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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稀有西南區20個單位Condos 出售，
地點極佳，近8號及59高速，
離中國城數分鐘車程，入住率達95%，
高投資報酬達9.12%， Pro-forma rate 
達12.37%買後立即收租金！
投資優值項目，售$1,280,000.
意者請電洽Toby 或Grace，非誠勿擾！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昨天
指出，總統川普希望跟俄羅斯總統普丁的第2
場高峰會，將在通俄調查結束後，於明年初舉
行。白宮周三說，川普總統和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明年之前不會舉行第二次峰會。

波頓（John Bolton）說，川普希望等到
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涉俄
調查完成之後。穆勒正在調查俄羅斯對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干涉。

路透社報導，波頓（John Bolton）在聲
明中表示： 「總統認為，與普丁（Vladimir
Putin）總統的下一場雙邊會談應該在俄羅斯
獵巫結束後舉行，因此我們已經同意，那將會
在明年元旦之後。」

在波頓發表這番聲明之際，美國宣布無意
承認俄羅斯2014年對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的
吞並，美國在克里米亞歸回基輔控制之前，不
會停止對莫斯科的制裁。

白宮白宮：：第二場雙普會明年初舉行第二場雙普會明年初舉行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左左))和俄羅斯總統普丁和俄羅斯總統普丁((右右))在芬蘭赫爾辛基會晤後舉行聯合記者會在芬蘭赫爾辛基會晤後舉行聯合記者會。。((路透社路透社
檔案照檔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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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將於明年3月底脫離歐盟，雙方周二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WTO）申請
「離婚」 ，啟動成員身份一分為二的程序。

WTO向164個成員發放兩位成員的機密協議草擬文本，列明英國脫歐後在商品貿易上的權
利和義務，WTO在聲明中指， 「各成員有3個月時間研究文本內容，若沒有成員反對就代表批
准」 。

英國駐日內瓦聯合國及世貿大使布雷思韋特（Julian Braithwaite）在推特推文， 「文本旨在
列明英國脫歐後適用的權利及承擔，一切都跟英國還是歐盟一份子時一樣，這是我們準備脫歐的
重要里程碑」 ，英國脫歐前在WTO一直由歐盟作代表。

英國政府相信，文本內容只需要作少量修改，除了農業方面，其他部份應沒有太大的爭議性
。7個農業產品出口國包括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先前已表明反對文本內容，因為這些國家將失
去把農產品隨意在歐盟及英國之間轉移出口地的彈性。前英國貿易官員海尼格（David Henig）
認為，這些國家的反對將迫使英國跟他們進行談判。

英國歐盟向世貿遞狀狀 啟動啟動 「「離婚離婚」」 程序程序

（綜合報導）聖戰組織伊斯蘭國（IS）今
天在敘利亞南部發動自殺炸彈和突襲等連串攻
擊，造成至少221人死亡，其中包括127名平
民。這是IS在敘國歷來最致命攻擊之一。

總部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
（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指
出，這些攻擊發生在大半由政府掌控的南部斯
威達省（Sweida）數個地區。IS握有斯威達省
東北部沙漠區。

IS聲稱犯下這些殺戮說， 「哈里發的士兵
」 攻擊斯威達巿的敘利亞公職人員和安全哨站
，然後引爆炸彈腰帶。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表示，4名炸彈客
鎖定斯威達巿攻擊，其他人則襲擊北部和東部
的小村落，在村民家裡將他們射殺。

事件造成至少221人喪生，包括127位平
民。另外94名死者為支持敘國政權的戰士，大

部分是拿起武器保衛家園的居民。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負責人阿布杜拉曼

（Rami Abdel Rahman）表示，死者 「為斯威
達北部鄉下人，有找到在家中遭到處決的平民
遺體」 。

斯威達居民大多屬少數民族德魯茲人
（Druze），他們在2011年以來肆虐敘國其他
地區的戰禍中相對沒有受到影響。

阿布杜拉曼說： 「這是開戰以來，斯威達
省死亡數最多的時候。」

他表示，政府軍最終把IS逐出本來由其戰
士把持的數個村落，才讓血腥攻擊劃下句點。

阿布杜拉曼說： 「家園遭遇攻擊時逃離的
一些居民重返，發現有人死在家中。」

包括自殺炸彈客在內，有至少38名IS戰士
死亡。

IS攻擊敘利亞南部至少221死 包括127平民

（中央社）韓國疾病管理本部今天發布的一
項統計顯示，受高溫酷暑天氣影響，從5月20日
到7月23日，南韓出現1303名中暑等溫熱病患
者，14人死亡。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統計顯示，其中
近半數的636個中暑病例和9個死亡病例發生於
類似三溫暖持續的上週。

從患者性別來看，男性高達1002人，女性
為301名。從年齡來看，5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患
者總數60.1%，占比最高，20-49歲的青壯年患
者占36%。

細分年齡層，50-59歲患者最多，為278人

。其次依次為60-69歲197人，40-49歲192人
，70-79歲155人，80歲以上154人，30-39歲
146人，20-29歲128人。

報導說，從疾病分類來看，熱衰竭患者人數
最多，為695人。其次是中暑326人、熱痙攣
135人和熱昏迷100人。發病場所大半（1066人
）是在農田、工地等室外工作地點。

疾病管理本部建議民眾暑期充分補充水分，
注意休息。中午到下午5時儘量避免戶外活動。

根據南韓氣象廳，24日下午慶尚北道永川市
和京畿道驪州市氣溫達到攝氏40.3度，平歷史最
高溫紀錄。

（綜合報導）巴基斯坦緊張的大選今天投票，前板球明星伊姆蘭汗與繫獄前總理夏立夫所屬
政黨的較勁勢均力敵。開票作業進行之際，當地4家電視台初步預測伊姆蘭汗所屬政黨領先。

路透社報導，對大選結果的初步預測顯示伊姆蘭汗（Imran Khan）陣營領先，夏立夫
（Nawaz Sharif）所屬政黨和其他數個政黨則指控開票作票。

兩個主要陣營看起來都無法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取得絕對多數，開
票結果很可能在當地時間26日清晨2時左右出爐。

當地4家電視台預測伊姆蘭汗所屬政黨領先，估可拿下應選272席中的94至102席；夏立夫
所屬即將卸任的執政黨估獲40至58席。不過這樣的預測只是根據已經開出的大約10%到15%
選票預估。

南韓酷暑 1303人中暑14人死亡

巴基斯坦大選開票媒體預測伊姆蘭汗陣營領先
（綜合報導）當地媒體今天報導，寮國偏遠

地區一座興建中的水壩崩塌，已證實造成26人
喪命，超過3000人待援。

綜合地區首長和現場救災人士所說，現已發
現26人身亡，17人受傷送醫，數百人失蹤，超
過3000人需要救援，而現已救出約2851人。

一名政府官員表示，大水傾瀉而出，沖走村
落，搜救人員今天持續搜尋生還者。

寮國國營媒體發出災區村落的照片，顯示有
些村民帶著年幼的子女，受困在遭淹沒的房子屋
頂；還有些村民設法登上木船，要前往阿速坡省
（Attapeu）安全地點。

至少7座村落遭淹沒，國營媒體發出的照片
顯示，有些一層樓高的房屋被泥水淹沒。

專家表示，災區地處偏遠，可能影響救援行
動。

寮國水壩崩塌淹7村 已26死逾3千人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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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巴基斯坦昨天舉行國會大選，但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達市等地發生恐怖攻擊和
暴力事件，至少33人死亡、42人受傷，使這場民主選舉蒙上陰影。

巴國民眾昨上午8時起，在全國8.5萬個投票站所票，當晚6時結束投票，結果將在24個小時
內公布。板球前巨星伊姆蘭汗（Imran Khan）領軍的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PTI），挑戰前總理夏
立夫所支持的 「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夏立夫派」 ，由於兩黨支持率差距不大，使選情更為緊繃。

在投票當天發生多起爆炸與暴力事件，在奎達市東部郊區有自殺炸彈客試圖進入警局引爆炸彈
，最後炸到警車，至少31人死亡，包括5名警察，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 宣稱犯案。開柏-普赫圖
赫瓦省也發生兩個競選陣營的支持者發生衝突，造成1死2傷；信德省則傳出有1人在投票所外遭槍
殺。

巴基斯坦大選濺血 至少33死

（綜合報導）全球2700多名科學家今天連
署發信警告，若美國總統川普真如他所言在美墨
邊界築牆，逾1000種動物將面臨嚴重的生存威
脅。

這封在期刊 「生物科學」 （BioScience）上
登出的信件指出，半島大角羊、墨西哥灰狼及北
美叉角羚羊這些已瀕絕的象徵性生物，都將因這
道牆而面臨分散隔離所致的生存威脅。

這封信由保育團體 「野生物保衛者」 （De-
fenders of Wildlife）的皮特斯（Robert Peters
）主筆，全球逾2700名科學家連署聲援。

鑒於川普想遏止非法移民入境美國，而擬在
綿延3200公里的美墨邊境築牆，這封信件列出
了此舉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威脅。

當動物族群被迫分散時，牠們更難尋得配偶
、食物，水源及安全棲地，還面臨更高的滅絕風
險。

這封信也敦促美國官員識別何種生物因牆體
面臨生存風險，並設計可盡量讓野生動物通過的
屏障。若環境危害已不可避免，當局應為這些動
物購入新一處棲地並加以維護。

科學家齊聲示警 美墨大牆將威脅逾千物種生存

（綜合報導）中國四川樂山市一間補胎店
日前發生意外，老闆娘為貨車輪胎充氣時，突
然發生爆炸，輪胎飛到半空，她被當場炸死。
她的6歲兒子目擊整個過程，在現場不斷哭喊
找母親。

目擊者指出，事發在上周二（17日）下午
1時許，輪胎爆炸時發出一聲巨響，附近民眾
紛紛走出來察看，只見補胎店的老闆娘已經躺
在地上。另一目擊者稱，事發時她是扶著輪胎
充氣，當她的丈夫從旁邊走過時，輪胎便爆炸

。附近加油站的工作人員則稱，爆炸的輪胎飛
到半空，停了好幾秒才掉下來。

輪胎爆炸的一刻，老闆娘的兒子就站在旁
邊，馬上叫著 「媽媽……媽媽……」 ，事後男
童受到驚嚇，被送醫治療。

不少網友都說男童十分可憐， 「這個小孩
子太可憐了，親眼目睹了他媽媽死亡的場景
……」 「孩子哭聲讓人心酸……」 「可憐的孩
子，心裡有陰影了……」 「為了親人，一定要
保護好自己。」

女為輪胎充氣遇爆炸 6歲兒目睹媽媽慘死

（綜合報導）英國期刊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今天刊出一項研究指出，素行不良犬
隻往往壽命不長，因為過度吠叫、侵略及不服
從等行為，恐讓寵物提早結束生命。

這項研究發現，英國3歲以下的犬隻，有1/
3死於 「不良」 行為，而在這個高到不成比例的
數據中，安樂死是主要死因，占75%。交通事
故則是不良犬另一項常見的死因。

美聯社報導，研究人員觀察英國26萬4000
隻狗後，強調訓練犬隻及教育狗主人的重要性
。他們說，大量不良犬隻遭安樂死的現象，凸
顯獸醫需接受進階行為教育，以便他們進一步

協助寵物主人。
這項研究的指導學者、任職於倫敦皇家獸

醫學院（Royal Veterinary College）的高級講師
歐尼爾（Dan O'Neill）說，確保狗主人了解他
們選擇的品種特性至關重要。

他說，如此一來， 「犬隻、狗主人及相關
人士的生活將更充實圓滿」 。

美國非營利動物救助及收養團體 「動物福
利組織」 （Partnership for Animal Welfare）表
示，當幼犬4至12週大時，是教導社會化最具
成效的時期。

前述網站指出，這時應讓牠們接觸新事物

，包括人、地點、物體及其他動物，以教導並
協助牠們 「適當且無懼地」 做出反應。

研究人員分析英國127家獸醫診所2009年
至2014年的記錄，以判定何項早死因素與不良

行為相關。
這項研究並未提到其他早死因素，但同一

研究團隊之前的研究發現，胃腸道及神經系統
疾病也是寵物狗的死因，只是較不常見。

英國研究：汪星人若素行不良恐難長壽

（中央社）菲律賓南部蘇祿省
（Sulu）首府和魯鎮（Jolo）昨天下
午到今天凌晨發生大火，大約2600
棟房屋付之一炬，逾3萬人無家可歸
。

蘇祿省是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ARMM）的一部分，自治區公共資
訊局今天下午在臉書（Facebook）專
頁表示，這場惡火把2個里範圍內的
2600棟房屋燒成平地，超過3萬居民

倉皇逃生。
ARMM 總 督 哈 塔 曼 （Mujiv

Hataman）已協調自治區社會福利部
、內政部以及菲律賓軍方蘇祿特攻隊
，向災民分發賑濟物資，包括每戶25

公斤白米。
蘇祿省位於蘇祿群島，在民答那

峨島西方；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由
民答那峨島西部部分地區與島以西的
群島組成。

菲律賓GMA電視網晚間報導，
和魯鎮碼頭區昨天下午3時左右起火
，蔓延到鄰近村莊，直到今天凌晨才
控制住，足足燒了10小時，有8人受

傷。
從電視畫面看來，被大火吞噬的

地區應為貧民區，多是木板、鋅片搭
成的房屋。

災民暫時安置在臨時收容所，有
報導說，火災始於一座咖啡館，起火
原因尚待調查。

菲南惡火毀2600屋 3萬多人無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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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曾有生命？
研究研究：：3535億年前存在適宜生命生存條件億年前存在適宜生命生存條件

意大利青年繼承家族瀕臨破產企業

無力回天自縊身亡

綜合報導 意大利特雷維索省莫爾加諾市壹名青年人，在父親
去世後繼承了父親所經營的家族企業。但由於父親留下的公司債
臺高築，該青年經過半年多的努力，認為已經無法挽回公司的虧
損局面。公司瀕臨破產之際，青年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公司
自縊身亡。

據報道，案發當天，這名青年由於長時間在公司工作始終沒有回
家，他的弟弟前往公司看望，結果發現哥哥已經死在了公司辦公
室，於是立即向警方報案。

經警方初步調查，死者 24 歲，根據案發現場找到的死者遺
書，確認其死於自殺。警察在公司找到了死者生前翻閱過的大
量公司賬務。死者在遺書中寫到，由於接手父親留下公司已瀕
臨破產，他認為已經無力回天，決定以結束生命方式了結壹切
煩惱和不安。

