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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見證時代，繼往開來！美南傳媒集團成立40週年慶典於11月6日在美南新
聞中心大樓綠色廣場盛大舉行，並共同慶祝海外華文傳媒協會2019美國年會開幕、美南國
際貿易中心成立15週年、休斯頓國際區成立12週年。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國會
議員艾爾·格林、德克薩斯州議員Ron Ronald、萊克傑克
森市市長鮑勃·西普爾（Bob Sipple）、金鷹企業聯盟總
商會主席、中國建材（綠色）海外發展委員會主席李生
、海外華文傳媒協會主席項翔等以及大休斯頓地區政治
、經濟、文化、藝術、法律、地產、商界等代表數百人
應邀出席。慶典活動由國會議員候選人金諾威和金融顧
問許瑩瑩主持，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休斯敦國際區區
長、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致辭，國際貿易
中心共同主席科彼得宣讀了幾內亞共和國總統阿爾法·孔
德親筆寫給在休斯頓有傑出貢獻的李蔚華董事長的賀詞
。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萊克
傑克森市市長鮑勃·西普爾、德州議員Ron Ronald、海外
華文傳媒協會主席項翔等嘉賓上台致賀詞，讚美美南傳
媒集團董事長、德州州長任命的國際區區長在休斯頓國
際區的發展和建設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取得了顯著的
成就，不僅是亞洲英雄、也是美國英雄！他們祝愿美南
傳媒集團、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休斯敦國際區明天更加
燦爛輝煌!

美南傳媒集團成立40週年慶典11月6日盛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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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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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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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版的電影 「超人」
當中，剛剛認知自己不平凡的克拉克肯特，透
過生父喬·艾爾留下的 「記憶水晶」，學習氪星
的一切知識。如今微軟公司正與華納兄弟電影
公司合作，研發出真實的記憶水晶，並且首先
就將超人電影燒錄進手掌大小的石英玻璃碟片
中，算是對電影的致敬。

新阿特拉斯(New Atlas)報導，這是微軟的
「矽石英計畫」(Project Silica)，利用石英玻璃

來儲存資料與影像，玻璃碟片的尺寸為7.5 x 7.5
公分，，厚度僅為2公釐，體積不大，如同一
張杯墊，但是它可以安全地儲存 75.6 GB 的資
料。儘管玻璃片聽起來很脆弱，但測試證明它
非常結實，即使團隊用微波爐加熱、消磁，在
水中煮、用鋼絲絨刮，然後在260°C的烤箱中
烘烤，但是內部資料仍然可讀，這項發明可能
是新的影音儲存技術的新躍進。

玻璃碟片的儲存原理與藍光DVD很相似，
資料是通過飛秒雷射打入玻璃，雷射發出相當
快速的短脈衝，遭到照射的玻璃會形成納米尺

寸的記號，稱為 「體素」(voxels)，每個體素的
形狀都像倒置的淚珠，體素有不同的大小來儲
存各種數據，2 公釐厚的玻璃碟片，可以燒錄
100層以上，因此容量很大。

當需要讀取時，透過另一束的雷射，通過
電腦控制的顯微鏡，一一照片體素的形狀，會
產生不同的強度反射光，電腦就能分析這些反
射光，分析解碼，成為數位影像。

微軟劍橋實驗室副主任安特‧羅茲特隆
（Ant Rowstron）表示： 「其實，我們不是要
用玻璃碟片來播放電影，而是設計更有效的雲
端儲存技術。目前的雲端儲存是用硬碟，它其
實有容量限制，而且現在的硬碟儲存技術也有
可能消失，我們希望發明一種耐久不壞的資訊
庫，能夠有效儲存50年、100年，甚至1,000年
。

石英玻璃的硬度足夠，又是物理燒錄，不
會有消磁的問題，石英的來源是二氧化矽，地
殼成份佔比達到23%，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

微軟發明玻璃碟片 首先燒錄超人電影

（綜合報導）印度北部和首都新德里近日遭
遇嚴重空汙，引發公共衛生危機，政府3日下令
各級學校停課兩天，今天恢復上課。由於新德里
和周邊地區的空氣品質仍不穩定，許多孩童戴口
罩上學。

印度氣象單位預測當地今天將有小雨，明天
則會降下豪雨。毛毛細雨可能導致空氣品質進一
步惡化，滂沱大雨則有助降低空汙嚴重程度。

路透社報導，新德里整體空氣品質近兩天已
改善，這得歸功於較強的風勢有助驅散大氣中的
懸浮汙染物質。此外，市政府還實施車牌號碼單
偶數分別上路制：車牌號碼末位數字為奇數者4

日不得上路。
除了汽車，遭禁的還有焚燒農作物。印度最

高法院昨天下令首都新德里周邊地區立即全面停
止焚燒農作物殘梗。根據研究結果，焚燒農作物
是印度嚴重空汙主要成因之一。

新德里的空汙情形在3日急遽惡化，細懸浮
微粒（PM2.5）濃度達近3年新高，接近每立方
公尺1000微克，而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
的每日最高安全上限為每立方公尺25微克。

空汙嚴重甚至導致飛機航班被迫延誤或改變
起降地點，各級學校也關閉；經濟條件佳的居民
多選擇待在有空氣清淨機運轉的住家裡。

（綜合報導）西班牙歐羅巴航空公司今天
說，旗下一架班機的機長意外誤傳警報，導致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機場啟動安全措施實
施封鎖，對此深感抱歉。媒體一度傳出疑似發
生劫機事件。

歐羅巴航空（Air Europa）發布聲明說：
「今晚由阿姆斯特丹飛往馬德里的一班飛機誤

傳警報，導致機場採取安全措施。沒有理由恐
慌，所有乘客都很好，正在等待班機起飛。」

聲明又說： 「我們很抱歉，沒有理由恐慌

。」
荷蘭憲兵稍早表示，他們正在調查史基普

機場一架飛機上的 「可疑情況」，隨後表示乘
客與機組員已安全下機。

英國和荷蘭媒體都傳出報導說，疑似有持
刀男子意圖劫持班機。

史基普機場（Schiphol）是歐洲第3忙碌的
機場，僅次於倫敦的希斯羅機場（Heathrow）
和巴黎的戴高樂機場（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

歐羅巴航空機長搞飛機 荷蘭機場誤傳劫機事件
印度空氣品質仍不穩定 孩童上學戴口罩

（綜合報導）中法兩國在法國總統馬克宏到訪期間簽署了總
值150億美元的貿易合約，涉及航空、能源以及農業等領域，並
有20家法國公司獲准向中國出口家禽、牛肉和豬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在北京會見到訪的馬克宏（Em-
manuel Macron）。馬克宏日前抵達中國進行為期3天的訪問，今
天是此行最後一天。路透社引述中國官員作了上述報導。

中國官媒新華社報導，
中法兩國元首今天會面共同見證了多項合作檔的簽署，涉及航空
航太、核能、應急管理、文化遺產、農業、工業、自然保護、金
融、三方合作等領域。

另據法新社，習近平和馬克宏在會談後的聯合聲明表示，中
法兩國領導人重申 「他們堅定支持巴黎氣候協定，他們認為這項

協定是不可逆轉的進程，也是針對氣候問題採取強而有力行動時
的方針」。

華府 4 日向聯合國（UN）提交退出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的通知函。美國是至今唯一退出這項協定的國家。

習近平會馬克宏中法簽署150億美元貿易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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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亞洲多個地區因為高溫及
異常降雨造成登革熱疫情大爆發之際，巴基
斯坦衛生部門高階官員今天表示，國內今年
有4萬4000人感染登革熱，人數創新高紀錄
。

巴基斯坦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
stitute of Health）高階官員薩夫達（Rana
Safdar）告訴法新社，相較2011年舊紀錄的
2萬7000人，今年罹患登革熱人數大幅增加
。

薩夫達表示，今年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66人因罹患登革熱而喪命，2011年則多達
370人。

他說，氣候變遷是造成感染人數暴增的

主因，但沒有詳細說明。
薩夫達指出，巴基斯坦政府 「運用所有

可動用的資源，因應控制疫情的棘手難題」
。治療登革熱患者的醫師希狄克（Mahsee-
ma Siddique）則表示，旁遮普省（Punjab）
和首都伊斯蘭馬巴德（Islamabad）當局未能
採取預防措施，像是保護水源或噴灑遏止登
革熱的化學藥劑。

他說： 「他們在數百人感染登革熱後才
發現，但為時已晚，很多地方就連噴灑藥劑
的小組根本到不了。」

伊斯蘭馬巴德和鄰近的拉瓦爾品第市
（Rawalpindi）病患最多，估計有1萬2433
人感染了登革熱病毒。

巴基斯坦爆發登革熱疫情 逾4萬人感染創新高

（綜合報導）土耳其總統艾爾段今天表
示，伊斯蘭國首腦巴格達迪上月底在美國特
種部隊發動突襲時引爆炸彈自殺後一週，土
耳其逮到他的妻子。

艾爾段（Tayyip Erdogan）在安卡拉大
學（Ankara University）演說時表示： 「美
國說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
一個坑道裡自殺。他們因此展開宣傳攻勢。
」

他又說： 「但是我在這裡要首次宣布，

我們逮到了他（巴格達迪）的妻子，我們沒
有為此大驚小怪。我們也在敘利亞逮到了他
的姊姊和姊夫。」

土耳其高級官員本週稍早透露，他們逮
到了巴格達迪的姊姊，還有她的丈夫和媳婦
，希望能由他們取得有關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情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上
月底曾說，美軍對巴格達迪藏身處發動突襲
時，他有兩個妻子也喪命。

土耳其總統宣布 逮到巴格達迪妻子

（綜合報導）英國國會議員警告，證據顯示中國大陸影響力
滲入英國大學校園，甚至有孔子學院相關官員沒收提及台灣論文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英國是最新一個針對北
京當局可能干預教育體系而發出示警的國家。多年來英國各大學
一直積極招收中國學生，他們繳付的學費遠高於英國或歐洲學生
。

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本週公布的報告指出： 「儘管
目前仍有超過10萬名中國留學生在英國深造，但相較澳洲、紐
西蘭和美國，（在英國）中國影響力的問題甚少受到關注。」

根據最近公布的一項研究調查，英國是最受中國學生歡迎的
留學地點之一，與美國、澳洲及加拿大並列，包括利物浦大學
（Liverpool University）及諾丁罕大學（Nottingham University
）在內的多所英國大學，已與中國大專院校建立合作或其他更緊
密關係。

英國下議院的報告指
出，這些包含經濟和學術
兩方面的合作關係，以及
中國學生帶來龐大可觀的
利益，使得英國各大學容
易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壓
力。

報告引述多名英國學
者說法，並列舉數個中國
政治施壓案例，包括跟孔
子學院有關的官員，據說他們在一場歐洲的學術會議上沒收提到
台灣的論文。

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資助的文化和語言計畫，在英國多數校
園都設有辦事機構，且通常是英國學生學習中文的唯一場所。

這份報告提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胡克禮（Christopher Hughes）曾告訴國會議
員： 「你們底線在哪裡？當北京官署負責人現身葡萄牙的會議，
不僅沒收論文與書冊，還撕掉所有提及台灣的論文頁面不讓學者
閱覽它們？」

他也指出，孔子學院存在英國校園內，就是北京當局施加微
妙壓力的案例，這可能對更廣泛的學術自由問題產生影響。

（綜合報導）南韓國會議長文喜相6日向南韓
國會提出法案，建議向日韓企業及個人等募款設立
新基金，用以支付2戰遭日本企業 「徵用」 的受害
勞工。日本政府對此表示，完全無法接受此提案。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強調，希望韓方做出明智的對
應。

南韓前徵用工向南韓法院提出求償訴訟，最高
法院判部分日本企業應賠償，並扣押其在南韓的資
產，引起日本政府的反彈。日本主張《日韓請求權
協定》已解決所有戰後賠償問題。

此事也導致日韓關係急速惡化，文喜相於是向
南韓國會提出解決方案，即由韓方向日、韓企業等
募款設立新的基金來支付原告 「慰問金」 。

日媒報導，日本相關人士透露 「此提案的前提

是日本企業要出資，如同過去日本強調過的一樣，
日本完全無法接受。」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4日在曼谷與南韓總統文在
寅出席東南亞國協(ASEAN)峰會時曾短暫交談，安
倍強調日本政府對徵用工訴訟的立場不會改變，並
說明日方不會再出資。

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將於11月
23日失效，美國也要求南韓與日本改善關係，日
本將持續觀望南韓方面的對應。

菅義偉6日在記者會上被詢問此事時表示，
「這是其他國家在立法院上討論的議題，我不便置
評。」 「基於日本政府持續一貫的立場，希望南韓
方面能做出明智的對應。」 日本持續要求韓方改正
違反國際法的狀態。

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失效在即 日盼韓做出明智的對應
大陸干涉學術界英國會報告：論文提台灣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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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發布新生物群落圖
亞馬孫群落占國土面積壹半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與統計研究所(IBGE)發布壹份最新地圖，其

