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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比利時““騎士漁民騎士漁民”” 海邊騎馬撈魚蝦海邊騎馬撈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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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貓在吃自己的大熊貓在吃自己的““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中國大熊貓中國大熊貓““丁丁丁丁””和和““如意如意””

在莫斯科動物園迎來了自己在莫斯科動物園迎來了自己22歲和歲和33歲的生日歲的生日。。莫斯科動物園在莫斯科動物園在3131日為日為
兩只大熊貓壹起慶祝生日兩只大熊貓壹起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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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比超90%
制造業潛力依然巨大

從工業家底壹窮二白到門類齊全現

代體系，從只能生產火柴肥皂到手機動

車走出國門，從技術跟跑模仿創新到科

技領跑自主創新……近日，國家統計局

發布我國工業經濟70年數據，跨越式發

展的畫卷漸次鋪開。

實體經濟是驅動經濟發展的主導力

量，要不斷推進工業現代化、提高制造

業水平。站在70年工業經濟發展的歷史

坐標系中矚望，我國工業何以能取得不

凡成就？厚植好基礎，還須采取哪些措

施？記者采訪了業界專家。

制度優勢與改革開放共同創造發展
奇跡

1952年工業增加值120億元，1978

年超1600億元，2012年闖過20萬億元大

關，2018年突破30萬億元大關。繪出70

年工業增加值折線圖，壹條加速蜿蜒向

上的曲線躍然紙上。

從1952年到2018年，按不變價格計

算，工業增加值增長970.6倍，年均增長

11%。“這壹速度不僅超過了同期世界

上多數發展中國家，增長持續時間之長

也超越了很多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相似時

期。”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工業

室主任付保宗說。

——工業規模不斷壯大。“在新中

國成立早期，憑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

度優勢，將資源重點投向重工業部門，

原油、發電等主要工業品產量迅速增

長。”中央黨校經濟學部產業經濟學教

研室主任李江濤認為，這為現代化建設

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和技術基礎。

——工業增速逐年躍升。在中國社科

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世賢看來，

改革開放極大解放了工業生產力，通過引

進先進技術，激活了我國工業活力。按不

變價格計算，2018年工業增加值比1978年

增長56.4倍，年均增長率達10.7%。

據世行數據顯示，2010年以來我國

制造業增加值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壹。

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我國制造業發展

可否延續穩中有進的發展趨勢？

對此，受訪專家表示，多年發展形成

的龐大產業規模、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

配套健全的供應鏈網絡、龐大的產業工人

隊伍和具有開拓精神的實業家等5個要素

決定了制造業潛力依然巨大。隨著新型工

業化深度發展、內需潛力持續釋放，市場

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我國工業將進入更高

質量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新時期。

產品量質齊升背後是產業結構優化
升級

依托工業生產能力迅猛增長，我國

生產制造工業品不斷走出國門。從1978

年到2018年，貨物出口總額增長979倍

。更值得關註的壹組數據是出口產品結

構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出口商品

中80%以上是初級產品，到1978年，初

級產品出口比重降到53.5%，工業制成

品出口占46.5%，2000年以後工業制成

品壹路上升到90%以上。

“我國工業品實現了量和質的螺旋

式提升。量的提升主要來自資本驅動的

產能擴大，質的提升主要得益於引入先

進技術和管理模式。”從紡織、家電、

汽車等行業的發展路徑觀察，中國企業

聯合會首席研究員繆榮認為，早期國際

產業資本、先進科技、管理經驗與我國

豐富的勞動力、土地等資源稟賦相結合

，提升了我國工業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

。本土企業發展壯大，消化吸收再創新

，成為產品量質齊升的新動力。

產品結構不斷優化的背後是產業結

構的持續升級。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去除化解過剩產能，傳統產業轉

型升級步伐不斷加快；同時，以新壹代

信息技術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成為工業

結構優化升級的著力點，工業戰略性新

興產業增加值增速持續高於規上工業。

繆榮表示，我國傳統產業已跨越壹般

技術瓶頸，逐步擺脫了跟隨者的地位。在

鋼鐵、紡織、家電、工程裝備等領域產生

了壹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新興

產業也進入發展快車道，許多傳統企業把

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轉型升級

的手段，放大了新興產業的發展勢能。”

