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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肆虐 加州宣布進入
加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緊急狀態
加州大火肆虐，
加州大火肆虐
，消防人員盡全力撲滅猛烈火勢
消防人員盡全力撲滅猛烈火勢。
。(路透社
路透社))

(綜合報導) 在周五，致命的野火在加州北部肆
虐，數千名居民不得不撤離，有兩名人員喪生，三
名消防員受傷。
被稱為卡爾火災的大火已經在周四蔓延到加州
的雷丁市。雷丁有 9 萬多名民。加州林業與防火部
透露，目前大火已經燒毀 1 萬 7 千公頃的土地，並
且導致兩人死亡，其中一人是私人推土機駕駛員，
另一人是消防員。當時兩人在與大火戰鬥。
加州林業與防火部在周四晚上的聲明中說：消
防員繼續設法在卡爾大火周圍設置隔離帶。但因極
端的火情和天氣原因而受阻。

根據周五早上的報導，大火已有 3%被控制住。
加州消防局的一名隊長、斯科特肯尼迪表示，高溫
和複雜地形使得消防員很難控制火勢。
肯尼迪說，目前有 496 棟民宅受到卡爾火災威
脅，已有 15 棟建築被燒毀。有三名消防員在滅火時
受傷。
在南加州，疑似人為縱火導致的克蘭斯通大火
已經迫使大約一萬兩千名居民撤離了愛德懷鎮。警
方逮捕了一名縱火嫌疑人。州長傑里布朗已經宣布
加州進入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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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駐華大使：
英國駐華大使
：願與中國一起捍衛
願與中國一起捍衛WTO
WTO
吳百納在接受《環球時報》等媒體采訪
時表示，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將成為此
次中英雙邊對話的首要議題。在采訪中
，這名英國高級外交官曾數次強調世貿
組織(WTO)的重要作用，並稱英方與中
方一道捍衛該組織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
角色。
據媒體報道，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與
美國總統特朗普 25 日在會談之後就針對
避免貿易戰達成了協議，表示雙方將朝
著零關稅、零壁壘和非汽車工業產品零
補貼的目標邁進。但與此同時，部分人
士擔憂，這一協議的達成意味著美歐或
將放緩彼此之間的爭議，進而“聯手抗
中”，甚至有聲音認為，這一協議可能
（綜合報導）英國外交大臣傑裡米•亨特
將使 WTO 這一現有國際多邊貿易機制“名存實
將於 7 月 30 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並與中方舉
亡”。
行第九次中英戰略對話。27 日，英國駐華大使
對此，吳百納 27 日表示，目前還是歐盟一

日本一大學校長給北大寄漫畫書
動漫助推中日關係

員的英國很高興看到美歐貿易糾紛能以這種方
式解決。但與此同時，英國也一直希望“WTO
能在這一過程中發揮有效作用”，事實上，就
在本周早些時候，歐盟還曾通過 WTO 理事會會
議推動美歐貿易糾紛的解決。
“英國是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堅定支持
者”，吳百納表示，在中美貿易關系緊張的背
景下，英國希望與中國共同努力，保證 WTO 依
然有能力解決種種貿易糾紛問題，並發揮其維
護世界自由貿易秩序的作用。“我們認為，中
美之間的貿易衝突最好由開放市場來解決，我
們不認為不斷加征關稅有任何意義。”但她同
時表示，WTO 機制也需要“改革和與時俱進”
。
在這名英國外交官看來，美歐達成協議暫
緩貿易戰對中國來說也並不意味著一個壞消息
。“我認為這將(對事情的解決)很有幫助：如果
歐盟可以和美國可以找到這樣一種解決方式，

那中國和美國之間也可以。”吳百納稱，歐盟
正在同時和中國與美國合作，尋求開放市場，
將貿易戰“保持在可控的範圍內”。
對於近日有關“英國以國家安全名義限制
中資收購”的傳聞，她則表示對這一說法“無
法理解”，“不知從何而來”。吳百納對《環
球時報》稱，英國政府近日的確有公布一項提
案建議對涉及軍事等敏感領域的外資並購行為
進行安全審查，但此舉並非意在阻礙外資並購
，只是因為英國至今尚未有像其他國家一樣的
敏感領域境外投資相關立法，此前只出台過一
些臨時措施，所以這次公布了相關白皮書以便
日後有所依循。
“這一舉措絕非針對中國”，這名女外交
官強調，恰恰相反，“英國是幾乎所有國家中
最歡迎中國投資的國家，這一點從華為在英國
的業務和辛克利角核電項目就可見一斑。認為
這一措施意在針對中國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麻生太郎：不會與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綜合報道）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代表萊特
希澤 26 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上表示，有意簽
署與日本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對此，日方回應
，將不會屈服美國壓力。
法媒 7 月 27 日報道，萊特希澤在 26 日稱，美國與日
本保持良好關系，但同時表示：“日本的牛肉進口方面
存在貿易壁壘”，對日本流露出不滿。在日美兩國政府
計劃 8 月舉行的新一輪貿易交涉對話中，美方將鮮明地

北京大學舉辦文化
主題講座來促進雙
邊交流。
據《日本時報
》網站 7 月 17 日報
道 ， 71 歲 的 土 屋
校長自 2010 年 5 月
起開始在這所位於
北京的名牌大學舉
辦關於日本動漫的
系列講座，並於
2014 年 11 月 在 北
（綜合報導）明治大學校長土屋惠一郎認 大設立了明治大學漫畫圖書館閱覽室。
為，漫畫和動畫等流行文化將有助於為中國和
“很有意思的是，北京大學居然有一個漫
日本兩國的穩定關系奠定基礎，他一直通過在 畫圖書館。”土屋校長笑著說。

擺出要求開放市場的態度。
不過，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 27 日在內閣會議後的
記者會上表示：原來預定在 7 月召開的日美貿易交涉對
話，預定在 8 月召開，但是日本無意與美國簽署美國所
要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麻生太郎稱，萊特希澤代表想以日美貿易交涉對話
來證明日美將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是我們從開始
就說，日本沒有與美國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打算。

報道稱，位於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這間
占地 100 平方米的閱覽室現在已有 2 萬本動漫雜
志和小說，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明治大學。
報道還稱，土屋校長促成了這間圖書館的
開放，在朋友的幫助下，他從日本寄來了大量
漫畫書。
他的系列講座也吸引了許多對日本流行文
化感興趣的學生。
報道稱，在第一次講座中，《美少女戰士
》這部受全球觀眾喜愛的動畫片的導演幾原邦
彥聊了聊該片的制作。這位演講嘉賓受到了北
京大學女學生的歡迎，她們還組織了 cosplay，
去扮演動畫片中的角色。
2010 年 11 月，第二次講座舉辦。這次講座
吸引了眾多觀眾，有些人沒有辦法進入會場。

一些學生為了聽講座，甚至試圖把耳朵貼
在牆壁或門上。看到這樣的情況，土屋校長說
，他認為“中日之間的新型關系正在獨立於政
治局勢不斷發展”。
今年 5 月，最新的一次講座是該系列講座中
的第七講，同樣受到了大家的歡迎。
報道稱，土屋惠一郎於 2016 年成為明治大
學的校長，他專攻法哲學，對能劇、歌舞伎和
花道等各種日本傳統藝術也了如指掌。
他認為，動漫可以作為日本、中國和亞洲
其他國家的共同文化發揮重要的作用。
土屋校長說：“我很想知道，我們沒有經
歷過戰爭的下一代將如何締造未來的中日關系
。動漫將成為這種關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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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議員呼籲設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遭日裔團體反對
（綜合報導）溫哥華的一位議員呼吁設立國家紀念日
，以紀念日本對南京的大屠殺，這招致日本政府和日裔加
拿大人社區中一些成員的不滿，他們認為該提議會揭開痛
苦的傷疤。
據加拿大《環球郵報》網站 7 月 23 日報道，加拿大新
民主黨議員關慧貞呼吁聯邦政府宣布 12 月 13 日為南京大
屠殺紀念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立法機構 2017 年決定在省
一級層面將每年 12 月 13 日設為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紀念南京大屠殺旨在正式承認暴行，以史為鑒，並
向罹難者致敬。”關女士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述道。
報道稱，這場大屠殺從 1937 年 12 月到 1938 年 1 月持
續了六個星期。日本侵略軍有計劃、有預謀地大肆屠殺和
強奸平民。在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平民及戰俘被日軍殺害
，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超過 30 萬
。
日本駐溫哥華總領事館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關女士
的提議“令人深感遺憾”。
一些日裔加拿大人團體也站出來反對這一想法。
加拿大日裔民族團結聯盟主席戈登·門田表示，他的
組織“強烈反對”該提議。

“如果它被通過（或）認可，這可能會引起加拿大少
數族裔社區之間的摩擦和爭吵。”他在接受采訪時說。
門田認為，無論是加拿大這個國家還是加拿大人都沒
有參與大屠殺，因此在這個國家設立該紀念日是說不通的
。
報道稱，加拿大總理辦公室將關女士提案的相關問題
呈給了加拿大遺產部門。遺產部長巴勃羅·羅德裡格斯的
新聞秘書西蒙·羅斯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所有加拿大
人都認同這場大屠殺不能被遺忘，但他沒有提到具體提案
。
“正如眾議院所指出的，這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痛苦
記憶必須以真正的和解精神來化解。”羅斯說。
報道稱，2017 年 10 月，安大略省議會議員一致通過
了自由黨議員黃素梅的動議，將 12 月 13 日設立為南京大
屠殺紀念日。當時，黃表示，許多安大略省人對亞洲的這
場浩劫知之甚少，並補充說，設立這個紀念日，對學習和
反思其深刻教訓非常重要。
她還說，安大略省是加拿大華人人口最多的地區，一
些安大略人甚至是這場大屠殺的幸存者的後代。

