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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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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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敦高速公路
汽車相撞槍擊事件

黑人男性被害機率
超白人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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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8月14日，全球國債的“紀錄日”，也是全球股市的又一“股
災日”。

在這一天，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國債都出現了飆漲行情。
8月14日，美國國債收益率集體殺跌，這也意味著資金在涌向這個相對安全

的避風港。美國2年期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曲線自2007年來首次出現倒掛，美國
3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至紀錄新低2.0813%。
與此同時，在三月下旬就已經開始倒掛的3
個月國債與10年期國債仍在持續。

國債狂歡並非好事，特別是“短、長期
限國債倒掛”更是被業界視為經典的衰退信
號。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3個月與十年
期國債已經持續倒掛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新
近加入的又有兩年期與十年期國債倒掛。英
國同樣也出現了金融危機之後的倒掛。越來
越多的“倒掛”表明，經濟衰退並不是“狼
來了”的謊言，而是正在真實地發生。

據研究機構統計，國債期限倒掛在大部
分情況之下都會發生經濟衰退。1989年、
2000年和2007年，皆出現過倒掛，而1990
年和2001年都出現了經濟衰退的情況，2008
年更是出現了金融危機。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信號已經再明顯不過了。

美股跌幅加大 衰退指標亮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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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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扯鈴還扯！今年3月紐西蘭
基督城發生血腥屠殺，澳洲籍槍手塔蘭特闖入2
座清真寺，朝正在禱告的穆斯林掃射，共奪走51
條人命。他目前正等待審判，但因紐國准許囚犯
寄信，塔倫特從獄中寫信給一位遠在俄羅斯的鐵
粉 「艾倫」 ，甚至發出戰鬥號令，艾倫把這封長
6頁、以鉛筆手寫的信件上傳極端右翼網路論壇
4chan，紐西蘭輿論大譁，獄政最高官員出面道
歉。

塔蘭特這封7月4日發出的信件，內容平淡
無奇，主要討論他2015年在俄羅斯的1個月旅行

。但信中也警告，一場 「重大衝突」 即將到來，
而用語可能會被解讀為發出戰鬥令。他也感謝
「艾倫」 寄郵票給他，這兩張郵票，堪稱他灰色

牢房中唯一有色彩的東西，他得把它藏起來不要
讓獄卒發現。

紐國矯正部長戴維斯在聲明中表示，他認為
獄政系統不應該放行塔蘭特寄信， 「這類事不能
再發生。」 他解釋，紐國所有囚犯都有權收信寄
信，不過獄政系統應該要攔截塔蘭特意圖寄出或
收到的信件， 「我們從沒管理過這類囚犯」 ，表
示將與相關單位討論，以調整改變規定。

紐西蘭51死恐攻嫌犯大剌剌寄信給鐵粉 放話大衝突將至

（綜合報導）反《逃犯條例》示威者13日
晚於機場再次集會，與警方爆發衝突後陸續散去
，機場已於14日早恢復運作。香港機管局表示
，14日將繼續實施航班重新編配，航班升降將受
影響，據港媒指出14日仍約有90班航取消。

綜合香港星島日報及美國有線新聞網報導，
14日淩晨3時左右示威者所剩無多，約有幾十人
在離境大堂收拾示威標語及印刷品準備重用，另
有機場工人在清潔收拾。至清晨6時，接機大堂

剩下約3O名示威者，大多表示早上8時許會離
去，部分人說要趕去上班。離境大堂運作大致回
復正常，前來辦理登機手續的旅客漸多。

此外，警方表示13日晚已逮捕在機場與警
方爆發衝突的五名男子，涉嫌非法集結、藏有攻
擊性武器、襲警及破壞社會安寧等，並禁錮、欺
淩及毆打一名旅客和一名記者，共有兩名警務人
員受傷。案件交由機場警區刑事部跟進調查。

香港機場恢復運作 全日仍有90航班取消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3日痛批，世
界貿易組織（WTO）多年來一直 「惡整」 美國
，如果情況再不改善， 「必要時就會退出」 。他
還特別點名大陸，指對方利用 「開發中國家」 身
分占盡好處，且陸方長年坐享美國資金和WTO
的支持，卻一直抨擊美國，不會再容忍這樣的情
況發生。川普造訪賓州殼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工廠時發布演說稱，世貿組織 「已惡整
（screwing）我們很多年，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我們會在必要時離開」 。

川普特別點名批評WTO在2001年准許大陸
加入的條件。他認為，允許大陸加入是個歷史錯
誤，因為陸方非但沒遵守WTO規範，還採取盜
竊美國技術、操縱人民幣匯率等不公平手段，掠
奪他國經濟，造成美國損失數百萬個工作機會以
及數兆美元貿易逆差。

川普說，WTO一直在利用美國，但現在
WTO明白，如果再不公平對待美國，美國就不
需要WTO了。他重申，大陸與印度等國都自稱
是 「發展中國家」 ，藉此 「大占WTO便宜」 ，

他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川普還宣稱，之前美國在WTO輸了很多案

子，但自他當選總統後，美國持續透過該組織的
仲裁機構贏得更多案件。然而，據報導，以前美
國在許多WTO仲裁案件中都是獲勝的一方，美
國不斷要求改革WTO的同時，也自2017年以來
不斷杯葛其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成員任
命程序，藉此削弱其功能。目前上訴機構的7席
法官任期將陸續屆滿，加上美國的杯葛，到年底
上訴機構恐怕只剩1名法官，運作危機迫在眉睫
。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貿易專家鮑恩分析
，美削弱WTO的舉措已造成 「永久傷害」 ，且
有些傷害無法逆轉。

過往川普也曾多次抨擊WTO是場 「災難」
、對待美國 「不公平」 ，他認為華府沒必要遵守
WTO規則，甚至揚言退出組織。分析指出，美
國一旦退出 1994 年成立、擁有 164個成員的
WTO，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很可能遠超過陸美貿
易戰，甚至可能改變二戰後的全球貿易體制。

（綜合報導）菲國總統杜特蒂8日簽署法
案，將成立菲律賓太空總署。研究人員今天說
，成立太空總署對大範圍數據蒐集大有助益，
數據將可用於政策制定與成效評估，有利於菲
律賓國家發展。

菲律賓科技部今天在菲律賓大學電氣及電
子工程學院（EEEI）召開記者會，由科技部長
德拉潘尼亞（Fortunato dela Peña）及學者、
官員等說明菲律賓太空總署（PhilSA）成立細
節及展望。

德拉潘尼亞說，太空總署主要關注領域將
涵蓋國家安全與發展、危害管理與氣候研究、
太空研究與發展、航太工業能力建構、教育與
知識普及和國際合作。

他表示，目前規劃在新克拉克市（New
Clark）建立太空總署總部，預計在2022年可
正式成立。

菲律賓科技部轄下 「先進科技研究所」
（ASTI）代理所長馬仙諾（Joel Marciano）表
示： 「我們走向太空的重要動機之一就是為了
數據。數據是新的石油。在知識經濟下，數據
就是金錢。」

菲國過去已發射仙女1號（Diwata-1）、
仙女2號（Diwata-2）和麻雀1號（Maya-1
）衛星。馬仙諾說： 「我們運用衛星圖像追蹤
重要政府建設進度，例如菲律賓各地的道路、
橋梁和機場跑道。與預算和管理部合作，運用
數位圖像進行監測及評估。」

他表示，太空總署成立後，可提供民間單
位有償使用數據，也可吸引在美國國家航空暨
太空總署（NASA）或其他國外機構工作的菲
律賓航太科學家，回國貢獻所長。

至於國際合作，馬仙諾說，菲律賓與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合作密切，
預計將建立正式伙伴關係。菲律賓大學和台灣
也簽定多項協議，近日就有兩位菲大教授赴台
，造訪成功大學和國家太空中心。

科技部工業能源與新興技術研究發展委員
會（PCIEERD）執行主任巴陵吉（Enrico Par-
ingit）告訴中央社記者，為促進菲律賓航太發
展，他們會派出年輕研究員與國外機構交流，
包括台灣在內； 「我們多次訪問台灣，就航太
數據應用進行合作研究」 。

菲律賓總統簽署法案 成立太空總署轟WTO縱容陸惡整美揚言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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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印度查摩與克什米爾省
（Jammu and Kashmir）省長馬里克表示，印
控克什米爾地區將在明天獨立日過後，放寬宵禁
限制與民眾的行動自由，但電話與網路通訊仍維
持中斷。

印度中央政府5日廢除憲法第370條，取消
憲法賦予克什米爾特殊地位，並加派數萬安全部
隊人員進駐查摩與克什米爾省，不僅限制民眾自
由出入、實施宵禁，還切斷電話和網路。

但 「印度時報」 （Times of India）今天報
導，馬里克（Satya Pal Malik）受訪指出，印度
政府要放寬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管制措施，但當
地對外通訊仍維持中斷。

馬里克表示： 「在情況穩定下來前，我們不

想讓那些設備落到敵人手中。」
他還說： 「在一星期或10天內，一切都會

好轉，我們將逐漸開放通訊管道。」
法新社報導，印度擔心克什米爾發生動亂，

早在4日就先切斷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電信網路
並實施宵禁。隔天印度總統柯文德（Ram Nath
Kovind）簽署行政命令，取消克什米爾的特殊地
位。

印度當局已派出數萬名軍人進駐查摩與克什
米爾省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和其他城鎮與
村莊。

然而，當局的封鎖行動無法完全阻止當地民
眾的抗議示威。

印度克什米爾地區宵禁 15日起放寬限制

（綜合報導）伊朗總統魯哈尼14日表示，
伊朗將再給伊核協議締約方60天時間以履行承
諾，假如問題仍得不到解決，伊朗準備執行削減
履行伊核協議規定義務第三階段措施。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魯哈尼政府會議
上說，伊朗仍舊致力於使伊核協議得到履行並願
意進行對話，也正是因為如此 ，伊朗才沒有退
出伊核協議。

此前，魯哈尼於5月8日宣布伊朗中止履行
伊核協議部分條款，不再對外出售重水和濃縮鈾
。他表示，伊朗希望在60天內與伊核協議其他
簽字方就協議裡伊方的權益問題進行談判，如果

訴求得不到滿足，伊方將不再限制鈾濃縮活動的
產品豐度。

伊朗7月1日宣布濃縮鈾存量突破300公斤
，8日宣布鈾濃縮豐度突破協議規定的3.67％上
限。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後來表示，已對
此事進行調查並予以證實。

2015年7月，伊朗與中、美、英、法、俄
、德6國達成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根據協議，
伊朗承諾限制其核計畫，國際社會將解除對伊制
裁。去年5月，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並逐步
恢復因協議而中止的對伊制裁。

伊朗總統：伊朗將再給伊核協議締約方60天時間以履行承諾

（綜合報導）美國國籍暨移民局
（USCIS）代理局長庫奇內力（Ken
Cuccinelli）今天遭到外界抨擊，原因
是他曲解鐫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上著
名詩句的意思。

當庫奇內力被問到賴薩魯斯
（Emma Lazarus）詩作 「新巨像」
（The New Colossus）是否為 「美國
社會價值觀一部分」 時，他向美國全
國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表示： 「把你那些疲憊、窮困的人民

交給我，他們是可以用自己雙腳站起
來，不會造成公眾負擔的人。」

這首詩作原文並未提到經濟上的
自給自足，原文寫道： 「把你那些疲
憊、窮困的人民交給我；把你那些蜷
縮在一起，渴望能自由呼吸的人民交
給我；把你那些被遺棄在熙熙攘攘海
岸邊的人民交給我。」

庫奇內力討論總統川普政府移民
新規時，說出這番言論。川普政府針
對移民的新規定，享有糧食券、福利

救濟、公共住宅
或低收入戶政府醫療補助（Medicaid
）等社福補貼的移民，恐無法取得短
期簽證或永久居留證。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也對庫奇內力
這番言論表達強烈不贊同。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華倫（Eliza-
beth Warren）發推文： 「我們價值
觀被鐫刻於自由女神像石碑上。它們
不會被取代。我將為這些價值和我們
的移民社群而戰。」

聯 邦 參 議 員 賀 錦 麗 （Kamala
Harris）在推特（Twitter）寫道：
「讓我講清楚說明白：美國永遠都是
歡迎移民和難民的地方，不論他們擁
有多少錢。」

其他推特使用者也加入這些總統
參選人行列，並且質疑庫奇內力的祖
先就是貧窮的移民。

一名網友寫道： 「我猜姓 『庫奇
內力』 的人，可能族譜裡就有一名或

兩名窮移民。也許是直覺。」
庫奇內力隨後批評這些抗議聲浪

，他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 「我沒有改寫詩作。我正在介紹
…政策。」

川普被問到庫奇內力言論一事時
，以支持新移民規定來回應。

川普說： 「這有關於 『美國優先
』 。我不認為要美國納稅者幫那些來
到美國的人繳稅是公平的事。」

（綜合報導）位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稅務局辦公室6日晚間發生爆炸，丹麥警方今天表示，瑞
典警方已逮捕22歲的瑞典籍男性涉案嫌犯，他們也對另一名23歲瑞典籍男子發布國際通緝令。

美聯社報導，哥本哈根警局總督察斯柯夫（Jorgen Bergen Skov）表示，瑞典警方昨天逮捕
了一名嫌犯，並扣押一輛據信與爆炸案有關的車子。

路透社報導，丹麥稅務局辦公室6日晚間發生大規模爆炸，造成大樓玻璃門窗破裂，還導致
一名路人受到輕傷，警方認定這是一起蓄意攻擊。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一間警局10日凌晨也發生爆炸，所幸無人受傷，這是哥本哈根4天內發生
的第2起爆炸事件。

