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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挨轟 川普
川普：：將簽行政命令不拆散家庭
（中央社）美國政府在美墨邊境強行拆散移民家庭的作法引發爭議。美國總統川普昨天表示，他
將簽署行政命令，讓移民家庭可以團聚在一起。
法新社報導，孩童哭著被人從家人身邊強行帶走，叫人心碎的場景已讓川普掃蕩非法移民的作法
引發激烈反對。
川普昨天在白宮表示： 「我們不久就會簽署行政命令。」 他強調，希望國會也能同時通過立法。
「我們要讓家庭不被拆散，但我們也必須維持強硬作法，否則我國會人滿為患，充斥所有我們無
法容忍的事。」
聯邦眾議院今天針對移民相關法案進行考量。
聯邦眾院議長萊恩（Paul Ryan）昨天表示，非法移民和尋求庇護者大量湧入，這項立法將可解
決包括拆散移民家庭作法在內的多個問題。
依據現行政策，自 5 月 5 日以來，已有逾 2300 名兒童遭從家人身邊強行帶走。

非法移民子女，
非法移民子女
，目前都被收容在德州托尼洛的帳篷城內
目前都被收容在德州托尼洛的帳篷城內。
。(路透社
路透社))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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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丁太受歡迎？ 俄民調：過半要他繼續連任
（綜合報導）剛剛連任總統的普丁（Vladimir Putin），雖然在法理上無法再連任，但憑
藉著他的高人氣和強悍風格，卻似乎很得俄羅
斯民眾的支持。民間智庫 Levada 最新的一份民
調顯示，在 「認為 2024 年、普丁是否繼續連任
第 5 任期」 的問題，有高達 51%的民眾選擇支
持，只有 27%的民眾認為，此舉不太妥當，從
此也可看出，無論外界如何批評，普丁在國內
依然擁有不小的支持度。
但即使民眾有此 「期待」 ，當前的俄羅斯
憲法僅允許連選連任一次，除非國會願意替他
量身修法，否則普丁只能選擇，重走一回他過
往的從政之路：屬於雙首長（總統＋總理）制
度的俄羅斯，卻讓普丁找到一種 「合法」 延續
權力的模式，2008 年任滿兩屆總統後，將位置
交給親信梅德維傑夫（Dmitry Medvedev），
自己卻搖身一變、進入國會成為了總理，4 年後
再次重返大位，讓他得以再度掌權 12 年的時間
。現年 65 歲的普丁，出生於前蘇聯（USSR）
時期的列寧格勒，父親是名在潛艇服役的海軍
、母親是工廠女工，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國際
法學系，被招募進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
）工作，在完成特工訓練後，開始他多年情報

人員的生涯。曾被派往東德 5 年，負責蒐集西德
的經濟情報，但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前辭職。
政治生涯從家鄉聖彼得堡起步，得到葉爾
欽（Boris Yeltsin）賞事後，宦途直線上升、被
提升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局長，主管俄
羅斯的情報工作。1999 年葉爾欽任命普丁為總
理，本不看好的他，卻因為硬漢形象逐漸獲得
支持，該年年底葉爾欽突然自請辭職下台，普
丁以總理身份成為代理總統，讓他從此獨攬大
權，成為俄羅斯實際最高領導人至今，甚至被
西方社會諷刺為 「新沙皇」 。
先前輕輕鬆鬆就拿下過半票數、再次連任 6
年總統的普丁，讓他的統治時期拉長至 24 年，
是繼前蘇聯總書記史達林（Josef Stalin）之後
，俄羅斯統治時間最長的領導人。
而他的政治盟友、車臣共和國（Chechen
Republic）強人總統卡迪羅夫（Ramzan Kadyrov）也公開呼籲，希望國會能修改法律，支持
普丁在 2024 年繼續連任總統職務；不過普丁的
發言人也表示，總統已多次宣告，他不會修改
憲法、也不會破壞規定，將會在 2024 年屆滿後
卸下總統之位。

不爽鄰座都黑人 印度女被趕下飛機又被開除 陸批貿易恐怖主義 號召反恐

（綜合報導）南非一名印度裔 26 歲女子搭
乘飛機時，不滿鄰座都黑人，透過手機簡訊以
歧視字眼向朋友抱怨，卻遭鄰座乘客看到內容
，向空服員檢舉後被請下飛機，近日更因此事
此被雇主開除，可謂因小失大。
印度裔女子穆德利（Alochna Moodley）15
日搭乘 Kulula 航空晚間 10 時飛往德班的班機，
起飛前透過手機發送給友人的這段簡訊，不巧

被靠窗座位乘客馬布沙（Solumuzi Mabuza）無
意間看到。她用的 K 罵人字眼，在南非是對黑人
嚴重的侮辱，比 「黑鬼」 還冒犯人。憤怒的馬
布沙詢問穆德利為何使用冒犯性字眼時，穆德
利立即嗆他為何偷窺他人手機簡訊。後來他一
狀告上空服員，詢問航空公司是否能容忍種族
歧視，最後機長知道事件後，決定折返登機門
航站，把穆德利趕下飛機。

百年禁令掰掰 加拿大通過大麻全面合法化 全球第二例
（綜合報導）加拿大參議院 19 日以 52 票比
29 票，通過娛樂用大麻合法化法案，掃除大麻
全面合法化的最後一道法律障礙。不過法案仍
需經加拿大總督御淮，政府才會宣布法律生效
。加拿大成人最快自 9 月起，可在零售據點向領
牌生產商購買，或在線上訂購大麻，成年人亦
可在公共場所攜帶 30 克乾大麻，但違法者恐遭
受重罰。
一旦新措施上路，加國將成為七大工業國
(G7)集團，第一個可合法種植、販售並吸食娛樂

用大麻的成員國。至於醫療用大麻的使用規範
，加國早在 2001 年就已立法解禁。
加國當局將給予各省市政府 8 到 12 周時間
，以建構新的大麻市場，並讓大麻業與警方為
新的法律框架做準備，因此預料新法最快在 9 月
中旬上路。法案規定，購買和吸食大麻的最低
法定年齡為 18 歲，但部分省份則定為 19 歲。
加拿大在 1923 年把吸食大麻定為犯罪，國
會兩院通過法案，象徵長達 95 年的大麻禁令將
就此走入歷史。

（綜合報導）針對美國威脅將在已公布的 500 億美元徵稅清單之外，再對價值 2000 億美元的
大陸產品加徵 10％關稅，大陸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的國際在線網站 20 日發表評論文章，批評
白宮此舉 「失去理性、近乎瘋狂」 ，並指控美國這種單挑全球、重創世界自由貿易的做法，根本
是 「赤裸裸的貿易恐怖主義」 ，敦促國際社會一致反恐，反擊美國的貿易舉動。
美國總統川普上周宣布對價值 500 億美元的大陸產品課徵高額關稅，陸方立即宣布以同等規
模實施報復、對美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白宮星期一接著宣布，川普下令美國貿易代表制定一個
價值 2000 億美元的進口大陸產品清單，為追加 10％的關稅做好準備，同時警告大陸若再次實施
報復，美國將對另外 2000 億美元的大陸貨物加徵關稅。
大陸稱美方的最新舉動是極限施壓和訛詐的做法，並誓言會做出強力反擊。國際在線網站 20
日的評論文章呼籲國際社會盡快行動， 「共同打贏這場貿易領域的反恐之戰」 。幾個月來，北京
一直在謀求歐盟、日本和印度等國家站在大陸一邊，共同對付它所說的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這些國家與美國和大陸都保持密切的經貿關係。它們雖然對川普政府的一些貿易政策表示不滿
，但同樣對北京長期以來實施的不公平貿易政策提出批評。在美中貿易爭端不斷升級的時候，這
些國家大多不願選邊站。
面對川普再次揮舞關稅大棒，北京雖誓言反擊，但避免貿易戰恐怕才是上上策。有港媒報導
稱，面對華府步步進逼，向來有 「救火隊長」 之稱的大陸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將於本月底或 7 月
初銜命赴美斡旋，為一觸即發的陸美貿易戰 「消消火」 ，畫下 「停戰線」 ，不放棄談判的機會。
現年 69 歲的王岐山堪稱大陸官員中，唯一擁有對美交往、國際談判經驗豐富的官員。1994
年他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長期與美方打交道；2008 年出任溫家寶內閣的國務院副總理時，主
管金融及商貿，長期參與大陸對外經貿談判，在華爾街有深厚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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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閃退人權理事會 俄搶加入
（綜合報導）繼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巴黎氣候協定及伊朗核協議後，美國 19 日
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痛批這個機構
是 「充滿政治偏見的屎坑」 ，長久以來對以
色列存有偏見，而且改革不力。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女士和國務卿蓬
佩奧當天在華盛頓宣布這項決定，但她表示
美國不會放棄其人權承諾。海利抨擊人權理
事會 「偽善、自私」 ，名不符實，炮轟俄羅
斯、大陸、古巴和埃及阻撓美國改革理事會
的努力，也批評與美國擁有相同價值觀，且
鼓勵美國留下的國家 「不願認真挑戰現狀」
。
此外，海利點名委內瑞拉、古巴、大陸
等國家雖為理事會成員，卻完全不尊重基本
人權。但她沒提到在葉門戰爭中殺害平民的
沙烏地阿拉伯。2016 年多個人權團體曾呼籲
暫停沙國會籍。
此前一天，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胡
笙呼籲美國川普政府停止在美墨邊界拆散非
法移民家庭的 「荒謬」 政策。
人權理事會上個月表決通過，將對加薩
發生殺戮進行調查，和譴責以色列過度使用
暴力，僅美國和澳洲投下反對票。蓬佩奧說
： 「人權理事會閉口不談違法犯罪者的行為
，卻誣衊那些沒有犯罪的人，使得違反人權

現象層出不窮。」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對美
方的決定感到遺憾，人權理事會由聯合國大
會授權設立，是各方在人權領域開展對話與
合作、交流與互鑑、共同促進人權事業發展
的重要平台，各方均高度重視。
川普政府一再揚言，如果不徹底改革人
權理事會，美國將退出。美國決定退出不久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表示，俄羅斯已
申請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2021-2023 年的
成員國。
人權團體批評川普政府沒把人權列為美
國外交政策的優先要務。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執行長羅思說，川普似
乎只在乎捍衛以色列。美國國內數個慈善團
體譴責川普政府此舉背叛了美國的價值觀，
這種 「孤立主義舉措」 ，只會損害美國利益
。聯合國人權事務官員也對此感到失望，並
指出美國應該向前邁步，而非向後退步。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則叫好，他痛批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是 「偏頗、敵對、反以色列
的組織，未忠於它保障人權的使命」 。
聯合國在 2006 年成立人權理事會，總
部設在瑞士日內瓦，47 席成員由聯合國大會
選舉產生，每任 3 年。

洗基因！俄女若獲球星搞大肚 漢堡王：獎勵300萬

（綜合報導）世界盃正打得如火如荼，俄羅斯連鎖餐廳漢堡王也來湊一腳，當地漢堡王趁世界盃搞
宣傳，聲稱只要俄羅斯女星被球星搞大肚子，就可以獲得 300 萬盧布的獎金，外加終身免費吃漢堡王的
招牌產品 「華堡」 ，引起外界熱烈討論。
漢堡王俄羅斯分店周二（19 日）在 Facebook 發文寫道： 「漢堡王，在社會責任的框架上，我們將
向懷有球星後代的女生發放獎金。為了擁有最好的足球基因，可確保俄羅斯國家隊的成功代代相傳。」
貼文一公開，當地婦女團體馬上譴責，認為在物化女性，漢堡王急忙刪文及道歉。美國漢堡王總公
雖然是出於禮儀，
司也表示，分公司的貼文不代表公司品牌及價值，以後會小心會採取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但是人就在一旁的哈利
王子，臉色似乎不太好
，也因此在網路上引起
熱烈討論，網友紛紛笑
稱 「哈利別生氣」 、
（綜合報導）南韓統一部發言人白泰鉉 20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北韓同期報道北韓國務委員會委
「膽大包天的馬術師」 員長金正恩訪中一事為史無前例，前幾次金正恩訪中的消息，都是金正恩回國後才會報導見報。
等。
白泰鉉表示，隨行金正恩訪中的人員還包括內閣總理朴奉珠、人民武力相努光鐵等，隨行團規模比
除 此 之 外 ， 面 對 阿 以往還大。兩韓在《板門店宣言》中商定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將力爭國際社會支援與合作。金正恩
斯克賽馬大會的服裝規 此次訪華正是落實宣言的一環。
定特別嚴格，梅根仍是
完美掌握，以一身符合
阿斯克賽馬大會除了是英國的運動盛事，也是冠蓋雲集的奢
賽事的規定的經典完美裝扮現身，她身著令她驚艷婚紗品牌 華社交年度盛會，出席活動的女性無不精心打扮、同場爭豔，不
Givenchy 的設計師凱樂（Clare Waight Keller）所設計的白襯衫 過難在服裝還得在大會規定下，洋裝和短裙的長度剛剛過膝或稍
長洋裝，並以蕾絲點綴襯托出淑女風格，並頭戴 Philip Treacy 長，可選擇長褲套裝。帽子的帽沿不宜過寬，不宜佩戴網狀頭飾
2018 春夏季新款的黑白色大帽沿，顯得優雅貴氣。
。

哈利別吃醋！梅根首次出席年度盛會被他一吻好害羞
（綜合報導）世界上最豪華的皇家阿斯克賽馬大會近日在阿
斯克鎮舉行。當然作為英國王室新成員的梅根自然不能錯過這場
盛事，首次以公爵夫人身分出席這場活動的她偕新婚丈夫哈利王
子一起現身，已經對皇室慢慢習慣的她，也完美掌握全場的禮儀
，不過活動上仍有一個小插曲，就是遇上熱情的馬術師的親吻她
的手背，對此人在一旁的哈利王子，被捕捉到表情似乎有些陰沉
，被網友笑稱是在吃醋。
薩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和新婚丈夫哈利王子出席了這場為期
5 天皇家阿斯克賽馬大會（Royal Ascot），這也是世界上最豪華
、最充斥著貴族氣質的社交活動之一，在成為皇家成員後，首次
出席這場盛事的梅根自然成為全場焦點。
這對新婚小倆口在大會上展現如膠似漆的好感情，不過兩人
也遇上了小插曲，當她們出席義大利馬術師德托里（Frankie
Dettori）的頒獎儀式，德托里大膽在台上親吻了梅根的手背，梅
根也對突如其來的熱情害羞笑了笑，讓德托里笑得好開心，直呼
有梅根等皇室成員來為自己頒獎感到榮幸。

