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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7 月 30 日 周 一 晚 間 7 點 半 ﹐ 現 場 面 對 面 節 目 將 探 討
特許學校作為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另一種選擇為什麼
家長們喜歡送孩子到特許學校﹖優點是什麼﹖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的 校 長 與 董 事 現 場 與 您
分 享 ﹒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正 在 招 收 五 年 級
學 生 . 電 話 ﹕713
713--265265-8657 ﹒ www.etoileacademy.org ﹐
地 址 ﹕6648 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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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40 年广东个体户增加 300 倍
民营经济成为就业主渠道，大众创业为经济注入新活力
就业是民生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
就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
需要哪里搬”，发展为双向选择、灵活就业。中

器’！”

政府搭台大众创业

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市场主体从不足 50

快速发展为就业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如今，“大

万户，增长 200 多倍，2018 年 3 月达到 1 .0024

众创业，万众创新”，民间创业热情高涨，为经

亿户。一亿户中，个体工商户占比近七成。中国

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国。而在广东，随着企

民营经济成就业主渠道

业注册越来越便利，广东市场主体出现“井喷式”
增长。2017 年 11 月，广东拥有企业超过 400 万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了由计

个体工商户接近 600 万户。市场主体突破 1000

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人才配置也由统包统

万户，超过全国实有市场主体总量的 1/10，也就

配，转向以市场配置为主。国有企业的“铁饭碗”

是说，全国每十个老板就有一个来自广东。

不再是人们唯一的追求，私企、外企、自主创业

24 岁的陈子欣 2016 年从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等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的选择。而这一切都建立在

分校毕业，从事与土木工程专业相关的工作。两

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年后，他从单位辞职，在珠海创业园开了一家茶

在中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饮店，成了广东 1000 万户市场主体中的一员。

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际的快速发展路径。

2014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

广东民营经济更是敢为人先，实现了飞跃发展，

上提出，要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

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主力军。1978 年，全省只有

创业”
“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
“人

1.8 万户个体工商户；到 2016 年，个体工商户达

人创新”的新势态。从此，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到 541 .17 万户，是 1978 年的 300 倍。1989 年，

必有“大众创业

广东省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数为 1.6 万户，2016

行“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

年达到 317.17 万户，为 1989 年的 198 倍。2017

为“双创”清障搭台。以广州为例，《中共广州

年，广东民营经济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

为 53.8%，对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干措施》(“民营经济 20 条”)2017 年 9 月 5 日出

57.5%。

台，为民营经济“量身定做”了 83 项政策措施，

同时，民营经济也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渠
道。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0 年，广东公有经济一

万众创新”。各级政府纷纷推

打出“组合拳”为民营经济降成本、优服务，促
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统天下，吸纳了 98.09% 的从业人口，到了 2001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

年下降到 46.8%。相反，民营经济吸纳从业人口

各种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诞生了

由 1980 年的 1 .91%，到 2001 年上升到 40 .5%。

一大批民营企业，释放了巨大创造力，成为经济

2016 年，民营经济就业人员达 3364 .50 万人，占

发展的一大亮点。

全部就业人口总量的 53.58%。

目前，陈子欣正准备开第二间茶饮店。他说：

李克强总理就曾指出，“千万不要忽视民营

“创业虽然付出很多，很辛苦，但它让生活圈子

经济和小微企业。它们不仅有利于发展个性化定

和生活质量大大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

制、提高劳动生产率，更是巨大的‘就业容纳

的价值。”（ 杨小旻 苏可晴）

picture

图说侨乡
由广东省侨办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承办的“2018 海外优秀华裔大学生广东行”夏
令营开营仪式日前在广东省侨办礼堂举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西北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 所知名大学的近 70 名华裔大学生欢聚一堂，开启为期两周的夏令营活动。在广东
期间，他们将赴广州、深圳、中山、珠海等地，参加多场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专题讲座，
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以及岭南文化景点，品尝广式早茶，欣赏中国戏曲，体验
拓印、篆刻等中华传统文化。（乔萱）

副刊

日本调查显示
女性晚婚导致不孕风险增大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关超】据 RecordJapan 网站 6 月 24
日报道，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教授等人员近日公布
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结婚年龄越晚，导致不孕
的风险就越增大。
据报道，名古屋市立大学教授等人员此前以爱
知县内的男女为对象实施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希
望有小孩的 4 人当中，就有 1 人有 1 年以上的不孕经
历。女性 35 岁以后结婚，出现此种情况的倾向显著增
加。
名古屋市立大学教授等人员受爱知县委托，向
该县 1 万名男女邮寄了调查表。共得到 1766 人回答。
其中男性 185 人，女性 1581 人。
患有不孕症的夫妇比例一般被认为在 15%左右。
调查显示，已婚女性当中有 24.1%的人有 1 年以上无
法怀孕的经历。按照女性结婚年龄来看，不到 25 岁结
婚的女性此种情况的比例为 15.8%。超过 25 岁和不
到 35 岁结婚的女性此种情况的比例为 20%至 30%之
间。虽然样本少考虑容易出现偏差，但是 35 岁以后结
婚的女性此种情况的比例超过 60%。男性当中，有
18.7%的人有过配偶或伴侣 1 年以上无法怀孕的经
历。
拥有推迟或放弃怀孕经历的人占全体受访者的
20.3%。男性这一比例为 12.2%。女性为 21.2%，几乎是
男性的 2 倍。关于理由，女性列举的理由当中，20 余
岁女性列举经济原因的比例最多。35 岁之前的女性
列举工作和学业繁忙的人很多。
关于反复流产等“不孕症”，回答完全不知道的
人占全体的 56.9%。女性占 54.3%，男性占 79.4%。调
查显示了受访者对“不孕症”的认知度低。
教授杉浦提醒：
“ 人们以工作等理由推迟怀孕，
将使怀孕变得困难。在了解这种情况的基础上希望
大家规划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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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社團同賀林富桂律師榮獲 2019 年銘傳大學傑出校友
三大社團同賀林富桂律師榮獲2019
全球銘傳校友只遴選出三位，
全球銘傳校友只遴選出三位
，獲此殊榮全體賓客與有榮焉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祝賀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前理事林富桂律師榮獲 2019 年銘
傳大學傑出校友（ 全球銘傳校友只遴選出三位） ，
林富桂律師將在 2019 年元月份返台於包創辦人紀念
音樂會及傑出校友表揚典禮中，領受當選證書暨表揚
。休士頓三大社團代表周五（27 日 ） 晚皆出席林富
桂位於糖城的湖邊豪宅派對，由於林富桂律師平日在
休士頓深耕僑社，人脈甚廣，有 150 位左右的賓客出
席，場面十分熱烈。
當晚，在 Party 上有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會長
張園立致賀詞，銘傳大學教授，現任台灣 「中華金
控 」 副總裁的詹德恩先生在返國前夕親來道賀。當
天還有 「台北經文處 」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在儀式上
致詞，本地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會長，及 「
休士
頓林西河堂」 會長羅秀娟，各代表兩會頒贈水晶獎

