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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埃及北部布海拉
省（Behaira）28日發生一起火車相
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超過
40人受傷。為埃及鐵路連番致命事
故的最新一起。

報導說，大量救護車和民防人
員趕往現場救援。布海拉省全部醫
療機構已進入緊急狀態準備接收傷
員。

埃及官方中東社援引布海拉省
安全官員的話說，事故發生時一列
客運火車的兩節車廂發生脫軌，與
旁邊一列貨運火車相撞。

由於鐵路基礎設施老舊、管理
培訓不善等原因，埃及鐵路事故頻
發。但目前還不清楚肇事原因。

2017年8月，埃及北部亞歷山
大省發生兩列火車相撞事故，造成
49人死亡、100多人受傷。埃及交
通部調查結果顯示，事故原因是人
為操作失誤。2012年，上埃及地區
曼費盧特發生火車與校車相撞事故
，造成51人死亡，死者多為兒童。

埃及北部火車相撞事故已致至少埃及北部火車相撞事故已致至少1919人人死亡死亡

埃及北部發生火車相撞事故埃及北部發生火車相撞事故，，造成嚴重傷亡造成嚴重傷亡。。((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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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美中貿易關係緊張之際，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派遣他的高級經濟顧問劉鶴
率領經濟代表團訪問美國，尋求與華盛頓就經
貿問題以及美中關係的其他方面進行更多的溝
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認為，中國希望劉鶴
能夠勸阻美國不要對中國採取單方面的貿易行
動，或者至少推遲採取這樣的行動，以便給北
京更多的時間做出應對。

劉鶴是一個月內第二位訪問華盛頓的中共
政治局委員；負責中國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楊
潔篪2月8日至9日訪問了美國，與美國總統川
普及國務卿提勒森舉行會晤。

美國之音28日引述分析人士認為，楊潔篪
訪美的兩個目的基本上都沒有達到，一個是重?
美中之間的高層對話機制，尤其是全面經濟對
話；二是希望美方在雙方磋商之前推遲實施在
一些問題上做出的決定。劉鶴預計將與財政部
長努欽、商務部長羅斯以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
希澤等內閣官員舉行會談；白宮新聞發言人27
日已表示 「川普不會與劉鶴會面」 。

報導稱，劉鶴是在美國準備對中國採取強
硬貿易措施以及整體雙邊關係走向對抗之際訪
問美國。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對來自中國的鋼鐵
與鋁製品徵收關稅或是施加進口配額。與此同
時，美國國會的外國投資委員會也將採取行動
，對中國在美國的投資進行限制。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副總裁包道格

（Douglas Paal）分析了劉鶴此行所肩負的使命
。他認為，在美國即將（對中國的產品）徵收
關稅和施加配額的行動時，中國方面處理這些
事情的人還沒有就位，至少目前還沒有正式就
位，要到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後才會到位。所以
，他們希望，一是美國與中國進行談判，而不
是直接採取單方面的行動；二是即使是採取單
方面行動的話，再等一段時間，這樣我們可以
做出有效的反應，不要把這個摻和到北京處於
不確定時期的時候，然後被那些對國際合作、
和諧和競爭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所利用。」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項目主任藍普頓
（David Lampton）教授也認為，劉鶴此行是為
了讓美國緩和對中國的貿易報復措施。他分析
，劉鶴此行是要試圖阻止美國採取徵收關稅以
及施加可能的進口配額這些在中國看來是報復
性的貿易措施，這些做法是回到早些時候使用
單方面的貿易補救措施來對貿易夥伴施加壓力
的時代。

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
認為，劉鶴在美中貿易關係緊張的時候訪美是
非常積極的一步。劉鶴此時訪美表明，他將是
主管中美經貿關係的關鍵人物。他並稱， 「晉
升為政治局委員的劉鶴在這種情況下訪美表明
，他將是一個在經貿問題上有很大影響力的角
色。他也受到經濟和貿易界人士的高度尊重。
我認為他來美國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跡象。」

習近平經濟顧問劉鶴訪美 美智庫：緩和兩國經貿對抗

（綜合報導）根據聯合國機密報告援引的情報，北韓曾向敘
利亞提供50噸材料和人員，疑似被大馬士革用於建造一座化學
武器工廠，但這項機密遭到敘利亞否認。

《華爾街日報》指出，聯合國報告聲稱，一家大陸貿易公司
作為平壤的代理人，在2016年底和2017年初向大馬士革運送了
5批耐高溫和耐酸瓷磚以及不銹鋼管道和閥門，報告認為這是敘
利亞總統阿薩德為獲得生產化學武器的協助，而向朝鮮求助的證
據。

報導指出，這些材料供應是北韓持續向敘利亞和阿薩德的盟
友伊朗出售軍火交易的一部分，一些專家估計這些交易每年的價
值可能達到數十億美元。

美國政府官員最近已警告敘利亞，可能會對阿薩德政權對平
民使用更多化學武器的做法採取軍事行動。敘利亞美國醫療協會
(Syrian American Medical Society)稱，今年到目前為止，敘利亞

政府至少發動了3次化武攻擊
。但遭到阿薩德政府強烈否認
。

上述聯合國機密報告尚未
公開發布，不過其中詳細列出
了一些成員國提供的證據和情
報。據《華爾街日報》看到的
該報告內容，敘利亞科學研究
中心通過一系列幌子公司向北
韓軍火商北韓礦業發展貿易公司支付了材料供應款項。敘利亞科
研中心受阿薩德政府支持，負責開發化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

根據提交給聯合國的多份情報報告，最近兩年，掌握化學和
彈道飛彈技術專業知識的北韓技術人員曾多次前往敘利亞，

2016年8月，一支北韓技術代表團前往敘利亞，商討向後者出
售用於化學武器計畫的特殊閥門和溫度計。聯合國調查人員表示
，北韓的技術人員仍在敘利亞製作化學武器和向敘利亞出售飛彈
零件。但敘利亞向聯合國調查人員強調，其國內沒有北韓技術人
員，只有從事體操和田徑運動的北韓人。

（綜合報導）許多人以為生病或身體虛弱
時去打點滴可以恢復體力，事實上並非每個人
都適合打點滴，若使用生理食鹽水(saline)打點
滴，反而容易令人增加死亡和腎衰竭風險。而
專家針對這件事已警告20年之久。

匹茲堡大學重症加護醫療專家凱隆指出：
「我們針對打點滴用食鹽水可能造成的傷害已
持續警告了20年，醫院不願改變純粹是因為懶
惰。」

打點滴通常用來預防病患脫水、維持血壓
、注射藥物，或是在無法進食時注射營養。美
國普遍使用生理食鹽水點滴已超過一世紀，而
一袋食鹽水的鈉含量相當20包迷你包洋芋片。

越來越多病例顯示，注射食鹽水會傷腎，經常
注射傷害則更大。

在美國專家建議使用平衡點滴液( IV bag)取
代食鹽水，每年可減少5萬到7萬個因打點滴致
死病例，以及10萬個腎衰竭病例。

這個替代的點滴液( IV bag)也稱為平衡液
（balanced fluids），也含有食鹽水，但添加了
鉀和其他成分，比較像血漿。在歐洲和澳洲已
普遍使用。打平衡液點滴的病患，每百人中的
死亡或嚴重腎捐害的病例減少一例。專家強調
，使用平衡液( IV bag)也取代食鹽水，將有成千
上萬人免於死亡或腎嚴重受損。

警告20年了 生病打點滴恐傷腎或致死
敘利亞化武材料 疑來自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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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日本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表示，戰前川
崎造船廠首任社長、知名藝術收藏家松方幸次郎（Kojiro Matsukata），其名下所收藏的重要畫
作之一，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內（Claude Monet）的 「睡蓮：柳樹倒影」 （Water Lilies: Reflec-
tions of a Willow Tree）油畫，在戰後失蹤數十年後，去年在羅浮宮（Louvre Museum）博物館
內被發現，近日將還壁歸趙，將畫作歸還東京入藏。東京西洋美術館將進行修復整理，計畫明年
中旬公開與世人見面。

出身薩摩鹿兒島的松方幸次郎，父親是明治時代總理大臣、擁有公爵勳位的松方正義。留學
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後，曾一度擔任總理秘書，後獲川崎財閥創始人川崎正藏邀請
，出任川崎造船廠首任社長，並在1912年當選眾議院議員，躍居神戶財政界重要巨頭之一。熱
愛藝術的他，一生耗資無數、私人收藏8千幅日本木版畫與2千多幅歐美畫作，現全數收藏在東
京國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內。

據東京美術館表示，此幅睡蓮油畫繪製於1916年，由松方幸次郎於1921年，在莫內
（Claude Monet）的工作室直接向他購買收藏，畫作長約2公尺、寬約4.2公尺，於二次大戰
（World War II）爆發後，被松方幸次郎連同其所有畫作運往巴黎躲避戰爭。法國政府於1959年
歸還400多件松方收藏品回日本，但這幅睡蓮油畫卻就此沉睡於羅浮宮內部至今。

沉睡羅浮宮數十年 莫內名畫將歸還日籍收藏家

（綜合報導）歐盟28日公布一份英國脫歐
的法律協議草案，建議如果在英國脫歐後無法
在北愛及愛爾蘭邊界問題找到解決方案，就在
愛爾蘭島設立一個 「共同管理區」 ，避免設立
硬邊界，但此舉變相把北愛從英國分割出去，
英國首相梅伊已表明拒絕接受。

草案重點為避免在愛爾蘭和北愛之間設立
硬邊界，建議在愛爾蘭島劃出 「共同管制區」
，英國其餘地區的貨物經該處出境都要接受檢
查，北愛屆時納入歐洲單一市場和關稅聯盟，

行歐盟法例，亦意味歐洲法院在當地擁有最終
司法權。

英國首相梅伊稱此舉威脅英國憲法完整，
重申沒有一名英國首相能夠接受。北愛民主統
一黨（DUP）國會領袖多茲亦不贊成，形容把
北愛從英國市場分割出去，將會是北愛的經濟
災難，重申脫歐並非為瓦解整個英國。

歐盟表示，提出該受爭議的選項並不是要
「挑釁」 英國。

歐盟公布英國脫歐的法律協議草案
英首相表明無法接受

（綜合報導）翻開南韓歷史也有228事件，
韓聯社報導，南韓總統文在寅28日上午在大邱
市演唱會之家出席第58週年228民主運動紀念
儀式。這是自2000年以來，時隔18年南韓現任
總統再次出席228民主運動紀念儀式。

南韓歷史的228源自於1960年的2月28日
，當時南韓的大邱有8所學校，1700名中學生
，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當時的獨裁總統李承晚。
南韓直到50年後才承認這是民主運動，今年把
228訂為國家紀念日。

據報導，在紀念儀式上，文在寅表示，燭光

革命再次證明民眾能超於權力，在228民主運動
後，韓國民眾走上了民主主義的征程。文在寅指
出，在此重溫大邱學生首次點燃的民主化熱情，
那是一個偉大的開局，228民主運動紀念儀式不
僅僅是大邱的歷史，也是全體韓國國民的歷史。

活動當天，南韓228運動、315起義、419
革命、518運動的相關人士共1500餘人，以及
行政安全部長官金富謙、報勳處處長皮宇鎮、南
韓總統府青瓦臺安保室室長鄭義溶等官員一同出
席活動。

南韓歷史的228 文在寅出席民主運動紀念儀式

（綜合報導）美國財政部長努欽27日
宣稱，他已就美國重返 「跨太平洋夥伴關
係協定」 （TPP）展開 「非常高層」 的對
話，並表示這不是優先要務，但卻是川普
總統的選項之一。

努欽在美國商會一場會議上發表演說
時，宣稱自己一直在與其它國家討論美國
如何重返TPP，並表示川普也願意協商。
他說，川普將先關注雙邊貿易協定，TPP
不是目前優先項目，但川普也有在考慮。

川普日前與到訪的澳洲總理滕博爾舉
行聯合記者會時，仍批評TPP對美國而言
是糟糕的交易，但若條件改善，美國可能

會加入。
2016年大選期間，川普猛轟TPP，去

年甫上任便宣布退出。本月（2月）20日
，25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聯名致函川普，
呼籲美國重新加入TPP，宣稱此舉可望改
善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增加美國就業人口
、發揮美國潛力，造福消費者。

美國退出TPP後，剩下11個參加國
家已就新的協定達成共識，將於3月8日
在智利舉行簽署儀式。這11個國家分別是
：加拿大、日本、紐西蘭、澳洲、越南、
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墨西哥、秘魯
和智利。

（綜合報導）南韓開發研究院
（KDI）28日在《KDI朝鮮經濟評
論》2月號中預測，受到近來國際
社會對朝制裁持續的影響，北韓的
市場經濟陷入低迷，這可能會導致
北韓居民生活環境陷入更大困境。

KDI資深研究員李碩在報告中
分析認為，受國際社會對朝制裁的
影響，2017年北韓對外貿易規模
收窄，工業活動及農業生產也出現
停滯或減少。然而，制裁的影響力
尚未蔓延至北韓市場。他認為，北
韓2018年的生產、貿易和消費會

進一步回落，民間經濟也可能出現
低迷，進而導致居民生活品質大幅
下降。

南韓統一研究院研究委員林康
澤（以下人名均為音譯）表示，北
韓官方、企業、集體農場、居民對
國際社會制裁的反應各不相同，其
相互作用的結果將集中體現在今年
的北韓市場上。

南韓農村經濟研究院資深研究
委員金永熏推測，去年北韓糧食產
量同比減少2%，為471萬噸。北
韓自2012年以來推進農業改革，

農業生產卻未現增勢，可見是改革
措施未奏效或硬體基礎過於薄弱。
今年北韓糧食供應形勢不容樂觀。

KDI研究委員李鐘奎分析稱，
去年北韓對大陸煤炭出口額和出口
量分別同比減少66.0%和 78.5%
，佔對大陸貿易減少額的79%。
他還預測，隨著國際社會對北韓的
制裁力度進一步加大，北韓的政策
選擇餘地將會更少。產業研究院資
深研究委員李碩基指出，去年北韓
礦業、農業和建築業業績與前一年
持平或同比回落。