朝鮮歸還美軍遺骸 外媒：或助美朝建立互信
（綜合報導）27 日是韓朝停戰協定簽署 65
周年，當天朝鮮落實朝美領導人簽署的聯合聲
明，歸還 55 具朝鮮戰爭時期在朝鮮陣亡的美軍
遺骸。
據韓聯社 7 月 27 日報道，上午 5 時 55 分，
美軍 C-17“環球霸王”戰略運輸機在兩架戰機
的護衛下從烏山空軍基地飛赴朝鮮元山，並於

11 時左右搭載 55 具美軍官兵遺骸回到大本營。
駐韓美軍將對朝鮮移交遺骸進行基因檢測，8 月
1 日運回美國夏威夷後，再進行追加檢驗，並進
行家屬基因檢測，然後安葬於美國本土。
另據共同社 7 月 27 日報道，在朝鮮不知所
蹤的美兵被認為約有 5300 人。據駐韓“聯合國
軍”司令部稱，27 日歸還了 55 人的遺骸，美方

將通過 DNA 鑒定等確認身份 ）廣泛協調後實現的成果。”
。韓國政府相關人士稱，美
美朝雙方在 6 月的首腦會談上就歸還遺骸事
國事先送到板門店的用於收 宜達成了共識，特朗普在最近的演講中表示：
納遺骸的木箱已被朝方接收 “對於（歸還遺骸）即將開始十分期待。”此
。
番按約定實現歸還，或將有助於美朝間建立互
白宮表示肯定稱：“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 信。
了與特朗普承諾中的一部分，朝著積極方向變
報道稱，關於保障體制安全的一部分，朝
化的勢頭得到了鼓舞。”
鮮一直向美方要求實現“終戰”宣言。以歸還
兼任駐韓“聯合國軍”司令的駐韓美軍司 遺骸為契機，朝鮮可能會進一步加大要求力度
令布魯克斯對此表示肯定稱：“這是（與朝方 。

美國二季度GDP增長4.1% 創四年來最佳

（綜合報導）“有人預測我們的
GDP 增長會達到 5.3%，不過我覺得不
太可能，但如果是 4%，那我們就很高
興了。”特朗普 26 日破例“劇透”未
發布數據，得意洋洋。
市場觀察（MarketWatch）網站 7
月 27 日 報 道 ， 特 朗 普 26 日 還 說 ，
“如果是 3%之類的，比如 3.8%、3.9%
、3.7%，我們都能接受。這些以前都
是不可想像的數字，如果我在大選時

說出這些數字，那些假新聞媒體又要
巴拉巴拉說我誇大其詞……”
美國商務部 27 日正式發布的數據
是，4.1%。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27 日報道，美
國二季度 GDP 年化季環比初值增 4.1%
，為 2014 年以來最佳，也是“08 金融
危機（The Great Recession）”以來第
三高季度增長，提振了人們對美國經
濟即將走出長達 10 年的低迷狀態的信

心。
美國商務部還上調第一季度 GDP
增長率至 2.2%（初值 2%）。
報道稱，這一數字受消費支出和
企業投資激增的提振，也符合路透社
分析師的預期，股市和期市小幅低開
，國債收益率走低。
出口和政府支出有所貢獻。出口
增長的部分原因是，農民趕在預期的
報復性關稅生效之前，向中國出口大

豆。
最近幾天，白宮官員一直暗示，
這個數據將非常漂亮。特朗普本人。
在推特上寫道，美國擁有“全球最好
的財務數據”。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
拉裡•庫德洛（Larry Kudlow）26 日
表示，美國第二季度 GDP 的數字會
“很大（will be big）”。
白宮預算總監米克•穆瓦尼
（Mick Mulvaney）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訪時表示，當前企業放心投資，放
松資本監管的效果可能已經得到彰顯
。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增長勢頭能
否持續。在前總統奧巴馬時期，GDP
同樣出現數次跳漲。比如 2014 年三季
度 GDP 增長曾高達 4.6%。但 2015 年
底，GDP 增速放緩至 0.5%。
觀察者網 6 月報道，當時不少機
構已經預見到美國二季度增長將相當
可觀，但普遍對增長的可持續性持悲
觀態度。
美聯儲官員預計，2018 年美國全
年 GDP 增長將達 2.8%，2019 年回落
至 2.4%，2020 年繼續降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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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刷盘子到刷手机
“海创邦”带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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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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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当地企业搭上中国发展
的“快车”。
尹伟从芬兰图尔库大学微电子系博
士毕业后，用了四年时间，在当地创业
公司“ePassi”里从实习生做到了 CFO(
首席财务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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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创业公司之所以能成为芬兰最
大的电子钱包公司，离不开尹伟的牵线
搭桥。2016 年底，“ePassi”和支付宝
在芬兰共同打造了“一部手机游芬兰”
。无论是在三万英尺上往返“芬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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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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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与世界共享“中国方案”
同样在万里之外的洛杉矶，南加州
对 7 亿多中国网民来说，移动支付 大学毕业生段方旖打起了中餐的主意。
已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在微信、支 不同于过去在唐人街开中餐馆这种传统

方式，段方旖用“互联网+”的新思路
服务当地的中餐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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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小分队”——后来成长
为北美华人最大的美食资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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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归回国就业最想入哪行？金融与科技是首选
14 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对海归
人才来说，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稳步上升，金
融与科技领域依然是海归的首选。
6 月 14 日，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领英)在
北京举办 2018 全球化人才战略论坛并发布了
《中国海归人才吸引力报告》。
报告显示，2011-2017 年，海归人数呈现逐
年上升趋势。从海归人才的年龄结构上看，尽
管 20-29 岁的年轻人依旧是海归人才的主力军，
但这部分人群占海归人才总体的比例已经从
2013 年的 79.7%下降到 2017 年的 52.2%。
与此同时，30-40 岁海归的占比从 2013 年的
16.5%，激增至 2017 年的 30.6%。特别是从 2015
年以来，30-40 岁的成熟人才回国比例有极为明
显的攀升。这一群体多在海外工作多年、有着
丰富的经验，他们回国后多担任企业的高级职
位，挑起业务的大梁。
对归国感兴趣的华人中，最偏好的国内城
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四大一线城市。
沿海新一线城市杭州、南京、苏州等紧随其后
。中西部地区中，成都近年来迅速发展，甚至

超越了一些沿海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从已经回国的海归人才选
择的城市来看，若观察逐年分布情况，上海和
北京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而以杭州和成都为
代表的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逐年上升。
报告分析称，这也说明中国城市发展逐渐趋
于平衡，就业机会、生活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小，
这一点也反过来加速了海外华人归国的脚步。
海归回国以后的去向行业中，金融和高科技
位居前两位。报告称，逐年趋势表明，高科技行
业逐渐超越并取代了制造业原来第二名的地位，
虽然二者现阶段占比相差不大，但考虑到科技企
业走出国门征才的消息屡见报端，对海外人才的
关注点也聚焦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
科技领域，这一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此外，从海归留学生的教育背景上来看，从
2011年到2017年，拥有工商管理专业学历的人才
数量几乎没有变化，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归国留
学生数量则增长了两倍多。分析称，这或许从另
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高科技互联网行业正在对计
算机技术专业人才产生更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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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的關鍵時刻 美國國會悄悄“挺”了一下中國

（綜合報導）昨天，一度陷入僵局的全球
貿易戰局面終於有了“松動”。
據美媒報道，當地時間周三（25 日），美
國和歐盟就緩和緊張的貿易關系達成協議，表
示將“致力於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避免當前
一觸即發的貿易戰”。
隨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公開表態中更是
以“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高調字眼，
表達了自己“不打貿易戰”的決心。
但同樣是在北京時間昨天（26 日），美歐
聯合聲明裡的一句“攜手保護美歐企業不受不
公平全球貿易行為侵害”的表述，卻意外讓一
些外界輿論的關注點再次指向中國：
“美歐聯手，日歐（不久前）達成自貿協
定，接下來，就是一致針對中國了。”
但事實真的如此麼？
答案可能並沒有那麼簡單——
昨天，當特朗普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親
密貼面，基於現實和經驗的美歐媒體卻對這一
所謂“修好佳話”齊聲唱衰。
而今天，美國國會的一個動作，更是證明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變數會何時並且以何種
方式到來：26 日，就在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級
之際，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立法，將對數百
種中國產商品降低關稅……
美國國會悄悄為“中國制造”減稅，美網
友：“謝天謝地！”
“美國參議院周四悄然通過立法，將降低
數百件中國制造商品的貿易壁壘。”
在路透社 27 日的這則報道中，“悄然”二
字格外引人注意。
報道說，在沒有爭議的情況下，美國參議
院一致通過了一項法案，降低或取消烤面包機
、化學品及其他大約 1660 種美國以外地區生產
商品的關稅。
根據路透社對政府記錄的分析，這張“赦
免”清單中有近一半的產品產自中國。
目前，白宮沒有公開對這項“綜合關稅議
案”表明立場。但參眾兩院目前已經一致通過
了該議案，之後將會向特朗普提交，簽署成法
律。
中美貿易戰尚不明朗的關鍵時刻，美國會
為何通過了這樣一項法案？
對此，美國《國會山》報 26 日分析說，法
案中列出的商品，均屬美國不易獲得的、用於
生產的進口原材料，而對這些產品予以減免關
稅，“將幫助美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競爭，減
少美國制造商的貿易壁壘”。

