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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變潮流變，昔日人人追捧的

功能性籃球鞋和跑鞋，已被賣相掛

帥的普通運動鞋取代，作為美國波

鞋生產商龍頭的Nike，近年也因此

陷入困境，遭到德國Adidas和本地

後起之秀Under Armour內外夾擊。

Nike 前日宣佈大規模業務重組計

劃，除了裁員1,400人外，公司更

決定大幅削減產品線1/4，集中發展

熱賣的運動鞋款式，並大力發展網

上銷售渠道。Nike又決定將未來業

務重點集中在全球12大城市，包括

紐約、倫敦、東京、首爾、上海及

北京等。

主攻人氣鞋款

裁員1400人 加速研發周期
經過多個月談判，歐元區財

長前日終與希臘達成協議，同
意釋出第三輪希臘援助方案中
最後一筆85億歐元(約738億港
元)貸款，讓希臘能趕及在下月
限期前償還70億歐元(約600億
港元)債務，避免新一波希臘債
務危機爆發。
為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加入援希，歐元區財長同意稍後
商討希臘削債方案，具體措施包
括將希臘的歐元區債務期限，由
現時平均 30年，延長最多 15
年。不過，有關措施可能在德國
引起爭議，德國財長朔布伊勒表
示，將研究是否需要就削債方
案，再次尋求德國國會同意。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歐元區738億金援 免希債危機重臨

虛擬貨幣比特幣近月長升長
有，本周初更一度衝破3,000美
元大關，但隨着多家大行先後唱
淡，加上多個交易平台先後被黑
客攻擊和出現故障，令比特幣價
格急瀉，前日更曾低見2,076美
元，跌幅多達19%，全個星期表

現幾乎是2015年1月以來最差。
高盛分析師周初發表報告，

指比特幣有可能掉頭下跌。除
了比特幣外，其他虛擬貨幣價
格亦下跌，其中周二曾上試400
美元高位的以太幣，昨日最低
曾見316美元。 ■彭博通訊社

比特幣接連遭唱淡 單日急跌19%

瑞士食品集團雀巢前日宣佈，計劃出
售生產Crunch和Butterfinger的美國糖果
業務，外界估計價值可達30億美元(約
234億港元)。

雀巢表示，今年內會就相關業務完成
策略性檢討，但隸屬全球糖果業務的著
名品牌Kit Kat不會受影響。分析指出，
美國消費者日益追求健康，令糖果及朱

古力等產品銷情受壓。外界預計，雀巢
今後會把美國業務發展重心放在咖啡、
寵物食品及健康產品等方面。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馬來西亞國營投資基金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DB)前
年爆出挪用公款醜聞，美國司法部前日入稟法院，要求
扣押一筆相當於5.4億美元(約42.1億港元)的相關資產，
包括一幅送贈予影星里安納度狄卡比奧的畢加索畫作，
以及兩部挪用1MDB資金拍攝的荷里活電影的版權。
司法部指，馬來西亞富商劉特佐於2014年，利用出

售1MDB債券所得的320萬美元(約2,496萬港元)購買
一幅畢加索畫作，送贈里安納度作生日禮物。案中里
安納度沒有被起訴，發言人指他近期已開始將畫作擁
有權移交美國政府。 ■路透社/美聯社

里安納度禮物涉「一馬」美擬扣押畢加索畫

行政總裁帕克表示，Nike將積極發展網
絡銷售渠道，鎖定重點市場及更快地

向顧客送遞產品，措施之一是在更多國家推
出網購手機程式(app)。公司又解釋，削減產
品線是為了加快新產品研發速度。Nike亦將
重點發展關鍵和較新的品牌鞋款，例如
ZoomX、Air VaporMax和Nike React。重
組計劃亦包括精簡區域架構，全球市場分區
將由6個減至4個。

