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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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Tim Cook)(Tim Cook)在發表會上在發表會上
介紹新款產品介紹新款產品。。((路透社路透社))

蘋果發表新款蘋果發表新款iPhoneiPhone和Apple WatchApple Watch
（中央社）蘋果公司（Apple

Inc.）昨天在矽谷總部舉行發表會，
根據現有款式的設計，發表加大版的
iPhone和Apple Watch，外界先前認
為蘋果公司只對現有規格進行小幅改
款的預期獲證實。

蘋 果 公 司 發 表 iPhone XS、
iPhone XS Max、iPhone XR共 3款

新 iPhone。新款 iPho
ne是根據去年發表的 iPhone X，命
名為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

其中 iPhone XS擁有5.8吋螢幕
，鋁製的iPhone XR採無邊框的Liq-
uid Retina顯示器，有白、黑、藍、
珊 瑚 、 黃 、 紅 色 外 殼 等 選 擇 。
iPhone XS Max則是6.5吋，符合華

爾街的預期。
除了擁有 5.8 吋螢幕的 iPhone

XS和6.5吋的iPhone XS Max，蘋果
還發表6.1吋的iPhone XR。

路透社報導，發表會的同時，在
那斯達克交易所掛牌的蘋果公司
（Apple Inc.）股價下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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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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馬來西亞前副首相、卻遭
栽贓與男助手發生肛交入獄的安華（Anwar bin
Ibrahim），在與前 「搭檔 」 和仇人馬哈地
（Tun Mahathir bin Mohamad）和解後，於先
前馬國變天後、得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Mu-
hammad V）特赦重獲自由。

如今，被期許為領導下屆希望聯盟（Paka-
tan Harapan）執政的他，正式宣佈投入森美蘭
州（Negeri Sembilan）波德申（Port Dickson
）國會席次補選，爭取再次回到國會的機會。
現任波德申選區議員、來自人民公正黨的當雅
（Danyal Balagopal Abdullah）今日宣佈，辭去
國會議員職位，將席次讓予安華，替他鋪好了
一條回歸政壇的 「大道」 。

現年71歲的安華，出生在檳城大山腳、父
親曾擔任10年的巫統威中區國會議員，母親則
是一名熱衷政治的婦女，安華的大學生涯就讀
於馬來亞大學、專攻馬來語研究，曾擔任馬來
西亞全國穆斯林學生聯盟主席，1974年曾領導
學生運動被捕、遭到國內安全法令逮捕入獄20
個月。在獄中的他並未荒廢，利用這段時間修
讀馬來西亞國民大學課程，取得文學碩士學位
。

安華於1982年加入巫統，獲得當時的強人
首相馬哈地高度賞識，並在力挺之下、同年投

入大選，就奪下伊斯蘭黨在檳城唯一席次：峇
東埔國會選區，並被委任為首相署副部長；從
此之後16年期間，安華的官運步步高升，歷任
文化、農業、教育等部長，也曾任馬來西亞國
際伊斯蘭大學校長多年。1991年成為財政部長
、1993年更被委任為副首相，與馬哈地關係達
到最高峰。

但從98年開始，兩人關係開始決裂，安華
更被迫辭去一切職務，並在當晚、以涉嫌泄露
國家機密、貪汙和雞姦醜聞等10項罪名遭逮捕
，隔年安華因雞姦罪被判九年監禁、瀆職罪被
判6年，也因此失去議員資格。一直到2004年
該判決被推翻出獄；但2014年二度遭助手指控
、裁定5年有期徒刑，不僅讓安華再次入獄、也
錯失了先前國會大選的資格。

「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更沒有永遠的
朋友。」 這句俗話，完全映證在安華和馬哈地
身上，為了打倒一馬貪腐案的納吉（Najib bin
Abdul Razak），高齡93歲的退休強人首相馬哈
地，支持安華妻子、旺阿芝莎（Wan Azizah
binti Wan Ismail）角逐副首相職務，並與安華
結盟、共同創建希望聯盟。若安華能順利贏得
補選席次，重回副首相等領導位子也將指日可
待。

走過雞姦醜聞 馬國前副相安華謀 「東山再起」

（綜合報導）在台灣，吃狗肉已經明訂是違法行為，不過鄰國越南仍有吃狗肉的習俗，越南
首都河內市政府11日呼籲民眾戒吃狗肉，希望藉此掃除狂犬病以及改善城市形象，不過這項宣導
在當地引發不小爭議。

越南首都河內市官方網站11日刊出一則訊息，呼籲民眾戒掉吃狗肉的習慣，這樣能夠改善河
內的城市形象，變成一個文明的現代都市，另外也能降低狂犬病的傳染風險。

媒體解讀，河內政府釋出的訊息應該與越南當局希望在2021年前全面掃除狂犬病有關，根據
美聯社報導，河內市今年以來已發生三起狂犬病致死案例，另有兩人受到感染。

越南人視狗肉為美味佳餚，在部分地區甚至是特殊節慶或聚會時才能享用的昂貴肉品，如今
政府帶頭戒吃狗肉，大部分居民樂見其成，不過也有部分市民相當不以為然，《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河內一名狗肉餐館老闆阮氏明（Nguyen Thi Minh）就表示吃狗
肉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我用的都是非常健康的狗，而且絕對有煮熟。」

網友更直言越南人恐怕很難改掉這個習慣，如果政府完全禁吃狗肉，根本就是剝奪個人自由
。

越南官方數據顯示，河內貓狗數量將近50萬隻，大部分為家庭寵物，當中十分之一為 「商業

用途」 ；另外市內目前約有1,000個狗肉、貓肉攤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網站介紹，目前並沒有實驗數據能夠佐證生吃狗肉會引發狂犬

病，不過科學家多認同屠宰、搬運犬隻的過程中，由於受咬傷的機會增加，感染狂犬病的機率也
大幅上升。

（綜合報導）南韓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都
鐘煥今天表示，打算提議由南北韓聯合申辦
2032年奧運會，在首爾與平壤兩地聯合舉辦夏
季奧運會。

韓聯社報導，為出席韓中日體育部長會議
而訪問日本的都鐘煥，在東京與南韓媒體特派
記者們座談時表示，將在月內訪問北韓參加第3
次文金會（9月18日至20日）時向北韓提議合
辦運動賽事，以期發展半島和平機制。

都鐘煥表示，想提議在南北韓中日等亞洲
舉辦2030年世界盃足球大賽，如此不僅可維持
和平趨勢，還能同時謀求東北亞和平與朝鮮半
島和平。都鐘煥強調，平昌冬奧充分展現了奧

運的價值，希望透過體育維護東亞和平。
報導指出，都鐘煥將於下午與中國國家體

育總局副局長高志丹和日本文部科學大臣林芳
正分別舉行雙邊會談。他將與日本討論東京奧
運開幕典禮南北韓代表團共同入場和擴大南北
韓聯隊規模的問題。

都鐘煥表示，將與北韓體育相討論可以聯
合組隊參賽的項目範圍。

報導指出，媒體問及如果南北韓奧運聯隊
規模變大，金正恩會不會訪問日本時，都鐘煥
回答，這要由當事國決定，他認為應促成南北
韓日本體育部長會議。據了解，都鐘煥將於13
日參加韓中日體育部長會議。

南韓擬向北韓提議合辦2032年奧運
防狂犬病 越南籲民眾戒吃狗肉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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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行事作風強硬，口無遮攔，經常引起爭議，最近他更自爆有人
企圖暗殺他，且連日期都確定是9月21日，但他仍然老神在在，更嗆聲說快來。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今天在全國電視轉播中說，反對派人士打算在9月21日暗殺他，奪取政權。
9月21日是故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簽署戒嚴令的46週年。當地時間週二，與馬拉坎
南宮首席法律顧問帕內洛（Salvador Panelo）進行1小時30分鐘的一對一專訪，他說 「有情報說，
他們現在的計畫是，如果沒辦法透過爆炸行動達到目標，他們將採取暗殺行動。」

「有人透露了這個計畫，如果他們無法用爆炸達到他們的目標，那他們將採取暗殺」 「要動手
就快，不要再延遲。你們計劃的9月21日刺殺行動，去做啊！」 ，杜特蒂還要求對方趕快採取行動
， 「我鼓勵他們發動暗殺，被子彈射死總比病死在床上好。」

自爆將在921遭暗殺 杜特蒂嗆聲快來

（綜合報導）美國在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下開
始防範中國在美進行研究的學者，升級科技封鎖
程度。美國休士頓安德森癌症治療研究中心傳出
正在解僱中國 「千人計劃」 的學者，不少學者也
被FBI約談。

財經網報導，近期傳出FBI提供如安德森癌
症治療研究中心等機構一份華人學者名單，要求
這些機構無條件解僱這些學者。報導引述安德森
癌症治療研究中心的回應，不對機密的人事行動
發表評論。研究中心遵守州和聯邦就業法，尤其
是不會有基於種族或國籍的歧視。

「千人計劃」 是中國引進高外高階人才的戰
略，2008年至今已有近8千名海外專家入選。
報導引述回到中國的千人計劃專家說法，美國有

關部門早已開始關注並調查中國學者，千人計劃
學者更是重點關注對象。

報導引述美國知名大學華人教授說法，留在
美國的千人計劃學者，有一部分已被FBI約談。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也聲明稱，美國國會正在立法
，將對參與中國千人計劃的美國教師實施制裁，
目前該校已經取消了一名中國客座教授的訪問邀
請。

美國在今年6月已加大了對華裔科學家的限
制力度，當時美國國務院將在敏感研究領域學習
的中國留學生簽證停留期限從五年縮短為一年。
將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從企業、資本面延伸至個人
面。

傳美研究中心排查中國千人計劃學者

（綜合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2日上午在俄羅斯海參崴
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了會談。鑒於安倍考慮在迎來《日中
和平友好條約》生效40周年的10月23日訪華，雙方一致同意就
安倍訪華推進協調工作，加速中日領袖間的互訪。

習近平表示，歡迎安倍訪華。雙方還確認在北韓無核化問題
上緊密攜手，在第三國圍繞中國 「一帶一路」 經濟帶構想展開合
作。

有關領袖互訪，安倍設想借明年6月在大阪舉行的二十國集
團（G20）峰會之機實現習近平訪日。安倍邀請習近平訪日，習
近平表示會留意此事。兩人上一次會談於去年11月在越南舉行
。會談後安倍向媒體表示，雙方再次確認了日中加深友好合作關
係的共識。希望將日中關係推上新階段，構築東北亞和平與繁榮
的基礎。

習近平在會談伊始表示，兩國關係已進入正常軌道，有必要

大力發展。關於北韓問題，日
中領袖在會談中將無核化定位
為共同目標，商定為實現無核
化而攜手合作，並確認了履行
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的必要
性。據安倍介紹，日本力爭解
決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的立場
得到了習近平的完全支持。

有關一帶一路，9月下旬將
在北京舉行日中官民合作機制
會議。5月安倍與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談中就設立該機制
達成一致。雙方還力爭實現兩國企業可共同參與的第三國基礎設
施建設項目具體化。

安倍與習近平一致同意多次開展關於知識產權和技術革新的

對話。安倍提出希望中國修改福島核事故以來對宮城、福島等
10個都縣產食品持續至今的禁止進口措施，雙方就保持磋商的
方針達成了共識。

在大陸公務船持續駛入釣魚台附近日本領海的情況下，兩國
領袖還確認將共同努力使東海成為 「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

（綜合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2日上午
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參崴舉行高峰會談
，兩人在會談中強調，兩國關係已恢復到正常
軌道，為進一步促進雙邊關係，將協商包括安
倍於《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生效40周年的10月
訪中等今後兩國高層互訪，以及北韓、東海等
議題。

安倍與習近平借由出席俄羅斯政府主辦的
「東方經濟論壇」 的機會在海參崴舉行了高峰

會談。兩人是繼去年11月在越南會談後再次的
會談，當時兩人針對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共識。
大陸總理李克強今年5月訪日，也是大陸總理
時隔7年的訪日，李克強當時邀請安倍於今年
內訪問大陸，在那之後習近平也考慮訪問日本
。

安倍與習近平在此次會談中，擬針對在第3
國設置有關民間經濟合作的官民聯合委員會，
安倍10月訪中出席由民間企業舉辦之論壇等事
宜交換意見。

預計安倍也會提出有關釣魚台列嶼週邊，
中國公務船侵入 「日本領海」 逐漸常態化的問
題，將與中方確認 「東海的和平與穩定乃日中
關係改善基礎」 之想法。

安倍也將再次提出，希望中國能協助日本
早日解決北韓綁架日人問題及北韓非核化等問
題。有關北韓形勢，在今年6月的美朝峰會之
後，北韓無核化的動作停滯，故安倍呼籲中國
，敦促北韓履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早
日實現朝鮮半島的無核化。

習安會強調 中日兩國關係恢復到正常軌道

習安在俄會敲定安倍10月訪問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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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根據蒂爾堡大學和荷蘭社會
事務部共同發起的壹項調查，如今35歲
的人比起他們的父母在35歲的時候，掙
的要少！對於出身低收入家庭的人尤其
如此。

據稱，這是十年來首次發現的“收
入下滑”。

2005年，有54%的35歲人士比他
們的父母當年 35 歲時收入要高，而
2015年，這壹數據下降至49%。

研究者表示，這是從二戰以來，首
次發現新壹代竟然比老壹代收入低。而
且用來作為比較的收入，已經根據通貨
膨脹率進行調整。

低收入者難改命運
“壹代不如壹代”的事實在低收入

群體當中體現得更為突出。2005年，
27%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屬於收入最低
的20%，這些孩子長大後仍屬於20%的
低收入群體。

而2015年，屬於這壹群體的年輕人
甚至達到了33%。

這就意味著社會流動性不僅變得更
差了，低收入群體還增多了，窮人的孩
子還是窮人。

但研究者對這壹現象有著不同
解釋：長遠來看，窮人的孩子很輕

易地在收入上趕上父
輩，因為新壹代有更
好的教育資源，尤其
是那些受了高等教育
的孩子。

但現在這種優勢蕩
然無存，新壹代很難趕
上老壹輩，因為現在中
老年人也能學習進修，
充實自己。

烏鴉沒辦法變鳳凰
現在，人們主要傾

向於跟自己受同壹教育水平的配偶結
婚，收入主要靠教育水平來拉動。因
此，想要通過結婚實現社會階層晉升的
機會變少了。

除此以外，新壹代收入比不過父輩
的原因還有：自由職業的出現，使得工
作變得非常彈性化，有更多的自由職業
者出現。而自由職業的特征就是收入
少、缺乏穩定性。

荷蘭福利制度越來越摳
近十幾年來，荷蘭的福利也不如以

前好了。
社會保障專業教授Cok Vreeman表

示，“在荷蘭，有穩定全職工作的人變

少了，社會保障不如30年以前。這是讓
我最為擔心的。”

年輕人賺錢機會變少
CNV工會負責人表示，由於太多變

數，對於年輕人來說機會變少了。申請
學生貸款時面臨更苛刻的條件，貸款利
息提高。年輕人在就業時，常常簽的也
是臨時雇傭合同。

未來，工會希望看到，對於雇主來
說，簽訂臨時合同的代價會更高。這樣
至少雇員在薪資方面能夠得到補償。希
望社會經濟理事會（Sociaal Econo-
mische Raad）能夠給年輕人更多機會
發展自己。