北韓媒體報導金正恩訪中 南韓政府：史無前例

世界形勢
星期四

2018 年 6 月 21 日

Thursday, June 21, 2018

A4

歐盟或對美 28 億歐元產品征稅
墨西哥考慮追加反制

綜合報導 歐 盟 成 員 國 壹 致 同 意 壹
項 對 28 億 歐 元 （ 約 合 33 億 美 元 ） 美
國產品征收關稅的計劃，對美國向歐
盟鋼鋁產品加征關稅行動做出反擊。
同時，墨西哥官員稱，若美國開征新
關稅造成貿易爭端升級，墨西哥或對
每 年 進 口 達 40 億 美 元 的 美 玉 米 和 大
豆“開鍘”。
據報道，歐盟執委會提出對橙汁、

波本酒、牛仔褲、摩托車等美國商品征
收 25%的關稅，作為對美國征稅措施的
回應。歐盟認為美國的舉措非法，將影
響歐盟 64 億歐元的出口。這些舉措仍需
獲得歐盟執委會的批準，執委會將在 6
月 20 日舉行下壹次會議。這些舉措應該
在 6 月底或 7 月初就位。
歐盟執委會還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對美國的關稅措施提出法律挑

沙特聯軍開展大規模地面行動
對也門發動軍事攻勢
綜合報導 以沙特為首的聯軍加強武力，對由胡塞武裝控制的也門
西部港口城市荷臺達發起進攻。
綜合今日俄羅斯以及阿拉伯電視臺等多家媒體報道，沙特聯
軍此前向胡塞武裝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該武裝組織在周二之
前從荷臺達撤軍。然而，在通牒期限截止日，胡塞武裝拒絕了聯
軍的要求。
報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13 日上午，在沙特聯軍的空軍和海軍力
量從多個方向進入荷臺達，展開大規模的地面行動。報道指出，這將成
為沙特聯軍與控制也門首都的胡塞武裝之間長達三年戰事以來規模最大
的軍事攻勢。
稍早前也援引路透社的報道稱，城市荷臺達 13 日傳來槍聲，沙特
主導的多國聯軍支持的武裝人員開始對由胡塞武裝控制的荷臺達發起
進攻。不過這壹消息尚沒有得到沙特聯軍方面的證實。
今日俄羅斯指出，被趕下臺的也門前總統阿蔔杜拉布·曼蘇爾·哈迪
在亞丁灣的勢力發表聲明稱，在用盡壹切和平與政治手段、試圖將胡塞
武裝趕出荷臺達無果後，此次軍事行動是也門恢復國家領土合法性的最
後努力。聲明還表示，“解放荷臺達是我們奮鬥的壹個裏程碑，是胡塞
武裝倒臺的開始。”
據悉，荷臺達是飽受戰爭蹂躪的也門國內僅有的人道援助“生命
線”之壹。聯合國和美國官員此前分別對沙特聯軍發出警告。聯合國官
員稱，鑒於荷臺達是國際援助輸入也門的口岸，攻打這座城市將導致人
道主義災難。如果沙特聯軍對荷臺達發起進攻，那也門國內將有 25 萬
民眾面臨死亡。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壹名發言人說，美國政府反對阿聯酋及
其支持的也門軍隊試圖奪取荷臺達。這名發言人說，美方不支持
破壞關鍵基礎設施或可能加劇人道主義嚴峻形勢的行動，希望各
方遵守與武裝沖突相關的國際法，避免以平民或商業基礎設施為
目標。

意大利未來 4 年將增 400 萬崗位
農業和服務業缺口最大
綜合報導 日前，歐盟職業培訓發展中心發布就業市場分析報告
稱，意大利勞動市場正在以 0.4%的速度增長，未來 4 年，有望為社會
增加 420 萬就業機會。這些新增就業崗位，主要來源服務業、農業和旅
遊業等領域的市場需求。
據報道，專家分析認為，意大利勞動市場就業率，高薪階層
工作崗位增幅為 3.3%，中等收入階層為 0.3%。低薪階層就業崗位
與高中等收入階層相比，市場需求相對逐漸萎縮，下降率徘徊在
3.2%左右。
專家表示，意大利未來就業市場最熱門的專業，首先是行政管理和
貿易行業，根據預測，2021 年，該行業將會增加大約 39.5 萬工作崗位
；其次是餐飲和環衛行業，將會增加 30.4 萬就業機會；文教、旅遊業將
會增加 29.7 和 24.5 萬個工作崗位；建築行業和零售業新增就業崗位將
會達到 24.1 和 23.1 萬。
據專家稱，農業是勞動市場增長速度最快的領域，增幅為 14.5%；
排在第二位的是行政管理和商業貿易，增幅為 9.7%；第三則是旅遊業
，增幅為 4.8%，隨後將是服務業和工程技術領域，就業率增長速度增
幅有望突破 3.6%和 2.7%。

戰，並且隨著非歐盟出口商將原定輸往
美國的產品轉向，歐盟正在評估是否有
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進入歐洲的鋼鋁產品
激增。據悉，臨時“保護”措施可能於
7 月份公布。
同時，墨西哥官員稱，如果美國
開征新關稅造成貿易爭端升級，墨西
哥可能對每年進口達 40 億美元的美國
玉米和大豆加征關稅，目前墨西哥正
在研究如何降低這類舉措的相關沖
擊 。此前，墨西哥宣布對自美國進口
的鋼鐵、豬肉和波本酒等商品加征關
稅，以報復美國決定向其進口鋼鋁加
征關稅的舉措。
但報 道 稱 ， 墨 西 哥 對 最 有 利 可 圖
的美國農產品谷物，尤其是用來飼養
墨國牛豬雞的飼料玉米和大豆，則並

未采取行動。據報道，對這類產品開
征關稅，將是打擊美國玉米農戶最大
出口市場的最後手段，而這樣的舉措
也會傷及墨西哥自身的行業。但墨西
哥已經壹直在增加進口自巴西和阿根
廷等供應國的谷物，這可望減輕這類
舉措所帶來的沖擊。
墨西哥全國農業聯合會領袖人物
Bosco de la Vega 稱，任何對谷物采取
的措施，將劍指美國玉米生產帶，比如
密蘇裏州、堪薩斯州、愛荷華州和內布
拉斯加州，這些州都是特朗普 2016 年總
統選舉時的票倉。墨西哥農業部主管國
際貿易的官員 Raul Urteaga 稱，墨西哥
現在不會針對美谷物，但不排除未來有
此類行動，並稱墨西哥在尋找替代的供
應來源。

據報道，特朗普決定對汽車進口關
稅啟動國家安全調查，這是最讓墨西
哥擔憂的事情，此舉可能令墨西哥規
模達 670 億美元的汽車行業受到沖擊。
de la Vega 說 ， “ 這 就 是 我 們 為 何 正
在做準備。”
6 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對歐盟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鋼鋁產品分別加征
25%和 10%的關稅，結束了 3 月以來的
豁免安排。加拿大宣布從 7 月 1 日起，對
價值 166 億加元（129 億美元）的美國
出口商品征收報復性關稅。
據報道，部分被加征關稅的產品
意在針對美國共和黨高級官員所在
的 州 。 共 和 黨 尋 求 在 11 月 份 競 爭 激
烈的中期選舉中維持對參眾兩院的
掌控。

澳大利亞咖啡大調查：
新州最便宜 北領地最貴
悉尼也許是澳大利亞消費最高的城
市，但是在喝咖啡這壹項的消費上，悉
尼所在的新州卻是全澳咖啡價格最低的
壹個州。根據最新公布的澳廣場咖啡報
告 （Square Australian Coffee Report
）顯示，北領地是全澳喝咖啡最貴的地
區，而新州則是最便宜的地區。
北領地咖啡比新州貴壹澳元
根據澳廣場咖啡報告顯示，拿鐵是
澳大利亞人最喜歡的咖啡，但是居住在
北領地的咖啡愛好者想要喝壹杯拿鐵咖
啡平均要比新州人貴 1 澳元，在北領地
壹杯拿鐵的平均價格至少需要 3.98 澳
元，而新州則大約是 2.98 澳元。
排名第二深受澳人喜愛的咖啡是
“澳洲白咖啡”（flat white），這種口
味的咖啡在澳大利亞的銷量穩步上漲，
自 2015 年以來，澳大利亞白咖啡的銷量
已經上漲超過 22%。同時，卡布奇諾咖
啡和長黑咖啡（Long black，美式咖啡
的壹種）的銷量也在澳人中越來越流行
。
在澳大利亞白咖啡的價格方面，新

州壹杯的價格為 3.92 澳
元 ， 維 州 則 是 3.99 澳
元 ，排名第二便宜，而
北領地的澳洲白咖啡依
舊是最貴的，壹杯的價
格居然高達 4.8 澳元。
澳廣場咖啡報告還
顯示，在所有的咖啡種類中，冰咖啡的
價格最高，無論在哪個州想要買壹杯冰
咖啡的價格都要超過 5 澳元。另外，摩
卡咖啡和印度奶茶咖啡的價格也比壹般
的咖啡貴；在澳最便宜的咖啡就是傳統
的長黑咖啡，這種咖啡的全國平均售價
都不超過 4 澳元。
抹茶咖啡銷量迅猛上升
至於為什麼新州的咖啡是全澳最便
宜的，咖啡品牌 Square 的發言人表示，
這是因為新州的咖啡市場競爭太激烈。
“我們收集並分析了澳 2017 年數千家
Square 銷售商的銷售數據後不難發現，
在那些咖啡市場競爭比較激烈的城市，
比如墨爾本和悉尼，這裏咖啡的價格競
爭與其他地區相比更激烈。”

世界最大露天書店：
巴黎塞納-馬恩省河書攤欲申遺

澳廣場咖啡報告發現，除了價格
方面的差異，澳洲不同城市的咖啡廳
最忙碌的時間也不壹樣 。比如悉尼的
咖啡廳最忙碌的時間是上午 8 時，因
為那時正是上班高峰期 ，但是墨爾本
咖啡廳最忙碌的時間則被推遲到了上
午 9 時 30 分。
此外，數據顯示近兩年來澳人愛上
很多新口味的咖啡，其中抹茶咖啡喝印
度奶茶咖啡的歡迎程度最高。在 2017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間，印度奶茶拿
鐵的銷量增長了 120%，而抹茶咖啡的
銷量則上漲了 360%。去年，進入澳人
視野的新口味咖啡還包括甜菜咖啡、芋
頭咖啡和姜黃粉咖啡。

綜合報導 法國首都巴黎極具文化氣
息，塞納-馬恩省河兩岸的風光更享譽
國際。近日，塞納-馬恩省河畔壹些二
手書攤正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提 出 申 請 ， 尋 求成為世
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報道 稱 ， 如 果 申 請 成 功 ， 這 將 是
繼 1991 年塞納-馬恩省河本身列入非
遺後，再有塞納-馬恩省河相關的事
物申遺成功。
塞納-馬恩省河兩旁的書攤名為
“bouquinistes”，被譽為“世界最大
露天書店”，17 世紀起已在塞納-馬恩
省河畔出現，已故前總統密特朗也是常
客。
目前，有 226 個商戶向巴黎市政府
註冊成為書攤，合共設立近1000個攤檔。
書販布約表示，河畔書攤各有特色，在
巴黎市內擔當傳遞知識的角色。
雖然書攤歷史深厚，但隨著科技發
達，近年不少書販經營困難，部分攤檔
更要向旅客售賣紀念品幫補。
歷史書店主波斯費克斯稱，雖然每
日有許多遊客到訪，但只有絕少數會買
書，希望市政府能提供補貼。
書攤協會會長卡萊表示，期望申遺
能引起外界關註巴黎書攤，“我們的重
要性可與埃菲爾鐵塔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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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轉彎！川普將讓無證客家庭團聚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對非法入境的移民實施零容忍政策，已有數千名孩童被迫與父
母隔離。包括現任及前任，共五位美國第一夫人同聲痛批這項政策。面對外界抨擊，川普總統
川普 20 日在白宮會見共和黨國會議員表示，他會簽行政命令，讓家人團聚在一起。
川普政府自上月起，對越過墨西哥邊界，進入美國的無證移民實施 「零容忍」 政策，成年
偷渡者被關押等候起訴，隨行孩童另外拘留。日前還有媒體釋出孩童哭聲找爸媽的錄音檔，引
起外界一片撻伐，連第一夫人瑪蓮妮亞（Melania Trump），及川普長女、身兼白宮金顧問的
伊凡卡也看不下去，呼籲 「用愛治國」 。
目前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Kirstjen Nielsen）正為川普草擬行政命令，稍後會讓川普簽署
。法令生效後，非法移民的家庭將不會被拆散，子女可與父母一起被拘留。

反咬！陸恐祭出非關稅措施 「突擊檢查美商品」

（綜合報導）中美貿易戰開打，美國企業的高級主管們紛紛擔心，川普威脅對 2500 億美
元的中國商品課徵高關稅，可能會引發中國當局採取 「非關稅的應對措施」 。包括對美國企業
進行 「突擊監管檢查」 ，或是對進口中國的美國食品、汽車及寵物食品等 「拖延通關」 ，並要
求接受更嚴格的檢查等。
針對美國總統川普提出最新的課徵 25%懲罰性關稅，中國商務部回應說，準備結合 「數量
型」 和 「質量型」 的綜合措施，強力反擊。但是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具體細節。
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近幾個月以來，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導致美
國高管們警告川普政府，中國方面可能會採取 「非關稅措施」 的回應策略。他們發現，最近有
些間接證據指出，向中國進口的一些美國食品、汽車和寵物食品被拖延通關，以接受更嚴格的
檢查。但是中國海關否認這些別有用心的做法，認為這些行為 「符合國際慣例」 。
另外，美國的企業高管們還擔心，中國當局可能會對美國企業進行 「突擊檢查」 ，對他們
採取嚴格監管的措施，當作回應川普課徵懲罰性高關稅的報復行為。

