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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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譚秋晴成為斯坦福市首
位 位女議員

敬請防止兒童夏季被遺
忘車中

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租約
最好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商鋪
有限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5日發佈的全國經濟形勢調查報告顯示
，今年4月至5月中旬，美國經濟整體溫和擴張，就業市場繼續增長，整體物
價適度上揚。

美聯儲當天發佈的報告根據下屬12家地區儲備銀行的最新調查結果編制
而成，也稱“褐皮書”。報告認為，與3月至4月初相比，美國整體經濟活動
有所增強。但也有部分轄區報告經濟活動
出現放緩跡象，且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增加
。從行業來看，住宅建設和房地產行業整
體均有增長，但農業增長仍然疲弱。由於
惡劣天氣和農業收入下滑，各轄區農民正
在經歷種植挑戰。

就業方面，大多數轄區實現“適度到
溫和”的增長，特別是零售業、製造業和
建築業等行業用人需求強勁。不過，整體
就業市場增長依然受到勞動力資源吃緊制
約，部分轄區表示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均
出現短缺。大多數轄區工資增長比較溫和
。

報告還顯示，4月至5月中旬，美國物
價整體適度上揚。企業投入成本增幅處於
適度到溫和的水平，但也有部分轄區表示
原材料價格仍然處於高位。

美聯儲“褐皮書”顯示美國經濟溫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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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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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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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籍的美國總統川普表
達了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高度意願，對此
有媒體分析認為是因為民主黨可能的總統候選
人拜登打到川普的痛點，指出貿易戰導致美國
農民受害，而拜登的民調也領先川普，讓川普
心急。

這樣的分析，不能說錯誤，但是基於美國
的特殊選舉制度，分析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時絕
不能只看全國總民調，否則可能會導致嚴重的
誤判。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選前民主黨的希
拉蕊全國民調一直領先川普，各界一面倒看好
希拉蕊勝出，川普的當選跌破許多人眼鏡。當
時筆者就曾撰文分析為何對於川普的勝出不用
感到意外，舉出五點例證如下：

一、從選前民調看，雖然希拉蕊在多數全
國民調領先，但幅度很有限；學過統計就知道
民調有抽樣誤差，因為抽樣不可能調查到所有
人。而且最後從全國得票率看，希拉蕊比川普
高了2個百分點，所以民調沒有失準，而是許
多分析家忽略了各個民調差距極小的搖擺州都
被川普拿下的可能性。

二、美國採用各州選舉人團票加總來決定
總統選舉勝負，不看候選人的全國得票總數。
所以就算在加州大票倉，得票率9成，跟得票
率51％一樣，都是55張選舉人票，在全國民調
看起來前者贏的幅度高很多，但計票上卻跟後
者一樣，完全沒有用。

三、因此全國民調相對不重要，要看的是
各州民調，然後加總選舉人票；誠然選前民調
看，希拉蕊穩拿的州比川普多，但是川普只要
把大部分的搖擺州都拿下，就仍有機會勝選，
而在各個搖擺州當中，兩人選前民調差距都很
接近，多半在抽樣誤差內，因此若在選舉前夜
理性分析看待，固然希拉蕊勝選機率還是比較

高，但川普絕非不可能贏，實在沒有理由太驚
奇！

四、2016年川普勝選的州，除了原本的紅
州，和絕大多數搖擺州之外，大概只有賓夕法
尼亞、威斯康辛和密西根，比較能讓人小小驚
奇；但是這三州都屬於鐵鏽帶(Rust Belt)，也就
是近年工業移出經濟不佳的區域，當地居民怪
罪全球化政策不滿執政黨，因此儘管民主黨已
在連續6屆總統大選中拿下這三州，但是選前
一些網站將這三州放入希拉蕊穩拿的州，真的
太武斷了。

五、撇開人品或偏差發言不論，勝選角度
考量，川普是共和黨理想的候選人；須知傳統
上共和黨政策比較偏向有錢人，比較支持自由
貿易，如果2016年推出的候選人不是可以打動
藍領並高聲反對自由貿易的政治素人川普，共
和黨能夠拿下前述鐵鏽帶，還有同樣處於鐵鏽
帶的關鍵俄亥俄州嗎？因此儘管川普那不夠傳
統保守的形象，會讓共和黨在原本的紅州得票
率降低，卻可以搶到搖擺州內原本偏向民主黨
的部分藍領票，紅州得票降低不至於因此拿不
到選舉人票，多出來的藍領票則有機會拿下搖
擺州的選舉人票，一來一往就算全國民調上打
平，實際選舉計票時卻划算多了！

一樣的道理完全可以適用在明年的美國總
統大選，固然現在根據CNN、FOX NEWS等在
4、5月間的全國民調，拜登分別可以領先川普
6到11個百分點不等，但如果領先是因為在藍
州贏的特別多，在紅州輸的又少，偏偏在多數
搖擺州都微幅落後給川普的話，最終按照美國
的選制，川普仍將順利連任，所以看美國的總
統大選民調，比看其他國家的麻煩多了，不能
看了全國民調後就妄下結論，否則一個不小心
就會被選舉結果打臉。

《快評》民調落後 川普擔心了？

（綜合報導）華為5G在歐
盟突破！電信營運商沃達豐11
日宣布，西班牙5G網路將於
15日開始運作，其中使用大量
華為設備，成為歐盟首個使用
5G網路國家。目前，至少10
個歐盟國家的運營商已經與華
為簽署了5G合作協定。

外媒昨日報導，沃達豐西
班牙總裁柯因布拉（Antonio
Coimbra）宣布，馬德里、巴
賽隆納等西班牙 15個城市的
5G設備將使用華為以及瑞典愛
立信設備，西班牙不但成為歐

盟首個5G網路國家，更是繼英
國之後，第二個宣佈採用華為
5G設備的國家。對於日前外電
報導諾基亞和愛立信要將敏感
業務移出中國大陸。兩個公司
也都回應不會離開中國大陸這
個最大的市場。

德國政府至今並沒有明確
反對使用華為設備。而在英國
，政府已經表明允許在非核心
網路中使用華為的設備。華盛
頓方面則威脅說，如果英、德
使用華為設備構建5G網路，會
中止情報共用合作。

華為西班牙公司首席執行
官金詠表示，儘管美國發布針
對華為的禁令，但華為在西班
牙的絕大多數合作夥伴仍選擇
與華為 「並肩作戰」 。

華為在過去3年中至少已
經與德國、西班牙、英國、奧
地利、義大利、法國、馬爾他
、拉脫維亞、葡萄牙等10餘個
歐盟國家的電信運營商簽署了
5G合作協議。目前全球僅有4
國表明會封殺華為，分別是美
國、澳洲、紐西蘭和日本。

（綜合報導）越南的工業和貿易部經過審查後決定，從6月
5日起對幾種原產於大陸的鋁產品徵收2.46％到35.58％的臨時
反傾銷稅。

越南成為美陸貿易爭端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出口商正在把越
南作為一個可替代的低關稅地方，生產出口到美國的產品。

但是一些製造商只是將大陸製造的產品重新貼上“越南製造
”的標籤，以便轉運到美國。

美國之音報導指出，總部位於河內的金融分析公司SSI Re-
search在星期一（6月10日）的一份報告中表示，越南的反傾銷

關稅是“越南方面對美國商務
部對越南出口鋁型材徵收的犯
規避稅的有效回應”。

報告說，這些關稅“對越南來說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舉措”，
因為越南已經成為貿易戰而受益最大的國家。

SSI的報告發現，2018年美中貿易爭端爆發之後，大陸的半
成品鋁零部件的出口翻了一番，達到6.2萬噸。其中，“據信有
相當數量的貨物來自大陸，以避免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

HIS Markit 公司亞太首席經濟師比斯瓦斯說：“一些美國進

口的產品被檢測出可能來自越南，但最後發現這些產品實際上來
自大陸，目的是試圖避免大陸商品在美國被徵收反傾銷關稅”。

經濟學家認為，進口自大陸的商品激增損害了越南自己的鋁
業，並使越南面臨美國總統川普政府的更多審查的風險。越南實
施為期120天的反傾銷關稅，將有助於保護越南迄今與川普政府
的穩定關係，理由是這有助於在不繳納關稅的情況下阻止從中國
運往美國的貨物轉運。

歐盟首例 西班牙率先使用華為5G

討好美國 越南對陸產品增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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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最新全球最有價值品牌排名
，其中亞馬遜品牌價值連升兩位，成為今年全
球最有價值品牌。蘋果排名第二，價值3095億
元，谷歌排名第三，為3090億元。先前谷歌和
蘋果連續12年時間排在前兩位，谷歌在2018
年站上首位。

英國研究機構Kantar發表 「2019年BrandZ
全球品牌價值100強」 排行榜，其中亞馬遜去
年的驚人品牌價值增加近1080億元，2019年
的排行榜上其品牌價值再增52%，即使核心的

電商業務增長稍見放緩，但亞馬遜正增加投資
不同範疇的企業，能夠在多個消費者點提供一
系列服務，以往蘋果和Google為代表的科技類
品牌總是佔據全球品牌價值的寶座。亞馬遜以
零售品牌首次成功奪下寶座，打破科技品牌長
達12年的神話。

此外，中國大陸的的阿里巴巴的品牌價值
增長了16%，達排名第7。騰訊的品牌價值只
得到第8。

取代谷歌蘋果 全球最有價值品牌是這球最有價值品牌是這

（綜合報導）宣布明年角逐美國總統寶座的前副總統拜登，近期出席競選活動期間大力批評
總統川普，指其向中國大陸貨品加徵關稅影響了美國農民，又指關稅和貿易戰對美國製造業，特
別是汽車工業受波及，他批評，川普不僅威脅到美國的民主更甚至是美國的生存。

拜登指川普正在進行一場具破壞性的貿易戰，卻沒有任何真正的戰略，他所採取的每一步，
都只會加劇來自中國大陸的挑戰，以為向中國大陸徵收關稅，他們會蒙受損失，但承受關稅代價
的卻是美國民眾，指這個問題學經濟的學生都知道，更批評川普是美國的存在威脅。

不過搋普聽了氣沖沖表示，中國大陸幾乎生吞了美國，但拜登實在是一名笨蛋，卻認為中國
並非是美國競爭對手。

對陸加徵關稅 前副總統：威脅美生存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不斷威脅，可
能會 「起碼」 再對3,000億美元陸製品加課關稅
，而北京也強硬表態稱，中方 「絕對堅守原則
，絕不會讓步」 。

隨著中美貿易戰緊張升高，各方都希望，
川普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6月下旬的
20國集團（G20）峰會中，能達成某種程度的
協議。然而，據CNBC新聞網與《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1日報導，美
國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周二已排除
雙方在峰會中達成最後協議的可能。他強調，
川普與習近平在G-20中的任何會談，都只會奠
定協議基礎。

他說，在各方高度關注的日本G20峰會期
間，川普與習近平可能會達成 「某種協議」 ，

但不會敲定結束貿易戰的最終協議。
事實上，川普和習近平究竟會不會在峰會

期間見面，至今都還沒有正式確認。就算雙方
會面，羅斯說，最多也只會就未來路線達成某
種協議。

川普周一再度威脅，要是習近平拒絕會面
，他會對剩下尚未課稅的3,000億美元進口陸製
品課徵25％關稅。而美國財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周末說，萬一在6月28－29日舉行
的大阪G20會外會中，協議沒有進展，川普絕
對會欣然加徵那些關稅。

由於在美國威脅對墨西哥製品加課關稅，
墨國政府已在移民問題上按華府的要求調整政
策。川普自信滿滿地認為，在美方加徵關稅下
，北京最後也會和華府達成協議。

（綜合報導）一條人命竟不值4,500元？印度北部日前發生
一起慘絕人寰綁架撕票案，一名男子因欠下10,000盧比（約新
台幣4,500元）債務，鄰居竟對男子僅有2歲大的女兒痛下毒手
，凌虐女童長達8小時，挖出女童雙眼、割下半邊手臂，最後丟
棄在垃圾堆任屍體腐爛長蛆。

綜合印度網路媒體The Print、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印度北方省距離首都新德里僅一個半小時車程的阿
里格爾（Aligarh）塔帕爾（Tappal）村日前發生血腥命案，5月
30日一早，2歲女童婷蔻‧沙瑪（Twinkle Sharma）出門和朋友
玩耍，自此不見蹤影。她的父親班瓦里‧沙瑪（Banwari Lal
Sharma）當天稍晚向警方報案，挨家挨戶發出告示，甚至調閱
監視器，希望尋得女兒蹤影，不過都沒有消息。4天後、6月2
日上午，一名清潔婦人偶然瞥見一群流浪狗從一處垃圾堆內將女
童屍體叼出，震驚全村。

婷蔻屍體被發現時已面目全非，雙眼被挖出，右手臂被切除
，身上爬滿蛆，皮膚上還有許多被昆蟲、齧齒類動物叮咬的傷口
，她的父母僅能靠女童身上穿的黃色窄管褲辨認出是自己的女兒
。

法醫驗屍報告指出，婷蔻30日失蹤當天就已遇害，身上有
多處遭尖銳器物毒打的痕跡，除了右臂被割斷、眼睛挖出，她的

肋骨、左腿、鼻樑也被打斷，
脖子也有明顯勒痕，報告認為
女童死前被凌虐長達8小時。

當地警方調查，這起慘無
人道的女童命案緣起於婷蔻父
親班瓦里和2名穆斯林鄰居扎
希 （Zahid） 、 阿 斯 拉 姆
（Aslam）的債務糾紛，案發
前2天，班瓦里才因欠下鄰居
10,000盧比和鄰居發生口角，
對方嗆聲要給班瓦里顏色瞧瞧
，沒想到卻發生如此慘劇。

警方初步調查發現，扎希和阿斯拉姆在殺害婷蔻後，先將屍
體藏在自家後院乾草堆下，應該是在2號當天才將屍體隨意棄置
在家門前的垃圾堆中。目前兩人已被逮捕，案發後兇嫌家中所有
親人全數逃逸無蹤，警方研判家人應該在事件曝光前就知道女童
藏在屋內，甚至不排除協助行兇，當地警方正全力將所有家人緝
捕歸案。

另一頭女童母親希帕（Shilpa）則已經哭乾雙眼，似乎無法
將女兒面目全非的模樣從腦袋裡剔除，希帕每5分鐘就揉一次雙

眼、甩一次頭，她說到現在都還清晰記得女兒身體腐爛的屍臭味
， 「我可能永遠都無法忘記這一幕。」 婷蔻是她與班瓦里唯一的
女兒，為了懷孕，希帕進行多次治療，終於在結婚5年後產下女
嬰；8個月前夫妻倆才失去另一名孩子，當時希帕懷胎9個月，
最終不幸流產。