警方並未認定這兩起爆炸案有關聯，但他們指出，兩起爆炸案都有使用工業炸藥。曲解自由女神像詩句意思 美移民局代理局長挨批

丹麥稅務局爆炸案瑞典籍嫌犯被捕另一人通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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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今年6月服務業環比下降1%
創4年來最差

綜合報導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6月，巴

西服務業環比下降1%，為今年以來最大跌幅，也創下2015年以來最差業績。

數據顯示，6月，巴西受調查的5個行業均出現環比下跌。其中，信

息與通信服務環比下降2.6%，其他服務環比下降2.3%，交通運輸與輔助

性服務以及郵電業環比下降1%，家庭服務業環比下降0.2%，專業、行

政和補充服務環比下降0.1%。

6月，巴西服務業同比下降3.6%。其中，交通運輸與輔助性服務以及郵電

業同比下降10.9%，信息與通信服務同比下降1.2%，專業、行政和補充服務同

比下降0.8%。不過，家庭服務業同比增長5.73%，其他服務同比增長0.5%。

旅遊業方面，6月巴西旅遊活動指數環比下降0.2%。其中，巴西利亞聯

邦區環比下降5.4%，巴拉那州環比下降2.3%和裏約熱內盧州環比下降1%。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巴西服務業同比增長0.6%，而過去12個月

累計則增長0.7%。

從地區看，6月，巴西所有的26個州和巴西利亞聯邦區中，有19個

服務業出現環比下滑。其中，聖卡塔琳娜州環比下降4.9%，巴西利亞聯

邦區環比下降4.2%和裏約熱內盧州環比下降3.4%。

有關分析人士表示，服務業占巴西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70%，目前巴

西服務業表現疲軟，對該國整體經濟復蘇造成了較大影響。巴西金融市場最

新預測，該國今年經濟將增長0.82%，遠低於今年1月預期的2.57%。

“臉書”稱願出數百萬美元
取得新聞媒體內容授權

綜合報導 美國“臉書”公司近日向新聞出版業者提議，願出數百萬

美元取得授權，將他們生產的內容刊登於“臉書”可能在2019年稍晚時

推出的新聞欄目中。“臉書”多年來壹直因為壟斷在線廣告，導致新聞

業陷入經營困境而遭抨擊。

報道稱，“臉書”的代表告知新聞業高層主管，他們願意每年支

付300萬美元，以獲得轉載新聞故事、重磅報導和其他素材的權利。

“臉書”證實，將在2019年秋季推出“新聞標簽”的服務。“臉書”首

席執行官馬克· 紮克伯格日前也提及會新增壹個新聞欄目。

知情人士透露，“臉書”新聞欄目的主要新聞供貨商，包括迪斯尼

公司旗下的美國廣播公司（ABC）、《華爾街日報》母公司道瓊斯、

《華盛頓郵報》和彭博信息。據報道，沒有任何壹家公司置評。

消息人士還表示，“臉書”與新聞媒體之間的授權協議預計以三年

為期。目前還不知道，是否有任何新聞媒體已正式同意授權“臉書”。

據報道，許多新聞業者壹直指責“臉書”和谷歌，免費使用他們的

內容，導致以前流向報紙的廣告收益流向這些平臺，新聞業的生存因此

變得艱難。美國國會2019年提出壹項兩黨共同支持的法案，允許新聞出

版商聯合起來就收入分配問題和大型科技平臺“討價還價”。

意大利副總理又要“離婚”
執政聯姻剛壹年就到頭

綜合報導 “就像在婚姻裏，當妳花

在爭吵上的時間多過相處和做愛，那最

好看著對方的眼睛，做出兩個成年人應

該作出的決定。”在海濱小鎮薩包迪亞

的壹個政治集會上，意大利副總理薩爾

維尼（Matteo Salvini）以壹個離異者和

曾有過多段伴侶經歷者的身份這樣說。

這壹次，他面臨的是意大利執政聯盟

的“分手”。周四（8月8日），也就是他

發表“離婚論”的第二天，“聯盟黨”黨

首薩爾維尼表示，意大利執政聯盟之間存

在無法調和的矛盾，已經無法正常運作，

剩下的唯壹壹條路就是舉行大選。

過去壹年多以來，意大利聯合執政

的極右翼政黨“聯盟黨”和反建制政黨

“五星運動”在移民及稅收等多項政策

議題上意見不合，矛盾不斷激化，使得

這個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陷入政治迷霧

中，前路未蔔。周三，兩黨在議會中就

修建連接意大利都靈和法國裏昂的高鐵

項目發生分歧，互投反對票，使得矛盾

達到頂峰。

薩爾維尼在壹份聲明中稱，他已經

知會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這個

上臺僅有壹年的執政聯盟已經崩塌。薩

爾維尼稱，無止境的爭吵是沒有意義的

，應該盡快把選擇權交還給選民們。

無黨派的孔特並不屬於聯盟黨和五

星運動中的任何壹個。

意大利《晚郵報》7日曾報道稱，薩

爾維尼給了孔特四天時間考慮他對於內

閣更替的要求。薩爾維尼要求孔特馬上

罷免五星運動黨員、意大利運輸部長托

尼內利（Danilo Toninelli）。他還在尋求

替換無黨派的現任意大利財政部長特裏

亞（Giovanni Tria）。

但薩爾維尼在聲明中提出，更多的

內閣和部長席位、重組政府或是技術政

府都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要的是盡快

舉行大選。

薩爾維尼表示，正在休假的議會將

在下周重聚，開啟必要的程序。他指的

是要在政府內部發起不信任投票，以及

總理辭職。

對於薩爾維尼的表態，意大利總理

孔特表示氣憤，要求薩爾維尼作出解釋

。孔特在電視聲明中說，薩爾維尼是想

通過大選最大程度地利用聯盟黨現有的

支持率，但作為副總理兼內政部長，薩

爾維尼無權召集議會，也無權決定掀起

政治危機的時間點。

孔特表示，他會在下周召集議會進

行不信任投票。

孔特在聲明中提出，薩爾維尼制造出來

的危機會在共和國的歷史中壹覽無遺，並指

責薩爾維尼就是壹個依靠口號執政的人。

本屆政府由薩爾維尼領導的極右翼

政黨聯盟黨以及迪馬約（Luigi Di Maio）

領導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聯合組成。

五星運動在議會中的席位多於聯盟黨，

但自2018年6月執政聯盟組建以來，聯

盟黨的民調支持率逼近40%，達到能夠

獨立組閣的標準，而五星運動支持率不

斷走低，跌至約17%。

在今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聯

盟黨的得票率達34.3%，是五星運動得票

率17.1%的兩倍。五星運動還同時被民主

黨超過，落居第三的位置。

但五星運動黨領袖迪馬約稱，五星

運動黨不會害怕選舉 ，而薩爾維尼欺騙

國家的做法遲早會讓意大利人都站到他

的對立面。

羅馬政治風險顧問公司Policy Sonar

負責人Francesco Galietti提出，薩爾維尼

急於進行大選還有可能是為了防止五星

運動和中左翼民主黨在下個月發起對選

舉法的投票，將意大利的選舉制度改為

百分百的比例代表制。這將會使聯盟黨

處於不利地位。

意大利2017年通過的新選舉法創建了

壹個混合選舉制度，參眾兩院的議員中有

三分之壹由多數制選舉產生，余下三分之

二按黨派名單由比例代表制選出。

但事情是否真的會按薩爾維尼的計劃

發展仍是個未知數。8月是意大利的“暑

假”，不少人外出度假，議會也進入休假

期。在這個時候強行把整個國家推入選舉

模式，會是壹個不受歡迎的冒險行為。二

戰以後意大利從未在秋天舉行過大選。

此外，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是唯壹有

權力解散議會的人，但他未必願意在2020

年預算計劃準備工作完成前走出這壹步。

意大利政府將於9月將2020年預算計劃提

交給議會，並與歐盟進行相關談判工作。

意大利是歐盟內繼希臘之後負債比

例第二高的國家。意大利2018年公共債

務達到了2.3萬億歐元，相當於國內生產

總值的132%，超出歐盟所規定的上限

60%壹倍多。意大利政府在2019年預算

案承諾大幅降低財政赤字，獲得歐盟批

準。但薩爾維尼計劃在明年出臺的減稅

政策，可能使意大利面臨歐盟的懲罰。

根據歐盟《馬斯特裏赫特條約》規

定，成員國的負債上限為本國GDP的

60%，同時年度新增債務不超過GDP的

3%。如果赤字超標，相關國家必須采取

長期措施控制債務。

今年6月，歐盟委員會就曾提議對

意大利啟動財政赤字超標懲罰機制。按

照法新社的說法，處罰程序相當復雜，

簡單說最終可能是超過30億歐元罰款。

路透社指出，如果馬塔雷拉不解散

議會，他可以嘗試建立不經過選舉的技

術政府，把大選時間推遲到明年。在意

大利近代史上也曾多次出現類似案例。

意大利博科尼大學經濟學教授Fran-

cesco Giavazzi則對提前大選持積極態度。

他認為，大選將於10月15至30日舉行，

這對意大利來說是件好事，因為這將消除

過去幾個月累積的不確定性和緊張局勢。

大選的結果也顯而易見，民調已經表明薩

爾維尼將獲得約40%的支持率。

俄羅斯浮動核電站將近
美國阿拉斯加憂心忡忡

綜合報導 俄羅斯“羅蒙諾索夫院

士”號浮動核電站 8月開始穿越北冰

洋，這引起美國阿拉斯加居民以及環保

組織的擔憂。

“羅蒙諾索夫院士”號浮動核電站

於今年4月底被拖出聖彼得堡造船廠。

美聯社當地時間8月10日的消息稱，俄

羅斯官方日前表示，“羅蒙諾索夫院士”

號已經前往摩爾曼斯克加油，之後，它

將前往佩韋克，並將停泊在距離阿拉斯

加的安克雷奇約2012公裏的地方。

這艘長達144米的駁船是世界上第壹

座浮動核電站，安裝了兩座核反應堆，能

夠為費爾班克斯大小的城市提供能源，也

可為偏遠島嶼以及遠洋作業的海上平臺提

供能源和淡水，預計將於12月開始發電。

阿拉斯加居民以及環保組織擔心，

浮動核電站會產生潛在的輻射。阿拉斯

加公共媒體報道稱，環保組織將其稱為

“冰上切爾諾貝利”。

關註白令海峽的非營利組織“卡瓦雷

克”的工作人員奧斯汀· 艾哈馬蘇克說：

“在這個航運增加、海冰減少的時代，我

們壹直擔心輻射效應以及環境影響。”

“白令海峽本土公司”首席執行官

蓋爾· 舒伯特也表達了對這座浮動核電站

的擔憂。上個月，她在華盛頓舉行的北

極會議上說：“很感謝他們想為楚科奇

地區的壹些沿海村莊帶來能源，但我認

為，我所在地區的很多人都不會為浮動

核電站的到來感到高興。”

羅德島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北極安全專

家麗貝卡· 平卡斯表達擔憂的同時，還表達

了樂觀的態度。她認為，全世界都在關註

俄羅斯在北極地區的行動，因此，俄方會

承擔很大的壓力，並進行大量的審查以確

保沒有任何問題。麗貝卡還表示：“這將

是壹個絕佳的機會，當發現對方的事情很

有意義，我們會希望了解更多信息，並積

極打造信息共享的途徑。”

綜合報導 美國宇航局(NASA)網站

發布了壹張“星系二重奏”的圖像。圖

中，兩個星系正在相互作用，引力使它

們如同在跳“雙人舞”壹般逐漸靠近。

據報道，這個包含著數百萬恒星的

“星系二重奏”被稱作UGC 2369。它們

之間相互的引力，使星系彼此逐步靠

近，並在此過程中扭曲它們的形狀。圖

中可以看到，壹個由氣體，塵埃和恒星

組成的不明顯的橋梁正連接著它們。

NASA稱，對於多數星系來說，與

其他星系的相互作用是常見事件。對於

像銀河系這樣的較大星系，多數這種相

互作用，是與小得多的矮星系。不過，

每隔數十億年，就會有更加重大的事件

發生。

對於銀河系來說，下壹個重大事件

將發生在大約40億年以後，它將與仙女

座星系相撞。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

個星系可能將合並為壹個。

星系“雙人舞”：
NASA捕捉兩星系逐漸融合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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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突然宣布延後對大陸部
分產品加徵10％關稅，消息一出美股振奮勁漲
。總統川普解釋這是避免關稅影響耶誕購物季
節。也有分析指出，川普不想再看到股市下跌
不利連任。華爾街人士則說，大陸目睹川普自
打嘴巴，反而會打蛇隨棍上。美國道瓊斯工業
指數昨日一早開盤大跌近400點，原因在於國債
殖利率再度出現倒掛。

川普13日從紐澤西前往匹茲堡之際告訴記
者， 「我們這麼做是為了耶誕季節著想，不希
望關稅打擊美國消費者」 。

此舉外界解讀各異。美國商會主席唐納修
13日告訴CNBC， 「畢竟不管哪一黨，沒人想
在經濟衰退期間競選總統。我認為川普之所以
這麼做，是為避免國家在2020年大選時陷入經
濟不景氣」 。

被問到延後加徵關稅，是否暗示美陸可能

達成貿易協議，抑或只是給美國企業喘息時間
，唐納修回答，這是常見行政手段， 「政府習
慣設定較高的目標，然後根據市場反應調整。
我認為這麼做能夠避免經濟衰退。白宮愈來愈
掌握現實狀況，我認為比之前做得好」 。

