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12048

AA112019年8月17日 星期六
Saturday, August 17, 2019

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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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r Lane  77479
5107 Manzanilla Lane: Incredible Partners in Building 

5BR/4BTH home with 2 story ceilings, open Chef’s 
island kitchen, first floor living room, second floor 

game room and media room. Master with luxrurious 
bath down. Three-car garage. Zoned to F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799,000.

Deborah McGuire
281.772.6920
deborahm@j
johndaugherty.com

Sugar Land  77479
3903 Deer Run Bend: Custom home views well-re-
nowned Sweetwater Country Club & Golf Course 
and adjacent natural reserve. Open concepte with 

two story living areas.  Master down.  Tons of storage 
throughout.  Zoned to Clement High.  $525,000

Deborah McGuire
281.772.6920
deborahm@j
johndaugherty.com

福爾摩沙馬戲團
演出《土地的歌》

川普威脅退出WTO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據新華社 16 日報導，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FDA）15日批准一款新的抗癌藥物，靶向不同腫瘤的共同生物標
記物，有望對特定類型的肺癌、乳腺癌、甲狀腺癌和結直腸癌等產
生療效。

美食藥局批准這款名為 Rozlytrek 的藥物，用於治療攜帶
NTRK基因融合且沒有其他有效治療方法的成年和青少年癌症患者
。與此同時，該機構還批准Rozlytrek用於治療攜帶ROS1基因突變
的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Rozlytrek今年6月在日本獲批上市，用於治療攜帶NTRK基因
融合的難治性實體腫瘤，包括甲狀腺癌、唾腺癌、乳腺癌、結直腸

癌和肺癌等。
美食藥局說，由54名NTRK融合陽性腫瘤患者參加的4項臨床

試驗結果顯示，57％的患者使用Rozlytrek後腫瘤縮小，7.4％的患
者腫瘤完全消失；腫瘤縮小的患者中，61％的人縮小時間持續9個
月以上。

這是美食藥局批准的第三款不局限於腫瘤病灶的抗癌藥。2017
年，美食藥局批准第一款不針對特定腫瘤的抗癌藥Keytruda，可用
於一系列 「錯配修復」基因缺陷導致的癌症；2018年，美食藥局批
准第二款不針對特定腫瘤的抗癌藥Vitrakvi，用於治療NTRK基因
與無關基因發生異常融合並導致蛋白變異的實體腫瘤。

美FDA批准第三款針對不同腫瘤的標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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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辦芝加哥辦““小黃鴨小黃鴨””競賽競賽
成群橡皮鴨湧入河中為特奧會籌款成群橡皮鴨湧入河中為特奧會籌款

第第1414屆芝加哥屆芝加哥““小黃鴨小黃鴨””慈善競賽慈善競賽(Chicago Ducky Derby)(Chicago Ducky Derby)在伊利在伊利
諾伊州芝加哥市芝加哥河上舉辦諾伊州芝加哥市芝加哥河上舉辦。。據悉據悉，，該慈善活動將幫助伊利諾伊州該慈善活動將幫助伊利諾伊州
特奧會籌集資金特奧會籌集資金。。

旅居比利時大熊貓旅居比利時大熊貓““好好好好””
誕下雙胞胎誕下雙胞胎

藏
北
草
原
城
市
那
曲
迎
賽
馬
節

藏
北
草
原
城
市
那
曲
迎
賽
馬
節

塘恰青格薩爾賽馬藝術節在藏北草原城市西藏自治區那曲市開幕塘恰青格薩爾賽馬藝術節在藏北草原城市西藏自治區那曲市開幕。。 據據
了解了解，，羌塘恰青格薩爾賽馬藝術節是西藏那曲的傳統節日羌塘恰青格薩爾賽馬藝術節是西藏那曲的傳統節日，，於於19951995年正式年正式
冠名冠名，，20072007年年，，被列入西藏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被列入西藏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開幕式上開幕式上，，傳傳
統馬術表演統馬術表演、、格薩爾說唱格薩爾說唱、、千人鍋莊等悉數亮相千人鍋莊等悉數亮相。。據悉據悉，，此次活動為期此次活動為期66天天
，，設有文藝演出設有文藝演出、、農畜產品展示展銷農畜產品展示展銷、、篝火晚會篝火晚會、、跑馬拾哈達跑馬拾哈達、、跑馬射擊跑馬射擊
和傳統賽馬等項目和傳統賽馬等項目。。圖為開幕式上跑馬拾哈達表演圖為開幕式上跑馬拾哈達表演。。



AA33要聞速讀2
星期六 2019年8月17日 Saturday, August 17, 2019

（綜合報道）中國崑崙控股公司旗下一艘
油輪疑似利用更改船名方式，躲避美國對伊朗
實施的原油禁運制裁。但因每艘船隻只有唯一
一組國際識別碼，因此這艘油輪的做法輕易被
發現。

美國政府官員曾警告亞洲各港口，勿讓名
為 Pacific Bravo的超大型油輪（VLCC）停靠，
因這艘船載運伊朗原油，違反美國的經濟制裁
措施。

路透社報導，追蹤船舶動向的資料顯示，

Pacific Bravo 於 6 月 5 日在印度洋上朝麻六甲海
峽前進時，因關閉向其他船隻發出位置和方向
訊號的詢答機，而失去蹤跡。

到了7月18日，一艘名為Latin Venture的超
大型油輪在麻六甲海峽旁的馬來西亞狄克森港
（Port Dickson）外海開啟詢答機，所在位置距
離Pacific Bravo上次發送訊號地點約1500公里。

根據船舶資訊提供商路孚特（Refinitiv）和
追蹤船舶間交易的公司VesselsValue提供的資料
，Latin Venture 和 Pacific Bravo 發出的國際海事

組織（IMO）船舶識別碼，都是IMO9206035。
由於一艘船自始至終只能有一組IMO號碼

，代表Latin Venture和Pacific Bravo根本是同一
艘油輪。這也暗示船東試圖規避伊朗原油禁運
令。

杜拜能源經紀商StarFuels的石油交易員史坦
利（Matt Stanley）說： 「若不去猜測任何特定
船東的行動理由為何，一般而言，一艘船在遭
到美國指控後突然改名，唯一可能原因，就是
船東希望用改名這樣粗糙的手法，能夠騙過買

家。」
崑崙控股公司總部在上海，在新加坡也有

辦公室。記者致電兩地辦公室，皆無人應答。
路孚特和 VesselsValue 的資料還顯示，Pa-

cific Bravo在關閉詢答機前油艙滿載，但42天後
Latin Venture出現時，貨艙卻是空的。

路透社無法查明Latin Venture在何處將運油
卸載，及是否卸載。馬來西亞海事局發布的聲
明說，Latin Venture於6月29日進入狄克森港換
船員，7月18日離港，期間並未卸貨。

為躲伊朗制裁禁令 中國油輪疑用改名爛招

（綜合報導）正值大陸疑將大批新疆維吾爾
族關入 「再教育營」而引起多個西方國家關切之
際，傳川普政府將任命七年級的維族青年學者艾
爾特拜爾（Elnigar Iltebir）出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
主任，負責協助制訂川普政府的大陸政策；外界
認為這項人事任命若屬實，對北京無疑是讓 「眼
中釘」任要職，顯示美方有意以人權名義主導對
陸政策，美陸關係恐更加複雜。

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4 日報導
，數名現任與前任的美國官員透露，曾就讀於哈
佛甘迺迪學院主修國際安全與政治事務研究、同
時也是知名維吾爾記者女兒的艾爾特拜爾近期已
被白宮相中，協助制訂川普政府制定，其中包含
對陸政策中，包含有關貿易、軍事以及人權等相

關的議題。不過艾爾特拜爾，本人尚未對此事作
出回應，而國安委員會則拒絕對此做出評論。

西方國家近期對新疆 「再教育營」的疑慮日
益加深，多名美國官員更是對此猛力批評，如美
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就對新疆維吾
爾爭議直言 「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糟糕的人權淵藪
；簡直是本世紀不可抹滅的汙點」。

《南華早報》15日報導，香港城市大學助理
教授星賢司（Sean Starrs）表示，川普在對陸政策
上有意從人權角度切入。先前川普因遭國會議員
批評對新疆問題著手不力，飽受批評。川普上月
接見來自全球來自17個國家的27名受迫害宗教人
士時，甚至一度詢問維族伊力哈木（Jewher Ilham
） 「新疆在哪裡？」。

改打人權戰？傳白宮命名維族青年負責對陸政策

（綜合報導）印度政府今天在最高法院合議庭審理有關克什
米爾特殊地位被取消，及撤銷克什米爾媒體、通訊網路等限制兩
項訴願時表示，未來幾天將取消克什米爾對電話網路及媒體的限
制。

綜合新德里電視台（NDTV）等印度媒體報導，最高法院合
議庭首次就政府廢除憲法第370條相關訴願開庭審理，印度政府
委任律師維努哥帕爾（K.K. Venugopal）告訴最高法院合議庭，
克什米爾的限制在未來幾天將被取消。

官方的全印廣播電台（All India Radio）則報導，查摩與克
什米爾總督馬里克（Satya Pal Malik）已經指示，首府斯利那加
（Srinagar）民政祕書處及政府各辦公室從今天起恢復正常運作
。

查摩與克什米爾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當地學校將從19日重
新開放恢復上課；但當局尚未決定是否恢復室內電話與行動電話
服務。

