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央行昨日推出歐元區

首個跨國電子支付系統

TIPS，涵蓋歐元區全部 19

個國家，期望可與Google、

亞馬遜或阿里巴巴等公司的

電子錢包競爭，成為區內最

主要的即時支付系統。

■雷德福(右)接受媒體訪
問，批評地勤人員取笑女兒
阿布西迪(左)。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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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7歲男童賈西年幼時
喪父，他早前想到父親科普
蘭生忌將至，決定向亡父寄
生日卡，並於信封上寫道，
「郵差先生，你可以把這封
生日卡，交給在天堂的父親
嗎？謝謝。」皇家郵政職員
米爾根為安慰賈西，特別向
他回信，表示已送信到天
堂，使賈西的母親大為感
動，讚揚米爾根的窩心行
為。
米爾根在回信中，向賈西

表示「通往天堂的道路非常艱難，要避開星星和其他太空
物體，但這封信已經完成派遞了。我知道這對你非常重
要，今後會繼續盡力把信送上天堂。」賈西的母親泰莉透
露，兒子收到回信後興奮莫名，不斷稱「媽媽，爸爸真的
收到信了。」
泰利稱，米爾根本來無須理會信件，他卻特意花時間完

成一名小男孩的心願，形容即使是微小的付出，對他人亦
可能有重大影響，事件令她重拾對人性的信任，對賈西亦
意義非凡。泰莉在facebook上載事件後，短短兩天已獲逾
40萬個「讚好」或「心心」，更有網民留言表示，事件使
他感動得哭了起來。 ■綜合報道

美國得州一對母女在加州登機時，
因5歲女兒的名字「Abcde」較為特
別，遭西南航空公司地勤人員取笑，
母親向航空公司投訴不果後，在twit-
ter發文公開事件，直至前日經美國廣
播公司(ABC)報道後，迅速惹來網民關
注，西南航空其後公開道歉。
雷德福在接受ABC訪問時，表示女

兒名字發音為「阿布西迪」，數周前
她與女兒在約翰韋恩機場，乘搭西南
航空客機回家，由於女兒患有癲癇

症，因此她們獲安排提早登機，登機
閘口職員看見女兒名字時開始指指點
點，並笑着告訴其他職員。

拍登機證上載社交網
雷德福聽到職員嘲笑後轉頭說，

「如果我能聽見你的說話，我女兒也
能，希望你能停止取笑」，豈料地勤
人員變本加厲，將她們的登機證拍下
並上載社交媒體。雷德福在facebook
得悉事件後，向西南航空投訴，結果

等了兩周都沒回應。西南航空其後發
表道歉聲明，稱公司要求員工對別人
關懷、尊重和有禮貌，公司將查明涉
事員工，並會加強有關政策，但沒表
示會採取什麼處分。儘管
Abcde屬罕見的名字，但新
聞網站資料顯示，美國過去
30年共有328名女嬰取名
Abcde，其中 32 人在 2009
年出生。

■綜合報道

法國國民議會昨日通過法案，禁止家長以打屁股等方式
體罰兒童，或從身體、心理或言語上對兒童行使任何形式
的暴力，法案將提交參議院討論。但法國社會對體罰取態
保守，有議員批評，法案侵犯家庭私事，亦沒實質效果。
法國學校已禁止體罰多年，但法例一直未涵蓋家長，當

地非政府組織「兒童基金」調查顯示，法國約85%家長會
體罰小孩。
近年多項研究指出，體罰會對兒童身心構成負面影響。

瑞典、德國等歐洲國家已立例禁止體罰，歐洲理事會和聯
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更先後點名法國，要求盡快修例。
法國2015年一項民調顯示，當地約70%受訪者反對立
法禁止體罰，性別平等國務秘書夏帕在投票前夕解釋，新
法案並非要把所有體罰孩子的父母收監，而是要教育父
母。法案亦列明，只要父母體罰目的是「教導」，便可獲
得豁免。 ■綜合報道

