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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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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蒂危害植物生長

“數據”調味“算法”創美食

Sugar Lane  77479
5107 Manzanilla Lane: Incredible Partners in Building 

5BR/4BTH home with 2 story ceilings, open Chef’s 
island kitchen, first floor living room, second floor 

game room and media room. Master with luxrurious 
bath down. Three-car garage. Zoned to F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799,000.

Deborah McGuire
281.772.6920
deborahm@j
johndaugherty.com

Sugar Land  77479
3903 Deer Run Bend: Custom home views well-re-
nowned Sweetwater Country Club & Golf Course 
and adjacent natural reserve. Open concepte with 

two story living areas.  Master down.  Tons of storage 
throughout.  Zoned to Clement High.  $525,000

Deborah McGuire
281.772.6920
deborahm@j
johndaugherty.com

（綜合報導）美國國會衆議院當地時間25日晚
表決通過未來兩財年預算案。

在當日的投票中，預算案獲得284票贊成、149
票反對。該預算案包含未來兩財年年均1.37萬億美
元的政府預算。其中在共和黨關注的國防預算和民
主黨關心的民生工程方面開支分別有3%和4%的增
長。

儘管該預算案獲得了美國總統川普以及國會兩
黨領袖的支持，但有相當一部分保守派共和黨議員
認為該預算案將導致已經嚴峻的財政赤字形勢更加

惡化。據白宮統計，美國面臨的財政赤字將在今年
超過1萬億美元。

在當日投票前，多位共和黨議員表示，儘管該
預算案並不完美，但是已經是目前能取得的最佳結
果。為避免政府再次“關門”，希望共和黨議員可
以支持該法案。

川普也在社交媒體呼籲衆議院共和黨人支持該
預算案。他說，這個未來兩財年的預算案將“在很
大程度上幫助軍隊以及退伍軍人”。

相比於共和黨人，大部分民主黨議員對該預算

案表示支持。衆議院議長佩洛西稱，該預算案保證
了用於民生項目的預算將比川普就職總統時增加
1000億美元。

目前該預算案僅包含大致撥款情況，對於具體
事宜例如邊境建牆、移民以及如何縮減政府開支等
問題將在未來繼續討論。

隨着衆議院投票通過該預算案，參議院將於下
週對該預算案進行表決。如果表決通過，在總統簽
字生效後，將得以保證美國政府不會在9月初用完
所有錢後再次“關門”。

美衆議院表決通過未來兩財年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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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長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長
戴慧怡出席李強民總領戴慧怡出席李強民總領

事離任招待會事離任招待會
本報訊本報訊20192019年年77月月2525日日，，中國駐休斯敦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事館舉行李強民總領事離任僑界專場招總領事館舉行李強民總領事離任僑界專場招
待會待會，，近近300300位僑界領袖受邀出席位僑界領袖受邀出席。。美國德美國德
州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受邀出席州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受邀出席，，

並代表梅偉民主席和全體理監事向李強民總並代表梅偉民主席和全體理監事向李強民總
領事敬贈領事敬贈““萬名狀萬名狀””褒獎狀褒獎狀，，上書上書““強國夢強國夢
，，民為先民為先”，”，表達海外老華僑對李強民總領表達海外老華僑對李強民總領
事的愛戴之情事的愛戴之情。。

左起左起：：戴慧怡會長致贈褒獎狀戴慧怡會長致贈褒獎狀
給李強民大使及夫人給李強民大使及夫人

左起左起：：戴慧怡會長致贈褒獎狀戴慧怡會長致贈褒獎狀
給李強民大使及夫人給李強民大使及夫人

左起左起：：戴慧怡會長戴慧怡會長、、李強民大使李強民大使、、陳納德陳納德
將軍外孫女嘉蘭慧將軍外孫女嘉蘭慧、、飛虎隊飛行學院院長飛虎隊飛行學院院長

王先華王先華

朱老王夫婦代表美國中餐聯盟主席黃民致贈賀狀朱老王夫婦代表美國中餐聯盟主席黃民致贈賀狀。。
左起左起：：戴慧怡戴慧怡、、曾紅燕曾紅燕、、李強民李強民、、朱老王夫婦朱老王夫婦

影帝影帝HunterHunter、、雕塑家王維力雕塑家王維力、、影星陳影星陳
燁燁、、謝總謝總、、戴慧怡戴慧怡

戴慧怡會長代表梅偉民主席向李強民大使夫婦戴慧怡會長代表梅偉民主席向李強民大使夫婦
介紹五邑同鄉會老華僑們敬贈給李強民大使的介紹五邑同鄉會老華僑們敬贈給李強民大使的

褒獎狀褒獎狀。。希望祖國強大希望祖國強大，，人民幸福人民幸福！！

左起左起：：戴慧怡會長戴慧怡會長、、李強民大使夫婦李強民大使夫婦、、王昱王昱
副總領事副總領事、、浦浩德會長浦浩德會長

戴慧怡會長與中國人活動中心戴慧怡會長與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華助
中心董事長靳敏中心董事長靳敏((左左))、、范范玉新執行玉新執行

長長((右右))合影合影

戴慧怡會長戴慧怡會長、、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
華助中心副執行長卿梅華助中心副執行長卿梅

李強民總領事離任招待會現場李強民總領事離任招待會現場，，嘉賓如雲嘉賓如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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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本中心服務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癌症病人，主要採取中醫自然療法，
主攻中晚期肺癌、淋巴癌、胃癌、腸癌、乳腺癌、子宮卵巢癌、
前列腺癌、白血病、紅斑狼瘡、骨癌等各種惡性腫瘤治癌名醫王淑霞
有著近50年中醫藥治療腫瘤的臨床經驗，她根據不同的癌症，採取
不同的靶向治療方法，扶正、調補氣血、增加食欲、增強體力，
同時調理治療化療後頭暈、惡心、口舌乾燥、四肢寒冷、不思飲食、
周身無力、白細胞低下，抵抗化療帶來的副作用，加強對癌細胞的
殺傷力，抑制癌細胞轉移。她的病人遍佈世界各地，她在國際醫學界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兼治：腦梗、面癱、更年期月經不調、習慣性流產、風濕、類風濕，
神經元引起的周身癱瘓、吞咽困難，外傷或扭傷性疼痛。

International Cancer Rehabilitation Center

DR. SHUXIA WANG PH.D

王淑霞 醫學博士
 美國加州中醫藥大學

 博士生導師

7505 Fannin st, ste120, Houston, tx77054

預約電話：281-818-7928 / 702-526-6288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五) 9am - 5pm

蛇精   桑黃抗癌膠囊 創造生命的奇跡
著名中醫腫瘤專家中醫內科權威王淑霞博士主診

R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每個月第二個週六上午10點
舉辦中醫對腫瘤治療調理講座

主講人：著名中醫腫瘤專家王淑霞
報名電話：702-526-6288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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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難民赴歐再
傳悲劇！一艘搭載 250 名前往
歐洲的難民木船25日在利比亞
外海翻覆，利比亞海防隊與當
地漁民救出 134 人，目前只撈
到一具遺體，當局擔心另 115
名失蹤者全數溺斃，恐成今年
地中海最慘重難民意外。

利比亞海軍發言人卡希姆
（Ayoub Kacem）將軍表示，
根據倖存者目擊證詞，這艘搭
載約 250 人的木船在距離海岸
約 5 海里處沉沒，船上 134 名
移民獲救並發現一具屍體，另
外 115 人依然失蹤。他並表示
，多數獲救移民來自衣索比亞

、厄利垂亞、蘇丹等撒哈拉以
南非洲國家，也有來自巴勒斯
坦，當局正為他們安排收容處
所。

路透社報導，聯合國難民
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
，簡稱聯合國難民署）署長葛
蘭地（Filippo Grandi）在推特
上表示， 「今年最嚴重的地中
海悲劇剛剛發生」，難民署表
示喪生人數恐高達 150 人。
UNHCR表示，這起新船難恐
將今年在地中海喪命的移民人
數推升至 600 人以上，死亡人
數很可能連續第 6 年突破千人
。

此外，據 「無國界醫生組
織」（MSF）的說法，慘況恐
比有關當局所發布的更嚴重。
MSF 表示，多達 250 人仍失蹤
。無國界醫生組織相關負責人
瑞克曼（Julien Raickman）表
示，移民似乎乘坐的是 3 艘船
綁在一起的船出海，有倖存者
說共400人在船上。

利比亞2011年的動亂終結
強人格達費（Moamer Kadhafi
）長達42年的統治後，利比亞
自此戰亂頻仍，湧向歐洲的難
民危機仍層出不窮。利比亞長
期以來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移
民及難民的主要交通路徑。

利比亞難民船沉沒 上百人恐溺斃

（綜合報導）受到全球暖化影響，歐洲 7
月高溫持續上竄，德國下薩克森邦25日氣溫一
口氣飆破 138 年新高，達攝氏 42.6 度，法國巴
黎一樣燒滾滾，也達42.6度，刷新花都史上最
高溫，就連地處北歐的芬蘭，氣溫都罕見衝上
攝氏30度，周末還可望出現破紀錄高溫。

極端熱浪來襲，包括加拿大蒙特利爾、英
國格拉斯哥、日本東京等地，氣溫紛紛飆歷史
新高。非洲阿爾及利亞過去10天溫度飆到攝氏
51.3度，創下歷史新高；蒙特利爾氣溫飆歷史
新高，造成34人死亡。

法國首都巴黎25日最高氣溫達到攝氏42.6
度，成為花都史上最高，而許多城市均創下有
紀錄以來7月新高溫。氣象部門警告民眾減少
外出，並將橙色高溫預警地區擴大至80個省，
包含巴黎所在的法蘭西大區，及其他共20個省
提升至紅色高溫預警。法國國鐵與巴黎地鐵甚
至建議民眾盡可能的推遲旅行。

巴黎市政府在23到25日間，為了減少高溫
造成空氣汙染不易擴散問題，禁止汙染排放水

平標籤為3到5類的機動車上路，此舉造成了超
過470萬輛在巴黎地區登記註冊的機動車受影
響。而法國電力公司為避免核子反應爐冷卻水
過熱，23日起暫時關閉南部戈爾弗克核電廠的
兩座反應爐，預計30日才恢復啟用。

比利時皇家氣象研究所24日在東北部小鎮
小布羅赫爾偵測到攝氏40.6度的高溫。25日全
國最高溫達 41.8 度，創歷史新高，打破 186 年
以來最高溫紀錄，據皇家氣象研究所德瓦爾克
表示： 「這是自1833年測量開始，歷史紀錄上
的最高溫。」而熱浪使得比利時23日發布 「紅
色預警」，成為啟用高溫警報系統20年來首次
。

世界氣象組織（WMO）表示，2015 至
2019年可能成為有史以來最熱5年。世界氣象
組織氣候與水利部門負責人庫爾曼則指出：
「如此高強度，且影響面如此廣大熱浪，具有

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化特徵」，這和科學
證據顯示相同，說明隨著溫室氣體累積，未來
高溫將更加頻繁更嚴重。

飆破42oC 歐洲有如熱地獄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計劃最快8月2日在
內閣會議上，批准把韓國剔除出日本優惠待遇的
「白名單國家」的政令，由於政令將在公佈21

天後施行，預計最快8月下旬就會實施，屆時韓
國將成為被日本剔除出 「白名單國家」的首例。

韓國政府以日本的措施不恰當為由，在世界
貿易組織（WTO）總理事會等場合要求日方取
消上述決定。

報導指出，日本若正式決定剔除，韓方必然
進一步反對，或對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等其他貿易磋商也造成影響。

日本政府就將韓國剔除出 「白名單國家」解
釋說，這是對貿易管理的國內運用進行調整。日
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26日的記者會上指出，從
實施有效出口管理的觀點來看，是妥當的措施。

日本 2004 年將韓國指定為 「白名單國家」
。若出口目的地是 「白名單國家」，那麽出口企
業可享受手續簡化等優惠待遇。若被剔除，那麽
食品和木材等之外的許多商品如果被認為有可能
轉用於軍事，出口企業就必須獲得日本經濟產業
省的批准。

（綜合報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26日分別與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南韓外長康京和舉行電話會談，圍繞北韓25日發射近程
飛彈磋商了相關情報，就應對北韓確認日美、日美韓繼續緊密合
作。

在河野與康京和的電話會談
中，還圍繞加強半導體材料出口
管制等日韓間懸而未決的事項交
換了意見。據韓國外交部介紹，

康京和要求日方取消加強管制等。
河 野 正 在 展 開 協 調 ， 計 畫 在 下 周 於 泰 國 召 開 的 東 協

（ASEAN）相關會議期間，分別與兩人舉行會談。

河野與蓬佩奧的通話時長約30分鐘，與康京和的時長約15
分鐘。

與此相關，日本防衛相岩屋毅表示，已經知曉南韓認為該飛
彈是近程彈道飛彈，但我們還在進行分析。將與美國等攜手做出
最後判斷。

岩屋同時指出，北韓正在實戰部署射程覆蓋日本全境的飛彈
，這一狀況並未改變，強調有必要繼續警戒監視。

南韓貿易優惠待遇 日本將結束

北韓射彈美日韓外長決議共用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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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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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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前外相強生23日當選保
守黨黨魁，成為新任英國首相。外界除了關注
他如何帶領英國脫歐之外，先前因香港反《條
犯條例》與北京關係陷入僵局的英國，在新任
首相上任後，中英關係的走向。對此強生先前
曾表示，英國不僅會非常 「親陸」，他對北京
的 「一帶一路」懷有極大熱情，並對中國大陸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計畫非常感興趣。