CNBC節目主持人、前避險基金經理克雷默
13日則表示，延後加徵關稅是一個信號，表明
川普擔心股市繼續下跌。

華爾街部分人士表示，川普總統與大陸交
手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習近平可能將川普延
後加徵關稅，看成美國向壓力妥協的跡象。習
近平不但不會退讓，手段反而會更加強硬。

世界最大空頭對沖基金 「尼克斯聯合基金
」 創辦人查諾斯13日在推特回應， 「既然 『全
球最偉大的談判者』 一直自打嘴巴，習近平為
何不繼續坐等他油盡燈枯？」

國債利率倒掛 美股開盤大跌近400點

（綜合報導）原先陷入僵局的美陸貿易戰
突然出現戲劇性變化，美貿易代表署13日宣布
原先將在9月1日起對3000億美元的大陸商品
加徵10%關稅，其中一半延後至今年12月15
日實施，且關稅項目清單也會縮短。對於關稅
大刀突然鬆手，川普解釋這是為了聖誕節，以
免關稅影響了消費者。這也是先前口口聲聲稱
關稅不會影響美消費者的川普，首次承認關稅
可能損害美國購物季銷售。

據美媒CNBC報導，川普13日解釋，延後
對陸徵稅是為了美國聖誕消費季，避免關稅影
響消費者；不過，美國至今仍未受到關稅影響
，但為了防止新關稅可能對美國民眾產生影響

，我們決定延後徵稅，如此就與聖誕消費季無
關了。這也是一項自詡為 「關稅人」 的川普首
次默認對陸關稅戰對美有負面影響。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13日表示，將對
「手機、筆電、電玩遊戲機、部分玩具、電腦

螢幕、部分鞋履與衣物」 等商品延後加徵關稅
，而部分商品基於 「健康、安全、國家安全與
其他因素」 等考量，將排除在額外關稅對象外
。

此外，據新華社報導，大陸國務院副總理
劉鶴和美方談判代表萊特海澤舉行會談，除了
就9月1日加徵關稅議題交涉之外，並確定陸貿
易代表團9月將赴美舉行貿易談判。

為了這大日子！川普透露延後對陸徵稅原因了

（綜合報導）美國海軍表示，最新的福特
號核動力航空母艦(CVN-78, USS Gerald R.
Ford)推進裝置的改進工程已在7月底完成。不
過這只是福特號的其中一個問題，還有其他的
毛病還要解決。

美國海軍時報(Navytimes)報導，福特號超
級航空母艦有著各種最新的科技，不過至今仍
無法形成戰力，它的推進裝置在試航中發現問
題，其他次系統也進度落後、預算超支。去年1
月福特號的海上試航期間，推進系統確定出問
題，被認定是製造缺陷，5月再次發現了其他麻
煩，迫使它早早返回港口，必須進乾船塢大幅
度修改。

今年3月，美國海軍採購執行官詹姆斯•
吉爾茨（James Geurts）告訴國會議員者，對
福特的維修工作需要更多的時間，至少要再三
個月，以解決其核反應爐、推進系統武器的整
合，以及武器升降機和其他問題。

海軍表示， 「福特號的推進問題，並不在
於核反應爐本身，而是反應爐產生的蒸汽發生

器、渦輪機，這些組件會帶動螺旋槳來推進船
舶，現在這部分已經修復了。」

推進系統的修復，雖然有助於福特號返回
海上，但是該航艦另一項關鍵新技術 -先進武
器升降機的問題還要處理。武器升降機的功能
是將彈藥快速的送到飛行甲板，以增加飛機的
出擊率，但是先前海上試驗期間，福特號只有
少數升級機可以工作。

許多美國國會議員對福特級航艦感到沮喪
，共和黨參議員(Jim Inhofe)表示 「這艘船不完
整不成熟，卻被海軍接受，如今已差不多兩年
，預算超過25億美元，11種武器系統中有9種
無法使用。」

他繼續說： 「福特號只有唯一的承包商，
採用了太多不成熟的技術，幾乎沒有測試，也
從未將新設備集成在船上，當然風險太大。」

美國海軍一直在努力將新技術融入船艦，
他們仍堅信，如今的問題是短期的，也都是可
解決的。海軍的聲明表示： 「超一流的先進軍
艦，都會出現一些問題，每個時代都一樣。」

福特號推進系統修復 但問題還很多

（綜合報導）就在上週末，崔特亞柯夫
（Alexey Tretyakov）帶著兩個孩子，駕著新型
特斯拉（Tesla）Model 3電動車，行駛在莫斯
科繁忙的幹道上，但卻撞上停在一旁的拖吊車
。

據Teslarati與《大眾機械》（Popular Me-
chanics）網13日報導，幸運的是，除了崔特亞
柯夫腿部骨折外，兩個孩子都沒事。不過，他
們的特斯拉3不但爆炸，還爆了兩次，而這很

可能是因為鋰離子電池被撞破所致。
儘管特斯拉電動車先前有幾次起火的紀錄

，但這卻是特斯拉3首度傳出爆炸起火。這名
俄羅斯駕駛用了輔助駕駛功能，還有 「簡易版
」 自動駕駛功能，因此很可能限制了特斯拉3
的半自動駕駛能力，影響到車道保持功能。

而要撲滅鋰離子電池所引發的火災很棘手
，多數消防單位都選擇不用水，而用化學抑止
劑滅火。

撞上拖車特斯拉3連環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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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政府控告華爾街銀行高盛集

團3家子公司的17名現任和前任主管，指控他們涉入

馬來西亞主權基金壹馬發展公司數十億美元的貪汙

醜聞，這導致高盛面臨嚴重壓力。

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布和他的親信涉嫌卷入壹

馬發展公司（1MDB）侵吞資金醜聞，至少在6個國

家遭到貪汙和洗錢調查。由於高盛協助壹馬發行壹

系列債券籌資65億美元，使得高盛在醜聞中的角色

受到檢視。

馬來西亞檢察總長湯米（Tommy Thomas）表示，9

日的控訴是依據馬來西亞《資本市場和服務法》，針對企

業任何可能的犯罪追究特定高階主管的責任。

湯米說，本案被告包括高盛國際執行長戈諾

德，和高盛集團副董事長暨高盛國際共同執行長舍伍

德。17名被告在2012年5月至2013年3月間擔任高盛

子公司主管。

湯米在聲明中還表示：“鑒於詐取資金的計劃

和詐騙侵吞數十億美元發債所得的嚴重程度…嫌犯

將被判刑和處以罰金。”

高盛對這壹消息，並未立即置評。

馬來西亞政府2018年12月控告高盛國際、高盛亞

洲和高盛新加坡3家高盛集團子公司和2名前員工，指

控他們提供不實陳述，導致壹馬資金遭到侵吞。

高盛則辯稱，是馬來西亞前政府和壹馬公司欺

騙高盛，他們推翻指控。

綜合報導 印尼交通安全部門的壹名

官員表示，2018年印尼獅航空難的最終

報告可能會在10月份發布。

2018 年 10 月，印尼獅航波音 737

MAX客機從雅加達起飛約13分鐘後，失

事墜海，機上189人全部遇難。

2019年3月，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的

壹架波音737 MAX客機墜毀，機上157

人全部遇難，兩起事故導致737 MAX客

機在全球停飛。之後，波音公司壹直致

力於升級壹款名為MCAS的防失速系統

，該系統也被認為是釀成上述兩起事故

的主要原因。

印尼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獅航墜機

事件首席調查員烏托莫9日表示，該機構

仍在等待波音公司的數據。

烏托莫說：“當我們得到這些數據

後，將把它們寫入最終報告草案，並發

送給利益相關者，包括波音、獅航和美

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尋求反饋。”他表

示，“我仍然希望我們能在10月份發布

最終報告”。

當天早些時候，印尼民航局局長波

拉娜（Polana Pramesti）表示，她預計該

報告將於9月發布。

京阿尼縱火嫌犯脫離危篤狀態
恢復意識口中呼痛

綜合報導 7月18日發生在日

本京都的“京都動畫”(京阿尼)第

壹工作室縱火案已過去3周時間

。9日，相關人士透露，因全身燒

傷在大阪住院的縱火嫌疑人青葉

真司已經脫離了最危險的狀態，

目前已能夠簡單地表達意思了。

綜合日本共同社、《產經新

聞》消息，京都警方以殺人放火

等嫌疑已拿到了對青葉的逮捕狀

，但何時執行還要聽取醫生的意

見。此前，青葉因重度燒傷壹直

留在醫院治療。如果他因傷勢過

重死亡，事件真相將永遠無法揭

開。為了避免這壹最壞結果，醫

生正在持續奮戰進行治療。

日媒表示，青葉癥狀依然不

穩定，回到能夠執行逮捕的狀態

起碼還要幾個月時間。

相關人士稱，青葉壹直處於

全身麻醉的狀態。近日，麻醉減

少後他恢復了意識，口裏連呼

“很疼”壹類的只言片語。護士

叫他，能夠簡單應答，眼睛也睜

開了。他的視力和聽力被認為恢

復了，之後將接受皮膚移植等治

療，根據治療進展判斷是否能夠

恢復。

另據日本網站“daily新潮”

消息，根據程度劃分，燒傷大

體分為 1 度到 3 度。青葉屬於 3

度燒傷，皮下組織都被破壞了

。縱火事件後，他先被送到京

都市內的醫院，之後被轉移到

大阪的大學附屬醫院，那裏治

療重癥燒傷經驗豐富。東京女

子醫院大學教授櫻井裕之說：

“即使青葉本人意識恢復了，

也是不容樂觀的狀況。有引發

感染癥狀的危險，壹旦出問題，

很可能就沒命了。”

據此前報道，“京都動畫”

工作室7月18日上午發生火災，

致35人死亡。41歲的男性縱火嫌

疑人青葉真司被警方控制。相關

人士稱，這名縱火犯以前住在茨

城縣。7年前（2012年），他曾經

在茨城縣阪東市的便利店因搶劫

被捕，被判刑3年6個月。

出獄後，青葉在專門接收服

過刑人員的機構住過壹段時間，

之後搬到了京都壹所公寓。他患

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有人定期上

門進行訪問看護。去年和今年，

他因噪音問題數次和鄰居起沖突

，曾驚動警方。

“京都動畫”工作室建築共3

層，面積約700平方米，從1層到

3層均被完全燒毀。日媒稱，出事

的動畫制作公司“京都動畫”

1981年成立，有近160名員工，曾

制作《涼宮春日的憂郁》《輕音

少女》等多部知名動畫。

柬埔寨高調啟動“反腐工程”
致力建設廉潔政府

綜合報導 柬埔寨政府近期

高調啟動“反腐工程”，向外

界展示致力建設廉潔政府的系

列動作。近日壹批腐敗官員已

先後落馬。

柬埔寨首相洪森2日在內閣

會議上警告高官和軍警，若受

賄，將被撤職和凍結財產，並

被依法定罪，以表明政府堅定

反腐的決心。

洪森稱腐敗是國家經濟發

展和政治改革的最大絆腳石，

政府將采取多項措施對腐敗

“做手術”。日前洪森在視察

中國援建的柬埔寨新國家體育

場時又公開表示，將派國家反

腐委員會官員，直接拘捕腐敗

官員。

7月30日，柬埔寨國家反腐

委員會公布了3起重大腐敗案件

。其壹是柬埔寨菩薩省國土規

劃與建設局局長梁布騰被捕。

經反腐委員會調查，梁布騰從

2016年就存在腐敗行為，他與

兩名同夥先後向投資商多次索

賄。

在公布的另外兩起腐敗案

中，壹起為進入審理程序的壹

名中級法院書記行賄案；壹起

為3名警察涉嫌私自釋放18名電

信詐騙犯。3名涉案警察中，有

2名為柬埔寨國家證件管理總局

警官，1名為移民總局

執法辦公廳警官，3人

聯手為18名電信詐騙

犯“跑腿”，欲向實

居省警方行賄 4萬美

元。

此外，在反腐的

同時，政府正加大反

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工

作力度，呼籲房地產

和賭博業主參與落實，以鏟除

洗錢和恐怖融資的土壤。

柬埔寨財經部金融工業總

局局長棉旺日前表示，在世界

銀行的技術支持下，金融工業

總局正制定相關政策，包括向

警方匯報購房客戶、賭場客戶

身份，以及設立舉報系統，並

與國家金融調查單位保持密切

聯系等，以防範行業遭受威脅

，保持國家金融系統活力。

印尼官員：
獅航空難最終調查報告預計10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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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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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與 內 地 ， 有 相
同，更有不同。”回憶剛進
入華僑大學時遇到的諸多不
適應，林潤東總結說，這是
Culture Shock （ 文 化 衝

擊），港生初涉內地還是會感到不小的差
異性，但可以在差異中看到人生的更多層
面。“走出熟悉的生活圈不是易事，接受
新事物也是挑戰。但作為香港‘90後’，
我會說服自己適應不同的生活方式。”

林潤東笑言，剛開始在飲食、天氣、
語言等方面都不太適應，覺得“有點崩
潰”。“香港電器是港制插頭，我功課沒
做完整，當時帶過來的筆記本、電動牙
刷、吹風機等，到了華僑大學才知道需要
買轉換插頭才能使用，但是我跑遍了整個
華僑大學都沒買到，最後只能上淘寶搞
定，等了三天轉換插頭到貨後才用上了電
器。”“校內網速慢，上不了 YouTube

（視頻分享平台）、Instagram（照片牆）等
等。”

