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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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二美國人
支持自由貿易

全美海關電腦大當機

（綜合報導）美國媒體
日前披露，白宮正在探討削
減工資稅的可能性，尋求通
過為消費者減負刺激經濟增
長。對此，川普20日對媒
體承認，白宮的確正在籌劃
削減工資稅舉措，並表示已
經醞釀這一計劃“很久了”
。

美國個人消費開支佔經
濟總量約70%，是拉動美
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削
減工資稅旨在增加消費者可
支配收入，為經濟打一針
“消費強心劑”。

川普當天還表示，他不
需要國會批准，就可以將資
本利得稅與通脹掛鉤。稅務
專家稱，如果與通脹掛鉤，
投資者將繳納更少的資本利
得稅。

除此之外，美國媒體稱
白宮內部還在討論撤銷部分

關稅的可能性。經濟學家分
析認為，雖然美國政府推遲
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以減輕對年底假日購物季的
衝擊，但美國消費者仍然可
能感受到關稅帶來的壓力。

高盛集團分析指出，洗
衣機、傢俱等已經被加徵關
稅的商品價格自去年2月以
來出現了上漲，而同期未被
加徵關稅的核心商品價格則
有所下跌。這表明加徵關稅
所產生的成本已部分轉嫁給
美國消費者。鑑於國內消費
對經濟增長有巨大牽引力，
美國政府不得不考量關稅對
經濟的負面影響。

牛津經濟諮詢社首席美
國經濟學家格雷戈裏·達科
預計，美方計劃對3000億
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的最
新關稅，將直接導致今年第
四季度美國經濟增長率下降

約0.1個百分點。他認為，
關稅對美國經濟造成的傷害
可能會持續到2020年，且
負面影響可能會進一步擴散
。

美國媒體報道說
，最近以來白宮越來
越多地討論提振經濟
的舉措，顯示美國政
府對經濟增長放緩的
擔憂情緒日益增長。
雖然美國正處於有歷
史記錄以來持續時間
最長的經濟擴張期，
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
家警告，經濟衰退正
在逼近。

美國全國商業經
濟協會19日發佈的一
份調查報告顯示，多
數受訪經濟學家認為
美國經濟衰退將在未
來兩年到來。其中，

38%的受訪者認為經濟衰
退將在2020年開始，34%
的受訪者認為經濟衰退將在
2021年開始。

白宮正考慮減稅 防經濟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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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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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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國際航空展覽會
（MAKS）預定將在8月27日至9月1日舉行，
而最新型的蘇-57戰機外銷版可望首度亮相。

不過，新浪軍事的分析指出，俄羅斯這次
大方展示蘇-57外銷版，顯示它在配置和性能
上大幅縮水，以防洩露核心機密。分析認為，
在蘇霍伊公司的深厚技術基礎上，蘇-57的動
力輸出、隱形性能等方面實力堅強，和蘇-35
這類3代機相比，性能有極大的優勢。然而，外
銷版畢竟不可能比照自用版。

首先，外銷版蘇-57的雷達很可能更換，
原版配置的是N036 「松鼠」 有源相控陣雷達，
而外銷版上很可能會安裝無源相控陣雷達，或
是減少相當數量的接收發射單元，使雷達的整
體性能降低。

其次，分析指出，發動機是戰機的心臟，
所以外銷版在配備發動機時，也會考慮發動機
的技術安全問題，因此外銷版應該不會裝備完
全版的發動機。目前外銷版蘇-57戰機暫定是
使用AL-41F1 「產品117」 發動機，而自用版
則定製了 「產品30」 發動機，目前正在測試中
。此外，出口型蘇-57可能降低機載武器性能
，那些最新型先進空對空飛彈，還有對地攻擊
的武器等是應該不會裝備在上面。

雖然蘇-57外銷版性能不如俄羅斯自用版
，但仍是噱頭十足，宣傳效果也很到位，不少
國家似乎都很感興趣。俄羅斯著眼的老顧客除
了印度外，另一個就是中國大陸。印度原本是
蘇-57的合作夥伴之一，但新德里也不會盲目

下手，還是要好好考慮一番的。而北京一直與
莫斯科保持友好關係，軍事往來也不少，所以
是潛在客戶之一。

另一方面，莫斯科也盯上越南等國。由於
越南正面臨戰機的升級換代，在中方殲-31尚
未確定能否外銷的狀況下，蘇-57可望成為
F-35戰機在國際外銷市場上的最大競爭對手。
儘管蘇-57外銷版性能縮水，但身為五代機，
它的綜合性能仍有一定優勢。

不過，分析認為，以俄國自用版蘇-57與
解放軍的殲-20相比，在機動性方面，殲-20也
有超音速巡航的性能，但發動機仍比蘇-57裝
備的遜色，而且未來還有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
趕超。

至於在隱形性能上，蘇-57的氣動設計決
定了它無法擁有較大的隱形彈倉，而殲-20不
僅表面塗層耐用性更高，還用了智慧一體化蒙
皮技術，大大增加了隱形塗層的使用壽命。分
析認為，這點是依賴外掛架的蘇-57所不能比
的。此外，在電子設備的技術水準上，俄羅斯
一直處於劣勢，中方的技術較先進，在產量和
性價比等方面更不必多說。分析指出，殲-20
完勝蘇-57，更別說是外銷版，性能遭閹割的
蘇-57了。也因此，中方購買蘇-57的可能性並
不大。

不過，分析也指出，要是解放軍真的選擇
引進蘇-57，那對俄羅斯來說，將是最好的宣傳
，這點由北京率先採購S-400防空系統上便可
證明。

外銷版蘇57遭閹割 獲陸青睞成疑

（綜合報導）在巴西，農民和牧民為了與
雨林爭地，會刻意放火燒林，加上天乾物燥引
發的野火，讓亞馬遜的雨林覆蓋面積急速縮水
。根據巴西太空研究所（INPE）公布的最新數
據顯示，今年至今該國的亞馬遜雨林野火已高
達72843起，是2013年有紀錄以來最多的一年
，再度凸顯這個 「地球之肺」 所面臨的人為威
脅。也讓外界劍指右翼總統波索納洛為了經濟
發展不惜犧牲寶貴的雨林資產。

INPE衛星資料顯示，2019年野火數量較
2018年同期大幅成長了83%。光是過去一周，
就冒出9507起新野火，多數位在亞馬遜盆地。
該盆地擁有全球最大的熱帶雨林，也是對抗全
球暖化的要角。

野火肆虐北部帕拉州（Para）和中部馬托
格羅索州（Mato Grosso）。在這裡，農民經常
非法放火燒林，空出土地放養牛隻。此外，西
部的亞馬遜州（Amazonas）已在9日宣布進入
緊急狀態。濃煙伴隨著熊熊燃燒的大火竄到高
空，遮蔽天日，出現白天變黑夜的 「異象」 ，
讓人吃驚。頻繁的野火不但燒毀叢林，更衝擊

了2700公里之外的聖保羅市。
但近年異常頻繁的火災，卻是人類濫砍濫

伐的傑作。總統波索納洛今年上任以來，打著
發展經濟的旗幟，支持開墾雨林、鬆綁環保法
規等環境政策。根據INPE，巴西光是6月在亞
馬遜的森林砍伐活動，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88%。INPE強調，亞馬遜森林今年氣候目前並
無異常，人類砍伐與焚燒森林才是大火頻傳的
主因。然而INPE的警告，反而觸怒了波索納洛
，斥INPE 「說謊」 ，繼而直接開除了INPE的署
長加爾法歐（Ricardo Galvao）。

波索納洛反駁近來野火驟增的說法，稱：
「過去大家叫我 『電鋸隊長』 （Captain Chain-
saw，指他縱容森林砍伐），現在我又變成讓亞
馬遜陷入火海的尼祿（Nero，縱火焚燒羅馬城
的羅馬皇帝），但現在本來就是農人燒林整地
的季節。」

亞馬遜森林作為地球上最大的熱帶雨林，
每年吸收多達20億噸的二氧化碳，對於遏止地
球暖化功不可沒。

亞馬遜雨林 今年野火逾7萬起

（綜合報導）美國副總統彭斯今天在國家
太空委員會（National Space Council）的會議
上表示，美國太空司令部將於本月底成立並運
作。

美國太空司令部將是美國軍方的統一作戰
司令部，主管太空防務，為國防部第11個統一
作戰司令部，與戰略司令部和特戰司令部等特
定任務與地區的司令部並列。

新成立的國家太空委員會今天召開第6次
會議，彭斯站在國家航空航太博物館（Nation-
al Air and Space Museum）史蒂芬中心（Ste-
ven F. Udvar Hazy Center）陳列的太空梭發現
號（Discovery）下方發表談話說： 「下週我們

將正式成立新的統一作戰司令部，也就是美國
太空司令部。」

一同與會的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
福德（Joseph Dunford）說，美國太空司令部
將於8月29日舉行正式 「成立」 儀式，隨即展
開運作。太空司令部編制87人，由現任空軍太
空司令部司令芮孟（John Raymond）將軍指揮
。

過去一年多，美國總統川普聲稱要建立
「太空部隊」 ，這是美國第6軍種。今年2月，
他簽署第4號太空政策行政令，命令國防部建
立太空部隊，以與陸軍、海軍、空軍、陸戰隊
和海岸防衛隊等軍種並列。

第6軍種 美國太空司令部下週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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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緬甸政府周三表示，自上周政
府軍與緬甸北部少數民族叛亂者發生戰鬥以來，
已有2000多人被迫逃離家園，19人被殺。這種
嚴重的動亂，是平民領袖翁山蘇姬掌握政局後，
希望實現和平的又一次挫折。

路透社報導，在當地的援助團體人員說，在
最近的戰鬥中，許多難民只能前往撣邦北部的臘
戍鎮避難，當地的修道院提供一些有限的住處，
由援助團體和政府提供物資。

撣邦災害管理司司長蘇‧納因(Soe Naing)告
訴路透社，我們向難民、傷者以及受難者家屬提
供基本救援物資和現金，只要人們需要留在營地

，援助就會被送到。
衝突從上週周四發生，當時一個被稱為北方

聯盟的反政府叛亂組織聯盟發動攻擊，也攻擊一
所軍校，造成十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安全部
隊人員。

蘇山蘇姬曾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持續
被軍政府軟禁，但她的國際形象與國內支持度一
直很高，到2016年底，她的政治勢力在選舉中
獲得壓倒性勝利，她曾誓言達成少數民族游擊隊
與軍政府之間的和平談判，但是，北部和撣邦的
克欽邦的衝突持續升級，也嚴重損害她的和平獎
得主形象。

緬甸衝突已造成2000多人流離失所、19人喪生

（綜合報導）近年來大陸的迅速崛起引發了
世界各國的憂慮與質疑，日本在經濟、軍事等方
面都感受到大陸的威脅。安倍政府基於現實的考
量與大陸交好，期盼雙方能擱置爭議，在經濟上
攜手合作，但中國風險論的討論仍然存在。

日本的《防衛白皮書》指出，大陸的軍費自
1989年度起已連續21年呈兩位數的成長，達過
去的20倍之多，且沒有公開軍事預算的詳細內
容。日本政府屢屢敦促大陸提高軍事預算的透明
度。陸日之間還不時因為釣魚台列嶼（日本稱尖
閣諸島）主權爭議、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問題、
沖之鳥島是礁還是島、專屬經濟海域的範圍等爭
議而對立。

現在即使陸日關係回暖，大陸的公務船仍然
不斷行駛於釣魚台列嶼周邊海域，且在日本主張
的專屬經濟海域進行海洋調查，這些對日本而言
都是芒刺在背。

在經濟方面，大陸在過去 「世界工廠」 的時

代已壓迫到日本的傳統產業。現在大陸的國內生
產毛額（GDP）僅次於美國，取代日本成為第2
大經濟國，大陸侵犯日本產品的智慧財產權案例
經常被日媒提出來討論。2005年大陸掀起反日
運動，日本企業在大陸的據點被砸等情景，讓許
多日本人和日本企業至今餘悸猶存。

安倍今年3月在參院預算委員會上強調，
「要讓已完全回到正常軌道的日中關係提升到新

的階段」 、 「兩國對區域的和平與繁榮共同負有
重大的責任」 、但在此同時，安倍仍對大陸積極
從事海洋活動表示關心。他說， 「擴大軍事活動
，以及國防政策與軍事力的不透明性成為國際社
會安全保障上強烈的憂慮，今後有必要密切關注
」 。

安倍預定今年12月訪中，習近平預定明年4
月以國賓身分訪日，陸日關係正處於春暖花開時
，而這次的中日友好關係是否能細水長流仍受各
界的關注。

陸日關係回暖 中國威脅論仍在

（綜合報導）為了用創意方式迎接馬來西
亞國慶日及馬來西亞成立日，當地麥當勞突發
奇想，將位於吉隆坡金三角最具地標性的麥當
勞招牌，從 McDonald 改成馬來文拼寫方式
Mekdi。

馬來西亞麥當勞副總裁兼首席市場執行員
美拉迪阿都海（Melati Abdul Hai）發表聲明指
出，鑑於馬來西亞人過去37年對麥當勞的鼎力
支持，為了回饋這份熱情，並配合8月31日馬
來西亞國慶日及9月16日馬來西亞成立日的到

來，因此才決定將最地標性的招牌改名。
她表示，Mekdi 是馬來西亞人對麥當勞的

簡稱，是所有種族都明白的詞彙，因此才會決
定將位於金三角的麥當勞店改招牌，因為這是
麥當勞於1982年在馬來西亞正式營業的第一家
餐廳，同時這區也是吉隆坡最繁忙的地區。。

她補充，透過這個更名，將會讓麥當勞顯

得更本土化，讓馬來西亞人覺得更有親切感。
這個消息傳出後，網友反映兩極。有些人

認為這個舉動很貼心，至少能反映馬來西亞的
語言文化特色，讓馬來西亞麥當勞多了一個記
憶點；但有些人認為多此一舉，並認為改名後
有點俗氣，反而與麥當勞的品牌價值不符。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觀光局21日發表7
月的訪日外國旅客人數統計指出，南韓的訪日
客較去年同月減少7.6％，達56萬1700人，是
自2018年9月以來，時隔10個月的低水準。

日本政府7月宣布對南韓半導體原料加強
出口管制後，南韓國內發起拒買日貨、拒遊日
本的運動。

觀光廳長官田端浩21日在記者會上針對南
韓遊客減少一事表示，南韓取消日本旅行的以
旅行團為主。

日本內閣府8日發表的7月景氣觀測調查

指出，一般零售店和北海道感受到南韓旅客受
日韓關係的影響而減少。九州和都市型飯店則
認為，南韓住宿客大幅減少，此狀況恐怕將持
續一段時間。

大韓航空20日宣布大幅減少日本航線。日
本觀光廳在南韓與當地航空公司共同推動的廣
告也將延期。

南韓在日本的外國訪日旅客人數中排名第
2，僅次於大陸。南韓旅客若持續減少，對日
本地方上的經濟恐怕會造成負面影響。

南韓訪日客遽減 恐壓迫日本地方經濟

馬來西亞歡慶國慶日麥當勞改名Mek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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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超七成智利受訪外來移民
近期曾給家人匯過款