據悉，今年1月，這名青年在父親病故後，接管了父親留下的家族
企業。在清理公司財產時，他發現公司近年來壹直處於虧損狀態，而且
欠下了巨額債務。

青年接手公司後，曾嘗試通過努力去挽回公司的虧損局面。在半年
的經營過程中，他面對千瘡百孔的公司，以及債主催討債務，慢慢開始
對公司的前景和人生失去了信心。在巨額債務的壓力下，最終選擇了放
棄，並結束自己的生命。

波音載人飛船發動機測試
出現推進劑泄漏問題

綜合報導 美國商業載人飛船研發項目又遭挫折。據美國媒體23日
報道，波音公司負責研制的商業載人飛船上個月在失事應急發動機測試
過程中出現推進劑泄漏問題。

失事應急發動機是指在出現發射故障的緊急情況下，推離飛船遠
離火箭、保證飛船內部宇航員安全所使用的發動機。報道說，波音
飛船失事應急發動機在測試過程中成功點火運行，但在最後的發動
機關閉階段出現“異常”，導致推進劑泄漏，這有可能導致其首飛時間
進壹步推遲。

波音在壹份聲明中回應說，公司在美國航天局和行業夥伴的協
助下進行了徹底調查，“我們相信我們找到了原因，並正在實施整
改措施……異常是任何測試項目的自然組成部分”。

2011 年美國航天飛機退役後，美國運送宇航員往返國際空間
站全部“仰仗”俄羅斯飛船。為改變這壹尷尬局面，美國大力發
展商業載人航天，希望今後向空間站運貨和運人都依靠商業飛船
完成。

2014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從美國航天局獲得總計68
億美元的合同，分別建造“星際客機”飛船和載人版“龍”飛船，但兩
艘飛船的首飛時間已從最初的2017年推遲至2019年。

本月上旬，美國國會下屬政府問責局發表報告說，盡管兩家公司
的飛船研制項目持續取得進展，但首飛時間可能要從2019年向後進
壹步推遲。

美國“共享滑板車”火了
還要進軍亞洲市場

綜合報導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
何塞市內，公司職員唐納德·利特爾
（音，下同）展示了“共享電動滑板
車應用軟件（APP）”。從 APP 地圖
上看，周圍有數百輛電動滑板車。利特
爾說：“周圍的滑板車如此多，以至於
很難不使用。”

據報道，租用滑板車的方法很簡
單。只要用APP找到附近的滑板車，
用照相機拍下掛在手柄上的快速應答
（QR）代碼即可。每次使用，先收取1
美元的起步費，然後每15分鐘再增加
0.15美元。車子上裝有時速約20公裏、
可行駛 1個半小時左右的電池。用完
後，停放在方便的地方即可。

註冊為電動滑板車充電人的人，將
會收集周圍的滑板車，在家中充電，再
放回原位。因為給壹輛車充電能收取5
美元至7美元，很多人把給共享滑板車
充電當作副業。

報道稱，共享滑板車在很難利用大
眾交通工具的地方是十分要緊的交通工
具。使用滑板車的傑西·庫鐵茲表示：
“有些街道走起來很累的，用滑板車可
以快速移動，太棒了！我是第壹次用，

很容易操作，今後會繼
續使用的。”

報道稱，共享滑板
車企業正在快速增加，
僅在舊金山就有12家共
享滑板車企業。創業10
個月後在美國22個城市
開展滑板車共享事業的
企業“小鳥”，現在的
市場價值超過了20億美
元，這是歷史上最短時
間內企業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
獸”企業。“旋轉”公司從2016年起進
軍共享電動滑板車行業，目前已進軍美
國18個城市，其首席執行官高德瑞說：
“事業發展勢頭暫時不會放緩，正在考
慮進軍亞洲市場，特別是正在密切關註
韓國。”

報道稱，問題在於出現了棄置不管
和壞掉的電動滑板車。在聖何塞市內的
人行道上，隨處可見倒地的滑板車，滑
板車就像是摔倒和碰傷時產生的傷口壹
樣，外觀亂七八糟。

此外，安全問題也很嚴重。韓媒記
者在聖何塞市內的壹條大街觀察行經的

滑板車30分鐘，發現沒有壹名使用者戴
了頭盔，有的滑板車不遵守人行橫道的
信號燈，或者越過道路中央線行駛。

報道稱，隨著共享電動滑板車引發
安全問題，舊金山市政府從上月開始禁
止在市中心使用滑板車，在舊金山運營
的12家企業中，市政府只給5家企業發
放了許可證，其他企業仍在接受審查。

“旋轉”首席執行官高德瑞表
示：“今後，電動滑板車業界將展開
激烈的競爭，比如相對提高滑板車的
性能，更加在APP服務功能多樣化和
提示安全註意等方面，將展開激烈的
競爭。”

幹旱、災難性降雨 世界氣象組織：

全球極端天氣持續

綜合報導 華盛頓大學的天
體生物學家得出結論稱，月球上
可能曾經存在生命。科學家們相
信，現有資料足以說明，月球上
數十億年前存在適宜生命生存的
條件。

據報道，相關研究文章發布
在《天體生物學》雜誌上，美國
物理學家組織網（Phys.org）介
紹了文章摘要。

研究人員稱，月球40億年
前由地球碎片形成，內核中噴出
大量熱氣，包括水蒸氣。脫氣過
程可能導致月球表面出現水塘，
並形成濃密的大氣。

35億年前，月球上火山活
躍時曾出現適宜生命生存的條
件，研究人員認為，組成假想
生命的生物分子（比如細菌）
有可能隨著彗星或小行星從也
遭受了強烈隕石撞擊的地球落
到月球上。

綜合報導 世界氣象組織發表報告
稱，在度過有史以來氣溫第二高的六月
之後，七月北半球依舊在極端炎熱、幹
旱和災難性降雨等具有高度影響天氣的
控制之下。

氣象組織表示，由於滯留鋒面和臺
風“派比安”所帶來的大量水汽，日本
在六七月份遭遇了幾十年來最為嚴重的

洪水和山體滑坡，多地的日降雨量最高
紀錄均被打破，西部和北海道地區的降
水尤為集中。

Z根據日本政府統計，災害性天氣
共導致200多人喪生，近1萬間房屋被
毀。緊隨洪水和山體滑坡而來的則是壹
輪嚴酷的熱浪，7月15日，日本全國的
927個氣象站中，有200個記錄下35攝

氏度以上的高溫。
氣象組織表示，熱浪在7月3日到

10日期間席卷北非地區，摩洛哥在7月
3日經歷了43.4攝氏度的創紀錄高溫。7
月5日，阿爾及利亞沙漠地區的壹個氣
象站錄得51.3攝氏度的最高氣溫，可能
創下該國歷史紀錄。

美國西海岸也受到炎熱天氣影
響。7月8日，加州的壹個氣象站記錄
到52攝氏度的極端高溫。洛杉磯地區
則創下壹連串新的高溫紀錄，平均夜
間氣溫達26.1攝氏度 ，郊區最高氣溫
48.9 攝氏度。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炎熱
天氣已造成多人死亡，尤其是體弱多
病者和老人。

西伯利亞北部地區的異常高溫從六

月壹直延續到了七月。7月9日至16日
期間，該地區連續五天經歷了超過30度
的高溫，導致森林火災風險加劇，電力
供應受到影響。位於西伯利亞的克拉斯
諾亞爾斯克的氣溫比往年平均高出7攝
氏度，山火已經影響了超過8萬公頃的
森林。

而在歐洲部分地區，持續的異常反
氣旋現象導致降雨稀少，氣溫升高，對
谷物和幹草的生產帶來影響。斯堪的納
維亞半島遭遇持續高溫，北極圈氣溫達
到30攝氏度，挪威和芬蘭分別報告了
33.5和33.4攝氏度的創紀錄高溫，瑞典
則在七月中旬發生了大約50起森林火
災。英國經歷了有史以來最為幹燥的夏
天，6月1日到7月16日之間的降雨量

僅有47毫米。
世界氣象組織指出，剛剛過去的

六月是全球有記錄以來氣溫第二高的
六月，而今年也是有史以來最為炎熱
的“拉尼娜年”。“拉尼娜”是太平
洋中東部海水異常降溫現象，該現象
會擾亂正常氣候規律，為部分地區帶
來劇烈暴風雨，在其他地區則引發幹
旱，出現“拉尼娜”現象的年份即為
“拉尼娜年”。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雖然目前通過
研究確認人類活動與極端天氣之間的直
接聯系仍然較為困難，但持續酷熱和大
規模降雨等極端天氣的產生是氣候變化
的結果，與全球溫室氣體積聚的長期趨
勢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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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與歐盟執委會主席榮克（Jean-Claude Juncker）周三表示，
為阻止貿易戰越演越烈，美國和歐盟正啟動指在降低關稅壁壘的談判。

兩人在白宮會談後召開聯合記者會，川普說： 「這是一個對自由、公平貿易而言非常重
要的日子，我們現在正在談判，但我們非常清楚事情的將會如何發展。」

川普表示，他和榮克在談話中同意雙方會朝 「零關稅壁壘、零非關稅壁壘、對非汽車工
業產品零補貼」 的方向努力， 「我們還會在努力減少服務業、化學品、藥品與醫療產品障礙
的同時增加貿易，以及大豆，大豆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川普補充道，歐盟也將加碼採購美
國的液化天然氣。

川普指出，此次會談將會解決美國對歐盟徵收的鋼鋁關稅，以及歐盟對美國商品徵收的
關稅。但目前並不清楚雙方是否就美國將對歐洲進口汽車徵收關稅的議題上取得任何進展。

不過，榮克表示，他和川普已經同意在談判期間不徵收任何新的關稅。

為貿易戰降溫 美與歐盟展開談判降低關稅壁壘

（綜合報導）美國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周三表示，總統川普將把與俄羅斯總
統普丁的第2次峰會推遲至明年，也就是 「通
俄門」 調查結束之後。

波頓發聲明說： 「川普總統認為，下次與
普丁總統的雙邊會晤應該在俄羅斯獵巫結束之
後舉行，所以我們同意那將會是在明年元旦之
後。」

美國情報界經調查後，認定俄羅斯干預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而特別檢察官穆勒

（Robert Mueller）也正在調查川普團隊是否
與俄國勾結。川普本人曾多次形容穆勒的調查
是 「獵巫」 。

本月16日於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美俄峰
會上，川普稱認同普丁否認干預美國選舉的說
法，更批評穆勒的 「通俄門」 調查是災難。川
普的離譜言論遭到美國國內不分黨派的砲轟，
川普事後則稱他是口誤，且不顧黨內同志反對
，邀請普丁於今年秋天訪問華府。

等通俄門調查結束再見 「雙普」 明年再會

（綜合報導）據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網站日前顯示，臉書在中國的創新中心 「臉書科
技（杭州）有限公司」 已在浙江杭州市註冊成功
；不過，才經過數小時，該註冊紀錄已經消失。

《紐約時報》引述不具名人士說法，該公司
的註冊批准已被撤回，因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
化委員會辦公室（簡稱 「網信辦」 ）和浙江官員
意見分歧，網信辦不滿地方官員未事先諮詢，就
核可註冊。

臉書在中國被封鎖近10年，為了得到中國認
可，甚至開發一個有特別審查程序的照片共享應
用程式，命名為 「彩色氣球（Colorful Balloons
）」 ，隱姓埋名地透過一家中國公司發佈，但最

後也沒有得到網信辦批准，以致被下架。
臉書努力打入中國市場，執行長薩克柏

（Mark Zuckerberg）學中文、請中國領導人習近
平為他的孩子取中文名、在天安門廣場霧霾裡慢
跑，似乎都沒達到效用。臉書與中國政府的主要
聯絡人王黎（Wang-Li Moser）去年12月底離職
，曾在領英（LinkedIn）和中國百度負責政府關係
的帥威廉（William Shuai）接任。

領英同意中國官方的內容審查，因而得以留
在中國發展。谷歌（Google）上月表示將向中國
電子商務公司京東投資5.5億美元，日前成功推出
第一款微信小程式 「猜畫小歌」 。薩克柏不妨參
考。

薩克柏抱大腿失敗 臉書中國註冊紀錄秒被砍

（綜合報導）加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是夏日旅行勝地，近日
由於野火肆虐，濃煙擴散迅速，國家公園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下令疏散遊客，旅
館、營地和遊客服務處須於周三中午前關閉。

火災起於優勝美地西側，目前火勢距離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仍有2英里，官方基於空氣品質
已對人體健康有礙，將原先未關閉的南側熱門景點列入這次疏散命令，包含優勝美地谷（Yo-
semite Valley）和瓦沃納營地（ Wawona）的遊客皆須離開，僅東側高地仍然開放。

自7月13日，內華達山脈森林引起的佛格森野火（Ferguson Fire），沿著陡峭地勢延燒
，難以抑制。至本周二晚間燃燒面積已達3.8萬英畝（約156平方公里），受控範圍僅25%，
期間造成1名推土機操作員喪生、至少6名消防員受傷。目前有3,434名消防人員投入打火行
動，人力和器械持續增加中。

野火席捲迅速加州優勝美地遊客急撤離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位於好萊塢星光大道的星星，25日清晨遭一名男子持十字鎬砸毀。洛
杉磯警局表示，嫌犯已經被捕。

美國廣播公司（ABC）報導，據目擊者表示，嫌犯於當地時間周三凌晨約3時，從吉他盒中取出
一把十字鎬並朝川普星星猛砸。洛杉磯警方約在半小時後趕到案發現場，但嫌犯已經逃走。

負責管理好萊塢星光大道的好萊塢商會發聲明表示，將與警方合作 「全力伸張法律」 。商會主席
兼執行長古布勒（Leron Gubler）在聲明中說： 「好萊塢星光大道是一個慶祝入選者正面貢獻的機構
，人們若對獲選者感到不滿，我們希望他們能以更正面的方式發洩怒氣，而不是故意破壞加州地標。
我們的民主建立於對法律的尊重，人們可以透過投票而不是破壞公物的方式改變現狀。」

