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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學家利用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
培育出食指大小白化蜥蜴

坦桑尼亞小鳥停牛鼻子上

大眼瞪小眼！！

訓鳥師與世界最大猛禽多年壹起工作

舉止親昵

近年來，壹種被稱為 CRISPR 的強大基因編輯技術在小鼠
近年來，
的強大基因編輯技術在小鼠、
、植物和
人類身上取得了壹系列突破，
人類身上取得了壹系列突破
，但由於爬行動物在繁殖方式上的關鍵差異
，讓這項技術在爬行動物身上發揮作用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讓這項技術在爬行動物身上發揮作用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喬治亞大學
的科學家團隊客服重重困難，
的科學家團隊客服重重困難
，成功培育出食指大小的白化白色龍蜥蜴
成功培育出食指大小的白化白色龍蜥蜴。
。
他們認為這將有助於更好地了解白化癥患者的視力問題。
他們認為這將有助於更好地了解白化癥患者的視力問題
。

﹂

對視

﹁

坦桑尼亞恩戈朗戈羅火山口保護區，
坦桑尼亞恩戈朗戈羅火山口保護區
，壹只小鳥停在水牛鼻子上
壹只小鳥停在水牛鼻子上。
。這只小
鳥在這頭重達 500 公斤的水牛身上停留了大約 15 秒，然後又飛走了
然後又飛走了。
。

丹麥日德蘭半島的老鷹保護區內， 鳥類訓練師 Peter Wenzel 和壹
丹麥日德蘭半島的老鷹保護區內，
只名叫 Molina 的禿鷹壹起工作
的禿鷹壹起工作。
。Molina 於 2018 年 11 月來到老鷹保護區
，此後每天都由 Peter Wenzel 訓練
訓練。
。成年禿鷹翼展可達 3.5 米，體重 15
公斤，
公斤
，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
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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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發經費保持兩位數增長
穩居世界第二
國家統計局、科學技術部、財政部發
布《2018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
顯示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連續
保持兩位數增速，經費總量穩居世界第二
，基礎研究投入更是首次突破千億大關，
企業則是全社會R&D經費增長的主要拉動
力量。專家表示，經費投入的增加，是中
國科技進步和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體現，科
技創新正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壯大經濟
新動能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研發經費逼近 2 萬億
《公報》顯示，2018 年，全國共投
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 19677.9 億
元，比上年增加2071.8億元，增長11.8%，
連續 3 年保持兩位數增速，延續了“十
三五”以來較快的增長勢頭。經費投入
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 2.19%，連
續 5 年超過 2%，並再創歷史新高。按
R&D 人員全時工作量計算的人均經費為
44.9 萬元，比上年增加 1.3 萬元。
這在國際上處於什麼水平？
國家統計局社科文司統計師李胤介
紹，自 2013 年，中國的 R&D 經費投入壹

產權組織(WIPO)提交了 5405 項專利申請
，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在全球企業專利
申請排名中，來自中國的中興和京東方躋
身前八。全國工商聯不久前發布的《中國
民營企業 500 強調研分析報告》也顯示，
2019 年民企 500 強的研發人員占比、研發
強度兩項指標整體均呈上漲趨勢。越來越
多中國企業更加重視研發的地位。
在全社會研發經費增長中，企業已
成為主要的拉動力量。《公報》顯示，
2018年，各類企業經費支出15233.7億元，
比上年增長 11.5%。企業、政府屬研究
機構、高等學校經費支出占全社會研發
經費比重分別為 77.4%、13.7%和 7.4%。
在日前召開的2019國是論壇上，全國
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萬鋼指
出，目前中國科技創新進入了跟跑、並跑、
領跑“三跑並存”階段，且領跑、並跑的比
例越來越大。企業已成為創新創業的主要力
量，在全社會研發投入、研究人員和發明專
利等方面的占比均超過75%。
“我們在深圳、上海、北京多家企業
調研，欣喜地發現企業研發投入在增加。
”方竹蘭說，中國企業從最初引進資金技
企業成為主要力量
2018 年，中國企業華為向世界知識 術、貼牌生產到改良包裝、提升產品功能