綜合報導 智利塔爾卡大學國家移民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移民家

庭凝聚和社會保障”調查顯示，75.2%的受訪外來移民表示近期曾給生

活在國外的家人匯過款。

據報道，此次調查的受訪者是來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移民，采取

面對面提問的方式。

數據顯示，50.8%的受訪外來移民每個月都會給家人匯款，比例最高，

其次是每兩周或三周（21.2%）、每15天（17.8%）和每周（10.2%）。

針對每月的匯款金額，41.8%的受訪者選擇不到5萬比索（約495元

人民幣），34.1%的人選擇介於5萬比索至10萬比索之間，還有24.1%的

人選擇10萬比索以上。此外，匯款的平均金額為每月77217比索。

針對“與剛到智利相比，現在的收入水平如何”這壹問題，55.9%

的受訪者選擇“升高”，35.1%的人選擇“相同”，還有9%的人選擇

“降低”。此外，50.7%的人表示除了日常需求和開支，他們還能省下

錢。

該調查還研究外來移民對智利的看法。智利塔爾卡大學Cenem中心

主任梅達爾多•阿吉雷表示，關於健康和教育，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滿意，

他們可以上學和看病，特別是兒童，因此給予積極評價。

不過，針對工作和住房，情況就不壹樣了。阿吉雷解釋：“（住房）

是國家性問題，在聖地亞哥首都大區（RM），房屋租金和售價都很高。”就

業也是國家性問題，失業率在增加，移民對崗位的滿意度較低。

此外，針對“智利人如何對待外來移民”這壹問題，54.8%的受訪

者選擇“熱情”，41.2%的人選擇“同情”，此外還有“不信任”

（35.1%）、“冷漠”（28.7%）、“拒絕”（23.2%）和“如同對待智利

人壹樣”（13.7%）。

氣候變遷致美科羅拉多河流量減
水資源將越來越少

綜合報導 研究人員稱，受氣候變遷的影響，美國西部地區的幹旱

和炎熱將成為長期趨勢，從落基山脈流向加利福尼亞灣的科羅拉多河，

今後為農田灌溉和城市飲水提供的水資源將越來越少。

科羅拉多河是亞利桑納、加州、科羅拉多州、內華達、新墨西哥、猶

他和懷俄明七個州的命脈，為4000萬人口和數十億美元的農業產業提供水

源。美國墾荒局以往都要求流域各州削減用水量，今年則因去年的飽和降

水而不再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科羅拉多河的長期供水有了改善。

科羅拉多河及其支流的水源主要是融雪，隨著氣溫升高和需求增多

，水資源的供應在減少，即使流域地區出現更多降雪和降雨，最終都不

必然進入科羅拉多河，而是被植物吸收或是迅速蒸發。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預計，到2050年，科羅拉多河的流量

可能減少20%，到2100年將減少35%，因為炎熱和幹旱的加劇將減少河

水流量。

氣候變遷並不意味著美國西部地區壹直是炎熱和幹旱，去年冬季的

降雪高於平均水平就體現了氣候變遷的兩極化。西南部地區剛出現極端

幹旱的天氣，壹年後的降水量就高於平均水平，全國第二大的亞歷桑那

州鮑爾水庫（Lake Powell）的蓄水量迅速增加。

但在全國2000年以來水位逐步降低的許多湖泊，蓄水量仍偏低，美

國墾荒局說，蓄水迅速增加表明，今後也可能迅速消失。

雖然西部許多州宣布幹旱結束，但實際上幹旱仍不容樂觀。美國墾

荒局2000年曾宣布西部地區幹旱，但前壹年許多水庫的水位幾乎全滿，

而截至本周，科羅拉多河流域部分重要水庫的蓄水量僅為57%，部分甚

至只有39%。

科羅拉多河流域七州今年初簽署壹項計劃，以保護河流免受氣候變

遷的影響，和保證流域內重要水庫的蓄水充足。多州表示，在主要水庫

的蓄水降到壹定程度後，他們將放棄用水權。

操碎心！
男子為“保障新西蘭糧食安全”不惜犯法

綜合報導 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壹

名男子被控走私數百個粒植物種子入

境，違反了生物安全法。該男子向法

庭認罪，談到自己走私種子的原因，

他稱是為了“保護新西蘭未來的食物

供應”。

報道稱，因走私了364顆可萌芽的

種子、球莖和幼苗入境新西蘭，30歲的

克賴斯特徹奇男子亞瑟遭到檢方指控。8

月14日，他在克賴斯特徹奇地方法院受

審，並承認了4項違反生物安全法的罪

名。

法官托尼· 科奇對亞瑟表示，將這些

未經授權的種子和幼苗帶入新西蘭是嚴

重的違法行為，“而且這種違法行為是

明知故犯，並且有高度的預謀性。”

據報道，亞瑟之前曾試圖走私壹些

種子，但在郵遞入境過程中，被新西蘭

生物安全當局攔截。然後他郵寄了更多

的種子，並且貼上了虛假的標簽試圖逃

避邊檢。

在法庭上，他承認了4項違反生物

安全法的罪名，其中3個為獲取未經授

權的貨物，還有壹項是出售未經授權的

菠蘿蜜植株。這些犯罪行為最高可判處5

年監禁或處10萬新

西蘭元罰款。

在解釋自己的

犯罪動機時，亞

瑟稱，他計劃從

境外，將野生的

、非轉基因的植

株和種子引入新

西蘭，保衛新西

蘭的糧食安全。這

次出庭受審，他擔

心的不是自己被定

罪，而是定罪後將無法前往亞洲、東南

亞和太平洋國家尋找可用的植株並合法

進口到新西蘭。

法官拒絕了亞瑟律師提出的無罪釋

放請求。亞瑟的律師尼基塔稱，亞瑟被

定罪後，將無法前往印度等地尋找植株

和種子。

“亞瑟有過抑郁，”尼基塔說，

“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這項任

務中，如果被定罪，未來所有的道路都

將被堵住。”

但法官科奇重申，亞瑟的犯罪行為

將新西蘭的生物安全置於危險的境地，

比如金雀花、昆士蘭果蠅和didymo(壹種

入侵藻類)都給新西蘭的生態造成嚴重破

壞。

科奇也承認，雖然亞瑟賣掉了壹些

種子和植株，但他的犯罪動機既不惡毒

也不是出於自私，他主要是擔心新西蘭

的植物多樣性受到基因工程和物種基因

改造的威脅。

最終，科奇判處亞瑟6個月社區監

禁，每晚必須待在家中不得外出，外加

100小時社區勞動。同時由於被定罪，亞

瑟要接受無法申請到壹些國家簽證的事

實。

約翰遜或提前宣布英國硬脫歐？
工黨籲發起不信任投票

英國議會圍繞脫歐方式的爭論仍未

平息，有消息稱首相約翰遜或在24日前

，單方面宣布英國無協議脫歐。但該推

測遭到首相府否認。另壹方面，英國反

對黨工黨黨魁科爾賓促請其他政黨支持

對約翰遜政府發起不信任投票，以避免

國家無協議脫歐。

約翰遜將提前進行硬脫歐？
保守黨籍的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

席圖根達特警告，約翰遜為避過議會

阻撓，或會在 8月 24 日七大工業國集

團（G7）峰會前，單方面宣布無協議脫

歐，並隨即舉行大選。

有歐盟法律專家認為，該計劃不可

行，強調任何對脫歐期限的改動都必須

獲歐盟同意。

據報道，本身反對無協議脫歐的

圖根達特表示，由於議會正在休會，

所以約翰遜可以不用經議會同意便提

前脫歐。如果約翰遜在接下來的大選

中大勝，更可以透過只適用於北愛爾

蘭的“後備方案”，解決北愛與愛爾

蘭邊境問題。

但是，英國首相府則強調，目前並

無考慮這個選項，約翰遜14日亦重申，

不打算無協議脫歐，但警告議會越是阻

止，歐盟就越有恃無恐，不願意讓步。

反對黨工黨誓言推翻約翰遜
英國反對黨工黨展開推翻約翰遜行

動，呼籲議會議員支持對約翰遜為首內

閣發動不信任投票，並團結支持由工黨黨

魁科爾賓籌組看守內閣，防止英國無協議

脫歐。據悉，約翰遜承諾無論有無達成協

議，英國都將在10月31日離開歐洲聯盟

，為議會攤牌設定舞臺。許多議會議員

反對在沒有過渡協議情況下脫歐。

據報道，科爾賓致函在野黨領袖和

幾位與約翰遜意見相左的資深保守黨員

表示，由他組成的“嚴格限時”臨時政

府，將會延後脫歐並舉行大選。他說，

工黨其後將在大選中，力倡就脫歐條件

舉行第2次公投，其中也會包括英國是

否應該續留歐盟的選項。

科爾賓表示：“（約翰遜領導的）

這個政府沒有獲得無協議脫歐的授權，

2016年舉行的公投也沒有授權無協議脫歐

。因此，當我們有自信能獲得成功時，就

會盡早把握機會提出不信任動議。”

唐寧街（Downing Street）首相官邸

發言人表示，科爾賓是在蔑視2016年公

投結果，“科爾賓認為人民只是‘仆

人’，政客可以撤銷他們不喜歡的公投

結果。”

英國議會將於9月3日結束夏季休會

，回到議場就脫歐議題展開攻防，也將

決定這個世界第5大經濟體的未來命運

。工黨發言人表示，議會恐在幾天後面

臨挑戰。

科學家發現壹條格陵蘭鯊魚
可能已經活了500多年！

綜合報導 妳能想象有

動物從莎士比亞時代就出

生 了 ， 直 到 現 在 還 活 著

嗎 ？近期，丹麥科學家在

北大西洋海域發現了壹條

格 陵 蘭 鯊 魚 （greenland

shark）。據科學家推測，

它已經存活了幾百年，可

能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

的脊椎動物！

據報道，目前，科學家

們正在研究28條格陵蘭鯊魚

，這只鯊魚為其中最老的壹

條。

格陵蘭鯊魚每年只長壹

厘米，平均可活上幾百年。

根據發表在《科學》雜誌

上的壹項研究，專家們通

過這只鯊魚的體長（約 5.5

米）和放射性碳定年法，

推 測 它 的 年 齡 介 於 272 到

512 歲之間。也就是說，這

條鯊魚，可能見證了美國

建國、拿破侖戰爭和泰坦

尼克號沈沒等壹系列重大

國際事件。

普雷貝爾教授表示，格

陵蘭鯊魚是地球上現存最古

老的脊椎動物物種，在大西

洋中有幾個不同的種群。科

學家們正在分析這條鯊魚的

DNA，以確定是什麼基因導

致了它如此長壽。

報道還稱，格陵蘭鯊魚

主要吃魚，但科學家迄今未

曾觀察到它們的獵食行為。

令人驚訝的是，在它們的胃

裏，曾經發現過馴鹿和馬的

遺骸。

另壹項研究指出，可以

根據此種鯊魚的骨頭及紋理

組織，來推測氣候變化及汙

染造成的影響。

格陵蘭鯊魚以其醜陋外

表與動作緩慢著稱，其最短

壽命是 272 年。它們的體長

可以生長到 7.3 米，體重可

達 1.5 噸。在冰島，格陵蘭

鯊魚被認為是壹種當地的民

族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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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約每兩年一次的 「火星合日
」 現象即將於9月初上演，屆時火星探測器與
地球的通信將受到干擾。為此，美國航天局計
劃于8月28日至9月7日之間中斷這些探測器
與地球的通信。

新華社報導，地球和火星都圍繞太陽公轉
，大約每隔26個月，地球和火星運行到太陽
相對的兩側，即太陽位於地球和火星中間，此
時從地球上看到火星完全被太陽遮蔽，這種現
象被稱為 「火星合日」 。

今年的 「火星合日」 將於9月2日發生，
屆時，火星、太陽、地球三者形成一條直線。
在這前後，太陽和火星夾角也會小於2度左右
，此時太陽的強烈輻射會干擾甚至切斷地球與
火星間的通信。

美國航天局20日表示，在8月28日至9

月7日間，工程師將停止向火星探測器發送新
的指令，以防發送的信息由於太陽輻射幹擾出
現部分丟失，擾亂探測器任務。在此之前，工
程師會向火星探測器發送兩周的任務指令，隨
後暫停，等火星和地球之間位置正常後再恢復
發送指令。

美國航天局表示，儘管 「火星合日」 會對
探測任務帶來一些風險，但火星探測器的自動
駕駛等系統都已久經考驗。

「洞察」 號無人探測器團隊在官方推特上
表示，接下來數周， 「洞察」 號將因為 「火星
合日」 暫時失聯，但地球上的任務團隊會繼續
進行任務，研究如何幫助因故障 「擱淺」 的測
溫裝置繼續下探。 「洞察」 號于去年成功著陸
火星。

「火星合日」 9月初登場 美將暫停與火星探測器通信

（綜合報導）美國北韓政策特別代表畢
根（Stephen Biegun）今天表示，他不會接
任駐俄羅斯大使，但會繼續致力於陷入僵局
的北韓非核化談判上取得進展。

畢根在與南韓外交部和平交涉本部長李
度勳（Lee Do-hoon）會晤後告訴記者：
「我將不會接任派駐俄羅斯的外交職務，但

我會繼續致力與北韓（在非核化談判上）取
得進展。」

在首爾與南韓官員進行會談的畢根表示
，只要北韓準備好，美國就準備與他們重啟
談判。這符合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
正恩，6月時在南北韓非軍事區（DMZ）舉行
第3次會面所達成的共識。

知情人士12日向路透社透露，川普曾考
慮讓畢根接任駐俄大使，因為畢根熟稔俄國
事務，又精通俄語。

美國福斯新聞（Fox News）昨天引述一
名政府官員報導，川普可能點名副國務卿蘇
利文（John Sullivan）接替現任駐俄大使洪博
培（Jon Huntsman）派駐莫斯科。洪博培月
初請辭，外界盛傳他計劃競選猶他州州長。

繼今年2月在越南河內的川金二會破局後
，兩位領導人6月又在南北韓邊界的非軍事區
展開第3次會面，並同意重啟停滯的核子會談
，但至今尚未有進展。

川普月初表示，金正恩告訴他，希望在
美國與南韓聯合軍事演習結束後重啟談判，
北韓也會停止進行飛彈試射。

美韓聯合軍演昨天落幕，為期10天的演
習是透過電腦模擬方式進行，並未實際出動
兵力和作戰裝備，大幅縮減年度大型聯演規
模，意在儘早促成美國和北韓重啟非核化對
話。