“對於制造商來說，這是一
個重要的進步，這些企業每天損
失近 100 萬美元，直到該法案成為
法律。”全美制造商協會總裁兼
首席執行官如是說。
雖然美國此舉“利己”的目
的顯而易見，但在中美這兩個世
界上前兩大經濟體因為貿易問題
而爭執不休的時刻，美國國會通
過的這項法案無疑顯得意味深長
。
正如路透社所形容的，同特
朗普政府大張旗鼓地四處宣揚
“貿易戰容易贏”的作風不同，
這項法案“低調”通過，與前者
形成的對比不可謂不鮮明。
在社交媒體上，美國網友對
這項法案的通過也深感欣慰。有
網友感嘆說，“終於可以買便宜
的中國商品了！”更有網友呼吁
，美國國會應該采取更多行動終
止貿易戰。
美歐真的聯手了嗎？外媒：這一幕看上去
很熟悉
事實上，正如美國網友所言，自特朗普悍
然挑起貿易戰的那天起，美國會就“責無旁貸
”地擔起了“滅火”的職責。
據《今日美國報》網站報道，在 7 月 11 日
特朗普開出新一輪清單，擬對價值 2000 億美元
的中國商品額外加征關稅後僅一天，美國參議
院即通過了一項推遲特朗普加稅的法案。
“這是一個具有像征意義的解決方案。”
報道說，盡管該項法案不具約束力，但這標志
著共和黨領導的國會更加願意站出來對抗特朗
普的貿易政策。
在《今日美國報》看來，該項法案的通過
凸顯出特朗普因貿易政策與國會中許多共和黨
人形成了緊張關系。
而在美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科克爾
和其他支持者看來，參眾兩院行使權力反貿易
戰正是“對抗特朗普濫用總統權威的必要步驟
”。
如果說參眾兩院對貿易戰的保留態度，凸
顯的正是作為立法者的理性與謹慎，那麼外媒
對“美歐不打貿易戰”這一喜訊的“冷靜”態
度，則無疑基於對特朗普政府的基本判斷。
在美歐媒體眼中，盡管聯合聲明中對汽車
、大豆和天然氣等具體條款有所著墨，但協議

本身明顯缺乏具體細節。
基於這一點，美國 CNBC 網站 26 日援引
專家的分析說，這增加了後續談判失敗的可能
性。
社交媒體上，美國網友也紛紛提出質疑：
“為什麼沒有人能說出這個‘協議’的條款，
或者它什麼時候生效？”
《紐約時報》26 日指出，歐洲的官員和分
析人士正在繼續質疑特朗普是否會真誠地進行
談判，因為他們忘不了特朗普在 6 月的七國集
團峰會，以及本月的北約峰會上向歐洲領導人
表現出的敵意。
《華盛頓郵報》則點明了“美歐攜手不被
祝福”的一個重要原因：特朗普仍然厭惡貿易
逆差，這從一天前他還在發推文稱“關稅很重
要”中，就可見一斑。
在另外一篇報道中，《華盛頓郵報》更回
顧了兩個月前中美貿易談判過程中，美方那次
令人瞠目結舌的“出爾反爾”，並辛辣指出
“同樣的狀況在歐洲也會發生”。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美歐“握手言和”
遭受的最大一盆冷水，竟然來自法國總統馬克
龍。
據路透社報道，26 日馬克龍明確站出來表
示“反對歐洲與華盛頓就廣泛貿易協議進行談
判”，並強調他希望看到美國對鋼鋁關稅的態
度。

“貿易戰之中，從來沒有贏家”
“歐盟對美國的情緒很是憤怒，且現在歐
盟內部也有一些‘是不是跟美國談、要不要接
受美國訛詐’的聲音出現，並不能說與美國達
成了一致。”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
究所副所長蘇曉暉這樣告訴小銳。
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如中美貿易談判所經
歷的那樣，美歐之間的和解並不意外，而近期
美國的政策反反復復，不單是在中美之間，在
美歐之間亦然。
蘇曉暉指出，美國國會最新通過的減稅議
案，盡管其用意在於更好地保護本國企業，但
從清單涉及眾多“中國制造”則再次證明：在
貿易戰當中，沒有人會是贏家。
一切正如 26 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
者會上應詢說出的那番意味深長的話：
如果美歐能夠通過對話協商解決貿易上的
分歧，能夠順應全球化潮流，推動貿易投資自
由化和便利化，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這
不僅符合他們雙方的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是好
事。
我們希望美歐有關努力和舉措能與廣大發
展中國家的訴求一致，能夠成為國際社會維護
多邊主義努力的組成部分，能夠為促進全球經
濟增長發揮建設性作用。

普京邀請特朗普訪俄 白宮回應
（綜合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准備前往華盛頓，同
時已經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莫斯科。
俄羅斯衛星網報道稱，普京金磚國家南非峰會結束後舉行
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有與他舉行更多會晤的意願
，他也願意會面。

普京表示，他已邀請特朗普訪問莫斯科。
他表示，與美國的接觸還在繼續，可能很快將在國際會議
上與特朗普見面，其中也包括二十國集團峰會。
普京表示，特朗普的一個大優點是努力履行諾言，首先是
對選民的承諾。

此前，白宮發言人桑德斯 19 日稱，特朗普請
求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邀請普京今秋訪問華盛頓
，准備工作已在進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希望在華盛頓舉行俄美總統會晤。
7 月 16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特朗
普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會晤。這是特朗普就
任美國總統以來，美俄兩國總統首次舉行正式會晤。雙方就包
括敘利亞和中東局勢、烏克蘭危機、伊朗核問題以及所謂俄羅
斯干預美國總統選舉等所有感興趣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歐洲如何評價美歐峰會？德媒：說了很多 做得很少
（綜合報導）特朗普大舉兜售峰會結果，好像又為美國經
濟開啟新篇章。但是，許多歐盟官員指出，現實並非如此。
據德國之聲電台網站 7 月 27 日報道，特朗普在與歐盟委員
會主席容克會面之後所發的”推文”，比 G7 會後發的語氣和
氣許多。他在訪客離開白宮幾小時後，大力贊賞雙方為了避免
跨大西洋貿易戰而簽訂的聯合聲明。
特朗普在“推特”上寫道：“歐盟代表們告訴我，他們會
跟我們尊敬的農民買更多大豆，而且，他們也會買很大量的天
然氣！”他在另一篇“推文”裡又說：“很高興跟歐盟的關系
再次步入正軌。”
報道稱，這是一個戲劇性的轉折。幾天前，特朗普說關稅
將是談判的一大重點。現在，歐盟的目標則是消除一切工業產
品的關稅，包括汽車。
所以確切而言，容克跟特朗普的協議到底談得好不好？
“這是容克跟歐盟的勝利。”歐盟國會議員費爾貝爾說：
“特朗普有漸漸從壓力中獲取教訓。這很好，而且現在大家也
慢慢認知到，只有在伙伴關系強的時候，美國才有辦法強盛。
”
報道稱，特朗普把大豆跟天然氣當做宣傳的賣點。雖然這
次協議對經濟的影響不是很大，歐盟還是把贏家的面子給他。
7 月 26 日，在接受德國廣播電台采訪時，他解釋說歐盟幾乎所

有飼料用的大豆都是從巴西跟美國進口。
歐盟官員坦承，華盛頓非常堅持要把大豆放進條款裡。但
他們也確實知道容克除了給一些模棱兩可的承諾，也沒有辦法
多做什麼。歐盟本身沒有辦法購買任何大豆只有飼料制造商或
是糧食進口商才存在這類型的交易。
報道稱，另一個特朗普想要推銷的商品液態天然氣也是一
樣。兩年前，歐盟接受了要增加液態天然氣進口的想法。但是
不管是用價錢還是數量來衡量，美國的液態天然氣都不可能跟
俄羅斯競爭。俄羅斯供應的天然氣是管道天然氣，安全又穩定
。特朗普在媒體面前說的話“液態天然氣可以幫助歐盟”，大
抵也只是借用歐盟以前說過的論點。
2017 年，液態天然氣也只占全世界天然氣不到一成的供應
量。
國際石油聯盟游說團指出，在液態天然氣市場，美國的競
爭對手主要還是價格比較低的供應商，例如非洲和澳大利亞。
但是這些國家開出的價格幾乎是美國的一半。
一位出席峰會的歐盟官員指出，兩位領導人在聯合聲明中
用的詞彙是歐盟“想要”跟美國購買更多液化天然氣，這只是
表達一個意願，而沒有承諾一個行動。
報道稱，在協商“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
的過程中，盡可能完全消除貿易壁壘一直都是美歐雙方的共同