林潤東笑言，日子就是一邊吐槽一邊
披荊斬棘往前走。很快，樂天派的自己便
適應了內地生活，和大家相處融洽又自
在。“真實的內地其實十分可愛，老師課
後會邀請我們喝茶聊天，內地同學也充滿
人情味。”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內地學
生的“學霸”作風，很多人回到舍堂（宿
舍）就是唸書，平時討論最多的就是選課
和作業。“他們的學習積極性非常高，閱
讀範圍十分廣，邏輯思維能力特別強，港
生要向他們學習這一點。”

“班上50名同學中包括5位港生2位台
生。了解是雙向的，大家互相了解後才會
用思辨的態度去認知香港、認知內地。”
在林潤東看來：“北上升學的港生們如果
能在心態上進一步開放自己，必將收穫滿
滿，我們和而不同，但我們終是一家。”

“現在回香港，有時候
會覺得有一點點不適應，有次在

家附近的7-11便利店曾試圖掏出手
機付款。在內地電子支付及手機應用
十分普及，出門不用帶錢包，只需一
部手機可以叫外賣，租共享單車。”
林潤東稱，“我覺得內地與香港是互
相影響的，香港青年和內地青年相互
交流學習，在國家快速發展的背景
下，大家一同進步，成長之路將會越
走越寬。”
林潤東建議有意赴內地求學的香港

同學，學會包容多元文化，“就像從香

港來到內地，只有看得越多，才會發
現更多。”“我們其中的不少人
對祖國的了解大多仍局限於探
親、旅遊的印象和道聽途說的
信息，就像我一樣。然而，好
不好，試過才知道。在內地這
樣一個更廣闊、更多樣性的平
台上檢驗所學，突破以往相對
狹窄的格局，我們會對自
身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認
識，對未來職業設計
也會有更多的選
擇。”

祖籍在福建晉江深滬鎮的林潤東，對香港和內
地有着更為特殊的情感，作為新一代移民，

他身上帶着內地和香港的雙重印記。“小時候我隨
父母回福建探過親，一直對內地心馳嚮往。高中從
St. Stephen's Church College（聖士提反堂中學）
畢業後，我就如願來到了華僑大學。”

餐館打工積累經驗
從中三開始，課餘時間林潤東就到香港餐飲店裡

勤工儉學，“一開始是在麥當勞，後去了韓式、泰
式、越南餐廳和五星級酒店的中西餐部。”因為有了
這段豐富的經歷，大一下學期，林潤東覺得學校附近
聚會玩樂的場地太單調，於是和其他五個校友合夥開
了一間名叫派屋（party room）的轟趴館（Home
Party音譯，即私人舉辦的家庭聚會），“轟趴館除
了有自助廚房、KTV、私人影院等傳統聚會活動設
施外，個別場地也會提供電競間等特色房間，主要服
務於學生團建，初衷是想豐富學生生活。”

融入港式運營思維
創業是艱辛的。“創業前的我們是焦慮的，就

像高考一樣，徹夜難眠，創業又怕失敗，不創業又
怕錯失機會。”林潤東說，考慮到學校街邊店面需
要高昂的轉讓費與店租，所以就把轟趴館租在另一
處偏僻但安靜的三樓，“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們相
信只要我們用心，未來前景可期。”

“我們接手店面後，為節省租金，騰出了一塊

地方，做我一直想做的漢堡店，於是就變為一塊場
地兩間店。開店第一個月我們賺了9,000元人民
幣，馬上又花在購置新設備上。”提及彼時賺到第
一桶金時，林潤東難掩興奮，“雖然很累但值得，
和團隊夥伴們討論策劃活動時，我可以盡情地融入
自己的港式運營思維。”

經過逾一年的發展，隊友們走走留留，現在剩
下林潤東和一個來自澳門的校友一起經營着轟趴
館。林潤東經常想起《中國合夥人》中的那種激烈
和熱血，劇中人意氣風發地說道：“我們追求的不
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嚴！”林潤東感同身受，
“身兼數職”的他很享受當下這種既是老闆又是員
工的狀態。“我讀的市場營銷專業助我成長，比如
開漢堡店前需要和總部協商加盟費、進行數據分析
等等，就用到了專業知識。”

“團建活動需求較大的學生團體是我的主要服
務對象，目前計劃再做半年，這半年真實有效的店
面經營數據將作為參考，我會按照計劃，尋找新地
段開設新的分店。我想把它慢慢做成一個品牌，細
分自己想要服務的客戶，提供更精細化的服務才是
王道。”林潤東笑言，如果發展好，再過兩年畢業
他會留在內地繼續創業，“商業思維、品牌意識，
這些是香港教給青年人的東西。香港有着更成熟的
制度，而內地則有着廣闊的發展前景。我相信，兩
地的未來會更美好，我的未來也會更美好。”

“這次的轟趴high翻天，我們都很滿意。”又一次收穫華僑大學校友們在朋友

圈的留言點讚後，就讀於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專業的大二港生林

潤東，覺得自己離成功更近了一步，“內地鼓勵年輕人創業的氛圍十分濃厚，在這裡

我實現了創業的夢想，只有親歷內地的發展速度，才能體會到不進則退，未來我會好

好裝備自己，面對挑戰和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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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港人對祖國印象局限於道聽途說”

“真實的內地其實十分可愛”
 &

■■林潤東林潤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
團活動時合影團活動時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林潤東和合林潤東和合
作夥伴作夥伴、、參賽選手合影參賽選手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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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破壞蔓各區 圖推香江墮深淵
特首：齊抗暴護法治 免港“五勞七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郭家好）針對暴力衝擊事件愈演愈烈，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3日在行政會議首次恢復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大規模的

惡意破壞行動已蔓延各區；大量目無法紀的違法行為出現；大規模攻擊執法機關，

以達到摧毁法治的目的，已令香港進入“一個比較緊急的情況”，恐怕亦會出現

“五勞七傷”：“大家是否忍心將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深淵？”她強調目前唯一要

做的是反抗暴力、維護法治，及回復社會秩序，又期望在一切平靜後，能真誠對

話，修補社會撕裂，重建社會和諧。

警方12日採取了“喬裝臥底行動”，林鄭
月娥13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身為行政長
官，她不會直接指示所有警方的部署、行動的執
行，而警務處兩名最高級負責行動的警務人員已
於12日解釋，喬裝成各類人物是在很特殊情況
下的一種調查方法，而當日特殊的情況就是要去
監察甚至找出這些極端核心暴力分子。“所以，
在這裡你不能夠認為警方是做了不對的事。”

電光火石間執法不易
就“葵芳催淚彈事件”，警方12日亦回應

指是一些特殊的情況。林鄭月娥說：“大家要明
白，在這些電光火石間既要維護法治，亦要保障
所有人的安全，包括在地鐵站裡其他市民的安
全，他都要作出一個判斷而做事。”

她強調，警方每一次執法過程都要考慮很多
因素、很多情況而作出一個判斷，這些判斷有時
比較容易、有時非常困難，尤其是要在現場執
法，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會受到他不執法、不行動
的負面影響，警務同事是處於一個兩難局面，需
要作出一個即時判斷。

她說：“我昨日（12日）天聽到警務同事

說，他一定有考慮其他市民，因為在站內有其
他市民，如果暴力示威者當時在站內採取一些
很激烈的行動，而他置之不理、不採取任何行
動，這亦會有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郭家好

“喬裝臥底”查案有必要
林鄭：方便時願探傷眼少女

■林鄭月娥13日在行政會議復會前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期香港暴徒肆
虐，令旅遊及零售等行業飽受衝擊。8月5日，有
黑衣暴徒更公然侮辱國旗，令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
14億中國人為之憤怒。為恢復內地同胞對香港的信
心，13日下午市民團體“同心護港”自發在尖沙咀
五支旗杆下舉行護旗活動，成員們手拿五星紅旗，
高唱國歌和多首愛國歌曲，引來往來旅客紛紛拍照
點讚。

“同心護港”團體召集人曹達明表示，自己是
一名的士司機，而團體成員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普
通市民，大家因為一顆愛國愛港的心而走到一起，
他的太太也來到現場支持，他們的心聲代表了廣大
基層市民。對“港獨”暴徒公然挑戰國家主權和底
線的行為，他們感到十分憤怒，他們會盡一切所能
守護香港家園。

批暴徒如曱甴 噴殺蟲劑“抗議”
他認為，將搞亂香港的暴徒稱為一群曱甴非常

貼切。這些人不事生產，用“野貓式”行動到處搞

破壞，像曱甴一樣影響香港的繁榮與安寧，而“清
潔香港、消滅曱甴，人人有責”。大家隨後將多張
印有“清潔香港．時代曱命”的紙張鋪在地下，並
噴上殺蟲劑，表示清理香港的決心。

他們是次選在尖沙咀舉行活動，曹達明解釋，
這裡是暴徒侮辱國旗的事發地點，在此處集會是對
暴徒行為予以有力回擊，且尖沙咀是旅遊熱點，能
讓更多內地遊客知道香港市民是愛國的，是支持香
港警察嚴正執法的，五星紅旗飄揚在尖沙咀更能說
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團體先後合唱了《歌唱祖
國》、《一條大河》等愛國歌曲，最後莊嚴地唱起
國歌，許多旅客也被感染加入合唱。

團體成員周先生是一名印尼華僑，1972年來
港，早已將香港當做自己的家，面對暴徒這兩個月
的行為，痛心疾首。他說：“我們老百姓都是希望
社會能盡快恢復平靜，現在經濟被搞到這麼差，我
的生意已經賠錢了，如果暴亂繼續下去經濟會崩
潰。”但他表示，相信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太久，香
港背後是強大的祖國，市民們都對國家有信心。

市民自發護旗 旅客拍照點讚

林鄭月娥表示，她在8月5日說，香港社會變
得不安全、不穩定，無論是行使暴力或縱容

暴力，都會將香港推上一條不歸路，令香港社會
陷入十分焦慮及危險的境地。

三方面體現暴力禍港升級
她說，過去一周在香港發生的情況，正出現

了這種危險的情況，並體現在最少三方面：
一是大規模的惡意破壞行動已經在各區蔓

延，且往往都是不定時、不定點，也沒有預先知
會，令很多上班、下班的市民受到影響，例如堵
塞鐵路、肆意圍堵過海隧道，以至近日癱瘓香港
國際機場等所謂“不合作運動”，令很多市民受
到影響。

同時，有人攻擊各區警署、以一些“更犀
利”的武器襲擊警察，包括投汽油彈傷害了一位
警務人員、用煙霧彈甚至大型的丫叉彈射彈珠
等，令香港社會陷入慌亂的局面。

二是出現大量違法行為。有人以所謂“自
由”或者“正義”的名號，不斷目無法紀地進行
破壞，損害香港的法治，“這令我們非常、非常
擔心。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如果法治
受損，很多其他東西都會受到破壞。”

三是為了達到摧毁法治的目的，有人大規模
去攻擊一些執法機關，而警隊就首當其衝：在網
上、在日常的“示威”的過程中，都出現很多鼓
吹仇警、“黑警”的言論，有人更利用一些未經
證實的事件、相片、圖片、短片，惡意攻擊執法
的警務人員。林鄭月娥強調，警隊是香港法治的
重要支柱，“這樣將警隊和廣大市民放在對立局
面，對香港完全沒有好處。”

哽咽籲放下歧見守護家園
更令她憤怒的，是這些惡意攻擊已蔓延至警

隊家屬：“我於上星期探望了兩間警署，分別是
天水圍和黃大仙，亦探望了在黃大仙警署旁邊的
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親眼看到它受到破壞以及

在內居住的居民──該處是民居，這些是居民─
─他們那種焦慮、擔心，惶惶不可終日的情
況。”

林鄭月娥續說：“結合了過去一星期發生的
情況，我恐怕香港向來被視為尊重法治的安全社
會，將會是非常危險，而香港這個一向開放自
由、包容、經濟穩定的城市，恐怕亦會出現五勞
七傷。我上星期亦說要將它復原可能是一段非常
漫長的時間，七百萬人的安居樂業、生活穩定將
會無以為繼。”

她哽咽地呼籲大家“放下歧見，安靜情緒下
來，用一分鐘去想一想、看一看我們這個城市、
我們這個家：大家是否忍心將它推進這個將會是
粉身碎骨的深淵？”

林鄭月娥強調，現在目前唯一要做的是反抗
暴力、維護法治、回復社會秩序；當一切平靜之
後，真誠對話、修補撕裂、重建社會和諧將會開
始。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313
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時時，，被問及有關少女在衝突中右眼被問及有關少女在衝突中右眼
受傷一事時表示受傷一事時表示，，她對有人在她對有人在““示示
威威””或暴力衝突中受傷感到非常心或暴力衝突中受傷感到非常心

痛痛，，並希望他們可以早日康復並希望他們可以早日康復，“，“特別是這一位少特別是這一位少
女女。”“。”“當在方便時當在方便時，，我很願意去探望這位少我很願意去探望這位少
女女。”。”有記者在答問環節中有記者在答問環節中““提問提問””時時，，指稱指稱““是是
否可以向市民開槍射盲市民隻眼你們都覺得沒有問否可以向市民開槍射盲市民隻眼你們都覺得沒有問
題題”，”，林鄭月娥反駁道林鄭月娥反駁道，，現在很多評論並非建基於現在很多評論並非建基於
已有的證據或事實已有的證據或事實，，即使即使““有圖有相有圖有相”，”，但目前流但目前流

傳的相片有傳的相片有““很多款很多款”，”，圖片也有圖片也有““很多款很多款”，”，在在
facebookfacebook裡的裡的postpost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也有很多不同意見。。