這起慘絕人寰命案在塔帕爾村引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
對立，居民、政治人物發起反穆斯林抗議行動，印度當局為維護
秩序、避免衝突擴大，已切斷當地網路。印度13億人口中，目
前共有約1.7億人是穆斯林。

別指望了！美中不會在G20簽最後協議
才2歲！父欠債4500 女童被勒斃 眼球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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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教授用數學模型破案
找出陳年舊案兇手

綜合報導 1977年，兩名17歲女孩在離開蘇格蘭壹家酒吧後被人謀

殺。數十年後，壹位澳大利亞專家運用數學知識編寫數字模型，從而用

當年的DNA證據將兇手繩之以法。

據報道，艾迪和斯科特在1977年離開愛丁堡的World's End酒吧後再

無音信。之後，艾迪的屍體被發現丟棄在海灣的沙丘上，而斯科特的屍

體被發現在玉米地中。當地警方立即開展了大規模搜捕。

當時，法醫小組在用來綁住女孩手腕的衣服上發現了微小但受損的

DNA鏈。這壹DNA與警方已逮捕的男子辛克萊爾相匹配。當時，辛克

萊爾已因謀殺另外兩人被捕。

然而，當時的DNA技術並沒有那麽發達，而這壹謀殺案也沒有目擊

者，缺乏直接證據。雖然專家們證實DNA很可能是辛克萊爾的，但他們

不能確定。由於檢方提供的DNA證據不足，因此辛克萊爾沒有被定罪。

數十年過去了，在墨爾本大學進行實驗研究的鮑丁教授在與倫敦大

都會警察局法醫團隊進行合作時發現了這壹陳年舊案，於是他下決心用

自己的能力將兇徒繩之以法。

據悉，鮑丁專門從事壹種被稱為數學計算遺傳學的DNA工作。他不

是在實驗室提取DNA，而是編寫數學模型，幫助將實驗室工作轉化為現

實世界的答案。

雖然幾十年過去，DNA證據已經嚴重降解，但是鮑丁仍克服重重困

難得出結論：該DNA屬於辛克萊爾以外的人的概率是十億分之壹，也就

是說這段DNA幾乎不可能是別人的。

終於，由於這樣壓倒性的證據，辛克萊爾被判犯有謀殺罪，判處37

年徒刑。

數據：歐元區通脹率大幅度下降

失業率十年來新低
綜合報導 欧洲统计局宣布，欧元区5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大幅度

下降，而在4月份，失业率达到了从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临时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份通货膨胀率仅为1.2%，而4月份为

1.7%，其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的下跌。这个数值低于财政处经济分析师

预期的1.4%。

据悉，1.2%的通胀率与欧洲央行预定的2.0%相去甚远。欧央行认

为，年通胀率略低于2.0%，可以被视为是经济状况健康良好的标志。

同时，隐藏的通货膨胀（不包括能源，食品，酒精饮料和烟草，特

别是易挥发的产品）在5月份降至0.8%，与4月相比下降0.5个百分点。

欧盟统计局同时宣布，欧元区失业率达到自2008年4月以来的最低

水平，为7.6%。这一数值好于财政处分析师的预期，该部门3月份曾预

测的失业率为7.7%。

从2016年9月份低于10%开始，欧元区的失业率没有停止下降（一

直在稳步下降），接近于2007 - 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平均值，当时为

7.5%。在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欧元区的失业率在2013年4月、5月

和6月达到空前的12.1%。

欧元区19个国家中，德国（3.2%）和荷兰（3.3%）是4月份录得失

业率最低的两个国家。希腊（2019年2月为18.5%，最新数据）和西班牙

（13.8%）的比率最高。欧盟28个国家4月的平均失业率为6.4%，与3月

相比稳定。这是欧盟统计局2000年1月开始的月度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

失业率。

發光廣告牌擾亂視線
澳墨爾本市議會欲將其移除

近日，位於澳大利亞墨爾本的露天

廣告標牌引發爭議，墨爾本市議會認為

廣告牌太亮，影響CBD天際線景觀及民

眾視線，欲將其移除。該爭議還將促使

墨爾本市政廳審查中部地區的標識政策。

發光標牌問題引爭議
據報道，商用房地產開發商Fivex在

Riverview House頂層放置了兩塊能夠發

光的“Fivex”標牌。

然而，墨爾本市議會卻聲稱，這兩

塊標牌的許可在 2018 年 5 月就已經到

期，並拒絕為其頒發新許可。維州民事

法庭（VCAT）2019年1月也表示，支持

市議會決定。目前，這兩塊LED標牌在

夜間不再亮起。

據悉，墨爾本治安法庭將於6月25

日審理此事。

市議會稱Fivex公司無視規定
城市規劃主管裏斯表示：“市政廳

制定的廣告標識政策旨在限制廣告對公

共設施的負面影響。這個區域是進入墨

爾本的重要大門，我們希望這裏

出現的標牌能夠提升城市面貌和

特色，包括體現出重要的Yarra

河走廊特色。”

他說，“我們不希望出現破

壞世界知名天際線或影響視覺的

標牌。今年初，VCAT對我們的結論表

示支持。Fivex 標牌的規模分散了對

Flinders街地鐵站歷史景觀的關註，給公

共設施帶來了負面影響。Fivex公司卻繼

續無視規定，沒有移走這兩塊標牌。”

對此，Fivex 主管經理伯傑此前表

示：“類似的標牌在其他城市都獲得了

準許。建築兩側的發光標牌反而能夠點

亮城市天際線。”

據了解，墨爾本市議會此前還否決

了澳大利亞電訊公司在CBD步行道安裝

76塊超大廣告屏幕的申請。

裏斯表示：“新屏幕從尺寸上來說

十分龐大，這些屏幕無非就是為了搶占

廣告空間。它們是偽裝成電話亭的廣告

牌。當我們在街道步行時，不應該遭到

這些廣告的轟炸。”

同時，繼墨爾本之後，悉尼市議會也

正在尋找管理步行道雜亂現象的方法。

網民籲停止破壞城市
對此，壹些網民也發表了自己的看

法。網民羅斯表示：“問題出在市議會

的政策上。今天還能通過的政策，可能

在明天就帶來了問題。它們就像風中搖

擺的大門壹樣。如此多的政策處於‘奔

波期’，經常妳追我趕。”

網民邁克爾提出：“墨爾本市議會

和政府有責任確保任何新建築能夠融入

墨爾本天際線和環境，而不是格格不入

，讓我們的城市變得醜陋。除非轉變思

想，否則墨爾本將充滿醜陋的建築。墨

爾本是壹座規劃良好的城市，所以不要

再破壞它了。”

同性情侶在倫敦被多名青年要求接吻
拒絕後遭毆打

綜合報導 倫敦市長剛說完倫敦重視

男女平等、會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壹件

針對女同性情侶的暴力事件就在倫敦傳開

了——兩名同性情侶在公車上遭到騷擾和

攻擊，目前已有四名嫌疑犯被捕。

據報道，該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5

月30日，瑞安航空（Ryanair））的烏拉

圭籍空姐梅拉尼婭和她的女朋友克裏斯

正坐公交車出行，隨後便遭到了至少四

名青年的騷擾。

梅拉尼婭在臉書上曝光了自己和女

友受傷的照片，並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他們表現得和流氓壹樣，強制要

求我們輕吻，這樣他們就能在壹旁‘觀

賞’。他們還稱我們為女同性戀（lesbi-

ans）並在壹旁描述性愛姿勢。”

梅拉尼婭表示，原本她想開些玩笑

好讓這些人遠離她倆，她的女友也裝出

生病的樣子。

但沒想到這些人變本加厲，持續騷

擾她們，並向她們扔硬幣，而且越扔越

起勁。

另壹位受害人克裏斯不堪受辱，隨

後便與這夥人爭吵起來。梅拉尼婭描述

道，“我壹時沖動也沖了過去，三個人

正在打克裏斯，當時她已經滿臉是血。

下壹秒我也被打了。”

梅拉尼婭回憶稱，攻擊他們的人中，

有壹人說西班牙語，其他人都有英國口

音。

該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傳開後，梅拉

尼婭和克裏斯接受了BBC的采訪，梅拉

尼婭表示，這已經不是她第壹次因性取

向而被攻擊和騷擾了。

當被問及該事件後，是否會對在路

上與女友牽手心有余悸，克裏斯表示，

“我不害怕在公共場合展現自己的性取

向，如果有人質疑，我們更應該展現出

來。”

由於事件影響很大，倫敦警方立刻

展開調查和行動。目前，他們已經逮捕

了四名年齡在15到18歲的嫌疑犯，他們

可能被指控搶劫和嚴重人身攻擊。

壹名當地警探表示，工作人員還在

繼續調查這個“令人作嘔”（disgusting

）的傷人事件，“我們知道，很多人都

對這起事件表示憤怒，我們將持續追蹤

涉事嫌犯，並對他們進行嚴格審問。”

據該警探表示，警方現在正在查看

監控錄像，並呼籲大眾提供信息，尤其

是事發車輛上的乘客。

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譴

責這壹事件，稱這是“令人作嘔的性別歧

視攻擊”。他在推特上寫道：“倫敦不會

容忍針對同性戀群體的仇恨犯罪。”

值得註意的是，當地時間6月3日，

倫敦市長在隔空“叫板”特朗普的視頻

中，才提到了倫敦是“尊重女性，男女

平等”，並會保護所有人的權利，尤其

是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

除了倫敦市長，暫時還在擔任英國

首相的特蕾莎梅也公開譴責，“這是壹

次令人厭惡的事件，我向受害者表示慰

問。”特蕾莎梅還說，人們不需要隱瞞

自己真正喜歡的對象，所有正對同性戀

的暴力行為都不能被接受。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采訪

了梅拉尼婭，這名受害人告訴CNN記者

，她在臉書上記錄這次惡行的原因是想

讓人們提高意識，她的許多朋友都因性

取向遭受過騷擾。

“我發現很多同性戀都會因為性取

向而被毆打。尤其是壹些女同性戀，她

們有時會被男性騷擾。”

梅拉尼婭，還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她認為，只有像這樣帶有嚴重暴力色彩

的照片才能引起大眾的回應，代價是高

昂的。

“讓我非常擔心的是，現在暴力已

經成為了壹個常態，只有在女性被打後

才能引起人們對於此類事件的關註。”

梅拉尼婭認為，現在的境況是，女性不

得不容忍這些騷擾，不然，後果就是像

她這樣。

據倫敦警方提供的數據，自2014年

以來，倫敦發生的針對同性戀的攻擊事

件幾乎翻了壹倍。

美國加州開出5.3億美元兆彩頭獎
幸運兒壹人獨中

綜合報導 獎券局官員

說 ，在加州聖地亞哥賣出

的壹張獎券，獨得兆彩彩

券（Mega Millions）開出的

5.3 億（美元，下同）元大

獎，這是兆彩歷來第七大

頭獎。

中獎號碼為17、19、27、

40、68，外加兆彩球號碼2。

這是自去年10月兆彩獎券出

現15億元超級大獎以來，金

額最大的頭獎彩金。兆彩自3

月 12 日以來就沒有人中頭

獎，獎金也持續累積。

最新的暴發戶花兩元買

壹張獎券，就中了5億多元，

可謂壹本億利，更幸運的是

加州不對獎券彩金課稅，因

此除了逃不掉的聯邦稅，中

獎人可以實拿更多錢，只是

有個麻煩，身份不能保密。

加州法律規定必須公開

中獎人的姓名，可是專家強

調保護隱私至為重要，以免

天賜橫財遭到騙子和早就不

通聲息的親友覬覦。

在加州中獎的幸運兒可

選擇分30年領獎，或壹次領3

億 4520 萬元。即使扣掉 24%

聯邦稅，把8280萬元交給國

庫，還能拿到大約2億6240萬

元。

加州規定中獎人必須壹

年內出面領獎，因此中獎人

有充分時間安排策略。專家

建議找壹批對處理這種超級

大獎有經驗的專業團隊，包

括律師、會計師和理財顧問

，協助決定如何領獎和處理

獎金。

此外，知道妳中獎的人

愈少愈好，雖然可能瞞不住

家人。即使州法規定不能匿

名領獎，仍應盡量避免麻煩

，包括在出面領獎前關閉社

群賬戶，家裏如有傳統電話

線應申請不公開號碼。最重

要的是財不露白，不要有錢

就拼命揮霍引人側目。

兆彩獎券今年開出的超

級大獎，包括1月1日紐約州

長島 23名同事合中 4億 3700

萬元，3月1日新澤西州有人

中2億7300萬元。

這次除了中頭獎的獎

券，有170多萬張獎券得各種

較小的獎金，其中有三張猜

中除兆彩球之外的五個號

碼，可分別拿到100多萬元。

這些獎券分別在亞利桑納、

加州和華盛頓州賣出。

兆彩彩券下次將在11日

開獎，頭獎獎金回到400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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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為了迫使北約盟國土耳
其改變心意，放棄採購俄製S-400飛彈防空
系統，近日不斷加壓，甚至訂出7月31日的
期限，威脅安卡拉若不回心轉意，將停止訓練
土耳其F-35戰機駕駛，禁止已交付的F-35
戰機離開美國，並將安卡拉踢出F-35製造專
案。不過，面對華府節節升高的壓力，土耳其
似乎胸有成竹，根本沒在怕。據俄羅斯衛星通
訊社（Sputnik）引述土耳其親政府的《新曙
光報》（Yeni Safak）報導，就算美國禁止交
付F-35，安卡拉也有B、C、D備案，藉由向
中國採購殲-31，或是向俄羅斯買蘇-57戰機
來替代。

在華府頻頻施壓下，土耳其安全機構正積
極考慮，萬一向美方採購100架F-35戰機的

交易若真的流產，將轉而向中方或俄羅斯購買
5代隱形戰機。

「和1架約1億美元的F-35相比，這些
戰機以要價低廉而顯得突出，」 《新曙光報》
強調，此外， 「安卡拉已認為，就算F-35交
付了，由於它們直接受美方指揮控制，也會為
土耳其製造嚴重的安全問題。因此，沒人會為
了 『失去』 F-35感到遺憾。」

報導指出，備案除了向國外採購新型戰機
外，也包括土耳其國防部加速研發自製戰機。

而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Rostec）5月重
申，要是安卡拉買不成美國F-35戰機，願意
研究出售蘇-57給土耳其的可能。而今年稍早
一名航太業消息人士透露，蘇-57已獲得出口
許可。

