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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侵襲，
哈維侵襲
，休士頓成水鄉災區
休士頓成水鄉災區。
。(路透社
路透社))

哈維災情未平復 颶風艾瑪恐再襲美國
（綜合報導）哈維颶風前腳才剛走，東
大西洋又生成 1 個艾瑪颶風，氣象專家 8 月 31
日表示，儘管艾瑪距離尚遠，但動向朝南加
勒比海直線前進，預計下周初抵達加勒比海
的小安地列斯群島(Lesser Antilles)。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指出，在非洲西部外
海盤旋的艾瑪已增強為第 3 級暴風，預計下周

初抵達加勒比海的小安地列斯群島。氣象專
家表示，目前還無法判定是否會影響美國佛
州或墨西哥灣地區。
德州方面，受創最深的休士頓已恢復大
部分城市機能，救援人員周五繼續在德州搜
尋倖存者。此前一周，颶風哈維開始侵襲整
個墨西哥灣沿岸地區，降下史無前例的暴雨

，令超過 100 萬人流離失所，造成至少 39 人喪
生。
美國國家氣象局報告說，休斯頓今年 8 月
的降雨量超過 99 厘米，是以往月降雨量的兩
倍。
氣象學家傑夫‧林德爾表示，位於休士
頓東南近 50 公里的清溪降雨量最大，達到 120

厘米。
在政府力量協助災後復原之際，川普個
人也將捐款 100 萬美元賑災，不過白宮發言人
桑德斯表示，川普尚未決定把款項捐給哪個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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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竭誠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
經驗、專業、與實力
AIG美國國際集團 (美亞) 為全球壽險業與退休計畫的領導者。一直以來，我們的壽險公司團隊致力於為華裔客戶和
家庭提供最完善的保險保障。
我們正在招聘有志向與抱負的人才，加入我們不斷成長且充滿活力的理財專業團隊。AIG提供密集的專業培訓和最
具競爭力的薪酬及佣金，您並有機會享有豐厚的獎金及福利。所有全職員工享有各項福利，包含健康和牙科保險，
及退休計劃。此外，我們提供家庭式的工作環境，讓您在工作和生活之間有著更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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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食品安全堪憂？
專家：反映貧富不均現實

綜合報導 波及荷蘭、法國、英國、
德國等歐洲多國的“毒雞蛋”事件尚未
平息，警鐘仍在長鳴。壹個多月來，歐
洲人對問題雞蛋中含有的對人體有害的
殺蟲劑“氟蟲腈”不再陌生，也想起了
過去壹些年讓他們防不勝防的“馬肉風
波”“假酒風波”“毒飼料事件”。歐
洲的食品安全監管機制無疑是全球最好
的，但為什麽也問題不斷？不景氣的經
濟、被拉長的“食物生產鏈”、求價廉
而忽視“物美”的消費者心理交織在壹
起，是不是給了不法商販以次充好、以
假亂真的機會呢？
德國：上萬家飼料企業只有 200 人
監管

在德國，本土食品被稱為標準最高
的“德國制造”。“從農場到餐桌，保
證食品安全”，這是德國政府部門對消
費者的承諾。但過去五六年，德國餐桌
上還是出現很多安全隱患，如導致數千
家農場關閉的二惡英“毒飼料事件”、
“問題馬肉醜聞”以及市場上銷售的被
有害油脂和細菌汙染的嬰兒奶粉、除草
劑草甘膦含量嚴重超標的啤酒。今年，
德國消費者保護組織“食品觀察”還宣
稱，巴伐利亞幾家大型連鎖面包房年檢
時居然發現黴菌和老鼠。《環球時報》
記 者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2011 年 5 月 ， 德 國
“毒豆芽”導致 4000 多人感染腸出血性
大腸桿菌，約 50 人不治身亡。疫情蔓延

強降雨再襲西班牙 11 個省份

多地發布橙色預警
綜合報導 西班牙遭遇特大降雨襲擊，中部和南部地區的 27 個省
發出暴雨橙色預警。西班牙東南、東北地區 11 個省份也會迎來壹場
明顯降雨，部分地區會伴有短時強降水、雷暴大風或冰雹等強對流
天氣。
連續的暴雨突襲，令不少城市泄洪系統反應不及，導致部分城市城
區又見“海湖瀑布”，Málaga 機場部分航班改道或取消。
西班牙國家氣象局數據顯示，降雨量最多的地區是馬德裏的納瓦塞
拉達山口（Puerto de Navacerrada），達到近 70 升/平方米，累積降雨量
最多的 10 個地區中有 6 個在馬德裏。
氣象學家豪爾赫· 羅恩（Jorge Ron）解釋說：“近期的強降雨天氣
屬於正常狀況，來自葡萄牙海岸的壹股冷空氣進入伊比利亞半島，並朝
著半島東部緩慢移動。高溫天氣，在冷鋒過境時便會產生強降雨，這壹
現象通常在東部半島地中海地區反應更加強烈。這壹天氣狀況將在本周
末結束。”
據西班牙國家氣象局消息，降雨過後氣溫將明顯下降，但巴塞羅
那、赫羅納、馬略卡和梅諾卡近兩天的天氣仍會在 30 度以上。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巴西出口漲幅高於全球平均水平
綜合報導 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顯示，由於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今 年 上 半 年 巴 西 出 口 額 同 比 增 長 了 19.34% ， 高 於 全 球 平 均 漲 幅
（8.5%）。
據報道，世貿組織的數據集合了全球 70 個經濟體的進出口數據，這
些經濟體的貿易額占到了全球貿易額的 90%。
巴西出口額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美國（6.7%）和中國（8.5%），上半
年歐盟的出口增長速度為 4.7%，墨西哥為 10.4%。
巴西前外貿國務秘書韋伯•巴哈爾表示，巴西的出口商品清單決定
了這種結果。“由於我們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宗商品，而大宗商品的價
格增長，因此我們的出口額增長幅度較大。”
據巴西工業、外貿和服務部（MDIC）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巴西
的出口額為 1077 億美元，其中超過 30%（348 億美元）為鐵礦石、石油和
大豆的出口。
巴哈爾還表示，不僅僅是基礎產品有利於出口額的增加，由於國內
需求的下降，巴西工業也增加了其出口。今年 1 月至 7 月份，巴西制成
品的出口額增長了 10%。
巴西外貿協會主席若澤•奧古斯托•卡斯特羅表示，今年巴西
出口的增長也與去年表現不佳有關。世貿組織的數據顯示，2016 年
全球的出口額下降了 2.5%，而巴西的出口降幅為 3.1%。此外，2015
年巴西的出口減少了 7.9%，下降幅度也高於全球（-3.2%）。