阿根廷比索貶值
烏拉圭人越過國界去加油

綜合報導 烏拉圭派桑杜市的汽油銷量減少32.5萬升。阿根廷恩特
略裏奧斯省的加油站成為贏家。

盡管烏拉圭巴斯克斯政府7月份下調與阿根廷邊境接壤的加油站的
汽油售價8%，但差價仍然顯著，這促使許多邊境地區的烏拉圭人穿越
國際橋梁到阿根廷壹側加滿油箱。

這讓烏拉圭壹側的加油站損失慘重，當地加油站業主和行業協會已
向烏經濟與財政部要求加大降價幅度，來抵禦這壹趨勢。

阿根廷比索兌烏拉圭貨幣貶值，美元兌阿根廷比索的飆升，
導致阿根廷恩特雷裏奧斯每公升高標汽油比烏拉圭壹側的加油站
低0.56美分。這只是在邊境口岸20公裏範圍內的真實情況，超過這
壹範圍價差更大。

派桑杜市貿易中心主席豪爾赫·萊德斯馬表示，7月份該市高標汽油
銷量同比下降32.5萬升。壹個加油站的老板薩爾托表示，7月份和8月
份汽油銷量下降30%左右。弗賴本托斯市的壹家加油站，6月和7月，
汽油銷售額與前兩個月相比下降近10%。

弗賴本托斯市汽油銷量下降不太明顯，是因為起距離阿根廷瓜萊瓜
丘市約46公裏。而阿根廷哥倫布市距烏拉圭派桑杜市距離11公裏，因
此誘使很多烏拉圭人穿越國境到阿根廷加油。

烏拉圭商人的目標是將汽油價格調低16%。根據2016年5月30日
頒布的第149/016號法令，汽油售價的最大降幅可達到24%。

烏拉圭經濟和財政部已收到相關請求，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盡管商
業部門心急火燎，但烏官方仍未就此作出回應。

意大利高中將增設情感教育課程
培養學生社交能力

綜合報導 日前，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區教育管理部門向媒體通報，
經大區議會批準，從今年11月開始，皮埃蒙特大區的高中課程，在哲
學和心理治療課程的基礎上，將增設情感教育課。

報道稱，該課程與性教育無關，目的在於引導年輕人樹立正確的戀
愛觀和培養社交行為語言能力。

據報道，根據大區教育主管部門的安排，皮埃蒙特大區高中四年級
和五年級，將設立情感教育課程，預防青年學生在戀愛交友中，出現暴
力、欺淩和侵犯他人的行為。該計劃是意大利教育部高中試點教育計劃
之壹，將聘請了具有經驗的哲學和心理學教師負責授課。

大區教育部門負責人埃考拉尼表示，增設情感教育課，是讓青年人
接受必要的情感與社交行為語言培訓。讓青年人懂得在與異性交往過程
中，如何表達自己的真實感情，相互尊重，以及青年人在社交活動中保
持禮儀得體，正確傳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

艾考拉尼強調，男性對女性的施暴行為，大多源自於缺乏自
信和表達情感方式錯誤。而校園情侶及朋友間的交往，針對女性
的暴力行為趨勢日漸突出。因此，教育部門有責任對青年人加以
正確引導。

情感教育課主要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
讓青年人了解異性之間產生矛盾沖突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幫助青
年人掌握必要的社交禮儀和行為語言能力，遵守法律道德最基本的
社交原則。

據悉，該課程推出後，皮埃蒙特大區大約有2000多名學生，將參
加情感教育課程學習。

在荷蘭，新壹代收入不如父輩，壓力大機會少

酒店婚禮過時？
澳洲流行粉色系婚禮，奶牛成“新寵”

隨著澳大利亞春季的到來，不
少新人開始準備籌辦自己的婚禮。
根據澳洲知名婚禮網站 Easy Wed-
dings 近日公布的報告顯示，今年澳
洲春季的婚禮流行趨勢主要包括以
下 幾 個 元 素 ， 比 如 以 藍 色 和 臟 粉
（dusty pink）為色調的婚禮、更多
寵物加入的婚禮以及更加環保綠色
的婚禮等。

酒莊婚禮已“失寵”
報道稱，很多人都會選擇在萬物復

蘇的春季舉行婚禮，不過妳知道今年的
春季舉行什麼樣的婚禮最時尚嗎？

根據 Easy Weddings 網站對超過
430對新人的婚禮調查顯示，今年澳人
在春季婚禮上的花費平均大約是3萬元
（澳元，下同），而在冬天舉行壹場婚

禮的平均花費約為2.5萬元，不過澳人
在全年的婚禮平均花費為3.1萬元左右
。數據還顯示，每對新人平均邀請約98
名顧客參加婚禮，花在每位顧客身上的
花費約為150元。

在婚禮主題方面，今年春季澳人更
喜歡舉行以鄉村田園風格的婚禮，其次
以花園、戶外、經典、浪漫和現代風格
為主題的婚禮也深受澳人歡迎。此外，
還有壹些澳人鐘情波西米亞和嬉皮士
（Boho chic）主題的婚禮，但是在酒莊
或者葡萄酒莊園舉行婚禮也今年已經
“失寵”。

在婚禮的主色調方面，“腮紅粉”
（blush）和“臟粉色”是澳人最喜歡的
顏色，而紫紅色已經不再流行。Easy
Weddings網站預測，今年的婚禮中會
比以往出現更多的金色和金屬顏色。

不過，最受歡迎的顏色還是藍色，其次
是白色、粉色、紫色和紅色。

在手捧花方面，玫瑰和滿天星因為
在全年都可以買到而深受新人的喜愛，
尤其是春天，不少新人都會選擇這兩種
花材裝飾自己的婚禮。同時，在11月和
12月盛開的芍藥花成為澳人今年第二喜
歡的花材。另外，百合花和郁金香以及
澳洲本土鮮花普羅蒂斯（Proteas）的受
歡迎程度也有所增長。

奶牛成婚禮“新寵”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2018年澳人在

舉辦婚禮時，更願意讓個性化和寵物這
兩個元素加入到婚禮中。除了寵物貓和
寵物狗以外，今年新晉的婚禮寵物是奶
牛。

另外，多虧了尤金妮婭公主（Prin-
cess Eugenie）等名人主張“無塑料婚

禮”（plastic-free wedding），不少澳
人在今年也變得更加環保，他們在籌辦
婚禮時也會更多考慮用零汙染、零浪費
的材料代替原來的材料。

最後，Easy Weddings網站公布了
澳人在春季最喜歡結婚的日期，它們分
別是9月1日、10月20日和11月的10
日和24日，上述幾個日期都是周六，除
了周六，還有15%的新人會選擇在周日
舉行婚禮，其中9月30日是最受新人歡
迎的日子，而這天也正好是全國橄欖球
聯賽（NRL Grand Final）總決賽的日
子。

相反，今年澳人最不想結婚的日期
是9月29日，雖然這天也是壹個周六，
但由於這天的2018年澳式橄欖球總決賽
（AFL Grand Final） 的 日 子 ， 只 有
3.4%的澳人會在這天舉行婚禮。

意廢棄劇院挖掘出大批金幣
或源自古羅馬帝國或源自古羅馬帝國

綜合報導 意大利米蘭壹座廢置劇
院近日進行拆除挖掘時，工人在戲院
地下挖掘出壹批金幣，據信源自5世
紀古羅馬帝國。

位於米蘭以北科莫市的卡斯索
尼劇院早在1807年落成，於1997年
正式關閉。建築工人此前在清拆期
間，在地牢掘出數百枚藏於石瓶中
的金幣。

意大利文化部已將金幣交到當地
壹間實驗室，由考古學家研究。

文化部長博尼索利表示，暫未知
這批金幣的歷史及文化價值，但他形
容是意大利考古學上的真正寶藏，對
此感到興奮，正由考古學家研究及協
助修復，以確認所屬年代，完成後會
交由博物館展示。

有當地媒體報道稱，這批金幣或
價值數百萬歐元。當局現在計劃暫停
工地的施工，以便進壹步開展考古挖
掘工作。

科莫市位於意大利北部與瑞士邊
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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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東時間9月11日、同時也
是震驚全球的 「九一一事件」 （Sept. 11）17
週年紀念，除了紀念遭客機撞毀的紐約雙子星
大廈（World Trade Center），人在華府白宮
（White House）的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與梅蘭妮亞（Melania Trump）夫婦，也特
地驅車前往位於賓州，悼念當年英勇與劫機者
搏鬥、而犧牲墜毀的聯合航空93號（United
Flight 93）班次罹難者，並誓言面對邪惡時絕
不退縮，竭盡所能確保美國安全。

十七年前（2001）的今天，一個震撼全
球的畫面，在美國紐約真實上演，兩架民航客
機就在眾目睽睽下，依序應聲撞入曼哈頓的雙
子星大樓，不僅造成機上乘客和塔內高樓層民
眾大量死傷，更讓這兩棟著名的世貿中心雙塔
，於兩小時內先後塌陷，而遠在華府的五角大
廈（The Pentagon）也遭遇客機攻擊而受損。

此次恐怖襲擊也就是九一一事件。整起事
件共造成近3千人死亡或失蹤，也因為高溫燜
燒和大量結構塌陷，讓至今仍有許多遺體未能
被發現，成為美國社會中一大難以癒合的創傷
。

然而，在紐約之外、當時仍有一架原訂飛
往舊金山的航班遭劫持，聯合航空的93號班
機，從紐華克機場起飛後、被恐怖份子當成
「武器」 ，改飛往撞擊華府的重要聯邦單位，

在機上乘客英勇制服4名劫機客後，由於機上
被設有炸彈、部份旅客打給親友訣別，最終讓
波音 757 機型的班機在賓州尚克斯維爾鎮
（Shanksville）附近墜毀，機上44名機組員

、乘客與劫機犯全數罹難， 「聯航93」 也成
為九一一事件中家喻戶曉的英勇事蹟。

站在紀念碑前的川普指出， 「部份美國人
的心被深深埋入這片土地，但這也是一處能孕
育、和聯航93的英雄們一樣，充滿勇氣和慈
悲的土地。美國將不會屈服任何邪惡與暴政之
下！ 」 同時在白宮、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代表向另一架撞擊五角大廈、因而造
成機上 184 人罹難的美國航空 77 號班機
（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77）家屬致意。

這場攻擊讓美國強化對 「反恐」 的力度，
不僅成立國土安全部、通過《愛國者法案》
（USA PATRIOT Act），強化政府的執法權力
外，更以捉拿主嫌、時為蓋達組織（Al-Qae-
da）首腦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名義
，揮軍進入阿富汗打擊塔利班（Taliban）政權
。卻也因如此，讓九一一後，無論是美國本土
出生長大或新移入的中東與穆斯林移民，都經
常成為官方、社會和媒體另眼相待的對象，也
讓本就存在族群歧視和對立更加嚴重。

如今 17年過去，世貿中心遺址也已於
2014年重建第一棟大樓，但倘入反恐這塊渾
水的美國政府，卻似乎仍無法有效根除問題。
入侵阿富汗之舉，雖成功除掉賓拉登等黑名單
人物，但面對綿延不絕的塔利班和零星恐怖組
織，卻讓美軍在當地陷入泥淖至今，不僅耗費
大量人力和物力，也燒掉約7,000億美元的經
費，卻仍難以抽身而出。而看似時和時鬥的伊
朗，也不斷地在當地給美國施加難題，進而讓
美軍倍受牽制。

九一一17週年 川普梅蘭妮亞悼念 「聯航93」 墜機英雄

（綜合報導）1970年代揭發 「水門案」
的《華盛頓郵報》現任副總編輯伍華德，11
日出版的新書《恐懼：川普入主白宮》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揭露白
宮諸多內幕，美國總統川普曾在今年初的一場
國安會議，質疑美國為何要保護台灣，他問在
場的幕僚： 「保護台灣，我們能得到什麼？」

根據這本書，川普是在今年1月19日於白
宮戰情室討論南韓議題時提到台灣。當時川普
在會議中直截了當地問： 「（美國）在朝鮮半
島維持龐大軍力部署，我們得到了什麼？」 他
還問： 「保護台灣，我們能得到什麼？」

根據書籍內容，川普一直認為，美國替北
約、中東以及亞洲國家支付防禦開支，但最後
究竟能獲得什麼？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跟南韓
做朋友？」

國防部長馬提斯和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主席鄧福德向川普解釋美韓關係的重要性。馬
提斯告訴川普： 「我們這麼做是為了防止發生
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場會議由當時擔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
麥馬斯特召集。與會者除了川普，還包括時任
國務卿提勒森、國防部長馬提斯、白宮幕僚長
凱利、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及時任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柯恩。

川普繼續表示， 「我們正流失大量的金錢
以及與南韓、中國等國貿易。如果我們沒有那
麼愚笨，我們應該會很有錢，我們被當成笨蛋
，尤其是北約。」

這段內容反映出川普對外交事務的思維，
也是依循商人將本求利模式。會後馬提斯告訴
親信，川普的行為和認知只有小學五、六年級
的水準。書中也提到幕僚提醒川普要注意大陸
，但川普認為，這些問題靠他與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交情就可解決。白宮幕僚長凱利稱川
普是 「白癡」 、 「精神錯亂」 。

2016年12月美總統當選人川普接聽蔡英
文總統的祝賀電話，後來，川普陸續簽署由美
國國會推動的友台法案，包括《台灣旅行法》
和《國防授權法》，日前美國聯邦參議員提出
《台北法案》，以協助台灣保住邦交國。民進
黨執政當局因此認為台美關係在川普政府領導
下越加親密，部分評論則批評美國對台口惠而
實不至，並可能傷害兩岸關係發展。

我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接受新加坡《聯合
早報》訪問時表示，不評論 「類似個人的著作
發表」 。但他補充說，在台美關係上，府方認
為美國是台灣在國際上最重要的盟友，包括持
續而良好的台美關係、穩定的東亞區域局勢，
對於雙方都至關重要。

保護台灣 川普問能得到什麼
（綜合報導）就在2017年6月18日那天，

海軍少校崔梅爾（Michael “M.O.B.” Tremel）
創造了歷史，成為美國18年來第一位擊落敵機的
駕駛。

據《海軍時報》（Navy Times）與《大眾機
械》（Popular Mechanics）網12日報導，他在
上周舉行的海軍航空兵尾鉤協會（Tailhook As-
sociation）的年會中，獲頒 「傑出飛行十字勳章
」 （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也訴說了如
何駕著F/A-18E 「超級大黃蜂」 戰機，擊落敘利
亞蘇-22戰機，使他成為海軍偶像的往事。

當天他從地中海的 「布希」 號航母（USS
George H.W. Bush，CVN-77）起飛，在2萬英
尺（約6,100米）高空，邊啜飲著咖啡，邊以時
速近700英里（近1,130公里）的速度，飛向伊
斯蘭國（IS）在敘境的大本營拉卡（Raqqa）。
當時崔梅爾有預感，那天的任務會和平常投彈掩
護友軍的任務不同。

