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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機器」登珠峰頂失足亡

美國再發生航空公司

職員與乘客衝突事件，

達美航空一名機師上月

21日嘗試制止兩名女乘

客打鬥時，竟然出手掌

摑其中一人。涉事機師

一度被停職，不過達美

調查事件後，認為機師

行動阻止了乘客衝突升

級，容許他復職。

為制止打鬥
達美機師摑乘客

美國弗吉尼亞州去年12月起出現
「剃貓狂」，專抓走他人飼養的貓，
剃走牠們下腹部、腿部和生殖器的
毛，至少7隻貓受害。

警方懷疑「剃貓狂」這樣做是要
檢查貓隻是否已閹割，正追查其下
落。
韋恩斯伯勒居民馬丁飼養的Tiger-

lily，在過去幾個月兩次被抓走剃
毛，自此牠便不再喜歡被人抱。另
一名居民稱，她的貓數周前性情大
變，更易受驚且戒心更高，後來才

發現牠生殖器附近的毛遭剃走。居
民已貼出警告，呼籲其他主人保護
愛貓安全。

■《紐約每日新聞》

德國東部邊境城市格爾利茨以莊嚴的廣場和優雅的建築聞
名，荷里活電影《希魔撞正殺人狂》和《布達佩斯大酒店》更
在當地取景。然而，格爾利茨近年面對人口減少和老化的危
機，為吸引年輕人定居，政府推出「試居」計劃，招待外來人
口在當地暫居兩星期，期間除了政府補貼，還免費提供啤酒。
33歲的帕佩受「試居」計劃吸引，舉家從多特蒙特遷往格爾
利茨，最終更決定定居。他形容格爾利茨風光旖旎，樓價僅為
其他大城市的1/3，還可到鄰國波蘭掃平貨，但他也同意因從事
職業彈性較高，才可住在格爾利茨。 ■《星期日泰晤士報》

美國最大電
影節之一的紐
約 Tribeca 電
影節前日閉
幕，主辦單位
特別挑選經典
電影《教父》
第一和第二集
作為閉幕電
影，以紀念
《教父》上映45周年，導演哥普拉、第二集主角阿爾柏仙奴及
飾演年輕版教父的羅拔迪尼路等演員，再次聚首一堂。
《教父》講述意大利西西里島孤兒從20世紀初移民美國，直

至創立紐約黑手黨的故事。哥普拉形容，事隔多年回看自己作
品感觸良多。他憶述，當年片商派拉蒙只要求他執導一套「平
兼快」的電影，他選擇當年被視作票房毒藥的馬龍白蘭度為首
集主角時，遭強烈反對，派拉蒙要求馬龍白蘭度和阿爾柏仙奴
必須試鏡，哥普拉自己更數次幾乎被炒。 ■路透社/法新社

德「老人城」供免費酒
吸年輕人定居

《教父》上映45載
卡士齊聚紐約

早前一對台灣情侶在喜馬拉雅山登山遇
難一死一傷，引起關注，當地昨日再發生
登山意外。被譽為「瑞士機器」的瑞士登
山勇將施特克，昨日清晨準備登上珠穆朗
瑪峰峰頂途中，於二號營附近懷疑因為失
足，跌落努布策山山腳死亡，終年40歲，
是今個珠峰登山季首名死者。搜救人員已

尋回施特克遺體，並送到尼泊爾首都加德
滿都。
《喜馬拉雅時報》報道，施特克計劃

與雪巴嚮導在不帶補充用氧氣下，經以
往從未使用的西脊路線登上珠峰，然後
經南坳下山，以完成壯舉，並計劃稍後
再攀登全球第四高峰洛子峰。他上周一

在社交網站 facebook稱，已在二號營待
了兩晚，並指雪巴嚮導數日前凍傷，希
望對方早日康復，以一同攀山。他26日
再在fb發文，表示單日來回基地營至海
拔7,000米處。
施特克憑着驚人的攀山速度，獲得

「瑞士機器」的稱號。自2007年起，他

先後三次攀登了位於艾格峰北壁的線
路，刷新獨立速攀這條經典線路的最快
紀錄。他於2014年成為首位獨自登上尼
泊爾安納布爾納峰的人，翌年更完成61
日內登上阿爾卑斯山所有海拔逾4,000米
山峰的壯舉。 ■路透社/

