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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玩大亨遭司機撕票
領3000萬贖金未遂 疑兇潛逃泰國

復航空難 遺屬可獲賠385萬

57歲的施家金以賭博電玩業起家，並從事房地產，在美國、中國大陸、泰國、越
南都有投資事業，他此前到美國探視即將生
產的女兒，18日清晨6時從美國搭機返台，由
司機謝源信駕車接載。

遺體多處刺傷 名錶完好
謝涉嫌勾結3名同夥把施押往台中市某汽車

旅館，旋即向家屬勒贖3000萬元（約774萬
港元）再撕票，沒想到兇嫌事後要到銀行轉
帳時，被職員要求出示證件，他因心虛轉身
離開，沒拿到贖款。兇嫌犯案前還以他表哥
的身份申請護照，撕票後當晚冒領出境，逃
往泰國，顯示歹徒為預謀犯案。從擄人勒
贖、取款未遂到主嫌搭機潛逃，犯案過程僅1
天內完成。
泰國移民警察局調查處副處長沃拉瓦昨日
透露，一周前已接獲台灣警方通知，全案正
在追查中。
警方前日在楠西區一處偏僻產業道路的下
坡草叢發現一具男屍，死者上半身有穿衣
物，下半身穿短褲，雙手被反綁、雙腳銬上

腳鐐。台南地方檢察署昨日對遺體進行解剖
並進行DNA比對，發現死者全身有多處穿刺
傷及外傷，從頸部到腿部有25處穿刺傷，頭
部則有3處外傷。

胡志強：向黑道宣戰
警方昨日公佈謝源信潛逃泰國前在機場的

畫面，謝源信在機場通關時神情輕鬆，最後
也順利通關出境，而警方同時也公佈2名同謀
搭乘台鐵畫面，他們坐上新竹往台南的列
車，警方正全力追緝。 不過由於謝源信沒有
取走施家金手上價值不菲的限量版名錶，令
警方和家屬都懷疑並非單純擄人勒贖，而是
仇殺。
據《聯合報》報道，檢警曾傳訊謝嫌的黃

姓表哥到案，黃供稱，謝告訴他「要做一筆
大生意」，他收受五千元報酬，把護照賣給
謝變造潛逃。
台中市驚傳富商遭撕票案，市長胡志強昨

日表示，案發時即掌握資訊，檢警現正全力
偵辦，強調要向黑道宣戰，有案必破，讓想
犯案和蓄意犯罪者有所忌憚。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電玩大亨、身家百億（新台幣，下同）的富商施家金，
日前遭其所聘的謝姓司機與同夥綁走勒索，並撕票棄屍。檢警前日在台南山
區尋獲腐爛遺體。由於被害人身上價值上百萬元的名錶未被取走，檢警不排
除「殺害施姓富商後有更大的利潤」。謝男在銀行領取贖金不果後，目前持
假護照潛逃到泰國。兩名共犯昨晚相繼落網，現於台中市警局接受偵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復興航空GE222班機7月在澎湖發生空難，
造成48人罹難、10人重傷。復興航空昨日與澎湖空難罹難者家屬舉行賠償協
調會，復興主動提出向每名罹難者賠償新台幣1490萬元(約385萬港元)，包括
20萬元(約5.16萬港元)慰問金、120萬元(約31萬港元)補助費及1350萬元(約
348萬港元)和解金，創空難事故賠償新高。
復興航空表示，事故真相仍在調查中，責任歸屬未釐清前，復興航空站在
家屬立場、秉持最大誠意。對於有家屬建議先撥付部分金額作為安家之用，
復興也同意。若依有關金額賠償，總賠償金額將超過7億元。
有家屬認為，須與其他家人討論後，才能確定是否接受，因此會議未達共
識，也還未確定後續協調會的召開形式及日期。

洩密案疑涉「習馬會」
張顯耀：得罪人不自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及今日新聞網報道，陸委會前副

主委張顯耀被控涉及洩密案，昨日主動赴北檢說明，張強
調自身清白。檢方將張顯耀改列被告，並限制住居。至於
是否因為參與「習馬會」相關運作，遭馬英九身邊力量阻
撓破壞，所以非要他走不可，張顯耀未有說明。
張顯耀指出，「『習馬會』整個政府的運作、推動，我

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顆棋而已，但是或許我得罪了人而不
自知，我會好好檢討」，也會將相關事證提供給檢調，作
為參考。

清白證據屬機密 心感為難
媒體揭露張顯耀日前記者會上的手稿有出現「習馬會」
字眼，卻未有說到，被問及有關考量時，張顯耀說，他的
工作或者業務，涉及當局機密及兩岸事項，他表示非常為
難，能夠證明他清白的，就是這些資料，若他講出來，就
真的變成洩密罪，若不說，外界有很多放話，來打擊他，
近來他承受莫大的壓力，但是他很堅強，因為他從來沒做
這些傳聞不實的事情，心中坦蕩，盼檢調辦案，讓事實早
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張顯耀說，希望少數放話的人，不要因為個人的私利而