跑鞋籃球鞋銷量不增反跌
市場調查公司NPD指，更多消費者在選

擇運動鞋時，重視外觀多於功能，經典款式
銷量去年上升26%，相反跑鞋及籃球鞋則持
平及減少。
Adidas過去一年氣勢如虹，靠着加快新產品推出

時間、與潮人明星合作等方法，成功扭轉頹勢；相
反Nike雖然仍然雄霸美國市場，但增長明顯放緩，
與NBA球星合作的波鞋銷量也減少，例如與勒邦占

士合作的LeBron系列便全線減價。

公佈業績前壞消息 股價挫逾3%
Nike在公佈季度業績的兩星期前宣佈重組，投資

者大多不看好，拖累公司股價前日跌逾3%。
■美聯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彭博通訊社

Nike削1/4產品線

日本央行昨日議息後維持利率
不變，行長黑田東彥會後表示，
現時通脹水平跟央行2%的目標
仍有一段距離，又指不適合在現
階段討論央行如何退市，市場因
此推測，日本短期內不會跟隨美
國聯儲局收緊貨幣政策，消息令
日圓匯價跌至兩周低位，最低曾

見每美元兌111.38日圓，每百日
圓兌港元最低則報7.0047。
市場原先預期，日本央行有可
能在今次議息時考慮「收水」，
網上外匯交易平台Swissquote的
分析認為，日本央行面臨通脹下
行壓力，決定維持非常寬鬆貨幣
政策。 ■路透社/美聯社

日央行按兵 日圓下試7算

■■NikeNike因遭內外夾擊而陷入困境因遭內外夾擊而陷入困境。。 法新社法新社

雀巢擬售美糖果業務
不涉Kit Kat

林上元斥「台獨」破壞兩岸和平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台灣網報

道，台中歌劇院斥資43億元（新

台幣，下同，約11.1億港元）打

造，號稱世界級建築，沒想到竟

不敵連日大雨。近日，不少民眾

前往歌劇院參觀時，發現停車

場、一樓大廳和五樓餐廳等處的

窗戶旁、天花板燈罩等都在漏

水。花了8年時間精雕細琢，結果

只換來這樣的歌劇院，讓民眾看

後紛紛感歎：「花這麼多錢，蓋

得竟然比我家質量還差！」

台歌劇院耗11億打造竟漏水
號稱世界級建築 民眾：質量不如我家

台中歌劇院自 2009 年 12 月 18 日動
工，去年9月正式營業，由日本著

名建築師伊東豐雄設計，台灣當地建築公
司「麗明營造」耗時8年建造完成。美國
國家地理雜誌頻道（Discovery）還曾為其
拍攝建造過程的紀錄片。整棟建築因非標
準化曲面牆和無樑無柱外形設計，有着
「世界第一難蓋建築」稱號。沒想到連日
大雨就讓台中歌劇院現了原形。

天花板上有大片水漬
據悉，有民眾前往歌劇院停車場，發現

繳費機上方漏水嚴重，天花板上有一大
片水漬。院方用膠帶及白紙隔開停車繳
費機，而繳費機旁還擺着水桶接水。一
樓大廳門口、窗邊及天花板燈罩也是同
樣情況，讓人看了不禁搖頭，痛批：
「花幾十億蓋這種建築物，下雨就
漏！」「建築大師伊東豐雄如果看到這
樣應該會哭吧！」
對此，台中歌劇院營運部經理吳麗珠

說：「漏水處主要集中在結構和玻璃接縫
的地方，可能是因為貼合度不佳導致漏
水，目前仍在廠商保修範圍之內，保修

期為10年，會請廠商盡快將漏水的地方
修復。」

設計經國際競圖獲首獎
公開資料顯示，台中歌劇院，全名
「台中大都會歌劇院」，位於台中市西
屯區七期重劃區內、台中新市政中心
旁，最初規劃名稱為「台中國家歌劇
院」，2005 年 9 月 21 日被文建會降為
地方級建設，被迫改為「台中大都會
歌劇院」。經 2005 年進行的國際競圖
後，由日本建築師伊東豐雄的設計