誰怕誰！美拒賣F-35 土把殲-31當選項

（綜合報導）美國打算出售台灣20億美
元軍備，以確保萬一兩岸爆發衝突時，台軍能
靠自己撐一陣子。

提案的軍備包括108輛主戰坦克、250枚
刺針（Stinger）防空飛彈，還有409枚標槍
（Javelin）與 1,240枚拖式（TOW）反戰車
飛彈。

然而，美國《防務一號》（Defense One
）網11日的分析指出，如果台灣準備要打地
面戰，這些武器是沒問題。不過，解放軍要是
動武，將從海空兩路進行。台灣該採購的，應
該是趁解放軍登陸前，能阻止對岸攻勢最符合
成本效益的武器。

分析認為，長久以來，美國軍售台灣都取
決於一項錯誤的策略，那就是台灣只要強得足
以撐到美國介入就好了。然而，隨著解放軍戰
力提升，美國為了台灣和中方開戰，似乎成了
一筆愈來愈不划算的交易。

事實上，台灣可以從對岸汲取寶貴的經驗
。分析指出，解放軍為了限制美國在西太平洋
的軍力，建立了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

cess/Area Denial, A2AD）戰力，在發揮成本
效益的狀態下，反制美國航母戰鬥群和戰機。

提升雷達，感測器與飛彈技術的性能，增
加了戰爭中守方通常享有的優勢。而一旦爆發
衝突，解放軍就能靠由雷達，感測器和各式飛
彈形成的A2/AD網，讓昂貴的美國軍武付出
慘重的代價。分析認為，台灣應該善用這些技
術趨勢，把軍費集中花在建立本身的A2/AD
戰力上。

台灣一年的軍費為105億美元，遠比不上
對岸的2,390億美元。分析認為，無論在量，
還有許多方面的質上，解放軍都要優於台軍。
一旦爆發衝突，台灣無論部署戰機或軍艦，都
會在對岸的A2 / AD防禦範圍內，進一步加劇
了劣勢。

台灣軍費有限，在軍艦與戰機的數量上無
法和對岸匹敵，因此把軍費投資在能發揮最大
效益的武器上尤其重要。分析認為，無論坦克
和拖式等飛彈都做不到這點，但強而有力的
A2/AD網卻辦得到。

賣錯武器！ 外媒指美對台策略有問題

（綜合報導）即便美國國土安全部曾發布警
告大陸產製的無人機 「可能將敏感資料回傳北京
」 ，但是美國加州與其他數州的員警與消防部門
依然大量採用大陸製無人機。使用大陸大疆公司
無人機的加州警方說，他們很清楚國土安全部的
警告，警消部門有方法可以保護資料，也不必連
接到網路上。

《美國之音》報導說，大陸無人機大廠大疆
公司向美國警方和消防部門銷售無人機令美國政
府擔憂，最近還發出警告說，中國大陸製造的無
人機可能正在竊取敏感性資料。而在過去兩年中
，消防局在200多次部署中使用了大疆無人機。

最近加州佛蒙特市警消部門使用大疆無人機
營救一名失聰兒童，無人機的紅外攝像頭在夜間
看到孩子的身體，為急救人員提供了寶貴的資訊
。佛蒙特消防局官員克列文(Jeff Kleven)說，無
人機已經成為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
做很多情，包括救火、處理危險物品，以及搜索
和救援。

報導說，在美國國土安全部一再警告後，佛
蒙特消防部門的克列文說，這不是什麼新鮮事，

他們對存儲和傳輸資訊有當地語系化資料的方法
，這樣它就不會傳出去。還可以不連接到互聯網
，因為根本不需要通過互聯網傳輸東西。在系統
中可以隔離資料，他們對此充滿信心。

大疆公司人員表示，大約有1000個美國公共
安全部門使用無人機，大疆也與這些機構合作，
進行應對加州野火等災難的培訓和準備。而隨著
美國對無人機的擔憂加劇，大疆增加了為客戶提
供的安全和資料控制的種類。

佛蒙特市消防局的克列文說： 「在未來的10
年裡，這將像在救火車後面看到消防水龍帶一樣
常見，你將會有一架無人機在裡面。無人機收集
的情報是不可替代的。它真的變成了一個日常工
具。」

美國國土安全部今年5月公開警告，指中國
大陸製造的無人機可能正將敏感性資料傳送回大
陸製造商，並稱這種做法會對美國機構的資訊安
全帶來潛在威脅。報告雖未點名哪一家大陸無人
機製造商，但美國媒體都認為，美國官方指的正
是在近年發展快速的陸企大疆公司，該公司目前
已在北美擁有高達近80%的市佔率。

不顧華府反對 美警消部門大量採用陸製無人機

（綜合報導）自美國川普政府將中國大陸電信巨擘華為列入
出口管制黑名單後，引起國內外爭議。不僅美科技大廠Google
向美政府警告 「華為禁令反而有害美國國安」 之外，外媒更指出
，川普以 「美國第一」 與安全擔憂為由，四處遊說盟友勿用華為
5G設備，反而逼其加快自主研發， 「美國優先」 最終反而自食
其果。

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11日以〈華為禁令將讓
美國自食其果〉一文指出，基於資安考量，美國對華為的抵制始
於後者的5G基礎設施業務，試圖說服西方盟友拒絕讓華為參與
本國的5G網絡建設，結果成敗參半；但華為禁令一出，美國高
通等科技大場停止對華為貨供晶片，雖然造成一定影響，但只要
找到新的高端供應商，華為仍可繞過美國禁令。

報導指出，美國如Google科技大廠宣布中止華為手機安卓
系統更新，這一點對長期依賴安卓系統的使用者較傷，但隨者華
為之後宣布自主研發的 「鴻蒙」 以及 「方舟作業系統」 後，華為

宣布最晚2020年完成自主
研發，屆時將兼容全部的
安卓應用，讓美國的 「封
殺」 反而加快華為自給自
足的腳步。

該文表示，川普華為
禁令不僅加劇貿易戰，可
能已經改變了未來行動科
技與市場。若是四年前，
華為與Google之間科技差距甚大，一時無法追上，華為原本可
守著Google的生態系統不斷獲利，但如今受到外力迫使華為為
了自身生存而去挑戰Google的主導地位；而Google明白其主導
地位面臨的風險，開始請求美國政府讓安卓操作系統豁免於出口
禁令。但即使如此，華為與其他大陸企業已意識到貿易戰下的風
險，勢必採取斷然行動，即使川普同意Google的請求，華為仍

可能會繼續自主研發。
文章最後指出，川普政府政策不僅使全球網路朝向分裂成美

中兩大陣營，更扭曲了如Google等美國科技冠軍維持主導地位
。此等傲慢的民族主義貿易政策最終將自食其果，而賽局仍在進
行中。

華為禁令害到誰？外媒：美將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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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最長執政遇選舉關卡
留政治遺產目標尚未達成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累計在

任天數超過第壹代首相伊藤博文，位居歷代

第三。日本共同社刊發文章分析稱，在穩定

的內閣支持率背景下，這只是壹個通過點，

將 11月成為歷代執政最長的首相納入視

野。但其打造政治遺產的目標尚未達成。

繼續執政的關卡是夏季參院選舉。安倍力圖

以外交為舞臺，進壹步提振政權，但能否發

揮領導力依然存在課題。

文章指出，安倍6日對累計在任天數持

平歷代第三長向媒體發表感想稱：“基於第

壹次執政獲得的經驗，在第二次執政以後的

國政選舉中得到國民強有力的支持，才得以

走到今天。”

安倍壹直稱贊同為長州(山口縣)出身的

伊藤是“偉大的人物”、“特別的存在”。

伊藤從1885年起先後四次擔任首相，以起

草《大日本帝國憲法》為首主導了明治時期

日本的近代化。

文章稱，對於安

倍而言，在 2007 年參

院選舉中慘敗是“長

年的陰影”（自民黨

幹部語）。今年是時

隔12 年再次迎來的參院選舉和統壹地方

選舉雙雙舉行的“亥年選舉”之年。在5

月底的會議上，安倍毫不松懈地表示：

“選舉形勢總是很嚴峻，真是前途莫測。

對 12年前的深刻反省成為了政權運營的

基礎。”

安倍打算彰顯推進經濟、外交等政

策課題，指示官房長官菅義偉“不斷巡訪

地方”。自民黨幹部稱其目的在於“突顯出

與在野黨在執政能力方面的差異”。

文章指出，安倍6月將連續迎來重要日

程，包括中旬作為在職首相約41年來首次

訪問伊朗以及下旬的二十國集團（G20）大

阪峰會。朝野政黨內部也依然有看法認為，

安倍將在外交領域有突出表現並實施眾參兩

院同日選舉。

日本政權幹部表示：“首相對於今後的

政權運營正在極其慎重地考慮。不過壹旦決

定就將迅速推行。”

中尼專家學者共論喜馬拉雅區域合作與發展
綜合報導 中國社會科學論壇第

三屆喜馬拉雅區域研究國際研討會8

日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舉行。

該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

主席團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

與人類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西

藏智庫、尼中凱拉斯文化促進發展協

會、尼泊爾特裏布文大學尼泊爾與亞

洲研究中心承辦。來自中尼兩國的近

6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研討會。

尼中凱拉斯文化促進發展協會會

長仁增諾布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

“壹帶壹路”倡議為喜馬拉雅區域的

發展提供了新動力。在此過程中，由

於各國政治體制、社會制度、民族宗

教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也存在風險

因素，所以要加強溝通與合作，消除

風險源，避免風險的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

研究所所長王延中說，本次研討會主

要聚焦“壹帶壹路”與喜馬拉雅區域

互聯互通、中尼兩國關系發展、中尼

兩國與喜馬拉雅區域其它國家的合作

與發展這三個主題。各位專家學者進

行觀點的碰撞與交流，可助力“壹帶

壹路”倡議在本地區走深走遠。

在為期兩天的活動中，與會專家

學者將圍繞相關主

題進行7場專題報

告。其中，《中國

西藏》雜誌社社長

公保就中尼藏傳佛

教交流展開論述，

表示有關方面應進

壹步聚焦藏傳佛教

人才培養的共同目

標，並進壹步提升

藏傳佛教文化交流

交往水平，續寫新

時代中尼藏傳佛教

交流的美好篇章。尼泊爾特裏布文大

學人類學系教授於普勒蒂則介紹了尼

東部林布土著農民的生存歷史與現狀

，探索尼少數民族未來發展的空間與

方向。

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相關人員也

出席了該研討會。

日本陸基宙斯盾部署地調查出錯
因未統壹比例尺？

綜合報導 日本防衛省戰略企劃課課長

五味賢至透露，陸基宙斯盾部署地調查結果

出錯壹事，是因為沒有發現“高度”與“距

離”比例尺不同，而進行測量和計算等，導

致數值出錯。

五味賢至稱，此次的地圖數據使用了美國

谷歌公司利用衛星照片提供的“谷歌地球”服

務。在未發現用於計算仰角的“高度”與“距

離”比例尺不同的情況下，用尺測量後以三角

函數進行了計算。之後通過量角器予以確認。

他解釋稱：“沒有做好檢查工作。”

報道稱，出錯的是防衛省今年5月公布

的調查結果。除探討能否作為部署地的新屋

演習場外，對東北地區共19處地點中9處可

能遮擋雷達信號的山體仰角進行了調查，得

出的結果均大於實際數值。

誤差最大的是秋田縣男鹿市的“秋田國

家石油儲備基地”，實際約為4度的仰角被

記載為約15度。山形縣酒田市的國有林被多

記載了約5度。其他7處地點均出現了約2度

至約5度不等的誤差。

防衛省對媒體透露前，在秋田市內召開

了面向周邊居民的說明會。五味道歉稱“有

損信譽真的非常抱歉”，但強調了新屋演習

場的部署計劃不變。

周邊居民紛紛表示“無法相信”、“沒

有人能接受”、“今後或許還會出錯”，批

評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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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日來，印度多地遭遇極端天氣，高溫和

幹旱引發的水資源危機日益嚴重。印度警方稱，壹名

男子在印度南部壹場因水源而引發的沖突中喪生。

綜合報道，33歲的阿南德·巴布（D Anand Ba-

bu）在泰米爾納德邦坦賈武爾市與壹家四口發生沖

突後被毆打致死。當時這家人正用大塑料桶在公共水

龍頭處接水，而這名男子試圖阻止他們的行為。目

前，涉事者已被警方逮捕，調查仍在進行中。

警方稱，打人的是當地居民——48歲的庫馬

爾（Thanjavur。 Kumar）和他的三個兒子。事發

時，庫馬爾和他的兒子正在往自己的塑料桶裏裝

水，而這些水來自於附近的水箱。阿南德· 巴布

在看到這番場景後，便上前詢問，在現在如此缺

水的情況下，他們收集這麼多水是否應該。沒想

到這壹問，竟使事情發展失去了控制。庫馬爾和

他的三個兒子，不僅殘忍地毆打了阿南德· 巴布

，還用致命武器砍傷了他。

暴力事件發生後，阿南德· 巴布被立即送往

醫院，但第二天他就不治身亡。據悉，阿南德·

巴布的父親也在沖突中受傷。

據法新社報道，目前印度多個城市正面臨湖

泊及河流幹涸的問題。不少居民已經停止洗衣服

以減少用水。西部馬哈拉施特拉邦有農民也正急於尋找水源

灌飼農作物及禽畜。另有農民表示，已連續幾日沒有飲用水

供應，他們需要從附近村莊借水或用貨車運送飲用水。

此外，印度拉賈斯坦邦和北方邦等北部大片地區還遭遇熱浪侵

襲，有些地區的氣溫接近50攝氏度。對此，印度氣象局已發布極端

天氣紅色警報，預計印度中北部的高溫天氣還將持續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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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直達香港
首日車票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江鑫嫻、新
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國家防總秘書長、水
利部副部長兼應急管理部副部長葉建春11
日在國新辦政策吹風會上表示，當前全國
已進入主汛期，長江中下游、淮河、珠江
流域西江和北江等地將發生區域性較大洪
水，華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區可能發生較
重夏旱。

據氣象水文部門預測，今年主汛期中
國氣候狀況總體偏差，降水總體呈“南多
北少”分佈，江淮南部、江南、華南北部
較常年明顯偏多，西北東部明顯偏少。長
江中下游、淮河、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等
地將發生區域性較大洪水，黃河上中游、
海河南系、第二松花江、遼河等將發生局
地暴雨洪水；華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區可
能發生較重夏旱。