座予林富桂律師，獎座上各寫著 「眾望所歸 」，及
「
名孚眾望」，可謂實至名歸！
當晚出席的貴賓還包括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啓
梅， 「休士頓林西河堂」元老林國民夫婦，企業家
李錦星父子，著名地產開發商賴賢烈夫婦，建築商張
世燿、楊國貞夫婦，房地產經紀人左少穎及其夫婿嚴
晉生，及美中商會會長趙紫鋆， 「大專校聯年」 前
會長、銘傳校友洪良冰、陳柏宇夫婦等多人。
當晚也為即將過生日的男主人 Michael 切蛋糕，
全場一起高唱生日快樂歌，祝賀 Michael 生日快樂。
當晚所有來賓皆大啖女主人林富桂準備的豐盛美食及
美酒，還有遊戲及 K 歌活動，興緻更大的來賓，更登
上了林富桂宅邸後院的遊船遊湖，最後在 Michael 教
授和林富桂律師在派對尾聲時，宣佈及頒發在遊戲及
K 歌優勝者獎品。

雪泥鴻爪—劉昌漢師生畫展在休士頓和芝加哥展出

（ 本報訊 ）畫家劉昌漢和他的學生們將於八月間在休士頓
和芝加哥舉行巡迴畫展，與觀眾分享創作的美學喜悅。展覽時間
：休士頓 8 月 18、19 日；芝加哥 8 月 25、26 日，地點在兩地的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18 及 25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揭幕茶會。

圖為林富桂律師（ 前排左四 ） 榮獲 2019 年銘傳大學傑出校友
圖為林富桂律師（
年銘傳大學傑出校友，
，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
會 ，林西河堂的會長羅秀娟
林西河堂的會長羅秀娟（
（ 前排右四 ） 代表兩會頒發水晶獎座
代表兩會頒發水晶獎座。（
。（ 前排右起 ）為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銘傳教授
銘傳教授、
、台灣 「 中華金控
中華金控」
」 副總裁詹德恩
副總裁詹德恩，
，銘
傳校友、
傳校友
、 「 大專校聯會
大專校聯會」
」 前會長洪良冰
前會長洪良冰，
， 「 林西河堂
林西河堂」
」 元老林國民夫婦
元老林國民夫婦，
， 「世華工商
婦女會美南分會」
婦女會美南分會
」 前會長黃春蘭
前會長黃春蘭。（
。（ 後排右起 ）銘傳大學校友會會長張園立
銘傳大學校友會會長張園立，
，林富桂
律師夫婿 Michael 。（ 記者秦鴻鈞攝 ）

劉昌漢為國際知名
畫家，也是重量級藝
術策展人，同時以筆
名劉吉訶德撰寫藝術
文章，在全美擁有眾
多粉絲。在專業工作
之餘教授繪事數十年
時間，以畫會友，以
藝會友，累積起很多
相同志趣的好友。這
次展覽結合了休士頓和芝加哥兩地新、舊學生，為了聯繫友誼，
也為觀摩學習。展出同學計 15 位，休士頓 15 位：吳慧卿、王台
華、錢莉、陳玉珍、張欣萸、沈慧美、劉友梅、蔣慧君、黃建華
、翁嘉翡；芝加哥 5 位：陳貝瑜、李曼宜、梁伯堂、維珍娜、陳

美麗。他們有家庭主婦，也有房地產經紀、會計師、藥劑師、醫
生、教授或科學與醫事專業研究人員，其中多位是兩地僑界熟悉
人士，學畫時間從不到一年至十年左右不等，繪畫成為調適身心
的喜好興趣。展出的 48 件作品，從臨摹到創作，呈現了對於不
同題材和技法風格的探尋，敘述出共同的藝術熱愛。
劉昌漢自己展出一幅〈雪山河源〉大畫，借由創作來表現本
性思想和人生美學—泱泱河流的主幹和支流，所有的激浪、急湍
、迴水、漩渦、微瀾和如鏡平波，一起織就出豐饒的川水面貌。
在寒冷的雪山背景襯映下，在水一方，源遠流長。
期待此次借由兩地展覽的切磋交流， 大家能夠在藝術領悟
與追求方面激發更多體驗，享受創作，享受生活。展覽命名 「
雪
泥鴻爪」，同時出版畫冊，正如人生旅程留存的淺記痕印，權作
集體美感歷程的紀念。歡迎有興趣人士參觀，若需進一步訊息，
請電話 346-221-4246 詢問。

Spread the Music Association 第三屆愛心慈善音樂會｜8 月 4 日糖城
（本報訊）三年前，一群熱愛音
樂的孩子因相同的愛好，共同的理念
走到了一起，成立了 Spread the Music
Association(SMA)非盈利組織。每一年
夏天 SMA 都舉行一場大型慈善音樂會
，節目包括管弦樂、打擊樂、舞蹈、
聲樂等，也包括演奏中國樂器等。在
過去的兩年裡，音樂會吸引上千名觀
眾，為聯合國基金會 Girl Up 組織籌集
了超過 16,000 美元的善款用來幫助全
球各地的青少年女孩們改善她們的教
育健康狀況，改變她們的人生命運。
SMA 的茁壯成長跟大家的支持分不開
。今年的夏天，又到了音樂會的時候

，孩子們需要您們的支持！
Spread the Music Association (SMA) 將
於 2018 年 8 月 4 日在糖城舉辦愛心慈
善音樂會。 SMA 是由一群熱愛音樂
的孩子們自發組成的非盈利組織，現
已迅速發展到了一百多名成員，分別
演奏管弦樂、打擊樂，比如鋼琴、吉
他等，也演奏中國樂器，演唱聲樂和
表演舞蹈等。 SMA 致力於發揮自己
的才能服務社區，回饋社會。在短短
的三年中，他們在養老院、圖書館、
醫院、藝術節等眾多場所舉行了多場
義演音樂會，用音樂傳播愛心。
本場音樂會中，您將欣賞到國際

才藝大賽中奪冠的組合，全國、德州
、卡耐基音樂廳上獲獎的優秀作品，
原唱的歌曲，以及大家喜愛的舞蹈和
最流行的 KPOP 等節目。
愛心慈善音樂會的全部收入將捐獻給
Girl Up 聯合國基金會。基金會遍布全
球 66 個國家幫助各地有需要的青少
年女孩，捐助款項將用於改善她們的
教育人權健康等狀況。請大家大力支
持！奉獻愛心！
今年 SMA 特邀休士頓交響樂團小
提琴演奏家，Vivace 國際音樂學校校
長童顏女士做為音樂會的音樂顧問，
相信今年的演出會更加精彩！非常期

