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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峰會一周年
朝促美棄敵視政策
【香港商報訊】在新加坡美朝峰會一周年之際，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勞動新聞》發布朝
鮮外務省發言人講話，呼籲美國撤回對朝鮮的敵對
政策，否則一年前發布的朝美聯合聲明將會變成一
紙空文。

警聯合聲明將變一紙空文
《勞動新聞》援引朝鮮外務省發言人的話指出：
「朝鮮珍視朝美兩國首腦在朝美之間首次舉行的峰
會上簽字的 『
6.12』朝美聯合聲明，並忠實履行宣
言的立場和意志，始終不變。」 「但若對話一方美
國丟棄自己的義務，繼續奉行對朝敵視政策， 『
6.12』朝美聯合聲明的前途就無法期待。」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於去年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舉行了歷史性會面，並簽署了一份
四點聯合聲明。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表示，由於美國
對這份聲明的落實視而不見，建立新關係的努力可
能會變成 「
一紙空文」。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古斯周一稱，特朗普
和國務卿蓬佩奧將於本月晚些時候出席在日本舉行
的 G20 峰會，隨後將訪問韓國，與韓國總統文在寅
會晤並協調進行朝鮮無核化的最終努力。特朗普上
周曾表示，期待在適當時間再次見到金正恩。

金大中遺孀李姬鎬去世

▲

▲大樓部分區域被嚴重撞毀。

【香港商報訊】當地時間 10 日，一架直升機在曼哈頓第七大道一座大廈樓
頂墜毀並起火，飛行員當場死亡。雖然警方已暫時排除恐襲，但仍勾起人們
對 911 事件的回憶。美國國會議員當晚迅速呼籲聯邦航空管理局（FAA），
應明令禁止 「非必要」 的直升機飛越曼哈頓上空。

警方暫排除恐襲
當天 13 時 43 分左右，一架奧古斯塔 A109E 型直升
機在曼哈頓一座 54 層的辦公大樓樓頂墜毀，飛行員當
場死亡。事故未造成其他人員傷亡。
墜機事故發生後，大樓內人員被迅速撤離，周邊街
區被封鎖，火勢已被撲滅。紐約警方初步斷定飛機緊
急迫降引發失事，已排除事故與恐襲有關。
NBC 報道，這起意外讓紐約市民回憶起了 911 事件
的慘痛經歷。紐約州州長科莫形容，任何一名紐約市
民聽到市中心爆發的轟鳴聲，都會情不自禁地有不好
的聯想。 「如果你是紐約人，你將有一定程度的 911

事件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一位在事發大樓工作的
女士告訴 NBC，事發時在第 14 層的她能感受到直升
機墜毀產生的劇烈晃動。許多人都有與她類似的感受。

機師疑主動躲避人群
CNN 報道援引紐約警方稱，該直升機 13 時 32 分從
第 34 大街起飛，約 11 分鐘後在第七大道 787 號的位置
墜毀。當天紐約正在下雨，能見度大幅下降。一位執
法人員說，該直升機飛行員原本正等待天氣好轉，但
出於某種原因決定即刻啟程。
根據執法人員的信息，直升機飛行員名為麥科馬
克，出生於 1961 年，曾是紐約北部克林頓鎮的消防隊

路透社

一名消防員驚恐地看向發生墜機事故的大樓。
路透社

長。根據 FAA 的記錄，麥科馬克擁有 15 年的直升機與
單引擎飛機駕駛經驗，並在去年被認證為飛行教練。
有目擊者稱，事故發生前觀察到直升機飛行忽高忽
低，專家認為這是避免傷及地面路人之舉。

議員擬議直升機禁令
而本次事故最關鍵的謎團，是為何涉事直升機可以
在嚴密控制的曼哈頓空域飛行。路透社援引紐約市長
德布拉西奧稱，要想進入附近地區，飛行員需要得到
機場交通管制塔的批准。此外，事故地點距離美國總
統特朗普名下的特朗普大廈僅約半英里。自 2016 年
11 月特朗普當選以來，該地區一直受到飛行管制。
特朗普 10 日在推特上說，他已得知墜機事故的消
息，並讚揚事故現場的工作人員。特朗普還說，他已
與科莫談論了墜機事故。
美聯社報道，事發當晚，國會眾議員馬羅尼呼籲，
FAA 必須對直升機失事 「負責」，應禁止 「非必要」
直升機飛越曼哈頓。馬羅尼稱，她還會考慮對此進行
立法，但擬議的禁令僅適用於直升機，而不適用於其
他小型飛機。