歐洲 9 國。本來喜歡把豆芽和果蔬壹起
拌成沙拉的德國人，開始為“哪個地方
是毒豆芽的來源”爭吵不休。
談起這次影響歐洲多國的“毒雞蛋”
事件，柏林退休教師約翰娜告訴記者，德
國電視裏經常播放外國食品怎麽不安全，
想不到現在連德國也不安全了。她認為，
現在德國和歐洲的奸商越來越多，為了
牟利以次充好，不再把消費者的健康當
回事。在相關報道後面，記者還看到有
網民留言戲稱：“德國和歐洲現在每個
月都有食品醜聞，我們對不衛生食品的
免疫能力也提高了！”毫不誇張，出於
對食品安全的放心，過去德國人缺少自
我防範意識，如買來蔬菜水果不洗直接
吃、直接喝自來水、用面包夾生肉糜吃。
每當記者提醒德國朋友不要生吃時，都
會被頂回來：“德國人幾十年都這麽吃。
這裏不是中國。”
德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專家相對客觀
得多。德國消費者保護組織食品專家安
內特· 萊辛貝格告訴《環球時報》記者，
德國許多食品殘留農藥過量，這不僅有
人為的因素，還受工業化、全球氣候變

化等因素影響。比如在食品加工環節上
，德國壹些食品廠家的員工直接用手加
工和接觸食品，有的還不戴工作帽。由
於人手不夠，壹些人帶病工作。同時，
德國檢查人員明顯不足。德國消費者保
護組織的壹份報告顯示，德國每年只有
四成食品企業接受檢查。目前，德國僅
有約 3000 名食品安全監督員負責對餐
館、賓館、食堂進行抽查。德國有幾萬
家動物飼料企業，而相關監管人員不足
200 人。
談到歐洲食品來源的多樣化，安內
特表示：“如果某類食品或農產品單
獨從哪國進口，比如土耳其、智利或中
國，反而比較容易監管 ，因為出了問
題可以直接找到生產商。最難監管的
就是全球化生產的食品，如德國的草
莓 酸 奶——乳 酸 菌 來 自 德 國 北 部 ， 又
在南方進壹步處理，而草莓來自波蘭
種植園，其他成分又來自荷蘭，最後
總部在杜塞爾多夫的公司又將產地標
為巴伐利亞。還有，德國的壹些產品
還到非洲加工，再轉運回國內，因為
非洲的人力成本低。”

“食品安全已經是歐洲復雜的社會
問題。”德國柏林農業政策專家托比亞
斯· 帕西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歐
洲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已蔓延到食
品領域。許多國際食品造假集團來到歐
洲。由於擔心食品安全，歐洲出現有機
食品熱。2015 年，歐洲有機農產品市場
規模接近 300 億歐元，其中德國人消費
了86億歐元。但在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
更多歐洲人還是希望“價廉物美”，問
題是“價廉”有了，但犧牲了“物美”。
據托比亞斯介紹，100 年前，多數歐洲國
家的家庭把約半數工資花在購買食品上，
但最新的統計是，目前食品消費只占到
歐洲家庭支出的 10%—20%左右。他認
為，這是壹種“倒退”，但反映的是歐
洲國家貧富不均，特別是貧窮階層增加
的現實。
托比亞斯認為，食品安全是全球性
問題，歐洲的問題盡管越來越多，但其
機制仍是全球最好的。歐洲國家應當堅
持不懈地以“零容忍”的態度和措施對
待食品安全問題，加強監督抽檢，尤其
是全球化產品。

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將舉行“西部－2017”聯合軍演
綜合報導 白 俄 羅 斯 國 防 部 第 壹 副
部長兼武裝力量總參謀長別洛科涅夫
說，將於 9 月中旬舉行的白俄羅斯和俄
羅斯“西部－2017”聯合軍演帶有防禦
性質，不會對歐洲整體或鄰國構成任
何威脅。
別洛科涅夫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說，軍演將於 9 月 14 日到 20 日在白境
內多個試驗場及俄境內三個訓練場舉行。
演習的主題是訓練並使用部隊以保障白俄
聯盟國家軍事安全，演習的主要目的是優
化兩國各級參謀部的行動兼容性、對兩國
軍隊及武器指揮系統進行對接等。為消除
相關鄰國對於聯合軍演的緊張情緒，白方
在確定本國境內的演習地點時刻意選用了
遠離邊境的訓練場。
別洛科涅夫說，參加軍演的總人數
為 1.27 萬人。演習結束後，白方參加演
習的人員、武器和技術裝備將在 9 月 30
日前返回常駐地，屆時俄方參演部隊也
將離開白境。別洛科涅夫還表示，將邀

請包括北約在
內的壹些國際
和地區組織及
部分駐白外交
使節等觀摩軍
演。
別洛科涅夫
還表示，北約在
波羅的海三國和
波蘭不斷加大軍
事部署、並頻
繁接近白邊境
地區，在此復
雜背景下白俄舉行“西部－2017”演習。
俄羅 斯 和 白 俄 羅 斯 關 系 密 切 ， 兩
國 1999 年 底 簽 署 成 立 白 俄 聯 盟 國 家 條
約，致力於在保留各自國家主權的同
時 組 成 邦 聯 國 家 。 兩 國 於 2009 年 首 次
在白俄羅斯境內舉辦聯合軍演。此
後 ，兩國每兩年輪流舉辦此類規模聯
合軍演。

去年 7 月，北約成員國領導人在波蘭
華沙決定加大在中東歐地區的軍事存在，
在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部
署 4 個營的多國部隊，分別由美國、德
國 、英國和加拿大承擔駐軍領導責任。
北約的這壹駐軍計劃今年開始實施，此舉
被視為北約加大對俄羅斯的威懾，引發俄
方強烈不滿。