高盛CEO：美國不是想自殺 對陸加稅是談判策略
（綜合報導）中美貿易戰上
周正式開打，美國隊中國大陸
500 億商品加稅，隨後中方也強
硬回擊同等規模。美國總統川普
更在 18 日威脅下一步要對 2,000
億美元的陸貨加稅。對此華爾街
巨擘高盛集團的執行長布蘭克梵
（Lloyd Blankfein）表示，美國
不想簽下自殺協議，大規模加徵
關稅是談判策略，中美最終不會
毀了彼此的經濟。
布蘭克梵 19 日對如今中美
緊張的貿易情勢表示， 「如果你
瘋了想要結束自由貿易你會這麼
做」 ， 「但站在談判的立場就該
這麼做，你要提醒對手你的火力
有多強大」 。

在擔任 12 年高盛執行長後
，準備退下這個位置的布蘭克梵
稱， 「我不認為我們在中美貿易
上簽了自殺契約，所以我想我們
不會讓經濟崩壞」 ，美國不會重
蹈覆轍 1930 年代將關稅帶至新
高點的保護主義。
布蘭克梵稱，這是川普的談
判手段之一，就像近日與北韓的
談判一樣，內含有 「大量的恐嚇
」 成份。他也說這會可能會導致
北京用盡一切手段對美國進行報
復，自己也不推薦這種談判手法
。
中美貿易關係在彼此加徵一
輪的關稅後更加緊張，美國先是
在 16 日宣布將推翻過去的貿易

談判結果，將對中國大陸價值
500 億元的商品加徵 25%的關稅
，而且還將醜話先說在前頭，北
京若是祭出報復政策，美國將會
對更大規模的中國商品加稅。
不過對此北京似乎沒在怕，
幾乎是在美國宣布加徵關稅後，
馬上宣布對美國產品課徵同等規
模關稅報復，並且保留未來美方
再加徵關稅報復的權力，還指控
是美國先發動了貿易戰。
接著川普 18 日更是發出聲
明，威脅將要對北京祭出新一波
關稅，而且是擴大規模對價值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商品加
稅，以報復中國對第一波加稅的
回應。

川普自殺式退群 將陸推向世界領袖
（綜合報導）美國 20 日宣布退出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除表示
遺憾，承諾將持續促進國際人權事業健康發
展。大陸微信公眾號 「牛彈琴」 發文指出，
美國 「逆全球化」 之際，大陸在擁抱全球化
，有助於大陸被接受為國際社會的領導成員
，陸美的角色正悄然互換。
耿爽 20 日在外交部記者會表示，陸方一
貫倡導並致力於維護多邊主義，支持人權理
事會等機制開展工作，在世界範圍內共同促
進和保護人權。陸方將繼續與各方一道，通
過建設性對話與合作，為國際人權事業健康
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對於美國一再退出各種國際組織，大陸
知名政論類微信公眾號 「牛彈琴」 細數，川
普上台後，幾乎都是一言不合，甩手就走，
管你是什麼東西：美國退出了 TPP，留下日本
等一堆小夥伴目瞪口呆傻傻站著；美國退出
了巴黎協定，讓歐洲氣得大罵川普不顧子孫
後代死活；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為賴帳 5 億美元這種辦法也真是絕了；美國還

退出了伊朗核協定，一場血雨腥風正在中東
醞釀。
文章說，現在世界上普遍感覺陸美的角
色正悄悄發生變化，美國逆全球化，大陸在
擁抱全球化；美國要求 「美國第一」 ，大陸
歡迎世界搭便車；美國撕毀《巴黎協定》，
大陸繼續推進減排。
同時，大陸也加快布局，例如大陸和俄
羅斯越走越近，大陸和印度、日本都在改善
關係，歐洲國家領導人也紛紛來大陸訪問。
還有，鄰國北韓最厲害的 80 後領導人金正恩
，第三次訪問大陸。
金融大鱷索羅斯就曾經說過，川普一系
列做法， 「將大大有助於大陸被接受為國際
社會的領導成員（leading member），他發
揮的作用甚至會超過中國人自己」 。
文章稱，把索羅斯的話翻譯過來， 「這
就是大陸的國運啊，碰上了這麼喜歡折騰的
川普！」 文章形容， 「這是一盤大棋，不是
中國象棋、不是國際象棋，更像是下圍棋。
圍棋中，包含著人生哲學和世界戰略。」

析，此事傳開以後，各種猜想都
有，有人說是狼與狗的混種，也
有人說是大腳怪，還有猜測是狼
人。然而 DNA 的結果很簡單，那
就是灰狼。
科 學 警 報 (science alert) 報 導 ，
這隻看似不不尋常的狼是蒙大拿
州丹頓附近的因為它與家畜的距離太近，所以牧場主人開槍射殺
，當地野生動物園的專家不確定牠的身份，因為與標準的狼形態
有些不一致，他們覺得這隻動物牙齒太短、耳朵太大，前爪又太

超自然哭哭!美國蒙大拿神秘野獸就是狼
（綜合報導）美國蒙大拿州在 5 月份曾有一起 「神秘野獸」
侵入牧場事件，雖然面孔像是狼，但是當地專家覺得牙齒太短、
爪子太大，毛皮色澤不像狼，所以不敢妄下斷定而送去 DNA 分

長。所以懷疑這種動物可能是一隻狼與狗的混種。
消息傳出以後，混種之說就愈來愈誇大，有些說牠大腳怪，
甚至也有說可能是狼人的。結果 DNA 顯示，牠不是混種，也不
是狼人，就是來自洛磯山的純種灰狼。
那麼短腿、大耳和雜色皮毛要怎麼解釋？遺傳專家 (Mary
Curtis) 說，個體本來就會有差異和不同的特徵，這在野外並不
罕見，灰狼並非毛皮都灰白色，他們也曾追蹤過黑褐色毛皮的個
體，至於爪掌大小、耳朵長度、肢體長度，也都會有所差異。
可惜了，這次的答案很普通，期待找到大腳怪、狼人，或是
狗狼混合種，下次還有機會。

亞洲動態
綜合報導 韓 國 和 美 國 有 望 於
26 日 至 27 日 在 首 爾 進 行 2019 年
以後美軍駐紮費分擔談判的第 4
場會議。
據報道，3 月起，在韓美兩國
輪流召開的前三場會議中，雙方
因金額分歧太大，未能達成協商
壹致。
韓媒稱，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本
月 12 日舉行的“金特會”後，宣布
停止韓美聯合軍演，因此美方可能
在今後的談判中不再要求韓方承擔
出動戰略武器的費用，但仍很有可
能提出其他理由要求韓方承擔更多
駐軍費。
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安保統壹
中心主任申範澈認為，如果美方要
價過高，韓方可以考慮將分擔模式
由定額給付改為實需實付或將談判
周期由 5 年改為 1 年。
據悉，韓國去年為駐韓美軍承
擔了約 9602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5.6 億元）的協防費，用於發放在美
軍基地工作的韓籍人員工資、基地
建設和後勤補給。兩國自 1991 年起
共談判簽署 9 份駐軍費分擔協定，
第 9 份協定將於今年底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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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美繼續協商軍費分擔問題

停止聯合軍演或成變數

日本大阪發生 5.9 級地震：
搖晃長達 30 秒 新幹線停駛
綜合報導 日 本 大 阪 發 生 5.9 級 地 震 。 引發海嘯。
日本氣象廳的地震速報稱，地震的震源位
日 本 NHK 電 視 臺 大 阪 分 臺 報 道 說 ，
於大阪府北部，深 10 公裏，這次地震不會 這 次 地 震 搖 晃 時 間 長 達 30 秒 ， 人 無 法 站
立，桌子上的壹部分物品落
在地上。
受此地震影響，大阪北部地
區的震級為 6 級弱，京都南部、
奈良縣、滋賀縣南部、兵庫縣東
部的震級為 5 級。這次地震引起
了整個近畿地區和關西地區的大
範圍的震動。
大阪、京都之間的新幹線已
經停駛。
在大阪 5.9 級地震發生半小
時之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棺義
偉在首相官邸舉行了緊急記者會
宣布災情，他表示，此次地震並

沒有造成重大的災害。
棺義偉長官表示，地震發生後 5 分鐘，
首相安倍晉三就向首相官邸發出了緊急指
示，要求迅速搜集災區災情，並聯絡自衛
隊做好救災準備。要關註有無海嘯發生的
情況。
棺義偉長官說，首相官邸已經成立了緊
急聯絡室，正在收集災區的情況。到目前為
止，還沒有重大災害的發生。
NHK 的報道說，地震發生後，由於停
電，東海道新幹線新大阪與名古屋之間的
列車已經停駛。關西國際機場和大阪機場
的所有客機的起降也停止，機場工作人員
正在檢查跑道的受損情況。大阪城間鐵路
和地鐵也處於停駛狀態。
消息 說 ， 大 阪 市 中 心 並 沒 有 出 現 窗 戶
玻 璃 破 損 落 地 ， 房 屋 倒 塌 問 題 ， 24 小 時
便利店也沒有出現貨架倒塌的問題。暫
無 人 員 傷 亡 的 消 息 。 NHK 的 新 聞 采 訪 直
升機的上空觀察說，地震震源地區沒有
火災發生的跡象，現在大阪市區的道路
交通正常。
最近幾天，日本各地接連發生 4 級以上
地震，引起民眾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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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朝下周起將接連舉行會議
全面落實《板門店宣言》

星期四

綜合報導 韓朝月底前將接連舉行體
育會談、紅十字會會談以及鐵路和公路連
接項目、森林合作小組會議，並有望在開
城園區設置韓朝共同聯絡事務所臨時辦事
處。同時，民間交流合作也拉開序幕。
據報道，當地時間 18 日上午 10 時
，韓朝將在板門店韓方壹側的和平之家
舉行體育會談，討論韓朝統壹籃球比賽
、共同組隊參賽雅加達亞運會等體育領
域的交流合作事宜。
據悉，共同組隊參賽雅加達亞運會
是寫入韓朝首腦會談成果文件《板門店
宣言》中的協議事項。
22日，韓朝將在金剛山舉行紅十字會會
談，商討離散親人重逢的人道主義問題。
韓國政府官員消息稱，韓朝雙方正
推進 6 月最後壹周舉行小組會議討論對
接並升級改造東海線及京義線鐵路項目
以及森林合作。
據悉，韓國政府還在爭取月內在開
城工業園開設韓朝共同聯絡事務所臨時
辦事處。為此，統壹部和開城園區支援財團、現代峨
山等 17 名韓方人士將於 19 日和 20 日訪朝。
另外，民間交流合作也在逐步提上日程。《6•15
共同宣言》韓方實踐委員會已向統壹部申請於 20 日
至 23 日訪朝，同朝方探討重啟民族共同活動及民間
交流方案等。據悉，政府計劃批準該訪朝申請。

調查：日本 78%的受訪者
認為森友學園問題尚未解決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 16 日和 17 日實施的日本全國電話輿
論調查顯示，認為“森友學園”問題通過財務省處分篡改審批文
件相關人士已得到解決，持該觀點的受訪者為 15.7%，認為尚未
解決的占 78.5%。此外，安倍內閣支持率為 44.9%，比 5 月 12 日
和 13 日的上次調查上升 6.0 個百分點，而不支持率為 43.2%。
據報道，關於大阪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對因涉嫌制作虛假公文等
被檢舉的時任財務省理財局長、前國稅廳長官佐川宣壽等人不予
起訴壹事，表示“可以接受”的比例為 22.1%，“不能接受”的
比例達 69.6%。日媒稱，可以看出國民對於森友學園問題的懷疑
仍然根深蒂固。
同時，圍繞包含賭場在內的綜合度假區(IR)建設法案，認為應在
本屆國會通過的比例為23.7%，認為沒必要通過的占69.0%。
關於今年 9 月實施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對於誰適合擔任下壹
任總裁的設問，選擇安倍和首席副幹事長小泉進次郎的比例最高，
均為 26.1%。其後依次為前幹事長石破茂 24.1%、總務相野田聖
子 4.0%、政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 3.1%、外相河野太郎 2.9%。
政黨支持率方面，執政黨自民黨比上次增加1.7個百分點，為38.8%，公明
黨為3.7%；在野黨中的立憲民主黨為12.2%，其後依次為共產黨2.5%
，日本維新會2.3%，國民民主黨1.7%，希望之黨0.9%，自由黨0.8%
，社民黨0.3%；表示“無支持政黨”的無黨派人群占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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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海
死亡之海”
”
電力巡線工
電力巡線
工
暑假慎防運毒陷阱
攜違禁品過關被捕首 5月增 46% 海關：青少年低估嚴重性
一路辛苦只為萬家燈火
“■鐺……鐺……鐺……
鐺……鐺……鐺……”
一陣陣敲擊聲迴蕩在茫茫大漠中又逐漸遠去。
。先揮動扳
不法分子將香煙或毒品 ” 一陣陣敲擊聲迴蕩在茫茫大漠中又逐漸遠去
放在身上或鞋底，或以嬰
放在身上或鞋底，
兒車偷運入境（見紅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線作業中關鍵的一環。
線作業中關鍵的一環
。艾合買提
·托合提所在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供電公司運維

手敲擊鐵塔，
手敲擊鐵塔
，再用雙耳辨識塔材連接是否牢固
再用雙耳辨識塔材連接是否牢固，
，這是電力巡線工艾合買提·托合提巡
五班是中國第一代塔克拉瑪干沙漠線路巡檢人，
五班是中國第一代塔克拉瑪干沙漠線路巡檢人
，他們承擔起 865 基桿塔
基桿塔、
、315 公里的
巡線任務，
巡線任務
， 一年四季從不間斷地守護着這條通往新疆且末
一年四季從不間斷地守護着這條通往新疆且末、
、 若羌兩縣的電力大通
道，為兩地十多萬人口提供安全穩定的電力保障
為兩地十多萬人口提供安全穩定的電力保障。
。
克拉瑪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動性沙漠，6 月
塔氣溫高達
40℃，有“死亡之海”之稱。2011 年

