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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 364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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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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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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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關註我們
的新動態

2020年1月18日 星期六
Saturday, January 18, 2020

(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
喆17日在北京表示，2019年，中國GDP總
量按照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4.4萬億美元
，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突破1萬美元
大關。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
錫軍在接受中新社採訪時表示，人均GDP1
萬美元是個重要關口。根據世界銀行發布
的高收入國家標準，人均 GDP 超過約 1.2
萬美元就屬於高收入國家。目前，中國屬
於中等收入國家當中收入偏高的。在全球
近 200 個經濟體當中，人均 GDP 超過 1 萬
美元的是少數。

GDP 總量接近 100 萬億元人民幣，人
均GDP突破1萬美元，對中國來說意味著
什麼？

寧吉喆指出，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經濟
總量不斷擴大，而且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
質量在穩步提升，人民生活在持續改善。
這不僅為中國今年將實現全面小康打下堅
實基礎，而且為全人類的發展進步事業作
出了應有貢獻。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人均GDP
在1萬美元以上的國家人口規模近15億人
。隨著總人口達到 14 億的中國步入人均
GDP1萬美元以上國家的行列，全球在這個

行列的國家人口規模將接近30億人。
寧吉喆說，全球約70億人當中，由於

中國的加入，有30億人人均GDP都達到了
1萬美元以上，這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
大進步，也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
對世界作出的貢獻。

寧吉喆指出，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
住房建築面積接近40平方米，全國私人轎
車保有量達兩億輛，國內旅遊58億人次，
出境旅遊1.4億人次，這反映了中等收入群
體規模在進一步擴大。

((路透社路透社))

中國人均中國人均GDPGDP突破突破11萬美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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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金通律師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專精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民事糾紛

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Houston TX, 7700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綜合報道）哈利王子
與妻子梅根上周無預警拋出
震撼彈，宣布淡出皇室，引
起全球關注。英國女王伊莉
莎白二世本周一召開皇室會
議後發表聲明，同意成全哈
利和梅根的心願。

今天是哈利王子在風波
之後，首度公開露面，他先
是在白金漢宮的草坪上觀看
兒童橄欖球聯盟的比賽，之
後再為明年的橄欖球世界盃

比賽抽籤。哈利王子全程參
與，並與場上比賽的球員互
動，神情顯得相當輕鬆，不
時露出和煦的笑容。

這場活動是哈利王子在
上周發表淡出聲明之前，就
已經排定的皇室公開行程，
如今按照計畫現身，並仍以
英國王子的身分出席活動。

在這之後，哈利與梅根
將 會 開 始 他 們 的 淡 出 皇 室
「過渡期」，過著英國與加

拿大兩邊兼顧的新生活。而
哈利和梅根未來會用什麼頭
銜出席公開場合，則沒有人
知道。英國皇室將會做出最
後決定後向大眾說明，女王
指示 「在近日內」要有結果
。

親近皇室的人士指出，
哈利王子參加完這一場橄欖
球活動之後，可能就會回到
加拿大，與妻子梅根和兒子
亞契團圓。

（綜合報導）英國確定於1月31日正式脫離歐洲聯盟，目前
在歐洲議會中，英國有73席。今天在開完最後一場會議之後，
這73名英國議員隨即打包離開史特拉斯堡，將辦公室交還給歐
洲議會。

這個月其實還有一場正式會議，但將在布魯塞爾歐洲聯盟的
總部舉行，也就是說，這73名英國議員，再也不會回到史特拉
斯堡開會了。

在這73名議員當中，有人覺得惆悵，也有人歡欣鼓舞，例
如支持脫歐的安·威特庫朗(Ann Widdecombe)，在媒體採訪時掩
不住興奮，直說: 「我進入歐洲議會的任務就是要完成英國脫歐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她的辦公室只需一個紙箱就打包完畢，
她迫不及待回到英國，當個作家。

她私下向記者透漏，
她認為歐洲議會是個極為
浪費資源的組織，每個月
751名議員參與會期四天，
然後在布魯塞爾一天，中
間包含了所有議員頭等艙
的交通和食宿，每年花費數百萬歐元。

她的夥伴克萊爾·福克斯(Claire Fox)也抱持著同樣的觀點，
認為: 「英國在歐盟裡待太久了，早應該要脫離了。」

另一邊，反對脫歐的議員則十分沮喪，例如卡羅琳·沃登
(Caroline Voaden)，她說: 「要離開了我個人當然是很難過，但是
英國全國人民的損失更大。」

兩個星期之後，他們就要撤離另一邊布魯塞爾的辦公室，那
裡的辦公室更大。還要交回公務筆電、投票卡等。但可以領到一
筆離任費用，金額為月薪乘以在議會服務的年數，上限為24個
月的月薪。

風波後哈利首度現身風波後哈利首度現身
恐是最後一次以王子身分露面恐是最後一次以王子身分露面

月底脫歐月底脫歐 英議員今打包離開歐洲議會英議員今打包離開歐洲議會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時隔8年首次主持週五禱告，抨擊美國是恐怖分子
(綜合報道)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17日為主麻日（週五禱告）領禱時表示，伊朗意
外擊落客機是悲劇，但也不應該抹殺指揮官蘇萊馬尼（Qas-
sem Soleimani）的犧牲。在伊朗面臨國內外壓力和危機之際
，最高領袖8年來首次主持週五禱告儀式，具有重要象徵意
義。

他指出，伊朗飛彈攻擊美軍在伊拉克基地反映德黑蘭有
能力向世界大國打一巴掌。他形容，狙殺蘇萊馬尼顯示華府
恐怖分子的本質，並指 「聖城旅」是無國界的戰士。

根據香港01新聞網站報導，哈米尼呼籲採取行動避免客
機墜毀事件再次發生。不過他同時也呼籲國民團結，指伊朗
傷心時敵人卻感到高興，因為他們找到質疑革命衛隊和武裝
部隊的把柄。他批評敵人用墜機事件轉移焦點。

哈米尼形容，美國總統川普是 「小丑」，假裝支持伊朗
人，但用有毒的匕首捅伊朗一刀。對於英國、法國和德國啟
動核協議的爭端機制，哈梅內伊指不能信任歐洲國家，認為
他們和伊朗之間的談判充滿欺騙。

華盛頓研究所研究員卡利亞吉（Mehdi Khaliaji）表示，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在首都主持周五禱告活動具有重要的象徵
意義，通常在伊朗最高當局希望向人民傳達重要訊息的時刻
才會如此安排。

他說： 「伊朗宗教和政治的最高權威8年來首次主持周
五禱告，而不是讓一名值得信賴的神職人員（代勞），表明
在承受國內外壓力之時，這位80歲的最高領袖將向伊朗人民
表達他不受外界壓力屈服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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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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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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駐韓大使：南韓對朝政策仍需與美協商

（綜合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丁15日發表年度國情咨
文，宣布推動全民公投修憲，擬授予國會及總理更大權
力。隨後，已擔任總理近8年的梅德維捷夫，突然以配
合修憲為由，宣布政府總辭，為政壇投下了震撼彈。普
丁立即提名現任聯邦稅務局局長米舒斯金接任總理。新
總理人事案已於16日獲得國會壓倒性同意通過。

提名稅務局長接任總理
當天，普丁向國會兩院發表國情咨文，並提議修改

憲法，內容包括擴大國家杜馬（國會下議院）和聯邦委
員會（上議院）權限、強化俄聯邦 「國務委員會」地位
和憲法在法律中的優先地位。根據俄國現行憲法，總理
由總統提名經國家杜馬同意任命，普丁則提議賦予國家
杜馬確定總理人選的權力，並根據總理的建議批准閣員
人選，總統必須任命國家杜馬提出的人選。

普丁同時指現任內閣未能達成其施政目標，梅德維
捷夫隨後突然宣布內閣總辭。梅氏已獲安排出任聯邦安
全會議副主席，同時留任執政黨 「統一俄羅斯黨」主席
。54歲的梅德維捷夫是普丁的長期親密政治夥伴，曾於
2008年至2012年出任總統，自2012年5月起一直擔任總
理。

梅德維捷夫將任安全會議副主席

在西方制裁下，俄國經濟近年來遭遇困難。此前已
有輿論推測，梅德維捷夫政府很可能辭職，以便讓更多
懂經濟的人士進入政府。普丁提名53歲的聯邦稅務局局
長米舒斯金（Mikhail Mishustin）為下任總理，米氏改革
過稅務局，是經驗豐富的技術官僚。

分析家認為，近一年來，俄國外交形勢好轉，來自
美、歐的壓力也在減輕。因此，目前對普丁來說，他勢
必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放在經濟發展和內政改革方面。

全面修憲 將由公投決定
另外，普丁還提到，有必要就所提出的一攬子修憲

案進行公民投票，只有根據公投結果才能做出最終決定
。普丁未說明舉行公投日期，而俄國上一次舉行公投，
已是1993年前總統葉爾辛時期，藉以通過新憲法。

普丁提出的修憲建議，還包括一旦國際法及國際機
關的決定抵觸俄國法例，俄國法例具凌駕性，確保俄國
憲法在法制內具有優先地位。俄國人權組織則擔心，此
舉不利俄國國民向歐洲人權法院等外國法院求助。

對於梅德維捷夫政府總辭，大陸外交部16日回應稱
，陸方完全尊重，陸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受影響
。

（綜合報導）美國駐韓大使哈利．哈里斯表示，南韓總統文
在寅的庚子年對朝政策 「需要與美國協商」。對於文在寅在新年
致辭和新年記者會中發表的 「擴大自主韓朝合作空間」等政策，
哈里斯強調韓方需要與美國進行協商，料將引起較大風波。

南韓《中央日報》17日引據路透發自首爾的這篇報導內容，
哈里斯認為南韓制定任何與北韓有關的 「計劃」都需要與美國進
行商討，以免產生 「誤會」，引發制裁。哈里斯還特別提到文在
寅的 「韓朝離散家屬自由行」計劃，表示雖然美國對此並無官方
立場，但依然應當與美國協商。

1月14日在青瓦台舉行新年記者會時，文在寅屢次表達改善
韓朝關係的決心，並提到了開通韓朝自由行的問題。第二天1月
15日，南韓政府表示已經把 「離散家屬自由行」作為優先推動的
工作，配合文在寅發布的新年對朝政策基調。

南韓外長康京和也於14日在美國舊金山帕羅奧圖的四季酒
店舉行韓美、韓美日、韓日外交部長會談後召開記者會表示，
「我們的基本立場是，在大的框架下推動朝美、韓朝對話互相配

合、促進良性循環」， 「但在不同情況下，朝美對話可能進展較
快，韓朝對話也可能會走在前頭」。當被問到是否在對朝政策上
與美國存在分歧時，她表示 「美國方面對我們的決心和希望表示

充分理解」。
哈里斯表示， 「南韓是主權國家，自然會選擇最有利於國家

利益的事情去做」。關於文在寅的對朝政策，他表示 「文總統接
連發表樂觀論調，令人備受鼓舞」， 「他的樂觀主義可以給我們
帶來希望，這一點值得肯定」。

但是，哈里斯接著說， 「不過我也一直強調，在將這些樂觀
論調付諸行動時，需要與美國進行商討」，再次強調韓美協商的
重要性。

另據《朝鮮日報》報導，15日，白宮一位高級官員應美國之
音（VOA）節目的邀請，就文在寅發表的韓朝合作構想評論稱
： 「美國期待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履行安理會的全部制裁決議。」
他還表示： 「美國正竭盡全力履行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國務委員
長金正恩就最終的、完全的、可驗證的無核化（FFVD）達成協
議的新加坡共同聲明」， 「這也是作為同盟國的南韓全力支持的
目標。」

美國國務院也於前一天就文在寅的記者會內容向VOA表示
： 「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都應履行安理會的制裁決議。」並指出：
「美國正與同盟國南韓就有關北韓的努力進行緊密合作」， 「我

們約定進行密切協調對做出步調一致的北韓。」言下之意，南韓

不得採取單獨行動而不與美國合作。
除美國以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法國亦對文在寅的言論表示

