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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冠軍助您安家置業
口碑團隊，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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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粵菜  特惠和菜  鍋氣小炒  精美點心

每天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三點，
所有點心一律$4.99!

Our fifth-anniversary celebration 
Dim Sun special EVERYDAY starts from

11:00am to 3:00pm all Dim Sum is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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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中共四中
全會對香港問題釋放出強烈信
號之後，香港星期六（11月2
）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
大批示威者下午在灣仔、銅鑼
灣等地聚集，並與警方爆發衝
突。警方則出動了人群管理特
別用途車並施放催淚煙驅散示
威者。

憤怒的示威者還搗毀了中
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
的玻璃外牆，並在外牆上噴字
。這是長達幾個月的抗議活動
中這一北京駐港重要機構第一
次受損。

剛剛結束的中共四中全會
上，香港問題受到了高度關注
。會議公報特別提到了處理香
港問題的方法。公報說，“必
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

香港實行管治。
香港警方在星期六晚間的

新聞稿中說：“大批蒙面暴徒
分別於港島多區集結，並以雨
傘遮掩，多次向警察投擲汽油
彈，並縱火燒毀商舖、港鐵車
站及路障等，多個地區出現火
頭。”

本月 24 日，香港將舉行
第六屆區議會選舉，這是“反
修例”大規模抗議以來的第一
次選舉，對於反對派和建制派
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一次選舉
，關乎到香港未來的走向。

中國全國人大港澳基本法
委主任沈春耀星期五（11月1
日）在四中全會閉幕後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將進一
步健全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
權”的製度。

香港多處再爆衝突香港多處再爆衝突 抗議者打碎新華社外牆玻璃抗議者打碎新華社外牆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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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蘇格蘭將舉行一場最新的獨立集會。在這場集
會前，蘇格蘭政府首席大臣、蘇格蘭民族黨（SNP）黨魁妮古拉
•斯特金表示，一個獨立的蘇格蘭已“近在咫尺”。

然而，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和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
都對蘇格蘭尋求獨立的呼聲，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態度。

據英國《衛報》11月2日報導，當地時間2日下午，蘇格蘭
唯一支持獨立的媒體《國家報》（the National）將在格拉斯哥的
喬治廣場主辦一場由數千人參與的獨立集會，而斯特金將在集會
上發表講話。

而在集會舉辦之前，斯特金對這一活動發表了評論：“這麼
做是有風險的，但人們已經受夠了威斯敏斯特（英國政府）的混
亂，但是今天喬治廣場將擠滿了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站在一
起，要求蘇格蘭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一個獨立的蘇格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接近，它真的已
經近在咫尺。現在需要的是民族黨能夠再次在大選中獲勝，讓獨
立來的更快。所以，請在12月12日的大選中，將票投給民族黨
，以此來保證蘇格蘭擁有決定的權利。”

對此，斯特金還把即將到來的大選，稱為“蘇格蘭在現代面
對的最重要的一次選舉”。

這次集會上，還有其他支持獨立人士的發言，其中就包括
“蘇格蘭獨立大會”和“蘇格蘭綠黨”的領導人帕特里克.哈維
。

在集會前，哈維說：“我們將給那些尚未作出決定的人，提
供一個積極且充滿希望的願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公平、平等和
可持續的國家，而獨立對此有所幫助。 ”

近期，蘇格蘭“脫英”已加快步伐，但遭到了英國工黨和保
守黨的反對。

11月1日，斯特金表示，她將在
大選後立即尋求向英國議會提交賦予
獨立公投權利的行政令（section 30
order)。

但工黨領袖科爾賓立馬對此進行
了回擊，稱工黨不支持蘇格蘭獨立，
也不認為另一次公投是“必要”或
“可取”的。

而首相約翰遜則在此前多次表示
，他不會將權力移交至蘇格蘭議會。

英國“脫歐”無疑給了蘇格蘭
“脫英”一個藉口。

2014 年，蘇格蘭首次舉行獨立
公投，公投結果以44.7%贊同、55.3%
反對的比例留在了英國。當時“留英
”派給出的理由是，只有與英國繼續
在一起，蘇格蘭才能留在歐盟。

當 2016 年英國同樣以公投方式
決定“脫歐”時，有多達62%的蘇格
蘭人希望留在歐盟。

2017 年 3 月 28 日，在英國正式
啟動“脫歐”前一天，蘇格蘭議會通
過表決支持蘇格蘭首席大臣向英國政府正式申請舉行獨立公投，
不過英國政府拒絕就此提議進入協商。

而隨著英國“脫歐”大限將至，今年以來，蘇格蘭要求獨立
的聲浪逐漸加大。

8月初一項民調顯示，支持獨立的蘇格蘭人已經占到52%，

這也是兩年來首次有過半數蘇格蘭人在民調中支持獨立。
10月5日，“20萬”蘇格蘭人冒雨走上街頭，呼籲獨立。同

月15日，斯特金在民族黨年會上表示，獨立公投必須在2020年
舉行。

蘇格蘭加快“脫英”步伐 蘇格蘭
首席大臣：獨立近在咫尺

（綜合報導）俄羅斯一直被譽為“戰鬥民
族”，但是沒想到俄羅斯課堂也如此“硬核”
。

俄羅斯教育部近日發布了一份新的課程教
育計劃，呼籲全國中小學於11月10日起開設一
門主題教育課，課上老師將教學生如何組裝和
拆卸AK-47（卡拉什尼科夫自動步槍）。
俄教育部網站上的發文指出，課程旨在“促進
愛國主義教育，幫助學生樹立俄羅斯人的身份
認同感，並讓他們理解捍衛祖國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這門課程是為了紀念AK-47
之父——米哈伊爾•卡拉什尼科夫，今年11月
10日是他誕辰100週年紀念日。

中小學生在課堂上學習組裝步槍，聽起來
有點令人震驚，社交網站上的評論卻引發出另
一個討論。

不可否認，美國校園槍擊案頻發，就在10
月27日凌晨，得克薩斯州格林維爾市的一個校
園派對上發生槍擊事件，造成2死14傷的慘劇
。而在俄羅斯，校園槍擊案非常罕見。
全俄中小學專門開設主題教育課紀念卡拉什尼

科夫，他是怎樣一個傳奇人物？俄羅斯的教育
體係 俄羅斯全國中小學11月10日將開設的
主題教育課程紀念卡拉什尼科夫，包括翻閱他
曾寫過的一些書籍，其中涉及俄羅斯武器和美
國武器的比較；品讀他在去世前給俄羅斯正教
會寫的信，信中表達了研發AK-47的一些悔意
，因為這一武器造成了戰場上大量的死傷。
俄羅斯教育部提到，在學校資源允許的情況下
，可教授學生如何快速拆卸AK-47，在愛國主
義教育過程中融入競爭元素。

全俄共同紀念的這個傳奇人物究竟有怎樣
的故事？
武器設計師米哈伊爾•卡拉什尼科夫中將被蘇
聯譽為AK-47的發明人，這種武器以他的名字
命名，成為有史以來產量最高的槍械之一。

冷戰時期，蘇聯開展了一場關於步槍設計
的秘密競賽，卡拉什尼科夫與另外兩個戰士共
同設計出AK-47的原型。

俄羅斯《真理報》稱，因為卡拉什尼科夫
性格和善，而且他的生平也非常適合被改編成
一個無產階級勵志故事，於是他被塑造為典型

。卡拉什尼科夫對於槍支設
計曾受他人主導的說法極為
不滿，但坦言這款步槍是整
個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

AK-47的短槍管、高準星和彎彈夾成為幾
十年來的槍械標誌，同時這種武器也成了蘇聯
和革命的象徵。

卡拉什尼科夫經常說他沒有因為自己的作
品而獲利。但在人生的最後幾年裡，他要求媒
體採訪時不要把他描述成窮人。
他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一直強調，武器是用來自
衛的，而不是用來進攻的。他常常哀嘆武器不
加約束地擴散，但依然對自己的發明充滿自豪
感。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大多數俄羅斯
兒童7歲上學，但法律允許學校接收6到8歲的
孩子。小學和中學是義務制教育，而且是全部
免費的。除了基本課程之外，一些學校還會設
置民俗學、宗教史、烹飪、舞蹈、陶塑等課程
，培養學生的文學藝術修養。

俄羅斯總統普京非常重視教育問題，在今
年 2 月發表的年度國情咨文中，他提出，到
2021年底，俄羅斯所有學校不應該只是接入網
絡，而是要接入高速的互聯網。提高網速能夠

使兒童在線獲得名師課程、觀看各種比賽，提
高綜合能力。

普京說，在教育內容上也要做出改變。在
國家教育項目中，重要的是要反映俄羅斯科學
和技術發展的優先事項，並將最佳出版物納入
聯邦學校教科書清單。

在普京剛就任總統時就曾要求，在中小學
推廣精密科學教育，“集中推廣與精密科學有
關的專業教育是完全正確的，工程與技術教育
的基礎知識是在學校累積的，我們國家急需這
樣的專家。”

今年5月，俄總統網站發布的公告說，普京
要求俄科學和高等教育部、俄地理學會及俄高
校校長聯盟今年12月之前，把地理納入俄高校
更多專業的入學考試必考科目。這將有利於俄
應對人口形勢、北極開發等方面的挑戰。

據俄新社報導，俄羅斯近年來還一直致力
於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此前，在全球大
學排名中，俄羅斯頂尖大學的位次不佳。今年4
月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公佈最新世界大學排名，俄羅斯共26所
高校榜上有名，其中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
學入圍全球前一百強，排名90。

俄羅斯課堂將教學生組裝AK-47步槍，“戰鬥民族”教育有多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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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BBC報導稱，每年
約有1.8萬越南人偷渡到歐洲，但每
年去美國的連1000人都不到。越南
人喜歡去英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那裡已經形成了一個越南人社區
，可以為非法移民提供住宿和就業
機會。越南餐館、美甲沙龍和非法
大麻行業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很大
。

2019年10月24日，英國埃塞克
斯郡，瑟羅克市市長特里.皮科洛、
埃塞克斯警司克雷格.桑德斯及總督
察克萊爾.塔爾博特在弔唁簿上簽名
。

震驚世界的英國“死亡集裝箱
”案件又有了最新消息。

當地時間英國埃塞克斯郡警方
發表聲明，認為10月23日在埃塞克
斯郡工業園區內集裝箱裡發現的39
具遺體，皆為越南人。

警方表示：“目前，我們認為
受害者皆為越南公民，我們正在與
越南政府保持聯繫。我們已經與越
南和英國的一些家庭進行了直接接
觸，我們相信已經確認了部分受害
者家庭。”

