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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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竟也要蓋圍墻
美財長或阻臉書推
電子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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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7月16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日本5月持有的美國國債規
模觸及近兩年高位，而中國縮減美債持倉量至兩年低點。

據路透社7月16日報導，目前為止，中日兩國仍是美國國債的兩大海外持有人
。報導稱，外資5月共計拋售338.4億美元較長期美國國債，4月時為淨買入169.5億
美元。

日本5月持有美國國債規模跳增至1.101萬
億美元，為2017年8月以來首見，且高於4月的
1.064萬億美元。

日本持倉量增幅也是2013年7月以來最大。
報導介紹，中國的美國國債持倉連續第三個

月下降，至1.11萬億美元，為2017年5月以來
最低，4月為1.113萬億美元。

報導稱，中國的美債持倉備受關注。 “此次
中國的持倉下降，以及過去兩個月的小幅下滑，
都受到密切關注，但我們認為這種持倉下滑暫時
還不足為慮，”富瑞金融集團資深貨幣市場分析
師湯姆·西蒙斯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寫到。

另據《日本經濟新聞》網站7月17日報導，
有觀點預測，如果中國大量出售美國國債，美國
長期利率有可能迅速上升（價格下跌）。不過，
5月以後由於世界經濟隱憂和美國降息預期，很
多投資者購買美國國債，美國長期利率呈下跌趨
勢。

中國連續中國連續33個月減持美債至兩年低點個月減持美債至兩年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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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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法官16日在一項裁決中指出，2012年的美國政府未完全
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裁定，對此中國大陸可祭出制裁做為反制，故若不撤銷違反WTO規範的
特定關稅，美國可能面臨中國大陸的制裁。

路透社報導，由於美國2012年時對價值73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出口商徵收反補貼稅，其中
包括太陽能板、風力發電塔、鋼瓶和鋁型材，引起中國大陸當時向WTO投訴。這項爭端聚焦
在美國商務部於2007至2012年間展開的17項調查，當時是前總統歐巴馬執政時期。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的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表示，WTO的裁決認同，美
國證明中國大陸利用國營企業來資助和扭曲其經濟；不過該裁決也指出，美國貿易代表署視這
些大陸商品價格已遭官方 「扭曲」 ，但美國必須接受中國大陸的價格以衡量補貼。

美國發聲明表示，這項結論忽略所有美國引述來自世界銀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研究報
告、經濟調查和其他客觀證據的發現，且WTO上訴機構報告破壞該組織自身的規則，中國大
陸補貼不僅傷害美國勞工和企業，並扭曲全球市場，而這項判決讓它們在對抗中國大陸國營企
業補貼的效力減弱。

中國大陸商務部對此判決表示，中方提起執行之訴，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也是為
了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近年來，美國對大陸產品濫用反補貼措施，對大陸產品正常對
美出口構成嚴重阻礙。美方涉案反補貼措施已多次被世貿組織裁決違反多邊規則。

WTO裁定美反補貼稅違規 陸可祭制裁

（綜合報導）繼童顏app在社群媒體掀起
風潮後，這幾天最夯的是FaceApp，它可以秀
出你50年後滿臉皺紋的老邁模樣，許多名流
紛紛在IG或臉書上傳他們變老後的樣貌。但
專家警告，這款俄羅斯軟體開發商研發的app
，恐隱含隱私安全風險。

這款免費app透過人工智慧，編輯相簿中
的一張照片，並把它轉為原本年紀的2 到3倍
。同時還能更改髮色，加鬍子，變性等等。由
於新奇有趣，勘比稍早流行的童顏app，讓這
款app成為蘋果iOS和谷歌Android下載最多

的軟體。
但專家警告，這款軟體的安全考量在於，

使用之後，該app可在未經使用者許可下，永
久儲存、使用、編輯甚至出版相簿中的所有照
片，以交換使用者採用其人工智慧成果。另外
，FaceApp還能使用玩家的名字，即使使用者
刪除了FaceApp，

照片還是會存在該公司資料庫，也不會補
償使用者。專家提醒使用者，在下載前要三思
。

俄製老顏App好夯 專家警告：隱私顧慮愛注意
（綜合報導）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下，北

韓不但無法獲得軍民兩用的器材，更遑論是奢侈
品。但美國《紐約時報》16日披露，北韓領袖金
正恩擁有的2輛新型賓士防彈豪華房車，去年6
月由荷蘭運上貨輪，歷時4月先後經中國、日本
、南韓及俄羅斯，輾轉送抵北韓首都平壤，懷疑
北韓利用相同漏洞，取得發展核武計劃所需的軍
民兩用技術。

合作夥伴、美國智庫 「高級國防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的研
究報告。研究人員翻查貨運紀錄及衞星圖片，指
第三方購入每輛售價高達50萬美元的賓士S600
Pullman Guard及Maybach S62，去年6月在荷
蘭鹿特丹分別載上2個貨櫃，由貨運代理公司運
往中國大連。貨輪於7月31日進入大連卸貨，貨
櫃由一家日本貿易公司簽收，再運往大阪。

在名為 「Mino Logistics Japan」 的物流企業
安排下，貨櫃於9月30日運抵南韓釜山，並由名
為 「Mino Logistics Company」 的公司簽收，2
家企業雖然名稱相近，但無法證明它們是否有關
係 。 貨 櫃 其 後 運 上 懸 掛 多 哥 國 旗 的 貨 輪
「DN5505」 ，貨輪由馬紹爾群島注冊的船公司
「Do Young Shipping Company」 擁 有 。
DN5505預定目的地是俄羅斯遠東港口納霍德卡

，預計於10月5日抵達。
但DN5505於10月1日關閉應答器，直至18

日後重開，當時是在返回釜山的航程途中。雖然
無紀錄顯示DN5505曾到過俄羅斯的遠東港口，
但船員抵達南韓浦項後，向韓方海關申報曾在納
霍德卡裝載逾2500噸煤炭。

在10月7日，北韓高麗航空3架伊爾76運輸
機抵達俄羅斯海參崴，該地距離納霍德卡車程3
小時。由於伊爾76過往曾在金正恩外訪時裝載他
的座駕，因此報告推斷該機把2輛房車運抵平壤
，北韓官媒於本年2月發布片段，顯示金正恩乘
坐新座駕，前往勞動黨中央委員會。賓士母公司
、德國車廠戴姆勒回應指，將調查房車的買家背
景，確認沒有違反聯合國制裁。被指擁有
DN5505的俄羅斯商人卡扎丘克（Danil Kazachuk
）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透露詳情。

在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政府的要求下，聯合國
在2006年禁止向北韓輸出奢侈品。但報告指出
2015至2017年間，最多有90個國家向北韓輸出
奢侈品，其中包括美國盟友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成員國；北韓亦在2016至2017年間購入803輛
外國製造汽車，大部分是在俄羅斯購買，部分更
是豪華車款。

（綜合報導）伊朗3艘艦艇日前企圖阻截
英國油輪遺產號，造成波斯灣局勢升溫。英國
國防部16日宣布，將在今年9月派遣巡防艦
肯特號（HMS Kent）前往波斯灣，成為英國
派駐當地的第3艘主力戰艦。當局強調，這是
多年來波斯灣行動的一部分，與近日對伊關係
緊張無關。

英國皇家海軍目前在波灣派駐4艘獵雷艦
，肯特號抵達後，將接替鄧肯號的任務。皇家
海軍將在下月派遣補給艦海浪騎士號（RFA
Wave Knight）前往波斯灣，負責為艦隻及盟

友提供糧水及燃料等必須品。
英軍已派出護衞艦蒙特羅斯號（HMS

Montrose）長駐波灣，不過蒙特羅斯號即將
轉往巴林補給及維修。國防部13日即派遣驅
逐艦鄧肯號（HMS Duncan）前往波灣支援，
料於數天內抵達，當局指部署是為維持航海安
全。另外，伊朗外長扎夫先前受訪時，指如果
美國撤銷對中東國家銷售武器，談判大門就會
打開。但扎里夫發言人16日表示，上述言論
不代表德黑蘭準備好談判，只是 「將球拋回美
國手中」 。

金正恩怎麼買賓士？美智庫：花4個月迂迴5國才到手

英擬派第3艘主力戰艦赴波灣 國防部：例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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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迪士尼是許多大人、小孩心
目中的天堂，進入樂園等同於進入另一個世界
，煩惱全部都不見。不過這個有 「地表最快樂
天堂」 之稱的淨土，日前卻被家族繼承人亞碧
蓋兒（Abigail Disney）披露員工工作毫無尊嚴
可言，甚至有人抱怨自己一邊得對著顧客擺出
溫暖笑容，另一邊卻得從垃圾桶撿剩下食物吃
。

已故華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創辦人之一羅伊•迪士尼（Roy
Disney）孫女亞碧蓋兒日前接受Yahoo新聞節
目 「Through Her Eyes」 專訪時表示，她在接
獲一名沮喪的迪士尼樂園員工臉書私訊後，決
定臥底進入樂園了解員工實際工作情形，意外
發現這個有著 「地表最快樂天堂」 （The Hap-
piest Place on Earth）之稱的地方根本只是
「假象」 ，員工僅能勉強餬口的低薪壓力讓這

個金字招牌幾乎破滅。
她說每一個和她聊過的員工都告訴她同一

件事：當我下班回家前還得從顧客垃圾中翻找
食物來吃時，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在臉上維持歡
笑及溫暖。

亞碧蓋兒說她離開園區後簡直氣炸了，
「這不是祖父羅伊•迪士尼當初追求且創立的

工作環境，我的祖父教導我要尊重那些取走妳
的門票、幫妳倒掉汽水飲料的人。」 「這些人
才是迪士尼樂園成功的關鍵。」

亞碧蓋兒說她後續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迪
士尼現任執行長艾格（Robert Iger），建議他
作為全美國最偉大的執行長之一，他應該會想
要讓工作環境變得更好。不過她後續並未收到
艾格的回信。

亞碧蓋兒遂痛批艾格薪水太高，平均年薪
達6,600萬美元，卻在改善與其他員工薪水差
距方面做得不夠。根據薪酬研究公司Equilar
2018年的調查，艾格年薪是一般基層員工薪水
的1,000倍以上。

針對亞碧蓋兒的批評，華特迪士尼公司隨
後發布聲明澄清，公司付給加州迪士尼員工的
薪水高於聯邦法院規定的最低時薪15美元，此
外公司也投注 1.5 億美元成立員工教育計畫
「Disney Aspire」 ，這筆經費將用來支付員工

進入大學、高中或是攻讀技職學位的學費。

地表最快樂天堂？迪士尼繼承人臥底調查後怒了

（綜合報導）日本外務省決定不重新發行
護照給在敘利亞被武裝分子拘留了3年4個月後
於去年獲釋的自由記者安田純平。安田抗議指
日本政府侵犯基本人權。

45歲的安田在敘利亞內戰時被俘，並遭到
3年4個月非人般的拘留，去年10月甫獲釋。
安田表示，被敘利亞武裝部隊綁架後，日本護
照被武裝分子搶走，今年1月向外務省申請重
新發行護照。但本月他接到外交部 「不發行護
照」 的通知，理由是土耳其禁止安田5年內不
得入境土耳其，故不重新發行護照。

安田16日在推特上寫著， 「接到根據《護

照法》第13條第1項1號的通知上寫著，屬於
『根據出境國家施行的法規，不被允許入境該

國者』 ，但我已說我不去土耳其，被土耳其禁
止入境就不能去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這是
『禁止出國刑』 嗎？」 。

安田表示， 「以被土耳其禁止入境的理由
而其他國家也不讓去，是侵犯基本人權的」 。
他主張自己是為了和家人到歐洲、印度等地旅
遊才辦護照的，並非為了去土耳其。安田不服
外務省的決定，正考慮要求審查。外務省對此
回應說： 「我們無法回答個別的案例」 。

記者敘利亞綁架逾3年 日拒發護照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6日在美國白宮主持內閣會議
時指出，中美貿易問題仍有 「很長的路要走」 ，又指如果美國有
意的話，可向額外3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川普表示，美國正尋求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希望中方不要
破壞雙方早前已達成的部份協議條款。

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6月底舉行的二十國集團
（G20）峰會期間達成共識，中美將恢復中斷6周的貿易談判，
川普同意暫停向額外3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中國則願
意向美國採購大批農產品，但相關採購行動至今尚未落實。

美國財長穆努欽（Steven Mnuchin）稍早表示，貿易代表
萊海澤（Robert Lighthizer）本周將再和中方談判代表通電話，
並認為有很大機會稍後前往中國。

（綜合報導）自美國波音737 MAX因兩起
致命空難影響，慘遭各國下令停飛，原先預定秋
季復飛的計畫，又因發現新缺陷讓復飛恐等到明
年初。正逢多事之秋，外傳波音737 MAX 200
客機機身標識被修改，原本塗裝在機頭部位
「737 MAX」 字樣被改成了 「737-8200」 ，令
外界猜測是否藉由改名來 「避風頭」 ；對此波音
表示，目前沒有改掉737 MAX的名字。

據英媒《衛報》報導，里安航空（Ryanair
）2014年先訂購了100架該型號的飛機，一旦
監管機構宣佈該型號飛機安全，前5架飛機將於
今年秋季交付，而報導指出，里安航空把第五架
飛 機 機 頭 上 的 「737 MAX」 換 成 了 成 了
「737-8200」 。對此，里安航空與波音皆未證
實這些 「737-8200」 就是先前眾所皆知的
「737 MAX」 。

事實上，裡安航空不是首家使用不同代號指
同一型號飛機的航空公司。上月，波音與國際航
空集團（IAG）在巴黎航展上簽署了200架飛機
的意向訂單，當時波音在宣佈消息時提到的機型
是737 MAX，而 IAG發佈的新聞稿提到的訂單
機型則是737-8以及737-10。