中標註了巴西六大主要生物群落，面積最廣的生物群落為亞馬孫生物群

落，約占巴西領土的49.5%。

IBGE稱，新地圖是將研究過程、參考文獻和野外調查進行改進後得

到的成果，對各地的自然環境和原始植被都進行了驗證。研究所還表示

，對地圖的改進有助於改善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管理。

研究結果顯示，巴西面積最廣的生物群落為亞馬孫生物群落，約占

全國領土的 49.5%，然後依次是塞拉多草原（23.3%）、大西洋森林

（13%）、卡廷加灌木林（10.1%）、潘帕斯草原（2.3%）和潘塔納爾濕

地（1.8%）等生物群落。

其中，塞拉多草原是唯壹壹個面積涉及五大地區的生物群落，但大

部分面積仍集中在中西部地區。亞馬孫生物群落占據了北部地區93.2%

的面積，且除北部地區的七個州外，該生物群落還擴展到西部的馬托格

羅索州和東北部的馬拉尼昂州。

大西洋森林生物群落占據的州數量最多，共計達15個。潘帕斯草原

生物群落則僅存在於南裏奧格蘭德州。

數據顯示，生物群落多樣性最高的是馬托格羅索州、南馬托格羅索

州（Mato Grosso do Sul）、巴伊亞州（Bahia）和米納斯吉拉斯州

（Minas Gerais），每個州均存在三種不同的生物群落。

其中，馬托格羅索州存在亞馬孫、塞拉多和潘塔納爾三種生物群落；

南馬托格羅索州存在潘塔納爾、塞拉多和大西洋森林生物群落；其余兩

州均存在塞拉多、大西洋森林和卡廷加生物群落。

在地圖沿海海洋系統中，海洋部分占比93.73%，陸地部分占6.27%，

後者在整個巴西大陸領土中所占比例為1.7%。

地圖顯示，大部分（42%）沿海系統聚集著亞馬孫生物群落，25%

為潘帕斯生物群落。大西洋森林生物群落盡管在巴西海岸中占據了大部

分面積，但在沿海海洋系統中所占比例僅為20%。

綜合報導 近日，墨西哥走私幫派多次用電鋸，切穿美國總統

特朗普耗資上百億美元新建的美墨邊境高墻，試圖運送毒品甚至非

法移民。

據報道，走私者使用的是市面上低至100美元（約臺人民幣702

元）就能買到的壹種電鋸。由於美墨邊境高墻由壹根根長柱組成，

上方只用鋼板相連，走私者幾分鐘內就可切出能使人和毒品包裹通

過的缺口。

數位美國官員表示，走私團體壹直在使用各種方式，例如建臨

時梯，來攀登圍墻，尤其是在聖地亞哥等走私猖狂的地區。官員指出，

墨西哥犯罪組織每年走私獲利高達數十億美元，有強烈動機去反抗美國

執法行為。

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CBP)未透露有關破壞邊境墻的案件數量、

案發地點和修復進度等訊息。

不過，官員表示，部分破壞行動發生在沒有電子感應器的地區，壹

旦啟用電子感應器，當局可更快偵測到電鋸在樁柱上產生的震動。他們

也說，這個鋼鐵材質的樁柱的主要優點之壹，便是遭破壞後易於焊接修

復。

報道指出，特朗普建造美墨邊境高墻，已累計花費100億美元（約

人民幣702億元），是特朗普2016年大選的主要政見，他將其吹捧為邊

境墻中的“勞斯萊斯”，偷渡客無法翻越、鉆過或挖地道，“完全不可

穿透”。

百億美元美墨邊境墻
遭走私者百元電鋸輕松切穿？

“社畜”難當！
調查稱美半數上班族無法休完假期

綜合報導 來到11月，妳在公司還

有多少假期？旅遊網站調查顯示，在美

國，有超過半數上班族無法在2019年使

用完假期。有心理學者認為，這種不健

康的生活模式，會導致個人長期處於慢

性壓力中，最終對身體有害無益。

旅遊網站“Priceline”日前發表了

“2019年工作與生活平衡報告”，顯示

大約53%的美國上班族在2019年結束前

，無法用完所有假期；另有33%受訪者

表示，通常使用的假期不會超過壹半。

“Priceline”於9月30日至10月4日

在網上，訪問了1000名擁有全職工作的

成年受訪者，當中55%表示每年可享有

10天有薪假期。而造成這種“有假不

休”的不健康工作模式，很大程度上與

雇主有關，有18%表示，因為感到內疚

而未使用假期，另有18%表示因為工作

太忙而無法休假。

即便順利領取有薪假期，上班族也

未必能夠“全身而退”。有29%的受訪

者表示，公司或主管期望他們休假期間

繼續保持聯系，有38%則表示，“休假

期間感受到查看電郵或語音消息的壓

力”，有15%更承認，“最終會在部分

休假時間工作”。

“Priceline”人力資源部主管登特

（Liz Dente）表示，參與研究的受訪者

在休假期間都感受到需

要工作的壓力，但這種

情況其實不應該發生，

公司理應向員工展示他

們的價值所在，並且清

楚表明“休假”等於

“完全停止聯系”。

休假也要面對工作

的無形壓力，這在新入

職員工之間更為明顯。

有超過60%的受訪者表

示，在開始新工作後至少半年，他們才

會享受壹個悠長假期，有21%更表示會

等候至少1年。

雖然上班族沒有充分利用假期，但

至少大部分受訪者都有計劃休假。在上

壹次調查中，有59%的受訪者表示計劃

在2019年“多花時間”休假，此次調查

則有66%受訪者表示，計劃“用光所有

假期”休假。

馬薩諸塞大學心理學教授懷特伯爾

尼（Susan Krauss Whitbourne）表示，上

班族總會面臨壹定程度的壓力，有的可

能與需要處理的任務有關，有的可能是

工作不足，又或者不滿意目前擔任的工

作。

他指出，人體長期承受慢性壓力，

損耗抵抗力、傷害身體機能。人體過度

勞累便會容易生病，血管也會處於“挨

打”狀態，個人也會容易發生意外，睡

眠質量及消化功用也會大受影響，連身

體細胞的遺傳物質也可能開始以不良方

式發生變化。

報道指出，上班族需要進行壹些活

動來減輕壓力，休假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為了達到這壹點，企業和主管需要支

持並鼓勵員工享用假期。員工休假對雇

主來說其實同樣有利，因為員工如果沒

有時間全面休息，長時間工作也會導致

精神倦怠，工作表現甚至會每況愈下。

因此，老板應該積極安排假期，並

最大程度地減少員工在假期中承受的工

作壓力。這樣將使員工在休息時間放松

自己，全身“充電”後返回公司迎接新

挑戰。

伊朗將提高濃縮鈾產量 邁出減少履行核協議第四步
在伊朗紀念伊斯蘭革命

40周年之際，伊朗方面宣布

將啟動新型離心機，其濃縮

鈾產量是現行離心機的 10

倍。伊朗此舉，被認為再次

縮減了該國對伊核協議的承

諾。伊朗總統魯哈尼預計將

在兩天內宣布，削減履行全

面協議的第四步。

伊朗啟動新型離心機
濃縮鈾產量增10倍
在伊朗紀念伊斯蘭革命40

周年之際，伊朗原子能組織負

責人薩利希4日表示，伊朗將啟

動先進的IR-6型離心機，每日

生產的濃縮鈾達五公斤，是

現行離心機的10倍。

薩利希還下令將鈾氣體

註入 IR-6 型離心機，以加快

提煉濃縮鈾。

薩利希還說，伊朗目前

正研發的 IR-9 離心機，速度

比第壹代快50倍。

伊朗的這項宣布再次縮

減了該國對伊核協議所作出

的承諾。

第四步！伊朗將繼續減
少履行核協議

據伊朗伊斯蘭通訊社

報道，伊朗政府發言人拉比

說，伊朗總統魯哈尼將按

計劃在兩天內宣布削減全

面協議的第四步。“當然

，基於我們的承諾，我們

以不同的步驟為歐洲人提

供了機會。”

薩利希也表示，伊朗已

經準備好，從 6日起邁出減

少履行核協議承諾的第四

步。9 月 4 日，伊朗曾宣布

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協議的

“第三步”。

據報道，伊朗在2015年

與伊核協議六國簽署伊核協

議，以限縮伊朗的核子活動

換取國際放寬制裁。

但是，美國總統特朗

普在去年 5 月退出這項協

議，並恢復對伊朗的制裁

，加劇了美國和伊朗之間

的緊張。伊朗做出的回應

是，逐步縮減對協議的承

諾。

美國再施加制裁
伊朗：毫無用處
美國財政部發布消息

稱，美國對 9 名伊朗公民

和伊朗武裝力量總參謀部實

施了制裁。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阿巴

斯•穆薩維發表聲明稱，

美國早些時候對伊朗武裝力

量總參謀部和 9名伊公民實

施的新制裁毫無用處。

穆薩維在聲明中稱：

“我們此前已多次講過，此

類措施只顯示出這個不會運

用理性外交機制的政權身陷

困境，束手無策。”

帶薪帶朋友環遊世界
真有這種“神仙工作”！

綜合報導 近期，英

國壹家網站發布了壹項令

人心動不已的工作機會。

獲得這份工作的“幸運兒

”不僅可以免費旅遊，還

將獲得 2.5 萬英鎊 (約合

22.7萬元人民幣)的報酬。

據報道，英國優惠券網

站Wowcher近期發布消息稱

，將公開招募壹名“旅遊大

使”。最終獲得這份工作的

人，除了可以在12個月內免

費遊歷世界40個旅遊目的

地，還可以帶上不同的朋

友壹起旅行。

旅遊目的地包括阿姆

斯特丹、巴塞羅那、布達

佩斯、冰島、拉斯維加斯

、紐約、新加坡和巴厘島

等熱門旅遊熱點!此外，這

份工作還將提供約合人民

幣22.7萬元的報酬。可以

說，這簡直現代人心中是

“夢想中的工作”！

不過，這樣壹份熱門

工作，對應聘者又有什麼

樣的要求呢？

報道稱，總的來說，

這份工作適合旅遊愛好者

和具有強大社交媒體技能

的人。Wowcher 網站表示

，他們期待尋找壹位可以

“創造獨特的內容，記錄

他們的環球旅行”的人。

這些內容將通過Wowcher

的社交渠道得到廣泛傳播

。

此外，應聘者還須年

滿18歲，持有效護照，熱

愛旅行，還需在12月30日

前提交壹段不超過30秒的

短視頻來推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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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數州5日舉行州長與州
議會選舉。距離2020年總統大選還有一年，
此回選舉被視為前哨戰。肯塔基州長選戰，
民主黨候選人貝希爾以些微差距打敗尋求連
任的共和黨州長貝文。這個結果對於曾在大
選狂掃肯州，還特地為貝文助選的總統川普
形成衝擊。

美國聯邦和大多數州及地方政府都在偶
數年舉行選舉。肯塔基與密西西比今年則舉
行州長選舉，維吉尼亞與紐澤西改選州議會
。賓夕法尼亞、緬因、科羅拉多與紐約市舉
行公投和地方官員改選。

總統川普明年11月將問鼎總統連任。由
於眾議院民主黨人針對他發起的 「通烏門」
彈劾調查火愈燒愈旺，使得州選舉演變為關
注焦點。選舉的結果將成為彈劾危機對選民
的影響、川普在共和黨重鎮支持度有無改變
，以及民主黨人在郊區影響力是否提高的觀
察指標。

密西西比共和黨籍副州長李福斯（Tate

Reeves）贏得5日的州長選舉，打敗民主黨
籍候選人胡德（Jim Hood）。然而，民主黨
拿下另一個南方傳統保守州肯塔基的州長位
子。開票結果顯示，擔任州檢察長的民主黨
候選人貝希爾（Andy Beshear）獲得49.2％
選票；共和黨籍現任州長貝文（Matt Bevin
）獲得48.83%選票。貝希爾以些微差距險勝
，貝文連任失敗。

僅僅3年前的總統大選，川普在肯塔基狂
贏希拉蕊30個百分點。但川普在4日的 「選
前之夜」 親自到萊辛頓為貝文站台，足見選
情相當激烈。川普當時向選民打悲情牌說，
「你們必須讓貝文連任，不然專家就會說我
吃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敗仗」 。如今貝文吞
敗仗，對川普打擊不小。

但貝文尚未認輸，他表示這場選舉有
「舞弊」 不過沒有清楚說明。貝希爾則呼籲
對手尊重選舉結果。根據美聯社，統計逾140
萬張選票顯示，貝希爾領先貝文5千3百多票
，幅度不到0.4個百分點。

2020前哨戰 民主黨險勝拿下肯塔基州長選舉

（綜合報導）藍色浪潮席捲維吉尼亞州
！維州5日舉行州議會改選。民主黨從共和黨
手中拿下參眾兩院多數席次。在總統川普面
臨彈劾調查之下，維州郊區反川普情緒高張
，使得民主黨締造26年來首次全面掌控維州
政府的紀錄。

維吉尼亞州議會兩院舉行選舉，140個席
次全部改選。出口民調顯示，民主黨在參議
院選舉拿下21席，共和黨拿下19席；眾議院
方面，民主黨拿下55席，共和黨拿下45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預測，民
主黨將拿下兩院多數席次。

民主黨籍維吉尼亞州長諾德罕5日聲明指
出， 「今晚，維吉尼亞州變天。選民已經表
達心聲，決定讓民主黨入主參眾議院」 。民
主黨籍參議院領袖薩斯勞則舉出槍枝管控、
平價醫療保險和公立教育資金等議題， 「共
和黨多年來阻撓這些議程，毫無作為。我們
準備開工了」 。

民主黨人選前認為，如果能拿下維吉尼

亞州，就稱得上是重要勝利。這10年來維州
民間

政治風向慢慢轉變，特別是住在郊區的
高教育程度、較富裕的居民，從挺共和黨變
成挺民主黨，也一舉反映在這次選舉結果。

金納女士一家住在維吉尼亞州首府里奇
蒙以北的郊區格倫艾倫（Glen Allen）。她表
示，他們家原本是鐵桿共和黨支持者，但在
2008年總統大選改投歐巴馬，從此轉變為民
主黨支持者。金納說， 「（川普）並非我們
投給民主黨的唯一理由。問題是不論我們到
哪裡，都會因為曾經支持他感到羞恥」 。

維吉尼亞州在這次選舉也創下幾個紀錄
：2017 年代表民主黨當選眾議員的羅姆
（Danica Roem），在這次選舉連任成功，
她是該州第一位跨性別眾議員；民主黨候選
人哈詩米（Ghazala Hashmi）擊敗共和黨現
任參議員史圖特凡，成為第一位穆斯林女性
參議員。此外，紐澤西州同日也舉行眾議院
選舉，民主黨保住多數席次。

