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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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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請關註我們
的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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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December 21, 2019

【綜合報導】據美聯社報導，
杜魯道（Justin Trudeau）表示，加
國一直以來與美國合作，說服北京
釋放商人史佩弗（Michael Spavor）
和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
）。杜魯道接受魁北克電視台TVA
訪問指出，若如果無法解決孟晚舟
和兩名加拿大人的問題，美國不應
與大陸簽署最終且完整的協議。

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同日也說，美陸雙方會
在明年 1 月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根據這項協議，美國農產品將在
未來兩年加倍出口至大陸。不過報
導也強調，並不清楚杜魯道所指的
最終協議，即是指美陸貿易協議，
這項協議或更完整協議都尚未簽署
。

孟晚舟因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
制裁令以及對銀行詐欺，在川普政
府要求下於去年12月在加拿大轉機
時遭加警逮捕。但有別兩名仍在獄
中的加國公民，受限制出境的孟晚
舟目前住在溫哥華的豪宅，繼續與

加國政府打引渡官司。
自孟晚舟案後，不僅陸加兩國

關係緊張，官方互動幾近停擺，渥
太華當局想與北京溝通，但都石沉
大海，被北京忽略不予回應。由於
華為身處於美陸貿易戰戰火中，讓
孟晚舟案特別敏感。美國總統川普
先前曾說，若對貿易談判或者國家
利益有利，當然會介入孟晚舟案；
不過美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
peo）表示，孟晚舟不會是美陸貿易
戰中的籌碼。((路透社路透社))

加總理籲美加總理籲美 勿簽貿易協議勿簽貿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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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降雪過後，沈陽森林動物園熊貓館室外場館外被壹層厚厚的白雪覆蓋，大熊貓在雪地裏進食、玩耍，享受“戲

”雪的快樂。圖為沈陽森林動物園的大熊貓在雪地裏玩耍。

2019年12月9日，貴州省黔南布衣族自治州，獨山縣北部壹座微縮版山寨“紫禁城”頗具規模。城墻內，三座赤墻黃瓦的大

殿“正襟危坐”，數十棟青磚黛瓦、古樸俊秀的仿古建築縱橫排列，讓人不禁有壹種誤入“皇家園林”的錯覺。這是獨山縣

斥巨資打造的州府、學宮景觀，也被當地群眾稱為獨山版“紫禁城”。2015年底以來，該縣決定啟動規劃打造漢代毋斂古國

，包括建設州署、學宮、守備署、三大廟等，根據黔南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相關公示，獨山縣毋斂古國核心區建設項目投資

高達22.27億元。

近日，美國邁阿密海灘，意大利藝術家毛裏齊奧· 卡泰蘭的作品《喜劇演員》在巴

塞爾藝術展上展出。該作品由兩部分組成：壹段灰色膠帶及壹根香蕉。據媒體報道

，之前的壹根香蕉被人以12萬美元的價格買走，更令人驚奇的是，這已經是該藝術

展上售出的第2根香蕉，而最新展出的第3根香蕉更是提價到15萬美元。

12月12日，松花江哈爾濱段已經進入采冰季，大批采冰人在千裏冰封的江面上進

行采冰作業。他們使用冰釬、冰鋸、冰鉤等傳統采冰工具，合力開采冰塊、拉出

水面、裝車運送，為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建造輸送冰材。圖為采冰工人用冰

釬戳進鋸開的冰縫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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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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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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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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英相強生脫歐法案二讀通過
來年完成立法

（綜合報導）今年 7 月，日本經濟產業省以
「日韓互信關係明顯受損為由，加強對南韓三種

高科技材料的出口管制，引發兩國關係緊張。不
過日媒20日報導，日本政府對相關出口管制政策
進行調整。南韓青瓦台對此表示審慎歡迎，但稱
此舉不足以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

據報導，日本經濟產業省表示，將通過簡化
最近受到限制的三種產品之一的相關程序，部分
鬆綁對南韓的出口限制。關於塗覆在基板上的感
光劑 「光刻膠（抗蝕劑）」，調整在特定企業間
交易的運用。該原料主要用於半導體生產。

此外，根據出口合約，相關材料需要單獨申
請並獲得批准不變，但批准的期限從過去的半年

延長到3年。報導指出，這是今年7月日本對韓實
施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之後、首次進行重新評估
。

日本放寬部分出口管制的時機，正值第8次中
日韓會議即將舉行之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南
韓總統文在寅將在24日順便進行雙邊會談。這是
兩人去年9月以來的首次正式會談，議題可望包括
二戰強徵勞工以及對韓出口管制等。

對此，南韓青瓦台表示，這次措施是由日本
政府主動採取的，雖然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分進展
，但是作為對出口限制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案，並
不夠。

日本放寬對南韓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日本放寬對南韓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

南韓這麼回應南韓這麼回應

（綜合報導）英國下議院今天以358票對234票，表決通過
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的脫歐法案二讀，並表決通過法案時
程，接下來將進入短暫休會，來年再戰，完成審查與立法程序。

英國2017年啟動脫歐程序後一直深陷泥淖，因為執政黨在
下議院沒有足夠優勢而無法通過脫歐法案。不過，一切僵局都在
上週大選後被打破。保守黨在下議院650席中拿下365席，這讓
保守黨在國會取得高達80席優勢，通過任何法案都是勢如破竹
。

下議院下午率先表決脫歐協議法案，以358票贊成，234票
反對，多達124票差距通過。

由於保守黨擁有極大優勢，因此這場表決大致淪為形式，雖
然工黨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杯葛法案，表示要讓英國以
「更好、更公平」的方式脫歐，但工黨只剩203席，反對力道不

足以撼動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有6名工黨議員倒戈支持強生的法案，並有

32名工黨議員選擇棄權，無視柯賓指令。
下議院接著進行第二項時程表決，以353票贊成，243票反

對通過，將依照強生政府制定的時程推動脫歐法案立法。
強生取得下議院優勢後，不到 1 小時完成了前首相梅伊

（Theresa May）曾經夢寐以求的進度。
強生在表決前的辯論階段發言表示，他會學習上一位首相的

教訓，拒絕進一步拖延脫歐。他表示： 「這（法案）會確保我們
在1月31日脫歐，到時候脫歐會大功告成，一切都會結束。延續
過去3年的事件會告一段落，我們將能繼續向前邁進。」

法案通過二讀後，議員接下來將休假過耶誕節和跨年，並依
據政府設定的時程表，於明年1月7日回到國會辯論。辯論預料

一連進行2天，並在第3天1月9日最後表決，隨後送往上議院。
政府矢言在1月31日之前完成立法。

英國脫歐後將進入過渡期，與歐盟展開貿易協定談判，並於
2020年12月31日結束過渡期。不過，若是貿易協定在過渡期結
束前沒有完成，而英國又沒有延長過渡期，英國可能又一次落入
與無協議脫歐相同的處境。

強生選前一再重申不會延長過渡期，甚至這次表決通過的
脫歐協議中，也設下延長過渡期的禁令，堅稱能在期限內達成任
務。

然而，歐盟方面對此並不樂觀，英國 「獨立報」之前獨家取
得歐盟負責英國脫歐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的私下錄音。他表示，
脫歐貿易談判在2021年前無望完成。



AA44要聞速讀3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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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疆鳴不平 歐洲議會通過決議籲制裁中國官員

（綜合報導）印度國會上周通過《公民身份法》修
正案，排斥穆斯林移民入籍，引爆全國示威抗議潮。莫
迪政府因應之道是援引《刑事訴訟法典》（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144條，頒佈集會禁令，禁止民
眾在首都新德里部份地區、德里（Delhi）、人口最多的
北方邦（Uttar Pradesh）與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地
區集會。不過根據香港01新聞網報導，印度一些專家質
疑，印度引用的是源自殖民時期的惡法，目的是扼殺憲
法保障的言論與集會自由。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44條，禁止4人或4人以
上在公眾地方集會，違者就是非法集會。而阻止執法人
員驅散非法集會亦屬違法。再者，政府也可引用條例截
斷通訊。法令最長可實施兩個月，邦政府有權延長法令

最多至六個月。違反法令最高可被判監禁三年。不過大
部份情況下，示威者被捕後數小時會獲釋。

也因為這個法令，印度當局下令兩大電信公司伏德
風集團（Vodafone）與巴帝電信（Bharti Airtel）對首都
新德里部份地區斷訊，讓民眾無法上網傳簡訊、收發郵
件，當然也無法登入社群網站，簡直回到 「石器時代」
。

但政府的打壓並無法阻止示威潮。學界、娛樂圈人
士紛紛加入學生為主的抗議活動，連帶也讓反公民法的
抗議活動獲得更多關注。印度知名歷史學者古哈（Ra-
machandra Guha）在科技大城班加羅爾抗議遭到逮捕，
古哈指出： 「我是在非暴力抗議，但政府就是要阻止我
們。」

（綜合報導）歐洲議會不滿新疆少數民族維吾爾人所受待遇
，今天通過決議對北京當局發出最新抨擊，並呼籲鎖定中國官員
實施制裁。

根據今天通過的決議，歐洲議會議員表示，歐盟目前採取的
措施，並未使中國的人權紀錄明顯改善，而且過去這一年更為惡
化。

歐洲議會發表聲明指出： 「歐洲議會議員呼籲歐洲理事會，
若是認為適當且有效，應對嚴厲打壓新疆基本人權的中國官員採
行針對性制裁，並凍結資產。」

聲明說： 「（歐洲議會議員）敦促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對刑
事犯罪未經任何起訴、審判或定罪程序即任意拘押的作法，並立
即且無條件釋放所有遭拘禁的人，包括今年沙卡洛夫獎（Sakha-
rov Prize）得主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中國把約百萬維吾爾人與其他大都也是穆斯林的少數民族關
押再教育營區，面臨國際社會日益高漲譴責。

北京起初否認再教育營的存在，不過如今改口這些營區是為
了反恐需要而設立的 「職業訓練中心」。

上個月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取得一份403

頁的文件，披露北京在新疆鎮壓多數是穆斯林的少數民族，內容
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未公開演說中，呼籲官員對付極端分
子要 「毫不留情」。

對於歐洲議會通過主張制裁中國官員的決議，北京呼籲歐洲
議會 「拋棄他們反恐的雙重標準」，並停止 「干預中國內政」。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中指出： 「比起遠在歐
洲而且從未到訪新疆的那些人，新疆人與中國人民更有權力（就
新疆的情勢）表達意見。」