拒接任美駐俄大使 畢根：致力重啟北韓非核談判

（綜合報導）除了地球以外，太陽系最可能
有生命的地方在哪裡? 火星是常被談論的地點，
但是遙遠的木衛二歐羅巴(Europa)似乎可能性更
高，因為它的冰層下已確定是液態的海洋。美國
航太總署在8月19日宣布， 「木星二快船」 (Eu-
ropa Clipper)正式定案，進入最終設計階段，接
有望在2023~25年發射。

太空網(Space.com)報導，NASA官員湯馬
斯·佐伯辰(Thomas Zurbuchen,)在聲明中表示，
「我們感到相當興趣，很希望木星二快船任務，

能夠向我們揭開那個神秘的海洋下的奧秘。」
木衛二是木星第4大的衛星，是由伽利略用

望遠鏡發現的，直徑3,120公里，比我們的月球
略小一點。1978年，航海家1號、2號(Voyager 1
、2)首次仔細的拍攝木衛二的表面，當時人們就
驚訝的發現，木衛二上的隕石坑非常稀少，表面
以水冰為主，而且有許多裂紋。到了1990年代伽
利略號(Galileo )進一步發現，木衛二的冰層裂紋
，會隨著時間而加?，然後又縮窄，顯示冰層是活
動的，很可能浮在水上，那麼在冰層之下應該有
液態水。據天文學家的推測，木衛二冰下海洋的

深度可能達到幾百公里，至於在如此遙遠的地方
，如何保持液態水?應該是地熱所造成。

科學家認為，有液態水，又有足夠熱的地熱
，很有機會產生一系列有趣的化學反應，就有可
能培育成生物。因此，天體生物學家認為，歐羅
巴是太陽系最可能出現外星生命的地方之一，甚
至比火星還要高一些。

然而，有點遺憾的是，木衛二快船不會尋找
生命跡象，因為它的運作時時可能不夠進行找生
命這樣的複雜任務，木衛二位於木星強大的輻射
帶內，在這個環境中，探測船的電子設備即使加
裝了屏蔽護盾，也會被燒毀，因此木衛二快船的
設計目的是在三個月的時間，完成45次近距離飛
行，飛行高度為25至2,700公里，仔細的調查木
衛二的表面特徵，從冰縫中分析海洋成份，並收
集各種其他數據，這也是為將來尋找生命任務時
，尋找良好的登陸地點，所以，雖然木衛二快船
雖然不直接調查生物，但也是在為其探路。

航太總署說，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木衛二
快船將在2023年或2025年發射，可能使用正在
發展的太空發射系統（SLS）重型火箭發射。

木衛二探測船2025年發射 調查冰下海洋

（綜合報導）電子煙因為燃燒後
不產生焦油，加上內容物不一定添加
尼古丁，被部分人視為較健康的吸煙
替代品，甚至能夠幫助戒菸。不過最
新研究發現，只要吸食一次電子煙，
就會影響血管功能，短暫造成血流變
慢、血氧量降低等現象，專家憂心若
長期吸食，有可能演變成疾病。

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科技新聞網站 「生活科學 」
（Live Science）報導，賓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裴雷
爾 曼 醫 學 院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組成的團隊20日在國際
期刊《放射醫學》（Radiology）刊登
關於電子煙的最新研究，他們發現吸
食電子煙有可能損害癮君子血管功能

。
團隊挑選31名不抽菸的健康成人

及16名吸食電子煙的癮君子作為對照
組與實驗組，分別將他們的大腿緊緊
上 銬 ， 並 且 使 用 核 磁 共 振 成 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技術來量測大腿動脈與靜脈的
血流量。研究人員威爾利（Felix
Wehrli）說，因為人體組織極需要氧
氣及養分，因此當手銬鬆開，一般健
康成人的血流會加快，而這個情形確
實在不抽菸的健康成人對照組中見到
，在手銬鬆開後，他們的血流速度在
1分鐘內達到顛峰，隨後又恢復為正
常速度。

不過這種情形在吸食電子煙的人
身上卻看不見。實驗發現，受試者使

用電子煙後
，血管擴張
的程度反而
較吸食前的
擴張程度下
降34%，血流加快的幅度也較一般沒
吸電子煙時放緩25.8%，血管最大流
量也較巔峰期減少17.5%，另外血氧
量也掉了20%。研究成果指出，癮君
子只要吸一次電子煙，就會短暫損害
血管功能。

是什麼原因造成正常的血液循環
功能變得遲緩？威爾利說有可能是電
子煙中的成分所致，他說即便電子煙
內容物依廠牌不同而有所不同，不過
最基本的成分不脫丙二醇（propyl-
ene glycol）及甘油（glycerol），他

說丙二醇及甘油高溫加熱後會釋放有
毒物質，過去曾有研究發現吸食電子
煙可能導致內皮等毒性免疫反應。

這份研究實際上並未指出究竟是
哪種物質導致血管功能短暫受到影響
，同時科學家也強調，實驗發現的血
流現象是短暫的，受試者在吸煙後1
小時內，血管功能便恢復正常。不過
科學家也認為不可輕忽，威爾利說實
驗成果可以擴大解釋，假使癮君子全
天候持續吸食電子煙，每天吸時、甚
至長達數年，身體就沒有時間回復到

正常水準，長期下來有可能產生疾病
； 加 州 大 學 醫 學 院 教 授 葛 蘭 茲
（Stanton Glantz）也認為，這份研
究發現的短期負面影響，可以視為長
期下來發生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不過研究人員說，由於實驗僅發
現短期效果，電子煙對血管的長期影
響仍需要後續長達數年的追蹤才能判
定，而且研究也不支持吸食電子煙會
導致心臟疾病、永久血管損壞等假設
。

電子煙吸1次 血管就有大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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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6成以上核電站乏燃料
將采用“幹式貯藏”

綜合報導 日本多家電力公

司透露，全國核電站保管的約

1.52 萬噸乏燃料中，可能有 6

成以上，將采用放入金屬容器

實施空氣冷卻的“幹式貯藏”

方式。

據報道，目前乏燃料大多存

放在水池內，但核電設施內等多

處的燃料池容量正在接近極限。

各家公司因而導入“幹式貯藏”

設施，按計劃將能容納最多約1

萬噸乏燃料。

與用電通過水循環進行冷

卻的乏燃料池相比，“幹式貯

藏”被認為安全性更高。不過

，即使采取“幹式貯藏”，燃

料未來處置方法仍難預料，保

管的長期化無法避免，所在地

也有擔憂聲。

關於新設“幹式貯藏”設

施，10家電力公司對於目前擁

有的運轉階段和已決定報廢的

商業核電站的計劃分別為：中

部電力濱岡核電站400噸，四國

電力伊方核電站500噸，九州電

力玄海核電站最多440噸。上述

計劃均已向原子能規制委員會

提交申請。

東京電力方面，全部4座反

應堆都將報廢的福島第二核電站

有1650噸乏燃料，已決定在廠區

內新設保管設施。在福井縣擁有

11座反應堆的關西電力“打算

2020年前後，在縣外選定計劃地

點，2030年前後以2000噸規模開

始運營”，但地點尚未確定。

日本原子能發電已在東海第

二核電站開始運用。原電和東電

共同出資設立的“循環再利用燃

料貯藏”(RFS)公司在青森縣建

設3000噸規模的設施，正接

受規制委的審查，今後計劃

擴容至5000噸。

上述設施總容量共計約

1萬噸。計算可知，能夠容

納目前保管的約1.52萬噸乏

燃料中的6成以上。
10家公司核電站燃料保管容

量目前共計約2.55萬噸。保管的

乏燃料占到容量的60%，加上正

在使用的燃料則將達到69%。燃

料池隨著核電站運轉而被填滿的

所需時間分別為：東電柏崎刈羽

核電站約3年，玄海約5年，關

電高濱核電站約6年。

據悉，北海道、東北、北

陸、中國4家電力公司的容量相

對寬裕，表示將考慮情況並進行

研究。

在福島第壹核電站事故中，

停電導致乏燃料池冷卻功能失

效，燃料熔化壹度引發擔憂。另

壹方面，廠區內的“幹式貯藏”

設施雖因海嘯浸水，但容器未出

現異常，容器內的燃料也安然無

恙。

日本優衣庫在韓銷售額減70%
專家專家：：拒買日貨將長期化拒買日貨將長期化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

發起拒買日貨運動1個多月，多

個日本著名品牌在韓國國內的

銷售額減至壹半以下。其中，

優衣庫的銷售額減少了70%以

上。有專家分析，韓國拒買日

貨運動還將長時間持續。

據報道，韓國金融監督

院，對國內主要日本品牌產

品信用卡銷售額進行了調查

，結果顯示，與6月最後壹周

相比，日本壹些著名品牌7月

第4周的銷售額減至壹半。優

衣庫首當其沖，與6月最後壹

周相比，7月第4周銷售額減

少70%以上。

日本啤酒也深受打擊，

10年來在進口啤酒市場排名

第壹的日本啤酒滑落至第三

。7月，日本啤酒進口額環比

減少 45%。目前，進口比利

時啤酒排第壹，美國啤酒排

第二。

專家表示，拒買日貨運動

急速擴散，由民眾主動參與。

以目前情況來看，拒買日貨運

動將長時間持續下去。

韓
國
軍
方
稱

朝
鮮
再
次
試
射

﹁不
明
發
射
體
﹂

綜合報導 韓國軍方說，朝鮮當天早晨

再次試射兩枚“不明發射體”。

韓聯社援引韓軍聯合參謀本部發布的

消息說，當天上午8時01分許和16分許，

朝方由江原道通川郡壹帶各向東部海域發

射1枚類型不明的近程飛行器，飛行高度

約30公裏，飛行距離約230公裏，最大速

度超過6.1馬赫。

韓軍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國軍方正

監控朝方是否有追加發射活動的動向，同

時保持警戒態勢。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當天上午召開國家

安全委員會緊急會議，由青瓦臺國家安保

室室長鄭義溶主持，討論相關局勢。韓國

媒體稱，委員們在會上壹致認為朝鮮近期

多次發射近程飛行器的行為或將升級半島

軍事緊張，並敦促朝鮮立刻停止相應行為。

據媒體統計，這是朝鮮自7月25日以

來的第6次發射活動。韓國媒體分析認為

，朝方活動仍為針對正在舉行的韓美聯合

軍演。

本月5日，韓國和美國啟動2019年下

半年聯合軍事演習。朝鮮外務省6日曾發

表談話，譴責美國和韓國聯合軍演違背新

加坡朝美共同聲明及朝韓間系列宣言精

神。並表示對於由此可能引發的朝方反制

措施，美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印尼總統佐科提出遷都加裏曼丹島
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科在

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提議將首都

遷往加裏曼丹島，但他並未提出

具體遷往該島哪個地方。

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訊社當天

報道，佐科在發表國情咨文時稱

“首都不僅僅是壹個國家的象

征 ，也是壹個國家進步的代

表”，他強調遷都“是為了實現

經濟發展的平等和公正”。

遷都是印尼討論了數十年的

老話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該國開國總統蘇加諾在位時即提

出將首都適往加裏曼丹島中部。

此後，多任總統都曾提出過遷都

議題。兩年前，現任總統佐科再

度提出該議題。

據印尼媒體此前報道，今

年4月佐科下定決心遷都；5月

佐科視察加裏曼丹島各省，對

新首都備選地址進行實地深入

調查；7 月佐科在社交媒體上

列出新首都三個候選地點：中

加裏曼丹、東加裏曼丹和南加

裏曼丹。

資料顯示，加裏曼丹島為世

界第三大島，該島西北壹部分為

馬來西亞和文萊領土，其它大部

分屬印尼領土，設東、南、西、

中加裏曼丹四個省份。

印尼發展計劃部長班邦

（Bambang）此前表示，將鼓勵

民間等各種資本參與新首都建

設，所需的國家

預算僅約 30.6 萬

億印尼盾，遠低

於外界預計的466

萬億印尼盾的規

模。

印尼自 1945

年獨立建國至今

的首都雅加達位

於人口密集的爪

哇島西北角。因

為人口密度太大、交通極度擁

堵、空氣汙染嚴重，更嚴峻的

是城市正在下沈，面臨被海平

面淹沒的威脅，被視為已不宜

作為首都。

但印尼國內對遷都亦有不同

聲音。除龐大開支和繁重系統工

程外，其所必須經過的法律手續

將是考驗遷都能否實現的第壹道

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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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商通上線 提升辦事效率
將分散於各部門涉企事項集中同一App 手機亮證一嘀即掂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
“數字政府”助力大灣區建設，港澳居民也能“零
跑腿”。新上線的“粵商通”便利企業，而去年開
通的“粵省事”則是便利居民。數字廣東有關負責
人在20日表示，“粵省事”近日已進一步優化登錄
方式，推出粵港澳大灣區便民服務專題，讓港澳居
民及華僑也可線上查詢辦理多種業務。

數字廣東有關負責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便
民服務專題針對港澳、華僑群體，在業務上作出

配套改革，新增11個事項。港澳和華僑群體可以
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護照等證件就可以
直接辦理戶籍、安居保障、子女入學、社會保
險、醫療服務、停居留和出入境、工商登記、金
融服務、交通服務、就業服務和其他服務。

服務包含出入境辦戶籍
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粵省事”微信小程式發

現，點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專區裡，有一項港澳居

民及華僑服務，可以辦理戶籍、停居留和出入境等
服務。在大灣區專區內，還有掃碼住店、人才與就
業、社保、稅務、粵港澳直通車等服務。掃碼住店
服務針對有護照、港澳來往內地通行證的居民，可
以辦理臨時住店。

而在人才服務方面，則有高層次人才服務、畢
業生服務等欄目。在粵港澳直通車業務一欄裡，可
以辦理香港入出內地商務車/公務車的指標變更、車
輛指標註銷、補（換）領機動車號牌等多項服務。

“粵省事”App增港澳專區

在“粵商通”上線的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政府
副秘書長、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逯峰表

示，“粵商通”首次將分散在各層級政府部門的涉
企事項集成到同一個App，企業辦事僅需手機一次
登錄，即可享受一站辦事的流暢體驗。據透露，平
台目前已經連接廣東省發改委、稅務局等10個主管
部門以及廣州、深圳等9市，共275個服務事項都可
集中在小小的手機App上解決。

登錄後享逾二百服務
數字廣東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

“粵商通”內地企業負責人可直接“刷臉”登錄，
而針對港澳投資者的“刷臉”登錄服務仍在研發
中，預計近期將能推出。目前港澳投資者可以憑在
廣東註冊企業的信息申請“粵商通”賬號，成功登
錄即可享受200多種政務服務。據透露，還即將推

