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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21
週年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公證★認證★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代理Viking/Globus遊輪Gate1旅遊 廉价机票

$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5%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170 中國簽證

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Deer Park 煉油廠
發生重大火災
哪個公司福利最好?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租約
最好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商鋪
有限 

美國東部時間3月20日凌晨12
點02分，華特·迪士尼公司對21世
紀福克斯的併購正式生效。這起自
去年就轟動業界的大事件終於塵埃
落定，好萊塢從昔日的“八大”到
今天的“五大”——迪士尼、華納
、環球、派拉蒙、索尼，洗牌正在
加速。據悉，本次併購額總價高達
713億美元，遠遠高出2017年當時
的競購底價524億美元，是什麼因
素促使迪士尼願意花超出底價近

200億美元來併購福克斯呢？
從新聞集團出售給迪士尼的資

產來看，包括福斯電影製作業務、
福斯電視創意業務、福斯國際電視
業務以及福斯 Hulu、 TataSky 和
EndemolShine Group的股份。

但真正促使迪士尼溢價近200
億美元的核心資產在於三大因素：
全面控股在線流媒體服務商Hulu，
加強其和迪士尼2019年底推出流媒
體視頻點播服務的Disney+的互補

；將漫威曾經出售給福斯的《X戰
警》系列、《死侍》系列和《神奇
四俠》的版權拿回，將其與目前的
“漫威宇宙”全面整合；繼續擴大
優質IP的開發，包括《阿凡達》系
列、《猩球崛起》系列、《冰河世
紀》系列。

其中，可能超出很多人意料的
是，迪士尼不惜斥巨資擊敗索尼、
Verizon、康卡斯特等公司的最大動
因，並不是《X戰警》和《死侍》

，而是Hulu那掌握在福克斯之手的
30%控股權。

原因毫不奇怪，因為迪士尼自
知真正的對手已經不是傳統的好萊
塢剩下的那四強，而是2010年纔剛
剛崛起的流媒體視頻巨頭——奈飛
(Netflix)和亞馬遜，以及還沒真正動
起來但已在虎視眈眈內容市場的超
級巨無霸蘋果和谷歌。

迪士尼吞併21世紀福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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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地址//

A02_LEE李中原律師C1234567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713-487-9028

西 英

中

中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印度在縮短三軍2019年戰區
級備戰演習（TROPEX-2019）後，隨即將包括
航母與核動力潛艦的數十艘戰艦，重新部署到
接近巴基斯坦水域的北阿拉伯海。

印度軍方說， 「超日王」 號（INS Vikra-
maditya）航母，以及數艘核潛艦18日都參與了
這次旨在海上威懾，嚇阻巴基斯坦蠢動的部署
。不過據 「今日俄羅斯」 （RT）網報導，分析
家認為，北京以巴基斯坦為遏制印度的工具，
因此大規模重新部署，矛頭顯然是針對北京，
而不是伊斯蘭馬巴德。

印度駐巴基斯坦前大使帕塔薩拉蒂（Go-
palaswami Parthasarathy）說，儘管克什米爾
省區緊張白熱化，但新德里備戰的根據不是巴
基斯坦做了什麼，他們更關心的，其實是北京
做了什麼，以遏制印度在印度洋的影響力。

他指出，北京藉由提供武器、飛彈，甚至
核武設計，將巴基斯坦作為遏制印度的工具。
「我們並不擔心巴基斯坦本身，」 他說， 「我
們可以輕易匹敵並搞定巴基斯坦。」

此外，印度軍事記者阿羅爾（Shiv Aroor）
也指出，無論就數量，實力或戰力來說，印巴
海軍都相去懸殊。例如，巴基斯坦既沒核潛艦
，也沒有航母。不過，他警告，萬一印巴果真
爆發任何形式的海上衝突，北京幾乎毫無疑問
會介入。由於解放軍的海軍陣容遠比印度龐大
，潛艦隊也遠比印度更強，他也坦承，這種狀
況對新德里會是個問題。

至於印度海軍潛艇戰艦的部署，則是在儘
可能傳達這是非同小可的訊息。然而，阿羅爾
指出，就實際的觀點來說，在這種狀況下，爆
發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希望是如此。

印度海上向巴基斯坦秀重拳 矛頭指向陸

（綜合報導）澳洲白人至上主義者在紐西蘭
槍殺51名穆斯林，震驚全球，更引爆土耳其和
澳洲的外交危機，雙方端出百年前的交戰史互槓
。土國總統艾爾多安嗆聲，反伊斯蘭的澳人到土
國，會像當年的澳洲士兵 「躺在棺材裡被送回家
」 。此番言論惹毛澳洲總理莫里森，他昨不甘示
弱召見土國駐澳大使問個明白，並批艾氏所言
「魯莽、冒犯」 ，警告對方 「所有選項都擺在檯
面上」 。

引燃2個非恐攻當事國領導人罵戰的導火線
，是艾爾多安18日在西北部恰納卡萊省，出席
紀念一次大戰鄂圖曼帝國海軍勝利周年儀式時，
批評紐、澳百年前派兵遠渡重洋參與加里波利之
役，動機正是反伊斯蘭。 「我們跟你們有什麼關
係？你們何必大老遠過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
們是穆斯林，他們是基督徒！」

土國31日舉行地方選舉，艾爾多安19日在
伊斯坦堡為執政 「正義發展黨」 造勢時，無視外
界批評，再度播放凶嫌拍攝的行凶畫面，譴責

「對伊斯蘭日益升高的仇恨與偏見」 ，他慷慨激
昂大罵凶嫌 「如果紐西蘭沒有追究你的責任，我
們都會知道如何讓你血債血還。」

艾爾多安的言論惹毛澳洲朝野。總理莫里森
昨爆氣回嗆，在槍擊案才發生的敏感時刻，為了
選舉發表這類言論，任何藉口都令人無法接受。
莫里森並指出，紀念在加里波利陣亡澳紐聯軍的
「澳紐軍團日」 4月25日將至，可能勸導民眾
當天不要前往當地憑弔。

加里波利之役發生在1915至16年，為一次
大戰的關鍵戰役，英、法、紐、澳等聯軍在加里
波利半島大戰鄂圖曼帝國，最後鄂圖曼戰勝協約
國大軍，超過8千澳洲人陣亡。2014年由奧斯
卡影帝羅素克洛執導的親情片《伊斯坦堡救援》
，就是以這場戰役為背景。

另一方面，紐國警察總長布希昨透露，凶嫌
塔蘭特若未及時被捕，很可能發動第三起攻擊，
他們有理由相信，當時嫌犯正準備前往下一個攻
擊地點。

「棺材說」 引爆澳、土元首開槓

（綜合報導）表決、否決、拖延。英國政
府與國會為了脫歐內耗2年仍找不出共識，顯
示運作數百年的政黨制度已然失靈。英相梅伊
20日去信歐盟要求將脫歐期限短暫延到6月底
。歐盟放話，如果英國拿不出具體計畫，絕不
同意。川普長子因而表示，英國民主奄奄一息
。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梅伊21日將
赴布魯塞爾參加歐盟高峰會，正式要求延長
《里斯本條約》第50條規定的2年談判時間，
亦即將29日的期限延後。這還要看歐盟27個
成員國同不同意，萬一歐盟拒絕延期，不管有
無《脫歐協議》，英國仍須如期脫歐，也就是
硬脫歐。

歐盟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巴尼爾19日表示，
「延期將擴大不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帶來的成本

。我們不能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延長不

確定性……英國必須拿出一份具體計畫」 。
英內閣人士稱，梅伊在信中要求將脫歐時

限延到6月30日，而且還希望歐盟同意 「長時
間延後」 。首相府20日表示，梅伊只要求短暫
延後約3個月， 「雖有主張給國會多一點時間
達成共識，但人民空等了快要3年，再也無法
忍受國會決策無能。首相與人民同感沮喪」 。

BBC則指出，所謂 「短暫延後」 可能根本
不到3個月。歐洲議會將於5月23日改選，英
國必須在4月12日前決定是否參與， 「如果我
們不參與，就不會有代表進入歐洲議會，等於
失去歐盟成員身分」 。

專家指出，梅伊推動脫歐屢屢遭國會挫敗
，而且自家議員大幅度倒戈，不但反映首相與
國會的權力關係變遷，也顯示政黨傳統的運作
方式已經瓦解，政黨制度已經失靈。

（綜合報導）上月底越南美朝二次峰會破
局收場後，北韓和美國關係轉趨緊張。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川普政府已開始
私下討論，如果北韓再度發射衛星，應該如何
因應。

一旦北韓重回發射衛星挑釁的老路，就會

迫使川普面臨兩難的抉擇：冒著破壞先前談判
成果的風險，對平壤採取更強硬的姿態，或是
更加小心行事，努力維護談判取得的些微進展
，並嘗試透過外交途徑化解爭端。

美國官員透露，當局一直持續監控北韓各
個衛星發射場的活動，目前尚無跡象顯示他們

下一步會怎麼做，但確實可能發射衛星，因此
內部才會開始討論因應措施。

目前，國務卿蓬佩奧與白宮國安顧問波頓
都已表明，北韓若輕舉妄動，就等同 「外交自
殺」 。

波頓19日接受福斯財經網（Fox Business

）訪問時再次強調，倘若北韓重啟核武和飛彈
試射，川普總統本人說，他會非常、非常失望
。因為金正恩已多次向川普保證不會這麼做，
因此如果北韓再次試射，對川普將造成 「實質
衝擊」 。

脫歐空轉 英政黨制度奄奄一息

川普政府開始討論如何回應北韓再度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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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
21至26日訪義大利等國，而義大利有意簽署加
入中國大陸 「一帶一路」 計畫備忘錄，成為七大
工業國組織中第一個加入 「一帶一路」 的國家。
此時習近平選在對義大利進行國是訪問前夕，在
當地《晚郵報》發表署名文章，進一步推動義大
利加入中國大陸 「一帶一路」 計畫。

據中國大陸官媒新華社指出，習近平在《東
西交往傳佳話 中義友誼續新篇》一文中指出，中
國與義大利兩個文明交往歷史源遠流長，如早在
兩千多年前，古老的絲綢之路就讓遠隔萬里的中
國和古羅馬聯系在一起，以及在西方掀起歷史上
首次 「中國熱」 的《馬可波羅游記》，日後成為
東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文章指出，自1970年建交之後，兩國樹立
了不同社會制度、文化背景、發展階段國家互利
共贏的典範。而2004年中義兩國建立全面戰略
伙伴關係以來，雙方高層互訪；2018年，雙邊
貿易額突破500億美元，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00

億美元，而2020年兩國將迎來建交50周年，中
國大陸願同意方提升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關於 「一帶一路」 合作方面，該文提到將與
義大利共建 「一帶一路」 ，發揮兩國合作的歷史
、文化、區位等優勢，將義大利 「北方港口建設
計劃」 、 「投資義大利計畫」 等對接，在海上、
陸地、航空、航天、文化等多個維度打造新時期
的 「一帶一路」 。

文章說，中國將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每年舉
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方式，對包括義大利等
世界各國分享中國市場機遇、展開人文交流，加
強國際事務和多邊組織內的協調。

中國大陸外交部副部長王超20日表示，習
近平訪問義大利期間，中義將簽署涉及外交、經
貿、文化等領域的政府間合作文件，以及基礎設
施、機械、金融等領域的商業協議。雙方將進一
步加強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 「努力為兩國人
民帶去更多的實實在在的利益」 。

推動中義帶路合作 習近平親自出手了

（綜合報導）有數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 「阿
貝爾獎」 （Abel Prize）19日揭曉，由美國數學
家烏倫貝克（Karen Uhlenbeck）獲得殊榮。該
獎項也是第一次頒給女性，打破史上由男性壟斷
的局面。

阿貝爾獎委員會主席蒙特-卡斯表示，76歲
的烏倫貝克在幾何分析和規範場論的研究中，改
變了數學領域。她的理論改變了人類對極小曲面
（minimal surface）的理解，例如肥皂泡的曲面
，及更廣泛和高維度的極小化問題。烏倫貝克將

獲600萬挪威克朗獎金。
目前烏倫貝克在美國德州的普林斯頓大學擔

任客座高級研究教授，她透過大學發布聲明稱：
「我意識到自己會是年輕女數學家的模範，但成
為模範是件困難的事，因為我要告訴學生，就算
不是完美的人也能有所成就。」

阿貝爾獎以 19 世紀挪威數學家阿貝爾
（Niels Henrik Abel）命名，挪威政府於2002年
設立獎項，表揚其在數學領域有重大貢獻、卻未
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美數學家烏倫貝克奪阿貝爾獎 史上首位獲此殊榮女性

（綜合報導）法國的 「黃背心」 運動自
2018年11月17日發動以來，迄今已5個月，
在經歷全國大辯論後，最近又死灰復燃。 「暴
民」 無懼衝突、怒砸商店與古蹟，無視重挫經
濟與國家形象的後果，表面上聲討主政者馬克
洪政府，實際上嘲弄了整個代議民主體制。

不同於以往街頭運動，此次運動與任何政
黨、工會組織等都無關，完全依靠社群媒體自
發性動員，訴求也隨加入民眾的多元背景而日
漸多樣：取消燃料稅、提高薪資、更公平的稅
制、保證退休年金、中小學小班化（人數不超
過25）、解散議會、遣返非法移民等等。

