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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為制裁不公平囚禁美國人
的外國政府一事開闢途徑，並在發生一系列受矚目的拘留案
例之後，下令發布更詳細的旅行警告。

法新社報導，拜登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讓美國政府有更
多工具對付囚禁美國公民的國家。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這是為爭取海外公民獲釋所做的一項 「不
懈」努力。

布林肯在一份聲明中說： 「當美國人在國外被俘時，我
們必須盡全力確保他們獲釋。」

美國女籃選手格林納（Brittney Griner）在俄羅斯因持
有毒品被捕，經媒體廣泛報導後，拜登政府展開這項行動。

拜登的行政命令授權政府機構，對涉及不公正拘留美國
人的外國官員或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實施金融

制裁或旅行禁令。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稱，動用制裁不必然促成

人員獲釋，因此美國政府將以明智和戰略思維使用這一手段
，且會徵詢家屬的意見和建議。

國務院對美國人發布旅行建議時，也將開始強調哪些國
家的不公正拘留風險較高。另一位官員稱，首批帶有D標記
的拘留風險（detention risk）國家為中國、伊朗、緬甸、北
韓、俄羅斯和委內瑞拉。

儘管烏克蘭戰爭導致美俄緊張情勢升高，拜登政府仍於
4月與俄羅斯達成協議，將酒後襲警被囚的前美國陸戰隊員
利德（Trevor Reed），交換因販毒被美國逮捕的前俄羅斯
飛行員雅洛申科（Konstantin Yaroshenko）。

救援海外遭囚美國人 拜登加強制裁相關國家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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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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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 Trump, the ex-wife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died of
blunt-impact injuries in her
residence in New York City.
City officials said her death
was consistent with a fall
down the stairs in her
apartment. Ivana was the
first wife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mother of
their three children, Donald
Trump Jr., Eric Trump and
Ivanka Trump.
Born in the former country
of Czechoslovakia, she left
her country in 1970 and
worked as a model. She
then met and married
Donald Trump in 1977 and
became a key person
running the Trump
organization, including

Trump’s Castle in Atlantic
City, the Grand Hyatt Hotel
and Trump Tower. She and
Trump divorced in 1977.
Former President Trump
said on social media that,
“I am very saddened to
inform all of those who
loved her, of which there
are many, that Ivana
Trump has passed away at
her home in New York.
She was a wonderful,
beautiful and amazing
woman who led a great
and inspirational life. Her
pride and joy were her
three children, Donald Jr.,
Ivanka and Eric She was
so proud of them, as we all
are. We are also so proud
of her. Rest In Peace,
Ivana.”t 0707//1818//20222022

Ivana Trump Has Passed AwayIvana Trump Has Passed Away

享年七十三歲的川普第一任妻子伊凡
娜上週在她紐約寓所摔下樓梯受重傷而去
世，紐約市法醫証明是她下樓時不慎摔下
，是件意外事件。
伊凡娜曾經和川普生活了十五年，並

在川普創業时期協助他發展商業王國，因
此她曾經說過，如果沒有我，川普不會有
今天。
伊凡娜於一九四九年出生在捷克，她

能說五國語言，七十年代曾嫁給奧地利人
溫克爾邁，兩年後就分開，在一九七六
年她和川普在紐約邂逅九個月後就結婚，
在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她全力幫助川普
管理和成立許多酒店賭場事業，並為他生
下了三個孩子。

由於她發現川普巳經用情不專，而且
公開有小三，因此她提出離婚，並得到了
一千四百萬元及一些地產離婚後，她曾主
持過電視購物頻道，並且再婚，但都以離
異收塲。
她曾經在二O一七年川普當選總統後

出書爆料，聲稱自己有白宮直線電話，更
揚言川普今天之成為總統是她的功勞。
我們對於這位早年移民美國的伊凡娜

在意外中去世，表示十分哀悼，她的一
生正足分說明，七十年代的紐約處於經濟
衰退而又充滿機會的時期，老實說，川
普當年在紐約開始創業從事地產開發而致
富，和伊凡娜有非常密切之關係，今天
川普因而成為總統，他應該心知肚明。

沒有我沒有我 川普不會有今天川普不會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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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最新研究：人工智能算法
或能提出資源分配決策新機製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人類行為》最新發

表一篇社會學論文，研究人員通過一項概念驗證研究發現，人工智能(AI)算

法或能提出在人群中分配資源的新機製，其資源分配決策更受歡迎。

該論文稱，多年來，人類合作時的收益該如何分配的問題在哲學家、

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之間一直存在分歧。

論文通訊作者、英國人工智能企業Deepmind的克裏斯托弗· 薩默菲爾

德(Christopher Summerfield)和同事合作，他們訓練一個人工智能系統為公

共產品的重新分配設計一種新機製，該系統命名為「民主AI」(Democratic

AI)。研究人員先讓數千名誌願者4人一組參與一次投資博弈。博弈中，每

個人會拿到不同數額的錢，並需要決定是把錢留下來自己用，還是為了整

個組的利益分享出來，讓共享資金連本帶利重新返回給自己。

論文作者訓練該人工智能系統尋找一種向個人重新分配資金的政策，政策

的受歡迎程度取決於人類選手在決定選擇哪種政策再玩一次時的投票結果。這個

人工智能系統成功發現了一種比基線政策得到更多人投票的政策，比如重新將資

金平均分配給每個人，或是按照個人貢獻的比例返還。當研究人員請其他人類誌

願者擔任重新分配的決定者時，他們的策略都沒有人工智能的策略受歡迎。

論文作者指出，雖然該研究關註的是一次4人參與的特殊版公共產

品博弈，但今後的研究可以繼續拓展「民主AI」的概念，並研究其對於

更大團體和更復雜的博弈情景是否有效。

法國宣布將電力巨頭100％地國有化
理由是俄烏沖突

綜合報導 法國總理伊麗莎白· 博爾內（Elisabeth Borne ）周三宣布

，法國政府計劃將負債累累的電力巨頭法國電力公司（EDF）100%地國

有化，給出的理由是俄烏沖突加劇了能源挑戰。

報道指出，法國政府現在持有EDF公司近84%的股份，該公司是世

界上最大的電力生產商之一。消息公布後，最近遭受核反應堆關閉和其

他一系列問題打擊的EDF股價應聲上漲。

在周三向法國國民議會發表的施政方針演講中，博爾內闡述了其政府的

優先事項，稱「我們必須完全控製我們的電力生產及其表現。在面對俄烏沖

突的後果以及即將到來的巨大挑戰之際，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主權· · · · · · 這