出港澳商開辦企業專屬服務。“粵商通”首次將分
散在各個部門的企業開辦、經營許可、報稅繳稅、
出口退稅、創業補貼、融資貸款等高頻事項集中在
一個App上。企業一機在手，可以一次登錄、一次
辦結，“粵商通”幾乎就是企業辦事的“身份
證”。

企業讚降貸款門檻
“粵商通”的一大亮點是可解決中小企融資貸

款“卡脖子”問題。“粵商通”數字廣東公司工作
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粵商通”在中國人民
銀行的徵信基礎上，利用大數據實現跨層級、跨部
門、跨地域的信用信息互聯互通，解決中小企業因
信用信息數據缺失而導致的貸款難題。逯峰說：
“平台將自動整合企業納稅、公積金繳納、用電情
況等數據形成分析報告，提供給金融機構，加速貸

款申請審批。”
“起步資金對初創企業而言非常重要。但很多

創業者和中小企業都面臨融資困難的問題。”香港創
業者、廣州幾何馬奇設計有限公司創始人葉正喬表
示。廣州雲從科技信息公司負責人林明表示，中小企
業申請銀行貸款往往不易獲批，是因為創新企業多是
輕資產企業，缺少可抵押的資產。“而且跟不同銀行
申請貸款，要求的資料還不相同，收集起來比較麻
煩。”他認為平台可以解決企業貸款時門檻高和手續
複雜的問題，同時還提升了貸款效率。

此外，港商在實體政務中心辦事時，還可手機
亮證“免證辦”。企業出示“粵商通”電子證照二
維碼，即可完成證照查驗，無需攜帶實體證照。企
業辦理創業補貼時，以往需帶齊工商營業執照、稅
務登記證等10項證照材料，現在只需在“粵商通”
完善企業身份認證，即可關聯所有證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全國首創“粵商

通”手機平台20日正式上線。今後在廣東投資辦事，手機“亮證”

一嘀即掂。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粵商通”將服務廣東超過

1,200萬的商事主體，在廣東投資港澳商人同樣能享受該平台服務，

憑在廣東開辦的公司註冊信息，港澳企業即可註冊“粵商通”賬

戶。據透露，“粵商通”平台將自動

整合企業納稅、公積金繳納、用電

情況等數據形成分析報告，

提供給金融機構，加速貸款

申請審批。
■“粵商通”手機平台20日正式上線。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報記者盧靜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近年來，深圳相繼公佈
了一系列措施，為港澳居民在深就
業、生活提供便利，其中一項便是
擴大公積金繳存主體範圍。港澳台
居民可以與內地職工一樣，繳存、
提取公積金、申請相關住房貸款
等，與內地人享有同等權利。根據
深圳市公積金中心統計數據，在深
圳繳存了住房公積金的香港居民已
有近4,000名，較去年年底的2,167
名增加近一倍，並有多名港人獲批
個人貸款。

住房公積金是內地一種用於住
房的社會福利，它屬於職工基本福
利“五險一金”中的“一金”。目
前內地僱員的住房公積金每月供款
比例介乎月薪5%至12%。若港人
作為內地公司僱員自願選擇供款，
那其僱主就需要和僱員等額繳存，
所繳金額悉數屬於僱員。這筆款項
可儲起買樓，並享有低息；也可根
據政策提取，用於支付房租、物業
費、裝修費等；若港人決定離職後
回港，亦可全額提取。

據深圳市公積金中心相關負責
人介紹，2017年6月1日，深圳發
佈新版繳存規定，擴大了繳存主體
範圍，增加了港澳台和外籍人士自
願繳存住房公積金的內容，並明確
了港澳居民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等身份證明文件即可和深圳
職工一樣，在深圳繳存公積金，並
按照規定提取公積金、使用公積金
貸款。

根據規定，普通公積金貸款可
貸額度是申請人公積金賬戶餘額的
14倍，單獨申請的最高額度為50萬
元（人民幣，下同），共同申請的
最高額度為90萬元。“從目前的辦
理量來看，越來越多港人知曉這一
政策的利好，希望能有更多企業為
其港澳台職工辦理繳存業務。”

港人投資 未雨綢繆
在深圳從事音響行業的港人葉

女士表示，有了新政之後馬上就給
自己開了戶，目前的繳存年限早已
達標，等到決定買房的時候就會用
公積金來貸款。在前海工作的香港
居民劉智則表示，自己並未有在深
圳購房的打算，希望等到有需要的
時候申請提取出來使用，“相信那
也會是非常可觀的一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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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尹涵）因應

近日的社會情況，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20日在行

政會議前會見媒體

時表示，特區政府

會馬上構建一個開

放、直接的溝通平

台，讓政府與各個

階層、不同政治立場、不同背景人士進行對話，為香港尋

找出路。同時，監警會擬聘請海外專家協助專案組審視有

關議題，並考慮增加成員，同時將把審視修例爭議各項投

訴的範圍從 6月 9日至 7月 2日擴展到包括 7月 2日之後，

暫時未設終結期限。她已要求監警會盡快完成審視，在 6

個月內呈交報告，並將報告公開。

即建溝通平台 監警“查多啲”
特首：7月2日後活動照查 要求半年內交報告並公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一次
次的暴力升級，一次次的撕裂香港，社
會急須復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日
表示，目前香港各界共同的目標就是盡
快止暴制亂，因此讓各界真誠對話，了
解各持的立場，縮窄分歧十分重要。特
區政府會馬上構建一個開放、直接的溝
通平台，讓政府與各個階層、不同政治
立場、不同背景人士進行對話，“希望
大家能夠用互相諒解、尊重的態度，為
今日的香港尋找出路。”

林鄭月娥表示，在剛過去的周日，
很多香港市民在維園參與集會，集會大
致是和平進行，“我在此衷心希望這是
社會回復平靜、遠離暴力的開始。”

她強調，香港社會各界一定要透過
對話和溝通，才能夠縮窄分歧，減少暴
力，惟早前情況較為不穩定，令溝通工
作困難。“我看到在周日很多市民出來
是大致和平地集會，甚至很多市民是多
次參與這些集會，我們很願意與這些市
民和其他各階層市民、不同政見的市民
真誠溝通，希望我們能夠縮窄大家的分
歧，為香港找到一條出路。”

政府與各階層人士交流
林鄭月娥宣佈，特區政府將馬上展

開工作，構建一個開放、直接的對話溝
通平台，讓政府能與各個階層、不同政
治立場、不同背景的人士進行對話，並
透露周內就會先邀請曾為對話平台構建
提出建議的有心人，聆聽他們的意見。

承諾“落區”與民溝通
她期望有關平台能讓香港社會早

日復原，讓特區政府能夠彌補社會現
時不足，讓香港社會繼續可以向前發
展。同時，自己和所有司局長亦很願
意到社區與市民直接對話和溝通，
“希望我們能夠努力化解分歧和矛
盾，透過對話，互相諒解，一起走出
今日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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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會馬上構建一個開
放、直接的溝通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在宣佈建立溝通平台（見另稿）的同
時，表示經過兩個多月，聽到很多參加集會

的市民對香港發生的一連串紛爭、衝突甚至暴力
都很擔心，都有很多疑問，希望能夠知道事實。
因此，特區政府通過法定、獨立的監察警方處理
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履行其法定上的職能。

她指出，繼監警會於7月5日主動決定審視警
方在處理公眾事件中的程序常規是否有不足後，
監警會於上周五召開了一個特別內務會議，並作
出兩項決定。一是與會成員一致通過延伸審視工
作範圍，由原本的6月9日至7月2日一直延伸至7
月2日以後。

林鄭月娥坦言，有關日子暫時不設一個終結
時限，“因為恐怕大家都還未看到這一次社會紛
爭何時會完全停止下來，所以延伸了的工作範圍
包括7月2日以後的活動，希望能釐清相關事實的
情況。”

她特別提到，留意到社會最關注的其中一件
事件是7月21日在元朗發生事件，“單就這件事

便收到53宗須匯報投訴，換句話說是佔了總投訴
（大型公眾活動或事件中涉及警務人員的須匯報
投訴）174宗的三成，經延伸了的審視工作範圍
肯定會包括這元朗事件。”

延聘海外專家增客觀性
第二個經特別內務會議通過的，是為了確保

這審視報告的客觀性，委員會通過聘請海外專
家。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早前去英國時，接觸和會
見了很多這方面的專家，特別是包括曾經親自處
理英國2011年Tottenham騷亂事件的專家，林鄭
月娥希望委員會能夠早日聘請到這些專家提供協
助。

引英例證毋須獨立調查
就有人堅持一定要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林鄭月娥指出，2011年英國騷亂後，英國當時並
沒有成立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而是成立了
一個 4人委員會，叫作Riots Communities and

Victims Panel，以找出騷亂原因。
她強調，監警會是一個法定及獨立的機構，

每位監警會成員獲委任後，無論背景，都要獨立
履行工作，且相關工作會被社會監察。在處理針
對警員的投訴時，監警會還會安排觀察員出席，
現來自社會各界的觀察員已達100位。

同時，監警會為進行是次審視工作，已特別
成立了專案組，以及邀請數位委員會主席組成督
導委員會監察有關工作，同時已同意聘請海外專
家提供意見，“我深信日後這份可以公開的報告
符合公平、公正、認真審視的要求。”

林鄭月娥透露，目前專案組已收到1,200份
資料，涉超過2.4萬個項目，包括文字、圖片、錄
影片段。由於處理審視報告或處理個別投訴的工
作量很大，不排除會增加監警會成員。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有留意並正在研究不同
人提議的委員會，將在日後與他們接觸、集思廣
益，也希望通過研究明白造成是次紛爭的原因或
紛爭反映的社會問題、深層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連月來的暴
力行動令香港經濟備受打擊。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20日直言，香港經濟出現了下行風險，認為
已經出爐的上半年數字還沒有反映出問題的嚴
重性。特區政府將從政策方面繼續提升香港競
爭力；動用約191億港元，為市民、中小企等
有需要的人紓困。她並認為，港深合作密切，
深圳將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
區，將與香港優勢互補，對港肯定是有好處
的。

林鄭月娥說，香港經濟現在出現了下行風
險，從上半年的數字已經可以見到，但就認為上
半年數字還沒有反映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她

指，政府將從兩方面應對：一是從政策方面看看
如何繼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尤其是一些針對個
別界別的政策方面；另外就是要支援有需要的
人，無論是中小企業或是一般市民。
她續說，上周財政司司長已率先公佈了一系

列措施，大概要動用191億港元，“希望香港
市民放心，特區政府會不斷監察現在的經濟情
況作出需要的準備，提出有效措施。”

日前，中央宣佈支持深圳建設成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不少人擔心香港地
位不保。對此，林鄭月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裡有9個內地的廣東城市跟香港和澳門，而在
11個城市裡香港跟深圳是最緊密的，因為兩者

毗鄰，“尤其是回歸以來，我們已經有一個深
港高層的合作機制，我們也是非常好的合作夥
伴。”

利灣區發展 惠科創合作
林鄭月娥指出，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裡，深圳跟香港也是核心城市，所以深圳若有
利好措施，相信對深港關係是有積極正面的作
用。她說，特別是科技創新方面，港深正在共
同發展一個科技創新的園區。

她強調，深圳建立先行示範區，對往後深
港優勢互補、對香港肯定有好處，但她亦強
調，香港仍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

林鄭：深圳建示範區 港需提升競爭力

■林鄭月娥20日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監警會的調查範圍將延至監警會的調查範圍將延至77月月22日後的活動日後的活動。。圖為圖為77月月
77日的九龍區遊行後警民對峙情況日的九龍區遊行後警民對峙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教局：罷課害學生 須堅決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還有一個多星

期就迎來新學年開學，各煽暴派、縱暴派政治組織
近日不斷鼓吹罷課。香港教育局20日舉行特別記者
會，表明已向全港中小學發信，闡釋基本原則，同
時為學校應對罷課、校園欺凌等問題發出指引。局
長楊潤雄強調，罷課一旦被錯誤以為是爭取個別訴
求的“合理手段”，未來只會不斷上演，對學校及
同學的損害將影響深遠，必須堅決反對。同時，任
何人均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更
不應鼓動中小學生作政治表態或參與。

不應煽動中小生表態參與
教育局20日向學界發出指引，闡釋多項需要注

意的範疇，包括學校管理及校本應急計劃、教育專
業守則、教師及學生情緒、校園欺凌問題、學生輔
導活動、家校合作，以至可能出現的罷課訴求等。

針對近日有組織鼓吹罷課，指引清楚指出，任
何人不應以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場地，並不應煽
動或鼓動中小學生在具爭議及政治事件表態或參與
行動，更不應以學生參與作為壯大聲勢、施壓的手
段，影響他們的正常學習。

楊潤雄在記者會重申，教育局堅決反對任何形
式的罷課，批評有個別團體利用罷課作政治籌碼，
影響校園安寧。“罷課無論是一天，還是每星期一
天，同學的學業和情緒、師生及朋輩間關係，以至
學校及課堂運作都會遭受衝擊和破壞。”

他續說，倘罷課被錯誤以為是爭取個別訴求
的“合理手段”，那罷課肯定會不斷在校園出
現，不但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和剝奪學生正常學習
機會，甚至會牽動情緒、衍生壓力，破壞校園和
諧，對學校及同學的損害可謂影響深遠。

被問到局方如何評估開學日的罷課影響，楊潤

雄表示，局方並無學生參與罷課數字，亦沒計劃收
集罷課師生名單。惟教育局有需要了解整體情況，
包括多少學校受影響及受影響程度，以便制定支援
方案等教育政策。“就算平時我們都會在開學頭幾
日關心學校了解整體狀況，例如是否多學生遲到，
有否交通上問題等。”今年，教育局會如常聯絡校
長了解情況，但不會針對師生個人資料，更不存在
所謂“秋後算賬”或施壓等情況。

“勿將自己政見灌輸學生”
至於學校能否自行處分罷課學生，楊潤雄指要

交由學校專業處理，“當然學校是以教育作為主要
目標，但是否涉及處分，需交由學校專業考慮”，
但他相信學校普遍會以輔導及教育作先行步驟。

就教師可如何跟學生討論近日社會議題，楊
潤雄坦言，即使教師不主動提起，學生都會去

問，相信普遍教師能以中立及專業態度處理教學
問題，提供多方面資料，不能偏頗，以協助學生
用不同角度討論和理解事件。他強調，“教師應當
知道，不應將自己的政見灌輸學生”，在此信任基
礎之上，局方原則上尊重和理解他們所準備的材
料，但提醒學校和教師要為教材負責。

