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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再遭控詐欺 百萬元入袋 卻讓上千人受害
（綜合報導）自從紐約時報批露美國總統川
普涉嫌以詐欺等手法逃漏稅後，川普再遭指控詐
欺，4 名被害人 29 日正式向川普及其三名子女提
起訴訟，指控他們欺騙投資人加入直銷公司，同
時間卻秘密收受公司費用，受害者達上千人，且
多是勞工階級。
據美國財經媒體 CNBC 報導，美國聯邦地
區法院 29 日正式受理一樁案件，被告人為川普
及其三名子女包括小川普（Donald Trump Jr.）
、 伊 凡 卡 （Ivanka Trump） 與 艾 瑞 克 （Eric
Trump）三人，長達 160 頁的起訴書指控川普於
2005 至 2015 年間秘密收受直銷電信公司 ACN 費
用達上百萬美元，同時間川普不斷向社會大眾宣
傳 ACN 是一間值得投資的公司。
起訴書指控川普 「誤導消費者」，推銷大眾
這是一門會成功的生意，還說自己做足了功課才
加入投資，不過實際上他非常清楚大部份消費者
投入資金後，錢就拿不回來了。
起訴內容指出受害者損失上百甚至上千美金
，生活從此天翻地覆，川普卻因此賺進百萬元。
報導透露該案有四名原告，其中一名原告表
示她是在 2013 年一場活動上看了川普的推銷影
片才與 ACN 簽下合約，她表示川普讓她覺得這

門投資有很大機會可以賺到錢。
這名原告起初先付了 499 美元入會費，花了
兩年時間購買公司產品、參加訓練課程，但是不
管再怎麼努力工作，錢總是賺不回來，最後才相
信自己被川普誤導了，這名原告表示，每次活動
上公司都會再三強調 「
川普也有投資其中」。
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
推動這件起訴案的幕後金主來自於民主黨贊助者
、 同 時 也 是 Tesseract 研 究 中 心 （Tesseract Research Center）主席波爾（Morris Pearl），因此
也被川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批評刻意
選在 11 月大選前開啟事端，是惡意中傷川普的
政治活動。
不過 CNBC 引述自原告的律師團發言人，
反擊選擇現在揭露，是因為所有證據都已備齊。
ACN 是 一 間 多 層 次 營 銷 公 司 （Multilevel
Marketer），推銷員除了賣出產品獲取所得，另
外也可藉由拉下線來增加收入，每位投資人都必
須繳交 499 美元入會費，方有權利購買視訊電話
等公司旗下產品。起訴書除了提及 ACN 外，也
包 括 川 普 的 保 健 食 品 直 銷 公 司 「川 普 網 絡 」
（The Trump Network），以及提供超貴課程的
川普學院（Trump Institute）。

WWF報告：人類過度開發 野生物種44年減6成
（綜合報導）世界自然基金會（WWF）30
日發布《地球生命力報告 2018》，顯示人類為滿
足需要而過度開發大自然令地球宜居性變差，野
生動物種群數量在短短 44 年內消亡 60%，世上逾
4000 種野生脊椎動物消失，直指人類對野生動物
構成最大威脅。
報告列明人類活動對野生動物、森林、海洋
、河流和氣候帶來的影響，指出地球數百萬物種
的滅絕，沒有引起各國足夠關注及採取相應行動
。WWF 呼籲國際社會達成自然與人的新協議，

促使全球採取統一行動，重新思考如何保護和恢
復地球的生物多樣性。報告強調 2020 年至關重
要，屆時國際社會將通過聯合國 2030 可持續發
展目標、《巴黎氣候協定》和《生物多樣性公約
》來回顧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進展。
WWF 全球總幹事蘭貝蒂尼 表示，科學數據
顯示地球累積人類帶來的壓力，而人類賴以生存
的森林、河流和海洋生態系統情況不斷惡化，生
物多樣性亦正以驚人速度消失。

說好的沒買賣沒殺害呢？大陸取消對虎、犀產品禁令
（綜合報導）大陸決定，未來 「將會允許在特殊情況下」，
同意老虎和犀牛製品的交易，理由是 「醫療用途」。動物保育人
士稱，此舉將對保護瀕危動物的工作造成巨大的挫折。
CNN 報導，大陸在去年底正式禁止象牙貿易，得到了保育
團體的讚許，大家都同意此舉有助於拯救日益瀕臨滅絕的大象。
然而在老虎與犀牛的保育卻出了破洞。大陸國務院在周一的一份
聲明中表示 「只要確定犀、虎製品來自是養殖動物，就可以用於
醫學研究和治療」，聲明強調 「虎骨、犀角會嚴格規定，由合格
的醫生，並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認可的醫院裡合法使用」，但是