強生（Boris Johnson）去年 1 月還在擔任英
國外相時曾接受 「鳳凰衛視」訪問時表示，脫
歐之後若英國想要有更好的發展，就必須擺脫
政治束縛，擴大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合作。對於
中英經貿關係，強生表示英國應該借助一帶一
路倡議，而他一直在了解 「一帶一路」，且英
國對一帶一路充滿熱情，對習所做的很感興趣
，並強調 「別忘了英國是第一個參加亞洲基礎
投資銀行（亞投行）的西方國家」， 「我們非
常支持中國大陸（pro-China），我們是歐洲最
開放的經濟體，也別忘了我們是對中國大陸資
金最開放的國家」。

此外，強生還提到英國歡迎陸資公司參與

欣克利角（Hinkley）核電站，以及自己女兒還
在學中文，中國大陸是英國青年世代最需要了
解的國家，而英國也有15萬陸留學生，這對英
國社會很有益處與貢獻，相信倫敦是全球中陸
生最多的城市。

不過目前在中英關係上除了香港反《條犯
條例》爭議之外，中國大陸電信巨擘華為是否
能參與英國5G建設也是新政府的棘手問題，但
此次訪談並未提及強生對華為的相關意見。英
國政府22日以引發國家安全擔憂為由，延遲是
否將限制或禁止華為的決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對此回應，中
方重視發展中英關係，願意同英方一同努力，
本著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深化兩國政
治互信，拓展包括 「一帶一路」合作在內的各
領域務實合作和人文交流，擴大雙邊關係的合
作面和積極面，推動中英關係持續穩定健康發
展。

她表示，中英雙方應該在共同維護多邊主
義和自由貿易、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作出更多
努力和貢獻。

中英關係回溫？新英相：對一帶一路充滿熱情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周五（26日）
點名中國、香港、澳門、新加坡、南韓、墨西
哥、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土耳其等國家
或城市，以 「發展中國家」地位，取得不公平
的優惠待遇，他要求世界貿易組織（WTO）改
革，停止賦予上述國家、城市 「發展中經濟體
」的地位。川普強調，中國等富裕國家，以發
展中經濟體名義，在全球貿易規則內受到寬鬆
待遇，取得不公平的好處。他說，不能維持目
前的狀況，WTO迫切需要改革。

川普在備忘錄表示，中國、墨西哥、南韓
以及土耳其，都已經是二十國集團（G20）的成
員，但仍被稱為發展中國家，享有WTO的優惠

待遇是不合理的安排，尤其以中國為甚。他已
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
），利用所有可行的方法，協助WTO 「防止一
些經濟實力已不須有利對待的經濟體，聲稱自
己為發展中國家」。萊特希澤得在60天內提交
報告。此外，如果 WTO 在 90 天內，無法就相
關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他已要求萊特希澤，不
再視這些世貿成員為發展中經濟體。

根據WTO的規定，為了平衡發展，被界定
為發展中國家，可以豁免一些管制，包括：有
限度允許政府補貼，及採取某些措施限定外資
進入等。

川普要求WTO 90天內撤中國、南韓 「發展中國家」 地位（綜合報導）對愛吃麻辣料理的華人來說
，這無疑是一個新的警訊。最近一項以華人為
對象所做長達15年的醫學研究顯示，平時經常
吃大量辣椒的人，在中老年時期記憶力衰退情
況比吃少量或不吃辣的人高出許多。如果每日
食用辣椒量超過50公克，記憶衰退風險比其他
人高出一倍，體重較輕的瘦子還會更嚴重。

據南澳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網
站發佈的消息稱，由該大學與卡達大學( Uni-
versity of Qatar)的專家聯手進行的研究發現，紅
辣椒和墨西哥辣椒的愛好者比不亂吃這些辛辣
調味料的人，在老年時患上失智症的風險要高
非常多。

專家們針對1991年至2006年參加 「國家健
康與營養調查」的4582名中國大陸居民的健康
狀況進行研究，並綜合考慮了所有社會人口因
素和參與者的生活方式後發現，這些年齡在55
至71歲之間研究樣本中，愛吃辣椒的人記憶力

衰退情況比較嚴重，平均每天吃辣椒50公克以
上的人，記憶力衰退機率高一倍，而且瘦子比
肥胖者更為嚴重。

卡達大學一位博士表示， 「我們之前做的
研究表明，吃辣有助於使體重和血壓恢復正常
。現在我們則發現，吃辣對老年的認知能力會
造成極不良影響。」

研究報告指出，這次研究的是以新鮮辣椒
和乾辣椒為主，不涉及甜辣椒或黑胡椒。而研
究辣椒是因為它在亞洲非常普遍，中國大陸一
些地區幾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每天都吃辣，甚
至許多地方特色飲更擁有豐富多采的辣椒料理
。

不過，這項研究以大陸居民為樣本，可能
涉及文化與飲食習慣差異，在不同種族與文化
的國家是否適用，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辣椒中的活性成分是辣椒素，能夠促進新
陳代謝，這意味著會加速燃繞脂肪。專家認為

，體重正常的人比胖人對吃辣更敏感，因此，
對記憶力和體重的影響就更為明顯。不過專家
也指出，教育水準當然也可能影響老年人的認

知能力，這個問題也需要另立項目做進一步的
詳細研究。

愛吃大辣 失智風險飆高 瘦子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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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航停飛開羅7天
稱埃及航空恐怖攻擊風險升高
綜合報導 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宣布，基於安全考慮，自

20日起暫停飛航開羅7天。根據英國政府對民眾發布的旅遊建議，埃及

當地的“航空恐怖攻擊風險升高”。

英航發布聲明說：“我們不斷評估在全球各地機場的維安安排，並

已采取預防性措施暫停飛航開羅7天，以利進壹步評估。”聲明強調，

客戶和機組員安全是公司首要考慮，只會在安全無虞的條件下執行飛航

任務。

英航壹名發言人表示，目前暫無法提供與停飛相關的進壹步信息。

英國外交部對英國民眾發布的旅遊建議指出，埃及當地的“航空恐

怖攻擊風險升高”、“自埃及飛往英國的航班已采取額外的安全措施。

您應全然配合各機場安全人員。”

事實上，自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2015年攻擊俄羅斯客機、造

成機上224人全數罹難後，英國政府即長年建議國民，若非必要，不要

搭機往返事發地點，即位於西奈半島的埃及紅海度假勝地沙姆沙伊赫

(Sharm el-Sheikh)。不過，此類旅遊建議未曾擴及往返埃及首都開羅。

根據英國外交部新版旅遊建議，“恐怖分子很有可能在埃及發動攻

擊。盡管多數攻擊發生在北西奈省(North Sinai)，但埃及全境都面臨風險

。”

據悉，去年造訪埃及的英國民眾約41.5萬人次。

除了英航，德國漢莎航空(Lufthansa)也跟進，宣布取消自慕尼黑和

法蘭克福飛往開羅的班機，預計21日恢復航班。

米蘭利納特機場將整修3個月
航班轉由馬爾彭薩起降

綜合報導 米蘭利納特（Linate）機場當局宣布，該機場將於7月27

日至10月27日進行為期3個月的跑道維護和機場整修。機場停止運營期

間，經停利納特機場的航班轉由米蘭馬爾彭薩（Malpensa）機場起降。

眼下正值意大利旅遊旺季，根據目前客流量統計分析，最近壹個時

期，馬爾彭薩機場的客流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0%左右。米蘭機

場管理公司表示，預計在利納特機場關閉的第壹周，馬爾彭薩機場將迎

來客流最高峰，有超過80萬旅客在此起降。

為了應對從利納特機場分流而至的旅客，馬爾彭薩機場離岸邊檢通

道，已從目前的6個通道增加至12個通道，入境邊檢通道也從8個通道

，增加為10個通道。與此同時，安檢金屬探測器處理能力提高了大約

30%，借以保障旅客順利通關。

馬爾彭薩機場除接納大幅增加的旅客外，還將負責為習慣在利納特

機場經轉的旅客提出建議。馬爾彭薩作為國際重要的航空港與利納特機

場不同，通往城區距離遠大於利納特機場。目前，馬爾彭薩機場已增加

50多名服務人員，專門負責協助過往旅客。

為了方便乘客往來米蘭中心火車站和馬爾彭薩機場，馬爾彭薩機場

1號航站樓開設了新的售票處，並增加了機場往返火車站客車班次。機

場當局預測，往返火車站和機場旅客將會增加47%，從每天39000人次

增加到58000人次左右。

米蘭機場當局表示，意大利航空公司員工定於7月26日進行，目前

正在進行談判。機場當局希望工會能夠進行協調，推遲罷工時間，確保

利納特機場和馬爾彭薩機場的交接工作順利進行。

土耳其認準俄方
警告美國若制裁將遭報復

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 恰武什奧

盧警告美國方面，如果因為土方購買俄

制S-400型防空導彈系統施加制裁，將受

到土方報復。

土耳其媒體同壹天報道，土俄正在

磋商聯合生產S-400部分零部件事宜。

[認準俄方]
土耳其國家電視臺新聞頻道播出對恰

武什奧盧的專訪。恰武什奧盧說，如果美

方持“敵對態度”，土方將采取“報復措

施”，“這不是虛張聲勢”。

他說，土耳其“不是會向對土方有

敵意的人低頭的國家”。

多家媒體報道，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

朗普擬在白宮會晤壹些共和黨籍國會參議

員，可能討論制裁土耳其。共和、民主兩

黨多名國會議員先前呼籲特朗普依據《以

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制裁土耳其。

土耳其和美國同為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成員。北約及美方反對土方購買

S-400，認定這壹俄制導彈系統無法融入

北約武器體系。美方要求土方取消購買

S-400，改為購買美制“愛國者”防空導

彈系統。

“愛國者”的售價高於S-400，土方

先前抱怨西方國家武器系統價格太高。土

耳其總統雷傑普· 塔伊普· 埃爾多安及多名

土方官員說，購買S-400已成定局。土方

本月12日開始接收S-400首批設備，迄今

有10多架次貨機將部件送至土耳其。

俄羅斯塔斯社 22日報道，俄方仍

在運送S-400部件，預期將持續至2020

年 4月。

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公司首席執行

官謝爾蓋· 切梅佐夫22日告訴土耳其阿

納多盧通訊社記者，俄方和土方正在磋

商是否在土耳其境內聯合生產S-400部

分零部件。

切梅佐夫同時披露，土方對俄方最

新型戰鬥機、多種防空系統以及反坦克

系統感興趣，正在與俄方磋商，希望俄

方幫助打造防空和遠程導彈防禦系統。

切梅佐夫說，俄方準備提供各種形

式的技術支持，涉及航空和航天工業、

直升機制造和能源等方面。

[難避合作]
恰武什奧盧告訴土耳其國家電視臺

新聞頻道，美方將土方“踢出”F-35型

戰機項目，項目其他參與方未必支持美

方決定。

他說，如果美方不向土方出售F-35，

土方將尋求由其他國家滿足國防需求。

美國國防部4月初說，由於土方堅

持購買S-400，暫停向土方交付F-35零部

件並暫停F-35項目合作。白宮和五角大

樓本月17日宣布，明年3月底以前讓土

方完全脫離F-35項目。

土耳其作為F-35戰機生產供應鏈的

壹環，現在為這型號的戰機制造900多

個零部件。路透社以壹名不願公開姓名

的美方官員為消息源報道，將F-35零部

件生產轉移出土耳其需要耗資大約5億

至6億美元。

恰武什奧盧20日與美國國務卿邁克·

蓬佩奧通電話。美國國務院當天在壹份

聲明中說，蓬佩奧就土方購買S-400系統

表達“失望”。聲明同時提及，兩人討

論了敘利亞局勢。

美國去年12月宣布從敘利亞撤出大

約2000名軍人，美土雙方就敘利亞局勢

頻繁溝通，但就如何對待敘利亞庫爾德

武裝“人民保護部隊”有分歧。美方視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為打擊極端組織“伊

斯蘭國”的盟友，而土方視這壹武裝為

反政府組織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的分

支，把二者定性為恐怖組織。

恰武什奧盧說，希望美國政府敘利亞

問題特別代表詹姆斯· 傑弗裏訪問土耳其

期間，土美雙方能夠就在敘利亞東北部沿

敘土邊境建立“安全區”達成共識。

恰武什奧盧警告，如果無法建立

“安全區”，土方將在幼發拉底河以東

地區發起軍事行動，將“人民保護部隊”

