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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晴律師事務所
電話: 713-627-3000  

鄭律師親自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SMU法學博士(J.D.) (Not Board Certified)

精辦各種
移民相關案件 

A10-CHENG,CHIA-CHING 鄭家晴_C5_A1

chengkate@ymail.com

www.houstonimmigration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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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將凍結開放天空條約
艾多美傳福音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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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冠軍社交俱樂部

即將開幕  Coming Soon!

麻將｜撲克牌
亞洲美食｜西式美食｜豪華酒吧

電話: 281-568-8800
地址: 1298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請致電或email: championsSocialHR@gmail.com

招聘：Dealers | Bartenders  | Cocktail Servers  |Receptionists 
 | Cage/Cashiers  | Floorman  | Brush / Mahjong host Positions.

HarrisHarris縣選舉提前投票已經開始縣選舉提前投票已經開始
今年選舉方式更加便利高效今年選舉方式更加便利高效

（本報訊）Harris 縣選舉提前投票已經開始，10
月21 日至11 月1 日共12 天，您可以選擇至52 個投票
所的任一地點去投票、今年新增加了UH and TSU 投
票所地點、以方便50,000在學的學生及教職員.

選舉日（11 月 5 曰）您可以選擇至 757 多個投票
所的任一地投票、同時延長投票時間從早上 7 點至下
午 7 點(星期日除外、下午 1 點至下午 6 點）

為了方便選民，選民可攜帶自己標記的選票樣本
及選民指南至投票所投票。需要語言協助的選民可攜
帶任何恊助人員為他們翻譯（但該人員不能是選民的
雇主、雇主的代表人、或是與選民同屬一個工會的人

員）。
選舉日當天可

以 至 Harrisvotes.
com 官方網站即時
查詢各投票所的"
投票所排隊等待時間“以節省您等待的時間、同時還
具有可幫助選民尋找距 離最近五個投票所地點的功能
。方便選民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投票。或是傳簡訊
“VOTE” 至 1-833-937-0700

幫助選民尋找距離您最近的投票所地點

（綜合報導）英國廣播公司(BBC)
剛剛報導，昨天在英國埃塞克斯郡工
業園區貨櫃發現的39具屍體案，初步
據信為中國公民。他們分別是31名男
性，8名女性。

英國警方稍早指出，涉案貨櫃與
卡車並非一同入境英國，而非原本以
為的，車頭和貨櫃都來自保加利亞。

該貨櫃車的冷凍功能在事發當下
疑似為開啟狀態，因此這39名大陸偷
渡客就這樣在零下25度的密閉貨櫃中
待了15個小時，因而活活凍死。

英國警方當地時間昨天凌晨 1 點
40 分，在埃塞克斯郡的 Waterglade 工

業園區一個卡車貨櫃，赫然發現39具
屍體。當時官方表示，卡車上周六經
由威爾斯的霍利海德（Holyhead）駛
入英境。警方已經以涉嫌殺人，逮捕
25歲的貨車司機。但最新調查，貨櫃
是從比利時澤布呂赫港（Zeebrugge）
運 抵 泰 晤 士 河 口 港 口 珀 弗 利 特
（Purfleet），23日凌晨被載離。警方
調查指出，這輛來自保加利亞的貨櫃
車上藏有39具遺體，是近20年來類似
案件中最嚴重的，上次事件則要追朔
到2000年肯特郡大陸偷渡客58死悲劇
。

英國貨櫃英國貨櫃3939屍慘案屍慘案 死者皆為大陸公民死者皆為大陸公民
哈瑞斯縣早期投票已經開始哈瑞斯縣早期投票已經開始，，
選務專員芮久玫選務專員芮久玫（（中中））與美南與美南
新聞朱幼楨新聞朱幼楨（（右右））在在 TRACYTRACY
GEEGEE 社區活動中心合影社區活動中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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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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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10月25日       Friday, October 25, 2019

金通律師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專精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民事糾紛

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Houston TX, 7700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綜合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4 日上午
在首相官邸與為參加日皇即位禮訪日的南韓總理
李洛淵會談，李洛淵當面轉交了南韓總統文在寅
的親筆信，兩人談了約20分鐘，但似乎沒有找
到改善日韓關係的突破口。

日本外務省會後發表新聞稿指出，安倍在會
談中針對日韓關係表示， 「日韓兩國對彼此而言
都是重要的鄰國，在以北韓問題為首的諸多問題
上，日韓美的合作極為重要。現在日韓關係處於
非常嚴苛的狀況，我認為重要的日韓關係不應就
這樣擱置，希望南韓遵守國與國之間的約定，盼
能作為促使日韓關係恢復到健全關係的契機。」

安倍還表示，為了解決問題，兩國外交當局
之間仍將持續意見溝通。安倍與李洛淵一致認為
兩國持續對話很重要。

安倍強調，此時兩國議員間、國民之間，尤
其是年輕人之間的交流，還有地方上的交流更形

重要。李洛淵也表示認同。
日媒報導，李洛淵在會談中訴求改善兩國關

係，安倍則提及有關日戰前徵用工問題，希望南
韓修正違反《日韓請求權協定》的狀態。

富士電視台報導，李洛淵會談後被日媒問起
文在寅信中內容時表示， 「不知道，日本方面會
發表」。安倍與李洛淵前次會談是去年9月在俄
羅斯遠東海參崴，這次是時隔1年多的會談。

2戰時日本企業徵用南韓勞工，南韓法院近
來在徵用工訴訟中屢判日本企業應負賠償責任。
日本方面主張，兩國在簽署《日韓請求權協定》
時，南韓已放棄所有索賠權，南韓的作法乃違反
國際法，日本要求南韓改正，但韓方不予回應。

此事成為日韓對立的導火線，日本對南韓出
口產品加強管制，南韓決定停止軍事情報保護協
定(GSOMIA)等，使得民間的反日、反韓情緒升
高，雙方關係日漸惡化。

安倍、李洛淵會談結束
看不到日韓關係改善的苗頭

（綜合報導）上任不到半年的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以 「打貪」作為主要競選口號之一，
但他所創立 「人民公僕黨」國會議員近日陷貪
腐醜聞，他要求所有被告皆必須接受測謊，並
公開結果。

烏克蘭反貪特別檢察署（SAP）今天針對國
會的財政、稅收和關稅政策委員會中的14名委
員，依貪汙罪嫌作刑事立案調查，其中有11名
委員隸屬人民公僕黨（Servant of the People）。

烏克蘭媒體報導，這些委員被控收受高達3
萬美元賄絡，以否決一項編號2047的不動產估
價相關法案。這項法案據稱旨在排除現有法規
中，易引發貪腐或不當得利的部分。

委員會副主席、部落客兼YouTuber杜賓斯
基（Oleksandr Dubinsky）今天已接受測謊，並
在網路直播受試過程。針對是否曾收受2萬至5

萬美元以投票反對2047號法案，或者曾因任何
特定法案收受賄絡等問題，杜賓斯基皆回答
「否」。

這項測謊由總統辦公室發起，烏克蘭國家
反貪局（NABU）、反貪特別檢察署和檢察總
署（GPU）等機關目前皆未參與。德國之聲
（DW） 專 欄 作 家 、 記 者 魯 登 科 （Sergei
Rudenko）認為，高調舉行測謊目前看來像政治
秀，因反貪特別檢察署已提起公訴，足以依法
展開司法調查。

魯登科指出，向媒體爆料，因此引發後續
政治風波及公訴的是人民公僕黨議員，整起醜
聞的引爆點應為黨內激烈鬥爭，而最終裁決者
仍會是競選口號包括 「春天一到，我們就開始
讓貪腐分子入土」的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

受邀參加日皇德仁登基儀式的澤倫斯基在
訪問日本期間，在臉書（Facebook）上要求財
政委員會所有成員都接受測謊。他揚言： 「只
要有任何議員收錢投票的蛛絲馬跡，反貪機關
就會出手處理。」委員會成員多為人民公僕黨
籍議員。

測謊結果預定28日公布。
以 「小人物」自居、誓言為烏克蘭帶來和

平繁榮，對莫斯科立場較前總統波洛申科
（Petro Poroshenko） 「溫和」的澤倫斯基，5月
上任後即積極推動國會提前改選。根據7月選舉
結果，由各路人馬在短時間成軍的人民公僕黨
大勝，在450席次中贏得254席。

人民公僕黨包含倡議藉網路和各類新科技
推動政治改革的年輕世代，預定今天接受測謊

的國會黨團主席阿拉哈米亞（David Arakhamia
）即是其中之一。

阿拉哈米亞8月預告，澤倫斯基執政團隊將
在當月底開議的新國會導入 「老大哥」（Big
Brother）系統，用以監控 「異常」或 「可疑」
投票行為，以利杜絕政治舞弊。根據他的說法
，這套運用大數據的人工智慧系統需要4至6個
月的時間蒐集和學習分析數據，屆時所有數據
都將公諸於眾。

根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
tional）去年的最新報告，在滿分為 100 的全球
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評比中，烏克蘭得到32分，在180個國家或地
區中排名120，高於俄羅斯。俄羅斯的分數為28
，排名為138。

烏克蘭人民公僕陷貪腐醜聞 國會上演測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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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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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令重建朝鮮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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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之過 金正恩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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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要求依協議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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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兩韓領導人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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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印度媒體今天刊登印度出生
的流亡藏人作家丹增尊珠文章指出，印度的
「一個中國」政策存在缺陷，因為承認西藏是

中國的一部分，就無法證實印度對阿魯納查省
擁有主權丹增尊珠更強調，印度對中國宣稱對
香港的統治權及對台灣的主權，還有印度與中
國有主權爭端 「領土」的 60%控制在中國手中
等問題繼續保持沉默，只為了換取中國在克什
米爾問題站在印度這一邊，但這是不現實的。

印度廢除印度控制克什米爾的特殊自主地
位後，中國支持巴基斯坦的反對立場，甚至促
成聯合國安理會召開閉門會議就印度此舉進行
討論，讓印度非常不滿。

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今天刊
登知名維權藏人作家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
）的文章，探討印度 「一中」政策存在缺陷與