因為沒有組織，沒有代表人物，所以訴求
不乏相互矛盾、對立的立場。但仍可從中找到
一致性，那就是在全球化、網路媒體時代，傳
統的民主體制正面臨新的挑戰，代議制度無法

解決問題，選出來的政治人物慘被人民唾棄與
抨擊。

黃背心喊出的口號不外乎 「馬克洪，我們
不是你待宰的羊！」 、 「這套制度，讓富者愈
肥富、貧者愈窮貧餓！」 顯見示威民眾對高高
在上的執政者充滿了不平與憤怒。隨著社群網
路普及，人民主權與代議政治之間的矛盾進入
了新的階段。

樂觀者認為，社群網路普及後，無需任何
代議人物與組織，就可更好地實現高水準的直
接民主。而這次黃背心運動刻意地與政黨、工
會、政治人物保持距離，因此不論哪個政黨
（無論新舊、右翼或左翼、民粹或非民粹）或
是工會，都不可能從中受益，這可能是該運動
的最大創新，也是對代議制度最大的挑戰與打
臉。

（綜合報導）許多法律規定18歲即為成年，是經由許多經驗和調整而界定出的規範，需要對自
己的行為負責；然而英國有部分科學家卻認為，18歲就是成年人規定很荒謬，因為大腦和心智無法
在一夕之間就成熟，發育時間的長短也因人而異。基本上，30歲才算是完全發育成熟。

英國司法系統日前認定，一般人只要18歲後就是個有成熟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因此得負起大部
分的責任，但劍橋大學教授瓊斯（Peter Jones）在會上表示，18歲並不代表青春期已經結束，大腦
在18歲到30歲之間仍還在經歷各種變化，這也說明為什麼20幾歲的人較容易罹患各種精神上的疾
病，情況到了30歲後就會減緩很多。至於教育、醫療和司法系統將成年定義得如此明確，他認為，
轉變和成長是一種過程， 「這只是為了他們方便行事。」

對話、代議都失靈 黃背心復燃

18歲太嫩！研究：人到30歲才算 「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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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9日，歐盟負責英國脫

歐事務談判的首席代表巴尼爾表示，

任何長時間推遲英國脫歐，都將增加

歐盟的經濟和政治成本。他強調，需

仔細權衡這些成本與潛在的裨益。

據報道，巴尼爾是在歐盟領導人

峰會前發表上述講話的。如果英國首

相特雷莎· 梅提出要求，歐盟領導人可

能在會上決定，是否同意延後3月29

日的英國脫歐時限。

目前，距離英國脫歐還有10天時

間。巴尼爾表示：“問清楚延期是否

有用是我們的責任。延期將擴大不確

定性和不確定性帶來的成本。我們不

能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延長不

確定性。”“歐盟領導人需要英國拿

出壹份具體計劃，以便在有充分信息

的情況下做出決定。”

巴尼爾指出，歐盟其他27個國家

的領導人會向梅提出這樣的問題，推

遲脫歐是否會增加她兩度被否的脫歐

協議在四分五裂的議會獲批的機率。

他稱，歐盟將評估怎麽做對自己

最有利。“在沒有明確計劃的情況下

擴大不確定性，將增加我們企業的經

濟成本，而且還可能給歐盟帶來政治

成本。”

預計梅將向歐盟提出正式要求，

將英國脫歐至少推遲3個月。然而，巴

尼爾警告稱，她不能同時尋求短期和

長期延期，“長時間延期需要與壹些

新東西聯系起來，需要壹個新的事件

，壹個新的政治進程。”

歐盟曾考慮將英國脫歐最長推遲到

2020年底，屆時歐盟當前的長期預算將

到期，前提是倫敦方面將會改變梅的做

法，在脫歐後尋求與歐盟保持更緊密的

關系，舉行第二次公投或大選。

歐盟外交官和官員表示，歐盟領

導人可能不會在本周做出最後決定，

這取決於梅的具體要求。這可能會幫

助梅向該國議員施壓，促使他們在3月

29日前舉行的第三次投票中，支持她

的脫歐協議。其他選項還包括將脫歐

短時間推遲到6月底。

不過，歐盟認為這不足以打破英

國脫歐僵局，且擔心倫敦方面會要求

進壹步推遲。歐盟認為，若在6月2日

歐洲議會開始後，英國仍是歐盟成員

國，就必須參加歐洲議會選舉。但歐

盟擔心，若英國不投票，但繼續留在

歐盟，會給歐洲議會合法性帶來法律

挑戰。

3月19日，歐盟敲定了壹項立法，

以便在最具破壞性的“無協議脫歐”

情況出現後有據可依，並緩解無序脫

歐給漁業以及歐盟和英國間的交通運

輸，造成的最嚴重混亂，並延長交換

學生計劃。巴尼爾重申，歐盟願意更

新未來與英國關系的政治宣言，這是

陷入困境的脫歐方案的壹部分。他表

示，歐盟不會就主要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脫歐協議重新進行磋商。

“投票反對無協議脫歐並不能阻

止這種情況發生”他在談到上周英國

下議院的投票時表示，“現在，每個

人都應該為無協議脫歐情景做好所有

準備。就歐盟方面而言，我們已經做

好準備”。

法國總統馬克龍辦公室的壹名官

員19日表示，如果英國延遲脫歐的要

求只是為了拖延脫歐進程，而沒有提

出擺脫僵局的辦法，或者會危及歐盟

的體系，法國準備予以否決。

這是馬克龍辦公室迄今發出的最強

烈信號，表明法國不會同意僅僅為了避

免英國在無協議情況下無序脫歐，而推

遲原定於3月29日的脫歐日期。

當被問及法國是否可能投否決票

時，這位官員表示：“是的，如果延

期的條件未得到滿足，這是壹種可能

的情況。”“我們已采取壹切措施，

避免英國無協議、無序脫歐。”“現

在，我們需要英國做出壹個明確的政

治選擇。”

歐盟不願做“虧本買賣”
要求英國拿出推遲脫歐計劃

如今，與英國壹衣帶水的法國

漁港濱海布洛涅籠罩著憂心忡忡的

氣氛。生活在這個法國歷史最悠久

的漁港裏的漁民們為英國“脫歐”

的進展牽腸掛肚。很多人擔心，壹

旦英國與歐盟正式“分手”，他們

可能無法再自由進出英國漁場，本

地漁業可能蒙受滅頂之災。

最近數十年來，濱海布洛涅的

人們可能還從未像今天這般焦慮。

他們千回百轉的愁腸裏，折射出歐

洲壹體化進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

折。

上世紀60年代，法國、比利時

、荷蘭、德國等歐洲國家與英國簽

訂了《倫敦漁業公約》。根據公約

，法國等國漁船可以到英國水域捕

魚。到80年代，歐盟的前身歐洲共

同體開始實施共同的漁業政策，後

來演變成歐盟共同漁業政策。根據

這些政策，歐盟國家對彼此開放本

國的海上專屬經濟區。

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當時被普遍

認為是最能體現歐洲壹體化“紅利

”的政策之壹，整個法國也從中受

益。正是在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的框

架下，濱海布洛涅的漁民可以自由

進出英國海域捕魚，漁業成為當地

首屈壹指的支柱產業，為城市的繁

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法國海洋養殖和海洋漁業國家

委員會資料顯示，法國每年捕撈的

海產品中有三分之壹來自英國海域

，在法國西部和北部的濱海區域，

這壹比例甚至更高，比如在諾曼底

地區，這壹比例達到50%，在上法

蘭西大區，這壹比例更是高達四分

之三。

共同漁業政策的受益者不只是

法國。歐盟2018年發布的報告顯示

，2011年至2015年，歐盟各國平均

每年在英國海域的捕撈量是76萬噸

，而英國在歐盟其他國家海域的捕

撈量只有9萬噸。

從英國漁民的角度看，這筆

買賣有點兒虧！所以，不難理解

，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時，

超過九成的英國漁民贊成“脫歐

”。2018 年 7 月，英國出臺“脫

歐”白皮書時，也充分考慮本國

漁民的訴求，打算單方面決定以

後歐盟國家的漁船能否進入英國

捕魚區。

然而，歐洲壹體化政策讓精於

商道的英國人吃虧了嗎？其實未必

。英國與歐洲大陸分享漁業資源的

同時，歐洲大陸廣闊的漁業市場也

向英國敞開了大門，同時，壹體化

還帶來了免除關稅、簡化清關等諸

多便利。據法國《世界報》報道，

如今，英國漁業年產量近四分之三

都出口給了歐盟國家，其中35%至

40%出口給了海峽對面的法國。

那麽問題出在哪裏？有分析認

為，壹體化市場紅利並沒有在漁業

自捕撈作業到貿易出口的產業鏈上

得到公平分配。漁民看到的，是本

國資源被分享，享受的實惠卻不多

，自然支持“脫歐”，而貿易中間

商看到的，則是生意興隆通四海，

自然支持“留歐”。

英國“脫歐”至今前景未蔔，

濱海布洛涅漁業的憂愁，不僅折射

了“脫歐”進程可能給不同行業帶

來的沖擊，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相關

國家民生的廣泛影響，也反映出歐

洲壹體化進程中利益博弈的復雜和

推進的艱難。

在濱海布洛涅的愁雲之外，歐

洲壹體化何時才能迎來“花有重開

日”的那壹天呢？

漁網中的英國“脫歐”

據歐洲時報網報道，當地時間3

月18日晚，法國總統馬克龍邀請64名

學者到總統府，進行長達8小時10分

辯論商討。馬克龍態度堅決地譴責

“黃背心”運動，同時不忘對自己的

改革政策辯護。他稱：“我們不能因

為頑固少數群體的暴政而停下腳步”

。據悉，馬克龍此次與學者的會面，

是他進行的第11次類似辯論。

據報道，該辯論持續至次日淩晨2

點30分結束，學者主要來自精神分析

、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領域。馬

克龍表示不會改變取消“巨富稅”

(ISF)和結束官員職位兼任的改革，此

外他否認提高遺產稅，同時否認設立

全民普遍工資的實驗機制。

馬克龍說：“法國本身並沒有保

住更多的生產力解決失業問題。如今

我們這輪大討論即將結束，隨後開啟

關於稅收和資本主義的討論並非良策

。這個話題如果從國際層面考量，我

非常同意。但如果單在法國討論，將

產生負面效果。”

提到“黃背心”，馬克龍用詞十

分激烈。他說，“黃背心”實為社交

網絡的反映，系“語言不受約束，匿

名之下極為暴力”。他說，網上匿名

如同給人帶上盔甲，可以隨便到任何

壹個地方，摧毀商家店鋪等；跟社交

網絡壹樣，“黃背心”運動給人的感

覺是：所有的話語具備同樣權重。

但他認為，16日香榭麗舍大街發

生的暴力行為，肇事者主要是職業打

砸搶人員，而非普通示威者，強調政

府將采取強硬措施，比如禁止人員在

香榭麗舍大街和其它大城市中心地區

遊行示威。

不過有媒體評價說，馬克龍對不

平等、能源轉型等議題，並沒有做出

詳細的闡述。比如他說不平等和遺產

問題屬於當代資本主義的紊亂之壹，

但如果現在開啟針對該議題的辯論，

這同他近來發起的鼓勵投資的改革理

念相悖。

“全國大辯論”開啟後，馬克龍

從1月15日開始去到法國各地，同地

方民意代表、普通公民以及年輕人，

面對面辯論。此次與學者的會面，是

馬克龍進行的第11次類似辯論。

馬克龍第11次辯論
譴責“黃背心”運動

備受關註

的德國5G頻譜

競標19日正式

啟動。針對是

否樂見中國企業

華為參與德國

5G建設的問題

，德國總理默克

爾當天表示，不

會因為壹家企業

來自某個特定國

家就將其排除在

外。

默克爾當天在柏林出席壹場智庫

峰會時回答了相關提問。主持人向默

克爾問道，美方警告稱如果德國使用

華為技術，將限制同德國的情報共享

，“妳會樂見華為參與到競標德國5G

的聯合體當中嗎”？

默克爾回應稱，目前已有非常多

的國家使用了華為的技術。她表示，

5G是壹種高度復雜的技術，因此也帶

來了新的問題。但她強調，德國聯邦

政府已經決定，不會“簡單地將某壹

企業或是行為主體排除在外”，而是

對這些參與5G競標的企業提出要求，

並將相關的要求寫入到電信法規之中

。

默克爾強調，她完全不認同的是

兩種做法：壹是把高度敏感的安全問

題放到公開市場上去解決；二是對於

壹家參與5G競標的企業，僅僅因為其

來自特定國家就將其排除在外。

默克爾表示，應該給予所有各方

參與的機會，但同時德國也將評估與

此相關的不同的法律條件，並與盟國

進行研究。

默克爾回應
華為參與德國5G
不會排除特定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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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中計劃下週將於北京展開
新一輪貿易談判，力拚4月底前達成協議；雖
然美國總統川普一向宣稱談判進展非常順利，
但據外媒報導指出，由於大陸官員同意修改智
慧財產權保護政策，而川普政府未保證取消對
中國大陸貨品加徵的關稅，北京談判立場出現
轉硬跡象，但也可能是以討價還價作為談判策
略。

華爾街日報引述川普政府官員說法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與
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預計下週
25日飛往北京，與中國大陸首席談判代表、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會面，劉鶴將於隔週率團訪問
華府。報導引述匿名人士表示，美中鎖定4月
底前達成貿易協議，比雙方原先規劃晚了一個
月。

