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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查涉「九合一」賭盤 繳資逾20億元
國民黨稱「奧步」層出不窮 成立律師團捍衛選舉公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警政署」昨日報告指，近期
實施破獲有關「九合一」選舉賭盤行動，已搜索 24 處、查獲 40 名嫌犯，
賭資估計達逾 97 億元新台幣（約合 24 億港元）。

綜合中央社、聯合新聞網等台媒報道，
2018年台灣地區地方公職人員「九合

一」選舉將於本月 24 日進行。台灣立法機
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昨日邀請台灣法
務部門、「調查局」和「警政署」進行有
關專題報告。
台灣法務部門報告指出，據台灣「最高
檢察署」截至 11 月 2 日的統計資料，各檢
察機關受理與選舉有關的刑事案件中，賄
選案共 2,045 件，涉 4,273 人；選舉暴力案
共 256 件，涉 340 人。據悉，賄選案中，約
七成案件為現金買票和贈送禮品，分別為
808 件和 696 件。此外，以餐會和旅遊賄選
的案件分別有199件和135件。
「調查局」報告稱，對於賄選案件將依照
情資內容積極查證，隨時與承辦檢察官保持
密切聯繫，以切實掌握候選人、受賄選民等
的犯罪事實，並加強查扣不法所得。

中國國民黨昨天則宣佈成立義務律師
團，網羅 10 名律師，向選舉「奧步」（即
賤招）宣戰，宣示「捍衛選舉正義」。律
師團召集人葉慶元表示，期待「寶劍不必
出鞘」，盼選舉平順、公正結束。
距離年底「九合一」選舉還剩下 19 天，
國民黨昨天召開記者會表示，由具有執業
律師資格的考核紀律委員會主委魏平政聯
繫，邀請替國民黨打黨產官司的張少騰，
及曾任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主委的葉慶
元等10名律師，組成義務律師團。

律師冀「寶劍不必出鞘」
葉慶元表示，過去幾次選舉某陣營會在選
舉最後階段出「奧步」，影響選舉公正性。
他說，參與律師團的都是新生代的年輕律
師，希望能用專業捍衛選舉的公正性。葉慶
元也說，10名律師對台灣都有一份熱情跟熱

■中國國民黨昨日召開記者會宣佈成立義務律師團向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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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們期待「寶劍不必出鞘」，順利看到
這場選舉能公正地結束。
魏平政感謝這些律師在國民黨最艱困的
時候，願意站出來協助。國民黨一路過

來，都以正義和公道打這次選舉。但選舉
「奧步」層出不窮，成立律師團就是要
「以不變應萬變」。如有任何變局，他會
在第一時間和律師聯繫。

島內姓氏
陳林黃名列前三

台上月製造業 PMI 創近 2 年半來最慢擴張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據昨
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0 月份台灣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PMI）下跌至51.8%，這是
自 2016 年 5 月以來的最慢擴張速度。同日
有機構預測，2019 年第一季度台灣商業服
務業景氣將持續波動向下。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經
院）指出，在 PMI 的五項指標中，新增訂
單、生產數量與人力僱用呈現擴張，供應
商交貨時間上升，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持

平。但六大產業中，僅食品暨紡織產業與
電子暨光學產業呈現擴張，其餘四大產業
皆回報緊縮。
中經院代理院長王健全指出，10 月經季
調後的 PMI 雖仍在 50%以上，顯見景氣持
續處於擴張，但速度明顯放緩，主要是受
到中美貿易摩擦、國際原物料價格走跌影
響。
非 製 造 業 經 理 人 指 數 （NMI） 為
49.9% ， 是 2017 年 3 月 以 來 首 度 轉 為 緊

縮。四項指標中，商業活動與新增訂單呈
現緊縮，人力僱用呈現擴張，供應商交貨
時間上升。八大產業中，六大產業呈現擴
張，而住宿餐飲業與運輸倉儲業則呈現緊
縮。

非製造業難有好表現
中經院助理研究員陳馨蕙分析，製造業
的觀望態度已經影響到非製造業，加上 10
月受到股災、台鐵列車事故衝擊，及即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胡臥
龍 山東報道）「孟子曰：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第
十五屆「齊魯風．兩岸情」優秀
中學生中華文化研習營昨日在山
東濟南開營，兩地青少年進行了
精彩的國學才藝表演，並共同誦
讀儒家經典篇章《孟子》選段。
此次研習營成員包括來自台北
市靜心學校、台北市成功高中、
台北市建國中學的 69 位中小學
生和 9 名老師，他們將在濟南、
泰安、濟寧等地遊學，登泰山、
遊孔府孟府，飽覽山東壯美山
川、領略齊魯厚重的文化底蘊。
據濟南市文廣新局副局長于茸
表示，此次研習營以「弘揚中華
文化，放飛青春夢想」為主題，
希望這項活動能夠成為台灣青少
年學習中華文化的課堂，成為他
們領略儒家文化魅力、感受同胞
親情友情的窗口，更希望兩岸青
少年通過交流成為好朋友、好夥
伴。
台北市靜心學校校長唐尚智
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研習
營活動讓台灣青少年有機會來到
聖人的故鄉，親歷書本中讀過的
文化瑰寶、大好河山，這將在他
們人生成長的關鍵階段留下寶貴
的經歷。

