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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快訊濠江快訊
澳門護照獲烏克蘭落地簽

台當局當日邀請安全主管部門負責人彭勝竹、防
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馮世寬等，報告“美國總統

特朗普上任後之東亞區域情勢變化與因應”。

馮世寬：軍事“恫嚇”漸增
馮世寬表示，大陸對台灣軍事“恫嚇”漸增，回

顧去年迄今，解放軍持續推動軍事改革，精實部隊編
制及提升聯合作戰效能，解放軍海、空軍部隊近年來
持續接裝主、輔作戰艦艇及自製殲-10、殲-11、
殲-15與引進俄製蘇-35戰機、展開先進之殲-20隱形
戰機換裝作業，解放軍火箭軍部署可對台精準打擊的
東風-16彈道導彈，強化武器裝備現代化與提升軍事
硬實力。

馮世寬表示，解放軍海、空軍航經台灣周邊海空
赴西太平洋執行遠海飛行訓練及對抗操演，“遼寧”
號航母也首次繞經台灣東部外海執行跨島鏈長航訓
練，由此判斷大陸將加大軍事“恫嚇”力度。馮世寬
還聲稱，台灣在情、偵、監方面有把握能先期偵測到

大陸對台不友好的行為，偵測到以後，“我們有足夠
武器能在境外擊落”。

大陸外交部：反對美售台武器
對此 ，知名台灣問題專家、中國社科院台灣研

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指出，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決心是堅定的，大陸的軍事部署都是為了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台灣軍方宣稱所謂大陸針對
“台獨”對台部署東風-16是一種炒作，是出於政治
考慮。

至於台灣炒作的原因，王建民認為，一是不斷製
造所謂大陸對台軍事威脅，從而增加軍事預算，配合

向美購武；二是不斷製造兩岸緊張氣氛，轉移民眾對
台灣當局執政的不滿情緒，一旦島內面臨困境，就在
兩岸議題上做文章。談及兩岸政策，王建民強調，大
陸要爭取最大可能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但是從來沒
有承諾，也不會承諾放棄以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
題，實現國家統一。

此外，有美方官員稱特朗普政府正醞釀對台大規
模軍售計劃，大陸外交部20日回答質詢時說：“中
方堅決反對美售台武器的立場是一貫、明確的。我們
希望美方充分認清美售台武器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和嚴
重危害性，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
則，停止售台武器，慎重、妥善處理台灣問題，維護
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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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炒作東風-16導彈威脅
專家：圖增軍事預算 配合向美購武

羅智強參選台北市長江宜樺拍片祝福

港怡開診三成專科無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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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1年前特別費案
馬英九獲不起訴

澳設委員會推動海域管理

澳門手機普及率91.7%迪園首推香港主題貼紙

東風-16
類 型：目前中國裝備中近程彈道導彈

最新式導彈，用於打擊中近程範圍的重

要目標。2015年9月3日慶祝中國人民

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首次亮相，於

火箭軍列裝。

直 徑：1.2米

射 程：1,000至1,500公里，命中精

度提高到50米以內，可以攜帶鑽地彈

頭、500公斤以上子母彈頭和集束式多

彈頭。

任 務：由於打擊精準度高，將主要執

行定點清除任務，對敵方的重要加固機

庫、彈藥庫、艦船碼頭、機場停機區、

飛機跑道、指揮部、情報和通訊中心等

典型目標，進行精準的摧毀。

資源來源：新浪軍事、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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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討論多年的垃圾徵
費方案終於出爐。香港環境局20日公佈，將採“按戶
按袋”收費及“按重量”收費，前者每公升收費為
0.11元（港元，下同），適用於大部分住宅樓宇、地
舖等，市民須購買指定垃圾袋棄置垃圾，每個垃圾袋
收費0.3元至11元。後者多適用於工商業樓宇，以堆
填區及廢物轉運站的入閘費方式來收取，每公噸收
365元至395元。香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將於
今年上半年把條例草案交到香港立法會，期望最快於
2019年下半年實施收費。

“按戶按袋”收費適用於現時使用香港食物環境
衛生署垃圾收集服務的樓宇，包括大部分住宅樓宇、
地舖及公共機構處所等，市民須使用指定垃圾袋棄置
垃圾。垃圾袋設9種容量，由3公升至100公升不等，
垃圾袋收費為每公升0.11元（見表）。

工商戶每噸收逾365元
假設一個3人家庭每天使用一個15公升指定垃圾

袋，每天需繳付1.7元；如每天使用一個10公升指定
垃圾袋，則每天繳費1.1元，3人家庭每月約繳付36
元至52元。若棄置大型廢物，即不能放進最大100公
升指定垃圾袋的廢物，棄置前須貼上指定標籤，每個
標籤收費11元。