印度中央政府5日以總統行政
命令廢除賦予克什米爾特殊地位
的憲法第370條，把印度控制克什
米爾重新劃分為查摩與克什米爾及拉達克兩個中央直轄區，同時
對克什米爾實施軍管，關閉學校與政府，切斷網路與電話、限制
人身與媒體自由，引起反對黨、當地人民、當地政黨領袖及媒體
的抗議。

公共利益律師夏瑪（Manohar Lal Sharma）與克什米爾時報
（Kashimir Times）總編輯芭欣（Anuradha Bhasin）分別於8日和
10日就此向最高法院提訴願。

芭欣的訴願要求克什米爾當地政府立刻恢復通信線路，當地
媒體才能自由地恢復正常功能，也呼籲政府撤銷所有對當地記者
與媒體人員行動的限制；她強調，由於政府上述種種限制，導致
克什米爾時報無法出版。

但政府委任律師夏瑪稱，限制已經解除，克什米爾時報已在

查摩（Jammu）出版。
政府告訴最高法院，當地情況每天都在審查，情況也正逐步

改善，最高法院必須信任安全機構。
克什米爾當地警方日前說，查摩的限制已完全取消，但克什

米爾山谷的限制將持續一段時間。克什米爾山谷居民主要是穆斯
林，查摩的居民主要是印度教徒。

印度內政部表示，查摩與克什米爾的限制將分階段取消。
夏瑪在訴願書中指，總統簽署行政命令廢除憲法第370條違

憲，因為這未按照憲法規定，需經過查摩與克什米爾省議會同意
且通過，要求最高法院裁定這項行政命令無效。

最高法院合議庭表示，即使下次開庭的日期尚未確定，最高
院也將繼續處理克什米爾媒體受限及其他訴願事項。

印度政府印度政府：：克什米爾限制未來幾天將取消克什米爾限制未來幾天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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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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9年8月17日 Saturday, August 17, 2019

（綜合報導）塑膠微粒在
地球上已經無處不在，不僅會
出現在自然水體、飲用水甚至
動物體內，一項最新調查發現
，塑膠微粒還能進入大氣循環
，並伴隨降雪進入高山和極地
地區。1升北極雪中，塑膠微粒
顆粒竟多達1.44萬個。

塑膠微粒通常是指直徑小
於5毫米的塑膠顆粒。新華社報
導，德國和瑞士研究人員在新
一期美國《科學進展》雜誌上
發表論文稱，他們在德國多地
、瑞士阿爾卑斯山區以及北極
地區採集雪樣，對融雪進行過
濾，再用紅外顯微鏡檢測濾液

中殘留的塑膠顆粒。
結果發現，塑膠微粒在這

些地區的雪樣中均大量存在。
德國南部某鄉村公路雪樣中微
塑膠最多，濃度達到每升 15.4
萬個；北極雪樣中的塑膠微粒
也不少，可達每升1.44萬個。

研究人員說，考慮到氣象
原因，相信歐洲地區、特別是
北極地區的大部分塑膠微粒來
自大氣循環和降雪。雖然先前
曾有研究發現空氣中存在塑膠
微粒，但這項研究表明，塑膠
微粒可以通過大氣循環飄到很
遠的地方，並經由降雪抵達地
表。

「這種額外的傳送路徑也
解釋了以往研究中，在北極海
冰和深海中發現的塑膠微粒為
何如此之多。」論文第一作者
、德國亥姆霍茲極地與海洋中
心研究人員梅拉妮·貝格曼說。

雖然塑膠微粒可能會威脅
人類健康，但貝格曼坦言，相
關研究目前還很缺乏，已有研
究也主要關注人類通過食物鏈
攝入的塑膠微粒。因此，一旦
確定大氣會傳送大量塑膠微粒
， 「自然會引出關於人類吸入
多少塑膠微粒及其影響的問題
」。

塑膠微粒無處不在 北極飄 「塑膠雪」

（綜合報導）印度國防部長辛赫（Rajnath Singh）今天表示
，印度承諾 「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可能取決未來具體情況
。

辛赫（Rajnath Singh）在已故印度 「鐵血總理」瓦巴依
（Atal Bihari Vajpayee）逝世週年訪問拉吉斯坦省（Rajasthan）波
克蘭（Pokhran），並發表上述言論，引起外界關注印度數十年
來奉行不變的 「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是否生變。

強調印度教至上和愛國主義的印度人民黨（BJP）政府，5
日廢除賦予克什米爾特殊地位的憲法第370條，與巴基斯坦陷入
更緊張關係。

印、巴雙方部隊昨天又在邊境控制線交火，導致3名巴基斯
坦士兵和5名印度士兵死亡，因此辛赫此時發表有關核武的談話
，相當敏感，有人更認為這是對巴基斯坦的警告。

綜合News 18等印度媒體報導，辛赫表示，波克蘭見證了瓦

巴依讓印度成為核武強權的堅定
決心，且讓人們記得 「不首先使
用核武」的堅定承諾。

印度1974年於瓦巴依擔任總
理任內，在波克蘭進行首次核子試爆，成為全球第6個擁有核武
的國家。瓦巴依當時強調，印度的核武僅作為威懾，因此做出
「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諾。

辛赫指出，到目前為止，印度嚴格遵守 「不首先使用核武」
政策，但 「未來的事情，取決於具體情況」。

在回顧瓦巴依帶領印度進行首次核子試爆時，辛赫強調，在
印度人民黨領導下，印度進行了核子試驗。

印度人民黨2014年國會下院選舉宣言，曾提到 「修改和更
新印度的核子信條」。

但當時正在致力推動印度人民黨取得執政權且角逐總理大位

的現任總理莫迪，在接受 「國際亞洲新聞社」（ANI）專訪時曾
說， 「不首先使用核武」是瓦巴依的偉大倡議，對這項倡議沒有
妥協， 「我們非常清楚」。

不過，莫迪政府第一個任期的已故印度前國防部長巴里卡
（Manohar Parrikar）曾說，印度是個負責任的核武大國，不會不
負責任地使用核武，但不是遵循 「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他稍
後又稱，這是 「個人觀點」，不是反映政府政策的變化。

由於印度與巴基斯坦都擁有核武，全球相當關注印巴萬一發
生大規模衝突，可能引爆核子大戰，進而危害全世界。

奉行數十年 印度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可能生變

（綜合報導）澳洲保守派政府抗拒立法保障新聞自由，主張
將內部機密洩露給媒體的告密者和記者打入大牢，繼續將洩露機
密當成竊取財產處理。

警方上月突襲搜索一名澳洲新聞集團（News Corp）記者的
住所，以及澳洲廣播公司（ABC）總部，澳洲政府因此面臨外界
呼籲保障新聞自由的壓力。

但在國會本週調查期間，沒有跡象顯示警界高層、政府和情
報官員願意放棄起訴涉及洩密者的相關權力。

內政部官員裴佐洛（Michael Pezzullo）堅稱，提供媒體記者
機密文件的公務員應該被關進牢裡。

澳洲聯邦警察署長柯文（Andrew Colvin）拒絕排除起訴住

家遭警方突襲記者的可能性。這名記者報導澳洲情報單位打算監
控國內公民的計畫。

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
tion）副主任庫克（Heather Cook）也指出外國情報人員鎖定記
者，可能利用對現行安全法修法的機會下手。

庫克說： 「擴大媒體和記者豁免範圍可能招致濫用，恐增加
新聞記者面臨的威脅。」

有別於多數西方民主國家，澳洲憲法至今沒有保護言論自由
的條文，相關權利法案也付之闕如。

在警方突擊記者住家和澳洲廣播公司總部後，澳洲三大媒體
組織聯合要求修改國家安全法，以保護記者和告密者。

澳洲新聞集團(News Corp Australasia)董事長米勒（Michael
Miller）表示，澳洲現行安全法規 「將新聞工作視為犯法行為」
。

「或許我們不是活在警察國家，卻是身在祕密國家。」
澳洲廣播公司新聞總監莫里斯（Gaven Morris）告訴調查人

員，澳洲廣播公司因報導澳洲特種部隊在阿富汗的戰爭罪行而遭
警方突襲，部分消息人士憂心潛在的不利影響已因此卻步。

「有時我不禁想，當局希望這樣：越少告密者、越少揭弊、
政府和官僚內部見不得人的機密越少洩露。我不認為這對我們的
民主來說是健康的。」

媒體籲保障新聞自由 澳洲保守派政府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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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國市場推動
巴西牛肉豬肉出口量7月創新高

綜合報導 巴西肉類出口商協會(Abiec)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受中

國市場推動，今年7月份，巴西牛肉出口量達到了15.57萬噸，同比增長

了15.9%，出口量達到了年內最高。

另據巴西動物蛋白協會(ABPA)的數據，今年7月份巴西豬肉出口表

現同樣也創下了年內最佳，在出口的6.79萬噸豬肉中，中國買走了三分

之壹以上。

據報道，Abiec的數據顯示，7月份巴西的牛肉出口額為6.15億美元

，同比增長了19.1%。今年前7個月，巴西的牛肉出口量為98.2萬噸，同

比增長了20.1%；出口額累計為37.3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1.6%。

今年巴西的牛肉出口主要受中國需求的推動，前7個月共向中國出

口約17.5萬噸牛肉，同比增長10.9%。“今年的出口表現非常積極，和

我們年初的預期相符。”Abiec稱。

另據ABPA的數據，7月巴西豬肉出口量為6.69萬噸，盡管和2018

年同期相比下降0.4%，但仍是今年以來的最高值。此外，7月巴西的豬

肉出口額為1.48億美元，同比增長24.1%，是過去23個月的最高值。AB-

PA稱：“出口價格壹直在上漲。1月時，每噸豬肉出口價格為1886美元

，7月增至2179美元，達到過去12個月的最高點。”