直穩居世界第二。2018 年中國 R&D 經費
投入強度超過 2017 年歐盟 15 國平均水平
(2.13%)，相當於 2017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35 個成員國中的第 12 位，正
接近 OECD 平均水平(2.37%)。
分活動類型看，全國基礎研究經費
1090.4 億元，比上年增長 11.8%；應用研
究經費 2190.9 億元，增長 18.5%；試驗發
展經費16396.7億元，增長10.9%。其中，
基礎研究經費首次突破千億。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方竹蘭
對本報記者表示，總體看，經費投入的
增長是中國科技進步和競爭力提升的體
現。超出 2%的經費投入強度，標誌著中
國創新從引進模仿向自主創新階段轉變
。特別是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不斷增加，
有助於從源頭上提升原始創新能力，這
是許多國家創新發展經驗所驗證的。同
時，有助於培養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引
領世界的前沿人才，在信息技術、經濟
全球化、數字化、智能化發展的今天，
中國也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內部集成，再到研發設計、申請發明專
利，將越來越多經費投入到應用型研究，
這已是歷史性的突破。未來企業研發會更
多向基礎研究和上遊邁進，這也是產業結
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所在，對經濟新動能的
發展壯大將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營造社會創新氛圍
近年來，中國財政科技投入連年增
長，為創新實力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報》顯示，2018 年國家財政科學技
術支出為 9518.2 億元，比上年增長 13.5%
，增速較上年提高 5.5 個百分點。
同時政策環境不斷改善。相關調查顯
示，2018年在規模(限額)以上企業中，企業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政策和高新技術
企業減免稅政策的惠及面分別達到56.1%和
50.1%；企業對這兩項政策的認可度分別達
到82.1%和85%，均比上年有所提高。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研

究室副主任何代欣向本報記者分析，在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家財政收入趨緊
的情況下，財政科技投入仍保持良好增
勢，這是不容易的。應當看到，當前中
國創新發展需求緊迫，但創新投入所需
時間長，今天的高投入，是為未來中國
的高質量發展積蓄動力。此外，財政也
在科研人才、企業和項目的激勵上發力
，為全社會營造創新氛圍。
但經費投入和布局仍有較大提升空
間。李胤指出，中國 R&D 經費投入強度
與世界科技強國仍有較大差距，基礎研
究、政府資金占比偏低等問題仍比較突
出，能真正形成關鍵核心技術、解決
“卡脖子”問題的重要科技成果仍不足
，投入效率有待進壹步提高。為此，應
進壹步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完善鼓勵研
發投入的政策體系，引導社會各界對基
礎研究的投入與布局，提升科技經費投
入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中國四大銀行上半年日均賺 31.4 億元 LPR 新機制有何影響？
綜合報導 中國四大銀行半年報在 8 月 30 日已
全部公布：截至 6 月末，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
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四大銀行上半年合
計實現凈利潤 5681.7 億元（人民幣，下同）。這意
味著，中國四大銀行上半年日均賺約 31.4 億元。
其中，工商銀行凈利潤最高，達1686.9億元，中國建
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的凈利潤依次為1557.08
億元、1223.72億元和1214億元，四大銀行的凈利潤同比
增長均超5%，中國建設銀行增長幅度最大，達5.59%。
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亦持續下降，不良貸款
率均保持在 1.40%至 1.48%的區間，處於較低水平。
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 1.40%，為四大銀行中最
低；而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在上半年下降
0.16 個百分點，為四大銀行中降幅最大；中國工商
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則已連續十個季度下降。
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廖林則表示，建行上半年

的資產質量總體指標非常穩定，不良率、重新發放
貸款不良率、關註類貸款占比等指標都在下降。
“這主要得益於建行建立了全面主動的預防監測的
風險管理體系，這套體系的建立耗時近五年。”
隨著近期 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新機制的正
式落地，官方要求引導貸款實際利率下行，有分析
認為，這將在短期內收窄銀行凈息差，導致凈利息
收入下降，事實是否如此？
“這次央行推廣使用LPR，對於工商銀行來說並
不是壹個很新鮮的事情，我們以前壹直在這麼做。”
中國工商銀行行長谷澍指出，今年上半年工行新發放
LPR貸款占全部新發放貸款的48%，工商銀行非常熟
悉LPR，而全部新發放貸款裏還包括個人住房貸款。
此前，中國央行已對外表示，個人住房貸款部
分應用 LPR 新機制的利率水平會基本穩定。
谷澍直言：“工行投放貸款的結構(接近)壹半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已經用了 LPR，還有壹半的利率按照央行的說法會
保持基本穩定。所以下壹步用 LPR 對工行會有影響
，但是影響是有限的。”
談及LPR新機制定價問題，中國建設銀行首席財
務官許壹鳴表示，現在中國央行要求今年三季度新增
貸款LPR定價比例達到30%，年底要達到50%，明年
達到80%。建設銀行“比較認真嚴肅”地在執行上述
要求，現在新增貸款LPR定價比例已達到56%。
“既然價格下來了，肯定對我們會有所影響，
但因為點差非常小，所以對我們的影響應該不算太
大。”許壹鳴稱，相關部門測算得出，今年大概會
有不到壹億元左右的利息收入會有影響，若加入存
量，明年的影響可能比今年大壹些。
“這無疑會對我們利差管理和收益率水平構成
壹些影響，但只要是市場化的東西，我們就無所謂
，大家都是壹樣公平的。”許壹鳴說。

