務後完成採集任務後，，上升器攜月壤標本在月球表面自主點火升空上升器攜月壤標本在月球表面自主點火升空。。
66上升器抵達環月軌道上升器抵達環月軌道，，與軌道器進行與軌道器進行““抓捕式抓捕式””交會對接交會對接，，並將月壤標本轉移至返回器並將月壤標本轉移至返回器。。
77軌道器與返回器離開環月軌道軌道器與返回器離開環月軌道，，飛回地球飛回地球。。
88飛至地球附近飛至地球附近，，軌道器與返回器分離軌道器與返回器分離。。
99返回器進入大氣層返回器進入大氣層，，攜帶月壤標本着陸地球攜帶月壤標本着陸地球。。

記者記者劉凝哲劉凝哲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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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

號探測器任務將實現月球採樣返

回，這是今年中國航天最大看點

之一。全國人大代表、探月三期

總設計師胡浩2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透露，嫦娥五號預計年

內擇機在海南文昌發射場升空，

進行為期約一個月的飛行，屆時

將大約2公斤的月壤標本帶回地

面。。

““嫦五嫦五””料年內海南升空採月壤料年內海南升空採月壤
探月三期總師胡浩探月三期總師胡浩：：港學者設計取樣器港學者設計取樣器

“嫦娥五號的月表取樣機構，採用香港
理工大學容啟亮團隊設計的取樣器和

監視相機，做得非常精細、很好”，胡浩表
示，探月工程歡迎更多香港科研力量的參與。

提前三年完成任務目標
依照國家重大專項計劃，中國探月三

期工程預計2020年前完成。嫦娥五號在今
年底發射並實現月球採樣返回後，意味着工
程提前近3年完成任務目標。在胡浩看來，
嫦娥五號任務的難度極大，飛行過程複雜，
尤其是在月球軟着陸後，面臨着月球的未知
環境，具有很大風險。

嫦娥五號探測器由着陸器、上升器、
返回器、軌道器組成。胡浩向記者詳細介
紹了嫦五任務的整個飛行過程，首先是探
測器從地球發射到月球的“四器”合一階
段。進入月球軌道後，軌道器和返回器停
留在環月軌道上，着陸器和上升器開始進
行月球表面軟着陸，這是兩器組合階段。
着陸月球後，着陸器將開啟為期約兩天的
月球探測和月壤採集工作。之後，上升器
從月球表面點火升空，進入月球軌道後，
與停留在月球軌道上的軌道器交會對接，

同時將採集的月壤樣品等轉移到返回器，
之後再與軌道器分離。

飛行約30天取回2公斤樣品
完成上述環節後，嫦娥五號任務進入

返回階段。胡浩表示，隨後軌道器將帶着返
回器從月球軌道飛回地球，在接近地球附近
時，軌道器和返回器再次分離，返回器攜帶
月壤樣品着陸，整個飛行過程大約持續30
天。目前，嫦娥五號正在開展總裝測試階段
各項相關工作，技術狀態和質量受控，計劃
進展順利。

胡浩表示，按照設計值，嫦娥五號將
從月球上取回2公斤的月壤樣品。取樣將採
用表面取樣和鑽取兩種方式，表取將採用機
械臂方式，而鑽取則將在一個固定地點進
行，表取和鑽取月壤數量的大概比例約為
3：1。其中，表面取樣將採用香港科學家容
啟亮團隊設計的取樣器。

“是一個像爪子一樣的取樣器，分成
幾瓣，可以在月球表面抓取土壤標本，再放
到存放裝置裡去。”胡浩透露，容啟亮同樣
還研製了監視取樣的相機，這些都屬於探測
器系統的取樣分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在嫦娥五號任務中的交會對
接究竟有何不同？全國人大代表、探
月三期總設計師胡浩表示，較此前的
交會對接，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一
是距離地面更遠，需要更好用的“眼
睛”；二是因上升器和軌道器的體積
差距很大，將首次採取“抓捕式”交
會對接。嫦娥五號任務中，上升器與
軌道器在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是一大

看點。胡浩表示，嫦娥五號的上升器
裝有3,000牛的主發動機，以及多個
用於姿態調整的小發動機。在完成月
面取樣並將月壤標本收集好後，上升
器將自主在月面點火起飛。通過已公
佈的模型可以看到，上升器的造型頗
似一枚“小火箭”。在距離地球38
萬公里外的月球，控制“小火箭”自
主升空，並準確進入環月軌道，難度
之大可想而知。

嫦娥五號上升器與軌道器交會
對接，將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場景。胡
浩形象地說，上升器和軌道器的“個
頭”差距很大，如果採取載人航天使
用的“撞擊式”交會對接，將會直接
把上升器“撞飛”。於是，科研人員
選擇“抓捕式”對接的方法，在軌道
器下端裝有大爪子，直接“抓走”上
升器，隨後完成交會對接與轉移月壤
等工作。

“抓捕小火箭”首參與交會對接

拉動整體科技“載人登月越早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嫦娥五號任務在今年底完
成後，意味着中國探月三期工程提
前3年完成任務目標，這令人們倍加
關注中國後續的探月計劃。胡浩表
示，順利進行的探月工程，為載人
登月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特別是培
養出一支對探月非常感興趣的科學

家隊伍。“載人登月應該越早越
好。”胡浩說，探月工程等重大前
沿工程，對中國整體科技水平拉動
非常明顯。

胡浩表示，這些年來，探月工
程進展順利，是國家體制的優勢，
源於各行各業的支持。探月工程對
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拉動是顯而易

見的，包括材料、對稀薄大氣等方
面的研究都上了一個台階。

嫦娥六號是嫦娥五號的備份
星，有消息指，嫦娥六號將在月球
背面實現採樣返回。胡浩表示，只
有當嫦娥五號任務目標完成後，才
能正式確定嫦娥六號將進行哪些新
的探索。

■■嫦娥五號月嫦娥五號月
球探測器模型球探測器模型
去年在廣東珠去年在廣東珠
海舉行的中國海舉行的中國
國際航空航天國際航空航天
博覽會展出博覽會展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嫦五月球取樣過程嫦五月球取樣過程
11 年底擇機在文昌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年底擇機在文昌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
22嫦娥五號探測器飛抵月球軌道嫦娥五號探測器飛抵月球軌道。。
33探測器分離探測器分離，，軌道器和返回器停留在環月軌道軌道器和返回器停留在環月軌道，，着陸器和上升器進行月面軟着陸着陸器和上升器進行月面軟着陸。。
44着陸器着陸月球後進行探測和月球土壤採集工作着陸器着陸月球後進行探測和月球土壤採集工作，，約為期兩天約為期兩天。。
55完成採集任務後完成採集任務後，，上升器攜月壤標本在月球表面自主點火升空上升器攜月壤標本在月球表面自主點火升空。。
66上升器抵達環月軌道上升器抵達環月軌道，，與軌道器進行與軌道器進行““抓捕式抓捕式””交會對接交會對接，，並將月壤標本轉移至返回器並將月壤標本轉移至返回器。。
77軌道器與返回器離開環月軌道軌道器與返回器離開環月軌道，，飛回地球飛回地球。。
88飛至地球附近飛至地球附近，，軌道器與返回器分離軌道器與返回器分離。。
99返回器進入大氣層返回器進入大氣層，，攜帶月壤標本着陸地球攜帶月壤標本着陸地球。。

記者記者劉凝哲劉凝哲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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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一帶一路”國策為中資企業提供大量商機，不少民

企紛紛加快“走出去”步伐。總部位於上海的民企中國華信近日宣佈，

與阿布扎比政府和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在當地正式簽署協議，獲得阿

布扎比最大的已開發油氣區塊4%的40年權益。按照目前產量計算，年

度份額油將超過320萬噸，穩產高峰期將達到每年400萬噸以上。

華信入股阿布扎比油氣田
年份額油超320萬噸 另簽千萬噸原油供應

據了解，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參與阿布扎
比陸上油氣區塊股權權益，中國華信

成為阿布扎比陸上石油公司股東，參與油
田後期開發管理。此外，中國華信與阿布
扎比國家石油公司達成每年1,000萬噸的
長期原油供應協議，每年可為中國市場穩
定提供1,320萬噸以上的優質原油。這一
合作項目的落地鞏固拓展中國華信在中東
地區的油氣上游開發版圖，奠定公司在國
際上游油氣領域的地位，為中國能源市場
需求提供有力支撐。

“一帶一路”建設能源鏈
近年來，國際油價持續處於歷史低

位，成為油氣產業併購投資的大好時機。
中國華信抓住國際能源產業投資有利形
勢，充分發揮戰略資源優勢、機制優勢和
品牌優勢，積極踐行服務“一帶一路”建

設，立足歐洲建立能源產業終端佈局，拓
展上游油氣資源股權與權益，擁有國際化
的戰略平台和相對完備的戰略體系，同時
以捷克、格魯吉亞為戰略支點，開展國際
投行業務，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助力中國
經濟轉型升級。

此外，中國華信先後在捷克、格魯吉
亞設立地區第二總部，輻射“一帶一路”
歐亞區域，獲取海外高端裝備製造技術及
品牌運營管理技術，服務內地產業升級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中國華信已成
為在捷克投資最大的中國企業。 2016年3
月，中國華信與捷克第二大財團J&T金融
集團簽署協議，收購J&T金融集團50%的
股權，成為首家控股歐洲銀行的中國民
企。同時還推動J&T銀行作為捷克政府方
代表與中國工商銀行共同發起設立了中國-
中東歐投資基金，支持中國與中東歐地區

合作，協助中企對接“一帶一路”投資。

加強歐洲同業戰略併購
未來，中國華信將進一步加大歐洲終

端投資佈局，在意大利、西班牙、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德國和瑞士等國投資收購
加油站和配套油庫，同時對歐洲重點煉
廠、油庫、管道戰略併購，掌握重要物流

節點的話語權，發展成歐洲區域有影響力
的油氣終端供應商，並逐步轉向其他新興
市場，完成對中東、東南亞、印度等市場
的戰略輻射，以下游需求為支撐，向中上
游擴展，成為中亞、中東歐區域油氣權益
的重要持有者，打通“中國—中亞、中
東—歐洲”能源走廊，實現中國市場與中
亞上游和歐洲終端的資源串換聯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李昌鴻 廣東報道）
在調控緊縮的政策下，2月
全國樓市整體表現平淡，廣
東兩大城市深圳及廣州表現
各自不同。前者一二手房成
交分別環比下跌 50%及
18%，後者卻逆流而上，2
月網簽成交近7千套，成交
面積、成交均價雙雙創下五
年來新高。

據陽光家緣網數據顯
示，在剛剛過去的2月，廣
州樓市網簽成交6,809套，
同比上漲43.87%；成交面
積730,518平方米、成交均
價每平方米16,660元(人民
幣，下同)，均創下近五年新
高。成交均價方面，除從化
未破萬元，其餘區域均在萬
元以上。中心六區中，除黃
埔，其他四區成交均價均突
破3萬元，最高區域為越秀
的44,423元。

值得注意的是，2月廣
州熱銷樓盤前十位均來自外
圍區域，其中花都佔得 3
席，增城、番禺各佔得兩
席，南沙、從化、新黃埔各
佔一席。

同屬廣東省，深圳市2
月一二手房成交均出現大幅
縮水。據深圳房地產信息網
監測，2月深圳市新房成交
僅804套，環比跌50%，逼
近2008年同期低位。期內新
建商品住宅同樣出現預售、
推售均為零的情況。二手房
方面，成交2,240套，環比
少18%，跌幅較上月收窄，
同比減少74%。各區羅湖、
鹽田、龍崗三區成交量減少
均超過20%。深圳中原地產
認為，新盤訪客指數與二手
訪客量回升明顯，推盤銷售
情況也較上月有所好轉，預
計市場在平穩的預期中成交
量有望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國全國兩會即將揭幕，投資者觀望
情緒趨濃，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和創業板
指數均震盪下行，全數收跌。近日被爆炒
的順豐控股終於熄火，收市下挫2.99%，
連累其他快遞股悉數暴跌超5%。

廣發：“兩會行情”會前顯著
廣發證券分析稱，歷史經驗表明，

“兩會行情”大概率存在，會前更為顯
著。隨着兩會臨近召開，股指波動的不確
定性開始上升，兩會開幕前5個交易日
內，大小盤指數震盪加劇，上漲概率不足
50%。而在兩會召開期間，股指表現更無
明顯規律可循。據其統計，2005年以來，
滬指和中小板指在兩會召開期間漲跌各
半，A股沒有明顯的上漲動能。

2日滬深兩市略略高開後，下行翻

綠，臨近尾市小幅插水。截至收市，滬報
3,230點，跌16點或0.52%；深指報10,367
點，跌51點或0.49%；創業板指報1,920
點，跌11點或0.6%。兩市合共成交4,867
億元(人民幣，下同)。

除農藥獸藥板塊微升0.5%外，其餘行
業板塊全部飄綠，其中國際貿易、材料行
業、有色金屬、券商信託等跌幅較小，水
泥建材、船舶製造、工程建設、造紙印刷

等板塊跌幅居前。但次新銀行股可圈可
點，吳江銀行漲停、張家港行狂飆逾
9%、常熟銀行也漲超5%。

有消息稱，樂視體育在失去亞足聯旗
下賽事轉播權後，新賽季中超聯賽開戰之
際，又失去其轉播權。午後，樂視下挫跌
4.2%，股價創一年半新低。但也有分析提
到，樂視網股票大跌疑似與股東不和有
關。萬家文化再度疲軟，下挫4.57%。

觀望情緒趨濃 A股下行

穗樓上月成交
5年新高

■中國華信董事會主席葉簡明與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蘇爾坦·艾哈邁德·賈
巴爾簽署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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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一帶一路”國策為中資企業提供大量商機，不少民

企紛紛加快“走出去”步伐。總部位於上海的民企中國華信近日宣佈，

與阿布扎比政府和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在當地正式簽署協議，獲得阿

布扎比最大的已開發油氣區塊4%的40年權益。按照目前產量計算，年

度份額油將超過320萬噸，穩產高峰期將達到每年400萬噸以上。

華信入股阿布扎比油氣田
年份額油超320萬噸 另簽千萬噸原油供應

據了解，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參與阿布扎
比陸上油氣區塊股權權益，中國華信

成為阿布扎比陸上石油公司股東，參與油
田後期開發管理。此外，中國華信與阿布
扎比國家石油公司達成每年1,000萬噸的
長期原油供應協議，每年可為中國市場穩
定提供1,320萬噸以上的優質原油。這一
合作項目的落地鞏固拓展中國華信在中東
地區的油氣上游開發版圖，奠定公司在國
際上游油氣領域的地位，為中國能源市場
需求提供有力支撐。

