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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倫敦21日綜合外電報導）英國首相特
拉斯昨天宣布辭去執政黨保守黨黨魁，有支持者高
呼 「讓前首相強生回來」 ，批評者則稱強生回鍋是
對英國人民的 「侮辱」 ，強生回任可能性對早已紛
亂的政局火上添油。

英國前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7月20日在
國會進行告別演說，在將他拉下馬的自家保守黨議
員給予的最後喝采中，他用西班牙文說： 「下次見
，寶貝！」 （Hasta la vista, baby!）。他當時已對
可能回來完成未竟志業埋下伏筆。

根據 「泰晤士報」 （The Times），強生打算出
馬參選黨魁，認為這是符合 「國家利益」 的作法。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2名曾在
2019年協助強生打保守黨黨魁選戰的消息人士說，
強生這次會參選。

多名盟友都認為，儘管強生於7月因為一連串緋
聞被迫辭職，但他是可以讓英國重回穩定的第一人
選。

強生的親密盟友透露，特拉斯（Liz Truss）發
表辭職演說後的幾小時，強生就開始積極遊說。有
議員告訴強生，他是保守黨能夠維持中期穩定的最

佳選擇。
部分保守黨人則企圖在推特（Twitter）

掀起 「#讓波瑞斯．強生回來」 （#Bring-
BorisBack）的標註熱潮。

保守黨議員克拉克-史密斯（Brendan
Clarke-Smith）告訴 「天空新聞網」 （Sky
News），下任首相需要來自選民和黨員的
「授權」 ，他必須是 「真正可以成為贏家的

角色」 ，而且 「強生符合所有條件」 。
國際貿易部官員杜德里奇（James

Duddridge）在推特發文支持強生回鍋。他寫
道： 「我希望你享受了這段假期，老闆，該
是回來的時候了。有些事情在辦公室等待你處理。
」

然而，保守黨國會議員蓋爾（Roger Gale）意
見相反，他認為強生應被禁止參選，因為強生仍因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期間的 「派
對門」 （partygate）醜聞接受國會調查，他也正是
因此下台。

蓋爾說， 「直到調查完成，判定他究竟是有罪
或是清白之前，不應該有讓他重返政府的可能性」

。
反對黨工黨黨魁施凱爾（Keir Starmer）則重申

，他認為強生不適合當領導人。
他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 「如果經歷了

這場實驗、混亂和經濟損失，他們竟想回到3個月前
，重新讓那個被認為不適合的人掌權，我認為這只
是往大眾傷口上撒鹽」 。

不過強生的野心可能會碰到保守黨設下的高門
檻阻礙，這次每名參選人必須獲得100名黨籍國會
議員聯署提名才能參選。

英相添戲劇性英相添戲劇性 強生可能回鍋強生可能回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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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休斯敦聯合國協會年會晚宴昨晚舉辦
了一次盛会，萊斯大學貝克中心主任森德菲大使，國
務院主管國際組織事務之助理，國務卿西陝大使做為
主要貴賓，在會上闡述了目前世界局勢和美國當前面
對之問題。
聯合國協會會長史塔克在歡迎式中表示，對這個

成立己経有七十七年的國際組織仍然寄以希望，並將
今年的年會主旨定在對和平之希望，透過教育及反飢
餓來拯救世界之貧困人口。
曾擔任過十多個國家大使職務之西陜大使是菲律

賓裔美人，在他服務公職四十年中，她曾代表美國走
遍了世界，她也鼓勵年輕人能獻身外交工作。
聯合國協年之會址几年來都設在國際貿易中，我

忝為理事也希望盡份簿力，共同努力來促進世界和平
。
今晚我也邀請華裔領䄂及好友出席，出席人數近

四百人，大家在疫情過後能共聚一堂，賓主盡歡。

休斯敦聯合國協會年會晚宴休斯敦聯合國協會年會晚宴

CelebratingCelebrating 20222022 United Nations DayUnited Nations Day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hosted a dinner party at the

Junior League of Houston on Thursday night. Ambassador David Satterfield
of Rice University Baker Institute and Ambassador Michele Sison were
among the speakers. They elaborated on the current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problems facing our nation,

President of UNA Danial Stoecker thanked all the guests joining the
annual UN day celebration, a commemoration of the 77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n expression of our hopes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of Earth’s citizens as expressed in the founding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her speech Ambassador Michele Sison,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 wanted to
encourage the young generation to plan for foreign service.

The UNA Houston office has been loca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for many years. I also serve as a board member and try my best to
serve the association.

Today the world has many troubles. We all hope that the UN can be a
part of the solution to promot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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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墜落的生命墜落的生命----黃義交以義氣黃義交以義氣
與人交友竟以殘忍手段了結生命與人交友竟以殘忍手段了結生命,, 慟慟!!

大清早當我在書房閱讀與寫作時, 內人來告知她剛從媒體上得悉黃義交兄在台北墜樓身亡的
噩耗 , 我內心震撼不已, 第一個念頭認為那是假新聞, 因為我不相信一向樂觀的義交兄會以這種殘
忍手段了結生命, 不過想到最近因為那個厚顏無恥的媒體女人周玉蔻把台灣媒體與政壇搞得烏煙
瘴氣, 義交兄因為交友不慎,不幸曾與此潑辣女人有染, 所以深受其害, 在沉寂好長一陣子後,現在
又因周玉蔻蠻纏毀謗一位良家婦女名節而牽扯出義交兄, 他又一再被人提起而遭到羞辱, 所以用
灑脫跳樓方式來結束人生, 除了是向關懷他的人表示歉意外,也算是向這個蹂躪他名聲的女蔻的嚴
重抗議!