強降雨致廣東河源7死
此外，強降雨導致廣東河源市連平縣、

龍川縣與和平縣部分鄉鎮受災嚴重。河源市
政府通報，截至11日10時，已因災死亡7
人、失聯1人，受傷3人。全市受災人口11
萬餘人，倒塌房屋956間。10日下午起，河
源全市學校已經停課。廣東省氣象部門預
計，14日前廣東大部分地區的強降雨將持
續，多地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山洪、泥石流
和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風險高。

在江西，持續強降雨致洪澇災情加
重。記者11日從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獲
悉，本月6日以來的風雹洪澇災害已造成
該省73個縣（市、區）219.4萬人受災，
直接經濟損失41.2億元人民幣。

另據中國水利部水旱災害防禦司司長
田以堂介紹，厄爾尼諾現象對中國防汛抗
旱工作影響較大，造成有的地方多雨，有
的地方乾旱。為應對極端天氣事件，水利
部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安排七大流
域管理機構開展了防洪調度演練，以長江
1998 年大水、海河 1963 年大水、黃河
1982年大水、淮河2007年大水、松花江
1998年大水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典型洪水
為背景，進行了模擬演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報道）備
受港資關注的河北雄安新區此次也納入了香港
高鐵新的直達線路圖中。“在天津至保定高鐵
的白洋淀站，雄安新區旅客可乘天津西至香港
西九龍的高鐵列車直通香港。”中國鐵路總公
司有關部門負責人說。根據安排，白洋淀到香
港西九龍的高鐵途經石家莊、廣州南、深圳北
等站點，運行時間9小時18分，二等座票價為
1,053.5元人民幣。

截至目前，調圖首日（7月10日）白洋淀
到香港西九龍的高鐵車票已全部售罄。對此，
在雄安新區工作的商旅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雄安新區與香港實現高鐵聯通具
有里程碑意義。儘管目前雄安分公司與香港的
商務往來不多，但未來願意嘗試乘高鐵遊香
港。“相信雄安新區的交通網絡會越來越發
達，與世界的溝通會越來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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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寧鐵路局消息，7 月10日全國鐵路運行圖
重新調整後，廣西南寧將可直達香港，全程

運行時間3小時59分。而廣西梧州南站也將可以辦
理直通香港客運業務。據介紹，南寧至香港的列車
使用CRH380A動車組，經由南廣鐵路、廣深港高
鐵重聯開行，每天開行1對。

港人：方便桂港商務人士
香港國際經貿合作協會副主席、協豐供應鏈

集團創始人潘家穰已在廣西創業打拚了15年，他
感歎自己可以說是見證了桂港兩地往來交通“翻天
覆地”的變化。“以前從香港到南寧，最開始可能
一周只有一趟到現在每天一趟，而隨着高鐵、港珠
澳大橋的開通，來往香港和廣西可選擇的交通出行
方式也更豐富了，以後高鐵能直達南寧，我肯定會
更多選擇坐高鐵。”他也表示，便利的交通也將更
有利於吸引更多港商赴桂投資。“開通初期高鐵票
源肯定比較緊張，而且一天才有一班的班次安排還
是太少了，希望以後能逐漸開通多幾列班次，至少
能早、中、晚各安排一班，這樣會更方便常年往來
桂港兩地的商務人士。”

在廣西賀州投資的香港錦繡集團賀州國際康
養城項目負責人莊偉波則提議，廣西直達香港的高
鐵，途經桂林的高鐵若能在賀州停靠，將促進廣西
東部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桂港兩地來往日益
便利，賀州毗鄰粵港澳，是廣西與粵港澳地區經濟
融合、產業對接、文化交流的重要戰略支點，如若
香港直達高鐵在賀州設站停靠，也能進一步加快其
『東融』速度，加速桂港兩地經濟交流合作。”

另一條新開路線香港至山城重慶，全程只需要
7個半小時，西九龍站出發時間為14時53分，當日
22時25分到達重慶西站，全程1,342公里。回程重
慶西站的出發時間為上午8時20分，到達香港西九
龍站時間為15時57分。該車次沿途停靠站點包括遵
義、貴陽東、桂林西、肇慶東、廣州南和深圳北。

盼為站點所在城市吸客
目前，香港與重慶還未有直達高鐵，旅客需

要從桂林中轉。在重慶開茶餐廳的香港市民阿寶表
示，上個月自己從重慶乘坐高鐵回香港銅鑼灣，是
乘坐早上8時43分的D1863次列車，當日13時15
分到達桂林西站，然後再換乘G311次列車，13時
36分從桂林西站出發，16時55分到達香港西九龍
站。中途的換乘時間非常短，僅有21分鐘，稍稍
慢些就趕不上第二趟列車了。阿寶稱，非常期待直
達高鐵開通，免去換乘的麻煩，也更節約時間。

港鐵消息指出，高鐵於去年9月23日投入服
務以來，已接載超過1,300萬人次往返香港西九龍
站。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金澤培表示：“新增的14
個站點，都是廣受歡迎的旅遊景點。相信高鐵服務
提升後，會吸引更多旅客乘搭高鐵前往這些城
市。”

穗港直通車下月減三對
由於高鐵投入服務後，城際直通車乘客量下

跌，將由7月10日起減少三對來往紅磡站和廣州東
站的城際直通車。現時每日一班由紅磡站前往佛山
站的城際直通車將改以廣州東站為終點站。

南寧重慶等地可直達 港人盼未來加密班次

香港高鐵北上香港高鐵北上
下月新增下月新增1414站站 ■■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77

月月1010日起將由目前的日起將由目前的4444個增個增
至至5858個個。。圖為旅客在香港西九圖為旅客在香港西九
龍高鐵站過關龍高鐵站過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強降雨導致廣東河源因災死亡7人。圖為消防人
員轉移被困居民。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曾萍 重慶、廣西連線報

道）7月10日零時起，全國鐵路將實施新的列車運行圖暨暑期運

行圖，其中，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將由目前的44個增至58

個，香港可以搭乘高鐵直達重慶、廣西南寧等地。不少時常往來

廣西的港人聞訊十分興奮，還期待未來班次能夠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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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預留61小時審議修逃犯例
參考先例條文修正案合併辯論 梁君彥：按情況增減辯論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
11日發表牧函，呼籲各界應平心靜氣、理性思考，討論如何
解決爭議，避免社會陷入混亂；希望社會各界人士，以合法
的方式表達訴求，尤其是青年人更不應以身試法。

鄺保羅在牧函中表示，理解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
例》的原意，是為了填補法律漏洞，“然而，事件卻引起社
會激烈爭議，觸發各方面的深度不安與憂慮，甚至是不理性
的暴力衝突，令社會嚴重撕裂。”他為此呼籲各界，無論是
反對或贊成修例，在此時此刻都應平心靜氣、放緩步伐、理
性思考，討論如何解決爭議，避免社會陷入混亂。

他並呼籲所有基督徒，要為香港社會的安定與福祉懇切
禱告，祈求爭議圓滿解決。

鄺保羅籲青年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前刑事檢
控專員江樂士11日在香港大學一研討會上，再次
發聲支持修訂《逃犯條例》。

他指出，現時香港法律上的弱點，令殺人犯
和貪腐商人可以逃避法律制裁，然而香港對其他
司法管轄區和罪行中的受害人亦有責任，如果香
港孤立自己，不去幫助其他司法管轄區處理逃犯
問題，會損害彼此間的互信，亦令香港難向對方
提出司法協助請求。

江樂士在會上指出，現時有超過300名內地逃
犯在香港匿藏，來自全球的數字則暫時未知，這個
問題在任何司法管轄區都不會被容忍，香港亦有需
要處理，否則國際社會會認為香港只是“口講”要
打擊罪行，實際卻成為“逃犯的避風港”，不論其
所犯的罪行有多嚴重。

反對派聲稱修例後人人都會隨時被移交。江樂
士強調，建立移交逃犯的制度，和確實移交一名逃
犯有很大分別，就像英國除了和民主國家有引渡協
議，與獨裁國家等亦有，但他們並無向有關地方移
交逃犯，他深信香港也會這樣。

針對社會對修例的擔憂，江樂士強調修例後不
會有人因政見、種族、宗教等被移交，並指出絕大
多數罪行並無這樣的政治擔憂，尤其是處理入屋盜
竊、綁架和強姦等罪行時，應該沒有任何特別的困
難，再加上雙重犯罪原則、死刑不移交等，對被移
交者有強大的保障。

江樂士特別提到，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要
建立現代化的司法制度，內地法制亦不斷改善，例
如會排除非法證據等。

他直言當中還有可改進的地方，但不少批評其實對內地
法制了解甚少，只是基於恐懼。他亦不相信中央政府會向特
區政府發出非法的指令，要求移交逃犯。
江樂士表示，五十年不變至2047年後，沒有人會知道

到時會變成怎樣，但如果香港可以展示出自己作為國家負責
任的一部分，願意負責任地打擊罪行，現行制度繼續保留的
機會一定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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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截至11日
晚11時，“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已經籌集了
超過87萬個簽名，彰顯了支持修例的主流民
意。在聯盟11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聯盟召集
人、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表示，草案於今日進
行二讀是恰當的，民眾在表達完自己意見後，
應回歸理性，通過立法會的合法民意代表來表
決草案，而不是只聽“街頭政治”的意見。

黃英豪：辦座談助民釋疑
黃英豪表示，大聯盟中支持修例團體超過

340個，會員超過百萬，聯盟有實力和能力舉
辦相關“支持修例”的集會和遊行，但是目前
沒有組織“支持修例大遊行”的計劃，因為依
現有經驗來看，一些大型集會中，主辦單位再
有經驗、意願再良好，都難免出現一些騷亂和
衝突，不組織支持修例的“大遊行”並不是示
弱，而是希望香港可以安寧、恢復理性。

他續說，該聯盟會繼續舉辦更多座談會、
頻密接觸各界市民、加印更多解釋修例的宣傳單
張，以更好地為市民釋除疑慮，希望香港“沉默
的大多數”了解清楚條例背景，支持聯署。

黃英豪並強烈譴責9日遊行結束後的暴力
事件，希望警察能加強執法，該聯盟今日亦會
將瓶裝水和乾糧送去警察總部，分發給需要在
立法會執勤的警察，以表慰問，又強調示威遊
行是基本法保障的權利和自由，但希望大家回
歸理性，不要訴諸暴力。

黑客圖癱瘓大聯盟聯署網站
他又透露，曾有黑客試圖用DDoS（大流

量攻擊）來癱瘓大聯盟的聯署網站，攻擊的IP
地址主要來自美國、英國、台灣等，香港工作
人員及時分流處理。與反對派的“發水式聯
署”相比，該聯盟為保證聯署人數的準確性，
運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每日剔除假名等無效聯
署，截至目前，已剔除近15萬個。

鄧竟成：對周日暴行感痛心
香港警務處前處長、全國政協委員、聯盟

副召集人鄧竟成亦對周日的暴行感到痛心。他
說，一些年輕人戴着口罩，利用警察的克制來
發洩自己的情緒，甚至攻擊警察，很容易“搞
出人命”。

他強調，攜帶武器攻擊警察等暴力行為，
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接受的，他提醒年輕
人，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負法律責任，亦呼
籲市民要冷靜，不要人云亦云，“特區政府已
經做出承諾，如果不相信自己的政府，怎樣說
自己是香港人呢？”

聯盟冀港回復理性：不搞遊行免衝突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天琪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就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預留61小時去審議《2019年逃犯
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
案》，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11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一般法案正常審議五六個小
時，現時預留了10倍時間，是考慮到該法案在
反對派議員阻撓下，無法透過法案委員會作正
常審議，同時須平衡不可無窮無盡地作討論，
故認為梁君彥的安排恰當。她認為，若議員認
為61小時“不夠”，就應把握時間認真討論，
不應擾亂議會秩序，並反問︰“如果認真討
論，他們（反對派議員）有沒有那麼多論點
呢？”

范徐麗泰表示，在討論現行安排前，大家
應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並指出是反對派議員
刻意阻撓，令到有關法案委員會不能正常運
作，令到有關修訂草案無法逐字審議，故在
“直上大會”後，有需要給予更多時間去處
理。

她續說，但有關審議亦不能無窮無盡，讓
反對派議員一再拖延。她指出，即使將立法會
主席也計算在內，以70名議員作為基數，每人
每次發言15分鐘，每人都可以作出三四次的發
言，已經非常充分，“如果不作時間限制，這
個會永遠開不完。大家過往都看到，他們（反
對派議員）會拉布，覺得‘不過癮’時又會衝
上主席台、擲東西等。”

她認為，梁君彥的處理是想盡辦法令會議
暢順進行，並在到了某個階段可以有結論，故
認為梁君彥的安排合理。

正常法案討論五六小時已夠
對比過往的法案審議，范徐麗泰指一個正

常法案五六個小時討論應已足夠，“現在是
10倍的時間”，但在反對派的想法中，他們
根本不想有機會去討論有關法案，所以才會出
現法案委員會兩次開會都選不到主席的問題。

她補充，其後立法會亦在保安事務委員會

做補救，但仍不能令反對派滿意，可見他們的
目的就是要令法案無法通過。

范徐麗泰直言，反對派將《逃犯條例》修
訂說成是“惡法”，假如修例獲得通過，社會
發現“完全不是這回事”時，他們自然就達不
到目的，故現在就想盡辦法誤導市民，令大家
以為自己會受到影響。

她強調，《逃犯條例》與一般市民無關，
因為普羅大眾都不會犯這些嚴重罪行，更不會
跑到其他地方去犯這些罪行再逃回香港，根本
無可能被移交。

若反對派嫌少 應認真討論
范徐麗泰說，無論如何爭論，建制派和

“泛民”都無法說服彼此，不如講清楚自己的
重點，然後投票決定。她並認為，若反對派認
為61小時“不夠”，就應認真討論審議，不應
搗亂，“如果認真討論，他們（反對派議員）
有沒有那麼多論點呢？”

考慮反對派阻撓 范太：已留10倍時間

梁君彥11日見記者講述辯論安排，並表示已
和部分議員代表會面，徵詢了他們的意

見。他表示，明白社會關注這條具爭議的法案，
自己一如以往按照基本法、《議事規則》、過往
先例及其他相關因素來安排這個辯論。

他指出，香港保安局局長表明法案有時間緊迫
性，需要盡快處理，作為主席，他有責任確保立法
會有序、有效地處理立法會事務。根據終審法院的
裁決，主席可以在適合的時間結束辯論。同時，他
亦要照顧到議員有足夠及合理的時間辯論，履行審
議法案的憲制責任。

