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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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周三宣布，
川普總統希望把擬對另外兩千億美元的中國貨物
加徵的關稅從10%提高到25%。

對這批貨物加徵關稅的評論期已在7月開始
，原訂在8月30日結束，美國政府現在把評論
期延長到9月5日。

美國行政當局一位高級官員說： 「我們一年
來給了他們很多、很多機會來解決我們關注的問
題。我們顯然沒有看到他們采取的行動。」

這位官員說，中方做出的回應是威脅對美國

貨物加徵關稅，涵蓋美國進口產品的近40%。
這位官員說，是中國開始的這些不公平貿易行為
， 由於中國繼續拒絕與美方合作， 「我們將請
求人們就額外關稅應為25%還是10%發表評論
。」

這位官員繼續說，中國 「在不公平貿易行為
方面不斷變本加厲」 ，川普對中國決定以一系列
的方式進行報復 「非常關注」 。這位官員說，美
方仍然願意進一步討論，但中國必須願意走到談
判桌並解決合理的關注。

川普擬把中國產品加徵關川普擬把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從10%升至25%

中美貿易加徵關稅戰持續延燒中美貿易加徵關稅戰持續延燒。。((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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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地址//

A02_LEE李中原律師C1234567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713-487-9028

西 英

中

中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菲律賓外交部長卡伊塔諾
（Allan Peter Cayetano）7月 31日受訪時表示
， 「南海行為準則」 有望在今年內完成，相關文
件將會在11月於新加坡舉行的東協領袖峰會前
完成。

但彭博1日報導指出，其他南海有關國家的
外交官並不像菲律賓這麼樂觀。在2日即將於新
加坡舉行的東協外長會議，有些國家的外交部長
仍將對中國在南海的7個人工島礁表達關切。

日媒引述東協外交人士透露，2日東協外長
會的聲明草案將與以往一樣，避免點名批評中國
，但強調各方要保持克制，避免域內出現 「可能
使情況複雜化和加劇緊張的行動」 。草案同時指
東協與中國為避免爭端，正順利推進 「南海行為
準則」 條款的擬定工作。

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1日受訪時就此指
出，由此可見南海爭議當事國以及西方各國，對

於制定 「南海行為準則」 之進程，顯現出落差甚
大之關切程度與期待。也恰可顯現出各國內部政
治議程中，南海議題可用於政治操作空間大小。

張競表示，制定南海行為準則基本上是個國
際政治操作假議題，從大陸與東協2002年發表
「南海宣言」 ，共計花費15年之久，才在2017
年5月確認 「南海行為準則」 架構，然後在2018
年2月才繼續談判具體內容，就可以看出涉及談
判各方都無急迫感。就北京來說，只要維持談判
不致破裂，就可以獲得對外遏止西方強權負面評
議操作工具。

張兢指出，東協又因其各項決議，必須獲得
東協各國無異議共識決之議事傳統，因此根本就
缺乏積極強勢談判之運作能力。再加上各國內部
又未因任何南海衝突產生政治壓力，因此 「南海
行為準則」 談判進程自然就會舉步不前。

菲稱南海行為準則年內完成 有關國家不買賬

（綜合報導）我們地球鄰居火星，比過去15年以來更接近
，提供了我們觀察這顆紅色行星一段不錯的時機。

物理學網(phys.org)報導，7月31日，火星距離我們僅有
5760萬公里，世界各地的天文學家們都把握這個機會，將望遠
鏡對準火星好好端詳一番。美國航太總署發言人說： 「這是
2003年以來再一次的火星大接接近，若是錯過這一次，直到
2035年才會再次出現。」

洛杉磯格里菲斯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台長艾德．克
魯普(Ed Krupp)開玩笑的說： 「火星今晚正在入侵我們。」

所謂火星大接近，是指太陽、地球、火星三者排成一列，而
地球居於中間，又恰巧地球正逢遠日點，而火星正在近日點處，
使得地球與火星特別接近。天文學家計算，從地球到火星的最小
距離約為5460萬公里，不過這相當罕見。上一次的火星大接近
在2003年，當時火星距離地球是5570萬公里，是6萬年以來的
最接近。這一次(2018年)的大接近雖然沒有2003年那麼近，但
是也近到5760萬公里，仍是史上的最佳觀測時機的前幾名。

幾世紀前的天文學家，
在火星大接近時都會特別觀
察，因為他們對於火星表現
的花紋與暗線很感興趣，甚
至聯想成那些是 「運河」 ，
19世紀的美國天文學家帕西瓦爾．羅威爾(Percival Lowell)就深
信那些暗線是運河，他還設想火星的情節：火星表現很乾燥，只
有兩極的冰帽有豐沛的水，所以火星人必須透過人工運河，將兩
極的水運到火星赤道。這種假說很快就成為最早期的科幻故事，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就編寫科幻災難小
說《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被多次改編成戲劇，
包括1996年最賣座的科幻電影《ID4星際終結者》(Indepen-
dence Day)、1998年的星戰毀威者(Mars Attacks!)，和2005年
的同名電影《世界大戰》，故事來源都出自於此部小說。

現在的天文學家雖然知道火星上沒有運河，但是仍然對地球
與火星的接近時刻感興趣，因為這有助於確定發射火星探測器的

最佳時間，由於地球和火星每兩年接近次，因此大多數的火星探
測任務至少相隔兩年。

即使火星沒有運河，火星仍是天文學家認為 「地球外生物」
最可能的星球之一，因為它的許多特性都與地球相似，包括具有
大氣層、具有四季、自轉時間與地球相似。而且我們已確定火星
上仍然有大量的水，只是多數都以冰的形態存在。即使現在的火
星已沒有生物，但是說不定來場火星改造，就能使它具有生機，
這也是未來太空計畫的一部分。

對於那些錯過最接近的人也不要擔心，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個
月裡，火星仍然將在夜空中清楚可見，都是很好的觀測時間，但
是不要蹉跎太久，半年以後火星將逐步遠離。

火星大接近 錯過再等15年

【綜合報道】台“外交部”副部長劉德立30
日下午表示，8月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將出訪
“友邦”巴拉圭和伯利茲，並過境美國洛杉磯和休
斯敦。

台灣“中央社”30日報道稱，劉德立30日下
午宣布，蔡英文將於8月12日到8月20日訪問巴
拉圭和伯利茲兩個“邦交國”，對於此前外界猜測
此行蔡英文過境的美國城市，劉德立確認，去程蔡
英文將過境美國洛杉磯，回程將過境休斯敦。

目前，台灣僅剩下18個“邦交國”，而巴拉
圭是台灣在南美洲僅存的“邦交國”。

據“僑報網”消息，蔡英文此次出訪，先前傳
出有望過境紐約，不過香港《南華早報》報道，美
國與大陸正值貿易戰，不願再與陸對立，恐讓蔡英
文改為過境休斯敦或邁阿密。台灣“總統府”7月
22日強調，過境地點尚未確定。黨政人士則表示，
台美關系良好，該言論顯然另有所圖。

綜合台北《中國時報》《旺報》報道，巴拉圭
新任總統馬裏奧·阿布杜·貝尼特斯（Mario Abdo
Benitez）就職典禮將於8月15日舉行，台“總統
府”已正式接到邀請函。蔡英文將親自出席，並且
順道訪問加勒比海“友邦”，包含伯利茲、海地等
國。在巴國大選結束後，台“外交部”副長劉德立
旋即赴巴拉圭恭賀，由於劉德立曾在巴拉圭駐派10
年，熟悉當地政商人士，此行便與準總統貝尼特斯
敘舊，了解新政府的對台態度，初步獲得正面回應
，貝尼特斯除口頭保證邦誼外，還送上親筆信邀請
蔡出席就職典禮。

此前有消息稱，蔡英文出訪巴拉圭的消息傳到
美國國會，有“友台派”議員還叫囂，邀請蔡英文
到美國國會進行演講。

蔡英文經美訪巴拉圭，也是美國《台灣旅行法
》通過後，開放台“總統”能訪問美國後，首位過
境美國的台灣“總統”，除過境的地點外，其過境
方式也是中國大陸密切觀察重點。諸如是否有美國
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莫健以外的國務院高官來會面、
過境時是否發表聯美制陸言論等，都會影響大陸下
一步對台灣的作為。

美國國會近期打台灣牌的反中聲浪不斷升高，
共和黨眾議員夏波日前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
上，提出邀請蔡英文到美國國會演說。對於美國國
會的態度，美國國務院相對冷靜，國務卿龐佩奧日
前接受香港鳳凰衛視訪問時表示，美國在
如何處理台灣問題上有長期、一貫的政策
；在特朗普政府，這項政策沒有改變，也
不預期會改變。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對此回應表示：我
們一貫以“一個中國”原則對待台灣的對
外交往問題。堅決反對任何企圖在國際上
制造 “ 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和
“台灣獨立”的行徑。台灣問題事關中國
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的內政，
也是中美關系的一個最敏感、最複雜的問
題，希望美國方面能夠恪守一個中國政策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慎重處理涉
台問題。

蔡英文將過境休斯敦蔡英文將過境休斯敦

台台““外交部外交部””次長劉德立次長劉德立77月月3030日代表台府日代表台府，，對外宣布蔡英文八月訪問拉美友邦活動行對外宣布蔡英文八月訪問拉美友邦活動行
程程 。。((轉自多維新聞網轉自多維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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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的科學家們警告說，除非我們及時減少
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照現在的全球升溫速度來
看，西歐和紐西蘭可能都會成為普遍炎熱氣候，
而赤道地區更慘，恐怕均溫都在40度以上，赤道
可能形成幾乎沒有大型動物的 「生態死亡區」 。

物理學網(phys.org)報導，布里斯托大學地球
科學學院的大衛．奈夫斯博士(David Naafs)所帶
領的團隊指出，目前地球的暖化效果在人類歷史
上是前所未見的，如果要找一段地質時代的參照
，可能要回溯到56~48百萬年前的新生代古近紀
(Paleogene)時期，我們知道早期的古近紀的特點
是二氧化碳含量很高，全球都在強大的溫室環境
下。

古近紀在過去被稱為 「第三紀」 ，是恐龍滅
絕後的地質年代，哺乳動物在此時開始發展。早
期的古近紀是氣候學家非常感興趣的時期，因為
當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約1000 ppmv(百萬分
之一千)，與本世紀末預測的很相似。

科學家是利用泥炭中的微生物分子化石來估
算5000萬年前的陸地溫度，發現當時的西歐和紐
西蘭，土地溫度大致在23~29°C之間，這比現在
的均溫要高上10度。

論文的共同作者兼主任里奇．潘克斯特教授
(Rich Pancost)補充說： 「我們的研究是為全球升
溫的最終結果找一個參考物，大家知道全球升溫
會造成生態改變，但還沒有人研究過屆時的生態
可能是什麼模樣。我們得知古近紀可能是個對照
以後，就可以進一步研究當時的生態環境為何，
例如，那個時代是否也有熱季、旱季與極端降雨
，又對生態系統造成什麼影響。」

研究小組現在將注意力轉向古近紀時期的低
緯度地理區域，以了解當時均溫有多熱。

奈夫斯博士說： 「要是中緯度地區都出30度
以上的高溫，那麼我推測當時的熱帶地區可能均
溫會超過40度，這可能成為大型動物的生態死區
，因為超過40度的環境，對於大多數的動物都太
高了。」

再不扼止碳排 熱帶可能成為生態死亡區

（綜合報導）一個由俄羅斯和德國科學
家組成的團隊發現，古埃及法老胡夫所建造
、最為人所熟知的 「吉薩大金字塔」 ，能把
電磁能量收聚到金字塔的密室和基座底下。

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資訊科技機械與光
學大學和德國漢諾威雷射研究中心的科學家
使用理論物理學方法，研究吉薩金字塔對無
線電波的電磁反應。

電磁輻射包括可見光、無線電波與微波
，是電與磁場的輻射波振盪而成，一直充斥
在環境中。研究團隊為了解金字塔與這類電

磁波的互動，首先製作了金字塔模型，估算
無線電波引致的共振如何被造成。

研究團隊計算發現，在共振狀態下，金
字塔能將電磁能量收聚在金字塔內的密室以
及基座下方，而在基座下方，有個未完工的
密室。

不過團隊認為，古埃及人可能並不知道
他們設計的金字塔有這一奇怪的效果，能夠
聚集電磁能量，純屬巧合。換言之，金字塔
不是為了聯絡外星人而建造。

俄羅斯研究發現：埃及吉薩大金字塔能聚集電磁能量（綜合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倡導的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
平洋戰略」 正在各國浸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將成立支援
地區印太基礎設施建設的基金。日本政府也計劃提供協助，並與
澳大利亞等國展開合作，希望藉此獲取當地旺盛的基礎設施建設
需求。課題是如何處理與大陸的關係，大陸正透過 「一帶一路」
構想在印太地區加強影響力，各國的立場仍未確定。

蓬佩奧在7月30日的演?中針對基金的規模表示，設立之初
為1.13億美元，今後將逐漸增資。設想在基礎設施、能源、數
位經濟等領域投資。一方面，蓬佩奧並未透露是現有機構成立按
業務進行投資的基金，還是新成立像亞投行（AIIB）那樣的永久
機構。

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31日在美國的基金構想之外，宣布了
日美澳3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展開基礎設施合作的方針。隨後，
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美國政府旗下的金融機構——海外
私人投資公司（OPIC）、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也在共同聲明中
表示， 「現在，正在磋商合作的框架」 。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31日的記者會上，針對日美澳
的基礎設施合作表示， 「應對地區的龐大基礎設施需求不斷強化
連通性，有助於地區的穩定與繁榮」 。

安倍2016年率先提出印度太平洋戰略。設想在橫跨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地區，由共享法治和市場經濟等價值觀的國家在經濟
和海上安保等方面展開合作。安倍主要設想與美澳印進行合作，

一直透過首腦會談和國際會議呼籲
展開合作。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針對美國的
基金表示， 「是印度太平洋戰略正
在浸透的體現」 ，顯示出展開合作
的姿態。日本還在討論由國際協力
銀行進行共同出資等方案。

日經報導說，據亞開行（ADB
）的估算，2016～2030年亞太地區
的基礎設施需求高達26兆美元。印
度太平洋戰略的對象還將納入非洲
東部沿岸國家。爭取外界的基礎設
施需求，還有助於本國的經濟增長
。安倍2018年6月宣布，今後3年
將構建由政府和民營企業攜手，在
印度太平洋地區提供約500億美元貸款和投資的機制。

日經指出，另一方面，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大陸正透過 「一
帶一路」 加強影響力。在參與印度太平洋戰略的國家之中，各國
對大陸的態度不盡相同。日本在提出印太戰略之初就意識到了大
陸。但隨著陸日關係不斷改善，日本正在避免提出印太戰略倡導
的法治和自由等與大陸不同的價值。安倍還將探索日本參與一帶
一路的可能性。

此前，美國將太平洋艦隊的名稱改為印度洋太平洋艦隊，在
安全保障層面也在推進印太戰略，以牽制大陸的海洋活動。蓬佩
奧在30日的演?中表示， 「我們絕不是為了支配該地區，也反對
其他國家這麼做」 ，對大陸進行了牽制。

日經報導說，澳大利亞由於輿論的反陸情緒升溫，與大陸的
關係正在惡化。另一方面，大陸仍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國
，經濟界要求政府改善對陸關係的呼聲強烈。而印度總理莫迪則
堅持 「印度太平洋地區不能成為排外的俱樂部」 的中立立場。

日媒： 「印太戰略」 讓各國面臨對陸關係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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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巴西農牧場面積3.5億公頃
占國土面積41%

綜合報導 巴西地理統計研究院
（IBGE）公布了農業普查的初步報告，
2017年巴西共有507萬個農牧場，總面
積超過了 3.5 億公頃，占國土面積的
41%，和2006年普查時相比增加了5%
。報道稱，2006年至2017年，巴西農牧
場面積增加了1657.33萬公頃，相當於葡
萄牙、比利時和丹麥的國土面積總和。不過
，農牧場數量由517萬減少至507萬個。

農牧場面積增長最多的州為帕拉州
（Pará）和馬托格羅索州（Mato Grosso）
，和2006年相比分別增長了675萬公頃和
614萬公頃。帕拉州的農牧場面積增長主
要來源於牧場面積，馬托格羅索州則是農
場面積增長。