至於“按重量”收費方面，主要適用於聘用私營
廢物收集商將廢物直接送往堆填區或廢物轉運站的工
商業樓宇，按所棄置廢物的重量收取“入閘費”，為
平衡廢物處理設施的流量，堆填區及廢物轉運站的
“入閘費”為每公噸365元，市區及新界西北廢物轉
運站則每公噸395元。

黃錦星表示，每公升0.11元的收費水平與台北及
首爾等地相若，收費水平亦考慮了減廢成效、公眾可
接受水平及市民承擔力等。為了讓市民適應新措施，
措施實行首3年收費將維持不變。他指出，根據台北
及首爾等地經驗，推出垃圾收費後，廢物棄置量減少
30%，相信此舉是有效的減費措施，長遠希望在2022
年，香港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減少40%。

他續稱，今年上半年將把條例草案交到立法會，
法例通過後，政府需12個月至18個月準備期，預料
最快在2019年下半年實施。

將突擊檢查違例罰1500元
執法方面，黃錦星指出，香港食環署職員可拒收

並非使用指定垃圾袋的廢物，亦會突擊檢查垃圾站及
垃圾收集車，違例者可被定額罰款1,500元或進行檢
控，不過措施實施後首6個月，執法人員會先對違規
人士作出警告，嚴重或重複違規人士則會果斷執法。

指定垃圾袋收費指定垃圾袋收費**
容量容量 收費收費（（港元港元））

33公升公升 00..33

55公升公升 00..66

1010公升公升 11..11

1515公升公升 11..77

2020公升公升 22..22

3535公升公升 33..99

5050公升公升 55..55

7575公升公升 88..55

100100公升公升 1111

**每公升收費每公升收費00..1111元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香港環境局香港環境局 整理整理：：鄺慧敏鄺慧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前
領導人馬英九於2006年間遭控擔任台北市長任
內涉及貪瀆特別費一案，台北地檢署 20 日偵
結，認定馬英九涉貪罪證不足，且首長特別費早
已除罪化，因此對馬英九作出不起訴處分。

案件源於2006年間，民進黨“立委”謝欣
霓及台北市議員顏聖冠，屢次質疑馬英九擔任台
北市長期間，涉嫌將首長特別費，挪用當成生活
費，及領養流浪狗“馬小九”涉不實核銷特別
費，向當時的高檢署查黑中心提出檢舉。期間此
案移轉台北地檢署，而台北地檢署則等到去年5
月間，馬英九卸任後，重新分案偵辦。

全案歷經11年後，台北地檢署偵結，認定
馬英九涉貪罪證不足，且首長特別費已獲除罪
化，因此決定對馬英九作出不起訴處分。目前馬
英九遭綠營告發及檢舉不法案，台北地檢署仍有
七案，正依法偵辦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澳門特區政府
身份證明局20日發布消息稱，經向烏克蘭駐華大
使館確認，澳門特區護照持有人即日起以旅遊或
商務目的前往烏克蘭，可於烏克蘭基輔飽里斯波
爾國際機場或敖德薩國際機場申請落地簽證，逗
留期為最多15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澳門特別行政
區公報20日刊登行政長官崔世安的批示，設立
“海域管理及發展統籌委員會”，進一步妥善推
動海域管理及發展。 根據行政長官的批示，新成
立的“海域管理及發展統籌委員會”職權包括：
檢視海域管理情況；推動開展研究及統籌海域管
理及發展的整體規劃及專項計劃的編制及執行；
推動制定海域管理及使用方面的法規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澳門統計暨普
查局20日公佈2016年住戶使用資訊科技調查結
果，使用手提電話人數按年增加0.3%至561,400
人，手提電話普及率為91.7%。統計暨普查局表
示，由於手提電話等設備提供的功能愈見完備，
使用手提電話上網的比例按年增加0.6個百分點，
達到91.9%。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澳門特區行政
長官崔世安20日在政府總部會見澳門歸僑總會一
行，討論今年攜手僑界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
建設的工作部署。據中央有關指示，澳門參與和
助力“一帶一路”可按“國家所需，澳門所長”
的方向進行，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兩項重點。
資金融通包括建設葡語系國家人民幣結算平台，
為人民幣國際化盡一分力；民心相通方面則與僑
界具有密切關係，尤其文化交流是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018台北市
長選戰備受矚目，宣佈三階段投入台北市長選
舉的前馬英九政府副秘書長羅智強，其臉書
（facebook）粉絲專頁突破50萬讚，前“行政院
長”江宜樺特別錄製影片，獻上祝福。

