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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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房1衛  /  2房2衛 23萬起

安 居 . 度 假 . 投 資 . 短 租

可步⾏⾄凱蒂亞洲城及

休斯頓⼤學凱蒂校區

      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346) 998-8000

 請洽詢

3% ⾸付
優惠貸款

   ⽅案 *

*個別客戶適⽤之利率依貸款審核結果決定

@ University Center, Katy

微信洽詢:

電

洽GRAND WEST CONDOSGRAND WEST CONDOS

JosieLinTeam@gmail.com
JOSIE LIN

蒂凱佳苑蒂凱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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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特雷斯呼籲
各國應對氣候變化

周師傅
什麼是真實身份證

2019年10月17日 星期四
Thursday, October 17, 2019

（綜合報導）角逐美國總統大
位、聲勢越來越旺的聯邦參議員華
倫，昨天在民主黨第4場初選辯論
面臨同黨參選人攻擊，但也鞏固她
挑戰現任總統川普的領先地位。

12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今天串
通一氣猛轟川普，呼籲對川普進行
彈劾，也抨擊他從敘利亞撤軍的決
定，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砲
轟川普這項舉措堪稱 「可恥」 。

華倫（Elizabeth Warren）怒喝
道： 「彈劾程序務必繼續進行。」
在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戰
中，進步派的參議員華倫與拜登聲
勢並駕齊驅，處於領先。

近幾個星期來，華府彈劾調查
是美國政壇唯一話題，各界聚焦川
普企圖施壓烏克蘭，挖掘可抹黑民
主黨對手拜登的資料。

陷入醜聞的拜登明確表示，他
認為川普應被彈劾，並駁斥川普指
控他曾干預烏克蘭事務，以保護兒

子韓特（Hunter Biden）。
烏克蘭醜聞讓拜登備受關注，

而78歲的自由派聯邦參議員桑德斯
（Bernie Sanders）兩週前因輕微心
臟病發作暫停競選
，如何展現他堅忍
不拔的一面是他在
辯論會上的壓力。

不過，華倫也
受到民主黨內競爭
者的最嚴厲攻擊，
從像是醫療保健和
稅制等議題，到外
交政策甚至是企業
自動化的問題，她
都成為攻擊箭靶。

在美國選民矚
目的醫療保健議題
上，華倫面臨到溫
和派競爭者下戰帖
，要她說清楚 「全
民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for All）計畫的花費。
華倫主張對美國超級富豪課稅

， 前 聯 邦 眾 議 員 歐 洛 克 （Beto
O'Rourke）指責這是 「懲罰性」 政

策，還說華倫 「豎起美國一部分人
與另一部分人的對立」 。

與其他民主黨競爭者抨擊川普
從敘利亞北部撤軍的決定口徑不同

，華倫呼籲 「美國要離開中東」 。
批評人士稱，川普撤軍等同默許土
耳其攻擊美國昔日盟友庫德族。

民主黨初選辯論 華倫成對手攻擊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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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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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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日本遭到強烈颱風哈吉貝(日
本譯作海貝思)的襲擊，各地都傳出災情，當然
也包括發生核子事故的福島縣，這也導致原本
收集的核污染廢土有不少遭到沖走。

日本共同社報導，福島縣田村市13日表示
，海貝思颱風引發的洪水，已經使福島核事故
去污工作期間，收集的放射性廢棄物沖進河水
裡。在2011年核事故後，由於核物質擴散到環
境中，表面土壤吸附了一些核物質，因此在之
後的幾年，當地政府努力刮除表土收集到大型
袋子裡，由於這些受污染的土壤很多，只能露
天暫時存放，使得在這一次的颱風侵襲，把許
多臨時放置場的核災表土給沖入了古道川。

受災的放置場位於田村市都路町岩井澤，
每一袋最大重量達到 1.3，該放置場保管了
2667袋。

田村市表示，被沖走的數量還正在調查中
，據該市所說，目前已回收了10袋，裝填物並
沒有從袋中漏出。

田村市解釋，每個袋子都標有號碼，今後
會依據號瑪清點，確定失去幾袋。這些裝著廢
土的大袋會順著古道川流入高瀨川，在浪江町
流入太平洋。

除了田村市，在福島縣飯館村也有1個集
裝袋因附近河流水位上升，從臨時放置場被沖
走，之後在500公尺外的堤壩被發現，袋子未
受損，沒有廢土從袋中漏出。

京都大學放射醫學研究所博士生廖彥朋表
示，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沒有必要恐慌這些
「輻射廢土」 ，首先所謂的 「輻射廢土」 、
「輻射廢水」 都是一種污名化的說法，因為輻

射值很低很低，嚴格來說，在自然環境中，哪
裡的水土沒有輻射？就算這些因為核電廠事故
造成的表土，有較自然背景值稍高的輻射劑量
，受到颱風的強降雨一沖，幾乎都已經稀釋掉
了，不過就是環境背景值造成 「微微微微變化
」 而已。

要是再講極端一點，假如我們將一包1.3公
噸的廢土，設定是一個點輻射源（意思是，它
是明確的輻射來源，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假設)，
要一個人距離這包廢土1.5公尺，那麼此人的劑
量率會是 0.15 mSv/hr(每小時0.15微西弗)，不
會對健康有任何影響，要知道一般認為的輻射
致死劑量是單次曝曬6西弗(1西弗是1000000
微西弗)，可見輻射廢土根本毫無健康影響。

要是再不放心，再做一個不合理的假設，
要是累積在輻射廢土旁邊會累積輻射曝曬量，
要多久少會達到輻射過曝呢? 至少四年半的時
間才行，有可能嗎?(再提醒一次，這是不合理
的假設，即使真的呆站在輻射廢土旁邊四年半
，仍然不會輻射過曝)。

事實上，日本放射學研究單位已經做過相
關研究，他們研究在輻射廢土中的蚜蟲蛋，與
普通環境中的蚜蟲蛋，孵化後的蚜蟲有什麼差
異，結果是沒有任何差異。

廖彥朋說，也許有人看到這裡就會問：如
果真像你說得那麼安全，為什麼輻射表土、電
廠輻射水，要那麼仔細的裝起來?隨便丟就好了
啊! 實際的情況是，不傾倒的理由並非環境因素
，而是人為阻止，比如國際上不許可，主要是
韓國在大力反對，這與韓日的歷史恩仇有關。
第二點是反核團體的抗爭。

強颱襲日本 福島核污廢土也遭沖走

（綜合報導）英國與歐盟的脫歐談判代表16日繼續磋商，
試圖趕在17日歐盟峰會前催生《脫歐協議》草案。但雙方依然
卡在北愛與愛爾蘭邊界問題，歐盟認為細節需要時間商議，可能
導致英國第三度延後脫歐，到2020年1月才能實現。

17至18日的歐盟領袖峰會是英國於31日脫歐大限前，最後
一次與歐盟談判的機會。目前英國和歐盟談判代表都在努力催生
脫歐協議的草案文本，力爭在本周末以前達成脫歐新協議。如果
雙方妥協後達成協議，將可望在37年來首度召開的周六國會特
別會議上進行討論和表決。

《泰晤士報》指出，兩方談判代表15日開始磋商，一直延
續到16日凌晨1時30分才結束，當天上午9點再度展開磋商。
布魯塞爾消息人士表示，雙方歧見縮小， 「在一些重要議題取得
實質進展」 ，16日完成協議 「可行，但非十拿九穩」 。

英國首相強森曾經放話 「寧可死在溝渠，也絕不延後脫歐」

。但這次協商能否順利產生協
議，歐盟內部卻出現雜音。兩
名歐盟官員表示，談判又陷入
僵局，目前要達成協議似乎已
不可能，除非英國政府能夠有
進一步行動。

歐盟官員透露，目前雙方
分歧需要英國提供新的授權才
能解決。歐盟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巴尼爾15日下最後通牒，要求
強森對邊界問題讓步，按歐盟提出的 「邊界保障方案」 擬定替代
方案。

一名德國官員則認為，就算達成框架性協議，也不足以解決
「部分技術問題」 。他認為英國脫歐期限恐怕會第三度延後，
「延後大約2個月左右」 。因為這些技術細節可能需要到明年1

月1日才能定案。
雙方協商主要癥結點，一直都圍繞在愛爾蘭島─歐盟成員愛

爾蘭和英國轄下北愛爾蘭的邊界問題。英國公投決定脫歐迄今3
年，談判代表仍無法解決這個棘手的邊界問題：要如何在不推行
硬邊界管制、不危及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下，防止北愛
與愛爾蘭邊界成歐盟單一市場後門。

北愛邊界問題卡關 英脫歐恐拖至2020

（綜合報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財長15日對美陸達成貿易協議表示 「適度樂觀
」 ，希望雙方在下月APEC峰會中順利簽下協議
。美媒分析，大陸很難兌現每年採購500億美
元美國農產品的承諾，除非北京當局撤消對美
的報復性關稅，但若大陸決定這麼做，勢必也
會要求美方採取對等措施，雙方能否簽訂初步
協議，仍存在不少變數。

本屆APEC地主國智利財長拉瑞恩表示，陸
美貿易協議意義重大，他雖抱持樂觀態度，但
也警告，即使雙方都有意， 「實際簽署協議仍
是另一回事。」 紐西蘭財長羅伯森也指出，
「我們不得不承認，（貿戰）徹底解決前還有
一段路要走。對世界來說，結束這場貿戰才是
關鍵。」

目前已知陸美初步協議將涵蓋智慧財產權
、金融服務、匯率，其他細節仍未公布。美方
已宣布取消原訂15日生效的加徵關稅，下一波
12月15日加徵的關稅也可能不會實施。

美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在初步協議中，
陸方同意採購更多美國農產品，但主張美方必
須先取消對陸進口產品加徵的關稅，陸方才會
跟著取消美進口產品的加徵關稅。

以往陸企進口美農產品，都免課關稅，但
消息人士透露，未來若是每年都要對價值500
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豁免關稅，會有困難。

上述狀況也顯示，雙方在停戰協議上歧見
仍大。華府先前說，陸方同意增購美國農產品
，美國則暫緩實施新關稅做為交換，如今北京
提出的問題又讓協議變得更複雜。

APEC對貿戰協議 「適度樂觀」 傳陸將要求美撤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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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歷經關鍵設計審查（CDR）
後，韓國自製4.5代戰機已進入開發原型階段。
這名為KF-X專案價值74億美元，目標訂在
2026 年以前，發展出能與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最新型F-16戰機匹敵的
先進雙引擎戰機。

據《防務新聞》（Defense News）15日
報導，按照計畫，第一款新戰機原型要在2021
年出廠，而韓國航太工業（KAI）將負責開發與
整合。在9月底的關鍵設計審查期，韓國國防
採購計畫管理局（DAPA）審查了近400種技術
資料，看是否符合戰力需求，才核准開發原型
。

而在10月15－20日舉行的首爾航太與防
務 展 （Aerospace and Defense Exhibition，
ADEX）中，KF-X的實體模型首度亮相。它的
機翼下有6個硬點，其中兩個用來掛載油箱、
兩個用來掛載雷射導引炸彈，而另外兩個則用
來掛載IRIS-T紅外線導引短程空對空飛彈。

另一方面，它的腹下還有4枚歐洲飛彈集
團（MBDA）研製的 「流星」 （Meteor）超視
距空對空飛彈，而座艙罩右側則安裝了洛馬的
「狙擊手」 標定莢艙（Sniper targeting pod）
。

KAI發言人金智炫（Kim Ji-hyung）說，
KF-X還是能開放安裝美製飛彈系統。起初國防
採購計畫管理局希望，KF-X 能武裝如雷神
（Raytheon）AIM-120C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
，還有AIM-9 「響尾蛇」 （Sidewinder）空對
空飛彈等美製武器，但美國政府尚未批准這些
飛彈的出口許可。 「要整合美國飛彈與戰機很
容易，我們對這可能性抱持開放態度，」 他說
， 「這只是美國武器系統出口管制問題而已。

」
KAI 的官方資料顯示，KF-X安裝了自製

「主動電子掃描陣列」 （AESA）雷達，最大起
飛重量為25,600公斤，最大酬載量為7,700公
斤，飛行速度可達1.8馬赫，而航程可達2,900
公里。

KF-X第一批次沒有內置彈艙，但按照計畫
，後續批次將會加裝。此外，由於自製遠程空
對地飛彈要到2020年代中才會發展出來，因此
初版KF-X並不具備空對地打擊能力。而負責
研發韓版 「金牛座」 （Taurus）空對地飛彈的
，是當地的精確導引武器製造商LIG Nex1。

