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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丹娜絲」逼近 台各地嚴陣以待
路徑料持續往東 台東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昨二級開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1111人力
銀行昨日發佈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九成台灣學生
暑期規劃打工兼職，主因包括賺取零用錢、學費
和生活費，累積職場實務經驗等。
當日，台灣1111人力銀行在台北召開記者

會，發佈該項調查。調查顯示，台灣學生中平日
課餘就打工的比例佔47.5%，只有暑假打工的佔
40%；打工的學生平均每月工作90.7個小時，收
入近1.4萬元（新台幣，下同）。
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暨職涯發展中心總

經理李大華指出，根據徵信機構的統計，截至今
年4月，全台有84萬人背負學生貸款，學貸總金
額超過1,760億元，平均每個背負學貸的人要償
還20.9萬元。沉重的經濟壓力迫使學生族趁暑假
打工，減輕就學期間的經濟壓力。
本次調查於1日至15日針對1111人力銀行的學

生會員進行抽樣調查，有效樣本數為1,012份。

調查：九成台生擬暑期兼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當
局觀光事務部門昨日公佈消息稱，今年
1月至6月，全台灣各縣市共查處1,215
間非法旅館和民宿，其中宜蘭縣以292
間居首，屏東縣及南投縣也超過200
間。
據中央社報道，根據觀光部門統計，

全台共有3,390間合法旅館、8,895間合
法民宿；非法旅館和民宿分別為582
間、633間。
上半年，針對非法旅館民宿，台北

市、新北市及台南市分別開罰72件、
61件、58件，數量居全台前列。就罰
款金額來說，新北市主管部門對非法旅
館民宿開出1,167萬元新台幣罰款，數
額為全台最高。
觀光部門表示，將請各縣市主管部門

根據查處結果，做好執法工作。同時也
呼籲，民眾出差旅遊選擇合法旅館民
宿，在保障住宿安全和品質的同時，也
應健全旅館民宿市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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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經濟壓力迫使學生趁暑假打工。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

中央社報道，台灣氣象機構昨日

11時30分發出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颱風「丹娜絲」逼近，預計

18日至19日對台灣的影響最明

顯，其中台東（含蘭嶼、綠島）

及花蓮地區應加強戒備。根據氣

象機構最新預報，未來「丹娜

絲」路徑可望持續往東修正，讓

台灣本島陸地也有機會不在陸上

警戒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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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聯合報及中通社
報道， 中國國民黨昨日開中常會，除
了通過提名高雄市長韓國瑜參選2020
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外，同時也
刪除台灣地區領導人兼任黨主席的條
款。國民黨2020年選舉參選人提名將
會在7月28日台灣地區黨代表大會上

討論，才會正式通過。
國民黨昨日召開的中常會，正式核備
同意提名韓國瑜為2020年選舉參選人。
黨主席吳敦義在中常會上表示，這次初
選公開透明，是數十年來最公開、公平
的一次，社會上也一致稱讚，這是國民
黨跨出一個非常大的步伐。

刪「領導人兼任黨主席」條款
國民黨中常會同時還通過黨章的三項

條文修正案，包括刪除「台灣地區領導
人兼任黨主席」條款。雖然外界曾將此
解讀為吳敦義「保衛黨主席之位」。但
黨內人士闢謠指出，這部分吳敦義和韓

國瑜已經討論過，雙方默契是，韓帶職
參選、吳坐鎮黨內，雙方各自分工。
從2020年選舉參選人提名，到韓國
瑜勝出，再到修改黨章，國民黨確實
如吳敦義所言跨出了一大步。有國民
黨議員形容，韓國瑜的勝出，讓人看
到國民黨改變的契機。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韓國瑜參選

■颱風「丹娜絲」來襲，綠島撤2千多人。 中央社

氣象機構指出，16日晚間11時「丹
娜絲」的中心位置在北緯17度，

東經122.9度，並以每小時11公里速度
向西北前進。昨日起基隆北海岸、台
灣東半部（含蘭嶼、綠島）、恒春半
島及南部沿海地區有長浪發生；台灣
附近各沿海空曠地區易有9級至11級
強陣風出現，鄰近海域風浪亦明顯增
大，陸上颱風警報為台東（含蘭嶼、
綠島）及花蓮地區應加強戒備。
台東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昨日8時二
級開設，相關單位陸續進駐，準備防