報導指出，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在內，許多觀
察者都建議波音737 MAX復飛之前換個名字。
川普4月曾在推特上表示， 「如果我在波音的話
，我不僅會修復波音737 MAX，還會加些偉大
的符號，並換個新名來 『改頭換面』 一番」 。

而波音向《衛報》表示，在巴黎航空展上就
曾考慮要改名來幫助復飛，不過現今並未著手改
名工程，並在聲明上說 「我們對客戶和其他利益
相關者的所有意見都保持開放態度，但現並未有
計畫改掉737MAX的名字」 。

傳波音737 MAX要換名

川普：若美國有意可加徵陸3千億美元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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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協議未來走向持續引發外界

關註，伊朗日前釋放信號，願意有條件

與美國重啟談判，並向歐洲國家喊話，

呼籲切實履行伊核協議全面承諾，否則

將進壹步提高鈾濃縮風度。而美國卻質

疑伊朗談判的誠意，歐洲各國外長則緊

急開會，商討伊核問題。英國外交大臣

亨特表示，還有機會挽救伊朗核協議。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裏尼

堅持認為，伊核協議無可替代。

伊朗“喊話”歐洲：履行協議義務
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表聲明，表示伊朗

仍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分歧，呼籲歐洲

國家和美國履行對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承

諾，否則伊朗將進壹步提高鈾濃縮豐度。

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言人卡馬萬迪

（Behrouz Kamalvandi）表示，除非核協

議的歐洲簽署國履行它們的義務，否則

伊朗就會恢復到簽署協議前的狀態。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阿巴斯·穆薩維15日

也表示，與伊朗簽署2015年核協議的歐洲國

家必須采取切實步驟，促進協議的執行。

伊朗方面強調，歐洲國家必須做更多，

確保伊朗獲取應得的經濟利益。根據伊核協

議，伊朗同意抑制核計劃，換取經濟利益。

國際原子能機構日前證實，伊朗濃

縮鈾豐度已經達4.5%，超出伊核協議所

規定的3.67%上限。伊朗也恫言要重啟離

心機和把濃縮鈾豐度大幅提高到20%。

按專家說法，理論上生產 20%豐度和

90%豐度濃縮鈾，幾乎沒有技術障礙。

90%以上高豐度濃縮鈾屬武器級核材料

，可用於制造核彈。

歐盟開會商討：仍有機會挽救協議
伊核協議存廢問題引發外界關註，

歐洲各國外長在布魯塞爾開會，討論伊

朗核協議的未來走向。

英國外交大臣亨特表示，還有機會

挽救伊朗核協議。亨特說，“仍有不斷

關閉中的小窗口，可挽救核協議。”

亨特還指出，英國不同意美國處理伊朗

危機的方式，即使彼此是最親近的同盟夥伴。

法國外交部長勒德裏安（Jean-Yves

Le Drian）則表示，歐洲在試圖維護核協

議時要保持團結，並稱伊朗必須扭轉其不

遵守部分核協議的決定。他說，伊朗以縮

減對核協議的承諾來回應美國退出協議，

是“對糟糕決定采取的糟糕回應”。

14日，法國、英國和德國發表聲明，

對於美國制裁壓力以及伊朗決定不履行協

議關鍵的部分條款可能導致伊朗核問題

全面協議流產表示擔憂。三國呼籲恢復

對話，結束伊朗核協議問題的升級。

伊核協議卓有成效、無可替代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

裏尼還認為，伊核協議無可替代，此前

該協議卓有成效。

她在歐盟成員國外長會議結束後對媒

體說：“此前伊核協議卓有成效。我認

為，今天大家都承認，這壹協議無可替

代，因此維護伊朗核協議十分重要。”

莫蓋裏尼指出，伊核協議如今雖然

“自我感覺不好，但卻還活著”。

莫蓋裏尼還說，伊朗核協議的簽署

國不認為德黑蘭削減其在協議下的壹些

承諾是嚴重不遵守協議，也沒有表示任

何觸發協議爭端機制的意圖。

莫蓋裏尼還呼籲伊朗逆轉削減其在

核協議下承諾的步驟，強調歐盟將把重

點放在外交努力上，以緩和緊張局勢。

美國質疑伊朗談判誠意
眾所周知，美國是伊核協議問題的

另壹個重要當事國。伊朗總統魯哈尼14

日曾發表電視講話稱，如果美國撤銷對

伊朗制裁，並重返伊朗核協議，伊朗就

準備和美國會談。

然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受《華

盛頓郵報》采訪時，質疑魯哈尼的誠意

。他指魯哈尼過去曾經向前總統奧巴馬

和前國務卿克裏提出同樣的獻議。

特朗普政府曾表示，美國對與伊朗談

判持開放態度，但要在核武與安全課題

上達成影響更深遠的協議。

2015年7月，伊朗與伊核問題六國(美

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達

成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根據協議，伊朗

承諾限制其核計劃，國際社會將解除對伊

制裁。2018年5月，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

議並逐步恢復對伊朗的制裁。

2019年5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

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壹周年之際，伊朗總

統魯哈要求伊核協議其他締約方在60天內

履行協議義務，否則將停止履行伊核協議

部分條款。伊朗7月1日宣布濃縮鈾存量突

破300公斤，8日宣布鈾濃縮豐度突破協議

規定的3.67%上限。

國際勞工組織：
10%高收入群體掙得全球近壹半的勞動收入

綜合報導 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最新

報告指出，在過去15年內，世界各國的

高收入者的薪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有

所上漲，而其他勞動者的薪酬正在不斷

縮水。

勞工組織報告顯示，全球約3億工人

每月收入達7500美元。相比之下，全球

約壹半勞工——16億人，每月收入只有

200美元，收入最低的10%的群體每月收

入只有22美元。

國際勞工組織經濟學家羅傑∙戈米

斯(Roger Gomis)表示：“這些人需要工作

28年才能掙得收入最高的10%的群體壹個

月的收入。”他指出，全球高收入者薪

酬增加1%就導致其他所有人收入大幅減

少......特別是對於收入最低的人群來說，

他們的勞動薪酬占比下降了1.6%。

相反，羅傑∙戈米斯指出，中等收

入人群薪酬增加將提高幾乎所有人的占

比，除了收入非常高的人。這意味著，

全球90%的勞動者的相對勞動收入是互補

的，當壹個群體的收入增加，另壹個群

體也增加。非高收入的80%的人的收入增

加可能使更多人

受益，而高收入

群體的薪酬增長

只有益於這壹群

體本身。

國際勞工組

織的另壹個結論

是，在 2004 年至

2017 年期間，相

比富裕國家，貧

困國家的工薪和

自營職業者的收

入分配更加不平

等。

勞工組織指出，發達國家高收入者

的薪酬只占其國民經濟的30%，而在發展

中國家，這壹比重為70%。在報告期間，

德國、印度尼西亞、意大利、巴基斯坦

、英國、美國等國家的高收入者在國民

薪酬中的占比上漲了至少1%。

從全球層面來看，收入最高的20%的

勞動者的薪酬占比從2004年的51.3%增加

至2017年的53.5%，中等收入的60%的勞

動者的薪酬占比從2004年的44.8%下降到

43%。

雖然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15年來

，全球勞動收入的不平等有所減少，但

羅傑∙戈米斯指出，這是因為大型新興

經濟體日益繁榮，而不是因為各國的收

入差距得以縮小。他說：“全球大部分

勞動者的收入低得驚人，對於很多人來

說，擁有壹個工作並不意味著足以生存

下去。”

澳安全情報機構：
“基地”恐怖組織內已無澳籍成員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機構相信，“基地”恐怖組織已失去

它所有獲證實的澳大利亞成員，但該組織仍保持壹定的實力，並對澳大

利亞及其在海外的利益構成危險的威脅。

澳大利亞國會參眾兩院聯合情報與安會委員會，正審議內政部長達

頓（Peter Dutton）把“基地”和其他6個組織列入和重新列入被澳大利

亞宣布為恐怖組織名單的報告。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ASIO）為達頓提交的報告而準備的壹份附件

中指出，“澳大利亞在‘基地’組織的官方聲明中最近壹次被特別提及

或暗示，是在2016年。”

附件報告中強調了“基地”的各個附屬組織以及與其他團體的聯系

——包括敘利亞的“征服沙姆陣線”（Jabhat Fatah al-Sham），但該情

報機構表示，目前沒有“基地”已獲確認的與澳大利亞人的聯系。

報告稱，“澳大利亞曾經有人壹直與該組織有聯系”，“但目前沒

有確認的澳大利亞人與‘基地’組織有聯系”。

另外壹份關於將“征服沙姆陣線”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的報告指稱，幾名澳

大利亞人在加入該組織時，它仍是“基地”組織正式承認的壹個附屬組織。

第壹位被確認與“基地”組織有聯系的是前澳大利亞陸軍列兵馬修

•斯圖爾特（Mathew Stewart），他2005年出現在該恐怖組織的壹段宣

傳錄像中，2014年被派往敘利亞後目前下落不明。

另壹名參加“基地”組織的澳大利亞人凱西（Tyler Casey），亦名

阿裏（Yusuf Ali），在前往敘利亞參加戰爭後，於2011年1月被擊斃。

調查：僅兩成智利人2018年參觀過博物館
綜合報導 智利文化政策觀察站（OPC）與智利文化部國家博物館局

調研部近日共同發布的“2019智利博物館診斷報告”顯示，兩成智利人

在去年參觀過博物館，比例高於阿根廷和哥倫比亞，但低於歐洲國家。

據悉，該診斷報告旨在評估智利博物館的地位和運作情況，對20

年前的調研信息進行了更新，總共近60頁，內容包括博物館遊客形象概

述、智利現有文化基礎設施情況、遍及全國的博物館類型等。

智利文化政策觀察站負責人芭芭拉•內戈隆（Bárbara Negrón）表示

：“壹方面，報告提供並更新了重要信息，五分之壹的智利人曾在去年

參觀過博物館，且該比例近年來壹直保持穩定，從拉美區域角度看，這

是壹件好事。但若與歐洲國家相比，比例則相對較低，因為歐洲的平均

水平超過30%，在英國等國，甚至超過50%。”

報告指出，參觀者的年齡主要介於15歲至44歲之間，並強調，大

部分參觀者表示，他們曾在兒童時期參觀過博物館。內戈隆強調，在制

定相關公共政策時，有必要將老年人也考慮在內。

此外，79.5%的智利人去年沒有參觀過博物館，尤其在那些沒有博

物館的地區，該比例升至87.3%。報告指出：“壹般來說，他們的年齡

往往在45歲以上，所在社區沒有博物館，小時候也沒有去過博物館。”

報告還顯示，智利共註冊博物館255個，分為傳統型和年輕型兩大

類，若與1997年的135個相比，數量大幅提高，增幅達88.9%。內戈隆

指出，博物館被看作是壹個重要的文化空間，其作用甚至超過圖書館和

文化中心。

伊朗就伊核協議“喊話”：
美國質疑誠意 歐盟欲挽救

日本高級葡萄拍出天價
創壹串120萬日元新紀錄
綜合報導 日本石川縣產

的“浪漫紅寶石”牌葡萄在

金澤市舉行年度首拍，創下

壹串12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7.6萬元）的新紀錄。

據報道，這串“天價”

葡萄僅有 24 粒，換算下來

每粒葡萄價值 5萬日元。該

年度拍賣會於日本時間上

午 6時起，在金澤市中央批

發市場舉行，共有 40 家葡

萄產商參與競拍。每串參

與競拍的葡萄甜度都在 18

度以上、果實直徑均超過

3.1厘米。

據悉，買下這串葡萄的

人是壹位旅遊從業者，他將

先在自家旅館內展示這串葡

萄，然後再招待住宿旅客享

用。

報道稱，“浪漫紅寶

石”是日本石川縣開發出

的壹個高級葡萄品牌，特

征是果實碩大，外皮呈現

像紅寶石壹樣的顏色。“浪

漫紅寶石”產季到 9月下旬

為止，業者預計將賣出約

2.6萬串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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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由於美國制裁重創伊朗經濟
，情報顯示，德黑蘭可能發動攻擊後，美方便
不斷增兵。接著陸續有油輪在波斯灣遇襲，華
府認為德黑蘭是幕後黑手，不久伊朗革命衛隊
又擊落美國海軍無人偵察機，美伊緊張急遽升
高。

就在雙方劍拔弩張之際，伊朗7日宣佈提
高濃縮鈾濃度，超過核協議規定的上限。由於
波斯灣情勢高度緊張，美國頻頻調兵遣將，而
德黑蘭則態度強硬，據《環球時報》報導，中
方遙感智庫利用高景一號衛星的最新影像資料
，揭露了美國與伊朗調兵的實際狀況。

7月8日的遙測影像顯示，美軍已向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的扎弗拉空軍基地增派大批
F-15戰機。當日露天停駐的F-15戰機有26架
，數量較先前大幅增加，而從戰機數量與塗裝
來看，基地已進駐2支F-15戰機中隊。分析指
出，F-15是世上最出色的3代機之一，主要用
來奪取制空權並對地攻擊，曾身為美國主力多
次參戰，目前仍是美空軍的主力戰機。

此外，美軍在約旦穆瓦法克薩爾提空軍基
地常駐1支F-15戰機中隊。加上扎弗拉空軍基
地的2支中隊，看來美國的空中傳統打擊武器
已就位，準備好執行護航與打擊任務。從位置
上看，2處基地距德黑蘭直線距離分別約1,300
公里和1,400公里，距離差不多。分析指出，
目前兩軍陳兵於波斯灣沿岸，戰爭開始時，美
軍可能會突然出動穆瓦法克薩爾提的戰機，從
西側對伊朗發動攻擊。