法擬禁家長體罰
「教導」目的可豁免

英男童向亡父寄信
郵政窩心回覆「送抵天堂」

5歲女童叫「Abcde」被地勤取笑 西南航空致歉

不少歐洲國家的銀行均已推出本身的電子支
付系統，但由於各國銀行系統不一，故未

能發展至跨國支付。TIPS將適用於手機、電腦
及實體商戶內的支付點，無論個人、商戶或銀
行均可申請使用。目前TIPS只可用於歐元區，
歐央行期望未來可拓展至其他國家及貨幣。

每宗交易收費0.18元
歐央行市場基建及付款部門主管熱斯形容，

使用TIPS可免卻不同銀行之間處理交易的時
間，令系統與使用現金無異，亦不會構成信貸
風險，相信將來在日常生活各方面如超市或油

站等，均可應用TIPS。
有意加入TIPS的銀行可透過國內央行，申請

開設TIPS戶口，其後便可向客戶提供有關服
務。歐央行計劃於最少首兩年內，向銀行就每
宗交易收取0.002歐元(約0.18港元)的費用，但
為吸引銀行參與，明年底前每間銀行的首1,000
萬宗交易可豁免手續費。
銀行過往向客戶收取交易手續費可獲大量收

入，參與計劃的銀行雖要放棄有關收入，同時
亦會減低銀行內的資金流動性，但歐央行深信
隨着市場對即時支付系統的需求急
增，銀行會願意參與。 ■法新社

■阿布西迪的登機證

■■賈西請求郵差送賈西請求郵差送
信件給父親信件給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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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手機用於手機、、
電腦及實體電腦及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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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獅試點出口市場採購貿易

福建石獅服裝城是此次啟動試點六家市場
之一， 佔地1,100畝，也是亞洲最大的

服裝城。已經在石獅經商16年的也門貿易公
司負責人小法操着一口流利的漢語告訴記
者，以前貨物都要從廈門運送，不僅距離
遠、運費高而且還要提前很久預訂貨櫃。
「現在很多手續方便了，通關時間更短了，
結匯方式也改變了，每個公司都可以自己來
操作，是巨大的方便。」
在此前杭州的試點中，海關啟動通關無紙

化改革，審放時間最快僅1分鐘；在義烏的試
點中，有統計數據顯示，近5年，義烏市出口
年均增幅高達45%，其中，市場採購貿易方
式出口佔義烏市85%，成為出口主引擎。

義烏試點5年 出口年增45%
據石獅市貿易採購服務中心主任邱清波介

紹，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具有免徵不退，不用
開增值稅發票，節省成本；擴大報關限額，
報關單商品貨值由5萬美元提升至15萬美

元；允許採用人民幣結算等優勢 。這意味
着，原本不具備國際貿易能力的自然人和中
小商戶也能簡單地參與外貿，而且還解決了
市場商戶「單小、貨雜、品種多」的無票出
口貿易。這樣，貿易主體也越來越多元化。
邱清波稱，這次試點落地石獅服裝城區

域，產品並不局限於紡織服裝，還包括晉江
的鞋子、德化的陶瓷、安溪的茶葉等，在福
建乃至國內外的各行各業，都可以入駐服裝
城區域從事市場採購貿易。

■建成後的「杭州之門」高310米成杭州最高地標建築效果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王莉杭州
報道 ) 日前在浙江杭州舉行的
「Money20/20中國大會」上發
佈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
市報告》顯示，在金融科技使用
者佔比體驗榜單中，杭州以
91.5%摘得桂冠，被譽為「全球移
動支付之城」。業內人士分析，這主
要得益於螞蟻金服超高的融資體量，
使得杭州成為全球金融科技企業融
資額最高的城市。

徐立毅：打造新財富管理中心
據了解，Money 20/20 是目前

全球金融科技領域公認的行業權
威盛會，2011年於美國成立。杭
州蕭山區副區長孫洲介紹，錢塘
江金融港灣建設正在進一步加速

中，其中佔地約2平方公里的錢
塘江金融城將以打造港灣核心區
為主線，與錢江新城共建錢塘江
財富管理核心區。杭州市市長徐
立毅表示，杭州將建造中國內地
金融版圖上的新財富管理中心，
通過這個載體到2020實現私募管
理機構3千家以上，管理資金超
過1萬億元。

