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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新聞成為十大語言版本 

 
■ 中文維基新聞標誌 

【頭條新聞】近期穩步成長的中文

維基新聞，新聞稿數量於昨日（7
月 12 日）超越日文維基新聞，擠身

十大語言版本的行列。超越的新聞

稿是第 2,183 篇，為一篇由近期活

躍之使用者 Hardys 所編寫之新

聞—「美國爆發沙門士菌千多人感

染 」。 
  中文維基新聞最近多了不 

少新聞稿刊登，加上中文維基百

科首頁的「新聞動態」欄位亦加

入了相關新聞稿的連結，令到更

多人認識及參與中文維基新

聞。在這個月以來，中文維基新

聞每日平均刊登約 10 篇新聞

稿。若以這個速度推算，中文維

基新聞將有望於兩至三個月後

升至第九位。 

   

油價再創新高 拖累美股挫 220 點 
【頭條新聞】受國際油價首度突

破 147 美元影響，加上美國兩大

按揭機構「房利美」及「房貸美」

股價暴跌近五成，美國股市前日

（7 月 11 日）急挫。其中道瓊斯

工業平均指數一度暴跌逾 200
點，並跌穿 11,000 關口，後來跌

勢回順，最後收市報 11,100.54
點，下跌 128.48 點（1.14%）。 

  國際油價急升的原因，受到包

括以色列可能轟炸伊朗、巴西石油

工人罷工、尼日爾利亞武裝分子威

脅襲擊油設施等負面消息刺激。紐

約期油曾高見每桶 147.27 美元，稍

後才回落到 143 美元水平。 

  

甕安事件死亡少女乾爹被刑拘 
【中國大陸】 中國貴州甕安縣因

少女死亡而引發的騷亂事件中，

死者李樹芬的 37 歲乾爹謝青

發，被警方以「涉嫌聚眾衝擊國

家機關」為理被而刑事拘留。據

報指，謝青發由於在網上留下手

機號碼並對外發佈消息，並聯絡 
傳媒到場採訪，警方指這些行為 

是違法的。 
  甕安縣事件中至今已拘留約

59 人，其中 22 人是被刑事拘留，

據當地警方指其中 39 人涉及當地

黑社會勢力，另有 19 名學生是自動

投案。而到目前為止，當地警方仍

有沒交代這些疑犯的具體身份。 

歷史上的今天 
 
■ 1793 年：法國大革命時期雅

各賓派的領導人之一馬拉在家

裡的浴缸中被女刺客夏綠蒂·科

黛刺殺身亡。 
■ 1863 年：美國南北戰爭期

間，反對徵兵制的紐約市民發生

攻擊政府的暴動。 
■ 1878 年：歐洲列強和奧斯曼

帝國簽訂《柏林條約》，塞爾維

亞、黑山和羅馬尼亞獲得獨立。

■ 1930 年：第一屆世界盃足球

賽在烏拉圭蒙得維的亞開幕，來

自美洲和歐洲的 13 支球隊參賽。

■ 1953 年：中國人民志願軍在

金城附近向韓國軍隊發起進

攻，金城戰役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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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吳惠蘭獲委任香港商務及經濟局長 
【香港】早前馬時亨因腦病而辭

去香港商務及經濟局局長一專

後，坊間一直猜測繼任人選。今

日國務院正式批准，任命劉吳惠

蘭，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 
  劉吳惠蘭本身是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她在 1976
年 10 月加入政務職系，先後服務

多個決策局及部門。1998 年出任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1999  

年出任市政總署署長，2000 年出任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環
境及運輸)，2004 年出任房屋及規劃

地政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
並在 2007 年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行政長官曾蔭權說，劉吳惠蘭

本身有豐富政府工作經驗，又認同

他的施政理念，因而是商務及經濟

局長唯一、最佳人選。曾蔭權並讚

揚她在過去 30 年來，在政府的

表現十分出色，相信她可以帶領

副手及公務員團隊，全力協助落

實其政綱。 
  劉吳惠蘭轉任局長後，她將

要面對不小問題，包括郵輪碼頭

需重訂招標文件、迪士尼擴建工

程的中期談判、新廣播處處長人

選、公共廣播機構的腹稿、電訊

條例改革等等棘手問題。 

   

香港維他奶 200 人罷工 
【香港】香港的維他奶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運輸部約 200 名員工於

昨天起罷工，導致維他奶產品整

天未能運出廠房。勞資雙方曾展

開談判，但談判最終破裂，員工

於今早繼續罷工。這次是該集團

開業以來的首次大罷工。 
  是次罷工的起因，主要是運

輸部員工的傭金在通脹下不加反

減。而一名多次為工人向管理層

出頭的員工於上個月底被無理解

僱，成為罷工的直接起因。 

  是次罷工的員工佔維他奶運輸

部八至九成。他們於昨早 7 時起在

位於屯門的總部門外示威，並掛起

橫額。他們提出 5 項要求： 
■增加底薪及傭金 6% 
■安排被解僱的員工復職 
■有合理工時 
■提供勞資溝通平台 
■合理工作條件，包括多勞多得 
  資方先安排人事部代表與員工