擔憂。法國駐聯合國代表部應VOA的邀請，對文在寅的言論發
表評論稱： 「法國的立場同上月在安理會會議上闡明的立場一致
。」據VOA稱，法國去年12月11日在由美國主持召開的安理會
會議上強調嚴格和切實履行安理會決議，並表示： 「在目前北韓
持續迴避制裁，且未採取無核化措施的狀況下，解除或放寬制裁
有失妥當。」

日本也就韓朝合作構想出現了譴責的聲音。日本《讀賣新聞
》16日在題為《南韓應盡到對朝制裁責任》的社論中，以文在寅
新年記者會的發言為背景解釋稱： 「4月南韓國會議員選舉在即
，文在寅政府此舉旨在告知左派支持層韓朝關係的進展。」文章
還稱： 「中俄沒有嚴格履行遣返北韓勞工的規定，連南韓也出面
要求放寬制裁，我們必須避免北韓包圍網崩潰的事態。」

在這種情況下，北韓於去年底向南韓政府發出通知，要求在
2月底之前拆除所有金剛山旅遊設施。對此，美國大西洋理事會
首席研究員羅伯特．麥寧表示： 「金正恩表示要單獨推進金剛山
旅遊區項目，不明白文在寅（關於旅遊項目）為何要懇求北韓。
」

普丁提修憲
總理內閣閃電總辭總理內閣閃電總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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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東部城市推免費試住計劃
盼解決人口減少問題

綜合報導 德國東部邊境城市格爾利茨，近日推出壹個月免費住宿

計劃，希望借此找到扭轉城市人口減少的“解方”。

據報道，格爾利茨位於薩克森州的東端，是薩克森第六大城市。該

市擁有未被戰爭破壞、古色古香的舊城區，每年吸引14萬觀光客造訪。

在世界諸多著名電影影片中，曾有多部電影在格爾利茨取景拍攝，

其中包括2008年斯蒂芬· 達爾德裏導演的劇情片《生死朗讀》，反戰影

片《偷書賊》，和2014年美國和德國合拍的喜劇劇情片《布達佩斯大飯

店》等。

格爾利茨也是德國工資低、極右翼選民比率名列前茅的城市。不過

，當地政府近年來壹直試圖設法遏制人口減少，恢復城市活力。

格爾利茨推出試住方案前，美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已嘗試為新居民支

付房租，希臘島嶼城市安迪基西拉、意大利福賈省坎德拉小鎮和美俄克

拉荷馬州塔爾薩縣首府塔爾薩，也曾相繼出臺政策吸引外來人口。塔爾

薩更是提供壹萬美元資助搬來定居壹年的數字產業工作人員。

格爾利茨這項聯邦補助項目目前共收到了超過150件申請，三分

之二來自大城市，有些來自德國境外，包括匈牙利、捷克、美國和

英國。參與者提供的訪談和問卷，將讓官員更了解他們的需求和搬

家動機。

格爾利茨當局最後選定54組個人和團體，有單身貴族、夫妻和家庭

，年紀約在20到60多歲間，其中包括數字創業人士、電影制作人、模

特、視覺藝術家和音樂家。這些被選定的人士可在格爾利茨免費試住。

參與該項計劃的壹對情侶表示，他們喜歡格爾利茨房租便宜，但希

望該市能夠改善地區交通運輸和更加開放。他們也發現，格爾利茨在政

治上是個極端的城市，沒有中間，只有兩派。

意大利祭出最嚴交通法
駕車玩手機最高罰金超月薪
綜合報導 日前，意大利國家眾議院正式通過《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修正案，該修正案再次提高了對駕車使用手機和超速行駛的處罰力

度，其中，駕車玩手機最高罰金可達1697歐元，超過了普通員工壹個

月的月薪。

據報道，修正案規定，駕車使用智能手機的最高罰金，將從目前的

422歐元提高至1697歐元。倘若再犯，在處以罰金的基礎上將暫扣3個

月駕照。

報道稱，駕車玩手機和超速行駛是在意大利引發交通事故的最主要

原因，新修正的交通法規重點加大了對超速和駕車玩手機的處罰力度。

除此之外，從2024年開始，政府還將引入給校車所有座位強制配置安全

帶的相關規定。

另外，新交規還修正了關於自行車等非機動車的相關管理規

定，並規範了城市道路安全設計的相關措施。諸如車輛途經學校

周邊道路時，車輛限速均調整為每小時 30 公裏，並建議在學校附

近使用擡高式人行道斑馬線，為過往車輛增加阻力，強行促使過

往車輛減速。

據介紹，在新交通法規修正案審議表決過程中，對於意大利

反對黨聯盟黨提出的將三車道高速公路的限速，從目前的每小時

130 公裏提高到 150 公裏每小時的動議，執政黨聯盟議員以微弱優

勢予以了否決。

巴西衛生部：
2019登革熱死亡人數達20余年來第二高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近日表示，根

據登記數據，2019年全國登革熱死亡人

數再次攀升。該項數據自1998年開始登

記，2019年的數值達到有史以來第二高

位。截至2019年 12月 7日共確認有986

人因患登革熱而死亡。

據報道，據統計，登革熱是2015年巴

西最嚴重的流行疾病之壹，當年共登記986

人因此死亡，是該項數據目前的最高紀錄

。然而，2019年的死亡人數可能還會增加

，因為12月7日之後的死亡病例未計入本

次數據。截至12月7日，全國有221例疑似

登革熱死亡病例仍在調查中。

據歷史數據，巴西登革熱病例數量

在前兩年(2017和 2018年)保持低水平之

後，又在2019年再次爆發。在2019年1

月至12月7日期間，衛生部記錄的登革

熱疑似病例共計1527119例，與2018年

數據(247393例)相比增長了517%，達到

自1990年首次記錄以來的第二高位。

專家們將2019年登革熱病例數量的

再次上升，歸因於登革熱2型病毒傳播

的增強，這是自2008年以後首次出現的

情況。2型病毒傳播增強導致人們的患

病風險上升。登革熱病毒可能有4種類

型，此前巴西最廣泛傳播的登革熱病毒

為1型和4型。

巴西衛生部登革熱項目協調員羅德

裏戈· 薩伊德(Rodrigo Said)

指出，2018年年底主要病

毒類型的改變、再加上氣

候因素和病毒傳播地區的

人口較多，最終導致該類

病例數量的大幅增長。

他表示：“2019年巴

西的夏天非常炎熱，高溫

多雨，這些均為蚊子的繁

殖和流行性疾病的傳播創

造了有利條件。國內流行

的主要病毒類型也發生了變化。根據歷

史記錄，每次發生這種變化之後，流行

病病例數量都會上升。”

巴西衛生部還指出，2019年巴西的

登革熱病例在某些地區更為集中。據統

計，當年全國登革熱疑似病例總數約達

150 萬例，其中 65%集中在聖保羅州

(São Paulo)、戈亞斯州(Goiás)和米納斯吉

拉斯州(Minas Gerais)。截至12月 7日，

2019年僅聖保羅州就登記了442235例登

革熱病例，其中263人死亡。

薩伊德表示，這些數據在表明登革

熱病例較為集中的同時，也為2020年敲

響警鐘。他說道：“我們發現登革熱病

例主要集中在東南部和中西部地區，這

說明2020年我們有必要關註北部和東北

部的情況，監測後兩個地區的主要病毒

類型是否會發生改變。”

此外，登革熱高發區的情況也需要

繼續關註，聖保羅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

都可能出現新的疫情。薩伊德說道：

“2019年聖保羅州的登革熱病例主要集

中在西部地區，還有部分地區目前尚未

受到太大影響。”

除登革熱外，衛生部還登記了2019

年巴西其他蟲媒病毒病例數量，如基孔

肯雅熱和寨卡病毒。登記數據顯示，

2019 年全國基孔肯雅熱病例共計達

130820例，其中有85758例均集中在裏約

熱內盧州(Rio de Janeiro)。同期，巴西

寨卡病例共計達10741例，在多州範圍

內均有記錄。專家們指出，有必要保持

對蚊子孳生地的管控，以防止該類病例

的增加。

以色列擬向歐洲輸送天然氣
經濟可行性遭質疑

近日希臘、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簽署

了壹項協議，建立壹條長為1900公裏的

海底管道，將天然氣從地中海東部輸送

到歐洲。但該協議在經濟可行性、實施

可能性和成本等方面面臨諸多挑戰。

該項目預計於2025年完成，成本約

為60億歐元，管道從以色列延伸到塞浦

路斯領海，途經希臘克裏特島和希臘主

要大陸，經過意大利，到達歐洲天然氣

管道網。

預計該項目的初始年產能為每年約

1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這是世界上最長

的水下管道，東南歐的國家也將受益。

政治阻礙
雖然在與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簽署三

方協議後，希臘總理基裏亞科斯•米佐

塔基斯發表了聲明稱，該項目將促進該

地區的和平，這不是對他人的威脅，但

它觸及了土耳其在東地中海的利益和勢

力範圍。

希臘和塞浦路斯認為，東地中海管

道是抵抗土耳其試圖擴大其在地中海東

部勢力的手段。該項目的實施意味著，

土耳其失去了經過其土地向歐洲出口以

色列天然氣的選擇，這是最快、最便宜

的選擇，只需要從以色列的利維坦油田

延伸到土耳其南部海岸的海底管道，土

耳其南部海岸已經有連接歐洲的龐大管

道網。

在意大利方面，該項目還面臨阻礙

，因為意大利政府內部存在分歧。

根據分析，意大利不鼓勵從希臘開

始的這條線路經過其土地，這是考慮到

已有壹條橫跨亞得裏亞海的線路，可以

經過土耳其將東地中海的天然氣輸送到

歐洲，此外，意大利計劃減少對碳氫化

合物能源的依賴，希望到2050年實現可

再生能源的自給自足。

據報道，俄羅斯和土耳其還打算

經營壹條經過黑海的天然氣管道，將

俄羅斯天然氣經過土耳其領土運輸到

歐洲。

經濟可行性不足
東地中海不僅遇到政治阻礙，

根據美國期刊《外交政策》的報道

，當通向歐洲時，管道的成本將使

以色列天然氣價格上漲，因此這不

會吸引買家。

開采以色列的利維坦氣田天然氣的

成本在每百萬英國熱量單位4到5美元之

間，當歐洲消費者使用到該天然氣時，

價格將會更高。

此外，據彭博社網站報道，利維坦

氣田的天然氣儲量位於深層儲層，因此

，其開采和開發成本很高，紐約證券交

易所的天然氣價格現在為每百萬英國熱

量單位2.12美元。

除生產成本外還有另壹個經濟問題

，當前，許多國家發現大量廉價油氣資

源，尤其是美國、卡塔爾和俄羅斯。據

報道，新生產線每年僅能提供100億立

方米天然氣，相當於歐洲年需求的2%，

歐洲年需求量為4700億立方米，主要由

俄羅斯供應。

希臘能源論壇副主任亞歷克斯•拉

加科斯從另壹個角度提出了該項目面臨

的經濟阻礙，他指出，越來越多的客戶

開始采用通過海港進口液化天然氣，這

樣成本較低，那麼，高價長期管道供應

又有什麼用呢？

澳大利亞撲殺駱駝惹眾怒
索馬裏：數量太多可以送我們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日前

宣布展開駱駝撲殺行動，此

舉引發許多人的不滿。索馬

裏人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希望澳大利亞停止獵殺駱

駝 的 行 為

， 將 駱 駝

送 回 非 洲

之角。

報 道

稱 ， 澳 大

利 亞 幹 旱

地 區 居 民

擔 心 極 端

的天氣和高溫迫使駱駝進入

人類社區以尋找水源，因此

澳大利亞官方日前宣布，自

當地時間8日起，狙擊手將開

始在空中射殺南澳地區駱駝

，預計將撲殺上萬頭。

然而，澳大利亞的這項

決定卻被熱愛駱駝的索馬裏

人譴責。

據報道，在索馬裏，

人們通過所擁有駱駝的數

量，而非實際持有的現金

，來衡量壹個人的財富和

地位。

索馬裏人認為，澳大利

亞境內的駱駝是索馬裏19世

紀被英國殖民時，英國從索

馬裏送往澳大利亞的，因此

希望澳大利亞政府停止撲殺

駱駝，並將駱駝歸還給索馬

裏。

索馬裏蘭駱駝牧民協會

主席穆斯塔菲· 卡利· 迪克表

示，這些駱駝對索馬裏人來

說“非常珍貴”，僅次於人

類。他說，澳大利亞應該把

駱駝送到它們“原來”的地

方，以免它們喪命。

但也有人認為，駱駝

最初是由英國人從印度、

阿富汗和中東帶到澳大利

亞的。

很多網友紛紛在社交媒

體上表示，為遭到撲殺的

駱駝感到同情，希望澳大

利亞政府將駱駝送回索馬

裏 或 其 他 中 東 、 非 洲 國

家 ，“駱駝應該在人們需

要它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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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因應全球暖化，全球市值第三大公司微軟昨
天（16日）宣布將消除碳足跡，承諾在2030年之前先實現碳負
排，並在未來4年投資10億美元（約299.4億元台幣）成立氣
候創新基金，協助開發減少碳排放的科技。繼而在2050年之前
，消除微軟自1975年成立以來直接或間接排放的所有碳量，亦
即徹底消除其碳足跡。