問題。
文章指出，中印的邊界問題始於1962年中

國軍隊對阿魯納查省（Arunachal Pradesh，中國
稱為藏南地區）達旺（Tawang）地區的 「侵略
」。

丹增尊珠的文章說，毛澤東1949年成立中
華人民共和國後，在崛起之初受印度支持，印
度與中國於1954年達成巴奇席里協定（Panch-
sheel agreement），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讓印度成為最早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份的國家
。但當中國宣布阿魯納查省是藏南的一部分時
，讓印度的民族主義者經常陷入困境。

丹增尊珠指出，達旺是第6世達賴喇嘛的誕
生地，一直是西藏的一部分，直到1914年西藏
與英國殖民政府達成協議畫出 「麥克馬洪線」
（McMahon Line），才讓達旺整個地區變成英

屬印度的一部分。但當時中國剛由孫中山領導
於1911年革命創建中華民國，未參與西藏與英
國間的協定，也拒絕簽署承認麥克馬洪線的西
姆拉條約（Simla Accord）。

因此，丹增尊珠質疑，印度如何在不承認
西藏獨立的情況下，證實印度對阿魯納查省擁
有主權的主張？

他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模仿蘇聯 「共
和」制思想而成立，透過脅迫或軍事占領把各
民族捆綁在一起，結果在西藏、新疆和內蒙古
面臨抵抗運動；香港發生長達5個月的反抗，更
顯示中國勢力的侷限性，還可能激發中國境內
公民的反抗；而台灣也持續被北京關切，這些
狀況都使得新德里 「一中」政策在外交上的不
合時宜。

丹增尊珠認為，印度人民黨（BJP）政府有

一次難得的機會，可以執行印度獨立後首任副
總理巴特爾（Sarder Vallabhbhai Patel）曾寫信給
當時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政策聲
明，這份聲明建議印度支持西藏，採取一切預
防 「中國擴張主義」的措施。

丹增尊珠曾於2002與2005年在中國兩位總
理朱鎔基和溫家寶先後訪問印度時，成功突破
安全管制在兩人造訪地點懸掛 「解放西藏」布
條且揮舞雪山獅子旗，抗議中共暴力統治西藏
。

他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訪問印度
時，原計畫要進行類似抗議，但中印非正式領
袖峰會舉行前幾天被印度警方逮捕，關入清奈
的中央政府監獄達12天

丹增尊珠：印度的一中政策有缺陷且不合時宜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五       2019年10月25日       Friday, October 25, 2019

土耳其對敘北部暫停軍事行動120

小時的期限將至，這也是庫爾德武裝從

敘北部安全區完全撤離的最後期限。土

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將在與俄討論

後，采取下壹步行動。不過他曾表示，

若庫爾德武裝未完全撤離，將恢復軍事

行動。此外，戰爭造成數十萬人流離失

所，有民眾向撤離的美軍車隊扔爛掉的

蔬菜，以表達失望和憤怒之情。

停火5天 庫爾德武裝撤退期限將至
17日，在美國斡旋下，美國與土耳

其宣布達成土耳其在敘北部暫停120小

時軍事行動的協議，土方將沿土敘邊界

設立縱深約32公裏的“安全區”，庫爾

德武裝將從這壹區域撤離。

壹名土耳其軍方消息人士表示，庫

爾德武裝撤出敘利亞東北部區域的大限

將於當地時間22日晚10時到期。

消息人士說：“撤退期從17日晚上10

時開始…所以會於22日晚上10時結束。”

庫爾德武裝撤離後，土耳其想要在

特爾阿布雅德（Tal Abyad）和拉斯埃恩

（Ras al-Ain）兩城鎮間，設置壹處“安

全地帶”。

此次暫停120小時的軍事行動，被

土耳其稱為“和平之泉”行動。9日，土

耳其對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武裝展開跨

境攻擊。安卡拉將庫爾德武裝視為“恐

怖分子”。

土耳其：與俄討論後 將采取下壹步
行動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他與俄

羅斯總統普京會面後，安卡拉將在敘利

亞東北部采取“必要”的進壹步行動。

埃爾多安出席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

國際頻道(TRT World)在伊斯坦堡舉辦的

壹場論壇。他在論壇上說：“我們會與

普京先生討論這段過程，在此之後，我

們將采取必要行動。”埃爾多安並未對

此詳細說明。

埃爾多安此前曾稱，如果庫爾德武

裝在22日前沒有完全撤離“安全區”，

他將重啟軍事行動。

美國撤軍：留了部分美軍打擊IS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帕21日表示，讓

壹些美軍與庫爾德武裝“敘利亞民主力

量”(SDF)壹起留在敘利亞東北部部分靠

近油田的地區，以確保石油不會落入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IS)或其他人手中，

是正在討論的選項之壹。

埃斯帕在出訪阿富汗時與記者談話

時表示，即使美國正在從敘利亞東北部

撤軍，仍有部分美軍與盟軍待在油田附

近，且已針對將部分美軍留在那裏壹事

展開討論。

埃斯珀曾表示，從敘利亞東北部撤

出的約1000名美軍士兵，將部署至伊拉

克西部地區，執行打擊極端組織“伊斯

蘭國”等任務。

據悉，本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土耳其開展軍事行動前，做出了將美

軍撤出敘利亞北部的決定。這壹決定遭

到美國眾院譴責，被外界認為美國拋棄

了庫爾德盟友。

據美國官員說，到目前為止，大約

有200名士兵離開了敘利亞。

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憤怒的民眾向美軍扔爛菜
據敘利亞當地媒體報道，土耳其軍

隊及其支持的敘反對派武裝20日占領了

敘東北部邊境重鎮拉斯艾因，導致大量

居民流離失所。

實際上，自這場戰事開始以來，越

來越多無辜百姓，成為受害者。自土耳

其開始進攻以來，已有至少200名平民

死亡，約30萬人流離失所。

據美媒報道，有庫爾德平民日前

向撤離敘利亞的美軍車隊投擲腐爛

的蔬菜，以表達他們的失望和憤怒

之情。

拉美餐廳50佳榜單出爐
秘魯餐廳奪魁智利6家上榜
綜合報導 “2019拉美餐廳50佳”年度名單近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揭曉。壹家秘魯餐廳憑借獨特的飲食風味，登上榜首。此外，6家智利

餐廳也登上該榜單。

據報道，在拉美，秘魯餐廳Maidó排在首位。評分人員指出：“當

日本碰上秘魯，產生了Nikkei料理，而餐廳Maidó的主廚，是這種烹飪

風格的世界冠軍。”

據介紹，Nikkei料理是利用秘魯當地的新鮮食材，通過日式烹煮及

調味方式制作而成，如今已成為秘魯壹種風味獨特的飲食文化。

根據排名，秘魯和墨西哥的上榜餐廳數量最多，均為11家，其次是

巴西，有9家，阿根廷，有8家。智利以6家餐廳排在第四位，之後是哥

倫比亞，有3家；巴拿馬和烏拉圭各有1家。

在智利，餐廳Boragó表現最好，排名第五，位於維塔庫拉，主廚是

魯道夫· 古斯曼。其後分別餐廳Ambrosía和餐廳De Patio，分列拉美第30

位和第34位，也都在維塔庫拉。

此外，排在拉美第二至四位的依次為秘魯餐廳Central，墨西哥餐廳

Pujol和阿根廷餐廳Don Julio，位於巴西聖保羅的餐廳A Casa do Porco

排名第六。

意大利謀求立法
擬2020年向網絡巨頭課征數字稅

綜合報導 意大利負責國家財政預算案的官員日前表示，意大利總

理孔特領導的聯合政府計劃在2020財年預算案中，增加對網絡巨頭征收

數字稅稅種，以替代預算案上調企業營業稅計劃。

據報道，該官員表示，政府計劃從明年開始，對包括谷歌、臉書、

亞馬遜、蘋果等在內的三十幾家大型跨國網絡企業，課收3%的數字稅

。不過，消息人士指出，該議案目前仍在國會進行討論中，政策或許會

有壹定變數。

通過向科技巨頭征收數字稅預案，該項稅種每年可為意大利財政增

收6億歐元收益。該項稅收政策適用於在全球年收入至少為7.5億歐元，

並且在意大利的數字服務營收超過550萬歐元的互聯網科技企業。

意大利2020財年預算草案，原定於明年1月開始上調企業營業稅，

此舉可能會損害本已疲弱的國內需求。為了避免這壹不利於市場發展的

稅收政策，孔特政府正在著力尋找新的稅收來源。

長期以來，意大利和歐盟其他成員國壹直在抱怨谷歌、臉書、亞馬

遜等網絡巨頭，聲稱這些科技企業在經營國賺取巨額利潤，而每年繳納

的稅款最多只有區區數百萬歐元。大型互聯網科技企業之所以能夠規避

稅收，原因在於這些企業可以將收入轉移到低稅率或免稅的經濟體，進

行完稅。

消息人士指出，若此項新稅收政策能夠順利通過立法程序，將於明

年1月生效。倘若歐盟同意引入數字稅共同規則，意大利則將依據歐盟

政策而調整。

意大利經濟和財政部部長羅伯托· 蓋立特裏（Roberto Gualtieri）在

國會聽證會上表示，意大利已要求歐盟委員針對大型網絡科技企業，提

出壹項關於征收數字稅最低稅率的提案。

感到身心疲憊
澳六成年輕女性工作生活難平衡平衡

近日，澳大利亞壹項最新調查指

出，25歲至29歲的年輕女性中，62%的

受訪者表示難以平衡工作與生活，並認

為在職業生涯早期生孩子不現實。

年輕女性擔心做媽媽
據報道，數據顯示，在受訪女性中

，近半數認為獲取職業機會對她們來說

是個難題，而只有40%的受訪男性這麼

認為。

對此，職場性別平等機構的凱特•

李說：“離開工作場所，就讓女性離開

了其他員工的視線。”這造成了年輕職

業女性呈現身心疲憊的趨勢。

同時，凱特•李稱：“澳大利亞壹

些公司的做法不錯，它們制定了積極的

計劃，在員工休假期間與他們保持聯系

，確保他們了解有關加薪和獎金的決定

，並提供發展機會。”

然而，凱特•李稱，在給予男性員

工更多彈性工作機會，和育嬰假方面所

取得的進展較為緩慢。“按照目前的趨

勢來看，在未來90年中，我們可能難以

看到在CEO級別達到男女平等。”