今年7月，中國從巴西進口了2.37萬噸豬肉，同比增長34%，占巴

西當月出口總量的35%。在南美，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智利和烏拉圭，7

月份分別從巴西進口了5400噸（同比增長95%）和3800噸（增長18%）

豬肉。

今年前7個月，巴西豬肉出口量共計41.45萬噸，同比增長19.62%；

出口額累計為8.48億美元，同比增長23.5%。“5、6、7月份的強勁表現

將巴西今年的月均豬肉出口量提升至近6萬噸，這表明下半年的出口還

將強勁增長。”ABPA稱。

英高峰時段大範圍停電
民眾受困如處“恐怖電影”

綜合報導 英國發生大範圍停電，波

及包括倫敦在內的英格蘭和威爾士大部

分地區，許多民房和商店失去電力供應

，公共運輸系統癱瘓。此次停電正值下

班高峰期，在各地引發嚴重混亂，估計

有近100萬人受到影響。

“我們的兩臺發電機遇到了問

題，導致英國壹些地區停電，”英國

國家電網電力系統運營在社交網站上

稱，“問題現已解決，系統恢復正

常。”據信此次事件不涉及人為破壞

及網絡攻擊。

【突發停電，民眾被困如“恐怖電
影”】

報道稱，停電發生於當地時間9日

下午5時左右，當局進行搶修後，大部

分地區於晚上陸續恢復電力供應。有關

方面正調查停電原因。

英格蘭中部、東南部、西南部、東

北部以及威爾士大部分地區，都受到這

次大停電影響。周五傍晚的繁忙時間，

倫敦國王十字車站陷入壹片黑暗，許多

班列車受到延誤，大量旅客滯留，等候

鐵路公司安排。壹些地區的交通燈停止

運作，路面交通壹度混亂。

其中壹名乘客赫布萊斯韋特憶述，當

時車站情況極度混亂，乘客無法找到職員

協助。網民斯坦菲爾德則指，他乘坐的火

車停在隧道內，足足被困兩小時才能疏散

，形容當時仿佛身處“恐怖電影”中。

紐卡斯爾機場的航班升降同樣受停

電影響，旅客表示停電持續約15分鐘，

機場多次響起警報。不過倫敦希斯羅機

場、蓋特威克機場及盧頓機場均聲稱沒

有受到影響，航班如常升降。

倫敦交通局表示，地鐵維多利亞線

停駛，並警告民眾使用平面道路時要特

別小心，因為部分交通號誌停止運作。

此外，伊普斯威治鎮有醫院表示，

備用發電機無法發電。

【近百萬人受影響，網民：有人
“重啟”英國】

英國電力網絡公司(Power Networks)

公司發言人說，單是在倫敦和英格蘭東

南部地區，估計便有多達30萬人受停電

影響，米德蘭茲、西南英格蘭及韋爾斯

的受影響人數約50萬；約克郡與東北英

格蘭約11萬人受影響。

英國國家電網則表示，雖然事件超出

公司控制範圍外，但公司早有應變計劃，

盡量減低影響，並迅速恢復電力供應。

隸屬政府的天然氣及電力市場辦公

室（OFGEM）其後發表聲明，指已要求

國家電網就停電提交緊急報告，以助當

局了解事件起因，制訂應對措施，需要

時會采取執法行動。

由於英國可能於10月31日無協議脫

歐，有網民開玩笑稱，英國“正在練習

無協議脫歐”，以免屆時陷入經濟大亂

的黑暗期中不知所措。還有網民稱可能

有人透過“重啟”，嘗試修理英國。

備用金不足
3/2澳大利亞人壹周內籌集3000澳元有困難

綜合報導 近日，澳大利亞《ME家庭經濟舒適報告》顯示，由於疲

軟的就業市場、低水平的工資上漲，以及房價的下跌與生活成本

的提升，2/3 的澳大利亞人無法在壹周之內輕松籌集到 3000 元（澳

元，下同）的緊急備用金。

報告指出，只有 35%的家庭在獲得 3000元緊急備用金方面並不

發愁，無論是從現金存款還是從貸款賬戶中挪用。這壹比例低於12

個月前的38%。

此外，報告還發現，約1/4的澳大利亞家庭的現金儲蓄不足1000元。

對此，報告作者奧頓表示，“我們最大的擔憂是澳大利亞家庭缺乏

應對金融緊急情況的能力。50%的澳大利亞家庭的現金儲蓄不足1萬元

。同時，低收入的家庭在面臨經濟危機時也沒有現金緩沖，且仍在掙紮

滿足最低需求”。

報告發現，澳大利亞家庭最大的擔憂是滿足最低需求（32%）、個

人與家庭債務水平（21%）以及儲蓄與可使用的現金金額（19%）。

還有30%的受訪者表示，必須靠出售重要的個人物品才能獲得資

金，或者根本無法獲得資金。

“有的人會認為，像空調或冰箱這樣的東西，只需要使用信用卡作

為備用就可以。”Crown Money Management首席執行官帕裏稱，“但

我們建議以儲備3個月的生活開銷為目標，且秘訣是開設壹個獨立的

賬戶。”

值得壹提的是，報告還發現，超過30%的可支配收入被用於支付租

金或償還貸款的澳大利亞家庭比例，已從47%攀升至52%。

巴拿馬將推移民新政
廢除“種族熔爐”法令
綜合報導 巴 拿 馬 國 家 移 民 局

（SNM）局長薩米拉•戈賽內近日宣布

，他們正在針對境內停留的外國人制定

壹系列規範措施。

古巴拉美通訊社日前報道，戈賽內

指出，政府針對移民推出的新措施中包

括從現行的移民制度中移除“種族熔

爐”（Crisol de Razas）這壹項，並將廢

除建立這種特殊移民類別的法令。

“令人遺憾的是，什麼樣的人都能

留在巴拿馬，即便是通過非法途徑入

境。就算不符合現有移民類別中任何

壹種，其身份也能得到正規化。”戈

賽內說。

戈賽內還解釋說，上述移民大多為

廉價勞動力，這是政府必須解決的問

題。巴拿馬現任總統勞倫蒂諾•科爾蒂

索和安全部部長羅蘭多•米羅內斯已經

做出決定，對外國人的入境條件進行約

束，以便讓投資者知道，來到巴拿馬的

外國人有能力推動巴拿馬的經濟發展。

戈賽內表示，前總統胡安•卡洛斯

•瓦雷拉在其任期結束前幾周(2019年6

月10日)簽署了壹項法令，允許當時已經

成功更新其特殊移民正規化10年期居留

證和6年期臨時居留

證的外國人獲得永久

性居留權，該法令將

被廢除。只要全面的

移民法尚未出臺，新

政府就有必要對在境

內擁有固定住所、工

作和家庭的正規化外

來人員采取措施。

據統計，目前向

巴拿馬國家移民局申

請特殊移民正規化手

續的外國人主要來自

以下國家：委內瑞拉

（125570人）、哥倫比亞（4287人）、尼

加拉瓜（4189人）、薩爾瓦多（619人）、

多米尼加共和國（364人）等。

另壹方面，米羅內斯稱，巴拿馬必須

搞清楚想讓什麼人入境，如何將其分類。

留在境內的應該是投資者、專業人士，以

及其他符合巴拿馬國家利益的外國人。

巴拿馬勞動和就業發展部部長多麗

絲•薩帕達表示，將對國內企業進行巡

查，若發現雇傭外來非法居留者的情況

，將給予嚴厲制裁。

巴拿馬國家移民局稱，僅在2019年

7月壹個月內，就有357名在巴拿馬境內

非法居留的外國人(主要來自哥倫比亞、

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接受了行政處罰，

其中大多數自願回國，也有壹部分被強

制遣返。

“巴拿馬人都應該關註入境管制和

外國人居留審查問題，並積極參與相關

討論，但要註意避免被冠以‘仇外’之

名。” 支持政府新移民措施的律師阿爾

多•莫雷諾說。

綜合報導 由於遭受石油汙

染，澳大利亞大約有1400只企

鵝需要進行恢復治療。近日，菲

利普企鵝基金會號召人們為企鵝

織毛衣，幫助企鵝可以安然度過

寒冬。

報道稱，如果企鵝的羽毛沾

上油汙，企鵝會試圖將其清除，

企鵝的皮膚將暴露在惡劣的環境

中，甚至令它們無法正常遊泳。

如果有毛衣加以覆蓋，可以

防止企鵝啄自己的羽毛，同時令

它們溫暖。這些毛衣的制作需要

恰到好處，以便企鵝仍然可以自

由移動，並保持安全。

此前，曾有人號召為企鵝買

羊毛衫，不過許多羊毛衫的尺寸

不合適，不適宜企鵝穿著。因此

，菲利普企鵝基金會號召人們為

企鵝織毛衣，令它們保持溫暖，

恢復健康。

助企鵝過寒冬？
澳大利亞動保護協會籲民眾織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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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這難道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
其中一個點子，現在傳出總統川普想買下世界
上最大島嶼格陵蘭島。不知他是認真還是開玩
笑，但格陵蘭外交部認真回應說格陵蘭是非賣
品， 「格陵蘭是開放招商，不是出售」。丹麥
前總理拉斯穆森(Lars Lokke Rasmussen)則是在
社群媒體貼文訕笑川普︰ 「這一定是愚人節笑
話。」

