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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2019 年 3 月 17 日，法國巴黎，慶祝朗格斯國際食品市場成立 50 周年，民眾坐在 401.22 米長的餐桌共度午餐，旨
在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

3 月 15 日，是美國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 86 歲的生日。這天，她的壹群
粉絲在位於華盛頓的最高法院外面，鋪上瑜伽墊，集體做起平板支撐的動作
，並高唱生日快樂，為金斯伯格賀壽。參加活動的人以女性居多，現場氣氛
熱烈。金斯伯格 1993 年被克林頓提名為終身任職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目前是
美國最高法院年紀最大的大法官。她壹直堅持健身，包括俯臥撐和平板支撐
，甚至在電視上現場做過俯臥撐。盡管她近年來身體欠佳，去年曾摔斷三根
肋骨，還動過肺癌手術，但她絲毫沒有放慢工作步伐。

連日來，隨著氣溫升高，積雪快速融化，新疆烏魯木齊市城北區域持續大霧天氣，夜晚能見度低於百米的霧氣會壹直持續到
天亮。3 月 17 日清晨，該市城北區域持續壹夜的濃霧在晨光中漸漸散去，“藏身”於迷霧之中的高層樓宇，朦朦朧朧、若隱若
現，遠觀仿若“海市蜃樓”，整個畫面如仙境般的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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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曝光後電子煙概念股回應

戒煙，無害，銷往國外

3月15日，央視3 15晚會點名電子
煙，曝光了其潛在危害性。
上述節目稱，電子煙同樣會釋放
有害物質，危害吸煙者和被動吸煙人群
健康，長時間吸食電子煙同樣會產生對
尼古丁的依賴。在美國等地，電子煙被
列入煙草制品，日本和壹些歐洲國家把
電子煙當做醫藥產品來管理。在國內，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煙草專賣
局去年曾特別發布通告，禁止向未成年
人出售電子煙。
然而，電子煙作為壹個新興的產
品，國內的大多數生產企業是打著科技
的旗號，把電子煙當作是壹種電子產品
來銷售，缺乏有效的監管。這樣的準入
門檻，比煙草制品和藥品低得多。節目
中還提到，多款電子煙產品存在煙液標
註不規範或者超標的問題。
這讓外界對於電子煙生產企業潛
在的合規風險，以及電子煙行業的前景
也蒙上壹定陰影。
3 月 17 日，深圳證券交易所就對億
緯鋰能(300014)下發問詢函，要求其說明
公司參股麥克韋爾(834742)的情況，包括
但不限於投資金額、持股比例、會計核
算方法、是否參與麥克韋爾的日常經營
管理以及近兩年對公司業績的影響。

新三板上市公司麥克維爾自 2009
年成立以來，壹直從事電子煙產品的研
發和生產 。麥克韋爾 2018 年三季報顯
示，億緯鋰能作為麥克韋爾的第二大股
東，持有其37.55%股份。
億緯鋰能在當日晚間回復深交所
問詢函表示，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麥
克韋爾不再納入億緯鋰能的合並報表範
圍，電子霧化器業務不再是億緯鋰能的
主營業務之壹。億緯鋰能不涉及電子煙
的制造和銷售，更不涉及“3.15”晚會
所關註的煙液超標問題。
根據麥克韋爾此前公告，基於資本
市場發展及公司經營發展規劃，擬籌劃
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經慎重考慮，
公司擬向股轉系統申請終止掛牌。 也
有投資者在投資者互動平臺上問詢億緯
鋰能，麥克韋爾是否有上科創板的意向
，但億緯鋰能並未對此問題作出回答。
另外，億緯鋰能還指出，麥克韋
爾不生產電子煙的煙液。在生產過程中
，麥克韋爾執行嚴格的檢驗標準，不存
在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情形，確保產品
標準符合客戶要求以及銷售地政府法律
法規要求。
東風股份(601515)也在公告中進行
澄清，表示公司未直接生產或經營電子