待著。 。 。
音樂會時間：2018 年 8 月 4 日 6:
30PM
地 點 ： Christ Church 3300 Austin
Parkway Sugar Land, TX 77479
票價：$10;購票方式：現場購票
網 上 購 票:QuickPay/PayPal: nayco2017@gmail.com
取票地點 Ticket pick up location:
Costco in Sugar Land: 17520 Southwest
Fwy, SugarLand TX 77479
糖 城 costco 取 票 時 間 Pick up
times (Costco in Sugar Land)：
7/24 週二 6:30pm-7:00pm

7/28 週六 11:30am-12:00pm
7/29 週日 1:30m-2:00pm
8/2 週四 6:30pm-7:00pm
Katy 取票售票點：Vivace 國際音
樂 學 校 Katy: 23855 Cinco Ranch
Blvd., # 220, Katy, TX 77494
West Houston: 9889 Bellaire Blvd,
# 261,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
方
式:Contact:
281-201-4166;Email: stmbenefitconcert@gmail.com

休城工商

Hmart 凱蒂 「亞洲城
亞洲城」
」店即將開業
提供一站式購物環境 民衆引頸期盼

【本報休斯頓報導】創立於 1982 年的美國
第一亞洲超市品牌 Hmart，引領出一種全新型
態的美食生活體驗店；獨特創新的經營理念，
同時擁有完善的全球採購網絡，為消費者提供
來自亞洲各地最優質的商品。
Hmart 以優質新鮮食材商品著稱，是全美
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亞洲超市品牌，其落戶之
處必引起民衆熱崇，是極具口碑的高品質超市
品牌；今年下半年 Hmart 將迎來其在德州的第
六家分店，也是其全美第 67 家分店，落址於
Katy 居民關注的凱蒂亞州城。 目前 Hmart 新店
已進入最後的籌備階段，預計馬上就會和顧客
朋友們見面 。
Hmart 保證食材的新鮮,每天供應新鮮蔬果

、優質肉品及生猛海鮮、美味熟食、麵包烘焙
坊、生活用品等， 凱蒂店引入 Market Eatery 概
念，屆時將有餐飲商鋪同時入駐旗艦店,包括韓
式料理、日本壽司、中式料理以及知名烘焙品
牌多樂之日 Tous Les Jours， 給顧客提供一站
式購物環境。
Katy 是近年來大休斯敦地區發專最迅猛的
新區之一，它坐擁優質學區，購物方便，離中
國城近，因此吸引著許多亞裔搬來居住。Hmart
新店將入駐的亞洲城位于 Grand Parkway 東北
角和 I-10 洲際公路的交界處，交通十分便捷，
是鄰近社區規模最大的一個商城之一，同時亞
洲城還將引入多傢知名商鋪、餐廳和電影院,打
造一站式吃喝玩樂廣場。未來將以中國城、
Sugar Land's 亞洲市場和 新開業的凱蒂亞洲城
三點形成亞洲金三角，為休斯敦地區的亞裔群
體帶來高質量、多種類的服務和商品。据了解
，休斯敦大學的 Katy 新校區毗鄰亞洲城，預計
明年將有 1 万多師生入讀新校區，屆時為凱蒂
地區帶來更多的活力。
Hmart 集團為北美最大之亞洲食品零售連
鎖超市集團，從 1982 年開設第一家店以來，
Hmart 集團目前的分店橫跨美國 14 個州，近期

更籌備在多個州落成更多新分店。36 年前漢亞
龍集團看準亞裔市場的消費力，以舒適的購物
環境，多樣獨特的商品種類，創建亞洲超市領
先品牌 Hmart，打造新生活體驗空間，親切的
顧客服務，豐富又優質的食材，滿足亞裔社區
消費者對購物的全面渴望。
據悉，Hmart 凱蒂新店已經進入最後籌備
階段，全體人員整裝待發，正在為開業迎賓做
著最後的衝刺。 公司德州區域負責人表示，超
市盡最大的努力以新鮮、豐富、種類齊全、口
味絕佳的食材為目標，致力於為廣大民眾提供
全方位的超市服務。高效的物流系統保證生鮮
產品的配送，海產的新鮮多樣、生肉部的種類
細分、蔬菜水果的全面豐富、南北雜貨的一應
俱全、零食部的常新可口、雜貨部的乾淨整潔
和亞洲美食廣場讓人體驗過就過目不忘，為大
家帶來一站式服務，盡享所需。

目前新店各部門正在招聘中，有意者可聯
係 federico.park@hmart.com 或 電 話 至
214-430-6729。
Hmart 凱迪亞州城店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Katy, TX 77449。 客 戶 服 務 熱 綫
877-427-7386 或 至 customer_care@hmar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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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台灣青年海外搭
僑青年休士頓見習開跑
學員於駐休士頓辦事處實習照片

