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AA11

12047

地址: 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 Houston, TX 77027
(位於59號公路Weslayan出口，距中國城十分鐘車程)

鄭家晴律師事務所
電話: 713-627-3000  

鄭律師親自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SMU法學博士(J.D.) (Not Board Certified)

精辦各種
移民相關案件 

A10-CHENG,CHIA-CHING 鄭家晴_C5_A1

chengkate@ymail.com

www.houstonimmigrationsolutions.com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Friday, August 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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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周末活動
青少年使用毒品因
“作業太少”

錦
和

Katy第一家小籠包、北京烤鴨
供應道地川菜

地址: 510 S. Mason Rd, #H, Katy
電話: 832-913-3226

DUCK & BAO

（綜合報導）去年中國大陸與美消費規模的差距僅2800
億美元（1美元約合7元人民幣），大陸可望最快於2020年超
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美消費規模差距從2017年
的3400億美元，去年已縮小至2800億美元，中國消費規模與
美國十分接近。

報導稱，若按2018年的追趕速度保守估計，大陸2020年
就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

報導介紹，2018年美國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1.8517

萬美元，大陸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約為美國的23%。若大
陸的人均消費達到美國的水平，意味大陸的市場規模將4倍
於美國。事實上，相關國際權威機構也預計，大陸潛在的市
場規模為美國的3至4倍。

另據新華社報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
副所長王青說，中國市場不僅體量巨大，而且消費市場還在
不斷升級。通過新一輪消費政策落地和紅利釋放，企業不斷
豐富產品和服務供給，消費潛力將進一步釋放。

與美與美差距縮小 中國逼近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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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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產業省今天批准向南韓出口半導體材料光刻膠，這是日本7月初開始加強對南
韓半導體材料出口管控後，首次批准對南韓相關出口，且原先預估審查需時約90天，也大幅縮短到僅花約
一個月。此舉被視為緩解南韓對日本限貿措施憤怒的明顯努力。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今天表示，此次給予許可的交易經過嚴格的審查，確認其不會對安全保障
造成危險，已准許出口。如果韓方在貿易管理上出現新的不妥事例，還考慮把從嚴管制的對象擴大到3種
材料以外的品種。

世耕指出，本來日本政府不會特別公布個案，但因為南韓政府不當批評日本政府的管制措施像是禁止
措施，所以這次才會破例對外公布。他說，雖然跟南韓必須進行政策對話，但因為南韓片面公布不同的7
月12日說明會內容，只要南韓方面沒有更正，就不會舉行局長層級的政策對話， 「首先要南韓方面有所行
動」。

日本政府從 7 月 4 日起強化管制含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Resist）及蝕刻氣體
（Eatching Gas）3項關鍵電子原料出口南韓。據相關人士透露，此次批准的出口對象是光刻膠（又稱為抗
蝕劑）。通常，經濟產業省的審批手續需要90天，但本次審批祗用了一個月。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向媒體強調，稱這表明了（日本對南韓出口做出的調整）並非禁運措施。
今後還會繼續對相關出口進行嚴格審查，將對轉運及非申報目的使用的情況進行嚴處。

在本次日韓貿易糾紛之前，日本政府一直對向南韓出口的企業發放3年有效的許可，企業無需特別申
報。但7月4日起日本政府做出調整，對每份合同都要進行逐一審批，給予許可後方可出口。南韓對此表示
強烈反對，認為這是日本在二戰強徵勞工問題上採取的經濟報復措施。

另外，南韓總統文在寅今天再度敦促日本撤銷對韓不當的出口貿易限制。文在寅稱日方的措施是針對
索賠案敗訴的經濟報復，日本將主權國家司法判決與經濟問題混為一談。文在寅表示，日本將此次事件推
向何等境地尚待觀察，但僅是截至目前採取的措施，就已經不利於兩國經濟和人民。

日韓限貿措施以來
日本首次批准向南韓出口半導體材料

（綜合報導）為逮捕前總統阿坦巴耶夫，吉爾吉斯警方和安
全機構今天再度對他的寓所發動突襲。據國際傳真社（Interfax）
報導，安全部隊已成功拘捕阿坦巴耶夫，押往不明地點。

俄新社（RIA）引述阿坦巴耶夫的律師報導稱，安全部隊已
從寓所把阿坦巴耶夫押往不明地點。

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的政壇盟友、國會議員
卡拉穆什基納（Irina Karamushkina）稍早前表示： 「第2波突襲
行動已展開。」

卡拉穆什基納說，大約有1000名執法人員參與攻堅，於此

同時則有超過1000名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護衛他的寓所。阿
坦巴耶夫的宅邸位於首都比許凱克（Bishkek）附近的柯伊塔什
村（Koi-Tash）。

卡拉穆什基納表示： 「他們願意為阿坦巴耶夫奮戰到底。」
首次攻堅的特種部隊昨天未能在阿坦巴耶夫的宅邸逮捕到他

，還造成一名官員喪命與一名警察首長受重傷。
吉爾吉斯是前蘇聯共和國，由於阿坦巴耶夫與他 「欽點」的

現任總統秦貝科夫（Sooronbai Jeenbekov）鬧僵，吉爾吉斯政局
動盪不安。這個中亞國家曾在不到20年內發生兩次革命。

由於特種部隊首次攻堅失敗，無法逮捕阿坦巴耶夫，反而造
成一名官員死亡與一名警察首長重傷，吉爾吉斯瀕臨爆發全面政
治危機。

警方與阿坦巴耶夫支持者昨晚在柯伊塔什村相互扔石頭，而
當地網路與行動電話通訊疑似被當局切斷。

在現場採訪的記者當時目睹部分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強制
解除一些特種部隊成員的武裝並痛毆毒打，然後挾持為人質。

特種部隊再度攻堅 終於抓到吉爾吉斯前總統

（綜合報導）泰國警方今天指出，首都曼谷上週遭連串炸彈
攻擊可能與政治爭議有關。當局現正追捕十多名涉案嫌犯。

曼谷2日有6個小型炸彈與6個燃燒裝置爆炸，當時東南亞
國家協會（ASEAN）外長會議正在曼谷舉行，美國、中國與其
他強國的外交官員也應邀與會。

爆炸造成4人受傷，警方最初懷疑這連串攻擊與穆斯林占多

數的泰南地區叛亂活動有關。自2004年以來，泰南叛亂活動已
造成7000多人遇害。

警方透露，案發當天落網的2名嫌犯來自陶公省（Narathi-
wat）動亂地區，涉案嫌犯共有15名，包括這2人在內，但並非
所有嫌犯都與泰南有關，且有些嫌犯已逃往國外。

泰國警察總長查克提普（Chaktip Chaijinda）在案發至今首

次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 「我認為，連串攻擊與政治議題有關。
」

偵查工作負責人蘇瓦特（Suwat Changyodsuk ）警官指出，
落網兩嫌將依組織性犯罪、殺人未遂與非法持有爆裂物等罪名遭
到起訴。

曼谷上週連環爆 警方初判與政治爭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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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巴拉圭政治危機加劇，巴拉圭政府5月與巴西
簽署伊泰普水電廠能源生產協定後，國會反對黨認為損害巴拉圭
利益，今天發動彈劾總統貝尼蒂茲和副總統貝拉斯格斯。

巴拉圭反對黨在當地媒體ABC Color報刊登據稱來自貝尼蒂
茲（Mario Abdo Benitez）的私人簡訊後，提出對正副總統的彈
劾請求。

根據簡訊內容，貝尼蒂茲在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
aro）政府施壓後，下令時任巴拉圭國營電力公司（Ande）總裁
費瑞拉（Pedro Ferreira）落實5月24日簽署的外交協定。

如果這些對話內容屬實，顯示貝尼蒂茲事先知道協定條款，
也知道此舉會增加巴拉圭的能源成本，要求費瑞拉保密。

ABC Color 報還指出，時任巴拉圭駐巴西利亞大使沙吉
（Hugo Saguier）在6月被傳喚到巴西總統府高原宮，收到巴西

政府對巴拉圭電力公司未能遵守5月的協定正式表示不滿，貝尼
蒂茲於是要求費瑞拉提出解決之道。

伊泰普水電廠能源協定記錄在7月底披露後，在巴拉圭引起
極大反彈，因為人們認為政府接受巴西提出的不利條件，協定中
規定的新的能源消費條款，將提高巴拉圭消費者的能源費用。

上週，巴拉圭在巴西同意下廢除協定記錄，試圖阻止彈劾程
序，因為波索納洛與貝尼蒂茲的關係良好，不希望對方下台。

貝尼蒂茲簽署的協定，在巴拉圭被視為對國家的背叛，但巴
西能源部門表示，這一變化旨在實際糾正巴拉圭長期以來支付較
低伊泰普能源費用的條款：2018年，巴西使用伊泰普能源的平均
消費成本為每兆瓦時41.45美元，而巴拉圭為26.16美元。

根據巴拉圭報Ultima Hora報導，5月達成的新條款將在2019
年至2022年間為巴拉圭額外增加2億美元的總費用，幾達去年巴

拉圭支付伊泰普水電廠能源費用3.94億美元的一半；2018年年巴
西支付了33.5億美元。

扣除兩國從水電廠獲得的收入，巴西去年淨利為負29億美
元，而巴拉圭獲利2.49億美元。

伊泰普水電廠在巴拉圭經濟中具有很大影響力，所以在巴拉
圭是很敏感的議題。巴拉圭反對黨也對貝拉斯格斯（Hugo
Velazquez）提出彈劾，貝拉斯格斯被指控干涉5月的協定，圖利
有意直接從巴拉圭私人電力市場購買伊泰普能源的一家巴西公司
。巴拉圭檢察署正在調查此案。

這項危機已導致巴拉圭外交部長賈斯狄優尼（Luis Castiglio-
ni）、駐巴西大使賈柏耶樂（Hugo Caballero）、國家電力管理
局局長希梅內斯（Alcides Jimenez）、伊泰普廠長阿德瑞特（Al-
berto Alderete）和費瑞拉辭職。

不滿伊泰普能源協定 巴拉圭反對黨發動彈劾總統

（綜合報導）涉嫌於上月中旬殺害三人的兩名
加拿大青年，逃亡三周後，周三早上被發現死於曼
尼托巴省吉蘭鎮（Gillam）的尼爾森河（Nelson
River）河畔，距離第一件謀殺陳屍地點約有3,000
公里遠。加國警方正在安排驗屍以確認死因。

18歲的史麥杰斯基（Bryer Schmegelsky）和19
歲的麥可里歐（Kam McLeod）來自溫哥華島，涉
嫌於上月15日殺害美國背包客迪絲（Chynna Deese
）和其澳洲男友弗勒（Lucas Fowler），棄屍於卑
詩省利亞德溫泉（Liard Hot Springs）以南的 97 號
高速公路旁。

三天後，嫌犯逃亡用的皮卡車被發現棄置於距
離狄斯湖（Dease Lake）約 470 公里遠處，警方翌
日在車輛不遠處找到一具焦屍，其後證實為第三名
受害者、植物學家迪克（Leonard Dyck）。

7月23日，警方正式將史麥杰斯基和麥可里歐
列為謀殺案嫌犯，加國皇家騎警隊、山區警隊和空
軍展開聯合搜索，搜尋範圍逾1.1萬平方公里。嫌
犯多次暴露行蹤，但警方總是慢一步。