作為經濟運行的血脈，銀行服務實體經濟、支
持小微民營企業的貢獻至關重要。
半年報顯示，截至 6 月末，中國銀行境內人民
幣貸款余額較上年末新增 6383 億元，增長 7.1%，
重點投向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基礎設施補短板、消
費金融、涉農等領域。
此外，中國銀行民營企業新投放貸款占對公新投放
的36.4%，承銷民營企業債券規模穩居商業銀行首位。
中國工商銀行上半年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
額比年初增加 1301 億元，增速超 40%；民營企業貸
款比年初增加 1340 億元，增幅為 7.6%。
中國農業銀行在上半年的縣域發放貸款和墊款
總額較年初增加 3830.88 億元，高於全行貸款增速
0.8 個百分點；中國建設銀行的普惠金融總貸款余
額已超 8000 億元，今年上半年增長 2200 億元，比
官方要求的增長目標 30%高出 6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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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時間 1 日進行的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單第四
輪比賽中，
輪比賽中
，賽會 18 號種子
號種子、
、中國
“金花
金花”
”
王薔發揮出

第一次見到孫

瑞，正在教一群孩子吹嗩
色，直落兩盤以
6：2丁
、6：
4 完勝
號種子、
、澳洲球手
丁丁
丁丁丁丁
丁丁丁
丁
丁2 號種子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吶，上課地點就在河南周口農
上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芭迪，
芭迪
，職業生涯首次闖進大滿貫賽事女單
職業生涯首次闖進大滿貫賽事女單8
8 強，8 強戰
丁丁
丁丁丁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村的鄉間小路邊。這個特殊的嗩吶
將挑戰美國名將莎蓮娜威廉絲（細威）。
學校由孫瑞和一群朝氣蓬勃的孩子構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
成，“教室”就在田間地頭。學校的大部
分學生是幾歲到二十歲不等的孩子，還有五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
多歲的長者，加起來有上百人。孫瑞既是校長又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是老師，親自傳授吹嗩吶的技藝。
丁
丁丁丁丁丁
在農村，婚喪嫁娶等重要活動，都離不開這種重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要的樂器——嗩吶。家在周口市鹿邑縣試量鎮的孫瑞，
丁丁丁丁將與細威爭奪四強席位
丁丁丁
已是他們家族吹嗩吶的第七代傳承人。他今年才 32 歲，一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
頭烏黑有型的頭髮，加上白皙的皮膚，看起來更像城裡的
“上班族”。但是，他卻深深扎根於農村的土壤，進行嗩吶這
大白兔冰淇淋的創新吸引人們邊
丁丁
丁以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吃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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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從軍，26
歲退役，因為擅長吹嗩吶，在部
隊當了 6 年的文藝兵。退役後，回到老家鎮上開始傳授青少年吹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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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歲。令孫瑞比較自豪的是，他帶着自己教的學生參加省裡的比賽，多
兔冰淇淋，產品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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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意味着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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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王薔挺進女單 16 強已經
創造個人大滿貫賽事最佳戰
績，本輪擊敗強敵再次刷新個人最
佳，讓王薔越來越自信，她表示自
己“每一場都有進步”。當被問及
是否已經具備同世界頂尖高手一較
高下的實力時，王薔平靜地表示：
“可以，我一直相信我可以”。
王薔此前和芭迪的兩次交手
均以失敗告終，而且一盤勝利都沒
有拿到。這次在美網再度相逢，王
薔穩紮穩打，完全主導了比賽。貴
為新科法網冠軍，芭迪只在首盤開
局階段發揮正常，而隨着比賽推
進，王薔穩定的發揮讓芭迪逐漸失
去耐心，失誤不斷增多。在首盤第
三局和第五局，芭迪兩次被破發，
很快以 1：4 陷入被動。而在第六
局王薔的發球局中，芭迪手握兩個
破發點均沒有把握住，最終以 2：
6輸掉首盤。
第二盤開局王薔延續火熱手
感，而芭迪則仍然失誤不斷，王薔
首局抓住機會再次攻陷對手發球
局。陷入絕境的芭迪隨後戰鬥力有
所提升，但狀態依然起伏不定，最
終以 4：6 再丟一盤。全場芭迪 9 個
破發點一個都沒有抓住，並且還犯
下 39 次非受迫失誤，而王薔僅有

大白兔夥GODIVA
推 55 元高端冰淇淋

■王薔激情慶祝獲勝
王薔激情慶祝獲勝。
。

14次。
“這場比賽做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心理很強大，執行了我們賽前
的戰術計劃。贏完比賽那一刻，感
覺自己做到了，我非常開心，現在
已經很平靜了，沒有太多情緒起
伏，我會繼續努力。”王薔賽後
說。