歐洲議會選舉昭示更分裂歐洲
「自希臘債務危機爆
發迄今，歐盟這輛自行
車面前仿佛被豎起了一
堵隱形的牆。危機總是
一個接着一個，再也無法前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
歐洲人自己好像也迷失了方向。」 曾擔任歐委會主席
的雅克德洛爾如此形容當前的歐盟。而剛剛結束不久
的歐洲議會選舉及其帶來的 「餘震」 ，驗證了雅克德
洛爾的話絕非危言聳聽。舊秩序逐漸崩塌，新秩序無
處可尋，歐盟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黨團勢力分散凸顯民眾迷茫
5 月 26 日，持續 4 天的歐洲議會選舉收官。由於歐
盟目前面臨諸多棘手問題，從經濟改革、難民接收到
貿易爭端、英國脫歐、氣候變化等，歐盟未來之路如
何走、怎麼走，成為民眾最關注的議題。也因此，本
次選舉 50.5%的投票率竟創下 1994 年來最高紀錄。外
界原本預期本次選舉將主要在傳統中間派與右翼民粹
主義之間決一勝負，但最終的投票結果卻顯示出極端
的碎片化格局，民眾的不滿、求變、分歧和迷茫暴露

無遺。
在歐盟現有七大黨團中，兩大主流黨團——中右翼
的歐洲人民黨和中左翼的社會黨與民主黨進步聯
盟，分別在歐洲議會 751 個議席中獲得 179 席和 150
席。雖成功守住第一和第二大黨團地位，但所獲議席
卻較上屆大幅減少。與此同時，疑歐派、反建制派和
極右翼政黨的席位則有所增加，所獲議席將介於 155
至 172 個之間（其中 33 個議席屬於英國，脫歐後將重
新分配）。
但最令人意外的當屬贏得 69 個議席的綠黨，其未來
極可能成為歐洲議會第四大黨團，有望在歐盟經濟、
環保及民生政策上發揮主力作用。傳統中間黨派的逐
漸式微、右翼民粹主義的表現不俗以及綠黨的異軍突
起，在呈現歐盟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同時卻更凸顯歐洲
社會的撕裂。

「餘震」波及多國預示政局動盪
雪上加霜，本次撕裂歐洲的選舉隨後很快演變為撕
裂歐盟各成員國的選舉。由於不堪在歐洲議會選舉中
遭受重挫，德國社民黨黨魁納勒斯和法國右翼政黨共

另據報道，韓國前總統金大中遺孀李姬鎬當地時
間 10 日晚 11 時 37 分因肝癌病逝，享年 97 歲。李姬
鎬生前留下遺言：將在九泉之下為韓國國民、為朝
鮮半島和平統一而祈禱。
李姬鎬 1922 年出生，是女權運動家和社會活動
家，曾在梨花女子大學任教，1962 年與金大中結
婚。2000 年，李姬鎬陪同金大中前往平壤，與時任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實現首次朝核首腦會晤。金
大中 2009 年 8 月逝世，李姬鎬出任金大中和平中心
理事長，繼續致力於半島和平和改善南北關係。

和黨黨魁沃基耶分別於本月 3 日和 4 日辭職。納勒斯
去職後，社民黨高層勢必面臨重新洗牌，黨內也將投
票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執政聯盟中。而如果社民黨退出
「大聯合」 政府，總理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將不得不
尋求與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組閣，或提前舉行聯邦議院
選舉，這都將給德國政局帶來不確定性。
希臘執政黨激進左翼聯盟也在本次歐洲議會選中遭
遇慘敗，得票率落後反對黨新民主黨 9.35 個百分點。
總理齊普拉斯被迫宣布將提請總統帕夫洛普洛斯解散
議會，並於 7 月 7 日提前舉行新一屆議會選舉。但要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扭轉執政黨支持率，齊普拉斯面臨
的挑戰可想而知。若屆時政局出現變動，勢必給並不
順利的希臘經濟復蘇再次帶來衝擊。
同樣感受到歐洲議會選舉餘震的還有意大利。極右
翼政黨聯盟黨與民粹政黨五星運動黨去年 3 月組建聯
合政府後，在政策制定方面一直不合，本次歐洲議會
選舉後兩黨關係更加緊張。由於聯盟黨得票率遠超五
星運動，一度傳出聯盟黨希望甩開五星運動單幹的想
法。這令總理孔特極為惱火，近日更威脅辭職並尋求
重新舉行議會選舉。聯盟政府因超級預算問題一直與

李姬鎬 2015 年 8 月 8 日結束為期 4 天的訪朝之行
回國。
網絡圖片
歐盟關係緊張，重新舉行選舉只能令意大利的經濟改
革更加舉步維艱，債務問題也面臨進一步惡化的風
險。