（綜合報導）印度與美國舉行外交與國防部長2+2對話，雙
邊擴大 「21世紀國防夥伴關係」，今後將加強聯合軍演等合作；
同時簽署工業安全附件與科技合作，以支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印
太地區。

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國防部
長辛赫（Rajnath Singh）18日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
peo）、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在華盛頓出席印美2+2對
話後，19日拜會美國總統川普，但當天正好是美國眾議院通過彈
劾川普案。

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今天指出，印度和美國在2+2對
話的公開場合與聲明內容中雖未提到中國威脅，但雙方聲明強調
，印美將透過外交與國防部長間新建立的安全管道，就新發展保

持定期交流，在共同努力支持一個自由、開放且包容的印太地區
的承諾下，解決區域與全球威脅及提高海上安全。

報導說，雙方同意不讓 「國內政治上的噪音和愚蠢」分散美
國發展關鍵戰略夥伴關係的注意力，加深印美兩國間的合作。

印度總理莫迪政府最近面臨全國愈來愈惡化的反新公民法抗
議聲浪，美國總統川普也面臨國會彈劾問題。

但印美雙方未受影響，仍討論且準備擴大雙邊 「21世紀國防
夥伴關係」，雙方也歡迎透過雙邊首次三軍聯合軍演、更多資訊
分享、擴大的國防貿易、派遣聯絡官及雙邊這次簽署促進印美民
間國防工業合作的印美工業安全附件（Industrial Security Annex,
ISA）等方式，達到印美軍方之間前所未有的合作水準。

報導指出，從一些實際狀況可看出印美間的國防合作已經擴

大，例如印度過去在海上問題主要與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打交道，
但現在合作與聯繫的範圍擴大到美軍中央司令部（CENTCOM
），和職權範圍延伸到印度西部的美軍非洲司令部。

展望未來，印美雙方還承諾在水管理、海洋、太空及司法等
方面的合作，雙方也簽署包括ISA、印美科技合作協定（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greement）等一系列正式與非正式
協定。

儘管中國已經取代巴基斯坦成為印度主要安全問題，但印美
仍關注巴基斯坦如何制止恐怖主義的問題，印美2+2與會部長們
呼籲巴基斯坦應採取立即、持續且不可逆轉的行動，確保沒有巴
國控制下的領土被用來以任何方式，對其他國家採取恐怖攻擊行
動。

印美擴大21世紀國防夥伴關係 深化戰略合作

印度援引殖民時期惡法
民眾怒不能上網民眾怒不能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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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本科文憑發放將改電子模式
成本降八成

綜合報導 巴西教育部宣布，巴西的高等教育機構將采用文憑發放

的新模式：電子文憑。教育部表示，采取這項措施的目的是降低成本以

及讓青年畢業生就業更加靈活。

據報道，巴西教育部高等教育局局長儒尼奧爾(Arnaldo Bar-

bosa Júnior)說：“當學生從高等教育機構畢業時，就業能力會

變得更高，這就是我們創造的成果，現在又加上了壹項數字化

服務。”

830萬巴西本科生將會采用這種新方式，並從電子文憑的第壹個實

施階段中獲益。不過，電子文憑的發放不適用於繼續教育、碩士以及博

士階段。

電子文憑試點項目在聖卡塔琳娜州聯邦大學(UFSC)進行。發放電

子文憑可以讓教育部對文憑驗證並以及數字化簽名的時間縮短至15

天，此前，大部分巴西高等教育機構的文憑發放時間為90天，時間

大大減少。

此外，發放數字文憑的經濟成本也大幅下降。儒尼奧爾表示，該措

施可為印制文憑的機構每年節省4800萬雷亞爾。監督UFSC試點項目的

簡· 瑪蒂娜(Jean Martina)解釋說，物流成本將會大大降低。“紙質文憑的

發放成本為390.26雷亞爾，而數字版本的成本剛剛超過85雷亞爾。最大

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節省紙張，而電子版本可以在任何手機上查看。”

她說。

此外，電子版本的文憑也是真實性的保證，因為任何人都可以查閱

教育部提供的電子記錄數據庫，可以通過手機軟件或者網站來驗證。

“電子文憑主要是保障程序的簡化。文憑驗證的過程非常漫長，可能需

要120天的時間，甚至很多時候會超過規定的期限。我們必須確保減少

官僚程序，最重要的是，通過打擊非法和虛假文憑來保障安全。”儒尼

奧爾說。

據悉，教育機構有兩年時間來完全過渡到電子文憑模式。此外，在

采取該項措施之前獲得高等教育文憑的往屆學生，也可以申請電子版本

的文憑，但需要遵守相關規定並支付相關費用。

意大利女性時薪平均為10.81歐元
男女薪差正在縮小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2017年意大利薪酬差別”

調查分析報告顯示，意大利女性時薪平均為10.81歐元，低於男性時薪

平均值11.61歐元的7.4%。與2014年相比，該數據顯示意大利男女的薪

差正在不斷縮小。

據報道，調查數據顯示，2017年，具有大專學歷的時薪平均為13.85

歐元，比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時薪高出3.12歐元。而具有中學學歷的人

與只有小學學歷的人相比，工資高出了7.5%。

綜合勞動市場調查資料，2017年，意大利16至29歲年齡段青年人

時薪平均為10.03歐元，年齡大於50歲的勞動者時薪平均為12.46歐元。

社會平均時薪為11.53歐元，較在意外國移民時薪高出1.40歐元，相差

13.8%。

在意大利西北地區，勞動雇傭關系活躍者占勞動市場人總數的

31.4%，南部為17.1%，島嶼地區為6.7%。從行業方面看，意大利金融、

保險等行業的最高時薪為22.56歐元。與2014年相比，2017年，意大利

社會時薪平均增加了2.3%。而員工人數少於10人的企業，時薪平均增加

了2.5%，南部地區則降低了16.2%。

澳新州再陷緊急狀態：
迎40度高溫 百場林火燃燒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林火仍在持續

肆虐。近日，新南威爾士州第二次宣

布進入緊急狀態。目前，全州仍有近

百場林火在燃燒。由於該州迎來40度

高溫，林火威脅依然持續，多地面臨

嚴峻挑戰。

新州州長貝瑞吉克蓮(Gladys Berejik-

lian)稱緊急狀態將維持7天。她與新州鄉

村消防處(RFS)處長和廳長每日都會討論

此事宜，聽取了專家的建議，“因為我

們明白不能草率行事，只有在極端情況

下為之。”不過，貝瑞吉克蓮指出，她

尚未通報澳總理莫裏森。

上壹次新州進入緊急狀態是於11月

中旬，在“災難級”的火災危險下也持

續了7天。 緊急狀態下，允許政府移交

有關權力給新州鄉村消防處處長，包括

管控和協調資源分配的權力，以及在已

宣布(處於緊急狀態)的某個地區疏散屋

內人員的權力。

RFS處長菲茨西蒙斯(Shane Fitzsim-

mons)表示，尤其擔憂的是即將來襲的熱

浪，以及全州不斷上升的

煙霧濃度所造成的健康影

響。“在過去7天，我們針

對出現呼吸系統癥狀患者

的出勤量增加了 10%。這

確實是需要特別留意的人

群。”

由於日前持續壹整天

的極端高溫，危險的火險

天氣條件繼續威脅新州大

片區域。目前，全州仍有

多達100場林火肆虐。在仍

在燃燒的林火中，有過半數未得到控制。

新州已在17日宣布全州實施為期4

天的全面禁火令。悉尼西北部戈斯珀斯

山火情尤其令人擔憂。目前，大火仍在

沃萊米國家公園的多條防火線上燃燒，

火勢仍然失控。

RFS已向大悉尼、伊拉瓦拉、肖爾

黑文、南部山脈地區發出極端火災危險

警告。未來幾天，由於氣溫飆升、不穩

定的風助燃野火，消防員將面臨“巨大

挑戰”。

貝瑞吉克蓮提醒稱，可能會有“令

人極其擔憂”的風將余火吹過防火線很

遠。菲茨西蒙斯早前也說：“熱浪將於

19日開始移向全新州，21日情況更為惡

化。我們將在大約15個小時內面臨持續

的高度火災危險。”

據報道，氣象局預計，新州內陸大

部分地區將迎來40度左右的高溫，悉尼

CBD以西地區氣溫預計也將升至41度。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譴責工黨路線錯誤
工黨或首迎女黨魁

英國前首相、工黨政治家布萊爾敦

促工黨摒棄黨魁科爾賓的政治路線，否

則將會被取代。另壹方面，壹些工黨人

士表示，他們有意參與新任工黨領袖的

競選。

【布萊爾：科爾賓路線錯誤】
據報道，12月12日，英國工黨經歷

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選舉失

利，連英格蘭北部的傳統票倉都沒有保

住。目前，工黨進入了自我反省的階段

，工黨黨魁科爾賓表示將會辭職。

壹些分析人士將工黨的失敗歸因於

它對中間派的排斥。智庫“變化中的歐

洲”(Changing Europe)的分析師蒂姆•貝

爾(Tim Bale)指出，“選民與工黨之間的

疏遠正在慢慢燃燒，這主要是因為他們

覺得，工黨不再真正反映他們在文化問

題上的價值觀。”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則認為，科爾賓

在英國是不是歐盟成員國身份問題上

“幾乎滑稽地優柔寡斷”。

布萊爾在倫敦的壹次演講中說:“在

這個英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上缺乏領導

力，這加深了人們對傑裏米· 科爾賓的

懷疑。”

他還說，工黨現在必須“重振雄風

，成為英國政治中嚴肅、進步、非保守

派的權力競爭者；或者放棄這壹雄心，

隨著時間的流失慢慢被取代。”

報道稱，科爾賓曾承諾選民，若工

黨贏得大選，他將大幅增加公共開支，

在壹些領域實行國有化政策，並對富人

征稅。

布萊爾說，這個“願望清單”如果

付諸實施，將會造成混亂。他說:“任何

傻瓜都可以免費承諾壹切，但人民沒

有被愚弄”，“他們知道生活不是那

樣的。”