就是為什麼我向你們確認，國家打算100%地擁有EDF公司的資本。」

報道稱，博爾內將這個國有化決定描述為法國獲得「能源主權」和「在

更獨立的歐洲建設更強大的法國」戰略的一部分。她說：「我們不能再依賴

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由於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我們將獲得主權。」

報道稱，法國國家審計局周二發布了一份報告，敦促政府改變有關EDF

公司和電力市場的政策，稱目前的狀況「既不能忍也不可控」。報告稱，法

國未能遵守歐盟的政策，在開放電力市場競爭的同時，又能維持住消費者負

擔得起的價格。

另據英國天空新聞報道，法國總統馬克龍在3月發表的總統競選宣言中

就曾表示，計劃增加政府在法國電力公司持有的股份。他當時寫道：「國家

需要掌握能源部門的幾個方面。我們需要掌握幾個產業參與者的所有權。」

研究：疫情期間，法國數百萬人依賴食品援助
綜合報導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

所（Insee）最新公布一項關於法國食品援

助的研究報告顯示，在新冠疫情暴發的兩

年間，食品援助受益人的生活條件進一步

惡化。

據報道，法國目前正面臨歷史性的物

價飆升，這降低了家庭購買力，尤其是貧

困家庭。對於剛剛遭受新冠疫情打擊的家

庭來說，這是雙重懲罰。法國國家統計與

經濟研究所發布了一項關於新冠疫情對食

品援助受益人影響的研究報告，該研究所

指出，疫情危機使受益人的生活條件惡化

，這對於學生尤其是外國學生的影響尤其

顯著。

這項研究顯示，截至2021年底，法國

超過一半的食品援助受益人領取援助的時

間不到兩年。但只有10%的受訪者認為疫

情危機直接導致他們求助於食品援助，對

於其他人來說，雖然他們認為疫情危機並

非主要原因，但44%的受訪者承認在疫情

期間收入有所下降，50%承認支出尤其是

能源支出有所增加。而且，疫情的影響並

不僅局限於經濟層面，

50%的受訪者還提到心理

健康惡化，31%提到身體

健康惡化。

在疫情封鎖期間，

學生們為了領取食物而

大排長龍。法國國家統

計與經濟研究所指出，

學生群體受到疫情危機

的影響要嚴重得多。領

取食品援助的學生中，

83%稱他們在2020年3月

第一輪疫情封鎖後開始

尋求食品援助，四分之

一稱疫情是直接原因，這一比例是其他食

品援助受益人的兩倍多。法國國家統計與

經濟研究所認為，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方

面是疫情期間餐飲機構等關閉，導致學生

打工的機會減少，另一方面是疫情封鎖阻

礙了學生與家人團聚，使他們更難獲得額

外幫助，外國學生占很大比例。

法國領取食品援助的確切人數仍然難

以準確估量。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

給出的數據是「法國本土200萬到400萬人

口」，置信區間可能在一倍到兩倍。但可

以肯定的是，食品援助的需求有所增加。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以及法國衛生

部調查研究評估統計局（Drees）之前進行

的一項研究估計，2020年春季，食品援助

中心的食物分發量已經增加了10.6%。

「國家破產」 後
斯裏蘭卡民眾怎麽生活？

「國家已經破產」，6日，記者在電

視中看到斯裏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向

議會講話的畫面，他嚴肅地說，這場史

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將至少持續至2023

年底」。

出行困難
國家破產了，對民眾生活有什麼影

響？記者住在首都科倫坡，生活方面受

到的最大影響就是缺油。在科倫坡可以

看到，自6月末以來，由於燃油緊缺，

該市道路上行駛的車輛已明顯減少，民

眾出行也更為困難。

公共交通系統不堪重負，6日，記者

看到一輛公交車的前後門都有乘客懸空

在外，車身甚至有向一側傾倒之勢。路

上行駛的突突車（出租車）寥寥無幾，

由於供不應求，突突車的價格甚至漲了

十倍以上。去年，記者在斯裏蘭卡經歷

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兩次長時間封

城，如今因為缺油，斯裏蘭卡民眾的生

活狀態與封城幾乎無異，而記者本人也

因缺油難以出行。

日前，記者在科倫坡7區一家加油

站看到，汽車、突突車和摩托車各成一

列，排隊的車輛占據了半邊車道，隊伍

蜿蜒長達兩三公裏。當時，排隊等待加

油的司機薩馬拉通加在接受記者采訪時

表示，「我別無選擇，為了我的家庭，

我必須在這兒等待。」

薩馬拉通加說，「我已經在這裏等了

整整3天，但我不能離開，晚上也只能睡

在車裏，希望明天汽油能到貨。」他指著

路邊的人行道對記者說，「到了晚上，突

突車和摩托車司機就睡在這裏。」

當前，斯裏蘭卡的燃油儲備已基本

耗盡。由於燃油短缺危機持續，內閣決

定自6月27日午夜起至7月10日，全國

加油站只為基本服務提供燃油。此外，

為節省燃料，該國政府已要求非必要的

政府機構居家辦公，學校也繼續停課。

乞討者愈發 「年輕化」
斯裏蘭卡正在經歷數十年來最為嚴

重的經濟危機，這個曾經繁榮的國家如今

陷入深度經濟衰退，食品、燃料和藥品等

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記者近日出門給孩

子購買維生素D時，發現同樣的物品，價

格上漲了約2.5倍（從50元人民幣一盒漲

至70元人民幣）。

斯裏蘭卡民生物資大漲，加上沒有

外匯可供進口，日用商品又缺又貴。以

衛生紙為例，斯裏蘭卡市場上常見的一

個土耳其品牌衛生紙，在幾個月以前，4

卷裝一包的價格是 590 斯裏蘭卡盧比

（約合10元人民幣），而現在，同樣的

一包售價已經高達1275斯裏蘭卡盧比。

雖然換算成人民幣感觸不深，但考慮到