然而，這位VFA-87 「黃金戰士」 （ Golden
Warriors）中隊成員再怎麼也沒想到，這次行動
會讓他在海軍英雄榜上佔有一席之地。

「我整個職場生涯都在掩護地面人員，」 崔
梅爾說，不過他對地面部隊的相關狀況不願多提

。
敘利亞飽受戰爭蹂躪，成為美、俄、伊朗、

土耳其，伊拉克等各方角力的戰場。在政治舞台
上各國忙著較勁，地面戰打得慘烈，而空中出現
的戰機也宛如聯合國的翻版。

崔梅爾說， 「你可以看到俄羅斯、土耳其、
伊拉克，還有敘利亞戰機滿天飛」 。敘利亞戰機
一直想打庫德族和阿拉伯反政府武裝分子，但美
國戰機設法在不開火的狀況下加以阻止。

當時崔梅爾駕著戰機，閃過槍林彈雨，想要
攔截突然出現的敘利亞蘇-22 「裝配匠」 （Fitter
）戰機，希望對方能知難而退。可是對方不但不
退，反倒向美國友軍所在的位置丟了兩枚炸彈。

於 是 崔 梅 爾 先 發 射 AIM-9 「 響 尾 蛇 」
（Sidewinder）空對空飛彈，但並未擊中。接著
他又發射了 AIM-120 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
（AMRAAM），結果那架蘇-22瞬間炸成火球。
不過，敘利亞駕駛彈射逃生，只見他靠降落傘安
抵地面。

上次美軍擊落敵機是在1999年3月26日，
當時美國空軍黃姓（Jeffrey Hwang）上尉駕駛
F-15C鷹式戰機，發射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擊
落了兩架南斯拉夫米格（MiG）-29戰機。

18年來第一人 他如何駕F18擊落敘蘇-22戰機

（綜合報導）美中貿易衝擊下，中國開始加強對美國跨國公
司的拉攏攻勢，同時遏制早先的報復威脅言語，政策大轉彎的背
後原因，據傳是因為擔憂與美國打貿易戰會嚇跑外國投資者。其
中中國美國商會企管顧問扎里特（William Zarit）表示， 「他們

不殺會下金蛋的鵝很合邏輯。」
中方連環出手安撫美企，中美談

判中方首席代表、副總劉鶴早在一個會議上就親口向美國商界高
管保證，美企在華業務不會成為中國貿易反制措施的目標。希望
藉此淡化貿易戰對外資、特別是美資威脅，防範嚇跑外企，讓中

國經濟更受創。
中方如懲罰這些知名美國企業，可能會打擊其他外國投資者

對中國的信心。甚至有報導說，一些美國大型科技公司警告稱，
如果貿易緊張局勢持續至今年年底，這些公司可能被迫將製造業
務從中國內地轉移出去，反而對中國不利。

中國拉攏美國企業！貿易戰大轉彎背後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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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使獎學金”助力菲律賓莘莘學子圓夢
綜合報導 “我少年時就夢想當老

師，感謝‘中國大使獎學金’助我圓
夢！”2016年畢業於菲律賓師範大學
（PNU）的卡爾（KARL）是首批獲得
“中國大使獎學金”（以下簡稱“大
使獎學金”）的菲律賓學子，如今他
在 離 菲 律 賓 總 統 府 很 近 的 華 校
GRACE CHIN COLLEGE 教授環境和
地球科學課。

“2013年剛考上PNU，超強臺風
‘海燕’就吹走了我的家。”談起往
事，卡爾仍很激動：“當時，作為災區
學生，我得以優先申請‘大使獎學金’，
四年的獎學金助我繳學費、住宿費，順
利完成學業。我的學生們都知道這個故
事，感受到中國對菲律賓的友好實實在

在。”
2013年，中菲關系仍處在低潮，但

中國駐菲大使趙鑒華認為，中菲是近
鄰，有著上千年的交往歷史，兩國間經
貿往來從未間斷，人民之間互信基礎
好。因此，要燃起壹把火，保持著中菲
民間友好的溫度，為未來關系轉圈鋪好
底子。於是，中國駐菲使領館深入菲律
賓民間，關心弱勢群體，關註民生問
題，壹個旨在助力菲律賓優秀貧困學生
圓夢的“中國大使教育基金”設立，助
力菲律賓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培養中
菲友好年輕壹代。

2013 年 11 月初，17 級超強臺風
“海燕”橫掃菲律賓，災民達1180萬。
趙鑒華大使壹行前往災區考察後決定加

設專項獎學金，助災區學生重返校園，
卡爾即是首批受助者。

2013年底，“中國大使獎學金”起
步即走進菲最高學府菲律賓大學（UP）
，以及國立最高師範大學PNU。

創立於1908年的UP，是全菲規模
最大的綜合大學，是培養菲律賓社會精
英的搖籃，曾走出7位菲律賓總統。

據UP獎學金及學生事務辦公室主
任NIEL KENNETH F JAMANDER介紹
，“中國大使獎學金”是唯壹設在UP
的“大使獎學金”，該校專門設立了
500萬元比索的“中國大使獎學金基金
”，接受法學院、行政管理學院、經濟學
院、大眾傳媒學院菲律賓籍優秀貧困學
生申請，全額獎獲得者每年獲4.5萬元

比索書本費和生活津貼。
“中國大使獎學金”的設立，客觀

上令UP更多的師生關註、了解中國，
獨立地對中菲關系做出判斷。

露絲今年19歲，就讀UP大眾傳媒學
院三年級，對推動亞洲各國文化交流感
興趣。今夏她參加了“中國大使獎學
金”夏令營，登上長城，參觀故宮，走
進貴州苗寨。露絲告訴記者：“大使獎
學金助我開闊視野，親眼所見，中國歷
史文化深厚，人民熱情，並非傳媒所言
具有侵略性。”

四年來，“大使獎學金”在UP、PNU
等大學投放了近190萬元人民幣，有178位
品學兼優的菲律賓貧困大學生受助圓夢。

中華文化在菲華新壹代的傳承，也是

“中國大使教育基金”關註所在。
2014-2015年度起，趙鑒華大使通過菲
律賓華教中心設立面向全菲華校的“中
國大使獎助學金”，從菲律賓最南端的
美岸南中學校，到最北端的高倫那達中
華學校，都有華校學生獲得獎助。不少
菲華家庭更以子孫獲“中國大使獎學金
”為家族榮耀。

四屆來，已有92所華校140位優秀
中學生獲得每年2萬元比索的獎學金，
220位貧困學生獲得每年1萬元比索的
助學金。

有獲獎者已立誌成為中菲友好接棒人。
在菲律賓僑中學院，畢業生林念潔已通過
華教中心“造血計劃”留學中國，學成歸
來將成為菲律賓本土漢語老師。

韓中東呼吸綜合征疫情預警升至三級
已有21人被隔離

綜合報導 韓國疾控本部將中東
呼吸綜合征（MERS）疫情預警級
別由第四級調升壹級至第三級，並
在本部開設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截
止至當地時間8日晚，因與患病者
接觸而被隔離的人員已增至21人。

據報道，因與訪問科威特回韓
後被確診的男性病例密切接觸，而
被隔離的人員於當地時間8日晚增
至21人，包括3名空乘、10名乘客
、4名醫務人員、1名家屬、1名檢
疫官員1名邊檢官員和新增的1名出
租車司機。這些人處於家庭隔離狀
態，由轄區衛生所在最長14天的潛
伏期間監控癥狀。

韓國的中東呼吸綜合征疫情預
警級別分為4級，由低到高依次是
只在海外發生疫情時發布的“關心”
、疫情流入境內的“註意”、在境
內有限度傳播的“警戒”、傳播至
地區社會或全國的“嚴重”。

此外，另有440名普通接觸者
由當地衛生所通過5次電話或短信
聯絡進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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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青瓦臺總統秘書室室長任鐘
晳表示，將邀請韓國國會議長、國會外交統壹委員
會委員長、朝野五大政黨黨首等9人參加韓朝首腦
會談。據報道，這次韓方考慮另行成立國會和政黨
特別代表團，若國會接受訪朝同行邀請，青瓦臺將
同朝方就為特別代表團安排日程進行磋商。

據報道，上述9人包括國會議長文喜相、國
會副議長李柱榮和朱昇镕、國會外交統壹委委員
長姜碩鎬、共同民主黨黨首李海瓚、自由韓國黨
緊急對策委委員長金秉準、正未來黨黨首孫鶴圭、
民主和平黨黨首鄭東泳、正義黨黨首李貞味。

據擔任韓朝首腦會談籌備委委員長的任鐘晳
表示，文喜相已向朝方提議舉行韓朝國會會談，
相信此次訪朝能為此創造良機。其間，韓朝交流
合作以政府為主，報道稱國會壹同參與將能促進
韓朝穩定交流合作。

任鐘晳表示，五大政黨黨首都關註和支持半
島無核化、韓朝和解與合作，若國會接受訪朝同
行邀請，青瓦臺將同朝方就為特別代表團安排日
程進行磋商。

任鐘晳說，若國會和各黨派壹同參與到其中，
將為韓朝關系迎來轉機發揮巨大作用。期待各方
對青瓦臺的邀請做出正面答復。

另外，被問及是否與朝方就訪朝代表團事宜
達成壹致時，青瓦臺高層人士回答，成立代表團
在韓方權限之內。若國會代表團訪朝成行，應當
討論韓朝國會會談日程。

據報道，壹位青瓦臺高層人士指出，韓朝就韓方派200余人
規模的代表團赴朝達成意見壹致。希望財界人士加入代表團。就
韓朝是否召開工作會議討論首腦會談日程、警衛、媒體報道，這
位人士表示，雙方已以書面形式討論過相關事宜，估計朝方可能
先提出有關會議日程安排的提議。

9月18日至20日，韓國總統文在寅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將在平壤再次會晤，“和平”與“無核”將是第三次“文金會”
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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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時隔15日中國人民銀行（央
行）重啟逆回購，向市場釋放流動
性，但無法改變A股弱勢格局。滬深
兩市12日持續向下，收市滬綜指下挫
0.33%，報2,656.11點，距離2,638點
“股災底”越來越近，僅有18點距
離，且日線收出三連陰。當日滬市成
交仍然不足千億元（人民幣，下
同）。

重啟逆回購 單日600億
央行早間公告稱，為對沖稅期、

政府債券發行繳款等因素的影響，維
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人民銀
行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600億元逆
回購操作，期限7天期，中標利率為
2.55%，與上次持平。這是央行在連續
15個交易日暫停逆回購後，首次重啟
操作，因當日無逆回購到期，實現淨
投放600億元。

航天航空逆市升貴金屬領跌
但A股仍然自顧向下，滬綜指早

市低開，盤中最低試探2,647點，與
“股災底”接近，午後雖有一波拉升
行情，尾市又插水翻綠。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2,656.11點，跌8.69點，或
0.33%；深成指報 8,111.16 點，跌
56.94 點 ，或 0.7% ；創業板指報
1,385.8點，跌9.37點，或0.67%。滬
市僅成交 934.48 億元，深市錄得
1,243.29億元，兩市共成交2,177.77億
元。盤面上，航天航空、船舶製造、
多元金融等板塊逆市收紅，貴金屬、
釀酒、旅遊酒店、電信運營等領跌兩
市，白馬股紛紛下挫。

“強勁反彈隨時來襲”
巨豐投顧分析，近期市場連續出

現強勢股補跌、成交亦極度萎縮，這
是較強的底部信號，但目前資金面仍
未達到共識，當下市場距離“股災
底”一步之遙，在整體弱勢下，這個
位置也是岌岌可危，不過在多重因素
支撐下，市場隨時都會有強勁的反彈
來襲。
國信證券亦分析，當前各項政策

對股市友好，“政策底”確定無疑，
但從“政策底”到“市場底”或多少
有些時滯，展望9月行情，市場將慢慢
從“政策底”向“市場底”轉變，看
好後續會有一波像樣的反彈機會。

上月新增貸款1.28萬億 遜預期
專家：各金融指標回落 經濟下行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12日公佈，中國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環比減少12%至1.28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8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速較上月

下滑0.3個百分點至8.2%，均低於市場預期。在資管新規政策

有所寬鬆的背景下，8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升至1.52萬億元，

遠高於上月的1.04萬億元。專家指出，8月各項金融指標繼續

回落，顯示貨幣金融環境仍偏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據《華爾街日報》早前對15位經
濟學家調查的預期中值，8月

份中國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為
1.4萬億元。人民銀行12日公佈，中
國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1.28萬億元，
低於市場預期，同比多增1,834億
元，環比則減少12%。其中居民貸
款增加7,012億元，其中居民中長期
貸款增加4,415億元；非金融企業及
機關團體貸款增加6,127億元，其
中，短期貸款減少1,748億元，中長
期貸款增加3,425億元，票據融資增
加4,099億元。

M2同比增8.2%亦遜預期
另外，人行公佈，8月末廣義貨

幣（M2）餘額178.87萬億元，同比
增長8.2%，增速分別比上月底及上

年同期低0.3個和0.4個百分點，亦
低於預期的8.5%。反映市場流動性
和經濟活躍度的狹義貨幣（M1）同
比增速降至3.9%，分別比上月底及
上年同期低1.2個和10.1個百分點，
創三年來低位。

在社會融資規模方面，8月份社
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2萬億元，比
上年同期少 376 億元，比上月多
4,800億元，主要是因為企業債券融
資回暖，信託、委託貸款下滑情況大
幅改善。
在監管部門出台政策支持下，

表外融資的減少幅度明顯收窄。
8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

款增加1.31萬億元，同比多增1,674
億元；而委託貸款減少1,207億元，
同比多減1,125億元；信託貸款減少

688億元，同比多減1,831億元；未
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779億元，
同比多減1,021億元；企業債券淨融
資3,376億元，同比多2,239億元；
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141億元，
同比少512億元。

貨幣政策未見大幅放鬆
不過，在央行政策引導下，銀

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8月同業拆
借加權平均利率為2.29%，分別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18個和0.67個
百分點。
建行金融業務部專家張濤認

為，中國金融數據回落並低於預期，
目前尚未看到貨幣政策大幅放鬆，而
監管部門對表外融資業務有所放鬆，
支持債市融資，則旨在提供過渡期，
減緩金融風險的集中爆發。未來貨幣
政策仍有調整空間，有保有壓，經濟
下行壓力凸顯，市場主體活力不足，
仍有待需要金融支持。

■■在央行政策引導下在央行政策引導下，，銀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銀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88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
為為22..2929%%，，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0..1818個和個和00..6767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
海報道）“她經濟”風頭正勁，女性
成為互聯網閱讀消費的主力群體。閱
文集團12日在滬舉行女性閱讀旗艦
品牌“紅袖讀書”上線發佈會，聯席
CEO吳文輝表示，希望通過該產品
打通線上內容創作互動到線下衍生品
開發的經濟鏈條。此外，多位閱文旗
下女頻明星作家12日在會上悉數亮

相，分享各自人氣作品。有當紅女作
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女性內容產業崛起，亦是提倡女
性自強自立，符合當今女性價值觀。

據悉，閱文新產品“紅袖讀
書”，匯集閱文旗下六大女頻品牌，
包括起點女生網、雲起書院、瀟湘書
院、紅袖添香、小說閱讀網、言情小
說吧的全部作家和作品，共匯集380

萬作家，其中包括20位白金作家以及
168位大神作家，作品數近500萬。所
有內容在移動端統一匯總分發形成強
入口，標誌閱文女頻戰略升級。
目前，在中國網絡文學領域中，