趕出這壹地區。

內閣大換血？
約翰遜上臺後多名強硬脫歐派或入閣

綜合報導 剛剛贏得英國保守黨黨魁

選舉的鮑裏斯•約翰遜將以英國新首相

的身份入主唐寧街10號，隨後宣布他的

內閣人選。由於多名特蕾莎•梅內閣官

員表明不會在約翰遜領導下任職，預計

英國內閣將大換血，多名強硬脫歐派或

入閣。

特蕾莎•梅將會最後壹次以首相身

份出席議會問答環節，其後會在首相府

外發表簡短講話，再正式向英女王請辭

。約翰遜之後謁見英女王，正式入主唐

寧街，並按傳統在唐寧街10號門外以首

相身份，首次發表全國演說。

隨後，約翰遜將宣布內閣任命，並

將首次與其他國家領導人通話。25日，

預計約翰遜將就他的脫歐戰略向議會發

表聲明，並回答議員們的問題。

約翰遜內閣人選備受關註。財政大

臣哈蒙德、司法大臣高克等特蕾莎•梅

內閣官員已相繼表明不會為約翰遜效力

，約翰遜內閣團隊勢要大換血。

英國議會的高級消息人士表示，他

的內閣將是“三分之二的脫歐派和三

分之壹的留歐派”。保

守黨內溫和派則關註，

約翰遜會否任命前國際

發展大臣帕特爾、財政

部首席秘書特拉斯、後

座議員裏斯莫格等強硬

脫歐派人士加入內閣。

約翰遜的盟友透露

，因與以色列政府進行

未經授權的談判，而辭

去國際發展部部長職務

的帕蒂•帕特爾和住房

部長阿洛克•夏爾馬預

計都將得到提拔。此外，預計約翰遜將

增加進入內閣的少數族裔政治家人數和

女性成員。

有報道稱，亨特拒絕辭任外交大臣

壹職，並拒絕了擔任國防大臣的提議。

如果亨特離開外交部，現任英國國防部

長佩妮•莫道特和財政部首席秘書利茲

•特拉斯，將有可能取代他。

部分保守黨人已經計劃對約翰遜發

動逼宮，阻止他推動英國無協議脫歐。

不過有保守黨議員稱不應急於下定論，

認為待約翰遜發表演說及公布內閣名單

後，才能確定他有沒有能力化解黨內分

歧。

如果新政府無能力化解脫歐僵局，

約翰遜勢將在議會面對不信任動議。有

留歐派保守黨議員指出，如果議會通過

不信任動議，將尋求和部分工黨議員合

作，推舉影子脫歐大臣斯塔梅爾上臺，

籌組更有能力團結國家的政府。

遊客註意啦！
這兩人因在威尼斯景點煮咖啡被罰950歐

綜合報導 如果妳是壹名

愛四處旅遊的背包客，如果

妳包裏還裝著便攜的旅行鍋

，那可要註意啦，千萬不要

隨便找個地兒，就支起爐子

烹煮美食或美味咖啡。19日

，兩名德國背包客就因為在

意大利威尼斯裏阿爾托橋下

的臺階上用旅行鍋煮咖啡，

被罰了950歐元，還被趕出了

這座城市。

涉事的兩名

背包客來自德國

柏林，壹男壹女

，都是 80 後，

30多歲。他們當

時停在了威尼斯

著名景點裏阿爾

托橋下的臺階上，兩人從背

包中拿出旅行鍋和杯子等物

品，開始煮咖啡。

路人看到他們的舉動後

報警。根據當地新通過的壹

項法律，警察對他們在公共

場所的不得體的行為處以了

950歐元的罰款，並要求他們

離開威尼斯。

據悉，威尼斯當局今年5

月通過了新法律，禁止人們

在特定區域野餐、在噴泉洗

澡，以及在公共場所不穿上

衣等，違例者會被罰款。

威尼斯市長說：“我們

需要感謝警察的努力，才可

以阻止不禮貌的旅客為所欲

為，並對他們加以處罰。”

市長說：“從現在開始，

我們還將把被要求離境的人的身

份告訴他們本國的使領館。”

威尼斯這座旅遊城市只

有5.5萬人口，但每年都有大

約3000萬遊客湧入，大量遊

客的到來也給城市環境等造

成不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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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伊朗在波灣與英美關係緊
張之際，試射了射程1,000公里的 「流星3型
」（Shahab-3）飛彈。不過，五角大廈官員
說，這並不會影響航運或美國基地。

美方高級官員說，德黑蘭周三試射這款
中程飛彈，是要提高它的射程與精準度。美
國官員說，飛彈從伊朗南方射向德黑蘭北郊
。

伊朗與英美的關係日趨緊張，在伊朗於
波灣扣押掛有英國國旗的油輪後，新任英國
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周四命令皇家海
軍，將護航掛有英國國旗的船隻通過荷莫茲

海峽（Strait of Hormuz）。
而德黑蘭扣押油輪，是為了報復英國4

日在直布羅陀（Gibraltar）附近扣押一艘伊
朗大型油輪，據信它意圖違反歐盟（EU）制
裁，將油運到敘利亞。不過，在波灣情勢劍
拔弩張之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周四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很樂意
到伊朗直接對話。

流星3型飛彈是伊朗研發的地對地彈道
飛彈，據稱射程可達1280公里，能攻擊以色
列、土耳其、俄羅斯，印度與沙烏地阿拉伯
等國家，甚至威脅駐紥波灣的所有美軍。

嗆美硬到底！伊朗試射流星3飛彈

（ 綜 合 報 導 ） 土 耳 其 總 統 艾 爾 多 安
（Recep Tayyip Erdogan）周五說，要是美國
不賣F-35戰機，安卡拉會另覓賣家。此外，
他表示，美國決定將土耳其從F-35專案剔除
，不會讓他們打消滿足自身需求的念頭。

據路透26日報導，美國一直威脅，安卡
拉若執意採購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將把
土耳其踢出 F-35 專案外。就在土國接收
S-400後，華府上周正式宣佈，將它從專案
剔除。不過，美國總統川普還沒決定，是否
要依法制裁土耳其。

自土耳其接收 S-400，導致與美國關係
極度緊張後，這是11天來艾爾多安首度就相
關情勢公開發表談話。他表示，希望美國官
員能在制裁問題上保持 「理智」。

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Rostec）說，要
是安卡拉提出要求，莫斯科準備供應蘇-35
戰機。不過土耳其官員周四說，到目前為止
，雙方還沒有討論過替代方案。

此外，據《動力》（The Drive）網先前
報導，莫斯科提議，願意配合安卡拉生產並

出口蘇-57戰機，以填補F-35戰機留下的空
白。俄羅斯技術國家集團總裁車梅佐夫
（Sergey Chemezov） 說 ， 俄 國 5 代 戰 機
蘇-57品質卓越，有出口的前景。

他說，要是土耳其的F-35採購案落空，
俄羅斯準備配合出售土耳其戰機。他並表示
，要是土耳其渴望發展自己的國防工業，克
宮 「很樂意評估」在土國當地製造，或轉移
部份技術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土耳其親政府的《新曙光報
》（Yeni Safak）指出，就算美國禁止交付
F-35，安卡拉也有 B、C、D 備案，藉由向
中國採購殲-31，或是向俄羅斯買蘇-57戰機
來替代。

「和1架約1億美元的F-35相比，這些
戰機以要價低廉而顯得突出，」《新曙光報
》強調，此外， 「安卡拉已認為，就算F-35
交付了，由於它們直接受美方指揮控制，也
會為土耳其製造嚴重的安全問題。因此，沒
人會為了 『失去』F-35感到遺憾。」

美不賣F-35拉倒！土要另覓戰機賣家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部 25 日表示，將恢
復16年來暫停執行的死刑政策，允許聯邦政府
處死死刑犯，並立即排定5名聯邦死囚的伏法日
期。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報導，司法部長巴爾
（William Barr）表示，國會參眾兩院已通過立
法、並由總統簽署，明確授權執行死刑。司法部
表示，已排定5名死囚的伏法日期，6週內將執
行完畢，這些人都會以單一藥物 「戊巴比妥」
（pentobarbital）處死。

司法部還說，這5名死囚 「他們都是在經過
充分和公正的程式後，被宣判有罪的」， 「這些
罪犯已經耗盡了他們的上訴機會以及定罪後的補
救辦法，目前已經沒有法律可以阻止他們被執行

死刑了」，且未來還會有公佈更多死刑。
這5名死刑犯包括白人至上主義者丹尼爾‧

路易士‧李（Daniel Lewis Lee）在內，他因殺害
包括一名8歲女童在內的一家3口而被定罪，排
定在今年12月9日行刑，是首位伏法的人。

雖然去年全美處死 25 人，不過都是州當局
執行。美國聯邦政府上次執行死刑是在2003年
。司法部官員指出，自此之後，由於針對過去使
用的注射處決藥物的訴訟一再拖延，聯邦政府無
法繼續實行死刑。

《國會山報》指出，美國執行死刑的政策大
相徑庭，科羅拉多州、奧勒岡州、賓州和加利州
等州已暫停死刑，而在其他州，死刑已不再普遍
使用；但如德州和阿拉巴馬州，死刑仍然常見。

隔了16年！美聯邦政府決定恢復死刑 關鍵曝光

（綜合報導）日前華為指控聯邦快遞（Fe-
dEx） 「誤寄」其包裹轉運至美一案，陸官方26
日發布對該案調查結果，不僅發現聯邦快遞將涉
華為公司包裹轉至美國為 「人為疏失」的說法與
事實不符之外，並發現聯邦快遞涉嫌滯留逾百件
涉華為公司包裹，以及其他違法違規線索。

中國大陸電信巨擘華為 5 月 28 日曾指控
（FedEx）自行將其原先從日本寄往中國大陸的
包裹轉運至美，也嘗試將兩件從越南寄往華為亞
洲辦公室的包裹運至他處，並表示將重新檢視與
美國聯邦快遞的關係。

而聯邦快遞對此表示此僅為少數個案，是因
為作業疏失才會誤送到其他地方， 「聯邦快遞並
未因任何一方要求而改變送貨目的地」，不過稍
後對外道歉，再次強調沒有任何一方要求聯邦快
遞轉運這些貨件。華為公司也將此案向中國大陸

郵政監管部門提出正式投訴。
不過，據《華爾街日報》6月3日報導，一

名知情人士披露，聯邦快遞是為配合川普政府打
擊華為政策，對內部協議作出更改，從而導致聯
邦快遞將華為兩個包裹送到美國。

而自 「誤寄」案發後約一個月，聯邦快遞也
對商務部提出控訴，並要求商務部停止對該公司
執行《出口管理條例》，稱 FedEX 沒有義務要
替商務部檢查運送貨品，是否有川普政府出口管
制清單上，強調 「FedEx是一家運輸業者、不是
執法機構」。

此外，先前川普政府指控華為涉嫌違反國安
，並將70家附屬公司列入商務部產業安全局的
出口管制實體名單，未來華為若未經過美政府許
可，不可取得美製零組件。

不只一件！陸：聯邦快遞涉嫌滯留百件華為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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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或9月中旬調整自民黨黨內人事
改組內閣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

會（NHK）報道，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或將於9月中旬，調整

自民黨幹部人事，並改組內閣

。幹事長二階俊博、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等人是否會留任備

受關註。

參議院選舉結束後，安倍

召開了記者招待會。他表示，為

敲定新壹任參議院議長人選，打

算於8月1日舉行臨時國會。

報道稱，為迎接臨時國會

，安倍有可能在9月中旬對黨

內幹部人事進行調整，並改組

內閣。在本次自民黨幹部人事

調整中，迄今為止負責統籌黨

內事務的幹事長二階俊博、支

撐內閣的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

生太郎和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是否會留任備受關註。

鑒於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

中維持了第壹大黨地位，因此

，該黨打算繼續由本黨議員擔

任議長。已有意見推舉由前參

議院副議長山東昭子出任。據

悉，山東昭子迄今為止當選8

次，當選次數最多。

日
韓
將
在W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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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世界貿易組織（WTO）總理事會會議將於

23日和24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圍繞日本政府實施的對韓

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日韓兩國政府將分別派出本國高官

，闡明各自立場。

據報道，日方將派遣外務省經濟局長山上信吾等出席

，介紹日本的措施並非禁運，而是出於安全觀點做出的出

口管理調整。預計還將主張與自由貿易原則並不矛盾。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22日宣布，將派遣新通商秩序戰

略室長金勝鎬出席。據分析，韓國將強調日方的措施違反

WTO協定。韓國還考慮向WTO提起訴訟，可能會在總理事

會後加速行動。

報道稱，這是繼近期的世貿組織貨物貿易理事會後，

日本對韓出口管制在WTO會議上再次成為議題。韓國政府

曾在9日舉行的世貿組織貨物貿易理事會會議中介紹韓方

意見，以引起國際社會對此問題的關註。

據報道，日本還計劃最快在8月把韓國剔除出因沒有

武器擴散可能而設置簡化出口手續等優惠待遇的“白名單

國家”。這意味著半導體以外的產業可能會受到影響。

2018年10月和11月，韓國最高法院先後判決日本企業

賠償殖民朝鮮半島期間強征的韓國勞工，招致日方不滿。日

方堅稱，依據兩國1965年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韓國

民眾不能再向日方索賠，但這壹觀點沒有得到韓方認同。

2019年7月初，日本政府宣布對出口韓國的三種半導

體產業原材料加強管制，引發韓日貿易摩擦並不斷發酵。

日方稱采取管制措施的原因是韓國在出口管理方面存在問

題，而韓方指責日本此舉是對韓國最高法院判處日企賠償

強征勞工案的“經濟報復”。

8.8公噸象牙！
新加坡查獲史上最大象牙走私案

綜合報導 新加坡當局表示，當

局查獲該國史上數量最大的象牙走

私案，扣押8.8公噸走私象牙，市值

約1760萬新加坡元。

報道稱，新加坡國家公園局、

新加坡關稅局和移民與關卡局23日

發布聯合文告稱，執法人員在21日

截查了3個原定從剛果民主共和國運

往越南的集裝箱。

提貨單當時申報集裝箱裝的是

木頭，但經檢查後，執法人員卻在

其中壹個集裝箱裏發現了數百袋穿

山甲鱗片和象牙。

據報道，11.9公噸的穿山甲鱗片

分成 237 袋，市值約 4860 萬新加

坡元。根據評估，鱗片取自大穿山

甲品種，來自近2000只穿

山甲。

加上2019年4月起獲的

25.6公噸的穿山甲鱗片，新

加坡執法機構這三個多月

來，已截獲共37.5公噸的穿

山甲鱗片。

另外，在此前的行動中

，執法人員也起獲了132袋象

牙，總重量約8.8公噸，市值

約1760萬新加坡元。這是新加坡歷

來查獲的最大批走私象牙案。據估

計，象牙來自近300只非洲象。

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瀕危

物種名錄，大穿山甲和非洲象都屬

於易危物種。有關當局將銷毀所有

遭起獲的穿山甲鱗片和象牙，以避

免它們再進入市場。

報道指出，作為瀕危物種國際

貿易公約簽約國，凡是在新加坡非

法進口、出口、過境、擁有、售賣

或向公眾展示包括穿山甲與象牙在

內，任何受《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及

相關產品，皆屬違法行為。

壹旦罪名成立，違例者將面對

最高50萬新加坡元的罰款，或長達2

年監禁，或兩者兼施。

烏茲別克斯坦上半年貿易總額196.8億美元

中國為最大貿易夥伴
綜合報導 根據烏茲別克斯坦國家統計委

員會公布的數據，烏茲別克斯坦2019上半年

進出口總額為196.8億美元，中國為其最大貿

易夥伴。

烏國家統計委員會數據顯示，該國2019

年上半年進出口總額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45.2億美元，同比增長29.8%。其中出口總額