傷害到台灣利益，而傷害到好不容易建構的兩岸和平的穩
定環境。

台擬搭「滬港通」便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經濟日報》報道，台「金管
會」研議允許島內有錢大戶等專業投資人，透過台灣券商
複委託管道，趕搭10月上路的「滬港通」便車，錢進上海
A股。券商預估，今年複委託交易量將因此大增至少500億
元(新台幣)(約129億港元)，專業投資人在島內就可買到A
股。「金管會」官員前日表示，「證期局」與券商公會已
研議中，未來洽陸委會意見後，會朝正面方向思考。
據了解，上海與香港兩地的滬港通，講究的是雙向流

通，台灣資金可透過複委託管道來個「台滬港通」，但僅
限於單向，因大陸資金還不能反向過來投資台股，而且滬
港通是直接在當地券商下單，「台滬港通」是透過複委
託，兩者架構還是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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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顯耀張顯耀（（中中））到到
案說明案說明，，被大批媒被大批媒
體包圍體包圍。。 中央社中央社

「天雷重砲」

■謝姓司機在機場留下的最
後身影。 中央社

◀施家金。 中央社

■施家金遺體扭曲變形，頭部不可辨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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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實習記者
姚若辰 浙江報道）記者了解到，跨境電商正
逐步成為永康市對外貿易的新形式。據悉，永
康市現有跨境電商從業人員約1,000人，其中
每月交易額8萬美元以上的賣家有30多家。初
步估計，永康市的跨境電商年銷售額在1億美
元以上。

大力實施「電商換市」
永康市近年來大力實施「電商換市」。業內

認為，跨境電商是一片新藍海。香港電訊盈科
企業方案副總裁劉浩鵬此前也表示，未來幾
年，內地電子商務市場增長率將處於下降階
段。但中國進出口市場發展較為平穩，增長率
上升，而跨境電商增長率高，保持在30%左
右。記者了解到，永康市商務局每個月都將舉
行跨境電商業務培訓。
據介紹，海關總署日前發佈《海關總署關於
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物品有關監管
事宜的公告》（公告〔2014〕56號），明確
規定通過與海關聯網的電子商務平台進行跨境
交易的進出境貨物、物品範圍，以及數據傳
輸、企業備案、申報方式、監管要求等事項。
業內人士表示，此次公告將跨境電商納入海

關監管，說明跨境電商開始走向制度化、規範
化，有了正規部門的監管，不僅更容易獲得銀
行方面的認可，還能明確通關渠道，發揮區域
優勢，必然會促進永康從業人員追加投入，大
力拓展跨境電商業務。
根據中國縣域電子商務發展指數報告顯示，

永康市位居2013年中國電子商務發展百佳縣
第二位，僅次於義烏，網商指數為23.96，網
購指數為34.09，電子商務發展指數為29.03。
據統計，上半年五金城集團實體市場成交額達
195億元，同比增長4.2%，網上市場交易額達

98.4億元，同比增長28.6%。
永康目前也積極推進永康電子商務總部中心建設，

以推動永康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目前永康已引進知名
電子商務平台企業、電子商務服務企業、規模網商
等，現已有中國網庫、IBM、國富泰、國富通、金華
114建材網等20多家知名電商企業入駐。並且，五金
城集團現擬與中國網庫進行合作，利用雙方優勢資
源，共同打造一個以五金城集團為主導、中國網庫作
支撐、企業為主體的綜合網上交易平台。

富士康開封新廠明年投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開封報道）長期以來，

富士康作為河南省力引進的電子信息產業重點企業
備受矚目。富士康總裁郭台銘一行近日到河南省開封
市和蘭考縣考察投資項目。
據悉，該項目計劃總投資64億元人民幣，佔地

1,500畝，全部建成投產後將具備年產1,200萬套手機
配件的生產能力。目前，項目一期部分廠房已經封
頂，預計明年上半年可開工生產。

北車新快捷貨運棚車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將於11月在北京
舉行的2014年APEC會議已經進入倒計時。日前，2014年
APEC特別贊助商福田汽車將首批55輛APEC官方指定用車
正式交付APEC會議使用。
福田汽車負責人透露，福田汽車將提供包含蒙派克S級、