上周一，有民眾看到兩人在吉蘭鎮西南方200
公里遠處的垃圾掩埋場找食物。警方於上周五獲得
關鍵線索，鎖定搜查範圍，本周二封鎖吉蘭鎮已廢
棄的日舞村（Sundance），最終在周三早上10點，
於日舞村尼爾森河河邊的灌木叢裡找到兩具屍體。
警方確信屍體是史麥杰斯基和麥可里歐，但仍需驗
屍證明身分和死因。

若警方一路獲報的線索無誤，史麥杰斯基和麥
可里歐逃亡路線共逾5,000公里長。生存專家認為
，兩人最後處於曼尼托巴省蚊蟲眾多的沼澤區，若
沒有生存工具，很難在野外求生。

加拿大連續殺人犯搭檔 逃亡3周被發現死於河邊

（綜合報導）為抗議印度廢除克什米爾獨立特殊地位，巴基
斯坦昨天宣布調降雙邊外交關係及暫停貿易後，今天又宣布暫停
來往印巴之間的友誼快車（Samjhauta Express）服務。

來往印度德里到巴基斯坦拉合爾（Lahore）的友誼快車服務
，今年2月底也曾因印巴空戰受到影響而中斷，但後來又恢復運
行。

綜合印度與巴基斯坦媒體報導，巴基斯坦鐵路部長阿邁德
（Sheikh Rasheed Ahmed）今天在記者會上宣布，巴基斯坦決定
暫停友誼快車運輸服務。

巴基斯坦電視台Geo TV轉播阿邁德在記者會上的談話說：
「只要我是鐵路部長，友誼快車服務就不會營運。」

阿邁德指出，友誼快車的車廂將轉用於運載開齋節出行的旅
客。

他又說，接下來的 3 到 4 個月非常重要，戰爭可能發生，

「但我們不希望發生戰爭，如果對我們發動戰爭，將會是最後一
戰」。

但印度外交部官員則透露，印度不會暫停友誼快車服務，因
為印度不會採取任何倉促決定。

巴基斯坦宣布暫停友誼快車服務後，在靠近印巴邊境、位於
印度旁遮普省阿姆利則（Amritsar）的雅達瑞（Attari）火車站長
說，巴國的友誼快車駕駛和警衛拒絕讓火車越過邊境到印度，他
們發送訊息，要印度方面帶著引擎、火車工作人員和警衛上友誼
快車。

最後，印度只好派出火車駕駛和警衛到巴基斯坦境內的瓦加
（Wagah）站，把友誼快車駛入印度境內，並於傍晚5時抵達雅
達瑞火車站。

友誼快車是印度與巴基斯坦根據1972年7月雙邊簽署的西姆
拉協定（Shimla Agreement），於1976年7月22日開始來往於印

巴之間；而西拉姆協定則是印巴於1971年發生戰爭後，經聯合
國安理會介入，雙方簽訂這項協定結束戰爭。

印度5日宣布廢除賦予克什米爾獨立特殊地位的憲法370條
，國會也通過查摩與克什米爾（Jammu and Kashmir）省重組法案
，把拉達克（Ladakh）劃為中央政府直轄區，巴基斯坦為抗議印
度這項舉動，昨天除宣布調降雙邊外交關係，驅逐外交官，也宣
布暫停雙邊貿易。

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庫瑪（Rajan Kumar）指出，
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約為20億美元，在印度貿易總額
中占比相當低，而且印度在2月發生巴基斯坦恐怖分子於查省普
爾瓦馬縣（Pulwama）發動恐怖攻擊後，已撤銷對巴基斯坦的最
惠國待遇，巴基斯坦暫停雙邊貿易根本不會傷害到印度。

庫瑪認為，印巴透過杜拜、阿布達比與卡達的代理貿易可能
會進一步成長。

巴基斯坦再對印度出招暫停友誼快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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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漫長的激烈討論和兩輪投票，

歐洲聯盟克服內部分歧，確認來自保加

利亞的克裏斯塔利娜· 格奧爾基耶娃為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候選人。

預期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

還將繼續提出總裁人選，不過從以往

“慣例”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壹直是

由歐洲人執掌。

【勉強獲勝】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總裁克裏斯蒂

娜· 拉加德 7月獲歐洲中央銀行行長提

名，隨後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遞交辭

呈，辭呈將在9月生效。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著手物色新總裁，要求各國9月 6

日以前提出人選，定於 10月 4日確定

新總裁。

歐盟潛在候選人中，來自保加利亞

的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格奧爾基耶娃、

來自荷蘭的歐元集團前主席傑倫· 戴塞爾

布盧姆、芬蘭央行行長奧利· 雷恩、西班

牙經濟大臣納迪婭· 卡爾維尼奧等人呼聲

較高。

路透社報道，歐盟舉行兩輪投票，

遴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候選人。第壹輪

投票後，雷恩和卡爾維尼奧退出競爭。

第二輪投票中，格奧爾基耶娃擊敗戴塞

爾布盧姆，成為歐盟推舉的候選人。

格奧爾基耶娃的“勝出”並不輕松

。根據規則，獲勝候選人不但需要在歐

盟28國中獲得55%以上的支持率，而且

投贊成票的國家合計人口應不低於歐盟

總人口的65%。

實際上，格奧爾基耶娃雖然獲得

56%的歐盟國家支持，這些國家合計人

口僅占歐盟總人口的57%，沒有達標。

只是，戴塞爾布盧姆隨即承認敗選，祝

賀格奧爾基耶娃獲勝，僵持局面得以化

解。

【仍有阻力】
圍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總裁人

選，歐盟內部先前吵得相當激烈。

法國支持格奧爾基耶娃；德國和荷

蘭支持戴塞爾布盧姆；英國則希望推舉

自己的人選，但苦於剛剛組建新政府，

實在無暇顧及。

盡管歐盟確定格奧爾基耶娃為候選

人，但她還面臨壹道難關：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對新總裁設有年齡限制，規定總

裁上任時應小於65歲，而格奧爾基耶娃

8月中旬將迎來66歲生日。

壹名歐盟官員披露，歐盟多國已經

找美國談過，商定投票推動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修改上述年齡規則。

觀察人士註意到，美國財政部長

史蒂文· 姆努欽 7月接受媒體訪問時高

調稱贊格奧爾基耶娃，顯然對她頗為

認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創建，前者壹向由

歐洲人執掌，後者則由美國人執掌。不

過，越來越多新興經濟體近年質疑這壹

慣例，希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選有機

會執掌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

壹些分析師認為，要打破這壹慣例

不容易，恐怕還要等待許多年。

沙特再解禁！
婦女出國無需獲得男性監護人同意

綜合報導 沙特阿拉伯政府宣布，婦女可以在沒有男性監護人的同

意的情況下出國旅遊。此前，在沙特阿拉伯，婦女長期以來需要經過男

性監護人的同意，才能續簽護照或者出國。

報道稱，沙特阿拉伯首位女性大使瑞瑪· 班達（Reema Bandar

Al-Saud）向媒體證實了這壹消息。她表示，“這些新規定正在醞釀中。

它們呼籲男女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到我們的社會中。”據悉，目前尚不清

楚法令生效的具體時間。

根據政府公布的壹項裁決，“任何遞交申請的沙特阿拉伯公民都將

獲得護照。”當地媒體引用高級官員稱，這項法令使得21歲以上的婦女

，無需獲得監護人的同意，便可出國。

報道指出，如果法令生效，這壹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改革將結束存在

已久的監護制度。監護制度使成年婦女成為“合法的未成年人”，允許

她們的丈夫、父親和其他男性親屬作為監護人，對她們行使控制權力。

在沙特的社交媒體上，“沒有對婦女旅遊的監護”（No guardian-

ship）這壹標簽成為熱門。壹名用戶在“推特”上發文說，“壹些女性

的夢想因各種原因不能出國而流產……這次的改變意味著女性在某種程

度上掌控著她們自己命運。”

2018年1月，沙特女性獲準進入足球場看比賽，顯示性別隔離規定

逐漸松綁。同年2月，沙特當局宣布，女性將可開創自己的事業，無須

經男性親屬同意，6月，沙特解除女性開車禁令。

拖欠供貨商款項
法國電力公司擬遭180萬歐元罰款

綜合報導 日前，因為拖欠供貨商款項，法國供電企業龍頭法國電

力公司（EDF）被開出180萬歐元罰單，創下此類罰款的最高記錄。

據報道，這筆罰單由法國競爭、消費和反欺詐總局（DGCCRF）開

出，這是迄今為止法國國內因為不遵守支付期限而產生的最大罰單。

法國經濟部國務秘書帕尼埃-魯納歇表示，該罰單數額高昂，和EDF

違規操作涉及的金額成比例。

報道稱，2017年3月到8月，EDF應付給供貨商131956筆款項，但

只有10%的13416筆款項在合理期限內結清，3452家供貨商蒙受付款延

遲，涉及總金額高達3840萬歐元。

在8月1日的聲明中，EDF表示已經知悉這張罰單，並保持將“繼

續強化內部流程”來改進付款手續。

2015年，EDF曾經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旨在表彰同供貨商保持

“可持續且平衡關系”的認證資格，如今這壹資格被法國政府收回。

理論上說，企業應當在賬單日期起60日內、或者供貨當月月底起45

天內付款，公營企業的付款時間更短。

根據2016年法國出臺的“增強經濟生活透明度”法律，企業因延遲

支付而產生的罰金，範圍在37.5萬歐到200萬歐之間。

2019年5月生效的壹項修正案還規定，法國政府可以在媒體上公示

拖欠款項企業的名字。

盡管如此，法國大型企業在付款信用方面的記錄並不好，根據專業

組織“付款期限觀察站”的監測，大型企業能在60天內付款的比例只有

不到壹半。

除EDF以外，亞馬遜、華為、雀巢、絲芙蘭、法國郵政、法國博

彩等大型企業都被法國政府處罰37.5萬歐元。而在此次EDF之前，相

關罰款最高紀錄是德國公司“海德堡水泥”因受子公司連累被罰款

67萬歐元。

人類生存需要1.75個地球？
地球生態超載日每年都在提前！

綜合報導 國際智庫全球足跡網絡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近日指出，

7月29日是2019年地球生態超載日。今

年得出的結論是，人類使用生態資源的

速度超過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更新速

度，超出75%，即人類生存需要1.75個

地球。

報道稱，每年，全球足跡網絡都會

發布地球生態超載日，指地球在這壹天

用完該年度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總量，進

入生態赤字狀態。今年的地球生態超載

日是7月29日，是有史以來最早的壹天

，去年為8月1日。而具體到各個國家，

智利的生態超載日為5月19日，比世界

平均水平早了2個月。

全球足跡網絡稱，魚類的捕撈量高

於繁殖量、樹木的砍伐量高於種植量、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高於吸收量等都屬於

資源過度開發。

全球足跡網絡創始人兼總裁馬西

斯•瓦克納格爾（Mathis Wackernager）

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使用聯合國

（UN）數據進行分析。今年我們得出的

結論是，人類使用生態資源的速度超過

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更新速度，超出

75%，即人類生存需要1.75個地球。”

就智利而言，研究指出，滿足智利

人的生存需要2.64個地球，若轉換成日

期，智利今年的生態超載日為5月19日

，比世界平均水平早了2個月，是拉美

資源消耗最快的國家。

在智利，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

石燃料的開采消費量最高，這些燃料會

產生導致全球變暖的溫室氣體。智利環

境部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INGEI）顯示

，智利用於發電、陸運和采礦的燃料燃

燒所產生的汙染最為嚴重。

盡管在世界範圍內，智利對氣候變

暖的影響相對較少，但卻是南美第四大

汙染源，僅次於巴西、阿根廷和委內瑞

拉。智利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自1990年

以來，智利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了114%

；自2013年以來，增加了7.1%。

智利環境部長、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

化大會（COP25）主席卡羅麗娜•施密特

（Carolina Schmidt）表示：“地球生態超

載日每年都在提前，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是資源透支的主要原因之壹，因此，采取

決定性措施就顯得愈加重要。”

