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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總統川普昨日
宣布，支持國會兩名參議員提出的
移民改革法草案，這不但將縮減來
美難民取得永久居留權的綠卡額度
，也將取消包括台灣民眾適用的綠
卡抽籤制。

這項名為 「壯大就業改革美國
移民」（RAISE Act）的草案，今
年 2 月由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 及 帕 度 （David
Perdue）共同提出，兩人昨日出現
在白宮，並與川普同台，而川普在
競選期間大力批評非法移民，這次
對移民改革法案的力挺，則是針對
合法移民而來。

川普說，美國現行的系統，讓
非常低技能移民也能湧入，這對美
國的勞工階級、納稅人及社區造成

壓力，造成美國勞工的低薪就業，
這是不公平的，而他競選時宣示，
要為美國勞工增加就業及提高薪資
，他說，這項草案能保護美國勞工
，阻止新移民為領取福利而來美國
。

草案若通過，美國的移民制度
將改為與澳洲及加拿大相仿的 「積
分移民制」，而受影響的將是依親

移民數額、難民取得綠卡的數額及
取消綠卡抽籤。

川普說，這樣的改革，有利於
能說英語且在財務上有能力支持自
己及家屬的申請人，而這類的高技
術移民，對美國的經濟才有貢獻。

美國現行的綠卡抽籤系統若真
取消，則會影響到有意申請的台灣
民眾。

美國的綠卡抽籤制名為 「多樣
化簽證樂透系統」，每年約發放 5
萬張綠卡，本意原是讓移民美國人
數相對較少的族裔或國家的民眾可
藉由抽籤、獲得綠卡資格，台灣出
生者可參與抽籤，中國大陸不行。

白宮在說帖中指出，綠卡抽籤
系統已過時，這已引起對經濟及人
道主義關切的疑慮，必須取消。

川普砍移民挺改革川普砍移民挺改革 擬取消綠卡抽籤擬取消綠卡抽籤

川普又宣布移民政策有變動川普又宣布移民政策有變動。。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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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女王的先
生菲利普親王(Prince Philip)今天
在雨中、在白金漢宮前參觀海軍
遊行活動後，結束他最後一次的
皇室單獨任務、正式退休。

身兼英國皇家海軍的榮譽上
校，菲利普今參加了海軍的遊行
，這是 1664 Global Challennge 這
個活動的一部分，活動內容是舉
辦一系列力量和耐力的比賽，為
慈 善 機 構 募 款 。 下 士 Jamie
Thompson 和 Will Ginggell 在 100

天 內 跑 完 1,664 哩 ， 中 士 Matt
Burley在100天內進行水底潛行1,
664次。中校Aldeiy Alderson穿著
制服在 12 小時裡連跑 100 公里等
。

菲利普親王在和這三人會面
時，聽完他們完成的挑戰後，不
改玩笑本色的說： 「你們應該都
通通被關起來」。英海軍為他歡
呼三次時，他舉帽並揮舞致意。

英國總理梅伊(Theresa May)
在推特上感謝他一生傑出的服務

、並希望他好好享受應得的退休
生活。雖然菲利普親王未來將不
會再執行皇室任務，但如果他想
還是可以陪同其妻─英女王伊莉
莎白二世(Elizabeth II )參加某些場
合。現年91歲的英女王將一如往
昔，繼續執行皇家任務。

菲利普親王自1952年以來，
單獨執行了 22,219 次皇室任務、
發表了5,496次演說，贊助、參加
或主導785個組織。

訪完英海軍遊行 96歲菲利普親王正式退休

（綜合報導）有評論家表示，這些年來全球政
治是 「狂人當家」！話說日前美國總統川普曾說北
韓領導人金正恩是 「有核武的瘋子」！沒想到談話
口不擇言的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也這樣形容 「金小胖
」。杜特蒂2日表示，金正恩是 「瘋子」，他可能
會引爆核子戰爭，毀掉亞洲，還提醒大眾，別被他
（金正恩）那張看起來像好人的肉肉臉騙了！

多年來核武國家擁有保證相互毀滅的核武，各
國盡力維持恐怖平衡，終能相安無事！然在金正恩
掌權下，平壤無視國際譴責及聯合國多次制裁，持
續強化核子野心，如今已成為攸關全球安全的潛在
危機。

繼日前美國總統川普曾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是

「有核武的瘋子」後，法新社報導，菲律賓總統杜
特蒂在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區域論壇於馬尼
拉舉行前，也針對金正恩多次試射洲際彈道飛彈發
表談話。

北韓進行彈道飛彈試射是東南亞國家協會論壇
的重要議題。杜特蒂表示， 「金正恩個混帳瘋子，
正在玩弄危險的把戲，這個瘋子，別被他那張看起
來像好人的肉肉臉騙了。」

杜特蒂更進一步表示，金正恩不放棄核子武器
，一再針對各國放話， 「如他出錯，遠東將成為一
片焦土。當前各國須阻止核戰發生。如果這裡爆發
衝突，土地、資源都會受影響！」

杜特蒂批金正恩是 「瘋子」 ！別被他肉肉的臉給騙了

（綜合報導）史上首次大突破！科學家成功編輯人類胚胎中的基因，安全修復造成疾病的基
因突變，為根絕成千上萬遺傳病帶來希望，也讓人類在預防遺傳性疾病上邁進一大步。

該研究發表在最新一期的 「自然」期刊上，美國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加州索爾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和南韓基礎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Basic
Science）組成的團隊，將一名患心肌肥厚症（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男子的精子，與健康卵
子結合，之後利用基因改造技術，在胚胎中找出導致病變的基因，進行修補。

基因編輯技術只有72%的機率成功，可以讓胚胎免去遺傳病。科學家讓經過修復的胚胎發展五
日，才停止實驗。目前已修復逾十多個胚胎，修正造成心臟疾病的突變基因，成功修復的胚胎發
育出的寶寶不只不會罹患該疾病，也不會遺傳給下一代。

不過研究離臨床實驗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將有可能應用在預防超過1萬種遺傳突變引發的
疾病，若成功移除致病基因後，家族的下一代也免受遺傳病困擾，可讓令全人類受益。

（綜合報導）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
祝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講，再
次提到不允許中國領土分裂，並提到 「六個
任何」，措辭強硬，中國武統台灣的可能性
上升？接受 BBC 中文網專訪時，大陸學者
指出，兩岸政權之爭在沒有結束的情況下，
中國不會放棄武力統一。台學者則指中國對
台灣的態度基本上並沒改變。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指出，
習近平在建軍節的談話，並沒有將情勢升級
。習近平的 「六個任何」中沒有直接點明針
對台灣，這是一個 「原則性的講話」。

劉國深點出，中國在軍事的準備越來越
充分，越來越有能力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兩岸政權之爭在沒有結束的情況下，中國
是不會放棄武力統一。並指這幾十年來，中
國政府越來越強調兩岸和平交流，但就算在
馬英九執政、兩岸關係較和緩時，中國也沒
有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劉國深說，蔡英文不承認 「九二共識」
，在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立場上閃爍其詞，

對兩岸氣氛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大陸民眾主
張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聲音越來越大。但
習近平對國家領土主權的態度一直很堅定，
台灣不論是馬英九執政、還是蔡英文上台都
一樣。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
授黃介正則表示，在建軍節上，與會成員有
解放軍、武警部隊官兵代表、老戰士、烈士
家屬、中央軍委委員，習發表演說時，調性
不可能會軟，一些人可能會解讀為使用武力
解決紛爭，但他不認為習近平的 「六個任何
」是新一輪軍事行動的預告或威脅。

黃介正指出，中國政府和平統一的基調
並沒有改變。中國在完成 「中國夢」的大局
之下，要確保中國和周邊國家不會發生衝突
，做好外交工作。目前民進黨蔡英文執政，
兩岸制度化協商交流管道中斷。在這情況下
，中國大陸加強語氣，會讓聽到的人感覺到
氣氛比較強烈，但中國對台灣的態度基本上
並沒有改變。

英媒：中國武統台灣機率大增？

預防遺傳疾病科學家成功編輯胚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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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皮尤研究中心1日發布調查
報告稱，全球近4成民眾將美國視為重大威脅，更
甚於中國大陸和俄羅斯。調查顯示，人們對美國
的喜好程度以及對美國總統的信心大幅下滑，愈
來愈多人對美國的勢力和影響力感到擔憂。

皮尤中心於2013年和今年（2017）春季在30
個國家進行調查，今年的結果表明，平均有38％
的人認為美國對他們的國家構成重大威脅，較
2013年調查結果25％，上升13個百分點。相形之
下，認為中國大陸或俄羅斯構成重大威脅的比例
，皆為3成左右。

皮尤調查的30個國家裡，有21個在過去4年
，民眾認為美國是重大威脅的比例呈上升趨勢，
其中變化最大的是西班牙，增加 42 個百分點
（17％增至59％）；智利增加34個百分點（23％
至57％）；土耳其、迦納分別增加28個百分點。

僅過去1年，美國幾個長期盟邦的民眾視美國
為重大威脅的比例也在上升，其中澳洲增加13個
百分點；英國11個百分點；加拿大、德國、瑞典
10個百分點；法國、荷蘭8個百分點。

少數國家民眾認為美國是重大威脅的比例較4
年前減少，例如波蘭和印度，這一比例降低了8個
百分點。俄羅斯、菲律賓和約旦則維持不變。

在日本，視美國和中國大陸為重大威脅的比
例分別為62％和64％，幾乎一樣高。墨西哥和加
拿大這兩個美國鄰邦的民眾多認為，美國的威脅

超過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在墨西哥，61％民眾認
為美國是重大威脅；在加拿大，38％民眾認為美
國 是 威 脅 ， 超 過 俄 羅 斯 （30％ ） 和 中 國 大 陸
（25％）。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美、中、俄3國的憂慮
，不如其它威脅。皮尤的調查顯示，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IS）最令人擔憂，而後依次是氣

候變化、網路攻擊、全球經濟、難民，接著才是
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威脅。

美國只在一個國家被民眾視為最大威脅，即
土耳其，高達72％，比在該國排名第二的威脅─
難民流離失所，高出8個百分點。皮尤宣稱，基於
安全考量，在土耳其的調查並未問及IS構成的威
脅。

另外，民眾對美國的擔憂也因性別、意識形
態不同而有所差異。在澳洲，婦女認為美國是重
大威脅的比例較男性多20個百分點，其他國家也
有類似女性較男性擔憂美國的情況，如加拿大
（多16個百分點）、日本（11個百分點）、英國
（11個百分點）、法國（10個百分點）。

意識形態屬於左翼的民眾，對美國的擔憂也
超過右翼民眾，例如在英國，左翼民眾有52％認
為美國是重大威脅，右翼則為29％。左右之間的
差異在南韓為22個百分點；加拿大20個百分點；
澳洲18個百分點；希臘13個百分點；瑞典11個百
分點；荷蘭8個百分點。

全球重大威脅 美國更甚陸俄

（綜合報導）夏天到了很多人到海灘享
受悠閒時光，但葡萄牙一名56歲男子和一名8
歲女童卻在做日光浴時候遭來橫禍，被一架
緊急降落的飛機撞死。

這起事故發生於當地時間2日下午，在距
里斯本約 32 公里的科甚塔卡帕里卡（Costa
de Caparica）海灘上做這兩人正做日光浴時，
一架輕型飛機緊急不停搖晃，低空飛越海灘

，遊客上方，最後緊急降落沙灘，不少遊客
跑入大海以躲避飛機，但男子和女童因走避
不及被飛機撞死。

據了解該架輕型飛機來自於托雷斯韋德
拉什（Torres Vedras）的一飛行俱樂部，機上
2人皆無受傷，警方現在調查整起案件，目前
尚不清楚死亡2人身分。

（綜合報導）自 6 月開始，中國與印度
雙方因修路爭議，在不丹洞朗地區（印稱
Doklam）劍拔弩張的對峙。中國外交部 2 日
晚間突然發布聲明，針對 「印度邊防部隊在
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
重申中國立場，並堅持印方撤軍，這也顯示
雙方衝突急遽升溫。

聲明首先提出歷史證據，稱根據中英 2
國於1890年簽訂的《中英會議藏印條約》，
洞朗位於邊界線的中國側，是無可爭議的中
國領土，錫金段邊界也經過中印雙方多次確
認。此次衝突發生在定界明確的地區，因此

與過去雙方在未定界地區發生的摩擦有本質
上的差異。

聲明強調，印度邊防部隊以中國在自己
領土內修路帶來 「嚴重安全風險」為由越界
，不僅侵犯中國主權，也違反上述條約與
《聯合國憲章》，這是對國際法基本原則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粗暴踐踏，因此情節非
常嚴重，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會容忍。

此外，中國也主張，中國與不丹的邊界
問題與第三方無涉。印度無權介入中國和不
丹邊界談判進程，更無權為不丹主張領土。

（綜合報導）瑞士1座號稱 「世界最長」的行人吊橋7月29日正式啟用。它長494公尺，懸吊在格
拉本古弗峽谷上空，把位於瑞士蘭達的兩個山村采爾馬特和格雷興連接在一起。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這座橋啟用之前，從橋的一端到另一端需要爬山上下各500餘公尺，
現在就輕鬆多了，走在橋上，還可以將馬特洪峰的美麗風光盡收眼底。

但走這座橋還真需要勇氣。從無人機空拍照片看來，這座寬度僅61公分的吊橋仿佛一條細細的白
線，彷彿一陣風就能把它吹斷。這座吊橋啟用之前， 「世界最長」的行人吊橋位於德國Rappbode大壩
上，全長458公尺。

海灘上做日光浴 慘遭飛機撞死

（綜合報導）英國石油公司（BP）周二公布財報，第2季淨利由虧轉盈達到5.53億美元，遠優於
去年同期的淨損22億美元。BP指出，即使油價在每桶50美元以下，該公司目前仍可獲利。

雖然油價過去一年來經常低於每桶50美元，加上2010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的賠償費用侵蝕獲利，
但受惠於數十億美元成本刪減計劃開始收效，使得BP第2季財報優於預期。

BP執行長杜德利（Bob Dudley）指出，低油價雖帶來挑戰，而且未來可能維持一段時間，但他仍
保有樂觀，稱石油每桶50美元對他們而言仍大有可為。

陸公布印越界事實再促撤軍
英國石油：石油每桶50美元以下 仍可獲利

瑞士新 「世界最長」 行人吊橋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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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上漲成搶手貨
印度批發商聘警衛保護西紅柿