搭僑計畫學員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見習照片
（本報訊
本報訊）
）為開拓臺灣青年國際視野及對政府外交及僑務工作之認識
為開拓臺灣青年國際視野及對政府外交及僑務工作之認識，
，運
用我海外僑社網路綿密人脈及資源功能，增進臺灣青年與海外僑界之交流互動
用我海外僑社網路綿密人脈及資源功能，
，僑委會 2018 年賡續辦理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遴派 20 至 26 歲國內大
專在學青年於暑假期間分赴北美洲、
專在學青年於暑假期間分赴北美洲
、歐洲及亞洲等 25 個城市進行為期 7 天實地
見習參訪，
見習參訪
，包括駐外館處
包括駐外館處、
、文教服務中心見習
文教服務中心見習、
、拜訪僑團組織及當地政府單位
，參與僑社活動並寄宿接待家庭等行程
參與僑社活動並寄宿接待家庭等行程，
，希望透過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之辦理，
之辦理
，建立臺灣青年與海外僑界之橋梁
建立臺灣青年與海外僑界之橋梁，
，增進臺灣青年與僑胞互動交流
增進臺灣青年與僑胞互動交流，
，親
身體驗到海外僑務工作的重要性，
身體驗到海外僑務工作的重要性
，並擴展臺灣青年國際視野
並擴展臺灣青年國際視野。
。
休士頓地區 11 位學員於 7 月 24 日晚間抵達休士頓
日晚間抵達休士頓，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丶副主任楊容清以及寄宿家庭僑領前往接機。
莊雅淑丶副主任楊容清以及寄宿家庭僑領前往接機
。7 月 25 日起展開為期一周
之參訪行程，
之參訪行程
，當日行程包括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駐點見習活動
當日行程包括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駐點見習活動，
，該中心主
任莊雅淑向學員介紹各項僑務服務，
任莊雅淑向學員介紹各項僑務服務
，實地了解中心運作
實地了解中心運作，
，並說明台灣文化導覽
活動。
活動
。下午於駐休士頓辦事處參訪實習
下午於駐休士頓辦事處參訪實習，
，該處處長陳家彥親自接待
該處處長陳家彥親自接待，
，說明政府
駐外工作，
駐外工作
，晚間並舉行之歡迎晚宴
晚間並舉行之歡迎晚宴，
，歡迎台灣青年
歡迎台灣青年，
，會中僑界代表及寄宿家庭
亦出席與學員交流。
亦出席與學員交流
。
接下來的研習活動每天行程充實滿滿，
接下來的研習活動每天行程充實滿滿
，內容多元
內容多元，
，學員將參與多項僑社活
動，體驗僑團多元活動
體驗僑團多元活動，
，拜會台灣商會組織及僑營企業
拜會台灣商會組織及僑營企業，
，瞭解台灣企業海外奮
鬥歷程，
鬥歷程
，拜會台裔 Harris Country 民選法官 Teresa Chang，
Chang，體驗台灣移民積極
參與主流社會的貢獻及影響力，
參與主流社會的貢獻及影響力
，並與休士頓太空中心
並與休士頓太空中心(NASA)
(NASA)與休士頓台裔科
與休士頓台裔科
學家及台裔專業青年座談，
學家及台裔專業青年座談
，面對面交流互動
面對面交流互動，
，另亦安排學員參訪 Exxon 石油公
司、德州醫學中心
德州醫學中心、
、華美中醫學院
華美中醫學院、
、萊斯大學
萊斯大學、
、德州獨立戰爭紀念碑及 Hous
Houston City Hall 市政建設等
市政建設等，
，莊雅淑表示感謝休士頓僑界協助接待與安排
莊雅淑表示感謝休士頓僑界協助接待與安排，
，期許
參與學員了解海外僑界對台灣支持，
參與學員了解海外僑界對台灣支持
，將見習所見所聞帶回台灣
將見習所見所聞帶回台灣，
，未來發揮所長
，貢獻國家
貢獻國家。
。

陳處長家彥歡迎晚宴照片

學員於駐休士頓辦事處科技組實習照片

學員與休士頓地區僑務委員餐敘照片

莊雅淑主任向學員介紹各項僑務服務照片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金牌地產經紀人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手機：832-207-8808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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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社團同賀林富桂律師榮獲 2019 年銘
三大社團同賀林富桂律師榮獲2019
傳大學傑出校友（
傳大學傑出校友
（上）

(圖左起
圖左起)Michael
)Michael 和律師林富桂伉儷
和律師林富桂伉儷、
、經文處周慧宜組長和銘
傳大學詹德恩教授((現職中華開發金控副總經理
傳大學詹德恩教授
現職中華開發金控副總經理))在 Party 上致
辭。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華啟梅((圖左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華啟梅
圖左))與壽星 Michael(
Michael(圖右
圖右))合影
合影。
。

圖為林富桂律師（ 前排左四 ） 手持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羅
圖為林富桂律師（
秀娟（
秀娟
（ 前排右四 ）頒贈的水晶獎座與三大社團代表合影
頒贈的水晶獎座與三大社團代表合影。
。

賓主盡歡，
賓主盡歡
，場面熱烈
場面熱烈。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 左起 ） 梅路村博士
梅路村博士，
， 「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
周慧宜組長，
，林富桂
律師合影。
律師合影
。

出席餐會致賀的貴賓與林富桂律師 （ 左二 ） 合影
出席餐會致賀的貴賓與林富桂律師（
合影（
（ 左起 ）
企業家李錦星、
企業家李錦星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著名地產
開發商賴賢烈、
開發商賴賢烈
、George Lee, 徐維椿
徐維椿，
，賴賢烈夫人 Tracy Lai 。

Michael 和律師林富桂伉儷於派對尾聲
和律師林富桂伉儷於派對尾聲，
，宣佈頒獎在遊戲與 K
歌中優勝者冠軍獎品。
歌中優勝者冠軍獎品
。

林富桂府邸後院坐船遊湖，輕鬆一下
林富桂府邸後院坐船遊湖，
輕鬆一下，
，休士頓銘傳大學校
友會會長張園立、
友會會長張園立
、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
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後
排左二、
排左二
、左三
左三))以及銘傳大學詹德恩教授
以及銘傳大學詹德恩教授((前左一
前左一))。

（ 左起 ） 楊國貞
楊國貞、
、嚴晉生
嚴晉生、
、左少穎夫婦在餐會上
左少穎夫婦在餐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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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發財夢正濃

星期日

島 (U.S.Virgin Islands) 售 賣 ， 每 注
需兩元。此彩票
己開創了超逾十
年，之前每張彩票，只是叫價 1
美元。只是後來見到逢週三及週
六開獎的 Power Ball, 「勁球獎」,
在無人中獎個半月之後，彩金便
會過億元, 若是多過四周合共 8 期
楊楚楓
無幸運兒摘中，彩金三扒兩撥，
美 南 人 語
便會升漲到 3、4 億元。到那時，
美國坊間社會一片 「勁球獎」聲
E-Mail: patrickyanghk@gmail.com ，沸騰噴火，令人著迷。有見及
此，美國彩票局於 2 年多前，也
每逢每個週二及週五晚上十時四十五分 把兆彩的售價提高至 2 美元，跟 Power
鐘搞珠開獎的美國兆彩，（美國六合彩 Ball 一般售價，這樣，只要稍微有個半
樂透之一），由於接連 3 個月沒有國民 月風平浪靜，頭獎獎金額便會超過億元
打中頭獎，因此 7 月 24 號晚上的頭獎獎 ，到了這個時候，愛作發財夢的國民，
金，已累積至 5 億 2200 萬元，引發美國 就會掏錢追夢，彩金就會像滾雪球一樣
廣大民眾的瘋狂追捧，而美國唐人街及 , 越滾越大，六年前兆彩頭獎曾最高累
華人社區居民的購買熱潮，亦是高漲不 積至 6 億 5600 萬元，今年 3 月兆彩頭獎
已。
，也曾經達到 5 億 3300 萬元，被一名新
如 果 有 人 中 獎 ， 今 次 兆 彩 (Mega 澤西州彩民有幸獨中。
Millions)頭獎獎金，將是兆彩史上第五
兆彩獎金累計愈高，會刺激愈多的
高的獎金。巨額獎金點燃華人社區購買 彩 民 購 買 。 根 據 美 國 研 究 機 構 Value
獎券的熱潮，藥房、雜貨店的獎券生意 Penguin 公布的統計，當兆彩頭獎超過 3
，增加三成以上，許多華人都想花上幾 億 5000 萬元，獎券銷量會暴增 72%；當
元，來買個大夢想。
頭獎獎金超過 4 億元，獎券銷量會再增
兆彩獎乃在全美 44 個州、哥倫比亞 長 30%。然而，購買獎券的彩民愈多，
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和美屬維京群 也意味著中獎機率下降。今次兆彩頭獎