微軟要如何實現碳負排？首先微軟本身及其整個供應鏈今
年將減排一半以上，預計今年碳排放量達1600萬噸，相當於15
個燃煤發電廠的排放量。此外，該公司在2012年開始向各部門
徵收碳排放費，今年開始擴大徵收對象至供應鏈廠商，並提高

價格。另在2025年之前，希望所有核心業務100%使用再生能
源。預計2030年前達到負排，亦即捕獲的碳量高於排放量。最
後在 2050 年之前，清除公司自 1975 年成立以來直接或間接
（如電腦設備用電）排放的所有碳量。

■今年估排1600萬噸碳
■完全消除須96億美元
微軟這個碳負排計劃的確非常燒錢。微軟預計今年將排放

1600萬噸碳，僅消除今年排放量就可能要花費96億美元，遑論
過去 40 多年來已經排放出去的。不過執行長納德拉（Satya
Nadella）表示： 「沒有以（環保）原則為基礎去發展的科技只

會弊多於利。我們必須開始彌補氣候變化帶來的破壞。科學界
共識已十分清晰，全球面對的碳危機迫在眉睫。我們若不減排
，讓氣溫繼續上升，科學告訴我們結果將是毀滅性的。」

微軟未來4年還將成立10億美元的 「氣候創新基金」，開
發減排與除碳的科技。微軟正在研究諸如重新造林之類的既有
方法以及其他新興技術，例如土壤固碳、二氧化碳封存、從空
氣中直接捕捉二氧化碳的碳捕捉機等。科技界近年環保呼聲四
起，微軟是最新加入減碳的科技巨擘，電商亞馬遜、Google、
蘋果和臉書都已採取行動或設定目標。

微軟發豪語微軟發豪語 「「20302030實現碳負排實現碳負排」」
砸近砸近33百億開發減碳技術百億開發減碳技術

（綜合報導）溫哥華中文報紙《環球華報》前總編輯金雷
（Lei Jin，音譯），在2017年報導諾貝爾和平得主劉曉波死訊
後遭革職，之後他到卑詩省人權仲裁處（B.C. Human Rights
Tribunal）提告，案件將於下月開審。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周三發表新報告，詳述北京如何影響海外媒體的種種
細節。

金雷質疑，自己是在報導劉曉波死訊後、因政治立場而遭
《環球華報》革職。《環球華報》則強調，金雷多次不服從上
司命令，工作表現惡劣，才被辭退。

金雷周三接受《多倫多星報》訪問，談及加拿大華人記者
遭受中共無形壓力，迫使他們寬容對待中共，限制對中共的批
評，這些早已不是秘密。他表示，這問題在華人圈是人盡皆知
， 「他們（中共）不會直接恐嚇你，而會令你間接感受壓力

......因為敏感，很多人都不想公開討論。」
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周三以《北京的全球擴

音器：中共自 2017 年對媒體影響的擴張》（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nfluence since 2017）為題，發表報告，當中亦提及金雷案件。

報告估計，北京目前每年花達100億美元（約台幣2993億
元），建立全球 「軟實力」，企圖增加中共官媒在海外的影響
力。報告指，中共去年石家莊舉辦的第10屆 「世界華文傳媒論
壇」，一共有超過400個、來自61個不同國家的媒體參加，其
51家媒體便來自加拿大。

報告詳述北京如何透過媒體散播不實消息，不單限制媒體
對中共的批評、減少報導中國的黑暗面，更要 「主動歌頌」中
共施政，標榜中共是外國政府的榜樣；一旦有人不順從，便出

言恐嚇。例如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曾多次因當地媒體報導中國新
聞，致電並騷擾記者；在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間，共發出
52份聲明，攻擊個別記者及媒體。

報告作者、兩岸三地專家庫克（Sarah Cook）表示，中共
自2017年起，明顯加強對全球媒體報導內容、以及中國相關論
述的塑造；仿效俄羅斯的策略，利用網路散播假消息。她擔心
這一切將破壞政府透明度、法治、公平競爭等民主原則及國際
標準。

報告建議各國可從政策入手，控制中國對外國媒體的企圖
干預，包括要求華文媒體增加透明度，讓讀者了解媒體背後由
誰持有、認清哪些是包裝成新聞的宣傳資訊，同時支持獨立華
文媒體發展。

美串流平台百花齊放 影迷挑選訂閱方案有訣竅
（綜合報導）串流影音服務大戰白熱化，各個平台都推出

自家製重量級電影或電視劇，固然是影迷的福音，但琳瑯滿目
應如何選擇？不同平台有不同電影和電視劇選擇，難以取捨，
但若全部訂閱，豈非比有線電視更貴？《紐約時報》提供了一
些以最小預算看最多節目的選擇。

不少人都早已訂閱了一大堆最熱門串流媒體如 Netflix、
Hulu、HBO Now、Showtime、CBS All Access、Amazon Prime
以及Disney Plus等，保守估計，目前全數訂閱以上平台，每月
帳單費用約為75元（美元、下同，約台幣2,245元）。如果選
擇沒廣告或更清晰的4K服務，則是每月多5元，約為每月80
元（約台幣2,395元）。

但這只是現在的價格。在競爭激烈情況下，各平台付出高
昂費用拍攝影劇，甚至購買經典影集版權，例如Netflix就用了
1億元（約台幣30億元）購買《六人行》（Friends）。這些支
出，最終還是可能轉嫁到訂戶身上，屆時訂閱費用可能會大增
。不想再回到從前安裝有線電視時要以高價看電視的時代？不
用擔心，串流服務其中一個好處是無合約，隨時訂閱隨時取消

，可以選擇平台之餘，也可以選擇何時付款。
例如，Netflix有高品質節目，而Hulu多電視頻道選擇，這

兩個平台不妨全年訂閱。即使奢侈一下選用4K和無廣告選項
，也只是每月共28元（約台幣838元）。當然還有很多好節目
是這兩個平台沒有的，例如HBO Now的《冰與火之歌：權力
遊戲》（Game of Thrones）。那可以在電視劇開播時，才短暫
訂閱HBO Now，也只是多了15元（約台幣449元），不會預
算破表。

而且，還可以趁短暫訂閱期間，一併觀看平台上的其他好
節目。例如，如果為了新一季《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
而訂閱Netflix，就可以趁這個月追看Netflix的其他好戲，包括
同一星期上線的《蜘蛛人：新宇宙》(Spider-Man: Into the Spi-
der-Verse)，以及極受好評的成人動畫影集《愛x死x機器人》
（Love, Death & Robots）。看完後，當然要記得取消訂閱。

此外，不同平台都會推出優惠套餐，和最佳組合，懂得選
擇會節省更多。例如Hulu用戶可以用每月11元（約台幣329元
）加訂 Showtime，或用 9 元（約台幣 269 元）加訂 Starz。但

Hulu也有一個優惠套餐是以15元（約台幣449元）同時加訂兩
個平台。如果是學生，更有一個超值優惠，只需5元（約台幣
150元）就可以享用Spotify、無廣告Hulu和Showtime。

如果喜歡收看實時的電視節目如新聞或球賽，可以選擇網
上直播平台（Live TV)。例如Sling TV提供不同的頻道組合選
擇，套餐價低至25元（約台幣748元）。還有YouTube TV和
Hulu TV都提供了不同頻道的組合套餐，是最接近有線電視服
務選擇，但毋須簽約而且價錢低得多。

要節省得更多，還可以充份利用新用戶的免費試用期。當
然，每個平台都有很多精彩節目，7天或一個月都不可能看完
，這方法其實很麻煩，也未必值得。而且若真的要看，還需要
一點策略，以及忍耐，像CBS All Access推出的全新的《陰陽
魔界》（Twilight Zone）系列，每星期只會播一集。如果想免
費看，可以考慮等待整季播出後，再利用7天免費試用期一口
氣追完。

講不聽就恐嚇 美報告指中共收買媒體問題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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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在12日播放的NHK節目中

再次表示，欲在 2021 年 9 月底屆滿的

自民黨總裁任內實現修改《憲法》。

他強調稱：“希望在自己手中實現修

憲的想法毫不動搖。”關於以修憲為

爭論點的眾院解散，他表示“目前完全

沒有考慮”。

另壹方面，安倍作出說明稱，2012

年重新上臺執政以來，通過兩次解散眾

院獲得支持，得以實現幼兒教育免費化

等政策。他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若認為到了該解散的時候，將毫不猶

豫地解散。”

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在該節目中

提及：“秋季以後，距眾議員任期結束

將不足1年。為了應對隨時都有可能的

解散，將做好準備。”

關於修憲討論，安倍主張稱在去年

的參院選舉上強調其必要性而獲得勝利

。他呼籲稱：“必須理解國民的要求。

期待在國會的憲法審查會上跨越朝野政

黨間的隔閡，開展建設性的討論。”

關於四次連任自民黨總裁壹事，安倍

強烈否認稱：“真的沒有考慮。頭腦的角

落裏也沒有。切實履行在去年參院選舉上

承諾之事是我的責任。”他表示，決心在

剩余任期內竭盡全力開展工作。

韓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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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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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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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100多個市民團體譴責美

國殺害伊朗革命衛隊高級將領，反對韓國政

府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

10日上午，韓國107個市民社會團體在首

爾光化門廣場舉行記者會，主張在美國與伊

朗緊張關系下，韓國絕對不能出兵霍爾木茲

海峽。

市民團體表示，美國殺害伊朗革命衛隊

聖城旅司令蘇萊曼尼是明顯違反《國際法》

和侵犯伊朗主權的戰爭行為，美國應對此事

負全責，韓國並沒有理由站在美國壹邊參與

軍事行動。

市民團體還主張，美國駐韓大使哈裏斯

希望韓國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公開向韓國

政府施壓，這種做法非常欠妥。韓國若派兵

參與軍事行動將是明顯的錯誤行為。

9日，韓國外交部高層官員慎重表示，雖

然美國當然會要求韓國派兵，但應優先考慮

韓國國民的安全，政府的決定將影響著他們

的安危。

同壹天，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出席韓國

國會外交統壹委員會全體會議時表示，無論

是從當前的局勢分析，還是從韓國與中東國

家的雙邊關系等因素考慮，韓美兩國對於派

兵霍爾木茲海峽的立場未必相同。

3日，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尼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

外遭美軍空襲身亡。8日淩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證實，

發射導彈襲擊了美在伊拉克的兩處軍事基地。

韓外長將與蓬佩奧會談
派兵、防衛費等問題引關註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長官康京和將於

13日下午前往美國，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舉行會談。雙方將就多項問題進行討論。