無論如何，KAI說，雖然KF-X被稱為4.5
代戰機，但類似F-35A這款5代戰機，高科技
機動力和F-35A不相上下，可是作業成本卻只
有它的一半。

儘管KF-X研發有進展，但卻面臨了種種
挑戰，其中包括可能出現的資金缺口。這是由
於KF-X唯一的國際合作夥伴印尼原本承諾，
要負責20％的研發成本，另20％由KAI支付，
而韓國政府則提供剩餘的資金。

根據2016年簽署的協議，印尼要付大約
13億美元，採購多達48架 I（Indonesia）F-X
戰機，並獲得相關技術轉移。不過，據韓國國
防採購計畫管理局說，印尼以預算有限為由，
大約只付了承諾資金的13％左右。

此外，印尼還要求重新協商，希望能從韓
國那兒多挖點技術。據採購計畫管理局消息人
士透露，雙方政府磋商了資金議題，但仍未縮
小歧見。不僅如此，韓國研發自製AESA雷達
也引起許多關注。專家認為，這是KF-X所面
臨最艱鉅的挑戰。而其中最棘手的，就是整合
AESA的軟硬體。

打造自製戰機KF-X 韓面臨挑戰

（綜合報導）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島昨天
晚間發生規模6.3強震，已知造成2人死亡，至
少20多人受傷。

ABS-CBN新聞網報導，根據菲律賓火山暨
地震研究所（Phivolcs）資訊，地震於昨天晚上
7 時 37 分發生在民答那峨島北可塔巴托省
（North Cotabato）杜路南鎮（Tulunan）東南
方約22公里處，震源深度僅15公里，附近省份
都感受到地震震波。

菲律賓火山暨地震研究所表示，這起地震
沒有海嘯風險。

杜路南鎮鎮長林邦岡（Reuel Limbungan）

說，根據接獲的報告，在杜路南鎮有2人受傷，
鄰近的馬吉丹奧省（Maguindanao）達杜巴格
拉斯鎮（Datu Paglas）一名7歲女童因牆壁倒
塌受傷，被送到杜路南鎮一家醫院，但不治身
亡。另外，南納卯省（Davao del Sur）麥格塞
塞鎮（Magsaysay）新聞官員艾拉達（Antho-
ny Allada）表示，據報有一名5歲男童因地震喪
生。

麥格塞塞鎮地方官員說，超過20人在地震
中受傷。艾拉達表示，麥格塞塞鎮大部分房舍
「全毀」 ，許多傷者被家中掉落物品擊中，其

中一人傷勢嚴重。

（綜合報導）南韓國土交通部16日向國會提交的資料顯示，2014年到今年7月，8家南韓航
空公司有460名機師跳槽，其中八成進入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

從各航空公司的情況來看，大韓航空機師流失最多，為172人。其餘依次是：韓亞航空（86
人）、釜山航空（52人）、真航空（48人）、濟州航空（44人）、易斯達航空（40人）、德威
航空（14人）和首爾航空（4人）。至少367人跳槽到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佔比約80%。這些
機師跳槽時間主要集中在2016年（90人）和2017年（128人）。

分析認為，近5年來跳槽的機師之所以大增，是因為中國大陸航空公司的待遇豐厚，加上市
場上出現多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導致機師緊缺，其身價也自然抬升。

國土交通委員會委員、共同民主黨籍議員安浩永指出，機師缺乏問題不僅影響航空安全，還
阻礙開發新航線。對此，國土部相關人士表示，從去年起跳槽至外籍航空的機師人數明顯減少，
南韓航空公司的機師數逐年增加，機師的人力資源供應及培養系統沒有任何問題。

（綜合報導）以純天然、未受破壞的無敵
沙灘美景、無數蜿蜒山路聞名的義大利第二大
島薩丁尼亞島（Sardinia）是許多歐美觀光客的
渡假天堂，不過近年卻屢成觀光客噩夢，原因
是他們照著Google地圖的指示駕車，卻常常卡
在偏僻小路上動彈不得，讓當地消防隊員疲於
奔命，島上西部小鎮包內伊（Baunei）已豎起
告示牌，拜託觀光客別再使用Google地圖。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薩丁
尼亞島西部奧格利亞斯特拉省（Ogliastra）包
內伊小鎮近日正式向觀光客提出請求，拜託他
們別再使用Google地圖，因為他們發現遊客為
了探訪 「秘境」 沙灘，照著Google地圖的指示

開車後，車輛經常卡在狹窄的道路上，需要當
地消防隊救援。

光是過去2年，該省消防隊就接到144件類
似緊急通報，最近一次是2名觀光客開著保時捷
，想要造訪該省著名陡直峭壁下的白沙海灣，
最後不幸卡在山裡某處崎嶇小路中。

儘管觀光客受困事件層出不窮，所幸請求
消防隊救援的費用是由當地社區經費支出，遊
客不用額外支出，不過意外事件太多也讓消防
隊疲於奔命，包內伊政府已在各道路架設英文
、義大利文雙語標誌，建議遊客 「不要再遵循
Google地圖指示」 ，因為Google地圖建議的道
路只適合全地形車（all-terrain vehicles）走。

菲南民答那峨島規模6.3強震 至少2死20餘傷

5年460名南韓航空公司機師跳槽 八成前往大陸這渡假天堂竟抵制Google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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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達脫歐協議？
英歐將展開密集磋商 英鎊受提振

歐盟方面同意與英國展開密集磋商

，以試圖打破英國脫歐僵局。這壹消息

提振金融市場，因有跡象顯示雙方可能

在10月31日脫歐截止日期前達成協議。

愛爾蘭：找到可能達脫歐協議的
途徑

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愛爾蘭總理瓦拉

德卡表示，他們已經找到了壹條可能達

成協議的“路徑”。11日，壹些官員表

示，對達成協議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我認為我們雙方都能看到壹條達

成協議的途徑，但這並不意味著肯定能

達成協議，”約翰遜表示，“還有壹段

路要走，現在我們雙方的談判代表就如

何解決這個問題，展開妥善的磋商，這

壹點很重要。”

報道指出，如果要達成壹項協議，

避免可能出現的無序脫歐，愛爾蘭的立

場至關重要。無序脫歐將損害全球成長

，擾亂金融市場，甚至可能分裂英國。

解決談判中涉及最棘手問題的方案

必須得到愛爾蘭方面的認可：如何在不

實施邊境控制的情況下，防止北愛爾蘭

成為進入歐盟市場的“後門”。

根據英國最近提出的壹項提議，將

在北愛爾蘭與英國之間的愛爾蘭海設立

監管邊界。消息人士表示，他們的理解

是，根據目前正在討論的這項計劃，也

可能在那裏進行海關檢查。

但在議會中支持約翰遜政府的北愛

爾蘭民主統壹黨(DUP)警告稱，目前為止

作出的讓步是它會做出做大讓步，這顯

示出談判的不確定性。

“民主統壹黨壹直表示，英國必須

作為壹個國家離開歐盟，要這樣做，就

不能在英國境內設置貿易壁壘，”DUP

黨魁福斯特說。但他沒有直接拒絕該提

議。

據報道，當被問及北愛爾蘭是否會

退出歐盟關稅同盟時，約翰遜拒絕直接

回答。

英歐舉行“建設性”會談 下周將評
估磋商

歐盟負責脫歐事務談判的首席代表

巴尼耶11日與英國脫歐事務大臣巴克利

舉行了“建設性”會談，他表示，歐洲

將在14日再度評估磋商情況。巴尼耶在

結束與巴克利的會晤離開時還告訴記者

：“英國脫歐就像爬山。我們需要警惕

、決心和耐心。”

不過，有歐盟官員認為，挑戰依然

巨大。壹位歐洲外交官表示，歐盟方面

對本月底前達成退歐協議不抱太大希望

。當被問及是否有“壹線希望”達成英

國脫歐協議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回答說

：“讓我們再等幾個小時吧。”

歐盟各國部長將在盧森堡召開歐盟

峰會前的最後壹次會議。峰會將於17日

和18日舉行。

有望有序脫歐？英鎊受到提振
英國脫歐問題已使英國陷入嚴重的

兩極分化，許多企業擔心，如果英國無

序脫歐，它們將遭受重創。

但幾家大型投行表示，它們對達成

英國脫歐協議的前景變得更加樂觀，這

將英鎊推升至三個月高位，自周四以來

累計上漲超過3%，為2016年6月英國脫

歐公投前以來的最大兩日漲幅。

米其林關閉法旺代工廠波及數百員工
工會稱遭“背叛”

綜合報導 近日，法國輪胎生產商米其林正式宣布，位於旺代省的

工廠將在2020年之前關閉。工廠內619名員工何去何從，將是米其林需

要解決的問題。工會對米其林的做法十分不滿，認為遭到了“背叛”。

據報道，米其林輪胎已經於兩周之前宣布關閉位於德國南部的壹家

工廠，那裏雇傭的858名工人面臨失業。不過米其林公司希望盡量完善

地處理法國工廠關門後員工安置問題，並發布聲明表示，將出臺壹系列

措施，包括提前退休措施或保證員工內外轉業暢通等。

米其林表示，被波及的員工都有機會在法國找到工作。該工廠自

1971年起便制造重型卡車輪胎，隨後米其林將會對該基地進行改造，讓

其再次煥發活力。

據報道，米其林負責人在工廠內宣布關閉決議，當時在場員工非常

憤怒，並同負責人發生爭執。2008年便在這裏工作的Sabrina說，他們聽

從命令，如不斷調整工作時間，但最後獲得的結果卻是被解職，覺得很

不甘心。

不過，米其林方面壹直強調，公司會協助員工，保證每個人都能在

公司內部或是其它領域找到高質量的工作。在米其林看來，旺代省是壹

個經濟比較活躍的地區。

米其林總裁Florent Menegaux表示，這些年來，公司壹直想保住該

工廠，但外部競爭太強烈，最終沒有成功。

他說：“工廠很小，我們做了許多投資，讓工廠更大壹些，但從投

入產出比例看，並未獲得顯著改變。”

米其林表示，經濟環境差導致工廠關閉，但工會方面並不買賬，認

為效益變差，但員工並不應該肩負所有責任。工會呼籲進行無限期罷工

，並要求法國經濟部長能夠緊急接見他們。

壹名工會代表稱：“他們犧牲工作崗位，只是為了贏得短期金融收

益”，最近幾年，員工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被管理層如此拋棄，有種

被人“背叛”的感覺。

截至2018年底，米其林全球共雇傭11萬名員工，其中法國2萬人，

他們分布在共計15個工廠工作。

英擬立法利用破產航空公司客機
幫助滯留乘客回家

綜合報導 據英國政府宣布的計劃，破產航空公司擁有的飛機將被

用來派送乘客歸國。日前，英國旅行服務商托馬斯· 庫克集團倒閉導致

大量乘客滯留。受此影響，英國政府官員表示，將盡快推進航空公司破

產改革，幫助滯留乘客安全回家。

報道稱，擬議中的立法將允許破產航空公司接受特別管理，這意味

著他們的飛機和機組人員可以繼續飛行，把乘客接回國內。

據報道，在現有的制度下，當航空公司將飛機停飛時，乘客或面臨

滯留風險。

9月，旅行服務商托馬斯· 庫克集團倒閉，導致逾14萬度假者滯留。

英國民航局不得不動用來自世界各地的150架飛機，以1億英鎊的財政

成本運營近700趟航班，幫助滯留乘客歸國。

英國交通大臣格蘭特· 沙普斯說:“我們最近看到，航空公司的倒閉

對乘客和工作人員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我決心在未來引入壹個更好的系

統來處理類似的情況，幫助乘客得到保護，並盡快安全回家。”