美國《華爾街日報》最先報導，川普多次
表達購買格陵蘭島的興趣，而且每次提起認真
程度都不同。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在會議或是
晚餐等的場合，都會問助手買格陵蘭島的可行
性，還要白宮顧問去研究。不過，幕僚意見也
出現分歧，有人覺得符合美國經濟利益，也有
人覺得已經過時，甚至說川普只是一時興起。

位於北大西洋和北冰洋間，格陵蘭島人口

約5.6萬，面積約210萬平方公里，80%被冰雪
覆蓋。格陵蘭島是丹麥在海外的屬地，美國軍
方最北方的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也
座落於此，位於北極圈以北750英里處，時間
建於1951年，基地上有飛彈預警系統，可以偵
測來襲的洲際彈道飛彈，偵測範圍深入俄羅斯
領土。

據消息透露，不知道川普買格陵蘭島想法
從何而來，但有可能是效法前總統艾森豪簽署
法案，讓阿拉斯加成為美國的第49州。消息還
指出，川普定於下月初首訪丹麥，不過不知是
否和購買格陵蘭島有關。

川普也並非第一位想買格陵蘭島的美國總
統，據說 1946 年總統杜魯門於以及 1867 年國
務卿西華德（William Seward）都對買格陵蘭島
有興趣。

傳川普想買世界最大島嶼
格陵蘭回應：我們沒要賣哦

（綜合報導）美國至少6個州自7月開始，有將近50位民
眾疑似因為吸電子菸導致肺部嚴重受傷送醫，其中大多數人還
是青少年，相關單位目前已在進行調查，不過也表示送醫的確
切原因目前仍不明。

包括美國伊利諾州（Illinois）、明尼蘇達州（Minnesota）
和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等3個州的衛生部門都發聲明指出

，這幾周以來，有至少30起
案例，病患出現呼吸性的損
傷，像是咳嗽、呼吸急促、

胸悶、暈眩和疲勞等症狀，還有患者送醫後插管治療。另外還
有22起案例正在調查。

此外，根據美國當地媒體報導，國內其他州也通報了類似
案例，儘管目前仍沒有死亡案例，但有醫生表示，有年僅18歲
的青少年差點喪命。衛生部門官員指出，這些病例之間是否有

關聯尚不能確定，但各單位持續合作以展開更深入的調查，美
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也有
進行調查。

威斯康辛州衛生部門的呼吸道疾病專家郝普特（Thomas
Haupt）今天告訴法新社： 「我們正在詢問所有病患，試圖找
出任何共通性。」他還說： 「現階段來看，電子菸是這些患者
唯一的共同點，但我們試圖廣泛調查，以確保我們沒有任何遺
漏。」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5日在新罕布夏州
的造勢大會，針對近來多起大規模槍擊案回應，他
指出需要設置更多的身心科治療設施，別讓可能大
開殺戒的歹徒在街上遊蕩，但對於祭出嚴格槍管法
案的承諾，以及推動對可能購槍者的背景查核，並
未多加著墨。

川普認為，容易取得半自動步槍的歹徒之所以
開槍濫射，主要是因為缺乏心理治療設施，他 「認
真考慮為需要治療的患者建造新的設施」， 「讓精
神錯亂與危險的人別出現在街上」 「我們現在再也
沒有那些設施。」

川普一直聚焦心理健康問題，而非從賣場到槍
展，到處都在賣槍的氾濫現象。本月初德州與俄亥

俄州接連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後，川普曾強烈表明支
持加強背景查核，但遭到強硬擁槍派反對，認為威
脅到憲法保障的擁槍權。

川普在面對上萬名鐵粉時，沒有敦促他們支持
更嚴謹的購槍背景查核，只表示 「我們不能讓良善
、奉公守法的公民更難保護自己」他更言明，支持
憲法保障人民 「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

川普不是第一次把槍擊案與精神疾病掛勾，但
杜克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史萬森表示，有1千萬
美國人罹患嚴重心理疾病，其中絕大多數沒有暴力
行為，且大部分的濫射案槍手沒有 「可辨識的嚴重
心理疾病」。

美國近50人肺部受傷住院 疑電子菸釀禍

（綜合報導）美國工人權利聯盟（Worker Rights Consor-
tium）周四公布一份報告，指出為 Levi's、Wrangler、Lee 及
The Children's Place等牛仔褲品牌代工的台灣年興紡織（Nien
Hsing Textile）設於非洲國家賴索托的工廠爆出女性工人被性
騷擾及權勢性侵。Levi Strauss＆Co，擁有Wrangler和Lee牛仔
褲的Kontoor Brands以及The Children's Place簽署協議，將對這
些工人進行外部監督和執法。年興紡織則同意與工會及婦女權
益組織合作，訂定行為準則及採取法律行動。

美聯社及路透報導，工人權利聯盟對年興紡織共有1萬多
名工人的5座工廠進行調查，根據報告，工廠中的經理及主管
強迫許多女性工人與他們發生性關係，以換取工作保障或晉升
。在許多訪問中，受害者們描述了性暴力的模式，包括不當觸

摸、性交和粗
暴的言論。報
告稱，當女工

們不同意這些性要求時，會遭受歧視及報復，報告亦指出，工
廠經理還打壓成立工會。

工廠中的多數員工來自賴索托，經理則包含當地人和外國
人。女性工人們表示，甚至連男同事都騷擾他們。一名員工說
， 「男性工人喜歡以不適當的方式觸摸女性，」另一名工人則
說， 「外國經理會拍打女性的臀部及觸摸胸部，有時候會帶她
們回家發生性行為。」

報告中的所有證詞都匿名處理，以保護他們的隱私。
Levi Strauss & Co永續發展副總裁寇波立（Michael Kobori

）表示，該公司收到報告之後立刻轉告年興紡織，稱 「這讓人
無法忍受，並要求他們制定糾正行為計劃」；The Children's
Place的發言人則說，他們告知年興紡織，雙方的合作關係能否

持續 「取決於實行重要且持續的改變」。
3間公司透過聯合聲明表示，他們希望所有工人，特別是

女性感到 「安全、有價值、有力量」。這3間公司與美國國際
開發署合作贊助一項為期兩年的計劃，將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小
組，工廠工人可以向其提出檢舉。

年興紡織表示，他們與5個工會、2個婦女權益組織簽署具
有約束力的協議，成立獨立委員會處理工人投訴，調查是否有
任何違規行為發生，並根據賴索托法律執行補救措施。此外，
也將准許獨立認命的民間團體成員進入工廠與工人面談，指導
管理人員不要報復提出投訴的工人。

Levi's、Wrangler、Lee及The Children's Place承諾，年興若
違反協議，每個品牌都會減單。直到年興恢復遵守協議。

年興董事長陳宜峰（Richard Chen）表示： 「我們努力確
保為工廠的所有員工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作環境，因此我們會立
即全力以赴實施這項協議。」

賴索托成衣廠女工面臨性暴力
年興紡織承諾改善

川普談槍擊案 不提限槍反建議多蓋心理治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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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山體滑坡已導致52人死
約2.5萬人仍無家可歸

綜合報導 緬甸東南部暴雨引發特大

山體滑坡，遇難人數已增至52人，當局

派軍隊前往當地協助救援工作。據報道，

孟邦受災最嚴重，洪水已經淹沒該邦4000

多所房子，導致2.5萬人無家可歸，只能

在修道院等場所尋求庇護。

報道稱，緬甸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每年

到了這個時候都會遭遇季風降雨襲擊。暴

雨經常會導致多個地區洪水泛濫，並引發

山體滑坡，造成數以千計的人流離失所。

但發生在孟邦的山體滑坡是緬甸近年

來最嚴重的壹次，傾瀉而下的泥石將壹個

村子至少16所房屋和壹座寺廟淹沒。截

至11日上午，仍有數百名救援人員在泥

濘中挖掘遇難者遺體。

榜鎮管理員佐莫昂說：“遇害人數增

至52人，搜救工作仍在進行中。”據報

道，除了孟邦，克倫邦和克欽邦也因暴雨

而洪水泛濫，導致道路被淹沒，橋梁遭毀

壞。

緬甸副總統亨利班提育10日慰問了

榜鎮壹個小村的山體滑坡幸存者，對他們

的處境“表示難過”，並承諾會給予災民

所需的幫助。

根據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

近幾個星期的洪災已經造成約8.9萬人流離

失所，不過有壹小部分人已經重返家園。

印尼林火肆虐引發空氣汙染
逾千人因煙霾患呼吸疾病
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林火繼續肆虐，

導致林火引發的煙霾籠罩廖內省、西加裏

曼丹省和中加裏曼丹省。其中，廖內省首

府北幹峇魯有至少1136名居民受煙霾影響

而患上呼吸道疾病。

印尼國家減災署發言人阿古斯表示：

“煙霾被強風從東南部吹向北部，導致廖

內省和中加裏曼丹省的煙霾日趨嚴重。”