綜合報導 西紅柿因印度雨季歉收而價格飛漲，最近在市場成為搶

手貨，甚至出現搶匪專搶西紅柿，導致批發商和蔬果市場需聘用持槍警

衛才能確保西紅柿的安全供應。

據悉，印度各省紛紛進入雨季，南部產地暴雨，導致西紅柿爛掉而歉

收。在印度多個省分，西紅柿已從每公斤60盧比上漲到80盧比至100盧比。

西紅柿今年本來豐收，才在壹個月前，印度不少地區的西紅柿價格

只有目前的五分之壹，包括中印度馬德雅省、北部哈雅納省等地壹些農

民甚至因西紅柿價格輕賤，把過剩的西紅柿隨便丟在路邊任其腐爛。

由於西紅柿利潤變好，引發歹徒覬覦，印度許多省份都傳出大批西

紅柿被竊走或劫走的事件，孟買郊區達希沙20日才發生價值7000盧比的

300公斤西紅柿被竊走。

同樣發生在孟買，壹群搶匪攻擊壹輛載滿約2600公斤的卡車，把西

紅柿全部劫走。

由於發生太多次西紅柿搶案與竊案，印度中部大城印度爾的蔬果批

發商霍克爾表示，由於價格飛漲，運送西紅柿的安全性受到批發商更多

關註。

許多批發商和蔬果市場已經雇用持槍警衛，以保護西紅柿的安全運

送和順利卸貨至蔬果市場。

專家估計，因價格上漲，西紅柿可能在未來兩周擴大種植面積，但

等候成熟可以采收的時間，至少還要壹個半月到三個月；因此估計至少

要等到兩個月後，西紅柿供應吃緊、價格飛漲的狀況才能獲得舒緩。

形勢嚴峻出重拳
埃及設全國委員會加強反恐

綜合報導 埃及總統阿蔔杜勒－法塔赫·塞西頒布總統令，宣布成立“全

國反恐怖主義和反極端主義委員會”，以應對日益嚴峻的恐怖主義威脅。

埃及媒體報道，這個全國委員會旨在統籌各機構力量和社會資源，

逐步消除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應對恐怖主義帶來的威脅。

“全國反恐怖主義和反極端主義委員會”由塞西親自掛帥，成員包

括議長、總理、多名部長及愛資哈爾清真寺大教長等。這壹新機構將制

定“全面的國家戰略”打擊恐怖主義，“完善現有立法”，爭取在西奈

半島等極端主義思想盛行的地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宗教和諧。

“全國反恐怖主義和反極端主義委員會”計劃每兩個月或在必要時

舉行會議。

埃及政府自2013年以來在西奈半島打擊極端組織和反政府武裝，迄

今損失數以百計士兵和警察。近幾個月來，埃及安全形勢嚴峻。4月9日，

北部城市坦塔、亞歷山大遭恐怖襲擊，塞西隨即宣布埃及進入為期3個

月的緊急狀態。本月10日，埃及政府將緊急狀態延長3個月。

瑞典遭遇史上最嚴重數據泄露事件
在政壇掀起波瀾

綜合報導 瑞典遭遇史上最嚴重數據

泄露事件，大量交通數據可能遭到曝

光。此事在瑞典政壇掀起波瀾。瑞典首

相勒文日前宣布免去內政大臣安德斯· 於

耶曼和基礎設施大臣安娜· 約翰松的職

務，理由是對這壹交通數據泄露事件處

理不當。

據瑞典電視臺報道，瑞典交通管理

局2015年將IT維護工作外包給IBM公司

後，使得未經安全審核的外國技術人員

可以獲取數據庫保密信息。這些信息包

括瑞典全國的機動車駕駛人信息，橋

梁、地鐵、道路和港口等敏感信息，以

及瑞典警方和軍方的車輛信息。7月24

日，瑞典政府承認在互聯網工程服務外

包中發生了大規模資料外泄。

為簡化流程節省成本，瑞典交通管

理局2015年在系統管理和維護工程外包

過程中違規操作，將未經加密處理的交

通資料庫上傳至外包公司位於他國的數

據庫。其中壹家外包公司為IBM瑞典分

公司，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該公司服務

器實際放置在捷克，這意味著受雇於該

公司的捷克電腦

工程師可以輕而

易舉地接觸到敏

感數據，另壹外

包公司是壹家塞

爾維亞的通訊公

司，負責維護瑞

典交通管理局網

絡防火墻和通訊

系統，也擁有查看相關數據的權限。

另有消息披露，瑞典交通管理局在

上傳數據過程中也存在重大安全風險，

比如，工作人員先將所有數據上傳到未

受保護的雲端服務器，然後再通過電子

郵件將鏈接發給外包公司。瑞典交通管

理局前局長瑪麗亞· 阿格倫於今年1月被

解職，並被處以7萬瑞典克朗（約合5.8

萬元人民幣）的罰款，但政府並未第壹

時間公開原因。瑞典交通管理局最近才

承認，阿格倫在外包工程過程中，繞過

了多項保護敏感信息的法律法規和內部

章程。

勒文承認，泄密事件是瑞典網絡安

全的壹場失敗。他透露，瑞典政府正在

擬定壹項新的安全法案，對涉及國家安

全的外包業務提出更加嚴格的規定。該

法案將於2019年1月生效。眼下，泄密

事件已經引發瑞典政壇震蕩，反對黨中

間黨主席在新聞發布會上嚴厲指責現政

府在保護瑞典國家安全方面存在嚴重失

責。反對黨聯盟計劃對國防大臣等發起

不信任投票，要求他們下臺來為泄密事

件負責。

盡管瑞典政府表示，目前沒有任何

證據顯示這些資料已經落入不法分子之

手，但敏感資料的可能流向始終讓人擔

心不已。

俄羅斯終於“暴走”了
蜜月尚未開始已結束？

俄羅斯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硬回應

美國國會通過對俄新的制裁法案，俄方

將削減美國駐俄使領館工作人員總數，

並暫停美駐俄大使館在莫斯科的壹處別

墅和倉庫的使用權。

兩次傷害終換來相互傷害
7月28日，俄外交部發表聲明稱，鑒

於美國會通過新對俄制裁法案，俄決定將

美駐俄外交官總數削減至455人，並從8月

1日起暫停美駐俄大使館對莫斯科外環內

銀松林風景區別墅和市區內某街道所有倉

庫用地的使用權。俄外交部表示，建議美

9月1日前調整在駐莫斯科大使館以及駐聖

彼得堡、葉卡捷琳堡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總

領事館工作的外交官和技術人員人數，令

其與俄駐美相應人數壹致。

7月25日和2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

和參議院先後通過壹項法案，對俄羅斯以

及伊朗、朝鮮施加新的制裁。美國國會

這壹最新行動是為了對俄羅斯“幹預”

美國總統大選，及其在克裏米亞和烏克蘭

危機中起主導作用所采取的懲罰性措施。

如特朗普決定簽署這壹新的對俄制裁，這

也將使美俄兩國首腦所希望的緩和兩國

處於“自冷戰以來最低點的”外交關系

計劃受到重擊。而在2016年12月，奧巴

馬政府因俄羅斯疑似“幹預大選”和“對

駐俄美外交官施壓”為由通過了壹攬子反

俄制裁，並驅逐了35名俄駐美外交官，

查封俄羅斯常駐紐約代表處與俄羅斯駐華

盛頓大使館兩處郊區別墅。

盡管該項制裁還暫時留在白宮的辦公

桌上，普京也曾表示將在美國做出新對俄

制裁後再回應，但俄政府最終還是先發制

人。兩次傷害終於換來相互傷害。

俄方認為沒得到應有的尊重
同天，俄羅斯外交部緊急召見美駐

俄大使泰夫特，並向其轉交俄方聲明。當

天，俄外長拉夫羅夫還與美國務卿蒂勒森

通電話，拉夫羅夫表示，俄方采取的行動

源於美對俄壹系列傷害行為，主要包括驅

逐俄駐美外交官、封扣俄在美財產。俄羅

斯外長強調，俄方壹再忍耐換來的卻是美

國內反俄勢力的不斷挑釁和激化兩國關

系，俄羅斯不希望以牙還牙，而是希望

以此換取美國對自身政策的反思。俄羅斯

仍然願意與美國關系正常化，並在重要和

國際問題上進行合作，但前提必須是相互

平等、尊重和利益均衡。

俄羅斯認為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7月17日，俄羅斯副外長裏亞布科夫訪

問美國並與副國務卿香農進行會晤。美

方堅持將問題與美國在聖彼得堡新總領

館建設用地問題掛鉤，但被俄方拒絕。

27日，普京對此作出強烈回應，“他們

利用反俄勢力來挑起國內政治鬥爭，我

們不可能永無止境地去忍受這些對我們

國家的傲慢無禮。”裏亞布科夫曾表示，

美國拖延解決俄外交財產問題，會提高

俄方采取強硬回應措施的幾率。事實證

明，沒有尊重只會帶來傷害。

蜜月尚未開始即已結束？
此間分析認為，俄羅斯壹再忍耐後

終於出手回擊，直接原因是美國此次的

新制裁法案，該法案直接針對俄羅斯與

歐洲間的能源供應，這不僅關系俄羅斯

獲取能源出口收入的最大市場，而且可

能破壞俄羅斯緩和與歐洲關系的努力的

紐帶。俄羅斯此次出手回擊的背後則更

加耐人尋味，有專家指出，這壹定程度

上意味著，俄羅斯緩和與特朗普政府關

系的努力宣告階段性終結。俄羅斯與美

國新政府的蜜月尚未開始即已結束。

分析人士強調，俄羅斯此前的忍耐

代表莫斯科對緩和與美國政府關系抱有

希望。奧巴馬政府宣布以俄羅斯幹預美

國大選為由，實施對俄制裁時，普京表

示，不會采取對等的制裁措施；此後，

美國國會等機構陸續出臺了部分對俄加

重處罰措施，俄方均沒有采取回應措施；

最近壹年來，從美國大選開始至大選結

束、特朗普上臺，俄羅斯期待著美國新政

府上臺後可能的機遇，相信特朗普能解除

對俄制裁，並實現與俄羅斯關系正常化。

但特朗普上臺半年來，美國國內圍繞

著俄羅斯幹預美國大選、特朗普及其團隊

陷入“通俄門”的風波和動蕩，至今未見

平息，且愈演愈烈。特朗普政府及親信團

隊與俄方的任何聯系都會在美國政壇爆出

壹連串熱點新聞。俄羅斯外長訪問白宮是

這樣，特朗普與普京在G20峰會見面也是

如此。有專家表示，在美國政治如此混亂

的情況下，如果普京還繼續對特朗普抱有

較高期待，必將犯下嚴重錯誤。因此，俄

羅斯宣布報復美國制裁措施，壹定程度上

意味著普京極可能已經暫時“放下”了特

朗普，俄羅斯緩和與特朗普政府關系的努

力宣告階段性終結。樂觀估計，至少在

2018年3月俄羅斯總統選舉前，俄羅斯與美

國關系難有好轉；而悲觀的論調則認為，

特朗普任期內雙方關系難有大的變化。

研究：吹蠟燭會讓
生日蛋糕上的細菌增加14倍

綜合報導 過生日時，吹滅生日

蛋糕上的蠟燭似乎是不可少的環節之

壹。可是妳知道嗎？這麽做可能會散

播細菌。美國克萊姆森大學研究人員

通過實驗發現，吹生日蛋糕上的蠟燭

會讓蛋糕上的細菌增加14倍。

克萊姆森大學的保羅· 道森教授

帶領壹些在校大學生展開壹項實驗。

他們用圓形泡沫塑料代替真正的生

日蛋糕，在上面鋪上壹層錫箔紙，

然後抹上糖霜、插上蠟燭。然後，

學生們像壽星壹樣，鼓起腮幫子用

力吹氣，把蠟燭吹熄。為求真實，

道森還讓學生們在吹蠟燭前都吃了

比薩餅，以便充分刺激唾液分泌。

取下錫箔紙上的唾液樣本後，研

究人員先用蒸餾水加以稀釋，然後放

進培養皿，進行細菌培養。如果培養

出來的細菌數量比原先錫箔紙上的有明

顯增加，則表明吹蠟燭會造成蛋糕表

面汙染。結果，盡管不同人吹氣造成

的“汙染”效果不同，不過平均下來

，蛋糕上的細菌數量在吹過蠟燭後增

加了14倍。相關報告發表在《食品研

究雜誌》上。

不過，道森說，大家不必對此

過於擔心。因為“人類口腔中的細

菌大多無害”，即使是因吹蠟燭導

致細菌傳播，造成感染的概率也相

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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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北韓上周二度試射洲際彈道
飛彈（ICBM），美國升高軍事威懾行動。美
軍擬提前出動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參加21日舉
行的美韓聯合軍演，2日清晨2時01分（台北
時間2日下午5時01分）也在加州范登堡空軍
基地成功試射 「義勇兵三型」洲際彈道飛彈，
強烈警告北韓勿輕舉妄動。

南韓軍方情報研判，北韓很可能繼續試射
「火星-14型」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彈道飛彈

，或進行第6次核試爆。南韓官員透露，美韓
原計劃於21日啟動的 「乙支自由衛士」聯合軍
演期間派出美軍核動力航艦，因應北韓升高挑
釁，美軍可能在8 月第 3 周提前出動兩艘核航
艦。

韓聯社報導，美國兩艘核航艦是曾於5月
底在朝鮮半島海域分別與韓日實施聯合演習的
「雷根號」及 「卡爾文森號」。雷根號在結束

美澳 「護身軍刀」聯合軍演後，正從澳洲昆士
蘭附近向北移動；卡爾文森號7月初離開聖地
亞哥駛往西太平洋，執行約5個半月的任務。

此外，美國空軍2日凌晨也於加州范登堡
空軍基地成功試射無武裝的 「義勇兵三型」洲
際彈道飛彈。美國 「空軍全球攻擊司令部」
（Air Force Global Strike Command）表示，此
次試射旨在測試武器系統的效能、精準性和可
靠性。

美國空軍先前已在范登堡空軍基地試射過
多次 「義勇兵三型」，最近兩次分別是4月26
日和 5 月 3 日，同樣都是從加州發射到太平洋
西南側馬歇爾群島的瓜加林環礁（Kwajalein
Atoll）海域，飛行距離約6759公里。

新聞網站Quartz報導，北韓之前都在東部
江原道或西北部平安南道試射飛彈，這次首度
選在距中國邊界僅約50公里的北部慈江道舞坪
里試射 「火星-14型」洲際飛彈，此發射地點
恐令中國和美國不安。

近來北韓與中國關係不若以往，今年稍早
，北京宣布暫停進口北韓煤炭，令平壤相當不
滿。南韓東國大學教授金容鉉表示，北韓這次
挑選的試射飛彈地點 「似乎是向中國發出訊息
」。