美財長：川普願就重返TPP進行談判 國際制裁 加劇北韓民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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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雖不滿公立醫療
七成巴西人仍無私人醫保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信用保護服務機構（SPC Brasil）、國家商店
聯合會（CNDL）及調查機構Ibope聯合調查的報告中指出，盡管對公
立醫療不滿，但約有70%的巴西人沒有私人醫療保險。

據報道，該調查共對1500名巴西首府城市居民進行了采訪，在高
收入的A、B收入階層中，沒有私人醫療保險的比例降至45%，但在C、D
、E收入階層中，這壹比例升至77%。

在那些沒有私人醫療保險的受訪者中，60%表示從未購買過這壹服
務，32%稱和提供私人醫療保險的公司失去了聯系，25%表示因為無法
負擔每月的費用而取消了這項服務。

在 70%沒有私人醫療保險的人中，45%表示如果需要醫療
服務，會求助於巴西公立醫療統壹系統（SUS），25%表示會自
掏腰包就醫。

在30%有私人醫療保險的受訪者中，13%稱是由工作的企業提供
，11%則是通過個人購買。在A、B收入階層中，個人購買的比例
（26%）則超過了企業購買（21%）。

個人掏錢購買醫療保險的平均月支出為 439.54 巴西雷亞爾，
近壹半（48%）稱為了購買醫療保險，需要從預算中砍掉其他的
支出。

意大利2017年新生兒出生率創新低

經濟不景氣為主因

綜合報導 根據意大利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2017年，意大
利新生兒數量為46.4萬人，較2016年減少了9000人，比2015年減少
12000人，創造了意大利近10年來新生兒出生率最低之年。

據報道，2017年，意大利在死亡人數增加的同時，外來移民人
數首次出現下滑。人口急劇減少，再壹次為意大利人口逆增長敲響
了警鐘。

根據目前意大利人口遞減趨勢，社會學家預測，未來30年，意大
利人口總量將降至5860萬人，到2065年，社會總人口應該在5370萬
人左右；50年後，意大利人口數量很有可能減少到5000萬人。而此間
40歲以上的群體將會達到60%，女性生育年齡也會逐年提高。

統計顯示，意大利女性首胎生育平均年齡為31歲。事實上，意大
利女性普遍希望有自己的子女，很多女性還希望擁有2到3個孩子；四
分之壹育有子女的母親，希望能夠再生壹個。從這壹點上看，人口減少
並非是意大利的女性不喜歡生孩子。

既然意大利女性喜歡孩子，也希望生孩子，為什麼會造成全社會生
育率普遍偏低的局面呢？社會學家認為，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使青
年人不得依靠父母生活，住在父母家中。青年人在自顧不暇的經濟狀態
下，自然也就不敢有生孩子的奢望。

專家表示，現實生活中，女性生兒育女很有可能會付出很多，甚至
丟掉原有的職業。四分之壹意大利職業女性擔心，壹旦有了孩子產假結
束，失去原來工作的幾率非常大。

專家強調。社會經濟整體不景氣，嬰幼兒的社會服務不能滿足需
求，社會福利不能保障生育子女家庭不降低生活水平等等。都是年輕人
想生，而不敢生孩子的主要原因。以至於意大利成為了全球出生率最低
的國家之壹。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高中畢業門檻或提高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高考（VCE）有

望迎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壹場變革。維
州政府正考慮針對所有學生設立最低讀
寫和數學標準，只有達到這壹標準的學
生才有資格從高中畢業。

維州擬設最低能力標準
據報道，有關學生學術能力出現持

續倒退的報道在澳引發熱議。在此之際，
維州教育廳長馬連勞（James Merlino
）敦促維州課程與評估管理局（VCAA）
對高考考試的各項標準重新進行審核，
以確定這項考試的各項資格要求是否依
然適用。

在寫給維州課程與評估管理局主席
沃德洛（Chris Wardlaw）的信中，馬
連勞寫道：“壹個特別值得關註的問
題是，現在是否應向學生提出壹個更明
確的目標，要求他們只有在達到最低讀
寫與數學標準的前提下，才有資格取得
VCE證書或VCAL（維州高中應用技能
證書）證書。

雖然VCE考試會向每個學生提供他
們的成績和排名，但最低標準可評估他
們是否已具備日常所需的基本閱讀、寫
作和數學技能。馬連勞指出，雖然VCE
考試已經實行了近30年時間，但他希望
能推出更多舉措，改善學生的讀寫與數
學能力。

最低能力標
準系雙刃劍

澳大利亞工
業集團職業發展
主管利莉（Me-
gan Lilly）對維州
政府的提議表示
歡迎，稱越來越
多雇主開始對年
輕人貧乏的讀寫
與數學素養感到
擔憂。她稱，這
可能導致生產力
愈加低下，重復工作增多，交接工作出
現嚴重誤解甚至引發職場安全問題等。

利莉指出，當前的VCE考試並不能
很好地對學生進行區分，也無法對學生
能力進行更明確的註解。她稱，有關畢
業生讀寫與數學能力的更多信息可讓雇
主對他們所雇傭的員工更有信心，同時
也能讓更多畢業生順利找到工作。

不過，墨爾本大學榮譽教授哈迪
（John Hattie）博士指出，最低能力標
準是壹把雙刃劍，可能導致更多年輕人
中途退學。

新州最低標準重新修訂
事實上，新南威爾士州與西澳大利

亞州都已引入了類似的最低能力標準，
但此類改革壹直存在爭議。雖然這些舉
措確實對改善NAPLAN（全國讀寫與數
學統考）成績起到了作用，但也導致了
更高的輟學率，而且也給學生帶來更大
的學習壓力。

就在上周，新州政府宣布放棄最低
能力標準中最具爭議的壹項要求，即將
9年級學生的NAPLAN成績與參加HSC(
新州高考)考試資格相掛鉤的要求，更改
為從10年級開始。

據悉，在VCE考試中，部分英語科
目為必修科目，但數學科目不同，這意
味著學生可能會在沒有任何數學成績記
錄的情況下從高中畢業。

俄在敘東古塔地區停火
終結“人間地獄”需各方合力

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宣布，根據
總統普京的命令，自27日起在敘利亞首
都大馬士革東郊東古塔地區每天實施5
小時人道主義停火。

敘利亞內戰已打了7年，要結束敘
境內“人間地獄”壹般的人道主義災
難，各方須耐心協商，擱置爭議，積極
尋求共識，努力推進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的停火決議得到全面落實。

【新聞事實】
據俄媒報道，紹伊古26日晚間在俄

國防部部委會會議上說，人道主義停火
將自27日起於每天9時至14時在東古塔
地區實施。

紹伊古說，東古塔地區為平民撤離
專門開辟了人道主義通道，這些通道的
坐標和位置將在近期宣布。

紹伊古表示，俄方認為有必要也在
美國控制的地區實施停火和開辟人道主
義通道，以使敘利亞平民能夠返回自己
的家園並開啟正常生活。

聯合國安理會24日通過決議，要求
敘全境連續停火至少30天。但停火決議
通過以來，25日敘利亞多地戰事並未停
息。敘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在東古塔地
區激烈沖突；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代
爾祖爾省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目標
發動空襲，造成數十名平民喪生；土耳
其則在阿夫林地區繼續對敘利亞庫爾德
武裝開展軍事行動。

【深度分析】
當前敘利亞局勢混亂，相關各國在

不同區域開展軍事行動、進行博弈。安
理會決議通過後，各方仍互相指責，給

決議執行增添難度。
東古塔地區是敘反對派武裝目前在

大馬士革附近僅存的據點。俄分析人士
認為，美國及西方國家要求在東古塔地
區實施停火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敘政府軍
解放該地區，並向敘反對派提供補給，
幫助敘反對派壯大力量。

土耳其方面的軍事行動則表明，土
方將繼續打擊被其視為“威脅敘利亞領
土完整的恐怖組織”——“人民保護部
隊”。土耳其認為“人民保護部隊”是
被土政府列為恐怖組織的庫爾德工人黨
在敘利亞的分支。

然而，美國壹直扶持“人民保護部
隊”。此外，美方也不太可能輕易停止
對“伊斯蘭國”的打擊。

對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6日
表示，安理會決議只有得到切實執行才

有意義，敘利亞境內“人間地獄”壹般
的人道主義災難必須盡快結束。

【第壹評論】
敘利亞內戰持續7年，造成嚴重人

道主義災難，大量民眾死傷或流離失
所。聯合國曾多次發布停火倡議或決
議，均無疾而終。

這次停火要想取得進展，需要相
關各方耐心協商，擱置爭議，積極尋
求共識，努力推進停火決議的全面落
實。

政治解決是從根本上解除敘利亞人
民苦難的唯壹出路。國際社會應支持敘
利亞各方在聯合國斡旋下，盡快通過
“敘人所有、敘人主導”的政治進程，
尋求各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讓敘利
亞人民早日擺脫苦難。

諾基亞“香蕉手機”重獲新生

售價約為79歐元

綜合報導 近日，諾基亞品牌手機制造商
HMD Global在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推出了4G通
信規格的刷新版8110香蕉手機，勾起了壹代高科
技迷美好回憶。據悉，該手機5月起將在全球陸續
上市，售價約79歐元（約合人民幣615.12元）。

近20年前，諾基亞的標誌性8110手機因出現
在1999年經典科幻電影《夢幻科技》中，風靡壹
時。據報道，刷新版的8110手機擁有標誌性的弧
形“香蕉”設計，和該電影中主角使用的機型壹
樣，滑開和閉上按鈕滑蓋，就可以接聽和終止來
電。

報道稱，8110手機所使用的是Smart Fea-
ture操作平臺，因此其屬於入門手機，不能像其
他諾基亞安卓手機壹樣支持安卓應用。該手機擁
有2.4英寸屏幕，設有2MP相機，支持雙卡雙待
，有512MB內存和4GB的儲存量。

據悉，諾基亞8110手機將從5月起全球陸續上
市，售價約79歐元（約合人民幣615.12元）。

此外，HMD Global同時將發布壹系列諾基亞
新機，包括入門機款Nokia 1、中檔機款Nokia 6
和7 Plus，以及旗艦機款Nokia 8 Siro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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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白宮（White House）內似乎再次傳
出權力鬥爭，現任幕僚長凱利（John F. Kelly）
對於第一千金、總統特別助理伊凡卡（Ivanka
Trump）愈發不滿，認為身為第一家庭成員的
她不知道避嫌，將白宮當成她弄權的場所。

然而，真正點燃這個火藥桶的事情，無非
是伊凡卡代表父親出席南韓平昌冬奧（Py-
eongchang Olympics）閉幕式一事，據美媒消
息指出，凱利擔心從無外交經驗的她，會搞砸
緊張的半島局勢，還曾私下抱怨道， 「這不是
去義大利等旅遊景點，兩韓的現況更加地複雜
且敏感。」

現年67歲的凱利，出生於麻州波士頓，來
自愛爾蘭裔的天主教家庭。20歲那年加入美國
陸戰隊服役，2年後升為中士，服役期間同時就
讀於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University of Mas-
sachusetts Boston），畢業後獲授陸戰隊少尉
軍階。從1999年開始，凱利開始被派往歐洲和

伊拉克等地，8年因在外表現優異，獲得參議院
批准，升任為陸戰隊少將。2008年派任命為駐
伊拉克多軍部隊西部軍司令。

前年底獲新總統川普提名為國土安全部長
，上任後不久則因政治風暴，緊急接手白宮幕
僚長一職至今。與妻子凱倫（Karen Hernest）
結縭40多年，兩人育有2子1女：羅伯特、約
翰和凱薩琳，其中兩個兒子都追隨父親腳步踏
入軍旅，遺憾的是，大兒子羅伯特中尉在2010
年第三次前往阿富汗駐防時，出任務時殉職，
而次子約翰目前已是陸戰隊中校。

事實上，作為退役上將的凱利，在白宮中
似乎不只一個競爭對手，傳聞連國安顧問麥馬
斯特（H. R. McMaster）中將與他都多有矛盾
，也讓外界始終盛傳，只是時間早晚，凱利或
麥馬斯特兩位將軍，必有一人會先行掛冠而去
。也讓川普的白宮風雲，再次成為各方關注的
焦點之一。

川普白宮鬥爭再起 幕僚長凱利與伊凡卡矛盾升溫

（綜合報導）當選至今延宕多時的美國總
統專機採購案，總算在近日塵埃落定。白宮
（White House）與波音（Boeing）達成最終
協議，確定以39億美元（約1,141.5億台幣）
的經費，採購兩架由最新型 「空中女王 」
747-8（Boeing 747-800）改裝的空軍一號
（Air Force One）專機。

事實上，新版空軍一號專機差點難產，川
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後，多次公開批
評波音，認為該專機的價格過於昂貴，他甚至
考慮過用私人專機取代之，最終在長時間的討
價還價後，才有目前這個合約。其實不僅川普
嫌貴，軍方高層也對原先高達50多億美元的價
格多有意見，白宮副發言人更表示， 「感謝總
統（川普）的議價功力，讓美國納稅人大大省
下約14億美元（約409.7億台幣）的稅金。」

曾是波音公司（Boeing）最大的驕傲，747

系列客機被外界譽為 「空中女王」 ，自1970年
投入服務後，至2007年為止，波音747保持全
球載客量最高飛機的紀錄長達37年。當年於華
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Dulles International Air-
port）首航時，還請到時任第一夫人的帕特·尼
克森（Pat Nixon）為其命名。擁有4架引擎的
雙層巨無霸設計，三級艙等設計能載416人、
二級艙等則能有524人的高載客量。747系列不
僅能載客，在貨運和軍事運輸上都曾稱霸一方
。

目前美國總統專機 「空軍一號」 ，仍是使
用老布希總統（George H.W. Bush）時期
（1990）採購的版本，一款特殊、且獨一無二
的軍事用波音747飛機- VC-25型。包含總統
與內閣成員，機上共可搭載最多76名成員，未
來新版本的空軍一號專機，則將裝載自我防衛
系統，用以保護機上成員們的生命安全。