願望。但是特朗普當上總統之後，他與幕僚暫停了 TTIP 談判
。當時，談判代表幾乎已經准備要把工業產品與汽車的關稅減
至趨近於零。現在，歐盟貿易委員馬爾斯托說，正在召集歐盟
工作小組與美國談判代表重啟相關談判。
然而，一位歐盟代表告訴德國之聲，特朗普跟容克之間的協議
“完全不到可以讓 TTIP 復活的程度”，只是為一個暫時性的
協議開啟可能性。
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表示，任何與美國的談判都應該要本
於互惠原則。在容克出行之前，法國曾呼吁歐盟不要在“槍抵
著腦袋”的時候進行任何談判。這個是指歐洲受到美國鋼鋁稅
的威脅。但是現在美方盡管繼續實施這些關稅，卻展現了開放
討論的態度。
歐盟委員會發言人溫特斯坦說，這次的協議有獲得歐盟成
員的完全支持：“所以這當然是歐洲的聲音。”歐盟委員會主
席一直強調他會和美國總統在同等的基礎上對談，該發言人也
認為他已實現他的目標。
歐盟議會的貿易委員會主席席朗格與德國社民黨黨員評論
道，這次峰會“說了很多但做得很少”。
美國在鋼鋁稅和汽車關稅上的威脅依然存在。他指出：
“這非常遺憾，而且對實質談判來說，也不是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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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一年前西九觀表演 特首北京轉達問候

港童伶盼再見面 習爺爺遙致關懷
■ 去年 6 月 29
日 ， 習近平視
察西九文化區
與現場演唱粵
劇的兩名小演
員親切交談。
員親切交談
。
資料圖片

■演出結束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部長雒樹剛、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等嘉賓與香港粵劇小演員合影留念。
中新社

燁、周琳 北京報道）去年香港回歸 20 周年，國
欣賞了利文喆和陸瑞徽兩名香港小演員演唱的粵
劇選段，並予以稱讚和鼓勵。時隔一年，兩名小
小花旦、小生通過香港文匯報在內的媒體，表達
了再有機會見到習爺爺的期盼。近日，利文喆和
陸瑞徽跟隨香港聲輝粵劇推廣協會赴京演出，正
在外國訪問的習主席同夫人得知兩名小演員的心
願後，即通過中聯辦，讓赴京觀看演出的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向兩位小演員轉達了他們的關懷。
大的動力，
“這一年我們有了很大進步。”

香港聲輝粵劇推廣協會的青少年演員接連兩日在京參加
2018 年全國基層院團戲曲會演。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國家文化及旅遊部部長雒樹剛、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局長劉江華等27日晚到場觀看演出。
今年 11 歲的利文喆和 12 歲的陸瑞徽，在 27 日的開場戲
《紅樓夢之黛玉進府》中，分別飾演賈寶玉和林黛玉。

林鄭：習主席外訪讓我轉達問候
在習主席去年視察香港期間，文喆和瑞徽在西九文化區
作短暫演出，清唱粵劇《紫釵記》之“拾釵”選段，獲習爺
爺讚揚“演唱很到位”，並鼓勵他們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作出貢獻。
兩位小演員在今年香港回歸21周年接受香港文匯報等媒
體訪問時形容，習爺爺非常親切，並表示盼望有機會再次見到
習主席，屆時可談談更多話題，例如協助成立更多粵劇基金，
鼓勵青年人多參與。
林鄭月娥在演出前向記者透露，今年6月29日，香港有
報紙訪問利文喆和陸瑞徽這兩位小朋友，這兩位小朋友告訴
記者，他們非常高興到北京演出，還說如果見到習爺爺便好
了。
她續說，這個消息傳到習主席那裡，習主席在出發前，
透過中聯辦，請我為他轉告兩位小朋友，他和習夫人都出國
訪問，但希望我轉達他們對小朋友來北京演出的親切的問
候。
在演出後，林鄭月娥向各小演員們表示，她這天是一個
傳話者，“習主席得知小朋友的心願後，讓我傳話給你們
聽。習近平和夫人去非洲訪問，他向各位致以親切的問候，
多謝你們！”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雒樹剛
雒樹剛、
、張曉明
張曉明、
、王志民看望香港小演員
王志民看望香港小演員。
。

林鄭：以小演員為榮
雒樹剛：助走向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周琳 北京
報道）香港聲輝粵劇推廣協會演出的粵劇經
典折子戲 27 日贏得滿堂彩。演出結束後，香
港特首林鄭月娥、文化和旅遊部部長雒樹剛
看望演員時連連稱讚。林鄭月娥表示，她為
這次能看到粵劇在北京的演出感到非常光
榮。雒樹剛讚揚，小演員們為北京的觀眾送
上了一場文化大餐。
香港聲輝粵劇推廣協會的青少年演員們為
觀眾們帶來了《紅樓夢之黛玉進府》、《周瑜
與小喬之勸勉篇》、《村女也知亡國恨》、
《群英會之小宴》、《潞安州》等粵劇經典折
子戲，表演功夫老到，功架十足，有板有眼，
贏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和叫好。
林鄭月娥在演出後表示，“聲輝能來北
京，在這麼多文化內行專家面前演出，作為聲
輝多年的觀眾和香港特區特首，我感到非常的
光榮。”她非常感謝文化和旅遊 部部長雒樹剛
對此次表演的支持，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

台。
雒樹剛大讚，小演員們為北京的觀眾送上
了一場文化的大餐。他說，表演“賞心悅目、
美不勝收；唱念做打、功架十足、韻味無窮；
文戲武戲，個個精彩。你們這樣小的年紀，對
我們傳統戲劇的理解如此深刻，表演的出神入
化，令人難以想像。”
他特別提到，此番劇團的小朋友們能來
北京演出，“要感謝特首林鄭月娥，在她和
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的推動
下，你們才能夠來到北京表演才藝，這也能
夠看出特區政府對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對推動內地和香港兩地文化交流，所作
出的貢獻。”
“你們中有很多是第一次來到北京，但一
定不是最後一次，”他說，“文化和旅遊部會
為你們展示才藝搭建更多平台，不僅推動你們
來內地演出，還要讓你們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去演出。”

兩童伶：習爺爺鼓勵是最大動力
利文喆和陸瑞徽 27 日在京接受記者訪問時，再次憶述
去年見到習主席的情景和感受。
利文喆憶述，當日早上才得知要在習爺爺面前表演粵
劇，“演出結束後習爺爺還跟我們交流，並鼓勵我們繼續努
力學粵劇。”陸瑞徽表示，習爺爺是一位很親切的領導人，
他的手很溫暖，他的話是很大的鼓勵。
這一年來，利文喆和陸瑞徽堅持每個星期參加粵劇培訓
課程，平時在家也會練習，研究揣摩前輩們的表情和唱腔，
期待在演出各方面能做到“更到位”。被問及過去一年取得
了哪些進步，陸瑞徽說，這一年他們得了很多獎項。

去年香
港回歸祖國
20 周 年 之
際，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
首站就是前往西九文化區，其間
更欣賞了利文喆及陸瑞徽兩個位
小粵劇演員的清唱表演。聽過二
人獻唱後，習主席大讚香港粵劇
後繼有人，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具有頑強生命力，並希望粵劇
界珍惜機遇，勤學苦練，多同內
地同行交流切磋。
習主席當日在西九文化區視
察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並見證故
宮博物院與西九文化區簽署《興
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
議》。其後，習主席欣賞了小粵
劇演員利文喆及陸瑞徽清唱《紫
釵記》之《拾釵》選段。二人是
去年“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
公開大賽”兒童組冠軍得主，當
時雖分別年僅 10 歲及 11 歲，但
清唱曲目時仍功架十足，聲音悅
耳。
習主席微笑地聽着，之後報
以掌聲鼓勵，並與二人握手。他
稱讚二人年紀雖小，但演唱很到
位，並指很高興看到他們這麼喜
歡粵劇，這說明香港粵劇後繼有
人，也說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
有頑強生命力。

(8

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在首站西九文化區時，

兩名小伶人說，習爺爺去年的鼓勵，給他們非常

習主席去年盛讚粵劇小明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孫琳、朱

■劇目：
《紅樓夢之黛玉進府》
。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王萍 攝

■劇目：
《雙陽公主之追夫》
。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王萍 攝

小演員通過本報表再見心願

他表示，回歸以來，粵劇等
傳統文化在香港迎來了新的發展
機遇。特區政府下了很大工夫，
成立了粵劇發展基金，並在西九
文化區興建戲曲中心。習近平指出，文藝界
老前輩為保護和傳承粵劇殫精竭慮，對後輩
口授身傳、提攜獎掖，希望大家珍惜機遇，
勤學苦練，多同內地同行交流切磋，為廣大
粵劇愛好者奉獻精彩演出，為傳承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作出自己的貢獻。
一年過去，香港文匯報上月訪問正準備
於暑假作公開演出的利文喆及陸瑞徽。文喆
在訪問中憶述，當日早上才得知要在習主席
面前表演，心情有點緊張，因為之前完全沒
有想過，而瑞徽就說感到十分興奮，因這是
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不過，他們異口同聲說：“當音樂一起
就唔識驚，因為要集中精神。好開心可以發
揮到水準！”
他們又指，表演過後見到習主席拍掌以
示鼓勵，又與他們聊天，詢問他們所唱曲目
名稱，是哪個地方的戲曲，以及作曲者是誰
等，覺得習主席非常親切，盼望有機會再次
見到他，屆時可談談更多話題，例如協助成
立更多粵劇基金，鼓勵青年人多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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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晤莫迪 鞏固更緊密發展夥伴關係

中印願共同應對保護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正在南非出席金
磚峰會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約翰內斯堡會見
印度總理莫迪時指出，中印要加強溝通對話，妥善

'3

8.