1990年10月底我與內人笑榮隨著大哥李蔚華從德州長途跋涉到華府創辦了”華盛頓新聞”,
當時我們所接觸到的第一位台北派駐華府的新聞官就是黃義交, 他的新聞專業與素養很高, 而且
個性開朗樂觀,待人非常親切,熱情的宴請我們, 給我們很多指導和協助, 雖然才短短半年的相處交
往他就被調派回台北了, 但我對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黃義交兄從華府返回台北後成為宋楚瑜省長的核心幕僚, 由於才華洋溢一路升至新聞處長與
臺灣省政府發言人, 後來宋楚瑜在2000年總統大選落敗後成立親民黨,為壯大海外陣容，特別成
立海外黨部,人在芝加哥的我早先獲得義交兄推薦籌組了”海外親民會”, 並特別安排接待張昭雄
副主席來到美國巡迴訪問, 也吸收了許多親民黨的黨員,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的第二天, 我接
到鍾榮吉秘書長的電話, 告知我已被親民黨提名為海外不分區立委第二名, 後來有一天宋楚瑜主
席到台中為黃義交助選立委, 當他們到台中菜市場掃街拜票時, 我的岳母也擠在支持的人群中, 她
很幸運靠近了宋主席與黃義交兄的身邊, 大聲的告訴他們:” 在芝加哥的李著華是我的女婿”, 結
果宋主席毫不假思索的伸出拇指對我岳母說:” 我推舉他為僑選立委”, 當我岳母向我與內人提
起這件事時, 我都感到非常的榮幸, 不過後來我因為戶籍的關係喪失了僑民的資格, 而與立委擦身
而過, 但對宋主席提攜之恩永難忘懷,後來我死忠支持親民黨並自費為親民黨在海外創辦了” 親
民之聲” 週報, 與黨部和義交兄的關係更加密切, 也結識了李慶安、秦金生、張駿逸與張榮法等
非常好的朋友, 直到”國親合”之後我才重返國民黨。

義交兄的驟然逝世讓我內心十分的哀傷，就像幾年前秦金生兄與劉文雄兄以及今年初含恨跳
樓離世的龐建國兄突然離世一樣, 人生充滿了太多的無奈、無 情與無知, 義交兄您一路好走, 我與
內人就像許許多多您的朋友一樣會永久懷念您…………

歐洲能源危機下歐洲能源危機下，，土庫曼斯坦對華出口翻土庫曼斯坦對華出口翻22倍倍，，中石化發現天然氣寶藏中石化發現天然氣寶藏
(綜合報道）據環球時報19日報導，就在歐洲國家開始為過

冬籌備“八件套”時，中國在天然氣領域上又獲得了一項重大突
破，中石化在四川盆地找到了一處“寶藏”，天然氣產量多達
3878億立方米。此外，土庫曼斯坦再次宣布，將為中國提供翻
倍的天然氣。看來中國人民能在全球能源危機的背景之下，溫暖
地度過這個冬天了。

近日，中石化宣布，在四川盆地頁岩氣的勘探項目中取得了
重大突破。在金石103HF探井項目中，獲得了穩定的高產工業
氣流，天然氣日產量可達25.86萬立方米。經過證實後發現，其
資源量達到了3878億立方米。

據該報導數據計算，該項目中探井開采的天然氣日產量可以
滿足近26萬戶家庭的日使用量。中石化方面表示，此次開採取
得的突破，將為川渝地區成為千億立方米級天然氣產能基地助力
。此外，我國在此次頁岩氣的勘探中，通過創新的手段，使用了
新壓裂液體系和壓裂工藝，這一技術的成功使用，也標誌著我國
探勘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在當前全球能源危機的背景之下，天然氣的重要性日漸凸顯
出來，與歐洲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
今年冬天在天然氣的儲備上不存在困難。我國一些能源公司的員
工也表示，能源供應公司在今年並沒有採購現貨，儲量主要來自
於往年簽訂的合同訂單。

除我國的新發現外，還有一個喜訊就是，土庫曼斯坦將增加
對中國的天然氣出口量，並直接將數字翻了一番。

據土庫曼斯坦方面表示，考慮到中國不斷增長的需求，土庫
曼斯坦正在努力增加天然氣的供應量。土方還同中方在兩國之間
建設第四條天然氣管道進行了詳細討論，計劃將此前供應的340
億立方米增加到650億立方米。土庫曼斯坦也成為了中國國內市
場上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國。

近年來，中國也加大了參與中亞國家的天然氣行業建設的力
度，中企還積極同該國的燃料和能源綜合體展開合作。而中國在
天然氣的進口中，也逐漸實現了多途徑與多元化，更有效地保障
了我國能源的安全。

就當前的國際局勢來看，衝突與能源是難以分割的，還在持
續進行的俄烏衝突已經極大改變了世界的能源結構。美國以“和
平”和“民主”為藉口，將歐洲國家綁在了俄烏衝突的戰車上，
自己卻藉機“趁火打劫”，將天然氣以四倍的價格出售給歐洲，
歐洲的民眾無法依賴政府，只能在這個冬天紛紛備上“過冬八件
套”。

此前，中國能源供應商們還將過剩的天然氣轉售給歐洲國家
，歐洲國家一邊慶幸中國不會在這個冬天和他們爭奪天然氣了，
一邊又埋怨中國藉此機會賺錢。隨後，在中方宣布禁止轉售天然
氣給歐洲後，美國又來“倒打一耙”，指責中國此舉加劇了歐洲
國家的能源危機。

總的來說，資源也是國家實力的另一種體現，有了充足的能
源儲備，就能擁有更強大的戰略儲備和定力。近日，我國能源局
也表示，將通過多種方式增強能源供應，確保我國民眾能夠溫暖
過冬。在國家的能源保障下，無論這個冬季多寒冷，中國人民都
無需擔心。



加速分拆加速分拆，“，“瘋狂瘋狂””套現套現13601360億億
全球汽車巨頭大眾全球汽車巨頭大眾，，要孤注一擲要孤注一擲？？

【綜合報道】新能源車企業的造富神話吸引著每一家傳統車企。
對於傳統車企而言，“轉型”將是未來幾年的關鍵詞。且隨著新能源車滲透率越

來越高，傳統車企的轉型就會越來越快。
前段時間，大眾將旗下的保時捷打包上市。保時捷的上市創下了歐洲近十年以來

的IPO紀錄。
據悉，通過保時捷IPO，大眾一舉賣出了保時捷25%的優先股，相當於公司整體

股份的12.5%，套現約91億歐元，約合人民幣645億元。
此次出售完成後，大眾汽車持有保時捷優先股的流通比例降低至24.2%。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本次IPO之後，保時捷將一躍成為全球第四大造車企業，市