如何進壹步拓展“中國制造”升級

空間？付保宗認為，當前工業產品還處

於規模發展階段，高端、優質、安全、

綠色產品供給相對不足。“未來還需要

健全產業準入標準體系，完善包容有序

的創新激勵機制，加快推進人工智能、

工業互聯網等新技術與制造業融合，著

力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前瞻性基礎研究和引領性原創研究
還需突破

70年來，我國工業產品從低附加值

向高附加值延伸，歸根結底依靠創新和

科技進步。在創新驅動戰略指引下，工

業創新能力顯著增強。2017年，作為創

新主體的規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發活動

的企業達10.2萬家，比2004年增長5倍

；2017 年規上工業研發經費支出，比

2004年增長9.9倍。

——工業技術能力從跟跑到領跑，

得益於政策正確引導。下放科技成果處

置權、強化保護知識產權、大幅提高科

研人員成果轉化受益……壹劑劑政策良

藥煥發了科技創新的生機。

——工業技術能力從跟跑到領跑，依

托於巨大市場空間。張世賢認為，內部看

，龐大的中國市場使任何壹項創新嘗試都

可能產生巨大投資回報，這就增強了企業

創新的動力和抗風險性；外部看，在與國

際企業的市場競爭中，通過空間換時間，

也為中國企業爭得了更多試錯機會。

邁向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的

著眼點是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提

高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這就要求企業

必須依靠自主創新掌握具有自主知識產

權的核心技術。

目前，我國還處於模仿創新和自主

創新混合推進的階段，基礎性引領性自

主創新比例還比較低。受訪專家表示，

今後的重要任務是在廣泛提高工業企業

科技成分和研發活動的基礎上，努力推

進前瞻性基礎研究和引領性原創研究重

大突破和應用研究的廣泛推廣，這是建

設制造強國的關鍵。

央行確定下半年八大工作 堅持穩健貨幣政策居首
綜合報導 中國央行召開2019年下半年工作電

視會議，明確下半年八大工作。其中，堅持實施穩

健的貨幣政策居首。

央行還表示，下半年將擴大金融對外開放，推

動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並加快推進中國法定數字

貨幣研發步伐。

壹是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松緊適度

，及時預調微調。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適

時適度進行逆周期調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

導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GDP

增速相匹配。

二是加強政策協調配合，加快疏通貨幣政策向

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進壹步激發市場微觀主體活

力。深化民營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綜合改革，確保

實現小微企業貸款戶數增加、貸款投放擴大、貸款

成本適度降低，支持優質民營企業擴大債券融資規

模等。

三是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

。穩妥處置和化解各類風險隱患，守住不發生系統

性金融風險底線。要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堅

持“開正門、堵後門”，在保持高壓態勢和嚴

打局面的同時，鼓勵小型有特色的金融機構依

法合規開展業務。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

是用來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

按照“因城施策”的基本原則，持續加強房地

產市場資金管控。

四是發揮牽頭抓總作用，進壹步深化金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

，有效促進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下降。健全宏觀

審慎管理框架和評估體系。加強中央和地方金

融監管協調等。

五是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繼續放寬市場準入，

穩步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推動擴大人民幣跨

境使用。

六是不斷提高金融服務和管理工作水平。

七是要因勢利導發展金融科技。加快推進中

國法定數字貨幣(DC/EP)研發步伐，跟蹤研究國內

外虛擬貨幣發展趨勢，繼續加強互聯網金融風險

整治。

八是繼續加強中央銀行政策宣傳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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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暑假即將過去，休斯頓學區面臨開學
，根據Deloitte針對12年級的最新統計，休斯頓一
個擁有兩個學生的家庭用於返校購物的費用平均為
609美元，比去年提高了6.7%，同時也比全美的平
均返校費用高出90美元，這項調查一共有1200個
家庭，包括400個休斯頓地區的家庭參加。

當地居民在聽到這個統計結果之後表示，他們
計劃在返校前為孩子購買339美元的衣服和鞋子，
同時136美元用於學校物品的購買，儘管衣服和學
校用品一直是返校前的必備物品，而家長用於學生
上課以及社交為目的電腦，手機以及其他的電子設
備的費用也在不斷提高。

有四分之一的休斯頓家庭表示，他們有計劃今

年購買電腦和電子設備，平均的花費各是382美元
以及248美元，而返校的購物內容繼續和去年持平
，因此，購買電腦和設備的費用提高了29%。
此外，儘管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近日來美國股
市已經收到顯著衝擊，但是在返校物品和電腦的價
格方面沒有明顯的提升。
專家指出，中美貿易戰帶來的關稅提高目前沒有體
現到學生的物品方面。

返校商家包括 大型的零售商，如 as Walmart
and Target，以及專業的辦公用品商店等等。

全美範圍內，返校家庭一位大學生平均的花費
為1362美元，是初高中生的費用的一倍，特別是
購買電腦的費用比去年增長了12%。

開學在即 休斯頓返校學生費用增加

（綜合報導）近日，美國陸續在加州、德州和
俄亥俄州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共造成36人死亡，
逾60人受傷，民主黨呼籲川普要求參院表決控槍
法案。

德州埃爾帕索3日的槍擊案造成至少22人死亡
，成為美國史上第七大槍案。而俄亥俄州代頓市4
日的槍案，則造成9人死亡、27人受傷。

美國國會衆院議長佩洛西和參院少數黨領袖舒
默5日發表共同聲明，譴責川普對兩起大規模槍擊
案的回應，聲明說：“總統在槍擊案三小時後，才
發言支持強化審覈購槍者背景的法案。他討論槍支
暴力時未提及槍械，顯示總統仍是槍支遊說團體和

全國槍支協會(NRA)的‘囚徒’；大衆必須加強施
壓力度，要求為孩子安全立法鋪路。”