從地區來看，只有東北部地區的農牧場
面積出現了下降。“該地區5年的幹旱是面
積減少的原因，巴伊亞州（Bahia）和北裏
奧格蘭德州（Rio Grande do Norte）出
現了沙漠化。”IBGE報告協調員安東尼奧·
卡洛斯·弗洛裏多（Antonio Carlos Florido
）說。該報告的最終版本將於2019年6
月份公布，數字還可能出現變化，因為
還有農場的掉調查問卷未收集，另外還
有調查問卷被拒收或等待驗證等。

調查數據顯示，這些年來農牧場的
勞動者數量減少，而同時機器數量增
加。“由於流程機械化，勞動者數量正在

減少，這和其他行業
發生的情況是壹樣的。
”弗洛裏多說。

2017年，農牧場
的勞動者數量為1500
萬，和11年前相比減
少了150萬人。於此
同時，拖拉機的數量
增長了49.7%，2017
年拖拉機數量到達了
122萬臺。北方地區
各州的拖拉機數量增
長最快，阿瑪帕州
（Amapá）和羅賴馬州（Roraima）的
拖拉機數量分別增長了304%和293%。

此外，使用農藥的農場主數量增長
了20.4%，達到了168萬。“現在需要
了解的就是這些農藥是如何使用的，這
些生產商在使用農藥時有沒有獲得必要
的技術援助？誰來指導他們使用這些
產品？”弗洛裏多說。他還表示，許多
生產商的受教育程度較低，“他們能否
理解農藥的使用手冊”？

數據顯示，面積大於1000公頃的農
牧場占比由 45%升至 47.5%，面積在
100至 1000公頃之間的農牧場占比由
33.8%降到了32%。

另外，農牧場勞動者中女性比例增

加，由2006年的12.7%增加至2017年
的18.6%。勞動者還呈現出了老齡化的趨
勢，年齡在45歲以下的勞動者數量減少
，年齡在55歲以上的人數增加。

“勞動者老齡化是壹個自然的過程，年
輕人不願意去種地，他們會去其他地方找
工作。這種情況讓人擔憂，以後誰來生產
我們吃的大豆和大米？”弗洛裏多說。

數據顯示，15.5%的生產者沒有上
過學，只有5.58%接受過高等教育，使
用互聯網的生產者人數由2006年的7.5
萬增加到了去年的140萬。

此外，在農牧場勞動的14歲以下男童
數量有26.98萬人，女童數量有23.73萬
人，這些兒童多和生產者有親緣關系。

意大利米蘭壹銀行營業部遭持刀搶劫

四名劫匪落網

綜合報導 意大利米蘭省切薩泰市發生了壹起銀行搶劫案，4名持刀
搶匪突然闖進意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Intesa Sanpaolo）切薩泰市營
業部，舉著明晃晃的匕首和短刀挾持了銀行工作人員，並要求銀行營業
員交出櫃臺備用現金。

當搶匪從銀行營業員手中拿到45000歐元現金，正準備逃走時，銀
行營業大廳已被大批趕來的警察團團圍住。經過短暫的談判，搶匪根據
警方的要求放棄了對人質的挾持，束手就擒。

據報道，案發於當天下午2時左右，4名持刀搶匪騙過銀行安檢
門後，立即帶上面具拿出藏在身上的短刀，沖進了位於切薩泰市蘇奧勒
拉紮羅托大街的聯合聖保羅銀行營業廳。並迅速用刀挾持了銀行工作人
員，脅迫銀行營業員交出了櫃臺內的現金。

被脅迫的銀行營業員在交出櫃臺內的現金同時，觸動了銀行
隱蔽處的報警裝置。當 4 名搶匪得手後準備逃走時，銀行四周
突然間警笛大作，大批警員已將銀行圍得水泄不通。搶匪見無法
逃走，轉身繼續挾持了銀行工作人員，要求警方放他們離開。隨
後，警方與搶匪展開談判，最終搶匪按照警方的要求，交出兇器
被警察帶走。

據警方消息，被捕的4名搶匪均是意大利男子，年齡分別為24、
38、40和46歲。在搶劫過程中，銀行壹名56歲的女員工手臂受輕傷。
目前，有關案件警方正在做進壹步調查。

墨西哥墜機事故：
101人全部生還85人傷 或因惡劣天氣

墨西哥航空公司壹架載有 101 人
的航班在起飛後不久遭遇冰雹風暴，
在墨西哥北部墜落。幸運的是，機上
全部人員生還，約 85 人受傷。飛機
墜落後起火燃燒，大火已被撲滅。機
場運營商表示，事故可能與惡劣的天
氣狀況有關。

起飛不久墜落 機上101人全部生還
墨西哥官方證實，墨西哥當地時間

7月31日下午約4點半，墨西哥航空壹
架飛機在起飛後不久墜落。據介紹，當
時飛機上有97名乘客和4名機組成員，
共101人。

墨西哥交通部長說，這架飛機是從
杜蘭戈飛往墨西哥城的。

杜蘭戈州長何塞·羅薩斯（Jose
Rosas）在推特上寫道：“已經證實
，沒有人死於編號為 AM2431 的航班
事故。”

墨西哥杜蘭戈州民防部門發言人
表示，墜機事件造成飛機上約 85 人
受傷。

杜蘭戈州民防辦公室官員稱，“受
傷最嚴重的是飛行員。”墨西哥國家衛
生部門表示，兩名乘客情況危急。

在事故剛發生時，墨西哥總統恩
裏克·培尼亞·涅托也表示：“我祈
禱全體機組人員和所有乘客都平安
無事。”

飛機起火燃燒 被濃煙吞沒
墨西哥相關官員稱，這架飛機試圖

在冰雹風暴中起飛，但被迫在距杜蘭戈
機場約10公裏（6英裏）的地方緊急著
陸。

他說，“火災是在緊急著陸後開始
的……幸運的是沒有人被燒傷……大部
分人傷勢都不嚴重。”

杜蘭戈州州長說：“飛機當時正
在起飛。”他補充說，目擊者告訴他
當時有壹聲巨響，然後在沒有任何預
警的情況下，飛機就落在地面上。

電視畫面顯示，飛機落在灌木叢
中後，機身嚴重受損，壹縷煙霧升上
天空。

社交媒體和墨西哥媒體上分享的失
事地點的第壹張圖片顯示，壹架飛機部
分陷入火焰之中。

乘客們說，飛機起飛時發生了壹場
“奇怪的運動”，“那是事故發生的時
候”。數十名輕傷乘客離開了飛機，飛
機被壹片灰蒙蒙的濃煙吞沒。

墨西哥國家民防機構發言人在當地
電視臺表示，飛機在距機場10公裏處緊
急著陸。大約有85人受傷，並說事故導
致的火災已經被撲滅。

墨西哥緊急服務部門、軍隊和紅十

字會都在現場。

風暴中起飛 事故或與惡劣天氣有關
墨西哥官員表示，這架飛機在起飛

時遭遇冰雹襲擊，導致數十人受傷，飛
機起火燃燒。

杜蘭戈機場的運營商Aeroportu-
ario Centro Norte 將事故歸咎於惡劣
的天氣狀況。

壹名乘客表示，飛機剛起飛，就感
覺像是被強氣流擊中了。

航空工業的壹個網站說，星期二在
墨西哥北部墜毀的Embraer 190客機大
約有十年的歷史了。網站planespos.net
說，這架巴西產的中程飛機在加入
Aeromexico機隊之前，曾與其他兩家航
空公司合作過。

墨西哥航空公司發表聲明稱，“我
們對這次事故深感遺憾。”

智利最具影響力女性排名
“第壹夫人”超越前總統

綜合報導 智利壹家民意調查公司近日發布了智利“最有影響力
女性”排名，共50人，智利“第壹夫人”塞西莉亞•莫雷爾排名第
壹，前總統巴切萊特位列第二。

據報道，智利民意調查公司Cadem通過在線平臺展開了這次調
查，共有305名來自智利社會各界的領導人參與其中。排名顯示，
“第壹夫人”莫雷爾以78.1分排名第壹，前總統巴切萊特以73.4分
位列第二，兩人得分遠高於其他人。

Cadem 公司總經理凱倫•塔爾表示，莫雷爾展現了非常
人性化的壹面，為總統皮涅拉提供了軟技能支持，發揮了積
極作用。

針對巴切萊特，塔爾指出，她曾兩次擔任智利總統，也是世
界上為數不多的女性領導人之壹，無論當下的政治評論如何，她
的地位無可爭議。

此外，智利政府總秘書部部長、政府發言人塞西莉亞•佩雷
斯以 60分排名第三。智利中央銀行顧問羅薩娜•科斯塔和知名作
家伊莎貝爾•阿連德分別排在第四、第五位，分別得到 44.9 分和
42.2分。

其余排入榜單前十的女性包括：智利電視節目主持人黛安
娜•博洛科、天文學家瑪麗亞•特雷莎•魯伊斯、記者莫妮卡•
林孔、智利工人聯合會主席芭芭拉•菲格羅亞和模特托尼卡•托
米西奇。

日本美女機器人與人類聊天特主動：

我可以先說嗎？
綜合報導 日本大阪大學教授石黑浩等的團

隊7月31日在位於東京都的日本科學未來館向
媒體公開了其開發的與人搭腔或提問能進行自然
對話的人型機器人。石黑表示“更加接近人類的
行動了”。

公開的美女機器人搭載了人工智能（AI），
由3年前開發的“ERICA”改良而成。此前僅能
回答問題，但現在則能夠通過攝像頭和麥克風讀
取對方的表情及語調，表示認同稱“真棒啊”，
或是就發言進壹步提問，能夠順暢地持續對話。

實際表演時，機器人與壹名男性就愛好和假
日休閑方式聊得很起勁。雙方同時開口說話時，
還出現了機器人問“我可以先說嗎”的壹幕。如
果改善說話節奏並增加可使用的單詞數，或許能
夠作為面試以及外語學習的練習夥伴加以利用。

此外，該團隊還首次展示了高約120厘米的
兒童機器人“ibuki”。目前只能夠通過遙控使
其動起來，該團隊力爭使其擁有對話功能，能夠
與人壹邊說話壹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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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川普政府威脅將價值2000
億美元陸輸美商品加徵的關稅提高到25％。
隨著貿易戰僵局持續，倘若雙方摩擦升溫到最
壞情況，北京當局也許被迫施展殺手鐧，將先
前提出的 「數量和質量型綜合措施」 付諸實行
。 「數量型」 措施是指向美國報復式徵收相同
規模的關稅。但大陸每年自美進口商品價值僅
約1300億美元，遠少於美方威脅加徵額外關
稅的2000億美元。華府若不斷加碼，北京很
難齊頭並進。

事實上，近幾個月來，美國豬肉、水果等
已經傳出被拖延通關，需要接受更嚴格的檢查
，對美國農產品出口商已經造成重大損失。

如果貿易戰進一步升級，質量型措施將跟
進。包括波音飛機、蘋果iPhone、星巴克咖啡
，乃至好萊塢電影等由美國熱銷至大陸的商品
；以及奇異、福特與開拓重工等美國出身的大

型跨國企業，全都有可能成為北京的報復目標
。這些國際知名的品牌一旦遭抵制，其震撼力
將會相當大，能收 「質量型」 反制之效。

就以蘋果而言，大陸是蘋果在海外最重要
的單一市場，iPhone在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市
占率達到9％。蘋果上一個財政年度在大中華
區收入達到447億美元，意味該公司4分之1
的收入是靠大陸市場來維繫。鴻海旗下富士康
鄭州廠去年出口金額281億美元，成為出口金
額最高的大陸企業。這些產品為美國和蘋果向
世界銷售帶回成倍獲利，美國卻視大陸享有巨
額貿易逆差。

除了向美國企業 「開刀」 ，也有意見認為
，大陸可透過貨幣大幅度貶值，或者拋售所持
有的近1.2兆美元美債。但這些極端舉措不太
可能發生，除非是貿易戰已經到了最後關頭，
雙方都下定決心切割在經濟領域上的連體嬰。

美步步進逼 恐遭陸反彈重擊

（綜合報導）低碳電力已是全球共識，因
此風力與太陽能這樣的潔淨能源(綠能)，特別
受到歡迎，美國加州還特別立法，希望未來
50%的電力就來自風力與太陽能。然而專家提
醒，搭配可潔淨能源所必須的儲能電池非常昂
貴，如果加州都要用可再生能源來供電，至少
要再花費2.5萬億美元的儲能設備才有辦法供
應，這樣的設備成本值不值得還需三思。

技術評論(Technology Review)網站報導
，加州是全美推動潔淨能源最力的州，他們甚
至立法要求 「在2020年時，風力與太陽能的
佔比達到50％， 2045年可以達到100％」 ，
然後他們持續停止核能發電，這將使加州未來
的低碳電力全部押注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加州
對這個決定胸有成竹，因為他們認為當地日照
強烈，太平洋東岸的季風也相當穩定，全靠風
力與太陽能絕對可行。

至於無風無日照的時候怎麼辦？現在的替
代方案是以天然氣為主，因為天然氣的火力大
，可以迅速開機。但是天然氣也是化石燃料，
並不環保，所以加州很希在未來，能夠改用鋰
電池來代替天然氣發電。麻州理工學院蓄電池
電網開發者 Form Energy公司的聯合創始人馬
可．法拉拉(Marco Ferrara)說： 「天然氣的業
務已接近尾聲，鋰電池可以在未來五年與這些

天然氣發發電進行經濟競爭。」
這些說詞都很美好，但是其他的能源專家

不敢如此樂觀。
總部位於波士頓的能源政策顧問團潔淨空

氣工作組(Clean Air Task Force)試算後發現，
假若儲電就靠鋰電池，也就是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在南澳洲所興建的那種超大型鋰
電池儲電區，並且假設未來5年的鋰電池成本
再跌至現在的1/3，那麼加州每1000度電49
美元，仍然會暴增成每1000度電1612美元。

怎麼會這麼貴?原因出在蓄電池在電網中
的特性，它會先把電力給吃掉。這導致了一個
嚴重的問題：當可再生能源在努力發電時，蓄
電池會優先儲存電力，使得供電系統反而沒有
電力，若要解決這問題，需要建立更多的風能
和太陽能發電廠，才能在高峰時段產生足夠的
多餘電力，以保持電網的供電品質；然而，當
需要蓄電池回饋給電網時，電池的供電卻衰退
的很快，而且電池的壽品與品質也很有限。

潔淨空氣工作組的專家說，蓄電池昂貴又
無法長時間持續，這限制了它們在電網上的作
用。如果我們一味的迷信可在生能源與蓄電池
，而不思考使用碳捕集技術、核能和有效使用
天然氣等更廣泛組合的方式，我們可能會走上
一條危險又無法承受結果的錯誤道路。

加州若全用綠能供電 需加購2.5萬億美元儲能電池
（綜合報導）為避免2016年俄國干預美國選

舉重演，臉書宣布關閉32個在臉書、IG上散播不
實謠言，意圖干預11月期中選舉的假帳號。臉書
表示，這些帳號疑似和俄羅斯網軍機構（IRA）
有關，而IRA正是操弄美國2016總統大選的幕後
黑手，但目前尚無法確認假帳號來源。

臉書執行長祖克伯表示，這些假帳號最早創
立於去年3月，最晚於今年5月，不但利用VPN
隱藏實際網域，還刻意透過第三方購買廣告以逃
避追查，因此目前還未能鎖定幕後密謀者。據悉
這些假帳號已花約11,000美元購買廣告。

臉書表示，有29萬名臉書用戶追蹤至少一個
假帳號，這些帳號散布敏感話題，包括移民政策
、反川普、法西斯主義，並意圖煽動種族情緒，

引發美國社會分歧。這些假帳號一年來籌辦約30
場集會活動，最大型的有4700人表示有興趣，
1400人報名。目前無法確認這些活動是否如期舉
行。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指出，此次臉書主
動出擊，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Kirstjen Nielsen
）與民主黨籍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華納
（Mark Warner）皆讚揚臉書，華納更強調此次
揭露是 「俄國仍濫用社群平台分裂美國的證據」
。

為打擊氾濫的謠言，臉書這次作風較以往更
強硬。但假帳號也非省油的燈，隨著臉書防範意
識漸高，他們的手法也日漸高明。臉書營運長桑
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形容這場正邪之戰宛
若 「軍備競賽」 。

臉書關閉32個假帳號

（綜合報導）共同社報導，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2日將訪問馬來西亞吉隆坡，開啟東南亞
三國曆訪行程。美國川普政府出台了新方針，
將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對具有透明度的基礎設施
建設給予支援，此次歷訪意在把東南亞各國拉
入己方，抑制中國擴大經濟圈的動向。

