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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兄長金正男被毒殺一

案，引發馬來西亞與朝鮮的外交風波持

續，大馬國營媒體馬新社昨日引述副總理

扎希德稱，政府基於國家安全理由，下周

一起會取消朝鮮公民免簽證入境待遇。

大馬取消朝免簽待遇
涉殺金正男朝疑犯 今獲釋逐出境

金正男自兩周前在
吉隆坡國際機場

遭毒殺後，馬朝雙方
爭拗不斷。朝鮮要求
大馬不要解剖遺體，
並釋放3名疑犯，前
日更派代表團到大馬
再次提出要求，以及
希望讓朝鮮驗屍。朝
鮮官方媒體則指死者
死於VX神經毒劑的
說法荒謬，指兩名女疑犯段氏香及艾莎若真的
將毒劑徒手抹在死者面上，她們及身邊的人不
可能沒中毒。

擬逐朝代表團出境
大馬目前仍以等待金正男親屬提交脫氧核糖
核酸(DNA)樣本，以確定死者身份為由，拒絕
將遺體交予朝鮮。大馬上周宣佈召回大馬駐朝

鮮大使，高級官員更透露，政府考慮將朝鮮代
表團驅逐出境，或關閉大馬駐朝鮮大使館。扎
希德批評，朝鮮若有意繼續與大馬合作，便不
應指控馬方抹黑朝鮮，導致大馬國際形象受
損。扎希德警告，政府不容許外部勢力在大馬
為所欲為，特別是進行非法活動。
大馬檢察官昨日表示，由於證據不足，朝鮮籍

疑犯李正哲定於今日獲釋，但因李正哲身上並無

有效證件，他會被驅逐出境。韓國消息人士稱，
李正哲被逐出境後，大馬將更難找出涉及金正男
案的幕後勢力，最壞情況是案件以兩名女疑犯受
罰而告終。段氏香及艾莎被控謀殺，前日提堂，
兩人在庭上示意了解但否認控罪。由於地方法院
無權審理謀殺案，檢察官要求將案件轉介上級法
院審理。當局仍在追捕另外7名朝鮮籍疑犯。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韓聯社

印度上個雨季降雨量低，南部泰米爾納德邦1月宣佈進入
旱災狀態，要求中央政府撥款援助農民。兩個印度貿易聯
會批評外資飲料商品公司如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消耗水
資源製造飲料，令農民難於耕作，觸發全國逾100萬商戶發
起杯葛兩大可樂公司的行動，並以本地品牌飲料替代。
印度資源中心主任斯里瓦斯塔瓦指出，製成一小樽可口
可樂要用1.9公升水，同時要使用大量蔗糖。據中心調查
顯示，可口可樂是印度最大甘蔗購買商，百事可樂則排
列第3。若將種植甘蔗所需的水分計算在內，要消耗
400公升水才能生產一瓶可樂。斯里瓦斯塔瓦批評甘蔗
消耗過多水分，不適宜在印度種植。 ■《衛報》

瑞典2010年廢除徵兵制後，國民
不用再強制服兵役，但隨着俄羅斯
2014年將克里米亞併入國土，俄國
在波羅的海的軍事活動轉趨活躍，
為確保國家安全，瑞典有意加強備
戰，擬於明年重推徵兵制。
瑞典國防大臣胡爾特奎斯特表

示，瑞典自改行募兵制後，難以招
募足夠士兵服役，在安全形勢愈趨
不穩定下，政府必須解決此問題，

因此有意重推徵兵制。政府定於昨
日作出決定，若方案落實，軍方將
徵召4,000名1999年以後出生的男
女入伍，於明年起連續兩年接受軍
訓。
瑞典並非北約成員國，防衛上需