沙普斯表示，已與航空公司破產審查委員會主席彼得· 巴克斯(Peter

Bucks)進行了磋商，將與其合作，盡快推進航空公司破產改革。

人事大變動
維密總部裁員15%多位高層離職

綜合報導 維密又迎來了新壹次的人

事變動。據CNBC報道，維密位於俄亥

俄州哥倫布市的公司總部在10月9日與

10日共裁員50人左右，包括初級員工和

資深領導，裁員人數占到總部員工總數

的15%。

10月14日，記者就此事向維密方求

證，截至發稿對方暫無回應。

據報道，此前在維密母公司 L

Brands內衣部門工作超過16年的門店運

營總裁April Holt也將很快離開公司。

最近幾個月，維密已經多次經歷人

事變動。L Brands 前首席市場官 Ed

Razek在8月正式離職、2018年底，維密

前CEO Jan Singer也突然離職。

此前，據外媒報道，5月10日維密

母公司LBrands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LeslieWexner在壹封內部信中表示，維密

秀或將面臨重大調整。“時尚是壹項不

斷變化的產業，必須通過發展和革新才

能成功，電視和網絡已經不適合播放大

秀。”LeslieWexner表示，將對傳統維密

秀進行重新評估，2019年後將會尋求新

的形式。

業內紛紛認為這或許意味著維密秀

即將停播。對此，維密媒介工作人員對

新京報記者表示，暫未有涉及停播的具

體消息可提供。

在維密20余年轟轟烈烈的發展歷程

中，品牌的業績已經走上下坡路。在業

績下滑的背後，隱藏著女性主義的崛起

、維密品牌老化、產品難以滿足需求等

多種問題。其中網絡時代網紅帶貨的銷

售方式可能也是新挑戰。

2001年，維密秀首次在ABC播出時

，超模HeidiKlum穿著FantasyBra走秀，

為品牌帶來全球關註度。維密秀成為全

球內衣時尚風向標。

不過數據顯示，近些年來，維密秀

的收視率直線下跌。Showbuzz公布的數

據顯示，自2011年之後，維密大秀收視

率呈快速下滑趨勢。2015年，維密大秀

的收視率暴跌30%，收看人數降至659萬

，主力軍18歲至49歲觀眾收視率為2.3%

；2016年，觀看維密秀的18歲至49歲觀

眾收視率僅為2.1%，較2015年同比下滑

9%；2017年，維密秀轉戰至上海，尋求

開發中國市場，然而收視率又下滑3%，

總觀眾數不超過500萬，其中18歲至49

歲觀眾收視率僅為1.5%。

到了2018年，由ABC負責播出的維

密秀收視率持續下降，總觀眾數跌至327

萬，其中18歲至 49歲觀眾收視率僅為

0.9%。此外，騰訊平臺上2018維密秀全

集的播放量為 21126.3 萬，較此前的

36330.5萬明顯下滑。

受維密業績低迷的影響，母公司L

Brands第二季度銷售額從上年同期的29.8

億美元下跌2.68%至29億美元，不及分

析師預期的 29.5 億美元，凈利潤大跌

62%至3760萬美元。其中核心品牌維密

銷售額大跌7%至16.1億美元，不及分析

師預期的16.7億美元。

奢侈品專家、要客研究所所長周婷

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對於維密來說，大

秀停播屬於正常。現在信息發達，觀眾

關註點多，傳統走秀受到很大挑戰。此

外，超模的吸引力已經被無數個KOL稀

釋，所以維密秀不創新、不更多借助互

聯網，只能停播。

綜合報導 近日，英國南極調查局的研究人員警告稱

，由於冰層融化，未來80年裏，南極超過壹半的帝企鵝

可能會消失。他們建議將帝企鵝列為特別保護物種。

據報道，英國南極調查局的研究人員認為，全球

變暖導致的氣溫上升和風向變化，將對帝企鵝賴以生

存的海冰產生負面影響。

研究人員在審查了150多項有關帝企鵝的研究後

指出，到2100年，帝企鵝的數量將減少50%以上。他

們警告稱，由於氣溫上升，海冰融化，超過壹半的帝

企鵝，即至少30萬只將會死亡。

研究人員建議，帝企鵝應該被列為特別保護物種。

英國南極調查局的遙感專家弗雷特韋爾博士呼籲，在未

來的幾十年裏，壹些棲息地的帝企鵝可能無法生存，所

以人們需努力為這個物種提供盡可能多的保護。

據報道，帝企鵝是唯壹壹種在南極冬季繁殖企鵝，

會在季節性海冰上繁殖後代。它們被認為對氣候變化

非常敏感。

英國南極調查局保護生物學負責人特拉桑博士說，

“盡管帝企鵝在它們的進化史上經歷過變暖和變冷的

時期，但目前變暖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他說，“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帝企鵝將如何適

應主要的繁殖棲息地海冰的消失。它們不靈活，從陡

峭的海岸地形爬上岸會很困難。”

因冰層消融
80年內南極洲半數帝企鵝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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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呼籲

各界封殺華為，看來並不奏效。華為周二在蘇
黎世舉行的客戶大會上表示，公司已經簽訂的
65份5G商業合約中，即有半數來自歐洲客戶
。

華為5G產品線總裁楊超斌接受採訪時指
出，歐洲客戶長期以來對華為始終如一的信任
，在目前的艱難時期，公司對這種信任非常感
激，從技術角度，公司可以解決安全問題，但
若把安全問題看作政治問題，並根據起源地來
判斷供應商的安全性，那問題便難解決。

華為目前總共已經售出40萬個5G基站，
當中有四分之三是在華為遭美國制裁後供應的
。他更強調，華為目前已經分散供應商基礎，
即使少了美國的零部件，公司也能夠完全滿足
網絡設備客戶的需求。

美國曾多次向盟友發出警告，指控華為產
品會協助間諜活動。美國盟友澳洲和紐西蘭已
經決定禁用華為，不過德國日前沒有將華為列
為威脅，英國方面則仍在考慮是否遵循其國家
安全局的建議禁用華為設備。

封殺無效？ 華為5G合約半數來自歐洲

（綜合報導）美陸日前終於達成初階貿易
協議，其中北京同意每年購買400億至500億
美元美農產品，數量幾乎是貿易戰爆發前翻倍
，讓川普大讚此一協議是美國農民的偉大協議
。不過據知情人士表示事實上要達此數量是有
前提，除非華府同意取消對陸報復關稅，否則
不太可能達到協議中所購買數量。

美陸在11日達成的初步貿易協議中，雙
方在農產品採購、雙方智慧財產保障、金融服
務和匯率在內相關議題達成初步協議，其中北
京同意採購400億至500億美元農產品，換取
華府擱置原訂15日起對2500億美元陸商品加
徵的關稅稅率從25%調高到30%的計畫。

而初階協議中所陸購美農產品數量，和
2017年貿易戰爆發前不到200億美元的金額
相比，幾乎增加一倍以上，讓擁有大批農民支
持者的川普在推特上大讚這是偉大愛國農民史
上最大的協議，農民從焦慮存放過多的農產品
壞掉，到只要擔心要有沒有足夠農地生產如此
龐大數量， 「感謝你，中國！」 。

不過據外電指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過
去貿易戰未開打前，陸未對美農產品採報復性
關稅，但自貿易戰後，北京針對多個支持川普
的美農業區加重關稅，而此一報復關稅至今尚
未取消，若在此情況下，大規模採購只會讓大
陸進口商負擔更重、陷入掙扎，除非北京同意
取消美農產品關稅，而此又需要川普同等回報
，也就是取消陸商品關稅。該名人士認為，此
一情況也說明了即使達成初步協議，華府與北
京之間分歧仍深。

此外，對於未來會採購哪些美國農產品，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陸企將根據國內
市場需求購買美農產品，今年以來已購賣了農
產品包括大豆兩千萬噸、豬肉70萬噸、高粱
70萬噸、小麥23萬噸、棉花32萬噸，並會加
快採購美農產品。這名知情人士也透露，除了
大豆與穀物外，大陸正在考慮購買多種商品以
增加進口，包括棉花、乙醇、化肥、果汁、咖
啡和肉類等。

陸翻倍購買美農產品 傳藏有強硬前提

（綜合報導）美國
總統川普近來飽受 「通
烏門」 彈劾調查所苦，
幾乎每天都有不利於他
的證詞傳出。美媒15日
報導，他開始懷疑自己
身邊出現 「爪耙子」 ，
其中包括上個月才遭撤
換的鷹派前國安顧問波
頓。美國新聞網站 「野
獸 日 報 」 （The Daily
Beast）15日引述3位匿
名消息來源報導，近來
川普在與幕僚及親友的
私下談話中，透露他懷
疑波頓就是一直把消息
洩漏給媒體的其中 1人
。

波 頓 上 月 則 告 訴
「野獸日報」 ，有人臆

測他就是 「吹哨者」 ，
這種說法 「完全不正確
」 。此外，美國 「國會
山莊報」 （The Hill）15
日也報導，民主黨正在
評估，是否要將 9月才
下台一鞠躬的波頓列為
通烏門彈劾調查案的證
人。

被 「通烏門」 搞到疑神疑鬼
川普懷疑 「吹哨者」 就是他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參
議院和眾議院上月通過一項聯
合決議案，試圖終止美國總統
川普對美墨邊界宣布的緊急狀
態。白宮今天表示，川普總統
已否決這項決議案。

川普總統宣布進入緊急狀
態，繞過國會監督，將原指定
給其他計畫的預算經費，挪用
興建美墨邊界圍牆，兌現2016

年大選開出的競選支票。
民主黨掌控下的聯邦眾議

院上月以236對174票，通過一
項聯合決議案。11名共和黨和
一名無黨籍議員加入民主黨陣
營，投下贊成票。

共和黨把持下的聯邦參議
院也在幾天前以54對41票通過
。參院53位共和黨議員中的11
位倒戈，支持這項決議案。

川普予以否決表示： 「我
國南部邊界仍處於國家緊急狀
態，我們的武裝部隊依然有必
要協助鎮守。」

川普今年3月動用就職以來
首次否決權，駁回參眾兩院通
過的類似措施。但參眾兩院無
法取得2/3以上的多數，駁回川
普否決權的歷史，這次也可能
重演。

美國會終止緊急命令決議案遭川普否決翻案難
（綜合報導）英國兩對夫婦和他們的小孩一行七人，本月初

在加拿大自駕遊，為躲避一隻動物，從加拿大越境進入美國，卻
被當成偷渡客被拘捕。他們控訴被美國有關執法部門惡劣對待。

10月3日，30歲的大偉．康納斯和他24歲的妻子艾琳在溫
哥華地區開車，為了躲避一隻動物，轉進一條小路。一名警察隨
後攔下他們，告訴他們已經身處美國華盛頓州，將他們逮捕。根
據律師的說法，當時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已經越過了邊境。

康納斯夫婦在一份律師的聲明中詳述了 「我們一生中最可怕
的經歷」 。根據聲明內容，事發時這對夫婦被一名警察攔下，警
察沒有向他們宣讀權利，也不允許他們直接掉頭回到加拿大。

根據聲明，被捕之初他們就被分開，康納斯被關在男性專用
牢房，艾琳和三個月大的兒子被關在女性牢房。後來，康納斯被
帶到華盛頓州塔科馬市的一個拘留中心，而妻子和孩子則被帶到

國際機場附近的一家經濟型
飯店。第二天早上，他們又
搭機被送到賓州。這對夫婦
於5日被帶到 「博克斯家庭
收容中心」 （BFRC ）。

艾琳抱怨收容中心 「很
冷」 ，工作人員拒絕在下個
月底之前打開暖氣，她被告
知給孩子戴上帽子保暖；
「噁心的」 毯子聞起來 「像

一條死狗」 。根據這對夫婦
的說法，嬰兒的皮膚在粗糙、有斑點，眼睛似乎被感染。

艾琳說，他們被當成罪犯對待，權利被剝奪，美國政府的所

作所為讓他們的餘生帶來創傷。但美國移民部門否認 「虐待」 的
指控。

自駕遊閃避動物變偷渡客被美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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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臺風登陸日本：
致2死78傷 東京發大雨最高級別警報