川普千億新空軍一號
仍選擇波音 「女王」 747客機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最信任的美女幕僚希克斯（Hope Hicks）今天辭去白宮聯絡室主
任職務。希克斯，是川普團隊中任職最久者，也是第4位辭職的白宮聯絡室主任。

現年29歲的希克斯去年9月才接替短命的前白宮聯絡室主任史卡拉穆奇。 希克斯曾擔任模特
兒和公關，和川普家族關係密切，曾任川普女兒伊凡卡顧問，踏入政壇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擔任川
普競選團隊的發言人，當時希克斯年僅26歲。

雖是白宮內最資淺的政治人，希克斯在川普執政初期，因捍衛川普，打下名號，在白宮西廂
享有知名度，成為川普最信賴的幕僚。

希克斯平日的曝光率雖不如白宮發言人桑德斯，但白宮對外發言和新聞聯絡整體策略，仍由
希克斯主導。

希克斯27日才前往美國聯邦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就有關川普團隊與俄羅斯關係作證8小時。希
克斯在赴眾院作證後一天辭職，也引發各界揣測。

據《紐約時報》報導，希克斯告訴眾院情報委員會，她的工作偶爾需要說些白色謊言，但她
對有關俄國的調查，並未說謊。

川普最信任的白宮美女聯絡室主任希克斯辭職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的女婿庫許納以無給職身分擔任白宮高級顧問，身為川普核心圈
紅人的他，近來頻傳與白宮幕僚長凱利不合，並傳出他和太太伊凡卡密謀撤換凱利，改讓川普的
首席經濟幕僚科恩取代，不料首先被降級安全權限。對於白宮西廂(West Wing)最新一波的權力爭
奪，多數人站在凱利這邊，認為庫許納已不符資格，不該繼續待在白宮下指導棋。

華盛頓郵報評論指出，外界不是很清楚為何庫許納取得機密資料的安全權限被降級，但凱利
這麼做並非無的放矢。首先，歷來沒有一個高階幕僚或官員像庫許納一樣必須一再重複修改對外
的聲明。再者，庫許納一開始並未坦承在政權交接期間曾和俄國官員會面。三，庫許納個人不僅
負債累累，也曾和被撤職且被起訴的前國家安全顧問佛林請益。這些作為都足以取消他的安全認
證，甚至請他 「另謀高就」 。

評論表示，凱利樂見庫許納離開白宮，並曾告訴同事，他對庫許納可接觸機密資料感到不安
，也對庫許納這位身兼駙馬爺與白宮高級顧問的特殊身分感到不滿。他表示，若庫許納與伊凡卡
能夠離開白宮並卸下總統顧問職，他一點也不覺得心煩。

評論認為，而今通俄門調查小組指出，白宮有一位官員是重要的關係人，而那人正是庫許納
，在庫許納可能是下一位被約談或調查的對象下，他根本就不該取得安全授權。而少了安全許可
，他就沒有資格繼續待在現職。替歐巴馬總統政府處理倫理與風紀問題的律師艾森（Norman
Eisen）說，庫許納早該離開了，而今之所以繼續留著，完全是拜駙馬爺這個裙帶關係。除非他能
完全釐清不法行為，否則他續留白宮完全說不通，也無前例可循。

美國外交教父季辛吉曾經為庫許納寫下讚譽的話, 季辛吉是這樣寫的，庫許納有良好的教育，
從商的經歷也讓他有管理的知識，這些都能幫助他從事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事業上的成功。而季辛
吉形容庫許納的工作室在靠近太陽處不斷飛行。這或許也印證了 「高處不勝寒」 的古訓。

庫許納遠離核心圈密謀撤換凱利白宮內鬥出局

（綜合報導）一
項研究指出，討厭體
味的人比較偏好專制
的領導人，支持川普
的可能性較高。這可
能是因為他們不喜歡
是 「不熟悉的人」 ，
例如移民或少數族群
。

研究人員找來美
國民眾根據他們的
「體味厭惡敏感度」
（body odour dis-
gust sensitivity,
BODS），分析他們
的政治立場。

最後發現，人們
對體味的反應有多強烈，與他們有多渴望一位
領袖能把這些群體的人留在 「屬於他們的地方
」 ，讓之間有 「穩固的關聯」 。

這項調查在川普與希拉蕊競選時做成，結

果顯示 「比較討厭體味的人比較會支持川普」
。 此種令人難以理解的連結，可能源自於人們
深藏不露的避免疾病本能，使得他們會避免不
熟悉的人，像是移民或少數族群。

討厭體味的人多支持川普 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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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金三角禁毒指揮部：
7輛貨車查獲千萬粒搖頭丸

7輛貨車上查獲千萬粒搖頭丸
從泰國首都曼谷乘飛機向北，機翼下

的山峰越來越多、森林越來越密，壹個多
小時後，飛機降落在泰國最北部的清萊府
機場。記者換乘汽車駛上壹號公路，兩旁
連綿起伏的山巒逐漸增高，路邊的村莊多
以山川、河流名字命名。壹路上，寫著泰
文、英文兩種文字的“吸毒者必亡、販賣
者必抓”的宣傳牌不斷出現，牌子上還有
泰國禁毒委員會“1386”的舉報電話。越
往北，路上的檢查站越多，在加油站等壹
些公共場所也貼著宣傳畫，有的畫著高舉
泰國國旗的卡通人物、寫著“全民齊心，
遠離毒品”等口號。

在距離泰緬邊境40多公裏的清邁格
班丹檢查站，幾名泰國警察在細致地檢
查壹輛越野車，警犬也跳上車子，把車
輛內外嗅了個遍。檢查站旁沙袋壘砌的
掩體內，全副武裝的士兵警惕地註視著
周邊茂密的叢林。檢查站站長納塔吉少
校告訴記者：“這裏距離邊境很近，國
境對面是毒品的主要產地‘金三角’，
這條公路就通往緬甸，山上還有通往
‘金三角’的叢林小道，檢查站的職責
就是在邊境地帶堵截毒品流入泰國。”

在檢查站內，記者看到壹臺電腦連
接到禁毒委員會的車輛監控系統，只需
輸入車牌號，該車輛3個月內的行駛軌
跡立刻顯示在屏幕上。壹位警察介紹說：
“在對所有車輛進行檢查的基礎上，我們
還根據車輛行駛軌跡，篩查可疑車輛進
行重點檢查。對於通過的人員，也是全
覆蓋式檢查，並通過居住地和行為特點
進行重點檢查。”經常跑邊境地區的泰
國司機猜瓦告訴記者：“這條路是從邊
境向泰國販運毒品的壹條主要通道，因
此警方每天都對過往人員和車輛進行嚴
格檢查。再往邊境附近行駛，路上還要
經過幾個小型的檢查站。”

來泰緬邊境前，記者先走訪了位於
曼谷市中心的泰國禁毒委員會行動指揮
中心，按照禁毒委員會秘書長詩林亞的
說法：“毒品流入泰國後，然後分銷給
來自泰國、老撾、中國、越南、柬埔寨
和其他國家的毒販，流向世界各地。”
詩林亞描繪的毒品販運路線圖是——
“金三角”毒品分為陸路和水路進入泰

國：陸路通過泰緬邊境的山區運輸，或
者以大巴、私家車等為交通工具運送到
泰國境內；水路則通過湄公河販運。

陸路堵截毒品的重任就落在納塔吉
等人身上，他告訴記者，格班丹檢查站
由軍隊、邊境警察、地方政府治安人員
共同值守，24小時值班，每月都能查到
販運毒品案件十幾起，最多的壹次截獲
4萬粒搖頭丸。但他們知道，通過檢查
站販運的毒品只占極少部分，“金三角”
大部分毒品都是通過人背馬馱，避開交
通幹線和支線上的檢查站，在邊境村莊
集中後，通過車輛大批運往內地，然後
進入曼谷等中心地區。還有的是通過邊
境相連的山林販運到周邊國家，真實數
量實在難以估計。

“因此，除固定檢查站外，我們還派
人到附近的山間道路進行不定點設伏，軍方
也會派士兵在邊境巡邏，防止毒品通過邊
境。”納塔吉說。派駐在格班丹檢查站的
泰國皇家第三裝甲師汕第帕少尉也表示：
“每次進山巡邏都要幾天時間，山裏基本
沒有路，除惡劣的自然環境外，有時還會
和毒販發生遭遇戰，毒販的火力也不弱，
雙方都會有傷亡，所以巡邏時必須時時刻
刻保持警惕。”據泰國禁毒委員會統計，
2017年在全泰國軍警處置的販毒案件為
259664件，抓獲的嫌疑人為285671人，
而2016年的數字為218757件和244077
人。

除邊境地區眾多的檢查站外，泰國政
府在通往內地的主要道路上也設置了檢查
站。詩林亞講的壹個戰果是：“我們在主
要檢查站安裝了大型探測設備，可以對車
輛進行整體探測。在距離邊境200多公裏、
南下通往曼谷的必經之地的南邦府，有壹次
就通過探測設備，在7輛大貨車組成的車
隊中查獲上千萬粒搖頭丸。”詩林亞說：
“泰國北部與緬甸有500多公裏的邊境線
，是‘金三角’毒品進入泰國的主要通道，
毒品從清萊、清邁、夜豐頌等府進入泰國，
占流入泰國毒品總量的90%。此前清萊最
多，但隨著打擊力度加大，販毒分子會轉
移生產地點和販運路線，在清邁、夜豐頌
等地尋求進入泰國的新通道，因此軍警聯
合設立了上百個固定和非固定檢查站，以
全力堵截毒品進入泰國。”

六國合作中心配合順暢
“泰國禁毒面臨的主要困難是：毒品

生產基地仍未被摧毀，販賣渠道也未被切
斷，泰國對遠在國外的毒品生產基地無能
為力，有關國家管控能力差，而新型毒品
生產速度快、生產場地便於轉移，所以泰
方希望進壹步加強與緬甸、老撾等國的合
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目前，壹個成功
機制就是與中國等湄公河流域國家共同實
施的‘安全湄公河’計劃。”在曼谷采訪
時，詩林亞這樣對記者說。

在禁毒委員會行動指揮中心的巨型
屏幕上，顯示著當天泰國各地的禁毒行
動，以及主要地區的毒品形勢。在泰國
禁毒委員會繪制的“毒品流入地區形勢
圖”上，記者看到泰國北部、東北部邊
境都是大片的高危紅色，南部和東部邊
境也是主要流入區域。

記者此次專門來到位於清邁的泰國禁
毒委員會“第五區”辦公室，該辦公室負
責泰北8個府的禁毒事務。在第五區的辦
公大院內，有壹座飄揚著泰國、中國、緬
甸、老撾、越南、柬埔寨六國國旗的嶄新
小樓，樓前“安全湄公河合作中心”的牌
子十分醒目。進入合作中心，記者看到六
國警務人員在緊張地忙碌著。據了解，
2011年10月發生湄公河慘案後，中國政
府不僅倡議成立了湄公河四國聯合巡邏執
法機制，還於2013年倡議成立安全湄公
河合作中心，專門打擊湄公河流域制毒販
毒，該中心壹般每次制定三年的行動計劃
，並在各階段行動計劃下展開合作。

泰國禁毒委員會第五區主任蓬帕說，
安 全 湄 公 河 合 作 中 心 目 前 在 執 行
2016-2018年行動計劃。泰國和中國等
國都對該中心給予高度重視，因為“金
三角”的毒品向南進入泰國，向北進入
中國，向東進入老撾，向西進入孟加拉
國，必須依靠周邊國家以及該地區更多國
家的合作，才能從各個方向堵上毒品流
入國際社會的通道。目前，六國正在討
論制定下壹個3年至5年、甚至更長期
的行動計劃，以進壹步加強對該地區的
毒品打擊。

在詩林亞看來，安全湄公河合作中
心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六國合作取得了
顯著效果。例如，通過中方偵查、緬方采

取行動，在撣邦景棟壹次就查獲630萬粒
搖頭丸。此外，中緬老三國共同行動，摧
毀了數個毒品生產廠、搗毀了生產設備。
通過六國合作，禁毒部門對“金三角”地
區的毒品生產、販賣情況掌握得更清晰，
各國采取的打擊毒品行動取得更大成效。
在該合作中心機制下，2016年，六國開
展第二階段“平安航道”聯合掃毒行動，
在短短三個月內，就破獲毒品案件6476
起，繳獲各類毒品12.7噸。

在安全湄公河合作中心六國聯合辦
公室，緬甸派駐安全湄公河合作中心的
警官佐奈少校堅定地告訴記者：“在這
個中心，我們和中國等國家的工作人員
相互配合很順暢。該地區各國都有打擊
毒品的共同目標，就是使當地不再生產、
加工、走私和消費毒品。為了實現這個
目標，我們壹定會做到最好。”從泰國
禁毒委員會第五區2017年10月至12月
的禁毒統計數據來看，27%的販毒案件
是在檢查站被截獲、18%是在邊境巡邏
時截獲、16%是警方偵查破案、其余案
件保密，而抓獲的嫌疑人中54%是山民
、29%是平原居民、6%是外國人、11%
未明確。該部門還向記者播放了壹份演
示文稿，詳細介紹了“金三角”地區毒
品生產、販運、涉毒組織，以及泰國政
府在邊境堵截毒品的情況，裏面不僅有
文字、圖表，還有現場照片。工作人員
壹再叮囑記者“只能聽、不能記”，並強
調說：“這是經過很長時間、通過多種
渠道才獲得的情報，有的甚至是用鮮血
換來的，壹旦泄露出去會給禁毒人員帶
來麻煩和生命危險。”

失控的“金三角”深山老林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辦公室發布的

《2017年世界毒品報告》，2016年全球
鴉片產量較前壹年增長1/3。2015年，東
亞和東南亞的冰毒截獲量首次超過了北美
洲。檢索泰國近年來繳獲的毒品數量可以發
現，2012年和2013年兩年間，泰國警方
繳獲的四大類毒品中，搖頭丸1.76億粒、
冰毒3149公斤、海洛因965公斤、鴉片