據報道，康京和將在舊金山召開的會

談中，與美方就朝鮮問題、美伊問題等交

換意見。本次韓美外長會談是自2019年 3

月後，時隔九個月再次舉行。

在會談中，對於美國提出要求韓國派

兵至霍爾木茲海峽壹事，雙方將進行怎樣

的討論，備受關註。

2020年1月3日，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

尼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外遭美軍空襲

身亡。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稱，伊朗將

進行“強硬復仇”。8日淩晨，伊朗伊斯蘭

革命衛隊證實，發射導彈襲擊了美在伊拉

克的兩處軍事基地。隨著美伊沖突不斷，

中東局勢惡化。韓國政府在派兵問題上似

乎變得更加“慎重”。

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9日出席韓國國會

外交統壹委員會全體會議時表示，無論是

從當前的局勢分析，還是從韓國與中東國

家的雙邊關系等因素考慮，韓美兩國對於

派兵霍爾木茲海峽的立場未必相同。

此外，韓美外長或將討論旨在實現朝

鮮半島無核化和永久和平的互助方案。報

道指出，康京和將介紹韓國總統文在寅在

新年賀詞中提出的朝韓合作內容，並尋求

美方的協助。

最後，預計韓美雙方也將就防衛費問

題進行討論。韓美旨在簽署第11份防衛費

分擔特別協定的談判去年未能達成協議，

第六輪談判將於當地時間2020年1月14日

至15日在美舉行。

外交部相關人士表示，韓美防衛費分

擔金問題也是主要的同盟懸案，由於有專

門的會議機構負責，在韓美外長會談中很

有可能僅停留在理論水平上。

菲律賓旅遊勝地塔爾火山噴發
附近居民撤離

綜合報導 菲律賓旅遊勝地塔爾

火山噴發，噴出的火山灰高達10至15

公裏。馬尼拉國際機場管理局12日發

文指出，受塔爾火山爆發影響，所有

起降航班都被暫停。菲律賓火山與地

震研究所警告稱，危險的爆裂式噴發

可能在數小時至數天內發生。

據報道，12日，菲律賓火山與地

震研究所“強烈建議”火山附近島兩

個小鎮的“高風險”村莊進行撤離。

菲律賓國家減災管理委員會發言

人坦巴爾說，離塔阿爾火山最近的3

個鎮約1萬名居民已開始疏散。菲律

賓當局稱，塔阿爾火山西南地區目前

正下著含火山灰燼的塵雨。

起初菲律賓當局暫停尼諾伊艾奎

諾國際機場的班機起降僅數個小時，

但昨天稍晚又宣布，將持續暫停班機

起降，直到另行通知為止。

馬尼拉國際機場管理署總經理蒙

瑞爾表示，13日還會繼續暫停航班，

因為尼諾伊艾奎諾國際機場的跑道上

仍有火山灰。

菲律賓航空及

交通當局的聯合聲

明指出，交通部長

杜 加 德 (Arthur

Tugade)已經指示航

空官員“采取壹切

必要措施維護公共

安全”。聲明還提到

，他們打算今天早上

重新評估情況。

據悉，住在距

離火山島約 7公裏

小鎮塔裏薩伊的民

眾表示，火山爆發時可聽到響亮的爆

炸聲。另外，菲律賓火山與地震研究

所在火山爆發前的幾個小時，也記錄

了壹系列地震，最強烈的地震發生在

上午8點和上午11點，強度為2級。

安倍欲在剩余任期內修憲
不考慮再連任日自民黨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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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14日搗破黑衣魔的隱蔽暴恐小組，在旺角劏房檢獲“水

喉通炸彈”及在上水村屋搗破製彈實驗室，共拘捕10名男子，相信當

中8人曾參與元旦旺角非法集結。16日押解負責製彈實驗室的29歲男

電工，返回上水村屋再搜查，70名警員連同警犬地氈式搜證，在屋外

農地掘出一袋懷疑新型烈性炸藥。電工的母親、妻子和外傭涉嫌有份

處理爆炸物被捕。

農地埋藏炸藥 製彈一家被捕
警押疑犯返村屋搜證 阿媽老婆外傭涉案同落網

■■疑犯住所對開農地掘出烈性炸藥疑犯住所對開農地掘出烈性炸藥（（小圖示小圖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14日在旺角通
菜街利民大廈一劏房單位，搜出水喉通炸彈及火柴頭
等爆炸品，當場拘捕3人。其中一名任職補習導師的
21歲青年，16日被控以兩項管有爆炸品罪，解往粉嶺
裁判法院提堂。當法庭書記宣讀控罪時，被告望向旁
聽席的家人掩面痛哭。裁判官應控方要求，將案件押
後至4月6日，以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被告保釋申
請被拒。

被告黃棨騫（21歲），任職補習導師。他被控於
本月14日，在旺角利民大廈1樓一劏房單位，明知而
管有、保管或控制爆炸品，即喉管炸彈及火柴頭。控
方在開庭時即呈上律政司檢控同意書，及申請將案件
押後12個星期，以便警方檢驗涉案爆炸品、相關電
腦、電話及DNA進行法證化驗，並反對被告保釋。

控方透露，警方早前收到線報指上述單位藏有
爆炸品，成功申請搜查令。14日下午約1時，警方
在該單位的大廈樓下，目睹被告與另外兩人步出閘
門。警方在大廈20米外截停被告，從他身上搜出涉
案單位的鎖匙，並入單位內搜獲一個喉管炸彈、大
量經加工的火柴頭、器皿及化學品。

經爆炸品處理課評估，喉管炸彈具危險性，須即
時引爆；經加工的火柴頭為常見爆炸品原料，同行兩
人則獲警方給予保釋。

辯方大律師稱，黃父任職紀律部隊，一家五口
同住一單位。任補習導師的黃獲學生家長親撰求情
信，形容他“品格良好”、為人“正直”及“有愛
心”。辯方同意控罪嚴重，惟現時“證據不足”，
又稱黃並非該單位的租客或業主，加上該大廈長期
打開閘門，一般人亦可進入，質疑是否只有黃一人
擁有涉案單位的鎖匙。辯方續稱，控方現時並無閉路
電視片段或基因等實際證據指控被告，警方進入單位
時未有按程序先出示搜查令，而是擅自由四五名便衣
警進入單位，逗留至少30分鐘後，才出示搜查令及讓
被告一併進入，故令人質疑證物鏈完整性是否受破
壞。署理主任裁判官蘇文隆最終批准將案押後至4月6
日再訊，並拒絕辯方之保釋申請，被告須還柙。

涉藏喉通炸彈
補習導師還柙

警方14日在旺角通菜街利民大廈檢獲“水喉
通炸彈”後，同一時間在上水坪輋河壩村搗

破製彈實驗室，檢獲一批實驗室用品，如燒杯、
量杯、化學物及電子設備，雷射探熱器，以及化
學粉末、氣體罐等化學品、打火槍、水喉通等工
具，拘捕女戶主的29歲姓黃兒子。黃母15日在傳
媒面前為兒子辯護，稱兒子自幼愛好化學和數
學，平日喜歡“將啲嘢溝嚟溝去”，又稱家中的
硫磺粉是用來驅蛇。

據悉，警方15日根據線索再擴大搜捕，突擊
搜查全港多區共8個單位，檢獲攝錄機、急救用
品、頭盔、眼罩、防毒面具、手套、約70克共值
約1.5萬元（港元，下同）的懷疑大麻草、約1.3
萬元現金及一批超市禮券。

行動中，一名18歲男子涉嫌藏毒被捕，另5
名年齡介乎21歲至24歲男子懷疑涉及今年元旦日

旺角區的非法集結，包括兩名學生和一名幼稚園
老師。他們涉嫌串謀製作爆炸品及非法集結被
捕，而早前在旺角劏房被捕的3名男子，警方也
相信他們涉及今年元旦旺角區的非法集結。

警料炸藥用屋內材料合成
警方調查後再取得線索，相信仍有炸藥未被

搜出，16日午出動爆炸品處理課、重點搜查隊、
警犬隊、快速應變部隊等共70 人，重返上水村屋
搜查，炸彈品搜索犬在村屋對出的農地搜索，發
現埋在地下的懷疑自製炸藥。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檢驗後，相信屬於烈性炸
藥的製成品，且是由早前在現場搜獲的化學物品
作為原材料混合製成。

爆炸品處理課警司李展超表示，這些懷疑炸藥
以膠袋包裹，內有黃色粉狀物及容器碎片，約重

100克，埋於泥下不足一呎地方，初步判斷炸藥性
質與早前在旺角搜獲的水喉管炸藥，以及近期炸彈
案涉及的炸藥不一致，其威力及有效性仍待進一步
評估，將送往政府化驗所作進一步檢驗。

警方經調查後，16日拘捕住在該村屋的3名女
子，包括姓黃疑犯的27歲妻子、57歲母親及47歲
外傭，懷疑她們有份處理爆炸品，涉嫌“管有炸
藥”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被扣查。至於29
歲姓黃男子，16日晚被暫控一項“製作爆炸品”
罪，即晚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新界北總區刑事部高級警司陳天柱表示，警方
相信案中被捕人屬於一個隱蔽的激進“勇武”組
織，有人意圖在大型公眾活動上使用有關炸藥襲擊
警務人員及警方設施，估計炸彈威力可以造成巨大
傷亡，情況令人非常震驚及憂心，警方對事件予以
最強烈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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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出動炸彈犬搜索農地警方出動炸彈犬搜索農地。。 警方提供警方提供

▲▲涉製炸彈男子被押返坪輋河壩村村屋調查涉製炸彈男子被押返坪輋河壩村村屋調查。。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檢走烈性炸藥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檢走烈性炸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疑犯的母親疑犯的母親、、妻子及女傭被蒙妻子及女傭被蒙
頭帶署頭帶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涉上水
村屋製造炸彈的29歲男子黃偉然，被控
製造爆炸品罪，16日晚突押解至粉嶺裁
判法院提堂，法庭特別在晚上8時緊急開
庭審理，控方透露16日警方在農地起出
的是烈性炸藥DNT，案件押後至4月14
日再訊，被告保釋申請被拒。逾百人深
夜在庭外“盲撐”聲援，得知被告不獲
保釋後，大呼“香港法治已死”、
“黑×死全家”。

由於16日為緊急開庭，辯方律師未
及時趕到，要延至9時半才開庭。控方甫
開庭即解釋要法庭配合晚上開庭，是因
案件有突破性進展，指在被告黃偉然住
所外農田搜出烈性炸藥DNT，黃亦在警
誡下招認製造DNT，故趕於48小時內落
案起訴。案件押後期間，警方將進行大
量法證化驗，包括約100克的DNT、化
學品、被告電腦等。

控方透露，警方於周二針對一個炸
彈製造組織，搜查被告位於沙頭角公路
的住所，並搜出4樽硝酸、6包硫磺粉
等，以及計時器、電路板、容杯、卡式
石油氣罐等證物，遂拘捕黃。

警方再於16日在黃寓所外農田搜出
紅色膠袋，內有100克糊粉狀物體，即強
力炸藥DNT，可製造土製炸彈，可造成
致命傷害。

辯方大律師陳偉彥批評警方16日5
時聲稱不會上庭，惟其後才從傳媒口中
得知事件。辯方又為被告申請保釋，指
被告願提供3萬港元擔保金，本也想家人
為其作人事擔保，但因其家人都已被
捕，所以未能提供擔保人，署理主任裁
判官蘇文隆將案押後至4月14日再訊，
以待警方再化驗，被告還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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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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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簽首階段貿協利全球
中方：堅持平等相互尊重 共守約定努力落實

中國官方公佈的協議文本內容包括序言以
及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食品和農產品

貿易，金融服務，宏觀經濟政策、匯率問題和
透明度，擴大貿易，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最
終條款等八章。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美
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有利於中美兩國，也
有利於全世界。這也再次說明，中美雙方完全
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對話磋
商找到有關問題的妥善處理和有效解決辦法。

劉鶴：中國經濟前景更光明
劉鶴指出，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之一。當前我們所處的國際國內形勢，比過去
更為複雜，需要雙方秉持更好的意願，以更具
戰略性的眼光、更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更耐心的
態度，解決好共同面臨的問題。

他對這份協議評價道，作為世界上前兩大
經濟體和在國際事務中負有重要責任的兩個大
國，中美雙方從大局出發，達成第一階段經貿
協議，有利於中國，有利於美國，有利於全世
界。從經濟上看，這份協議有助於緩和當前貿
易摩擦緊張局面，消除市場不確定性，是一份
能夠穩定預期、增強信心、創造機遇、促進繁
榮的協議。

從政治上看，協議的達成有利於維護中美

整體關係的穩定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
境，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劉鶴說，當前中國經濟保持總體穩定態
勢，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更加依靠內需特別
是消費需求驅動，更加依靠創新和勞動生產率
提高驅動，經濟增長對債務的依賴降低，經濟
增長的內生動力穩步提升。我們堅持宏觀政策
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
框架，不斷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
有效性。我們深入推進改革開放，推動國企市
場化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促進多種所有
制經濟公平競爭、共同發展；堅持兩個“毫不
動搖”，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尊重企業家精
神，保護產權，維護良好的營商環境；進一步
擴大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2020年
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十三五”規
劃收官之年，我相信，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一定
會更加光明。中國的發展也會給包括美國在內
的世界各國提供更多投資和增長的機會。

