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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米限購賣剩千八部 「饑餓行銷」判罪首例 女陸客台東被毆 當局稱無關購物

綜合報道，大陸手機品牌小米去年底登台，並於去年12月三度網
路限量開賣紅米手機，每次都聲稱在短時間內賣完，讓愛好者

大吊胃口。

台小米致歉：將修正機制
據公平會指出，台灣小米在去年12月9日、12月16日，以及12月
23日共舉辦3波網路購買紅米手機活動，活動刊載「首輪10,000台
開放購買」、「第二輪10,000台開放購買」、「第三輪8,000台開放
購買」等語，並在每波活動後分別刊載「9分50秒紅米手機已售
罄」、「1分08秒紅米手機已售罄」及「0分25秒紅米手機已售罄」
的廣告。
公平會接獲民眾檢舉後啟動調查，發現這3波紅米機預購活動，網
站給人的印象應該是台灣小米分別提供1萬台、1萬台、8,000台紅米
手機，且在宣稱的時間內均被搶購完畢；但實際上台灣小米所接受
的搶購數分別為9,339台、9,492台及7,389台，共有1,780台未賣
出，就逕自結束搶購活動，與廣告所示不符。
公平會發言人吳成物表示，台灣小米承認公告數量（開放預購

量）與搶購資格數量（實際預購量）有落差，公平會因此以違反公
平交易法開罰60萬元。
對此，小米公司說，小米透過網路開放購買的獨有商業模式，在
搶購過程中會產生訂單資料差異，導致前三輪開放購買的實際商品
數量和公告數有細微出入。對於因此帶給台灣消費者造成的困擾和
誤解，小米表示歉意。台灣小米公司已按照相關規定，修正此後開
放購買的機制，讓消費者獲得更佳的購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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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分08秒

已售罄」、「0分25秒已售罄」，小米手機難搶，

不少人均深有體會。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會)昨日

指出，台灣小米在去年12月三次的網路限量銷售中根本

沒賣完貨卻宣稱賣光，商品數量廣告不實，決定開罰60

萬元(新台幣，下同)(約15.5萬港元)，創下因為「饑餓

行銷」而開罰的首例。台灣小米公司回應指，將修正此

後開放購買的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營建署近日公佈今年首季「房
價所得比」(即住房價格比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指
標，台北市從去年的15.01倍高點，回落至
14.6倍，居全球第二位，意味要在台北買
房，要不吃不喝14.6年才能做到。營建署表
示，近期房價所得比下滑，代表民眾房價負
擔能力略為提升，亦即購屋壓力略減。
數據顯示，新北市與台北市的房貸支出
超過家庭收入的一半，高過香港的
50.42%，東京的40.84%和首爾的39.34%。
依照國際標準，房貸支出比高於50%代表購屋
壓力過高。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王瀟雨廈門
報道）首批從台灣出發的海運快件昨日由
「中遠之星」兩岸客貨滾裝輪承載順利運
抵廈門。這批貨物總重4,604千克，共639
件，主要為紗線、布樣、衣服、飲料等。
兩岸快件業務近年市場需求強烈，海關
總署今年2月批准同意的廈門市試點開展
對台海運快件業務，廈門也成為大陸首個
獲准經營兩岸海運快件業務的城市。據預
測，如果全面開放廈門與台灣之間的海運
快件業務，僅電子商務一年至少有250億
元人民幣的對台貿易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及中新社報道，台東知
本溫泉區30日晚發生台灣司機毆打大陸女遊客事
件，原本傳出是未在指定店家購物，司機無佣金。
台「交通部觀光局」調查後指出，事件疑因口角問
題，無關購物。大陸海旅會台北辦事處主任滿宏衛
昨日表示，正進一步了解有關事件，將關注是否存
在強迫購物等問題。

台民眾盼還陸客公道
該名女遊客來自大陸鄭州，有當地民眾表示，女

陸客因為未到旅行社指定的商店消費，司機和導遊
積怨已深，才會出手打人。附近民眾認為台灣司機
和導遊太過分，聚集在派出所要求相關部門給陸客
公道，否則台東的觀光旅遊沒有未來。
台「觀光局副局長」張錫聰證實確有遊覽車司機