44400公斤，而2017年僅壹年就繳獲搖
頭丸2.1億粒、冰毒5186公斤、海洛因
359公斤、鴉片13795公斤，搖頭丸和冰
毒都急劇增多。

泰國禁毒委員會副秘書長威猜曾在
緬甸工作多年，負責泰緬兩國合作禁毒
事務，他告訴記者，繳獲毒品數量之所
以急劇增多，除了體現警方執行嚴厲的
禁毒政策外，毒品產量不斷增多也是原
因之壹。除鴉片可以通過種植面積估算
產量以外，“金三角”生產的毒品數量
很難估計，因為既沒有輸入的生產合成
劑數量，也無法統計流出的毒品數量。
威猜認為，緬甸政府也積極推動禁毒工
作，但只要緬甸少數民族武裝問題不解
決，毒品就難以在“金三角”絕跡。在
泰國禁毒委員會壹張顯示毒品生產基地
的圖片上，記者看到在緬甸撣邦的北部、
東部、中部、南部都有毒品生產，而這
些地區主要由佤聯軍、猛拉軍、克欽獨
立軍、撣邦軍等民族武裝控制。

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東南亞
和太平洋地區前任代表傑裏米·道格拉斯
曾表示，貧窮落後是“金三角”毒源地形
成和發展的主要原因，只有全方位發展經
濟才能改變現狀。泰國、老撾、緬甸等國
嚴厲打擊毒品的同時，都在努力推動替代
種植，在山民集中的高山地區種植水果、
茶葉、咖啡等經濟作物，以幫助高山民族
獲得穩定的經濟作物，減少鴉片種植。

但由於戰亂、貧窮等原因，記者看到
能夠落實替代種植的地區大部分是“金三
角”外圍地區，真正的“金三角”核心地
區尤其是深山老林中，當地政府缺乏控制
力，基本由各民族武裝控制。壹些熟悉當
地情況的人告訴記者，在政府控制不到的
地區，依然有大面積的鴉片種植，種植區
並不僅僅局限於邊境沿線，而是覆蓋撣邦
不少地區。毒販壹般使用金銀幣等硬通貨
購買鴉片，然後依靠人力或者摩托車運
到少數民族武裝控制區，進行毒品加工。
在工廠加工成合成毒品後，再通過人力
販運到中國或者泰國等周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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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港交所擬實施“同股不同

權”新規吸引新興及高科技企業赴港

上市，A股市場也不甘於後。有消息

指，中證監開通了IPO快速通道，符

合條件的“獨角獸”企業申請上市

時，可以實行即報即審，不用排隊。

A股搶閘 吸“獨角獸”

騰訊財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國證監會
發行部近日對相關券商作出指導，包括

生物科技、雲計算在內的四個行業中，倘有
“獨角獸”（按：指估值達到10億美元以上
的初創企業）的企業客戶，立即向發行部報
告，符合相關規定者毋需排隊，實行即報即
審，“兩三個月就能審完”。

“獨角獸”即報即審免排隊
現行的A股IPO要求，企業如申請上主

板和中小板，最近3個會計年度淨利潤為整
數且累計超過3,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創業板需連年錄得盈利，最近兩年淨利潤累
計不少於1,000萬元。但消息人士稱，上述四
個行業的“獨角獸”公司，在盈利要求上可
以放寬。
實際上，早前富士康IPO已走了特殊通

道。2月1日富士康上報招股書申報稿，9日
招股書申報稿和反饋意見同時披露，22日招
股書預披露更新。一般而言，招股書預披露
到預披露更新，時間間隔7至8個月，但富士
康2周已完成。有投行人士透露，證監會對

富士康IPO實施了一事一議的特殊監管，預
計公司3月將拿到IPO批文。
證監會在上月底的2018證券期貨監管工

作通報中曾表示，“以服務國家戰略、建設
現代化經濟體系為導向，吸收國際資本市場
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與方法，改革發行上市
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適應性，加
大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支持力
度。”

滬綜指上月跌逾6%
2月28日是2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受美

股下跌影響，滬深三大股指大幅低開，滬綜
指下探 0.85%，深成指和創業板指低開
0.94%和0.77%，但之後走勢迥異。銀行、保
險、券商為首的權重股單邊走弱，令滬指陷
入盤整，最多時跌逾1.5%；但深成指與創業

板指受益於註冊制延期持續發酵，隨即迅速
走高翻紅。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259點，跌32點

或0.99%，失守年線；深成指報10,828點，
漲21點或0.2%；創業板指報1,753點，漲10
點或0.58%。兩市共成交4,249億元，較前一
交易日縮量361億元。船舶製造、全息技
術、稀土永磁、量子通信、網絡遊戲、車聯
網等板塊升幅居前，保險、次新股、釀酒、
銀行板塊領跌。整個 2 月，滬綜指插水
6.36%，跌幅創下2年之最，僅次於2016年1
月的23%；深成指累計下挫2.97%，創業板
指鹹魚翻生，累計上漲1.07%。

360公告稱其股權已經100%過戶至上市
公司江南嘉捷名下，3602月28日起正式登陸
A股，股價最初高開3.84%，開市2分鐘重挫
8%，最終在收市前跌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2月 28日發佈的《2018胡潤全球富豪
榜》顯示科技行業成為富豪的主要財富來
源，54歲的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以
7,750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為全球首富，
其財富上漲71%，至7,750億元；沃倫．巴菲
特財富上漲 31%至 6,450 億元，成為越過
1,000億美元大關的第二人；比爾．蓋茨排名

下滑至第三位，且是五年來第一次不再是全
球最富有的人。

許家印身家2600億居次
馬化騰以2,950億元的財富登頂全球華人

首富，全球排第15位；財富達2,600億元的
許家印首次進入大中華區前十就排名第二，
全球排第20位；李兆基則以2,150億元位列

大 中 華 區 第
三；馬雲和楊
惠妍均以 2,000
億元並列第四，
馬雲全球排名較去
年下降6位至第26位。
李嘉誠降至大中華區第六位，其財富為1,900
億元。

科技聚財 馬化騰登華人首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2
月28日發佈數據顯示，2月中國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0.3，比前月下降1個百分點，
為19個月低點。專家表示，春
節效應擾動是製造業PMI回落
的主要原因，剔除短期因素影
響，經濟平穩增長態勢沒有改
變，預計節後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逐漸恢復正常，經濟運行將
回歸平穩向好態勢。但也有專
家強調，今年前兩月製造業下
滑幅度明顯超過往年，以及非
製造業PMI同比放緩，需警惕
需求邊際性減弱和經濟下行壓
力。
從13個分項指數看，原材

料庫存指數、生產經營活動預期
指數有所上升；其餘11個指數
均有所下降。其中，生產、新訂
單、採購量、原材料購進價格、
出廠價格指數降幅超過1個百分
點。其中，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
指數為53.4，比上月回落6.3個
百分點；出廠價格指數為49.2，
比上月下降2.6個百分點，是
2017年7月以來首次降至臨界點
以下。前兩個月製造業PMI持續
回落，但目前指數仍連續19個
月維持在50以上水平，表明製
造業仍在擴張。

經濟穩增態勢未變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分析稱，2

月PMI指數中的生產指數和採
購量指數降幅超過2個百分點，
比較明顯反映了春節因素的影
響。由於春節期間製造業企業
普遍停產，員工返鄉，製造業
整體進入淡季，歷年春節當月
製造業PMI生產、訂單及從業
人員分項大多出現下降。而受
復工預期鼓舞，生產經營活動
預期大多出現回升。張立群指
出，訂單類指數降幅保持在2個
百分點以內，生產活動預期指
數有所提高，則表明市場需求
總體平穩，企業市場預期比較
穩定。剔除短期因素影響，經
濟平穩增長態勢沒有改變。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副總經

濟師陳中濤表示，總體看市場
需求較好，大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保持相對穩定，原材料價格
漲勢減緩，企業新年普遍較為
看好並預期上升，預計節後企
業生產經營活動將逐漸恢復正
常，經濟運行回歸平穩向好基
本態勢。
興業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

王涵則強調，2月製造業PMI回
落幅度明顯超過歷年春節當月
的季節性，說明剔除春節擾動
後，需求可能出現邊際性減
弱。服務業及建築業商務活動
的回落也側面證明需求可能減
弱。同時，美國1月耐用品訂單
環比及德國2月IFO商業現況指
數均顯著低於預期，可能意味
着外需將進一步下滑。

春節效應
製造業PMI兩連跌

■受春節效應影響，2月中國製造業PMI為50.3，比上月下降1個
百分點。 資料圖片

■■馬化騰馬化騰

■有傳中證
監 開 通 了
IPO 快速通
道，符合條
件的“獨角
獸”企業申
請上市時可
實行即報即
審。圖為深
圳富士康生
產線。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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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預 算 案 開 支 撮 要
惠 民 紓 困

項目 涉及（預留）款項（港元）

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人士額外發放兩個月津貼 約74億元

向有需要學生一次過發放2,000元津貼 7.4億元

為參加下年DSE的考生代繳考試費 1.8億元

寬減75%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3萬元 226億元

寬減75%利得稅，上限3萬元 29億元

寬免四季差餉，以每戶每季2,500元為上限 178億元

提高子女基本及額外免稅額至12萬元 每年13.1億元

增加供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 每年約5.8億元

為合資格的納稅人設立7.5萬元傷殘人士免稅額 每年約4.5億元

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 預留150億元

長者醫療券加碼1,000元 7.96億元

協助有吞嚥困難或言語障礙的長者 6,300萬元

大腸癌篩查計劃恒常化 9.4億元

加強照顧兒童及支援弱勢社群青年 2.2億元

向持續進修基金額外注資，並將資助上限由每人1萬元增至2萬元 85億元

合計：794.79億元

投 資 未 來

項目 涉及（預留）款項（港元）

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200億元

建設醫療科技創新平台、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 100億元

支援科學園長遠發展 100億元

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支援應用研發 100億元

支援數碼港促進數碼科技生態發展 2億元

發展電子競技 1億元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 10億元

推動金融服務業發展的專用款項 5億元

計劃重建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郵中心 50億元

助企業把握“一帶一路”及大灣區機遇 2.5億元

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 10億元

改善18區地區設施 80億元

合計：660.5億元

總數：1,455.29億元

資料來源：2018至19年度《香港財政預算案》 整理：記者楊佩韻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月28日發表暖紅色封面的財政預算
案，猶如“利是封”。他表示，今屆政府的理財新哲學是注

重錢要用得其所，善用盈餘及投資未來。在與民共享成果方面，包
括政府向有需要學生一次過發放2,000元津貼，覆蓋37萬人，預料
花費7.4億元；預留150億元配合取消對沖新方案推行，較上屆政府
建議注資的金額多出近一倍，政府消息人士更表明有需要時可再加
碼。

減薪俸入息稅惠188萬人
陳茂波亦建議寬減2017/18年度75%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

上限為3萬元，料全港188萬名納稅人受惠，稅收減少226億元；寬減
2017/18年度75%的利得稅，上限為3萬元，全港14.2萬名納稅人受
惠，稅收減少29億元。
他續指，透過獎券基金撥款約5億元，推出為期3年的先導計

劃，分階段為所有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共約
15萬名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期望最終達至“一校一社
工”。
面對創新科技、“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等大勢及新機

遇，香港能否順勢而上亦非常重要。今次財政預算案有不少篇幅都
涉及創新科技，如預留200億元於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預留100億元支持建設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
科技創新平台，吸引世界頂尖的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來港，以及發
展債券市場及綠色金融及推出“快速支付系統”等。

聚焦四大優勢創新科技
陳茂波指，香港要善用資源，聚焦具有優勢的四大創新科技範

疇，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循行政長官
提出的八大方向重點出擊，方能在創科路上突圍而出。陳茂波在預
算案結語以歌詞作結，指香港經歷幾許風雨，每次都成功蛻變，
“不變的是我們對多元、開放的堅持，對公平、公義的追求，以及
對幸福生活的嚮往。”他深信，只要我們抱懷希望，找對方向，堅
定信心，定能乘風破浪，實現心中理想。

惠民紓困 投資未來
1380億盈餘40%與港人共享 500億推動創科金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新屆香港特區政府首

份財政預算案2月28日出爐。在2017/18年度財政盈餘

達到1,380億元（港元，下同）的情況下，民間呼聲頗

高的“全民派錢”沒有出現，但政府將盈餘近40%與民

共享，包括領綜援人士出“三糧”，獲發多兩個月綜

援、高齡津貼、長生津或傷殘津貼，料額外開支70億

元；薪俸稅和個人入息稅、差餉減免大幅提高，惠及中

產；並向有需要學生一次過發放2,000元津貼。與此同

時，面對創科產業發展大勢及經濟體之間的激烈競爭，

政府以前瞻態度投資未來，以500億元的投入承擔積極

推動創科及金融發展，助香港把握機遇，乘勢而起。
■ 2018至19年
度港府《財政預
算案》2月28日
上午發表，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左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 劉 怡 翔 ( 左
三)、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常任秘
書 長 劉 焱 ( 左
一)、特區政府
首席經濟主任陳
李藹倫(右一)下
午在政府總部共
同舉行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2 1 8 - 1 9 香港財政預算

分享四成盈餘 好過派錢

■■市民索取財政預算案小冊子市民索取財政預算案小冊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
2017 / 18年度的財政盈餘估計錄得破紀錄
的1,380億元（港元，下同），並推出多
項惠民措施與大家共享財富，令港府開支
達到5,579億元，創下回歸以來的新高，
而經常開支亦大增11.8%至4,065億元。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月28日表示，在
制定2018 / 19年度財政預算案時以多元
經濟、投資未來和關愛共享為原則，故決
定將年度盈餘中的接近四成與市民共享，
其餘用於改善服務和投資未來，即使未有
直接派錢，也令很多市民直接或間接地受
惠。有計算指出，市民從“派糖”獲益較
派錢要大。

7策踐新理財哲學
陳茂波在預算案中指出，在制定公共

財政政策時，特區政府除了力求創新，快
速有效地回應社會訴求，也期望為未來發
展早佔先機，故有7大策略︰

一是積極有為，大力推動經濟發展，
既為創科等新興產業提供有利條件，尋找
新的經濟增長點，也要鞏固和提升支柱產
業的競爭力，令香港經濟持續和多元發
展，為青年人提供優質就業機會；