據悉，布萊爾於 1997 年至 2007 年

間擔任英國首相，不過，他支持 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決定曾受到各界

的批評。

法新社分析稱，布萊爾提倡中間派

的“新工黨”政策，並在世界舞臺上扮

演領導角色，這在經濟增長時期吸引了

英國人。英國工黨現在必須做出選擇，

是采用類似的意識形態，還是繼續推行

科爾賓執政以來壹直倡導的左翼願景。

【工黨或首迎女黨魁】
據了解，盡管遴選科爾賓繼任者的

工作要到2020年1月份才開始，但幾位

著名的工黨人士已經表示，他們有意參

加壹場領導權的角逐。目前，在有意參

與黨魁競選的7位議員中，6位都是女性

，外界預測，工黨或將迎來史上首位女

黨魁。

據報道，新黨魁的競爭預計2020年

1月開始，將持續12周。外界預計可能

參選的6位女議員包括菲利普斯、莉薩·

南迪、艾米莉· 索恩伯裏、隆─貝利、雷

納和伊薇特· 珀；影子脫歐事務大臣凱

爾· 斯塔莫也可能加入競爭。14日，有工

黨內部消息指，科爾賓推薦影子商業大

臣隆─貝利為自己的繼任者。

據悉，國會議員麗貝卡· 隆-貝利(Re-

becca Long-Bailey)是壹顆冉冉升起的政

壇“新星”，她壹直忠實地為科爾賓辯

護。在這場預計將有幾位傑出女性參加

的領導人競選中，她已成為早期的熱門

人選。

她身著婚紗舉行盛大婚禮
“新郎”卻是壹張地毯？

綜合報導 當英國女孩貝

琪的朋友對她說，如果妳這

麼深愛妳的毯子，幹脆“嫁

給它”時，沒人會想到這事

還有下文。然而近日，26歲

的貝琪真的舉行了婚禮，嫁

給了她的藍色地毯！

幾日前，在眾多親友的

見證下，貝琪穿著傳統的

白色婚紗，對她的藍色地

毯“Mat”莊嚴宣誓，“到

死不分離”。如今，他們

正在曼徹斯特的家裏“度

蜜月”。

“壹年前我將 Mat 買回

家，此後便壹直對所有人描述

我有多愛它。” 貝琪說，“我

的朋友經常開玩笑稱，妳這麼

愛它，幹脆嫁給它吧。”

她表示自己平常花費很

多時間“照顧”Mat，定時清

潔，以保證它看起來整潔如

新。貝琪稱，她不能想象沒

有它的日子。

報道稱，貝琪是壹個單

親媽媽，她的兩個孩子經常

在該地毯上玩耍，貝琪總是

在睡前用去汙劑清潔孩子們

留下的所有汙漬。

“我有點著迷於Mat。當

孩子們上床睡覺時，我經常

會和它壹起躺下來，告訴它

我最私密的想法。” 貝琪

稱，“我是壹個單親媽媽，

所以它成了知己，當我們在

壹起時，我似乎總是能夠正

確思考問題。”

報道稱，雖然貝琪“嫁”

給地毯的事聽著有些離奇，但她

不是唯壹壹個愛上親密物件

的人。此前，來自英國利茲

的壹名35歲女性，稱她與許

多 燈 具 談 戀 愛 ， 並 打 算

“嫁”給壹個枝形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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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周三表決通
過 「濫權」及 「妨礙國會」兩項彈劾條款，民
主黨內部異見浮現。川普周四宣布，兩項條款
都跑票到挺川普陣營的民主黨籍眾議員范德魯
（Jeff Van Drew），確定退出民主黨、加入共
和黨。眾議院共435席，民主黨籍議員將減為
232 人、共和黨增至 198 人，另有無黨籍一人
和4席懸缺。

兩項彈劾條款表決中，有出席的共和黨籍
眾議員無人跑票，全投反對票護主，而民主黨
內部聲音則有點不一致。紐澤西州眾議員范德
魯、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彼得森（Collin Peterson
），對兩項條款都投反對票；緬因州眾議員高
登（Jared Golden）對川普 「濫權」投下同意票
，但認為 「妨礙國會」的情節不嚴重，因此投
反對。正在競逐總統參選提名的夏威夷州眾議
員賈巴德（Tulsi Gabbard），兩項都只投了
「出席」票，而不表態。

范德魯向來是較挺川普的民主黨人，且其
出身的紐澤西州第二選區，在上屆總統大選時
支持川普，川普在此贏得票數比希拉蕊（Hl-
iary Clinton）多4.6%。美國媒體已預測到，范
德魯在彈劾條款表決時會支持川普，問及范德

魯為何不早退黨，他僅表示，自己是以民主黨
人的身分當選眾議員，因此維持黨員身份投票
，是適當的。

范德魯原是牙醫，去年期中選舉才首次當
選為眾議員。《華盛頓郵報》報導，范德魯上
周五悄悄抵達白宮，與川普閉門會面，現場兩
名電視記者一時還沒認出這位新手眾議員。范
德魯周四在白宮與川普一同亮相，由川普宣布
，范德魯退出民主黨、加入共和黨；副總統潘
斯（Mike Pence）、白宮顧問康薇（Kellyanne
）、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
thy）等人也在現場力挺。

另一名投票支持川普的明尼蘇達州眾議員
彼得森，是立場最保守的民主黨人之一，支持
修築美墨邊境圍牆、反對墮胎；彼得森曾表示
，自己也在退黨邊緣，但最終決定繼續撐住。
只投 「出席」的夏威夷州眾議員賈巴德，曾因
捍衛川普與俄羅斯之間關係、又獲俄國媒體宣
傳，被競選總統的前輩希拉蕊影射為 「俄羅斯
支持的對象」；賈巴德競選總統的民調支持率
未曾進入領先群，也無緣參加下一輪初選電視
辯論。

此外，未出席彈劾條款表決的眾議員，民

主黨有一人、共和黨有兩人。民主黨強推彈劾
的副作用，除了使黨內分歧浮上檯面，民意方
面也受到挫折。蓋洛普最新民調顯示，自民主
黨發動彈劾調查以來，肯定川普政績的選民從

39%提升到45%，更團結了共和黨人；89%共和
黨選民肯定川普，是川普就職總統以來最高峰
。

強推彈劾副作用
美民主黨眾議員退黨轉入共和黨退黨轉入共和黨

裴洛西扣住彈劾案 逼共和黨公平審判
（綜合報導）已成川普最大眼中釘的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在前晚眾院全院表決過關對川普彈劾條款後，卻不願
明說她何時或會不會把彈劾條款送交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展開
審判。因為她看準共和黨只想速戰速決避免影響明年總統大選
，打算使出拖延招數，扣下彈劾條款，逼迫共和黨在參院審判
形式上讓步，舉行公平審判。

裴洛西（Nancy Pelosi）於美國時間前天晚上，在眾院通過
彈劾川普濫權、妨礙國會兩項條款後，大讚支持彈劾的民主黨
眾議員很有道德勇氣，稱前天是對美國《憲法》很重要的一天
。但她隨即表示，民主黨還無法交出將在參院審判執行檢察官
職責的 「彈劾主管」（impeachment managers）名單， 「在我們
確定參院審判程序前，無法定出彈劾主管人選，我希望很快就
能塵埃落定……至今我們尚未看到對民主黨公平的程序，希望
參院能舉行公平審判，屆時我們才會派彈劾主管過去。」彈劾
主管依法由眾議員擔任。民主黨大老西奇里尼（David Cicilline
）解釋，裴洛西得先確定參院的審判程序，才能決定要讓哪些

眾議員擔任彈劾主管。
被問到會否把彈劾條款送交參院，裴洛西答道： 「我們原

本是這樣打算，但得看參院決定要怎麼審判。」她並批評，
「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居然說，陪審團

團長跟被告律師合作是OK的，這在我們聽起來很不OK。」
麥康奈本周打槍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說要
在參院審判傳喚多名新證人的要求，並毫不諱言他將跟白宮合
作， 「我不是個公正的陪審員。」

麥康奈屬意速速結束參院審判，彈劾條款送到參議院後，
將由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茲擔任主審，眾院彈劾主管
扮演檢察官羅列川普罪狀，再由川普聘請律師進行辯護，100
名參議員組成陪審團，得有67名參議員同意，川普才會被罷免
，但共和黨在參院有過半優勢，川普下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則爭取擴大審判，傳喚先前未在眾院調
查時出庭作證過的證人，像是白宮代理幕僚長穆瓦尼、前國家
安全顧問波頓等，希望把川普拉下來，但國會上次審判偷吃白

宮實習生還說謊的柯林頓總統時，也沒有傳喚證人出庭。
眾院司法委員會彈劾顧問、哈佛大學法學院憲法教授特賴

布，大力鼓吹民主黨扣住條款施壓共和黨， 「全民有權看到一
個有意義的審判，而不是隨隨便便就得到一個無罪判決。」民
主黨籍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謝安達主張，參院在舉行對川普公
平的審判之餘，也應該給美國人民一個公平的審判。
民主黨籍眾議員布盧門瑙爾（Earl Blumenauer）警告，若麥康
奈不同意讓民主黨傳喚證人作證並舉行公平審判，民主黨可能
無限期扣押條款，擴大調查川普。但此舉也可能讓激戰區的民
主黨國會議員候選人不開心，怕拖累選情。

眾院前天通過彈劾川普條款後，接下來民主黨籍的眾院司
法委員會主席納德勒（Jerrold Nadler）或指定人，隨時都可能
要求表決提名彈劾主管的決議文，法律並未規定必須在何時之
前表決。但眾議院昨休會，明年1月7日才會復會，裴洛西若
扣住條款延後送交參議院，將無法趕上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訂
下的1月6日開審。

技術移民綠卡申請積壓80萬件 美國會謀求對策
（綜合報導）美國目前估計累積80萬技術移民居留權的申

請個案，當中超過七成是印度移民。國會提出的《高技術移民
公平法案（Fairness for High-Skilled Immigrants Act）》，可望
縮短印度移民的等待時間。法案已獲眾議院通過，但在參議院
受到民主黨反對，認為會將其他國家移民的等候時間延長至17
年，法案的修訂版本於17日再提交參議院，目前未知能否再次
闖關成功。

技術移民綠卡配額自1990年以來一直不變，每年只有14
萬個，而各個國家移民的所佔配額比率不可多於7%。因為當年
的科技潮，大批印度移民獲聘到美國工作，加上多個因素，導
致印度移民的技術移民綠卡申請大量積壓，估計現在80萬件申
請中，佔七成半是印度移民。其次是中國移民。

擁有博士學位，55歲的恰布拉（Yogi Chhabra）從事腎臟

移植研究，在美國已經21年。為符合綠卡申請配額限制，恰布
拉讓薪資保持在符合申請綠卡資格的水準，多年來都拒絕升職
，已經在同一職位工作了20年。 「他們說，按現在的速度，可
能要等100年，我已經55歲了，我沒這麼長的生命去等。」