先前消息便已傳出，美軍首次在卡達烏岱
德空軍基地部署了12架F-22隱形戰機，並獲
得證實。高景衛星7月8日、10日連續成像，
顯示基地F-22戰機並未露天停駐。遙感智庫
分析認為，F-22造價高昂，維修保養費用高
，因此美軍將它們停放在機庫等防護設施內。
遙感智庫透過分析基地相關設施認為，具備一
次存放12架F-22戰機的地方只有2處，1處
是位於基地中部的2座連體機棚，1處是位於

基地東南部的2座連體機棚。這2處機棚的外
形、尺寸、色調都一致，足以容納12架F-22
戰機。

另一方面，分析指出，扎弗拉空軍基地先
前部署的F-35已消失。綜合美軍隱形戰機在2
處機場的情況來看，美軍並未將F-35戰機轉
場，而是就地隱藏。除了保養維護，美方更注
意隱藏它們的位置，還有數量等資訊，以防伊
朗偵察監視。關鍵時刻由F-22和F-35組成隱
形戰機編隊，足以發揮 「踹門」 的關鍵作用。

至於B-52戰略轟戰機，則是美軍空襲利
器。美軍利用它載彈量大、航程遠的特點，把
它當作遠程投射武器的發射平臺，在敵方防空
武器射程之外發射遠程巡弋飛彈，發射之後就
抽身，換彈不換機。衛星照顯示，先前美國在
烏岱德部署多架B-52：5月10日，基地西北
集體停機坪露天停駐4架；5月22日，由於影
像缺損，但依然可以看見2架B-52的陰影。
而7月8日、10日，高景衛星成像上都不見
B-52露天停放。分析認為， B-52可能已轉場
，撤到後方基地，這樣既能避開伊朗火力打擊
，又能發揮突襲效果，達到對伊朗境內目標發
動防區外打擊的目的。

分析從軍機數量，類型與部署動向來看，
認為美國空軍已基本做好對伊朗實施打擊的準
備。此外，高景衛星7月11日的影像顯示，阿
聯阿布達比北部 「薩德」 反導陣地飛彈發射車
發射指向由西南方向轉向北側，直指伊朗，隨
時可攔截來襲目標。

反觀伊朗，從最新影像來看，它正不斷加
強波斯灣沿岸防空力量部署，一是將S-300防
空系統前推至部署阿薩盧耶（Asaluyeh），二
是將自製防空飛彈霍爾達德（Khordad）-3部
署至阿巴斯。而擊落美軍 「全球鷹」 無人機的
，也正是這款武器。第三則是在賈斯克地區增
加部署 「鷹式」 （HAWK）防空飛彈和岸艦導
彈。可見伊朗面對美軍咄咄逼人的態勢，也積
極做好因應措施。

波灣超緊張 陸曝美與伊朗調兵衛星照

（綜合報導）瑞士聯邦司法辦公室
（Swiss Federal Office of Justice）16日宣布
，同意將當地一名中國大陸籍研究人員引渡至
美國受審，該員被控夥同另一名美籍華人生物
化學家竊取全球知名藥廠商業機密，並帶回中
國大陸販售獲利。

該名將被引渡至美國的大陸籍研究人員名
叫薛功達（Gongda Xue，音譯），年約50歲
，曾於2008-2014年間以博士後研究員身分
在瑞士巴塞爾（Basel）弗雷德里希．米歇爾
生物醫學研究所（Friedrich Miescher Insti-
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任職。

他的妹妹、同時也是全球頂尖蛋白質生物
化學家的薛瑜，被控2006年至2016年任職英
國藥品製造商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位在美國費城的實驗室期間，竊取生物製藥相
關商業機密，當中包含治療癌症、其他嚴重疾

病的商業機密。薛瑜2018年已在美國賓州地
方法庭承認罪行，現正等待法庭判決，最高可
判刑10年及高額罰款。

美國法庭隨後則要求瑞士當局引渡薛功達
赴美受審。美法院起訴書指出，薛瑜將從葛蘭
素史克竊取到的商業機密交予薛功達，薛功達
再於瑞士實驗室進行試驗，後續再將試驗成果
交給大陸的同謀。他們涉嫌在大陸成立一間受
政府資助、名叫任諾藥業（Renopharma）的
公司，並透過販售這些竊取來的資訊獲利。目
前此案已有5名相關人等被起訴。

瑞士聯邦司法辦公室發言人萊瑟（Ingrid
Ryser）指出，薛功達仍有30天時間上訴。

2018年底，美國也曾在比利時逮捕一名
大陸國家安全部的間諜徐彥鈞，他被控試圖竊
取美國航太機密，隨後被引渡至美國受審。

竊藥廠機密！這國將引渡陸間諜赴美受審
（綜合報導）自美中G20高峰會後，雙方除同意互不新增關稅之外，美國總統川普也同意在不

威脅國安前提下，美企可繼續對中國大陸電信巨擘華為貨供。而正當川普政府放出準備在2至4周內
解禁華為消息後，美國會兩黨議員提案，未經國會允許，不能將華為從商務部實體清單中剔除；若
政府豁免美企與華為做生意，國會也有權加以廢除。

這項法案名為 「捍衛美國5G未來法案」 （Defending America's 5G Future Act）由共和黨和民
主黨議員共同提出，將川普於5月發布將 「被視為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外國電信公司的服務和設備
排除在美國5G系統之外」 的行政命令法律化，並禁止在沒有國會參與下，將華為從美國商務部實體
清單中撤除；同時還規定，如果行政當局向美國企業頒發與華為做生意的豁免許可，國會將有機會
將其廢除。

此法案提案人之一的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在聲明中說，華為不是美企一般的商業
夥伴，而是中共的門面組織， 「美企不應該銷售給敵人用來對美方進行間諜行為的工具」 。

另一名提案人、有資深電信領域背景同時為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的民主黨參議員沃納
（Mark Warner）也在聲明中表示，商務部的實體清單的限制不應該被拿來當作貿易戰中的談判籌
碼。他表示，據他所瞭解，川普說能賣給華為是手機零件部位， 「但我對川普放鬆對華為施壓感到
擔心，他破壞情報單位所做出的結論，也就是華為是國家安全威脅」 。

「捍衛美國5G未來法案」 由共和黨籍知名對陸強硬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羅姆尼
（Mitt Romney），民主黨的范荷倫（Chris Van Hollen）、沃納（Mark Warner）、布魯蒙索
（Richard Blumenthal）等議員共同推出。

美國會提案 沒同意華為不得從黑名單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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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持續陰雨寡照
連續17天日照時數不足3小時

綜合報導 日本氣象廳介紹，

受鄂霍茨克海高氣壓等因素影響，

日本東部與北部太平洋側地區自

6 月底以來出現多日陰雨天氣，

東京市中心自 6 月 27 日至 7 月 13

日，連續 17 天的日照時數不滿 3

小時。

報道稱，截至13日的 10天期

間，各地的日照時間總和分別如下

：埼玉市2小時，僅為往年的5%，

東京都中心地帶2.9小時，僅為往

年的7%，前橋市3.5小時，僅為往

年的9%，福島市12小時，為往年

的34%，各地日照時間都大大低於

往年平均水平。

其中在東京都中心地帶，從6

月27日起已連續17天日照時間不

到3小時，這是自1988年以來，該

地再次出現連續多日日照不足的情

況。據報道，日本關東到北海道地

區在1988年曾有大片農作物因日照

不足受災。

日本氣象廳介紹說，預計日本

北部及東部的太平洋壹側今後也將

有大約1周的陰雨天氣，日照時間

將少於往年，壹些地方的氣溫也會

偏低。

中
資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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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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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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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2019年度最佳“印度尼西亞商業獎”近日

出爐。中國銀行雅加達分行獲年度“最佳外資銀行”稱

號。

這是繼本月剛獲印尼外資銀行“綜合經營指標”第

壹名榮譽後，中國銀行雅加達分行再次贏得印尼商界權

威媒體的好評。

獲本年度最佳“印度尼西亞商業獎”榮譽稱號的共

有7家銀行或金融公司，其他6家都是印尼本地大型銀行

或金融公司。中國銀行雅加達分行獲唯壹“最佳外資銀

行”榮譽。

自2002年開始，印尼權威商業媒體Bisnis Indonesia

根據本國各行業商業經濟實體生產和經營表現評比結

果，每年為表現最優秀者頒發年度最佳“印度尼西亞商

業獎”。該獎勵代表了印尼商業界最高榮譽。

在本次頒獎儀式上，Bisnis Indonesia總裁Hariyadi Su-

kamdani稱，2018年印尼商業界面臨著經濟放緩的多重壓

力和挑戰。然而在經濟如此不容易的情況下，仍然有壹

些公司實現良好業績增長。為此，2019年度最佳“印度

尼西亞商業獎”將“穩定性”和“盈利性”作為評選主

題，也是對那些在艱巨挑戰中能夠應對變化並保持業績

穩定增長的商業公司的鼓勵和肯定。

2018年，作為已有80年歷史的中國銀行雅加達分行各項業務取得較

快發展，存貸款同比增幅分別為75%和30%；實現稅後利潤4600余萬美

元、同比增幅58%。2019年該行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至6月末營業

收入同比增幅44%。

行長張朝陽稱該行已成為共建“壹帶壹路”倡議背景下，中國企業

到印尼投資發展的主要服務銀行，成為人民幣國際化在印尼的主渠道。

中國援助柬埔寨先心病兒童救助
經驗交流會在金邊舉行

綜合報導 中國援助柬埔寨先心

病兒童救助經驗交流會在金邊舉

行。壹名患兒家長當天表示，“感

謝中國醫生治好了我女兒的先天性心

臟病”。

12歲的柬埔寨姑娘根婭去年被

中國醫生確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

這讓根婭的父親很吃驚。他此前壹

直以為女兒得的不是大病。他當天

在經驗交流會上說，是中國醫生救了

女兒的命。

據介紹，“愛心行”先心病救助

由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和柬埔寨衛生

部主辦，雲南省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具

體承辦，目前已開展先心病兒童篩查

32439人，其中29名柬埔寨患兒在中國

得到了免費治療，中方還幫助柬方培

訓了10名醫生，並為部分貧困家庭的

患兒提供了幫扶。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臨時代辦左

文星表示，中柬友誼是兩國老壹輩領

導人共同締造和精心培育的，有著廣

泛的群眾基礎，“愛心行”先心病救

助項目正是中柬友誼的生動體現。左

文星希望接受先心病治療康復的孩子

們早日接過中柬友誼的接力棒，讓中

柬友好世代相傳。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數據顯

示，2015年柬埔寨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高達38‰，出生28天內新生嬰兒的死

亡率為3.03%，而先心病則是5歲以下

兒童死亡原因的主要原因之壹。2017

年柬埔寨新生兒的先心病發病率估計

為7‰-9‰。

據中國雲南省阜外心血管病醫

院馬林昆副院長介紹，去年中方先

後 4次派出 21 名醫務人員和 16 人次

誌願者赴柬埔寨，共篩査柬埔寨兒

童 32439 余人，327 名疑似病例，29

名確診患兒帶回昆明接受免費手水

治療。

馬林昆說，今年7月5日，中方7

名醫生和5名誌願者再次來到柬埔寨，

分別在馬德望、暹粒、磅同、磅湛、

特本克蒙等省開展了為期12天的兒童

先心病篩査工作，共篩査5省38個學

校，18166名中小學生，篩査出疑似患

者313人，確診31人。馬林昆介紹說

，明天將有6名患兒在家長的陪同下飛

抵昆明治療。

文在寅：
力促外交方式解決韓日貿易摩擦

綜合報導 針對韓日貿易摩擦，

韓國總統文在寅稱，將盡力通過外交

方式解決問題。

此前，日方宣布，將韓國排除在

貿易“白色清單”外，限制對韓國出

口部分半導體材料，包括氟聚酰亞胺

、抗蝕劑和高純度氟化氫，它們均為

芯片等產業重要原材料。此舉引發韓

國強烈不滿。

根據韓國總統府青瓦臺消息，文

在寅當天在青瓦臺主持召開幕僚會議

時稱，日方對韓國采取的出口限制措

施，破壞了兩國的經濟合作；此舉是

在阻礙韓國經濟進壹步發展。

文在寅說，韓日應發展面向未來

的兩國關系，日本此次將歷史問題與

經濟問題掛鉤，是違背兩國關系發展

的不明智選擇。他稱，韓日經濟緊密

相連，該限制措施最終也將給日本經

濟帶來損失，日方應立即撤銷對韓國

的出口限制措施。

文在寅表示，將加強跨黨派合作

應對此次韓日貿易摩擦，韓方將盡最

大努力通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並將

為韓企提供支持，推動半導體材料進

口地多元化。

針對此次韓日貿易摩擦，韓國輿

論普遍認為，這是韓國大法院對“強

征勞工索賠案”做出判決後，日本實

施的經濟報復。去年，多個“強征勞

工”案在韓宣判，要求日本企業賠償

，引發日方不滿。

但日本官方堅稱，日本限制對韓

出口是出於安全保障考慮進行的適當

管理，並非因“勞工”問題而采取的

對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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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省畢節黃泥鄉石丫
村，68歲的失明老人梁先學在村
里開了一家食雜店，方便村民生
活的同時也給自己找點事情做。
雖然老人雙目失明，但開店三年
來，錢物一樣也沒少過。

梁先學老人開店的想法起初
遭到家人們一致反對。“當時家
裡人覺得他眼睛不好，沒法去進
貨、管理、收錢，萬一賠本了怎
麼辦？這麼大年紀了，還要折
騰。”梁先學的老伴黃阿姨說。
但這次，梁先學卻有點“倔”，
一定要把食雜店開起來。老人
說，“食雜店開起來，賺多賺少
是小事，關鍵是可以和來買東西
的人擺擺龍門陣（聊天）。”