蓬佩奧在出訪前的7月30日剛宣布將撥
款1.13億美元，用來支援印太基建等，今後
還會擴大規模。美政府高官稱，鑒於中國的攻
勢，蓬佩奧此次歷訪主要著眼於面向對美國參
與度減弱抱有危機感的東南亞各國，明確展示
美國重視法治，將強有力地參與印太地區事務
。據報導，中國提出 「一帶一路」 經濟帶構想

，從東南亞、到印度、中東、非洲展開大規模
基建和投資攻勢。中國還在部分地區建設軍事
據點。有意見擔心，未來在經濟和安全保障兩
方面依賴中國的經濟圈將會擴大。

美國政府認為，構建美國企業在東南亞投
資項目並提高收益的環境也符合總統川普提出
「美國第一主義」 ，計畫推進 「印太戰略」 ，
官民一起參與東南亞事務。

美國政府把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度太平
洋司令部等，在安全保障方面也重視該地區。
美國計畫與共享法治、民主價值觀的日本和澳
洲加強關係，澳洲外長畢曉普也於7月31日
宣布將與日本、美國合作。

（綜合報導）多次被傳出理念不合、有意離
職的白宮幕僚長（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凱利（John Kelly），在昨日到職一週年的時刻
、正式對外表態，在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的請託下、他將繼續留在白宮內協助川普管理幕
僚，直到首任任期於2020年落幕為止。不僅親手
粉碎離去的流言，更是一種讓重視忠誠度的川普
放心表現。

作為重要幕僚之一、白宮幕僚長可說是總統
的親信，但往往也因為掌握太多機密和任務，讓
這個職務很難留住人才。若凱利真能堅守幕僚長
職務至2020年，他將成為美國政治史上 「長壽」
幕僚長名單之一。與任職6年多、杜魯門總統
（Harry Truman）麾下最長時間的幕僚長斯特爾
曼（John R. Steelman），或是小布希（George
W. Bush）時期、任滿5年的安德魯·卡德（An-
dy Card）並列。

現年68歲的凱利，出生於麻州波士頓，來自
愛爾蘭裔的天主教家庭。20歲那年加入美國陸戰
隊服役，凱利曾派往獨立號（USS Indepen-
dence CV）航空母艦上服役，1995年從國防大
學畢業後，調為國會聯絡官並升為上校軍銜。從

1999年開始，凱利開始被派往歐洲和伊拉克等地
，8年因在外表現優異，獲得參議院批准，升任
為陸戰隊少將。

2008年派任命為駐伊拉克多軍部隊西部軍司
令，一年返美接任美國國防部長高級助理，2012
年接替弗雷澤空軍上將（Douglas M. Fraser），
出任負責加勒比海、中南美洲和巴拿馬運河防務
的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直到2016年。去年底獲新
總統當選人川普提名為國土安全部長，並獲參議
院88票通過上任。

凱利與妻子凱倫（Karen Hernest）結縭40
多年，兩人育有2子1女：羅伯特、約翰和凱薩
琳，其中兩個兒子都追隨父親腳步踏入軍旅，遺
憾的是，大兒子羅伯特中尉在2010年在阿富汗駐
防時，出任務時因公殉職、次子約翰則已是陸戰
隊中校。

但面對經常不按牌理出牌、或是四處 「點火
」 的總統川普，外界實際上都很關心，與國防部
長馬蒂斯（Jim Mattis）屬於 「非諂媚型」 官員
的凱利，將如何合縱連橫、替上司想方設法解決
各式問題與麻煩，又不會因為違反原則或準則而
掛冠離去，都將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所在。

破除流言白宮幕僚長凱利續留挺川普至2020

抑制陸經濟圈 美國務卿將出訪東南亞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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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聯合椰子協會（UCAP）主席迪
恩·勞（Dean Lao）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8 月 14
日至 16日UCAP將在馬尼拉舉行以“生命之樹”為
主題的全國性椰子周慶祝活動。第壹屆世界椰子大
會也將同期舉行，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椰子專家，
共同探討全球對高附加值椰子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帶來的商機。

迪恩·勞指出，菲律賓是全球最大的椰子生產國和
出口國之壹，但尚未充分挖掘出從椰子產品獲得較高受
益的潛力，椰子產品的增值，很多都是在海外完成的。

UCAP 副主席馬爾科·雷耶斯（Marco Reyes）
指出，有四個全球趨勢正在推動對高附加值椰子產品
的需求。這些趨勢包括：消費者對健康和健康產品的興
趣不斷上升、人口老齡化加劇、綠色運動的興起，以及
基於信息革命的網絡銷售。

他指出，椰子及其增值產品越來越被認為是健康
的、綠色的。研究表明，吃椰子有助於解決衰老相關的
問題，比如記憶力減退；與綠色運動相吻合，發達國家
正在尋找有機的、可持續的和可再生的產品，如從油性
植物提煉研發的生物燃料，可以提高車輛的性能，並有
助於減少汙染排放等；而基於互聯網的網絡銷售平臺的
出現，為了椰子產品增值交易提供更多機會。

菲律賓椰子管理局（PCA）市場研究與推廣主管羅
絲·維拉魯爾（Rose Villaruel）表示，今年椰子周慶祝
活動期間，將討論椰子殼公司的商業機會，交流椰子的
病蟲害防止等。她表示，菲律賓希望通過提高經濟附加
值，增加椰子對國家整體經濟的貢獻。

據悉，首屆世界椰子大會期間，將舉辦六場活動，來自世
界各國的椰子加工及市場專家將參會。

持續高溫！
韓國首爾連續十天出現“熱帶夜”現象

綜合報導 韓國近日
持續高溫，首爾連續十天
出 現 夜 間 最 低 氣 溫 在
25℃以上的“熱帶夜”
現象。

據韓國氣象廳31日
發布的氣象數據，30日
晚到當天上午6時 40分
首爾最低氣溫為27.9℃，
為第十個“熱帶夜”。除
首爾之外，仁川（28.1℃
）、水原（27.8℃）、清州
（25.5℃）、大田（25.4℃
）、浦項（25.9℃）、光州
（26.1℃）、釜山（26.3℃
）、麗水（27.2℃）也出
現“熱帶夜”現象。

韓國氣象廳表示，全
國大部分地區已發布高溫
預警，今天中午最高氣溫
將升至35℃以上，壹些
內陸地區有可能刷新最高
紀錄。

印度北部強降雨致嚴重內澇
醫院積水變“魚塘”
綜合報導 連日的強降雨在印度北部引發災害，至當

地時間30日，已經造成北方邦至少80人死亡。在東北部
比哈爾邦，降雨引發嚴重內澇，當地壹家醫院的加護病房
淹水，甚至能看到魚在醫院裏遊來遊去。

據報道，每年6月至9月是印度的雨季，降雨經常使
得建築淹水，並造成房屋倒塌和人員傷亡。5月以來，印
度全國有500多人因降雨造成的災害喪命。北方邦災難管
理官員表示，自7月26日以來，北方邦已經有80人因降
雨引發的房屋或墻壁倒塌而喪命。

在與北方邦相鄰的比哈爾邦，該邦首府巴特那的壹家
醫學院附屬醫院淹水，洪水灌進醫院的加護病房，患者在
醫院內行動時都小心翼翼地擡高腳。

印度電視媒體播出的畫面顯示，在這家醫院內，醫生
涉水照顧躺在高架病床上的患者。部分患者被移出加護病
房，員工忙著抽水，但有些醫療設備已經進水。

北方邦和比哈爾邦的其他鄰近邦也處在警戒狀態，由
於亞穆納河達警戒水位，當局疏散附近區域3000名居
民。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和東北部的阿薩姆邦也受到洪水影
響。阿薩姆邦有超過20萬人住在避難中心。

老撾潰壩因天災人禍？
承建方與政府就責任劃分存爭議

綜合報導 由韓國SK建設公司承建的老撾
南部水電站項目日前發生潰壩事故，經查，事
故原因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老撾政府和SK建設均認為，事故前該地區
普降暴雨屬於天災。據SK建設31日消息，事故
發生前當地降雨量連續10天高達1000毫米，在
事故發生的前壹天，降雨量達438毫米。

老撾能源礦產部部長坎瑪尼·英提拉26日接
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表示，不合格施工和出乎意
料的暴雨是造成潰壩的原因，此前副壩壩體已
出現裂縫，老撾方面懷疑是裂縫導致洪水滲
透，最終造成堤壩崩潰。

老撾總理通倫表示，政府將徹查事故原
因。對於賠償問題，大壩建設的相關所有責
任需根據合同由項目開發商全權承擔。據悉，
老撾政府認為，大壩設計需能承受住任何降
雨量。

然而SK建設方面認為，在距離大壩75公裏
的低窪地發生較大規模人員傷亡的原因主要還
是天災和老撾有關部門、當地居民對事故疏於
防範。

受災地區每年雨季都會遭遇浸水洪災，在
潰壩事故前的22日，附近地區出現橋梁被沖走

的事故。當地時間22日晚9時許，有當地居民
稱發現潰壩跡象，SK建設隨即致電老撾有關
部門，要求迅速遣散大壩附近的居民。

23日壹早，SK建設還向有關部門發送公文
並致電附近村莊的村長，要求
緊急疏散村民。對此，村長們
當天中午表示所有人員都已疏
散。而下午3-4時許卻有村民
說，村莊裏的洪水已漲到
50-100厘米，無法疏散人員
。SK建設隨即再次請求當地有
關部門予以確認。相關負責人
在下午6時許聯系SK建設現場
職員時表示，已確認居民疏散
完畢。

老撾潰壩事故現場救援負
責人30日在南部阿速坡省薩南

賽縣政府每日例行救援情況發布會上說，救援
人員當天在災區內發現壹具遺體，另壹具遇難
者遺體在柬埔寨被找到，潰壩事故確認遇難人
數上升至11人，仍有120人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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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樂隊
Supper Moment與Gin Lee（李幸倪）1
日以“超級榮譽太陽使者”與港台太陽計
劃的“太陽學堂”學員交流分享，並首度
公開合唱“太陽計劃2018”主題曲《分
享的勝利》。

自薦做Supper Moment秀嘉賓
Supper Moment表示，其實早於7年

前曾經提議過《點滴》這首歌很適合做太
陽計劃主題曲，現這首歌經過重新編曲及
譜詞，終於以全新面貌完成使命。四子坦
言歌曲未被採用而感不悅，也不覺得因現
在知名度增加可踏上紅館開秀才被注視，
當然他們會希望知名度有增加，然而他們
向來實事實幹，不為知名度才合band，
一直以來是真心想到海外尋求更多探索，
而8月他們便可在台北作首次專場演出，

其中成員Sunny更是兩年都在台灣過生
日，也榮幸能跟各成員共度生日。

Gin Lee被Supper Moment叫做“阿
堅”，她笑言大約6年前已被叫這外號，
一直發揚光大，Gin Lee也很開心能跟
Supper Moment 合作，感覺他們很好
玩、幽默又有實力，尤其欣賞他們的熱
血，故想自薦做其演唱會表演嘉賓。記者
笑她像挑男友般？她笑說：“也差不多這
些條件，男仔有幽默感好重要，否則會好
悶！”
另談到她早前做受訪嘉賓被學員發

問，她坦言被問感情事也不怕，因自己可
以選擇不回答，不過面對傳媒她會盡量配
合去分享，當然每個人都有私隱，所以範
圍以內的會樂意分享，她笑說：“其實我
很隨心，有時會想結了婚也不講，但又或
者講了才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前港姐陳倩
揚上月為老公陳浩然誕下女
兒，1日她在社交網站上載一家
五口的新相，並宣佈女兒的名

字叫陳希桐，英文名為Aurel-
la。
相中見倩揚抱着未滿月的希

桐，老公與兩子羲廷及羲穎則在
旁，場面溫馨。別看希桐小小
的，倩揚大爆女兒原來好愛食，
她搞笑地代入女兒身份留言道：
“我叫陳希桐，英文名係Aurel-
la，每日我都喝好多，喝完有時
會同兩個哥哥玩一會，有時會睡
覺，醫生都說我同媽媽配合好，
我會很愛惜媽咪，晚上讓她多睡
覺，多謝大家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林芊妤（Coffee）自從宣
佈懷孕兼下嫁才俊老公後，本來應該享清福
做少奶奶專心養胎，不過熱愛瑜伽的她未有
停下工作，日前更從早上8時開始教瑜伽，到
晚上出席活動，未有倦意。

Coffee日前出席活動，與20位大肚媽媽
練習孕婦瑜伽。懷有“肚腩仔”6個半月的她
身形依然好fit，做瑜伽也是綽綽有餘。她在
活動上向一眾準媽媽透露自己希望可以順
產，但因為胎盤位置低，要視乎之後“肚腩
仔”的成長狀況及胎盤位置會否回復正常，
才能決定是否需要開刀。至於生完孩子後會
否暫停所有工作專心相夫教子，Coffee就坦
言：“要看看到時情況，不過我太喜歡幹

活，應該會keep住工作。”她更揚言將來希
望同兒子一齊做親子瑜伽。
她又透露8月份會同老公到歐洲自駕遊當

作度蜜月，會去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地，
算是他們最後一次享受“肚腩仔”出世前的
二人旅行；之後會開始減少工作量，靜待BB
出世。 問到會否擔心旅途太過奔波或者“肚
腩仔”會趕着出世，她表示：“今次會是自
駕遊，由老公開車，我大部分時間坐着，應
該問題不大，不過如果真的早了出世就可能
會做法國人喇，哈哈！”
Coffee 當晚除了示範瑜伽動作，也不忘

分享自己“長胎不長肉”的心得，飲食方面
就少食多餐，另外就是做適當適量的運動。

志偉連續23年為“奇華”餅店擔任代
言人，近日拍攝新一輯月餅廣告，

當中他與3位分別是兩歲半、3歲和8歲
的小演員一起拍攝，故事中志偉大部分
時間都是裝睡，他笑言是歷年來最舒服
的一次，有時更抵擋不住睡魔呼喚，真
的睡着了。當日廣告首播禮上，志偉和3
位小演員齊齊現身整月餅，他們更互相
整蠱把麵粉塗在大家的臉上，志偉討得
小朋友歡心被送吻兼餵吃月餅，感覺溫
馨，不過志偉做出來的月餅卻被兩歲半
大的女孩嫌棄，不肯拿着照相，場面搞
笑。

或三代同堂拍廣告
志偉不諱言與小朋友合作永遠最難

搞，笑言：“我睡着就沒事做，我睡醒
就難搞，有時我做得好，他們又必未理
想，他們可以時我又未必可以，但拍攝
過程很開心，花了一日半時間完成，同
小朋友合作好處是出來效果很真，（經
常作弄他們？）通常他們拍同一樣鏡頭
便悶，我要引他們開心，但嚇他們又會
哭。”提議志偉與孫子合作拍廣告，志
偉謂：“我的孫很大，大孫女有17 歲，
最小一個5歲，或者明年同其中一個合
作，之前媽咪、女兒三代同堂出過鏡，
年輕版的三代同堂可以考慮一下。”

志偉剛完成兩部電影返港，分別是
到昆明和台灣拍攝，剛從台灣回來的他
被問到會否擔任今屆港姐司儀，他謂：
“ 我剛剛回來，看情況啦，暫時沒談

過，也要視乎製作模式是否適合自己，
如果好似去年講兩句便算了。”有網民
笑指昔日無線安排港姐在外地拍攝變成
只在香港西貢取景，志偉反問：“是否
越南（胡志明市）的西貢。”得悉是香
港西貢時，他笑說：“西貢這麼遠，距
離將軍澳（電視城）好遠。”是否覺得
失色？他說：“我喜歡以前模式，有些
東西可以不斷更新，有些要保留原味，
始終是每年一度觀眾期待盛事，我喜歡
舊有模式，相信大家都想看泳裝和答問
環節，雖說是幾個評判給分，其實也是
全民投票，出埠的花絮更能令新聞界多
些報道和討論，可以加深認識一班港
姐，節目會更好看。今年佳麗質素勝過
去年。”