他指出，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實現再平
衡，更加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驅動，更加
依靠創新和勞動生產率提高驅動，經濟增長對
債務的依賴降低，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穩步提
升。我們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龐大的中等收
入群體，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轉型升

級，中國經濟將表現得更好。中國經濟正在按
照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前進，我們對今年的經濟
走勢保持樂觀，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更是充
滿信心。中國將繼續通過自身穩定發展為全球
經濟作出貢獻。

特朗普：期待再次訪問中國
簽署儀式上，美方官員、中國代表團全體

成員以及美國各界代表約300人出席。劉鶴轉
達了習近平主席致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口信。習
近平在口信中指出，正如我在去年12月20日
同你通話時指出，中美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
議，有利於中美兩國，有利於世界。這也說
明，中美雙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
礎上，通過對話磋商找到有關問題的妥善處理
和有效解決辦法。下一步，雙方要把協議落到
實處，發揮積極效應，推動中美經貿合作取得
更大進展。

特朗普表示，美中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簽
署邁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對美國、中
國和整個世界都是一件好事。美中關係十分重
要，兩國正在經貿及其他廣泛領域開展密切合
作，這有利於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美國期
待與中國開展更多領域的合作。我期待在不久
的將來再次訪問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美兩國當地時間15日在美國首都

華盛頓正式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

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

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

頭人劉鶴向部分中方媒體通報了協

議簽署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

時表示，協議簽署後，中方將同美

方共同努力，堅持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原則，遵守協議約定，努力落實

好協議相關內容。同時，雙方應照

顧彼此的核心關切，多做有利於雙

邊經貿發展和經濟金融穩定的事

情。

劉鶴提中國擴大開放四要點

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講，改革就是要在堅持社會
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
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1. 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微觀主體的活力，深化國企改
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2. 強化市場規則，促進公平競爭

3.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政府應從微觀事務中解脫出
來，更好進行宏觀經濟管理，提供公共服務

4. 推進社會領域改革，堅持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
保障體系，重視教育培訓，提升人力資本

來源：新華社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簽署儀式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簽署儀式1515日在華盛頓日在華盛頓
舉行舉行。。圖為劉鶴與特朗普展示協議文本圖為劉鶴與特朗普展示協議文本。。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美第一階
段經貿協議正式簽署，協議第五章就宏觀經濟政策和匯
率問題進行專門闡述。中美雙方強調尊重彼此貨幣政策
自主權，實施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制度，避免競爭性貶
值。中國央行就此發表情況說明指出，匯率問題一直是
中美之間關注的焦點。此次雙方採用去政治化的方式，
重申在匯率方面的共識，並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分歧預設
了解決方式和渠道，有利於雙方增信釋疑。

中國央行表示，匯率問題歷來都是國際經濟和貿
易領域的協調重點，此次中美在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
寫入匯率章節也是延續這一傳統。“協議中的匯率章
節，為未來大國之間協調匯率政策立場提供了可參考的
範本。”央行強調，“該章節在語言表述上全部為雙方
共同義務，完全對等，並多次強調相互尊重，重申已有
的多邊共識，體現了平等互利的新型大國關係。”

央行還表示，匯率章節有助於加強中美在匯率問題
上的溝通，有效管控分歧。同時，中美就匯率問題達成
共識有利於維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健運行。中美作為世
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SDR籃子貨幣國家，在匯率問
題上達成一致，有利於促進雙方外匯市場和宏觀經濟的
有序運行，從而維護全球外匯市場的穩定，促進國際貨
幣體系的穩健運行和全球經濟的長期發展。

同
意
避
免
匯
率
競
爭
性
貶
值

1. 有序擴大市場准入。目前製造業領域的開放已到了
相當程度，下一步的重點在現代服務業、農業、基
礎設施等領域。

2. 對標國際良好做法，完善營商環境。使外資企業能
公平參與競爭，知識產權得到有效保護。

3. 中國的經常項目已經全面開放，我們將在注重防控
風險的前提下，穩妥有序推進資本賬戶開放，推動
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

4. 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制定，與發展中國家和
新興市場國家緊密合作，推動世界經濟秩序向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劉鶴談當前改革開放四重點

■■劉鶴向劉鶴向
部分中方部分中方
媒體通報媒體通報
了協議簽了協議簽
署的有關署的有關
情況情況。。

中新社中新社

在中美第一階
段經貿協議中，擴
大貿易是最為重要
的章節。中國人民
大學重陽金融研究

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劉英對香港文匯
報指出，協議的達成是中美經濟互
補性強，滿足雙方利益的結果，增
加的購買量可填補貿戰兩年的下降
缺口。她強調，中美協議對其他國
家沒有排斥性，雙方是在做市場的
增量，而非零和博弈。貿易協議講
求的是公平對等，絕不是強買強
賣。

“增購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
一定是經過審慎的測算的，中國市
場有足夠的需求。”劉英指出，這
份協議基本滿足了雙方的期待，中
美兩國高度的互補性達成了協議的

成果，考慮到增量能夠填補前兩年
下滑的缺口，中國是可以接受的。

利於平抑中國物價
以農產品為例，增加進口肉、

棉花等農產品，也有利平抑中國的
物價，促進消費升級和進口的多元
化。劉英詳析，中國去年物價持續
高企，12月份CPI上漲4.5%。而美
國作為世界肉類生產第一大國，進
口牛肉等有助緩解中國物價水平，
滿足國內需求。同時，美國作為棉
花全球第一生產大國，中國作為紡
織大國，更多的棉花進口也有助中
國紡織業的發展，降低棉花成本。
此外，進口穀物主要是用於調節餘
缺，並不能影響中國主要糧食自產
的事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中國市場有足夠需求 非強買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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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Kevin 作為一個優秀英語教師，亦在音樂上有不菲成就。他非
常有愛心， 為休斯頓華人社區做過許多貢獻，對待寄宿學生如
同家人一般，並且有管理和照顧寄宿中國高中生的多年經驗。

有需要更多信息者
電話　713-294-9991 （英文）     832-280-7388（中文）

休士頓使徒教會
Houston Apostolic Church

地址:1211 Upland(#C) Houston Tx 77043
電話:713-398-2583 / 電郵:israelyk@yahoo.com
主任牧師：Israel Kang 康以色列 牧師

中英文崇拜：
中英文禱告會：

英文查經：

週日10:30AM
週五8:00PM
週三8:00PM

2020年1月17日（星期五）中國新聞2 ■責任編輯：何佩珊

趙忠祥離世 好聲音成絕響
曾隨鄧小平訪美並專訪卡特 先後參與和主持15屆春晚

倪萍發文悼念：捨不得你走趙方在媒體平台上發消息稱，“父親於2019年底
感到身體不適，就醫檢查，發現身患癌症，已經

擴散。為了不影響家人的心情，父親一直樂觀而積極
地配合治療。他非常尊敬醫護人員，多次向他們表示
感謝。住院期間，母親一直陪伴在身邊，盡心照顧，
直到父親安詳離去。”

趙忠祥1942年1月16日出生於河北省邢台市寧
晉縣。當年，周恩來總理親筆批示，在全北京市中
學生中招考電視男播音員，數千名應試孩子中，趙
忠祥入選。1960年2月，18歲的趙忠祥進入北京電
視台（中央電視台的前身），是中國第二位電視播
音員、第一位男播音員，當時全國僅有8,000台黑白
電視機。

轉播主持國慶慶典9次
剛剛入台，趙忠祥就被派去轉播國慶遊行實

況，圓滿完成重任。他一生共轉播與主持國慶慶典9
次，創下無人超越的紀錄。由於趙忠祥是當時台裡
唯一的男聲，當年的許多國家大事，也是通過他的
播報傳進千家萬戶。比如，中蘇論戰，第一顆原子
彈試爆成功。

1978年，他成為《新聞聯播》第一個出鏡播報
的播音員，而且是被指定唯一出鏡者。

趙方在聲明中寫道，“他（趙忠祥）尊重這份
職業，這份職業成就了他；他尊重億萬觀眾，億萬
觀眾記住了他。對於黨和政府以及億萬觀眾對他的
培養和支持，父親充滿感恩。”

1979年1月，趙忠祥被派隨鄧小平訪美報道，
在訪美期間進入白宮專訪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當時
的《人民日報》報道了趙忠祥採訪的整個過程。見
到卡特後，趙忠祥的第一句話是：“總統先生，這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台記者第一次有機會採
訪一位美國總統。”

曾採訪里根基辛格等政要
他在日後的回憶中寫道：“我微不足道，但我

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種文化傳統，我所應體現的是
站起來的正在日益強大的中國人民的氣質、風度和
自尊自重的尊嚴……”在此前後，趙忠祥曾採訪過
三十餘位國內外政要，包括兩次採訪卡特及採訪過
里根、基辛格等人。

趙忠祥要求自己在採訪與提問中體現人文關
懷、尊重與善待對方，適可而止；避免逞口舌之利
難為對方。

新聞評論中，要世事洞明，不要自以為是；新
聞評論的重要功能在於預判未來，而不是糾纏過
去。給人們留下難忘回憶的還有1983年到2000年，
他先後參與和主持了不下15屆央視春晚。

在一次採訪中，回顧自己主持央視春晚的經
歷，趙忠祥說，自己最引以為豪的是：主持了這麼
多屆，沒有給主持詞添一字、少一字，“主持詞完
全是由撰稿給主持人寫，一旦詞給了你，根本就不
能變一個字。我不知道別的主持人的經歷，就我來
講，添一個字、減一個字都是不允許的。”

趙忠祥的語音、語調之所以至
今都能讓觀眾耳熟能詳，離不開兩
個欄目，1980 年創立的《動物世
界》和 1995 年創辦的《人與自

然》。有人統計，趙忠祥至今已為《動物世界》
和《人與自然》共配解說兩千五百多部集，解說
文字一千八百多萬字。《人與自然》則是第一個
受到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表揚的內地電視節目。

提到這兩個代表性節目，趙忠祥曾說：
“《動物世界》第一期就是我播的，我當時並不
認為它日後有什麼值得我紀念的，更從沒想到它

能播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人人都喜歡，能夠
在社會上一定的認知領域來保護野生動物。”

他認為，這兩個節目改變了自己的後半生，
“作為節目的第一個觀眾，也作為一個傳播者深
受影響，我逐漸對各種門、綱、科、目動物的知
識、生態環境、整個食物鏈條有了深入了解。在
做《人與自然》節目過程中接觸過百餘名國內頂
尖專家學者，聽他們把各自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科學理論用最簡單易懂的話傳達給我，這個受益
是無窮的。一個人給你一句兩句，加起來你要得
到多少知識的滋養！” ■來源：《南方都市報》

曾解說《動物世界》《人與自然》

“30年，已經習慣了，不懂的詞一定是問
趙老師，念不準的字也一定問趙老師，許多古詩
詞、古人物都是從趙老師那裡開始學習和知道
的。”主持人倪萍與趙忠祥合作主持了13屆春
晚，是觀眾們心目中的“黃金搭檔”。入行晚的
倪萍一直視趙忠祥為老師。倪萍在微博上發長文
悼念自己的老師、老搭檔，字裡行間都透露着不
捨，“趙老師，你該知道，我想你，捨不得你
走！我們都想你，都捨不得你走！”

去年的4月13日，趙忠祥與老搭檔倪萍一同
亮相湖南衛視真人秀《我們的師父》，這是兩人
最後一次合作。“當時我提出請趙老師參加，我
是孩子們的師父，趙老師是我的師父。”

倪萍寫道，趙老師為人寬厚、善良，和趙老
師搭檔是幸運的！“當你想閃光的時候，他會退
後半步托着你；當你說到山窮水盡，他又上前半
步托着你。趙老師是我們幾代主持人學習的榜
樣！”