此外，心理學家蒂娜

說，年輕女性經常擔心成

為媽媽。“我認為，人們

對生活變化充滿了恐懼，

並擔心做媽媽會影響事業。

這完全是個未知數，當持續

承受壓力時，她們會感到精

疲力竭。”

工作早期生子或不現實
據了解，在過去6年中，現年26歲

的瑞秋為了她夢想的建築師事業付出了

壹切。對此，瑞秋說：“從畢業到成為

註冊建築師至少需要7年，大多數人需

要花費10年左右完成。在妳成為註冊建

築師的時候，妳已經快30歲了。這時通

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我應該努力成

為註冊建築師，還是應該生孩子呢？’”

瑞秋認為，在職業生涯早期考慮生

孩子可能是不現實的做法。她說：“我

感到精疲力竭，如果妳需要休息壹年生

孩子，不可避免的會把壹些事情放在次

要地位，這通常就是職業發展。”

同時，瑞秋的丈夫丹尼爾表示：

“在過去6年中，我看到了瑞秋突破重

重障礙，並擔心這種長期持續的壓力給

她帶來後遺癥。”

媽媽們面臨職場歧視？
在成為媽媽前，埃文斯曾在壹家公

司工作，她說，僅僅是提到懷孕就會對

她的職業產生不利影響，

埃文斯表示，與許多年輕的職業女

性壹樣，她在成家之前比男同事工作更

努力，以期發展事業。

據悉，這段經歷促使埃文斯創立了

壹家輔導公司，以期幫助其他媽媽們在

孩子出生後重返工作崗位。埃文斯表示

，影響媽媽們的最大障礙是面對持續的

職場歧視。

停火期限將至：
美撤軍後與俄商議 土耳其下壹步如何走？

綜合報導 日前，壹艘郵輪

成功穿越希臘狹窄的科林斯運河

，刷新最大船只通過該運河的世

界紀錄。

據報道，弗雷德奧爾森旗下

的郵輪“布拉馬爾號”排水量為

24344 噸，船身寬 22.5 米，長

195.82米。當載有929名乘客的

郵輪通過最大寬度僅25米的科

林斯運河時，令人屏息靜氣。

報道稱，最終郵輪成功通

過，令人嘖嘖稱奇。在通過運

河時，乘客甚至可以伸手觸摸兩

邊的崖壁，場面極其壯觀。

據悉，科林斯運河長6.3公

裏，建於1880至 1893年間，令

船只從愛琴海前往亞得裏亞海，

節省了 185 海裏的旅程。郵輪

公司表示，該次航行令人興奮，

是弗雷德奧爾森公司重要的裏

程碑。

巨型郵輪穿希臘科林斯運河
創最大船只通過紀錄創最大船只通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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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副總統潘斯24日（周四
）將針對中國議題發表演說。美國學者施密特
表示，希望將台灣放在美中關係的前列與中心
位置，也盼見到演說能有更多美台關係積極內
容。

潘斯（Mike Pence）周四上午將在華府智
庫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舉辦的首屆馬
勒 克 公 共 服 務 領 袖 講 座 （Frederic V. Malek
Public Service Leadership Lecture）上致詞。威
爾遜中心指出，潘斯的演說內容將涉及美中未
來關係發展。

這是潘斯繼去年10月4日在華府智庫哈德
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演說後，再一次
針對美中關係發表演說。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研究員施密特
（Gary Schmitt）周三（23 日）出席華府智庫
「全球台灣研究所」（GTI）研討會後接受訪

問，被問到對潘斯的演說有何期待時表示，他
期望能看到不那麼多關於中國，而是有更多關
於台灣的演說。

施密特表示，希望能看到潘斯的演說能更
著眼於有利於美國與台灣夥伴關係的內容，將
台灣視為中國關係的一個議題，並放置於前面
與中心位置。他也期望能見到美國總統或副總
統在演說中，談到與台灣關係的積極性。

潘斯去年10月4日在哈德遜研究所演說時
，曾痛批北京勸誘3個拉丁美洲國家和台灣斷
交轉而承認中國，認為這種做法威脅台灣海峽
的穩定，美國加以譴責。他也表示，台灣擁抱
民主，為所有中國人民展現一條更好的道路。

他也批評中國在安全以至貿易等領域都展
現侵略態勢，並指控中國不懷好意想影響美國
期中選舉，干預美國民主政治，並在南海採取
魯莽的軍事行動。

潘斯原先預計在去年6月發表演說，當時
媒體曾報導，潘斯將再次針對中國發表強硬談
話。但這場演說後來因為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要在稍後於大阪舉行的20國集
團（G20）峰會期間會面而延後。也有意把行
動規模擴大至伊拉克邊境。

美副總統將演說談中國
學者盼多提與台積極關係

（綜合報導）網路經常出現一些虐
待動物致死的殘忍短片。美國眾議院一
致通過一條保護動物法案，將凌虐動物
列為全國性的聯邦罪行。若參議院亦通
過相關法案，並經總統川普簽署，任何
人製作凌虐動物影片（animal crush video
），即屬違法。

法案名為《防止動物遭受殘酷和酷
刑對待法（PACT）》獲跨黨派支持，由
民主黨籍的多伊奇（Ted Deutch）和共

和黨籍的布坎南（Vern Buchanan）共同
提出，旨在將 「凌虐動物（animal crush-
ing）」變成聯邦罪行。

在法案中， 「凌虐動物」泛指多種
虐待動物行為，其定義為 「故意對一種
，或多種活生生的非人類哺乳動物、禽
鳥、爬行或兩棲動物，進行擠壓、焚燒
，或使其溺水、窒息，用物件刺穿或其
他使其軀體受嚴重傷害等行為」，但狩
獵、誘捕、釣魚和其他未受聯邦法律禁

止的活動、防治蟲鼠和科學研究不在限
制之列。

多伊奇在聲明中表示，法案帶出一
個明確的訊息，就是社會不會接受動物
受到殘酷對待。布坎南則表示，對無辜
動物施加酷刑是可憎行為，應給予最大
程度的法律制裁。他們表示，會繼續合
作推動參議院早日通過相關法案，並獲
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中國債務陷阱 美助卿：西半球國家變得更謹慎

美眾議院通過法案 虐待動物有望列為聯邦罪行

（綜合報導）中國在西半球影響力日增，對美國造成威脅
。美國國務院西半球事務局代理助卿柯札克（Michael Kozak）
今天表示，面對中國債務陷阱，西半球國家變得越來越謹慎，
北京只能轉從地方政府下手。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西半球小組今召開聽證會，討
論川普政府明年預算及美國對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的政策，並
邀請多位相關美國官員列席，其中包括國務院西半球事務局代
理助卿柯札克。

共和黨籍眾議員匡希恆（John Curtis）在聽證會上表示，
中國在西半球影響力廣泛，且積極說服台灣在區域內的邦交國
外交轉向中國。匡希恆指出，由於美國在該區域投入的外援金
額與中國影響力相比，根本小巫見大巫，他詢問列席官員該如
何應對。

柯札克表示，美方在應對中國影響力上花費許多努力，且

有看到些許成果。柯札克認為，中國在該區域採行的是19世紀
帝國主義的模式，投入金錢，用來行賄當地人，或是用難以償
還的負債纏住其他國家，從這些方面來看，這就是美國無法直
接與中國競爭的原因。

不過，柯札克強調，美國能做的是告訴這些國家： 「你們
看，這就是他們（中國）在世界各地做的事，不要信以為真，
不要上當」。

柯札克透露，美國所花的努力，已在國家層級看到進展。
他說，當地中央政府變得越來越謹慎小心，也會仔細閱讀相關
文件。另一個美國作法奏效的跡象是，中國現在只能試圖轉從
地方政府下手。

柯札克上周才隨同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費德瑋（Jona-
than Fritz）等多位美國官員，與駐美代表高碩泰及台灣7個邦
交國部長級以上官員在華府會面，商談強化與台灣在西半球友

邦國家合作。出席友邦官員共來自巴拉圭、瓜地馬拉、海地、
宏都拉斯、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聖露西亞。

柯札克17日推文表示，很高興與台灣在西半球的友邦碰面
，並強調台灣是可靠的夥伴，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高品質基礎
建設，並且尊重勞工權益及保護環境。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負責拉美和加勒比海事務的
助理署長巴薩（John Barsa）則在聽證會上表示，美國在區域的
外援目標，是讓當地國家能自力更生，進而不再需要外援，但
中國的目的卻是製造經濟依賴。

巴薩指出，中國常常 「承諾這個卻給別的」，所以美國在
做的就是 「經驗分享」，讓其他國家有足夠資訊，能做出更好
的判斷決定。

美軍採購中國製無人機 美國防部：練靶用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上月被揭發運用豁免權，為美國

空軍和海軍精銳部隊採購中國品牌大疆創新（DJI）製造的無
人機，令外界擔心出現國安漏洞。事隔一個月後，國防部回應
表示，這批無人機只用於軍事訓練，當作射擊目標之用，強調
並無用於實戰。

去年 5 月 23 日，時任國防部常務副部長夏納翰（Patrick
Shanahan）已簽署備忘錄，以 「存在網路安全漏洞」為理由，
禁止採購和使用所有坊間出售的民用無人空拍機。

不過，國防部採購及維護辦公室（Acquisition and Sustain-
ment Office）上月被揭發在2018至2019年間，多次批准空軍和
海軍的特別豁免申請，為空軍唯一特種戰術聯隊、海軍 「海豹
突擊隊」（SEAL teams）等部隊，採購多部不同型號的中國製
大疆無人機，作 「緊急需要」（urgent needs）之用。

事件引起美國各界關注，國會同月提出《2019年美國安全
無人機法案》（American Security Drone Act of 2019），禁止所
有政府部門採購民用、包括中國生產的無人機，防止美國國家
安全遭受他國威脅。法案已獲得兩大黨支持。

國防部負責採購和維護事務的副部長洛特（Ellen Lord），
澄清採購所得的大疆無人機，只用於軍事訓練， 「我們沒有授
權在實戰中使用中國製無人機。我們只將它們當作射擊目標
（using them for targets）。」

大疆創新美國發言人奧登堡（Michael Oldenburg）回應表
示，顧客有絕對控制權，決定如何蒐集、儲存、保存無人空拍
機得來的數據。他重申，坊間指大疆無人機 「存在網路安全漏
洞」的說法完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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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編號