值也超過了母公司大眾，不過近期其股價稍有回落，市值也已經被母公司超越。
眾所周知，對比新能源車企，傳統車企目前明顯被低估，除了估值之間的差異，

產量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那麼，未來兩年里新能源車的估值是否會回歸合理水平？大眾等傳統車企會不會

加快新能源轉型的速度？傳統車企會不會迎來一波估值的修復？
保時捷IPO，是近兩年車企裡比較大的項目。
作為傳統車企裡的豪華品牌，保時捷這款車在全球範圍內都享受著不錯的溢價。

根據保時捷的招股書顯示，2021年，保時捷一共向全球範圍內的客戶交付車輛共計
30萬輛，此數據約佔大眾集團總交付量的3.3%。

從數量上，保時捷的交付佔比並不算高，但是從營收的角度，保時捷的價值非常
明顯了。招股書顯示，2021年保時捷的營收為311億歐元，同比增長15%，增幅為
44億歐元，淨利潤為53億歐元，同比增長27%，該利潤佔據了大眾集團總利潤的
27%左右。

此外，招股書還顯示，2021年保時捷的銷量整體增加了11%，同時這也是保時
捷品牌年產量首次突破30萬輛。

從全球角度而言，保時捷銷量的上漲離不開中國市場。數據顯示，2021年保時
捷在中國的交付量為9.6萬輛，同比增幅為8%。據悉，中國是保時捷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

保時捷首席財務官麥思格則表示，儘管全球經濟形勢嚴峻，但保時捷依舊有信心完成全年
390億歐元的目標。

我認為，大眾集團選擇此時分拆保時捷IPO，背後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一方面特斯拉的
大漲盤活了全球新能源產業，新能源車的滲透率越來越高，對於傳統車企的擠壓是相當明顯的。
另外一方面，因為全球經濟形勢複雜，這兩年全球主流車企的日子並不好過，所以分拆上市之後
也可減輕大眾集團的財務壓力。
“瘋狂”套現1360億

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傳統車企和新能源的車企之間的估值進一步拉大。
所以拆分、上市是目前大部分主流車企的選擇，對於這些傳統車企而言，其手上有大把的豪

車品牌，分拆上市是應對電動化的共同選擇。
近五年以來，中國多家造車新勢力已經通過一定量的量產登陸資本市場，蔚來汽車等品牌也

快速地切入歐洲市場，給傳統車企帶來了不少的壓力，尤其是當比亞迪等車企交付數據不斷提高
之後，其傳統車企與新能源車企之間的估值更是被進一步拉大。

對於傳統車企而言，這兩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窗口期，如果不能抓住此輪時間窗口，那麼將
是“災難性”的。一旦新能源車企產能完全跟上，那麼傳統車企與新能源車企的鴻溝就再也無法
填平。

根據資料顯示，保時捷計劃向電氣化和數字化轉型投資150億歐元，預計到2025年，純電及
插混車型的銷量將占到整體銷量的一半，預計到2030年，純電車型的比例計劃達80%以上。

此外，保時捷的上市也為大眾集團帶來了大量的現金流。大眾汽車集團首席財務官Arno
Antlitz則表示：“保時捷的上市，為大眾汽車實現電動化戰略提供資金方面發揮了作用。”

根據資料顯示，此次IPO之前，大眾已經溢價向保時捷-皮耶希家族出售了100.9億歐元的普
通股，約合人民幣715億元。

也就是說，在保時捷IPO的進程當中，大眾集團套現了約192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360億元
。
加速電動化，全力追趕特斯拉

當下，電動化已經成為全球車企的主流方向了，對於所有的車企而言，這是一張“明牌”。
加速轉型新能源就會獲得資本的認可，比亞迪就是最佳的案例。

近兩年，特斯拉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大車企，並且將全球第二大車企遠遠地甩在了身後，其市
值大約是豐田的3.75倍。對於年交付量不足150萬輛的特斯拉，這樣的差距顯然是傳統車企所不
能接受的。

對於傳統車企而言，當下轉型除了資金需求之外，新能源車的滲透也是擠壓傳統車企的主要
問題。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大眾此次分拆保時捷之後，還考慮了分拆蘭博基尼的方案，如果未來蘭
博基尼能夠分拆上市，那麼大眾轉型步伐可能會進一步加速。

大眾此次通過出售保時捷股份獲得了大量的現金，而這些現金也加速了大眾集團入局新能源
領域的步伐。

據悉，今年7月大眾成立了PowerCo公司，該公司將負責整個電池價值鏈的活動。根據大眾
集團預計，到2030年，PowerCo將與合作夥伴一起投資逾200億歐元發展電池業務領域，年銷售
額將超過200億歐元。

綜合而言，傳統車企通過分拆上市正在不斷減少集團新能源化的阻力，對於傳統車企而言，
沒有什麼比提升估值更為重要的事情了。因此我認為，未來兩三年全球主流的傳統車企將會加速
入局，估值從而得以修復。而以特斯拉為首的新能源車企估值也將會逐步回歸到合理水平。

屆時，新能源車市場的競爭將會進一步加大，一些還未適應市場的傳統車企以及產能跟不上
的新能源車企將會被市場無情地淘汰。可以預見，再過兩三年新能源車領域將會開啟“紅海”模
式，屆時，真正的全球競爭才會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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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效應有望釋放
增強穩外貿合力