■當地時間 7 月 26 日，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南非約翰內斯
堡會見印度總理莫迪。
堡會見印度總理莫迪
。 新華社

管控分歧，共同高舉多邊主義旗幟，倡導經濟全球
化。莫迪則表示印方願同中方保持密切對話溝通，

共同應對保護主義、國際市場波動等給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帶來的挑戰，
推進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

習近平也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阿根廷總統馬
克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烏干達總統

穆塞韋尼等多個國家領導人舉行了會晤。
在會見莫迪時，習近平指出，這是我和總理
先生三個月內第三次會晤。我們及時對雙邊關係
進行頂層引領、宏觀把握，有利於調動兩國各方
面積極因素，凝聚兩國 26 億人民意志，形成推
動中印關係邁向未來的力量。中方願同印方一
道，把武漢會晤開啟的中印關係新氣象不斷向前
推進，鞏固和發展中印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
係。
習近平強調，中印雙方要發揚釘釘子精神，
落實我同總理先生武漢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雙方
要加強戰略溝通，切實增進互信，拓展務實合作，
擴大人文交流，加強溝通對話，妥善管控分歧。歷
史上，中印都是文明古國，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作
出過重要貢獻。今天，中印作為主要新興市場國家
和現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貢獻者，應該在加強雙
邊合作的同時，共同探索區域合作新模式，同時共
同高舉多邊主義旗幟，倡導經濟全球化，推動國際
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印方：加強多邊框架內合作

阿方：盼能源等領域擴大合作
馬克里表示，真誠感謝中方為阿根廷克服經
濟困難、穩定金融市場提供的寶貴援助。阿方致
力於深化阿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希望密切兩國
高層交往，在能源、製造業、航空、投融資、旅
遊等領域擴大合作。阿方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願
同中方密切配合，辦好今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
會，促進國際合作。
習近平在會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時亦強
調，中方願同土方一道努力，為中土合作帶來新
氣象、注入新動力。雙方要將我和總統先生達成
的共識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成果，保持各層級、各
領域交往，加強政治互信，密切政策溝通，照顧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促進安全反恐合作取
得突破。中土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天然夥伴。
雙方要推進重要合作項目盡早落地，實現中土對
接發展戰略的早期收穫。要深入開展人文交流。
土耳其是中東地區重要新興市場國家。中方期待
同土方通過“金磚+”模式加強溝通和合作。

土方：支持共建“帶路”合作

新華時評：金磚合作迎來新“金色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 27 日發表題為《金磚
合作迎來新的“金色十年”》國際時評文章指
出，今年是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啟動十周年。金
磚合作的歷程，是金磚國家攜手勇攀高峰、不斷
超越的歷程。習近平主席日前在金磚國家工商論
壇上發表重要講話，登高望遠，回望過往，謀劃
未來，為金磚國家下一步合作指明方向。
文章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未來十年世界將會如何演變？習近平主席深
刻指出：未來十年，將是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
的關鍵十年，是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的
十年，是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十年。為此，
金磚國家要順應歷史大勢，把握發展機遇，合力
克服挑戰，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發揮建設性作用。
文章進一步指出，金磚國家如何能攜手共創
新的“金色十年”？習近平主席以“四個堅持”
提綱挈領，擘畫藍圖，提出中國方案。
“堅持合作共贏，建設開放經濟”，這為金
磚合作指明了前進道路。堅定建設開放型世界經
濟，旗幟鮮明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促進貿
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引導經濟全球化朝
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

展，應當成為金磚國家的共同追求。
“堅持創新引領，把握發展機遇”，這闡明
了金磚合作的活力之源。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
業變革的大潮中，機遇與挑戰並存。金磚國家應
搶抓機遇，加大創新投入，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全力推進結構性改革，以贏得發展新生機、新活
力。
“堅持包容普惠，造福各國人民”，這闡
釋了金磚合作的努力目標。發展不平衡、不充
分問題是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立足國情，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統籌經濟、社會、環境發
展，將不斷增強金磚國家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幸福感。
“堅持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這指出
了金磚合作的全球意義。良好穩定的國際環境，
是所有國家發展的重要前提。金磚國家不“砌
墻”，不排外，堅定奉行多邊主義，倡導共同、
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定支持多邊貿
易體制，有助於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提高新
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
文章最後指出，從約翰內斯堡再出發，金磚
合作的巨輪將開啟新征程，揚帆破浪，駛向下一
個更加耀眼的“金色十年”。

﹁

+合作 深化互利夥伴關係

埃爾多安表示，土中關係發展令人滿意。土
耳其願同中國密切高層交往，深化經貿、投資、
基礎設施建設、反恐安全等領域合作，這有利於
區域發展和穩定。土方支持共建“一帶一路”合
作，反對保護主義，支持自由貿易，願密切同中
方在國際事務中溝通和協調。
習近平當地時間26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同俄
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晤並共進晚餐。兩國元首就
當前國際形勢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

拓 金磚

莫迪表示，我同習近平主席三個月內三次見
面，充分體現印中關係的高水平。武漢會晤在印
中關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有力地增進了我們
雙方之間的互信，將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帶來新
動力、新機遇。印方願同中方保持密切對話溝
通，深化各領域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加強在多
邊框架內合作，共同應對保護主義、國際市場波
動等給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帶來的挑戰，
推進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
習近平在會見阿根廷總統馬克里時指出，當
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新興市場國家和
發展中國家面臨挑戰增多。作為阿根廷的真誠朋
友和合作夥伴，中方支持阿根廷為維護經濟金融
穩定所作努力，並願繼續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中方對阿根廷發展前景和中阿合作未來充滿信

心。雙方要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對接重要發
展規劃，拓展經貿、能礦、融資等領域合作，推
動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用好合作新模式。中方支
持阿方舉辦今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願同阿
方一道，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完善全球治理作
出貢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金
磚+”領導人對話會當地時間 27 日在南
非約翰內斯堡舉行。與會領導人共商國
際發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大計，達成廣泛
共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對話會並
發表講話時指出，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
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
中國家面臨共同的機遇和挑戰。新興市場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加強團結合作愈顯重
要。
第一，拓展“金磚+”合作，共同
深化互利夥伴關係。我們應該彼此理
解，相互支持，守望相助，以“金磚+”
合作為契機，建設開放包容、合作共贏
的夥伴關係，打造深化南南合作的平
台。
第二，拓展“金磚+”合作，共同挖
掘發展新動能。我們應該共同把握機遇，
通過本次會晤建立起來的金磚國家新工業
革命夥伴關係，搶佔面向發展制高點，把
互補優勢和協同效應充分釋放出來，實現
創新、聯動、包容發展。
第三，拓展“金磚+”合作，共同
營造有利外部環境。我們要共同維護多
邊貿易體制，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繼
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提高新興市
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
第四，拓展“金磚+”合作，共同
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我們應該堅定維護
多邊主義，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發展，共同落實 2030 年可持
續發展議程，堅持南北合作為主渠道、
南南合作為補充的國際發展合作格局。

中方促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共榮
習近平強調，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
再次走進非洲，意義重大。我們應該以
這次對話會為契機，全面深化金磚國家

同非洲國家夥伴關係。中國和非洲一直
是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未來無論
國際格局如何變化，中方都將秉持真實
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繼續支持非洲
發展振興。今年 9 月，中方將和非洲共
同舉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我期待
同非洲領導人在北京相會，為深化中非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注入新動力。
習近平還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
發展中國家，會堅定支持廣大發展中國
家發展，會繼續致力於同大家發展緊密
的夥伴關係。我們要以“金磚+”合作為
平台，同心協力，攜手推動新興市場國
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共同發展中取得更大
成就。
出席對話會的其他領導人讚賞金磚
國家領導人約翰內斯堡會晤延續廈門會
晤做法，繼續舉辦“金磚+”領導人對話
會，稱讚這體現着金磚合作的包容性，
支持將對話會機制化，建設廣泛的發展
夥伴關係，推進南南合作。各方認為，
當前形勢下，特別是面臨單邊主義和保
護主義抬頭的挑戰，要深化新興市場國
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協作，推動金磚國
家同非洲發展合作夥伴關係，提升各領
域務實合作水準，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
保護主義，實現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
展，增進各國人民福祉。
金磚國家領導人南非總統拉馬福
薩、巴西總統特梅爾、俄羅斯總統普
京、印度總理莫迪和對話會受邀國安哥
拉、阿根廷、博茨瓦納、剛果民主共和
國、埃及、加彭、萊索托、馬達加斯
加、馬拉維、莫桑比克、納米比亞、盧
旺達、塞內加爾、塞舌爾、坦桑尼亞、
多哥、土耳其、烏干達、贊比亞、津巴
布韋、牙買加領導人或領導人代表以及
有關非洲區域組織負責人出席對話會。

2

神 州中國社會
大 地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7月28日（星期六）

2018 年 7 月 28 日

Saturday, July 28, 2018

麋鹿重歸故土
麋鹿重歸故土
跨越滅絕邊緣
20年前長江特大洪水，湖南省岳陽市東洞庭湖麋鹿保護協會會長李政在長江大堤 科學家確認，這18頭從東亞流離至大不列顛島的麋
查看洪水情況時，發現江面上有幾個黑點從長江對面游過來，等近了看，竟然是一種長
得像馬，頭上卻頂着像枝杈般大角的不知名動物。突然，周圍有個上了年紀的民眾用岳
陽話喊：“四不像，四不像！”人群開始喧嘩，不少老人朝江叩拜起來。