聲明指出， 「好萊塢歷史信託將立即修復這顆星星，但需要幾天的時間。這段期間，星星將被覆
蓋以保護它。」

川普因監製與主持電視節目《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於2007年獲頒好萊塢星光大道
星星。這不是川普星星第一次遭到破壞。2016年初，有人在川普星星上塗鴉 「?」 ；同年7月，街頭
藝術家 「Plastic Jesus」 在川普星星的周圍圍起一道迷你圍牆；同年10月、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前，男
子歐提斯（Jamie Lambert Otis）持鐵錘和鶴嘴鋤破壞川普星星。

川普星星又被砸 2年內2度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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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官方商品的
“東京2020官方商店”首家常設
門店，在東京都新宿區的家電賣
場新宿西口店內開業，將銷售約
700種商品。

據報道，該門店的銷售場地
面積為80平米，有約700種商品
。出席開業活動的日本女子壘球
隊員上野由岐子笑著表示：“在
明顯的區域設置了門店。能讓
更多人意識到奧運，因此感到
很高興。”

奧運會和殘奧會分別定名為
“Miraitowa” （ 未 來 ） 和
“Someity”（永遠）的吉祥物
相關商品，將在該店銷售首批商
品。該店還將銷售全長130厘米
、重約6公斤、價格14.04萬日元
的“特大毛絨玩偶”。

東京奧組委市場局長阪牧政
彥表示：“我認為不僅是日本
人，外國人也會聚集。願以這家
店為起點，力圖為奧運會和殘奧
會造勢。”

據悉，從24日開幕2年倒計
時開始，該店將銷售徽章、毛
巾、跑鞋等作為“2年前紀念商
品”。該店將在2020年 9月 30
日結束營業。奧組委未來還計劃
增設其他門店。

“綠色和平”籲限制撈捕南極蝦

新西蘭多家公司支持
綜合報導 “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表示，全球磷蝦
（也稱南極蝦）捕撈公司承諾，他
們將停止在南極廣袤的海洋中捕獲
小型甲殼動物，此舉是漫漫長路中
的壹項積極措施。

據報道，本月在英國舉辦的
“綠色和平組織南極360°”活動上
，該組織宣布了這壹舉措。這項行
動是在南極水域創建世界上最大的
海洋保護區的運動之壹，新西蘭的
多家公司紛紛表示支持。

南極科學家們正在制定南極海
洋保護區的技術方案，其中之壹預
計將覆蓋威德爾海約180萬平方公
裏的水域。

“綠色和平組織”表示，允許

企業在“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委
員會”的管理下，捕撈南極海域的
磷蝦。

作為企鵝、海、鯨魚以及其他
海洋生物的食物，磷蝦被認為是南
極食物網中的重要物種。

綠色和平組織的新西蘭發言
人菲爾•瓦因表示，85%的磷蝦
公司承諾在該地區以可持續發展
的方式捕獲磷蝦，實為壹項“驚
人而勇敢的舉措”，但要走的路
還很長。

瓦因表示，目前這些公司的承
諾只是出於自願行為，所以現在要
做的就是在國際法中實際囊括這壹
承諾，使用法律構建人們不可觸碰
的保護區。

該組織還呼籲，磷蝦購買公司
應停止向繼續在該地區捕撈的船只
采購磷蝦。報道指出，該行動的最
終目標是建立壹個息息相關的海洋
保護區，這壹目標始於威德爾海計
劃（Weddell Sea），它將形成的
世界上最大的保護區計劃。

瓦因表示，磷蝦是南極洲所有
野生動物食物鏈的基礎，其完好性
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他稱，沒有磷
蝦，人們將壹無所有，壹切都將隨
之消失。

綠色和平組織鼓勵仍在該地區
捕撈磷蝦的其余15%的企業積極加
入該計劃。他們希望那些企業能夠
行動起來，效仿其他船隊的榜樣。

新西蘭是“南極海洋生物資源
保護委員會”的成員，屆時將就威
德爾海擬議保護區的計劃進行投
票。委員會將於2018年10月在塔
斯馬尼亞舉行會議時做出最終決定
。

高溫籠罩
韓政府擬將“炎熱”
列入自然災害範疇
綜合報導 在炎熱高溫和高濕天氣的籠罩下，韓國已

經連續10天延續“桑拿天”。韓國各地的“不適指數”
都已經攀升到“極高”的級別。韓國政府決定將炎熱列
入自然災害的範疇。

7月22日，韓國氣象廳消息稱，當日首爾白天最高
氣溫達到38攝氏度，比前壹天的36.9攝氏度更高，創
下了1907年氣象廳開始在首爾進行氣象觀測以來，僅次
於1994年7月24日（38.4攝氏度）的高溫紀錄。

據報道，韓國各地都已經發布酷暑警報，江原道洪
川（38.2攝氏度）、忠清北道清州（37.8攝氏度）也都
刷新了當地7月份的最高氣溫紀錄。

根據氣象廳的自動氣象觀測網（AWS）的觀測數
據，當日京畿道安城市古三地區最高溫達39.5攝氏度，
首爾瑞草區最高溫壹度高達39.3攝氏度。

報道指出，韓國各地的“不適指數”都已經攀升到
“極高”的級別。韓國政府決定將炎熱列入自然災害的
範疇。

韓國行政安全部相關人士表示：“國會對相關法律
進行審議時，將會贊成把炎熱列入災害的範疇”。

據悉，韓國國會議員發起的將炎熱列為自然災害的
《災害與安全管理基本法修正案》目前正在國會行政安
全委員會等待審核。現行《災害安全法》並未將炎熱天
氣列為壹種自然災害。

日防衛相與佐賀縣知事會談
要求同意部署“魚鷹”

綜合報導 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就陸上
自衛隊V-22“魚鷹”運輸機部署在佐賀機場
壹事，與佐賀縣知事山口祥義在縣政府會談，
重啟磋商。2月，陸自AH-64D武裝直升機
墜落在佐賀縣神埼市民宅，該事故發生後，
磋商壹直中斷至今。

據報道，小野寺稱“‘魚鷹’機體的安
全性沒有問題”，希望對部署給予理解，對
此山口未就是否同意部署給出明確回答。

在會談中，小野寺就部署在佐賀強調稱：
“縣民還是很不安。將拿出誠意努力獲得理
解。”山口僅表示：“今後將詳細調查和確認(
相關)說明。”會談後山口向媒體表示，作為部
署的條件，重要的是確認安全性，和獲得設施
預定地土地權所有者漁業人士的理解。

會談時在座的防衛省負責人，就美軍運用
的“魚鷹”截至去年9月底的事故率有所上升壹

事稱，機體本身並無問題。該負責人介紹安全對
策稱，陸自運用時，空中加油和艦上起降訓練不
會在包括有明海在內的佐賀縣上空進行。

防衛省計劃在2018至2021年度間，將
17架“魚鷹”陸續部署在佐賀機場，今年秋
季以後最初的5架將從美國交付日本。因佐
賀機場部署計劃尚未得到同意，設施建設趕
不上計劃，防衛省考慮把“魚鷹”暫時部署
在千葉縣木更津市的陸自木更津駐地。

日本東京奧運官方商品門店開業

將銷售約700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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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亞運隊港足亞運隊
上籤上籤變變下籤下籤

巴 勒 斯 坦 加 入 分 組

A組 印尼、香港、老撾、中華台北、巴勒斯坦

B組 泰國、烏茲別克、孟加拉、卡塔爾

C組 中國、伊拉克、東帝汶、叙利亞

D組 日本、越南、巴基斯坦、尼泊爾

E組 韓國、吉爾吉斯、馬來西亞、巴林、阿聯酋

F組 朝鮮、沙特阿拉伯、伊朗、緬甸

組別 球隊

亞運男足分組抽籤

黃鎮廷肩負港乒隊奪牌重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

4年人事幾番新，上屆仁川亞運還
是大後備，今天搖身一變已經是香
港乒壇“一哥”的黃鎮廷，在印尼
雅加達亞運會將肩負率領香港乒隊
奪取獎牌重任。
黃鎮廷25日出席今屆亞運會官

方計時品牌活動。談到仁川亞運時
“阿廷”就表示印象深刻，因在男
團 8強兩盤領先下他兩度上場敗
陣，導致港乒總分以2：3僅負中華
台北，成為失牌罪人：“那次經歷
未有為我帶來陰影，反而會時刻提

醒自己，不能犯下 4 年前的錯
誤。”今屆亞運背負重任的他，將
參加男單、男團及混雙3個項目。

上周韓國公開賽，主場球手
張宇鎮包攬男單、男雙及混雙 3
金，成為首位在國際乒聯巡迴賽
包攬“三冠王”的球員，“阿
廷”對此認為是好事，因尚有時
間作出研究：“他於場上比賽時
有氣勢、風格較兇狠，即使亞運
前突然殺出，我們還有充分時間
作準備。無論今屆亞運還是東京
奧運，不排除佢也會出現，他是

一位很有衝擊力的選手，會開始
對他作出研究以及針對其打
法。”
在韓國公開賽中，“阿廷”與

何鈞傑合作得到男雙銀牌，但他卻
並不滿意自己表現：“決賽那場不
是太滿意自己表現，有很多方面一
直想於下場時調整，例如盡快打出
狀態，希望在訓練和比賽可盡快解
決。”“阿廷”同時表示，自己所
參加的項目，抽籤形勢均是很關
鍵，而目前他與杜凱琹針對混合雙
打，花多了時間練習增加默契。

張
帥
江
西
網
賽
淘
汰
莉
絲
基

日前舉行的江西網球公開賽
中，張帥以7：6、6：3力克德國女
網名將莉絲基順利晉級。

張帥對陣莉絲基是2018年江西
網球公開賽的焦點戰，雙方去年曾
在美國網球公開賽交手。張帥目前
WTA單打世界排名第32位，是本次
賽會的“頭號種子”。張帥開局出
色，最終以7：6先下一盤。到次盤
莉絲基手感上佳，開局一度領先3：
0。但第4局的發球局，亞太地區網
球賽事首次使用的Foxtenn回放技術
挽救了張帥的發球雙錯誤，在雙方
三次同分之後。張帥隨後以6：3實
現次盤逆轉，總比分2：0戰勝莉絲
基，挺進第2輪。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亞洲足協與亞運組委會原定

25日為雅加達亞運男子足球賽再

抽籤，加入早前因烏龍而被遺漏

了的阿聯酋及巴勒斯坦。結果卻

在大會表示不想再抽籤下，只把

巴勒斯坦編入A組，與香港隊、

東道主印尼、老撾及中華台北同

組，而阿聯酋則安排入E組，與

韓國、巴林兩強同組，頓時將港

隊原本抽到的上籤變成下籤。

2018年“一帶一路”國際男子
籃球冠軍賽日前在古城西安的城市
運動公園體育館開賽，中國國奧男
籃依靠一眾投手的出色發揮，以
85：80戰勝尼日利亞。

這支新組建的國奧男籃包括時
德帥、阿爾斯蘭等已在CBA聯賽站
穩腳的年輕球員。

面對剛剛在蘇州8國賽上交鋒並
戰勝過的對手，東道主在尼日利亞
隊開場不斷的遠投下還是有些慌
亂。直到第1節最後階段，國奧男籃
才通過許夢君連續兩記3分球外加罰
球，才反超比分取得25：19的領
先。
最後，雖然尼日利亞隊依然頑

強進攻，但苦於球員數量有限無力
輪換，已成強弩之末。國奧隊則依
靠穩定的3分球守住勝利，最終比分
為85：80。許夢君是役拿下全場最
高的23分，時德帥也貢獻19分。本
次比賽邀請到尼日利亞、伊朗和德
國的國家男籃來到西安，與中國國
奧隊交手。 ■新華社

國奧男籃“一帶一路”賽旗開得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冠忠南區25日宣佈中場溫俊回巢，
他改穿上16號球衣為球隊中場肩負
掃蕩任務。溫俊從兩季前的借用身份
變成今季簽約加盟，他指出：“南區
有積極的管理層、教練團及球員都具
備質素及實力，開心能夠重返這裡。
至於新一季目標當然是希望可以爭取

更多上陣機會，為球隊爭勝，亦希望
可以在盃賽贏得錦標，聯賽保持前列
位置完成。”
溫俊2015年球季協助南區歷史

性打入高級組銀牌決賽，26日正式跟
隨球隊操練。南區日前才簽下另一防
守球員劉家銘，早前亦有外援如高美
斯、卡拉錫、迪亞高及狄卡奧加盟。

冠忠南區宣佈溫俊回巢

馬來西亞羽毛球協會宣
佈，名將李宗偉因呼吸系統疾
病，需要休息一個月情況下，
決定退出即將舉行的世錦賽，
以及8月舉行的亞運會賽事。

早前已有消息指，李宗偉
足有一個星期未有操練，這位
球星級人馬接受訪問時，亦明
言未知能否參加之後兩個重要
比賽。結果馬來西亞羽協日前
就宣佈，李宗偉因呼吸系統疾
病，在醫生建議需要休息一個
月，不能作激烈操練下，決定
退出世錦賽與亞運賽事。

現年35歲的李宗偉在官方
宣佈消息後則未有接受訪問，
只於個人社交媒體轉貼有關聲
明。
令人遺憾的是，李宗偉在

患病前狀態不俗，世界排名於7
月初時更回升至第2位，而由
於在世錦賽抽籤中被編於沒有
太多強手的下線，故外間均認
為未嘗於奧運會、亞運會及世
錦賽奪金的他，有力衝擊個人
首面大賽金牌，可惜最終仍然
未能成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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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運足球隊在重新安排的
編組下，形勢頗為不利，由

於巴勒斯坦屬強隊檔次，頓把港隊
本是上籤一組形勢急轉為死亡之
組。U23港亞運隊主帥郭嘉諾得悉
結果後回應指：“看過有關巴勒斯
坦亞運隊名單和了解她們的實力。
巴勒斯坦在去年的U23亞洲盃表
現突出，在球員大軍名單中，有8
名球員已投效德國、瑞典等歐洲聯
賽的球會，實力絕對不可以忽視，
甚至有機會可以在這組壓過主場的
印尼隊取得首名出線。”
“嘉諾 Sir”及後補充謂：

“對於西亞球隊所知的情報很少，

搜尋對手比賽資料亦不容易。香港
隊過往在國際賽事，對賽巴勒斯坦
要數也是18年前的事。”

郭嘉諾：對港隊備戰不利
當談到新的小組形勢，郭嘉

諾就指出：“小組目前由4隊變成
5隊，多了一隊強隊競爭自然令港
隊爭奪小組次名的如意算盤很難打
響。如果我們想爭逐最佳成績第3
名，在計算對賽成績時，大會又會
剔除面對小組包尾一隊的賽果，這
對香港亞運隊很不利！”
至於備戰上，“嘉諾Sir”也