依靠本身軍力，因此近年大幅增加
軍費及升級軍備，於波羅的海哥特
蘭島部署軍隊，並要求地方政府為
未來一旦開戰作好準備。 ■法新社

瑞典募兵不足 擬重推徵兵制印旱災 可樂百事「嘥水」遭杯葛

西班牙3名不為人知的建築師阿
蘭達、皮格姆及比拉爾塔，憑藉植
根本地生活環境的現代建築作品，
於前日榮獲有「建築界諾貝爾」之
稱的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審在聲明
中特別提到，當前世界各地出現不
少反全球化以及憂慮全球化湮沒本
地特色的聲音，3名得獎者的建
築，正正證明了全球化和本地元素
可以並存。
阿蘭達、皮格姆及比拉爾塔來自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偏遠小城奧洛
特，該處被山毛櫸、沼澤與火山環
繞，生氣勃勃的自然景觀，讓他們
長期從中汲取不少靈感。普利茲克
獎的聲明說，在全球化世界，人們
逐漸憂心「我們將失去地方價值、
地方藝術與地方習俗」，但3名得
獎者的作品證明，兩者兼顧是有可

能的，「他們幫助我們以最美麗、
最具詩意的方式看見，這項問題的
答案並非只能二選一，至少在建築
領域，我們能嚮往兩者兼顧。」
3名建築師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西

班牙里拉劇院公共空間，以及法國
西南部的蘇拉熱博物館。這是普利
茲克獎第二次頒給西班牙建築師，
也是首次由3人共享殊榮。

■Wired網站/法新社

西班牙3建築師
奪「建築界諾獎」

2「詐糊」會計師 禁奧斯卡頒獎禮工作
奧斯卡頒獎典禮最佳電影「頒錯獎」
事件，被指是出錯元兇的兩名羅兵咸永
道會計師事務所(PwC)會計師，遭美國
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嚴厲懲罰，永久禁
止他們參與涉及奧斯卡頒獎禮的工作。
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發言人表示，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卡利南與魯伊斯將不
會再為奧斯卡計票製表，也不會再次負
責交出裝有得獎人姓名的信封。不過學
院未有透露會否結束與羅兵咸永道長達
83年的獨家合作關係。

頒獎禮當日，卡利南懷疑顧着在
twitter發訊息，錯誤將裝有最佳女主角
結果的信封交給最佳電影頒獎嘉賓華倫
比提，導致獎項錯誤頒給《星聲
夢裡人》，但其實《月亮喜
歡藍》才是真正贏家。
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主
席艾薩克斯前日狠批
卡利南不務正業、
分心，導致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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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香港有多達 5%的學童患上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患者因腦

部神經傳遞物質失調，難以專注而導致學習
困難，長遠或會引發輟學或濫用藥物等行為
問題。為了令到有經濟困難，而又有特殊醫
療需要的基層兒童及早對症下藥，仁愛堂推
出「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
金」，與「精神健康基金會」合作推行先導
計劃，在屯門、荃灣、黃大仙及將軍澳區，
讓當區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的受惠小學生，
在輪候政府服務期間，資助他們得到由仁愛
堂安排的精神科專科醫生診治，讓貧弱病童

把握黃金治療時機。
「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

金」更首創360度「醫社教合一」理念，以基
金作平台，資助學童在確診後，進一步得到
家庭支援、行為治療及學校調適的全面幫
助，讓貧弱兒童在各界關注及扶助下健康成
長，創造美好人生。
仁愛堂第37屆董事局主席鄧錦雄表示，希

望本醫療基金結合政府、公私營醫療機構和
社會各界的善良力量，令貧弱兒童在各界扶
助下，重踏健康成長之路，對未來懷抱希
望。創立本醫療基金的創會會長及主席暨命

名人史顏景蓮慷慨捐出150萬元港幣，期望可
以喚起社會關注特殊兒童的醫療需要，集結
更多有心人加入，全方位去幫助有需要的兒
童，令他們可以健康成長，貢獻社會。
除了提供醫療診治，該醫療基金已向社會

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申請配對，以約90
萬元港幣開展全新「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兒童家長訓練及支援計劃」， 指導父母照顧
患病兒童技巧，減輕家庭整體壓力，從而令
學童在家裡得到良好照顧，快樂成長。還設
立全新網頁，以提升社會關注及認識特殊兒
童及青少年的獨特醫療需要。