川普慌了！民主黨大勝 25年首度掌握州議會
（綜合報導）美國亞利桑那州去年3月發生優步（Uber）自駕車撞死婦女事件，美國國家運輸安

全委員會5日發布最新報告指出，當時自駕車系統沒有時間 「將她歸類為行人」 ，以為她是物體。
報告指出，當時這名女子違規穿越馬路，系統設計沒有將亂穿越馬路的行人考量進去。委員會已

經判定，這名49歲的女子晚間於鳳凰城郊區坦佩牽腳踏車過馬路，汽車軟體車在車禍的近6秒鐘前發
現她。委員會將於19日舉行聽證會。

2018年3月車禍發生後，Uber暫停美國所有地點的自動駕駛測試，但數個月後又恢復測試計畫。
Uber已向該委員會保證，自駕車的新技術將在類似情況中正確辨識出行人，在撞擊前超過4秒鐘

啟動剎車系統。
報告還指出，除了亞利桑那州車禍外，2016年9月到2018年3月間，Uber自駕模式測試車涉及

37起事故。

美Uber自駕車撞死人 最新報告這麼說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政府今天表示，
下月將開放標租阿拉斯加州北極地區近400萬英
畝（160萬公頃）的土地，供作石油開發用途。
政府並承諾未來會開放更多土地以供開發。

美國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
ment）宣布12月11日將舉行阿拉斯加國家石油
儲備區（National Petroleum Reserve in Alaska）
年度石油與天然氣租賃權拍賣。這將是土地管理
局為該區舉行的第15場石油租賃權拍賣。

土地管理局也即將完成一項計畫草案，準備
推翻前總統歐巴馬時期的保護措施。

相關保護措施讓這塊2300萬英畝（930萬公
頃）的國家石油儲備區，有大約一半不得進行石

油開發，理由為必須保護北美馴鹿、候鳥，以及
對區內原住民和國家而言很重要的其他資源。

川普政府與石油產業則主張，歐巴馬政府計
畫的限制過多，必須用新計畫加以取代。

阿拉斯加國家石油儲備區位於阿拉斯加州北
坡地區（North Slope）西側，地處普魯赫灣油田
（Prudhoe Bay）和庫帕勒克油田（Kuparuk）西
方。

近期幾項新發現已促使北坡地區石油開發行
動往西擴張。阿拉斯加國家石油儲備區作為單位
面積最大的美國聯邦土地，也被視為阿拉斯加州
新的產油潛力區。

（綜合報導）美國圍剿大陸電信
巨擘華為成效漸顯？雖然在美國積極
遊說之下，除英國仍未作出最終決定
之外，歐洲多國已對華為亮綠燈。不
過，歐盟成員國之一的愛沙尼亞總理
拉塔斯1日與美國副總統彭斯簽署5G
網路安全協議，當地媒體認為，此舉
意味華為勢必被踢出該國市場。

根據愛沙尼亞大眾廣播（ERR）
報導，拉塔斯（Juri Ratas）與彭斯
（Mike Pence）1日簽署 5G網路安
全協議，其中指出 「5G建設是基於共

享價值」 。拉塔斯也表示，提升新科
技能力是愛沙尼亞做為數位國家的首
要任務，而美國是我們在安全領域中
最重要的盟友。報導指出，這份與美
共同發布的聲明正是向外界送出積極
訊號，也就是在5G網路發展中，愛
沙尼亞與盟友擁有共同在安全領域上
的認知。

根據愛國政府，這份聲明遵照了
今年5月布拉格5G安全會議聲明中所
指出的國際安全規則，兩國將在政治
、科技、法律與經濟等層面彼此協作

，共同面對
5G網路發展
可能面臨的
風險因素。
美國先前與
波蘭簽署了
類似協議。

儘 管 美
國積極遊說
歐洲國家勿用華為5G設備，甚至警
告一旦採用將重新考慮情報交換合作
，但華為仍贏得許多歐洲國家認可。

在今年10月在蘇黎世大會上，華為
5G產品線總裁楊超斌表示，在已簽署
的65份5G合約中，有一半是來自歐
洲客戶，法國、瑞士、義大利與西班

牙等國家都已經有其合作電信業者。
而在美國其他盟友中，目前澳洲和紐
西蘭已經禁用了華為，英國須等至大
選後才會作決定。

川普政府下月出租阿拉斯加土地開放挖石油

美半路攔胡！華為5G在歐盟這國恐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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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世越號”調查再有進展
高官乘直升機耽誤救援

綜合報導 韓國“世越號”特別調

查委員會召開記者發布會，指出事故發

生時救援上的問題稱，緊急救援直升機

沒有救援受傷的學生，而是被海警高官

占用，學生在多次用船轉移至醫院的途

中身亡。

據悉，“世越號”沈船事故發生

當天，遇難學生A某被發現脈搏還處於

跳動的狀態,但近5個小時都沒有被送到

醫院。如果乘坐直升機,在20分鐘內就

可以移送, 但是卻分4次用船轉移。而

多次派出的直升機搭乘的卻都是高官。

10月31日上午，韓國“世越號”特

別調查委員會(簡稱司參委)舉行了“世

越號慘案搜救適當性調查內容中期記者

會”，指出了事故救援時的問題。

綜合司參委發表的內容，海警在事

發當日下午5點24分左右，在世越號附

近海域發現了檀園高中的學生A某，在

疑似將其錯誤判定為死亡後，與遠程醫

療接通時，在醫生指示搶救，氧氣飽和

度提高到69%，脈搏也出現。負責遠程

醫療的醫生指示繼續對該學生進行搶救

，並送往醫院。

當天下午6點35分左右，應急直升

機到達。然而，韓國海岸警衛隊並沒有

調動直升機轉運受傷學生。

調查委員會稱，海岸警衛隊選擇用

船來轉運傷者，並且途中經歷了四次轉

換，經過4小時41分後才到達韓國木浦

醫院，受傷學生在轉移途中死亡。調查

委員會強調，如果是用直升機運送的話

，傷者本可以在20分鐘內送醫。

報道稱，A某錯過了3次乘坐直升

機的機會。A某被轉移到巡邏艦上後，

海岸警衛隊的壹家直升機於當天下午5

時40分左右降落在這艘巡邏艦上，但乘

坐者卻是前往記者會現場的西南行動負

責人金蘇鉉(音譯)。

而後，在遠程醫院發現A某還有生

命跡象時，曾有命令指示用直升機將A

某移送至醫院，但是抵達的直升機上，

乘坐的卻是海岸警衛隊隊長金石均(音

譯)。

報道指出，韓國海岸警衛隊此前的

壹份報告顯示，當時動用了11架直升機

和17架飛機應對。不過，大多數直升機

只是在全羅南道珍島郡附近港口待命。

據悉，聽到調查結果後，“世越

號”遇難人員的家屬們痛哭流涕。

2014 年 4 月 15 日，韓國檀園高中

的同學們搭乘學校安排的“世越號”

遊輪前往濟州島。16 日上午，在路

過全羅南道珍島郡附近海域時，“世

越號”忽然發生嚴重傾斜，並最終沈

沒。船上共有 476 人，事故造成 304

人遇難。

綜合報導 日本跨黨派日韓議員聯盟和韓國

韓日議員聯盟在日本國會舉行了聯合總會，雙方

在會上均表達了希望協商解決兩國紛爭的意願。

據報道，日方議員聯盟會長額賀福誌郎在

會議伊始，就因勞工賠償問題等問題惡化的日

韓關系表示，“雙方的當務之急應是構築協商

體制，而非對立”，強調了改善兩國關系的必

要性。

額賀同時強調稱：“現在正是需要正確決斷

以打破現狀、找到解決(問題)突破口的時刻。”

報道稱，韓方議員聯盟會長姜昌壹也指

出：“圍繞歷史問題的糾葛蔓延到經濟和安

保領域，（使兩國關系）處於艱難局面”，

他還表示，“為解決歷史問題，（雙方）有

必要持續展開對話”。

上次雙方的聯合總會於2018年 12月在韓國

首爾舉行。此次總會原定於9月舉行，但因韓

國政府決定廢棄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而

延期。

7月以來，由“勞工賠償案”引發的日韓紛

爭，在經歷了雙方互刪貿易“白名單”、韓方廢

除兩國軍情協定、韓國在世貿組織起訴日本等幾

番交鋒之後愈演愈烈，兩國關系陷入冰點。雖然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韓國總理李洛淵在10月24日

進行了會晤，不過目前兩國關系並沒有出現實質

性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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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動畫捐款結束
官員：收到超32億日元善款

綜合報導 日本京都府知事西

脅隆俊表示，“京都動畫”縱火

案的捐款接收工作已於10月31日

結束，加上從京都動畫賬戶移交

的部分，總金額共約32.6384億日

元。由於部分捐款還在統計，該

金額是暫定數值。

西脅在記者會上稱：“將盡

可能迅速探討具體分配額，負責

任的發放下去。”

他還表示“希望11月中旬召

開”決定對遺屬及傷員分配標準

的委員會會議，會議預計舉行多

次。

捐款被視為對地方政府的捐

贈，匯款的個人和單位可減輕稅

務負擔。這是首次對特定刑事案

受害人的捐款給予稅務優惠。

7月18日上午10時30分左右，

41歲的嫌犯青葉真司從位於京都

市伏見區的“京都動畫”工作室

壹樓玄關進入後，潑灑疑為汽油

的液體並點火，火勢壹直到隔天

上午6時20分左右才完全撲滅，

燃燒近20小時，造成36人死亡，

逾30人受傷。

強震火山口巨石滾落
菲律賓夫婦倉皇下山逃生

綜合報導 菲律賓發生6.5級強震，

壹對菲律賓夫婦和山友攀登菲阿波山

時遇上強震，巨石從火山口滾落，爆

炸巨響讓同伴嚇得哭出來，壹行人急

忙逃下山，所幸沒有受傷。

據報道，此次地震這是民答那峨

島壹個月來第3起強震。16日晚間至今

的3起強震造成當地建築物毀損倒塌，

至少23人喪生，403人受傷，2人失蹤

，3萬多人無家可歸。

阿波山位於民答那峨島南納卯省

納卯市，海拔2954米，距離10月31日

地震震央約60公裏。

阿米亞表示，她和丈夫阿布多哈利及

其他6名山友，10月31日淩晨1時30分開

始攀登阿波山，5小時後到達山頂，吃過早

餐並拍照後，強震於上午9時左右發生。

阿米亞說：“地面開始震動，還

發出爆炸聲。”

她表示，有山友嚇得哭出來，她

和丈夫試著保持鎮定，“內心深處我

們很害怕，但我們需要意識清醒。因

為如果我們驚慌，可能就沒辦法好好

思考了”阿米亞說，他們很幸運在山

頂待得夠久，“如果我們沒待在那裏(

山頂)，下山時可能就被巨石砸中了。

我們當中有些人絕對會受傷。”

據悉，雖然他們花了5小時上山，

由於擔心發生余震，這群人只花2到3

小時下山。阿米亞壹行人到山下時，

登山道已經對外封閉。

阿布多哈利說，攻頂全程花了16個小

時，讓他們精疲力盡。如果沒有經過3個

月的體能訓練，他們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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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30平方里土地 位處市內及深汕合作區

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劉慶生5日在深圳
30平方公里產業用地全球推介計劃

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只要是符合深圳
未來發展定位的產業，願意來深圳發展
的，需要多少地我們滿足多少地，需要
多少空間我們滿足多少空間。”

共35塊地 務求轉型佔先機
據深圳市發改委主任聶新平介紹，

深圳對全市可用於產業發展的地塊進行
了整備梳理，將分批次集中推出連片優
質產業用地用於全球招商。根據梳理，
此次可供應產業用地共35塊，總面積超
過30平方公里。其中深圳市域範圍內可
供應產業用地約25平方公里，深汕合作
區可供應產業用地約5平方公里，未來凡
是符合深圳產業導向，符合高質量發展
要求的企業和項目都將得到充足的空間
保障。

為了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搶佔更多
先機，聶新平透露，在之前政策的基礎
上，深圳還重點遴選了處於產業爆發前
夜、且具備一定產業基礎的新興前沿領
域，包括生物醫藥、集成電路、5G移動
通信、8K超高清視頻等，精準出台多項
政策扶持措施。

5G網絡覆蓋全市重要場所
據深圳工業和信息化局局長賈興東透

露，截至今年10月底，深圳已建成5G基
站超過1萬個，年底前要建成1.5萬個5G
基站，到明年8月份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
時，5G基站達4.5萬個，率先實現全市5G
網絡全覆蓋。5G基站用電也被納入了深
圳市工商業用電降成本支持範圍。5G智
慧政務大廳、5G醫療、5G教育、5G酒
店、5G智慧港口、5G工業互聯網等正在
深圳各區一一落地。他強調，深圳市良好

的5G網絡覆蓋和強大的5G產業生態將給
5G企業發展和5G應用帶來先天的優勢。

截至目前，深圳電信5G網絡已覆蓋
全市重要場所、交通樞紐、城市主要功能
組團和人流密集場所。移動5G網絡良好
覆蓋深圳主城區，包括福田市民中心、華
強北商業街、南山科技園、西麗大學城、
阪田科技園等核心商圈及高校園區，寶安
機場部分區域。深圳聯通已實現前海、科
技園、華強北、新安、福永等全市超70個
區域的5G網絡連續覆蓋。

記者在深圳市民中心、福田高鐵
（地鐵）站、華強北商圈、深圳大學、
華僑城等多處測速發現，5G網絡網速在
700M/秒—1.6G/秒，是 4G 網絡的 10
倍-20倍，下載一部100分鐘的高清電影
大約只需1-2秒。深圳主城區室外和重要
場所的室內5G信號普遍良好，能實現較
高網速。