不過，目前警方還無法宣布任何受害者的身份，而證據收集
工作仍在進行中，警方將與越南政府和其他國家緊密合作。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遇難者中幾乎沒人攜帶官方身份證明文
件，越南警方正在從那些據稱有家人失踪的人員中提取DNA樣
本、指紋、牙科記錄和照片，以鑑定受害者身份。

越南駐倫敦大使館在一份聲明中向遇難者家屬表示“衷心慰
問”，並“深感悲痛”。

在英國警方發布這條消息的當天下午，來自北愛爾蘭的23
歲男子EamonHarrison被指控犯有39起“過失殺人罪”、“共謀
人口販運罪”和“協助非法移民罪”。

他曾在都柏林高級法院和刑事法院出庭，並被還押。埃塞克
斯警察局已開始啟動引渡程序，將他帶往英國。

《衛報》稱，英國當局懷疑，在貨車前往英國之前，是
Eamon Harrison將拖車運往比利時的澤布呂赫港口（Zeebrugge）
。

Eamon Harrison是被起訴的第二個人。在案發時就被逮捕的
，來自北愛爾蘭的 25 歲卡車司機 Mo Robinson，也被以 39 起
“過失殺人罪”、“共謀人口販運罪”、“協助非法移民罪”和
“洗錢罪”起訴。

與此同時，警方正在通緝40歲的RonanHughes和他34歲的
弟弟Christopher Hughes ，兩兄弟與公路運輸和航運業有關聯，
這對來自北愛爾蘭的兄弟因涉嫌“過失殺人罪”和“共謀人口販
運罪”被通緝。

越南河靜省警方也已逮捕了兩名涉嫌“組織和販運非法移民

”的人員。
然而，這些人都只是這起人口走私“全球鏈”中的一環。跨國人
口走私涉及的環節複雜，不同環節之間往往獨立運作，這些都使
調查跨國人口走私的難度大大增加。
失聯的家人

最初，這些集裝箱內的遇難者被認為是中國人，據消息稱，
原因可能是這些人身上攜有偽造的中國護照。隨後，越來越多越
南家庭向外界求助，他們認為自己的家人就在遇難的集裝箱內。
目前已經有十多個當地家庭表示與親人失去聯繫。

26歲的PhamTra My來自越南河靜省，她在10月22日晚上
22：30分給母親發去短信，表示自己的出國之旅失敗了，因為不
能呼吸而快要死了。自此母親再也無法聯絡上女兒。 2個小時之
後，涉案的集裝箱從比利時澤布呂赫港抵達英國的普爾弗利特港
（Purfleet）港。

據BBC的消息，這個家庭為Pham Tra My的偷渡之旅支付了
3萬英鎊。而偷渡失敗後，越南的幾個家庭都表示，人蛇集團將
費用返還給了他們。

30歲的Le VanHa把年幼的兒子和懷孕的妻子留在越南，自
己隻身前往英國。 Le Van Ha的父親認為兒子已經在這趟旅程中
去世了，而他們抵押了兩塊土地以支付2萬英鎊的偷渡費用。

19歲的Bui ThiNhung的親人也在擔心她已經遇難了，而她
可能是遇難者中年紀最小的一個。

21歲的TranThi Tho擔心自己的朋友已經遇難，因為他本來
要在朋友抵達英國後與她見面。

然而，受害者身份還未被確認，目前
只能等待調查結果。

2019年10月28日，越南河靜省，疑
似英國集裝箱藏屍案遇難者家屬悼念
親人。

除了這次發現的死亡集裝箱，有越南
家庭表示，這趟偷渡之旅總共有3個集
裝箱、超過100人從英吉利海峽運抵英
國。根據英國天空新聞台報導，其他
兩個集裝箱裡的偷渡客已完成這趟旅
程。
越南偷渡之旅

越南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嚴重
。過去十年，越南偷渡客大多來自北
部的海防市和廣寧省，但最近，來自
中部的省份乂安省、廣平省、河靜省
的非法移民人數在增加。
BBC報導稱，每年約有1.8萬越南人偷
渡到歐洲，但每年去美國的連1000人
都不到。越南人喜歡去英國，一個重
要的原因是，那裡已經形成了一個越
南人社區，可以為非法移民提供住宿
和就業機會。越南餐館、美甲沙龍和
非法大麻行業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很
大。

人蛇集團會向當地人宣傳海外工作的
大好前景和成功故事，告訴他們抵達國外後能夠輕鬆賺取高薪，
當地很多家庭的生計也是依靠著來自國外親友寄錢回家，因此偷
渡去海外在當地不是什麼新鮮事。

根據BBC的報導，偷渡費有著不同“艙位”——“優享艙
”和“經濟艙”。沒錢的人可以選擇 7800 至 11600 英鎊之間的
“經濟艙”，但旅程十分艱辛，偷渡者甚至要在夜間穿越森林。
而對於那些有能力支付更多費用的人，“優享艙”大概在31000
到39000英鎊。

高價的“優享艙”通常可以選擇風險較小的路線，例如申請
法國的申根商務簽證直飛巴黎，並在前往英國之前待在巴黎的安
全處所。而低價的“經濟艙”則需花費數月才能抵達英國。
不過，無論是“優享艙”還是“經濟艙”，偷渡者的人身安全都
是無法被保障的。因為在越過邊境時，偷渡者都需要被困在卡車
或渡輪上。

中國、法國、俄羅斯、德國、波蘭，都是越南偷渡客試圖前
往英國需要越過的國境。有些人會停留在這些過境國，被強迫勞
動和剝削，以賺取下一段旅程的資金。即便如此，越南人仍選擇
冒著風險出國淘金，賺了錢也可以改善家人在越南當地的生活。
由偷渡引發的慘案早已不計其數，但由於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
，仍有人前赴後繼地偷渡，希望獲得一個更美好的人生。有人成
功了，有人失敗了，失敗的代價往往是付出寶貴的生命，而成功
背後也有著不為人所知的艱辛。

3939個越南人之外個越南人之外，，還有多少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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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法國就業市場顯活力
第三季度失業率再下降

綜合報導 法國全國就業中心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第三季

度期間，法國失業人數繼續微降。報道稱，法國的就業市場充滿活力，

失業數字因此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

據報道，第三季度期間，法國失業人數繼續微降0.4%。7月至9月

期間，在全國就業中心登記的完全沒有任何職業活動的的“A類”求職

者，總共有361.7萬人，比前壹季度減少1.58萬人。壹年來，法國全國失

業人數減少了2.4%。

法國社會保險機構總局(ACOSS)數據則顯示，第二季度期間，法國

企業申報壹個月以上的新雇合同工停滯，第三季度期間卻明顯增加2.3%

，主要由於新雇的長期合同工增加了3%。

不過，第三季度期間，25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率增加了0.7%，總人數

達262.8萬。

此外，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10月初公布的最新形勢匯報

指出，按2019年法國經濟增長率1.3%計算，全年開創的就業崗位凈數可

望超過26萬。這將可促使法國在2019年年底前，把失業率降到8.3%。

而政府的目標是五年任期結束時，法國失業率降到7%。按這個速

度，這個目標是否可如期實現？法國勞工部長佩尼戈認為，如果全球和

歐洲宏觀條件不拖累歐盟和法國，不導致它們陷入衰退，這是“壹個可

能的前景”。

數年不“理發”網紅澳綿羊去世
曾壹次剃42公斤羊毛

綜合報導 數年不“理

發”的迷路綿陽麼？據外媒

報道，22日，澳大利亞這只

名叫“克裏斯”的美利奴綿

羊去世。此前，它曾因擁有

“世界上最重”羊毛而為人

們所知。

2015年，澳大

利亞民眾在野外的

灌木叢中發現了

“克裏斯”。當

時，它因身上的毛

量驚人而引發廣泛

關註，還收獲了不

少粉絲。

壹般綿羊如果

不定期修剪毛，恐

會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因此

，剪毛冠軍艾爾金埃爾金斯

之後幫它剪掉了共41.1公斤的

羊毛，也挽救了它的生命。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稱，該

羊毛重量之後被確認為新的

世界紀錄。

在更多人知道“克裏

斯”的故事後，數百名澳大

利亞人自願收養這只羊，它

修剪下來的毛所制成的大

衣，還在澳大利亞國家博物

館展出。這個故事也被記錄

在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RSPCA)的書中。

據報道，10月 22日，新

南威爾士州壹家農場的護工

說，“克裏斯”已自然死亡

。報道稱，它年齡被認為有

10歲，達到了壹只美利奴羊

的平均壽命。

農場“小橡樹保護區”

在網上寫道：“我們為失去

這個甜美、睿智、友好的靈

魂而心碎。”飼養員盧克

稱，這只羊最近幾天看起

來很健康，她稱它的“死亡

很突然”。

擡眼就能看星空
新西蘭或成首個“黑暗夜空國家”

綜合報導 隨著城市光汙染變得越來越嚴重，想要在都市中看到壹

片星光璀璨的天空變得異常艱難。當地時間10月21日，在新西蘭特卡

波參加國際星光會議的代表們被告知，新西蘭最有可能成為世界上壹個

“黑暗夜空國家”（Dark Sky Nation）。

據報道，來自新西蘭各地和其他國家的約100人參加了這個名為

“邁向黑暗夜空之國”的活動。會議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談論光汙

染以及“黑暗夜空”對社會的健康、環境、文化和經濟效益等話題。

致力於保護夜空的組織，國際黑暗夜空協會(IDA)表示，目前，80%

的人生活在輕度汙染的天空下，看不到銀河，光汙染正在以2%的速度

增長。為了提高人們對光汙染的認識，減少光汙染，IDA向世界上符合

條件的地區發放“黑暗夜空保護區”的認證。獲得該稱號的地方意味著

有極佳的夜間星空，且致力於保護夜間生活環境。

目前，新西蘭有三個獲得“國際黑暗夜空保護區”稱號的地方。第壹個

是奧拉基島的麥肯奇盆地，第二個是大屏障島，第三個是斯圖爾特島。

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麥肯奇地區有近100萬名過夜遊客，比

2014年3月同期的500名有所增加。在2017年獲得認證的大屏障島，遊客

數量以每年約30%的速度增長。斯圖爾特島2019年才獲得認證，幾乎沒有

機會進行推廣。但在2019年4月至9月，該島的遊客數量增長了17%。

除了經濟上的好處，打造“黑暗天空保護區”還有更多的教育和文

化上的好處。

有專家認為，可以在“黑暗天空保護區”內建造先進的天文觀測臺

，用於培養學生、向當地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等，還可以激勵人們與宇宙

建立精神和情感上的聯系。

目前，新西蘭計劃在全國範圍內打造“夜間天堂”，把整個國家變

為世界上第壹個“黑暗夜空國家”。

另外，報道還稱，成為“黑暗夜空國家”並不壹定意味著城市需要在夜間

削減照明。只需要減少照明時間，避免所有的溢光漏光導致的光汙染即可。

法國推兩種文化古跡遊通票
400座城堡80處古跡任妳遊

法國具有豐富的文化遺產旅遊資源，

但長期以來卻缺乏通票性質的整合措施。

10月下旬以來，法國已經出現了兩種旅遊

通票，令遊客有了更大選擇余地。

“文化遺產通票”
壹種是“文化遺產通票”（Pass Pat-

rimoine），2019年10月21日剛剛上線，

由法國文化遺產基金會和壹家主打網上售

票業務的初創公司Patrivia聯手推出。

據Patrivia公司的聯合創始人Clarke

de Dromantin介紹，持“文化遺產通票”