煙相關業務。
“根據與公司參股40%的參股子公
司上海綠馨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溝通及
問詢，截止目前，參股公司綠馨電子及
其下屬子公司主要開展低溫加熱不燃燒
煙具的研發和銷售，主要銷售市場為日
本等國際地區，未涉及相關媒體報道的
有害霧化類煙油電子煙產品。 ”
也有投資者在互動平臺上問詢相
關的上市公司。
3 月 17 日，順灝股份(002565)在深
交所互動易上表示，公司主要開展低溫
加熱不燃燒煙具的研發和銷售，不涉及
煙液等內容物的生產，且低溫加熱不燃
燒和霧化電子煙有明顯區別。工業大麻
板塊業務以綠新生物為依托，開展圍繞
工業大麻全產業鏈布局，對於後續產業
鏈的延伸，公司將繼續尋求國內外對外
投資、並購，產業鏈上下遊整合和合作
的機會。
該公司還進壹步稱，工業大麻的
種植和加工都需要許可證，全過程都會
有政府相關部門的嚴格監控，保證公司
生產的工業大麻的合法性。3 15 對不
良亂象的整頓，有助於規範行業有序發
展，長期來看，對公司健康發展有積極
作用。

值得關註的是，順灝股份的控股
子公司上海綠馨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針
式內加熱香煙內燃器中國境內相關專利
所有者，“公司業務不涉及 3· 15 所報
道的有害煙油霧化電子煙等產品，3· 15
對不良亂象的整頓，有助於規範行業有
序發展。”
表態3· 15晚會有助於規範電子煙行
業的還有勁嘉股份(002191)，“3· 15晚會
對於電子煙的安全問題提出了新要求，
有助於肅清電子煙市場混亂現象，推進
電子煙等新型煙草行業的有序發展。”
針對目前的電子煙政策，勁嘉股
份在投資者互動平臺表示，截至目前電
子煙的監管政策及相關標準尚未明確，
公司在電子煙、加熱不燃燒器具等新型
煙草領域已有多年的技術儲備，並積極
將產品、技術向中煙公司推介，目前已
與雲南、上海、河南、山東、廣西、重
慶等中煙公司展開合作。
“後續公司將密切關註新型煙草
相關的最新動向，在嚴格遵照國內外新
型煙草領域的政策、法律法規及行業標
準的前提下，配合中煙及相關客戶的實
際需求開展業務。”
電子煙作為新興產品，過去十年發
展迅猛。根據國金證券統計，2010年全

球電子煙市場規模約為 4.2 億美元，至
2016 年市場容量擴大至 71 億美元，6 年
增長17倍。預計未來高增長持續。
根據券商的統計，涉及電子煙的
還 有 盈 趣 科 技 (002925)、 集 友 股 份
(603429)。
盈趣科技 2018 年半年報顯示電子
煙精密塑膠部件是公司的創新消費電子
產品。盈趣科技 2018 年業績預告顯示
，去年公司營業收入、凈利潤雙雙下降
，降幅分別為 15.97%和 18.14%。究其
原因，電子煙訂單的下滑，成為拖累公
司全年業績表現的重要原因。
盈趣科技解釋稱，受下遊客戶去
庫存及產品換代影響，同時新產品產能
仍處於爬坡階段，公司電子煙部件訂單
在去年下滑較為明顯，進而拖累公司整
體業績表現。
集友股份在 2018 年年報中，指出
公司的主要業務中也包括電子煙、電子
煙油的研發、生產與銷售。
不過截至發稿，上述兩家上市公
司並未對電子煙作出相關回應。
針對“3.15”晚會報道的電子煙問題
，全國股轉公司已要求涉及電子煙生產銷
售的掛牌公司進行自查，充分披露相關產
品是否對人體健康存在不良影響。

消費信心較充足信用建設需加強
中消協發布《信用消費與認知情況調查報告》
由中國消費者協會主辦的
“ 2019 年 3 · 15 國 際 消 費 者 權 益 日
主題活動”近日在京舉行。今年的
活動主題為“信用讓消費更放心”
， 這 也 是 中 消 協 提 出 的 2019 年 消 費
維權年主題。在主題活動上，中消
協發布了《信用消費與消費者認知
調查報告》。
據了解，中消協每年都圍繞消

費維權年主題，開展相關消費者問
卷調查活動，為年度工作提供重要
參考。報告顯示，從消費趨勢與消
費信心來看，受訪者對當前生活水
平比較滿意，預期消費水平總體向
好，超過六成的受訪者對未來壹年
消費總體充滿信心；從信用消費需
求與期待來看，受訪者普遍認可信
用在消費中的重要性，認為信用建

設的重點是網絡購物、保健品及金
融理財等領域，對於將經營者嚴重
失信行為列入信用“黑名單”的呼
聲較高。
調查結果表明，消費者在自身
日常消費行為中努力維護個人信用
，但由於我國信用約束和激勵機制
還不健全，對於嚴重失信經營者的
懲戒還不夠，壹些侵害消費者合法