報道稱，北幹峇魯和中加裏曼丹省首府

帕朗卡拉亞的空氣質量惡化，兩個城市的

懸浮顆粒（PM10，即大氣中直徑小於或等

於10微米的顆粒物）濃度分別達每立方米

173微克（不健康水平）和126微克（中等

水平）。

北幹峇魯衛生局代局長莫哈末阿敏表

示，當局已經通知所有社區要做好準備，

為所有患上呼吸道疾病的居民提供最佳醫

療服務。他說，大部分患者來自經常進行

戶外活動的高生產力年齡層。

他呼籲北幹峇魯居民要多註意身體，

當社區被煙霾籠罩時，應盡量少出門或戴

口罩，如果出現咳嗽、感冒、哮喘、眼痛

、慢性肺部感染、呼吸困難、皮膚瘙癢等

癥狀，應立即就醫。

阿古斯說，國家氣象氣候與地球物理

管理局的衛星系統11日上午的探測結果顯

示，靠近新加坡的廖內省的著火點有所減

少，從10日的97處減至29處；南加裏曼丹

也從10日的27處減至14處。但壹些省的著

火點則急劇增加，如西加裏曼丹省劇增72

處，達到605處。

他指出，盡管煙霾籠罩廖內省多個地

區，但衛星探測顯示，目前還沒有煙霾跨

境飄到鄰國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半島。

印尼氣象局，由於厄爾尼諾現象擾亂

了今年的旱季，印尼很多地區遭遇長旱，

目前預計幹旱高峰期將從8月中旬持續到9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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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對韓出口限制措施所引

發的韓國消費者“抵制日貨”行動，已持

續1個月。目前，“抵制日貨”行動範圍

已經擴散到嬰兒用品以及遊戲機等生活用

品領域。

韓國在線購物網站11號街表示，7月

7日至本月6日，著名日本尿不濕產品銷量

同比減少48%。

在其他購物網站上，從7月1日至8月

8日，日本尿不濕產品銷量同比減少15%。

與此相反，“抵制日貨”網站所介紹的替

代產品的銷量同比增長73%。

報道稱，通常來講，消費者不常更換

正在使用的尿不濕和奶粉等嬰兒用品，但

隨著“抵制日貨”行動繼續發酵，尋找替

代品的韓國父母正繼續增加。

此外，日本遊戲機和高爾夫球用品在

線銷量，以及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興趣也

大幅減少。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攜帶型遊戲

機在某在線購物網站上的銷售額同比減少

60%。

日本著名體育品牌的搜索次數減少

34%，日本著名高爾夫球用品銷量也減少

10%以上。另外，兒童果凍、兒童洗手

液、男性化妝品等產品的搜索次數也減少

壹半。與此相反，印有“No Japan”的貼

紙和衣服等備受消費者關註。

韓官員：政府正在考慮擴大日本部分地區旅遊警報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

第壹次官趙世暎表示，韓

國政府正在考慮擴大日本

部分地區旅遊警報，將基

於國民安全做出決定。

趙世暎稱，政府在認

為韓國公民前往日本旅

遊需註意人身安全時，

可能啟動旅遊警報。目

前，核輻射汙染、伴隨

韓日關系惡化出現的日

本極右勢力反韓示威，

都會成為考慮對象，不

排除擴大日本旅遊警報

範圍的可能，政府正在

密切研究相關方案。

據報道，圍繞韓國大

法院對被強征勞工案作出

的判決，趙世暎還暗示，

韓國政府有可能與日本政

府進行討論，尋找能夠解

決被強征勞工賠償問題的

其他方案。

近期以來，隨著日韓

貿易摩擦持續發酵，兩

國在多領域齟齬不斷，

雙邊關系持續

惡化。分析人

士稱，雖然日

韓矛盾爆發在

貿易領域，但

癥結還在於歷

史問題，尤其

是勞工索賠問

題。

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韓

國最高法院兩

度判決日本企

業賠償殖民朝

鮮半島期間強

征的韓國勞工

，還扣押日本相關企業在

韓資產。

但日方認為，根據兩

國1965年簽署的《日韓請

求權協定》，韓國勞工的

請求權問題已經解決。日

方曾先後提出進行雙邊磋

商和成立包含第三國成員

的仲裁委員會仲裁此事，

但均未得到韓方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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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蘇省淮安市漣水縣南集鎮下營村，幾排大

型廠房正在進行裝修施工，其白牆黑瓦馬頭牆的徽

派建築風格令人耳目一新。難以想像，這裡將是一

處年出欄40萬頭生豬的大型養豬場。這座已竣工的

養豬場是全穩生技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全穩

集團”）在淮安興建的多座養豬場之一。全穩集團

的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砷化鎵晶圓代工企業——台

灣穩懋集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糞尿科學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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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市郊著名的旺山錢家塢景區
內，有一片依山傍水的園林式建築，這
裡就是台商徐詠傑、徐茂展兄弟精心打
造的精緻民宿“兩岸山居”。

巨福集團董事長徐詠傑是一位“老
牌”台商，早在1989年即來到大陸，
先後在深圳、東莞、廣州、汕尾、蘇州
等地投資興業，產業涵蓋小家電、五金
塑料、精密電子、房地產、酒店、國際
學校等。2016年，他當選為大陸首個民
企與台企的交流合作平台——蘇台工商
協進會的監事長。

隨着大陸休閒經濟的勃興，三年
前，徐詠傑和剛卸任一家大型企業總經
理的弟弟徐茂展決定對聚福苑酒樓進行
改造，借鑒台灣精緻民宿經驗，發展精
緻民宿和特色餐飲，並將其命名為“兩
岸山居”。

徐詠傑解釋說，之所以叫“兩岸山
居”，就是取兩岸一家親、相互包容融
合之意。其建造和裝修也充分體現了兩
岸特色，外部建築風格借鑒蘇州園林，
粉牆黛瓦、飛簷斗拱，疊石成山、環水
為池，遍植花木、錯落有致；客房和餐
廳內部裝修則借鑒台灣民宿經驗，在很
多細節上都可看到台灣設計的影子。

過田園生活 投休閒產業
“兩岸山居”的餐飲選用時令食

材，蔬菜大多是從旁邊的田地中直接採
摘，葷菜則大多是由附近村民養殖或捕
獲。熱愛美食的徐茂展夫婦還經常親自
下廚，深受客人好評。

“對於我們自身來說，‘兩岸山居’
也滿足了原本想過的田園生活，又可以滿
足轉型升級的需要。”他說，全球金融危
機過後，很多台商都在積極尋求轉型升
級，拓展大陸內銷市場。大陸各級政府也
出台了很多支持台商轉型升級的政策，而
“兩岸山居”正是巨福集團轉型升級的一
個嘗試。

徐詠傑認為，大陸擁有14億人口，
並且正在進行消費升級，休閒產業的發
展前景非常廣闊。

“這一龐大的市場紅利是沒法取代
的。”他說，巨福集團將以“兩岸山
居”為起點積極拓展休閒產業，包括進
一步擴大“兩岸山居”的規模，在旁邊
的茶園和紅楓林引入螢火蟲、蝴蝶，為
旅客帶來更美的享受。同時，集團還在
廣州興建一個佔地600多畝的生態園區，
發展休閒觀光和康養產業。

■■全穩集團跨界投建智能養豬場全穩集團跨界投建智能養豬場。。圖為全穩集團員圖為全穩集團員
工為仔豬打無線射頻識別耳標工為仔豬打無線射頻識別耳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林銘田在銀杏湖建成了江蘇省規模
最大的主題樂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兩岸山居兩岸山居””將台灣民宿經驗帶至大陸將台灣民宿經驗帶至大陸。。圖為圖為
一群兒童在一群兒童在““兩岸山居兩岸山居””玩耍玩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全穩集團智能化養豬場內的生豬產量全穩集團智能化養豬場內的生豬產量
可達一年可達一年4040萬頭萬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在台商投資最為密集的江蘇省，越來越多的老牌台

商積極跨界轉型，為台企轉型升級樹立了典範。
作為在電子行業享有盛譽的巨頭，穩懋集團擁有三座

六吋砷化鎵晶圓製造廠，產品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高達
70%。據悉，晶圓是製造半導體芯片的基本材料。

穩懋集團董事長、全穩生技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長陳進財表示，中國大陸農業和養殖業極具發展空
間，為此他三年前決定跨界進入這一領域，在淮安嘗
試進行智能化養豬。陳進財說：“農業已經不是人們
印象中的傳統產業，智慧化、科技化將是大勢所
趨。”

善用“老本行”技術 創新系統
根據規劃，今明兩年，該公司將斥資約4億美元，

在淮安密集建設5座養豬場，1座飼料廠和1座生技研發
廠，到2021年完成年產90萬頭生豬的一期佈局。

其中，位於漣水縣黃營鎮的養豬場規劃建築面積20
萬平方米，存欄3.3萬頭母豬，年產80萬頭仔豬及52萬
頭保育豬，同時規劃人工濕地與魚塘養殖。項目建成
後，將成為中國最大的智能化綠色循環農場。

全穩集團首先在下營村建成一座佔地面積170畝、
年出欄5萬頭生豬的養豬場，並結合穩懋集團在半導體
行業的先進技術，自行研發了一套iFarmer智能農牧管
理系統，令養豬場生產效率、管理水平和產品質量都得
以大大提升。

仔豬信息可追溯 依託數據
全穩集團執行董事張覺前介紹說，每一頭仔豬出生

後36小時之內，養殖員就會為其打上RFID（無線射頻
識別）耳標，並將仔豬來源、性別、出生時間等信息錄
入iFarmer系統，系統會據此生成每一頭仔豬施打疫
苗、斷奶、轉場、保育、育肥、出售等作業流程，每個
作業流程都依託大數據進行智能化管理，實現生豬養殖
全生命周期可控、可追溯。