當地一般收入在一兩千元人民幣左右，

普通民眾受到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隨著經濟危機愈演愈烈，記者看到

科倫坡街頭的乞討者數量明顯增多，幾

乎每一個大型路口都能看到乞討者的身

影。而且記者發現，乞討者愈發「年輕

化」，除老人、殘疾人等沒有勞動能力

的乞討者外，孕婦和抱著孩子的年輕媽

媽也加入了乞討者的行列，讓人無比心

酸。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6日

稱，「根據《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

況》評估報告，面對創紀錄的食品價格

通脹、燃料成本飆升和商品短缺，大約

626萬斯裏蘭卡人，即該國3/10的家庭三

餐不繼」。為此，WFP負責人大衛· 比斯

利在推特上發布警告，「我們必須在這

成為人道主義災難之前立即采取行動」

。斯裏蘭卡經濟學家卡迪賈馬爾表示，

「形勢很嚴峻，我們可能會在2-3個月內

面臨類似饑荒的情況」。

斯裏蘭卡陷入如今的困境，與新冠

肺炎疫情對旅遊業收入的直接沖擊，以

及政府的高支出和減稅措施均脫不開關

系。據報道，斯裏蘭卡目前共欠有約510

億美元外債。

民眾頻頻抗議
斯裏蘭卡正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談判，以期獲得資金支持。該

國過去曾多次與IMF談判，但如今情況

不同的是，斯裏蘭卡此次的身份是一個

破產國家。

維克勒馬辛哈希望在8月之前向IMF

提交一份關於債務重組和可持續性發展

的報告。他說，「一旦達成協議，IMF

將製定一項為期4年的綜合貸款援助計

劃」。然而，斯裏蘭卡主要反對黨統一

國民力量黨議員德席爾瓦持反對意見，

「現在距離8月份只有3周，如果總理提

出的計劃能夠實現，這可能要被收錄進

吉尼斯世界紀錄了」。

維克勒馬辛哈曾多次出任斯裏蘭卡

總理，今年5月才再度就任。因日益嚴

峻的經濟危機，斯裏蘭卡頻頻爆發示威

活動，記者也曾多次親歷現場，抗議民

眾對物價上漲頗感不滿，要求政府給出

解決方案。為應對眼下難題，維克勒馬

辛哈明確表示，將從俄羅斯那裏進口石

油。此外，斯裏蘭卡政府呼籲海外僑民

向國內匯款，以助國家度過此番危機。

英國環保人士闖美術館翻改名畫
此前曾沖進F1大獎賽直道抗議

綜合報導 英國一家環保組織的支持

者闖入倫敦國家美術館，翻改館內名畫並

將自己粘在畫上。就在前一日（3日），

該組織人士還沖入世界一級方程式錦標賽

（F1）英國大獎賽的賽道，擾亂比賽現場

。

2名青年環保人士重新繪製了英國畫家

康斯太勃爾的代表作《幹草車》，並於4

日將其張貼在倫敦國家美術館的原作上，

還把自己和畫框粘在一起。原畫描繪了英

國19世紀初的田園風光，環保人士將其改

成環境破壞後的樣貌，樹木光禿，河道變

成公路，遠景增加了煙囪和飛機，幹草車

上則多了一臺舊洗衣機。

近期，環保組織在英國多地舉行抗議

活動，以抵製英國政府的石油和天然氣開

采項目。3日，F1大獎賽比賽當天，7名

環保人士曾沖入場內的高速直道，隨後遭

到拘捕。上星期，他們還曾把自己粘在梵

高的名畫《桃花源》上，並引發了現場混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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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引述
6 名知情人士的話說，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計畫 8 月率團訪台。據報導，
隨著來自北京的壓力與日俱增，她訪台是為了
表達對台北的支持。

而這將是25年來，美國眾院議長首度訪問
台灣。4 月由於82 歲的裴洛西感染新冠肺炎，
而取消了相關行程。1997年時，美國眾議院前
共和黨籍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任內曾
率團訪台。

兩位知情人士說，美國政府內部對裴洛西
該不該訪台意見分歧。部分官員認為，4月訪台
的時間點更容易合理化，因為那時俄羅斯剛入
侵烏克蘭。拜登2月派出包括前參謀首長聯席會
議主席穆倫（Michael Glenn Mullen）等人在內
等前高官訪台，以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報導指出，對北京來說，裴洛西訪台也是
需要小心處理的議題，因為共產黨下半年將舉
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預計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在會議上取得第三任任期。

華府智庫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台灣專家葛

來儀（Bonnie Glaser）表示，北京對於美國
國會已經 「過於敏感」，美國會近幾年來提
出的反華法案數量 「前所未見」。

葛來儀指出，北京相信美國國會與行政
機關 「共謀」，壓制北京崛起。她說由於裴
洛西同時作為議長及拜登同黨同僚的身份，
此行被解讀為美國利用台灣作為對抗中國大
陸的一張牌、以及對台灣獨立提供官方支持
的一部分策略。

報導指出，儘管美國及大陸在許多議題
上意見分歧，自拜登上任以來，台灣已經成
為雙方爭執最嚴重的議題之一，愈來愈多解
放軍軍機飛進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加劇台海
緊張。

6 月新加坡 「香格里拉對話」（Shan-
gri-La Dialogue）亞洲安全會議（Asia Secu-
rity Conference）上，大陸國防部長魏鳳和
警告，他會 「粉碎」任何台獨的企圖，同時
也警告美國停止嚇阻大陸， 「如果有人膽敢
把台灣分裂出去，我們一定會不惜一戰。」