王薔表示，對戰芭迪這樣的
高手，在任何領先的時刻，“都不
敢認為自己勝券在握”。
展望同細威的對決，王薔非
常謙虛：“能交手就很好，挺希望
能和細威打比賽。能和這麼優秀的
運動員交手，不管結果怎麼樣，都
會非常開心。”
王薔表示，她將首先進行身
體恢復，而自己的教練、法國人德
魯埃將會研究同細威對決的戰術，
繼而他們會一起討論如何執行。
“我希望王薔不要想着自己
的對手是 23 個大滿貫冠軍得主細
威，那樣的話，她的對手就太難以
逾越了，我希望在王薔眼裡，她的
對手只是 2019 年的細威，然後我
們再討論使用何種戰術。”德魯埃
說。
■新華社

美聯社

在紐約時間 1 日的美網女單第四
輪比賽中，中國“金花”王薔打進 8
強，創造個人大滿貫最佳戰績。儘管
這和王薔的現任教練、法國人德魯埃
的貢獻密不可分，但王薔的前任教
練、已故的澳洲老帥麥克納馬拉同樣
功不可沒。提到麥克納馬拉的離世，
王薔非常傷心。
“他對我的幫助非常大，聽到他
去世的消息，我非常難過。我覺得他
從未離去。”王薔說。
麥克納馬拉曾獲得溫網、澳網男
雙冠軍，也曾為澳洲在戴維斯盃比賽
中立下戰功，退役後成為知名網球教
練。今年 7 月，64 歲的麥克納馬拉因
癌症離世。
現年 27 歲的王薔從 2015 年同麥克
納馬拉一直合作到今年年初。在今年
年初，麥克納馬拉的身體狀況急轉直

■已故澳洲老帥麥克納馬拉
已故澳洲老帥麥克納馬拉（
（左）
對王薔悉心教導。
對王薔悉心教導
。
資料圖片

下，兩人只能結束合作。正是在麥克
納馬拉的指導下，王薔的球技突飛猛
進，上賽季世界排名升到前20位。
“是他教給我如何打比賽，也
是他引領我進入職業網壇，而且他
始終相信我可以成為頂尖球員。”
王薔說。
■新華社

■祖高域因傷被迫退賽
祖高域因傷被迫退賽。
。 法新社

理文獲借將劉學銘 盼如虎添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在剛
剛過去的周日於港超聯賽對戰的理文及香
港飛馬，不約而同宣佈增兵消息，理文已
從東方龍獅借得劉學銘，香港飛馬則簽下
恢復自由身的前港足隊長陳偉豪，後者也
得以延續職業球員生涯。
上季菁英盃盟主理文周日以 4：2 殺
退來訪的香港飛馬，3 年來首次在揭幕戰
贏波，創下成軍以來的最佳開季紀錄。
會方賽前已宣佈借得劉學銘，他將穿上 4
號球衣。
劉學銘近年在冠忠南區有出色表
現，上季獲東方龍獅以雙倍薪金利誘而
毅然離隊。不過季後東方龍獅改以李志
堅執教，更帶來 9 名大埔兵來投，令球隊
出現人滿之患，於是在作客佳聯元朗之
後將劉學銘外借。至於劉學銘在理文將
會出任中堅還是中場，則再視乎教練層

■ 東方借將劉學銘披上
理文戰衣。
理文戰衣
。
球會圖片

■理文
理文（
（黃衫
黃衫）
）在港超首戰以
4：2 戰勝香港飛馬
戰勝香港飛馬。
。 新華社

戰術編排。
同時，香港飛馬也急不及待填補防線
漏洞，輸波後立即向與班主羅傑承關係良
好的陳偉豪招手，雙方一拍即合。飛馬 2
日宣佈，37 歲的陳偉豪以助教兼球員身份
加盟。該前港足隊長自南華散班後，過去
兩季効力夢想 FC，惟因會方財務問題被

迫降班，陳偉豪一度無人問津，甚至擬轉
投港甲球隊東區，結束職業生涯。
此外，香港代表隊 2 日復操，大軍今
天出發到金邊之前，再有李家耀及徐德帥
因傷退出，要補選鄭兆均及鍾偉強入伍。
港隊首場世界盃外圍賽將於周四舉行，對
手為柬埔寨。