女性核心付費用戶佔比超男性，規模
遠不止“頂起半邊天”。據閱文女生
內容中心負責人田志國則披露，截至
2017年底，中國網絡文學讀者3.8億

人，女性付費的比例高達76.6%，可
謂包攬閱讀消費的重頭部分。
面對已然到來的“她經濟”時

代，閱文聯席CEO吳文輝表示，隨
着閱讀規模擴張，且內容消費需求持
續提升，需要一個更專注於女頻內容
的創作、分發與互動衍生的平台。
“紅袖讀書”的推出，可以更好地打
通女頻從線上內容創作互動，到線下
衍生品開發的經濟鏈條，加力女頻IP
的培育開發，讓女頻內容產業展現出
更高、更廣闊的經濟與文化價值。

閱文上線女頻旗艦“紅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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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售票理想 團票料提早賣
陳帆促港鐵加速處理 港境內WiFi會保乘客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將於本月 23日通車，車票亦已開售 3

天。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12日表示，高

鐵整體票務處理順暢，只是初期仍需適應磨

合；因售票情況理想，可提早進行旅行團團體

票安排，已促請港鐵加快處理步伐。他又表

明，在西九龍站及香港境內的列車上使用WiFi

上網 ，個人資料不會傳給他人。港鐵 12日晚

亦澄清，當乘客在“內地口岸區”內及“動感

號”位於香港段時使用WiFi，相關個人資料不

會傳送至內地方。

陳帆12日在港鐵主席馬時亨、車務總監
劉天成陪同下視察西九龍站，並前往售

票櫃位與職員閒聊。
他表示，這次專程來西九龍站了解通車前
的準備情況，知道現場的港鐵和政府同事正
在日夜努力中，希望在開通日做到完美無
缺，他為所有同事包括傳媒朋友打氣。

網絡電話購票較快
被問及高鐵售票情況，陳帆表示，整體

票務處理順暢，排隊售票安排亦非常有秩
序，惟因跨境基建在開通初期均需適應磨
合，故希望大家諒解。
初段在處理查詢及購票細節時確多花了

一點時間，但這也是一個學習過程。
他表示，參考香港巿民買票經驗，發現

利用互聯網和電話購票，會較在櫃位排隊購
買為快，故市民來到西九龍站，可考慮使用
售票機購票，希望透過不同售票安排，讓巿
民各自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
他又提到，有關旅行團安排，內地和香

港不同業界有實際的操作分別，他們早前已
公開交代，旅行團團體票約於下月中推出。

由於考慮到整體市民反應，加上這幾天
售票情況理想，故有空間提早進行旅行團團
體票安排，會促請港鐵加快步伐處理，也知
悉港鐵希望盡可能照顧不同旅客要求，會盡
量提早推出。
市民在西九龍站及香港境內列車使用

WiFi上網的情況受到關注，陳帆表明，市民
在西九龍站以至在香港段內行駛的高鐵內使
用WiFi上網，個人資料是不會轉給其他人，

認為港鐵在這方面的表達不是太清晰，港鐵
稍後會作澄清。

港鐵12日晚發稿解釋，在西九龍站“內
地口岸區”內及“動感號”位於香港段時，
電訊及互聯網服務受香港法律管轄。當“動
感號”跨境進入內地段範圍後，服務則跟隨
內地法例及規定，使用WiFi乘客需重新登
入，可選擇再次使用服務，並跟隨內地相關
法規。
港鐵表明，當乘客在“內地口岸區”內

及“動感號”位於香港段時使用WiFi，相關
個人資料不會傳送至內地方。因之前服務供
應商發出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有不清晰
之處，港鐵已要求其修改，讓使用者清楚有
關安排。

指分段買票不可行
對於有報道指市民分段購票會較直達

便宜，陳帆認為，這可能是誤解，因同
一班次列車是不可能購買兩張或以上的
分段車票，舉例說由香港到北京，先買
香港至深圳北車票，然後再買深圳北至
北京車票，這個同一班次是不可能在售
票網上買到。
他續說，如果為了省錢而做這個安排是

可以，但旅客需預先由香港到達深圳北，然
後轉乘到北京列車，但在方便程度和時間上
會有差異。
高鐵開通儀式將於通車前一日舉行，陳

帆透露，現時正按不同批次處理賓客邀請，
同事會與不同黨團溝通，並按他們出席的意
願跟進，有關工作仍在進行中。

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本月
23日開通，市

民自本周一起可以透過不同渠道，包
括親身到西九站、經網上或電話預售
車票，而內地各售票渠道亦開始預售
往返香港的車票。香港文匯報整合部
分車次的預售情況，發現內地預售反
應頗熱烈，國慶日多個內地城市赴港
的長途列車車票已售罄。

踏入高鐵預售車票的第三天，
港鐵12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截至下午 7 時 30 分，共售出
1,833張預售車票，當中798張於西
九龍站售票櫃位及售票機出售，

1,035張經網上或電話購票。聯同第
一、二日的預售數據，港方至今合
共售出12,798張車票。

港鐵網上售票系統顯示，開通
首日（23日）絕大部分由香港前往
深圳北或福田的車次仍可購票，只
有首班列車的車票已售罄。而前往
北京、上海、廈門等地的長途列車
亦尚有座位。

港鐵早前表示，向中國鐵路總
公司爭取約四成至六成車票會在香
港出售，其餘車票則於同日起經由
內地各售票渠道開始預售，包括互
聯網、電話訂票及內地高鐵站櫃位
等。香港文匯報記者再透過中國鐵

路客戶服務中心“12306”網站，搜
尋多個內地站點的售票情況。

截至12日晚上9時，記者發現
開通首日由香港途徑、前往深圳北
或福田合共92班車次中，逾兩成車
次的車票已售罄，不少車次只餘下
少量座位。而首日往返廣州南站合
共68班車次中，逾一成已售罄。

至於首日出發往北京西的唯一
一班列車G80，一等座及二等座均
仍有票；前往中途站武漢的車票則
已全數售罄。

另外，“12306”網站亦顯示十
一黃金周首日（10月1日），多個
內地城市前往香港的長途列車車票
已售罄，包括北京、長沙南及福
州。系統顯示，由上海前往香港的
列車僅餘5張二等座，而由廈門往
香港的3班列車，則剩下傍晚9時到
港的列車仍有二等座座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專營
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12日舉行聽證會。
九巴管理層於會上指出，已在4輛巴士試行
監測車長睡意系統，測試後才能決定能否全
線採用。有網民笑言：“震吓震吓，按摩椅
一樣，不還是好睡？”亦有人指“不如請多
點人，減少工時還實際啦”。
因應今年2月九巴在大埔公路意外翻

側，釀成19人死亡、逾60人受傷而成立的
“香港專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
12日舉行第十二節聽證會，由九巴管理層
作供，包括董事會主席梁乃鵬、副主席陳
祖澤、董事總經理李澤昌、副車務總監彭

樹雄等。
李澤昌表示，九巴已在今年3月後的新

車全部座位安裝安全帶，並在某些長途路
線巴士上層加裝安全帶。他指，為提升乘
客安全，九巴正研究為現有1,000部長途線
巴士的上層座位加裝安全帶，預計所涉成
本約兩億元，期望特區政府可提供資助。
梁乃鵬補充，近日向政府提出補助，初步
反應正面。
會上，委員會資深大律師鄧樂勤問及

九巴會否為巴士安裝系統，防止出現司機
駕駛時睡着的情況。彭樹雄表示，今年6月
底已在4輛巴士試行監測車長睡意系統。該

系統設有臉部辨識技術，若偵測到車長打
瞌睡，會發出聲響，而椅背亦會震動。

他續指，由於司機在繁忙時段有需要
觀察路況，容易觸發系統，帶來不必要滋
擾，故有關系統仍需時測試，才可決定能
否在全線巴士上採用。
不過，網民對這系統似乎不太受落。網

民Walter Ng批評：“不檢討自己制度的問
題，卻針對車長張櫈。”網民Chiu KC更有
創意，指“不如司機頭頂加裝花灑，淋醒佢
哋，又可以沖埋涼添”。網民Alan Wong狠
批：“工時制度迫人長工時休息少，再用啲
無聊刑具提示人唔好打瞌睡！”

九巴“震椅”防瞌睡 網民：不如花灑淋車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跨
境巴士龍頭公司“冠忠巴士集團”委託市
場調查公司訪問1,008名過境旅客，發現最
多旅客希望跨境巴士增加USB充電接口和

免費WiFi。冠忠12日宣佈，為迎接高鐵和
港珠澳大橋開通，將在全線跨境巴士加裝
USB充電接口和免費WiFi，並推行“直通
巴士公交化”，在全大灣區百餘站點推行
候車不超30分鐘制度，往大灣區各城巴士
票只需約130港元。

受冠忠委託，市場調查公司尼爾森於
深圳灣口岸進行這次調查。受訪者94%表
示會於下一次旅程還選用“環島”或“中
港通”直通巴士。
受訪者滿意度較高的包括路線

（92%）、停靠地點（91%）、巴士班次
（90%）和車程（90%），滿意度相對較低

的包括前線員工態度（75%）及票價
（79%）。對提升巴士服務的建議上，47%
沒意見，希望增加USB充電接口和免費
WiFi均為27%，6%希望提供免費飲料，
5%希望加裝廁所。

冠忠“中港通”董事總經理陳宗彝表
示，為響應旅客要求，冠忠決定整合“環
島”和“中港通”，統一兩間公司的購票
和運力，為全線跨境巴士加裝免費WiFi和
USB接口。

他表示，預計高鐵會帶來內地34城1.8
億人次的旅客，加上港珠澳大橋的開通，
將為跨境交通服務帶來飛躍式發展。

冠忠跨境巴裝USB充電口免費WiFi

國慶遊港熱門 多地車票售罄

�&

■冠忠巴士集團公佈“過境巴士旅客調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由北京至西九龍站10月1日的高鐵票已經賣完。 網上圖片

■陳帆12日表示，高鐵整體票
務處理順暢，只是初期仍需適
應磨合。 資料圖片

■■港鐵港鐵1212日澄清日澄清，，當乘客在當乘客在““內地口岸區內地口岸區””內及內及““動感動感
號號””位於香港段時使用位於香港段時使用WiFiWiFi，，相關個人資料不會傳送至內相關個人資料不會傳送至內
地方地方。。圖為市民在西九總站排隊買高鐵票圖為市民在西九總站排隊買高鐵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香港海洋公園哈囉喂全日祭將
於10月5日至31日期間舉行，今
年新增多個擴增實境技術(AR)及互
動遊戲，而去年發生鬼屋奪命意
外，涉事的躺臥體驗機械裝置今年
不再復見。香港文匯報記者12日
試玩其中3間鬼屋，發現角落有不
少閉路電視及逃生照明裝置，而在
職員後台位置更張貼“禁區”告
示。海洋公園說，今年進一步加強
安全管理及監控，包括由美國聘請
安全專家檢視鬼屋設計圖及作現場
審核，而且每一間鬼屋都有閉路電
視，以保障遊人安全。
去年海洋公園鬼屋“活埋凶

間”發生奪命意外，21歲男子進
入鬼屋體驗“躺棺材”後，疑因迷
路走入後勤設施，意外被翻轉的木
板擊中而失救死亡。海洋公園12
日邀請香港傳媒體驗鬼屋及介紹哈
囉喂活動，今年鬼屋沒有躺臥體驗
機械裝置，反而較多的是多媒體互
動體驗，如“VR屍間潛行”，遊
人帶上虛擬實境眼鏡進入停屍間，

與血淋淋的屍體近距離接觸。
香港文匯報記者實地體驗“屍

營醫院”及“血腥馬戲團”等鬼屋，
發現場內角落有不少閉路電視及逃
生照明裝置，而在職員後台位置更
張貼“禁區”告示，告示印有中英文
提示“不可進入，只限授權人
員”。至於出入口位置也有職員指
示，當中“深海怨靈”的鬼屋更在
部分位置設有出口，讓遊人可以經
樓梯離開鬼屋。

海洋公園管理及演藝節目執行
總監吳守堅指，公園已配合機電工
程署完成去年事故調查工作，機電
工程署認為事故並無牽涉機件故
障，也沒有違反安全條例。他續
指，公園正配合警方調查，也會與
保險公司就死者家屬保險賠償洽
談。
吳守堅說，至於今年哈囉喂活

動也會加強安全管理，包括由美國
聘請安全專家檢視鬼屋設計圖及作
現場審核；加強人流管理措施及同
事訓練，並指“每一間鬼屋都有閉
路電視”。

哈囉喂裝天眼
嚴防“玩出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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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時隔15日中國人民銀行（央
行）重啟逆回購，向市場釋放流動
性，但無法改變A股弱勢格局。滬深
兩市12日持續向下，收市滬綜指下挫
0.33%，報2,656.11點，距離2,638點
“股災底”越來越近，僅有18點距
離，且日線收出三連陰。當日滬市成
交仍然不足千億元（人民幣，下
同）。

重啟逆回購 單日600億
央行早間公告稱，為對沖稅期、

政府債券發行繳款等因素的影響，維
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人民銀
行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600億元逆
回購操作，期限7天期，中標利率為
2.55%，與上次持平。這是央行在連續
15個交易日暫停逆回購後，首次重啟
操作，因當日無逆回購到期，實現淨
投放600億元。

航天航空逆市升貴金屬領跌
但A股仍然自顧向下，滬綜指早

市低開，盤中最低試探2,647點，與
“股災底”接近，午後雖有一波拉升
行情，尾市又插水翻綠。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2,656.11點，跌8.69點，或
0.33%；深成指報 8,111.16 點，跌
56.94 點 ，或 0.7% ；創業板指報
1,385.8點，跌9.37點，或0.67%。滬
市僅成交 934.48 億元，深市錄得
1,243.29億元，兩市共成交2,177.77億
元。盤面上，航天航空、船舶製造、
多元金融等板塊逆市收紅，貴金屬、
釀酒、旅遊酒店、電信運營等領跌兩
市，白馬股紛紛下挫。

“強勁反彈隨時來襲”
巨豐投顧分析，近期市場連續出

現強勢股補跌、成交亦極度萎縮，這
是較強的底部信號，但目前資金面仍
未達到共識，當下市場距離“股災
底”一步之遙，在整體弱勢下，這個
位置也是岌岌可危，不過在多重因素
支撐下，市場隨時都會有強勁的反彈
來襲。
國信證券亦分析，當前各項政策

對股市友好，“政策底”確定無疑，
但從“政策底”到“市場底”或多少
有些時滯，展望9月行情，市場將慢慢
從“政策底”向“市場底”轉變，看
好後續會有一波像樣的反彈機會。

上月新增貸款1.28萬億 遜預期
專家：各金融指標回落 經濟下行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12日公佈，中國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環比減少12%至1.28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8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速較上月

下滑0.3個百分點至8.2%，均低於市場預期。在資管新規政策

有所寬鬆的背景下，8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升至1.52萬億元，

遠高於上月的1.04萬億元。專家指出，8月各項金融指標繼續

回落，顯示貨幣金融環境仍偏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據《華爾街日報》早前對15位經
濟學家調查的預期中值，8月

