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方追回ATM遭盜領大部分贓款

台漁船組隊擬登太平島
對當局未關切感不滿「立委」計劃明日登島
香港文匯報訊 因不滿南海仲裁庭所謂的仲裁結果，

台灣屏東東港十艘漁船組隊，預訂本周三（20日）開

往太平島登島慰勞官兵、取淡水。此外，中國國民黨

「立委」江啟臣昨日表示，已與台灣「國防部」聯

繫，確定本周三將安排「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的

「立委」到太平島宣示「主權」，但對「國防部長」

馮世寬無法同行，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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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諮委」投書美媒
批南海仲裁不公

香港文匯報訊 南海仲裁判定太平島為礁，台灣
「僑務諮詢委員」王福權接連投書美國媒體指出，仲
裁未邀請台灣卻判定太平島為礁，是忽略現實、沒有
公信力，對台灣極不公正的偏差裁定。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王福權17日投書《華盛頓時

報》前，美國另一家主要報刊《華盛頓郵報》網站日
前也刊出王福權的投書文章，內容都在表達，南海仲
裁案上結果「有偏差且不公」。
綜合王福權的兩封投書內容，他提到，為有利於菲
律賓，仲裁庭判定包括太平島在內的所有南沙群島的
海上地物都為礁岩，但這是忽略現實、沒有公信力，
對台灣也極不公正；仲裁過程中沒有徵詢或邀請台灣
參與，這是海事聲索的偏差裁定。
他還提到，仲裁結果更顯示仲裁庭無視事實、充滿

偏見、迎合霸權，試圖透過法令改變南海現狀，這使
得北京在外交政策上提高對抗，仲裁判定反而在南海
挑起爭議。

英
仁
配
「
大
選
」
收
逾
7
億
獻
金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監察院昨日公佈「2016
年台灣大選」中，候選人政治獻金收支結算
表，其中，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當選人蔡英
文及陳建仁組成的「英仁配」，政治獻金總收
入超過7億元（新台幣，下同），其中營利事
業捐贈收入部分則高達1億6,204萬元。

朱玄配收2億多
據中央社報道，「英仁配」的政治獻金收入

7億4,577萬元、支出6億3,770萬元，收支結
存1億949萬元。在營利事業捐贈部分總計收
入1億6,204萬3,718元，其中3萬元以上企業
捐款有763筆，100萬元的企業捐款46筆，多
數是金融機構捐款。個人捐款佔逾5億元，政
黨捐贈則有636萬7,158元。
「朱玄配」政治獻金收入2億3,302萬元，

支出2億247萬元，收支結存約3,054萬元。其
中營利事業捐贈收入只有5筆，包括台灣雅聞
生技公司、中加顧問、科碩資訊、名牌食品、
陳記麵線，共40萬7,000元，最大筆的是20萬
元。而政黨捐贈卻高達2億16萬元，顯見「朱
玄配」政黨援助比例相當高，個人捐贈為
3,223萬3,631元。

宋瑩配僅2千餘萬
「宋瑩配」政治獻金收入2,212萬元，支出

9,800萬元，結算完還透支7,500多萬元。營利
事業捐贈收入26筆，計369萬4,149元，最大
筆是1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第一銀行ATM機
遭盜領8,327萬元（新台幣，下同），
警方17日逮捕滯台的三名嫌疑犯，其中
一名為主嫌疑犯，並在嫌疑犯藏贓的酒
店追回6,024萬元，警方昨日已將裝鈔
的3個行李箱密封，運往第一銀行處清
點數額。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中山警分局表

示，17日晚在酒店逮捕主嫌疑犯米海
爾、潘可夫後，找到3個行李箱，內裝
有千元大鈔現金，經連夜清點後，共有
6,024萬元。在宜蘭被逮捕的主嫌疑犯
安德魯，一開口就問「會被判死刑
嗎？」，隨後供稱因欠債，在債主介紹

下來台犯案，一切行為都是透過通訊軟
體聯繫，他並否認為黑手黨幹部。安德
魯並供稱，剩餘的2,000多萬元贓款，
收到上頭指示，放在內湖山區，由其他
人接應拿走。

休假警員助捕主疑犯獲表揚
而調查人員已確認是惡意程式讓

ATM執行吐鈔，尚在確認這些程式是
誰植入、怎麼植入、怎麼執行，並要調
查一銀內部人員有沒有相關疏失或故
意，因為ATM系統本身是一個封閉的
網路，外面的人基本上連不進來，不排
除是員工的個人電腦被駭或有內鬼。

此外，休假期間鷹眼識出一銀ATM
盜領案主嫌疑犯安德魯、進而促使成功
逮捕的台北市警察局公關科警務正宋俊
良，昨天暫停旅行，到「警政署」接受
表揚。
據報道，宋俊良前天休假，帶着妻小
打算來一場3天2夜的花東旅行，沒想
到在宜蘭東澳餐廳用餐時，瞥見鄰桌的
外籍人士相似一銀盜領案的主嫌疑犯安
德魯，立刻通報警方成功逮捕安德魯。
刑事警察局昨天表示，將確定個別發