雖然美中貿易談判接近尾聲，但報導指出
，由於中美對於協議內容與談判簽署方式仍喬
不攏，即使川普希望早日達成協議，但也只能
將期限向後延。首先，北京擔心美中若沒有在
「川習會」 前敲定貿易協議，川普可能當面逼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接受對中方不利的協
議；加上劉鶴需要徵詢中共高層同意，以英文
為文本貿易協議需要時間翻譯中文，更拖延可
望在佛州舉行的 「川習會」 。

據報導稱，美中希望貿易協議包含三大議
題：美國大幅增加對中國出口，中方承諾加強
保護智慧財產權、停止施壓美國企業將技術轉
移給中國合作夥伴、減少補貼國有企業。但目
前雙邊分歧唯如何取消去年對彼此貨品加徵的
關稅，以及協議執行機制。

在取消關稅方面，北京希望華府立即取消
對中國大陸貨品加徵的關稅，但美方偏向視北
京履行承諾情況 「逐步取消」 ，但彭博引述知
情人士說法報導，雖然中國官員同意修改智慧
財產權保護政策後，川普政府未保證取消對中
國貨品加徵的關稅，北京談判立場出現轉硬跡
象。

關於智慧財產權部分，知情人士說，北京
不再承諾保護製藥業資料，未提出加強專利連
結制度的計畫詳情，拒絕在資料服務議題上讓
步，並爭取在貿易協議中添加字句，以確保相
關規則符合中國大陸法律。

目前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日前將意見
送達中方談判代表，嘗試釐清中國智慧財產權
保護修訂提案字句引發的疑慮。而美國談判代
表萊特海澤身邊的人士否認中方官員收回先前
提出的承諾。部分白宮官員視中國大陸態度轉
硬，對美方討價還價，可能是對想把貿易協議
做為未來競選政績的川普的談判籌碼。

中美貿易談判新回合 傳這關鍵讓北京硬起來

（綜合報導）素有 「熱帶川普」 的極右派
新任巴西總統波索納洛19日訪美，並赴白宮會
見美國總統川普。政治意識形態相近兩人相見
歡，波索納洛更直言他以前就是 「川粉」 ，早
已崇拜川普已久，而川普也對巴西做出諸多保
證，包括支持巴西加入經合組織，以及替巴西
爭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特權，川普甚至大膽表
示可預見巴西加入北約的可能性。

綜合外電報導，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
）自今年元旦就職以來，改變巴西多年來維持
中立的外教傳統，轉向親美立場。他與川普在
白宮花園的儀式中發表聯合演說，強調彼此將
有良好的工作關係，因為兩人有許多類似的願
景；而巴西與美國的關係也將因他們的友誼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值得注意的是，波索納洛也順利從川普獲
得替巴西爭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特
權。川普表示，有意將巴西取得 「主要非北約
盟友」 地位，或者 「北約盟友」 ，將讓巴西更
易於取得美國武器和其他軍事連結；川普表示
，他甚至可以預見巴西加入北約的可能性。

此外，他們同時同聲反對社會主義，並共
同誓言要將委內瑞拉左派領袖馬杜洛（Nicolas
Maduro）拉下台。川普對此表示， 「所有選項
都在檯面上」 。路透社報導，對美國來說，巴
西與委內瑞拉相鄰，兩國邊界很長，美方與巴
西結盟一起對付馬杜洛，是策略中很重要的一
環。不過，兩人都避免直接談論對委內瑞拉採
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波索納洛與川普稍後發表共同聲明指出，
巴西將開始放棄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得到的
特殊待遇，作為美國支持巴西加入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的交換條件。一名波索納
洛經濟團隊成員表示，上周巴西原未期待美國
答應支持巴西加入OECD，川普突然宣布讓巴
西有些喜出望外。外界認為，雖然放棄世貿特
殊待遇會有損失，但加入OECD卻可吸引更多
人投資巴西。

外界也關注正值美中貿易戰之際，先前在
選戰中曾宣稱 「中國正在買掉整個巴西」 的波
索納洛未來的對中路線。對此，波索納洛表示
他有計畫在今年下半年訪問中國大陸。

北約向南擴？川普將替巴西爭取NATO特權 （綜合報導）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US
SOCOM）與薩科斯機器人公司(Sarcos Robot-
ics)完成簽約，將購買 「守護者XO」 (Guardian
XO)全身自主動力外骨骼。不是用於作戰，而是
用於後勤搬物，很類似科幻片 「異形2」 (Alien
2)當中的動力裝卸機。

未來主義(Futurism)報導，守護者XO 看起
來真的頗像 「異形2」 當中，蕾普利所使用的動
力裝卸機，只是沒有那麼巨大，應該不能殺死異
形女王，但是它確實可以讓使用者變的超強壯。

薩科斯公司執行長班‧沃夫((Ben Wolff)表
示，他們在2000年時提出第一具原型，當時採
用液壓驅動，功率消耗高達6,800瓦，所以必須
以電纜供電。到了2010年，效能進步一倍，功
率消耗減少到3000瓦， 相當於飛行時間短的現
代小型無人飛機，但是耗電量仍然太大。之後他
們試著採用一台6,800瓦本田發電機來供電，發
電機大約是手推車的大小，但每小時燃燒一加侖

汽油(3.7公升)，而發電機本身重量又重達144磅
(65公斤)，顯然不適合隨身攜帶。

沃夫說，我們嘗試了從電池到內燃機的所有
可能，由於目前的技術還沒有 『弧形反應爐』 (
鋼鐵人胸口的反應爐)那種又小又強力的能源，
所以公司轉而降低能源消耗，目前它的功率消耗
縮小到400瓦。

薩科斯的動力外骨骼，採用電池動力，充滿
電的運行時間長達8小時，最快步行速度為每小
時3英里(4.8公里)，可抬起重達200磅(90公斤)
的貨物。由於它能夠不停機就更換電池，所以工
作時間基本上是無限的。

這筆交易是五角大廈正式肯定薩科斯技術。
其實本月早些時候，該公司就曾宣布，他們與美
國海軍建立 「合作夥伴關係」 ，評估全身動力外
骨骼，如何 「提升造艦工作」 的可行性。也就是
說，未來在紐波特造艦工廠，會看到許多穿著
「守護者XO」 的技工在工作。

美軍正式購買動力機械服 可抬起200磅貨物

（綜合報導）用手機玩PS4上的遊戲大作不再只是夢想！
Google於2019遊戲開發者大會正式發表遊戲串流服務 「Stadia
」 ，未來除了不需依賴遊戲主機，就可跨平台體驗3A遊戲大作
之外，從點選遊戲到開台花不到5秒，不僅讓外界稱之為 「電玩
界的Netflix」 ，甚至可能讓現今稱霸的PS4與Xbox One X地位
動搖。

據《商業內幕》19日報導
，在Google展示會上，以Ubi-
soft 的《刺客教條奧德賽》為
例，玩家只要使用Chrome瀏覽
器，上YouTube觀看遊戲影片
後，點選 「Play now（立刻遊
玩）」 後，不需安裝，整個過
程不需5秒即可遊玩，而且不論
在手機、平板、筆電、桌機、
電視上都可以玩，打破單一主

機限制。
為了讓跨平台遊戲體驗更加順暢，Google 也為Stadia開發

了一款外型類似PS4、Xbox One手把的專屬控制器 「Stadia
Controller」 ，其中除了內建Wi-Fi外，還獨特設立能立即拍下
遊戲畫面並分享到YouTube上的 「capture(螢幕擷取)」 鍵，以及
當遊戲卡關時可立即找救星的 「Google助理」 鍵。

至於遊戲運作與遊戲聲光效果方面，在Google與顯示卡大
廠AMD結盟後， Stadia提供4K、HDR、60fps、環繞音效，比
現今PS4與Xbox One X還要高，也能同時以4K、60fps的品質
將遊戲存到YouTube，未來甚至可推出能夠達到8K、120p的輸
出。此外，Stadia也支援與PC、Xbox One、PS4、Switch、手
機等跨平台的不同玩家在雲端上共同遊玩，並能保存遊戲進度。

正如 Sony 與微軟都為自己專屬遊戲內容設立工作室，
Google也藉Stadia 發表宣布成立 Stadia Games and Entertain-
ment，並由前任刺客教條系列製作人雷蒙（Jade Raymond）擔
任工作室負責人。目前首款在Stadia上推出的遊戲確定為《毀滅
戰士 永恆（Doom Eternal）》，而《刺客教條》系列新作也可
望在Stadia上推出，下一步可觀察推出《最終幻想（Final Fan-
tasy）》的史克威爾艾尼克斯（Square Enix），以及《NBA 2K
》的 TAKE 2（Take-Two Interactive）是否未來將新作加入
Stadia行列。

用手機也可玩PS4大作！Google新推串流遊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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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任天皇將繼位日本新任天皇將繼位
多國嘉賓參加登基典禮多國嘉賓參加登基典禮

日本新任天皇將於今年5月1日登基繼位。10

月 22日，日本政府將為其舉辦登基典禮，並決定

邀請多國的首腦政要參加。

據報道，日本將在4月30日舉辦天皇退位儀式，

並於5月1日舉辦皇太子登基後壹系列儀式中的首個

“劍璽等繼承之儀”。鑒於此，日本政府3月19日在

首相官邸召開了皇位繼承典禮籌備委員會會議，決定

了出席相關儀式的皇室成員的站位等詳細安排。

另外，會議還決定，將邀請多國首腦及政要參

加今年10月22日新天皇向國內外宣布登基的典禮

“即位禮正殿之儀”，以及將分4次舉辦新天皇登

基祝賀宴會的“饗宴之儀”。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政府將做好萬全

準備，順利平安地迎接我國這個歷史性時刻。為

保證各儀式和慶典有條不紊地進行，政府將繼續

精心安排好各項工作。”

此外，在登基典禮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3日

，日本首相夫婦將舉辦晚餐會招待國外嘉賓。關於

晚餐會上的文藝活動，會議決定邀請狂言師野村萬

齋出任“總顧問”，向其征求意見和建議。

日本政府相關人員表示：“我們希望能向國外

嘉賓簡明易懂地展現日本的傳統藝術，對此我們委

托了野村狂言師，野村先生也已給了我們非常有意

義的建議。

20 日，韓國統計廳發布

的壹項報告顯示，韓國 2018

年結婚登記數量創下歷史最

低。據分析，越是在整體經

濟狀況不振的情況下，結婚

的夫婦就越會呈減少趨勢。

報道稱，20 日，韓國統

計廳發布《2018 年結婚及離

婚統計報告》，根據報告顯

示 ， 2018 年 韓 國 人 口 中 每

1000 人中登記結婚的數量為

5對，較上年減少 0.2 對。這

壹數值也是自 1970 年開始此

項統計原來的最低值。

每 1000 人中登記結婚的

數量也被稱為粗結婚率。據

分析，韓國粗結婚率在韓國

經歷外匯危機、金融危機等

經濟蕭條時會急劇下降。在

1998 年經濟增長率為-5.5 時

，韓國粗結婚率也從 1996 年

的 9.4對減少到 8對。

分析指出，當 2006 年經

濟增長率恢復至 5%時，韓

國的粗結婚率也開始有所增

加，後又在經歷金融危機的

前後粗結婚率也隨之大幅下

降。2007 年，韓國粗結婚率

為 7對，2009 年為 6.2 對。從

韓國經濟增長率進入 2~3%

低增長的 2012 年開始，韓國

結婚人數也隨之不斷下降。

韓國統計廳人口動向科

科長金進(音)表示，“經濟

上來看，20 到 30 歲的年輕

人失業率升高，住房壓力

增加，而這導致年輕人在

適齡期結婚人口減少。經

濟指標向好時結婚人口也

將增加”。

韓 2018 年結婚
登記數量創新低
或因經濟不振

“‘壹帶壹路’連接中國與印尼”研

討會19日在雅加達舉行。印尼海洋統籌部

長盧胡特在作主旨演講時表示，印尼“全

球海洋支點”戰略構想和中國“壹帶壹路

”倡議的有效對接，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

的有效結合，平衡了各自的國家利益，是

壹對雙贏的國際合作關系。

盧胡特說：“B to B的合作方式，是

壹種健康和可持續的合作方式。印尼和中

國之間的合作促進了印尼的發展，另壹方

面，對地區甚至全球的動態穩定也做出了

奉獻。”

印度尼西亞投資協調委員會主席托馬

斯· 倫邦也在致辭中說：“‘壹帶壹路’

倡議給印度尼西亞帶來了歷史性機遇，雖

然我們面臨壹些挑戰，但是我們有百分百

的信心去解決出現的問題。‘壹帶壹路’

倡議是當前解決世界經濟問題最具包容性

、最適合的方法之壹，解決當前世界經濟

發展進程中面臨的問題，需要壹個具有強

大領導力的國家，中國無疑具有這樣的實

力。印度尼西亞被‘壹帶壹路’上的項目

所鼓舞，印度尼西亞應該抓住中國帶來的

這個機遇。”

中國駐印尼大使肖千指出，中印尼合

作的積極態勢正是中國同眾多友好國家和

地區開展“壹帶壹路”建設合作的縮影。

過去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支持和

參與“壹帶壹路”倡議對接發展戰略，釋

放合作潛能，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寶貴

動力。5年多來，“壹帶壹路”合作為印尼

帶來了投資與合作，帶來了機遇與夢想，

帶來了成長與進步，帶來了憧憬與希望。

印尼海洋統籌部長盧胡特：
“壹帶壹路”倡議促進印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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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館自2007年成立志
願者團隊，是中國較早啟動志