份中國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為
1.4萬億元。人民銀行12日公佈，中
國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1.28萬億元，
低於市場預期，同比多增1,834億
元，環比則減少12%。其中居民貸
款增加7,012億元，其中居民中長期
貸款增加4,415億元；非金融企業及
機關團體貸款增加6,127億元，其
中，短期貸款減少1,748億元，中長
期貸款增加3,425億元，票據融資增
加4,099億元。

M2同比增8.2%亦遜預期
另外，人行公佈，8月末廣義貨

幣（M2）餘額178.87萬億元，同比
增長8.2%，增速分別比上月底及上

年同期低0.3個和0.4個百分點，亦
低於預期的8.5%。反映市場流動性
和經濟活躍度的狹義貨幣（M1）同
比增速降至3.9%，分別比上月底及
上年同期低1.2個和10.1個百分點，
創三年來低位。

在社會融資規模方面，8月份社
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2萬億元，比
上年同期少 376 億元，比上月多
4,800億元，主要是因為企業債券融
資回暖，信託、委託貸款下滑情況大
幅改善。
在監管部門出台政策支持下，

表外融資的減少幅度明顯收窄。
8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

款增加1.31萬億元，同比多增1,674
億元；而委託貸款減少1,207億元，
同比多減1,125億元；信託貸款減少

688億元，同比多減1,831億元；未
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779億元，
同比多減1,021億元；企業債券淨融
資3,376億元，同比多2,239億元；
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141億元，
同比少512億元。

貨幣政策未見大幅放鬆
不過，在央行政策引導下，銀

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8月同業拆
借加權平均利率為2.29%，分別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18個和0.67個
百分點。
建行金融業務部專家張濤認

為，中國金融數據回落並低於預期，
目前尚未看到貨幣政策大幅放鬆，而
監管部門對表外融資業務有所放鬆，
支持債市融資，則旨在提供過渡期，
減緩金融風險的集中爆發。未來貨幣
政策仍有調整空間，有保有壓，經濟
下行壓力凸顯，市場主體活力不足，
仍有待需要金融支持。

■■在央行政策引導下在央行政策引導下，，銀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銀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88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
為為22..2929%%，，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0..1818個和個和00..6767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
海報道）“她經濟”風頭正勁，女性
成為互聯網閱讀消費的主力群體。閱
文集團12日在滬舉行女性閱讀旗艦
品牌“紅袖讀書”上線發佈會，聯席
CEO吳文輝表示，希望通過該產品
打通線上內容創作互動到線下衍生品
開發的經濟鏈條。此外，多位閱文旗
下女頻明星作家12日在會上悉數亮

相，分享各自人氣作品。有當紅女作
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女性內容產業崛起，亦是提倡女
性自強自立，符合當今女性價值觀。

據悉，閱文新產品“紅袖讀
書”，匯集閱文旗下六大女頻品牌，
包括起點女生網、雲起書院、瀟湘書
院、紅袖添香、小說閱讀網、言情小
說吧的全部作家和作品，共匯集380

萬作家，其中包括20位白金作家以及
168位大神作家，作品數近500萬。所
有內容在移動端統一匯總分發形成強
入口，標誌閱文女頻戰略升級。
目前，在中國網絡文學領域中，

女性核心付費用戶佔比超男性，規模
遠不止“頂起半邊天”。據閱文女生
內容中心負責人田志國則披露，截至
2017年底，中國網絡文學讀者3.8億

人，女性付費的比例高達76.6%，可
謂包攬閱讀消費的重頭部分。
面對已然到來的“她經濟”時

代，閱文聯席CEO吳文輝表示，隨
着閱讀規模擴張，且內容消費需求持
續提升，需要一個更專注於女頻內容
的創作、分發與互動衍生的平台。
“紅袖讀書”的推出，可以更好地打
通女頻從線上內容創作互動，到線下
衍生品開發的經濟鏈條，加力女頻IP
的培育開發，讓女頻內容產業展現出
更高、更廣闊的經濟與文化價值。

閱文上線女頻旗艦“紅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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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首腦會晤 安倍下月訪華

穩定東北亞符國際期待
東方經濟論壇上致辭 願與俄推動遠東合作習

近
平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四

屆東方經濟論壇全會當地時間12日在俄

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論壇致辭時指出，一個和

睦、互信、團結、穩定的東北亞符合各

國利益和國際社會期待。俄羅斯總統普

京、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韓國總

理李洛淵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地時間12日在俄羅斯
符拉迪沃斯托克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習近平指出，在雙方共同努力下，
中日關係正步入正常軌道，面臨改善發

展的重要機遇。新形勢下，我們要繼續
相向而行，保持改善向好勢頭，推動中
日關係穩中有進，得到新的更大發展。
另據日本媒體NHK報道，10月23日中
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40周年，雙方更敲

定安倍於10月下旬訪問中國，改善中日
關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2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說，中方已向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發出訪華邀請。目前，雙方
正就此保持着溝通。

習近平：兩國關係入正軌
習近平首先對不久前日本關西地區

和北海道分別遭受颱風、地震災害，造
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表示慰問。
習近平指出，當前，國際形勢正在

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不穩定不確定因素
增多。中日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和地區
重要國家，應該共同擔負起責任，為維
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及發展繁榮發揮
建設性作用。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締結40周年。近一段時期，安倍首相和
日本政府多次在對華關係上展現積極姿
態。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日關係正步
入正常軌道，面臨改善發展的重要機
遇。新形勢下，我們要繼續相向而行，
保持改善向好勢頭，推動中日關係穩中

有進，得到新的更大發展。

安倍：願妥處敏感問題
安倍晉三感謝習近平主席對日本遭

受颱風、地震災害表達的慰問。安倍表
示，日本長期以來致力於參與中國改革
開放進程，中國的發展也為日本帶來積
極和重要影響。當前日中關係正回到正
常軌道，雙方合作空間進一步擴大。日
本希望同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實
現共同發展繁榮。

“ 賓 館 裡
一塊小小的肥
皂，就讓我感

到中俄經貿合作的巨大潛力。”當
地時間12日上午，在俄羅斯符拉
迪沃斯托克舉辦的東方經濟論壇媒
體分論壇上，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
長慎海雄發言時的一席話，引起了
與會者們的熱議。

慎海雄從他入住的大學城酒
店衛生間裡的一塊肥皂說起。他
說，衛生間裡的小肥皂無論包裝
還是品質，都很粗糙，但居然是
來自法國的。聽俄羅斯同行說，
那些洗髮水沐浴露還是來自波蘭
的。“要知道，巴黎到符拉迪沃
斯托克的直線距離超過10,000公
里，穿越了整個歐亞大陸。且不
論這塊肥皂的品質，就是地理上
的物流成本，肯定比只有200公里
的中國綏芬河貴了很多。”慎海
雄說。

“希望明年用中國製肥皂”
慎海雄的開場白，激起了論

壇嘉賓的熱議。“慎先生說了一
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事實上這不
止於一塊肥皂。”今日俄羅斯通
訊社社長基謝廖夫說，“我和慎
先生交流時，也談到了這個問
題”。

他認為，歷史上俄羅斯一直
面向歐洲 ，一些人“歐洲中心
化”的理念根深蒂固，以至於衛
生間的肥皂都認為是法國的好。
事實上，這幾年中國的成功發展
已經給了世界新的啟發，中俄各
具優勢，完全可以加快推進合
作，“我們應該向東看。”

俄羅斯記協主席索洛維約夫
接過話題說，中國的發展有其獨
到之處，中國在開放中走自己的
路，值得借鑒。

“小肥皂僅僅是個例子。”
慎海雄說，要解決遠東地區的肥
皂問題，俄羅斯可以從中國進
口，也可以搞中俄合資，最根本
的在於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他
說，中國進入新時代，實現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中國執政者
的奮鬥目標，新一屆的俄羅斯政
府也在努力拚經濟，雙方經濟互
補性很強，合作空間很大。雙方
媒體人要在解決信息不對稱、營
造互利共贏環境方面下更大功
夫。

“我完全贊成中國同行的建
議。”主持論壇的俄羅斯瓦爾代
俱樂部發展基金總經理盧基揚諾
夫說，“希望明年到這裡開會
時，我們用到的是中國生產的肥
皂。” ■央視新聞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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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安倍晉三舉習近平與安倍晉三舉
行會面行會面。。 法新社法新社

■■習近平在東方經濟論壇習近平在東方經濟論壇
全會致辭全會致辭。。 路透社路透社

■■習近平與普京等多國政要出席在俄羅習近平與普京等多國政要出席在俄羅
斯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全會斯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全會。。 路透社路透社

在論壇上，習近平發表了題為《共享
遠東發展新機遇 開創東北亞美好

新未來》的致辭，強調中方願同地區國
家一道，維護地區和平安寧，實現各國
互利共贏，鞏固人民傳統友誼，實現綜
合協調發展，促進本地區和平穩定和發
展繁榮。
習近平指出，在普京總統親自倡議

下，東方經濟論壇已經成功舉辦3屆，成
為各方凝聚智慧、共商合作的重要平
台。中國一直是俄羅斯遠東合作的積極
支持者和參與者。雙方合作地緣優勢獨
特，政治基礎牢固，政策保障有力，機
制完備高效。在雙方共同努力下，近年
來，中方參與俄羅斯遠東合作成果顯
著。今明兩年是我和普京總統確定的中
俄地方合作交流年，為雙方遠東合作開
闢了更加廣闊的空間。中方願同俄方一
道努力，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推動中
俄遠東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推次區域合作 惠及兩國人民
習近平強調，新形勢下，我們要攜

手並肩，加強合作。第一，增進互信，
維護地區和平安寧。一個和睦、互信、
團結、穩定的東北亞符合各國利益和國
際社會期待。中方始終努力營造和睦友
好的周邊環境，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地區
合作，致力於推動地區各國交流對話，
願繼續同各方一道，探索維護東北亞持
久和平安寧的有效途徑，為實現本地區

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不懈努力。
第二，深化合作，實現各國互利共

贏。要積極開展發展戰略對接，加強政策
溝通和協調，把握合作大方向；重點提升
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和投資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共同建設開放型區域經
濟；大力推動小多邊合作、次區域合作，
推動更多實實在在的項目落地實施，給地
區人民帶來更多實惠。

探討協調發展 共治環境問題
第三，互學互鑒，鞏固人民傳統友

誼。要拓寬交流渠道，創新合作形式，努
力為各國、各年齡段民眾開展交流創造便
利，打造平台。
第四，着眼長遠，實現綜合協調發

展。要積極探討建立東北亞地區協調發
展新模式，加快科技創新，轉變發展理
念，加大環境綜合治理力度，形成節約
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格局和生活方
式，攜手應對共同面臨的區域性環境問
題。

遠東經濟增長 居全俄之首
習近平強調，中方願繼續同地區國

家一道，抓住歷史機遇，順應時代潮
流，加強在俄羅斯遠東和東北亞地區合
作，推動實現本地區多元化、可持續發
展，不斷做大共同利益蛋糕，使本地區
人民共享合作機遇和發展成果，攜手開
創遠東和東北亞更加美好的明天！

普京感謝習近平主席和有關國家領
導人出席第四屆東方經濟論壇，稱讚俄
中在俄遠東地區合作發展勢頭良好。普
京表示，遠東是俄羅斯發展優先方向。
當前，遠東地區經濟增長、吸引外資速
度都超過俄羅斯全國平均水平。遠東發
展是開放的發展，俄羅斯政府歡迎各國
企業前來投資興業，分享遠東發展機
遇。俄方願同地區各方深化務實合作，
實現互利共贏，推動東北亞地區合作取
得更加豐碩成果。
其他與會領導人表示，俄羅斯遠東

地區開發成效顯著。各方願積極參與遠
東開發，並共同促進東北亞地區合作，
造福各國人民。在互動交流環節，習近
平還就共建“一帶一路”、朝鮮半島局
勢等問題回答了全會主持人提問。全會
後，與會各國領導人共同出席第三屆
“遠東盃”國際帆船拉力賽第一賽段頒
獎儀式。

■■習近平出席習近平出席““遠遠
東盃東盃””國際帆船拉國際帆船拉
力賽第一賽段頒獎力賽第一賽段頒獎
儀式儀式。。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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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時隔15日中國人民銀行（央
行）重啟逆回購，向市場釋放流動
性，但無法改變A股弱勢格局。滬深
兩市12日持續向下，收市滬綜指下挫
0.33%，報2,656.11點，距離2,638點
“股災底”越來越近，僅有18點距
離，且日線收出三連陰。當日滬市成
交仍然不足千億元（人民幣，下
同）。

重啟逆回購 單日600億
央行早間公告稱，為對沖稅期、

政府債券發行繳款等因素的影響，維
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人民銀
行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600億元逆
回購操作，期限7天期，中標利率為
2.55%，與上次持平。這是央行在連續
15個交易日暫停逆回購後，首次重啟
操作，因當日無逆回購到期，實現淨
投放600億元。

航天航空逆市升貴金屬領跌
但A股仍然自顧向下，滬綜指早

市低開，盤中最低試探2,647點，與
“股災底”接近，午後雖有一波拉升
行情，尾市又插水翻綠。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2,656.11點，跌8.69點，或
0.33%；深成指報 8,111.16 點，跌
56.94 點 ，或 0.7% ；創業板指報
1,385.8點，跌9.37點，或0.67%。滬
市僅成交 934.48 億元，深市錄得
1,243.29億元，兩市共成交2,177.77億
元。盤面上，航天航空、船舶製造、
多元金融等板塊逆市收紅，貴金屬、
釀酒、旅遊酒店、電信運營等領跌兩
市，白馬股紛紛下挫。

“強勁反彈隨時來襲”
巨豐投顧分析，近期市場連續出

現強勢股補跌、成交亦極度萎縮，這
是較強的底部信號，但目前資金面仍
未達到共識，當下市場距離“股災
底”一步之遙，在整體弱勢下，這個
位置也是岌岌可危，不過在多重因素
支撐下，市場隨時都會有強勁的反彈
來襲。
國信證券亦分析，當前各項政策

對股市友好，“政策底”確定無疑，
但從“政策底”到“市場底”或多少
有些時滯，展望9月行情，市場將慢慢
從“政策底”向“市場底”轉變，看
好後續會有一波像樣的反彈機會。

上月新增貸款1.28萬億 遜預期
專家：各金融指標回落 經濟下行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12日公佈，中國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環比減少12%至1.28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8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速較上月

下滑0.3個百分點至8.2%，均低於市場預期。在資管新規政策

有所寬鬆的背景下，8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升至1.52萬億元，

遠高於上月的1.04萬億元。專家指出，8月各項金融指標繼續

回落，顯示貨幣金融環境仍偏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據《華爾街日報》早前對15位經
濟學家調查的預期中值，8月

份中國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為
1.4萬億元。人民銀行12日公佈，中
國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1.28萬億元，
低於市場預期，同比多增1,834億
元，環比則減少12%。其中居民貸
款增加7,012億元，其中居民中長期
貸款增加4,415億元；非金融企業及
機關團體貸款增加6,127億元，其
中，短期貸款減少1,748億元，中長
期貸款增加3,425億元，票據融資增
加4,099億元。