就早前教協曾以所謂老師“罷課不罷教”為口
號，開學指引亦有提及。楊潤雄強調，學校須確保
不會影響希望正常上課學生的學習機會，以及不偏
離學校編訂的教學安排。

■楊潤雄在記者會上發言。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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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商通上線 提升辦事效率
將分散於各部門涉企事項集中同一App 手機亮證一嘀即掂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
“數字政府”助力大灣區建設，港澳居民也能“零
跑腿”。新上線的“粵商通”便利企業，而去年開
通的“粵省事”則是便利居民。數字廣東有關負責
人在20日表示，“粵省事”近日已進一步優化登錄
方式，推出粵港澳大灣區便民服務專題，讓港澳居
民及華僑也可線上查詢辦理多種業務。

數字廣東有關負責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便
民服務專題針對港澳、華僑群體，在業務上作出

配套改革，新增11個事項。港澳和華僑群體可以
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護照等證件就可以
直接辦理戶籍、安居保障、子女入學、社會保
險、醫療服務、停居留和出入境、工商登記、金
融服務、交通服務、就業服務和其他服務。

服務包含出入境辦戶籍
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粵省事”微信小程式發

現，點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專區裡，有一項港澳居

民及華僑服務，可以辦理戶籍、停居留和出入境等
服務。在大灣區專區內，還有掃碼住店、人才與就
業、社保、稅務、粵港澳直通車等服務。掃碼住店
服務針對有護照、港澳來往內地通行證的居民，可
以辦理臨時住店。

而在人才服務方面，則有高層次人才服務、畢
業生服務等欄目。在粵港澳直通車業務一欄裡，可
以辦理香港入出內地商務車/公務車的指標變更、車
輛指標註銷、補（換）領機動車號牌等多項服務。

“粵省事”App增港澳專區

在“粵商通”上線的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政府
副秘書長、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逯峰表

示，“粵商通”首次將分散在各層級政府部門的涉
企事項集成到同一個App，企業辦事僅需手機一次
登錄，即可享受一站辦事的流暢體驗。據透露，平
台目前已經連接廣東省發改委、稅務局等10個主管
部門以及廣州、深圳等9市，共275個服務事項都可
集中在小小的手機App上解決。

登錄後享逾二百服務
數字廣東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

“粵商通”內地企業負責人可直接“刷臉”登錄，
而針對港澳投資者的“刷臉”登錄服務仍在研發
中，預計近期將能推出。目前港澳投資者可以憑在
廣東註冊企業的信息申請“粵商通”賬號，成功登
錄即可享受200多種政務服務。據透露，還即將推

出港澳商開辦企業專屬服務。“粵商通”首次將分
散在各個部門的企業開辦、經營許可、報稅繳稅、
出口退稅、創業補貼、融資貸款等高頻事項集中在
一個App上。企業一機在手，可以一次登錄、一次
辦結，“粵商通”幾乎就是企業辦事的“身份
證”。

企業讚降貸款門檻
“粵商通”的一大亮點是可解決中小企融資貸

款“卡脖子”問題。“粵商通”數字廣東公司工作
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粵商通”在中國人民
銀行的徵信基礎上，利用大數據實現跨層級、跨部
門、跨地域的信用信息互聯互通，解決中小企業因
信用信息數據缺失而導致的貸款難題。逯峰說：
“平台將自動整合企業納稅、公積金繳納、用電情
況等數據形成分析報告，提供給金融機構，加速貸

款申請審批。”
“起步資金對初創企業而言非常重要。但很多

創業者和中小企業都面臨融資困難的問題。”香港創
業者、廣州幾何馬奇設計有限公司創始人葉正喬表
示。廣州雲從科技信息公司負責人林明表示，中小企
業申請銀行貸款往往不易獲批，是因為創新企業多是
輕資產企業，缺少可抵押的資產。“而且跟不同銀行
申請貸款，要求的資料還不相同，收集起來比較麻
煩。”他認為平台可以解決企業貸款時門檻高和手續
複雜的問題，同時還提升了貸款效率。

此外，港商在實體政務中心辦事時，還可手機
亮證“免證辦”。企業出示“粵商通”電子證照二
維碼，即可完成證照查驗，無需攜帶實體證照。企
業辦理創業補貼時，以往需帶齊工商營業執照、稅
務登記證等10項證照材料，現在只需在“粵商通”
完善企業身份認證，即可關聯所有證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全國首創“粵商

通”手機平台20日正式上線。今後在廣東投資辦事，手機“亮證”

一嘀即掂。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粵商通”將服務廣東超過

1,200萬的商事主體，在廣東投資港澳商人同樣能享受該平台服務，

憑在廣東開辦的公司註冊信息，港澳企業即可註冊“粵商通”賬

戶。據透露，“粵商通”平台將自動

整合企業納稅、公積金繳納、用電

情況等數據形成分析報告，

提供給金融機構，加速貸款

申請審批。
■“粵商通”手機平台20日正式上線。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報記者盧靜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近年來，深圳相繼公佈
了一系列措施，為港澳居民在深就
業、生活提供便利，其中一項便是
擴大公積金繳存主體範圍。港澳台
居民可以與內地職工一樣，繳存、
提取公積金、申請相關住房貸款
等，與內地人享有同等權利。根據
深圳市公積金中心統計數據，在深
圳繳存了住房公積金的香港居民已
有近4,000名，較去年年底的2,167
名增加近一倍，並有多名港人獲批
個人貸款。

住房公積金是內地一種用於住
房的社會福利，它屬於職工基本福
利“五險一金”中的“一金”。目
前內地僱員的住房公積金每月供款
比例介乎月薪5%至12%。若港人
作為內地公司僱員自願選擇供款，
那其僱主就需要和僱員等額繳存，
所繳金額悉數屬於僱員。這筆款項
可儲起買樓，並享有低息；也可根
據政策提取，用於支付房租、物業
費、裝修費等；若港人決定離職後
回港，亦可全額提取。

據深圳市公積金中心相關負責
人介紹，2017年6月1日，深圳發
佈新版繳存規定，擴大了繳存主體
範圍，增加了港澳台和外籍人士自
願繳存住房公積金的內容，並明確
了港澳居民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等身份證明文件即可和深圳
職工一樣，在深圳繳存公積金，並
按照規定提取公積金、使用公積金
貸款。

根據規定，普通公積金貸款可
貸額度是申請人公積金賬戶餘額的
14倍，單獨申請的最高額度為50萬
元（人民幣，下同），共同申請的
最高額度為90萬元。“從目前的辦
理量來看，越來越多港人知曉這一
政策的利好，希望能有更多企業為
其港澳台職工辦理繳存業務。”

港人投資 未雨綢繆
在深圳從事音響行業的港人葉

女士表示，有了新政之後馬上就給
自己開了戶，目前的繳存年限早已
達標，等到決定買房的時候就會用
公積金來貸款。在前海工作的香港
居民劉智則表示，自己並未有在深
圳購房的打算，希望等到有需要的
時候申請提取出來使用，“相信那
也會是非常可觀的一筆資金。”

深
擴
大
公
積
金
主
體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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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人
倍
增

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周文超 文匯要聞 1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當日上午在臨港辦公中
心，為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揭牌。繼長

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出台、上交所科創板開
市後，臨港新片區的正式亮相，標誌着習近平總
書記在首屆進博會上，交給上海的三項重大任
務，迄今全部進入“施工期”。
2013年，中國內地首個自貿區在上海成立，並

於2015年完成首度擴容，納入陸家嘴金融片區、張
江高科技片區和金橋開發區片區。今次新“加盟”
的臨港新片區，規劃範圍為上海大治河以南、金匯
港以東以及小洋山島、浦東國際機場南側區域，按
照“整體規劃、分步實施”原則，先行啟動南匯新
城、臨港裝備產業區、小洋山島、浦東機場南側等
區域，總面積為119.5平方公里。

將採特區管理模式
新片區將採用特區管理模式，對標國際上競爭

力最強的自由貿易園區，實現新片區與境外之間投
資經營便利、貨物自由進出、資金流動便利、運輸
高度開放、人員自由執業、信息快捷聯通。《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明確，
至2025年新片區將建立比較成熟的投資貿易自由化

便利化制度體系；到2035年建成具有較強國際市場
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成為中國深度
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臨港新片區常務副主任

朱芝松當日在媒體通氣會上強調，將聚焦亟需突
破、但其它地區尚不具備實施條件的關鍵領域，全
力將新片區打造成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引
擎。他續指，新片區還會成為上海發展的增長新動
力，不但“畝均產出”將從700多萬元提高到1,500
萬元，在今年落地1,000億元產業項目的基礎上，
並計劃持續引進國內外高能級項目，努力保持20%
左右的高速增長。他還提到，新片區將大力發展
“跨境”、“離岸”高附加值現代服務業，確保
2035年實現區域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元的目標。

人才新政下周發佈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

管理辦法》亦於當日在上海市政府網站上發佈。
談及外界正在翹首以盼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實施
細則，朱芝松透露，部分上海市政府層面即可決
定的細則，最快將於下周發佈，其中即涵蓋備受
關注的人才新政；另一些細則還尚需與國家相關

部委協調，但一定說到做到，爭取加快推出節
奏。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自
貿區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孫元欣教授接受香港
文匯報採訪時分析，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與深
圳先行示範區，建設要求雖有差異，但主要內容
是一致的，即面向未來、面向第四次產業革命，
通過科技創新，發展開放型產業體系，率先試
點、發展如集成電路、芯片、生物醫藥、海洋經
濟、民用航空、數字貿易、數據港等國家急需的
新興產業，形成經濟發展新動能，“其中上海臨
港新片區更多彰顯新型臨港經濟模式、聚焦上海
特色新產業。”

對於臨港新片區多項措施助力上海發展離岸
金融，有評論認為，這將成為上海打造離岸金融
中心的利器之一。在孫元欣看來，其實上海並不
會與香港直接競爭，“上海臨港新片區發展離岸
金融，主要目的是服務實體經濟，就貨物貿易、
離岸貿易、國際投資、跨境結算等，實施更為靈
活的外匯管理，客戶多來自臨港地區或上海市；
而香港金融中心的內涵更加豐富，地域範圍、服
務對象範圍也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

放頻出重拳，深圳、上海先後被委以

重任，再度擔綱“雙前鋒”。深圳建

設先行示範區藍圖甫面世，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亦於

20日緊鑼密鼓揭牌。據透露，臨港新

片區今年將落地1,000億元（人民幣，

下同）產業項目，並大力發展“跨

境”、“離岸”高附加值現代服務

業，確保2035年實現區域生產總值超

過1萬億的目標。

滬自貿區臨海新片區滬自貿區臨海新片區揭牌揭牌
千億項目今年落地 力拓跨境離岸服務業 力爭GDP年增2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上海自貿區
臨港新片區的“開
張”，讓早前碰巧
選址臨港的特斯拉
喜出望外。特斯拉
全球副總裁陶琳20
日受訪時透露，特斯拉超級工廠一切進
展順利，料年底即可出車。她對臨港新
片區充滿期待，尤其期望後續能在稅
賦、人才方面得到政策支持。

冀稅負更合理
陶琳強調，特斯拉在中國設廠是

“突破性嘗試”，期望能得到中國政
府支持，使之能將全世界最創新的技
術、商業模式帶到中國。她透露，其
實特斯拉在中國設廠的想法由來已
久，最早是在進入中國後，即已萌發
要實現本土化生產的念頭。選擇長三
角，是因為長三角經濟發達、汽車產
業鏈完備。至於最終決定落戶當時尚
不是自貿區的臨港，是源於臨港諸多
天然條件甚佳，如有大塊土地儲備，
當地發展亦剛起步等等，均與特斯拉
從零開始、打造現代化工廠的想法不
謀而合。

“特斯拉不單是車企，也是科技企
業，在臨港設廠，為後續發展預留了空
間。”陶琳透露，特斯拉超級工廠於
2019年1月開始動工，當時場址還是一
片泥地，但整個進展非常迅速，日前已
拿到首張竣工合格驗收證，“廠房基本
已經建好，已開始陸續進行竣工驗收，
設備已經進場，安裝調試順利，按計劃
年底就要出車。”

現在臨港已升級為自貿區，一系
列政策支持可期，更令陶琳對特斯拉
的未來充滿信心。她說，現在細則還
沒有出台，但特斯拉希望最終可有更

合理的稅負，畢竟車企、高科技企業對稅收較為敏
感，若稅收更為合理，意味着公司有更多資源投入到
生產、研發，利於快速推出新產品。此外，若臨港新
片區在人才激勵政策方面有所作為，亦將助力特斯拉
中國工廠招攬全球優秀人才。
總投資359億元人民幣的上海積塔半導體公司，亦

已落戶上海臨港新片區。公司目前正在建設第一期，廠
房於今年5月封頂，計劃年底整體竣工，設備進場後，
將在明年年中實現量產。海外高層次人才代表、公司首
席執行官洪渢當日亦表示，積塔正在建廠時期，可謂求
賢若渴，希望臨港新片區的政策，可以幫助公司成功吸
引業內高端人才。
他建議，臨港要在住房、教育資源上多下功夫，

半導體從業人員相對年輕，若赴臨港工作，常會顧及
家中小童是否可以得到優質教育。若可建廠、建學校
同時進行，對吸引人才將大有裨益。

企
業
盼
推
稅
賦
人
才
新
政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光谷自貿
研究院院長陳波認為，改革開放已
邁過40年，早前屬深圳蛇口開放、
上海浦東開發開放最具象徵意義。

而今深圳、上海整裝再出發，前者的先行示範
區、後者的臨港新片區，共同吹響了深化改革的
號角，亦預示着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全面提速。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在多方
面提出了“自由化”。陳波分析，眾所周知，中國
現有的自貿區基本都是以“便利化”為主要改革訴
求，但是在十九大提出的建設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戰
略下，僅僅基於“便利化”的開放創新，難以跟上
中國探索對外開放新途徑的步伐，“投資自由、貿

易自由、資金自由、運輸自由、人員從業自由”等
五個“自由化”訴求，凸顯了臨港新片區志在對標
新加坡、迪拜等世界最高開放水平自貿港區的雄心
壯志。

臨港新片區的另一大特色，是要參照“經濟
特區”管理。陳波認為，“經濟特區”管理模
式，顯示了中央下放改革事權，實現開放突破的
決心。此前，中國曾建設過五個經濟特區，尤其
是作為首個經濟特區的深圳，在中國改革開放進
程中所起到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有目共睹。

深圳的“先行示範區”，同樣令人聯想到6
年前，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初即被賦予“先行先
試”的使命。如今，兩大“改革標兵”博採對方

