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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耗647萬為蔡購防彈車捱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美國」

（USA Today）訪問 6 名消息人

士稱，剛剛在美國投下百億美元

（約合780億元港幣）的鴻海集團

正考慮在威斯康辛州第二處地點進

行投資。新的投資可能為有別於鴻

海集團已承諾在威州東南部興建大

型平板電視廠的獨立事業。知情人

士說：「未來45天，情形可能就

會明朗。」

美媒：鴻海考慮威州第二處投資
消息人士稱爭取戴恩郡 45天後情形將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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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說，與鴻海集團簽訂協議後，
已為威州爭取鴻海集團其他投資機

會，像在戴恩郡（Dane County）的投資。
威州州長華克（Scott Walker）昨日在
密爾瓦基市(Milwaukee)曾暗示，鴻海集團
或有對該州作出其他承諾的可能性。

鴻海：在美進行數筆投資
《密爾瓦基哨兵日報》（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之前已報道，鴻海集團
主管過去2個月曾赴戴恩郡訪問，並與威
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研究人員及大學研究

園區新創公司會面。
鴻海集團主管近數周已表明，他們正考

慮在美國進行數筆投資，可能分佈在數州
地點。消息人士說，他們還不確定對於該
項最新的可能投資計劃，是否有其他州與
威州戴恩郡競爭。

威州能否提供數千員工成疑
據台媒引述分析指，鴻海在當地投資提

供工作機會，平均員工薪資加上獎金，可
落在53,000美元（約合41.4萬元港幣）到
53,900美元（約合42.1萬元港幣）區間。
分析認為，到2020年鴻海投資建廠完成
後，相關供應鏈每年採購金額高達42.6億
美元（約合333億元港幣），其中1/3比
重將會在威州。但也有分析認為，威州當
地能否提供鴻海集團所需數千名員工還有
待觀察。
此前的7月27日，鴻海的董事長郭台銘

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聯合召開記者
會，宣佈鴻海未來4年內將在美國投資100
億美元，第一步選擇在威州打造世界最先
進的液晶顯示（LCD）面板廠，預計為該
州創造3,000個全新的工作機會，並表示
有機會上看至13,000人規模。
記者會當天，鴻海表示位於威州東南區

的全新廠房地點將會在近期公佈，未來生

產的LCD面板科技應用範圍，從最新世代
電視、自動駕駛汽車、航空器系統以及教
育、娛樂、健康醫療、尖端製造、辦公室
自動化、互動零售到安全生活等，重塑消
費者日常科技體驗。
郭台銘在6月下旬時曾表示，赴美國投
資計劃名為「飛鷹（flying eagle）」，佈
局新智能製造全自動化產業鏈，相關計劃

可能為期5年；預計7月底到8月初，再規
劃定案投資產品細節。
美媒報道說，這將是有史以來外國企業

在美國最大規模的綠地投資，並成為鴻海
未來數年內在美國製造領域投資的開端。
特朗普曾表示，郭台銘告訴他，投資美國
金額可能達300億美元（約合2,345億元
港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為應對
民眾抗議，保護領導人安全，台灣地區執
政當局安全部門編列2,500萬元（新台幣，
下同，約合647萬元港幣）預算，添購與警
備車同款的防彈轎車，以達到「偽裝」與
「欺敵」的目的。對此，中國國民黨批評，
若不想面對群眾，即使坐坦克也沒用。
「年金改革」法案此前完成三讀，反

「年改」團體開始醞釀更大規模的抗爭。
蔡英文日前曾主持「三軍六校畢業典
禮」，車隊在行駛過程中，被反對「年金
改革」人士攔截，有人正確找出蔡英文搭
乘的座車，上前拍打車窗，車隊一度困在
人群中達10分鐘，期間更發生警民衝突。
為了蔡英文安全，台灣當局安全部門將耗

資2,500萬元購買奧迪A8L防彈轎車。

國民黨抨坐坦克也沒用
台灣當局安全部門的戰術考量是，因為

已為領導人車隊採購多輛奧迪A8L非防彈
型警備車，添購與警備車同款防彈車型，
希望達到「偽裝」與「欺敵」的目的，讓
外界不易分辨蔡英文在哪一輛座車，避免
陳抗人士再次靠近。

對此，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洪孟楷表
示，領導人維安工作主要是針對外來威
脅或突發意外，結果現在維安部門考慮
的竟是避免陳抗人士再次靠近。把群眾
當成是最大的敵人，這就是現在蔡英文
最大的問題所在，若不想面對群眾，不願
溝通，即使坐在坦克車裡，也阻擋不了民
眾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昆山報道）
為期一個月的2017海峽兩岸（昆山）中秋
燈會，將於9月20日在有「江南第一水鄉」
之譽的江蘇省崑山周莊古鎮和慧聚寺廣場同
時啟動，以紀念兩岸開啟民間交流交往30
周年。
此次燈會9月20日正式亮燈，10月20日