同時，系統還能對全場進行智能監控，包括環境
信息智能採集系統、設備自動控制系統等，可視化遠
程疾病診斷與監控，並通過固定式專用RFID閱讀器
識別個體自動餵飼，依照豬隻生長情況智能調整飼料
量。

科技養豬效率高 產量翻倍
通過運用這些先進技術，全穩集團的養豬效率得

以大幅提高。全穩漣水養豬場從2017年5月份開始導
入iFarmer，一年後胎產合格數由導入前的10.26頭成
長至 11.49 頭，胎斷奶仔數則由 9.67 頭成長至 11.08
頭，分別增加了11.9%和14.6%。每頭母豬每年可上
市3,000公斤豬肉（即120公斤的生豬25頭），遠遠
超出大陸普通養豬場平均1,400公斤的水平。

前期實驗成功讓全穩集團堅定了擴
大投資的信心。張覺前指出，養豬場實
際是穩懋集團和全穩集團未來向AI智
慧農業轉型的試驗場，很多具有超越性
的農業科技都將在這裡進行實驗和應
用，例如“豬臉識別”、遠程疾病診斷
與監控、豬糞循環利用等等。

他坦言，養豬最大的困擾就是糞
尿，全穩集團的豬舍在設計時就進行了
糞尿分離，通過半導體薄膜透析的方法
處理尿液，將尿素結晶取出尿素氮並獲
得反滲透水循環使用。而豬糞則在有機
肥處理場腐熟、發酵製成有機肥，發酵
過程中產生的沼氣還被用來發電，供養
豬場直接使用。

“角度改變，態度就會改變。”他
說，如果把豬糞當作廢棄物就會想方設法
偷排，如果當作資源則會循環利用。全穩
集團將在下營養豬場旁邊租賃2,000畝農
田，建設智能生態循環農業科技示範園
區，並將循環利用養豬場內的有機肥。

據統計，全球每年要吃掉14億頭
豬，其中中國大陸就佔7億頭。“大陸
沒有賣不掉的豬，”張覺前說，全穩集
團旗下的養豬場看起來規模很大，但是
和每年7億頭的消費能力相比，“不過
是滄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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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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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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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火爆了，每天從開館到閉館，
獨孤信展台前總是人頭攢動，擠得是水
洩不通。特別是很多中小學生，都喜歡
在現場實地算一下這道高考題。”陝西
歷史博物館香港大學生志願者講解員薛
恩如告訴記者，甚至還有一些外國遊
客，走到這裡看到這件文物這麼高的人
氣，也都會停下來仔細觀賞。當他們聽
完薛恩如的英文講解後，都會驚訝得半
天合不攏嘴，隨後更是豎起大拇指連連
稱讚。

正讀高二的西安中學生李文凱則表
示，今天自己和幾個同學專門來欣賞這
件高考題中出現的文物。“一千多年
前，獨孤信一人影響着北周、隋、唐三
朝。一千多年後，他和他的印信又影響
着成千上萬考生的命運。”他笑着告訴
記者，同學們都說今年要多跑幾趟博物
館了，說不準明年高考就用上了。

高考數學題帶火“獨孤信印”
見證古人智慧和精湛技藝

在今年中國高考中在今年中國高考中，，一道一道““半多面體半多面體””數學題不僅讓很多考生對一千多年前南北數學題不僅讓很多考生對一千多年前南北

朝時期的官員獨孤信印象深刻朝時期的官員獨孤信印象深刻，，同時也讓一枚具有十四個印面的同時也讓一枚具有十四個印面的““多面體煤精組印多面體煤精組印””

瞬間闖入全國人的視野瞬間闖入全國人的視野。。記者日前從陝西歷史博物館獲悉記者日前從陝西歷史博物館獲悉，，自高考結束之後自高考結束之後，“，“獨孤獨孤

信印信印””一夜走紅一夜走紅，，每天專門前來參觀的本地及外地觀眾絡繹不絕每天專門前來參觀的本地及外地觀眾絡繹不絕。。特別是這個暑假特別是這個暑假，，

更迎來大批中小學生參觀更迎來大批中小學生參觀，，很多學生在驚歎古人智慧和精湛技藝的同時很多學生在驚歎古人智慧和精湛技藝的同時，，亦被亦被““史上史上

第一老丈人第一老丈人””一生的傳奇經歷所震撼一生的傳奇經歷所震撼。。 採採、、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李陽波

據了解，今年全國高考Ⅱ卷數學第16題是一道
關於“半正多面體”的填空題，讓很多理工

科考生“燒腦”不已的是，除了複雜的計算，這道
題的“主角”竟然是珍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的一件
文物。這道數學題原題如下：“中國有悠久的金石
文化，印信是金石文化的代表之一，印信的形狀多
為長方體、正方體或圓柱體，但南北朝時期的官員
獨孤信的印信形狀是‘半正多面體’，半正多面體
是由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正多邊形圍成的多面體，半
多面體體現了數學的對稱美。圖2是一個稜數為48
的半多面體，它的所有頂點都在同一個正方體的表
面上，且此正方體的稜長為1。則該半正多面體共
有_____個面，其稜長為_____。”當日考試一結
束，很多網友便驚呼：“這是數學題嗎？我們分明
感覺到濃濃的歷史文化和人文氣息。”

據介紹，這道高考數學題中所提到的“獨孤信
印”，1981年出土於陝西安康旬陽，全稱為“獨孤
信多面體煤精組印”，是國寶級文物。這枚印信的
主人鮮卑人獨孤信，曾是西魏八位柱國大將軍之
一，也是北周的開國元勳。其一生南征北戰，戰功
赫赫，擁有眾多職務。或許是為了攜帶方便，獨孤
信把所任各種官職的印文，連同常用的一些印文集
於一印，於是便製作了這枚多面體煤精印。

十四印信集於一枚印章
記者在現場看到，“獨孤信印”呈八稜多面

體，一共有二十六個印面。其中的十八個正方形印
面中，有十四個正方形印面上鐫刻着規範的楷書陰
文，分別為“臣信上疏”、“臣信上章”、“臣信
上表”、“臣信啟事”、“大司馬印”、“大都督

印”、“刺史之印”、“柱國之印”、“獨孤信白
書”、“信白箋”、“信啟事”、“敕”、
“令”、“密”等。其中既有“大都督印”等公文
用印，也有“臣信上疏”等上書用印，還有“獨孤
信白書”等信件書簡用印，可以說是集三種用途於
一枚印章之上，既是官印也是私印，在中國璽印史
上獨一無二，被稱為“稀世國寶”。

據悉，除了“史上最牛”的印章，獨孤信本人
的經歷亦堪稱傳奇。在顯赫的地位和無以倫比的眾
多官職之外，這位鮮卑貴族“選女婿”的眼光也可
謂是十分獨到。他一生育有七個女兒，其中大女兒
嫁給了北周明帝宇文毓，成為周明敬皇后；四女兒
獨孤毗羅嫁給了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父親李昺，被
李淵追封為元貞皇后；七女兒獨孤伽羅嫁給了隋朝
開國皇帝楊堅，是歷史上著名的隋文獻皇后。獨孤
信一生維繫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其中三個女
婿更分別是三個朝代的皇帝或太上皇，獨孤信也成
為名副其實的“三朝國丈”，被人們戲稱為“史上
第一老丈人”。

陝西歷史博物館專家表示，這枚印章在我國現
有出土文物中是唯一的一件，它既是主人輝煌人生
的反映，也是當代人研究北朝歷史的重要憑證，同
時更是南北朝社會大變革的真實寫照。

唐皇室貴族玉帶銙走紅絲路
其實，除了高考帶火的“獨孤信印”，近日來

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的十副唐代玉帶銙，也因為絲
綢之路的再次繁盛而走紅。這款一千多年前皇室貴
族專享的高奢腰帶，不僅製作工藝精湛，原材料也
是通過古“絲綢之路”從其他國家進口而來，是古

代絲路國家交流交融的見證。
據介紹，玉帶銙就是鑲綴有玉片的腰帶，由帶

扣、帶銙、帶鞓和鉈尾組成。陝西歷史博物館的玉
帶銙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一副玉石來自“骨咄
國”的帶銙，其色澤瑩潤，玉質青綠，十分罕見。
陝西歷史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賀達炘表示，骨咄國
位於今天塔吉克斯坦庫爾干秋別北，這批唐代玉帶
銙從材料來源、藝術創造等方面都具有典型性，充
分反映了唐朝與中亞各國的密切往來和文化交流。

據悉，唐代時，通暢的“絲綢之路”讓西域各
國的商品和原材料不斷進入中原，各地的文化、生
活及風俗習慣也相互影響，極大地促進了中原地區
與中亞、西亞之間的交匯與融合。文化上的包容和
自信，使唐代玉器及其他工藝品在造型與紋飾方
面，也洋溢着外來趣味和創新之風，體現了古代
“絲綢之路”上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

中小學生
博物館爭睹奇印

■■““獨孤信印獨孤信印””能清能清
晰看到晰看到““大司馬印大司馬印””
的印文的印文。。

■■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
的唐代玉帶銙的唐代玉帶銙。。

■■來自來自““骨咄國骨咄國””的帶銙的帶銙。。

■■珍藏在陝西歷史博物珍藏在陝西歷史博物
館的國寶級文物館的國寶級文物““獨孤獨孤
信多面體煤精組印信多面體煤精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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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體驗遊 選哪間平台？