二是投資未來，大膽突破發展制約，
善用盈餘，在土地和人才兩方面創造容
量；

三是提升服務，改善現有服務，提升
生活質素；

四是未雨綢繆，應對社會在醫療和安
老方面的長遠需要；

五是改善稅制，保持稅制競爭力，同
時按政府當前的財政狀況，適度調節，減
輕市民和企業負擔；

六是關愛共享，對弱勢社群多加扶

持，與社會大眾共享經濟成果；
七是財政穩健，以做到審慎理財，維

持穩健的財政儲備。

港府開支首突破5000億關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政府開支由去年

的4,744億元大增至5,579億元，首次突破
5,000億元的大關，與2013 / 14年度比
較，累積增長了28.7%，其趨勢增長亦達
5.2%。其中，特區政府來年投入於教育、
社會福利和衛生的經常開支亦較上一年度
大增5.6%至21.3%不等，可見特區政府在
社會發展和市民福祉上亦有長遠承擔。
隨着特區政府擬預留3,000億元去改

善醫療、在創科和文化亦各自預留數百億
元等，未來數年的政府開支估算上，平均
每年都會再增加310億元至500億元，但
消息人士表示，有信心在每年投入加碼的

情況下，仍能保持收支平衡。
對於是次最終決定不作“全民派

錢”，陳茂波2月28日指，錢要用得其
所，認為針對性地向有需要人士提供支
援，是較合適的做法。他並不認同這份預
算案是“厚中產、薄基層”，並指出預算
案裡對綜援人士、低收入家庭及長者均多
給予兩個月津貼，對學生亦有資助，同時
也有紓緩中產的壓力，是分配平衡的方
案，有理有節。

有分析指，受惠於是次的派糖措施，
中產可藉稅務寬免和稅階擴闊，而省回數
以萬元計的開支，出“三糧”、一家四口
的綜援戶，受惠金額也接近兩萬元，較派
錢數千元金額更大。至於未有獲得免租的
公屋住戶，消息人士亦指，在寬免差餉的
措施下，其租金亦會相應扣減，一年計下
來，或比免租一個月還多。

香港過去有所謂公共開支不超過
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0%財政預
算準則，以免政府過度膨脹，不利資源

配置，但今年的公共開支卻佔GDP 21.2%，令不少人大為
緊張。不過，根據過去20年紀錄，有7年的公共開支佔
GDP比例均超出20%，超出21%的亦有4年，其中1998 /
99年度更達到21.9%。

陳茂波2月28日指出，特區政府固然重視市場的力量和
角色，但面對社會和經濟多方面的需要，公共財政也需要積
極回應。他坦言，2018 / 19年度的財政預算與其後的中期
預測，公共開支均會略高於GDP的21%，「但我會確保公
共開支的增幅，符合香港的實際需要，並與香港的長遠財政
承擔能力相稱。」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公共開支超GD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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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港交所擬實施“同股不同

權”新規吸引新興及高科技企業赴港

上市，A股市場也不甘於後。有消息

指，中證監開通了IPO快速通道，符

合條件的“獨角獸”企業申請上市

時，可以實行即報即審，不用排隊。

A股搶閘 吸“獨角獸”

騰訊財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國證監會
發行部近日對相關券商作出指導，包括

生物科技、雲計算在內的四個行業中，倘有
“獨角獸”（按：指估值達到10億美元以上
的初創企業）的企業客戶，立即向發行部報
告，符合相關規定者毋需排隊，實行即報即
審，“兩三個月就能審完”。

“獨角獸”即報即審免排隊
現行的A股IPO要求，企業如申請上主

板和中小板，最近3個會計年度淨利潤為整
數且累計超過3,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創業板需連年錄得盈利，最近兩年淨利潤累
計不少於1,000萬元。但消息人士稱，上述四
個行業的“獨角獸”公司，在盈利要求上可
以放寬。
實際上，早前富士康IPO已走了特殊通

道。2月1日富士康上報招股書申報稿，9日
招股書申報稿和反饋意見同時披露，22日招
股書預披露更新。一般而言，招股書預披露
到預披露更新，時間間隔7至8個月，但富士
康2周已完成。有投行人士透露，證監會對

富士康IPO實施了一事一議的特殊監管，預
計公司3月將拿到IPO批文。
證監會在上月底的2018證券期貨監管工

作通報中曾表示，“以服務國家戰略、建設
現代化經濟體系為導向，吸收國際資本市場
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與方法，改革發行上市
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適應性，加
大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支持力
度。”

滬綜指上月跌逾6%
2月28日是2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受美

股下跌影響，滬深三大股指大幅低開，滬綜
指下探 0.85%，深成指和創業板指低開
0.94%和0.77%，但之後走勢迥異。銀行、保
險、券商為首的權重股單邊走弱，令滬指陷
入盤整，最多時跌逾1.5%；但深成指與創業

板指受益於註冊制延期持續發酵，隨即迅速
走高翻紅。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259點，跌32點

或0.99%，失守年線；深成指報10,828點，
漲21點或0.2%；創業板指報1,753點，漲10
點或0.58%。兩市共成交4,249億元，較前一
交易日縮量361億元。船舶製造、全息技
術、稀土永磁、量子通信、網絡遊戲、車聯
網等板塊升幅居前，保險、次新股、釀酒、
銀行板塊領跌。整個 2 月，滬綜指插水
6.36%，跌幅創下2年之最，僅次於2016年1
月的23%；深成指累計下挫2.97%，創業板
指鹹魚翻生，累計上漲1.07%。

360公告稱其股權已經100%過戶至上市
公司江南嘉捷名下，3602月28日起正式登陸
A股，股價最初高開3.84%，開市2分鐘重挫
8%，最終在收市前跌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2月 28日發佈的《2018胡潤全球富豪
榜》顯示科技行業成為富豪的主要財富來
源，54歲的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以
7,750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為全球首富，
其財富上漲71%，至7,750億元；沃倫．巴菲
特財富上漲 31%至 6,450 億元，成為越過
1,000億美元大關的第二人；比爾．蓋茨排名

下滑至第三位，且是五年來第一次不再是全
球最富有的人。

許家印身家2600億居次
馬化騰以2,950億元的財富登頂全球華人

首富，全球排第15位；財富達2,600億元的
許家印首次進入大中華區前十就排名第二，
全球排第20位；李兆基則以2,150億元位列

大 中 華 區 第
三；馬雲和楊
惠妍均以 2,000
億元並列第四，
馬雲全球排名較去
年下降6位至第26位。
李嘉誠降至大中華區第六位，其財富為1,900
億元。

科技聚財 馬化騰登華人首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2
月28日發佈數據顯示，2月中國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0.3，比前月下降1個百分點，
為19個月低點。專家表示，春
節效應擾動是製造業PMI回落
的主要原因，剔除短期因素影
響，經濟平穩增長態勢沒有改
變，預計節後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逐漸恢復正常，經濟運行將
回歸平穩向好態勢。但也有專
家強調，今年前兩月製造業下
滑幅度明顯超過往年，以及非
製造業PMI同比放緩，需警惕
需求邊際性減弱和經濟下行壓
力。
從13個分項指數看，原材

料庫存指數、生產經營活動預期
指數有所上升；其餘11個指數
均有所下降。其中，生產、新訂
單、採購量、原材料購進價格、
出廠價格指數降幅超過1個百分
點。其中，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
指數為53.4，比上月回落6.3個
百分點；出廠價格指數為49.2，
比上月下降2.6個百分點，是
2017年7月以來首次降至臨界點
以下。前兩個月製造業PMI持續
回落，但目前指數仍連續19個
月維持在50以上水平，表明製
造業仍在擴張。

經濟穩增態勢未變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分析稱，2

月PMI指數中的生產指數和採
購量指數降幅超過2個百分點，
比較明顯反映了春節因素的影
響。由於春節期間製造業企業
普遍停產，員工返鄉，製造業
整體進入淡季，歷年春節當月
製造業PMI生產、訂單及從業
人員分項大多出現下降。而受
復工預期鼓舞，生產經營活動
預期大多出現回升。張立群指
出，訂單類指數降幅保持在2個
百分點以內，生產活動預期指
數有所提高，則表明市場需求
總體平穩，企業市場預期比較
穩定。剔除短期因素影響，經
濟平穩增長態勢沒有改變。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副總經

濟師陳中濤表示，總體看市場
需求較好，大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保持相對穩定，原材料價格
漲勢減緩，企業新年普遍較為
看好並預期上升，預計節後企
業生產經營活動將逐漸恢復正
常，經濟運行回歸平穩向好基
本態勢。
興業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

王涵則強調，2月製造業PMI回
落幅度明顯超過歷年春節當月
的季節性，說明剔除春節擾動
後，需求可能出現邊際性減
弱。服務業及建築業商務活動
的回落也側面證明需求可能減
弱。同時，美國1月耐用品訂單
環比及德國2月IFO商業現況指
數均顯著低於預期，可能意味
着外需將進一步下滑。

春節效應
製造業PMI兩連跌

■受春節效應影響，2月中國製造業PMI為50.3，比上月下降1個
百分點。 資料圖片

■■馬化騰馬化騰

■有傳中證
監 開 通 了
IPO 快速通
道，符合條
件的“獨角
獸”企業申
請上市時可
實行即報即
審。圖為深
圳富士康生
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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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改革方案提交人大審議
國家機構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全會提出，機構編
制法定化是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的重要保障。要完善
黨和國家機構法規制度，依法
管理各類組織機構，加快推進
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
任法定化，全面推行政府部門
權責清單制度，規範和約束履
職行為，讓權力在陽光下運

行，強化機構編制管理剛性約
束，加大機構編制違紀違法行
為查處力度。
全會強調，深化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是一個系統工
程，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思
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關於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
策部署上來，增強“四個意
識”，堅定“四個自信”，

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
領導，把握好改革發展穩定
關係，不折不扣抓好黨中央
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依法依
規保障改革，增強改革的系
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強
黨政軍群各方面機構改革配
合，使各項改革相互促進、相
得益彰，形成總體效應。

香港文
匯報訊（記
者 王玨 北

京報道）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
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
滿傳表示，十九屆三中全會強調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針對
碎片化改革的弊端、適應全面深
化改革的要求提出的改革新方
法，以推動各個黨和國家機構在

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動，全面
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歷經

7次政府機構改革，形成了基本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組
織架構和職能體系。而本次十九
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機構改
革方案”，由以往單純地圍繞
“政府機構改革”，上升到了改
革“黨和國家機構”的層面

上。方案在強調繼續轉變政府
職能的同時，更加突出優化政
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這裡的
“機構”包含黨、政、群等各類
機構，體現了現階段中國體制改
革的階段性重點發生了變化。
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是，過

去五年來，中央堅持問題導向，
突出重點領域，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

環節取得重大進展，但從總體上
看，隨着政府職能持續轉變，機
構之間權責不清等問題凸顯出
來，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體
制性障礙。
十九屆三中全會強調深化黨

和國家機構改革，統籌黨政軍群
機構改革，這是針對碎片化改革
的弊端、適應全面深化改革的要
求提出的改革新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2018年2月

26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發佈公報指出，全

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同

意把《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部分內容按

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全

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深化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的制度，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確保黨

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
九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
局的工作。一致認為，面對
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艱巨
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
務，中央政治局全面貫徹黨
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一中、二
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
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

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不忘
初心、牢記使命，全面加強
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堅持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勇於創
新，扎實工作，統籌推進“五
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團結
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定
信心，凝心聚力，只爭朝夕，
真抓實幹，着力全面深化改
革、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着力全面依法治國、推進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
全力以赴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
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
堅戰，着力全面從嚴治黨、切
實轉變工作作風，全面推進社
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
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
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在決勝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
征程上邁出新的步伐，推動
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新的
成績。

肯定政治局工作
全面小康邁大步

改革方案重點改革方案重點

改革目標
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
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
系，形成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的黨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中
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裝力量
體系，聯繫廣泛、服務群眾的
群團工作體系

首要任務
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
度，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
作領導，確保黨的領導全覆
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堅強有力

重要任務
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機構
設置和職能配置

理順職責關係
中央加強宏觀事務管理，地方在
保證黨中央令行禁止前提下管理
好本地區事務，賦予省級及以下
機構更多自主權，合理設置和配
置各層級機構及其職能

法規制度須完善法規制度須完善 推進責任法定化推進責任法定化

權責不清礙發展 統籌力避碎片化
�13

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202人，候補中央委員171
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

席會議。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
了重要講話。全會並審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在廣泛徵求黨內外
意見、反覆醞釀協商的基礎上提出的擬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
三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決定將
這兩個建議名單分別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和全國
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推薦。

全會認為，開好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三屆
一次會議，對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而奮鬥具有重大意義。

下決心解決機構職能體系弊病
全會強調，面對新時代新任務提出的新要求，黨和國家機

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
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同實現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全黨必須統一
思想、堅定信心、抓住機遇，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下決心
解決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中存在的障礙和弊端，加快推進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
越性。
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目標是，構建系統完

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形成總攬
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
治理體系，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裝力量體系，聯繫廣泛、
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
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
等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既要立足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針對突
出矛盾，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防風險，從黨和國家機構
職能上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保障；又要着眼於實現第
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注重解決事關長遠的體制機制問題，打基
礎、立支柱、定架構，為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紀檢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善堅

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確
保黨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要建立健全
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
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置黨政機構，
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全會提出，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

置，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要任務。要堅決破除制約，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
機制弊端，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調整
優化政府機構職能，合理配置宏觀管理部門職能，深入推進簡
政放權，完善市場監管和執法體制，改革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管理體制，完善公共服務管理體制，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提高
行政效率，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全會提出，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是加強黨的集中統一
領導、實現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的必然要求。要統籌設置相
關機構和配置相近職能，理順和優化黨的部門、國家機關、
群團組織、事業單位的職責，完善黨政機構佈局，深化人
大、政協和司法機構改革，深化群團組織改革，推進社會組
織改革，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深化跨軍地改革，增強黨
的領導力，提高政府執行力，激發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活
力，增強人民軍隊戰鬥力，使各類機構有機銜接、相互協調。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於20182018年年22月月2626日至日至2828日在北京舉行日在北京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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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港交所擬實施“同股不同