颱措施。

啟應急措施保遊客安全
據了解，昨日上午台東海面風浪增
強，台東和綠島間海域已經出現白色
浪花。台東往返蘭嶼及綠島的海運昨
日10時30分過後至今日取消，客輪業
者加開 8航次往返綠島，估計疏運
2,000多名旅客回台東富岡港。富岡港
和新港漁港作業船隻17日均取消出
海，將船隻固定在港內。
「丹娜絲」逼近，馬祖氣溫升高並

帶來霧氣，機場關場滯留旅客，啟動
「台馬輪」夜航作業，16日晚間已載
送500名滿額乘客返台，連同當日白天
載運555人，單日共載送1,000多名遊
客至基隆。

台南水庫滿載發電放水
台東縣政府昨日下午3時宣佈蘭嶼鄉、

綠島鄉昨日晚風力預測已達停班停課標
準，自傍晚6時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課。
花蓮縣政府雖未發佈禁（限）制公
告，但基於保護民眾生命安全，岸巡

隊等單位合力派出人員針對崇德海
灘、七星潭及石梯坪等熱門區域加強
遊客柔性勸離。
台灣南部曾文水庫蓄水率已約86%，

預估累積雨量超過80毫米將滿庫，當地
水資源部門已展開每日滿載發電放水，
必要時將加大放流量增加蓄洪空間。
在高雄，人安基金會高雄楠梓平安
站昨日上午緊急啟動防颱機制，開放
臨時街友（流浪者）安置處、提前發
放乾糧等，提供「避風港」讓街友臨
時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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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1616日日，，中國東方航空公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司（（下稱下稱「「東航東航」）」）上上海浦東至紐約的海浦東至紐約的MUMU587587航航

班在飛行途中班在飛行途中，，一旅客突發不適一旅客突發不適，，並伴有咳血並伴有咳血、、心跳加快等症狀心跳加快等症狀，，東航機東航機

組通過機上廣播找到三名中外醫生共同參與救組通過機上廣播找到三名中外醫生共同參與救

治治。。根據旅客病情根據旅客病情，，機長決定空中放油機長決定空中放油4545噸噸，，就近就近

備降東京成田機場將旅客轉往當地醫院救治備降東京成田機場將旅客轉往當地醫院救治。。北京時北京時

間間1818時時1919分航班安全備降分航班安全備降，，旅客送醫後轉危為安旅客送醫後轉危為安。。該該

航班後續航程也在東航保障下迅速成行航班後續航程也在東航保障下迅速成行。。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在吉林省撫松縣長白山腹地的山黑豬養殖園
區，鞋盒大小的養殖巡檢機器人正在棚頂「巡
邏」養豬場內的情況，「人臉識別」被應用到
養豬行業中。幾百公里以外的長春，工作人員
可以實時了解豬的活動情況，以及豬場度、
濕度、氨氣含量和PM10等信息。
「通過巡檢機器人掃描豬的臉部信息，我們

可以了解到每隻豬的飼養情況，包括牠們的養
殖時間、體重和防疫信息。」吉林精氣神有機
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張遠征介紹。
「豬臉識別」讓飼餵機器人可以根據每隻豬

的實際情況投餵飼料。按照每年20萬頭山黑豬
的產量，預計每年可以為企業節省1,200萬元
人民幣。人工智能還會根據豬舍內氨氣的含量
指示飼養員是否需要進行糞污清掃，減少盲目
作業，節約人力成本。過去一名飼養員管理
200頭豬，現在可以實現管理800頭。
公司總經理孫延稱，藉助人工智能完整的

可追溯體系，企業還可根據豬的採食量、增重

速度適時調整營養配方，改善豬的肉質。
「中國多以散形式養殖生豬，生產模式相

對粗放。」吉林省農業科學院畜牧分院二級研
究員張樹敏表示，人工智能成本高，多適用於
大型養殖場。 ■新華社

近日，在2019年跳繩世界杯賽（挪威）中，8
名來自上海高境的中小學生分別以3×40秒交互
繩速度接力853次、2×60秒交互繩速度接力
925次打破世界紀錄，斬獲8金8銀3銅。其中，
黃俊凱、姜大禮、金振宇更是以30秒單腳143個
的成績，打破了由他們自己保持的世界紀錄，達
到平均1秒9.5次的頻率，奪得30秒交互繩速度
賽冠軍，被網友感歎是又一「中國速度」。
在30秒交互繩速度賽決賽中，黃俊凱跳出了