認為有很大影響，因了解新的賽程

後，港隊第一場小組賽將提前在
10號開賽，換言之港足要提前開
赴印尼，原定下月9日約戰的友賽
也要取消，備戰時間短了很多。

國家隊公佈27人初步名單
與此同時，中國足協25日公

佈亞運會足球代表隊集訓隊27人
名單。國足23歲以下亞運隊會由
外教馬達洛尼任主教練，球隊將在
8月於常州、蘇州友賽馬來西亞
U23、伊朗U23，兩場熱身賽後才
確定亞運20人名單。亞運會男足
比賽將於8月10日至9月1日進行
分組賽事。

■■張帥接球的瞬間張帥接球的瞬間。。 中新社中新社

■黃鎮廷肩負奪牌重任。 潘志南 攝

■李宗偉無緣兩大賽。 新華社

■■港足亞運隊將提前展開分組賽港足亞運隊將提前展開分組賽。。新華社新華社

■■郭嘉諾對新的郭嘉諾對新的
分組形勢不算滿分組形勢不算滿
意意。。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張帥接球的瞬間張帥接球的瞬間。。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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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榮花園由於位置優越，鄰近奧運站的中
高價私樓群，附近又有大型商場，亦鄰

近零售核心區油尖旺，一向被稱為“居屋王
搖籃”。
翻查資料，對上的居屋成交價紀錄亦是

來自富榮花園，今年3月，一個實用面積592
方呎單位，以920萬元自由市場成交（即已
補地價)），不過事隔短短4個月，舊紀錄就
被打破了。

“居屋王”貴過估值20%
中原地產陳焯偉表示，富榮花園17座中

層A室，實用面積592方呎，3房間隔，原業
主上月於自由市場開價 1,100 萬元，剛以
1,065萬元易手，實用呎價17,990元。今次單
位除了創出本港居屋成交金額歷史新高之
外，亦打破資助房屋的成交價新高，舊紀錄
為房協深水埗居屋樂年花園高層單位，今年6
月時以980萬元易主。

據了解，“居屋王”原業主於1998年11
月以約182萬元未補地價向房委會買入單位，
持貨至今20年。除了自由市場放盤外，據悉原
業主之前亦曾同時於未補價居二市場放盤，叫
價750萬至800萬元。市場估計單位補價折扣
率約33%，以是次成交價計，補地價金額逾
350萬元，扣除補地價後沽貨相信原業主賬面
獲利豐厚，料有500多萬元進賬。

值得一提的是，銀行對單位估值只830萬
至850萬元，較成交價低約20%，由此可見今
次成交價高於市價甚多。

呎價逾2萬 媲美太古城
不過，高處未算高，“居屋王”的誕生，

堅定了屋苑一眾業主的雄心壯志，代理指，富
榮花園目前只有1個單位於自由市場上放盤，
位於1座低層B室，單位實用面積592方呎，3
房間隔，現時連租約於自由市場叫價1,200萬

元，實用呎價高達20,270元。
再看一看港島區藍籌私人屋苑太古城，

現時平均呎價亦僅20,393元，屋苑近月錄得
的成交中，不乏低於1,200萬元的單位，例如
高山台7座中層G室，實用面積536方呎，最
近以970萬元成交；翠湖台2座中高層G室，
面積545方呎，以1,188萬元成交。若以上述
富榮花園的放盤價來看，其實於私樓市場有
極多選擇。

倘1200萬元成交 回報率9厘
資料指，上述富榮花園的放盤，業主於

2008年以295萬元已補價買入，今年5月時獲
承租，月租約2.25萬元，折合呎租38元，以買
入價計，回報率高達9厘。業主今年5月亦曾放
盤，叫價1,100萬元，1個月後提升至1,200萬
元，較之前多100萬元，亦較最新成交的“居
屋王”高135萬元或13%；若以1,200萬元成
交，又會刷新居屋成交價紀錄。

對於居屋、租置房屋等資助房屋不
斷出現“破頂”成交，售價超過千萬港
元，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認為反映出港府
房策失敗，以致樓價陷於失控。
柯創盛指，港府及房委會需要深

思，若新居屋的轉售限制繼續維持在5
年，在居屋“破頂”成交的刺激下，會
否助長短炒新居屋的風氣。因此，柯創
盛建議房委會回復過去居屋10年的轉售
限期，以減低新居屋成為短炒工具的機
會。

房策失敗
樓價失控

柯
創
盛
：

平價居屋少 成交縮
成交價 7月至今* 6月同期 升跌幅

註冊量 金額（億港元）註冊量 金額（億港元） 註冊量 金額（億港元）

300萬元或以下 8 0.16 13 0.30 ▼38.5% ▼46.5%

300萬元以上 109 4.76 121 5.31 ▼9.9% ▼10.3%
至500萬元

500萬元以上 172 10.32 168 10.14 ▲2.4% ▲1.9%

總數 289 15.25 302 15.75 ▼4.3% ▼3.2%

註：*截至7月24日 資料來源：土地註冊處及香港置業資料研究部

高 價 居 屋 近 期 成 交 個 案高 價 居 屋 近 期 成 交 個 案
屋苑屋苑 單位單位 實用面積實用面積 造價造價 呎價呎價 備備註註

（（方呎方呎）） （（萬港元萬港元））（（港元港元））

大角咀富榮花園大角咀富榮花園 1717座中層座中層AA室室 592592 11,,065065 1717,,990990 全港最貴全港最貴

長沙灣樂年花園長沙灣樂年花園 22座高層座高層AA室室 624624 980980 1515,,705705 九龍最貴九龍最貴

沙田愉翠苑沙田愉翠苑 愉欣閣中層愉欣閣中層11室室 650650 913913 1414,,046046 新界最貴新界最貴

筲箕灣東旭苑筲箕灣東旭苑 CC座高層座高層55室室 650650 893893 1313,,738738 全港綠表最全港綠表最貴貴
（（造價及呎價造價及呎價））

沙田愉翠苑沙田愉翠苑 愉賢閣中層愉賢閣中層66室室 663663 733733 1111,,056056 新界綠表最貴新界綠表最貴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洪鏘蘇洪鏘

居屋居屋變變搖錢樹搖錢樹
富榮富榮10610655萬癲價沽萬癲價沽““鄰居鄰居””喪嗌喪嗌12012000萬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香港

政府使用公帑的資助房屋原意是協助低

收入首置人士安居，但在高樓價年代，

竟變成業主搖錢樹，回報還好過私樓。

大角咀富榮花園日前誕生首個千萬元

（港元，下同）“居屋王”，以1,065萬

元補地價成交，但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屋苑現時唯一連租約的放盤，同樣是3房

戶叫價竟高達 1,200 萬元，實用呎價

20,270元，這價錢已足夠買入港島藍籌

私人屋苑太古城。難怪有人說“買到居

屋如中六合彩”，回報之厚隨時多過私

樓，令到一眾超出資格、苦捱私樓的市

民心生怨憤。

以 往
置業階梯
清晰，公

屋、居屋、私樓檔次分明，
不少公屋租戶均憧憬自置物
業，二手居屋是門檻較低的
階梯，最終目標是私樓。如
今樓價全面向上，買不起私
樓的人都湧向折扣率較大的
居屋，且對比起私樓，1,000
萬（港元，下同）只可買私
樓2房，同樣價錢可以買到居
屋3房，令“次選”都變成人
人想追的女神。如果用“騎
牛搵馬”來形容以往的置業

階梯，今天“搵馬”太貴，
市民乾脆“牛當馬騎”。

誕生全港首個千萬居屋
成交的大角咀富榮花園，
近年不乏高價成交，今年
綠表實用呎價介乎1.01萬至
1.27 萬元，自由市場成交及
放盤更見疏落，較近期的
登記為今年 3 月呎售約 1.55
萬元，今次千萬居屋呎價
更 直 撲 1.8 萬 元 創 屋 苑 新
高，不過比起鄰近私樓屋
苑 呎 價 卻 仍 是 有 明 顯 折
讓。

環顧大角咀一帶，樓齡

較新的屋苑包括柏景灣、浪
澄灣，近期二手呎價2.1萬元
起跳，2房單位入場價已達千
萬元。相比起來，今次以
1,065 萬元購得 3 房，可謂
“大件夾抵食”。

香港人向來精打細算、
能屈能伸，當樓市升至大幅
脫離實際負擔時，自會盤算
環境的改善是否與付出相
稱。以同樣價錢，買相對
“廉宜”的居屋可以買多1間
房，大件夾抵食的居屋及公
屋自然成為爭食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洪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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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2011年中宣佈復建
新居屋，於2014年底推出首
輪新居屋，幫助首置人士安
居，原本是好事，但允許轉
售，甚至淪為炒賣工具，令
措施的美好初衷大打折扣。
居屋運用公帑資助，現時卻
淪為生財工具，難怪會令到
一眾靠自己儲錢、苦捱買私
樓者感到不公平和憤怒，港
府實在有必要作出檢討。

廉售本意助民安居
居屋的政策原意是置業

階梯的一部分，希望資助某
一收入階層的市民上車，協
助他們向上流動，因此居屋
是可以轉售的。但隨着私樓
價格極速飆升，居屋價值也
被放大，樓價開始非理性地
追貼私樓，甚至綠表居屋價
格 都 近 1,000 萬 元 （ 港
元，下同），居屋已淪為投
資工具，無疑是變相鼓勵
“人人抽居屋”，即使是有
能力的人士也會用盡“陰
招”擠入這個抽獎遊戲，這
絕非健康現象，相信也非政

府運用公帑的原意。
新居屋既有資助性質，

補地價由政府先行承擔，這
就涉及公帑的運用。折扣越
大，政府承擔就越多。故
此，最近有建議把新居屋的
轉售限制大幅收窄，甚至改
變“遊戲規則”，好像轉售
時只可回售給政府，或者就
居屋的售價作出限制等等，
目的是把居屋的投資作用降
低，回到為有需要的人士提
供“有瓦遮頭”的本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資助屋應禁炒賣�1?

■■樓價全面向上樓價全面向上，，買不起私樓的市買不起私樓的市
民都湧向認購居屋民都湧向認購居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居屋在高樓價年代，竟變
成業主搖錢樹。圖為“居屋
王”大角咀富榮花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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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亞運隊港足亞運隊
上籤上籤變變下籤下籤

巴 勒 斯 坦 加 入 分 組

A組 印尼、香港、老撾、中華台北、巴勒斯坦

B組 泰國、烏茲別克、孟加拉、卡塔爾

C組 中國、伊拉克、東帝汶、叙利亞

D組 日本、越南、巴基斯坦、尼泊爾

E組 韓國、吉爾吉斯、馬來西亞、巴林、阿聯酋

F組 朝鮮、沙特阿拉伯、伊朗、緬甸

組別 球隊

亞運男足分組抽籤

黃鎮廷肩負港乒隊奪牌重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

4年人事幾番新，上屆仁川亞運還
是大後備，今天搖身一變已經是香
港乒壇“一哥”的黃鎮廷，在印尼
雅加達亞運會將肩負率領香港乒隊
奪取獎牌重任。
黃鎮廷25日出席今屆亞運會官

方計時品牌活動。談到仁川亞運時
“阿廷”就表示印象深刻，因在男
團 8強兩盤領先下他兩度上場敗
陣，導致港乒總分以2：3僅負中華
台北，成為失牌罪人：“那次經歷
未有為我帶來陰影，反而會時刻提

醒自己，不能犯下 4 年前的錯
誤。”今屆亞運背負重任的他，將
參加男單、男團及混雙3個項目。

上周韓國公開賽，主場球手
張宇鎮包攬男單、男雙及混雙 3
金，成為首位在國際乒聯巡迴賽
包攬“三冠王”的球員，“阿
廷”對此認為是好事，因尚有時
間作出研究：“他於場上比賽時
有氣勢、風格較兇狠，即使亞運
前突然殺出，我們還有充分時間
作準備。無論今屆亞運還是東京
奧運，不排除佢也會出現，他是

一位很有衝擊力的選手，會開始
對他作出研究以及針對其打
法。”
在韓國公開賽中，“阿廷”與

何鈞傑合作得到男雙銀牌，但他卻
並不滿意自己表現：“決賽那場不
是太滿意自己表現，有很多方面一
直想於下場時調整，例如盡快打出
狀態，希望在訓練和比賽可盡快解
決。”“阿廷”同時表示，自己所
參加的項目，抽籤形勢均是很關
鍵，而目前他與杜凱琹針對混合雙
打，花多了時間練習增加默契。

張
帥
江
西
網
賽
淘
汰
莉
絲
基

日前舉行的江西網球公開賽
中，張帥以7：6、6：3力克德國女
網名將莉絲基順利晉級。

張帥對陣莉絲基是2018年江西
網球公開賽的焦點戰，雙方去年曾
在美國網球公開賽交手。張帥目前
WTA單打世界排名第32位，是本次
賽會的“頭號種子”。張帥開局出
色，最終以7：6先下一盤。到次盤
莉絲基手感上佳，開局一度領先3：
0。但第4局的發球局，亞太地區網
球賽事首次使用的Foxtenn回放技術
挽救了張帥的發球雙錯誤，在雙方
三次同分之後。張帥隨後以6：3實
現次盤逆轉，總比分2：0戰勝莉絲
基，挺進第2輪。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亞洲足協與亞運組委會原定

25日為雅加達亞運男子足球賽再

抽籤，加入早前因烏龍而被遺漏

了的阿聯酋及巴勒斯坦。結果卻

在大會表示不想再抽籤下，只把

巴勒斯坦編入A組，與香港隊、

東道主印尼、老撾及中華台北同

組，而阿聯酋則安排入E組，與

韓國、巴林兩強同組，頓時將港

隊原本抽到的上籤變成下籤。

2018年“一帶一路”國際男子
籃球冠軍賽日前在古城西安的城市
運動公園體育館開賽，中國國奧男
籃依靠一眾投手的出色發揮，以
85：80戰勝尼日利亞。

這支新組建的國奧男籃包括時
德帥、阿爾斯蘭等已在CBA聯賽站
穩腳的年輕球員。

面對剛剛在蘇州8國賽上交鋒並
戰勝過的對手，東道主在尼日利亞
隊開場不斷的遠投下還是有些慌
亂。直到第1節最後階段，國奧男籃
才通過許夢君連續兩記3分球外加罰
球，才反超比分取得25：19的領
先。
最後，雖然尼日利亞隊依然頑

