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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文在寅前日
抵達華盛頓，展開為期 5
日的訪美行程，是他上
任後首次外訪。文在寅
指出，他重視韓美同
盟，因此選擇美國作為
首個外訪國家，並將朝
鮮核問題列為首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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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訪美商朝核 特朗普焦點放貿易

美韓峰會恐搭錯線

事項，他定於今日到白
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
正式會晤。分析指，文
在寅期望與特朗普重點
商討應對朝核，但特朗
普關心的是美韓貿易不
均，將向文在寅施壓要
求韓國改善。

文在寅訪美首項行程，是到弗吉
尼亞州的美國國家海軍陸戰隊

博物館，向館內的「長津湖戰役紀念
碑」獻花致意。文在寅致辭時稱，美
韓軍隊在朝鮮戰爭中的長津湖戰役並
肩作戰，促成了今日的美韓同盟。文
在寅的父母當年隨美軍從朝鮮撤退至
韓國，他因此表示，「沒有長津湖戰
役，就不會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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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等韓企向美投資千億
文在寅前晚到華盛頓美國商會出席
美韓商務峰會，並發表演說，他指大
部分韓國企業都認為能在朝鮮開拓商
機，因此他的當務之急是解決朝核問
題，維持朝鮮半島和平，讓美企放心
投資。隨文在寅訪美的韓企代表亦公
佈投資計劃，三星、LG、SK 集團等
企業將於未來 5 年，合共在美國投資
128億美元(約999億港元)。
文在寅此行焦點是韓美首腦會談。
文在寅伉儷定於昨晚到白宮，與特朗
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妮亞共晉晚餐，正
式對話則於今日展開，朝鮮威脅料是
主要議題。文在寅在會面前表示，要
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美韓領袖的信任
和友誼非常重要，這趟會談目的是填
補前總統朴槿惠下台引發的首腦外交
真空，韓國將致力與美國成為更好的
聯盟夥伴。但分析指出，文在寅及特
朗普的出身截然不同，前者屬草根社
運參與者，後者則是商界大亨，相信
他們難以結下深厚友誼。

白宮：
「薩德」非重點
美軍在韓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
統的前景亦備受關注，文在寅雖表示
不會撤回上屆政府部署「薩德」的決
定，但卻下令對用地進行全面環境評
估，導致部署受阻。白宮高層透露，
「薩德」不會是峰會重點，指美韓都
認同部署決定不變，因此沒必要重點
討論。
白宮官員指出，韓美間的貿易不平
衡是重大問題，特朗普將與文在寅深
入討論，包括放寬美國汽車出口韓國
的貿易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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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請金主募款 特朗普開打
「連任戰」
距離美國下屆總統大選還有 3 年多，
總統特朗普已開始為競選連任部署。儘
管約 200 名民主黨籍國會議員最近控告
特朗普，透過旗下酒店和高爾夫球俱樂
部等物業收受外國資金，違反憲法，但
特朗普未有避嫌，前晚在距離白宮不遠
的特朗普國際酒店，舉行競選募款晚
宴。
特朗普利用這場晚宴，為共和黨及自
己競選連任募款，據報每張餐券由 3.5 萬
美元(約 27.3 萬港元)起跳，超級金主的餐
券更高達 10 萬美元(約 78 萬港元)，預計
籌得 1,000 萬美元(約 7,800 萬港元)。由於
金主來募款餐會聽總統開金口，不僅支

持特朗普日後競選連任，同時也為特朗
普名下的商業帝國帶來進賬，難免惹來
利益衝突之嫌。
對於特朗普成為美國近代史上最早開
打「連任戰」的在任總統，白宮發言人
桑德斯回應說：「當然他要競選連任，
但目前他鎖定在自己的議程上，着眼國
會中期選舉，為共和黨募款，這對任何
總統來說並無不妥。」
多個非政府組織前晚在特朗普國際酒
店 外 抗 議 ， 其 中 Public Citizen 在 facebook 網頁上寫道：「特朗普再度寡廉鮮
恥，利用總統職位之便中飽私囊。」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法新社/美聯社

爺孫不屬近親 華府收緊被禁 6 國簽證
美國最高法院周一同意恢復實施總統
特朗普頒佈的入境禁令部分條文，但被
禁國家公民若與美國公民或團體有「真
實關係」，則可獲豁免，不過法院未有
清晰定義「真實關係」。美國國務院前
日對 6 個受禁令影響的穆斯林國家，制
訂新的簽證審核標準，指申請人須在美
國有「近親」或生意往來。有移民權益
組織批評華府任意闡釋「真實關係」，
單方面擴大禁令範圍。
新規定定於昨日生效，已批出的簽證
不會被撤銷，但申請人要證明父母、配
偶、子女或兄弟姊妹等屬於「近親」關
係的人在美居住，方符合資格，祖父

