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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00 — 下午 5: 00 

      週五：上午 9: 00 — 下午 5: 30 

      週六：上午 9: 00 — 下午 1: 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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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謝杏芳的愛情故事，早已成為中國體壇的佳
話。從2004年公開戀愛，到2012年在北京工業大

學舉辦婚禮，再到今年終於升級當父母，林丹和謝杏芳
已攜手走過12年。在林丹眼裡，謝杏芳是他的“賢內
助”，在謝杏芳眼裡，林丹是她永遠的依靠，而在眾人
眼裡，他們是羽毛球界的“神鵰俠侶”。

直到17日這個“神鵰俠侶”的童話瀕臨破滅。中
國網媒《名偵探趙五兒》17日爆料發佈了多張偷拍照及
短片，指貌似林丹的男子在9月至10月，即謝杏芳懷孕
時出軌，在街上和一女子手拖手的照片，更有數張是在
酒店擁抱及親熱。

據中國傳媒“挖底”得知，該女子是選美冠軍趙雅
淇，2009年環球旅遊中國小姐冠軍及世界小姐亞軍，現
為中國模特兒。其中在10月時，林丹在廣東參加全國
羽毛球團體錦標賽，趙雅淇也於10月11日在微博上發
佈了一張2016年威克多盃全國羽毛球團體錦標賽工作
證，證實當日她確實有到比賽現場，身份進一步確實。

在“出軌”事件爆出後，有中國媒體曾致電林丹經
紀人尋求證實，可是得到的回覆是：“暫時還沒有回
應”。正當外界仍在猜想相中男子是否林丹時，主角
“超級丹”終於在其個人微博帖文，向家人道歉，間接
承認自己“出軌”真有其事。林丹在文中寫道：“作為
一個男人，我不為自己做更多的辯解，但是我的行為
傷害了我的家人，在這裡我向我的家人道歉。”

林丹作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人物，一舉一動無不
牽動着眾人的視線。出軌消息一爆出，更是使得其
顧家愛妻好男人形象毀於一旦。而據中國媒體報道，
有兩間預期贊助林丹的贊助商已經叫停，而其他的贊
助商也正在觀望中，畢竟誰都不想用一個觸及道德底線
的明星作為代言人。 ■

本年度香
港劍擊公開賽參賽人數大增，讓香港劍擊總
會為明年主辦亞洲劍擊錦標賽給予預演機
會；而香港劍擊總會及贊助商17日午舉行記
者會，公佈上述兩項大賽的籌備工作，並邀
請目前港隊最強劍手出席作宣傳。
港劍擊隊下半年將集中精力備戰明年六

月於香港首次主辦的亞洲錦標賽，賽事獲得
藍十字保險有限公司冠名贊助；劍總主席楊
穎新公佈亞錦賽比賽場館已定於亞洲國際博
覽館，預計有來自30個國家和地區共350名
運動員赴港參賽，組委會將藉下月舉行的香
港公開賽作為賽事預演。

下月舉行的香港公開賽將新設團體賽
事，吸引了中國國家隊、日本、韓國等亞洲

劍擊強隊赴港作賽，當中包括155
個國家和地區，參賽人數達1488
名。為賽事水準更貼近國際級，
劍總特意邀請歐洲國際劍擊裁判
赴港執法比賽，同時亦邀請國
際劍擊總會賽事官員赴港觀賽指
導賽事的組織能力。

里約奧運會後，港隊老將連連寶
香已步入劍擊生涯尾聲，她期望望今
次香港公開賽有好成績，原因是是她
甚少在香港大型賽事中亮相，而而對上
一次已是出戰亞青賽。對於自己己能打
至何時？連寶香坦言兩年後的亞亞運會
對自己的比賽生涯似是太遙遠了了。另另
外，港男子佩劍手林衍聰透露，，因膝膝膝
傷將改變自己的打法，減少弓步步向前刺刺刺刺，，，
改以飛跳來進攻。

預演明年亞錦
2016年中

國羽毛球公開賽男
單第二輪，奧運冠
軍諶龍17日以21:
16及 21:13擊敗了
新秀石宇奇，攜手
隊友田厚威、喬斌
闖進八強。女單孫瑜與何冰嬌兩位主
力，亦擊敗各自對手躋身八強。