放新台幣10萬元獎金給宋俊良、宜蘭縣
警察局東澳所長陳志達、東澳所員警郭
勇承，並從優敘獎。

■警員宋俊良昨日暫停旅行，到「警
政署」接受表揚。 中央社

中通社報道稱，登島行動發起人、
東港籍「海吉利號」漁船船主鄭

春忠計劃本周三上午11點，率領10艘
漁船前往太平島，並登島致贈駐防官兵
禮物、取淡水、生火煮飯等，證明太平
島並非岩礁。回程也將取當地的淡水及
椰子等農產物，帶回來給台灣民眾喝。
鄭春忠介紹，因太平島上沒有加油站，
往返需要至少5天，漁船要提前加滿
油，因此每艘漁船只能容納至多6人。

漁民自掏腰包 與政黨無關
詢問登島動機，鄭春忠說，「祖先歷

代都是靠捕魚吃飯，忽然看到太平島被
說成是礁，明明是島嘛，怎麼可以這
樣？往後怎麼前往捕魚？」他看到沒有
人表態要前往捍衛「主權」，因此萌生
登島想法，甚至還請示了當地神明，得
到更大鼓舞。
活動受到關注，有民眾捐款支持，
鄭春忠說，為免單純活動被錯誤解
讀，決定回絕各方的捐款好意，總共
約30萬新台幣的經費自掏腰包。他也
補充，不發起募款，也沒有跟漁會和
政黨合作，國民黨「立委」的登島計
劃完全與漁民無關，各登各的。而談

及台灣當局至今沒有關切登島計劃，
鄭春忠嘆氣道，「不說這個了，一說
起就頭疼，他們根本就沒什麼用，要
靠老百姓自己了。」
東港區漁會總幹事林漢丑表示，登島

行動是漁民自發性的，漁會樂觀其成，
靜觀其變，因為漁民也不讓漁會介入，
所以漁會只能默默支持。

「防長」拒同行 藍營感遺憾
另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立

法院」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江啟臣昨天

表示，已與台灣「國防部」聯繫，確
定本周三將安排「立法院國防外交委
員會」的「立委」到太平島宣示「主
權」。江啟臣稱，前晚在臉書上邀請
「國防部長」馮世寬同行，但「國防
部」以時機敏感為由婉拒，對此他感
到遺憾。
江啟臣表示，既然馮世寬不能去，他

們就代替馮世寬去。江啟臣表示，從南
海仲裁結果之後，蔡英文當局都不聞不
問，仲裁案之前都口口聲聲說得多麼重
視，但現在怎麼都不見了？

■■台灣屏東東港十艘漁船組隊台灣屏東東港十艘漁船組隊，，計劃本周三開往太平島登島計劃本周三開往太平島登島
慰勞官兵慰勞官兵、、取淡水等取淡水等，，證明太平島並非岩礁證明太平島並非岩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安啟旅遊嘉年華活動
13項目持續至年底 推2億元惠民禮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為進一步

提升西安旅遊的國際吸引力，「西安市創建中華古都

文化國際旅遊目的地暨2016西安旅遊嘉年華系列活

動」日前在陝西西安城牆南門正式啟動。據悉，此次

旅遊嘉年華活動除13項主要特色活動外，還將推出2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旅遊惠民大禮包，免費向市

民發放。西安市政府亦在此次啟動儀式上宣佈，在未

來兩年時間內，西安將全力推進中華古都文化國際旅

遊目的地創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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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青少年法治觀念
安徽「模擬法庭」進社區

濟南受理赴瑞士旅遊簽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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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將打造千億VR產業
湖南

唐良智任四川成都市委書記人
事
動
態

7月15日當晚，旅遊嘉年華啟動儀式選擇在歷史悠久的西安城牆大南門舉
行，西安用最高禮儀仿古入城式迎接來
自海內外的遊客。悠揚的古樂、婀娜多姿
的仿唐侍女、雄偉的城牆，時間彷彿又穿
越回到逾千年前的古長安。而伴隨着「鴻
臚寺卿」一聲「落吊橋、開城門、迎貴
賓」，也讓現場很多遊客切身體驗一次
「大唐皇家禮儀」的莊嚴和華貴。

景區設免費「開放日」
據了解，2016西安旅遊嘉年華主要包

括旅遊節慶、旅遊惠民、旅遊推廣三大
類共13項活動，將一直持續到今年底。
期間，主辦方還將舉辦大唐芙蓉園暑期
激情桑巴狂歡節、曲江海洋公園海洋極
地狂歡季、第三屆民族愛情寒窯狂歡季
等系列活動。同時，西安將推動景區設
立市民免費 「開放日」，推出價值2億
元旅遊惠民大禮包，包含景區門票、住
宿、餐飲優惠券等，免費向市民發放，
以多種旅遊優惠活動積極踐行旅遊惠民
的宗旨。
在此次活動上，西安市還宣佈將積極
推進創建中華古都文化國際旅遊目的地
建設。據悉，國家旅遊局去年8月中旬開

