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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優惠價 2388 App 助教師派功課

蘋果公司前日舉行春季發佈

回收可退稅

環境大臣高文浩表示，除了徵稅外，
還會設置自動回收機器，投入塑膠、玻
璃和金屬樽，就可收回 22 便士稅款。
他續稱，英國每日有數以百萬計塑膠樽
未被回收，威脅海洋，當局因此繼禁止
微膠珠和徵收膠袋稅後，考慮向樽裝飲
料徵稅。該計劃的公眾諮詢於本年稍後
開始，將詳細探討計劃的可行性、研究
其他提升回收率的措施，以及收集生產
商、供應商和消費者的意見。

會，推出新應用程式(Apps)
和一款支援觸控筆 Apple
Pencil 的廉價版 iPad，並在
新款iPad、觸控筆和雲端儲存服務方
面，向師生給予價格優惠，希望進一
步打入教育市場，追趕在這方面領先
的 Google 和微軟。
於 香 港 的 最 低 售 價 是 2,588 港
新iPad
元，學生優惠價低至 2,388 港元。它

支援觸控筆 200GB免費iCloud
課 程 「Everyone
Can Create」 ，
讓教師將繪畫、
音樂、影片製作和攝影融入教學當中。
蘋果曾是美國教育市場的領先品牌，但
Google 近年取而代之，其電腦設備佔 6 成
市佔額，蘋果則佔 12.3%。Google 手提電
腦 Chromebook 搭載 Chrome 軟件，售價介
乎 200 至 250 美元(約 1,569 至 1,962 港元)，
低於 iPad 最低價格，故深受預算緊絀的學

要求企業增數千回收機

回收機透過現金回贈提供經濟誘因，
引導消費者回收膠樽。歐洲已成功立下
先例，2003 年德國設置回收機後，膠
樽回收率升至95%。報道指，英政府打
算立法要求零售企業添置數千部回收
機，建立回收網絡。蘇伊士環境集團調
查顯示，74%受訪者表示，若可取回10
便士(約 1.1 港元)稅款，他們願意回收膠
樽。 ■《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
英國天空電視台

配備 9.7 吋視網膜顯示屏和 A10 Fusion 晶
片，電池續航時間長達 10 小時，並增強虛
擬實境功能。

以往只有較昂貴的 iPad Pro 才支援觸控
筆，如今新 iPad 亦適用，讓用家隨時隨地
繪圖和製作筆記。蘋果向所有用戶免費提
供 5GB 的 iCloud 儲存空間，若需要增加則
支付額外費用，蘋果對學校提供優惠，師
生享有 200GB 免費空間，無須繳付 3 美元
(約24港元)月費。
另 外 ， 蘋 果 發 佈 應 用 程 式 「Schoolwork」，協助教師派發講義和功課，以及
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蘋果亦推出新免費

英擬設膠樽「按樽」制度救海洋

廉價iPad攻教育界 撼Google微軟

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塑膠垃圾問題愈來愈嚴重，英國政府
參考丹麥、瑞典和德國的做法，昨日宣
佈打算向一次性樽裝飲料徵收最高 22
便士(約 2.4 港元)稅款，同時向消費者推
出現金回贈計劃，只要將膠樽、玻璃樽
和金屬樽等拿去回收，當局將提供現金
報酬，冀望以此推高回收率。該計劃獲
環保團體及商界人士支持，「天空海洋
拯救行動」形容計劃是「海洋的勝
利」。

校歡迎。分析指出，蘋果需調低 iPad 價格
挽回劣勢。
■法新社/美聯社/《今日美國報》/CNBC

■新 iPad 支援 Apple Pencil，讓用家隨時隨地繪圖和
製作筆記。
法新社

各類物品分解所需時間

膠袋 20至1,000年
膠樽 450年
發泡膠杯 50年

醜聞纏身科技股涯沽 Tesla 股價瀉 8%

■Tesla電動車上周
Tesla 電動車上周在加州發生意外
在加州發生意外。
。

電召車應用程式公司 Uber 早前發生
致命的自駕車交通意外，加上社交網
站 facebook(fb)外洩用戶資料的風波持
續鬧大，令市場擔心華府可能收緊對
科企的監管，市場憂慮產業前景蒙上
陰影，導致美國科技股持續捱沽。納
斯達克綜合指數昨早段跌約1%。

電動車公司 Tesla 一架電動車上周五
在美國加州發生意外，38 歲男司機黃
偉 (Wei Huang， 譯 音) 死 亡 。 消 息 令
Tesla 股價前日大跌 8.2%，昨早段續跌
約 8%。肇事車輛的型號為 2017 Model X，事發時撞向高速公路護欄後起
火，並被隨後兩架車輛撞上。當局表

示，未確定知道車輛是否啟動半自動
駕駛系統。另外，國際評級機構穆迪
表示，Tesla 新款電動車 Model 3 的產
量不足，故對公司的展望從「穩定」
轉為「負面」，又進一步下調企業債
券評級至B3。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CNBC

紙尿片 450年
鋁罐 80至200年
玻璃樽 100萬年
煙頭 1至5年
紙包飲品 3個月
廁紙 2至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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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梅縣三鄉同鄉會春茗
香港梅縣三鄉同鄉會日前假名都酒樓舉行 2018 年會員春節聯歡晚會，鄉親、社會
賢達約 600 人共賀新春，喜慶熱鬧。

■香港梅縣三鄉同鄉會春茗，賓主合照。

集友銀行因應系統提升服務暫停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為提升
客戶服務，將於3月31日（星期六）晚上11時至4月1日（星
期日）下午3時（香港時間）進行系統提升工程。屆時以下服
務將會暫停，包括自動櫃員機（本地及海外提款）、其他自
助銀行服務（存鈔機、存支票機及打簿機）、網頁、網上銀