會議66句鐘 質詢5小時
考慮到法案的審議情況“前所未有”，沒有

經過法案委員會，但及後在保安事務委員會用了
20小時討論等相關因素後，梁君彥預留了66小
時去舉行本周和下周的兩個會議，其中有5小時

是質詢時間，餘下約61小時則用來審議法案，
除了逢周三、周四的會議外，本周五會加開4小
時會議，下周一二則會全日開會（見表）。

梁君彥直言，是次法案條文較少，大多互相
關連，與去年審議的“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相
若，“所以我會參照去年的審議安排，將所有條
文（及修正案）合併辯論，讓議員在發言時有更
大彈性。”

他說︰“如果議員能好好地運用辯論時間，
需要多些時間，我會彈性（處理）的。但如果議
員提出很多程序或規程問題，或議會秩序混亂，
而不能好好受控制，我亦會因應（情況）減少時
間。”

葛珮帆：若拉布多多時間都不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相信立法會

主席的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並檢視了過往法案

的審議情況去做決定。至於61小時夠不夠，她
指出之前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亦已作了20
小時的討論，坦言若反對派議員不斷點人數、提
“規程問題”、作出衝擊舉動，“多多時間都不
夠。”她期望，立法會議員可以理性議事、以理
服人，大家和而不同、動口不動手，“有問題的
話，就提出討論、辯論，最後就用民主的投票方
式去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大會日內恢復二讀辯論《2019年逃犯

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不少人都關注法案直上大會

後的辯論安排。立法會主席梁君彥11日表示，已預留66小時限時處理法案，包括

5小時質詢時間、61小時審議法案，有見法案的條文較少，大多互相關連，故會

將所有條文及修正案合併辯論，讓議員在發言時有更大彈性，他亦會按辯論時間

能否被好好運用去增減時間。有建制派議員認為，主席是次安排已經過深思熟

慮，並坦言若反對派議員拉布甚至暴力衝擊，“多多時間都不夠。”

兩會議共兩會議共6666小時分配安排小時分配安排
■質詢時間︰5小時
審議法案時間

■本周三、本周四︰17.5小時
■本周五（9:00-13:00）︰4小時
■下周一（9:00-20:00）︰11小時
■下周二（9:00-20:00）︰11小時
■下周三、周四︰17.5

資料來源︰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君彥與傳媒會面後梁君彥與傳媒會面後，，遭幾名反對派遭幾名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圍阻離場立法會議員圍阻離場，，及指着謾罵及指着謾罵。。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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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11日，華為公司攜手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金域醫

學在廣州宣佈，雙方在人工智能（AI）輔助宮頸癌篩查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識別僅需36秒，

判讀速度是人工的10倍，宮頸細胞學陽性病變檢出率超過99.9%，是全球已公佈AI輔助宮頸

癌篩查檢出率的最高水平。據悉，該技術條件成熟時將在金域醫學香港實驗室推廣。

助驗宮頸癌
華為AI全球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在取得AI輔助宮頸癌篩查
技術的重大成果中，華為雲“一站式AI
開發平台”ModelArts 從標註、訓練模
型、圖片判斷、推理等方面為AI模型的訓
練和應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華為雲AI高級
技術專家在發佈會上表示，ModelArts在斯坦
福的榜單上是排名世界第一，較排名第二的性能
要快4倍到5倍。而在算法層面，華為不斷迭代起
來的人工智能算法在模型精度和速度上也都達到了
業界領先水平。

據介紹，近期華為雲AI醫療團隊投入重兵，聚
焦解決醫療領域的重大技術難題，且已在肺結節檢
測、超聲測量、腦中風分割等多個醫療領域的頂
尖賽事上獲得業界領先水平。同時，以華為AI
昇騰系列芯片為代表的強大算力，有
力支撐了整個AI模型的訓練與推理
過程。

除了宮頸癌細胞病理診斷
外，華為雲在“醫療+AI”還
做了很多方向的探索。比如
在基因檢測，分佈式加速
測序能提升20倍。同時，
對醫療化驗單做OCR單
據文字識別，目前已經支持
300多家醫院化驗單據的

識別，準確率超過90%以上。此外，
還可以基於基因知識圖譜去構建基因
檢測報告的自動生成。

華為雲AI高級技術專家指出，華為雲
一直在探索AI的落地，“我們的優勢在算法
這一塊有豐富的算法庫、模型庫，也有通用的
一站式AI開發平台；同時，結合華為30年ICT
技術的積累，能提供最經濟的AI算力”。她說，
華為雲AI在過去兩年已在10大行業、300多個項
目做了很多合作，譬如在城市、製造、醫療、家庭、
物流、園區、汽車和互聯網等
行業進行很多實踐，力爭華
為雲+AI能夠成為行業智
能化升級的新
引擎。

華為昇騰芯片
支撐AI領先全球

據有關數據顯示，宮頸癌在全球僅次於乳腺癌成第
二大婦科癌症；而中國宮頸癌篩查的適齡婦女人

群超過3.5億人，目前中國註冊病理醫生不足2萬人，
以每百張床位配備1名到2名病理醫生的標準計算，其
缺口仍高達8萬到10萬人。

AI與專家經驗結合
為應對病理人才匱乏難題，人工智能輔助病理診

斷被業界認為是一個可行方案。據不完全統計，目前
中國內地已有超20個團隊正在開展人工智能輔助病理
診斷的探索。其中，華為雲與金域醫學的合作目前主
要集中在AI輔助宮頸癌篩查模型的開發。該項目帶頭
人、金域醫學病理中心主任羅丕福博士介紹，作為內
地領先的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金域目前在包括香港
等32個省市區都設有實驗室。本次開發基於金域歷年
來自內地31個省市區的4,350萬例宮頸細胞學篩查樣

本，從中挑選出的近20萬個圖像
塊，進行精準
標註和 AI 輔
助篩查模型訓
練。
羅丕福介

紹，目前已用
超過 2萬例樣
本數據的驗證
集，對該AI模
型 進 行 了 驗
證。驗證結果
表明，該模型
的排陰率為
61.9%，陰性

片判讀的準確率

高於99%，陽性病變的檢出率超過99.9%。這已經是
目前國際已公佈的AI輔助宮頸癌篩查的最高水平。

華為雲EI（企業智能）服務產品部總經理賈
永利表示，華為雲強大的算法、算力和一站式
AI開發平台，結合金域的大規模樣本和病理
學專家豐富經驗，最終使AI達到了病理專
家“助手”水平。“此次重大突破，正是
AI與專家經驗場景有效結合的證明。”

“本次成果是數字化醫療與精
準醫療的一項重要實踐，為未來
精準診斷惠及廣大人群提供了技
術和數據上的支持。”羅丕福
稱，若該成果得以落地應用，預期
可使病理醫生進行單次細胞學檢查的
工作量減少超過60%。據悉，細胞病理
醫生鏡下閱讀宮頸細胞塗片，通常平均
每例需花6分鐘，而AI識別僅需36秒，判
讀速度是人工的10倍。

續探乳腺等病理應用
與此同時，通過與AI提示的結果進行比對與相

互印證，醫生可以更方便、更準確地作出判讀，對宮
頸細胞學檢查的質量控制以及病理專業學生的培訓均
能帶來有效幫助。未來，一旦AI輔助宮頸癌篩查落地
應用和推廣，將可以大幅提升宮頸癌篩查服務覆蓋的
人群範圍與服務頻率，促進宮頸癌早篩早治。

據悉，本次成果也為AI在醫療領域中更廣泛的應
用場景打下了堅實基礎。接下來，金域醫學聯合華
為雲繼續進行大規模驗證，並啟動相關註冊申
請。雙方還將在乳腺、消化道、腎臟、血液等病
理AI的場景中尋求新的合作方向，探索更多
應用可能。

病變檢出率超病變檢出率超9999..99%% 識別僅識別僅3636秒快人工秒快人工1010倍倍

數字看
AI輔助宮頸癌篩查

基於4,350萬例宮頸細胞學篩查樣
本，從中挑選出的近20萬個圖像塊，

進行精準標註和AI輔助篩查模型訓練。

華為雲“一站式AI開發平台”從標註、訓
練模型、圖片判斷、推理等助力AI模型的訓

練和應用，達業界領先水平。

通過AI輔助宮頸癌篩查模型判讀速度，是人
工判讀速度的10倍。

AI輔助宮頸癌篩查模型在排陰率高於
60%的基礎上，陰性片判讀的正確率
高於99%，陽性病變的檢出率也超
過99.9%。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華為華為AIAI昇騰系列芯片有力昇騰系列芯片有力
支撐了整個支撐了整個AIAI模型的訓練與模型的訓練與
推理過程推理過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華為公司攜手金域醫學發佈人工智能輔助宮頸癌篩查研究成果華為公司攜手金域醫學發佈人工智能輔助宮頸癌篩查研究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AI■AI輔助宮頸癌篩查技術條件成熟時將輔助宮頸癌篩查技術條件成熟時將
在金域醫學的香港實驗室推廣在金域醫學的香港實驗室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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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直達香港
首日車票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江鑫嫻、新
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國家防總秘書長、水
利部副部長兼應急管理部副部長葉建春11
日在國新辦政策吹風會上表示，當前全國
已進入主汛期，長江中下游、淮河、珠江
流域西江和北江等地將發生區域性較大洪
水，華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區可能發生較
重夏旱。

據氣象水文部門預測，今年主汛期中
國氣候狀況總體偏差，降水總體呈“南多
北少”分佈，江淮南部、江南、華南北部
較常年明顯偏多，西北東部明顯偏少。長
江中下游、淮河、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等
地將發生區域性較大洪水，黃河上中游、
海河南系、第二松花江、遼河等將發生局
地暴雨洪水；華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區可
能發生較重夏旱。

強降雨致廣東河源7死
此外，強降雨導致廣東河源市連平縣、

龍川縣與和平縣部分鄉鎮受災嚴重。河源市
政府通報，截至11日10時，已因災死亡7
人、失聯1人，受傷3人。全市受災人口11
萬餘人，倒塌房屋956間。10日下午起，河
源全市學校已經停課。廣東省氣象部門預
計，14日前廣東大部分地區的強降雨將持
續，多地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山洪、泥石流
和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風險高。

在江西，持續強降雨致洪澇災情加
重。記者11日從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獲
悉，本月6日以來的風雹洪澇災害已造成
該省73個縣（市、區）219.4萬人受災，
直接經濟損失41.2億元人民幣。

另據中國水利部水旱災害防禦司司長
田以堂介紹，厄爾尼諾現象對中國防汛抗
旱工作影響較大，造成有的地方多雨，有
的地方乾旱。為應對極端天氣事件，水利
部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安排七大流
域管理機構開展了防洪調度演練，以長江
1998 年大水、海河 1963 年大水、黃河
1982年大水、淮河2007年大水、松花江
1998年大水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典型洪水
為背景，進行了模擬演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報道）備
受港資關注的河北雄安新區此次也納入了香港
高鐵新的直達線路圖中。“在天津至保定高鐵
的白洋淀站，雄安新區旅客可乘天津西至香港
西九龍的高鐵列車直通香港。”中國鐵路總公
司有關部門負責人說。根據安排，白洋淀到香
港西九龍的高鐵途經石家莊、廣州南、深圳北
等站點，運行時間9小時18分，二等座票價為
1,053.5元人民幣。

截至目前，調圖首日（7月10日）白洋淀
到香港西九龍的高鐵車票已全部售罄。對此，
在雄安新區工作的商旅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雄安新區與香港實現高鐵聯通具
有里程碑意義。儘管目前雄安分公司與香港的
商務往來不多，但未來願意嘗試乘高鐵遊香
港。“相信雄安新區的交通網絡會越來越發
達，與世界的溝通會越來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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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寧鐵路局消息，7 月10日全國鐵路運行圖
重新調整後，廣西南寧將可直達香港，全程

運行時間3小時59分。而廣西梧州南站也將可以辦
理直通香港客運業務。據介紹，南寧至香港的列車
使用CRH380A動車組，經由南廣鐵路、廣深港高
鐵重聯開行，每天開行1對。

港人：方便桂港商務人士
香港國際經貿合作協會副主席、協豐供應鏈

集團創始人潘家穰已在廣西創業打拚了15年，他
感歎自己可以說是見證了桂港兩地往來交通“翻天
覆地”的變化。“以前從香港到南寧，最開始可能
一周只有一趟到現在每天一趟，而隨着高鐵、港珠
澳大橋的開通，來往香港和廣西可選擇的交通出行
方式也更豐富了，以後高鐵能直達南寧，我肯定會
更多選擇坐高鐵。”他也表示，便利的交通也將更
有利於吸引更多港商赴桂投資。“開通初期高鐵票
源肯定比較緊張，而且一天才有一班的班次安排還
是太少了，希望以後能逐漸開通多幾列班次，至少
能早、中、晚各安排一班，這樣會更方便常年往來
桂港兩地的商務人士。”

在廣西賀州投資的香港錦繡集團賀州國際康
養城項目負責人莊偉波則提議，廣西直達香港的高
鐵，途經桂林的高鐵若能在賀州停靠，將促進廣西
東部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桂港兩地來往日益
便利，賀州毗鄰粵港澳，是廣西與粵港澳地區經濟
融合、產業對接、文化交流的重要戰略支點，如若
香港直達高鐵在賀州設站停靠，也能進一步加快其
『東融』速度，加速桂港兩地經濟交流合作。”

另一條新開路線香港至山城重慶，全程只需要
7個半小時，西九龍站出發時間為14時53分，當日
22時25分到達重慶西站，全程1,342公里。回程重
慶西站的出發時間為上午8時20分，到達香港西九
龍站時間為15時57分。該車次沿途停靠站點包括遵
義、貴陽東、桂林西、肇慶東、廣州南和深圳北。

盼為站點所在城市吸客
目前，香港與重慶還未有直達高鐵，旅客需

要從桂林中轉。在重慶開茶餐廳的香港市民阿寶表
示，上個月自己從重慶乘坐高鐵回香港銅鑼灣，是
乘坐早上8時43分的D1863次列車，當日13時15
分到達桂林西站，然後再換乘G311次列車，13時
36分從桂林西站出發，16時55分到達香港西九龍
站。中途的換乘時間非常短，僅有21分鐘，稍稍
慢些就趕不上第二趟列車了。阿寶稱，非常期待直
達高鐵開通，免去換乘的麻煩，也更節約時間。

港鐵消息指出，高鐵於去年9月23日投入服
務以來，已接載超過1,300萬人次往返香港西九龍
站。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金澤培表示：“新增的14
個站點，都是廣受歡迎的旅遊景點。相信高鐵服務
提升後，會吸引更多旅客乘搭高鐵前往這些城
市。”

