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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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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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俄羅斯週三警告，敘利亞庫德人民保衛軍(YPG)必須遵守俄國-土耳其的協定，要在短時
間內從敘利亞東北部、土耳其接壤處整個邊境撤出，否則YPG將面臨與土耳其的進一步武裝衝突。

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與土耳其總統艾爾段（Tayyip Erdogan）達成協議，俄羅斯和敘利亞安全
部隊即將開始監督30公里的邊界情況，莫斯科警告必須離開這些地區
。YPG的全面撤離，將標誌著土耳其的勝利。艾爾段於10月9日下令，
發動跨界攻勢，要將庫德民兵趕出邊界，好為敘利亞難民的回歸創造
「安全區」 。

俄-土協議在突顯了普丁在敘利亞的主要影響力，敘利亞阿薩德政
府有俄國的幫助，阿薩德的部隊也成功的返回敘利亞東北部。

自川普總統本月初宣布，美軍將從敘利亞北部全面撤出以來，局勢
變化可謂眼花瞭亂，原本庫德人期望敘利亞能夠阻止土耳其的進攻，然
而土耳其與俄國達成協議，俄國又是支持敘利亞的主要力量。

庫德民兵指揮官尚未對該協議作出回應，目前尚不清楚他們如何強
制撤軍。

克里姆林宮發言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更直言不諱：如果庫
德軍不撤退，敘利亞邊防部隊和俄羅斯軍事警察將不得不撤退。他說：
「剩下的庫德部隊將直接面對土耳其軍隊的壓力。」

佩斯科夫也評論美國的做法，他說，美國一直是庫德武裝部隊最親
密的盟友，但美國現在卻背叛了他們....他們(美國人)似乎將庫德人留在
邊境，迫使他們與土耳其人開戰。

美國政界與軍界大多數不讚同川普的做法，包括共和黨美國議員，
也批川普撤軍的決定是對盟友的背叛。

土耳其全面勝利 俄警告庫德人速離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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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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以國家
主席習近平特使的身分訪日出席日皇德仁的即位
儀式，23日上午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迎
賓館會談，雙方除確認將加速安排習近平明年春
天訪日的行程，也談到北韓問題。

安倍告訴王岐山，日本希望早日解決有關北
韓綁架日人問題，並尋求中方的理解與支持。王
岐山去年5月25日出席第22屆聖彼得堡國際經
濟論壇時，曾與安倍進行暫短交談，這次則是兩
人正式會談。當時安倍提及北韓問題時表示，
「希望日中兩國在解決北韓核武器和彈道飛彈等
問題上加強合作」 ，王岐山表示理解與贊同。

兩人針對中日關係一致認為，應該相互合作
，讓自去年起經由中日領袖互訪等開始發展的中

日關係，以及明年春天習近平以國賓身分訪日之
行變得有意義。雙方還同意，兩國將更進一步在
經濟、實務合作等各領域上加強合作。安倍也強
調，將本著 「投資高品質基礎設施的G20原則」
落實到實際行動上。

安倍在會談中也提及有關日本產食品進口管
制問題；釣魚台列嶼等以東海為首的海洋、安全
保障問題；日人被扣留案件等，強烈要求中方積
極應對。

安倍還對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動等情勢表示
「相當憂慮」 ，呼籲相關人士通過自制與對話，

平和溝通解決問題，安倍強調，在 「一國兩制」
下，維持自由開放的香港之繁榮極為重要。

安倍會王岐山 盼解決北韓綁架日人問題

（綜合報導）一款外形奇特的新
型無人機18日現身西安航展，這款由
西安翔宇航空科技打造的亞音速隱形
無人機正在研發階段。而在這次航展
上亮相的，是1比2的縮小試驗模型
，用來進行初期的飛行驗證和試驗。

據中國大陸《兵工科技》雜誌報
導，從外形來看，這款新型隱形無人
機頭部呈菱形，酷似F-22和殲-20
等隱形戰機，而機身整體則採用了類
飛翼式的 「翼身融合體」 佈局，機體
非常寬大，同時兼具極佳的氣動性能
和隱形性能。

分析指出，最奇特的，莫過於它

的尾翼，與通常採用外傾雙垂尾的隱
形戰機，如F-22等不同，新型隱形
無人機採用了罕見的內傾雙垂尾。據
翔宇公司技術人員說，這主要是出自
機動性能考量。在設計之初，他們的
確考慮過採用穩妥，並常見的外傾雙
垂尾佈局，其中垂尾在一定條件下充
當平尾，提供俯仰機動控制能力。不
過，在吹風和試飛中發現，垂尾的作
用與機動性有所矛盾。為此，他們改
用了內側傾雙垂尾，以確保飛機的高
機動性。

而這款無人機外形設計會如此奇
特，根本原因在於它是專門應解放軍

防空作戰需求而研
製的靶機。所謂靶
機，主要是供空軍
、陸軍防空部隊的
防空高炮、飛彈部
隊進行防空作戰訓練。早期的靶機，
主要是模仿敵方實際空中目標的飛行
參數和雷達、紅外等特徵，只要像就
可以了。

不過，隨著解放軍對防空反導作
戰認識提高和技術水準進步，後來的
靶機變得日益複雜。從簡單的飛行，
到能模仿目標的高機動戰術動作，後
來又要求它具備目標應有的 「對抗能

力」 。換句話說，靶機不但要能飛，
還得要能投彈。為了有效模仿新一代
戰機，新靶機就必須 「既能隱形」 ，
「又能攜帶武器」 ，類比目標投彈功

能，讓防空部隊能進行 「針對敵方目
標」 的防空訓練。

所以新型隱形無人機不但採用類
飛翼式的隱形融合體隱形佈局，甚至
在機尾發動機噴口處，還採用了中方
少有的，類似F-22的二元進氣道隱

形技術。而為了具備 「對抗」 能力，
這類飛翼翼身融合體佈局機腹空間寬
大，有可打開的隱形內置彈倉，可掛
載80公斤彈藥。

分析認為，從這架隱形無人靶機
可以看出，解放軍的防空作戰，立足
於 「打隱形戰機」 ，瞄準了 「高對抗
條件」 。隨著靶機水準不斷提高，背
後則是防空作戰能力的質變。

仿美F-22 陸隱形無人機這樣用

（綜合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日前視察
金剛山旅遊區，強烈批評南韓在當地建造的飯
店和港口等服務設施 「破敗不堪」 ，下令拆除
重建。南韓韓聯社指出，金正恩藉此表達對南
韓聽命美國、不欲恢復讓國人前來旅遊感到失
望，也暗示他將對美韓採取更強硬的政策。

朝中社、《勞動新聞》等北韓媒體23日報
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視察荒廢逾10年的金剛
山旅遊區，包括高城港、文化會館、金剛山飯
店等南韓承建的服務設施之後表達強烈不滿，

下令拆除改建。
金剛山位在北韓東部沿海靠近兩韓軍事分

界線，是北韓第二代領導人金正日任內與南韓
的經濟合作計畫之一。北韓1998年開放南韓遊
客到金剛山旅遊，允許南韓企業投資興建度假
區。

金正恩直言，這些建築物 「完全沒有體現
我國民族性、亂七八糟，像是災區臨時草棚或
隔離病房，從建築美學上看太落後，而且疏於
管理，極為破爛」 。

金正恩表示，要與南韓
有關部門討論，把破舊設
施全部拆掉後，新建符合
當地自然景觀的 「朝鮮式
」 現代化服務設施。他說

， 「金剛山是用鮮血爭取得來的土地」 ，先前
拱手讓出旅遊勝地換取利益的政策犯下嚴重錯
誤。韓聯社指出，金正恩公開批評金剛山觀光
計畫決策，等於是批評其父親金正日，實屬罕
見。

針對金正恩指示拆除金剛山南韓興建的服
務設施，南韓統一部發言人李相旻23日表示，
倘若北韓提出拆除要求，南韓方面將從保護公
民財產、兩韓協議精神、重啟並活絡金剛山旅
遊計畫的角度出發來與北韓磋商。

2008年一名南韓遊客誤闖旅遊區附近的北
韓軍事禁區遭北韓軍人擊斃，南韓政府自此停
止遊客前往金剛山。2010年，北韓政府沒收金
剛山觀光地區的南韓資產，宣稱以此彌補南韓
單方面停止合作計畫之損失。當地旅遊設施至
今處於荒廢狀態。

《 平壤共同宣言》，內容包括合作重啟開
城工業園區和金剛山旅遊計畫。其後北韓多次
向南韓表示 「不要看美國的眼色」 ，要求無條
件重啟金剛山旅遊計畫。

韓聯社分析稱，金正恩宣布拆除南韓設施
，意味著對南韓把制裁當作理由，不欲推動金
剛山旅遊計畫的作法感到失望。他近期騎馬登
白頭山的照片，也預示著將對韓美採取強硬政
策。

金正恩不爽金剛山 兩韓降至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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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塔利班發言
人沙辛（Suhail Shaheen）表示
，下週將在中國大陸舉行新一
輪的阿富汗內部和平談判，對
象是喀爾爾的談判代表，時間
訂在10月28日至29日，不過
他沒有提到確切的地點，而且
談判的對象並非阿富汗總統加
尼的代表。

美聯社報導，這場談判將
是塔利班與喀布爾代表的首次
會晤，據美國之音的報導，阿
富汗政治家伊斯梅爾汗（Mo-
hammad Ismail Khan）將前往
中國大陸參與會談，包括他在
內約有25名阿富汗政界人士組
成的談判代表團，與塔利班的
15人團舉行對談，然而，這個
談判團似乎沒有阿富汗總統加

尼(Ashraf Ghani)的授權。
週一，美國國務院表示，

和平特使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開始與歐洲、北約就
結束阿富汗戰戰爭進行新一輪
談判，哈利勒扎德稍後將與俄
羅斯和中國代表會晤， 「討論
在看到阿富汗戰爭結束方面的
共同利益。」

在過去將近一年的時間裡
，哈利勒扎德（Hhalilzad）代
表了美國，與塔利班進行了多
場對話。然而並不成功，就在9
月阿富汗大選的最後階段，由
於塔利班試圖以炸彈攻擊壓低
投票率，恐攻事件更嚴重，甚
至炸死包括包括一名美國士兵
在內的十多人之後，川普憤而
宣布談判無效，並加大力度對

塔利班據點的攻擊。
雖然如此，川普仍希望減

少在阿富汗的駐軍事，美國國
防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
上週末首次對阿富汗訪問。他
對記者說，他相信美軍兵力可
以減少到8600人，而不影響反
恐作戰。

雖然加尼成功連任總統，
但是投票率相當低，而且有關
欺詐和腐敗的指控，也使他的
民調不高，因此加尼的執政正
當性受到質疑，塔利班故意忽
略他，不與他談判。加尼的發
言人塞迪奇（Sediq Sediqqi）
對沙欣宣布的新一輪談詊沒有
發表評論，僅表示，只有阿富
汗政府代表，才有可能實現
「可持續的和平」 。

塔利班選在中國大陸舉行阿富汗和談

（綜合報導）泰王 34 歲美女妃子詩妮娜（Sineenat
Wongvajirapakdi）一夕從寵妃變廢妃，外界關注她與王后蘇堤
達（Queen Suthida）的衝突、在宮中的失格行為以及個人身家
背景，不過不管媒體再怎麼報導，永遠只有當初王室官網提供的
那一小段，相當神秘。觀察家指出， 「民眾只會知道王室希望大
眾知道的訊息」 ，似乎暗示了泰國王室的影響力，唯有王室才能
掌控詩妮娜所有資訊。

詩妮娜7月底風光封妃，不到3個月，21日就被以對泰王瓦
吉拉隆功（King Vajiralongkorn）不忠為由廢除軍銜與妃子頭銜
，王室官網上有關她的個人簡歷以及逾60張個人照、與泰王的
放閃照一夜之間被刪除，各國媒體大肆報導，重新爬梳詩妮娜個
人資料，以及她先前所獲得的榮耀。

不過不管再怎麼整理，介紹內容永遠只有當初王宮官網提供
的一小段，說明她出生於1985年，是泰北難府（Nan）人，起
初是一名護士，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詩妮娜在與泰王發
展關係後，她的生活才逐漸融入泰國皇家軍隊及安全機構。詩妮
娜在2008年畢業於陸軍護理學校，她後來擔任過保鑣、飛行員
、傘兵，並加入皇家衛隊，今年稍早，她甚至被任命為少將。日
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副教授帕維（Pavin Chachavalpong-
pun）分析， 「關於她的過去，大眾只能知道王室希望外界知道
的訊息。」

泰國王室周一發布由泰王瓦吉拉隆功署名的公報，指控詩妮
娜 「充滿野心」 、 「用盡各種辦法施壓、阻撓」 蘇堤達登上后位

，封妃后又 「心生憤恨、不知感
恩」 ，試圖與王后平起平坐，
「借國王之名狐假虎威為己牟利

」 ，違抗國王王后， 「對國王不
忠」 ， 「行為失格」 。措辭相當
嚴厲，但實際上宮內發生什麼事
並不為人所知，美國康乃爾大學
歷史和泰國研究教授洛斯（Ta-
mara Loos）指出，整起事件的
透明度是關鍵，她說，在任何類
似情況下，都可以發現幕後有一
股勢力，詩妮娜可能捲入這股勢
力之中，而且對方對她不太友善
，暗指泰國王宮中有派系問題。
帕維則認為，嚴厲的措辭是要合
理化泰王對她的懲罰。

此外，詩妮娜被撤銷軍銜、
頭銜，令人憶起過去那個女性不
能直接參與政治、展現權力的年
代，所以公報中才會使用 「充滿
野心」 來形容她。洛斯認為，公報內容宣示的意義與她先前稱
「現代絕對君主制正在泰國崛起」 的說法是一致的。詩妮娜後續
下場如何？帕維坦言毫無頭緒，他說後續程序也不可能公開透明

，就像王宮管控她的身家背景資訊，她的未來同樣掌控在王宮手
中。

（綜合報導）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包括治
療心臟病在內藥物，在特定時間服用效果可能
會更佳。歐洲心臟期刊刊登的最新大型研究顯
示，降血壓藥物睡前服用，可以提供更多保護
，避免心臟病發作和中風。專家認為人體的
「生理時鐘」 ，或一天24小時的自然節奏，
改變了人體對藥物的反應。