遊戲名稱 / 中獎機率 $
官方遊戲
截止日期 

領獎
截止日期 

2111 10X® - 總中獎機率為 1: 4.90 $1 10/20/19 4/17/20

2139 Triple Play - 總中獎機率為 1: 4.76 $2 11/20/19 5/18/20

2109 30X - 總中獎機率為 1: 4.27 $3 11/20/19 5/18/20

2125 Crazy Cash Blowout - 總中獎機率為 1: 3.51 $5 11/20/19 5/18/20

2116 Golden Nugget - 總中獎機率為 1: 4.17 $5 11/20/19 5/18/20

2118 Hot 5s Hot Streak - 總中獎機率為 1: 3.69 $5 11/20/19 5/18/20

2066 Pac-Man® Slots - 總中獎機率為 1: 3.90 $5 11/20/19 5/18/20

2122 The Big Ticket - 總中獎機率為 1: 3.78 $10 11/20/19 5/18/20

Txlottery.org是所有遊戲信息的官方來源。出於備案的商業原因，遊戲結束程序可能會啟動。這些遊戲中可能會有獎項無
人認領，包括頭等獎。此外，所有頭等獎都被認領，遊戲結束程序將啟動。在結束時，即便所有頭等獎都被認領後，也
可能有彩票售出。必須年滿18周歲才可以購買彩票。若需就投注問題尋求幫助，可訪問ncpgambling.org。 © 2019 德克薩
斯樂透委員會。請理性參與。

法律聲明
這些德州樂透委員會刮刮樂遊戲即將截止:

星期五       2019年10月25日       Friday, October 25, 2019

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Kevin 作為一個優秀英語教師，亦在音樂上有不菲成就。他非
常有愛心， 為休斯頓華人社區做過許多貢獻，對待寄宿學生如
同家人一般，並且有管理和照顧寄宿中國高中生的多年經驗。

有需要更多信息者
電話　713-294-9991 （英文）     832-280-7388（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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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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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緩解2020年奧運交通壓力
東京奧委會擬加強動員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奧運會及

殘奧會組委會的調查結果顯示，

2020年東京奧運期間需要進壹步抑

制交通量，計劃加強對企業和居民

的動員工作，以更廣泛地展開錯時

上班等舉措。

據報道，根據驗證結果，參賽

選手等相關人士將利用的首都高速

公路的交通量，在進行入口關閉等

交通管制期間，僅比2018年減少

7%。為此，作為進壹步措施，將

對首都高速公路實施 “擁擠收費”，

即根據時段收取不同費用。

鐵路方面，根據比賽場館所在

地等，對需要重點采取措施的16個

地區的119個車站進行了調查。對

於高峰時間段上午8點至9點的使

用者，相關部門積極呼籲其在家等

處遠程辦公等，但在7月24日僅減

少3%，而其余日期上午8點多時段

，增加了1%至4%。

針對企業的問卷調查顯示，有關

錯時上班、遠程辦公、削減配送次數

等措施，不少企業回答“正在研究”

“沒有采取措施的計劃”，到奧運前

如何促進采取舉措成為課題。

據報道，日本東京奧運會及殘

奧會組委會與東京都政府，將在東

京舉行運輸聯絡調整會議，對驗證

結果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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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京都動畫”公司第壹工作

室7月18日發生縱火案，造成36死33傷的慘劇

，到今日屆滿3個月。據報道，目前已知的33名

傷者中，有27人已重回工作崗位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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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動畫”公司社長八田英明18日在京

都市舉行記者會，說明對這起事件的想法及公

司未來。

八田說，縱火案發生後，公司收到來自全

球粉絲溫暖的訊息，例如“京阿尼加油”等，

也得到相當金額的捐款，除了要向這些粉絲表

達感謝，也會盡量協助罹難者家屬、社內員工

等。

談到未來，八田說，還會繼續創作動畫，

有關原定2020年1月要上映的《紫羅蘭永恒花

園劇場版》，可能延到2020年4月後公開。

當被問到公司重建的方向時，八田說，對

創作者來說，“把心找回來是最重要的事”，

表達出關懷員工精神是壹大課題的看法。

在縱火案中受傷的33人中，有27人已返回

工作崗位。京都動畫公司公關部門負責人說，

雖然有同仁仍感到有所壓力，但在大家相互支持的情況下，

正開始朝下壹個作品努力。

此外，“京都動畫”公司透露，待協調工作完成後，計

劃拆除發生縱火殺人案的第壹工作室。舊址如何利用尚未決

定，將與相關人士磋商。

不加入美“護航聯盟”
日本擬獨自向中東派遣自衛隊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在官邸出席國家安全保

障會議(NSC)四大臣會議，鑒

於中東局勢惡化向相關閣僚

下達指示，要求正式探討派

遣自衛隊。

據報道，日本打算單獨

實施派遣，不參加美國主導

的有意願國家聯盟構想。日

本官房長官菅義偉解釋稱派

遣的法律依據是《防衛省設

置法》的“調查與研究”，

活動內容將以向阿拉伯半島

南部的阿曼灣和也門近海派

遣艦艇，以及巡邏機收集情

報為主進行匯總。

安倍將基於當地局勢最

終決定是否派遣。如果決定

派遣武裝部隊，則意味著以

外交為中心的應對方針發生

轉變。這勢必引發擔憂，認

為此舉助長了不受限的自衛

隊海外活動。

菅義偉在記者會上表示，

日本將單獨采取措施以緩和

中東緊張局勢及確保日本相

關船舶安全。他列舉了三點

基本方針：（1）繼續外交努

力；（2）貫徹日本船舶航行

安全對策；（3）具體探討自

衛隊的裝備。

有關自衛隊在中東為日

本船舶護航，菅義偉稱“並

非處於需要立即實施的狀

況”，定位派遣自衛隊的

目的在於“強化情報收集

體系”，並強調了與美國的

合作。他還提及新派遣艦艇

和運用既有的海盜應對部隊

的可能性。對於派遣的時期，

他僅表示：“今後將探討，

明確的時期尚未決定。”

作為派遣對象海域的方

案，菅義偉列舉了阿曼灣、

阿拉伯海北部、曼德海峽東

側的公海。

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在

防衛省對媒體明確表示，派

遣區域目前並不包括霍爾木

茲海峽。考慮到伊朗與美國

特朗普政府處於對立狀態，

日本政府或有意借與雙方均

保持良好關系的自身立場，

為緩和對立作出貢獻。

韓抗議者再闖美駐韓大使官邸
韓媒：恐影響韓美關系

綜合報導 日前，有約20名韓國

人翻墻闖入美國駐韓大使官邸。美

國國務院發言人隨後對此“表示嚴

重擔憂”，韓國《中央日報》21日

稱，這相當於向韓國政府提出了抗

議，此次事件恐將成為又壹樁影響

韓美關系的問題。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要求韓

國分攤更多駐韓美軍軍費，韓國國

內對此反對聲不斷。報道稱，日前，

韓國抗議者在美國駐韓國大使哈裏

斯的官邸抗議，甚至用梯子爬進官

邸，約20人遭當地警方逮捕。

這不是第壹次有韓國人前往美

駐韓大使官邸抗議。此前的抗議

中，5名學生被警方帶走。當時，

抗議者舉著“駐韓美軍防衛費全額

取消”等標語，高喊“美軍撤離”

的口號。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就此事表

示，“大約20名韓國人非法侵入美

國駐韓大使官邸 。這是14個月以來

發生的第二起非法入侵大使官邸事

件，我們對此表示強烈的關註和嚴

重擔憂，我們敦促大韓民國強化對

所有外交使領館的保護”。

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發布新

聞資料，宣布韓美將於10月22日至

24日舉行駐韓美軍防衛費分攤金額

協定第二次會議。《中央日報》稱

，有人擔心，入侵大使官邸的事件

可能會對韓美防衛費分攤金額協定

（SMA）第二次談判造成影響。

據報道，美國國務院在發布的

相關資料中逐條介紹了美方的立

場。美國國務院首先表示“韓美同

盟是地區和平與穩定不可缺少的強

大後盾，美國對韓國在防衛費分攤

金額協定之外為韓美同盟提供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謝”。但美國國務院

同時強調，“總統明確表示，韓國

可以而且應當（can and should）為

公平分攤作出更大貢獻”。

美國國務院還表示，“美國在

全球駐軍的費用不能只讓美國納稅

者承擔，從美國駐軍中受益的盟友

和夥伴應公平分攤駐軍費用”。韓

媒稱，這顯示美國將SMA的性質定

義為“向韓國提供防禦的費用”，

無視了美國從駐韓美軍中獲取的軍

事和國際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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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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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台反口阻自首 陳同佳出獄滯港
向死者家屬道歉盼重新做人 願為犯案自首赴台服刑

23日早上香港懲教署在壁屋懲教所門口加派
區域應變隊人員戒備及巡邏。早上9

時，身穿藍色外套、黑色長褲的陳同佳步出監獄，
他身形明顯較去年被捕時消瘦，其後在聖公會教省
秘書長管浩鳴陪同下見傳媒。

陳同佳兩度鞠躬道歉：“首先我想跟××（潘
姓女死者）的家人說對不起、道歉，我明白因為我
自己，做了無可挽救的錯事，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傷
痛及痛苦，我自己的內心一直受責備、受譴責。所
以我願意為自己的衝動、自己犯下的錯事自首，返
回台灣服刑受審。”他希望死者的家人能夠稍稍放
下及釋懷，及令死者能夠安息。

陳同佳又說，自己犯下彌天大錯，願意到台灣
自首、受審及服刑。他並感謝父母對其支持、關懷
及養育之恩。他最後說：“對於社會及香港人，我
只能說對不起，希望各位原諒。”

陳同佳沒有回應記者提問，與管浩鳴登上七人
車離開，其後駛入何文田京士柏山豪宅。約半小時
後，管浩鳴獨自乘該七人車離開。

管浩鳴表示：“佢（陳同佳）只係一個細路仔
嚟，希望大家畀機會佢改過自新。”管浩鳴透露，
與陳同佳本來已購買機票到台灣，但台灣方面禁止
他倆入境，因此已取消機票。鑒於台港兩地仍未有
共識，需要再了解最新情況。

管浩鳴又透露，陳同佳已離開京士柏山豪宅，
料稍後與家人會面。至於陳身處位置，管稱不方便
透露：“暫時佢喺一個地方，但一定唔係京士
柏。”