19421942年年11月月1616日日--20202020年年11月月1616日日 ■■趙忠祥和倪萍搭檔主持趙忠祥和倪萍搭檔主持19971997年央視春晚年央視春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1月月1616日日，，中國著名中國著名
主持人趙忠祥因病在北京主持人趙忠祥因病在北京
去世去世，，享年享年7878歲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趙忠祥趙忠祥
年輕時工年輕時工
作照作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北京青年報》及

《南方都市報》報道，中國著名主持人趙忠

祥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同日早晨，趙忠

祥的兒子趙方通過趙忠祥的社交媒體賬號證

實了這一消息。趙忠祥逝世這一天，正好是

他的78歲生日。在社交平台上，不同年齡

段的網友紛紛留言，回憶趙忠祥的精彩主持

和他的具有極高辨識度的配音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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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副刊

大部分人类历史是史前史。人类出

现在地球上的历史，大约有20万年，也

许比20万年更久一些，但是其中只有很

小一部分被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我们人类目前所处的地质年代为全新世

，全新世从开始到今天，已经经历了

12000年之久，但是这12000年放在整个

地质年代中来看，也不过是弹指间。在

这12000年中，温暖并且相对稳定的气

候催生了农业、城市、国家，以及大多

数其他文明的标志。书写就是文明的标

志之一，而书写与其说是一种按部就班

进化出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例外。

专业的历史学家对他们那些被“无

文字记录”的樊篱阻隔在了史前史的同

事也爱莫能助。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于依

赖浩如烟海的卷宗，考古学家则必须收

集那些为数不多的历史遗存，并破译出

其中的故事。在史前的编年史中，文明

是根据墓葬的形式来进行标定的，比如

“单葬墓”，或者是其后流行的“箭头

”墓葬，例如“西部梭镖”（考古学家

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佩斯利洞穴墓葬中发

现了“西部梭镖”，其出现的时间可以

追溯到至少13200年前。这一发现表明

，有另一个人群与克洛维斯人同时出现

在北美洲，或许比克洛维斯人还要早）

。随后，所有人类都进入了陶器时代，

例如，圆洞尖底陶文化、绳纹陶文化和

漏斗颈陶文化，这些文化的传播令人费

解，从地图上看就像是一群变形虫蔓延

开来。

近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变得不太情

愿从一堆陶器、武器和其他陪葬品中解

读过多的东西。至少有一代的考古学家

，曾钻入被诅咒的牛角尖，这个诅咒就

是“瓶瓶罐罐不是人”。物质文明不能

作为历史定性的代用品。从一次考古发

掘中找到的人工制品可以提供很多信息

，比如，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丧葬习

俗以及贸易往来，但是对当时的人们使

用何种语言、属于哪个种族，以及使用

何种迁徙模式来说，这些人工制品就不

能提供可靠的指示了。

史前史通常被看作是由一系列的入

侵所构成的，古凯尔特人和印度雅利安

人就如同大批的北欧海盗一样蜂拥而来

，扑向了毫无防备的欧洲和亚洲，而史

前巨石阵的建造者还在大陆之间来回绕

圈。这种观点被过程主义学派的观点取

代，该学派将文化变迁归因于内部适应

。也就是说，思想和技术可以传播，而

人群总的来说还是待在原地没动。然而

今天，迁徙论正在卷土重来。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研究古DNA 而引入的强大的新

技术有关。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目睹

了基因检测技术应用于对史前人类和动

物遗骸进行检测的过程，其在实用性和

可使用范围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古DNA 通常都发生了降解和化学

变化，碎裂为成千上万的简短片段。但

是，基因测序技术的最新进展，已经使

人们检测出来自几千年前，甚至是几万

年前的样品中的整个基因组序列成为可

能。全基因组测序所能获取的数据量，

要比以细胞器为基础的检测所能获取的

数据量大得多，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数量

级，全基因组测序还使得遗传学家能够

对个体之间和种群之间的差异进行详细

的对比。现在，通过这些对比，人们发

现人类系谱图中还有新的分支。

当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初稿在2010

年发表时，它清清楚楚地表明，来自欧

洲和亚洲的现代人平均有2%的DNA与

尼安德特人相同，这就意味着两个物种

（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必定在过去

的某个时间点发生了融合——很可能是

在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中东的时候。也是

在2010年，提取自一节手指骨的DNA，

让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早期人类物

种——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是亚洲

人和澳洲人的共同祖先。

人类史前迁徙的时间路线图只是在

最近几年才变得越来越清晰。2014年10

月份，在西伯利亚发现的4.5万年前的人

类腿骨显示，其所含尼安德特人的

DNA 片段比现代人类所含尼安德特人

的DNA 片段要长。这个发现帮助科学

家确定了尼安德特人与人类的第一次基

因交换发生在距今1万年以内。（你可

以想象一下，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就像是

一叠卡片，随着每一代人的繁衍，逐步

被削减，尼安德特人的染色体被切割得

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2015年6月，人们发现，欧

洲保存的一颗发现于罗马尼

亚的4万年前的牙齿的基因

组中含有尼安德特人的

DNA 片段更长。从这颗牙齿

的主人向前追溯到其尼安德

特人祖先，仅需4代至6代。

在最近5年里，从最初

我们认为我们和尼安德特人

没有什么共同DNA，到我

们意识到人类的杂交是广泛

存在的，再到（对某个个体

）我们能将这种杂交的时间

精确定位在200年以内——

200年的时间跨度和每个家

庭的家庭相册的时间跨度几

乎相同。但是，古DNA研

究的用途绝不限于告诉我们

人类有哪些近亲。古DNA 研究还告诉

我们，人类走出非洲后是如何散布的，

以及农业是如何起源和传播的，还有人

类是如何移民定居美洲的。同时，它还

帮助考古学家破解了史前最大的谜题之

一：印欧语系的起源。

1908年发现于法国拉沙佩勒奥圣的

尼安德特人头骨。

1783年，威尔士法学家和语言学家

威廉· 琼斯从伦敦抵达加尔各答，到孟

加拉最高法院任职。作为其职责的一部

分，琼斯必须使自己熟练掌握印度教法

的戒律，为此，他不得不学习梵文。琼

斯聘请了一位梵文学家——一位印度教

的宗教学者——作为导师，将自己完全

沉浸在了古老的梵文典籍中。在经过3

年的学习后，琼斯得出了一个震惊世人

的结论：印度的古典语言——梵语，在

语法和词汇上，与欧洲的古典语言希腊

语和拉丁语存在联系。不仅如此，梵语

、希腊语和拉丁语还与日耳曼语、凯尔

特语和波斯语有联系。

后来的语言学家又为这个语言系谱

图增加了更多的分支，其中既包括人们

目前正在使用的语言，如斯拉夫语、阿

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波罗的语族

，也包括已经消失的语言，如赫梯语和

吐火罗语。而如果所有这些语言都是相

互关联的，那么我们推测，在遥远过去

的某个时间，这些语言拥有共同的祖先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专家将这一始祖

语言称为原始印欧语系，英文简写为

PIE。今天，约有30亿人说的是其派生

语言。这些派生语言的自然分布区域，

从斯里兰卡一直延伸到葡萄牙。英语是

印欧语系中的一种语言，它几乎与欧洲

所有其他语言都极为接近，只有匈牙利

语、芬兰语和巴斯克语除外。

自琼斯宣布他的发现200多年以来

，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在煞费苦心

地复原原始印欧语系的发音和语法规则

。我们可以用原始印欧语写作，有些人

甚至能够用它写出短篇小说。得益于那

些学习比较神话学并重建了单词列表的

学生所做的工作，我们能够对原始印欧

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信仰有所了

解。他们生活在橡树和山毛榉树构成的

丛林中，还能品尝到蜂蜜酒。他们乘坐

马车出行，关心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胜过

关心姑姨和妯娌。他们感谢天父赐予他

们儿子、肥牛和快马。至于鲑鱼这东西

，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原始印欧

语仍然只是一种学术上的猜想，是由想

象中的人群使用的一种假定的语言。原

始印欧语系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幽灵，就

像很多其他幽灵一样，它们总是习惯于

到处出现。所谓的学者、专家们，曾经

试图给原始印欧语系的起源地定位，从

斯堪的纳维亚到青藏高原，再到北极。

但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已经达成了

共识，对于原始印欧人的起源，主要聚

焦在两个起源故事上。

最著名的一个是由英国考古学家科

林· 伦弗鲁提出的，他认为印欧人起源

于“新月沃土”的边缘地带（“新月沃

土”是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其

附近的一连串肥沃的土地，包括累范特

、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位于今日的

以色列、巴勒斯坦部分地区、黎巴嫩、

约旦部分地区、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和

土耳其的东南部、埃及东北部。由于在

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所以美国芝加哥

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士· 布雷斯特德将

其称为“新月沃土”）。在这一版本中

，原始印欧人成功的关键在于开始进行

农业生产。相对于环绕在周围从事狩猎

和采集活动的人群，农业生产给了原始

印欧人一个长期的优势。根据这一理论

，原始印欧语系的扩张开始得很早，在

新石器时代，当时的人们从安纳托利亚

（位于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开始慢慢扩

散时，原始印欧语系的扩张就开始了，

就像是受热后慢慢膨胀的空气。

古代的人类，是如何利用一万两
千年的时间扩散到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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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M2增速創22個月新高

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16日在新聞發
佈會上指出，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會根據

宏觀調控下調但空間有限。LPR（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改革後，貸款利率主要是市場來
決定；而存款的基準利率還將長期保留，未
來仍會適時適度進行調整。

貨幣政策再放寬空間或有限
他稱，從國內情況看，維持一定的準備

金水平有利於維護金融穩定、抵禦金融風
險。當前法定準備金率處於適度水平，當然
也會根據宏觀調控的需要，進一步下調存款
準備金率水平也有空間，但這個空間是有限
的。

據其介紹，目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平均9.9%。而在“三檔兩優”的框架下，服

務縣域的小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水平實際已
經到6%。“在當前防控金融風險的情況下，
維持一定的準備金率水平也是有必要的。”

他同時提到，貸款利率市場化程度提
高，LPR改革之後主要是市場來決定；存款
的基準利率還將長期保留，作為利率體系基
石的作用還要發揮，基準利率未來央行將根
據國務院的部署，綜合考慮經濟增長等方面
情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

分析：短期料進入觀察期
江南農商行資產負債管理部宏觀負責人

李苗獻認為，從實體經濟出現一定改善的情
況來看，政策確實沒有進一步放鬆的必要，
或者嚴格來說，邊際上可能會有收緊的可
能。不過考慮到穩定性，短期應該進入觀察

期，不會加大寬鬆但也不會馬上收緊。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蔡浩

認為，基於老口徑的12月金融數據從量上沒
有太讓人意外之處，但結構較為健康，企業
生產動力也未因春節臨近而有所放緩。

本周央行未調整中期借貸便利（MLF）
利率，除了給市場降溫外，可能也有對近期
國內外經濟形勢回暖的考量，未來維持對貨
幣政策寬信用、穩貨幣的判斷。

央行數據並顯示，去年12月社會融資規
模增量為2.1萬億元，高於此前路透17,000億
元的調查中值，比上年同期多1,719億元；
2019年全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5.58萬
億元，比上年多3.08萬億元。12月末社會融
資規模存量為 251.31 萬億元，同比增
10.7%。

香港文匯報訊 繼周三向市場注入4,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流動性之後，中國人
民銀行（央行）16日再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
了3,000億元的14天期限逆回購操作。

當日無逆回購到期，央行實現淨投放
3,000億元。央行公告稱，為對沖稅期和現金
投放高峰，維護春節前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

充裕，當日開展3,000億元逆回購操作，期限
為14天，中標利率為2.65%。

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在新聞發佈
會上表示，央行將保持春節前流動性平穩，
觀察貨幣市場利率變化，春節前因為稅收等
多種因素的衝擊有波動是正常的，但整體的
流動性水平是合理充裕的。

央行自1月 6日起全面降準0.5個百分
點，體現了逆周期調節，釋放長期資金約
8,000多億元。15日，央行在公開市場通過
新做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重啟逆回購
大力投放4,000億資金，創一年來新高。16
日再在沒有到期情況下，公開市場新做了
3,000億元一年期MLF。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玫海口報道）海南省
六屆人大三次會議16日開幕，省長沈曉明在作政
府工作報告時表示，2020年海南將加快推進自貿
港建設，做好自貿港政策承接和先行先試工作，
分階段分領域實施開放新舉措。他說，海南將積
極配合國家有關部門研究完善自貿港政策和制度
體系，爭取海南自由貿易港總體方案早日出台；
主動做好各類目錄、清單的制定和調整完善，爭
取早期收穫；並提前完備風險管控措施，第一時
間落實到具體園區、具體企業、具體項目。

