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

姬捲入爭產風波，其兄

長昂山吳入稟緬甸最高

法院，要求將昂山素姬

遭軍政府軟禁期間居住

的別墅拍賣，所得收益

由二人平分。該別墅及

土地屬昂山父母的遺

產，昂山素姬自2012年

後已遷出。昂山吳的律

師指出，現時估值約

9,000 萬美元(約 7 億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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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巴塞隆拿市舉世聞名的聖家大教堂，於1882年
開始興建，工程目前仍在進行，但聖家堂建築委員會被揭
發逾130年來，一直未持有施工許可，屬違法興建。建築
委員會前日與市政府達成協議，委員會同意未來10年
內，支付4,100萬美元(約3.2億港元)，用作改善教堂周邊
環境及公共交通系統，而教堂明年初開始會交由當局規
管。
巴塞隆拿市長科洛指出，雙方達成歷史性協議後，聖家

堂將取得合法地位，委員會支付的款項，有助改善周邊環
境和教堂通道等設施，能吸引更多遊客到來參觀。
聖家堂由建築大師高迪設計，預計於2026年、即高迪

逝世100周年之時完工，教堂樓高將達100米。聖家堂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全球唯一一座尚
未完工已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建築物，每年吸引約450萬遊
客到訪。

■綜合報道

西班牙聖家堂違法施工130年 罰3.2億元

澳洲昆士蘭省27歲女子威
蘭聲稱患上癌症，利用社交媒
體記錄其到卵巢癌治療中心診
症的過程後，在眾籌網站Go-
FundMe籌措醫藥費，最終成
功籌得5.5萬澳元(約30.7萬港
元)。然而網民最後揭發，整
個患癌故事只是一場騙局，警
方已起訴她詐騙。

威蘭為了讓騙局顯得更為迫真，早前經常在Insta-
gram發佈照片，包括顯示她需要氧氣罩協助呼吸、使
用助行器步行，以及因接受治療而脫髮等，更在帖文加
上多個與癌症有關的標籤。直至有網民發現威蘭的故事
有可疑，警方才接手調查，最終揭穿騙局。
案件前日在湯斯威爾市的法院開審，威蘭獲准保釋，

但被禁止出境，負責調查本案的警官勞森形容事件令人
沮喪，「這次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是那些聽了(威蘭的)
故事並嘗試幫助她的人」。GoFundMe表示已封鎖威蘭
的賬戶，並會歸還捐款。 ■綜合報道

澳女扮患癌
網籌30萬「醫病」

昂山吳是美國
公民，任職

工程師，過往曾
多次聲稱擁有別
墅業權，於2001
年昂山素姬仍被
軟禁時已曾提出
訴訟。仰光法庭

於2016年，將房產的兩層高主建築物判予昂山素姬，
該地段的另一建築物及周邊部分土地則歸其兄長。昂山
吳形容判決「不公平」，給予昂山素姬多於一半業權，
自己要爭取應得權益，物業拍賣後收益將由二人對分，

更表示他已讓昂山素姬免費居住了12年，「必須有限
度」。

希拉里奧巴馬曾到訪
昂山的別墅位於仰光大學道54號，坐落於燕子湖

畔，屬殖民時期風格建築。昂山素姬被緬甸軍政府軟禁
該處近20年，其間一直未放棄為國家爭取民主及自
由，她通常於周末下午攀上別墅的圍欄或站在桌子上，
向聚集在外的支持者發言，令該處成為緬甸民主運動的
象徵。在2012年，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於時任國務卿
希拉里陪同下，乘車進入昂山素姬的別墅探訪，更與昂
山素姬互相擁抱，成為經典一幕。 ■綜合報道

歐盟及日本聯合研發的水星探測器「貝皮科隆博」號
將於今日升空，預料2025年到達水星，探測水星結構
和磁場等特點，估計將有助科學家加深認識水星，從而
進一步了解太陽系演化史，以至加深研究廣義相對論。
水星是最接近太陽的一顆行星，估計最高氣溫達攝氏

450度，過往只有兩個探測器曾接近水星作研究，分別
是美國太空總署於1974及2008年發射的「水星10」號
及「信使」號。

造價144億 能探內部結構
「貝皮科隆博」號高6.4米，任務總成本達16億歐元
(約144億港元)，磁層軌道器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
機構製造，行星軌道衛星則是歐洲太空總署的產品，預
定香港時間今晨9時45分升空。
「貝皮科隆博」號抵達水星軌道後，日本和歐洲的探

測器將各自進入軌道，探測水星內部結構、地質、成
分、大氣及磁場等詳細資料，包括水星核心的形態，還
有水星起源和演變過程等，彌補以往科學界所得資訊的
不足。物理學家於5月時發現，水星軌道每20億年就會
因廣義相對論下的作用移位一度，「貝皮科隆博」號或
可助物理學家進一步研究廣義相對論。 ■綜合報道

日歐水星探測器今升空
料2025年抵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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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吳(右)過
往曾多次聲稱擁
有 別 墅 業 權

。網上圖片

■■奧巴馬在記者會上擁抱昂山
奧巴馬在記者會上擁抱昂山。。

■■希拉里與昂山曾在別墅希拉里與昂山曾在別墅
前聊天前聊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威蘭戴氧氣罩拍
照。 網上圖片

■■聖家堂工聖家堂工
程 仍 在 進程 仍 在 進
行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昂山昂山20102010年獲軍政府撤年獲軍政府撤
銷軟禁後銷軟禁後，，在別墅閘門向支在別墅閘門向支
持者講話持者講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藥隴西建中藥產業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俊海、