可以免費、無限制進入法國和比利時的

400處城堡、公園和博物館，這占兩國共

3000多處古跡的10%略多。

“文化遺產通票”單人卡年費79歐，

雙人卡年費149歐，享有免排隊待遇。如果

按每個景點門票10歐元來計算，那麽壹

年參觀8個景點就可以“回本”。

每張通票價格的10%會通過文化遺

產基金會，投入到著名主持人Stéphane

Bern發起的修繕項目上，這是自Bern通

過樂透彩票（loto）籌集修繕資金之後開

辟的又壹財源。

Patrivia公司表示，在“文化遺產通

票”上線後的幾天時

間裏已經售出了數百

張票，而負責員工福

利的許多企業委員會

(CE)也對這壹項目表

示出強烈興趣。目前

該公司的目標是在第

壹年時間裏出售至少

3500張通票。

“激情古跡遊”
無獨有偶，法國

國家古跡中心（CMN）緊隨其後，10月

24日也宣布推出壹項類似方案——“激

情古跡遊”（Passion Monuments），單

人年費45歐，可以在壹年內免費、無限

制訪問該中心管理的80余處古跡。

除免費參觀古跡外，“激情古跡遊”

還提供其他眾多優惠項目，例如參與文

化活動或購物折扣等。國家古跡中心主

任Philippe Bélaval表示，這壹項目正是

該機構所需要的，它有助於“增強用戶

黏性”。

二者形成競爭態勢

由於這兩種通票方案覆蓋範圍有

重合之處，因此難免引發競爭。運營

“文化遺產通票”的 Patrivia 公司對此

不無微詞，其創始人 Dromantin 稱，

“我覺得國家古跡中心有點過界了。”

而後者的主任則辯稱，二者並不相

同 ，覆蓋的景點和地理範圍並不壹

致，“激情古跡遊”的範圍主要集中

在巴黎大區。

而致力於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持

人Bern則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競爭態勢有

點驚訝，他希望假以時日，這兩種通票

方案能夠合並。

英國提前大選恰逢歐盟領導換人
英歐關系受矚目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

歐聯通訊社報道，英國下議

院通過提前大選法案，執政

黨希望能趁機贏回在下議院

的多數席位，解決脫歐難題

。不過，英國再次選舉期間

恰逢歐盟領導換人，屆時歐

英關系或將迎新挑戰。

據報道，英國下議院以

438票支持，20票反對，高票

通過了首相約翰遜的提前大

選法案，接下來倘若上議院

通過該項法案，英國將在12

月 12日舉行大選。而這段時

間內，歐盟也恰好正在更換

領導人，歐盟新領導團隊的

立場顯得更加重要。

英國2017年與 2019年 12

月的提前大選都與脫歐有關

，歐盟對脫歐的看法也在英

國國內造成了壹定效應。2017

年選戰進入計時壹個月，時

任首相的特蕾莎· 梅曾抨擊歐

盟試圖影響大選，引發英國

與歐盟的針鋒相對。

當時有歐洲媒體報道英

國脫歐與歐盟的分手費將從

600 億歐元，大幅度提高至

1000億歐元，且歐盟談判人

員警告英國不要妄想可以無

痛脫歐，似乎暗示英國民眾

脫歐的代價昂貴。

特蕾莎· 梅抨擊歐盟，直

指布魯塞爾有些人想要脫歐

談判失敗，意圖影響英國大

選結果，且歐洲媒體歪曲了

英國的談判立場。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

隨後回擊，指如果對話變得

情緒用事，將使得脫歐談判

變得更加困難，歐盟和英國

不應停留在口舌之爭。

而就在29日晚英國下議

院通過提前大選法案的數小

時前，即將卸任的歐洲理事

會主席圖斯克發文宣布，歐

盟正式同意將英國脫歐期限

延後3個月至明年1月31日，

但隨即警告這可能是最後壹

次，請善用這次延期。

圖斯克此言顯示歐盟對

已 3 度延後脫歐時間耐心

漸失，而新任的歐洲理事

會 主 席 夏 爾 • 米 歇 爾

（Charles Michel）和歐盟委

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

la von der Leyen）將在 12月

前陸續走上歐盟領導崗位。

英歐關系將迎來何種變化，

引人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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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綜合報導）據“今日俄羅斯”(RT)、英國《每日郵報》最
新報導，當地時間31日晚，美國加州奧林達一個萬聖節聚會上發
生槍擊案，至少4人死亡，數人受傷。

RT援引其他媒體報導描述當時場景，一名身穿橙色連帽衫
、身材魁梧的黑人男子向房子內開槍後逃離現場，用的似乎是衝
鋒手槍(machine-pistol)。

《每日郵報》稱，當地時間31日晚11時許，警方趕到位於奧
林達盧茜爾路(Lucille Way)的現場，那裡有約100名年輕人，他們

之前在一棟租來的房子內聚會。報導援引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的話說，有目擊者稱，參加聚會的學生來自萊尼學院。

《每日郵報》注意到，康特拉科斯塔縣治安官辦公室當天在
推特發文稱：“奧林達警察局和康特拉科斯塔縣治安官辦公室正
在處理髮生在奧林達的一起槍擊案。調查還在繼續。細節稍後公
佈。”

RT提到，加州長灘10月29日晚曾發生槍擊事件，造成3人
死亡，9人受傷。嫌疑犯目前仍然在逃。

美國加州一萬聖節聚會發生槍擊案美國加州一萬聖節聚會發生槍擊案美國加州一萬聖節聚會發生槍擊案，，，至少至少至少444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

（綜合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沒有州所得稅或遺產稅，長
期以來一直是富人逃避東北部較高稅收的地方。

據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將他的主要居住地從紐約曼哈頓
改成了佛羅里達州的棕櫚灘，紐約州州長10月31日得知特朗
普已經提交書面文件後喜出望外。然而，是什麼原因讓土生土
長的“紐約客”特朗普連夜搬家呢？

特朗普10月提交了一份“住所聲明”，稱他在棕櫚灘的海
湖莊園將成為他的永久住所。根據向棕櫚灘縣巡迴法院提交的
文件顯示，第一夫人梅拉尼婭 特朗普和其他家庭成員也在一份
相同的文件中把住所改為棕櫚灘。

“我以前住在第五大道721號。”文件中說，這裡指的是
特朗普大廈，自1983年來，這一直是他的主要住所。附件中列
出了他的其他住所，比如白宮地址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以
及他在新澤西州貝德明斯特的私人高爾夫俱樂部。

在文件被曝光後，特朗普也毫不避諱地在推特上證實了這
一消息。他稱，“我很珍視紐約和紐約人民，每年為這裡交數
百萬美元的稅，但是這裡的政客對我很不好”。

特朗普說，“沒什麼人比我遭受到更多苛待了，我真的不
想做出（更改長期居留地的）這個決定”，但綜合考慮最終認
為還是這樣做最好，並表示“作為總統，我還會幫助紐約和偉
大的紐約人民，這里永遠是我心中不一樣的地方！”
他同時強調，“（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白宮
，這裡是我愛上並希望能再待5年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地方”。

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得知消息後，
歡欣鼓舞地在推特上轉發了這條新聞，表示“好開心，終於擺
脫了。反正特朗普好像也沒在這交稅。他是你們的了，佛羅里
達州！”
稅收可能是最主要原因

白宮官員拒絕透露特朗普為什麼要改變他的主要住所，但
一名接近總統的人士表示，這些原因主要是出於稅收目的。

該人士還表示，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小塞勒斯 R 萬斯
（Cyrus R. Vance Jr.）向特朗普發出傳票要求獲得總統的納稅
申報表一事，激怒了在紐約非常不受歡迎的特朗普，特朗普一
直試圖通過聯邦訴訟來阻止這個案子。

而眾所周知，佛羅里達州沒有州所得稅或遺產稅，長期以
來一直是富人逃避東北部較高稅收的地方。改變他的主要居所

可能會對特朗普產生重大
的稅收影響，不過，如果
沒有看到他的納稅申報表
，還不清楚影響有多大。
但如果把他的住所搬到佛
羅里達州，他很可能會避
開紐約州近 9%的最高稅率
和紐約市近 4%的最高稅率
。

離開紐約還可以為特
朗 普 的 繼 承 人 節 省 資 金
——紐約對超過 1010 萬美
元的遺產徵收最高16%的遺
產稅。

特朗普出生在皇后區
，一直是紐約人，但是他
對該州的稅收政策極為不
滿。 7月，他就紐約州的高
稅收和不良的商業環境抨
擊科莫，稱難怪大量民眾
和企業逃離紐約。

紐約州是美國的眾多
高稅收州中的一個，這些
州的居民紛紛湧向低稅收
的州。在《減稅和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規定各
州和地方稅收（SALT）減免上限為1萬美元後，這一趨勢有所
加劇。

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數據顯示，佛羅
里達州去年的流動人口比其他任何一個州都多，其中來自紐約
的移民人數最多，為6.4萬人。在所有州中，紐約的外流人口
數量位居第三，去年有45.3萬人遷出。
避稅天堂或能助連任？

除了稅收，特朗普還多次表示佛羅里達州對他2020年連任
的重要性，還在該州奧蘭多舉行了一場集會，拉開了他的競選
之旅。在宣傳他與該州的關係時，他經常提到海湖莊園。