恰布拉當年帶著長子來到美國，三歲稚子現年已23歲，一
直在美國長大並接受教育。由於綠卡申請者的 「家人」資格為
21歲或以下，恰布拉的兒子若無法在8個月內找到正職，就要
返回他完全不認識的家鄉印度。

印度移民改革倡議團體 Immigration Voice 領袖卡浦爾
（Aman Kapoor）強調，印度移民申請案件積壓的情況必須解
決。否則申請者會等到死亡，又或是他們的子女已屆成年要離
境。大部份申請者因此承受重大壓力。

國會共和黨參議員米克李爾（Mike Lee）10月提出針對印

度移民的《高技術移民公平法案》，法案雖獲眾議院快速通過
，但到參議院時遭受障礙。參議院民主黨黨鞭杜賓（Dick
Durbin）提出反對，認為法案只照顧單一族群，會對其他族裔
造成不公，可能導致除了印度之外的其他所有國家技術移民申
請被延後10年。他提出替代方案《解決技術移民與親屬申請長
期等候法案（Resolving Extended Limbo for Immigrant Employ-
ees and Families Act，簡稱RELIEF）》取消了所有配額限制，
並同時保障超齡子女的移民身份。

米克李爾將杜賓保障家庭的條文加入自己法案，並於周二
提交法案修訂版本；若杜賓接受，法案可在無人反對下自動通
過。但卡浦爾表示不樂觀，認為只要反移民的總統川普一日在
位，就不會簽署讓法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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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地震致死人數已升至8人
另有149人受傷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地震

致死人數已經升至8人，

另有149人受傷。

菲律賓棉蘭老島帕達

達鎮發生6.9級地震，造成

大面積停電及建築倒塌。

16日早上，當局宣布，帕

達達鎮進入災難狀態。

報道稱，地震目前已

致8人死亡。其中，帕達

達鎮3死、馬塔納奧2死、

班薩蘭1死、馬格賽賽1死

、哈戈諾伊1死。大多數

傷者在達沃德爾蘇爾省。

該省約1500座建築物遭到

破壞。

據報道，此次地震對

道路及政府部門等建築物

造成損毀，部分地區電力

供應中斷，有民眾被倒塌

的建築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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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廳發布報告稱，目前韓國單人家

庭數超過了已婚育有子女的夫妻家庭數，預計到 2047 年

單人家庭將成為最主要的家庭結構。

近年來，韓國結婚率、生育率持續走低。統計廳

發布的報告顯示，從 2017 年起，韓國家庭數呈持續上升

趨勢，預計到 2040 年將達到峰值，此後將進入減少期；

至 2047 年，平均每個家庭的成員數將從 2017 年的 2.48 人

降低到 2.03人。

壹人獨居的家庭模式漸成趨勢。報告顯示，截至目前

統計，2019年韓國有 2011.6 萬戶家庭，其中獨居家庭 598.7

萬戶，已婚育有子女的夫妻家庭數為596.2萬戶，獨居家庭

占韓國家庭總數的比例達到 29.8%，該比例首次超過了已

婚育有子女的家庭占比。

統計廳預測，從2019年起，獨居家庭漸成韓國主要的壹

種家庭模式，預計到2047年獨居家庭占韓國家庭總數的比例

將達37.3%，成為最主要的家庭模式。

統計廳分析稱，獨居家庭比例明顯上升，主要是因為未婚

和離婚人數增多，還有部分家庭面臨喪偶情況。

此外，報告還稱，韓國已婚夫婦不生育的家庭數也在

增多；預計到 2047 年，韓國將有四分之壹的戶主處於未

婚狀態。

日本擬向中東派遣海上自衛隊
日媒：伊朗或表示理解

綜合報導 日本公明黨召開外交安全

保障調查會議，批準了日本政府提交的，

向中東派遣海上自衛隊的相關內閣會議決

定草案。日本自民黨此前已批準該草案。

據報道，日本政府計劃於12月23日

的內閣會議上正式敲定該草案。草案中

寫道，日本將於2019年12月起至2020年

12月，向中東地區派遣海上自衛隊，在

發生不測事態時可下達允許使用武器的

海上警備行動令。

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考慮，在內閣

會議敲定後立即下令啟動派遣準備工作

。派遣命令擬最快於2020年1月下達。

包括訓練在內，前期準備的時間約為1

個月。

日本內閣會議決定草案顯示，以

《防衛省設置法》中的“調查研究”為

法律依據，此次派往中東的包括可搭載

直升機的護衛艦，此外還會動用在索馬

裏亞丁灣參與海盜打擊活動的P-3C巡邏

機。派遣規模約為250人。

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稱，預計護衛

艦出發到抵達活動海域需要3周時間。

若局勢發生明顯變化，日本政府將召開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研究應對措施。

報道稱，此次日本考慮派遣的護衛

艦和P-3C巡邏機的活動區域不包括伊朗

附近的霍爾木茲海峽和波斯灣，展現出

對伊朗方面的顧及。

共同社稱，考慮到日本沒有參加

以美國為主導“意願聯盟”，即將訪

日的伊朗總統魯哈尼預計將對此表示

“理解”。

據悉，特朗普政府此前提出計劃，

建立由美國主導的海灣地區“意願聯

盟”。對此，9月25日，伊朗總統魯哈

尼在聯合國大會會議上提出“霍爾木茲

和平倡議”，並邀請所有受波斯灣和霍

爾木茲海峽事態發展影響的國家加入

“希望聯盟”。

印尼警方擬部署逾19萬安全人員

確保各地節慶安全
綜合報導 聖誕和新年

佳節將臨，印度尼西亞警方

將在全國各地部署19萬2000

名安全人員，以保障節慶活

動與場所的安全。

印尼警方表示，當局在

節假日期間，會在印尼全國

各地部署更多軍警人員，以

防暴力事件發生。報道稱，

此次部署的超過19萬名安全

人員比2018年底節假日期間

的16.7萬名軍警還要多。

印尼全國警察發言人尤沃

諾說：“單在(首都)雅加達，

我們就會部署多達1萬名安全

人員。根據情報數據，(這期

間)存在潛在的風險……因此

我們正在采取預防措施，但也

已準備好展開行動。”

據報道，印尼境內目前

有許多已宣誓效忠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的極端武裝組

織，近幾年來不斷對印尼警

方和其他國家發動恐怖襲擊

。印尼當局近來就識破了不

少空襲陰謀，同時逮捕多名

嫌犯。

剛上任不久的印尼安全部

長馬夫德表示，當局加強安全

措施是為了要確保民眾可以安

心慶祝聖誕節，不必擔心節慶

活動會被有心人破壞。

韓國政府決定於
2020年初向霍爾木茲海峽分階段派兵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決定於2020年

初，派兵至霍爾木茲海峽。預計首先

於明年1月派遣軍官，2月還計劃派遣

驅逐艦。

據透露，青海部隊驅逐艦“王建

號”為與目前在亞丁灣海域執行任務

的“姜邯贊號”交接任務，將於12月

底從釜山啟航。據悉，“王建號”將

於明年1月中旬抵達亞丁灣海域，2月

起與“姜邯贊號”交接任務，投入對

海作戰和護航船舶任務等。

據悉，對於美國希望韓方派兵到霍

爾木茲海峽壹事，韓方考慮到韓美同盟的

加強、對朝政策的互助、防衛費分擔金協

商等，正在討論派兵的方案。

韓國政府人士預測，很有可能以

將“王建號”的作戰任務地區從亞丁

灣變更為霍爾木茲海峽的方式，進行

派兵。

韓國國防部也表示，正如12日在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常任委員會上討論

的那樣，正在討論各種方案，但目前

還沒有具體決定的內容。

5月和6月，在波斯灣靠近霍爾木

茲海峽水域分別發生商船和油輪遇襲

事件，美國譴責伊朗制造了這些襲擊

事件，要求同盟國和友邦國參與海峽

護衛聯合體。對此，伊朗回應稱，伊

朗與襲擊事件無關，並指責美國導致

地區局勢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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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促煽暴議員交代

“星火”涉洗黑錢 警凍結7000萬
負責人疑巨資買保險自肥 4人被拘 暴徒“錢途”止步

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 警方19日以“星
火同盟”涉嫌洗黑錢，凍結其7,000萬
元（港元，下同）戶口並拘捕4人，同
時檢獲超市現金券、箭、防護用具。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19日晚在fb發帖，
形容是次為“重大發現和重大突破”，
並希望警方一鼓作氣，順藤摸瓜，將錢
的上下游查個水落石出，讓香港社會和
國際社會全面看清黑暴運動的真相。

梁振英在帖中首先引用傳媒報道，
指在破獲“星火同盟”網上眾籌平台有
洗黑錢嫌疑的案件中，警方同時“檢獲
13萬元現金、16萬元購買超市現金券的
收據，以及箭、鐳射筆和防護用具，不
排除平台用作支付年輕人參與活動的報
酬”。

“超市現金券、箭、防護用具。這
是黑暴運動發生以來最重大的發現和突
破。”他說：“過去我們就不時聽到有
市民目擊參加示威和暴力活動的青年人
身上有大量超市現金券和八達通卡，現
在終於有了進一步追查的線頭。”

梁振英強調，洗黑錢不會是為洗而
洗，洗黑錢只是手段，洗之前錢的來源
和洗完後錢的流向才是關鍵看點，譬如
說毒販洗錢前錢的來源是販毒，洗完後
就變成正當財產。“大拿拿（嗱嗱）
8,000萬的來源是不是一般市民捐錢，流
向是否用作非法用途，值得社會高度關
注。警方今次立了大功，我希望一鼓作
氣，順藤摸瓜，將錢的上下游查個水落
石出，讓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全面看清
黑暴運動的真相。”

“我們全力支持警察的工作，保護
警隊士氣，並不僅是為了打暴動，也是
為了全面偵查和全力緝拿幕後黑手，以
儆效尤。”他說，“黑暴運動用的物資

和錢的來源和用途問題，可能還有其他同樣犯
法的組織和個人，請大家合力篤灰舉報。《803
懸紅基金》有重賞，電話5980 3803，絕對保
密。”
梁振英在帖文中又揶揄“黃媒”正在全力

轉移焦點，“大家且看蘋果和立場新聞的標
題，蘋果：‘【凍結星火】大狀質疑克警靠嚇
欠理據抹黑“洗黑錢”濫捕’；立場新聞：
‘星火同盟被指洗黑錢 律師：警需證買保險
投資產品有詐騙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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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 2016年旺角暴