第 132 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廣交會)在線上開幕。業內人士認為，

作為我國外貿的“風向標”“晴雨表

”，在政策支持加碼下，廣交會的長

期效應將持續釋放，外貿韌性將進壹

步增強。此外，進博會等對外開放平

臺作用有望進壹步發揮，為穩外貿增

強動力和底氣。

老展會釋放新活力
經過多年發展，廣交會已由中國產

品走出去的窗口，成為進出口商品交易

雙向促進的平臺。

“本屆廣交會平臺功能進壹步優化

升級。”廣交會新聞發言人、中國對外

貿易中心副主任徐兵表示，第132屆廣

交會以“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為主題

，圍繞提升對接成效和用戶體驗，進壹

步優化線上平臺功能。同時，發揮線上

優勢，突破展期限制，從第132屆起，

每屆廣交會線上平臺服務時長從10天延

長至5個月，除展商連線、預約洽談功

能使用時間為10天外，其他功能均持續

開放。

徐兵介紹，本屆廣交會上眾多實力

與特色兼具的優質企業將集中亮相，其

中品牌企業2094家，擁有國家級高新技

術企業、中華老字號、中國海關AEO高

級認證、國家企業技術中心等稱號的企

業超過3700家。

借助廣交會平臺，福建晉江嘉年華

嬰兒用品有限公司正積極推動產品創新

。該公司是廣交會多年的老朋友，壹直

致力於嬰兒用品研發。“這兩年廣交會

轉到線上，我們就在線上尋找新客戶，

產品開發緊跟全球潮流。”該公司相關

負責人顏呈曉說。

除借助廣交會推動產品創新外，不

少企業與廣交會共成長、同創新，在線

上設立虛擬展廳，展示形式從貨架式陳

設到豐富場景體驗，通過直播、3D等形

式，讓采購商身臨其境。

政策支持持續加碼
為進壹步發揮廣交會平臺作用，商

務部近日發布的《支持外貿穩定發展若

幹政策措施》明確提出，辦好第132屆

廣交會線上展。擴大參展企業範圍，除

實體展的2.5萬家參展企業外，支持所有

符合參展資格標準的企業自願申請參展

。加強招商引流，綜合運用多種渠道宣

傳推薦，進壹步提高采購商註冊觀展數

量。優化平臺功能，便利供采對接，提

高成交實效。

“廣交會是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開

放的重要平臺，是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

重要渠道。”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

兼副部長王受文日前表示，除廣交會外

，商務部還會同各個地方發展線上展會

，鼓勵貿促機構和會展企業舉辦境內線

上對口洽談、境外線下商品展的自辦展

，助力企業抓訂單、拓市場。

從廣交會到進博會，政策支持均在

加碼。為發揮進博會平臺功能，商務部

對外貿易司司長李興乾日前透露，商務

部正與相關部門壹起，持續推動擴大全

球優質產品的進口，將重點做好擴大市

場開放、創新進口促進平臺、發揮展會

的進口功能三項工作。

“首屆進博會舉辦以來，我國通

過開放促進自身加快制度建設、法規

建設，不少支持進博會的創新政策紛

紛落地並固化成為制度性的創新，進

壹步優化了營商環境，推動了經濟高

質量發展。”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

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說。

增強外貿增長動力
業內人士預期，在政策支持下，

廣交會、進博會等對外開放平臺作

用將進壹步發揮，廣交會的長期效

應和進博會的“溢出效應”有望持

續釋放。

“廣交會是我國外貿的‘晴雨表’

和‘風向標’。隨著政策支持加碼，廣

交會的貿易對接效率有望進壹步提高，

新市場新渠道將得到拓展。”商務部研

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示，

未來我國外貿韌性將進壹步增強，新動

能將更加充沛，為外貿增長增加動力和

底氣。

進博會的“溢出效應”將持續擴大

。商務部數據顯示，前四屆進博會累計

意向成交額達2700多億美元。對外經濟

貿易大學副校長洪俊傑表示，進博會不

僅在引資方面作用顯著，也為國內企業

開拓海外市場搭建了平臺。不少企業在

進博會上結識了海外有投資前景的合作

夥伴，通過海外建廠，提升企業的國際

化經營能力，實現在全球價值鏈上位置

的提升。

政策護航疊加多重效應釋放，四季

度外貿保持增長可期。東方金誠首席宏

觀分析師王青預計，四季度我國出口將

保持正增長。進口方面，在國內經濟持

續恢復的推動下，我國大宗商品等進口

需求會有所增加。綜合出口和進口數據

，四季度我國貿易順差將保持較高水平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

國預計，四季度我國進出口數據將保持

兩位數增長。

首單QFII國內商品期貨交易完成，衍生品市場迎增量資金
綜合報導 瑞銀期貨完成了首單國內商品期貨

交易，成為首家支持QFII參與境內商品期貨市場的

期貨公司。

9月2日，上期所及其上期能源、鄭商所、大

商所、中金所同時發布公告，明確了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可以參與的41個包期貨、期權品種，其中包括商

品期貨品種23個，商品期權品種16個，以及股指

期貨和股指期權，其中參與股指期貨和股指期權交

易的目的限於套期保值交易。

瑞銀期貨董事長張家榮對第壹財經稱， QFII

業務和國際化品種業務壹直是瑞銀期貨的戰略重點

，多年來服務於QFII在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的套期

保值業務，並且不斷拓展海外客戶交易商品期貨國

際化品種的業務。接下來將不斷豐富和優化產品、

服務。

近年來我國股指期貨為相關境外投資者提供了

豐富的風險管理工具。目前，外資參與股指期貨交

易的主要途徑為QFII和RQFII。

根據4家期貨交易所發布公告顯示，合格境外

投資者(QFII、RQFII)可參與交易期貨和期權品種共

計41個。具體包括黃金、白銀、低硫燃料油、甲

醇、白糖、豆粕、豆油等商品期貨和銅、鋁、鋅、

甲醇、白糖、股指期權等。值得壹提的是，上述品

種中目前實現國際化的有原油、低硫燃料油、20號

膠、鐵礦石、PTA、國際銅、棕櫚油、原油期權、

棕櫚油期權9個品種。

根據證監會數據，今年1~8月份，外資通過滬

深港通凈流入A股市場632億元。截至8月26日，

境外投資者在股指期貨市場等客戶權益為317.55億

元。其中在原油期貨、鐵礦石期貨、PTA期貨、20

號膠、棕櫚油、國際銅、低硫燃料油期貨市場的客

戶權益合計212.97億元，總的看來，境外投資者在

國內期市的客戶權益達530.52億元。

南華期貨董事長羅旭峰對第壹財經記者說

，QFII 和 RQFII 的進入有望為期貨市場帶來新

的增量，使得期貨經營機構迎來新的業務增長

點，也有利於促進期貨經營機構的國際化發展

，但同時也對期貨經營機構的各項服務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會在壹定程度上加劇行業的