擬建全球性交易結算中心
他透露，海南將在貿易、投資、跨境資金流

動、人員進出、運輸往來自由和數據跨境便捷流
動等方面，分階段、分領域實施相互銜接、集成
高效的開放新措施。

另外，海南還將突出自貿港政策導向，圍繞
飛機和船舶等融資租賃業務、保稅維修再製造、
航運服務業、離岸貿易等重點行業，擇優引進世
界龍頭企業超前佈局，努力在一兩個細分市場重
點突破、建設全球性交易結算中心；並加快培育
和引進境內外各類持牌金融機構，促進投資和貿
易便利化、自由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返利網近日
發佈年貨節數據，數據顯示，今年手機成為了銷售黑馬，
整體維持了11%的增速，其中，華為、榮耀等國產品牌備
受消費者青睞，訂單金額同比增長了248%、113%，手機
領域國貨的崛起已成趨勢。同時，舉家出遊漸成風潮，品
質食品也成消費新寵，尤其更多用戶願意為知識付費，新
生代消費者也逐漸成為消費市場主力軍。

報告顯示，從消費結構上看，過年期間越來越多的用
戶願意為知識、娛樂付費，在線學習、影音娛樂消費訂單
金額均猛增，其中，喜馬拉雅會員數量同比增長尤為突
出。而從人群上看，年貨採購不少消費者把注意力投向了
兒童、老人群體，對兒童教育娛樂、老人健康更加關注，
其中兒童玩具銷量周環比上漲了60.43%。

央行公佈主要數據
■去年12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1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去年12月末M2同比增長8.7%
■去年12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153.11萬億元，同比增長12.3%
■去年12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2.1萬億元
■去年12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251.31萬億元，同比增長10.7%

央行再放水 兩日7000億

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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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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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手機訂單金額節前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16日公佈，去年

12月末新增貸款1.1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稍遜市場

預期的1.19萬億元；當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

8.7%，創2018年2月以來新高。2019年全年新增人民幣貸

款16.81萬億元，同比多增6,439億元。有分析認為，從公

佈的多項數據來看，中國經濟企穩信號趨於明朗，考慮到財

政政策持續發力，貨幣政策進一步放鬆的空間已經不大。

■內地去年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16.81萬億元，同比多增
6,439億元，經濟企穩信號明朗，貨幣政策放鬆空間料已不
大。 資料圖片

■海南將積
極配合國家
有關部門研
究完善自貿
港政策和制
度體系，爭
取自貿港方
案 早 日 出
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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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大選過後，台北市長柯文哲隨即
率北市府團隊赴捷克布拉格市簽署締結姊妹市，
外交部《臉書》粉專因僅放布拉格市長賀吉普的
照片，文中未提柯文哲，引來前外交官劉仕傑不
滿，發文砲轟，外交部小編連忙半夜修文補名，
但劉仕傑疑因此丟了工作，昨宣布辭去傳媒公司
的國際公共事務總監一職，以示負責。

台北市長柯文哲本月13日以 「台灣台北市」
之名與捷克布拉格市長賀吉普簽署締結姊妹市協
定，外交部隔天下午以中英文在《臉書》慶賀此
事，但均未提到 「柯文哲」，只稱 「臺北市府團
隊」，惹得前外交官劉仕傑深夜在《臉書》 「護
台胖犬 劉仕傑」怒斥， 「氣度不要做小了。我
們是在做外交，不是搞政治攻防。」外交部在半
夜2點多修文，補上台北市長全名。

劉仕傑事後也再修文，肯定外交部小編補上
柯文哲的名字，昨天也在自己任職的媒體公司發
表對該事的評論，認為有 「三大盲點」。昨晚又
在臉書發出聲明且辭退職務，他明白指出，14日
深夜針對布拉格-台北姐妹市案貼文，是 「基於

個人長期關注台灣公共議題之個人評論，原意為
對事不對人亦不對黨，與本人所服務之公司無關
，公司主管及同仁於事前亦不知情，更無所謂政
治操作之情。」

劉仕傑宣布， 「對於造成外界有關該貼文為
本公司或本人對特定政黨攻擊之誤解，本人深感
遺憾，並即日起辭去流線傳媒國際公共事務總監
一職，以示負責。」上千名網友留言譁然， 「唉
~難道說句公道話的代價這麼大...？」 「看到這
篇文我有一種身在中國的錯覺，這就是你們所謂
的台灣價值？」

劉仕傑下午在臉書談及此事，他說被記者問
家人的感受，讓他紅了眼眶， 「因為我知道他們
的難受。」 「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如果可以選
擇，誰會想在過年前離職？」劉仕傑坦言這次的
風波始料未及，他很難過看到社會如此分化及對
立，但他認為媒體識讀每個人都有責任，也要一
起努力。他呼籲不論是什麼粉，都希望大家繼續
深化眾人所愛的民主社會， 「沒有人該袖手旁觀
。」

為柯文哲抱不平丟工作
劉仕傑嘆劉仕傑嘆：：誰會想年前離職誰會想年前離職？？

頌啦！賀小英連任發500盒雞肉飯 罷韓成功再送一次

（中央社）星宇航空1月23日即將首航，不少 「星迷」搶搭
，首航班機一票難求，星宇航空A321neo的2號機座艙今大公開
，以 「舒適如家」為設計主軸，機艙呈現低調尊榮感，商務艙首
創國內窄體客機全平躺商務艙座椅，經濟艙採柔和大自然色系，
空間寬敞，不輸阿聯酋航空；星宇空服員也首受訪，其中貌似韓
星宋仲基、朴寶劍的李貞毅，放棄新加坡航空轉戰星宇，自承是
星宇董事長張國煒粉絲，希望回台為台航空業發光發熱。

星宇航空機艙今開放媒體拍攝，A321neo提供188個座位，
商務艙有8個全平躺座椅，椅距63吋，最大伸展長82吋，可容
208公分，為國內窄體客機首設全平躺座椅的航空公司，並配備
15.6吋1080P高畫質顯示器；經濟艙則有180個座位，前後座椅
保有31吋椅距，仍屬寬敞，也是國內首架備有10.1吋720P個人
娛樂系統的窄體機經濟艙，全艙提供Wifi服務。

座艙由 BMW 集團旗下的 Designworks 設計團隊領軍，以

「舒適如家」為設計主軸，商務艙座椅採金屬質感及深色調；經
濟艙座椅以以明亮大地色搭配多色編織工法椅墊，營造寬敞空間
感。

除座艙空間巧思外，星宇航空也邀請國內知名香水品牌P.
Seven創辦人潘雨晴，量身打造 「星宇香」。座艙整體設計及氛
圍營造追求低調尊榮感，不輸阿聯酋航空。

貌似韓星宋仲基、朴寶劍的星宇航空空服員李貞毅，今年27
歲，之前在新加坡航空擔任空服員2年多，他說，星宇跟其他航
空不一樣，希望回來跟星宇一起發展，為台灣航空業發熱；他也
坦言，個人是張國煒粉絲， 「公司裡應該沒有人不是張國煒粉絲
」，因張董喜歡跟員工聊天，又關心組員狀況、工作情形和條件
，讓他有在幸福企業的感覺，且空服員制服比其他航空公司有俐
落感，穿起來更自信， 「不管誰穿都會變好看」。

另有前長榮航空空服員也轉戰星宇航空，該簡姓空服員受訪

時說，之前在長榮擔任空服員5年多，星宇是全新公司，張國煒
理念希望創造台灣指標性航空企業，就像阿聯酋航空一樣，這點
讓她深被吸引，因此決定從長榮跳槽到星宇；她也說，她在長榮
空服員罷工前就到星宇，還有其他長榮員工也一起過來。

星宇航空公關長聶國維表示，星宇航空籌備2年半，將在1
月23日首航，其中去程從台北出發的三個航點(澳門、峴港、檳
城)的首航航班機位都賣完，第二班和第三班還有一些零星機位
可訂購；接下來星宇航空將於4月6日再開航宿霧航線，預訂1
月20日開放官網和APP售票，希望這些售票獲得大家支持，創
造好成績；另外下半年則規劃開航東北亞和東南亞若干航線，目
前還在爭取最好時間帶，經過評估後，一旦確認真正要飛哪些航
點，將會對外宣布。

星宇航座艙公開 空少 「台版宋仲基」 自承張國煒粉絲

（中央社）有網友在個人臉書
上留言，為慶祝小英總統連任，一
連2天發出千份雞排和大家分享喜
悅，如果覺得吃雞排太膩，那沒關
係，網紅 「對嘴哥」Eddy Chang在
臉書留言， 「雞先休息ㄧ下，換火
雞來支援！普天同慶，台灣隊贏韓
國輸」，在今天晚上 6 點發放 500
盒火雞肉飯。他說， 「如果罷韓成
功還會送一次，頌啦！」

對於有網友發放雞排慶賀小英
總統高票連任， 「對嘴哥」Eddy
Chang也參與盛會，不過，他認為
要讓雞休息一下，也為了讓食物多
元化，換火雞來支援，所以決定今
天晚上6點，於 「呆獅火雞肉飯」
親自發送500盒火雞肉飯。

大老遠就看到許多民眾老早就
到處店門口等待，現場大排長龍等
著領火雞肉飯；排在第一位的詹姓

民眾特地請假從下午1時30分即來
排隊，他說，搶到頭香真的很開心
。

「呆獅火雞肉飯」在嘉義市經
營超過一甲子，目前已經傳承到第
3代，洪老闆說，從早上開始忙個
不停，大約用了 4、5 隻火雞，還
找了5名親友來幫忙。 「對嘴哥」
是這裡的常客，他指定用店裡最好
的火雞肉飯餐盒，除了基本的火雞
肉飯外，還有2樣青菜，平常1個
賣 50 元，這也是 「對嘴哥」常吃
的菜色。

「對嘴哥」Eddy Chang昨天在
他個人臉書特別錄影說明為什麼要
發送火雞肉飯，他說， 「花這個錢
對個人來說也是蠻多滴呦，為了我
是真心的反韓、真心的罷韓，不是
為了騙什麼點閱率之類的(點閱率
它自己很多我也沒有辦法)，所以

就要把韓國魚落選，蔡英文當選的
這個喜悅，化成實際的東西分享給
大家，至於發放的標準，像網紅館
長 YouTube 的訂閱量大約是 80 萬
人，我這個小朋友 YouTube 的訂
閱人數不到5萬人，所以是人家的
1/20，館長說要發上萬份，所以1/
20大概是500份，等以後有更多人
訂閱的時候，就可以發更棒的東西
。」

花這些錢怎麼不會心疼？他說
， 「你要想一個畫面喔，如果1月
11號那天晚上是韓國魚當選，所有
的韓粉和韓國魚會有多猖狂，你還
要忍受它4年喔，非常恐怖，非常
難過的心情，然後突然間醒來，原
來是個噩夢啊，實際上是蔡英文當
選，那你會有多高興，你就會覺得
這個錢你可以花，我就是這樣想的
，有點想重生的感覺，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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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天都需要打理自己的头发，

