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周四再啟高級別磋商
美團隊明抵京 專家：關鍵在美勿反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
國太空總署（NASA）當地時間8日
發佈「月球勘測軌道飛行器」對中國
嫦娥四號着陸點的第二次成像圖片，
這次距離着陸點更近，與上一次相比
畫面更加清晰，並拍到了月球車──
玉兔二號巡視器。負責運行「月球勘
測軌道飛行器」的美國亞利桑那州立
大學團隊稱，這次連着陸器和巡視器
的陰影都看得到。
北京時間1月3日10時26分，嫦

娥四號任務着陸器和巡視器（月球
車）組合體自主着陸在月球背面南

極—艾特肯盆地內的馮．卡門撞擊
坑內，實現人類探測器首次月背軟
着陸。不久後嫦娥四號着陸器與巡
視器成功分離，玉兔二號巡視器在
月背留下第一道印跡。

首輯照片嫦四僅佔兩像素
美航天局1月30日首次用「月球

勘測軌道飛行器」對嫦娥四號着陸
點拍照，因距離較遠，拍攝到的嫦
娥四號着陸器只有約兩個像素大，
而體積稍小的玉兔二號巡視器根本
看不見。

負責運行「月球勘測軌道飛行
器」的團隊還說，嫦娥四號將採集
月球背面的岩石進行成分測定。馮
．卡門撞擊坑形成後曾發生過火山
爆發，因此地表被玄武岩覆蓋，與
去年夏天夏威夷火山爆發情景相
似。月球背面的這些岩石會有什麼
不同嗎？科研人員正「急切等待着
結果」。
1月18日，NASA曾公佈會利用

「月球勘測軌道飛行器」對嫦娥四
號着陸點進行成像，並表示與中國
的合作「透明、互惠、互利」。

NASA再攝嫦四 玉兔二號入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昨晚發佈

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中方牽頭人劉鶴將於2月14日（周四）至15日在北京，與美國貿

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舉行新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

商。雙方將在不久前華盛頓磋商基礎上，就共同關注問題進一步

深入討論。美方工作團隊將於2月11日提前抵京。

在中國商務部發佈消息之前，白宮
新聞處亦發佈，美國貿易代表萊

特希澤和財政部長姆努欽將於2月14
日至15日訪問北京並與中方就達成貿
易協定問題展開高級別磋商。

談判挑戰重重 談比不談好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
長白明表示，依照慣例，高級別磋商
前會進行技術層面的副部級磋商，掃
清談判的一些障礙，主要是一些具體
的細節和基礎工作問題，為後邊即將
進行的主管專員級別的更高級官員談
判「鋪路」。「無論怎樣，這兩場磋
商談判都是在推進中美貿易摩擦逐漸

回歸正常化。談判的結果可能利好，
也可能不利，雖然挑戰重重，但是不
排除中美貿易摩擦出現緩和的可能
性，談總比不談要好。中美領導人阿
根廷會晤之後，中美又重啟新的磋
商，如果說不重新開啟這樣的磋商，
那麼很可能會形成不可逆轉的局面和
壓力。」
這位專家指出，雙方一直在接觸並

推動中美磋商，但推動是一方面，還
是要講求天時地利人和。「之前推動
了很多次，去年也進行了多輪談判，
但是仍沒有阻擋美國的出爾反爾。當
前最關鍵的還是美國不要再出爾反
爾，至少對每次談判出來的結果都能

做到遵守和認可。」

貿戰起股市震 美內部壓力大
美國總統特朗普2018年11月底宣佈

將新關稅的實施推遲至3月1日。白明
認為，這兩場磋商和談判是在此之前
比較關鍵的兩次談判。他指出，每次
中美貿易摩擦都會令美國股市出現大

波動，美國內部對中美貿易摩擦也有
許多不同的聲音，來自美國內部的壓
力也很大。
媒體報道稱，談判會聚焦知識產權問

題，白明認為，關於知識產權的談判比
較難，但是對於正在大力推進「中國製
造」的中國而言，不斷完善的知識產權
制度無疑是有利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昨日就印度總理莫迪到中印邊界東段地區
活動答記者問時表示，中國政府從不承認所謂的
「阿魯納恰爾邦」，堅決反對印度領導人到中印邊
界東段地區活動。
記者問到：據報道，印度總理莫迪於2月9日赴
所謂「阿魯納恰爾邦」活動，請問中方對此有何
評論？
華春瑩說，中方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是一