李政沒想到，這種他從未聽說，卻真真實實在
洞庭湖生活過數百萬年的神獸，竟然就是在

那一刻循着基因的記憶回歸故土。他更無法預
測，這種曾經在中國消失了一百多年的中國特有
珍稀動物，會在洞庭湖等地再次繁衍生息開來。

流離海外 瀕臨滅絕
李政所見到的十幾頭麋鹿是從湖北石首麋鹿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衝破柵欄，游過水深流急的長
江，逃逸到了洞庭湖區。
麋鹿，角像鹿、臉像馬、蹄像牛、尾像驢，
所以自古以來被叫做“四不像”，是吉祥、皇
權、驅邪的象徵。隨着人類活動足跡的日益擴
大，麋鹿種群日漸稀少。據記載，公元 18 世紀
初，最後一頭野生麋鹿消失在現江蘇省泰州市橋
頭鎮。清末，北京南海子皇家獵苑中人工豢養的

■新華網

麋鹿，是中國最後一群麋鹿。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南海子麋鹿被列
強劫殺，倖存者被迫流離海外。西方一些動物商高
價拍賣轉運，不少麋鹿顛沛流離死於非命，種群瀕
臨滅絕邊緣。1895年到1901年，英國十一世貝福
特公爵重金從英法德等國收購了18頭麋鹿，放養在
烏邦寺莊園內。此後，其家族世代傳承，致力於恢
復麋鹿種群，並把牠們送往世界各地繁衍生息。經
■ 兩年前，
江蘇大豐麋鹿
國家級保護區
引進的麋鹿在
湖南洞庭湖濕
地產下了一隻
小麋鹿。
網上圖片

鹿，正是目前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1985年，中
國組織中外專家在全國選址，建立麋鹿自然保護
區。

繁衍生息 數量漸增
1986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從英國倫敦動物學
會挑選了39頭麋鹿送給中國。隨後，江蘇大豐、北
京南海子、湖北石首等多個麋鹿保護地建成並發展
起來，截至目前，中國的麋鹿總量已增至6,600多
頭。麋鹿自己從湖北石首游到湖南洞庭湖是一個天
賜的驚喜。經過近20年的繁衍生息，游到洞庭湖區
的十幾頭麋鹿已增至160餘頭，該區麋鹿種群亦被
專家認定為世界最大的麋鹿自然野化種群。a

■ 一群自然野化的麋鹿在湖南東洞庭湖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內奔跑。
家級自然保護區內奔跑
。
網上圖片

中俄老筆友 56年首“見面”

■段春秀
（上圖左）與
柳霞（下圖）
視頻通話。
網上圖片

世界盃期間，一位俄羅斯老奶奶尋找中國筆友的
消息（見本報 7 月 11 日“神州大地”版報道），得到
廣泛傳播。兩位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筆友，在 7 月 21 日
以視頻形式“見面”了。視頻結束後，中國老人段春
秀變得更開朗，她的家人也因她們的純潔友誼為之動
容。段春秀的大兒子王劍表示，他會通過自身努力，
將這份情誼延續下去。
“謝謝你還記得我，我很想念你。”71歲的湘潭老
人段春秀對着手機屏幕說。在屏幕那一頭，是此前尋找
中國筆友的俄羅斯老奶奶柳德米拉．米特里切娃·伊萬娜
夫娜（簡稱“柳霞”）。56年前成為筆友的段春秀與柳
霞，終於以視頻形式“見面”了，這也是段春秀撥打的
第一個視頻電話。

首次“見面”，兩位筆友難掩欣喜之情。“你
好，柳霞！”段春秀用中文說。柳霞揮手回應，用中
文說出“段春秀，您好。”隨後摘掉眼鏡，擦拭眼
淚，並回以笑容。
在這通跨國視頻電話之前，段春秀已有七八年沒有
下樓了，與外界幾乎斷聯的她平日少言寡語。“多年沒
下樓了，思想有些封閉，視頻後我母親有了截然不同的
變化，慢慢走出了這種封閉的情況。”段春秀的大兒子
王劍說，這次“見面”讓母親開朗了許多。王劍把俄羅
斯老人稱為“柳霞媽媽”，他表示，日後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跟柳霞媽媽聯繫一下，聊聊中國的情況，讓兩位老
人分享各自的生活，把這份情誼延續下去。他亦表示，
日後若有機會希望能去俄羅斯看望柳霞媽媽。 ■北青網

兒因病離世欠巨款 父拒募捐種瓜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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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6 歲的劉青軍，是河北石家莊
市藁城區常安鎮人，2016 年，他的大兒
子被診斷出胃癌、直腸癌，為了治病，
家裡的積蓄都花完了，還借了親戚朋友
十幾萬元（人民幣，下同）。面對巨額
債務，有人提議，可以向社會募捐，卻
被劉青軍果斷拒絕。他覺得大家都不容
易，兒子治病欠下的錢應該自己還。
劉青軍的大兒子是一名貨車司機，
常在外邊跑大車，人特別壯。但他怎麼也
沒想到，這麼壯的兒子會患上癌症。為了
給兒子看病，劉青軍盡心竭力，前後花了
二十多萬，可兒子還是離開了他。

盼三年還清一切外債

兒子走後，親友並沒有催劉青軍還
錢，但劉青軍心裡卻有一本賬。“大家都
不容易，社會愛心是有限的，不能濫用。
自己能做到的事，不想去麻煩別人。”他
說。劉青軍家裡有 30 畝果樹，有蘋果樹
也有梨樹。這兩年水果並不是太景氣，沒
掙太多錢，除了留下維持一家人生活所需
的錢之外，所有收入都用來還債了。
為了給家裡增加些收入，劉青軍今
年又嘗試與人種西瓜。由於是第一年種
植西瓜，在銷售方面經驗不足，西瓜有
些滯銷。再加上最近的陰雨天氣，再不
快點賣出去，西瓜就要爛在地裡了。好
在經過媒體報道，許多愛心人士和瓜商
在得知消息後，聯繫到劉青軍，表示要
買西瓜。80 畝的西瓜四五天就都賣完
了。
今年1月7日，劉青軍打開QQ空間
時，發現有一條提示：“給三年以後的
自己寫段話”。隨後，他在空間裡發表
了一條這樣的說話：今天是 2018 年一月
七號，希望三年後的今天，自己的蘋果
和玉露香梨能被更多人認識，也希望三
年以後，能還清一切外債。
■《河北青年報》

■為早日還清欠款，劉青軍今年嘗試種植西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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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累罰款 中興通訊首季蝕54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中興預計
中興預計 2018
年 1-6 月將錄得
70億至
70
億至90
90億元人
億元人
民幣的虧損。
民幣的虧損
。

道) 中興通訊公佈經更新的今年第一季業
績，期內虧損 54.1 億元(人民幣，下同)，
稀釋每股虧損 1.29 元。公司於今年 4 月公
佈淨利潤為 16.9 億元，業績大倒退。主要
因為公司計提 10 億美元罰款，以及主要經
營活動中斷導致的預提調整事項。

滬指三連跌 周升1.5%
至於滬深 A 股表現，由於匯市走弱，在岸、
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均不同程度下跌。早市滬深三
大股指小幅低開後急跌，雖然鋼鐵、水泥等周期
股崛起曾帶動大市翻紅，但最終還是避險情緒佔
上風，兩市繼續掉頭向下。滬綜指連跌 3 日，27
日收報 2,873 點，跌 8 點或 0.3%，但周線依然收

紅；深成指報 9,295 點，跌 56 點或 0.6%；創業板
指 報 1,594 點 ， 跌 11 點 或 0.72% 。 兩 市 僅 成 交
3,107 億元，較數天前的單日高峰 4,929 億元大減
近四成。
近期數個重磅政策落地，對 A 股構成利好，本
周伊始滬深兩市積極回應，周一、周二滬綜指連續
攀升，但後三日均陷入回調。全周來看，滬綜指依
然累計上漲 1.57%，深成指累計升 0.48%，唯有創
業板指本周下跌 0.93%。鋼鐵、釀酒板塊領漲，升
逾 1%；食品飲料、國際貿易、交運物流、煤炭採
選、航天航空、商業百貨、保險、房地產、水泥建

材等板塊也逆市收紅。安防設備、軟件服務、貴金
屬、公用事業、工程建設、民航機場等板塊領跌。

北向資金日均流入12.5億
瑞銀證券統計指，過去兩周北向資金的日均淨
流入量為 12.5 億元。據估算，資本貨物是期內海外
投資者淨買入量最大的板塊。一些“舊經濟”板塊
如材料、食品飲料、銀行和房地產由於政策放鬆和
市場情緒改善，分別有 13 億元、13 億元、13 億元
和11億元的資金淨流入；耐用消費品和消費服務則
淨流出7億元和4億元。

涉公眾健康違法行為強制退市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 27 日晚發佈了《關
於修改<關於改革完善並嚴格實施上市公司退市制
度的若干意見>的決定》，對 2014 年的《退市意
見》）進行修改。證監會指出，這次修改主要包括
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完善重大違法強制退市的主要
情形，明確上市公司構成欺詐發行、重大信息披露
違法或者其他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安
全、生產安全和公眾健康安全等領域的重大違法行
為的，證券交易所應當嚴格依法作出暫停、終止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的決定的基本制度要求。
二是強化證券交易所的退市制度實施主體責
任，明確證券交易所應當制定上市公司因重大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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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昊生物擬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掛牌的中國冠昊生
物科技 26 日晚公告稱，旗下負責新藥研發
及生產銷售的控股子公司擬籌劃引入戰略
投資者進行產業整合 ，並籌劃未來在香港
上市。
本次籌劃引資的涉及冠昊生物控股子公司
北京文豐天濟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和廣東中昊藥
業有限公司，前者負責藥品研發，後者負責藥
品生產銷售。
北京文豐研發的小分子化學藥——苯烯莫
德，為國家 1.1 類新藥，主要用於治療銀屑
病、濕疹等疾病，目前該產品正在申請註冊的
審評過程中。