強進攻，但苦於球員數量有限無力
輪換，已成強弩之末。國奧隊則依
靠穩定的3分球守住勝利，最終比分
為85：80。許夢君是役拿下全場最
高的23分，時德帥也貢獻19分。本
次比賽邀請到尼日利亞、伊朗和德
國的國家男籃來到西安，與中國國
奧隊交手。 ■新華社

國奧男籃“一帶一路”賽旗開得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冠忠南區25日宣佈中場溫俊回巢，
他改穿上16號球衣為球隊中場肩負
掃蕩任務。溫俊從兩季前的借用身份
變成今季簽約加盟，他指出：“南區
有積極的管理層、教練團及球員都具
備質素及實力，開心能夠重返這裡。
至於新一季目標當然是希望可以爭取

更多上陣機會，為球隊爭勝，亦希望
可以在盃賽贏得錦標，聯賽保持前列
位置完成。”
溫俊2015年球季協助南區歷史

性打入高級組銀牌決賽，26日正式跟
隨球隊操練。南區日前才簽下另一防
守球員劉家銘，早前亦有外援如高美
斯、卡拉錫、迪亞高及狄卡奧加盟。

冠忠南區宣佈溫俊回巢

馬來西亞羽毛球協會宣
佈，名將李宗偉因呼吸系統疾
病，需要休息一個月情況下，
決定退出即將舉行的世錦賽，
以及8月舉行的亞運會賽事。

早前已有消息指，李宗偉
足有一個星期未有操練，這位
球星級人馬接受訪問時，亦明
言未知能否參加之後兩個重要
比賽。結果馬來西亞羽協日前
就宣佈，李宗偉因呼吸系統疾
病，在醫生建議需要休息一個
月，不能作激烈操練下，決定
退出世錦賽與亞運賽事。

現年35歲的李宗偉在官方
宣佈消息後則未有接受訪問，
只於個人社交媒體轉貼有關聲
明。
令人遺憾的是，李宗偉在

患病前狀態不俗，世界排名於7
月初時更回升至第2位，而由
於在世錦賽抽籤中被編於沒有
太多強手的下線，故外間均認
為未嘗於奧運會、亞運會及世
錦賽奪金的他，有力衝擊個人
首面大賽金牌，可惜最終仍然
未能成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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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運足球隊在重新安排的
編組下，形勢頗為不利，由

於巴勒斯坦屬強隊檔次，頓把港隊
本是上籤一組形勢急轉為死亡之
組。U23港亞運隊主帥郭嘉諾得悉
結果後回應指：“看過有關巴勒斯
坦亞運隊名單和了解她們的實力。
巴勒斯坦在去年的U23亞洲盃表
現突出，在球員大軍名單中，有8
名球員已投效德國、瑞典等歐洲聯
賽的球會，實力絕對不可以忽視，
甚至有機會可以在這組壓過主場的
印尼隊取得首名出線。”
“嘉諾 Sir”及後補充謂：

“對於西亞球隊所知的情報很少，

搜尋對手比賽資料亦不容易。香港
隊過往在國際賽事，對賽巴勒斯坦
要數也是18年前的事。”

郭嘉諾：對港隊備戰不利
當談到新的小組形勢，郭嘉

諾就指出：“小組目前由4隊變成
5隊，多了一隊強隊競爭自然令港
隊爭奪小組次名的如意算盤很難打
響。如果我們想爭逐最佳成績第3
名，在計算對賽成績時，大會又會
剔除面對小組包尾一隊的賽果，這
對香港亞運隊很不利！”
至於備戰上，“嘉諾Sir”也

認為有很大影響，因了解新的賽程

後，港隊第一場小組賽將提前在
10號開賽，換言之港足要提前開
赴印尼，原定下月9日約戰的友賽
也要取消，備戰時間短了很多。

國家隊公佈27人初步名單
與此同時，中國足協25日公

佈亞運會足球代表隊集訓隊27人
名單。國足23歲以下亞運隊會由
外教馬達洛尼任主教練，球隊將在
8月於常州、蘇州友賽馬來西亞
U23、伊朗U23，兩場熱身賽後才
確定亞運20人名單。亞運會男足
比賽將於8月10日至9月1日進行
分組賽事。

■■張帥接球的瞬間張帥接球的瞬間。。 中新社中新社

■黃鎮廷肩負奪牌重任。 潘志南 攝

■李宗偉無緣兩大賽。 新華社

■■港足亞運隊將提前展開分組賽港足亞運隊將提前展開分組賽。。新華社新華社

■■郭嘉諾對新的郭嘉諾對新的
分組形勢不算滿分組形勢不算滿
意意。。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張帥接球的瞬間張帥接球的瞬間。。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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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聯合創新平台 助中南科技爭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作為
中南兩國今年的“重頭戲”，中南科學
家高級別對話會當地時間24日在比勒陀
利亞舉行，中南兩國科學家圍繞“共享
科技創新成果，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的主題開展高級別對話，提出創新合作
的方向及建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
地時間24日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比勒
陀利亞一道出席中南科學家高級別對話
會開幕式。
習近平在致辭中指出，中國和非洲

歷來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

贏的利益共同體。2015年12月，中非合
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取得圓滿成功。
我們高興地看到，峰會成果文件提出的
科研合作項目得到很好落實，取得顯著
成效。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南科技創
新合作也在積極推進。雙方各領域技術
合作取得重要進展，前沿技術領域、產
業應用方面合作實現多點開花，中南科
學家在科技領域取得的突破受到全球科
技界矚目，豐富了中南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內涵，成為拓展兩國互利合作新的增
長點。

習近平強調，今年9月將召開中非
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南、中非科技合
作面臨新的重要機遇。我們要積極搭建
聯合創新新的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加
強青年科學家交流，積極主動融入全球
創新網絡，同世界各國加強創新能力開
放合作，推動中南科技創新合作跟上世
界科技發展潮流，努力步入世界科技發
展前列。希望中國和南非科技界、產業
界的各位代表，不斷弘揚中南傳統友
好，積極開拓創新、密切協作，為中南
科技創新合作走出一條共贏發展之路。
相信通過不懈努力，我們的目標一定能
夠順利實現。

作為受邀科學家，知名互聯網科學
家、中國盤石副總裁陳孝民表示，當前科
技發展的腳步開始加快，隨着5G時代的
到來，AI、VR/AR、大數據、區塊鏈等
新技術應用必將成為現實，第四次工業革
命的步伐也將隨之進一步加快，屆時將有
更多產業被顛覆，人類社會也將出現巨大
的變遷。陳孝民說，第四次工業革命正
在悄然改變着世人的生活，而這一變
革其實早在數年前就已開始。特別是
在非洲大陸上，對於新興科技的需求
日益增長，很多非洲國家渴望搭上這
趟“快車”，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
展，從而更好地融入到整個世界體系
當中。“對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推
動，目前已經刻不容緩。”

金磚國共迎新工業革命機遇
領導人會晤同舉多邊主義大旗 共禦保護主義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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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25日
發表署名“辛識平”的文章說，
在非洲盧旺達，有這樣一家工
廠：8,000平方米的廠房裡，上
千名當地員工忙着工作，牆上被
譯成英文和盧旺達語的“擼起袖
子加油幹”海報格外醒目。這家
由中國人創辦的服裝廠，給當地
人民帶來新的希望。
“是的！擼起袖子加油

幹！”服裝廠人事經理埃里克松
．恩達吉吉馬納邊說邊做出擼袖
子的動作。這個32歲的盧旺達
小夥子從輔工幹起，逐步成長為
一名管理人員，實現了自己人生
的一個奮鬥目標。
在坦桑尼亞莫羅戈羅省，34

歲的農民庫爾瓦．阿卜杜拉憑藉
中國農業專家提供的先進耕種技
術，在短短3年內就將自家的玉
米產量翻了好幾倍，告別又黑又
悶的茅草屋，第一次住進了磚
房。

蒙內鐵路激活東非商業
在肯尼亞，每年6月原是蒙

巴薩的旅遊淡季，但是蒙內鐵路
的通車將這座海濱城市的淡季變
成了旺季。作為“一帶一路”倡
議的重點合作項目，蒙內鐵路在
今年6月通車一周年之際，已累
計發送旅客近135萬人次，不僅
改變了肯尼亞人民的生活，也激
活了整個東非的交通乃至商業版

圖。
“精準扶貧”“一帶一路”

“命運共同體”……行走在廣袤
的非洲大陸上，你總能刷出中國
理念的存在感。奮鬥者的心聲，
發展的經驗，來自東方的智慧，
就像一粒粒種子，在這片土地上
播撒着希望與機遇。
無須更多語言，只要將目光投

向一條條筆直通達的公路，一個個
熱火朝天的建築工地，一張張淳樸
而真誠的笑臉，你就能懂得中非
“真誠夥伴”的深刻內涵，就會理
解“合作共贏”的現實意義。

愛人者，人恒愛之。此次非
洲之行，習近平主席受到了熱情
似火的歡迎。歡快的鼓點，動人
的舞姿，表達着非洲人民對中非
友誼與合作的熱烈嚮往。塞內加
爾總統薩勒直抒胸臆：“我想對
習主席、對中國人民說，塞內加
爾人民尊重你們、敬重你們”。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盼望“同中方
交流治國理政經驗”。南非總統
拉馬福薩則對“一帶一路”寄予
厚望。就連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採訪的西方專家也承認，中國在
非洲之所以廣受歡迎，“獨特之
處在於對所有國家平等相待”。
非洲諺語說，“每個人都是

他人的慰藉”。中國人則說“我
為人人，人人為我”。攜起手
來，擼起袖子加油幹，中非合作
將寫下更多精彩故事。

香港文匯

報訊 綜合人

民日報新聞客

戶端及《經濟

參 考 報 》 報

道，7月25日

至27日，第十屆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在南

非約翰內斯堡舉行。這次會晤以“金磚國家

在非洲：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共謀包容增長

和共同繁榮”為主題。在全球貿易摩擦加

劇、新興經濟體面臨多重挑戰之際，金磚國

家共同高舉多邊主義大旗，切實加強經貿領

域合作，抵禦保護主義衝擊。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於金磚國家峰會開幕式上致辭，這也

是習近平主席連續第六次出席或主持金磚國

家領導人會晤。

各界盛讚習近平訪南成果
南非報章《星報》：
為南非帶來了進一步加強與中國戰略關係的黃
金機會。

約翰內斯堡大學孔子學院聯合主任
戴維．莫尼耶：
習主席此次訪問為南非進一步深化與中國的戰
略關係提供了絕佳機會。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新興市場與非洲部門總經理
馬丁．戴維斯：
南中兩國關係近年正從政治層面向文化、人文
領域擴展，未來希望看到更多中國公司到南非
投資。

南非標準銀行集團首席執行官
西姆．查巴拉拉：
習主席的訪問對於加強金磚合作機制以及南非
的未來發展都是一件好事。

資料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和拉馬福薩在中南科學家高級別對話會開幕式前，共同參觀中南科技創新合
作成果圖片展。 新華社

約翰內斯堡會晤恰逢金磚國家領導人
會晤10周年。習近平主席同各國

領導人就國際形勢、金磚合作以及共同
關心的重要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流，
同有關國家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見，就國
際形勢、雙邊關係、金磚合作等問題交
換看法。
這次會晤將加強金磚團結合作，深

化戰略夥伴關係；把握新工業革命機
遇，豐富務實合作內涵；高舉多邊主義
旗幟，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加強機制建
設，推動金磚合作行穩致遠。

這次會晤將發表《金磚國家領導人約
翰內斯堡宣言》；建立“金磚國家新工業革

命夥伴關係”，加速金磚國家工業化進
程；成立疫苗研究中心、維和工作組等新
機制。

金磚推動國際治理現代化
中國駐南非大使林松添在峰會前接

受訪問時說，金磚經過十年的發展，已
經成為推動國際治理體系現代化，令其
朝着更加公平公正方向發展的重要進步
力量。金磚人口佔世界人口的40%，對
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相當
於所有發達國家的總和，是世界進步和
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林松添表示，本次會議將有許多看

點，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發出金磚自
己的聲音，維護多邊主義，特別是以世界
貿易組織（WTO）為核心的貿易多邊體
系，反對單邊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
面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威脅，金磚

國家間的互動將更為緊密團結。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日前表

示，對於美國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行為
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廣泛和高度的
關注。“中國和印度都支持多邊主義，
支持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保護主
義，兩國在這方面有着高度的共識和共
同的利益。事實上，這也是金磚國家成
員的普遍共識。”

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丹
尼．布拉德洛說，近年來金磚國家之間
經貿合作持續升溫，去年9月通過的
《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也表示金
磚各國將在經貿領域加強合作，為促進
世界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動力。相信通過
金磚國家的攜手努力，必將為世界經濟
復甦貢獻“金磚力量”。

支援基建加速非洲一體化
丹尼．布拉德洛說：“金磚國家可

以通過多種方式來幫助非洲國家實現包
容性發展，其中之一就是提供基礎設施
建設支持，幫助非洲國家加速地區一體

化進程，帶動經貿發展。同時，還可以
通過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機制，加強
對農業和旅遊業等領域以及婦女、青年
人群的支持。”
去年，中國提出了“金磚+”模

式，在廈門會晤期間邀請埃及、墨西
哥、塔吉克斯坦、幾內亞、泰國的領導
人，出席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
話會，共商南南合作和國際發展大計。
此次會晤延續廈門會晤合作勢頭，

廣邀發展中國家與會，將舉行金磚國家
同非洲國家領導人對話會、“金磚+”領
導人對話會，力爭讓“金磚力量”惠及
更多非洲發展中國家。

■■習近平於金磚國家峰會開習近平於金磚國家峰會開
幕式上致辭幕式上致辭。。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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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亞運隊港足亞運隊
上籤上籤變變下籤下籤

巴 勒 斯 坦 加 入 分 組

A組 印尼、香港、老撾、中華台北、巴勒斯坦

B組 泰國、烏茲別克、孟加拉、卡塔爾

C組 中國、伊拉克、東帝汶、叙利亞

D組 日本、越南、巴基斯坦、尼泊爾

E組 韓國、吉爾吉斯、馬來西亞、巴林、阿聯酋

F組 朝鮮、沙特阿拉伯、伊朗、緬甸

組別 球隊

亞運男足分組抽籤

黃鎮廷肩負港乒隊奪牌重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

4年人事幾番新，上屆仁川亞運還
是大後備，今天搖身一變已經是香
港乒壇“一哥”的黃鎮廷，在印尼
雅加達亞運會將肩負率領香港乒隊
奪取獎牌重任。
黃鎮廷25日出席今屆亞運會官