笑西貢外景已遠離電視城笑西貢外景已遠離電視城

志偉偏好志偉偏好
港姐舊有製作模式港姐舊有製作模式

談戀愛好怕無聊

Gin Lee擇偶重幽默感

胎盤位置低 林芊妤望可順產 陳倩揚爆女兒愛吃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近近

年已甚少為港姐擔任司儀的曾志偉年已甚少為港姐擔任司儀的曾志偉，，對對

於去年的港姐賽制被評於去年的港姐賽制被評““慘不忍睹慘不忍睹”，”，

今年港姐再有新構思是取消到外地拍外今年港姐再有新構思是取消到外地拍外

景景，， 取而代之是在香港西貢等地取取而代之是在香港西貢等地取

景景，，志偉聞言笑指志偉聞言笑指：“：“西貢好遠西貢好遠，， 距距

離將軍澳很遠離將軍澳很遠”，”，而他依然喜歡昔日製而他依然喜歡昔日製

作模式作模式，，保留原味保留原味！！

■■懷有身孕的懷有身孕的
林芊妤繼續教林芊妤繼續教
瑜伽瑜伽。。

■Gin Lee表示，很開心能跟Supper Moment合作。

■■陳倩揚一家五口樂也融陳倩揚一家五口樂也融
融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志偉近日與志偉近日與33位小演員一起拍廣告位小演員一起拍廣告。。

朱晨麗拍爆炸戲心慌

■■深得小朋友歡心的志偉獲吃月餅
深得小朋友歡心的志偉獲吃月餅。。

■應屆港姐日前到西貢取
景拍節目。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敏義）無線小花朱晨麗（朱
朱）主演的新劇《特技人》將
於下周推出。這次朱朱躋身一
眾猛男包括譚俊彥、林師傑及
羅浩銘當中，絕對巾幗不讓鬚
眉！開場重頭戲交代身為女特
技人的她有份參與一場車戲拍
攝，卻因失誤令車輛翻側，眾
人盡力搶救新加入團隊的新
丁，然而幾秒後車輛突然發生
大爆炸，此後特技隊成員各散
東西，揭開故事序幕。

談到拍攝這場爆炸戲，朱
朱坦言害怕：“當時我真的有
點怕，因不知爆炸實際情況會
如何，工作人員有派耳塞給我
們護耳，但身體卻不能用保護
墊。我知道爆炸點很接近自
己，可能只隔開兩三個身位，
擔心有意外的話可能會燒
傷！”
由於爆炸只能拍1次，台前

幕後事前試過多次排練，而拍攝
由半夜開始，收工時已接近黎
明，製作相當認真。

■■朱晨麗躋身一眾猛朱晨麗躋身一眾猛
男當中也不輸蝕男當中也不輸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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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以西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以西（（即圖即圖
片上方片上方））是內地水域是內地水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水域

內地水域

拓地新思維 嶼西借海造地
新民黨籲特首提請中央劃撥水域

葉劉淑儀8月1日聯同副主席容
海恩、潘國山與林鄭月娥會

面。

用作重置葵涌碼頭
針對房屋土地短缺及樓價飆

升，葉劉淑儀期望政府以創新及
大膽的思維開拓土地，包括效法
澳門的做法，向中央政府提請在
鄰近內地水域進行填海工程，配
合大灣區和港珠澳大橋的發展佈
局，“大嶼山以西一帶較為合
適，因為成本低，而且最快，不
受香港的程序約束。”

長遠來說，新民黨建議將葵涌
貨櫃碼頭遷移到該處，釋放近300
公頃的土地以興建房屋，又建議在
將軍澳及佛堂洲一帶填海，連同復
修堆填區及137區，可釋放近700
公頃土地，以長遠解決土地供應不
足的問題。在新界土地發展方面，
新民黨建議政府應規劃主導公私營
合作方式。葉劉淑儀表示，反對以
獨立組織負責審批，因為“開發土
地涉及龐大利益，應避免引起利益
輸送或繞過法例的嫌疑”。

新民黨又建議政府分拆運輸
及房屋局，葉劉淑儀解釋︰“現

時運房局同時兼顧兩大範疇，工
作繁重，局長難以兼顧。”故她
建議分別成立“運輸及工務
局”，以管理交通運輸及相關的
基建工程，另設“房屋局”專責
處理房屋問題。

建議劏房設立租管
新民黨同時關心到劏房問

題，建議政府設立劏房租金管
制。葉劉淑儀指出︰“劏房租金
不斷攀升，且沒水電費監管，住
戶安全情況令人擔憂。”該黨認
為，政府應考慮為劏房訂立新的條

例，管制劏房租金，以減輕基層住
戶的住屋負擔。

同時，該黨又建議政府延長新
居屋限售年期至10年，確保公共資
源用得其所。除了房屋，青年政策
亦是香港社會關心的議題。新民黨
認為，青年人的國家意識有待提
升，強調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
部分，與國家唇齒相依，建議政府
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下，積極發揮
香港自身優勢，為國家應對國際形
勢轉變出一分力，同時落實國家憲
法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尊嚴，提高
年輕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土 地 房 屋土 地 房 屋
■■向中央提請擴大香港水域進行大型填海向中央提請擴大香港水域進行大型填海，，例如大例如大
嶼山以西一帶嶼山以西一帶

■■在其他配套完善的地點填海在其他配套完善的地點填海，，例如將軍澳及佛堂例如將軍澳及佛堂
洲一帶洲一帶

■■與鄉議局磋商與鄉議局磋商，，發展新界祖堂地發展新界祖堂地

■■研究收回迪士尼樂園二期用地研究收回迪士尼樂園二期用地

■■發展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及毗鄰土地發展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及毗鄰土地

■■實施實施““限購令限購令”，”，限制境外人士購買住宅單位限制境外人士購買住宅單位

■■設立劏房租金管制設立劏房租金管制

■■政府規劃主導公私營合作政府規劃主導公私營合作

■■延長新居屋限售年期至延長新居屋限售年期至1010年年

教 育教 育
■■優化優化““一校一社工一校一社工””政策政策，，建議校方優先聘用建議校方優先聘用
現職輔導人員現職輔導人員、、訂明學校輔導員的專業資格要訂明學校輔導員的專業資格要
求求

■■提升資助及自資專上教育質量提升資助及自資專上教育質量，，包括增加資助學包括增加資助學
士及副學士銜接學士學位士及副學士銜接學士學位、、加強監管自資專上課加強監管自資專上課
程質素程質素

■■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SENSEN））的學生的學生

■■檢討高中通識科檢討高中通識科，，包括轉為選修課包括轉為選修課、、改革考評重改革考評重
點和題點和題型型

民 生民 生
■■檢討前線醫護人手比例檢討前線醫護人手比例，，增設常額職位增設常額職位

■■拓展基層醫療拓展基層醫療，，增加夜診服務增加夜診服務

■■下調下調22港元乘車優惠合資格年齡至港元乘車優惠合資格年齡至6363歲歲

■■建立私營社區安老網絡建立私營社區安老網絡

■■監察領展監察領展，，加強跟進涉及違反地契的個案加強跟進涉及違反地契的個案

■■全面完善和活化現有公眾街市全面完善和活化現有公眾街市

■■加強監管鐵路工程加強監管鐵路工程

■■改善鐵路服務延誤應變措施改善鐵路服務延誤應變措施

■■善用科技防治蚊善用科技防治蚊患患

政 府政 府
■■分拆運房局為分拆運房局為““運輸及工務局運輸及工務局””和和““房屋局房屋局””

■■改善公務員宿舍和退休公屋編配改善公務員宿舍和退休公屋編配

■■發展科技法庭發展科技法庭，，改善司法機構效率改善司法機構效率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新民新民黨黨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鄭治祖

新民黨就施政報告建議

香港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
的公眾諮詢推

出3個月，社會對18個土地供應
方案爭議不斷。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
認為，“土地大辯論”的討論失
焦，缺乏宏觀視野和社會共同目
標，過度集中討論興建公屋。他
強 調 港 人 並 非 想 要 “ 公 屋 城
市”，應考慮改善居住面積、經
濟發展和如何配合大灣區戰略以

讓香港人受惠等方面，就土地供
應進行討論。

指缺宏觀視野和追求目標
湯家驊 8 月 1 日在“民主思

路”的記者會上形容，目前的
“土地大辯論”討論失焦，在缺
乏宏觀視野和社會共同追求的目
標下作出的討論，沒有太大意
義，而討論重點亦過度狹窄，僅
集中在興建公屋方面。

他強調，認同建公屋的重要

性，但認為公屋不是全部，港人
並非想要“公屋城市”，認為房
屋藍圖應較宏觀，例如要考慮改
善港人人均居住面積、社區設施
配套和經濟發展，包括如何配合
大灣區戰略，讓香港人受惠等。

不過他補充，不反對政府考
慮調整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至七
三比，因公屋輪候時間持續上
升，社會有此需要。

被問到如何才能凝聚社會共
識，湯家驊指社會要先有共同目

標和宏觀視野，才能作出明智選
擇。

“民主思路”建議，政府應
勾劃出符合市民期望，提供優質
居住環保與促進經濟繁榮的發展
政策，以改善市民居所條件為主
要目的，並必須清晰闡明其願景
與政策，以獲取公眾支持，免使
土地發展計劃與審批受制於備受
爭議的審批程序、長期延誤或議
而不決的弊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除了重點提出多項土地房屋建
議，新民黨的43項建議中，有12
項都關注到教育質素。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表示，政府應關注教育質
素問題，善用資源照顧弱勢兒童，
加強對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支援。同
時，該黨建議政府檢討新高中課
程，加強監管大專的教育質素。新
民黨建議，政府應關顧弱勢兒
童，優化“一校一社”政策。

她指出有關政策將現職的輔導
人員邊緣化，忽略了非社工或非教
席輔導人員及輔導老師的專業角
色，故建議教育局向學校發出指
引，聘用現職輔導人員，確保小學
輔導服務的質素。

她又建議在小學推行“1+1+
1”輔導模式，支持每校最少增設
一名常額註冊社工、學生輔導教師
及學校輔導員，為學童提供全面的
輔導服務。

新民黨並建議政府以公私營
合作模式，增撥資源，資助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前往私家醫院
診治，以縮短輪候時間。她又建
議加強學校的專業支援及教師培
訓，協助支援SEN學生。

新高中課程方面，新民黨認
為通識科自推行以來一直備受爭
議，政府應檢討該科目，提議政
府將通識科轉為選修科，及引入
閱讀學術理論和經典篇章，讓學
生在穩固的理論基礎下展開討
論。她又提出改革該科考評重點
及題型，避免學生盲目操練，忽

略批判思維。
至於專上教育，新民黨建議

政府提升資助及自資專上教育質
量。葉劉淑儀指出，政府於2000
年推出普及高等教育的願景後，
自資學士、高級文憑、副學士學
位，及學士學位銜接課程如雨後
春筍，惟政府沒有監管課程資歷
和質素，以致流弊叢生。

她提議政府增加資助學士及
副學士銜接學士學位，加強監管
自資專上課程質素，盡快檢討並
修訂監管架構，提升香港的大專
教育質素。

籲資助弱童赴私院就診

湯家驊：“土地大辯論”失焦
�&

新民黨8月1日建議香港特區
政府參考澳門做法，向中央政府
提請在鄰近內地的水域填海，事

實有先例可循。2015年12月16日，國務院通過《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草案）》，就明確了澳門特區政
府的水域管理範圍，令原本只有30平方公里大的澳門，
海陸面積增加近3倍，擴展了澳門未來的發展空間，為澳
門經濟及社會提供有力支持。

澳門自1999年回歸後，由於沒有明確的水域管理
範圍，故每次填海均須中央政府批准。2014年，國家
主席習近平出席澳門特區成立15周年慶典時，宣佈中
央將在2015年啟動並完成明確澳門特區習慣水域管理
範圍的相關工作，以支持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
發展。

2015年12月16日，國務院審議通過了新的《澳門
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草案）》，明確澳門水域和
陸地界線。

根據此圖，澳門特區管理海域從澳門陸地向東、
南方向劃定，面積為85平方公里；在粵澳陸地界線方
面，將關閘澳門邊檢大樓地段劃入澳門特區；鴨涌河
段除部分以南岸為界外，其餘以河中心線為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澳門海陸面積增3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將於 10月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新民黨 8月 1日向她

提交 43項施政建議，涵蓋土地房屋、醫療服務、長者福

利、交通網絡、教育質素、社區規劃等範疇。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在會後表示，新一屆政府開局平穩，積極聚焦民

生議題，惟土地嚴重短缺，建議特區政府提請中央在鄰近

內地水域，如在大嶼山以西填海，同時搬遷葵涌貨櫃碼

頭，騰空土地以興建房屋，又建議政府分拆運輸及房屋

局，日後以“房屋局”專責處理房屋問題。 ■■新民黨會見香港行政長官新民黨會見香港行政長官，，就就20182018施政報告提出建議施政報告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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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樂隊
Supper Moment與Gin Lee（李幸倪）1
日以“超級榮譽太陽使者”與港台太陽計
劃的“太陽學堂”學員交流分享，並首度
公開合唱“太陽計劃2018”主題曲《分
享的勝利》。

自薦做Supper Moment秀嘉賓
Supper Moment表示，其實早於7年

前曾經提議過《點滴》這首歌很適合做太
陽計劃主題曲，現這首歌經過重新編曲及
譜詞，終於以全新面貌完成使命。四子坦
言歌曲未被採用而感不悅，也不覺得因現
在知名度增加可踏上紅館開秀才被注視，
當然他們會希望知名度有增加，然而他們
向來實事實幹，不為知名度才合band，
一直以來是真心想到海外尋求更多探索，
而8月他們便可在台北作首次專場演出，

其中成員Sunny更是兩年都在台灣過生
日，也榮幸能跟各成員共度生日。

Gin Lee被Supper Moment叫做“阿
堅”，她笑言大約6年前已被叫這外號，
一直發揚光大，Gin Lee也很開心能跟
Supper Moment 合作，感覺他們很好
玩、幽默又有實力，尤其欣賞他們的熱
血，故想自薦做其演唱會表演嘉賓。記者
笑她像挑男友般？她笑說：“也差不多這
些條件，男仔有幽默感好重要，否則會好
悶！”
另談到她早前做受訪嘉賓被學員發

問，她坦言被問感情事也不怕，因自己可
以選擇不回答，不過面對傳媒她會盡量配
合去分享，當然每個人都有私隱，所以範
圍以內的會樂意分享，她笑說：“其實我
很隨心，有時會想結了婚也不講，但又或
者講了才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前港姐陳倩
揚上月為老公陳浩然誕下女
兒，1日她在社交網站上載一家
五口的新相，並宣佈女兒的名

字叫陳希桐，英文名為Aurel-
la。
相中見倩揚抱着未滿月的希

桐，老公與兩子羲廷及羲穎則在
旁，場面溫馨。別看希桐小小
的，倩揚大爆女兒原來好愛食，
她搞笑地代入女兒身份留言道：
“我叫陳希桐，英文名係Aurel-
la，每日我都喝好多，喝完有時
會同兩個哥哥玩一會，有時會睡
覺，醫生都說我同媽媽配合好，
我會很愛惜媽咪，晚上讓她多睡
覺，多謝大家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林芊妤（Coffee）自從宣
佈懷孕兼下嫁才俊老公後，本來應該享清福
做少奶奶專心養胎，不過熱愛瑜伽的她未有
停下工作，日前更從早上8時開始教瑜伽，到
晚上出席活動，未有倦意。

Coffee日前出席活動，與20位大肚媽媽
練習孕婦瑜伽。懷有“肚腩仔”6個半月的她
身形依然好fit，做瑜伽也是綽綽有餘。她在
活動上向一眾準媽媽透露自己希望可以順
產，但因為胎盤位置低，要視乎之後“肚腩
仔”的成長狀況及胎盤位置會否回復正常，
才能決定是否需要開刀。至於生完孩子後會
否暫停所有工作專心相夫教子，Coffee就坦
言：“要看看到時情況，不過我太喜歡幹

活，應該會keep住工作。”她更揚言將來希
望同兒子一齊做親子瑜伽。
她又透露8月份會同老公到歐洲自駕遊當

作度蜜月，會去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地，
算是他們最後一次享受“肚腩仔”出世前的
二人旅行；之後會開始減少工作量，靜待BB
出世。 問到會否擔心旅途太過奔波或者“肚
腩仔”會趕着出世，她表示：“今次會是自
駕遊，由老公開車，我大部分時間坐着，應
該問題不大，不過如果真的早了出世就可能
會做法國人喇，哈哈！”
Coffee 當晚除了示範瑜伽動作，也不忘