“這裡是他的家，對其本人尤其重要。”領導特朗普2016

年佛羅里達大選的威爾士（SusieWiles）說，“他認為這裡是必
勝之地，從數學上講，沒有該州也有可能贏得大選；但該州贏
了會更好。不過，從純粹的政治角度來看，共和黨和民主黨都
知道，沒有該州，共和黨候選人肯定會失敗。”

根據佛羅里達州的競選歷史，自1924年柯立芝總統以來，
所有贏得美國大選的總統都曾在佛羅里達州取得勝利，作為美
國人口第三大州的佛羅里達州擁有29張選舉團選票。上次共和
黨在沒有該州的情況下獲勝是1924年。

不過特朗普想要在下屆大選中贏下佛羅里達並不容易。過
去三屆美國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這裡的選票差距都
維持在1%左右。 2016年，特朗普僅以非常微弱的優勢超過了
希拉里。在去年中期選舉的州長和參議員投票中，因為選票差
距過於接近，該州的選票曾被要求重新計票。

特朗普搬家佛州，避稅天堂或能助其連任？

特朗普彈劾調查公開聽證或11月啟動 民調兩極分化
（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

西11月1日表示，她預計民主黨領導的彈劾調
查將於11月開始公開聽證會，但她堅持不設定
完成調查的最後期限。佩洛強調，彈劾調查不
會局限於烏克蘭“通話門”。另一方面，總統
特朗普欲透過電視直播，親自上陣朗讀與烏總
統的通話摘要，“以證清白”。

據報導，佩洛西在一次圓桌會議上說：
“我認為將在11月舉行公開聽證會。”此前一
天，眾議院投票通過一項正式提案，以公開聽
證的程序正式啟動彈劾調查。佩洛西說，只要
“富有成效”，閉門聽證也將繼續。

她說：“我沒有預定時間表，事實會讓我
們自由。”“我們尚未就是否將彈劾總統做出
任何決定。”她還表示，對總統的彈劾調查的
證據必須是板上釘釘的實錘。
彈劾調查不會局限於“通話門”

佩洛西在11月1日強調，彈劾調查不會局
限於烏克蘭“通話門”，她不排除繼續追問穆
勒報告中出現的特朗普妨礙司法的可能行為
。 “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把調查總統干預行為
，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包含總統所做的一切

其他妨礙司法的行為。且可能還有其他內容，
穆勒報告中提到有11項涉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
。也許其中有些將成為這次彈劾調查的一部分
。”

穆勒報告沒有得出總統是否妨礙司法公正
的結論，但列出了他可能涉嫌這樣做的10個實
例，包括解僱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試圖將穆
勒撤下特別檢察官的身份等。

佩洛西沒有排除調查將持續到2020年(選
舉年)的可能性，稱無法預測何時會出現新的
調查線索。同時也承認，公眾的關注度是有限
的。 “邊際遞減效應何時會開始起作用？”

如果眾議院要對正式彈劾法案進行投票，
可能要在年底之前進行，還需要共和黨控制的
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票才能對總統定罪，將其
免職。多方預測，在目前看來，這是極不可能
的結果。
特朗普欲朗讀與烏總統通話摘要

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的一通電話導致他遭
受彈劾調查，特朗普經常推文，要求質疑他的
人去讀這通電話的文字紀錄，現在他更威脅要
透過電視直播，親自上陣朗讀通話摘要。

據報導，特朗普表示，他不會配合國會的
彈劾調查程序，而可能要大聲朗誦7月25日與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電話紀錄。特朗普被指
要求澤倫斯基調查國內政治對手、民主黨總統
參選人拜登。

特朗普接受訪問時說：“事關一次很棒的
通話。我會在某個時刻坐下來，或許是一場電
視直播的爐邊閒談，我會朗讀電話文字紀錄，
因為大家都必須聽一聽。你讀了，(就會發現)
那是一次清清白白的通話。”

特朗普提及“爐邊談話”，令入想起美國
前總統羅斯福的非正式傍晚廣播演說。當年美
國正值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羅斯福靠著演說
讓面臨困境的美國人安心。

特朗普政府9月已公佈這30分鐘通話的詳
細摘要，但並非精確逐字稿，摘要內容是以助
手筆記為根據。與此同時，眾議院民主黨議員
也在“吹哨者”揭露特朗普行徑後，啟動彈劾
調查。
總統彈劾案民調兩極分化嚴重

當地時間11月1日早上，《華盛頓郵報》
公佈了民意調查，美國民眾對於總統彈劾調查

的意見出現兩極分化，49%的受訪人表示支持
眾議院彈劾並罷免特朗普，而47%的受訪者表
示反對。

此項民調是《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
司(ABC)新聞於 10 月 27 日到 30 日做的聯合調
查，誤差幅度為正負3.7個百分點。

在民主黨人中，支持罷免總統的數量是壓
倒性的，有82%的選民表示贊成，而反對率只
有13%。在共和黨人中，情況幾乎截然相反，
即使總統的支持率在該黨成員中創下新低，反
對總統彈劾的民眾也占到了82%，僅18%的共
和黨人表示支持彈劾總統。

另外，獨立選民中間的分歧非常大，有
47%的人讚成彈劾調查，而49%的人反對。

報導稱，美國民眾對於前總統克林頓的彈
劾案分歧遠沒有這麼大。在1988年《華盛頓郵
報》與美國廣播公司(ABC)新聞的聯合民意調
查中，支持彈劾和罷免總統的民眾最低只有
27%，而持反對彈劾意見的則最高達到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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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多，活動少！
調查：韓30多歲男性肥胖率達五成

綜合報導 根據韓國保健福利部

和疾病管理本部發布的《2018年國民

健康營養調查》報告顯示，韓國 30

多歲男性中，約有壹半的人都患有

肥胖癥狀。

據調查顯示，韓國19歲以上的肥

胖人口從1998年的 26%上升到2018年

的34.7%，20年間出現了大幅上升。尤

其是男性的肥胖率同期從25.1%上升到

了42.8%，而女性則從26.2%小幅下降

到了25.5%。

疾病管理本部健康營養調查科長吳

京媛(音)表示，“人們吃的比以前多，

身體活動卻比以前少，因此肥胖比例出

現了大幅上升”。

調查顯示，韓國男性平均每日攝

入的能量從 20 年前的 2153 卡路裏增

加到了 2302 卡路裏，女性則從 1729

卡路裏下降到 1661 卡路裏；脂肪攝

取量從40.1 克增加到去年的 49.5 克，

其中男性的攝取量增加11.5克，女性

的攝取量則減少了 6.7 克。吳京媛表

示，“這是動物性食品的攝取量增

加所致”。期間，韓國人的肉類攝

取量從68克（1998年）增加到130克

（2018年），增加了近壹倍。

另外，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在體現

身體活動的指標——步行量上，都有所

減少。在2005年開始這項調查時，韓

國還有六成人（60.7%）壹周5天以上

走路超過30分鐘，而2018年這壹比例

下降到了40.2%。

30多歲群體，尤其是這壹年齡段

的男性群體問題最大。在韓國30至39

歲人群中，約有四成人（37.8%）處於

肥胖狀態，比20年前（24.6%）上升了

13個百分點。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曾經只有

28.4%的30多歲男性肥胖疾病率在2018

年上升到51.4%，首次超過了50%。這

意味著，在韓國30多歲男性人口中，

二分之壹人口的BMI（身體質量指數）

高於25的肥胖標準。女性的這壹比例

為22.5%，雖然比男性低很多，但也比

20年前（20.9%）有所上升。

江北三星醫院家庭醫學系教授姜

載憲表示，“30 多歲的人經常因為

公司聚餐等職場應酬攝取過量熱量

和飽和脂肪，而且在工作和結婚之

後，人們的身體活動量也會大幅減

少”。姜教授表示，女性的肥胖率

之所以相對較低，是因為“女性對

外貌的關註度較高，而且對相關社

會壓力比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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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多名日韓關系消息人士透