為84.4億美元，同比增長27%；進口總額為

112.4億美元，同比增長32%。

根據上半年的數據，中國為烏茲別克斯

坦最大貿易夥伴，中烏貿易額為39億美元。

俄羅斯居第二位，俄烏貿易額為29億美元；

哈薩克斯坦居第三位，哈烏貿易額為17億美

元。此外，韓國（13億美元）和土耳其（12

億美元）分居第四、五位。

在烏上半年的出口構成中，商品份額占

到了81.5%，包括黃金（21億美元）、能源和

石油產品（14億美元）、食品（7.937億美

元）、紡織品（7.715億美元）、有色金屬及

其產品（4.862億美元）等。在能源和石油產

品這壹門類中，天然氣（13億美元）、電力

（4750萬美元）、石油產品（2310萬美元）

出口創匯貢獻頗大。

與此同時，服務在烏出口構成中占到

18.5%（15.6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10.2%。

在烏上半年的進口構成中占比較大的包

括機械及零部件（49億美元）、化工產品

（15億美元）、食品（9.188億美元）、黑色

金屬（8.514 億美元）、能源和石油產品

（4.369億美元）、有色金屬（1.19億美元）

等。

根據上半年的數據，烏茲別克斯坦的

主要出口對象國為中國、俄羅斯、哈薩克

斯坦、土耳其、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

和塔吉克斯坦，主要進口國為中國、俄

羅斯、韓國、哈薩克斯坦、土耳其、德

國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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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龍皇御膳”菜式，澤師傅是
有參考孔子後人提供的孔家食譜，澤師傅糅
合特殊烹調技巧和視覺美學，其中的“龍皇
吐霧酒香鮮鮑魚”、“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最為突出。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HK$88），這道
菜特別嚴選珍貴的南非6頭孔雀鮑製成，鮮鮑
以秘製滷水汁浸泡，分外鮮甜入味。最特別
的是這道菜式除了用料上乘，師傅更創新地
糅合現代視覺元素，上菜時會先將乾冰鋪滿
底部，然後食用皂的氣泡逐漸越脹越大，直
至爆破的瞬間煙霧瀰漫整個餐桌，頓時呈現
恍如“龍皇吐霧”的仙境，蔚為奇觀。

至於石鍋龍皇御膳泡飯（HK$198），韓
式石鍋當然吃得多，但中式石鍋泡飯吃過

嗎？泡飯用的湯味道幾乎決定了好吃與否，
澤師傅就用孔府招牌的三套魚湯，即用
牛骨、豬骨、魚煲數小時，得
出的精華湯，再將石鍋燒
熱，將新鮮的龍蝦肉、
番茄粒、勝瓜粒、大
頭菜粒、葱花、草菇
粒、米飯逐一放入石
鍋炒一下，然後將三
套魚湯倒入，便製成
“ 石 鍋 龍 皇 御 膳 泡
飯”。飯粒吸收了三套魚
湯的精華後，吃起來粒粒飽
滿，味道上更感鮮香暖胃、不油
不膩，食時加脆米，口感更好。

糅合粵菜精粹與魯菜元素

在香港的歷史上在香港的歷史上，，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消費力不高消費力不高，，看似沒什麼高檔餐看似沒什麼高檔餐

館館，，近年多了金融機構近年多了金融機構、、媒體媒體、、影視製作公司進駐影視製作公司進駐，，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在觀在觀

塘駿業街塘駿業街5858號的號的Club EastClub East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

樓樓，，由多年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由多年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澤師傅澤師傅））掌舵掌舵，，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

素素，，為食客呈獻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為食客呈獻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再配合師傅精心設再配合師傅精心設

計計，，菜式變成藝術品菜式變成藝術品，，近日更特別推出近日更特別推出““龍皇御膳龍皇御膳””菜式菜式，，當中主打的當中主打的““龍皇吐霧酒香龍皇吐霧酒香

鮮鮑魚鮮鮑魚””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龍皇吐霧龍皇吐霧””奇景奇景。。 文文、、攝︰寧寧攝︰寧寧

新派孔府菜獨特味道

另外，陳年花雕焗龍蝦尾（HK$128每位），以中
式的陳年花雕稍作調味，混合飽滿多汁的龍蝦肉鋪在殼
上，再掃上一層惹味的蒜蓉牛油，更使龍蝦尾肉質爽甜
彈牙之餘蝦味濃郁，如想吃此菜，必須預訂。

而黑松露魚扒也很有創意。另一洞天一品小炒皇
（HK$238），用了海蔘、XO醬、鮑魚絲、西芹、腰果
等材料鹹鹹香香，加上鑊氣十足，令人食指大動。過去
只有名門、達官貴人才能吃到的美味佳餚，如今你也可
以吃到了。

“龍皇御膳”呈龍皇吐霧

不一定名門
也可吃到的佳餚

■■孔夫子主廚澤師父孔夫子主廚澤師父

■■黑松露魚扒黑松露魚扒

■■孔夫子孔夫子

■■陳年花雕焗龍蝦尾陳年花雕焗龍蝦尾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石鍋龍皇御膳泡飯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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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當日報道 證縱暴派誣警
fbfb專頁圖文並茂見暴徒施襲專頁圖文並茂見暴徒施襲 反對派圖漂白屈得就屈反對派圖漂白屈得就屈

《壹週刊》在fb上載圖片，稱警方在無警示下開槍
香港蘋果日報7月21日即時新聞：
“【2040】警方在中區警署內出示黃旗。”“【2205 上

環】 警方在中景道巴士總站舉起‘警告催淚煙’的黑旗。”
“【2311 上環】警方舉起橙旗，警告‘速離，否則開槍’”
“【2314 上環】警方開槍，疑發射了橡膠子彈。”
網民“Well Chan”上載了與《壹週刊》同一集團的《香港

蘋果日報》當時即時新聞的截圖，相中顯示警方展示了警告旗
幟：“沒有警示開槍？媒體講嘢不用負責任？‘23：11舉
旗’，沒有警示開槍？”
“Lo Wing Hong”狠批：“沒警示？我睇住立場，有線，東

網三個台直播都有晒警示，唔該唔好又老作啦！”“Gina Lam”
亦道：“大話精！昨（21日晚）都盯着電視新聞，新聞報導及播
出了警方有事先警示的，包括放催淚彈及橡膠子彈！”“藍兒”
亦道：“一早舉晒黑旗橙旗警告，你哋腦有事定眼有事？”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7月22日發佈所謂“721警民
衝突紀錄”稱發現“警方有大量不當行為”，包括“未舉旗下即
開槍驅散”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即時新聞“【22:06】中區警

署外有警員舉黑旗，預告將會發射催淚彈”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7月21日即時新聞，“【22:

07】警方已出示黑旗，請在場同學自行評估風險，確保自己的人
身安全。”“【23:10】警方舉起多於四面橙旗”、“【23:10】警
方於信德中心外舉起橙旗。”“【23:13】更新：再出第二面橙
旗”、“【23:14】更新：第三面橙旗”、“【23:17】更新：第
四面橙旗”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7月21日即時新聞“（23:

12）警方舉起‘速離否則開槍’橙旗”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7月21日即時新聞“22:06

多處出黑旗”、“23:10 出橙旗”、“23:23 出藍旗”

在被踢爆後，縱暴派和暴徒企圖借有電視台播出一名速龍小
隊成員在天橋上“未有警示”就向暴徒開槍一事，故意以標題黨
方式將該警員與警方當晚所有施放催淚彈及開槍行動混為一談，
企圖混淆視聽
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25日在記者會上指出，

警方當晚不止一次發出涵蓋形式警告，包括展示旗幟、不定時廣
播將使用相關武力。
就有一名警員從天橋橋面向下面開槍。他解釋，當時若需要

會使用中距離武力，警方沒有能力每次在使用前都警告。警方根
據當時的情況，決定在推進時清走天橋上的人群，避免有人從高
處擲物傷及警員和市民。當時，開槍警員見到有人向警員掟磚，
才使用44mm口徑發射器射出海綿彈，並強調警員開槍是有特定
目標，且根據觀察才開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縱暴派和暴徒不斷散播謠言，聲稱暴
徒已經“撤退緊”、警方是在“無預
警開槍”等，繼續煽動仇警情緒。多
名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批評，所有的電視直播畫面都看到暴
徒當晚手持鐵支多次向警方防線推
進，而警方是在多次展示警告旗幟後
才開槍，並批評縱暴派為了催谷周日
（28日）第二次西環大遊行而煽風點
火、歪曲事實，企圖再製造暴力衝
擊，警方不應向28日的遊行發出“不
反對通知書”。

盧文端：繼續包庇另有圖謀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指出，暴徒
當晚塗污中聯辦大樓外代表“一國”的
國徽，其後更堵塞道路，而警方已經作
出很大的容忍，但根據電視直播所見，
暴徒拒絕理會更變本加厲，包括手持鐵
支甚至手推鐵馬向前推進，更不斷掟磚
甚至縱火，警方不得已以最克制的方
式、根據程序驅散暴徒。縱暴派繼續包

庇，是企圖煽動更暴力行為。

張國鈞：散播謠言延續暴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直言，

當日遊行路線終點原定在灣仔，但部
分別有用心者就故意偏離原有的路
線，走到西環的中聯辦大樓玷污國
徽，更肆意破壞大樓設施，在知道警
方即將到現場增援前才退到上環一帶
聚集、堵路。
他續說，在警方施放催淚煙等驅散

行動後，有關人等非但拒絕和平散去，
更在現場掟磚、縱火，和縱暴派聲稱的
“和平示威”、“正在撤退”完全相
反，反映他們是企圖透過歪曲事實、散
播謠言來煽動市民的情緒，來延續已經
令社會非常不安的暴力行動。

盧偉國：幸警偵破“軍火庫”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認為，暴徒的

暴力行為不斷升級，在衝擊西環時暴
徒就縱火及多次手持鐵支向前推進
等，還幸警方此前偵破了“港獨”分
子的“軍火庫”，否則當晚暴徒就不

只擲雞蛋及油漆彈了。
他形容目前形勢極為危險，縱暴派

不應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催谷更多人
參與下一次活動而煽風點火，希望大家
先停一停，冷靜一下，坐下來商討香港
未來的發展路向。

陳學鋒：應拒絕西環再遊行
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直

言，電視新聞以至其他新聞渠道的直
播，已經詳細展示了當晚的情況，就
是警方曾多次高舉警告旗幟要求示威
者散去，惟有關人等毫不理會更繼續
衝擊，甚至以地磚、路旁的欄杆攻擊
警員，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就
不斷阻撓警方執法，在有關人等繼續
向前推進之時仍謊稱“示威者退
緊”。他批評這些議員歪曲事實，是
要煽動更多人上街。
他表示，區內居民都對“第二次

衝擊”感到擔心甚至驚慌，既然警方
25日不批准元朗的遊行，也不應該再
批准在西環或其他地區舉行，希望還
市民安寧。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編輯
委員會7月21日即時新聞“21:
51【#城大速報─已確認示威
者施放自製煙霧彈】”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7月
21日即時新聞“【22:15】示威
者自製盾牌戒備，有人向警方
防線投擲疑似油漆彈。”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編輯
委員會 7 月 21 日即時新聞
“2220 港澳碼頭外有一班示威
者沖（衝）前，然後警方施放
催淚彈”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
委員會 7 月 21 日即時新聞
“【22:29】市民一路高呼‘時
代革命，光復香港’，一路將
防線向前推進。”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編輯
委員會 7 月 21 日即時新聞
“2308 林士街近時代廣場有示
威者燃燒雜物，然後有另外一
些示威者以滅火筒嘗試熄滅火
種，被人阻止，火種現時持續
燃燒。”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編輯
委員會 7 月 21 日即時新聞

“2339 有示威者焚燒雜物”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7月

22日新聞“本刊把昨（21日）
夜所攝錄片段製成短片，以還
原當晚實況。除見到示威者主
動推進其防線及向警察投擲雜
物外，亦同時發現警方有大量
不當行為，……”

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
司謝振中25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當晚8時開始不斷呼籲示
威者向東離開，期間有示威者
破壞建築物及襲擊客貨車司機
等。稍後清場時，警方已多次
展示旗幟發警告，但示威者拒
絕散去。

其間，示威者與警方防線
有數次進退拉鋸，後來更主動
攻擊防線，有人掟磚、汽油
彈、煙霧彈、雨傘、長矛等，
故警方出動了催淚彈及中距離
武器，是合法與當時情況相稱
的武力。

