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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中國報復扭曲全球市場 白宮揚言將反擊
（綜合報導）中美貿易戰飄出濃濃煙硝味
。中國在 2 日正式對美國 128 項進口商品加徵關
稅，以報復美國先前先前公布將向中國鋼、鋁
課稅。白宮對此狠批中國此舉是扭曲全球市場
，不應該針對依規矩行事的美國貨加稅，並表
示川普將會對中國做出反擊。
中國政府 2 日宣布，對價值 30 億美元的 128
種來自美國的進口商品，包括豬肉和鋼管等，
加徵最高達 25%的關稅，以回應川普對價值 500
億美元的中國鋼鐵和鋁徵收關稅，意在向川普
政府施壓，迫使美國放棄繼續這場貿易戰。
白宮副發言人沃爾特斯（Lindsay Walters）
也在昨天對此發表聲明稱： 「中國政府的補貼
及持續產能過剩，是鋼鐵危機的根源。中國不

應以公平貿易的美國出口為目標，而是應該要
停止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和扭曲全球市場的不公
平貿易行為」。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也表示
，川普只想確定美國沒有吃虧，沒有被任何人
佔便宜，總統將會對此作出反擊以扭轉形勢，
並向中方爭取好的貿易協議。
美國近來除了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鋼鐵和
鋁徵收額外關稅之外，川普還威脅要對其他價
值 600 億美元的中國製造產品徵收保護性關稅。
中國商務部表示， 「希望美國儘快撤銷違
反世貿組織規則的措施」，並指出中美作為世
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
擇。雙方應通過對話協商以解決問題。

美國發布對中國大陸產品進口關稅清單

加州YouTube總部發生槍擊 多人受傷 槍手死亡
（綜合報導）警方證實 YouTube 在加州聖
布魯諾（San Bruno）的總部辦公室 3 日下午發
生槍擊案，一名女性槍手在辦公室內自轟身亡
，另外有至少 4 至 5 名傷者送醫接受治療。當地
媒體報導，女槍手疑似想射殺其男友，無慈法
確認知槍手男友是否也在傷者名單中。
在舊金山南部聖布魯諾(San Bruno )的 YouTube 總部今天驚傳槍響，傳聞這名槍手是一名
女子，有人胸口中彈，目前仍不確定死傷人數
，警方已封鎖現場調查中。警方在推特上告知
民眾，槍擊現場尚未得到控制，要求附近民眾
遠離事發地點。

（綜合報導）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今天
公布了一份對中國大陸進口產品關稅清單，做
為川普政府就中國大陸 「
301 條款」調查結果，
對大陸徵收 500 億美元進口產品關稅的回應。擬
議清單涵蓋約 1,300 個單獨關稅稅目。
USTR 在新聞稿中點名 「中國製造 2025」
，指出擬議產品的清單是基於廣泛的經濟分析
，針對中國大陸工業計劃中受益的產品，並盡

據了解，約有 1700 人在 YouTube 總部工作
。Google 表示正與當局回報訊息，一名在現場
的員工在推特上表示，當時正在開會，然後聽
到人們跑步聲不斷，在地板上隆隆地響，一開
始先想到的是地震。沒想到在走出大樓的路上
，低頭看到許多血跡滴落在地板和樓梯上。另
外也有目擊者表示，當地時間下午 1 點剛過，公
司發生槍擊案，員工們正衝出公司位於櫻桃大
道（Cherry Avenue）的辦公大樓逃生。
舊金山總醫院表示，該醫院接收到來自案
發現場的傷患，但目前無法確定傷者人數。

量減少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三因素擬訂。建議
關稅的部門包括航空航天，訊息和通信技術，
機器人和機械等行業。
新聞稿說，擬議清單涵蓋約 1,300 個單獨的
關稅稅目，將透過公開通告和評論的過程展開
進一步審查，包括舉行聽證會，爾後 USTR 將
對受附加關稅限制的產品發布最終決定。

科學家觀測到迄今最遙遠的恆星

（綜合報導）美國天文學
家借助 「引力透鏡」效應，觀
測到距地球 90 億光年外的恒星
，這是迄今觀測到最遙遠的恒
星，有助於研究早期宇宙恒星
的形成和暗物質性質。
發表在英國《自然·天文學
》雜誌的研究顯示，美國國家
航 空 暨 太 空 總 署 （NASA） 哈
伯太空望遠鏡在 2016 年 4 月和
2017 年 4 月兩次拍攝到這顆被
「引力透鏡」放大了超過 2000
倍的恒星 「伊卡洛斯」，其名