分享自己“長胎不長肉”的心得，飲食方面
就少食多餐，另外就是做適當適量的運動。

志偉連續23年為“奇華”餅店擔任代
言人，近日拍攝新一輯月餅廣告，

當中他與3位分別是兩歲半、3歲和8歲
的小演員一起拍攝，故事中志偉大部分
時間都是裝睡，他笑言是歷年來最舒服
的一次，有時更抵擋不住睡魔呼喚，真
的睡着了。當日廣告首播禮上，志偉和3
位小演員齊齊現身整月餅，他們更互相
整蠱把麵粉塗在大家的臉上，志偉討得
小朋友歡心被送吻兼餵吃月餅，感覺溫
馨，不過志偉做出來的月餅卻被兩歲半
大的女孩嫌棄，不肯拿着照相，場面搞
笑。

或三代同堂拍廣告
志偉不諱言與小朋友合作永遠最難

搞，笑言：“我睡着就沒事做，我睡醒
就難搞，有時我做得好，他們又必未理
想，他們可以時我又未必可以，但拍攝
過程很開心，花了一日半時間完成，同
小朋友合作好處是出來效果很真，（經
常作弄他們？）通常他們拍同一樣鏡頭
便悶，我要引他們開心，但嚇他們又會
哭。”提議志偉與孫子合作拍廣告，志
偉謂：“我的孫很大，大孫女有17 歲，
最小一個5歲，或者明年同其中一個合
作，之前媽咪、女兒三代同堂出過鏡，
年輕版的三代同堂可以考慮一下。”

志偉剛完成兩部電影返港，分別是
到昆明和台灣拍攝，剛從台灣回來的他
被問到會否擔任今屆港姐司儀，他謂：
“ 我剛剛回來，看情況啦，暫時沒談

過，也要視乎製作模式是否適合自己，
如果好似去年講兩句便算了。”有網民
笑指昔日無線安排港姐在外地拍攝變成
只在香港西貢取景，志偉反問：“是否
越南（胡志明市）的西貢。”得悉是香
港西貢時，他笑說：“西貢這麼遠，距
離將軍澳（電視城）好遠。”是否覺得
失色？他說：“我喜歡以前模式，有些
東西可以不斷更新，有些要保留原味，
始終是每年一度觀眾期待盛事，我喜歡
舊有模式，相信大家都想看泳裝和答問
環節，雖說是幾個評判給分，其實也是
全民投票，出埠的花絮更能令新聞界多
些報道和討論，可以加深認識一班港
姐，節目會更好看。今年佳麗質素勝過
去年。”

笑西貢外景已遠離電視城笑西貢外景已遠離電視城

志偉偏好志偉偏好
港姐舊有製作模式港姐舊有製作模式

談戀愛好怕無聊

Gin Lee擇偶重幽默感

胎盤位置低 林芊妤望可順產 陳倩揚爆女兒愛吃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近近

年已甚少為港姐擔任司儀的曾志偉年已甚少為港姐擔任司儀的曾志偉，，對對

於去年的港姐賽制被評於去年的港姐賽制被評““慘不忍睹慘不忍睹”，”，

今年港姐再有新構思是取消到外地拍外今年港姐再有新構思是取消到外地拍外

景景，， 取而代之是在香港西貢等地取取而代之是在香港西貢等地取

景景，，志偉聞言笑指志偉聞言笑指：“：“西貢好遠西貢好遠，， 距距

離將軍澳很遠離將軍澳很遠”，”，而他依然喜歡昔日製而他依然喜歡昔日製

作模式作模式，，保留原味保留原味！！

■■懷有身孕的懷有身孕的
林芊妤繼續教林芊妤繼續教
瑜伽瑜伽。。

■Gin Lee表示，很開心能跟Supper Moment合作。

■■陳倩揚一家五口樂也融陳倩揚一家五口樂也融
融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志偉近日與志偉近日與33位小演員一起拍廣告位小演員一起拍廣告。。

朱晨麗拍爆炸戲心慌

■■深得小朋友歡心的志偉獲吃月餅
深得小朋友歡心的志偉獲吃月餅。。

■應屆港姐日前到西貢取
景拍節目。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敏義）無線小花朱晨麗（朱
朱）主演的新劇《特技人》將
於下周推出。這次朱朱躋身一
眾猛男包括譚俊彥、林師傑及
羅浩銘當中，絕對巾幗不讓鬚
眉！開場重頭戲交代身為女特
技人的她有份參與一場車戲拍
攝，卻因失誤令車輛翻側，眾
人盡力搶救新加入團隊的新
丁，然而幾秒後車輛突然發生
大爆炸，此後特技隊成員各散
東西，揭開故事序幕。

談到拍攝這場爆炸戲，朱
朱坦言害怕：“當時我真的有
點怕，因不知爆炸實際情況會
如何，工作人員有派耳塞給我
們護耳，但身體卻不能用保護
墊。我知道爆炸點很接近自
己，可能只隔開兩三個身位，
擔心有意外的話可能會燒
傷！”
由於爆炸只能拍1次，台前

幕後事前試過多次排練，而拍攝
由半夜開始，收工時已接近黎
明，製作相當認真。

■■朱晨麗躋身一眾猛朱晨麗躋身一眾猛
男當中也不輸蝕男當中也不輸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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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 美美 貿 易 戰貿 易 戰

美若升級施壓 中方必反制
外媒外媒：：白宮擬調高對華商品關稅至白宮擬調高對華商品關稅至2525%%

香港文匯報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日前發表文
章，從國家經濟、貿易逆差等角度分析指出，美國
恐將在對華貿易戰中落敗。

人幣走軟將增中國競爭力
據中通社報道，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近日發表

了上述文章。文章說，特朗普狹隘地關注着與中國
的貿易逆差，這樣做的“最好”結果是雙邊貿易平
衡改善，美國與其他一些國家的逆差會同步增加。
然而，由於美國干預了市場，它將為進口產品支付
比原來更多的錢，並減少出口收入，因而，“最
好”的結果將是美國的狀況將比現在更糟。

文章認為，美國存在的問題是國內“一直儲蓄
太少”，並不是與中國之間的問題。文章批評說，
特朗普倘若對經濟學有一點點了解並具有遠見的
話，他會着力增加國民儲蓄，從而減少多邊貿易逆
差。
針對雙邊貿易逆差，文章坦言，要大幅減少這

個數字是困難的。隨着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下降，人
民幣匯率將走軟，這種情況將部分抵消美國關稅的
影響，同時，它將增強中國對其他國家的競爭力。

推使中國更堅定加強創新
在國家經濟方面，文章分析說，中國對本國經

濟有更多掌控，想要向以內需而非投資和出口為基
礎的增長模式轉變，而美國的行為其實就是在給中
國助上一臂之力。
文章指出，與美國一樣，中國的貿易逆差總額

取決於其宏觀經濟因素。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8%，經濟
運行保持穩中向好態勢，邁向高質量發展起步良
好。而另一方面，有外媒指出，美國經濟增長雖短
期“表現喜人”，但長期來看，美國挑起貿易戰的
做法將損害本國經濟，GDP增長恐後繼乏力。

斯蒂格利茨還在文章中直言：“如果特朗普的
目標是阻止中國向高質量發展，他肯定會失敗。相
反，他的做法只會更加堅定中國加強創新和實現科
技領先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據美國政府網站消息，美國商務部工
業與安全局（BIS）將於美東時間8月1日
正式以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為由，將44
家中國企業（8個實體和36個附屬機構）
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正式開始對中國
進行技術封鎖。值得關注的是，這份出口
管制清單中涉及的企業大多屬於中國航天
及軍工領域相關企業。

早列北約禁運名單
其中，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及下屬

單位成為了美方封鎖的重災區。目前，中
國電子科技集團在A股擁有8家上市平

台，即四創電子、國睿科技、傑賽科技、
太極股份、海康威視、華東電腦、鳳凰光
學、衛士通。國信證券軍工團隊對此分析
指出，美國對中國軍工企業的禁售令影響
將十分有限。首先，中國所有軍工企業及
高校自1989年末就在北約國家的禁運名
單上，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重大武器
裝備均完全實現了從設計到試驗再到生產
的全國產化；其次，中國在2010年前後
基本實現了軍用芯片的全國產化，無對外
依賴；再次，中國軍工系統與北約國家
（除土耳其）無任何軍貿往來，同時中國
軍工系統產品出口客戶主要為亞非拉非親
美國家。

美技術封鎖新增44中企分析：對軍工影響有限

受美新措影響中企名單
■中國航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院，以下八個附屬機構和十三個下屬機構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三研究所（CETC 13），以及十二個附屬機構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四研究所（CETC 14），以及兩個附屬機構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38研究所（CETC 38），以及七個附屬機構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CETC 55），以及兩個附屬機構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進出口總公司
■中國華騰工業有限公司
■河北遠東通信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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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華盛頓和北京
難以打破雙方貿易僵局之際，特朗普政

府的一些顧問敦促總統特朗普加大籌碼，大
幅提高對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的擬徵關
稅稅率。同時，特朗普顧問認為，提高稅率
的目的還有抵消近月來人民幣迅速貶值帶來
的影響。自5月30日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
經累計下跌6%。此前，特朗普政府在7月10
日表示，將尋求對上千種進口自中國的商品
徵收10%的關稅。這些商品包括數百種食品
以及煙草、化學製品、鋼鋁產品、汽車輪
胎、傢具、木製品、手袋和箱包、地毯、
門、單車、滑雪板、高爾夫球袋、衛生紙和
美容產品等消費品，以及電視機元件、冰箱
等電子電器產品。

美方施壓訛詐不會起作用
據了解，白宮要到8月末之後才會就上述

關稅措施作出最終決定，該措施可能將針對
消費品、食品以及機器組件。特朗普顧問認
為提高稅率的目的之一是抵消近月來人民幣
迅速貶值帶來的影響。自5月30日以來，人
民幣兌美元已經累計下跌6%。分析認為，美
方將關稅稅率提升至25%恐令中美貿易爭端
升級。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8月1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在
中美經貿問題的立場是非常
堅定、明確的，沒有改變。
美方的施壓和訛詐不會起作
用。如果美方採取進一步升
級舉動，中方必然會予以反
制，堅決維護我們的正當合
法權益。

外媒稱中美尋求復談
此外，彭博社近日援

引兩名知情人士的消息
稱，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
與中方代表正在“私下接
觸”，尋求重啟談判的途
徑，旨在避免世界最大兩
個經濟體之間的全面貿易
戰。目前，會談的形式、
具體時間及相關議題尚未確定。但雙方都同
意，需要進行更多的接觸。耿爽8月1日指
出，中方始終主張通過對話協商處理中美之
間的貿易摩擦，也為此作出努力和展示誠
意，國際社會非常清楚。他同時強調，對話
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建立
在規則之上，建立在信用之上。單方面威脅
和施壓只會適得其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據外電報道，特朗

普政府計劃提議對2,000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徵關稅，

稅率從10%調高至25%，以加大對中國的施壓，同時抵消近

月來人民幣迅速貶值帶來的影響。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8月1日回應稱，美方的施壓和訛詐不會起作用。如果美方

採取進一步升級舉動，中方必然會予以反制，堅決維護中國的

正當合法權益。

■■特朗普政府計劃提議對特朗普政府計劃提議對22,,000000億美元進口億美元進口
自中國的商品加徵關稅自中國的商品加徵關稅，，稅率從稅率從1010%%調高調高
至至2525%%，，這些商品包括汽車輪胎這些商品包括汽車輪胎、、鋼鋁鋼鋁、、
傢具以及電視機元件等傢具以及電視機元件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電子元件電子元件

鋼鋁產品鋼鋁產品

傢具製品傢具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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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樂隊
Supper Moment與Gin Lee（李幸倪）1
日以“超級榮譽太陽使者”與港台太陽計
劃的“太陽學堂”學員交流分享，並首度
公開合唱“太陽計劃2018”主題曲《分
享的勝利》。

自薦做Supper Moment秀嘉賓
Supper Moment表示，其實早於7年

前曾經提議過《點滴》這首歌很適合做太
陽計劃主題曲，現這首歌經過重新編曲及
譜詞，終於以全新面貌完成使命。四子坦
言歌曲未被採用而感不悅，也不覺得因現
在知名度增加可踏上紅館開秀才被注視，
當然他們會希望知名度有增加，然而他們
向來實事實幹，不為知名度才合band，
一直以來是真心想到海外尋求更多探索，
而8月他們便可在台北作首次專場演出，

其中成員Sunny更是兩年都在台灣過生
日，也榮幸能跟各成員共度生日。

Gin Lee被Supper Moment叫做“阿
堅”，她笑言大約6年前已被叫這外號，
一直發揚光大，Gin Lee也很開心能跟
Supper Moment 合作，感覺他們很好
玩、幽默又有實力，尤其欣賞他們的熱
血，故想自薦做其演唱會表演嘉賓。記者
笑她像挑男友般？她笑說：“也差不多這
些條件，男仔有幽默感好重要，否則會好
悶！”
另談到她早前做受訪嘉賓被學員發

問，她坦言被問感情事也不怕，因自己可
以選擇不回答，不過面對傳媒她會盡量配
合去分享，當然每個人都有私隱，所以範
圍以內的會樂意分享，她笑說：“其實我
很隨心，有時會想結了婚也不講，但又或
者講了才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前港姐陳倩
揚上月為老公陳浩然誕下女
兒，1日她在社交網站上載一家
五口的新相，並宣佈女兒的名

字叫陳希桐，英文名為Aurel-
la。
相中見倩揚抱着未滿月的希

桐，老公與兩子羲廷及羲穎則在
旁，場面溫馨。別看希桐小小
的，倩揚大爆女兒原來好愛食，
她搞笑地代入女兒身份留言道：
“我叫陳希桐，英文名係Aurel-
la，每日我都喝好多，喝完有時
會同兩個哥哥玩一會，有時會睡
覺，醫生都說我同媽媽配合好，
我會很愛惜媽咪，晚上讓她多睡
覺，多謝大家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林芊妤（Coffee）自從宣
佈懷孕兼下嫁才俊老公後，本來應該享清福
做少奶奶專心養胎，不過熱愛瑜伽的她未有
停下工作，日前更從早上8時開始教瑜伽，到
晚上出席活動，未有倦意。

Coffee日前出席活動，與20位大肚媽媽
練習孕婦瑜伽。懷有“肚腩仔”6個半月的她
身形依然好fit，做瑜伽也是綽綽有餘。她在
活動上向一眾準媽媽透露自己希望可以順
產，但因為胎盤位置低，要視乎之後“肚腩
仔”的成長狀況及胎盤位置會否回復正常，
才能決定是否需要開刀。至於生完孩子後會
否暫停所有工作專心相夫教子，Coffee就坦
言：“要看看到時情況，不過我太喜歡幹

活，應該會keep住工作。”她更揚言將來希
望同兒子一齊做親子瑜伽。
她又透露8月份會同老公到歐洲自駕遊當

作度蜜月，會去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地，
算是他們最後一次享受“肚腩仔”出世前的
二人旅行；之後會開始減少工作量，靜待BB
出世。 問到會否擔心旅途太過奔波或者“肚
腩仔”會趕着出世，她表示：“今次會是自
駕遊，由老公開車，我大部分時間坐着，應
該問題不大，不過如果真的早了出世就可能
會做法國人喇，哈哈！”
Coffee 當晚除了示範瑜伽動作，也不忘

分享自己“長胎不長肉”的心得，飲食方面
就少食多餐，另外就是做適當適量的運動。

志偉連續23年為“奇華”餅店擔任代
言人，近日拍攝新一輯月餅廣告，

當中他與3位分別是兩歲半、3歲和8歲
的小演員一起拍攝，故事中志偉大部分
時間都是裝睡，他笑言是歷年來最舒服
的一次，有時更抵擋不住睡魔呼喚，真
的睡着了。當日廣告首播禮上，志偉和3
位小演員齊齊現身整月餅，他們更互相
整蠱把麵粉塗在大家的臉上，志偉討得
小朋友歡心被送吻兼餵吃月餅，感覺溫
馨，不過志偉做出來的月餅卻被兩歲半
大的女孩嫌棄，不肯拿着照相，場面搞
笑。