亂後成立、通過網上平台

眾籌以支援被捕“勇武義

士”的“星火同盟”，在

修例風波期間一直成為黑

衣暴徒心目中的靠山。警

方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

經調查發現，“星火”賬

戶 8,000萬港元的巨額現金

往來有涉嫌洗黑錢的特徵，包括“星火”的賬戶資金被

轉移到一間空殼公司，而該公司負責人就拿來斥巨資幫

自己買保險投資產品，部分資金則支付給不知名者等。

警方 19日以涉嫌洗黑錢拘捕空殼公司董事等 4男女，行

動中凍結7,000萬港元資金，令暴徒“錢途”止步。

被捕的3男1女（17歲至50歲），分別姓
雷、吳、王和姓余，包括一名17歲學生和

兩名文員，而報稱是人力資源經理的50歲男
子，也是涉案空殼公司的股東兼負責人，而該
空殼公司和4名被捕者與“星火同盟”有密切關
係。

據悉，警方發現有關賬戶的金錢出入可疑，
在多個月前展開調查。上月18日，“星火”突
然宣佈，由於各種因素，該平台的匯豐銀行賬戶
於11月21日後停止運作，將會暫停以銀行賬戶
形式接收款項，又稱賬戶內款項已獲安排妥善處
理，而該法律及抗爭支援平台均如常運作，繼續
“全力支援”被捕及被囚的抗爭者。

該平台還設有網上購物，是自由定價，聲
稱所得款項同樣用於抗爭者及其家屬身上，惟
有線電視19日晚登入該平台，發現其中並無產
品出售。

揭空殼公司屢大手筆交易
警方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署理高級警司

陳偉基19日表示，警方基於一間空殼公司過去
半年出現大筆的可疑現金交易展開調查。由於

該公司已多年無交稅，但有大量現金出入及購
買大額投資個人保險產品，與該公司業務不相
符，有關活動符合洗黑錢的特徵。

警方與律政司多輪磋商後，19日晨採取行
動以洗黑錢罪名拘捕4人，檢獲13萬現金（港
元，下同）、6支箭、兩支鐳射筆、3,300張超
市現金券及16萬元購券收據及大量防護裝備。

警方表示，被捕者與一個名為“星火同盟”
的網上眾籌平台有關，調查發現該平台過去半年
籌款8,000萬元，聲稱支援近月在暴力示威中被
捕者，而“星火同盟”戶口內的錢被轉移涉案空
殼公司，除涉大量現金交易外，很大部分被投資
購買個人保險產品，產品的受益人是該公司負責
人，警方也發現部分款項支付給不明者，而被捕
的其餘3人都收入不高，與他們接收的資金額不
相符，有可能干犯洗黑錢罪行。

檢大量超市禮券 疑作示威報酬
警方指，過去幾個月，被捕的暴力示威者

身上都有現金券，而警方19日搜出購買16萬元
現金券收據及大批現金券，不排除是“星火”
給參與示威年輕人作報酬。

警方發現涉案的資金很大部分由香港存
入，今次凍結的7,000萬元包括香港銀行戶口存
款及個人投資產品。警方的行動將會持續，繼
續與律政司合作，並申請凍結令，調查資金去
向和來源等。

“星火”19日晚在facebook回應事件指，
由於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暫不便向外發佈更
多資訊，稱所有被捕者個案已有律師跟進，又
聲稱警方企圖以“失實陳述”將平台之運作扭
曲成洗黑錢等惡意用途，意圖“抹黑”“星
火”及其他支援頻道。

“星火”反誣警“抹黑”
多年前成立的“星火”，聲言支援參與

社運活動的“抗爭者”，包括為被捕者提供
法律支援，被檢控後的膳食及交通津貼，曾
協助 2016 年旺角暴動者，近月又搞網上眾
籌，聲稱支援修例風波中被捕者，主要為前
線“勇武派”，資助形式包括派發食肆和超
市現金券等，但一直無公開過開支及收入等
資料，而賬戶的運作和操作人的真實身份一
直非常神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警方拘捕“星火”成員，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周浩鼎19日要求律政司盡速
跟進後續的檢控工作，並要求有份協
助“星火”籌款或運作的立法會煽暴
派議員，應立即向公眾交代清楚。

周浩鼎在fb貼文表示，律政司應
盡速跟進“星火一案”的後續檢控工
作，並要求執法機關查明當中有沒有

涉及干犯其他罪行例如詐騙等。“我
們敦促律政司有必要盡快嚴肅跟進處
理檢控，堵截暴徒財政來源之外，亦
要顯阻嚇性。怠慢處理則是變相縱容
非法暴亂。”

他特別提到：“我們的‘泛民’
議員們究竟誰有份參與協助星火同盟
籌款或運作？請他們立即向公眾交代
清楚。”

■■陳偉基陳偉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星火星火””與泛暴派議員過從甚密與泛暴派議員過從甚密，，公民公民
黨主席梁家傑曾到將軍澳為其嗌咪籌款黨主席梁家傑曾到將軍澳為其嗌咪籌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星火星火””1919日晚發聲明死撐日晚發聲明死撐。。 fbfb圖片圖片

借“暴”吸水鬧混賬“獨人”屢高調站台
“星火同盟”前身是為2016年初“旺角暴

動”被捕者籌款打官司的“初一的月光”，它
以支持梁天琦、黃台仰為首的“港獨”暴力組
織“本土民主前線”等“旺暴”被捕者作招
徠，吸金能力非常驚人，但面對籌集到的巨額
資金，有成員被指中飽私囊“穿櫃桶底”，醜
聞不斷。由於“初一”內部發生多次錢銀糾
紛，加上有人揭發實際控制該基金的是來自某
個與梁天琦不和的“勇武”勢力，部分成員遂
另起爐灶，改頭換面成立“星火同盟”繼續
“吸水”。由於“星火”的骨幹成員多屬“獨
派”，因此，其多次活動及街站都由“獨人”
主持。

“星火同盟”成員及賬目都極為神秘，經
常借“勇武”及梁天琦來吸引支持者捐款，特

別是自今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後，其吸金能力更
加驚人，包括“616遊行”及“七一遊行”時都
吸到巨額資金。不過，對於“星火”到底籌到
了多少款項，“星火”方面一直諱莫如深，也
從來沒有公佈過該基金是由哪些人控制。由於
賬目不清，成員龍蛇混雜，與“港獨”關係千
絲萬縷，因此就算改頭換面，有人藉機中飽私
囊的醜聞也不時在網上傳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深入了解該組織架構，發
現幾乎所有成員都與“港獨”組織有關，一眾
“港獨”大佬經常為“星火”站台吸金。去年5
月，“星火”在金鐘舉行“義士陷黑獄 星火
送暖光”活動，一眾“獨人”傾巢而出，包括
時任“香港民族黨”（現已被取締）召集人的
陳浩天、“香港民族陣綫”發言人梁頌恆、

“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及“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
都有為“星火”站台。

據悉，“星火同盟”基本上由“香港民族
陣綫”操控。去年12月中旬，“星火”連續數
日在香港多個地區設立街站籌款，香港文匯報
記者追蹤觀察，發現各街站都是由“民族陣
綫”骨幹成員盧溢燊及羅鏢等人負責主理。兩
人指揮多名手下負責運送街站物資，並會到各
個街站巡視及打點。

綽號“阿湯”的盧溢燊同時負責“星火同
盟”及“民族陣綫”，今年7月，他涉嫌在荃灣
一個工廈單位內管有爆炸品，被控“製造爆炸
品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罪”，至今仍被扣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鍾翰林鍾翰林（（後排左一後排左一））
曾為曾為““星火星火””籌款籌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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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和個人最佳貸款方案
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 是您金融服務的首選

商業貸款
商業不動產貸款
自用倉儲貸款

網絡現金管理
存款服務

國際貿易
匯款及融資

直接審核及批准
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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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成就五亮點 攜手祖國共奮進
晚宴講話指出：巨大成功得益於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澳門回歸 20 周年 習主席視察澳門

習
近
平:

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宴會廳
內，氣氛喜慶熱烈。18時

許，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和夫
人霍慧芬陪同下步入大廳，全場
起立，鼓掌歡迎。

牢固樹立憲法基本法權威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

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首先代
表中央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向
全體澳門居民致以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表示，時隔5年再次
來到澳門，深切感受到澳門發展
日新月異，澳門同胞當家作主風
貌昂揚向上，澳門特別行政區前
進步伐堅實有力。

習近平指出，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堅持把
“一國兩制”原則要求同澳門實
際相結合，勇於探索和創新，使
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出許
多亮點：愛國愛澳成為全社會的
核心價值，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牢
固樹立，行政主導體制順暢運
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主
動，包容和諧增強社會凝聚力。

澳門與祖國共繁榮
習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70年來，在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經過奮發圖強、艱
苦奮鬥，我國綜合國力實現歷史
性跨越，社會保持長期穩定，創
造了人間奇跡。現在，中國人民

和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
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是
中華民族大發展大作為的時代，
也是澳門與祖國內地共繁榮共奮
進的時代。

習近平表示，具有澳門特色
的“一國兩制”實踐一定能夠取
得更大成功，澳門同胞一定能夠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作出更大貢獻。

崔世安在致辭中表示，在即
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成立20周年之際，我們懷
着十分激動的心情迎接習主席再
次蒞臨澳門。澳門成功實踐“一
國兩制”的最寶貴經驗，就是全
面準確實施憲法和基本法，其核
心是澳門對國家政治體系、國家
核心價值的準確理解和真心擁
護。澳門發展的一切成就，離不
開習主席的親切關懷和中央的大力
支持。我們堅信，在中央的正確領
導和全力支持下，第五任行政長官
賀一誠先生必將帶領新一屆特區政
府和廣大澳門居民，繼續全面準確
貫徹基本法，不斷推動“一國兩
制”偉大事業繼續前進。

丁薛祥、王晨、張又俠、王
毅、馬飈等出席歡迎晚宴。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澳門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長
官賀一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主要官員、澳門各界代表等也出
席晚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9日晚出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並發表重要講

話。習近平指出，回歸祖國以來的20年，是澳門歷史上

經濟發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時期，也是澳門同胞共

享偉大祖國尊嚴和榮耀感最強的時期。澳門經濟社會發

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化，得益於“一國兩

制”方針的全面貫徹，得益於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

力支持，得益於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積極作為和澳門社會

各界的團結奮鬥。

■■習近平在晚宴發表重要講話並向全習近平在晚宴發表重要講話並向全
場嘉賓祝酒場嘉賓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習近平觀看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習近平觀看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20周年文藝晚會周年文藝晚會，，與與
全場觀眾一起高唱全場觀眾一起高唱《《歌唱祖國歌唱祖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19日下午
在澳門會見前來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活動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部分政府官員。