“一帶一路”建設能源鏈
近年來，國際油價持續處於歷史低

位，成為油氣產業併購投資的大好時機。
中國華信抓住國際能源產業投資有利形
勢，充分發揮戰略資源優勢、機制優勢和
品牌優勢，積極踐行服務“一帶一路”建

設，立足歐洲建立能源產業終端佈局，拓
展上游油氣資源股權與權益，擁有國際化
的戰略平台和相對完備的戰略體系，同時
以捷克、格魯吉亞為戰略支點，開展國際
投行業務，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助力中國
經濟轉型升級。

此外，中國華信先後在捷克、格魯吉
亞設立地區第二總部，輻射“一帶一路”
歐亞區域，獲取海外高端裝備製造技術及
品牌運營管理技術，服務內地產業升級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中國華信已成
為在捷克投資最大的中國企業。 2016年3
月，中國華信與捷克第二大財團J&T金融
集團簽署協議，收購J&T金融集團50%的
股權，成為首家控股歐洲銀行的中國民
企。同時還推動J&T銀行作為捷克政府方
代表與中國工商銀行共同發起設立了中國-
中東歐投資基金，支持中國與中東歐地區

合作，協助中企對接“一帶一路”投資。

加強歐洲同業戰略併購
未來，中國華信將進一步加大歐洲終

端投資佈局，在意大利、西班牙、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德國和瑞士等國投資收購
加油站和配套油庫，同時對歐洲重點煉
廠、油庫、管道戰略併購，掌握重要物流

節點的話語權，發展成歐洲區域有影響力
的油氣終端供應商，並逐步轉向其他新興
市場，完成對中東、東南亞、印度等市場
的戰略輻射，以下游需求為支撐，向中上
游擴展，成為中亞、中東歐區域油氣權益
的重要持有者，打通“中國—中亞、中
東—歐洲”能源走廊，實現中國市場與中
亞上游和歐洲終端的資源串換聯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李昌鴻 廣東報道）
在調控緊縮的政策下，2月
全國樓市整體表現平淡，廣
東兩大城市深圳及廣州表現
各自不同。前者一二手房成
交分別環比下跌 50%及
18%，後者卻逆流而上，2
月網簽成交近7千套，成交
面積、成交均價雙雙創下五
年來新高。

據陽光家緣網數據顯
示，在剛剛過去的2月，廣
州樓市網簽成交6,809套，
同比上漲43.87%；成交面
積730,518平方米、成交均
價每平方米16,660元(人民
幣，下同)，均創下近五年新
高。成交均價方面，除從化
未破萬元，其餘區域均在萬
元以上。中心六區中，除黃
埔，其他四區成交均價均突
破3萬元，最高區域為越秀
的44,423元。

值得注意的是，2月廣
州熱銷樓盤前十位均來自外
圍區域，其中花都佔得 3
席，增城、番禺各佔得兩
席，南沙、從化、新黃埔各
佔一席。

同屬廣東省，深圳市2
月一二手房成交均出現大幅
縮水。據深圳房地產信息網
監測，2月深圳市新房成交
僅804套，環比跌50%，逼
近2008年同期低位。期內新
建商品住宅同樣出現預售、
推售均為零的情況。二手房
方面，成交2,240套，環比
少18%，跌幅較上月收窄，
同比減少74%。各區羅湖、
鹽田、龍崗三區成交量減少
均超過20%。深圳中原地產
認為，新盤訪客指數與二手
訪客量回升明顯，推盤銷售
情況也較上月有所好轉，預
計市場在平穩的預期中成交
量有望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國全國兩會即將揭幕，投資者觀望
情緒趨濃，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和創業板
指數均震盪下行，全數收跌。近日被爆炒
的順豐控股終於熄火，收市下挫2.99%，
連累其他快遞股悉數暴跌超5%。

廣發：“兩會行情”會前顯著
廣發證券分析稱，歷史經驗表明，

“兩會行情”大概率存在，會前更為顯
著。隨着兩會臨近召開，股指波動的不確
定性開始上升，兩會開幕前5個交易日
內，大小盤指數震盪加劇，上漲概率不足
50%。而在兩會召開期間，股指表現更無
明顯規律可循。據其統計，2005年以來，
滬指和中小板指在兩會召開期間漲跌各
半，A股沒有明顯的上漲動能。

2日滬深兩市略略高開後，下行翻

綠，臨近尾市小幅插水。截至收市，滬報
3,230點，跌16點或0.52%；深指報10,367
點，跌51點或0.49%；創業板指報1,920
點，跌11點或0.6%。兩市合共成交4,867
億元(人民幣，下同)。

除農藥獸藥板塊微升0.5%外，其餘行
業板塊全部飄綠，其中國際貿易、材料行
業、有色金屬、券商信託等跌幅較小，水
泥建材、船舶製造、工程建設、造紙印刷

等板塊跌幅居前。但次新銀行股可圈可
點，吳江銀行漲停、張家港行狂飆逾
9%、常熟銀行也漲超5%。

有消息稱，樂視體育在失去亞足聯旗
下賽事轉播權後，新賽季中超聯賽開戰之
際，又失去其轉播權。午後，樂視下挫跌
4.2%，股價創一年半新低。但也有分析提
到，樂視網股票大跌疑似與股東不和有
關。萬家文化再度疲軟，下挫4.57%。

觀望情緒趨濃 A股下行

穗樓上月成交
5年新高

■中國華信董事會主席葉簡明與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蘇爾坦·艾哈邁德·賈
巴爾簽署合作協議。



13, when acting Chief Justice Lee Jung-mi is set 
to retire. If the court upholds the impeachment and 
remove Park from office, South Korea will hold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in 60 days.
Previously, Park said that she will step down as 
president by end-April over the corruption scandal.
Meanwhile, Beijing has repeated its strong indignation 
to the land swap deal, which it calls a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At a regular news briefing on Mon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warned that Beijing 
will "firmly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its 
security interests, urging the US and South Korea to 
stop the deployment. He sai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AAD system to South Korea will badly break 
the regional strategic balance, impair the strategic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related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in the region and is detrimental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Courtesy http://
sino-us.com/35/12242794166.html)

Some experts deem that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THAAD deployment in South Korea is partly due to 
concerns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may not support the 
land swap deal, which is objected by Beij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South Korea is set to be 
held in December 2017, but the date may be brought 
forward because of the final ruling on the impeachment 
of President Park Geun-hye.
On Monday, South Korea's Constitutional Court heard 
the final arguments of Park and the National Assembly. 
Although the impeached president did not appear at the 
final hearing, she denied all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her 
in a statement, claiming that she has never abused her 
authority as president for herself and people around 
her.
The court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its ruling by March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a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uld be held ahead of the schedule, South 
Korean media reported, citing unnamed sources from 
the ministry.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ould be essential to 
set the tone and direction for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o 
establish new ways of communication.
“This is the most urgent thing for both countries to 
work at in the near future,” he said.
James Woolsey, a former CIA director who served as 
Trump’s senior adviser on national security until last 
month, also believes the G20 would be a good time for 
the leaders to get together at an early date.
“The key is to not get bogged down in rhetoric, but to 
start working together on getting things done,” he said.
Dr Gal Luft, the co-director of the Washington-
based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said both leaders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establish personal bonds and learn to know each 
other”.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Washington and Seoul plan to deploy the US-developed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on South Korean soil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a long-envisioned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repeated missile tests and threats to 
attack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Yet Beijing, a longtime ally of Pyongyang, sees the 
system as part of a US strategy to contain China, since 
it could also be deployed against Chinese missiles. 
And as THAAD's deployment date draws near, its 
denunciations have reached fever pitch, spurring 
retaliations online and in the street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denied visas to South Korean 
pop stars who frequently perform on the mainland; 
rejected imports of South Korean cosmetics; and 
scrubbed at least five enormously popular South 
Korean TV shows - some wi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viewers - from Chinese video streaming sites.
"We don't have to make the country bleed, but we'd 
better make it hurt," the Global Times, a Chinese state-
run tabloid, said in an editorial on Wednesday.
The measures have stirred anxiety in South Korea's 
business community, upset Chinese TV fans and cast 
uncertainty over the future of the China-South Korea 
relationship, which has enjoyed relative stability since 
the 1990s, enabling huge amounts of transnational 
commerce and migration.

China is by far South Kore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South Korean protesters hold up cartoons depict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uring a rally against US 
Defence Secretary Jim Mattis' visit. Photo: AP
Shi Yinhong,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said that China - 
angered by North Korea's recent missile tests - now 
faces strained relations with both Koreas for the first 
time in recent memory.
"This is quite bad, in the long term, for the diplomatic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he said.
Beijing has issued two "solemn representations" 
to Seoul over the impending deployment, and the 
People's Daily, a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said 
in an editorial that Beijing could potentially sever 
diplomatic ties.
But the measures have also played out in more minute 
and unexpected ways. (Courtesy http://www.smh.com.
au/world/)
Related
Lotte, South Korean Military Sign Land Swap 

Deal To Deploy THAAD: Report
Lotte and South Korea's military signed on Tuesday 
a controversial land swap deal to enable authorities 
to deploy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in a golf course owned 
by the compan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reported.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land swap deal, South Korea's 
defense ministry will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the 

Steve Bannon, according to a Reuters 
repor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ited 
Yang as saying that earlier talks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Trump 
by phone has pointed the direction 
for Sino-US relations. And China 
would be willing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s at both top level 
and other various level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oad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n 
importan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statement cited Trump 
as saying that he is glad that he had very important 
conversation with Xi. Xi spoke to Trump over phone 
on February 9, during which Trump agreed to honor 
the “one China” policy. Last December, Trump as 
president-elect had taken the call from the leader of 
Taiwan, which is known to have angered Beijing and 
regarded as a break in protoco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seems very unpredictable and inconsistent right now. 
Early on, it seemed as though Trump would support 
greater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and take a harder 
lin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ut then he tol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he would honor the one-
China policy,” Bruce Larson,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Gettysburg College told Sino-US.com.
Yang was the first top Chinese official to meet Trump 
since he took office on January 20. A senior U.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d a meeting with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at the White House on February 
27, according to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Yang, China’s top diplomat, met Trump briefly after 
talks with the new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R. McMaster, Jared Kushner, senior adviser and 
Trump’s son-in-law, and White House chief strategis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e meeting between Yang 
and Trump lasted five to seven minutes, and they 
have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arranging a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Xi, but no date was set,” said the 
Reuters report.
Trump is known to be a harsh China critic who has 
promised to pin down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wage a trade war with China in a bid to balance 
long-standing huge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Courtesy 
http://sino-us.com/)
Related

Preparation Under Way For Donald Trump, 
Xi Jinping To Meet At G20 Summit In July 

Summit In Germany Is Likely The First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State Leaders To Meet
Several Chinese sources said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that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ill be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Germany 
in July.
“Beijing is in contact with Trump’s team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a bilateral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in July,” one of the sources 
said, adding that Washington had also expressed 
similar intentions.
Diplomatic pundits also believe the G20 summit is 
likely to be the first opportunity for Xi and Trump 
to meet, even though there are still uncertainties 
over whether the US president will attend as his new 
administration appears skeptical of multinational 
political gatherings.
Yuan Peng, vice-president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id a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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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 Band Banned From China Over THAAD Decision.

South Korean protesters hold up cartoons depicting U 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uring a rally against US Defence 
Secretary Jim Mattis' visit. Photo: AP

Trump Meets With China’s Top Diplomat
To Discuss Possible Meeting With Xi

China Upset Over THAAD Missile-Defence System Roll-ou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eft) Met with China's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right) on Monday, February 27, 2017.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ef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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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舉辦倫敦舉辦““老爺車展老爺車展”” 經典車型爭奇鬥艷經典車型爭奇鬥艷

20172017年年““倫敦經典老爺車展倫敦經典老爺車展””在倫敦在倫敦ExCeLExCeL展覽中心展覽中心
舉行舉行，，來自全球各地的老爺車主展示自己的經典愛車來自全球各地的老爺車主展示自己的經典愛車。。這這
是世界上最受參觀者和收藏者青睞的老爺車展之壹是世界上最受參觀者和收藏者青睞的老爺車展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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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墨西哥城墨西哥墨西哥城，，950950只英國鬥牛犬聚會只英國鬥牛犬聚會，，試圖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試圖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

斯裏蘭卡監獄巴士斯裏蘭卡監獄巴士
遭槍擊遭槍擊77人死亡人死亡

在斯裏蘭卡首都科倫坡在斯裏蘭卡首都科倫坡，，警察查看遭到槍擊警察查看遭到槍擊
的監獄巴士的監獄巴士。。斯裏蘭卡警方表示斯裏蘭卡警方表示，，科倫坡以南約科倫坡以南約
4040公裏的卡盧特勒壹輛監獄巴士當天遭到槍擊公裏的卡盧特勒壹輛監獄巴士當天遭到槍擊，，
事件導致事件導致77人死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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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
部長塞森(Jeff Sessions)在因遭
發現曾在去年大選期間和俄
羅斯大使連繫後，昨天不堪
批評，宣布退出FBI的調查。

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塞森說他
和司法部高級官員會面後，
決定退出任何和總統大選有
關的調查。但他也否認他和
俄羅斯官員的談話中，有任
何一點內容和總統大選有關
，並表示當他說他沒和俄羅
斯官員會面過時，並不是要
欺瞞參議院。

根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
，塞森在參議院的會議上並
未透露他去年曾和俄羅斯大
使會面，但今塞森堅稱他沒
有做錯事，他當時的身分是
參議員，而不是競選團隊成
員。塞森自 1997 年以來一直
擔任阿拉巴馬州的參議員，
直到今年2月才卸任成為司法
部長。