露，圍繞“勞工賠償案”問題，日韓雙方

正著手研究協議方案以促進事態緩和。

據報道，在雙方迄今為止的磋商中，

由韓國政府和企業創設經濟合作名義的基

金、日本企業加入的方案受到雙方青睞。

據相關消息人士透露，經濟合作

基金創設方案的內容主要是，將對原

被征勞工的賠償變為以相互經濟發展

為目的基金形式作出補償。此舉意在

使日本企業既能出資賠償，又不會與

主張問題“已解決”的日本政府立場

相左。

不過，關於“勞工賠償案”問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韓國總理李洛

淵在的會談中雖然都表達了積極尋求

解決的態度，然而希望獲得實際賠償

的韓國與不承認賠償責任的日本依然

存在隔閡，日本共同社表示，磋商可

能遇阻。

報道稱，協議方案的意見協調由

日本外務省亞大局長瀧崎成樹和韓國

外交部亞太局長金丁漢負責，兩人已

於16日在首爾舉行了磋商。

分析稱，雙方能否在因“勞工賠

償案”被韓國最高法院判決，並遭扣

押的日企資產被實際變賣前達成協議

，是此事能否順利解決的關鍵。

韓國白菜價格暴漲 34 元壹顆！
韓媒：簡直是吃金菜

綜合報導 受臺風和去年價格暴跌等

因素影響，今年韓國大白菜和蘿蔔大幅

減產，價格暴漲。四口之家腌泡菜，光

購買食材，成本就高達30萬韓元(約合人

民幣1817元)。韓媒《世界日報》吐槽，

這吃的不是泡菜，是金菜。

綜合韓國KBS新聞、《世界日報》

報道，以25日為準，韓國壹顆大白菜零

售價達5680韓元（約合34元人民幣），

較2018年上漲60%，較往年上漲約93%。

韓國大白菜價格暴漲，主要原因是

氣象條件惡化導致產量下降。今年9月3

場臺風先後襲擊韓國白菜產地，導致歉

收，加之大白菜栽培面積也較往年減少

17%，預計今秋產量僅為110萬噸左右，

較往年減少21%。

此外，今秋韓國蘿蔔產量也較往年

減少18%，預計每根蘿蔔價格在2000韓

元(約合人民幣12元)左右。

與此同時，辣椒和大蒜等調味材料價格

持穩，但以4人家庭腌制20顆泡菜為準，所

需成本或達30萬韓元，較2018年上漲10%。

韓國統計廳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韓國

秋白菜和秋蘿蔔的的種植面積，縮減到了有

統計以來、近44年的最低值。

在社交媒體上，許多韓國網友感慨

“白菜要漲瘋了”“泡菜都吃不起了”，

不少人放棄自己腌泡菜，轉而購買現成

的袋裝泡菜。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當天

表示，計劃通過擴大供應等措施，穩定

白菜和蘿蔔等食品的價格。

菲棉蘭老島6.6級地震
首府達沃震感強烈

綜合報導 菲律賓棉蘭老島

部分地區29日9時4分發生6.6級

地震，棉蘭老島首府達沃，以及

薩蘭加尼、聖桑托斯將軍城、三

寶顏市等地震感強烈，已有多次

余震。上午10時，達沃市已發市

長通知，要求全市店鋪、商場停

業，學校停課。截至發稿時，尚

無因地震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

失的官方報告。裂縫。棉蘭老島

民眾供圖

中國駐達沃總領館黎林總領

事接受中新社采訪表示，達沃市

區震感強烈，部分市區停電，部

分建築物受損。中國駐達沃總領

館第壹時間通過電話、微信與領

區內華社、中資機構、外派教師

聯系，確認安全情況。截至目前

，沒有中國公民在地震中傷亡的

報告。

據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

（PHIVOLCS）監測，地震震中

位於棉蘭老島哥打巴托省圖魯南

地區（Tulunan in Cotaboto）東北

26公裏處，震源深度7公裏，震

級為6.6級。

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的報

告顯示，此次地震為構造地震，預

計會發生余震，可能造成破壞。

達沃中華中學中文督導王丙

申老師告訴中新社記者，首震

時，該中學正在上課。教工拉

響警鈴，老師們帶領該校中小

學、幼稚園的學生疏散到校園

門外大街人行道或空地上。當

時，在通往校園門口的路上，

王丙申感受到大地晃動至少有

30秒以上，路邊電線桿晃動、

電線擺動非常明顯。9 點 50 分

左右，該校全體師生回到操

場，學生處負責教師傳達學校

放假的決定，宣布校學生電腦

室有裂縫，暫時停用。10時 43

分，正與記者聯系的王老師告

知，大地又在晃動了。

來自達沃的壹段視頻顯示，

當日首次地震時，達沃老街商鋪

裏的人們抱著頭跑上街頭，街道

兩邊建築晃動明顯。

達沃市民提供的照片顯示，

市區壹樁十多層的商業大廈下層

外墻大塊脫落；有超市貨架上的

物品如電風扇、杯盤等，全部震

落。

來自北哥打巴托省 Datu

Montawal村的照片顯示，當天首

震後有土質溝渠出現十多米長幾

十公分寬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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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客批暴徒滋事
迫警驅散累“散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黑衣魔10月31日晚企圖在蘭

桂坊以汽油彈攻擊警員，警方在與蘭桂坊協會溝通後，決定為

安全起見封閉蘭桂坊出入口，以免再發生“人踩人”慘劇。人

流減少，多間酒吧索性提早關門，蘭桂坊協會1日表示，對警

方作出封街和單向出入等安排表示理解，但10月31日晚的情

況對蘭桂坊的酒吧及食肆可說是雪上加霜，生意比往年跌超過

五成。有蘭桂坊酒吧經營者表示，持續多月的暴亂令旅客大

減，對其生意造成嚴重打擊，生意額已大跌三四成。

梁志祥促港鐵向乘客“回水”

Lan Kwai Fong
老蘭萬聖染黑
生意暴跌逾半

◀◀▲▲▶▶多間食肆多間食肆、、酒吧在酒吧在1010月月3131日晚提早關門日晚提早關門。。

 �
■吳樂俊(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批
暴徒趁10月31日是萬聖節，就打着
慶祝的旗號騎劫歡樂的場合，破
壞、堵路及放火，警方遂於10月31
日晚上7時許封鎖整個蘭桂坊，一
眾煽暴派即聲言警方阻止他們“慶
祝”。警方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透
露，收到資訊有人10月31日晚會在
蘭桂坊最繁忙情況下用汽油彈襲擊
警員，加上現場有20名至30名戴着
“V煞”面具者在現場叫口號，為免
人踩人慘劇再次發生，警方經評估
後並獲蘭桂坊協會同意下封閉了蘭
桂坊。

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動）吳
樂俊在記者會上表示，每年萬聖
節，警方都會動用大量警力協助市
民進入蘭桂坊慶祝，而自今年6月
起，公眾活動潛在的風險非常高，

故警方在萬聖節前已經和蘭桂坊協會作出緊
密溝通，確保萬聖節的公共安全，避免慶祝
的市民受暴力事件影響。

他續說，警方收到資訊有人10月31日晚
會在蘭桂坊最繁忙情況下用汽油彈襲擊警員。
當時，警方見到旺角太子已出現暴力情況，
現場則有20名至30名戴着“V煞”面具的人在
現場叫口號，為數400人至500人的未經批准
遊行亦正前往蘭桂坊，“裡面會唔會有暴力傾
向者我哋唔清楚。”因此，警方在晚上7時20
分評估情況後，通知協會有需要封閉蘭桂坊，
協會亦同意決定。

吳樂俊並在會上憶述90年代蘭桂坊的
人踩人慘劇，強調警方倘不用嚴謹
方式處理，令人踩
人事件再次發
生，是大家都不願
看見的。

大批市民10月31日晚外出慶祝萬聖
節，但亦有暴徒以慶祝為“掩護”在港九
多區到處惡意堵路、破壞，迫使警方要在
中環以催淚彈清場，並波及到蘭桂坊。有
當時在蘭桂坊與朋友聚會的市民憶述，當
時不少人即使未飲完酒亦立刻離開，批評
暴徒的行為破壞節日氣氛。

陳先生10月31日晚與朋友在蘭桂坊慶
祝萬聖節，他直言事前也有想過可能有風
險，但萬聖節一年一次，所以最終決定如
常到蘭桂坊慶祝。不過，他們的聚會最終
因暴徒的干擾而要提早結束。

市民張小姐則表示，近月因為多區先
後有暴力衝擊事件發生而減少了外出消遣
次數，“港鐵多個車站因為被暴徒大肆破
壞而要提早收車，晚上回家十分不便，所
以現時下班一般都會盡快回家，要消遣一
般亦會留在所住的地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近
月成為暴徒大肆破壞的目標，港鐵列車服
務一度全面停駛，其後一直提早“收車”
至今，以爭取時間進行維修，港鐵事後雖
然有向月票乘客提供港鐵商店現金券作補
償，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質疑做法
未能直接幫助受影響乘客，要求港鐵直接
“回水”。

梁志祥1日與多名民建聯及新社
聯成員到港鐵總部請願，要求港鐵
直接向月票乘客“回水”，作為就
持續提早“收車”、令部分月票
持有人要另行繳付車資使
用其他交通工具作的
賠償。

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媚1日晨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萬聖節原

本是蘭桂坊一年一度最旺的日子，雖
然《禁蒙面規例》生效後，確對消費者
的心理造成影響，如戴上面具的客人
較往年大幅減少，但仍有不少普通消
遣客，且大部分中環、蘭桂坊商戶10
月31日晚都有開門做生意。

然而，10月31日晚7時開始已有
示威者在中環主要街道集結，張素媚
指，警方後來在中環展開驅散行動，並
開始施放催淚彈，催淚彈的氣味吹到蘭
桂坊的中心區域，有商戶為保障客人和
員工安全而提早關門。對警方基於蘭
桂坊道路斜及窄，擔心即使實施人
潮管制，在突發事故下仍有安全風
險，遂於晚上7時半開始禁止遊人出
入。張素媚直言理解警方安排，惟
10月31日晚的綜合情況對蘭桂坊的
酒吧及食肆可說是雪上加霜。

理解警方封街 只嘆暴亂擾民
她說，不少客人因此而即時取

消訂單，令不少店舖場面冷清，只
有一兩枱客，情況較好的亦只有一
半客人，即使有餐廳推出100港元
任飲優惠作招徠都無客人。保守估
計整體生意跌超過五成，比原先估
計的兩至三成更多。

Jeff是其中一名受害者。他在蘭
桂坊經營酒吧多年，1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持續多月的暴
力衝擊早已對其生意造成嚴重打
擊，“旅客大幅減少，市民的消費
意慾亦受近日的社會事件影響而降

低，生意額已少三四成。”他原本
仍希望可以靠萬聖節彌補之前的損
失，豈料警方早在7時半就不再讓
市民繼續進入蘭桂坊，惟他未有對
此責怪警方，“如果警方不封蘭桂
坊，亦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下月的聖誕節及除夕倒數同樣
是酒吧業生意最好的日子，Jeff被問
及會否擔心萬聖節的情況會重演時
表示，“太長遠了，現時仍未有想
到，但希望各方都可以保持冷靜，
令事件可以和平解決。”

盼業主減租 政府出手招客
另一家蘭桂坊酒吧Tipsy Bird

是另一受害者。10月31日晚不到10
時就關門，令其生意跌超過五成。
酒吧酒保Paul Pecas表示，與去年
10月相比，酒吧10月的生意額跌
50%，而10月通常是生意最好的月
份。“內地人過去給我們帶來了很
多生意，但現在他們不來了，遊客
也不再來了。”他續說，最近幾個
月，Tipsy Bird的兩家姊妹酒吧亦
屢次因暴亂而做不到生意。

6月起的反修例暴力衝擊發展
至今，酒吧晚市大受影響，蘭桂坊
總體生意下跌兩三成。張素媚表
示，雖然特區政府減免牌費，
部分業主亦願意減租共渡時
艱，但蘭桂坊的客源主要由本
地人及海外旅客組成，而自6月
以來，海外旅客香港數字銳減，
她呼籲政府盡快推出措施，尤其針
對海外旅客，以刺激消費。

連連月月騷騷亂亂累累酒酒吧吧賺賺少少四四成成 1100月月期期盼盼最最火火卻卻變變最最冷冷

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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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傳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財經委員
會辦公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全國政

協辦公廳、司法部相關負責人出席1日的新聞發
佈會，並介紹有關情況及答記者問。

堅持“一國”是“兩制”前提基礎
在記者問及港澳問題時，沈春耀指出，按照

“一國兩制”原則治理好香港、澳門，是中國國
家治理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是四中
全會研究討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決定》專門有
一部分圍繞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作
出部署、提出要求，特別強調按照“一國兩制”
治理好香港、澳門，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的方針。要堅持“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
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
於“一國”之內。

