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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感恩節還未

到，商家就已經開始促銷了。

這幾年，各式優惠、折扣銷售

有些是在黑色星期五前湧現。

不少零售商為吸引顧客，

採用了新的銷售策略，提前推

出優惠價，有的從 11 月 1 日

就開始了。如亞馬遜、沃爾

瑪、塔吉特（Target）、梅西百

貨（Macy's）、科爾士（Kohl's）
等商家都有優惠交易。

今年的感恩節是 11 月 28
日，黑色星期五是 11 月 29
日（星期五），「網絡星期一」

是 12 月 2 日。每年都有不少

顧客在黑色星期五前夕到商店

門口排隊，購買優惠商品。不

過，您或許不必這樣做。黑色

星期五前夕，在商店開門前幾

個小時，人們可以通過網上購

物拿到相同的折扣。

北京地鐵測試刷臉乘車

根據《新京報》報導，目前北

京地鐵共有 21 條路線，營運總里

程達 699 公里。年運量達 38.48 億

人次，以此計算，平均每天運量約

達 1054 萬人次。

北京市地鐵運營有限公司表

示，未來轄下各站將運用人臉識別

執行安檢並建立資料庫，以採取不

同安檢措施，建立乘客「白名單」

制度，並對「失信行為」加強「社

會聯合懲戒」。

事實上，早於去年 10 月廣

州地鐵已經在「試行」人臉識別

了。乘客需提前下載廣州地鐵官方

APP，在「智慧安檢」板塊進行實

名認證和人臉採集，審核通過、開

通成功後，才可「刷臉」通過實名

認證入閘。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指出，北京

地鐵的營運規模處於世界前列，預

計未來 2、3 年還有多條新線通車，

日均客流會增至 1700 萬人次。有

人推算，到時北京地鐵的人臉庫至

少會存取 1700 萬張人臉。至於北

京地鐵將使用甚麼技術和標準分辨

旅客，相關負責人並沒有透露。

北京異議人士李蔚說，未來北

京地鐵會有乘客「黑白名單」。

李蔚舉例說：「譬如說，列入

重點人口管理的刑滿釋放人員、異 電動車（Getty Images）

國務卿蓬佩奧在哈德遜研究所演講

（Getty Images）

迎接感恩節 
商家提前打折

公安部門指導甚至管理。」

北京居民野靖環表示，未來打

算放棄乘坐地鐵。

「比如說，我是要去參加一個

婚禮，本來是高高興興的一件事，

但是在路上，被這樣分類、被這樣

盤查、被這樣歧視，那麼遭遇了這

個過程之後，我還哪有甚麼高興的

心情呀！全部變成了恐懼，變成了

這種被侮辱的感覺。」

對於「刷臉」乘車，不少網民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日

均載客量上千萬人次的北京地鐵，

正在測試人臉識別技術，未來將採

用刷臉進站。

議人士、上訪人員，會不會在黑名

單中，由安檢人員甚至安檢口的公

安人員進行分類處理呢？我們不得

而知。從北京的現實情況來看，部

分地鐵站設有 ABCD 口的話，會

專門有一個 A 口提供給白名單的

人通過。」

他認為，將來的乘客分類準則

會由當局制定。「城市軌道交通的

安檢雖然是由軌道公司工作人員負

責，但是安檢人員及管理應該是歸

表示憂慮，擔心排隊時間更長，個

人隱私不保。有人說，地鐵高峰時

候，現在有的地方都得排十多分

鐘，採用人臉識別，肯定會慢兩倍

以上。還有人說：「開通人臉帳戶

怕洩露隱私。」

今年是中國啟用人臉識別系統

第 3 年。根據 IHS Markit 於 2017
年 11 月的數據，中國已安裝了

1.76 億個監控鏡頭，未來 3 年監

控鏡頭數量將增加到 6.26 億。

北京地鐵（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根據中央

社報導，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的研究團隊，聲稱在電動車充

電技術上取得突破，可以在 10
分鐘內讓電動車充飽能量，讓

車子續航約 322公里。

這種高效率的充電模

式，需要一個功率 400 千瓦

（kilowatts，KW） 的 電 池。

為了能快速充電，又不縮短電

池壽命。該研究團隊採用了

一種電池加熱技術。美國化

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成員薩克勒本（Rick 
Sachleben）告訴法新社，把

該項技術帶進市場大概要花

10 年的時間。

【看中國訊】大陸今年水果

豐收，但奇怪的是，果農水果

虧本還賣不出去，城裡超市的

水果又太貴，老百姓吃不起。

一名大陸果商說，果農水果賣

不出去，與這些年當局搞的

「扶貧」，和加大扶持力度有

關。這是當局干預市場的結果。

大陸水果過剩  
市民卻吃不起

電動車技術突破   
充電只需10分鐘

（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
綜合報導】近日，加州野火迅

速延燒，逼近位於洛杉磯市郊

區的里根總統圖書館（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一群山羊在野火爆發前吃出了

「防火線」，里根總統圖書館因

而未受到野火侵襲。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able News Network，CNN）

日前報導，南加州文圖拉郡

（Ventura）消防部門稱，在該郡

錫米谷（Simi Valley）爆發了

野火。

當地時間 10月 30日上午，

野火在錫米谷附近的山丘上已經

燒燬了 1300 英畝（約 5.26 平

方公里）的土地，迫使學校停

課，還威脅到 6500 座房屋。

當地政府官員不得不下令撤

離疏散附近的居民。

野火接近了里根總統圖書

館。然而一群山羊在數月前吃掉

了山頂建築群周圍的灌木叢，里

根總統圖書館因此倖免於難。

里根總統圖書館執行董事約

翰 ‧ 休伯施（John Heubusch）
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表示，大

火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接近里根

總統圖書館。

里根總統圖書館所有工作

人員，包括圖書館館長、設施經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10 月 31
日，因應律政司申請，經香港高等