首爾國民大學政治和領導研究生院主任朴
熙海認為，對美國來說，這次北韓選在鄰近中
國邊界的山區射彈，美國很難先發制人。對平
壤而言，此次更換發射地點，有助於彰顯它具
備從不同地點射彈的能力。

加州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的防止
核擴散專家劉易斯指出，北韓選在鄰近中國邊
境的地點射彈，令敵人難以打擊；而趁黑夜晚
試射，也讓靠光學影像運作的監視衛星無用武
之地。

美試射洲際飛彈 2航母急赴韓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今宣布 9 月 1 日
起，將禁止所有持美國護照者前往北韓，並呼
籲在該國的美國人在禁令生效前離開。6月中
北韓突然釋放被拘禁一年半的美國大學生瓦姆
比爾(Otto Warmbier)，但他卻已陷入昏迷、返
家一個禮拜後就過世。

北韓將因此成為世界上，唯一美國人被禁
止前往的國家，國務院表示這個禁令將在宣布
30天後正式生效，而且除非被延期或解除、將
為期1年。目前人在北韓、持有美國護照者，
應在禁令生效前離開北韓。只有美國記者、人
道援助工作者如紅十字會員工，以及宣稱有
「國家利益」需求等的人士屬於例外，可以申

請前往北韓。
上個月美國政府就表示將禁止美國人前往

北韓，因有可能遭長期拘禁的風險，北韓日前
也再度試射洲際飛彈成功，並宣稱可攻擊美國
全國領土，使得兩國間緊張情勢升高。

瓦姆比爾去年被北韓判處15年勞改，但今
年6月13日因人道理由獲釋返美，但瓦姆比爾
返美時卻被發現已陷入昏迷、並在6月19日死
亡。截至目前為止，瓦姆比爾昏迷和死亡的原
因都不清楚。北韓官媒宣稱瓦姆比爾昏迷的原
因是個謎，並否認他的死亡原因是因為在拘禁
期間遭到虐待和毆打。

目前北韓仍拘禁兩名韓裔美國人，其中一
人是學者、另一人是傳教士。另外還拘禁一位
加拿大籍牧師、三名到北韓傳教的南韓籍人士
，日本也表示北韓舉補了數十名日本人。

美國9月1日起全面禁止國民前往北韓
（ 綜 合 報 導 ）

美國海軍 Stethem 艦
於南海發生人員失
蹤疑似落海事件，
由於預定搜索海域
可能涉及爭議島礁
周邊水域，因此遭
致各界關切，南海
危機情勢再度可能
升溫。但專家認為
落海原因不必亂猜
，而且美國高調公
開搜救宣傳，就是
因為知道事發於敏
感海域，因此要避
免大陸疑慮。

國 家 政 策 基 金
會國家安全組顧問
、中華戰略學會研
究員張競表示，由
於近期美艦曾經兩
度發生類似事件，
最後發現其一為虛驚，失蹤人員日後出現，造
成美國海軍因為紀律管控失序而顏面無光，另
件卻造成實際人員失蹤無法尋獲，讓全球更對
美國海軍基本服勤紀律水準產生懷疑。

張競指出，依據艦艇服勤常規，一般巡航
狀況下，人員值更交接時刻，都必須執行清查
點名。從發現人員失蹤時間，就可以顯現出全
艦紀律水準。而假若是全艦人員都要參與就位
之特種操作部署狀態下，發生人員落水事件，
幾乎就可立即發現。但就是因為在一般巡航部
署下，才會發生無法確知人員失蹤疑似落水時
間情事。美艦若要進行搜尋作業，必須考量風
向、海流、海域礙航環境等要素，再參照估算
落水時間，經過計算後，決定最可能搜獲落水

人員之特定航跡。
至於大陸輿論認為美艦會以此為由，仿效

日本當年以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導
演盧溝橋事變之說法，張競認為多慮了，因目
前北京與華盛頓雙方溝通管道充分，美國不會
貿然藉機操作，另生枝節來破壞整體大局發展
，雖然美國在國際強權上也不免有霸道行為，
但道德上還沒有墮落到當年日本那種地步，所
以北京最理想處置態度應為聽其言觀其行，掌
握狀況保持溝通，所有無謂的猜疑，反而會損
傷自己大國的風範。但共軍若能夠完整掌握美
艦搜救航跡，將可從中測算出許多美國海軍戰
術運動準則，所以雙方在南海相互情蒐之好戲
將登場，但實際衝突機率不高。

美方高調尋人 避免大陸疑慮誤判

（綜合報導）美國白宮官員說
，美國總統川普已於周三簽署美國
國會通過的針對俄羅斯、伊朗和北
韓 3 國的制裁議案。這將是美國自
2014 年以來對俄羅斯最大、最全面
的制裁案。

法新社指出，兩名白宮官員表
示，川普此次簽署制裁俄羅斯法案
並未如以前一般大張旗鼓，而是閉
門簽字，未讓媒體進入辦公室攝影
。不過在簽署之後，川普對外發表
聲明稱，雖然不同意這項制裁，但

是 為 了 全 國 的
團 結 ， 他 還 是
簽 了 這 項 法 案
。

川 普 之 所 以
低 調 簽 署 法 案
， 是 因 為 川 普
不 同 意 該 項 議
案 ， 經 過 與 國
會 多 次 協 商 後
，7月26日美國

眾議院仍以419票贊成、3票反對的
絕對多數通過了關於對俄羅斯和伊
朗等國制裁案，美國參議院亦於 28
日以98票支持、2票反對的壓倒性優
勢通過了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裁案
，並直接將這份文件送往了等待總

統簽字的白宮辦公室。在參眾兩院
的絕對多數的壓力下，川普終於灰
頭土臉地簽署了對俄制裁案。

根據此一議案，美國將以俄羅
斯涉嫌干涉美國 2016 年總統選舉和
烏克蘭危機等理由，追加對俄有關
的個人和組織進行經濟制裁；此外
，以發展彈道導彈項目等為由，對
伊朗和北韓實施新的制裁。

針對美國對俄國的制裁，俄羅
斯國會議員表示，這完全是政治宣
戰。俄羅斯外交部日前亦宣佈，由
於美國國會通過 「極度挑釁」的議
案，打算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俄
方因此決定反制：裁減美國駐俄羅
斯外交人員的人數，並禁止美國使
館使用其位於莫斯科的多所房屋。

俄羅斯總統普丁 30 日下令驅逐
755名美國駐俄外交人員，依照俄方
的方案，美國需在9月1日前將駐俄
外交人員減少至455人，此一數字與
俄羅斯在美國外交和技術人員人數
相當。俄羅斯外交部還警告稱，若
美方決定驅逐俄方外交人員，俄方
將以同樣做法回敬。

針對美國的對俄制裁案，俄羅
斯政界人士紛紛表示譴責。俄聯邦
議員普什科夫在社交媒體發文稱，
美國參議院近乎一致通過了對俄羅
斯、伊朗和朝鮮的新一輪制裁，這
表示他們並不在乎此舉將帶來什麼
樣的後果，美國此舉根本是對俄羅
斯的政治宣戰。

灰頭土臉簽對俄制裁案川普：都是為了國家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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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2017年泰國卓越中醫師培訓項目

在曼谷舉行學員結業儀式。來自泰國各地的近40

名執業中醫師參加了此次為期6天的培訓。

泰國中醫合法化17年來，在泰國具有中醫

執業資格準證的中醫師已接近1000名。為了給

泰國中醫師提供壹個系統的在職培訓平臺，泰

國東方大學孔子學院、泰國中醫師總會和中國

溫州醫科大學於2016年聯合成立“泰國卓越中

醫師培訓基地”，此次培訓項目是該基地開展

的第二期培訓。

在6天的培訓中，來自中國溫州醫科大學

的專家就六經辨證、臟腑辨證、針灸科常見

病、脾胃頸椎腰椎疾病等學員們感興趣的課題

做了生動的理論講解和實踐演示，令學員深受

啟發。

來自泰國北柳府的學員沈賢在培訓結束後

表示，平時忙於接診，系統接觸、學習理論知

識的機會比較少。此次培訓信息量大，學到的

很多理論知識很快就可以指導實踐，其中很多

臨床的思維與案例分析對自己啟發很大，回去

後可立即加以運用。

在當天的學員結業儀式上，泰國中醫師

總會會長林丹乾表示，通過基地成立以來的

兩期培訓，體會到泰國眾多執業中醫師對執

業後續教育的渴望。總會今後將進壹步加強

和東方大學孔子學院、溫州醫科大學合作，充分利用培訓

基地這壹平臺，盡量讓所有中醫師都能在執業中得到繼續

提升的機會。

東方大學孔子學院院長章毓林表示，此次培訓項目是東

方大學孔院中醫文化立體交流模式中壹項重要的內容，希望

泰國近千名中醫師今後都能有機會參與進來，從而造就更多

的卓越中醫師服務泰國民眾。

韓國民眾青瓦臺前
冒雨抗議追加部署“薩德”
綜合報導 韓國反“薩

德”市民團體在韓國總統

府青瓦臺附近冒雨舉行集

會，抗議韓國政府日前作

出追加部署“薩德”發射

車的決定。

當日，韓國星州郡、

金泉市等地居民及反“薩

德”市民團體原計劃於

11 時在青瓦臺噴泉廣場

前舉行集會，但遭到警方

制止，在抗議過程中，

部分民眾與警方發生肢

體沖突。

隨後，抗議民眾在距

離青瓦臺不遠的孝子洞治

安中心附近舉行集會。在

當天持續約壹小時的集會

中，抗議民眾戴有“反對

‘薩德’”字樣的頭巾，

高舉“中斷‘薩德’部署”

“部署‘薩德’決定無效”

等標語，要求韓國政府停

止有關部署進程，撤除相

關設備。

反“薩德”星州鬥爭

委員會負責人當日還舉行

記者會，表示韓國政府在

上周發表聲明稱要根據環

境影響評估結果決定是否

部署“薩德”後還不到壹

天，就倉促作出了追加部

署剩余4架“薩德”發射車

的決定，此舉令當地民眾

非常失望。

在結束了青瓦臺附近

的集會活動後，抗議民

眾於當日下午 2時，在韓

國國防部前繼續進行抗

議示威活動。據了解，

前壹天，已有數百名星

州居民聚集在星州居民

會館前舉行抗議集會，

要求政府立即中斷部署

“薩德”行為。

據韓媒報道，韓國總

統文在寅主持召開國家安

全保障會議，指示部署剩

余4輛“薩德”發射車。韓

國國防部曾表示，將對

“薩德”系統在韓部署地

開展全面環境影響評估，

最終是否部署“薩德”將

在環評之後根據相關結果

再作決定。

韓美今年4月不顧當地

民眾以及鄰國強烈反對，

強行在慶尚北道星州郡部

署“薩德”部分裝備。文

在寅政府上臺後，曾以需

要履行環評等國內程序為

由，暫停“薩德”剩余裝

備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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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經過對“總統文在寅之子遭誣陷案”為期壹個月的調查，檢方

認定在野黨國民之黨兩名前高官牽涉其中，涉嫌違反選舉法，將對兩人提起

訴訟。

本屆韓國總統競選宣傳期間，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文在寅與國民之黨候

選人安哲秀壹度上演“兩強對決”。距離投票日還有4天之際，國民之黨突然

曝出有關文在寅之子文俊勇的“猛料”，稱文俊勇2006年找工作時得到了身為

高官的父親幫助，並公布壹段錄音作為“證據”。

錄音中，壹個據稱是文俊勇同學的人說道：“我聽到文俊勇說，‘爸爸說

怎麽辦就怎麽辦’。”

檢方調查發現，這段錄音系偽造，制作者是國民之黨成員李由美

（音譯）。據李由美供認，錄音中自稱是“文俊勇同學”的人其實是自己

的弟弟。李由美已於上月被捕，被控違反選舉法。同時，國民之黨前高層人

員李俊緒（音譯）指未核驗錄音的真實性就予以公開，也遭到指控。

而在指控中，檢方還認定國民之黨另外兩名前高層、競選委員會成員金成

浩（音譯）和金印源（音譯）在總統競選期間發布不實消息，違反了選舉法相

關規定。

根據檢方調查，包括國民之黨聯合創始人安哲秀在內的黨內高層並未參與

此事，也沒有授意炮制錄音。

韓國《東亞日報》評論，國民之黨此前就曾曝出“回扣門”事件，而今再

出醜聞，前景恐怕不妙。如果該黨不經歷“刮骨療傷”式的反省以及近乎“解

體”的脫胎換骨，恐怕難以生存。

面對國民之黨的困境，安哲秀7月 13日打破沈默，首次就此事公開表

態。他表示自己願承擔相應責任，進行反省和自律。不過，他沒有表示將

退出政壇。

綜合報導 日本前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和前外相前原誠司有意參加或

於今年9月舉行的民進黨黨首選舉。他們與領導黨內派系的高層幹部等

分別會談，為參選加緊準備。

據報道，枝野計劃在下周初、前原打算於本周末正式宣布參選。曾是原

日本民主黨政府核心的兩人或將圍繞黨首之位展開壹對壹爭奪。

枝野在日本國會內會見了擔任派系領袖的幹事長野田佳彥，向其表

明了參選方針。支持枝野的自由派召開會議，確認了將保持行動壹致。

前原則與率領原民社黨派系的眾院副議長川端達夫在副議長辦公室

會談，可能向其表達了參選意向。

野田在記者會上就枝野、前原表示“兩人都是出色的黨首人選，年富

力強，履歷豐富，見識和人格方面也很優秀”。他還稱：“對於在嚴峻

局面之下有人願意領導眾人，我想致以敬意。”

另壹方面，該黨幹事長代理玉木雄壹郎也考慮最快在本周內決定是

否參選。他在國會內向媒體表示“我被寄望稱讓新壹代來努力，但現在

還是白紙壹張。”

據悉，去年9月的黨首選舉公告發布前不久，支持前原的原維新黨

議員的部分成員推薦了玉木，促成其參選。他已與當時推薦過他的議員

取得聯系，但目前似乎尚未湊足所需的20名推薦人。

枝野幸男和前原誠司擬宣布
競選日本民進黨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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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青年攜手赴蓉識國情
感受歷史風情 體驗創業氛圍 掌握成都發展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

發——成都之行」於7月23日至

30日圓滿舉行，來自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等15間香港大專院校及武漢大學、暨南大

學兩間內地高校的近50名學生，走進祖國西南重鎮，感受成

都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之餘，亦體驗當地創新創業氛圍，

掌握成都的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團員在2017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周快樂自拍留念。