結束，歷時30天，跨越中秋節和「十一」
長假。主會場在古鎮周莊，設四大主題燈
區，一項主旨活動和四項系列活動。主題燈
區主要包括以「花開月圓」為主題的「昆山
印象」燈區、展示寶島台灣風土人情的「寶
島風情」燈區、彰顯濃郁水鄉特色的「周莊
故事」燈區及用互動燈組的形式展示中華傳
統文化的「祈福中華」燈區。

海峽兩岸中秋燈會
下月將在江蘇點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015年
台北市北投區發生隨機殺人案，在女廁殺
害女童的男兇手遭檢方求處死刑，案經上
訴後，昨日台灣「最高法院」維持無期徒
刑判決定讞。
兇手龔重安於2015年5月，翻牆進入一間

小學，並於女廁內用菜刀幾乎將8歲女童的
頭割斷，女童送醫後宣告不治。兇手案發後
自行報警。
檢警調查，龔重安稱不滿社會現狀，聲稱

有幻聽，覺得這一、兩年被同事說閒話，曾
想以換工作或自殺方式尋求解脫，但不敢拿
刀刺自己，臨時起意到母校隨機尋找對象割
喉，希望被判刑得到解脫，也曾說過「人生
再來一次，我還是會做殺人的決定。」
檢方依殺人重罪將龔重安起訴後，士林地

方法院去年一審認為，龔重安罹患思覺失調
症，因此依殺人罪判無期徒刑。隨後全案上
訴，龔重安卻數度當庭強調自己沒病，還不
斷要求法官判自己死刑。
今年5月高等法院表示，兇手隨機殘殺女

童，手段極為殘忍，危害社會治安至深且
巨，就算自首仍不宜減刑。據專業鑑定，若
經過專業的治療，將有可能獲得治癒，並未
達應與世永久隔離的程度，因此仍判處其無
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北投女童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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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闖半生回故里建外闖半生回故里建「「懷鄉屋懷鄉屋」」1010年走年走1010萬公里萬公里「「淘寶淘寶」」
翻開朱偉明前半生的經歷，可

謂是一本豐富的故事書。他
18歲時闊別故土遠赴台灣，35歲
從飛行員崗位上退役後輾轉到越
南、巴西、玻利維亞、意大利等
國，先後開過飯店，做過「飛行
的士」，涉足過石材生意，半生
異國他鄉寫就前半生的豐富故事
書。

憂原生態客家文物失傳
2003年，他建立「懷鄉屋」，

從世界各地收集即將消失的客家民

俗物品，建成了一座「家庭客家博
物館」。此後吸引了不少專家學
者、遊人及鄉親前來一探究竟。
「懷鄉屋」建在平遠縣東石鎮雙
石村石砌下，安置了朱偉明10年
間收集回來的客家民俗物品。其
中，不乏即將消失的各類型生產及
生活用具。朱偉明告訴記者，他從
2006年產生了收藏客家民俗文化物
品的想法，過去10年跑了10萬公
里去收集這些寶貝。在他看來，隨
着現代化文明的進程，原生態的客
家文物將愈來愈少。

記者獲悉，為了做好這個事情，
他變賣了深圳的房產用作收藏專項
資金，並廣交收藏界朋友，足跡遍
佈江西、福建、廣西、香港及泰國
等地，只要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
他都要去「淘寶」。皇天不負有心
人，有1,000多件物品，已經是當
代難覓蹤跡的物品。為了保存珍
品，朱偉明學習分類收藏，每件農
具都有他寫的標注說明。
「什麼樣的年齡，做什麼樣的

事。」這句常掛在嘴邊的話，也是
朱偉明一生中的行為指南。早年先

後輾轉到越南、老撾、巴西、玻利
維亞、葡萄牙、意大利等地，開過
飛機、辦過餐館、售賣過珠寶、銷
售過石材，朱偉明說，幾乎每隔10
年就會轉行搵新工。因此，除了操
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客家話及廣
東話，朱偉明還精通英語、意大利
語及西班牙語等。
由於鄉間溫情感染了朱偉明，如
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89歲
朱偉明一心想要把「懷鄉屋」改造
成養老院，讓思念故鄉的海內外老
人回來安居、安享晚年。