她強調她強調，，在在““示威示威””過程中過程中，，沒有人想見到有沒有人想見到有
人受傷人受傷，，無論是示威者無論是示威者、、經過的市民或者是警隊經過的市民或者是警隊，，
無人想有人受傷無人想有人受傷。“。“對於這位眼部受傷的女士對於這位眼部受傷的女士，，我我
希望她能早日康復希望她能早日康復。”。”

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警隊警隊 1212 日已表明日已表明，，每一個每一個
個案都需要查出真相個案都需要查出真相，“，“希望該位少女能報案希望該位少女能報案，，
讓我們可以查出真相讓我們可以查出真相。。當在方便時當在方便時，，我很願意去我很願意去
探望這位少女探望這位少女。”。”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郭家好郭家好

 �

■■市民團體市民團體““同心護港同心護港””1313日在尖沙咀五日在尖沙咀五
支旗杆下舉行護國旗活動支旗杆下舉行護國旗活動，，他們將四處禍港他們將四處禍港
的暴徒比喻為一群曱甴的暴徒比喻為一群曱甴，，並噴殺蟲劑以示為並噴殺蟲劑以示為
港港““滅蟲滅蟲””的決心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暴徒手持榴彈發暴徒手持榴彈發
射器射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暴徒縱火燒沙田暴徒縱火燒沙田
警署警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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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與 內 地 ， 有 相
同，更有不同。”回憶剛進
入華僑大學時遇到的諸多不
適應，林潤東總結說，這是
Culture Shock （ 文 化 衝

擊），港生初涉內地還是會感到不小的差
異性，但可以在差異中看到人生的更多層
面。“走出熟悉的生活圈不是易事，接受
新事物也是挑戰。但作為香港‘90後’，
我會說服自己適應不同的生活方式。”

林潤東笑言，剛開始在飲食、天氣、
語言等方面都不太適應，覺得“有點崩
潰”。“香港電器是港制插頭，我功課沒
做完整，當時帶過來的筆記本、電動牙
刷、吹風機等，到了華僑大學才知道需要
買轉換插頭才能使用，但是我跑遍了整個
華僑大學都沒買到，最後只能上淘寶搞
定，等了三天轉換插頭到貨後才用上了電
器。”“校內網速慢，上不了 YouTube

（視頻分享平台）、Instagram（照片牆）等
等。”

林潤東笑言，日子就是一邊吐槽一邊
披荊斬棘往前走。很快，樂天派的自己便
適應了內地生活，和大家相處融洽又自
在。“真實的內地其實十分可愛，老師課
後會邀請我們喝茶聊天，內地同學也充滿
人情味。”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內地學
生的“學霸”作風，很多人回到舍堂（宿
舍）就是唸書，平時討論最多的就是選課
和作業。“他們的學習積極性非常高，閱
讀範圍十分廣，邏輯思維能力特別強，港
生要向他們學習這一點。”

“班上50名同學中包括5位港生2位台
生。了解是雙向的，大家互相了解後才會
用思辨的態度去認知香港、認知內地。”
在林潤東看來：“北上升學的港生們如果
能在心態上進一步開放自己，必將收穫滿
滿，我們和而不同，但我們終是一家。”

“現在回香港，有時候
會覺得有一點點不適應，有次在

家附近的7-11便利店曾試圖掏出手
機付款。在內地電子支付及手機應用
十分普及，出門不用帶錢包，只需一
部手機可以叫外賣，租共享單車。”
林潤東稱，“我覺得內地與香港是互
相影響的，香港青年和內地青年相互
交流學習，在國家快速發展的背景
下，大家一同進步，成長之路將會越
走越寬。”
林潤東建議有意赴內地求學的香港

同學，學會包容多元文化，“就像從香

港來到內地，只有看得越多，才會發
現更多。”“我們其中的不少人
對祖國的了解大多仍局限於探
親、旅遊的印象和道聽途說的
信息，就像我一樣。然而，好
不好，試過才知道。在內地這
樣一個更廣闊、更多樣性的平
台上檢驗所學，突破以往相對
狹窄的格局，我們會對自
身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認
識，對未來職業設計
也會有更多的選
擇。”

祖籍在福建晉江深滬鎮的林潤東，對香港和內
地有着更為特殊的情感，作為新一代移民，

他身上帶着內地和香港的雙重印記。“小時候我隨
父母回福建探過親，一直對內地心馳嚮往。高中從
St. Stephen's Church College（聖士提反堂中學）
畢業後，我就如願來到了華僑大學。”

餐館打工積累經驗
從中三開始，課餘時間林潤東就到香港餐飲店裡

勤工儉學，“一開始是在麥當勞，後去了韓式、泰
式、越南餐廳和五星級酒店的中西餐部。”因為有了
這段豐富的經歷，大一下學期，林潤東覺得學校附近
聚會玩樂的場地太單調，於是和其他五個校友合夥開
了一間名叫派屋（party room）的轟趴館（Home
Party音譯，即私人舉辦的家庭聚會），“轟趴館除
了有自助廚房、KTV、私人影院等傳統聚會活動設
施外，個別場地也會提供電競間等特色房間，主要服
務於學生團建，初衷是想豐富學生生活。”

融入港式運營思維
創業是艱辛的。“創業前的我們是焦慮的，就

像高考一樣，徹夜難眠，創業又怕失敗，不創業又
怕錯失機會。”林潤東說，考慮到學校街邊店面需
要高昂的轉讓費與店租，所以就把轟趴館租在另一
處偏僻但安靜的三樓，“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們相
信只要我們用心，未來前景可期。”

“我們接手店面後，為節省租金，騰出了一塊

地方，做我一直想做的漢堡店，於是就變為一塊場
地兩間店。開店第一個月我們賺了9,000元人民
幣，馬上又花在購置新設備上。”提及彼時賺到第
一桶金時，林潤東難掩興奮，“雖然很累但值得，
和團隊夥伴們討論策劃活動時，我可以盡情地融入
自己的港式運營思維。”

經過逾一年的發展，隊友們走走留留，現在剩
下林潤東和一個來自澳門的校友一起經營着轟趴
館。林潤東經常想起《中國合夥人》中的那種激烈
和熱血，劇中人意氣風發地說道：“我們追求的不
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嚴！”林潤東感同身受，
“身兼數職”的他很享受當下這種既是老闆又是員
工的狀態。“我讀的市場營銷專業助我成長，比如
開漢堡店前需要和總部協商加盟費、進行數據分析
等等，就用到了專業知識。”

“團建活動需求較大的學生團體是我的主要服
務對象，目前計劃再做半年，這半年真實有效的店
面經營數據將作為參考，我會按照計劃，尋找新地
段開設新的分店。我想把它慢慢做成一個品牌，細
分自己想要服務的客戶，提供更精細化的服務才是
王道。”林潤東笑言，如果發展好，再過兩年畢業
他會留在內地繼續創業，“商業思維、品牌意識，
這些是香港教給青年人的東西。香港有着更成熟的
制度，而內地則有着廣闊的發展前景。我相信，兩
地的未來會更美好，我的未來也會更美好。”

“這次的轟趴high翻天，我們都很滿意。”又一次收穫華僑大學校友們在朋友

圈的留言點讚後，就讀於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專業的大二港生林

潤東，覺得自己離成功更近了一步，“內地鼓勵年輕人創業的氛圍十分濃厚，在這裡

我實現了創業的夢想，只有親歷內地的發展速度，才能體會到不進則退，未來我會好

好裝備自己，面對挑戰和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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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港人對祖國印象局限於道聽途說”

“真實的內地其實十分可愛”
 &

■■林潤東林潤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
團活動時合影團活動時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林潤東和合林潤東和合
作夥伴作夥伴、、參賽選手合影參賽選手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李岐山 文匯要聞 1

草菅人命阻醫護救人 警施援亦被瘋狂毒打
暴徒圍毆環時記者 泯人性虐旅客5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曾是全球最佳機場的香港國際機場，連續第

兩天因為暴徒蠻橫地霸佔機場而“停飛”，不但剝奪全球旅客出入境的自由，

暴徒們更濫用私刑，上演千人對內地旅客綁手禁錮、拳打腳踢、酷刑大逼供，

更肆意翻出其個人行李及將證件上的所有個人資料上載至互聯網。該旅客被虐

打5小時陷入昏迷，救護員到場施援時，暴徒竟罔顧人命加以阻撓，擾攘逾1小

時，直至警方介入，暴徒迅即瘋狂攻擊警車和警員，一名督察被至少5名暴徒狂

毆，負傷拔槍警告才成功護送傷者送院，警方至少拘捕3名暴徒。一名《環球時

報》記者其後亦遭暴徒圍毆，救護人員同樣受到阻撓，完全是在草菅人命。

■■被私刑毆打的深圳旅客雖獲機管局職員被私刑毆打的深圳旅客雖獲機管局職員（（白衣白衣））前後保護前後保護，，但仍被一名暴徒拉扯他身上的索帶但仍被一名暴徒拉扯他身上的索帶，，令他痛令他痛
苦不堪苦不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機場非法集結的行
動升級，黑衣口罩黨在一號及二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
用行李手推車攔阻禁區入口，大量旅客行程受阻無法離
港，所有航班登記服務於13日下午4時半起暫停，這是
連續第二日因非法集會而影響航班。由於非法集結者堵
塞各出入口阻撓進出，多名受影響旅客怨氣大爆發，與
在場非法集結者發生肢體推撞。有患心臟疾病的澳洲籍
老婦一連兩日到機場也撲空，同行朋友一度哭訴：“她
丈夫剛在澳洲逝世要趕返去，心臟儀器又已在行李（寄
艙），好擔心她的健康。”惟暴徒十分絕情，始終拒絕
放行。年長需坐輪椅、患心臟疾病的澳洲籍女士 Hill
Brabra，一連兩日到機場都未能登機返回澳洲。澳洲
領事館職員13日到場協助，向非法集結者作出呼籲，
希望能讓路給她進入禁區，但遭到無情的拒絕。Hill向
在場記者表示，自己有心臟疾病，一旦病發要使用心
臟儀器，惟心臟儀器12日已存放在寄艙行李上，“我
有醫療需要返回澳洲，現在很無奈，不知道航空公司
可以如何安排，他們不應該阻止我離開。”與Hill同
行的朋友更一度落淚，說Hill丈夫剛在澳洲逝世，現
在卻無法回家，親友都很擔心她的健康。

日客不忍見香港續紛亂
來自日本的Okura先生坐在機場大樓一角，顯得

有點不知所措。不諳英語的他透過翻譯軟件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原訂在香港旅遊3天，本來乘
搭13日晚8時起飛的航班返回東京，可是航空公司卻
指航班已取消，令他不知如何應對。他表示，香港是
一個很美麗的地方，港人也非常友善，他實在不忍心
見到香港繼續紛亂下去，希望所有示威者以和平的方
式表達訴求，不要對其他無辜的人造成影響。

來自泰國的Aukvit先生和太太深愛香港，已來港旅
遊十多次，享受購物、美食和到廟宇參拜的行程。完成
5天行程後，他們原訂12日離港返回曼谷，但因航班取
消被迫滯留，本來以為13日晚能起飛，可是仍無法如
願。他們說，很喜歡香港，與所有港人一樣，都希望此
地可以再次回復寧靜。他們也認為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冀示威者可以保持冷靜。

意客抵港無法轉飛越南
意大利旅客Iacoviello先生13日抵港，準備轉機

前往越南旅遊，之後才返港；可是13日往越南的航
班卻一直未確定，他只能排長龍向航空公司查詢。他
表示，如果航班真的取消，他就要臨時調動行程，既
浪費時間，更可能蒙受酒店取消等的金錢損失，實在
感到非常無奈；他知道香港的非法示威活動令很多人
受傷，並不應該，應冷靜平和地表達意見。

內地旅客闕小姐亦指，堵塞離境出入口對他們的
影響非常嚴重，擾亂他們的行程。她表示：“不知道
那些人為什麼要這樣做。”正準備搭乘航班回北京的
周小姐則十分不滿非法示威者的行為，批評他們是罔
顧法紀，認為他們阻礙遊客不合理，又認為他們的所
謂“抗爭”不應影響他人及香港經濟。

有激進示威者屢次圍堵辱罵內地旅客，更爆粗辱
國。有內地旅客打算前往閘口詢問工作人員時，遭黑衣
人推撞後屈他“踩到人”，更藉此破口大罵，不讓他離
開，及後更圍堵兩名內地旅客，旅客欲離開即無端被指
罵“支那狗”、“返大陸啦”、“別再來了”。

有暴徒更多次挑釁及企圖攻擊內地旅客，內地旅客
終強忍怒火，在機場工作人員幫助下，艱難進入離境通
道。

心病客救急儀已寄艙
哭訴心急歸家奔夫喪

■■《《環球時報環球時報》》記者頭部有明顯傷痕記者頭部有明顯傷痕，，送院治理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13日晚6時許，已經非常躁動不安的非
法集結者，在一號客運大樓離境大

堂惹事，突然以“莫須有”理由指一名穿黑衣
的內地男性旅客為警察“臥底”，暴徒包圍他
高聲質問“你係唔係差佬！”男子受驚急步離
開，但暴徒窮追猛打至機鐵站月台對開，將他
箍頸按地，以及用膠索帶緊縛其雙手，不停拳
打其頭部，有人搶走男子背包，將其證件攤在
地上拍照，然後上載網上公開。

旅行證件蓋公安章誣是公安
因男子的港澳通行證簽發單位是公安部出

入境管理局，“腦殘”的暴徒便“老屈”男子
是“深圳公安局”，於是高叫“公安！黑
警！”又用強光照射男子雙眼，一名暴徒更向
男子腰部出拳猛擊，機場保安後來到場解圍，
但仍寸步難行，無法脫身。男子被虐打一會
後，被推向牆邊“公審”，質問他身份，有傳
媒靠近男子查問，男子稱自己只是來接機，否
認是公安，“我之前乜都冇做過，佢哋話我係
差佬，搶去我背包，跟住打我。”