入住安全屋獲警保護
據了解，陳同佳早前向警方申請了人身保護

令，警方經評估後向他提供保護，並安排安全屋讓
他暫住，直至事件進一步明朗化。

陳同佳2018年2月17日與懷孕女友潘××在
台灣旅遊時，涉嫌殺死對方，他返港後被捕，陳
同佳曾在警誡下承認殺人，之後他涉嫌返港後盜
用死者金錢，被裁定“洗黑錢”罪成，判監29個
月。

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指
出，陳同佳絕不是台灣當局所指
的“被自首”，管浩鳴直言：
“沒可能的！”他強調不只是陳
同佳，還有他的家人，相信都經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思考。他認為，陳還年輕，
大家都希望他有好的認罪態度，希望台灣當
局、法官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另外，管
浩鳴23日再次強調，香港特區政府在事件上，
介入程度低，沒有叫陳同佳到台灣自首。

北京《環球時報》23日刊登管浩鳴的專訪。
管浩鳴在訪問中說：“台灣好像在嚇唬他（陳同
佳）不要回去一樣。”他透露，陳同佳想達成自
首目標卻未能實現，因而感情緒低落，再加上台
灣當局說的那些話，對他的心情有很大打擊。

管浩鳴解釋，當初接觸陳同佳的原因，是
因死者潘××和陳同佳都是聖公會旗下不同學
校的學生，“只是想做一些事情，能夠讓死者
得到安息，生者重新做人。”

他又指，陳同佳一開始便想到台灣自首，只
是不了解當地生活、司法程序等而拿不定主意。
一個多月前，陳同佳答應自首並請他安排，其父
母也曾飛抵台灣與律師會面，台灣律師亦曾赴港
與陳見面，據台灣律師意見，如有好的認罪態度
應該不會被判死刑。

質疑台方屢轉口風
另外，管浩鳴23日在接陳同佳出獄後說：

“陳同佳係想去自首，呢個係事實嚟！”管浩鳴
認為，目前最重要是確保陳同佳獲公平審訊：
“我要求的是，希望他有公平、合理審訊的機
會，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是。他的確做錯事，但不
可以將他作為政治籌碼。這幾天令我自己都擔
心，（台方的表態）沒理由日日變，版本每天都
在變。今天起床可能有新版本，或者大家再等候
多幾天，看看情況如何。”他重申：“如果沒有
公平審訊，可能成為政治籌碼，我作為牧師就不
會很放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並觸

發連串反修例風波的香港青年陳

同佳，在香港因“洗黑錢”罪被

判囚29個月，23日刑滿出獄。他

步出壁屋懲教所時，向傳媒表白

赴台灣自首承擔責任的心願，希

望社會給予他機會重新做人、回

報社會，並對死者潘××家人鞠

躬道歉。原本已購買飛往台灣機

票的陳同佳，因台方反口覆舌而

行程受阻。香港警方現時向陳同

佳提供人身保護令，他可暫居安

全屋及與家人短聚，等候事態發

展明朗化再作安排。 否認陳“被自首”管浩鳴：不能成政治籌碼
 &

■■陳同佳陳同佳（（左左））2323 日出獄日出獄，，並在管浩鳴並在管浩鳴
（（右右））陪同下會見傳媒陪同下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陳同佳向死者家人鞠躬道歉。 美聯社

李家超：倘不能秉公義 台須負全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

立法會23日舉行會議，香港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在會上正式宣佈撤回修訂
《逃犯條例》草案，以更清楚明確表
明特區政府就修例工作的立場。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於今年2
月，在諮詢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之後，向立法會提交修訂《逃犯條
例》草案，建議修改現有的《逃犯
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條例》。

他續說，修訂《逃犯條例》草
案於4月3日在立法會大會首讀，之
後他在 5月 27 日向立法會作出預
告，擬於6月12日舉行的立法會會
議就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恢復二
讀辯論。

李家超表示，由於公眾對修訂
《逃犯條例》草案意見分歧，社會
出現矛盾，特區政府經過研究及檢
討，決定暫緩修例工作。就此，他
在6月15日致函立法會主席，收回
就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辯論的預告，立法會大會就處理修
訂《逃犯條例》草案的工作亦因而
停止，之後特區政府亦多次表明已
經完全停止修例工作。

他指出，為了更清楚明確表明
特區政府就修例工作的立場，他根
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六十四（2）
條，正式宣佈撤回修訂《逃犯條
例》草案，整個撤回修訂《逃犯條
例》草案程序。

港
府
宣
佈
撤
回
逃
犯
條
例
草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家好）台灣殺人案嫌
疑犯陳同佳23日洗黑錢罪刑滿出獄，但台灣當局在
接受陳同佳赴台自首態度上因政治考量而反覆無
常，更屢次釋放失實言論，抹黑特區政府，借勢發
表“台獨”言論。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23日反駁台方聲稱香港“故意放棄自身應有的管轄
權”的說法，並強調該案犯罪地點在台灣，證據亦
大部分在台灣，所以應由台灣法院去處理。香港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亦指，陳同佳出獄後再次表示願意
赴台自首，本可直截了當處理，台方卻因政治考量
有諸多阻撓，若今次不能夠秉承公義，台灣當局要
負上全部責任。

鄭若驊和李家超23日在立法會會見媒體時談
及陳同佳案。鄭若驊就台灣當局抹黑香港“故意放
棄自身應有的管轄權”的說法作出回應，她表示極
不同意。

鄭若驊強調，香港司法制度的刑事司法管轄權
是按“屬地原則”去進行，處理或決定是否檢控某
一個人時，所考慮的是證據、法律、《檢控守
則》，以及要達至有一個合理定罪的機會，才會檢
控某人。假如決定不檢控該人時，法院自然沒有司
法管轄權，因此亦沒有所謂放棄應有管轄權的說
法。

她指出，在這宗台灣案件中，犯罪的地方是台
灣，證據亦大部分在台灣，所以台灣有刑事司法管
轄權，應該由台灣法院去處理。

至於有說法指特區政府就某些事情上“迴
避”，鄭若驊強調，是否應該檢控某一個人，律政
司作出了一個專業、不偏不倚、無畏無懼的決定，
而在現時情況下，這位疑犯自願到台灣面對其法律
責任，他希望自己帶哪些證據去，他可以有自主
權，有什麼證據台方要求而香港可以在法律上能夠
做到，相信特區政府會盡量配合。

台方不斷改立場不負責任
李家超則表示，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23日

出獄後，再一次表示他願意去台灣自首，這本來
是很直截了當可以處理的自首事情，但台灣當局
卻因為政治考量去諸多阻撓，還圖謀將責任推卸
給特區政府，大家有目共睹。

他批評台灣當局不斷改變立場，首先對陳同佳
作入境管制，23日又說沒有對陳同佳作入境限制，
亦曾經要求特區政府在陳同佳刑滿之後，非法繼續
扣押他，又要求特區政府在明知沒有足夠證據下起
訴他涉及在台灣本土殺人有關的事情。

他認為，“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言論，亦是違
反秉承公義的做法”，並強調，若今次不能夠秉承
公義，台灣當局要負上全部責任。

特區無權對陳同佳採措施
對台灣當局早前提出要派員赴港押解陳同佳，

李家超批評這是極度不尊重特區政府的司法管轄

權，完全不能接受，亦不存在台灣當局執法人員在
港執法的可能性。

他說，現時陳同佳刑滿出獄，他已是一個自由
的人，特區政府沒有權向他採取任何強制性措施，
對方可以選擇任何他認為可以陪同他的人去台灣自
首。

李家超希望，台灣當局可以履行它在這件事件
沒有表現出來的公義和司法責任，讓陳同佳可以去
台灣自首，讓這一件謀殺案的死者及家人還一個公
道，亦都讓陳同佳可以在司法制度之下改過自新。

律政司駁“放棄管轄”說 指台有大部分證據應處理

■■陳同佳陳同佳2323日在港刑滿出獄日在港刑滿出獄，，再次表示願意赴台再次表示願意赴台
自首自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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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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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出台
明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李克強：推動進出口穩中提質 優化外匯管理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國務
院第六次大督查情況匯報，要求着力破除政策落實
堵點；部署進一步做好穩外貿工作，推動進出口穩
中提質；確定優化外匯管理措施，促進跨境貿易投
資便利化。

會議指出，圍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
作報告部署，近期國務院在16個省（區、市）開展督
查。督查突出重點、創新方式，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和
時間用於暗訪，不發通知、不要陪同、直奔問題。總
的看，今年以來各地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部署，
取得積極成效。下一步，要將督查發現問題分解到有

關地方和部門，對重點問題掛牌督辦，推動地
方和部門逐一整改，堅決糾正

基層反映突出的侵蝕減稅降費紅利、“任性用權”破
壞營商環境、懶政怠政等問題，加快疏通影響擴內需、
穩就業等政策落實堵點，力戒整改“走過場”、搞形
式主義。要推廣地方好經驗，認真研究收集到的意見
建議，推動政策完善。

部署進一步做好穩外貿工作
會議指出，今年以來，各地和有關部門積極應對

外部環境變化，扎實做好穩外貿工作，外貿運行總體
平穩。面對新形勢新挑戰，會議確定，在落實好各項
已定政策同時，一要進一步完善出口退稅、貿易融
資、信用保險等政策，逐步實現綜合保稅區全面適用
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政策。實行差異化政策，支持中西
部和東北地區承接加工貿易轉移。二要推動構建高標
準自貿區網絡，深化“放管服”改革，促進經開區、

保稅區等空置土地有效利用，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
加快外貿轉型升級基地、貿易促進平台等建設。三要
培育外貿新業態。增設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盡快出
台跨境電商零售出口所得稅核定徵收辦法。探索支持
市場採購貿易試點、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發展的新舉
措。加快保稅維修再製造先行先試。四要加大適應國
內需求的農產品、日用消費品和設備、零部件等進
口。培育一批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辦好第二屆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確定12條跨境貿易便利化措施
為統籌做好外貿外資工作，保持人民幣匯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和合理的外匯儲
備，以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穩外貿、穩外資，會
議確定了優化外匯管理、促進跨境貿易投資便利