改革成功經驗，水乳交融，將共同祭出中國更高
水平開放的“組合拳”。

上海與深圳肩負同樣的使命，但角色各有側
重。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
示，上海會更多地表現為從內向外，而深圳更多
地表現為從外向內。所謂從內向外，即上海作為
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將更加凸顯其在經濟全
球化中的獨特定位；而深圳作為中國對外開放重
鎮，通過將開放帶來的福利內在化，轉型升級形
成新的高平台，“其他地區雖有各自的優勢與定
位，但很難像滬深一樣全面，有這麼大的體量和
這麼高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滬深各有側重 共促中國更高水平開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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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路透社報道，繼EE
和沃達豐後，英國電信運營商3電信公司當地時間19
日也正式在英國開通5G服務。與前兩者相同，3電信
公司的5G網絡中也使用了華為公司的設備。
據3電信公司介紹，首階段的5G服務主要聚

焦在倫敦的家用5G寬帶，用戶簽訂一年合約，每
月支付35英鎊就可以在家中享受不限數據流量的
高速網絡服務。公司首席執行官戴夫．戴森說，基
於5G網絡的家庭寬帶具有易用和快速連接特性，
這意味着5G家庭寬帶將成為未來“互聯家居”理
念的一個關鍵。
在華為的聲明中，華為高級副總裁張建崗說：

“我們非常高興能夠通過華為世界領先的網絡設備協
助3電信公司在英國開通5G服務，我們支持英國在5G

互聯方面成為領導者的雄心，而我們也非常自豪能夠
在過去18年裡一直支持英國的數字經濟發展。”
據3電信公司介紹，5G信號覆蓋會持續擴展到

更大範圍，到今年年底該公司將在英國25個城市開
通5G服務。此前，英國另外兩家電信公司EE和沃
達豐分別於今年5月30日和7月3日在英國部分城市
開通5G服務。
此外，日本最大電信公司NTT Docomo 在其

網站上公佈，將從周三開始恢復訂購華為P30 Pro
智能手機。此前其他日本主要運營商KDDI Corp
和軟銀也已經恢復銷售華為的新款智能手機。自從
美國5月將華為列入黑名單之後，NTT Docomo就
中斷訂購華為的手機。美國指稱華為參與違反美國
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動。

華為助英國又一運營商啟5G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華爾街
日報》關於華為公司利用其技術、產品協助烏干
達、贊比亞等非洲國家政府“監控其國內政治對
手”的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20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任何惡意抹黑中國、蓄意挑撥中非
合作的圖謀都注定是徒勞的。
有記者提問，《華爾街日報》近日報道稱，華

為公司利用其技術、產品協助烏干達、贊比亞等非洲
國家政府“監控其國內政治對手”，請問中方對此有
何回應？
耿爽表示，我注意到華為公司已就此作出回

應，也注意到烏干達、贊比亞等國的官方表態。烏
干達總統發言人表示，《華爾街日報》有關報道完
全虛假。贊比亞政府發言人表示，該報道是惡毒
的，我們對其內容給予應有的蔑視。
耿爽說，這裡我要指出，中方應一些非洲國

家要求，加強雙方在警務、安全等領域合作，幫助
打造“智慧城市”、“平安城市”，改善了社會安
全環境和營商環境，受到當地民眾廣泛好評。“運
用現代科技產品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是國際社會的通
行做法。有關技術和設備在美國能用，為什麼在別
的國家使用就被描述為‘監視政治對手’呢？”

美媒稱華為涉非洲政治

中方：圖挑撥中非合作注定徒勞

■陶琳
記者章蘿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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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商通上線 提升辦事效率
將分散於各部門涉企事項集中同一App 手機亮證一嘀即掂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
“數字政府”助力大灣區建設，港澳居民也能“零
跑腿”。新上線的“粵商通”便利企業，而去年開
通的“粵省事”則是便利居民。數字廣東有關負責
人在20日表示，“粵省事”近日已進一步優化登錄
方式，推出粵港澳大灣區便民服務專題，讓港澳居
民及華僑也可線上查詢辦理多種業務。

數字廣東有關負責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便
民服務專題針對港澳、華僑群體，在業務上作出

配套改革，新增11個事項。港澳和華僑群體可以
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護照等證件就可以
直接辦理戶籍、安居保障、子女入學、社會保
險、醫療服務、停居留和出入境、工商登記、金
融服務、交通服務、就業服務和其他服務。

服務包含出入境辦戶籍
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粵省事”微信小程式發

現，點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專區裡，有一項港澳居

民及華僑服務，可以辦理戶籍、停居留和出入境等
服務。在大灣區專區內，還有掃碼住店、人才與就
業、社保、稅務、粵港澳直通車等服務。掃碼住店
服務針對有護照、港澳來往內地通行證的居民，可
以辦理臨時住店。

而在人才服務方面，則有高層次人才服務、畢
業生服務等欄目。在粵港澳直通車業務一欄裡，可
以辦理香港入出內地商務車/公務車的指標變更、車
輛指標註銷、補（換）領機動車號牌等多項服務。

“粵省事”App增港澳專區

在“粵商通”上線的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政府
副秘書長、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逯峰表

示，“粵商通”首次將分散在各層級政府部門的涉
企事項集成到同一個App，企業辦事僅需手機一次
登錄，即可享受一站辦事的流暢體驗。據透露，平
台目前已經連接廣東省發改委、稅務局等10個主管
部門以及廣州、深圳等9市，共275個服務事項都可
集中在小小的手機App上解決。

登錄後享逾二百服務
數字廣東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

“粵商通”內地企業負責人可直接“刷臉”登錄，
而針對港澳投資者的“刷臉”登錄服務仍在研發
中，預計近期將能推出。目前港澳投資者可以憑在
廣東註冊企業的信息申請“粵商通”賬號，成功登
錄即可享受200多種政務服務。據透露，還即將推

出港澳商開辦企業專屬服務。“粵商通”首次將分
散在各個部門的企業開辦、經營許可、報稅繳稅、
出口退稅、創業補貼、融資貸款等高頻事項集中在
一個App上。企業一機在手，可以一次登錄、一次
辦結，“粵商通”幾乎就是企業辦事的“身份
證”。

企業讚降貸款門檻
“粵商通”的一大亮點是可解決中小企融資貸

款“卡脖子”問題。“粵商通”數字廣東公司工作
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粵商通”在中國人民
銀行的徵信基礎上，利用大數據實現跨層級、跨部
門、跨地域的信用信息互聯互通，解決中小企業因
信用信息數據缺失而導致的貸款難題。逯峰說：
“平台將自動整合企業納稅、公積金繳納、用電情
況等數據形成分析報告，提供給金融機構，加速貸

款申請審批。”
“起步資金對初創企業而言非常重要。但很多

創業者和中小企業都面臨融資困難的問題。”香港創
業者、廣州幾何馬奇設計有限公司創始人葉正喬表
示。廣州雲從科技信息公司負責人林明表示，中小企
業申請銀行貸款往往不易獲批，是因為創新企業多是
輕資產企業，缺少可抵押的資產。“而且跟不同銀行
申請貸款，要求的資料還不相同，收集起來比較麻
煩。”他認為平台可以解決企業貸款時門檻高和手續
複雜的問題，同時還提升了貸款效率。

此外，港商在實體政務中心辦事時，還可手機
亮證“免證辦”。企業出示“粵商通”電子證照二
維碼，即可完成證照查驗，無需攜帶實體證照。企
業辦理創業補貼時，以往需帶齊工商營業執照、稅
務登記證等10項證照材料，現在只需在“粵商通”
完善企業身份認證，即可關聯所有證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全國首創“粵商

通”手機平台20日正式上線。今後在廣東投資辦事，手機“亮證”

一嘀即掂。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粵商通”將服務廣東超過

1,200萬的商事主體，在廣東投資港澳商人同樣能享受該平台服務，

憑在廣東開辦的公司註冊信息，港澳企業即可註冊“粵商通”賬

戶。據透露，“粵商通”平台將自動

整合企業納稅、公積金繳納、用電

情況等數據形成分析報告，

提供給金融機構，加速貸款

申請審批。
■“粵商通”手機平台20日正式上線。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報記者盧靜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近年來，深圳相繼公佈
了一系列措施，為港澳居民在深就
業、生活提供便利，其中一項便是
擴大公積金繳存主體範圍。港澳台
居民可以與內地職工一樣，繳存、
提取公積金、申請相關住房貸款
等，與內地人享有同等權利。根據
深圳市公積金中心統計數據，在深
圳繳存了住房公積金的香港居民已
有近4,000名，較去年年底的2,167
名增加近一倍，並有多名港人獲批
個人貸款。

住房公積金是內地一種用於住
房的社會福利，它屬於職工基本福
利“五險一金”中的“一金”。目
前內地僱員的住房公積金每月供款
比例介乎月薪5%至12%。若港人
作為內地公司僱員自願選擇供款，
那其僱主就需要和僱員等額繳存，
所繳金額悉數屬於僱員。這筆款項
可儲起買樓，並享有低息；也可根
據政策提取，用於支付房租、物業
費、裝修費等；若港人決定離職後
回港，亦可全額提取。

據深圳市公積金中心相關負責
人介紹，2017年6月1日，深圳發
佈新版繳存規定，擴大了繳存主體
範圍，增加了港澳台和外籍人士自
願繳存住房公積金的內容，並明確
了港澳居民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等身份證明文件即可和深圳
職工一樣，在深圳繳存公積金，並
按照規定提取公積金、使用公積金
貸款。

根據規定，普通公積金貸款可
貸額度是申請人公積金賬戶餘額的
14倍，單獨申請的最高額度為50萬
元（人民幣，下同），共同申請的
最高額度為90萬元。“從目前的辦
理量來看，越來越多港人知曉這一
政策的利好，希望能有更多企業為
其港澳台職工辦理繳存業務。”

港人投資 未雨綢繆
在深圳從事音響行業的港人葉

女士表示，有了新政之後馬上就給
自己開了戶，目前的繳存年限早已
達標，等到決定買房的時候就會用
公積金來貸款。在前海工作的香港
居民劉智則表示，自己並未有在深
圳購房的打算，希望等到有需要的
時候申請提取出來使用，“相信那
也會是非常可觀的一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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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商通上線 提升辦事效率
將分散於各部門涉企事項集中同一App 手機亮證一嘀即掂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
“數字政府”助力大灣區建設，港澳居民也能“零
跑腿”。新上線的“粵商通”便利企業，而去年開
通的“粵省事”則是便利居民。數字廣東有關負責
人在20日表示，“粵省事”近日已進一步優化登錄
方式，推出粵港澳大灣區便民服務專題，讓港澳居
民及華僑也可線上查詢辦理多種業務。

數字廣東有關負責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便
民服務專題針對港澳、華僑群體，在業務上作出

配套改革，新增11個事項。港澳和華僑群體可以
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護照等證件就可以
直接辦理戶籍、安居保障、子女入學、社會保
險、醫療服務、停居留和出入境、工商登記、金
融服務、交通服務、就業服務和其他服務。

服務包含出入境辦戶籍
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粵省事”微信小程式發

現，點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專區裡，有一項港澳居

民及華僑服務，可以辦理戶籍、停居留和出入境等
服務。在大灣區專區內，還有掃碼住店、人才與就
業、社保、稅務、粵港澳直通車等服務。掃碼住店
服務針對有護照、港澳來往內地通行證的居民，可
以辦理臨時住店。

而在人才服務方面，則有高層次人才服務、畢
業生服務等欄目。在粵港澳直通車業務一欄裡，可
以辦理香港入出內地商務車/公務車的指標變更、車
輛指標註銷、補（換）領機動車號牌等多項服務。

“粵省事”App增港澳專區

在“粵商通”上線的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政府
副秘書長、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逯峰表

示，“粵商通”首次將分散在各層級政府部門的涉
企事項集成到同一個App，企業辦事僅需手機一次
登錄，即可享受一站辦事的流暢體驗。據透露，平
台目前已經連接廣東省發改委、稅務局等10個主管
部門以及廣州、深圳等9市，共275個服務事項都可
集中在小小的手機App上解決。

登錄後享逾二百服務
數字廣東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

“粵商通”內地企業負責人可直接“刷臉”登錄，
而針對港澳投資者的“刷臉”登錄服務仍在研發
中，預計近期將能推出。目前港澳投資者可以憑在
廣東註冊企業的信息申請“粵商通”賬號，成功登
錄即可享受200多種政務服務。據透露，還即將推

出港澳商開辦企業專屬服務。“粵商通”首次將分
散在各個部門的企業開辦、經營許可、報稅繳稅、
出口退稅、創業補貼、融資貸款等高頻事項集中在
一個App上。企業一機在手，可以一次登錄、一次
辦結，“粵商通”幾乎就是企業辦事的“身份
證”。

企業讚降貸款門檻
“粵商通”的一大亮點是可解決中小企融資貸

款“卡脖子”問題。“粵商通”數字廣東公司工作
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粵商通”在中國人民
銀行的徵信基礎上，利用大數據實現跨層級、跨部
門、跨地域的信用信息互聯互通，解決中小企業因
信用信息數據缺失而導致的貸款難題。逯峰說：
“平台將自動整合企業納稅、公積金繳納、用電情
況等數據形成分析報告，提供給金融機構，加速貸

款申請審批。”
“起步資金對初創企業而言非常重要。但很多

創業者和中小企業都面臨融資困難的問題。”香港創
業者、廣州幾何馬奇設計有限公司創始人葉正喬表
示。廣州雲從科技信息公司負責人林明表示，中小企
業申請銀行貸款往往不易獲批，是因為創新企業多是
輕資產企業，缺少可抵押的資產。“而且跟不同銀行
申請貸款，要求的資料還不相同，收集起來比較麻
煩。”他認為平台可以解決企業貸款時門檻高和手續
複雜的問題，同時還提升了貸款效率。

此外，港商在實體政務中心辦事時，還可手機
亮證“免證辦”。企業出示“粵商通”電子證照二
維碼，即可完成證照查驗，無需攜帶實體證照。企
業辦理創業補貼時，以往需帶齊工商營業執照、稅
務登記證等10項證照材料，現在只需在“粵商通”
完善企業身份認證，即可關聯所有證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全國首創“粵商

通”手機平台20日正式上線。今後在廣東投資辦事，手機“亮證”

一嘀即掂。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粵商通”將服務廣東超過

1,200萬的商事主體，在廣東投資港澳商人同樣能享受該平台服務，

憑在廣東開辦的公司註冊信息，港澳企業即可註冊“粵商通”賬

戶。據透露，“粵商通”平台將自動

整合企業納稅、公積金繳納、用電

情況等數據形成分析報告，

提供給金融機構，加速貸款

申請審批。
■“粵商通”手機平台20日正式上線。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報記者盧靜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近年來，深圳相繼公佈
了一系列措施，為港澳居民在深就
業、生活提供便利，其中一項便是
擴大公積金繳存主體範圍。港澳台
居民可以與內地職工一樣，繳存、
提取公積金、申請相關住房貸款
等，與內地人享有同等權利。根據
深圳市公積金中心統計數據，在深
圳繳存了住房公積金的香港居民已
有近4,000名，較去年年底的2,167
名增加近一倍，並有多名港人獲批
個人貸款。