全球最嚴“禁塑令”：
肯尼亞使用塑料袋罰款坐牢

綜合報導 肯 尼 亞 實 施 新
法 ， 禁止出售、生產或使用塑
料袋，違者最高可罰款 3.8 萬美
元或監禁 4 年，堪稱全球最嚴的
“禁塑令”。
據報道，肯尼亞國會花了
10 年才通過該法例。據悉，前
往肯尼亞的旅客也不能將塑料袋
帶入境。不過，生產商反對禁
令，認為新法迫使 176 間制造商
關門，令 6 萬人失業，因肯尼亞
是非洲地區重要的塑膠輸出國。
除了肯尼亞，法國、意大利
等 40 多國，都針對塑料袋的使
用，采取禁止、部分禁止或課稅
等做法。
海洋垃圾專家艾爾哈柏表
示 ，若人類繼續使用塑料袋，
在 2050 年前，海裏的塑料袋會
比魚還多。塑料袋需 500 到 1000
年才能分解，並會經由魚類和其
他動物進入人體食物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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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國際反捕鯨組織“海洋守
護者”協會（Sea Shepherd）表示，今年
不會再派船只出海阻止日本捕鯨行動，
因為日本政府出動軍事裝備與武器保護
捕鯨船，自知絕無可能對抗政府的軍力
及財力，將尋求其他策略。
報 道 稱 ， 協 會 創 辦 人 華 森 （Paul
Watson）表示：“我們發現，日本政府
現在出動高科技軍事衛星監察捕鯨船，
只要發現我們的船只，就可以輕易躲
過。”他指日方今年更計劃首次派出武
裝部隊保護船只，以協會的資源，根本
比不上政府的軍用科技。
國際捕鯨委員會 1986 年禁止商業捕
鯨，日本也是相關公約的簽署國之壹，
但屢次利用於公約容許捕鯨作“科學研
究”的漏洞，進行大規模捕鯨，再把鯨
魚肉當作食物賣出，遭指控嚴重破壞海
洋生態。
海洋守護者協會已與日本對抗12年，
過往曾以撞擊捕鯨船、用繩套住螺旋槳、
丟擲臭彈騷擾船員等方法阻止捕獵，日
本政府曾要求法院下令關閉該組織。
日本農林水產省表示，已獲悉協會
此項決定，但目前仍未知他們是否真的
會停止“騷擾”行動，況且也有其他反
捕鯨組織可能會出面阻止，當局會繼續
密切監察船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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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上保安廳預算申請創新高
建造新巡視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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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海上保安廳近日宣布，該
機構2018年度預算的概算要求將比2017年度
增加15%，達到史上最高的約2300億日元，將
列入約230億日元的新巡視船建造費用等。
此外，日本海保還將針對 2020 年舉行
的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擴充反恐費用和
海上交通的安全對策費。
據報道，日本海保為加強島嶼和遠方海域
的“警備”，要求增加約230億日元的費用，
比2017年度的最初預算高出86%。其將新建造
1 架直升機、1 艘搭載直升機的巡視船、1艘
大型巡視船。其中大型巡視船不僅用於海島警
備，還設想用於核電站周邊的警戒任務。
據悉，日本海保廳 6 月份確認俄羅斯調查船在
北海道周邊的日本專屬經濟區內活動，作為完善可
疑船只監視體制的費用而列入了約 87 億日元預算，
約為 2017 年度的 2.1 倍左右。
報道稱，日本海保除建造 1 架監視可疑船只的
噴氣式飛機外，還引進能夠從巡視船將可疑船只航
行信息實時傳送到日本海保廳的影像傳輸設備。
此外，著眼於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日
本海保此次申請了約35億日元的恐怖活動與海上犯罪
等應對費用，較2017年度高出92%。日本海保廳將引
進9艘監視艇，替換舊的監視艇，充實海岸警備。
在指示船舶入港路線和海上位置的航道標識方面，為
抗震加固和維持功能而列入約 85 億日元的費用，同比增
長 68%。日本許多航道標識日漸老化，海保廳將進行盡早
發現龜裂和惡化的加固和維護工程，確保船舶安全航行。

泰方全面搜捕英拉：聯系多國國際刑警 重點鎖定 6 國
綜合報導 原定於 8 月 25 日舉行的泰
國前總理英拉“大米瀆職案”宣判延期
，英拉方面表示因病無法出席宣判，泰
國最高法院因此對英拉發起逮捕。有知
情人士透露，在 25 日的法庭審判前，前
總理英拉就已經逃離泰國。英拉下落成
謎，外界紛紛對其行蹤發起猜測。
據報道，泰國當局已與柬埔寨、老
撾、緬甸、越南、新加坡以及阿聯酋這
六個國家有關方面取得聯系，以尋找出
逃的前總理英拉的下落。泰國當局認
為，英拉離開泰國後，先行前往這六國
之中的某壹國家之後，進而逃跑。泰國
總理巴育日表示，泰國外交部已通過
外交途徑與這六國尋求合作，同時在
與泰國接壤國家的邊境口岸找尋英拉
的下落。此前，有消息稱，英拉可能
會前往英國尋求外交庇護。巴育對此
表示，泰國方面目前未與英國取得聯
系，他對英拉獲取英國外交庇護的資
格持懷疑態度。
英拉目前的行蹤成謎，引發各界的
猜 測 。 泰 國 陸 軍 總 司 令 查 林 猜（Chalermchai Sitthisad）表示，“顯然英拉此

前已經為出逃做好了準備，其兄長他信
也為她出逃提供了有利的幫助 。”查
林猜還表示，“與常人不同的是，英
拉有足夠的能力自己逃走。他的哥哥
他 信 可 以 為 她 準 備 逃跑工具，例如私
人飛機。”查林猜透露，英拉潛逃前丟
棄了所有手機，不再使用之前的座駕。
查林猜稱，雖然目前仍沒有確切的證據
能夠證明英拉已不在國內，但他相信英
拉已經逃離泰國。此外，他也承認，英
拉的出逃也暴露了負責入離境及國界安
全事務的泰國的全國維持和平秩序委員
會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Peace and
Order，NCPO）和軍方都對此有著不可
推卸的責任。
泰國國家警察局長猜金達（Chakthip Chaijinda）表示，英拉逃走之前在
曼谷壹家賓館與 14 名相關人員見面，警
方將會與這些人進行約談。據悉，警方
此前已經傳喚了英拉的保鏢，其中包
括壹名從英拉哥哥他信擔任總理時就
壹直負責他信的西那瓦家族安保工作的
保鏢。泰國警察局副局長表示，他在周
壹見過這名保鏢，但他沒有提供透露任