願服務的博物館之一，截至目前已
累計註冊志願者近3,000人，為來自
五湖四海的中外遊客提供文物講
解、諮詢引導等重要的志願服務工
作。

陽春三月，天朗氣清。近日，
位於武漢東湖之濱的湖北省博物館
不僅迎來了新一輪遊客小高峰，也
迎來應徵的200多名志願者。

講解員從8歲至70歲
“志願者講解員不僅熟知每一

件文物的歷史，還能將文物背後的
故事趣味化地表達。”其中一位應
徵者劉小姐說，如果想要堅持了解
一件文物，就需要來到博物館這樣
專業的平台。於是，當看到湖北省
博招募志願者的消息，她和丈夫立

馬來報名了。
在為期兩天的面試中，200多名

面試者紛紛表達強烈的服務意願，以
及對文物、歷史知識的熱愛。他們中
有高學歷青年，有“想要打開另一扇
門”的二孩媽媽，也有“立志通過考
核”的退休職工。

志願者呈高學歷趨勢
湖北省博物館社教部主任錢紅

介紹，近幾年博物館志願者招募工
作持續火熱，志願者申請人在年齡
和學歷上呈現出年輕化、高學歷的
趨勢。目前，團隊中既有 8歲的
“小小講解員”，也有年逾70歲的
“榮譽志願者”。

錢紅說，博物館志願者還需承
擔日常管理、諮詢引導、協助專業
研究等各項崗位，“博物館志願者
是博物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

一般情況下，講解常設展廳
的重要文物，講解時長約為1.5小
時，以每分鐘180字計算，志願者
們需要準確熟記16,000多字。內容
龐雜，不少專有名詞十分拗口，這
些還只是基本功課。

“考核越來越嚴格，面試只是
第一關。”負責招募和培訓志願者的
陳丹妮表示，志願者還將經過兩三個
月的系統培訓，包括語言表達、形態
語言表達等，以及最終的展廳講解環
節。通過所有考核後，志願者預計6
月初上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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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節目視節目《《我我

在 故 宮 修在 故 宮 修

文 物文 物 》》、、

《《 國 家 寶國 家 寶

藏藏》》到到《《上上新了新了．．故宮故宮》》，，近年來一檔近年來一檔

檔叫好又叫座的文博類電視節目不檔叫好又叫座的文博類電視節目不

僅拉近僅拉近了了““古老古老””與““現代現代””的距離的距離，，

還掀起一陣文博熱潮還掀起一陣文博熱潮。。這股熱潮使這股熱潮使

不少民眾都希望以博物館志願者的不少民眾都希望以博物館志願者的

身份深入了解身份深入了解““文博文博””，，使志願者報使志願者報

名人數屢創新高名人數屢創新高。。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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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博物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有業內人士有業內人士
指指，，博物館志願者是博物博物館志願者是博物

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武漢大學賞櫻預約18日再次拉
開序幕。當晚，由於預約火爆，系統
一度無法使用。預約通道開啟1小時
後，開放首日的21日下午賞櫻名額
已經被預訂完畢。

武漢大學18日下午召開了武大
櫻花開放期間校園管理政策新聞通氣
會，校方表示當晚20點整正式開啟
網絡預約，對社會公眾不收取費用。
在校內櫻花開放期間，武大採取網絡
實名預約（不接受任何團體預約 )，
周一至周五每天接受1.5萬人（上午
9千、下午6千）預約，周六、周日
每天接受3萬人（上午2萬、下午1
萬）預約。公眾通過武大官方網站、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進行預約。

18日20點，澎湃新聞通過武漢
大學官方微信進行預約，發現預約系
統已出現繁忙情況。預約界面顯示，
預約時間從18日20時至19日8時，
已對應開通21日上午、下午的賞櫻
名額預約通道。

承襲上年措施 周末限流三萬
武大校長竇賢康此前說，“武

大櫻花季已免費開放了三年，已經形
成共識：對公眾開放是大學、高校應
盡的職責”，去年櫻花季期間，採取
了周末3萬人、平日2萬人的限流措
施，整體效果還不錯，所以今年還會
採取同樣的限流”，竇賢康透露，
“每年我們在櫻花季期間要投入
1,000萬元人民幣，做安保引導、硬
件購置等，但我們認為很值得，讓武
大櫻花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喜愛。”

■澎湃新聞

3月19日上午，在山東省千佛山醫
院血液採集室內，“80後”濟南小伙子
高翔宇完成造血幹細胞的採集，他的
“救命種子”將輸入一位新加坡患者的
體內。

高翔宇平時就樂於助人，從18
歲開始就堅持義務獻血。2015年高
翔宇加入了中華骨髓庫，成為了一
名造血幹細胞捐獻志願者。

高翔宇說，當接到紅十字會通
知配型成功的電話時，他的心情一
下子激動起來，翹首期盼着高分辨
配型和體檢能夠成功，好讓自己順
利捐獻。

檢測繁瑣 跑醫院四五次
據濟南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介

紹，因為此次是涉外捐獻，檢測程

序很繁瑣，需要把血樣寄往國外，
高分、體檢等每次需要空腹抽取十
幾管血樣，高翔宇前後往醫院就跑
了四五趟。

這期間，熱心腸的高翔宇毫無怨
言，他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去新加坡完
成捐獻，路費自己出，包括入院住
宿，都可以自己解決，為患者省一些
費用。

能夠配型成功，患者無疑是幸運
的。但高翔宇卻認為，幸運的人是自
己。

“作為一個平凡人，能以這種
方式給人新的希望，捐點血就能救
人一命，感覺真的很幸運。”高翔
宇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通訊員 曹丙昌 山東報道

熱血魯青捐幹細胞 為救人願自費赴星

武
大
賞
櫻
預
約
1
小
時
滿
額

◀武漢大學的賞櫻預約系
統一度塞爆。 網上圖片

▼▼武漢大學的櫻花每年武漢大學的櫻花每年
都吸引不少人前往參都吸引不少人前往參
觀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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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施援罕見
“積”起車廂移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鐵發
生通車40年以來首宗列車相撞嚴重事故，
因意外現場環境狹窄，港鐵未能使用大型機
械將偏離的列車頭卡移回路軌；涉及公眾利
益及工作人員安全問題下，19日消防處
“罕有”派員到場提供協助，包括坍塌搜救
專隊，以求盡快恢復通車。

消防處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處方19日晨7時派出7輛消防車及33名消
防人員，包括坍塌搜救專隊，到達中環站
協助港鐵將列車碰撞意外後偏離路軌的頭
卡積起。由於現場隧道環境狹窄未能使用
吊重工具，但消防員有足夠的合適工具應
對環境。

惟因頭卡重量達40噸，每次只能積起
不多於10厘米高度，故需要不斷重複積高
及鞏固車卡，以致需要耗費較長時間。消防
員在利用兩個重型油壓積及一個氣墊積協助
下，經過約6小時成功將車廂積起720毫
米，讓港鐵人員可以設置所需工具移正車
廂，以便盡早將車廂橫移回路軌運走。

乘 客 怎 看

港鐵荃灣線恢復正常行車
工程人員通宵修復 港鐵感謝員工辛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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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
港鐵清理相撞列車的工作困難重重，
19日荃灣線金鐘站至中環站一段的
列車服務繼續暫停，大批乘荃灣線往
中環的乘客要在金鐘站行落一層月台
轉車，有乘客表示人流比平日多一
倍，也有市民不滿港鐵在事故發生後
逾24小時仍未完成清理工作，令他
們要提早出門口。

荃灣線往港島的總站原本設於中
環，但受列車相撞事件影響，金鐘至
中環段服務19日連續第二日暫停，
列車均改以金鐘為終點站，往中環的
乘客要步行至下一層月台轉乘港島線
列車繼續行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19日早上8時
半上班的繁忙時間到金鐘站了解情
況，站內大批職員及警員協助乘客，
而港島線列車班次亦頗為頻密，平均
每1分鐘左右就有一班車，整體秩序
大致良好。不過，記者由荃灣線金鐘
站下車一刻開始計時，仍用了約6分
鐘才能到達中環，所用的時間較平日
不用轉乘長逾一倍。

李小姐因事件一度打算改乘巴士
或渡輪過海，“早晨遲了起床，但港
鐵始終最方便，所以只能繼續乘港
鐵，但亦較平日早了5分鐘至10分鐘
出門。”不過，她指荃灣線19日的
班次較平日疏，指自己在旺角站等了
逾5分鐘才有車，但亦因為人太多而
未能上車。

■■港鐵工程人員通宵在撞車現場搶修港鐵工程人員通宵在撞車現場搶修，，
設法將損毀的列車移走設法將損毀的列車移走。。 港鐵提供圖片港鐵提供圖片

■■1919日晚約日晚約1111時時，，港鐵工程人港鐵工程人
員已成功將偏離的頭卡放回路員已成功將偏離的頭卡放回路
軌軌。。 港鐵提供圖片港鐵提供圖片

■■消防員協助港鐵搶修消防員協助港鐵搶修
工程工程。。 消防處提供圖片消防處提供圖片

黃先生：

善後欠效率
港鐵在站內加派職
員為乘客提供協助
用意雖好，卻令月
台變得更擠迫混
亂，認為港鐵處理
事故欠效率，在事
發後逾24小時仍未
能全面恢復服務。

張小姐：

要等多班車
每日乘南港島線在
金鐘站轉乘港島線
往中環，今日排隊
乘車往中環的人流
比平日多一倍，要
等候第二班車才能
上車，過往從未發
生這個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港鐵列
車相撞事故令社會各界譁然，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於19日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重申，港
鐵營運的鐵路每日服務接近500萬人次，是
香港公交系統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香港的公
交策略也是以鐵路為骨幹，因此特區政府高
度關注港鐵於工程管理方面及營運鐵路時出
現的問題。她強調，一切以安全為首要考
慮，故當一些正在進行的鐵路工程未能確保
安全時，都不會開通及投入服務。

林鄭月娥指出，事故發生後，運輸署已
於荃灣線中環站與金鐘站的服務暫停時，聯
絡安排其他公共交通服務以疏導人群，又強
調港鐵對事件責無旁貸，故已公佈會成立一
個專家小組，並會與涉事系統的承辦商和外
聘信號系統專家作詳細調查，然後呈交政
府。作為鐵路系統的監管者，機電署亦會進
行獨立和深入的調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19日出席港鐵
董事局會議後表示，機電署的調查方向包

括系統設計、操作、硬件軟件配合，以至
實際的測試過程，希望徹底找出事故原因
並作出補救措施，確保系統安全後，才會
容許港鐵公司進行測試。他並強調，港鐵
及機電署已進行重檢，確定現行的鐵路信
號系統安全。

陳帆：開誠佈公交代事件始末
他表示，希望透過港鐵及機電署的調

查，開誠佈公地向社會交代事件的始末和原
因，以及過程中進行了什麼測試去確認系統
安全，希望能夠讓市民重拾對香港鐵路安全
的信心。

被問到今次涉事的信號供應商都有負責
新信號的其餘6條線路，會否要求港鐵重新
檢視線路或切換供應商時，陳帆相信港鐵日
後在跟進事故調查時亦會考慮相關問題。

至於事故有否涉及人為失誤或系統不足
之處，陳帆指需要非常仔細和深入調查以找
出真相，現時不便多作猜想。

特首：確保系統安全始投入服務

港鐵18日在荃灣線進行新信號系統測試期間發生通車以來首宗列車相撞嚴重事故，19日工程人

員在消防處協助下，通宵進行修復工程。港鐵表示，荃灣綫中環站相撞的列車已經全部移離主行車

綫，中環站附近的復修工作已經於20日凌晨時分完成，荃灣綫來往金鐘站和中環站的路段在停駛兩日

後於20日早上恢復正常行車。由中環開往荃灣的頭班車，在6時06分開出。港鐵主席馬時亨表示，對

信號系統供應商表現非常不滿意，保留所有追究責任的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

最新圖片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9日表示，政府高度關注港鐵列車
相撞事故，港鐵對事件責無旁貸，將成立專家小組

作詳細調查，報告須要呈交特區政府。19日香港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及多名港鐵董事局成員，就列車相撞事故召
開港鐵特別董事局會議進行討論。

保留追究信號商責任權利
港鐵特別董事局會議後，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表示，

港鐵非常重視安全，會以嚴肅態度處理事故，已分別聽取
管理層匯報及系統供應商解釋，因事件非常嚴重，決定在
未清楚原因前暫停所有相關新系統測試。

馬強調，新系統現階段仍在測試中，會直至所有測試
證實安全及獲得政府批准，才會推出營運；現時沿用的舊
有系統絕對安全，市民不用擔心。

馬時亨續說，董事局在會議上對管理層作出三個批
示，分別是管理層盡快恢復荃灣線中環站至金鐘站運作；
成立由港鐵、承辦商、本地及外地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
深究事故原因；對新系統供應商表現非常不滿意，保留所
有追究責任權利。