底，在艾合買提．托合提工作的這片沙海中，一條
全長 563 公里的輪台—塔中—且末—若羌輸變電工程
建成投運。1,542 基桿塔成為世界最長的 220 千伏輸
電線路，創造了健力士世界紀錄。自此，中國第一
代塔克拉瑪干沙漠線路巡檢人上崗了。

70度高溫照樣巡線

■ 七八月沙漠地表溫
一架望遠鏡、一台相機和一個超過四公斤的工具
度接近 70 攝氏度
攝氏度，
，艾
袋，是艾合買提．托合提巡線作業必帶的三樣物品。
合買提·托合提換上厚
■ 吳潔貞指首5個月青少年帶違禁品過關的數字有上
厚的工作靴，
厚的工作靴
， 防止鞋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此外，每次進入沙漠巡線，他還會多帶一個饢、一包
升趨勢。
煙和不足 1,000 毫升的水壺。到七八月地表溫度超過
底被烤化。
底被烤化
。
新華社
70℃時，艾合買提還會多備一袋防暑藥品。

用，進行違法活動。香港海關 21 日表示，



今年首 5 個月拘捕 92 名攜帶私煙及毒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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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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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總件數目達 60 宗。販運毒品的案件亦有 11 宗，
比去年同期的 63 宗案件，包括 43 宗偷運私煙及 4 宗
運毒案多。

鞋底藏海洛英值百萬
在被捕青年中，年紀最輕的只得 16 歲，一名
16 歲青年與 19 歲朋友今年 3 月在機場被海關發現將
合共 1.4 公斤、市值約 105 萬元的海洛英收藏在鞋
底暗格從東南亞帶入香港。
除在衣物設暗格運毒外，大部分青年運毒的方
式都是較簡單而直接。海關鐵路及渡輪口岸科總指
揮官吳潔貞指，上月底有一名 16 歲青年在落馬洲
過關時被關員發現攜帶了 970 克市值約 52 萬元冰
毒，他當時只是以手提的紙袋將毒品帶過關。
吳潔貞並表示，部分人過關時更可能只是將毒
品放在衣袋中。
不少不法分子都是透過網上討論區、聊天室等
途徑接觸年輕人，吳潔貞指不法分子會以“海關不
會截查青少年、年輕和初犯者可以成為求情和獲輕
判的理由”等錯誤訊息，吸引年輕人協助販運違禁
品出入境，但不少年輕人低估案件的嚴重性，“我
們見到很多青少年被捕後表現仍然很輕鬆，不少人
至被押解回家搜屋時直接面對父母，見父母傷心痛
哭時才感到害怕和內疚，部分人更要等法官判刑後
才明白自己的代價十分沉重。”

20歲青年運K仔囚22年
吳潔貞強調，不法分子的“輕判”言論絕不正
確，指 2015 年曾有 20 歲青年為 500 元報酬協助不法
分子將市值逾 70 萬元、重 5 公斤的 K 仔從落馬洲運
入境，最終在去年被法庭重判監禁22年6個月。
暑假即將來臨，海關擔心會有更多年輕人被不
法分子利用，提醒年輕人找暑期工時要提高警覺，
應小心選擇以日薪或逐次託運付酬的工作，更不能
因為有免費娛樂而抱僥倖心態以身試法。海關亦提
醒家長及學校應多關心及留意青少年的活動。



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干沙漠，一年中
100天都是風沙肆虐的天氣，常有沙塵暴。
“裹着衣服、抱緊鐵塔、頂着風沙等沙
去，或者沿着鐵塔線路撤離，不然很容易迷
向。”作為沙漠巡線人，艾合買提．托合提掌
不僅是嫺熟的巡線技能，還要有豐富的野外生
驗。除了沙漠，還有戈壁荒灘、原始胡楊林和
地，密林深處的危險無處不在。然而，堅實的
不斷延伸，“鐺……鐺……鐺……”清脆的敲
再次迴蕩在沙海上空。



手法層出不窮，當中並以偷運私煙
問題最嚴重，海關相信原因或與部
門近年加強打擊以貨運方式將私煙偷運入境有關，指
不法分子除了將私煙收藏在身上外，亦有人以經過改
裝的嬰兒車一次過將大批私煙偷運入境。
海關 21 日表示，今年首 5 個月在各出入境口岸共
錄得 6,359 宗旅客攜帶違禁品出入境的案件，搜獲物品
的價值達 3,600 萬元(港元，下同)，當中 4,341 宗案件與
走私應課稅品有關，並以私煙為最常見。
不法分子過往較多以貨運將私煙偷運入境，但由於
海關近年加強打擊，有人改以旅客偷運私煙，方式包括
改衣物，例如有女士用腰封、於底裙加裝暗格等方式偷



以保鮮紙將香煙放上身，並因應放在身前易被發現而改
為放在背部。亦有人會利用嬰兒車偷運香煙。上月曾有
人將40條香煙放在嬰兒車上原本用作擺放嬰兒用品的位
置企圖偷運過關。海關鐵路及渡輪口岸科總指揮官吳潔
貞表示，海關會因應販運方式轉變而加強在旅客出入境
口岸執法，提醒市民處理、管有、售賣或購買私煙均屬
違法，最高可被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 2 年，而過往干犯
有關法例而被判監的比率亦高達50%。
吳潔貞並表示，背囊和鞋都是偷運違禁品的工
具，有人會利用背囊暗格和挖空鞋底偷運毒品。另外
亦有人會將毒品以午餐肉、茶葉及朱古力等作包裝偷
運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花旗蔘市面有售 攜帶過關要領牌
帶入瀕危物種或誤墮法網

天麻

石斛

註：需向漁護署申領許可。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花旗蔘和石斛等市
面有售的物品原來都屬瀕危物種，進出口香港時設有限
制，海關指今年首 5 個月便有 185 宗偷運瀕危物種案
件，數量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1.6倍。
海關鐵路及渡輪口岸科總指揮官吳潔貞表示，花旗
蔘、石斛、乾海馬及天麻等物種雖然在市面上有售，但
並不代表旅客可以自由攜帶出入境，因為這些物件都屬
瀕危物種，提醒旅客攜帶這些物種出入口岸香港都需要
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領牌照。海關已經因應旅客對有關

所研究員何安益介紹，該遺址與百色盆地

器遺址群石器特徵密切相關，是百色盆地

器文化的延續，對研究百色盆地舊石器時
"
化的發展脈絡具有較高價值。目前，該遺

古發掘工作已接近尾聲。
■中

的重新確認有着重要的意義。
“該遺址考古學證據明確，從出土石製品
和採集的石器標本類型、打製方法、石器特
搜獲毒品
徵，以及地層堆積等方面分析，初步推斷其年
重量(千克)
■宗數
該遺址出土了少量打製石
代屬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年代距今 8 萬至 10 年份
運私煙，最多可以攜帶100包香煙，亦有人可能會直接
2018年首5月
75
32
品
，
主要為砍砸器。
主要為砍砸器
。 網上圖
萬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

底裙暗藏私煙10
底裙暗藏私煙
10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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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百色市凌雲縣百門舊石器時代遺址發



掘工作正在緊張進行。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
 

護與考古研究所 20 日介紹稱，通過發掘和比
對，初步推斷遺址距今8萬至10萬年。
百門舊石器時代遺址位於凌雲縣百門屯，
發掘面積約200平方米，出土少量打製石製品，
主要為砍砸器。該遺址為凌雲縣首次發掘的舊
 石器時代遺址，遺址的年代對凌雲縣歷史年代















廣西發掘8
廣西發掘
8萬年前舊石器時代遺址






















駕着漁船，如梭似箭，雲集於余干縣下泗潭，集中

捕魚，名曰“開港”。其中，下泗潭是當地產魚最
多的漁港，歷史上最高年產量達
30 萬公斤，號稱

“金港”。開港當天，成群結伴的漁舟從停泊港口

出發，湖中撒網收獲白花花的魚；無論是親戚朋
友，還是熟人生客，都會受到漁民們煮魚擺酒的款




待，同慶豐收之樂。2017
年，鄱陽湖開港民俗躋身
江西省第五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並
將積極申報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整個長江流域江豚僅剩不
足 1,000 頭，而地處鄱陽湖余干縣康山水域的江豚
灣數量多達200多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不法分子攜帶違禁品出入境的
王逍 江西報道



是環鄱陽湖地區水域面積最大的縣份，擁有一整套
字較去年同期上升 46%。海關指過往曾有
獨特的禁湖、開湖、祭湖民俗文化。
青年只是為 500 元(港元，下同)報酬而幫人
6 月 20 日，由中共余干縣委、余干縣人民政
帶毒品過關，最終被判囚 22 年，提醒年輕
府、上饒市旅發委主辦的“大美上饒－2018
年第
人切勿被不法分子誤導，以為年紀輕便不
二屆余干中國．鄱陽湖開湖民俗文化旅遊節”舉
行，包括迎神拜黿、開幕儀式、文藝演出、祭湖祈
會被重判，並提醒年輕人找暑期工時要提
福、出山放歌、開展頭魚拍賣、鸕鷀捕魚表演及江
高警覺，切勿貪圖小利而以身試法。
豚保護簽字儀式等活動。
據悉，為保護母親湖，從明神宗萬曆年間起，
少年攜帶違禁品過關的案件數目在 2015 年起
鄱湖區便有了禁漁、開港的慣例。禁漁期約
3 個月
持續下跌，但在今年首 5 個月就掉頭回升，海
之久。禁漁結束後，漁民約定日期，備三牲，拜菩
關在各出入境口岸破獲 91 宗青年攜帶違禁品過關案
件，共拘捕 92 人，當中以偷運私煙的情況最為嚴
薩，祭湖神，買美酒，授漁旗，放爆竹，放銃槍，



鄱陽湖開港 漁舟競發慶豐收

不同違禁品過關的
21 歲或以下青少年，數
江西省上饒市余干縣水域面積
960 平方公里，

抱緊鐵塔避沙塵暴

144#&/





“865 基桿塔每月巡檢一次，遇到惡劣天氣還要
進行特巡。”艾合買提．托合提說。班組 8 人一天徒
步十多公里、巡檢幾十基桿塔，最快也需一周時
間，分時分段才能全面完成線路巡檢任務。
行走在柔軟沙海裡，深一腳淺一腳，走一步退
半步。事實上，沙漠巡檢最費時費力的是從一座鐵
塔走到另一座鐵塔間四五百米的距離。“騎着沙樑



用錢，但一不小心可能會被不法分子利

2

每日徒步十幾公里

大步走，背風斜坡不能過。”這段順口溜是艾
提．托合提在多年巡線中汲取的沙漠行走技巧。



8

到，可能不少年輕人都會找暑期工賺取零

來到一座鐵塔下，艾合買提．托合提瞪大眼
睛，用望遠鏡仔細搜尋線路金具、瓷瓶和線夾。鐵
塔、塔基、銀線、瓷瓶、金具、接地線、螺帽螺
栓、開口銷子，還有拉線和線路弧垂都是巡線人的
必檢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暑假將

■新華社

花旗蔘

乾海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法例認知不足的問題，在各出入境口岸加強宣傳。
另外，香港政府對火器、彈藥及武器的進出口同
樣設有限制，吳潔貞指海關在今年首 5 個月先後搜獲
過氣槍、電槍、伸縮警棍及胡椒噴霧等武器，案件數
目與去年同期相若。不過，吳潔貞特別提醒市民：不
同地方對有關受管制物品的檢測標準存有差異，例如
香港法例未有對 2 焦耳或以下的氣槍作管制，但內地
法例卻視超過1.8焦耳的槍為真槍，呼籲旅客切勿攜帶
任何氣槍或武器進出香港。

出入境口岸搜獲違禁品統計

2017年首5月

95

31

2017年

201

108

2016年

191

185

218

225

2015年

應課稅品
年份

宗數

2018年首5月

4,341

2017年首5月

2,158

2017年

6,799

2016年

7,449

2015年

9,309
瀕危物種

年份

宗數

2018年首5月

185

2017年首5月

70

2017年

186

2016年

108

2015年

140
火器、彈藥及武器

年份

宗數
火器、彈藥

武器

2018年首5月

4

7

2017年首5月

4

7

2017年

10

18

2016年

7

4

2015年

6

6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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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海
死亡之海”
”電力巡線
電力巡線工
工
習金釣魚台品茗深談
一路辛苦只為萬家燈火
中朝友好合作煥發新生機 共創兩國社會主義美好未來
“鐺……鐺……鐺……
鐺……鐺……鐺……”
”一陣陣敲擊聲迴蕩在茫茫大漠中又逐漸遠去
一陣陣敲擊聲迴蕩在茫茫大漠中又逐漸遠去。
。先揮動扳

手敲擊鐵塔，
手敲擊鐵塔
，再用雙耳辨識塔材連接是否牢固
再用雙耳辨識塔材連接是否牢固，
，這是電力巡線工艾合買提·托合提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
線作業中關鍵的一環。
線作業中關鍵的一環
。艾合買提·托合提所在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供電公司運維
平 20 日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
五班是中國第一代塔克拉瑪干沙漠線路巡檢人，
五班是中國第一代塔克拉瑪干沙漠線路巡檢人
，他們承擔起 865 基桿塔
基桿塔、
、315 公里的
金正恩。
巡線任務，
巡線任務
， 一年四季從不間斷地守護着這條通往新疆且末
一年四季從不間斷地守護着這條通往新疆且末、
、 若羌兩縣的電力大通
夏的釣魚台，草木葱鬱、夏花絢
仲爛。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在親切友