字取自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
新華社報導， 「引力透鏡
」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所
預言的一種現象。由於時空在
大質量天體附近發生畸變，光
線經過大質量天體附近時會發
生彎曲，從而放大了遙遠的宇
宙，讓遙遠而暗弱的天體變得
清晰。
論文第一作者、明尼蘇達
大學雙子城分校天文學家凱利
說： 「你可以看到如此遙遠的
星系，除非有超新星爆炸，這

顆恒星比我們能看到的單個天
體遠 100 倍。」
「引力透鏡」通常可將天
體放大 50 倍，但研究人員表示
，當前景與背景的兩顆恒星精
確排為一列，背景恒星可被放
大數千倍，形成 「愛因斯坦環
」，即觀測所得的光源形狀呈
環形。
本研究中，一顆太陽大小
的恒星恰好直接穿過哈伯望遠
鏡和 「伊卡洛斯」視線之間，
（綜合報導）關於美國總統川普內幕八卦
將後者亮度提高了 2000 倍。
的新書《川普的白宮：改變遊戲規則》，即將
在 3 日上架。作者美國資深媒體工作者兼暢銷作
家凱斯勒（Ronald Kessler）在書中爆料，媒體
總能掌握到川普的祕密，可能與川普的鐵粉兼
愛將─白宮顧問康威女士脫不了關係，因為她
是 白 宮 「天 字 第 一 號 大 嘴 巴 」 （number one
leaker）；凱斯勒透露，她外洩給媒體的機密消
息，比在白宮工作的任何人都還要多。
凱斯勒 1 日作客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國情咨文」節目打書，他告訴主持
人塔波， 「如果你納悶，為什麼白宮有那麼多
祕密會外洩，康威這個白宮頭號大嘴巴或許是
原因之一。」
凱斯勒說，他在為新書內容訪問康威時，
她 「完全忘記自己是在公開發言，開始狂罵白
宮前幕僚長蒲博思，用最尖酸刻薄、最惡毒且
顯然不真實的字眼描述他。我沒把這部分寫進
書裡，因為這些話非常不正當。」他還加碼爆
料，白宮幕僚見過康威發給記者的簡訊，除了

白宮大嘴巴 川普愛將狂洩密

批評同事，還外洩資料；康威曾 「言語攻擊」
第一千金伊凡卡及其夫婿庫許納。
不過凱斯勒對伊凡卡和庫許納也沒好話。
他稱川普政府某些最糟、最蠢的決策都要怪這
對夫妻，包括 「鼓吹開除（前聯邦調查局局長
）柯米，這件事糟糕透頂」，他們還主導（前
白宮聯絡室主任）史卡拉穆奇的人事案，凱斯
勒稱此任用堪稱 「白宮史上最瞎」（史氏僅就
任 10 天就掛冠求去）。
凱斯勒表示，雖然川普很清楚女兒與女婿
是麻煩，不過開除家族成員不是川普會做的事
，所以他倆不太可能走人。凱斯勒還誇獎第一
夫人梅蘭妮亞，盛讚她深具政治本能。
雖然新書為爆料性質，但與先前造成轟動
，並讓川普氣急敗壞的《烈焰與怒火》本質不
同，《烈焰與怒火》秀盡川普和團隊成員的醜
態與窘境，《川普的白宮》則被認定是捍衛川
普。凱斯勒在書的摘要寫道，川普 「將會被視
為一位如雷根一樣的偉大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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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上市，請電話洽詢

Rockwood學區，Ballwin原是樣品屋，過3000呎，高頂
大平房，裝修地下室，後屋大玻璃落地窗(Atrium
Ranch)，4臥3浴廁，2壁爐，2車庫，豪華主臥浴，
2017新屋頂、冷暖氣、爐台、微波爐。市價$35萬，請
早電詢上市前特惠價。
商

"Olivette", 近中國城，1.76畝，市面上僅有的市中心區
平整商業建築用地，$43萬
近Earth City, 漂亮商業樓，交通方便，風水寶地，自用
投資兩相宜（一半已有房客），$1百零8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