食雜店是一座面積不足10平
米的磚牆平房，由梁先學一個人
負責打理。“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梁先學一邊嫻熟地整理貨
物，一邊說。“他都記在腦袋裡
了，比筆記本還清楚。”負責給
梁先學送貨的姚先生笑說，每
次收貨時只要告訴梁先學這次送
了什麼商品和多少數量，老人都
會記在腦子裡。

收錢、找錢時，老人把不同
面值的紙幣分類地放在皮包和口
袋裡，每次顧客只需告訴他紙幣
面額，就能很快找零。“大家都
知道我眼睛不好使，村裡來買東
西的人都很自覺，憑良心付錢後
拿走東西，從來沒有少給一分
錢，貨物也一樣沒少過，大家都
講誠信。”梁先學說。

食雜店逐漸成了很多村民每
天都要來的“打卡點”，村民張
國珍表示，就算不買東西，也會
來這裡和梁先學以及其他村民聊
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的趣事。
“我雖然看不見，但大家經常在
這裡擺龍門陣，村裡好多事情我
都曉得。”梁先學說。 ■中新網

滬91歲海關大鐘零件返修

黔失明老人開店
一分錢都沒少過

近日近日，，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

為東漢時期的墓為東漢時期的墓，，距今已有距今已有22,,000000多年多年，，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兩兩

者或許有着一定淵源者或許有着一定淵源。。 ■■綜合澎湃新聞及綜合澎湃新聞及《《十堰晚報十堰晚報》》

■村民正向老人付錢。 網上圖片

■■黃香在黃香在““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中中““扇枕溫扇枕溫
衾衾””的故事流傳至今的故事流傳至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
墓墓，，疑與黃香有關疑與黃香有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香（約公元68年—122年）為東漢
時期官員。年方九歲時，便知事親

之理，名播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
黃香”。他在“二十四孝”中的“扇枕溫
衾”（或名“黃香溫席”）的故事流傳至
今。

據悉，此處的原主人本打算在這裡新
蓋一座房子，就在打地基時，發現一些帶
有紋飾的古磚。這讓他聯想起前不久在鄖
西的古墓發現，就連忙告知了縣文物部
門。當地文物部門聞訊後趕赴現場，將現
場保護了起來，並對現場進行了簡單的勘
測。

或帶左右耳室
經過考古人員的推測，初步斷定該古

墓疑似東漢時期，“通過墓磚上面的紋
路，我們可以推斷，這個應該和前不久在
鄖西發掘的一樣，同屬於東漢時期的古
墓。”十堰市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劉志軍說
道，該墓從表面上看為中型墓，但從土壤
推斷，該墓或為一座殘墓，即墓室可能曾
經被發現過，後經填埋及地表變化構成如
今現狀。

令人驚喜的是，不同於其他古墓，該
墓或帶左右兩個耳室。其一般位於正屋兩
側，恰如兩耳在人臉的兩側，因而得名。
在歷年來古墓發掘中，帶有耳室的墓較為

少見。左耳室一般用來放置墓主人生前的
用品以及陪葬品，但有些帝王也曾將妃嬪
的靈柩存於耳室同葬。

與房縣淵源深
此墓緊挨房縣著名孝子黃香的祠堂。

《三字經》中“香九齡，能溫席，孝於
親，所當執”，把黃香的孝行奉為經典。
作為中國古代著名“二十四孝”之一的黃
香，與房縣有很深的淵源。上世紀六十年
代前，房縣城關的黃孝子祠一直香火旺
盛，雖後被拆除，但黃香“冬月溫衾暖，
炎天扇枕涼，兒童知子職，千古一黃香”
卻一直流傳至今。湖北省雲夢縣有一道名
為“盤鱔”的美食，也與黃香的傳說有
關。

據現場發掘的考古人員介紹，目前該
墓葬中出土的隨葬品未知，但帶有耳室的
墓大部分都還會存有器物，具體能否發現
什麼，該古墓中是否還有其它驚喜，墓主
人與黃香是否有關係，都還需進一步研究
發掘。

今年3月，上海外灘海關大
樓的大鐘已被換下2個零件，由原
廠工程師帶回英國檢修，目前還
處於等待結果中。整體大修方案
正在評估，預計等零件修復結果
出來之後才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從1928年1月1日海關大鐘
敲響第一聲開始，海關大樓的鐘
聲就成為了上海的標誌之一，91
年來從未中斷。不過，畢竟“年
紀”大了，從去年起，大鐘偶爾
就會出現停擺的“小狀況”，每
每總能牽動很多上海市民的心。
不過，好在設計製造上海外灘海
關大鐘的公司－JB喬伊斯鐘錶公

司依然“健在”。
作為外灘的知名“打卡”點

之一，海關大樓主樓高度約120英
尺，鐘樓高度約140英尺，大樓總
高度約260英尺，大樓正門底層大
廳天花板有8幅由幾萬塊彩色馬賽
克鑲拼而成的帆船壁畫，是精湛
的工藝美術品。海關大樓鐘樓分
發條、機械、發音、旗樓四層。
機械層是大鐘的“心臟”部分，
上百個齒輪互相咬合，3根鋼絲繩
連接三個巨大的重錘－也就是
大鐘的發條直通發條層，一個敲
正點，一個負責走時，另一個負
責報刻。 ■解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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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遊行做幫兇 暴徒部署再衝警
狼狽為奸：“和理非”騙人氣“勇武派”施暴力

多個激進組織近期借“反修例”發動多場衝擊行
動，多次衝擊目的都明顯針對警方，每次活動

都使用磚頭、鐵棍等硬物主動攻擊現場維持秩序的
警員。

謀攻擊不同地點分散警力
據悉，在6．12（衝擊立法會）、7．13（“光復

上水”行動）、7．14（沙田新城市廣場事件）後，一
批“勇武派”非常仇視警方，特別是14日發生的“新
城市廣場大衝突”事件後，一批煽暴者16日在連登討
論區及Telegram群組洗版，刻意歪曲事實散播仇警情
緒，聲言要與警察“決一死戰”，煽動更多人參與7．
21行動。

據悉，民陣積極配合“勇武派”的要求，不但於16
日拒絕警方要求改期的建議，堅持要求21日之前舉行，
更準備將集會改成遊行以增加參與者人數。

據香港文匯報獲悉，“勇武派”計劃在民陣活動
一結束就即時展開行動，針對特首辦及警察總部等發
動衝擊行動。據了解，“勇武派”預計當日會有超過
一萬名以上示威者留守，可以分頭行動進攻不同地
方，分散警方防線，伺機而動尋找機會與警方爆發衝
突。今次“勇武派”準備了大量衝擊物資及制定多個
計劃與警方硬碰。

大量購買尖鐵頭長柄雨傘
為應對警方清場行動，“勇武派”計劃將當日裝

備升級，除大量購入更高級的防具外，亦打算購入大
量攻擊物資。近日有人四出搜購尖鐵頭的長傘，有大
量傢具店的尖鐵頭的長傘被搶購一空。尖鐵頭的長傘
極具殺傷力，早前7．14暴力衝擊行動有大量暴徒使用
插向警員，“勇武派”今次更揚言會在7．21當日在現
場派發，攻擊現場警員。

狂言綑綁“落單警察”示眾
在大規模攻擊警員的同時，“勇武派”亦打算在

當日衝散警員防線，仿效7．14行動時把“落單警察”
毒打，施虐後就用索帶把警員綁起“示眾”侮辱，更
有人聲言要把警員打成殘廢，以發洩情緒，種種跡象
顯示7．21的目的是針對警察，及要向警員發動暴力襲

擊，發洩暴徒的仇恨情緒。
有“勇武派”成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現時

前線對攻擊目標計劃仍未達成共識，暫定計劃是衝擊
特首辦及警總，“勇武派”汲取7月1日衝入立法會的
經驗，認為特首辦比警總更容易突破，警方亦一定重
兵防守，到時便有機會與警方衝突。看來，另一場腥
風血雨隨時有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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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幾周的幾場遊行
活動後，不少參加者似乎已經
習慣先遊行後與警方發生衝突
的這個“模式”，且衝突規模
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據悉，網

上的煽暴者故意不透露7‧21的衝擊目標，
而是會根據當日的聚集人數來確定衝擊目
標。據了解，政總、立法會、警總、特首
辦，甚至禮賓府等政府重地都可能是下一輪
的衝擊目標。

以“打Boss”暗示衝擊目標
較早前，網上討論區“連登”已經有人“放風”

要將重點放在7月21日上，因此把一些原定當日甚至
之前的遊行活動都取消了，目的希望可以將焦點全部
放在“7‧21”上。有煽暴者聲言要回到金鐘“老地
方”將“行動升級”，更用網遊“打 Boss”（打大
佬）的字眼來暗示當天的衝擊目標。

雖然民陣遲遲不公佈21日遊行的相關地點，但相
信屆時會於龍和道至夏慤道一帶集結，並以附近的建
築物為目標。有網民分析，21日可能被衝擊的目標主
要有五個，分別是立法會、政總、警總、特首辦甚至
距離較遠的禮賓府。

但是，立法會已被衝擊過“冇咩新意”，警總也
被“圍咗兩次”，政總則“從來不是衝擊目標”，至
於禮賓府太遠且道路又斜又窄，難以發動大規模衝
擊。據悉，過去幾個月，有人曾多次想發起包圍甚至
衝擊特首辦行動，但多次都未能成事，今次再回金
鐘，勢必以特首辦作為“第一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多次到衝擊現場觀察，每當遊
行後都會有一群人走到另一處“佈陣”，他們都會
“自動埋位”開始各自幹活，有人會開始拆附近欄杆
築成“鐵馬陣”，有人會負責物資傳送，分別派人去
購買和分配物資到不同的物資站，另外亦有人爬上高
處擔當“哨兵”角色，負責通風報信，而在築成陣地
後亦可以開始聚集更多群眾開始部署衝擊。

經過最近幾次衝突後，有人已殺紅了眼，企圖向
警方報復，而今次活動沒有明確指定目標，只是呼籲
市民到金鐘集會，其實就是故意設下陷阱，令許多不
知情的遊行人士被拉入隨時會負上刑責的暴力衝突
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近
日有一份長達40多頁的“抗爭手冊”在
網上流傳，該“抗爭手冊”詳細描述如
何應對警察的“清場行動”，更有多個
所謂“戰術及武器運用教學”，及用鐵
馬撞玻璃的方法，更詳述了金鐘一帶的
地形，制定出多個進攻及逃走路線。此
外，有人在網上討論區連登及Telegram

群組轉發一份清單，列出各種攻擊及保
護裝備，呼籲參與者購買並帶到現場，
為7．21的暴力衝擊行動做好準備。

精密部署從出門教到出逃
據了解，該“抗爭手冊”起初只發

給最前線的“勇武派”，但之後有人放
上Telegram群組後才開始流傳。“抗爭

手冊”的第一頁上已用粗體黑字標示
“手冊內容絕對是犯法”。

手冊分為幾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事
前準備及裝備指引，指引十分詳細，由
暴徒出門的一刻開始已有精密部署，強
調在出門口後要即時買一部二手電話及
太空卡，留待到達現場後使用，出發到
現場不要使用八達通，準備大量零錢

等，以方便逃走時避過警方追捕。亦介
紹了多種衝擊用裝備，列出前線衝擊者
應有裝備。

手冊中段是各種避免在現場留下痕
跡的方法，例如要帶上手套防止留下指
紋等，亦指現時前線成員正研究一套內
聯網系統，準備在未來衝擊時使用。戰
術部分圖文並茂介紹了多種衝擊陣法，
如何抗衡警方戰術、衝散警方防線等，
強調要善用尖頭長傘衝擊，戰術部分也
包含了衝擊入口玻璃的竅門。手冊內亦
附有逃走策略，分成不同功能的小隊應

對警方追捕。
其中最主要是負責應對催淚彈的

“滅煙隊”，手冊有詳細教學滅煙的方
法，打算當日組成多隊“滅煙隊”應付
催淚彈。手冊最後一部分析警方清場時
的行動，及如何設置路障應對等，最新
的資料是7月7日警方在旺角的清場行
動。

除預先制定“抗爭手冊”，亦有人
在連登及Telegram群組轉發一份清單，
呼籲參加者在當日盡能力攜帶大量相關
裝備到現場，供前線成員使用。

網傳40頁“抗爭手冊”教唆犯法

繼日前上水、沙田等地先後發生嚴重

衝擊事件後，有暴徒正計劃在 7月 21日

（周日）再次發動一場針對香港警方的暴

力襲擊行動。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為

使這次行動能聚集更多“人氣”，“勇武派”已與民

陣達成“無縫連接”的默契，就是“民陣”向警方申

請在當天舉行遊行集會，在集會結束後則將現場迅速

交由“勇武派”指揮，將聲稱“和理非”的現場變成

暴力集結地。據悉，“勇武派”對當日的行動已準備

了多套方案，包括衝擊警總甚至特首辦等重要政府建

築物，以重演“6．12”及“7．14”襲警事件，有人

更在網上聲言，這次行動的規模將會更大，並狂

言會將“落單警察”綁起“公開示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有暴徒謀劃在有暴徒謀劃在77月月2121
日日（（周日周日））再向警察施再向警察施
暴暴，，狂言毒打狂言毒打““落單警落單警
察察””綑綁示眾綑綁示眾。。圖為圖為77
月月1414日暴徒在沙田新日暴徒在沙田新
城市廣場圍毆城市廣場圍毆““落單警落單警
察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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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和購買渠道。 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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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省畢節黃泥鄉石丫
村，68歲的失明老人梁先學在村
里開了一家食雜店，方便村民生
活的同時也給自己找點事情做。
雖然老人雙目失明，但開店三年
來，錢物一樣也沒少過。