蒙派克E級、G7以及歐輝客車等產品全程服務APEC系列會
議。此次首批交付的55台車，已率先亮相日前舉行的APEC
第三次高官會及相關會議。在後續的APEC領導人峰會、部
長級會議等系列會議中，福田還將提供系列保障用車。福田
汽車已制定APEC會議用車內控方案和備份計劃，確保會議
用車安全和服務「萬無一失」。
據悉，整個APEC會議需要保障性用車約900輛，福田汽
車將承擔半壁江山，提供400多輛會議用車。其餘的則有北
汽集團、北汽新能源汽車公司提供。

中國北車濟南軌道交通裝備公司宣傳
部長郭長征介紹，目前中國鐵路貨

運列車平均時速在90公里左右，近期開
行的3對電商快遞班列和區域經濟圈快
運班列時速為120公里，該時速已經是
當前貨運列車的速度極值，而時速160
公里快運棚車的開行，無疑提高貨運效
率，為電商物流企業帶來可觀的效益，
大大提升鐵路貨運的競爭力。
目前，內地社會物流成本相當於GDP

的18%，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成為物
價的重要推手之一。據測算，在全社會
貨物運量中鐵路貨運比重每提高一個百
分點，就可節約社會物流成本212億
元。
據交通運輸部統計，近年來，中國快

遞業發展迅速，截止2014年上半年，快
遞業務量連續36個月增幅在50%以上，
2013 年全年達 91.9 億件，約 3,000 萬
噸，同比增長61.6%。2014年預計將完
成130億件，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
快遞業務量最大的國家。目前中國的快
遞運輸主要依賴公路和航空，鐵路快遞
業務量僅佔其中兩成左右。

鐵總目標高鐵開貨運
鑒於當前鐵路黑貨(煤炭、鋼鐵、礦石

及石油等)運輸長期低迷，而針對白貨
（工業機械、電子電器及日用百貨等)的
快捷貨運增長強勁，中鐵總公司已經不
滿足僅開行電商班列和區域經濟圈貨運
列車，下定決心要在白貨運輸上取得更

大突破，在高鐵線路上開行貨運列車將
是中鐵總公司白貨運輸上的終極目標。
據了解，中國北車濟南裝備公司是中

國鐵路貨車研發製造的大型骨幹企業，
貨車產品遠銷海外，出口到三十多個國
家和地區。基於多年的貨車產品研發積

澱，濟南裝備公司於2006年就確立開展
快捷、高速貨車關鍵技術及相關車型和
轉向架的研發課題，並完成時速160公
里快運棚車產品研發、樣車試制等一系
列相關工作，為中國鐵路快捷貨運提供
新裝備奠定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通訊員 耿波 山東報道）鐵路快捷貨

運增長強勢，開行快捷貨運列車勢在必行。日前，中國鐵路總公司

聯合中國南車、中國北車與中國郵政集團、順豐速運、圓通速遞和

京東商城在濟南舉行交流活動，北車濟南裝備公司自主研發製造的

時速160公里快運棚車樣車現場亮相，中國鐵路總公司隨即宣布該

棚車即將投入正式商業運營，這將大幅提升中國鐵路貨運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杭州報道）記
者日前從杭州地鐵集團獲悉，國家發改委日
前核准杭州市地鐵集團發行規模為50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企業債券申請，該債券
成為浙江省第一支專項用於城市軌道建設的
企業債券。
據悉，這只債券所籌資金將全部用於地鐵2
號線一期工程項目建設，債券規模為50億

元，期限為10年，票面年利率初步確定為不
超過基準利率加上2.3%的基本利差，目前國
有銀行5年以上定期儲蓄的年利率為4.75%，
按現在的基準利率，該債券的票面利率最高
不超過7.05%。
成功發行後，該債券也將成為杭州市乃至浙

江省發行規模最大的企業債券，並在債券存續
期內的後8年逐年按一定比例償還債券本金。

■相關單位觀摩時速160公里快運棚車轉向架。 本報山東傳真

■■福田汽車交付福田汽車交付APECAPEC會議使用會議使用
的制定用車之一的制定用車之一。。 記者馬靜記者馬靜攝攝

西安建汽車電池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實習記者 王

明楊 西安報道）三星環新動力電池項目日
前在西安高新區舉行開工儀式。據悉，該項
目總投資6億美元，預計2015年建成投產
後，將每年為4萬輛以上純電動汽車供應電
池。
據了解，三星SDI是三星集團在電子領域的
附屬企業，在鋰離子二次電池領域具備世界
領先的生產技術及製造競爭力，目前市場規

模位居世界第—。安慶環新集團是在中國汽
車零部件活塞環及缸套領域市場份額第—的
製造商。
今年1月22日，三星SDI集團、安慶環新集

團與陝西省政府簽署基地諒解備忘錄。三星
SDI將與安慶環新集團、西安高科集團共同合
作，5年內分階段進行約6億美元的投資，在
西安高新區建設中國最大規模汽車動力電池
生產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