里約奧運會後，諶龍和林丹遠
離國際賽場，石宇奇逐漸冒起，一
舉拿下法國站和德國站兩個公開賽
冠軍，最新世界排名已經升至第
九，被認為是東京奧運周期中國男
單新的希望。

本場諶龍對陣石宇奇的比賽，被
視為本輪的焦點之戰。然而，諶龍畢

竟在實力和大賽
經驗上都勝出一
籌。兩局比賽
中，諶龍緊握場
上的主動權，較
為輕鬆地勝出。
賽後，諶龍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

今仗我的精神狀態和求勝慾望挺強
的，但現在自己的能力還不是最好的
時候。”

當記者問及諶龍對師弟石宇奇
和喬斌在此前比賽中的表現評價
時，諶龍認為，比賽中有起伏是正
常的現象，年輕運動員需要多打比
賽。諶龍亦透露他會參加今年年底
進行的羽超聯賽，“可能會加盟青
島隊。”

躋中羽賽男單八強

對於好友林丹被
爆在妻子謝杏芳孕期“出軌”，身為二人好友的國
際知名鋼琴家郎朗17日到尖沙咀出席手錶宣傳
活動時表示，他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
郎朗指他跟林丹的妻子謝杏芳都是好友，問到
會否很難做？他說：“大家是成年人，最重要
是找方法解決，而作為一個男人也要負責任，
只希望他們愈來愈好。”對於網民批評林丹是賤
男，郎朗稱看到亦替好友感難受，但力撐對方為人

非常好又正直。

撐林丹為人好又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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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熙娣（小S）麻辣、大膽的作風深受同志
喜愛，她也多次以實際行動力挺同志，8 月在
「愛最大」演唱會上，不僅自費16萬化身 「變

裝皇后」，更與蔡康永合體當起媒人為同志情
侶求婚，面對殷殷期盼的 「婚姻平權」法案，
她以 「人妻」身分吐真言： 「其實結婚沒什麼
好的，但你要結就結啊，沒人能控制你們。」

她歌手身分大受歡迎，下月28日將赴北京

參加 「致愛」演唱會，和蔡依林、蕭亞軒、張
韶涵等天后同台軋歌。

她近來投入電影《吃吃的愛》拍攝，殺青
後將重拾麥克風，登上 「致愛」演唱會開唱，
被問到歌單，她笑說： 「歌單！我就5首歌啊，
唱來唱去還不就那5首歌，會挑選3首來唱。」
巧的是，演唱會主持人是 「舊愛」黃子佼（佼
佼），她不怕尷尬，笑說： 「很好啊，他很會
主持，訪問我不會冷場，滿有點可以聊，我滿
放鬆的。」

當晚她將與蔡依林、蕭亞軒等天后輪番上
陣，不是專業歌手的她，一點也沒在怕，她自
信表示： 「跟其他天后拚？那完全不是我的
Style，因為沒有人拚得過我，永遠宇宙的中心
就是我。」

她上張EP《Elephant Dee》發行2年，已有
新的構想，明年將再度發片，佼佼明年也要發
片，是否以前輩之姿給予建議，她謙虛說：
「他是音樂達人耶！每一張唱片都聽完、打分

數的人，我還給他什麼指點，自己一定超有想
法。」

和蔡依林、蕭亞軒 「致愛」 飆嗓
小S唱歌：沒人拚得過我

婚姻平權法案17日於立
法院審查，為了讓更多人了
解同志、了解愛，進而支持
平權，兩大天后張惠妹（阿
妹）與劉若英昨再度為同志
發聲，在 「愛最大」頻道，
聯手招募感人同志影片，祭
出 「雙張」張惠妹與張學友
的演唱會門票共20張當獎勵
品，要大家踴躍投稿，2 人
屆時也將親自擔任評審來評
比作品。

阿妹正忙於籌備 「烏托
邦2.0」巡迴演唱會，雖然遭
小巨蛋封殺，尚未解決場地
問題，她仍撥空錄製影片，
大聲呼籲： 「為了讓更多人
能夠分享你們的愛和感動，
我要募集10個最感人的同志
音樂愛情故事，你們可以從
我的歌裡挑一首最能夠代表
你們故事的歌，拍出能感動
大家的故事。」