不准救護員施救揚言斷手足
隨後，暴徒們一錯再錯，把男子禁錮、毆

打兩小時後，該男子不支暈倒，好不容易才獲
一名外籍撰稿人及多名港人救出。消防救護員
到場，但暴徒竟罔顧人命，大叫：“唔好放
佢！除佢褲！遊佢街！”男旅客的手腕被長時
間緊縛，手部腫脹黑紫，但暴徒仍禁止救護員
解開其膠索帶。

大批暴徒一有機會便猛踢男子，旁邊記者
和救護員不時被踢到，有人大叫：“唔好打
了，好似被打死咗！”有人叫：“做咩打死

人？打斷手腳就算啦！”
暴徒之後發生內訌，有人大叫：“放人！

讓路！全世界鏡頭在拍！”但仍有暴徒不肯放
救護員將男子送院。擾攘至晚上9時40分，救
護員趁機對男子在現場進行緊急救治，但仍被
逾千暴徒重重包圍，無法離開現場。有人更不
時高叫：“遊街！遊街！”又稱該名旅客“詐
暈”，並向男子淋水。至10時半許，20多名軍
裝警員到場介入，結果花1小時才突破重圍將旅
客送上救護車。

毀警車打督察 至少3人被拘
當警員準備撤退時，暴徒開始阻止警車開

走，扑爆警車窗、用強光照射警員，其後在一
號客運大樓外開始圍攻十多名警員，其中一名
男督察被五六名暴徒打倒在地狂毆，督察被迫
拔槍指向暴徒，暴徒四散逃跑，而速龍小隊和
其他防暴警到場增援，一度發射胡椒彈，並追
入大堂制服拘捕至少3名暴徒，暴徒其後退入大
堂，拆掉候機座椅作路障，並用行李手推車阻
塞天橋通道，至深夜11時半，防暴警分批撤
退，而暴徒仍佔據機場離境大堂。

午夜期間，暴徒盯中《環球時報》一名記
者，把他包圍，有人擅自打開該名記者的行李
箱，發現一件撐警的藍色T恤，暴徒隨即起
哄，將該名記者用膠索帶綁在行李手推車上
“行刑”。現場消息指，《環球時報》記者遭
暴徒包圍之後用普通話與粵語承認支持香港警
察，“你們可以開始打我了。”該名男子臉有
傷痕，惟救護員到場亦被暴徒阻撓，即使該記
者被送上擔架亦一度被阻止離去，其間暴徒辱
罵更企圖再拳打該名記者，在擾攘近20分鐘後
始被抬上救護車。

■■《《環球時報環球時報》》記者被圍毆及非法禁錮記者被圍毆及非法禁錮。。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黑衣人堵塞離港通道，旅客不得其門而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
機場管理局14日表示，目前已經取得法
庭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有意
圖地，故意阻礙或干擾香港國際機場的正
常使用。

香港機管局強調，任何人不得在機
場出席或參與任何在機管局指定地方之
外舉行的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正在
取得有關臨時禁制令的蓋印副本，並會
在取得有關蓋印副本後展示該臨時禁制
令。

從9日開始，有示威者連續在香港國
際機場舉行大規模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
12日、13日，滋擾活動嚴重阻礙香港國
際機場運作，導致大面積取消航班。

機管局申禁令 阻“佔”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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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與 內 地 ， 有 相
同，更有不同。”回憶剛進
入華僑大學時遇到的諸多不
適應，林潤東總結說，這是
Culture Shock （ 文 化 衝

擊），港生初涉內地還是會感到不小的差
異性，但可以在差異中看到人生的更多層
面。“走出熟悉的生活圈不是易事，接受
新事物也是挑戰。但作為香港‘90後’，
我會說服自己適應不同的生活方式。”

林潤東笑言，剛開始在飲食、天氣、
語言等方面都不太適應，覺得“有點崩
潰”。“香港電器是港制插頭，我功課沒
做完整，當時帶過來的筆記本、電動牙
刷、吹風機等，到了華僑大學才知道需要
買轉換插頭才能使用，但是我跑遍了整個
華僑大學都沒買到，最後只能上淘寶搞
定，等了三天轉換插頭到貨後才用上了電
器。”“校內網速慢，上不了 YouTube

（視頻分享平台）、Instagram（照片牆）等
等。”

林潤東笑言，日子就是一邊吐槽一邊
披荊斬棘往前走。很快，樂天派的自己便
適應了內地生活，和大家相處融洽又自
在。“真實的內地其實十分可愛，老師課
後會邀請我們喝茶聊天，內地同學也充滿
人情味。”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內地學
生的“學霸”作風，很多人回到舍堂（宿
舍）就是唸書，平時討論最多的就是選課
和作業。“他們的學習積極性非常高，閱
讀範圍十分廣，邏輯思維能力特別強，港
生要向他們學習這一點。”

“班上50名同學中包括5位港生2位台
生。了解是雙向的，大家互相了解後才會
用思辨的態度去認知香港、認知內地。”
在林潤東看來：“北上升學的港生們如果
能在心態上進一步開放自己，必將收穫滿
滿，我們和而不同，但我們終是一家。”

“現在回香港，有時候
會覺得有一點點不適應，有次在

家附近的7-11便利店曾試圖掏出手
機付款。在內地電子支付及手機應用
十分普及，出門不用帶錢包，只需一
部手機可以叫外賣，租共享單車。”
林潤東稱，“我覺得內地與香港是互
相影響的，香港青年和內地青年相互
交流學習，在國家快速發展的背景
下，大家一同進步，成長之路將會越
走越寬。”
林潤東建議有意赴內地求學的香港

同學，學會包容多元文化，“就像從香

港來到內地，只有看得越多，才會發
現更多。”“我們其中的不少人
對祖國的了解大多仍局限於探
親、旅遊的印象和道聽途說的
信息，就像我一樣。然而，好
不好，試過才知道。在內地這
樣一個更廣闊、更多樣性的平
台上檢驗所學，突破以往相對
狹窄的格局，我們會對自
身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認
識，對未來職業設計
也會有更多的選
擇。”

祖籍在福建晉江深滬鎮的林潤東，對香港和內
地有着更為特殊的情感，作為新一代移民，

他身上帶着內地和香港的雙重印記。“小時候我隨
父母回福建探過親，一直對內地心馳嚮往。高中從
St. Stephen's Church College（聖士提反堂中學）
畢業後，我就如願來到了華僑大學。”

餐館打工積累經驗
從中三開始，課餘時間林潤東就到香港餐飲店裡

勤工儉學，“一開始是在麥當勞，後去了韓式、泰
式、越南餐廳和五星級酒店的中西餐部。”因為有了
這段豐富的經歷，大一下學期，林潤東覺得學校附近
聚會玩樂的場地太單調，於是和其他五個校友合夥開
了一間名叫派屋（party room）的轟趴館（Home
Party音譯，即私人舉辦的家庭聚會），“轟趴館除
了有自助廚房、KTV、私人影院等傳統聚會活動設
施外，個別場地也會提供電競間等特色房間，主要服
務於學生團建，初衷是想豐富學生生活。”

融入港式運營思維
創業是艱辛的。“創業前的我們是焦慮的，就

像高考一樣，徹夜難眠，創業又怕失敗，不創業又
怕錯失機會。”林潤東說，考慮到學校街邊店面需
要高昂的轉讓費與店租，所以就把轟趴館租在另一
處偏僻但安靜的三樓，“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們相
信只要我們用心，未來前景可期。”

“我們接手店面後，為節省租金，騰出了一塊

地方，做我一直想做的漢堡店，於是就變為一塊場
地兩間店。開店第一個月我們賺了9,000元人民
幣，馬上又花在購置新設備上。”提及彼時賺到第
一桶金時，林潤東難掩興奮，“雖然很累但值得，
和團隊夥伴們討論策劃活動時，我可以盡情地融入
自己的港式運營思維。”

經過逾一年的發展，隊友們走走留留，現在剩
下林潤東和一個來自澳門的校友一起經營着轟趴
館。林潤東經常想起《中國合夥人》中的那種激烈
和熱血，劇中人意氣風發地說道：“我們追求的不
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嚴！”林潤東感同身受，
“身兼數職”的他很享受當下這種既是老闆又是員
工的狀態。“我讀的市場營銷專業助我成長，比如
開漢堡店前需要和總部協商加盟費、進行數據分析
等等，就用到了專業知識。”

“團建活動需求較大的學生團體是我的主要服
務對象，目前計劃再做半年，這半年真實有效的店
面經營數據將作為參考，我會按照計劃，尋找新地
段開設新的分店。我想把它慢慢做成一個品牌，細
分自己想要服務的客戶，提供更精細化的服務才是
王道。”林潤東笑言，如果發展好，再過兩年畢業
他會留在內地繼續創業，“商業思維、品牌意識，
這些是香港教給青年人的東西。香港有着更成熟的
制度，而內地則有着廣闊的發展前景。我相信，兩
地的未來會更美好，我的未來也會更美好。”

“這次的轟趴high翻天，我們都很滿意。”又一次收穫華僑大學校友們在朋友

圈的留言點讚後，就讀於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專業的大二港生林

潤東，覺得自己離成功更近了一步，“內地鼓勵年輕人創業的氛圍十分濃厚，在這裡

我實現了創業的夢想，只有親歷內地的發展速度，才能體會到不進則退，未來我會好

好裝備自己，面對挑戰和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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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港人對祖國印象局限於道聽途說”

“真實的內地其實十分可愛”
 &

■■林潤東林潤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
團活動時合影團活動時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林潤東和合林潤東和合
作夥伴作夥伴、、參賽選手合影參賽選手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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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個更廣闊、更多樣性的平
台上檢驗所學，突破以往相對
狹窄的格局，我們會對自
身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認
識，對未來職業設計
也會有更多的選
擇。”

祖籍在福建晉江深滬鎮的林潤東，對香港和內
地有着更為特殊的情感，作為新一代移民，

他身上帶着內地和香港的雙重印記。“小時候我隨
父母回福建探過親，一直對內地心馳嚮往。高中從
St. Stephen's Church College（聖士提反堂中學）
畢業後，我就如願來到了華僑大學。”

餐館打工積累經驗
從中三開始，課餘時間林潤東就到香港餐飲店裡

勤工儉學，“一開始是在麥當勞，後去了韓式、泰
式、越南餐廳和五星級酒店的中西餐部。”因為有了
這段豐富的經歷，大一下學期，林潤東覺得學校附近
聚會玩樂的場地太單調，於是和其他五個校友合夥開
了一間名叫派屋（party room）的轟趴館（Home
Party音譯，即私人舉辦的家庭聚會），“轟趴館除
了有自助廚房、KTV、私人影院等傳統聚會活動設
施外，個別場地也會提供電競間等特色房間，主要服
務於學生團建，初衷是想豐富學生生活。”

融入港式運營思維
創業是艱辛的。“創業前的我們是焦慮的，就

像高考一樣，徹夜難眠，創業又怕失敗，不創業又
怕錯失機會。”林潤東說，考慮到學校街邊店面需
要高昂的轉讓費與店租，所以就把轟趴館租在另一
處偏僻但安靜的三樓，“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們相
信只要我們用心，未來前景可期。”

“我們接手店面後，為節省租金，騰出了一塊

地方，做我一直想做的漢堡店，於是就變為一塊場
地兩間店。開店第一個月我們賺了9,000元人民
幣，馬上又花在購置新設備上。”提及彼時賺到第
一桶金時，林潤東難掩興奮，“雖然很累但值得，
和團隊夥伴們討論策劃活動時，我可以盡情地融入
自己的港式運營思維。”

經過逾一年的發展，隊友們走走留留，現在剩
下林潤東和一個來自澳門的校友一起經營着轟趴
館。林潤東經常想起《中國合夥人》中的那種激烈
和熱血，劇中人意氣風發地說道：“我們追求的不
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嚴！”林潤東感同身受，
“身兼數職”的他很享受當下這種既是老闆又是員
工的狀態。“我讀的市場營銷專業助我成長，比如
開漢堡店前需要和總部協商加盟費、進行數據分析
等等，就用到了專業知識。”

“團建活動需求較大的學生團體是我的主要服
務對象，目前計劃再做半年，這半年真實有效的店
面經營數據將作為參考，我會按照計劃，尋找新地
段開設新的分店。我想把它慢慢做成一個品牌，細
分自己想要服務的客戶，提供更精細化的服務才是
王道。”林潤東笑言，如果發展好，再過兩年畢業
他會留在內地繼續創業，“商業思維、品牌意識，
這些是香港教給青年人的東西。香港有着更成熟的
制度，而內地則有着廣闊的發展前景。我相信，兩
地的未來會更美好，我的未來也會更美好。”

“這次的轟趴high翻天，我們都很滿意。”又一次收穫華僑大學校友們在朋友

圈的留言點讚後，就讀於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專業的大二港生林

潤東，覺得自己離成功更近了一步，“內地鼓勵年輕人創業的氛圍十分濃厚，在這裡

我實現了創業的夢想，只有親歷內地的發展速度，才能體會到不進則退，未來我會好

好裝備自己，面對挑戰和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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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港人對祖國印象局限於道聽途說”

“真實的內地其實十分可愛”
 &

■■林潤東林潤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林潤東參加華僑大學學生社
團活動時合影團活動時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轟趴館舉辦電競活動時，，林潤東和合林潤東和合
作夥伴作夥伴、、參賽選手合影參賽選手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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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雖好牡丹雖好
錢錢途須扶持途須扶持