法院緊急開庭審議後，法官高浩文

頒布針對連登、Telegram 的臨時

禁制令，有效期至 11 月 15 日。

他宣稱，法庭頒下禁制令目的之

一，是要告知大眾，網上言論並非

沒有法律後果，雖然批下臨時禁制

令會損害表達自由，但表達自由並

非絕對，要有妥協及平衡。

該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網

上及其他平臺發布言論，鼓勵、教

唆或煽動任何人使用武力，有意對

他人身體或財物造成損害。

對此，香港大律師、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楊岳橋批評特區政府此舉

是在打壓言論自由、變相禁網，甚

至想引入中共的防火牆制度，進一

步箝制港民。

他認為，現時香港法例已足以

處理網上的暴力言論，且禁制令關

於「煽動暴力」的範圍模糊，執法

山羊救了里根總統圖書館港府推臨時禁網令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香

港高等法院11月1日頒布臨時禁制
令，禁止任何人在網上及其他平

臺，包括連登討論區及Telegram
平台等，發布「威脅使用暴力的言

論」，有效期至11月15日。禁制令
消息一出，引發香港輿論抨擊。

上也有難度。

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指出：

「今次的禁制令立下極度危險的先

例，猶如將大陸『防火長城』的網

上言論審查引入香港的第一步，損

害市民在網上的言論自由。」

他批評港府的做法不負責任，

「網上言論審查，相當於把香港的

經濟和創新科技產業發展推向危險

境地，若日後政府引用《緊急法》

擴大禁止範圍，例如要求電訊及網

絡服務供應商封鎖個別網站或應用

鏈接，將徹底破壞香港開放自由的

網絡和資訊自由，嚴重威脅香港網

絡產業。」

獨立評論人協會召集人、浸大

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則擔憂，未

來香港可能像中國大陸一樣，因網

上言論而被安上「莫須有」的罪名。

呂秉權提到，禁制令條文涵

蓋內容廣泛，在當前的執法環境

下，對媒體非常不利，眼下條文

中沒有說明媒體報導是否有可能

觸犯禁令。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方保僑分析，此次禁制令似乎是

「禁網」前的預備動作，由於「禁

網」的難度較高，所以先申請禁

制令，禁止市民的言論，他認為

港府做法會嚴重影響香港資訊自

由的形象。

理、首席策展人與安全人員等，

依然留在圖書館內全力保護文物

和照片等。

根據英國路透社報導稱，

里根總統圖書館的發言人吉勒

稱，這群山羊在野火爆發之前

吃掉了圖書館周邊的灌木叢，

相當於建造了一道「防火線」，

減緩了火勢的蔓延，從而使消

防員得以在短時間內撲滅周圍

的野火，避免野火波及里根總

統圖書館的展品。

由於里根總統圖書館處於

野火高風險區域，因此里根總統

圖書館基金會僱用了當地一家公

司——805 Goats，來清除周圍

13 英畝（約 0.053 平方公里）

的灌木叢。

805 Goats 公司老闆莫里斯

（Scott Morris）說，他用波爾山

羊（Boer goat）來清理有害的

雜草和其他助長野火的植物，收

費標準是每英畝土地約為 1000
美金。

事，關注著你的成長和經歷，比

任何人都要多，你讓我堅信上帝

的存在。一切都會好起來，你只

需每天鼓勵自己，沐浴在上帝賜

給你的光中。」讀了 Brad 的回

覆，Chastity 當時就落淚了。

【看中國訊】10 月 30 日，美

國哈德遜研究所將本年度的赫爾

曼 · 卡恩獎授予國務卿蓬佩奧。蓬

佩奧在紐約出席頒獎禮時發表措辭

強硬的講話，重點是美國和中國的

雙邊關係。

篷佩奧在演講中指出，中國共

產黨政府不等於中國人民。他說：

「我們與中國人民有著悠久的友

誼。」「美國一直非常珍視與中國

人民之間的友誼，但是我必須說，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政府與中國人民

並非一回事。」

蓬佩奧稱中國執政的共產黨

在挑戰美國、挑戰世界，以爭取世

【看 中 國 訊】Chastity 
Patterson 今年 23 歲，住在美國

阿肯色州。四年前她父親去世

了，她思念父親，連續 4 年每天

都給父親的手機號碼發短信。

父親去世四週年之際，她發

了一條很長的短信，竟收到了一

名叫 Brad 的男子的回覆。Brad
的女兒在 2014 年的一場車禍中

失去了生命。Brad 在短信中寫

道：「過去四年，我一直收到你

的短信。 2014 年 8 月，我的女

兒在一次車禍中離世，當你發短

信給我時，我明白這是上帝的旨

意。這些年我一直在聆聽你的故

界上的主導地位，美國必須直面應

對中國共產黨。蓬佩奧表示，中國

共產黨削減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

還要求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

自我審查，以及發展非對稱武器

（asymmetric weapons），威脅了

美國的自由和國家安全。

蓬佩奧還說：「中國共產黨政

府踐踏了中國公民最基本的人權，

我們在香港看到了這一點。」

他說：「美國在今天終於認識

到，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和我們（美

國）價值觀高度敵視。他們（中

國共產黨）的行動和宣傳對我們造

成了衝擊。」

蓬佩奧在演講中還指出了中國

共產黨注重鬥爭。他說：「中國共

產黨是致力於鬥爭和國際統治的馬

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篷佩奧明確

闡述了美國與中國意識形態之間的

根本差異，一個代表自由和民主，

一個代表極權統治。

蓬佩奧談美國中國雙邊關係 她給亡父發短信 收到回覆

發短信（Adobe Stock）

里根總統圖書館（公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