美國網球公開賽單打賽事
當地時間 1 日展開第四輪的爭
奪，來自塞爾維亞的男單世界
第一、衛冕冠軍祖高域由於肩
傷無奈退賽，而中國“金花”
王薔職業生涯首晉大滿貫 8
強，8 強賽她將挑戰 37 歲的美
國名將莎蓮娜威廉絲（細
威）。
祖高域本次美網一直受到
肩傷困擾。在第四輪中他對陣
另一名前美網冠軍、瑞士人華
連卡，當比賽戰至 6：4、7：
5、2：1領先時，祖高域宣佈退
賽。華連卡 8 強賽將戰 5 號種
子、俄羅斯人梅德韋傑夫。
祖高域賽後說：“我的肩

傷有時候輕一些，有時候重一
些。我也使用了多種辦法進行
治療，但是有時候管用，有時
候又不管用。退賽非常令人沮
喪，尤其是在美網這麼重大的
賽事中退賽。我不是第一個退
賽的球員，也不是最後一個。
生活還要繼續。”
此 外 ， 38 歲 的 “ 瑞 士 天
王”費達拿以 6：2、6：2、6：
0輕鬆戰勝比利時選手戈芬。
其餘女單賽事中，3 捷克
球星比莉絲高娃不敵英國名將
干達，美國本土球員姬絲輸給
了烏克蘭名將施維杜蓮娜。干
達和施維杜蓮娜將爭奪一個四
強名額。
■新華社

3人籃球全球總決賽
港女隊居亞
由卓婷、王家怡、李祉均及陳
偉萍組成的RBHK女子隊，日前在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舉 行 的 Red Bull
Reign 3人籃球全球總決賽不敵東道
主加拿大隊屈居亞軍。至於由蘇尚
瀛、鄧志恆、鍾俊昇和葉俊傑組成
的 Start Unknown，雖於男子小組
賽擊敗中華台北，但不敵東道主加
拿大及黑山，以1勝2負的成績無緣
出線次圈。
曾於 5 年前 Red Bull King of
The Rock 一對一籃球賽獲得女子
組世界第 2 名的卓婷，與李祉均、
陳偉萍及王家怡組成 RBHK，贏得
7 月底港澳區“Red Bull Reign 3 人
籃球賽”以及代表香港出戰全球總
決賽女子組賽事的資格。今次全球

■ 港女隊
港女隊（
（ 藍衫
藍衫）
） 不敵
加拿大隊屈居亞軍。
加拿大隊屈居亞軍
。
總決賽女子組共有 4 支隊參賽。4
位港將連打 6 場的雙循環賽事後顯
得相當疲累，其中李祉均更在小組
賽最後一場“拗柴”。殺入決賽
後，港隊面對東道主加拿大隊，惜
以16：21見負，屈居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 攝

難忘已故恩師
王薔踏成功路

王薔 創個人大滿貫最佳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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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慘案！南加度假潛水船起火！34人失踪！恐已葬身火海！
游船遭受火災
【泉深報導/來源 FOX NEWS】9 月 2 日美
國勞動節早上 3:15 左右，一艘停泊在加州文圖
拉 縣 （Ventura County） ， 聖 克 魯 斯 島 （Santa
Cruz Island）附近海域上的潛水船突然著火！
海岸警衛隊洛杉磯區和長灘區的值班人員
無意中聽到了求救信號，得知至少有 38 人被困
在火中！
美國海岸警衛隊出動了兩架直升機，兩艘

45 英尺的快艇和一艘
消防人員滅火
87 英尺的快艇，火速
趕到現場進行大規模
況正在惡化。”
救援活動！
據悉，這條名為“構想號”的
然而抵達現場時，船已經在離岸 20 碼的 64 商用潛水船船身長達 75 英尺，上下
英尺深的水中沉沒，只有船頭的一部分露出水 兩層，可容納 46 人。船內配有供
面。當地兩個消防團隊正在火急火燎的滅火！
110 名乘客使用的橡皮艇和救生夾
海岸警衛隊的三級士官艾丹•庫尼說:“情
克，物料充足，可供乘

消防人員眼看遊船下沉

客在海上呆上幾天。
火災發生時，“構想號”正在為
期三天的勞工節假日旅行中。
週 五 晚 上 ， “ 構 想 號 ” 從 Santa
Barbara 港 口 出 發 ， 圍 繞 San Miguel,
Santa Rosa, Santa Cruz, Anacapa and
the Santa Barbara islands 遊玩一圈，預
計在周一下午回到 Santa Barbara 港口
。
船上共有 39 名乘客，5 人睡在甲
板上，其他 34 人睡在船艙內。
起火後，5 名在甲板上求救的乘客
被路人發現，搭上了名為“大逃亡”
(Great Escape)的遊艇，緊急撤離！
據 美 國 海 岸 警 衛 隊 (U.S. Coast
Guard)上士巴尼(Mark Barney)說，獲
救的是 4 名船員，1 名船長，其中 2 人
腿部受傷。
被困在船艙內的 34 人恐怕已經兇
多吉少！
當地時間凌晨 5 點不到，美國海岸