《喜馬拉雅時報》/美聯社/法新社

事發於亞特蘭大國際機場，兩名女乘客下機時起衝突，雙
雙倒在登機橋上，但仍繼續互扯頭髮、爆粗互罵，其間

第3名女乘客介入，用腳踢兩人，再坐在她們身上，畫面外亦
有男聲叫她們停手。機師上前阻止時，抓住其中一名女乘客的
手臂，然後掌摑對方。

同事不滿沒派保安處理
據報事後部分達美職員不滿，公司沒有及時要求保安到場處

理事件，不過達美澄清，警方接報後及時趕到現場。
美國上月接連爆出航班乘客遭惡劣對待醜聞，包括聯合航空

強行拖亞裔乘客杜成德下機，以及美國航空機艙服務員強行搬
走一名女乘客攜帶的嬰兒車，更與其他乘客起爭執。

■《星期日郵報》/
《紐約時報》

■■施特克施特克

■■乘客續毆乘客續毆

■■再度調停再度調停

■■機師伸手掌摑其中機師伸手掌摑其中
一人一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羅拔迪尼路羅拔迪尼路、、哥普拉及阿爾哥普拉及阿爾
柏仙奴等人聚首一堂柏仙奴等人聚首一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蘭州新區夥星馬拓「帶路」清真產業

春秋集團開元旅業
達成戰略合作

陝渭南建新能源汽車產業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甘肅報道）全國第五個、西北首個國家級新

區——蘭州新區日前派出國際產業合作洽談團赴馬來西亞、新加坡開展項

目合作洽談，在馬來西亞期間，雙方就在蘭州新區綜保區設立國際清真產

業園達成共識，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合作簽約儀式上，6家馬方企業簽

署的8個合作項目將入駐蘭州新區綜合保稅區，馬方多家清真食品加工企

業亦將陸續落地蘭州新區，實現「一帶一路」生產與消費市場無縫連接。

洽談團拜訪了馬來西亞旅遊與文化部、
財政部、伊斯蘭發展署（JAKIM）、

清真產業發展局（HDC）等部門，馬方同
意將與蘭州新區開展包括清真認證、研
發、加工、貿易、物流、金融六大領域的
全面合作。伊斯蘭發展署（JAKIM）將全
力幫助蘭州新區綜保區建立蘭州國際清真

認證中心，清真產業發展局（HDC）亦將
協助建立國際清真產業研發中心，打造最
完整的清真產業集群。

助提升彼此國際競爭力
蘭州新區管委會主任牛向東表示，馬來

西亞作為世界新興市場經濟體和最早的東

盟成員國之一，與中國內陸城市開展合
作，對擴大雙方貿易及走向中西亞、中東
歐地區，提升彼此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作
用。
蘭州新區位於蘭州、銀川、西寧三大西

部省會城市共生帶的中間位置，清真產業
市場發展空間廣闊、潛力巨大。

擬設「中新國際物流園」
在新加坡期間，洽談團與當地政府部門

以及企業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計劃設立
「中新國際物流園」，並就借助新加坡特
殊區位優勢建立蘭州中藥材出口國際分撥
中心進行了交流，雙方簽署了在蘭州新區
建立國際物流平台合作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西安報道）
渭南市委書記陸治原日前在陝西省委外宣辦
舉行的「追趕超越」系列主題新聞發佈會上
表示，圍繞新能源新材料產業，渭南正重點
建設渭南高新區新能源汽車電池生產基地。

有望形成千億產能
隨着沃特瑪、天臣、星美3大新能源電池
項目的落地投產，今年底，渭南新能源汽車
電池產能將達到30兆瓦以上，有望形成千
億元人民幣產能，佔全國產能的1/3左右。
近年來，國家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產
業，渭南市緊抓這一機遇，把新能源汽車產

業鏈作為招商、建設重
點之一，逐步完善產業
體系，建成新能源汽車
產業園，探索出了新能
源汽車發展的「渭南模
式」。
據了解，位於渭南高
新區的新能源汽車產業
園自2015年開建，規
劃佔地3,000餘畝，將
具備關鍵技術研發、核
心部件生產及整車製
造、展示體驗、物流倉
儲、商業配套等功能。
建成後，園區將形成集

研發、製造、生產、銷售服務為一體的新能
源汽車產業鏈，有效推動渭南全市產業轉型
升級。
為突破目前新能源企業單一化的產品和

孤島式技術研發的瓶頸，渭南招商引進的沃
特瑪公司還發起成立了沃特瑪創新聯盟，應
對未來產業變革，提供整體的電動化公交解
決方案。
據悉，渭南已將充電樁建設納入新能源