針對如何推遲地球生態超載日，研

究也給出了壹些建議，如化石燃料開采

減半有助於將日期推遲93天；由於畜牧

業的甲烷排放量較高，若將50%的肉類

消費變為素食，可將日期推遲15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總裁花落誰家？

歐盟候選人出爐

假發配牛仔褲
巴西毒梟假扮成女兒越獄被識破

綜合報導 巴西獄警表

示，壹名巴西毒梟利用其

19 歲女兒探監時，與她交換

衣服，並戴著矽膠面具與壹

頂長假發，試圖逃獄，不過

卻被當場識

破，現已將

他轉送至更

高層級監獄

管理。

據 報 道

，巴西毒梟

達席瓦爾的

計劃，是把女兒留在監獄內

，自己跟著進監探視的7名女

性壹起走出監獄，但獄警卻

因為他走路太過緊張和別扭

而將他攔下，並揭穿他的真

面目。

報道稱，當獄警將希爾

瓦攔下交談時，發現他雖然

在說話，但嘴巴的肌肉並沒

有抽動，因此感到可疑，便

將他的假發拿掉。最後希爾

瓦脫下面具，並承認越獄的

計劃。

獄警表示，壹開始便對

希爾瓦的外表產生懷疑，加

上離開的7名探監女性似乎故

意圍繞著希爾瓦，好像避免

他被識破。

目前，當局正在調查達

席瓦爾女兒的涉案程度，希

望能厘清她在此案扮演怎樣

角色。

據悉，達席爾瓦是“紅

色司令”領導層的壹員。該

幫派是巴西最強大的犯罪集

團之壹，控制著裏約大部分

地區的販毒活動。

獄警表示，達席爾瓦逃

獄失敗後，已被轉移到壹所

最高安全監獄，將面臨紀律

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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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政府頒布臨時法規，禁
止政府機關採購華為等五間中國公司的電訊設
備，並將從8月13日正式生效。對此，華為今
天發表聲明回應，表示這項消息在預料之內，
但也指出華為將繼續在聯邦法院挑戰該禁令的
合憲性。另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表
示，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
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新華社報導，對於美方頒布臨時規定禁止
採購華為設備，華為今天發布 「關於川普政府
禁止聯邦機構從華為採購設備或服務的媒體聲
明」，其中指出美國無視市場自由競爭的原則
和根基，打壓華為，公司對這項消息並不意外
，認為這只是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的
實施條例，並稱華為將繼續在聯邦法院挑戰該
禁令的合憲性。

華為還表示，《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及
其實施條款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華為有不當行
為的情況下對華為採取懲罰性行動，是基於原
產國設立的貿易壁壘，對保護美國電信網絡和
系統的安全沒有任何幫助，最終傷害的是美國
農村地區依賴華為網絡的廣大用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今天主持例行記
者會回應相關記者提問時，表示中方將堅定支
援相關中國企業 「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正

當權益，也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
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華春瑩指出，
美國濫用國家力量不擇手段蓄意抹黑和打壓特
定中國企業，嚴重損害美國國家形象和自身利
益，更嚴重破壞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 「已經
並將繼續遭到世界各國的廣泛反對和抵制」。

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ffice of Man-
agement and Budget，OMB）昨天根據國會去
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NDAA 2019），發
布臨時規定，禁止聯邦機構及承包商採購中國
公司的電訊設備，名單包括：華為、中興通訊
（ZTE）、海康威視（Hikvision）、大華科技
（Dahua Technology）及海能達（Hytera）。

路透報導，這項法規是美國總統川普去年
8月簽署的《2019年度國防授權法》的一部分
，禁止美國政府機構、或美官方合作對象使用
「危及國家安全」的中國企業技術與設備。包

括美國國防部、總務署（GSA）與美國國家航
空暨太空總署（NASA）都已依循禁令，修訂
聯邦採購條例（FAR）。

OMB 發言人伍德（Jacob Wood）強調，
川普政府堅決、致力保護我們的國家不受外國
敵對勢力的傷害，將全面遵守、執行國會 「關
於禁止中國電信和監控設備的禁令」。

美頒禁令封殺5中企
華為：持續挑戰法規合憲性

（綜合報導）經過《蘋果日報》北美版讀者的踴躍投票，
第18屆美國華裔小姐競選，得票最高的五位 「網路最受歡迎佳
麗」誕生。五位佳麗親自選出她們認為最有趣的投票理由。

得票最高的五名佳麗，分別是8號玄府靈、3號岑欣怡、6
號梁煒琳、11號吳楚天和10號陳果果。對於自己能夠成為網路
最受歡迎佳麗的前五名，她們都很興奮，並感謝讀者愛戴。

其中一位投票的讀者表示，因為 「反正是我的菜，哈哈」
，把票投給8號玄府靈。不太懂俚語的玄府靈，經工作人員解
釋後才懂真正意思。有讀者認為， 「玄府靈是一位個性十足的
人，會聆聽不同意見，所說的話也會鼓舞人心。」最後，玄府
靈選了 「古箏彈得很好，性格也很不錯」的評語，因為感受到
對方的支持，也懂得欣賞她的努力，實際上，她練習古箏已有
一段很長時間。

支持3號岑欣怡的讀者，投票理由相對精簡。其中一人說
「看著舒服」，另一人認為她 「笑容自然真實」。不過，她最

喜歡的評語是 「笑容溫暖 ，聲音好聽、適合做電視播報」。岑
欣怡解釋，她向來對自己的聲音沒有什麼自信，但讀者認為她
的聲線好聽，證明讀者有獨特見解。

6號梁煒琳得到的評語非常特別，有讀者說 「有點像我女
兒」，也有讀者說 「最美是她」，令她受寵若驚。梁煒琳謙虛
表示，雖然有自信，但不認為自己最美，其他佳麗都很美麗，
亦各有優點。她最後選擇了 「氣質獨特，自信亮麗」為最喜歡
的投票原因，認為評語為她增添不少信心。

11號吳楚天也收到一個很有趣的評語， 「我樂意，咬我？
」，聽起來有點暴力，但吳楚天絲毫不覺得被冒犯，反而替讀
者解釋 「喜歡我是沒有原因的」。另一個評語是 「我覺得她美

貌和智慧並存」，雖然也說得很好，但吳楚天更喜歡 「人美心
善大長腿」，感覺像詩一樣押韻，有點像口號。

投票給10號陳果果的讀者，其中二人不約而同認為，她應
該拿冠軍。一人說 「美，應該是冠軍」，另一人說 「有冠軍相
」。陳果果大方回應說，入圍的11位佳麗全部都很有才華，也
很有氣質，每一位都可以是冠軍，讀者的支持給予她動力。她
最後選了 「美麗、自信、盡顯東方女性氣質」，認為這評語完
美形容所有參選佳麗。

這次網路投票，特別為《蘋果日報》北美版 「升級壹會員
」而設。有幸被選中最佳評語的讀者，可獲兩張美國華裔小姐
競選總決賽的VIP門票，或兩張總決賽門票及500美元獎金。
想知道這五位 「網路最受歡迎佳麗」中，誰獲得最高票數，敬
請留意8月10日（美國東岸時間）舉行的總決賽。

（綜合報導）美國南加州橘郡7日晚間發生一
連串持刀砍人和搶劫事件，造成至少 4 人死亡、2
人受傷。

警方目前已逮捕一名33歲的拉丁裔兇嫌，他涉
嫌在兩小時內於五處不同地點隨機攻擊，犯案範圍
在洛杉磯東南方的兩個鄰近城鎮園林市（Garden
Grove）和聖塔安娜（Santa Ana）。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持刀男子企圖搶劫一家糕
點店，還在一座公寓當場殺死一人、還有一名傷者
身中多刀，送醫後宣告不治。隨後，他又在一家保
險公司行搶並刺傷一名女性，並於當地時間下午6
時10分左右，在一家加油站襲擊一名男子。所幸兩

名傷者送往醫院救治後，目前無生命危險。
嫌犯隨後又跑到聖塔安娜的一家賽百味（Sub-

way）潛艇堡店殺害一名員工，又到街對面一家
7-Eleven超商殺死一名保安並搶走受害者的槍。

園林市警方表示，犯嫌動機疑包括 「搶劫、忿
恨與想殺人」。《橘郡紀事報》（The Orange
County Register）報導，員警最後在聖塔安娜的
7-Eleven將人逮捕歸案，並表示儘管兇嫌和受害者
都是拉丁裔，但這應該是起隨機的殺人事件，目前
沒有發現嫌犯和其他人之間有關聯，也沒有證據顯
示此案涉及種族歧視。

南加州隨機連環砍人案 釀4死2傷兇嫌落網

美華裔小姐自選最有趣粉絲評語 「有點像我女兒」

（綜合報導）美國德州邊境城巿艾爾帕索（El Paso）上周
發生致命槍擊案後，共和民主兩黨領袖均表示，應對白人至上
主義蔓延有所警覺。不過，立場保守的福斯新聞男主播卡爾森
（Tucker Carlson）周二晚在其節目中質疑，白人至上主義的爭
議與俄羅斯在2016年干預美國大選一樣，是一場騙局（hoax）
，實屬民主黨為選舉而製造出來的話題，旨在分化美國。他的
言論被批評是錯誤訊息，誤導人民。

卡爾森在節目中表示，白人至上主義威脅美國安全的說法

，只是 「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並非真實問題， 「假
如你把美國面對的問題和關注列舉出來，白人至上主義會在什
麼位置？可能和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差不多。」他又指，
普通大學足球場已足夠容納全美白人至上主義者，質疑其人數
之少，不足為患。

卡爾森的言論，引起關注和譴責。福斯新聞撰稿人埃利希
（Mo Elleithee）在推特批評： 「誰會相信白人至上主義不是真
實問題？答案就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上周艾爾帕索的超巿槍擊案，造成22人死亡。警方找到白
人槍手克魯修斯（Patrick Crusius）過去在網路曾發表言論，指
控移民正在 「入侵美國」。總統川普周一強烈譴責白人至上主
義，前總統歐巴馬亦發聲明，呼籲民眾警惕白人至上主義帶來
的危機。

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上月表示，去年
10月至今，當局對大約100宗恐怖主義相關活動，採取拘捕行
動，當中大部分都與白人至上主義有關。

「白人至上主義」是騙局？福斯主播被指誤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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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貿易摩擦暫未波及韓國金融領域
外資進出穩定