穗港直通車下月減三對
由於高鐵投入服務後，城際直通車乘客量下

跌，將由7月10日起減少三對來往紅磡站和廣州東
站的城際直通車。現時每日一班由紅磡站前往佛山
站的城際直通車將改以廣州東站為終點站。

南寧重慶等地可直達 港人盼未來加密班次

香港高鐵北上香港高鐵北上
下月新增下月新增1414站站 ■■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77

月月1010日起將由目前的日起將由目前的4444個增個增
至至5858個個。。圖為旅客在香港西九圖為旅客在香港西九
龍高鐵站過關龍高鐵站過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強降雨導致廣東河源因災死亡7人。圖為消防人
員轉移被困居民。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曾萍 重慶、廣西連線報

道）7月10日零時起，全國鐵路將實施新的列車運行圖暨暑期運

行圖，其中，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將由目前的44個增至58

個，香港可以搭乘高鐵直達重慶、廣西南寧等地。不少時常往來

廣西的港人聞訊十分興奮，還期待未來班次能夠加密。



神州經濟

AA99神州民間
星期四 2019年6月13日 Thursday, June 13, 2019

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中國新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雄安直達香港
首日車票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江鑫嫻、新
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國家防總秘書長、水
利部副部長兼應急管理部副部長葉建春11
日在國新辦政策吹風會上表示，當前全國
已進入主汛期，長江中下游、淮河、珠江
流域西江和北江等地將發生區域性較大洪
水，華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區可能發生較
重夏旱。

據氣象水文部門預測，今年主汛期中
國氣候狀況總體偏差，降水總體呈“南多
北少”分佈，江淮南部、江南、華南北部
較常年明顯偏多，西北東部明顯偏少。長
江中下游、淮河、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等
地將發生區域性較大洪水，黃河上中游、
海河南系、第二松花江、遼河等將發生局
地暴雨洪水；華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區可
能發生較重夏旱。

強降雨致廣東河源7死
此外，強降雨導致廣東河源市連平縣、

龍川縣與和平縣部分鄉鎮受災嚴重。河源市
政府通報，截至11日10時，已因災死亡7
人、失聯1人，受傷3人。全市受災人口11
萬餘人，倒塌房屋956間。10日下午起，河
源全市學校已經停課。廣東省氣象部門預
計，14日前廣東大部分地區的強降雨將持
續，多地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山洪、泥石流
和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風險高。

在江西，持續強降雨致洪澇災情加
重。記者11日從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獲
悉，本月6日以來的風雹洪澇災害已造成
該省73個縣（市、區）219.4萬人受災，
直接經濟損失41.2億元人民幣。

另據中國水利部水旱災害防禦司司長
田以堂介紹，厄爾尼諾現象對中國防汛抗
旱工作影響較大，造成有的地方多雨，有
的地方乾旱。為應對極端天氣事件，水利
部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安排七大流
域管理機構開展了防洪調度演練，以長江
1998 年大水、海河 1963 年大水、黃河
1982年大水、淮河2007年大水、松花江
1998年大水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典型洪水
為背景，進行了模擬演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報道）備
受港資關注的河北雄安新區此次也納入了香港
高鐵新的直達線路圖中。“在天津至保定高鐵
的白洋淀站，雄安新區旅客可乘天津西至香港
西九龍的高鐵列車直通香港。”中國鐵路總公
司有關部門負責人說。根據安排，白洋淀到香
港西九龍的高鐵途經石家莊、廣州南、深圳北
等站點，運行時間9小時18分，二等座票價為
1,053.5元人民幣。

截至目前，調圖首日（7月10日）白洋淀
到香港西九龍的高鐵車票已全部售罄。對此，
在雄安新區工作的商旅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雄安新區與香港實現高鐵聯通具
有里程碑意義。儘管目前雄安分公司與香港的
商務往來不多，但未來願意嘗試乘高鐵遊香
港。“相信雄安新區的交通網絡會越來越發
達，與世界的溝通會越來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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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寧鐵路局消息，7 月10日全國鐵路運行圖
重新調整後，廣西南寧將可直達香港，全程

運行時間3小時59分。而廣西梧州南站也將可以辦
理直通香港客運業務。據介紹，南寧至香港的列車
使用CRH380A動車組，經由南廣鐵路、廣深港高
鐵重聯開行，每天開行1對。

港人：方便桂港商務人士
香港國際經貿合作協會副主席、協豐供應鏈

集團創始人潘家穰已在廣西創業打拚了15年，他
感歎自己可以說是見證了桂港兩地往來交通“翻天
覆地”的變化。“以前從香港到南寧，最開始可能
一周只有一趟到現在每天一趟，而隨着高鐵、港珠
澳大橋的開通，來往香港和廣西可選擇的交通出行
方式也更豐富了，以後高鐵能直達南寧，我肯定會
更多選擇坐高鐵。”他也表示，便利的交通也將更
有利於吸引更多港商赴桂投資。“開通初期高鐵票
源肯定比較緊張，而且一天才有一班的班次安排還
是太少了，希望以後能逐漸開通多幾列班次，至少
能早、中、晚各安排一班，這樣會更方便常年往來
桂港兩地的商務人士。”

在廣西賀州投資的香港錦繡集團賀州國際康
養城項目負責人莊偉波則提議，廣西直達香港的高
鐵，途經桂林的高鐵若能在賀州停靠，將促進廣西
東部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桂港兩地來往日益
便利，賀州毗鄰粵港澳，是廣西與粵港澳地區經濟
融合、產業對接、文化交流的重要戰略支點，如若
香港直達高鐵在賀州設站停靠，也能進一步加快其
『東融』速度，加速桂港兩地經濟交流合作。”

另一條新開路線香港至山城重慶，全程只需要
7個半小時，西九龍站出發時間為14時53分，當日
22時25分到達重慶西站，全程1,342公里。回程重
慶西站的出發時間為上午8時20分，到達香港西九
龍站時間為15時57分。該車次沿途停靠站點包括遵
義、貴陽東、桂林西、肇慶東、廣州南和深圳北。

盼為站點所在城市吸客
目前，香港與重慶還未有直達高鐵，旅客需

要從桂林中轉。在重慶開茶餐廳的香港市民阿寶表
示，上個月自己從重慶乘坐高鐵回香港銅鑼灣，是
乘坐早上8時43分的D1863次列車，當日13時15
分到達桂林西站，然後再換乘G311次列車，13時
36分從桂林西站出發，16時55分到達香港西九龍
站。中途的換乘時間非常短，僅有21分鐘，稍稍
慢些就趕不上第二趟列車了。阿寶稱，非常期待直
達高鐵開通，免去換乘的麻煩，也更節約時間。

港鐵消息指出，高鐵於去年9月23日投入服
務以來，已接載超過1,300萬人次往返香港西九龍
站。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金澤培表示：“新增的14
個站點，都是廣受歡迎的旅遊景點。相信高鐵服務
提升後，會吸引更多旅客乘搭高鐵前往這些城
市。”

穗港直通車下月減三對
由於高鐵投入服務後，城際直通車乘客量下

跌，將由7月10日起減少三對來往紅磡站和廣州東
站的城際直通車。現時每日一班由紅磡站前往佛山
站的城際直通車將改以廣州東站為終點站。

南寧重慶等地可直達 港人盼未來加密班次

香港高鐵北上香港高鐵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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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1010日起將由目前的日起將由目前的4444個增個增
至至5858個個。。圖為旅客在香港西九圖為旅客在香港西九
龍高鐵站過關龍高鐵站過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強降雨導致廣東河源因災死亡7人。圖為消防人
員轉移被困居民。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曾萍 重慶、廣西連線報

道）7月10日零時起，全國鐵路將實施新的列車運行圖暨暑期運

行圖，其中，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將由目前的44個增至58

個，香港可以搭乘高鐵直達重慶、廣西南寧等地。不少時常往來

廣西的港人聞訊十分興奮，還期待未來班次能夠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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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直達香港
首日車票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江鑫嫻、新
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國家防總秘書長、水
利部副部長兼應急管理部副部長葉建春11
日在國新辦政策吹風會上表示，當前全國
已進入主汛期，長江中下游、淮河、珠江
流域西江和北江等地將發生區域性較大洪
水，華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區可能發生較
重夏旱。

據氣象水文部門預測，今年主汛期中
國氣候狀況總體偏差，降水總體呈“南多
北少”分佈，江淮南部、江南、華南北部
較常年明顯偏多，西北東部明顯偏少。長
江中下游、淮河、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等
地將發生區域性較大洪水，黃河上中游、
海河南系、第二松花江、遼河等將發生局
地暴雨洪水；華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區可
能發生較重夏旱。

強降雨致廣東河源7死
此外，強降雨導致廣東河源市連平縣、

龍川縣與和平縣部分鄉鎮受災嚴重。河源市
政府通報，截至11日10時，已因災死亡7
人、失聯1人，受傷3人。全市受災人口11
萬餘人，倒塌房屋956間。10日下午起，河
源全市學校已經停課。廣東省氣象部門預
計，14日前廣東大部分地區的強降雨將持
續，多地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山洪、泥石流
和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風險高。

在江西，持續強降雨致洪澇災情加
重。記者11日從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獲
悉，本月6日以來的風雹洪澇災害已造成
該省73個縣（市、區）219.4萬人受災，
直接經濟損失41.2億元人民幣。

另據中國水利部水旱災害防禦司司長
田以堂介紹，厄爾尼諾現象對中國防汛抗
旱工作影響較大，造成有的地方多雨，有
的地方乾旱。為應對極端天氣事件，水利
部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安排七大流
域管理機構開展了防洪調度演練，以長江
1998 年大水、海河 1963 年大水、黃河
1982年大水、淮河2007年大水、松花江
1998年大水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典型洪水
為背景，進行了模擬演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報道）備
受港資關注的河北雄安新區此次也納入了香港
高鐵新的直達線路圖中。“在天津至保定高鐵
的白洋淀站，雄安新區旅客可乘天津西至香港
西九龍的高鐵列車直通香港。”中國鐵路總公
司有關部門負責人說。根據安排，白洋淀到香
港西九龍的高鐵途經石家莊、廣州南、深圳北
等站點，運行時間9小時18分，二等座票價為
1,053.5元人民幣。

截至目前，調圖首日（7月10日）白洋淀
到香港西九龍的高鐵車票已全部售罄。對此，
在雄安新區工作的商旅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雄安新區與香港實現高鐵聯通具
有里程碑意義。儘管目前雄安分公司與香港的
商務往來不多，但未來願意嘗試乘高鐵遊香
港。“相信雄安新區的交通網絡會越來越發
達，與世界的溝通會越來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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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寧鐵路局消息，7 月10日全國鐵路運行圖
重新調整後，廣西南寧將可直達香港，全程

運行時間3小時59分。而廣西梧州南站也將可以辦
理直通香港客運業務。據介紹，南寧至香港的列車
使用CRH380A動車組，經由南廣鐵路、廣深港高
鐵重聯開行，每天開行1對。

港人：方便桂港商務人士
香港國際經貿合作協會副主席、協豐供應鏈

集團創始人潘家穰已在廣西創業打拚了15年，他
感歎自己可以說是見證了桂港兩地往來交通“翻天
覆地”的變化。“以前從香港到南寧，最開始可能
一周只有一趟到現在每天一趟，而隨着高鐵、港珠
澳大橋的開通，來往香港和廣西可選擇的交通出行
方式也更豐富了，以後高鐵能直達南寧，我肯定會
更多選擇坐高鐵。”他也表示，便利的交通也將更
有利於吸引更多港商赴桂投資。“開通初期高鐵票
源肯定比較緊張，而且一天才有一班的班次安排還
是太少了，希望以後能逐漸開通多幾列班次，至少
能早、中、晚各安排一班，這樣會更方便常年往來
桂港兩地的商務人士。”

在廣西賀州投資的香港錦繡集團賀州國際康
養城項目負責人莊偉波則提議，廣西直達香港的高
鐵，途經桂林的高鐵若能在賀州停靠，將促進廣西
東部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桂港兩地來往日益
便利，賀州毗鄰粵港澳，是廣西與粵港澳地區經濟
融合、產業對接、文化交流的重要戰略支點，如若
香港直達高鐵在賀州設站停靠，也能進一步加快其
『東融』速度，加速桂港兩地經濟交流合作。”

另一條新開路線香港至山城重慶，全程只需要
7個半小時，西九龍站出發時間為14時53分，當日
22時25分到達重慶西站，全程1,342公里。回程重
慶西站的出發時間為上午8時20分，到達香港西九
龍站時間為15時57分。該車次沿途停靠站點包括遵
義、貴陽東、桂林西、肇慶東、廣州南和深圳北。

盼為站點所在城市吸客
目前，香港與重慶還未有直達高鐵，旅客需

要從桂林中轉。在重慶開茶餐廳的香港市民阿寶表
示，上個月自己從重慶乘坐高鐵回香港銅鑼灣，是
乘坐早上8時43分的D1863次列車，當日13時15
分到達桂林西站，然後再換乘G311次列車，13時
36分從桂林西站出發，16時55分到達香港西九龍
站。中途的換乘時間非常短，僅有21分鐘，稍稍
慢些就趕不上第二趟列車了。阿寶稱，非常期待直
達高鐵開通，免去換乘的麻煩，也更節約時間。

港鐵消息指出，高鐵於去年9月23日投入服
務以來，已接載超過1,300萬人次往返香港西九龍
站。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金澤培表示：“新增的14
個站點，都是廣受歡迎的旅遊景點。相信高鐵服務
提升後，會吸引更多旅客乘搭高鐵前往這些城
市。”

穗港直通車下月減三對
由於高鐵投入服務後，城際直通車乘客量下

跌，將由7月10日起減少三對來往紅磡站和廣州東
站的城際直通車。現時每日一班由紅磡站前往佛山
站的城際直通車將改以廣州東站為終點站。

南寧重慶等地可直達 港人盼未來加密班次

香港高鐵北上香港高鐵北上
下月新增下月新增1414站站 ■■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77

月月1010日起將由目前的日起將由目前的4444個增個增
至至5858個個。。圖為旅客在香港西九圖為旅客在香港西九
龍高鐵站過關龍高鐵站過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強降雨導致廣東河源因災死亡7人。圖為消防人
員轉移被困居民。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曾萍 重慶、廣西連線報

道）7月10日零時起，全國鐵路將實施新的列車運行圖暨暑期運

行圖，其中，內地聯通香港的高鐵車站將由目前的44個增至58

個，香港可以搭乘高鐵直達重慶、廣西南寧等地。不少時常往來

廣西的港人聞訊十分興奮，還期待未來班次能夠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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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康家庭買“磚”信心勝買股
交銀景氣指數下滑 經濟存下行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惠譽最新評級預計，由於近期的不確定性繼續拖
累市場情緒，今年中國內地風險敞口（MCE）將進一步下降。去年
外資銀行（包括香港銀行）的MCE僅上升1.5%，這意味着去年下半
年的MCE比上半年下滑0.2%，而與2017年18%的增幅相比也是大
幅下降。