化12條措施。主要包括：一是擴大貿易外匯收支
便利化試點，簡化小微跨境電商辦理有關資金收
付手續，優化貨物貿易外匯業務報告方式，企業
自主選擇是否開立待核查賬戶，便利企業分支機
構貨物貿易外匯收支名錄登記，允許承包工程企
業境外資金集中管理。二是允許非投資性外商投
資企業以資本金開展境內股權投資，擴大資本項
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試點，將企業外債注銷登記下
放銀行辦理，試點取消外債逐筆登記，取消資本
項目外匯賬戶開戶數量限制，便利部分資本項目
外匯資金結匯使用，開展銀行不良債權和貿易融
資等跨境轉讓試點。同時，注重防範跨境資本流
動風險，保持金融穩定。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寧吉喆表示，將過去優化營商環境的政策措
施、經驗做法，變成全社會具有法律約束

力的制度規範，增強權威性和時效性，從制度
層面為優化營商環境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和支
撐，同時對外展示出中國對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的高度重視和堅定決心，穩定各類市場主體的
預期，提振市場主體信心。

明確遵守國際通行規則
“《條例》把中國政府關於全面構建開放

型經濟體系的要求轉化為法規制度，明確進一
步擴大對外開放，為擴大外資市場准入、更好
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提供法治保障。”
寧吉喆指出，《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的出台利
好外商在華投資。一方面，明確優化營商環境
應當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公平
對待內外資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積極促進外
商投資。另一方面，明確建立統一開放、競爭
有序的市場體系，進一步強調各類市場主體公
平競爭。此外，條例明確市場主體應當在國際
經貿活動中遵守國際通行規則。

“這些制度設計，更加重視對外商投資合
法權益的保護，無論內資企業、外資企業，只
要在中國註冊，都將一視同仁、同等對待。”
寧吉喆重申，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歡迎各國
企業擴大對華經貿投資合作，包括金融領域的
合作，更好實現互利共贏。

絕不允許強制技術轉讓
此次出台的條例主要是將過去優化營商環

境的政策措施、經驗做法系統化、法規化，其
中保護知識產權作為營商環境的重要方面，亦
是中美經貿談判的重要內容之一，寧吉喆特別
指出，條例涉及知識產權保護，下一步中國將
大力強化執法，加快制定完善專利、商標、版
權侵權假冒判斷、檢驗鑒定等相關標準。“對
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同等保護，完善商業秘
密保護，絕不允許強制技術轉讓，發現一起將
依法查處一起。”

積極推進修法進程
同時，寧吉喆表示，將積極推進修法進

程，加快修訂專利法、著作權法，推進商標法
新一輪全面修改和專利法實施細則、植物新品
種保護條例修訂，建立健全侵權懲罰性賠償制
度，推動知識產權“嚴保護”。另外，在提升
知識產權審查質量效率方面，中國將加快專利
審查、商標註冊智能化系統建設，年底前實現
將高價值專利審查周期壓至17.5個月、商標註
冊平均審查周期壓至5個月以內的目標，並加強
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合作，支持企業海外獲權
和維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簽署國

務院令，公佈《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國首

次就優化營商環境制定專門行政法規。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23日在政策吹

風會上表示，該條例利好外商在華投資，明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加重視對

外商投資合法權益的保護，為包括在華外資企業的各類市場主體打造公平公正、

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公正監管 簡政便民
■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再推動取消一批
行政許可等事項，進一步清理規範各類
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

■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推動
“非禁即入”普遍落實

■進一步推進公正監管，對違法者依法嚴
懲、對守法者無事不擾

■對共享經濟、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智
能製造等新產業新業態實施包容審慎監

管

■簡政便民，2020年6月底前全面推廣證
明事項告知承諾制，解決“奇葩”證
明、循環證明、重複證明

■大力推行App辦事、移動支付，推廣使
用電子印章、電子證照等，力爭到2022
年前，內地所有政務服務事項全面實現

“一網通辦”

■今年年底前在內地將企業開辦時間壓至5
個工作日以內、辦理用電業務平均時間
壓至45個工作日以內

■加快完善相關規章制度，對不符合《條
例》精神的法規文件進行必要修改完善

■除特定情況外，禁止要求市場主體普遍
停產、停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23日審議《國務院
關於加快外貿轉型升級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工作情
況的報告》。中國商務部部長鍾山表示，中國貨物
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
4.62萬億美元，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自
2009年以來，中國已連續10年位居世界第一大貨物
貿易出口國和第二大貨物貿易進口國。2014年以
來，中國連續6年位居世界第二大服務進出口國。

在談及當前中國貿易出現的困難和問題時，鍾
山表示，當前世界貿易增長不確定性增大，經濟全
球化進入調整期，跨境貿易和投資明顯減弱，地緣
政治複雜多變，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同

時，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蔓延，多邊貿易體制受到
挑戰。中國低要素成本的傳統競爭優勢不斷削弱，
綜合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產業創新能力相對薄弱，
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能力有待提升，營商環境需進一
步改善。
在未來的重點工作方面，鍾山表示，要確保外

貿穩中提質，提升產品檔次和附加值，大力提高出
口產品質量，根據形勢變化和企業關切，加強政策
儲備，積極應對中美經貿摩擦。還要優化國際市場
佈局，着力深化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合
作，拓展亞洲、非洲、拉美等市場。此外，還要積
極擴大進口，促進貿易新業態發展，大力發展服務
貿易等。

商務部：確保外貿轉型穩中提質

■■國務院公佈國務院公佈《《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自自20202020年年11月月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圖圖
為廣州市南沙區政務中心設立的涉外綜合服務平台為廣州市南沙區政務中心設立的涉外綜合服務平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阻華參國際宇航聯會 美方把簽證“武器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中方缺席第

70屆國際宇航聯大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3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方把簽證問題“武器化”，
一再藐視國際責任和義務，阻礙正常的國際交流與合
作，對國際社會各方正當權益造成損害。

有記者問：根據媒體報道，21日，在華盛頓舉
行的第70屆國際宇航聯大會開幕式當天的第一場全
會活動上，1,000多名現場觀眾通過手機投票提出了
“在這個會議上，我想念一個重要的航天局，中國國
家航天局去哪裡了”的問題，並將其置頂。據說是因
為中國代表團赴美簽證受阻了。你能否證實並介紹更
多情況？

華春瑩表示，經向中國國家航天局了解核實，
中方代表團集體缺席今年的國際宇航聯大會，原因

就是美方沒有及時發放簽證。
她說，國際宇航聯大會是由國際宇航聯合會以及

國際宇航科學院、國際空間法學會聯合舉辦的航天領
域大會，每年至少有幾千名各國政府官員、企業家、
科技人員參會，被稱為宇航界的“奧運會”。中國一
直是航天多邊合作的支持者，也是國際宇航聯大會的
重要參與方，每年均派代表團參會。
華春瑩介紹，今年7月，中方在會議召開前3

個月就向美方提交了參加國際宇航聯大會的初步人
員名單，中國國家航天局代表團於10月12日前往
美國駐華使館面簽，但直到會議開始那一天，中方
代表團團長都沒有獲得美國簽證，導致中方代表團
無法參加開幕式、局長論壇等重要活動，因此才出
現了“沒有中國參加的國際宇航聯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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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站：大陸新村
位於山陰路132弄9號，是魯迅人生最後時光的停
留地，1933年魯迅從拉摩斯公寓搬到此。這裡是
新式里弄住宅，共三層樓，一樓是客廳、餐廳，二
樓是魯迅臥室兼書房，三樓是周海嬰臥室。魯迅在
這裡生活的3年多時間裡，亦奮筆疾書，直至
1936年10月19日逝世。

為紀念魯迅逝世

83周年，上海虹口區

近日整合轄區內多倫

路、山陰路等的一帶

人文景點資源，設計

出一條總長約為 1公

里的“魯迅小道”徒

步線路，將魯迅在上

海生活的主要六處場

所串聯起來。各處景

點建築風格迥異，但

無一例外都留下魯迅

的生前點滴。參觀者

不僅能感受一代文學

巨匠的個人魅力，亦

能感知一座城市濃郁

的人文氣息。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第二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

第三站：多倫文化藝術空間

第四站：拉摩斯公寓
位於多倫路和四川北路的交叉口位置，是一幢西式
風格建築，門牌號為四川北路2093號，是魯迅在
上海的第二個居住地，亦是老上海最著名的公寓之
一。1930年國民黨當局通緝魯迅，經魯迅友人內
山完造介紹，魯迅一家搬入拉摩斯公寓的三樓四
室，在這裡魯迅發表著譯作品約170多篇，《為了
忘卻的紀念》、《友邦驚詫論》等作品均誕生在
此。

第五站：內山書店舊址
位於拉摩斯公寓斜對面、靠近山陰路處，門牌號為
四川北路2050號。魯迅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在此開
設內山書店，魯迅生前最愛來此處購書、會客，並
一度在此避難。內山書店曾是上海左翼書刊的主要
出售點，亦成為中日進步人士結交之處。目前內山
書店舊址上已經是中國工商銀行山陰路支行，但銀
行內設有陳列館，並對公眾開放。

細
味
人
文
魅
力

位 於 多 倫 路 251
號，此處經常舉辦
以魯迅為主題的文
化展覽、體驗和交
流活動，是如今紀
念魯迅的重要活動
場所之一。

位於多倫路201弄2
號 ， 是 一 幢 建 於
1924年的三層花園
洋房建築。1929年
中華藝術大學遷至此
處，魯迅曾多次到學
校進行演講。1930
年魯迅發起並參加的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在此召開，此後這處小樓便成
為左聯的活動中心。

大陸新村魯迅故居大陸新村魯迅故居

內山書店內山書店

多倫文化藝術空間多倫文化藝術空間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會址紀念館會址紀念館

景雲里景雲里

拉摩斯公寓拉摩斯公寓

多 倫 路多 倫 路

四 川 北 路
四 川 北 路

多
倫
路

多
倫
路

1

2

3 4

5

6 山
陰
路

山
陰
路

北

南

西 東

橫浜路
橫浜路

季女士：我是特意從網上下載魯迅小道地圖來尋訪的，感覺十
分有意義。原本就聽聞多倫路是上海的文化街，但之前感覺這裡的
“文化”有些浮於表面，現在走完“魯迅小道”，我才真正了解多
倫路文化意義所在。

