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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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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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20日在國會眾議院舉行的彈劾聽證
會上表示，他是聽從川普總統的指示與川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配合，而朱
利安尼對烏克蘭所提出的要求，確實是 「交換條件」 （quid pro quo），這涉
及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以及烏克蘭對川普的潛在選舉競爭對手─前副總統
拜登進行調查。

桑德蘭告訴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白宮與烏克蘭的確有交換條件。他說：
「我知道委員會經常問一個簡單問題 『有沒有交換條件？』 。以此次通話和

白宮會晤而言，答案是有。」
桑德蘭還表示，他不想與朱利安尼合作，但身為川普任命的大使，他遵

循總統的指示與朱利安尼合作。
美國眾議院13日首度就 「通烏門」 彈劾調查舉行
公開聽證會後，民主黨籍眾院議長裴洛西指稱，
川普總統在這樁醜聞中的行為已構成 「賄賂」 ，
而且先前他自己就已承認了此事。她並明言，賄
賂是美國憲法規定的、可發起彈劾的罪行之一。
川普遭質疑以凍結3.91億美元軍援為要脅，施壓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調查前美國副總統拜登父子
，而7月25日川、澤通話成了彈劾調查的主要根
據。川普則曾形容那通電話是 「完美的」 （per-
fect），並否則兩人有利益交換。
裴洛西1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13日聽證會的證詞
證實了川普行賄的證據。 「總統已承認了此事，
並說那是 『完美的』 。我則認為是完全錯誤的。
這就是賄賂。」 她進一步說，在此 「賄賂是指，
透過給予或扣住軍事援助，以換取對選舉進行虛
假調查的公開聲明。」

美駐歐盟大使：白宮與烏克蘭的確有交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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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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五角大廈情報分析師認為
，伊朗在明年將結束長期的國際武器禁運，很可
能大量申購俄羅斯的各類先進軍武。

俄國衛星網報導，美國國防部情報分析師克
里斯汀·桑德斯（Christian Saunders）在11月
19日提出 「伊朗軍事力量」 的報告，認為聯合
國對德黑蘭的武器禁運期將在明年期滿，很可能
有興趣購俄羅斯與中國大陸的各型武器，其中包
括S-400防空系統，K-300P堡壘海防系統、
Su-30戰鬥機、Yak-130教練機和T-90主力戰
車等等，屆時伊朗很可能成為中東地區最強大的
對手。

該報告認為，即使伊朗在過去幾十年，都沒
有獲得先進的西方技術，但是伊朗仍然在彈道飛
彈和無人飛機的領域上取得明顯的成就，有一些
是俄羅斯或中國大陸私下提供的，就目前情報來
看，伊朗有發展射程2000公里彈道飛的能力，
可以打擊地區的對手，包括美國駐中東基地、以
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

報告還認為，該國的國防綜合力量，在今年
6月份證明了自己的價值，當時伊朗革命衛隊的

Khordad 3防空系統，在荷木茲海峽擊落了價值
2.2億美元的美國間諜無人機 「全球鷹」 。

並從此事來看，伊朗在該地區的海上影響力
仍然很強，即使不論精準的飛彈武器，光是伊朗
有能力在荷木茲海峽安裝5,000多個水雷，就可
以有效地封閉重要海域，而且荷木茲海峽是國際
重要的油輪通道，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油輪會經
過此處，前往歐洲，亞洲和其他市場。

在美國，以色列以及華盛頓的幾個地區和歐
洲盟友宣布組建海上聯盟以確保在眾多事件中確
保海灣商船的安全之後，伊朗一再呼籲“外部人
士”遠離波斯灣地區涉及破壞或扣押油輪。

2015年，聯合國通過 「安全理事會第2231
號決議」 ，以解決伊朗的核問題，該決議表示，
伊朗不研發核子武器，並接受國際監管，那麼到
2020年10月，武器制裁就會失效。雖然美國退
出了核協議，但是其他聯合國成員仍然認為協議
有效。