梁先學老人開店的想法起初
遭到家人們一致反對。“當時家
裡人覺得他眼睛不好，沒法去進
貨、管理、收錢，萬一賠本了怎
麼辦？這麼大年紀了，還要折
騰。”梁先學的老伴黃阿姨說。
但這次，梁先學卻有點“倔”，
一定要把食雜店開起來。老人
說，“食雜店開起來，賺多賺少
是小事，關鍵是可以和來買東西
的人擺擺龍門陣（聊天）。”

食雜店是一座面積不足10平
米的磚牆平房，由梁先學一個人
負責打理。“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梁先學一邊嫻熟地整理貨
物，一邊說。“他都記在腦袋裡
了，比筆記本還清楚。”負責給
梁先學送貨的姚先生笑說，每
次收貨時只要告訴梁先學這次送
了什麼商品和多少數量，老人都
會記在腦子裡。

收錢、找錢時，老人把不同
面值的紙幣分類地放在皮包和口
袋裡，每次顧客只需告訴他紙幣
面額，就能很快找零。“大家都
知道我眼睛不好使，村裡來買東
西的人都很自覺，憑良心付錢後
拿走東西，從來沒有少給一分
錢，貨物也一樣沒少過，大家都
講誠信。”梁先學說。

食雜店逐漸成了很多村民每
天都要來的“打卡點”，村民張
國珍表示，就算不買東西，也會
來這裡和梁先學以及其他村民聊
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的趣事。
“我雖然看不見，但大家經常在
這裡擺龍門陣，村裡好多事情我
都曉得。”梁先學說。 ■中新網

滬91歲海關大鐘零件返修

黔失明老人開店
一分錢都沒少過

近日近日，，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

為東漢時期的墓為東漢時期的墓，，距今已有距今已有22,,000000多年多年，，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兩兩

者或許有着一定淵源者或許有着一定淵源。。 ■■綜合澎湃新聞及綜合澎湃新聞及《《十堰晚報十堰晚報》》

■村民正向老人付錢。 網上圖片

■■黃香在黃香在““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中中““扇枕溫扇枕溫
衾衾””的故事流傳至今的故事流傳至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
墓墓，，疑與黃香有關疑與黃香有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香（約公元68年—122年）為東漢
時期官員。年方九歲時，便知事親

之理，名播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
黃香”。他在“二十四孝”中的“扇枕溫
衾”（或名“黃香溫席”）的故事流傳至
今。

據悉，此處的原主人本打算在這裡新
蓋一座房子，就在打地基時，發現一些帶
有紋飾的古磚。這讓他聯想起前不久在鄖
西的古墓發現，就連忙告知了縣文物部
門。當地文物部門聞訊後趕赴現場，將現
場保護了起來，並對現場進行了簡單的勘
測。

或帶左右耳室
經過考古人員的推測，初步斷定該古

墓疑似東漢時期，“通過墓磚上面的紋
路，我們可以推斷，這個應該和前不久在
鄖西發掘的一樣，同屬於東漢時期的古
墓。”十堰市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劉志軍說
道，該墓從表面上看為中型墓，但從土壤
推斷，該墓或為一座殘墓，即墓室可能曾
經被發現過，後經填埋及地表變化構成如
今現狀。

令人驚喜的是，不同於其他古墓，該
墓或帶左右兩個耳室。其一般位於正屋兩
側，恰如兩耳在人臉的兩側，因而得名。
在歷年來古墓發掘中，帶有耳室的墓較為

少見。左耳室一般用來放置墓主人生前的
用品以及陪葬品，但有些帝王也曾將妃嬪
的靈柩存於耳室同葬。

與房縣淵源深
此墓緊挨房縣著名孝子黃香的祠堂。

《三字經》中“香九齡，能溫席，孝於
親，所當執”，把黃香的孝行奉為經典。
作為中國古代著名“二十四孝”之一的黃
香，與房縣有很深的淵源。上世紀六十年
代前，房縣城關的黃孝子祠一直香火旺
盛，雖後被拆除，但黃香“冬月溫衾暖，
炎天扇枕涼，兒童知子職，千古一黃香”
卻一直流傳至今。湖北省雲夢縣有一道名
為“盤鱔”的美食，也與黃香的傳說有
關。

據現場發掘的考古人員介紹，目前該
墓葬中出土的隨葬品未知，但帶有耳室的
墓大部分都還會存有器物，具體能否發現
什麼，該古墓中是否還有其它驚喜，墓主
人與黃香是否有關係，都還需進一步研究
發掘。

今年3月，上海外灘海關大
樓的大鐘已被換下2個零件，由原
廠工程師帶回英國檢修，目前還
處於等待結果中。整體大修方案
正在評估，預計等零件修復結果
出來之後才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從1928年1月1日海關大鐘
敲響第一聲開始，海關大樓的鐘
聲就成為了上海的標誌之一，91
年來從未中斷。不過，畢竟“年
紀”大了，從去年起，大鐘偶爾
就會出現停擺的“小狀況”，每
每總能牽動很多上海市民的心。
不過，好在設計製造上海外灘海
關大鐘的公司－JB喬伊斯鐘錶公

司依然“健在”。
作為外灘的知名“打卡”點

之一，海關大樓主樓高度約120英
尺，鐘樓高度約140英尺，大樓總
高度約260英尺，大樓正門底層大
廳天花板有8幅由幾萬塊彩色馬賽
克鑲拼而成的帆船壁畫，是精湛
的工藝美術品。海關大樓鐘樓分
發條、機械、發音、旗樓四層。
機械層是大鐘的“心臟”部分，
上百個齒輪互相咬合，3根鋼絲繩
連接三個巨大的重錘－也就是
大鐘的發條直通發條層，一個敲
正點，一個負責走時，另一個負
責報刻。 ■解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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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中國製造業外遷影響可控
發改委：中低端企業為主 屬市場正常現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美方近期提出“因為經濟放緩，中國迫
切希望與美國達成協議”，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1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表
示，這完全是誤導。他指出，在全球經
濟增長有所放緩的情況下，中國今年上
半年GDP取得6.3%的增長是不錯的成
績，增長率符合外界對中國經濟的預
期。

有記者提問，美國總統特朗普日

前發推特稱，中國第二季度的增長是
27年來最慢的。成千上萬的企業正在
離開中國，因此中方非常希望與美國達
成貿易協議。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回應稱，在全球經濟增長有
所放緩、外部不確定性不穩定因素增多
的情況下，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
值取得6.3%的增長，這是一個不錯的
成績，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也是領先
的。中國本可以採取強刺激政策獲得更

高的經濟增長率，但我們沒有這樣做，
我們致力於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着
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產業轉型升
級，通過改革創新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使經濟保持穩中有進的態勢。

“應該說6.3%的增長率符合外界
對中國經濟的預期。日前中國公佈上半
年宏觀經濟數據之後，世界主要市場作
出了比較平和的反應。”耿爽說，中國
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

貢獻率保持在30%以上。中國經濟平
穩增長對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都是好
事。

他指出，至於美方所謂的“因為
經濟放緩，中國迫切希望與美國達成協
議”，這完全是誤導。達成經貿協議絕
不是中方單方面的訴求。美國社會各界
有識之士和廣大消費者反對對華加徵關
稅，強烈反對貿易戰，這種聲音就是有
力佐證。

華經濟增長符預期 中方批美“放緩論”誤導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美
國財長姆努欽日前透露，他預計本周將
與中國官員再次進行電話會談，這是恢
復貿易協定談判的一部分。

上個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就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之間長達一年的貿易爭端休戰達成一
致。

姆努欽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上
周與中國貿易官員通了電話，但沒有公
佈預期的面對面會談的細節。姆努欽表
示，“如果能取得重大進展，我認為我
們很有可能晚些時候前往中國。”

中美或再通電話議貿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
道）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合肥工業大學
16日簽署《5G戰略合作協議》（圖），
雙方將共建安徽首個5G聯合創新實驗
室。根據戰略合作協議內容，華為與合
肥工業大學，將圍繞開展安徽省5G遠程
醫療領域的研究（聯合德易電子有限公
司）、無人機編隊應用5G技術、5G工
業互聯網平台搭建、5G智慧校園和校園
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展開全方位合作。

據介紹，今年5月，合肥工業大學
管理學院楊善林院士科研團隊與華為公
司、中國移動、合肥德銘電子公司合
作，成功保障了中國首例基於5G網絡的
遠程手術指導。

合工大華為共建5G實驗室

孟瑋在國家發改委例行發佈會上
說，近年來，隨着國際產業分工

和全球產業佈局的深度調整，中國製
造業已經進入到了轉型升級、邁向高
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在這個過程中，
出現一些企業到國外設廠經營的情
況，是正常現象。

孟瑋分析外遷企業時指出，有的
企業是考慮要素價格變化情況，向勞
動力以及環保等成本比較低的地方去
轉移，有的企業是基於自身發展戰略
的需要，主動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當
然也有極少數的企業是為了規避中美
經貿摩擦的影響。

水土不服需回流國內
但外遷要考慮運營成本、產業工

人、供應鏈配套以及交通運輸乃至製
造業文化等諸多因素影響，孟瑋稱，
有一些已經外遷的企業因為水土不服
紛紛回流到了國內。在最近的調研

中，發改委了解到，不少東莞製鞋企
業由於種種原因關閉了他們在東南亞
的工廠，回到國內發展。

孟瑋表示，下一步要從四方面着力
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見表），重點
是發揮好產業體系、國內市場等方面的
優勢。“隨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見
效，絕大多數企業會繼續留在中國深耕
發展，也會有更多的企業來中國投資興
業，謀求新的更大發展。”

不能將現象與貿戰掛鈎
中國商務部綜合司司長儲士家近

日亦指出，產業鏈的遷入遷出都是市
場經濟下的正常現象。一方面，中國
既有包括5G等國內新產業鏈的形成，
也有特斯拉等帶動國外產業鏈融入；
另一方面，企業也會根據自身發展需
要主動走出去，或者向綜合成本更低
的地方轉移。不能把產業外遷與中美
經貿摩擦直接掛鈎，中美經貿摩擦對

中國外貿、外資影響總體可控。
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形勢，孟瑋在

例行發佈會上表示，上半年中國經濟
“總體平穩、穩中有進”，主要經濟
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持續
優化，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積極因素增
多。中國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大趨勢沒有
改變也不會改變。

內外環境仍錯綜複雜
但孟瑋強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

的國內外環境依然錯綜複雜。從外部
環境看，不確定性因素有所上升，世
界經濟和貿易增速同步趨緩，地緣政
治不穩定和經濟運行風險加大。從內
部環境看，國內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體
制性矛盾的解決需要一個過程，經濟
運行面臨着新的下行壓力，實體經濟
困難仍然較多，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
板。面對經濟運行出現的新情況新挑
戰，發改委將加強政策評估，優化政
策組合，強化政策協同，狠抓政策落
實，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美貿易戰一年多

來，外界屢有產業鏈遷出中國進而唱衰中國製造業的聲音。中國

國家發改委發言人孟瑋16日對此表示，從目前掌握情況看，中國

製造業外遷的規模並不大，而且以中低端企業為主，對中國經濟

增長、產業升級、勞動就業等方面的影響總體可控。

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
水平開放

第一招

增強微觀主體活力，釋放
內需市場的潛力

第二招

補齊產業鏈短板，提升產
業鏈水平

第三招

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
境，進一步增強對製造業
發展的吸引力

第四招

■■發改委發言人指發改委發言人指，，企業到國外設廠經企業到國外設廠經
營是正常現象營是正常現象。。圖為安徽一家足襪廠工圖為安徽一家足襪廠工
人在工作人在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
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
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16日發表文
章稱，人民幣國際化啟動十年來，
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顯
著提升。未來中國將積極穩妥推進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升境外主體
持有和使用人民幣的信心，並作好
開放中的風險防範，確保人民幣國
際化行穩致遠。他於文中表示，支
持境內金融市場產品納入主流國際
指數，以促進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
使用。

擴人幣跨境支付結算
近幾年，由於人民幣貶值、對

外投資管控加強等影響，外界認為
人民幣國際化有所放緩。而潘功勝
此次在文章中指出，當前國際經濟
金融格局出現重大變化，全球貿易
摩擦頻發，民粹主義抬頭，部分國
家和地區開始注重使用本幣進行跨
境結算，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新的契
機。

潘功勝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市
場驅動、水到渠成的結果，是一個長
期過程，不可一蹴而就，要繼續堅持
低調務實、順勢而為的基本原則，久
久為功。下一步要擴大人民幣跨境支
付結算，重點推動貿易和投資領域人
民幣跨境使用，逐步消除限制人民幣
使用的障礙，完善人民幣國際化基礎
設施，提高人民幣清算效率。

同時，支持境內金融市場產品
納入主流國際指數，促進人民幣在
資本項下的使用；進一步吸引境外
央行類機構增配人民幣資產，穩步
提升人民幣儲備貨幣功能。

對離岸市場，潘功勝提出，將
豐富離岸市場人民幣金融產品，提
供必要流動性支持，增加人民幣資
金的可獲得性。

在金融改革方面，繼續深化利
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有序實現資
本項目可兌換，推動稅收、會計、
評級等制度與國際接軌等。此外亦
要加強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分
析和預警，做好逆周期調節，防範

跨境資金流動風險。

企業仍欠了解人幣跨境使用政策
中國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局

局長霍穎勵亦同時發表文章，文中
指出了人民幣面臨的一些問題和挑
戰。霍穎勵指出，首先在人民幣跨
境使用中，資本項目增長快、佔比
高，經常項目的使用仍偏低，只佔
本外幣的14%。一些企業仍然存在
路徑依賴，不熟悉、不了解人民幣
跨境使用政策。

