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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萬歐元紙幣「碎屍」沖廁
塞銀行馬桶

瑞士日內瓦的瑞士銀行分行及當地3
間餐廳，今年6月先後被發現，有人將
大疊歐元紙幣塞進廁所馬桶，導致馬桶
淤塞，鈔票總值約10萬歐元(約93.6萬港
元)。檢察部門已展開調查，初步懷疑這
筆錢可能屬賊贓，因此被人「毀屍滅
跡」，傳媒報道鈔票屬兩名西班牙女子
所有，但未有解釋動機。
當局表示，涉案的屬面額500歐元紙

幣，部分遭人以剪刀剪碎，再塞進馬桶。
日內瓦一份報章報道，這些鈔票是兩名西
班牙女子數年前存入瑞銀分行保險箱。兩
人的代表律師上月前往警察總部，支付維
修淤塞馬桶的費用。
根據瑞士法例，損毀鈔票並不違法。

但檢察部門認為事有蹺蹊，因此展開調
查。瑞銀發言人則拒絕置評。

■路透社 /法新社/ 《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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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單車手博蒙特受小說《80日環遊世界》啟

發，7月初從法國巴黎出發，展開單車環遊世界之

旅。他的目標是於80日內完成，前日以79日14小

時14分鐘完成壯舉，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他形

容是夢想成真。博蒙特在旅途中每日踏單車達16

小時，每晚只睡5小時，過程非常艱辛，他事後亦

承認未必再敢挑戰。

單車王「80日環遊世界」破紀錄
日踩16小時 僅睡5小時

■■破世界紀錄破世界紀錄

Avril Lavigne
成「網上最危險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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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三文魚養殖場面臨海
蝨肆虐問題，海蝨寄生在三文魚
身體導致死亡，估計全球水產養
殖業每年因此損失約10億美元(約
78億港元)。由於挪威和蘇格蘭大
量養殖三文魚受海蝨感染，加上
智利毒藻肆虐，令三文魚供應短
缺，三文魚批發價不斷攀升，目
前較去年高出50%，意味消費者
需花更高價錢購買三文魚食品。
海蝨是微小甲殼類動物，美

國、加拿大、蘇格蘭、挪威和智
利的三文魚養殖場都面臨此問
題。科學家和養殖業者正尋找更
有效的除蝨方法，而海蝨肆虐正
嚴重損害三文魚養殖業大國的生
計。專家表示，要擊退海蝨，必
須動用一套嶄新且已獲確認的技
術，包括使用殺蟲劑，以及飼養
具遺傳抵抗力品種的三文魚，還
有使用溫水清洗以去除海蝨及利
用水底激光除蝨等。

被人類食用機會極微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資料，2015

年三文魚養殖業總值近120億美
元(約936億港元)。全球水產養
殖業者視海蝨為產業最大威脅，
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科學家魯濱
遜表示，唯一希望是研發出抑制
海蝨擴散的新方法。由於三文魚
運往市場前都會檢查是否染有海
蝨，受感染的三文魚被人類食用
的機會極微。 ■美聯社

網上保安公司McAfee昨日發佈本年度「網上最危險名
人」名單，加拿大搖滾小天后Avril Lavigne排名
榜首。若網民在互聯網搜索Lavigne，有14.5%
機會登入帶有網上威脅的網站；若打入她的名
字並搜尋免費MP3，中招機會更增至22%。
今年打入10大的名人，還包括Celine
Dion(第 5位)、Justin Bieber(第 6位)及
黑人天后Beyonce(第10位)。McAfee
認為Avril Lavigne成為榜首，可能
因她正籌備時隔4年後再推出新唱
片，以及網媒E! Online正刊出她的專
題報道。 ■美聯社

34歲的博蒙特返回巴黎終點時，約50名支持者在場迎接，包括他的妻子和兩名女兒。健力
士紀錄大全的評判即場向他頒發兩項紀錄的證書，
他除以最短時間環遊世界外，還以11,315公里打
破1個月內踏單車最長距離的紀錄。
博蒙特於2008年首度打破健力士紀錄，當
年花了194日踏單車環遊世界，翌年被新
西蘭車手尼科爾森以123日打破。博
蒙特表示沿途遇到不少挑戰，包括
南半球的嚴寒天氣及北美山火引發的
霧霾，除了中途曾兩次跌倒外，過程
大致順利。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到達終點到達終點