馬指出，因預計調查小組需要兩三個月才有報告，現
階段不想揣測事故責任誰屬，但強調一定會徹底調查至
“水落石出”，希望大家給予時間，並感謝市民的包容及
忍讓、感謝同事不眠不休進行修復處理。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表示，港鐵由18日開始每更100
人在“爭分奪秒”進行復修，處理方法是首先將涉事兩列
車的車卡分開，騰出空間進行復修。港鐵工程人員19日
晚深夜成功將脫軌列車車頭的兩個轉向架放回路軌，凌晨
收車後將列車移離正綫，工程人員之後詳細檢查路軌旁的
相關設備，連夜進行了復修。

劉天成解釋，因現場管道環境狹窄，不能使用大型機
械吊起頭卡，工程人員需要“逐吋逐吋”將頭卡移回路軌
面，過程中必須確保同事及設備安全，所需時間較預計為
長，幸獲得消防處提供協助。

港鐵主席馬時亨19日表示，港鐵會成立包括港鐵員
工、海外及香港本地專家，以及承辦商人員在內的調查小
組，深究事件成因。

港鐵常務總監金澤培表示，調查工作包括找出事故原
因及作多方面深入研究，避免再發生同類事件。對於將涉
及事故的軟件部分拆除問題，金解釋信號系統是一個整體
綜合系統，非常複雜，包括防止兩列車同時間在同一地點
出現的保護功能，今次事故是測試期間新系統的保護功能
無發揮作用，但若將保護功能部分拆出，問題反而會更加
複雜，現時正尋找事故原因，強調當新信號系統推出營運
時，肯定有關保護功能正常。

■金鐘站上班時段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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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館自2007年成立志
願者團隊，是中國較早啟動志

願服務的博物館之一，截至目前已
累計註冊志願者近3,000人，為來自
五湖四海的中外遊客提供文物講
解、諮詢引導等重要的志願服務工
作。

陽春三月，天朗氣清。近日，
位於武漢東湖之濱的湖北省博物館
不僅迎來了新一輪遊客小高峰，也
迎來應徵的200多名志願者。

講解員從8歲至70歲
“志願者講解員不僅熟知每一

件文物的歷史，還能將文物背後的
故事趣味化地表達。”其中一位應
徵者劉小姐說，如果想要堅持了解
一件文物，就需要來到博物館這樣
專業的平台。於是，當看到湖北省
博招募志願者的消息，她和丈夫立

馬來報名了。
在為期兩天的面試中，200多名

面試者紛紛表達強烈的服務意願，以
及對文物、歷史知識的熱愛。他們中
有高學歷青年，有“想要打開另一扇
門”的二孩媽媽，也有“立志通過考
核”的退休職工。

志願者呈高學歷趨勢
湖北省博物館社教部主任錢紅

介紹，近幾年博物館志願者招募工
作持續火熱，志願者申請人在年齡
和學歷上呈現出年輕化、高學歷的
趨勢。目前，團隊中既有 8歲的
“小小講解員”，也有年逾70歲的
“榮譽志願者”。

錢紅說，博物館志願者還需承
擔日常管理、諮詢引導、協助專業
研究等各項崗位，“博物館志願者
是博物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

一般情況下，講解常設展廳
的重要文物，講解時長約為1.5小
時，以每分鐘180字計算，志願者
們需要準確熟記16,000多字。內容
龐雜，不少專有名詞十分拗口，這
些還只是基本功課。

“考核越來越嚴格，面試只是
第一關。”負責招募和培訓志願者的
陳丹妮表示，志願者還將經過兩三個
月的系統培訓，包括語言表達、形態
語言表達等，以及最終的展廳講解環
節。通過所有考核後，志願者預計6
月初上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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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博物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有業內人士有業內人士
指指，，博物館志願者是博物博物館志願者是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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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賞櫻預約18日再次拉
開序幕。當晚，由於預約火爆，系統
一度無法使用。預約通道開啟1小時
後，開放首日的21日下午賞櫻名額
已經被預訂完畢。

武漢大學18日下午召開了武大
櫻花開放期間校園管理政策新聞通氣
會，校方表示當晚20點整正式開啟
網絡預約，對社會公眾不收取費用。
在校內櫻花開放期間，武大採取網絡
實名預約（不接受任何團體預約 )，
周一至周五每天接受1.5萬人（上午
9千、下午6千）預約，周六、周日
每天接受3萬人（上午2萬、下午1
萬）預約。公眾通過武大官方網站、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進行預約。

18日20點，澎湃新聞通過武漢
大學官方微信進行預約，發現預約系
統已出現繁忙情況。預約界面顯示，
預約時間從18日20時至19日8時，
已對應開通21日上午、下午的賞櫻
名額預約通道。

承襲上年措施 周末限流三萬
武大校長竇賢康此前說，“武

大櫻花季已免費開放了三年，已經形
成共識：對公眾開放是大學、高校應
盡的職責”，去年櫻花季期間，採取
了周末3萬人、平日2萬人的限流措
施，整體效果還不錯，所以今年還會
採取同樣的限流”，竇賢康透露，
“每年我們在櫻花季期間要投入
1,000萬元人民幣，做安保引導、硬
件購置等，但我們認為很值得，讓武
大櫻花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喜愛。”

■澎湃新聞

3月19日上午，在山東省千佛山醫
院血液採集室內，“80後”濟南小伙子
高翔宇完成造血幹細胞的採集，他的
“救命種子”將輸入一位新加坡患者的
體內。

高翔宇平時就樂於助人，從18
歲開始就堅持義務獻血。2015年高
翔宇加入了中華骨髓庫，成為了一
名造血幹細胞捐獻志願者。

高翔宇說，當接到紅十字會通
知配型成功的電話時，他的心情一
下子激動起來，翹首期盼着高分辨
配型和體檢能夠成功，好讓自己順
利捐獻。

檢測繁瑣 跑醫院四五次
據濟南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介

紹，因為此次是涉外捐獻，檢測程

序很繁瑣，需要把血樣寄往國外，
高分、體檢等每次需要空腹抽取十
幾管血樣，高翔宇前後往醫院就跑
了四五趟。

這期間，熱心腸的高翔宇毫無怨
言，他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去新加坡完
成捐獻，路費自己出，包括入院住
宿，都可以自己解決，為患者省一些
費用。

能夠配型成功，患者無疑是幸運
的。但高翔宇卻認為，幸運的人是自
己。

“作為一個平凡人，能以這種
方式給人新的希望，捐點血就能救
人一命，感覺真的很幸運。”高翔
宇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通訊員 曹丙昌 山東報道

熱血魯青捐幹細胞 為救人願自費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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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的賞櫻預約系
統一度塞爆。 網上圖片

▼▼武漢大學的櫻花每年武漢大學的櫻花每年
都吸引不少人前往參都吸引不少人前往參
觀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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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
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

■《關於擴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
研相關自主權的若干意見》

■《關於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
濟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

■《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
見》

■《關於深化公共資源交易平台
整合共享的指導意見》

■《石油天然氣管網運營機制改
革實施意見》

■《關於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
體系建設的意見》

■《關於深化消防執法改革的意
見》

■資料來源：新華社

會議審議通過文件

推進落實重大改革舉措
把穩方向 突出實效 全力攻堅

■■中國法學會第八次中國法學會第八次
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全國會員代表大會
1919日在北京人民大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開幕會堂開幕。。習近平習近平、、
李克強李克強、、栗戰書栗戰書、、王王
滬寧等黨和國家領導滬寧等黨和國家領導
人到會祝賀人到會祝賀。。

新華社新華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李克

強、王滬寧、韓正出席會議。

西部大開發堅持生態優先
會議指出，推進西部大開發形

成新格局，要圍繞抓重點、補短
板、強弱項，更加注重抓好大保
護，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把
生態環境保護放到重要位置，堅持
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子。
要更加注重抓好大開放，發揮共建
“一帶一路”的引領帶動作用，加
快建設內外通道和區域性樞紐，完
善基礎設施網絡，提高對外開放和
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要更加注重
推動高質量發展，貫徹落實新發展
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
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
資源、環境相協調。

給予高校科研更多自主權
會議強調，高校和科研院所是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
型國家的重要力量。要完善相關制
度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強化
成果導向，精簡科研項目管理流
程，改革重大科技項目立項和組織
實施機制，給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
多自主權。要堅持國家目標導向，
自覺服從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需
求，分類改革，精準施策，加強監
管。

促進AI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會議指出，促進人工智能和實

體經濟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
工智能發展的特點，堅持以市場需
求為導向，以產業應用為目標，深
化改革創新，優化制度環境，激發
企業創新活力和內生動力，結合不
同行業、不同區域特點，探索創新
成果應用轉化的路徑和方法，構建
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
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形態。

會議強調，加強和改進鄉村治
理，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
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
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抓實建強
基層黨組織，整頓軟弱渙散的村黨組
織，選好配強農村黨組織帶頭人，深
化村民自治實踐，發揮農民在鄉村治
理中的主體作用，傳承發展農村優秀
傳統文化。

會議指出，深化公共資源交
易平台整合共享，要堅持應進必
進、統一規範、公開透明、服務
高效原則，加快推進平台交易全
覆蓋，完善分類統一的交易制度
規則、技術標準、數據規範，創
新交易監管體制，推動公共資源
陽光交易，着力提高公共資源配
置效率和公平性。

建投資主體多元化油氣管網公司
會議強調，推動石油天然氣管

網運營機制改革，要堅持深化市場
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組建國
有資本控股、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石
油天然氣管網公司，推動形成上游
油氣資源多主體多渠道供應、中間
統一管網高效集輸、下游銷售市場
充分競爭的油氣市場體系，提高油
氣資源配置效率，保障油氣安全穩
定供應。

會議指出，要圍繞更好滿足人
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
健全公共法律服務網絡，拓展服務
領域，創新服務方式方法，完善服
務體制機制，提高服務質量，加快
建設覆蓋城鄉、高效便捷、均等普
惠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會議強調，深化消防執法改
革，要創新監管方式，強化源頭治
理，深化簡政放權，堅決破除各種
不合理的門檻和限制，加強事中事
後監管，規範執法行為，推行消防
執法事項全部向社會公開，構建消
防監督管理體系，確保消防安全形
勢持續穩定向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19

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並發表重

要講話。他強調，當前，很多重大改革已經進入推進落實的關

鍵時期，改革任務越是繁重，越要把穩方向、突出實效、全力

攻堅，通過改革有效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繼續把增

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到突出位置來抓，堅定

不移推動落實重大改革舉措。

中國法學會大會開幕中國法學會大會開幕 習近平等到賀習近平等到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法學會第八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19日上
午在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李克
強、栗戰書、王滬寧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到會祝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
書記郭聲琨受黨中央委託，發表了題為
《在全面依法治國新征程中實現新擔當
新作為》的致詞。郭聲琨首先向大會的
召開表示熱烈祝賀，向全國廣大法學法
律工作者致以誠摯問候。

以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為指導
郭聲琨在致詞中說，黨的十八大以

來，黨中央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
全面”戰略佈局，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

國的集中統一領導，統籌推進科學立
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法治中國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社會
主義法治穩步邁向良法善治新境界。各
級法學會團結帶領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
建功立業，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作
出了重要貢獻。

郭聲琨表示，希望廣大法學法律工
作者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
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
護”，自覺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
路的踐行者、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
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
者、德才兼備的社會主義法治人才的培
養者，在波瀾壯闊的時代進程中書寫華

章。
丁薛祥、王晨、陳希、趙克志、周

強、張軍、汪永清出席開幕式。
第七屆中國法學會會長王樂泉主持

會議，並代表第七屆理事會作工作報
告。

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堅持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
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導，總結中國法學會
過去五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後五年工
作，選舉產生中國法學會新一屆理事會
和領導機構。

中央政法委委員，中央和國家機關有
關部門負責同志，中國法學會第八次全國
會員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特邀代表參加了
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 “思政課作用不
可替代，思政課教師隊伍責任重
大”…… 18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
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
發表重要講話。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
指出，總書記深刻闡述了開設思想政
治理論課的重大意義、目標任務和職
責使命，對辦好思政課作出重要部
署，提出明確要求。總書記的重要講
話，為新時代推進思政課建設指明了
前進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堅定了
廣大思政課教師把思政課辦得越來越
好的信心和決心。

文章指出，開好思政課，是時代
賦予教育工作者的光榮責任。“培養
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
培養人”，這是思政課的方向所在、

根本所在。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
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
培。這就要求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鑄魂育人，引導學生
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
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
愛國主義情懷，把愛國情、強國志、
報國行自覺融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鬥
之中。

把思政課辦成明星課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立志

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必須培養一代
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
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奮鬥終身的有用人才。如何讓
億萬青少年學生真正愛上思政課？習
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八個堅持”，為
思政課改革創新指明方向與路徑：堅
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堅持價值
性和知識性相統一；堅持建設性和批
判性相統一；堅持理論性和實踐性相
統一；堅持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
堅持主導性和主體性相統一；堅持灌
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堅持顯性教育
和隱性教育相統一。

文章強調，“八個堅持”是相輔
相成的有機整體，既有理論性概括，
又有方法路徑。我們要把握其內在邏
輯，領會其精神實質，明確其實踐要
求，把思政課辦成明星課程，讓青少
年學生自覺自願地愛上思政課。

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鑄魂育人央視
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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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館自2007年成立志
願者團隊，是中國較早啟動志

