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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央社報道，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

軍昨日出席兩岸學生棒球聯賽時說，兩岸關係的未來在青年，青年之間要是

缺乏了解「肯定是不利的」，因此要加強推動兩岸青年交流。

第一屆「海峽兩岸學生棒球聯賽」昨日在
清華大學棒球場開幕，這是今年以來規

模最大的兩岸青年學生比賽交流活動。來自清
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新疆大學
等9支大陸高校球隊以及來自台灣大學、台灣
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8支台灣高校球隊
共計近500人參賽。

為學生棒球聯賽「開打」
3月31日至4月6日期間，陸續進行26場比

賽。比賽之餘，各代表隊還將結對編組，分別
參加十餘場交流參訪活動。
張志軍在開幕式上宣佈聯賽正式開賽，並
與海峽兩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員會名譽主席彭誠
浩共同為比賽開球。張志軍表示，很高興前來
參加這個活動，「兩岸關係現在有些問題，但
不管怎樣，民間尤其是年輕人的交流對話非常
重要，只有通過交流才能增進了解、增進友

誼，才能夠感受兩岸一家人的親情。」

籲互動勿受政治影響
開幕式後，張志軍與兩岸棒球界人士共同

觀看了清華大學與中國文化大學的比賽。張志
軍表示，「這是我第一次為棒球比賽開球，用
左手投球是因為我是個左撇子。」他還強調，
應加強兩岸青年特別是學生的交流，「兩岸關
係的未來在青年，青年象徵着未來。兩岸關係
要搞好，青年之間若缺乏了解是不利的。不論
政治層面出現什麼問題，青年交流我們會大力
推動。這次聯賽是非常好的一個形式，我希望
有機會去深圳看決賽。」
據了解，該聯賽由海峽兩岸棒球交流合作
委員會主辦，設大學組和中小學組。各區域預
選賽將在2017年11月10日前結束，產生16
支大陸隊伍和8支台灣地區隊伍晉級總決賽，
總決賽預計12月在深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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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兩岸未來在青年
指出相互缺乏了解不利兩岸關係 望年輕人多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民黨原副
主席蔣孝嚴昨日攜夫人蔣黃美倫、兒子蔣萬安、孫
子蔣得立等來到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祭掃生母
章亞若墓。這也是蔣孝嚴首次攜全家人祭掃母墓。
10時45分許，按照中國傳統祭祀禮儀，蔣孝嚴
攜兒孫依次上香、點燭、獻花、獻果、獻酒、壓紙
錢、默思三分鐘並行最孝禮三鞠躬，獻化冥幣冥
紙、放爆竹。在行壓紙錢之禮時，蔣萬安從家人手
裡接過紙錢，莊重地將其壓放在奶奶墓前。在整個
祭祀過程中，蔣孝嚴一直神情專注，眼含熱淚。

蔣孝嚴首攜兒孫廣西祭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通訊員 李鑫 福
州報道）福建連江籍鋼製漁船「閩連漁61883」前
日在福州可門正東約90海里水域與從台灣駛往韓
國的巴拿馬籍貨輪「KF PROSPERITY」發生碰
撞事故，造成「閩連漁61883」沉沒，船上10名漁
民遇險，其中2人落水失蹤。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
聯繫台灣中華搜救協會，協調台方搜救船舶、搜救
飛機趕往現場參與救助。目前，遇險10名船員已
有9人獲救，尚有1人失蹤。
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還發佈了航行警告，提醒
事發現場周邊過往船舶加強值守瞭望並趕往事故
水域參與搜救。

閩漁船遭貨輪撞沉9生還1失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昨天表示，「八百壯
士」在台灣「立法院」前抗議年金改革
相關議題如此之久，而當局置之不理，
希望蔡英文當局懸崖勒馬，善意回應，
否則繼續陳抗。

高傲霸權心態不可取
由於對當局推動年金改革相關議題不

滿，退伍軍人發起了「八百壯士捍衛權
益」活動，昨日上午宣佈啟動第3階段

抗議，於4月3日起至6月15日「立法
院」會期結束，洪秀柱到場聲援。
洪秀柱表示，她心裡既難過又氣憤，
「八百壯士」在「立法院」前抗議這麼
久，當局卻無動於衷，如此高傲、霸權
心態不可取。
洪秀柱亦表示，對於軍公教警要尊