星
－
言
－
星
－
語

此行是未來之星同學會與成都市政府港澳辦簽署共同組織開展兩地青
少年交流活動合作協議後的第一次活動，也是「從香港出發系列」

活動連續第二年在成都舉行。

田蓉：最大熱情擁抱人才赴蓉
交流團訪蓉期間，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田蓉會見了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和青年學生代表。田蓉表
示成都將用最大的熱情擁抱人才赴蓉發展，成就青年人更美好的未來。
在為期8天的參訪交流活動中，同學們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都江堰水

利工程、武侯祠等歷史文化遺蹟，感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中華民族的
偉大智慧；探訪包括香港賽馬會奧林匹克學校在內的港資項目，體會到香
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以及蓉港緊密的經貿關係；通過參觀菁蓉創
客小鎮，實地感受內地創新創業熱潮；國情市情講座則讓同學進一步感受
內地發展的最新面貌。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社長助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施倩在結業儀
式上致辭時表示，成都是中國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之一，這裡既完整
留存了璀璨中華文明之根源，又流動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的新鮮血
液，「相信這8天的見聞和體驗，一定會給大家帶來新的思考和啟發。」
她相信活動可幫助香港同學們拓展視野，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國情。
成都市港澳辦副主任楊平亦表示，行程中同學們不僅深度體驗了成都歷史
文化特色，也參觀了以創新創業聞名的菁蓉小鎮，還與成都大學的大學生進
行交流互動，「從大家喜悅的臉上，感受到這是一次有意義的、值得回味的
活動。希望大家通過成都體驗，主動做成都與香港交流的使者，向更多的香
港青年介紹成都，關注成都的繁榮發展，不斷深化蓉港交流合作。」

港生感受到政府對新一代重視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通識及文化研究三年級學生譚小娟認為，「菁蓉
計劃的發展使我感覺到政府對青年創業的大力支持，以及對新一代人才的
重視。怪不得人人都說成都是一個夢想之都，一個圓夢的地方。」在成
都，她感受到青年未來創意創業發展的希望。
譚小娟還提到，成都的硬實力毋庸置疑，而其軟實力更是不容忽視，
「一個真正能留住人的城市，是它的文化氣息與生活氣息。成都有非常現
代化、繁華的一面，比如成都的環球中心彷彿與香港的一模一樣。然而，
它也有非常古城的一面，例如武侯祠、寬窄巷子等就保留了它的民俗文
化。成都的現代化與文化傳承完全體現出成都這個城市的包容性，在這我
感受到濃厚的生活氣息。」

香港樹仁大學三年級學生吳艷玲，已
經是第二次隨未來之星同學會來成都，
「這次是我主動申請想要參加『成都之
行』，這裡的美食和文化都很吸引
我。」她指，第一次來成都時，只有一
個概括性的感受和了解，而這次則比較
深入地了解成都的文化。
吳艷玲說：「在參觀太古里時有一

點自由活動的時間，我們就到旁邊大
慈寺當地人都會去的茶館喝茶，坐了
一個小時，聽旁邊的人擺龍門陣，感
受這裡的文化，感受成都的慢生
活。」吳艷玲指兩次來成都，既有熟
悉的地方，也有新鮮的感覺，「保持
一種新鮮的心態，就會發現什麼都是
新的。到一個地方，光知道有什麼景
點是不夠的，必須多去幾次，才能深
刻了解這裡的文化和人情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故地重遊 感受慢活

香港公開大學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
藝術四年級學生梁泳龍是第二次到成
都，相比八年前來成都，此次來蓉讓他
對這個城市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很意
外成都會如此大力度地網羅人才，支持
大家創新創業，而香港並沒有很大力地
鼓勵我們去創業，這讓我很羨慕。」
梁泳龍指，畢業後他有一個五年規
劃，想在內地開一家咖啡館，展出自己
的作品並辦一些主題藝術展，吸引不同
的朋友來交流，「我原本想開在深圳，
但這次來成都，發現這裡很支持創業而
且生活節奏比較慢一些，我會考慮先把
咖啡店開在成都。我跟香港駐蓉經貿辦
也有交流，他們會對來蓉創業的港青提
供很多支持和幫助，這也加大了我來成
都的信心。」
和梁泳龍一樣，對成都創新創業氛

圍印象深刻的還有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劉
麗萍，「在成都可以走進每個初創團隊
的辦公室參觀，並和他們深入交流，這
是一種難得的體驗。」劉麗萍大讚成都
的初創團隊給她印象最深是勇於嘗試、
不怕失敗，

「香港沒有成都這麼濃的創新創業氛
圍，有太多的擔憂和『包袱』。我是一
個喜歡嘗試新事物的人，也希望能挑戰
一下自己，有想法會嘗試一下創業。」

內地唸書 看好內地發展
曾樂怡是團員中較為活躍的一位，

在國情市情講座上向教授提問，在菁
蓉創客小鎮和成都大學菁蓉學院與
「創客」交流，主題都圍繞創新創
業，「我剛參加了『未來之星．從香
港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很
意外在成都也有創新創業和人才方面
的資訊。」
曾樂怡從小在香港長大，中學畢業

後被免試推薦到武漢大學，比其他香港
同學多了一些對內地的了解，「在武漢
大學唸書的幾年裡，我感受到內地市場
和經濟的轉型，經歷了如支付寶、阿里
巴巴等創新對生活的改變。」今年即將
畢業的曾樂怡對內地的發展非常看好，
「我可能會回香港繼續深造，也可能會
到內地來創業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港生想在天府之城開咖啡館

唱響《成都》點亮記憶
「分別總
是在『七』
月，回憶是

思念的愁……」當珠海學院中
文文藝創作三年級學生唐鈞禧
和組員們唱起這首《成都》
時，在成都的點點滴滴一一閃
過，「成都的歷史文化對我很
有啟發，我特別喜歡金沙遺址
博物館，很好奇金沙遺址是否
會有文字出土。這麼久遠的歷
史，一定會有文字，我就期待
着。」

拍難忘場景 記快樂友情
在結業儀式上，參加「成都
之行」活動的同學們用各種形

式的表演記錄在成都的體驗和
感受。其中香港樹仁大學一年
級學生譚思敏，平時就對拍視
頻感興趣，故這次也以創意視
頻記錄下了成都之行。她和組
員在每個地方都拍下一些有感
觸的場景，並直播了逛成都夜
市的情況，「我希望以一種特
別的方式把 8天行程記錄下
來，留給組員們一個回憶。」
在她看來，成都之行不僅讓
她認識了這個地方，也感受了
結識更多朋友的快樂，「每個
地方大家都在一起，這就是幸
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雖然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時，碰上了突如其來的大雨，但香港高
等教育科技學院學生吳朗然仍然覺得很
值得，「我特別喜歡熊貓，在成都看到
剛出生的熊貓BB、長成毛球的幼年熊
貓，還有成年的熊貓，真是沒看夠。」
除了熊貓外，讓吳朗然記憶猶新的還

有成都對古建築的保護，「我們到錦
里、洛帶古鎮參觀，看到了很多傳統建
築與現代城市的融合，比如香港學生很
喜歡的星巴克咖啡，就有可能坐落在一
個老房子裡，而且融合得特別好。」吳
朗然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吸引人，
而成都對傳統文化的保育做得很好，

「在成都蜀錦織繡博物館，我就看到蜀
繡、蜀錦被很好地保護和傳承下來。香
港沒有這麼多古代建築和傳統文化，而
且很多傳統文化也快失傳了。成都對傳
統建築和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很值
得香港學習。」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田俊豪也對四川

的川劇念念不忘，「原以為川劇會很
悶，沒想到川劇表演《芙蓉國粹》裡
的變臉和噴火會這麼精彩。」他笑
言，來成都幾天，四川話也慢慢可以
聽懂，還在成都博物館看到皮影戲，
體驗感受了當地的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冒雨探熊貓「真是沒看夠」

��
�
�

八日七夜的緊湊行程，讓我深深體會到成都獨特的魅力不僅
在於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其邁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步伐也不容
忽視。我在現場欣賞川劇表演，發現成都對川劇傳承和推廣不
遺餘力。劇團在表演劇目、現場配樂和唱腔上均保留了川劇傳
統特色；演員「以老帶新」組合，讓年輕表演者透過與前輩合
作學習表演經驗。此外，舞台效果、旁白等方面，川劇均加入
了現代元素，中外觀眾都能明白劇情，享受表演。
第十一屆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節開幕禮是這次成都之旅的

另一亮點。成都以音樂節作為國際文化交流項目，吸引了來自全球
不同地方的表演者積極參與，而電視直播、網上轉播等，讓更多民
眾感受到成都包容、開放的城市特質。

■香港城市大學 洪英毅

今次是我第一次到成都，行程雖然緊密，卻能很有系統地讓我了
解成都的歷史、文化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成都到處都承傳着巴蜀
文明，並努力發展建設天府文化，致力成為一座世界文化城市。從
精緻的蜀錦刺繡，到古人嚮往的太陽神鳥；從承傳川劇的各種特
色，到現在國際化的結合演繹……每一樣都足以看出成都人熱愛自
己的文化，並加以承傳。此外，成都正在積極吸納世界各地的人
才，人才公寓以及7天免費住宿的計劃等既新鮮又有吸引力，相信
這些人才可以讓成都成為更具影響力的城市。
要說這次交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環節，我還真說不上來。因為四
川處處都吸引着我，而這次活動只探索了一小部分而已，四川的更
多地方和特色，我還得在以後繼續去探索和認識。

■香港科技大學 黎麗瓊

城大生：川劇邁向國際化

科大生：處處吸引盼再探索

■參觀天府
新區成都科
學城。

■參觀菁蓉創
客小鎮和成都
大學菁蓉學
院，感受成都
創新創業氛
圍。

■參觀太古里等港資項目，感受蓉港合作。 ■參觀洛帶古鎮，感受成都歷史文化。

■田蓉（右七）、姜亞兵（左六）與學生代表合影。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成都之行」活動順利結業。 ■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20172017年年88月月33日日（（星期四星期四））香  港  新  聞A15 ■責任編輯：柴 婧

兩地青年攜手赴蓉識國情
感受歷史風情 體驗創業氛圍 掌握成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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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成都之行」於7月23日至

30日圓滿舉行，來自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等15間香港大專院校及武漢大學、暨南大

學兩間內地高校的近50名學生，走進祖國西南重鎮，感受成

都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之餘，亦體驗當地創新創業氛圍，

掌握成都的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團員在2017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周快樂自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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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是未來之星同學會與成都市政府港澳辦簽署共同組織開展兩地青
少年交流活動合作協議後的第一次活動，也是「從香港出發系列」

活動連續第二年在成都舉行。

田蓉：最大熱情擁抱人才赴蓉
交流團訪蓉期間，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田蓉會見了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和青年學生代表。田蓉表
示成都將用最大的熱情擁抱人才赴蓉發展，成就青年人更美好的未來。
在為期8天的參訪交流活動中，同學們參觀金沙遺址博物館、都江堰水

利工程、武侯祠等歷史文化遺蹟，感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中華民族的
偉大智慧；探訪包括香港賽馬會奧林匹克學校在內的港資項目，體會到香
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以及蓉港緊密的經貿關係；通過參觀菁蓉創
客小鎮，實地感受內地創新創業熱潮；國情市情講座則讓同學進一步感受
內地發展的最新面貌。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社長助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施倩在結業儀

式上致辭時表示，成都是中國持續繁榮時間最長的城市之一，這裡既完整
留存了璀璨中華文明之根源，又流動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的新鮮血
液，「相信這8天的見聞和體驗，一定會給大家帶來新的思考和啟發。」
她相信活動可幫助香港同學們拓展視野，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國情。
成都市港澳辦副主任楊平亦表示，行程中同學們不僅深度體驗了成都歷史

文化特色，也參觀了以創新創業聞名的菁蓉小鎮，還與成都大學的大學生進
行交流互動，「從大家喜悅的臉上，感受到這是一次有意義的、值得回味的
活動。希望大家通過成都體驗，主動做成都與香港交流的使者，向更多的香
港青年介紹成都，關注成都的繁榮發展，不斷深化蓉港交流合作。」

港生感受到政府對新一代重視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通識及文化研究三年級學生譚小娟認為，「菁蓉
計劃的發展使我感覺到政府對青年創業的大力支持，以及對新一代人才的
重視。怪不得人人都說成都是一個夢想之都，一個圓夢的地方。」在成
都，她感受到青年未來創意創業發展的希望。
譚小娟還提到，成都的硬實力毋庸置疑，而其軟實力更是不容忽視，

「一個真正能留住人的城市，是它的文化氣息與生活氣息。成都有非常現
代化、繁華的一面，比如成都的環球中心彷彿與香港的一模一樣。然而，
它也有非常古城的一面，例如武侯祠、寬窄巷子等就保留了它的民俗文
化。成都的現代化與文化傳承完全體現出成都這個城市的包容性，在這我
感受到濃厚的生活氣息。」

香港樹仁大學三年級學生吳艷玲，已
經是第二次隨未來之星同學會來成都，
「這次是我主動申請想要參加『成都之
行』，這裡的美食和文化都很吸引
我。」她指，第一次來成都時，只有一
個概括性的感受和了解，而這次則比較
深入地了解成都的文化。
吳艷玲說：「在參觀太古里時有一

點自由活動的時間，我們就到旁邊大
慈寺當地人都會去的茶館喝茶，坐了
一個小時，聽旁邊的人擺龍門陣，感
受這裡的文化，感受成都的慢生
活。」吳艷玲指兩次來成都，既有熟
悉的地方，也有新鮮的感覺，「保持
一種新鮮的心態，就會發現什麼都是
新的。到一個地方，光知道有什麼景
點是不夠的，必須多去幾次，才能深
刻了解這裡的文化和人情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故地重遊 感受慢活

香港公開大學電影設計及攝影數碼
藝術四年級學生梁泳龍是第二次到成
都，相比八年前來成都，此次來蓉讓他
對這個城市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很意
外成都會如此大力度地網羅人才，支持
大家創新創業，而香港並沒有很大力地
鼓勵我們去創業，這讓我很羨慕。」
梁泳龍指，畢業後他有一個五年規

劃，想在內地開一家咖啡館，展出自己
的作品並辦一些主題藝術展，吸引不同
的朋友來交流，「我原本想開在深圳，
但這次來成都，發現這裡很支持創業而
且生活節奏比較慢一些，我會考慮先把
咖啡店開在成都。我跟香港駐蓉經貿辦
也有交流，他們會對來蓉創業的港青提
供很多支持和幫助，這也加大了我來成
都的信心。」
和梁泳龍一樣，對成都創新創業氛
圍印象深刻的還有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劉
麗萍，「在成都可以走進每個初創團隊
的辦公室參觀，並和他們深入交流，這
是一種難得的體驗。」劉麗萍大讚成都
的初創團隊給她印象最深是勇於嘗試、
不怕失敗，