分化。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也於近日在2022年

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上表示，將繼續穩步擴大

商品和金融期貨國際化品種，支持開展期貨產品

結算價授權合作，實現期貨市場開放路徑多元化

。同時支持香港推出國債期貨，研究支持香港推

出國債期貨，加快推動境內國債期貨市場對內對

外開放。

經濟要聞

著名华人导演陈可辛，最近曝出了一个重

要新闻。

他跑到韩国，成立了一家“泛亚洲制片公

司”，专门拍一些影视剧，面对的市场有港台

地区、韩国、泰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等，但可能并不包括中国大陆市场。

陈可辛的目标，是做中国的“奈飞”。

但这个中国的“奈飞”却好像一开始就放

弃了中国大陆市场，只拓展大中华区的周边市

场，好像有些吊诡。

目前，陈可辛的这个新公司，已经准备出

品一些作品，其中就有章子怡主演的《酱园弄

杀夫案》。

“泛亚洲制片公司”对这部剧的官方说法

是：“这部剧集将通过描绘她经历的各种考验

，揭示中国领导层更迭的变迁，从日据时期到

国民党政府再到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领导层的更迭变迁，这么敏感的主题

，陈可辛的野心不小啊。

怪不得他要跑去韩国开电影公司，拍这些

东西呢，这题材现在想要在国内过审，怕是要

费一番周折的。

这部《酱园弄杀夫案》很快就将在釜山电

影节上公开前5部剧集，并预计在头四年交付

。

除了这一部，还有甄子丹主演的《败北之

人，隐藏大师》，子丹哥在里面饰演一个可以

打10个的美国武术家，发现了中国武术大师们

背后天大的秘密。

另外还有根据韩国漫画改编的两部，和陈

可辛2002年开发的恐怖 IP《见鬼》的续作。

又是凶杀，又是阴谋，又是政治，又是恐

怖，这些题材确实很敏感。看来陈可辛这一到

韩国，真的有点放飞自我的感觉。

陈可辛为什么要跑去韩国拍剧，为什么要

放弃大陆市场呢？

他拍的是华语作品，大陆市场应该是最大

的市场才对，是“兵家必争之地”才对，怎么

就这么放弃了呢？

前面说了，陈可辛的理想是做中国的“奈

飞”，可是，当影院和审查像两把枷锁同时压

在他身上时，他这个理想是达不到的。

首先是审查。

这个不用多说，大家也能感受到近些年我

们国家对于影视作品的审查力度是越来越严格

。审查严格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是有的。

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未成年人，许多暴力、

血腥、恐怖、色情、三观不正的影视作品在第

一关就过不了。

由于审查制度一直都在，长时间以来，中

国的电影从业者们都是“戴着镣铐起舞”。但

是到了2018年以后，审查

力度再度加强，这一次，

是直接将电影当作“宣传

工具”来规定了框架范围

。

2018 年，原电影业的

主责机关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被撤销，改由中宣

部下属的国家电影局接管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

“更好发挥电影在宣传思

想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特殊

重要作用”。

很多命题作文式的

“主旋律”电影，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产出的。

陈可辛也曾经拍过

“主旋律”电影。比如

《夺冠》，一部讲述中国

“女排精神”的电影。

不过在《夺冠》之前

，他本来还有一部体育类

传记电影，就是讲述中国

网球名将李娜的故事。

但这部电影一直难产

，后来改名为《独自上场

》，到今天“豆瓣”都已

经找不到这部电影的痕迹，只有一部7分钟的

相关短片被收录。

它就这样找不见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一样。

审查只是让陈可辛感到无奈的一部分。

一场疫情，中国电影业进入“至暗时刻

”。

一旦有点啥风吹草动，电影院都是最先关

门的。这两年来许多电影不得不因此换档、撤

档，不管是煤老板还是搞互联网的，也都对电

影投资小心翼翼。

不断地延期、撤档、影院停业，已经让中

国电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狭窄。

著名导演田壮壮新片《鸟鸣嘤嘤》杀青

两年多，送审之后一直没有消息，上映遥遥

无期。

老人很失落地说：“我能接受任何一个审

查结果，但我确实不能接受一个我送审两年多

，你一句话没跟我说的结果”。

而陈可辛在韩国，第一不用接受电影审查

。韩国在1984年就废除了“电影审查制度”，

说起来还真是个有意义的年份。

第三，他可以通过更多渠道拿到投资。

根据新闻稿的说法，陈可辛的这个新成立

的制片公司：“旨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制作中心

，为流媒体提供优质的剧集内容。该公司从亚

洲来源筹集了大量资金，旨在开发和制作面向

平台的剧集，而无需求助于传统资金和编剧限

制。”

就是陈可辛现在不单单靠拿中国大陆的投

资了，在亚洲他有很多渠道可以拿到投资。而

且不像过去的传统电影投资那样，有很大的风

险，他现在是拍电视剧，在流媒体上映，摊子

没有那么大，成本控制可以做到更好。

第四，陈可辛选择去韩国，还因为有一颗

不服输的心。

陈可辛是一位泰国华人。

他目前拥有泰国和美国的双重国籍，还有

中国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

陈可辛本来是在香港出生的，但是在 12

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民泰国，并加入了泰国

国籍。后来他去美国留学后选择回到出生地

和童年生活的香港，并在香港开始了自己的

电影之旅。

1991年，30岁的陈可辛执导了自己的处女

作《双城故事》，由谭咏麟、曾志伟、张曼玉

主演，影片大获好评，也让陈可辛一炮而红。

随后，陈可辛又导演了一系列优秀的港片

，其中《甜蜜蜜》、《新难兄难弟》、《金枝

玉叶》这几部最为经典，也奠定了陈可辛在香

港导演界的地位。

他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亲历者和当

事人，他见证过最辉煌的时代，也亲眼看着这

个时代无可挽回的没落。

时至今日，韩国的影视剧后来居上，赶超

香港，成为在全球最受欢迎的亚洲娱乐力量，

尤其是最近几年一些爆火的韩剧，在欧美反向

文化输出。

陈可辛在韩剧的身上看到了复兴中文剧的

希望。

他说： “因为我真的不认为这世界的人只

看英文的，韩国已经证明了。韩国现在全世界

也看，不止全亚洲。如果看韩剧，那为何不看

中文剧呢？因为以前也都是看港产片的，其实

韩剧的市场就是以前港产片的市场。如果韩剧

拿走了我们的港产片市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拿回韩剧的市场呢？”