圍繞治理港澳提五項任務要求
他說，《決定》圍繞按照“一國兩制”原則

治理好香港、澳門提出了一系列工作任務和要
求：

一是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
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完善特別行政區同
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堅持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
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水平。

二是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
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
法的解釋制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
的各項權力。

三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
量。

四是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
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着力解
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問題。

五是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
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
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澳門同胞國家意識和
愛國精神。

沈春耀強調，將進一步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堅
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絕不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
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
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

四中全會《決定》：健全中央對特區行使全面管治權

一國兩制底線
絕不容許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共中央宣傳部1日上午舉行中共十

九屆四中全會新聞發佈會，全國人大常委

會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

春耀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四中《決定》圍

繞按照“一國兩制”原則治理好香港、澳

門提出了一系列工作任務和要求，包括堅

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

人治澳”，完善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和主

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建立健全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完善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

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以及加強憲法

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等。他強調，將

進一步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

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絕不容忍

任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

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首次將國
家安全問題放入“一國兩制”論述
中，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多位

法律界專家1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至今仍未能實現，核心
問題就是執行力度不夠強，故特區政府應更主動創
造有利條件，同時起用堅韌強悍的人才負責有關工
作，而在立法時可參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國
家安全法的做法，以國際標準去平衡國家安全與人
權保障。

中央高度重視港亂危害國安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敏康表示，公報中關於

港澳台的表述，一方面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
治權，要重視憲法，也要重視基本法；另一方
面，“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是一個新的提法，說明中央已
經對香港目前發生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高度重
視。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自香港回歸以來

一直未有實現，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一個法律真
空，要把這個真空彌補掉。”他認為，香港特區
政府和香港市民都有責任繼續推動23條立法。

顧敏康強調，二十三條立法實際上已有法律
基礎、法律制度，目前來看，最大的問題是二十
三條立法可能會受香港煽暴派千方百計阻攔，
“這就需要香港政府採取強勢手段推進。”

同時，二十三條執行制度亦非常重要，
“這就涉及二十三條的執行機制。”目前，香
港律政司的檢控速度太低，他認為應成立專門
檢控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檢控隊伍。

“（公告）亮點就是要建立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在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看來，香港現有
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根本不夠，但如何令國
家安全法律能夠立法，立法後如何實施，這才
是需要法律專家研究的重點。

倡起用堅韌強悍人落實立法
在馬恩國看來，二十三條立法能否實現，核

心問題就是執行力度不夠強，以及法律沒有人執

行，故建議起用愛國愛港、不折不撓、堅韌強悍
的人才負責推動二十三條立法，以改變風氣。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顧問陳澤銘認為，特
區政府應更主動創造有利條件，完成特區憲制
責任，這對中央與特區關係尤其重要。“當
然，目前香港亂局仍未平定，那就應該開展二
十三條立法的廣泛諮詢。”

他強調，藉此機會可以對香港未來的發展
作一個整體的研究，及教育市民國家安全法為
香港的義務。在具體做法方面，可參考其他普
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國家安全法的做法，以國際
標準去平衡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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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 法新社

■■1111月月11日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舉行中國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舉行中國
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新聞發佈會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新聞發佈會。。 中新社中新社

二十三條立法須強勢推動

■香港動亂嚴重破壞法治，危害國家安全，已引起
中央高度重視。圖為黑衣魔當街縱火。 資料圖片

健全總攬全局制度首度系統描繪圖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共中

央宣傳部1日上午舉行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新聞發佈
會，中央宣傳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財經委員會
辦公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全國政協辦公廳、
司法部有關負責人通報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據介
紹，十九屆四中全會創下兩個“首次”：中共歷史上
第一次用一次中央全會專門研究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
問題並作出決定，以及第一次系統描繪了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的圖譜。

中央宣傳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中央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王曉暉表示，用一次中央全會專門研
究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問題並作出決定，這在中共
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全會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審議通
過了四中全會《決定》。《決定》最大的歷史貢獻
是全面回答了在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上，應該
“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這個重大政
治問題。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金權表示，十九屆
四中全會第一次系統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的圖譜，它由13個部分組成，其中，黨的領導制
度是國家的根本領導制度，它統領和貫穿其它12
個方面的制度。全會着眼於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
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出了6個方面的要求：
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完善堅定維護黨
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
面領導制度，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
度，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完善
全面從嚴治黨制度。這六個方面的制度是構成黨的
領導制度體系的基本要素，必須全面建設好、始終
堅持好、不斷完善和發展好。

擴中收群體 構橄欖結構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表示，十

九屆四中全會的一大創新，是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
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
經濟制度。他指出，今後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範
收入分配秩序，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

韓文秀表示，多年來，中國堅持把公有制為

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基本經濟制
度。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一大創新，就是在此基礎
上，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

他介紹，這次全會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
本經濟制度作了重要部署。第一，要堅持“兩個毫
不動搖”，就是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要發
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第二，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
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要鼓勵勤勞致富，健全勞
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等生產
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機制，健全再分配調節機
制，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
益事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範收入分配秩序，
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第三，要加快完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
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看得見的
手”和“看不見的手”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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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季績亮麗 美國股價急升
收入盈利齊飆40% 中國零售市場續勁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

紹基) 香港經濟陷衰退，大行
紛降全年GDP預測，但11月
開局，港股仍升 194 點報
27,100點，國指亦升89點報
10,622點，成交795億元（港
元，下同）。全周計，恒指累
升433點。展望11月，訊滙證
券行政總裁沈振盈指出，中國
製造業數據優於預期，是大市
向上的主因。但他稱大市仍有
隱憂，例如“習特會”能否在
月內成功舉行，中美能否達成
首階段貿易協議，以及美國在
第四季的消費氣氛能否支撐大
市等。他料恒指 11 月會在
26,000至27,500點間上落。

大市仍欠方向 看好5G相關股
雖然大市目前欠缺方向，

但沈振盈仍看好個別板塊，例
如與5G相關股、電訊股及手
機股等。沈振盈表示，內地推
動5G的發展事在必行，三大
電訊商已推出5G套餐，使得
電訊設備股長期看俏。他建
議，投資者可留意京信、中通
信及小米等股份。另外，長飛
光纖近日顯著向上，可以短線
操作。

10月中國製造業PMI數據
好過預期，新報51.7，是兩年
高位，帶動A股回升，滬深
300 急升 1.7% ，滬指亦升
1%，使得港股全日轉跌為
升。各隻重磅股中，友邦升
1.3%至 79.5元，帶動大市向
上。平保及建行也升逾1%，
舜宇承接近日升勢，再升
2.1%，繼續成升幅最大藍籌，
全周已累升逾11%。

上月賭收好過預期 濠賭股升
手遊股中手游上市第二日

被炒上，全日大漲逾兩成，帶
動另一遊戲股百奧也升5.2%。

澳門公佈10月份博彩收
入，按年下跌3.2%至264.43億
澳門元，較預期的5%跌幅為
佳。若與 9月相比，則上升
20.7%。今年首10個月，澳門
賭收為2,467億澳門元，按年
跌1.8%。賭收數據公佈後，金
沙升1%，澳博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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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在市傳“雙11” 後赴港招股的阿

里巴巴，交出一份亮麗的季度業績。公司1日公佈截至9月底止第二財

季業績，受惠計入螞蟻金服股權的特殊收益，按美國會計準則，季度盈

利725.4億元（人民幣，下同）超市場預期。若撇除一次性收入及其他

項目，按非公認會計準則季度盈利同比增40%至327.5億元。同期集團

收入按年增長40%，至1,190.17億元，也勝市場預期。受季績理想刺

激，阿里巴巴1日晚在美國存託股票盤前曾上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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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稱，集
團擁有龐大消
費者群體，同
時覆蓋面是非
常大。

資料圖片

阿里巴巴第二財季業績撮要
項目

收入
*盈利
*經調整EBITDA
核心商業業務收入
中國零售市場收入
雲計算收入
數碼媒體及娛樂業務收入
攤薄後每股盈利
*按非通用會計準則計算 製表：記者 殷考玲

金額(人民幣)
1,190.17億元

327.5億元
371.01億元
1,012.2億元
757.86億元
92.91億元
72.96億元

13.1元

按年變動
+40%
+40%
+39%
+40%
+40%
+64%
+23%

+36.4%

剔除因獲得螞蟻金服33%股權後確認的一次性收
益及其他事項，阿里巴巴第二財季按照非公認會

計準則的季度盈利同比增長40%至327.50億元，攤薄
後每股美國存託股盈利同比增長36%至13.10元。經
調整EBITDA同比增長39%至371.01億元。期內，非
公認會計準則下的自由現金流達304.88億元。

經調整EBITDA按年增39%
於第二財季，得益於中國零售市場及阿里雲收

入的強勁增長，集團收入同比增長40%至1,190.17億
元。期內，核心商業業務收入達1,012.20億元，同比
提升40%。中國零售市場收入繼續保持強勁增長，
同比上升40%至757.86億元，中國零售商業業務的
客戶管理和佣金收入總計同比增長25%。其中由於
平均點擊單價增加，帶動客戶管理收入同比增長

25%。天貓已付實物商品交易額（GMV）按年增長
26%，主要得益於快速消費品及消費電子品類的強勁
銷售增長。至於季內數碼媒體及娛樂業務收入為
72.96億元，按年增加23%。

移動消費月活躍用戶7.85億
用戶增長方面，截至9月底，集團中國零售市場

的移動月活躍用戶較6月底增長3,000萬，達到7.85
億。截至9月底止12個月，中國零售市場年度活躍消
費者達6.93億，較截至6月底止12個月增長1,900
萬；該增長反映了集團進一步深入滲透至所有地區。

冀助商家年交易額超10萬億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1日表

示，集團成立20周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時刻。

到2024財年底，希望服務超過10億年度活躍消費
者，幫助商家獲得超過10萬億的年交易額。張勇1日
在業績電話會議中表示，“雙11”購物節已獲得市
場廣泛認可，十年以來無論是商家、零售商和品牌商
們都學會了為雙十一活動做充分的準備，今年集團推
出了很多專門為雙十一定製的新產品，同時又與許多
品牌進行了合作，推出雙十一限量定製商品。他又
稱，除國內商家外，也有國際市場的參與，例如是東
南亞地區主流的在線購物網站Lazada，以及全球市
場的網絡購物平台Ali Express。