任長風基金會董事長、並在香港城市大學
執教的江宜樺，以“不寂寞的俠客行”為題特
別錄製影片，為羅智強參選台北市長送上祝
福。

羅智強對江宜樺的祝福表示感謝與感動，
讓他覺得信心百倍。他說，“政治的社群時
代”已經來臨，未來政治理念的傳播，網絡非
常重要，在網絡上若不能擁有話語權，就很難

傳遞理念、集合同道、發揮力量，而國民黨在
網絡上長期落後於民進黨和台北現任市長柯文
哲，陷於劣勢，這也是他為什麼設定參選100萬
讚目標的原因。

羅智強去年12月底宣佈三階段投入台北市
長選舉，今年底前，臉書粉絲專頁衝破100萬讚
的“超高門檻”，爭取社群認同，達標就參
選。江宜樺表示，聽說羅智強的臉書粉絲，已
經突破50萬人次，感到非常非常的開心，因此
要獻上祝福，希望羅智強再接再厲，以衝破100
萬人數為目標。據了解，目前在國民黨政治人
物中，羅智強已擁有第三大粉絲團，前兩名分
別是馬英九的190萬、朱立倫的85萬。

政府攜手僑界助力“帶路”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下月
便是復活節假期，港人今年可以“平
遊”日韓台。香港旅遊業議會20日公佈
復活節外遊旅行團費表，日韓台三地的
一般旅行團費用都錄得減價，按年下跌
7%至18%不等，當中以韓國跌幅最大，5
天團收費3,299元（港元，下同），按年
下跌18%。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解
釋，受“限韓令”影響，內地到韓國的
旅客大減，令當地接待費及酒店收費下
調。不過豪華團收費有升有跌，如日本
本州5天團收費為14,888元，按年下跌
79%，但同是日本的北海道 5 天團為
33,999元，按年暴升110%。

今年復活節外遊市道依舊暢旺，一
般旅行團平均收費為7,408元，按年上升
3%。當中以泰國曼谷5天團的收費升幅
最多，去年收費為2,499元，今年則升至
3,299元，按年上升32%。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今
年復活節整體團費下跌近5%至7%，主要
是受到經濟下滑及航空公司機位較充裕
的影響，團費下調的線路較加價的線路
多。由於今年內地旅客減少到日韓台等
熱門地方，令當地接待費及酒店收費下
調，故團費也相應下調。不過曼谷一般
旅行團收費卻錄得上升，是因為廉航
“泰國東方航空”由去年開始停飛，令
機票價格回復正常。

外遊市道旺報名近九成
董耀中表示，不少港人都希望用盡

假期外遊，有旅行社向他反映稱，今年主要假期
的報團情況已達80%至90%滿，認為今年旅行團
報名情況審慎樂觀。

康泰旅行社高級副行政總裁劉美詩指，今年
復活節假期外遊市道暢旺，整體報名率有80%至
9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迪士尼
由22日起至10月31日期間，分階段推出新一批
一套12款的貼紙，首次結合迪士尼朋友及香港
地標，如米奇老鼠與傳統帆船、唐老鴨與香港
的士等，分階段於樂園送予各地旅客，推廣香
港旅遊的品牌形象。香港迪士尼發言人稱，新
一批貼紙每5至6星期會派發兩個不同款式。

■■目前泰國旅行團已有目前泰國旅行團已有9090%%滿滿。。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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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 香港大型私
營醫院港怡醫院興建歷時3年，由21日起投入
服務，惟當中仍有專科醫生人手未到位。據該
院的醫生名錄所示，至20日只有65名醫生，只
涵蓋22個專科，當中老人科等多個專科醫生欠
奉。該院承認，有些專科未有醫生，惟有些專
科不需有醫生駐院，相信人手足夠應付需求。
有該院“掛單”醫生指，私營市場嚴重缺乏老
人科專科醫生，估計因而致“難聘人”。

由興建之初，就一直標榜配以先進的醫療
設備及儀器，提供全面醫療服務的港怡醫院早

前曾指出，將會提供涵蓋逾35個專科及分科的
臨床服務。不過根據展示於該院大堂的“醫生
名錄”，共有65名醫生，並只涵蓋22個專科。
老人科、腎科等專科醫生卻欠奉。該院營運總
監邱家駿承認，有些專科未有醫生，不過“主
要醫生已到位”，他又指現時該院已招聘約600
名“掛單”醫生及逾400名護士，相信人手足夠
應付。

港怡醫院只會提供雙人房及單人房兩種房
類，病人可按個人需求選擇高級、豪華及貴賓
等病房款式。

■■迪園推出全新的迪園推出全新的““香港主題香港主題””貼紙貼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