离开了大陆市场的陈可辛，如今正在韩国

，这个抢走了当年港片市场的地方，重新开始

，向着自己“中国奈飞”的梦想，一步步前进

着。

这也是一种“讲好中国故事”的曲线道路

吧，说不定，这样的“中国故事”，还真能风

靡世界，重回港片的荣光。

放弃大陆市场，陈可辛到韩国要做中国的“奈飞”



开放中国

展品入境进入高峰阶段

总价值5.6亿元人民币、共25件珠宝艺术作品——9月20日，五
届进博会以来单批价值最高展品顺利入境，这也是第五届进博会首
批进境展品。

“这批展品价值较高，走的是航空货运贵重货物通道。”上海浦
东机场海关物控查检一处科长谢敏副说，“我们提前会商航空公司、
地面仓储、代理企业，制定相关监管方案，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快速验放。”

据介绍，第五届进博会消费品展区设置时尚潮流及珠宝板块，
集聚中高端消费品行业优质企业，展品范围覆盖服装服饰、箱包、珠
宝、艺术品等消费品类。今年，艺术家陈世英首次参展进博会，将集
中展示闻名全球的《悟蝉知翠》胸针及雕塑等100多件珍贵珠宝艺术
作品，其中25件已完成入境通关程序，其他展品正在入境备展。

9月中下旬以来，第五届进博会展品陆续入境。9月21日，欧姆
龙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展览品国际通行“护照”——ATA单证册，向上
海海关申报，成为第五届进博会首票海运通关的进境展品。

“我们已连续五年服务进博会展品进境，感受到参展展品更多
更新，通关过程更快更便利。”欧姆龙乒乓球机器人主运代理东浩兰
生集团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副经理沈凌说，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进博会专用模块等信息化
手段的赋能下，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录入《进博会进境物资证明函》、
提交ATA单证册等手续。

从航空货运到海运通关再到专列运输，全球好物正加快脚步奔
赴上海。9月底，“中欧班列-进博号”从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发车。国
际货运代理英铁瑞欧洲公司业务拓展经理亚历山大·托纳特介绍，
该趟班列中有 14个 40英尺集装箱用于装载进博会展品，主要包括
汽车配件、机械组件、浓缩清洗液、汽车摩擦材料等。从汉堡出发
后，班列将途经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经中国满洲里口岸入境，预
计10月中旬抵达上海。

去年10月29日，从汉堡出发的首班“中欧班列-进博号”到达上
海，装载了智能真空喷射冲洗系统、电机零件等第四届进博会展品，
这也是进博会展品首次搭载中欧班列抵达上海。汉堡市政府办公
厅国际局代表罗伟哲表示，“中欧班列-进博号”连续运行，不仅标志
着上海与汉堡之间的中欧班列线路正实现双向运输平衡，也继续为
德国企业赴上海参展进博会提供极大便利。“上海和汉堡之间的关
系非常好，‘中欧班列-进博号’是一个新的例证，来自汉堡的企业也
正积极地参加第五届进博会。”罗伟哲说。

新规保障进博会越办越好

10 月 1 日，一项新规在上海正式施行——《上海市服务办好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条例》。条例主要从支持办展办会、服务与保障、
综合效应等三方面作出规定，共五章四十条。

根据条例，上海的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
明确的进口博览会承办单位，聚焦重点领域，做好先进技术和产业
的招展。同时，条例对出入境便利化服务、志愿服务、知识产权保
障、法律服务等内容作出规定，提供高质量服务，包括上海加强进口
博览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全球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在进口博
览会首发、首展。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阎锐表示，为了更好发挥进博会
“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作用，持续放
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推动进博会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
好，上海通过地方立法对办好进博会提供法治支撑，固化服务保障
机制和举措，持续放大综合效应。

制度保障给力、服务举措更细，为举办一届更好的进博会提供
支撑。智能预报、气象可视，日前举行的第五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
障综合演练现场推出了一套气象实时数据监控保障系统。上海气
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系统将聚焦进博会核心区和重点场
馆，滚动显示天气实况和逐小时天气预报信息，气象部门会将最新
监测预报信息通过气象先知系统可视化呈现，第一时间通过大屏推
动至进博会前方指挥部、城运中心和各应急联动部门，为进博会运

行保障各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上海正在统筹推进 17个保障组的筹备工作，持续推进 216项

重点任务落实和27个重点问题的协调解决，着力提升服务保障的法
治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顾洪辉说。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表示，主办方将在支持政
策、交易采购、人文交流等方面积极采取务实举措，努力实现第五届
进博会支持更有力、服务更优质、成效更显著，让各方更有获得感。

“不仅推动税收优惠、通关便利、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常态化，第五
届进博会还增加了最不发达国家企业免费摊位数量，以缓解疫情和
国际经济不确定性给参展中小企业带来的冲击。”孙成海说。

推动更多优品进入中国市场

服务更优，平台更好，全球展商对第五届进博会有着更多期待。
今年，施耐德电气将第五次参展进博会。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

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正表示，在前四届进博会上，施耐德电气围绕
绿色、数字化等主题展示了大量新理念、新产品、新服务、新应用，包
括首发EcoStruxure开放自动化平台、推出新一代绿色智能中压开关
设备。期间，施耐德电气签约的客户从工业制造、能源装备、数据中
心等领域，扩展到新能源、生物制药、化工、建筑、酒店文旅、农产品
等领域，“朋友圈”持续扩大。