住房公積金是內地一種用於住
房的社會福利，它屬於職工基本福
利“五險一金”中的“一金”。目
前內地僱員的住房公積金每月供款
比例介乎月薪5%至12%。若港人
作為內地公司僱員自願選擇供款，
那其僱主就需要和僱員等額繳存，
所繳金額悉數屬於僱員。這筆款項
可儲起買樓，並享有低息；也可根
據政策提取，用於支付房租、物業
費、裝修費等；若港人決定離職後
回港，亦可全額提取。

據深圳市公積金中心相關負責
人介紹，2017年6月1日，深圳發
佈新版繳存規定，擴大了繳存主體
範圍，增加了港澳台和外籍人士自
願繳存住房公積金的內容，並明確
了港澳居民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等身份證明文件即可和深圳
職工一樣，在深圳繳存公積金，並
按照規定提取公積金、使用公積金
貸款。

根據規定，普通公積金貸款可
貸額度是申請人公積金賬戶餘額的
14倍，單獨申請的最高額度為50萬
元（人民幣，下同），共同申請的
最高額度為90萬元。“從目前的辦
理量來看，越來越多港人知曉這一
政策的利好，希望能有更多企業為
其港澳台職工辦理繳存業務。”

港人投資 未雨綢繆
在深圳從事音響行業的港人葉

女士表示，有了新政之後馬上就給
自己開了戶，目前的繳存年限早已
達標，等到決定買房的時候就會用
公積金來貸款。在前海工作的香港
居民劉智則表示，自己並未有在深
圳購房的打算，希望等到有需要的
時候申請提取出來使用，“相信那
也會是非常可觀的一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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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LPR首報價 實現非對稱減息
央行：利率傳導更暢順 不會替代貨幣政策

新LPR在目前的中期借貸便利（MLF）基礎上
加0.95個百分點。人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

新的LPR機制，要求各報價行根據自身對最優質客
戶執行的貸款利率報價，主要參照指標是中期借貸
便利（MLF）的利率，在這個基礎上加點報出。中
期借貸便利期限以1年期為主，反映銀行平均的邊
際資金成本，加點幅度則主要取決於各行自身資金
成本、市場供求、風險溢價等因素，這樣LPR報價
的市場化和靈活性明顯提高。

房住不炒 房貸利率不下降
劉國強稱，此舉有利提高利率傳導效率，打破

貸款利率隱性下限，推動銀行降低實際貸款利率，

將更多信貸資源流向小微和民營企業。未來銀行各
種貸款都要參照LPR，並從第三季開始會納入宏觀
審慎評估MPA考核。

他還特別強調，這次利率並軌改革，房貸利率
由參考貸款基準利率變成參考LPR，“參考的基準
變了，但是利率不能下降。”人行將於近幾天發佈
關於個人住房貸款利率政策的公告，有一些細節還
在調研；但“房住不炒”的目標定位不能偏離，要
做到房貸增量不擴張、房貸利率不下降。

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劉國強認為，利率市場化
改革就像“修水渠”，目的是讓水流更加暢通，但
水的大小還是要看閘門。因此，利率市場化改革有
利於增強貨幣政策的效果，但不能替代貨幣政策，

也不能替代其他政策。

降準空間 沒有想像那麼大
對於LPR改革後降息的可能，劉國強表示，

降息、降準都有空間，其中降息主要看經濟增長
和CPI，降息也有多種形式，包括降低基準利率、
市場利率等。
人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表示，目前中國法

定準備金率平均水平約11%，在發展中國家中處於
中等偏低水平，如果加上超額準備金，總準備金率
和發達國家相比也是偏低的。從法定準備金率的角
度來說，過去積累了一定空間，未來有一定的調整
空間，但空間並不如想像得那麼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人

民銀行首個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機制後首次

報價20日出爐，一年期LPR下降6個基點(bp)報

4.25%，新增的五年期以上利率為4.85%。與上述

兩個期限的現行貸款基準利率相比，分別低10個

bp和5個bp，相當於實現一次非對稱降息。人行

表示，完善LPR的改革是“修水渠”，讓利率傳

導更加暢通，不能替代貨幣政策。未來降準、降息

都有空間，但降不降還要根據經濟增長和物價形

勢，降準空間也沒有想像那麼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社
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曾剛20日出席研討會時表示，新
LPR機制將倒逼商業銀行提升自身資產負債管理能
力和風險定價能力，催生利率衍生品市場。

利優質企業獲便宜貸款
曾剛說，過去銀行信貸部門很少關注價格波

動，更多參考是客戶存量授信利率和對同類客戶
的貸款利率。新報價機制一旦形成，發放貸款要
看市場波動，就需要金融機構對利率趨勢做緊
密、前瞻性的研究和跟蹤，對不同貸款產品、不
同客戶群有差異定價能力，對負債成本和負債結

構有全盤性把控。
從成本看，中小銀行資金成本相對更高，受到

的衝擊可能會愈明顯，銀行不計成本的拉存款、做
大資產規模的做法也需要調整。同時，企業也會根
據議價能力分化，優質企業由於議價能力較強，將
會獲得更便宜的貸款。

他指出，實體企業面對可能頻繁波動的貸款利
率時，會提出避險需求，利率衍生品市場發展將加
速。利率互換等衍生品的參與資格將降低。

至於新LPR機制下貨幣政策方向，民生銀行首
席經濟學家溫彬表示，由於9月18日美聯儲減息已
為大概率事件，建議中國人民銀行在下次LPR報價

的9月20日，下調MLF利率15點子，從而繼續引
導9月20日的LPR利率下行，推動降低實體經濟融
資成本。

業界：貨幣適當寬鬆宜早
中金也認為，公開市場操作（OMO）利率和

LPR均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貨幣政策適當寬鬆宜
早不宜遲。今年以來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已累計下
行超過110基點，而國內10年期國債收益率僅下降
約20基點。近期海外主要央行先後下調政策利率，
外部環境為人行下調OMO利率創造了充分的空
間。

專家：催生利率衍生品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對於實行新LPR形成機制，中
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最
新指出，短期內貸款利率下降可能會
對銀行的息差、盈利有一定影響，但
就存款利率來說，存款基準利率是保
留的，而且將在未來較長時間內保
留，人行也將指導市場利率定價自律
機制加強對存款利率的自律管理，維
護市場競爭秩序，穩住銀行負債端的
成本，為銀行可持續發展營造有利的
條件。從中長期來看，銀行貸款自主
定價能力提升有利於銀行可持續健康
發展，對銀行是有利的。
他說，這次改革完善LPR形成機

制，有利於降低貸款利率，主要針對
的是企業融資成本。而通常和匯率直
接相關的是市場利率，這次改革並不
涉及市場利率的變化，這次改革的關
鍵詞是貸款利率市場化，因此對人民
幣匯率沒有直接影響。
“當前中美利差處於舒適區間，

我對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
的基本穩定充滿信心。”孫國峰表
示，目前人民幣匯率預期平穩。

銀保監會：利民企信貸增長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在同一

場合表示，本次LPR的實行肯定會有
利於增加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的信貸增
長。另外，上半年小微企業融資綜合
成本下降超過1個百分點，已提前完成
今年政府目標。

短
期
貸
息
降
或
影
響
銀
行
盈
利

投行看新LPR
瑞銀：對市場利率影響有限，對人民幣匯
率影響更微乎其微。

東方金城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本次LPR
在MLF基礎上加點的幅度略超市場預期，
或主要考慮部分中小銀行資金成本較高。
未來LPR還有一定下調空間，央行或將適
時下調MLF操作利率。

申 萬 宏 源 證 券 ： 一 年 期 貸 款 利 率
（4.35%）下浮10%後是3.915%，這是當
前貸款利率的實際底線。只要LPR不低於
3.915%，則本次LPR改革不應被視作降
息。

華泰證券：8月24日有1,490億元人民幣
一年期MLF到期，需關注屆時央行是否續
做，以及是否降低MLF利率。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降低實際利率水平有關政策情
況。人行副行長劉國強（中）、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周亮（右二）等出席並答
記者問。 中新社



AA1010寶島訊息

受損了嗎?
您的房子在哈維颶風中

請即查詢:recovery.houstontx.gov/survey 
或致電:832-393-0550。

而且過程很容易
您可以在這裡得到幫助

星期四 2019年8月22日 Thursday, August 22, 2019

（中央社）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被控
1580萬元財產來源不明，監察院認定申報財
產不實而開罰。他不服興訟抗罰，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今天認定監察院開罰合法無誤，判林益
世敗訴。全案可上訴。

全案起於地勇公司負責人陳啟祥於民國
101年間透過媒體爆料，指控林益世涉嫌收賄
，特偵組介入偵辦，林益世一度被羈押。

案經特偵組起訴，指控林益世在立委任內
，協助地勇公司爭取中鋼持股的中聯公司轉爐
石契約及其下游中耀企業爐下渣契約，收受陳
啟祥新台幣6300萬元，又在秘書長任內索賄
8300萬元，另有1580萬元財產來源不明。

最高法院去年8月底以判決理由不備等為
由，將收賄6300萬元部分發回更審，僅就財

產來源不明罪部分，判刑2年定讞，林益世已
入監服刑。

監察院調查，林益世於民國100年立法委
員期間，應向監察院辦理定期財產申報，但林
益世就財產增加1580萬元，無法提出合理說
明，監察院於105年間認定他違反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裁處罰鍰120萬元。

林益世興訟抗罰主張，他的財產均交由母
親保管，並無隱匿財產而不申報。

法院認定，1580萬元財產來源不明部分
，刑事已判決確定，林益世仍就何時新增、如
何取得財產的來源等情，沒有提出 「真實」 、
「合理」 說明，已違反真實合理說明義務，監

察院開罰合法無誤，判林益世敗訴。全案可上
訴。

申報公職人員財產不實 林益世興訟抗罰敗訴

（中央社）刑事局日前到新北市林口區執
行非法集團跨境運毒查緝，但有無辜民眾稱警
方逮人卻認錯車還開槍，事後也未聞問；刑事
局今晚說，因雙方聯繫未果，將持續協調尋求
諒解。

聯合報報導，刑事局國際科於12日凌晨
到新北市林口區追查桃園機場跨國毒品走私案
，卻錯認無辜路過民眾車輛為毒犯駕車，當街
攔車開槍，還將人拖下車壓制踹打，2名當事
人及其父母今天向媒體投訴，警方事後態度消
極，已求助律師盼還公道。

刑事局今晚表示，為偵辦哥集團跨境運輸
毒品一案，國際科偕同台北市警察局中山、松
山分局共組專案小組實施第三波查緝行動，並
於12日凌晨3時45分於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
路一帶執行追查上游主嫌勤務。

當主嫌現身接貨現場時，刑事局說，警方
當下發現有2輛可疑汽車緊接行駛，在進行攔

停車輛時，其中一輛加速急駛離開現場，警方
當下研判有可能是其他共犯駕駛，經表明身分
攔停未果後，便以偵防車阻擋對方去向並發生
碰撞。

緊接著，專案小組成員、中山分局員警對
空鳴槍2發，並對可疑車輛左後輪開槍1發，
以制止其駛離現場，並要求車上人員下車並以
強制力控制其行動。

刑事局說，經查明對方身分並釐清與本案
無關後，便向他們說明原因，並由交通分隊受
理車禍事故現場處理和記錄，也告知將辦理損
害賠償事宜。

刑事局表示，事後專案小組中山分局洪姓
巡佐和當事人聯繫，致電3次、傳訊息4次，
但對方均未回應，以致於無法進行協調，對於
執勤造成民眾身體及財產損傷一事，警方深表
遺憾、抱歉，後續將繼續協調，以尋求諒解及
和解。

警開槍抓毒販竟認錯人 刑事局協調尋求諒解

（中央社）中國時報報導， 「深喉嚨」 爆料
特勤有小金庫，私菸經費疑部分由此支應。北檢
今天指出，現存證據查無報導所指情況， 「深喉
嚨」 若握有事證請提供給北檢，檢察官必會嚴予
偵辦。

中國時報今天報導，私菸案震驚社會，據了
解，檢調即將偵結該案，為避免案情有暗角被忽
略，讓該負責的人不用負責， 「深喉嚨」 向本報

爆料，直指走私菸品經費，不完全是自掏腰包，
甚至有公款性質的 「特勤小金庫」 存在。

偵辦此案的台北地檢署發布新聞稿指出，經
查該案相關案卷目前現存的證據資料，尚查無報
導所指以公積金支付菸品費用的情況。

北檢表示，如果報導中的 「深喉嚨」 握有相
關犯罪事證，期盼能提供給北檢調查，檢察官必
會對其身分資訊保密，並嚴予偵辦。

傳特勤小金庫買私菸 北檢：目前證據無此情況

（中央社）台灣高等檢察署今天公布北路、
南路、泰國灣3大國際毒品走私路線，強調緝毒
必須尋求國際合作，為此日前已多次派出檢察官
前往菲律賓、越南、澳洲等國與當地執法機關洽
談合作。

法務部今天下午舉行媒體茶敘，由高檢署報
告毒品情勢及國際合作計畫。法務部長蔡清祥表
示，過去都是由警調等司法警察與各國進行合作
，今年起則由檢察官帶隊出訪，展現台灣緝毒決
心，可望提升國際合作能量。

高檢署檢察官王捷拓表示，安非他命、愷他
命仍是台灣最大的毒品問題，其中又以安非他命
問題最嚴重；根據今年1至5月海關查獲毒品主
要來源地統計，76%的查獲毒品來自東南亞，中
國則有22%。

王捷拓進一步指出，目前3大毒品走私路線
包括北路、南路、泰國灣，北路是指自緬甸北部
出產的毒品，經陸路由寮國進入越南，於下龍灣
區或海防市以貨櫃或漁船方式運送出海，前往台

灣、香港、菲律賓。
王捷拓說，南路則是指緬甸北部出產的毒品

，經陸路運至越南胡志明市吉萊港（Cat Lai）或
頭頓港後運送出海，泰國灣路線則是緬甸北部出
產的毒品經陸路運抵柬埔寨，出海運送至泰國灣
區，由台灣漁船接駁運回。

王捷拓表示，過去國際緝毒合作都是由警調
洽談，但今年起檢察官親自帶隊出訪是前所未見
，3月前往菲律賓、5月則到越南與泰國，本月9
日由高檢署檢察長王添盛帶隊前往澳洲。