或三代同堂拍廣告
志偉不諱言與小朋友合作永遠最難

搞，笑言：“我睡着就沒事做，我睡醒
就難搞，有時我做得好，他們又必未理
想，他們可以時我又未必可以，但拍攝
過程很開心，花了一日半時間完成，同
小朋友合作好處是出來效果很真，（經
常作弄他們？）通常他們拍同一樣鏡頭
便悶，我要引他們開心，但嚇他們又會
哭。”提議志偉與孫子合作拍廣告，志
偉謂：“我的孫很大，大孫女有17 歲，
最小一個5歲，或者明年同其中一個合
作，之前媽咪、女兒三代同堂出過鏡，
年輕版的三代同堂可以考慮一下。”

志偉剛完成兩部電影返港，分別是
到昆明和台灣拍攝，剛從台灣回來的他
被問到會否擔任今屆港姐司儀，他謂：
“ 我剛剛回來，看情況啦，暫時沒談

過，也要視乎製作模式是否適合自己，
如果好似去年講兩句便算了。”有網民
笑指昔日無線安排港姐在外地拍攝變成
只在香港西貢取景，志偉反問：“是否
越南（胡志明市）的西貢。”得悉是香
港西貢時，他笑說：“西貢這麼遠，距
離將軍澳（電視城）好遠。”是否覺得
失色？他說：“我喜歡以前模式，有些
東西可以不斷更新，有些要保留原味，
始終是每年一度觀眾期待盛事，我喜歡
舊有模式，相信大家都想看泳裝和答問
環節，雖說是幾個評判給分，其實也是
全民投票，出埠的花絮更能令新聞界多
些報道和討論，可以加深認識一班港
姐，節目會更好看。今年佳麗質素勝過
去年。”

笑西貢外景已遠離電視城笑西貢外景已遠離電視城

志偉偏好志偉偏好
港姐舊有製作模式港姐舊有製作模式

談戀愛好怕無聊

Gin Lee擇偶重幽默感

胎盤位置低 林芊妤望可順產 陳倩揚爆女兒愛吃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近近

年已甚少為港姐擔任司儀的曾志偉年已甚少為港姐擔任司儀的曾志偉，，對對

於去年的港姐賽制被評於去年的港姐賽制被評““慘不忍睹慘不忍睹”，”，

今年港姐再有新構思是取消到外地拍外今年港姐再有新構思是取消到外地拍外

景景，， 取而代之是在香港西貢等地取取而代之是在香港西貢等地取

景景，，志偉聞言笑指志偉聞言笑指：“：“西貢好遠西貢好遠，， 距距

離將軍澳很遠離將軍澳很遠”，”，而他依然喜歡昔日製而他依然喜歡昔日製

作模式作模式，，保留原味保留原味！！

■■懷有身孕的懷有身孕的
林芊妤繼續教林芊妤繼續教
瑜伽瑜伽。。

■Gin Lee表示，很開心能跟Supper Moment合作。

■■陳倩揚一家五口樂也融陳倩揚一家五口樂也融
融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志偉近日與志偉近日與33位小演員一起拍廣告位小演員一起拍廣告。。

朱晨麗拍爆炸戲心慌

■■深得小朋友歡心的志偉獲吃月餅
深得小朋友歡心的志偉獲吃月餅。。

■應屆港姐日前到西貢取
景拍節目。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敏義）無線小花朱晨麗（朱
朱）主演的新劇《特技人》將
於下周推出。這次朱朱躋身一
眾猛男包括譚俊彥、林師傑及
羅浩銘當中，絕對巾幗不讓鬚
眉！開場重頭戲交代身為女特
技人的她有份參與一場車戲拍
攝，卻因失誤令車輛翻側，眾
人盡力搶救新加入團隊的新
丁，然而幾秒後車輛突然發生
大爆炸，此後特技隊成員各散
東西，揭開故事序幕。

談到拍攝這場爆炸戲，朱
朱坦言害怕：“當時我真的有
點怕，因不知爆炸實際情況會
如何，工作人員有派耳塞給我
們護耳，但身體卻不能用保護
墊。我知道爆炸點很接近自
己，可能只隔開兩三個身位，
擔心有意外的話可能會燒
傷！”
由於爆炸只能拍1次，台前

幕後事前試過多次排練，而拍攝
由半夜開始，收工時已接近黎
明，製作相當認真。

■■朱晨麗躋身一眾猛朱晨麗躋身一眾猛
男當中也不輸蝕男當中也不輸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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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葡萄產業於上世紀80年代
興起，但至本世紀初都未有較

大發展，賀蘭山東麓57萬畝葡萄田
在那時還是一片戈壁。隨着近些年
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提
高，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第五大葡萄
酒消費國、第六大葡萄酒生產國，
資金、技術、人才等加快流入葡萄
酒行業。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產業
借勢迅速發展，釀酒師也成為受年
輕人青睞的新興職業。

釀酒業發展迅猛 吸引各方人才
“2007年我開始攻讀碩士學位

時，想選擇葡萄酒釀造專業，可父母
非常擔心，他們認為我畢業後無法找
到工作，但我當時已經看到行業的前

景，所以堅持自己的意見。”梁洪
說。事實證明梁洪的堅持是正確
的。伴隨着產業快速發展，精通葡
萄酒釀造技術的人才在寧夏越來越
吃香。“一個從業兩三年的釀酒
師，年薪常常可達到15萬元（人民
幣，下同）至20萬元，這在地處中
國欠發達地區的寧夏是非常高的收
入。同時釀酒師在酒莊中會受到充
分尊重，即使莊主也不能隨意干涉
釀酒師的工作。”寧夏葡萄產業發
展局工作人員李文超說。葡萄酒行
業有一句俗語，好葡萄酒七分靠原
料，三分靠工藝。寧夏賀蘭山東麓
獨特的光熱水土條件使這裡成為業
界公認的適宜種植釀酒葡萄的黃金
地帶之一。有好葡萄便容易釀出好

酒，一批青年釀酒師在此嶄露頭
角，也吸引了更多年輕人投身這一
行業。

寧夏大學葡萄酒學院公佈的數
據顯示，2017年該學院110名畢業
生就業率達到100%，其中相當一部
分在寧夏賀蘭山東麓從事葡萄酒相
關行業。“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年
輕人來這裡工作，其中一半以上有
海外留學背景。”李文超說。

據寧夏葡萄產業發展局局長曹
凱龍介紹，近年來，寧夏賀蘭山東麓
葡萄酒產區各酒莊還吸引了近60名來
自法國、澳洲等國家的釀酒師前來兼
職。“這些國外釀酒師每年都會不
遠萬里前來幫助酒莊釀酒。由於他
們總是坐飛機飛來飛去，又被稱為
‘飛行釀酒師’。”寧夏大武口區
賀東莊園總經理李剛說。

帶上50元（人民幣，下同）
在浙江嘉興過10天，這樣的“生
存挑戰”應該怎麼做？浙江師範
大學19名學生選擇“打工”，學
生們嘗試了多種“職業”，最終
不僅“生存”下來，整個團隊還
攢下一萬多元，可用於往後活動
經費。“讀書時經常覺得累，其
實算不上。”參與這次挑戰的學
生說，經歷此次實踐以後，應該
更加努力，多做實在事。

通過社會實踐 發現自己不足
“7月5日下午一到達嘉興

後，19位同學就都出去找工作了，
當天就有一半的同學找到了工
作。”作為此次生存挑戰的四位領
隊之一、大二學生伍柯穎表示，一
名學生沒有工作經驗，找了一份發
傳單的活兒，卻沒有問清收入問
題，萬幸結束後對方沒有為難。隊
員黃海說，參加活動前後“心理落
差很大”。“預想當中，就是找一
份穿玩偶衣服或者發傳單的工作，
很簡單，不需要做什麼準備。”黃
海稱，實際找一份兼職遠比想像的
困難得多。他花了兩天方才找到一

份“組裝滑梯”的工作，每天8時
開始幹活，18時30分後下班，中
間午休一個小時，就是“一份純體
力活”。對他來說，最困難之處是
“身體撐不住”。“等晚飯時直接
躺在地上，身體已經睡着了，但眼
珠還在動。”黃海說。“帶我的師
傅很嚴格，一天要‘批評’我好幾
次，偶爾也會受不了。但每天下班
時都會囑咐我路上注意安全。”另
一名隊員胡旦在10天內嘗試了茶樓
服務生、銀行經理助理等4份不同
的工作，深知賺錢不易。“父母都
挺支持，覺得我應該接觸社會。”
胡旦表示，短短4天的“銀行客戶
經理助理”的工作便令她感觸頗
深。“經過實踐才清楚了每個崗位
的工作細節和銀行的運作過程，這
對我的專業學習有很大幫助。”

對於擔任領隊的方柯來說，
此次的生存挑戰是有別於以往社
會實踐的全新的體驗。“生存其
實是對自己生涯的一個更清楚的
認識，大家在找工作、生存過程
中可以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自己
未來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澎湃新聞

中國科學院一支研究團
隊近日以分佈於青藏高原的
溫泉蛇為研究對象，解析了
蛇類這種變溫動物適應高海
拔極端環境的遺傳機制，未
來可為人類高原病的預防和
治療提供一定參考價值。
《美國科學院院刊》8 月 1
日線上發表了該研究成果。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李
家堂和昆明動物研究所張亞平
等人組成的研究團隊，通過對
溫泉蛇進行全基因測序，利用

比較基因組學，發現其發生突
變的基因在紫外照射下具有更
強的穩定性，進而推測突變有
助於溫泉蛇在高海拔環境中對
紫外線的抵抗。

此外，研究人員還發現，
溫泉蛇的基因突變減弱了其調
節下游基因紅細胞生成素表達
的能力，導致溫泉蛇血紅蛋白
濃度處於較低水平。這被認為
是溫泉蛇適應高海拔低氧條件
的重要原因。

■新華社

葡萄美酒飄香
寧夏賀蘭山東麓的一間酒窖裡，國際葡萄酒大賽獲獎證書一個挨着一個，擺滿了十幾

米長的陳列架。這些獲獎的葡萄酒均由年僅33歲的釀酒師梁洪主持釀造。“10年前，寧夏

釀酒師釀的酒在國際上獲獎還不多見，但近幾年卻不算稀奇了。”梁洪說。寧夏賀蘭山東

麓是近年來中國西北地區迅速崛

起的葡萄酒產區，目前產區釀酒

葡萄種植面積佔中國總種植面積

的四分之一，年產葡萄酒近1.2

億瓶。在近幾年的國內外葡萄酒

大賽上，寧夏產區的葡萄酒屢有

斬獲。這些葡萄酒大部分由當地

年輕一代釀酒師主持釀造。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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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十天生存挑戰
浙生嘆“讀書不算累”寧寧夏夏

青藏高原溫泉蛇
突變基因抗紫外線

■■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
區酒莊生產線區酒莊生產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越來越多年輕人投身葡萄酒相越來越多年輕人投身葡萄酒相
關的行業關的行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業莊園景觀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業莊園景觀。。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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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遏房價中央遏房價 AA股挫股挫11..88%%

美國再度挑起貿易戰火，揚言加大對華施

壓，計劃調高早前提出的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

加徵關稅的稅率，由10%提升到25%。中美貿易

戰可能升溫，消息令8月1日人民幣急跌，港股

與A股亦下挫。恒指一度跌363點，全日則跌

242點或 0.85%，收報 28,340 點，成交 907億

元（港元，下同）。市場人士指出，港股目前已

出現較多熊市指標，貿易戰和人民幣貶值導致A

股和H股受到一定影響，在貿易戰未有好消息的

情況下，投資者都會以避險為主，港股或持續受

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中中 美美 貿 易 戰貿 易 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受利空消息影響，A股8月
首役迎來“開門黑”，8月1日滬綜
指、深成指、創業板指均遭重挫，其
中上證綜指和深成指分別大跌1.8%、
1.89%，後者已經連跌6天。房地產板
塊成為跌市重災區。
早市滬綜指高開0.21%，起初勢

頭不錯，還向2,900點發起衝擊，最
高觸及2,897點後急轉直下，一路走
低，至收市都未有像樣反彈。全日收
報2,824點，跌51點或1.8%，創近一
個月最大單日跌幅；深成指報9,005
點，跌173點或1.89%；創業板指報
1,541點，跌19點或1.24%。兩市共
成交3,285億元（人民幣，下同），

較前一個交易日放量554億元。

內地擴內需應對
周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指

出，下半年要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
定，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
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
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並要把
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
充裕。要堅定做好去槓桿工作，把握
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台
時機；並提出要下決心，解決好房地
產市場問題，堅決遏制房價上漲，加
快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長效機制。
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面臨一

些新問題新挑戰，外部環境發生明顯
變化，要抓住主要矛盾，採取針對性
強的措施加以解決。華訊投資分析，
最高層罕見用6個“穩”——穩就
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
資、穩預期作為下半年核心目標，從
措辭來看，當前及下半年中國經濟形
勢不容樂觀。
開源證券分析師楊海指出，原

來可能市場期望值很高，實際的情
況來看還是有保有壓的，比較謹
慎。下半年政府將會擴大基建方面
投資，周期股和基建板塊將受益。
另外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堅
決遏制房價上漲，因此房地產股跌
幅較大。

外電7月31日晚報道稱中美尋求重啟貿易
談判，紓緩因加徵關稅而起的貿易戰，

然而，隨後又傳出美國計劃對價值2,000億
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徵收25%關稅，稅率更遠
超最初提出的10%，消息指最快當地時間周
三會有公佈，讓金融市場再度瀰漫着不安情
緒。8月1日首當其衝是內地金融市場，滬指
大跌1.8%，人民幣中間價較上個交易日下調
128點子，報6.8293，連跌4日且創14個月
新低。離岸價CNH進一步走弱，曾低見
6.8466，較上個交易日大跌逾600點子。

美圖軟硬兼施 提高談判籌碼
不過，外電分析指，目前美國有意圖與

中國重啟談判，但在此時釋出對華強硬的信
號，是試圖以軟硬兼施的手法，來迫使中方
讓步。美國在過去多次的貿易談判中，都習
慣使出這個“套路”，在談判前提高籌碼。
消息指方案仍未敲定，即使真的建議提高稅
率，亦未必能夠通過公眾諮詢。同時，美國
單方面施壓，只會適得其反，中方會有反制
措施。

騰訊連跌5日 或下試340元
凱基證券執行董事及研究部主管鄺民彬

認為，整體而言，港股目前已出現較多熊市
指標。貿易戰和人民幣貶值導致A股和H股
受到一定影響，在貿易戰未有好消息的情況
下，投資者都會以避險為主，港股或持續受
壓。
另外，鄺民彬指出，整個香港市場走勢偏

弱，還與近期科技股走弱有關。“股王”騰訊
連跌5日，1日收報355元，跌0.06%，他表

示，騰訊本身在核心方面缺乏增長業務，再加
上現在分拆不容易，一些價值暫時無法釋放，
故近期股價持續走弱。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認為，騰訊估
值太貴，各路資金都在沽售，預料股價有機
下試340至350元，呼籲大家趁高沽騰訊，
勿博反彈。他續指，市場已逐漸接受中美的
貿易衝突屬長期性質，所以港股未見激烈的
反應，但由於成交低企，市場信心散失，所
以港股會繼續“陰乾”。他估計，港股阻力
位將下移至28,900點，短期亦會下試27,800
點支持。
耀才證券市場研究部總監植耀輝指出，8

月份正式踏入業績期，港股能否扭轉頹勢，
權重股業績表現將十分關鍵。不過，經歷7月
份本輪下跌後，他亦覺得港股十分難玩，雖
然預期港股今年餘下時間會出現反彈，但亦
不宜過分樂觀，尤其是不少上半年熱炒板塊
已跌至“內傷”，恐怕要一段時間才可恢復
市場信心。但植耀輝認為，騰訊及舜宇年內
會再作突破，不宜太悲觀。

內房股重創 融創曾跌逾一成
1日A股表現大幅跑輸港股，除貿易戰

因素，另一因素是中央要求進一步加強內地
樓市的調控，深圳市率先宣佈加強房地產調
控的措施，包括暫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
等法人單位，購買商品住房，也規定居民家
庭新購買的商品住房，在3年內禁止轉讓。
消息也令在港上市的內房股重創，融創1日
曾大跌逾一成，藍籌股碧桂園續挫6.6%，是
藍籌股中表現最差。另外，中海外及潤置分
別跌逾3.8%及2.6%。

貿戰或升貿戰或升溫溫港股續受壓港股續受壓
恒指曾挫恒指曾挫363363點點 投資者避險為主投資者避險為主

■■中美貿易戰可能升溫中美貿易戰可能升溫，，香港出口及香港出口及
轉口貿易恐怕受影響轉口貿易恐怕受影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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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俊佑
不滿女兒疑遭霸凌，率警前往幼兒園 「辦私案
」 遭起訴。法務部檢審會今天簽報部長停止林
俊佑職務，並移送監察院進行彈劾程序。