川普昨天到維吉尼亞州
視察美國海軍航空母艦時告

訴記者，他 「不知道」塞申
斯（Jeff Sessions）去年曾與俄
國駐美大使季瑟雅克（Ser-
gey Kislyak）見面兩次的事。

記者問起川普是否仍對
塞申斯有信心時，他回答：
「絕對有。」

「華盛頓郵報」（Wash-
ington Post）率先披露塞申斯
與季瑟雅克會面兩次，白宮
已證實此事，但堅稱這些接
觸並無不當。

美國國會民主黨領袖今
天呼籲塞申斯下台，聯邦參
議 院 少 數 黨 領 袖 舒 默
（Chuck Schumer） 表 示 ：
「司法部應該讓人無可指摘

。為了國家好，塞申斯部長
應該辭職。」同屬共和黨的
眾 院 少 數 黨 領 袖 裴 洛 西
（Nancy Pelosi）呼應這項主
張，她並指控塞申斯在國會
宣誓作證時撒謊。塞申斯1月
10 日出席參院委員會的任命
聽證會時曾說，他未曾與俄
方作過接觸。

美司法部長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自保 退出參與退出參與FBIFBI調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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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
普今天表示，他希望美國軍方
建造更多艦艇與飛機，包括將
航空母艦恢復到12艘，以期美
軍擁有最精良裝備，讓 「美國
國威遠揚」。

美 國 廣 播 公 司 新 聞 網
（ABC News）與路透社報導
，川普造訪維吉尼亞州紐波特
紐斯（Newport News）造船廠
，登上新建的航空母艦 「福特
號」（Gerald R. Ford）。他穿
著橄欖色軍用夾克，戴上軍方
便帽，對海軍官兵表示，他希
望美國軍方擁有世界最精良的
裝備。

本周稍早川普建議今年國
防經費比去年增加 540 億美元
，使得國防部的預算增至6030
億美元，他並表示，希望推動
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建
設，以補強他所謂實力耗損的

軍力。
川普表示，他希望美國海

軍恢復擁有12艘航空母艦的規
模。美國海軍目前有10艘航空
母艦。

他說： 「我剛和海軍與企
業領袖談過，討論了我著手大
舉擴展我們整個海軍艦隊的計
畫，包括我們所需要的12艘航
空母艦。」這番話贏得熱烈掌
聲。

他又說： 「我們也需要更
多飛機，現代化的戰力以及更
大的軍力水準。此外，我們還
必須大舉改善網路戰力。」

至於增加的預算要如何分
配給不同的軍種，以及那些武
器計畫將取得優先，都還是問
題。

去年選戰期間川普曾表示
，他將增加陸軍的兵力，以及
把海軍艦艇總數由 275 艘增加

到 350 艘。但相關時間表和確
切支出還不清楚。

川普今天說： 「我們將很
快擁有世界最精良的裝備。我
們將讓我國軍隊有所需工具可
以預防戰爭，如果必要時，進
行戰爭而且只做一件事。你們
知道是什麼事嗎？就是贏得勝
利。」

他表示，興建福特號航空
母艦與其他新的艦艇，將讓
「美國國威遠揚」。

川普說： 「希望我們不會
必須使用這些軍力。如果有必
要，他們（對手）就麻煩大了
。」

美聯社報導，福特號是美
國海軍下一代航空母艦的第一
艘，據料可容納2600名官兵，
建造經費數度超支，最後耗資
129 億美元，進度也幾度延後
，可望在今年服役。

川普盼國威遠揚 擬恢復擬恢復1212艘航空母艦艘航空母艦

（綜合報導）比利時恐攻即將屆滿一周年
，警方今天在布魯塞爾市中心拘留一名可疑司
機，且因車上發現瓦斯桶防爆小組也進駐待命
，目前仍不清楚司機是否有犯罪意圖。

根據布魯塞爾多家電視台及媒體最新報導
， 今 天 約 傍 晚 時 刻 ， 警 方 在 聖 吉 勒 斯
（Saint-Gilles）發現一名司機連續闖了幾個紅
燈，因此將他攔下，因發現這人先前就被通報
疑似是激進人物，進一步搜索車上時發現有2至
3個瓦斯桶，因此逮捕司機問話。

布魯塞爾警方因發現車上有瓦斯桶不敢大
意，隨即通報防爆小組進駐待命，也封鎖街道
，影響一部份區域的交通。

比利時警方隨後聲明，目前還無法判斷被
拘留問話的男子是否有犯罪意圖，也未透露這
名男子的背景資訊。

布魯塞爾去年3月下旬發生恐攻，在慘案屆
滿一周年之前，比利時警方不敢大意，在機場
及主要捷運站強化警戒。

比國恐攻將滿周年 警逮捕載瓦斯桶司機
（綜合報導）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兒子杭

特和遺孀大嫂海莉發展戀情，成為政壇最熱門
的話題。拜登夫婦祝福家族內的新戀情，八卦
專欄已用婚外情形容猶如肥皂劇般的戲劇性發
展。

拜 登 （Joe Biden） 的 長 子 波 伊 ． 拜 登
（Beau Biden）2015年5月因腦癌過世， 「紐
約郵報」（New York Post）1日報導，拜登已
婚的次子杭特．拜登（Hunter Biden）和大嫂
海莉，拜登（Hallie Biden）於 2015 年 10 月開
始交往，如今已公開關係。

報導指出，47 歲的杭特和妻子凱薩琳．
拜登（Kathleen Biden）2015 年 10 月已分居，
但不清楚是否已提出離婚。

杭特聲明指出， 「海莉和他極度幸運，能
在困難時刻找到真愛並獲得支持，兩人身旁深
愛他們的人都如此認為。」

前副總統拜登夫婦對家族內的新戀情表示

祝福，不過凱薩琳至今未回應。
美國著名的八卦專欄 「第六頁」（Page

Six），用 「婚外情」來形容這起遺孀大嫂與
小叔間的關係。

拜登在2015年10月因家族因素，決定不
角逐總統提名，時間和杭特與海莉公開交往接
近。波伊認為父親應參選總統，拜登不參選的
決定也和波伊的病情有關，拜登卸任前後積極
推動癌症研究。

杭特與凱薩琳有3個女兒，海莉與波伊有
1女1子，拜登家族戲劇性發展猶如肥皂劇搬
上現實人生。

拜登的前妻 1972 年因車禍喪生，拜登也
失去當時只有1歲的女兒。意外是家族的陰影
，波伊和杭特都鼓勵父親重新出發，拜登於
1977年娶了妻子吉兒．拜登（Jill Biden）。

拜登的人生歷經各種挑戰，許多政治人物
與評論都給予祝福。

拜登家族小叔戀大嫂 美政壇熱門話題

（綜合報導）日本防衛省統合幕
僚監2日晚間表示，有13架中國大陸
軍機今天上午到下午，從沖繩（琉球
）的沖繩本島與宮古島之間的上空飛
越而過，日本航空自衛隊飛機緊急升
空因應。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表示，
2日有13架中國大陸軍機從沖繩本島
與宮古島之間的上空飛越而過，日本

航空自衛隊飛機緊急升空因應。1 次
有多達13架外國軍機飛越此海域上空
則是首見。

同樣的空域，去年12月中國大陸
軍機也曾飛越。

日本航空自衛隊確認到，中國大
陸轟炸機可能有 6 架、戰鬥機 6 架，
還有1架Y8預警機。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和反潛

機觀察到，在宮
古島的南東120至
200公里的海域，
有2艘中國大陸海
軍的飛彈驅逐艦
、在黃尾嶼（日
本稱久米島）南南西90公里處，有1
艘中國大陸的巡洋艦。這些軍艦都是
朝東海的方向航行。

日媒報導說，中國大陸國防部 2
日宣布，海軍的戰鬥機與轟炸機、預
警機等多數軍機，在那個海域飛航而

過，在西太平洋與遠洋訓練艦隊進行
聯合演習。

陸13架軍機飛越宮古外海 日機緊急升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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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立法獨立監察人：
英國面對大規模恐襲威脅

綜合報導 英國反恐立法獨立監察人警告，英國目前面對的恐怖威

脅已達70年代愛爾蘭共和軍威脅以來的最高水平，現在國際恐怖組織伊

斯蘭國正在策劃對無辜的英國民眾發動壹系列大規模的恐怖襲擊。

據報道，希爾（Max Hill）是英國剛委任的反恐立法獨立監察人，

負責監察英國反恐相關的法律。他在接受訪問時指出，伊國組織計劃在

英國各個城市對無辜民眾發動恐襲，其規模堪比40年前愛爾蘭共和軍發

動的襲擊。

他說，英國“面對巨大的持續性威脅，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

希爾認為，恐怖分子可能通過兩個途徑進入英國。首先，有數以百

計的英國公民前往中東地區參加“聖戰”，而這些“聖戰士”已經回國，或將

回國。其次，年輕人可能在網絡上被極端主義視頻和仇恨言論激進化。

最近，倫敦有五名15歲至19歲的青少年因恐怖威脅相關的罪行被

扣押。其中四人計劃前往敘利亞加入伊國組織，他們被控策劃在國外發

動恐襲。

另壹人則被控擁有恐怖主義相關的材料，包括伊國組織的出版物和

制作炸彈的視頻。這五名青少年將於3月17日在倫敦老貝利中央刑事法

院受審。

據了解，在70年代，愛爾蘭共和軍在英國發動壹系列恐襲，酒吧、

火車站和國會大廈壹再遭炸彈襲擊。

90年代後期，英國和愛爾蘭共和軍達成《貝爾法斯特協議》（Bel-

fast Agreement），這是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壹個主要裏程碑，也結束了

北愛爾蘭30年的流血沖突。

報告：沿地中海中部路線移徒的兒童面臨死亡之旅
綜合報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的

最新報告指出，難民和移民兒童和婦女

經常在從北非到意大利的地中海中部路

線移徒時遭受性暴力、剝削、虐待和拘

留。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了名題為

“兒童的死亡之旅：中部地中海移民路

線”的最新報告。該報告指出，難民兒

童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利比亞以及穿越

海洋抵達意大利的過程中面臨著巨大的

風險。接受調查的難民和移民兒童中有

四分之三表示，他們在旅途中的某壹時

刻遭受過來自成年人的暴力、騷擾或侵

犯，而接近壹半的受訪婦女和兒童報告

了在遷移期間，在多個地點多次遭受性

虐待。

去年，至少有4579人因試圖從利比

亞跨越地中海進行移徒而死亡：每40個

人中就有1人死亡。據估計，至少700名

喪生的人是兒童。

去年年底，壹份對利比亞的婦女和

兒童移民的調查數據顯示，沿遷移路線

發生的虐待事件的程度令人震驚。這份

調查的對象為 25萬 6000 名生活在利比

亞的難民，其中包括 30803 名婦女和

23102名兒童，其中三分之壹無人陪伴。

然而，實際數字要比這壹數字至少高出

三倍。

兒童基金

會區域主任兼

歐洲難民和移

民危機特別協

調員可汗（Af-

shan Khan）表

示，從北非到

歐洲的地中海

中部地區是世

界上最致命和

最危險的兒童

和婦女移民路

線，充滿了覬

覦這壹絕望群體的走私販和人口販賣

者。國際社會需要通過安全和法律的

途徑及保障措施，以保護遷徒兒童的

安全。

可汗說：“所以這些女孩特別脆弱，

有很多人遭到販賣、遭受性剝削和虐待。

有些兒童被拐賣到壹些國家成為妓女，

特別是年輕女孩。”