王添盛指出，已邀請菲律賓、越南、泰國、
帛琉等國緝毒單位，於今年10月至11月間來台
參訪，密集進行雙邊閉門會議，進行直接的意見
交換。

針對有媒體報導台灣是毒品輸出國，王捷拓
說，根據與其他國家的交流經驗，台灣並非國際
毒品的 「Trouble Maker」 。王添盛則表示，台灣
不是毒品轉運國、輸出國，而是受害國，將持續
積極緝毒，阻絕毒品於境外。

緝毒國際化檢察官帶隊海外談合作創首例

（中央社）彰化和美分局劉姓和金姓員警涉嫌包庇色情業者並收賄，2人得知辜女經營色
情養生館，通知辜女等人躲避查緝，1年收賄12次，不法所得約50萬元，檢方今天依貪污等
罪起訴2人。

根據台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今天公布的起訴書，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大霞派出所任職的
劉姓員警以及在分局一組任職的金姓員警，得知辜姓女子及洪姓男子在和美鎮經營色情養生館
。

檢方查出，去年6月開始，劉姓和金姓員警明知辜女等人從事特種行業，卻未主動查緝取
締，還插乾股與業者合作，在規劃臨檢勤務時放水，或是傳簡訊通風報訊，讓業者躲過查緝，
直到去年年底，2人分得盈餘新台幣14萬元。

檢方指出，由於業者生意不好，劉姓和金姓員警今年又入股另一家色情養生館，以相同手
法協助業者躲避查緝，2人分得36萬元。

檢方起訴書說明，金姓和劉姓員警在接受訊問時，坦承插乾股以及通風報訊，且繳交犯罪
所得，加上每次收受的賄款低於5萬元，因此依貪污等罪提起公訴，但建請法院減輕其刑。

彰縣2警涉收賄包庇色情業者 遭貪污罪起訴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登場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登場
「「20192019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2121日在台北南港展覽館日在台北南港展覽館22館舉行館舉行，，圖為廠商展出的圖為廠商展出的

關節式機器手臂關節式機器手臂。。

台灣國籲韓國瑜勿帶職參選總統台灣國籲韓國瑜勿帶職參選總統
高雄市長韓國瑜高雄市長韓國瑜2121日到台北晶華酒店出席台北市美國商會餐會日到台北晶華酒店出席台北市美國商會餐會，，台灣國成員在晶華酒店外呼台灣國成員在晶華酒店外呼

籲韓國瑜辭掉高雄市長再選總統籲韓國瑜辭掉高雄市長再選總統。。

促轉會上午赴國民黨中央黨部促轉會上午赴國民黨中央黨部
促轉會促轉會、、檔案局一行近檔案局一行近2020人在人在2121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許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時許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黨進行檔案的與國民黨進行檔案的

點交收繳作業點交收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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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简单扩区
——全方位、深层次、根本

性的制度创新变革，谋求投资贸
易自由化

临港新片区在哪儿？
根据规划，在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

小洋山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新片区。按照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先行启动南汇新城、
临港装备产业区、小洋山岛、浦东机场南侧等区域，
面积为119.5平方公里。

这个面积可不小。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起步时仅28.78平方公里，后来才扩大到120.72平方公
里。

从地图上看，临港新片区距离上海市中心70多公
里，位于上海的东南角，毗邻广阔的港口水域。在不
少专家看来，新片区选址临港，既能发挥洋山深水港
和浦东国际空港的国际通道优势，又能与临港产业基
础和临港的区域品牌进行整合，符合国际贸易产业链
和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相融合的产业发展趋势。

自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挂牌成立
以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已形成“1+3+7+1”
的雁式矩阵，其中，上海自贸试验区也经历过扩围。
那么，此次临港新片区的设立有何不同之处？

“增设新片区不是简单的原有自贸试验区扩区，
也不是简单的现有政策平移，是全方位、深层次、根
本性的制度创新变革。”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寅说。

具体来看，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片区明确打造
“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而临港新片区则强调打
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

新片区制度的核心也已转向投资贸易自由化。
《方案》 指出，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
体系。在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开放创新措施的基
础上，支持新片区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
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投资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看
来，原有的自贸试验区实际运行中，更偏重于以缩短
时间、简化流程和降低成本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便利
化措施。新片区则特别强调以自由化为核心，谋求从自

由化破题，将触及更深层次、不乏革命性的制度创新。

瞄准产业“之最”

——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急需
产业的关键环节和技术

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临港新片区更加突出产业
发展，这也是相较其他自贸试验区的突出特点。

“跟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片区相比，临港新片区
将‘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放
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
绍，比如说，它特别强调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民用航空等重点产业，在投资环境、贸易监管、国
际人才流动以及税收等核心环节，提出一系列配套措
施，以新发展理念来引领高质量发展。

产业基础，这是新片区落户临港看中的优势之
一。

国内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C919大飞机的发动机、
全国首根国产12英寸单晶硅棒、全球最大的大功率柴
油机，以及配套船用曲轴，还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升
式钻井平台……这一批世界之最、全国第一的技术和
产品，就诞生在临港地区。

经过 15年的开发，临港地区目前已经集聚了 500
多个产业项目，初步形成了新能源装备、海洋工程、
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一批骨干企业。中
国航发商发、上海汽车、上海电气、三一重工，外资
企业如特斯拉、西门子、卡特彼勒、GE、ABB等聚集
于此。

在这样的高起点上，临港新片区将进一步打造有
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

根据 《方案》，临港新片区将集聚发展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中国高质量发
展急需产业的关键环节和技术，拓展金融、贸易、航
运领域和总部经济的国际市场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前
沿科技产业能级。

在新片区先行启动区内，产业发展更是整装待
发。陈寅说：“先行启动区域内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以及装备制造、研发创新和金融服务等产业园区，有
较好的产业基础和配套条件，有利于政策制度更好更
快落地见效。”

多重政策发力

——税收、跨境金融、国际
运输、人才吸引、土地规划、住
房保障等方面均有利好

那么，政策如何支持临港新片区发展，企业落户
能享有哪些优惠？

围绕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新片区方案已在税
收、金融、运输等方面有所明确。

以税收来说，共确定五方面政策：第一，对与新
片区产业发展规划相适应的，具有基础优势的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重点行业的关
键核心环节相关企业，实施一定期限 （成立之日起 5
年内）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按照 15%进行征收。这将有
助于培育发展先进技术，形成产业辐射效应，带动其
他相关区域联动发展。

第二，在其他地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继续探索
个人所得税政策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效应。

第三，自由贸易账户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重要
的基础设施，将积极探索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开展投融
资以及金融业务的税收政策。

第四，明确与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相配套的税收制
度安排，主要是在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个国
家战略的同时，也支持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

第五，进一步鼓励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对境外进
入新片区海关围网区域的货物予以保税或者免税。

据了解，对于企业适用的这些税收政策，都有明
确的目标范围和条件要求。目前，上海市正配合国家
主管部门抓紧制定实施细则，并且将密切跟踪相关政
策的实施效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
说，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不是临港新片区
独有，在自贸试验区内，包括广东横琴、深圳前海、福
建平潭均有实施，但覆盖领域各有不同。此次临港新片
区聚焦的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
航空等前沿产业集群，因此税收政策是基于上海临
港制造业的特点，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
发展。

相关的金融开放措施也将优先在新片区落地实
施。就在总体方案印发当天，区内的银行就为一家生
物医药研发企业办理了新片区成立后首笔跨境投资款
汇出业务，过去需要经过两三天审核，现在几个小时
就能完成。此外，上海市在管理权限、资金支持、人
才吸引、土地规划、住房保障等方面制定了新片区的
特殊支持政策。

“按照总体方案要求，通过若干年努力，在这片寸
土寸金的地区一定能够飞出新的‘金凤凰’。”陈寅说。

开放中国

图①：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俯拍图。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图②：8月7日，原临港企业服务
中心启用新名“中国 （上海） 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行政服
务中心”。

杨建正摄 （人民视觉）

图③：位于上海浦东临港装备区
的特斯拉超级工厂正在紧张建设
中。

金宁昕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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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居转户”（居住证转户籍）年限

从7年缩短到5年，核心人才进一步缩短

到3年；对于非本市户籍人才购房资格，由

居民家庭调整为个人；购房需要缴纳个税

或者社保年限要有5年，新片区缩短到3

年……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敲定，上海市支持新片区建设的政策引发

社会强烈关注。

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集

聚高科技项目、产城融合、生态宜居……

临港新片区的“亮相方式”可谓与众不

同。新片区新在哪儿？怎么建？企业发

展将迎来哪些利好？
①①

③③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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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88 月月
2222日至日至88月月2525
日日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20192019
年秋季學期開年秋季學期開

學典禮學典禮

88--2222--20192019（（Thur)Thur)上午上午1010時時
李兆瓊建築師主講李兆瓊建築師主講
「「老年人居家優良環境規劃老年人居家優良環境規劃」」
97209720 Town Park Dr.,#Town Park Dr.,#104104,Hous,Hous--
ton,TX.ton,TX.7703677036

慈濟七月吉祥月祈福會慈濟七月吉祥月祈福會
88--2424--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99時時 4545分分
至中午至中午1212時時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Corporate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臺灣傳奇臺灣傳奇20192019 Kick-Off PartyKick-Off Party
88--2424--20192019(Sat)(Sat)中午中午1212時時
Quality Inn & Suits West ChaseQuality Inn & Suits West Chase
29302930 W Sam Houston ParkwayW Sam Houston Parkway
S.Houston,TX.S.Houston,TX.7704277042

京劇演出記者會京劇演出記者會
88--2424--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33時時
中美寺中美寺

德州天后廟慶賀喃嘸地藏王菩薩德州天后廟慶賀喃嘸地藏王菩薩

寶旦寶旦、、
太歲星軍太歲星軍、、財神爺爺寶旦財神爺爺寶旦
88--2525--20192019（（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Houston,TX.Delano,Houston,TX.7700377003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作者 Nancy Bo）
他刀子嘴豆腐心，
面冷心熱；他平時
不苟言笑，對不熟
的人愛搭不理，私
下和朋友們卻是嘮
嘮叨叨，打打鬧鬧
；他整天像沒睡醒
，嚷著累，一坐下
就要打盹兒，可天
還沒亮就已經在電
腦前上班，深更半
夜還在打工巡邏，彷彿又從來不用睡覺。他
就是我的一位警察朋友，大休斯頓區警察局
搶劫組警官～Jack Liu。

今天上午，Jack Liu的上司、同事以及
好友在休斯頓中國城分局給他開了一個Sur-
prise Party，不是給他過生日也不是升職，
而是由大休斯頓警察局副局長Henry Gao先
生專程前來給他頒發了一個“傑出警探、無
私服務”的獎項。

我們幾個好友其實私下早就知道了這個
喜訊，就是憋著不告訴他，等著今天給他一
個驚喜。 Jack的老搭檔Gary頭一天一本正
經的通知他上午來一趟中國城分部，說局長
讓他匯報工作。我猜Jack一定心中忐忑，不
知平時高高在上的領導為啥今天專門提他去
匯報？但轉念一想，Jack略有不安的同時一
定也很有底氣和自信去見他的上司，因為為
了破獲中國城的砸車搶劫案，他曾不分晝夜
，調查取證，成功的把逍遙法外的幾個慣犯
抓住送到法官面前接受審判。所以說，今天
這個獎並不是從天而降，而是他這幾年辛苦
努力的成果。

作為朋友也作為旁觀者，我這裡並不想
冠冕堂皇的列舉數據來向大家宣傳休斯頓警
察的公作做得有多好，也許警察抓壞蛋這就
是天職，就是責任，不值得吹噓。而壞人是
抓不完的，警察辛苦抓到了壞人又因為各種

原因被釋放繼續犯案的更是不勝枚舉，所以
老百姓也並不會誠心去買警察的帳。在中國
還可以稱他們為“人民警察”，而在美國，
警察不是人民的，警察是執法者，是調查真
相維護法律的一項職務。其實，我今天想藉
著Jack的得獎喜訊告訴大家，警察也是社區
中的一員，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每天提心吊
膽努力打工養家的普通人。我們老百姓要用
平常心看待警察，既不要帶有偏見去敵視也
不用害怕或孤立他們。他們有了工作失誤我
們指出來促其改正，有了成績也要大大方方
的宣傳表揚，鼓舞士氣。

前兩年中國城治安有些惡化，砸車窗、
搶書包的案件頻發，在華人社區中引起很大
恐慌。 Jack自己要求從downtown的兇殺組
調到搶劫組負責協助調查中國城地區的搶劫
案。我問他為啥放著downtown的辦公室不
坐非要管中國城的案子，記得Jack義憤填膺
的說：“我自己也是華裔警察，中國城是我
們華人的地盤如今被欺負成這個樣子，我就
是氣不過！”

還記得有一天Jack開心的放出一張圖片
給我看，我還以為是啥好東西，原來就是在
停車場上一輛黑色的轎車和一個模糊的人影
，他邊指點著照片邊興奮的說： “嗨，
Nancy你看，我今天拿到了這張照片太棒了
，裡面有好幾條線索可以幫我追踪到嫌疑犯
！”我自詡也是“大家來找茬”遊戲的高手

，可這模
糊一團的
照片實在
讓我摸不著頭腦，但看到他欣喜的笑臉心裡
也暗暗為他加油。後來經過幾個月的努力調
查，Jack終於把一個四人犯罪團伙繩之以法
。沒想到平時看著總是昏昏欲睡的Jack，竟
然是這麼聰明又細心的人。

Jack是倔脾氣，為了案子也敢和上司據
理力爭，有一次竟然太激動把自己氣病了。
我以為他生氣裝病，要他發照片證明給我看
，結果照片裡的病號 Liu 真的是慘不忍睹
（Jack警官偶爾也會害羞，這裡就不描述了
），我還沒心沒肺的揶揄他那張平時不苟言
笑的臭臉這下可太好笑了，但心裡也暗暗覺
得他為了工作能讓自己又氣又累成如此，真
的是一個做事認真的人。 Jack的病還沒痊癒
，我與他和Gary早定好的“2019年新春休
斯頓槍友匯公益講座”日期就到了，結果他
帶病來參加講座，並未因病缺席，讓我感受
到他是一位講信用的朋友。

所以，看到今天到場的滿滿一屋子Jack
的同事、朋友、媒體來一起向他道賀，我心
裡立刻湧出這句“不懈耕耘，總有收穫”。
人在做，天在看，只要無愧于心，堅守陣地
，辛勞終將化為碩果。

加油，警官！祝賀你，朋友！

《《不懈耕耘不懈耕耘，，總有收穫總有收穫》》

HPDHPD同事大合影同事大合影

Jack LiuJack Liu警官警官

中國城中國城squad~Officer Garysquad~Officer Gary，，MichaelMichael，，Jack and JimmyJack and J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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