產業發展佈局中，截至2016年底，已完成
主城區能源供應保障中心及重點商業區充電
樁建設，基本實現了重點區域充電樁的全覆
蓋。

■渭南市委書記陸治原介紹相關情況。 張仕珍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中國酒業協會第五屆理事會日前在京
舉行。中國酒業協會理事長王延才表示，
中國酒業在經歷了兩三年市場的深度調整
和陣痛期後，2016年開始趨穩行好，
「弱復甦」跡象明顯。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白酒行業，去年產量達1,358萬千升，
銷售突破6,100億元人民幣，分別較前年
提升了3%和10%。

白酒行業復甦尤其突出
談及2016年中國酒業的發展，王延才表

示，啤酒行業在出現連續兩年市場萎縮和
銷量下降之後，近期止跌企穩。去年全行
業總體增長6.27%，除啤酒和酒精外，白

酒、黃酒和其他酒的增幅回升明顯。白酒
尤其突出，是「黃金十年」結束之後首次
實現兩位數的增長。
他認為，整個釀酒行業在朝着企穩回升
的態勢發展，釀酒的總產量出現增長，全
行業更加注重產品結構的優化、產品品質
的提升、消費者忠誠度的培養，行業結構
的深度調整在穩固有序地進行。
山西汾酒副董事長常建偉指出，共享

經濟深度影響白酒行業。他表示，經濟
環境、市場環境在持續變化，要求白酒
行業做出相應的改變與創新，共享經濟時
代的到來，「中國白酒行業的共享歷史正
在逐步增強，共享格局正在慢慢形
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吉林報道）
香港博大東方集團投資的二氧化碳基生物
降解塑料項目，日前在吉林化學工業循環
經濟示範園區舉行了奠基儀式。
據悉，該項目總投資30億元人民幣，

佔地面積18萬平方米，運用中國科學院

生態高分子材料重點實驗室的研究成果
聚碳酸酯（PPC）第三代合成技術。該
項目一經投產，不僅為解決世界難題
「白色污染」找到一個切實可行的方
案，也為二氧化碳的有效利用，找到了
最佳途徑。

中國酒協第五屆理事會在京舉行

港企吉林投30億生物降解塑料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春秋集團和開元旅業集團日前
在上海宣佈達成戰略合作，全力打造
集酒店、旅遊、航空資源為一體的會
員聯盟，實現泛旅遊業融合發展新格
局。

實現泛旅遊業融合發展
春秋、開元同屬中國旅遊集團20

強。春秋航空和春秋酒店享有80%以
上客源直銷率、以及逾90%的高上座
率、高出租率。
「開元酒店」是開元旅業主導產

業，旗下擁有開元名都、開元度假
村、開元觀堂、開元曼居酒店、芳草
地鄉村酒店、開元森泊度假樂園等
10大成熟酒店品牌，在全國佈局了
超過200家開元酒店，位居國內高星
級連鎖酒店集團第二。
春秋集團董事長王正華表示，未

來將把春秋旅遊、春秋航空和春秋
酒店的優勢資源與開元酒店、旅遊
地產等優勢資源，進一步對接和互
動，着力發展「自由行」、「機+
酒」、「酒+景」和「車+酒」等新
產品。

山東臨沂資本交易大會簽約123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
道）中國．臨沂第四屆資本交易大會日前
舉行，開幕當天現場共簽約項目36個，
累計簽約金額1,238億元人民幣(下同)。涉
及資金運用、基金設立、債券發行、產業

投資、PPP融資等多個領域。

連續三屆實際投放2926億
山東省臨沂市市長張術平在致辭時表

示，作為山東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市和
民營經濟大市，臨沂正處於新型工業化、
新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對各類
資金的需求旺盛，具有金融業發展的良好
條件。自2014年以來，通過連續舉辦三
屆資本交易大會，共簽約合同金額3,081
億元、實際投放2,926億元。
2016年，全市銀行業金融機構達到48

家、保險機構129家、地方金融組織265
家、境內外上市公司13家、新三板掛牌公
司17家、區域股權市場掛牌企業83家，金
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餘額分別達到5,305億
元和3,938億元，均居山東省第5位。

■山東省臨沂市市長張術平。
本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