借助高科技借助高科技 觀賞花卉變身健康產品觀賞花卉變身健康產品

山東菏澤向有“中國牡丹之都”的美譽，有
1,500多年的牡丹栽培歷史，現有9大色系、10
大花型、1,259個栽培品種，種植面積48.6萬
畝，目前該市牡丹生產、加工、銷售企業發展到
240餘家，開發出牡丹系列產品240種，牡丹籽
油年生產能力達到2.5萬噸，年產值達到80億
元人民幣。過去以觀賞、藥用為主的傳統牡丹產
業，已逐步延伸到醫藥化工、日用化工、食品加
工、工藝美術等多個領域。

2019世界牡丹大會日前在菏澤舉行，海內
外牡丹栽培、加工、文旅、銷售及金融專家匯聚
一堂，為牡丹產業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現場有
20個重點項目簽約，涉及生物、農業、新材
料、汽車、旅遊等多個領域。

菏澤市委副書記、市長陳平在論壇上表示，
未來會立足種苗培育優勢，全力打造牡丹種苗繁
育、花卉培植產業集群，力爭到2020年建成種苗
繁育基地、國家牡丹種質資源菏澤庫和國家級牡
丹觀賞核心區，到2022年種植牡丹100萬畝以
上，年產種苗2億株以上。同時將與更多的大型
企業、知名企業加強合作，爭取到2022年培育出
20家牡丹產業龍頭企業，牡丹籽年綜合加工能力
達到20萬噸以上，建成中國最大的牡丹原料、食
用油、食品藥品、日化美容護膚產品生產基地。

今年初，由菏澤市高科牡丹應用研究所研
發生產的牡丹智能面膜正式上市，首次

將牡丹成分用於智能面膜領域。“市場上傳
統的面膜同質化嚴重，我們就想研發一種高
科技面膜，於是從法國以10萬歐元的價格購
買了智能軟件。”據王連崗介紹，面膜的主
要成分是牡丹花和牡丹籽油，目前主要在內
地各大城市的美容院銷售。用戶可以通過手
機app與面膜智能主機連接，實時監控自己
的膚質狀況，用3D打印的方式製作出適合
自己臉形和膚質的牡丹成分面膜。

面膜打印機自家製智能面膜
“每片面膜的售價平均15元(人民幣，

下同)左右，有條件的用戶可以購買一台兩三
千元左右的小型面膜打印機，就可以實現在
家裡根據自身需求打印面膜。”王連崗相
信，五年內智能面膜會走入尋常百姓家，受
到更多普通消費者的認同。

今年43歲的王連崗是菏澤本地人。十多
年前他還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在某國有銀
行負責禮品採購。彼時，他發現菏澤雖為牡
丹之鄉卻很難找到有代表性的相關禮品，每
到年節都為找不到合適的禮品而發愁，便決
定自己去開發牡丹禮品。

2006年，王連崗辭去了當時令人稱羨的
工作，拿出多年積蓄約30萬元籌建高科牡丹
應用研究所，與中國農科院、北京林業大
學、北京工商大學等科研院所的專家合作，
專業開發牡丹籽油及系列產品。兩年後，高
科的牡丹籽油二氧化碳萃取技術申請為國家
專利，這是內地第一個牡丹籽油生產專利。

“我們發現，牡丹籽油的營養遠高於市

場上的普通食用油。”王連崗興奮地拿着牡
丹油小樣去跑市場，卻被迎面澆了一盆冷
水。作為牡丹之都，菏澤有1,500多年的牡
丹栽培歷史，卻很少有人聽過牡丹籽油的食
用功能。好多人說他是瘋子、騙子，稱牡丹
籽油是地溝油，到處碰壁。現在想來，那段
時間是王連崗創業過程中最艱難的時刻，
“從研發到牡丹籽油面世，公司連續5年沒
有任何進賬；親朋好友沒有一個支持的，都
讓我老老實實回去上班……”

產品獲衛生部認可 業務上軌道
王連崗並未退縮。為了得到大眾的認

可，他們的團隊先後進行了牡丹油成分測
定、毒理安全試驗、美容護膚功效試驗、保
健功效試驗以及各種論證。後來，國家衛生
部正式批准牡丹籽油成為新資源食品，公司
的發展才迎來重大轉折駛入快車道。

“多年的努力和心血沒有白費，我們終
於可以名正言順的銷售了！”談及此事，王
連崗的激動之情仍溢於言表。此後，註冊牡
丹籽油品牌、成立子公司、着手研發牡丹花
蕊茶、牡丹油面膜等多種產品……沉澱了幾
年的高科終於厚積薄發。

然而，隨着牡丹籽油的生產企業逐漸增
多，如何在同類產品中脫穎而出，又成為王
連崗面對的新問題。為了突出重圍，高科不
斷進行技術創新研發高端牡丹油產品。比如
今年初公司推出的小分子牡丹籽油護膚品和
保健品，較以往附加值提高了十幾倍。一瓶
10克左右的小分子護膚品售價逾200元人民
幣，和一盒近200克的食用牡丹油價格相
當。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

城”。一千多年來只供人觀賞的牡丹花，如

今借助高科技實現華麗轉身，變成多種可供

食用和美容的系列產品。“通過高科技與人

工智能、物聯網相結合，將是未來牡丹產業

的發展方向。”山東菏澤高科牡丹應用研究

所總經理、菏澤市牡丹協會副會長王連崗近

日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該公司研發的世界首

款智能牡丹面膜今年上市以來銷售火爆，用

戶可通過手機app監控膚質，並用3D打印製

作出適合自己的牡丹成分面膜。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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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闆 故 事 王連崗被稱為
“菏澤最美牡丹

人”。因為2017年農戶牡丹籽豐收，卻大
量滯銷，花農一籌莫展。當時每公斤牡丹籽
只有6元（人民幣，下同），已低於農戶種
植成本。王連崗自籌資金，把價格提高到每
公斤10元，以高於市場價600萬的價格收購
了1,500噸牡丹籽，解決了菏澤一萬多畝牡
丹籽的銷路，保護了農戶利益。

■■牡丹系列產品牡丹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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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因應明年1月第15任正副總統
暨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反賄選宣導，法務部今
天推出可愛版宣導圖片，以Q版檢察官形象呼
籲全民一起反賄選，歡迎民眾透過LINE等通訊
軟體廣為宣傳。

法務部今天下午舉辦媒體茶敘，保護司長
黃玉垣致詞時表示，選舉即將來到，檢察機關
已積極投入反賄、查賄工作，希望善用通訊軟
體並透過柔性方式反賄選，讓民眾易於吸收。

法務部另發布新聞稿表示，部長蔡清祥日
前提出 「科技查賄指揮中心」 和 「雲端反賄數
位平台」 構想，隨後由彰化地檢署觀護人室共
同創作網路貼圖，以Q版檢察官形象呼籲全民

反賄選。
法務部今天推出的11張宣導圖片，包括女

檢察官卡通圖樣的早安圖，以及手持降魔劍的
Q版男檢察官圖宣示查賄決心。

蔡清祥表示，他已經在父親節時將Q版檢
察官的父親節祝賀圖片傳給親朋好友，獲得不
錯的迴響。

蔡清祥還說，針對立委和總統選舉反賄選
，各地檢署都已緊鑼密鼓籌劃相關宣導事宜，
結合選務、警政、調查、廉政等系統，全體總
動員，希望讓民眾瞭解賄選的危害，呼籲拒絕
賄選。

法務部反賄選 自製可愛版宣導圖片

（中央社）桃園機場二期航廈擴建等工程
爆發桃機公司幹部收受回扣弊案，桃園地檢署
指揮桃園市調處帶回35人偵訊後，今天依貪污
治罪條例向桃園地院聲請羈押林姓工程處長及
吳姓工程師獲准。

桃園機場二期航廈擴建等多項工程，爆發
桃機公司幹部涉收受回扣弊案，桃園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昨天指揮桃園市調查處，前往多處進
行搜索，並傳喚35人到案說明，其中林姓工程
處長與吳姓工程師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罪嫌重大
，被檢察官向桃園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禁見，並

於傍晚獲准。
檢方指出，除林姓工程處長與吳姓工程師

收押禁見，另11名相關廠商涉案人員分別以新
台幣2萬元至30萬元不等金額交保，共有21
人列被告，其他涉案人員則請回。地檢署後續
將擴大深入追查，盡速釐清案情。

檢方表示，林姓工程處長涉嫌於2017年到
2018年間與旗下工程師向廠商收受回扣，再協
助廠商取得標案，估計相關工程總金額高達新
台幣40億元，收受的單筆回扣至少600萬元起
跳。

桃機公司工程弊案 工程處長及工程師收押禁見

（中央社）新北市議員陳科名涉嫌向建商收賄，被新北地檢署起訴。新北地方法院今天召開準
備庭，陳科名堅持只是為民服務，否認犯案。

陳科名涉嫌以太太名義插股土方清運公司，自2012年至2019年間，先後接受7家建商請託，
向新北市工務局、城鄉局等單位施壓，並要求該7家建商將土石清運等工程交由指定廠商承包，藉
此得利，不法獲利約新台幣1717萬2700元，新北地檢署今年7月以貪污治罪條例將他起訴。

新北地方法院下午召開準備庭，法官訊問時，陳科名坦承有以太太名義投資土方公司，建商會
定期匯款給他，但否認有替廠商關說施壓。

陳科名指稱，建商匯款是因為認同他的政治理念，才協助支付服務處開銷，表達支持。對於其
它指控則回答 「忘記了」 、 「不清楚」 ，全案將擇期再審。

新北議員陳科名涉貪 準備庭上否認犯案

（中央社）台電員工涉嫌向竊電
集團洩密，台電表示，該名員工已停
職，若犯行屬實，最重會開除該名員
工，另外，台電實際損失仍待統計，
未來將依規定追討電費。

警方去年底查獲，楊姓男子透過
人頭開設網咖、娃娃選物機店，再破
壞電表、私接線路以減少鉅額電費支
出，藏身營業場所樓上進行虛擬貨幣
以太幣挖礦牟利。後來警方發覺查緝

情資疑遭外洩
，循線發現台
電呂姓員工涉
有重嫌。
台電主管指出

，台電已經與檢警合作，共同成立專
案小組調查，後續將全力配合偵辦。

台電主管說明，台電先前接獲約
30件竊電情資，不過，台電實際勘查

後僅查獲4件。警方及台電人員多次
查緝勤務，情資遭有心人士多次外洩
，讓竊電集團搶先一步滅證，電表、
設備都不見了，因此，懷疑有內部人
員洩密。

台電主管說，竊電數字和損失金
額仍待後續統計釐清，若掌握竊電實
證，台電將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按
照竊電集團違規裝置的用電設備、用

電種類，追討一年內電費。
台電主管表示，對於員工涉嫌洩

密，台電深感痛心，該名員工已經停
職，若確定犯行屬實，最重將解雇該
名員工。

台電說，不會因為這件案子影響
台電查緝竊電，未來持續與檢警單位
合作全力查緝竊電，以維護民眾用電
權益。

（中央社）嘉義市興業西路一家燒烤餐廳
今天凌晨發生火警，消防局調派7個分隊人車
撲滅火勢，無人傷亡，不過這家餐廳自102年
已發生5起火警，將對業者加強宣導，落實自
主防火管理。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於凌晨3時18分接獲報
案，興業西路一家燒烤餐廳有濃煙冒出，隨即
指派第一大隊、湖內分隊、第一分隊、德安分
隊、第二分隊、蘭潭分隊及東區分隊，共23車
、66人車前往搶救。

消防局第一大隊副大隊長張英勝表示，消

防人員抵達現場，發現大量黑色濃煙竄出，搶
救人員立即射水搶救，過程中，透過熱顯像儀
發現1樓儲藏室冒煙起火，並燒穿1樓天花板
，擴大延燒至2樓。

灌救人員使用撬棒及破壞器材破壞餐廳內
隔板，並搭配水線及使用排煙機進行排煙，以
降低火場濃煙及溫度，於凌晨3時59分撲滅火
勢，無人員受傷，起火原因，由火調人員調查
中。

張英勝指出，這家餐廳民國99年營業，從
102年至今，已發生5起火警，其中一次是在營

業時間，所幸均無造成人員傷亡，探究原因，
大都是這家燒烤餐廳的排油煙管，年久未清潔
，卡油垢易生火苗。

張英勝說，將對業者加強宣導，落實自主

防火管理，相關用火用電設施平日應確實檢查
，特別是排油煙管，應委請專人定期清潔，避
免油垢導致火災發生。

內鬼洩密竊電情資台電：員工已停職最重開除

嘉市燒烤餐廳6年5次火災 籲業者落實防火管理

許銘春主持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許銘春主持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1414日在勞動部舉行日在勞動部舉行，，勞動部長許銘春勞動部長許銘春（（前右前右））親自出席主持會議親自出席主持會議，，

會前拱手向出席的勞資雙方代表們致意會前拱手向出席的勞資雙方代表們致意。。

新北爆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熱新北爆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熱 中和汐止警戒中和汐止警戒
新北市衛生局副局長許朝程新北市衛生局副局長許朝程（（圖圖））1414日上午宣布中和出現今年第一例本土登革熱病例日上午宣布中和出現今年第一例本土登革熱病例，，個案個案