大灣區商機無限，各城

市都推出更多土地歡迎高科

技企業入駐。深圳市5日宣

佈，一次性拿出30平方公里

土地面向全球“迎娶”優質

科企，該產業用地將重點佈

局重大創新載體、新興產業

集群和產業鏈重點領域關鍵

環節等三大方向，其中5G

領域將是一大重點。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 ■人工智能、智能製造等新興產業在深圳發展勢頭良好。

深圳發揮先行示範區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

報道）深圳是次行動旨在邀約更多優
質企業共享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雙區”疊加發
展機遇，與深圳共建國際一流灣區和
世界級城市群，推動形成新一輪產業
發展的高潮。

按照深圳公佈的佈局圖，這些用
地集中在35個片區，以新興產業（新
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綠色
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
料、海洋經濟）、先進製造業為主導
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寶安、龍崗、龍
華、光明、坪山、深汕合作區；以總
部基地為主導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南
山、福田；以科技研發為主導的片區

主要分佈在光明、大鵬灣；以高端物
流為主導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寶安、鹽
田。

圍繞深圳本次推出的30平方公里
產業用地，深圳將重點佈局3大方向。

在重大創新載體方面，建國家實
驗室、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國家製造
業創新中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產
業技術功能型平台；在新興產業集群
方面，建新型顯示器件產業集群、人
工智能產業集群、智能製造裝備產業
集群、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在產業鏈
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主要關注集成電
路、射頻器件、微機電系統、核心工
業軟件、醫療影像設備等領域的設
計、研發、製造、中試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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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習主席挺港止暴工作
強調續按“一國兩制”基本法及法治處理困局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過去5個月發生了
極大的社會動盪，國家主席以至中央

關心香港，是理所當然的。被問及會面的安
排時，她則透露，自己前晚出席進博會晚
宴，是在晚宴開始不久前獲通知在晚宴後留
下，“所以並不是原先安排的行程一部分。
我覺得這一種會面，主席說的話都是表示對
於香港的關心，作為國家主席，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發生了這些事，主席關心亦是理
所當然的，我亦深深感受到主席很支持特
區政府在遏止暴力方面的工作。”

指無所謂“收緊”情況
有記者問及會面內容是否反映中央希

望“收緊”對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林鄭
月娥強調，特區政府在處理今次的社會動
盪一定會緊守“一國兩制”的原則，依循
法治來處理，“我看不到你所謂的‘收
緊’的情況，因為無論在我獲主席會見的
時候，或今日見到其他中央官員時，他們
都強調要由香港特區政府按照‘一國兩
制’的原則和法治精神來處理這件事，中
央是尊重及支持我們這樣的做法。”

她重申，無論是特區政府或市民，共
同目標都應該是遏止暴力，讓香港盡快回
復平靜，“如果暴力不停止下來，每日這
些我們不想見到的事情，或社會那種緊張
的狀態將會無日無之，繼續在香港社會發
生，對於香港社會的傷害、對於我們的企
業的傷害、對於香港市民的傷害只會越來

越深。”

“特赦”違背法治價值
被問及有人聲稱特區政府正研究“特

赦”犯罪分子，林鄭月娥直言︰“如果在
社會上提出這個概念的意思是指，對曾經
犯法被逮捕或已經正在檢控的人，我們會
採取特赦，即是說不檢控、不追究，這是
不會被接受的，因為這是與法治社會的價
值相違背。所以簡單來說，是不會發生
的。”

至於實質如何處理社會動亂，林鄭月
娥表示，首要工作是要把暴力停止下來。
她說，特區政府早前已經與社會各界對
話，稍後亦會邀請一些社會人士探討香港
深層次的問題，從而為香港尋找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4日在會見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以鼓舞的說話為香港打下了一支強心針。林

鄭月娥5日在上海表示，習主席說的話都是表示對於香港的關心，她深

深感受到主席很支持特區政府在遏止暴力方面的工作，並強調特區政

府會一如既往，按着“一國兩制”的原則、基本法的要求，及以法治

來處理現時困難的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國家主
席習近平前日會見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
香港當前最重要任務。香港社會各界5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表示，習主席在
講話中既點出香港社會需聚焦的關鍵所
在，亦指明了前進方向。香港社會各界應
團結一致，集中力量，動用一切可行方案
止暴制亂，同時要做好各類社會工作，與
各界展開對話，化解紛爭，讓社會回復秩
序。

王惠貞：團結一致 平息動亂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

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習主席在講話
中再次重申了中央一如既往對香港的支持
態度，更非常同意習主席強調香港要止暴
制亂，因為當下香港的法治正受到嚴重衝
擊及破壞，市民的人身及財產安全亦受到
威脅，所以必須盡早平息動亂，但需要特
區政府與社會上下團結一致。

黃友嘉：親自會見 高度肯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說，中央

是香港的最強後盾，在香港處於當下局
勢，習主席親自會見特首，並對特首及
其團隊表達了高度信任及充分肯定，起
着重要的鼓勵作用。習主席不單強調止
暴制亂，還要特區政府做好與社會講話
和改善民生等工作，相信是希望特區政
府要以更大決心完成止暴制亂，更進一
步解決香港內在的長遠問題。

吳秋北：嚴懲暴徒 恢復安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表示，自反修例風波爆發後，習主
席首度會見林鄭月娥，體現了中央希望特
首及特區政府能夠繼續發揮管治作用。他

希望特區政府嚴厲依法懲治暴徒，恢復社
會安定。

鄺美雲：放下對立 凝心聚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珠海社團

總會會長鄺美雲表示，習主席在講話中
重申了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港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對此她深感認同。
香港一直是一個開放、文明、崇尚法治
的社會，但近月的違法暴力行為是對法
治和文明的踐踏，必須依法嚴懲，以彰
顯法律的尊嚴，並期望社會各界能夠放
下對立，聚焦經濟民生建設，凝心聚
力，共謀發展。

張學修：展開對話 化解紛爭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常務副會長張學修表示，習主席充分
肯定了特首及特區政府的工作，體現出中
央對特區政府管治的高度信任與支持，無
疑是為當下的香港打下了一支強心針。

他指出，習主席強調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既點出香港社會需聚焦的關鍵所
在，也指明了前進方向。為此，香港社會
各界應團結一致，集中力量，動用一切可
行方案止暴制亂，同時要做好各類社會工
作，與各界展開對話，化解紛爭，讓社會
回復秩序。

簡松年：尊重國家 維護主權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

會主席簡松年表示，習主席在講話中再次
強調香港社會各界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這不單是對特區政府的要求與任
務，亦是中央對港人的一種表態。事實
上，“一國”先於“兩制”，中央對香港
擁有全面管治權，所以港人必須要尊重國
家，及維護國家的安全與主權。

政界籲各界展對話解紛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國家主席習近平前日在上海會見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充分肯定
了林鄭月娥及其管治團隊的工作，並
表示中央對林鄭月娥高度的信任，同
時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
港當前最重要任務。多名香港立法會
議員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習主席的講話，是對港人打的一
支強心針，香港各界應當團結一致，
集中力量止暴制亂，令香港盡快走出
亂局，令社會恢復繁榮安定。

李慧琼：團結一致 盡速止暴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習主席

的講話反映他非常關心香港的情況，
而他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
香港當前最重要任務，香港各界人
士，以及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等應當團
結一致，盡速止暴制亂。

林健鋒：痛定思痛 重返正軌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

健鋒認為，習主席的講話充分反映中央
政府對香港的重視與支持，為香港前路
指明了正確方向，及為香港注下關鍵的
強心針。

他直言，面對“內憂外患”，香
港倘繼續內耗不斷，只會元氣大傷，損
害的是全體香港市民的利益。因此，香
港社會各界應團結一致，集中力量止暴
制亂，不容暴力分子煽動年輕人去分裂
香港、危害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同時應
痛定思痛，盡快平息政治紛爭，讓經濟
及民生發展重回正軌。

葛珮帆：做好溝通 改善民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

習主席的講話宛如定海神針，為特區政
府及警隊止暴制亂工作打上一針強心
劑。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集中力量止
暴制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惟煽暴派
一直散播各種謠言，蠱惑人心，不斷抹
黑特區政府及警隊，阻撓特區政府止暴
制亂。

她續說，要實現止暴制亂的目標，
香港社會各界就必須團結一致、全力以
赴、齊心協力，共同維護“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特區政府也要做好與各界的
溝通，並努力改善民生，才能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令香港社會重回正軌。

何啟明：打擊暴徒 梳理民怨
工聯會立法會何啟明表示，習主

席在講話表達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
的支持，更為港人打了一支強心針，
特別是對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下堅守崗
位的警察作出了正面的肯定。

他強調，特區政府應竭盡所能，
堅定執行習主席交託的任務，特別是要
協調各部門，齊心一致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同時應與香港社會各界對話，改
善民生，團結一致，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精準對付搞事
暴徒，及梳理普羅市民的怨氣，讓市民
對香港未來看到希望。

陳振英：加快腳步 紓解民困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認為，

習主席是次會見林鄭月娥，是要為港人
打打氣。他期望特區政府團隊要“打醒
十二分精神”，以新思維找出止暴制亂
的方法，盡快令香港回到正軌。

他續說，過去數個月的暴亂，已
對香港經濟民生造成很大的打擊，香
港社會各界應團結一致，創造更好的
明天，包括立法會必須加快腳步，令
各種紓解民困措施盡快到位，避免一
直停留在空談階段。

邵家輝：齊心攜手 回復穩定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指出，習主

席一直掌握香港的脈搏，現在是為香港
打下一支強心針。中央堅守“一國兩
制”大原則下，習主席有信心香港特區
政府有能力處理目前的局面，故特區政
府應該集中力量，止暴制亂，盡快恢復
秩序。

他認為，目前首要的工作是加強
與香港社會各界的溝通，而社會各界亦
應團結一致，全力以赴，齊心攜手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令香港重回正軌，回復
繁榮穩定。

建制籲團結一致合力止暴制亂

■林鄭（中）5日在上海見記者，指習主
席講話表示對香港的關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國家主席習近平（右）4日晚在上海會見出席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林鄭月娥。 新華社

■多名建制議員指香港各界應當集中力量止暴制亂。圖為警方出動打擊暴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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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30平方里土地 位處市內及深汕合作區

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劉慶生5日在深圳
30平方公里產業用地全球推介計劃

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只要是符合深圳
未來發展定位的產業，願意來深圳發展
的，需要多少地我們滿足多少地，需要
多少空間我們滿足多少空間。”

共35塊地 務求轉型佔先機
據深圳市發改委主任聶新平介紹，

深圳對全市可用於產業發展的地塊進行
了整備梳理，將分批次集中推出連片優
質產業用地用於全球招商。根據梳理，
此次可供應產業用地共35塊，總面積超
過30平方公里。其中深圳市域範圍內可
供應產業用地約25平方公里，深汕合作
區可供應產業用地約5平方公里，未來凡
是符合深圳產業導向，符合高質量發展
要求的企業和項目都將得到充足的空間
保障。

為了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搶佔更多
先機，聶新平透露，在之前政策的基礎
上，深圳還重點遴選了處於產業爆發前
夜、且具備一定產業基礎的新興前沿領
域，包括生物醫藥、集成電路、5G移動
通信、8K超高清視頻等，精準出台多項
政策扶持措施。

5G網絡覆蓋全市重要場所
據深圳工業和信息化局局長賈興東透

露，截至今年10月底，深圳已建成5G基
站超過1萬個，年底前要建成1.5萬個5G
基站，到明年8月份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
時，5G基站達4.5萬個，率先實現全市5G
網絡全覆蓋。5G基站用電也被納入了深
圳市工商業用電降成本支持範圍。5G智
慧政務大廳、5G醫療、5G教育、5G酒
店、5G智慧港口、5G工業互聯網等正在
深圳各區一一落地。他強調，深圳市良好

的5G網絡覆蓋和強大的5G產業生態將給
5G企業發展和5G應用帶來先天的優勢。

截至目前，深圳電信5G網絡已覆蓋
全市重要場所、交通樞紐、城市主要功能
組團和人流密集場所。移動5G網絡良好
覆蓋深圳主城區，包括福田市民中心、華
強北商業街、南山科技園、西麗大學城、
阪田科技園等核心商圈及高校園區，寶安
機場部分區域。深圳聯通已實現前海、科
技園、華強北、新安、福永等全市超70個
區域的5G網絡連續覆蓋。

記者在深圳市民中心、福田高鐵
（地鐵）站、華強北商圈、深圳大學、
華僑城等多處測速發現，5G網絡網速在
700M/秒—1.6G/秒，是 4G 網絡的 10
倍-20倍，下載一部100分鐘的高清電影
大約只需1-2秒。深圳主城區室外和重要
場所的室內5G信號普遍良好，能實現較
高網速。

大灣區商機無限，各城

市都推出更多土地歡迎高科

技企業入駐。深圳市5日宣

佈，一次性拿出30平方公里

土地面向全球“迎娶”優質

科企，該產業用地將重點佈

局重大創新載體、新興產業

集群和產業鏈重點領域關鍵

環節等三大方向，其中5G

領域將是一大重點。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 ■人工智能、智能製造等新興產業在深圳發展勢頭良好。

深圳發揮先行示範區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

報道）深圳是次行動旨在邀約更多優
質企業共享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雙區”疊加發
展機遇，與深圳共建國際一流灣區和
世界級城市群，推動形成新一輪產業
發展的高潮。

按照深圳公佈的佈局圖，這些用
地集中在35個片區，以新興產業（新
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綠色
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
料、海洋經濟）、先進製造業為主導
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寶安、龍崗、龍
華、光明、坪山、深汕合作區；以總
部基地為主導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南
山、福田；以科技研發為主導的片區

主要分佈在光明、大鵬灣；以高端物
流為主導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寶安、鹽
田。