這項迄今最大規模的研究，針對服用高血
壓藥物的1萬9000多名病患進行試驗。根據
西班牙的研究，病患被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於
早上起床後服用高血壓藥物，另外一組則在晚
上睡前吃藥，並觀察這兩組病患至少5年後的
情況。結果發現，睡前服藥的病患死於或罹患
心臟病、中風或心臟衰竭的風險近乎減半。

專家表示，晚上休息和入睡，血壓通常會
降低。這時候血壓如果未降，居高不下，發生

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會增加。
研究人員表示，高血壓病患睡前服藥有助

控制夜間血壓。
研究發現，睡前服藥病人，無論是白天或

夜間血壓平均都大幅降低。和早上起床後服藥
的病人相比，晚間服藥，血壓下降更多。

這項研究顯示，和早上起床吃血壓藥物的
病患相比，固定在晚上睡前吃藥的病患，血壓
控制情況比較好。更重要的是，死亡或罹患心
臟病和血管疾病的風險大幅降低。對於不同的
族裔仍有必要進行更多研究，以確定這項發現
能否適用於服用不同品牌血壓藥物的病患。

不過如果你目前正在服用血壓藥物。記得
在改變吃藥時間前，先諮詢醫師或藥劑師，或
許醫師開給你早上或晚上服用藥物是有特定原
因。

降血壓藥這時候吃比較有效
護士一躍變少將 泰廢妃神秘背景僅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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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生計難度大
澳大利亞送餐員與家人團聚時間少

綜合報導 壹項由5.4萬名澳大利亞人參與的全澳調查近日指出，

80%的受訪者認為澳大利亞存在失業問題，近半數受訪者難以平衡工作

與生活。

據稱，部分澳大利亞人選擇從事送餐員的工作增加收入，但這壹工

作維持生計艱難，並犧牲了與家人團聚的時間。

數據顯示，四分之壹受訪者擔心自己可能在未來12個月內失業。其中，

那些來自多元文化社區的人，例如新移民，他們最擔心工作保障問題。

此外，近壹半受訪者認為，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對他們來說是個問題

，在參加工作的受訪者中，59%稱，如果工作量減少，他們會感到更快

樂。與其他員工相比，來自多元文化社區的員工更可能增加工作量，他

們難以平衡工作與生活、缺乏工作保障和就業機會。

據報道，自從佩德羅(化名)和妻子克勞迪亞(化名)持學生簽證移民到

澳大利亞後，他們努力學習英語並提高工作技能。

壹年前，佩德羅曾在厄瓜多爾公共機構擔任分析師，收入頗豐，他

希望能在澳大利亞找到類似的職位。數月以來，佩德羅壹直在提交工作

申請，卻從未接到過回電，之後，佩德羅意識到，在悉尼大街上送餐是

壹個更現實的選擇。現在，佩德羅每周工作七天，騎著電動車送餐。

雖然佩德羅正在轉向零工經濟維持生計，但他的收入是無法預測的

。此外，持有學生簽證來澳大利亞，意味著他們的工作時間受限。

對此，佩德羅說，“我沒有意識到在澳大利亞的工作機會那麽有限

，我持有學生簽證，每周只能工作20小時以內，周薪為600澳元至900

澳元。”據稱，佩德羅2019年的送餐次數達到近3000次，但他晚上不規

律的工作時間也給他的婚姻帶來了壓力。

對此，克勞迪亞稱：“有時佩德羅22時才回家，我工作了壹整天，

我也感到疲累。”

巴西擬提供簽證便利
冀每年吸引60萬中國遊客客

綜合報導 第八屆世界旅遊經濟論壇

14日在澳門開幕，阿根廷和巴西是本屆

論壇的合作國家。巴西旅遊部部長馬塞

洛•阿爾瓦羅•安東尼奧15日和旅遊行

業投資者會面，討論如何讓來到巴西的

中國遊客成指數級增長。如今巴西每年

接待的中國遊客約為6.5萬，目標是在未

來幾年達到60萬。

據報道，為了達到這壹目標，會議

上指出要向中國遊客提供簽證便利，並

改善巴西在接待外國遊客方面的能力，

比如改善互聯網設施和交通連接問題。

此外，提升巴西旅遊安全、改善基礎設

施、增加遊客進入自然公園旅遊的機會

等，也被視為增加外國遊客數量的關鍵

點。

在會議上，企業家們強調了宣傳多

種旅遊類型的重要性，比如生態旅遊、

商業旅遊、保健旅遊、宗教旅遊、體育

旅遊等。“巴西擁有多樣性，可以接待

全球不同類型的遊客，我們

需要與服務業壹起開展旅遊

相關行動。”巴西國家服務

業聯合會(CNS)主席路易吉•

內塞說。

巴西旅遊部長還在會議上強調了

過去幾個月來巴西在免簽措施方面取

得的進展。他表示，在對美國、加拿

大、日本、澳大利亞遊客免簽的壹個

月後，遊客數量就出現了增加，僅加

拿大和美國遊客數量就增長了約 27%

和25%。

14日，安東尼奧在論壇開幕式上發

言，會後還出席了新聞發布會。他提到

，巴西政府將設立壹個委員會，由旅遊

部和外交部人員參與，推進向中國遊客

發放電子簽證的進程。他還稱政府正在

研究其他可能性來吸引中國遊客，比如

讓持有歐盟、美國或阿根廷簽證的中國

遊客免簽進入巴西。

此外，巴西旅遊部長稱短期內的另

壹個項目是在中國開設更多巴西簽證中

心，打算由目前的 2個增加至 12個。

“我在這裏是為了進壹步發展和中國的

關系，中國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

安東尼奧說，“我們擁有很多中國遊客

感興趣的目的地，比如潘塔納爾濕地和

伊瓜蘇瀑布，我們也提供了大量的商務

旅遊機會。”

據悉，來到巴西的中國遊客更多

是商務旅遊和生態旅遊。根據巴西旅

遊部的數據，中國遊客每天在巴西的

花費約為65美元，最愛遊覽的目的地

包括聖保羅、裏約熱內盧、伊瓜蘇和

瑪瑙斯等。

意大利前9個月逾50萬人駕車超速
違章罰款增三成

綜合報導 意大利交通管理部門日前透露，2019年前9個月，違章駕

駛案例較2018年大幅度增加，其中超速行駛逾50萬人次，創造了歷史新

高。違章罰款較2018年同期增加了三成。

據報道，截止到9月，意大利違章超速行駛共計525497人次，增幅

為32.3%，排在交通違章案例之首；其次是未系安全帶違章為82840人次

，同比增幅為10.1%；排第三位交通違章則是駕車使用手機未戴耳機，

違章案例為40232人次，同比增幅為16.5%。

意大利交管部門表示，超速違章案例的增多，原因在於高速路及公

路測速設備的增多，較上壹年度設備增加了14.7%。除了汽車之外，騎

摩托車未按規定佩戴頭盔違章現象也在日益增加，較上壹年度增長了

30%。

統計數據顯示，從2019年1月至9月，交管部門累計扣除駕照分數

共計235萬分，較2018年增加了32.2%。與此同時，共有32770名駕駛員

因嚴重違章被吊銷駕照。另外，2019年酒駕和毒駕交通違章案例有所下

降，同比減少了2.5%和0.4%。

統計報告指出，2019年前9個月，意大利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為1245

人，較2018年同比下降了2.3%。事故受傷人數為36549人，同比減少了

1.1%；在死亡事故中，其中194人年齡在30歲以下。

身長逾4米體重超15公斤
泰國住宅區現眼鏡王蛇！

綜合報導 日前，泰國消防

人員接到報告稱，泰國南部的壹

處住宅區內出現了壹條身長超過

4米的眼鏡王蛇。動物救援人員

與它纏鬥約1小時，才順利將它

抓住並放歸大自然。

據報道，泰國南部消防人員

指出，他們接獲有關發現壹條眼

睛蛇王躲藏在下水道的投報後趕

往現場。消防人員先是聯手將這

條毒蛇趕入鄰近的排水管道，然

後耗時約1小時才將其擒住。

由7人組成的“擒蛇團隊”

表示，該蛇長度超過4米，重達

15公斤，是他們遇過的第3長的

蛇。目前，消防人員已將這條蛇

放歸森林，讓它回歸大自然。

泰國爬蟲類多樣，蛇類繁多

，甚至在首都曼谷，消防員也得

為當地居民抓蛇。不過，當局並

不急著減少蛇類數量，因為它們

以獵捕鼠類為食，有助抑制鼠類

數量。

據悉，眼鏡王蛇是世界上體

型最長毒蛇，多以其他蛇類為食

，主要棲息在熱帶雨林中。

土敘停火數日效果如何？
炮火未斷 互相指責破壞協議

土耳其日前就在敘利亞北部暫停軍

事行動5天壹事和美國達成協議，這份

對庫爾德武裝的停火協議22日將到期，

停火協議執行結果如何？連日來，土耳

其和庫爾德武裝互相指責對方破壞協議

，停火協議“脆弱不堪”。土耳其總統

更是警告庫爾德武裝，如果不能在22日

午夜前撤離敘北安全區，土耳其軍必會

“粉碎”他們。

臨時停火5天
土耳其請美對庫爾德武裝施壓
埃爾多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美國

副總統彭斯會談時達成協議，同意在敘利

亞東北部停火五天，讓庫爾德武裝撤離安

卡拉試圖在敘利亞建立的“安全區”。

土耳其國防部指出，庫爾德武裝已

開始根據停火協議，撤離敘利亞東北部

的邊境重鎮拉斯艾因。

土耳其國防部20日發表聲明說，庫

爾德武裝要撤離當地“絕對沒有任何阻

礙”，並指當局正與美軍協調該地區的

撤離行動。土耳其的聲明還附上車隊撤

離現場的照片。

土耳其總統府發言人依布拉欣卡林指

出，安卡拉已促請美國運用影響力，確保

庫爾德武裝有序地撤出敘北安全區。

互相指責破壞協議
停火協議太脆弱？
這份停火協議自達成後就被視為是壹

份“脆弱”的協議，因為土耳其和庫爾德

武裝對於協議涉及的範圍各持己見。

庫爾德武裝指有關範圍只限於拉斯

艾因和泰勒艾蔔耶德這兩座城市之間，

長達120公裏的邊境地區，但土方劃定

並要庫爾德武裝撤離的安全區長達444

公裏，縱深約32公裏。

而且，停火協議達成後隔日，庫爾

德武裝就指責土軍炮擊拉斯艾因的平民

區，違反了停火協議，但土方否認。

庫爾德武裝主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

指揮官馬茲魯姆還說，土軍多番阻擾他

的部隊撤退，並試圖把停火協議面臨破

裂歸咎於庫爾德武裝。

而土耳其國防部20日又發聲明指出，庫

爾德人民保衛軍在泰勒艾蔔耶德(Tel Aby-

ad)用反坦克和輕武器襲擊了土耳其士兵，

而土方出於自衛，做出了立即反應。

聲明還稱，盡管有停火協議，但“庫

爾德人民保衛軍和庫爾德工人黨‘恐怖分

子’仍20次違反規定或騷擾(土軍)”。

停火協議將到期
土耳其擬和俄總統協商
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的軍事行動，

引發外界關註。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德

米特裏∙佩斯科夫表示，土耳其在敘利

亞東北部的行動令人極其擔憂，其可能

損害政治調解進程。

佩斯科夫說：“敘利亞東北部局勢

的發展令所有人都極其擔憂，那裏正在

發生的事件可能損害政治調解。”

此前獲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

俄羅斯總統普京商定在索契舉行會晤。

而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也透

露，埃爾多安會在22日停火協議到期當

天，前往俄羅斯索契與俄總統普京緊急

商議，庫爾德武裝從敘北部靠近土耳其

邊境的城市曼比季(Manbij)和科巴尼(Ko-

bani)撤離的問題。

恰武什奧盧強調，當停火120小時

的協議到時限後，土方不希望看到還有

任何庫爾德人民保衛軍在安全區內。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周末再次警告

，庫爾德武裝如果不依照協議，在22日

午夜前撤離敘北安全區，土耳其軍必會

“粉碎”他們。



AA55聚焦美國
星期四       2019年10月24日       Thursday, October 24, 2019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綜合報導）華府政壇 「通烏門」 持續延
燒，美駐烏克蘭最高外交官員22日作證，他
自稱被 「非正規管道」 告知，川普會扣住對烏
3.91億美元的軍援，直到基輔當局公開宣布展
開有利於川普連任機會的多項調查，包括針對
前副總統拜登的調查，若屬實恐讓川普離遭彈
劾更近一步。同日，面對彈劾調查，川普首次
將其視為歷史上對黑奴的 「私刑」 ，再遭撻伐
。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取得的開場陳
述文本，美駐烏克蘭最高外交官員泰勒（Bill
Taylor）證明了先前 「吹哨者」 許多對川普的
指控，並從其證詞可知，關於烏克蘭想要的一
切，如川普與烏國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之間的一對一會談，還是數億美元
的安全援助，都仰賴於基輔當局對外宣布對前
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一的拜登（Joe
Biden）次子韓特（Hunter）在烏克蘭任職的
天然氣公司Burisma展開調查。

法新社報導，泰勒9月傳簡訊給美駐歐盟
大使桑德蘭（Gordon Sondland）時說： 「我

們現在難道要說安全援助和白宮會面的條件是
（烏克蘭展開）調查嗎？」 稍後他更向桑德蘭
更明白表達他的保留態度， 「為獲得政治競選
活動方面的協助而扣住安全援助，依我之見實
在太瘋狂」 。他的證詞也指出，他備受來自
「不尋常的」 非正式管道的壓力，包括川普私
人律師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

不過，桑德蘭對於泰勒證詞 「 『川澤會』
取決於烏方是否公開宣布展開調查」 一說是錯
誤的。泰勒在證詞中表示，桑德蘭告訴他，
「所有的一切」 都取決於烏國是否做出這類聲
明，包括安全援助。