阿妹將選出10個優勝者
，成為明年 4 月阿妹高雄演
唱會第一排的 「座上嘉賓」
。

劉若英繼 8 月在 「愛最
大─其實我們都一樣」演唱
會當嘉賓後，這回更以 「人
母」身分錄製影片。

她說： 「我要募集 5 個
影片，5 位同志拍出與媽媽
的親密關係、點點滴滴、心情故事，將影片放
在網路上，讓更多人了解你們的心情、處境，
還有關心你我未來，希望你跟媽媽一起入鏡。
」盼透過親子互動，傳達同志家庭出櫃後的心

情。
「伴侶盟」自費購入張學友演唱會門票，

讓獲選者 「孝親」帶著媽媽去聆聽好歌，投稿
日 即 日 起 至 12 月 底 ， 信 箱 為 ： loveisk-
ing2016@gmail.com。

祭出張學友張惠妹20張門票
阿妹、劉若英 揪同志說故事

藝人劉品言2002年以 「Sweety」出道，目
前單飛積極朝戲劇圈發展，主演的電視劇也都
獲好評，而她昨天在臉書PO出照片，祝賀 「男
朋友」生日快樂，還大膽公開告白，讓粉絲都
直呼 「閃瞎了」。

原來昨天正逢曾之喬生日，身為好姐妹的
劉品言曬出兩人多年前跑宣傳的合照，她寫道
「願我們永遠都有這樣肆無忌憚笑容，時時都

擁有幸福，並珍惜著」，還大膽告白 「我永遠
愛你，不管你我在哪裡」，最後更稱呼曾之喬
為 「男朋友」，對此曾之喬則回應 「親愛的謝
謝，看妳笑得多可愛」，劉品言則自嘲 「自己
當時笑癲了」，兩人一搭一唱可見姐妹情誼深
厚，不過見到多年前 「Sweety」的合照，也讓
粉絲留言要求兩人合體開唱。

劉品言曬閃照 告白 「男友」 甜喊愛你

婚姻平權法案 17
日審查，反同性婚姻
團體 「護家盟」包圍
立法院抗議，炎亞綸
昨在臉書炮轟： 「護
家盟，你們的觀念窠
臼的無藥可救；我們
生下來就該被平等對
待，各種的歧視在人
類歷史上不斷被推翻
，還不能讓你們明白
阻擋平權、平等這樣
基本人類天生被賦予
的權利會引來多大的
災難嗎？」他氣得說
重話： 「停止你們的
無賴行徑，不然真正
的災難會降臨在你們身上。」

他的感情世界成謎，曾傳同志情誼
，但從未正面承認性向，這回挺身而出
以 「我們」發言，讓網友猜測是否有出
櫃之意，或只是想表達與同志站在同一

陣線。他不滿反同團體稱同志帶來毀減
和災難，反問 「發動最多宗教戰爭的宗
教是哪個宗教？這些宗教戰爭裡被殺害
的人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殺的人
還多啊！」希望宣揚真正平等的愛。

林俊逸也大聲呼喊： 「我支持婚姻

平權。」不怕外界議論，他說： 「我真
的真的，真的不介意你們罵我本人，因
為罵完了我不會痛，你們舒服就好。因
為在諸多仇恨與歧視當中，我仍相信
『愛』。」

「我們該被平等對待」 炎亞綸轟護家盟挺同志
曾雅蘭手藝好，今年考

取西餐、中餐證照，17 日
她赴莊敬高職教烹飪並演講
，老公侯昌明帶著蛋糕驚喜
現身。原來昨是曾雅蘭 40
歲生日，侯昌明疼老婆，事
前找來羅志祥、曾國城等
43 位藝人朋友，錄製共 40
支影片給她生日祝福。她笑
得合不攏嘴，又頻頻擦拭眼
角，她說出門前被侯昌明惹
毛： 「我今天生日，還逼我
幫他剪頭髮！」因侯昌明想
讓她情緒反差，故意先找她
麻煩再讓她嘗甜頭，讓她哭
笑不得。

43位藝人 侯昌明揪眾祝壽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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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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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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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霆鋒剖白對音樂的堅持
張曼玉超愛創作歌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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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