到來的地方選舉也成為干擾因素，導致消
費情緒較為低落，非製造業難有亮眼表
現。
同日，台灣商業發展研究院發佈台灣商
業服務業景氣循環同行綜合指數。該院表
示，服務業在第二季下降趨勢明顯，至 9
月已下降了半年，跌回去年 10 月的水準；
加上股市 10 月止升轉降，成為新的不利因
素，預測明年 3 月指數將持續下降，顯示
目前景氣已走緩下降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當局
內部事務主管部門昨日公佈的統計顯示，
在台灣地區前十大姓氏中，陳、林、黃居
前三名。
統計顯示，台灣地區前十大姓依序為
陳、林、黃、張、李、王、吳、劉、蔡、
楊，合計總人數為 1,244 萬人，佔台灣總
人口數 52.78%。其中，第一大姓陳姓人
口數共有 262.8 萬人，佔 11.15%，陳姓也
是唯一破200萬人口的姓氏。
此外，罕見姓氏中，一個姓氏只有 1 人
的達265姓，如也、勺、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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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社團舉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圖片展暨盆菜宴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日前假長沙灣保安道
遊樂場舉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圖

是次活動籌委會主席黃瑞林在致辭時
表示，香港東莞社團總會作為維繫

香港、東莞兩地的重要橋樑，廣泛團結

片展覽暨莞邑濃情敬老盆菜宴」，並以嘉 鄉親賢達，見證了改革開放 40 年以來家
年華形式備有文娛節目和攤位遊戲供市民 鄉的巨變。為了重溫國家改革開放歷程
和鄉親共同分享國家成就的喜悅，晚上更 和精神，關注家鄉和祖國經濟建設，為
設宴 300 席招待各莞邑社團首長、耆老、義
工等，全場高朋滿座，熱鬧非凡，共襄盛
宴。當日活動，香港東莞社團總會主席朱
李月華、常務副主席梁麟陪同中聯辦社聯
部副巡視員鄭戰良，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
部長王小靈，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梁亮
勝，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鄭泳舜等嘉賓蒞
臨主禮。

社會經濟做更多的貢獻，遂舉辦是次圖
片展。他表示，未來總會將繼續為香港
與祖國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進一步展
現總會的社會責任擔當。
朱李月華致辭時稱，為響應特區政府
的號召，該會特別舉辦這次圖片展覽， ■賓主大合照
讓市民對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和機遇有
更深入的認識，本次更得到東莞市政府的支持，趕製一
批東莞市在改革開放中所取得成就的圖片，當中介紹港
澳愛國同胞與東莞鄉親積極為東莞投資及發揮橋樑作用

香港國術總會舉辦國術大匯演

的事跡，以表彰他們對國家貢獻的功勳和赤子之心。
她續稱，在40年國家改革開放歷程中，香港同胞既是參
與者、貢獻者，亦是受益者，能為國家、為家鄉的富強出

東亞通過貿易聯動
提供貿易融資服務

■全體大合照
由香港國術總會主辦的「武林薈萃名師耀香江」國術大
匯演日前假灣仔修頓場館隆重舉行。是次國術表演大會邀
請過百位本港武藝高強、德高望重、譽滿武林的一眾國術
名師參與盛會，展示絕技。
出席主禮嘉賓包括：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中聯辦港島工
作部副部長陳旭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全
國人大代表、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胡
曉明，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貝鈞奇，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會江沛偉，香港國術總會創會會長兼
大會主席王嘉恩，香港國術總會副會長兼大會副主席周國豐
及香港國術總會副會長兼大會副主席關俊華。
香港國術總會創會會長兼大會主席王嘉恩在致辭中表
示，近年本港國術團體舉辦大型的國術表演已不多見，傳
統武術趨於沉寂，非常之榮幸和難得，能夠得到多位國術
界德高望重的師傅，劉標師傅、萬榮佳師傅、李剛師傅、
冼林沃師傅、江志強師傅、李天來師傅、譚定邦師傅，大
力的協助和支持，令「武林薈萃名師耀香江」可以隆重誔
生。他期望透過主辦如「武林薈萃名師耀香江」等活動，
多方位及角度去展示武術文化的魅力，以進一步推動中國
國術文化的普及和傳承，為推廣、保育傳統中國武術出一
點力。