何與英拉逃跑相關的細節。
泰國移民警察局稱，已經檢查了包
括機場在內的所有離境口岸，但沒有發
現任何與英拉相關的潛逃線索。泰國警
方已經與 190 多個國家的國際刑警進行
聯系，但目前尚未收到回復。
此外，巴育和查林猜也再次重申稱
，負責英拉行蹤的泰國軍政府沒有為英
拉出逃提供幫助。查林猜表示，“（英
拉逃走）對全國維持和平秩序委員會沒
有任何好處，我們現在還被問責，總理
（巴育）每天都在打電話催我加快尋找
她（英拉）的下落。”泰國國防部長普
拉威（Prawit Wongsuwan）也表示，自
己沒有為英拉逃跑提供任何幫助，他也
不清楚英拉目前的下落。
巴育稱，“此前民眾批評對英拉進
行監控是侵犯其個人權利，我們因此撤
銷了對英拉的監視，如今不必再抱怨了
（因為她已經逃走了）。我對於因民眾
的譴責而放棄監視英拉的舉措後悔不
已，這個決定大錯特錯。”“所有為英
拉出逃提供幫助的政府官員都將受到懲
處。”“軍政府將尋求合法手段對她

（英拉）進行起訴。”
而關於撤銷英拉護照的相關問題，
泰國外交部與安全局的意見並不壹致，
泰 國 外 交 部 長 敦 · 巴 穆 威 奈 （Don
Pramudwinai）表示，外交部需得到警方

許可，方能撤銷英拉護照。警察局長猜
金達則表示，外交部只需要做好他們自
己的工作。“這些事宜也不需要經過許
可，只要屬於他們的職責，他們應該立
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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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西侗族有一句民諺“飯養身，歌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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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是侗家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侶。在侗族，

部、無指揮、無伴奏、自然合聲的民間合唱——侗族大歌自春秋戰國時期
部、無指揮、無伴奏、自然合聲的民間合唱——侗族大歌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已

傳唱了
2,500 多年。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梅林鄉中寨屯是侗族大歌發祥
傳唱了 2,500
多年。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梅林鄉中寨屯是侗族大歌發祥地之一，