勢力強勁的今年第19號臺風“海貝

思”登陸日本中部，造成大面積破壞，

已致2人死，70多人受傷，多人失聯，數

十萬戶斷電，300多萬民眾撤離，破紀錄

的雨量也導致多條河川泛濫成災。此次

臺風的破壞力“超乎想象”，氣象廳向

東京等多地發布最高級別的大雨警報，

呼籲警惕洪水災害。日本交通服務幾乎

全面停擺，各地避難所擠滿疏散民眾。

“海貝思”強勢登陸：已致2死78
傷 300萬人疏散

勢力強勁的今年第19號臺風“海貝

思”當地時間12日晚7點前，在日本伊

豆半島登陸。預計將縱貫關東地區，13

日抵達東北地區近海。

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官方報告

稱，風災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6人失聯

，78人受傷；至少21萬戶斷電。

當局向約730萬人發出疏散令，325萬

民眾已撤離，東京成田和羽田國際機場完全

停運，首都圈及東日本的鐵路也暫停服務。

警惕洪災！東京首發最高級大雨警報
面對臺風強勢來襲，日本氣象廳向靜

岡、神奈川、埼玉、群馬、山梨及長野等

11個縣及東京都發出了大雨特別警報。相

當於大雨和洪水警戒級別中最高的5級，該

廳要求實施最大水平的警戒以及疏散。這

也是首次向東京都發出大雨特別警報。

大雨特別警報是在出現地質災害和浸水

等嚴重災情、危險性極高的情況下發布的警

報，相當於5個預警級別中等級最高的“第5

級”預警。大雨特別警報數十年發布壹次，是

顯示“緊急事態”最高級別的警報。

神奈川縣在24小時內錄得700毫米

雨量，打破歷年紀錄，縣政府指相模原

市的城山水壩水位上漲，宣布泄洪，呼

籲附近居民提高警覺。靜岡縣伊豆市也

於48小時內錄得543毫米雨量，是去年

整個10月份雨量的兩倍。

由於雨量超大，河流和水壩的積水

量都超出預測。列入危險名單的大小河

川單單在關東地區就有66個，包括圍繞

首都東京的荒川。神奈川相模川因水位

超標太多，當局決定泄洪防止潰壩。

破壞前所未有？千葉縣疑遭龍卷風
對於臺風“海貝思”，日本氣象廳

曾警告，這壹輪臺風威力強大，為日本

60年來罕見。日本放送協會(NHK)更指

出，“海貝思”或造成前所未見的破壞，

並非靠以往經驗可應對。

日本氣象廳召開記者會曾指出：

“日本在1958年曾經歷類似的超級臺風。

那時，靜岡縣的狩野川因此出現嚴重的

河流泛濫，導致1300人喪命。”

“海貝思”正式登陸前，千葉縣就

出現疑似龍卷風，縣內壹片狼藉，龍卷

風吹翻壹輛汽車，造成50歲男司機死亡

，另有8人受傷。千葉還有77萬戶壹度

停電，電力公司正調查原因。

群馬及靜岡縣共有4人失蹤，其中

群馬縣富岡市有民居後方發生山泥傾瀉，

兩間住宅被摧毀。

日本氣象廳警告，廣大地區還可能發

生巨浪高潮、地質災害、低地浸水、河水

上漲和泛濫，呼籲民眾采取壹切可行措施

確保安全。至13日，以東日本和東北為主

，或出現遭遇創紀錄狂風暴雨的地區。

超市搶空 避難所擠滿人
日本這個周末有三連休日，超級臺

風讓市民的長周末泡湯，並處於警報響

不停的緊張狀態。

面對風暴來襲，日本民眾都不敢掉

以輕心，幾天前就開始采購防災用品。

日本各地多家超市更是出現人們忙著囤

積食物和日用品的景象。

同時，因臺風大面積影響海陸空交

通，鐵路交通服務全面停擺，停飛的航

班總數將近2000趟，內陸航班至少1600

趟，國際航班至少260趟，受影響的旅

客超過十萬人，為歷來最多。

此外，當局發出暴雨紅色警報後，

加強督促市民提早進行疏散，以防天災

升級；到12日傍晚臺風登陸前，各個劃

為避難所的公共設施都擠滿了人。

日本政府12日下午也將首相官邸的信

息聯絡室升級為官邸對策室。

韓日首輪世貿磋商分歧未解
或11月10日前再次磋商
綜合報導 韓日兩國在日內瓦世

貿組織(WTO)總部舉行的雙邊會談

上，未就日本對韓國半導體等相關

材料加強管制問題上達成壹致，雙

方同意就有關問題繼續磋商。據報

道，下壹次磋商預計在11月 10日前

進行。

報道稱，韓日雙方在11日的會議

中，重申了各自的立場，但雙方分歧

依然存在。

韓方首席代表、產業通商資源部

新通商秩序合作官丁海官會後舉行媒

體吹風會表示，雙方同意有必要進行

進壹步磋商，並將通過外交渠道敲定

下次磋商日程。

丁海官稱，韓方在會上闡明日方

將對韓出口高純度氟化氫、氟聚酰亞

胺、光致抗蝕劑的壹攬子許可改為個

別許可違背世貿組織協定。他說，雖

然很難預斷能否通過進壹步磋商達成

協議，但協商解決好過走裁決程序，

因而向日方提議再次磋商。

據報道，若在充分磋商後仍無法

達成壹致，韓方將要求世貿組織設立

專家組就此展開調查。

日方首席代表、日本經濟產業省

通商機構部長黑田淳壹郎表示，韓方

重申了原有立場，並指出向世貿組織

提起申訴是韓方出於政治目的不當做

法。限制出口是出於對韓方出口管理

體系薄弱的憂慮，並沒有針對韓國大

法院對二戰韓國籍勞工索賠案的判決

結果。

圍繞日本對韓半導體材料出口管

制措施，韓國政府9月11日向世界貿

易組織提起申訴。

韓方認為，日本限制對韓出口高

純度氟化氫、氟聚酰亞胺、光致抗蝕

劑等3種半導體關鍵材料違反《關貿

總協定》(GATT)和《貿易便利化協

定》(TFA)，限制三種材料技術轉讓

有違《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

(TRIMs)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

定》(TRIPS)。

雙方可自提起申訴日起60天內進

行磋商，下壹次磋商預計在11月10日

前進行。

中國電建與尼泊爾政府
達成20億美元水電項目合作意向

綜合報導 尼泊爾政府投資委員會

(IBN)正式向由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

司(簡稱中國電建)與尼泊爾國有企業尼

泊爾水電投資開發公司(HIDCL)組成的

聯營體(簡稱聯營體)頒發了塔莫(Tamor)

蓄水式水電站的授標函。

當天，在尼能源、水資源與灌溉部

部長巴爾沙· 曼· 普恩見證下，中國電建

歐亞區域副總經理潘登宇同尼泊爾水電

投資開發公司總經理博克瑞爾簽訂了雙

方關於開發塔莫蓄水式水電站的合作備

忘錄。該水電站裝機容量為756兆瓦。

其間，中國電建也同尼泊爾水電投

資開發公司簽署了馬迪蓄水式水電站的

合作備忘錄。該水電站裝機容量為156

兆瓦。

上述兩個合作項目總金額達20億美元。

潘登宇表示，兩國基礎設施建設及

能源合作領域發展前景較好。我們願進

壹步與尼方加強合作，為尼泊爾經濟社

會發展提供電力能源保證。

中國電建在尼泊爾正在執行的工程

項目有上塔馬克西水電站項目、上博迪

克西水電站修復項目、塔納湖蓄水型水

電站項目和邁拉目齊引水項目等12項工

程，執行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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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男生鎅刀割警頸 被控“有意圖傷人”

遙控炸彈案 警速破案拘兩人
單位搜出爆炸品原材料及裝置 正追緝在逃同黨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前線警員在近月
的暴力衝擊中屢次成為暴徒
的攻擊目標，在剛過去的周
末更有暴徒做出向警員鎅頸
的可致命危險行為，香港警
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
14日向會員發信，慨嘆警隊
作為社會秩序忠實守護者，
卻被十惡不赦的人誣衊為社
會公敵，要求決策者推出強
而有力的措施和行動配合止
暴制亂工作，令社會秩序早
日恢復正常。

由反修例示威所引發的
暴力衝擊持續至今逾 4個
月，林志偉批評暴徒以追求
自由民主為藉口，做盡違法
的暴力破壞行為，將香港破
壞得體無完膚。

他指出，警隊在暴力衝
擊開始以來一直克盡己任，
付出百二分努力止暴制亂，
維護法紀，令市民在風雨飄
搖之時仍能安逸地打開電視
對當前局勢高談闊論，甚至
安睡休息，市民視之為理所
當然的日常生活，是3萬名
警員不辭勞苦地奮力與暴徒
周旋而換來的結果，“（警
隊）即使面對鋪天蓋地的肆
意抹黑、無理謾罵、暴力威
脅仍然無畏無懼，堅守崗位
被迫放棄與家人朋友相處的
時間。”

香港警隊在近月不時面
對失實的“警暴”指控，林
志偉重申，警隊是社會秩序
的守護者，並慨嘆警隊被加
上虛構捏造的罪名，“明明
我們是警察，偏偏反被十惡
不赦的人誣衊為社會的公
敵！”他強調，警隊只會遵
循公義行事，不是任何政治
訴求的敵人，不應該被塑造
成埋沒良知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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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多宗涉
及襲警或破壞警車案件的疑犯陸續上
庭，其中涉嫌以鎅刀刺警員頸部的19歲
疑兇，15日被控以一項“有意圖而傷人
罪”。由於被告仍在將軍澳醫院留醫，
缺席聆訊，案件押後至18日再提訊，其
間被告須繼續還押警方看管。同日，兩
名男子涉嫌在防暴警察周日（13日）在
旺角彌敦道驅趕暴徒時，圍毆一名落單
的防暴警員，分別被控以“意圖搶劫而
襲擊他人”，以及“襲警”、“管有攻
擊性武器”和“管有他人身份證”共4
項罪名。其中一名被告留醫缺席應訊，
另一被告暫毋須答辯，裁判官認為他有
潛逃及重犯風險，拒絕其保釋並還押候
審，案件押後至12月23日再提訊。

涉嫌以鎅刀襲警的男被告許添力
（19歲），報稱為中六學生。他涉嫌10
月13日，在港鐵觀塘站A1出口的行人
天橋，意圖使軍裝警員X身體受嚴重傷
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X。由於被告15
日仍在將軍澳醫院留院觀察，控方申請
將案件押後至本周五（18日）再提訊。

辯方則欲為被告作保釋申請，但被主任
裁判官錢禮拒絕，認為應待被告親身出
庭應訊當日才處理。

罕有以“X”代表遇襲警員
是案控罪書罕有地以代號“X”代

表案中遇襲的軍裝警員姓名和警員編
號。控方在庭外透露，控罪書上以
“X”代表案中遇襲的警員姓名和編
號，是為保障事主及相關人士的安全，
稍後將正式向法庭申請禁止報道遇襲警
員的姓名等資料。遭割頸男警員，據悉
當日右邊頸部被割出一道長約三四厘米
的傷口，送院經手術搶救後，證實被傷
及頸部靜脈及神經，現時情況穩定。

13日下午觀塘APM商場近港鐵觀
塘站騷亂現場，一隊防暴警員處理暴徒
堵路及破壞店舖事件後，在列隊撤離之
際，突有一名黑衣魔在記者群中撲前，
以鎅刀割向隊尾一名防暴警員的右頸。
行兇者當場被制服拘捕，被控以一項
“有意圖而傷人罪”。控方今次以《侵
害人身罪條例》第十七（a）條控告被告

許添力，若罪成最高刑罰可判處終身監
禁。

兩男涉旺角圍毆防暴警
同日，兩名涉嫌周日（13日）在旺角

彌敦道圍毆一名落單防暴警員的男子15日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兩名被告分別為
謝信誠（30歲），報稱是扎鐵工人，另一
人為甘維邦（24歲），報稱是土木工程
師。

控方在控罪書隱藏遇襲防暴警的姓
名和警員編號，僅以英文字母W代替。
謝被控本周日（13日）在旺角雅蘭中心
外企圖襲擊警員W，並意圖搶劫，被控
以一項“意圖行劫而襲擊”罪。

另一被告甘維邦則被控同日同地襲
擊W、管有一支伸縮警棍和無合法權限
或合理辯解下管有一張不屬於他的身份
證，即被控告一項“襲警”罪、一項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及一項“管有他
人身份證”罪，甘15日仍然留醫，故缺
席聆訊。