俄羅斯表示，在明年收到伊朗方面的武器申
購要求後，願意與伊朗洽談出售S-400防空系
統的相關討論。

伊朗武器禁運將解除 可購俄製先進武器

（綜合報導）土耳其計劃於今年底前遣返
大部分在押的伊斯蘭國成員，過去8天共遣送
15名外籍戰士返回母國。據報導，土耳其的遣
返中心內有36國的900多名外籍戰士，都將遭
驅逐。

土耳其內政部長索魯（Suleyman Soylu）2
日宣布，將把俘擄的伊斯蘭國（IS）聖戰士送
回母國。他當時強調： 「土耳其不是出身任何
國家的達伊沙（Daesh）成員的旅館。」 達伊
沙是IS別稱。

安納杜魯新聞社（Anadolu Agency）今天
報導，土耳其已於11至19日間將10名德國、
一名丹麥、一名英國、一名美國、兩名荷蘭公
民驅逐出境。另外還有944名外籍恐怖主義戰
士在遣返中心內等待被送回母國。

「每日晨報 」 （Daily Sabah）網站報導，
944名外籍恐怖主義戰士來自36國，其中一人
為無國籍者。

土耳其10月9日跨境進入敘利亞展開 「和
平之泉行動」 （Operation Peace Spring）後，
在敘利亞東北部俘擄287名IS聖戰士，另有數
百名可疑分子遭到羈押。

索魯19日表示，土耳其計劃於今年底前遣
返大部分在押IS成員。他說： 「我認為，我們
會在今年底之前將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送回他
們的母國。」 但他也提到，某些國家違反國際
法，將其國民的公民身分撤銷。

土耳其批評西方國家拒絕接回曾在敘利亞
和伊拉克加入IS的本國公民，其中還有人遭到
剝奪公民身分。儘管 「1961 年紐約公約 」
（1961 New York Convention）認定讓人喪失
國籍屬違法，包括法國在內的若干國家卻未將
此納為法律。IS戰士的案件料將引發曠日持久
法律糾葛。

因為疑似在海外加入恐怖組織而遭剝奪公
民身分者，光是英國就有逾百人。歐洲國家則
正在試圖加速將數千名恐怖分子從敘利亞監獄
轉送到伊拉克。

與此同時，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外籍戰士
子女的命運未卜，他們成為這些外籍戰士母國
的燙手山芋。許多外籍戰士及家屬繫獄伊拉克
和敘利亞，或是被關押在特殊營地中。

雖然IS大體上已遭擊潰，但是根據美國國
防部19日公布的報告，IS仍有可能東山再起，
並認為IS 「逮住土耳其侵犯（敘利亞）及接下
來美軍縮編的機會，在敘利亞重整旗鼓、強化
在海外發動攻擊的能力」 。

報告認為IS已 「增進籌劃海外攻擊的能力
」 ，意味它仍然具有令人信服的威脅實力，而
想到它曾經犯下的諸多暴行，尤其是在歐洲，
就不得不令人心懷戒懼。報告還提到，IS 「很
可能有時間、有空間鎖定西方國家，並且對19
個全球分支和網絡提供支援」 。

900餘IS外籍戰士 土耳其計劃年底前遣返母國
（綜合報導）中東局勢再度緊張，以色列20日空襲?利亞境內的伊朗據點，報復以方控制的戈

蘭高地前1日遭火箭襲擊。人權組織表示，本次空襲造成11人死亡，其中7人是伊朗人。
以軍戰機襲擊多個伊朗革命?隊聖城旅的目標，包括防空飛彈、武器庫及軍事基地。?利亞政府

軍發射防空導彈還擊後，以軍順道摧毀對方數個防空系統。以軍指戈蘭高地19日遭伊朗火箭襲擊
，因此採取軍事行動報復，目標包括聖城旅總部。

利亞國營體媒體聲稱，以軍空襲造成2名平民死亡，更指政府軍防空導彈成功攔截大部分的以
軍導彈；惟?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表示有多人死亡，部分人更相信是伊朗人。