中聯辨台灣事務部處長魏敬東、九龍工
作部副處長何家祥，梅縣區統戰部常務副
部長楊文昌，梅縣雁洋鎮鎮長劉志剛，原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梅州社團總會副主
席劉榮，香港梅縣同鄉會會長、梅州市政
協常委葉志明，該會永遠名譽會長劉軍、
陳萍珊、羅開清，該會執行會長鍾滿榮、
會長楊旺堅等出席。
楊旺堅致辭表示，三鄉在香港人口有
幾千人，勤奮、友善、愛國愛港愛鄉，
擁護「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積極參與愛國活動。他希望鄉親
■楊旺堅（中）、魏敬東（左二）、何家祥（右二）頒發
們今後一如既往，做好自己的本分，為
榮譽證書，鍾滿榮（左一）、劉軍（右一）接受。
社會和諧、經濟發展、香港繁榮盡心盡
力，再立新功。
鄉和三鄉香港同胞的重要紐帶，為家鄉做了許多
魏敬東讚揚梅縣三鄉同鄉會是一個有凝聚力、 好事，推動了雁洋的發展，期望各位鄉親多回家
號召力、戰斗力的團體，祝願該會會務蒸蒸日 走一走看一看，為家鄉的發展提出寶貴意見，共
上，日益興旺，越辦越好。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 謀雁洋來年的發展。
持「一國兩制」，做維護香港社會經濟繁榮穩定
劉軍希望各位同鄉、前輩支持年輕客家人的發
的守護者、捍衛者，期望鄉親更多地參與到大灣 展，為客家人爭光。他表示願意通過自已創辦的
區建設，做大灣區參與者、推動者、受益者，共 亞洲股權交易集團 AEEX，為同鄉提供海外上市
同推動香港建設美好家園。
服務。鍾滿榮順致謝辭。當晚還進行了頒發獎學
劉志剛致辭時表示，梅縣三鄉同鄉會是聯繫家 金、敬老利是、載歌載舞及抽獎活動。

世界六通拳總會大嶼山新春遊

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流動應用程式及微信官號。建議
客戶就所需服務預先作好安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期間該行將安排指定分行於 4 月 1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開始為持本行提款卡或信用卡客戶提供急需提現服務。
客戶如有查詢，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852）2232 3625。

■世界六
通拳總會
舉辦盛大
的「新春
行大運」
一日遊，
大合照。

杭州上城旅港同鄉會青年會成立
日前，杭州上城旅港同鄉會成立三周年暨青年會成立儀式
在香港舉行。140 餘名同鄉會會員、青年會會員和香港各界
嘉賓齊聚一堂，共敘鄉情。上城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來劍
波應邀出席。
來劍波致辭表示，在馬仁德會長的帶領下，上城旅港同鄉
會心懷家鄉，團結一致，發揚愛國愛港愛鄉精神，積極獻智
獻策，支持上城建設，熱心參與社會公益事業，促進上城、
香港兩地密切交流合作。同鄉會的活力和激情吸引了更多年
輕朋友的加入，成為香港與內地溝通、交流的友誼之橋、鄉
情之橋，也成為求學、創新、創業的新一代在香港的溫馨港
灣。他希望該會在馬仁德會長的帶領下，繼續秉承建會宗
旨，不忘初心，福蔭桑梓，一如既往地支援家鄉的建設和發
展。希望青年會在馬圓圓的帶領下，為同鄉會增添更多活力
創造力，廣泛宣傳家鄉，努力建言獻策。

■來劍波（右二）、馬仁德（右一）為青年會授旗。
儀式中，馬仁德、來劍波、上城區委統戰部副部長毛健
兒，為杭州該會優秀會員頒發了證書。馬仁德、來劍波還
為青年會授旗。

世界六通拳總會秉承創立宗旨「將健康獻給社
會」，密切聯繫會眾，關心會員福益健康。今年春
天，已先後舉辦三次健康交流講座，邀請多位著名
眼科醫生及中醫保健名家，主講大家關心的眼科白
內障、黃斑症防治及老人保健種種問題，很受會眾
和社會歡迎。
日前，趁香港天氣回暖，該會又舉辦了盛大的
「新春行大運」一日遊。當日早上 8 時，7 部旅遊
大巴共載 420 人由會所浩浩蕩蕩出發前往大嶼山，
參觀青馬大橋觀景台、天壇大佛、昂坪市集，午餐
一起品嚐健康素宴。下午前往大澳少林武術文化中
心進行交流，參觀大澳名勝廟宇，感受水鄉情懷。
幾百團友團聚大澳，整個大澳頓時熱鬧非常。團友

在海味街一帶選購大澳特產，在少林武術文化中心
交流養生體驗，合照留念，全體會友都感到一天之
行充實愉快。
世界六通拳總會自 1986 年成立以來，至今已跨
越 32 個年頭。該會一向熱心社會公益，積極奉獻
社會，致力將六通拳養生保健功法推廣到全港十八
區和世界各地，造福家庭安康，建立和諧社會，受
到社會各界讚揚。該會秉持慈善服務宗旨，參與成
員愈來愈多，每天早上不論晴天陰天，狂風烈日，
全港十八區各場地教練都免費在港九新界各公園場
地悉心教導學員，並曾連續三年榮獲全港公益金籌
款冠軍。六通拳各場地歡迎各界友好加入，場地資
料及詳情請瀏覽luktungkuen.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