其次，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
比重偏低。霍穎勵指出，根據
SWIFT統計，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使
用的份額大約在2%左右，主要用於
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雙邊支付
結算，第三方國家之間人民幣使用
水平不高，部分國家仍然限制人民
幣使用。

霍穎勵認為，當前人民幣在海
外市場的可獲得性不高，影響了一
些國家和境外企業使用人民幣的意
願。

人民幣國際化進展
跨境實際收付

2018年達15.8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約
佔跨境收付總額的33%

股票和債券規模

截至2019年3月末合計3.5萬億元，同比增長
34%

境外主體持有境內金融資產

截至2019年5月末合計5.42萬億元，人民幣
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佔比達到1.92%

儲備規模

2019年第一季度人民幣儲備規模達到2,129億
美元，佔比1.95%

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與3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目前仍有效協議31個，總規模約3萬億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中國積極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神州經濟

AA99神州民間
星期四 2019年7月1８日 Thursday, July 1８, 2019

2019年7月17日（星期三）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何佩珊

鄂
或
現
孝
子

黃
古墓
香

初
判
東
漢
時
期
緊
挨
黃
香
祠
堂

在貴州省畢節黃泥鄉石丫
村，68歲的失明老人梁先學在村
里開了一家食雜店，方便村民生
活的同時也給自己找點事情做。
雖然老人雙目失明，但開店三年
來，錢物一樣也沒少過。

梁先學老人開店的想法起初
遭到家人們一致反對。“當時家
裡人覺得他眼睛不好，沒法去進
貨、管理、收錢，萬一賠本了怎
麼辦？這麼大年紀了，還要折
騰。”梁先學的老伴黃阿姨說。
但這次，梁先學卻有點“倔”，
一定要把食雜店開起來。老人
說，“食雜店開起來，賺多賺少
是小事，關鍵是可以和來買東西
的人擺擺龍門陣（聊天）。”

食雜店是一座面積不足10平
米的磚牆平房，由梁先學一個人
負責打理。“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梁先學一邊嫻熟地整理貨
物，一邊說。“他都記在腦袋裡
了，比筆記本還清楚。”負責給
梁先學送貨的姚先生笑說，每
次收貨時只要告訴梁先學這次送
了什麼商品和多少數量，老人都
會記在腦子裡。

收錢、找錢時，老人把不同
面值的紙幣分類地放在皮包和口
袋裡，每次顧客只需告訴他紙幣
面額，就能很快找零。“大家都
知道我眼睛不好使，村裡來買東
西的人都很自覺，憑良心付錢後
拿走東西，從來沒有少給一分
錢，貨物也一樣沒少過，大家都
講誠信。”梁先學說。

食雜店逐漸成了很多村民每
天都要來的“打卡點”，村民張
國珍表示，就算不買東西，也會
來這裡和梁先學以及其他村民聊
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的趣事。
“我雖然看不見，但大家經常在
這裡擺龍門陣，村裡好多事情我
都曉得。”梁先學說。 ■中新網

滬91歲海關大鐘零件返修

黔失明老人開店
一分錢都沒少過

近日近日，，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

為東漢時期的墓為東漢時期的墓，，距今已有距今已有22,,000000多年多年，，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兩兩

者或許有着一定淵源者或許有着一定淵源。。 ■■綜合澎湃新聞及綜合澎湃新聞及《《十堰晚報十堰晚報》》

■村民正向老人付錢。 網上圖片

■■黃香在黃香在““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中中““扇枕溫扇枕溫
衾衾””的故事流傳至今的故事流傳至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
墓墓，，疑與黃香有關疑與黃香有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香（約公元68年—122年）為東漢
時期官員。年方九歲時，便知事親

之理，名播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
黃香”。他在“二十四孝”中的“扇枕溫
衾”（或名“黃香溫席”）的故事流傳至
今。

據悉，此處的原主人本打算在這裡新
蓋一座房子，就在打地基時，發現一些帶
有紋飾的古磚。這讓他聯想起前不久在鄖
西的古墓發現，就連忙告知了縣文物部
門。當地文物部門聞訊後趕赴現場，將現
場保護了起來，並對現場進行了簡單的勘
測。

或帶左右耳室
經過考古人員的推測，初步斷定該古

墓疑似東漢時期，“通過墓磚上面的紋
路，我們可以推斷，這個應該和前不久在
鄖西發掘的一樣，同屬於東漢時期的古
墓。”十堰市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劉志軍說
道，該墓從表面上看為中型墓，但從土壤
推斷，該墓或為一座殘墓，即墓室可能曾
經被發現過，後經填埋及地表變化構成如
今現狀。

令人驚喜的是，不同於其他古墓，該
墓或帶左右兩個耳室。其一般位於正屋兩
側，恰如兩耳在人臉的兩側，因而得名。
在歷年來古墓發掘中，帶有耳室的墓較為

少見。左耳室一般用來放置墓主人生前的
用品以及陪葬品，但有些帝王也曾將妃嬪
的靈柩存於耳室同葬。

與房縣淵源深
此墓緊挨房縣著名孝子黃香的祠堂。

《三字經》中“香九齡，能溫席，孝於
親，所當執”，把黃香的孝行奉為經典。
作為中國古代著名“二十四孝”之一的黃
香，與房縣有很深的淵源。上世紀六十年
代前，房縣城關的黃孝子祠一直香火旺
盛，雖後被拆除，但黃香“冬月溫衾暖，
炎天扇枕涼，兒童知子職，千古一黃香”
卻一直流傳至今。湖北省雲夢縣有一道名
為“盤鱔”的美食，也與黃香的傳說有
關。

據現場發掘的考古人員介紹，目前該
墓葬中出土的隨葬品未知，但帶有耳室的
墓大部分都還會存有器物，具體能否發現
什麼，該古墓中是否還有其它驚喜，墓主
人與黃香是否有關係，都還需進一步研究
發掘。

今年3月，上海外灘海關大
樓的大鐘已被換下2個零件，由原
廠工程師帶回英國檢修，目前還
處於等待結果中。整體大修方案
正在評估，預計等零件修復結果
出來之後才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從1928年1月1日海關大鐘
敲響第一聲開始，海關大樓的鐘
聲就成為了上海的標誌之一，91
年來從未中斷。不過，畢竟“年
紀”大了，從去年起，大鐘偶爾
就會出現停擺的“小狀況”，每
每總能牽動很多上海市民的心。
不過，好在設計製造上海外灘海
關大鐘的公司－JB喬伊斯鐘錶公

司依然“健在”。
作為外灘的知名“打卡”點

之一，海關大樓主樓高度約120英
尺，鐘樓高度約140英尺，大樓總
高度約260英尺，大樓正門底層大
廳天花板有8幅由幾萬塊彩色馬賽
克鑲拼而成的帆船壁畫，是精湛
的工藝美術品。海關大樓鐘樓分
發條、機械、發音、旗樓四層。
機械層是大鐘的“心臟”部分，
上百個齒輪互相咬合，3根鋼絲繩
連接三個巨大的重錘－也就是
大鐘的發條直通發條層，一個敲
正點，一個負責走時，另一個負
責報刻。 ■解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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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省畢節黃泥鄉石丫
村，68歲的失明老人梁先學在村
里開了一家食雜店，方便村民生
活的同時也給自己找點事情做。
雖然老人雙目失明，但開店三年
來，錢物一樣也沒少過。

梁先學老人開店的想法起初
遭到家人們一致反對。“當時家
裡人覺得他眼睛不好，沒法去進
貨、管理、收錢，萬一賠本了怎
麼辦？這麼大年紀了，還要折
騰。”梁先學的老伴黃阿姨說。
但這次，梁先學卻有點“倔”，
一定要把食雜店開起來。老人
說，“食雜店開起來，賺多賺少
是小事，關鍵是可以和來買東西
的人擺擺龍門陣（聊天）。”

食雜店是一座面積不足10平
米的磚牆平房，由梁先學一個人
負責打理。“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梁先學一邊嫻熟地整理貨
物，一邊說。“他都記在腦袋裡
了，比筆記本還清楚。”負責給
梁先學送貨的姚先生笑說，每
次收貨時只要告訴梁先學這次送
了什麼商品和多少數量，老人都
會記在腦子裡。

收錢、找錢時，老人把不同
面值的紙幣分類地放在皮包和口
袋裡，每次顧客只需告訴他紙幣
面額，就能很快找零。“大家都
知道我眼睛不好使，村裡來買東
西的人都很自覺，憑良心付錢後
拿走東西，從來沒有少給一分
錢，貨物也一樣沒少過，大家都
講誠信。”梁先學說。

食雜店逐漸成了很多村民每
天都要來的“打卡點”，村民張
國珍表示，就算不買東西，也會
來這裡和梁先學以及其他村民聊
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的趣事。
“我雖然看不見，但大家經常在
這裡擺龍門陣，村裡好多事情我
都曉得。”梁先學說。 ■中新網

滬91歲海關大鐘零件返修

黔失明老人開店
一分錢都沒少過

近日近日，，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

為東漢時期的墓為東漢時期的墓，，距今已有距今已有22,,000000多年多年，，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兩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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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向老人付錢。 網上圖片

■■黃香在黃香在““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中中““扇枕溫扇枕溫
衾衾””的故事流傳至今的故事流傳至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
墓墓，，疑與黃香有關疑與黃香有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香（約公元68年—122年）為東漢
時期官員。年方九歲時，便知事親

之理，名播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
黃香”。他在“二十四孝”中的“扇枕溫
衾”（或名“黃香溫席”）的故事流傳至
今。

據悉，此處的原主人本打算在這裡新
蓋一座房子，就在打地基時，發現一些帶
有紋飾的古磚。這讓他聯想起前不久在鄖
西的古墓發現，就連忙告知了縣文物部
門。當地文物部門聞訊後趕赴現場，將現
場保護了起來，並對現場進行了簡單的勘
測。

或帶左右耳室
經過考古人員的推測，初步斷定該古

墓疑似東漢時期，“通過墓磚上面的紋
路，我們可以推斷，這個應該和前不久在
鄖西發掘的一樣，同屬於東漢時期的古
墓。”十堰市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劉志軍說
道，該墓從表面上看為中型墓，但從土壤
推斷，該墓或為一座殘墓，即墓室可能曾
經被發現過，後經填埋及地表變化構成如
今現狀。

令人驚喜的是，不同於其他古墓，該
墓或帶左右兩個耳室。其一般位於正屋兩
側，恰如兩耳在人臉的兩側，因而得名。
在歷年來古墓發掘中，帶有耳室的墓較為

少見。左耳室一般用來放置墓主人生前的
用品以及陪葬品，但有些帝王也曾將妃嬪
的靈柩存於耳室同葬。

與房縣淵源深
此墓緊挨房縣著名孝子黃香的祠堂。

《三字經》中“香九齡，能溫席，孝於
親，所當執”，把黃香的孝行奉為經典。
作為中國古代著名“二十四孝”之一的黃
香，與房縣有很深的淵源。上世紀六十年
代前，房縣城關的黃孝子祠一直香火旺
盛，雖後被拆除，但黃香“冬月溫衾暖，
炎天扇枕涼，兒童知子職，千古一黃香”
卻一直流傳至今。湖北省雲夢縣有一道名
為“盤鱔”的美食，也與黃香的傳說有
關。

據現場發掘的考古人員介紹，目前該
墓葬中出土的隨葬品未知，但帶有耳室的
墓大部分都還會存有器物，具體能否發現
什麼，該古墓中是否還有其它驚喜，墓主
人與黃香是否有關係，都還需進一步研究
發掘。

今年3月，上海外灘海關大
樓的大鐘已被換下2個零件，由原
廠工程師帶回英國檢修，目前還
處於等待結果中。整體大修方案
正在評估，預計等零件修復結果
出來之後才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從1928年1月1日海關大鐘
敲響第一聲開始，海關大樓的鐘
聲就成為了上海的標誌之一，91
年來從未中斷。不過，畢竟“年
紀”大了，從去年起，大鐘偶爾
就會出現停擺的“小狀況”，每
每總能牽動很多上海市民的心。
不過，好在設計製造上海外灘海
關大鐘的公司－JB喬伊斯鐘錶公

司依然“健在”。
作為外灘的知名“打卡”點

之一，海關大樓主樓高度約120英
尺，鐘樓高度約140英尺，大樓總
高度約260英尺，大樓正門底層大
廳天花板有8幅由幾萬塊彩色馬賽
克鑲拼而成的帆船壁畫，是精湛
的工藝美術品。海關大樓鐘樓分
發條、機械、發音、旗樓四層。
機械層是大鐘的“心臟”部分，
上百個齒輪互相咬合，3根鋼絲繩
連接三個巨大的重錘－也就是
大鐘的發條直通發條層，一個敲
正點，一個負責走時，另一個負
責報刻。 ■解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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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部委發文 加快建退出機制
打破金融機構“剛兌”防止形成國有“殭屍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財政部16日發佈
2019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支情況，2019年上
半年全國土地出讓總計26,725億元（人民幣，
下同），較去年同期下降0.8%，為近四年來
首次下滑。此前土地出讓收入已保持連續三年
增長。單以6月份計算，2019年6月全國土地
出讓收入為5,809億元，同比增長23.86%。

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CREIS中指數據顯
示，上半年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土地出讓金分
別為2,496億和12,561億元，同比增長達36%
和26%；不過，三四線城市出讓金達7,433億
元，同比下降3%。從城市來看，杭州上半年
土地收入1,422.6億元，排名第一，武漢、北
京、天津、上海、重慶均突破600億。上半年
土地出讓金漲幅前三的城市依次為三亞、太原
和蘭州，而烏魯木齊、海口、濟南的土地出讓
金增速墊底。