此外，川普承認要求烏克蘭調查，形容案
子與拜登貪腐有關，但他否認把軍援與調查掛
勾，並藉此對烏克蘭施加高壓手段。對於民主
黨掌控的眾議院發動彈劾調查，川普除了先前
將其貼上 「政變」 、 「騙局」 、 「獵巫」 等標
籤外，如今更聲稱自己是 「私刑」 （lynching
）受害者，在推特上稱 「所有共和黨人都必須
牢記他們今天見證的這場私刑」 。

川普不妙！調查拜登換軍援 美駐烏大使全認了

（綜合報導）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
（AFRL）已開發出一種新合金鋼，名為
「USAF-96」 ，它的強度比市售鋼鐵要強上

50％，可用於炸彈、飛機和戰車裝甲，以及其
他軍事和商業用途。

防衛世界(Defense World)報導，這種高
強度合金鋼是亞伯拉罕博士(Dr. Rachel Ann
Abrahams)所開發，她在 10 月 22 日發布了
USAF-96合金鋼的專利，經過測試，合金的
極限抗拉強度為245 KSI(1689百萬帕)， 斷裂
伸長率為13％，既堅固又強韌。

而且這種合金鋼，即使在厚度達4英寸
(10公分)的情況下，也能在-40°C時表現出
韌性，使其非常適用於從汽車零部件、橋樑結

構，或是M1戰車的裝甲等一系列應用。
發明者表示，通常強韌的合金，需要添加

昂貴的鎢、鈷和鎳。但是，USAF-96並沒有
使用鈷以及鎢，因此它的原料成本是比較低的
，至於實際的成分，屬於商業機密。

更優秀的是，USAF-96 合金鋼也可以製
成粉末化，然後利用雷射3D列印來塑型，而
且強度不變，使得它的應用範圍可以更大，也
符合未來的軍事後勤體系。

美軍正在研發一種不含火藥，只憑衝擊力
的鋼芯炸彈，只會砸毀特定地區，而不波及到
週圍，這種新的合金鋼，顯然是鋼芯炸彈研發
計畫的重點。

美軍開發新合金 強度比鋼鐵高出50％
（綜合報導）以鷹派形象聞名的美白宮貿易

顧問納瓦羅日前遭踢爆其大量著作引用 「假學者
」 抹黑大陸，甚至自稱這只是為了增加娛樂效果
；對此，大陸外交部對此表示 「震驚」 ，不僅嗆
美國抹黑大陸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做人
要有底線」 ，並表示華為到一帶一路，甚至對介
入美國大選指控，美方仍在編造謊言。

日前據外電引述專門報導美國學術界的媒體
《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報導，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Peter Navarro）遭澳洲國立大學的日本史榮譽
教授莫里斯-鈴木（Tessa Morris-Suzuki）踢爆
，其著作中大量的反陸見解，多為來自一名 「朗
．瓦拉」 的學者替其背書，而 「朗．瓦拉」 只是
納瓦羅名字的重新組合。對此，納瓦羅承認這這
名學者只是他的筆名，除了堅稱這只是為了增加
娛樂效果，並表示很高興過了這麼多年終於有人
發現這一點。

據陸官媒《人民網》22日報導，大陸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表示，這個消息不僅令國際社會感
到譁然和震驚，也顯示美國內個人出於一己之私

或為了政治圖謀，對大陸打壓抹黑，已經到了無
所不用其極、甚至沒有任何底線，編造並兜售謊
言，甚至以謊言為依據來制定政策，不僅荒謬而
且極其危險。

華春瑩接者說，美方的確有人曾經承認，
「我們撒謊、欺騙、偷竊，這是美國不斷探索前

進的榮耀」 ，也見過美方通過編造謊言，在伊拉
克、敘利亞等地挑起戰火，現在又如新疆、香港
、或是華為5G、一帶一路政策，甚至所謂干預美
國大選等問題上，美方編造的謊言仍在繼續，而
「做人要有底線，行事要有規矩」 ，希望美方一

些人盡快回歸理性。
華春瑩指出美國有人承認透過撒謊欺騙榮耀

美國，應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他曾在今年4月15日在德州農工大學一場公開
演說中表示： 「西點軍校的學員格言是什麼來?
？ 『絕不撒謊、欺騙、偷竊』 ，但在擔任CIA的
局長時，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我們
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這些提醒我們美國
是如何造就今日榮耀。」

美鷹派顧問用假學者抹黑 反讓陸在這 「撿到槍」

（綜合報導）印尼國家運輸安全
委員會（NTSC）今天在最終調查報
告簡報中，告訴獅子航空（Lion Air）
空難的死者家屬，機械及設計問題導
致意外發生。印尼媒體報導，報告最
快會在25日釋出。

一架獅航波音（Boeing） 737
MAX去年10月從雅加達起飛不久，
隨即在爪哇海墜機，造成189名乘客
及機組人員全數喪命。幾個月後，衣
索比亞航空公司（Ethiopian Airlines
）波音737 MAX也墜毀，導致機上
157人罹難，也讓這款機型在全球遭
禁飛。

兩起事故初步調查皆顯示，自動
飛行操作系統 「操控特性增益系統」

（MCAS）讓機師無法控制飛機。關
於印尼空難的初步調查，還將矛頭指
向廉價航空獅航的安全文化。

報告幻燈片顯示，造成波音新機
型墜毀的原因包括，對防失速裝置
MCAS系統運作和機師反應的錯誤假
設。

根據幻燈片，對單一攻角感測器
的仰賴讓MCAS系統更加脆弱，而墜
毀飛機的感測器在先前維修過程中就
沒有校正好。另外，缺乏墜機情況下
系統如何運作的說明書，包括啟動對
機師提出失速警告的 「自動震桿器」
也是肇事原因。

簡報內容也提到，機組人員在飛
機手動控制及通訊方面，也面臨多項

干擾和 「不足
」 。

波音發言
人拒絕對簡報
置 評 ， 表 示
「因為當局尚
未正式發布報
告，現在進行回應對我們來說為時過
早」 。印尼媒體報導，最終調查報告
最快會於25日釋出。

在空難中失去丈夫的伊卡（Eka
Sulistiawati）在前往參加會議前表示
： 「我們要聽聽（監管單位）要對報
告內容說什麼，希望這會讓案情更明
朗。」

波音昨天撤換商用飛機部門總裁

兼執行長麥克亞力斯特，這是波音因
737 MAX型客機停飛而深陷危機7個
月以來，最重大的高層人事異動。兩
次墜機已使這家美國航空巨擘付出數
十億美元計的代價，並引發各界呼籲
改革企業文化，並解決透明度的問題
。

一名原告的律師先前表示，波音
目前跟11位事故罹難者家屬和解。官

司纏身的波音今年稍早也表示，將提
供1億美元支援737 Max空難受害家
屬和社區。

國際監管機構發布報告表示，美
國聯邦航空總署（FAA）缺乏人力和
專業知識，因此無法在認證飛機時，
對MCAS進行全面評估。

印尼證實波音737MAX設計缺陷 導致獅航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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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奧委會主席：東京奧運馬拉松將改在劄幌舉行

綜合報導 關於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

馬拉松和競走比賽舉辦地，國際奧委會

(IOC)主席巴赫17日在多哈稱，“IOC理事

會和東京奧組委決定了轉至劄幌市”，表

示雙方已就在劄幌舉行達成共識。奧組委

主席森喜朗也表態將予以同意。

據報道，在多哈舉行的國家和地區奧

委會協會(ANOC)全體會議上，巴赫面對

約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指出：“(在劄

幌舉行)更加涼爽，能夠保護選手的健康

。這是巨大且重要的壹步。”

森喜朗在東京向媒體表示：“從防暑

措施的壹環來看，不得不這樣做。奧組委

接納(該方案)是理所當然的。”

此前，在中東多哈舉行

的田徑世錦賽上，因高溫影響

，馬拉松和競走比賽接連出現

棄權者，這也成為此次更改舉

行地點的決定性因素。

據報道，東京奧運男子馬

拉松比賽將於2020年8月9日

舉行，參考2019年氣象數據，

在賽事進入終盤的上午8點，

東京的氣溫為30.5度，而劄幌

則為22.7度。

10月30日起，IOC和東

京奧組委將舉行為期3天的

IOC協調委員會會議，屆時將磋商細節。如

何說服原定比賽地東京，或成焦點。東京都

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在該會議上“將從軟

硬件兩方面思考，何種方式才是最佳”。

劄幌市市長秋元克廣表示歡迎，稱

“感到榮幸”，同時也有意就費用和日程

問題與奧組委展開磋商。

IOC協調委員會主席科茨16日在多哈

就劄幌辦賽方案展現自信，稱“國際田徑

聯合會將抓緊研究路線計劃並執行”。森

喜朗17日透露，巴赫考慮以劄幌巨蛋體育

館為起點和終點。

奧運相橋本聖子在橫濱市接受采訪時

稱：“將朝著定下來的方向，為成功而竭

盡全力。”體育廳長官鈴木大地也表示：

“以選手和觀眾的健康及安全為第壹進行

運營很好。”

報道稱，雖然IOC與劄幌市以及奧運

主辦城市東京都的協調工作尚未完成，但

劄幌辦賽幾成定局。

專家：菲印馬三國人愛吃快餐
大量兒童營養不良

綜合報導 專家表示，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人，愛吃沒有營

養的廉價現代食品。如方便面，大大影響了健康，導致許多兒童體重過輕

或過重。

據報道，多年來，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經濟蓬勃發展，生活水平

不斷提高，但許多在職父母沒有時間、金錢或意識去確保孩子少吃沒有營

養的速食。

近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的報告指出，菲印馬三國平均有40%年

齡在5歲及以下的兒童營養不良，這高於全球三分之壹的平均水平。

印尼公共衛生專家塔布拉尼說：“許多父母認為，填飽肚子最重要。

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應該讓孩子攝取足夠的蛋白質、鈣或纖維。”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亞洲營養專家慕敦加表示，現有的趨勢主要是父母

貪圖方便省錢造成的。

她說：“方便面真的很方便和便宜，極易取代那些營養較均衡的傳統

餐。”

她指出，在馬尼拉的貧民窟，壹包方便面售價僅0.23美元，不但蛋白

質含量不足，且脂肪和鹽份含量高。

根據數據，印尼是全球方便面第二大消費國。專家認為，方便面成為

許多亞洲人主食的壹大原因是貧困。

大馬公衛生專家賈亞巴蘭表示，馬來西亞許多低收入家庭主要依靠方

便面、紅薯和大豆制品為主食。此外，那些父母都須要外出工作的家庭，

也非常依賴快餐。

韓國副總理：韓日正私下接觸 需在年內結束矛盾
綜合報導 近日，韓國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

長洪楠基，在美國紐約舉行韓國經濟投資說明

會。關於日本的經濟報復，他表示，雙方正進

行私下接觸，無論如何需在年內結束韓日矛盾。

據報道，在紐約與韓國駐地記者舉行座談

會時，洪楠基談到日本的出口限制給韓國企業

造成的損失，表示，“現在還沒有企業申報在

零部件與材料進貨方面存在困難，不過因為存

在不確定性，企業們都很難熬。”

他表示，“不管用什麼方法，必須在今年

內結束韓日矛盾”，“除了世貿組織起訴協

商之外，雙邊還在通過其他多個渠道進行

接觸。”

洪楠基說：“總理李洛淵出席日本天皇的

即位儀式(10月22日)，可以成為壹個很好的轉

折點。雖然現在還無法預測，但此舉為李洛淵

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創造了見面機會，本身就

是壹個進步。”

他表示，在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年

度大會上，韓國也不打算與日本尖銳對立。

他說：“我們不會正式點名日本，也不會在出

口限制措施上與日本以牙還牙。但不能破壞國

際價值鏈(供應網)，國際價值鏈(供應網)是這次

大會將提到的主題之壹。”

對於通貨緊縮的可能性，他表示，“政府

也在對通貨緊縮的可能性保持警惕，物價下降

只是壹時的現象，現在還沒進入通貨緊縮狀

態，也沒到擔心通貨緊縮的時候。 ”

“韓國經濟擁有堅實的對外健全性、穩固

的財政基礎和平衡的產業機構等三大緩沖籌

碼，有著強大的復原力。”洪楠基稱，“目前

政府正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景氣，並下調

了利率。”

他還表示，雖然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加

大，韓國經濟在“30~50俱樂部(指人均國民收

入超過3萬美元，人口超過5000萬人的國家)”

中依然保持著高水平的經濟增長率，財政和對

外健全性也優於其他發達國家。不過，他指出

，家庭負債和韓日貿易矛盾仍是韓國經濟的風

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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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賦中華文明新活力

穿越五千年 良渚先民伴我遊
VR沉浸式體驗 觀眾身臨其境體驗古城生活

走進國家文物局“互聯網+中華文
明”——良渚文明主題展區，排了

長達半小時的隊，才輪到香港文匯報記
者來體驗，足以見得展區對人們的吸引
力。踏上走步機，抬起雙手，五千年前
的良渚古城就出現在一塊5米×2米的巨
型屏幕上，轉動雙手，則可以切換場
景，隨着腳下的走步機運轉，香港文匯
報記者也跟着暢遊在河流、稻田、宮殿
中……

耕作造屋作坊眼前流動
隨着走路速度的快慢，竹筏的速度

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只見香港文匯報
記者的虛擬影像也在屏幕中順河流而
下，兩岸水草茂盛，先民們或躬耕勞
作，或築造房屋，或在作坊做手工。除
了身臨其境的實景感受，這一套系統還
具備知識普及功能，用手勢選擇屏幕上
出現的文物、建築，詳細的文字介紹便
會悉數跳出。

在排隊時，香港文匯報記者還遇到
了一位帶着小朋友來體驗的媽媽，她
說，這已經是孩子排的第三趟隊伍了。
由於每位體驗者的時間有限，小朋友來
不及“解鎖”所有的場景，所以遵守秩
序又走到隊尾重新排起隊來。“我們是
特意從杭州趕過來的，這孩子從小就對
考古有興趣，良渚古城的現場我們都去
過好幾回了，所以這次能身臨其境地感
受古城遺蹟，他覺得很興奮，像回家一
樣。”