身兼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主席的法務部
政務次長陳明堂表示，經過所有委員充分討論
，決議依法官法規定，由法務部直接將林俊佑
違失案件移送監察院進行彈劾程序。

職務地點調動部分，陳明堂說，徵詢許多
地檢署意見，絕大部分都不願意，檢察機關對
林俊佑的異動都抱持否定態度，因此決議以法
官法所涉刑事、懲戒情節重大規定，簽報部長
逕為停止職務。

陳明堂說，林俊佑今天到會陳述意見，對
個人行為造成社會大眾對檢察機關產生不良印
象，兩度鞠躬表示道歉。

法務部新聞稿進一步指出，檢審會認為林
俊佑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有侵越權限、行為

不當情事，情節重大，依法官法規定移送監察
院審查，並先行停止職務。

新聞稿提到，若監察院依法提起彈劾，並
送請司法院職務法庭審理後，最重可有 「免除
檢察官職務，並喪失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的結
果。

林俊佑懷疑女兒在班上遭同學霸凌、且幼
兒園老師未妥善處理，心生不滿，兩度帶著便
衣刑警到幼兒園興師問罪，妨害學童及老師上
課權。花蓮地檢署7月25日依涉犯妨害自由、
恐嚇罪嫌起訴林俊佑。

花檢以林俊佑人地不宜，報請台灣高等檢
察署調動，人事案交由檢審會審議，雖一度外
傳將把林俊佑調往澎湖，但因沒有地檢署肯收
，檢審會做出建議停職的決定。

另方面，花檢也決議將林俊佑移送法務部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檢評會將於本月8日
召開。

林俊佑侵越權限情節重大 停職並移送監院彈劾

（中央社）刑事局透過安居緝毒專案情報
網獲報，26歲陳姓男子涉嫌在新北市種植大麻
並販售，昨晚持搜索票進行埋伏、攻堅，當場
查獲大麻和種植工具一批，全案依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送辦。

警政署刑事局偵察第四大隊今天舉行記者
會表示，這個月透過安居緝毒專案情報網獲知
，有毒品前科的陳姓男子涉嫌種植第二級毒品
大麻，並採收大麻花製成成品再販售，立即報
請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刑事局和新北市警察局新莊分局、花蓮縣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追查
發現，目前無業的陳男先前曾有3年多水電工
資歷，他透過上網學習種植大麻相關知識，並
購買相關設備自行栽種，且為躲避警方追緝，

選擇在新北市新店社區別墅種植大麻。
陳男利用 「水耕法」 栽種、繁殖大麻，並

將房屋打造成具相當規模的專業大麻種植場，
包括照明設施、鐵架都鋪設得井然有序，大麻
植株生長情況良好、高壯茂盛。

專案小組昨天到場進行埋伏，並於晚間6
時許見陳男入屋後，持搜索票進屋攻堅，現場
查獲大麻活株24株、大麻幼株2桶、乾燥大麻
花300餘公克、真空封膜機、包裝袋、烘乾設
備、種植及製造大麻工具一批。

陳男供稱，在此社區租屋種植大麻逾9個
月，主要是有興趣，但未承認有販售行為；全
案詢後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先行解送台北
地方檢察署偵辦；後續將針對是否有進行網路
販售方向查緝，同時追查相關金流情形。

水電工自學種大麻 警埋伏攻堅逮人

（中央社）布農族獵人王光祿持槍獵殺保育
動物山羌遭判3年6月定讞，案經非常上訴，最
高法院停審聲請釋憲。王光祿等人今天到司法院
外舉行記者會，呼籲大法官召開言詞辯論庭。

這起案件源於王光祿自稱為獵捕山產給95
歲的母親吃，民國102年7月，以撿來的獵槍獵
殺保育類長鬃山羊和山羌，遭最高法院依違反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和野生動物保育法判處3年
6月徒刑定讞。

案經前檢察總長顏大和提起非常上訴，最高
法院去年開庭後認為，本案適用的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
條、第21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未就原住
民特殊情形加以考量，有違憲之虞，裁定停止審
判，並聲請釋憲。

王光祿今天在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等團體
聲援下，於司法院外舉行記者會，高喊 「讓獵人
們說話，請大法官開庭」 口號。

王光祿說，希望能有機會直接跟大法官說明
原住民的獵人文化，請大法官宣告判決適用的法
律失效，不要再有下一個王光祿。

律師謝孟雨表示，原住民長期不斷以身試法
，遇到好的法官獲判無罪，運氣不好抓去關，希
望藉由王光祿個案，讓大家看到有多少光榮獵人
，只因中華民國法制不了解原民文化而造成許多
衝突。

謝孟雨呼籲，大法官透過釋憲通案解決根本
性的問題，原住民文化與獵人不該被汙名化，讓
族人進到憲法法庭，親口告訴大法官原民文化、
獵人文化，而不是從泛黃的文本了解原民文化。

律師林長振說，保障原民權益是憲法的政治
決定，但國家權力機構未獲啟蒙，只能訴求司法
良心，藉辯論向全社會公開，也啟蒙全國同胞對
於原民文化的了解，而民主是台灣重要價值，但
不是只有選舉、多數決，而是必須尊重少數人尊
嚴，解決原民權益問題。

原住民獵槍案 王光祿籲請大法官開庭辯論

（中央社）有警員疑包庇色情業者自境外
引進女子來台賣淫，檢廉今天率員到16處執行
搜索。移民署今天表示，將會全力配合調查，
如有涉案將依法嚴辦、絕不寬貸。

蘋果日報報導，檢廉接獲檢舉，有警員疑
似包庇色情業者自境外引進女子來台賣淫，今
天持搜索票到新北市三重警分局、移民署及李
姓應召站業者住居所等16處地點執行搜索，並
約談22人到案，全案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方向

偵辦。
移民署下午發布新聞表示，台北地檢署檢

察官今天率廉政署調查官前往移民署台北市專
勤隊吳姓分隊長辦公處所執行搜索，吳姓分隊
長主動配合前往廉政署接受調查以釐清案情。

由於案件仍在調查階段，移民署說，基於
偵查不公開原則，對於相關案情秉持不徇私、
不護短原則，全力配合司法機關偵辦，若有涉
案將依法嚴辦，絕不寬貸。

疑包庇色情業者遭搜索移民署：依法處理

（中央社）台中市一家護理之家陳姓長者
今年1月跌倒造成顱內出血死亡，檢方查出陳
姓長者經評估為跌倒高危險群，照顧服務員卻
疏於照料，今天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嫌起訴業者
與兩名照服員。

台灣台中地方檢察署起訴書指出，42歲陳
姓男子為台中市大里區一家精神護理之家負責
人，越南籍45歲阮姓與40歲黎姓女子在護理
之家擔任照服員。護理之家內的70歲陳姓住戶
民國101年因行動不便入住，經評估為下肢無
力，需使用輪椅及保護約束以預防跌倒。

陳姓住戶平時由阮女與黎女負責照顧，今
年1月25日晚間6時15分，陳男從護理之家大
廳操作輪椅到廁所如廁，在廁所內要從輪椅起
身時，因下肢無力而跌倒在地，造成頭部外傷
合併顱內出血，經送醫急救後，2月3日晚間因
中樞神經休克死亡。

檢察官相驗遺體後，認為護理之家阮姓、
黎姓照服員明知陳男無獨自如廁能力，卻疏於
照顧生活起居，護理之家陳姓負責人也疏於督
導，須負連帶責任，將3人依業務過失致死罪
嫌起訴。

疏於照顧長者致死 護理之家照服員被起訴

民進黨青年入陣民進黨青年入陣 政治實習政治實習
民進黨民進黨11日舉辦日舉辦 「「20182018青年入陣青年入陣：：政治實習計畫政治實習計畫」」 記者會記者會，，副秘書長徐佳青副秘書長徐佳青（（右右22）、）、青青

年發展部主任何孟樺年發展部主任何孟樺（（右右）、）、立委施義芳立委施義芳（（左左22）、）、立委余宛如助理李岳烜立委余宛如助理李岳烜（（左左））宣布宣布，，今年今年
將公開招募將公開招募1818名政治實習生名政治實習生，，到黨部到黨部、、立法院實習立法院實習。。

林三貴與陳菊同框林三貴與陳菊同框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總統府秘書長陳菊20012001年擔任勞委會主委期間年擔任勞委會主委期間，，曾赴美參加會議並致詞曾赴美參加會議並致詞，，當時是由現在的當時是由現在的

勞動部常務次長林三貴勞動部常務次長林三貴（（左左））口譯口譯。。

葉俊榮姚立德和新任校長合影葉俊榮姚立德和新任校長合影
教育部長葉俊榮教育部長葉俊榮（（中中））11日出席國立大學卸新任校長聯合交接暨致送續任校長聘書典禮日出席國立大學卸新任校長聯合交接暨致送續任校長聘書典禮，，

葉俊榮葉俊榮、、教育部次長姚立德教育部次長姚立德（（左左33））和新任校長們合影和新任校長們合影。。



AA1111人民日報特約版
星期四 2018年8月02日 Thursday, Ausust 02, 2018

焦点话题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实
现以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是
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尤须抓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

提高数字化服务水平。相关政
府部门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提
高其数字化服务水平是提高社会治
理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一
是整合共享政务数据。全面整合条
块分割的政务数据资源，突破政务
数据的区域、部门和层级限制，建
成对内一体化政务信息系统和对外
一体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提升政
务数据信息的整合覆盖、分级管
理、统筹利用和互认共享水平。二
是加强和改进公共服务。深入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有效拓展公共
服务职能，扩大政务服务种类和覆

盖面，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精准有
效破解区域、城乡公共服务供需不
平衡难题。三是充分发挥法律、标
准、示范等的规范引导作用。发挥
法律规范、标准引领、示范带动在
数据整合应用、平台接入、服务价
值、应用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完善权责清单和服务指南，鼓
励社会治理主体依法参与政务数据
的开发利用，提升政务数据服务社
会治理的综合效能。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是推
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载体和前沿，

建设智慧城市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
化水平的有效举措。一是加强智能
化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建设水、
电、能源、交通、管网等智能化基
础设施，全面布局物联网、无线网
等，使数据提取和移动交互更为便
利，为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奠定基
础。二是推动不同领域数据互联互
通。促进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融
合，构建覆盖城市运营各领域信息
的“城市数据湖”，促进不同领域数
据互联互通，提高社会治理决策的
科学性、系统性、协同性。三是提

高数据使用效率。深度融合运用云
计算、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全面深入挖掘“城市数据
湖”海量实时更新数据和沉淀储备
数据，提高城市治理者对大数据的
研究应用能力和数据使用效率。

探索网络化社会治理新模式。目
前，社会治理正向社会协同治理转
变，应充分借助智能互联技术，探索
实施“互联网+群众路线”治理模
式，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
理，扩大参与广度，拓展参与深度。
一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加强宣传引导，既要掌握在线宣
传引导的主动权，弘扬社会正能量；
又要推动宣传力量下沉，在城乡社区
基层组织进行线下配套制度建设和服
务宣介。二是鼓励、引导和支持民间
志愿者和社会团体依法有序参与社会
治理。三是以网络为依托，调动群众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积极性，丰
富群众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渠
道，形成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强大
合力。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多领域步入“无证”时代

“取纸质票有时候确实很麻烦，还要担心
丢。”家住河南洛阳的焦同学就曾遇到过在高峰
时期，因为火车站取票口队伍过长而来不及取票
耽误了行程的事。目前，国内一些主要城市之间
的高铁车次已经基本实现了刷身份证乘车。而在
一些中小城市，仍有不少高铁车次不支持“无纸
化”乘车。

近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
东福在“智能高铁发展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十周
年论坛”上宣布，电子客票将于明年在全国推
广。届时，乘客可以通过刷手机、刷身份证直接
进站乘车，不需要在乘车之前特意换取纸质车
票。北京市民王先生认为，电子客票能减少误车
的现象，这一举措很便民。

不仅仅是铁路，不少地方的城市公共交通现
在也能做到“无证出行”了。今年5月19日，北
京市轨道交通APP“易通行”全网正式运行。乘
客可以在“易通行”上选择直接刷二维码乘车、
线上购票车站取票、现场购票等多种方式，不用
办卡，无需等候，一部智能手机解决问题。这一
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乘客出行的便捷性，减小了地
铁卡丢失、损坏的风险，让北京地铁迈进“秒进
站”的新时代。

“‘嘀’声响起后即可通过闸机，由后台系
统自动完成缴费扣款。”据北京地铁工作人员介
绍，在乘车时，乘客只需要将APP中的乘车二维
码对准地铁闸机上的小黄框 （扫码处），整个进
站过程不到一秒钟，能够为上班族节省不少时
间。“手机应用还能享受跟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
同样的优惠。”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平日里已经
常用手机乘车了。有关专家表示，北京地铁每天
有超过1000万人次的客流，“无票”运行能够大
幅提高通行效率，同时也能减少逃票等不文明现
象。

据悉，北京地铁还有望支持掌纹识别和面部
识别这两种生物识别系统，如果实现，今后乘客
忘记带手机也能进地铁站乘车了。实际上类似的
生物识别技术已经在上海地铁投入使用了，部分
车站采用了面部识别，但仅仅用在特殊出口。因
为残疾军人、离休干部、盲人、革命烈士家属和
伤残警察等人群是可以凭证件免费乘坐地铁的，
但是专人值守特殊通道又太浪费人力，所以采用

生物识别功能之后就能大大减少查证的人力成本
了，用户也仅仅需要注册一下，不用走到哪都带
着各种证件。

在天津，300余条公交线路、6300辆公交车
全覆盖，超过140万人领取了公交电子客票。市
民上车后，通过扫描手机支付宝“天津公交电子
客票”的二维码，即可支付成功。蚂蚁金服工作
人员介绍，天津公交电子客票于2018年2月正式
上线，至今已经累计服务近 3000 万人次。不少
外地游客都称赞，“支付宝里领张卡就能坐公
交，在天津旅游更方便了。”

“电子证件的使用范围正逐渐扩大。”广州市
民吴志伟告诉笔者，他已经在6月份注册了电子
驾照。目前，全国多地交管部门都推出了电子驾
照的便民政策，其中，广州、南京、哈尔滨、温
州、金华等城市已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全面启用。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实体证件将慢慢退出历
史舞台，更多种类的“电子证件”将会进一步普
及，居民出行也将越来越方便。

政企合作助推智慧生活

技术创新是建设更加智慧化生活场景的基本
条件。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互联网+政务”
智慧升级，在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深化政
企合作，打破信息共享的壁垒，让普通民众的生
活更便利。

7 月 5 日，天津市和蚂蚁金服集团联合推出
“电子证件信息服务”，此次上线的电子证件包括
电子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居住证和户口
簿。这意味着，如果忘记携带身份证件，公民只
需要通过智能手机证明自己的身份。目前，天津
市有1992家酒店，186家典当行支持使用支付宝
公安民生服务中的电子证件信息。截至 7 月 16
日，全国已经累计有 19 个城市使用了支付宝的
电子身份证，据统计，已有超过600万人领取。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
国建设发展报告 （2017年）》，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4G 用户总数达到 9.97 亿，固定宽带接
入用户数达34854万户，“互联网+智慧生活”形
成了稳定的需求群体。

“庞大的数字用户将为智慧生活提供稳定的
需求，这将倒逼智能化技术的创新，进而推动社
会信息化水平，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左晓栋
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证”出行在未来的智慧生

活中只是冰山一角。电子政务、“刷脸”办事，
都将推动信息惠民、便民、利民深入发展。

“除了便捷性外，安全性是我最关注这项技
术的地方。”在长沙读书的大学生小刘对新技术
带来的安全隐患很是担心。在上传电子证件的过
程中，她需要拍摄身份证正反面，按照提示进行
朗读并自动采集视人像。小刘认为平台对信息的
保密十分关键：“身份证、声音和人像都被采集
了，如果被窃用了，可就麻烦了。”

“ZOLOZ”是蚂蚁金服旗下的全球可信身份
平台，据其总经理陈继东介绍，人脸识别技术正
在保卫支付宝上违停缴费、打印公积金证明等功
能的安全性。这项技术的准确率达到了 99.6％，
如果结合眼纹等多因子验证，其准确率能达到
99.99％。蚂蚁金服城市服务副总经理赵丹丹表
示，支付宝的电子身份证件功能为确保使用者身
份的真实性，设置了四道“关卡”：手机密码、
支付宝登录密码、指纹和“刷脸”认证。