母、孫兒女及未婚夫妻則不被納入「近
親」。新規定亦適用於所有等待美國批
准入境的難民。
6 國公民若以在美國有業務往來和僱
傭關係為由申請簽證，必須證明有關關
係是以正常途徑建立和作出記錄。在美
國受到合法邀請或聘用的人士不受禁令
所限，但若有人只為繞過禁令而接觸美
國公司或教育機構，申請將會被拒。當
局亦指出，預約酒店房間或租借車輛不
屬於「真實關係」。
不過，如果被禁國家公民此前已在美
國有重要的商業或專業責任聯繫、急需
美國提供醫療服務，又或隨同受美國政

現時每日有來自 105 國共 280 個機場的
2,000 班商業航班飛抵美國，涉及 180 家航
空公司。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凱利表示，
航空公司須提升安檢措施，包括加裝新檢
測器材及調派偵測化學品的搜索犬值勤，
並加強檢查旅客及他們的行李，嚴防有爆
炸品被帶上飛機。

新措施3周內生效
凱利表示，面對恐怖分子的威脅，美國

不能坐視，相信航空公司會遵守新規定，
又強調這並非加強安全的最後措施。美國
官員稱，新措施將於 3 周內生效，航空公司
若未有遵守，他們的旅客將被禁止在手提
行李和寄艙行李攜帶電子產品，當局亦可
能禁止有關航班飛往美國。
美國各航空公司表示會遵照新規定，但
憂慮會影響收入，認為應只針對高風險機
場。美國航空運輸協會(A4A)則指措施將進
一步阻礙旅客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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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勒索軟件疑旨在癱瘓烏克蘭
新一波針對全球電腦系統的勒索軟件攻
擊，已有最少 65 個國家和地區受影響，當
中以烏克蘭最嚴重。據專家指出，今次勒
索軟件是由烏克蘭一家公司的稅務軟件更
新程序開始散播，即使交付贖金，中招的
電腦資料亦無法修復，與一般勒索軟件運
作模式不同，質疑黑客網攻旨在癱瘓烏克
蘭全國的電腦系統，而非志在贖金。
視窗作業系統開發商微軟表示，今次網
攻首先於烏克蘭出現，是經由烏克蘭一間
名為 M.E.Doc 的公司的稅務軟件更新程序

開始擴散，而烏克蘭政府以至當地不少大
型機構的電腦，均使用這款軟件，結果導
致大量電腦癱瘓。

烏克蘭憲法日假期前夕網攻
有電腦保安專家指出，黑客企圖在烏克
蘭「搞破壞」，旨在向烏國及其盟友發出
訊息，而網攻於烏克蘭憲法日假期前夕進
行 ， 時 機 更 惹 人 猜 想 。 Strategic Cyber
Ventures 行政總裁凱勒曼表示，黑客將今次
攻擊偽裝成勒索病毒，實際目的並非勒索

金錢，而是針對國家的攻擊。烏克蘭政府
表示，所有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資產正常
運作，但傳媒前日報道，當地不少銀行自
動櫃員機仍未恢復運作，基輔國際機場航
班資訊仍需人手操作。
全球各地政府和企業正評估今次網攻造
成的損失，美國聯邦快遞表示，旗下的
TNT Express 的運作被拖慢；貨運巨擘馬士
基稱，在印度孟買以至美國洛杉磯等地的
運作仍然暫停。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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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國際認可的組織前往美國處理業
務， 領事館人員可給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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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編輯難忍裁員 公開信轟高層

美促航空公司加強電子品安檢
美國今年 3 月宣佈，禁止來自埃及和沙特
阿拉伯等 8 個國家共 10 個機場、乘搭直航
美國航班的旅客，隨身攜帶手提電腦等大
型電子裝置，避免恐怖分子收藏炸彈登
機，其後更擬將禁令擴至來自全球的航
班。美國國土安全部前日未有擴大禁令，
但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加強檢查飛美旅客及
他們的個人電子裝置，估計每日有 32.5 萬
旅客受影響，有航空業組織憂慮新措施令
更多旅客的行程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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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多次裁員的《紐約時
報》，早前再次重組架構，向
編輯推出自願離職計劃。一群
《紐時》編輯前日終於公開向
高層發信，痛斥感到被出賣及
不受尊重，要求高層重新檢討
削減人手數目。
編輯向總編輯巴奎特及副總
編輯卡恩發出的信件指出，
「編輯由超過100人減至50到
55 人，但仍期望要維持同等
質素，完全是不切實際。你們
經常說以讀者為重，我們也是
讀者，但你卻出賣了我們」。
編輯在信中還表示，讀者對
他們的尊重更甚於管理層，重
提管理層在 1 份內部文件中，
將編輯與在滅火筒撒尿的狗相
提並論，聲言要削減「低價值
編輯工作」。
編輯坦言整個編採部門士氣
極差，「由編輯、記者、圖片
編輯以至支援人員均感到憤
怒，同時害怕失去工作。」要
求高層收回成命，保留被裁的
編輯及其他職位。《紐時》今
年首季印刷廣告收入大跌近
18%，相反近年主力發展的電
子報廣告收入上升約 19%，貢
獻公司總收入逾38%。
■MarketWatch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