代表談判，其後勞工處代表、職工

盟運輸及物流業職工會會長等亦加

入協助雙方談判。惟經過 4 小時

的談判，雙方談判破裂。員工代

表示資方在 5 個要求中無一明確

回答，毫無誠意，故決定今日繼

續罷工。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發表聲明稱，正以開放及坦誠的

態度與員工保持緊密的溝通。 
  香港兩大超級市場百佳及

惠康表示，現仍有足夠的維他奶

產品存貨，供應暫未受影響。 

   

香港 10 號貨櫃碼頭擬建於青衣島西南 
【香港】爭議多時的香港 10 號貨

櫃碼頭，香港政府終於在昨天拍

板在青衣島的西南部興建，佔地

310 公頃，其中填海土地佔 180
公頃。 
  根據環保署公佈的環境評估

諮詢文件，新貨櫃碼頭將會每星

期 7 天、每天 24 小時運作，預計 

可提供 8 個不少於 400 米長的船隻

停泊處。而選址需要填海 180 公

頃、平整 130 公頃現有土地，並需

要將現有的油庫重置在新填海地

上。文件指出有關填海工程可能會

捲起污泥，影響馬灣一帶水質，對

該處的漁業構成影響。 
  香港漁民互助社主席彭華根 

對新貨櫃碼頭選址表示失望，認

為工程必會影響該區漁獲，並進

一步影響漁民生計。貨櫃運輸業

職工總會主席趙資強則歡迎新

貨櫃碼頭工程落實，但認為選址

若靠近大嶼山會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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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將禁大陸客經第三地抵台 
【台灣】 自從台灣和中國大陸開

放兩岸旅遊後，由於頻頻出現大

陸客脫團事件，台灣交通部觀光

局宣布，由下周五起禁止大陸旅

客經第三地到台灣。 
  台灣觀光局官員曾就問題和

中國大陸方面溝通，大陸方面認

為由於經第三地到台灣的旅行團

團費較低，但品質亦相對較差，

因而發生脫團事件。 
  由下周五開始將全面開放大

陸居民直接到台，到時會有嚴格

審核標準，大陸方面認為到時應 

該不容易再發生脫團事件。 
  早前台灣頻頻出現大陸客脫團

事件，台北縣板橋市曾有 3 名大陸

觀光客失蹤，後來其中 2 人自行前

往中壢警分局投案，並稱是為到中

壢市會見網友，但結果見不到網友

又迷了路，後來向的士司機求援，

前往中壢警分局投案。 
日前又有 2 名女子在 10 日脫團失

蹤，後來自行向警方投案歸隊。兩

名女子表示希望趁在台灣的最後一

晚買紀念品，但結果花光了 

錢，又迷了路，因而沒辦法回飯

店。 
  據報指，這些脫團的大陸觀

光客，都是隨經第三地到台灣的

旅行團到台灣的。 
  據台灣國家旅遊局局長、海

峽兩岸旅遊交流協會會長邵琪

偉說，根據兩岸簽署的協議，大

陸遊客從第三地去台灣旅遊，是

違規的行為，若發現的話將會查

處的。 

台灣小黑熊滿月 北京六方會談結束就朝核問題達成共識 

園方辦命名活動 

【台灣】 台灣高雄市壽山動物園

的黑熊寶寶出生至今已滿四個

月，為慶祝小黑態滿月，壽山動

物園舉辦徵名活動，邀請全台國

民為小黑熊取名。 
  這隻小黑熊是壽山動物園第

三次以自然繁殖方式，成功誕生

的小黑熊，也是壽山動物園出生

的第一隻黑熊女。 
  園方為慶祝小黑熊滿月，於

是辦命名活動，高雄市長陳菊今

天上午到動物園，為命名活動揭

幕，她還準備了許多水果給小黑

熊吃。 

【朝鮮】 為期三天的六方會談今日

於北京結束，六國特使達成查驗北

韓裁減核武的協議。 
  根據協議，朝鮮將要在 10 月份

之前，終止寧邊核反應爐的功能。

然後由一個外國小組將前往驗證核

能設施場地，以及就技術問題與朝

鮮方面的技術人員會談。 
  平壤亦同意讓外國專家查驗其

核子設施是否已拆除。而參與會談

的其他五國，將保證在十月底前實

現對北韓的承諾，提供燃料油及各

種經濟援助。 

  這次六方會談在星期四(7
月 10 日)於北京舉行，對上一次

六方會談己是 2007 年 10 月。 
  朝鮮在上個月已向六方之

中的中國代表武大偉提交了有

關核活動的清單，並炸毀了在寧

邊的核反應爐的冷卻塔，實現了

上次一六方會談的承諾。 
  而這一輪六方會談中，各參

與代表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

進一步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並

達成查驗北韓裁減核武的協議。

  不過核查過程可能需要多

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時間。 

   