習近平表示，中央充分肯定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在非常時
期展現出的勇氣和擔當。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到北京述職時，
提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一步工作的設想，中央都完全

支持。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各個部門繼續在行政長官領
導下，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把香港的事情
辦好。

林鄭月娥感謝習近平主席的會見，表示一定會帶領特別行
政區政府繼續做好止暴制亂工作，盡快恢復香港的社會秩序。

丁薛祥參加會見。

支持林鄭下一步工作設想

■■ 習近平習近平1919日會見林鄭月娥率領的日會見林鄭月娥率領的
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 中通社中通社

■■ 習近平與林鄭月習近平與林鄭月
娥親切握手娥親切握手。。中通社中通社

主席觀眾同聲《歌唱祖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依依濠江情，拳拳中國

心。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文藝晚會19日晚在澳門東亞運
動會體育館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觀看了演出。

演出現場燈光璀璨，歡樂喜慶。舞台正中，光影勾勒的
巨型蓮花景觀絢麗綻放。20時許，歡快的樂曲聲響起，習近
平和夫人彭麗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和夫人霍
慧芬陪同下，步入晚會現場。全場觀眾起立鼓掌，熱烈歡迎
習近平的到來。

鼓樂齊鳴，熱鬧歡騰的南粵舞獅表演拉開晚會序幕。
《我和我的祖國》《七子之歌》等經典歌曲抒發愛國愛澳
的無限深情，多媒體情景講述《光陰的故事》以獨特視角
表現了澳門回歸20年來的輝煌成就。剛毅雄健的功夫表演
《濠江雄風》、慷慨激昂的經典詩詞朗誦《少年中國說》
展現出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中華優秀文化在澳門的傳承

弘揚。深具傳統韻味的粵劇與南音表演，活力四射的現代
舞和熱情奔放的葡式土風舞，描繪出澳門中西文化薈萃交
融的獨特魅力。

情景講述《溫馨一刻》，表達了澳門同胞對習近平主席
的愛戴之情。歌曲《大灣區之美》《蓮成一家》《乘風破浪
再出發》等唱出了心手相牽、共同逐夢的美好願景。整台晚
會精彩紛呈，高潮疊起，贏得觀眾們陣陣掌聲。

晚會最後，習近平在崔世安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
長官賀一誠陪同下走上舞台，同主要演職人員一一握手，並
同全場觀眾一起高唱《歌唱祖國》，祝願偉大祖國繁榮昌
盛，祝福澳門明天更加美好。晚會氣氛被推向高潮，歌聲和
掌聲匯成歡樂的海洋。

丁薛祥、王晨、張又俠、王毅、馬飈等一同觀看演出。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以及澳門各界代表和特邀嘉賓等觀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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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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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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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使徒教會
Houston Apostolic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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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崇拜：
中英文禱告會：

英文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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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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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中美正就協議簽署密切溝通
中方公佈加稅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單 美方履行取消加徵關稅承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美

第一階段協議文本日前達成一致，國務院關稅稅

則委員會19日公佈了第一批對美加徵關稅商品

第二次排除清單。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同日在

例會上透露，美方將履行部分取消對華產品擬加

徵和已加徵關稅的相關承諾。雙方經貿團隊正就

協議簽署等後續工作密切溝通。此外，外界關注

的《外商投資法》文本將於近期公佈。

■■商務部透露商務部透露，，美方將履行部分取消對華產品擬加徵和已加徵關稅的相關承諾美方將履行部分取消對華產品擬加徵和已加徵關稅的相關承諾。。
圖為美國加州沃爾瑪超市進口商品區圖為美國加州沃爾瑪超市進口商品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兩周
年慶典暨2019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經濟高峰論壇19
日在深圳舉行。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創會主
席、全國政協常委、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博士在
致辭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在“一國
兩制”方針下的實踐創新，不僅將是本世紀中葉
建成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經濟引擎，也將成為推動
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先行示範區，具
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他透露，明年，
大灣區企業家聯盟會將工作目標擴大到東盟、
“一帶一路”沿線以至歐美，並與廣東省有關方
面聯手於2月18日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合作論
壇。邀請美、英、日、韓、東盟、俄羅斯、印度
以及澳洲的企業家和專家學者，一起來大灣區，
共同探討人類共同發展之路，探討在大灣區投資
拓展之路。

堅定不移推進灣區建設
據介紹，為迎接澳門回歸20周年，聯盟邀請

了粵港澳三地40餘位金融、科技、文體傳媒界精
英和國家級專才，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鏈研究
院，為大灣區，尤其是澳門產業多元化出力獻
策。這個舉措得到了澳門候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和
特區政府的高度肯定和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在致辭中強調，過去一年間，全球面臨貿易保護
主義威脅以及經濟下行壓力，香港過去6個月又
受到社會事件嚴重衝擊，但儘管面臨這樣的形
勢，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以及廣東
省、澳門特區政府的緊密合作下，始終堅定不移
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在大灣區發展方面
有不少突破性的發展。

廣東省港澳辦副主任鄭建民表示，“希望企
業家積極參與深化粵港澳合作，特別為港澳青年
到大灣區內地發展多搭台、多搭梯，積極支持建
設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香港/澳門青年實習計劃，為港澳青年提供實現
人生價值的新舞台。”

其後，蔡冠深博士還主持了主論壇下“變局
中的全球經濟與大灣區機遇”圓桌對話，與會嘉
賓探討大灣區產業規劃與升級、區域合作、優勢
互補、科創與智能製造、金融與資本創新、互聯
互通，以及其蘊含的巨大投資發展機遇等核心議
題。

■■與會嘉賓共同探討大灣區產業規劃與升與會嘉賓共同探討大灣區產業規劃與升
級級、、金融與資本創新等核心議題金融與資本創新等核心議題。。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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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半島問題未脫離對話軌道

按照中國官方表述，中美第一階段協議文本包括序
言、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食品和農產品等九個章

節。其中，取消關稅是中方在經貿磋商中的核心關切，中
美就此問題達成了一致。美方已承諾將取消部分對華擬加
徵和已加徵的關稅，並加大對中國輸美產品關稅豁免的力
度。中方則對原計劃於12月15日加徵關稅的美國部分進
口商品，暫不徵收10%、5%關稅，並對原產於美國的汽
車及零部件繼續暫停加徵關稅。

中方並於19日宣佈，第一批對美加徵關稅商品第二
次排除清單，自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12月25日，
不再加徵此前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徵的關稅，已加徵關稅
不予退還。高峰表示，中美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
上，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雙方經貿團隊正
在就協議簽署等後續工作密切溝通。

外界關注的《外商投資法》和《外商投資法實施條
例》（ 以下簡稱《條例》）將於明年1月1日起實施。高
峰指出，《條例》強化了內外資一致，規定在項目申報、
土地供應、稅費減免、資質許可等方面，內外資企業一視
同仁。屆時將不再執行與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不一致
的規定。

高峰指出，《條例》強化了投資保護。禁止利用行政
許可、行政處罰等手段強制或變相強制轉讓技術；地方政
府及其有關部門不得以區劃調整、政府換屆、責任人更替
等為由對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以及訂立的合同違約毀約；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建立健全外資企業投訴
機制等。

高峰稱，《條例》文本將於近期公佈。商務部將認真
貫徹落實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為包括港澳台企業在
內的中外資企業營造一視同仁、公平競爭、公開透明的法
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關於朝鮮半島形勢，外交部副部長
羅照輝19日在吹風會上表示，近一段時
間，受各種因素特別是朝美對話不暢影
響，半島形勢有所趨緊，出現了一些新
的動向，引起有關各方和國際社會關
注。總體看，半島問題並沒有脫離對話
協商的軌道，仍在政治解決框架內，依
然是機遇與挑戰並存。

羅照輝表示，去年以來，朝鮮半
島和談進程取得積極進展，經過多次
高層互動和有關方面的積極努力，政
治解決半島問題的大方向基本明確，
各方都致力於通過對話協商緩和局
勢、解決問題，致力於實現半島完全

無核化，致力於建立半島和平機制取
代停戰機制。

羅照輝強調，維護半島和平穩定、
推動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符合包括中
日韓在內的有關各方的共同利益。作為
半島的近鄰和直接當事方，中日韓三方
將繼續按照三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保
持溝通協調，堅持勸和促談，為推進半
島和談、推動政治解決半島問題發揮應
有作用。

他呼籲，當前形勢下，希望有關方
面保持克制，相向而行，通過對話磋商
實現良性互動，盡快找到契合點以及解
決各自關切的合理方案，確保半島形勢
不逆轉，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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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
螞蟻金服董事長井賢棟19日分別

向員工發信。張勇在信中表示，阿里巴
巴歷來的習慣就是在最好的時刻為未來變
陣。全球化、內需、大數據和雲計算是阿
里數字經濟體未來三大戰略。在實施戰
略、兌現使命的過程中，業務戰略、文化
戰略和組織戰略三位一體，缺一不可。要
求在數字經濟體中，通業務、通文化、通
技術、通人才、通組織保障。

產品統一策略推動創新
張勇續指，明年內地有望躍居世界

第一大消費市場，產業和消費的雙升級
將帶來巨大機遇，新消費成為釋放需求
端潛力、推動供給端轉型的重要抓手之
一。為把握新消費時代的變革，淘寶、
天貓將和阿里媽媽合力推進用戶產品和
商業產品統一策略下的創新；同時，阿
里媽媽的廣告業務中台將持續優化升
級，服務於集團其他業務場景。

螞蟻金服董事長井賢棟則在全員信
中宣佈，全球化市場的未來超乎想像，
需要在全球化中投入更多精力。未來，
他將繼續管理螞蟻國際事業群、智能科
技事業群、HR、財務和戰略投資板
塊，不再擔任螞蟻金服的首席執行官，
螞蟻金服總裁胡曉明將出任首席執行
官。

受消息刺激，阿里巴巴股價19日逆
市升2.2元或1.09%，收報204.8元。大

市表現方面，港股19日表現牛皮，恒指
於28,000點附近有阻力，但變化不大，
全日高低波幅不足1%。恒指19日最終
收報27,800點，跌83點或0.3%，成交
則進一步縮減至792億元。