嚴、爭取應有權益，當局應正面回應，
而不應冷血、置之不理，否則社會安定
力量會由怨轉恨，希望蔡英文當局懸崖
勒馬、善意回應，「所有夥伴、弟兄，

我們就繼續陳抗。」
台灣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說，

軍公教警消勞農與人民是一家人，當局
卻鼓動民粹，製造對立、鬥爭，用年輕
人鬥老人，用勞工鬥軍公教，大家迫不
得已才走上街頭。
「前內政部」警政署督察室主任耿繼
文表示，當局倒行逆施，製造階級仇
恨，口口聲聲說要破產，卻每年施放煙
火，還有新台幣8,000億元（約合港幣
2,059億元）投入前瞻計劃。

聲援「八百壯士」洪籲當局懸崖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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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軍人抗議年金改革發動「八百壯士捍衛
權益」行動持續進行，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前排右一）到場聲援。 中央社

兩岸7年之約：「壯太錦」亮相廣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以織牽線，以
錦為媒。一匹精美秀麗的「壯太錦」，讓相隔遙
遠的廣西壯錦、台灣太魯閣錦緊緊相連，成就了
一場始於7年前的美麗約定。它出自台灣花蓮縣
著名織娘連美惠之手，亮相於「桂花與壯太——
壯錦太魯閣錦歷史文化展」上。 該織錦文化展
近日在廣西南寧開展，來自廣西與台灣的150件
展品「同台獻藝」，展現兩岸織錦文化。
7年前，台灣花蓮織娘連美惠與廣西壯族自治

區博物館館長吳偉峰相識後，多次受邀到訪廣
西，考察壯錦的原料、工藝、圖案紋飾等情況。
去年，連美惠所供職的花蓮縣秀林鄉秀林社區發
展協會與廣西博物館、廣西織繡發展協會約定於
2017年在南寧舉辦壯錦太魯閣錦聯展。

■廣西壯錦與台灣太魯閣錦歷史文化展工作人員
展示8米長的「壯太錦」長卷。 中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動新醫保觸礁，拖累美股從高位回落，反

觀近月纏繞歐洲市場的政治風險卻逐漸減退，促成新一輪全球

資金「大轉向」。過去一星期，投資者一共從美國股票基金抽

資8億美元(約62.2億港元)，歐洲股票基金卻錄得多達19億美

元(約147.6億港元)資金流入，創60周新高。調查顯示，多達

81%環球基金經理認為美股市值已過高，比例創20多年新

高，相反有23%基金經理認為歐股價值被低估，顯示歐股有

望繼續受追捧。

資金大挪移 湧歐追落後

歐洲多國股市上周五均創新高，
德國DAX指數連續4個月錄得

月度增幅，西班牙Ibex指數及意大
利富時MIB指數年初至今升幅達
12.6%及7.4%。相反，標準普爾500
指數頭3個月升幅只有5.8%，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整個 3 月更跌
0.5%。

分析：料夏季前續跑贏美股
自去年英國公投脫歐以來，歐洲
政局一直不明朗，極右民粹勢力崛

起更令市場
擔心歐盟前
景。不過荷
蘭大選中，
極右勢力未
能勝出，加
上法國大選
民調顯示中
間派候選人
馬克龍有望
勝出，均有
助紓緩投資
者憂慮。歐
盟對英國脫

歐談判的立場相對溫和，以及歐元
區經濟數據好轉，更令市場大鬆一
口氣。
富瑞金融提出投資者應該轉投歐

股的5大原因，分別是通縮威脅消
退、歐元匯價相對偏低、經濟不明
朗正減退、企業盈利前景更樂觀，
以及歐洲投資者相對美國的更為冷
靜。富瑞認為，歐股表現起碼可以
在夏季之前，繼續跑贏美股。