倫敦恐襲狂徒攜炸彈照曝光
倫敦地鐵上周
發生炸彈襲擊，
英國警方上周六
拘捕18歲懷疑
主犯後，同日晚
上再拘捕另一疑

犯。傳媒前日披露後者的照片和資
料，指他是來自敘利亞的21歲難民法
羅卡。他的前同事稱，法羅卡不論外
表或衣着，都只是一名非常普通的青
年，從未有任何可疑行為。
法羅卡的facebook網頁顯示，他來

自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2013年經
埃及乘坐難民船橫渡地中海抵達歐
洲，曾於倫敦的夜店從事推廣工
作，並在西泰晤士學院修讀英語，
被捕前在西倫敦豪恩斯洛的快餐店
工作。兩名被捕疑犯同樣由瓊斯夫
婦收養，警方前日發放閉路電視片
段，顯示恐襲前不足兩小時，一名
頭戴紅帽、身穿灰色運動風褸的男
子從瓊斯寓所步出，手持Lidl超市購
物袋，疑似裝着涉案炸彈。

■《獨立報》/《衛報》 ■■Avril LavigneAvril Lavigne

■■博蒙特在旅途中每日踏單車達博蒙特在旅途中每日踏單車達
1616小時小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海蝨海蝨

美威州稅收補貼鴻海面板廠234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造價高達56億元新台幣、標榜首顆由

台灣完全自主研發的光學遙測衛星「福衛五號」上月發射升空成功。依

原設計，該衛星應可在離地球720公里的軌道高度上，拍下地球表面黑

白解析度兩米的清晰照片。不過，「福衛五號」9月7日已傳回首批遙

測影像，照片卻模糊不清，台灣太空中心近日以遙控校準仍無改善，而

因衛星升空後無法回收地面進行維修。相關部門承認說，恐怕需要一些

時間進行調查調校，但是能否恢復正常，目前無法確定。

■台防務部門在屏東九鵬基地展開實彈演
練，連續發射3枚導彈後直接墜海。網上圖片

台首顆自研衛星太空拍照失焦
經遙控校準未見改善 按設計從101樓頂可拍到地面蟻

「福衛五號」於8月25日在美國發射升
空成功，當時島內相當振奮，因該

衛星從元件設計、生產到組裝測試，都是台
灣自主研發；更運用台灣半導體製程，做出
一顆12乘2.4公分的大尺寸CMOS（互補式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影像感測器，搭載在衛
星上，按設計可從101大樓頂樓往下拍到地
面上的螞蟻，一旦進入太空軌道上運行，可
清晰拍到地球表面黑白解析度為兩米、彩色
解析度四米的物體影像。

首批影像放大有光斑
依規劃進程，「福衛五號」升空兩周

後、即9月8日就須傳回第一批照片，但據
報道9月7日傳回首批照片，卻是模糊且有
條紋狀，難以辨識所拍攝物體，甚至拍攝大
到20米物體，成像品質仍不佳。有知情者
更描述，傳回的影像用手機看還可以，但放
大至原來解析度則變模糊、有大顆光斑，
「品質應是無救了」。
太空中心副主任余憲政在昨日舉行的記