當地最有聲望的歌師吳光祖，從
13 歲學藝至今，與侗族大歌相伴了
當地最有聲望的歌師吳光祖，從
13 歲學藝至今，與侗族大歌相伴了
60 多年。他正 60 多

在以自己有限的力量，通過歌聲向世界傳遞侗鄉兒女最原始、最質樸的情感

在以自己有限的力量，通過歌聲向世界傳遞侗鄉兒女最原始、最質樸的情感。

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在侗族有“三寶”——鼓樓、大歌、風雨橋。

人們甚至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人們甚至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如同陶淵
侗族有“三寶”——鼓樓、大歌、風雨橋。
明筆下的“桃花源”一般。
據了解，侗族大歌以讚美勞動、頌揚愛情和
明筆下的“桃花源”一般。
據了解，侗族大歌以讚美勞動、頌揚愛情和
“漢族有字傳書本，侗族無字傳歌
友誼為主，主要的內容體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
“漢族有字傳書本，侗族無字傳歌聲”，在侗
友誼為主，主要的內容體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
族祖祖輩輩都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把
間的和諧，其中尤以無指揮、無伴奏的多聲部合
族祖祖輩輩都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把大歌代代相
間的和諧，其中尤以無指揮、無伴奏的多聲部合
傳。然而，隨着時代發展，年輕一代大
韻最為獨特，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清泉般閃光的
韻最為獨特，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清泉般閃光的
音樂，掠過古夢邊緣的旋律”。2009傳。然而，隨着時代發展，年輕一代大都外出務
年，侗族大 工，不再學唱侗歌，許多優秀的侗歌樂
音樂，掠過古夢邊緣的旋律”。2009
年，侗族大 工，不再學唱侗歌，許多優秀的侗歌樂章隨着老一
輩歌師的離世，也面臨着失傳的境況。
歌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不能讓祖宗留下來的技藝，在我
代表作名錄。
歌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輩歌師的離世，也面臨着失傳的境況。
了。”憑着這股信念，吳光祖自1983年
代表作名錄。
無指揮伴奏“眾低獨高”“不能讓祖宗留下來的技藝，在我們這一代斷
遍侗鄉的十里八鄉，自發地收集整理侗族
了。”憑着這股信念，吳光祖自1983年開始，便走
無指揮伴奏“眾低獨高”
吳光祖除了手抄整理資料，他還專
“3 月蟬蟲叫得響，9 月秋後避冬。蟬兒在哪
遍侗鄉的十里八鄉，自發地收集整理侗族大歌。
家幫忙譯註侗文。如今，他已整理翻譯
看不見，滿山滿嶺蟬歌聲。蟬兒將歌來對話，歌
吳光祖除了手抄整理資料，他還專門請當地專
“3 月蟬蟲叫得響，9 月秋後避冬。蟬兒在哪
中藏有萬千情……”夏日令人煩躁的蟬鳴之聲， 侗族大歌，包括《蟬之歌》、《松鼠歌
看不見，滿山滿嶺蟬歌聲。蟬兒將歌來對話，歌 家幫忙譯註侗文。如今，他已整理翻譯了100多首
卻在這首侗族大歌裡被模擬演唱的聲聲入耳，如 歌》、《攔路歌》、《高山井水歌》、
中藏有萬千情……”夏日令人煩躁的蟬鳴之聲， 侗族大歌，包括《蟬之歌》、《松鼠歌》、《敬酒
歌》、《撒網歌》等，打破了侗族大歌
同天籟之音。
卻在這首侗族大歌裡被模擬演唱的聲聲入耳，如 歌》、《攔路歌》、《高山井水歌》、《正月立春
吳光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侗族大歌講究 字記載的困境，為大歌的傳承提供了便利
歌》、《撒網歌》等，打破了侗族大歌無歌本無文
同天籟之音。
押韻，曲調優美，歌詞多採用“比興”手法，意
歌譜加漢音 盼世代飄飛
字記載的困境，為大歌的傳承提供了便利。
吳光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侗族大歌講究
蘊深刻。而在演唱時，無指揮、無伴奏的多聲部
押韻，曲調優美，歌詞多採用“比興”手法，意
合唱則是其最大特色，它與普通的合唱概念不
2012盼世代飄飛
年，在當地文化部門的幫助
歌譜加漢音
蘊深刻。而在演唱時，無指揮、無伴奏的多聲部
同，大歌的主旋律是在低聲部，低聲部是眾唱 祖將其畢生收集來的侗歌加記歌譜，
合唱則是其最大特色，它與普通的合唱概念不
2012 年，在當地文化部門的幫助下，吳光
的，聲音大；高聲部由一個或兩三個歌手在低聲
給歌詞譯音，編成了侗鄉首冊《侗
同，大歌的主旋律是在低聲部，低聲部是眾唱
祖將其畢生收集來的侗歌加記歌譜，並用漢字
部旋律的基礎上創造性的即興變唱。由於侗族大
（鄉土教材），供梅林鄉中心小學數
的，聲音大；高聲部由一個或兩三個歌手在低聲
給歌詞譯音，編
成了侗鄉首冊《侗族大歌》
歌是一種“眾低獨高”的音樂，所以必須得由3人
上課時使用。
以上進行演唱。
“因為用了漢字譯音，現在即使是
部旋律的基礎上創造性的即興變唱。由於侗族大
（鄉土教材），供梅林鄉中心小學數百名學生
吳光祖指出，侗家人把歌當作精神食糧，用
熟的漢族學生，也一樣能學唱侗族大歌
■在吳光祖的努力下
在吳光祖的努力下，
，侗族大歌進入校園
侗族大歌進入校園，
，成為當地小學生必修
歌是一種“眾低獨高”的音樂，所以必須得由3人 上課時使用。
它來陶冶心靈和情操，所以以前凡是有大歌流行
本教材能真正讓侗族大歌飛入千家萬戶
的音樂課。
的音樂課
。圖為吳光祖教導小學生
圖為吳光祖教導小學生。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以上進行演唱。
攝
“因為用了漢字譯音，現在即使是對侗語不
的侗族村寨，很少出現打架罵人、偷盜等行為，
飛！”吳光祖說。
吳光祖指出，侗家人把歌當作精神食糧，用
熟的漢族學生，也一樣能學唱侗族大歌，希望這
■在吳光祖的努力下
在吳光祖的努力下，
，侗族大歌進入校園
侗族大歌進入校園，
，成為當地小學生必修
它來陶冶心靈和情操，所以以前凡是有大歌流行 本教材能真正讓侗族大歌飛入千家萬戶，世代飄
的音樂課。
的音樂課
。圖為吳光祖教導小學生
圖為吳光祖教導小學生。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的侗族村寨，很少出現打架罵人、偷盜等行為， 飛！”吳光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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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侗族有“人不唱歌人會老，不耕不耘荒了 的一大特色。
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侗 歌，吳光祖將自家吊腳樓的一樓 各種文藝演出。
如今，年逾古稀的吳光祖依舊精神矍鑠，滿頭濃密
田”的說法，侗族兒女多數能歌善舞，而吳光祖成
如今，在吳光祖的
族大歌卻久經風雨、人間滄桑， 作為文藝隊的活動中心，每天晚
為侗族大歌歌師，也是受了家庭的影響。吳光祖的 的黑髮讓他看起來比實際要年輕十幾歲，在他家裡一批
並以最原始古老的方式傳承至 上村裡的鄉親都會擠滿活動中 梅林鄉每個侗寨都有一
的一大特色。
在侗族有“人不唱歌人會老，不耕不耘荒了
各種文藝演出。 幾支侗族大歌隊，但他
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侗
歌，吳光祖將自家吊腳樓的一樓
又一批的年輕人，伴着原生態的侗族大歌慢慢成長。多
外公是侗族大歌的有名“桑嘎”（即歌師），媽媽
今，作為一個侗族歌師，吳光祖
心，他們在那裡彈琴唱歌、互相
如今，年逾古稀的吳光祖依舊精神矍鑠，滿頭濃密
田”的說法，侗族兒女多數能歌善舞，而吳光祖成
如今，在吳光祖的影響下，
族大歌卻久經風雨、人間滄桑，
作為文藝隊的活動中心，每天晚
和舅舅吳公壯自小就跟着外公學習唱侗歌、演侗 年來，吳光祖共培養了吳恒林、吳探花（侗族大歌自治
擔憂起來：“現在歌隊
將他的完整傳承稱為“一個偉大 交流，常常直到凌晨才散去，
的黑髮讓他看起來比實際要年輕十幾歲，在他家裡一批
為侗族大歌歌師，也是受了家庭的影響。吳光祖的
梅林鄉每個侗寨都有一支甚至十
並以最原始古老的方式傳承至
上村裡的鄉親都會擠滿活動中
、吳春月
戲，同樣是當地有名的優秀歌師。用吳光祖的話 區級傳承人）、吳立中（侗族大歌縣級傳承人）
愈成熟了，但因為缺乏
“氣氛熱鬧得像過節一樣”。因
的奇跡”。為了讓更多人了解、
又一批的年輕人，伴着原生態的侗族大歌慢慢成長。多
外公是侗族大歌的有名“桑嘎”（即歌師），媽媽
（侗族大歌縣級傳承人）、吳秀才、吳雪梅、陸閃花、吳
說，家裡祖祖輩輩都不乏侗族大歌的“翹楚”。
幾支侗族大歌隊，但他卻又開始
今，作為一個侗族歌師，吳光祖
心，他們在那裡彈琴唱歌、互相
欣賞侗族獨特的音樂藝術，從 此，吳光祖所住的中寨屯，人人 些歌隊亟待一個可以
年來，吳光祖共培養了吳恒林、吳探花（侗族大歌自治
和舅舅吳公壯自小就跟着外公學習唱侗歌、演侗
桂支八名弟子。
由於吳光祖天資聰穎，教他唱歌技巧的舅舅吳公
擔憂起來：“現在歌隊發展愈來
交流，常常直到凌晨才散去，
將他的完整傳承稱為“一個偉大
台。無論是政府，還是
皆會演唱大歌；該屯四支侗族大
1985 年開始，吳光祖便在村裡
此外，吳光祖還把自己所唱過的歌都教給女
壯也對他特別賞識，歷經長年累月的刻苦學習，吳光
區級傳承人）、吳立中（侗族大歌縣級傳承人）
、吳春月
戲，同樣是當地有名的優秀歌師。用吳光祖的話
組織，都希望他們能為
歌文藝隊逢年過節常到周邊各個
成立了侗族大歌文藝隊，並帶領
愈成熟了，但因為缺乏信息，這
“氣氛熱鬧得像過節一樣”。因
的奇跡”。為了讓更多人了解、
兒、媳婦，媳婦又傳給孫子。“唱歌讓人快樂，讓
祖漸漸掌握了侗族大歌的演唱技巧。據他介紹，他個
（侗族大歌縣級傳承人）、吳秀才、吳雪梅、陸閃花、吳
說，家裡祖祖輩輩都不乏侗族大歌的“翹楚”。
提供這樣一個平台，讓
村寨去演唱，且經常代表縣市，
文藝隊四處演出，讓“侗族天
些歌隊亟待一個可以展示的平
此，吳光祖所住的中寨屯，人人
欣賞侗族獨特的音樂藝術，從
人年輕。我希望有更多人都能感受侗族大歌的魅
人非常擅長侗族大歌的中聲部演唱，能維肖維妙地模
由於吳光祖天資聰穎，教他唱歌技巧的舅舅吳公 桂支八名弟子。
這種原生態的表演能走
甚至廣西，先後到過北京、上
籟”聲名遠播。
台。無論是政府，還是有能力的
皆會演唱大歌；該屯四支侗族大
1985 年開始，吳光祖便在村裡
力，讓它走向世界是我一輩子的夢想。”
仿鳥叫蟲鳴、高山流水等自然之音，這是他編創大歌
為了讓更多人接觸侗族大 海、廣東、湖南、四川等地參加 讓更多人了解和喜愛。
此外，吳光祖還把自己所唱過的歌都教給女
壯也對他特別賞識，歷經長年累月的刻苦學習，吳光