好的氣氛中共品香茗、深入交談。
習近平強調，金正恩委員長百日內
三度來華同我舉行會晤，雙方共同開創
了中朝高層交往的新歷史。我們高興地
看到，中朝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正逐步
得到落實，中朝友好合作關係煥發出新
的生機活力，朝鮮半島對話緩和勢頭得
到了有力鞏固，朝鮮勞動黨新的戰略路
線推動朝鮮社會主義事業邁上了新征
■ 七八月沙漠地表溫
程。我相信，在中朝雙方共同努力下，
度接近 70 攝氏度
攝氏度，
，艾
中朝關係一定能夠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
合買提·托合提換上厚
人民。在中朝和有關各方共同努力下，
厚的工作靴，
厚的工作靴
， 防止鞋
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地區一定會迎來和
底被烤化。
底被烤化
。
新華社
平、穩定、發展、繁榮的美好前景。
習近平指出，當前，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
各族人民正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為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中方

願同朝方互學互鑒、團結合作，共同開
道，為兩地十多萬人口提供安全穩定的電力保障
為兩地十多萬人口提供安全穩定的電力保障。
。
■新華社
創兩國社會主義事業更加美好的未來。
來到一座鐵塔下，艾合買提．托合提瞪大眼
克拉瑪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動性沙漠，6 月
朝方：氣溫高達
全力提升關係
40℃，有“死亡之海”之稱。2011 年 睛，用望遠鏡仔細搜尋線路金具、瓷瓶和線夾。鐵
金正恩表示，當前朝中像一家人一
底，在艾合買提．托合提工作的這片沙海中，一條 塔、塔基、銀線、瓷瓶、金具、接地線、螺帽螺
樣親密友好、相互幫助，習近平總書記
全長 563 公里的輪台—塔中—且末—若羌輸變電工程 栓、開口銷子，還有拉線和線路弧垂都是巡線人的
同志給予我們親切感人的關愛與支持。
建成投運。1,542 基桿塔成為世界最長的 220 千伏輸 必檢項目。
此次對中國的訪問，是進一步深化我同
電線路，創造了健力士世界紀錄。自此，中國第一
每日徒步十幾公里
總書記同志的友誼和發展朝中關係的有
代塔克拉瑪干沙漠線路巡檢人上崗了。
利契機。我將同中國同志一道，竭盡全
“865 基桿塔每月巡檢一次，遇到惡劣天氣還要
70度高溫照樣巡線
力把朝中關係提升到新高度，並為維護
進行特巡。”艾合買提．托合提說。班組 8 人一天徒
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架望遠鏡、一台相機和一個超過四公斤的工具 步十多公里、巡檢幾十基桿塔，最快也需一周時
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
袋，是艾合買提．托合提巡線作業必帶的三樣物品。 間，分時分段才能全面完成線路巡檢任務。
堅強領導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行走在柔軟沙海裡，深一腳淺一腳，走一步退
此外，每次進入沙漠巡線，他還會多帶一個饢、一包
主義思想指引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煙和不足 1,000 毫升的水壺。到七八月地表溫度超過 半步。事實上，沙漠巡檢最費時費力的是從一座鐵
中國夢一定能順利實現。
塔走到另一座鐵塔間四五百米的距離。“騎着沙樑
70℃時，艾合買提還會多備一袋防暑藥品。
習近平總書記夫人彭麗媛、金正恩
委員長夫人李雪主參加會見。
會見後，習近平總書記夫婦為金正
恩委員長夫婦舉行午宴。
金正恩於20日結束訪華離京回國。

塔

鄱陽湖開港 漁舟競發慶豐收

大步走，背風斜坡不能過。”這段順口溜是艾合
提．托合提在多年巡線中汲取的沙漠行走技巧。

抱緊鐵塔避沙塵暴

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干沙漠，一年中超
100天都是風沙肆虐的天氣，常有沙塵暴。
“裹着衣服、抱緊鐵塔、頂着風沙等沙暴
去，或者沿着鐵塔線路撤離，不然很容易迷失
向。”作為沙漠巡線人，艾合買提．托合提掌握
不僅是嫺熟的巡線技能，還要有豐富的野外生存
驗。除了沙漠，還有戈壁荒灘、原始胡楊林和沼
地，密林深處的危險無處不在。然而，堅實的腳
不斷延伸，“鐺……鐺……鐺……”清脆的敲擊
再次迴蕩在沙海上空。

廣西發掘8
廣西發掘
8萬年前舊石器時代遺址

■20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習近
廣西百色市凌雲縣百門舊石器時代遺址發 所研究員何安益介紹，該遺址與百色盆地舊
平總書記夫人彭麗媛、金正恩委員長夫人李雪主參加會見。
新華社
器遺址群石器特徵密切相關，是百色盆地舊
掘工作正在緊張進行。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
江西省上饒市余干縣水域面積 960 平方公里， 駕着漁船，如梭似箭，雲集於余干縣下泗潭，集中
護與考古研究所 20 日介紹稱，通過發掘和比 器文化的延續，對研究百色盆地舊石器時代
是環鄱陽湖地區水域面積最大的縣份，擁有一整套 捕魚，名曰“開港”。其中，下泗潭是當地產魚最
化的發展脈絡具有較高價值。目前，該遺址
對，初步推斷遺址距今8萬至10萬年。
多的漁港，歷史上最高年產量達 30 萬公斤，號稱
獨特的禁湖、開湖、祭湖民俗文化。
■中新
百門舊石器時代遺址位於凌雲縣百門屯， 古發掘工作已接近尾聲。
6 月 20 日，由中共余干縣委、余干縣人民政 “金港”。開港當天，成群結伴的漁舟從停泊港口
發掘面積約200平方米，出土少量打製石製品，
府、上饒市旅發委主辦的“大美上饒－2018 年第 出發，湖中撒網收獲白花花的魚；無論是親戚朋
主要為砍砸器。該遺址為凌雲縣首次發掘的舊
二屆余干中國．鄱陽湖開湖民俗文化旅遊節”舉 友，還是熟人生客，都會受到漁民們煮魚擺酒的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韓聯 合作。朝方故地重訪可能意在謀求朝中
石器時代遺址，遺址的年代對凌雲縣歷史年代
行，包括迎神拜黿、開幕儀式、文藝演出、祭湖祈 待，同慶豐收之樂。2017 年，鄱陽湖開港民俗躋身
社報道，20 日，金正恩參觀了中國農業 經濟合作。
的重新確認有着重要的意義。
福、出山放歌、開展頭魚拍賣、鸕鷀捕魚表演及江 江西省第五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並
韓聯社的報道又指出，金正恩前往
科學院國家農業科技創新園和北京市軌
“該遺址考古學證據明確，從出土石製品
將積極申報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
豚保護簽字儀式等活動。
道交通指揮中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可能與
和採集的石器標本類型、打製方法、石器特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整個長江流域江豚僅剩不
據悉，為保護母親湖，從明神宗萬曆年間起，
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陪同。韓國媒體 聯通首爾、平壤、北京的韓朝中跨國鐵
徵，以及地層堆積等方面分析，初步推斷其年
鄱湖區便有了禁漁、開港的慣例。禁漁期約 3 個月 足 1,000 頭，而地處鄱陽湖余干縣康山水域的江豚
報道說，這可能體現了朝鮮對農業改革 路有關。韓朝簽訂和平協定並實現鐵路
■ 該遺址出土了少量打製石
代屬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年代距今 8 萬至 10
灣數量多達200多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之久。禁漁結束後，漁民約定日期，備三牲，拜菩
互聯後，對接橫貫中國的鐵路與縱觀朝
和韓朝中鐵路的興趣。
品 ， 主要為砍砸器
主要為砍砸器。
。 網上圖
萬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
王逍 江西報道
薩，祭湖神，買美酒，授漁旗，放爆竹，放銃槍，
據報道，朝鮮黨中央副委員長朴泰 鮮半島的鐵路有望成為中國的重要課
成所率友好參觀團上月也曾到農業科技 題。另一消息人士指出，金正恩參觀基
創新園參觀，流露出與中國進行農業合 建公司可能是為國際制裁解除後的大規
作的願望。據了解，中方當時向朝方提 模經濟合作作準備，在公路和鐵路建設
議開展農業、科技、人文領域的大規模 方面，朝中可以談的事情很多。
■金正恩參觀北京市軌道交通指揮中心。
新華社
■金正恩參觀中國農業科學院國家農業科技創新園。新華社

金正恩參觀基建農業
韓媒：為朝中經合鋪路

中國有底氣應對經濟不確定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推出500億美元徵稅
清單後，美國白宮 18 日聲明，將制定 2,000 億美元徵稅清
單。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
台清單，中方將不得不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
措施，作出強有力反制。
北京專家認為，針對美國的聲明，中國坦然應對，將
按既定節奏，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堅定推進經濟高質量發
展，加快建設現代經濟體系。可以預期，中國經濟整體將
保持穩定健康發展的態勢。
最新出爐的 5 月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國民經濟繼續保持
總體平穩、穩中向好發展態勢。無論是生產端還是消費
端，各種積極信號頻現背後彰顯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韌
性，這意味着我們有底氣應對各種不確定因素。
“從經濟基本情況看，當前中國工業生產依然穩定，
內需有進一步提振空間，通脹溫和壓力有限，消費總體穩
定。通過着力擴大內需，可以有效對沖貿易戰對進出口的
衝擊。”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鋒說。

投資消費出口皆穩健
工業生產平穩，服務業較快發展。5 月份，全國規模
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 6.8%，增速雖比上月回落
0.2 個百分點，但比上年同月加快 0.3 個百分點；全國服務
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 8.1%，增速比上月加快 0.1 個百分

點。
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都保持穩健。5 月份，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8.5%，增速比上月回落 0.9 個
百分點。1 月至 5 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6.1%。5 月份，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 8.6%，增速比上月加
快1.5個百分點。
國泰君安研究報告顯示，未來幾年經濟全要素生產率
將持續改善。按照“十三五”規劃，中國研發支出佔 GDP
比重要在2020年達到2.5%，中國新興行業勢必在未來3年
仍然保持高速發展並最終主導整個經濟。
作為經濟活力的重要體現，新舊動能正在加快轉換。
數據顯示，1月至5月份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2%，裝
備製造業增長9.3%，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勢頭。從服務業來
看，現代服務業增長勢頭同樣“亮眼”，1月至4月份戰略
性新興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長超過18%。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表示，從改革開放的
經驗來看，擴大開放政策有利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
升，催生國內“龍頭”。當前中國經濟更具韌性，宏
觀政策更具靈活性，通過加大改革開放力度，中國經
濟將穩步邁向高質量。“今年以來，中國降低了汽車、
日用品的關稅等，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與全球各國進行合
作，這些都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
境。”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分析。

中紀委國監委統一設派駐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20 日消息，經黨中
央批准，根據黨章黨規和憲法、監察法
有關規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統一設立
派駐機構，名稱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國家監察委員會派駐紀檢監察組。對駐
在部門新設或更名的，派駐機構名稱作
相應變更。派駐紀檢監察組對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負責，履行黨的紀律檢查和國
家監察兩項職責。

實現監督全覆蓋
據了解，2014年12月，中央辦公廳
印發《關於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
的意見》，明確通過新設、調整等方
式，實現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
機關派駐監督全覆蓋。2015 年 3 月，中
央紀委首次向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
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全國人
大機關、國務院辦公廳、全國政協機關
派駐紀檢組。2015年11月，中央辦公廳
印發《關於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
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的方
案》，明確中央紀委共設置 47 家派駐機

■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
革方案確定
的 新 部 門
“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
監 察 委 員
會”今年 3 月
23 日 揭 牌 。
資料圖片
構，實現對 139 家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
關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
今年 3 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通過的監察法規定，各級監察委員會
可以向本級中國共產黨機關、國家機
關、法律法規授權或者委託管理公共事
務的組織和單位以及所管轄的行政區
域、國有企業等派駐或者派出監察機
構、監察專員。此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統一設立派駐機構並相應變更名稱，是
根據黨章黨規和法律有關規定深化國家
監察體制改革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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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承擔起 865 基桿塔
基桿塔、
、315 公里的
道，為兩地十多萬人口提供安全穩定的電力保障
為兩地十多萬人口提供安全穩定的電力保障。
。
■新華社
巡線任務
巡線任務，
， 一年四季從不間斷地守護着這條通往新疆且末
一年四季從不間斷地守護着這條通往新疆且末、
、 若羌兩縣的電力大通

道，為兩地十多萬人口提供安全穩定的電力保障
為兩地十多萬人口提供安全穩定的電力保障。
■新華社
大步走，背風斜坡不能過。”這段順口溜是艾合
克拉瑪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動性沙漠，6 月 。 來到一座鐵塔下，艾合買提．托合提瞪大眼

塔克拉瑪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動性沙漠，6
氣溫高達 40℃，有“死亡之海”之稱。2011 年 睛，用望遠鏡仔細搜尋線路金具、瓷瓶和線夾。鐵 提．托合提在多年巡線中汲取的沙漠行走技巧。
來到一座鐵塔下，艾合買提．托合提瞪大眼 大步走，背風斜坡不能過。”這段順口溜是艾合買
月
底，在艾合買提．托合提工作的這片沙海中，一條 塔、塔基、銀線、瓷瓶、金具、接地線、螺帽螺
塔
抱緊鐵塔避沙塵暴
氣溫高達40℃，有“死亡之海”之稱。2011年 睛，用望遠鏡仔細搜尋線路金具、瓷瓶和線夾。鐵 提．托合提在多年巡線中汲取的沙漠行走技巧。
全長 563 公里的輪台—塔中—且末—若羌輸變電工程 栓、開口銷子，還有拉線和線路弧垂都是巡線人的

■ 七八月沙漠地表溫
度接近 70 攝氏度
攝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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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月沙漠地表溫
合買提
·托合提換上厚
度接近 70 攝氏度
攝氏度，
，艾
厚的工作靴，
厚的工作靴
， 防止鞋
合買提·。
托合提換上厚
底被烤化。
底被烤化
新華社
厚的工作靴，
厚的工作靴
， 防止鞋
底被烤化。
底被烤化
。 新華社