尹正介绍，第五届进博会上，施耐德电气将围绕“数字赋能，全

程减碳”主题，搭建低碳工业、低碳能源两大展区，展示绿色能源管
理、绿色智能制造相关的领先技术与实践成果。“我们期待通过进博
会这一平台，携手更多中国伙伴加快数字化和绿色低碳的双转型，
合力推进‘双碳’目标落地。”尹正说。

同是进博会的老朋友，今年霍尼韦尔将聚焦能源转型、航空
运输、智能建筑、智慧供应链、医疗健康等五大应用领域，集中展
示超过 60 项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两项在中国首发的
新产品和技术。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表示，霍尼韦尔把进博会
视为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首发首展旗舰创新产品、扩
大中国投资、拓展合作伙伴关系的一站式平台，依托进博会开放
高效的平台效应，霍尼韦尔不断将领先的创新成果引入中国，并
推动本土创新持续走向世界。

有老朋友相聚，也有新朋友登场。今年，冰岛将第一次亮相进
博会国家展。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表示，冰岛和中国在贸易、旅游、
创新、技术、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绿色地热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
冰岛将于本届进博会展示新鲜海产品、烈酒、巧克力、化妆品等产
品。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表示，中国高度重视进口，积极
主动扩大进口。2021年，中国进口总额 2.69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口
比重达到了11.9%。今年1-8月，中国进口1.8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6%。“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最近三
年，每届进博会的成交额都超过700亿美元。我们将继续办好进博
会，连接全球、买卖全球、服务全球，推动更多国家的优质产品进入
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李兴乾说。

距开幕不到1个月，超28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已确认参展——

招商办展提速，第五届进博会近了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距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不到 1个月，
招商办展进展如何？有哪些新看点？近日，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局、海关总署等多个部门介绍最新情
况：企业商业展招展工作已经完成，参展的世界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280家，回头率近90%；上海
海关在 10月迎来第五届进博会展品通关高峰，设立
100多个进博会通关专窗和专用通道。

从 2018 年到 2022 年，进博会 5 年来不断深化国

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
作用，成为众多全球新品的首发地、前沿技术的首
选地、创新服务的首推地。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第五届进博会将于今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如期
举办。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呈现出展览水平更
高、朋友圈更大、专业性更强等特点，大量新产品
首发首展，将为各国企业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
共赢搭建更好平台。

◀日前，第五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展前供需对
接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行。图为参展商代表

（前左二） 在对接会上向采购商介绍企业产品情况。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 9月29日，上海国际友城港开港仪式在
上海举行。上海国际友城港是由上海市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与东方国际 （集团） 有限公司共
同打造的国际友城资源和进博会资源深度融合
的创新平台，旨在进一步承接放大进博会溢出
带动效应，更好地推动上海与各国际友城在经
贸领域的务实合作。图为上海国际友城港商品
展示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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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澍攜手隊友龐鈺千奪青年
組50米步槍臥射混合團體賽金
牌。 ISSF圖片

短說
長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於上周
在香港紅館舉行的“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
4強賽打出147滿分，以及最終不敵世界排名
第1的奧蘇利雲獲得亞軍的港將傅家俊，在
主場“夢想成真”的同時，其開辦的桌球學
校“大師桌球王國”之分校──“D．Park
多元智能桌球室”也正式開幕。15日，他以
校長身份出席開幕典禮時稱經歷大師賽後有
一種“開心的失落”，希望未來有機會再在
主場出戰排名賽及推動桌球運動的發展。

校址設在荃灣的“D．Park多元智能桌
球室”與知行善心慈善基金合辦全新“多元
智能桌球室”。傅家俊對此感到非常興奮：
“小時候跟爸爸到桌球室打桌球，感覺那個
地方是屬於大人的，讓我有種格格不入之
感。到女兒出世後，更感香港缺乏可以讓兒
童發展桌球運動的地方，所以就有了成立兒
童桌球學校的構思。

多得一班好友支持，兩年前開辦首間學校
後，沒想到這麼快便能擁有第二間分校，在
此，真的要多謝各方好友支持和配合。特別是
今次的合作夥伴——知行善心慈善基金，以及
場地夥伴D．PARK，令到我多年的夢想，能
夠這麼快便實現，感激！”

被問到上周的香港大師賽，傅家俊坦言感
覺就如完成一場演唱會或舞台劇般有種“開心
的失落”：“大家為了比賽籌備很久，我自己
也備戰了幾個月，沒想到這麼成功。不過一切
都會過去，很開心完成這項壯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曉莉）U18亞洲
田徑錦標賽（亞少
賽）當地時間13日在
科威特揭幕。港隊繼首
日賈慧妍在女子跳遠比
賽奪銅後，14日再添1金1
銅。其中，現年16歲港隊小將白凱文在女子
100米欄決賽以14秒02的成績首名過終點，
成為繼潘幸慧（2015年）及韋祺（2019年）
後第三位於是項大賽奪金的香港運動員。
當日，白凱文第3線起步，起跑時間第2

快，在首數個欄已帶出，最終跑出14.02秒
率先衝線奪金，較個人最佳時間快了0.19
秒。
而港隊於次日收穫的一枚銅牌則來自李

紫桃的女子100米。她於女子100米決賽以
12.15秒成績第三個衝線，獲得第3名；印尼
及泰國隊選手分別摘金銀。

香港文匯報訊 2022年射擊（步手槍）世錦賽當地
時間14日在埃及開羅結束第二日的爭奪，中國隊獲得1
金1銀2銅，並在男女10米氣步槍項目上各獲一個巴黎
奧運參賽席位。兩日戰罷，中國射擊隊以4金1銀2銅
7枚獎牌數，暫居本次大賽金牌和獎牌雙榜榜首。

2022年射擊（步手槍）世錦賽14日共產生3枚金
牌，其中備受關注的是成年組男女10米氣步槍的角逐，
其中在男子組比賽，中國隊派出了奧運冠軍楊皓然、年
僅17歲的東京奧運銀牌得主盛李豪以及宋布寒3人出
戰。經過資格賽的比拚，盛李豪和楊皓然晉級排位賽，
宋布寒落後第8名1.2環，遺憾止步。最終盛李豪以