川普5日在白宮發表演說，罕見譴責白人至上
主義，但內容聚焦精神疾病的新措施，而非更嚴厲
的控槍法律。

川普表示，將推出“紅旗”法律讓執法機構更
容易辨識精神有問題者，禁止他們購槍。他還說，
犯下致命仇恨罪刑者，應該以迅速果斷的方式判處
死刑。

美衆院2月通過槍支管控法案，要求購槍前進
行全面背景審查，但與槍械有關的法案往往卡在參
院。

美德州槍擊案增至22死 民主黨要求參院表決控槍

近日，美國民衆發起更改萬聖節至10月最後一個週六的請
願。截至當地時間5日上午，已獲得逾13萬簽名。

據悉，萬聖節於每年10月31日慶祝。但參與請願的民衆希
望將其改到10月的最後一個週六。開啓萬聖節改期活動的“萬
聖節與服裝協會”，稱其為“更安全、更長且無壓的慶祝”。

該組織稱，每年有約3800起萬聖節相關受傷意外，有70%家
長無法和孩子一起參加萬聖節搗蛋要糖活動。目前無法立即清楚
，改期萬聖節時間，是否有助解決問題。但請願內容指出，改期
將有整天時間慶祝，而非只有周間晚上幾小時。

據報道，截至5日上午為止，已
有超過13萬7000個簽名、非常接近
達成15萬個簽名目標。

與此同時，巧克力棒廠家“士
力架”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若聯
邦當局正式更改日期，我們將提供100萬支免費士力架巧克力棒
。參與請願吧！”

不過，報道稱，士力架的巧克力棒大放送，雖然讓一些糖果
粉絲買賬，但有許多人不認同這個品牌廠商做法，認為是“試圖

藉由一個假日而獲得銷售量。”部分人表示，將抵制士力架，並
完全停止購買這家品牌出產的糖果。

民主黨呼籲參院多數黨領袖麥康諾加速背景查覈立法，呼籲
共和黨領袖號召參議員在8月休會期間回來開會。

目前，參院正值夏季休會期，下個會期9月9日才開始。

更安全 美民衆請願將萬聖節移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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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5G體驗周 港人眼界大開
指港應專注創新發展 不要被少數人拖累

本次5G體驗周以“5G is ON”為主
題，華為、中興及移動、聯通、電信

三大通信運營商、深圳地鐵，通過多個展
台、多種方式推出一系列創新型智慧應用
產品，展現5G融合應用示範的最新成
果，展示了眾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應用場
景。

活動位於福田高鐵站7號口，港人搭
乘高鐵出站即可直達，現場掃碼即可免費
體驗5G科技。

從事投資業的港人鄧伯基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體驗多個互動場景
後，明顯感覺5G網絡將使無處不在的連
接成為現實。“智能停車、可視對講這些
與智慧城市相關的技術在香港發展都比較
慢，希望內地上線之後，可以促進香港能
更快發展。這個活動在高鐵站舉辦，選址
就非常好，港人一出站就能看到，親身體
驗遠比看文字介紹更有感覺。”

港人陳先生表示， 5G有很大的發展
前景和商機，AR博物館，5G+教育，都是
能讓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技術，香港應順
應科技發展的潮流，緊跟時代步伐，而不

應被少數人拖累，制約社會發展。

深圳成5G全產業鏈城市
“手機對準這幅畫掃一掃，就能看到

它背後的歷史故事，看到其全貌。”在中
國聯通5G AR博物館展台前，駐足觀看的
市民發出一陣陣感歎。講解員史小姐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5G AR博物館是將AR
技術與傳統博物館結合，不但改變了現有
博物館的講解方式，還給參觀者帶來全新
的交互體驗，增強了互動性且生動有趣，
能加深人們的理解和記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作為首批5G
試點城市之一，深圳也是全國乃至全球第
一個5G獨立規模組網城市。從通訊基站
到消費終端，從應用場景到產業鏈上下
游，深圳都已經準備好了迎接5G時代的
到來。根據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今年6
月的數據顯示，深圳已經完成2,000個5G
基站建設，其中，深圳聯通已在前海建成
111個 5G基站，實現前海5G網絡全覆
蓋。今年將計劃建設8,500個5G基站，到
2022年規劃5G站址總量將達4.5萬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5G時代來了，遠比想像得

更快。近日，深圳5G體驗周活動在福田高鐵站舉行，吸引大批市民及來

往兩地的港人參觀，5G雲VR遊戲、5G 3D檢測視力等緊貼生活的應用場

景，搭載了5G大寬帶、低時延所帶來的全新體驗，讓參觀者大呼過癮。

不少專程北上參觀的港人體驗後直言，內地科技發展迅猛，5G應用發展

讓他們大開眼界。反觀香港當前現狀，期盼能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一張長4.8米、高1.5米的大
屏——MetroBox吸引無數觀眾駐足
觀看。通過大屏幕，深圳地鐵各項業
務板塊的大數據實現可視化呈現與管
理，結合清晰畫質和動態數據，給市
民一目了然和震撼體驗。