塔、塔基、銀線、瓷瓶、金具、接地線、螺帽螺
底，在艾合買提．托合提工作的這片沙海中，一條
必檢項目。
建成投運。1,542 基桿塔成為世界最長的 220 千伏輸
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干沙漠，一年中超
抱緊鐵塔避沙塵暴
栓、開口銷子，還有拉線和線路弧垂都是巡線人的
全長563公里的輪台—塔中—且末—若羌輸變電工程
電線路，創造了健力士世界紀錄。自此，中國第一
100天都是風沙肆虐的天氣，常有沙塵暴。
每日徒步十幾公里
建成投運。1,542
基桿塔成為世界最長的 220 千伏輸 必檢項目。
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干沙漠，一年中超過
代塔克拉瑪干沙漠線路巡檢人上崗了。
“裹着衣服、抱緊鐵塔、頂着風沙等沙暴
電線路，創造了健力士世界紀錄。自此，中國第一
100天都是風沙肆虐的天氣，常有沙塵暴。
“865 基桿塔每月巡檢一次，遇到惡劣天氣還要 去，或者沿着鐵塔線路撤離，不然很容易迷失
每日徒步十幾公里
70度高溫照樣巡線
代塔克拉瑪干沙漠線路巡檢人上崗了。
向。”作為沙漠巡線人，艾合買提．托合提掌握
進行特巡。”艾合買提．托合提說。班組 8 人一天徒 “裹着衣服、抱緊鐵塔、頂着風沙等沙暴過
“865基桿塔每月巡檢一次，遇到惡劣天氣還要 去，或者沿着鐵塔線路撤離，不然很容易迷失方
不僅是嫺熟的巡線技能，還要有豐富的野外生存
一架望遠鏡、一台相機和一個超過四公斤的工具 步十多公里、巡檢幾十基桿塔，最快也需一周時
70度高溫照樣巡線
向。”作為沙漠巡線人，艾合買提．托合提掌握的
進行特巡。”艾合買提．托合提說。班組8人一天徒
驗。除了沙漠，還有戈壁荒灘、原始胡楊林和沼
間，分時分段才能全面完成線路巡檢任務。
袋，是艾合買提．托合提巡線作業必帶的三樣物品。
不僅是嫺熟的巡線技能，還要有豐富的野外生存經
步十多公里、巡檢幾十基桿塔，最快也需一周時
一架望遠鏡、一台相機和一個超過四公斤的工具
行走在柔軟沙海裡，深一腳淺一腳，走一步退 地，密林深處的危險無處不在。然而，堅實的腳
此外，每次進入沙漠巡線，他還會多帶一個饢、一包
驗。除了沙漠，還有戈壁荒灘、原始胡楊林和沼澤
間，分時分段才能全面完成線路巡檢任務。
袋，是艾合買提．托合提巡線作業必帶的三樣物品。
不斷延伸，“鐺……鐺……鐺……”清脆的敲擊
半步。事實上，沙漠巡檢最費時費力的是從一座鐵
煙和不足 1,000 毫升的水壺。到七八月地表溫度超過
行走在柔軟沙海裡，深一腳淺一腳，走一步退 地，密林深處的危險無處不在。然而，堅實的腳印
此外，每次進入沙漠巡線，他還會多帶一個饢、一包
再次迴蕩在沙海上空。
塔走到另一座鐵塔間四五百米的距離。“騎着沙樑
70℃時，艾合買提還會多備一袋防暑藥品。
煙和不足 1,000 毫升的水壺。到七八月地表溫度超過 半步。事實上，沙漠巡檢最費時費力的是從一座鐵 不斷延伸，“鐺……鐺……鐺……”清脆的敲擊聲
塔走到另一座鐵塔間四五百米的距離。“騎着沙樑 再次迴蕩在沙海上空。
70℃時，艾合買提還會多備一袋防暑藥品。

鄱陽湖開港 漁舟競發慶豐收
鄱陽湖開港 漁舟競發慶豐收

江西省上饒市余干縣水域面積 960 平方公里，
是環鄱陽湖地區水域面積最大的縣份，擁有一整套
獨特的禁湖、開湖、祭湖民俗文化。
江西省上饒市余干縣水域面積 960 平方公里，
6 月 20 日，由中共余干縣委、余干縣人民政
是環鄱陽湖地區水域面積最大的縣份，擁有一整套
府、上饒市旅發委主辦的“大美上饒－2018 年第
獨特的禁湖、開湖、祭湖民俗文化。
二屆余干中國．鄱陽湖開湖民俗文化旅遊節”舉
6 月 20 日，由中共余干縣委、余干縣人民政
行，包括迎神拜黿、開幕儀式、文藝演出、祭湖祈
府、上饒市旅發委主辦的“大美上饒－2018 年第
福、出山放歌、開展頭魚拍賣、鸕鷀捕魚表演及江
二屆余干中國．鄱陽湖開湖民俗文化旅遊節”舉
豚保護簽字儀式等活動。
行，包括迎神拜黿、開幕儀式、文藝演出、祭湖祈
據悉，為保護母親湖，從明神宗萬曆年間起，
福、出山放歌、開展頭魚拍賣、鸕鷀捕魚表演及江
鄱湖區便有了禁漁、開港的慣例。禁漁期約 3 個月
豚保護簽字儀式等活動。
之久。禁漁結束後，漁民約定日期，備三牲，拜菩
據悉，為保護母親湖，從明神宗萬曆年間起，
薩，祭湖神，買美酒，授漁旗，放爆竹，放銃槍，
鄱湖區便有了禁漁、開港的慣例。禁漁期約 3 個月
之久。禁漁結束後，漁民約定日期，備三牲，拜菩
薩，祭湖神，買美酒，授漁旗，放爆竹，放銃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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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着漁船，如梭似箭，雲集於余干縣下泗潭，集中
捕魚，名曰“開港”。其中，下泗潭是當地產魚最
多的漁港，歷史上最高年產量達 30 萬公斤，號稱
駕着漁船，如梭似箭，雲集於余干縣下泗潭，集中
“金港”。開港當天，成群結伴的漁舟從停泊港口
捕魚，名曰“開港”。其中，下泗潭是當地產魚最
出發，湖中撒網收獲白花花的魚；無論是親戚朋
多的漁港，歷史上最高年產量達
30 萬公斤，號稱
友，還是熟人生客，都會受到漁民們煮魚擺酒的款
“金港”。開港當天，成群結伴的漁舟從停泊港口
待，同慶豐收之樂。2017 年，鄱陽湖開港民俗躋身
出發，湖中撒網收獲白花花的魚；無論是親戚朋
江西省第五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並
友，還是熟人生客，都會受到漁民們煮魚擺酒的款
將積極申報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
待，同慶豐收之樂。2017年，鄱陽湖開港民俗躋身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整個長江流域江豚僅剩不
江西省第五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並
足 1,000 頭，而地處鄱陽湖余干縣康山水域的江豚
將積極申報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
灣數量多達200多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整個長江流域江豚僅剩不
王逍 江西報道
足 1,000 頭，而地處鄱陽湖余干縣康山水域的江豚
灣數量多達200多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廣西百色市凌雲縣百門舊石器時代遺址發 所研究員何安益介紹，該遺址與百色盆地舊
掘工作正在緊張進行。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 器遺址群石器特徵密切相關，是百色盆地舊
器文化的延續，對研究百色盆地舊石器時代
護與考古研究所 20 日介紹稱，通過發掘和比
所研究員何安益介紹，該遺址與百色盆地舊石
廣西百色市凌雲縣百門舊石器時代遺址發
化的發展脈絡具有較高價值。目前，該遺址
對，初步推斷遺址距今8萬至10萬年。
掘工作正在緊張進行。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 器遺址群石器特徵密切相關，是百色盆地舊石
古發掘工作已接近尾聲。
■中新
百門舊石器時代遺址位於凌雲縣百門屯，
護與考古研究所
20 日介紹稱，通過發掘和比 器文化的延續，對研究百色盆地舊石器時代文
發掘面積約200平方米，出土少量打製石製品，
化的發展脈絡具有較高價值。目前，該遺址考
對，初步推斷遺址距今8萬至10萬年。
主要為砍砸器。該遺址為凌雲縣首次發掘的舊
■中新社
百門舊石器時代遺址位於凌雲縣百門屯， 古發掘工作已接近尾聲。
石器時代遺址，遺址的年代對凌雲縣歷史年代
發掘面積約200平方米，出土少量打製石製品，
的重新確認有着重要的意義。
主要為砍砸器。該遺址為凌雲縣首次發掘的舊
“該遺址考古學證據明確，從出土石製品
石器時代遺址，遺址的年代對凌雲縣歷史年代
和採集的石器標本類型、打製方法、石器特
的重新確認有着重要的意義。
徵，以及地層堆積等方面分析，初步推斷其年
“該遺址考古學證據明確，從出土石製品
■ 該遺址出土了少量打製石
代屬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年代距今 8 萬至 10
和採集的石器標本類型、打製方法、石器特
品 ， 主要為砍砸器
主要為砍砸器。
。 網上圖
萬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
徵，以及地層堆積等方面分析，初步推斷其年
■ 該遺址出土了少量打製石製
代屬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年代距今 8 萬至 10
品 ， 主要為砍砸器
主要為砍砸器。
。 網上圖片
萬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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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五措施紓小微企融資難
劉鶴出任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小組組長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王玨及新

■ 國務院部署進一步緩解小微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 並確定了
五項措施。
五項措施
。圖為 21 日山西太原
一銀行工作人員清點貨幣。
一銀行工作人員清點貨幣
。
中新社

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1 日
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
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持續推動
實體經濟降成本。會議確定了進一步緩
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五項措施。

會議指出，要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保持
流動性合理充裕和金融穩定運行，加強政策

統籌協調，鞏固經濟穩中向好態勢，增強市場信
心，促進比較充分就業，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
間。

單戶授信總額達千萬
會議確定了進一步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的措施：一是增加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再貸
款、再貼現額度，下調支小再貸款利率（中央銀行
貸款給商業銀行，再由商業銀行貸給普通客戶的資
金，稱為“再貸款”——編者註）。完善考核機
制，實現單戶授信總額 1,000 萬元（人民幣，下
同）及以下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速高於各項貸款增
速，有貸款餘額戶數高於上年同期水平。二是從今
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將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和
個體工商戶貸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單戶授信額度
上限，由 100 萬元提高到 500 萬元。國家融資擔保
基金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擔保金額佔比不低於
80%，其中支持單戶授信500萬元及以下小微企業
貸款及個體工商戶、小微企業主經營性貸款的擔保
金額佔比不低於50%。三是禁止金融機構向小微企
業貸款收取承諾費、資金管理費，減少融資附加費
用。四是支持銀行開拓小微企業市場，運用定向降
準等貨幣政策工具，增強小微信貸供給能力，加快
已簽約債轉股項目落地。鼓勵未設立普惠金融事業
部的銀行增設社區、小微支行。五是將單戶授信
500萬元及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
合格抵押品範圍。

領導小組高規格配置
另據中國政府網 21 日發佈的一份國務院辦公
廳通知顯示，成立於 2009 年的國務院促進中小企

五項措施摘要：
■實現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人民幣及以下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速高於各項貸款增速
■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擔保金額佔比不低於80%
■禁止金融機構向小微企業貸款收取承諾費、資金管理費，減少融資附加費用
■支持銀行開拓小微企業市場
■將單戶授信500萬元人民幣及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合格抵押品範圍

美南版

丹東樓市降溫 新區日售不足 套

神州經濟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李岐山

廣西發掘8萬年前舊石器時代遺址
廣西發掘8
廣西發掘88萬年前舊石器時代遺址
廣西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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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4月下
旬，遼寧省丹東市商品房銷量、價格罕見
猛增，丹東市政府接連出台“限購令”、
更新“樓市應急預案”等調控舉措，目前
丹東樓市已得到全面穩控。香港文匯報記
者從丹東市委宣傳部獲悉，受東北亞國際
形勢變化影響最大的丹東新區商品房，目
20日均銷售量出現較大回落，已由5月初
的日均銷售近百套急降八成，下降至日均
銷售不足20套。住建部門等數據統計顯
示，各樓盤日均看房人數已回落到不足5
月初的十分之一，樓市已趨穩並回歸正常
水平。
5月以來，受東北亞國際形勢影響，
與朝鮮一江之隔的邊境城市丹東房價暴
漲。本月最新公佈的國家統計局資料顯
示，全國70 個大中城市排行中，丹東房
價漲幅已連續兩月排名第一，5月平均漲
幅高達5.3%。一份丹東住建委的網簽數
據表明，5月份，該市新區商品房均價波
動在4,800-5,100元（人民幣，下同）/平
方米之間，與4月末相比漲幅約為20%，
個別江景熱銷樓盤漲幅達 30%左右。
市場倒逼中，丹東市政府接連在 5
月 14 日及 21 日晚間緊急出台《關於促
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意
見》、《關於堅決遏制投機炒房維護房
地產市場秩序有關工作的通知》兩項政
策，通過劃定限購區域、提高首付比例
等多項舉措遏制投機炒房，支持剛性住
房需求。面對市場熱炒以及熱錢湧入，
丹東樓市在不足兩個月裡經歷了從“加
快去庫存”到“遏炒房、控房價”的急
轉向。
與上述情形相比，丹東目20日均銷
量大幅下降，表明樓市已逐漸趨穩，該
市政府表示未來還將充分做好政策儲
備，根據市場形勢隨時發佈實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層出現調整，劉鶴接
替馬凱，出任該小組組長。按照慣例，副組長仍
是三名，工信部、財政部部長以及國務院的一位
領導成員兼任副組長。
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成立
於 2009 年 12 月，職責是加強對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工作的組織領導和政策協調，統籌指導和督促推
動各地區、各部門抓好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任務落
實，協調解決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中的重大問
題等。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工信部，承擔領導小
組的日常工作。小組首任組長是時任國務院副總
理張德江，副組長是時任工信部部長李毅中、財
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副秘書長肖亞慶。2013