惠譽稱，鑒於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和中國經濟放緩帶來的不利因
素日益加劇，去年下半年MCE的下滑與該行的預期一致。尤其是
歐洲、英國和北美銀行的MCE在2018年總共下降7%。

相比之下，香港銀行的MCE在2018年升6%，首次突破1萬億美
元。得益MCE在其他地區的收縮，香港銀行在外資銀行MCE的佔比
從過去幾年的48%增至51%。

惠譽預計，鑒於香港銀行與中國的結構性連繫，其在中期內將
繼續成為支持總體MCE增長的最大貢獻者。而與其他亞太地區銀
行相比，澳門、韓國和台灣的銀行與中國內地的聯繫更加緊密，因
此也錄得溫和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為促
進中國汽車消費，新版車輛購置稅將從7月起實施，
其中計稅方式按車輛最終成交價格計算，意味着購置
稅較此前優惠。消費者表示，對於折扣力度大的車型
而言，購買成本下降無疑，但就怕部分熱門車會被經
銷商加價，那到時稅費反而會出現更高情況。

據中國財政部發佈最新車輛購置稅政策，7月1
日起新版《車輛購置稅法》正式實施，儘管車輛購置
稅的稅率依然為10%，但消費者購買車輛的應繳稅款
將取決於實際支付金額。

有換車意向的消費者林先生向記者表示，新政意
味着今後購置稅是按照裸車實際成交價來支付，此前
則是按照廠家指導價來支付。以一輛指導價格是價格
20萬元（人民幣，下同）、實際售價是18萬元的車
來說，新政前購置稅約為17,699元，新政後的稅費則
為15,929元，便宜1,770元。

不過林先生亦有擔憂之處，他指出，對於一些折
扣力度較大的車型來說，的確意味着購置稅可以便宜
一些。但通常一些熱門車型在4S店內是要加價出售
的，如按實際價格計算稅率，反而會變得更高。

報告稱，4月至5月國民經濟總體運行
平穩，但受國際環境影響，整體經濟

存在下行壓力。本期交銀中國財富景氣指
數較上期下滑3個百分點至135點，三項一
級指標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收入增
長指數下降4個百分點，經濟景氣指數下
降3個百分點，投資意願指數下降2個百分
點。

流動資產投資意願低企
投資意願指數較上期下降2個百分點

至121點。其中，流動資產投資意願指數
下滑4個百分點，降至去年以來最低位。
至於現在流動資產投資行為指數下降3個
百分點，預期流動資產投資意願指數下滑
5個百分點。

貴金屬股票基金意願減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

建偉分析，調研期間股市、基市總體呈較
弱趨勢，中小板、創業板持續下行，使得
小康家庭對流動資產投資持謹慎態度。小
康家庭對各類投資理財產品的投資意願漲

跌不一，上漲較為明顯的有銀行理財產
品、期貨和外匯投資，而下降較多的則為
貴金屬、股票和基金。

不動產投資意願持平
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與上期持平。其

中，當前不動產投資行為指數上升1個百
分點，預期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下滑1個
百分點。

5月以來，房地產銷售有所回暖，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銷售面積同比上漲，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保持高位，房價增速
相對平穩。5月 6日，國家發改委重申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並強
調應該始終把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這個底
線堅持好。同時，住建部再次發聲遏制投
機炒房，房地產調控依舊以穩房價、穩租
金為目標。

唐建偉指出，從調研來看，調控政策
起到一定的成效。本期持有2套及以上住
房的小康家庭對不動產的投資意願降低，
而剛需和改善型購房者對未來投資意願仍
然保持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交通銀行11日在上海發

佈最新一期《交銀中國財富景氣指數報告》稱，近來由於中國資本市

場行情整體低迷，令中國小康家庭流動資產投資意願，降至去年以來

最低位；小康家庭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則與上期持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豪 上海報道）雖然中國人民銀
行行長易綱表示並不認為人民
幣匯率的某個具體數字更重
要，但11日人民幣中間價仍強
於市場預期，加上人行將於月
內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行票
據。外匯交易員認為，這都延
續此前監管層穩定市場預期的
思路，並沒有因為易綱行長的
講話而改變，市場做空人民幣
動力減弱，11日人民幣大漲收
復周一跌幅。
11 日 人民幣中間價報

6.8930 ，小幅下調5點。人行
將在港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的
消息公佈後，離岸人民幣在60
分鐘內迅速拉升上300多個基
點，之後離岸人民幣和在岸人
民幣價格基本持穩，維持在
6.93和 6.91附近。至下午4時
30分，人民幣官方即期報收於
6.9138，較上日升0.28%或194
基點。至11日晚10時，人民幣
離岸價報6.9228。

人行仍希望人幣匯率穩定
交易員表示，從11日的中

間價可以看出人行還是希望維
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而易綱的
講話也是給市場打預防針，萬
一G20後美國繼續加徵關稅，
人民幣貶值大家也有預期。短
期人民幣料在6.93、6.95等關
鍵點位反覆試探，整體貶值空
間有限。

交銀：匯率獲基本面支撐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

平11日在中國財富指數發佈會
上表示，人幣匯率將獲得基本
面的支撐，使得其在合理均衡
區間運行。未來貿易戰若繼續
升級，人幣貶值壓力還將加
大，當前是最好發揮匯率彈性
作用的時候，中國經濟基本面
和相關政策將更成熟的應對上
述變化。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

原司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盛松成也強調，近期央行提及的
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與保持人民
幣匯率基本穩定，這二者並不矛
盾，而且是相統一的。

惠譽料中國風險敞口再降

新版車輛購置稅 消費者憂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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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家庭對小康家庭對
貴金屬貴金屬、、股票股票
和基金的投資和基金的投資
意 願 下 降 較意 願 下 降 較
多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消費者憂慮部分熱門車會被經銷商加價有消費者憂慮部分熱門車會被經銷商加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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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了嗎?
您的房子在哈維颶風中

請即查詢:recovery.houstontx.gov/survey 
或致電:832-393-0550。

而且過程很容易
您可以在這裡得到幫助

（中央社）台北地院與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今天合作試辦平台，提供民眾專業、免費
、迅速的（訴訟外）解決紛爭。金評中心評
議決定民眾獲賠為100萬元以下金額時，銀
行或保險公司就必須支付。

司法院民國106年底推出 「訴訟外紛爭
解決（ADR）機構查詢平台」 ，提供民眾方
便、簡易而快速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構及相
關資訊查詢平台。這種利用訴訟以外的方式
解決紛爭，稱為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
英文名稱為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簡稱為ADR。

為擴大ADR處理私權糾紛以及金融交易
活動及金融服務業的總行或總公司多數集中
在台北巿，台北地方法院與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金評中心）合作，今天起試辦
案件轉介合作。

法院受理民眾有關於金融服務業間消費

紛爭時，包含銀行（投資連動債、TRF、信
託、信用卡點數升等、停車），保險（理賠
，一般意外險，手術理賠，交通事故汽車車
體險，投資型保單），證券（期貨、股票）
等，個案將轉介到金評中心，由專人專線協
助解決紛爭，且金評中心評議決定民眾獲賠
為新台幣100萬元以下金額時，銀行或保險
公司就必須支付，有其拘束力。

台北地院民事庭長姜悌文舉例，民國
106年TRF人民幣遠期契約爭議案件，後來
金評中心受理290件，調解成立272件，只
有少數案件進入法院審理。

司法院民事廳長李國增則說，因金融消
費案件，有其專業，交由金評中心先行解決
紛爭，將可疏減訟源並提升審判效能，期待
今天建立的轉介平台，也增進人民對於司法
的信賴。

北院啟動轉介機制 更專業迅速處理金融消費紛爭

（中央社）連日來間歇性大雨，造成苗
栗縣通霄鎮苗40線道路地基流失，造成路旁
的3根水泥電桿歪斜、電線脫落，苗栗縣議
員張顧礫今天會同工作人員前往勘查，初步
判斷沒有立即性危險。

張顧礫指出，11日大雨過後接獲民眾通
報，苗40線水坡活動中心往通霄坪頂方向，
路邊駁坎疑似遭到雨水沖刷、土石流失，導
致掛設台電公司、中華電信以及有線電視纜
線的3根水泥電桿傾斜，電纜脫落。

通霄警分局員警與地方巡守隊成員已在
現場拉起封鎖線，並通知台電公司等工程單
位前往搶修，雖然並未造成人員傷亡，不過
附近居民經過看到路基流失的情況，還是心
驚膽跳。

警方指出，該路段因路基土石遭到掏空
，在苗40線馬路上出現長約20至30公尺的
裂縫，縫隙最寬達10公分左右，目前僅開放
單向通車，呼籲用路人行經時小心慢行，以
避免發生意外。

疑大雨掏空土石 苗40線地基流失

（中央社）台中市姚姓運鈔員因積欠賭債，今
年3月間陸續侵占運鈔車內鈔匣現金新台幣1337
萬多元，事後姚男棄職潛逃，他被警方逮捕時共找
回843萬餘元，檢方今天依業務侵占罪嫌將他起訴
。

台灣台中地方檢察署起訴書指出，40歲姚姓
男子於民國101年起擔任保全公司運鈔員，工作內
容為將盛裝鈔票的鈔匣載運至各銀行自動櫃員機，
於自動櫃員機操作查看剩餘舊鈔及補充新鈔。

姚男因積欠賭債需款孔急，於108年3月14日
至3月21日間，在前往醫院、大賣場與超商等地補
鈔時，向同組楊姓運鈔員佯稱要下車取卡或買彩券
，為免運鈔車感應器誤報，向楊男借用運鈔車感應
扣，待楊男下車之際，陸續將運鈔車上鈔匣內的
1530萬3000元侵吞。

3月21日姚男在楊男下車之際，欲將先前侵占
的200萬元補回鈔匣內，以掩飾侵占行為，慌亂中
僅回補193萬1000元，故總計侵占金額為1337萬
2000元。

隔日保全公司中部管理處接獲整鈔中心通報指
出，有鈔匣短少6萬9000元，管理處與姚男聯絡
，詢問有無遺落款項，姚男得知犯行敗露棄職潛逃
，警方獲報後3月28日下午3時多在南投縣草屯鎮
將姚男拘提到案，扣得現金843萬4300元。

檢方查出，姚男得手贓款後，將其中320萬拿
去投注彩券、80萬投注網路簽賭、34萬存入友人
帳戶，其餘不詳金額償還賭債。

台中地檢署檢察官依據證人證詞、監視錄影畫
面、簽賭記錄與查扣贓款等證據，今天依業務侵占
罪嫌將姚男起訴。

運鈔員監守自盜1337萬 檢方業務侵占罪起訴

（中央社）桃園市桃園區今晚7時許傳出歹徒持槍彈挾持人
質案。警政署長陳家欽趕赴現場坐鎮指揮，並以人質安全為最高
考量，且警署也調派維安特勤隊等配備精良裝備等警力前往現場
支援。

今晚7時許，有2名分持長短槍、手榴彈的歹徒闖入桃園區
三民路靠近桃園市議會附近的一間中古車行，車行內共8人遭挾
持，桃園市警方獲報後火速趕往現場，警方已先把三民路沿線封
路，並與歹徒對峙中。

警方初步調查，歹徒疑為正義會成員，具幫派背景，過程中
有員警進入車行與歹徒談判，目前有2名人質先行被釋放，但現
場一度傳出疑槍響聲，警匪雙方仍在持續僵持。

警政署說，為因應桃園挾持人質事件，陳家欽已赴現場坐鎮

，並以人質安全為最高
考量，並即時調派配配
精良裝備的維安特勤隊
及刑事局除暴特勤隊等
警力趕往桃園支援，呼
籲桃園市民勿前往現場
圍觀，應避開管制路段
，才有利警方執行維安
勤務。

刑事局長黃明昭也
接獲陳家欽指示，率刑事局除暴特勤隊及偵查第一大隊到達現場
，維安特勤隊已在現場待命。

警方針對附近交通進行管制，周邊交通出現堵塞，為避免網
友過多PO文及現場照片激怒歹徒，甚至讓歹徒知道警方行動。
警方呼籲，確認人質平安前，不要透過臉書發布相關訊息。

桃園持槍歹徒挾持人質案警政署長坐鎮指揮

讚郭台銘行政能力讚郭台銘行政能力 柯文哲柯文哲：：要職不會給無經驗者要職不會給無經驗者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圖圖））1212日在市政大樓日在市政大樓1111樓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樓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是大老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是大老

闆闆，，行政能力可以信任行政能力可以信任，，通常生死交關的位子不會交給一個無經驗的人通常生死交關的位子不會交給一個無經驗的人。。

環團籲將大潭藻礁暫定為自然地景環團籲將大潭藻礁暫定為自然地景
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1212日上午在台北舉辦日上午在台北舉辦 「「小英救藻礁小英救藻礁 藻礁護台灣藻礁護台灣」」 記者會記者會，，希望總統蔡英文希望總統蔡英文

立即諭令保育機關啟動文化資產保存法立即諭令保育機關啟動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大潭藻礁暫定為自然地景將大潭藻礁暫定為自然地景。。

賴清德林口竹林山觀音寺參香祈福賴清德林口竹林山觀音寺參香祈福
民進黨總統初選民調持續進行民進黨總統初選民調持續進行，，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前右前右33））1212日上午前往林口竹林日上午前往林口竹林

山觀音寺參拜祈福山觀音寺參拜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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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我们，故宫见。”
5 月 4 日，韩国籍主席崔香在江苏

南京宣布，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
赛决赛将在故宫举行。20 天后，紫禁
城如约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场辩
论赛。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华语辩论
赛事，本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赛
区 遍 及 全 球 ， 除 内 地 各 地 的 赛 区
外，还设立了 8 个海外赛区，共吸引
来自四大洲 535 支参赛队参与。

海外名校表现亮眼

崔香的另一个身份是韩国延世
大学辩手、延世大学中文系大二学
生。本届比赛中她获胜两场，并获
一场单场最佳辩手，延世大学也以
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阶段。

看到赛 场 上 唇 枪 舌 剑 的 崔 香 ，
很 多 人 不 相 信 她 的 辩 龄 还 不 到 一
年，而且她和辩论的结缘纯属巧合
——在韩国，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教
育处每年都要举办“全韩中文辩论
赛 ”。 这 个 赛 事 的 特 别 之 处 在 于 ，