火災前的遊船

警衛隊在推特上說，他們正在協調大規模救援
行動，以應對火災。
“海岸警衛隊已經動用了多個救援物資以
及當地機構的物資，幫助聖克魯斯島附近一艘
75 英尺長的船上的 30 多名遇險人員。”
然而船上物料充足，整個船身已經沒入海
裡，消防員們只能在火災周圍滅火，不能貿然
靠近！
上午 9 點 15 分，海岸警衛隊上尉莫尼卡•
羅切斯特(Monica Rochester)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他們正在進行海岸線搜索，尋找任何可能
的倖存者”。
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在推特上說
，“我們的心與受這起悲劇事件影響的家人和
親人在一起。在我們等待更多消息的同時，我
們永遠感謝我們英勇的現場急救人員，他們正
在努力搜索每個人的下落。”
火勢依舊猛烈！目前起火原因不明，聖巴
巴拉縣驗屍官辦公室的公共信息官員埃里克•
雷尼表示，驗屍官辦公室已經在為大規模傷亡
事故做準備了。

FREE EVENT

Join us at the 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
to advance your opportunities.
。

an expert group of mento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Discover your path to college and BRIGHT
a

09.28.2019
8:30 AM - 03:30 PM
Taylor High School
7555 Howell Sugar Land Road
Houston, TX 77083
©2019 McDon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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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對一 》
美南廣播電視台

節目介紹

看電視聽廣播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節目介紹：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律動古城 中國 渭南——意大利 巴勒莫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播出時間：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
。
。
。
。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00:00-00:30

2019年9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9/2/2018 -9/8/2019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

3

4

5

6

7

8-Sep

中國文藝 (重播)

空姐新發現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養生堂 (重播)

00:30-01:00

行之中國

01:00-01: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01:30-02:00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02:00-02:30

王者歸來 (重播)

03:00-03:30

04:30-05:0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味道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中國文化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播)

Chinese Class

04:00-04:3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電影藏密 (重播)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17~21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電視劇《大鏡門》 第32~36集 (重播)

中國大舞臺

05:30-06:00
06:00-06:30

武林風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空姐新發現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播)

02:30-03:00

03:30-04:00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電影藏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07:30-08:00
08:00-08:30

海峽兩岸 (重播)

08:30-09:00

今日關注

09:00-09:30

今日亞洲

09:30-10:00

經典電影

美南大咖談

檔案

中國民歌大會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游在中國

大鵬秀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台灣心動線 (重播)

13:30-14:00

這裡是北京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緣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幸福帳單

空姐新發現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17~21集

記住鄉愁 (重播)

14:30-15:00
15:00-15:30

蜜蜂花園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開門大吉

王者歸來

16:00-16:30

美南大咖談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17:30-18:00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20:30-21:00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外國人在中國

電視劇《大鏡門》 第32~36集

武林風

中國文藝

21:00-21:30

海峽兩岸

21:30-22:00
22:00-22:30

健康之路

22:30-23:00

五味草堂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味道

司馬白話
養生堂 (重播)

檔案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游在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Updated as:

9/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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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韓國瑜後援會周一舉行成立大會
近三百僑胞熱情參與，現場高喊當選聲不斷
（本報訊）休斯頓韓國瑜後援
會成立大會會,周一在近三百位與會
者感動的淚水和高聲歡呼聲中圓滿
成立。
該 成 立 大 會 假 Hilton Garden
Inn 酒店 2 樓會議廳,舉行時間是下午
兩點至五點。
當群眾步入會場看到青天白日
滿地紅的桌布,接待人士全部穿著國
旗裝,舞台前方有韓國瑜,李佳芬與群
眾合體的大福橫條,以及投影機持續
播放韓國瑜短片時全場瀰漫著濃濃
的愛國情操氣氛。
大會召集之一, 唐心琴也是當天
主持人和節目策劃，當她說大家都
接到了韓國瑜的穿雲劍, 僑胞千軍萬
馬來相見，全力支持韓國瑜當選中
華民國第 15 屆總統時全場一片叫好
聲。
當天主席甘幼蘋上台致歡迎詞
呼籲大家一定要在 2020 1 月 11 號回
台投票。接著四位貴賓致詞他們依