5場景復原古時地貌生活文化
“這是一套沉浸式體驗裝置，運用

了體感交互、AR等最新技術。”策展團
隊成員、浙江大學信息技術中心高級工
程師王勇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互動
體驗由觀眾前方的動作捕捉攝像頭、後
方的圖像採集攝像頭和地面的走步機來
協同實現，可以現場體驗10個場景。
“其中，5個場景復原了當年的地貌和生

活場景，另有5個場景以博物館形式展現
良渚文化。”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
功，中華 5,000 多年文明獲得世界認
可。在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良渚古
城歷經滄桑變化，早已物是人非。如今
當人們站在遺址上，已經很難辨識出原
先城市的樣貌。“我們嚴格按照考古成
果，以3D全息掃描方式復原，並通過
交互設備和深度相機捕捉摳像和動作識
別，完成了觀眾與虛擬場景之間的交
互。”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觀察到，等
候區還設置了地面互動屏幕矩陣，利用
雷達傳感設備，捕捉人在地面行徑路
線，自動計算觀眾所在地面坐標並聯動
19個屏幕矩陣，播放預設的高精度文物
渲染畫面。觀眾可以從一張衛星地圖變
換到不同的文物視頻，同時支持多人觀
賞，以生動有趣的形式，從各個角度講
解文物內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烏鎮報道）穿過古老

宮殿中的一根根石柱，抬

頭可見精細的紋飾；站在

竹筏上順水而下，河道兩

岸是金色飽滿的稻田……

今年7月剛列入世界遺產

名 錄 的 “ 良 渚 古 城 遺

址”，這兩天在第六屆世

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之

光”博覽會上被全息影像

重建“復活”。觀眾通過

體感互動，就可以身臨其

境地體驗 5,000 年前良渚

先民的生活場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烏
鎮報道）圍繞良渚五千年文明，策
展團隊除了數字復原古蹟，還提出
了很多新的思路。在現場，利用最
新的5G通信技術，觀眾在移動軌道
屏幕終端通過滑動屏幕，就能在大
屏幕上流暢地觀賞浙江省博物館、
杭州博物館等多家博物館全貌。王
勇超說，系統對接了博物館的現場
視頻直連，實現了多館協同，線上
辦展，讓觀眾足不出戶，就能近距
離觀賞到各個博物館收藏的精品內
容。

互聯網時代，該怎樣讓收藏在
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
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
起來”？2016年11月，國家文物局
啟動了《“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

行動計劃》，推進文物信息資源開放
共享，使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與發展深度
融合。
有惟妙惟肖的秦始皇兵馬俑、有

潺潺流水聲的《千里江山圖》、有翩
翩起舞的唐朝仕女……

“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創造出
人與物交流的情境，更有利於對中國
傳統文化的理解、交流和傳承，也賦
予中華文明新的活力。”

中國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
文物司（科技司）司長羅靜坦言，
“互聯網+中華文明”是一把鑰匙，
它將激活中華文明的歷史記憶，溝通
現代與過去，加深不同文明之間的文
化交流，成為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
全新手段。

■觀眾駐足觀看良渚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人們通過體感互動人們通過體感互動，，就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就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55,,000000年年
前良渚先民的生活場景前良渚先民的生活場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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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輪支援企業措施 (10月22日)

推20億新措紓困運輸物流最受惠
陳茂波：三輪措施料可提振經濟2%

港
府
港
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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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助
中
小
企
措
施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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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小
企
措
施

預計總開支：

20億元

■運輸業將提供6個月燃料補貼或一筆過補貼，相信會惠及共6.1萬名的士、紅色小巴司機、
180間公共交通營辦商以及13萬名商用車主及船主，涉及開支13.65億元。

■提供一筆過商用船隻檢驗費，料6,300艘商用船隻受惠，涉開支1,650萬元。

■綠色小巴、專營巴士及電車方面，燃油及電力開支將獲津貼三分之一的燃料費
用。非專營巴士、商用車輛及商務船，則會提供一次性5,000元津貼。

■將港府產業50%租金減免範圍，擴大至地政總署及康文署轄下的公眾停
車場、超級市場、商店，康文署轄下的小食亭及餐廳，以及短期租約

的倉庫等，租金減免6個月，由本月1日起生效，涉及約6億元。

■旅遊業的相關措施，將由商經局、旅遊業界研究後再作公
佈。（有消息指，將包括補貼市民每人120元買機票費

用，相當於豁免現行120元離境稅費；及每位合資格訪
港旅客100元酒店補貼等）

港
府
料
本
年
度
財
赤
機
會
急
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
倫樂)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22日宣佈第三輪紓解民困措
施，涉及總開支約20億元(港
元，下同)，連同前兩輪措施
合共640億元。雖然措施預期
可以提振經濟2%，但同時間
面對整體經濟下行，香港或
要提早10年面對財政赤字，
港人不可不防。

財政司司長近期不斷對市場
發出警號，他22日直言：“雖
然推出多輪的支援措施令港府出
現財政赤字的機會增加，但港府
財政實力穩健，我們會善用多年
累積的財政儲備(逾1.1萬億元)，
適時推出逆周期措施，刺激經
濟、紓解民困、與市民一起抵禦
今次經濟下行的風浪。”

究竟現時香港面對經濟下
行的風險有多大？由早前財爺
網誌可以得到答案。陳茂波當
時指出，企業盈利受壓將令利
得稅收入受到影響，與此同
時，物業及股票市場交投轉趨
淡靜，可以預期相關印花稅收
入將沒有預期般理想。另一方
面，啟德一幅早前被撻訂的商
業用地再度流標，可見全年賣
地收入亦存在變數。

他22日坦言，過去數月的
社會動盪，不但打擊了香港作
為一個安全城市以及國際金
融、商貿和航運中心的形象，
更重創本地經濟，零售、餐
飲、運輸和旅遊業均大受影
響。在今年初發表的財政預算
案中，港府曾估計2019/20財
政年度可能有168億元的綜合
盈餘。但考慮到上述情況，加

上多輪紓緩措施合共640億元，本財年出
現財政赤字的機會正急速攀升。

翻查資料，近年來香港財政一直保
持盈餘，2017/18年度更高達1,490億元
的歷史高峰，至上年度、即2018/19年度
仍然有 680 億元盈餘。而過去 30 年以
來，香港只有6年出現過財政赤字，主要
集中在2000年至2003年，當時香港受亞
洲金融風暴與沙士影響，連續4年出現赤
字。而最差的一年為2001/02年度，當年
有 633 億元赤字。雖然香港盈餘多於赤
字，但其實港府一直都有為財赤做好預
備，除了龐大的財政儲備，其長遠財政預
測亦一直提到，面對本地人口老化、工作
人口減少，公共開支增幅將持續高於收入
增幅，香港將會在2029年再次出現結構性
財政赤字，在2041年就會耗盡所有的財政
儲備。然而，現在提早10年面對財赤，
回顧2000年後曾出現4年財赤，當時香
港推出自由行及減慢房屋供應，穩定樓
價及經濟，赤字很快就過去，今天是否
能再度撐過財赤時代，視乎港府如何挽
狂瀾於既倒。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殷 考

玲）港府22日公佈第

三輪紓困措施，以 20

億元(港元，下同)支援零

售、餐飲、運輸物流和旅

遊業受經濟下行、暴力示

威活動嚴重打擊的行業。

包括為 6.1 萬名的士、紅

色小巴司機等提供6個月燃料補貼，本月起港府部門轄下場地租金減半，以及支援旅遊

業。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2日表示，共推三輪措施料可以提振經濟2%，他指香港經

濟正步入技術性衰退，將適時再推出逆周期措施，希望有更多業主和發展商響應減租。

他又期望立法會議員盡快審議相關措施，急市民所急。

今次第三輪紓困措施以支援運
輸業為主，運房局局長陳帆

22日表示，考慮到近月路面交通受
到示威活動影響，公共交通營辦商
的個別月份收入大減。第一，向運
輸業提供為期6個月的燃料補貼或
一筆過補貼，涉及開支約13.65億
元，能惠及約6.1萬名的士、紅色
小巴司機，他們於石油氣加氣站入
氣時，每公升將會減1元，由港府
代支，稍後將與石油氣公司商討細
節。

津貼的士小巴等燃料費用
至於綠色小巴、專營巴士及電

車，燃油及電力開支過往以實報實
銷津貼，今次將會津貼三分之一的
燃料費用。非專營巴士、商用車輛
及商務船，則會提供一次性5,000元
津貼，預計有180間公共交通服務營
辦商，以及13萬名商用車主和船主
受惠。第二是向本地商用船隻提供
一筆過檢驗費補貼，涉資約1,650萬
元，約6,300艘本地商用船隻可受
惠。

減租方面，向港府產業署、康

文署、地政總署等轄下的公眾收費
停車場、餐飲和零售場所營運者、
文娛中心設施的租戶，寬減50%租
金，為期6個月，生效日期追溯至
10月1日。港府收入因此共減少約
5.85億元，惠及包括倉庫及物流、
零售及餐飲、工場等。

與旅遊業界商討支援措施
支援旅遊業方面，有消息指將

補貼港人每人120元買機票費用，
以及資助海外旅客100元本地酒店
補貼費用，香港商經局局長邱騰華
22日回應稱，正與旅發局及旅議會
商討措施，向旅行社提供支援，幫
助業界經營，現階段建議外界不要
作揣測，有關詳情會由商經局諮詢
業界後另行公佈。相信措施方向是
要讓業界“搵到生意”、起到“保
企業、保就業”的作用。

邱騰華又補充，7、8月的旅客數
字已下跌30%至40%，而今個月首兩
星期，旅客數字就下降達一半，顯示
出因社會衝擊已令到旅遊業經營困
難，加上旅遊業屬勞工密集行業，旅
客數字下跌導致業界手停口停，現時

最重要是設法令業界生意回升，使業
界不用裁員、渡過難關。

冀業主響應減租助渡難關
陳茂波也表示，希望透過港府

今次紓困措施，有更多業主和發展
商響應，推出租金減免措施幫助租
客，尤其是在今次經濟下行中最受
影響的行業，希望做到“撐企業、
保就業”。

今輪的支援措施部分需要額外
資源，港府會盡快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批准，並期望立法會議員盡快審
議相關措施，急市民所急。又指香
港經濟正步入技術性衰退，港府適
時將再推出逆周期措施，而連同過
去的兩輪措施，合共對經濟的提振
力度大約為2%。

港府於8月中及9月初已宣佈合
共超過191億元的紓困措施，包括
豁免27類港府收費等。另在今年2
月的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
提出涉資400多億元的措施，包括
將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
的寬免75%，其後在8月中時提高
至100%，上限2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港
府22日公佈新一輪紓困措施前夕，一度
有消息傳出擬資助港人120元(港元，下
同)買機票，以及資助合資格旅客住酒
店，受消息帶動，國泰航空、香格里拉
等航空及旅遊板塊炒上，惟有關措施最
終未見蹤影，反而在運輸業界提供支援
措施更大。對於港府陸續推出一系列措
施，市場意見分歧，有分析看好旅遊板

塊前景有望改善，尤以藍籌值博率最
高，有分析則仍看淡大市，認為恢復旅
客信心最重要。

資助120元買機票無影
香港示威活動持續逾4個月，市場

憧憬港府推出措施協助近期飽受影響的
零售、旅遊業，相關板塊22日表現向
好，其中國泰 22日收報 10.08 元，升

1.82%；酒店股亦借勢炒上，其中香格
里拉升4.38%、珀麗酒店升1.89%、泛
海酒店升1.75%、富豪國際 升1.4%；
零售股亦見反彈，莎莎升3.21%、周大
福升0.73%。

港府22日公佈的涉資20億元撐企業
保就業措施中，包括建議向運輸業提供
半年燃料補貼或一筆過補貼，並預期180
間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紅色小巴、的

士等都可受惠。擁有香港新巴、城巴及
渡輪業務的新創建早前公佈6月底止全
年業績時稱，受累於燃料成本上漲及工
資提高等影響，期內單計交通業務盈轉
虧至蝕1,010萬元，料公司將受惠是次燃
料補貼，而港府早前亦宣佈將補貼多條
離島航線、及提高公共交通補貼計劃的
補貼率。

旅遊板塊前景料改善
天宸康合資產管理投資總監潘鐵

珊相信，港府的措施會對市場有正面
作用，尤其是交通運輸等公用事業。

對於港府稍後將公佈協助旅遊業方
案，他指需視乎具體方案，相信港府
比較關注近期受影響較大的零售、旅
遊業等，料日後推出措施對相關板塊
表現有幫助，當中以藍籌值博率較
高。帝鋒證券及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行政
總裁郭思治認為，市場仍飽受本地社會
事件困擾，就算港府推出紓困措施幫助
個別企業避免結業、裁員等，但現時旅
客對訪港卻步，料在事件未完全結束
前，難以因為港府一次性措施而即時恢
復訪港信心，因此目前仍相當看淡大
市。

預計總開支：超過191億元
■豁免27類港府收費，為期12個
月。

■再注資BUD專項基金及中小企業
市場推廣基金。

預計總開支：429億元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利得稅
寬減75%，最多2萬元。

■把“科技券計劃”恒常化，企業
資助上限倍增至40萬元。

製表：記者莊程敏

第二輪支援企業部分措施
(8月15日)

恢復旅客信心最重要

第一輪支援企業部分措施
(2月27日)

■■陳茂波陳茂波((中中))稱稱，，香港經濟正步入技香港經濟正步入技
術性衰退術性衰退，，將適時再推出逆周期措將適時再推出逆周期措
施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貨幣：港元

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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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賦中華文明新活力

穿越五千年 良渚先民伴我遊
VR沉浸式體驗 觀眾身臨其境體驗古城生活

走進國家文物局“互聯網+中華文
明”——良渚文明主題展區，排了

長達半小時的隊，才輪到香港文匯報記
者來體驗，足以見得展區對人們的吸引
力。踏上走步機，抬起雙手，五千年前
的良渚古城就出現在一塊5米×2米的巨
型屏幕上，轉動雙手，則可以切換場
景，隨着腳下的走步機運轉，香港文匯
報記者也跟着暢遊在河流、稻田、宮殿
中……