兒童基金會制定了壹項關於流離失

所兒童的六點行動議程，包括保護兒童

難民和移民，特別是無人陪伴的兒童免

遭剝削和暴力；通過壹系列實用的替代

辦法，結束對難民或遷移兒童的拘留；

讓難民或移民兒童將與家人呆在壹起以

獲得保護和法律地位；為所有難民和移

民兒童提供學習機會，並使他們獲得健

康和其他優質服務；就難民和移民大規

模流動的根本原因采取行動；促進打擊

過境國和目的地國的仇外心理、歧視和

邊緣化的措施。

自 2015 年年底開始，兒童基金會

已向 18.25 萬名難民和移民兒童提供

了廣泛的服務。該機構也在擴大其

在希臘和意大利的地中海的應急計

劃，支持當地政府努力改善兒童保

護服務。

調查稱俄羅斯經濟2017年有望復蘇

結束萎縮局面
綜合報導 壹項路透社的調查顯示，俄羅斯經濟今年有望恢復增長，

受消費者需求及投資回升提振，同時預計通脹維持低位且盧布持穩。

這項針對17位分析師及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俄羅斯2017年國內生

產總值（GDP）料增長1.2%，預期增幅從0.6%到2.5%不等。

這將是俄羅斯經濟久違的復蘇。此前受到低油價及西方制裁拖累，

該國經濟連續兩年萎縮。

調查顯示，俄羅斯經通脹因素調整後實質薪資上漲2%，料將提振

消費者需求。這將推動2017年的零售銷售增長1.1%，2016年為下滑

5.2%。消費者需求為俄羅斯關鍵經濟驅動力。

調查還顯示，作為第二大經濟驅動力的資本投資在2017年料增長

2.2%。

鑒於俄羅斯央行料只會逐漸降息，未來數月的貸款成本不太可能變

得低廉。預計第二季指標利率為9.5%，年底時為8.5%。當前指標利率為

10%。

相對收緊的貨幣政策應有助於通脹率到2017年底觸及蘇聯解體後新

低4.3%。但這仍高於央行4%的目標水準。這種貨幣政策應該也會給俄

羅斯盧布帶來支撐。

綜合報導 西班牙壹名農民裴瑞茲用4000

棵松樹，建造了壹個占地5000平方米的迷宮。

這個西班牙最大的松林迷宮將於4月8日開放。

據報道，因為西班牙經濟不景氣，壹名

種松樹的農民裴瑞茲幹脆用賣不出去的松樹

排成迷宮，彌補壹下損失。

裴瑞茲說，西班牙有些迷宮比他的大，

但是，這些迷宮都用玉米組成，只能用幾個

月。松林迷宮卻可長可久。

測試顯示，壹般人大約壹個小時可以走

出，最快的半個小時就可以鉆出來了。

裴瑞茲希望4月8號開放的迷宮可以帶動當

地觀光，同時替女兒帶進壹筆穩定的收入。

目前，迷宮的門票價格還沒定，但不會

超過4歐元。據悉，買門票的時候，客人會拿

到裴瑞茲的電話號碼，萬壹走不出來可以跟

他求救。

暗物質探測開始“暗中較量” 美LZ項目加快建造進程

LZ設計原理是，當暗物質粒子與液

氙原子碰撞時，液氙腔內的電子會向頂

部飄移，迅速產生閃光。這些攜帶暗物

質粒子信號的光脈沖，會被排列在大型

容器內的500個光擴增管捕獲。

今日視點
號稱在世界三大直接探測暗物質粒

子實驗中靈敏度最高，有望最先捕獲暗

物質中弱相互作用重粒子（WIMPs）的

美國LUX-ZEPLIN（LZ）實驗近日宣布

重大進展：該項目

順利通過美國能源

部（DOE）第三階

段評審，現有技術

設計方案被確定為

最終版本，並正式

開始建造工作。

暗物質在宇宙

成分中占比高達

85%，提出至今已

有80年之久，但現

有證據完全基於引

力測量等間接觀測，

還沒有獲得直接觀

測的第壹手資料，

因此其粒子特性仍

保持神秘。歐洲、中國和美國已開始布

局下壹代暗物質直接探測實驗，在這壹

基礎物理研究最前沿領域展開良性競爭

，希望奪得“第壹”的寶座。

LZ這次加快進程，力爭2020年4月

前完工並投入使用，勢必會讓美國在競

爭中更具優勢。

LZ實驗誕生始末
LZ實驗由美國能源部勞倫斯伯克利

國家實驗室負責管理，選址建在斯坦福

大學地下研究設施（SURF）中，探測裝

置將被放置在地下約1609米深處，除主

要探測WIMPs，也將捎帶對軸子和中微

子等展開探測。

2012年國際團隊提出，將大型地下

氙（LUX）項目和液態惰性氣體閃光實

驗（ZEPLIN）合二為壹，組建世界上直

接探測WIMPs最靈敏的LZ項目。2015年

上半年，LZ通過第壹階段評估，被確定

為能源部官方項目，並隨後出臺這壹階

段的概念設計報告；2016年8月，LZ通

過第二階段審議，望遠鏡、制造成本和

時間表等關鍵議題均最終敲定；而在這

次第三階段評審會上，能源部正式批準

了最後設計方案，來自美國、英國、葡

萄牙、俄羅斯和韓國等國37個研究機構

的近220位科學家和工程師將展開合作，

用7噸液氙探測銀河系暗物質與普通物

質間的弱相互作用。

LZ設計原理是，當暗物質粒子與液

氙原子碰撞時，液氙腔內的電子會向頂

部飄移，迅速產生閃光。這些攜帶暗物

質粒子信號的光脈沖，會被排列在大型

容器內的500個光擴增管捕獲。

面臨兩大競爭對手
中國在暗物質直接探測領域表現出極

大競爭力。位於屏錦地下實驗室的暗物質

直接探測項目CDEX和PandaX近年發表了

多次探測結果，其中PandaX項目也是基於

液氙技術。中國還在積極推進這些實驗的

二期建設，力爭5年到10年內實現最終目

標：利用20噸到30噸級的液態氙實驗，探

測大質量暗物質粒子；用1噸級高純鍺實驗

探測輕質量暗物質；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歐洲下壹代暗物質實驗主要基於3.5

噸級液氙XENON1T和後續6噸級的XE-

NONnT。XENON1T建造在意大利格蘭薩

索國家實驗室，位於地下1400米深處，

已在2015年末開始運行，但靈敏度不及

已在2016年“退位”的LUX項目。而LZ

的靈敏度提升為LUX的50倍，歐洲雖然

在“起跑”時間上領先壹步，但美國的

LZ能容納10噸液態氙，且靈敏度更高，

誰最先探測到WIMPs，尚難預料。

LZ項目發言人、馬裏蘭大學物理學副

教授卡特· 霍爾表示，暗物質研究具有強

大吸引力，深受全世界物理學家們追捧，

因此，這類研究競爭是良性和友好的，獲

得重大發現是同類研究的共同目的。

加快進程不甘落後
但競爭畢竟存在。在這麽重要的領

域，在同樣使用液氙探測暗物質信號中

落後壹步，美國當然不會心甘，因此決

定加快日程，早日完工。

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SLAC）國

家加速器實驗室負責為LZ實驗所用的液氙

進行提純，主要去掉標準提純過程無法清

除的痕量氪元素。雖然提純後的液氙目前

已符合LZ實驗要求，但該實驗室還在繼續

研發新方法，進壹步提高氙的純度。

LZ實驗所需的線網已接受多次檢測，

為確保這些線網在高壓實驗中沒有絲毫漏

電，“淹沒”暗物質產生的微弱信號，全

尺寸網線還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安裝到

SLAC的測試平臺，進行實地測試。

為排除背景幹擾，充滿液氙的大容

器周圍需要環繞另壹個充滿液體的容器

罐和光電倍增管，這些管道將用世界上

超純的金屬鈦制成，正在由英方工作人

員進行組裝；另壹個容器罐中的超純能

閃光液體也準備就緒。具有濾塵功能的

無塵工作室和無氡建築也在加速建設當

中。氡具有天然放射性，會對暗物質探

測造成幹擾。為排除各種背景信號，LZ

實驗組考慮周全，力求完美。

因美國能源部此次承諾購買建造LZ系

統的幾乎所有大型組件，參與實驗的科學家

們信心倍增，並承諾會按照設定的時間表完

工，第壹個將暗物質信號“囊入懷中”。

農民用4000棵松樹建
西班牙最大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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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3州發生20余起猶太人社區炸彈威脅事件
綜合報導 美國舊金山警方27日表示，當天早

些時候發生在北美反誹謗聯盟辦公室的壹起炸彈事

件已經解除。該聯盟稱，當天美國13個州發生了

20余起針對猶太人社區的炸彈威脅事件。

當地時間27日下午4時前後，舊金山警方接到

報警，稱市場街700號街區壹棟建築發現炸彈，警

方迅速將該街區人員疏散，並實施封路、公共交通

停運等措施。事發建築為北美反誹謗聯盟辦公室所

在地，該聯盟是針對反猶太人的壹個國際性組織成

員。

經過近3小時排查，警方在當地時間19時前後

發布安全信息，稱沒有發現可疑爆炸物，周邊路段

和公共交通得以恢復正常。

同日，在舊金山以南帕羅阿托市壹個猶太人社

區中心，也發生炸彈事件，但警方未發現潛在威脅

。北美猶太人社區中心協會當天表示，僅在27日，

全美就有20多起類似事件發生，13個州的猶太人

學校和社區中心報告受到炸彈威脅，包括阿拉巴馬

、特拉華、馬裏蘭、佛羅裏達、密歇根、新澤西、

紐約、北卡萊羅納、賓夕法尼亞、羅德島和弗吉尼

亞州等。

猶太人社區媒體報道說，炸彈威脅來自壹個類

似動畫片唐老鴨的聲音，聲音說“大量的猶太人會

在短時間內被屠殺。”

北美反誹謗聯盟行政主任喬納森· 格林布拉特

對媒體表示，僅在今年，已有超過90起針對猶太人

社區的炸彈威脅。

美加州議員要求特朗普政府提供抓捕移民行動依據
綜合報導 美國加州兩名民主黨

議會領袖當地時間27日向特朗普政府

提出信息自由法案的請求，要求就移

民和海關執法局近期在加州的數起突

襲抓捕行動提供政策依據和數據，包

括被扣留和被遞解人數，以及參與行

動的執法機構。

加州參議院臨時議長凱文· 德萊

恩和眾議院議長安東尼· 倫登當天發

表聲明指出，從1月20日以來，遍及

全加州的數起抓捕行動違背了聯邦政

府相關政策，缺少透明度，對社區帶

來傷害，造成民眾恐慌和困惑。

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女新聞發

言人弗吉尼亞· 凱斯27日以電子郵件

回復《舊金山紀事報》時表示，除非

發生緊急事件，執法人員不會在學校

、教堂、醫院、婚葬禮和集會示威等

敏感地區采取執法行動。

德萊恩和倫登均選自洛杉磯郡。

2月初，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在當地壹

連五天展開抓捕行動，逮捕了160余

人。

根據這份信息自由法案請求，德

萊恩和倫登要求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披

露如何部署及執行這些抓捕行動，在

學校、教堂和醫院等敏感地區及附近

抓捕移民時遵循了哪些政策，有多少

人被捕，多少人被遞解。

請求還指出，雖然特朗普強調執

法對象是危害社會的犯罪者，事實上

這些抓捕行動針對任何壹個沒有合法

身份的在加州者。

德萊恩還表示，保護所有在加州

者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是民選官員的責

任。

加州移民約1000萬，不論是公民

還是移民，有無合法身份，都有權獲

得這些信息並獲得法律援助，了解自

己的處境並懂得如何面對。

特朗普上任後首次國會演講特朗普上任後首次國會演講
聚焦美國內政聚焦美國內政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2月28

日晚間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上任後的首次

國會演講，從稅改、移民、基建、醫保、教育、

打擊犯罪、財政預算和外交等九大方面闡述立法

願景，絕大部分篇幅都聚焦於美國內政，強調

“美國優先”。

按慣例，新任美國總統會在當選第二個月受

邀到國會發表演說，其形式內容與國情咨文類似

。當地時間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會發

表重要政策演講，這是特朗普就職以來的首次國

會演講，備受外界關註。。

在宣稱要重啟美國經濟發動機時，特朗普說

要讓公司在美國更容易做生意，同時讓它們更難

離開美國，並暗示要對進口到美國的商品提高關

稅。他說自己堅信自由貿易，但更要所謂“公平

貿易”。

對於從競選到上任之初壹直爭議不斷的移民

問題，特朗普重申了在美國南部建墻的承諾，並

強調“真實和積極的移民政策改革”，稱其目標

是為了增加美國人就業和工資，加強國家安全並

尊重法律。在國家重建方面，特朗普請求國會同

意壹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並稱其基本原則就是

買美國貨、雇美國人。

演講中，特朗普再次呼籲廢除和取代“歐巴

馬醫保”，並為新的醫保法案提出五項原則建議

。在教育方面，他號召國會通過壹項法案，讓貧

窮的年輕人能夠自由選擇適合的學校。

在談到打擊暴力犯罪時，特朗普強調既要支

持執法人員，也要支持受害者。他還宣布已下令

國土安全部成立壹個移民犯罪受害者辦公室，並

向在現場的數名受害者家屬做出追求司法公正的

承諾。

在增加國防預算問題上，特朗普並未像他此

前所說的披露相關細節，只是聲稱將重塑美軍，

並增加退伍軍人基金。他向在也門陣亡的海軍陸

戰隊隊員威廉· 瑞恩· 歐文斯的遺孀致敬。

在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重申了對北約的支

持，但同時也要求盟國履行相應的財政義務。特

朗普強調，“我的工作不是代表世界，我的工作

是代表美國”。縱觀當晚壹個多小時的演講，特

朗普持罕見的“光明基調”，與此前他在競選和

就職演說時迥然不同。

“我們國家破碎的壹切都可以修復。每個問

題都可以解決。每壹個受傷的家庭都能得到治愈

和希望。”在給美國人描述了壹個安全繁榮的前

景後，特朗普稱九年後慶祝美國建國250年時，

人們會發現他發表演說的這個夜晚是美國翻開偉

大新篇章的開端。

特朗普旅行新禁令將公布
加州律師在機場未雨綢繆

綜合報導 預測特朗普政府很快將發布新的

旅行禁令，以限制穆斯林國家的遊客入境，美

國南加州的律師未雨綢繆，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提前做好了準

備。報道稱，盡管律師們表示，他們希望正式

禁令的公布將會比1月特朗普首次暫行旅行禁令

時要順利，但他們還是提前做好了準備。

洛杉磯法律顧問集團Public Counsel的高級

律師塔利亞· 尹倫德(Talia Inlender)表示：“如果

遊客們再次遭到攔截與拘留，那麽我們希望能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的到達航站樓設置壹個類似

指揮臺的問詢中心，這樣人們就能夠在需要時

得到幫助。”1月的最後壹周，幾百名遊客在各

大機場遭到攔截，其中包括綠卡持有人。旅行

禁令在全美各個機場引發了騷動。

壹些具有永久居住身份的綠卡持有人以及

持有學生和商務簽證的人也遭到了攔截。洛杉

磯國際機場被攔截的旅客滯留時間長達12小時

之久。

全國範圍內，反對旅行禁令的抗議此起彼

伏，多個機場的交通因抗議人群發生堵截。在

經歷了法律挑戰後，最初的旅行禁令在法庭受

阻。預計白宮最早將於1日發布壹個旅行禁令的

縮減版本。但為防事情發展不順利，壹些律師

將誌願來到洛杉磯國際機場，正如他們上次所

做的那樣。尹倫德稱，年初時，他們曾在湯姆

布拉德利國際機場 (Tom Brad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到達廳設置服務臺，當家人和朋友遭

到海關和其他邊境官員攔截時，人們就會到那

裏尋求法律援助。

尹倫德說，上次，臨時的法律援助區設置

在Pinkberry酸奶攤外面，他們還在那裏擺放了

桌椅。當時他們還開設了法律熱線。屆時，即

使機場壹切正常，修改後的旅行禁令仍可能會

影響到那些沒有簽證的人，包括難民。阿納海

姆的移民律師艾克拉姆· 阿布沙拉(Akram Abush-

arar)表示，他代表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當地家

庭，這些人都會受到旅行禁令的影響。

美單引擎小飛機墜毀在公寓大樓 麻州壹市長喪生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2月 28

日下午1時30分左右，美國壹架

單引擎小飛機意外墜毀在麻州壹

棟公寓大樓樓頂，飛機駕駛員死

亡。

據悉，這架飛機在接近降落

的機場時發生意外，當時公寓大

樓內只有少數幾個人。

報道稱，這起墜機事故沒有

造成大樓或地面人員傷亡。警方

已查出，這名飛機駕駛員是麻州

紐柏立波特市長拉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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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2017年度預算案在在野

黨仍在追究學校法人“森友學園”低價收購

國有地的情況下，由執政黨多數贊成在眾

院獲得了通過，年度內成立已成定局。

但圍繞森友學園，陸續出現了建設工

地垃圾被回填等問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否認自身及夫人昭惠參與其中但加強警惕。攻