楊楚楓

Patrick Yang

2018 年 7 月 29 日

的中獎概率，已經低至 3 億 20 萬分之一
。
超過 5 億元的兆彩頭獎獎金也點燃
了華裔社區彩民的購買熱情。本市華埠
惠康超級市場內一位服務售貨小姐表示
，從 23 日開始，前來購買獎券的彩民數
量增加了大約兩倍， 「獎金累計到這麼
高，自然吸引很多彩民前來購買」。
另一家美國加油站 Love 的 西人銷
售人員也說，過去兩天以來，獎券銷售
數量，明顯上升，至少比平日多三成以
上。
家住 Baytown 的 Mary 女士聽說兆彩
頭獎獎金已超過 5 億，24 日也前去購買
彩票，想花十元試試運氣。她表示，雖
然知道中獎機率非常低， 「但是人人都
想發財，既然獎金這麼高，為什麼不試
一試？」
如果此次有人中了兆彩頭獎，獲獎
者可以選擇選在 29 年分期獲得 5 億 2200
萬元稅前的獎金，或選擇一次性收益，
先獲得 3 億 30 萬元的現金獎，再支付州
稅和聯邦稅。
結果，全美 44 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發
行的兆彩(Mega Millions)在 7 月 24 日開
獎，頭獎在美國加州聖荷西一家酒莊賣
出，幸運號碼是：1，2，4，19，29。
Mega 號碼是 20。
加州彩券局 24 日宣布，聖荷西售出
的一張兆彩券中了全部六個號碼。加州

政
政海
海 特朗普自有張良計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最近的一段日子，美國總統
特朗普總被中國網友謔稱為
「特不靠譜」。事緣日前他
與妻子梅拉尼婭到英國訪問，出席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歡迎儀式
時，沒有跟英國皇室一般慣例，向英女皇行鞠躬與屈膝禮儀，因而
這對總統夫婦倆人，被英國人及中國內地民眾，批評為不懂禮儀，
貽笑大方。
此外，在出席活動的當天，特朗普首先遲到，讓女王看手錶站
立候他幾分鐘──在如此重大場合上也竟然遲到，確實又的是太過
離譜 ！不過！特朗普在見到英女王沒有行鞠躬禮、梅拉尼婭沒有行
屈膝禮──這個問題，對事不對人，特朗普夫婦此舉, 我認為他倆沒
錯呀！
我在網上找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5 年 10 月訪問英國的
新聞和視頻來重新觀看時，發覺習近平夫婦跟英女王的見面禮，也
只是點頭和握手而已，鞠躬與屈膝欠奉。那時英國人有呱呱叫嗎？
沒有。因為當時中國有意為英國興建高鐵，所以當時網上出現了這
樣一段杜撰劇情：
英女王問卡梅倫〈時任英國首相〉： 「卡中堂，都談甚麼了」
？卡梅倫： 「回老佛爺，洋人要來給咱修鐵路了。」老佛爺： 「錢
從哪來？」卡中堂： 「洋人帶了四大洋行給咱借款。」老佛爺：
「洋人意欲何為？」卡中堂： 「洋人要求五口通商。」老佛爺：
「有啥附加條件？」卡中堂： 「洋人要求自由入境旅行，通商口岸
開埠唐人街。」
當我重新欣賞這段橋段時，我不禁擲筆概嘆： 「世事劇變，為
的是百年滄桑啊！」
其實，英國王室禮儀，只是針對英國人而已；外地人入鄉隨俗
，是指基本禮儀和注意避忌，其餘的就按平起平坐的就行了。世人
實在不必怪責特朗普夫婦呀！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至今，一直爭議不斷，其實他不少所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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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券局官員表示，賣出中獎彩券地點是
聖 荷 西 South White Road 上 的 Ernie's
Liquors 烈酒店。這是這次開獎加州唯一
一張中大獎的彩券。彩券局正在等待其
他各州的開獎結果。
回顧前周周五，（7 月 20 號）美國
兆彩衝破 4 億 3300 萬元，再次吸引千百
萬美國民眾，發財夢正濃 ，在最後一分
鐘，趕至加油站或便利商店，掏出至少
2 美元，買上一張兆彩票，一圓置身億
萬富豪的行列的夢想。全美國之大，結
果當天開獎的美國兆獎，仍然無人押中
4 億多的頭獎，那麼，7 月 24 號週二晚
上的頭獎，便要上看 4 億 9 千多萬了！
今次兆彩已有近三個月未產生贏家得主
，自 5 月 4 日以來，獎金已累積有 22 次
。而 7 月 20 日午後，獎金累積衝破 4 億
3300 萬元，達到 16 年以來美國歷史上彩
金第六的高位上來，以至美國 52 多個
州的廣大的中墨美等各矞民眾，在周五
晚上開獎前的最後一分鐘沖刺，爭試手
氣，但求搶上好運，因此形成美國各地
的彩票銷售量，數以萬計地成倍成倍地
上升。
兆彩為全美四十四個州份同時發行
的彩票，此次高達九位數的頭獎中獎機
率為 1: 3 億零 200 萬。不過這個微乎其
微的機會率，並不能阻擋美國各地民衆
的參與熱情。 「越沒人中獎獎金越高，
來試運氣的民衆愈來愈多」，全國數小

為，又的確是為美國着想的。他向中國發起
貿易戰後，美國、中國內地及香港股市，都
頗受影響，其中內地 A 股跌勢較為嚴重。今
年以來，上證 A 股綜合指數己下跌了 15%；
香港恆指亦下跌了 2.4%，在港上市的一些內地企業跌幅均不小；相
對美國標普 500 則上升了 1.5%，當然對華業務較多的美國企業如波
音、蘋果等都受慘沽。因此，投資者對中美貿易戰何去何從，甚為
關注。
有不少學者以“修昔底德陷阱”解釋中美之爭。這是公元前四
百多年由古希臘哲學家修昔底德提出的說法：“一個新崛起的大國
，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
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回顧歷史，這條“定理”還真被證明了很
多次，不過幸好那時候都沒有核武器。否則大國崛起之戰爭，就代
價巨大得多。
美國里根總統在 1985 年曾有一段名言：“核戰爭不能夠會打贏
，所以永遠不能去打（核戰） 。”中美兩國都是核大國，如雙方爆
發全面戰爭，損失都難以承受，因此大家最終要坐下談判。然而即
使能避免兵戎相見，美國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的國策已定，貿易戰只
不過是其中一環，今後各種爭拗必然會接踵而來，大家應作好心理
準備。
就目前中美貿易戰發展的態勢而言，美方目的顯然並非只為解
決巨額貿赤問題，實際是劍指《中國製造 2025》計劃，其實這種看
法，時間尚早，仍未到位，美國戰略正着眼保持其主宰世界一切的
霸主地位，任何危及其霸權存續的國家、不利美國的國際遊戲規則
，都會受到無情打擊。貿易戰只是一城一地之爭，背後其實是對世
界領導權之爭，中國想避免衝突，也沒有可能。
美國目前朝野兩黨、學者和民間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態度者，漸
佔上風。中國崛起引起的焦慮，是原因之一，同時他們感到中國採
用舉國體制，可以動用國家政治力量強力介入，如迫使外資企業轉
移技術、坐視中國企業盜竊知識產權、生產山寨和冒牌貨品、低價
傾銷搶奪市場等，美國企業無法與中國進行非市場經濟的“不公平
”競爭。而美國對中國的“中國製造 2025”強烈不滿，主要也基於