除了台灣，裴洛西此行來訪也會訪問日本
、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以及夏威夷，不

過第7名消息人士指出，此趟亞洲行仍有可能落
空。

針對報導，裴洛西辦公室不證實她是否將

訪台或造訪任何亞洲國家，白宮也拒絕評論國
會議員的出訪計畫，美國國務院及中國大陸駐
美大使館也尚未回應。

25年來第一次 金融時報：美眾議院議長8月要率團訪台

美國檢察官今天表示，兩名紐約州居民
被控非法利用中國和新加坡投資人的資金，
向時任總統川普在2017年的連任競選活動捐
款60萬美元。

檢方表示，這項計畫是李雪莉（Sherry Li
，音譯）和王連波（Lianbo Wang，音譯）為
展現政治關係而努力的一環，因為他們當時
正在尋求資金，以在紐約州北部建造一座中
國主題公園；檢方還說他們籌集了2700萬美
元資金，但從未完成相關計畫。

根據向布魯克林聯邦法院提起的訴訟，
李雪莉將這座公園稱為 「中國迪士尼樂園」
。

檢方說，李雪莉和王連波在 2017 年 6 月
28日以自己的名義，向為川普舉辦募款活動
的委員會捐款。然而，這些資金來自12名外
國捐助者，李雪莉和王連波向這12名外國人
士每人收取 9 萬 3000 美元，作為活動入場費
。

美國選舉法專家、華盛頓律師葛羅斯
（Kenneth Gross）說，美國競選財務法禁止
外國人向候選人捐款或要求他們捐款，但沒
有任何禁止外國人參與募款活動的規定。

李雪莉和王連波都是歸化成為美國公民
的華人，兩人在長島（Long Island）被捕，罪
名是共謀詐騙美國、電信詐騙和共謀洗錢。

王連波的律師拒絕置評，李雪莉的律師
則未回應置評要求。

川普的發言人和律師也未回覆置評要求
；川普並未被控有不法行為。

檢方表示，李雪莉和王連波利用一張與
川普和當時的第一夫人梅蘭妮亞（Melania
Trump）於2017年6月微笑合影的照片，為興
建主題公園計畫招攬投資。

李雪莉還利用一名中國公民的資金向其
他委員會捐款，讓自己得以參與2017年10月
舉行的多場選舉活動，包括與川普共進晚餐
。

紐約華裔被控詐騙外國投資人 錢捐川普競選團隊

日本鹿兒島縣知事鹽田康一19日在記者會上
表示，將接受美軍把8架MQ-9 「死神」無人機
暫時部署在位於鹿兒島縣鹿屋市的海上自衛隊鹿
屋航空基地的計畫。據中通社報導，這將是日本
自衛隊基地內首次部署美軍無人機。

此前，日本鹿兒島縣鹿屋市長中西茂7月11
日表示，將接受美軍在位於鹿兒島縣的海上自衛
隊鹿屋航空基地部署無人機的計畫。

日美兩國政府計畫最快本月在該基地部署 8
架美軍MQ-9死神無人機，日本防衛省稱最多將
有大約200名美軍人員駐紮在當地。

據中通社報導，此前，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
表示，目前正在籌備部署，今後美軍相關人員約
150至200人將進駐，這包括機體操作員、整備員
、後勤支援人員、醫療人員、軍人和軍眷等。

岸信夫說，MQ-9死神無人機將在日本周邊
海域進行偵察活動，起飛後立刻進入任務區，大

半時間都在海洋上空。他期待鹿兒島當地民眾能
理解有關MQ-9的部署計畫。

MQ-9死神無人機是美軍現役主力機型，滯
空時間超過24小時，可攜帶 「海爾法」空地飛彈
、GBU-12激光制導炸彈以及 「刺針」空空飛彈
等。該無人機2007年服役後，曾廣泛部署於中東
、阿富汗等地區，實施過多次軍事任務，其中就
包括精準刺殺伊朗革命衛隊 「聖城旅」司令蘇萊
曼尼。

據報導，除了在鹿兒島縣部署MQ-9死神無
人機外，日本還計畫在今年10月引進並部署美軍
MQ-9B 「海上衛士」無人機，費用總價約 40 億
日圓，部署期限為三年。不同於MQ-9的功能，
「海上衛士」無人機更擅長監視以及情報搜集與

分析，其續航時間長達40小時，續航里程4000浬
。日方將把 「海上衛士」部署在青森縣八戶航空
基地。

日本鹿兒島縣知事點頭 美軍將部署8架MQ-9 「死神」 無人機

美國有關當局今天表示，一輛運鈔車上週在洛杉磯北方行駛
途中，被竊走價值數以百萬計美元珠寶，車上的珠寶屬於加州零
售展的參展商。

路透社報導，國際寶石暨珠寶展（International Gem & Jew-
elry Show）在全美各地場館舉行零售展，主管史萬森（Brandy
Swanson）說，這起竊案發生於11日凌晨，地點在弗雷澤公園市
（Frazier Park），保全業者布林克公司（The Brink's Co）的運鈔

車當時正前往一處貯藏設施。
先前以為案發地點在蘭卡斯特市

（Lancaster），但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官員證實是在弗雷澤公園

市，目前未提供其他細節。
史萬森表示，這起竊案牽涉到大約25到30櫃珠寶和寶石，

這些珠寶屬於舊金山南方聖馬提歐（San Mateo）展覽的18家個
別參展商。這批商品原本先要貯藏，準備參加另一場在巴沙迪納
（Pasadena）舉行的展覽。

布林克公司在新聞稿中說，失竊的商品價值不到1000萬美

元，但史萬森估計價值近1億美元。路透社目前未能聯絡上布林
克對此置評。

史萬森解釋數字差異時說，較小家的參展商為了保險，往往
會把價格說低，因為保險成本高。

史萬森表示，她的團隊正配合當地執法人員和FBI調查。
她說，目前不清楚這輛運鈔車遭搶的過程，也不清楚放珠寶

的櫃子是否有追蹤裝置，或車上及案發區域是否有監視器。
史萬森說： 「這些受害者是家庭經營的小店家，不過那些櫃

子中的珠寶比大家想的更有價值，那是他們的生計，如今一生的
積蓄都沒了。」

加州運鈔車離奇搶案 價值數億台幣珠寶不翼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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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者感嘆：如果沒有中國
韓國有10年是貿易逆差！