楊秀
惠

於 2004
年選華姐
入行，當
年秀惠隻
身由大馬來
到 香 港 發
展，一做 12
年，角色多是做

人情婦或小三，直
至去年拍《鬼同你

OT》扮演姣擒陳豪的
“邪花Lolita”後，不少人

對其演技另眼相看。
今次《來自喵喵星的妳》中，

秀惠更以黑絲襪色誘陳豪，令觀眾讚好，
推舉她拿女配角獎。“Natasha角色比Lolita更
加癲及巴辣，自己於劇本時見到這個女人也想
一巴打過去。記得有一場戲我要不斷踩阿田
（田蕊妮）身形差，結果拍到阿田都惱了，大
叫‘楊秀惠夠啦，你真係好乞人憎！’劇中我
很想得到男主角陳豪，每次都未能如願，有次
着黑絲襪色誘陳豪，當中最難忘一幕甚至出動
‘腳板底掃面’。呢幕幾乎是一take過拍完，
因為阿Mo(陳豪)好趕住返屋企湊BB，所以對稿
時，佢叫我坐喺度，攞住我隻腳去試位，拍的
時候自己差點忍不住笑出來。”

多謝阿田教戲
不少觀眾對楊秀惠今次的演出讚好，推舉她

拿女配角獎。問到秀惠會否覺得自己咁多年欠了
運氣，她大賣口乖，表示多年來多謝TVB給予機

會，很幸運地遇到不少好角色，如《野蠻奶奶大
戰戈師奶》中的宋芷喬、《奸人堅》中瘋癲的凌
玉碧、《讀心神探》中的殺人兇手范小莉。“去
年頒獎禮提名最佳女配角及最受歡迎電視女角
色，自己個心已經好開心。呢一行好多人都捱
過，像阿田初入行已跟她合作，我因演不到一場
戲，連累全部人要重拍。當時好驚，既要背一大
堆對白，我的廣東話又不好，精神壓力很大。但
阿田卻耐心教我，叫我想像角色之前發生過的
事，就會容易入戲。那次以後，我都用她教的
方法去演戲，所以每次見到她都會多謝她。她
教識我做一場戲不是自己做好就夠，要對手都
做得好才叫完美。所以你問我想唔想獲獎，我
內心是沒想過這事，因為我有現在的知名度是
公司畀我的。”

為產品親做白老鼠
楊秀惠曾傳出不少整容新聞，甚至乎話佢

整容失敗，令塊面時大時細。事實是楊秀惠一
向貪靚，常做白老鼠鑽研護膚及瘦身方法，希
望令自己順眼一點。三年前跟家人合資七位數
字於銅鑼灣開設樓上舖經營美容店，演藝事業
漸見起色後，秀惠更投資百萬於荃灣千色匯設
地舖，野心勃勃銳意擴展生意版圖。

“生意做了三年，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都
有分店。除了售賣代理的外國產品外，更會引
入近年新興的美容產品。自己不是要做咩女強
人，因為對演戲及主持仍有好大興趣，但我做
人的宗旨是既然推薦得畀別人用，會先當‘白
老鼠’試用產品一年或以上才入貨，令品牌有
信心保證，自己覺得好好用，之後就膽粗粗嘗
試做代理。而逆市下每月的營業額也有六位數
字，尚算不錯。”

台慶劇《來自喵喵星的妳》18日晚大結局，以台慶劇來說

收視屬於強差人意，但楊秀惠(Vivien)飾演姣到出汁兼尖酸刻薄

“Natasha”，卻受網民追捧。入行十二年，楊秀惠除了演戲

外，其美容生意愈做愈大，近日擴充生意再擲七位數（港

幣，下同）於荃灣千色匯開設地舖，大展拳腳!

採、攝：植毅儀

化妝、髮型：Miu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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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張曼玉（Mag-
gie）的“搖滾歌手”身份一直備
受爭議，許多人都覺得她會因玩
音樂水準不夠而晚節不保。

早前她亮相謝霆鋒主持的節
目《十二道鋒味3》時，她主動
談起了自己選擇從頭開始做音樂
的原因。

在倫敦酒吧中，Maggie一邊
向霆鋒介紹自己喜歡的歌手、音
樂人，一邊講述自己如今選擇做
音樂的原因。她表示：“拍完我
最後一部戲《清潔》後，第一次
我真的接觸了很多音樂人。我就
好奇問他們‘我做音樂，你覺得
有可能嗎？’很多人都支援我，
音樂這個東西沒有規矩，你有東
西表達你就試試看，他們都很鼓
勵我。”