綜合報導 截至6月底，在

金融監督院登記的日本投資者

4128 人，占登記海外投資者

8.7%，繼美國之後排名第二

。韓聯社因而認為，日韓貿

易摩擦影響尚未波及韓國金

融領域。

數據同時顯示，排名位

於美國和日本之後者依次是

開曼群島、加拿大、英國、

盧森堡、愛爾蘭、中國香港和

新加坡。

報道說，日本投資者在韓

國近幾年呈增加趨勢，2014年

為3622人，2015年為3718人，

2016 年為 3818 人，2017 年為

3903人，2018年為4068人，今

年上半年增加60人。

截至6月底，日本投資者

在 韓 國 所 持 上 市 股 份 總 額

12.986萬億韓元（約合751億元

人民幣），排名第十，占外資

持股總額2.3%。與之對比，美

國占 42.9%，英國、盧森堡、

新加坡、愛爾蘭分列其後。另

外，日資在韓國持股總額今年增

加4%，同期美資增加10%，英

資增加7.7%，中資增加13%。

今年 6月，在韓國KOSPI

（主板）市場，日本投資者總

交易額達3850億韓元（22億元

人民幣），占海外投資者交易

額 0.8%。在 KOSDAQ（創業

板）市場，交易額僅占0.2%。

同時，日本投資者在韓國所持

上市債券總額占外資1.3%。

韓國金融委員會副主席

孫炳鬥說，現階段外資進出

穩定，信用違約掉期（CDS）

保持良好水平，外匯儲備、短

期外債比率、股市券市外商投

資凈值等指標均顯示全球投資

者對韓國金融市場的評價尚未

大幅改變。

韓聯社援引孫炳鬥的話

報道，將保持高度警惕，監

控國內外金融市場動向，必

要時按照預案迅速果斷采取應

對措施。

8月2日，日本政府決定把

韓國從可獲得貿易便利的“白

色清單”中除名，28日開始施

行。作為反制，韓國政府當天

說，同樣將把日本移出本國的

貿易“白色清單”，且將加速

向世界貿易組織起訴日方出口

管制。

日本新年號提議者是誰？
6個候選方案提議者名字公開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了政府4月

決定新年號時，向專家懇談會等出示的全部6個最

終候選方案的提議者和出處。其中3個來自日本古

籍、3個出自中國古籍。

報道稱，“英弘”、“久化”、“廣至”、

“萬保”4個方案由中央大學名譽教授宇野茂彥

（中國哲學）提議；“令和”由大阪女子大學前校

長中西進（日本古籍）、“萬和”由二松學舍大學

前校長石川忠久（中國古籍）提出。

據相關人士介紹，“英弘”出自《古事記》中

有關天武天皇功績的壹節，“久化”出自與

“明治”、“大正”同壹的中國古籍《易經》。

“廣至”取自《日本書紀》和《續日本紀》，“萬

保”來自中國最古老的詩集《詩經》。

據報道，當初有意見認為“英弘”的出處是

《日本書紀》，但後來確定來自《古事記》。被認

為選自《日本書紀》有關欽明天皇發言壹節的“廣

至”也來自《續日本紀》。

“萬和”由石川提議，采用了亦是“平成”出

處的中國古籍《史記》中的《五帝本紀》。石川當

初曾說明稱，選自中國古籍《文選》的壹節，之後

通過與政府方面協調正式決定出處為《五帝

本紀》。“令和”由中西提議，引用自日本現存

最古歌集《萬葉集》的梅花歌序文。

日本政府 4 月 1 日經專家懇談會及內閣全

體會議等，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決定新年號為

“令和”。考慮到改元對國民生活的影響設置

了 1個月的準備時間，5月 1日在天皇即位的同

時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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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有相關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與東

京電力公司正在探討擬從福島第壹核電站2號機

組著手取出熔落核燃料（燃料碎片），並暫時保

管於核電站廠區內的方案。根據現有進度表，取

出作業將在2021年啟動。

報道稱，在發生堆芯熔化的1至3號機組中，

其中對2號機組反應堆壓力容器內實施調查時，接觸

到了可能是燃料碎片的堆積物，對情況的掌握取得

進展。作業現場的輻射量也相對較低。

根據現有進度表，將在2021年啟動取出作

業。據相關人士介紹，2號機組將使用機械臂，

小規模實施抓取或吸引燃料碎片的作業。燃料碎

片裝入小型容器後，再放入其他容器。保管設備

將建在第壹核電站內。

為提高安全性，將采用幹燥後封入金屬容器

的“幹式貯藏”方式。這是首次獲悉燃料碎片保

管的具體方針。

據報道，此前還曾考慮保管在水池中等“濕

式貯藏”方式，但認為“幹式貯藏”能夠抑制燃

料碎片中所含水分對容器的腐蝕及輻射分解產生

的氫，適合長期保管。為避免燃料碎片再度開始

核裂變的“再臨界”，將使用小型容器，並考慮

安置方法等。

據稱，耗時30至40年的燃料碎片取出是壹

核反應堆報廢作業的最大難關。今後將探討燃料

碎片的最終處理方法。參與戰略計劃討論的專家

表示：“若進行現階段計劃的小規模取出作業，

利用用於核電站燃料保管等的現有技術，能夠充

分確保安全性。”

8號臺風侵襲日本西南部地區
氣象廳籲民眾保持警惕

綜合報導 日本氣象廳宣布，

2019 年第 8號臺風 6日在日本西

南部九州主島登陸，不僅導致壹

些人受傷，還擾亂了交通。根據

預測，九州等地截至7日早晨的

降雨量將達到 120毫米。氣象廳

呼籲民眾對大雨引發的地質災害

等保持高度警惕，時刻註意自身

安全。

報道稱，臺風於6日淩晨5時

前後宮崎縣宮崎市登陸。宮崎縣

延崗市壹名50多歲男子在送報紙

途中，被強風吹倒，導致腿部疑

似骨折。大分縣日出町壹名55歲

女子因強風導致頭部受傷。

日本航空公司表示，由於天

氣原因，往返九州及日本西部其

他地區的 130多個航班已經被取

消。九州鐵路公司表示，已取消

多趟列車服務。

據觀測，當地時間6日下午1

時，8號臺風在長崎縣壹岐市附

近，以每小時25公裏的速度朝西

北方向行進，預計6日晚將接近對

馬海峽。

截至目前，臺風雲帶

已在九州和四國地區引發

強降雨。在截至6日上午

10時的壹個小時裏，宮崎

縣與大分縣延岡市的降雨

量超過50毫米。

受此影響，大分縣與

德島縣發生地質災害的危

險增大，氣象廳已向有關

地區發布“地質災害預警”。另

外，宮崎縣部分河流水位超過泛

濫警戒線，極有可能發生水災。

當地截至7日早晨的24小時

降雨量預測如下：九州120毫米，

四國 200 毫米。氣象廳呼籲人們

對大雨引發的地質災害、低地

浸水、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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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6日晚在深水埗買10
支大功率鐳射槍，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拘
捕，卻惹來少數人包圍警署。警方7日在記者會上詳
細解釋，又即場示範用那款鐳射槍展示其巨大殺傷
力，足見拘捕方仲賢有充分根據，合理合法。一位阿
Sir向自明表示，警隊同僚最近在制止暴徒的過程
中，屢屢遭受鐳射槍的攻擊，“大家都見到，現在暴
力衝擊，鐳射槍已經成為標配武器，而且數量愈來愈

多，範圍愈來愈廣，就連紀律部隊宿舍的
居民，都被暴徒用這些鐳

射槍照射，隨時對前線警員、不懂得避開的小朋友造
成永久傷害。將鐳射槍稱為觀星筆，根本是有意淡化
其危害性。”

阿Sir更提及4年前《蘋果日報》的頭版報道：
“2015年5月16日，《蘋果》頭版大篇幅報道，稱
‘法例無監管fb鴨寮街有售高危激光筆一秒射盲
眼’，報道直指這些鐳射槍對人十分危險，最嚴重情
況可導致失明，無藥可醫，批評政府點解無立法規
管。現在暴徒用鐳射槍來攻擊警察，縱暴派就雙重標
準，改口叫做‘觀星筆’。做人點可以這麼厚顏無
恥，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

根據《公安條例》二百四十五條，如製造、改裝以
作傷害他人，或適合用作傷害他人的物品，都可視作為
攻擊性武器。好多物品都既可以和平使用，又可以作為
武器攻擊他人，如何分辨是否藏有攻擊性武器呢？阿Sir

指出，這個就要根據當事人的使用動機和場景來判斷：
“好似你去買一把牛肉刀，如果買來劏牛割肉當然無
問題，但用來攻擊人就當然是武器。方仲賢買鐳射槍
的時候，檔主已示範給他可以燒着嘢，若用來觀星，
點解要關心是否可以燒着嘢？真是觀星，搵鬼信啦。
近期暴徒不斷用鐳射槍攻擊警員，方仲賢買10支咁
多，警察懷疑方仲賢持有攻擊性武器，好合邏輯。”

阿Sir指出，不少國家都對鐳射槍銷售有管制：
“如在美國，器具發射的能量如果在20毫瓦以上，買
賣是受限制的；歐盟的標準則定在5毫瓦以上；英國
及澳洲的規定更嚴格，1毫瓦以上就已作出管制。香
港都應該跟隨立法規管。”

對於警方拘捕方仲賢引起不同意見，阿Sir認
為，有人是不了解真相，但有人根本是刻意歪曲事
實：“普通鐳射筆，只是幾十元（港元，下

同）一支，而方仲賢買的是420元一支，根本兩回
事，話方仲賢買的不是攻擊性武器，不要擘大眼講大
話；更離譜的是，有啲醫護人員，話會讓方仲賢留院
留足48小時，令警方無法在拘留限期內起訴，顯然有
意放生方仲賢，等同助紂為虐，完全沒有專業操守，
更涉嫌阻差辦公。”阿Sir希望廣大市民能認清事實、
分清黑白：“香港社會正在紛亂不堪，大家都擦亮雙
眼，分清正邪，絕
不縱容暴力，就是
對特區政府施政、
對警隊執法的最有
力支持，其實也是
維護自己的利
益。”

鐳射槍扮不了觀星筆，不要助紂為虐

“眾志”密會美官 獻計“制裁”香港
“聰鋒”鬼祟見美領館“政治部主管”擬速赴華盛頓再“唱衰香江”

7日下午，網上流傳出一張黃之鋒
等人與一名洋婦人在酒店見面

的相片。據發出此相的網民透露，6日
傍晚5時許，他在萬豪酒店大堂等友人
時，突然發現黃之鋒、羅冠聰及另外
兩名衣着整齊的年輕人坐在酒店大堂
的梳化，神色嚴肅似乎在等待着什
麼。至下午5時30分左右，一名手持
文件夾的洋婦匆忙走入酒店大堂，4人
看到立即站起身來。這名網民表示，
在簡短交談期間，黃之鋒等人“表現
得非常地恭敬，好像（下屬）接
（會）見大老闆一樣”。兩分鐘後，
洋婦人便帶領4人“轉場”到酒店其他
地方繼續“密斟”。香港文匯報記者
查證，該名外國婦人就是美國駐港澳
總領事館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

反對派接力赴美“唱衰”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他們“密

斟”的話題都是圍繞着香港近期發生
的一連串社會事件，有人更向美方建

議要“制裁”香港。
消息並透露，美方極可能安排黃

之鋒等短期內到美國與華府高官及國
會議員會面。過去幾個月，美國曾邀
請多名香港反對派頭目赴華府討論如
何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問題，包括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等。

今年3月18日，香港文匯報就揭發
黃之鋒與“眾志”核心人物周庭以及李柱
銘偷偷進入美國駐港總領館密商。據悉，
當時美國就邀請黃之鋒赴美，但黃因證件
問題未能成行。資料顯示，近幾年，黃之
鋒曾多次赴美與美國政客見面並“唱衰香
港”，更獻計美國反華政客，要求制
定“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

搞“英美港盟”公然勾外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並獲悉，6日有份

參與會面的張崑陽及彭家浩均是“香
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成員，

該組織7日舉行記者會，聲稱將於8月
16日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英美港
盟”集會，張崑陽稱集會的訴求包括
促請英國政府關注《中英聯合聲
明》，及促請英美兩國通過“民主人
權法案”，更稱“要透過法案制裁香
港官員”。