美朝高級別會談 或在美中期選舉後舉行
（綜合報導）據南韓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將於 11 月 6 日美國中期選舉
後，與北韓高官會晤，這有望為停滯不前的美
朝對話尋找出口，並積極推動預計於明年初舉
行的第二次川金會的籌備工作。
該消息人士表示，會談日程因美國內部情
況有所推延，雙方現就日程達成初步協議，會
談場地可能定在美國東部。據悉，朝美初步商
定的時間為 11 月 6 日中期選舉之後的 11 月第二
周，具體可能定在 9 日左右。但考慮到朝美談
判的特殊性，不排除日後再度調整時間的可能
性。會談地點可能選在紐約或華盛頓。
據悉，雖然北韓尚未向美方提供與會名單
，但與蓬佩奧會晤的北韓官員很有可能是北韓

這將打破了 1993 年北京簽定
的 「
虎骨和犀牛角國際貿易禁令」，立即造成動保界的譁然。
2010 年，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發表聲明稱， 「沒有證據表
明虎骨與犀角的醫學用途，以免不可取代性」，但儘管如此，虎
骨與犀角仍然是搶手的物品，甚至有牧場在圈養老虎，以做為材
料。
國際人道協會野生動物保育計畫的政策專家伊瑞斯．何(Iris
Ho)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北京的公告，等於是 「開立了野生犀牛
和老虎的死刑令」，他說： 「這對我們正在進行的拯救物種免遭

勞動黨副委員長兼統一戰線部長金英哲。據外
交消息人士透露，金英哲參與會談的可能性較
大。
金英哲在第一次川金會舉行前的今年 5 月
底和 6 月初訪美，並在紐約與蓬佩奧會晤，之
後前往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向其轉交
金正恩親筆信。若朝美高級別會談成行，這將
是北韓高級官員時隔 5 個多月再次訪美。
據了解，此次朝美高級別會談或就預計於
明年初舉行的第二次川金會時間和地點等進行
協調，並就北韓採取無核化前期措施及美國採
取的相應措施等問題進行磋商。預計金特會地
點可能定在歐洲等中立第三方。

滅絕的工作，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我們懇請中國大陸政府重新考
慮。」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也呼籲北京收回成命，他們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拯救該物種至關重要，對每個人類都是。
大陸國務院在聲明中表示，任何非法的犀牛和老虎產品交易
都將受到 「嚴厲打擊」，非法產品也將被沒收。但是動保人士表
示，新的政策必將造成老虎和犀的浩劫，因為一但開放 「合法的
銷售」，必然造成需求增加，當供不應求時， 「合法掩護非法」
就一定會出現。

俄羅斯唯一航母整修時出大意外！ 甲板破人員傷
（綜合報導）俄羅斯唯一的航空母艦 「庫茲
涅佐夫上將號」進行整修時，30 日因承載的浮船
塢斷電而突然下沉，起重機墜落在航艦甲板上造
成船隻受損 ，並導致 4 人落水受傷、1 人失蹤。
庫茲涅佐夫上將號在離俄國北方艦隊基地不
遠的莫曼斯克附近柯拉灣冰冷水域，使用全世界
數一數二大的浮船塢承載進行整修，預計 2021 年
重 新 歸 隊 。 庫 茲 涅 佐 夫 上 將 號 （Admiral
Kuznetsov）曾參與空襲敘利亞反抗軍的行動。
莫曼斯克地區首長柯夫通表示，已展開搜救

行動，承載航艦的浮船塢開始下沉後已疏散 71 人
。調查人員已對這起事件展開刑事調查，檢查是
否違反安全規定。消息人士說，導致浮船塢沈沒
的斷電事故是降雪造成的。
美聯社報導，70 噸重的起重機由 15 公尺高
墜落在航艦甲板上，砸出一個 20 平方公尺的洞，
但這不會導致航艦整修時間大幅延長。不過，這
艘 8 萬噸的浮船塢沉沒，將影響其他俄國海軍艦
艇現代化。

印度央行喊話 政府勿干預央行獨立性
（綜合報導）印度央行副總裁艾查里亞（Viral Acharya）近日警告，莫迪政府最近試圖干預央行
政策的舉動可能帶來 「災難性後果」，並引發金融市場的信心危機。此番談話凸顯，印度政府與該
國央行間的政策衝突越來越激烈。
印度明年即將舉辦全國大選，莫迪當局急欲振興經濟、提高政府預算支出，因此呼籲央行動用
部分外匯儲備並放寬對於銀行的貸款限制。但央行認為獨立性遭到侵犯，雙方衝突正式浮上檯面。
艾查里亞上周五公開演講時指出： 「不尊重央行獨立性的政府，早晚會引發金融市場反彈、帶
來經濟災難，他們日後會對此作法感到後悔。」
艾查里亞以阿根廷國家為例：該國政府於 2010 年干預央行事務，強行將 66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移
轉至國庫。此做法引發投資者不滿，導致債券殖利率飆升，最終傷及阿根廷經濟。