日前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6月份
內地城市商品住宅價格漲幅穩中有降，一線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售價格環比升0.2%，漲幅比
上月回落0.1個百分點；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售價環比漲0.8%，漲幅連續三個月相同；
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價環比漲0.7%，漲
幅比上月回落0.1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商業銀行發行永
續債補充資本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市
場消息指，工商銀行計劃本月下旬在
銀行間市場發行至多800億元（人民
幣，下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永
續債），這將是單次發行規模最大的
銀行永續債。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工行

此次擬發行的永續債期限為5+N年
（每五年末附發行人選擇權），預計
利率區間4.37%至4.87%。主體和債
項評級均為AAA。工行上周五公告
稱，已收到銀保監會批覆和人民銀行
的行政許可，獲准在銀行間債市發行
不超過800億元無固定期限資本債
券。

去年12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
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多渠道支
持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有關問題，推動
盡快啟動永續債發行。為支持永續債
發行，人民銀行今年1月宣佈創設央
行票據互換工具(CBS)，公開市場業
務一級交易商可以使用持有的合格銀
行發行的永續債從中國人民銀行（央

行）換入央行票據，以提高銀行永續
債的流動性，支持銀行發行永續債補
充資本。銀保監會亦放開限制，允許
保險機構投資符合條件的銀行二級資
本債券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

央行6月底公告稱，開展的2019
年第二期CBS操作中，一級交易商換
出的銀行永續債，包括6月份以來民
生銀行和華夏銀行新發行的永續債，
以及1月份中國銀行發行的存量永續
債。央行換出的央行票據票面利率為
2.45%，與首次操作相同。

工行月內擬發800億永續債

香港文匯報訊 華為旗下Huawei Pay宣佈
正式進軍香港市場，Tap & Go“拍住賞”銀
聯卡持有人可率先享受Huawei Pay服務，全
港多家知名商戶超過4萬個銷售點可實現支
援。華為表示，目前Huawei Pay正逐步全球
化，香港是Huawei Pay進入的第三個市場，
共有超過4萬部支援Huawei Pay的讀卡器，
覆蓋的商戶包括一田超市、崇光百貨、7-11便
利店、萬寧、翠華及東海堂等。

指定型號的華為智能手機用戶只需在
Huawei AppGallery下載“華為錢包”，再將
Tap & Go“拍住賞”銀聯卡加入錢包，即可
開通服務。支付時，用戶無需解鎖屏幕、無需
開啟App、無需上網，只要將手機機背相機鏡
頭位置靠近支援銀聯閃付的支付讀卡器，經過
指紋驗證，即可完成付款程序。公司指，未來
將有更多銀行加入支援Huawei Pay。

華為透露，目前在全球手機市場份額位列
第二，在香港市場今年首季手機銷量達到
2018年的36%，相較去年首季增長34.4%。

華為Huawei Pay
進駐香港

上半年賣地收入降0.8%
四年首次下滑

中國國家發改委、一行兩會等13
部委16日聯合發佈《加快完善

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的方案》還提
到，推動國有“殭屍企業”破產退
出，對符合破產等退出條件的國有企
業，各相關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礙其
退出，防止形成“殭屍企業”。

業內：不代表出現更多包商
在包商銀行被接管近兩個月之

際，消息引發市場關注。路透社引述
上海一銀行交易員認為，這等於是官
方正式認可要打破所謂的鐵板領域的
“剛兌”，建立一個正式的機制。
“不過也不一定是說可能有更多的包
商銀行出現，那也不至於，這只是說
要。”

針對金融機構的退出，改革方案
指出，要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的
程序和路徑，明確風險處置的觸發條
件，制定退出風險處置預案，豐富風
險處置工具箱，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機

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對問題
金融機構退出過程中接管、重組、撤
銷、破產處置程序和機制，探索建立
金融機構主體依法自主退出機制和多
層次退出路徑。及時有效發揮存款保
險制度和相關行業保障基金的作用。

金融企業不能只生不死
對於包商銀行被接管後的進展，

人民銀行辦公廳主任兼新聞發言人周
學東在此前的發佈會上亦提到，接管
包商銀行是一個法定行為，現在進入
到第二個階段，進行清產核資，清產
核資之後可能要進行重組。中國人民
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曾表示，符合條
件的高風險金融機構可退出市場，
“金融企業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
的淘汰。”

對於國有“殭屍企業”，文件提
出，對符合破產等退出條件的國有企
業，各相關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礙其

退出。包括不得通過違規提供政府補
貼、貸款等方式維繫“殭屍企業”生
存，有效解決國有“殭屍企業”不願
退出的問題。國有企業退出時，金融
機構等債權人不得要求政府承擔超出
出資額之外的債務清償責任。

信用違約率現上升勢頭
因包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

央行及銀保監會決定自5月24日起對
包商銀行實行聯合接管，這是20年來
首例內銀被接管事件。央行並提到，
包商銀行 5,000 萬元（人民幣，下

同）以上的對公存款和同業負債，將
由接管組和債權人平等協商，依法保
障。這被市場視為是打破“剛兌”的
一種表達。

在貿易戰等因素困擾下，中國經
濟復甦之路坎坷，國企改革推進緩
慢，金融領域的退出機制更是經年懸
而未決。自包商銀行今年5月末被接
管並就此打破同業剛兌以來，金融機
構流動性分層明顯加劇，信用市場違
約率也出現抬升勢頭，僅周一就有山
東勝通、精功集團、康得新、中城建
4隻債券宣告違約。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對金融機構或者國企的天然“剛兌”信

仰將被進一步打破。13部委16日聯合發文，提出要建立健全金

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損失分擔機

制，明確股東和無擔保債權人應先於公共資金承擔損失，凸顯監

管層決心讓內地向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邁進。

■■1313部委部委1616日聯合發佈日聯合發佈《《加加
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
革的方案革的方案》，》，凸顯監管層決凸顯監管層決
心讓內地向完善市場主體退心讓內地向完善市場主體退
出制度邁進出制度邁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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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調查局官員顏正義轉傳行政
院長蘇貞昌摔筆影片、同婚立法等假訊息，
昨天經考績會決議記大過。調查局官員今天
說，顏正義第一時間提醒勿轉傳的說詞與事
實不符，是重懲因素之一。

近日網路流傳蘇貞昌出席殉職警員李承
翰告別式影片，直指蘇貞昌出席李承翰喪禮
摔筆，實際上影片為蘇貞昌出席某屏東鄉親
告別式的畫面，並非李承翰告別式。

時任高雄市調查處副處長的顏正義7日
晚間將摔筆影片轉傳到調查班群組，遭人檢
舉，又被爆料曾轉傳與同婚立法有關的假訊
息。調查局10日將顏正義改調台南市調查處
專門委員，昨天召開考績會決議一大過處分
。

調查局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經調查顏
正義轉傳訊息的時間點，發現顏正義7日同
時轉傳蘇貞昌摔筆影片到 「東海同學」 群組
及 「展抱18期」 群組，因 「東海同學」 群組
成員告知是假訊息，才收回訊息。

調查局表示，顏正義一開始稱轉傳至
「展抱18期」 群組，是為提醒假訊息，未及

完成警語等說詞，與事實不符。
此外，顏正義另於5月19日轉傳與同婚

立法有關的假消息至 「偶突發」 群組。顏正

義最後坦承一時失慮，願意切身反省，勇於
承擔責任。

新聞稿指出， 「展抱18期」 是調查局調
查班18期人員交誼群組， 「偶突發」 群組更
是高雄處主管對組長以上幹部轉達政令、業
務指示的工作群組；顏正義轉傳指涉院長蘇
貞昌參加員警公祭摔筆及政府同婚立法有隱
情等不實訊息，經媒體披露後，已重挫調查
局局譽。

調查局認為，顏正義身為查緝假訊息業
務主管，未能以身作則，率性轉傳未經證實
真偽的不實訊息，造成社會大眾質疑調查局
的專業度、公正性、中立性，影響調查局長
期建立執法行政中立的信譽，嚴重斲傷調查
局形象。

調查局表示，綜合考量顏正義職務、身
分、第一時間未據實陳述、造成局譽重大損
失等情狀，以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
務人員聲譽為由，經考績會審議程序，議決
予以記一大過處分。

新聞稿最後提到，依法行政、行政中立
是調查局一貫執法立場，調查局全體同仁必
定秉持國家調查局、人民調查局的堅定立場
，戮力維護國家安全、防制重大犯罪。

顏正義第一時間未坦白 調查局：重懲因素之一

（中央社）明年1月總統、立委選舉，
為精進反賄選工作，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
示，將於9月推出 「雲端反賄數位平台」 APP
，除了即時澄清假新聞，民眾透過手機可快
速傳送檢舉資訊。

法務部下午舉行媒體茶敘，蔡清祥做上
述表示。

法務部指出，針對明年1月11日第15任
正副總統暨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法務部為
精進反賄選工作，善用科技，蔡清祥特別提
出 「雲端反賄數位平台」 APP構想，將提供
包含 「檢舉賄選單一窗口」 、 「即時澄清假
新聞」 、 「反賄選影音宣導」 、 「反賄選網

絡連結」 及 「反賄選大數 據建置」 等五大功
能。

法務部自民國81年11月9日公布施行
「鼓勵檢舉賄選要點」 ，迄今逾26 年，法務
部打擊賄選的決心不變，但手段必須配合時
代精進，才能提升反賄工作效益。

此外，實務上也發現因LINE、微信、臉
書等即時通訊軟體的出現，導致傳統通訊監
察所獲成效遞減，因此須善用行動裝置，結
合雲端整合、數位科技，讓民眾能更容易獲
得反賄資訊，更方便檢舉賄選，使反賄選工
作能更加深化和落實。

雲端反賄數位平台APP將上線 快速檢舉賄選

（中央社） 「Wecare高雄」 等團體發動罷免
高雄市長韓國瑜行動，發起人尹立今天指出，發
起行動後，包括他在內有多人遭網路霸凌，被人
身攻擊，不曾做過的事也被冒名轉貼，因此提告
。

尹立與同樣遭到網路霸凌的 「高雄81氣爆自
救會」 會長陳冠榮，中午在律師陪同下前往高雄
市警察局楠梓分局楠梓派出所提告。警方受理後
，展開偵辦。

尹立表示，他不僅遭到人身攻擊的霸凌，還
有他不曾做過的事與說過的話，也被轉貼傳送，
被謾罵造謠抹黑。霸凌者不僅涉及毀謗及妨害名
譽，還涉嫌偽造文書。他是行動發起人，要保護
參與罷免行動者，不能放任霸凌行為，因此提告
保障權益。

尹立並以在罷韓行動中有知名煎餅店老闆遭
恐嚇為例，呼籲參與罷免行動者一旦遭到霸凌，
應立即勇敢站出來，他會全力提供協助，並呼籲
民眾響應罷韓行動。

在罷免韓國瑜行動方面， 「Wecare高雄」 及
「公民割草行動」 宣布罷韓連署書已突破13萬份
。

依 「公民割草行動」 提供資料，罷免程序區
分提議、連署、投票三階段。提議是1%公民數，
即第一階段要有2萬2800份提議書；第二階段盼
能達到30萬連署目標（以剔除不合格者），連署
提議書要到市長就職一週年後才能提出。

第三階段等宣告罷免案成立才會辦理投票，
選民數要有公民數的1/4。以高雄市去年底選舉公
民228萬人，罷免投票通過門檻大約是58萬票。

推罷免韓國瑜遭網路霸凌 尹立陳冠榮提告

（中央社）苗栗縣議員張志宇遭落選對手指控在競選期間透
過劉姓媒人買票，並提出當選無效之訴，苗栗地院審理認劉女並
非競選團隊成員，無證據可證明張志宇參與賄選，判決原告之訴
駁回。

苗栗地方法院受理108年度選字第12號當選無效訴訟，落
選人即原告徐筱菁，主張被告張志宇的媒人劉姓女子，在競選期
間，為張志宇以每票新台幣500元至1000元對價，分別向陳姓
女子等12名選民買票尋求支持；另有一名曾姓女子證稱，去年
11月中旬，有不明男子透過她的婆婆轉交1000元，要求支持張

志宇。
苗栗地方法院庭長兼

審判發言人宋國鎮表示，被告張志宇則否認有買票行為，並抗辯
劉姓女子只是他的媒人，並非競選團隊成員，也非樁腳，並不知
情或授意劉女買票；至於曾姓女子在偵查中證述，經曾女婆婆否
認，檢方未將婆婆列為行賄對象，合議庭經審理後，今天宣判，
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宋國鎮指出，劉女雖是張志宇媒人，但並非家人，也非競選
團隊成員，且賄選的金錢是劉女自己從郵局領取，並非來自被告

張志宇；至於曾女聲稱婆婆轉交不詳姓名男子賄款部分，經曾女
婆婆否認，檢方也未列為賄選案被告，不能證明曾女所述與事實
相符。

合議庭認為，不能僅憑劉女為張志宇的媒人關係，就認定劉
女的買票行為張志宇有共同參與、授意或知情，審理後以證據不
足，駁回當選無效之訴。

遭控當選無效苗栗縣議員張志宇一審勝訴

蘇揆視察丹娜絲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蘇揆視察丹娜絲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中中））1717日上午在內政部長徐國勇日上午在內政部長徐國勇（（左左）、）、交通部長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右右））陪同下陪同下，，前往前往

「「丹娜絲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丹娜絲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視察視察。。