年，小組組長調整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副
組長調整為工信部部長苗圩、時任財政部部長樓
繼偉、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肖亞慶。
經過此次最新調整，該小組組長為國務院副
總理劉鶴，副組長是工信部部長苗圩、財政部部
長劉昆、國務院機關黨組成員高雨，成員包括工
信部副部長王江平等 19 人。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由王江平兼任，副主任由工信部中小企業局局長
馬向暉、財政部經濟建設司司長孫光奇擔任。
此次《通知》還明確，領導小組實行工作會
議制度，根據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
工作會議由領導小組組長召集，也可由組長委託
副組長召集。

■五一期間，丹東新區一處在售商業樓盤的商舖沙
盤顯示已全部售罄。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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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毒審會決議 卡痛列管第三級毒品

（中央社）法務部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
，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決議，將卡痛、苯
基乙基胺己酮列管為第三級毒品，氯二甲基
卡西酮列管為第四級毒品。
法務部表示，除此之外，毒審會決議將
「2-溴-4-甲基苯丙酮」 列管為第四級毒品
先驅原料，法務部將依決議結果，儘速研擬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草案，待完成預告程
序及相關法制作業後，報由行政院公告。
會議中另一個討論重點就是恰特草。法
務部指出，內政部警政署有查獲民眾大量走
私 「恰特草（Catha edulis Forsk、Khat）」
入境的案例，因此函請列入毒品品項列管；
但經會議討論後，對於恰特草是否均含有卡
西酮成份、植株本身應列管的級數尚需確認
，故決議由幕僚單位先蒐集資料後，再召開
臨時會議討論。
法務部指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 近 來 發 現 「 卡 痛 (Kratom、 Ketum、 Mitragyna speciosa)」 在網路流通販售，為避

免民眾自行購買使用，進而成癮、濫用造成
社會危害，因此函請法務部毒審會將其列入
毒品品項列管。
此外，內政部警政署查獲 「氯二甲基卡
西酮（Chlorodimethylcathinone、CDMC)」
、 「 苯 基 乙 基 胺 己 酮 （N-Ethylhexedrone
）」 成分物質流傳市面的案例；又於鑑定毒
品 過 程 中 發 現 以 「2- 溴 -4- 甲 基 苯 丙 酮
（2-Bromo -4-methylpropiop henone）」
作為製造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
原料的狀況，因此函請毒審會將上述物質列
入毒品品項列管。
根據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網介紹，卡痛
葉在亞洲多國是一種自然生長的植物，尤其
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熱帶地區；一些
不法分子將其作? 「安全的治癒藥物」 兜售
，強調它是一種天然植物。卡痛葉擁有類似
阿片（鴉片）類藥物的藥性，極可能會上癮
、濫用，甚至可能造成死亡。

邱太三：廢死非政策 執行死刑需依法進行
（中央社）近來台灣分屍命案頻傳，法
務部長邱太三今天到桃園參加矯正廉能興革
論壇表示，廢除死刑並非現今法務部的政策
，但對於死刑的執行需非常慎重，同時也要
按照法律程序進行。
近期台灣凶殺分屍案頻傳，死刑的存廢
再度引發民眾關注，邱太三今天出席法務部
矯正廉能興革論壇受訪表示，感謝檢警迅速
破案緩解民眾恐慌並羈押犯人，針對現階段
案件速偵、速審，才是最重要的對策，廢除
死刑不是法務部現在的政策。
邱太三表示，法務部在執行死刑問題上

訂有法律程序，並照著程序進行，民眾對於
近期發生的凶殺案感到憤怒，但案件在法院
尚未依法審判前，若貿然執行死刑是違反程
序，若要在現階段執行其他案件死刑，在道
理上也說不通，如果真要執行死刑還是要按
照程序來。
邱太三指出，前總統馬英九時代把聯合
國推動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國內法化，
但是台灣目前並沒有廢除死刑的政策，如果
真要執行死刑，需要更慎重的依法進行。

藍委占主席台 表達軍改訴求
立法院處理軍改案，
立法院處理軍改案
， 預計 20 日進入院會進行二
日進入院會進行二、
、 三讀
三讀。
。 國民黨團立委一早占領主席台
國民黨團立委一早占領主席台，
， 高喊
「欺負退役
欺負退役、
、欺騙現役
欺騙現役、
、錯誤年改
錯誤年改、
、拒絕背書
拒絕背書」」 口號
口號。
。

高院夜審紅火案 陳俊哲沒閱讀完資料拒作證
（中央社）高院審理紅火案，今晚以越洋視訊
方式，讓人在美國、辜仲諒的前妹婿陳俊哲（中信
金前任法人金融總經理）作證；開庭時間到，陳俊
哲的律師說，陳未完整閱讀資料，今無法作證。
陳俊哲在紅火案中扮演操作結構債等的關鍵角
色，被列為被告；台灣高等法院今晚 9 時開庭，與
美國紐約州南區聯邦地檢署檢察官辦公室進行視訊
連線，訊問證人陳俊哲；陳俊哲雖然依約抵達，但
他不願進入辦公室作證。
陳俊哲的委任律師說，因為昨天才收到相關資
料，無法完整閱讀，基於公平原則，陳俊哲無法作
證，要有足夠的準備時間，才有辦法接受詰問。
對於陳俊哲忽然改變態度，被告們的律師團獻
策，希望陳出面接受詰問；其中辜仲諒的委任律師
提出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第 9 條第 1 款規定，希
望高院要求美方強制陳俊哲作證。
但美方協助本次訊問的助理檢察官表示，不是
不配合執行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只是這次未經
美國司法部授權，也沒有拿到法院的執行命令，今
天沒有辦法強制陳俊哲作證。

合議庭審判長曾淑華說，合議庭多次聯絡陳俊
哲，他一開始說不願意作證，後來又說如果台北地
方法院撤銷扣押他在美國的資產才願意作證，近期
又改口說願意作證，但看今天的結果，可見陳不願
意作證。
合議庭決定，未來不再傳陳俊哲作證，並訂 7
月 11 日進行言詞辯論。
辜仲諒等被告今天有到庭，記者問他，對於陳
俊哲原本答應要出庭作證後來又反悔的看法；辜說
，他也一頭霧水。
中信金前副董事長辜仲諒等中信金高層主管被
控於民國 94 年間買進兆豐金股權及大量連結兆豐金
股票的結構債，並指示親信在香港成立資本僅 1 美
元的紙上公司 「紅火」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核准中信金收購兆豐金股權後，由 「紅火」 贖回
結構債，賺得逾新台幣 10 億元價差。
法院二審，依銀行法特殊背信罪判處辜仲諒 9
年 8 月徒刑，併科罰金新台幣 1 億 5000 萬元。案件
上訴到最高法院遭撤銷，發回高院更審。

立院審查軍改案 朝野爆發推擠衝突
立法院院會 20 日將處理軍改案爭議條文
日將處理軍改案爭議條文，
，國民黨黨團上午突襲占領議場主席台
國民黨黨團上午突襲占領議場主席台，
，
為了讓會議順利進行，民進黨團隨後上前排除
為了讓會議順利進行，
民進黨團隨後上前排除，
，朝野雙方發生推擠衝突
朝野雙方發生推擠衝突。
。

基隆漁船遭日船碰撞 船長：追日船7小時
（中央社）基隆籍漁船日前在彭佳嶼外
海遭日本漁船碰撞船艉，蔡姓船長說，日船
一開始有停船也給了名片，後來卻跑了，他
追了 7 小時後宜蘭艦抵達現場，日船還是不
停船，宜蘭艦追了近 70 浬才肯停船。
海巡署艦隊分署 18 日下午 4 時 11 分接
獲通報，基隆籍漁船 「進興 21 號」 於彭佳嶼
東北 130 浬（釣魚台北方 83 浬）遭日本漁船
「寶生丸 21」 碰撞船艉，雖然船體受損但無
進水，也沒有人員受傷，立即調派宜蘭艦以
最大安全速度趕往現場，並透過衛星電話聯
絡 「進興 21 號」 。
蔡姓船長表示，日籍漁船有提供名片，
但雙方因語言不通，僅透過印尼漁工協調，
正在現場等待相關單位協處。海巡署駐日人
員也同步通知日本海上保安廳，日方接獲通
知後也派遣公務船前往事故海域。

「寶生丸 21」 晚間 6 時 39 分依日方指示
前往那霸海域與日本公務船會合並接受調查
，蔡姓船長因擔心無法求償開始尾隨日船前
往那霸，直到深夜 0 時宜蘭艦與 「進興 21 號
」 會合，經協調後雙方達成共識，漁船各自
帶回調查。
宜蘭艦隨後開始戒護 「進興 21 號」 返航
，近岸時交接由基隆海巡隊戒護進港， 「進
興 21 號」 於今天上午 11 時平安返抵八斗子
漁港。
蔡姓船長返抵八斗子漁港後受訪表示，
碰撞當下日船有停船也留下名片，雙方曾透
過印尼籍漁工溝通，下午 5 時許日船突然先
往北開後往東，他追了 7 小時直到 19 日 0 時
40 分宜蘭艦抵達現場，日船還是不停，宜蘭
艦追了近 70 浬對方最後才肯停船。

吳斯懷：
吳斯懷
：軍改強行通過 將提釋憲等法定行動
八百壯士發言人吳斯懷（
八百壯士發言人吳斯懷
（右 2）20 日表示
日表示，
，軍人年改案強行通過後
軍人年改案強行通過後，
，將提釋憲
將提釋憲、
、訴願
訴願、
、訴願被駁
回後再提訴訟，也會籌組律師團協助個人提起集體釋憲聲請
回後再提訴訟，
也會籌組律師團協助個人提起集體釋憲聲請，
，掌握法定各種可能的行動
掌握法定各種可能的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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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从“刷盘子”勤工俭学到“刷手机”改变人生

“海创邦”带着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刘少华 柴雅欣 张滋宜

中国人“留洋”，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格局。
老一辈中国留学生创业，一般集中在餐饮、美容等行业，“刷
盘子”几乎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相较之下，新一代中国留学生视野更开阔，技能更多元，在
金融科技、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屡见其身影，养活自己，有时只需
要一部手机。
如今，海外创业的留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经验”和
“中国方案”上做文章。他们正在成为一代“海创邦”。今天让中国
人生活更加便利和幸福的解决方案，正通过这群“海创邦”搭桥出
海，不折不扣地走向世界、影响世界、造福世界。

变革
“中国经验”带来创业灵感
德国慕尼黑，位于市中心的玛丽恩广场游人如织。在一排排
巍峨高耸的哥特式建筑群围绕下，德国“dm 日化超市”颇受中国
游客青睐。
超市门口，玻璃门上有一张绿色贴纸，用中文写着“易退
税”。这张贴纸，已经贴在全德国 200 多家“dm 日化超市”连锁
店，也贴在了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家其他品牌的 2100 多家
店铺里。
“易退税”APP 在欧洲开启了“互联网+退税”的潮流，其发
起人是翟程远。
创业前，翟程远受过刺激。2014 年，作为慕尼黑工业大学中
国学联主席的翟程远，经常帮访问团在机场办退税。有一回，他
填错了近 20 份税单，涂改过的税单全部作废。当时，距离飞机起
飞只剩 1 个小时，返回市区重新开单不现实。结果，整个团的税金
都打了水漂。
国内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互联网正重新定义一切。翟程远
说，欧洲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领域相对狭窄，而在中国，几乎没有
什么事不能在网上办理，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得定。启发随之而
来：“线下退税的痛点可以线上打掉，‘互联网’和‘退税’的结
合将改变整个退税行业。”
“我们和德国商家谈合作，一开始对方还犹豫，但现在，他们
非常认可这套来自中国的‘电子退税’方案。”两年前，第一个与
“易退税”达成合作的店家——慕尼黑日默瓦箱包店的老板，现在
已经是“易退税”的投资人了。
翟程远感慨，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成功普及给了他创业的灵
感，更给了他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底气。
同样获得灵感和底气的，还有德国亚琛工业大学“90 后”留
学生胡一帆。
“乐本”外卖订餐服务平台是胡一帆的创业成果，创业的点子
来自逆向思考：“我身边有不少同学做代购，把德国的好东西带回
国内，我就想，中国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到德国呢？”
这个“好东西”，正是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是雨后春笋般
兴起的互联网平台。
2015 年起，中国传统餐饮搭上了移动互联网快车，线上外卖
发展迅猛，“美团”、“饿了么”日渐风靡。而在欧洲，这一领域几
乎是空白，送外卖的餐馆局限于披萨店等快餐店，送餐距离也受
限制，这让他萌生了做一款欧洲版“美团”的想法。
“乐本”于 2017 年 3 月上线，目前已在德国 11 个主要城市开通
了业务，入驻商家超过 300 家，覆盖了德国超过 80%的华人。“无
论是外卖配送服务、同城快递服务，还是和吃喝玩乐购物相关的
商家活动信息服务，都是借鉴了国内的经验，同时适应欧洲本地
需求。”胡一帆说，去年回家乡成都，发现火锅都能送到家了，不
禁感叹，“回国不只是休假陪爸妈的，更是回来‘上课’长见识
的！”

国”的 7 条芬兰航空航线，还是下了飞机打车，
前往罗瓦涅米看圣诞老人和哈士奇，一路上，
处处可见熟悉的“支付宝蓝”。
这一切给芬兰人做跨界金融打开了思路，
甚至芬兰央行都有意通过尹伟向中国取经。
搭上中国发展“快车”的，还有在荷兰创
业的何汇益。“以荷兰创业公司创始人的身份，
随荷兰首相和国王访华——放在几年前，根本
想都不敢想的，但现在，几乎每年我都有这样
的机会。”
不到两年时间，何汇益创立的第三方聚合
支付平台“2paynow”已经在欧洲 13 个国家连
接 起 上 千 个 商 户 ， 并 且 保 持 每 季 度 226%的 增
长。
在“2paynow”的商家列表里，有一家卖奢
侈品的家族企业，以前做中国人生意主要靠导
游或投报纸广告，但效果越来越差。后来，企
业通过“2paynow”接入了支付宝出境平台后，
见证了奇迹般的连环效应：中国买家来荷兰旅
游，看到出境平台的推荐和优惠券，慕名前来
购物。成交后，买家还会关注店家的生活号，
回国后二次购买，这样的跨境复购率已高达
40%。
因为这些，荷兰老字号和中国消费者之间
建立起了“1+1>2”的新型交易关系，这不仅
让当地奢侈品老字号大呼“不可思议”，也让何
汇益意识到，中国移动支付对欧洲老字号的改
造，可能是中国融入西方主流商业社会的一个
标志。
10 年前，何汇益曾帮助华为在欧洲开疆拓
土；10 年后，他为支付宝在欧洲深度拓展。伴
随着中国“技术出海”的浪潮，他见证了两张
“中国名片”在海外的落地生根。