圍繞深圳本次推出的30平方公里
產業用地，深圳將重點佈局3大方向。

在重大創新載體方面，建國家實
驗室、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國家製造
業創新中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產
業技術功能型平台；在新興產業集群
方面，建新型顯示器件產業集群、人
工智能產業集群、智能製造裝備產業
集群、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在產業鏈
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主要關注集成電
路、射頻器件、微機電系統、核心工
業軟件、醫療影像設備等領域的設
計、研發、製造、中試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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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豪爽撥地 吸納優質科企

地圖藍色地圖藍色
部分為深部分為深
圳市域圳市域2525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撥地分佈撥地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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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堅持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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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二屆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5日在上海國家

會展中心開幕。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

並發表題為《開放合作 命運與

共》的主旨演講，強調各國要以

更加開放的心態和舉措，共建開

放合作、開放創新、開放共享的

世界經濟，重申中國開放的大門

只會越開越大，中國堅持以開放

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持續

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經濟全球化增動力
習近平提三點倡議

共建開放合作的世界經濟

◆當今世界，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深入發展，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國經濟融合是大勢所
趨。

◆距離近了，交往多了，難免會有磕磕碰碰。面
對矛盾和摩擦，協商合作才是正道。只要平等
相待、互諒互讓，就沒有破解不了的難題。

◆我們應該堅持以開放求發展，深化交流合作，
堅持“拉手”而不是“鬆手”，堅持“拆牆”
而不是“築牆”，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
義，不斷削減貿易壁壘，推動全球價值鏈、供
應鏈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場需求。

共建開放創新的世界經濟

◆創新發展是引領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
擇。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
在實現重大突破的歷史關口。各國應該加強
創新合作，推動科技同經濟深度融合，加強
創新成果共享，努力打破制約知識、技術、
人才等創新要素流動的壁壘，支持企業自主
開展技術交流合作，讓創新源泉充分湧流。

◆為了更好運用知識的創造以造福人類，我們
應該共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而不是搞知識
封鎖，製造甚至擴大科技鴻溝。

共建共建開放共享開放共享的世界經濟的世界經濟

◆◆我們應該謀求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我們應該謀求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共同維共同維
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
序序，，堅持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堅持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
則則，，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推動經
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包容、、普惠普惠、、平平
衡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共贏的方向發展。。

◆◆我們應該落實聯合國我們應該落實聯合國2030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程，，加大對最不發達國家支持力度加大對最不發達國家支持力度，，讓發展讓發展
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民眾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民眾。。

1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 5 日在上海出席第二
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開幕式後，同與會外國
領導人共同巡館。

習近平在法國總統馬克龍陪同下
首先來到法國館。馬克龍熱情邀請習
近平品嚐法國紅酒和牛肉食品。在場
法國企業家爭先恐後向習近平表示，
法國企業看好中國市場，希望進一步
擴大對華出口。習近平指出，中國消
費市場很大，可以滿足不同層次的多
樣化需求，希望法國企業家展現長遠
眼光，同中國加強互利合作。

走進部分國家館交流互動
中外領導人饒有興趣地邊走邊

看。習近平走進部分國家展館。坦桑
尼亞的腰果，希臘的美食和藝術品，
意大利的葡萄酒，牙買加的藍山咖
啡、朗姆酒蛋糕，印尼的棕櫚油，俄
羅斯的新型直升機和汽車，琳琅滿
目。

習近平認真聽取情況介紹，並不
時詢問，親切交流互動。習近平指
出，各國的特色產品都很有競爭力，
歡迎各國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加大推介，這將更好滿足中國人民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互利共贏的。

各國領導人一致高度評價
習近平和各國領導人一同來到中

國館。在“創新中國”單元的未來電
氣化飛機虛擬集成平台，馬克龍興致
勃勃地坐進中國商飛大型客機模擬駕

駛艙操作。中外領導人還觀看了中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
單口徑射電望遠鏡——“中國天眼”和“深海勇士”號載
人潛水器模型。

在“開放中國”單元，各國領導人聽取了上海自貿試
驗區和“一帶一路”建設情況。

在“幸福中國”單元脫貧攻堅倒計時顯示屏前，習近
平強調，中國願同各國分享經驗，共同建設沒有貧困、共
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外領導人還共同巡視了中國台灣、澳門和香港展
區。

各國領導人一致高度評價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希望
以此為契機，推動雙邊經貿合作再上新台階。他們普遍看
好中國發展和“一帶一路”光明前景，期待同中國共同發
展繁榮。

丁薛祥、李強、楊潔篪、胡春華、黃坤明、王毅、趙
克志、何立峰等參加上述活動。 ■新華社

5日上午9時30分許，習近平同外方
領導人一同步入會場。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宣佈，第
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正式開幕。習
近平發表主旨演講。

習近平指出，一年前，我們在這裡
成功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今
天，更多朋友如約而至。我相信，各位
朋友都能乘興而來、滿意而歸。去年我
在首屆進博會上宣佈了中國擴大對外開
放的5方面舉措，對上海提出了3點開放
要求。一年來，這些開放措施已經基本
落實。

習近平強調，經濟全球化是歷史潮
流。儘管會出現一些回頭浪，儘管會遇
到很多險灘暗礁，但大江大河奔騰向前
的勢頭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世界經濟發
展面臨的難題，沒有哪一個國家能獨自
解決。各國應該堅持人類優先的理念，
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舉措，共同把全球
市場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機制做
實、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經
濟全球化動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
越小越好。

習近平強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我們將
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
持續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再降低關稅擴大高質量進口
第一，繼續擴大市場開放。中國中

等收入群體規模全球最大，市場規模巨
大、潛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中國市
場這麼大，歡迎大家都來看看。中國將
積極建設更加活躍的國內市場，更加重
視進口的作用，進一步降低關稅和制度
性成本，培育一批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
範區，擴大對各國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
進口。

加快推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
第二，繼續完善開放格局。中國將

繼續鼓勵自由貿易試驗區大膽試、大膽
闖，加快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繼
續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
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並將制定黃河流域生態保護
和高質量發展新的國家戰略，增強開放
聯動效應。

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
第三，繼續優化營商環境。中國將繼

續針對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在關鍵

環節和重要領域加快改革步伐，以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高水平開放、
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不斷完善市場
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放寬外
資市場准入，繼續縮減負面清單，完善投
資促進和保護、信息報告等制度，完善知
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

同各國商簽高標準自貿協定
第四，繼續深化多雙邊合作。中國

支持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改革，增
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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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進博會第二屆進博會55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開幕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開幕。。國家國家
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同出席第二屆進博會的習近平同出席第二屆進博會的
外國領導人共同巡館外國領導人共同巡館。。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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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進博會上海開幕 宣佈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五大舉措習
近
平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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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30平方里土地 位處市內及深汕合作區

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劉慶生5日在深圳
30平方公里產業用地全球推介計劃

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只要是符合深圳
未來發展定位的產業，願意來深圳發展
的，需要多少地我們滿足多少地，需要
多少空間我們滿足多少空間。”

共35塊地 務求轉型佔先機
據深圳市發改委主任聶新平介紹，

深圳對全市可用於產業發展的地塊進行
了整備梳理，將分批次集中推出連片優
質產業用地用於全球招商。根據梳理，
此次可供應產業用地共35塊，總面積超
過30平方公里。其中深圳市域範圍內可
供應產業用地約25平方公里，深汕合作
區可供應產業用地約5平方公里，未來凡
是符合深圳產業導向，符合高質量發展
要求的企業和項目都將得到充足的空間
保障。

為了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搶佔更多
先機，聶新平透露，在之前政策的基礎
上，深圳還重點遴選了處於產業爆發前
夜、且具備一定產業基礎的新興前沿領
域，包括生物醫藥、集成電路、5G移動
通信、8K超高清視頻等，精準出台多項
政策扶持措施。

5G網絡覆蓋全市重要場所
據深圳工業和信息化局局長賈興東透

露，截至今年10月底，深圳已建成5G基
站超過1萬個，年底前要建成1.5萬個5G
基站，到明年8月份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
時，5G基站達4.5萬個，率先實現全市5G
網絡全覆蓋。5G基站用電也被納入了深
圳市工商業用電降成本支持範圍。5G智
慧政務大廳、5G醫療、5G教育、5G酒
店、5G智慧港口、5G工業互聯網等正在
深圳各區一一落地。他強調，深圳市良好

的5G網絡覆蓋和強大的5G產業生態將給
5G企業發展和5G應用帶來先天的優勢。

截至目前，深圳電信5G網絡已覆蓋
全市重要場所、交通樞紐、城市主要功能
組團和人流密集場所。移動5G網絡良好
覆蓋深圳主城區，包括福田市民中心、華
強北商業街、南山科技園、西麗大學城、
阪田科技園等核心商圈及高校園區，寶安
機場部分區域。深圳聯通已實現前海、科
技園、華強北、新安、福永等全市超70個
區域的5G網絡連續覆蓋。

記者在深圳市民中心、福田高鐵
（地鐵）站、華強北商圈、深圳大學、
華僑城等多處測速發現，5G網絡網速在
700M/秒—1.6G/秒，是 4G 網絡的 10
倍-20倍，下載一部100分鐘的高清電影
大約只需1-2秒。深圳主城區室外和重要
場所的室內5G信號普遍良好，能實現較
高網速。

大灣區商機無限，各城

市都推出更多土地歡迎高科

技企業入駐。深圳市5日宣

佈，一次性拿出30平方公里

土地面向全球“迎娶”優質

科企，該產業用地將重點佈

局重大創新載體、新興產業

集群和產業鏈重點領域關鍵

環節等三大方向，其中5G

領域將是一大重點。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 ■人工智能、智能製造等新興產業在深圳發展勢頭良好。

深圳發揮先行示範區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

報道）深圳是次行動旨在邀約更多優
質企業共享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雙區”疊加發
展機遇，與深圳共建國際一流灣區和
世界級城市群，推動形成新一輪產業
發展的高潮。

按照深圳公佈的佈局圖，這些用
地集中在35個片區，以新興產業（新
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綠色
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
料、海洋經濟）、先進製造業為主導
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寶安、龍崗、龍
華、光明、坪山、深汕合作區；以總
部基地為主導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南
山、福田；以科技研發為主導的片區

主要分佈在光明、大鵬灣；以高端物
流為主導的片區主要分佈在寶安、鹽
田。

圍繞深圳本次推出的30平方公里
產業用地，深圳將重點佈局3大方向。

在重大創新載體方面，建國家實
驗室、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國家製造
業創新中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產
業技術功能型平台；在新興產業集群
方面，建新型顯示器件產業集群、人
工智能產業集群、智能製造裝備產業
集群、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在產業鏈
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主要關注集成電
路、射頻器件、微機電系統、核心工
業軟件、醫療影像設備等領域的設
計、研發、製造、中試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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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份月份IHS MarkitIHS Markit 香港採購經理指數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PMI)
由由99月份的月份的 4141..55 跌至跌至3939..33，，顯示私營經顯示私營經

濟的景氣度下滑至濟的景氣度下滑至20082008年年1111月以來最低月以來最低，，顯示顯示
香港私營經濟於第四季初仍深陷低迷香港私營經濟於第四季初仍深陷低迷。。1010月份月份
業務活動量與新增銷售額皆進一步萎縮業務活動量與新增銷售額皆進一步萎縮，，而來而來
自中國內地的需求更創該項調查以來的最大跌自中國內地的需求更創該項調查以來的最大跌
幅幅。。

新增業務量跌勢近新增業務量跌勢近1111年最劇年最劇
調查顯示調查顯示，，私營經濟的業務活動量不但於私營經濟的業務活動量不但於

1010月份進一步萎縮月份進一步萎縮，，更創下該項調查更創下該項調查2121年多以年多以
來的最高跌速來的最高跌速。。資料透露資料透露，，與示威相關的騷亂與示威相關的騷亂
繼續打擊經濟活動繼續打擊經濟活動，，其中以零售業與旅遊業最其中以零售業與旅遊業最
受波及受波及。。在政治動盪在政治動盪、、貿談緊張的環境下貿談緊張的環境下，，企企
業的整體銷情於第四季初繼續減弱業的整體銷情於第四季初繼續減弱。。來自中國來自中國
內地的新訂單量以史無前例的跌速下滑內地的新訂單量以史無前例的跌速下滑，，導致導致
新增業務量創新增業務量創20092009年年11月以來的最高跌速月以來的最高跌速，，因因
而令積壓工作量進一步減少而令積壓工作量進一步減少，，而且幅度明顯加而且幅度明顯加
快快。。

另外另外，，衡量私營企業情緒的經營預期指數亦衡量私營企業情緒的經營預期指數亦
跌至歷史新低跌至歷史新低，，反映持續惡化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反映持續惡化的營商環境進一步
動搖經營信心動搖經營信心。。調查數據顯示調查數據顯示，，更多受訪業者相更多受訪業者相
信信，，未來一年的業務活動量將會下跌未來一年的業務活動量將會下跌。。企業仍然企業仍然
憂慮憂慮，，本土的示威活動和中美貿談僵局對業務活本土的示威活動和中美貿談僵局對業務活
動量造成影響動量造成影響。。

私營企業情緒跌至歷史新低私營企業情緒跌至歷史新低
IHS MarkitIHS Markit 首席經濟師首席經濟師 Bernard AwBernard Aw 表表

示示，，最新最新 PMIPMI 調查展現了一個日益嚴峻的經濟調查展現了一個日益嚴峻的經濟
困境困境，，反映香港私營企業於反映香港私營企業於1010月份仍然深陷二月份仍然深陷二
十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低迷中十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低迷中。。來自中國內地的來自中國內地的
需求史無前例地萎縮需求史無前例地萎縮，，企業新接的訂單量大幅減企業新接的訂單量大幅減
少少，，因此對前景越見悲觀因此對前景越見悲觀。。由於憂慮示威活動和由於憂慮示威活動和
全球貿易環境惡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全球貿易環境惡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企業的經企業的經
營信心跌至營信心跌至77年半新低年半新低。。投入成本上升令經濟雪投入成本上升令經濟雪
上加霜上加霜。。面對經濟低迷面對經濟低迷，，企業不但要消化成本增企業不但要消化成本增
長長，，還須給予折扣來催谷銷路還須給予折扣來催谷銷路。。