鄭文燦結束訪美行程鄭文燦結束訪美行程
桃園市長鄭文燦桃園市長鄭文燦（（中中））1717日結束訪美行程日結束訪美行程，，清晨返台清晨返台，，表示希望建立台美間很好的互表示希望建立台美間很好的互

動模式動模式。。

柯文哲與南港區里長座談柯文哲與南港區里長座談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中中））1717日上午與南港區里長座談日上午與南港區里長座談，，逐一向出席與會的里長握手致意逐一向出席與會的里長握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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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外贸呈现平稳增长的态
势。”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
长李魁文在 7月 12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
上这样说道。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
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4.67万亿元人民币，比
去年同期增长 3.9%，中国外贸进出口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有序推
进。

民企成外贸第一大主体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
出口总值14.6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
7.95 万亿元，增长 6.1%；进口 6.72 万亿
元，增长1.4%。具体来看，呈现三个特点：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且比重上升。上
半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8.78 万亿元，
增长 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59.9%，
比去年同期提升0.9个百分点，贸易方式结
构持续优化。

对欧盟、东盟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
进出口增长。上半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
总值为 2.3万亿元，增长 11.2%，占中国进
出口总值的 15.7%；对东盟进出口总值为
1.98万亿元，增长10.5%，占中国进出口总
值的13.5%。

外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上半年中国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1%，占比较去年同
期提升了 2.7个百分点，达到 41.7%，超过
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外贸第一大主体。

“上半年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了平稳增
长的发展态势。”李魁文说，“尽管当前外
部环境复杂严峻，我国外贸平稳增长面临
一系列挑战，但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外贸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加
快的趋势没有改变。”

机电产品出口占六成

相比总量增速的起伏，中国外贸结构
的优化和区域的协调发展更值得关注。李
魁文指出，上半年中国外贸稳中提质，结
构继续优化，亮点颇多。

亮点一：贸易方式结构继续优化。上
半年，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更能代
表自主发展能力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5.5%，所占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0.9个百
分点。值得一提的是，跨境电商等外贸新
业态增势喜人，也给外贸增长提供了新动
能。

亮点二：区域外贸发展格局更趋优化
拓展。中西部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进出口
整体增速，区域发展更趋协调。上半年，
西部 12省区市和中部 6省进出口分别增长
了 14%和 8.1%，均明显高于整体进出口增
速；京津冀 3省市、长江经济带 11省市进
出口分别增长3.7%和4%。

亮点三：进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李魁文介绍，机电产品仍是中国
出口主打产品，占中国出口近6成，上半年出口增长了5.3%，为中国出口
增长夯实了基础。“其中，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
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李魁文说。

中国外贸表现出很强韧性

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
李魁文认为，这种韧性来自国内经济的有力支撑。“中国仍处于重要发

展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李魁文说，“1-6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7.2%，这也说明了我国经

济基本面优势以及经济平稳发展都为外贸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外贸进出口的韧性还得益于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市场多元

化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优势使得企业面对
单一市场风险时也能够从容应对，积极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市场布局。

李魁文指出，当前全球贸易增长的动力减弱，中国外贸发展也面临着
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一些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但我相信，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贸易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前行，在高质量发展方面
继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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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太平洋的记忆

初次赴美：
了解美国教育体系

2005年，我十分幸运地考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
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中国知名经济地理学家——王
缉慈教授，对我国产业集群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升级
问题展开长期观察和研究。

2007 年秋季，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相关项目资助下，
我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
习1年，中途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转入美国杜克大学。这
是我第一次赴美留学，留学目的地分别位于美西和美东
两个地方——加州洛杉矶和北卡罗来纳州德罕，前者是
美国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后者是人口稀疏的田园风格。

记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留学期间，有一天，合
作导师斯科特 （Scott） 教授邀请我和另一位意大利留学
生一起到他家里吃饭，觥筹交错之间，教授问我们：“你
们对美国的印象如何啊？” 我当时的回答是：“加州虽然
阳光灿烂，但是洛杉矶的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地铁、
公交和城市道路系统，不仅老旧，而且运行效率较低。”
斯科特教授经常前往中国讲学交流，对中国的城市化进
程相当熟稔。他对我的观察表示赞同，点头说：“你说到
点子上了，加州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确陈旧，没法跟北京
和上海比。”

2008年春，我从繁华热闹的加州搬到安静空旷的北
卡罗来纳州。在北卡罗来纳州，森林密布、道路交织、
没有地铁、公交很少。如果没有汽车，出行相当不便。
可是10年前，公派留美的联合培养博士生每个月的奖学
金是1050美元，扣掉租房费用和伙食费，所剩无几，哪
里买得起汽车呢？幸运的是，后来我买到了一辆二手的
自行车，花了28美元，从此每天早晚骑着自行车穿梭于
杜克大学校园。那一年的生活非常简单，学习忙碌充
实，除了学校办公室和公寓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我没
有出过北卡罗来纳州，也没有出过德罕市，生活半径只
有自行车可达的 5 公里范围之内。 那一年，我交了很
多朋友，除了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还认识了很多来自
意大利、韩国、日本、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
家的留学生，大家经常交换读书心得和对国际问题的看
法，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作为海外游子，我
感到骄傲不已，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办后的第二
天，我到所工作的研究中心后，很多外国同事来向我表
示祝贺，表达对北京奥运会的赞叹和祝福。

10年过去了，如今回忆起当年的一幕幕场景，好像
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第一次的赴美留学经历，让我对美
国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私立大学杜克大学
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体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文化，有了初步了解。

再度留美：
感受10年变化

2018年秋，我再次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
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第二次赴美访问学习。这一次
的目的地仍然是杜克大学。同样的空间，不同的时间，
使我得以有机会再次近距离观察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并就10年前后的中美关系做一个简要的、基于个人
体验的纵向对比。

杜克大学还是那个杜克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校园景观无非是新添了几栋装有落地玻璃的大楼，合作
导师的耳鬓新添了几缕白发。但是，10年后的留学体验
却大不相同。首先，杜克大学的留学生来源发生了较大
变化。校园里的中国面孔随处可见，比10年前增加了一
倍都不止。留学生来源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10
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

其次，国家公派的资助力度大幅提升。从今年1月1
日开始，国家留学基金委大幅提升公派留学人员的奖学
金水平，我们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已经提高到了每月
1900美元，相比于10年前的1050美元近乎翻倍，这使我
们在美国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留学生活，不至于太过拮据。

第三，交通出行方式变化较大。因为 10年前就到过
杜克大学，对北卡罗来纳州的交通出行状况有所了解，
所以第二次到杜克大学访问学习的时候，在到达北卡罗
来纳州1周之内，我就通过了本地驾照考试，买了一辆二
手车。我的出行半径，终于突破5公里，有机会在周末和
节假日开车前往美国东部的知名高校进行参观访问，更
加深入地了解美国的经济和社会。

今年 3 月，我应邀在杜克大学图书馆为研究生们用
英文讲了一堂课，主题是“中国经济展望：一个经济地
理学的视角”。我从经济地理学的专业视角出发，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和现状格局作出分析；我也与在
座学生客观分享了我们研究团队对于人口老龄化、环境
污染和贸易战等问题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挑战的立场和观
点，获得了在场学生的高度参与和一致赞许，许多国际
学生课后纷纷发邮件给我，希望获得我的讲义，我也慷
慨与之。

10 年前后，我们的留学经历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变
迁，映射着祖国的日益富强，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变
得越来越复杂。一个人的留学经历，这点印记微不足
道。但是对于祖国而言，这些时代的印记铭刻着中国人
的奋斗不懈和自强不息。此时此刻，我深深地为祖国感
到骄傲和自豪！

（寄自美国）
作者简介：梅丽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 （2007-2008；
2018-2019）。

两次赴美留学：

和时代的脉搏同跳动
梅丽霞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开启了20世纪伟大的时代变革之序幕。也就在这一年，
我出生在大别山余脉——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的一个小山村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茁壮成长。

不经意间，我的个人命运就和祖国的时代脉搏以及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
起。幸运的是，在2007年至2008年和2018年至2019年期间，我两次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
助，赴美国公派留学，对美国10年前后的变化耳闻目睹，对祖国的快速发展深有感触。

今年今年33月月，，梅丽霞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讲课梅丽霞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讲课。。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中美两国建交40周年。中国驻
美使 （领） 馆与人民日报 （海外版） 联
合开展“跨越太平洋的记忆”征文活
动。今日本版推出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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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77 月月
1818日至日至77月月2121
日日
20192019年台灣青年台灣青
年海外搭橋計年海外搭橋計

畫研商會議畫研商會議
77--1818--20192019（（Thur)Thur)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3030
分分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Organic Gardening WorkshopOrganic Gardening Workshop

77--2020--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99時至上午時至上午
1010時時
UT Physicians Multispecialty-InUT Physicians Multispecialty-In--
ternational Districtternational District
1062310623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281281--486486--59025902 IvyIvy

台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募款餐會台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募款餐會
77--2020--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1111時時
珍寶海鮮餐廳珍寶海鮮餐廳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
前前NASANASA科學家符濟群主講科學家符濟群主講
登陸登陸5050年後年後
77--2020--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55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關聖帝君誕辰法會慶典關聖帝君誕辰法會慶典

77--2121--20192019（（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
德州關帝廟德州關帝廟
37113711 Gulf Freeway, Houston,Gulf Freeway, Houston,
TX.TX.7700377003

觀世音娘娘寶旦觀世音娘娘寶旦（（得道日得道日））
77--2121--20192019（（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
本頭公廟本頭公廟
1060010600 Turtlewood Houston,Turtlewoo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
77--2121--20192019（（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 Houston,TX.Delano, Houston,TX.7700377003

中華公所例會中華公所例會
77--2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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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台灣社休士頓台灣社、、華商經貿聯誼會華商經貿聯誼會
、、休台姊妹會休台姊妹會
77--2121--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 44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66時時
美食品嚐美食品嚐
Central Market Cooking SchoolCentral Market Cooking School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作者Nancy Bo.）休息一晚第二天去東京最繁華的商業區銀座遊覽購物。我們到的早，大部
分商店還沒開門。我一看這高樓林立店鋪橫行的陣勢，活脫脫就是咱北京的西單、王府井呀，這有
啥好逛的？我一個常年住在美國德州大農村，習慣了自然清靜的鄉下人，當然不會聽導遊的安排把
大好時光花在這裡逛街購物了。大家解散自由活動後，我拿手機一查，原來東京著名的古皇家園林
“新宿御苑”離銀座不遠。這裡要誇獎一下百度地圖，怎麼去，地鐵坐幾站都標誌的很清楚。我馬
上決定帶著娃們坐地鐵去新宿御苑玩賞去。

日本地鐵還比較好找，無非也就是內線環線啥的，如果您經常在北京坐地鐵就根本不覺得其它
國家地鐵太複雜了。北京地鐵迷宮一般，一會上來一會下去又要換線，可孩子們覺得很好玩，誰讓
咱德州鄉下沒地鐵呢。所以每次帶娃回國，我都買兩張一卡通，帶著娃們歡樂的坐著地鐵、公汽滿
京城的溜達，好玩、省錢、又可以打發時間。憑藉著一位老母親帶娃的專業素質，看著手機導航很
快找到地鐵站，車票販賣機也都有中英日提示選擇，大人孩子票價不同，機器都幫你排列組合好，
只要輸入目的地按照提示輸入就可以買票了。來到站台一看，這裡都有電動護欄門，地鐵沒來時乘
客都被攔在安全護欄外，降低人員擁擠造成的危險性。日本的地鐵也設有老幼病殘孕專座，不屬於
這個範疇的乘客絕對不會去坐那個位子。如果你正好坐在專座附近，還有指示牌要求你把手機電腦
完全關機，以保證專座上的孕婦或者病患不受到四周乘客的輻射影響。東京地鐵也是很擁擠的，我
們坐車時間早就過了上班高峰，但是許多人都站著沒有座位。男士們大都西裝革履坐姿端正，女士
們無論穿著休閒或正式都畫著淡妝。在日本“低頭族”也不少，在地鐵里站著坐著埋頭刷手機的大
有人在。另外，在北京我帶著孩子坐公交地鐵都會有人站起來讓座，而日本則不然，沒人給讓座，
或者你自己去坐專座，或者你就選擇自己站著，即使是對小孩子。也許因為日本人本來就覺得小孩
子從小就該多鍛煉吧，更別提是小小男子漢了。

下了地鐵按照導航又走了一段路就來到了新宿御苑公園門口，只需買一張大人票小孩子免費入
園。公園裡此時人倒是不多，碰到兩三批遊客不是中國遊客就是歐美面孔。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
綠，讓人一下精神振奮，舒心養眼。我帶孩子們去過休斯
敦的日本公園，覺得很是精緻靚麗。這回，我們可真是名
副其實的在日本公園裡了。

這裡如果春天來是賞櫻花的好地方，如今已是夏日，
雖然櫻花已落，沒有繽紛滿枝頭，但那深深淺淺的綠，偶
爾展露的白或紫或粉紅點綴其間也是韻味無窮。日式庭院
自然少不了小橋流水，亭台樓榭，青松翠柏，石階幽徑，
十足十的日本風味兒修剪和佈局，我們貪婪的用眼睛細細
品味著。

新宿御苑太大了，我們在園子裡吃吃喝喝，停停轉轉
，大概只看了一半就不得不趕回銀座和大家去匯合，奔往
下一站～台場購物廣場。

孩子們只對台場商城裡的卡通棉花糖攤子感興趣，買
了棉花糖直奔旁邊的摩天輪去俯瞰東京城。又去看了旁邊
的豐田汽車展，沒想到娃們在車裡上來下去的輪流當司機
和乘客玩的不亦樂乎，我也可以坐在旁邊好好休息一下，
為下一站富士山好好養精蓄銳。

《日本之行～東京印象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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