權”新規吸引新興及高科技企業赴港

上市，A股市場也不甘於後。有消息

指，中證監開通了IPO快速通道，符

合條件的“獨角獸”企業申請上市

時，可以實行即報即審，不用排隊。

A股搶閘 吸“獨角獸”

騰訊財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國證監會
發行部近日對相關券商作出指導，包括

生物科技、雲計算在內的四個行業中，倘有
“獨角獸”（按：指估值達到10億美元以上
的初創企業）的企業客戶，立即向發行部報
告，符合相關規定者毋需排隊，實行即報即
審，“兩三個月就能審完”。

“獨角獸”即報即審免排隊
現行的A股IPO要求，企業如申請上主

板和中小板，最近3個會計年度淨利潤為整
數且累計超過3,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創業板需連年錄得盈利，最近兩年淨利潤累
計不少於1,000萬元。但消息人士稱，上述四
個行業的“獨角獸”公司，在盈利要求上可
以放寬。
實際上，早前富士康IPO已走了特殊通

道。2月1日富士康上報招股書申報稿，9日
招股書申報稿和反饋意見同時披露，22日招
股書預披露更新。一般而言，招股書預披露
到預披露更新，時間間隔7至8個月，但富士
康2周已完成。有投行人士透露，證監會對

富士康IPO實施了一事一議的特殊監管，預
計公司3月將拿到IPO批文。
證監會在上月底的2018證券期貨監管工

作通報中曾表示，“以服務國家戰略、建設
現代化經濟體系為導向，吸收國際資本市場
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與方法，改革發行上市
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適應性，加
大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支持力
度。”

滬綜指上月跌逾6%
2月28日是2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受美

股下跌影響，滬深三大股指大幅低開，滬綜
指下探 0.85%，深成指和創業板指低開
0.94%和0.77%，但之後走勢迥異。銀行、保
險、券商為首的權重股單邊走弱，令滬指陷
入盤整，最多時跌逾1.5%；但深成指與創業

板指受益於註冊制延期持續發酵，隨即迅速
走高翻紅。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259點，跌32點

或0.99%，失守年線；深成指報10,828點，
漲21點或0.2%；創業板指報1,753點，漲10
點或0.58%。兩市共成交4,249億元，較前一
交易日縮量361億元。船舶製造、全息技
術、稀土永磁、量子通信、網絡遊戲、車聯
網等板塊升幅居前，保險、次新股、釀酒、
銀行板塊領跌。整個 2 月，滬綜指插水
6.36%，跌幅創下2年之最，僅次於2016年1
月的23%；深成指累計下挫2.97%，創業板
指鹹魚翻生，累計上漲1.07%。

360公告稱其股權已經100%過戶至上市
公司江南嘉捷名下，3602月28日起正式登陸
A股，股價最初高開3.84%，開市2分鐘重挫
8%，最終在收市前跌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2月 28日發佈的《2018胡潤全球富豪
榜》顯示科技行業成為富豪的主要財富來
源，54歲的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以
7,750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為全球首富，
其財富上漲71%，至7,750億元；沃倫．巴菲
特財富上漲 31%至 6,450 億元，成為越過
1,000億美元大關的第二人；比爾．蓋茨排名

下滑至第三位，且是五年來第一次不再是全
球最富有的人。

許家印身家2600億居次
馬化騰以2,950億元的財富登頂全球華人

首富，全球排第15位；財富達2,600億元的
許家印首次進入大中華區前十就排名第二，
全球排第20位；李兆基則以2,150億元位列

大 中 華 區 第
三；馬雲和楊
惠妍均以 2,000
億元並列第四，
馬雲全球排名較去
年下降6位至第26位。
李嘉誠降至大中華區第六位，其財富為1,900
億元。

科技聚財 馬化騰登華人首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2
月28日發佈數據顯示，2月中國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0.3，比前月下降1個百分點，
為19個月低點。專家表示，春
節效應擾動是製造業PMI回落
的主要原因，剔除短期因素影
響，經濟平穩增長態勢沒有改
變，預計節後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逐漸恢復正常，經濟運行將
回歸平穩向好態勢。但也有專
家強調，今年前兩月製造業下
滑幅度明顯超過往年，以及非
製造業PMI同比放緩，需警惕
需求邊際性減弱和經濟下行壓
力。
從13個分項指數看，原材

料庫存指數、生產經營活動預期
指數有所上升；其餘11個指數
均有所下降。其中，生產、新訂
單、採購量、原材料購進價格、
出廠價格指數降幅超過1個百分
點。其中，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
指數為53.4，比上月回落6.3個
百分點；出廠價格指數為49.2，
比上月下降2.6個百分點，是
2017年7月以來首次降至臨界點
以下。前兩個月製造業PMI持續
回落，但目前指數仍連續19個
月維持在50以上水平，表明製
造業仍在擴張。

經濟穩增態勢未變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分析稱，2

月PMI指數中的生產指數和採
購量指數降幅超過2個百分點，
比較明顯反映了春節因素的影
響。由於春節期間製造業企業
普遍停產，員工返鄉，製造業
整體進入淡季，歷年春節當月
製造業PMI生產、訂單及從業
人員分項大多出現下降。而受
復工預期鼓舞，生產經營活動
預期大多出現回升。張立群指
出，訂單類指數降幅保持在2個
百分點以內，生產活動預期指
數有所提高，則表明市場需求
總體平穩，企業市場預期比較
穩定。剔除短期因素影響，經
濟平穩增長態勢沒有改變。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副總經

濟師陳中濤表示，總體看市場
需求較好，大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保持相對穩定，原材料價格
漲勢減緩，企業新年普遍較為
看好並預期上升，預計節後企
業生產經營活動將逐漸恢復正
常，經濟運行回歸平穩向好基
本態勢。
興業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

王涵則強調，2月製造業PMI回
落幅度明顯超過歷年春節當月
的季節性，說明剔除春節擾動
後，需求可能出現邊際性減
弱。服務業及建築業商務活動
的回落也側面證明需求可能減
弱。同時，美國1月耐用品訂單
環比及德國2月IFO商業現況指
數均顯著低於預期，可能意味
着外需將進一步下滑。

春節效應
製造業PMI兩連跌

■受春節效應影響，2月中國製造業PMI為50.3，比上月下降1個
百分點。 資料圖片

■■馬化騰馬化騰

■有傳中證
監 開 通 了
IPO 快速通
道，符合條
件的“獨角
獸”企業申
請上市時可
實行即報即
審。圖為深
圳富士康生
產線。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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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積極評價修憲建議

修憲保障依法治國行穩致遠
廣大幹部群眾：憲法因時發展因勢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公佈以來，廣大幹部群眾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

議。大家認為，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法律基石，憲法因時而發

展、因勢而完善，將更好適應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需要，進一步引領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保障黨和國

家在全面依法治國新征程上行穩致遠。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
業進入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邁上

新征程。吉林省長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盛美軍說，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高度重
視，讓大家感受到堅定不移依法治國、依
憲治國的堅定決心。

“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
展而不斷完善發展，是我國憲法發展的
重要特點。歷史證明，凡是憲法修改和
實施得好的時候，法治就能發展進步，
黨和國家就能在法治軌道上不斷前進。
反之，人民利益和國家事業就會遭受損
失。”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察雅縣委書記
任厚明說。

治國安邦的“定海神針”
福建省莆田市政法委副書記廖仁喜

表示，隨着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歷史
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國家社會的

大發展、大變革也體現在法治建設面臨
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上。憲法作出適當修
改恰逢其時，將有效契合全面依法治國
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為繼續完善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打好基礎，築
牢新時代治國安邦的“定海神針”。

“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建議，立足
新的歷史方位，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開啟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新征
程的重大舉措和鄭重宣示，充分展現了
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
清醒認識、堅定自信和高度自覺。”河
北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理事肖可義
說，憲法不斷發展進步，必將保障新時
代全面依法治國不斷奪取新的勝利。

憲法建設和法治建設緊密結合，是
推進國家法治化“換擋提速”的根本保
障。

貴州省務川縣委副書記劉進表示，黨

中央的憲法修改建議，吸收了黨的十八大
以來中國法治建設各方面的新經驗、新成
果，對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的戰略部署、
發展方向、改革決策等都具有非凡的意
義。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
同意志的權威，憲法與時俱進，就是要保
證人民根本利益得以實現。

從嚴治黨的有機統一
“從‘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到‘健

全社會主義法治’，一字之變，蘊意深
遠。”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徐漢明
說，中國的法治建設是囊括立法、執
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的動態整體建
設，是最終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的重大飛躍。將國家法治建設
最新成果寫入憲法，是打造新時代法治
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法律
指南。

“對地方立法權的完善，是憲法修
改建議的一個亮點，更是我國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識。”
遼寧大學法學院院長楊松表示，黨中央
對法治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以及
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的整體要
求，必將進一步推動我國法治軟硬實力
同步提升。

成都市錦江區紀委監委轉隸幹部王
涼說，明確國家監察機關的憲法地位，
充分體現了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
黨有機統一、相互促進，保證國家的立
法、行政、監察、司法等公權力在憲法
框架下和法治軌道上有序運行。“黨中
央的修憲建議，體現依法治國、依憲治
國精神，順應時代發展潮流。”

(�(� ����

■憲法因時而發展、因勢而完善，保障黨和國家在全面依法治國新征程上行穩致
遠。圖為1月30日四川省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舉行憲法宣誓儀式。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連日
來，海外媒體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關
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部分內容
的建議予以高度關注，認為這些建議對中
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提高執政能力具
有重要意義。

路透社報道說，中共中央關於修改
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明確堅持依法治國
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
要堅持依憲執政，把實施憲法擺在全面依

法治國的突出位置，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
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工作，為保證憲法實
施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塔斯社報道說，修憲建議旨在加強
中共中央在團結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實
現國家全面繁榮發展方面的作用，明確新
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任
務，反映中國國內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趨
勢，強調法治對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和諧
的重要作用。

俄新社援引《全球政治中的俄羅

斯》主編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的話說，
中共中央此次提出修憲正值中國改革開放
即將迎來40周年之際。40年來的國際形勢
變化表明，並非只有西方政治制度才能誕
生市場經濟，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系正
經歷危機，中共中央此次建議修憲預示着
中國將繼續奮力將自己建設為世界強國。

古巴官方“古巴辯論”網站在題為
《中國共產黨提出重要修憲建議》的報道
中，全面介紹了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提出的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文章

強調，修憲建議是中共中央根據新時代堅
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勢新實
踐所提出的。

巴西門戶網站“紅網”相關報道指
出，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修
改憲法部分內容建議，反映了中國的民
意，憲法的修改將在經濟上產生更為積
極的影響，有助於中國集中力量推動改
革，引導中國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同
時，設立監察委員會將推動中國反腐行
動不斷深入開展。

■路透社報道說，修憲建議明確堅持依
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圖為杭州
展出的“五四憲法”英文版。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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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北市副市長
侯友宜辭職參選新北市長，前
台北縣長周錫瑋表示，很高興
終於等到侯友宜辭職，希望透
過全國性的電視辯論，邀請侯
一起探討市政建設，讓選民瞭
解各自的專業與能力。

中國國民黨新北市長選舉
黨內初選，3月2日將公告，5
日開始登記。侯友宜與周錫瑋
等人都有意角逐。

周錫瑋、侯友宜與中國國
民黨主席吳敦義，今天上午分
別陸續前往中和區妙清講堂，
參加新北市佛教會新春團拜。
侯友宜到場問候時，也與早先
到場多時的周錫瑋握手，但彼
此沒有談話。

當時，侯友宜還沒有宣布
要參選下屆新北市長，侯友宜
致詞後先離去。周錫瑋在迎接
吳敦義到場後，也離開會場。

吳敦義受訪時表示，國民
黨新北市黨部3月初就要開始
辦理市長初選登記、進入初選
流程，登記結束後，就知道有
誰願意為民服務、代表黨出征

。
吳敦義說，登記後將協調

，他看來，新北市初選非常重
要，應該會有政見會，如果協
調沒有結論，就會展開全民調
機制。至於角色非常重要的市
黨部主任委員李乾龍，不可能
做不公平的事情。

侯友宜上午在參加佛教會
新春團拜，被媒體問到是否參
選市長時，還以佛法轉移話題
說，他都以關懷、包容、感恩
、理解、尊重的態度面對外界
的聲音。

不到4小時，侯友宜主動
到市政府記者室串門子寒暄，
握手拜晚年，臨走時還主動向
媒體透露： 「我已經辭職了。
」 立即引發一陣混亂與騷動。

記者在驚訝中馬上追問，
面對大家按著電梯開關不讓侯
友宜離開，他仍惜語如金，但
10分鐘後立即透過臉書宣布
辭職參選新北市長。

當時，周錫瑋在台北市接
受媒體錄影，被告知侯友宜辭
職參選一事。他在事後受訪表

示，非常高興侯終於宣布辭職
參選。既然侯友宜上了擂台，
就讓大家一起透過全國性的電
視公開辯論，討論新北市的未
來。

周錫瑋接受中央社記者訪
問時說，他也將邀請侯友宜一
起向新北市鄉親一起討論教育
、社政、經濟、建設等議題，
讓市民瞭解誰的能力、專業與
規劃能力更佳，也為國民黨立
個標竿。

同時，周錫瑋也希望國民
黨中央來承辦民意調查，避免
人為操弄，不假手民間的民意
調查公司，且確定初選候選人
資格後，應有30天初選活動
才能民調。

稍早，吳敦義上午參加團
拜活動被問到類似議題時說明
，對周錫瑋要求初選全民調應
回到國民黨中央做民調，他說
， 「你會懷疑地方、難道不會
懷疑中央嗎？」

吳敦義說，民調都是人在
做，公平是最基本的道理，沒
有理由讓黨中央作全民調。

侯友宜參選新北 周錫瑋：邀全國電視辯論

（中央社）今天二二八事件71週年，受
難者家屬林黎彩在中樞紀念儀式代表致詞，表
示中正紀念堂高大華美，紀念的前總統蔣中正
卻是殺人魔王，對受難者是莫大侮辱。

今年二二八事件71週年中樞紀念儀式以
「時代轉型．正義無懼」 為主軸，下午2時28

分在二二八和平公園二二八紀念碑前廣場舉行
，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賴清德與柯文哲皆出
席。蔡總統並頒發回復名譽證書給受難家屬，
向二二八受難英靈們獻花致意。