梁日昌梁日昌5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下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下，，香港作為轉口貿易的香港作為轉口貿易的
角色亦被削弱角色亦被削弱，，不少內地廠商已遷離內地不少內地廠商已遷離內地，，搬搬
至越南等東南亞地區至越南等東南亞地區，，同時不少客戶也已由內同時不少客戶也已由內
地轉向東南亞採購地轉向東南亞採購，，公司的內地訂單減少了公司的內地訂單減少了
3030%%至至4040%%。。

他又指他又指，，現時越南的生產規模愈趨成熟現時越南的生產規模愈趨成熟，，
連原材料及配件供應商都遷至越南連原材料及配件供應商都遷至越南，，故當地的故當地的
出口出現上升出口出現上升。。因內地的環保條件趨緊令生產因內地的環保條件趨緊令生產
成本大升成本大升，，公司一些鞋扣都會轉至意大利生公司一些鞋扣都會轉至意大利生
產產，，坦言成本與在內地生產相若坦言成本與在內地生產相若。。

美國加關稅美國加關稅 新增成本將轉嫁新增成本將轉嫁
梁日昌又指出梁日昌又指出，，今年聖誕檔期的訂單在今年聖誕檔期的訂單在99月月

前已出貨前已出貨，，故不受加徵關稅影響故不受加徵關稅影響，，但明年夏季的但明年夏季的
訂單新增關稅成本則需由廠商及分銷商共同負訂單新增關稅成本則需由廠商及分銷商共同負
擔擔，，預計明年冬季的新增成本更會進一步轉嫁至預計明年冬季的新增成本更會進一步轉嫁至
消費者消費者。。然而然而，，他相信屆時中國的訂單會繼續下他相信屆時中國的訂單會繼續下
跌跌，，因美國於鞋類市場屬於價格敏感因美國於鞋類市場屬於價格敏感，，分銷商會分銷商會
轉至其他非中國地區進行採購以降低成本轉至其他非中國地區進行採購以降低成本。。

■PMI由9月份的41.5跌至39.3，顯示私營經濟景氣
度跌至2008年11月以來最低

■私營經濟加劇逆轉

■企業悲觀情緒更趨惡化

■新業務量急跌至2009年初低位

■衡量企業情緒的經營預期指數跌至歷史新低

港PMI 海嘯後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中美貿易戰及香港持續的暴力示威活動，重創香港的營商環

境，第三季經濟陷入技術性衰退。最新的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繼續陷於收縮，更跌穿40，至

39.3，是2008年11月金融海嘯後最低。有“非洲鞋王”之稱的香港鞋業總會會長梁日昌5日大吐

苦水，指港商受到雙面夾擊，一方面因美國對中國貨加徵關稅，不少客戶已由內地轉向東南亞採

購，公司的訂單減少了30%至40%；而另一方面，香港的零售業務生意額在本地政治事件影響下

也下跌逾兩成。

3939..33
貿戰本地暴力持續貿戰本地暴力持續 重創營商環境重創營商環境

香港10月份PMI內容撮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中美貿易
戰及持續5個月的本地暴力示威活動，令香港
經濟雪上加霜，港企經營陷入絕境。匯豐5日
公佈的最新調查顯示，在預期業務有增長的港
企中，44%視開拓新市場為主要動力。調查指
出，港企應採納國際化思維，以開拓新市場為
策略，應對貿易前景不明朗及經濟環境挑戰。

5日公佈的2019 年《匯豐商貿領航：商界
的現狀、未來和業務方式》調查訪問了35個市
場超過9,100家公司，當中包括350家香港企
業，了解對營商前景的觀點與預期。結果顯
示，超過三分一港企表示計劃透過開拓新市場
來應對業務挑戰。在預計明年銷售額會增長的
港企中，44%認為進入新市場是主要業務增長
動力。

79%料國際貿易助推動創新
調查顯示，應對挑戰的其他常見策略包括

提升產品或服務質素(30% )、投資於創新
(24%)、投入資源改善客戶體驗(24%)及加強現
金流管理(22%)。

同時，港企視國際貿易為業務動力，認為
未來五年內國際貿易將有助推動創新(79%)、提
供新機遇(77%)、及提高效率(76%)。

匯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趙民忠表示，香港
是國際商業中心，一直奉行自由貿易，今年3
月香港與澳洲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和《投
資協定》便是最新例子。最新調查顯示，港企
視國際貿易為機遇，以應對經濟環境所帶來的
挑戰。該行相信，無論是貨物或服務貿易，港
企在新市場尋求機遇時，仍會繼續受惠於香港
的策略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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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作協 自律行吟遣餘年         
  ----  九二抒懷  ----                                                

曹志源

高山快餐                                                
劉緯

前言：2019 年中秋佳節前後，休斯頓文
壇摯友多人，光臨寒舍良晤。間話起居，兼
及國情世局，並歡談文壇盛事。良以拙筆久
停，《南軒》年刋又將出版，如有詩文小品，
盍交披露一二，以饗讀者親朋，藉報平安； 
高年文思如昔，若山澗流泉，淙淙不斷； 沁
人肺腑，不亦樂乎？

余甚感「以文會友」之誠，殊 非他業之
「庶幾」可比， 允宜樂於首肯。猶憶數年前
賀「作恊」成立二十週年慶詩中有句：「世
間萬業諸多秀，最堪回味是詩文！」（載
2011 年南軒特刊）。今我馬齒徒增，不知不
覺已攀登九二高齢嵩壽；作協前會長陳紫薇
乃以「九二抒懐」為題，命照往例作詩憶舊，
以供《南軒》補白。不禁搖筆成吟，得句如
下。自知意境不高，韻律不嚴，用字遣詞凡
俗，唯寫實抒情而已！

那一年參加了高中同學的聚會 , 地點是在
瑞土的茵 特瑞肯 , 十八九位同學和眷屬 , 被主
辦人郭 同學安頓 住 在 山谷 客棧 裏 , 他本人 
在 日內瓦 工作 了 二十 多年 , 堪稱為一匹識途
的老馬 .  

這 家 小巧 精緻 的 旅店 , 環境 幽靜 、 價
格公道 , 包辦早晚兩餐 。 遊覽 的 節目 是 一天 
遊 山 、 一天 玩水 , 晚上 回來 開班會 , 節目緊
湊 , 讓 我們 在 湖光山色 中 , 非常 愉快 地 度
過 了五 天 .

 接下來是 登山 的 日子 , 我們 先 乘 小 火
車 , 再 換乘 登山火車 , 這種車廂頂上 吊 有 纜
索 、 底下 有 齒輪 與 軌道 相 鉤 連 的 電纜 火
車 , 能爬六十多度的陡坡 . ? 火車 穿過 了 翠綠 
的 牧草地 , 經過 了 冰雪 半 覆 的 小 溪流 , 鑽
進了筆直入霄的 保護 林 , 遙遠 可見 還 君 明珠 
雙 淚 垂 的 一 對 瀑布 , 以及煙霧濛濛的雪山 ,
終於到 達 了 目的地 穆 潤 村 ( Murren ) , 真是 
一個 驚喜 的 經驗 . 

  〈1〉枯井無波已數年，文思泉湧為南
軒。馬歯徒增啃青卉，頤養天年樂此生。

  〈2〉不知不覺九二年，童心未改若孺
生；喜怒哀樂隨情轉，世事無常迄未全。

   （3）天涯憶舊倍思親，海角齊家更念
孫；童稚無知罕盡孝，老來時歉未娛親！

   （4）兄弟六人我季威，父賜斯名顯夢
隨；戰亂饑寒頻夭折，我能倖在實神恩！

   （5）早年家國兩茫茫，生死關頭命不
亡。敵機轟炸逢兇末，出征前夕敵投降。

   （6）萍蹤逐浪迄無寧，滄海浮沉隨域
奔。抗日從軍堪歌泣，內戰隨波極狼狽！

   （7）哀兵巨彈屈倭軍，國事堪憂又內
爭；黛綠年華隨水逝，槍炮聲中國事崩。

  （8）五十年前適休城，㩗妻育子兩袖
風；領務僑情均複碎，奉公守法試圖存！

   （9）世事滄桑難預期，撫今追昔令人

位於 茵 特 菈 肯 東北 十里 路 外 的 穆 潤 
村 , 坐落 在 海拔 五千 三百 六十 多 呎 的 高山 
平台 上 , 因為 沒有 汽車 道 可 通 , 出入 全靠 
電纜 火車 和 火車 , 雖有 溫暖 的 陽光 , 美麗 
的 景色 , 冬 可 滑雪 、 夏 能 登山 , 還算 是 比
較 隱蔽 的 一個 旅遊 景點 。 

下 了 纜車 , 到 了 村口 , 帶隊 的 郭兄 告
訴 大家 , 一個 半 小時 後 , 在 小 村 另 一端 的 
火車站 集合 , 乘火車 下山 。 就是說 , 我們 需
要 在 九 十分 鐘 之 內 , 或 遊逛 , 或 登山 、 
吃 中飯 和 走到 火車站 。 於是 我們 就 向 火
車站 方向 的 路上 走去 , 一路 遊覽 , 順便 找個 
地方 吃 個 快餐 。 

這 幾位 已經 在 美國 居住 了 三十 多年 
的 老 同學 , 就 一面 走路一面說起話來 : 

「 出來 一個 禮拜 了 , 三餐 都 在 吃 西餐 
, 今天 真想 喝 碗 酸辣 湯 。.J 

「 我 想 的 是 碗 牛肉 麵 。 」 
「 在 這 山頂 上 , 到 那兒 去找 中國 館子 

迷；亂世清流源未斷，自幸萍蹤定糖溪。
 （10）業餘消遣試塗鴉，偶作詩文辯正

邪！敝帚逢春殘雪凈，鴻飛泥沼爪痕斜。
 （11）休城半世憶攻防，齊家樂業如戰

場；勝負浮沈臨路口，端賴賢妻子孫昌！
（12）卅載執鞭如一晃，教學相長令人

仰；古稀高壽難言退，虛榮勒石校園賞。
（13）榮休一旦校聞傳，師生齊作去思

篇。校刋特寫連三日，驪歌盛會意拳拳！
 （14）此生有幸竟崎程，重重險阻未殞

沉；峰廻路轉多殊遇，少年幽夢老成真。
  （15）德識事功自審庸，神恩祖德惠

我深。知恩惜福時圖報，惟恐忘仁欠義行！
  （16）往事誠堪作憶題，一生哀樂可

無欺。花開花落成今昔，老態龍鍾可預期！

, 我 看 還是 將就 點 , 再 吃頓 香 腸 吧 ! – 
「 不管 是 德國 腸子 、 還是 瑞士 腸子 

味道 都 不錯 , 但是實在 吃得 太多 了 , 我 還是 
想來 盤 榨菜 炒肉絲 。 」

 說著走著 走著 , 信不信 由 你 , 不久 路旁 
展出 了 一個 招牌 , 上 有 日本 字 仔細 一 看 , 
原來 也 有 漢字 , 只見 上面 寫著 春捲 、 牛肉 
麵 、 野菜 麵 、 雞肉 燒 麵 , 及 一些 不 認識 
的 日本 菜名 , 大夥 立刻 被 吸引住 了 。 那 家 
只有 二 十來個 座位 的 小吃店 , 被 我們 擠得 
滿滿 的 , 店主 不是 日本人 , 而是 來 自 新加坡 
的 華僑 , 他 一 人 身兼 帶 位 、 大廚 和 跑堂 
。 會 說 廣東話 的 「 蓋 仙 」 馬上 跟 他 攀 
上 了 關係 , 商量 好 菜單 , 老闆 就去 備 菜 了 
。 

為了 趕 時間 , 我們 都 自動 自發 起來 。 
各自 去 燒水 泡茶 、 排 椅子 、 拿 碗筷 擺 桌
子 。 再 看看 開放 式 的 廚房 裏面 , 精於 廚藝 
的 黃兄 竟然 迫 不及 符 , 越俎代庖 , 炒 起 菜 
來 , 服務 熱心 的 周兄 在 洗菜 切菜 , 經常 在
家 中 宴客 的 周 姐 暫 充 跑堂 上菜 。 不一會
兒 , 一道 道 菜 送上 來 了 , 只見 是 春捲 、 榨
菜 肉 絲加 豆腐 、 咕 咾 雞 、 油爆 蝦 、 佛跳
牆 、 雞塊 炒 白菜 、 牛 肉 白菜 花 、 蠔油 綠 

作者簡介：曹志源，字季威。1928 年
出生於湖南益陽千家洲農村耕讀之家；成長
於內亂外患貧苦的時代，1943 年初中畢業
後從軍抗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即凱旋復學，
繼逢瘋狂國共內戰，學校解散，再入軍營。
1949 年冬來台考取台大政治系，後入政大外
交研究所，完成學士、碩士學位；復經高考
入外交部。1958 金門炮戰時奉派隨葉公超大
使出使美國，繼任蔣廷黻大使秘書，1965 年
奉調南來駐休斯頓領事。1968 年應聘浸信
會大學 (HBU），並於暑假赴華府 American 
University 完成國際關係及比較政府哲學博士
學位。執教卅年，數度當選「傑出教授」，
於校園榮譽走廊勒石留名，1998 年退休。現
年九十又二，僑居糖溪 (Sugar Creek) ，以讀
書、寫作、含飴弄孫為樂。

菜花 、 蛋炒飯 和 白 米飯 。 從 廚房 出來 的 
黃兄 , 帶著 歉意 對 大夥 說 , 因為 材料 不夠 
而 無法 做 酸辣 湯 。 我們 一面 聽 著 自己 播 
放 鄧麗君 碟片 、 一面 把 一 上來 的 菜 掃蕩 
一 空 , 最後 還把 米飯 倒入 盤 中 , 拌著 菜汁 
吃得 個 精光 。 

領隊 郭兄 因 自行 登山 去 了 , 沒 來得及 
趕上 這 頓 中式 「 自助 」, 看見 我們 不 珍惜 
時間 , 多 去 觀賞 風景 , 卻 在 此 大快朵頤 , 慰
勞 中 國 胃 , 不禁 又 氣 又笑 。 我們 這群 人 
在 茶 足 飯 飽 之後 , 走出 店 來 , 像 換 了 一
批 人 似的 , 個個 腳步 輕快 , 容光煥發 , 開始 
欣賞 起 飛瀑 流泉 來 , 也 注意到 了 雪地 上 的 
野花 .  