方計時品牌活動。談到仁川亞運時
“阿廷”就表示印象深刻，因在男
團 8強兩盤領先下他兩度上場敗
陣，導致港乒總分以2：3僅負中華
台北，成為失牌罪人：“那次經歷
未有為我帶來陰影，反而會時刻提

醒自己，不能犯下 4 年前的錯
誤。”今屆亞運背負重任的他，將
參加男單、男團及混雙3個項目。

上周韓國公開賽，主場球手
張宇鎮包攬男單、男雙及混雙 3
金，成為首位在國際乒聯巡迴賽
包攬“三冠王”的球員，“阿
廷”對此認為是好事，因尚有時
間作出研究：“他於場上比賽時
有氣勢、風格較兇狠，即使亞運
前突然殺出，我們還有充分時間
作準備。無論今屆亞運還是東京
奧運，不排除佢也會出現，他是

一位很有衝擊力的選手，會開始
對他作出研究以及針對其打
法。”
在韓國公開賽中，“阿廷”與

何鈞傑合作得到男雙銀牌，但他卻
並不滿意自己表現：“決賽那場不
是太滿意自己表現，有很多方面一
直想於下場時調整，例如盡快打出
狀態，希望在訓練和比賽可盡快解
決。”“阿廷”同時表示，自己所
參加的項目，抽籤形勢均是很關
鍵，而目前他與杜凱琹針對混合雙
打，花多了時間練習增加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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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舉行的江西網球公開賽
中，張帥以7：6、6：3力克德國女
網名將莉絲基順利晉級。

張帥對陣莉絲基是2018年江西
網球公開賽的焦點戰，雙方去年曾
在美國網球公開賽交手。張帥目前
WTA單打世界排名第32位，是本次
賽會的“頭號種子”。張帥開局出
色，最終以7：6先下一盤。到次盤
莉絲基手感上佳，開局一度領先3：
0。但第4局的發球局，亞太地區網
球賽事首次使用的Foxtenn回放技術
挽救了張帥的發球雙錯誤，在雙方
三次同分之後。張帥隨後以6：3實
現次盤逆轉，總比分2：0戰勝莉絲
基，挺進第2輪。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亞洲足協與亞運組委會原定

25日為雅加達亞運男子足球賽再

抽籤，加入早前因烏龍而被遺漏

了的阿聯酋及巴勒斯坦。結果卻

在大會表示不想再抽籤下，只把

巴勒斯坦編入A組，與香港隊、

東道主印尼、老撾及中華台北同

組，而阿聯酋則安排入E組，與

韓國、巴林兩強同組，頓時將港

隊原本抽到的上籤變成下籤。

2018年“一帶一路”國際男子
籃球冠軍賽日前在古城西安的城市
運動公園體育館開賽，中國國奧男
籃依靠一眾投手的出色發揮，以
85：80戰勝尼日利亞。

這支新組建的國奧男籃包括時
德帥、阿爾斯蘭等已在CBA聯賽站
穩腳的年輕球員。

面對剛剛在蘇州8國賽上交鋒並
戰勝過的對手，東道主在尼日利亞
隊開場不斷的遠投下還是有些慌
亂。直到第1節最後階段，國奧男籃
才通過許夢君連續兩記3分球外加罰
球，才反超比分取得25：19的領
先。
最後，雖然尼日利亞隊依然頑

強進攻，但苦於球員數量有限無力
輪換，已成強弩之末。國奧隊則依
靠穩定的3分球守住勝利，最終比分
為85：80。許夢君是役拿下全場最
高的23分，時德帥也貢獻19分。本
次比賽邀請到尼日利亞、伊朗和德
國的國家男籃來到西安，與中國國
奧隊交手。 ■新華社

國奧男籃“一帶一路”賽旗開得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冠忠南區25日宣佈中場溫俊回巢，
他改穿上16號球衣為球隊中場肩負
掃蕩任務。溫俊從兩季前的借用身份
變成今季簽約加盟，他指出：“南區
有積極的管理層、教練團及球員都具
備質素及實力，開心能夠重返這裡。
至於新一季目標當然是希望可以爭取

更多上陣機會，為球隊爭勝，亦希望
可以在盃賽贏得錦標，聯賽保持前列
位置完成。”
溫俊2015年球季協助南區歷史

性打入高級組銀牌決賽，26日正式跟
隨球隊操練。南區日前才簽下另一防
守球員劉家銘，早前亦有外援如高美
斯、卡拉錫、迪亞高及狄卡奧加盟。

冠忠南區宣佈溫俊回巢

馬來西亞羽毛球協會宣
佈，名將李宗偉因呼吸系統疾
病，需要休息一個月情況下，
決定退出即將舉行的世錦賽，
以及8月舉行的亞運會賽事。

早前已有消息指，李宗偉
足有一個星期未有操練，這位
球星級人馬接受訪問時，亦明
言未知能否參加之後兩個重要
比賽。結果馬來西亞羽協日前
就宣佈，李宗偉因呼吸系統疾
病，在醫生建議需要休息一個
月，不能作激烈操練下，決定
退出世錦賽與亞運賽事。

現年35歲的李宗偉在官方
宣佈消息後則未有接受訪問，
只於個人社交媒體轉貼有關聲
明。
令人遺憾的是，李宗偉在

患病前狀態不俗，世界排名於7
月初時更回升至第2位，而由
於在世錦賽抽籤中被編於沒有
太多強手的下線，故外間均認
為未嘗於奧運會、亞運會及世
錦賽奪金的他，有力衝擊個人
首面大賽金牌，可惜最終仍然
未能成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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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運足球隊在重新安排的
編組下，形勢頗為不利，由

於巴勒斯坦屬強隊檔次，頓把港隊
本是上籤一組形勢急轉為死亡之
組。U23港亞運隊主帥郭嘉諾得悉
結果後回應指：“看過有關巴勒斯
坦亞運隊名單和了解她們的實力。
巴勒斯坦在去年的U23亞洲盃表
現突出，在球員大軍名單中，有8
名球員已投效德國、瑞典等歐洲聯
賽的球會，實力絕對不可以忽視，
甚至有機會可以在這組壓過主場的
印尼隊取得首名出線。”
“嘉諾 Sir”及後補充謂：

“對於西亞球隊所知的情報很少，

搜尋對手比賽資料亦不容易。香港
隊過往在國際賽事，對賽巴勒斯坦
要數也是18年前的事。”

郭嘉諾：對港隊備戰不利
當談到新的小組形勢，郭嘉

諾就指出：“小組目前由4隊變成
5隊，多了一隊強隊競爭自然令港
隊爭奪小組次名的如意算盤很難打
響。如果我們想爭逐最佳成績第3
名，在計算對賽成績時，大會又會
剔除面對小組包尾一隊的賽果，這
對香港亞運隊很不利！”
至於備戰上，“嘉諾Sir”也

認為有很大影響，因了解新的賽程

後，港隊第一場小組賽將提前在
10號開賽，換言之港足要提前開
赴印尼，原定下月9日約戰的友賽
也要取消，備戰時間短了很多。

國家隊公佈27人初步名單
與此同時，中國足協25日公

佈亞運會足球代表隊集訓隊27人
名單。國足23歲以下亞運隊會由
外教馬達洛尼任主教練，球隊將在
8月於常州、蘇州友賽馬來西亞
U23、伊朗U23，兩場熱身賽後才
確定亞運20人名單。亞運會男足
比賽將於8月10日至9月1日進行
分組賽事。

■■張帥接球的瞬間張帥接球的瞬間。。 中新社中新社

■黃鎮廷肩負奪牌重任。 潘志南 攝

■李宗偉無緣兩大賽。 新華社

■■港足亞運隊將提前展開分組賽港足亞運隊將提前展開分組賽。。新華社新華社

■■郭嘉諾對新的郭嘉諾對新的
分組形勢不算滿分組形勢不算滿
意意。。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張帥接球的瞬間張帥接球的瞬間。。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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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生物 萬問題疫苗銷冀渝
兩地逾28萬人已接種 查處不甚了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每日經

濟新聞》、澎湃新聞及騰訊財經

報道，與正處在漩渦中心的長生

生物曾一起登上質量“黑榜”的

武漢生物，也開始引起越來越多

人的關注。與長生生物公司25萬支問題疫苗相比，武漢生物

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涉案批次百白破疫苗數量更多，共

計400,520支，銷往重慶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190,520支，銷

往河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10,000支。根據此前河北重慶

兩地的疾控中心網站披露，河北有143,941人使用了不合格

疫苗，而重慶的不合格疫苗則涉及142,343名兒童。截至25

日，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的多家媒體多次致電武漢生

物辦公室電話，但一直無人接聽。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山東
報道）山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5日通
過官方賬號發佈《關於百白破疫苗補種有
關事項的問答》，表示近期山東省將組織
開展對接種過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產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批號
201605014-01）兒童進行補種工作。補種
將按照知情同意、自願免費的原則開展。

針對為何現在才開展補種等相關工作
疑問，該《問答》稱，2017年10月29日百
白破疫苗問題公佈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對兩家企業生產的所有在有效期內
的百白破疫苗樣品進行了檢驗，隨後國家
衛生計生委組織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對
補種技術方案進行了論證，並與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反覆確認了疫苗的安全
性、有效性以及生產企業的主體責任。
“在技術方案得到了充分論證、各方面保
障已到位等情況下，才開展此次補種工
作。”

山東疾控中心表示，此次使用的疫苗
經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檢定為合格，
補種不會對受種者帶來常規不良反應以外
的安全性風險。但同時亦表示，任何疫苗
的保護效果都不能達到100%。

《問答》稱，無論是否接受了補種，
如果接種了效價不合格百白破疫苗的兒童
在5周歲內罹患疫苗針對性疾病，相關疫
苗生產企業都應給予經濟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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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一間疾控中心的護士在給兒童接種疫苗。
美聯社

公開資料顯示，武漢生物製品研
究所有限責任公司位於湖北武

漢市江夏區，其疫苗產品有吸附無細
胞百白破聯合疫苗、凍乾人用狂犬病
疫苗、乙型腦炎減毒活疫苗、麻疹減
毒活疫苗、麻疹—腮腺炎聯合減毒活
疫苗。該公司有各類生物制劑的生產
文號119個。

武漢食藥監處罰判決未公開
武漢市食藥監局2018年6月行政

處罰信息公開表顯示，武漢生物製品研
究所有限責任公司生產的吸附無細胞百
白破聯合疫苗（批號：201607050-2，
規格：0.5ml），經檢驗，其“效價測
定”項不符合標準規定、被判定為不合
格。案件名稱“生產銷售劣藥”。該公
司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
法》第四十九條第一款、第三款第
（六）項的規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藥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條，《中華人
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第一

款第（一）項的規定，處以沒收違法所
得、罰款。

湖北省食藥監局藥品化妝品（醫
療器械）稽查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武漢市食藥監局已對涉百白破問題疫
苗事件的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
任公司（以下簡稱“武漢生物”）作
出行政處罰。但罰沒款的金額尚未對
外披露，該行政處罰決定書也未公
開。

65萬支問題流向全部查明
河北省疾控中心官網消息，流入

河北省效價指標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
為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
生產的批號為201607050-2的百白破
疫苗，不合格原因主要是效價指標不
符合標準規定。據統計共有21萬支
進入河北，流向石家莊、廊坊市及定
州三地，共有143,941人使用了不合
格疫苗。重慶市衛計委在官網披露，
190,520支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分別流

向該市27個區縣，涉及兒童142,343
人。

至此，所有65萬支問題疫苗流
向已全部查明公佈。

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信息顯示，
此前，武漢生物還曾因接種疫苗產品
的不良反應而引來多宗訴訟。

如2017年10月11日的一份判決
書顯示，2012年12月5日出生的王
某前往社區衛生中心接種了由武漢生
物生產的吸附無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
和由天壇生物生產的糖丸疫苗。當
晚，王某出現高熱，體溫38℃。次
日，王某在武漢市第三醫院就診，被
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2013年10月
14日，王某被北大醫院兒科門診診
斷為癲癇。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預防
接種異常反應調查診斷專家組作出
《調查診斷書》認定：“可能屬於預
防接種異常反應”。

法院綜合多方面因素經審理查
明，武漢生物對王某損害的發生並不

存在過錯，但王某接種疫苗後的人身
權益受到損害的事實屬實，為此，一
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
法》第二十四條“受害人和行為人對
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
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的規
定，酌定武漢生物承擔一定的賠償。

在另外一宗許某與武漢生物、天
壇生物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
紛的案件中，判決書同樣指出雖然兩
公司的疫苗係合格產品，兩公司對許
某損害的發生並不存在過錯，但出於
人道主義責任要求武漢生物等承擔一
定的損失。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武漢生物在
2018年6月遭到行政處罰的產品同樣
有吸附無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而該
產品正是多份判決書裡所涉及到的糾
紛產品。連日來，包括《每日經濟新
聞》、澎湃新聞等在內的多家媒體記
者多次致電武漢生物辦公室電話，但
一直無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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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河北省疾控中心消息，共有21萬支武漢生物生產的效價指標不合格的百
白破疫苗進入河北，共有143,941人使用了不合格疫苗。圖為食藥監執法人
員在防疫中心檢查疫苗。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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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
嫻 北京報道）記者從25日在北
京舉行的第二十一屆中國農產
品加工投資貿易洽談會發佈會
上獲悉，由河南省政府和農業
農村部主辦的第二十一屆中國
農加工洽談會，將於9月6至8
日在河南省駐馬店市舉行。

據介紹，“中國農加工洽談
會”是農業農村部舉辦的四個5A
級農業展會之一，也是唯一由地
市級舉辦的5A級農業展會。屆
時，還將舉辦國際農產品加工業
發展論壇，組織“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家、農業官
員與國內參展企業對接洽談。

河南9月辦農洽會

■第二十一屆中
國農產品加工投
資貿易洽談會將
於9月在河南駐
馬店市舉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 雖然人民幣
兌美元中間價25日仍下跌51點
子，不過人民幣兌美元即期
(CNY) 25日大幅收升，官方收
市報6.7784，較上日升0.47%或
316點子。而在離岸市場，人民
幣兌美元即期(CNH)
也升 255 點子，報
6.7818。
外匯交易員表