◀◀KKdayKKday提供製作台灣手信鳳梨酥課提供製作台灣手信鳳梨酥課
程程、、台灣茶烘焙體驗等台灣茶烘焙體驗等。。▶▶KlookKlook提供大量旅遊地點的體驗活動提供大量旅遊地點的體驗活動。。

一般傳統旅行社提供預訂酒
店、機票、車票、入場券和

租車等功能，如港人熟悉的ago-
da、 hotels.com、 booking.com 和
Expedia等網上旅遊平台均可以做
到。要在眾多網上旅遊平台突圍而
出，同時又要滿足旅客希望有獨特
旅遊體驗，旅遊體驗服務平台就要
在世界各地搜羅具有當地文化特色
的體驗活動。首先介紹是本地薑
Klook，2014年在香港成立，集中
提供亞洲區的旅遊產品，是亞洲最
大的旅遊體驗預訂平台，其手機應
用程式在Google Play有超過100萬
下載次數。

Klook贏優惠價格保證
Klook提供大量旅遊地點的體

驗活動，根據其網站介紹，提供的
體驗活動會邀請公司內部員工試
玩，另一賣點是會聘請數百個旅遊

體驗師，做“白老鼠”親自試驗不
同城市的旅行玩法，以記錄旅遊體
驗和做好旅行攻略，分享第一手心
得，這些體驗師不少是美食家、記
者、攝影師、文青等。

以港人常到的韓國為例，
Klook就提供K-pop舞蹈班、濟州
島東部世界遺產風光行、江村鐵道
自行車體驗等，活動時間由幾小時
至幾天不等。

此外， Klook另一個特點是
提供“優惠價格保證”，與當地景
點及活動供應商直接合作，承諾不
會嵌入隱藏式收費，若在旅客預訂
之後發現當地合作供應商提供更便
宜的價格，將退還差價。

KKday大量台灣體驗行
另一個旅遊體驗服務平台

KKday在台灣成立，提供大量台
灣旅遊體驗活動，如製作台灣手信

鳳梨酥課程、台灣茶烘焙體驗等。
2014成立以來已將服務範圍擴展
至全球10多個國家，其手機應用
程式在Google Play有超過50萬下
載次數。

KKday同樣提供網站或手機
App預約，部分活動更可立即確認
並發送憑證，參加活動時出示電子
憑證便可。此外，KKday的手機
App提供線上客戶服務，旅客可撥
打免費查詢電話，解決旅途中遇上
的突發問題，而且KKday接受多個
渠道付款，如信用卡、LINE Pay、
Apple Pay、Google Pay。

總體來說，如果在計劃行程
中比較重價格，可以參考 Klook
提供的旅遊體驗活動，因為有優惠
價格保證；若果想預訂行程的同
時，想獲得更多優惠，可以參考
KKday以獲取KKday Points兌換
獎賞。

KLOOK KKDAY

網站或手機App 訂票方式 網站或手機App

信用卡、PayPal、支付寶、 付款方式 信用卡、LINE Pay、

微信支付(限人民幣) Apple Pay、Google Pay

購買或評價可賺點數積分 會員回饋 訂購行程累積點數積分兌換獎賞

旅遊體驗師試玩、最佳價格保證 特色 訂購行程可累積亞洲萬里通里數

資料以各網站公佈為準 ■製表：記者 殷考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每逢旅遊旺季，單純“食、買、

玩”已經不能夠滿足香港人對旅遊的需求。近幾年旅遊體驗服務平台應

運而生，除提供一般機票、酒店和車票預訂之外，還供應大量“一日體

驗活動”，如在台灣初嘗動手做鳳梨酥、柬埔寨暹粒市學習製作陶瓷、

到韓國上一天K-pop舞蹈班等，今期數據生活為大家比較兩大旅遊體驗

服務平台Klook和 KKday，助你計劃一個非凡的旅遊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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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高雄市山區豪雨不斷，高雄市
政府表示，甲仙、六龜、茂林和美濃區因中央
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雨量達停班停課標準，
有致災之虞，今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課。納入
昨晚已經發布的訊息，今天高雄市停班停課地
區有那瑪夏、桃源、六龜、茂林、甲仙、美濃
區總共6個行政區。韓國瑜下午兩點起勘災，記
者問他上午有批公文嗎？他回答在市府掌握災
情狀況。至於明後天是否拚總統選戰？韓國瑜
說若一級開設，市長就不能離開高雄。

高市新聞局今晚發出韓國瑜明起三天行程
，包括明、後天，與下周一班日，韓均無排公
開市政行程。但韓國瑜競選總部今晚發出韓國
瑜明、後天選舉行程，明天有一場，後天則有
11場。韓國瑜明傍晚將出席在台北市長官邸舉
辦的國政顧問團記者會，但加註若高雄因豪雨
，應變中心一級開設，即取消行程。

至於後天（18日），韓國瑜安排11個在新
竹的廟宇或黨部參訪行程，足跡將遍布新竹竹
北天后宮、關西太和宮、竹東惠昌宮與新埔、
市區等，從早上十點，一直安排到傍晚五點。

高雄山區6個行政區因豪雨陸續停班停課，
市長韓國瑜也取消原定下午前往果菜市場、學
校的市政行程，下午兩點起陸續到六龜、桃源
、那瑪夏山區勘災。在勘災第一站六龜時，記
者問韓國於明後天選舉行程取消嗎？韓國瑜說
，要看豪大雨情況，若一級開設會注意坐鎮，
但現在以防災為重心，淹水越厲害的地方越要
去。對於楊秋興被開除黨籍一事，韓國瑜不回

應。
第二站到桃源區時，韓國瑜表示當地

有五、六萬公斤芒果要外運販售，但是路
壞了，要趕快架設鋼板當臨時便道，好讓
芒果可以運出去。記者關切明後天假日，
韓國瑜是否離開高雄拚總統選戰？韓國瑜
說，目前一級開設，市長絕對不能離開，
保護高雄市民朋友生命財產安全，是身為
市長及市府團隊最重要的工作。目前密切
觀察豪大雨情形。

韓國瑜提到，目前桃源區最少有 5、6
萬公斤芒果要趕快搶收，要從山上運下來
，先架設臨時鋼板，做臨時便道，不採收
會損失慘重，另外危險橋樑道路都在安全
管制中，所有防範工作都照sop操作，他也
提到桃源區長三天幾乎沒好好睡覺，投入
豪大雨搶救。

桃源區桃源通往四社的產業道路11日
發生下陷狀況，雖區公所緊急搶通，但山
區連日持續豪雨，道路不斷下陷，區公所
今天上午已緊急封閉該路段禁止車輛通行
。桃源區長謝英雄表示，目前人員通行可
採步行接駁方式，但因該道路肩負運輸金煌芒
果用途，將於天氣好轉後再行搶通。

六龜區自凌晨起即大雨不斷，至清晨五時
24 小時累積雨量區已達 350 公釐。區內大津里
昨日上午更發生一間民宅遭土石流泥流沖入災
情，幸好李姓屋主婦恰巧外出，未造成人員傷
亡。

美濃區公所區長鍾炳光表示，區內大埤頭
通往鍾理和紀念館一處產業道路因鄰近河道擋
土牆水勢暴漲，上午出現道路坍塌狀況，幸好
未造成人員傷亡，目前已暫時拉起封鎖線管制
交通。此外，上午美濃溪水位已逼近2級警戒，
若雨勢持續，恐怕 「撐不住」出現淹水災情。

國君第四作戰區上午則因應山區大雨，調
派32名兵力前往杉林、六龜及甲仙等處，協助

區公所撤離警戒區居民及道路側溝清淤工作。
氣象局針對台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嘉

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發布豪雨特報
；苗栗縣、彰化縣、嘉義市、台東縣發布大雨
特報。而今天凌晨0時到6時，高雄市桃源區已
降下 216 毫米雨量，南投縣竹山鎮也降下將近
200毫米雨量，雨勢驚人。

【高雄災情】美濃等6區暴雨停班課
韓國瑜假日競選行程喊卡

（中央社）政府規劃離岸風電2025年達到
5.5GW設置容量，環保署今召開環評大會審查
通過彰化西島、彰芳離岸風力發電環境差異分
析報告。開發單位表示這次變更內容包括新增
三腳套管的風機基礎型式的選項，另改變北側
廊道的輸配電系統併聯及線路，西島與彰芳採

共同輸配電系統。環評大會決議審核修正通過
，但開發單位需補充打樁期間噪音資料。

環保署新任環評委員於8月1日上任，今天
則是新任環評委員們第一次召開環評大會，14
名新任環評委員除了2位因上課無法出席，其餘
12人皆與會，今天並由環保署長張子敬擔任會

議主席。今審查開發單位哥本
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提出
的彰化西島、彰芳離岸風力發
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次
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

彰化西島、彰芳離岸風電計
畫於 2017 年 12 月通過環評，
2018年10月第一次環差審查通
過，這次則是提出第二次環差
。CIP表示，原通過的環評計畫
內容，風機的基礎型式是採用
四腳套管型式，考量國際離岸
風場市場的套管技術成熟，因
此此次新增三腳套管風機基礎
型式的選項，另重新規劃北側
共同廊道的輸配電系統。

環保署表示，上次會議已要
求開發單位補充三腳套管及四

腳套管，兩種風機基礎型式施工過程的風險評
估，並要求說明三腳套管型式可能的負面影響
。不過今天會議上，環評委員表示三腳套管平
均灌入深度不應逾125米，但卻發現開發單位在
報告中附加 「所設計三腳套管式基礎若無法滿