貫和明確的。中國政府從不承認所謂的「阿魯納
恰爾邦」，堅決反對印度領導人到中印邊界東段
地區活動。
華春瑩表示，中方敦促印方從兩國關係大局出發，

尊重中方利益和關切，珍惜兩國關係改善勢頭，不採
取任何激化爭議、使邊界問題複雜化的舉動。

莫迪赴中印邊界東段
中方：堅決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聯合發
佈《關於辦理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
務、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
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規定實
施倒買倒賣外匯或者變相買賣外匯等非
法買賣外匯行為，擾亂金融市場秩序，
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

部門負責人介紹，實踐中，地下錢莊非法
買賣外匯主要有較為傳統的以境內直接交
易形式實施的倒買倒賣外匯行為和當前常
見的以境內外「對敲」方式進行資金跨國
（境）兌付的變相買賣外匯行為。
倒買倒賣外匯，是指不法分子在國內

外匯黑市進行低買高賣，從中賺取匯率
差價。
變相買賣外匯，是指在形式上進行的

不是人民幣和外匯之間的直接買賣，而
採取以外匯償還人民幣或以人民幣償還
外匯、以外匯和人民幣互換實現貨幣價
值轉換的行為。資金跨國（境）兌付是
一種典型的變相買賣外匯行為。
跨國（境）兌付型地下錢莊，不法分

子與境外人員、機構相勾結，或利用開
立在境外的銀行賬戶，協助他人進行跨
境匯款、轉移資金活動。

經營額逾500萬屬情節嚴重
根據解釋，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

務或者非法買賣外匯，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應當認定為非法經營行為「情節
嚴重」：（一）非法經營數額在500萬
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的；（二）違
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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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將於周四開始，在北京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舉行新一輪中美經貿高
級別磋商。圖為上月兩人在白宮會面。 資料圖片

■NASA日前發佈嫦娥四號着陸點的第二次
成像圖片。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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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航部分機師8日清晨6時開始罷
工，昨日下午3時在台交通主管部

門進行勞資座談，台勞動部門、桃園市
勞動局也派代表與會。
討論工會罷工5大訴求前，工會要求
先解決華航中止僱傭關係一事，下午近
6時，交通主管部門表示，罷工機師與
華航僱傭依法存續。
勞資座談繼續進行到晚上9時15分左
右，李信燕走出會場向媒體表示，雙方
在討論第1個訴求有關改善疲勞航班
時，就卡住了，有數次中斷會議，無法
達成共識，因為時間已晚，雙方決定回
去各自蒐集資料，機師罷工持續進行。

華航不解僱罷工機師
機師工會向華航提出的5大訴求包
括：改善疲勞航班；副駕駛升訓制度透
明化；保障本地機師工作權；撤換破壞
勞資關係的不稱職主管；比照長榮航空

保障第 13 個月全薪，並納入團體協
約，只限工會會員享有。
不過資方的態度有所軟化。華航資

方原本要對參與罷工的機師暫時停止
僱傭關係，勞資雙方在交通主管部門
討論近3小時後，台灣地區交通主管部
門傍晚表示，罷工機師與華航僱傭依
法存續，僅於罷工期間暫時停止薪
資、外站住宿、交通費及相關福利事
項等相關給付。

將繼續溝通異中求同
華航總經理謝世謙在晚上9時50分出

現在交通部1樓受訪表示，協商雙方算
有誠意，有些議題要帶回研究，會盡快
再恢復協商，希望異中求同。對於疲勞
航班改善上，工會方說資方有未能同意
的部分，例如超過12小時的長航線要增
加人手等，謝世謙說，因為機師從培訓
到正式上線需要一段時間，若增加派