防的舞臺如今轉移到了參院。

“雖然外界想給我扣這個帽子，但真

的什麽都沒有。”安倍在眾院預算委員會會

議上強烈主張森友學園與其無關。在野黨議

員要求“如果沒有做虧心事，應該設立由

第三方加入的調查委員會”，但安倍拒絕

稱“會計檢查院會調查”。

有關安倍及夫人與學園的關系，安倍

甚至以“辭去議員的心理準備”擔保來強

烈否定，國有土地低價購買問題則讓財務

省局長等代為答辯。安倍打算在參院審議

中也以這種答辯戰略來澆滅質疑之火。

但以“安倍晉三紀念小學”開設名目

來募集捐款等問題還是讓外界把眼光投向

了安倍與學園的關系。學園正在建設中的

小學用地將挖出垃圾回填這壹施工方證言

若得到證實，政府主張“這是恰當程序”

的正當性或發生動搖。

日本首相官邸相關人士透露不安稱“若首相卷入學園問題，

陣腳將大亂”。自民黨內部也有意見認為“若連日被質問，好

端端的首相也會形象大損吧”（壹名骨幹人士語）。

另壹方面，日本在野黨打算在參院審議中也深挖學園問

題。民進黨議員在當天的眾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指出，該學

園運營的幼兒園運動會上讓兒童用“安保法在國會通過太好

了”、“安倍首相加油”進行運動員宣誓。

報道指出，雖然如此，突如其來的攻擊材料是否能對政

權造成打擊也是難以保證。雖然想徹底揭露安倍與學園的關

聯性，但缺乏致命壹擊，眾院還是讓預算案迅速通過。

日本參院預算委員會審議進行電視直播。民進黨前代理

黨首長妻昭在該黨代議士會議上宣布：“疑惑尚未消除。在

參院也將徹底追究。”

韓國民眾強烈抗議部署薩德：“事大”賣國行為

綜合報導 “國防部強行簽署

‘薩德’換地協議，是為了維護美

國和日本的利益，犧牲的卻是韓國

的國家利益和主權。我們強烈譴責

國防部這種‘事大’賣國行為。”

首爾韓國國防部門前，韓國市民代

表李女士義憤填膺地向在場記者朗

讀了多個市民團體反對部署“薩德”

系統的聯合聲明。

韓國國防部剛剛宣布已與樂天

集團就“薩德”用地正式簽署換地

協議，隨即遭到愛好和平的進步團

體和民眾的強烈反對。“阻止‘薩

德’在韓部署全國行動”等多個市

民團體隨後在韓國國防部門前緊急

舉行聯合記者會和抗議示威活動。

國防部前警方戒備森嚴，部署了4

輛警用大巴將國防部門口圍得水泄

不通，嚴防抗議民眾的過激舉動。

記者在集會現場看到，民眾高

舉“中斷樂天和國防部秘密交易”

“要和平不要‘薩德’”“‘薩德’

無效”等標語。他們還時而齊聲高

喊反對“薩德”、要求國防部長官

韓民求下臺的口號。進步團體和部

署地星州民眾代表等接連發言，聲

討樂天集團與國防部的密室協定，

呼籲立即廢除部署“薩德”。

李女士朗讀的聯合聲明表示，

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是美

日兩國為了自身安保利益而企圖將韓

國建設為美日導彈防禦系統的前沿陣

地。這樣的行為，犧牲了韓國的安保

和經濟利益，對韓國有百害而無壹

利。她言辭激烈地警告國防部應該立

即停止部署“薩德”系統。

為了顯示將反對部署“薩德”鬥

爭進行到底的決心，這些市民團體

還委托民辯協律師當天向首爾行政

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狀告國防部

長官在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中存

在行政不作為。

民辯協律師金宥亭在記者會上

表示，按照法律規定，國防部長官

應該公開告知部署“薩德”系統的

項目計劃，並履行批準程序。而且

對於部署“薩德”系統這樣的軍事

設施，事先還應按規定實施戰略環

境影響評估。然而目前正在推進的

部署進程完全沒有履行這些法定程

序，是公然違法的行政不作為。

金宥亭強調，部署“薩德”反

導系統從最初作出決定開始，就存

在這樣那樣的違法問題。現在的部

署進程也是建立在違法行為基礎上

的。今後，民辯協還將代表星州和

金泉的民眾，繼續通過法律途徑和

開展示威活動將反對部署“薩

德”的鬥爭進行到底。為了讓國

防部聽到民眾的反對之聲，記者會

後，兩名市民團體代表還在記者的

見證下向國防部遞交了抗議部署

“薩德”系統的信函。

當記者即將結束采訪離開國防

部時，數名圓佛教徒在國防部前開

起了法會。星州被視作韓國本土宗

教圓佛教的聖地，即將部署的“薩

德”無疑打破了這個有上百年歷史

的佛教聖地的平靜。虔誠的教徒們

念誦著經文，他們身旁的標語寫著

“請不要用武器趕走了和平”。這

抗議，飽含著韓國民眾對於和平生

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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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親信門獨立檢察組的調查活動

正式結束。根據調查，獨檢組認定總統樸槿惠與

親信門主角崔順實合謀從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

處收受賄賂。

獨檢組計劃在起訴李在镕和崔順實時，以涉

嫌受賄對樸槿惠立案，而是否調查樸槿惠則將由

檢方做出決定。

此前，檢方特別調查本部在調查中發現樸槿惠

涉嫌強迫大企業資助崔順實掌控的Mir和K體育財

團，曾對其立案調查。

獨檢組曾考慮暫緩起訴樸槿惠，但之後改變主

意，決定不暫緩起訴樸槿惠而是將此案交給檢方。

對此，獨檢組新聞發言人李圭喆解釋稱，考慮到或

出現檢方須直接偵辦此案的情況，為了檢方能直接

開展調查，因此決定放棄暫緩起訴。

獨檢組將在調查到期的28日起 3天內把未完

成調查的案件移交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此後，

將由檢方研究是否對樸槿惠開展調查。分析認

為，憲法法院的彈核案結果將對檢方做決定起到

重大影響。

而樸槿惠和李在镕均對獨檢組的指控予以否

認。樸槿惠方面公開發表聲明，稱其收取賄賂的

指控無憑無據。李在镕方面則表示，因樸槿惠施壓

無奈向崔順實提供資金支援，三星是受害方。

澳大利亞酒吧禁男士向女士搭訕

稱為“提升品質”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壹間酒

吧近日規定，為了提升酒吧的“品質”，

禁止吧內的男士主動接近女士，該規定壹

經公布就惹來澳大利亞民眾的批評，有網

站的投票顯示有49%民眾表示規定荒謬，而

酒吧老板則表示自己的目的是為了令酒吧

高檔壹點，同時也可令堪培拉高檔壹點。

堪培拉壹間名為Maple Bar的酒吧剛開

業壹周就“備受矚目”，原因是該店主立

下規定禁止男士主動接近女士，若是由女

士采取主動接近男士，男士則需要用“與

母親說話”的態度交談。

該規定壹經公布就惹來不少批評，甚

至有4500名網友在《堪培拉時報》（Can-

berra Times）網站投票，結果有49%認為規

定荒謬。不過酒吧經理邁克（Mike Kadinski）

卻指人們沒有理解到此規定的目的，他表示此

舉只是為了營造舊日的環境，配合酒吧的裝

潢，而非為了針對某人或出於任何政治原因，

更加不想引發女權主義的爭論，他只希望為能

為堪培拉帶來壹點格調。

邁克稱，以前人們在公眾場合都談吐

得宜，舉止有禮，連乘搭飛機都會穿著得

體面，但現在人人去娛樂場所時都很隨便，還

常常穿著拖鞋。

邁克以前曾從事過服務行業，有20年

的從業經驗，他還擁有壹家保安公司，他

說：“從我的經驗所得，在酒吧如果壹名

男士試圖接近壹名女士，他們就會灌她們

酒，這讓人感到不舒服。”

邁克給自己酒吧定下的規定包括要求顧

客穿半正式的衣著，女士要穿酒會禮服

（Cocktail Dress），男士則要穿上襯衫及皮

鞋。邁克認為“女士花那麽多時間打扮，但

見到的只是壹個穿著T恤及拖鞋的男士，我們

對此感到失望。”另外，酒吧還在洗手間貼

上海報，指出若受到不舒服的目光註視，可

找職員幫助；這張海報還分別貼在男女洗手

間，希望不被世人認為是性別歧視。

（中央社）春旱水情差，最新數據指出石
門水庫目前蓄水率剩50.39%，若以平均每天下
降1%計算，明天水庫容量剩不到一半。經濟
部水利署表示，將努力達成 5月底前不進入三
階限水的目標。

受到降雨不如預期影響，桃園、林口、板
新、新竹地區1日起實施第一階段限水，夜間
11時起至早上6時止實施減壓供水，農業用水
採取 7折以下供灌，盼舒緩缺水壓力。

桃園市長鄭文燦下午會同水利署長賴建信
視察中庄調整池工程時表示，石門水庫供水吃
緊，桃園巿政府第一時間就成立 「旱災緊急應
變小組」監控水情變化，並持續配合水利署辦
理各項節水及抗旱作為，盼中庄調整池工程能
如期在6月啟用，發揮供水功能。

根據水利署官網今晚 7時資料顯示，石門
水庫蓄水率僅剩50.39%，如果以平均每天下降

1%計算，水庫容量明天就剩不到一半，各界憂
心第二階段限水恐不遠矣。

水利署今晚受訪表示，今年石門水庫蓄水
率雖是近5年來最差狀況，但並非為罕見缺水
年，若以 1、2月的蓄水狀況來比較，是歷年
來排名第 8少的名次，目前已透過農業用水管
控、夜間減壓、翡翠水庫支援及相關節水措施
，盡量減少用水量。

同時，根據中央氣象局預測資料顯示，5
日至9日有一波鋒面到來，將有降雨機會，將
把握時機進行人工增雨作業。

水利署說，目前排定每兩週召開一次水情
會議進行檢討，最近一次將於 9日舉行，對於
外界關切何時實施第二階段限水措施，也會納
入討論事項，目前是希望能努力達成5月底以
前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目標。

水情差 水利署拚5月底前不三階限水

（中央社）經濟部國貿局今天表示，美國
商務部公告對台等3國的進口鋼筋反傾銷初判
結果，源鋼獲判傾銷稅率3.48%、羅東鋼鐵為
29.47%，呼籲台商應積極應訴以維護權益。

國貿局表示，美國商務部於3月1日公告
對自台灣、日本及土耳其 3 國的進口鋼筋
（Steel Concrete Reinforcing Bar）反傾銷初判
結果，土耳其的傾銷稅率介於5.29%至7.07%區
間，日本則為209.46%。

另外，台灣指定應訴兩家廠商中，源鋼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獲判傾銷稅率3.48%，羅東鋼
鐵股份有限公司傾銷稅率29.47%，其他4家廠
商適用稅率為5.49%。

依據美國商務部統計資料指出，自2015年
1月至2016年6月止，台灣鋼筋產品輸美金額
約2271.6萬美元。

國貿局提醒，美國商務部將於7月5日進
行反傾銷終判，呼籲台商針對此初判結果應持
續積極應訴，爭取降低終判稅率，以維護自身
權益。

輸美鋼筋反傾銷稅初判 羅東鋼鐵近30%

（中央社）美國 3月升息
機率大增，導致亞幣走疲，今
天新台幣匯價在外資匯出下，
終場以30.795元兌1美元作收
， 貶值 3.5 分，匯價連 2 貶。
台北與元太外匯經紀公司總成
交量12.14億美元。

外匯交易員表示，美國 3
月升息機率大增，導致韓元在
內的亞洲貨幣走弱，外資在台
北匯市也買匯多於拋匯，偏向
匯出，導致新台幣匯價走弱。
不過盤中不斷有出口商拋匯賣
壓湧現，支撐新台幣匯價，終

場新台幣僅小貶3.5分作收。
但有外匯交易員認為，美

國聯準會 （Fed）召開利率會
議前，還有非農就業人口數據
會公布，屆時的數據表現也可
能左右聯準會決策，因此還不
能斷定美國 3月就會升息。

美國 3月升息機率大增，
朝野立委關切央行如何因應。
央行總裁彭淮南今天在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中引述美國聯邦基
金利率期貨（Federal Funds 30
Day Futures）的預測指出，美
國 3 月升息的機率高達 8 成。

他表示，美元升息雖可能造成
熱錢移出，但台灣有足夠的外
匯存底可因應。

多名立委詢問，台灣是否
會跟進美元升息的腳步？彭淮
南回應，此事須看當前通膨壓
力、未來的通膨預期， 「台灣
未必要跟著美國走」。

新台幣兌美元今天開盤價
為30.820元，最高30.735元、
最低30.829元，尾盤收30.795
元，貶值3.5分。

（中央社）環團今天指出在核二廠周遭自行
進行檢測，結果多次測出人工核種，要求官方單
位正視及再檢測；原能會表示，預定 8日進行第
二次實地採樣，再送國內4個實驗室檢測。

原能會下午舉行公眾參與平台第四次座談會
，針對 「核電廠環境輻射監測管制及全民監督」
、 「外傳核廢料傾倒台灣海域案初步調查」進行
報告及討論。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執行長郭慶霖指出，環
團從民國104年起就開始在新北市萬里區的核二
廠周遭進行檢測，包括廠區左側河道部分區域，
發現鄰近沙灘異常變黑且河道也染黑，過程中也
檢出放射性物質。

另外，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去年 3月在當地
進行檢測時，甚至還發生輻射爆表現象，推估應
為當地排放廢水所導致；另外還有測得人工核種
銥、鐳、鈷及銫等。

郭慶霖說，環團這兩年多來進行採樣檢測超
過20次以上，每次檢測結果的人工核種數據都異
常；但放射性物質則不一，研判和排放廢水頻率
有關。

他表示，由於事件曝光後，求證相對更加困
難，目前靜待相關單位進行實質調查結果以辨真
假，也希望能送到國外專業機構進行相關檢測。
若結果屬實，將要求相關單位找出肇因及改善，
讓地方居民能安心生活。

（中央社）媒體報導19款嬰幼兒奶粉3月齊
漲，每罐上漲20元到50元不等，公平會副主委
彭紹瑾強調，公平會已立案調查，是否有聯合壟
斷行為，同時並關注鮮奶價格波動。

媒體報導，雀巢、惠氏啟賦、卡洛塔妮、貝
比卡兒等知名奶粉品牌共19款奶粉，以乳源成本
增加、配方升級為由漲價，3月起每罐漲20到50
元，不少家長聞訊大嘆吃不消。