毆打女陸客。但他稱，打人的司機不是載被毆女陸
客的旅行團，當時是休息時間，不是購物時間，毆
打起因是司機與女陸客的口角，無關購物。
張錫聰說，初步了解，這名女陸客26日入境後就
一直要求全程脫團，不符陸客脫團時間只能佔全程

的三分一，且需提供在台朋友聯絡電話、返團時
間。
他表示，這名女陸客有台灣男性朋友，一路上開

車跟遊覽車走，女陸客不斷提出離團要求，和領
隊處得不好。領隊在休息時間和其他陸客團司機聊
天，有聊到這名女陸客，女陸客不滿，與司機起口
角，司機出手毆打女陸客。

香港文匯報訊 歷經16個月的安全檢查，台「經
濟部」終於30日公佈核四電廠安檢報告，一號機組
的126個系統健檢正常。「經濟部長」張家祝表
示，核四廠一號機符合安全規範，但目前決議封存
3年，首年封存費為12至13億元(新台幣，下同)(約
3.1億至3.35億港元)，預估3年的封存費用不會超過
新台幣40億元(約10.3億港元)。
「經濟部」昨日指出，3年後若還沒「公投」決定核

四的去留，會再決定封存計劃是否要進入第二階段。
由台灣電力公司興建的核四廠共有兩部機組，其

中一號機接近完工，二號機自去年起已實質停工。
由於台灣民眾對核四電廠的施工品質和運轉安全存

有疑慮，馬英九4月底邀集國民黨執政縣市首長開
會，達成核四一號機安檢後封存、二號機全部停工
的共識，未來是否運轉，須交由「公投」決定。

台北買房需14.6年不吃不喝 首批台海運快件抵廈門

■台灣小米去年12月公布稱8,000台
紅米手機25秒售罄。

■■小米手機價格廉宜小米手機價格廉宜，，吸引不吸引不
少人搶購少人搶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數十名當地村民聚數十名當地村民聚
集派出所前集派出所前，，為陸客為陸客
討公道討公道。。 中央社中央社

核四核四11號機安檢過關號機安檢過關 將封存三年將封存三年

■張家祝（後）在會議上感謝安檢小組。 中央社

今年 6 月 公 佈 的
「2014 浙商全國

500強」榜單顯示，賈雲的浙江皮卡王
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排名第74位。賈雲
2007年第一次主演了電影《第一軍

規》，獲長春電影節「最佳新人獎」，其
主演的第二部電影《毛澤東與楊開慧》料
今年內公映。

老闆兼任演員 常臨時改台詞
談及如何兼顧老闆和演員的身份，賈雲
說，如果擔心演戲佔用管理公司的時間，這
個人成不了一個優秀企業家。「我的公司有
自己的人才、審批流程和制度，網絡信息化
時代，已經不需要老在一個固定地方辦公，
也不需要我什麼事都親力親為。我還能有時
間演戲，說明公司的管理成熟了」。

賈雲從小就想
當 英
雄 ， 學
過 武 功

也曾參軍當特種兵；長大後，他更加崇拜
毛澤東，一直努力學習他為事業艱苦奮鬥
的精神。「現在，我還算一個比較成功的
企業家，財富多了，管理公司平台越來越
大後，我還可以通過扮演毛澤東來圓『英
雄夢』。」賈雲說。
每次演毛澤東，賈雲會研究唐國強、古
月等毛澤東特型演員的表演，力求做到有
自己的獨特風格。賈雲指，現代化妝技術
很發達，難點在於塑造毛主席的偉人氣
質、英雄氣概，以及他為人處事的智慧。
「我管理幾個股份公司的過程，一直在學
習毛主席的智慧。」他說。
「演戲那天，我一般都是早上4：30起床
化妝。」雖然一天時間安排非常緊湊，但
看劇本的時間對賈雲而言並非一個難題。
賈雲指，早在拍戲之前，他就要詳細研究
劇本才會確定是否投資、是否主演。為了
演好毛澤東，他經常臨時改台詞、導戲，
更因此獲評委會評價「淳樸自然，睿智靈
動」。