M2同比增8.2%亦遜預期
另外，人行公佈，8月末廣義貨

幣（M2）餘額178.87萬億元，同比
增長8.2%，增速分別比上月底及上

年同期低0.3個和0.4個百分點，亦
低於預期的8.5%。反映市場流動性
和經濟活躍度的狹義貨幣（M1）同
比增速降至3.9%，分別比上月底及
上年同期低1.2個和10.1個百分點，
創三年來低位。

在社會融資規模方面，8月份社
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2萬億元，比
上年同期少 376 億元，比上月多
4,800億元，主要是因為企業債券融
資回暖，信託、委託貸款下滑情況大
幅改善。
在監管部門出台政策支持下，

表外融資的減少幅度明顯收窄。
8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

款增加1.31萬億元，同比多增1,674
億元；而委託貸款減少1,207億元，
同比多減1,125億元；信託貸款減少

688億元，同比多減1,831億元；未
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779億元，
同比多減1,021億元；企業債券淨融
資3,376億元，同比多2,239億元；
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141億元，
同比少512億元。

貨幣政策未見大幅放鬆
不過，在央行政策引導下，銀

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8月同業拆
借加權平均利率為2.29%，分別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18個和0.67個
百分點。
建行金融業務部專家張濤認

為，中國金融數據回落並低於預期，
目前尚未看到貨幣政策大幅放鬆，而
監管部門對表外融資業務有所放鬆，
支持債市融資，則旨在提供過渡期，
減緩金融風險的集中爆發。未來貨幣
政策仍有調整空間，有保有壓，經濟
下行壓力凸顯，市場主體活力不足，
仍有待需要金融支持。

■■在央行政策引導下在央行政策引導下，，銀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銀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88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
為為22..2929%%，，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0..1818個和個和00..6767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
海報道）“她經濟”風頭正勁，女性
成為互聯網閱讀消費的主力群體。閱
文集團12日在滬舉行女性閱讀旗艦
品牌“紅袖讀書”上線發佈會，聯席
CEO吳文輝表示，希望通過該產品
打通線上內容創作互動到線下衍生品
開發的經濟鏈條。此外，多位閱文旗
下女頻明星作家12日在會上悉數亮

相，分享各自人氣作品。有當紅女作
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女性內容產業崛起，亦是提倡女
性自強自立，符合當今女性價值觀。

據悉，閱文新產品“紅袖讀
書”，匯集閱文旗下六大女頻品牌，
包括起點女生網、雲起書院、瀟湘書
院、紅袖添香、小說閱讀網、言情小
說吧的全部作家和作品，共匯集380

萬作家，其中包括20位白金作家以及
168位大神作家，作品數近500萬。所
有內容在移動端統一匯總分發形成強
入口，標誌閱文女頻戰略升級。
目前，在中國網絡文學領域中，

女性核心付費用戶佔比超男性，規模
遠不止“頂起半邊天”。據閱文女生
內容中心負責人田志國則披露，截至
2017年底，中國網絡文學讀者3.8億

人，女性付費的比例高達76.6%，可
謂包攬閱讀消費的重頭部分。
面對已然到來的“她經濟”時

代，閱文聯席CEO吳文輝表示，隨
着閱讀規模擴張，且內容消費需求持
續提升，需要一個更專注於女頻內容
的創作、分發與互動衍生的平台。
“紅袖讀書”的推出，可以更好地打
通女頻從線上內容創作互動，到線下
衍生品開發的經濟鏈條，加力女頻IP
的培育開發，讓女頻內容產業展現出
更高、更廣闊的經濟與文化價值。

閱文上線女頻旗艦“紅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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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沁心湖社
區小朋友們12日在課
外小課堂，用收集來的
樹葉製作出五彩繽紛的
“樹葉畫”，這既讓孩
子親近自然，又鍛煉了
動手能力。圖為小朋友
們在製作“樹葉畫”。

圖/文：新華社

作“樹葉畫”

從北宋始建到現在，六和
塔經歷了多次維修，如今仍挺
立在浙江錢塘江畔。六和塔新
中國成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修
繕是在1991年，由中國著名建
築學家梁思成的弟子郭黛姮領
銜。她所帶領的能工巧匠們根
據杭州特點和老祖宗傳下來的
經驗，成功地修繕了六和塔。

想方設法維持原貌
“怎麼修古建築，我們當

時在學校接受了世界上最新的
理論。就是要保護它的原狀，
不要破壞。”郭黛姮說，當時
對於修古建築，業界有不同看
法，有些主張面目一新，有些
主張恢復最初的樣子。六和塔
是按照宋代的復原，還是維持
清代的樣子？
郭黛姮覺得，文物建築是

歷史信息的載體，不要隨便把
歷史抹掉，要有歷史的可讀
性，修繕文物建築要從這個角
度出發。“可以說，六和塔是

我們按照國際標準修的第一個
例子。”郭黛姮說。
自南宋重建以後，塔的破

壞部位主要在光緒年間所建的
外簷廊部分，樑已有局部拔脫
的趨勢，但磚塔心結構仍然完
好。為了保持原貌，郭黛姮團
隊通過打鋼箍、用鋼管柱進行
加固。“鋼構件有獨特的優越
性，可以自由拆卸，若干年
後，如果是本身的問題，或有
更理想的材料，可以換掉。”
他們想辦法把鋼箍藏起來，室
內藏在暗層，室外則藏在簷下
看不見的地方。鋼箍還做了富
餘的“活結”，可根據原有結
構的熱脹冷縮滑動。外簷廊的
柱子年數久了，變形後長短不
一，就設法在暗層裡加暗柱，
和原本的柱子一起受力。此
外，換塔裡的木構件，防潮是
個大問題。郭黛姮請教了浙江
地區的古建築專家，最終選擇
了桐油作為防潮材料。

■浙江在線

2255年拍年拍88萬相片萬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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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2年進入上海陸家嘴集團從事攝影工作開

始，同一個景別和角度，姚建良連續25年記錄下時

光的痕跡：一年一張以東方明珠為原點的浦東陸家嘴

俯瞰圖、一年一張從和平飯店望去的浦東岸線……若

把它們疊放在一起看，能迅速“捕獲”浦東壯大的軌

跡。姚建良拍攝的從1994年到2018年建設中的浦東

陸家嘴影像資料，足足800GB，相當於8萬張高清相

片。一位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的老編輯對此表示，

“哪怕一個地區都很難留下這麼完整的建設史料，竟

然就在一個人身上找到了。” ■上觀新聞

活用老祖宗經驗
浙古塔修繕重生

■■姚建良所拍攝的姚建良所拍攝的19941994年至年至20182018
年陸家嘴俯瞰圖年陸家嘴俯瞰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姚建良用相機記錄下姚建良用相機記錄下2525年來浦年來浦
東陸家嘴的發展建設東陸家嘴的發展建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911991年修繕六和塔時的老照片年修繕六和塔時的老照片，，戴眼鏡的女士就是郭黛戴眼鏡的女士就是郭黛
姮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468米的東方明珠於 1994 年落成，那時姚建良還用着成像
效果不如人意的老式膠片相機。這是
一樁技術層面的憾事，他不止一次
想，如果當時就有了數碼攝影，能留
給後人的史料將會更豐富。當時的東
方明珠是孤獨的，除了它，整個陸家
嘴幾乎沒有一處高聳的建築。姚建良
拍下陸家嘴第一張相片後，心裡卻有
些忐忑，“國外建一座金融城要上百
年，我能不能等到陸家嘴落成還不好
說”。可歷史似乎有意成全，“頭一
年看到的風景，第二年就不一樣了，
高樓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
2015年，陸家嘴金融城基本建成，他
的任務也圓滿了。
每年4至5月和9至10月，是老姚

認定的最佳拍攝時期。“太陽從東方
明珠背後照射過來，光線充足，又不
影響建築的立體感。”老姚的拍攝方
式大有講究，“定點對位，每次都拍
同一景別、同一畫面。”連起來就是
歷史。但難就難在要“連起來”。他
的拍攝地選在東方明珠太空艙的下半
球內。每一張成功的相片背後，囿於
天氣情況、玻璃幕牆的潔淨程度、空
氣質量等客觀條件限制，都需要少則

數次，多則十數次的反
覆攝製。大多數時候是
沒有那麼天時地利的。
空氣質量最差的 2015
年，姚建良從開春等到立冬，直至12
月初，那年的陸家嘴“對位”俯瞰圖
才出爐。
還有比這更糟糕的事情。2012

年，東方明珠的下半球封閉，從此只開
放上半球，這意味着拍攝地點需要移
動，每年對位的照片可能“對不上”。
姚建良連忙找到了相熟的東方明珠負
責人，提出要去發射塔尋求角度。可
當他真的登上發射塔頂，卻發現這
根本不切實際。塔內電波強烈，人
上去明顯感到不舒服。姚建良只好
回到太空艙上半球拍攝，但戲劇
性的一幕出現了：新拍攝點不但
沒有影響照片效果，反而因視角
更高，將原先拍攝不到的建築
物，也包裹在了鏡頭裡。如
今，姚建良一共拍攝了連續的
24 幅 陸家嘴俯瞰圖，但
2016、2017年的兩版，他怎麼也不
肯分享出來。“先賣個關子，我想用
1994年至2018年完整的相片集獻禮將
來浦東開發開放的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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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時隔15日中國人民銀行（央
行）重啟逆回購，向市場釋放流動
性，但無法改變A股弱勢格局。滬深
兩市12日持續向下，收市滬綜指下挫
0.33%，報2,656.11點，距離2,638點
“股災底”越來越近，僅有18點距
離，且日線收出三連陰。當日滬市成
交仍然不足千億元（人民幣，下
同）。

重啟逆回購 單日600億
央行早間公告稱，為對沖稅期、

政府債券發行繳款等因素的影響，維
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人民銀
行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600億元逆
回購操作，期限7天期，中標利率為
2.55%，與上次持平。這是央行在連續
15個交易日暫停逆回購後，首次重啟
操作，因當日無逆回購到期，實現淨
投放600億元。

航天航空逆市升貴金屬領跌
但A股仍然自顧向下，滬綜指早

市低開，盤中最低試探2,647點，與
“股災底”接近，午後雖有一波拉升
行情，尾市又插水翻綠。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2,656.11點，跌8.69點，或
0.33%；深成指報 8,111.16 點，跌
56.94 點 ，或 0.7% ；創業板指報
1,385.8點，跌9.37點，或0.67%。滬
市僅成交 934.48 億元，深市錄得
1,243.29億元，兩市共成交2,177.77億
元。盤面上，航天航空、船舶製造、
多元金融等板塊逆市收紅，貴金屬、
釀酒、旅遊酒店、電信運營等領跌兩
市，白馬股紛紛下挫。

“強勁反彈隨時來襲”
巨豐投顧分析，近期市場連續出

現強勢股補跌、成交亦極度萎縮，這
是較強的底部信號，但目前資金面仍
未達到共識，當下市場距離“股災
底”一步之遙，在整體弱勢下，這個
位置也是岌岌可危，不過在多重因素
支撐下，市場隨時都會有強勁的反彈
來襲。
國信證券亦分析，當前各項政策

對股市友好，“政策底”確定無疑，
但從“政策底”到“市場底”或多少
有些時滯，展望9月行情，市場將慢慢
從“政策底”向“市場底”轉變，看
好後續會有一波像樣的反彈機會。

上月新增貸款1.28萬億 遜預期
專家：各金融指標回落 經濟下行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12日公佈，中國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環比減少12%至1.28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8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速較上月

下滑0.3個百分點至8.2%，均低於市場預期。在資管新規政策

有所寬鬆的背景下，8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升至1.52萬億元，

遠高於上月的1.04萬億元。專家指出，8月各項金融指標繼續

回落，顯示貨幣金融環境仍偏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據《華爾街日報》早前對15位經
濟學家調查的預期中值，8月

份中國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為
1.4萬億元。人民銀行12日公佈，中
國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1.28萬億元，
低於市場預期，同比多增1,834億
元，環比則減少12%。其中居民貸
款增加7,012億元，其中居民中長期
貸款增加4,415億元；非金融企業及
機關團體貸款增加6,127億元，其
中，短期貸款減少1,748億元，中長
期貸款增加3,425億元，票據融資增
加4,099億元。

M2同比增8.2%亦遜預期
另外，人行公佈，8月末廣義貨

幣（M2）餘額178.87萬億元，同比
增長8.2%，增速分別比上月底及上

年同期低0.3個和0.4個百分點，亦
低於預期的8.5%。反映市場流動性
和經濟活躍度的狹義貨幣（M1）同
比增速降至3.9%，分別比上月底及
上年同期低1.2個和10.1個百分點，
創三年來低位。

在社會融資規模方面，8月份社
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2萬億元，比
上年同期少 376 億元，比上月多
4,800億元，主要是因為企業債券融
資回暖，信託、委託貸款下滑情況大
幅改善。
在監管部門出台政策支持下，

表外融資的減少幅度明顯收窄。
8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

款增加1.31萬億元，同比多增1,674
億元；而委託貸款減少1,207億元，
同比多減1,125億元；信託貸款減少

688億元，同比多減1,831億元；未
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779億元，
同比多減1,021億元；企業債券淨融
資3,376億元，同比多2,239億元；
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141億元，
同比少512億元。

貨幣政策未見大幅放鬆
不過，在央行政策引導下，銀

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8月同業拆
借加權平均利率為2.29%，分別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18個和0.67個
百分點。
建行金融業務部專家張濤認

為，中國金融數據回落並低於預期，
目前尚未看到貨幣政策大幅放鬆，而
監管部門對表外融資業務有所放鬆，
支持債市融資，則旨在提供過渡期，
減緩金融風險的集中爆發。未來貨幣
政策仍有調整空間，有保有壓，經濟
下行壓力凸顯，市場主體活力不足，
仍有待需要金融支持。

■■在央行政策引導下在央行政策引導下，，銀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銀行間市場利率有所下降，，88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
為為22..2929%%，，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0..1818個和個和00..6767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
海報道）“她經濟”風頭正勁，女性
成為互聯網閱讀消費的主力群體。閱
文集團12日在滬舉行女性閱讀旗艦
品牌“紅袖讀書”上線發佈會，聯席
CEO吳文輝表示，希望通過該產品
打通線上內容創作互動到線下衍生品
開發的經濟鏈條。此外，多位閱文旗
下女頻明星作家12日在會上悉數亮

相，分享各自人氣作品。有當紅女作
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女性內容產業崛起，亦是提倡女
性自強自立，符合當今女性價值觀。

據悉，閱文新產品“紅袖讀
書”，匯集閱文旗下六大女頻品牌，
包括起點女生網、雲起書院、瀟湘書
院、紅袖添香、小說閱讀網、言情小
說吧的全部作家和作品，共匯集380

萬作家，其中包括20位白金作家以及
168位大神作家，作品數近500萬。所
有內容在移動端統一匯總分發形成強
入口，標誌閱文女頻戰略升級。
目前，在中國網絡文學領域中，

女性核心付費用戶佔比超男性，規模
遠不止“頂起半邊天”。據閱文女生
內容中心負責人田志國則披露，截至
2017年底，中國網絡文學讀者3.8億

人，女性付費的比例高達76.6%，可
謂包攬閱讀消費的重頭部分。
面對已然到來的“她經濟”時

代，閱文聯席CEO吳文輝表示，隨
着閱讀規模擴張，且內容消費需求持
續提升，需要一個更專注於女頻內容
的創作、分發與互動衍生的平台。
“紅袖讀書”的推出，可以更好地打
通女頻從線上內容創作互動，到線下
衍生品開發的經濟鏈條，加力女頻IP
的培育開發，讓女頻內容產業展現出
更高、更廣闊的經濟與文化價值。