老 同學 當年 都是 一起 長大 的 , 重逢 後 
真情 畢露 , 不 客套 , 不 虛偽 想 什麼 說 什麼 , 
想吃 什麼 就說 想吃 什麼 , 跟 他們 作伴 旅遊 
, 非常 開 心 。 山上 的 一 餐 , 不但 用盡 了 小
店 所有 的 碗盤 , 出清 了 存貨 , 我們 還 因 貪
吃 耽誤 了 車 程 , 少 去 了 一個 景點 , 但 這次 
奇特 的 高山 快餐 經歷 , 倒是 這 大 歐 遊 中 
原一支 難忘 的 插曲 , 讓人 回味無窮 

( 原載世界日報 )

（中央社）調查局長呂文忠今天表示，
近期查獲地下通匯總金額近新台幣800億元
，將加強資金清查，若涉及境外資金意圖介
入總統、副總統與立委二合一選舉，一定嚴
加查辦。

呂文忠今天出席調查局與媒體茶敘時，
做出上述表示。

呂文忠受訪時表示，防範中資介入選舉
是調查局這次選舉查察重點之一，早在上次
九合一大選期間，即查獲一起典型的中資介
選案件，移送台北地檢署後，日前由檢察官
起訴。

呂文忠表示，調查局會在二合一選舉期
間加強境外資金介入選舉的查察工作，尤其
調查局最近發動數波地下通匯查緝行動，共
查獲17件，其中3件已移送地檢署，查到的
地下通匯總金額將近新台幣800億元。

呂文忠說，已請洗錢防制處加強清查這

些地下通匯的資金流向，若涉及境外資金意
圖介入二合一選舉，一定嚴加查辦。

此外，呂文忠指出，調查局針對賄選已
立案17案進行調查，另配合地檢署偵辦4案
，並派出130名調查官到地檢署支援辦案，
另於8月8日成立假訊息防制中心，迄今立案
58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26案給警察機
關，另依傳染病防治法、災害防救法移送3案
給檢察署。

另方面，調查局今年的反賄選宣導，由
各外勤處站同仁自編、自導、自演宣傳影片
共147支，精選其中39支短片陸續上架至調
查局臉書、官網，迄今觀賞次數超過4萬人次
。

調查局表示，將於13日起於調查局臉書
舉辦反賄選宣導短片投票抽獎活動，獎項包
括iPad mini、禮券、電影票等。

調查局查獲地下通匯800億 嚴查流向防中資介入

（中央社）為維護國土和漁業資源，馬祖海巡隊特規劃於11月初開始，結合南部、中部
地區機動海巡隊台南艦及苗栗艦，聯合辦理擴大威力掃蕩越界中國漁船、抽砂船專案勤務。

馬祖海巡隊表示，有鑑於歷年東北季風增強時，馬祖海域常有中國籍漁船越界作業，及
抽砂船於限制水域內非法下錨，尤其近日莒光海域周邊常有抽砂船越界盜採砂石日漸猖獗，
且於清晨天未亮前出沒作業。

這波威力掃蕩動員台南艦、苗栗艦，並配合馬祖海巡隊的船艇一同出擊，利用大型巡防
艦續航力高、耐浪性佳、水砲驅離之特性及海巡艇的靈活機動性，於惡劣海象下，強化馬祖
海域執法力度，並透過第十一巡防區指揮部岸際雷達加強監控轄內陸船越界情況。

海巡隊表示，已分別於10月23日、27日查獲兩艘越界中國籍抽砂船，今年累積查扣4
艘抽砂船，將持續執行 「護永專案」 ，針對大陸抽砂船經常出沒海域提高巡邏密度，並由海
巡署規劃派遣大型艦實施區域聯防掃蕩，以守護馬祖海域海洋資源。

台南艦苗栗艦馳援 馬祖海巡擴大掃蕩越界船

（中央社）台馬警方去年8月合作截獲市價新
台幣8億元的毒品案。刑事局循線追查集團成員郭
男等人疑又死灰復燃，於10月下旬在新北市緝獲
118萬粒毒品一粒眠、市價逾3億元，逮4嫌送辦
。

刑事局今天舉行 「查獲運輸毒品一粒眠及持
有槍砲、彈藥等案」 記者會，偵查第三大隊大隊
長蕭瑞豪表示，台灣和馬來西亞警方去年8月合作
截獲偽裝成 「活餌箱」 出口的第三級毒品一粒眠
，逾400公斤、市價約8億元。

警方持續溯源追查上述案件的相關犯罪集團
成員，並由刑事局聯合雙北市警察單位共組專案
小組，報請基隆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根據專案小組長期偵蒐發現，具竹聯幫背景
的26歲郭男等人平日居住在新北市三重區，但自
今年5月起竟又在新北市五股區的社區大樓承租公
寓使用，警方研判可能是要作為從事毒品相關犯
行據點。

經監控、蒐證後，警方於10月中旬掌握另一
犯嫌、具四海幫背景的35歲卓男駕駛一輛貨車，
並將車上疑似裝有毒品的24個紙箱交付給郭男，
再由郭男載運至其承租的社區大樓公寓藏放。

專案人員見時機成熟，經報請檢察官指揮偵
辦後，於10月21日至28日於新北市五股區、三
重區和八里區查扣24箱毒品一粒眠，約計118萬
粒、淨重約217公斤，以及火藥式手槍3枝（含彈
夾）、消音器1支、彈匣2個、手槍子彈103顆、
霰彈槍子彈21顆及運毒車輛2部等贓證物。

據了解，這24箱一粒眠市價約3億元，且成
分可再分裝製成約350萬包咖啡包，不排除犯嫌
意圖運毒到境外。

專案小組也陸續拘提涉案犯嫌郭男、卓男、
蕭男和湯男等人到案，警詢後依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解送新北地檢署
偵辦，郭男和卓男羈押、另兩人交保。

刑事局偵破幫派成員涉運毒 市價逾3億

（中央社）頂新前董事長魏應充涉及劣油
案，二審判刑15年。最高法院今天將45罪發回
更審，另駁回26罪的上訴而告確定；確定部分
，魏應充7罪刑度合計5年9個月，另有19罪得
易科罰金。

魏應充判刑確定而不得易科罰金的7罪刑
度，分別為11個月、11月、1年6月、7月、7
月、8月、7月，合計5年9月。實際執行刑度
將由檢察官另外向法院聲請應執行刑，最高法
院已通知檢方啟動防逃機制。

最高法院判決指出，二審判決僅可認定魏
應充知悉頂新向大幸福收購的油脂屬欠缺可供
人食用品質的原料油，時間點為103年3月20
日召開糧油事業群經營決策會時起，卻認定魏
應充要為在此之前完成的交易負共犯罪責，有
判決理由不備等違法，這部分撤銷發回，其餘
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新聞稿指出，除魏應充，常梅?、
陳茂嘉、楊振益等人上訴也是部分撤銷發回、
部分駁回。確定部分，常梅?21罪、陳茂嘉32

罪、楊振益39罪，都包含不得易科罰金之
罪，須入監，頂新公司罰金刑也是部分發
回更審、部分確定。此外，頂新、魏應充
也聲請提案刑事大法庭，最高法院認無提
案必要，今天予以駁回。

全案起於民國102年間，大統長基爆
發摻混油並添加銅葉綠素事件，引爆一連
串油安事件。當時任頂新董事長的魏應充
等人被控為節省成本，謀求油源穩定，自
101年至103年間，明知越南大幸福公司販
售的原料油欠缺可供人食用的品質，仍予
以收購，充作已具供人食用品質的原料油
，精煉製成食用油販售。

審彰化地方法院認為，檢察官無法證
明全案油品是來自於非健康豬隻屠體為原
料所熬製的豬脂等有礙健康原料，104年11月
27日判魏應充等人無罪。案經上訴，由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審理。

二審認為，頂新向大幸福購入的原料油酸
價過高、金屬鉛含量不符食用油脂類衛生標準

，越南官方亦指大幸福外銷油脂只能作飼料，
不能供人食用。台中高分院認為，魏應充等人
自101至103年間，藉此獲利新台幣1億1919
萬餘元，涉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販賣假冒食
品罪及刑法詐欺取財罪。

台中高分院去年4月27日宣判，魏應充判

刑15年（6年可易科罰金）、前總經理常梅?判
刑8年6月（3年可易科罰金）、後任總經理陳
茂嘉判刑11年6月（5年可易科罰金）、大幸
福負責人楊振益判刑8年6月（1年6月可易科
罰金），頂新公司罰金2億5000萬元。

頂新劣油案魏應充判刑合計5年9月須入監

民團籲立法院速協商民團籲立法院速協商完成礦業法修法完成礦業法修法
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等多個環保團體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等多個環保團體66日上午在立法日上午在立法

院外舉行記者會院外舉行記者會，，呼籲立法院立即針對礦業法修正草案召開朝野協商呼籲立法院立即針對礦業法修正草案召開朝野協商，，開啟實質討論開啟實質討論，，務必讓陳年務必讓陳年
老舊的霸王礦業法下架老舊的霸王礦業法下架。。

高雄罷韓全台反韓高雄罷韓全台反韓 WecareWecare台灣大遊行台灣大遊行
WecareWecare高雄高雄、、公民割草行動等公民團體公民割草行動等公民團體，，66日在高雄文化中心前召開記者會日在高雄文化中心前召開記者會，， 「「WecWec--

areare高雄高雄」」 發起人尹立發起人尹立（（前中前中））宣布啟動宣布啟動 「「12211221WecareWecare台灣大遊行台灣大遊行」」 ，，籲全台民眾響應籲全台民眾響應。。

呱吉組歡樂無法黨 柯文哲呱吉組歡樂無法黨 柯文哲：：大家高興就好大家高興就好
台北市議員台北市議員 「「呱吉呱吉」」 邱威傑邱威傑、、網紅志祺七七網紅志祺七七、、視網膜將組織政黨視網膜將組織政黨 「「歡樂無法黨歡樂無法黨」」 ，，台北市長柯台北市長柯

文哲文哲（（前前））66日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日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聽起來就很歡樂聽起來就很歡樂，，組黨是人民權利組黨是人民權利，，大家高興就好大家高興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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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一直在稳步发展”

在电影 《头号玩家》 中，主角身着体感衣、
头戴VR眼镜，在一款名为“绿洲”的虚拟游戏
中开启了一场冒险之旅。电影情节固然引人入
胜，但故事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更令人
遐想。

虚拟现实技术是融合三维显示技术、计算机
图形学、三维建模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等多种前
沿技术的综合技术。如电影中所呈现的那样，它
可以创造一个虚拟的三维交互场景，用户借助设
备能够体验虚拟世界并与虚拟世界进行互动。

现实生活中，虚拟现实的应用和畅想，带来
了产业发展的新一轮热潮。然而，从 2016 年的
元年火爆，到 2017 年的遇冷期，再到近两年的
向好发展，虚拟现实产业似乎走出了一条“热—
冷—反弹”的“U”型发展曲线。不过，深圳看
到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蔡树焕对本报记者说
道：“‘冷’和‘热’更多是资本市场的原因，
并非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虚拟现实产业一直在稳步发展。无论是产品
还是应用，大家都在越做越好。”蔡树焕指出，虚拟
现实打造的是一种未来生活方式，主要以科学技
术为支撑，不会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停滞不前。
爱奇艺VR内容负责人张航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同
样强调：“任何新技术都会经历一个被高估、过热
到降温再到被低估然后恢复正常的过程。”

实际上，中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正持续扩
大。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中国虚拟现实
市场规模从 2015 年的 15.8 亿元，迅速增长至
2017 年的 52.8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82.8%。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9 年）》 预测，
今年这一数字有望超过500亿元。数字之外，虚
拟现实产品也在不断迭代升级，越来越多的 VR
设备正走进千家万户。

“随着 5G 规模化建设的启动，5G+VR/AR
将释放出无限可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董
事长郭平在今年的世界VR产业大会上说道。5G
网络比 4G 快出一个数量级，高宽带和低延迟的
网络将大大减少设备使用中的“卡顿”和“眩晕
感”。不仅如此，VR+5G还可能催生出一系列新
的产品和应用，助力虚拟现实产业进一步发展。

5G 商用化进程加速，虚拟现实产业也跟着
打上了一剂“强心针”。《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
书 （2019 年）》 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
AR/VR 头显设备出货量接近 27.5 万台，同比增
长 15.1%。同时，爱奇艺等企业也积极与运营商
及华为等产业各方达成深入合作，加速 5G 技术
在视频行业中商用落地。

蔡树焕认为，这是通讯和虚拟现实两个产业
在 2019 年实现“同频共振”和相互促进的结
果。“5G 的‘高速公路’建起来了，VR 产业可
以跑得更顺畅。”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没有 5G，虚拟现
实产业就无法向纵深发展？对此，张航强调：

“5G 是虚拟现实的必要不充分条件。5G 确实给
虚拟现实带来了好处，比如资本和民众的关注、
电信运营商的参与等等，虚拟现实行业需要利用
这种利好。但加快解决自身产品体验的问题，还
需要真正在核心技术上投入。”