受到鼓勵後，Maggie推掉所
有的片約，從零開始走向錄音
棚，她表示整個玩音樂的過程都
讓她更加欣賞當下的自己，“自
己錄音，來創造一首歌，從零開
始創造一首歌，整個過程我都超
喜歡。在錄音棚裡我覺得，這個

狀態更適合現在的我，所以我就
做下去了。”談起音樂，談起挑
戰自己，Maggie眼中流露的光彩
令人動容。

望其音樂逐漸得到認可
Maggie的音樂之路並非滿載

着榮譽與歡呼。
在前年草莓音樂節中，Mag-

gie的獻唱曾遭受許多批評，許多
粉絲都表示希望她能放棄唱歌重
回銀幕。而不怕壓力的她並沒有
因此放棄，並在近日推出了自己
的 首 支 單 曲 《Look in My
Eyes》，希望自己的音樂逐漸被
大家認可。

面對那些音樂上的批評，
Maggie曾堅定表示：“我演了20
部電影還被說成‘花瓶’，唱歌
也請給我20次機會。”

作為香港小姐出道，Maggie
在演藝事業初期也曾被人稱為
“花瓶”，但她最終還是憑藉一
個又一個令人難忘的銀幕形象證
明了自己。

截止至最後一部戲《清潔》

斬獲康城影后，Maggie已將四座
金馬獎、五座金像獎，以及歐洲
三大電影節中的兩大影后桂冠收

入囊中，而在演藝事業巔峰之
時，從零開始做音樂正是她對自
己當下人生的新挑戰。

■楊秀惠除了演戲外，
其美容生意愈做愈大。

■楊秀惠多謝阿田教戲。

■《來自喵喵星的妳》中楊秀惠（中）常
打陳豪（左）主意。

■楊秀惠劇中以黑絲襪色誘陳豪，令觀眾讚好。

■曼玉向霆鋒剖白
對音樂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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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麗淇為女兒開公主生日P
香港文匯報訊鍾麗淇的細女Michela 16日1歲

生日，她與湯盈盈、周家蔚、文頌嫻和姚樂怡幾位
好姊妹舉行一場公主聚會，齊齊將自己的女兒打扮
成小公主。周家蔚就為一對兒子穿上西裝外套扮成
小王子，而大仔洪大仁在現場這麼多小公主中作挑
選，他最後選擇拖灰姑娘的手。

郎朗首次設計手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擔任Hublot宇

舶表手表品牌大使的郎朗，17日出席品牌ALL
Black十周年展覽開幕儀式，活動上更即席彈奏一
曲。台上他又透露有份參與品牌的特別版手表設
計，這是他首次設計手表，手表設計特別之處是同
音樂有關連，是用聲音報時，他會率先買一對送給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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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麟：數字經濟成增長新動能
從五方面推動發展 呼籲制定全球平等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茅建興、王莉 烏

镇報道）當前世界經濟處於新舊增長動能轉換的關

鍵時期，數字經濟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和新引擎。在17日上午舉辦的“數字經濟論壇——

中外政企對話”論壇中，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

室主任徐麟表示，2015年中國數字經濟的規模達

18.6萬億人民幣，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位，數

字經濟成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茅建興 烏鎮報道）
17日上午，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
員會委員沈昌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
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費成，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
學院計算機技術所研究員倪光南，復旦大學中國研究
院院長張維為五位專家齊聚烏鎮，共同探討如何攜手
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專家們認為，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所有網

民、所有參與者的事，首先需要改革的是現有的互聯
網治理體系，需要實現更多不同層面的共同治理才能
最終實現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倪光南表示，如今，我們把網絡空間作為海陸空

天以外的第五疆域，既然如此，就要講國家主權。張
維為認為，“網絡空間治理應該提倡協商民主。”
中國已經有7億多網民，是名副其實的國際網絡

大國，沈昌祥表示：“我們應該加快在技術方面的突
破，同時還要加速人才培養。”

對於互聯網治理這一問題，馬費成表示，“網民
自治”與“政府治理”應該並駕齊驅。薛瀾也認為，
全球治理是互聯網創新和治理的關鍵，而治理則是將
創新與應用聯繫起來的關鍵，互聯網治理需要政府、
企業、社會共同發揮作用。