談及競爭問題，張勇表示該集團有7億日活躍用
戶(DAU)，這群龐大消費者群體不止來源於一二線城
市，更多的來自於低線城市，顯示集團的覆蓋面是非
常大，他留意到在使用時間不到一年的新用戶之中，
看到每用戶平均收入( ARPU)表現均非常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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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隻可愛的四隻可愛的““御貓御貓””並排趴在宮牆上並排趴在宮牆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琳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琳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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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進故宮神武門外西側的小路，遠遠就能看到四隻“御貓”雕
像並排趴在宮牆之上。它們身材渾圓、姿態慵懶，形態各

異，一隻是八字眉的格格造型，一隻是正在思索國事的臣子造
型，一隻手攥珠串兒擺出兇狠的神情，還有一隻則在脖子上掛了
個牌子——“科學擼貓，請勿攀爬”，提醒遊客的同時也不忘賣
萌。

一前一後守衛在神武門外的是兩隻近兩米高的“武官”御貓
雕塑。靠前一點的是身穿黃馬褂的清代御前侍衛，兩條“倒八字
眉”和犀利的眼神使它看起來莊嚴威武，但圓滾滾的身材卻萌感
十足。靠後一點的則是身穿明代飛魚服的錦衣衛，只見它插着
腰、閉着眼神態悠閒，但手裡拿着的小魚乾卻暴露了它的“饞
貓”本色，可愛得讓遊客忍不住伸手撫摸。

貓成景點引流利器
不可否認，當下的貓文化成為很多景點的引流利

器，日本的御誕生寺就因為收養的流浪貓比僧人還
多而吸引了眾多“擼貓一族”前來。有遊客表示，
因為白天遊客較多，很難看到這些網紅御貓，身
為貓奴的她曾多次到故宮尋找可愛的貓咪。現在
有了雕像後，與雕像合影留念可一解心頭之癢。
小朋友們也非常喜歡這些可愛的“御貓”卡通雕
像，“我最喜歡這個格格貓，因為它頭上的花好
看。”

隨着時代變遷，明清時期的宮廷御貓
在故宮裡代代繁衍，世代守衛在宮中。
2014年，在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
的“推廣”下，故宮貓一夜成為家喻
戶曉的明星。單霽翔曾提到，故宮
現在有200多隻貓，每隻都有自己
的名字，比如“鰲拜”、“魯班”
等。如今牠們都是故宮的“保
安”，故宮裡沒有一隻老鼠，這200
多隻貓功不可沒。

文創產品大受歡迎
由於故宮貓深受人們的喜愛，為滿足

遊客“將貓帶回家”的願望，2015年，故宮開
發了“故宮貓”系列文創產品，包括明信片、T恤、水
杯、鑰匙扣、手機殼，俘獲了千萬貓迷的心。去年，故宮還推出
了三款大熱的故宮貓紙膠帶“臥花窗”、“戲欄杆”、“嬉琉
璃”。據說上架不到一個月，一萬兩千條膠帶便售罄。

故宮相關負責人表示，御貓雕塑是結合年輕人喜歡的故宮貓
元素進行製作的，也做了一些萌化處理。預計後期會根據遊客反
映和設計安排，推出更多御貓雕塑。

御貓在故宮是一個神奇的存在，它們數量繁多、

可愛無敵，吸引眾多遊客“朝聖”。近日，故宮神武

門西側迎來了6隻巨型“御貓”卡通雕像，頭戴裝飾的

“格格”乖巧可愛，腰別佩刀的“侍衛”表情威嚴，

頂着烏紗帽的“大臣”則歪着腦袋不知道在想什

麼……其憨態可掬的模樣萌翻遊人，成為故宮新晉的

打卡聖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大殿養貓是故宮的傳統，最
早可追溯到明朝。明朝皇帝在宮
中專門設立了“貓兒房”，選出
天下最美、最可愛的貓，然後送
進宮中成為御貓。清朝還有一個
檔案，專門記錄這些寵物貓的來
歷和名字。如今這些流落在故宮
的貓，有不少留着皇家的血統。

明朝宦官劉若愚在《酌中誌
．內府衙門職掌》中記載：“貓
兒房，近侍三四人，專飼御前有
名分之貓，凡聖心所鍾愛者，亦
加陞管事職銜。”貓兒房是“宮
貓”的管理機構。它的職責不僅
是管理好大量的“宮貓”，還要
在眾多的“宮貓”中選拔佼佼
者，獻給皇帝。據悉，明朝嘉靖
皇帝就是徹頭徹尾的“貓奴”。
他的愛貓“霜眉”去世後賞金棺
裹屍，厚葬於北京萬歲山並賜名

“虯龍塚”。
滄海桑田，昔日的王朝、曾

經的貴胄早已成為故宮的過客，
唯有這些宮貓依舊在這紫禁城中
安家落戶、自由行走。現在雖沒
有了皇家的愛護，但卻在故宮工
作人員的照顧下，生活得更滋
潤。故宮將這些貓一一登記造
冊，並取了名字，從此牠們便成
為了故宮的守護者。如今，登記
在冊且做完絕育的共有181隻。故
宮還設立了宮貓基金、貓賬本，
待遇堪比“五險一金”。

故宮貓也頗具靈性，牠們會
在固定地方上廁所，還不會撓破
宮內珍貴的文物設施；到了晚
上，牠們就變身故宮護衛隊，擔
負起了抓老鼠的工作。一些故宮
貓還成了流量擔當，在微博成為
“網紅”。

明朝曾辦御貓選美
勝出者將獻給皇帝

◀遊客與清代
御前侍衛形象
“御貓”合影
時，手忍不住
摸了摸它的肚
子。 網上圖片

■■民眾紛紛模仿明代錦衣衛形民眾紛紛模仿明代錦衣衛形
象象““御貓御貓””的神態拍照留念的神態拍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琳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琳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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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 募款拚109年完工

用新聞報導手法探究回收流程 獲環署微電影首獎
（綜合報道）資源回收是許多民眾日常生活

習慣，然而不少項目因關注度較低導致回收率低
，台北市立大同高中學生吳若湄以新聞報導手法
拍攝未發泡PS容器回收再利用流程，獲得環保署
微電影比賽首獎。

環保署為提高大眾對於資源回收的關注及參
與，於今年暑假期間舉辦 「2019資源回收大作戰-
微電影創意競賽」，希望透過學生族群的參與、
討論及不同視角，以微電影呈現學生族群眼中的
資源回收；今年活動吸引近百件作品投稿，其中
有8成以上為團體報名。

環保署表示，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已是日常生
活的一個習慣，但還是有些項目或材質，關注度
或回收頻率較低，像是廢電池、廢平板、廢筆記
型電腦、廢未發泡PS容器及廢機動車輛等，因此
今年比賽以此為主題，舉辦微電影創意競賽，並
分成 「國小、國中及高中（職）組」及 「大專院

校組」等2組分開徵件。
其中，在國小、國中及高中（職）組部分，

首獎是由市立大同高中學生吳若湄製作的 「PS環
保服裝大賽」奪得，作品以新聞報導的手法，並
透過耳熟能詳的白雪公主、艾莎公主及張君亞小
妹妹等人物助攻，帶領觀眾一同探究未發泡PS容
器回收再利用流程。

大專院校組部分，首獎是由中國科技大學學
生林旻翰製作的 「回收就是潮」拿下，此作品以
透過講故事跟RAP演唱回收3C產品，生動流暢的
旋律與歌詞，讓人朗朗上口好記憶，馬上讓觀看
者明白哪裡可以回收筆電、平板及手機。

環保署表示，透過學生們用不同視角呈現資
源回收，將生硬的環保知識轉化為生動有趣的影
片，能讓資源回收議題，透過參賽者的資料蒐集
與討論，加深扎根校園的效果。

（中央社） 「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104
年 2 月上路，目前已有 11 族
提出50項項傳統智慧創作專
用權受到保護，需經過族人
或部落申請單位同意才可使
用。

台東馬蘭部落 10 月 22
日成立 「大馬蘭阿美族傳統
智慧保護共同基金管理委員
會」，串連台東26個阿美族
部落，共同保護部落權益。

委員會的代表人羅福慶
今天接受訪問時表示，基金
成立的目的，是要維護文化
的永續發展，現在有 「馬蘭
阿美族飲酒歡樂歌」和 「馬
蘭報訊曲」已經取得專用權
，希望外界如要使用能到馬
蘭來和族人協調報備。

原住民族委員會今天表
示，民國104年2月4日公告

，通過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創作保護條例」，截至今年
10月21日止，計有11個原民
住民族，提出50項傳統智慧
創作保護，經原民會審查通
過。

根據條例第3條， 「所
稱智慧創作，指原住民族傳
統之宗教祭儀、音樂、舞蹈
、歌曲、雕塑、編織、圖案
、服飾、民俗技藝或其他文
化成果之表達」。

原住民族委員會最近積
極宣導讓更多人了解通過的
「傳統智慧創作權」及重要

性，呼籲使用受到保護的智
慧財產需經族人或是部落、
申請團體的同意。

原住民族委員會表示
，為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創作，並促進原住民族文化
發展，藉由原住民族傳統智

慧創作專用權制度，以原住
民族族群、部落內部共識為
基礎，取得智慧創作人授權
，保障專用權人智慧創作，
使傳統智慧創作能夠受到法
律保障。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
宣傳主題曲，有一段高亢的
男聲震撼全球，沒有人發現
這段音樂是來自台灣台東的
阿美族長老郭英男所創作的
「馬蘭阿美族飲酒歡樂歌」

。當宣傳片在台灣電視台播
放時，才被部落年輕人發現
這首歌被盜用。

接著，還有布農族的八
部合音，以及蘭嶼達悟族的
圖騰遭商業使用等問題，引
起國內對原住民傳統智慧的
重視。因此原住民族委員會
制定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
作保護條例」。

11族50項傳統智慧
受保護 使用需經原民同意

（中央社）台灣大學為紀念民國70年陳
屍校園內的校友陳文成，將校內一處空間命
名為 「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台大學生組
織和陳文成基金會今天舉辦募款基金會，希
望廣場能在明年7月前完工。

陳文成是台大數學系校友，在美國拿
到博士學位，積極資助民主運動，民國70年
返台探親，7月2日遭到警備總部約談，7月
3日被發現陳屍於台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旁
，被稱為 「陳文成事件」，至今真相未明。

台大校務會議於104年通過將陳文成陳
屍地點命名為 「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並
於106年完成立牌，不過廣場工程需要新台
幣1200萬元經費，籌措遇到困難，至今還沒
有實現。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和台大學生會
、研究生協會代表今天舉辦記者會為廣場募
款。陳文成二姊陳寶月表示，陳文成已經去
世38年了，至今真相還沒水落石出，陳文成
也沒留下什麼財產，因此廣場才需要大家一
起幫忙募款。