《戊戌年》（狗年）特種郵票印刷2日正式開機，
並將於2018年1月5日發行，為了增強郵票的收藏
性，將減少發行量，為第四輪已經發行郵票中最少
的。據悉，該套特種郵票特別邀請中國著名藝術家、
第一輪生肖狗郵票的設計者周令釗設計。到2018年
生肖郵票發行時，周令釗將迎來農曆百歲，他也成了
中國郵政迄今為止，年紀最大的郵票設計師。
《戊戌年》（狗年）生肖郵票延續了第四輪生肖郵
票「闔家歡」的氣氛，第一圖名曰「犬守平安」，公
犬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瞪視前方；兩隻耳朵機
警地豎立着，兩條後腿有力地後蹬，隨時能夠離地飛
奔、抵禦外敵、守護家宅。
第二圖名為「家和業興」，母犬展現了母愛，低頭

親吻一隻幼崽；黑色小狗昂頭挺立，像幼童學步一般
努力挺直身軀，眼裡活靈活現地透出幼稚膽怯。二犬
相依，舐犢情深，寓意家業興旺。兩圖相連，預示着
家的平安和睦與國的興旺富強。
周令釗是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畫像的作

者，曾經主導設計了國徽、團徽、八一勳章、獨立自
由勳章、解放勳章，有「國家形象設計師」的美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記者3日從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獲悉，該中心
23歲大熊貓「海子」於7月30日凌晨在臥龍神樹坪
基地成功產下一對雙胞胎熊貓寶寶，創下大熊貓產寶
寶最高年齡紀錄和大熊貓產雙胞胎最高年齡紀錄。大
熊貓的一歲相當於人的3至4歲，23歲的「海子」相
當於人類的80歲，是熊貓界最高齡的「產婦」。
今年春天，大熊貓「海子」開始出現減食、戲水、
蹭陰、求偶等典型發情行為。鑒於「海子」身體健
康，發情典型，遺傳價值極高，中心有最好的飼養繁
育技術和醫療保障，而且之前有其它大熊貓22歲順
利產寶寶的先例，中心決定適時為其安排相親及繁
育。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大熊貓專家李德生表示，

23歲的「海子」發情並成功產寶寶，說明了研究中
心大熊貓飼養管理技術和繁殖技術的科學性和先進
性，是攻克大熊貓繁育三難問題的一個新突破。

■中新社

「愛心零錢箱」近日在湖北武漢街頭
和民眾微信朋友圈「火」了起來。箱子
大多放在地鐵口或街頭，旁邊紙板上寫
有「如你急需用錢，請自取，每人最多
5元」等字樣，供民眾按需拿取。
「愛心零錢箱」在武漢的組織者之一、
武漢十點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
陳利存指出，8月1日其公司在武漢江漢路

街頭、武漢商務區地鐵口各設置一個盒
子，投入600枚硬幣。從上午9時至晚上8
時許，600枚硬幣還剩下四五百枚。

共享概念啟發 顯性本善
面對「無人看守」的箱子，市民起初
是圍觀、議論、拍照發到朋友圈；漸漸
地，有人開始拿硬幣，儘管數量不一，

但是多數人嚴格遵守「每人最多取5
元」的約定。有些人還會把自己的零錢
放進箱子裡；有的小孩想拿錢，遭到父
母阻止，其父母表示：把錢留給真正需
要的人。
「我們想用這種最直接的方式，向這
座城市表達善意。」陳利存表示，此次
活動是受到共享概念的啟發，想看看路

人面對免費硬幣按需拿取時的反應，
「實踐證明，這座城市的人如我們所想
像的一樣善良可愛。」
在成都、廈門、貴陽、南昌、南京、

福州等多個城市也有「愛心零錢箱」的
身影，並引發網友熱議。
「這種不特定對象之間給予的相互信

任，真正體現的是，對周遭環境的信
任，是對公平秩序的信任，更是對人性
本善的信任。」有網友如是評價。

■中新社

23歲熊貓誕孖胎
成最高齡「產婦」

狗年郵票開印 明年初面市

按需拿零錢「愛心箱」火了

89 歲老翁朱偉明

精通10國語言，早

年周遊列國，每 10

年就會轉行搵新工。

耄耋老人依然「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記

者獲悉，繼2003年

在家鄉建立收藏客家

民俗物品的「家庭博

物館」後，如今繼續

一腔熱血，誓要在家鄉廣東梅州興建一所老人院，接

納想回鄉安享晚年的海內外長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戊戌年》
特種郵票。

香港
文匯報

深圳傳真

■■朱偉明用朱偉明用1010年時年時
間收集客家民俗用間收集客家民俗用
具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89歲老翁朱偉明 網上圖片

九旬翁保護客家文化九旬翁保護客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