謝信誠暫時毋須答辯。辯方申請保

釋時指稱，控方的指控薄弱，因為驗傷
後事主頭部並沒有受傷，反而胸口和腿
部有傷勢。控方則指控罪行嚴重，反對
保釋，指謝聯同不知名者襲警，更企圖
搶槍，其間謝擊打警員頭部，況且他另
涉一宗仍在調查中案件。

裁判官嚴舜儀考慮到謝有可能不依
時歸押，以及有重犯風險，最終拒絕他
保釋，將案押後至12月23日再提訊。至
於甘維邦，則押後至10月18日再提堂，
其間由警方看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黑衣魔 10月 13日在旺角用

手機遙控土製炸彈恐襲警員

案，15日晚出現突破性發展。

警員 15日晚在大角咀街頭截停

兩名目標青年，並押解他們到

附近一單位搜查時，搜出一批

炸彈原材料，警方爆炸品處理

課人員聯同毒品調查科人員通

宵封鎖現場調查。據悉，被捕

兩名青年年約二十餘歲，涉嫌

觸犯香港法例第二百九十五章

《危險品條例》中管有爆炸品

等罪名，警方正全力追緝涉案

在逃同黨的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
10月6日黑衣魔在深水埗暴亂中，藉詞圍
毆及盜竊一名的士司機導致車禍案件，警
方經連日調查下，15日晨在深水埗區以
“參與暴動罪”再拘捕一名黑衣魔，令同
案被捕者增至兩人。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
正全力追緝其餘在逃黑衣魔的下落，呼籲
任何人如目擊事件發生或有資料提供，請
致電2860 5012與警方聯絡。

15日被捕的男子姓張（32歲），涉
嫌“參與暴動”罪。上周二（8日）同樣
在深水埗被捕的20歲姓何本地男子，涉
嫌“參與暴動”罪名，已獲准保釋候
查，須於12月上旬返警署報到。案中59
歲姓鄭的士司機，頭部及身體多處嚴重

受傷，目前仍然留醫治理，暫無生命危
險。案發於6日下午5時許，鄭駕駛的士
途經深水埗長沙灣道與欽州街交界時，
遇上黑衣魔在上址用雜物堵路。鄭落車
欲移除路障時，黑衣魔發難包圍，其中
兩名黑衣魔闖入的士車廂向鄭施襲，引
致的士失控剷上行人路撞倒3名男女。

黑衣魔將車禍起因歸咎於鄭，大肆
破壞的士及強行將鄭拖出車圍毆至重傷
昏迷，再趁機偷去鄭約值14萬港元名錶
及2萬港元現金，不理傷者死活逃去無
終。警員趕至調查，渾身浴血的鄭及23
歲車禍女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
列作暴動、有意圖而傷人、刑事毀壞、
盜竊及交通意外有人受傷案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在9
月22日沙田暴亂中，一名21歲青年涉
嫌損毀五星旗及將旗掟入水池和城門河
被捕，並於15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認
侮辱國旗罪。裁判官李志豪表示，本案
控罪嚴重，被告有可能判處即時監禁，
但考慮其個人背景，決定將案件押後至
10月29日，以等候感化及社會服務令
報告始判刑，被告獲准保釋候判。

21歲被告羅敏聰，目前任職冷氣
學徒技工。案情指，被告今年9月22日
響應社交媒體鼓動，到沙田新城市廣場
集會，在場還有大批激進示威者。下午
3時，有蒙面黑衣魔將一幅五星旗由沙
田大會堂旗杆拆下，有人把五星旗噴

黑，被告等人更將五星旗由新城市廣場
3樓掉到廣場與大會堂之間地面。

其後，被告等人將五星旗掉入一
架垃圾手推車，並將手推車推落沙田公
園水池，然後有示威者再從水池將五星
旗拾起再掉落城門河。同日晚上，警方
經調查拘捕被告，他在警誡下承認貪玩
犯案。

辯方15日在庭上求情稱，被告僅
21歲，過往無案底，中六畢業後投身
社會，案發後轉職冷氣技工學徒。

案件已對被告及其家人造成困
擾，被告父母除撰寫求情信外，15日
也有到法庭旁聽，被告母校的兩名老師
亦為他寫求情信，而被告已經認錯。

辱國旗掟城門河 技工認罪候懲 涉行私刑的哥 多一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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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副處長（行動）鄧炳強周
一（14日）在記者會上狠批暴徒使

用土製炸彈襲警，行為兇殘，刑事情報
科探員立即蒐集情報，並鎖定目標。

消息稱，該案發生後，警方視為針
對警員的“恐怖襲擊”，警員及無辜市
民面臨重大危機，炸彈狂徒隨時發動下

一輪襲擊，警方將之列為優先重點調查
案件，警方刑事總部根據情報，鎖定目
標人物。15日晚8時許，大批探員在大
角咀橡樹街埋伏，當兩名目標青年現身
後，將其制服搜查，並押解二人到大角
咀橡樹街75號一個單位搜查，在屋內發
現一批爆炸品原材料及裝置，兩名被捕

青年被押返警署扣查。為安全起見，警
方派出防暴警在樓下把守，爆炸品處理
課專家對該批爆炸品成分及威力進行初
步化驗，行動至16日凌晨。

案發於10月13日晚上8時許，滿載
防暴警的警車抵達旺角彌敦道及快富街
現場準備清理路障。在路邊花叢中，一

個土製炸彈爆炸。警方指，炸彈在距離
警車10米至15米外爆炸。根據警車車
CAM截圖，炸彈擺放在金行與警車中間
一個花槽。警方事後檢獲遙控土製炸彈
的裝置，內含高性能炸藥，並以手提電
話遙距引爆。

警方炸彈專家指，這類型裝置所使

用的戰術及所涉及的炸藥品，與世界各
地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雷同，所有炸彈
包括自製炸彈，引爆時的威力及方向是
無差別，任何人在現場包括警員、市
民、記者及公眾人士都會受到傷害，整
個事件是使用爆炸品的升級行動，意圖
就是殺死或嚴重傷害現場警員。

■其中一名涉案青年（白衫），由探員押解到大
角咀一單位搜證。

■其中一名涉嫌旺角引爆遙控炸彈案的疑犯
（左二）由探員押返警署扣查。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車輛到場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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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交會新機遇 外商由買轉賣
資源豐富滿足不同要求 潛力巨大利尋商業夥伴

華企準備足 貿談回暖重入美市場

“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正
成為全球貿易遇寒時中國企業的生存之
道。其中，東盟地區尤其受到青睞。

在第126屆廣交會上，廣東新寶電器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營銷官兼副總裁朱小
梅表示，公司以前海外市場主要在歐
美，近年來開始重點開拓亞太市場，針
對當地需求進行新品研發。目前，公司
對日本出口額年增長都在10%以上，東南
亞也有10%至20%的增長，能夠彌補美國
出口萎縮的損失，“（出口）年底還可
以保持增長”。

星星冷鏈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
業部副總經理李凡稱，受保護主義升

溫、關稅措施升級等因素影響，公司部
分客戶信心受到打擊，不願意長期備
貨，導致對美國出口下滑。不過，目前
亞洲地區佔公司海外出口額比例約
25%，美國佔比約15%。由於東南亞、
南亞等地出口增速高達兩位數，雖然今
年公司對美出口縮水，但“影響可以對
沖”。

官方數據顯示，除中美貿易同比下
降外，目前中國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貿
易額均保持增勢，東盟地區尤其亮眼。
前三季度，中國與東盟進出口總值同比
增長11.5%，是同期中國外貿整體增速
的四倍以上。同期，中國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合計進出口同比增
長9.5%，佔中國外貿總額比重近30%。

產業鏈配套仍有欠缺
在此情況下，為進一步分散風險，

減輕外貿壓力，中國正在採取更多措施
開拓東盟市場。

一些參展企業表示，考慮到東盟地
區人口眾多、市場廣闊，加之可以規避
風險，他們有在印尼、泰國等地設廠的
想法。不過，與中國相比，東盟地區上
下游產業鏈配套能力仍有欠缺，要不要
把意向付諸行動還是會“謹慎行事”。

■中新社

廣交會自2007年首設以來，有數萬
家次境外企業參加進口展，借此

更有效進入中國市場、開拓全球市場。
泰國五金商會會長潘薩．宋乃泰

安對此深有感觸。自2012年起，泰國
展團持續參展，此屆就有16家主要來
自五金和建築領域的泰企組團而來，
目標市場是中東和東南亞。“全球各
地的客商都來這裡，大家不用再麻煩
地飛各個國家談生意。今天就有企業
收到來自比利時和印度的訂單，這家
企業的部分原材料還是從中國採購
的。”潘薩說。

連續十幾年，主營小家電的土耳其
新福公司從未缺席過參展，但其身份悄
然間發生了變化。“最開始我們作為採
購商，來買中國產的零部件。現在，我
們作為參展商，不僅希望把產品賣到中
國，也在尋找全球的採購商。”新福公
司採購總監穆罕默德說，“無論哪種身
份，這裡豐富的資源都能滿足我們的需
求，便捷又高效。”

參展產品更新率逾三成
諸多境內外參展商和採購商的信

心，來源於中國經濟的穩健形勢和轉型
升級的明晰藍圖，尤其是中國外貿穩中
提質的不俗表現。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
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22.91萬億
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
2.8%。在全球貿易形勢嚴峻下，中國
交出了穩中有進的外貿“成績單”。

作為中國外貿的“晴雨表”和“風
向標”，廣交會讓全球企業都感受到了
中國開放貿易的誠意和溫度。此屆參展
企業更新率超過5%，產品更新率超過
30%，“三自三高”產品不斷增多，提
供了眾多的選擇。

善待客商 照顧出行
一家土耳其公司的出口銷售經理馬

杜姆參加了近20屆的廣交會。馬杜姆
說：“像知識產權保護、產品推介等方
面，廣交會對國際採購商的服務也越來
越好。連在廣州的出行、購物都照顧
到，我們感受到了中國對國際貿易的重
視與支持。”

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廣交
會也與全球72個國家和地區的128家工
商機構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雙方秉
持互利共贏原則，在招商招展、宣傳推
介、團組互訪、供採對接、會議論壇、
商旅服務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徐兵
說，預計此屆廣交會有超過210個國家
和地區的採購商與會洽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恩優希中國分部總監林志洙和

同事一起，第一次在廣交會上嘗試社交媒體直播推介，智能榨汁

機的演示獲得了數千點讚量。對這家創辦了41年的韓國家電公司

來說，廣交會是它進軍中國的起點，更是拓展業務的平台。“我

們從2008年開始參加廣交會，將產品銷往世界各國；2011年在上

海開分公司，正式進入中國；現在通過在電商平台開店來拓展新

零售渠道。”林志洙說，“雖然中國佔我們全球市場的一兩成，

但一直在增長，未來潛力巨大。”在匯聚各類資源的廣交會上，

還有不少外企“從中國買”轉向“往中國賣”、“往全球賣”。

第 126 屆 廣
交會上，無論是
進口參展商還是
境 外 採 購 商 ，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
這一群體都逐漸成為主角，在
廣交會展館人流絡繹不絕的主
通道上逛上一圈，不難發現不
同種族的客商越來越多。

除了沿線國家客商的增
加，國內採購商中來自廣東等
地區的採購商似乎也有所增
長。在廣交會展館門外，每年
都會有來自廣州各個高校的外

語專業學生以為客商提供兼職
翻譯的身份鍛煉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過走訪
發現，相比往屆以英語、法
語、粵語為主的翻譯服務，今
年地方方言的翻譯服務開始頻
頻出現。在學生製作的建議廣
告牌上，甚至能見到客家話、
潮汕話、茂名話等廣東方言翻
譯服務，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來
自廣東地方的參展商和採購商
比例在提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

方言見端倪 廣東客商增

華企投資東盟 對沖外貿風險 &

■■翻譯人員為展商提供國內方言翻譯人員為展商提供國內方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廣交會場內人流廣交會場內人流
不絕不絕。。 新華社新華社

■■參展商透過廣交會結識外企參展商透過廣交會結識外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最大的五金建
材類產品出口貿易今年出現斷崖式下
跌，不少參展商均表示，密切關注中美
貿易磋商最新進展，一旦形勢有所好轉
將主動聯繫美國老客戶或重入美國市
場，亦有出口商通過與墨西哥等毗鄰美
國的國家以獨家代理方式合作，打探美
國市場動向。