疲於應對困境恐削弱一體化
鑒於英國已公投脫歐，法國總統馬克龍從上任之初
起，就一直致力於攜手德國建立一個更加一體化、強
大且獨立的歐洲。
今年初，兩國還簽署了法德新友好條約《亞琛條
約》，欲借由重啟 「法德引擎」 賦予歐洲一體化新的
領導力。惟諷刺的是，英國離開歐盟本身已證明歐洲
一體化開始倒退，再加上脫歐公投催生的歐盟內部疑
歐派勢力的崛起，難民危機強化的東西歐國家之間的
裂痕以及中東歐國家不滿 「二等公民」 身份與歐盟的
嫌隙日增，歐洲一體化實際上正漸行漸遠。遑論 「法
德引擎」 本身已自顧不暇——默克爾領導的執政聯盟
風雨飄搖，馬克龍所在的共和國前進黨也敗給了極右
翼政黨國民聯盟。而從宏觀層面看，歐盟還正疲於應
對脫歐談判、貿易爭端以及區內充滿下行風險的經濟
復蘇。
對此，教宗方濟各的擔憂值得警惕：若是不好好留
心未來的挑戰，歐洲就會漸漸枯竭，繼而威脅歐盟的
續存。
香港商報評論員 魏煒婷

文化鏈接科技 賦能創新西安

2019 西安國際創業大會暨全球 INS 大會 「智」 感來襲
11 日，以 「文化鏈接科技‧賦能創新
西安」 為主題的 2019 西安國際創業大會
暨全球 INS 大會在西安曲江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大會匯聚眾多國內外知名專家
學者、創投大咖、國際創業先鋒、新經
濟領域領軍人物、本土創業新勢力等重
量級嘉賓，為西安拓展國際視野、創想
科技未來、打造西安 「雙創」 升級版加
注前沿科創動力。

行業領袖匯聚 助力「雙創」升級
本次大會經科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陝
西省科技廳指導，由西安市政府主辦，西安市科技
局、西安市發改委和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等單位承
辦。大會設 2019 西安國際創業大會、 「一帶一路」

科技園區合作座談會、2019 西安·全球 INS 大會、
2019 西安國際創業大會嘉年華 4 個主要活動。
2019 西安國際創業大會暨全球 INS 大會致力於推
動全球化發展、科技文化創新、跨行業互聯及多方
合作。今年大會更聚焦人工智能、智能通訊、數字
創意智造、短視頻、紅人經濟、零米生活圈、城市

更新、文旅融合、文化矩陣升級等前沿領域，
為西安創業者提供與行業領袖面對面交流的跨
界平台。威拓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楊
志彪，英國皇家學會會士、帝國理工大學講
師、匯豐銀行高級顧問 Pedro Baiz，長城戰略
董事長王德祿，英國 100% Open 孵化器創始人
David‧Simoes-Brown，盛景網聯合夥人、盛
景嘉成投資合夥人趙今巍等專家學者、創投大
咖的主題演講與真知灼見讓現場充滿 「智」
感。
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長高杲表示，舉辦本次
大會，主要目的就是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營造最優雙創環境，傳播創業文化，分享
創業經驗，弘揚創業精神，全面激發城市創新
創業活力，將西安打造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
「一帶一路」創新創業之都。
大會當天，結合西安 「兩都六城」整體定位打造
的 2019 西安國際創業大會嘉年華，分設數字島、文
創島、科技島、國際島及 INS 島共 5 個主題互動島，
以西安創新創業成果為主要內容，打造西安創客能

量倉，展現硬科技創新成果、文化創意成果等，同
時植入西安市創新創業政策、各類型雙創載體展
示。

激發創新活力 打造「雙創」樂土
據了解，在全國 「雙創」浪潮下，自國務院《關
於推動創新創業高質量發展打造 「雙創」升級版的
意見》印發以來，西安市委、市政府以打造 「創業
西安」城市品牌、建設 「一帶一路」創新創業之都
為重點，將雙創工作提升到 「激發創新活力，推動
經濟發展」的新高度。依託雄厚的科教實力、人才
資源與政策優勢，持續深耕前沿技術、凝聚先鋒力
量、完善創業生態、打開全球視野，正逐漸成為世
界矚目的創新創業樂土。
作為 2019 西安雙創周的重要活動之一，本次大會
的召開，將拉開西安雙創周活動的序幕。在雙創周
活動期間，西安市將舉辦 「2+8+N」系列活動，帶
來一場更具國際視野和產業前沿的創業盛典，助力
西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持續向更大範圍、更高層次
和更深程度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