綜合報導 韓國關稅廳發布的統計數字

顯示，2022年 5月份韓國進口泡菜2.4845

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17.4%，創2007年

之後月度最高紀錄，而進口泡菜絕大部分

來自中國。受韓國媒體此前集體對中國泡

菜「發難」的影響，韓國對華泡菜進口一

度萎縮，但5月份進口量比4月份突然猛增

40%。有分析認為，最近原材料價格猛漲

導致的高物價，讓價格低廉的中國產泡菜

再次受到韓國消費者青睞。目前，韓國白

菜價格比去年同期高83%，製作泡菜的原

料如蘿蔔、大蔥、洋蔥等價格也出現50%

左右的上漲，而中國產泡菜價格基本是韓

國產泡菜的1/3。

韓聯社發表報告，指出隨著今年上半

年韓國貿易創下歷史最大逆差，圍繞「對

華貿易脫鉤」的爭議也越來越大。韓國總

統辦公室首席經濟秘書官崔相木此前表示

：「過去20年我們通過對華出口實現蓬勃

發展的時代已經結束」。在韓國對華貿易

依存度很高的現實情況下，崔相木的說法

引發「可能引發中韓貿易摩擦」的憂慮。

韓國建國大學經濟學教授崔裴根表示，過

去20年如果除去對華貿易順差，韓國對外

貿易有10年是逆差。「對華貿易脫鉤」可

能導致韓國再次成為貿易逆差國。數據顯

示，韓國從1998年到2021年連續24年實現

貿易順差。1992年中韓建交後，1993年韓

國即實現對華貿易順差，到2021年連續保

持順差。

報道稱，2022年韓國新政府上臺至今

，韓國有2個月對華形成貿易逆差。有分

析認為，一方面是受到中國新冠肺炎疫情

和經濟調整影響，也有聲音認為，韓國出

口商品競爭力下滑也是導致對華出口放緩

的重要原因。韓國國際貿易協會最近發布

的報告建議，韓國企業在推動出口市場多

元化的同時，也應該註意中國產業調整和

市場升級，采取更加精細化的對華出口戰

略。

「親信隨行」 風波後
韓總統尹錫悅又被曝 「任用遠親」

綜合報導 據報道，繼韓國第一夫人金建希的「親信

隨行」風波在韓國引發爭議後，韓國總統尹錫悅又被曝

任用自己的遠親弟弟擔任總統府秘書室的行政官，可謂

給關於「總統依靠親信」的爭議「火上澆油」。

報道稱，尹錫悅的遠親弟弟崔某目前正在總統府秘

書室工作，他從去年韓國大選期間開始在尹錫悅的競選

陣營內擔任會計組長。當時競選陣營內的相關人士解釋

說，尹錫悅辭去檢察總長職務後，參選韓國總統時身邊

能夠提供幫助的人非常有限，因此崔某承擔了艱巨的工

作。據悉，崔某在韓國大企業有著十余年的工作經驗。

《國民日報》說，針對尹錫悅「任用遠親」，韓國

總統府相關人士反駁道，「根據國會製定的《利害沖突

防止法》，(任用崔某)完全不涉及(存在任何利益關系)」，

「該法律規定的家族錄用限製範圍為配偶、直系血親、

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嶽父、嶽母、妻子的兄弟姐妹」。該

相關人士說，「如果是因為遠房親戚的關系被任用，但

任用者卻沒有業務能力的話，可以對此提出異議」，

「但若不是因業務問題就將遠親排除在(任用範圍)外的

話，那也是差別對待」。

據報道，最近尹錫悅夫婦接連被曝出任用有「私交

」關系的人擔任政府職務或者直接參與一些公職工作，

這在韓國引發「總統公私不分」的質疑聲。在這一輪輿

論風波前，有媒體還披露金建希所經營的企業Kovana

Contents內的兩名職員，以及尹錫悅的「老熟人」企業家

黃某的兒子也被韓國總統府任用的消息。

《國民日報》稱，有聲音認為，在(尹錫悅)剛剛確

定參選韓國總統時需要「熟人」幫忙在所難免，但在當

選總統後應該要特別註意公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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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小袋鼠或者是鬣狗

。經鑒定，該動物實際

是患有傳染性皮膚病的

貍貓，專家警告人們千

萬不要接觸。

6月中旬，兵庫縣

一名男子在家門外發現

兩只從未見過的動物。

他走近拍了兩張照片，

並將照片送到兵庫縣森

林動物研究中心鑒定。該研究中心

工作人員稱：「幾乎可以肯定，這

是一只患有疥瘡的貍貓。」

研究中心表示，疥瘡通過皮

膚上的寄生蟎蟲傳播，會引起

動物嚴重的瘙癢和全身脫毛，

該傳染病在兵庫縣內貍貓種群

流行已有 10 多年，現已傳播到

野豬和熊身上。森林動物專家

田口彰提醒當地民眾，千萬不

要給野生動物投餵食物，也不

要接近和觸摸。

頻繁斷電，電費卻越來越高！
緬北臘戌民眾吐槽不斷

綜合報導 近一周以來，臘戌城

區斷電次數越來越頻繁，當地居民表

示，頻繁斷電增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

，電費卻比之前的還要高。對於依賴

電能的居民來說，停電讓生活壓力增

加了許多。

當地一位居民表示，一周以來，

幾乎每天都會停電，有的時候一整天

都不來電。不能正常供電，電費卻每

個月都要繳納，看到電費賬單的時候

我嚇到了，一個月的電費達到9萬緬

幣，上個月的價格最高只要3萬緬幣

左右。

據悉，因

為頻繁斷電，

臘戌大部分依

賴於電能的行

業被迫停工，

雖然可以使用

發電機工作，

但是當下燃油

價格居高不下

，即使是盈利

了收入也會減少許多。為了避免不必

要的虧損，當地依賴於電能的行業已

經暫停工作，基礎員工衣食住行面臨

困難。

一名女子表示，發電機非常耗油

，只有真正需要的時候才會發電，平

時不會用。電不來的話做飯也會遇到

困難，木炭價格也漲了很多，一袋木

炭價格漲了2000緬幣左右。

6月中旬，社交軟件上不斷有消

息傳出，7月1日起，電力部將上調電

費。電費漲意味著物價上漲，消息一

出後迅速被網友轉發，引發了國內居

民高度關註。日前，緬甸仰光供電委

員會當局發文澄清，上調電費的消息

為謠言信息，國家電力部門沒有上調

電費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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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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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研“兩地一檢”拉近檢測標準