資料顯示，張彭兩人與黃之鋒關
係密切，張崑陽曾多次與黃之鋒合作
舉辦論壇，曾公開表明自己是“本土
派”。彭家浩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前副
會長，目前是地區組織“維多利亞社
區協會”成員，並將會出戰年底區議
會選舉。

黃之鋒6日與美國駐港澳總領館高
官密會一事曝光後，黃之鋒7日只好承
認此事，他在其臉書上稱，“會面內
容，就是談論《香港人權民主法》的
立法進程，亦促請美國停止出口催淚
彈和橡膠子彈予香港警察。”但同時
詭辯稱，“跟駐港領事交流，根本沒
有什麼特別”云云。

在反對派近期藉“反修例”進行的一系列反特區政

府連串政治活動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越來越明顯

地參與其中。有網民發現，本月 6日傍晚，“香港眾

志”頭目黃之鋒、羅冠聰等 4人，突然現身金鐘萬豪酒

店大堂，與一名外國婦人鬼祟見面。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證，該名外國婦人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他們碰面後，Julie Eadeh隨即帶同各人轉到酒店另一處繼續密談。據消

息透露，他們密談的內容與近期的香港事件有關，而黃之鋒則極可能短期內赴華盛頓與美國政客見

面，要求美方“制裁”香港。事件曝光後，黃之鋒7日通過其臉書承認，會面的其中內容，就是談

論《香港人權民主法》的立法進程，以及“促請美國停止出口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予香港警察”。令

人感到“巧合”的是，6日一起參與密會的浸會大學前外務副幹事長張崑陽，7日早上以“學界代

表”身份，要求美英政府盡快通過“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反 對 派 近 期
舉辦的多次所謂
“反修例”遊行都
出現“星條旗”

（美國國旗），而這種現象在
7月21日的港島遊行時達到最
高峰，遊行人群竟出現數十面
美國國旗。香港文匯報記者獲
悉，這種舉動是反對派組織刻
意安排的，目的是要透過媒
體，乞求美國“支援香港”。

自7月以來，在反對派一
系列遊行集會場合，不時出現
美國國旗。在7月14日沙田遊
行時，記者見到，有兩名手持
美國國旗的人故意走到遊行隊
伍前列，揮舞星條旗，更聲稱
目的是要“被電視台影到，吸
引外國媒體注視”。而在此後
的遊行中，美國旗的出現數量
一次比一次多。如在7月21日
的港島區遊行中，竟出現數十
面美國旗，其中有約十多面美
國旗更擺出一個方形旗陣，旗
隊更圍曉着一幅乞求美國總統
特朗普並印有“解放香港”字
句的英文橫額。

反對派一直希望能乞求美
國更高調地干預香港問題，過
去兩個月亦無所不用其極，以
不同方法企圖引起美國注視，
包括在美國報章刊登廣告和發
起白宮聯署活動，最近更肆無
忌憚地在公眾遊行中揮動美國
旗幟，明顯是想出賣香港利益
來乞求“美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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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客近期干預港事摘要
時間：8月7月
人物：美國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
內容：揚言“香港不要重演30年前的北

京事件”。

時間：8月6月
人物：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
內容：美國兩黨會繼續和港人（指反對

派）站在同一陣線，促請特朗普
政府暫停向香港警方出售彈藥及
控制人群的設備。”

時間：8月2日
人物：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主席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麥戈文
（James McGovern）

內容：聯署致函華府，要求暫停未來對香
港警察銷售彈藥和防暴控制設備。

時間：7月30日
人物：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里契

（James Risch）
內容：要求特區政府全面撤回《逃犯條

例》，並進行獨立調查。

時間：7月29日
人物：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

會主席、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

內容：大肆誣衊7月21日元朗衝突事
件。

時間：7月29日
人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內容：聲稱“示威是適當，希望中國做出

正確的事情，尊重涉及香港的協
議”。

時間：7月26日
人物：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恩格爾

（Eliot Engel）
內容：指香港警方“在處理示威中使用的

暴力，令香港國際聲譽蒙污”。

時間：7月8日
人物：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

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內容：會見香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

英，討論香港《逃犯條例》修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66日黃之鋒日黃之鋒（（左二左二））、、羅冠聰羅冠聰
（（左三左三））、、彭家浩彭家浩（（左一左一））、、張崑張崑
陽陽（（右一右一））在金鐘萬豪酒店與在金鐘萬豪酒店與JuJu--
lie Eadehlie Eadeh會面會面。。 網民供圖網民供圖 ■特朗普2020競選團隊的fb專頁貼出香港暴徒手持美國國旗的

圖片公然撐暴。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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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 中通社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
曉明。 中通社

張曉明指出，中央高度關注當前香港局勢，並
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研判和部署。香港正

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當前最急迫和壓倒一
切的任務，就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守護我
們的家園，阻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深淵。儘管特區政
府多次表示修例工作已徹底停止，但是香港反對派
和一些激進勢力繼續以“反修例”為幌子進行各種
激進抗爭活動，暴力化程度不斷升級，社會波及面
越來越廣，甚至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如果任由“暴”和“亂”持續下去，不僅會危及香
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而且會毀掉特區政府的
管治權威，毀掉香港的法治基石，毀掉香港的繁榮
穩定，毀掉“一國兩制”，廣大香港市民不會答
應，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我們正告各種“反中亂
港”勢力，切莫誤判形勢，把克制當軟弱，切莫低
估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統
一，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如
果香港局勢進一步惡化，出現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
制的動亂，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按照基本法規
定，中央有足夠多的辦法、足夠強大的力量迅速平
息可能出現的各種動亂。

張曉明：堅決追究違法犯罪法律責任
張曉明強調，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的行為絕對不能容忍。在近期的遊行示威和暴力活
動中，一些人鼓吹“港獨”，喊出“光復香港、時
代革命”的口號，包圍和衝擊中聯辦，肆意侮辱國
旗、國徽和區徽。這些行為嚴重挑戰“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正如香港不少人士所說，修例事件已經
變質，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習近平主席
曾明確宣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
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
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
絕不能允許的。”對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的違法犯罪活動，都必須堅決追究法律責任，包
括追究幕後策劃者、組織者和指揮者的刑事責任。

張曉明強調，挺特首、挺警隊是當前穩定香
港局勢的關鍵。行政長官是在香港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方針、執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是特區政
府管治團隊的核心。中央對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的工
作一直充分肯定，她上任以來秉承“志不求易、事
不避難”的原則積極作為，此刻又把個人榮辱拋在
一邊，頂住各種壓力，忍辱負重，恪盡職守，本身
就是對香港、對國家擔當的表現。中央對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百分之一百支持
的，也相信她有智慧、有能力應對好香港當前局
勢，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再出發、再前進。中央
對香港警隊的支持也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的。修
例風波發生以來，香港警方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
下，堅守崗位，無懼無畏，執法非常專業、克制，
無愧於世界上最優秀警隊的讚譽。警隊是維護香港

社會治安的支柱，也是守住社會穩定的最後一道
屏障，中央旗幟鮮明地支持警隊嚴正執法，果斷
執法，確保香港社會治安和市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

張曉明指出，雖然當前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
民意和訴求，但當前香港最大的民意是求穩定、
求安寧，盡快恢復社會正常秩序。香港不能再亂
下去了！這是廣大香港市民包括“沉默的大多
數”的共同心聲。對反對派提出的“五大訴
求”，特區政府並不是完全沒有回應。香港局勢
要出現轉機，不能靠向反對派妥協退讓，也不要
指望中央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而是要靠中央堅
定不移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力挺林
鄭月娥行政長官；要靠特區警隊和執法司法機關
嚴正執法、公正司法；要靠愛國愛港陣營團結一
致、堅決鬥爭；要靠廣大港人積極行動起來，敢
於向暴力說不，向踐踏法治的行為說不，以正壓
邪。

愛國愛港力量要發揮中流砥柱作用
張曉明希望，愛國愛港力量要發揮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作用。一直以來，愛國愛港陣
營都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繁榮穩定的基本依靠力量。在這場修例風波中，愛
國愛港力量無畏無懼、挺身而出，以各種方式紛紛
站到鬥爭的最前線，是維護法治、反對暴力、恢復
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中央對大家的表現高度讚
賞。目前香港局勢已經到了危急的時刻，我們每個
人都面臨着重要選擇：是捍衛“一國兩制”，還是
縱容一些人摧毀“一國兩制”；是守護香港，還是
眼睜睜地看着香港沉淪；是高舉法治和正義的旗
幟，還是向暴力和邪惡屈服。希望大家把一切個人
利益和恩怨放到一邊，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向前
看，用良知、正氣、行動守護香港，用我們的力量
匯聚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統一和香港繁榮穩定
的強大正能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包括
700多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目標
而不懈努力。

王志民：首要按中央要求穩控局勢
王志民在講話中指出，張曉明主任通報的中

央重要精神，正是大家一段時間以來期待聽到的
“權威聲音”。在鬥爭的關鍵時刻，中央的重要精
神極大增強了愛國愛港陣營的信心，提振了大家的
士氣，為我們繼續堅定團結守護香港、推動香港形
勢由亂向治指明了方向。

王志民指出，幾個月來，面對急劇變化的香
港局勢，愛國愛港陣營始終團結一致，總體保持整
齊的戰鬥隊型，以堅定的鬥爭精神和鬥爭意志頂住
種種壓力、克服許多困難，開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
工作。大家身體力行，全力支持和參與一系列守護
香港的正能量活動；積極發聲，堅定釋放“護法
治、反暴力”的最強音；集思廣益，為支持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建言獻策。這
些工作傳播了正義的聲音，弘揚了社會的正氣，喚
醒了更多的市民，聚集了愛國愛港正能量。中央對
此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

王志民指出，現在這場鬥爭已經是一場關乎
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保衛戰”，已經到了
退無可退的地步，“止暴制亂”已成為香港社會各
界最迫切最強烈的訴求，也是最廣泛共識。當前最
重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堅決“止暴制亂，穩控
局勢”。希望大家繼續堅定不移地挺特首、挺政

府，堅決維護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首要的就是在
當前非常時期，必須堅定不移地與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同心同向、“行埋一齊”，必須徹底擊碎反對
派的謠言和幻想。挺行政長官挺特區政府，要真
挺、包容地挺，少些指責、怪責，多些理解、扶
持，真正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香港再出
發、再前進。希望大家繼續堅定支持警隊果斷嚴正
執法，堅決維護香港社會的和諧安寧。大家一定要
挺身而出、積極發聲、勇敢行動，共同發出維護法
治、抵制暴力的洪亮聲音，為警隊堅定果斷制止暴
力創造良好氛圍，早日驅散陰霾，還香港一個風清
氣正的美好明天。希望大家積極行動起來，全力組
織和參與改善社會氛圍、提升社會正能量的各類活
動。愛國愛港陣營舉辦的“6．30”“7．20”兩場
大型集會充分證明，香港不是沒有正氣，關鍵是要
通過一場又一場的集氣活動，把正氣和力量充分激
發出來、展示出來。香港社會各界將舉辦“守護香
港”系列活動和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活
動，希望大家積極參與，把愛國愛港陣營的聲勢提
振起來、聚集起來，讓香港社會恢復理性、重回安
寧。希望大家堅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做深做實做好
青年工作。愛國愛港各界人士都應當行動起來，把
絕大多數參加遊行示威的青年學生與極端暴力分子
區別開來，引導他們客觀理性認識當前局勢，防止
被反對勢力利用、裹挾。愛國愛港的青年團體都應
當行動起來，不僅在朋輩中廣泛傳播正能量，而且
向社會發出好聲音。