261.8環獲得銅牌，楊皓然排名第4，中國隊也因此拿到
首張巴黎奧運會入場券。

女子10米氣步槍比賽，中國隊的3名“00後”小
將黃玉婷、王芝琳、張雨均進入排位賽，其中16歲的
黃雨婷是本次大賽中國隊成年組中年齡最小的選手。
最終，挺進決賽的黃雨婷在金牌戰不敵美國選手，收
穫銀牌，張雨得到銅牌，中國隊也順利拿下了第二張
巴黎奧運入場券。

當日還進行了青年組50米步槍臥射混合團體賽。
中國隊的杜林澍/龐鈺千殺入決賽，並以16：6勝捷克
隊，為中國隊再取一枚金牌。

傅
家
俊
感
受
大
師
賽
後
﹁開
心
的
失
落
﹂ ◆◆傅家俊傅家俊““大師桌球王國大師桌球王國””分校分校1515日開日開

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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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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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賽
百
米
欄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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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射擊隊4金 世錦賽居榜首

“香港殘奧日”本月底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香港殘奧日2022”將於本月30日
假調景嶺體育館舉行，活動免費開放
予公眾參與。殘疾人士可體驗各項殘
疾運動，從中發掘自己對運動的興
趣，大眾亦可嘗試在身體受限制下試
玩各項運動，體會殘疾運動員的毅力
和勇氣，促進傷健共融。活動的展覽
將首次在香港展出杭州2022年第4屆
亞殘運會的火炬，讓市民率先一睹火
炬風采。網上報名系統：https://link-
tr.ee/hkpd2022。

王曦雨晉WTA250巡迴賽4強
北京時間15日結束的WTA250巡

迴賽克盧日納波卡（羅馬尼亞）站女

單8強賽中，中國小將王曦雨（下
圖）以6：1、7：6（5）擊敗世界排
名第75位的西班牙選手帕里薩斯．
迪亞茲，闖入4強。這是她本年度第
二次、職業生涯第三次躋身巡迴賽四
強。作為賽會7號種子，王曦雨下一
場比賽，她將對陣意大利選手保利
尼。 ◆新華社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足球聯賽”兩支長

勝軍15日合演榜首大戰，傑志再展強橫攻

力，毫不留情地以7：0痛宰冠忠南區，並將

對手雄霸超過1個月的榜首位置搶走。另一

支爭標分子理文15日也及時回勇，在西班牙

中鋒洛迪古斯“五福臨門”下，以平港超紀

錄的10：0蹂躪香港U23，積分榜跳升至三

甲。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兩軍中場角兩軍中場角
力力，，川瀨浩太川瀨浩太
（（右右））被撞至人仰被撞至人仰
馬翻馬翻。。

理文15日午於將軍澳主場出戰，面對猶如不
設防的香港U23，上半場6分鐘已由立花

稜也先開紀錄，加上基華尼頓梅開二度，復任正
選的洛迪古斯連中三元，半場已遙遙領先6球。
換邊後，洛迪古斯再梅開二度，刷新職業生涯單
場最高入球數字，末段時間連後備上陣的李康廉
及加維蘭都有斬獲，結果追平了傑志於2017年
及今季兩度創出的港超大勝紀錄，以10：0將對
手踢落榜尾。理文大勝而回令球隊紓緩了部分壓
力，包辧5個入球、賽後當選最佳球員的洛迪古
斯也笑逐顏開：“希望今場勝仗可以助自己及球
隊提升信心，今季繼續爭取好成績。”

洛迪古斯“五福臨門”盼添球隊信心
今周焦點榜首大戰也意外地出現大比數戰

果。跨季7連勝的冠忠南
區，作客旺角場挑戰今季3
戰全勝的傑志，卻是毫無
還手之力。主隊10分鐘已
由基爾頓勁射掛網掀開大
勝序幕，腳風甚順的潘沛
軒2分鐘後把握傳中機會撞
射得手，令冠忠南區短短
時間內已落後兩球。35分
鐘明加索夫抽入世界波，加上補時階段費蘭度
窄角度罰球彎入，傑志半場已領先4：0。
下半場客軍將防線壓上，傑志更如魚得水，

51分鐘再憑一次美妙組織，由明加索夫凌空窩
利抽射成5：0。在2,245名球迷捧場下，明加索
夫82分鐘完成帽子戲法，2分鐘後文尼亞斯連

續兩場後備上陣建功，助主隊大勝7：0。冠忠
南區不但連勝紀錄被中止，也吃下創會以來最
懸殊的敗仗。
傑志及理文同日全取3分後，積分榜與冠忠

南區同得6分，計算3隊之間對賽戰績後，三甲
排名暫時依次為傑志、冠忠南區及理文。

◆◆基基爾頓爾頓（（右右））的的入球為傑志掀開大勝的序幕入球為傑志掀開大勝的序幕。。

◆◆洛迪古斯包辦洛迪古斯包辦
理文理文55個入球個入球。。

◆◆白凱文白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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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
本週本週1010月月2424日日--1010月月2929日每晚日每晚77點節目安排點節目安排!!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

電視15.3是美國南部八州唯一的華

語電視台，7天24小時播出華語節

目，每天下午6:30播出《美南新聞

聯播》 ，每晚7點播出30分鐘的自

辦專題節目。

本週一10月24日晚7點是黃梅

子主持的《梅子說》，談論北京什

麼時候武統台灣？

本週二10月25日晚7點是陳鐵

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三10月26日晚7點是王潔

主持的《美南時事通》，採訪萬

通貸款。

本週四10月27日晚7點是Sky

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週五10月28日晚7點是美南

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時事

通》，兩位常任嘉賓是德州資深律

師包傑生和僑領陳珂博士、

本週六10月29日晚7:30重播

本週一的《梅子說》節目。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每晚 7

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J&J論壇》、《子天

訪談錄》，您也可以在美南網Sc-

daily.com收看直播，youtube 頻道

Stv15.3 Houston同步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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