時之內，合共售出 2500 萬元彩券，各
地民族購買彩券接連不斷，中午和傍晚
都一度爆滿，大排長龍。
再看一下這個兆彩億萬彩池，原來
只供美國民眾玩樂。不過隨著彩金不時
達到過億銀碼，粼近美國的加拿大、墨
西哥等國的國民，也都加入 「搶錢一族
」，來分一羮金。近年來，由中國內地
及港澳、星馬泰、中南半島來美旅遊的
華人為數眾多，他們當中不少人有家眷
及親友生活在美國國土上，當他們聽到
有億萬兆彩快將開彩時，很多這些外來
旅客，都會跟美國國內親友一度，聯群
結隊地出資購買兆彩彩票，祈求時來運
轉，中正兆彩頭獎，馬上有億萬現金到
手，大大地豐富是次旅程。
更有部份中國大陸旅客，借助手機
上的新科技 We Chat 形式，即時通報內
地親友，馬上合資買來一百幾十張兆彩
彩票，影像回去，雙方立此存照，以便
他日共同分享釆金。以兆彩票每張 2 美
元計算，100 張也只是$200 美金而矣，
以今時今日的中國人的經濟來看，太過
小兒科了！有機會在美國碰一下運氣，
又何樂而不為呢？
休市老友，你又買上兆采票沒有？
假若你看了拙文後，聽我介紹，真的去
碰運氣，而又真的 「時來風送膝皇閣」
時，千萬不要忘記我這位酸秀才呀？
（一笑）

這些理由。
美國經歷了 40 多年的對華貿易逆差，普遍認為中國一直避重就
輕、口惠而實不至，因此對華失望情緒瀰漫。如今中國已強大到可
以威脅美國的地位，因此認同是作出反制措施的時候了，民間覺得
承受一些代價也是值得的。美國對中國軍事力量崛起也充滿疑慮，
認為已超出了中國對防務的實際要求；過去曾憧憬中國經濟起飛後
，中國會走西方民主道路，而如今看來，顯然是事與願遺, 中國依舊
走着 「一切唯黨領導、一黨專政、自由、平等、自由」免談的獨孤
政策！
不過特朗普的政策，己放棄世界領袖和道德的制高點，喪失了
泱泱大國的器量。且看近一年的歲月中，美國已退出“聯合國人權
理事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 、取消奧巴馬全民健保
醫改、全面遣返在美國的非法移民、宣佈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
都、單方面退出《巴黎氣象協定》和伊朗核協定，同時向歐盟、中
國等國家開展貿易戰......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大倒退。
為了爭奪雞腸小利，美國如今也要全力保持霸權地位，絕不吝
嗇以超實力打擊對手，改變和輾壓現有對美國不利的制度，不論面
對競爭對手甚至盟友都不假以顏色。因此，如何應對美國在政治上
巨大的戰略改變，是中國必須面臨的一大問題。
特朗普上台後主導了這個在國家戰略層面上的重大改變。過去
很多人認為特朗普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只要向其家族或旗下企
業輸送利益即可解決問題，事實上遠非如此簡單。特朗普有曹操般
的梟雄性格，不受傳統約束，沒有“框框”限制，決策有若天馬行
空，常憑個人第六感覺處事，世人若以一般邏輯來看，也無法判斷
其所作其所為。
美國傳統政客背後有不同利益集團和企業金主，立法和施政都
要顧及它們的利益，所以受到掣肘甚大。然而特朗普本身就是億萬
富豪，不必為競選仰賴背後金主支持，如今反成為強推其政策的優
勢，其政治格局絕非一個唯利是圖商人可比。
筆者仍然認為，中美貿易戰最終以雙方各作出讓步而落幕。特
朗普無疑是一個極為出色的談判高手，在天馬行空、虛實結合、聲
東擊西的運作中，善於從對手中爭取到最大利益。

呂明 中醫針炙師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主治

御醫
傳人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ACOO196)

免費
諮詢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門 診 時 間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預 約 電 話 /

713-271-0118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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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空鐵
熊貓空鐵”
”成都大邑開工 未來可坐空鐵試驗線遊安仁

成都，
成都
，城建項目集中開工儀式在大邑縣空鐵試驗線項目舉行
城建項目集中開工儀式在大邑縣空鐵試驗線項目舉行，
，在不
久的將來 ， 成都市民們就能在大邑乘坐萌萌噠的熊貓空鐵賞川西美
久的將來，
景了。
景了
。該項目作為成都市軌道交通產業發展的試驗建設項目
該項目作為成都市軌道交通產業發展的試驗建設項目，
，將對促進
全市交通產業發展以及推動大邑縣鄉村振興發展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
全市交通產業發展以及推動大邑縣鄉村振興發展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
；
同時對全市、
同時對全市
、全省乃至全國的空鐵建設也具有重要的示範引領作用
全省乃至全國的空鐵建設也具有重要的示範引領作用。
。

世界首個試管嬰兒年滿 40
親臨英國博物館紀念特展
世界首個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出席位於英國倫敦的科學博物館展覽，與她的胚胎使用過
的玻璃幹燥器合影，紀念世界上首個試管嬰兒誕生 40 周年。1978 年 7 月 25 日，世界上第壹
個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在英國誕生，標誌著人類在胚胎學上的重大進步。

4 萬塊樂高組成逼真
萬塊樂高組成逼真“
“沈陽站
沈陽站”
”

在沈陽壹商城內，展示了壹個由 4 萬塊樂高顆粒組成的“沈陽站”。除了造型逼真的建築主體之外，“沈陽
站”還有站臺、綠皮火車、早點攤、列車員以及來來往往的路人。

綜合經濟

中國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
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如何營造有利於平
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
義的討論話題。