當晚還有人使用了燃燒
彈，還有數個地方發生火警，
後來警方在上環檢獲了燃燒
彈，並會作為證物化驗。

�2
�#

每次在暴徒衝擊後每次在暴徒衝擊後，，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壹傳媒壹傳媒》》集團集團

為首的縱暴派都不斷試圖漂白暴徒所為為首的縱暴派都不斷試圖漂白暴徒所為。。一批暴徒在一批暴徒在77月月2121日圍日圍

堵中聯辦後堵中聯辦後““佔據佔據””干諾道中干諾道中，，更無視警方警告更無視警方警告，，多次手持鐵多次手持鐵

支支、、盾牌及以鐵馬向前向警方防線推進盾牌及以鐵馬向前向警方防線推進，，警方在多次警告無效警方在多次警告無效

下下，，以催淚彈以至布袋彈等驅散以催淚彈以至布袋彈等驅散。。不過不過，，暴徒及縱暴派就歪曲事實暴徒及縱暴派就歪曲事實，，聲言這些聲言這些

““示威者示威者””正在正在““撤退撤退”，”，又聲稱警方當時是在又聲稱警方當時是在““沒有警示下開沒有警示下開3636槍槍”。”。

香港文匯報日前就收集各大傳媒前晚的即時新聞報道香港文匯報日前就收集各大傳媒前晚的即時新聞報道，，踢爆有人對警方作踢爆有人對警方作

出這些失實指控出這些失實指控。。近日近日，，類似的抹黑宣傳再度活躍類似的抹黑宣傳再度活躍，，有人發起在周日有人發起在周日（（2828日日））

在上環舉行在上環舉行““和平遊行和平遊行”，”，要要““聲討聲討””警方在上環警方在上環““濫權開槍濫權開槍””的責任等的責任等，，而而

有關的宣傳品更開宗明義稱要有關的宣傳品更開宗明義稱要““時代革命時代革命”。”。同時同時，，是次是次““遊行遊行””的發言人為的發言人為

““港獨港獨””分子分子、、在月初發起九龍遊行並引發大批激進分子堵路的劉穎匡在月初發起九龍遊行並引發大批激進分子堵路的劉穎匡。。暴徒暴徒

企圖再借企圖再借““和平遊行和平遊行””作掩飾施暴的目的已十分明顯作掩飾施暴的目的已十分明顯。。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2525日再收集各大學由日再收集各大學由““獨莊獨莊””把持的學生報當日在各自的把持的學生報當日在各自的 fbfb專專

頁圖文並茂的即時報道頁圖文並茂的即時報道，，及相關的新聞報道和照片及相關的新聞報道和照片，，並將之與暴徒抹黑警方的並將之與暴徒抹黑警方的

聲明相對照聲明相對照，，就證明縱暴派和暴徒罔顧事實就證明縱暴派和暴徒罔顧事實，，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陳川、、蕭景源蕭景源

：警多次舉警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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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蘋香港蘋
果日報果日報》》在在
事發當晚報事發當晚報
道警方先舉道警方先舉
橙 旗 後 開橙 旗 後 開
槍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同一媒體同一媒體
《《壹週刊壹週刊》》
事後卻誣警事後卻誣警
沒有警示下沒有警示下
開槍開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教大學生會教大學生會
現場報道示威現場報道示威
者縱火者縱火。。
教大學生會教大學生會

fbfb截圖截圖

▶▶城大學生城大學生
會現場確認會現場確認
暴徒施放自暴徒施放自
製煙霧彈製煙霧彈。。
城大城大學生會學生會

fbfb截圖截圖
■■港大學生會現場直擊港大學生會現場直擊警方先舉橙旗警方先舉橙旗
後開槍後開槍。。 港大學生會港大學生會fbfb截圖截圖

■■浸大學生會亦在現場指出浸大學生會亦在現場指出警方較早時警方較早時
舉黑旗作出警告舉黑旗作出警告。。 浸浸大學生會大學生會fbfb截圖截圖

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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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龍皇御膳”菜式，澤師傅是
有參考孔子後人提供的孔家食譜，澤師傅糅
合特殊烹調技巧和視覺美學，其中的“龍皇
吐霧酒香鮮鮑魚”、“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最為突出。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HK$88），這道
菜特別嚴選珍貴的南非6頭孔雀鮑製成，鮮鮑
以秘製滷水汁浸泡，分外鮮甜入味。最特別
的是這道菜式除了用料上乘，師傅更創新地
糅合現代視覺元素，上菜時會先將乾冰鋪滿
底部，然後食用皂的氣泡逐漸越脹越大，直
至爆破的瞬間煙霧瀰漫整個餐桌，頓時呈現
恍如“龍皇吐霧”的仙境，蔚為奇觀。

至於石鍋龍皇御膳泡飯（HK$198），韓
式石鍋當然吃得多，但中式石鍋泡飯吃過

嗎？泡飯用的湯味道幾乎決定了好吃與否，
澤師傅就用孔府招牌的三套魚湯，即用
牛骨、豬骨、魚煲數小時，得
出的精華湯，再將石鍋燒
熱，將新鮮的龍蝦肉、
番茄粒、勝瓜粒、大
頭菜粒、葱花、草菇
粒、米飯逐一放入石
鍋炒一下，然後將三
套魚湯倒入，便製成
“ 石 鍋 龍 皇 御 膳 泡
飯”。飯粒吸收了三套魚
湯的精華後，吃起來粒粒飽
滿，味道上更感鮮香暖胃、不油
不膩，食時加脆米，口感更好。

糅合粵菜精粹與魯菜元素

在香港的歷史上在香港的歷史上，，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消費力不高消費力不高，，看似沒什麼高檔餐看似沒什麼高檔餐

館館，，近年多了金融機構近年多了金融機構、、媒體媒體、、影視製作公司進駐影視製作公司進駐，，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在觀在觀

塘駿業街塘駿業街5858號的號的Club EastClub East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

樓樓，，由多年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由多年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澤師傅澤師傅））掌舵掌舵，，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

素素，，為食客呈獻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為食客呈獻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再配合師傅精心設再配合師傅精心設

計計，，菜式變成藝術品菜式變成藝術品，，近日更特別推出近日更特別推出““龍皇御膳龍皇御膳””菜式菜式，，當中主打的當中主打的““龍皇吐霧酒香龍皇吐霧酒香

鮮鮑魚鮮鮑魚””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龍皇吐霧龍皇吐霧””奇景奇景。。 文文、、攝︰寧寧攝︰寧寧

新派孔府菜獨特味道

另外，陳年花雕焗龍蝦尾（HK$128每位），以中
式的陳年花雕稍作調味，混合飽滿多汁的龍蝦肉鋪在殼
上，再掃上一層惹味的蒜蓉牛油，更使龍蝦尾肉質爽甜
彈牙之餘蝦味濃郁，如想吃此菜，必須預訂。

而黑松露魚扒也很有創意。另一洞天一品小炒皇
（HK$238），用了海蔘、XO醬、鮑魚絲、西芹、腰果
等材料鹹鹹香香，加上鑊氣十足，令人食指大動。過去
只有名門、達官貴人才能吃到的美味佳餚，如今你也可
以吃到了。

“龍皇御膳”呈龍皇吐霧

不一定名門
也可吃到的佳餚

■■孔夫子主廚澤師父孔夫子主廚澤師父

■■黑松露魚扒黑松露魚扒

■■孔夫子孔夫子

■■陳年花雕焗龍蝦尾陳年花雕焗龍蝦尾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石鍋龍皇御膳泡飯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百花嶺自然環境保護良好，物種豐富，
鳥類區系複雜，迄今共記錄鳥類343

種，約佔雲南省記錄鳥類總種數的43.3%。
百花嶺記錄的鳥類分屬18目，52科，另4亞
科，其中，屬國家一級重點保護種類5種，
國家二級保護種類33種。不乏血雀、栗腹磯
鶇、銀耳相思鳥等全身色彩艷麗的“精
靈”，也有劍嘴眉、黑胸太陽鳥等體形奇異
的鳥類，深受海內外觀鳥愛好者青睞，是觀
鳥旅遊的熱點地區，被譽為“中國的五星級
觀鳥聖地”、“中國觀鳥的金三角地帶”。

無知捕殺 致幾近絕跡
在高黎貢山的百鳥啁啾中醒來後，楊富

祥如約來到客棧，接到鳥友任先生一行往自
家的7號鳥塘走去。安頓鳥友、引來百鳥
後，談起曾經的獵鳥經歷，他仍難掩愧疚，
臉微泛紅低着頭。他的獵鳥經歷始於12歲，
彼時生活艱難、食物單一，能吃上肉是兒時
的夢想；而山中成群的各色鳥兒，便是最好
的“肉食”。以自製的彈弓射殺林間的鳥
兒，燒烤煎炸飽餐一頓，是當時“靠山吃
山”的方式之一，久而久之，導致一些珍稀
鳥類越來越少。他舉例說，紅喉山鷓鴣由於
體型較大、肉質細嫩、口感鮮美，是被獵殺
最多的鳥類之一，後來幾近絕跡。

“靠山吃山”方式的改變，是1982年高
黎貢山自然保護區建立之後的事。1995年，
百花嶺成立了“高黎貢山農民生物多樣性保
護協會”，在全球環境基金麥克阿瑟基金會
的資助和中外項目專家的指導下，開展項目
活動，進村入戶宣講生態保護。起初對不再

捕食鳥類、不再打獵、不再砍樹頗有些抵觸的村
民，逐漸意識到盲目掠取式的“靠山吃山”只會
越吃越窮，“保護高黎貢山就是保護自己的生存
環境”。他們放下彈弓、獵槍和斧頭，自覺造林
護林，從獵鳥人變身為護鳥人，鳥類因此逐漸增
多，這裡也成為聞名海內外的觀鳥勝地之一，吸
引了不少觀鳥客前來，也給村民帶來更多收入。

同享收益增保護意識
7號鳥塘位於古老的南方絲綢之路下方低窪處，

一根由山間引水的竹製水槽，刻意漏下的山泉在水槽
下方滴水成塘；不遠的觀鳥棚裡設置了13個機位，
供多位鳥友同時觀鳥、拍鳥。楊富祥對各色鳥類的名
稱、習性了如指掌，鳥塘每出現一種鳥便向鳥友詳細
介紹，言語間不乏幽默：“這是鳥中霸王，如果鳥類
也掃黑除惡，牠必定被率先拿下。”業餘“鳥人”任
先生攜帶並不專業的攝影器材，在不足兩個小時的時
間裡，鏡頭中已錄下20餘種鳥類的身影，其中一幅
“八鳥同框”，更令其欣喜不已。

楊富祥介紹，以前他的鳥棚常常爆滿，是因
為紅喉山鷓鴣已很稀少，僅不時在兩個鳥塘出
現。由於多年不再有人獵鳥，其數量逐漸增多，
估算目前已增至200隻以上，每個鳥塘都能拍到
牠們的身影，因而分流了部分鳥友，令自己的生
意清淡不少。儘管如此，楊富祥還是很高興，
“鳥類數量增多，才能吸引更多鳥友！”

不僅如此，因為鳥塘必須設於鳥道上，且並
非每戶村民的山林都適宜設置鳥塘。村小組便由
鳥塘主經營收益中抽成，讓全體村民參與分紅，
其目的是提高大家的愛鳥護鳥意識。楊富祥對此
也沒有怨言，“大家共護生態，鳥類才會越來越
多！”

滇村民棄槍育林護鳥 打造五星級觀鳥勝地

獵
鳥
人

昔
日

百花嶺每年接待觀鳥人士達5萬人次，客棧老闆
楊成吳粗略估算，每年到百花嶺觀鳥的港台客不低於
600人次，其中不少港台觀鳥客已成為忠實鳥友和村
民的好朋友。

楊成吳的朋友中就有來自香港的觀鳥客孫先生，
在其記憶中，孫先生赴百花嶺觀鳥已不下5次，並已
成了聯繫較為緊密的鳥友。

每逢觀鳥季，孫先生通常會由香港赴百花嶺觀鳥
拍鳥。在楊成吳的記憶中，孫先生一行經常會自駕而
來，且每次都會提前與他聯繫，楊成吳則提前預留房
間、聯繫好鳥導和鳥塘主，安排好食宿、觀鳥等事
宜，讓孫先生一行乘興而來，盡興而歸。當然，對於
孫先生一行的飲食，楊成吳也會特別交代不加或少加
辣椒，盡量清淡。

楊成吳最欣賞香港觀鳥客的是，他們往往會在一
天的觀鳥結束後，清理並帶走自己產生的垃圾；港客
中的吸煙者，也會自覺走出鳥棚，在空曠處吸煙，盡
量不影響他人。

高黎貢山中的雲南省保山市百花嶺村民楊富祥，是當地觀鳥旅遊的

“鳥導”。將鳥友安頓於觀鳥棚中後，楊富祥在鳥塘周圍撒下鳥食，在

樹枝上懸掛起蘋果，吹起口哨呼喚百鳥，恍若召喚自家餵養的家禽。鳥

兒呼朋引伴成群而至，覓食啄果、嬉水沐浴、歡快啁啾，引來觀鳥棚中

快門聲一片。同樣是“靠山吃山”，楊富祥曾經的獵鳥過往與現今的愛

鳥護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雲南保山報道

港客與村民 以鳥會友

林間“精靈”定格

今
天
守
護
者

銀耳相思鳥

畫眉科相思鳥屬，分佈於印度次大陸及中國西
南部；主要以甲蟲、瓢蟲等昆蟲為食。

橙胸姬鶲

鶲科姬鶲屬，常見的垂直遷移鳥，見於中國中
部及西南、西藏海拔1,000米至3,000米。

血雀

雀科朱雀屬，分佈於尼泊爾、印度、緬甸及中
國的雲南、西藏等地；雜食性，以植物、昆蟲
為食。

栗腹磯鶇

鶇科磯鶇屬，俗名栗色胸石鶇、栗胸磯鶇，分
佈於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中國西藏、中
國雲南等地。■楊富祥佈食口哨喚百鳥。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楊成吳除了是客棧老闆楊成吳除了是客棧老闆，，也是也是
百花嶺村黨總支部書記百花嶺村黨總支部書記，，更是百花更是百花
嶺觀鳥產業興起和發展的見證人嶺觀鳥產業興起和發展的見證人。。
在他看來在他看來，，觀鳥產業的興起觀鳥產業的興起，，令百令百
花嶺發生許多變化花嶺發生許多變化，，其積極作用在其積極作用在
於助力鄉村振興於助力鄉村振興。。