權益行為表現得比較突出，還無法
讓廣大消費者放心消費。
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兼秘書
長朱劍橋說，加強消費領域信用
體系建設，營造更加安全放心的
消費環境，不僅是促進經濟社會
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億
萬消費者實現美好生活向往的共
同期盼。中國消費者協會將繼續

認真履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
的公益性職責，以改革創新激發
維權潛力，以制度規範提升維權
水平，以問題導向破解維權難題
，以科學專業提升維權成效，始
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
念，牢記“讓消費者少壹分擔心
，多壹分放心”的責任重托，始
終和廣大消費者在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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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不需任何付費，
目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
行跟踪報導。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本期節目主題：放猛料 王金平要選2020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文華時間》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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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華區長帶休斯頓亞裔耆老學社
德州首府出席老人節慶典活動
【泉深/圖文】2019 年 3 月 12 日上午
清晨 8 時，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
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休斯頓國際貿易中
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在休斯頓亞裔耆老學社
周玲社長的陪同下，帶領亞裔耆老學社 22
名團員驅車 3 個小時趕到德克薩斯州首府
，出席在首府國會大禮堂舉行的老人日
（Senior Day)紀念活動，慶祝老年人為德
克薩斯州做出的貢獻。
國會大廈的老人日是德克薩斯高級倡
導 聯 盟 （Texas Senior Advocacy Coalition)
和來自德克薩斯州各地的團體聚集在一起
的一天，主題是“老人- 德克薩斯州的心
臟” (Seniors —the Heart of Texas)。
紀念活動由美國德克薩斯女士 Sherry
Dodson 演唱國歌開始；德克薩斯州老年
人 事 務 局 德 克 薩 斯 心 臟 負 責 人 (Heart of
Texas Area Agency on Age) Gary W. Luft 祈
禱；美國空軍少校 Vivian Harris 向美國和
德克薩斯州旗幟許諾誓言；德克薩斯州高
級倡導聯盟主席 Susan Copeland 致歡迎辭
，並感謝州政府的官員和讚助商為這次慶
典活動所做出的貢獻；德克薩斯州銀髮立
法 機 構 議 長 （Speaker of the Texas Silver-haired Legislation) Walter Graham、 州
長辦公室（Governor's Office) 老人倡導者
Tommy Williams 代 表 州 長 Greg Abbott 致
歡迎辭。
演講嘉賓包括 Blancato ＆ Associates 的
總裁 Bob Blancato 講到德克薩斯州的成年
人問題；Piper Dellums Productions 的首席
執行官/總裁 Piper Dellums 講到成年人鼓
舞人心的靈感問題；老人資源 AGE 的主
任 Lynda Ender 呼籲立即行動起來，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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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合理合法的權益。
該計劃包括來自全州各地的娛樂和演
講嘉賓，他們致力於保護德克薩斯州老年
人的利益。演講結束後，數百名德克薩斯
州的老年人和倡導者進入立法機構，與州
代表和參議員會面，討論老年人面臨的各
種問題。
紀念活動結束後，李蔚華區長邀請與
會老人們共進午餐，李區長就如何贍養老
人和保護老人的合法權益發表了自己的看
法。他說孝順和贍養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傳
統美德，但在美國子女成年後對父母沒有
法律和經濟上的贍養義務，美國老年人也
不願意依賴子女，希望保持獨立，而且聯
邦和各州政府有各種計劃，為老年人提供
生活和養老保障，讓他們可以生活得很好
。在美國，由家庭成員贍養老人的觀念，
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依靠社會福利制度和稅
收來滿足老年人的需要，特別是聯邦政府
通過各種現金、補助金、養老院和住房補
助以及食物券等向老年人提供幫助。
他接著說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有寬敞
的為供老人提供活動的場地；有自己的電
視台可以播放老人的日常生活瞬間；有自
己的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可為老人提供培
訓、演出和實況轉播的服務；有自己的舞
台、遊戲間、藝術中心可提供各種類型的
演出、琴棋書畫等文化娛樂活動；目前正
花費數万美元重建廚房餐廳為大型文化娛
樂活動和老人的日常生活提供餐飲服務。
我們這項計劃主要針對低收入人群，也兼
顧高收入的人群，為他們提供各種有保障
的社會福利。