◀洛杉矶“吃
货小分队”参加美
食活动。

▶在德国连锁
超市 dm 超市里的
“易退税”标识。

落地
与世界共享“中国方案”

对 7 亿多中国网民来说，移动支付已是大部
分人的生活常态。在微信、支付宝等平台上，
人们不仅能网上线下购物、缴水电煤费、打车
骑车，还能拿公积金、预约挂号……这个便捷
的“中国方案”，正在由一群“80 后”“90 后”
中国留学生分享到全世界。
泰国素贴山脚下，清迈大学绿茵蔽日、树
影婆娑，一批批中国游客慕名前来。校门旁，
一个 10 平方米不到的小铺子并不显眼，却有络
绎不绝的游客前来，买走榴莲干、芒果干、桂
圆干……店主，是一位总笑脸迎人的泰国老奶
奶。
“因为语言不通或者应接不暇，老奶奶错失
了不少生意。”杭州姑娘蕾拉在泰国留学后选择留下来创业，最初做
的是高端旅游。两年前，因为看好中国人出境游的前景，改为推广
中国的移动支付。
如何让老奶奶相信、接受进而用上支付宝？蕾拉索性让团队
里的泰国小哥当起了小店收银员，通过手把手教、一单单演示，
最终，不会说英语、听不懂中文、更没用过智能手机的泰国老奶
奶，成了当地年纪最大的“无现金商家”。
作为“一带一路”沿途枢纽国家，泰国是中国最热门的旅行
地之一，而中国人也成为拉动泰国旅游业的主力军。伴随着移动
支付在泰国落地，给中国游客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当地人做生
意更简单。据统计，支付宝“全球游”已覆盖 40 个国家和地区，
数千名“海外推广合伙人”中，近九成有留学生背景，并且以
“80 后”和“90 后”为主。常跟“海外推广合伙人”打交道的蚂蚁
金服国际市场高级专家项臻说，支付宝所代表的中国方案对他们
在国外，不少中国留学生创业并非从零起步，而是扮演牵线
搭桥的角色，从中国移动互联网出发，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布道， 的冲击，会让他们到国外后，很快发现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进而
投身其中。“他们看到了浪潮的来临，他们也是同样浪潮的一部
帮助当地企业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
分。”
尹伟从芬兰图尔库大学微电子系博士毕业后，用了四年时
同样在万里之外的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毕业生段方旖打起了
间，在当地创业公司“ePassi”里从实习生做到了 CFO （首席财务
中餐的主意。不同于过去在唐人街开中餐馆这种传统方式，段方
官）。作为公司里唯一的中国高管，他向本报坦言，“在异国他乡
获得职场尊重的密码，来自中国移动支付的全球竞争力”。
旖用“互联网+”的新思路服务当地的中餐爱好者。
这家创业公司之所以能成为芬兰最大的电子钱包公司，离不
这一切要追溯到 8 年前，初来乍到之际，段方旖发现在美国最大
开尹伟的牵线搭桥。2016 年底，“ePassi”和支付宝在芬兰共同打
的点评网站 Yelp 上，居然找不到好吃的川菜，于是创办了“吃货小分
造了“一部手机游芬兰”。无论是在三万英尺上往返“芬兰-中
队”——后来成长为北美华人最大的美食资讯平台。

连接

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

◀蕾拉 （右） 特地
来到杭州第一家“无现
金夜市”——武林夜市
走访，学习经验。

今年 3 月初，拥有 100 万粉丝的“吃货小分队”在洛杉矶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春酒会，海底捞的串串、眉州东坡的烤鸭、鲜芋
仙的芋圆……50 个中国美食铺子端出来一百多种美食，伴随着现
场的付款二维码，现场 3700 多名参与者好像回到了家乡的夜市。
“以前是美国模式被复制到中国，现在反过来，‘中国方案’
正在美国生根发芽。”段方旖说，蓬勃发展的移动互联网，为新一
代中国留学生赢得了更多元的创业空间。“在‘吃货小分队’平台
上，既有中国菜，也不乏美国最好的牛排馆，许多米其林餐厅现
在跟中国馆一样看重我们的平台。”
就在前不久落幕的第三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上，本报
最 新 发 布 了 《新 时 代 中 国 形 象 与 中 国 理 念 海 外 传 播 影 响 力 报
告》。数据显示：虽然身在海外，但这个“大海外华人圈”其实
一直关注着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调查中，89.5%的受访
者认为自己与中国的命运休戚与共；80%以上的海外华侨华人表
示愿意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海外
华 人 圈 对 各 类 “ 中 国 符 号 ” 认 知 度 排 名 看 ，“ 支 付 宝 ” 和 “ 春
节”、“中秋”、“高铁”、“淘宝”等一起列入了海外华人眼里选出
来的“中国符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如今，从中国走出去的“海创邦”，
队伍正越来越壮大。他们不断洄游往返，从中国发展成果中汲取
力量，再把中国方案带出国门。他们改变着中国留学生这个群体
的传统奋斗方式，改变人生的同时，更为世界带去广受欢迎的全
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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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習活動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 二零一八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習活
動於 6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的恆豐銀行大樓 12 樓會議室成功舉行，近 70
多人與會。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首先致歡迎詞，金虹副會長
介紹近期即將舉行的活動。
此次活動負責人楊美女士說明，水平鑽井技術是非常規油氣
資源開發的基礎，此次午餐會，我們特邀 David Chen 博士和張
峰先生為我們詳細講解 「非常規水平鑽井技術，並且對中美間行
業進行比較」 。楊美活動負責人首先介紹主講人張峰先生，現任
威德福北美鑽井作業支持中心技術支持專家，為威德福北美地區
在 40 餘部鑽機的定向井作業提供技術支持。曾任威德福（美國
）定向鑽井和旋轉導向專家，在德州南部和西部（Eagle Ford,
Permian)地區有豐富的定向井作業經驗。張峰先生還擁有在中東
、泰國尤其是中國，包括四川盆地，塔里木，渤海和南海的定向
井作業及項目管理經驗。對國內和國際的定向鑽井/水平鑽井市
場有深刻的理解。
張峰主講 「水平鑽井技術簡介和中美間行業比較」 ，分享
「水平鑽井的定義及發展、水平鑽井的工具、中美間水平鑽井行
業的比較」 三大部分。主講人張峰首先說明水平井和定向鑽井的
定義，水平井是最大井斜角達到或接近 90。並在目的層中維持
一定長度的水平井段的 「特殊井」 。水平鑽井技術的發展：世界
上 第 一 口 水 平 井 -1929 年 ， Texon,Texas; 中 國 第 一 口 水 平
井 -1965 年 ， 四 川 磨 3 井 ； 在 1980s, 隨 著 井 下 鑽 井 馬 達
（downhole drilling motor) 和 測 斜 儀 器 （downhole telemetry
equipment)的發展，水平鑽井技術才逐漸被投入商業化應用。水
平鑽井的工具：彎角馬達和旋轉導向是現在主要的水平鑽井工貝
。馬達如何改變井眼方向？滑動鑽進（sliding)-需要改變井眼方
向時，鑽機的頂驅停止轉動，調整好馬達指向的方向（工具面）
，通過水力驅動馬達的轉子，來帶動鑽頭的轉動。馬達的優缺點
：優點：價格便宜，內部無電子元件，穩定耐用。缺點：滑動鑽
進時鑽速低，擺工具面費時長，且受人員素質影響大。滑動時摩
擦助力大，鑽壓加不到鑽頭上。滑動時容易卡鑽，井眼軌跡不平
滑，給後續完井帶來困難。頂驅轉速受限。
旋 轉 導 向 （RSS): 張 峰 主 講 人 說 明 ， 旋 轉 導 向 （Rotary
Steerable System)是一種智能化的定向鑽井工具，能在持續旋
轉時隨時改變井眼方向。1980s,為了打超深科學實驗井，德國研
發了打直井的旋轉導向系統。1993 年，ENI 和 Baker Hughes 共

同研發了能打水平井的旋轉導向系
統-Auto Trak. 旋轉導向的結構和工作原
理：Push the bit:Push the dril collar to
deflect the bit. Point the bit:Deflect the
shaft to deflect the bit.旋轉導向的優點
：更快的鑽速（100%旋轉，更高的轉速
）；更長的水平段（鑽壓可有效傳遞到
鑽頭）；更加光滑的井眼（100%旋轉，
無台階面）；減少卡鑽風險（100%旋轉
，non-rotate sleeve 也有卡鑽風險）；
鑽穿薄油氣層（近鑽頭的井斜和方位）
。現正市場上的旋轉導向系統：Baker
Hughes-Auto
Trak.
Schlumberger-Power Drive; Halliburton-Geo Pilot;
Weatherford-Revolution & Magnus;
Nov-Vector, APS-Sure Steer,Gyrodata-WellGuide, Scientificdrilling,Nabors,
Terra Vici Drilling Solution---.下一代的
旋轉導向系統：更加智能，能夠遠程操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贈送感謝獎牌給主講人陳振綱博士，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張世曉會長贈送感謝獎牌給主講人陳振綱博士
，金虹副會長贈
控；生產維護成本更低；更加結實耐用
送感謝獎牌給主講人張峰先生，
送感謝獎牌給主講人張峰先生
，此次午餐會活動負責人楊美女士觀禮
此次午餐會活動負責人楊美女士觀禮。
。(記者黃麗珊
。
攝）
中美間技術差距，張峰主講人作了
說明，普通馬達：中國，美國，幾乎無
張世曉會長介紹另一位主講人陳振綱博士（David Chen)目
差距，性能穩定，成本低廉。高效能馬達：中國：存在一定差距
前是
2017 年創立的 DrillSmart LLC 咨詢公司總裁。此前他曾在
，在耐高溫橡膠，金屬材料方面存在差距。美國：產業鏈完善。
旋轉導向：中國：處于仿制階段，幾乎未商業化應用。美國：技 Hess 擔任高級鑽井顧問 6 年，負責鑽井優化，定向鑽井和鑽井
術成熟。其他：中國：處于粗放式發展階段。美國：在各個流程 技術。他還曾在 Halliburton 擔任首席技術科學家 18 年，並於
精工細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質量，比如大數據的應用，鑽 2005 年被授予 「年度發明家」 。陳振綱博士已發表 47 篇 SPE 技
井軟件，測斜數據處理。中美間市場的差異：市場：中國：壟斷 術論文，並撰寫了 SPE 石油工程手冊。他擁有 19 項美國專利；
型市場。美國：開放型市場。主體：中國：國有鑽井公司下屬的 陳振綱博士是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2010 年會長，和 2012 年董事會
定向井公司為主。美國：小型定向井公司為主。成本：中國：國 主席。陳振綱博士主講 「非常規水平鑽井」 ，他介紹非常規開發
產馬達成本低，人力成本低，旋轉導向成本高，隱形成本。美國 中的水平鑽井，好的設計在 Bakken(North Dakota),Eagle Ford
：人力成本高，馬達成本高于國內，旋轉導向成本低于國內。價 (South Texas)和 Delaware(Permian), Bakken Drilling 挑戰和優化
格：中國：馬達服務價格低，利潤低。美國：馬達服務價格高于 。用於水平鑽孔的硬件很容易獲得，成功的關鍵通過優化降低成
國內，旋轉導向價格跟國內無差別。需求：中國：頁岩氣的開發 本。從 2D 移動到 3D 井增加複雜性。優化從良好的設計開始。振
需要大量的旋轉導向和 LWD 工具。美國：性能穩定，價格低廉 動和井眼不穩定是水平鑽井兩大主要問題。與會人士聆聽陳振綱
博士與張峰先生的講解，獲益良多。
的旋轉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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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 6 月
22 日至 6 月 24
日
僑務委員會吳
新興委員長訪
視台商企業
PR Eyewear Group PR TradTrading Inc.
（宋明麗董事長
宋明麗董事長）
）
6-22
22-2018
2018（
（Fri)
Fri)上午
上午 11 時至
中午 12 時
7596 Harwin Dr.,Houston,TX,

77036

青創訪問團拜會新世紀保險公
司
6-22
22-2018
2018（
（Fri)
Fri)上午
上午 11 時
新世紀保險公司
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參觀
松年學院
6-22
22-2018
2018（
（Fri)
Fri)下午
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9720 Town Park Dr.,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晚晴公寓

北美台商聯合總會年會開幕典
禮
6-23
23-2018
2018（
（Sat)
Sat)上午
上午 9 時
Westin Galleria Houston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31 週年年會及獎助學金頒發
典禮
6-23
23-2018
2018（
（Sat)
Sat)下午
下午 6 時
僑教中心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第二季度會員慶生會
6-23
23-2018
2018（
（Sat)
Sat)下午
下午 1 時 30
分起

關平太子、龍母娘娘
關平太子、
龍母娘娘、
、城隍爺
爺寶旦
6-24
24-2018
2018（
（Sun)
Sun)中午
中午 12 時
德州天后廟

1507
TX.77003
TX.
77003

Delano,Houston,

松年音樂沙龍
二胡家//中提琴家林維洋
二胡家
「胡說琴話
胡說琴話」」 音樂沙龍
6-24
24-2018
2018(Sun)
(Sun) 下 午 3 時 30
分
台灣恩惠長老教會
6250 Westline Dr.,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休斯敦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
6/25
25-26
26(Mon-Tue)
(Mon-Tue) 上 午 11
點 米勒戶外劇院

僑務委員會吳新興董事長訪視
恆豐銀行
6- 22 -2018 （ Fri. ) 下 午 2
時 20 分至下午 3 時
恆豐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