彭紹瑾表示，國內從事進口奶粉的業者有20

家，由於惠氏與雀巢合併，目前宣布調漲的僅雀
巢與友華生技兩家，公平會已立案調查，業者是
否有聯合壟斷行為、有無聯合行為以及限制轉售
價格等違反限制競爭行為。

除了嬰幼兒奶粉外，統一企業生產的瑞穗鮮
乳也漲價，從 2 月 27 日起陸續調漲 4~6%。彭紹
瑾指出，雖然目前光泉、義美、味全等沒有動作
，僅統一1家漲價，公平會尚未對鮮奶立案調查
，但會持續關注業者是否有聯合壟斷行為。

美3月升息機率增 台幣連2貶收30.795元

核2廠周遭測出人工核種？原能會將檢測

嬰幼兒奶粉喊漲涉壟斷？公平會要查

北港水道頭燈區賞燈北港水道頭燈區賞燈
跟著媽祖去旅行跟著媽祖去旅行，，探訪鄉間民徑探訪鄉間民徑，，苗栗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進香苗栗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進香22日到北港日到北港，，圖為北港水圖為北港水

道頭燈區道頭燈區 「「魚躍龍門魚躍龍門」」 延長展期延長展期，，邀民眾賞燈邀民眾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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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
分組首次會議今天召開；該組召集人梁永煌說
，有委員希望將性別議題納入討論，經組內初
步決議，決定將此增列，但程序上需經籌委會
同意。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的首次
會議，上午在法務部廉政署第一會議室舉行，
這組的主題為 「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

第五分組委員，律師賴芳玉及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紀惠容在會議中提案，希望將性別議題
納入討論。

梁永煌說，第五組的議題牽涉到社會安全
網，委員們對於增列性別議題都很支持，也是
在很和諧的氣氛下達成共識，初步決議將此部
分增列為議題。

梁永煌指出，要增列議題，程序上要跟司
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報告，會在3月13
日的籌委會議中提出。

司改會議第五組 擬增列性別議題

（中央社）訴求非核低碳和乾淨空氣，地
球公民基金會和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等團
體，規劃於11日舉行 「南台灣廢核反空污」遊
行。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今天表示，
台灣能源政策長期落入非核即煤的電力開發迷
思，早已不符合國際潮流。現階段，中央及地
方政府應合作，制定節電目標，達成用電負成
長，並提出2025年再生能源達20%的具體策略
和時程表。

李根政說，同時要課徵能源稅，讓高耗能
、高污染者負擔較高稅負，用來減免一般民眾
與企業的所得稅、補貼大眾運輸等，促使經濟
公平、鼓勵節能與再生能源產業技術發展。

對於今年311廢核反空污遊行，李根政表
示，仍要持續展現公民力量，提醒政府和社會
勿忘福島核災，強化推動能源和產業轉型的政
治決心，給人民安全乾淨的能源未來。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執行秘書買寶玉率領多
名幼兒園師生發表廢核誓詞，表示身為未來的

主人翁，擔心核災或核廢料可能毀壞孩子們所
熱愛的一切，因此願意挺身而出，阻止核能帶
來的破壞，並動手打造一個不用犧牲他人就能
美好的未來。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專員周家慧表示
，主婦聯盟去年開始參與建置 「綠色公民電廠
」、推動 「能源教育基地」，希望透過貼近居
家生活的節電行動，翻轉民眾對用電的理解與
想像，減少對燃煤、核能的開發。

高雄婦女新知協會專員李冠霈說，高雄婦
女新知始終支持廢核與反空污，許多媽媽會員
更是關心空污問題，擔心小朋友在學校上戶外
課時間過久，長期處在受污染的空氣當中。因
此今年也會一同參加遊行，表達女性對於此議
題的關注與支持。

南台灣廢核反空污遊行將於11日下午2時
30分於高雄勞工公園集合，主辦單位於現場設
置能源與反空污主題攤位，讓民眾在參與時更
加體認節能與綠能的重要。

訴求非核低碳乾淨空氣 311將遊行

（中央社）勞動部最新統計，去年平均月總工時為169.5小時，是20年來新低。勞動部表示，主
因是法定工時縮減有關。

台灣常被外界稱為過勞之島，但據勞動部最新統計，去年平均月總工時為169.5小時，與前年平
均月總工時相較減少近6小時，全年減少近72小時；加班時數部分，較前年增加0.2小時。

勞動部說，平均月總工時減少，主因為法定工時從雙週84小時縮減到單週40小時，但幅度沒預
期的多的原因推測是法定工時縮減前，已有許多勞工週休2日。

不過，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去年平均月工時下降有部分原因是下半年有
還給勞工5天國定假日，今年沒了7天假，今年工時恐會增加。

去年平均月總工時 20年來新低

（中央社）花蓮縣壽豐鄉台11線花東海岸公
路水璉附近，今天下午4時多發生一起運鈔車與
大貨車相撞車禍，所幸運鈔車正副駕駛被救出時
都意識清楚，大貨車駕駛無礙。

警方表示，台灣銀行委託的台灣保全運鈔車
，今天下午到花蓮壽豐鄉一間郵局收錢返回北上
途中，在台11線花東海岸公路水璉附近，下坡彎
道疑似失控撞上對向一輛大貨車。

警消獲報趕赴現場，運鈔車負責開車的王男
和副駕駛座的邱男都受傷，車頭撞毀，消防人員
將王男從駕駛座拉出來時他直喊 「好冷」。兩人
分別送門諾醫院和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救治。

醫院表示，王男右小腿骨折，因受撞擊，目
前進行斷層掃描；另邱男臉部有多處撕裂傷，醫
師檢查腿部是否骨折。

詳細肇事原因警方將深入調查釐清。

下坡彎道疑失控運鈔車撞上大貨車

（中央社）對於垃圾費隨袋徵收，環保署指稱雲林縣非常積極開始規劃，雲林縣環保局
今天表示，都會人口密集地區適合試辦，鄉下地區須因地制宜，妥適評估，逐步推動為宜。

環保署長李應元今天指出，垃圾費隨袋徵收，雲林縣非常積極，已開始規劃；環保署廢
管處長賴瑩瑩也說，以都會型鄉鎮市為試辦對象，斗六、斗南已開始規劃，今年內將提計畫
。

雲林縣環保局長林長造指出，垃圾費隨袋徵收已為國際趨勢且合乎污染者付費的公平原
則，都會人口密集區適合試辦，但鄉下地區須因地制宜，妥適評估，逐步漸進推動為宜。

林長造說，雲林縣正在大力推動源頭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並從源頭教育民眾全分類、
零廢棄的循環經濟觀念。

他說，垃圾費隨袋徵收的規劃，將視全縣上半年垃圾減量成效及民眾分類觀念是否落實
，再與中央好好合作，以達永續垃圾處理的妥適規劃。

他指出，雲林縣垃圾處理採取多元發展、階段進行方式，民國94年推動垃圾不落地和強
制分類，垃圾清運量逐年降低，統計到去年止達到減量31.6％成效。

林長造表示，今年起加強垃圾減量，期望在今年6月底為止，每天垃圾清運量減少100
公噸，統計今年1月資源回收量比105年度月平均提升7.6％、廚餘回收量增加13％，顯示垃
圾減量亦見成效。

（中央社）自由台灣民主黨主席蔡丁貴、統
一促進黨等團體2月28日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因
立場不同引發衝突，民眾、警員受傷，警方根據
蒐證畫面，傳喚3嫌到案，訊後依傷害罪等罪嫌
送辦。

自由台灣民主黨、統促黨及愛國同心會等團
體2月28日下午1時50分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表達
訴求，由於立場不同，引發衝突，過程中，台北
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楊姓組長遭統促黨辱
罵及傷害。

警方事後根據蒐證畫面，當天連夜通知涉嫌

的統促黨李姓、黃姓成員與愛國同心會張姓成員
，3人坦承犯行，警方訊後依傷害罪、公然侮辱
罪與妨害公務等罪嫌，移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偵辦，其餘涉嫌違法群眾，後續將依相關證
據持續偵辦。

另外，蔡丁貴在自由廣場燃燒冥紙及燒毀國
旗，中正一分局說，已違反中華民國刑法損壞國
旗罪、妨害公務及集會遊行法等相關法令，昨天
寄發通知書要求到案說明，但蔡丁貴今已指稱不
再到中正一分局製作筆錄，要等檢察官傳喚時再
說明，警方已函送法辦。

垃圾費隨袋徵收 雲林：逐步推動

萬安40號演習 花東首登場
2017年東部地區萬安40號演習將在2日下午1時30分舉行，演習實施人車疏散及燈火管

制，時間為30分鐘，屆時所有民眾配合演習警報，人車遵守員警及民防人員引導疏散或就地
避難。

二二八中正紀念堂衝突警方送辦3人

馬英九贈書給中華公所馬英九贈書給中華公所
前總統馬英九前總統馬英九11日日（（當地時間當地時間））訪問紐約華埠中華公所訪問紐約華埠中華公所，，將幾本著作贈送給中華公所主席蕭將幾本著作贈送給中華公所主席蕭

貴源貴源（（左左）。）。

精神醫療資源多精神醫療資源多 思覺失調症早治效果好思覺失調症早治效果好
台大公衛學院研究發現台大公衛學院研究發現，，在健保實施的頭在健保實施的頭1010年內年內，，台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首次住院率下降台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首次住院率下降

幅度近幅度近55成成，，推估跟精神醫療可近性推估跟精神醫療可近性、、藥物進步有關藥物進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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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

號探測器任務將實現月球採樣返

回，這是今年中國航天最大看點

之一。全國人大代表、探月三期

總設計師胡浩2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透露，嫦娥五號預計年

內擇機在海南文昌發射場升空，

進行為期約一個月的飛行，屆時

將大約2公斤的月壤標本帶回地

面。。

““嫦五嫦五””料年內海南升空採月壤料年內海南升空採月壤
探月三期總師胡浩探月三期總師胡浩：：港學者設計取樣器港學者設計取樣器

“嫦娥五號的月表取樣機構，採用香港
理工大學容啟亮團隊設計的取樣器和

監視相機，做得非常精細、很好”，胡浩表
示，探月工程歡迎更多香港科研力量的參與。

提前三年完成任務目標
依照國家重大專項計劃，中國探月三

期工程預計2020年前完成。嫦娥五號在今
年底發射並實現月球採樣返回後，意味着工
程提前近3年完成任務目標。在胡浩看來，
嫦娥五號任務的難度極大，飛行過程複雜，
尤其是在月球軟着陸後，面臨着月球的未知
環境，具有很大風險。

嫦娥五號探測器由着陸器、上升器、
返回器、軌道器組成。胡浩向記者詳細介
紹了嫦五任務的整個飛行過程，首先是探
測器從地球發射到月球的“四器”合一階
段。進入月球軌道後，軌道器和返回器停
留在環月軌道上，着陸器和上升器開始進
行月球表面軟着陸，這是兩器組合階段。
着陸月球後，着陸器將開啟為期約兩天的
月球探測和月壤採集工作。之後，上升器
從月球表面點火升空，進入月球軌道後，
與停留在月球軌道上的軌道器交會對接，

同時將採集的月壤樣品等轉移到返回器，
之後再與軌道器分離。

飛行約30天取回2公斤樣品
完成上述環節後，嫦娥五號任務進入

返回階段。胡浩表示，隨後軌道器將帶着返
回器從月球軌道飛回地球，在接近地球附近
時，軌道器和返回器再次分離，返回器攜帶
月壤樣品着陸，整個飛行過程大約持續30
天。目前，嫦娥五號正在開展總裝測試階段
各項相關工作，技術狀態和質量受控，計劃
進展順利。

胡浩表示，按照設計值，嫦娥五號將
從月球上取回2公斤的月壤樣品。取樣將採
用表面取樣和鑽取兩種方式，表取將採用機
械臂方式，而鑽取則將在一個固定地點進
行，表取和鑽取月壤數量的大概比例約為
3：1。其中，表面取樣將採用香港科學家容
啟亮團隊設計的取樣器。

“是一個像爪子一樣的取樣器，分成
幾瓣，可以在月球表面抓取土壤標本，再放
到存放裝置裡去。”胡浩透露，容啟亮同樣
還研製了監視取樣的相機，這些都屬於探測
器系統的取樣分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在嫦娥五號任務中的交會對
接究竟有何不同？全國人大代表、探
月三期總設計師胡浩表示，較此前的
交會對接，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一
是距離地面更遠，需要更好用的“眼
睛”；二是因上升器和軌道器的體積
差距很大，將首次採取“抓捕式”交
會對接。嫦娥五號任務中，上升器與
軌道器在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是一大

看點。胡浩表示，嫦娥五號的上升器
裝有3,000牛的主發動機，以及多個
用於姿態調整的小發動機。在完成月
面取樣並將月壤標本收集好後，上升
器將自主在月面點火起飛。通過已公
佈的模型可以看到，上升器的造型頗
似一枚“小火箭”。在距離地球38
萬公里外的月球，控制“小火箭”自
主升空，並準確進入環月軌道，難度
之大可想而知。

嫦娥五號上升器與軌道器交會
對接，將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場景。胡
浩形象地說，上升器和軌道器的“個
頭”差距很大，如果採取載人航天使
用的“撞擊式”交會對接，將會直接
把上升器“撞飛”。於是，科研人員
選擇“抓捕式”對接的方法，在軌道
器下端裝有大爪子，直接“抓走”上
升器，隨後完成交會對接與轉移月壤
等工作。

“抓捕小火箭”首參與交會對接

拉動整體科技“載人登月越早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嫦娥五號任務在今年底完
成後，意味着中國探月三期工程提
前3年完成任務目標，這令人們倍加
關注中國後續的探月計劃。胡浩表
示，順利進行的探月工程，為載人
登月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特別是培
養出一支對探月非常感興趣的科學

家隊伍。“載人登月應該越早越
好。”胡浩說，探月工程等重大前
沿工程，對中國整體科技水平拉動
非常明顯。

胡浩表示，這些年來，探月工
程進展順利，是國家體制的優勢，
源於各行各業的支持。探月工程對
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拉動是顯而易

見的，包括材料、對稀薄大氣等方
面的研究都上了一個台階。

嫦娥六號是嫦娥五號的備份
星，有消息指，嫦娥六號將在月球
背面實現採樣返回。胡浩表示，只
有當嫦娥五號任務目標完成後，才
能正式確定嫦娥六號將進行哪些新
的探索。