耕作造屋作坊眼前流動
隨着走路速度的快慢，竹筏的速度

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只見香港文匯報
記者的虛擬影像也在屏幕中順河流而
下，兩岸水草茂盛，先民們或躬耕勞
作，或築造房屋，或在作坊做手工。除
了身臨其境的實景感受，這一套系統還
具備知識普及功能，用手勢選擇屏幕上
出現的文物、建築，詳細的文字介紹便
會悉數跳出。

在排隊時，香港文匯報記者還遇到
了一位帶着小朋友來體驗的媽媽，她
說，這已經是孩子排的第三趟隊伍了。
由於每位體驗者的時間有限，小朋友來
不及“解鎖”所有的場景，所以遵守秩
序又走到隊尾重新排起隊來。“我們是
特意從杭州趕過來的，這孩子從小就對
考古有興趣，良渚古城的現場我們都去
過好幾回了，所以這次能身臨其境地感
受古城遺蹟，他覺得很興奮，像回家一
樣。”

5場景復原古時地貌生活文化
“這是一套沉浸式體驗裝置，運用

了體感交互、AR等最新技術。”策展團
隊成員、浙江大學信息技術中心高級工
程師王勇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互動
體驗由觀眾前方的動作捕捉攝像頭、後
方的圖像採集攝像頭和地面的走步機來
協同實現，可以現場體驗10個場景。
“其中，5個場景復原了當年的地貌和生

活場景，另有5個場景以博物館形式展現
良渚文化。”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
功，中華 5,000 多年文明獲得世界認
可。在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良渚古
城歷經滄桑變化，早已物是人非。如今
當人們站在遺址上，已經很難辨識出原
先城市的樣貌。“我們嚴格按照考古成
果，以3D全息掃描方式復原，並通過
交互設備和深度相機捕捉摳像和動作識
別，完成了觀眾與虛擬場景之間的交
互。”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觀察到，等
候區還設置了地面互動屏幕矩陣，利用
雷達傳感設備，捕捉人在地面行徑路
線，自動計算觀眾所在地面坐標並聯動
19個屏幕矩陣，播放預設的高精度文物
渲染畫面。觀眾可以從一張衛星地圖變
換到不同的文物視頻，同時支持多人觀
賞，以生動有趣的形式，從各個角度講
解文物內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烏鎮報道）穿過古老

宮殿中的一根根石柱，抬

頭可見精細的紋飾；站在

竹筏上順水而下，河道兩

岸是金色飽滿的稻田……

今年7月剛列入世界遺產

名 錄 的 “ 良 渚 古 城 遺

址”，這兩天在第六屆世

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之

光”博覽會上被全息影像

重建“復活”。觀眾通過

體感互動，就可以身臨其

境地體驗 5,000 年前良渚

先民的生活場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烏
鎮報道）圍繞良渚五千年文明，策
展團隊除了數字復原古蹟，還提出
了很多新的思路。在現場，利用最
新的5G通信技術，觀眾在移動軌道
屏幕終端通過滑動屏幕，就能在大
屏幕上流暢地觀賞浙江省博物館、
杭州博物館等多家博物館全貌。王
勇超說，系統對接了博物館的現場
視頻直連，實現了多館協同，線上
辦展，讓觀眾足不出戶，就能近距
離觀賞到各個博物館收藏的精品內
容。

互聯網時代，該怎樣讓收藏在
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
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
起來”？2016年11月，國家文物局
啟動了《“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

行動計劃》，推進文物信息資源開放
共享，使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與發展深度
融合。
有惟妙惟肖的秦始皇兵馬俑、有

潺潺流水聲的《千里江山圖》、有翩
翩起舞的唐朝仕女……

“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創造出
人與物交流的情境，更有利於對中國
傳統文化的理解、交流和傳承，也賦
予中華文明新的活力。”

中國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
文物司（科技司）司長羅靜坦言，
“互聯網+中華文明”是一把鑰匙，
它將激活中華文明的歷史記憶，溝通
現代與過去，加深不同文明之間的文
化交流，成為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
全新手段。

■觀眾駐足觀看良渚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人們通過體感互動人們通過體感互動，，就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就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55,,000000年年
前良渚先民的生活場景前良渚先民的生活場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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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啟對華3000億美元產品排除程序
本月底至明年1月底美企可提申請 9月1日起追溯返還

今年8月13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
室（USTR）公佈了對約3,000億

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徵10%關稅的最
終清單，一份徵稅清單於9月1日生
效，另一份徵稅清單於12月15日生
效。在9月1日徵稅清單List-4A中，佔
比前三分別是電機電氣（20%）、機械
設備（13%）、針織服裝（12%），總
價值約1,100億美元。

排除申請提供可替代性等信息
此後，美國多次調整這份清單的

實施日期。8月14日，USTR發佈了第
四批3,000億美元徵稅清單的調整，共
分為三部分：因醫療、安全等原因排
除了大約1％（以2018年美國從中國進
口金額計算，下同）的商品；推遲了
手機、筆記本電腦、遊戲機、部分玩
具、電腦顯示器、部分衣服鞋帽等佔
比59％的商品的徵稅日期至12月 15
日。這些推遲的商品是中國出口的優

勢產品，短時間內美國很難找到替
代。

商務部官網消息稱，自本月31日至
明年1月31日，美國利害關係方可向
USTR提出排除申請，需要提供的信息包
括有關產品的可替代性、是否被徵收過反
傾銷反補貼稅、是否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或
與“中國製造2025”等產業政策相關。

本次排除清單前，USTR公佈了
13批次的商品排除清單。最新的一次
排除是9月27日，美國對此前的340億
美元和160億美元加徵清單分別受理了
129份和382份有效排除申請。

中美貿易談判目前已進展至第13
輪，雙方達成了第一階段部分貿易協
議，10月15日啟動的美國新增關稅措
施被暫時擱置。

王毅：中美合則兩利 鬥則兩傷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巴黎接受法新社專

訪時表示，中美貿易戰是美方挑起
的，中方被迫作出必要、合理的反
應。目的是維護中方的正當權益，同
時也是在維護自由貿易體系，維護包
括法國在內各國的共同利益。

王毅表示，中美最新一輪磋商取
得了實質性進展，為達成階段性協議
奠定了重要基礎。事實證明，只要雙
方本着相互尊重的態度，進行平等的
協商，完全可以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
解決問題的辦法。反之，磋商就會受
到干擾甚至受挫，這方面的教訓值得
吸取。中美如果能達成協議，首先對
中美雙方有利，同時也對包括法國在
內的各國都有利。因為達成協議意味
着，中國自主推進的改革開放舉措得
到了更多國家的認可和支持，預示着
美國也將會以更加平等的態度同其他
國家進行經貿磋商，包括同歐盟進行
經貿磋商。

王毅表示，中美經貿磋商中，中國
不會利用第三方，也不會影響第三方，更
不會以第三方包括以中歐關係作為代價。
作為全球最大的潛在市場，中國的開放是
面向各國的。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越
大，不僅對美國開放，也對法國開放，對
世界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商務部22日公佈，美

國將對中國3,000億美元徵稅清單產品啟動排除程序，美國利害關

係方可從本月底起提出排除申請。如果排除申請得到批准，自

2019年9月1日起已經加徵的關稅可以追溯返還。

■上海洋山港碼頭正在裝卸來自世界各地的貨物。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中國工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
新聞發言人黃利斌 22日在國新辦表
示，對於美國將中國一些科技公司列入
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的問題，部分對美依
存度較高的行業和產品的出口受到了一
定影響，但總體來看，並不能傷及中國
科技發展的基本面，部分科技企業的短
暫波動也不能影響中國科技水平發展長
期向好的態勢。黃利斌指，面對美國打

着經貿摩擦的幌子，對中國實施高新技
術封鎖的嚴峻形勢，中國信心堅定，科
學技術能夠克服初期一無所有的困難，
也必將突破現階段技術發展的瓶頸。

黃利斌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擴大
開放，以開放的心態和包容的胸懷看待
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不關起門來搞建
設，不一味強調“自主可控”，不與國
際產業發展脫鈎，堅定不移提升對外開
放水平，進一步對外資開放電信、互聯

網、汽車等領域，繼續提高知識產權保
護水平，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同時，
敦促美方尊重事實，尊重雙方業界希望
加強合作的強烈願望，尊重多邊貿易規
則，審慎行事，中方將密切關注所謂
“實體清單”，並將採取所有的適當措
施，堅決捍衛中方的合法權益。

黃利斌表示，中美經貿摩擦升級對
中國的影響在加深。下一步，中國將充
分發揮各方面積極性，確保完成全年的

各項目標任務。具體而言：一是加強經
濟運行監測分析，狠抓已出台政策落
實，促進工業平穩運行。二是積極拓展
國內外市場，深挖需求潛力，為穩增長
提供強力支撐。三是有效應對經貿摩擦
影響，精準幫扶受影響企業，着力穩定
市場預期。四是持續推進轉型升級，進
一步夯實產業基礎，培育壯大新增長
點。五是深化改革開放，做優營商環
境，不斷激發市場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近日，CNN等美
國多家媒體報道，一位澳大
利亞專家發現，美國白宮國
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在
其多部書中多次引用一個對
華強硬的專家“Ron Vara”
的話，來批評攻擊中國，而
這個專家竟然是編造出來
的。納瓦羅本人也承認這個
所謂的專家根本不存在，還
表示“終於有人發現了這個
隱藏多年的笑話”。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2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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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美遏制手段無礙中國科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22日
在第九屆北京香山論壇上表示，下一
步，中國將繼續擴大開放力度，進一步
自主降低關稅水平，全面取消外資准入
負面清單之外的限制，創造更好的營商
環境。這位副外長還指出，中國不覬覦
別國的發展成果，也絕不允許別國破壞
中國的穩定和安全，決不拿核心利益作
交易。無論是在陸上，還是在海上；無
論是在台灣、香港，還是在新疆、西
藏，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
自身利益的苦果。

中國發展給世界機遇
22日上午，第九屆北京香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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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擁有勞動技能的人才資源、1億
多個市場主體，有全球最大規模的中等
收入群體，民生改善、消費升級無不蘊
含着巨大的市場需求。

他表示，據估算，未來15年，中
國市場還將進口30萬億美元商品和10
萬億美元的服務，這無疑將為世界發展
帶來更大的機遇。下一步，中國將繼續
擴大開放力度，進一步自主降低關稅水

平，全面取消外資准入負面清單之外的
限制，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樂玉成表示，中國將繼續堅決捍衛國
家安全與核心利益，讓佔世界1/5人口的
中國老百姓過上安心安穩的好日子，本身
就是中國對世界和平發展事業的重大貢

獻。他說，我們不覬覦別國的發展成果，
也絕不允許別國破壞中國的穩定和安全，
決不拿核心利益作交易。無論是在陸上，
還是海上，無論在台灣、香港，還是在新
疆、西藏，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
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樂玉成：中國決不拿核心利益作交易

■樂玉成出席第九屆北京香山論壇並作主旨演講。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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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賦中華文明新活力

穿越五千年 良渚先民伴我遊
VR沉浸式體驗 觀眾身臨其境體驗古城生活

走進國家文物局“互聯網+中華文
明”——良渚文明主題展區，排了

長達半小時的隊，才輪到香港文匯報記
者來體驗，足以見得展區對人們的吸引
力。踏上走步機，抬起雙手，五千年前
的良渚古城就出現在一塊5米×2米的巨
型屏幕上，轉動雙手，則可以切換場
景，隨着腳下的走步機運轉，香港文匯
報記者也跟着暢遊在河流、稻田、宮殿
中……

耕作造屋作坊眼前流動
隨着走路速度的快慢，竹筏的速度

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只見香港文匯報
記者的虛擬影像也在屏幕中順河流而
下，兩岸水草茂盛，先民們或躬耕勞
作，或築造房屋，或在作坊做手工。除
了身臨其境的實景感受，這一套系統還
具備知識普及功能，用手勢選擇屏幕上
出現的文物、建築，詳細的文字介紹便
會悉數跳出。

在排隊時，香港文匯報記者還遇到
了一位帶着小朋友來體驗的媽媽，她
說，這已經是孩子排的第三趟隊伍了。
由於每位體驗者的時間有限，小朋友來
不及“解鎖”所有的場景，所以遵守秩
序又走到隊尾重新排起隊來。“我們是
特意從杭州趕過來的，這孩子從小就對
考古有興趣，良渚古城的現場我們都去
過好幾回了，所以這次能身臨其境地感
受古城遺蹟，他覺得很興奮，像回家一
樣。”

5場景復原古時地貌生活文化
“這是一套沉浸式體驗裝置，運用

了體感交互、AR等最新技術。”策展團
隊成員、浙江大學信息技術中心高級工
程師王勇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互動
體驗由觀眾前方的動作捕捉攝像頭、後
方的圖像採集攝像頭和地面的走步機來
協同實現，可以現場體驗10個場景。
“其中，5個場景復原了當年的地貌和生

活場景，另有5個場景以博物館形式展現
良渚文化。”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
功，中華 5,000 多年文明獲得世界認
可。在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良渚古
城歷經滄桑變化，早已物是人非。如今
當人們站在遺址上，已經很難辨識出原
先城市的樣貌。“我們嚴格按照考古成
果，以3D全息掃描方式復原，並通過
交互設備和深度相機捕捉摳像和動作識
別，完成了觀眾與虛擬場景之間的交
互。”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觀察到，等
候區還設置了地面互動屏幕矩陣，利用
雷達傳感設備，捕捉人在地面行徑路
線，自動計算觀眾所在地面坐標並聯動
19個屏幕矩陣，播放預設的高精度文物
渲染畫面。觀眾可以從一張衛星地圖變
換到不同的文物視頻，同時支持多人觀
賞，以生動有趣的形式，從各個角度講
解文物內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烏鎮報道）穿過古老

宮殿中的一根根石柱，抬

頭可見精細的紋飾；站在

竹筏上順水而下，河道兩

岸是金色飽滿的稻田……

今年7月剛列入世界遺產

名 錄 的 “ 良 渚 古 城 遺

址”，這兩天在第六屆世

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之

光”博覽會上被全息影像

重建“復活”。觀眾通過

體感互動，就可以身臨其

境地體驗 5,000 年前良渚

先民的生活場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烏
鎮報道）圍繞良渚五千年文明，策
展團隊除了數字復原古蹟，還提出
了很多新的思路。在現場，利用最
新的5G通信技術，觀眾在移動軌道
屏幕終端通過滑動屏幕，就能在大
屏幕上流暢地觀賞浙江省博物館、
杭州博物館等多家博物館全貌。王
勇超說，系統對接了博物館的現場
視頻直連，實現了多館協同，線上
辦展，讓觀眾足不出戶，就能近距
離觀賞到各個博物館收藏的精品內
容。