序是: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
華先生, St Thomas University 商學院
院長翁傑中, Sam Houston St . University 政治系教授翁履中，達拉斯
韓國瑜後援會總召集人牟呈華四位
主講人用不同的角度，立場，論述
為什麼要支持韓國瑜和對民調的分
析使大家對最近韓國瑜民調有些下
滑的焦慮恢復無比的信心。
接著是韓國瑜短片播放這一次
主辦單位經過各種管道聯繫到在彰
化造勢的韓國瑜，他在百忙中把休
斯頓韓國瑜成立的海報放在腿上簽
名引起大家一片叫好，韓國瑜還錄
了一段視頻問候休士頓後援會朋友
好，並祝大家中秋節快樂，要大家
一起加油，不過遺憾的是大會結束
後才收到這段視頻，這段視頻正放
在臉書和各種網路播放。
全球支瑜網主持人陳建中製作
當天韓國瑜短片,當投影機放凱達大
道 40 萬大軍的造勢和韓國瑜真誠內

心對民眾的喊話再加上螢幕上紅花
雨的歌聲響起與會群眾手搖國旗高
喊韓國瑜凍蒜口號時全場很多人都
流下感動的眼淚。
接著是由美南電視休士頓論壇
節目，發起一人一信敦促美方正視
韓國瑜代表台灣新名意。由翁履中
教授說明，希望大家把信發給所有
屬地的國會議員。
接下來有黃膺超說明回台投票
須知, 同時開放現場選舉執行委員並
公佈捐款$1000 以上可當招集人計有
15 人目前有林國煌，王敦正，吳文
龍，李蔚華，葉宏志，黃泰生，翁
傑中，甘幼蘋，唐心琴，黃膺超，
王妍霞，白釗民，林烱，郭蓓麗，
李迎霞。現場捐款相當踴躍，已超
過三萬，並繼續增加中.
最後大會在全體高呼韓國瑜凍
蒜，高唱中華民國頌歌聲中圓滿結
束。

圖為近三百位僑胞，周一
圖為近三百位僑胞，
周一（
（勞工節
勞工節）
）出席 「休斯頓韓國瑜後援會
休斯頓韓國瑜後援會」」 成立大會後
大合影，
大合影
，全體高呼韓國瑜凍蒜 ! ( 記者秦鴻鈞攝 ）

近月來美國國內汽車銷量下降 房地產與製造業亮紅燈
美衰退徵兆開始報警 投資人應謹慎保護自己的資產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唯一的
半官方機構，NBER，將經濟‘衰退
’定義為，‘經濟活動持續數月全面
大幅降溫，體現在 GDP、就業、工業
生產、零售銷售等各方面’。最近，
美國股市在一天內下跌近 1000 點，這
是因為，美債收益率曲線倒掛。即使
目前而言，美國就業率和經濟產出繼
續增長。但由於美國現在出現一些令
人不安的徵兆，美國可能正在陷入衰
退。
報道稱，衰退是指經濟活動同步
下滑；通常一個經濟體的幾乎每個部
門都會出現需求疲軟的情況。但經濟
的某些領域比其他領域更具週期性;
也就是說，它們的繁榮更甚，它們的
衰退也更甚。某些行業往往在經濟低
迷時期的最初階段就崩潰，而其他一
些行業則會較晚變得疲弱。歷史告訴
我們，每個業務部門都有不同的衰退

模式，所以每一次經濟低迷都是不同
的。例如，油價飆升導致的經濟低迷
與金融危機或增稅造成的經濟低迷，
在一個經濟體中蔓延的方式是不同的
。美國工業界披露了多個製造業和商
業領域的衰退趨勢，例如，自 2018 年
11 月以來，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已經在
中西部的工廠裁員數千人。今年 8 月
初，美國鋼鐵公司表示要在密歇根州
裁員 200 人。在截至今年 7 月的 12 個
月裏，房車銷量下降 23%，威脅到了
印第安納州數以千計工人的生計，因
為許多房車是在該州製造的。處於緊
張狀態的還不僅是工廠的工人。零售
商勞氏公司最近表示要裁員數千人。
石油服務商哈利伯頓公司也在裁員。
大多數衰退都追隨貨幣緊縮政策
的週期，在最近這個週期裏，房地產
通常是最先出現動盪的行業之一；隨
着抵押貸款利率上升，新的住房需求