唱歌讓人快樂 夢想傳遍世界

祖漸漸掌握了侗族大歌的演唱技巧。據他介紹，他個
人非常擅長侗族大歌的中聲部演唱，能維肖維妙地模
仿鳥叫蟲鳴、高山流水等自然之音，這是他編創大歌

兒、媳婦，媳婦又傳給孫子。“唱歌讓人快樂，讓
人年輕。我希望有更多人都能感受侗族大歌的魅
力，讓它走向世界是我一輩子的夢想。”

成立了侗族大歌文藝隊，並帶領
文藝隊四處演出，讓“侗族天
籟”聲名遠播。
為了讓更多人接觸侗族大

歌文藝隊逢年過節常到周邊各個
村寨去演唱，且經常代表縣市，
甚至廣西，先後到過北京、上
海、廣東、湖南、四川等地參加

組織，都希望他們能為侗族大歌
提供這樣一個平台，讓侗族大歌
這種原生態的表演能走出侗鄉，
讓更多人了解和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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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錦一審遭判刑10年 東洋：深感欣慰
（中央社）晟德大藥廠董事長林榮錦於台
灣東洋董事長任內被控涉及掏空案，台北地院
今天判決林榮錦有期徒刑 10 年。東洋表示，確
保公司股東應有權益，深感欣慰。
針對台北地院一審判決，東洋發出聲明表
示，本案審理歷時兩年半，經過約 60 次左右庭
期，詰問約 20 名證人，且原本預計於去年底言
詞辯論終結，為確保被告權益，審理時程一再
展延至今年 7 月。另外，關於此案所涉及的郵件
證據，法院亦已依辯護人要求准予閱覽，顯見
本案已有充分的審酌，亦給被告充分機會答辯
。
東洋對於法院能審酌證據，依法判處前董
事長林榮錦應有之罪責，確保公司廣大股東應
有權益，深感欣慰。對於公司既有權益回復、
追索，將研議後辦理。
聲明稿指出，公理正義得到伸張，但台灣
東洋將記取此次遭經理人不當掏空教訓，強化

內部管控，使公司治理更完善且成為國際企業
標竿。
東洋表示，此判決結果可停止林榮錦對公
司繼續傷害，有益於公司回歸營運正途，讓公
司能更專注本業。本案的判決亦有助於公司加
速國際化的腳步，促進微脂體與微球相關新藥
pipeline 推向國際，使台灣東洋成為國際級創新
生技製藥公司。
至於此案刑事附帶民事賠償部分，東洋指
出將同步進行。為維護東洋權益，已向台北地
方法院，對被告林榮錦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要求被告林榮錦應賠償新台幣 57.7 億元及利
息。全案前已獲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先行假扣
押債務人林榮錦 3.6 億元債權在案。
東洋聲明指出，判決沒收金額為 2289 萬歐
元，其中應屬台灣東洋部分，將立即向相關單
位聲請發還。

台青年大使揮毫贈印領袖友誼長存橫聯

台灣國際青年大使訪團的青年大使 31 日在台印青年交流活動中當場揮毫
日在台印青年交流活動中當場揮毫，
，贈送印度執政的
印度人民黨領袖喬里（右 5）一幅 「台與印友誼長存
印度人民黨領袖喬里（
台與印友誼長存」」 橫聯
橫聯。
。

出版金融重案實錄 北檢：讓世界看見 涉掏空 台灣東洋前董座4罪判刑10年

（中央社）北檢出版台灣
司法史上第一本全英文撰寫的
法律案件書籍 「北檢金融重案
實錄」，內含宏遠案等 12 個
矚目案。北檢檢察長邢泰釗今
說，書籍將放在國外圖書館，
讓世界看到北檢的努力。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成立於民國 34 年，迄今已走
過 72 個年頭，今天舉行 「北
檢金融重案實錄」新書發表會

。

邢泰釗說，在犯罪國際化
的趨勢下，各國司法機關均亟
思加強互動並合作打擊犯罪，
因此本書以英文撰寫
，僅部分內容以中文標示，希
望將北檢打擊金融犯罪的經驗
，與國際進行交流與分享。
本書主筆者、北檢檢察官
張安箴說，這本書共收錄 12
個北檢偵辦的個案過程，包括

十信案、宏遠案、一銀盜領案
、兆豐案等，而個案挑選原則
，主要是犯罪所得要超過新台
幣 50 億元，或者是具有特殊
性。
此外，北檢也將以貪瀆、
婦幼、智慧財產、緝毒、執行
及歷史傳承等面向，依序彙編
出版實錄。

與少女交往遭阻 男槍擊女方哥哥落網
（中央社）40 歲葉姓男子與 14 歲林姓少女交往，兩人日前
出遊過夜，林女的父、兄外出找林女，8 月 30 日在南投縣埔里鎮
攔下葉男轎車，葉男槍擊林女哥哥，警方昨天逮捕葉男，今天移
送法辦。
19 歲林姓男子和父親 8 月 30 日在埔里鎮隆生路，看見妹妹
在葉姓男子車內，林男持棍棒攔阻，葉男開槍擊中林男右腿並逃
逸，南投縣警察局埔里分局昨天晚間逮捕葉男，今天訊後依涉犯