者會上表示，「福衛五號」自8月25日發射
升空後，太空中心就啟動各項功能檢測工
作，衛星本體部分目前都在正常運作模式下
運作，遙測取像儀則是最後一個檢測部分。

太空中心：失焦因素引起
「光斑和影像模糊都是失焦因素引

起。」余憲政說，光斑會影響影像周圍線條
變得模糊，所取得影像就像近視、遠視或閃
光視線所看到的畫面一般。
余憲政澄清說，「福衛五號」在進行地

面測試時，並未發現有失焦狀況，非外傳所
說是為趕時程而發送，目前影像失焦主因還
在進行調查。
對於外界關心「福衛五號」經驗是否會
影響明年中將升空的「福衛七號」？余憲政
稱，「福衛七號」已準備就緒，其主要負責
氣象觀測任務，和「福衛五號」的遙測任務
不同，不會有影響。另外，「福衛五號」調
校約需時2至3個月，屆時會對外說明是
「完全達成任務」或是「部分達成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美聯社及法新社報
道，美國威斯康辛州州長華克（Scott
Walker）於美東時間18日簽署一項對鴻海
集團提供30億美元（約合港幣234億元）
租稅優惠的法案，為這家台灣電子大廠在
威州設廠製造作準備。
共和黨籍州長華克在鴻海工廠可能落腳
的威州拉辛郡（Racine）出席簽署對鴻海

的30億美元獎勵案。華克說：「這攸關未
來長遠發展。」

美歷來對外企最高額補貼
生產蘋果公司iPhone手機的鴻海集團可

望投資高達100億美元，在威州設立面板
廠，並承諾至少提供3,000個新職缺，工
作機會並可能多達1.3萬個。

一旦提供職缺的承諾達成，威州將提供
高達30億美元稅收補貼，這是美國政府歷
來對外資企業提供的最高額補貼，比威州
提供給民企的任何方案還要多10倍。
民主黨認為相關補貼過於慷慨而反對，

不過，華克當日仍簽署該獎勵方案，使其
成為法律。
華克表示，簽署此案後，接下來將要求

威斯康辛經濟發展局（Wisconsin Econom-
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完成與鴻海
的合約，以便執行此案內容。
經濟發展局理事會預定28日開會批准。

鴻海主管屆時將可能披露確切設廠地
點，之後將於10月初簽合約，盼2020年
啟用該廠。華克在電台說，預計明年春
季動土。

香港文匯報訊 繼台防務部門6月接連發
生導彈墜海事故後，昨日又有台媒曝出台防
務部門早上在屏東九鵬基地展開實彈演練，
疑受天氣影響，連續有3枚拖式導彈發射即
落海，讓冒雨欣賞的民眾有些失望。
據台媒報道，台防務部門昨日展開「神

鷹」、「天馬」與「雷霆」實彈演練，射擊
包括拖式2A導彈164枚、雷霆2000火箭彈
297枚、56枚地獄火導彈、8枚刺針導彈，
現場插曲不斷。有台民眾不滿實彈演練影響
生計，上演遞陳情書戲碼。更讓人意想不到
的是，疑受天雨影響，命中率不佳，拖式導
彈竟連續3枚發射後即刻墜入海中，讓冒雨
欣賞的民眾大感失望。
早在6月，台防務部門就被曝出兩宗事

故，且發生時間僅僅相隔一天。據早前報
道，台中清泉崗基地的空軍427聯隊於6月
23日進行演練射擊時，有一枚「天劍二
型」導彈未順利點火，發射後直接墜海。台
防務部門主管部門也證實，該導彈直接墜入
台灣海峽。6月22日，台防務部門精準武器
射擊在九鵬基地舉行，2枚鷹式導彈未依預
定軌道飛行而脫鎖，防務部門緊急手動引
爆，無人員傷亡。

台演練不敵天雨
連發3導彈即落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今年初暫
停在台灣服務的網絡叫車平台Uber公司昨日
宣佈，「Uber 的士」10月中旬將重返台灣
市場，首先推出的台北服務將與車隊合作。
Uber台灣發新聞稿宣佈，將在平台上增

加新選擇「Uber 的士」，第一步將與皇冠
大車隊及亞太衛星車隊攜手，並且將持續與
更多在地的士車隊合作。不過，和既有
Uber服務不同之處，在於使用「Uber 的
士」的乘客將按跳錶機制計費，並支付現
金，但乘客可透過GPS定位系統追蹤行程。

「Uber 的士」重返台灣
按錶收費現金支付

▲台灣自主研發的
光學遙測衛星「福
衛五號」升空兩周
後，傳回首批照片
出現模糊不清情
況。紅圈內呈光
斑。 中央社

■太空中心副主任
余憲政昨日表示，
首批拍攝照片出現
模糊和光斑現象，
初判為焦距偏移造
成。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