示，美匯指數25日
略微下跌，客盤結
匯紛紛出手，加上
境內外價差收窄，
不少套利交易選擇
在境內結匯。然
而，在貿易戰、強
美元以及境內經濟

增長乏力背景下，中期人民幣
仍承壓，短期則要看美指動向
及監管層是否有方向指引。從
“經濟數據、貨幣政策等方面
看，人民幣貶值壓力還是有
的。”

人幣兌美元反彈逾300點子

■■人民幣兌美元即期人民幣兌美元即期(CNY)(CNY) 2525日大幅收日大幅收
升升，，官方收市報官方收市報66..77847784。。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連升三個交易日之後，滬

深A股25日現分化。工程建設板塊

個股持續掀漲停潮，facebook(臉書)

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相關股份也

大升；另一方面，獨角獸寧德時代尾

盤插水，出現上市以來首個跌停。

獨角獸寧德時代首現跌停

寧德時代25日尾市突然插水，獲利盤蜂
擁而出，上市以來首次跌停，全日成

交額40.3億元（人民幣，下同），換手率達
21%，股價收於82.59元。而在上一日，該
股盤中最高達92.96元/股，市值突破2,000
億元。經過25日跌停，這隻創業板獨角獸
的總市值回落到1,794億元。

寧德二季度業績毛利俱跌
6月11日才上市的寧德時代，早前業

績預告顯示，預計2018年上半年歸母淨利
潤實現8.84-9.38億元，同比下降51.20%至
48.19%；扣非後歸母淨利潤實現6.71億元
至7.13億元，同比增長31.43%至39.56%。
據騰訊財經“一線”計算，該公司2018年
二季度業績出現35.32%至41.38%的下滑。
同時，公司毛利率也在進一步下滑。
同時，公司的應收賬款方面則處於高

位，據公司招股資料顯示，2015年末、2016
年末和 2017年末，應收賬款餘額分別為
23.97億元、73.22億元和69.38億元。有券
商機構和投資者均指，寧德時代目前股價已
然過高，炒作風險太大。

經過連續三個交易日上攻後，25日滬綜
指小幅回撤。滬綜指全日圍繞2,900點激烈

爭奪，深市則呈衝高回落走勢。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2,903點，跌1點或0.07%，險守
2,900點整數關口；深成指報9,463點，跌2
點或0.02%；創業板指報1,632點，漲2點或
0.17%。兩市共成交3,973億元，較前一交易
日縮量956億元。

自貿區消息利好 海南板塊漲近4%
據海南省交通運輸廳透露，交通運輸部

近日發文支持海南高質量建設現代綜合交通
運輸體系，積極探索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
海南板塊整體漲近4%，欣龍控股、大東海
A、羅牛山漲停，海航創新升超9%。

貴金屬、鋼鐵板塊升逾2%，文教休
閒、旅遊酒店、國際貿易漲超1%；工程建
設板塊整體升幅雖不足1%，但板塊內山東

路橋、達安股份、正平股份、漢嘉設計、山
鼎設計、成都路橋、建研院、重慶建工等個
股均飆至漲停。

醫藥製造板塊同樣逆勢升近1%。康泰
生物早間公告稱收到控股股東、實際控制
人杜偉民增持公司股票的計劃。據披露，
杜偉民計劃12個月內擇機增持公司股份，
金額不低於6,000萬元。康泰生物25日打開
跌停，收跌 9.49%，全日成交超過 30 億
元，換手率高達27%；長生生物停牌。
另一方面，工商登記顯示，臉書科技

(杭州)有限公司在7月18日正式成立。分析
稱，若facebook最終得以進入中國市場，將
改變中國社交網絡市場格局，與其有業務聯
繫的公司將首先獲益，藍色光標、迅游科
技、梅泰諾漲停。

■滬深A股25日現分化，其中工程建設板塊個股持續掀漲停潮。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25日刊於銀保監會
官網的資料，安聯財險註冊資本從8.05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至16.1億元，增資後，安聯
保險集團（Allianz SE）的持股比例由100%
降至50%，另外50%股份由北京京東叁佰陸

拾度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認購。
其中，京東出資4.83億元持股30%，成

為安聯財險的第二大股東。此次公佈的公司
出資額及持股比例較此前公佈的有小幅下
調，京東持股由原來的33.33%減至30%，

映雪投資持股3.33%。
公開資料顯示，安聯保險集團於1890

年在德國創立，安聯財險是由德國安聯保險
集團單獨出資，於2003年在中國設立的首
家經營財產保險的分公司。
截至一季度末實現保險業務收入3.6億

元，淨利潤達807.47萬元，淨資產約為4.17
億元。

京東4.8億入股安聯財險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
蘭 上海報道）微創醫療子公司
微創心律管理法國新總部日前
啟用，正式成為全球第五大心
律管理業務。目前，心律管理
業務的全球潛在市場估值已達
約100億美元。

微創醫療董事長兼首席執行
官常兆華透露，心律管理業務將
成為集團未來增長的核心引擎，
微創心律管理業務將成為增長核
心引擎，未來集團將投入更多資
源，支持相關研發項目，加速開
發新的創新型產品。

微創醫療力拓心律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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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任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與媒
體茶敘，被問到死刑議題時表示，執行或不執
行沒有定論，會以極為審慎的態度來處理，重
申執行沒有時間表。

蔡清祥說，死刑議題可從政策、法律、執
行3個面向探討，政策部分，國民黨政府到民
進黨政府都對外宣示逐步廢除死刑，這個政策
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

法律面部分，蔡清祥表示，現行法律除心
神喪失、懷孕婦女，並未停止執行死刑；執行
面部分，蔡清祥則說，一直抱持極為審慎態度
進行，法務部與最高檢察署都訂有嚴謹審核程
序，會按程序縝密進行。

媒體問到，個人立場是否支持死刑，蔡清

祥則說，坐在法務部長位子上不能表達個人意
見，只能尊重法律制度、社會看法進行綜合考
量，也樂於與被害人家屬溝通，透過保護方案
協助家屬，重申執行沒有時間表。

至於調查局長因蔡清祥升任部長而懸缺，
蔡清祥說，目前接任人選沒有結論，不管是局
內升遷或外部派任，他已基於過去對調查局的
了解，全盤分析說明給長官參考，但沒有特定
人選，懸缺應不會太久。

蔡清祥另外指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已做
出同婚釋憲案，並給予兩年期間完成修法，法
務部會在期限內完成法制作業，至於是修訂民
法或單獨立法，法務部沒有立場，尊重外界與
主管機關意見。

死刑議題 蔡清祥：執行或不執行尚無定論

（中央社）警政署今天說，提高見警率並
非要求員警不分日夜、不論區域執行站崗等勤
務，是透過科學分析治安熱時、熱點，並透過
電腦數據安排有效警力勤務配置，符合各國警
政潮流。

內政部長徐國勇上午出席 「2018年防制
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 受訪時說，要求警政署
檢討、改善低效率的見警率，且已和行政院討
論關於員警法定員額部分，有信心短時間內可
補足。

針對部分基層員警及外界對提升見警率議
題有不同看法，警政署發布新聞稿表示，為維
護公眾安全、防止重大治安事件，各警察機關
過去針對轄內社區、學校、車站及人潮聚集地
點，指派員警加強巡邏，並實施重點守望等方
式，遏止犯罪發生。

警政署說，為落實科技目標，近年引進智
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把跨轄區各項治安資料
如治安斑點、熱點及區域情資等訊息，透過大
數據科技理念分析並實際應用，藉此規劃有效
勤務。

同時，警政署表示，現今社會環境、文化
及犯罪情形與過去不同，會持續導入監視系統
、人臉辨識系統及M-POLICE行動載具等科
技設備，盼透過科技的即時功能，減少員警勤
務壓力，並規劃縝密勤務，盼可提升見警率。

警政署說，近期外界有關提升見警率爭議
，絕非要求員警不分晝夜、不論區域站崗或守
株待兔執行耗費警力等勤務，而是以科學分析
「熱時、熱點」 ，並配合電腦數據安排警力配
置，符合世界警政潮流，更是不同於過去美國
堪薩斯城實驗的無效隨機巡邏見警率。

提升見警率 警政署：科學分析安排警力配置

（中央社）葉姓毒品假釋犯6月間依規定到
苗栗地檢署報到採尿，事後擔心不過又得入獄，
躲在廁所等到下班時間，再攀爬氣窗潛進採尿室
調包檢體後逃逸，苗栗警方今晚逮捕葉男，正偵
訊中。

33歲的葉男民國106年8月假釋交付保護管
束，定期須至苗栗地檢署報到並採尿追蹤。今年
6月21日下午依規定前往地檢署2樓觀護人晤談
室報到採尿後，因擔心尿液呈陽性反應，又發現
採尿室氣窗未上鎖，便在採尿後躲藏在隔壁廁所
，直到地檢署員工下班，趁法警巡邏空檔，攀爬
氣窗進入採尿室，將檢體調包，隨後從茶水間跳
窗逃逸。

觀護人室人員隔天發現，存放尿液檢體冰箱
的鎖頭有遭破壞痕跡，調閱監視器才發現葉嫌大

膽行徑，也成為苗栗地檢署成立21年來，首起遭
人潛入犯罪案件，檢方格外低調，簽發拘票指揮
警方追緝。

苗栗警分局根據線索查緝，今晚在新竹縣竹
北市女友住處順利逮捕逃亡一個多月的葉男，隨
即帶回苗栗偵訊中。

葉男警訊坦承，因為害怕驗尿不過又要再被
關，才出此下策。他當天是最後一位採尿，檢體
放在靠近冰箱門的最外側，評估冰箱鎖頭較鬆，
用力撐開冰箱門，從空隙拿出尿液倒掉，裝入水
調包，再放回冰箱。

警方指出，葉男此舉勢必被撤銷假釋，還罪
加一等揹上妨害公務、偽造文書等罪嫌，將依法
移送苗栗地檢署偵辦。

潛伏地檢署調包尿液檢體 毒品假釋犯落網

（中央社）高雄市警方今天展示一週來的打擊犯罪成果，起獲包括衝鋒槍的槍械8把和子彈417
發等，同時宣示年底選戰期間，全力防制不法分子以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入選舉及投票活動。

高雄市警察局刑警大隊召開記者會展示緝毒、全面掃黑的成果，一週來分別在鳳山、岡山、路竹
等區及嘉義市西區，逮捕犯嫌10多人和查獲海洛因、混合型毒咖啡等多樣毒品，尤其是破獲改造槍
械工廠，也起出殺傷力強大的9釐米衝鋒槍等槍械與子彈417發。

另為維護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選前及投票期間治安，警方全力防制不法分子以暴力或其
他不法手段介入選舉及投票活動，或是針對幫派或團體以政黨名義進行掩護，實則從事擾亂社會秩序
的行為。

高雄市政府新任警察局長李永癸指出，當前警政四大重點工作為 「遏止幫派及暴力犯罪」 、 「打
擊詐欺犯罪」 、 「防制毒品危害」 與 「掃蕩非法槍彈」 ，貫徹實現讓民眾安心和讓社會安全。

李永癸要求警方於查緝各類刑案過程中，配合 「迅速偵破」 、 「向上溯源」 、 「向下刨根」 等偵
蒐策略，全力防制槍擊案，並擴大追查槍枝源頭，同時運用策略打擊黑幫圍事場所，約制、瓦解幫派
犯罪集團和斬斷金脈，對犯罪 「零容忍」 。

高市警：年底選戰期間全力防暴取締不法

（中央社）台北市一家美式餐廳陳姓負責人與張姓股東理念不合，去年朝張男潑灑汽油並企圖點
火。士林地院認定陳男涉犯殺人未遂罪，今天判刑5年2月，可上訴。

士林地方法院判決書指出，陳姓男子與張姓股東因經營管理方式與投資理念有異而生怨隙，先於
民國105年12月間，傳訊恐嚇張男 「半路攔車修理人的常常上新聞」 「我會讓你得到教訓的」 。

106年1月間，陳姓男子不滿張姓股東的臉書貼文，到加油站購買汽油、煤油後前往張男住處理
論。陳男見張男下樓即丟擲煤油，再朝張男潑灑汽油得逞，並拿出打火機多次作勢點火，所幸張男及
時阻擋而未釀災。

陳姓男子縱火不成，仍對聞訊前來的另名黃姓股東出言不遜，恐嚇 「你就不要滾出台灣」 ，並辱
罵黃姓股東像白癡跟智障。

陳姓男子坦承公然侮辱，否認殺人未遂與恐嚇罪。承審合議庭調查現場蒐證影片及證人說詞等證
據，認為陳男明知朝人潑灑汽油的危險性又拿出打火機企圖點火，已著手實行殺人行為，經張姓股東
阻擋而未遂。

合議庭考量陳姓男子的犯後態度、被害人無和解意願等狀況，依殺人未遂罪判處陳男5年2月徒
刑，恐嚇罪部分合併判刑6月。

朝股東潑油企圖點火 餐廳老闆判刑5年2月

立委捍衛東亞青運主辦權立委捍衛東亞青運主辦權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民進黨立委黃國書（（後左後左22）、）、張廖萬堅張廖萬堅（（後左後左））等人等人2525日在立法院召開日在立法院召開 「「捍衛東亞青運主捍衛東亞青運主

辦權辦權，，絕不向中國低頭絕不向中國低頭」」 記者會記者會，，推動推動 「「2020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 的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董的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董
事長紀政事長紀政（（後左後左44））也出席也出席。。

花蓮縣政府觀光推展委員會議花蓮縣政府觀光推展委員會議
花蓮縣政府花蓮縣政府2424日召開花蓮縣觀光推展委員會議日召開花蓮縣觀光推展委員會議，，就花蓮觀光未來發展交換意見就花蓮觀光未來發展交換意見，，並針並針

對整合觀光資源及促進觀光發展議題提出建言對整合觀光資源及促進觀光發展議題提出建言。。

金門縣衛生局金門縣衛生局 烏坵宣導長照烏坵宣導長照
金門縣衛生局長照督導張玉婷日前到烏坵了解設置照管分站事宜金門縣衛生局長照督導張玉婷日前到烏坵了解設置照管分站事宜，，並邀請失智症照顧並邀請失智症照顧

專家伊佳奇為居民宣導失智症照顧常識專家伊佳奇為居民宣導失智症照顧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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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习近平谈金砖合作
7月25日至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
金砖国家分处四大洲、地跨南北半球，虽然山海相隔，但怀着合作共赢的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十年来，金砖国家