■東亞銀行正式通過「貿易聯動」平台，為企業客戶提供
更安全的貿易融資服務。
東亞銀行宣布，正式通過「貿易聯動」平台，為企業客
戶提供更安全的貿易融資服務。
「貿易聯動」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及香港貿易融資平台
有限公司推動，並由多間銀行共同發展，為香港首個採用
區塊鏈技術的大型貿易融資平台，東亞銀行是創始銀行之
一。「貿易聯動」平台將貿易文件標準化及數碼化，令貿
易融資流程自動化。參與者可以實時參閱貿易融資文件，
使交易更透明，並同時降低融資詐騙和重複融資的風險。
由即日起，客戶可透過東亞銀行加入「貿易聯動」平台。
完成簡單的註冊程序後，客戶可以直接與交易對手在安全的
貿易融資服務平台進行交易，並向銀行申請貿易融資。「貿
易聯動」為客戶除卻了以紙張文件為主的申請流程，並加快
核對貿易文件的時間及減少發生人為錯誤的機會。
東亞銀行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橋表示，「貿易聯
動」平台將貿易融資服務程序推進至數碼化的新紀元。東
亞銀行已經率先完成了「貿易聯動」平台上的首宗貿易融
資交易。該行將會繼續將新技術融入服務中，務求進一步
提升客戶體驗。

一分力，實在感到無比的自豪。她相信，隨着「一帶一
路」的倡議、港澳大灣區計劃的實施、創新產業科技的提
升，到2025年中國經濟體量將會趕在世界的前列。

中國人壽「投保通」讓投保好輕鬆
隨着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內地與香港的互聯互
通將更趨緊密。為了切合客戶的需要，中國人壽
（海外）推出全新的客戶服務──中國人壽「投保
通」。客戶只須完成簡單的「三步」，便可獲享
「快速 1 天出單」的服務。為了讓更多民眾了解中
國人壽「投保通」，該行利用「海、陸、空」的創
新宣傳手法，慶祝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同時介紹
全新客戶服務－－中國人壽「投保通」。
步驟一：根據健康評估結果，中國人壽（海外）
將安排專業顧問為客戶貼心安排一站式體檢、化驗
服務，客戶可在認可的體檢中心（灣仔、中環、銅
鑼灣及旺角）進行體檢、化驗服務。
步驟二：專業顧問在收到客戶的開戶要求後，會
即時作出回應，為客戶快速預約開戶。而客戶只需
到訪指定銀行，便可利用特選銀行通道，選擇適合
的戶口類型，在備齊文件後，即時完成開戶。
步驟三：專業顧問協助客戶利用電子投保進行財
務需要分析、填寫及提交投保文件，在 60 分鐘內完

成投保程序，整個
過程輕鬆簡單。
中國人壽（海
外）利用兩艘遊輪
在維港兩岸及靠近
港珠澳大橋位置巡
遊，祝賀港珠澳大
橋正式開通。此
外，該行亦利用直
升機掛上巨型橫
額，在維港上空低
飛盤旋以達宣傳效
果。至於陸上宣傳
方面，該行在港澳
兩地的報章刊登祝賀廣告，展示港珠澳大橋的宏觀
建設，我們亦透過維港樓頂廣告牌、紅磡中國人壽
中心外牆燈光匯演及灣仔中國人壽大廈外牆 LED 廣
告牌，展示祝賀訊息。

全新「咭數一筆清」廣告邀 Zpecial 參與拍攝
UA 亞洲聯合財務（下稱「UA」）日前推出並於
各大線上線下媒體播放之全新「咭數一筆清」廣告
中，除了帶出「咭數一筆清」一次過幫客戶擺脫咭
數煩惱之優點令觀察再度關注外，廣告中之亮眼男
主角亦引起觀眾之目光及興趣。這是因為 UA 全新
「咭數一筆清」廣告邀請了對音樂滿有熱誠的年青
樂隊 Zpecial 參與拍攝，主演的正是樂隊主音及結他
手康聰，他精彩演繹了現實中有咭數纏繞之客戶於
UA 幫助下即時解決咭數煩惱，可以即時輕鬆再次

投入自己最關心的事情，將心力全程專注所在乎的
一切。而 Zpecial 的其他 3 位成員，亦有一起參與廣
告拍攝。
正能量也正是 UA 25 年來希望藉着 YES, UA 之口
號帶出給廣大市民的一個正面及積極之精神，於
YES, UA 這理念，加上豐富及專業之信貸經驗，並
配合多元化及貼心之貸款服務，UA 致力成為客戶
最強後盾，為客戶解決所有財務煩惱，讓客戶可以
專心面對其最關心的人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