願服務的博物館之一，截至目前已
累計註冊志願者近3,000人，為來自
五湖四海的中外遊客提供文物講
解、諮詢引導等重要的志願服務工
作。

陽春三月，天朗氣清。近日，
位於武漢東湖之濱的湖北省博物館
不僅迎來了新一輪遊客小高峰，也
迎來應徵的200多名志願者。

講解員從8歲至70歲
“志願者講解員不僅熟知每一

件文物的歷史，還能將文物背後的
故事趣味化地表達。”其中一位應
徵者劉小姐說，如果想要堅持了解
一件文物，就需要來到博物館這樣
專業的平台。於是，當看到湖北省
博招募志願者的消息，她和丈夫立

馬來報名了。
在為期兩天的面試中，200多名

面試者紛紛表達強烈的服務意願，以
及對文物、歷史知識的熱愛。他們中
有高學歷青年，有“想要打開另一扇
門”的二孩媽媽，也有“立志通過考
核”的退休職工。

志願者呈高學歷趨勢
湖北省博物館社教部主任錢紅

介紹，近幾年博物館志願者招募工
作持續火熱，志願者申請人在年齡
和學歷上呈現出年輕化、高學歷的
趨勢。目前，團隊中既有 8歲的
“小小講解員”，也有年逾70歲的
“榮譽志願者”。

錢紅說，博物館志願者還需承
擔日常管理、諮詢引導、協助專業
研究等各項崗位，“博物館志願者
是博物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

一般情況下，講解常設展廳
的重要文物，講解時長約為1.5小
時，以每分鐘180字計算，志願者
們需要準確熟記16,000多字。內容
龐雜，不少專有名詞十分拗口，這
些還只是基本功課。

“考核越來越嚴格，面試只是
第一關。”負責招募和培訓志願者的
陳丹妮表示，志願者還將經過兩三個
月的系統培訓，包括語言表達、形態
語言表達等，以及最終的展廳講解環
節。通過所有考核後，志願者預計6
月初上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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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賞櫻預約18日再次拉
開序幕。當晚，由於預約火爆，系統
一度無法使用。預約通道開啟1小時
後，開放首日的21日下午賞櫻名額
已經被預訂完畢。

武漢大學18日下午召開了武大
櫻花開放期間校園管理政策新聞通氣
會，校方表示當晚20點整正式開啟
網絡預約，對社會公眾不收取費用。
在校內櫻花開放期間，武大採取網絡
實名預約（不接受任何團體預約 )，
周一至周五每天接受1.5萬人（上午
9千、下午6千）預約，周六、周日
每天接受3萬人（上午2萬、下午1
萬）預約。公眾通過武大官方網站、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進行預約。

18日20點，澎湃新聞通過武漢
大學官方微信進行預約，發現預約系
統已出現繁忙情況。預約界面顯示，
預約時間從18日20時至19日8時，
已對應開通21日上午、下午的賞櫻
名額預約通道。

承襲上年措施 周末限流三萬
武大校長竇賢康此前說，“武

大櫻花季已免費開放了三年，已經形
成共識：對公眾開放是大學、高校應
盡的職責”，去年櫻花季期間，採取
了周末3萬人、平日2萬人的限流措
施，整體效果還不錯，所以今年還會
採取同樣的限流”，竇賢康透露，
“每年我們在櫻花季期間要投入
1,000萬元人民幣，做安保引導、硬
件購置等，但我們認為很值得，讓武
大櫻花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喜愛。”

■澎湃新聞

3月19日上午，在山東省千佛山醫
院血液採集室內，“80後”濟南小伙子
高翔宇完成造血幹細胞的採集，他的
“救命種子”將輸入一位新加坡患者的
體內。

高翔宇平時就樂於助人，從18
歲開始就堅持義務獻血。2015年高
翔宇加入了中華骨髓庫，成為了一
名造血幹細胞捐獻志願者。

高翔宇說，當接到紅十字會通
知配型成功的電話時，他的心情一
下子激動起來，翹首期盼着高分辨
配型和體檢能夠成功，好讓自己順
利捐獻。

檢測繁瑣 跑醫院四五次
據濟南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介

紹，因為此次是涉外捐獻，檢測程

序很繁瑣，需要把血樣寄往國外，
高分、體檢等每次需要空腹抽取十
幾管血樣，高翔宇前後往醫院就跑
了四五趟。

這期間，熱心腸的高翔宇毫無怨
言，他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去新加坡完
成捐獻，路費自己出，包括入院住
宿，都可以自己解決，為患者省一些
費用。

能夠配型成功，患者無疑是幸運
的。但高翔宇卻認為，幸運的人是自
己。

“作為一個平凡人，能以這種
方式給人新的希望，捐點血就能救
人一命，感覺真的很幸運。”高翔
宇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通訊員 曹丙昌 山東報道

熱血魯青捐幹細胞 為救人願自費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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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深入了解身份深入了解““文博文博””，，使志願者報使志願者報

名人數屢創新高名人數屢創新高。。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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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觀眾參觀湖北省觀眾參觀湖北省

博物館博物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有業內人士有業內人士
指指，，博物館志願者是博物博物館志願者是博物

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館日常運行的必要保障。。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武漢大學賞櫻預約18日再次拉
開序幕。當晚，由於預約火爆，系統
一度無法使用。預約通道開啟1小時
後，開放首日的21日下午賞櫻名額
已經被預訂完畢。

武漢大學18日下午召開了武大
櫻花開放期間校園管理政策新聞通氣
會，校方表示當晚20點整正式開啟
網絡預約，對社會公眾不收取費用。
在校內櫻花開放期間，武大採取網絡
實名預約（不接受任何團體預約 )，
周一至周五每天接受1.5萬人（上午
9千、下午6千）預約，周六、周日
每天接受3萬人（上午2萬、下午1
萬）預約。公眾通過武大官方網站、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進行預約。

18日20點，澎湃新聞通過武漢
大學官方微信進行預約，發現預約系
統已出現繁忙情況。預約界面顯示，
預約時間從18日20時至19日8時，
已對應開通21日上午、下午的賞櫻
名額預約通道。

承襲上年措施 周末限流三萬
武大校長竇賢康此前說，“武

大櫻花季已免費開放了三年，已經形
成共識：對公眾開放是大學、高校應
盡的職責”，去年櫻花季期間，採取
了周末3萬人、平日2萬人的限流措
施，整體效果還不錯，所以今年還會
採取同樣的限流”，竇賢康透露，
“每年我們在櫻花季期間要投入
1,000萬元人民幣，做安保引導、硬
件購置等，但我們認為很值得，讓武
大櫻花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喜愛。”

■澎湃新聞

3月19日上午，在山東省千佛山醫
院血液採集室內，“80後”濟南小伙子
高翔宇完成造血幹細胞的採集，他的
“救命種子”將輸入一位新加坡患者的
體內。

高翔宇平時就樂於助人，從18
歲開始就堅持義務獻血。2015年高
翔宇加入了中華骨髓庫，成為了一
名造血幹細胞捐獻志願者。

高翔宇說，當接到紅十字會通
知配型成功的電話時，他的心情一
下子激動起來，翹首期盼着高分辨
配型和體檢能夠成功，好讓自己順
利捐獻。

檢測繁瑣 跑醫院四五次
據濟南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介

紹，因為此次是涉外捐獻，檢測程

序很繁瑣，需要把血樣寄往國外，
高分、體檢等每次需要空腹抽取十
幾管血樣，高翔宇前後往醫院就跑
了四五趟。

這期間，熱心腸的高翔宇毫無怨
言，他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去新加坡完
成捐獻，路費自己出，包括入院住
宿，都可以自己解決，為患者省一些
費用。

能夠配型成功，患者無疑是幸運
的。但高翔宇卻認為，幸運的人是自
己。

“作為一個平凡人，能以這種
方式給人新的希望，捐點血就能救
人一命，感覺真的很幸運。”高翔
宇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通訊員 曹丙昌 山東報道

熱血魯青捐幹細胞 為救人願自費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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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的賞櫻預約系
統一度塞爆。 網上圖片

▼▼武漢大學的櫻花每年武漢大學的櫻花每年
都吸引不少人前往參都吸引不少人前往參
觀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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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集團擬加碼在華發展
受益《外商投資法》優化法律環境

安高博強調，中國正努力成長為一個領先
的高科技國家，得益於這一轉型，默克

將很快開始實施中國內地戰略中的重要一
環，即加強對中國內地市場的生產和研發力
度。

斥過百億研發技術
《外商投資法》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

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令一眾外國投資者備
受鼓舞。安高博說，“默克進入內地已達85
年，從無到有，我們看到了中國政府對外國公
司的支持持續加碼。”尤其是內地近年來越來
越重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默克中國在電
子材料方面，已經申請了約幾千項專利，故法
律環境的優化，將令默克受益匪淺。

他表示，過去數年間，默克對中國內地
工廠大概投資了 50多億元（人民幣，下
同），更重要的是，2017年還曾投資約100
億元，用於與內地供應商作技術合作與研
發。“我們對於中國市場抱有非常大的信
心，亦對內地供應商充滿信任，我們彼此在

電子材料方面有諸多直接合作。”他說，在
此意義上，《外商投資法》不但利於跨國企
業在中國內地做生意，更將幫助其與內地合
作夥伴，維持緊密的長期合作關係。

中國銷售僅次美國
安高博透露，2018年，默克在中國的

銷售額達19億歐元，僅次於其最大的美國
市場，較前年增長逾18%，故此成為默克
最強勁的增長推動力。“我們的目標是將
集團在中國的銷售額翻一番。”他指，默
克的多元化產品組合遍佈醫藥、生命科學
和電子材料領域，到2025年，希望每個中
國人都能觸及默克的產品和服務。

默克顯示科技事業部中國區總經理李俊
隆在同一場合補充，默克中國希望通過三個
層次的本土化，致力於成為最本土化的外資
企業。第一件事情是把生產製造搬到中國內
地來；第二步是將技術帶進來，令這個技術
能在中國落地生根；第三件事情則是人才的
本土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全國人大日前表決通過了

《外商投資法》，新法即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逾350年歷史的德國

科技巨頭默克集團（Merck）中國區總裁安高博（Allan Gabor）在上海接受

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集團熱切關注《外商投資法》，法律環境的進一步

優化，將是公司在中國發展的重大契機。集團透露，希望通過三個層次的本

土化，成為最本土化的外資企業，達到中國銷售額翻番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中電信19日公佈截至去年12月底全年
業績，經營收入達3,771.24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增長3%；服務收
入錄3,504.34億元，按年升5.9%。股
東應佔利潤達212.1億元，同比大增
13.9%。每股基本利潤為0.26元，派
末期息12.5港仙。

去年多賺13.9% 派息12.5港仙
市場齊聚焦5G發展，中電信總

裁兼首席運營官柯瑞文於業績會上
透露，2019年5G資本開支約90億
元，公司會視技術成熟程度、發牌
情況及市場競爭等，調整投資計劃
及擴張規模。

至於會否與其他電訊商共建5G
網，他指5G投資成本高，對共建
5G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稱與其他
營運商共建、共享是基於市場原
則，但強調是要待組網模式（獨立
組網或非獨立組網）有清晰決定之
後的事。不過，中電信全年資本開
支卻縮減7.9%至690億元，其中4G
網絡資本開支跌至280億元。

在提速降費政策的影響下，中
電信4G的ARPU（每月每用戶平均
收入）也進一步減少，從2017年的
65.5元降至55.8元，跌幅14.8%，總
體移動業務ARPU回落8.3%至50.5
元，不過4G用戶月均DOU（用戶
月均使用流量）達5.5GB，同比升
1.82倍。

柯瑞文表示，去年手機流量平
均單價下降逾30%，手機流量增長
達到291%，帶動移動上網收入增長
達22%，在提速降費政策之下流量
業務會擁有更多價格彈性。

ARPU降幅 今年有望收窄
柯瑞文續稱，去年移動ARPU下降幅度

在預期內，今年仍預期會下降，但初步判斷
幅度將收窄，對公司依舊是挑戰。執行副總
裁王國權補充，有信心2019年ARPU能持
穩，會通過加大精品營銷提升中高端用戶的
大流量套餐、推動低流量用戶轉化為高流量
用戶和互聯網金融等手段，吸引客戶且轉化
提升ARPU。

此外，最新數據顯示，中電信2月移動用
戶淨增296萬戶，較1月淨增426萬戶，縮減
30.52%，其中4G用戶淨增322萬，環比下跌
34.8%。截至 2月底，移動用戶總數增至
3.1022億戶，其中4G用戶2.5059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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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綠
地控股19日與東航集團簽約，綠地以2.51億元人
民幣成功競得東方航空旗下全資子公司上海航空
國際旅遊（集團）公司（簡稱“上航國旅”）股
權項目，綠地將持有上航國旅65%的股權，東方
航空則持有35%股權。

上航國旅前身為1986年9月成立的“上海飛
鶴旅遊公司”，2006年組建為集團公司，2010年

東航上航聯合重組後，成為東航股份全資子公
司。上航國旅是以旅遊、商務差旅和會展為三大
主營業務的大型旅行服務企業，經營範圍涵蓋入
境旅遊、國內旅遊、商務會展、國內外包機及機
票代理、旅遊汽車和境外就業服務等。根據重組
方案，綠地將推動上航國旅進一步混改，綠地計
劃逐年釋放最高達25%的股權給上航國旅管理團
隊，形成綠地、東航、管理團隊“三元股權結