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成色更足，更拓展了“金砖+”朋友圈。
今年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开局之年，中国一向高度重视金砖合作，这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六次出席或

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在推动和引领金砖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得到各方充分肯定。关于金砖国家合作，习近平
在诸多场合进行过阐释和强调，本报对此进行梳理。

金砖国家在各领域务实合作

◆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大有可为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金砖国家面临新挑战。同时，金砖

国家经济发展仍然大有潜力可挖，经济合作仍然大有可为。金砖
国家经贸合作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希望金砖国家工商界
为促进金砖国家合作应对挑战，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迈上更高台阶
作出新贡献。

——2015年7月9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金砖国家工商理
事会代表对话会上指出

◆人文交流使金砖合作永葆活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深耕厚植，友谊和合作之树才能枝

繁叶茂。加强我们五国人文交流，让伙伴关系理念扎根人民心
中，是一项值得长期投入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将使金砖合
作永葆活力。

——2017年9月4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
议上的讲话《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金砖国家应该同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

决反对否认、歪曲、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图谋和行径，共
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同时，要以史
为鉴，摒弃冷战思维，拒绝零和博弈，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稳定。

——2015年7月9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
话《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

◆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
金砖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既是息息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更

是携手前行的行动共同体。我们要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地区
热点上的协调沟通，共同行动，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携手
应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传染病疫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

——2016年10月16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
围会议上的讲话《坚定信心 共谋发展》

◆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
金砖国家合作的成功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包

容，不同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文化可以相互交流。
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
同前进。

——2015年7月9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
话《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

金砖国家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

◆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当前，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
量，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2013年3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
采访时说

◆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
我们应该坚持开放精神，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加强相互经济

合作，培育全球大市场，完善全球价值链，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建设者。

——2014年7月15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
话《新起点 新愿景 新动力》

◆做推动全球发展的领跑者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金砖国家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

应该加强合作、携手并进，继续做推动全球发展的领跑者。

——2015年7月9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
话《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

◆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正能量
我们五国从发起之初便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

为准则，倡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处理国家间关系，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同其他国家
共享发展机遇。如今，金砖合作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理解和认同，
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正能量。

——2017年9月3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金砖十年取得丰硕成果

◆金砖国家10年耕耘10年收获
“十年磨一剑。”金砖国家10年耕耘，10年收获。金砖国家一

步一个脚印，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发展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机
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是共谋发展、不断前行的10年。
——这是拓展合作、互利共赢的10年。
——这是敢于担当、有所作为的10年。
——2016年10月16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

围会议上的讲话《坚定信心 共谋发展》

◆金砖国家合作已是枝繁叶茂
经过 10 年发展，金砖国家合作已经是枝繁叶茂、树大根深。

我们完全有能力化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我们要贡献金砖国家的智慧和力量，携手寻找应对之道。

——2016年10月16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
围会议上的讲话《坚定信心 共谋发展》

◆过去10年中金砖国家携手同行
在过去10年中，金砖国家携手同行，成长为世界经济的新亮

点。
——10年中，金砖国家探索进取，谋求共同发展。
——10年中，金砖国家务实为先，推进互利合作。
——10年中，金砖国家敢于担当，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

为。
——2017年9月3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金砖合作“3条启示”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今，金砖合作基础已经打下，整体架构

轮廓初现。回望来时路，我认为有3条启示十分重要，应该在今后
的合作中发扬光大。

一是平等相待、求同存异。
二是务实创新、合作共赢。
三是胸怀天下、立己达人。

——2017年9月3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10年前，金砖合作兴起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变革之际，引起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历经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的考验，金砖
国家探索出了一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
赢的新路子。各国领导人决心以厦门会晤为新起点，坚定信念，
再接再厉，共同打造更紧密、更广泛、更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2017年9月5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记者会上
的讲话

拓展朋友圈，打造“金砖+”

◆金砖合作的意义已超出五国范畴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合作平台，金砖合作的意义已超出五

国范畴，承载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
期望。金砖国家奉行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高度重视同其他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

——2017年9月3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南南合作
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

相似的发展任务，深化务实合作，发挥互补优势，能产生“一加
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我们要利用好金砖国家、七十七国集团
等机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南南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
球性挑战，培育联动发展链条，实现联合自强。

——2017年9月5日，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上的发言《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打造“金砖+”的合作模式
开展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是金砖

国家的优良传统，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方举办
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发出了深化南南合作和全
球发展合作的强烈信号。出席对话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向好，应该在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深化南南
合作，打造“金砖+”的合作模式，建立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打
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携手走出一条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各国
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017年9月5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记者会上
的讲话

精彩引用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们来自世界四大

洲的5个国家，为了构筑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走到
了一起，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走到了一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是我们共
同的愿望和责任。

——2013年3月27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
旨讲话《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

◆通向成功的道路永远都是曲折坎坷的
俄罗斯有句谚语：“通向成功的道路永远都是曲折坎坷的。”

让我们踏上征程，携手建设金砖国家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共同开
创金砖国家更美好未来！

——2015年7月9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
话《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
金石

中国古人说：“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
石。”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
这就是互尊互助，携手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经济、政治、人文合作；倡
导国际公平正义，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
共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2017年9月4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
议上的讲话《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中国古人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

为，则易者亦难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着世界发展
的未来。促进国际发展合作、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应有的
担当。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开辟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
的发展之路。

——2017年9月5日，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上的发言《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叶 子 董紫薇 王永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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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鄧潤京】歐陽女士，她多年的積蓄就這樣匯到香港匯豐銀行。匯到了電話詐騙集團所設立的銀行賬戶。
當歐陽女士意識到被騙，立刻采取了行動。有幾個動作是必須的。
香港匯豐銀行方面，立刻取得聯繫。這筆款項到了匯豐的哪個賬戶，人名，地址都有明顯證據。可以欣慰的是，匯豐方

面凍結了該筆款項。不過，要想拿回歐陽女士的多年積蓄，仍然要大費周章。
香港當地警方，立刻報案。畢竟案發地在香港。以下這段文字是來自香港警方：
福遍郡的警方也接到報案。好像美國當地警方認為此案並無作為，曾一度關閉此案件。
其實不然，電話詐騙並沒有國籍或地域的差別，見到能得逞的機會就決不放過。今天是歐陽女士被騙，她已經加入到美

國國籍，作為美國的納稅人，理應得到美國警方的保護和援助。至於涉及此案的電話詐騙集團能否被繩之以法，那要看“天
網恢恢，疏而不漏”這8字真言在什麼時候顯靈了。

電話詐騙是如何得逞的（之二）

電話詐騙集團是這樣通過香港匯豐銀行收錢的電話詐騙集團是這樣通過香港匯豐銀行收錢的。。【鄧潤京/圖文】7 月 21 日，
《2018麥當勞教育展2018 McDon-
ald’s Education Workshop》在達拉
斯的約翰•保羅二世高中（John
Paul II High School）成功舉辦。接下
來，同樣的教育展將會在10月20日
，在休斯敦騰龍教育學院（Talent
Academy， 4835 Hwy 6， Missouri
City，TX 77459）舉辦。每一年，麥
當勞在全美範圍內讚助的教育展有十
幾個。為什麽要做如此多的讚助？

聽聽7月21日，北德州地區麥當
勞老板安迪•庫馬爾（Andy Kumar
）在達拉斯《2018麥當勞教育展》上
是怎麽回答的。

庫馬爾說，今天，我代表當地的
麥當勞老板們來到這裏，他們組成了
德州北部的麥當勞群體。我們一起在
得克薩斯州北部30多個縣擁有360多

家餐廳，包括達拉斯/沃斯
堡 和 泰 勒/朗 維 尤
（Longview）等地區市場
。

麥當勞是我們服務的
社區的一部分。

庫馬爾強調，作為麥
當勞的所有者，我們每個
人都參與到我們各自的社
區中，支持學校和其他社區項目，我
們的目標是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回饋社
會。

我們回饋社會的最大方式之一是
通過我們的麥當勞慈善項目。

大北德克薩斯的麥當勞自豪地支
持RMHC獎學金項目。自從該項目成
立25年多以來，超過1000個獎學金
被授予了高中畢業生。迄今為止，在
北德克薩斯授予的資金總額超過150

萬美元。
庫馬爾說，今天，我希望你們能

抓住這個機會，在此之前了解一下你
們可以獲得的獎學金信息，比如RM-
HC獎學金，並撰寫一份使你們自己
的與眾不同的簡歷。

我來敦促那些還在上高中的人，
特別是你們即將進入高中的學生，為
你們未來的學業努力爭取獎學金。

庫馬爾還說，至於我們獎學金計
劃的標準，雖然成績是我們考慮RM-

HC獎學金計劃的主要因素，
但我們努力獎勵那些努力回
饋社會的學生。
無論是在你當地的社區中心

服務，在你的教堂做志願者
，還是通過參加課外活動，
學術社團，或者放學後參加
俱樂部，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它不僅關乎獎學金和大學錄取，也
關乎你的一生。

在談到麥當勞員工時，庫馬爾說
，北德克薩斯州的麥當勞公司也致力
於幫助員工進修並實現他們的夢想。

為了幫助任何在公司所有或獨立
特許經營的餐廳工作的員工，我們創
建了“通往機遇的拱門”(Archways
To Opportunity)，這是一種綜合性的
教育策略，有多個項目，讓人們有機

會成長和學習——無論他們在旅途中
身處何處。

麥當勞的員工和參與獨立特許經
營的員工都可以參加。這裏有一些方
法可以幫助員工成功:

•提高英語技能
•獲得高中文憑
•努力獲得大學學位
庫馬爾最後說，說成功的關鍵是

你能以你在日常生活中樹立的榜樣為
榜樣做些什麼。這是關於團隊合作，
是關於網絡，是關於建立深刻而有意
義的聯系，並在社區和你周圍的人留
下持久的印象。

多年來舉辦《麥當勞教育展》 ，
這僅僅是麥當勞公司回饋社會的方式
之一。

麥當勞為什麼要資助教育展

北德州地區麥當勞老板安迪北德州地區麥當勞老板安迪••庫馬爾庫馬爾（（Andy KumarAndy Kumar））在在《《20182018
麥當勞教育展麥當勞教育展》》舞台上接受賀信舞台上接受賀信。。德州眾議員陳筱玲德州眾議員陳筱玲（（AngieAngie
Chen ButtonChen Button）（）（左二左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左三左三））和理查森市市長和理查森市市長Mayor Paul VoelkerMayor Paul Voelker（（右右）。）。

北德州地區麥當勞老板安迪北德州地區麥當勞老板安迪••庫馬爾庫馬爾（（Andy KumarAndy Kumar
））在達拉斯在達拉斯《《20182018麥當勞教育展麥當勞教育展》》上接受美南報業電上接受美南報業電
視傳媒集團鄧潤京視傳媒集團鄧潤京（（右右））頒發的感謝信頒發的感謝信。。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77月月
2828日至日至77月月2929
日日
慈濟德州分會慈濟德州分會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
「「惡性腫瘤優惡性腫瘤優

化的中西醫冶療化的中西醫冶療」」
桑玫醫師主講桑玫醫師主講
77--2828--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至中午至中午1212時時
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
6200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Corporate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世新校友會舉行會員大會世新校友會舉行會員大會
77--2828--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55時時3030
分分
China BearChina Bear
1275512755 Southwest Fwy,StafSouthwest Fwy,Staf--
ford,TX.ford,TX.7747777477

觀世音菩薩寶旦觀世音菩薩寶旦（（得道日得道日））
77--2929--20182018（（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
本頭公廟本頭公廟

1060010600 Turtlewood, Houston,Turtlewoo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觀世音菩薩成道吉日寶旦觀世音菩薩成道吉日寶旦
77--2929--20182018（（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 Houston,Delano, Houston,
TX.TX.7700377003

光鹽社光鹽社 「「 殘障人士的退休金殘障人士的退休金
與與SSISSI 」」 講座講座
77 月月 2828 日日（（ Sat. )Sat. ) 上午上午1010：：

0000
光鹽社辦公室光鹽社辦公室 （（98009800 TownTown
Park Dr. StePark Dr. Ste 255255, Houston, Houston
TX.TX.7703677036

騰龍騰龍20182018 秋季課後班秋季課後班，，周末周末
中文學校中文學校，，雙語幼兒園雙語幼兒園OpenOpen
HouseHouse
（（ 參觀學校參觀學校，，老師見面老師見面，，了了
解課程解課程））
77 月月2727 日日，，88 月月 33 日日 （（ Fri. )Fri. )
下午下午33：：3030 ---- 77：：0000

48354835 HighwayHighway 66, Missouri, Missouri
City, TXCity, TX 7745977459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
南賽區決賽暨頒獎晚會南賽區決賽暨頒獎晚會
77 月月 2929 日日 （（Sun. )Sun. ) 晚間晚間 77：：
0000
Stafford CenterStafford Center

「「 台灣青年海外搭橋計劃台灣青年海外搭橋計劃」」
學員心得分享暨感謝餐會學員心得分享暨感謝餐會
77 月月 3131 日日 （（Tues. )Tues. ) 下午下午22：：

3030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觀音堂免費中文兒童佛學班第觀音堂免費中文兒童佛學班第
十三堂課十三堂課
77 月月 2828 日日 （（Sat. )Sat. ) 下午下午 22：：
0000 至至 44：：0000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
（（ 1016110161 Harwin Dr. , SuiteHarwin Dr. , Suite
100100 ,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為了更好的幫助僑胞了解相關法律知識，德
州安徽同鄉會和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將於8
月4日週六上午10點在中心130大廳舉行“海外
華人常遇到的法律問題”講座。

該講座的主講人是著名律師張教平教授，張
教平教授從70年代初起在中國從事法律工作，曾
在安徽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任職，在安徽財經大
學兼職法學教授等等。退休後成立律師事務所，
是中國資深律師。

本次講座是繼上次“海外華人常遇到的法律

問題”繼承篇，屆時張教授將從三個方面開講：
第一：中國的戶籍制度與移民身份；第二：國內
財產奴益保護（遺產與繼承法律制度）；第三：
中國司法制度重大改革。講座最後將開放現場提
問，與聽眾互動，張教平律師現場回答法律問題
。

講座時間：8月4日星期六上午10:00
講座地點：中國人活動中心130大廳
地 址 ：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海外華人常遇到的法律問題”講座8月4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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