「杭州之門」將成新地標
據了解，金融城內正在建設中

的「杭州之門」由世界摩天地標
專家 SOM 操刀，抽象自城市首
字母的H形雙塔建築，建成後約
310 米，集企業總部、綜合商務
等功能於一體，承接金融科技企
業落戶需求。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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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日前
在珠海舉辦的2018第二屆全球無人系統大會
上，河南省西華縣委書記林鴻嘉獲頒發本次大
會唯一的「最佳產業推進獎」，藉此表彰其在
無人機推廣應用方面的突出貢獻。林鴻嘉自
2014年以來就關注無人系統行業發展趨勢。
西華縣是位於豫東平原的一個農業大縣，率
先創新發展無人機產業，連續多年參展「珠海
航展」「無人機展」，緊盯國際最前沿無人機
科技發展趨勢，推進無人機產業園建設，打造

「中國無人機生產第一縣」，形成集無人機研
發、生產、銷售、推廣應用、諮詢、雲服務、
物流運輸等於一體的綜合性、現代化服務型產
業園，被評定為河南省無人機公共技術研發設
計中心。
河南省西華縣搭建無人機產業發展平台，建

成總投資5億元人民幣、建築面積達6萬平方
米的無人機產業園，先後吸引無錫漢和、廣州
極飛、河南酷農、深圳飛客、廣東飛翔等近20
家知名無人機企業，物流企業28家，年生產各

類無人機近3,000架，廣泛應用於農業生產、
測繪、航拍等領域，形成內地最大的無人機產
業集群。

豫西華無人機產業「早着先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
報况）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上，山東重工集團與白俄羅斯別拉斯
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同開發大
型礦用卡車，引領全球行業發展。
在內地市場，國產礦卡發動機長期

處於空白狀態，市場上絕大部分是外
資品牌發動機，深受其在技術和價格
上的雙重封鎖。為打破國際壟斷，山
東重工集團旗下濰柴集團集中優勢力
量開發高端礦卡動力。

首款濰柴引擎礦卡9月面世
別拉斯集團是白俄羅斯大型汽車專

業生產商，也是全球第三大礦卡製造
商，產品包括礦用自卸汽車、裝載機

械、重型運輸平台等，產品銷往全球
50多個國家和地區。
此前9月份，別拉斯已經推出了首

款配套濰柴發動機的大型礦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韶紅）據進博會甘
肅採購團消息，進博會甘肅團簽約儀式上，
金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必和必拓集團公司
（BHP）簽約。金川擬與BHP公司簽訂為期1
年，每月1,000噸至1,500噸電銅長單採購合
同。同時，雙方將對2019年至2021年3年的

銅精礦合同數量進行進一步簽約確認。
據了解，金川集團與必和必拓公司有長期

合作關係，在主營的銅業務方面有良好的合
作，目前，金川正在積極尋求和BHP公司在
其新的礦山Spence方面的合作，力爭繼續擴
大採購。據介紹，2017年必和必拓公司供應

金川公司銅精礦25萬噸，2018年供應銅精礦
25萬噸。
同時，在2017年底，金川與必和必拓公司

已經完成為期4年（2018-2021年）的銅精礦
合同談判， 2019年-2021年每年供應28萬噸
銅精礦，全部供應廣西金川冶煉廠。

金川集團BHP進博會簽長單

魯重工夥白俄企開發大型礦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煌基 泉

州報道） 日前，兩輛裝着價值

139,770美元鞋材的貨櫃車從福建

省石獅市石湖港順利完成出口通

關，目的地是烏克蘭敖德賽，這是

不久前「石獅服裝城國家市場採購

貿易試點」啟動後，石獅首單通過

「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的貨

物。據了解，市場採購貿易方式有

節約成本、擴大報關限額、關務秒

審、結匯創新等優勢。

■參加「石獅
服裝城國家市
場採購貿易試
點」啟動儀式
的外商在現場
合影，為中國
越來越便利的
通關政策點
讚。

記者
蔣煌基攝

■林鴻嘉
（右）多
年來一直
關注無人
系統行業
發 展 趨
勢。
河南傳真

■山東重工集團與白俄羅斯別拉斯集團
在山東省進口簽約儀式上簽署戰略合作
協議。 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