互聯網時代，該怎樣讓收藏在
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
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
起來”？2016年11月，國家文物局
啟動了《“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

行動計劃》，推進文物信息資源開放
共享，使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與發展深度
融合。
有惟妙惟肖的秦始皇兵馬俑、有

潺潺流水聲的《千里江山圖》、有翩
翩起舞的唐朝仕女……

“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創造出
人與物交流的情境，更有利於對中國
傳統文化的理解、交流和傳承，也賦
予中華文明新的活力。”

中國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
文物司（科技司）司長羅靜坦言，
“互聯網+中華文明”是一把鑰匙，
它將激活中華文明的歷史記憶，溝通
現代與過去，加深不同文明之間的文
化交流，成為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
全新手段。

■觀眾駐足觀看良渚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人們通過體感互動人們通過體感互動，，就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就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55,,000000年年
前良渚先民的生活場景前良渚先民的生活場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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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貓京東“雙十一”半價賣樓
兩巨頭推1.6萬單位 或需一次性付款

今年雙十一，折扣衣服、化妝品、電器
都不再稀奇。近期，網上流傳一份

“天貓雙11，阿里拍賣全國萬套房源首批清
單”截圖，包括房源的區域位置、建築面
積、建築年份等信息。天貓對此回應，稱今
年雙11確實會有1萬套特價房提供，但房源
信息尚未公佈，因此網傳房源並不為真。

目前天貓尚未確認特價房房源，但如
果包含拍賣房的話，業內稱多為市場價的
7折。京東方面則力度更大，市場傳聞，
特價房最低是新房全款的5折起。

宜小心法院拍賣房
儘管天貓沒有公佈房源及雙十一價

格，但阿里的司法拍賣房一直是其強項。
有地產中介告訴記者，拍賣房裡的住宅價
格，通常是市場價的7折。如目前阿里司
法拍賣上一套上海浦東區的住宅，起拍價
是374萬元（人民幣，下同），但市場評

估價是超過530萬元。
不過該中介告訴記者，拍賣房雖價格

優惠，但購買有條件限制，很多住宅要求
一次性付款不得貸款，還有諸多稅費需另
外支付。且一些房源因為官司原因，買下
後不排除牽涉官司的人會上門糾纏，通常
中介都建議，買到的拍賣房空置一段時間
再居住。

京東主推一手房
京東則在雙十一主推新房，據京東房

產在近期的京東(JD)首屆科技地產大會上
透露，雙十一會在70城聯合超過200家開
發商、投放超過6,000套特惠房源，新房
全款5折起，優惠額超3億元。

目前來看，天貓和京東均採取線上交
易的方式賣房。不過，有業內人士提醒，
雖然特價房讓人心動，亦要量力而行，必
須具備相應買房資管和資金實力才出手，

切勿衝動下發生違約行為。有購房者在網
上吐苦水稱，此前拍了280萬元的法拍
房，但後續交不起林林總總的各項稅費，
最後不僅房子沒買成，且先前支付的25萬
元保證金打了水漂，令他後悔不已。

“血拚日”消費宜理性
最近幾年，雙十一成為內地上下的

“血拚日”，很多人瘋狂在網上買買買，
但事後不少人在網上吐槽，稱不僅荷包大
出血，而且買太多得物無所用。22日網經
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發佈雙十一消費提
醒，亦提及購買打折商品需要量力而行、
理性消費，此外雙十一期間，各大商家均
會有預付訂金制度，消費者要看清促銷活
動規則，避免消費糾紛。另外在購買價格
高昂的商品方面，更要謹防不良貸款，切
莫貪圖一時便宜最後陷入高額利息陷阱
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

瓊 上海報道）一年一度的“雙十

一”臨近，在打折的名義下，加

上各大電商營造的促銷氣氛，再

貴的商品也有人捨得出手。今年

“雙十一”，除了往年大家耳熟

能詳的各類商品之外，天貓、京

東兩大電商巨頭更推出總數1.6

萬套房源作為打折商品，據悉，

最低價是5折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
巖北京報道） 官方日前公佈的
三季度經濟增速降至6%，中國
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22日
發佈《2019年第三季度宏觀政
策報告》指出，當前核心CPI與
PPI低位表明中國需求不足，經
濟運行低於潛在增速。報告認
為，目前降息已經非常必要，並
建議對房地產企業和住房抵押貸
款政策正常化。

數據顯示，內地核心
CPI、PPI以及PMI自2018年初
以來一直在持續下降通道當
中，截至9月份核心CPI、PPI
同 比 增 速 分 別 只 有 1.5%
和-1.2%，PMI仍處於榮枯線之
下，只有 49.8%。持續低於合
意水平的價格表明經濟運行低
於潛在增速。

報告認為，經濟下行壓力
猶存，外部經濟仍在探底，未
來難有起色；內部需求孱弱，
廣義信貸上半年反彈但仍在低
位，不足以支撐溫和通脹水

平，且未來面臨進一步下行壓
力。房地產下行周期對經濟的
拖累更加明顯，全年商品房銷
售大概率負增長，基建投資面
臨資金來源和投資積極性的
雙重困擾。未來1-2個季度全球
製造業 PMI 仍有下行壓力，疊
加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顯現，
中國出口增速將保持在低位，
甚至進一步下行。

至於9月CPI升至3%，報
告稱此輪CPI上行只有豬肉主
導的食品價格上漲，其他價格
普遍下跌，M2增速和社融增速
持續下降，CPI上行背後沒有
貨幣擴張的影子。這種情況
下，貨幣政策決策依據不宜再
過多參考CPI。

CF40建議貨幣當局應及時
調整利率，並對房地產企業和
住房抵押貸款政策正常化，因
為經濟下行期打壓房地產相關
信貸，會導致全社會信貸會再
下台階，全社會購買力也會跟
下台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
敏輝廣州報道）由中國工業設
計協會、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佛山禪城區政府等單位主辦的
2019佛山（禪城）陶藝．建陶
設計周正在佛山舉行，來自內
地、港澳及海外的設計界、文
化屆、產業界的1,000多人參
加。

主辦方表示，期待通過
“佛山製造+港澳服務”，吸引
港澳設計人才到佛山，推動包
括建陶、家居等製造業創新發
展。參會香港設計師表示，香
港設計師在設計理念上思維開
闊，可以發揮自身優勢，在大
灣區拓展更大的創作空間，服
務灣區製造業。

香港設計師謝華建三年前

來到佛山，並在位於禪城的
“中國陶谷”設立建立了一間
工作室，如今，他的大部分精
力都放在創作和開展會。“其
間，我拜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潘
柏林為師，得到很多指導。內
地和香港設計行業有相通之
處，但也有差異，應該互相借
鑒學習。”

他表示，設計創作需要不
斷交流和碰撞，而粵港澳大灣
區為設計行業打開了大空間。
比如佛山建陶業發達，相關設
計行業鏈條也日趨完善。而香
港設計師在設計理念和創作方
式上，和國際接軌，元素多
元，可以帶來更多不一樣的作
品。特別是和製造業結合後，
會有大量創新產品。

佛山禪城區冀吸港澳設計人才

經濟下行壓力增 智庫籲降息

■天貓回應稱今年雙11確實會有1萬套特價房提供，但房源信息尚未公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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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鑑賞家                                                
何瑞燕

歷史重演                                                
劉緯

音樂與美酒、似乎永遠分不開。
昭亮喜歡和音樂家、樂迷好友們一起

在葡萄美酒夜光杯中遙遊天地、享受人生，
也喜歡趁巡迴演出時到各地酒鄉享受鄉間悠
閒，幻想退休酒鄉種葡萄釀酒的歡樂情趣，
令人緊張；葡萄藤齡動輒數十載，就算沒被
我們不小心淹死、萬一把紅葡萄種成白葡萄
那還得了，況且葡萄園裏一克土壤中至少有
4 百萬細菌細胞，還不包括病毒、黴菌、寄
生蟲和蚯蚓，一點兒也不悠閒！儘管如此小
提琴大師仍然夢想有一天釀出驚人的美酒、
上「葡萄酒鑑賞家」 (Wine Spectator) 雜誌專
欄。

我是葡萄酒鑑賞家雜誌的忠實讀者，
但昭亮經常嘲笑其為「老婆鑑賞家」(Wife 
Spectator)，他覺得羅伯特帕克 (Robert Parker) 
的「葡萄酒倡導者」 ( Wine Advocate) 雜誌
更具權威性。但每次在葡萄酒鑑賞家雜誌上
看到有關朋友的特別專訪，如 2012 年 9 月份
介紹亞歷克斯 甘巴爾 (Alex Gambal) 之「落

 兩 老 結婚 五十 周年 那天 , 兒 子 媳婦 
出面 邀請 了 親朋好友 在 一家 餐館 開 了 好
幾 桌 , 熱熱 鬧鬧 地 慶祝 金婚 , 美中不足 的 
是 , 女兒 女婿 缺席 。 他們 臨時 生病 , 沒 能 
趕來 , 派 了 獨生女 當 代表 。 人 雖沒 來 , 
事業有成 的 女婿 , 卻 送 了 一份 厚禮 。 客 
人們 都說 兩 老 有福氣 , 兒子 女 兒 都 那麼 
孝順 。 宴會 散 了 , 兩 老 由 外孫女 送 回家 
。 外孫女 長得 亭亭 玉 立 , 面目 皎 好 , 一
如 其母 當年 風采 。 大學 畢 了 業 , 正在 研
究 院 讀書 , 兩 老 看到 她 , 就像 見 到 年輕
時 的 女兒 , 所以 特別 疼 愛 , 三人 一路 閑聊 
, 說著 說著 就 問 到 , 「 有 沒有 男朋友 呀 ? 
早點 結婚 吧 , 我們 還想 抱 重孫 呢 ! 」 

「 男朋友 是 有 一個 , 但 媽媽 不准 他 

地生根勃艮第的美國人」和 2014 年 7 月份介
紹約翰 孔斯尕爾德 (John Kongsgaard)「 納帕
谷的幸運之子」，總會特地留為紀念、與有
榮焉也，能登上葡萄酒鑑賞家雜誌、是代表
在葡萄酒世界已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啊。

不少著名音樂家喜歡品酒為之瘋狂庇
美其他品酒雅士，甚至替喜愛的葡萄酒以
自己的名字命名，如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 
(Andrea Bocelli) 等。不過據說波切利的袓父、
父親本來就釀酒，他只是為祖傳秘方發揚光
大而己，只不過為什麼每個義大利人家中都
有祖傳的釀酒，真是太不公平了。還好近年
來中國青島、甘肅等地也陸續新不錯的紅葡
萄酒，連臺灣也漸漸有鍥而不捨的年輕酒莊，
說不定那天林大師真的夢想成真跑去釀酒，
在酒窖裏拉琴給寳貝酒聽、我可能會昏倒！

不久前昭亮到舊金山灣區演出時和葡萄
酒鑑賞家雜誌社編輯長哈維 斯泰曼 (Harvey 
Steiman) 共進晚餐，分享一瓶 2012 年「夜地

進家門 ! 」 「 為什麼 ? 」 「 媽媽 嫌 他 家
境 不好 , 配 不 上 我們 , 相貌 不夠 英俊 , 談
吐 欠 瀟灑 , 還 缺少 氣質 。 」 「 是 個 什
麼 人 呢 ? - 「 是 我 研究院 的 同學 , 功課 
好 , 人 忠厚 , 跟 我 又 談得來 , 但 媽媽 卻 嫌 
男孩子 學 我 這 行 沒 什麼 出路 ! 她 反對 得 
那麼 堅 決 , 我 真 不 知道 該 怎麼 辦 才 好 
。 」 「 我 想 她 是 為 妳 的 將來 著 想 , 是 
為了 妳好 。 」 回到家 , 外孫女 道 了 晚 安 , 
自行 歸去 。 兩 老 折騰 了一 個 晚上 , 雖然 
高興 , 但 總 覺得 心中 有些 不 扎實 。 老太
太 說 「 今晚 的 宴會 辦 得 非常 風光 , 就 可
惜 女兒 女婿 沒 能 來 。 」 「 這麼 多年 了 
, 女婿 對 我們 還能 相敬如賓 , 也 真難 為 他 
了 。 」 「 你 說 的 是 冰塊 的 冰 吧 ! 我 看 

酒莊」之黑比諾。因此當朋友告訴我們昭亮
上了 2019 年 5 月「葡萄酒鑑賞家」雜誌、斯
泰曼專欄時令人驚訝，更好笑的是斯泰曼把
和吉米 ( 昭亮英文名 ) 聊天時講的軼事全抖
出來、寫進專欄文章裏去了。例如當年在科
羅拉多州亞斯本音樂節後臺慶功派對上、想
嚐一杯白酒但因未成年母親不準的年輕鋼琴
家梁喜媛（Joyce Yang) 向吉米求救，小提琴
大師走私一瓶上好白葡萄酒送她：「趕緊放
進包包裏、等媽媽不在身邊時再拿出來好好
享受吧…你也可以稱我為絕對腐敗的影響。」
從此之後變成要好朋友，還好喜媛長大後、
路沒走歪！

昭亮熱愛葡萄酒、從臉書上各式各樣的
品酒翦影略見一斑，數不清的酒瓶排排照，
2018 年聖誕節臺北、樂迷邀請參加酒款驚
人包括 1949 年份之「迪襟莊園 」(Château 

d’Yquem) 白酒，1993 年份之「樂華莊園羅
曼尼 聖 維旺 」(Domaine Leroy Romanée-
St.-Vivant) 和 1971 年份之「香貝丹之王  」