展「中國國際特色旅遊目的地」認定工
作。經政府自願申報，省級旅遊部門推
薦，國家旅遊局組織專家審核認定，包
括西安等30個旅遊目的地創建中國國際
特色旅遊目的地，西安被認定為「中華
古都文化國際旅遊目的地」。

創建中華古都遊目的地
西安市旅遊局局長張永科現場介紹了

《西安市創建中華古都文化國際旅遊目
的地行動方案》，並表示將用兩年時
間，以打造特色化旅遊產品為主攻方
向，以國際化服務體系建設為基礎，以
品質化旅遊環境建設為支撐，以國際化
營銷為助力，以精細化城市管理為保障
的五大行動，加快推進中華古都文化國
際旅遊目的地創建工作。
據介紹，西安市將在未來幾年新策劃
實施100個文化旅遊項目，打造西安歷史
文化街區品牌，實施遺址公園保護性開
發項目、旅遊演藝品牌化項目、
絲路旅遊產品整合項目、博物館
研學深度體驗等不同類型的項目
進行建設與發展，讓遊客親
身感受最真實的「西
安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臣
合肥報道）為進一步增強青少
年的法制觀念，安徽省合肥市
常青街道司法所、婦聯、團委
聯合安徽大學法學院利用暑期

時間，於本月13日在淝南社區開展以
「模擬法庭推普法，法律服務伴你行」為主題的模擬法庭活動，讓青
少年在「情境」中接受法律教育，近距離體驗庭審過程。

庭審現場，法學院的師生按照開庭、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被
告人最後陳述、評議和宣判的程序，完整地呈現了整個庭審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
報道）廣東省出入境業務在微信城市
服務平台已正式上線，意味着微信辦
理「出入境」業務覆蓋全省。市民只
要通過手機微信「城市服務」申辦赴

港澳簽註等業務，平均時間在5分鐘左
右，遠低於以往在線下窗口排隊、等候、
辦理業務的20分鐘平均時長。

辦理「出入境」業務覆蓋全省
廣東毗鄰港澳，口岸數量和出入境人數
居內地首位，目前全省共設239個辦證大
廳（受理點），其中包括26個24小時自
助服務區，但依然難以滿足龐大的出入境
辦理需求。對此，由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
管理局與騰訊「互聯網＋警務」聯合團隊
攜手，在微信城市服務上線六大「出入
境」服務，包括業務預約、預約取消、港
澳再次簽註、微信支付、進度查詢、辦證
指引在內，全面覆蓋廣東省，從而有效提
高廣東居民出入境業務辦理效率。
廣東居民只要打開微信，找到「我—錢
包—城市服務」，點擊「出入境業務辦
理」，即可辦理六大類出入境相關業務。
這些業務還設有「證件費微信支付」功
能，意味着今後出入境業務真正打通了微
信支付與證件速遞的「一條龍」線上服
務。用戶毋須請假前往繁忙的出入境辦證
大廳，「足不出戶」即可體驗完整的赴港
簽註等出入境辦理服務，大大節省了線下
辦理的時間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
道）四川成都市近日召開領導幹部大
會，宣佈唐良智任成都市委書記，黃新
初同志不再擔任成都市委書記職務。

唐良智小檔案
1960年6月出生，湖北洪湖人
2014年 任成都市長
2015年 全年完成工業投資1,517億元人民幣，超額完成四川省下達的目
標。在城市管理中，變超級大城區為「一城多市」的城市群，克服「大城市
病」。在國際化推廣方面，兩屆「中國．成都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舉行，
中韓創新創業園開園、第十屆「歐洽會」召開，為成都贏得國際名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進湖南報道）湖南長沙市
近日經信委初步制定《長沙虛擬現實產業發展規

劃》(徵求意見稿)，提出將長沙打造成中國虛擬現實之都，力爭
到2020年，VR相關產業成為新的千億產業。為更好地推動VR
產業發展，長沙將成立VR產業聯盟，抱團發展；成立VR產業
基金，首期基金規模為30億元人民幣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臥龍山東報道）瑞士簽證
山東濟南受理中心於7月15日正式接受簽證申請，

前往瑞士以及其他申根國的中國旅行者，可以在此中心提交個
人短期簽證申請，包括生物識別信息(指紋及數碼照片)的採集。

■■手機微信辦理廣東赴港簽註僅手機微信辦理廣東赴港簽註僅55分分
鐘鐘。。 記者方俊明記者方俊明攝攝

■■「「鴻臚寺卿鴻臚寺卿」」帶領遊客帶領遊客
入城入城。。 記者李陽波攝記者李陽波攝

▲▲海外遊客在觀賞西安特海外遊客在觀賞西安特
色遊產品色遊產品。。記者李陽波攝記者李陽波攝

■■唐良智唐良智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安徽社區安徽社區「「模擬法庭模擬法庭」」
現場現場。。 本報安徽傳真本報安徽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