““觀鳥產業的發展觀鳥產業的發展，，讓百花嶺村民增加讓百花嶺村民增加
了收入了收入。”。”楊成吳算了一筆賬楊成吳算了一筆賬，，其經營的客其經營的客
棧設棧設2323個床位個床位，，每年收入十餘萬元每年收入十餘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而規模更大的客棧而規模更大的客棧，，每年收入每年收入
更多更多。。百花嶺村民有的經營客棧百花嶺村民有的經營客棧、、鳥塘鳥塘，，有有
的開辦餐館的開辦餐館、、派送便當派送便當，，有的在上述服務項有的在上述服務項

目務工目務工，，增收渠道較從事傳統種植增收渠道較從事傳統種植、、養殖業更養殖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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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高黎貢山旅遊度假區管委會資料顯示據高黎貢山旅遊度假區管委會資料顯示，，百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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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多了，，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待人接物落落大方、、熱情有加熱情有加；；透過遊透過遊
客更多地了解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客更多地了解到外面精彩的世界，，村民胸襟開村民胸襟開
闊了闊了，，接受新興事物也較以前更快接受新興事物也較以前更快、、更容易更容易。。
他舉例說他舉例說，，為了避免無序競爭為了避免無序競爭，，百花嶺召集百花嶺召集2121
戶開辦客棧的村民成立了客棧協會戶開辦客棧的村民成立了客棧協會，，統一服務統一服務

標準和價格標準和價格，，幾乎是一呼百應幾乎是一呼百應，，客棧老闆們紛客棧老闆們紛
紛簽下了協議並自覺地執行紛簽下了協議並自覺地執行，“，“這要是以前這要是以前，，
不知道需要做多少工作不知道需要做多少工作！”！”

勞力回流勞力回流 工作顧家兼得工作顧家兼得
其實其實，，令楊成吳最為開心和自豪的變化是勞令楊成吳最為開心和自豪的變化是勞

動力回流動力回流，，百花嶺沒有了百花嶺沒有了““空巢老人空巢老人””和和““留守留守
兒童兒童”。”。4545歲的客棧服務員吳志芹早年與丈夫外歲的客棧服務員吳志芹早年與丈夫外
出打工出打工。。觀鳥旅遊興起後觀鳥旅遊興起後，，吳志芹與丈夫回到百吳志芹與丈夫回到百
花嶺花嶺，，自己在客棧做服務員自己在客棧做服務員，，每天清理客房衛每天清理客房衛
生生、、並在廚房打下手並在廚房打下手，，收入也令她很滿意收入也令她很滿意。。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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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收入增 眼界變闊■■楊富祥楊富祥（（左左））引導鳥友拍攝引導鳥友拍攝。。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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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龍皇御膳”菜式，澤師傅是
有參考孔子後人提供的孔家食譜，澤師傅糅
合特殊烹調技巧和視覺美學，其中的“龍皇
吐霧酒香鮮鮑魚”、“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最為突出。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HK$88），這道
菜特別嚴選珍貴的南非6頭孔雀鮑製成，鮮鮑
以秘製滷水汁浸泡，分外鮮甜入味。最特別
的是這道菜式除了用料上乘，師傅更創新地
糅合現代視覺元素，上菜時會先將乾冰鋪滿
底部，然後食用皂的氣泡逐漸越脹越大，直
至爆破的瞬間煙霧瀰漫整個餐桌，頓時呈現
恍如“龍皇吐霧”的仙境，蔚為奇觀。

至於石鍋龍皇御膳泡飯（HK$198），韓
式石鍋當然吃得多，但中式石鍋泡飯吃過

嗎？泡飯用的湯味道幾乎決定了好吃與否，
澤師傅就用孔府招牌的三套魚湯，即用
牛骨、豬骨、魚煲數小時，得
出的精華湯，再將石鍋燒
熱，將新鮮的龍蝦肉、
番茄粒、勝瓜粒、大
頭菜粒、葱花、草菇
粒、米飯逐一放入石
鍋炒一下，然後將三
套魚湯倒入，便製成
“ 石 鍋 龍 皇 御 膳 泡
飯”。飯粒吸收了三套魚
湯的精華後，吃起來粒粒飽
滿，味道上更感鮮香暖胃、不油
不膩，食時加脆米，口感更好。

糅合粵菜精粹與魯菜元素

在香港的歷史上在香港的歷史上，，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消費力不高消費力不高，，看似沒什麼高檔餐看似沒什麼高檔餐

館館，，近年多了金融機構近年多了金融機構、、媒體媒體、、影視製作公司進駐影視製作公司進駐，，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在觀在觀

塘駿業街塘駿業街5858號的號的Club EastClub East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

樓樓，，由多年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由多年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澤師傅澤師傅））掌舵掌舵，，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

素素，，為食客呈獻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為食客呈獻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再配合師傅精心設再配合師傅精心設

計計，，菜式變成藝術品菜式變成藝術品，，近日更特別推出近日更特別推出““龍皇御膳龍皇御膳””菜式菜式，，當中主打的當中主打的““龍皇吐霧酒香龍皇吐霧酒香

鮮鮑魚鮮鮑魚””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龍皇吐霧龍皇吐霧””奇景奇景。。 文文、、攝︰寧寧攝︰寧寧

新派孔府菜獨特味道

另外，陳年花雕焗龍蝦尾（HK$128每位），以中
式的陳年花雕稍作調味，混合飽滿多汁的龍蝦肉鋪在殼
上，再掃上一層惹味的蒜蓉牛油，更使龍蝦尾肉質爽甜
彈牙之餘蝦味濃郁，如想吃此菜，必須預訂。

而黑松露魚扒也很有創意。另一洞天一品小炒皇
（HK$238），用了海蔘、XO醬、鮑魚絲、西芹、腰果
等材料鹹鹹香香，加上鑊氣十足，令人食指大動。過去
只有名門、達官貴人才能吃到的美味佳餚，如今你也可
以吃到了。

“龍皇御膳”呈龍皇吐霧

不一定名門
也可吃到的佳餚

■■孔夫子主廚澤師父孔夫子主廚澤師父

■■黑松露魚扒黑松露魚扒

■■孔夫子孔夫子

■■陳年花雕焗龍蝦尾陳年花雕焗龍蝦尾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石鍋龍皇御膳泡飯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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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龍皇御膳”菜式，澤師傅是
有參考孔子後人提供的孔家食譜，澤師傅糅
合特殊烹調技巧和視覺美學，其中的“龍皇
吐霧酒香鮮鮑魚”、“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最為突出。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HK$88），這道
菜特別嚴選珍貴的南非6頭孔雀鮑製成，鮮鮑
以秘製滷水汁浸泡，分外鮮甜入味。最特別
的是這道菜式除了用料上乘，師傅更創新地
糅合現代視覺元素，上菜時會先將乾冰鋪滿
底部，然後食用皂的氣泡逐漸越脹越大，直
至爆破的瞬間煙霧瀰漫整個餐桌，頓時呈現
恍如“龍皇吐霧”的仙境，蔚為奇觀。

至於石鍋龍皇御膳泡飯（HK$198），韓
式石鍋當然吃得多，但中式石鍋泡飯吃過

嗎？泡飯用的湯味道幾乎決定了好吃與否，
澤師傅就用孔府招牌的三套魚湯，即用
牛骨、豬骨、魚煲數小時，得
出的精華湯，再將石鍋燒
熱，將新鮮的龍蝦肉、
番茄粒、勝瓜粒、大
頭菜粒、葱花、草菇
粒、米飯逐一放入石
鍋炒一下，然後將三
套魚湯倒入，便製成
“ 石 鍋 龍 皇 御 膳 泡
飯”。飯粒吸收了三套魚
湯的精華後，吃起來粒粒飽
滿，味道上更感鮮香暖胃、不油
不膩，食時加脆米，口感更好。

糅合粵菜精粹與魯菜元素

在香港的歷史上在香港的歷史上，，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消費力不高消費力不高，，看似沒什麼高檔餐看似沒什麼高檔餐

館館，，近年多了金融機構近年多了金融機構、、媒體媒體、、影視製作公司進駐影視製作公司進駐，，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在觀在觀

塘駿業街塘駿業街5858號的號的Club EastClub East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

樓樓，，由多年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由多年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澤師傅澤師傅））掌舵掌舵，，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

素素，，為食客呈獻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為食客呈獻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再配合師傅精心設再配合師傅精心設

計計，，菜式變成藝術品菜式變成藝術品，，近日更特別推出近日更特別推出““龍皇御膳龍皇御膳””菜式菜式，，當中主打的當中主打的““龍皇吐霧酒香龍皇吐霧酒香

鮮鮑魚鮮鮑魚””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龍皇吐霧龍皇吐霧””奇景奇景。。 文文、、攝︰寧寧攝︰寧寧

新派孔府菜獨特味道

另外，陳年花雕焗龍蝦尾（HK$128每位），以中
式的陳年花雕稍作調味，混合飽滿多汁的龍蝦肉鋪在殼
上，再掃上一層惹味的蒜蓉牛油，更使龍蝦尾肉質爽甜
彈牙之餘蝦味濃郁，如想吃此菜，必須預訂。

而黑松露魚扒也很有創意。另一洞天一品小炒皇
（HK$238），用了海蔘、XO醬、鮑魚絲、西芹、腰果
等材料鹹鹹香香，加上鑊氣十足，令人食指大動。過去
只有名門、達官貴人才能吃到的美味佳餚，如今你也可
以吃到了。

“龍皇御膳”呈龍皇吐霧

不一定名門
也可吃到的佳餚

■■孔夫子主廚澤師父孔夫子主廚澤師父

■■黑松露魚扒黑松露魚扒

■■孔夫子孔夫子

■■陳年花雕焗龍蝦尾陳年花雕焗龍蝦尾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石鍋龍皇御膳泡飯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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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最快樂之處不在
於賺錢，而是在於知
道自己的服務正面地
影響他人。

Airwallex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Jack Zhang

創業期間遇過不少困
難，要應付財政、缺
乏人脈和大眾輿論等
壓力，但創業也能開
闊眼界，實現夢想，
故付出的努力及一切
也是值得。

Pedosa Group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馮旨瑨

要令品牌突圍而出，
關鍵是產品設計和服
務也要做到人性化，
令客人愛上你的品
牌，並讓產品服務成
為客人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Kiwi Campus Inc
聯合始創人兼營運總監
Sergio Pachón

其他初創企負責人創業錦囊

創業者通常面對的一大困難是融資難的
問題，供應鏈金融科技公司Qupital創

辦人陳盛源表示，Qupital團隊其中一個優
勢，是有豐富的“Pitching”（即初創向投
資者解說和匯報創業構思）經驗。他續指，
面對投資者時最好能在兩分鐘內令對方明白
以下幾點：第一， 公司從事什麼業務；第
二，背後市場有多大；以及第三，現時公司
發展步伐如何。

向投資者充分展現洞察力
“要讓投資者看到你對市場的洞察力、

公司獨特的收入模式和團隊的經驗和實力，
這樣便能大大提升成功機會”陳盛源說。
Qupital主要是讓中小企以放售發票方式融
資解決迫切資金需要，而投資者亦有多一個
投資選擇。結果公司成立一年，已獲阿里巴
巴創業基金注資逾1,500萬港元，而公司開
業首兩年的交易額達10億港元。

研發出機械人Kiwibot充當“外賣仔”

的Kiwi Campus Inc聯合始創人兼營運總監
Sergio Pachón認為，要令品牌突圍而出關鍵
是產品設計和服務也要做到人性化，令客人
愛上你的品牌，並讓產品服務成為客人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Kiwibot
主要為美國12所大學提供服務，Sergio不諱
言，進駐校園是公司發展的轉捩點，而服務
深受大學歡迎的原因，除了有助提升校園生
活質素，令同學在餐飲上有多一個選舉外，
保安上亦易於管理。

北上創業切忌盲“追政策”
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

以來，一直吸引不少香港年輕創業家關注，
冀借助一系列扶植初創的新政策，尋找機遇
及更大的發展空間。萬家智控有限公司創辦
人及董事林恒一表示，他從小到大也非常喜
歡做研究，並希望能將成果帶到現實世界。
適逢2012年，港府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條
例》，他瞄準龐大的市場需求成立了萬家智

控，為大廈提供智能及能源管理系統，助客
戶節能及提升生活質素。2015年，公司更藉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計劃北上成立研發
公司，將業務進一步拓展到大灣區。