專家：互聯網治理需多方共同參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前在G20杭州峰會上指出，要把握數
字經濟的歷史性機遇，提升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二

十國集團還發佈了《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呼籲加強溝通
合作，推動數字經濟的繁榮發展。徐麟坦言，中國將以創新驅動
為內核、以協調包容為要義、以開放合作為基礎、以安全可信為
前提、以造福人民為宗旨，從這五個方面入手，大力發展數字經
濟，協力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
路。

消弭數字鴻溝 推動開放共享
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徐麟表示，我們要大力發

展新一代信息技術，催生新業態、孕育新產業；我們要大力發展
現代農業、智能製造、普惠金融等，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我們還應該推動全球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中國家

和落後地區、農村地區互聯網建設步伐，消弭數字鴻溝；我們應
該進一步完善跨境電子商務、數據跨境流動等領域的國際規則和
標準，促進全球數字經濟更加均衡、更加包容發展。”
“開放合作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們要

推動制定平等的數字經濟貿易規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形成覆
蓋全球、深度融合、互利共贏的數字市場。”

打擊網絡犯罪 保護數據安全
安全可信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命脈。徐麟說，我們應該加強數

據安全保護和利用，促進可信、穩定、可靠的互聯網應用，要堅
決打擊各類網絡違法犯罪活動，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安全保
障。
“讓億萬人民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成果是我們的根本目標。”

徐麟說，要加快互聯網應用普及，把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改善民生
的重要渠道，並且要充分發揮互聯網在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方面的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俞
晝、王莉 烏鎮報道）香港創科局局長楊
偉雄17日在“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互
聯網發展論壇”上表示，智能互聯網時
代即將來臨，在智能互聯網發展的過程
中，大數據對於人工智能是很重要的，
而香港在發展大數據方面具有三大優
勢。他指出，首先，香港有極其穩定的電
力供應，香港是亞洲除了日本以外最大
的、高檔的、第四級以上的國際數據中
心。其次，香港互聯網的速度，在全世界
也位居前列。第三，在網絡個人隱私安全
和數據安全方面，香港目前排全球第四和
第六，這也使香港成為亞太互聯網樞紐。
楊偉雄介紹說，如今香港在城市管理、

運輸物流和城市安全方面已經採用了物
聯網技術。比如最近幾個月香港有很多
颱風，一個小時內雨量超過了100毫米，
智能物聯網技術讓我們可以觀察到水在
哪裡，並有效地把多餘的水排掉。最主
要的目標是希望利用創新和科技提升城
市管理和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質，提升人
才吸引力。
楊偉雄說，“要發展香港成為世界

級的數據中心，大數據的應用非常重
要。目前來講，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有
優勢，希望這個優勢不要喪失掉。”他
還表示，“互聯網+”，“一帶一路”戰
略，中國製造2025等將為香港的創科帶
來機遇。

楊偉雄：大數據發展 香港三優勢

■17日，在浙江烏鎮舉行的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期間，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
任徐麟（右）與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左）會面。 政府新聞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17日就日本防衛大臣有關言論答問
時表示，中方敦促日本作為域外國家不要破壞
本地區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努力，更
不要搬弄是非。
有記者問：據《朝日新聞》報道稱，日

本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在東盟防長會議後對記
者稱：“東盟防長們認為南海發生的事態也
會在東海發生，東海發生的事態也會在南海
發生，這都是相同的。對於日本而言守衛南
海關係到守衛東海。”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耿爽表示，中方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
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耿爽說：“東盟國家在
南海問題上持什麼立場、怎麼看待當前的南
海局勢，最好由東盟國家自己說。日本並不
是東盟的代言人。”耿爽指出，不久前，菲
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和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先
後訪華，兩國領導人也都同中方領導人就南
海問題交換了意見，中方對東盟的態度有自
己的判斷。在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共同努力
下，當前南海形勢正朝着積極方向發展，南
海問題也已經重回通過直接當事方談判協商
管控和解決分歧的正確軌道上來。
耿爽說：“我們敦促日本作為域外國家

切實汲取歷史教訓，不要破壞本地區國家共
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努力，更不要搬弄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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