美南廣播電視台

●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電視廣播合為一體」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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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r Park煉油廠發生重大火災
Park 煉油廠發生重大火災 休斯頓空氣質量成隱患
【本報訊】本週一，休斯頓 Deer Park 一家煉油廠發
生重大火災，休斯頓上空被黑色的濃雲籠罩，空氣質量
受到嚴重影響，根據當地有關機構的報告，這場火災導
致的煉油廠的燃燒將持續兩天以上的時間。
燃燒事故發生在上週日的上午，位於哈瑞斯東部的
一家公司 Intercontinental Terminals Company 發生重大火
災，當地政府官員迅速進行搶救，並在休斯頓進行空氣
檢測，暫未發現空氣污染產生的健康隱患，由於現在看
到的污染空氣已經遠離地面，因此，居民對此不需要過
度緊張。
這家位於高速 225 和德州古戰場歷史遺址的 ITC 公司
，有 7 個裝有各種化學物品的油罐發生燃燒，著火的儲
罐內分別裝有石腦油、二甲苯、甲苯、燃料油等化工產
品。第八個空油罐也導致燃燒，引發爆炸的可能較低，
目前尚未發現人員傷亡的報告，
濃濃延誤持續蔓延數英里，消防機構和聯邦救災機
構全力滅火，並且對空氣質量不斷進行檢測，以確保消
防人員的風險。
一名非盈利化工機構發言人表示，這些油罐將燃燒
殆盡，估計仍然需要兩天以上的時間。
當地官方表示，燃燒導致的濃煙週一下午已經蔓延
3000 至 4000 英尺，當晚會降至 300 至 400 英尺的高度，如

果沒有風力驅使，估計對地面的影響不會太大。空氣質
量檢測機構在當地的 46 個地點進行檢測並及時提供相應
的檢測報告。
儘管如此，當地不少居民仍然對此表示擔心，同時
此次事故對休斯頓的空氣產生的潛在污染程度仍在進行
評估當中。
當地的兩個學區 Deer Park 獨立學區 以及 La Porte 獨
立學區都宣布取消了周一的課程。

心律不齊 蘋果手錶可檢測
（本報訊）一項最新研究顯示，蘋果手錶偶爾能夠檢測出心律不齊的問題，而不會產
生大量的誤報。但是專家也指出，仍需要更多研究才能確定可佩帶的裝置是否真的對檢測
心臟問題有幫助。
這項蘋果公司贊助的試驗對 41 萬 9297 人進行了測試，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心臟篩查
研究之一。這項研究使用手錶的傳感器來檢測可能的房顫。
患有房顫的人有血栓和中風的風險。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在美國，房顫
每年造成 75 萬人住院，導致 13 萬人死亡。由於房顫的外在症狀不是特別明顯，所以可能很

難診斷出來。
根據週六公佈的研究結果，約有 0.5％的參與者，或者近 2100 人，從蘋果手錶上收到通
知，表明他們可能有心律問題。
接到警報的人應該通過遠程醫療諮詢醫生，以確定手錶的準確性。有些人會選擇諮詢
自己的醫生。總體而言，約有 57％的人尋求醫療救助。
根據美國心臟病學會會議上提出的初步結果，在通過該研究進行監測的患者中，有三
分之一患有房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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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美貿易關係中的信任和可預測性 吳建民著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
特朗普（又譯川普）的海湖莊園
（Mar-a-Lago）會晤前，中美經貿關
係的命運仍懸而未決。數月以來，兩國
都感受到了經濟緊張局勢帶來的損害：
美國對中國的穀物、石油、液化天然氣
和乘用車等商品的出口量大幅下降。最
新官方資料顯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量
也已連續三個月出現類似下滑。在更多
的不確定性之下，中國對美投資也從
2016 年的 460 億美元跌至 2018 年的不足
50 億美元。
2 月中旬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最新
一輪談判增加了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據
報道，中國在近期的多次大規模採購美
國商品後，表示願意加購價值 1.2 萬億
美元的美國商品以示誠意，但具體時間
表未定。另有報道指出，美國官員正試
圖與中國在多個領域達成協議，包括農
業、服務業、非關稅壁壘、匯率穩定、
智慧財產權、強制技術轉讓和網路安全
。
中美兩國達成並遵循協議不但是眾
所期待的圓滿結果，也有助於改善中美
長期關係。要實現這一目標，兩國需要
的不僅是良好的談判技巧，更重要的是
重建兩國的信任。否則，任何協議都很