盡己所能為時局好轉創造有利條件
王志民指出，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會見香港

各界代表人士時談到的“四個帶頭”，不僅是對大
家能力的尊重和肯定，更是對大家的一份諄諄囑
託、一份深切期許。儘管當前香港局勢嚴峻複雜甚
至險惡，但我們堅信，在香港街頭暴力不斷升級、
“黑色恐怖”蔓延的時刻，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帶頭挺身而出，率先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維護法
治；在香港歪理橫行所造成的“寒蟬效應”面前，
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帶頭打破“萬馬齊喑”的可
怕沉默，率先發出正義強音；當一些人還在選擇猶
豫、觀望、抱怨甚至投機的時候，一定會有越來越
多的人帶頭率先行動起來，盡己所能為時局好轉創
造有利時機和條件。相信大家一定會帶好頭，把張
曉明主任傳遞的中央重要精神帶回香港，為香港社
會攜手解決問題創造更大空間、凝聚更強力量；一
定會與特區政府和警隊一起，止暴制亂，共同穩住
香港局勢，齊心協力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
穩致遠。

港澳辦中聯辦舉行座談會 張曉明：中央有足夠辦法力量速平亂 王志民：堅定支持特首警隊

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 壓倒一切急迫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 8月7日，國務院港澳辦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在深圳共同舉辦

香港局勢座談會。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通報了中央關於穩定香港當前局勢的重

要精神，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就落實中央精神提出希望。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省級政協常委，香港主要愛國愛港政團社團領袖，有關青年

團體、教育團體、專業團體負責人，駐港中資企業負責人等550餘人參加會議。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7日向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傳達了中央一系列重要
精神，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首要
任務，強調絕對不能容忍挑戰“一國兩
制”原則底線的行為等。香港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亦就落實中央精神提出4點希
望。多名出席座談會的人士指出，如果
大家希望香港回復秩序和法治，就要支
持現任的政府和特首有效施政，及支持
警隊盡快平息騷亂，呼籲市民向暴力及
暴徒說不，否則若暴力繼續升級，香港
或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最後埋單的
是大家。

譚耀宗：港若現動亂 中央定介入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香港目前

情況非常危險、是一個很嚴峻的時候，雖
然張曉明並未直接提到中央會否出動駐港
解放軍制止暴力行為，但他引述了已故國
家領導人鄧小平在1984年及1987年的講
話內容，並直言鄧小平甚有遠見，當時已
指出，“如果香港出現動亂，中央一定會
介入。”

譚惠珠：警方執法時市民勿“觀戰”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

示，如果大家希望香港回復秩序和法治，
就要支持現屆特區政府和特首有效施政，
及支持警隊盡快平息騷亂。事實上，港人
最大渴求就是社會安寧及有秩序，回復正
常生活，呼籲香港市民“向暴力及暴徒說
不”，在警方執法時勿“觀戰”。

梁愛詩：破壞“一國兩制”中央必“出手”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香港特

區政府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強調，破壞
“一國兩制”，中央一定會“出手”，中
央不出手，是因為中央對特區政府和警隊
處理現在的危機有充分信心。同時，張主
任解釋了為什麼示威者提出的所謂“五大
訴求”沒有得到回應，其實特區政府已經
合理回應了，她希望市民明辨是非。

■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李望賢、胡永愛、毛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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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月月2020日日，，3030多萬香港市民參加多萬香港市民參加““守守
護香港護香港””集會集會，，表達表達““反暴力反暴力、、撐警隊撐警隊、、
護法治護法治、、保安寧保安寧””的共同心願的共同心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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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黃茅海通道擬明年開工
起點珠海高欄港 終點台山斗山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7日從
中國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獲悉，嫦
娥四號着陸器和“玉兔二號”巡視器完成第八
月晝（1月晝約等於地球14天）工作，按計劃
相繼完成月夜設置，“玉兔二號”巡視器累計
在月球背面行駛里程達到271米。

7日17時，嫦娥四號着陸器按地面指令
完成模式設置，進入第八月夜。17時50分，
“玉兔二號”巡視器已進入月夜休眠。

在第八月晝，嫦娥四號着陸器工況正
常，地面接收數據正常。期間，月球中子及
輻射劑量探測儀、低頻射電譜儀等按計劃繼
續開展科學探測任務。“玉兔二號”巡視器
在此期間按既定路線繼續移動，完成對目標
點的科學探測任務，紅外光譜儀、全景相
機、中性原子探測儀、測月雷達獲取了大量
科學探測數據。

嫦娥四號工程地面應用系統已於8月初向
科學研究核心團隊發佈第七批科學探測數據。
後續，地面科研人員將對獲取的科學探測數據
進行專業處理和分析研究。

嫦四“玉兔二號”
進入第八月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山東省青島市
中級人民法院7日一審公
開開庭審理了江蘇省人民
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
繆瑞林受賄一案。

青島市人民檢察院
指控：2005年至2016年，被告人繆瑞林利
用擔任宿遷市副市長、市長、宿遷市委書
記、江蘇省副省長、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職
務上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項目
審批、工程項目承攬、親屬工作調動等事項
上提供幫助，直接或者通過其近親屬非法收
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720萬餘元。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被
告人繆瑞林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
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發表了辯論意見，繆
瑞林進行了最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及社會各界
群眾近40人旁聽了庭審。

庭審最後，法庭宣佈休庭，擇期宣判。

受賄逾700萬
江蘇原副省長繆瑞林悔罪

黃茅海跨海通道項目起點位於廣
東省珠海市高欄港區，東接珠

海鶴高高速公路，向西跨越黃茅海水
域，終點位於台山市斗山鎮，對接新
台高速並與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相交。

突破珠西交通格局
根據此前公告，黃茅海項目為雙

向六車道高速公路，設計速度100公
里/小時；建設期為4年，預計2024
年底竣工通車。公告明確了黃茅海跨
海通道的具體走向。項目路線全長30
公里，跨海段長度14公里，斜拉橋2
座，隧道2座，互通式立交橋4座，
採用雙向六車道高速公用技術標準，
總投資約138.4億元人民幣。

據了解，黃茅海大橋是打通珠西

交通格局的一個突破口。黃茅海大橋
與西部沿海、瀋海高速和規劃建設的
斗恩高速、開春高速、陽春至信宜高
速公路相接後，能夠構築起粵港澳大
灣區南部沿海與粵西、廣西及大西南
等地區聯繫的快速通道。

推進灣區互聯互通
另外，大橋將拉近江門等地與珠海

的距離，黃茅海跨海通道建成通車後，
將與已通車的港珠澳大橋、虎門大橋、
黃埔大橋、南沙大橋，建設中的深中通
道，以及正在進行前期籌建的蓮花山過
江通道等，共同組成粵港澳大灣區重要
跨江通道。

按照規劃，黃茅海通道東連港珠
澳大橋，西接西部沿海高速，向西呈

發散狀輻射開平、台山、恩平、陽春
等地，建成後將形成香港—珠海—江
門—粵西大通道。預計澳門至江門廣
海灣縮短里程18公里，珠海高欄港經
濟區至江門廣海灣縮短里程30公里。

黃茅海通道建成後，將實現大
灣區經濟發展向粵西和沿海地區輻

射，打造新的增長極，對有效促進
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業集聚，強
化珠海橫琴自貿片區、高欄港和江
門大廣海灣經濟區的聯動發展具有
積極的推動作用，充分發揮港珠澳
大橋的功能，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基
礎設施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廣州日報》報道，廣東省交

通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東交通集團）7日發佈消息稱，黃

茅海跨海通道工程勘察設計合同已在廣州簽約，標誌着《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後的第一項跨海通道工程已進入

勘察設計階段，計劃於2020年上半年開工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官方發文促進技工院校招生工
作，提出今年全國技師學院力爭擴招
20萬人。

記者7日從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獲悉，該部近日印發《關於做
好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進一步指導
各地做好技工院校招生工作。

《意見》指出，要全面貫徹落實
《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和

《職業技能提升行動方案》，通過採
取擴大招生規模、加強規範管理、強
化工作保障等方式，確保全國技工院
校學制教育招生人數穩定在120萬人
以上，2019年全國技師學院力爭擴招
20萬人，非全日制招生實現普遍增
長。鼓勵技工院校積極參與職業技能
提升行動。

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
人社部職業能力建設司負責人表

示，近年來，中國就業的結構性矛盾
日益凸顯，技能人才特別是高技能人
才數量短缺。為緩解就業的結構性矛
盾，加大技能人才培養力度，國家大
力發展職業教育。

為進一步擴大招生規模，《意
見》提出四方面舉措。要統籌招生工
作，落實各省份技工院校招生計劃，
各地要指導技工院校全力做好全日
制、非全日制和職業培訓等不同類型
招生工作，充分調動各類技工院校積

極性和主動性；要擴大招生對象，積
極面向各類群體廣泛開展招生工作，
放寬招生年齡限制，破除報考障礙，
實現應招盡招；要採取多種招生方
式，指導技工院校拓寬招生渠道，根
據不同群體特點採取社會招生、扶貧
招生等多種招生方式；要做好職業培
訓招生，指導技工院校積極參與職業
技能提升行動，承擔各類政府補貼性
培訓和企業職工培訓任務，全面推行
企業新型學徒制。

人社部：全國技師學院今年力爭擴招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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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匯儲備7月底餘額為3.1037萬億美元，比6月末下
降155億美元。同時，人行連續8個月增持黃金。 中新社

國際金融市場上，受全球貿易局勢、
主要國家央行貨幣政策、英國脫歐

前景、地緣政治因素等影響，主要貨幣
相對美元匯率均有所下跌，全球債券指
數有所上漲。7月主要儲備貨幣中的歐
元、日圓和英鎊兌美元分別貶值2.59%、
0.79%和 4.22%；受歐元、英鎊大跌影
響，加上美聯儲對後續貨幣政策的模糊
態度，美元指數上漲2.46%至98上方。
路透以此測算，匯率波動造成外匯儲備
估值大約減少240億美元，意味着7月因
資金流入或者投資增值等導致外匯儲備
增加大概在85億美元左右。而上月增加
規模約為57億美元。

面臨外部不確定性增大
華泰證券宏觀分析師李超估算，7月

由於匯率波動造成外匯儲備估值減少超
過200億美元，資金流入等導致外儲增加
50億美元以上。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

分析師劉健也指，主要原因是匯率估值
因素的負面影響，不過全月跨境資金流
動依然保持相對穩定。

8月初美聯儲如期降息，但隨後美國
再度升級貿易戰，並宣佈將中國列為匯
率操縱國，人民幣貶破7元關口，中國面
臨的外部不確定性增大，或對未來幾個
月跨境資金流動帶來負面擾動。不過，
美聯儲9月降息的預期也在上升，美元或
很難持續強勢。

劉健認為，美聯儲降息預期壓制
下，美指上漲可能受限，匯率估值因素
對外儲的負面影響將明顯減弱，預計8月
外儲可能小降。

人幣不具大幅走弱基礎
王春英稱，中國跨境資金流動保持

穩定，境內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外
匯儲備規模月度變化屬於正常波動，總
體保持穩定。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持續

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實體經濟部門和
金融市場韌性強、潛力大，有能力應對
外部衝擊，並繼續推進全方位改革開
放，這將為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提供支撐。