「香港沒有成都這麼濃的創新創業氛
圍，有太多的擔憂和『包袱』。我是一
個喜歡嘗試新事物的人，也希望能挑戰
一下自己，有想法會嘗試一下創業。」

內地唸書 看好內地發展
曾樂怡是團員中較為活躍的一位，

在國情市情講座上向教授提問，在菁
蓉創客小鎮和成都大學菁蓉學院與
「創客」交流，主題都圍繞創新創
業，「我剛參加了『未來之星．從香
港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很
意外在成都也有創新創業和人才方面
的資訊。」
曾樂怡從小在香港長大，中學畢業
後被免試推薦到武漢大學，比其他香港
同學多了一些對內地的了解，「在武漢
大學唸書的幾年裡，我感受到內地市場
和經濟的轉型，經歷了如支付寶、阿里
巴巴等創新對生活的改變。」今年即將
畢業的曾樂怡對內地的發展非常看好，
「我可能會回香港繼續深造，也可能會
到內地來創業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港生想在天府之城開咖啡館

唱響《成都》點亮記憶
「分別總

是在『七』
月，回憶是

思念的愁……」當珠海學院中
文文藝創作三年級學生唐鈞禧
和組員們唱起這首《成都》
時，在成都的點點滴滴一一閃
過，「成都的歷史文化對我很
有啟發，我特別喜歡金沙遺址
博物館，很好奇金沙遺址是否
會有文字出土。這麼久遠的歷
史，一定會有文字，我就期待
着。」

拍難忘場景 記快樂友情
在結業儀式上，參加「成都

之行」活動的同學們用各種形

式的表演記錄在成都的體驗和
感受。其中香港樹仁大學一年
級學生譚思敏，平時就對拍視
頻感興趣，故這次也以創意視
頻記錄下了成都之行。她和組
員在每個地方都拍下一些有感
觸的場景，並直播了逛成都夜
市的情況，「我希望以一種特
別的方式把 8天行程記錄下
來，留給組員們一個回憶。」
在她看來，成都之行不僅讓
她認識了這個地方，也感受了
結識更多朋友的快樂，「每個
地方大家都在一起，這就是幸
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雖然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時，碰上了突如其來的大雨，但香港高
等教育科技學院學生吳朗然仍然覺得很
值得，「我特別喜歡熊貓，在成都看到
剛出生的熊貓BB、長成毛球的幼年熊
貓，還有成年的熊貓，真是沒看夠。」
除了熊貓外，讓吳朗然記憶猶新的還

有成都對古建築的保護，「我們到錦
里、洛帶古鎮參觀，看到了很多傳統建
築與現代城市的融合，比如香港學生很
喜歡的星巴克咖啡，就有可能坐落在一
個老房子裡，而且融合得特別好。」吳
朗然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吸引人，
而成都對傳統文化的保育做得很好，

「在成都蜀錦織繡博物館，我就看到蜀
繡、蜀錦被很好地保護和傳承下來。香
港沒有這麼多古代建築和傳統文化，而
且很多傳統文化也快失傳了。成都對傳
統建築和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很值
得香港學習。」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田俊豪也對四川

的川劇念念不忘，「原以為川劇會很
悶，沒想到川劇表演《芙蓉國粹》裡
的變臉和噴火會這麼精彩。」他笑
言，來成都幾天，四川話也慢慢可以
聽懂，還在成都博物館看到皮影戲，
體驗感受了當地的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冒雨探熊貓「真是沒看夠」

��
�
�

八日七夜的緊湊行程，讓我深深體會到成都獨特的魅力不僅
在於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其邁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步伐也不容
忽視。我在現場欣賞川劇表演，發現成都對川劇傳承和推廣不
遺餘力。劇團在表演劇目、現場配樂和唱腔上均保留了川劇傳
統特色；演員「以老帶新」組合，讓年輕表演者透過與前輩合
作學習表演經驗。此外，舞台效果、旁白等方面，川劇均加入
了現代元素，中外觀眾都能明白劇情，享受表演。
第十一屆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節開幕禮是這次成都之旅的

另一亮點。成都以音樂節作為國際文化交流項目，吸引了來自全球
不同地方的表演者積極參與，而電視直播、網上轉播等，讓更多民
眾感受到成都包容、開放的城市特質。

■香港城市大學 洪英毅

今次是我第一次到成都，行程雖然緊密，卻能很有系統地讓我了
解成都的歷史、文化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成都到處都承傳着巴蜀
文明，並努力發展建設天府文化，致力成為一座世界文化城市。從
精緻的蜀錦刺繡，到古人嚮往的太陽神鳥；從承傳川劇的各種特
色，到現在國際化的結合演繹……每一樣都足以看出成都人熱愛自
己的文化，並加以承傳。此外，成都正在積極吸納世界各地的人
才，人才公寓以及7天免費住宿的計劃等既新鮮又有吸引力，相信
這些人才可以讓成都成為更具影響力的城市。
要說這次交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環節，我還真說不上來。因為四

川處處都吸引着我，而這次活動只探索了一小部分而已，四川的更
多地方和特色，我還得在以後繼續去探索和認識。

■香港科技大學 黎麗瓊

城大生：川劇邁向國際化

科大生：處處吸引盼再探索

■參觀天府
新區成都科
學城。

■參觀菁蓉創
客小鎮和成都
大學菁蓉學
院，感受成都
創新創業氛
圍。

■參觀太古里等港資項目，感受蓉港合作。 ■參觀洛帶古鎮，感受成都歷史文化。

■田蓉（右七）、姜亞兵（左六）與學生代表合影。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成都之行」活動順利結業。 ■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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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灣口岸將建首條地鐵
規劃獲批覆 投逾1300億建5軌道 料2022年全部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軌道四期建設規劃近日獲得

國家批覆，將建設包括6號線支線、12號線、13號線、14號線、16號線共5

個項目，總投資約為1,344.5億元（人民幣，下同），總長度148.9公里，預

計2022年可全部建成通車，屆時深圳市城市軌道運營

里程將達到580公里。根據規劃，13號線將成為首

條連接深圳灣口岸的軌道路線，該線“一路向

北”，將后海、科技園、留仙洞總部

基地、石岩、公明、光明等地相

連，通過沿線各線接駁站可與既有

地鐵路線便捷換乘。

根據規劃，此次獲批的深圳軌道四期建設
規劃包含了5條軌道路線。其中，6號線

支線連接光明中心與中山大學深圳校區沿線
片區，支持光僑路、公常路走廊兩側用地發
展；同時，未來可與東莞1號線銜接，將支持
深莞一體化發展。路線自荔林站至中山大學
站，長6.4公里，設站3座，投資43.3億元。

12號線是聯繫蛇口自貿區、南山中心
區、寶安中心區、大空港地區，覆蓋西部發
展軸的普速路線。路線自左炮台站至海上田
園站，途經機場東站，是另一條連接機場T3
航站樓的路線。路線長40公里，設站29座，
投資381.4億元。

地鐵客流佔公交比重達44%
首條連接深圳灣口岸的軌道路線13號

線終點至上屋北站，路線長23公里，設站
14座，投資214.8億元。14號線是聯繫羅湖
福田中心與東部龍崗副中心區、坪山副中
心區軌道快線。路線自崗廈北站至沙田站，
路線長51.9公里，設站14座，投資429.7億
元。16號線串聯大運新城、龍崗中心城、
坪山樞紐、坪山中心區，是東部組團內各
片區間聯繫的普速服務路線。路線自大運
站至田頭站，路線長 27.6 公里，設站 23
座，投資275.3億元。

據了解，截至7月，深圳市共建成投入運

營城市軌道路線8條，總里程約286公里，軌
道站點199個，換乘站28個，日均客運量約
450萬人次，高峰達530萬人/日/次，地鐵客
流佔公交比重已達44%，佔機動化出行比例
約15%。

目前深圳市在建城市軌道路線共10條
（含7條延長線），包括三期工程6、8號線
（批覆里程約62公里），三期調整工程2號
線東延、3號線東延、3號線南延、4號線北
延、5號線南延、6號線南延、9號線西延、10
號線。預計至2020年軌道三期及三期調整工
程全部建成後，深圳市城市軌道運營里程約
433公里，2022年地鐵運營里程將達580公
里。 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副主任王東表示，根
據 《 深 圳 市 軌 道 交 通 線 網 規 劃
（2016-2030）》（公示徵求意見稿），將按
照“區域對接、雙心放射、中心加密、外圍
串聯”為總體原則，規劃全市城市軌道路線
32條，總規模約1,142公里（含彈性發展路線
約53公里），其中，市域快線8條，總規模
約412公里；普速路線24條，總規模約730公
里。

目前，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正在組織編制
單位（深圳市規劃國土發展研究中心）結合
政府各部門及社會各方意見對軌道線網規劃
方案進行修改完善，預計今年底軌道線網規
劃方案上報市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
圳報道）深圳市城市軌道交通線網規
劃以城市總體規劃和綜合交通規劃為
基礎，統籌考慮城市社會經濟發展、
空間結構、土地利用佈局、客流需
求、工程投資和建設條件等因素，形
成層次分明、結構合理、規模適宜的
線網方案。記者發現，軌道四期路線
選擇覆蓋了近期城市重點地區，包括
重點覆蓋大灣區輻射區域的空港新
城，加強了原關外軌道交通佈局。

在支持城市發展戰略方面，14
號線加強外圍龍崗、坪山副中心與中

心區快速聯繫，引導龍崗、坪山快速
發展；覆蓋近期城市重點發展地區，
如12號線連接空港新城，16號線連
接龍崗大運新城、坪山中心區等，支
持重點區域的開發建設，實現城市新
經濟增長及發展。

在緩解近期交通擁堵地區的壓力
時，重點考慮緩解跨二線關、南山科
技園等地區交通壓力，12、13、14
號線3條路線跨二線關佈置。同時，
加密了中心城區及外圍副中心的軌道
線網，提高軌道交通服務水平，支持
建立與小汽車交通具有競爭力的公共

交通體系。
在車站規劃方面，綜合考慮路

線功能定位、沿線城市規劃、交通
規劃、軌道之間換乘要求、大型公
共活動場所、客流集散點及工程條
件等因素。

規劃的 5 條線分設人流密集
區、重大公共設施處，連接沿線商
務商業中心、大型居住區、醫院、
體育館等重大公共設施、重要交通
樞紐、大型旅遊景點等，並與其他
交通接駁便捷，覆蓋人口達車站周
邊500米範圍內。

路線覆蓋大灣區輻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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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灣口岸深圳灣口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深圳軌道四期建設規劃獲批，擬投逾1,300億建5地鐵路線。圖
為工作人員在深圳地鐵11號線福田站站台迎候乘客上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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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加強企業海

外投資的監管，清除金融隱患。中國

財政部2日發文要求，國企境外投資

事前決策必須考慮財務可行性，對財

務盡職調查和可行性研究的形式和內

容作出規定，規範事中運營財務管理

及加強財務監督；並要以集團為單位

開展境外投資績效評價，結果將作為

進行國有資本注資等行為的重要依

據。

財政部加強國企境外投資監管
■■中國財政部中國財政部22日要日要
求求，，國企境外投資事國企境外投資事
前決策必須考慮財務前決策必須考慮財務
可行性可行性，，規範運營財規範運營財
務管理及加強財務監務管理及加強財務監
督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財政部網站刊登的《國有企業境外投資財
務管理辦法》提出，對連續三年累計虧

損金額較大或當年發生嚴重虧損等重大風險事
件的境外投資企業或項目進行實地監督檢查或
委託中介機構審計，並據情況採取相應措施。

實施重大財務事項管理
“投資方要在境外法律允許的治理框架

內，對境外投資企業（項目）重大財務事項實
施管理。”財政部資產管理司有關負責人在回
應記者問題時稱。
重大財務事項包括合併、分立、終止、

清算，資本變更，重大融資，對外投資、對外
擔保，重大資產處置，重大資產損失，利潤分
配，從事金融產品交易等高風險業務，重大稅
務事項等。
上述辦法並要求，對投資規模較大或者

對企業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的境外投資企業
（項目），投資方要事先在投資協議中作出約
定，向其選派具備相應資格的財務負責人或者
財務人員，定期分析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同
時，企業要重點關注境外投資企業（項目）佣
金、回扣、手續費、勞務費、提成、返利、進
場費、業務獎勵等費用的開支範圍、標準和報
銷審批制度的合法合規性。
該辦法已於8月1日起正式施行，國有企

業參與合營的企業、國有資本參股公司以及非
國有企業開展境外投資適用上述規定，金融企
業不執行上述辦法。另外，國家外匯管理局2
日表示，目前並未針對媒體報道中的幾家企業

開展內保外貸業務調查，相關報道情況不實；
外匯局積極支持包括銀行和企業在內的市場主
體開展真實合規的內保外貸業務。

外匯局否認查安邦海航
中國外匯局在微博發佈消息稱，將會同

其他金融監管部門加強金融市場監管，指導金
融機構加強內保外貸業務的合規管理和風險管
理。外匯局稱，嚴厲打擊虛假擔保和惡意擔保
等違規行為，促進內保外貸業務的健康發展。

外電近日報道稱，外匯局正檢查數家積
極海外併購企業的內保外貸業務，包括安邦、
海航、萬達、復星及浙江羅森內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琳 北京報道）深陷資金危機的
樂視網近期面臨兩隻總額近20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私募
債回售壓力。樂視網2日對此
回應騰訊財經稱，本息超10億
元的“15樂視01”私募債回售
資金已經籌措完畢，並已打到
“中債登”的專用賬戶，8月3
日將如期兌付給選擇回售的投
資者。
樂視網在2015年發行了兩

筆私募債，分別為“15樂視
01”和“15樂視02”，金額分
別是10億元和9.3億元，利率
分別為 8.5%和 7.5%，期限 3

年，本息共計約20.9億元。
上述兩筆私募債的回售日

分別是2017年8月3日和9月
23日。

分析：涉及公開債市
有市場分析人士表示，由

於涉及公開市場債市，樂視網
這部分即將面臨回售期的交易
所私募債被要求按時兌付，不
能將風險外化至公開市場。

財新網消息稱，樂視網新
控制人孫宏斌將先行對這兩隻
交易所私募債進行償付，接近
交易的人士稱，“目前資金已
經準備好，等待到點劃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
巍晨 上海報道）中國金融搜索
平台融360提供的數據顯示，
截至7月底，中國正常運營的
網貸平台共1,015家，較6月末
下降2.78%；當月，新增平台
數6家，環比多增3家。融360
網貸評級組表示，隨着網貸行
業各地監管政策的逐漸趨嚴，
及網貸合規成本的不斷攀升，
網貸平台生存壓力正進一步加
大，未來行業洗牌或會加劇，
正常運營平台數量亦將持續縮
減。