MetroBox作為綜合分析展示平
台，還具有突發事件統一上報、應急
資源實時感知、指揮中心統一調度，
以及各級部門聯動響應等功能，可通
過5G網絡進行視頻通信，實時掌握
緊急事件發生現場的狀況，有效推進
後續處理。

在本次展會上，深圳地鐵以“美

麗地鐵 智慧出行”為主題，也帶來
了集智能工地、5G應急指揮等應用
的“MetroBox” 綜合分析展示平
台、智能服務機器人、“生物識別+
信用支付”解決方案、5G車地無線
通信、安保區智能巡檢等13項軌道交
通前沿技術，科技地鐵與智慧出行緊
密結合，標誌着深圳地鐵在5G智慧
應用方面已經走在全球前列，科技創
新已經成為推動深圳地鐵高質量發展
的強大動能。

“生物識別+信用支付”地鐵售
檢票系統，支持“單人人臉”、“人
臉+證件”以及“人臉+指靜脈”三
種識別認證模式，適用於地鐵乘客出

行的不同業務場景。深圳地鐵有關負
責人介紹，該系統正式上線後，普通
乘客只需註冊人臉信息及支付賬戶，
即可通過生物識別過閘並完成信用支
付。目前，該系統已在深圳地鐵11號
線進行試點應用，計劃於近期正式上
線。

深圳地鐵表示，一直以來以打造
新型的地鐵智能生活方式作為深圳地
鐵新的發展方向，本次展會上，深圳
地鐵立足5G技術開展智慧運營，將
科技地鐵和智慧出行緊密結合。希望
“站內外一體化導航服務”“地鐵生
活平面解決方案”等智能交通新應用
能給市民帶來更好的出行體驗。

地鐵加載5G：應急實時感知
■市民體驗雲VR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在在55GG體驗周展覽區體驗周展覽區，，市民現場體驗各市民現場體驗各
類類55GG產品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從事投資的港人鄧伯基期盼香港能集中精從事投資的港人鄧伯基期盼香港能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力發展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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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郎平：進軍東京只是第一步
中國女排奧運預選賽三戰全勝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在場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在場
邊指揮作戰邊指揮作戰。。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自2013-14球季屯
門被取消資格後，便未有再安排頂級聯賽的屯門鄧
肇堅運動場，今季會再獲香港足總安排收費賽事。
升班馬標準流浪5日宣佈，已選定屯門鄧肇堅運動
場為2019-2020球季的主場，令這個可容納2,200
人的球場，首次亮相港超。
流浪官方5日向傳媒透露：“球會新一季升上

港超聯之後，一直積極考慮選擇主場問題，由於選
擇主場是根據上季港超聯排名，故此流浪以升班馬
替補形式，選擇並不多，經過管理層和教練團多番
開會之後，最後決定選擇屯門鄧肇堅運動場為流浪
足球隊來季主場。球隊希望今次落戶屯門，主要向

地區發展，屯門現時有接近50萬人口，希望流浪
落區能夠凝聚較多球迷，同時吸引該區年青球員加
入流浪青年軍，做好青訓，為香港培育未來接班
人。”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上一次舉行頂級聯賽是2013

年12月22日，當天屯門球員李明完場前“擺烏
龍”，令橫濱FC奠定2：1勝局，引發軒然大波。
該仗之後，足總便成立專責委員會，2014年2月同
時就懷疑球賽出現問題的愉園作出裁決，指考慮到
兩間球會在管治、操作及財政能力方面，不允許繼
續參加該季餘下港甲賽事。自此，屯門鄧肇堅運動
場便未有再安排頂級聯賽。

中國田徑隊備戰多哈世錦賽集訓動員會日
前在瀋陽召開。隨着2日和3日的2019世界田徑
錦標賽選拔賽結束，中國田徑隊目前已有26個
項目的67人達標並經過選拔即將參加多哈田徑
世錦賽。
會議上，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

主任于洪臣做了動員講話。他表示：“我們要
強化對世錦賽集訓工作的系統性謀劃，科學訓
練、合理安排比賽、搞好保障，提振運動員的
必勝信心與拚搏精神、克敵士氣，盡可能提高

成績指標及世界排名，爭取更多參賽資格，為
參加即將到來的多哈世錦賽及明年的東京奧運
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于洪臣同時強調，要努力實現“兩個全

面”的目標，以一個又一個勝利讓五星紅旗一
次次升起，讓《義勇軍進行曲》一遍遍奏響，
不辜負全國人民的熱切關注和熱情期待，為他
們帶來自豪、歡樂和正能量，向祖國和人民交
上一份滿意的答卷，向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
禮。 ■新華社

