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昂山執政一周年
光環褪色

殺華漢3法警停職 華社示威再爆衝突

旅法華僑劉少堯周日晚在巴黎家
中遭警員擊斃，觸發華人示威，繼
周一晚示威引發衝突後，500多名
華人前晚再在巴黎19區警局前靜
坐。他們拉開以法語寫成的「警察
殺人」、「要公義」橫額，並點蠟
燭悼念死者，部分人高呼「殺人
犯」、「真相」等口號，示威再次
演變成暴力衝突，警方以催淚氣體
驅散。

中國駐法大使館前
日再向法國內政部長
外事顧問提出嚴正交
涉，要求法方盡快查
明真相，提出公正合
理解釋，並採取切實
有效措施保障在法中
國公民安全與合法權
益，妥善處理旅法僑
胞對此事的反應。
法國當局形容劉少

堯被殺為不幸事件，稱多個政府部
門都在追蹤此事，已啟動程序展開
內部和司法調查。巴黎警察總局局
長前日與華社代表會談後，表示3名
涉案警員已暫時停職候查，包括在
事件中受傷的警員。警方周一晚以
擾亂公眾秩序為名，拘捕35名華
人，當中26人已獲釋，其餘9人會
在延長羈押24小時後盡快釋放。
■《每日郵報》/今日俄羅斯/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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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CPB)公佈上季

全球貿易數據，撇除商品價格浮動的

因素後，環球貿易總量於截至今年1月

的3個月內，按季升2.4%，是2010年

8月以來最大升幅，主要由新興市場帶

動。數據反映貿易向好並非單從商品

價格升幅取得動力，有助緩和市場的

憂慮。鑑於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強勁，

CPB 預計環球貿易總量今年會上升

3%，明年再升4%。

環球貿易擴張 7年最勁
新興市場帶動

醫保一役後，投資者對美國總統特朗普
繼續推行其他經濟政策的信心大減，令美
匯及美債價格受壓，不過聯儲局副主席費
希爾前日受訪時，重申聯儲局今次會再加

息兩次，意味加息步伐不
會因為特朗普施政受阻
而放緩。消息有助減
輕市場憂慮，加上新
公佈經濟數據強勁，

刺激美元匯價
昨日從4個
半月低位反
彈 ， 美
匯 指 數

一度回升至99.751水平。
費希爾指，聯儲局密切關注國會與白

宮就財政政策的談判，不會預測任何結
果，認為持觀望態度是「合理的」。他表
示，新醫保法案失敗不會改變他對整體政
策環境的評估，認為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
會(FOMC)在上次議息時對今次總共加息
3次的預測仍然「看似適當」，「這也是
我的預測」。
另外，聯儲局主席耶倫前日表示，美

國勞工市場仍面對多項挑戰，包括貧窮及
少數族裔失業率仍然偏高，希望華府可改
善教育及培訓，讓所有人均可分享經濟成
果。 ■MarketWatch網站/彭博通訊社

聯儲副主席派加息定心丸 美匯回升

亞洲出口增長4%
CPB的統計顯示，新興市場的出口增幅遠較
發達市場高，拉美、中東歐以及亞洲分別錄得
8.1%、5.9%及4%增長，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增
幅平均為1.7%。
另外，新興市場的商品及生產出口在過去數
季都錄得增長，拉美經濟體在生產出口方面表

現出色，而韓國、中國及印尼等亞洲市場的情
況也類似，反映主要新興市場已從經濟衰退中
恢復，並帶動環球貿易維持增長。
市場調查機構Capital Economics早前亦公佈

類似數據，顯示環球貿易總額在過去1年升
7.5%，是2011年12月以來最大升幅。但分析

指出，Capital Economics的計算未能排除商品
價格浮動的影響，例如在過去1年，金屬及能
源價格帶動商品單價升4.1%。相較之下，CPB
的貿易量數據較能反映真實情況，以及環球經
濟的健康程度。

■英國《金融時報》

美國眾議院前日以215對205票，通過撤銷
前總統奧巴馬政府去年10月出台的保護消
費者私隱條例，為網絡供應商日後在未獲顧

客同意下，出售顧客個人資料鋪路。
條例原本規定，網絡供應商在利用顧客身處地點、

經濟、醫療及子女資訊，以及網絡瀏覽記錄作推銷用
途前，必須取得顧客同意，但因Google及 facebook
等網站不在監管範圍內，條例被指偏袒大型網絡企
業。共和黨以此為由提議撤銷條例，讓網絡服務供應
商可參與公平競爭。眾議院少數派領袖佩洛西批評，
共和黨是將企業利益置於個人私隱之上。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撤保護消費者條例
網絡商可售私隱

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領導的緬
甸全國民主聯盟(NLD)，去年4月上
台執政，至今已接近一周年。過去
一年來，昂山的「民主鬥士」光環
迅速褪色，除了經濟未見起色、軍
方勢力依然龐大外，邊境少數族裔
羅興亞人的衝突，更令一直支持昂
山的西方歐美國家，改變對她的態
度。雖然昂山在緬甸支持度仍然高
企，但部分原先對她期望甚高的城
市民眾，近期都開始質疑新政府能
否為國家帶來新氣象。
很多政治分析員指出，昂山上台
後愈趨「離地」，不但拒絕出席記
者會，亦對軍方血腥鎮壓羅興亞人
的行動不聞不問。緬甸經濟增長放
援、通脹率達雙位數，以及外來投
資預料4年來首次錄得下跌，皆令
國民對民盟感到失望。
國際危機組織(ICG)顧問霍西表