■■嫦娥五號月嫦娥五號月
球探測器模型球探測器模型
去年在廣東珠去年在廣東珠
海舉行的中國海舉行的中國
國際航空航天國際航空航天
博覽會展出博覽會展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嫦五月球取樣過程嫦五月球取樣過程
11 年底擇機在文昌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年底擇機在文昌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
22嫦娥五號探測器飛抵月球軌道嫦娥五號探測器飛抵月球軌道。。
33探測器分離探測器分離，，軌道器和返回器停留在環月軌道軌道器和返回器停留在環月軌道，，着陸器和上升器進行月面軟着陸着陸器和上升器進行月面軟着陸。。
44着陸器着陸月球後進行探測和月球土壤採集工作着陸器着陸月球後進行探測和月球土壤採集工作，，約為期兩天約為期兩天。。
55完成採集任務後完成採集任務後，，上升器攜月壤標本在月球表面自主點火升空上升器攜月壤標本在月球表面自主點火升空。。
66上升器抵達環月軌道上升器抵達環月軌道，，與軌道器進行與軌道器進行““抓捕式抓捕式””交會對接交會對接，，並將月壤標本轉移至返回器並將月壤標本轉移至返回器。。
77軌道器與返回器離開環月軌道軌道器與返回器離開環月軌道，，飛回地球飛回地球。。
88飛至地球附近飛至地球附近，，軌道器與返回器分離軌道器與返回器分離。。
99返回器進入大氣層返回器進入大氣層，，攜帶月壤標本着陸地球攜帶月壤標本着陸地球。。

記者記者劉凝哲劉凝哲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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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

號探測器任務將實現月球採樣返

回，這是今年中國航天最大看點

之一。全國人大代表、探月三期

總設計師胡浩2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透露，嫦娥五號預計年

內擇機在海南文昌發射場升空，

進行為期約一個月的飛行，屆時

將大約2公斤的月壤標本帶回地

面。。

““嫦五嫦五””料年內海南升空採月壤料年內海南升空採月壤
探月三期總師胡浩探月三期總師胡浩：：港學者設計取樣器港學者設計取樣器

“嫦娥五號的月表取樣機構，採用香港
理工大學容啟亮團隊設計的取樣器和

監視相機，做得非常精細、很好”，胡浩表
示，探月工程歡迎更多香港科研力量的參與。

提前三年完成任務目標
依照國家重大專項計劃，中國探月三

期工程預計2020年前完成。嫦娥五號在今
年底發射並實現月球採樣返回後，意味着工
程提前近3年完成任務目標。在胡浩看來，
嫦娥五號任務的難度極大，飛行過程複雜，
尤其是在月球軟着陸後，面臨着月球的未知
環境，具有很大風險。

嫦娥五號探測器由着陸器、上升器、
返回器、軌道器組成。胡浩向記者詳細介
紹了嫦五任務的整個飛行過程，首先是探
測器從地球發射到月球的“四器”合一階
段。進入月球軌道後，軌道器和返回器停
留在環月軌道上，着陸器和上升器開始進
行月球表面軟着陸，這是兩器組合階段。
着陸月球後，着陸器將開啟為期約兩天的
月球探測和月壤採集工作。之後，上升器
從月球表面點火升空，進入月球軌道後，
與停留在月球軌道上的軌道器交會對接，

同時將採集的月壤樣品等轉移到返回器，
之後再與軌道器分離。

飛行約30天取回2公斤樣品
完成上述環節後，嫦娥五號任務進入

返回階段。胡浩表示，隨後軌道器將帶着返
回器從月球軌道飛回地球，在接近地球附近
時，軌道器和返回器再次分離，返回器攜帶
月壤樣品着陸，整個飛行過程大約持續30
天。目前，嫦娥五號正在開展總裝測試階段
各項相關工作，技術狀態和質量受控，計劃
進展順利。

胡浩表示，按照設計值，嫦娥五號將
從月球上取回2公斤的月壤樣品。取樣將採
用表面取樣和鑽取兩種方式，表取將採用機
械臂方式，而鑽取則將在一個固定地點進
行，表取和鑽取月壤數量的大概比例約為
3：1。其中，表面取樣將採用香港科學家容
啟亮團隊設計的取樣器。

“是一個像爪子一樣的取樣器，分成
幾瓣，可以在月球表面抓取土壤標本，再放
到存放裝置裡去。”胡浩透露，容啟亮同樣
還研製了監視取樣的相機，這些都屬於探測
器系統的取樣分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在嫦娥五號任務中的交會對
接究竟有何不同？全國人大代表、探
月三期總設計師胡浩表示，較此前的
交會對接，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一
是距離地面更遠，需要更好用的“眼
睛”；二是因上升器和軌道器的體積
差距很大，將首次採取“抓捕式”交
會對接。嫦娥五號任務中，上升器與
軌道器在月球軌道的交會對接是一大

看點。胡浩表示，嫦娥五號的上升器
裝有3,000牛的主發動機，以及多個
用於姿態調整的小發動機。在完成月
面取樣並將月壤標本收集好後，上升
器將自主在月面點火起飛。通過已公
佈的模型可以看到，上升器的造型頗
似一枚“小火箭”。在距離地球38
萬公里外的月球，控制“小火箭”自
主升空，並準確進入環月軌道，難度
之大可想而知。

嫦娥五號上升器與軌道器交會
對接，將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場景。胡
浩形象地說，上升器和軌道器的“個
頭”差距很大，如果採取載人航天使
用的“撞擊式”交會對接，將會直接
把上升器“撞飛”。於是，科研人員
選擇“抓捕式”對接的方法，在軌道
器下端裝有大爪子，直接“抓走”上
升器，隨後完成交會對接與轉移月壤
等工作。

“抓捕小火箭”首參與交會對接

拉動整體科技“載人登月越早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

京報道）嫦娥五號任務在今年底完
成後，意味着中國探月三期工程提
前3年完成任務目標，這令人們倍加
關注中國後續的探月計劃。胡浩表
示，順利進行的探月工程，為載人
登月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特別是培
養出一支對探月非常感興趣的科學

家隊伍。“載人登月應該越早越
好。”胡浩說，探月工程等重大前
沿工程，對中國整體科技水平拉動
非常明顯。

胡浩表示，這些年來，探月工
程進展順利，是國家體制的優勢，
源於各行各業的支持。探月工程對
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拉動是顯而易

見的，包括材料、對稀薄大氣等方
面的研究都上了一個台階。

嫦娥六號是嫦娥五號的備份
星，有消息指，嫦娥六號將在月球
背面實現採樣返回。胡浩表示，只
有當嫦娥五號任務目標完成後，才
能正式確定嫦娥六號將進行哪些新
的探索。

■■嫦娥五號月嫦娥五號月
球探測器模型球探測器模型
去年在廣東珠去年在廣東珠
海舉行的中國海舉行的中國
國際航空航天國際航空航天
博覽會展出博覽會展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嫦五月球取樣過程嫦五月球取樣過程
11 年底擇機在文昌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年底擇機在文昌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
22嫦娥五號探測器飛抵月球軌道嫦娥五號探測器飛抵月球軌道。。
33探測器分離探測器分離，，軌道器和返回器停留在環月軌道軌道器和返回器停留在環月軌道，，着陸器和上升器進行月面軟着陸着陸器和上升器進行月面軟着陸。。
44着陸器着陸月球後進行探測和月球土壤採集工作着陸器着陸月球後進行探測和月球土壤採集工作，，約為期兩天約為期兩天。。
55完成採集任務後完成採集任務後，，上升器攜月壤標本在月球表面自主點火升空上升器攜月壤標本在月球表面自主點火升空。。
66上升器抵達環月軌道上升器抵達環月軌道，，與軌道器進行與軌道器進行““抓捕式抓捕式””交會對接交會對接，，並將月壤標本轉移至返回器並將月壤標本轉移至返回器。。
77軌道器與返回器離開環月軌道軌道器與返回器離開環月軌道，，飛回地球飛回地球。。
88飛至地球附近飛至地球附近，，軌道器與返回器分離軌道器與返回器分離。。
99返回器進入大氣層返回器進入大氣層，，攜帶月壤標本着陸地球攜帶月壤標本着陸地球。。

記者記者劉凝哲劉凝哲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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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一帶一路”國策為中資企業提供大量商機，不少民

企紛紛加快“走出去”步伐。總部位於上海的民企中國華信近日宣佈，

與阿布扎比政府和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在當地正式簽署協議，獲得阿

布扎比最大的已開發油氣區塊4%的40年權益。按照目前產量計算，年

度份額油將超過320萬噸，穩產高峰期將達到每年400萬噸以上。

華信入股阿布扎比油氣田
年份額油超320萬噸 另簽千萬噸原油供應

據了解，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參與阿布扎
比陸上油氣區塊股權權益，中國華信

成為阿布扎比陸上石油公司股東，參與油
田後期開發管理。此外，中國華信與阿布
扎比國家石油公司達成每年1,000萬噸的
長期原油供應協議，每年可為中國市場穩
定提供1,320萬噸以上的優質原油。這一
合作項目的落地鞏固拓展中國華信在中東
地區的油氣上游開發版圖，奠定公司在國
際上游油氣領域的地位，為中國能源市場
需求提供有力支撐。

“一帶一路”建設能源鏈
近年來，國際油價持續處於歷史低

位，成為油氣產業併購投資的大好時機。
中國華信抓住國際能源產業投資有利形
勢，充分發揮戰略資源優勢、機制優勢和
品牌優勢，積極踐行服務“一帶一路”建

設，立足歐洲建立能源產業終端佈局，拓
展上游油氣資源股權與權益，擁有國際化
的戰略平台和相對完備的戰略體系，同時
以捷克、格魯吉亞為戰略支點，開展國際
投行業務，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助力中國
經濟轉型升級。

此外，中國華信先後在捷克、格魯吉
亞設立地區第二總部，輻射“一帶一路”
歐亞區域，獲取海外高端裝備製造技術及
品牌運營管理技術，服務內地產業升級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中國華信已成
為在捷克投資最大的中國企業。 2016年3
月，中國華信與捷克第二大財團J&T金融
集團簽署協議，收購J&T金融集團50%的
股權，成為首家控股歐洲銀行的中國民
企。同時還推動J&T銀行作為捷克政府方
代表與中國工商銀行共同發起設立了中國-
中東歐投資基金，支持中國與中東歐地區

合作，協助中企對接“一帶一路”投資。

加強歐洲同業戰略併購
未來，中國華信將進一步加大歐洲終

端投資佈局，在意大利、西班牙、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德國和瑞士等國投資收購
加油站和配套油庫，同時對歐洲重點煉
廠、油庫、管道戰略併購，掌握重要物流

節點的話語權，發展成歐洲區域有影響力
的油氣終端供應商，並逐步轉向其他新興
市場，完成對中東、東南亞、印度等市場
的戰略輻射，以下游需求為支撐，向中上
游擴展，成為中亞、中東歐區域油氣權益
的重要持有者，打通“中國—中亞、中
東—歐洲”能源走廊，實現中國市場與中
亞上游和歐洲終端的資源串換聯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李昌鴻 廣東報道）
在調控緊縮的政策下，2月
全國樓市整體表現平淡，廣
東兩大城市深圳及廣州表現
各自不同。前者一二手房成
交分別環比下跌 50%及
18%，後者卻逆流而上，2
月網簽成交近7千套，成交
面積、成交均價雙雙創下五
年來新高。

據陽光家緣網數據顯
示，在剛剛過去的2月，廣
州樓市網簽成交6,809套，
同比上漲43.87%；成交面
積730,518平方米、成交均
價每平方米16,660元(人民
幣，下同)，均創下近五年新
高。成交均價方面，除從化
未破萬元，其餘區域均在萬
元以上。中心六區中，除黃
埔，其他四區成交均價均突
破3萬元，最高區域為越秀
的44,423元。

值得注意的是，2月廣
州熱銷樓盤前十位均來自外
圍區域，其中花都佔得 3
席，增城、番禺各佔得兩
席，南沙、從化、新黃埔各
佔一席。

同屬廣東省，深圳市2
月一二手房成交均出現大幅
縮水。據深圳房地產信息網
監測，2月深圳市新房成交
僅804套，環比跌50%，逼
近2008年同期低位。期內新
建商品住宅同樣出現預售、
推售均為零的情況。二手房
方面，成交2,240套，環比
少18%，跌幅較上月收窄，
同比減少74%。各區羅湖、
鹽田、龍崗三區成交量減少
均超過20%。深圳中原地產
認為，新盤訪客指數與二手
訪客量回升明顯，推盤銷售
情況也較上月有所好轉，預
計市場在平穩的預期中成交
量有望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國全國兩會即將揭幕，投資者觀望
情緒趨濃，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和創業板
指數均震盪下行，全數收跌。近日被爆炒
的順豐控股終於熄火，收市下挫2.99%，
連累其他快遞股悉數暴跌超5%。

廣發：“兩會行情”會前顯著
廣發證券分析稱，歷史經驗表明，

“兩會行情”大概率存在，會前更為顯
著。隨着兩會臨近召開，股指波動的不確
定性開始上升，兩會開幕前5個交易日
內，大小盤指數震盪加劇，上漲概率不足
50%。而在兩會召開期間，股指表現更無
明顯規律可循。據其統計，2005年以來，
滬指和中小板指在兩會召開期間漲跌各
半，A股沒有明顯的上漲動能。

2日滬深兩市略略高開後，下行翻

綠，臨近尾市小幅插水。截至收市，滬報
3,230點，跌16點或0.52%；深指報10,367
點，跌51點或0.49%；創業板指報1,920
點，跌11點或0.6%。兩市合共成交4,867
億元(人民幣，下同)。

除農藥獸藥板塊微升0.5%外，其餘行
業板塊全部飄綠，其中國際貿易、材料行
業、有色金屬、券商信託等跌幅較小，水
泥建材、船舶製造、工程建設、造紙印刷

等板塊跌幅居前。但次新銀行股可圈可
點，吳江銀行漲停、張家港行狂飆逾
9%、常熟銀行也漲超5%。

有消息稱，樂視體育在失去亞足聯旗
下賽事轉播權後，新賽季中超聯賽開戰之
際，又失去其轉播權。午後，樂視下挫跌
4.2%，股價創一年半新低。但也有分析提
到，樂視網股票大跌疑似與股東不和有
關。萬家文化再度疲軟，下挫4.57%。