在中國女排過往9次征戰奧運會的歷程中，有7
次是通過各類賽事直通奧運，2008年以東道

主身份晉級。僅有2000年悉尼奧運會是通過落選
賽拿到奧運資格，當時中國隊的狀態起起伏伏，
最後時刻才拿到奧運門票，比賽中又磕磕絆絆，
最後僅獲得第五。

對捷克發球送分多達15分
2020年東京奧運會女排資格的競爭規則有所

改變，不再與世界盃成績掛鉤，而是直接通過資
格賽爭奪門票。世界排名前24的球隊被分在6個
小組，而每個小組第一名才能獲得直通資格，競
爭更加激烈，也更加不容有失。
被分在B組的中國女排首戰對陣實力相對最

弱的捷克隊。六年未曾交手，中國女排面對這一
陌生的對手略顯慢熱，儘管以3：0獲勝，但整場

比賽中國隊發球送分多達15分，在一傳環節也存
在不少漏洞。
次輪對陣德國女排，中國隊的問題似乎更為

凸顯，防守和串聯連連失誤，德國女排頗具威脅
的發球不斷衝擊中國隊的一傳體系，中國隊打得
略顯艱難，甚至還在第三局以15：21丟掉一局，
直到第四局才找到節奏，最終以3：1獲勝。
不過，與老對手土耳其隊這場焦點之戰，中

國女排打得順風順水，進攻端多點開花，定點強
攻打得果斷自信，在攔網上也限制了對方的進
攻。25：18、25：12和25：18，中國女排以酣暢
淋漓的3：0擊敗了此役最重要也最強大的對手，
順利拿到奧運門票。

收起張常寧 留力對土耳其
“第一時間拿到奧運會入場券，這是我們的目

標。”郎平說，在寧波北侖集訓的一個多月時間
裡，隊伍每一天都在整體配合等各個方面做着認真
的準備。“今天（指4日）隊員表現得非常好，特
別是在防守上，還有後排串聯都有一些進步。”
郎平還特別提到，第二場沒讓張常寧上場就

是“留着今（當）天打”。當晚張常寧狀態果然
十分出色，四號位進攻頻頻得手，拿下了16分。
張常寧賽後也說到，大家從始至終都沒有放鬆，
每一分都在拚，都在給對手施壓，進入狀態比較
快，最後也全部釋放出了情緒。
“這只是進入東京的第一步，我們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郎平還是這麼強調着：“我們還會
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強隊，比賽會一場比一場艱
難，所以我們必須把自己的狀態調整到最好，我
們還需要在整體實力和個人技術上不斷地加
強……” ■中新社

“拿到奧運入場券只是第一

步。”當中國女排於4日晚以3：0橫

掃土耳其奪得東京奧運會入場券後，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重複着這句話。

4日在寧波北侖獲得東京奧運會門票之
後，中國女排的部分球員出席了球迷見面會，
張常寧等與現場近百名球迷進行了互動。
當日，中國女排以3：0擊敗預選賽最具威

脅的對手土耳其隊，以三戰全勝的戰績排名B組
第一，順利拿到了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

入場券。現場頒獎儀式結

束後，袁心玥、張常寧、丁霞、龔翔宇和李盈瑩
五位球員便趕往活動現場，參加球迷見面會。
此次見面會主要分為現場提問、畫冊發佈

和簽名合影三個環節。會上，張常寧表示：
“競技體育要有必勝的決心，會繼續努力，同
時謝謝大家的支持，贏得資格賽是一種鼓勵，
東京奧運會上我們會繼續加油。”袁心玥則
說：“預選賽是今年的期中考試，9月的世界

盃才是期末考試。”
在簽名環節，現場球迷們或拿着剛到手的

畫冊、明信片，或拿着提前準備好的球衣、照
片等，一個一個排好隊來到簽名桌前，有的趁
着簽名的時機還不時和隊員攀談幾句。有球迷
說：“女排姑娘們十分友善，回去以後我要好
好工作，將女排姑娘們頑強拚搏的精神帶到生
活中去。” ■新華社

女排隊員與近百名球迷互動

流浪落戶屯門 凝聚地區球迷 中國田徑隊總動員 備戰世錦賽

■■張常寧為張常寧為
球迷簽名球迷簽名。。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屯門鄧肇屯門鄧肇
堅運動場上堅運動場上
一次舉行頂一次舉行頂
級聯賽要追級聯賽要追
溯到溯到20132013年年
1212月月2222日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袁心玥袁心玥（（11號號））
與朱婷與朱婷（（22號號））進進
行雙人攔網行雙人攔網。。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排隊員在獲得奧運中國女排隊員在獲得奧運
入場券後開心慶祝入場券後開心慶祝。。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近
日，廣州市羽毛球運動管理中心同世界羽聯一行赴
廣州西郊遊泳場、曉港公園和天河體育中心等地，
就世界羽聯新項目戶外羽毛球的場地選址進行實地
考察，爭取首批戶外羽毛球場地落戶廣州。
記者了解到，今年5月，世界羽聯戶外羽毛

球全球發佈會在廣州舉辦，宣佈推出一項全新
的戶外運動——世界羽聯戶外羽毛球，以及該
項運動專用球——戶外羽球，旨在讓所有人能
夠隨時隨地享受羽毛球的樂趣。借此契機，廣