實習記者劉德林 甘肅報道）隴西

廣藥采芝林藥業有限公司近日在

甘肅省隴西縣揭牌，未來該公司

將在隴西建設佔地面積150畝的

甘肅廣藥采芝林中藥科技產業園

項目，集中藥飲片生產、研發、

物流及中藥產業配套等功能為一

體，項目建成後，年產值將達到

1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甘肅

省委副書記、省長唐仁健與廣州

醫藥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

事長李楚源共同參加揭牌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記者從陝西省政府新聞辦舉行的「『一帶
一路』建設五年成就」系列新聞發佈會上
獲悉，「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西安
金融產業發展成效明顯，截至目前，該市
已經聚集各類金融機構、基金企業、投融
資平台等近2,000家，基本確立絲路國際金
融中心「一帶一港一中心」的戰略佈局和
千億級金融產業集群的目標。
西安市金融辦副主任王麗在發佈會上表
示，目前西安正在全力建設「絲路國際金
融中心」，積極尋求加強與香港、新加坡
等亞洲金融中心開展合作與交流，促進金

融機構、金融人才在更寬領域、更深層次
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而對於新落戶西安
的法人金融機構，西安市將最高補助6,000
萬元人民幣。

「三步走」建「絲路國際金融中心」
據王麗介紹， 在「絲路國際金融中心」
建設步驟上，西安提出「三步走」戰略。
第一步：到2020年，建成具有科技、能
源、文化特色的金融「金三角」，金融產
業成為西安戰略性支柱產業和千億級現代
產業；第二步：到2035年，西安成為中國
與中亞、西亞、歐洲金融聯通的重要樞

紐，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絲路國際金融
中心；第三步：到2050年，西安成為中國
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渠道，成為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絲路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10月20日至21日，第二屆SmarT-
one Hackathon程序設計比賽將在香港舉
行。
大賽以「智能物業」為主題，旨在培

育人才，鼓勵創意及跨業界合作，並透

過不同科技應用方案，共同推動智慧物
業的發展，塑造未來智慧城市。騰訊區
塊鏈業務總經理蔡弋戈受邀出席。主辦
方表示，這次黑客馬拉松比賽十分歡迎
粵港澳大灣區程序設計員及初創企業參
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何
花）中廣核集團近日宣佈，旗下
陽江南鵬島40萬千瓦海上風電項
目首個風機沉樁完成。中廣核集
團相關負責人表示，作為內地目
前最大的單體海上風電項目，截
至目前陽江南鵬島海上風電項目
已相繼完成微觀選址、工程試
樁、陸上集控中心開工等重要工
程節點，計劃2020年實現全部風

機併網發電，建成後預計年發電
量14.56億千瓦時。

內地最大單體海上風電項目
中廣核陽江南鵬島海上風電項

目規劃裝機總容量40萬千瓦，是
內地目前最大的單體海上風電項
目，計劃2020年實現全部風機併
網發電，建成後預計年發電量
14.56億千瓦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仲量聯行昨發佈，第三季度北京甲級辦
公樓新供應45,800平米，租金環比增長
1.5%。其中，IT公司租賃成交佔比達到
32%，首次超過金融公司，成為上季度北

京租賃需求的主要來源。該行指，由於
擴張速度較快，IT行業的人員增長導致
其辦公面積需求增加。而因為需求保持
強勁，預計IT公司四季度仍將是北京辦
公樓租賃需求的主導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春麗 濟南報
道）記者從青島海關獲悉，2018年前三
季度，山東省外貿進出口總值13,974.6億
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增長

4.8%。
其中，跨境電商進出口、市場採購出

口快速增長，跨境電子商務進出口21.1
億元，增長63.6%。

西安補助新設金融企 最高6000萬

■王麗（右一）表示，西安正在全力建設
「絲路國際金融中心」。 李陽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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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T辦公租賃需求首超金融企業

魯前三季跨境電商出口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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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委副書記、省長唐仁健（右）與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李楚
源共同為隴西廣藥采芝林藥業有限公司揭牌。 劉俊海攝

據悉，該一期計劃投資3億元，建設中
藥超微粉及精製飲片生產線及中藥飲

片科技創新工程技術中心研發中心，預計
項目建成當年可實現產值3億元至4億元，
第二年產值達到10億元，解決就業300人
以上。

李楚源：「在隴再造一個廣藥」
李楚源說，該項目是今年4月甘肅赴廣東
考察招商以來廣藥集團在甘肅系列投資項

目之一，甘肅已成為廣藥集團重要的合作
發展夥伴，未來將在甘肅再造一個廣藥。

中醫藥產博會 隴引資110億
另外，2018中國（甘肅）中醫藥產業博

覽會在隴西縣舉行，其間甘肅中醫藥產業
招商引資達110餘億元。
此次博覽會招商引資項目包括中醫藥產

業園、健康城、中藥材交易倉儲中心等40
餘個項目。

穆小紅：支持中醫藥業助隴轉型
商務部市場秩序司副司長穆小紅參加是

次活動，她在參會期間表示，將支持甘肅
省完善中藥材流通追溯體系，建設集加工
包裝、倉儲養護、冷鏈物流於一體的中藥
材現代物流基地，挖掘道地中藥材資源，
擴大中醫藥生產加工規模，使中醫中藥成
為全甘肅省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重要產
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