遣，航網要做一個調整，不是說不同
意，而是繼續持續溝通，工會願意把議
案拿回去研究，是有善意的。
昨日已經有8班來往香港至台灣的華

航航班取消，3個台灣旅行團臨時取
消，香港機場的華航櫃位昨日一早已經
迫滿輪候候補機位的旅客，華航職員分
批帶他們到香港航空櫃位，辦理登機手
續乘港航加班機前往台北。
華航並同時安排旅客轉乘其他航空

公司的班機前往目的地，例如有原本
飛高雄轉機到北海道的旅客獲安排乘
直航航班。
香港航空今晚將再加開2班往來香港

及台北的航班協助疏導受華航機師罷工
影響的旅客，航班將使用A330飛機，
港航發言人指公司會繼續密切留意情
況，協助受影響旅客。機管局呼籲華航
乘客前往機場前先致電華航熱線，或瀏
覽香港國際機場網站查詢最新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綜

合記者 文森及中央社

報道）台灣華航勞資

雙方昨日下午3時在交

通 主 管 部 門 閉 門 座

談，直到21時15分，

桃園市機師工會理事

長李信燕走出會場宣

佈 ， 勞 資 未 達 成 共

識，不過雙方都表示

「沒有破局」，會擇期再議，機師罷工持續進行。今

日再有6班往來香港與台灣的華航航班受到影響，當中

包括4班機要取消，香港航空將加開2班加班機接載受

事件影響的華航乘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中華
航空無預警罷工，民進黨民意代表昨日表
示，台灣立法機構新年開議之後，黨團擬討
論罷工預告法制化；而在中國國民黨方面，
則表示台灣地區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蘇貞
昌、台灣地區交通主管部門負責人林佳龍將
迎來上任後首次備詢，藍營將重點關注相關
議題。
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華航分會前日清晨

宣佈啟動罷工，造成多個航班與近4,000名
旅客受到影響。針對華航機師罷工案，台
灣地區立法機構交通委員會委員、民進黨
民意代表李昆澤昨日表示，華航機師罷工
案，應回歸討論疲勞航班、機師培訓等飛

航安全議題。
在罷工預告的討論上，李昆澤認為，這

是重要規範，可以保障旅客的基本權益。
其他國家地區罷工預告期有一個月或兩
周，規範不一，而台灣地區交通主管部門
在上一次空服員罷工事件後，也曾經提出
罷工預告的想法，但後續還需要相關單位
的討論。
在國民黨方面，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團書

記長吳志揚表示，華航機師罷工，如果屬於
過勞性質，就已經不是經營績效的問題，而
是飛安問題，勞資雙方應該坐下來協商，外
界質疑華航董事長何煖軒是政治酬庸，如果
不適任應該趕快撤換。

台年後擬議「罷工預告」

勞資協商無果華航機師復飛無期
今再取消4往來港台航班 港航加班機協助疏運

■■ 昨日下午昨日下午，，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會員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會員
聚集在交通主管部門前表達立場聚集在交通主管部門前表達立場。。中央社中央社

■華航勞資未達成共識，桃園市機師
職業工會理事長李信燕表示，雙方將
擇期再議。 中央社

華航今日受影響往來港台航班
取消

班號 航線 預訂起飛及到達時間

CI919 台北➝香港 16:35 / 18:40

CI920 香港➝台北 19:55 / 21:50

CI927 台北➝香港 19:10 / 21:15

CI928 香港➝台北 22:15 / 23:55

延誤

班號 航線 預訂起飛及 最新起飛及
到達時間 到達時間

CI923 台北➝香港 18:05 / 20:10 23:30 /
01:35(2月11日)

CI924 香港➝台北 21:10 / 22:55 02:45(2月11日) /
04:30(2月11日)

香港航空加班機

班號 航線 預訂起飛及
到達時間

HX2282(機型:A330) 香港➝台北 21:10 / 23:10

HX2283(機型:A330) 台北➝香港 00:10(2月11日) /
02:10(2月11日)

資料來源：台灣中華航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