州進一步加強與世界羽聯溝通，爭取讓全球首
個全新戶外羽毛球場地落戶廣州。目前，世界
羽聯新推行的全新羽毛球場地有硬地、沙地、
草地等多種地面，而使用的“戶外羽球”是新
研發的能較好適應戶外運動的新型羽毛球，較
好地克服了風力等外界因素對戶外羽毛球運動
造成的影響。
世界羽聯對本次實地考察和會議調研取得

的成效表示肯定，並初步確定在廣州建設戶外
羽毛球場地。

世界羽聯擬羊城建首批戶外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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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驚艷！美國休斯敦出了一
位華人青年女歌星！ 7月22日，休斯敦樂壇
新秀陳涵林一曲新歌《風給的約定》在各大
音樂平台上線，歌曲一經上線就廣受好評，
不少聽眾表示陳涵林聲音太有特點：“歌聲
太震撼！一下子唱到了心裡面！“。

這首歌曲由國內著名歌手、音樂製作人
李泉親自作曲並擔綱製作人為陳涵林量身打
造，歌詞句句走心動情，旋律優美但又別具
一格，再加上陳涵林充沛而真摯的深情演繹
，這首略帶傷感的歌曲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
，直戳聽眾內心的柔軟。

“當城市下起雨，是誰在想你，或許你
也想起，那時的自己”，夜深人靜，且聽陳
涵林用空靈純淨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將年少心
事娓娓道來，沒有撕心裂肺的吶喊，卻激起
聽眾的情感共鳴，讓人隱隱作痛，難以忘懷
。歲月飄零，年少的懵懂最純真，聽完陳涵
林這首《風給的約定》，或許你會想起當時
的自己，或許某天你也會忘了那個他，但那
時風給的約定，這份最無知的年紀卻最珍惜
的回憶，永遠藏在心底的某個角落裡，永世
不忘。

歌曲發布之時，除了陳涵林的音樂製作
人、著名歌手李泉，以及陳涵林的聲樂老師
——香港殿堂級星級教師、著名歌手杜麗莎
，給予了陳涵林極高的肯定和評價之外，許
多樂壇前輩如著名歌手孟庭葦、著名演員/歌

手翁虹、著名演員董璇、奧
運體操冠軍/著名演員劉璇
、金鐘影后/著名演員田麗
等都給陳涵林送上了真切的
祝福，對這位樂壇新人給予
了非常高的評價和期許。面
對眾多前輩老師的祝福和讚
譽，陳涵林表示自己一定會
更加努力，帶來更多優質的
音樂作品，不辜負各位老師
的深情厚望。

這位今年即將滿 18 歲
的新人女歌手陳涵林，通過
這首歌讓我們看到了她在音
樂方面優越的天賦和後天的
努力，我們也期待擁有如此
完美嗓音的陳涵林，將來在
音樂的舞台上給我們帶來更
多更好聽的音樂。

陳涵林從小酷愛音樂，
從學彈鋼琴，學唱歌再到學
跳舞，樣樣精通。在休斯敦期間師從曾獲得
中國京劇匯演青年組一等獎的女高音歌唱家
樊豫珍老師學習聲樂，歌唱技巧和技能不斷
地獲得顯著的突破和提高。在2017年 " 文化
中國•水立方杯" 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美
南地區決賽中榮獲少年組第一名，她在區域
性和國際性的歌唱比賽和慈善演出中取得了

好成績。由於優異表現，今年還上了台灣羅
志祥主持的綜藝節目《娛樂百分百》和台灣
吳宗憲主持的綜藝節目《小明星大跟班》，
獲得好評。由於陳涵林在文化娛樂界突出貢
獻，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
ter Turner）將 3 月 17 日命名為 "陳涵林日"
(Karen Hanlin Chen Day)。

樂壇新秀陳涵林《風給的約定》首發 孟庭葦翁虹等齊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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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山城趣事 中國 都江堰——巴西 裏約熱內盧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三 2019年8月7日 Wednesday, August 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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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
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
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
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腹腔
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
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
，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
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
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
致的車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
險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
治好！

李醫生診所有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
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
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
上牽引療法。

最近李醫生又引進了最先進的MLS
鐳射治療儀，無痛、快速、有效！MLS
鐳射治療儀是四級雷射，非一般巿面上

的二級雷射能比擬，儘管都是雷射，但
其波長和效果還是不一樣，MLS雷射專
利技術領先業界20年，是唯一不會燙的
四級雷射，快速安全有效！經過FDA認
可，對於治療急性及慢性肌腱損傷、挫
傷、血腫(瘀青)、退行性關節病變以及
椎間盤病變有著驚人的療效。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
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
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
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腰椎間
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
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
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
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
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
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
做牽引治療和MLS鐳射治療，第一次治
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
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
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
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能

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
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好了
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英語
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
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
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虧有李
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司
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
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
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10年
，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
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
部、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
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

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
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
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
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
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
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
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
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
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
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
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最新技
術MLS鐳射治療儀無痛、快速、有效！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11》》周師傅告訴周師傅告訴你你：：德州車輛安全責任法案德州車輛安全責任法案