示，城市
選民認為
新政府表
現不符他
們預期，
部分原因是
期望過高，同
時因大部分民盟議員欠缺施政經
驗，或者長期被軍政府監禁，導致
政府表現差。

「成軍方續掌權遮醜布」
不少緬甸人覺得民盟新政府只是

「新瓶舊酒」，有政壇中人不滿昂山
作風獨裁，壓制黨內異見，過去一年
政府以網上誹謗法起訴的記者和異見
人士數字亦急升，部分案件更是由民
盟成員提出。資深緬甸事務評論員林
特納更直言，「她已經成為軍方繼續
掌權的遮醜布。」 ■法新社/路透社

■■警民對峙警民對峙

■■費希爾費希爾

■■昂山昂山

■■環球貿易總量按季升環球貿易總量按季升22..44%%。。
圖為韓國釜山港口圖為韓國釜山港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醫學界先河
癱漢靠念力進食

美國克利夫蘭56

歲男子科奇瓦爾，

8 年前因單車意外

導致全身癱瘓，他

早前接受手術，在

腦部及右臂植入感

應器，透過腦機介

面(BCI)技術及電子

刺激系統，成功靠

個人意志活動手臂，自行進食。今次是醫學界首次透過這項技

術，協助嚴重癱瘓病人直接移動自己的肢體，研究報告刊登在

權威醫學期刊《刺針》。

奢侈品網站「VeryFirstTo」與英國珠寶商人杰弗里
斯合作，製作白金鑲鑽復活蛋「鑽石記憶蛋」，叫價
21.5萬英鎊(約207萬港元)，價格幾乎相等於英國一幢
獨立屋。
「鑽石記憶蛋」以18K白金製成，鑲上910顆鑽石，
打開後有兩個黃金相框。VeryFirstTo還提供以紅寶石
或藍寶石製作的復活蛋，也接受顧客預訂，但出貨需時
10周，現在訂貨肯定趕不及今年的復活節。

■《每日郵報》

■Direct與Snapchat的
功能極為相似。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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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機「硬着陸」起火
141人奇跡生還

歐爆麻疹疫情
羅國去年起17童亡

社交網站facebook(fb)近月多次推出新功能，都被指
明抄競爭對手Snapchat，fb前日再度更新手機應用程
式(app)，更索性「抄到盡」，幾乎把所有仍未抄過的
Snapchat功能，完全複製下來，包括與Snapchat的
Stories 同名的 24小時限時刪除狀態，與Snapchat
Snaps相似的閱後即焚訊息功能Direct，以及與Snap-
chat Filters相似的相機濾鏡功能Camera Effects。
fb旗下的 Instagram去年已推出類似Stories 的功

能，同屬fb旗下的fb Messenger和WhatsApp其後亦
跟隨。有評論形容，fb已經把Snapchat完全抄得「一
乾二淨」。 ■美聯社/《紐約時報》

fb更新
抄Snapchat抄到盡

這項技術由BrainGate財團研發，
他們早前已成功協助癱瘓病人

移動機械臂或鍵盤方向鍵，今次則更
進一步，直接讓病人控制自己的手
臂。

肌肉植電線 刺激手臂
研究員先在科奇瓦爾體內，植入兩枚
藥片大小、載有96個電極的感應器，
當科奇瓦爾「想像」移動手臂時，感應

器便會記錄腦部訊號，傳送至電腦。
電腦之後再向電子刺激系統發出訊

號，令事先植入手臂肌肉的30條電線
產生脈衝，令手臂作出某種活動。
由於多年來肌肉萎縮，科奇瓦爾事

前曾進行45周的復康治療，恢復肌肉
張力。在BCI協助下，科奇瓦爾已經
能自行活動右臂所有關節，他形容單
憑「想像」便能做出若干動作是非常
神奇。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世界衛生組織(WHO)數據顯示，單在今年1月，歐洲便
錄得559宗麻疹病例，當中意大利及羅馬尼亞疫情最嚴
重，前者共有逾200人染病，後者則自去年1月起錄得逾
3,400宗病例，造成17名兒童死亡。世衛警告，一些疫苗
接種率較低的歐洲國家，可能出現大規模麻疹疫情。
世衛表示，歐洲大部分國家接種麻疹疫苗的人數，未

及總人口95%，是麻疹爆發的主因之一，加上現今交通
發達，令麻疹更易散播。世衛續指，部分歐洲國家相對
較貧窮、傳言指麻疹疫苗與自閉症有關，以及接種疫苗
手續繁複，均是民眾不願接種的原因。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秘魯航空一架客機前日在中部
城市豪哈着陸時，失事滑出跑道起
火，機上141人及時疏散，
無人傷亡。當局懷疑客機
「硬着陸」是失事原因。
肇事波音737客機着陸時

失控，突然轉右滑出跑道，
隨即起火，但航空公司強調
沒有撞機，重申會徹查起火
原因。網上流傳影片顯示，
客機尾部起火，火舌長達數

米，不停冒出黑色濃煙。
■《每日郵報》/美國廣播公司

■■機尾冒出長長火舌機尾冒出長長火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新技術幫助在新技術幫助
下下，，科奇瓦爾能自科奇瓦爾能自
行進食行進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白金鑲鑽復活蛋白金鑲鑽復活蛋
盛惠盛惠207207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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