「聲音涵洞」得到首獎，其獨創的建
築工法（曲牆建築工法和水幕防火設
計）也獲得專利。
台中歌劇院目前全由台中市政府負

責，佔地57,685平方公尺，院內擁有大
劇院（2,007席）、中劇院（796席）、
小劇場（200席）及小型戶外劇場，另有
空中花園。2014年 11月 23日完工曾開
幕啟用，但林佳龍上任市長後，堅持
修繕完畢始營運，於 2015 年起封館施
作修繕工程，至去年 9月 30 日才再次
啟用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凱雷、
實習記者左瑞帥北京報道）紀念全民族
抗戰爆發80周年暨黃埔軍校建校93周年
座談會昨日在北京舉行。黃埔軍校同學
會會長林上元在致辭時指出，去年5月以
來，台灣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
識」，在台大搞「去中國化」，破壞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台海形
勢日趨複雜嚴峻。他認為，要想改變這
一僵局，民進黨當局必須明確承認「九

二共識」，同時，兩岸同胞要加強交
流，海內外黃埔同學要團結起來，絕不
讓「台獨」勢力圖謀得逞。

改變僵局須承認「九二共識」
林上元回顧歷史時表示，在80年前的

全民族抗日戰爭中，黃埔軍校師生是一
支重要力量。黃埔精神的核心是為統一
中國、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頑強奮鬥
的愛國主義，堅決維護國家利益，為中

國統一和民族復興作出不懈奮鬥。
不過，林上元亦指出，「當前兩岸關

係的問題是民進黨當局一手造成的。」
在他看來，要想改變這一僵局，民進黨
當局必須明確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這一共同政治基礎。同
時，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
行徑，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
向，促進「兩岸一家親」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勞動
部門昨日公告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增修
16條條文，其中特休假排假方式，新增讓
勞僱雙方可自行約定年度期間；此次修正也
是32年以來最大修正。
據了解，公告內容跟3月預告內容差不

多，除了刪除童工條文、明定工資明細內容
等之外，也明定特休假的給假方式有4種，
包含預告中的「依受僱日起1年內」、「曆
年制」跟「事業單位的會計年度」3種方式，
還新增「勞僱雙方可自行約定年度期間」。
勞動部門官員說，新增的「勞僱雙方可自

行約定年度期間」跟原本的「立法」精神一
樣，只是讓像教育場所等勞工也可採學年制
計算特休假。
據勞基法勞工在同一僱主工作滿半年以上

未滿1年，給予3天特休假；1年以上未滿2
年，7天；2年以上未滿3年，10天；3年以
上未滿5年，14天；5年以上未滿10年，15
天；10年以上每年加1天至30天。

勞基法施行細則公佈
列明特休假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中國國民
黨主席洪秀柱應台商邀請赴大陸訪問。她前
日啟程赴江蘇出席台商敏實集團所屬的新能
源汽車科研中心試驗場啟動儀式。
此次陪同洪秀柱訪問大陸的國民黨前「立

委」邱毅透過臉書表示，他的好朋友、國民
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將在卸任黨職後，轉
任淮安敏安汽車公司董事長職務，因此他這
次隨洪參訪這場台商公司，希望為蔡正元加
油打氣喝彩，期待他在產業經濟領域能再創
高峰。
此次陪同洪秀柱的人，包括敏實集團董事

局主席秦榮華夫婦，蔡正元、洪菱霙夫婦，
邱毅，高雄市議會黨團書記長黃紹庭、工商
建研會監事會召集人李祖嘉，以及洪核心幕
僚喬正中等人。

洪秀柱赴江蘇
出席台商活動

■■台中歌劇院斥資約台中歌劇院斥資約1111億港元億港元
打造打造，，號稱世界級建築號稱世界級建築，，但不少但不少
民眾近日前往歌劇院參觀時民眾近日前往歌劇院參觀時，，發發
現天花板現天花板、、窗邊等漏水情況窗邊等漏水情況。。圖圖
為台中歌劇院外貌為台中歌劇院外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歌劇院大門天花歌劇院大門天花
板漏水板漏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窗邊也有漏水情窗邊也有漏水情
形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林上元林上元（（右右））與黃埔後代于本城少將合與黃埔後代于本城少將合
影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凱雷香港文匯報記者凱雷攝攝

■■洪秀柱出席台商在江蘇洪秀柱出席台商在江蘇
的新能源汽車動工典禮的新能源汽車動工典禮，，
並應邀致詞並應邀致詞。。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