德州安全責任法, 目的是促進使用
本州高速公路的機動車輛的所有車主和
操作人員的安全駕駛行為，並要求此類
車主和操作員對於因使用公共高速公路
的特權或許可證而由此類所有者或經營
者行使的人或財產損害向他人履行財務
責任。

根據該法案，在德州高速公路上運

營車輛之前，汽車的所有者/經營者必須
確定財務責任，例如: 汽車責任保險單
。如果一個人因自己的疏忽而導致碰撞
並且未能按照該法案確定財務責任，德
公共安全部（“DPS”）將協助受害方
爭取因碰撞而造成的損失。如果疏忽/無
保險方是合法居民，則會暫停其駕駛執
照和車輛登記。如果疏忽/無保險方是非
居民，則可能是暫停在該州的駕駛特權.

以下是向DPS提交損害賠償申請的
過程的簡要概述，暫停未有保險者的駕
駛者之執照和登記, 及追回因事故造成
的損失。

以下項目應發送給德公共安全部：
•DPS表格SR-106。
•檢查$ 7.00。
•損害賠償，傷害和工資損失的估算和
發票。
•事故或官員報告的副本。
地址是：德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安全責
任 局 ， P.O。 Box 4087， Austin， TX
78773-0001（512 / 424-2230）。

DPS表格SR-106
DPS表格SR-106的目的是從DPS接

收信息。根據該法案，DPS無需向無保
險人提起訴訟，但不得使用此表格，但
用於從DPS檢查案件的狀態。此表格應

以7.00美元的支票提交。每次將SR-106
表格提交給DPS時，必須支付此費用。

記錄損害賠償
SR-106表格應包括財產損失，醫療

費用和工資損失的估算和發票副本。財
產損失估計應來自機械師或維修店。這
些估算應包括適用範圍內的所有零件和
人工，汽車租賃費用和存儲費用。如果
車輛已合計，則應向DPS發送總損失聲
明。如果已經支付了財產損失，請提交
發票。無論是否已經支付，都應發送事
故中受傷的逐項醫療賬單副本。最後，
如果由於事故中的傷害而導致工資損失
，則應提交雇主的陳述，列出總的工時
和工資損失。
暫停通知書

在收到所需信息後，DPS將向無保
險方發送一封信，列出損害賠償總額。
收到此通知後，無保險人有20天的時間
回復。無保險人在收到暫停通知後有以
下選擇：

1.聯系受害方並制定可接受的付款
計劃（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分期付款協
議），並將協議的證據發送給DPS;

2.向受害方發出因事故引起的索賠
而免除責任的證據;要麽

3.發送最終裁定的證據，對因事故

引起的索賠不承擔任何責任。
分期付款協議
雙方協商的分期付款協議應使用

DPS表格SR-19提交給DPS。協議必須由
公證人或兩名證人在場的所有各方簽署
。

記住，任何與開車有關的問題都請
來找王朝駕校！王朝駕校經驗豐富，針
對不同需求的個人，可以設計不同的教
學計畫，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學員可
以在王朝駕校內考筆試，不用去交通局
排隊浪費時間，6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

證，輕松上路。王朝駕校的教練Alison
是交通局的路考官員，她可以直接給學
員考路考，王朝駕校是中國城唯一可以
直接考路考的駕校。所以，如果您英文
不好，如果您初來乍到不熟悉情況，請
找王朝駕校學習開車，邁出您美國生活
的第一步。

王朝駕校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周師傅電話：832-633-5555

休士頓助清寒學童返校開學不落人後
今(2019)年8月第一個周末，美國德州休士頓市區的喬治布

朗活動中心(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Houston, Tex-
as)裡人聲鼎沸，擠滿了前來領取書包、文具、衣物、理髮券以
及排隊等待做健檢的學童及家長，而這些用品及服務都是免費
的！

每年到了暑假尾聲，新學期開始前，休士頓市政府會舉辦
一場 「市長返校大集合(Mayor’s Back 2 School Fest)」活動，發
放開學所需文具及用品給休士頓地區K-5(幼稚園到五年級)清寒
家庭學童，讓他們能在過完暑假後，順利返回學校上課。

休士頓市長返校活動今年邁入第9年，為擴大服務更多需要
幫助的學童，市府發起募款及捐贈書包活動號召各界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讓整個社會共同為教育盡一份心力。駐休士頓辦
事處今年首度受邀參加並經由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捐款1萬美元贊
助該活動，並於當日由駐休士頓教育組代表於會場設攤，發放
印有臺灣特色圖樣、Study in Taiwan訊息的資料夾、華語文測驗
文宣鉛筆、原子筆以及駐休士頓教育組專為國小學童精心設計
製作的英文字母結合注音符號墊板，希望拿到墊板的學童對於
華語有初步印象，進而激勵其日後學習華語的興趣。來自臺灣