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前往西岸城鎮，慶祝美國政府宣布不再視以色列佔領西岸違反
國際法，他形容華府的決定，是一項 「修正歷史錯誤的巨大成就」 。

報復戈蘭高地遇襲 以軍炸伊朗據點11死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強森打算推行所謂的計點移民體系，也就是說，未來移民必須依照適
格程度、教育水平、年齡、英語能力、以及具備的專長在英國是否有高度需求，來決定其得分。

不過，這套強森理想的系統，不見得受到所有人歡迎。英國國教全球信徒的領袖、坎特布里
大主教威爾比（Justin Welby），在英國工業聯合會年會上吐槽，這套規定一旦上路，連耶穌基督
都拿不到英國簽證，無法入境英國。

威爾比說， 「耶穌基督當然不是白人，不是中產階級，也不是英國公民，他絕對拿不到英國
簽證，除非我國極度缺乏木工。」 此話一出，引來台下一片笑聲，還有聽眾鼓掌叫好。

威爾比的談話也引發超展開的有趣反應，有人認為耶穌一定能輕鬆通過標準拿到簽證，因為
他具備把水變成酒的高超才能，還能拿5塊餅餵飽5千人。

歐盟成員國人民目前不需工作簽證，就可在英國討生活，但脫歐之後情況將不同。儘管保守
黨認為，強森打算推動的新政策，可以降低非技術移民的數量，但工黨並不買帳。

英國大主教吐槽移民政策：連耶穌都拿不到我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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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為了徹底封殺大陸電信巨
擘華為，美國一再呼籲歐盟等國勿用華為設
備，並警告一旦採用將重新考慮美國與其之
間的情報分享機制，但歐洲多國仍不為所動
。不過，外傳歐盟成員國將簽署的5G聯合聲
明，其中指出歐盟國家5G建設將要求須符合
歐盟核心價值觀，並且有需要使供應商多樣
化，若屬實恐讓華為等陸廠商排除在歐盟之
外。

據美財經媒體報導，在下個月各國部長
即將簽署的歐盟5G聯合聲明草案中指出，5G
基礎建設的關鍵部分將只從可信賴的一方採
購，且5G建設應基於人權、基本自由、法治
、隱私保護、個人資料和智慧財產權等歐盟
核心價值觀。這份草案同時強調，有必要使
供應商多樣化，以避免或限制對單一供應商
的嚴重依賴。

而在10月公佈的歐盟5G安全風險準備報
告中提到，個別供應商由於依賴於非歐盟國
家供應上，不僅讓歐盟網路受到攻擊的管道
也增加，受其干涉的可能性上升，畢竟他們
有能力與意圖攻擊歐盟成員國網路。報導指
出，歐盟5G聯合聲明草案已確立其立場，為
了防範駭客或敵對國控制電信網路等一切事
務，歐盟不願意依賴非民主政府體系國家的

供應商。
不過，目前許多歐洲國家政府內部仍在

辯論是否全面排除華為產品，或採其他可延
遲5G網路風險的公司，部分國家決定準許有
限使用華為設備，如先前外傳英國已同意允
許華為參與5G項目的非核心部分，而德國聯
邦網絡管理局（Federal Network Agency）
日前公佈的5G網路安全指導方案中，規定網
路零組件的供應商與製造商必須通過各種證
明程式以驗證其可信度，但並未明確禁止華
為。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戰略與國際
問題研究中心（CSIS）科技政策部門主管萊
維斯（James Andrew Lewis）歐洲在5G問
題上陷入兩難，雖然瞭解華為有其安全風險
，但也不願意得罪大陸這個主要貿易夥伴。
他表示，再不冒犯大陸的情況下，歐洲正尋
找盡量減少華為的方式，以減少華為可能的
資安風險。

此外，雖然《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5月曾指出歐盟在5G上要自
己的路，但萊維斯認為有關5G的討論實際上
是關於歐盟對大陸的態度，並引述一名歐盟
官員的話指出，歐洲和美國走的是同一條道
路，只是比美國晚了幾年。