構”的“綠地模式”。此次亦是“綠地混改”模
式首次涉足大消費產業。

根據協議，東航與綠地將通過股權合作全面
帶動業務合作，實現“地”與“空”的跨界融合
和產業資源優勢的深度疊加，逐步完善和構建全
球領先的航空旅遊產業生態圈。綠地控股董事
長、總裁張玉良表示，去年底，綠地與國際會展
巨頭巴塞羅那會展公司簽約戰略合作，並成立綠
地巴塞羅那會展公司，此次控股上航國旅，綠地
酒店旅遊會展產業“一體兩翼”佈局基本成型。

■安高博表示，《外商投資法》將是默克集團在中國發展
的重大契機。 記者章蘿蘭 攝

綠地2.5億入股上航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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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嘉南農田水利會嘉義區管理處
李姓主任、呂姓女技工，涉嫌為嘉義市兩名市
議員系統性買票，檢方今天起訴李、呂等11人
，其中李姓主任犯後態度不佳，請求法院從重
量刑。

起訴書指出，涉嫌系統性買票的54歲李姓
主任，因與嘉義市西區某女議員候選人的丈夫
熟識；41歲呂姓女技工則因丈夫擔任過這名女
議員候選人丈夫的司機，加上自己被引介到水
利會工作，因而對女議員的丈夫感念在心。

李姓主任與呂姓女技工因為這層關係，也
與嘉義市東區某市議員候選人熟悉，去年8、9
月間，李姓主任涉嫌利用8名水利會員工到嘉
義管理處洽公時，提出以每票新台幣1000元代
價，為兩名市議員候選人買票。

李姓主任並要求這8名員工提供自己及同
戶或親友具投票權人的名冊，等到所屬提供名
冊後，於去年9月17日將賄款裝在牛皮紙袋，
再將牛皮紙袋交給呂姓女技工，由呂女轉交給
提供名冊的員工。

此外，李姓主任去年8月間利用員工聚餐
場合，向范姓男子提出代為蒐集名冊買票，范

男應允後拿到1萬5000元賄款，自己再補貼
3000元，共1萬8000元賄款發給選民。案發後
，部分被告坦承收賄，並繳回賄款。

李姓主任在檢察官偵訊時供稱，因與兩名
候選人有交情，為求兩人當選，自掏腰包將賄
款6萬多元交由呂姓女技工等人代為買票。

但是檢察官查出，李姓主任月薪約7萬餘
元，每月除了固定提款1至2萬元作為生活開銷
外，餘款都留存郵局，並無大筆金額提領紀錄
；另被告呂姓女技工月薪3萬餘元，每月薪資
幾乎提領一空，經濟狀況不佳。

檢方調查，自106年11月至107年12月間
，有數筆可疑現金存入被告李男、呂女戶頭，
可見兩人用以賄選的資金並非兩人所有，而是
幕後另外有人提供資金，由兩人向選民買票行
賄。

起訴書指出，李、呂兩人為水利會員工，
李男更為水利會嘉義管理處主任，竟濫用機關
資源以及長官部屬關係對員工施壓，要求員工
抄寫名冊、交付賄款，嚴重斲傷機關形象，且
遭查獲後，還飾詞掩護幕後提供資金者，犯後
態度不佳，請予從重量刑。

農田水利會主任涉賄選 檢方請求從重量刑

（中央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天
審查通過 「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意定監護)
，法務部對此表示，將有助於正面維繫家庭關
係及補充法定成年監護不足的問題。

法務部晚間發布新聞稿感謝立法委員及各
界對本草案的支持，表示經過立法及行政部門
共同努力，通過民法意定監護條文，可以使台
灣成年監護制度更加完善。

新聞稿指出，鑑於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
隨著高齡人口增加，須有更完善的成年監護制
度，現行成年人監護制度是在本人喪失意思能
力才啟動的機制，無法充分符合受監護人意願
。

法務部指出，所謂的意定監護制度，是在
本人意思能力仍健全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
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由受任人擔任監護人，

以替代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使本人喪失意
思能力後，可依先前的意思自行決定監護人，
較符合人性尊嚴及本人利益。

新聞稿提到，意定監護制度本於 「尊重本
人之意思自主」 的原則，因此法院監護宣告時
，若本人訂有意定監護契約，以意定監護優先
為原則。另為保障受監護宣告者權益，草案也
設有監護人如有顯不適任或不符受監護人最佳
利益的情形，得聲請法院改定監護人的規定。

新聞稿最後提到，台灣對法定成年監護制
度已修正運作多年，但還沒有意定監護制度，
值此高齡社會之際，意定監護制度有其建立的
價值與必要性，也能夠減少身心照護及財產管
理爭議，有助於正面維繫家庭關係及補充法定
成年監護不足的問題。

意定監護草案 法務部：有助維繫家庭關係
（中央社）新北地檢署今天表示，執行

「安居緝毒專案」 查獲藥頭約100人，有的案
情涉及利用Uber司機或Uber Eats運毒，另查
扣海洛因磚76塊，市值新台幣1億5000萬元，
可供29萬人次吸食。

新北地檢署今天下午發新聞表示，依照高
等檢察署規劃的 「安居緝毒執行計畫」 ，執行
第3波查緝行動，針對販毒者據為發送毒品的大
樓與社區、犯罪組織及幫派涉毒地點，也針對
群聚施用毒品的地點、青少年易遭引誘聚集施
用點及毒品交易熱點，強力查緝。

這次專案共聲請核准約100張搜索票，執
行掃蕩大樓社區等處，並查獲製造、販賣、運
輸及轉讓毒品的藥頭人數約100人，聲請羈押
獲准15名。

新北檢表示，本次專案執行期間，由新北
地檢署檢察官楊唯宏指揮新北市政府三重警察
分局，偵辦利用不知情的Uber司機及快速美食

Uber eats外送服務運送毒品。
專案小組於3月17日在三重地區查獲余男

、林男等人，查扣毒品梅錠、毒品梅片、小惡
魔毒品咖啡包、各式分裝袋及現金，好像是
「毒品雜貨店」 。余嫌日前經檢方聲押禁見獲

准。
檢方說，貫徹 「區域聯防緝毒」 的新世代

反毒策略，由檢察官劉新耀與桃園地檢署檢察
官共同指揮海巡署偵防分署台北查緝隊，及台
北市政府萬華警察分局，於2月27日會同偵防
分署宜蘭查緝隊、財政部關務署查緝組、財政
部關務署基隆關，組成專案小組緝獲泰國籍主
嫌及台灣籍嫌犯2人到案。

新北檢說，這次扣得自境外輸入的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磚76塊，市價新台幣1.5億，可供
29萬人次吸食。嫌犯經聲押禁見獲准，正向上
溯源，阻斷源頭。

Uber Eats外送運毒 新北檢查獲藥頭約百人

（中央社）法務部推動小
秧苗偏鄉法治教育計畫，將結
合漫畫家蕭言中、民間團體，
走進108所學校，透過藝術、
美學置入法治教育，並由機器
人Pepper擔任引言人，期望激
發學童興趣。

法務部今天下午舉行媒體
茶敘，邀請台灣生命與法律美
學推廣協會理事長李美惠、秘
書長高小晴與蕭言中出席，法
務部長蔡清祥主持，保護司長
黃玉垣也出席感謝協會協助推
展法治教育。

新聞稿指出，近來兒虐、
酒駕事件頻傳，為深化法治教

育，法務部與台灣生命與法律
美學推廣協會攜手辦理 「全台
偏鄉小秧苗生命美學與法治教
育實施計畫」 ，將走進偏鄉學
校，整合藝術、法治、生命及
美學。

法務部表示，法治教育將
由Pepper機器人引言，再輔由
律師講授，美學課程則由漫畫
大師蕭言中與動漫導演陸偉平
分別執教，傳授學生相關美學
概念。

蔡清祥致詞時說，法治教
育是顧根本的工作，法治教育
做得好，犯罪事件就會少；近
來兒虐、酒駕事件頻傳，法務

部已推出修法草案，但預防勝
於治療，唯有深化法治和家庭
教育，才能減少犯罪事件，讓
社會更加祥和。

小秧苗偏鄉法治教育為3
年期計畫，預計巡迴108所學
校，今年將於彰化縣、新北市
、南投縣、桃園市辦理32場，
首場活動將於明天於彰化縣二
林興華國小舉行。

法務部表示，本計畫是希
望整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共
同協助推動藝術、法治及生命
教育，讓偏鄉的孩子不因為機
會的缺乏而失去教育資源。

法務部小秧苗法治教育機器人領軍走進偏鄉

（中央社）彰化縣伸港鄉公所被檢舉工程弊案，彰化地方檢察署昨天發動搜索，漏夜偵辦認
為伸港鄉長曾煥彰、伸港鄉民代表會主席林其瑞、行賄廠商等人涉嫌貪污，今天上午向法院聲請
羈押。

彰化地方檢察署獲報，伸港鄉公所經辦公用工程疑有收取回扣情形，指派檢察官蔡勝浩指揮
法務部廉政署偵辦，昨天見時機成熟，由主任檢察官葉建成率檢察官蔡勝浩、高如應、洪英丰、
莊佳瑋、吳宗達、李秀玲、劉智偉、陳昭蓉、陳宗元，指揮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局中部機動工作
站、南投縣調查站，兵分多路搜索涉嫌人住所及辦公室共22處，並傳訊涉案人到案說明。

彰化地檢署調查發現，伸港鄉公所主辦的納骨塔櫃興建工程及設計規劃等標案，廠商為使工
程能順利得標及完成驗收，便向公所人員行賄新台幣數十萬元到數百萬元不等金額。

伸港鄉長曾煥彰、伸港鄉民代表會主席林其瑞等人昨天被帶回訊問，經檢方漏夜比對嫌疑人
及證人說詞，認為曾煥彰、林其瑞、涉嫌行賄的王姓與邱姓廠商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
且有勾串證人之虞，今天上午向法院聲請羈押。目前未有裁定結果。

彰化地檢署表示，林其瑞的周姓家屬及張姓廠商各交保20萬元並限制住居，黃姓廠商及謝姓
建築師各交保10萬元並限制住居，許姓廠商交保10萬元。

彰化伸港鄉公所涉工程弊案 鄉長遭聲押

林佳龍向何煖軒握手致意林佳龍向何煖軒握手致意
交通部長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中中））2020日出席中華郵政公司日出席中華郵政公司123123週年郵政節慶祝大會週年郵政節慶祝大會，，向華航董事長何向華航董事長何

煖軒煖軒（（右右））握手致意握手致意。。

柯文哲與美國官員會面柯文哲與美國官員會面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左左22））1616日至日至2424日赴美參訪日赴美參訪，，1919日日（（當地時間當地時間））與國務院代理亞太副與國務院代理亞太副

助卿史墨客助卿史墨客（（Hanscom SmithHanscom Smith）（）（右右33）、）、國務院台灣協調處副處長戴德年國務院台灣協調處副處長戴德年（（Daniel K.DelkDaniel K.Delk））
（（右右22））等人會面等人會面。。

選後電價漲不漲選後電價漲不漲 沈榮津沈榮津：：尊重審議會尊重審議會
經濟部長沈榮津經濟部長沈榮津（（中中））2020日列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日列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會前受訪說明電價問題表示會前受訪說明電價問題表示，，選後電選後電

價還是會尊重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決定價還是會尊重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決定，， 「「不是政府說了算不是政府說了算」」 。。他也說他也說，，台電在新政府上任後台電在新政府上任後
就沒有虧損就沒有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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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聚焦《外商投资法》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外商投资法》

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本报记者 李 婕

全国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外商投
资法》，中国外商投资领域有了
新的基础性法律。这是一部备受
全球投资者关注、又将对中国经
济带来全方位影响的法律。

如何理解这部法律的出台？
多方分析指出，《外商投资法》
诞生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一边是
中国立法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一

边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吸
引外资的新形势。基于现实，
回应问题，《外商投资法》 以法
的 形 式 着 力 于 投 资 促 进 和 保
护，为外企在华投资兴业创造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
时，这也标志着在推动由商品
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
度型开放转变中，中国迈出关
键一步。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5年间，上海自贸试验区吸引合同外资超千亿美元。图为在位于上海
临港新城的自贸试验区滚装码头上，工作人员将卸下船的车辆开到码头指定停车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从“外资三法”到一法统领

——外商投资立法与时俱进，
适应全方位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新形势

谈到 《外商投资法》，许多人第一个想知道
的或许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已走过 40 年，为何
在第41个年头要出台这样一部法律？

这就离不开对现实背景的理解，其中的关键
词，一个是法，一个是新形势。

先看“法”。中国的对外开放立法是从外商
投资立法起步和发展起来的。1979年7月改革开
放新时期第一批出台的7部法律就包括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它标志着中国打开大门引进外资、
实行对外开放。1986 年和 1988 年，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又先后制定了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陆续制定了一
大批有关外商投资的实施性、配套性法规和规
章。“上述‘外资三法’，为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
发展创造了良好法治环境，对推动改革开放伟大
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说。

王晨指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新
的形势下，‘外资三法’已难以适应新时代改
革开放实践的需要。”“外资三法”的相关规范
已逐步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民法总则、物
权法、合同法等市场主体和市场交易方面的法
律所涵盖；同时，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对外商投
资的促进和保护、进一步规范外商投资管理的
要求，也大大超出了“外资三法”的调整范
围。基于此，迫切需要在总结中国吸引外商投
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新的外商投资
基础性法律取代“外资三法”。