分攤關稅仍失兩成客
作為受美國加稅清單影響範圍最大

的行業之一，五金建材類出口商在此屆
廣交會上可謂“負重前行”。據悉，美
國目前是五金建材行業第一出口市場，
而廣東省和浙江省是中國該行業出口美
國市場的前兩大省，佔行業對美出口的
49.2%。在展會現場，參展品類分佈多
個展區的上海五金礦產發展有限公司對

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深有感觸。據
該公司銷售經理張真透露，在公司的多
個五金製品品類中，受影響最大的為閥
門、龍頭等小型五金配件產品，均在
25%的加稅清單範圍內。為了應對這一
狀況，該公司已與一些常年合作的美國
老客戶達成協議，各自承擔一半的加稅

成本，但一些體量較小的客戶無力負
擔，被迫尋找其他成本更低的供應商。

張真無奈表示，這一變化讓公司在
美國市場流失了兩成左右的客戶。談及
中美貿易磋商日前達成的最新進展，他
也坦言將持續關注最新動態，一旦有所
轉機，公司將主動聯繫流失的老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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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博會深圳開幕 大國重器齊展示
“深海一號”年內投用 專為“蛟龍”等提供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新中國成立70
周年海洋經濟成就展區看到，

大量觀眾、媒體等圍繞在“蛟龍一
號”前觀看、諮詢和採訪。

“深海一號”保障能力更強
于怡表示，儘管我們國家開展

深海探測起步比較晚，但進步非常
快，目前水平居於全球前列。深海
科學調查裝備目前全球只有中國、
美國、日本、法國和俄羅斯能夠研
製和生產，而“蛟龍號”探測深度
高達7,062米，是全球同類型最深的
探測器。目前中國深海探測有“蛟
龍號”、“海龍號”和“潛龍號”，
其中“蛟龍號”是載人深潛，“海
龍號”有纜線供電和信號傳輸，“潛
龍號”則是無人自由航行探測，2018
年“蛟龍號”進行維護升級改造。
她透露，專供深海探測器使用的“深
海一號”母船將在今年內交付使用。

她稱，“深海一號”最大的

特點更加專業和技術保障能力更
強。以前服務“蛟龍號”的母船
是由科考船改裝的。此次單獨打
造的“深海一號”可以是在“蛟
龍號”下潛上來後，為其提供更
好的維修、維護和保障等，深海
探測也因此將可以做得更好，他
們會在實驗室的實驗裝備等方面
多做一些與科考船不同的調整。

她稱，海龍系列下潛深度為
4,000 米至 11,000 米，此前中國
“蛟龍號”探測嘗試為7,000多
米，“海龍號”將可以並且肯定
要去全球最深的海溝馬里亞納進
行探測。全球海洋99.8%的海域深
度不超過7,000米，僅有0.2%海域
超過它，但中國的深海探測技術
已覆蓋了絕大部分海域。她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海水250米以

下是看不到光線的，他們有專用
激光燈，但也只可照到 20多米
遠。

“藍鯨一號”應用於南海開採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2017年

轟動一時開採可燃冰的“藍鯨一
號”鑽井平台模型前，許多觀眾
和媒體紛紛前來觀看和諮詢。中
集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
傅強表示，繼開試點開採可燃冰
之後，“藍鯨一號”目前已應用
於南海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其
鑽井系統在全球最先進，有雙鑽
塔系統，可以提升效率30%，鑽
井深度為3,600多米，最深可達
15,000米。其能源閉環管理系統是
在全球首創的應用，可以節省能
耗5%至10%。除了做大做強海上
鑽井平台外，他們還將拓展海洋
漁業和海上風電等業務，以期更
好捕捉海洋經濟帶來的機遇。

華為海洋網絡展館有關負責人
表示，華為主要負責不同國家之間
或大陸至島嶼的通信解決方案，華
為提供端至端的技術方案。截至目
前，其在全球交付了98個項目，交
付的海纜長度高達5.9萬公里。在
水深不超過1,000米以內他們通過
工程船在海底鋪設海纜。現在其海
纜一個系統傳輸速度可以達到每秒
50T至100T。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簡稱“海博會”）15

日在深圳開幕，吸引了21個國家和地區的455家企業和機構參展。此次海博會設有新中

國成立70周年海洋經濟成就展，聚集了“深海一號”、“蛟龍號”和“藍鯨一號”等許

多大國重器集中展示。中國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深海之路展覽館館長于怡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國家年內“深海一號”海洋考察船將交付使用，專供“蛟龍號”、

“潛龍號”和“海龍號”使用，其中無人深海探測器“海龍號”最深可達11,000米，未

來將探測全球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

深圳擬設深港海洋產業發展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在15日開幕的海博會展覽期間，粵港澳海洋合
作發展論壇同時在深圳舉行，共商粵港澳大灣
區海洋合作發展大計。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
市長劉慶生表示，深圳將聯合港澳共同建設海
洋生物醫藥產學研合作平台，並探索設立深港
海洋產業發展基金，推動組建中國海工集團。
深圳將擴建深港澳海洋各級協同創新體系，着
力推進海洋科學創新高級規劃建設，探索建設
國家南方海洋科學城，規劃建設深圳海洋新
城，加快引進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生物實驗室。
深圳還將積極創建全國海洋文化教育基地，聯
合香港打造海上公眾活動高地，並參與海洋治
理，推動設立國際海事法院。

中國國家自然資源部黨組成員、國家海
洋局局長王宏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擁有豐富

的海洋資源，是引領中國海洋經濟高質量發
展的最重要區域之一，也是中國海洋經濟開
放合作的重要先行區。各方要攜手同行、深
化合作，加快推進構建互利共贏的大灣區現
代海洋產業體系，建立互信互惠的大灣區海
洋交流合作平台，打造宜居宜業宜遊的大灣
區海洋生態圈，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高
質量發展的典範。

據國家發展改革委、自然資源部當天發佈
的《中國海洋經濟發展報告2019》，2018年，
中國海洋經濟總量達83,415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速為6.7%。國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何廣順15
日在開幕式上發佈了《2019中國海洋經濟發展
指數》顯示，2018年重點監測的中國海洋科研
機構中的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比上年增長
19.2%，專利授權數量超過3,700件。

■■20192019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在廣東深圳會展中心開幕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在廣東深圳會展中心開幕，，吸引吸引450450
餘家企業和機構參展餘家企業和機構參展。。圖為展覽吸引的參觀者圖為展覽吸引的參觀者。。 中新社中新社

■“深海一號”模型圖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藍鯨一號”目前已用於南海石
油天然氣開採。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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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國CPI增速3% 觸警戒線
主要因豬肉價漲近七成帶動 專家料未來仍處上行通道

3%一直被視為通脹警戒線，
上一次達到這一警戒線時

是2013年11月。在豬肉等食品價
格帶動下，今年6月以來CPI漲幅
連續上漲4個月，從6月1.5%迅速
擴大到9月3%，觸及警戒線。

食品價格漲11.2%
以豬肉為代表的食品價格，

是支撐9月CPI上漲的主要力量。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9月食品價
格同比上漲11.2%，創2011年11
月以來最高。其中，豬肉價格同
比上漲69.3%，為2007年9月以
來最高。具有一定替代作用的牛
肉、羊肉價格漲幅超過15%。不
過，9月非食品價格同比增速僅上
漲1%，漲幅回落0.1個百分點，
創2015年11月以來新低。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9月持
平於上月，同比增長1.5%。

此外，在CPI連續兩個月高

於預期的同時，工業生產者出廠
價格指數（PPI，Producer Price
Index）同比降幅繼續擴大，9月
同比下降1.2%，降幅擴大0.4個
百分點，連續三個月同比下降，
兩個價格指數繼續分化。

降準措施或出台
對於當前物價走勢，摩根士

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
認為，CPI在四季度破3概率仍很
高，但本輪CPI的上行主要是由
豬價上漲帶來的結構性通脹，扣
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脹水平仍
然處在低位，物價短期結構性上
漲對年內貨幣政策的掣肘有限，
政策層無需為穩定物價進行刻意
調整。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
奇霖也認為，受非洲豬瘟和補貼
不到位影響，生豬供給缺口將繼
續擴大，帶動豬肉和替代品漲
價。預計CPI同比增速至少在3%

以上持續半年，加之春節因素，
明年1月高點可能突破4%。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10月14
日召開部分省政府主要負責人經
濟形勢座談會上強調，要把穩增
長、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圍繞保持
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落實好已

出台的減稅降費、降低融資成本
等各項政策，靈活運用宏觀政策
逆周期調節工具。

市場預計，三季度GDP增速
可能降至增長目標區間下限，政
府將進一步加大逆周期調節力
度，下調市場利率、降準等措施
可能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

發佈數據顯示，在豬肉價格繼續

大幅上漲的推動下，9月中國居民

消費價格指數（CPI，Consumer

Price Index）同比增速超出市場

預期， 2014 年以來首次觸及

3%，當月豬肉價格同比上漲

69.3%。專家預計，未來一段時

間CPI同比漲幅或仍處於上行通

道，個別月份有破4的可能。但隨

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工業領域

通縮，貨幣政策或仍有進一步寬

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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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為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國務院決定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部分條款
予以修改。根據修改後的條款，外國銀行分行可
以吸收中國境內公民每筆不少於50萬元(人民
幣，下同)的定期存款，此前這一門檻為100萬
元。同時，外國銀行可以在中國境內同時設立外
商獨資銀行和外國銀行分行，或同時設立中外合
資銀行和外國銀行分行。

劉福壽：利好香港銀行保險業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律師劉福

壽在國新辦吹風會上表示，此次條例修訂取消對
外資金融機構經營年限、股比、規模等限制，中
外資許可條件及業務範圍等基本趨於一致，對中
小外資銀行特別是香港銀行保險業是利好機會，
有關實施細則等配套制度將很快出台。

2001 年制定的《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
例》，在2016年修改後，進行再次修改。此次
修改，放寬了外資保險公司准入條件，取消“經
營保險業務30年以上”和“在中國境內已經設
立代表機構2年以上”的限制，允許外國保險集
團公司在中國境內投資設立外資保險公司，允許
境外金融機構入股外資保險公司，並授權國務院
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制定具體管理辦法。

《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則是時隔五年後的第
二次修改，在外資銀行准入、吸收存款、人民幣
業務等方面均放寬限制。

銀行保險業准入條件同放寬
劉福壽說，新《外資銀行管理條例》，放寬

對擬設外資銀行的股東以及擬設分行的外國銀行
的條件。取消擬設外商獨資銀行的唯一或者控股
股東、擬設中外合資銀行的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
東、擬設分行的外國銀行在提出設立申請前1年
年末總資產的條件，取消擬設中外合資銀行的中
方唯一或者主要股東應當為金融機構的條件。

外資行定期存款門檻降至50萬
同時，允許外國銀行同時設立外商獨資銀行

和外國銀行分行，或者同時設立中外合資銀行和
外國銀行分行，以更好滿足外國銀行拓展在華業
務的實際需要。

在放寬外資銀行業務限制方面，新條例擴大
了外資銀行的業務範圍，增加“代理發行、代理

兌付、承銷政府債券”和“代理收付款項”業務；降低外
國銀行分行吸收人民幣存款的業務門檻，將外國銀行分行
可以吸收中國境內公民定期存款的數額下限由每筆不少於
100萬元改為每筆不少於50萬元；取消對外資銀行開辦人
民幣業務的審批，同時明確開辦人民幣業務應當符合國務
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審慎性要求。此外，調整對
外國銀行分行營運資金的監管要求，放寬外國銀行分行持
有一定比例生息資產的要求。

■■99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CPI））同比增速超出市場預期同比增速超出市場預期，，20142014年以來首次觸及年以來首次觸及
33%%，，當月豬肉價格同比上漲當月豬肉價格同比上漲6969..33%%。。圖為海口市民在選購豬肉圖為海口市民在選購豬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9月中國CPI增速3%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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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不滿遭影射收
受非法政治獻金，向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
段宜康提告求償。二審判決段宜康賠償60萬
元，並在臉書道歉。最高法院今天駁回兩造
上訴，全案確定。

對於判決結果，段宜康辦公室表示，不
回應。

頂新油品風波後，段宜康於民國103年
底在政論節目爆料，指多名科技業大亨曾集
資捐政治獻金2億元給馬英九，104年初則
在臉書影射亞翔工程公司捐款新台幣1億元
給馬英九，得以合併榮工公司。