隨着深圳灣口岸推出網上預約系統方便過境人士預約接受病

毒檢測後，口岸人流擠塞情況已有改善，但過境人士目前仍要在

兩地重複接受核酸檢測。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16日透

露，正研究拉近內地與香港的病毒檢測標準，至於如何合併至“兩地一

檢”（即過關全程只檢測一次），則需更多時間考慮。有防疫專家16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兩地口

岸的距離接近，“兩地一檢”在技術層面上可行，但先決條件是兩地必須有統一的檢測標準，及交由同一個團隊

進行採樣和化驗，以確保檢測品質一致，而檢測亦必須在離境前進行，以杜絕輸出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新呈報死亡：1人（72歲男子，無打針，生前
患癌症及其他慢性疾病）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220宗

16日疫情新增
總確診個案：

3,762宗（包括

229宗輸入個案）

院舍及學校疫情
◆4間安老院舍有新增個案，包括錦田松柏國際(香港)協會、大埔富善
護理院、油麻地毅慈康寧苑及黃竹坑東華三院賽馬會朗逸居

◆2間殘疾院舍有新增個案，包括將軍澳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誠望輔助
宿舍及新生精神康復會屯門長期護理院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及大埔浸信會幼稚園分別新增1名及4名學生確
診，兩校相關班級須停課一周

◆九龍塘國際英文幼稚園校巴群組多4名學生及1名教師染疫，群組累
計9宗個案，其餘20名學生須居家隔離

變種病毒
◆新增73宗涉BA.2.12.1變異病毒株的個案，當中64宗無源頭

◆新增32宗涉BA.4或BA.5的變異病毒株個案，
當中16宗無源頭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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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確診
人數近日居高不下，為
協助居家隔離的確診者
能第一時間獲得治療，

香港醫管局開展先導計劃，為
病情穩定且病徵輕微的確診者提供“遠程
醫療”服務，包括視像診症、處方藥物，
以及速遞送藥一條龍，費用全免，最快診
症即日已有藥物送到患者的家中，省卻患
者到指定診所求醫的舟車勞頓之苦，也減
低社區播疫風險。該計劃於本月11日在伊
利沙伯醫院試行，截至上周五（15日），
超過20名確診者使用了該服務，其中逾半
數人獲處方口服抗病毒藥物。醫管局總行
政經理（服務轉型） 陳允健醫生表示，現
階段會在局方的確診病人資料庫中邀請合
適的患者作遠程視診，正式推行初期料每
星期可提供100個診症名額。

新界西醫院聯網家庭醫學及基層醫
療部部門主管吳楊城日前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該試行計劃的成效理想，患
者包括年輕人及長者，年齡由 20 多歲至
86 歲不等，病徵包括喉嚨痛、咳嗽、發
燒及肌肉痛等；在服用藥後，全部病人
轉趨穩定。

隔住屏幕診症，限制不少，吳楊城直
言，診症過程十分依賴醫生的臨床經驗和
判斷，“最擔心是病人出現併發症如肺
炎、心肌炎或腦炎等，患者會有特別病徵
如咳嗽不止、呼吸困難等，如有這類情
況，還是建議他們盡快安排面對面診
症。”

“遠程醫療”服務現時仍是試行階
段，陳允健透露，只要年滿18歲的新冠病
人，並身處香港，病情穩定且病徵輕微，
即合資格參加，局方會在確診病人資料庫
中主動物色可作視診的對象，包括早前曾
致電醫管局查詢支援熱線的染疫人士。

醫生會根據病人的臨床病情處方藥
物，包括口服抗病毒藥物。在完成視診

後，醫院藥房會安排配藥，經快遞公司為
病人派遞藥物到戶，平日每日下午2時前
的處方，最快即日有藥物送抵；下午2時
後的處方，翌日中午前亦會送到。陳允健
表示，該服務將由醫生輪流當值負責，每
星期七天運作，不過對於患有嚴重疾病或
高危人士，則並不合適作遠程醫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醫管局推遠程視診 最快即日收藥

◆醫管局推“遠程醫療”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目前，市民欲經深圳灣口岸前往內
地，必須持24小時內有效的核酸檢

測紙本報告。在抵達深圳灣港方口岸後，
要即場進行核酸檢測，呈陰性結果才可前
往深方口岸。當到達深方口岸後，須再做
一次核酸檢測，即過關旅客需在24小時
內共接受3次檢測，每次要花時間等候檢
測結果。早前就有建議在深圳灣口岸採取
“兩地一檢”方式，讓旅客在過關時只需
接受一次核酸檢測。

但要落實該做法，需要先解決內地與
香港的檢測標準不同的問題，而兩地對確
診的標準亦有不同定義。在內地，核酸檢
測CT值低於40被視為陽性，但在香港，
CT值在30以上卻是陰性。正因彼此對
CT值有不同理解，故出現在香港過關時
檢測呈陰性，幾分鐘後到達內地關口檢測
卻呈陽性。

盧寵茂16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形容，
過境安排並非“你輸我贏”的談判或賭
博，特區政府要盡責為國家“守好南大
門”，以免病毒輸出至深圳，故會盡量採
取與內地標準一致的核酸檢測安排。