陳文成基金會董事長楊黃美幸說，能
在台大校園內設置紀念廣場，沒有師生的幫
忙是不可能的事。她和陳文成一樣是在1960
、70年代到美國留學，一名關心台灣的年輕

學者，就這樣被殘酷地殺害，讓所有在自由
的美國求學的留學生感到震驚， 「就像是自
己發生一樣」。

楊黃美幸表示，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事
發後，陳文成的父親到美國掛牌請願，前面
寫著 「還我兒子」，後面寫著 「還我真相」
。到現在真相依然沒有出來，許多證據仍被
遮蓋，她不懂這麼明顯的政治謀殺案，為何
不能讓民眾知道。

台大學生會長?峻清表示，在校園內有
個空間紀念陳文成，對公共記憶非常重要，
學生可以透過這個空間瞭解台灣的過去，並
省思未來。他希望募款能夠順利完成，儘速
讓廣場招標開工，明年7月師生就可以在完
工的廣場上舉辦晚會。

峻清說，台灣過去有非常多人犧牲，才
有現在的自由民主， 「我們的責任就是讓這
些事情被記下來」。

台大數學系前系主任陳榮凱表示，陳文
成本是數學界的明日之星，他曾訪談當時的
教師、系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談到，陳文
成事件影響了一整個世代，如今必須想辦法
彌補，避免錯誤繼續發生， 「不要害怕去想
起來這些事情，思索過後才能往前看」。

動保團體彰化縣政府陳情 憂流浪犬暴增動保團體彰化縣政府陳情 憂流浪犬暴增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及彰化縣浪愛回家救護協會等多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及彰化縣浪愛回家救護協會等多

個動物保護團體個動物保護團體，，11日前往彰化縣政府廣場陳情日前往彰化縣政府廣場陳情，，指出彰化縣動物收容所犬隻暴增指出彰化縣動物收容所犬隻暴增，，空間空間
不足不足，，要求縣府重視問題要求縣府重視問題。。

農村調查研討會屏東大學登場農村調查研討會屏東大學登場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系11日聯合舉辦第日聯合舉辦第1515屆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屆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

研討會研討會，，主題為主題為 「「農村調查與社會實踐農村調查與社會實踐」」 。。

古典音樂雜誌古典音樂雜誌MUZIKMUZIK 總銷售超過總銷售超過300300萬冊萬冊
台灣原創古典音樂雜誌台灣原創古典音樂雜誌 「「MUZIKMUZIK古典樂刊古典樂刊」」 從從20062006年年1010月創刊至今月創刊至今，，總共發行總共發行147147期雜期雜

誌誌，，總銷售超過總銷售超過300300萬冊萬冊，，企劃主題涵蓋音樂史企劃主題涵蓋音樂史、、曲目分析曲目分析、、樂曲評論樂曲評論、、台灣古典樂壇的歷史台灣古典樂壇的歷史
軌跡與世界樂壇發生的重大事件等軌跡與世界樂壇發生的重大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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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為了鼓勵連續失業6個月以上青年積極尋職，勞
動部實施 「青年職得好評試辦計畫」，結合深度就業諮詢、階段
性職涯規劃、展現青年求職優勢等，協助青年順利就業。

20歲的小君因家中經濟壓力高中肄業，過去只能偶爾從事
板模工或清潔工等工作，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小君後來到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的就業中心尋求協助，參與
「青年職得好評試辦計畫」，順利錄取禮儀服務人員一職，小君

也確定自己未來的職涯發展，下一步將以考取禮儀師證照為目標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指出，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107
年人力資源調查，15至29歲失業青年約有20萬名，平均失業時
間為近6個月，而長期失業青年則多有職涯目標不清楚的問題。

為了預防青年落入長期失業、不利未來就業，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從今年7月起推動 「青年職得好評試辦計畫」，協助15

至29歲連續失業6個月以上的青年儘早投入職場，除了提供
青年3次以上深度就業諮詢釐清職涯方向，也藉由就業中心所
提供的職涯履歷表（工作卡）向雇主展現青年就業優勢。

發展署表示，如果青年在深度就業諮詢後3個月內就業
，且連續受僱同一雇主3個月以上，也可申請新台幣3萬元的尋
職就業獎勵金，以協助青年朋友及早脫離失（待）業狀態，並累
積工作經歷；截至108年9月底，已超過800名青年參加計畫。

發展署表示， 「青年職得好評試辦計畫」可協助失業青年
釐清職涯方向、提升求職技巧、獎勵積極尋職，歡迎符合資格的
青年到各地就業中心或就業服務站申請參加計畫。

鼓勵失業者尋職 勞動部試辦青年職得好評計畫

（中央社）台灣逐漸轉型成創新經濟，美
國在台協會表示，盼與台灣深化創新、創業的
合作；創新合作的先決條件是網路安全，以保
護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秘密，為此，美台將首度
共同舉辦 「大規模網路攻防演練」。

今年是美國在台協會（AIT）成立40週年
，AIT每個月指定不同主題，彰顯美台之間蓬
勃且多元的交流。AIT發布新聞稿表示，11月
是AIT@40 的 「創新與創業月」，AIT將舉辦
一系列活動，凸顯美台強健的合作關係。

隨著台灣逐漸轉型成創新經濟，AIT指出，
美 國期待與台灣進一步深化在創新與創業的
合作。創新合作的先決條件是強大的網路安全
，以保護智慧財產權和營業秘密；為此，美台
將首度於4日共同舉辦 「大規模網路攻防演練
」。

AIT表示，這項為期5天的網路演練將有
超過10國的資安專家參與。美國將提供因應北
韓網路威脅的經驗，而台灣和區域夥伴將進行
實戰網路演習。

另外，AIT指出，創新創業合作的關鍵是
美國、台灣及其他理念相近的經濟體，其企業
和科學人才能進行活躍的交流。AIT與台灣當
局將於5日在台北舉辦首屆 「人才循環大聯盟
高峰會」，活動將邀請副總統陳建仁致詞、台
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演講。

接著，AIT將於7日舉辦第3次 「數位對
話公共論壇」，聚焦美台軍售等安全合作關係

。國防安全研究院董事長霍守業將出席發表演
講。

AIT表示，12日至14日期間，美國聖地
牙哥港的代表團將訪台，強化美台港口之間的
合作關係，特別是針對海洋廢棄物的循環經濟
解決方案。代表團將於14日下午在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大會論壇分享經驗。

AIT副處長谷立言（Raymond Greene）也
將出席Meet Taipei大會致開幕詞，藉由美台中
小企業工作計畫凸顯美台日漸緊密的新創合作
。

此外，美、台在今年推出 「新創歐普斯
計畫」（StartOpps），整合美國、台灣及東南
亞的新創生態體系。AIT表示，為慶祝 「全球
創業週」，這項計畫將邀請超過20位來自東協
國家的女性創業家來台，了解台灣的女性創業
生態體系並與台灣女性領袖進行交流；他們也
將參加AIT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9日至21日舉
辦的 「中小企業領袖傳承高峰會」。

其他活動包括21日至22日，AIT、立法
委員余宛如、國發會將共同舉辦首屆 「人才循
環大聯盟女力賦權交流展覽」，聚集超過10個
國家婦女協會的領袖。

最後，AIT 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
tensen）將於22日發表 「AIT@40」慶祝活動的
最後一場政策演說，闡述美台民間的密切關係
，包括創業家與創新者的交流。

美台創新合作 AIT：強化網路安全確保智財權

（中央社）環保團體綠色和平日前針對9家
零售通路進行減塑評比，結果無一家業者合格
，為了帶領零售通路帶頭改變，綠色和平將在
北高兩地推動 「無塑示範店」，呼籲通路齊減
塑。

綠色和平日前發布 「2019台灣零售通路業
減塑評比報告」，針對9家企業，包含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資訊透明、倡議與創新等減塑表

現評分，最後結果沒有一家業者減塑合格，最
高分是全聯超市，也才22.7分，顯見通路商在
減塑空間上還大有可為。

而根據綠色和平今年兩項公民科學調查結
果，發現全台九大零售通路中，約 77%的商品
有塑膠包裝，六都家庭每週可能從這些通路中
帶回2.2億件塑膠。

為了能讓零售通路帶頭改變，綠色和平

引進國外超市減塑的創新方案推動 「無塑示範
店」，在店中的蔬菜、水果都以裸裝呈現，零
食乾貨則以儲物分配器等盛裝，洗髮精和沐浴
乳也通通以散裝、裸賣形式示範。

綠色和平減塑專案負責人張凱婷表示，綠
色和平的無塑示範店是以重複使用和重複填充
為原則，展現商品沒有塑膠包裝的可能性，希
望台灣的零售通路企業，能夠帶頭嘗試，系統

性改變提供產品的方式，並儘快承諾減塑。
綠色和平 「無塑示範店」將在北高兩地登

場，1 日至10 日在台北信義新天地香緹大道，
13至17日在捷運劍南站，12月7日至15日在高
雄巨蛋廣場，邀請民眾親身體驗無塑的購物環
境。

環團推無塑示範店盼領零售通路減塑

菊島澎湖跨海馬拉松菊島澎湖跨海馬拉松33日起跑日起跑
20192019菊島澎湖跨海馬拉松菊島澎湖跨海馬拉松33日起跑日起跑，，20002000多名選手將從西嶼一路跑回馬公多名選手將從西嶼一路跑回馬公，，沿途可在美麗沿途可在美麗

海灣賽道上海灣賽道上，，欣賞海天美景欣賞海天美景，，還可一路品嚐在地的特色美食還可一路品嚐在地的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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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L E B R A T I O N

JOIN THE PINES AT BELLAIRE FOR OUR

FRIDAY
星期五 NOV 8TH

十一月八号

AT
12PM-4PM
中午十二点至下午四点

Come be one of the first to see our beautiful
Assisted Living and Memory Care senior community
成为第一批观赏幸运儿参观我们美丽的生活辅助和失智护理养老院

Take a tour, enjoy live music, refreshments and prizes
现场参观，享受音乐，茶点和奖品

RVSP to 请致电回复  Katie Li at 346.220.5452
or via email at 或邮件回复至  outreach.pines@tarantino.com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 Houston, TX 77072
www.pinesatbellaire.com

Exclusively Managed By:
Tarantino Propert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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