多倫路、四川北路一帶的居民：經常有遊客在這裡“尋尋覓覓”，
有時發現遊客走錯，會很樂意去提醒他們一下。城市人

文不僅是歷史，現在我們給遊客提供幫助，也是
讓他們體驗現在的人文。

遊客及當地居民感受

第一站：景雲里
位於多倫路邊上的
橫浜路35弄裡，是
魯迅在上海的第一
個住所。這是一片
石庫門里弄住宅，
入口處的13號一樓
擺放着魯迅的一些歷史資料，二樓則還原魯迅之前書房的
模樣。13號門口工作人員介紹，這裡其實是紀念魯迅的
文檔室，魯迅真正居住過的舊宅，是在景雲里深處的17
號、18號和23號，魯迅共在景雲里生活了兩年零七個
月，並和許廣平建立家庭，迎來周海嬰的誕生。如今，門
牌號裡的宅子已變成其他人的民宅。

2019年10月24日（星期四）中國經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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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季中資境外銀團貸款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滬深A股23日再度低開低走，三大指數收市齊
跌，惟有科創板呈“蹺蹺板”效應，反倒逆市走
強，微芯生物、山石網科等個股勁升近兩成。截
至收市，滬綜指報 2,941 點，跌 12 點，或
0.43%；深成指報9,567點，跌74點或0.77%；創
業板指報1,650點，跌16點或0.99%。兩市共成
交3,683億元(人民幣，下同)。

OLED股發力 華興源創飆6%
23日華為正式發佈首款5G摺疊屏智能手機

Mate X，OLED板塊頗為活躍，午後急漲，其中
華興源創漲6%，沃爾德、丹邦科技漲5%，香山
股份、安集科技升4%，京東方A、星星科技、長
信科技漲超2%。

雞肉概念、珠寶首飾、次新股等行業、概念
板塊整體漲超1%，海洋經濟、數字貨幣、農牧飼
漁、裝修裝飾、全息技術、園林工程等也小幅上
行。單抗概念、精準醫療、電信運營、生物疫

苗、智能電視等板塊領跌兩市。

科創板強勢 微芯生物漲20%
雖然大市萎靡不振，科創板卻十分強勁，諸

多個股大幅飆漲。微芯生物漲20%，山石網科升
16%，晶晨股份漲11%，光峰科技、鉑力特漲超
10%。近期天風證券等多隻解禁股大跌，引發了
市場對於大小非減持的擔憂。相同統計顯示，年
內重要股東已累計淨減持約2,000億元，涉及公司
1,532家。23日市場傳聞稱，中證監有意對減持規
則進行修訂，並已形成相關方案。

因本周新股申購迎來高峰，曾引發投資者對
“抽血”壓力的擔憂。此前已有業內人士預計，
募資體量最大的浙商銀行新股申購可能會被延
期。

浙商行路演申購延期至下月
23日浙商銀行果然公告稱，原定於24日進行

的網上、網下申購將推遲至11月14日；並推遲刊

登《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發
行公告》，原定於10月23日舉行的網上路演推遲
至11月13日。浙商銀行IPO招股說明書顯示，擬
發行不超過25.5億股普通股，發行價為每股4.94
元，預計募集資金總額125.97億元。

年內，最大借款人包括騰訊控股和阿里巴巴。
待發行交易亦保持強勁，螞蟻金服、小米和

時代中國控股都在排隊等候獲取資金。渣打銀行
亞太地區銀團貸款和分銷主管Amit Lakhwani表
示，民營企業併購活動增多促成了銀團貸款規模
的上升。隨着開發商積極籌措資金，以及金融保
薦和資產管理機構積極收購房地產，房地產領域
的貸款也很強勁。

騰訊阿里暫為最大借款人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董事總經理兼亞太區債務

發行和諮詢部門負責人Christophe Cretot認為，
首次借款人預計會使今年貸款規模上升的勢頭變
得更加強勁。在中國內地，首次成功發起銀團貸
款的民營企業增多了，這自然也會創造更多企業
貸款需求。首次在銀團貸款市場籌得資金的中國
內地公司包括字節跳動和美的置業。

雖然民企境外融資不斷擴張，仍有不少嚴
重依賴發債融資的民企，在資金鏈斷裂時，難
以走出困境。彭博報道稱，山東綜合型企業西
王集團已宣佈取消本周最多4.5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債券發行計劃，投資者流露出擔憂，
沒有新融資渠道，資金鏈就可能斷裂。

位於山東省濱州市的西王集團業務領域涉及
糖業、藥業、鋼鐵、房地產等多條產業鏈。彭博
數據顯示，公司存續債券規模100.4億元，其中未
來一年的到期量約34.9億元。另據公司半年報提
供的數據，截至6月末的借款總額達212.89億
元；公司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僅11億元。

私募基金上海懋良投資合夥人沈忱表示，西
王債務規模非常大，嚴重依賴債券市場公開發行
再融資，如果借新還舊遇到困難，沒有新融資渠
道，資金鏈就可能斷裂。

他還透露，之前幾期都有投西王的債券，最

近兩期就不再參與。雖二級殖利率很高，但仍然
沒有充分反映企業的困境。

缺新融資渠道或斷資金鏈
此外，評級公司也已經發出過預警。東方金

誠上月底將西王集團AA+的主體評級和相關債券
A-1的信用等級列入評級觀察名單，並在報告中
指出發行人10月至12月存在一定的債券集中兌付
壓力，且下半年盈利情況能否改善亦存不確定
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
圳市土地房產交易中心23日發佈公告，集體掛牌出
讓六塊住宅宗地，其中三處位於坪山，龍華、光明
和大鵬各一塊，將在11月22日集體出讓。為了降低
購買成本，此次出讓6宗宅地均限定了普通商品住
房或人才房的入市最高均價，並且要求限定可售人
才住房銷售時不得強制搭售其他服務、產品，不得
綑綁精裝修等條件。

在此次出讓的 6宗宅地公告中，坪山宅地
G11340-8034宗地普通商品住房，入市最高均價為
每 平 方 米 38,750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該 區
G11325-8023宗地普通商品住房入市最高均價為
35,700/平方米。龍華民治宅地入市價最高，其
A816-0068宗地普通商品住房入市最高均價高達
71,400/平方米。根據出讓規定，人才住房銷售均價
不高於20,520元/平方米，最高銷售單價不高於
23,598元/平方米。

此次集體出讓的宅地，採取“雙限雙競”的辦
法以掛牌方式出讓，即限地價、限人才住房銷售均
價和最高銷售單價，競地價、競無償移交政府的只
租不售的人才住房面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雖然國際貿易形勢不佳，中資公司境外銀團貸

款規模仍創新高紀錄。據彭博匯總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內地公司在境外

市場獲得的銀團貸款規模高達610億美元，其中民營企業佔比上升至60%，高於去

年同期的54%。

A股齊挫 科創板逆市走強

■23日大市萎靡不振，科創板仍表現強勁，多
隻個股大幅飆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為實現融資擔保機構和融資擔
保業務監管全覆蓋，銀保監會會同發展改革委、工
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農業
農村部、商務部、人民銀行、市場監管總局等融資
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聯合印發
了《關於印發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補充規定的通
知》（簡稱《補充規定》）。

根據《補充規定》，住房置業擔保公司（中
心）應當納入融資擔保監管。住房置業擔保公司
（中心），須於2020年6月前向監督管理部門申
領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經營範圍以監督管
理部門批准文件為準，並接受監督管理部門的監
管，嚴格執行《條例》及配套制度的監管要求。

另外，開展債券發行保證、擔保業務的信用增
進公司，由債券市場管理部門統籌管理，同時應當
按規定向屬地監督管理部門申領融資擔保業務經營
許可證，並接受其對相關業務的監管。

汽車經銷商、汽車銷售服務商等機構如要開展
經營汽車消費貸款擔保業務的，須按規定設立融資
擔保公司經營相關業務。為各類放貸機構提供客戶
推介、信用評估等服務的機構，也應按規定設立融
資擔保公司。

九部委發文
住房置業擔保企納監管

深下月出讓6宅地
最高均價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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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高雄市長韓國瑜今（10/24）在
雲林公開表示，農漁民日子難過歸納4大原因為
勞動力不夠、農藥肥料越來越貴、天然災害補
助不足、《農保條例》包括所有喪葬補助幾十
年都沒有改變。對此，農委會回應，很遺憾韓
市長的發言再次顯示他對台灣農業的不專業，
若韓市長想了解更多詳情，該會樂意備妥相關
資料，於韓市長銷假上班時，直送高雄市政府
供韓市長參考。

針對韓國瑜言論，農委會發新聞稿反擊，
針對農業勞動力不足問題，農委會2017年起陸
續開辦農業技術團、農業耕新團、農業專業團
、外役監團等，至今共成立 139 團，招募超過
2500 位人力，累計上工 28 萬人次，服務超過
4887家農場；2018年進一步成立機械代耕團，
透過人機合作推動農機代耕服務，營造人力減
省的農業工作環境；2019年起試辦乳牛飼育業
引進農業外勞，並推動多元外國人力運用方案
。

至於農藥肥料，農委會除要求台肥公司自
行吸收國際原料的上漲成本外，更協調台肥公
司40公斤包裝肥料每包降價20元，減輕農友負
擔；也針對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每公斤補助3元、
每公頃最高補助3萬元；國產有機質肥料每公斤
補助2元，每公頃最高補助1萬2千元；國產微
生物肥料及生物防治資材補助2分之1，每公頃

最高補助5千元；農田地力改良肥料資材補助3
分之1，每公頃最高補助3千元。

天然災害補助不足，農委會也從2016年起
全力推動農業保險，至今已開辦16品項，包含
水稻、果樹、水產、畜禽、設施等，保費政府
原則補助2分之1。近3年多來，農業保險投保
件數累計3萬5075件，投保面積5萬9201公頃
，投保金額達72.15億；換算農民每付出1元的
保費，就可以獲得將近22元的保障。今年更進
一步開辦香蕉收入保險，以高雄旗山為例，保
額60萬元的保單，保費約2萬2千元，本會補
助一半，農民只需繳交 1 萬 1 千元保費，即可
保障每公頃60萬元之收入。