或將加劇行業洗牌
據介紹，7月中國新增問

題平台35家，較 6月減少15
家。其中，停業平台達22家，
佔問題平台數的63%；此外，
提現困難平台有 4家，佔比
11%；轉型平台 2 家，佔比
6%；另有4家為“跑路”平
台，佔比11%。
融360方面表示，原定今年3

月完成的“互聯網金融風險專
項整治工作”將延期1年，監管
驗收期限延至明年6月，網貸整
改的延期雖可能放緩問題平台
數量，但待明年監管大限來臨
後，將有更多平台因達不到監

管要求而被迫離場。
網貸平台行業洗牌雖漸加

劇，但優質平台仍能獲得投資
者青睞。數據顯示，上月有7
家網貸平台獲得投資，其中5
家獲得“A輪投資”，1家獲得
“A+輪投資”，另有1家獲
“B輪”投資；在已發佈風投
資金的平台中，獲得資金最多
的是“愛錢幫”，該平台得到
“凱瑞德”的 5億元（人民
幣，下同）“B輪”投資。

優質平台仍獲青睞
數據還顯示，7月中國網

貸平台成交量錄 1,912.701 億
元，環比增10.42%。當月，上
海市、北京市、廣東省、浙江
省仍是網貸平台成交量最大的
地區，成交佔比達89.64%，較
6月增長11%。融360方面表
示，截至7月底，受重點監測
的P2P網貸平台貸款餘額共計
8,557.55 億元，較 6 月增長
8.17%。
從收益率看，上月網貸平

台平均收益率為9.5%，較6月
提升0.18個百分點，當月網貸
平台發佈的“標的平均借款期
限”為10.25個月，環比增加
0.25個月。

監管趨嚴 網貸平台減至1015家

孫宏斌代付樂視網20億私募債

聯通夥騰訊阿里設營運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雖然媒體傳言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
訊）參與聯通股權混改尚未成事，但在業務層
面上，聯通不斷與阿里、騰訊和百度展開深入
合作。一份流傳出的聯通內部文件顯示，聯通
已決定在廣東深圳及浙江杭州分別成立聯通電
子商務騰訊合作營運中心及聯通電子商務阿里
合作營運中心。

從名字上可以看出，這兩個中心分別對
接騰訊和阿里，並採用“一點營運，支撐全

國”的互聯網經營模式。兩個營運中心定位均
為省級分公司部門級，採取垂直管理和屬地管
理相結合的營運模式。業務管理、預算考核和
投資立項等由集團總部負責，現場及日常管理
分別由廣東及浙江分公司承擔。

混改最快8月中公佈
聯通被視為A股第一混改股，混改力度也

有可能空前。《財經網》消息指，在非國有資
本的選擇上，聯通的方案是引入與聯通主業關

聯度高、能夠產生協同效應和促進作用的投資
者。這些投資者包括國有資本和非國有資本，
在最終的混改方案上，非國有資本的比例應該
在16%至18%之間。

報道指，約有20家公司（包括國有資本
和非國有資本）正在和聯通接觸談判，談判的
焦點在於價格和具體合作條款上。

其中，騰訊和阿里很有可能成為這20多
家公司中最大的投資者。混改方案最快8月中
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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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印軍非法越界性質極嚴重
外交部發佈立場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

國外交部2日發佈了《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

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

場》文件（以下簡稱《文件》），再次向國際

社會進一步說明此次印軍非法越界的事實真

相，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立場，並警告任何國家

都不應低估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領土主權的決

心，中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自己的正當

合法權益。文件指，截至上月底，印度邊防部

隊仍有40多人和1台推土機在中國領土上非法

滯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2日就
中方發佈印軍非法越界立場文件答
記者問。
有記者問：8月2日，中國外

交部發佈了《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
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
實和中國的立場》文件。中方為什
麼要發佈這一立場文件？為何選擇
在此時發佈？
耿爽表示，6月18日，印度邊

防部隊越過中印邊界錫金段進入中

國領土。印軍至今仍然非法滯留在
中國領土上。

違邊界條約 挑戰國際秩序
事件發生以來，中方通過外交

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嚴正交涉，對
印方非法越界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要求印方遵守歷史界約，立即無條
件將越界的印度邊防部隊撤回邊界
線印度一側。中方的做法展示了高
度克制。但印方不僅沒有採取任何
實際行動糾正錯誤，反而通過炮製

各種站不住腳的理由，為印軍非法
越界行為編造借口
耿爽說，中印邊界錫金段已由

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劃
定，是中印兩國政府都確認的既定
邊界，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印方所作所為違反1890年條約
及其確定的中印既定邊界，違反國
際法基本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不僅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
侵犯，更是對地區和平穩定和正常
國際秩序的嚴峻挑戰，不會為任何

一個主權國家所容忍。
耿爽表示，中方發佈《印度邊

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
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文
件，目的是向國際社會進一步說明
此次印軍越界事件的事實真相，全
面闡述中國政府立場。中方這麼
做，是為了維護本國的領土主權，
也是為了維護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
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維護公平和
正義。中方相信，是非自有曲直，
公道自在人心。

中國高度克制 印度借口連篇

知名中印問
題專家、中國國
際問題研究院副

研究員藍建學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印度
邊防部隊越界事件已有近一個半月時
間，中方此時發佈立場文件重在正本清
源，向印度國內頑固勢力、普通民眾、
不丹以及國際社會傳遞重要信號，特別
是讓印方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首先，印度國內仍然沒有認清問題
的嚴重性，甚至還有各種稀奇古怪的說
法，中方此時發佈文件宣示立場，向印
度國內頑固勢力發出強烈信號，即印度
必須立即將越界的邊防部隊撤回邊界線
印度一側，只有如此雙方才能坐下來進
行和平談判。

其次，印度在國內為了達到其目
的，編造了各種借口和謊言，中方發
佈立場文件也是向印度老百姓傳遞信
號告訴印度老百姓事情真相，因為印
度一些不明真相的民眾甚至誤以為是
中方改變現狀，實際上是印度單方面
改變現狀，並且人為擴大了雙方爭端
的範疇。

第三，中方立場文件也向不丹傳遞
出信號，中國是非常尊重不丹主權和領
土完整，而印度卻將不丹當成自己的保
護國，深度干涉不丹國防外交，中方此
次發佈文件也是向不丹提一個醒，首先
中不在洞朗地區沒有領土爭端，即使不
丹認為有爭端，也輪不到印度發話出
頭，不丹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有能力
與中方通過雙邊渠道交涉，印度實際上
是以保護不丹的名義企圖達到改變中印
實控現狀目的，客觀上也是破壞不丹主
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第四，中方立場文件也是向國際社
會闡述立場，以正本清源。

藍建學表示，中方此前也曾在南海
等問題發表過立場文件。據介紹，過去
一個多月時間裡，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就已就對峙事件發表過約十幾、二十次
談話，此次文件是對中方立場的一次系
統的歸納和闡述，使有關各方對中方立
場和堅定決心有更為系統化認識，特別
是向印方發出一個完整的信號，讓其認
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向國際社會闡明立場
對事件各方講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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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佈的《文件》同時配發了印軍越界的現場照片。
新華社

外交部發佈的《文件》共12頁。《文件》指出，印度
邊防部隊越過既定邊界，侵犯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違反了《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又稱 1890 年條
約），違反了《聯合國憲章》，是對國際法基本原則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的粗暴踐踏，性質非常嚴重。洞朗地區歷
來屬於中國，一直在中國的有效管轄之下，不存在爭議。
任何國家都不應低估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領土主權的決
心。
《文件》介紹，洞朗地區位於中國西藏自治區亞東

縣，西與印度錫金邦相鄰，南與不丹王國相接。1890年，
中國和英國簽訂《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劃定了中國西藏
地方和錫金之間的邊界。根據該條約規定，洞朗地區位於
邊界線中國一側，是無可爭議的中國領土。長期以來，中
國邊防部隊和牧民一直在該地區開展巡邏和放牧活動。目
前，洞朗地區與錫金之間的邊界是中印邊界錫金段的一部
分。

尚有逾40名印邊防部隊非法滯留
《文件》回顧了此次印度邊防部隊非法越界的經過。2017

年6月16日，中方在洞朗地區進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
邊防部隊270餘人攜帶武器，連同2台推土機，在多卡拉山口越
過錫金段邊界線100多米，進入中國境內阻撓中方的修路活
動，引發局勢緊張。印度邊防部隊越界人數最多時達到400餘
人，連同2台推土機和3頂帳篷，越界縱深達到180多米。截至
上月底，印度邊防部隊仍有40多人和1台推土機在中國領土上
非法滯留。
《文件》稱，事件發生後，中國邊防部隊在現地採取

了緊急應對措施。6月19日，中方通過外交途徑緊急向印
方提出嚴正交涉，對印方非法越界行為予以強烈抗議和譴
責，要求印方立即將越界的印度邊防部隊撤回到邊界線印
度一側。中國外交部、國防部、中國駐印度使館在北京和
新德里先後多次向印度提出嚴正交涉，強烈要求印度尊重
中國的領土主權，立即撤回越界的邊防部隊。中國外交
部、國防部發言人多次公開表態，說明事實真相，表明中
方立場，並公佈了印軍越界的地圖和現場照片。
《文件》指出，事件發生以來，中國本着最大善意，

保持高度克制，努力通過外交渠道與印度溝通解決此次事
件。但任何國家都不應低估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領土主權
的決心。中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自己的正當合法權
益。中方敦促印方立即將越界的邊防部隊撤回邊界線印度
一側，並徹底調查此次非法越界行為，盡快妥善解決此次
事件，恢復兩國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22日發佈了日發佈了《《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
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再次向國際社會進一步說明此次印軍非法越界的事實再次向國際社會進一步說明此次印軍非法越界的事實
真相真相。。圖為圖為20152015年年66月月，，中印邊境乃堆拉山口迎來首批印度官方香客中印邊境乃堆拉山口迎來首批印度官方香客，，該關該關
口早前暫緩印度香客赴藏朝聖口早前暫緩印度香客赴藏朝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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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因應司改國是會議即將進行總
結會議，法務部長邱太三今天就法務部司法改
革議題方案做出說明，將修法推動在一審判決
後，全面上網公開起訴書，另外引進妨害司法
公正罪。

邱太三指出，法務部落實司法改革，列出
六大改革工作重點，會盡全力達標，六大改革
包含， 「透明」，建立權責相符、透明公開的
檢察辦案體系； 「參與」，研議人民參與檢察
審查制度－人民檢察審查會； 「中立」，打造
中立的檢察體系； 「除冤」，去除冤抑錯誤，
建立辦案自我檢討機制－完善定罪計劃； 「效
能」，提升檢察體系的效能； 「人權」，強化
被害人與受刑人人權。

其中建立權責相符及透明公開的檢察辦案
體系部分，配合今年9月7日檢察官通案調動，
在6都台北、高雄等8大地檢署增設9名主任檢

察官；擬具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草案，規定於
一審判決後，公開上網起訴書（去識別化）以
供外界檢驗，預計 9 月底前送司法院會銜，期
能於立法院下個會期審議。

打造中立的檢察體系部分，檢察署機關將
不再冠以 「法院」二字，以避免民眾混淆法官
與檢察官的角色，例如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將改為台北地方檢察署；也將不再派任檢察官
擔任與檢察業務無關的行政職，例如黨產會。

另外，邱太三說，將引進妨害司法公正罪
，在徵詢各界意見後，研擬條文草案；為深化
司法官培訓制度，深化實習期間 1 個月，並增
加更多非政府組織（NGO）作為實習單位；檢
討撤銷假釋的要件，假釋中再犯微罪（例如：
酒駕）而遭撤銷假釋，不合比例原則，已著手
研擬刑法第78條修正草案。

法務部六大改革 將上網公開起訴書

（中央社）昨天離職的前嘉義市衛生局長
黃維民，31日晚上發出一封內容辛辣的 「臨別
簡訊」，嘉義市長涂醒哲認為傷害他的形象，
今天下午委託市府秘書長賴明煌提告黃維民毀
謗。

賴明煌下午前往嘉義地檢署按鈴申告，表
示黃維民發表傷害市府與市長形象的言論，市
長涂醒哲委託他控告黃維民毀謗、散播不實言
論，抹黑市府團隊。

賴明煌表示，黃維民散播不實言論，打擊
衛生局的士氣，讓衛生局同仁陷入被檢調約談
的恐懼氛圍中，因此涂醒哲決定 「以告止謗」
，以正視聽。

市府隨後也發布新聞稿，強調涂醒哲從政
以來，歷經前立委李慶安自導自演的 「舔耳案
」，以及某一國民黨工的 「抹黃事件」，都用
不實的事情來毀謗他，而司法都已還他清白。

新聞稿指稱，針對黃維民的不實言論，涂

醒哲原本考量與黃維民的交情，以及黃的身體
狀況，不願擴大事端，但局勢已發展成媒體一
再引用其不實的說法，甚至造成檢調單位介入
，不得已才提告。

此外，新聞稿也引述涂醒哲的話，表示黃
維民的種種不實言論，尤其疫苗採購一事，均
是無的放矢，不僅影射他圖利特定廠商，更抹
煞市府團隊這兩年半來的努力與成果。

新聞稿指稱，涂醒哲認為，黃維民的不實
言論凸顯他對政務官權責的錯亂認知，並構陷
他自己所帶領的衛生局團隊，尤其在他的部屬
歡送他（離職）當天，卻把部屬們推入司法的
坑洞中，因此不得不告。

涂醒哲指出，黃維民曾任職高雄縣衛生局
長、澎湖縣衛生局長，被要求去職時，都與當
時的縣長翻臉，並散布傷害性的言論，這次去
職也採相同的手法， 「政務官必須為政策推行
不力而負責」，這是他要黃維民去職的原因。

告離職衛生局長 涂醒哲：以告止謗

（中央社）北市永春社區都更案延宕多年
，不同意戶不服市府核定的更新事業計畫等案
，提出行政訴訟，一審判市府敗訴，市府上訴
後，最高行政法院今天公布結果維持一審見解
，駁回上訴定讞。