（中央社）小護士 「曼秀雷敦」製造商台
灣東洋前董事長林榮錦被控涉及掏空案；台北
地方法院多次開庭審理後，今天依違反證交法
等罪，判林榮錦有期徒刑 10 年，並沒收不法所
得，全案可上訴。
台北地院今天依證券交易法的不合營業常
規交易罪、背信罪等 4 罪，判林榮錦有期徒刑
10 年，全案可上訴；另名合謀涉案的德國籍男
子 Denis 則遭檢方通緝中。法官認定林榮錦犯罪
所得，有歐元 2289 餘萬元及 13 項學名藥授權合
約製藥配方的專屬授權等，依法沒收。
台灣東洋民國 104 年 6 月在櫃買中心發布重
大訊息，當時發言人曾天賜表示，林榮錦以幾
近無償方式，將東洋重要產品專屬授權給瑞士
一間疑似空殼公司 Inopha AG，導致公司至少蒙

殺人未遂、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埔里分局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警方成立專案小組，依被害
人敘述及過濾路口監視器，鎖定設籍國姓鄉葉姓男子涉重嫌，葉
嫌有多項前科、擁搶自重、熟悉地形，警方昨天清晨循線攻堅，
葉嫌逃脫，但警方研判葉嫌仍藏匿國姓鄉北山地區，動員大批警
力全面清查。

受新台幣 30 億元損失，嚴重損及公司與全體股
東利益。
台北地方法院新聞資料內容提到，Denis 為
前東洋公司歐洲首席代表，他在民國 95 年於瑞
士設立 Inopha AG 公司；林榮錦與 Denis 意圖為
Inopha AG 取得不法利益，先後在 97、98 年間
，將東洋公司 13 種藥品製劑配方，專屬授權給
Inopha AG，導致東洋損失。
例如，林榮錦未經董事會同意，就一次將
東陽公司其中 11 項具有開發潛力的學名藥，專
屬授權給 Inopha AG，東洋公司也未收取簽約金
等，導致東洋不得於授權區域內行使授權，也
不能在授權給其他人使用。此外，林榮錦與
Denis 在 101 年間主導的 「三方合約」、FK 合約
議約及簽署，也有違背職務情況發生。

埔里分局偵查隊長傅?旗說，由於掌握葉嫌準備逃亡北部情
資，專案小組嚴密布署並申請霹靂小組加入圍捕，昨天晚間發現
葉嫌駕駛的自小客車，立即包抄攔下壓制，當場起獲一把改造手
槍已上膛、5 發子彈、2 包毒品海洛因、2 包毒品安非他命。
葉嫌向警方供稱，作案槍枝為民國 103 年在台中市購入模型
槍及子彈，觀看網路教學改造，近日感覺諸事不順，才拿出來攜
帶防身，案發時因氣憤開槍，事後感到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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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國企利潤四年增近四成 高端產業拉動國企效益

近期大部分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成
績表。記者從北京市國資委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北京市市屬國企利潤大幅增長40.6%，
與去年16.8%的增幅相比大幅提升。
悄然之間，北京市屬國企的利潤已經
從2013年的474億元上漲到了2016年的超
過 660 億元，四年間增長了近四成。
近年來，北京在高新技術行業、電
子行業、交通行業等都實現了較大的利
潤增幅，而煤炭、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
的“出血點”也被及時止住。在房地產
方面，今年 3· 17 新政後房產政策收緊，
北京城建等房地產國企今年壹半精力放
在棚改項目上。
國資專家祝波善認為，雖然北京市
屬國企利潤同比增速看似很高，但增長
質量還存在提升空間。中國企業研究院
首席研究員李錦分析，未來，北京還要
進壹步深化治理結構改革。
去產能效應顯現，首鋼上半年盈利
9.49 億
2016 年以來，隨著國家穩增長政策

和鋼鐵去產能等改
革措施的陸續出
臺，鋼鐵行業發展
趨勢向好，鋼材市
場需求有所回暖，
鋼鐵企業經營狀況
有所改善。
首鋼股份剛剛
公布的中報顯示，
凈利潤 9.49 億元，
同比增長5668.42%。
首鋼中報解釋，營
業收入增長原因，
主要是銷售價格提
高和品種結構優化影響。而營業成本增
加，主要原因是原燃料價格升高，運輸
價格提高和出口量增加。
盈利的不僅是首鋼壹家。在“去產
能”持續推進等政策助推下，盈利水平
攀升，鋼材價格保持在相對高位。與鋼
鐵同行相比，寶武鋼鐵今年上半年實現
利潤總額85.1億元，同比去年增長58.2%。
此外，2017 年以來，得益於供給側
改革的深入、國家環保政策趨嚴、錯峰
停窯時間拉長和範圍擴大等原因，水泥
行業供給端得到了良好的調控，回暖勢
頭明顯。金隅股份近日發布公告，預計
2017 年 1-6 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
潤 18.25 億—19 億元，其中由北京市和唐
山市委市政府主導，北京金隅股份和冀
東發展集團決定進行戰略重組而成的冀
東水泥壹躍成為中國第三、世界第五大
水泥企業。
重組完成後，冀東水泥在京津冀地
區的市場占有率將達到 50%以上。中報
顯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
654,379.99 萬元，同比提高 24.42%；實現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1 億元， 趨勢。北京城建 2017 年上半年毛利潤率
較上年同期減虧了 8 億多元。
為 27.07%，較 2016 年同期下降 4.49 個百
分點。
高端產業拉動市屬國企效益增長
對於下降原因，中報解釋，因為
北京市國資委相關負責人介紹，上 2017 年上半年限價房、經適房、動遷房
半年，國有經濟規模效益實現雙快增長。 等銷售結轉所致，從經營數據來看，在
截 至 6 月 底 ， 北 京 市 屬 企 業 資 產 總 額 2017 年 1-6 月，北京城建在售的 4 個項目
41671.6 億元，所有者權益總額 13651 億 中有 2 個是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屬性，
元，同比分別增長 15.8%、17.9%。
整體面積為 64.5 萬平方米，占到了 2017
亮眼的增長數字背後，高端產業支 年上半年總銷售面積的 38.76%。
撐作用明顯。今年上半年，北京奔馳產
有專家分析，在國企改革的大背景
銷均突破 20 萬輛，同比增長超過 40%， 下，房地產地方國企向兩類趨勢發展：
增速繼續領跑中國壹線豪華車市場；京 其壹、公益性增強，地方政府采購為主
東方加快高端液晶面板的開發及市場開 要業務來源；其二、資本性增強，積極
拓，利潤同比增長近 9 倍，智能手機液 參與混改，壹定程度上發揮地方政府投
晶面板出貨蟬聯全球第壹，液晶電視面 資平臺職能。
板出貨量 1920 萬片，成為中國高端制造
當之無愧的“面板巨人”。
■ 背景
京東方公司公布的 2017 年半年報顯
北京國企去年資產利潤增速居直轄
示，上半年的營收 446.05 億元，同比增 市之首
加 68.65%，歸母凈利潤 43.03 億元，同比
據了解，自 2012-2016 年，五年來，
扭虧，扣非後的歸母凈利潤 40.18 億元， 北京市屬國企資產總額增長了 80.3%，
同比扭虧，銷售毛利率和凈利率分別為 突破 4 萬億元；營業收入、利潤總額、
27.73%和 10.30%。
已 繳 稅 費 分 別 增 長 了 46.3% 、 78.8% 和
77.8%。
3·17 新政後，房企轉型擔“棚改”
今年 6 月，北京市國資委黨委副書
今年年初，北京樓市的“3· 17新政” 記、巡視員趙林華對北京國企的改革發
對房地產企業影響頗深，尤其北京國資 展情況總結稱，在“十二五”砥礪奮進
委旗下以房地產為主營業務的國企眾多， 的五年中，市屬企業資產總額、歸屬於
目前大部分承擔“棚改”任務。
母公司所有者的權益分別為“十二五”
北京城建 2017 年中報顯示，在利潤 期初的 2.1 倍和 1.85 倍。邁入“十三五”
方面，2017 年上半年歸屬母公司的凈利 新階段以後，2016 年北京市屬國企營業
潤為 2.64 億元，同比下降了 39.2%；2017 收入超 1.2 萬億元，同比增長達 15%，利
年上半年毛利潤率為 27.07%，較 2016 年 潤達到 660 多億元，同比增長 16.2%，已
同 期 下 降 4.49 個 百 分 點 ， 凈 利 潤 率 為 繳稅費總額917.9億元，同比增長26.4%。
7.31%，較 2016 年同期下降了 7.52 個百分 實現全面盈利，主要經濟指標均保持兩
點，從整體來看凈利潤率呈現持續下降 位數增長，明顯高於全國國企平均水平，