近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破7，對於未
來外匯儲備和國際收支形勢，興業證券
首席宏觀分析師王涵表達，人行似乎並
無連續大幅貶值的政策意圖，人民幣價
值不具備大幅走弱的基本面基礎，尤其
人民幣資產投資回報率在全球仍處於相
對較高水平，外資持續流入，對人民幣
匯率是重要支撐。

人行連8月增黃金儲備
此外，7月末官方儲備資產中黃金儲

備為888.8億美元，環比增加16.1億美
元；以盎司計，7月末黃金儲備為6,226
萬盎司，較6月末增加32萬盎司，為連
續第8個月增加。

7月外儲減少155億美元
跌幅9個月最大 外管局：屬正常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中國人民銀行7日發佈數據顯示，7月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為3.1037萬

億美元，比6月末下降155億美元，結束兩連升並創近9個月最大單月降幅。有分析指，外儲變動當中估

值因素擾動明顯，料整體規模穩定；不過中美貿易戰升級，加上人民幣貶值，或對資金流動有一定影響。

國家外管局發言人王春英表示，7月中國外匯市場運行保持平穩，外匯儲備規模月度變化屬於正常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人民幣自“破7”以來表現持
續波動，官方7日 開出的中間價
報6.9996，較上個交易日下調313
點子，再創逾11年以來新低。離
岸價CNH 7日 再度受壓，一度低
見6.0841，較上個交易日再跌逾
270點子。

而在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
縱國後，多間大行先後下調人民
幣預測，但大多認為有關舉動對
中國影響不大。

官方公佈中間價後，離岸價
CNH 7日 早市一度大跌近300點
子見7.0841，其後徘徊在7.06水
平。在岸價CNY 7日 表現亦偏
軟，在早市一度低見7.0527，較
上個交易日下跌逾260點子。截至
7日 晚7時半，離岸價CNH及在
岸 價 CNY 分 別 報 7.0807 及
7.0458，較上個交易日分別下跌逾
230點子及逾190點子。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
表示，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
國，對中國市場或經濟帶來的即
時影響有限，僅象徵美方立場漸

趨强硬，她相信在此情況下，即
使美國白宮經濟顧問表示仍然預
計中美代表將於9月在美進行下一
輪談判，貿易戰風險也未必輕易
降溫。

李若凡認為人行近期釋放維
穩貨幣的訊號，包括人行表示中
國始終堅持不搞競爭性貶值，也
不會將匯率作為工具來應對貿易
爭端，加上人行連續兩天將中間
價定在7算下方， 這些維穩貨幣
的訊號將稍微減輕市場對中美貨
幣戰的擔憂，不過相信短期內貿
易戰的發展仍將主導市場波動。

有交易員則認為，市場繼續
消化中美貿易戰升級帶來的衝
擊，因此7日 早盤人民幣雖見調
整，但跌勢趨緩，市場亦未見恐
慌，短期料人民幣將維持在7.05
附近寬幅波動。

有交易員亦認為，人民幣中
間價 7日 表現基本符合定價機
制，也反應了監管維穩態度，後
續需重點關注接下來中間價的定
價水平，以尋找監管對後續匯率
走向取態的線索。

人
幣
中
間
價
再
下
調
313
點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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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父親節，卻逢利奇馬強颱來
襲，在台鐵有一群 「父親」無法回家與子女
過節，須徹夜輪班守護鐵道。進入台鐵已38
年的台鐵電務處副處長黃民全，三代都是台
鐵人，兒子也考上台鐵傳承衣缽，因颱風威
脅，父親節這一夜，黃民全得徹夜輪值，堅
守崗位，不能常與家人過節，也成了台鐵人
的宿命，台鐵局長張政源今也在父親節這天
致贈給台鐵242對父子和父女檔禮物，要讓
常在家中缺席的台鐵人有個不一樣的父親節
。

利奇馬颱風來襲，台鐵局成立局應變小
組及台北、宜蘭、花蓮區應變小組，共有運
、工、機、電、調度所、營運安全處、秘書
室及氣象局等40位同仁值班，24小時輪班待
命，隨時監控應變，將天然災害的危機，適
時降到最低；台鐵局長張政源今也至應變小
組對值班人員打氣，並提醒雖部份地區回報
尚無較大風雨，但入夜後風雨會加大，因今
早有地震，要注意複合式災情，尤其是路線
邊坡巡查，要作好風險管理及安全。

而這些颱風夜得輪班待命的台鐵人中，
有不少人身為人父，張政源特別準備便當及
豆花甜點，與值班同仁共進晚餐，讓這些不
能回家的值班人員，過一個不一樣的父親節
。其中徹夜輪班的台鐵電務處副處長黃民全

，在台鐵已服務38年，這次輪值局應變中心
遇到父親節，雖抱憾缺席與家人的團聚，但
令他感動的是，收到了張政源給242對父子(
女)檔禮物，因為他的兒子現在花蓮機務段服
務，讓他有個印象深刻、溫暖又特殊的父親
節。

對剛接任台鐵局電務處副處長的黃民全
來說，今天因利奇馬颱風來襲，必須輪值局
應變中心，卻遇到父親節，每年父親節，他
的三名孩子都會安排在節日前後的星期假日
聚餐，這次因為颱風來襲而在應變中心值班
，只能用line將收到的禮物po給家人分享，
引起在地方政府服務的二女兒羨慕，直說台
鐵很溫馨。

44年次的黃副處長，已服務台鐵38年了
，還有一年半就要屆齡退休，但令他心慰的
是，他的兒子在他的鼓勵下，從高應大機械
系畢業後，也參加鐵路特考，現在花蓮機務
段機電股服務，加上黃民全岳父也是從台鐵
彰化調度所退休，三代都是台鐵人，讓他感
受到台鐵大家庭的溫暖。他說，台鐵現在爭
取同仁要比照公務人員有結婚、生育、子女
教育及喪葬補助費，只待行政院核定即可辦
理，相信對年輕的一代，會有更多的待遇，
更好的未來。

不一樣的父親節！三代都是台鐵人

颱風夜守護鐵道

（中央社）今年第9號利奇馬颱風早上增強為強烈颱風，已
發佈陸警。氣象局指出，23時中心來到台北東方約330公里海面
上，速度稍稍增加為每小時19公里，向西北移動，7級風暴風半
徑280公里，中心風速每秒53公尺。氣象局預報中心課長羅雅尹
說，利奇馬的暴風圈將在深夜接觸台灣陸地。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兼任副教授吳德榮根據中央氣象局雷達
回波合成圖指出，利奇馬已經有 「雙眼牆」的結構，會延緩減弱
，在接近台灣北部海面的過程中，勉強維持其強度；另外， 「外
眼牆」會導引 「內眼牆」，讓颱風走得搖搖晃晃。這類颱風不容
易預報，對台灣來說，晃過來一點災害就大、晃過去一點災害就
小，所以防災不能鬆懈，要加強戒備。

根據氣象局最新資料，目前一共有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市、宜蘭縣、花蓮縣、連江
縣共11縣市納入陸上警戒區，隨著颱風接近，影響將逐漸增強
。

羅雅尹說，颱風已經進入台灣東半部近海，將朝西北進入台
灣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影響最顯著。羅表示，北部將
有10至11級陣風，中、南部沿海9至10級陣風；降雨主要在北
台灣，以雪山山脈一帶最多，中南部山區也會快速增加。

羅雅尹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24小時之內，台灣西半部、
東北部地區，以及宜蘭、花蓮山區都會下雨，其中台中以北、宜
花山區可能有大豪雨，花蓮、台東雨勢相對小，但台東南部地勢
較低，可能會颳強風。氣象局預測大豪雨警戒縣市包括新北、桃
園、新竹縣、苗栗、台中、宜蘭。由於今天才發生過地震，大家
要留意山區土石鬆動。

受到利奇馬影響，蘭嶼、彭佳嶼已出現10級強陣風，台中
梧棲也有9級強陣風，另新竹以北與花東也有6到7級強陣風；
氣象局指出，今晚起中部沿海有9至10級強陣風，明天起南部沿

海也可能有9至10級強陣風。
氣象局14時15分針對北北基等17縣市發布豪大雨特報，17

時35分增為18縣市，其中基隆、新北、桃園、竹縣、台南、高
雄、屏東、宜蘭、台東9縣市為豪雨特報。氣象局指颱風外圍環
流影響及午後對流發展旺盛，易有短時強降雨，今天台南、台東
、新北、宜蘭地區及桃園、新竹、高雄、屏東山區有局部大雨或
豪雨，苗栗以北、南投、嘉義、高雄、屏東地區及中部山區、花
蓮山區可能有局部大雨，請注意瞬間大雨及雷擊，山區請注意坍
方、落石及溪水暴漲。。

台北市政府宣布今晚正常上班課，明天台北市、新北市、基
隆市停班停課。

羅雅尹指出，利奇馬未來將朝東北部海面接近，受其影響，
今天白天北部、東北部將有間歇性短暫雨，雨勢越晚越明顯，其
他縣市則有局部性降雨，午後山區雨勢較為明顯，氣象局已針對
北北基宜等12縣市發布豪大雨特報，請民眾做好防颱準備。羅
雅尹說，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颱風最接近的時候，明天白天颱
風走到台灣北部海面上，北台灣和中南部山區降雨都會快速增加
。

羅雅尹分析，強颱利奇馬再增強空間有限，估計將維持強颱
的強度影響台灣，利奇馬可能順著低壓環流與高壓導引，通過台
灣東北部與北部海面後再北上，明天下半天在北部海面北轉時，
速度會略微減慢，而移動過程中導引氣流些微會影響距離台灣陸
地遠近，屆時是否略有變化也請民眾多注意；今清晨發生6.0地
震造成山區土石鬆動，接著颱風帶來連續降雨，可能會導致山區
出現坍塌或落石，請山區民眾特別注意。

羅雅尹強調，今晚到明天一整天是利奇馬影響最劇烈時刻，
預計暴風圈明天凌晨觸陸（亦即午夜即可能觸陸），北台灣首當
其衝，要嚴防強風豪雨，西半部及東北部估有豪雨以上等級降雨

，中南部雨勢也會明顯增強，尤其是中南部山區；預計周六颱風
逐漸遠離，北台灣周六白天起雨勢逐漸趨緩，但中南部因為受到
西南風影響，仍將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機率，請民眾要注意。

天氣風險公司總經理彭啟明一早也在臉書發文表示，利奇馬
颱風速度忽快忽慢，時而偏西時而偏北，這是一個大低壓帶中內
含低壓的特徵，接近台灣的時候，也要留意受到地形的干擾，也
有可能時快時慢的變化。過去12小時中也快速成長整合，颱風
眼清晰可見，預計接近台灣時應是颱風最強的時候。依氣象局發
布的颱風路徑，220或250公里的暴風圈將會在周五凌晨時碰觸
陸地，要到周五晚上才會逐步脫離，新竹以北到基隆，花蓮北端
到宜蘭，都有機會涵蓋到颱風暴風半徑的陸上警報的警戒區，在
這些區域都要提高警覺。