最後是農保制度革新。農委會推動 「人地
脫鉤」策略，過往因未持有農地或租約而無法
加入農保之實耕農，其投保資格均已放寬。過
去未能納保的河川公地農民，亦已具備加入農
保的資格。此外，開辦史上首次的農民職業災
害保險，農民每個月只要繳交15元保費，其餘
由政府負擔，就可以享有傷害給付、就醫津貼
、身心障礙給付、喪葬津貼4大保障，其中喪
葬津貼的給付額度是農保的2倍，達30萬6千
元，包括勞軍公教退休人員及非本國籍配偶等
，只要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均可加入。

農委會強調，上述內容僅是該會推動新農
業政策的其中一小部分，尚有許多促進農林漁

牧的重大政策，例如農產品外銷整合、防範非
洲豬瘟、口蹄疫拔針、移除遠洋漁業黃牌、林
下經濟等，歡迎各界隨時檢視；但遺憾韓市長
的發言再次顯示對台灣農業的不專業，對農業

現況不了解就信口開河，與其號稱跟農民站在
一起的說辭顯然自相矛盾，只會誤導社會大眾
，對於解決農民的問題沒有任何幫助。

韓國瑜揭農民難過4理由
農委會嗆：等韓市長銷假上班再直送資料

（中央社）中國抽砂船長期聚在 「臺灣淺堆」違法抽砂，嚴
重破壞澎湖重要傳統漁場，月初還發生2艘河川級砂石船因不堪

風浪翻覆，釀 12 人失蹤慘劇
。今天在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
隊分署研究法令後，會同澎湖
縣政府依照 「專經法」聯合取
締下，首次出擊便以優勢警力
成 功 扣 留 4,226 噸 級 「豐 溢
9969」 抽 砂 船 、 27,711 噸 級
「長鑫 36」運砂船、28 位船

員返回馬公。
澎湖海巡隊副隊長詹文中表

示，將先以違反《中華民國專
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第
18條，在我專屬經濟海域及大
陸礁層，故意損害天然資源或
破壞自然生態移送地檢署法辦
，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
以下罰金。若檢方有疑慮，則
改採第 20 條，未經許可，在
我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從

事非生物資源之探勘、開發，由縣府行政罰處新臺幣100萬元以
上 50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沒 入 船 舶 、 設 備 及 採 獲 物 。

為強力取締大陸抽砂船，海巡署結合偵防分署特勤人員，會
同澎湖縣政府、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等單位，今（24）日0時由
海巡署艦隊分署長謝慶欽率領，從澎湖出動高雄艦、澎湖艦、金
門艦、台南隊10059艇、澎湖隊10038艇、10066艇執行取締。

首先在上午6時12分，在海峽中線以東海域，發現大陸籍抽
砂船、運砂船作業。6時15分，高雄艦現場指揮官謝慶欽下令啟
動扣留。隨即在 6 時 36 分，海巡 7 人、特勤隊 4 人登檢 「豐溢
9969」抽砂船，查扣9名工作人員及船隻；另於6時42分，海巡
5人配合特勤隊4人登檢 「長鑫36」運砂船，又順利帶回19位工
作人員及船隻。

澎湖縣政府指出， 「豐溢9969」船長110.62公尺、寬19.8公
尺、吃水深度5.68公尺、4,226噸，預計晚間7時30分泊靠馬公
港1號碼頭。 「長鑫36」船長172.8公尺、寬23.8公尺、吃水深
度8-9公尺、27,711噸（含約15,000噸海砂），該船噸位龐大無
法進港，預計下午4時30分錨泊內垵海域。

澎湖縣長賴峰偉對執法人員冒險取締表達深切感謝，下午4
時將到馬公港8號碼頭慰勉執行專案人員。賴峰偉說，中國抽砂
船肆無忌憚在澎湖最重要的傳統漁場 「臺灣淺堆」盜採砂石，嚴
重破壞海洋環境，造成生態浩劫，縣府將對大陸抽砂船裁處高額
罰鍰，確保國土安全、生態環境、海洋資源。

澎湖聯合取締中國抽砂船 扣留2船28船員

（中央社）北宜高鐵方式出爐，南港到宜蘭
行車時間13分鐘，耗資995億元，影響翡翠水庫
集水區小，被視為取代台鐵北宜直鐵方案，交通
部也規劃將北宜高鐵案併入已完成可行性評估的
北宜直鐵案內，加速程序直接進入綜合規畫階段
，卻因跳過重做可行性評估引發質疑是選舉考量
。不過根據曝光的公文揭露，將北宜高鐵納入北
宜直鐵計畫並直接做綜合規劃的要求，是在馬政
府時代，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下的指令。

交通部傾向推動北宜高鐵，並將北宜高鐵納
入現行北宜直鐵可行性評估方案內推動，因北宜
直鐵已完成可行性評估，等同北宜高鐵可直接進
入綜合規畫階段，卻引發質疑，認為不應跳過重
做可行性評估程序，更引發質疑是為選舉考量跳
過程序。

不過一份2011年行政院經建會發文給交通部
的公文曝光，公文指交通部陳報 「台鐵宜蘭線及
北迴線改善方案先期規劃-台鐵南港至花蓮提速
改善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經建會邀集相關單
位包括工程會、環保署、交通部、內政部、財政

部、台北市、新北市和宜蘭縣府等研商，獲得共
識，認為該案提速本身卻有貢獻和助益，且經交
通部及高鐵局(鐵道局前身)確認，未來高速鐵路
對於南港端無延伸計畫，惟行政院長指示，應請
交通部具體回應納入計畫內。

公文也請交通部從公共運輸與整合運具規劃
角度，審慎考量速度提升、公共運輸運量達成、
運具分派、地方發展、環境影響、財務分析、觀
光發展及益本分析等因素，整體分析計畫各項可
能方案，並應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綜合考量可行
後，再提綜合規劃報告，循行政程序報院核定。

由於該公文顯示2011年行政院已核定北宜直
鐵可行性，但有但書要求將北宜高鐵等延伸納入
北宜直鐵計畫內，並指是院長指示，而當時的行
政院長為吳敦義、經建會主委為劉憶如，行政院
秘書長是林中森；公文也要求做綜合規劃時，應
設法提高速度及運量，提出替代方案，並做綜合
規劃，而高鐵為提速和運能最佳替代方案，等同
北宜高鐵可直接做綜合規劃。

推北宜高鐵是選舉考量？公文曝光：吳敦義閣揆任內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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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適逢台灣光復節前夕，教育團
體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今（10/24）舉行記
者會，前總統馬英九特別錄製影片聲援，馬英
九談到，執政黨從課綱到教科書都想 「去中國
化」，斬斷台灣與中華文化的連結是要消滅中
華民國，更表示： 「難道蔡英文是主權未定國
家的總統？」

教育團體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原預定
將應邀鴻海前董座郭台銘、前總統馬英九、國
民黨主席吳敦義等政商界大老出席，但未料今
天均因故未到，但馬英九錄製好影片於記者會
上播放聲援。

馬英九表示，他嚴正斥責台灣主權未定論
一說，該說法是企圖否定中華民國治理台灣的
基礎， 「無法肯定自己國家主權，難道蔡英文
是主權未定國家的總統？」馬更指，新課綱斬
斷兩岸歷史脈絡，從課綱到教科書用盡一切手
段去中國化。蔡英文喜歡用 「這個國家」取代
中華民國，外界看到的則是蔡政府曲解歷史、
意欲消滅中華民國，亡國感正是蔡英文一手造

成， 「她的作為就是鐵證！」
三自運動發起人吳昆財則表示，新課綱歷

史教科書否定 「開羅宣言」，試圖去除中華民
國主權、否定對台灣的合法治理，又主張台灣
可能是南島語族起源地、台灣民族源自南島語
族，試圖斬斷台灣的中華血脈。以此而論，新
課綱教科書已是政治性台獨史。

國家教育研究院則已多次回應表示，歷史
科於課綱研修過程，已廣泛諮詢學者專家及第
一線教師意見，普遍皆認為，中華文化可包含
在 「多元文化」之下，已完整呈現不同時期、
不同族群進入台灣所帶來的多元文化發展，課
綱從未要以某個族群文化取代另一個族群文化
。

國教院也指出，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
比重與過往相當，有關談論台灣地位問題，經
查各版本教科書均能依據課綱規定，透過條約
、宣言或公報的解讀或詮釋，將多元觀點或主
張並陳，讓學生能理解當前台灣國際地位處境
的歷史背景。

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
馬英九批：以此來消滅中華民國

（中央社）因應農村人力外流及高齡化趨勢，為解決酪農缺
工，自 2017 年起農委會輔導酪農導入自動化省工設備，並於
2019年4月開放乳牛飼育工作聘僱外籍移工，但至今仍未見外籍
移工身影，農委會表示，勞力輸出國官方對台灣酪農事業不清楚
，使其放人意願不高，已有安排官員來台觀摩，待對方國同意就
可應聘。

畜牧處副處長王忠恕說明，酪農業工作型態特殊，尤其每日

兩次擠乳作業為清晨5至7時
及傍晚5至7時，非屬一般常
態工作時間，使勞力招募極
為不易，雖然已輔導酪農導
入自動化設備，但牧場內仍

有無法以機器取代、須高度倚賴勞力密集的工作。
4月開放至今，截至9月底，農委會已核發認定函120件，酪

農取得認定函後，即可向勞動部依程序申請外籍移工之招募，但
目前仍未見外籍移工身影，王忠恕回應，目前勞動部還沒有聘雇
到外籍移工，但將進行媒合，現在問題在於勞工輸出國如泰國、
菲律賓等國移民單位願不願意放人來台。

王忠恕說，這些國家對台灣酪農事業不清楚，使其官方放人
意願不高，已安排官員來台觀摩，像泰國覺得台灣酪農事業進步
，外籍移工來台可學習技術，台灣已經準備好了，而這些國家還
要進一步了解這個工作會不會讓移工有受虐、過於吃重的問題，
原則就是等待人力輸出國的同意，就可以應聘。

除引進外籍移工外，該農委會也針對酪農場內擠乳及餵飼作
業人力需求高，協助畜牧場導入AI自動化的省工經營模式，自
2017年至2019年，農委會累計補助酪農購置9類77台自動化設
備，2019年下半年該會再加碼補助66台自動化設備，包含新增
自動化擠乳系統(擠乳機器人)1類5台，期能調整酪農生產模式，
以自動化取代人力，讓酪農能有更多精力以提升生產效率。

酪農缺工未解！4月至今未見移工

農委會：待對方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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