笔者在试用电子身份证的过程中发现，用户
可以使用警务APP进行认证。据悉，认证数据若
不通过，则会转入人工审核。“解决网络空间的
可信问题，关键是要保护好个人隐私，建立网络
身份管理体系。”左晓栋认为，通过企业和公安
部门的信息共享，可以提高“无证”技术的安全
性。

证件全面电子化任重道远

在中国，“无证”生活首先基于庞大的数据
优势，同时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云计算技术，进一
步推动了电子证件数据库的建设，使得电子证件
的优势得以彰显。

“电子证件的推广速度真快”，这是广西省南
宁市市民蓝女士的切身感受。从 2016 年年底南
宁市公安局与腾讯公司首次合作推行身份信息电
子化，到2018年4月支付宝卡包加入居民身份证
网上功能凭证功能，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
间。

“证件电子化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种行业趋
势”，蚂蚁金服副总裁邹亮表示，世界各地都在
为将实体证件智能化，并逐步应用于生活中的各
类场景而努力。

2017 年 11 月，澳洲首批电子驾照在新州西
部达博市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试点。今年夏天，
芬兰交通安全局将发布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它不仅可作为电子驾照使用，还可以提供车辆技
术参数、车检详情、缴税信息等服务。其负责人
西莫·卡尔皮宁表示，电子驾照包含了传统卡片
式驾照的全部信息，也可作为身份证明，“去邮
局取件时，只要出示电子驾照即可。”

在德国，电子护照已发展得较为成熟。除了
内部存储有护照持有者头部的二维数码照片外，
还有一个特殊的芯片，可以加密存储护照持有者
的脸型、视网膜、指纹等生物特征信息。当护照
持有者出入边境时，他们将被要求对着一个特殊
的相机进行拍照以记录其生物特征信息。与此同
时，护照内的芯片所记录的信息将通过无线传输
的方式，显示在检查人员的电脑上。工作人员只
需将上述两种信息进行对比，就可以查验出护照
持有者是否为其本人。

“这种电子护照不仅可以提高出入境效率，
还能在最短时间内辨识出窃盗和伪造行为，安全
性也大大提升了。”在德国科隆留学的陆同学对
本报说。

目前在中国，深圳、广州、郑州、南昌等多
个城市，已有电子社保卡、电子居住卡、电子驾
驶证等电子证件上线。

但同时，电子身份证的功能还远非尽善尽
美。目前其城市应用场景仍相对有限。在河南省
郑州市，仅有电力营业厅支持电子身份证的使
用。而在天津市，也只有酒店和典当行业能用得
上电子身份证。“要想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便
利，电子身份证未来应该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作
用。”在天津市工作的牛女士说道。

电子证件除了在推行范围上存在不足，法律上
也还有许多制约。前段时间，江苏省南京市、浙江
省金华市等地推出的电子驾照风靡一时，但必须注
意到，它是地方推出的便民措施，使用范围仅限于
本市的普通道路。换句话说，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或
者跨省驾车，驾驶员仍必须随身携带实体驾照。

“网证不能完全代替实体证件。”浙江省台州市国土
局黄璋副局长表示，虽然电子证件具有易保管、易
携带，有多重密码保护的特点，能够大大降低证件
丢失的概率和被人冒用的可能性，但要取代实体证
件，电子证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依赖于互联网，
因此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电子化趋势。”左晓栋谈
到，新的生活方式必将带来社会管理模式的革
新，而证件电子化是实现智慧生活的一种方式。
而在监管领域，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让电子化证件与智慧生活结合得
更加紧密。

证件电子化证件电子化
让让““刷脸刷脸””时代悄然降临时代悄然降临

李 贞 高一帆 李彦冰 郑莉湘

以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袁 方

朱慧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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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88月月
33日至日至88月月55日日

休士頓恩惠台休士頓恩惠台
灣基督長老教灣基督長老教
會舉行會舉行

「「慶祝設教三十七週年靈修會慶祝設教三十七週年靈修會
陳南州牧師主講陳南州牧師主講
第一講宗教和人生第一講宗教和人生
88--0303--20182018（（Fri)Fri)下午下午 77時時 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99時時
第二講認信耶穌基督第二講認信耶穌基督
88--0404--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99時時3030
分至上午分至上午1010時時3030分分
第三講思想耶穌基督第三講思想耶穌基督
88--0404--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5050分至上午分至上午1111時時5050分分
第四講跟隨耶穌基督第四講跟隨耶穌基督

88--0404--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11時時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22時時4040分分
第五講信望愛的教會第五講信望愛的教會
88--0505--20182018（（Sun)Sun)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至上午至上午1111時時3030分分
62506250 Westline Dr., Houston,Westline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夏季教師研習開業式夏季教師研習開業式
88--0404--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99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德州安徽同鄉會和中國人活動德州安徽同鄉會和中國人活動
中心中心--華助中心華助中心
舉行舉行 「「海外常遇到的法律問題海外常遇到的法律問題
」」 講座講座
律師張教平教授主講律師張教平教授主講
88--0404--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130130大廳大廳
59055905 Sovereign Dr.,Houston,Sovereign Dr.,Houston,
TX.TX.7703677036

光鹽社健康講座甲狀腺疾患光鹽社健康講座甲狀腺疾患
栗懷廣醫師主講栗懷廣醫師主講
88--0404--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44時時
光鹽社光鹽社
98009800 Town Park Dr., SteTown Park Dr., Ste 255255,,
Houston,TX.Houston,TX.77036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88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88--0404--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44時時3030分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5885 Point West,Houston,Point West,Houston,
TX.TX.7703677036

關聖帝君寶旦關聖帝君寶旦
88--0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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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藍菩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伽藍菩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慶典慶典
88--0505--20182018（（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
德州關帝廟德州關帝廟
37113711 Gulf Freeway,Houston,Gulf Freeway,Houston,
TX.TX.7700377003

關聖帝君寶旦關聖帝君寶旦
88--0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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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教師研習結業式夏季教師研習結業式
88--0505--20182018（（Sun)Sun)下午下午55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Westoffice Dr., 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觀音堂免費中文兒童佛學班觀音堂免費中文兒童佛學班
88 月月 22日日（（ Thur. )Thur. ) 上午上午1010：：
3030 至至1212：：3030
德州觀音堂德州觀音堂（（1016110161 HarwinHarwin
Dr. SuiteDr. Suite 1001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

第三屆愛心慈善音樂會第三屆愛心慈善音樂會
88 月月 44 日日 （（Sat. )Sat. ) 下午下午 66：：
3030
Christ Church (Christ Church ( 33003300 AustinAustin

Parkway , Sugar Land , TXParkway , Sugar Land , TX
7747977479 ))

德州寶塔禪寺＂孝親報恩地藏德州寶塔禪寺＂孝親報恩地藏
法會＂法會＂
88 月月 55 日日（（ Sun. )Sun. ) 上午上午 99：：
3030 至下午至下午44：：0000
德州寶塔禪寺德州寶塔禪寺（（ 425425 BlackBlack
Berry Lane, Shepherd TXBerry Lane, Shepherd TX
7737177371 ))

20182018 年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結年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結
業典禮業典禮
88 月月 55 日日（（ Sun. )Sun. ) 下午下午 33：：
3030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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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最新所發表的
研 究報告,也就是經過 一段長時間抗癌的平穩進展所示,全國整
體的 癌症死亡率,在2015年已下降了1.7%。 25多年以來,若是
當時的 癌症之高峰死亡率,仍繼續存在的話,與之相比,則下跌了
26%,也 就是減少了,相當於二百四十萬人數的死亡。但是這篇,
禮拜四所發表的研究報告,透露出這令人難以對付的,可怕之毒兇,
仍被列為全美之第二號殺手。預估今年將會有六十萬 九千人死
於這種病痛。同時也將會有一佰七十四萬人被診斷出 有癌症。
從2018年的統計資料中,可看見這個機構,每年針對所有癌症的病
發率,死亡率與倖存率的跟蹤記錄,發現了,四大病毒---肺癌,乳腺
癌,攝護腺癌與大腸癌(colorectal)的死亡數字急速下跌,乃數十多
年來的所有癌症死亡率,長期降低。一位負責監督與醫療服務的
研究團隊的副主管Ahmedin Jemal說:死亡率的大幅減少,乃因減
少了吸煙,事先的預防,提早檢查與醫治的效應。總而言之,癌症的

死亡率,每十萬人
口中,從1991年的
215.6 人 降 到

2015年的158.6人。過去十多年裡,美國女性的癌症發生率較平
穩,而男性則每年降低2%。但男性的終生期間,可能會被診斷出
患癌的機會,要較女性略高。成年人的身高也能造成三分之一的
差別。研究報告曾指出身體較高者會有較大的患癌比率。從這篇
新報告上,又發現種族間的癌症死亡率之差距,正在逐漸縮 小中。
黑人的癌症死亡率,在2015年里高出白人14%;而在1993 年的高
峰時期則高出33%。但這走降之趨勢卻俺蓋了,不同年齡 層之間
的重要差距。 65歲以上的老年族,黑人則高出白人7%;差 距縮小
了些, 很可能是因 為是全美老 人健康保險 計劃.

(Medicare’s universal health-care) 所帶來的效應。至於
小於 65歲的美國人中,黑人之癌症死亡率幾乎高出白人三分之一
。在 美國的很多州中,其差距甚至更大。對較年輕的族群來說,
Jemal又指出“其差別更大,我們必須朝著, 如何去預防,檢測與醫
治之方向予以改進”。繼心髒病之後,癌症乃列為全美上下,不論

男女的第二大死亡原 因。然而在這篇報告里特別註明著,在美國
的許多州內,甚至於在 西裔與亞裔族群當中,它卻雄居於最主要的
殺手。女性的乳腺癌之死亡率,從 1989年到2015年已跌落了
39%,而男 性之攝護腺癌死亡率,也從1993年到2015年重跌了
52%。報告裡提到:雖然實際上自2000年中起,年紀小於55歲的
年輕人們,死於大腸癌(colorectal)的人數,略有上長的趨勢,但在
1970到2015 年整體的大腸癌平均死亡率還是下降了52%。這
份報告上的資料透露出,一種快速增長的惡性腫瘤之病發率,又 逐
漸地減緩而下降,尤其是在年青族群中。但是在女性中間的肝 癌
又正快速上升。 Jemal說:一部份是因為,二戰後嬰兒潮一代 (ba-
by boomers)中的丙型肝炎感染(hepatitis C infections) 所 致。美
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一位醫務主管Otis W.
Brawley在一篇文章裡說道(said in a statement),那篇研究 報告
一再強調不停的努力,戒除煙草的重要性。雖然吸煙的銳減 已經
降低了癌症死亡率,煙草今天仍然高居為致癌而死的主凶, 幾 乎
每十個死於癌症者,就有三人因它而去。

癌症死亡率已又下降啦 原因就在這裡
作者: Laurie McGinley, January 4, 2018; 張肇純譯

2018年8月4日 (六)
下午2點至4點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Sutie 255,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甲狀腺疾患
講員：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師
現代人工作忙碌、生活壓力大，導致內分泌失調！因甲狀腺機能問題而求診的患者，更僅次

於糖尿病。不過，由於甲狀腺機能症狀表徵非常多元，因此常造成患者與其他疾病混淆，而延誤
就醫治療時間。甲狀腺並不像人體其他器官如心臟或肺一樣為人們所熟知。但是，甲狀腺的功能
極其重要，通過分泌甲狀腺激素滿足人體的需要。甲狀腺激素對人體大多數器官都起著很重要的

作用。甲狀腺激素水平的變化或者甲狀腺異常生長都可以導致疾病及一系列健康問題。本次光鹽
社健康講座邀請到黃金醫療中心的栗懷廣醫生來為民眾講解有關甲狀腺的醫療常識。

栗懷廣醫師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獲得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在中國曾任矯正外科手術醫師
十年。2002年來美國貝勒醫學院研究基礎醫學，2009年成為內科醫師。曾任紐約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住院醫師, 目前任職於黃金醫療中心。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備有水果與點心，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光鹽社健康講座
日期:2018年8月18日(週六) 時間:10：00 am－2：00pm
地點: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明湖中國 教會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X 77598
查詢及報名: 281-338-1929

明湖中國教會 • 光鹽社健康日健康諮詢護士站檢驗專題講座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將
於8月 10日起至11月 10日
止，舉辦“我愛休斯敦”電
視台新聞大賽，希望用您的
愛心去了解休斯敦，用您的
眼光去觀察休斯敦，用您手
中的攝像機去記錄休斯敦，
權利介紹休斯敦點點滴滴的
美好瞬間。

參賽文字內容題材廣泛
：您可以從醫療、航天、石
油、交通、經貿、工業、農
業、人文、環境、僑社、學
校、華人生活、文體活動等
多方面入手，從一個個小側
面去切入主題，挖掘出最具體的內容。
稿件長度要求在500-800字之間，須體
現出：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原因
、結果的新聞稿件特點。

您可以用專業攝像機或手機，對您
感興趣的新聞事件進行拍攝，拍攝畫面
和稿件所述內容須基本一致。每條新聞
所須拍攝總時長在5-8分鐘左右。所攝
畫面中須有：全景、中景、近景、特寫
及流動畫面；所攝畫面須平穩、無抖動
、清晰；每幅畫面須有8秒鐘的定格時
間；拍攝流動畫面時也須有8秒鐘以上
的定格時間後，再繼續拍攝流動畫面，
拍攝結束後，仍須有8秒的定格時間。

請將文字和視頻稿件發至美南國際
電視台，我們的專業後期團隊將會對投
稿新聞進行篩選，配音和剪輯制作，並

在美南國際電視早間直播新聞“早安•
休斯敦”欄目中進行播出。

美南國際電視將在11月底邀請專家
和觀眾代表隊參賽作品進行綜合評比，
獲獎作品設一等獎1名，二等獎2名，
三等獎3名，優秀獎若幹名。獲獎選手
除了獲得獎金之外，還將被聘任為“美
南國際電視特約記者”，參與報導NBA
等重大體育賽事以及相關行業的重大活
動。歡迎大家踴躍參賽。

投稿方式及要求：
視頻格式：mp4/avi/mov/mpeg
圖片格式：jpg/jpeg/png
上傳至美南電視Google Drive，鏈

接如下：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1TI8o1GNApQPh8deP3Qe3gqQ7VB-

MZpYyF
1. 打開連接

後找到“美南電
視台新聞大賽投
稿”文件夾。

2. 每條新聞
新建一個文件夾
，文件夾命名規則：姓名_新聞名_日期
（例：劉錦濤_華埠小姐選拔_0801）。

3. 在此文件夾裏面上傳存入該新聞
的新聞文字稿件和視頻材料，以及個人
郵箱聯系方式。

4. 投稿參賽成功，節目組會在審核
後以郵件的形式通知您結果以及新聞播
出時間。

5. 如有問題，請發郵件至： it-
vhouston555@gmail.com

“我愛休斯敦”電視台新聞大賽將名鑼開賽

(實習記者Ivana) Verizon日前正式宣佈與休士頓擁有長期且穩固的關係，因此將與州政府和當地
政府合作，將於2018年下半年在休士頓提供5G網路服務。屆時休士頓居民將享有更快的網路速度，
休士頓也將成為科技城市，成為領先普及5G網路的地區。
5G網路的差別

目前在全美通用的是4G網路，到底5G網路和原先的網路差在哪裡？根據CNET報導，目前只有
極少數的智慧型手機支援5G網路，以目前支援4G網路的手機來說，如果連到5G的話，使用者會感
受到網路變快，但卻無法完全體驗到5G網路的高速體驗。

最快到2019各家智慧型手機廠商才會推出支援5G的手機，到時候的網路速度將是現在網路速度
的一千倍。更好的幫助目前正在研發的自動駕駛技術、無人機技術、VR虛擬實境技術 Virtual Reality
、智慧家電系統等，開發商將可獲取更加及時的回饋資訊，加速這些高科技技術普及化的速度。

在2019年支援5G智慧手機出現前，休士頓奪得先機，開始鋪設5G網路。期待正式開始5G的那
天，能解決城市中某些地區收訊不太穩定的問題。

休士頓休士頓55GG時代來臨時代來臨 網路將快網路將快10001000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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