高瓴傳夥KKR收購百勝中國

據刊於深交所的公告，更新後，中興一季度營
業收入為 275 億元，同比增長 6.92%；不過，

公司因為計提於2018年6月12日發佈的《關於重大
事項進展及復牌公告》所述的10億美元罰款，令營
業外支出大增 17,298.49%，至 67.31 億元；另外，
公司預提於 5 月 9 日發佈的《關於重大事項進展公
告》所述公司主要經營活動無法進行導致的預提損
失，致使預計負債增加135.99%，至12.58億元。
另外，由於上述原因，公司預計 2018 年 1-6 月
將錄得70億至90億元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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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暫停上市、終止上市實施規則。

產經營的各項職責。

退市後仍需履行相關職責

中證監通報外籍人士違規案

三是落實因重大違法強制退市公司控股股東、
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主體的
相關責任，強調其應當配合有關方面做好退市相關
工作、履行相關職責的要求。
證監會指出，上市公司退市改變了公司股票交
易轉讓的方式，但公司本身仍然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
管理人員等相關責任主體，應當本著對職工負責、
對投資者負責的態度，切實履行公司退市後正常生

證監會27日並通報了首例外籍人士違規被處罰
案件，汕頭東風印刷實際控制人之一的澳大利亞籍
黃炳文因洩露內幕信息而被罰款 60 萬元(人民幣，
下同)。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常德鵬在新聞例會上指
出，隨着外國投資者參與 A 股交易範圍的進一步開
放，可以預見將有越來越多的外籍人士參與境內資
本市場投資，證監會在保障其合法權益的同時，在
監管執法中也必一視同仁，發現違法行為嚴格按照
國內法律實施行政處罰。

香港文匯報訊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透
露，高瓴（Hillhouse）和KKR考慮收購百勝中
國（Yum China）的可能性。
目前在美國上市、市值 143 億美元的百勝
中國是中國內地的肯德基和必勝客品牌運營
商。消息人士稱，目前兩家私募公司正在和銀
行就融資計劃協商，潛在買家可能會尋求組建
財團、聯手競購該公司，但交易仍處於早期階
段。
百勝中國股價 26 日上漲近 11%，創 2016
年上市以來最大漲幅。2016 年 9 月，螞蟻金服
和春華資本達成協議，二者共同向百勝中國投
資 4.6 億美元，累計持股 4.3%至 5.9%，該投資
將與百勝中國分拆上市同步進行。

深“小產權”房補價可轉商品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圳出台文件處理小產權房，盤活存量土地資
源。
深圳規劃國土委與深圳市法制辦 27 日聯
合發佈《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農村城市化歷史
遺留產業類和公共配套類違法建築的處理辦法
（徵求意見稿）》，對深圳產業類和公共配套
類違建的處理有了明確方向。
其中，產辦類“小產權”擬補繳地價50%
便可轉為正式商品房。根據《意見稿》，產業
類歷史違建既可先確認為非商品性質再轉為商
品性質，也可一步到位確認為商品性質，公共
配套類歷史違建僅能確認為非商品性質。其
中，生產經營性歷史違建需補繳50%的市場評
估地價，商業辦公類歷史違建需補繳全額市場
評估地價後方可辦理商品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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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經濟 賴清德：台灣不缺水電 缺的是信心
（中央社）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表示，拚
經濟是政府優先的施政目標，其中，為了優化
投資台灣的環境，行政院積極解決電力、水、
人力等五缺問題，但他說，最缺的其實是 「對
台灣的信心」。
賴清德上午接受三立新聞台 「新台灣加油
」節目專訪，內容今晚播出。賴清德表示，總
統蔡英文上任 2 年以來，立法院與行政院充分合
作，立法院通過了 515 個法案，另外行政院也核
定了 507 個重大計畫，其中有 79 項計畫的規模超
過新台幣 100 億元。
另外，賴清德也說，台中精機、和大工業
等企業也展現企業發展能量，不僅投資台灣，
產業也升級。目前台灣的經濟已逐漸走出過去
幾十年來困境。
對於主持人廖筱君問到政府民調下滑的狀
況，賴清德表示，行政院把它當作對行政單位
持續不斷的鞭策， 「要求我們更加的努力」，
政府也會檢討是否政府做的沒有充分讓國人知
道，或是對於國人所要求的，政府尚未符合國
人的滿意度。
賴清德說，為了拚經濟，政府提出的新經
濟三大策略，包括前瞻基礎建設、五加二產業
創新等。這方面的成果包括台中精機、和大工
業代表的機械產業產值去年首度突破新台幣 1 兆
元，達到 1.1 兆元。
另外，他也親自主持投資台灣專案會議，
並推動加薪、減稅等重大措施，盼藉此增加家
庭的可支配所得，以增加消費意願。

他說，行政院推出的重大政策還包括鬆綁
法令，讓企業資金、土地取得、稅制有更好的
待遇。
有關解決台灣投資環境，賴清德說，行政
院推出政策解決水、電、土地、人力、人才等
五缺問題。
有關電力的部分，他特別提到最近台達電
創辦人鄭崇華提到台灣缺電問題會比美中貿易
戰的影響還大。賴清德說，台灣最近的電力備
轉容量都維持在 6%跟 7%之間，待一些電廠陸續
並聯後，備轉可達到 10%，備用可達到 15%，符
合企業需求。
同時，他說，新經濟移民法、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僱用專法等也有助中階人力來台以及白
領階級來台。
賴清德表示，其實台灣不缺水、電、土地
、人力、人才，最缺的是 「對台灣的信心」。
他指出，以台灣的客觀條件來看，若跟中
國相比，台灣並不輸中國。台灣享有自由、人
權，台灣人民親切、守法，台灣有很多美食，
治安好、交通便利等，外國人很喜歡來台灣。
賴清德說，很多人都說台灣的人均 GDP 大
概 3 萬多美元而已，跟日本、韓國、新加坡比都
不足；如用可支配所得來計價，台灣的人均
GDP 是 5 萬多美元。
他呼籲，企業界可以放心投資台灣， 「我
們對台灣要有信心」。若企業加碼投資，台灣
各方面的發展一定會愈來愈好。

台參與國際不變 駐美代表赴美國務院出席會議

駐美代表高碩泰（後排左 3）前往美國國務院出席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與各國部長級代表合影
駐美代表高碩泰（
。前排右 2 為國務院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
為國務院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
。

民進黨籲馬英九認清事實 台灣不走錯誤回頭路

（中央社）馬英九文教基金會今天成立，
前總統馬英九宣示基金會的任務，是重新定位
國家方向，讓台灣重返正道；民主進步黨晚間
以新聞稿呼籲馬英九要認清事實， 「台灣不走
錯誤的回頭路」。
馬英九今天說， 「馬英九文教基金會」超
越選舉，主要任務是為國家方向重新定位，讓
台灣重返正道，讓年輕人可以根留台灣，不需
要離鄉背井。
民進黨發言人吳思瑤指出，馬英九執政 8 年
造成台灣許多傷害，例如經濟依賴中國，但經

濟成長率連保 1 都很難，外交處處仰賴中國，結
果在國際上仍遭打壓而斷交，馬承諾改革年金
，卻留下瀕臨破產的年金制度。
吳思瑤呼籲馬英九認清事實，不要過度自
我感覺良好，過去馬企圖透過中國走向世界的
做法，讓買辦集團主導了兩岸關係，為台灣帶
來經濟發展的停滯與危機。
吳思瑤說，英九施政乏善可陳，失去人民
的信任才是事實，民進黨現在與台灣人民站在
一起，努力向前，不會走錯誤的回頭路。

馬英九成立基金會 獨派團體抗議

前總統馬英九基金會成立茶會 27 日在台北舉行
日在台北舉行，
，獨派團體台灣國辦公室在場外抗議表達不滿
獨派團體台灣國辦公室在場外抗議表達不滿。
。

台大校長案 賴清德：教長要溝通解決困局

（中央社）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被問到台
大校長遴選案，他說，教育部長葉俊榮要去面
對這個問題，去溝通、去協調，然後找出一個
好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困局。
賴清德今天接受三立新聞專訪，他談到，
台大校長的遴選案，的確是社會所關注的；不
過任命葉俊榮當教育部部長時，其實是借重葉
俊榮本身是台大教授，也是國際知名學者與法
學專家，過去擔任政府研考會主委、政務委員
、內政部長，是希望葉俊榮去振興高教。
賴清德說，台大這幾年來排名跌跌不休，
已經將近全世界第兩百名了，大概跌了五、六
十名之多，其他學校所面臨的問題也很多，所
以葉俊榮第一個事情必須去振興高教；第二個
，如果有辦法，藉著台大校長遴選案做一個遴