不光是为了仪容整洁，更是因为经常梳

理头发可以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有助

于滋养头皮和头发。虽然这个常识我们

都了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狗狗

的毛发也需要经常性的梳理，才能让宠

物毛发更加的健康，避免大量掉毛现象

的发生，不做秃头汪星人。

经常给狗狗梳理皮毛，有助于减少

狗狗因为正常代谢日常活动所产生的皮

毛淤积，可以使狗狗的毛更加强韧和顺

滑。同时，经常梳理狗狗的毛发，不仅

可以除去已经脱落的皮毛污垢

和灰尘，防止与还在生长的皮

毛缠结，还可以促进狗狗的血

液循环，增强狗狗皮肤的抵抗

力，解除狗狗的疲劳，这也是

一个给狗狗放松的好方法。对

于我们的家庭环境来讲，经常

性的梳理狗狗的毛发可以减少

宠物毛发的散落，避免随着狗

狗的活动，将脱落的毛发散落

到家里的各个角落。

给狗狗梳毛也是有讲究

的。除了对不同的狗狗要选

择不同的梳毛工具之外，梳

毛的手法也很重要。梳毛的

时候需要顺着狗狗毛发的生

长方向快速梳拉，注意不要

用力过猛，弄疼狗狗。同时

也要注意不要过于轻柔，很

多长毛狗狗，毛发比较厚重

，如果狗主人过于轻柔，只

轻轻梳过狗狗表面的长毛而

忽略了下面细软绵密的底毛(绒毛)长

期如此，很容易形成毛发缠结，甚至

会引起湿疹、皮癣或其他皮肤病。所

以在为长毛的狗狗梳理时，应该一层

一层地梳，可以把表面的长毛翻起，

然后对其底毛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般来说，狗狗毛发的梳理顺序，

应该是由狗狗的颈部开始，自前向后，

由上而下。先从颈部到肩部，然后依次

背、胸、腰、腹、后躯，再梳头部，最

后是四肢和尾部，梳完一侧再梳另一侧

。

我们探讨了如何梳理宠物犬的毛发

，可是很多狗主人面临的问题是，宠物

犬明明没有皮肤方面的疾病，但是就是

掉毛过多，这可能是狗主人在日常养护

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什么样的行为

会导致狗狗掉毛严重呢？

1.长期呆在房间内不出门的狗狗很

容易出现掉毛严重的现象。

所以狗主人们要尽量保证狗狗每

天的户外运动和良好的阳光照射，

因为这是非常有助于保证狗狗皮毛

健康的好方法。不过虽然户外运动

有助于狗狗毛发的生长，但是如果

狗狗活动的场所是草地、灌木丛、

树林等地方，狗狗的皮毛很可能已

经染上螨虫或者虱蚤甚至是肠道寄

生虫等。这些都会直接导致狗狗严

重掉毛。狗狗主人可以进行疾病自

查，看看爱宠身上是否有黑点，再

观察狗狗粪便里有没有白点。如果

有这些现象，那就应该及时去医院

进行检查，及时用药治疗。

2.食物太咸会致宠物掉毛

狗狗主人要注意区分人类饮食和宠

物饮食，不能主人吃什么狗狗跟着吃什

么。狗狗吃得过咸会导致大量掉毛或者

是局部掉毛。其实不仅仅是咸，包括甜

的、辣的、刺激性、增味素的食物都会

引起狗狗的掉毛。建议狗主人喂养宠物

专用狗粮。

虽然狗粮中是含盐的，但是其中的

含盐量是根据专业的比例严格控制的，

这样既能保证狗狗的肌肉力量，有不会

影响狗狗的身体健康。而人类的饭菜盐

分含量，对于狗狗的需求而言绝对是明

显偏高的，这些东西的长期摄入都会影

响狗狗的皮毛。

2.洗澡过于频繁也会导致宠物掉毛

洗澡过勤会破坏狗狗皮肤表面的正

常生长环境，同样会造成狗狗过多掉毛

。就算是换毛季节，七天洗一次已经是

很勤快了。如果担心狗狗的卫生问题，

平时可用潮湿的毛巾给外出回来的狗狗

做简单的擦拭。

以上，就是今日皮毛养护课堂的全

部内容啦，祝愿每一只汪星人都可以拥

有一身健康靓丽的毛发。

不做秃头汪星人！爱宠毛发养护课堂

多肉植物价格便宜，品种繁多，出

来状态非常的漂亮，好多人都喜欢去购

买上一盆，但是呢，我们养多肉喜欢归

喜欢，买回来以后养好的可能性几乎为

零，因为您根本就不会养，我们在家庭

中栽培多肉，想要让他长得好，快速的

出状态，养护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事

情呢？

需要注意的第1点也是最关键的一

点，养多肉植物首先，换盆之前一定要

去修根，我们买到的裸根的收到也是要

这样操作，自己养的要去给它换盆也是

要这样操作，首先把毛细根全部给它剪

掉，过长的主根适当的短截一下，然后

去晾，晾多久呢？最少要晾3~5天的时

间，晾的目的是让他剩下的毛细根彻底

的干掉，我们修剪的伤口，让他有一个

愈合的过程。晾好了以后栽种上，栽种

上以后主根就能够快速的萌发出新的毛

细根来，因为毛细根是吸收养分最正常

的根系。而且我们给他换盆换土栽种，

新的土壤它的根系慢慢的扎到里边去，

新根适应新的土壤，这样养护就不会出

现问题。

第2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配土要好

，多肉植物非常的怕淤积，非常的怕浇

水过多，淤积的土壤浇上水长时间不干

，根系容易出现腐烂的情况，特别是度

夏更加的不容易，所以说在家庭中养多

肉，你想让他保证不烂根的话，土壤配

置最少要有一半以上的颗粒土，这样就

能够保证透气透水，另外一半去给它添

加上有营养的介质，比如草炭土，腐叶

土，这样我们的多肉植物不烂根，快速

长根直接长满盆，根系长好了，生长才

会快速，出状态会更加的容易。

第3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见

充足的光照，多肉植物应该怎么

见光呢？春，秋，冬三个季节是

生长快速，出状态快速的季节，

夏季是处于休眠的状态，所以说

春，秋，冬三个季节充足的见光

就可以了，这样不会晒伤叶片，

只会让它长得快，容易出状态，

到了夏季由于它休眠不生长，我

们要给它遮阴，放到一个散射光

或者是明亮光照的地方去，就能

够安稳的度过夏季，充足的光照

，让它长得好，还不会出现徒长

的情况，多肉徒长了以后就会非常的难

看。

养多肉植物最需要注意的主要就是

这三点，这三点做好了以后就能够保证

你养的多肉植物不会出现问题，就能够

正常的生长，正常的出状态，平常养护

的时候，浇水秉着生长季节盆土干透，

给他浇透水为原则，想让他出状态，底

下的叶片轻微打蔫了再去给他浇水，想

让他快速生长的话，一个月给他1~2次

的肥料补充，选择氮元素含量高，其他

元素也不缺失的，比如花多多的十号，

这样养分充足快速生长，想让他出状态

，保证水分不缺失，让他见充足的光照

，保证着合适的温度，我们养的多肉植

物非常非常的好养，新手照样能够养好

它。

新手养多肉，告诉你3个“注意事项”

（中央社）台鐵工會去年（2019年）爭取
員工生活津貼比照軍公教，該案報行政院後遲
遲沒下文，引發台鐵工會不滿，號召1月20日
一千多名台鐵員工上街抗議，並醞釀 「若沒具
體回應，春節恐沒心情加班」，衝擊春節疏運
。交通部長林佳龍昨（1/16）親自向行政院長
蘇貞昌爭取，今（1/17）傳出好消息，蘇揆今
同意。台鐵工會宣布取消1月20日抗爭行動，
並盼2月上路。

台鐵多數員工具有公務員資格，但由於是
採資位制，不但薪資較高普考公務員低，也無
法享有軍公教福利，福利較軍公教差一大截，
包括結婚補助僅2000元、生育一胎僅補助2000
元、子女教育每年補助2000元等。去年台鐵工
會爭取台鐵員工比照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包
括結婚與生育皆可領2個月薪俸補助，父母及配
偶、子女死亡時，分別可領5個月與2個月薪俸
補助；子女教育部分，爭取國中小補助500元、
高中職最高補貼1萬8900元、大學最高補助3萬
5800元。

該案已送行政院，不過遲遲沒有著落，引
發台鐵工會不滿。因此台鐵企業工會號召 1 月
20日下午1時半1千多名員工上街抗議，台鐵員
工自主組成的台鐵產業工會也響應號召會員參

加。台鐵企業工會更揚言，若政府沒有具體回
應， 「春節大家就會比較沒有心情加班」，春
節疏運恐受衝擊。

交通部長林佳龍昨天親自向行政院長蘇貞
昌爭取台鐵員工生活津貼福利，行政院副院長
陳其邁也居中奔波協調，據了解，蘇揆今天同
意該案。台鐵企業工會文宣組組長吳長智表示
，因為行政院已經同意該案，目前結婚和生育
補助部分將比照軍公教補助金額，教育和喪葬
補助部分金額仍待計算；但因為行政院已經釋
出善意，因此1月20日上街抗議活動將取消，
春節疏運將共體時艱配合。

台鐵企業工會傍晚也宣布，針對工會爭取
參考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標準，
實施 「台鐵局福利精進措施」案，今（1/17）
交通部派員至工會進行溝通協商，以 「各機關
員工福利措施推動原則」辦理，雖協商內容未
達預期標準，但權衡利弊後，工會決定 「先求
有再求好」，將取消1月20日抗爭行動。

工會表示，該案已達成5共識，包括子女
教育以公立學校級別定額發給、生育補助2個
月薪俸、結婚補助2個月薪俸額發給、喪葬採台
鐵局薪額表中間值計算定額發給，以及行政院
核定後實施，台鐵局預算員額內之員工適用。

台鐵工會表示，鐵路工會呼籲行政院儘快
發出核准公文，盼在今年2月1日起實施，鼓舞
台鐵員工士氣，該案感謝一路支持的行政院副

院長陳其邁，以及三度向行政院叩關爭取的交
長林佳龍。

台鐵春運危機解除！
交長爭取福利獲蘇揆點頭 工會1/20抗議取消

（中央社）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前所長陳慶士2018
年因論文造假被《科學》雜誌披露而轟動國際學界，中研院今
（1/17）公布歷時1年8個月的調查結果，確認陳任職中研院期
間有4篇論文涉及數據或影像造假，決定祭出5項懲處，包括10
年內不得申請、合作中研院的學術活動與研究計畫、10年內不得
使用中研院內的學術行政資源、10年內不得兼任中研院各項職務
、任職於中研院期間學術績效不得評為第二級以上，另也將追回
這段期間的相關獎金共186萬元。

陳慶士曾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SU）醫學化學暨內科醫
學任教，研究專長為腫瘤新陳代謝機制研究與癌症引起的肌肉萎
縮研究，也是抗癌藥物專家，後來被中研院延攬擔任生化所所長
與特聘研究員，還曾借調至中國醫學大學。

不過，2017年9月，陳慶士就因涉及論文造假而請辭OSU
教職；2018 年 3 月，國際知名且重量級期刊《科學》雜誌披露

OSU公布長達75頁調查報告，指陳慶士在2006年至2014年發表
的8篇論文（ 14個圖表）造假，陳才向中研院請辭。

中研院表示，得知《科學》雜誌披露此事後，院內隨即由生
命科學組倫理委員會審議此案，並管制陳在中研院的實驗室、辦
公室並備份其電腦的資料展開調查。

中研院說，陳慶士在中研院任職期間（2014年8月至2018年
3月）掛名發表的論文共有22篇，並擔任其中16篇的主要通訊作
者；經過14次調查小組會議及6次生命科學組倫理委員會會議，
並請陳慶士提供4次書面及1次到場口頭說明，最後生命科學組
倫理委員會在去年11月8日審議決定，陳慶士博士違反中研院倫
理規約第5點 「不得有研究舞弊、造假等行為」。

中研院說，由於陳慶士不服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去年12
月20日提出再議，最後經院級倫理委員會審議後，決議維持原
審議結果並公布。

中研院表示，陳慶士在中研院任職期間所發表的22篇論文
有4篇涉及數據及影像造假其中2篇有16處有造假、變造之事實
，2處有造假、變造的嫌疑，其中一篇應主動撤稿，另一篇應提
出勘誤。第三篇論文有2處無法認定造假、變造之歸屬，陳慶士
須負通訊作者監督不周之責。至於第四篇論文，調查發現是陳慶
士研究室中的其他人涉入，會再另案處理，但陳也須負通訊作者
監督不周責任。

由於陳慶士已經不是中研院員工，中研院要如何要求他撤稿
？中研院表示，會請陳主動撤稿，若陳拒絕，會尋求其他方式處
理，一定會解決此事。

中研院說，學倫案件損及學術形象，影響國家學術競爭力，
中研院也舉辦講座、訓練課程，並加強教育宣導，呼籲每位研究
人員追求知識的突破與科學的創新之際，不要為了一時功名而棄
守學術良知。

陳慶士論文造假案中研院處分：封殺10年、追回186萬元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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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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