“中等收入陷阱”是 2007 年世界銀
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
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
期，這個概念並沒有引起經濟學界的關
註。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
國家經濟陷入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增速
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關於“中等收入
陷阱”的擔心尤其是中國會不會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逐漸成為輿論熱點。
然而，在討論的過程中，人們很容易被
這個概念的“邏輯陷阱”所誤導，甚至
對國家未來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其
實，任何壹個負責任的經濟學者經過客
觀研究都不難得出結論：中國不會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存在不少
“邏輯陷阱”
按照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
出的這壹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
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
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
環境惡化、社會動蕩等現象，最終長期
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
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
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壹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
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
壹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 GNI 並不能
全面反映壹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
神狀態等。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
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排名
顯著高於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不
丹屬於中低收入國家，但有關調查卻認
為它是“全球最幸福國家”之壹。皮尤

中心 2014 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
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
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孟加拉、巴西、
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
的國民比例壹般都在 80%以上。阿瑪蒂
亞· 森、羅伯特· 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
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壹種
統計現象，並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
因而相當片面。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
標準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
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
說法，人均國民總收入是美國水平 55%
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相當於
美國水平 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
家”，是美國水平20%以下的為“低收入
國家”。通行的中等收入標準是按照匯率
法計算、用美元衡量的，例如，人均國民
總收入在 4126 美元至 12735 美元之間的為
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
法有失偏頗，並不能全面反映壹個國家的
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三是“歷史陷阱”。目前對於“中
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到 21 世紀初的時間段。在
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
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
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彎路。
因此，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
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
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
而且，成為高收入國家也並不代表著未
來就會高枕無憂。目前，有的高收入國
家已經陷入低增長困境，人民生活水平
長期徘徊不前。因此，需要用動態的、

中國不會重蹈壹些拉美國家覆轍
在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中，
壹些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
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後所暴露
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
資源開發、科學技術落後、貧富差距懸
殊，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難以
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而觀察中國
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取壹些拉美國家
發展中的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國家
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新型
城鎮化的新路，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新征程。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走新型工業化
道路。堅持綠色發展，是我國堅持走新
型工業化道路的生動體現。近年來，我
國綠色金融蓬勃發展。具體而言，綠色
金融通過信貸、債券、基金、保險等工
具和政策，將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
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等項目
中。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已經對綠色
投資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綠色低碳循
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正在加快建立。
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壹些拉美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
由於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城市化進
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
口湧入城市卻找不到工作，出現了許多
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相比之
下，我國的城鎮化始終在有序推進。特
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以
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布局，
努力創造更多城鎮就業崗位，工農互促、
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
工農城鄉關系加速形成。大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采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
食、住、行水平，並且實施精準扶貧、
精準脫貧，到 2020 年將使現行標準下農
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
這壹系列舉措極大提升了人民群眾的獲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加快建設制造
強國。近年來，我國壹直把振興實體經

濟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放在重要位置，
牢牢抓住新壹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
歷史機遇。我國的產業鏈向著中高端方
向加速邁進，在新壹代信息技術產業、
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
海洋工程裝備等諸多重點領域，我國企
業正走向世界前列。加快建設制造強國，
無疑將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
下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產業根基。
上述這些舉措能夠保證我國不會重
蹈壹些拉美國家覆轍，順利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事實上，我國還采取了壹
系列重大改革發展舉措，確保經濟平穩
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推動發展不
斷邁上新臺階。
在高質量發展中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
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
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
當前和今後壹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
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
要求。我國在高質量發展方面取得的
進展，表明我國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
內生增長動力不斷增強，經濟結構
持續優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政府
加大簡政放權力度，轉變政府職能、提
高政府效能，營造有利於企業自主經
營、消費者自主消費的公平市場環境。
針對經濟領域存在的供給側、結構性、
體制性矛盾和問題，提出把推進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去產
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等重點任務有序推進，無效和低端供給
明顯減少，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日益擴
大，市場主體活力顯著增強。隨著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在“三去壹
降壹補”基礎上加快實施“破”“立”
“降”，即破除無效供給、培育新動
能、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及制度性交易成本。
這些舉措正在產生積極效果，我國經濟內
生動力不斷增強、結構持續優化。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
動力充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
家有壹個共同特征：在經歷了初始階段
的高速發展後，經濟發展無法實現從要
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逐漸失去發展

動力，因而陷於停滯。我國高度重視創
新在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深入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型國家建設成
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
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
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以及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持續推進，我國
將迎來新壹輪發展，實現新的歷史性跨
越。
大力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發展
的均衡性顯著增強。區域協調發展是我
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壹帶
壹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
濟帶發展是我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主
要抓手。“壹帶壹路”建設著眼於統籌
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充分利用國內國際
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全方位提高我國
對外開放水平。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點
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優化空間格
局 ， 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
區。長江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重心，
也是溝通我國東中西部的交通大動脈。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將構建起沿江綠色
生態走廊和綜合立體交通走廊，促進沿
江產業合理布局，更好發揮東部地區帶
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作用。目前，隨著
“壹帶壹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
長江經濟帶發展深入推進，新經濟增長
點不斷湧現，城市群建設提質增效，區
域發展的協調性、均衡性大大增強。
同世界分享中國發展機遇，促進共
同繁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全球
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上升，並日益成
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國提出“壹
帶壹路”倡議，讓世界分享中國發展機
遇，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動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份額改革和
治理機制改革，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
改革；積極參與上合組織、亞信論壇、
中非合作論壇、中阿論壇，促進世界發
展更加均衡。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保
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繼續在實現自身
發展的同時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
遇 、增添更多發展動力。因此，中國
不僅自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而且將助力其他發展中國家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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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劍飛
馬劍飛（
（右）
與施嘉洛是國家
隊希望。
隊希望
。 新華社

2018 劍擊世錦賽日前在
江蘇無錫落幕，中國國家隊獲得一
枚銅牌。中國劍擊協會主席王海濱在
接受採訪時說，這個成績反映國家隊
目前整體水準在世界處於二流，在亞洲
也不佔優勢，不過這次也看到了隊伍的
■王海濱早前在場
邊觀看世界劍擊錦
標賽。
標賽
。
新華社

潛力和精神。未來希望劍擊成為中國
真正的優勢項目，能在奧運會上穩定
拿金牌，並讓更多青少年選擇劍

專訪中國劍擊協會主席

擊作為終身運動項目。

王 海 濱：東京奧運爭滿額出線
本屆世錦賽是中國劍擊協會改革後第
一次參加世界最高水準大賽，王海
濱認為這衡量了國家隊在世界上的水
準。他坦言目前中國劍擊隊正處於嚴重
青黃不接：“我們的下滑不是一天造成
的，例如男子花劍與美國隊比賽，完全
就是兩個級別，我們應該面對現實，
調整思路，盡快跟世界接軌。”