根據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內容，全案緣於
，建商森業營造於民國95年申請報核變更事業
計畫及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案，台北市政府核訂
實施後，森業營造在102年再提出更新事業計畫
及變更權利變換計劃案，台北市政府辦理聽證
程序後，審議通過並核定實施。

不同意戶不服台北市政府核定這些行政處
分，打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去年6月間
判台北市政府敗訴，台北市政府不服，提起上
訴，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

最高行政法院審酌，原判決以台北市政府
對於建商在事業計畫表明的建物選配方式以及
權變計劃所提列的營建工程管理費與風險管理
費等事項的判斷有違法情形，撤銷原處分，判
台北市政府敗訴並無不當，維持原判決見解，
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永春都更案 台北市府敗訴定讞

（中央社）司法院今天表示，為提供更多的開放資料，將法拍動產待拍公告資料集及法拍屋
不動產待拍公告資料集，今天起整併為 「法拍屋動產及不動產待拍公告資料集」，提供下載。

司法院的新聞稿說，法拍動產拍定公告資料集及法拍屋不動產拍定公告資料集整併為 「法拍
屋動產及不動產拍定公告資料集」，也提供下載。

司法院資訊處長王金龍受訪指出，司法院 「法拍屋不動產待拍公告資料集」及 「法拍屋不動
產拍定公告資料集」已在5月5日起，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gov.tw）開放下載，於今天
接續開放 「法拍屋動產及不動產待拍公告資料集」、 「法拍屋動產及不動產拍定公告資料集」。

司法院將持續朝向司法資料開放的政策邁進，以提供民眾更多便利服務。

便民新措施法拍屋資料開放平台下載

（中央社）全國產業總工會祕書長戴國榮
今天表示，已收到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18日開
會的通知單，勞團期盼基本工資可調到月薪新
台幣2萬6000元以上，以保障勞工權益。

每年的第三季，勞動部都會召開基本工資
審議委員會，邀請勞資政三方委員共同討論是
否要調升基本工資。委員單位之一、全國產業
總工會祕書長戴國榮今天證實已經收到開會通
知單，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在8月18日上午
舉行。

戴國榮表示，今年當然希望調整，並且是

依照國內的生活標準乘以撫養比，計算基本工
資的額度。

戴國榮說，去年希望可以調高到 2 萬 6000
元，今年則因最低生活標準拉高，希望基本工
資可以比2萬6000元還更高。每月基本工資現
在為2萬1009元。

戴國榮希望基本工資委員會的位階未來可
以拉高至行政院層級，且可自助性推升，不要
每年都為了基本工資讓勞資之間爭吵。戴國榮
強調，只要基本工資不調高，台灣低薪問題就
不能解決。

基本工資調不調 18日審議

朱立倫朱立倫：：新北托育政策 全國典範新北托育政策 全國典範
新北市長朱立倫新北市長朱立倫22日表示日表示，，新北公托中心家數將近全國一半新北公托中心家數將近全國一半，，從零到從零到1212歲小朋友歲小朋友，，可以在可以在

同所學校從公托中心同所學校從公托中心、、幼兒園幼兒園，，一路念到小學部一路念到小學部，，成為新成為新1212年國教年國教，，堪稱全國典範堪稱全國典範。。

台中捷運綠線土地開發台中捷運綠線土地開發 市府舉辦招商會市府舉辦招商會
台中市交通局台中市交通局22日在台中林酒店舉辦日在台中林酒店舉辦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國際研討會暨捷運綠線土開招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國際研討會暨捷運綠線土開招

商說明會商說明會」」 ，，台中市長林佳龍台中市長林佳龍（（前左前左33））出席歡迎大家前來投資台中出席歡迎大家前來投資台中。。

立委提案修法立委提案修法 授權商對商品負連帶責任授權商對商品負連帶責任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張麗善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張麗善（（右右22））22日針對大廠授權玩具含日針對大廠授權玩具含 「「可遷移性螢光劑可遷移性螢光劑」」 表示表示

，，將提案修正消費者保護法將提案修正消費者保護法，，納入品牌授權商責任納入品牌授權商責任，，不能出事時不能出事時，，授權商無責授權商無責，，讓製造商等下讓製造商等下
游一肩扛游一肩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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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農委會昨天公布5大項農用原料
資材及寵物食品安全強化邊境輻射管制措施，國
民黨團質疑核食將開放。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強
調，這些是非食品，本來就可以進口，現在是做
更嚴謹的管制。

農委會昨天公布的 5大項進口產品加強邊境
輻射管制措施，除自日本進口的飼料及高接梨穗
已有管制措施外，針對寵物食品、肥料及幼鰻等
產品，在與進口業者及產業等利害相關團體溝通
後，新增邊境輻射管理措施。立法院國民黨團則
質疑此舉，重啟核食輸台的時間表應該不遠。

陳吉仲今天召開臨時記者會說明，強調目前
台灣禁止自日本福島等 5縣進口 9大類食品，其
餘42縣食品進口則須檢附官方產地證明，部分特
定地區並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

他並說，昨天公布的是針對非食品的部份，
包含農業產品，像是肥料、寵物食品及幼鰻，這
些本來就可以進口， 「我們沒有禁止進口」，要
針對這 3大項提出更嚴謹的邊境管制措施；其次
是已有管制的飼料、高接梨穗，做更加強的管制
。

他強調， 「也就是這5大產品沒有在禁止進
口的項目裡面，現在是提出更完整的邊境管制措
施。」

媒體聯訪提問外界質疑下一步會否開放更多
日本食品輸入？陳吉仲反問，沒有管制比較好？
還是更不好？當然是納進來管制才更好。對於會
否跟世界各國一樣，逐步開放日本更多食品輸入
？他說， 「這是跨部會的議題，農委會沒辦法回
應這個問題。」

會中，他秀出簡報對照現況與加強管制措施
說明。他說，寵物食品現況沒禁止從福島等 5縣
進口，只要通過檢疫檢驗，就可以進口，也沒做
輻射檢驗，農委會核可輸台寵物食品的 5家日本
犬貓食品工廠，都沒有設在福島等5縣。

他說，參考歐盟訂定寵物食品輻射標準， 3
日將預告， 銫134及銫137之總和含量最高每公
斤600貝克，而且進口前必須以書面方式逐批向
農委會申報並辦理輻射檢驗，超過標準者即銷毀
不得販售。他強調， 「這不是間接同意，目前本
來經查廠就可以進來，是做更加強的管制。」

另外，陳吉仲說，目前肥料進口僅要求具備
合格肥料登記證，並沒有排除福島等 5縣進口及
要求提出輻射檢驗證明，也就是說，沒有加強管
制。若8月1日之後不做加強管制，可能會從福
島等 5縣進口肥料，加強管制是改成人工比對方
式通關，進行逐批輻射檢驗，符合 「不得檢出」
標準，始得販賣。

他補充，另從日本進口申請取得肥料登記證
的有機質肥料，有 2家工廠分別位於千葉縣及群
馬縣，同屬一家公司，其中千葉縣工廠產品自
102年3月起未再進口，群馬縣工廠的產品自105
年1月起未再進口。

他說，幼鰻也是現況沒有邊境輻射管理措施
，新制是對於若有申報來自日本福島等 5縣進口
的幼鰻，將進行逐批輻射檢驗，標準為碘131最
高每公斤100貝克、銫134及銫137的總和含量最
高每公斤100貝克， 符合標準者始得進口。

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強調，科學家說鰻魚產
卵時從馬里亞納海溝處產卵，洄游往菲律賓、台
灣走，最北不到福島，在東京外海，所以過去才
會沒針對幼鰻設管，這次是訂檢驗標準是加強管
制。

至於飼料部份，陳吉仲說，本來就可以從日
本進來，此外沒有飼料廠在福島等 5縣，加強管
制從今年2月6日起對福島等 5縣製造的飼料逐批
抽驗輻射，標準參考歐盟，不符規定就退運或銷
毀；高接梨穗目前沒有從福島等5縣進口，若申
請會召開審查會議不予同意。

藍委質疑核食將解禁 農委會：是管更嚴

（中央社）經濟部次長楊偉甫今天親赴花
蓮勘查民營和平電廠倒塌電塔搶修狀況，並表
示經濟部和台電公司將傾全力支援；經濟部能
源局主秘蘇金勝說，若一切順利，最快13日可
恢復供電。

尼莎颱風襲台，造成花蓮民營和平電廠鐵
塔於29日倒塌，減供130萬瓩電量，造成8月
中旬前供電緊張，甚至一度預估8月 3、4日恐
亮出限電警戒紅燈，幸受午後雷陣雨及節電措
施見效影響，台電今日將預估燈號改為供電警
戒橘燈。

為維持穩定供電，和平電廠力拚兩週內完
成架設臨時線路因應。楊偉甫今天上午在台電
公司董事長朱文成、蘇金勝與和平電廠總經理
劉奕昌等人陪同下，前往台電台北供電區營運
處宜蘭分隊聽取 「和平電廠#72鐵塔搶修作業
前進指揮所」簡報，並到花蓮現場勘查和平電
廠電塔倒塌搶修情形。

蘇金勝晚間受訪表示，這兩天積極搶通全
長1.5公里長的施工便道，目前估計還有100公
尺路段需清理，預計明早5時即可完成搶通，
加上楊偉甫已指示成立前進指揮所，目前工程
均照原定期程進行。

他指出，依工程規劃時間表來看，若一切
順利且天候狀況佳，希望13日即可進行單一迴
路通電作業，只要和平電廠啟動測試作業通過
，最快當日即可進行發電作業。

能源局發布新聞稿指出，楊偉甫今天也要
求 「前進指揮所」需確實管控施工便道開闢、
機具進場及材料搬運、導線解連及延線準備、
鐵塔組裝、發電機併聯與送電等搶修進度，並
每日回報施工進度。

同時，也請和平電廠務必在最短時間內完
成電塔搶修及恢復輸電的工作，經濟部與台電
也要傾全力協助支援。

（中央社）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
今天表示，金管會 FinTech 研究報告
竟然成為 「剪貼簿」。金管會回應，
該報告本來目的是供內部參考使用，
為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金管會推
出兩項措施。

黃國昌今天在臉書上表示， 「在
「金融科技」(FinTech)已成金管會所

欲推動的重點項目之後，相關的政策

主題遂成為研究焦點。沒想到，金管
會的金融科技研究報告，卻成為 「剪
貼簿」，不僅大量抄襲，更墮落到直
接剪貼中國網路新聞。」

銀行局主秘陳妍沂表示，為利台
灣發展金融科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委託研究人員蒐集各國相關資料、
措施，做出 「各國監理機關發展金融
科技業之措施」研究報告。

陳妍沂指出，
該研究報告原本目
的是供內部參考使
用，因此，不像學
術研究報告會在每
段清楚引述來源，
而是以參考書目方式註明資料來源，
並在重要圖表下方註明引述出處。

同時，陳妍沂也指出，該報告不

足之處在於，研究人員未在研究報告
上清楚註明某些內容是來自中國大陸
新聞報導，金管會對於研究報告爭議

有兩大補強措施，一是要求研究人員
清楚標註資料出處，二是研究報告完
成後，加強審核程序。

和平電廠電塔搶修 經濟部估13日復電

立委質疑報告成剪貼簿 金管會兩措施改善

議員議員：：總統府官網國旗違法總統府官網國旗違法 台北市應取締台北市應取締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台北市議員鍾小平（（右右22））等議員等議員22日會同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洪孟楷日會同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洪孟楷（（左左22））開記者會開記者會

，，要求台北市政府應取締總統府官網的國旗不符國旗法規定要求台北市政府應取締總統府官網的國旗不符國旗法規定，，限期北市限期北市2424小時內取締小時內取締，，否則否則
將赴監察院檢舉市長柯文哲違法將赴監察院檢舉市長柯文哲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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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麥當勞贊助，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與國際貿易中心主辦，
休士頓東北總商會和休士頓政大校友會協辦的
2017第七屆升學教育展(McDonald's 2017 Educa-
tion Workshop)將於 8 月 26 日(周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在夏普斯堂國際高中(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登場，現場設有升學機構諮
詢攤位、多場升學輔導講座、SAT與ACT考試
制度分析及大學入學詳細資訊，歡迎學生、家
長踴躍出席。

「教育是成功的起點」 (My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my Success)，一年一度的美南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為滿足莘莘學子對美好前景
的願望，提供了強大助力，該教育展年年舉辦
，獲得社區廣大迴響。今年教育展邁入第七屆
，邀請教育專家和多家升學教育機構共襄盛舉
，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大學入學標準和最新訊息
，互動交流優質平台。

今年休士頓教育展比以往更豐富，特別從
往年10 月改其至8月，配合學生暑期作息，現
場並有多場講座和現場諮詢，幫助華裔青少年
和學生家長了解美國大學的招生制度、錄取標
準和選校絕竅。

主要討論課題分為 「課外活動、社區義工
的記錄在申請大學時有什麽作用」、 「高中階
段如何規劃」、 「SAT和ACT有什麽區別」、
「AP課程有什麽用」、 「如何申請獎學金和助

學金」、 「各個大學的申請時間和錄取時間有
什麽講究」、 「選擇專業和你的高中成績有什
麽聯系」、 「本州大學和外州大學如何比較」
、 「高中的排名對大學的錄取有什麽影響」、
「Rice University 是如何招生的」等主題作分享

。
今年教育展有別於去年，亮點包括 「議題

內容針對性強」，當天活動將圍繞8-12年級的
高中選課，學期規劃、參加有價值的活動和比

賽、大學申請流程，和大學訪
談，有很多議題，每個議題都
具有參考價值。Rice University

的招生辦公室主任會親臨現場，談談他們是如
何招生的。

另外， 「分享嘉賓具備經驗」，特邀請
「哈佛爸爸、升學導師」的洪仁鼎老師與同學

和家長一起分享 「名校生成長之路」，洪仁鼎
不僅先後將自己的孩子送入 「哈佛大學」、
「紐約大學」等高校，在過去幾年中也幫助很

多學生申請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
大學、賓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美國西點軍
校、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等美國名校。近年
來，洪老師創辦 My CollegeTRAK 升學指導平
台，旨在幫助8—12年級的學生，如何有效地度
過高中四年，邁入理想的大學。洪仁鼎將親臨
休士頓與同學和家長分享他的理念。

其他，教育展也提供 「高中生義工機會」
，這是給申請大學加分的指標之一，在本屆教
育展上，將提供給10-12年級學生，9小時的義
工機會。在過程中，和名校生近距離接觸，所