30秒內單腳143次（雙腳286次）的極限成
績，平均1秒9.5次！他和姜大禮、金振宇成為
世界上首個邁進單腳140大關的團隊。「比賽
的時候什么也沒有想，做好自己就行，做到最
好！」黃俊凱說。
「我們的隊員只有13歲，能挺

進『140大關』差不多是人類的極
限了，估計很長一段時間很難被其
他人打破。」全國跳繩高級教練員
謝長磊說。

體教結合助力超高水準
上海高境鎮跨學段體育名師工作

室領銜人曹麗珍表示，「2010年
開始，高境科創實驗小學就以『體

教結合』模式讓學生從小參加跳繩類文化活
動，並選拔學生開展專業訓練。」高境鎮還成
立了跨學段體育名師工作室，保證學生從小學
到初中連貫接受訓練，保持水準。
「堅持、拚搏，不怕挫折，團結協作，是這

群孩子的專業精神。」高境鎮鎮長高虹軍稱。
「6年來，團隊學生幾乎每天參加訓練2小時，
風雨無阻。」高境科創實驗小學校長支喬說。
隊員陸一思表示，「我們打心眼裡熱愛跳繩，
希望參加更多的國際比賽，為祖國爭光。」
「我的下一個目標是30秒單腳150個！」黃

俊凱說。「我們配合他的目標！」姜大禮、金
振宇異口同聲地回答。 ■新華社

MU587航班於北京時間11時42分
從上海浦東起飛。16時16分，

航班正在庫頁島以東的鄂霍次克海上
空飛行時，一名63歲的男性旅客突發
身體不適，並伴有咳血及心跳加快等
症狀。乘務員立即通報客艙經理，按
程序啟動機上急救措施，給旅客吸
氧。客艙經理則通過機上廣播尋找醫
生協助，馬上得到了一名中籍及兩名
美籍醫生的呼應。
醫生通過機上急救箱為旅客量血

壓展開救治行動。由於旅客身體狀
況不穩定，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則，
機組決定就近備降到醫療條件較好
的東京成田機場。但因執行國際航
班的飛機載油較多，自身較重，為
確保安全着陸，機組執行放油程
序，空中放油45噸，並通知東京成
田機場做好救治準備。
北京時間 18 時 19 分航班安全落

地，患病旅客在東航兩位地面服務
人員陪護下送往當地醫院救治，生
命體徵趨於平穩，轉危為安。備降
航班在東京成田機場經過重新加油
等相關保障工作後，已於北京時間
19時55分重新起飛。東航機組對機
上醫護人員的協助和其他旅客的理
解表示了感謝。

放油大氣層霧化降污染
根據管制員指令，航班會在指定高

度和區域放油，由於那個高度的氣溫
和氣壓都非常低，油一排出後馬上就
霧化了，存在於大氣層中間，污染程
度大大降低，對居民的影響較小。目
前，絕大多數機場附近都有專門的放
油區。雖然飛機放油不可避免會對環
境造成影響，但任何人類活動都會對
環境有一定影響。隨着民航技術發
展，民航業和飛機製造商已經採取多

種措施，將飛機在空中放油的負面影
響降到最低。
東航表示，對於航空公司而言，每

次空中放油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不
僅是燃油成本，還有人工、時間以及
其他附加的費用成本。但燃油有價，
生命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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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旅客身體狀況不穩定，機組決
定就近備降到日本成田機場。圖為身
體不適旅客。 網上圖片

■■黃俊凱黃俊凱、、姜大禮姜大禮、、金振宇以金振宇以3030秒單秒單
腳腳143143個的成績個的成績，，打破了世界紀錄打破了世界紀錄，，
達到平均達到平均11秒秒99..55次的頻率次的頻率。。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航機組找到三名中外醫生共同參
與救治不適旅客。圖為三位醫生與機
組人員合照。 網上圖片

1秒9.5次
滬少年「跳」出世界紀錄

吉「豬臉識別」實現實時飼養

■鞋盒大小的養殖巡檢機器人 (紅圈示) 正在
棚頂「巡邏」養豬場內的情況。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