歐盟5G聯合聲明 恐對華為不利

（綜合報導）英國名著《簡愛》是不少
人的必讀經典，曾被改編電影及電視劇。作
者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4歲時出版的
一本袖珍手稿僅有火柴盒大小，她的故鄉博
物館幾經辛苦眾籌後，周一（18日）以78萬
歐元在法國巴黎拍得。連同這本在內，6本手
稿已有5本 「返鄉」 ，第6本仍下落不明。

根據東網報導，這本袖珍手稿的大小為
35毫米乘61毫米，合共20頁紙上整齊寫滿
文字。它是勃朗特1830年撰寫的6本《青年

男士雜誌》（The Young Men's Magazine）
其中一本，內容是勃朗特以玩具士兵為靈感
創作。專家相信部分內容是《簡愛》一個著
名場景的前身，而另外4本正保存勃朗特在英
國故居的博物館。

雖然該本袖珍手稿早於2011年在倫敦蘇
富比拍賣行現身，但館方當時未能買到。館
方對逾千人慷慨解囊捐款非常感動，為小書
能重回189年前 「出世」 的地方感欣慰，希
望將系列手稿重新集齊予訪客欣賞。

「簡愛」 作者袖珍手稿 博物館眾籌78萬歐元買回
（綜合報導）南方澳跨港大橋崩塌致死意外

竟在法國南部上演，18日法國西南部一座吊橋突
然斷裂崩塌，造成2人死亡、6人重傷，法國警方
指出，意外明顯是行經橋面的卡車超重釀禍。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18日上午，法
國西南部鄰近土魯斯（Toulouse）塔恩河畔米爾
普瓦（Mirepoix-sur-Tarn）的一座吊橋突然斷裂
崩塌，造成1名貨車司機及1名女孩死亡，另外6
人重傷。

當地警方19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吊橋斷裂明
顯是卡車過重釀禍。土魯斯檢察官艾塞李（Dom-
inique Alzeari）說，很明顯卡車過重是吊橋馬上崩
塌的主因。事發當時隨橋面落水的包含2輛轎車，

包括1輛卡車及1輛轎車，警方發現，卡車共重達
50公噸，不過吊橋最大負載重量僅有19公噸。

卡車當時正載運機具過橋，準備返回河對岸
的公司。遇難的15歲女孩則是和母親一起開車過
橋，她的母親落水後獲救。

塔恩河畔米爾普瓦市長歐吉特（Eric Oget）
表示，吊橋兩端都貼有告示，告知行經路人及車
輛重量限制，暗示告示牌可能長期被忽視，他說
有時候會看到非常重的車輛過橋。

這座155公尺長、7公尺寬的吊橋建於1931
年，是當地要道，2003年才翻新，2018年才經過
檢測，未發現任何結構問題。

跨河吊橋瞬間垮2慘死 竟是它過重

（綜合報導）中亞土庫曼沙漠裡
有個終年大火燒不停的 「地獄之門」
，有人以為這是外星人入侵地球留下
的 「火跡」 ，有人認為這是大自然神

奇景象，但其實是人為的結果。
1971年，一群地質學家到了卡拉

庫姆﹙Karakum) 沙漠進行探勘與鑽
探，結果發現這裡蘊藏豐富的天然氣

，開採過程中，土地
鬆動坍塌，形成一個

直徑70公尺的大土坑。
為了防止有毒氣體外洩，當局決

定讓火持續燃燒，直到氣盡為止。沒

想到，這裡的天然氣蘊藏量之多，燃
燒了48年都沒滅。科學家無從判斷裡
面還剩多少天然氣，也不知這裡的火
焰何時才會熄，才形成了這一壯觀的
景象。有人覺得這火猶如地獄之火，

因此將這火坑稱之為 「地獄之門」 。
火坑溫度很高，高達攝氏1000

度。目前 「地獄之門」 已成為土庫曼
著名的景點，每年吸引了不少遊客前
來打卡。

世界上最神秘的火坑大火燃燒48年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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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錫耶納牧山銀行醜聞案宣判
13名高管獲罪