作為先行者，林恒一總結過去四年經驗，
分享了不少港人北上發展科研初創的實用貼
士：首先，內地各省市的初創支援政策各有不
同，如補貼或資助等，公司可獲得什麼支援全
取決於其在哪處落戶，故初創在“落地”前最
好充分了解當地支援是否適合業務發展；此
外，切忌盲目“追政策”及憑資助額高低決定
落戶之處，事關政策隨時改變，最重要還是考
慮行業的持續發展能力。林恒一亦鼓勵創業者
多參與內地的創業博覽及研討會，與不同人士
交流。而在講解創業理念及公司發展時，最好
要有故事性和獨特性，帶出亮點，讓人留下印
象。最後，他提醒創業者要有效使用微信等內
地社交媒體，同時要記住盡量將心力聚焦在業
務發展上，其他瑣碎事宜如報稅和清關等，最
好還是請代理代辦。

香港創業風氣愈來愈盛行，但

成功創業絕不容易。香港貿發局近

日舉辦多項創業活動，多位過來人

在不同場合分享創業經驗，希望對後來者帶來

幫助。供應鏈金融科技公司Qupital創辦人陳

盛源指，初創企業面對投資者時，要在“兩分

鐘講清3件事”；智能大廈系統及能源管理解

決方案供應商萬家智控創辦人、董事林恒一傳

授北上創業心得，指既要看內地地方政府的資

助政策，也要切忌盲目“追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陳盛源稱，Qupital團隊其中一個優勢，是有豐富
的“Pitching”經驗。

▲林恒一鼓勵創業者多參與內地的創業博覽及研討
會，與不同人士交流。

◀Sergio Pachón認為，要令品牌突圍而出，關鍵
是產品設計和服務要做到人性化。

初創分享創業初創分享創業成功錦囊成功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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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方QFPay集團創始人及行政總裁李英豪憶
述，十年前被委派到北京工作期間，洞悉智能手機
將為內地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背後商機無限，故
毅然辭工踏上創業路。經歷兩次失敗，李英豪仍沒
放棄，終在2011年創立移動支付公司“錢方”，
在短短數年間成功將九成內地人由習慣以現金支賬
改為移動支付，創出新天地。

時至今日，錢方已成為微信支付、支付寶全
球性的合作夥伴，連續兩年獲選為中國金融科技
50強，目前業務遍及全球16個國家，處理超過

5,000億元人民幣交易。李英豪說，“創業永遠要
順勢而為，站在‘風口位’一定可找到機遇，發展
也能事半功倍。”他續指，大灣區規劃正正就是個
“超級大風口”。在此情況下，移動支付業務固然
可更上一層樓，同時它亦能推動各行各業發展。

李英豪預期，過去數年內地經歷的付款模式
改革，未來或在其他亞洲及非洲地區再次出現，
對創業者來說是個重大啟示。他又認為，現時全
球有約17億人口沒銀行賬戶，他們將透過移動支
付跨進銀行門檻，從而促進行業更大的發展。

■李英豪預期，內地經歷的付款
模式改革未來或在其他亞洲及非
洲地區再次出現。

錢方QFPay：大灣區是“超級風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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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對於國安人員私菸案，交通部
次長王國材今天說，現在以華航董事長謝世謙
率領同仁儘速釐清真相為優先，是否懲處等釐
清再談，華航現在也要全力配合檢調找出真相
。

國安局私菸案持續延燒，華航晚間發出聲
明擴大懲處範圍，將資深副總經理羅雅美調董
事長室特別助理，空中商用品供應營銷處副總
經理邱彰信調總經理室高級專員。

交通部今天也不斷為此事開會研商後續作
為，王國材受訪說，交通部長林佳龍下午有接
見謝世謙，會中謝世謙有為這次華航的風波造
成社會紛擾表達歉意，也將擴大懲處，配合調
查。

王國材也指出，華航今天公布2013年3月
跟8月的專機任務菸品銷售資料，這些資訊將

持續對外更新，一定要讓真相大白。
至於謝世謙是否有口頭請辭，王國材說，

昨天講的是謝世謙如果沒有努力把真相釐清，
提出要負責任，交通部會同意，但今天看到謝
世謙也在努力，盡力找相關資訊。

王國材指出，現在還是以謝世謙率領同仁
儘速釐清真相為優先，是否懲處，等真相釐清
後再來談，華航現在也要全力配合檢調找出真
相。

他說，華航的作為有進步，有朝交通部要
求的方向在走，也比前3天進步很多，希望華
航可以持續努力，把該查的部分、該調的資料
趕快找出來。

王國材強調，目前還沒有找到到底何時開
始放寬菸品上限，還在盡力追，但現在看起來
大量訂購是在2014年。

私菸案釐清真相優先 交通部暫不談謝世謙懲處

（中央社）立委黃國昌去年質疑國發基金
挹注的台灣如興公司併購中國玖地公司案內幕
重重，北檢今天指揮調查局發動搜索，預計約
談如興董事長陳仕修等人到案，釐清有無違反
證券交易法。

如興是全球牛仔褲最大製造廠，且為股票
上市公司，已於調查行動後公告此重大訊息。

黃國昌去年6月起陸續召開記者會指稱，
國發會旗下國發基金用台灣納稅人的錢，所做
的第一個投資案如興紡織是個離譜的案子。

黃國昌質疑如興公司併購中國的玖地集團
， 「到底是我們去併購人家，還是我們被人家
併購。」並指國家基金投資協助如興近新台幣
15億元， 「結果請來了中國貪腐的官二代來吸

台灣的血」。
黃國昌指控，玖地集團內相對較好的河南

夢爾羅、庄吉公司，在併購前移轉至集團外，
不在併購範圍內，而且河南夢爾羅、庄吉並不
屬於如興集團內部工廠，但薪資和設備採購費
用由如興支付，涉及違法背信行為。

如興去年曾回應，表示河南夢爾羅和庄吉
廠均為委外代工廠，所有權與如興無涉，如興
僅就勞務支付加工費，屬正常的商業行為。

金管會去年8月將如興案函送台北地檢署
，北檢檢察官今天指揮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到
如興公司等3地執行搜索，約談陳仕修等人到
案。

如興併購玖地遭質疑內幕重重 檢調搜索約談

（中央社）監察委員陳師孟、高涌誠和蔡崇
義今天前往最高法院調查分案制度是否不公，詢
問書記官長徐昌錦、高院法官周盈文，約3小時
後離去。

全案起於媒體去年報導最高法院分案制度不
公，並指法官楊絮雲因不滿遭分案罷凌，主動請
調台灣高等法院。監委依報導立案調查，先於去
年8月赴最高法院查看分案室。

楊絮雲與其同為高院法官的丈夫周盈文今天
上午前往監察院陳述意見，高涌誠等人認為有親
赴最高法院必要，上午10時許前往最高法院，
下午1時許離去。

周盈文指出，監委今天到最高法院主要是找
他與徐昌錦對質，釐清去年4月26日徐昌錦是否
有找他協調，勿將最高法院人工分案不公一事曝
光，他當時同意讓妻子以公公婆婆生病為由，填
單調動回任高院。

周盈文說，楊絮雲在最高法院期間為民國

106年9月7日至107年5月21日，8個半月被指
分特殊商事案件20件，包含RCA污染案、台新
金與財政部間的彰銀經營權訴訟等矚目案件，其
他6名法官，分案加起來才14件，她最終結案4
件才離開，剩下16件，至今只有6件，由6名法
官結案，還有10件未結。

周盈文說，楊絮雲對於最高法院分案黑幕事
件感到痛心疾首，希望不要再有分案罷凌法官事
件發生，期許查明真相、懲戒究責、建全制度，
另考慮提起國賠以回復名譽。

周盈文指出，案件集中同一人，導致結案速
度慢、法官工作勞逸不均，也違反大法官釋字
665號解釋意旨的不能指定分案，這將嚴重影響
民眾對司法的信任。

針對周盈文指稱徐昌錦曾在去年找他協調勿
將最高法院人工分案不公一事曝光，徐昌錦未接
電話，不知其回應。

調查分案制度 監察委員親赴最高法院

（中央社）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下公館派出所劉姓與
姜姓警員，今天凌晨準備攔查一輛可疑轎車，不料轎車加速逃逸
，警方追查過程中，為閃避急剎轎車自撞路邊工廠，所幸無生命
危險。

竹東分局指出， 22歲劉姓及28歲姜姓警員今天凌晨2時55
分許，執行巡邏勤務時，在竹東鎮北興、中豐路口發現一輛可疑
銀色轎車，違規橫跨路中停等紅綠燈，警方準備攔查，轎車不但
沒接受攔查，還加速逃逸。

竹東分局表示，在轎車逃逸過程中，警方先沿路尾隨，但轎
車突然丟棄不明物品，警方則開啟警報器和警示燈，從後方追上
，過程中轎車連續緊急剎車，員警為避免造成追撞事故，閃避轎
車，失控自撞路邊建築物。

因衝撞力道大，警車車
頭全毀，而駕駛警車的姜姓
警員右股骨骨折、脫臼，另
一名在副駕駛座的劉姓警員
，傷勢較重，胸椎骨折、左
、右肋骨骨折及肺挫傷等，
已在上午7時轉至加護病房，
將進一步治療。

台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
院指出，目前2名警員傷勢已經獲得控制，無生命大礙。今天上
午，新竹縣警察局長黃家琦也到院方探視2名警員，協助通知家
屬派員到醫院陪同照顧。

竹東分局指出，初步調查，2名警員均無酒精反應，但傷重
仍要住院觀察。至於，銀色轎車駕駛所丟棄物品，包含有手機等
物，目前已通知車主及駕駛到案說明，以釐清事故發生原因及肇
事責任，也將深入調查，駕駛是否有涉其他刑案。

竹縣警追可疑車失控自撞 2警受傷無生命危險

20192019台灣美食展開幕台灣美食展開幕
副總統陳建仁副總統陳建仁（（中中）、）、交通部觀光局長周永暉交通部觀光局長周永暉（（左左）、）、交通部次長黃玉霖交通部次長黃玉霖（（左左22）、）、台灣觀光台灣觀光

協會會長葉菊蘭協會會長葉菊蘭（（右右22））與客委會主委李永得與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右右））2626日出席日出席20192019台灣美食展開幕台灣美食展開幕，，為活動揭開為活動揭開
序幕序幕。。

環團籲搶救大潭藻礁環團籲搶救大潭藻礁
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等多個環保團體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等多個環保團體2626日在行政院門口抗議日在行政院門口抗議，，呼籲保護藻礁生態環境呼籲保護藻礁生態環境，，

將大潭藻礁指定為暫定自然地景將大潭藻礁指定為暫定自然地景，，並依文資法啟動並依文資法啟動 「「大潭藻礁自然地景大潭藻礁自然地景」」 審議審議，，要求中油三接要求中油三接
停工停工。。

林昶佐洪慈庸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林昶佐洪慈庸接受廣播節目專訪
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中中）、）、洪慈庸洪慈庸（（右右））2626日上午在日上午在Hit FmHit Fm台北之音廣播節目台北之音廣播節目，，接受媒體接受媒體

人周玉蔻專訪人周玉蔻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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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星期六 2019年7月27日 Saturday, July 27, 2019

（中央社）經濟部、財政部及金管會今天
同步預告 「海外資金匯回專法」相關子法規，
會計師肯定，經濟部子法規中訂定的直接及間
接投資範圍廣泛，將有助帶動台灣經濟發展動
能。

行政院公報今日刊登預告 「境外資金匯回
金融投資管理運用辦法」草案（金管會主管）
、 「境外資金匯回投資產業辦法」草案（經濟
部主管）及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作
業辦法」草案（財政部主管），境外資金匯回
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俗稱海外資金專法）相
關子法規全數到位。

3子法規將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預告7
天，搜集各界意見。財政部表示，待相關子法
完成預告、通過行政院核定，法制作業即全數
完備，專法預計最快在8月15日上路施行。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會計師
陳惠明表示，其中，經濟部預告子法，重點在
於訂定實質投資之方式、範圍及程序；其中在
投資方式部分，共有2大類。

陳惠明指出，第1是直接投資，方式包括
企業自行執行投資計畫，或個人及企業以現金
新設營利事業或取得其他營利事業的新股、出
資額，或是成立或以現金捐贈教育、文化、醫
療或長期照顧機構，並由前述受投資之企業或
機構執行投資計畫。第2類為間接投資，方式
則為透過國內創投事業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
重要政策領域產業。

陳惠明表示，經濟部子法除鼓勵直接投資
，更新或擴充事業規模，更兼顧推動教育文化

及醫療長照機構發展的效力，也獎勵透過間接
投資方式，引導資金投資涵蓋多達12種類型的
重要政策產業；看好專法上路後，應可全面帶
動台灣經濟發展動能及增進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針對財政部子法草案，陳惠明
指出，主要是明訂向稽徵機關申請匯回及提取
境外資金應檢附的相關文件及程序，受理銀行
扣取稅款方式，未依規定運用資金如何補繳稅
款，以及執行實質投資的退稅申請等相關規定
。

陳惠明表示，子法規明確訂定相關申請作
業程序及應檢附的文件，有利於個人或營利事
業遵循。不過，針對財政部子法草案第14條，
限定適用專法者，不得再就同一投資事項享有
其他法令的租稅優惠，例如產創條例租稅優惠
；其中，什麼叫 「同一投資事項」定義似乎不
夠明確。

陳惠明指出，確實產創條例中對天使投資
人的租稅獎勵，以及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減除
優惠，與海外資金專法租稅優惠的對象、目的
有所重複，若兩邊都可適用可能產生過度獎勵
疑慮。