不只是 5G，人工智能+VR、Cloud+VR 等
一系列技术“联姻”，正在提高虚拟现实的智能
化水平，提升虚拟设备的效能。未来，不同产业
与虚拟现实的“同频共振”，还将进一步促进虚
拟现实应用的落地，催生出新的业态和服务。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被改变”

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全景拍摄的 3DVR 相
机，身临其境般的虚拟现实游戏……越来越多的
虚拟现实设备正走入寻常百姓家。

其实，虚拟现实技术为生活带来的改变远不
止于此。休闲娱乐之外，虚拟现实技术在医疗、
教育等领域同样大展身手。张航称：“虚拟现实
是下一代计算平台，改变的不仅仅是娱乐产业。
如今，虚拟现实在教育、医疗等众多领域都已经

有了很好的落地案例，真正解决了一些场景下的
用户需求。”

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专家们共同完成了
VR+5G 远程手术；在江联重工焊接车间，带上
VR眼镜的工人清楚看到锅炉零部件的故障和维
修步骤；在偏远的武汉刘家山小学，一样可以轻
松开展“VR戏曲体验课”教学；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上，爱奇艺进行了 5G+8K+VR全
景视频转播……

“未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被改变。”
人们可以随便带上一个头盔，穿越至伦敦看一场
演唱会，也可以跨越千里来一次观光旅游；企业
家可以通过VR设备，召开“近在咫尺”的远程
会议；政府则能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改进智慧
城市的管理方式。

虚拟现实产业带来的改变也有先后次序。有
的产业链条上相关方比较少，容易被新技术改变；
有些产业链条上相关方比较多，整根链条或许都

得跟着改。“现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最早的主要是
演艺、娱乐、教育等领域，因为相关方比较少。链条
越短就会越先被改变。”蔡树焕说道。

那么，我们距离“头号玩家”的世界究竟还
有多远？实际上，目前的虚拟现实技术总体上仍
偏重于 360 度全景图的泛 VR 产品，并非严格意
义上“完美虚拟世界”。在蔡树焕看来，何时当
上“头号玩家”，还要看算力、算法的发展以及
相关难题的攻克情况。

虚拟现实技术不仅仅是服务于创造一个虚幻
世界的孤立技术。张航指出：“虚拟现实技术与
物联网、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
融合才是智能制造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内VR产业发展速度将加快”

中国已成为全球虚拟现实产业创新最活跃、
市场接受度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9 年）》 预测，
到2023年，中国VR头显设备出货量将突破1000
万台，国内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将达到4300亿元。

近些年，中国始终在为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谋篇布局”。不仅将发展虚拟现实写入“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而且陆续出台《关于加
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规
章，为虚拟现实产业的发展规划好“路线图”，
建设好“软环境”。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结合自身特点，搭建
起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黄金台”。以江西省为
例，先后发布 《江西省虚拟现实产业发展规划

（2019-2023 年）》 等多项政策规章，吸引了一
批VR企业纷纷落户江西。本次大会举办地江西
省南昌市，今年前三季度VR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就达62亿元，同比增长130%，全年有望突破100
亿元，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虚拟现实产业的快速发展，折射出中国在这
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发展潜力。但是，跟一些国
家的先进技术相比，中国虚拟现实的发展仍有一
定差距。蔡树焕说：“在虚拟现实领域，中国跟
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我认为还是在原创算法方
面。对于一些技术难题，外国的解决水平还是要
比我们高一些。”这背后涉及人才缺乏、科技攻
关不足等多种原因。

不过，中国要实现虚拟现实领域的弯道超
车，也有自己的“主场优势”。张航分析称：“我
们在 5G 的技术和网络建设上是全球领先的，

‘路’修好了，会极大释放内容生产者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同时，中国有多家全球领先的硬件制
造商，在供应链、设计能力上对VR的硬件设计
和生产是有力的协同。”

蔡树焕进一步将“主场优势”概括为算力、
数据和中国制造三个方面。他强调，“我们有包
括 5G、云计算在内的更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更
高品质的应用场景和更多的应用频次，还有更配
套、更有竞争力的硬件设施。”

“政府对 VR 技术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是空
前的。”张航指出，“我们相信，随着技术、政
策、用户、内容等多方面的利好，国内的VR发
展速度将加快。”

探索“虚拟”未来
创造“现实”价值
——中国虚拟现实（VR）产业发展透视

本报记者 姜忠奇 刘乐艺

戴上VR智能眼镜，来一场“人未到，身先至”的远途旅
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借助VR“透视眼”，无需拆卸组装，发
动机的结构和部件也能一目了然；VR版《沁园春·雪》，使人
们亲身体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大气磅礴；基于“VR+
5G”技术，在室内就可以远程遥控矿用大车，控制精度能够
达到厘米级……

10月19日至21日，2019世界 VR产业大会在江西省
南昌市如约召开。7000余名国内外虚拟现实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企业家代表应邀出席，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家企业参会参展。

当下，中国虚拟现实发展如何？未来，虚拟现实又会
怎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一位女士通过VR技术体验5G云视频。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10 月 19 日，2019 世界 VR 产业大
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开幕。图为小朋友
在体验VR设备。

胡国林摄 （人民视觉）

◀ 在 首 届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 上 ， 参 会 者 体
验 VR 辅助医疗方
案 。 医 生 可 以 利
用 该 系 统 进 行 患
者诊断、手术风险
评估、手术方案设
计等准备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 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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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1111月月
99日至日至1111月月1010
日日
紀念國父紀念國父 153153
歲誕辰歲誕辰
中山學術研究中山學術研究

會主辦會主辦
1111--0909--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中文學校多媒體簡報比賽中文學校多媒體簡報比賽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主辦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主辦
1111--0909--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
頒獎典禮頒獎典禮
1111--0909--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33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籃球聯誼賽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籃球聯誼賽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
1111--0909--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55時時
Filhoops GymFilhoops Gym
1012910129 Emnora Ln., Houston,Emnora Ln., Houston,
TX.TX.7708077080

王維國音樂室第十四屆學生演唱王維國音樂室第十四屆學生演唱

會會
1111--0909--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77時時3030分分
休斯敦浸會大學柏林音樂廳休斯敦浸會大學柏林音樂廳
75027502 Fondren Rd., Houston,Fondren Rd., Houston,
TX.TX.7707477074

下元寶旦下元寶旦、、地母娘娘地母娘娘、、周倉將軍周倉將軍
寶旦寶旦
1111--1010--20192019（（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Houston,TX.Delano,Houston,TX.7700377003

第十八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第十八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
比賽比賽
1111--1010--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 11 時時 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44時時
IL Texas Katy-WestPark HighIL 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School
2005520055 Beechnut St., Richmond,Beechnut St., Richmond,
TX.TX.7740777407

同源會同源會6565周年慶周年慶
1111--1010--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55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88時時
金冠海鮮餐廳金冠海鮮餐廳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王維國音樂室第十四屆學生演唱
會將於2019年11月9日星期六晚上7
點 30 分在休斯敦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的柏林音樂廳舉辦。

這次學生演唱會將有三十多位學
生登台演唱大家膾炙人口耳熟能詳的
歌曲，曲目包括“我像雪花天上來”
、“我怎樣去愛你”、“在水一方”
、“我的深情為你守候”、“多情的
土地”、“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望月”、“ 明月千里”、“一杯美
酒”、“祖國之戀”、“美麗家園”
；歌劇詠嘆調“我親愛的爸爸”、意
大利歌曲“悲愴小夜曲”、“我的太
陽”、“媽媽”等。這屆的學生演唱
會與往年不同的是蔡淑娟的母親91歲
高齡的蔡媽媽也將登台為大家演唱一
首台灣民歌“阿里山之歌”。蔡媽媽
在音樂室學習唱歌只有8個多月，她
的聲音非常甜美，聲色又純又年輕，

真讓人感嘆羨慕。年齡最小的是12歲
的 Isabelle錢，她為大家演唱的是一
首高難度的歌曲“You Raise Me Up
”，還有王維國老師也將會與音樂室
的優秀女高音汪怡一起演唱一首世界
著名的二重唱“啊我可愛的姑娘”，
選自歌劇“波西米亞人”。

王維國音樂室成立於2003年，
目前有愛好聲樂的學生四十餘人。為
了提高學生的演唱技巧和舞台表演能
力，音樂室不僅每年舉辦多次家庭演
唱會，而且自2005年以來面向華人
社區連續舉辦了十三屆學生演唱會。
此外音樂室還舉辦了“來自遠方的歌
” 女高音申遠方獨唱音樂會；女高音
魯湄、汪怡、侯斐“美之聲”音樂會
；“愛、生命、生活” 女高音李瑞芳
獨唱音樂會；“那就是我” 男高音顧
之浩獨唱音樂會；“感謝音樂” 女高
音遲晶達獨唱音樂會；“歲月留聲”

女高音李琳獨唱音樂會；“跟著夢想
走” 女中音鄭媛娥獨唱音樂會；
“精彩自己” 女高音鍾玉梅獨唱音
樂會。 “2019_愛你依舊” 女高音
李若若獨唱音樂會。同時，音樂室每
年都參加華人社團舉行的各種節慶及
大型演出活動。

王維國音樂室裡很多學生都是承
擔著繁忙工作和家庭責任的中年人，
他們對藝術的渴望，持之以恒學習聲
樂的精神，讓人欽佩。音樂室裡進進
出出留下了他們刻苦，執著的身影，
寫下了他們心中同一首歌。他們希望
看到自己的歌聲給親人帶來歡樂，給
家庭帶來和諧的溫馨，給兒女們樹立
起有志者事竟成的榜樣。學生們自然
，樸實而詩情畫意的歌聲為遠在故土
和休斯敦的華人親友送上一份感恩節
日的祝福，為在異國他鄉的華夏同胞
們帶來一份濃濃的故鄉之情。衷心熱

忱邀請您光臨第十四屆學生演唱會。
願我們的歌聲在這里和您相會,帶

給您美的享受。
演唱會免費入場，我們敬候您的

光臨。

2019年11月9日, 星期六晚 7 點 30
分 Belin Chapel and Recital Hall,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王維國音樂室將在王維國音樂室將在1111月月99日舉辦第十四屆學生演唱會日舉辦第十四屆學生演唱會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為提高各族
裔學習、使用中文的興趣，增強說中
文的能力，促進中美之間多元文化的
交流，第十八屆大休士頓地區中文演
講比賽即將舉行。

多年來，由於各校中文老師與學
生家長積極努力，參賽者的中文演講
能力不斷提高。

這項比賽得到了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館教育處的大力支持。 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華夏
中文學校、休斯頓獨立學區、美中文
化教育基金、龍學天下教育學院協辦
。

中文演講比賽使用語言為普通話

即國語。
這 次 比 賽 在 休 斯 頓 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 舉辦。
參賽者分組：5－7 歲組；8－11

歲組；12－18 歲組；高級組是曾在
中國讀過小學四年級以上的青少年；
非華裔分為三個組：小學組；初中高
中組；成人組。

演講比賽時間：11 月 10 日星期
日，下午 1:30 報到，2:00 開始比賽
。

頒獎大會時間：下午 4:00 舉行
頒獎大會。

比 賽 及 報 到 地 址 ： 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 20055

Beechnut St, Richmond, TX 77407
演講比賽報名：即日起至 11 月

2 日向各學校中文老師及中文學校報
名。週末也可以將報名表和報名費一
起交到華夏中文學校，地址：59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541-3339

諮詢電話：713-870-5288，或
Email: ghcspc@gmail.com 。

報名費：$20/人
演講時間：每人 3 分鐘，約 500

字。幼兒組以講故事為主，1 - 2 分
鐘。

演講題目：《心中的黃河、長江
》。你和爺爺、奶奶、爸爸、媽媽、

同學、朋友一起去過中國嗎？你見過
黃河、長江嗎？那是炎黃子孫的母親
河！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證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的歷程。告
訴我們你見過的，或者你心中的黃河
、長江。

《理想的翅膀》。很久很久以前
，人類夢想著能像鳥兒一樣飛翔。用
鳥的羽毛、用布給自己做翅膀，試著
飛。很多年以後，阿波羅 11 號在
1969 年 7 月 20 日飛上了月球！尼
爾·阿姆斯特朗成為登月第一人。他
從月球呼叫“休斯頓(Houston) ，這
裡是靜海基地。

鷹已降落。 ”向休斯頓的宇航中
心報告成功登陸月球的消息。阿姆斯
特朗的名言“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
卻是人類的一大步”一直被世人銘記
。今年，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到休斯

頓宇航中心參加登月五十週年慶祝活
動。在人類登月五十週年，在大休斯
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中，講講你的科
學夢。

參賽者也可以自擬其它題目演講
，內容具體，直奔主題，要有說服力
和感染力。

本項演講比賽評委由中國語言文
學藝術專家組成。為了力求公正，我
們的評委都不在中文學校任教。比賽
將根據語音標準、表達準確、主題突
出、表情儀態、總體效果評獎。

一、二、三等獎獲得者，將得到
獎狀、獎杯及獎金，優秀獎獲得者將
得到獎狀、獎杯。敬請互相轉告，並
鼓勵廣大熱愛中文的朋友踴躍報名參
加。大休士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籌辦
單位希望得到熱心中華文化事業的公
司、團體、協會及個人的鼎力贊助！

第十八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即將舉行


	1107THU_A1_Print.pdf (p.1)
	1107THU_A2_Print.pdf (p.2)
	1107THU_A3_Print.pdf (p.3)
	1107THU_A4_Print.pdf (p.4)
	1107THU_A5_Print.pdf (p.5)
	1107THU_A6_Print.pdf (p.6)
	1107THU_A7_Print.pdf (p.7)
	1107THU_A8_Print.pdf (p.8)
	1107THU_A9_Print.pdf (p.9)
	1107THU_A10_Print.pdf (p.10)
	1107THU_A11_Print.pdf (p.11)
	1107THU_A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