他們 生病 , 八成 是 個 藉 口 。 」 
「 這 也 難怪 他 , 當年 妳 反對 他倆 交

往 , 不准 他 進家門 , 女 兒 堅持 要嫁 , 你 還 
差點 沒 跟 她 脫離 母女 關係 呢 ! 」 「 唉 ! 
我 一 想起 當年 往事 就 難過 , 這 件事 真 不
能 完全 怪 我 , 說來說去 , 還不 是 為了 她 的 
未來 ! 那時候 , 這 小子 那 點 配得上 我們 女
兒 , 論 家世 、 容 貌 、 儀表 全 不行 ! 兩人 
是 同班 同學 , 那個 科系 , 女孩子 唸唸 也就 
罷了 , 男孩子 主修 , 怎麼 會 有出息 呢 ? 」 
兩 老 熄燈 就寢 , 久久 不能 入 睡 , 陳年 往事 
就像 電影 鏡頭 一幕幕 映 在 腦海 中 , 分不
清 主 角 是 自己 、 女兒 , 還是 外孫 . ( 寄 自 
休士頓 ) 

(Mazis-Chambertin) 之酒宴單，2017 年在法國
勃艮第酒鄉、天下第一酒莊「羅曼尼·康蒂」 
(Romanée-Conti) 一角落裡咧著嘴笑，於裏
昂美食聖地「保羅博古斯」餐廳裏大吃大喝，
在家中品酒與鋼琴家布朗夫曼 (Bronfman)、
木村帕克 (Jon Kimura Parker) 三人抱著「老電
報酒莊」（Vieux-Télégraphe)，「白馬酒
堡」 (Cheval-Blanc)，「貝林格酒莊」 (Beringer 
Private Reserve) 和「迪襟莊園 」等空瓶、一
臉滿足的模樣，以及在木村帕克的布落格中
標題為「真不敢相信我們全都喝完了！」的
文章中形容品酒之細節，和小妞分享啜飲好
酒、得意女兒品味高將來出去約會時可憐的
傢夥挑選葡萄酒時可能會破產的幸災樂禍，
全給斯泰曼寫進專欄裏去了。

哈哈…小提琴家對葡萄酒的癡迷、連雜
誌社編輯長都覺得不可思議，難怪上了葡萄
酒鑑賞家！

劉緯簡介 
出生於大陸 , 成長在台灣 , 東海化學系

畢業 , 衛斯理女校研究在美曾任理化教師 ; 創
辨中文學校 ; 曾任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執行
長 , 長青中文學校校長 .

現為「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 美南寫
作協會會員，休士頓『中華』、『樂友』 、
合唱團員，曾任美南作協第四任會長，海外
女作家協會會長。著作：《留美青少年教育
指南》（台灣聯 經出版社）《留美家教心經－
介紹美國之中等教育》（天津教育出版社）
《哈佛的中國母親》（上海東方出版社）

（中央社）中國籍採砂船 「海潤879」
號22日深夜於莒光莒林坳嶼附近海域越界
採砂，馬祖海巡隊今天凌晨5時由2艘海巡
艇聯合前往登檢，並連同船上7人與船隻，
於上午11時押解回南竿福澳港。

馬祖海巡隊近日執行擴大威力掃蕩專案
勤務，經雷達發現中國籍採砂船 「海潤879
」 號深夜於莒光林坳嶼外2.3浬處（限制水
域內）海域採砂，2艘海巡艇於凌晨5時6
分執行登檢。

「海潤879」 號經海巡順利控制後，經

查船上計7人，船上未發現豬肉及相關製品
、廚餘，完成登檢後即執行查扣，船隻押返
南竿偵辦。

「海潤879」 號於上午11時押抵福澳港
，連江縣長劉增應、議長張永江、連江地檢
署檢察長俞秀端等人均前往碼頭關心，肯定
海巡半夜出勤、保家衛國的辛勞。俞秀端表
示，將比照今年前兩件案例，待完成採證及
法律程序之後，就會將採砂船沒收及公告拍
賣。

中國採砂船再度越界 馬祖海巡強勢查扣

（中央社）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去年底接
獲報案，三峽河柑城橋下有大量泡沫流出，
疑似是非法棄置廢液案件，當下立即啟動檢
警環共同打擊環保犯罪機制，全案日前移送
新北地檢署偵辦。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發布新聞稿指出，去
年12月間，有民眾報案三峽河柑城橋下有
大量泡沫流出，稽查人員追查至樹林區田尾
街一處土石方堆置區，經採集場內外水質，
發現呈現強酸性且有明顯重金屬反應。

環保局研判此案為非法棄置廢液案件，
屬於重大環保犯罪，涉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及新修訂之刑法第190之1條，最高
可處5年以下徒刑、得併科新台幣1500萬

以下罰金。
環保局等單位成立專案小組追查，經由

大數據比對，確認廢液是來自桃園地區的一
家廢酸洗液的再利用機構，以及工業區內的
工廠。

新北地檢署指揮各單位展開搜索，發現
業者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手段，非法棄置廢酸
洗液，非法獲利近千萬元。

環保局表示，全案已在10月9日將14
名犯罪嫌疑人及業者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移
請檢察官後續偵辦，而場區內遭棄置的有害
事業廢棄物，仍將要求業者進行清理，環保
局將向業者求償緊急應變所支出的相關費用
。

新北檢警環聯手 查獲偷排廢液業者送辦

（中央社）涉嫌在台灣殺害港人女友的陳同佳
有意來台投案，但傳出 「今天不會來台灣」 。士檢
為因應陳同佳日後可能來台投案，今天仍與士林分
局規劃戒護人犯至署內的路線，確保安全。

士林地檢署規劃，若陳同佳來台投案，將比照
一般通緝犯歸案的處理方式，由警察開車戒護陳同
佳，經由車道直接進入地檢署。

士檢為確保戒護安全，今天下午邀集轄區台北
市警察局士林分局，共同勘查偵查大樓出入口、車
道地形；士林分局由分局長吳進宗帶隊，與檢方共

同規劃屆時如何進行管制，以確保戒護動線順利、
維持現場秩序。

港女命案凶嫌陳同佳今天上午9時出獄，香港
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到西貢壁屋監獄接陳同佳
。

陳同佳接受訪問表示，對不起社會，願意赴台
「自首」 。管浩鳴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則說，剛出

獄的陳同佳 「今天不會去台灣」 ；若赴台須獲公平
審訊，而非 「政治籌碼」 。

因應陳同佳擬投案 士林檢警規劃戒護路線

（中央社）1名女子因偽造有價證券被判緩刑
服勞動役，女子前往田尾鄉1處公園打掃時，疑似
被督導的陳姓村長亂摸親吻，檢警獲報約談陳男，
訊後向法院聲押，但法官裁定20萬元交保。

台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葉建成今
天指出，地檢署已責成觀護人室，加強義務勞務執
行機構的查訪監督工作，避免再發生類似不法案件
。

被性騷擾的女子向媒體投訴指控，她因為涉嫌
偽造有價證券被判刑，為獲緩刑需服勞動服務役，
不過她前往田尾鄉1處公園打掃時，曾被負責督導
的陳姓村長以要打掃為由，帶到1處工寮後熊抱、

親吻，女子私下用手機錄下對話，除了向媒體投訴
外，也向檢警報案。

至於涉案的陳姓村長在被檢警搜索約談前，接
受媒體聯訪時則否認性騷擾女子，指女子有時會找
理由推工作，認為女子可能是為了不想做太累的工
作才會誣陷他。

葉建成則說，檢方接獲報案後，檢察官就前往
村長的住處搜索並進行約談，而村長擔任督導的案
件有216件，已完成有191件，執行狀況正常，而
觀護人每季都會進行查訪，觀護佐理員每個月都會
進行不定期查訪，也沒有人反映陳姓村長有不當行
為。

女子服勞動役疑被熊抱強吻村長遭約談獲交保

柯文哲出席福星社會住宅統包工程開工典禮柯文哲出席福星社會住宅統包工程開工典禮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前中前中））2323日在台北出席萬華區福星社會住宅統包工程開工典禮日在台北出席萬華區福星社會住宅統包工程開工典禮，，主持儀式主持儀式，，並並

為開工祈福祝禱為開工祈福祝禱。。

古寧頭戰役古寧頭戰役7070週年週年 國軍官兵致意國軍官兵致意
古寧頭戰役古寧頭戰役7070週年週年 「「祭祀典禮暨獻花儀式祭祀典禮暨獻花儀式」」 2323日在金門太武公墓舉行日在金門太武公墓舉行，，國軍官兵向在國軍官兵向在

這場戰役中犧牲的先烈致意這場戰役中犧牲的先烈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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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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话题

积极稳外贸成果初显

联合国 9 月发布的 《201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认为，2019
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 0.8 个百分点至 2%。世界贸易组织近期
继续下调全球货物贸易增速，预测 2019 年仅增长 1.2%。在极为
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增速仍保持在一个稳
定增长的区间，这是一系列稳外贸措施实施后来之不易的成果。

中国采取的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一系列举措，为外
贸平稳增长提供助力。世界银行将于 10 月 24 日发布的 《2020 年
营商环境报告》 将把中国列为过去一年世界上营商环境改善度
最高的 20 个国家之一。去年该报告把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
名从前一期的第78位提升至第46位，一次性跃升32位。

中国多地的优化营商环境“路线图”成为外媒关注的焦点。
西班牙 《外交政策》 双月刊网站近日发表文章称，中国自

贸试验区数量增至 18 个，这将强化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量子
计算、半导体、机器人技术、电动汽车、生物工程、航空航天
工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提升中国外贸的全球竞争力。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北京市日前发布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重点领域开放改革 3 年行动计划。拉美社关注
到，上海近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吸引高质量外资企业的政策。
美通社此前报道，沈阳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提高和
改善当地的政务管理与服务水平，成为具有一流营商环境的城
市。

据拉美社近日报道，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最近发
布了两份更新后的负面清单。报道称，随着这一新版负面清单
的发布，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文化、电
信等领域扩大了对外国企业的开放程度。中国拥有近 4 亿中产
消费者，市场潜力巨大。

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

与中美贸易出现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欧盟、东
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成为支撑中国外贸
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柱。前三季度，中国对前两大贸易伙伴欧盟、
东盟分别进出口 3.57 万亿元、3.14 万亿元，分别增长 8.6%和
11.5%。同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6.65万亿
元，增长9.5%，高出全国外贸整体增速6.7个百分点。中国与非洲
贸易额同比增长7.5%，高出外贸整体增速4.7%。

中国正与这些贸易伙伴走在互利共赢的道路上。
《中国企业在欧发展报告（2019）》是欧盟中国商会成立以来发

布的首份报告，由欧盟中国商会和国际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联合发
布。报告显示，过去5年间，欧企在华获取逾1000亿欧元净利润。据
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欧盟对华投资增长25.7%，企业数增长
33.4%，欧盟在华新投资项目2425个，平均每项投资超过400万美
元。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18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
有66%的欧洲企业年收入实现增长，医疗器械、医药、汽车行业
的销售增长尤其强劲。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得到了多国政要的高度称赞。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8月，中国与东盟双方相互累计投资约2300亿美元，
中方在东盟设立了2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入区企业超过600家。

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说，中国是东盟重要的对话伙伴。印尼
总统特使、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说，“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进一
步推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
宁表示：“东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充分说明双方经济互补性
强，同时也说明中国的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进一步加强合作是
中国和东盟实现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这一区域将塑造新的世界
经贸格局。”

扩大开放更具吸引力

对外商来说，一个保持开放姿态的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吸引
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刊文称，中国政府通过逐步开放国内
市场吸引海外资本的决心，显示出外国投资者看好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不断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信
心更足。

“不投资中国非常危险。”华尔街投资家、桥水基金创始人瑞·
达里奥日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拉美社引用的数据显示，外国投
资者保持着对中国的信心。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
前三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5%。

事实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
告》称，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下滑，但中国吸引外
资总额逆势上涨，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报告显示，
2018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 1.3 万亿美元，比 2017 年减少
13%。但2018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近4%，达1390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做出了重
要贡献。中国出口为全球提供了性价比很高的产品和资源，中国
进口则为全球提供了庞大市场，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发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英
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吉姆·奥尼尔的文章称，中国如果在消
费主导下经济规模扩大至世界第一，则会像过去20年一样继续成为
世界经济成长引擎。

上图：9月2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参展商带来的商品吸引众多参
观者前来选购。图为参观者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选购巴基斯坦青
铜器。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前三季进出口总值22.9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

外贸数据展现中国经济韧性
本报记者 张 红

10月21日，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
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
贺信。在贺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和平是人类的永恒期望。中国坚持以
对话促合作、以合作促和平、以和平
保发展。从而表达了中国对对话与合
作的坚守，对和平与发展的期望。

这是面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
题的中国思路。以对话促合作，就是
要通过对话协商而非冲突对抗的方
式，解决争议、增进互信、促进合
作。以合作促和平，就是要通过合作

共赢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和平。
合作是维护和平的内生动力，这是
维护亚太和平的中国方略。没有和
平就难有发展。以和平保发展，就
是要通过维护和平，实现可持续发
展。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
路。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将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
外交政策宗旨。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在追求
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注重
与他国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亚太乃至
世界提供新的公共产品，分享发展机
遇和红利。

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
坚力量。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民粹主义抬头，多边主义、自由
贸易体制、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国
际局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人

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是对话还是
对抗？是合作还是纷争？要和平还是
要战火？坚持多边主义，还是听任单
边主义横行？维护国际秩序，还是任
由它受蚀坍塌？这关系各国发展前
景，关系人类前途命运。当此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
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
题，习近平主席鲜明表达了中国态
度、中国立场，展现了中国致力于维
护世界和平，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共
同发展，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诚意和决心。这完全顺应了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彰显
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和风范，证
明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
力量。

（作者为海军研究院研究员）

促合作促和平保发展
■ 张军社

10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站引用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2.91万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世界贸易组织

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

外贸增速高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外贸总值占全球的份额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0.1个百分点，仍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地位。在全球经济感受阵阵“寒意”，全