位於荃灣海壩街荃好景大
廈的「瀛喜日本料理」日前
開張。餐廳由全港各區工商
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張偉儒投
資經營，全港各區工商聯會
長盧錦欽、永遠榮譽會長李
鋈麟、常任秘書長楊凱山等
一眾嘉賓到場祝賀。眾嘉賓
先為醒獅點睛，再同切鴻運
乳豬。現場鑼鼓喧天，歡聲
笑語，十分熱鬧。
瀛喜日本料理佔據了荃好景大廈二樓全層，面積約五至六千平方呎，主要經營日式放
題。刺身、壽司、炸物、煮物、燒焗、海鮮、天婦羅、涮涮鍋一應俱全，現正進行「二人
同行一人半價」活動。

香港中山青年協會日前假中環香港大會堂舉行就職典禮暨7周年
會慶及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聯歡晚會。全國政協常務委員、香港
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
中聯辦青工部部長陳林，中山市統戰部副部長鄭向榮，香港特區政
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岳鵬，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
寧，廣東省委統戰部社團聯絡辦主任蘇少峰，香港中山社團聯會主
席簡植航，香港青年聯會主席、本會創會主席吳傑莊等蒞臨主禮。
會場筵開45席，本會主席彭詩敏、籌委會主席林至穎等，聯同近
500位年輕人共賀就職典禮，場面壯觀。
彭詩敏致辭指，協會務求擔當本港中山籍青年鄉親的橋樑，促進
兩地青年交流，支持本地青年創業計劃，鼓勵年輕人多方面嘗試，
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今年協會仍保持以往「粵港暑期實習計
劃」，挑選大學生在暑假中前往中山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實習，了解
當地民情，增加對祖國的認識。她表示，協會的主要組成部分為一

眾中山籍青年，希望能以自己家鄉為教育及培訓基地，為香港青少
年踏入內地市場提供踏板。
出席本次活動的還有：香港青年聯會、香港菁英會、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青年委員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青年委員會、澳門菁英會、
中山青年創業家、葵青青年團等50多個香港、澳門及中山的友好
青年團體。中山市在港的同鄉會成員也出席典禮。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下稱：工
商聯）丁酉年新春聯歡晚會日前隆重舉
行。中聯辦辦公廳副主任安學平、社團
聯絡部副部長鄭戰良、社會工作部副部
長梁建、經濟部副部長楊文明、青年工
作部副部長謝偉民、港島工作部處長王
卉，香港立法會議員謝偉俊，香港特區
政府醫療輔助隊總參事許偉光，全港各
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香港特區政府懲
教署前署長單日堅，香港特區政府衛生
署前署長林秉恩，與灣仔中西區工商業
聯合會會長李國華及主席李鋈發等董事
局成員，聯同多位社會賢達，歡聚一
堂，共叙友誼，迎春納福。
李國華表示，2016年與李鋈發主席帶
領全體灣中成員積極服務社群，加強同
內地工商界的交流合作，會務不斷進
步，會員人數持續增加，董事局架構顯
著擴大。2017年將繼續為各位會員拓展
商機，提升本會在工商界的影響力，令

工商聯更大、更強、更好。
王卉讚賞工商聯在過去一年立足商

界，扎根地區，服務社會，為香港的經
濟發展貢獻良多。他希望各位會員不忘
初心，繼續做好會務工作，創造香港更
加美好的未來。
許偉光感謝工商聯及社會各界對醫療

輔助隊的關心及支持，表示未來將繼續
秉承使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
務，為促進社會安定、和諧貢獻力量。
李鋈發呼籲，希望行政長官選舉委

員會委員認真研究各參選人的政綱，
並加強與各參選人交流，為香港選出
一位「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
能力、港人擁護」的人士擔任下屆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他表示，今年工商
聯將繼續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及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提
出建議。

灣仔中西區工商聯新春聯歡

香港中山青年協會舉行就職典禮 瀛喜荃灣店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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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助弱保康、關社睦鄰」為服務宗旨

的仁愛堂，日前於黃大仙中心隆重舉行

「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

金」開展典禮。該醫療基金是香港首個專

項資助「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基層

學童及早接受診治的醫療基金，旨在提升

政府及社會各界對學童特殊醫療需要的關

注，長遠增加相關醫療及藥物資助，為基

層特殊兒童締造更佳成長環境。

■眾嘉賓齊切鴻運乳豬，恭賀瀛喜荃灣店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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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首創
專項「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醫療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