可能會迅速瓦解。
在我看來，為了維持協議，兩國需
要採取以下幾個關鍵步驟來重建足夠的
信任：
首先，我們需要分清與國家安全相
關的活動和純粹的商業活動。
在新的安全顧慮下，即使是最理想
的協議也會讓中美關係的緊張加劇。但
這並不意味著必須切斷中美商務合作關
係，相反，兩國在非敏感產業仍有擴大
商業活動的巨大潛力。美國的大豆種植
者不必因為美國對出口兩用技術（dual-use technology）的擔憂而遭受損失
。中美的企業和消費者都期待，兩國能
夠在合理範圍內制定必要的國家安全限
制，並在敏感領域實現最小程度的脫鉤
（de-coupling），為正常的商業活動保
留適當空間。
近年來，國家安全問題的範圍有所
擴大，且尚未被重新界定，這給市場參
與者帶來了不確定性，也成為達成上述
目標的一個關鍵挑戰。在投資領域，
《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簡稱 FIRRMA）使美國投
資審查制度進入全面改革，但該法案的
核心內容仍不明確，包括未列明需進行
特別審查的技術類別。而中國發布的
《網絡安全法》等新規也給外國投資者
帶來了不確定性。同時，由於中美兩國
分別通過新法規大幅增強了向海外轉移
智慧財產權的管制，這也對雙方的科研
合作造成類似影響。
這些政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抑制

了企業想要投資成長型和創新產業的意
願。如果我們不盡快澄清相關限制，這
些模糊不清的國家安全思維將有可能成
為兩國的主導原則。中美企業必須能夠
區分禁區，並對可商業化的領域進行合
理評估，而不必擔心持續不斷的政策調
整或政治化。
第二，我們需要接受經濟體系中的
結構性差異，並努力達成尊重各國利益
的協定。
美國曾期待中國的經濟模式會越來
越接近西方的自由主義，這是讓中美關
係惡化的原因之一。隨著這些預期落空
，雙方都必須基於中國國情與發展模式
設定合理的預期。即使模式不同，兩國
也必須在經濟管理和商業關係的共同原
則上達成共識。這就要求中國履行三中
全會在市場準入、國有企業改革和競爭
等領域的經濟改革承諾，這些也符合中
國的核心內部利益。同時，美國也應當
接受，某些系統性差異將永久存在於中
美關係中。
有了這些舉措，我們應該就能夠實
現 基 礎 經 濟 收 斂 （ economic convergence）的共同願景。（也就是說，兩
國的發展水平會趨向接近。）但我擔心
的是，即使談判已經到了最終階段，雙
方仍在各說各話。具體來講，中國不斷
強調通過貿易讓步減少經常賬戶失衡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而美國
則堅持認為，唯有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
雙方才能達成協議。這兩個因素都很重
要，但只有解決中國的結構性分歧，才
能幫助重建中美之間的長期信任。

第三，建立衡量成果和進展的具體
機制。
一旦雙方就共同願景及相關承諾達
成一致，就必須制定一份可衡量的成果
清單，以方便彼此清楚地了解下一步行
動。考慮到兩國需要在協議的結構上和
有關交易方面均達成共識，在確定衡量
指標時就要從廣泛和狹隘兩方面著手。
廣泛的指標如中國為實現產業政策目標
而減少投資限制的幅度；狹隘的指標如
特定產品（像美國的農業或半導體）的
出口量，以及特定行業（如美國在中國
金融或汽車業）的投資增長。
為了讓美國的領導者們相信中國將
信守承諾，從而取消關稅升級，雙方事
先確定這些可衡量的成果必不可少。一
旦協議達成，也將給中國帶來信心，相
信不管將來由哪個黨派執政，美國政府
都將遵守談判結果。反之，未來達成其
它協議的可能性將大大減少。
第四，政府需要保障其公民享有合
法權益和行動自由。
中美關係緊張加劇的一個負面結果
是，研究人員、企業高管、學生等個人
越來越有可能卷入防禦性政策和政治花
招。這是兩國共同造成的問題。
在美國，有關部門最近收緊了對中
國學生簽證的某些要求，反映出大眾對
中國研究生的普遍懷疑。美國還加大了
對涉嫌間諜活動和其他違法行為的執法
力度。雖然犯罪行為必須受到法律制裁
，但這一舉動也導致了像陳霞芬
（Sherry Chen）這樣的華裔美國人被誤
控與中國政府合謀，聲譽遭到損害。最