中國央企數量減至 98 戶 國有資本布局不斷優化
綜合報導 中央企業重組紅利正不斷釋放。中
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企業改革局局長
白英姿在北京表示，目前國資委直屬央企已調整至
98 戶，國有資本布局得到不斷優化。
近年來央企合並重組案例頻現，引起各方關註。
國資委當日舉行媒體通氣會，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
央企重組整合有關情況。
白英姿介紹說，國資委近年來推動央企強強聯

合，尤其穩妥推進裝備制造、電力、鋼鐵、航運、
建材、旅遊等領域企業重組，集中資源形成合力，
減少無序競爭和同質化經營；並鼓勵煤炭、電力等
產業鏈上下遊企業重組，更好發揮協同效應。
據統計，中共十八大以來，國資委先後完成中
國南車與北車、寶鋼與武鋼、中國遠洋與中國海運
、中國國電與神華集團等 18 組 34 家企業的重組，
央企數量由 117 戶調整至 98 戶。

白英姿透露，通過重組整合，
中國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
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
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集中，央企控制力、影響力、
帶動力明顯提升。截至目前，國有資本在軍工、電
網電力、石油石化、交通運輸、電信、煤炭等企業
的占比達到 80.1%，整體布局更加優化。
與此同時，重組後的央企在規模和實力上也不
斷壯大。例如，重組後的國家能源投資集團，在煤
炭產銷量、發電裝機總容量、煤制油化工產量等領
域居全球第壹，成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綜合性能源

資產、利潤增速等指標位居 4 個直轄市
之首，這與北京壹級企業層面的混改突
破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針對國企混改如何成為國企發展的
機遇，國資專家祝波善告訴記者，對國企
本身而言，不是所有的混改都是發展的
機遇，不徹底的象征性混改甚至會成為
企業的麻煩，真正的混改才能算做機遇
。真正的混改，壹方面，要求企業摒棄
老舊的國有企業的管理體系，建立新的
公司治理體系；另壹方面，還需要企業
真正引進非公有制資本，並與公有制資
本進行有效嫁接。
■ 觀點
未來北京國企仍需深化結構改革
在國資專家祝波善眼中，雖然北京
市屬國企利潤同比增速看似很高，但增
長質量還存在提升空間。
祝波善算了壹筆賬，盡管今年上半
年北京市屬國企的利潤同比增長了
40.6%，數據十分可觀，但具體來看，市
屬國企的利潤總額是 385.7 億元，所有者
權益總額是 13651 億元，二者相除可以
算出市屬國企的投資收益率僅有 2.8%，
與央行三年存款利率 2.75%相差無幾。
祝波善解釋，這意味著如果直接把
錢存到銀行裏面，不做任何投資操作，
所獲得的利息也幾乎等於市屬國企的收
益。在近兩年推行國企改革、疏解非首
都功能之後，改革的紅利期已經初步到
來。要想改變這種現狀，還需調整國資
監管方式。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分
析，未來，北京國企還要進壹步深化治理
結構改革，包括規範董事長、總經理的行
權行為，依法落實董事會應有責任。

集團。
重組紅利還體現在央企經營業績上。白英姿表示，
重組推動了經營成本下降，企業效益有效提升。以國家電
力投資集團公司為例，其2015年完成重組後，當年實現
利潤總額達139.6億元（人民幣，下同），2017年上半
年實現利潤總額32億元，位居中國五大發電集團首位。
談及推進央企重組整合的下壹步動作，白英姿指
出，國資委將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解決當前央企存在的低端產能過剩、高端供給不足、
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同質化發展突出等結構性問題，
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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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舉行英國汽車集會 各式經典老爺車亮相

黎巴嫩貝魯特，黎巴嫩當代藝術家 Mirella Salame 最後壹場名為《sehnsucht》的
演出，展示了她被埋在新鮮的土地上，上面還種著植物和鮮花，而觀眾們可以在現場
給她澆水。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英國諾丁山嘉年華持續舉行
巡遊者街頭狂歡

行為藝術家“活埋
行為藝術家“
活埋”
”自己
觀眾可為其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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