不過，如果是以設立或增資其他營利事業
的方式適用專法進行投資，新設立或增資的營
利事業進一步投入智慧機械或 5G 軟硬體提升
，應該仍可適用產創相關租稅優惠，這方面並
無就 「同一投資事項」給予優惠的疑慮；建議
對此應有更明確說明，以避免未來適用上爭議
。

海外資金專法3子法預告 會計師：助帶動經濟動能

（中央社）台商回流、科技投資帶動景氣上
揚。國發會今天公布6月景氣燈號，雖然續亮代
表 「趨弱」的黃藍燈，但綜合判斷分數比5月成
長3分，追平今年最好的21分。

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布的景氣燈號由貨幣總計
數M1B變動率、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海關出口
值變動率等9個不同指標構成。6月景氣燈號持
續維持黃藍燈，不過綜合判斷分數，則一掃5月
時差點跌入 「低迷」的藍燈陰霾，回到21分，與
4月相同，為今年最好的成績。

國發會經濟發展處處長吳明蕙說明，6月的
分數上升，主要受到國際科技大廠來台投資、台
商回流帶動資本設備進口，此外，所得稅制優化

與旅遊補助的政策，連帶帶動民間消費意願。
6 月的 9 項景氣指標中，海關出口值變動率

由黃藍燈轉為綠燈、機械與電機設備進口值由綠
燈轉為紅燈，兩者合計帶動3分的成長。

除了綜合判斷分數上升外，景氣領先指標連
續6個月上升，同時指標也結束連續16個月下滑
，轉為微幅增加。

吳明蕙指出，雖然內需與外需都有政策與情
勢帶動，不過國際關係的發展也存在風險，包含
美中貿易戰影響全球供應鏈、英國脫歐帶來的不
確定性。綜觀景氣趨勢屬於持續走緩，後續景氣
變化仍需持續觀察。

（中央社）台灣證券交易所統計，今天加權指數收在10891.98點，週線上漲18.79點，漲幅
約0.17%，全體上市公司市值32兆9078億元，較上週增加566.55億元，增幅約0.17%。

產業別指數方面，證交所統計，漲幅以電子零組件類指數上漲2.17%最大，跌幅以水泥類指
數下跌3.42%最大，未含金融類指數上漲20.39點，漲幅約0.22%，未含電子類指數下跌97.71點
，跌幅約0.65%，未含金融電子類指數下跌111.17點，跌幅約0.87%。

本週集中交易市場總成交金額為6248.45億元，全體上市股票成交金額為5772.77億元，股
票成交量周轉率為1.66%。各產業上市股票成交金額前3名依序為半導體類1619.43億元，占全
體上市股票交易金額28.05%。

電子零組件類868.43億元，占全體上市股票交易金額15.04%。光電類628.05億元，占全體上
市股票交易金額10.88%。

本週台股成交量周轉率前3名產業為電子零組件類6.07%、半導體類3.71%、資訊服務類3.69%

。
證交所統計，今年初開盤迄今共135個交易日，集中市場總成交金額為15兆4155億元，市場

日平均成交金額為1141.89億元，股票成交量周轉率39.56%，股票日平均成交量周轉率為0.29%。

6月景氣燈號續亮黃藍燈 分數追平今年最佳
台股本週上漲0.17% 上市股票市值32.91兆元

韓國瑜接受媒體聯訪韓國瑜接受媒體聯訪
高雄市長韓國瑜高雄市長韓國瑜2626日出席小港區特優暨資深鄰長表揚大會日出席小港區特優暨資深鄰長表揚大會，，會後接受媒體聯訪會後接受媒體聯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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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 年前，阿斯图里亚洞

穴是尼安德特人家族的家园。

它由至少13人组成——7名成年

人、3名青少年和 3名儿童——

其中 2500 人被发现化石骨架。

这是一个骨头谜题，它的分析

揭示了古生物学的一个秘密:为

什么这个物种在大约4万年前灭

绝了，与克罗马尼人的到来相

一致

在研究了在佩鲁贾市洞穴

中发现的 2500 块骨头中的 1674

块之后，一个西班牙科学家小

组指出，近亲繁殖是尼安德特

人灭绝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知

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在这些化

石中发现的异常，表明同一家

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频繁

的。

“我们已经确定了相对较

高比例的先天性异常，即基因

决定的微小形态学变异，”国

家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研究员安

东尼奥· 罗萨斯(解释道，他是

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该研究

于本周五在《科学报告》上发

表。

“在人类或其他濒临灭绝

的动物种群中，这些先天性异

常通常比正常种群要频繁得多

，这是因为它们在积累。”由

于同一群体的个体之间的繁殖

和基因相近的人的重复，这些

异常最终出现在人群中，是近

亲繁殖的一个指标。

总的来说，他们发现了 17

个分布在骨骼上的先天性异常

，所有这些都是由几个家庭成

员共享的。例如，13 个个体中

有4个在颈椎前或后弓的闭合处

有异常。手腕、脚、鼻子和下

巴的骨头是他们看到异常的身

体部位。

结果不被一个惊喜,因为正

如研究员的迹象,除了遗传知道,

一般来说,往往尼安德塔人团体

组成的一小撮人,都非常分散的:

“人口的角度看来,或人口结构

和孤立的小群体,并与内婚制传

播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灭绝。”

原因是，从生物学的角度

来看，它代表了遗传变异丧失

的一个因素，“这种长期的损

失决定了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

力降低，从而导致了群体的消

失。”

此外，基因指纹显示，这

些行为在过去的 20 万年里一直

在传播。“我们所看到的是，

变异和近亲繁殖的过程从很久

以前就开始了。”我们可以说

，尼安特人的灭绝不仅仅是由

于克罗马尼人的存在，而是一

个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的进化过

程。

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其他欧

洲尼安德特人居住的地方相吻

合，比如克罗地亚的凡迪亚洞

穴，或者西伯利亚的阿尔泰，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人的后代。

在埃尔西德隆的家庭里，玫瑰

说，他们没有研究过是否有血

缘关系。

然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归咎于近亲繁殖:“这是一个

非常决定性的因素，但不是唯

一的因素。”它可能与其他生

态因素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们

所生活的环境的退化，以及他

们生存的最后，与克罗马尼的

生态竞争。

关于环境的影响，罗萨斯

提到尼安德特人的灭绝与最后

一次冰河时期的发展相吻合，

这导致了生态系统的改变。地

球的气候，尤其是在今天的欧

洲，是相当寒冷的:“温带森林

消失了，尼安德特人的自然环

境也消失了。”森林的碎片化

导致了尼安德特人的分裂

埃尔西德隆是伊比利亚半

岛上最重要的尼安德特人遗骸

，尽管这个物种在我们的地理

上很广泛。大约在阿斯图里亚

洞穴家族生活的同一时期，其

他尼安德特人可能生活在直布

罗陀，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洞

穴和坎塔布里亚海岸。

智人其实并不寂寞，现代

智人有着许多“远亲近邻”，

包括了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

、丹尼索人……我们很难找到

智人与其他人种的差别。

相较于其他被发现的人种

，尼安德特人更有竞争力，如

果说现代智人注定失败，那么

尼安德特人很有可能就是现代

的人类。

而且在科学家寻找现代人

起源之谜的过程中，尼安德特

人也是最好的参照物。

因为在科学家得到了真正

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时，这一

段基因直接颠覆了此前对于人

类起源的构想。

最为有趣的是，科学家得

到了一个结论：今天除非洲以

外的所有人都带有尼安德特人

的遗传密码，这种古老的人类

从未消失。

虽然只有少量的基因残留

，但这已经足够带给现代人一

份大礼包——数不清的疾病。

抑郁症、过敏、皮肤损伤

、血栓、尼古丁成瘾、尿道疾

病、Ⅱ型糖尿病等等，这些都

是大礼包开出来的。我们可以

想象，在数万年前，现代人类

的祖先智人与尼安德特人这次

大合欢影响是多么深远。

准确的说，现代人类基因组里

有着 2%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

意味这几万年前，智人与尼安

德特人的交配行为不是偶然，

而是大规模的发生。

但这些基因一开始并不是

那么坏，例如血栓，本质是更

强的凝血功能。在野外生存不

小心地损伤如果不能及时止血

，不说对身体的损害，病菌也

足够致命了。

又譬如，尼安德特人善于

对抗病毒、细菌、寄生虫，但

是过强的免疫力在现在的卫生

环境下，反倒招致了过敏、炎

症甚至自身免疫疾病。可能也

只有尼古丁上瘾基因，还找不

到更为权威的托词。

不管怎么看，尼安德特人

的基因注入，帮助智人熬过难

熬的时光，成功走出漫漫长夜

。只是在现代文明中，科学代

替了基因的作用，也让这些基

因呈现出另一面。

尼安德特人已经具有与智

人分庭抗礼的各种性状，但依

然被历史车轮碾过化作泥土与

化石。要说它们存在的另一种

形式，那就是你和我体内的 2%

。

关
于
尼
安
德
特
人
的
灭
绝

在北美洲的墨西哥，有一个神秘的古

文明，他无论是诞生还是消亡都充满了极

其神秘的色彩。他虽然处于新石器时代，

但却在天文、建筑、数学、艺术、农业及

文字等方面有着极其高的成就。他就是---

玛雅文明，地球上最神秘的文明之一。

关于玛雅文明大家肯定都知道，他们

创造了让现在都为止惊叹的建筑，构建了

自己独特的历法，他们探索宇宙，各项科

技水平明显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地球人类。

关于玛雅文明的各种传说数不胜数，他们

可以媲美天外来客，创造了与他们所处时

代极为不匹配的高度科技和文明。甚至有

人认为他们就是“外星人的后裔”。

玛雅人拥有超高的建筑水准、独特的

象形文字，在数学和天文方面有着极高的

成就。在公元前4-3世纪，玛雅人已经有数

字“0”的概念。他们的历法非常的准确，

计算出一年的时间为365.2420天，这已经

和现在地球公转周期几乎相差无几，他们

还制定了太阴历，算出了金星的公转周期

。

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上，耸立着九

座玛雅人所建造的金字塔。和埃及金字塔

不同，玛雅金字塔主要用于祭祀活动。玛

雅金字塔的设计数据也都是有天文学上的

意义：阶梯正向东南西北，四周各有91台

阶，加上最上面一阶一共365阶，代表了

一年的天数。52块雕刻图案象征玛雅日历

中52年为一个轮回年。种种这些设计和定

位，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他们的建筑工程达到了那时候世界最

高水平，他们观测天象，掌握了天体运动

规律。他们建设了繁华的城镇，创造了精

美的雕刻、壁画等。但在公元8世纪，玛

雅人突然放弃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每个中

心城市的新建筑突然全都终止，城市被遗

弃，仿佛一夜之间，玛雅人如人间蒸发一

般消失在了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留给世人

的只剩下未解之谜。

关于玛雅预言网上流传很多种版本，

而玛雅的五大预言真的就是网络上说的：

1.预言玛雅文明的终结

2.预言汽车、飞机、火箭的出现

3.预言希特勒的诞生

4.预言两次世界大战

5.预言2012世界末日。

这五大预言吗？前面四个都已经实现

而第五个却没有实现？

其实前面四个预言版本众多。由于

《2012》这部电影的影响，第五个可以说

是人尽皆知了。为什么玛雅的预言可以引

起那么大的注意和恐慌，炒作过头是一个

，但也离不开玛雅人所创造的极高科学成

就。根据玛雅的传说，地球已经经历过了

四个太阳纪，每个太阳纪都伴随着一次生

物的灭绝。因为玛

雅文明确实留下很

多让人匪夷所思的

谜团，而在玛雅人

所创造的历法在

2012年12月21日可

以说是完整终结，

这也就有了2012年

末日论的出现。

其 实 所 谓 的

2012预言，玛雅人

并没有留下相关的

资料和信息，但是

玛雅人确确实实传

下了一本手卷---德

雷斯顿抄本，目前

现存的有三个手抄

本，一本在德国的

萨克森州，一本在

法国的巴黎，一本

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德雷斯顿抄本有

很多章节，几乎都是对天文学和雨季的预

测，但在抄本的最后一部分存在一个预测

章节，就是警示人们要留意世界末日的到

来。

在这章关于末日章节的描述中，它讲

述了曾经存在的四个世界的故事，每一个

世界都是因为一场大洪水所毁灭。而在玛

雅历结束的时候，将会发生一场让世界毁

灭的灾难，而玛雅人自己也会以同样的方

式结束。我想这就是电影《2012》构思的

由来吧。

玛雅人也预测了自己文明的灭亡。

因为一个玛雅历的结束，代表一次生物

的灭绝。在玛雅许多古庙和石碑中，有

一个数字一直在重复着出现：1366560。

如果讲这串数字认为是天数的话，那么

就是 3740 年，玛雅族诞生于公元前 3113

年，而到了 750 年的时候就突然消失，

这时间也接近于 3740这个数字。在玛雅

的文献中，认为地球每隔 3740年就会经

历一次生命灭绝。刚开始我觉得这可能

是人类在玛雅古迹中发现各种数字后强

行串联起来，但是数字不可能有那么多

的巧合，所以玛雅人在天文和数学上有

着极高的造诣。

其实世界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不在

少数，这或许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认为不会

长久生存，总会有一天被自然毁灭的一天

。这可以说是人类对自然的敬畏。玛雅文

明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谜团，但所谓

的前四次预言成功是不成立的。玛雅人确

实创造了超前的文明和科技，所以对于他

们所流传下来的文献也是现在许多科学家

也一直在研究的对象。如果人类不懂得敬

畏和保护自然的话，总有一天“玛雅预言

”将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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