美國爆發沙門士菌千多人感染 
【美國】美國自 4 月初發現第一宗沙門氏菌感染病例後，至今感染人

數已超過 1,000 人，有 41 個州受疫情影響，當局懷疑患者是在生吃蕃

茄和兩種辣椒之後染病的。加拿大亦發現 4 宗沙門氏菌感染個案，其

中 3 名患者懷疑是到美國旅遊時受感染。  
如果您想參與撰寫、發表或編輯新聞文章，請到 zh.wikinews.org 



2008 年 7 月 13 日（星期日） 維基新聞 第四頁

   

美國第二大房屋信貸銀行破產 高爾夫強鹿精英賽及 
蘇格蘭公開賽第二輪賽事成績 

【美國】 在不斷加劇的信貸危機

之下，美國 IndyMac 銀行宣佈破

產。 
  總部設在美國加利福尼亞州

的 IndyMac 銀行，在面對收緊信

貸，屋價急跌以及法拍個案增加

等方面壓力拖垮，周五宣佈破

產，目前已由美國政府聯邦存款

保險局接管。 

  這是受美國抵押貸款市場危機

影響之下，最大儲蓄銀行破產。也

是美國史上被迫關門的第二大金融

機構。 
  在 IndyMac 銀行關閉的前一

天，美國兩家主要的房屋按揭金融

公司房地美和房利美的股票價格爆

跌近 50%。 

  

南韓女子被槍殺北韓拒絕道歉 
【南韓】昨日一名南韓女子於朝

鮮金剛山特區旅遊時，被朝鮮軍

隊槍殺。朝鮮旅遊局發表聲明，

認為韓國女遊客被朝鮮士兵槍殺

的責任，全在南韓。 
  聲明指出，他們並不接受韓

方派人到現場調查。 
  朝鮮中央社 12 日發表聲明

說，「該名遊客越過有明顯標記的

邊界防護欄，闖入軍事禁區」 朝

鮮方面對事件表示遺憾，但指責

任並不在自己，該名婦女遭到警

告後，仍不顧朝鮮士兵鳴槍警

告，繼續奔跑，才迫使朝方開槍

把她打死。 
  聲明又要求韓國明確向朝鮮

道歉，以及採取措施，防止此類

事件再次發生。 

  朝鮮又不滿南韓暫停遊客到金

剛山旅遊，並要求首爾對此道歉。

  南韓媒體對韓國女遊客在朝鮮

遭士兵開鎗射殺表示憤怒，要求平

壤對此作出道歉和徹底查明事件真

相。 
  南韓總統李明博對朝鮮射殺南

韓遊客提出譴責，他在內閣緊急會

議上說：「朝方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遊

客射殺是不可理喻。」，他又要求朝

鮮協助南韓的調查團進入朝鮮查明

事實真相。 
  但朝鮮方面己表明拒絕南韓調

查團進入事發地調查，在板門店的

朝鮮聯絡官員還拒絕接聽他們的致

電。 

【體育】強鹿精英賽第二輪賽事

裡，美國球手威爾．麥肯茲，以

負 7 桿 64 桿，總成績負 13 桿，

排名第一。麥肯茲在第 2、4、6、

8、12、15、17 洞抓到小鳥，並

無打出博基。66 桿的肯尼．佩

里、67 桿的韋昌秀和 66 桿的艾

里克．阿克斯利的總成績均爲負

11 桿，排名並列第二。賽事的晉

級線在總成績負 3 桿的 139 桿，

共有七十七位球手晉級。 
  而蘇格蘭公開賽第二輪賽

事中，安吉爾．卡布萊拉打出 68
桿，以總成績負 9 桿的 133 桿，

排名第一。卡布萊拉於第 1、3、

4、6、13、14 洞抓到小鳥，於第

10、15、18 洞打出博基，昨日排

名第三。達米恩．麥克格雷恩本

輪成績為 66 桿，總成績負 8 桿，

排名第二。共有五位球手排名第

五，包括昨日排名第一，本輪打

出 77 的通差．賈第、68 桿的托

馬斯．比約恩、68 桿的李察．堅

尼、66 桿的西蒙．可汗和 67 桿

的保羅．勞列幷列第三。共有六

位球手排名幷列第八，包括 69
桿的李．維斯特伍德。世界排名

第二的菲爾．米高森打出 67 桿，

以總成績負 4 桿的 138 桿，排名

由七十七位升至二十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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