的公司在台北市的公司在台北市，，工作範圍在汐止工作範圍在汐止，，中和和汐止都列防治重點中和和汐止都列防治重點，，加強噴消加強噴消。。

香港反送中延燒香港反送中延燒 柯文哲勸北京不能讓六四重演柯文哲勸北京不能讓六四重演
香港反送中遊行延燒香港反送中遊行延燒，，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前前））1414日上午與內湖區里長座談日上午與內湖區里長座談，，接受媒體聯訪時接受媒體聯訪時

，，勸告北京政府要好好思考勸告北京政府要好好思考，，不能再讓六四事件重演不能再讓六四事件重演，，否則過去否則過去3030年的經濟成長一夕之間全毀年的經濟成長一夕之間全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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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好于预期最新数据好于预期 增长态势继续看好增长态势继续看好

中国经济提振世界信心中国经济提振世界信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嘉宝李嘉宝

8 月 11 日 晚 ，
正在全国巡展的人
民日报社“时光大
篷车”行驶到广东
省深圳市深圳湾，
成为港湾夜色中的
一 抹 亮 红 色 。 当
晚，600 架无人机
编队飞向空中，不
断变换造型，飞出

“我爱深圳”“我爱
香港”“我爱中国”
等 不 同 文 字 和 图
案。图为无人机编
队造型。

（人民日报客
户端供图）

扫码观看视频

图为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图为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码头。。许丛军许丛军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经济数据稳中向好

8 月 8 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
一组数据引发各大外媒关注：7 月份
中国进出口总值 2.74 万亿元人民币，
增长 5.7%。其中，出口 1.53 万亿元人
民币，增长 10.3%；进口 1.21 万亿元
人民币，增长 0.4%。按美元计价，7
月份中国出口 2215.3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3%；进口 1764.7 亿美元，同比下
降5.6%。

“意外”成为外媒报道中出现最
多的词语。路透社经济学家此前预
计，中国 7 月份出口量将较去年同期
下降2%，进口量将下降8.3%。

然而“7 月份的出口增长创 3 个
月以来的最快速度，也超过路透社调
查中最乐观的估计。”路透社称，“好
于预期的贸易数据有助于提振亚洲
股市。”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网
站当天刊登题为“中国的出口在 7 月
意外上升”的报道，指出“尽管面
对美国提高关税带来的经济压力，
中国公布的贸易数据好于预期”。

不少外媒还敏锐地捕捉到，作为
宏观经济的重要先行指标，中国的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在 7 月实
现了 3 个月来的首次回升。“随着政
策的逐步落地，宏观逆周期调节效
果开始显现，中国制造业 PMI 小幅
回升至 3 个月高位，市场信心逐渐回
暖，经济下行态势出现趋缓迹象。”
路透社在报道中评价。

一 个 个 新 鲜 出 炉 的 扎 实 数 据 ，
成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健运
行的力证。在贸易保护主义逆风扰
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
的抗风险能力远超各方预期。正如
世 界 银 行 最 新 一 期 《中 国 经 济 简
报》 的评价：“在全球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多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仍
保持韧性。”

有效应对经贸摩擦

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长 6.3%，“三

驾马车”依然稳健有力，高质量发展
渐次显效……2019 年中国经济半年报
释放出积极信号，提振了世界经济增
长信心。下半年中国经济怎么干？外
媒纷纷从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中寻找答案。

彭博社报道称，中国领导层宣布
了今年下半年经济政策的优先事项。
彭博社援引渣打银行一位经济学家的
观点指出，“中国强调更有效地执行
现有政策。中国政策制定者回应的重
点是推进改革，以挖掘内需。”

路透社关注到，这次会议要求有
效应对经贸摩擦，全面做好“六稳”
工作，要求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多
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稳定制造业
投资。

还有外媒注意到，面临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及外部贸易摩擦风险，中国
外贸的自我调节力不断显现。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中国
对欧盟、东盟、日本等主要市场的进
出口实现了增长。路透社援引学者观
点称，中国正在推动出口市场多样
化。“中国增加了在欧盟这种主要经
济体中的市场份额。更突出的是，中
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率非常明
显，尤其对‘一带一路’国家。”据

《日本经济新闻》 近日报道，亚洲开
发银行表示，“中国企业最近几年来
一直在增加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
投资。”

拉动世界经济发展

“ 今 天 ， 受 到 中 国 好 于 预 期 的
贸易数据和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稳
定的影响，投资者欢呼雀跃。华尔
街开盘走高，欧洲股票甚至走得更
高。”英国 《卫报》 8 月 8 日的报道

直言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
正如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

赫雷·卡文斯所说，基于中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经济体量，中
国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已经不仅关乎
中国自己，而是关乎整个世界经济
的发展前景。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的文章指出，近来的政策和
措施表明，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并更加重视经济增
长的高质量。“中国的结构性改革
旨在同时实现创新、包容和可持续
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将保
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拉美社报道称，尽管世界经济
和 金 融 形 势 出 现 波 动 ， 而 且 美 国
采 取 了 保 护 主 义 措 施 和 关 税 制
裁 ， 中 国 仍 然 是 吸 引 外 国 直 接 投
资方面的全球领先者。

美国硅谷著名天使投资人史蒂
夫·霍夫曼表示，中国经济政策发
挥 的 作 用 举 足 轻 重 ， 为 世 界 经 济
带 来 了 积 极 影 响 。 中 国 不 断 扩 大
对 外 开 放 、 支 持 民 营 经 济 等 多 种
举 措 推 动 了 相 关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
中 国 将 继 续 成 为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的
引擎。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在美方拟进一步加征关税、升级贸易摩擦的“逆风”中，
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经济的最新数据、最新政
策，希望从中国的稳定增长中获得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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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88 月月
1616日至日至88月月1818
日日
七月半中元節七月半中元節
（（盂蘭節盂蘭節））開開

經經
88月月 1616日日、、1717日日、、1818日日（（FriFri、、
SatS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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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3131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88--1717--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99時至中午時至中午
121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華文教育名師巡講華文教育名師巡講

吳曉東副教授吳曉東副教授、、張小峰副教授張小峰副教授、、
戚蘭蘭老師主講戚蘭蘭老師主講
88--1717--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99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44時時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華夏中文學校總校
59255925 Sovereign Dr., Houston,Sovereign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20192019年秋季教師及義工年秋季教師及義工
會會

88--1717--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至中時至中
午午1212時時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Daily HallDaily Hall
97209720 Town Park Dr., Houston,Town Park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駐休斯敦總領館辦理駐休斯敦總領館辦理 「「健在證明健在證明
」」
88--1717--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時3030分分
至中午至中午1212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5905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Sovereign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長期照護研討會長期照護研討會
衛福部常務次長薛瑞元分享長期衛福部常務次長薛瑞元分享長期
照護政策與執行照護政策與執行
88--1717--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44時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代先靈過橋化靈位代先靈過橋化靈位
88--1818--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55時時
本頭公廟本頭公廟
1060010600 Turtlewood ,Houston,Turtlewoo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本報記者黃麗珊）由中國人
活動中心/休斯頓華助中心主辦並
聯合休斯敦各大社團和組織、公司
、校友會、同鄉會等共同協辦的美
南華人華僑熱烈歡迎蔡偉總領事榮
任第14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晚
宴於8月11日下午6時至下午10
時在Lamball宴會廳盛大舉行，由
劉金璐、孫聞主持。參與協辦單位
有德州廣東總會、美南浙江同鄉會
、潮州會館、華夏學人協會、沈陽
同鄉會、東北同鄉會、川渝同鄉會
、德州安徽同鄉會、越棉寮華裔聯
誼會、內蒙古同鄉會、湖南同鄉會
、香港會館、幸福讀書會、中國旅
美專家協會、亞商會、山東同鄉會
、江蘇總會、福建同鄉會、全美華
人協會、張要武藝術中心、美國大
中華工商會、華星藝術團/騰龍教
育學院/OAEC,梨城華人協會、華
夏中文學校、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
敦、五邑同鄉會、休斯頓上海聯誼
會、美南河南同鄉會、江西同鄉
會/美中友好促進會、休斯敦國際
電影節組委會等。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事館外交官員、同鄉會代表及休
斯敦華人華僑代表共390人出席盛
會。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
博士首先介紹嘉賓，由中國人活動
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致歡迎詞
，介紹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的經過
及本地僑胞現況。接著德州廣東總
會會長商粵生、美南浙江同鄉會前
會長吳因潮、美國中國總商會中石
油國際事業美洲總裁武軍利、美南
山東同鄉會前會長豐建偉博士、香
港會館梁國堅會長、中國旅美專家
協會會長王晉軍博士、華夏學人協

會會長黃華、德州安徽同鄉會會長
張經坤、東北同鄉會執行副會長許
娟娟等紛紛分別上台致歡迎詞並分
別介紹各自社團的歷史及活動。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新任總領
事蔡偉致詞後，中國人活動中心范
玉新執行長、靳敏董事會主席攜全
體社團會長集體向新任蔡偉總領事
贈送牌匾並合影留念。晚宴上休斯
敦藝術家劉春池演唱 「我愛你中國
」 。男高音歌唱家李文一演唱 「絨
花」 ；著名華語歌手許澤，演唱
「陽光路上」 ；男中音蔡偉總領事

、 「美南金嗓子」 虞曉梅帶領全體
總領館外交官們一起演唱 「情對祖
國講，愛對祖國說」 是節目最高潮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新任
總領事蔡偉在晚宴上致詞表示，大
家晚上好！非常感謝大休斯敦地區
僑團各界代表美南華人華僑為我安
排這場歡迎晚宴，也感謝中國人活
動中心和有關社團的精心組織。僑
胞代表剛才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
詞。在我看來，這既是歡迎，也是
期待，更是鞭策。我將努力在前任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打下的良好基礎
上，把各項工作，特別是僑務工作
再向前推進一步。
僑胞們！

我很榮幸出任第14任中國駐
休斯敦總領事。在我的外交生涯中
，大部分時間從事與美洲相關工作
，對美國並不陌生，但這卻是我第
一次來到休斯敦這片土地。休斯敦
在中美關係史上具有重要而獨特的
地位。 40年前中美正式建立外交
關係不久，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
師鄧小平先生正是在這裡戴上得克

薩斯的牛仔帽，向美國以及全世界
人民展現了中國人民的開放、自信
與包容，那一刻已成為中美關係史
乃至世界外交史中的經典畫面。駐
休斯敦總領館也有幸成為中國在美
國開設的第一個總領館。

40年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
，砥礪前行。建交以來，兩國貿易
額增長了260多倍，人員往來增加
了500多倍，友好省州50對，姊
妹城市227對。在這方面，得克薩
斯州再次走在前面，成為全美50
個州里對華出口貿易額最大的州，
華人華僑總數達50多萬，排名全
美第二。此外，中美兩國還在反恐
、減貧、環保、傳染病防治及朝核
等許多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開展
了廣泛溝通與合作。歷史和現實已
充分證明，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中
美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
，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週年。 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
放40年來，中國人民自力更生、
艱苦奮鬥，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
就，正昂首邁向第一個“百年”目
標。中國的發展成就的取得也離不
開包括美國在內國際社會的支持，
同時也給國際社會帶來越來越多的
福祉。近年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
濟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
，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
一。從中美關係看，根據相關統計
，僅中美經貿摩擦前的2017年，
兩國貿易和雙向投資就為美國創造
了一百萬個工作崗位；推動美國商
品價格指數下降1.5%，這意味著
每年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了800多
美元生活開支。

但令人遺憾的是，去年以來的
中美經貿摩擦給雙邊經貿乃至整體
關係的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這
一摩擦既不是中方挑起的，也不是
中方願意看到的。相反，中方始終
致力於通過談判磋商解決爭端。在
今年6月中美元首大阪會晤期間，
雙方就經貿問題達成如下共識：即
雙方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
上重啟經貿磋商，美方不對中方產
品加徵新的關稅，兩國經貿團隊將
就具體問題進行討論。但是美方近
期卻再次置中方誠意於不顧，頑固
推行霸凌行徑，違反兩國元首大阪
會晤共識，悍然發動新一輪貿易戰
，並在農產品和芬太尼等問題上對
中方肆意污衊！

中方積極落實兩國元首大阪會
晤共識。大阪會晤後至7月底，已
有227萬噸美國大豆新裝船運往中
國。中國政府對包括芬太尼類物質
管控極為嚴格，先後列管了25種
芬太尼類物質及其2種前體，超過
聯合國管製品種。今年5月1日開
始生效的有關公告，系中國首次對
某類物質實行“整類列管”，為打
擊和懲治涉芬太尼犯罪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依據。

貿易戰沒有贏家，中方不想打
，但也不怕打。中方堅決捍衛國家
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堅決維
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我們依然
認為，解決中美經貿摩擦的關鍵是
要相互尊重、言而有信。單靠中方
一方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需要中
美雙方相向而行，一道努力找到一
種彼此都接受的解決辦法，這符合
兩國乃至世界的利益。

美南華人華僑熱烈歡迎蔡偉總領事履新晚宴盛大舉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新任總領事蔡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新任總領事蔡偉於88月月
1111日在歡迎晚宴上致詞日在歡迎晚宴上致詞。。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晚宴上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晚宴上中國人活動中心范玉新執行長（（左五左五））
、、董事會主席靳敏董事會主席靳敏（（左七左七））攜全體社團會長集攜全體社團會長集
體向新任蔡偉總領事體向新任蔡偉總領事（（左六左六））贈送牌匾並合影贈送牌匾並合影
留念留念。。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虞曉梅領唱虞曉梅領唱 「「情對祖國講情對祖國講，，愛對愛對
祖國說祖國說」」 ，，是晚宴節目的最高潮是晚宴節目的最高潮。（。（記者黃麗記者黃麗
珊攝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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