馬英九委託律師到台北地方法院遞狀，

向段宜康求償1000萬元，並要求登報道歉
。

一審法院認定，2億元政治獻金部分不
構成侵權行為，但段宜康影射捐款1億元與
亞翔、榮工合併案有對價關係，卻未查證、
確認，此部分應賠償60萬元，並在4大報登
報道歉。

案經兩造上訴，二審台灣高等法院仍就
亞翔案部分判段宜康賠償60萬元，但改在臉
書刊登道歉聲明。

馬英九、段宜康都上訴第三審，最高法
院認為原判決並無不當，今天駁回上訴，全
案確定。

影射馬英九收錢 段宜康判賠60萬並道歉確定

（中央社）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今天表示
，今年1至8月共有36件新興毒品相關致死
案件，平均死者年齡29.7歲，男性占28件
，值得相關單位重視。

法醫所今天舉行媒體茶敘，針對新興毒
品濫用趨勢、檢驗的困境與挑戰、政府反毒
成效提出報告。

法醫所指出，民國101至107年受理全
國地檢署送驗有關新興毒品死亡案共349案
，男性占267件，全部平均年齡為28.7歲，
顯示新興毒品濫用以年輕人及青壯族群最廣
且以男性為多，將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及治
安影響甚大，值得相關單位重視。

報告提到，今年1至8月共有36件新興
毒品相關致死案件，共檢出22種新興毒品，

平均檢驗出新興毒品3.6個，而新興毒品變
化速度快且日益猖獗，如何增加及強化新興
毒品鑑驗量能是當務之急。

法醫所表示，歷年來已建立500多種新
興毒品標準質譜資料庫，應用氣相層析質譜
儀等精密儀器，僅需微量尿液，即可快速檢
驗尿液中500多種新興毒品成分，檢驗深度
與廣度為世界最先進，行政院也動用第二預
備金增加法醫所設備與人力，可望強化鑑驗
能量。

另方面，法務部長蔡清祥提到，25年前
他擔任主任檢察官期間曾赴美國研究相驗制
度，回國後提出籌設法醫研究所、延攬培育
適任法醫師等建議，後來也曾擔任過法醫所
所長，與法醫淵源頗深。

新興毒品濫用 法醫研究所：青壯男性居多

（中央社）法務部今天指出
，候選人若給付明顯不相當的勞
務報酬給協助發傳單選民，並約
定使選民為投票權一定的行使或
不行使，即可能構成賄選。

有民眾今天在蘋果日報投書
《小心 「合法」 買票新招數》文
章。

法務部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
，並無這篇文章所指 「為協助發

傳單而領薪水，是合法的勞務關
係」 的解釋。

法務部指出，候選人若以協
助發傳單的名義，給付明顯不相
當的勞務報酬給協助發傳單的選
民，並約定使這名選民為投票權
一定的行使或不行使，即可能構
成賄選。

實際上，具體個案是否構成
賄選或涉犯其他刑責，仍應由承

辦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事證適用法
律認定。

法務部已要求各級檢察署注
意防制及查察假借勞務工作，遂
行賄選的非法行為。政府嚴格查
賄決心，不容懷疑，更不容少數
候選人以假借各種名義的變相賄
選，候選人切勿心存僥倖以身試
法。

法務部：不容候選人假借勞務工作變相賄選

（中央社）法務部廉政署今天舉行外商及企業
誠信論壇，署長鄭銘謙說，期許公私部門合作共創
廉潔家園，並邀教授林志潔演講、企業總經理孫偉
真分享數位科技導入企業誠信的經驗。

法務部廉政署指出，近年來不少大型企業陸續
爆發各項弊案，連向來等同高品質代名詞的日本企
業也無法倖免，從日本制震器大廠KYB公司數據造
假，到日產汽車（Nissan）董事長戈恩涉嫌短報薪
資、東芝電器（Toshiba）的假帳醜聞弊案，說明
誠信經營至關重要。

為讓在台外商企業與社會大眾能清楚了解國內
廉政政策現階段推動重點，擴大企業誠信治理影響
力，廉政署邀請企業及學界專家舉辦 「外商及企業

誠信論壇」 ，就建構私部門防貪機制交流意見及分
享治理經驗。

鄭銘謙致詞表示，台灣企業雖然已走向全世界
，但仍不免有負面消息，今天邀請交通大學特聘教
授林志潔專題演講 「企業誠信與法令遵循－國際趨
勢與台灣的挑戰」 ，並由作為外商企業標竿的美商
鄧白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孫偉真，以
經驗分享主題 「以數位科技導入企業誠信與法令遵
循」 。

鄭銘謙說，隨著全球化腳步及社群媒體快速發
展，老百姓漸漸重視貪腐問題，容忍度越來越低，
世界各國也因此增訂貪腐管理法令，他期許公私部
門攜手合作，共創廉潔家園。

廉政署辦外商企業誠信論壇盼共創廉潔家園

（中央社）英國名校法學博士的歐陽姓女子2年前過斑馬線時，遭欣欣客運的236公車撞成植物人，
家屬提告求償。台北地院日前判欣欣客運、韓姓司機應連帶賠償3391萬餘元，還可上訴。

刑事部分，韓姓司機被依業務過失重傷害罪判刑5月，緩刑5年確定。
民事部分，家屬提告主張，韓姓司機於民國106年6月3日駕駛236線公車行經台北市木柵路五段左

轉進入萬福橋之際，以逾時速40公里速度撞上正過斑馬線的歐陽姓女子，女子送醫急救後呈現植物人至
今，向韓姓司機及欣欣客運求償。

台北地院審酌傷者為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律學博士，事故發生時為34歲，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女兒，
正處家庭及事業均耕耘收穫之時，竟遭逢本件事故致人生巨變，餘命年限也因而大幅銳減。

台北地院日前判欣欣客運、韓姓司機應連帶賠償受傷女子、女子的父母、丈夫及子女共計新台幣
3391萬餘元。全案可上訴。

居住正義改革聯盟成立居住正義改革聯盟成立 提提33大訴求大訴求
居住正義改革聯盟居住正義改革聯盟1616日舉行成立記者會日舉行成立記者會，，共同發起人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共同發起人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左左））

、、前台北市都發局長林洲民前台北市都發局長林洲民（（左左22））房市專家房市專家SwaySway（（右右））等一同出席等一同出席，，提出完成實價登提出完成實價登
錄錄22..00，，修法課徵囤房稅及履行社會住宅等修法課徵囤房稅及履行社會住宅等33大訴求大訴求。。

過斑馬線被撞成植物人 公車及司機合賠3391萬元

台北市政府秘書長兼秘書處處長交接典禮
台北市政府秘書長兼秘書處處長16日舉行交接典禮，卸任秘書長張哲揚（左）在台北市長柯文哲

（中）的監交下，把印信交給新任秘書長薛春明（右）。

嚴德發嚴德發：：高教機與戰機升級各有團隊 人力不衝突高教機與戰機升級各有團隊 人力不衝突
國防部長嚴德發國防部長嚴德發（（中中））1616日上午列席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前受訪表示日上午列席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前受訪表示，，F-F-1616A/A/

BB戰機構改案跟新式高教機是兩回事戰機構改案跟新式高教機是兩回事，，各有自己的團隊各有自己的團隊，，兩者的人力不會有衝突兩者的人力不會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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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

细分场景
赋能相关产业

在这15个平台中，涉及到细分行
业领域的有交通领域自动驾驶、城市
服务行业城市大脑、金融、教育、智
能家居及智慧医疗等，基本涵盖了一
级行业领域。而这些面向行业的人工
智能开放平台之所以能够入选，和它
们在行业市场的影响力息息相关。

例如京东构建的智能供应链平
台，“知其所想，投其所好”，在未来
的零售场景中，将不再是一句口号，
只需戴上京东AI与悉见科技共同打造
的“超级眼镜”，将实现智能导购的信
息可视化。以“超级眼镜”为代表的
智能供应链平台将为现代供应链的生
产、流通、消费三大应用场景助力。
京东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供应链系
统，通过创新创业、全产业链合作，
打造智能供应链产业生态，构建多方
参与的中国智能供应链开放平台，推
进智能供应链战略发展和产业升级。

阿里云构建的城市大脑成果引人
注目。在杭州萧山，一辆救护车从曹
家桥地铁站附近出发，几十分钟里，
没有遇上一个红灯。这是城市大脑

“一键护航”功能测试时的场景，通过
协调救护车、120 指挥台、交通队和
道路信号灯信息，数据和科技能在人
命关天的时刻抢回宝贵的时间。紧急
车辆“一键护航”是阿里云城市大脑
的重大核心原创成果之一。

阿里云数据智能事业部产品总监朱
金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阿里云
城市大脑自推广以来，在不同领域创造
着诸多新的价值。目前已经落地的案例
包括交通优化、高速自由流收费、社区
安全、旅游体验优化、航空优化、智慧
城管等，这些都是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
应用场景，未来10年城市大脑将实现城
市的全面智慧治理。”

小米智能家居大大丰富了用户家
庭应用场景，并因此走入千家万户。
听音乐、查天气、定闹钟、打电话、
搜索信息，同时与空气净化器、扫地
机器人、电饭煲、台灯、空调等物联
网智能设备联动，通过小米人工智能
助理“小爱同学”，这一切可轻松实
现。小米已经将自己的领地推进到了
智能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个
护、运动出行、影音文娱、生活方式
等场景。小米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小米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是一个以智能
家居需求场景为出发点，为用户、软
硬件厂商和个人开发者提供智能场景
及软硬件生态服务的开放创新平台。

“此次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更加注重人工智能应用的重点细分
领域，与产业相结合并赋予其生命
力。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落地将
更为丰富，也更为多元，如在农业、
工业等方面，人工智能还大有可为。”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人工智能
部主任孙明俊表示。

“AI+”驱动
推进普惠社会

以上这些场景是人工智能赋能百业
的一个缩影，也是智能时代的全新开端。

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认为，通
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清晰，
人工智能向着人类智慧继续靠近，从

“专才”向“通才”发展。人工智能与
各行各业日益融合，人工智能产业的
发展将给我们带来以“AI+”为标志
的普惠型智能社会。

腾讯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目前，腾讯已建立四大AI实
验室，涵盖AI从全面基础研究到多种应
用开发，同时还建立了前沿科技探索的
实验室矩阵，涵盖机器人、量子计算、
5G、边缘计算、物联网等，打造面向未
来的“科技引擎”。

在教育领域，好未来集团首席技
术官兼开放平台事业部总裁黄琰表
示，智慧教育国家开放创新平台建
设，将面向教育改革创新和教育行业
发展的需求，为行业中的教育教学机
构、教育科技企业、教育从业者等各
参与方提供从技术、解决方案到产业
化应用的全场景、全过程、全周期智
慧教育服务支持。开放平台将分为三
个部分：智慧教育技术赋能平台、智
慧教育解决方案开放平台和智慧教育
产业开放平台。

平安集团是唯一入选的金融机
构，这一次，AI等技术的突破拓展了
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促进金融服
务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提及普惠金
融，最突出的问题是小微融资难、融
资贵等。截至2019年上半年，平安普
惠已经服务了超过1100万小微为主的
普惠金融人群。“AI+金融”使得金融
机构的服务触及到更多尚未覆盖的群
体，同时降低金融机构的服务与运营
成本，进一步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此次花落华为的“基础软硬件平
台”，主打的则是“全栈全场景” 概
念。华为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平台，
总体分为AI基础硬件层、AI基础软件
层、AI开发服务层，主要是依托华为
自研的芯片、板卡、基础算子库、基
础框架软件，进行全栈优化，并提供
全流程的、开放的基础平台类服务。

“人工智能时代是由大量的数据驱
动的，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支撑起全行
业的智能化改造，所以开放平台的影
响力会越来越大，平台的开放不仅能
够汇聚更多的数据，而且核心技术能
力的开放同样能够汇聚产业相关企业
发挥其创新能力，在平台和生态之上
打造自身的价值，为社会带来福利。”
赛迪顾问人工智能产业研究中心分析
师杜欣泽对本报说。

规划加速
助力转型升级

面向未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将着重建设哪些方面？

今年8月，科技部印发了《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
指引》。根据《指引》，“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建设原则包
括：应用为牵引、企业为主体、市场
化机制、协同式创新。其重点任务
为：开展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促进
成果扩散与转化应用、提供开放共享
服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和行业开发者
创新创业。