觀望情緒趨濃 A股下行

穗樓上月成交
5年新高

■中國華信董事會主席葉簡明與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蘇爾坦·艾哈邁德·賈
巴爾簽署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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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一帶一路”國策為中資企業提供大量商機，不少民

企紛紛加快“走出去”步伐。總部位於上海的民企中國華信近日宣佈，

與阿布扎比政府和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在當地正式簽署協議，獲得阿

布扎比最大的已開發油氣區塊4%的40年權益。按照目前產量計算，年

度份額油將超過320萬噸，穩產高峰期將達到每年400萬噸以上。

華信入股阿布扎比油氣田
年份額油超320萬噸 另簽千萬噸原油供應

據了解，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參與阿布扎
比陸上油氣區塊股權權益，中國華信

成為阿布扎比陸上石油公司股東，參與油
田後期開發管理。此外，中國華信與阿布
扎比國家石油公司達成每年1,000萬噸的
長期原油供應協議，每年可為中國市場穩
定提供1,320萬噸以上的優質原油。這一
合作項目的落地鞏固拓展中國華信在中東
地區的油氣上游開發版圖，奠定公司在國
際上游油氣領域的地位，為中國能源市場
需求提供有力支撐。

“一帶一路”建設能源鏈
近年來，國際油價持續處於歷史低

位，成為油氣產業併購投資的大好時機。
中國華信抓住國際能源產業投資有利形
勢，充分發揮戰略資源優勢、機制優勢和
品牌優勢，積極踐行服務“一帶一路”建

設，立足歐洲建立能源產業終端佈局，拓
展上游油氣資源股權與權益，擁有國際化
的戰略平台和相對完備的戰略體系，同時
以捷克、格魯吉亞為戰略支點，開展國際
投行業務，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助力中國
經濟轉型升級。

此外，中國華信先後在捷克、格魯吉
亞設立地區第二總部，輻射“一帶一路”
歐亞區域，獲取海外高端裝備製造技術及
品牌運營管理技術，服務內地產業升級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中國華信已成
為在捷克投資最大的中國企業。 2016年3
月，中國華信與捷克第二大財團J&T金融
集團簽署協議，收購J&T金融集團50%的
股權，成為首家控股歐洲銀行的中國民
企。同時還推動J&T銀行作為捷克政府方
代表與中國工商銀行共同發起設立了中國-
中東歐投資基金，支持中國與中東歐地區

合作，協助中企對接“一帶一路”投資。

加強歐洲同業戰略併購
未來，中國華信將進一步加大歐洲終

端投資佈局，在意大利、西班牙、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德國和瑞士等國投資收購
加油站和配套油庫，同時對歐洲重點煉
廠、油庫、管道戰略併購，掌握重要物流

節點的話語權，發展成歐洲區域有影響力
的油氣終端供應商，並逐步轉向其他新興
市場，完成對中東、東南亞、印度等市場
的戰略輻射，以下游需求為支撐，向中上
游擴展，成為中亞、中東歐區域油氣權益
的重要持有者，打通“中國—中亞、中
東—歐洲”能源走廊，實現中國市場與中
亞上游和歐洲終端的資源串換聯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李昌鴻 廣東報道）
在調控緊縮的政策下，2月
全國樓市整體表現平淡，廣
東兩大城市深圳及廣州表現
各自不同。前者一二手房成
交分別環比下跌 50%及
18%，後者卻逆流而上，2
月網簽成交近7千套，成交
面積、成交均價雙雙創下五
年來新高。

據陽光家緣網數據顯
示，在剛剛過去的2月，廣
州樓市網簽成交6,809套，
同比上漲43.87%；成交面
積730,518平方米、成交均
價每平方米16,660元(人民
幣，下同)，均創下近五年新
高。成交均價方面，除從化
未破萬元，其餘區域均在萬
元以上。中心六區中，除黃
埔，其他四區成交均價均突
破3萬元，最高區域為越秀
的44,423元。

值得注意的是，2月廣
州熱銷樓盤前十位均來自外
圍區域，其中花都佔得 3
席，增城、番禺各佔得兩
席，南沙、從化、新黃埔各
佔一席。

同屬廣東省，深圳市2
月一二手房成交均出現大幅
縮水。據深圳房地產信息網
監測，2月深圳市新房成交
僅804套，環比跌50%，逼
近2008年同期低位。期內新
建商品住宅同樣出現預售、
推售均為零的情況。二手房
方面，成交2,240套，環比
少18%，跌幅較上月收窄，
同比減少74%。各區羅湖、
鹽田、龍崗三區成交量減少
均超過20%。深圳中原地產
認為，新盤訪客指數與二手
訪客量回升明顯，推盤銷售
情況也較上月有所好轉，預
計市場在平穩的預期中成交
量有望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國全國兩會即將揭幕，投資者觀望
情緒趨濃，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和創業板
指數均震盪下行，全數收跌。近日被爆炒
的順豐控股終於熄火，收市下挫2.99%，
連累其他快遞股悉數暴跌超5%。

廣發：“兩會行情”會前顯著
廣發證券分析稱，歷史經驗表明，

“兩會行情”大概率存在，會前更為顯
著。隨着兩會臨近召開，股指波動的不確
定性開始上升，兩會開幕前5個交易日
內，大小盤指數震盪加劇，上漲概率不足
50%。而在兩會召開期間，股指表現更無
明顯規律可循。據其統計，2005年以來，
滬指和中小板指在兩會召開期間漲跌各
半，A股沒有明顯的上漲動能。

2日滬深兩市略略高開後，下行翻

綠，臨近尾市小幅插水。截至收市，滬報
3,230點，跌16點或0.52%；深指報10,367
點，跌51點或0.49%；創業板指報1,920
點，跌11點或0.6%。兩市合共成交4,867
億元(人民幣，下同)。

除農藥獸藥板塊微升0.5%外，其餘行
業板塊全部飄綠，其中國際貿易、材料行
業、有色金屬、券商信託等跌幅較小，水
泥建材、船舶製造、工程建設、造紙印刷

等板塊跌幅居前。但次新銀行股可圈可
點，吳江銀行漲停、張家港行狂飆逾
9%、常熟銀行也漲超5%。

有消息稱，樂視體育在失去亞足聯旗
下賽事轉播權後，新賽季中超聯賽開戰之
際，又失去其轉播權。午後，樂視下挫跌
4.2%，股價創一年半新低。但也有分析提
到，樂視網股票大跌疑似與股東不和有
關。萬家文化再度疲軟，下挫4.57%。

觀望情緒趨濃 A股下行

穗樓上月成交
5年新高

■中國華信董事會主席葉簡明與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蘇爾坦·艾哈邁德·賈
巴爾簽署合作協議。



13, when acting Chief Justice Lee Jung-mi is set 
to retire. If the court upholds the impeachment and 
remove Park from office, South Korea will hold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in 60 days.
Previously, Park said that she will step down as 
president by end-April over the corruption scandal.
Meanwhile, Beijing has repeated its strong indignation 
to the land swap deal, which it calls a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At a regular news briefing on Mon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warned that Beijing 
will "firmly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its 
security interests, urging the US and South Korea to 
stop the deployment. He sai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AAD system to South Korea will badly break 
the regional strategic balance, impair the strategic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related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in the region and is detrimental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Courtesy http://
sino-us.com/35/12242794166.html)

Some experts deem that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THAAD deployment in South Korea is partly due to 
concerns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may not support the 
land swap deal, which is objected by Beij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South Korea is set to be 
held in December 2017, but the date may be brought 
forward because of the final ruling on the impeachment 
of President Park Geun-hye.
On Monday, South Korea's Constitutional Court heard 
the final arguments of Park and the National Assembly. 
Although the impeached president did not appear at the 
final hearing, she denied all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her 
in a statement, claiming that she has never abused her 
authority as president for herself and people around 
her.
The court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its ruling by March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a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uld be held ahead of the schedule, South 
Korean media reported, citing unnamed sources from 
the ministry.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ould be essential to 
set the tone and direction for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o 
establish new ways of communication.
“This is the most urgent thing for both countries to 
work at in the near future,” he said.
James Woolsey, a former CIA director who served as 
Trump’s senior adviser on national security until last 
month, also believes the G20 would be a good time for 
the leaders to get together at an early date.
“The key is to not get bogged down in rhetoric, but to 
start working together on getting things done,” he said.
Dr Gal Luft, the co-director of the Washington-
based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said both leaders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establish personal bonds and learn to know each 
other”.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Washington and Seoul plan to deploy the US-developed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on South Korean soil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a long-envisioned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repeated missile tests and threats to 
attack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Yet Beijing, a longtime ally of Pyongyang, sees the 
system as part of a US strategy to contain China, since 
it could also be deployed against Chinese missiles. 
And as THAAD's deployment date draws near, its 
denunciations have reached fever pitch, spurring 
retaliations online and in the street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denied visas to South Korean 
pop stars who frequently perform on the mainland; 
rejected imports of South Korean cosmetics; and 
scrubbed at least five enormously popular South 
Korean TV shows - some wi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viewers - from Chinese video streaming sites.
"We don't have to make the country bleed, but we'd 
better make it hurt," the Global Times, a Chinese state-
run tabloid, said in an editorial on Wednesday.
The measures have stirred anxiety in South Korea's 
business community, upset Chinese TV fans and cast 
uncertainty over the future of the China-South Korea 
relationship, which has enjoyed relative stability since 
the 1990s, enabling huge amounts of transnational 
commerce and migration.

China is by far South Kore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South Korean protesters hold up cartoons depict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uring a rally against US 
Defence Secretary Jim Mattis' visit. Photo: AP
Shi Yinhong,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said that China - 
angered by North Korea's recent missile tests - now 
faces strained relations with both Koreas for the first 
time in recent memory.
"This is quite bad, in the long term, for the diplomatic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he said.
Beijing has issued two "solemn representations" 
to Seoul over the impending deployment, and the 
People's Daily, a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said 
in an editorial that Beijing could potentially sever 
diplomatic ties.
But the measures have also played out in more minute 
and unexpected ways. (Courtesy http://www.smh.com.
au/world/)
Related
Lotte, South Korean Military Sign Land Swap 

Deal To Deploy THAAD: Report
Lotte and South Korea's military signed on Tuesday 
a controversial land swap deal to enable authorities 
to deploy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in a golf course owned 
by the compan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reported.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land swap deal, South Korea's 
defense ministry will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the 

Steve Bannon, according to a Reuters 
repor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ited 
Yang as saying that earlier talks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Trump 
by phone has pointed the direction 
for Sino-US relations. And China 
would be willing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s at both top level 
and other various level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oad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n 
importan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statement cited Trump 
as saying that he is glad that he had very important 
conversation with Xi. Xi spoke to Trump over phone 
on February 9, during which Trump agreed to honor 
the “one China” policy. Last December, Trump as 
president-elect had taken the call from the leader of 
Taiwan, which is known to have angered Beijing and 
regarded as a break in protoco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seems very unpredictable and inconsistent right now. 
Early on, it seemed as though Trump would support 
greater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and take a harder 
lin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ut then he tol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he would honor the one-
China policy,” Bruce Larson,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Gettysburg College told Sino-US.com.
Yang was the first top Chinese official to meet Trump 
since he took office on January 20. A senior U.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d a meeting with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at the White House on February 
27, according to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Yang, China’s top diplomat, met Trump briefly after 
talks with the new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R. McMaster, Jared Kushner, senior adviser and 
Trump’s son-in-law, and White House chief strategis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e meeting between Yang 
and Trump lasted five to seven minutes, and they 
have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arranging a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Xi, but no date was set,” said the 
Reuters report.
Trump is known to be a harsh China critic who has 
promised to pin down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wage a trade war with China in a bid to balance 
long-standing huge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Courtesy 
http://sino-us.com/)
Related

Preparation Under Way For Donald Trump, 
Xi Jinping To Meet At G20 Summit In July 

Summit In Germany Is Likely The First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State Leaders To Meet
Several Chinese sources said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that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ill be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Germany 
in July.
“Beijing is in contact with Trump’s team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a bilateral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in July,” one of the sources 
said, adding that Washington had also expressed 
similar intentions.
Diplomatic pundits also believe the G20 summit is 
likely to be the first opportunity for Xi and Trump 
to meet, even though there are still uncertainties 
over whether the US president will attend as his new 
administration appears skeptical of multinational 
political gatherings.
Yuan Peng, vice-president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id a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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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 Band Banned From China Over THAAD Decision.

South Korean protesters hold up cartoons depicting U 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uring a rally against US Defence 
Secretary Jim Mattis' visit. Photo: AP

Trump Meets With China’s Top Diplomat
To Discuss Possible Meeting With Xi

China Upset Over THAAD Missile-Defence System Roll-ou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eft) Met with China's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right) on Monday, February 27, 2017.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ef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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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n Pop Stars, Cosmetics Companies And TV Shows Targ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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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舉辦倫敦舉辦““老爺車展老爺車展”” 經典車型爭奇鬥艷經典車型爭奇鬥艷

20172017年年““倫敦經典老爺車展倫敦經典老爺車展””在倫敦在倫敦ExCeLExCeL展覽中心展覽中心
舉行舉行，，來自全球各地的老爺車主展示自己的經典愛車來自全球各地的老爺車主展示自己的經典愛車。。這這
是世界上最受參觀者和收藏者青睞的老爺車展之壹是世界上最受參觀者和收藏者青睞的老爺車展之壹。。

墨
西
哥

墨
西
哥99

55
00

只
鬥
牛
犬
聚
會

只
鬥
牛
犬
聚
會

畫
面
呆
萌
逗
趣

畫
面
呆
萌
逗
趣

墨西哥墨西哥城墨西哥墨西哥城，，950950只英國鬥牛犬聚會只英國鬥牛犬聚會，，試圖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試圖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

斯裏蘭卡監獄巴士斯裏蘭卡監獄巴士
遭槍擊遭槍擊77人死亡人死亡

在斯裏蘭卡首都科倫坡在斯裏蘭卡首都科倫坡，，警察查看遭到槍擊警察查看遭到槍擊
的監獄巴士的監獄巴士。。斯裏蘭卡警方表示斯裏蘭卡警方表示，，科倫坡以南約科倫坡以南約
4040公裏的卡盧特勒壹輛監獄巴士當天遭到槍擊公裏的卡盧特勒壹輛監獄巴士當天遭到槍擊，，
事件導致事件導致77人死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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