2016年全球60萬兒童死於空污 淘汰化石燃料刻不容緩

（綜合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9 日發佈全球健康報告稱，2016 年因大氣污染
引起的呼吸系統疾病導致死亡者中，不滿 15 歲
的兒童估算有 60 萬人，多數發生在人口激增的
亞非地區，顯見全球都必須盡快擺脫化石燃料
的依賴。
報告顯示，空氣汙染最大的危害物是細懸
（綜合報導）義大利 29 日受到狂風暴雨影響，全國共有 9 人死亡。 「水都」威尼斯水位急升至
浮微粒 PM2.5，而 93%的不滿 15 歲兒童，都生
10 年來最高的 156 公分，導致全市 4 分之 3 面積被水淹沒。當局也宣布暫停市內水上巴士服務。
活在超標的地區。而中低收入國家中情況更糟
當地居民和遊客大部分都穿上雨靴，甚至有人乾脆脫掉鞋子涉水而行，現場可以看到有孩子騎
，98%的不滿 5 歲兒童，都生活在污濁空氣底
在父母肩上，讓父母帶領他們 「過河」。鑒於水位比架高的木製行人道還要高，當局需要將這些行
下。不過高收入國家，也有 52%的兒童受空氣
人道拆除，並禁止任何人進入地勢較低的景點聖馬可廣場。
汙染的風險。
對威尼斯市民而言，淹水其實算是家常便飯，但這次非同小可。市長布魯尼亞羅批評，原本威
尼斯正在進行水壩工程，可是目前已因為超支和貪腐醜聞而導致完工遙遙無期。

狂風暴雨肆虐 威尼斯成真正 「水都」

判日本企業賠償南韓奴工 安倍：法院做出 「不應有的判決」
（綜合報導）針對南韓最高
法院 30 日判決日本企業 「新日
鐵住金」（原名 「日本製鐵」）
應賠償二戰時期遭到強制勞動的
4 名南韓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當日在官邸向記者表示， 「參照
國際法，這是不應有的判斷。作
為日本政府將採取堅決應對」。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外務省

召見南韓駐日大使李洙勛，提出
抗議。他要求南韓政府採取必要
措施，以免判決對日本企業造成
不利影響。河野表示，有關 「韓
國原勞工個人索賠權問題」，在
1965 年《日韓請求權協定》中
已得到完全且最終解決。河野說
， 「這將從根本上推翻日韓友好
關係的法律基礎，感到極其遺憾

」。他表示，若韓方不立即採取
妥善處理，將考慮包括國際審判
在內的所有選項，予以應對。
南韓最高法院今天做出新日
鐵住金應賠償的終審判決。南韓
大法院全員合議體（13 人合議
庭）裁決，新日鐵住金應向
2014 年去世的呂某等 4 名受害勞
工，每人賠償 1 億韓元。

2016 年，全球有 700 萬人死於空氣污染，
其中不滿 15 歲的兒童佔 9%。尤其以非洲、亞
洲的中低收入國家死亡率較高。
兒童因為正處在成長時期，平均呼吸次數
較成人來的更多，也就容易吸收污染物，使得
空汙對兒童的傷害力更強，即使處在輕度污染
的環境，也容易引發肺功能障礙，包括氣喘、
兒童腫瘤等。同時，暴露在重度污染下的兒童
，得到心臟病等慢性病的風險也較高。
報告希望各國政府必須管制化石燃料，這
是空污的元兇，同時也要修改露天焚燒的垃圾
處理方式等。

平壤與首爾將互設常駐代表處
（綜合報導）韓國統一部日前表示，計劃
把在開城籌建中的韓朝聯絡辦公室擴大發展為
在平壤和首爾互設的常駐代表處。
據韓聯社報導，韓國統一部在向國會報告
時表示，預訂於 8 月份在開城工業園開設韓國
與朝鮮聯絡辦公室，以建立南北韓官方之間的
常設協商機制。據統一部長官趙明均早前透露
，韓方在文（在寅）金（正恩）會上曾提議在
首爾和平壤互設聯絡辦公室，北韓方面認為可
以視情況提上議程。
統一部說，韓朝聯辦將從協商山林合作、
韓半島新經濟構想、共建鐵公路入手，將議題
擴大到韓朝之間的各種問題。

韓國統一部報告稱，將在今秋舉行的韓朝
首腦會談上擴大發展《板門店宣言》成果，實
現韓朝關係的制度化發展，為全面促進半島和
平繁榮奠定基礎。統一部還表示，在下一場紅
十字會會談中爭取從根本上解決韓朝離散家屬
問題，實現定期團聚、普查是否健在、全面開
放互訪探親。
開城工業區是位於北韓境內一個由南韓營
運的工業區，起源於 2000 年北韓領導人金正日
和韓國總統金大中在平壤舉行歷史性會晤，簽
署《北南共同宣言》。此後依據宣言共同設立
園區，由原來的開城特級市及板門郡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