閱文上線女頻旗艦“紅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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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曾在海巡署第一巡防區服役
的游姓和曹姓男子，去年向林姓男子稱可代
為聯絡船隻且掩護走私，收取新台幣120萬
元後卻不辦事，還檢舉林男走私，法院今天
判處兩人各3年6月徒刑。

宜蘭地方法院的判決書指出，曹男退伍
後，去年得知林男欲走私大陸香菇來台，在
7月間向林男佯稱可代為聯絡漁船接駁，並
可透過仍在擔任雷達操作員的友人游男協助
監看雷達掩護，藉此向林男索討120萬元。

法院表示，林男先給付40萬元後，曹男
2人謊稱大陸漁船已曝光，需再給80萬元，
才有漁船願意接駁，於是林男去年8月下旬
，分別在宜蘭市和台北市交付60元萬及20
萬元。

法院指出，游男及曹男收款後未依約定

安排船隻接駁，遭林男索討120萬元，曹男
歸還80萬元，但游男因無力償還，林男便要
求游男登入海巡署 「安檢資訊系統」 ，調查
船筏走私前科，以便安排走私事宜，游男因
而洩漏多艘船隻基本資料。

判決書指出，曹男目前從事廣告設計，
游男則是鐵工，2人犯後坦承犯行，且已全
部返還賄款，並請求給予緩刑機會，但2人
不僅未聯絡船隻接駁，反而透過友人檢舉林
男走私，意圖掩護犯行，沒有可憫恕情形，
不應予以減輕刑責。

宜蘭地院審理後，依貪污治罪條例，判
游男及曹男各3年6月徒刑，褫奪公權4年
，游男另依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文書罪
，判2月徒刑，得易科罰金，全案可上訴。

收賄不辦事還檢舉走私 2前巡防兵各判3年6月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今天舉辦
北區聯合拍賣會，吉祥物 「拍寶」 也首度亮
相。法務部長蔡清祥說，拍寶以台灣梅花鹿
為主要意象，親和的形象與行政執行署相契
合。

行政執行署今天結合台北、士林、新北
、桃園4個分署，於法務部舉行聯合拍賣會
，拍賣物品包括古箏、賓士車、多段變速腳
踏車、玉石、水晶龍龜、LV手提肩背兩用包
、Canon相機機身及鏡頭。

行政執行署同時推出吉祥物拍寶與民眾

見面，以台灣梅花鹿為主要意象設計的拍寶
與蔡清祥大玩親親抱抱。蔡清祥也肯定台灣
梅花鹿的親和形象，與行政執行署親和、關
懷、溫馨的形象相契合。

行政執行署新聞稿則指出，為了把正面
積極、溫馨親民的形象讓民眾知道，而有創
造吉祥物的構想，拍寶是萌樣的小鹿玩偶，
期待以可愛、溫馨的吉祥物做連結，讓行政
執行署 「公義」 與 「關懷」 的施政理念深植
人心。

行政執行署北區聯合拍賣 吉祥物拍寶首度亮相

（中央社）新北市一名黃姓里長參選人，涉嫌
違反選罷法搓圓仔湯條款，新北地檢署今天指揮調
查局新北市調處、蘆洲警分局，兵分3路搜索，並
約談相關涉案人到案。

檢方指出，黃男於今年7月間，透過友人邀請
另一名有意參選里長者密談，並表示倘若對方願意
支付新台幣130萬元，他願意退出本次里長選舉。

檢方表示，黃男隔天再請友人轉告對方，可改
由他支付130萬元，換取對方放棄本次里長競選活
動。

新北地檢署重大刑案專組檢察官黃國宸，今天
指揮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蘆洲警分局，兵分3路
搜索涉嫌人住處、辦公處所及競選總部，查扣手機
等證物，並約談涉嫌人到案說明。

新北里長參選人涉搓圓仔湯 檢調搜索約談

（中央社）台中市傳出首件疑似賄選案，無黨籍王姓市議員參選人，涉嫌與雷姓樁腳拜訪選民時，
贈送價值新台幣300元的禮盒，檢方昨傳喚王姓參選人到案，他否認知情，但檢方訊後仍裁定20萬元交
保。

台中地檢署今年7月接獲情資，指出台中市議員豐原與后里區的第四選區競爭激烈，其中王姓無黨籍
參選人，利用拜訪選民及樁腳時，贈送裝有醬油及米的禮盒給有投票權的選民，初步清查有8人獲贈。

檢方今年7月先傳喚王姓參選人的雷姓樁腳與收禮的選民到案，雷男坦承與王姓參選人送價值超過
300元的禮盒給選民；選民則都坦承，禮盒是王姓參選人與雷男拜訪時，談及要選舉時贈送。

檢方待王姓參選人今年8月登記參選後，9月11日傳喚他到案，王姓參選人坦承有跟雷姓樁腳去送
禮，但禮盒都是雷男送的，他都不知情、與他無關，檢方訊問後認為王姓參選人說詞避重就輕，訊問後
裁定20萬元交保候傳。

中市首件疑賄選案議員參選人20萬交保

（中央社）美元指數盤整偏弱，今天新
台幣早盤小幅走揚，但隨著出口商拋匯賣壓
逐漸消化，以及外資持續匯出，午盤後新台
幣由升轉貶，終場以30.825元兌1美元作收
，貶值1.1分。

台北與元太外匯經紀公司總成交量
11.14億美元。外匯交易員指出，貿易戰陰
影揮之不去，今天亞洲與新興市場貨幣股匯
皆疲，不過由於美元指數也缺乏上攻力道，
導致台北匯市缺乏牽引力道，因此新台幣續
呈區間震盪走勢。

外匯交易員說，新台幣早盤走揚，主要
是因為出口商持續拋匯，但午盤過後外資匯
出力道增溫，出口商拋匯賣壓被消化完畢，
因此新台幣匯價缺乏支撐，終場轉貶1.1分
作收。

展望後市，匯銀人士指出，在貿易戰陰
霾未散、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尚未解除前，美
元依舊維持強勢。不過，觀察美元指數，一
直無法突破96大關， 「主要因素在於，市

場缺乏更強烈的美元需求」 ，因此新台幣雖
然看貶，但只會 「緩貶」 ，要看到31元價
位出現，恐沒那麼容易。

外匯交易員說，目前投資人與民眾手上
的美元 「頭寸」 都蠻多的，去年美元弱勢，
許多投資人與民眾早已 「逢低買進」 美元商
品，今年雖然美元轉強，但市場對於美元的
需求有限，難以為美元持續上攻增添柴火。

從金管會昨天公布外幣保單的銷售情況
，也可以看到一些跡象。根據統計，截至今
年 7 月底，美元保單新契約保費收入為
114.44億美元，雖較去年同期成長40%，
但增幅其實逐月遞減，顯見隨著美元轉強，
美元保單的買氣也下滑，反而是人民幣保單
新契約保費收入年增近9倍，對此外匯交易
員認為，應與人民幣貶值有關。

新台幣兌美元今天開盤價為30.827元，
最高 30.802 元、最低 30.830 元，尾盤收
30.825元，貶值1.1分。

新台幣升轉貶 出口商拋匯賣壓消化殆盡

藍委質疑張天欽淪選戰打手藍委質疑張天欽淪選戰打手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江啟臣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江啟臣（（中中）、）、書記長曾銘宗書記長曾銘宗（（右右）、）、首席副書記長吳志揚首席副書記長吳志揚（（左左））1212日在日在

立法院舉行記者會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質疑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副主委張天欽淪為選戰打手質疑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副主委張天欽淪為選戰打手，，要求他下台負責要求他下台負責。。

丁守中說明教育政策丁守中說明教育政策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中中））1212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 「「台北市政策白台北市政策白

皮書教育政策篇皮書教育政策篇」」 記者會記者會，，公布教育政見公布教育政見，，國民黨立委王育敏國民黨立委王育敏（（左左）、）、柯智恩柯智恩（（右右））
也出席也出席。。

姚文智新東街拜票姚文智新東街拜票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前左前左））1212日前往台北市新東街拜票日前往台北市新東街拜票，，一名豬肉攤阿姨遇到姚文一名豬肉攤阿姨遇到姚文

智與大陣仗媒體智與大陣仗媒體，，害羞的躲起來害羞的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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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这一天真的来之不易”
——自1986年中国正式递交复关申请起，谈

判经历了15个春秋

回忆起 17 年前多哈那历史的一幕，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如今的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印象最深的就是“掌
声”。

当地时间 2001年 11月 10日 18时 30分，在多哈喜来登酒店萨
尔瓦会议大厅，时任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宣
布：大会开始讨论下一个重要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在
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卡迈勒手中击槌轻落，标志着中国长
达15年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结束，宣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
诞生。

坐在主席台上的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等率先起立鼓掌表
示祝贺；几乎同一时间，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起立鼓掌，全场700
多名与会代表也纷纷站起来，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时至今日，霍建国仍很激动。他对记者说，“当时中国政府代
表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我还记得他
用的是上海英雄牌钢笔。那天，我们中国代表团40多人享受了特
殊待遇，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坐。很多人多次亲身参与了一轮轮的
谈判，所以决定宣布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兴奋地站了起来，长
时间地用力鼓掌。这一天真的来之不易。”

说这一天来之不易，并非只是一句感慨。自1986年7月10日
中国正式向 WTO 前身——关贸总协定 （GATT） 递交复关申请
起，国内外无数次预测这场谈判的时间表。但谁也不曾料到，这
一谈就是15个春秋。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
谈判代表，欧盟换了 4 位。从 1987 年就担任 GATT （后为 WTO）
中国工作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说，当初履新伊始，有人戏称他
这个主席也许得干10年。吉拉德不以为然地大笑，岂知到头来竟
干了14年半！

据石广生回忆，谈判到最后阶段，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难
点，如果达不成协议，中国就不可能加入WTO。当时，有半年时
间，大家一片悲观，认为中国加入不了 WTO，认为中国没希望
了。

霍建国表示，“至今我仍对参加过的三天三夜的中美谈判记忆
深刻。可以说，中美谈判是中国入世的最艰难最复杂的谈判，涉
及内容几乎关系到中国入世议定书的方方面面，而美国胃口之大也
超岀了我们的想象。三天的谈判实际上延长了两天，中间一度谈崩
了。美方代表团说要去机场了，在失联10小时后，终于又联系上了。
当时朱镕基总理亲自来到外经贸部拍板定案，解决了中美之间的几
个遗留难题，并让美方同意签字。完成对美谈判可以说已基本解决
了入世的最大障碍，为中国入世铺平了道路。”

“入世全面解决了中国融入世界巿场的问题，实际上等于实现
了中国经济发展同世界的对接，这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是一件
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霍建国说。

“当时最著名的三个字是‘狼来了’”
——开放带来的积极效应最终远超人们所担

心的冲击，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在入世前后，国内也是有争议的，主要的争论是，市场的开放
会不会冲击幼稚产业，比较突岀的是粮食、化肥及汽车等领域的开
放问题。事实证明，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远远超出了人们所担心
的冲击。”霍建国表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回忆说，“2001年，一讲
到WTO，大家就觉得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崩溃。当时最著名的三个

字就是‘狼来了’。那时我们刚刚涉足整车业务，压力非常大。”
压力并没有让中国汽车产业“倒下”，长城等国内汽车企业充

分把握住机会并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加入世贸组织
时，中国汽车的产量只有234万辆，去年则达到2900万辆，连续9年
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车企还大步走向国外。目前，
长城汽车在南非、俄罗斯、澳大利亚设有全资销售子公司，在日
本、美国、德国、韩国、印度和奥地利建设高规格研发中心；旗下
拥有长城、哈弗、WEY、欧拉 4 个品牌，2017 年实现出口汽车 39168
台，同比增长125.38%，出口金额22.84亿元，同比增长105.09%。

这样的影响与变化不仅出现在某一个产业中。数据显示，在
2000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一年，中国是世界上第七大
贸易国；2017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幅创 6 年新高，再次成为世
界第一贸易大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从2001年
的468.8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63.2亿美元，年均增长6.9%……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是对经济贸
易发展带来了促进作用，二是在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方面实现了
同国际规则的全面对接，三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
让人们对改革开放的预期更加清晰。”霍建国认为。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17年来，
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积极的贡献者。中美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认为，鉴于中国入世较晚（以第143个成员的身
份入世），中国接受的承诺和义务远远超过其他成员或同等发展水平
成员所作出的承诺和义务。中国不但在世贸组织内部起到了积极促
进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霍建国表示，首先中国进口市场的扩大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
长；其次中国市场的开放吸引了国际上跨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并
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此外，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经
济保持高速增长，在支撑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中国脉搏与世界一同跳动
——中国从国际贸易规则的追随者过渡到主动

推动世界经贸发展的贡献者，尽显大国担当

如今，中国不仅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更已发展成
为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这其中，共建 “一带一路”无疑是
最为亮丽的一笔。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宁吉喆介绍说，5年来，已有103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118份“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截
至2018年6月，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
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总投资
200多亿美元，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十万个。

莫斯科时间2017年6月17日21时，中国在俄罗斯首个大型电
源投资项目、中国华电在俄第一个投资建设运营的绿地项目——
华电捷宁斯卡娅燃气—蒸汽联合循环供热电站顺利通过72小时满
负荷试运行，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市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投产仪式当天，当地很多官员、群众到了现场。那天，我听
到最多的声音是称赞与掌声。雅罗斯拉夫尔州州长还给我们颁发
了奖状，以感谢我们为该州能源建设作的贡献。”华电捷宁斯卡娅
热电公司副总经理辛建兵对本报记者说。

作为电站建设的项目主管，5年来，辛建兵奔波在天寒地冻的
项目现场，见证并参与了项目建设的整个过程。他介绍，作为该
州第一座新建燃机电站，发电站采用最先进的燃气发电设备，可
减少 25%的天然气消耗，并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三成。电站
的建成让雅罗斯拉夫尔州告别了依靠其他地方供应电力的历史，
同时满足了雅罗斯拉夫尔大部分民众的取暖需求。

“电站建成以来，已有大概20个当地团组前来参观。让我印象
最深的是一个由当地退休员工组成的团组，他们中有些人到现场
看到电站就落泪了，不少人一直在说‘这是我有生之年看到的最
好的电厂’。当时，我既感动又自豪。”辛建兵说。

霍建国认为，“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通过与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思路对接，形成大家认可
的合作模式；通过加强‘五通’建设，达到繁荣发展的目标，最
终体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
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辛建兵表示，“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我们与当地人的沟通交流越来越畅通。我们经常会邀请俄罗
斯同事到中国交流学习，了解各自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互相之间
的认可度不断提高。应该说，我们既成功地完成了一个项目，也
收获了友谊和信任，这对双方未来的合作与发展都有好处。”

“从加入世贸组织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中国
已成功地从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追随者过渡到了主动推动世界
经济贸易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尽显了中国
的大国地位和责任。”霍建国说，未来，中国还将会继续坚持对
外开放基本国策，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
慧和力量。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一度担心“狼来了”，而今开放决心更坚定