林黎彩是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也
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林界之的女兒，她代表受
難者家屬致詞，全程以台語演說。她說，站在
此處，她的心情非常複雜，而二二八這3字，
就像一根針不斷地刺著她。

林黎彩表示，隨著了解父親林界之在二二
八事件遭遇的經過，也慢慢了解二二八整體歷
史，所以當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前總統李登輝

在1995年代表國家，首次向二二八受難者與
家屬道歉時，她選擇抗議，理由是紀念碑有其
代表性，佔地卻非常小。

她說， 反之，在附近的中正紀念堂卻佔
地寬廣、建築物高大華美， 「紀念的卻是二二
八事件的元凶、殺人魔王蔣中正，對家屬是莫
大侮辱，不公不義、沒有道德是非。」

林黎彩說，1995年底，行政院成立財團
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卻只有補償與紀
念儀式，沒有重視歷史教育。隨著間過去，仍
未見政府對二二八事件元兇蔣中正與加害者有
其他動作。

雖然行政院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她
擔憂效果有限，盼蔡總統能下放權力給促進轉
型正義委員會，才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

賴清德隨後致詞表示，會與蔡總統全力支
持、充分授權促轉會，具體回應林黎彩的訴求
。

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中正紀念堂是侮辱

（中央社）高雄市長陳菊接受中央社專訪時
說，台北市長柯文哲常跟著藍營 「踹」 民進黨與
高雄市，讓她感到奇怪；對此，柯文哲今天說，
他也常被民進黨踹，還好。

柯文哲多次批評民進黨，引起綠營基層反彈
。陳菊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說， 「當國民黨若干議
員罵我們，他就順著也踹我們一下，我都覺得好
奇怪。」

柯文哲今天下午出席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
會後受訪時說， 「可是我也常常被民進黨踹啊！
這也還好。」

針對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台北市長選舉民調
，若民進黨自推人選，柯文哲獲47.6%支持、前

國民黨籍立委丁守中25.2%、民進黨籍立委姚文
智15.6%。柯文哲說，如今離選舉還很久，而他
對選舉的想像是連任的人努力把市政做好，就是
最好廣告，不用多做其他宣傳。

壹週刊報導，民進黨高層私下找姚文智談話
，思考是否再度禮讓柯文哲的時間點在5月初，
關鍵是姚文智的民調表現，若姚文智民調低於
20%，就會禮讓柯文哲；若高於25%，提名機會
非常大。

柯文哲說，民調一說他完全不知情；至於確
定要不要禮讓的時程，他說，2014年選舉時，民
進黨到6月才全盤底定與他聯盟，只要今年確定
時間在6月中，也不算特別慢。

陳菊指柯文哲隨藍營踹 柯：也常被民進黨踹

（中央社）繼昨日在蘭嶼岸邊發現空勤直升機殘骸，今天上午在綠島海面又找到疑似失事黑鷹直
升機艙門；飛安會指示打撈上岸。

綠島漁業電台今天上午接獲漁民通報，在綠島南寮漁港西北方300呎左右，發現一紅色門板，很
像黑鷹直升機的艙門，長約170公分、寬約50公分，很重，無法一人拖上船。

綠島漁業電台於是通報海巡單位，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15海巡隊向飛安會回報，飛安會指示
將殘骸帶上岸，飛安會人員會到台東將殘骸帶回鑑定。

綠島海面直升機殘骸疑似黑鷹艙門

（中央社）前總統李登輝今天出席獨派團體活動時表示，公
投是人民最有力的武器，透過全民公投來推動正名制憲的目標。
他已經96歲了，依然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共同打拚推動正名制憲
。

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民視董事長郭倍宏上午
召開 「喜樂島公投聯盟」 籌組記者會，主張將督促政府推動獨立
公投。李登輝應邀出席，用具體行動肯定這場公投運動。

李登輝致詞時表示，台灣想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這條
路還很長，需要所有的台灣人一起打拚；他在擔任總統期間，完
成了很多的民主改革，包括：廢除動員戡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
改選、總統人民直選等，不過，仍有一些過去歷史所留下來的矛
盾，還來不及處理，這是他最大的遺憾。

他說，大家都知道，台灣現在最大的威脅，是來自於中國；

中國共產黨長期主張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份，但是自1949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他們不曾統治過台澎金馬地區。而且，自從
1991年的修憲以後，已很清楚確定台灣的主權正當性，是來自
台灣2300萬人的直接投票授權，和中國人民並無關係，所以，
台灣是一個國家，是非常明確的事實。

李登輝指出，台灣和中國的關係雖然處在一種很特殊的狀態
，不過毫無疑問，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他1999年接受 「德國
之聲」 電台的訪問過程中，已經說得非常清楚。台灣面臨這個特
殊的狀態，必須要靠正名制憲來解決。

李登輝表示，過去，由於國民黨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之下，長
期混淆現實的狀態，誤導台灣人民的認同，才會衍生這個特殊的
狀態；他在擔任總統期間，曾經提出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是
一個現實的態度，希望可以用務實的方式，推動民主化、本土化
，一步一步地找回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完成正名制憲的目標。

他認為，隨著太陽花學生運動，以及國民黨在2014年及
2016年的敗選，現在已經是採取行動來完成這個目標的時候了
。

李登輝說，現在所使用的憲法，是當初為了中華民國量身訂
做的憲法，這部憲法和台灣的關係很淺，即使經過他任內的六次
修改，仍然非常不符合需求，所以，大家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趕
緊來制定一部台灣的新憲法。

他強調，今天特別來參加這個記者會，用具體行動來表示，
對這場公投運動的肯定。

李登輝表示，他已經96歲了，依然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共
同打拚推動正名制憲這個目標。之前他和前總統陳水扁見面的時
候提起，現在大家應該放下一切的成見，並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
量，合而為民，協同為國，共同繼續推動，以台灣這名字走向世
界，期使台灣再次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獨派籌組新政團 李登輝：推公投拚正名制憲

陳菊追思二二事件陳菊追思二二事件
高雄市長陳菊高雄市長陳菊（（前右前右22））2828日前往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日前往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出席二二八事件出席二二八事件7171週年追思週年追思

紀念儀式紀念儀式。。

李登輝出席喜樂島聯盟記者會李登輝出席喜樂島聯盟記者會
前總統李登輝前總統李登輝（（右右））2828日在台北出席日在台北出席 「「喜樂島聯盟喜樂島聯盟」」 籌組記者會籌組記者會，，與發起人民視董事與發起人民視董事

長郭倍宏長郭倍宏（（右右22））及政黨代表支持獨立公投及政黨代表支持獨立公投。。

國道春暖花開國道春暖花開沿線色彩繽紛沿線色彩繽紛
台灣進入春暖花開時節台灣進入春暖花開時節，，國道花季也來臨國道花季也來臨，，增添繽紛色彩增添繽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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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祈福：天人合一 敬神祭祖

《庄子·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
者，谓之天乐。”过小年、送灶神，是过年的序曲。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民间吃麻糖、糖瓜，祭灶，希
望灶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过年是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祖先庇佑才能
家业兴旺，因此过年要请亡祭祖。年三十下午垒
旺火请亡，直到过了元宵节才送亡。除夕夜天上
的神灵会降凡间，而旺火具有迎神通天的作用。
因此，点旺火时，还须摆香案供品，燃香迎神，
供品常设一盘水果 （如苹果、橘子等）、一盘素
菜、一盘糕点，此谓“接神平安供”，保佑四季
平安，一年吉祥。

正月初一逛庙会，到庙里上头炷香，北京每
年各大寺庙“上头香”人山人海。正月初二祭财
神、回娘家。初二祭财神吃馄饨，意为招财进
宝。馄饨汤又俗称“元宝汤”，取财源如汤水滚
滚而来之意。正月初六送穷神、祭厕神，送穷神
唐代就流传，宋朝兴盛；这一天还要将厕所清扫
干净，称为“挹肥”。初八，俗称“八仙日”，它
主要流传于山西、内蒙古一带，这一天民众纷纷
走进寺庙烧香敬裱，为家人许愿祈福。这一天主
要有祭星、放生祈福的习俗，明代刘侗在《帝京
景物略》 中记载说：“正月八日，石磴巷放生，
笼禽雀、盆鱼虾、筐螺蚌，罗堂前，僧做梵语，
数千相向，纵羽空飞，孽着落屋上，移时乃去，
水之类投皇城金水河中网罟笋饵所希至。”直到
正月十五，完成送神仪式，春节结束，民众生活
回归日常。

团圆：乡土记忆 家庭观念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本质上
是一个乡土社会，是一个重视家族血缘，以情、
礼维系的社会。落叶归根，故土恋家，是每一个
中国人文化血脉当中的基因。当今社会“春
运”、春节空城、摩托回乡大军现象，恰是乡土
中国的现代写照。尽管当代出现了很多怀揣梦想
的天南海北打工人，但过年回家，千里奔乡，是
一种血缘的维系、亲情的牵挂，更是一种家庭的
责任与担当，是家族兴旺发达的呼唤。

趁着过年，回乡看看，看看乡村的一山一
水，一草一木，陈年的古桥，村口的老树，远远
地听听乡音……照张全家福，全家团圆乐开怀。
拜年是强化血缘、加强亲情的重要方式。正月初
一就开始了家族拜年。一般都是先在家里进行，
然后才出去向四邻好友拜年。从正月初二或初三
开始，人们领着孩子，带上礼品，轮流给舅舅、
姑姑、姨族等亲戚拜年。正月拜年民俗在地方志

多有记录。清雍正版 《朔州志》 卷之三“风俗”
记录元旦“供祀天地众神祖先毕，家众以次跪拜
称寿”。康熙版 《平阳府志》 卷之二十九“风
俗”写“家众以次跪拜称寿毕，出拜尊长及戚里
焉”。

求吉：邻里吉庆 喜闹佳节

辞旧迎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民众往
往要以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这是春节的基
本生活内涵。庄子云“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俗传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扫帚，否
则会扫走运气、破财。所以民间在过年前一定
要打扫庭院，正月初一到初五皆不能打扫。因
此过年前民众的年味就从忙碌开始，打扫庭
院、置办年货、写春联、贴窗花……直至民间
约定俗成的年前清理旧账，欠账还钱。所有的
忙碌、清洁，都为了新年的开始。而春节求吉
祈福、言吉讨喜的吉庆生活，不仅在一家之
内，还外延至亲朋好友、邻里街坊，乃至国与国
之间的贺春祝福，成为一种生活文化。

除夕交子之时，吃隔年饭的寓意是年年有
余，吃枣是春来早，吃年糕是一年比一年高，吃
柿饼是事事如意，吃杏仁是幸福人，吃长生果是
长生不老，吃糖是甜蜜一年，吃饺子寓意团团圆
圆。

初一至元宵节，民间讲究家庭和美，不说不
吉之语；初一至初五不动剪刀，初四、初五不出
远门。初五 “破五”，商铺开业，倒垃圾送穷出
门，还要吃饺子“堵穷窟窿”。正月初七俗称

“人日”，相传女娲造人，于正月初一造出鸡，初
二造出狗，初三造出猪，初四造出羊，初五造出
牛，初六造出马，初七才造了人。这一天要吃七
样蔬菜合煮的菜肴，其中必有寓意勤劳、聪明的
芹菜、葱、蒜。东方朔《占年书》：“人日晴，所
生之物蕃育；若逢阴雨，则有灾。”即这一天如

果天气晴朗，则是吉祥，代表那一年出入顺利、
人口平安。

闹新春，是农耕社会民众的节日狂欢，是农
闲时期的庆贺。如今，农时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秩
序中的意义减弱，但春节仍有减压、放松、闲适
的功能。春节的“闹”讲究的是和与喜，老少同
乐，举家相庆。除夕守岁，彻夜狂欢。《东京梦
华录》 第十卷“除夕”记载：“士庶之家，围炉
团座，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苏东坡诗云：“儿
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
斜。”今天，不管是男女老幼，全家一起看春晚
已成为一种新的守岁习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

（本文配图除标注外均来自网络）

闹新春的和与喜
□ 毛巧晖

春节，俗称“过年”“过新

年”，是农历的岁首。“年”是

时间单位，许慎 《说文》 曰

“年，谷熟也”，《尔雅·释天》

则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

年，唐虞曰载”，“岁”“祀”又

是祭祀周期。时至今日，春节

成为中国最隆重、与民众生活

最密切的节日。春节期间的民

俗事象及其文化特性蕴含了民

众的生命意识与审美取向。

2 月 21 日，在河北省任丘市非遗文化庙会，
糖画艺人展示糖画作品。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随着中国新年的到来，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
城的华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城中的中餐馆早早装
饰成中国年味，华人社团、家庭纷纷聚会庆祝。
由于关于中国文化的主题活动已多次举办，因此
当地许多美国人知道中国年的概念，在这一天都
会面带微笑用学会的中文祝中国朋友和中国同事
新年好。孟菲斯大学孔子学院，也将自身优势参
与到推广多元文化当中。在“孟菲斯华人春节晚
会”每年的节目里都能看到中文教师们优美的舞
姿与中国武术的完美结合，今年更是由孔院特别
邀请到浙江音乐学院的专业演员们来到孟菲斯大
学举行民乐专场，为孟菲斯当地华人的春节增添
了节日的绚丽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知
名的华人企业“商翔实业有限公司”积极热心公
益及当地华人社团文化活动，多年来一直是孟菲
斯当地华人一年一度盛会“孟菲斯华人春节晚
会”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