要求参赛的 4 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
名韩国人。几年前，崔香抱着“试
试吧”的心态报名参赛，顺利加入
了当时正在组建参赛队伍的延世大
学辩论队，夺得亚军的好成绩。

崔香就这样和辩论队的其他成
员，踏上了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韩
国赛区的选拔征途，并且与同样拥
有外国选手的悉尼大学辩论队一同
晋级 16 强。而在本届比赛中，包括
他们在内，共有 11 所海外高校入围
决赛阶段比赛，其中不乏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海外知名高校。
海外高校数量在决赛阶段占比超 1/
3， 其 中 澳 大 利 亚 的 莫 纳 什 大 学 晋
级 8 强，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晋级 4 强

（辩手均为马来西亚华人）。

通过辩论更了解中文

“我喜欢辩论，思维碰撞和逻辑
推 演 有 助 于 提 高 我 的 逻 辑 思 维 能
力。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辩论，享受
辩论。”悉尼大学的辩手米奇发音标
准，条理清晰，汉语功底令人刮目

相看，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
一口流利的中文出自一位金发碧眼
的外籍辩手。

米 奇 15 岁 时 ， 母 亲 来 中 国 工
作。感慨于中国的飞速发展，母亲
希望他能学习中文，从此以后他便
开始学习中国文字和文化。接触中
文辩论后，米奇进一步感受到汉语
言文化的魅力，也加深了对中国文
化与中国人世界观的了解。为了解
决汉语学习中的问题，米奇还找到
了自己的独门秘笈：追中国的电视
剧和刷抖音。他最近特别喜欢看电
视剧 《都挺好》。

与米奇一样，崔香也曾在中国
生活过，初中毕业之后才跟着家人
回到韩国。15 年的北京生活，给崔
香的中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因
为过去 5 年间少有机会用到中文，所
以日常沟通中偶尔还是会出现韩语
和中文不能流利切换的“bug”。这
次的“华辩”旅程仿佛为她量身定
制，除了与她专业对口，能锻炼她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培养逻辑性思维
之外，也给了她在世界舞台上开口

说中文的机会。当得知自己被邀请
担任世锦赛第一位国际主席时，崔
香用了 4 个成语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对这个求之
不得的机会感激不尽。”

促进世界青年文化交流

在崔香看来，辩论展现了汉语
独有的魅力，“每一个词汇的选择，每
一次语气的把握，都会直接导致表述
意义的不同。这是汉语博大精深的体
现”，而“华辩”赛也让更多正在学习
中文的外国人提高了对中文的学习
兴趣。

“ 我 们 举 办 世 界 华 语 辩 论 锦 标
赛 ， 就 是 希 望 搭 建 文 化 沟 通 的 平
台，架设情感交流的桥梁，以开放
包容的心态，以兼收并蓄的气度，
以 互 鉴 互 决 的 胸 襟 促 进 交 流 和 对
话。”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总
编辑许正中在大赛中深切寄语青年
人。

2017 年，作为世界华语辩论锦
标赛承办方的南京审计大学君和思

辨 社 ， 开 始 与 人 民 日 报 社 联 合 举
办 该 项 赛 事 。 人 民 日 报 社 新 媒 体
平 台 为 比 赛 提 供 了 大 量 支 持 。 以
本 届 赛 事 为 例 ， 人 民 日 报 官 方 微
博 转 发 赛 事 直 播 40 余 场 ， 官 方 微
信 为 赛 事 直 播 定 制 了 跳 转 按 钮 ，
人 民 日 报 相 关 平 台 播 放 次 数 累 计
突 破 5000 万 次 ， 微 博 话 题 总 阅 读
量达 3.7 亿次。

广泛的传播，让世界范围内的青
年群体对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持续
保持高关注度，也进一步提升了汉语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全球最大华语辩论赛决赛在故宫举行

“环球辩论”紫禁之巅
□ 郑 娜 邵鹏俐 张佳泳

▲韩国延世大学辩手崔香

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5G 终
端，正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日前，
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三
部委联合印发 《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
升 级 畅 通 资 源 循 环 利 用 实 施 方 案

（2019-2020 年）》，从产品供给、更
新升级、使用环境、循环利用等 4 个
方面，提出 27 条措施，推动汽车、
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升级，促进
旧产品循环利用。专家指出，《实施
方案》 的出台对于持续释放内需潜
力，促进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可持
续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新能源车不限行、不限购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这四
个核心词，是 《实施方案》 的总体基
调。”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
规划处处长高辉清说，“ 《实施方
案》 将循环经济和消费升级结合起
来，对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消费层
次、畅通资源循环利用等作出了整体
规划。”

其中，推动汽车市场“腾笼换
鸟”是本轮促消费新政中最受关注的
部分。高辉清指出，汽车消费是拉动

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推动汽车产品更
新换代是当下重要任务。

针对当前在用车老旧产品占比较
高等情况，《实施方案》 从用车结构
调整出发，鼓励通过适当方式加快淘
汰高排放、运输效率不高的老旧产
品，同时以更新升级来推进新能源、
节能环保产品的普及应用，推动汽车
市场“腾笼换鸟”。中国汽车技术研
究中心首席专家、政研中心主任吴松
泉表示，在当前外部环境深刻变化、
国内汽车市场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
下，《实施方案》 出台正当其时，释
放出支持市场消费的强烈信号，将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汽车市场稳定发
展、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汽车上牌难、上路难的问
题，《实施方案》 明确，要坚决破除
乘用车消费障碍。严禁各地出台新的
汽车限购规定，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
方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拥堵、污染治
理、交通需求管控效果，加快由限制
购买转向引导使用。同时特别强调，
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
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鼓励地方对
无车家庭购置首辆家用新能源汽车给
予支持。“新能源汽车是汽车市场新

的消费增长点。此次新政力度大、针
对性强，将对扩大内需起到有力的带
动作用。”高辉清说。

换智能家居，旧家电循环利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城
市家庭的冰箱、空调、洗衣机、吸油
烟机、热水器普及率目前均已超过
70%，其中，冰箱和洗衣机已接近饱
和，空调正在向着一户多机的方向发
展。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家电产品消费市
场已经呈现出普及率高和更新换代需
求量大的特点，家电产品消费也开始
由功能消费向品质消费和服务消费升
级。

此次 《实施方案》 鼓励消费者更
新淘汰能耗高、安全性差的电冰箱、
洗衣机、空调、电视机等家电产品，
有条件的地方对消费者购置节能、智
能型家电产品给予适当支持；鼓励生
产企业对消费者进一步让利。

换下来的旧家电怎么办？《实施
方案》 鼓励彩电、冰箱、洗衣机、空
调等产品的回收、拆解体系建设，推
动废旧家电资源循环利用。中国家用

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解释说，废
旧家电经过规范的拆解，其中含有的
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可以再
生利用，不仅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
也可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部分家电
零部件中还含有稀土类磁材产品，回
收利用价值更高。《实施方案》 提出
着力完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有利于
推动废旧家电产品的资源循环利用，
从而使得家电产品在全生命周期里的
资源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显著。

《实施方案》 同时鼓励深入开展
智慧家居跨行业应用试点。徐东生认
为，这将促进与智慧家居相关的家
电、安防、照明等多个行业的协同发
展，进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更优质
的智能家居产品，也带动整个行业转
型升级。

5G终端等消费，将迎爆发期

扩大消费，既有赖于存量市场的
换代升级，更离不开新供给的巨大带
动力。《实施方案》 将更新升级消费
电子产品作为增强消费活力、释放内
需潜力的重要领域之一，分类指导、
精准施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
余晓晖指出，5G 商用将激发新型智
能终端产品消费，成为消费领域新
的重要增长点。“2019 年是 5G 商用
元年，凭借高速率、大连接、低时
延的特性，5G 将成为智能终端拓展
新功能和新形态的重要支柱，激发
居民新一轮智能终端消费升级。”余
晓晖表示，据预测，2019 年全球智
能手机出货量将止跌回升，同比增
长 3%左右。同时，5G 将与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形成
聚合效应，推动万物互联迈向万物
智联时代，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
家电、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数
以万亿级的终端设备将步入发展快
车道。以 5G 终端、柔性显示、超高
清和虚拟现实产业等为代表的消费
电子产品行业也将迎来一个市场增
长爆发期。

余晓晖认为，下一步通过推动
千兆宽带入户、加强人工智能等前
沿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探
索“互联网+”资源回收新业态等措
施夯实网络基础，优化配套环境，
将有力地促进消费类电子升级，增
强消费活力。

循环经济和消费升级结合起来

27条新措施 消费更红火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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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快捷的結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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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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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收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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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66 月月
1313日至日至66月月1616
日日
謝文山追思儀謝文山追思儀
式式
66--1313--20192019

（（THUR)THUR)上午上午1111時時
永福殯儀館永福殯儀館
85148514 Tybor Dr., Houston,Tybor Dr., Houston,
TX.TX.7707477074

20202020國民黨總統助選記者招待會國民黨總統助選記者招待會
66--1515--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時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1110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休士頓客家會舉辦行動灶下休士頓客家會舉辦行動灶下
66--1515--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 1111 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22時時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14401440 Campbell Rd., Houston,Campbell Rd., Houston,
TX.TX.7705577055

師大附中校友會年中餐會師大附中校友會年中餐會
66--1515--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 1111 時時 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22時時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Westcenter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水立杯水立杯」」 休士頓決賽休士頓決賽
66--1515--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33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66時時
休士頓浸信會大學柏林劇場休士頓浸信會大學柏林劇場

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
66--1515--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66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99時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首屆首屆 「「金鷹獎頒獎盛典及音樂會金鷹獎頒獎盛典及音樂會
」」
66--1515--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66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99時時
Houston BaptistHouston Baptist 大學音樂廳大學音樂廳

休士頓客家會舉辦行動灶下休士頓客家會舉辦行動灶下
66--1616--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22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44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華裔社區代表華裔社區代表、、州議員州議員、（、（UCA)UCA)
會長討論會長討論
「「美國華裔科技界面臨的問題美國華裔科技界面臨的問題」」
會議會議
66--1313--1919 （（Thur.)Thur.) 晚 間晚間 66::3030----88::
3030
Silver Palace Restaurant(Silver Palace Restaurant( 4005400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2577025
))

「「水立方杯水立方杯」」 歌唱大賽決賽歌唱大賽決賽
66--1515--1919（（Sat. )Sat. )下午下午33時至時至66時時
浸信會大學柏林劇場浸信會大學柏林劇場

恆豐銀行高爾夫球賽恆豐銀行高爾夫球賽
66--1515--1919（（Sat. )Sat. )早上早上88::3030集合集合，，
搭車前往搭車前往
德州佛教會菩提中心德州佛教會菩提中心 （（3797937979
FMFM29792979 ,Hempstead, TX,Hempstead, TX 7744577445
))

譚秋晴史塔福市市議員就職典禮譚秋晴史塔福市市議員就職典禮
66--1919--1919 （（Wed. )Wed. )晚間晚間77::0000
史塔福市市政府大廳史塔福市市政府大廳((26102610 S.S.
Main St" Stanford, TXMain St" Stanford, TX 7747777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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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黃氏宗親會自從2006年成功舉辦
《端午鄉情大型綜藝晚會》以來，每年都舉辦
端午節晚會，今年六月二日晚上，《端午鄉情
綜藝晚會》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大廳隆重舉行
。由休士頓炎黃堂和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主辦。
節目主持人王冬梅和黃慧敏，首先由晚會主席
黃孔威致詞和介紹來賓。接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休士頓總領館僑務處長葛明東致詞。文藝節
目演出豐富多彩，有米君秀陳新華男女聲唱
《望月》，陳昌義姚奇志男女聲唱《請跟我來
》，黃慧敏的琵琶獨奏《梁祝》，炎黃歌舞團
副團長王冬梅的京劇演唱《 霸王別姬》， 黃孔
威和黃惠清的台山語相聲《炎黃子孫五邑鄉情
》， 炎黃歌舞團副團長張玲的女高音獨唱《長
江之歌》，馮潔晶的女聲獨唱《藍色的夢》和
《月亮代表我的心》，宋燕的吉他彈唱《南山
南》，黃惠清的女聲獨唱《杜三娘》和粵曲
《帝女花》，黃廷標的男聲獨唱《為了誰》，
姚奇志的女聲獨唱《 Power of love 》，傅妙華
的女聲獨唱《愛的心聲》，陳新華的男聲獨唱
，陳昌義的男聲獨唱，米君秀的女聲獨唱等。
觀眾對他們精彩的演出不斷報與掌聲。大家一
邊看演出，一邊吃台山粽子等豐盛節日晚餐。
200多條粽子和一個大烤豬，幾十磅的花生和
芋頭供大家盡量享用。贊助本晚會者有中國駐
休士頓總領事館，黃家麟，黃孔威/梁揚燕，黃
惠清，紅棉曲藝社，永福公司等。鳴謝晚會的
義工 梅婷婷 黃金連 黃惠清 溫亮輝 鄭春潮 潘國
能一家三口 張遠美 鄺強 黃瑞怡 黃順桃 梁揚燕
李美限等。

2019端午鄉情綜藝晚會在黃氏大廳成功舉行

主持人王冬梅京劇演唱主持人王冬梅京劇演唱[[霸王別姬霸王別姬].(].(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會長致歡迎詞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會長致歡迎詞
並表示為讓大家能夠懷念家鄉口味的粽並表示為讓大家能夠懷念家鄉口味的粽
子子，，特別商請特別商請9595歲的母親及台山鄉親親歲的母親及台山鄉親親
手包了手包了200200多個家鄉口味的粽子讓僑界人多個家鄉口味的粽子讓僑界人
士及鄉親品嚐士及鄉親品嚐。。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陳昌義陳昌義、、姚奇志男女聲唱姚奇志男女聲唱[[請跟我來請跟我來]]。。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於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於66月月22日下午日下午66時時3030分至下午分至下午88時時3030分分,,在該會大廳在該會大廳
舉辦舉辦[[端午鄉情演唱會端午鄉情演唱會]]。。黃孔威會長黃孔威會長((左四左四))熱烈歡迎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熱烈歡迎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館僑務處葛明東處長館僑務處葛明東處長((左五左五))、、易川領事易川領事((左三左三),),楊氏太極掌門人楊俊義夫婦楊氏太極掌門人楊俊義夫婦
((左二左二、、左一左一),),炎黃歌舞團張玲副團長炎黃歌舞團張玲副團長((右一右一),),主持人王冬梅等與會同歡主持人王冬梅等與會同歡。。 ((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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