至於風雨狀況，彭啟明判斷今天北部及東北部就會逐漸感受
到風雨逐步加大，這是外圍環流影響，到周五凌晨，颱風暴風圈
開始碰觸陸地，東北部及北部會相當有感；由於預測上明天上午
颱風離台灣東北角最近約100至200公里，台灣不至於被最強的
颱風10級暴風圈碰觸，但7級暴風半徑也是相當有威力的，預期
會帶來顯著的降雨及風勢。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兼任副教授吳德榮今天接受《蘋果新聞
網》訪問時指出，利奇馬以強颱威力很穩定朝西北移動，首當其
衝的北台灣要特別注意強風，雨量當然還是桃竹苗山區，由於今
天清晨地震導致山區土石鬆動，在颱風帶來降雨影響下，山區更
容易出現崩塌、土石流狀況，這部分要特別提高警覺；他也提醒
，未來仍要注意利奇馬移動過程中的小變化，包括比較朝台灣靠
近或再遠離一點北上，小變化可能就對台灣風雨狀況產生影響，
故要持續觀察。

利奇馬暴風圈深夜觸陸 台中以北11縣市警戒

（中央社）在中央山脈與雪山
山脈間的福壽山農場，有絕佳的觀
星環境，今年暑假8月9~14日特別
舉辦 「夏戀星空」導覽活動，來到
農場的遊客，都可以免費參加，不
僅避暑更讓人愛上夏天的星空。

福壽山農場場長巫嘉昌說，農
場標高 2200-2600 公尺，夏夜的銀
河 浪漫的七夕愛情故事 高山因為乾
淨的空氣，所以有透澈的天空，加
上光害比平地還要少，所以晚上的
星空相當美麗，而夏天最讓人驚豔
的，就是掛在天空中的銀河，在高

山農場往往吃完飯後，走出戶外抬
頭便可以欣賞美到讓人屏息的銀河
星空，在銀河兩端最閃耀的莫過於
牛郎星與織女星，七夕這一天晚上
在農場可以看到織女星與牛郎星從
合歡山緩緩升起，遊客可以一邊聽
著導覽老師述說它們的愛情故事，
一邊看著浩瀚星空銀河，更能融入
這千古流傳的浪漫愛情。

副場長陳靖儒也說，夏季午後
高山也常有陣雨，雖然大都晚上會
放晴，但如果真的遇到天氣不好，
沒辦法看到星空真的會很掃興，沒

關係!農場特別準備VR眼鏡，讓遊
客在觀星老師的帶領下，透過科技
享受 360 度的星空體驗。八月天文
重頭戲 英仙座流星雨 於8月9~14日
英仙座流星雨最大值期間，農場當
然也安排了星空導覽，預估每小時
可達 110 顆的流星，還不趕快把願
望清單列出來，見一顆流星喊一個
願望，想要觀測這驚人流星量，就
別錯過福壽山農場 「夏戀星空」星
空導覽。

暑假觀星賞銀河系福壽山農場免費導覽



AA1111台灣日報
星期五 2019年8月9日 Friday, August 9, 2019

（中央社）唐氏症基金會每年中秋節前夕
，都會推出中秋商品禮盒，其中全新的 「映月
三喜禮盒」，以亮銀色的月兔奔月圖示為主，
內容包含蛋黃酥、芋泥酥及三款廣式月餅。唐
氏症基金會表示，唐寶寶親手包裝的禮盒也許
沒有華麗外型，但絕對嚴格把關食物品質，但
受到大環境影響，銷售訂單不如預期，呼籲民
眾加入送愛義賣活動，選購禮盒再多訂一份並
透過基金會轉送至全台唐氏症及心智障礙者、
中低收或近貧身心障礙及非身心障礙家庭的手
中。

唐氏症基金會今舉辦 「2019中秋送愛送團
圓-柚甜 餅香愛滿唐」記者會，邀請藝人郭書
瑤(瑤瑤)擔任公益大使，現場並首播廣告影片，
瑤瑤分享自己與這些大孩子們拍攝時的故事，
字字句句流露對這群孩子關愛。

唐氏症基金會董事長林正俠表示，基金會
目前全台共有3間庇護工場以及9間小型作業所
，提供唐氏症及心智障礙孩子們工作、訓練的
場域。唐氏症青年雖然在反應、動作、理解能
力上較一般人略顯遲緩，但只要用對方式教導
，不僅能擁有執行與完成工作的能力，也具有

極高工作穩定度。
林正俠替出，由於近年受到大環境影響銷

售情況，中秋禮盒訂單不如預期，也許唐寶寶
親手包裝的禮盒沒有最華麗的外型，但對食物
的品質絕對嚴格把關，懇請社會大眾用行動支
持多給認真又努力的唐寶寶機會。

唐氏基金會今年中秋商品禮盒，預購期限
至9月6日止，包括全新的 「映月三喜禮盒」，
「九星拱月造型月餅禮盒」則是內含3款特色月

餅，最吸睛的莫過於柚子造型的 「柚香蜂蜜」
月餅，精選韓國柚子醬的特調漬醬，酸甜爽口
；做成可愛月兔造型的 「烏豆沙」月餅，外皮
酥軟，餡料香郁甜而不膩。

為支持高雄在地服務並創造中高齡就業機
會，唐氏症基金會特別推出限量 「蘇式綠豆椪
禮盒」以及在地嚴選 「百年風味禮盒」幫助在
地弱勢。今年唐氏症基金會首度與高鐵異業合
作，只要搭乘商務旅客即可免費索取由唐寶寶
親手製作的手工餅乾。

另外唐氏症基金會2014年起舉辦送愛義賣
活動，今年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再次拋轉引玉支持，率先認購價值約20萬元

共500盒中秋禮盒分享給經濟困難的唐寶寶及特
教生、心智障礙者家庭也能享有佳節應景的祝

福。中秋禮盒訂購專線：02-2278-9321。

唐寶寶親手包裝中秋禮盒
呼籲民眾加入送愛義賣

（中央社）利奇馬颱風逐漸逼近台灣東北部，國軍宜蘭災防
區8日下午依據地方需求，派遣兵力至利澤簡海灘裝填1千個沙
包供民眾使用；弟兄姐妹們訓練有素，同心協力在短時間內完成
裝填、捆袋，並載運至五結鄉公所，協助民眾守護家園。

今天清晨5時28分，台灣東部海域發生規模6.0有感地震，
政府在第一時間發出國家級警報提示，而國防部立即成立災害應
變中心，由總長沈一鳴上將進駐統籌指揮，各作戰區已完成整備
，並與地方政府完成通聯，隨時投入災害救援，截至目前為止，
並沒有地方政府向國軍提出地震災害救援的申請。

另外，根據中央氣象局顯示，今年第九號颱風利奇馬，持續
朝台灣東北方逼近，為提前因應颱風可能帶來的威脅，海軍蘇澳
後勤支援指揮部秉持超前部署、預置兵力及隨時防救原則，上午
完成救災預置兵力布署事宜。派遣聯絡官等7員進駐蘇澳鎮活動

中心；原鄉部落南澳高中36員救災兵力待命；所屬基勤中隊也
投入救災機具5KW發電機4部、P100抽水機4台、中型戰術輪車
1部煩、1.75噸小貨卡1輛及官兵10員完成救災兵力編組；另乾
塢營區也駐紮AAV7兩棲登陸突擊車2輛、兩棲突擊橡皮艇2艘
及登陸戰車大隊官兵6員等，均作好準備，隨時掌握災情訊息，
迅速投入救災任務，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無虞。

國防部表示，國軍目前待命兵力3萬3千餘人、各類車輛機
具4千2百餘部，陸軍航特部及海軍陸戰隊亦完成特戰小組預置
兵力派遣規劃；另於林口下湖西營區、蘇澳中正基地各預置
AAV7兩棲突擊車2輛、膠舟2艘，以及海軍左營火牛營區40輛
AAV7兩棲突擊車均已完成整備，可立即投入執行災防任務。

陸軍6軍團為確保烏來地區在豪大雨的強颱襲擊下，仍能保
持通訊正常，因此特別出動中科院所研發的 「行動衛星通信車」

，由於其車頂載有一部碟型天線，具有行動衛星通信能力，因此
國軍在執行緊急任務時，即可透過車上的碟型天線，進行衛星構
聯，提供視訊、語音及數據訊號傳輸，具有指揮管制、影像及情
資傳遞等功能，可在作戰或救災指揮時，達到 「聽得到」、 「看
得到」與 「指揮得到」目標。

陸軍6軍團強調，目前待命兵力計9263員，車輛機具18類1,
538輛(部)，膠舟16艘皆已完成整備，6軍團指出，今日宜蘭災防
區分於大同鄉、五結鄉、礁溪鄉、壯圍鄉及蘇澳鎮，派遣預置兵
力149員，車輛機具4類13輛（部），膠舟2艘；台北災防區於
烏來區，派遣預置兵力56員，車輛機具7類12輛（部），期於
第一時間能迅速投入執行災害防救工作。

強颱來襲 國軍3.3萬人完成災防整備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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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地區休士頓地區20192019年夏季華文教師年夏季華文教師
研習會圓滿成功研習會圓滿成功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華
語教師陳立芬及楊曉菁女士語教師陳立芬及楊曉菁女士22位學有位學有

專精的講座前來休士頓授課專精的講座前來休士頓授課。。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左三左三）、）、戴戴
壽美壽美（（右四右四））等教師們與講師陳立芬等教師們與講師陳立芬（（左二左二）、）、

楊曉菁楊曉菁（（左四左四））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戴壽美教師戴壽美教師（（左一左一）、）、慈濟人文學校陳菊貞前慈濟人文學校陳菊貞前
校長校長（（左三左三）、）、嚴沛緹校長嚴沛緹校長（（右三右三））與講師楊與講師楊

曉菁曉菁（（右二右二））等合影等合影。。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左七左七），），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右五右五），），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右四右四
），），講師楊曉菁講師楊曉菁（（左五左五）、）、陳立芬陳立芬（（右六右六），），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校長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校長
（（左六左六），），張心薇校長張心薇校長（（右三右三）、）、陸惠萍校長陸惠萍校長（（右二右二）、）、張景華校長張景華校長（（左三左三）、）、嚴沛嚴沛
緹校長緹校長（（左四左四））及老師們於及老師們於88月月44日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研習會結業式合影日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研習會結業式合影。。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右一右一））
代表僑委會頒發結業證書給代表僑委會頒發結業證書給慈濟人文學校嚴慈濟人文學校嚴
沛緹校長沛緹校長（（右二右二），），王美華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僑務促進委員

（（左一左一））見證見證。。

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左一左一））主持主持，，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主任陳奕芳（（右一右一））代表僑委會頒發結業證書代表僑委會頒發結業證書
給文化中心中文學校莊芳齡校長給文化中心中文學校莊芳齡校長（（右二右二）。）。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莊芳齡
（（左一左一））及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右右
二二））贈送感謝卡給講師楊曉菁贈送感謝卡給講師楊曉菁（（左二左二

）、）、陳立芬陳立芬（（右一右一））後合影後合影。。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感謝老師們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感謝老師們
為中文教學的努力與付出為中文教學的努力與付出，，勉勵老師勉勵老師
們繼續為海外中文教育未來邁進們繼續為海外中文教育未來邁進。。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於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於88月月22日至日至44日日
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行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行 「「20192019年夏季教年夏季教
師研習會師研習會」」 ，，計有來自休士頓計有來自休士頓、、糖城及糖城及
奧斯汀等地近奧斯汀等地近8080位華文教師踴躍參加位華文教師踴躍參加。。

瀚林中文學校校長張心薇瀚林中文學校校長張心薇（（左左）、）、休休
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文化中心中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文化中心中
文學校校長莊芳齡文學校校長莊芳齡（（右右））為為 「「20192019年年

夏季教師研習會夏季教師研習會」」 貢獻心力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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