科大讯飞作为首批入选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成员，其
智能语音平台为我国AI产业转型升级
持续发力。2010年，科大讯飞发布了
以智能语音和人机交互为核心的人工
智能开放平台——讯飞开放平台，并
基于该平台相继推出讯飞输入法、讯
飞听见等示范性应用。2017年12月11
日，依托科大讯飞的认知智能技术，
科技部批准建设了我国首个认知智能
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大讯飞AI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
聪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说：“近两年
来，实验室在认知智能技术的多个方
面研究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比如在
面向认知计算的深度学习共性技术方
面，提出了多项领先的核心技术。相
关技术已经应用于讯飞翻译机、讯飞
听见等热门产品中，服务于博鳌亚洲
论坛等。”

据悉，伴随着智能语音核心技术
的持续提升，目前，讯飞输入法累计
终端用户数超过 7 亿，活跃用户数超
过1.4亿，通用语音识别率98%，支持
方言种类23种，输入法、翻译机等自
有产品持续发展。

明略科技的“智能营销”平台应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客户关系管理
等技术，从多源异构的海量信息开
始，帮助企业在数据中发现规律，实
现智能决策。

明略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吴明辉
对本报表示：“入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意味着我们要在为
社会提供更好的人工智能服务并建立
相应的可持续机制和生态方面做出更
大努力。”明略科技首席科学家兼明略
科学院院长、营销智能国家平台负责
人吴信东认为，将消费者千人千面、
动态变化的个性化、碎片化需求同企
业的生产营销和品牌建设相结合，营
销智能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不可限量。

“我们希望携手将这个平台建设成为一
个一流的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依图科技则表示，将依托其先进
的芯片设计及世界级算法，建设“视
觉计算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平
台”，促进芯片设计与人工智能的结

合，推动视觉计算生态体系的建设，
提高人工智能落地的广度和深度。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是中国人工智能战略和生态的重要
基础设施，作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供
应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依图科技将
充分发挥技术和产品优势，推动视觉
计算领域形成上层应用的开发生态，
围绕视觉计算方向打造开发合作联
盟，支持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技术深
耕和独立自主的软硬件核心研发，运

用科技创新解决世界级命题。”依图科
技首席技术官颜水成博士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

“未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将由点及面，更广范围地覆盖
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基于创新平台
形成全新的生态协作方式和商业模
式，利用平台的架构之力，引领我国
人工智能茁壮健康发展，加速我国全
行业全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升级。”杜欣
泽表示。

10月12日，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实验小学，老师在自然课上指导学
生使用多功能VR（虚拟现实）桌面一体机。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10月12日，参加在山东青岛举行的2019中国智能机器人大赛格斗赛的
选手在比赛中操控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10月10日，2019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在京举行。
会场上，工作人员用人工智能假手现场表演书法。 陈晓根摄（人民视觉）

从5家扩至15家 更多场景可落地

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再添生力军
叶晓楠 崔啸行 廖钰

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再添生力军——
在前期批准百度、阿里云、腾讯、科大讯飞、商汤等建设5个平台的基础上，新一批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

单公布，依图、明略科技、华为、中国平安、海康威视、京东、旷视科技、360、好未来、小米等10家公司入选。
专家认为，从5家扩充到15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扩容，将促使人工智能在更多应用场景中落地，以创新为驱

动赋能百业，降低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门槛，从而加快推进产业的供给侧改革。
这些入选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建设进展如何，又各有何特色和侧重点？对此，本报对其中部分平台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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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1010月月
1818 日 至日 至 1010 月月
2727日日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陸嘉立針灸師陸嘉立針灸師

主講主講
「「中醫現代治療新觀念中醫現代治療新觀念」」
1010--1919--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至時至
中午中午1212時時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6901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Corporate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雙十國慶盃高爾夫球賽雙十國慶盃高爾夫球賽
休士頓客家會休士頓客家會、、Houston GoldenHouston Golden
ClubClub主辦主辦
1010--1919--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 1212時時 3030
分開球典禮分開球典禮
1010--1919--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11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55時時3030分球賽分球賽
晚餐及頒獎典禮晚餐及頒獎典禮

1010--1919--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55時時3030分分
至下午至下午77時時3030分分
El Dorado @Quail Valley GolfEl Dorado @Quail Valley Golf
CourseCourse
28802880 La Quinta Dr., MissouriLa Quinta Dr., Missouri
City,TX.City,TX.7745977459

美南華文作協舉辦新書發表會美南華文作協舉辦新書發表會
姚嘉為姚嘉為 「「縱橫北美縱橫北美」」
姚鳳北姚鳳北 「「斑爛歐亞非斑爛歐亞非」」
石麗東石麗東 「「在美華人雙創故事在美華人雙創故事------

科技卷科技卷」」
1010--1919--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44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休士頓台灣商會秋季烤肉休士頓台灣商會秋季烤肉
1010--2020--20192019（（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22時時
Eldridge ParkEldridge Park

25112511 Eldridge Rd.,Sugar Land,Eldridge Rd.,Sugar Land,
TX.TX.7747877478

國慶客家風情國慶客家風情
1010--1818（（Fri)Fri)至至1010--2727--20192019(Sun)(Sun)
上午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國慶客家風情剪綵典禮國慶客家風情剪綵典禮
休士頓客家會李元平主辦休士頓客家會李元平主辦
1010--2020--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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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餐會國慶餐會
國慶籌備會主辦國慶籌備會主辦
1010--2727--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66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1010時時
Marriott Houston WestchaseMarriott Houston Westchase
HotelHotel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親愛的 CAPA 會員和朋友們: 美
國華人石油協會（CAPA）誠摯邀請
您參加於 2019 年 10 月 11 日舉行的
石油技術研討會。今年的會議將集中
討論“能源的未來：趨勢，影響和順
勢而為”這一主題。美國華人化學學
會西南分會（SWCACS）將與 CAPA
共同組織下游會議。勘探地球物理學
家協會（SEG）將贊助學生論文競賽
。感謝馬拉松石油公司的持續和慷慨
支持提供, 研討會場地將於馬拉松會
議中心,5555 San Felipe, Houston TX
77056。

隨著全球能源市場的發展，石油
和天然氣行業正面臨不同以往的挑戰
和機遇。業內需要滿足不斷增長的能
源需求，同時減少碳排放。隨著生物
燃料，太陽能，地熱和風能等替代能
源的穩定和不斷增加的供應，常規和
非常規資源的傳統產業已經直面了這
些影響。借力於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
，轉型數字化也提供了更高效的流程
和新的業務戰略。因此，業內的一個
主要問題是如何適應或改進自己去接
受替代能源和新技術。這種不斷變化
的能源格局也為具有開放思想和積極
的態度以及擁有合適技能的個人提供
了在新時代茁壯成長的絕佳機會。

研討會計劃大綱
(1) 主題演講（上午），由業界和學術
界的前輩發表主題演講：
• Santhosh Shankar, Long Range
Research Platform Scientist, Shell,
Solar fuel program
• Ahmad Farooqi, Senior Principal,
Accentu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Hon Chung Lau, Professor, Na-
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P
career development

• Ryan Apps, Practice Director,
GHD Digital, Mega trends in oil &
gas
• Tecle Rufael, Principal Scientist
and GHG Program Manager, Chev-
ron,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2) 同時進行的分塊技術會議(下午)
• Green Energy
• Ahmad Haidari, Global Industry
Director, ANSYS, Inc.,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keynote)
• Vance Nobe, CEO, Akari Energy,
Solar power (keynote)
• Ming-Chih Shih, Sin-Tian Ciou,
and Ying-Jen Chou, America
Greenland Environmental Co.,
Geothermal electric power
• Eric Chang, MTC Engineering,
Inc., Offshore wind development
• Tylor Nokleby, Lisa Meng, Jaden
Wu, and Markus Isaacson, Awty In-
ternational High School, Powering
offshore platforms with wave ener-
gy (best digital award at 2019 OTC
Energy Challenge)
• Upstream
• Liang Jin, BrightGold Consulting
LLC, Liquid CO2 fracturing
• Jerome Zhang, Baker Hughes,
Formation characterization using
neutron correction
• Mu Liu, Independent consultant,
Guyana oil discovery
• Xu Huang, Peng Yuan, and Hao
Zhang, Baker Hughes, Proppant
erosion modeling
• John Geng, Oxy, Senior manage-
ment worry index

• Cheng Zhen, Sathish Sankaran,
Vincent LeMoine, Jeremy Graybill,
and Didi-Ooi Sher Mey, Anadarko
Petroleum, Machine learning for un-
conventional production forecasting
• Leizheng Wang and Wei Yu, Uni-
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Lean gas
huff and puff process in Eagle Ford
Shale
• Chuen-Song Chen, Yu Zeng, and
Shengyuan Zhang, Data science
consultants, Seismic image inter-
pretation using deep Learning con-
volutional neutral networks
• Downstream (jointly with CACS)
• Sophie Jia, Chevron Phillips
Chemical Company, WEEL Commit-
tee and OEL setting process
• Zhe Sun and Vemuri Balakotaiah,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to-
thermal operation of catalytic oxida-
tive coupling of methane in
packed-bed reactors
• Qiang Xu, Lamar University,
Multi-scale Dynamic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for Industrial
Emission Control
• Qi Zhang, GHD, Ozone nonat-
tainment area
• Skill Development Panel Discus-
sion
• Sunny Zhang, President, Z LAB
Global
• Alec Walker, CEO, DelfinSia
• Dr. Tai-Chang Shih, former CA-
PA President
• Mei Hamilton, Consultant, Mei
Hamilton Coaching LLC
• Student Paper Contest

• Xiaona Cui, Texas
A&M University, Effects
of confinement on com-
positional simulation in
shale reservoirs
• Ying-Hua Fu, Texas
A&M University, Func-
tional alkane solvent sys-
tems
• Xiao Li, University of
Houston, Kinetic Monte
Carlo study of biomass
conversion over Titania
supported Ruthenium
catalyst
• Yi-An Lin, University
of Houston, SE Asia plate
tectonics and mantle flow
• Xingchun Wang, La-
mar University, Boil-off gas genera-
tion inside LNG road tankers under
heat leakage and vibration effects

• Jeremy Tsung-Jui Wu, Universi-
ty of Houston, Izanagi-Pacific ridge
subduction along the NE Asian mar-
gin
• Li Yu, Lamar University, A new
MILP model for scheduling of a
multi-product pipeline distribution
system
• Zhuqing Zhang, Rice University,
Evaluating the stability of model as-
phaltene-stabilized water-in-oil
emulsions in microfluidic devices
•所有學生論文都用英語演講。獎金
將在會議結束時頒發。勘探地球物理
學家協會（SEG）贊助今年的學生論
文競賽。

請在 CAPA 網站 (http://capaus.
org/event-3517031) 註冊。會員在線
註冊：40 美元，會員中待業者：
30 美元，非會員: 50 美元, 學生：15
美元;當天登記者額外加收 10 美元。
請盡快註冊。贊助商，會議主持人,特
邀發言人和學生論文評委可免除註冊
費。

由於預算有限，我們今年無法提
供所有的免費停車票，但是我們將會
提供免費停車票給十月四號前註冊的
會員與非會員。另外受邀演講者，會
議主持人，贊助商和評委可以獲得免
費停車票。如果您是學生並通過拼車
方式過來，請在登記處和我們聯繫。
我們可能會提供一些免費停車票。

最後也非常感謝我們的計劃委員
會，他們兢兢業業地組織了一個這樣
的業內交流平台。我們非常興奮，期
待著您能參加這次會議。

2019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石油技術研討會
日期: 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會 場: Marathon Oil Tower, 5555 San Felipe,
Houston TX 77056
主題: 未來能源產業的展望：趨勢、影響、與順
勢而為

Dr. Hon-Chung LauDr. Hon-Chung Lau（（左左））於於 1010 月月 1111 日上午日上午
1010 時時 2020 分主講分主講 「「Career Development EssentialsCareer Development Essentials
for E&P Professionalsfor E&P Professionals」」 榮獲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榮獲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會長戴柏青會長戴柏青（（右右））頒發感謝獎牌頒發感謝獎牌。（。（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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