港股整固 阿里逆市升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19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作為內地
其中一間領先的新經濟企業，相信阿里
巴巴有能力落實三大戰略，令業務表現
更上一層樓。因此，他長遠而言看好阿
里巴巴的股價表現。至於大市表現方
面，他表示由於現時A股表現良好，因
此港股後市仍偏向正面，恒指有機會突
破28,000點。

1個月拆息升破2.7厘
另一方面，年結將近，市場資金抽

緊，但港元拆息走勢出現分歧，港元短期
拆息下跌，中長期拆息則上升。據財資市
場公會資料顯示，隔夜息微跌2個點子，
至1.98464厘；1星期拆息報2.29143厘，
微跌2個點子；2星期拆息微跌1個點子，
至3.01679厘。

與H按相關的1個月拆息則升1個
點子，突破2.7厘，報2.71304厘，連升
四日；2個月拆息略升1個點子，至
2.43893厘；3個月拆息升2個點子，至
2.43232 厘；6 個月拆息升至 2.42429
厘；12個月拆息則升至2.43131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阿里巴巴宣

佈新一輪面向未來的升級，集中發力推進全球

化、內需、大數據和雲計算三大戰略。阿里股

價19日逆市升2.2元(港元，下同）或1.09%，

收報204.8元。大市表現方面，港股19日表現

牛皮，恒指於28,000點附近有阻力，但變化不

大，全日高低波幅不足1%。恒指19日最終收

報27,800點，跌83點或0.3%，成交則進一步

縮減至792億元。

阿里巴巴主要人事調動
■阿里巴巴B2B事業群總裁戴珊在負責原業
務的基礎上，將代表集團分管盒馬事業群，
全面負責打通盒馬、村淘、智慧農業等業務

■原集團首席科技官（CTO）張建鋒將繼續
擔任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主席、達摩院院
長、阿里雲智能事業群總裁，領導阿里巴
巴未來的技術總戰略，致力於阿里雲智能
業務的進一步突破。其集團CTO工作將由
螞蟻金服CTO程立代任

■蔣凡在現有淘寶天貓總裁的職責基礎上，將
代表集團分管阿里媽媽事業群。阿里媽媽和
淘寶、天貓將合力推進用戶產品和商業產品
統一策略下的創新，並且更堅定地建設好阿
里媽媽廣告業務中台，為集團其他業務場景
服務

■去年上任螞蟻金服總裁的胡曉明將出任螞蟻
金服CEO，井賢棟將不再擔任螞蟻金服
CEO。井賢棟仍會直接負責螞蟻國際事業
群、智能科技事業群、HR、財務和戰略投
資板塊。趙穎將擔任螞蟻金服國際事業群總
裁，全面協助井賢棟做好全球化，同時繼續
兼任飛豬總裁

製表：記者岑健樂

為把握新消費
時代的變革，淘
寶、天貓將和阿里
媽媽合力推進用戶
產品和商業產品

創新

集中發力推進
全球化、內需、大
數據和雲計算三大
戰略

阿里巴巴業務新動向

啟動新輪升級 變陣把握機遇

阿里三大戰略 迎新消費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中國鐵建計劃分拆中國鐵建
重工於上海科創板上市，為中證監上周五(13日)發佈《上市公司分拆
所屬子公司境內上市試點若干規定》後，首間公佈分拆的企業。

中鐵建表示，計劃發售鐵建重工不超過25%的股權，集資所得
將會用於投資研發應用項目、生產基地建設項目，以及補充流動資
金。中鐵建又指，鐵建重工從事掘進機裝備、軌道交通設備和特種
專業裝備的設計、研發、製造和銷售，為內地高端裝備製造的領先
企業。鐵建重工去年全年淨利潤為16.44億元人民幣，按年升
25.7%，而截至今年9月，9個月淨利潤為9.23億元人民幣。

中鐵建預計，是次分拆完成後，從業績提升角度，鐵建重工的
發展與創新將進一步提升，其業績的增長將同步反映到公司的整體
業績中，進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穩健性；從價值發現角度，鐵
建重工分拆上市有助於其內在價值的充分釋放，公司所持有的鐵建
重工權益價值有望進一步提升，流動性也將顯著改善；從結構優化
角度，鐵建重工分拆上市有助於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提高公司整
體融資效率，降低整體資產負債率，增強公司的綜合實力。

中證監上周五公佈，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於境內上市的試點規
定，上市公司需要符合上市時間、盈利等要求，而分拆的子公司盈
利不能超過母公司的50%，以及分拆後不能形成同業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流動性趨緊，明年1月或有機會降
準。券商國泰君安證券最新報告認為，近三個月，在春節
現金擾動及專項債發行下，流動性壓力最大的時間點在1月
份；從歷史上看，央行不太可能單獨因為春節擾動而降
準，但2020年疊加專項債發行，資金價格有額外壓力，央
行或需要一次降準來對沖為專項債發行提供流動性。

報告稱，2020年春節在1月份，1月對現金的需求變動
就會更加顯著，或高達1.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
債券供給衝擊或也較大，今年11月財政部提前下達了2020
年部分新增專項債務限額1萬億，並要求早發行、早使用，
確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見效，這部分專項債有可能集中在1月
下發。此外，報告還認為，1月的財政不再是淨投放，也會
對流動性產生一定擠出。

國泰君安提到，2019年12月16日，央行進行了MLF到
期續作，但基本沒有超量。主要是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當前經濟動能小幅回暖，另一方面12月份的流動性並不偏
緊。具體來看12月的流動性，報告認為，首先，從銀行間利
率看有一定分化。當前銀行間利率短期小幅下行，中期小幅
上行，出現一定分化。說明市場對短期流動性擔心不大，但
對中期1月至3月份的流動性可能有所擔憂。

其次，12月居民端對現金的需求會增加，但增加的並不
多；12月貨幣政策工具到期壓力尚可，約5,235億元；從歷
史規律看，12月為財政淨投放，也不會對流動性產生擠出；
最後，12月從高頻數據看，12月發行地方債很少。

央行公開市場周四投放進一步發力，單日淨投放2,800
億元人民幣創11個月以來最大規模。市場人士認為，央行
連續兩日大額淨投放，而且供給的主要是跨年資金，隨着
資金面更趨寬鬆，市場預期也更為樂觀，年底流動性料基
本無壓力。

中鐵建擬分拆子公司上科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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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遠東航空12月13日起無預警停
飛，遭交通部民航局通知將開罰300萬元並廢止
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但給遠航陳述說明機
會。不過，交通部已朝遠航在春節疏運缺席的
方向調度運能，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今（12/
20）受訪時表示，民航局對於遠航陳述書仍在
審酌中，尚未報交通部，但已協調華信、立榮
、華航和長榮支援國內線離島航班，軍機和海
運也做好準備，絕不會讓民眾春節搭不到機；
春節離島第二波加班機預計下周一公布，下周
開賣。據統計，遠航退票已達16.5萬張機票，
金額估約2億元。

遠航12月12日對外宣布隔天13日起暫停營
業，即使遠航董事長張綱維13日立刻現身稱停
飛是烏龍、他沒打算停止營業而是員工誤判，
但遠航早在12日已發公文向民航局提13日暫停
營業申請；12日民航局隨即回文通知將依《民
航法》未在60天前提出申請，視同無預警停飛
，將開罰300萬元並廢證，但給予遠航陳述說明
機會，期限至12月18日下午5時為止。遠航則
是兩度提出陳述說明，民航局已在審查，遠航
是否廢證或可復飛，至今仍舊沒有答案。

民航局今晚表示，根據遠航通報，截至今
日，受理退票共6萬0567筆，初步統計，退票
張數共16萬5千餘張機票。若依此推估，退票
金額估約2億元。

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今出席 「路老師頒
獎典禮」受訪時表示，民航局12日已通知開出
廢證的函給遠航，遠航要在18日提出對 「無預
警停飛」的陳述說明，期限12月18日下午5時

截止，遠航下午二點多送來補充說明，民航局
跟律師已經針對補充說明進行討論，最終結果
如果是遠航繼續的話，就不用報到交通部，如
果要對遠航進行廢證，依法要報到交通部核准
。

王國材表示，遠航提出18日補充陳述說明
到底要不要接受，民航局要做一些討論。他個
人沒有看過遠航補充意見內容，民航局按照
《民航法》撤證規定給遠航陳述期，民航局會
針對《民航法》來處理，包括對有沒有符合
《民航法》行為做些判斷，比較關鍵的譬如是
「無預警停飛、隔天說是烏龍一場」這個說法

可不可以接受，另包含過去探討遠航財務有沒
有機會改善，這些都是民航局判斷很重要因素
。

是否會對遠航廢證？王國材說，要等到民
航局有沒有報到交通部才知道，法規有很多廢
證程序，也要給對方陳述說明，以及非常審慎
的內部討論，並與律師研商等， 「畢竟這是一
件很大的事」。

不過，雖然民航局對遠航廢證與否仍未有
答案，但事實上交通部已經朝向 「遠航將在春
節疏運缺席」方向調度運能。王國材表示，春
節班機部分，大家不用擔心，現在加班機到年
底前已經公布了，春節加班機應該是下周一
（12月23日）將公布第二波春節開放訂位時間
，最快下周擇日開放訂票，目前春節加班機已
經跟長榮跟華航討論，先從國內航線不足來處
理，另外就是區域航線窄體客機來支援。

王國材表示，交通部已經擬好ABC計畫，

包括放大機型和增加班機，並從區域航線來調
度，海運和空軍也都準備好了，基本上不會讓
大家春節有搭飛機困難。

王國材說明，國內線部分除了華信和立榮
將可增開班機外，若金門和澎湖等離線離島航
線班機不夠，就會從華航和長榮的兩岸、日韓
等區域航線調度窄體客機支援；國際線部分因

為替代性很多，不僅國籍航空，也有外籍航空
在飛，因此其他航空公司運能已足以支應，並
無問題；國內春節離島加班機下周開賣後，若
承載率在8成以下，代表運能還夠，若都客滿，
會有第三波加班機，目標是 「絕不能讓民眾春
節不能返鄉」。

遠航退票16.5萬張破2億元！
補運能缺口春節離島加班機下周開賣

（中央社）法務部矯正署首度針對作文並擴大邀請家屬參加
的徵文比賽，今天在彰化監獄頒獎，由各監所收容人320件作品
中選出73件作品進入決賽，另有16名家屬獲獎，今由各監所代
表到彰化監獄領獎，矯正署長黃俊棠親自頒獎。黃俊棠說，收容