後，特朗普總統對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
舟的言論在中國引發了一種看法：美國
沒有平等地遵守規則，而是將孟晚舟作
為貿易談判中的籌碼。
同樣的趨勢在中國也很普遍。對國
內外企業不同的法律待遇是一個長期存
在的問題，原先承諾的改革也沒有兌現
。限制與外國研究人員進行科學合作的
新規定反映了與美國國內類似的情況。
例如，最近兩名加拿大公民被拘留一事
在外國商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如果這些問題不加以解決，對兩國
的合作企業和研究團體將產生寒蟬效應
（法律用語，是指當下對言論自由的
「阻嚇作用」 ），進一步破壞信任。中
美兩國必須迅速採取行動，確保用於彼
此國家的企業、高管和個人的法律透明
且公平。如果缺少這個保證，社會各界
對政治化和專斷待遇的不確定性與恐懼
將繼續惡化，兩國間的信任將被侵蝕，
未來的經濟前景也將遭受破壞。
在談判代表們繼續為解決這場代價
高昂的貿易戰而努力時，我誠懇地建議
他們不僅要考慮為了達成協議所必須取
得的 「勝利」 ，還要考慮必須採取哪些
步驟來重建信任，確保協議在接下來的
幾個月乃至幾年內持續有效。只有建立
在重建信任基礎上的協議，才會產生預
期的結果，減少長期破裂帶來的更高代
價。沒有這種信任，我擔心任何協議都
只是暫時的，所有談判也將付諸東流。

【全旅推出
全旅推出】
】皇家加勒比海郵輪
皇家加勒比海郵輪,, 5 天 4 晚,
9/2 出發
出發.. 特惠價
特惠價$
$310
310//人, 原價
原價$
$909
909//房
為了回櫃顧客,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
皇家加勒比海郵輪
5 天 4 晚 - 9/2 休斯頓出發
特惠價只要 $310/人 (含稅, 內艙)
原價 $909/房
座位有限
請盡快聯繫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報名
詳細行程:
9/2 Galveston, Texas 德州蓋文斯頓
島 (休斯頓出發)
下午辦理登船手續

開始為期 4 天的西加勒比海郵輪
9/3 At Sea, Cruising. 海上巡禮
藍色的大海向您敞開了神秘的面具
。今日您則在豪華巨輪上輕松愉快的發
現人生喜悅。遊輪上有著現代化的遊樂
設施 、
大劇院
、夜總
會、歌
舞廳、
酒吧、
雪茄俱

樂部、遊輪上的現代化的遊泳池、健身
房、賭場、兒童樂園、美容院、圖書館
、溜冰場、攀巖牆、迷你高爾夫球場、
婚禮教堂、免稅商店街等。極目藍天大
海，品飲美酒香茶，正是此行的享受。
遊輪上為您精心安排的節目，讓您忘卻
工作的勞頓,全心身投入愉快的旅程，今
夜船長將致歡迎詞，與尊敬的貴賓共進
豐盛的晚宴。
9/4 Cozumel, Mexico. 墨西哥 科蘇
梅爾
豪華遊輪清晨行經普拉亞得卡門群

島，此地是加勒比海西部景色美麗，環
境優雅的海島群，島上的自然風光及人
文景觀讓您永難忘懷。早上到達墨屬科
茲美，中央為丘陵地帶，外為沙灘，是
優雅安寧的世外桃源，瑪雅人的聖地。
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瑪雅文化遺跡
完整地保存在科茲美島，您可自行前往
參觀，讓您置身於氣氛詭異的古城廢墟
中，一飽懷舊思古之夢想。回程中您將
有時間購物，當地的銀器，首飾和手工
藝品都很出名，是不錯的選擇。
9/5 At Sea, Cruising. 海上巡禮

盛大的宴會將在海上舉行，從早晨到午
夜連續不斷供應的各式美味大菜，讓您
享盡口福，船上除了酒、煙要自行購買
，其它的食物、大菜、自助餐、及正餐
時的絕大部分非酒精飲料都免費供應，
讓您大快朵頤。您永遠不會忘記加勒比
海海上遊的精美膳食，也不會忘記加勒
比海清瑩透徹的海水，乃人生又一個新
體驗。
9/6 Galveston, 蓋文斯頓島 (休斯頓)
豪華遊輪於上午抵達蓋文斯頓, 結束您
愉快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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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從未如此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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