足相關設計標準，會透過加長基樁長度、增加
基樁樁徑或選用四腳套管式基礎」，質疑開發
單位將125米的限制開了後門，要求刪除上述的
附加字句。

另有環評委員希望開發單位說明離岸風電
在夏季與冬季的實際供電助益，以消除外界對
於夏天風力發電的發電量低的疑慮。CIP指出，
夏天因風速低，發電量的確比冬天少，但仍會
持續運轉供電，不過冬天空污嚴重，離岸風電
正好可以滿發，可用離岸風電替代燃煤發電，
以減少空污量。由於環評委員對離岸風電的發
電量仍有疑慮，環評大會為此通過臨時提案，
建議經濟部能源局於未來離岸風電環評案送審
時，應納入個案逐月可能的容量因數變化的模
擬數值。

至於上次初審會議，要求開發單位補充強
化監測船與鯨豚觀察員執行方式，CIP表示，考
慮到計畫所在的每個海域各有不同狀況，將採
取符合環評承諾的最適合方式，可能由國外尋
找訓練師，培訓國內的觀察員。CIP預計8月提
出 2023 年及 2024 年併網的共 500MW（百萬瓦
）的國產化計畫，預計彰芳風場於2023年完成
552MW 併網，西島風場於 2024 年之前完成
48MW併網。

彰化西島、彰芳離岸風電環差案 環評大會審查過關

戒指不慎當垃圾丟清潔隊幫從4噸垃圾撈出
（中央社）宜蘭縣一名女子今工作時，不慎將手上的戒指包

入垃圾內，同事倒垃圾時便順手整包丟掉，直到1小時後女子發
現，急得通報環保局，清潔隊接獲消息後立刻將該路線的垃圾車
停至定點，並通知女子來 「撈戒指」，4名清潔隊員與女子花了
半小時，順利在4噸垃圾中找到遺失的戒指，女子事後也在網路
貼文感謝，清潔隊則謙虛的說： 「應該的！為民服務就是這樣！
」

「真的很謝謝清潔隊的幫忙，讓我在短時間之內，終於找到

了兩個小不隆咚的戒指！」李姓女子在臉書社團 「宜蘭知識+」
貼文指出，今工作時不慎把戒指包到店裡垃圾桶內，同事就很順
手的丟上垃圾車，過了一個小時多，才想到我的戒指不見，急得
衝出門追垃圾車，但都找不到垃圾車蹤影，只好打電話給縣府環
保局求助。

員山鄉公所清潔隊長張明禮說，今傍晚接獲環保局通報，有
一位小姐將重要的戒指不慎丟到垃圾車內，確認是哪個路線後，
立刻請該車司機將垃圾車開至定點後，由於李女說記得垃圾袋的

外觀，便請4名清潔隊員陪她一同尋找。
張明禮指出，該輛垃圾車當時已經收了近半台車的垃圾，約

有4噸重，雖然是大海撈針，但5人還是順利在半小時內找到戒
指，事後李女不停向現場隊員說謝謝，還打電話至清潔隊感謝協
助，事後更在網路貼文感謝，也讓辛苦的清潔隊員感到很欣慰，
但張明禮也笑說： 「不用那麼客氣啦，就很單純的一件事，為民
服務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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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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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市長柯文哲5天前接受專訪
時透露，過去他和旺中集團關係良好，但後來
不聽話才生變，還暗示蔡衍明曾要他講一些話
但他沒配合，反而最後在高雄市長韓國瑜口中
聽見。這段指控讓蔡相當不滿，要柯講清楚
「究竟是哪一句話？」柯昨天時對此打迷糊仗

稱 「記不清楚」，今天受訪時仍無法回答，甚
至乾脆直接嗆記者 「你喜歡…...你喜歡我就每天
貼你（標籤）」。

柯上午無公開行程，但依舊在市長室外接
受媒體聯訪，現場記者再度逼問柯到底是哪一
句話？若回答不出來是否要收回？柯一開始冷
眼相對，要提問的人最後再講；第二次被問到
此事時，柯竟怒嗆 「你們做為紅媒又不是我給
你貼標籤的，啊你喜歡，好你喜歡我就每天貼
你」，最後還說旺中集團被貼標籤是他貼的嗎
？ 「拜託！這全國認證的嘛！」。

有名嘴爆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後都不批公
文，而是副市長李四川代勞，讓韓國瑜怒嗆自
己一天都批10幾份公文。對此柯坦言，批公文
有很多種，印章蓋下去只要0.2秒，重點不是蓋
幾個公文，而是什麼公文？還有到底有沒有看
？他覺得其實這些都不重要，反正結果決定一
切，所以大家還是要給韓一個時間去證明最後
的結果。

市府幕僚表示，柯上任後實施公文簡化政
策，很多公文都改用電子作業，少掉過去蓋章
的形式，有時候也會開完會議達成共識後再寫
公文，目前柯文哲每天約處理10多份傳統公文
，10多份電子公文，另外有些公文其實到副市
長、秘書長、局長就會決行，最後也不會送到
柯文哲手上，因此比較批公文數量其實意義不
大。

數量不重要！電子公文不用蓋章
柯Ｐ：結果決定一切

觀光業遇寒流 爭取秋冬旅遊補助延至明年1/23
（中央社）中國在選前發出陸客來台禁令打擊蔡政府，交通

部長林佳龍宣布投入36億元經費、補助秋冬旅遊救觀光，預計9
月起到12月，自由行旅客每人補助1千元，團客補助500元，不
過補助期一到，台灣觀光明年1月到春節前仍屬淡季，加上陸客
禁令若未解，台灣觀光恐急凍，業者憂心成下一個無薪假行業，
今與交通部長林佳龍聚會時，當面爭取秋冬旅遊補助延長至1月
23日，林雖樂觀其成，但因涉及立院預算審查，仍須尊重立院。

據了解，林佳龍今中午與觀光旅遊產官學界聚會，與會者除
觀光局長周永暉外，靜宜大學觀光學系副教授黃正聰、旅館業公
會全聯會理事長張榮南、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奇嶽、
台灣觀光發展協會副理事長柯牧洲、台灣觀光遊樂區協會理事長
李吉田、花蓮縣旅館公會理事長陳義豐等皆出席。

據悉，因秋冬國旅補助預計至12月31日截止，業者憂心明
年春節前的淡季，會艱困到直接放無薪假，很難過年，建議秋冬

旅遊補助延長到明年1月23日。
黃正聰證實今中午與林佳龍聚會，他表示，業者憂心恐有人

會放無薪假，希望秋冬旅遊補助可以延至明年1月外，也期盼旅
行社補助團數額度適度增加，譬如帶團到偏鄉，協助偏鄉觀光，
即可放寬補助額度，另也希望將溫泉標章飯店也納入補助範圍，
以及相關補助核銷可加速1個月內完成。

針對9月15日起第二波加碼，除了其他部會規劃加碼外，希
望增加旅行社入境獎勵，譬如賦稅減免等，另也希望落實校外教
學和教育旅行、加強非法日租導正等。

黃正聰表示，目前8月來台陸客皆為之前已申請來台，預期
陸客來台禁令將會在9月或10月過後發酵，陸客可能僅剩一半，
10月或11月可能再降至只剩4分之1，最後每月28萬名旅客可能
僅剩5萬人次；根據估算，若每月減少20萬名陸客推算，來台住
宿6晚，等於每個月會減少120萬間房的住宿，政府補助秋冬旅

遊每月10億元推估，以每間房補助1千元，等於1個月補助100
萬個房間住宿，但其中可能有些是原本就規劃出遊的國旅量，因
此無法與補助增加百萬間住宿畫上等號，仍須加速入境觀光客數
量。

針對業者爭取秋冬補助延至明年1月23日，交通部表示，由
於明年度預算，事涉立法院本會期預算審查權，該部樂見其成，
也樂意配合，但程序上必須尊重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至於其他業
者相關建議，該部都會研究，且提振國旅只是一部分，另一塊大
重點還是拓展國際旅客，已指示觀光局國際行銷計畫可跟旅行業
者合作，一起到國外行銷，因為觀光局清楚台灣的優勢和政策，
而業者最清楚目標客群在哪裡，雙方合作攜手宣傳台灣觀光，而
不是讓業者自己在外單打獨鬥。



AA1515廣告
星期六 2019年8月17日 Saturday, August 17, 2019



AA1616廣告

$

 
 
 
 
 
 

星期六 2019年8月17日 Saturday, August 17, 2019


	0817SAT_A1_Print.pdf (p.1)
	0817SAT_A2_Print.pdf (p.2)
	0817SAT_A3_Print.pdf (p.3)
	0817SAT_A4_Print.pdf (p.4)
	0817SAT_A5_Print.pdf (p.5)
	0817SAT_A6_Print.pdf (p.6)
	0817SAT_A7_Print.pdf (p.7)
	0817SAT_A8_Print.pdf (p.8)
	0817SAT_A9_Print.pdf (p.9)
	0817SAT_A10_Print.pdf (p.10)
	0817SAT_A11_Print.pdf (p.11)
	0817SAT_A12_Print.pdf (p.12)
	0817SAT_A13_Print.pdf (p.13)
	0817SAT_A14_Print.pdf (p.14)
	0817SAT_A15_Print.pdf (p.15)
	0817SAT_A16_Print.pdf (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