他解釋，內地目前採用“標準核酸檢
測”，旅客過境後可到酒店等候結果，一
般需時6至8小時，但香港採用“快速核酸
檢測”，旅客過境前須“檢測待行”，最
快半小時至1小時內有結果，如果要長時
間等候，反而會造成混亂。

盧寵茂：“零感染”有望縮疫監
盧寵茂透露，特區政府正朝着“兩地

一檢”的方向研究，以減少對旅客的不
便，但如何合併兩次檢測仍需更多時間考
慮。他指，現時由香港入境內地的旅客核
酸檢測陽性比例，已由以往的2.5%降至現

時的0.03%，如果可做到“零感染”，有
望令內地進一步增加過境人數和“健康驛
站”名額，甚至縮減檢疫日數。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16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由於兩地口岸的
距離不遠，因此“兩地一檢”在技術層面
上應可行，但先決條件是兩地必須有統一
的檢測標準。

他建議，由香港到內地或由內地往香港
者，核酸檢測的採樣和化驗應交由同一個團
隊進行，以確保檢測的品質一致，而檢測必
須在離境前進行，以杜絕病毒輸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形容，研究“兩
地一檢”，展現了今屆特區政府願意從市民
的角度切實解決他們的困難。他希望特區政
府加緊落實推行措施，因此舉既可節省雙方
的行政效率及成本，同時減少市民過關之
苦，真正做到“以結果為目標”。

◆◆早前過關市民進行檢測登記早前過關市民進行檢測登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16日新增
3,762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再多一名確診者死
亡，目前有1,108名確診病人留醫。在疫情未受
控的情況下，4名香港大學學者日前撰文稱，香
港應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在今年冬季前透過
自然感染和接種疫苗獲得“混合免疫”保護。香
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16日表示，香港仍有三
成80歲以上長者未完成疫苗接種，加上香港疫情
正呈上升趨勢，兩周後確診個案可能加倍，達到
每日約6,000宗，對公營醫療服務構成壓力，或
有25%公院服務受影響。有防疫專家亦認同香港
不宜過快放寬防疫措施，以免加重醫院負擔。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16日在疫情記者會上指出，
香港16日新增3,533宗本地確診及229宗輸入個案
（見表）。在疫情仍未放緩之際，特區政府專家顧
問袁國勇、孔繁毅等4名港大學者15日在香港大學
的《AsiaGlobal Online Journal》發表文章，稱新
冠肺炎在香港已趨向“風土病”，根據其他地區經
驗，香港應不會再出現第五波疫情累積逾9,000人
死亡及醫療系統一度崩潰的情況。

他們推斷，若香港效法新加坡全面取消社交
距離措施及容許入境人士居家隔離，每天感染病
例會介乎3,000至21,000宗，入院需要氧氣輔助
的病人高峰時會有1,000人，死亡個案主要是未
接種疫苗及有嚴重慢性病的患者。

他們並引用“混合免疫”（hybrid immuni-
ty）理論，即透過自然感染及接種疫苗令人群有
免疫屏障，稱如果特區政府繼續逐步放寬社交距
離措施，讓病毒以“低水平”在社區傳播，令更
多人自然感染，同時推高社區特別是長者群體的
接種率，可在今年冬季前令香港獲得“混合免
疫”保護。同時，本港須繼續維持全民戴口罩，
“疫苗通行證”措施亦應維持至第六波疫情後才
放寬。

盧寵茂：防疫無可能“躺平”
盧寵茂16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香港

病毒即時繁殖率為1.68，估算兩周後確診數字會
加倍，升至每日5,000至6,000宗，直至本月底新
冠病人或將佔用2,000張醫管局病床，佔急症病
床一成，屆時有兩成半的公營醫療服務或受影
響。

他指出，特區政府的抗疫政策不能單屬某一
理論，而由專家提出意見到政策落實，政府要考
慮很多因素。“免疫屏障”或“混合屏障”始終
只是理論，保護力會隨時間下降，未必確切保護
到市民生命和健康，亦未必應付到新變種病毒，
加上有三成80歲以上長者無接種疫苗，政府有責
任保護重點人群。防疫措施無可能“躺平”，目
前最重要是減少感染，精準抗疫，以最低代價取
得最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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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灣高等法院法官高明哲，12年前承審
時任最高法院法官蕭仰歸兒子的肇事逃逸案涉
嫌接受關說，遭檢方依 「枉法裁判罪」起訴；
台北地方法院19日開庭，高辯稱沒有犯罪，法
官整理5大爭點，未來審理庭調查釐清，今年底
辯論終結。

本案是因蕭仰歸兒子蕭賢綸在2008年10月
6日肇事逃逸，基隆地院判刑6月，可易科罰金
，緩刑2年，捐款3萬元。蕭賢綸上訴高院後，
由審判長高明哲、受命法官高玉舜、陪席法官
林洲富組合議庭審理。蕭仰歸為讓兒子能考取
司法官，向高明哲關說，希望判兒子無罪。

檢方起訴指出，2010年1月5日高院開庭前
後，高明哲多次向高玉舜表明很為難，希望
「給年輕人一個機會」，企圖改變心證，但高

玉舜斷然拒絕，稱最多只能撤銷捐款，高明哲

仍強調， 「要的不是這個啦，他要的是無罪判
決」。

高明哲還向高玉舜說明，稱蕭仰歸曾在他
最落魄時施以援手，這份恩情不能不還，兩人
交情深厚，他也看著蕭子長大 ，希望取得諒解
及認同。

高明哲收到高玉舜的上訴駁回判決後，仍
未放棄，表示他也寫一份無罪判決，讓林洲富
決定在哪篇判決簽名，高玉舜同意。因林洲富
選了無罪判決，合議庭最終改判蕭子無罪確定
。

台北地院開庭，高明哲仍否認犯罪，表示
案子十幾年過去了，許多細節已記不清；法官
也整理出案件爭點，包括高明哲有無向高玉舜
表示審理蕭賢綸感覺很為難等，在審理庭時釐
清事實真相，庭末，法官訂9月連續開庭審結。