从加入WTO到共建“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图为华电位于俄罗斯的捷宁斯卡娅电站。 （图片由中国华电集团提供）

回顾40年对外开放，加入WTO是重要一步。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
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同年12月11日，中
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从2001年到2018年，中国携手世贸组织走过17个年
头。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态度越来越主动。
特别是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经济
全球化健康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受益。

从加入 WTO 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开放胸
襟、拥抱世界，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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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99月月
1313日至日至99月月1616
日日
台 商 會台 商 會 AfterAfter
Hour-MassHour-Mass

MutualMutual
99--1313--20182018（（Thur)Thur)下午下午66時時
37003700 W. Sam Houston PkwyW. Sam Houston Pkwy
South,SuiteSouth,Suite400400,Houston,,Houston,
TX.TX.7704277042

天韻天韻 「「喜樂的心喜樂的心」」 美國巡迴音美國巡迴音
樂佈道會樂佈道會
99--1414--20182018（（Fri)Fri)下午下午88時時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主辦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主辦
龍岡親義公所龍岡親義公所、、同源會協辦同源會協辦
國慶講座國慶講座
美國各級政府法院結構美國各級政府法院結構

99--1515--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至中午至中午121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Westoffice Dr.,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20182018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
習活動習活動
國際工程項目管理與法律糾紛國際工程項目管理與法律糾紛
講座講座
99--1515--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至中午至中午1212時時
恆豐銀行大樓恆豐銀行大樓1212樓樓
9999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Bellaire Blvd.Houston,
TX.TX.7703677036

「「中國現代歷史的珍貴攝影像中國現代歷史的珍貴攝影像
片展片展」」 拍賣會拍賣會
99--1515--20182018（（Sat)Sat)中午中午 1212 時時
至下午至下午99時時

多多中美影視中心多多中美影視中心
DODO International Art CenDODO International Art Cen--
terter
71437143 Southwest Fwy,HousSouthwest Fwy,Hous--
ton,TX.ton,TX.7707477074

世界廣東同鄉會世界廣東同鄉會、、安良工商會安良工商會
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
毛志江醫師主講毛志江醫師主講 「「什麼是預防什麼是預防
醫學醫學」」
99--1515--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44時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Westoffice Dr.,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天韻天韻 「「喜樂的心喜樂的心」」 美國巡迴音美國巡迴音
樂佈道會樂佈道會
99--1515--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33時時
曉士頓中國教會曉士頓中國教會

天韻天韻 「「喜樂的心喜樂的心」」 美國巡迴音美國巡迴音
樂佈道會樂佈道會
99--1616--20182018（（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
曉士頓中國教會曉士頓中國教會

「「中國現代歷史的珍貴攝影像中國現代歷史的珍貴攝影像
片展片展」」 拍賣會拍賣會
99--1616--20182018（（Sun)Sun)中午中午 1212 時時
至下午至下午55時時
多多中美影視中心多多中美影視中心
DODO International Art CenDODO International Art Cen--
terter
71437143 Southwest Fwy,HousSouthwest Fwy,Hous--
ton,TX.ton,TX.7707477074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舉辦南分會舉辦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99--1616--20182018（（Sun)Sun)下午下午22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44時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Westoffice Dr.,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 喜樂的心喜樂的心 」」 音樂佈道會音樂佈道會
99 月月 1515 日日（（ Sat. )Sat. ) 下午下午 33：：
0000
曉士頓中國教會曉士頓中國教會

UFOUFO 學會九月份會議學會九月份會議
99 月月 1515 日日（（ Sat. )Sat. ) 上午上午1010：：
0000 至中午至中午1212：：0000
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國慶講座國慶講座 「「 美國各級政府法美國各級政府法
院結構院結構 」」
99 月月 1515 日日（（ Sat. )Sat. ) 上午上午1010：：
0000 至中午至中午1212：：0000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 室室

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
99 月月 1515 日日 （（Sat. )Sat. ) 下午下午 22：：
0000 至至44：：0000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國慶活力韻律免費舞會國慶活力韻律免費舞會
99 月月 1616 日日（（ Sun. )Sun. ) 下午下午22：：
0000 至至44：：0000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紀 錄 片紀 錄 片 「「 Abacus : SmallAbacus : Small
Enough to JailEnough to Jail 」」 放映及座談放映及座談
會會
99 月月 1717 日日 （（Mon. )Mon. ) 下午下午55：：
0000 至至77：：0000
萊 斯 大 學萊 斯 大 學 BioScience ReBioScience Re--
search Collaborative ( BRC )search Collaborative ( BRC )
Auditorium (Auditorium ( 65006500 Main St.Main St.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077030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休士頓訊】美南銀行 (SWNB)於
2018年9月12日(周三)上午11時，在美南
銀行總行二樓大廳舉辦新聞發佈會，董事
長李昭寬先生帶領全體董事宣佈適應美南
銀行未來擴展，經銀行董事會決定，將任
命李敏通（George Lee）先生為美南銀行
執行長(CEO)、Mohammed Younus 為美
南銀行總裁(President)。未來，董事長李
昭寬先生將與李敏通與Mohammed You-
nus將共同致力于銀行的發展，帶領美南
銀行打造成一個基礎更穩定的商業銀行。

董事長李昭寬在記者會中表示，美南
銀行自1997年立，至今創行21年。在所
有員工的努力和僑界的支持下。從不到20
名的職員發展到目前6家分行，取得一定的成
績。為了要使美南銀行更上一層。美南銀行很
榮幸邀請具有力與資深銀行經驗李敏通先生前
首都銀行的CEO(執行長)為美南銀行CEO(執行
長)及委任Mohammed Younus先生前中央銀行
的總經理。我們相信在他們2位的領導下及所
有員工的努力下。美南銀行定會有茁越的發展
。李敏通表示，作為一個銀行家，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尊重和欽佩美南銀行(SWNB)董事會和
其管理團隊。在他們的專業領導下，美南銀行
擁有穩健及良好的營運基礎，當我受邀請加入
這個團隊時，讓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李敏通說，有鑑於過去數十年來本人對於
我們社區和客戶群的熟悉和了解。我相信美南
銀行 (SWNB) 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過去首都銀
行(Metro Bank)在資產方面的規模約為美南銀行
(SWNB)的 4倍，我們樂觀的相信在美南銀行
(SWNB)穩固的基礎下做一些許的適當的調整及
加強。根據我近年來對於網路的擴展與主流市
場的理解，我們將制定新的策略，利用銀行運

轉操作最關鍵的軟體技術和內部資源系統，配
合宏觀經濟狀況等方面使銀行能夠更穩更快地
發展壯大，以擴建市場需求。總之，我非常期
待。最後，李敏通再次強調說，多年以來，美
南銀行管理層同心協力充分發揮和運用每個人
的領導能力和管理技巧，努力協調市場的需求
。現在美南銀行將更大範圍地開拓經營市場。
加強在有性或無性資產投資改進上的服務，利
用操作銀行運轉最關鍵的軟體技術和內部資源
系統，配合宏觀經濟狀況，他確信銀行能夠更
穩更快地發展壯大。在12日(周三)的記者會中
，董事長李昭寬先生也簡略的說有有關美南銀
行(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SWNB Ban-
corp, Inc.)及其子公司與Hanmi金融公司(Han-
mi financial Corporation) (納斯達克股票代碼:
HAFC) “Hanmi”，韓美銀行(Hanmi Bank)的
控股公司合併交易案和美南銀行全體股東成員
投票決議結果，因股東投票同意交易數最後總
計百分比未達到預定百分比例規定，故在董事
長李昭寬等人的商議下決定終止美南銀行與韓
美銀行合併一案

美南銀行感謝大家20年來對於銀行的支持
與愛護，並將繼續本著珍惜根源，以誠信用心
的經營宗旨，專業負責認真態度繼續為僑社及
客戶服務。
李敏通（George Lee）簡介

李敏通（George Lee）先生自幼在美國生
長，明尼蘇達州州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
具有關鍵性設計服務的能力和發展事業的務實
經驗，曾在名列Fortune 500的公司任CEO。
十萬強基金會董事會主席，德克薩斯州東西銀
行咨詢委員會主席和潘頓數據處理公司董事長
，同時也是MCBI的聯席董事長、CEO兼總裁
。1998年至2003年，曾擔任Erimos制藥公司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原BioCure醫藥有限責任公
司），該公司為私人投資集團和美國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的合資企業，專注於癌症研究。從
1994年到1998年，為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高
維醫藥有限責公司的投資者戰略規划執行副總
裁，該公司為尖端高科技公司，參與防刺穿材
料的開發和制造。
Mohammed Younus簡介

Mohammed Younus 17歲時與家人移民來
美。畢業於德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的工商管碩
士學位。擁有32年豐富的銀行資歷，有25年是
在美國的銀行業界服務，其中包括了另外2家
的華裔銀行。他曾擔任過首席貸款官、董事會
副主席、首席執行官和區域總裁等職位。此外,
他也曾積極參與並擔任亞洲社區服務非營利組
織職務。2007年擔任北德克薩斯州的巴基斯坦
社會主席。2008年為 DFW 亞洲美國商會主席
。3年前，Mohammed Younus加入美南銀行
管理階層，負責德州達拉斯地區管理及業務發
展。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內，在休士頓糖城
、奧斯汀、達拉斯Plano和Richardson等地區
均設有分行。提供全面位的商業及個人銀行業
務和服務。在加州亦設有貸款辦事處。有關美
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
com。美南銀行總行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宣佈任命李敏通執行長Mohammed Younus為總裁

董事長李昭寬先生帶領全體董事宣佈適應美南董事長李昭寬先生帶領全體董事宣佈適應美南
銀行未來擴展銀行未來擴展，，經銀行董事會決定經銀行董事會決定，，任命李敏任命李敏
通通 （（George LeeGeorge Lee）） 先 生 為 美 南 銀 行 執 行 長先 生 為 美 南 銀 行 執 行 長
(CEO) ((CEO)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經銀行董事會決定經銀行董事會決定，，任命任命 Mohammed YounusMohammed Younus
為美南銀行總裁為美南銀行總裁(President)((President)(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董事長李昭寬董事長李昭寬、、副董事長謝坤增副董事長謝坤增、、董事們及董事們及
李敏通執行長李敏通執行長、、Mohammed YounusMohammed Younus總裁和重總裁和重
要幹部亮相要幹部亮相((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很多年前，當我從家鄉青州去省城讀書
的時候，大部分同學竟然沒聽說過我的家鄉
，也有室友取笑我“地瓜（紅薯）”和“夜
來後晌（昨天晚上）等土話；我大學畢業之
後，曾經有人問起過我的母校山東大學（山
大）的歷史，可山大的歷史可不是三言兩語
就能夠說清楚的；又過了些年頭，我在北美
遇到了好幾撥傳教士，當我向他們問起李摹
太 (Timothy Richard)、狄考文 (Calvin Ma-
teer) 或者庫壽寧 (Samuel Couline) 這些山東
最早的傳教士時，他們卻一臉茫然……

人們似乎對山東尤其是山東中部的人文
歷史存在著一種“燈下黑”效應，聽起來似
乎還有所了解，其實卻知之甚少，甚至於由
於道聽途說而南轅北轍。為了解答這其中的
許多的困惑， 很多年前我就有了寫一部關於
我的家鄉古城小說的沖動，但是，每一次都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
成文。隨著時間的推移，創作的沖動非但沒有減少，反倒與日俱
增，《古城三部曲》就是在這種沖動下產生的。

我要講述的的故事發生在山東半島中部古城，那裡有像父親
一樣的山巒和像母親一樣的河流，有著如畫般的四季以及史詩一
般的往事，那裡曾走出過商業巨賈和政界要人，也曾經是臭名昭
著的土匪的故鄉，但更多的是像田家、赫舍裏（張）家、張家以

及馬家一樣平凡而善良的父老鄉親……
在本書中你不久會發現，我所敘述的

故事已經不僅僅是古城裡的人和事了。從
我家門前的小路上曾走出過中華民國的海
軍司令，也曾走出過像宋傳典和宋裴卿這
樣的一代民族資本家，齊魯大學是如何從中國第一所大學廣文大
學發展起來，青島的俾斯麥兵營又是如何演變為山東大學的……

千山萬水走遍，心中卻總有些留戀；總以為早已經把你忘記

，你卻常常出現在我的夢裡；悠悠陽河水啊，我的母親，巍巍雲
門山啊，我的父親，我親愛的古城，別來無恙……

田野 2018年秋於德克薩斯

一部有關我的家鄉的古城小說
休斯頓作家田野新書《古城舊事》出版

【本報訊】紐
約人壽創立於
1845 年 ， 是
美國最大的保
險和理財服務
機構之一，也
是財富500強
之一，一直在
幫助華人家庭
創造更多的財

富。而資深業務代表田佳(Tina Jia)來美國20多年，並擁有紐約
州、加州、德州三個州的執照。其個人在美國就讀LLM法律碩
士，曾任職上市公司，故對上市公司非常瞭解，並幫助無數上市

公司的CEO,CFO及家人和重要員工辦理保險的豐富實務經驗。
壽險專家 「田佳」 特別指出，市面上人壽保險五花八門，準

備投保人壽保險，要怎麼做出明智的選擇呢?當然慎選產品是首
要，500百強之一的紐約人壽產品除了有保障之外，同時靈活性
強且獲高紅利最優化機會。其次是業務代表全方位專業知識，和
具耐心的工作熱誠，才能為您做到 「周全計劃且穩固具優勢」 的
保單。

紐約人壽財務代表 「田佳」 ，秉持 「最高效率、量身定制、
服務周到」 理念，故廣獲新老顧客和同事的贊同。在幫您制定退
休規劃時，耐心熱忱地提供各種保護您財產，以及能幫助您實現
長期財務目標。在面對顧客時第一次，電話諮詢瞭解你個人基本
情況和要求；第二次，郵件給你您的財務團隊，再根據你個人的
情況量身制定最適合您的財務計畫；第三次，再次相互溝通，並

詳細地解說合同內文，才會簽訂合同
。
田佳十分熟悉紐約人壽全方位財務產
品，再結合個人的專業知識，擅長依
據客戶個人情況和特定目標，以最高
的效率和具體需求量身定制。田佳表
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

的情況不一樣，一定要找到適合自己的保險產品，即使是夫妻兩
個都不一定適合買同樣保險，我們的團隊都會細心且耐心地根據
你個人實際情況，規劃最適合你的產品。

在任何情況，我們團隊都會上門幫你服務；不管你買大小金
額的保險，我們都會以愛心和善心為出發點，為您與您的家人打
造穩固的財務未來，為您的企業與退休生活做好規劃。我們服務
對象包各個行業，有醫生、律師、餐廳等及各行各業的人士。歡
迎加我們團隊在每個月最後一個周六、日，為不同行業舉辦專題
講座。

想進一步瞭解如何能保障您家庭的財務未來，或有興趣參加
講座請聯繫田佳 (Tina Jia):718-207-6736/832-783-0188 或
Jtian02@ft.newyorklife.com，亦可親臨39-02 Main St., Flush-
ing, NY 11354。

田佳擅長量身訂製具優勢財務規劃
專業知識 服務周全 最高效率評價

專業知識及閱歷十分豐富的紐約人壽財務代專業知識及閱歷十分豐富的紐約人壽財務代
表田佳表田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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