受到抑制。 衰退似乎是一種模式
，在大衰退開始的兩年前，美國
的住宅投資開始下降，住宅投資
行業的就業率在 2006 年 4 月達到
峯值。當時，住房市場的情況相
當特殊。但在之前的經濟低迷時
期，房地產也發出了早期警報。
住宅建設部門的就業率精準地在
衰退開始前一年達到了峯值。自
2018 年初以來，住宅投資一直在
萎縮。自今年 3 月以來，房地產行 休士頓韓國瑜夜援會成立大會開始
休士頓韓國瑜夜援會成立大會開始，
，全體起立
全體起立，
，唱國歌
唱國歌。
。 （記者秦鴻鈞攝 ）
業的就業率已經下降。
美聯儲 7 月下調了主要利率，9 月 得更高時，汽車、電器等耐用品就會 還不是全部。最近幾個月美國國內汽
可能再次下調。如果買家迅速作出反 積壓。報道最後稱，在前一個週期， 車銷量下降，這表明美國人對大項開
應，可能會對建築商和整體經濟起到 耐用品製造業的就業率在 2006 年 6 月 支感到越來越不安。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是另一種意想
提振作用。但房地產並不是唯一的警 達到峯值，當時距離衰退開始約有一
年半的時間。今年
8
月份的採購經理
不到的衝擊，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對美
示信號。製造業活動的衰退也往往先
於一個經濟體的其他部門。當利率上 人指數下降。自 2018 年 12 月以來， 國經濟的增長產生另一種影響。做生
升推高美元匯率時，出口商在國外市 製造業產出下滑了 1.5%。這在一定程 意或投資股市的人需要在不久的將來
場的競爭力就會受損。當貸款成本變 度上與川普總統發動的貿易戰有關。 諮詢金融專家，以保護自己的財富和
貿易戰傷害了全世界的製造商。但這 資產。

休城社區

休斯頓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HMSDC）準備舉辦交易會
【本報訊/鄧潤京】每當提起“少數民族
”這個詞，首先讓人想起美國的非洲裔和西
班牙語裔。歷史上，美國的非洲裔曾經遭受
過殘酷的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作為文明美
國的標誌之一，反對種族歧視已經成為法律
。少數民族得到了法律的保護，華裔作為少
數族裔當中的少數，更加珍惜美國法律賦予
的權益。
要想過好日子，法律保護只是其中的一
個方面。還要經過自己的艱苦努力，發展自
己的事業。在此過程中。離不開和當地社會
的交流，也離不開得到當地社會的幫助，更
離不開當地的主要市場。而這些，都可以通
過休斯頓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
（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HMSDC）得到答案。
8 月 30 日，一個萬里無雲的下午，記者
一行人到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採訪
了委員會主席英格麗德•羅賓遜 (Ingrid M. 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主席英格麗德
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主席英格麗德•
• 羅賓遜 (Ingrid M.
Robinson) 女士。
Robinson) 女士
女士。
。
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HMSDC
合影。
合影
。左起
左起，
，美南電視台導演王學新
美南電視台導演王學新，
，Kijana Wiseman, Louranso Bulter, 少數族
）有許多幫助當地有誌發展個人事業的人取
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主席英格麗德•
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主席英格麗德
•
羅賓遜 (Ingrid M. Robinson) 女士
女士,, 美南電
得成功的服務項目。例如，近幾年來推動的
視台記者鄧潤京。
視台記者鄧潤京
。
高管培訓項目。
HMSDC 推出的高管培訓計劃，旨在為
少數族裔企業主提供高管培訓，幫助他們提
高領導技能和發展業務的能力。隨著業務的
發展，企業所有者往往過於關注業務的運營
方面，幾乎沒有時間進行前瞻性思考、業務
規劃和執行合理的增長戰略。
高管培訓將包括現任和前任企業高管。
這個項目聘請經驗豐富的商業專家做指導，
為各種規模的少數族裔企業提供服務。項目
的執行教練將客觀看待具體公司的業務，並
幫助解決戰略業務需求和領導層面對的挑戰
。
在 8 月 30 日的採訪中，面對美南電視台
的鏡頭，羅賓遜女士對觀眾問道：你是企業
採訪拍攝現場。
採訪拍攝現場
。
主嗎？或者，你準備開辦自己的企業嗎？如
提供服務的。可以先上我們的網站。網址是： （George
R.
果答案是：對的。那麼你就應該來找我了。
在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的辦公室，
，委員會主席英格麗德
委員會主席英格麗德•
•羅賓遜 (Ingrid
Brown Con- 在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的辦公室
她接著說到，作為小公司，你想和大公司 www.hmsdc.org
M.
Robinson)
女士
（
右
）
接受美南電視台記者鄧潤京的訪問。
接受美南電視台記者鄧潤京的訪問
。
她還說，我歡迎各位觀眾參加我們一年一 vention Center
或者說是政府的採購部門聯繫嗎？你可以聯絡
我而找到你所需要的。我們休斯頓少數族裔供 度的德州最大的少數族裔商業交易會（Texas’ ）。
們的大家庭來。看看你的生意到底能成長到一
她說，感謝美南傳媒集團成為本次交易會 個什麼樣的高度。我們在那天，在布朗會展中
應 商 發 展 委 員 會 （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largest Minority Business Trade Fair）時間是 9 月
Development Council，HMSDC）就是在這方面 11 日 和 9 月 12 日 。 地 點 在 布 朗 會 展 中 心 的大贊助商之一。歡迎各位華裔商家加入的我 心等待著和你們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