人需要有很強的家庭力量與穩定
工作支持，因此，矯正署將收容
人與家屬親密的結合在一起，建
構圓滿家庭的支持，出監之前並
連結到勞動部，讓收容人事先適
應社會生活等，才能達到最好的
矯正效果。成年組首獎為嘉義監
獄《木椅》、少年組首獎為誠正
中學彰化分校《逆爭上游》、家
屬組首獎為雲林監獄《溫柔予你
》。

得獎作品中，家屬組首獎《溫柔
予你》提及父親入監，她與爺爺
之間因父親而起的矛盾、衝突與
無奈，卻也看見爺爺的溫柔，文
章中提及，每當提到爸爸，幾乎
不曾在爺爺臉上看到笑容，回應
多是 「不要學你爸爸」，小時候
看不懂爸爸寄來的信，爺爺卻耐

心字字道來，說是爸爸叫他要注意身體、保重健康，當時難得到
笑了， 「不要好的不學，學你爸」，和爺爺爭吵，會怒吼 「他是
我爸，你憑甚麼說他」，但當別人對她說爸爸的壞話，爺爺則怒

氣沖沖說 「他是我兒子，輪得到你說嗎？」，筆者才明瞭 「原來
有一種溫柔，是名為：能說你不好的只有我，別人不行」， 「請
相信你身後有個人，會用他臉上漸增的皺紋，見白的髮絲告訴你
：他的生活過得很好，全是你的別來無恙」，字字句句描述爺爺
撐起她與入監服刑爸爸的天堂，令許多看到此篇文章的彰監人員
眼目工王泛紅。

少年組首獎為誠正中學彰化分校王姓收容人的作品《逆爭上
游》，文章寫道她沒有親生父母、寄居別人家中，大哥哥、大姊
姊都是人生勝利組，她以為 「沒有人會看見我」，所以自暴自棄
、逞凶鬥狠，還是個曾經是有許多願意為他賣命 「小弟」的女魔
頭，參與販毒、學會製毒，三番兩次進出少觀所，卻因為養母千
里迢迢只為見她一面，告訴她 「媽媽一直都在」，讓她徹悟，成
為口琴隊長，拿下全國冠軍、段考名列前茅，重新找回存在的意
義。

彰監典獄長黃坤前說，這是首次有家屬參賽，許多作品水準
超乎想像，可說是收容人與家屬間的對話，得獎最大贏家是誠正
中學彰化分校，共拿下5個獎項，今年推行許多有關家庭支持及
教化的新方案，如 「及時雨」，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案、幸
運草育樂營、 「與愛同行」家庭宗教日等，從關懷收容人擴及到
其家人與子女，也更進一步提供了 「在監時處遇，出監前準備，
出監後銜接」的延續性方案，使收容人在家庭互動、生活及信仰
上都能得到更週延的服務及協助。

矯正署徵文比賽頒獎 家屬組 「溫柔予你」 賺人熱淚奪冠

（中央社）不只國道，快速公路也常見車
輛拋錨，政府將首度比照國道明訂拖救車統一
收費標準。交通部公路總局表示，除了約定特
約拖救車、規定小客車拖救基本費1500元外，
也針對快速道路拖吊首度訂定 「待時費」，半
小時內免費，超過30分鐘每小時收150元。相
關規定將於2020年元旦上路。

公路總局今表示，鑒於快速公路陸續完工
通車，為增進省道快速公路路網行車安全，已
訂定 「交通部公路總局快速公路車輛拖救服務
作業要點」，公告開放拖救車業者申請，比照

國道辦理快速公路特約拖救車，訂定小型車及
大型車收費基準。

根據作業要點明訂，小型車拖救里程在10
公里以內，收基本費1500元為上限，大型重型
機車基本費為2400元為上限，超出10公里里程
，每公里加收50元。大型車依車種噸數，收取
2625元到6825元不等基本費，超出10公里之里
程，每公里加收55元至85元。

另外快速公路也首度訂定待時費。拖救車
將事故小客車拖至警局製作筆錄，或拖救車在
現場等待小客車駕駛乘客轉乘接駁期間，等待

費用將以每小時150元收費，等待時間的第一個
小時若不足30分鐘可不收費，超過30分鐘第一
小時收150元；超過1小時以上，不足1小時也
以每小時 150 元收費。大客車待時費則每小時
160元。

快速公路拖救也訂定現場作業費，小客車
若有車輛翻覆或衝上邊坡、掉落山谷等現在作
業費將收取1800元，陷入水溝或後輪破損等收
費900元；大客車其他處理費用則依照處理項目
不同從1050元到5250元不等。

公路總局表示，相關拖救新規定將自2020

年元旦起上路，快速公路將有18家拖救車業者
提供拖救服務工作，用路人在快速公路若需拖
救服務，請撥打110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由各
縣市轄管之警察局協助派遣，或公路總局服務
專線 0800231035，查詢各區段之服務業者免付
費專線，另可至公路網站 「快速公路道路救援
資訊專區」查詢拖救服務對象為大、小型客、
貨車輛，特約拖救車車身為黃色，並以黑色標
示 「高速公路局特約拖救車」或 「快速公路特
約拖救車」。

快速公路首訂拖救收費標準 基本費1500元起、待時費15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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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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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蘇花改明年(2020 年)1 月 6 日下
午4時全線通車，行車時間將可縮短近1小時，
「蘇花改北花客運」將首度開進花蓮，北花行

車時間僅 3.5 小時，票價約在 320 元到 352 元間
，而公路總局也正式核准客運票價及優惠，統
聯客運自1月6日起推出205元優惠，最快下周
開放搶票；首都客運、台北客運則打出24小時
營運不打烊，1月6日起到21日將推出半個月的
「半價」，三排椅半價優惠在208元到226元之

間，另還有四排椅客運，半價僅171元到186元
，創下北花近年最低票價。

蘇花改明年1月6日下午4時全線通車後，
將可加入春節疏運，交通部今年上半年也已開
放蘇花改客運路線申請，南港—花蓮路線由台
北客運、統聯經營，板橋—花蓮由首都客運經
營。

根據公路總局核准北花客運票價，統聯客
運南港—花蓮路線原價時段票價為320元，平日
優惠時段290元，半價205元，皆是三排椅車輛
；台北客運南港—花蓮票價，三排椅車輛全票
約320元，平日優惠時段290元，半價208元，
而四排椅車輛全票266元，半價171元；首都客
運板橋—花蓮票價，三排椅車輛全票352元，半

價 226 元，另四排椅車輛全票 290 多元，半價
186元。一般來說，南港到花蓮行車時間約3小
時20分鐘，板橋到花蓮行車時間約3小時30分
鐘。

因應蘇花改北花客運首度通車，客運業者
也紛紛打出低價優惠搶客，統聯客運課長甘杰
說，自1月6日下午4時後首航到2月5日止，
將不分年齡推出半價優惠，南港到花蓮票價僅
205 元，但春節期間是否適用仍在評估中，尚
未定案，而車輛行駛時間為上午6時到晚間10
時，預計下周取得交通部公路總局營運路線許
可證後，就可開賣車票和接受訂位。

首都客運總經理李建文則說，首都客運和
台北客運預計1月6日到1月21日止也推出半價
優惠，其中三排椅南港到花蓮半價僅208元，
板橋到花蓮半價僅226元；另四排椅半價更低
，南港到花蓮僅171元，板橋到花蓮半價186元
，創下近幾十年來北花最低票價；此優惠預計
到春節前，春節期間改推8.5折優惠，待春節疏
運期結束後將恢復原價，相關優惠票價預計
2020年1月初正式開放網路預訂。

另台北客運和首都客運北花路線則打出24
小時不打烊服務，高尖峰時段每15分鐘發一班

車，尖峰至少20分鐘到半小時一班，離峰則是
30到60分鐘內一班，但半夜也幾乎每小時有一
班，李建文表示，北花路線不打烊，剛好可以

補足台鐵沒有夜班火車不足，民眾從花蓮北上
上班就學或就醫都可搭夜班車，不用提早一天
出發。

蘇花改北花客運推半價搶客
最低171元創近年新低

（中央社）中國媒體不斷放話指台灣拒絕兩岸春節和選舉加
班機，暗指蔡政府卡台商返鄉投票，頻遭民航局駁斥與事實不符
，民航局指，早已向陸方提出3班選舉加班機申請，但中國遲不
回覆；民航業人士表示，就此來看，卡住選舉加班機的不是台灣
，而是中國。

民航局今表示，為便利民眾於春節期間返鄉過節，自11月
下旬即已將國籍航空公司2020年春節加班機需求提供陸方，目
前國籍航空公司已提出第一波專案加班機3班申請，包括浦東2
班、深圳1班，相關規劃都給了陸方，其後也數次致函促請陸方
確認具體安排並對外公布實施。

據了解，提出選舉加班機申請的是華航和長榮，分別申請
2020年1月9日和10日共3班選舉加班機，提出時間是上個月，

如今已快年底，仍未等到中國回覆。
民航局表示，兩岸春節加班機之航班數量龐大，且涉及航空

公司運能調度安排，考量後續作業時程，民航局積極努力與陸方
就相關事宜進行溝通，希望春節加班機可依慣例儘速執行。呼籲
陸方儘快確認春節加班機具體安排，以利航空公司運能調度及民
眾安排規劃行程，也希望不要因其他個別性需求影響春節加班機
。

民航局表示，有關明年1月11日前台商返鄉之運輸需求，因
近來陸客大減及季節因素等，目前尚剩餘許多機位，我方也經過
數輪調查，並無台商訂不到機位，但考量尖峰時段可能出現額外
需求，我方亦以辦理專案加班機方式因應；鑑於專案加班機是我
方內部事務，其性質與兩岸春節加班機截然不同，為避免因操作

不符市場常態的優惠票價而引發爭議甚或觸犯相關法令風險，民
航局已訂定專案加班機處理作業原則，並已告知陸方必須與春節
加班機區隔安排，惟我方也考量專案加班機係屬須經雙方同意之
航空事務，所以已同意陸籍航空公司亦可對等參與。

民航局強調，鑑於時間日益緊迫，再次呼籲陸方就春節加班
機儘速確認具體安排，並針對我方所提專案加班機規劃予以回覆
，俾利航空公司運能調度及民眾安排規劃行程。

民航業人士表示，兩岸春節加班機十多年來都是談春節前2
周和後2周，但中國想要綁著選舉加班機一起談春節加班機，擴
大為春節前3周和後3周，與慣例不符，但從民航局早已提出3
班選舉加班機申請、中國仍未回覆來看，卡台商返台的不是台灣
，而是中國。

中國卡選舉班機！民航局提3班兩岸加班機 陸方已讀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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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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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