全運會後開始重組

■國家女子重劍
隊獲得團體賽季
軍。
新華社

事實上，中國劍擊隊在去年
全運會後就開始重組調整，王海
濱說：“我們是全運會後比較早
組建國家隊的，首先是把框架建
立起來，目前世界上比較好的隊
伍基本都以單劍種來組建，男女

熊朝忠衝擊世界拳王金腰帶失利
日前在青島舉行的澳洲天鵝莊
WBA 世界拳王爭霸賽上，熊朝忠在與
WBA 迷你最輕量級世界拳王、泰國五
星級拳王坦瑪農尼永德榮的對陣中苦
戰12回合落敗，無緣世界拳王頭銜。
熊朝忠是中國首位世界職業拳
王，比尼永德榮年長8歲。首回合雙方
相互試探，熊朝忠腳下快速移動，出
拳積極。此後尼永德榮攻勢漸起，雙
方互有攻守，熊朝忠受限於體力逐漸
處於下風。12回合完結，3名裁判分別
給出 118：110、118：110、116：112
的分數，裁定尼永德榮點數獲勝。他
也由此將自己的職業賽戰績更新為 18
戰全勝。
賽後熊朝忠表示，比賽輸贏很正
常，努力了就不後悔：“對手速度爆
發比較強，各方面力量、速度都很到
位。我的技術沒有發揮出來，打輸
了，但是我也盡力了。”尼永德榮則
評價熊朝忠經驗很豐富，更發出邀
約：“以後還有機會，我們可以再來
一次。”
當晚另一場重頭戲是日本 WBO 蠅
量級世界拳王木村翔迎戰菲律賓拳手福
羅蘭薩魯達的比賽。木村翔出手自信，

■熊朝忠
熊朝忠（
（左）錯失
登頂機會。
登頂機會
。 新華社

隊混合在一起，以男隊促進女隊，我們
以前分得比較散，這次建隊就吸收了國
際上的特點，3 個劍種各設一個總教
練，配備教練組、科研保障團隊。”
作為當年的男花三劍客之一，王海濱
自己也還兼任着花劍組總教練，比賽中他
也經常在場邊親自指導隊員。對於東京奧
運會的目標，王海濱直言很明確，就是所
有劍種要滿額出線。值得一提，這在中國
劍擊隊歷史上還從沒實現過。他說：“當
然難度很大，但我們劍指奧運會，就要走
好每一步。”王海濱還有一個目標，就是
希望劍擊成為中國真正的優勢項目：“劍
擊一直被認為是潛優勢項目，我覺得我們
完全有實力把‘潛’字拿掉，我指的是能
在奧運會上穩定拿一塊金牌。”

目前劍擊協會的改革已經打破原來
的國家隊晉升通道。王海濱說：“現狀
是體校萎縮，需要面向市場，現在隨便
一個劍會比賽的報名人數都是四五千，
從這麼多年輕選手中難道選不出人來？
劍擊現在具備了市場化很強的條件，這
就需要我們的政策引導，目前我們打開
了包括選才在內的所有通道，劍會的青
年選手已經在代表國青隊參賽。”
王海濱正在努力為學習劍擊的孩子
們打通另一條通道，畢竟最後能成為職
業運動員、進入國家隊的少之又少：
“家長依舊很看重能否升學的問題，也
有一些優秀的苗子去了國外升學。我們
在跟教育部談關於打通通道的問題，從
而組建高水準隊伍。”
■新華社

丁彥雨航仍具代表山東資格
針對備受關注的中國球員丁彥雨航與
達拉斯獨行俠簽約一事，山東高速籃球隊
日前在官方微博發佈相關細節，並稱無論
丁彥雨航是否赴NBA，球會仍將為他辦理
CBA註冊，他仍有資格代表山東征戰CBA
聯賽。
NBA達拉斯獨行俠早前宣佈，已經簽
下中國球員丁彥雨航。但根據球隊政策，
沒有披露合同條款。山東高速籃球隊就表
示：“丁彥雨航目前簽署的為NBA正式合
約，具有雙向選擇的權利，對於本季是否
最終確定進入NBA，需要到NBA季前賽期
間才能夠作最終定奪。”此前有報道稱，

丁彥雨航簽下的或是訓練營合約，他要在
季前賽拿出表現才能真正立足NBA。山東
高速籃球隊還表示，早在丁彥雨航赴美之
前，雙方已就有關事項達成共識，並簽署
了協議，丁彥雨航無論是否赴NBA，其代
表山東高速征戰CBA聯賽的資格不會有變
化。
根據消息，山東高速隊一直與丁彥
雨航保持密切聯繫，並商定如丁彥雨航
最終確定進入 NBA，根據 CBA 公司的相
關註冊規定，山東高速籃球隊於 2018 至
2019 賽季 CBA 聯賽，也會正常為其辦理
註冊手續，保留註冊名額。
■新華社

東方破蛋信心大幅提升
重拳之下對手毫無招架之力，第5回合
一度跪倒在地，雖然在讀秒階段又頑強
地站起來，但還是在第 6 回合被 KO 擊
倒，木村翔成功衛冕。
其餘比賽之中，中國拳手拜山波
與菲律賓的索尼卡提安達卡戰滿 12 回
合 ， 以 點 數 獲 勝 ， 繼 續 保 有 WBA/

WBC 兩條亞洲超輕量級金腰帶；中國
年輕拳手徐燦在與菲律賓選手傑爾伯
特格麥拉的較量中，第 7 回合 TKO 技
術擊倒對手獲勝；另一名中國選手烏
蘭則戰勝泰國拳手瓦塔納．費恩巴
恩，將 WBO 蠅量級亞太過渡金腰帶收
入囊中。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龍
獅破釜沉舟，27日晚激鬥南華以91：86勝
出，在甲一籃球季後賽決賽破蛋追成僅落
後場數 1：2，於 5 場 3 勝賽制下亦避過
“三震”出局命運。
東方隊長李琪賽後表示，在有近 9 天
時間休養生息下 ，會好好備戰調整體
能：“27 日晚場上每一位隊友都不想
輸，相當有決心。而受過第 1、2 場領先
半場後遭對手反勝教訓，亦有特別針對

南華的戰術。至於鄧志恆和徐遠成在完
場前均射入罰球，這相當重要。”
賽前領先場數 2：0 的南華，27 日晚
一度憑主將羅意庭的3分球扳平83平手，
可惜最後關頭仍是功虧一簣。事實上，南
華亦不想夜長夢多，事緣南華陣中有蔡再
懃、梁兆華、鄭浩恆入選香港亞運隊，征
雅加達巨港亞運男子籃球賽事，由於賽事
在8月14日開賽，南華球員為免賽程太頻
密，必希望盡早奪冠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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