有與惠學生都會頒發 「義工證書」，可為申請
大學作為加分條件。

特別的是，今年Q&A時間也更加精采豐富
，將邀請名校生與家長現身說法，參與學生可
把握機會發問，他們將分享學習、申請、挑選
學校、準備文件等如何前進美國名校大學的心
得分享。

今年照例由麥當勞達拉斯教育展領頭，將
於 7 月 22 日(周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 4 時在 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900 Coit Road, Plano, TX
75075)率先登場。

休士頓則於 8月26同一時間在夏普斯堂國
際高中(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活
動免費入場，主辦方提供免費的午餐和引入部
分大學的資訊介紹，宛如有趣、教育類的小博
覽會。由於現場容量有限，請抓緊時間免費註
冊活動免費入場，提供免費午餐，歡迎踴躍報
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bBXcjZ，連絡電
話：832-448-0190 鄧潤京，電子郵箱：david-
tang@scdaily.com。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88月月2626日登場日登場
教育專家帶您前進名校教育專家帶您前進名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大休士頓地區2日早
晨降下豪大雨，造成多處地區輕微積水。受到暴風圈及
對流旺盛影響，大雨特報將持續至周末，民眾外出時可
要格外小心。

ABC13氣象專家Travis Herzog表示，降雨急促又密
集，降下的豪大雨範圍從蓋文斯頓(Galveston)到大休士頓
地區，陣雨受到海灣吹來的強風影響，增加上午通勤族
駕車時間，並造成多處地區輕微積水。

Travis Herzog表示，周三共發生兩次時段的陣雨，
受到德州北部的強大氣流干擾，下午降下豪大雨，讓氣

溫下降至華氏80度。
Travis Herzog說，接下來的幾天都有豪大雨可能，

會一直持續至周末，昨日降雨量也迅速達到1至3英吋降
雨量，但這風暴不會造成太嚴重影響，僅會發生頻繁的
閃電和響亮的打雷聲。

接著下來受到暖濕氣流影響，預計會降下2至4英吋
的雨量，甚至有些低漥地區會淹水嚴重，氣象專家提醒
，民眾外出開車都要特別小心。也請隨時鎖定本周氣象
預報和雷達預測。

大雨特報大雨特報！！大休士頓部分地區大休士頓部分地區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嚴防淹水

連續豪大雨連續豪大雨，，要慎防街道淹水要慎防街道淹水。。((取自華盛頓郵報取自華盛頓郵報))

《《休士頓論壇休士頓論壇》》今晚連線政治評論員唐慧琳今晚連線政治評論員唐慧琳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關注兩岸動態，將
於8月3日晚間7時30分播出最新內容，針對蔡
英文政府上任後的政績、吳敦義即將上任國民
黨主席和郭台銘大手筆在美投資等新聞議題作
一番討論。節目也在周二提前視訊連線台北政
治評論員唐慧琳，當天現場也會邀請僑界評論
員一同發表看法。

蔡英文政府才上任一年，抗議便南北如影

隨行，不只返年改團體因不滿蔡政府的年改政
策，許多民眾也對政績有所抱怨，抗議行動遍
地開花。節目中將會連線台北政治評論員唐慧
琳，以 「小英錯了嗎？」主題發表看法。唐慧
琳曾任親民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2006年參
加倒扁，擔任紅衫軍活動主持人，後加入國民
黨智庫，2015年總統大選時積極為洪秀柱辯護
，是洪辦 「青年柱講團」成員之一。

其他議題，包括 「吳敦義即將上任國民黨

主席，是否真能讓國民黨起死回生」，現場也
會有一番討論和解讀。此外，最近郭台銘鴻海
科技集團旗下的富士康宣布將投資100億美元在
美國威斯康辛州設廠，讓外界引頸期盼，但是
否對台灣經濟會造成衝擊，節目也會 「從郭台
銘投資美國看台灣經濟困境」作討論。
現場節目嘉賓將有常中政(資深保險規劃師)、李
堅強(休士頓大學國際關係及東亞政治副教授)、
馬健(Morgan Stanley財務顧問)、陳煥澤(中國國

民黨海外黨代表)。
播出時間是8月3日(週四)晚間7時30分至8

時30分，8月4日(週五)下午1時至2時重播，敬
請準時收看休士頓論壇，帶您一起關心國際時
事、勁爆話題和社區動態。

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 STV15.3 外，也可
藉 由 網 路 直 播 ， Youtube 搜 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或 https://www.
youtube.com/channel/UCbk0l-YLidz0v0pRo-
jp3d-w/live ，也可掃描報上直播網站二維碼，
手機收看。現場直播電話：281-498-0109，歡
迎觀眾隨時Call in分享看法。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88月月44日至日至88月月66日日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設教會設教3636週年週年
舉辦培靈會舉辦培靈會
冬聰凜牧師第一講冬聰凜牧師第一講

「「基督徒生命開始基督徒生命開始--洗禮洗禮」」
88--0404--20172017（（Fri)Fri)下午下午77::3030至下午至下午99::0000
62506250 Westline Dr.Houston,TX.Westline Dr.Houston,TX.7703677036

冬聰凜牧師第二講冬聰凜牧師第二講
「「基督徒生命力量基督徒生命力量--聖經聖經」」
88--0505--20172017（（Sat)Sat)上午上午99::2020至上午至上午1010::5050
冬聰凜牧師第三講冬聰凜牧師第三講
「「基督徒生命豐盛基督徒生命豐盛--聖餐聖餐」」
88--0505--20172017（（SatSat））上午上午1111時至下午時至下午1212時時1010
分分
冬聰凜牧師第四講冬聰凜牧師第四講

「「基督徒生命成長基督徒生命成長--祈禱祈禱」」
88--0505--20172017（（Sat)Sat)下午下午11時時3030分至下午分至下午22時時4040
分分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62506250 Westline Dr.Houston,TX.Westline Dr.Houston,TX.7703677036
713713--776776--27712771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主日崇拜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主日崇拜
88--0606--20172017(Sun)(Sun)上午上午1010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111時時3030分分
62506250 Westline Dr.Houston,TX.Westline Dr.Houston,TX.7703677036

休斯敦華裔聯盟休斯敦華裔聯盟HCAHCA召開召開
第一次第一次HCAHCA龍舟隊全體隊員大會龍舟隊全體隊員大會
88--0505--20172017（（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59055905 Sovereign Dr.Houston,Sovereign Dr.Houston,
TX.TX.77036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88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88--0505--20172017（（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3030分至下午分至下午44時時3030

分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5885 Point West,Houston,TX.Point West,Houston,TX.7703677036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美國美好家園聯盟共同舉辦美國美好家園聯盟共同舉辦
西南區管委會大力支持西南區管委會大力支持 「「社區安全講座社區安全講座」」
88--0505--20172017（（Sat)Sat)下午下午33時至下午時至下午66時時
中華文化活動中心中華文化活動中心
9800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TX.Town Park Dr. Houston,TX.7703677036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栗懷醫師主講栗懷醫師主講：： 「「 膝 關膝 關
節疼痛節疼痛」」
88 月月 55 日日（（Sat. )Sat. ) 下午下午22 時至時至 44 時時
華人聖經教會華人聖經教會（（ 6025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Sovereign Dr. Houston
, Texas, Texas 7703677036 ))

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空軍節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空軍節

88--0606--20172017（（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榮記餐廳榮記餐廳
69386938B Wilcrest Dr.Houston,TX.B Wilcrest Dr.Houston,TX.7707277072

20172017 年美南地區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年美南地區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
（（FASCA)FASCA)
結業典禮暨成果展結業典禮暨成果展
88--0606--20172017（（Sun)Sun)下午下午22時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黃榮富先生黃榮富先生7070歲生日宴會歲生日宴會
88--0606--20172017(Sun)(Sun)下午下午66時時
珍寶海鮮餐廳珍寶海鮮餐廳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6106年國慶文化訪問團暨國慶年國慶文化訪問團暨國慶
系列活動記者會系列活動記者會””
88//55//20172017 ((星期六星期六)) 下午下午2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同源會第47屆華埠小姐選美大會
獎學金之夜，於 7 月 29 日下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30 分，在 2222
West Loop S.Houston,TX.的Royal Sonesta Hotel隆重舉行，由2號
電視台Lily Jang與Jonas Chin主持。

今年有羅可雅（Keya Luo,17歲）、王麗莎(Elizabeth Wang,18
歲）、楊佳欣（Serena Yang,19歲）、楊欣邁（Xinmai Yang,18歲
）、游世寧（Anning You,17歲）、何琳（Jessica He,19歲）、楊
鎧綺（Kelly Yang,17歲），陳蔚琳（Janet Chen,17歲）、曾迎歸
（Laura Anne Gui McReynolds,17 歲）等九位佳麗參賽。佳麗們
在比賽中要進行自我介紹，經由評委們就 「泳裝走秀、才藝競賽
、旗袍儀態及機智問答」四方面打分，8 號佳麗陳蔚琳(Janet
Chen)榮獲2017-2018年度休士頓華埠小姐桂冠，獲得同源會提
供3500美元獎學金，陳蔚琳將代表休士頓參加明年中國新年期
間在舊金山舉行全美華埠小姐比賽，同源會為此還將再贊助2000
美元用於全美華埠小姐比賽。7號佳麗楊鎧綺(Kelly Yang)榮獲休
士頓中國新年小姐（Miss Chinese New Year Houston),獲得同源會
提供2500美元獎學金。3號佳麗楊佳欣（Serene Yang)榮獲第二
公主（Second Princess)，獲得同源會提供2000美元獎學金。9號
佳麗曾迎歸（Laura Anne Gui McReynolds)榮獲才藝小姐，獲得
同源會提供1500美元獎學金。其他所有參賽每位佳麗獲得同源
會提供750美元獎學金，而2號佳麗王麗莎（Elizabeth Wang)被眾
佳麗選為最具人緣，榮獲友誼小姐（Miss Congeniality),獲得同源
會提供300美元獎學金。

休士頓同源會會長陳慶輝夫婦，前會長劉秀美、鄭昭、周偉
立等，全美同源會會長敖錦賜夫婦，大會共同主席伍朱月仙
（Linda Wu),朱李翠萍，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伍冠南律師
，Mark Lee夫婦，關振鵬律師夫婦，鄧隆隆律師夫婦，台塑副總
裁吳堯明夫婦，台商會楊崇肯夫婦，亞洲化學楊朝諄董事長夫婦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婦、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
僑務顧問張世勳，僑務促進委員趙婉兒、王妍霞，民選法官張文

華，張少歐醫師，刑事法庭法官Jay Karahan及夫人Cyn-
thia,社區大學副校長 Linda Toyota,Skymark Development
董事長Clinton Wong及寶眷，越華超市孫乙舜董事長夫
婦，亞美地產陳灼剛董事長等近500位主流佳賓、僑界
領袖，參選佳麗親友團出席盛會。台上佳麗進行各項表
演，台下親友團紛紛高舉特製加油看板助陣，全力為支
持佳麗喝采,此起彼落尖叫聲，場面熱鬧。宣布結果時，
支持者尖叫歡呼，上台紛紛與佳麗們合影。

休 士 頓 同 源 會 （Houston Lodge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2017 年華埠小姐選美大會獎學金之夜
（The Miss Chinatown Houston Scholarship Pageant Spon-
sors 2017)鑽石贊助者（Diamond Sponsor,$5,000 Donation)
張少歐心臟科醫師與夫人張文華法官（Dr. Peter Chang
& The Honorable Theresa Chang). 翡 翠 贊 助 者 （Jade
Sponsors, $3,000 Donation) Dance of Asian America and
David Yao,MD; Dr.Allen Lee, Dr. Jeremy Szeto, Viet Hoa
International Foods. 白金贊助者（Platinum Sponsors, $1,
500 Donation) Asia Chemical Corporation,BB& T-Alice
Yang,CenterPoint Energy, CKW LUXE Magazine-Connie
Kwan-Wong AND, Dr. William & Teresa Reading, Francis
and Shelley Ding,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Tammy & Wayne
Nguyen/Maba, Stephen Le Family, Skymark Development Company,
Inc.;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Houston/O.C.A.C.R.O.C.
黃金贊助者（Gold Sponsors,$750 Donation) Anonymous,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Dr. Jarvis and Gina Cheung, Amy and Dary Di-
choso,MD; Dr. Kuo and Joyce Eng, Formosa Plastics Group, Dr.
Kim and Betty Gee, Jack and Irene Joe, L'Auberge Du Lac Resort &
Casino, Marcus Ma, Prudential Advisors; Alice Mao,MD and Mat-
thew Brams,MD; Ponderosa Land & Development Co.-James and
Colleen Chang,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Stone Mountain
Properties,Dr. Michael and Tammy Su, Diana Sun,Texas Capital

Bank- Rose Chen, Titan Management- William and Mandy Kao,
Ted and Linda Wu, Dorothy Yee- RE/MAX Fine Properties. 白銀
贊助者（Silver Sponsors,$500 Donation) Dr. Edward Chan, Dr. Lil-
lian Chan, Dr. Francine Cheng- Miss Chinatown,Houston 2007,
Family of John H. Eng- Ginger, Tom, and James Eng, Glen Condo,
IPDS/LDM- Philip and Chen-ju Sun, Dr. Jennifer Kan, Dr. Karl
King. Mark and Alice Lee, How-Ying and Rina Tzeng Liou-Miss
Chinatown Houston 2003; Dr. Richard Lock, Morgan Stanley-
Ward Pendleton, Pan Jackson, Quan Law Group,PLLC , Amy Sung
Foundation, Frank and Charlotte Tieh.

休士頓同源會第47屆華埠小姐選美大會獎學金之夜於7月29日在Royal Sonesta Hotel隆重舉行
陳蔚琳榮獲休士頓華埠小姐、楊鎧綺榮獲中國新年小姐、楊佳欣榮獲第二公主、曾迎歸才藝獎

第第4747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大賽暨獎學金之夜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大賽暨獎學金之夜，，由由88號號1717歲佳麗陳蔚歲佳麗陳蔚
琳琳（（Janet Chen)Janet Chen)奪得休士頓華埠小姐后冠奪得休士頓華埠小姐后冠，，將代表休士頓前往參加全將代表休士頓前往參加全
美華埠小姐選美大賽美華埠小姐選美大賽。。 「「新年小姐新年小姐」」 則是由則是由 77 號佳麗楊鎧綺號佳麗楊鎧綺（（KellyKelly
Yang)Yang)奪得奪得、、 「「第二公主第二公主」」 為為33號佳麗楊佳欣號佳麗楊佳欣（（Serena Yang),Serena Yang), 「「才藝小才藝小
姐姐」」 則由則由99號佳麗曾迎歸號佳麗曾迎歸。。((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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