毛澤東圓夢毛澤東圓夢

「你要說我痴迷，我不反對，我

的確準備今後只演毛澤東，

我的夢想就是畢生致力於成

為中國最優秀的毛澤東特型

演員。」身家38億元的浙江

商人賈雲，不但投資電影，更常常

擔綱演出。他說，痴迷扮演毛澤

東，除了圓兒時「英雄夢」，還學

到毛澤東的堅強，體會他的正能

量。■《成都商報》

浙江富豪浙江富豪
演演

面對滿滿的百元
紅鈔、多張銀行

卡，還有一張43萬元的銀行支
票，加起來幾近百萬元人民幣，
有多少人能「拾金不昧」？來自
河南的兩名17歲高中生王鵬翔
和常銳暑期到內蒙古旅遊，無意
在路邊發現這個鼓囊囊的錢包，
他們透過支票上的電話聯繫失主
任先生，不僅物歸原主，還謝絕
了現金酬謝。任先生豎起大拇指
對兩名年輕人表示讚揚：「河南
人，真中！」
任先生後來向安陽市教育局發

來表揚信寫道：「一滴水可以折
射出太陽光輝，在此我們感謝貴
市教育局能培養出如此良好情操
的學生」。王鵬翔接受媒體採訪
時說：「其實也沒啥，我家人從
小就教育我要拾金不昧，這多正
常啊！」 ■本報記者

高攀、常愛濤河南報道

文革「白卷先生」張鐵生身價飆近兩億

�

少年拾百萬不昧少年拾百萬不昧 獲教局表揚獲教局表揚

「這些照片見證黃鶴樓的變
化。凡是你看到的三層黃鶴樓是
1985年以前的，1985年重修後
的黃鶴樓是五層的。」武漢民間
收藏家姜普林，近日展示了其收
藏的14張老黃鶴樓原照，時間
從光緒十年跨越到文革時期。其
中一張為光緒年間所拍，距今已
有130多年了。「這是從收藏家
朋友那游說了三年才得到的。」
姜普林說。

姜先生12年前，因偶然的機
會收藏到一張印有黃鶴樓圖案的
紙幣後發現上面的黃鶴樓只有三
層，和現在的黃鶴樓迥然不同，
於是激起了他想探究黃鶴樓的歷
史的興趣。如今，他收藏的黃鶴
樓物品價值10萬餘元。
姜先生說，他收藏這些東西純

屬是興趣和愛好，為了記錄歷史
和文化，而不是為了升值出售。

■《楚天金報》

黃鶴樓舊照亮相黃鶴樓舊照亮相 光緒年間僅三層光緒年間僅三層

文革時期在考
試中交白卷，並
在試卷背面給
「尊敬的領導」
寫信，遼寧錦州
人張鐵生成了名
噪一時的「白卷
先生」。隨
「四人幫」被
捕，張鐵生亦被

捕並被撤銷職務和開除黨籍，後更被判以「反革
命」宣傳煽動罪等罪名，直至1991年才獲釋。走
過跌宕人生，「白卷先生」近日實現了其公司上
市夢，新股禾豐牧業在上交所正式發行，張鐵生
的身價升至高達1.89億元。

試卷後寫信控訴 名噪一時
張鐵生1973年參加大學考試時，數理化試卷上僅

做了3道小題，卻在試卷背面給「尊敬的領導」寫
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
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
作」、「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
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這封信通過報
刊媒體的刊載，使其成為當時名噪一時的「白卷先
生」，並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
不過，禾豐牧業對於張鐵生的介紹極為簡單，

僅表示其居住在遼寧瀋陽，身份證顯示出生於
1950年11月4日。禾豐牧業的官網還顯示，除了
是上市公司股東，張鐵生目前還是禾豐牧業的名
譽副總裁。 ■《北京晨報》

600年前鄭和率領龐大艦隊下西洋，據指比哥倫布更早發現新大陸。
耗時三年復原的鄭和艦隊模型近日在雲南昆明亮相，展示208艘不同大
小、用途的船模，重現當年的恢宏氣勢。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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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鵬翔和常銳王鵬翔和常銳。。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黃鶴樓近照黃鶴樓近照。。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光緒年間的黃鶴光緒年間的黃鶴
樓原照樓原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以以「「白卷先生白卷先生」」為原型拍攝為原型拍攝
的電影的電影《《決裂決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鐵生張鐵生((右一右一))。。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電影電影《《第一軍規第一軍規》》劇照劇照。。

■■賈雲演毛澤東是為了圓英賈雲演毛澤東是為了圓英
雄夢雄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