2018年孟菲斯华人春晚的大幕于2月10日下
午 6 时徐徐拉开，容纳近千人的剧场座无虚席，
中外宾客欢聚一堂，共庆新春佳节！孟菲斯华人
联合会会长郁新华、孟菲斯华人联合会董事长陈
江、商翔实业有限公司总裁陈玮、孟菲斯大学孔
院院长孔祥德教授、孟菲斯警察局局长分别致
辞，恭祝孟菲斯华人新春快乐、吉祥如意！紧接
着，孔子学院的老师和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舞动

“中国龙”，场上欢声雷动：好个蛟龙入海，巨龙
翻身，真可谓“华夏巨龙绕寰宇，盛世华人望故
乡”；晚会上儿童表演则是另一个亮点：舞蹈

“游子吟”里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身着汉服，捧
着“古书”摇头晃脑，把个“一心只读圣贤书”

的小书生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舞蹈“烟花三
月”里，“丁香”一般的小姑娘们手举绿色花纸
伞，“徘徊在悠长悠长的雨巷”，让大家仿佛回到
了烟花三月的扬州；孟菲斯华人合唱团的一曲

“长江之歌”，在指挥的带动下整个会场华人同声
高唱，气势磅礴，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
大精神。

紧接着 2 月 18 日晚 6:30，孟菲斯好戏连台。
由孟菲斯大学孔子学院特别邀请的浙江音乐学院
的演员们来到孟菲斯大学玫瑰剧院，为华人和当
地居民带来了故乡中国的新春问候。孟菲斯是演
员们在美国新春演出的第三站。他们不顾舟车劳
顿，在表演日程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一丝不苟，
为当地华人献上了一场民族音乐的盛宴。由金瑶
和解本康演唱的 《我和我的祖国》，情绪饱满，
歌声甜美，充分表达了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古筝
曲 《袖梦》 被青年演员刘乐演奏得时舒缓时激
越，恬静典雅而悠长。刘乐是第七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古筝比赛金奖及当代作品演奏奖获得者，能
在异国他乡欣赏到他如此高水平的演出实属幸
事；而传统戏曲越剧，更是中国戏曲百花园里的
一朵奇葩：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越剧表演专业教
师、国家一级演员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陈晓红一段
越剧 《西园记·闺誓》 迷倒了在场的中外观众，
大家无论来自天南地北，都被这温婉动人的江南
韵味所打动……

此次孟菲斯新春系列活动是由孟菲斯华人
当地的华人社团“大孟菲斯华人联合会”与孟
菲斯大学孔子学院通力合作，他们是今年春节
活动的组织者设计者。其中大孟菲斯华人联合

会成员来自 500 多个家庭，成员遍布孟菲斯地
区的各行各业：他们中有普通的劳动者、教授
学者、学生、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司管理
人员……

无论他们来自于哪里，从事的是什么职
业，都在各自的领域勤奋努力地工作着，为当

地的经济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样一个
有着浓浓思乡情怀的盛会里，他们都展现了他们
出色的才艺和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一个有目共
睹的事实是，春节庆祝活动不仅给当地华人带来
了家人团聚的温暖，也给当地居民打开了一扇了
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中国年味香飘孟菲斯
晓 风 陈 江 叶 丹（寄自美国）

孟菲斯华人合唱团演唱《长江之歌》。 晓 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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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 由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辦
、休斯頓華星藝術團承辦的2018 年 "文化中國
•四海同春" 大型迎春綜藝晚會於2018 年2 月
24 日星期六晚7時在休斯頓浸信會大學（Hous-
ton Baptist University） 摩瑞斯文化藝術中心隆
重舉行，能容納一千三百名觀眾的劇院座無虛席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到晚會現場
向由國務院僑辦張永文司長帶隊、不遠萬裏到來
的休斯頓的藝術團全體成員致以親切的慰問和熱
烈的祝賀，並在農歷新年之際向休斯頓的華僑華
人同胞拜年，送上美好的祝願。晚會主席鮑玲致
辭，共同主席杜昊益、蔡強到場祝賀。晚會由東
方藝術教育中心徐利任藝術總監，智勝學院徐華
任總協調。

中國國務院僑辦此次派出的演出陣容龐大，
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派到休斯頓演出最高大上檔次
的藝術團體，包括5名著名的國家一級演員。其
中有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國家一級演員、中國
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團男
高音歌唱家閻維文文職將軍；有來自中國人民解
放軍總政歌舞團國家一級演員、全國青聯常委、
中國流行音樂協會常務理事、連續22年參加央
視春晚的著名通俗歌曲演唱家蔡國慶；有畢業於

解放軍藝術學院音樂系、現為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歌劇團女
高音歌唱家、國家一級演員、
連續九年參加央視聯歡晚會和
歌舞晚會、多次參加中央電視
台"心連心" 藝術團等大型晚會
演出的青年歌手馬曉晨；有國
家一級演員、中國東方演藝集
團東方歌舞團副團長、文化部
優秀專家、成名作《紅旗飄飄
》獲文化部最高獎項 "文華獎"
、2000年央視春晚演唱《愛
我中華》的著名聲樂歌手郭蓉
；有北京京劇院梅蘭芳京劇團
領銜主演、國家一級演員、

2000年榮獲美國世界藝術家協會頒發的"世界傑
出藝術家"、2007年榮獲首屆中國華鼎獎最佳戲
劇男演員獎、北京市政府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會上
成為梅派第三代傳承人的胡文閣。國僑辦也派來
了在歷代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關懷下創建的
新中國最負盛名的國家級藝術院團中國東方演藝
集團演出方陣，集中代表了我國音樂舞蹈藝術的
最高成就，湧現出眾多享譽海內外的傑出藝術家
，創作演出了深受中外觀眾喜愛的優秀藝術作品
，足跡遍布祖國四面八方，出訪五大洲70多個
國家和地區，多次參加重要國事演出，為增進中
國和世界各國的友誼和文化交流，發揮了"文化
使節"的獨特作用。他們的到來為休斯頓華僑華
人譜寫了東方歌舞的壯美篇章。

晚會由東方歌舞團舞蹈《長穗花鼓》拉開序
幕，歌手馬曉晨演唱《祖國你好》和《絨花》。
這首由李谷一原唱的懷舊歌曲因剛剛發行的懷舊
電影《芳華》繼續走紅而流行。接下來的是男子
舞蹈《把酒問青天》，舞蹈描繪了"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人有
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但願人長久，千裏共
嬋娟" 的悲壯情懷。晚會的熱點來自偶像派巨星
蔡國慶登場，他穿著透明的"狗西服"，顯露出性

感的肌肉，仍舊不改在北京出生長大的侃爺風格
，一邊問候一邊調侃，鬧得觀眾哄堂大笑。這位
60後出生的老北京，他的歌聲，他的言談舉止
，他的不老容貌、他的身材，的確令在場觀眾折
服，尤其是和他同時代的 "60後的姑娘們"， 她
們高呼："蔡國慶，我愛你"。東方歌舞團著名聲
樂演員郭蓉極具演唱天賦和表演功底，她把小提
琴的演奏巧妙地融入到演唱中，這種激情獨特、
又唱又拉琴的演出風格，開創了中國音樂表演形
式的先河，引領了中國的時尚演繹之風。她的經
典成名作《紅旗飄飄》更是激情四溢，回味無窮
。晚會最後由"全國聽眾最喜愛的歌手" 第一名、
著名歌唱家閻維文壓軸登場，他演唱了觀眾熟悉
的經典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母親》、《想
家的時候》和他唱了三十幾年的首唱歌曲《小白
楊》。他將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融合在一起，形
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歌聲引起全場的轟動
，他的歌聲在中國乃至海外華人界廣泛流傳。

““文化中國文化中國••四海同春四海同春””
大型迎春綜藝晚會在休斯頓盛大舉行大型迎春綜藝晚會在休斯頓盛大舉行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33月月
33日至日至33月月44日日

中華老人服務中華老人服務
協會慶祝協會慶祝
農曆新春農曆新春，，元元

宵節和會員宵節和會員（（11，，22，，33月月））慶慶
生會生會
33--0303--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至下午至下午11時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元宵節遊園會元宵節遊園會
33--0303--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 1111 時時
至下午至下午44時時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大院休士頓黃氏宗親會大院
69256925 Turtlewood Dr.,HousTurtlewood Dr.,Hous--
ton,TX.ton,TX.7707277072

風雅集提供免費園藝講座風雅集提供免費園藝講座
黃以法博士和鄔貴新博士共同黃以法博士和鄔貴新博士共同
主講主講
33--0303--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55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美南地區新美南地區新（（續續））聘僑務榮譽聘僑務榮譽
職人員授證典禮職人員授證典禮
33--0303--20162016（（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3030
分分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6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總結工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總結工
作討論會作討論會
33--0303--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33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湖南老湘春節大聯歡暨歡慶元湖南老湘春節大聯歡暨歡慶元

宵佳節宵佳節
33--0303--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55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99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

休斯敦中國聯合校友會舉行休斯敦中國聯合校友會舉行
年會及春節聯歡晚會年會及春節聯歡晚會
33--0303--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55時時
休斯頓大學一樓劇院休斯頓大學一樓劇院TheaterTheater

德州天后廟上元寶旦德州天后廟上元寶旦
33--0404--20182018（（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Houston,Delano,Houston,
TX.TX.7700377003

程振華程振華（（士官長士官長））先生喪禮先生喪禮
33-- 33--20182018 （（ Sat. )Sat. )上午上午1010
：：0000 至至1212：：0000

永福殯儀館永福殯儀館

佛光中美書院春季班開課佛光中美書院春季班開課
33-- 33-- 20182018 （（ Sat. )Sat. ) 下午下午11：：
3030 至至33：：3030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1255012550 JebJeb--
bia Lane , Stafford , TXbia Lane , Stafford , TX
7747777477 ))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 風雅集風雅集 」」 園藝園藝
講座講座
33--33-- 20182018 （（ Sat. )Sat. ) 下午下午22：：
0000 至至55：：0000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務榮譽職人員（（ 續聘續聘 ））典典
禮禮
33 -- 33 --20182018 （（Sat. )Sat. ) 下午下午 22
：：3030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 室室

光鹽社慈善音樂會光鹽社慈善音樂會
33-- 33 --20182018 （（ Sat. )Sat. ) 下午下午 33：：
0000
曉士頓中國教會曉士頓中國教會 （（1030110301 S.S.
Main )Main )

玉佛寺玉佛寺 「「 元宵聯歡晚會元宵聯歡晚會 」」
33 -- 33-- 20182018 （（ Sat. )Sat. ) 晚間晚間 77
：：0000
玉佛寺青年活動中心玉佛寺青年活動中心

中美寺光明燈上燈法會中美寺光明燈上燈法會
33-- 44 -- 20182018 （（ Sun. )Sun. ) 上午上午1010
：：3030 至中午至中午1212：：3030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 （（1255012550 JebJeb--
bia Lane , Stafford, TXbia Lane , Stafford, TX
7747777477 ))

衍易老師衍易老師 「「 風水格局班風水格局班 」」 新新
班開課班開課
33--44 -- 20182018 （（Sun. )Sun. ) 下午下午22：：
0000 至至66：：0000
中華文化中心中華文化中心

上海聯誼會春宴上海聯誼會春宴
33-- 44 -- 20182018 （（ Sun. )Sun. ) 下午下午66
：：0000
錦江飯店錦江飯店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 「「 天下遠見文天下遠見文
化事業發行人王力行演講會化事業發行人王力行演講會」」
33-- 99 -- 20182018 （（ Fri. )Fri. ) 上午上午1010
：：0000 至至1212：：0000
美南新聞美南新聞 「「 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貿易中心 」」 ((
ITC )ITC )（（ 1110011100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

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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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紅梅

休城最冷最濕季休城最冷最濕季 玫瑰修剪正當時玫瑰修剪正當時（（下下））

七、病蟲防治
1. 玫瑰病蟲害的防治

至關重要，即使是最容易
成活的古典玫瑰，也一定
要噴藥。玫瑰的莖裡有微
管束，通過毛細管作用把
水分從根往上送，葉子下
面也有很多氣孔，當風吹
過時裡面會產生負壓，把
水往裡吸，兩者結合起來
，吸收水分特別快。但如
果有黑霉的話，葉子就掉
了，無法完成上面的吸收
作用，所以，一定要堅持
除菌。

2. 農藥的選擇，第一種是保護地上枝葉部分，
推薦MANCONEB（可殺死已有真菌）；第二種 是
保護地下根部的，推薦 HONDE GUARD（防止再長
真菌）。使用時，MANCONEB每加侖水用1湯匙，
HONDE GUARD每加侖水用1/4茶匙。這兩種藥最
初混在一起用，每週噴灑1次，連續噴5次，然後就
只噴HONDE GUARD，每兩週1次。最後威廉姆斯
先生推薦了賣玫瑰最好的地方CONGO,這是休斯頓
最好的賣家，位置在東南面，今年老闆進了三千五百

株玫瑰，玫瑰愛好者抓緊時間前去採購哦。
一年一度的玫瑰花知識講座圓滿結束了，感謝威

廉姆斯先生不辭辛苦大老遠趕來，為學員及玫瑰愛好
者傳授他寶貴經驗及修剪的專業知識。如果想獲得玫
瑰健康的植株及嬌美花朵，種植方法，修剪，施肥，
澆水，除蟲樣樣都是很深的學問。我們期待著來年威
廉姆斯先生的玫瑰花講座！同時也非常感謝組織這次
活動的周老師及義工朋友們，希望大家今年的庭院玫
瑰 - 花滿園！

【注1】休斯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是華人
組織的非盈利性機構，將定期舉辦園藝相關講座、種

子花苖菜苖交換、苖圃指導選購、大巴參觀郊遊，以
及聚餐聯誼等活動，歡迎會員們踴躍參加。新會員可
以預約時間，到中國城恆豐銀行大樓（9999 Bel-
laire Blvd. 908室），向Jennifer（微信號：chouh-
wa）索取入會申請表，填寫並交納年費$20（家屬半
價），經審批後發給會員號並邀請加入HCHC會員群
。

【注2】休斯頓玫瑰協會的秘密玫瑰化肥配方，
在休斯頓華人園藝協會的網站上可以搜索的到。
SW Fertilizer店也可以買到調配好的成品。憑HCHC
會員卡享有九折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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