球贸易显著放缓之时，中国的表现展现出

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国际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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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學敏）由美
國廣西同鄉會、美國廣西總
商會、美國廣西社團總會，
休斯敦廣西同鄉會，美南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共同主辦的
“廣西三月三•鄉音播全球
——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
聯歡會”暨中國廣西政府代
表團訪問休斯頓歡迎晚宴，
10月22日晚在休斯頓國際貿
易中心成功舉辦。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
委、組織部長曾萬明率領的
廣西政府代表團全體成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休斯
敦市長希爾維斯特•特納的
代表奧森博格先生；美國廣
西同鄉總會、美國廣西總商
會、美國廣西社團聯合會會
長李央和夫人孫軍，副會長
莫卡莉，榮守宇，張寶珍；
休斯頓廣西同鄉會會長李素
函；休斯敦國際區區長、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
李蔚華及夫人朱勤勤；休斯
敦著名心臟科專家豐建偉；
飛虎隊歷史委員會主席陳美麗女士；
陳納德飛行學院代表；廣西柳工集團
有限公司代表；廣西籍旅居德州的父
老鄉親及僑界代表200多人出席了歡
迎晚宴及聯歡會。旅居大休斯頓地區
的廣西籍華人華僑與祖國和家鄉來賓
歡聚一堂，共同慶祝新中國70華誕生
日，共同感受廣西政府代表團帶來的
家鄉人民的親切問候和溫馨祝福！

美國廣西同鄉總會、美國廣西總
商會、美國廣西社團聯合會會長李央
先生首先致歡迎詞。他表示，無論何
時何地，廣西華僑都心系故鄉，心系
祖國，不遺餘力宣傳廣西、宣傳中國
。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
年和中美建交40週年，廣西同鄉會專
門策劃組織桂籍鄉親在美國多地舉行
“鄉音播全球•山歌頌中華”活動，
積極推動廣西僑聯主推的“廣西三月
三，鄉音播全球”的文化交流品牌,大

力宣傳中華民族多姿多彩的歷史文化
，讓廣西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真實
的中國。休斯敦的活動，正是“廣西
三月三，鄉音播全球”系列活動的一
部份。他祝愿這個活動越辦越好，越
辦越大，成為全球華人華僑宣傳祖國
，歌頌祖國的一個品牌。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
部長曾萬明代表廣西政府代表團致答
謝詞。他說，廣西在新中國成立70年
以來取得了重大成就。廣西是中國唯
一與東盟國家陸海相接的省份，具備
明顯的區位優勢；廣西生態好，生態
環境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廣西交通
好，高鐵、航空、高速比較發達；廣
西合作平台好，有眾多的開放平台、
合作機制和優惠政策。廣西具有與美
國合作的淵源，尼克松總統、卡特總
統、老布什總統、克林頓總統都曾經
到過廣西桂林，稱讚桂林山水甲天下

。廣西人民也永遠不會忘記陳納德將
軍率領飛虎隊，在廣西與中國人民一
起抗擊日本法西斯的崢嶸歲月，不會
忘記美國人民為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
利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他期望在座朋
友一如既往關注支持廣西的開放發展
，繼續推動友好往來和人文交流，推
動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
關係向前發展。

奧森博格先生帶來了休斯敦市長
希爾維斯特•特納先生的美好祝福，
歡迎廣西政府代表團訪問休斯敦，為
休斯敦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鞏固合
作和友誼的橋樑。

休斯敦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電
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髮表致
辭。他說，值此國際貿易中心成立15
週年之際，迎來廣西政府代表團歡聚
一堂，此地的華人華僑對中國的繁榮
進步感到非常驕傲和自豪！自1979

年在休斯頓創辦第一份中文報紙以來
，美南新聞發展已經40週年。美南新
聞未來已經確立兩大發展目標：發揚
中華文化，搞好中美關係。休斯敦國
際區許許多多新的移民，尤其是從國
內來的移民，都已經或正在變成美國
主流重要的力量。李蔚華先生說，只
要華人在美國能夠抬頭挺胸，華人就
是美國的主流！每一個華人身上都負
有非常重要的責任，那就是加強中美
之間的關係。僑界朋友在美國，要體
認到國家的期望，不但要做一個真正
好的公民，更要為弘揚中華的文化努
力奮鬥！李蔚華特別提到有“劉三姐
”之稱的張寶珍女士，提到她為休斯
敦社區做出的貢獻，表示願意跟大家
一起努力，為中美友誼繼續努力。

休斯敦著名心臟科專家豐建偉先
生致辭表示，休斯敦是美國最大的醫
療中心，本地已經有很多華裔醫生赴

廣西開展交流合作，期待未來
能夠在這方面有進一步發展。

休斯敦廣西同鄉會會長李素
涵發言，休斯敦廣西同鄉會雖
然成立時間較短，但希望能夠
茁壯成長，為社區、為休斯頓
廣西同鄉、為跟國內的交流做
出進一步貢獻。

廣西柳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長曾光安先生髮表即興演講。
他說，廣西柳工集團2008年就
成立了北美公司，近期通過策
略調整，已經成功應對中美貿
易摩擦所帶來的影響，今年在
北美的銷售額已經比去年同期
增長了70%多。他期待柳工集
團在未來能夠成為美國重要的
設備製造商和知名品牌。曾光
安先生說，他本人雖然是湖南
人，但是已經在廣西生活工作
34年，聽到三月三的歌聲倍感
親切。他祝福中美友誼，祝愿
中國人在美國的發展更加成功
！

嘉賓致辭之後，美國廣西同
鄉總會、美國廣西總商會、美
國廣西社團聯合會會長李央先

生向廣西政府代表團贈送了一幅對聯
：“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聯
歡會由高勇和趙金主持，休斯敦的藝
術家們表演了精彩的，富有廣西特色
的文藝節目。沈珺琳女聲獨唱《趕圩
歸來阿里裡》由休斯敦廣西同鄉會和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伴舞，趙金、覃揚
表演了男女聲對唱歌曲《劉三姐》、
《多謝了》，休斯敦廣西同鄉會藝術
團表演了民族舞蹈《大地飛歌》， 閆
亦修長笛獨奏《山歌好比春江水》，
心之韻藝術團合唱《遠方的客人請你
留下來》，樊玉珍演唱的《我愛你，
中國》將整場晚會氣氛推向了高潮。
曲終人未散，切切故鄉情！大家熱切
地與來自家鄉的親人合影，表達祝福
，期待下次的重逢！聯歡會結束之後
，廣西政府代表團將繼續在休斯敦進
行參觀訪問活動。

“廣西三月三•鄉音播全球——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聯歡會”
暨中國廣西政府代表團訪問休斯頓歡迎儀式成功舉辦

參加聯歡會和歡迎儀式的嘉賓合影參加聯歡會和歡迎儀式的嘉賓合影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1010月月
2626 日 至日 至 1010 月月
2727日日
第五屆太極健第五屆太極健
康日康日
中華楊氏太極中華楊氏太極

拳學會主辦拳學會主辦
1010--2626--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99時時
Arthur Storey ParkArthur Storey Park
74007400 W Sam Houston Pkwy S.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TX.Houston,TX.7703677036

20192019年光鹽社健康日年光鹽社健康日
1010--2626--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至時至
中午中午1212時時
光鹽社辦公室光鹽社辦公室251251室室
98009800 Town Park Dr.,#Town Park Dr.,#251251,Hous,Hous--
ton,TX.ton,TX.7703677036

休士頓江西同鄉會秋季郊遊野餐休士頓江西同鄉會秋季郊遊野餐
聚會聚會
1010--2626--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 1111 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33時時
Kitty Hollow Park Pavilion BKitty Hollow Park Pavilion B
95559555 HwyHwy 66,Missouri City,TX.,Missouri City,TX.
7745977459

20202020年奧巴馬健保講座年奧巴馬健保講座
曾惠蘭博士主講曾惠蘭博士主講
1010--2626--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44時時
角聲社區中心角聲社區中心
70017001 Corporate Dr.,#Corporate Dr.,#379379,Hous,Hous--

ton,TX.ton,TX.7703677036

慈濟健康講座慈濟健康講座
陳正德醫師主講陳正德醫師主講
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
1010--2727--20192019（（Sun)Sun)上午上午1010時至時至
上午上午1111時時3030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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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老師文學講座白先勇老師文學講座
「「戲中戲戲中戲（（紅樓夢紅樓夢））中戲曲的點中戲曲的點
題功用題功用」」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主辦主辦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
1255012550 Jebbia Lane,Stafford,Jebbia Lane,Stafford,
TX.TX.77477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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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Briarpark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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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美國廣西同鄉會、美
國廣西總商會、美國廣西社團總會，休斯敦廣
西同鄉會，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共同主辦的
「廣西三月三」 鄉音播全球-慶祝新中國成立
70週年聯歡會暨中國廣西政府代表團訪問休斯
頓歡迎晚宴，於10月22日下午6時30分至下
午9時30分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圓滿成功舉行
。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曾萬
明率領的廣西政府代表團李寧波廣西壯族自治
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長、唐秀玲廣西百色
幹部學院常務副院長、中共廣西區委黨校（廣
西行政學院）副校（院）長、宋海軍廣西壯族
自治區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嚴麗君廣西壯族自
治區外事辦公室處長、蒙仕誠廣西壯族自治區
黨委組織部副處長等成員；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事館商務參贊周振成，休斯敦市長希爾維斯特.
特納的代表奧森博格先生，美國廣西同鄉會、
美國廣西總商會、美國廣西社團總會總會長李
央和夫人孫軍，副會長莫卡莉、榮守寧、張寶
珍，休斯敦廣西同鄉會會長李素涵；休斯敦國
際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及夫人朱勤勤，休斯敦著名心臟科專家豐建偉
，山東同鄉會會長修宗明，飛虎隊歷史委員會
主席陳美麗，陳納德飛行學院代表，廣西柳工
集團有限公司代表，廣西籍旅居德州的父老鄉
親，及顧克申律師，謝春醫師、鄧隆隆律師等
僑界代表200多人共襄盛舉歡迎晚宴及聯歡會
。

美國廣西同鄉會、美國廣西總商會、美國
廣西社團總會會長李央首先致歡迎詞，公元
2019年10月22日，是應該被歷史記住的日子
，我們美國廣西同鄉會、美國廣西總商會、美
國廣西社團總會在休斯頓這座美國的第四大城
市、世界聞名的石油之都、醫療之都、航天之
都，與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合作，隆重舉辦

「廣西三月三」 鄉音播全球-慶祝新中國成立
70週年聯歡會在此特別感謝中國廣西政府代
表團遠道而來參加此次活動。我作為廣西同
鄉會的會長感到無比的自豪和由衷的感恩，
歡迎旅居大休斯頓地區的廣西籍華人華僑走
進了我們的大家庭，感恩來自祖籍國的政府
代表團、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領導及美南
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給了我們這次機會，讓休
斯頓各界華僑朋友們在這裏歡聚一堂，共同
慶祝新中國70華誕生日，共同感受廣西政府
代表團帶來家鄉人民的親切問候和溫馨的祝
福。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無論何時何
地，我們都心系故鄉，心系祖國，不遺餘力
地宣傳廣西、宣傳中國。為了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70週年和中美建交40週年，今年
，我們廣西同鄉會專門策劃組織桂籍鄉親，
在美國多地舉行 「鄉音播全球.山歌頌中華」
活動，積極推動廣西僑聯主推的 「廣西三月
三鄉音播全球」 的文化交流品牌，大力宣傳
中華民族多姿多彩的歷史文化，讓廣西走向
世界，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今天休斯敦
的這個活動，也正是我們 「廣西三月三，鄉
音播全球」 的系列活動的一部份，願這個活動
越辦越好，越辦越大，成為全球華人華僑宣傳
祖國，歌頌祖國的一個品牌。新時代就要有新
目標，為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不斷發展，為
團結旅居美國的廣西籍的兄弟姐妹開拓進取，
我們廣西同鄉會、美國廣西總商會、美國廣西
社團總會定會不辱使命，勇於擔當，為交流搭
建平台，為合作創造機會，使我們的明天更加
燦爛輝煌。使我們的僑民更加幸福安康。順祝
代表團訪問成功。順祝在坐的各位心想事成。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曾萬
明代表廣西政府代表團致答謝詞。他說，廣西
在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取得了重大成就。廣西
是中國唯一與東盟國家陸海相接的省份，具備

明顯的區位優勢；廣西生態好，生態環境水平
在全國名列前茅；廣西交通好，高鐵、航空、
高速比較發達；廣西合作平台好，有眾多的開
放平台、合作機制和優惠政策。廣西具有與美
國合作的淵源，尼克松總統、卡特總統、老布
什總統、克林頓總統都曾經到過廣西桂林，稱
讚桂林山水甲天下。廣西人民也永遠不會忘記
陳納德將軍率領飛虎隊，在廣西與中國人民一
起抗擊日本法西斯的崢嶸歲月，不會忘記美國
人民為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所作出的重要貢
獻。他期望在座朋友一如既往關注支持廣西的
開放發展，繼續推動友好往來和人文交流，推
動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向前
發展。

休斯敦廣西同鄉會長李素涵致詞、大家晚
上好，我很高興今晚能在這裡歡迎咱們的廣西
貴客。並預祝他們次行成功。感謝代表們從
Mayor Turner office，總領事，李央總會會長，
李尉華總裁對這次活動的大力支持。同時也感
謝各位在座的親朋好友，以及咱們休斯頓老鄉
們的熱情參與。休斯頓同鄉會從2017春節開始,
在全體理事會成員的帶領下，除了組織了春節
中秋及野外燒烤等活動外，還參與愛心活動貢
獻社區。並於去年正式註冊成為503c非盈利組
織。雖然是羽毛未豐的小鳥，但相信在老鄉們
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會越辦越好！謝謝大家！

「廣西三月三」 鄉音播全球-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聯歡會
暨中國廣西政府代表團訪問休斯頓歡迎晚宴圓滿成功舉行

李蔚華區長李蔚華區長（（一左二一左二），），李央總會長李央總會長（（一左三一左三）、）、曾萬明組織部部長曾萬明組織部部長
（（一左四一左四），），廣西政府代表團廣西政府代表團，，柳工集團曾光安董事長柳工集團曾光安董事長（（一右五一右五），），
休斯敦廣西同鄉會李素涵會長休斯敦廣西同鄉會李素涵會長（（一右一一右一），），主持人高勇主持人高勇、、趙金及休斯趙金及休斯
敦廣西鄉親們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歡聚一堂敦廣西鄉親們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歡聚一堂。。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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