選制度的改革，他相信也會符合國人的期待。
賴清德指出，第三個就是課綱，一定要如
期在明年 8 月上路，過程當中，雖然遭遇到種種
困難，家長、教師團體或者是一些社會有不同
意見，每次開會都花很多功夫，甚至有一些衝
托育新政將上路 蘇貞昌：
蘇貞昌：減輕父母負擔
突爭執，但是他也希望葉俊榮能夠排除各種困
難。
行政院 26 日宣布托育準公共化政策將在 8 月上路
月上路，
，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貞昌
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貞昌（
（中）27 日
賴清德說，至於葉俊榮身為台大的教授，
上午拜訪石門區農會受訪表示，
上午拜訪石門區農會受訪表示
，行政院長賴清德為少子化找到解方
行政院長賴清德為少子化找到解方，
，由政府大力補貼可以減輕
不忍心看到台大沒有校長，擔心對台大的衝擊
年輕父母負擔。
年輕父母負擔
。
與對學生的影響；其實依法行政已經解決了，
之前教育部已經給了台大一紙公文，就是要重
他說，因為民進黨在執政，不忍心看到台 可能會受到衝擊，所以葉俊榮願意用開放的心
新遴選，但是，台大藉由校務會議，拒絕教育 大這個事情持續這樣擺著，當然走司法也是一 胸，來聽各方的意見，葉俊榮過去沒有介入這
部的要求，不願意遴選，這個時候，當然部長 個途徑，就是去訴願、去走行政訴訟，可是那 個事件，所以也必須給葉俊榮一點時間去瞭解
就要去面對這個問題，去溝通、去協調，然後 個要好幾年。
這個事情的來龍始末，原委如何。
找出一個好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困局。
賴清德指出，就他了解，葉俊榮擔心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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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長蔡清祥：贊成淘汰不適任檢察官

（中央社）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林俊佑不滿
女兒疑遭霸凌，率警前往幼兒園 「辦私案」遭
起訴，事件引發討論。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
示，贊同淘汰不適任檢察官，修法或是在現行
法律下進行，都可以討論。
蔡清祥今天於法務部說明花檢檢察官林俊
佑遭起訴案，被媒體問到有立委欲提案修法淘
汰不適任檢察官，他表示贊同。
對於林俊佑涉嫌辦私案，蔡清祥表示，感
到痛心、遺憾與不齒， 「檢察官怎麼可以濫權
做這樣的行為，檢察官正人必須要正己」。
蔡清祥說，花檢第一時間即派書記官長前
往幼兒園處理，檢察長獲悉後也立刻分案指定
主任檢察官調查，並於上週向法務部報告此事
，當時他即下令嚴懲。

蔡清祥表示，全案已提起公訴，將以最快
的速度於下週召開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討論是否
懲戒，最嚴重的後果是撤職，檢察官人事審議
委員會也將在下週開會討論行政懲處。
蔡清祥說，經過這次事件，對檢察官所有
言行一定會嚴加考核，此案雖是個案，但所有
檢察官都要有所警惕，執行職務時更應該依法
。
林俊佑懷疑女兒在班上遭同學霸凌、且幼
兒園老師未妥善處理，心生不滿，兩度帶著便
衣刑警到幼兒園興師問罪，妨害學童及老師上
課權。花蓮地檢署 25 日依涉犯妨害自由、恐嚇
罪嫌起訴林俊佑，昨天另召開檢察官職務評定
審議會，決議將林俊佑移送法務部檢察官評鑑
委員會評鑑。

男子販毒拒捕 開車衝撞2員警遭逮捕

金集團案情。
警方說，經瞭解是鄭男家人疑涉入吸金集
團案件，至於鄭男有無涉案，正由檢調進行調
查，北投分局將全力配合調查。
警方表示，重視員警風紀及查察不法情事
，將配合協助檢察官持續深入追查，絕不護短
，依法究辦，以維警察風紀，未來也會加強宣
導員警從事正當理財投資，以免誤觸法網。

（中央社）桃園市一名毒蟲為躲避查緝，
竟將毒品藏在內褲中，但因為男子違規停車遭
員警取締，警方在盤查時，發現男子言詞閃爍
、動作詭異，一眼識破男子藏匿毒品，逮捕後
依法送辦。
桃園市警局平鎮分局龍岡派出所所長鄭榮捷

今天受訪表示，員警清晨 6 時許，在轄區執行安
居專案的巡邏勤務時，發現一輛自小客車違規
停放在紅線上，警方立即上前開單取締，這時
一名陳男急忙從附近早餐店跑出來，表示要移
車。
鄭榮捷表示，面對警方的詢問，陳男不但閃

桃園男子內褲藏毒 違規停車遭警識破





(中央社)台北市警察局北投分局今天說，新
北地檢署上午至大屯派出所搜索，並帶回 45 歲
鄭姓員警釐清有無參與吸金集團，經初步了解
，是鄭男家人疑涉入吸金集團，後續將配合檢
調調查。
北投分局發布新聞稿表示，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上午 10 時許指揮台北市調處人員，持新北
地院搜索票至大屯派出所搜索，檢調主要是要
了解任職大屯派出所的鄭姓警員有無涉入某吸

民進黨高雄市長、市議員聯合競選記者會 27 日在民進黨高雄市黨部舉行
民進黨高雄市長、
日在民進黨高雄市黨部舉行，
，民進黨提名的高雄市
長參選人陳其邁（
長參選人陳其邁
（右 6）頒發 6 個選區的黨籍議員參選人聯合競選看板
個選區的黨籍議員參選人聯合競選看板，
，與 19 名議員參選人同台
高呼 「市長凍蒜
市長凍蒜、
、議員紅不讓
議員紅不讓」」 口號
口號。
。

刺死直播主女友 廖嫌續羈押

（中央社）男子廖晏霆不滿擔任 17 直播
主的邱姓女友要求分手，持刀刺死邱女。全案
今天移由台北地方法院審理，廖男辯稱無殺人
犯意，對女友及家屬感到抱歉，法官訊後裁定
繼續羈押。
廖晏霆被控不滿女友提分手，今年 5 月 28
日持刀前往女友租屋處殺死女友。台北地方檢
察署今天依殺人罪起訴廖男，並以廖男下手之
猛，還製造殉情假象企圖規避刑責，請求法院
從重量刑。
案發後遭羈押的廖晏霆今天被提解出庭，

辯稱沒有殺人犯意，是雙方激動拉扯時誤刺。
廖男說，帶刀找女友是要自殺給對方看，因為
女友朝屋內跑，他上前追去，兩人倒臥在地，
直到警察上門才發現女友流血。
廖晏霆還說，不管有沒有人相信，案發當
下真的沒有想殺人只想自殺，自己沒死成功卻
造成女友死亡，已沒有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必要
，也無法承受這種痛苦，對不起女友，也對不
起女友家屬。
法官訊問後諭知，廖晏霆涉犯殺人重罪有
逃亡之虞，裁定羈押。



台北市員警疑涉入吸金案 檢調搜索派出所

民進黨高雄市長市議員聯合競選記者會



（中央社）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接獲線報指稱，42 歲的許男在鹿港、溪湖等鄉
鎮進行毒品買賣，警方要逮捕許男時，許男拒捕，開車衝撞，造成 2 名員警受傷，但仍被員警逮
捕。
彰化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偵三隊長洪信哲今天表示，警方在許男的身上起出安非他命、電子磅
秤等證物，洪男訊後被依毒品等罪送辦。
警方指出，日前接獲線報指稱，42 歲的許男在鹿港、溪湖以及二林等鄉鎮從事毒品買賣生意
，平時以車為家，躲避查緝，員警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前往許男住處進行埋伏，等到許男開車
返家，見時機成熟，趁機上前包圍許男的轎車。
許男見狀拒捕，開車衝撞員警，員警見狀對空鳴槍，但許男仍不放棄，混亂中造成 2 名員警
手部受傷，所幸無大礙，最後仍制伏許男。偵辦人員也在許男的車上找到安非他命、電子磅秤以
及夾鏈袋、手機等證物，訊後依毒品等罪將許男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爍其詞、眼神飄移，雙手還一直放在褲子後方
不尋常突起物來回磨憎，怪異的舉動引起警方
懷疑，在進一步的盤查下，陳男才從內褲內拿
出一個小袋子，內裝有一台小型電子磅秤及高
純度 1 級毒品海洛因。
鄭榮捷指出，陳男向警方供稱，原本是與一

名綽號 「小王」的男子相約毒品交易，沒想到
還沒找到買主，就因為車子違停遭警方查獲。
警方訊後，也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陳男移送
地檢署偵辦，並積極追查毒品來源及流向，釐
清案情。

The International MINT LPO & VIP Center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The MINT National Bank currently has the following position open.
Executive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of LPO
JOB DESCRIPTION
Performs a variety of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onal duties in a professional independent environment
to support/assist the President of LPO to manage the LPO’s day to day core business. Normally, the
core business of the LPO consists of packaging of loans, underwriting, pre-approval and postapproval, closing of the loans and managing of the loan portfolio, plus construction loan
funding. Managing of the LPO’s loan portfolio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nducting annual
loan review, collecting of loan payments, clearing both of the related financial and
documentation exceptions. Hence, there will be a lot of interpersonal activities and project/loan
case management as well.
OTHER DUTIES INCLUDE
✓ Assist with various bank deposits account ope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Bank’s Kingwood office
✓ Accept other duties as deemed necessary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LP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nk’s policy.
MINIMUM QUALIFICATIONS
✓ College degree preferable in accounting, finance or other business majors. Will consider other
majors if proficient in IT area.
✓ proficient with Microsoft applications such as Outlook, Word, Excel, Power Point, and som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Access is a must.
✓ 1-2 years’ experience in loan administration preferred but not mandatory.
✓ Strong organization skills,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flexibly have maturity and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complex situations.
✓ Strong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work hard
✓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detail oriented
✓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Mandarin/Cantonese is a must
Interested Party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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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力量
貸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713-771-9700

．SBA 7 (a) 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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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TX 75081
972-301-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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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廣 告
星期六

2018 年 7 月 28 日

Saturday, July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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