前法官高明哲涉關說判肇逃無罪 否認枉法裁判

來自桃園的43歲張姓男子今天和家人到花
蓮秀林鄉砂婆噹溪戲水，不過他的2名女兒卻不
慎落入深水區，張男見狀趕緊下水救援，雖然
成功救起女兒，自己卻不幸溺水，被周邊民眾
拉上岸時，已失去呼吸心跳，經消防隊員實施
CPR搶救並送醫院救治仍回天乏術。

張男一家人 4 大 4 小（3 男 5 女）從桃園到
花蓮玩，並在今天下午1時許，前往秀林鄉水源
村砂婆噹北溪戲水，怎料遊憩過程中，張男11
歲與8歲的2名女兒卻不慎落入深水區，頭部不
僅遭溪水覆蓋，更頻頻掙扎，大喊救命，張男
見狀，趕緊從岸上跳下水中搶救。

張男雖成功將2名女兒救上岸，卻不慎溺水
，在場的其他家人趕緊將他從水中拉上岸後，

施行CPR外，並通知119請求救援。
消防人員趕赴現場後，立即接手進行高級

心臟救命術，由高級救護技術員給予張男CPR
、插管等救治，並隨即由救護車送往慈濟醫院
急救，不過仍在下午2時51分時許宣告不治。

由於夏日炎炎，不少民眾會到溪邊戲水，
卻往往因忽略其潛在的危險性，導致溺水意外
頻傳，花蓮縣消防局長林文瑞呼籲，在野外溪
流、湖泊戲水時，應熟記戲水安全注意事項，
避免至危險水域戲水，而且戲水時每人均應配
置救生衣、救生圈、及相關具一定浮力的救生
器材，確保遊憩安全，並牢記 「叫、叫、伸、
拋、划」救溺口訣，避免憾事發生。

一家8口花蓮戲水傳意外 父縱身跳水救起2名女兒卻溺斃

高雄市梓官區信安街一處鐵皮倉庫於19日晚間近8時發生火警，陳姓屋主獲報後到場協助滅
火，因為有異物進入眼睛，由消防人員初步處置後，送往榮總治療。

消防局人員在晚間獲報後，共出動8車18人前往搶救，現場是一處鐵皮倉庫，無人員受困。
消防局人員於晚間近9時撲滅火勢。

警消初步研判，起火原因應為屋主今日晚間7時許離開前，將電動扳手充電，因不明原因導致
電線走火。詳細情形仍需由消防單位進一步調查釐清。

高雄梓官鐵皮倉庫陷火海 屋主幫滅火反受傷送醫

高雄50歲莊姓夫妻檔，涉嫌成立酒類貿易等公司作為掩護，透過第三方支付幫詐騙集團洗錢
，刑事局偵查第四大隊循線偵辦，將莊姓夫妻等6嫌拘提到案，清查至少有100多名被害人，財損
金額逾500萬元。

刑事局分析165反詐騙資料庫，發現多名假投資詐騙被害人是透過第三方支付匯出款項，研判
有數家第三方支付公司涉嫌收受、移轉詐欺犯罪贓款，遂與高雄市刑大、三民二、新興分局、嘉
義市刑大、台南第一分局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報請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林恒翠指揮偵辦。

警方調查，莊嫌等6人共開設5家公司，再透過第三方支付作假交易紀錄，以合法掩護非法，
並從中抽取4.5％作為洗錢酬勞。專案小組日前執行拘提搜索，共查獲莊嫌等6人，查扣現金212萬
6100元、人民幣4萬元、日幣129萬元等贓證物。詢後，全案依詐欺、洗錢及組織等罪嫌移送高雄
地檢署偵辦。

彰化縣林男以投資當鋪、布廠、土地開發
等名義，謊稱有高投報率向民眾吸收資金，林
男等人吸金後逃逸，警方循線逮捕林男等 3 人
，查出不法吸金近新台幣10億元，訊後送辦。

刑事局偵查第六大隊第三隊今天告訴中央
社記者，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去年 7 月獲
報，48歲林男與妻子45歲胡女，以投資當鋪、
布廠、土地開發等名義，向不特定民眾吸收資
金，並以 「每投資100萬元，每月可獲得2萬至
3萬元不等的高額利息」，藉以吸引被害人陸續
投入資金。

警方查出，被害人起初投入部分資金，並
得到數期報酬後即信以為真，除投入自身全部
積蓄外，還邀集、介紹親友加入擴大投資，等
到數月後均未能如期收取保證的利息，聯繫林
男遲遲未獲回應，才得知遭吸金詐騙。

刑事局中打與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組成專案小組調查，警方清查金流發現林男使

用數十本人頭帳戶，最多轉帳 5 層進行洗錢，
以規避警方查緝，最後將犯罪所得用以購入私
人房產、繳納儲蓄型保單、購買進口轎車及現
金領出花用藏匿。

專案小組於去年11月及今年5月間，兵分
多路前往台中市、彰化縣等地區執行 3 波搜索
偵辦，全案於今年6月24日將林男、胡女及共
犯40歲陳女共3人，依詐欺、違反洗錢防制法
與銀行法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警方清查金流發現，全案吸金詐騙金額近
10億元，部分被害人因怕身分曝光名譽受損，
不敢報案製作筆錄，目前已清查完成的被害人
數有10人，受害金額近5億元。

為保護被害人財產，專案小組搜索查扣犯
罪集團名下6輛房車（市價近300萬元），另向
法院聲請財產扣押儲蓄型保險保單 7 張（價值
近300萬）、不動產3處（銀行估價5204萬餘元
）。

夫妻檔利用第三方支付洗錢百餘人遭詐500多萬元

假投資真吸金近10億 刑事局逮3人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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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0720WED_A1_Print.pdf (p.1)
	0720WED_A2_Print.pdf (p.2)
	0720WED_A3_Print.pdf (p.3)
	0720WED_A4_Print.pdf (p.4)
	0720WED_A5_Print.pdf (p.5)
	0720WED_A6_Print.pdf (p.6)
	0720WED_A7_Print.pdf (p.7)
	0720WED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