的李成純如(Alice Lee)，擔任休士頓市政府西南管理區(Houston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執行主任，也愛心不落人後，特
地到攤位幫忙發放文具用品給學童。

前來臺灣攤位的學童及家長，除領取具臺灣特色的文具用
品外，他們也多對臺灣充滿好奇，許多家長藉機瞭解臺灣教育
部提供的獎學金機會。而一名帶著兩個小孩前來臺灣攤位的家
長，很興奮的向工作人員表示，她5歲的小兒子名字叫 「Taiwan
」，而她9歲的大兒子叫做 「Thailand」。她說，她用國家名為
她的小孩命名，是希望培養他們世界地球村的概念，同時希望
他們長大後，能有機會去到與他們名字相同的國家遊歷。工作
人員也特地教 「Taiwan」跟 「Thailand」說墊板上的句子： 「你
好嗎？」 「我很好，謝謝！」Taiwan與Thailand兄弟二人也很
認真跟著工作人員學習簡單的句子。

根據主辦單位，今年參加活動的學童估計超2萬5千名。活
動開始前，學校教師須上網站為其學生註冊，學生始得憑註冊
證明領取由殼牌油公司贊助的書包及包括駐休士頓辦事處在內
大約100個參展單位所提供的文具及個人盥洗等各式物品。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恆豐銀行於上周六（8月3日 ）上午
十時半起舉辦房屋貸款的專題講座，由該行資深貸款專高德潤女士
主講，高女士有豐富的貸款經驗，服務熱忱又有耐心，台下都是她
的 「粉絲」，一場演講下來，幾乎對現今美國銀行的規定和業務瞭
如指掌。

高德潤表示：申請房屋貸款，一般需要有好的信用與足夠的收
入。同時要有身份證明，像駕駛執、綠卡等，最近一個月的薪資單
；兩年的W2 / 1099 form,及報稅的1040的文件。如果是開公司的
申請者，還需提供兩年公司報稅的文件，以及最近兩個月的銀行存
款單，證明存款的來源。買自住房可以接受親友的贈與（私人支票
或電匯 ），買投資房子，不可接受親友的贈與。
貸款有關注意事項：

1，新移民貸款— 需要建立好的信用，目前的工作（ W2 )與在
原來國內最少做兩年的工作是相似的。目前的一個月收入，就可當
作申請貸款的收入。當然也需要有兩個月的銀行存款，證明存款的
來源。

2，大學畢業生的貸款 — 需要有畢業證書，證明所讀的科系與
目前的工作 （ W2 )是相關的。需要有好的信用，只需提供目前一
個月的收入 （W2 )以及兩個月的銀行存款單。

3，H1, L1, J1, EB5 或是政治庇護的申請貸款 ： 要有好的信用
，目前的工作（W2 ) 與在國內所做的工作是相關的。需要提供有
效的工作證明（Employee Authorization Card ), 目前的一個月的薪資
單，也可當作申請房貸的收入，同時也需要有兩個月的銀行存款單
。
4， 自住和投資房降息 / 抵押重新貸款 ： 除了上述所講要有好的

信用、收入，身份證明，報稅 的文件，最近兩個月的銀行存款單
外，還順提供自己房子交稅的證明，房屋保險及HOA (社區管理
費 ）的交費證明。自住房的扺押重新貸款不必提供銀行存款單，
貸款金額至少 $12萬5千元。

高德潤最後表示： 新的年度，新的市場，新的政策，因個人
的需求而有不同的貸款方式。只要我們儘早做好申請貸款的準備，
提完整的需求文件，一定會很順利的完成貸款手續，實現美國夢。

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講座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講座
由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主講由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主講

((左至右左至右):):休士頓市議員休士頓市議員Jack ChristieJack Christie、、休士頓市議會主任休士頓市議會主任Juliet StiJuliet Sti--
pechepeche、、休士頓西南管理區執行主任李成純如休士頓西南管理區執行主任李成純如、、德州聯邦眾議員德州聯邦眾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Sheila Jackson Lee、、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駐休士頓教育組駐休士頓教育組
組長周慧宜組長周慧宜、、休士頓市議員休士頓市議員Carla CisnerosCarla Cisneros、、殼牌石油公司代表以殼牌石油公司代表以
及休士頓消防局局長及休士頓消防局局長Samuel PeSamuel Peñña(a(後排後排))。。

((左至右左至右):):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家長家長、、44歲學童歲學童TaiwanTaiwan、、99
歲學童歲學童ThailandThailand以及駐休士頓教育組組員陳憶如於臺灣攤位前合以及駐休士頓教育組組員陳憶如於臺灣攤位前合
影留念影留念。。((後排中後排中：：工作人員羅政欽工作人員羅政欽，，後排右一後排右一：：休士頓西南管理休士頓西南管理
區執行主任李成純如區執行主任李成純如))

圖為主講人高德潤圖為主講人高德潤（（左左 ））與與 「「市場開發部市場開發部」」 資深副總資深副總
裁徐朗裁徐朗（（右右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恆豐銀行貸款說明會現場圖為恆豐銀行貸款說明會現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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