■CNBC/英國《金融時報》/
彭博通訊社

美國霍士新聞台再度爆出性騷擾醜聞，今次的
主角是名嘴奧萊利(Bill O'Reilly)。《紐約時報》
前日報道，過去15年來，最少5名女子曾經指控
遭奧萊利性騷擾，為保形象，霍士或奧萊利合共
向她們支付超過1,300萬美元(約1億港元)的「掩
口費」。奧萊利回應報道時沒有否認曾經付錢，
但拒絕回應指控。
《紐時》引述知情人士指，5名受害女子均為
霍士前員工，部分曾在奧萊利的節目《The
O'Reilly Factor》亮相，或負責幕後工作。多數
受害人都報稱，奧萊利利用權力要求她們提供性
服務。霍士或奧萊利在5宗案件中支付和解費，
條件是她們不得提告或公開事件。最近一宗案件
剛在去年發生。
5名受害人中，有兩宗是已知個案，另外3宗
則是新發現，當中兩宗是性騷擾，另一名受害人
聲稱被奧萊利辱罵。奧萊利前日發表聲明，直言
由於自己知名度高，容易被人借訴訟索取和解款
項。他又指，任職霍士20多年間，未曾有人透
過電視台的人力資源部對他作出投訴。
霍士新聞台近年多次傳出性醜聞，前主席艾爾

斯去年便因為涉嫌性騷擾下屬被起訴，繼而辭
職。據報不久前電視台再有高層因為被投訴性侵
遭到解僱。 ■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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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士新聞台女監製麥克里斯於2004年入稟控
告奧萊利性騷擾，指稱奧萊利曾數度致電她，發
出類似正在自慰的呻吟聲，並在電話中妄想自己
與麥克里斯發生性關係，更曾要求她購買震動
器。麥克里斯錄下部分通話內容與奧萊利當面對
質，對方竟恐嚇要她「付出重大代價」，「嚴重
到她們會希望自己未曾誕生」。
《The O'Reilly Factor》定期嘉賓赫迪是另一名
受害者。《紐時》取得的信件顯示，奧萊利曾試
圖強吻赫迪，她避開時失足倒地，奧萊利並沒有
伸出援手。奧萊利後來向赫迪寄出律師信，列出
一些會令赫迪尷尬的敏感私人資料，信中威脅假
如奧萊利一家在事件中蒙受傷害，他將會向赫迪
和所有曾經協助赫迪的人追究。赫迪後來被抽調
至其他節目。 ■《紐約時報》

致電呻吟
命監製買震蛋

美股估值過高幾乎已是市場共
識，除了歐股外，近期亦愈來愈多
投資者開始回歸新興市場懷抱，在
中國、韓國及印度股市帶動下，
MSCI新興市場指數3月升至近兩年
高位，南非、俄羅斯及巴西貨幣兌
美元匯價，亦由去年低位回升
30%。
國際金融協會統計顯示，上月有

300億美元(約2,330億港元)流入新
興市場資產，是2015年1月以來最

多。
俄國及巴西逐漸走出經濟衰退，

中國亦透過大規模刺激措施，紓緩
經濟下行壓力。歐洲及亞洲經濟好
轉，導致商品需求增加，有助刺激
新興市場出口。按未來12個月預測
市盈率計，新興市場股票的估值仍
然較發達市場低26%，遠高於過去
10年平均值的17%，顯示新興市場
股市仍有上升空間。

■《華爾街日報》

英國國會上議院現時有超過800名
非民選議員，由於缺乏民意監管，過
往多次傳出利益輸送等問題。《星期
日泰晤士報》昨日報道，部分上議院
議員雖然很少甚至不參與議事，也沒

有加入委員會或提出質詢，但去年仍
然申領4萬英鎊(約39萬港元)津貼。事
件勢必進一步打擊上議院的聲譽。
英國國會2010年爆出大規模濫報開

支醜聞，當局同年引入津貼制度，只

要上議院議員「出席」會議，即使坐
着不發言，仍然可以申領每日最多
300英鎊(約2,923港元)津貼。本身是
超級富商的保羅爵士去年有136日出
席會議，合共申領逾4萬英鎊津貼，

但從未提出質詢或加入任何委員會，
且甚少參與表決。他辯稱，自己申領
的津貼金額，反映他在議會的工作，
但拒絕進一步解釋。

■《星期日泰晤士報》

英上議員不議事 一年領39萬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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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兩年高 新興股仍抵買

■■歐洲政治危機稍減歐洲政治危機稍減，，吸引投吸引投
資者從美股轉投資者從美股轉投。。 彭博社彭博社

■■奧萊利被指性騷擾麥克里斯奧萊利被指性騷擾麥克里斯((右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