再看“新形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对本报记者表
示，中国制定统一的 《外商投资法》，改变以
往法规分散的状态，同时与国际法律体系接
轨，这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实践需求。同
时，中国引进外资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谋求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公平、中立的竞争环
境。以 《外商投资法》 来营造法治化市场环
境，这不光有利于吸引优质外资，也有利于以
竞争促进中资企业做大做强。第三在于科技革
命的蓬勃发展，许多领域需要良好竞争环境来
培育，需要新的产业进入。这就需要新的管理
意识跟上来，鼓励国际主要企业进入中国，鼓
励他们在中国投资、研发，而法律保障是对他
们最坚实的支撑。

因此，总体来看，这个新形势是中国全方位
对外开放，是引进外资走向高质量发展，是科技
革命下国际竞争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第一个春天，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表明中国将改
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
俊臣说。

外商投资的促进法、保护法

——立下“四梁八柱”，既有
深厚的实践基础，又直接回应外界
疑虑

《外商投资法》是一部怎样的法律？
“一部外商投资的促进法、保护法。”王晨

说，制定外商投资法，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通过国家立法表明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
意志，展现新时代中国积极的对外开放姿态，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体现推动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营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精神
和要求，使这部法律成为一
部外商投资的促进法、保护
法。

“新时代我国外商投资
法律制度的‘四梁八柱’。”
王晨还介绍，外商投资法是
新形势下国家关于外商投资
活动全面的、基本的法律规
范，是外商投资领域起龙头
作用、具有统领性质的法
律。因此，这部法律重点是
确立外商投资准入、促进、
保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制
度框架和规则，建立起新时

代我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四梁八柱”。
《外商投资法》 由总则、投资促进、投资保

护、投资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 6 个部分组成，
全文共 42 条。在专家看来，这部法律还有一些
突出的特征。

深厚的实践基础——该法明确实行的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既是国际先
进规范，也已在中国厚植沃土。在陈凤英看
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把外商
来华什么能进、什么能选择性地进、什么不能
进讲得清楚明白，这在国际上是先进的外资管
理经验。同时，经历前期的试点探索，外商投
资负面清单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走向全国，在中
国市场上也受到欢迎。从 2018 年版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来看，清单越来越薄，未来还有望继续
缩减。

直接回应现实问题——中国法学会商法学
研究会会长赵旭东认为，《外商投资法》 针对外
商特别关切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投资审批问
题、知识产权问题、技术转让问题等给予了直
接的回应，作出比较彻底明确的规定。以技术
转让来说，赵旭东说，《外商投资法》 审时度
势，根据最新情况进行修改，在这方面做一些
相应的调整。实际上，中国从来就不是强迫转
让技术，只是鼓励和希望引进更多先进技术。
但是，现在有人指责或是认为中国强迫转让技
术，因此，立法的重要考虑也是希望通过法律
明确的规定来纠正这种说法和打消不必要的疑
虑。

开启引资新里程

——为中国企业创造充分竞争
环境，为外商投资送上“定心丸”

一部法律的出台，往往需要大量的配套来解
决衔接和执行的问题。在这方面，一些投资者还
有疑惑。

一是过去中国有关部门和地方曾出台许多相
关的条例、政策等，《外商投资法》 出台后怎么

办？陈凤英指出，过去由于时间紧急等多种原
因，外商投资方面的条例和规定、政策等大量存
在，但这是行业和部门性质的，和法律的效力不
可比。从条例到法律的转换，也就是为了营造更
可预期的法治环境，避免各地条例相互冲突或政
策意外废止的情况。《外商投资法》 出台实施之
后，肯定是以法律为准。

二是法律落地执行问题。德勤中国副主席
蒋颖指出，《外商投资法》 是非常原则性的，
每一条都需要有复杂的落地条款。譬如，服务
和投诉怎么落地？外资管理是多头管理，除了
商务部，还有工商、税务、海关等多部门，怎样
才能协同管理？这些都具有挑战性。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指出，《外
商投资法》 通过以后，肯定还会起草相应的配
套法规规章。在法律文本确认之后，相应的执
行文本也会出台。

那么，《外商投资法》 对市场主体可能带来
哪些影响？

对国内企业来说，准备好跟外商公平竞争了
吗？“开放以后，是不是会对民族工业、国内企
业产生一定的竞争压力？坦率说肯定是有的。”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说，比
如特斯拉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就形成
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国内的企业必须
要有一个竞争环境、一个竞争过程，才能够强
大。从这几年的发展态势来看，我们不怕竞争，
变压力为动力，这对激发我们自己的科创能力、
科创活力大有作用。

对外商来说，来华投资又将怎样？陈凤
英认为，总体来说，《外商投资法》 稳定了外
商预期，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现实担忧
也有了回应，在华外商权益能够得到法律保
障，这对稳外资是有利好的。同时，出于法
律的权威性，外商不用再担心某个条例突然
增加或废止，因此也能鼓励长期投资，鼓励
更 多 高 技 术 产 业 的 进 入 。 法 律 面 前 人 人 平
等，过去一些地区营商环境总体还有这样那
样的障碍，一部通行的法律有利于地区之间
的 均 衡 ， 促 进 外 资 深 入 到 内 地 有 潜 力 的 地
区。“总体来说，《外商投资法》 给了外商法
律保护，对地方引资是有利的，这也是我国
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一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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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台商會教育智台商會教育智
慧手機慧手機
//平板入門活動平板入門活動
33--2323--20192019
（（Sat)Sat) 上午上午 1010
時至中午時至中午121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健康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健康講座
「「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痛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痛」」
陶慶麟醫學博士主講陶慶麟醫學博士主講
33--2323--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至中時至中
午午1212時時
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6901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Corporate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美南地區僑務工作座談美南地區僑務工作座談

33--2323--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33時時3030分分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舉行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舉行
獎學金頒發典禮暨籌款晚會獎學金頒發典禮暨籌款晚會
33--2323--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66時時3030分分
珍寶海鮮餐廳珍寶海鮮餐廳
11215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疊聲合唱團疊聲合唱團 「「音樂與我們同行音樂與我們同行」」
音樂演唱會音樂演唱會
33--2323--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77時時
休斯頓浸信會大學休斯頓浸信會大學
BelinBelin音樂廳音樂廳
7502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Fondren Road, Houston,
TX.TX.7707477074

本頭公廟觀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觀音菩薩寶旦
33--2424--20192019（（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
本頭公廟本頭公廟
1060010600 Turtlewood,Houston,Turtlewood,Houston,
Tx.Tx.7707277072

天后廟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觀世音菩薩寶旦
及九天玄女寶旦及九天玄女寶旦
33--2424--20192019（（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 Houston,TX.Delano, Houston,TX.7700377003

休士頓中華公所舉辦休士頓中華公所舉辦
20192019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委選舉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委選舉
33--2424--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2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Westoffice Dr.,Houston,
TX.TX.7704277042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
五十周年春宴於2019年3月17日晚上6時30分
，在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72 的
珍寶海鮮餐廳圓滿成功舉行，由休士頓黃氏宗親
會（WFBAOH)、休士頓炎黃堂主辦。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葛明東僑務處處長、
吳曄領事，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會長、黃仕
遠顧問、胡鍚霖顧問、方宏泰顧問、黃健華理事
、黃曉明財務理事、黃玉顏名譽董事長，世界黃
氏總商會廣東江夏商會代表黃少波、黃慧，休士
頓警察局敖樂章副局長，宗親們及休士頓各界人
士400多人出席晚宴，共襄盛舉。舞龍助興後，
黃孔威會長回顧總結了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50
周年以來的黃氏宗親聯誼歷程與未來發展，並對
參加這次慶典活動的宗親們及僑界人士表示熱烈
歡迎。宴會上有重要貴賓致詞，有歌舞，粵曲，
樂器，太極等精彩文藝表演，豐盛的節日晚餐，
大量禮品抽獎，驚喜連連，賓主盡興言歡。

理事會主席黃孔威會長致歡迎詞，休士頓黃
氏宗親會自從1969年3月9日成立以來有50年歷史。它是全美
和全世界黃氏宗親總會的一個重要分會，在宗親聯誼活動，傳承
炎黃文化，服務社區，團結各社團，中外朋友中發揮了良好的互
助作用。尤其是2007年購置了2英畝面積的會所，為休士頓華
人社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活動場所。並且每年舉辦迎春花市，迎
春演唱會，元宵節遊園會，春宴，拜祖，拜祭軒轅黃帝，舉辦端
午節，中秋節文藝晚會。每周晚上有 「卡拉OK友誼舞會。各界
人士均踴躍參加。 今年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春宴今天在珍寶海鮮
酒樓隆重舉行了，感謝休士頓眾多社團朋友參加和贊助支持。感
謝中國廣東江夏黃氏商會贈送祝賀本宗親會成立五十周年錦旗。
感謝光臨本宗親會五十周年慶典的全體貴賓。本次慶祝晚會將由
炎黃歌舞團，開心曲藝社，小惠舞蹈班，北美音樂之聲藝術團等
精彩表演。感謝各位社團朋友，演員和商家的支持。黃孔威會長
在會上提到，財務理事黃曉明建議捐助迎接炎帝，黃帝近六十噸
重的石像，凡捐助二百美元以上者，將刻其名字在像碑上。

黃仕遠顧問在會上宣讀先祖遺訓後，黃曉明財務給與會的
89歲及95歲年長者發紅包，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

事、休士頓警察局敖樂章副局長見證。李曼名畫家在會
上贈送一幅她的國畫作品給休士頓黃氏宗親會，由黃孔
威會長代表接受。

春宴晚會節目主持人張軒、胡暢，慶祝休士頓黃氏
宗親會成立50周年春宴晚會，演出單位：炎黃歌舞團、
開心曲藝社、心之韻藝術團、季家錦小提琴學校玉蘭花
開組合、北美音樂之聲藝術團，總策劃黃孔威、張玲，
導演張玲，舞台總監王冬梅，催場梁楊燕、王宇，音響
劉山川，錄像Mario。當晚春宴晚會精心安排二十三項
精彩文藝節目，包括：開場舞由Esther, May, Sharon, Rosay表
演拉丁舞 「Sixteen Tons」 ，陳昌義男聲獨唱 「我的太陽」 ，姚
奇志女聲獨唱 「喜歡你」 ，黃玉顏女聲獨唱粵曲 「紅鸞喜」 ，胡
辛曙、張玲男女聲二重唱 「我和我的祖國」 ，陸才達演出太極拳
及男聲獨唱 「小李飛刀」 ，陶翔醫師、異寧男女聲二重唱 「凉凉
」 ，王宇女聲獨唱 「美麗時刻」 ，王學新導演表演舞蹈 「美麗的
次真拉姆」 ，江岳、王冬梅男女聲二重唱 「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
」 ，姚奇志、華彬、張萍、徐惠萍、Emily Chiu、張鳴、季桂蘭

演出小提琴合奏 「綠島小夜曲」 、 「女人花」 ，孫熙海、張艾男
女聲二重唱 「不朽的黃河」 ，黃玉顏、許咏詞女聲二重唱粵曲
「鳳閣恩仇」 ，酈澤全笛子獨奏 「牧笛」 ，梁碧瑤女聲獨唱 「風

中有朵雨做的雲」 ，侯春明男聲獨唱 「天邊」 ，張佩儀女聲獨唱
「友情歲月」 ，張三峰男聲獨唱 「懂你」 ，馬黛華女聲獨唱粵曲

小調 「紅燭淚」 ，黃廷標男聲獨唱 「為了誰」 ，藍玉青演唱京劇
「傳統京劇挽翠袖」 ，京胡伴奏國家一級演員萬家歡；曾清秀女

聲獨唱 「春風吻上我的臉」 ，全體演員大合唱 「難忘今宵」 ，晚
會舉行的熱烈而盡興，大家度過歡樂難忘值得回憶的夜晚。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
五十周年春宴圓滿成功五十周年春宴圓滿成功

李曼名畫家李曼名畫家，，黃孔威會長黃孔威會長，，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
休士頓警察局敖樂章副局長休士頓警察局敖樂章副局長，，陳啟輝陳啟輝，，世界黃氏總商會廣東江夏商世界黃氏總商會廣東江夏商
會代表黃少波會代表黃少波（（二左一二左一），），李雄李雄，，黃健華理事黃健華理事，，黃仕遠顧問黃仕遠顧問，，黃曉黃曉
明財務明財務，，葛明東僑務處長在葛明東僑務處長在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五十周年春宴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五十周年春宴
」」 歡聚一堂歡聚一堂。（。（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黃孔威會長回顧總結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黃孔威會長回顧總結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5050周年以來的黃氏宗親周年以來的黃氏宗親
聯誼歷程與未來發展聯誼歷程與未來發展，，並對參加這次慶典活動的宗親們及僑界人士表並對參加這次慶典活動的宗親們及僑界人士表
示熱烈歡迎示熱烈歡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李曼名畫家李曼名畫家（（左三左三））贈送國畫給休士頓黃氏宗親會贈送國畫給休士頓黃氏宗親會，，由黃孔威會長由黃孔威會長
（（右二右二））代表接受代表接受，，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左二左二）、）、
休士頓警察局敖樂章副局長休士頓警察局敖樂章副局長（（右一右一），），胡暢主持人胡暢主持人（（左一左一））見證見證。。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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