綜合報導 意大利米蘭高等法院日前對意大利銀行醜聞案作出宣判。法

院認定，錫耶納牧山銀行、德意誌銀行和野村控股金融公司13名前任和

現任高管，涉嫌多項金融罪名成立。該訴訟與錫耶納牧山銀行陷入困境

和虧損有關。

根據法院的壹審判決文件，法院判處上述兩家銀行和壹家金融公司

的13名高管，分別獲刑7年6個月以下監禁，所有獲刑人員均被裁定緩

期或監外執行。

法院同時判決，沒收德意誌銀行約6500萬歐元和野村控股8800萬歐元非法

所得，並對德意誌銀行和野村控股，分別處以300萬歐元和350萬歐元罰金。

據報道，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的錫耶納牧山銀行成立於1472年，是

世界現存最古老的銀行之壹。2007年，為了向意大利全境擴張，該銀行

收購了壹家競爭對手，但欠下了巨額債務。2012年，意大利政府曾向陷

入困境的錫耶納牧山銀行，提供了約20億歐元的援助貸款。

2013年，意大利媒體披露，錫耶納牧山銀行因金融衍生品交易巨虧

7億歐元。同年3月，該銀行高管大衛· 羅西跳樓自殺身亡，隨後警方介

入該銀行醜聞調查。

據報道，關於法官此次的判決，代表德意誌銀行被控高管的律師朱

塞佩· 伊安納孔表示，他完全相信這些被控銀行高管無罪，他所代理的

被告將對此判決提出上訴。野村控股的壹位發言人表示，在徹底細查判

決的內容後，該公司將考慮所有選項，包括上訴。

據報道，在所有被告判決送達上訴法定日結束前，法院判決將不會被

強制執行。相關人士透露，此案上訴審理可能將會持續兩到三年時間。

德國聯邦內閣推出法案
禁止超商出售塑料購物袋
綜合報導 為了減少塑料袋用量，德國聯邦內閣近日推出壹項法案

，禁止超市和商店向顧客出售塑料購物袋。用於裝水果和蔬菜的超薄塑

料袋並不在禁止之列。

據報道，德國環境部長斯文婭· 舒爾茲(Svenja Schulze)表示，塑料袋

絕對是壹種資源浪費，這些由原油制成物品，通常人們只會使用它們幾

分鐘的時間。

除了普通塑料袋之外，有機塑料袋也在被禁止之列，因為這種所謂

的環保塑料袋只是壹種假象。舒爾茨說，以糖、土豆或者玉米為原材料

所制成的塑料，並不壹定比原油所制成的塑料環保，且通常無法降解或

回收。

德國聯邦議院將對禁止塑料袋的法案進行表決。如果聯邦眾議院和

聯邦參議院通過了該項法案，德國的各個超市和商店將有六個月的過渡

期來消化塑料袋的庫存。過渡期之後，如果再有超市或商店向顧客出售

塑料袋，將面臨最高10萬歐元罰款。

用於裝水果和蔬菜的超薄塑料袋，以及壁厚小於50微米的塑料購物

袋，並不在禁止令的範圍內。環境部長舒爾茨曾在9月份解釋稱，如果

政府禁止了這種小塑料袋，可能會有更多塑封包裝的水果和蔬菜進入超

市。這並不是我所提倡的。

此前，舒爾茨並沒有提出塑料袋禁止令。2015年德國政府曾要求商

家自願放棄塑料袋的供應，或者向顧客收取壹定的費用。這項舉措收到

了壹定的效果。德國人均消費塑料袋的數量從2015年的每人每年68個降

至2018年的24個，但是並沒有達到政府預期的目標。

舒爾茨表示，對於壹次性塑料袋的禁令只是德國減少塑料和增加回

收的第壹步。2021年，為了實施《歐盟壹次性塑料法令》，德國政府會

禁止更多的壹次性塑料商品，比如塑料餐具等。

威尼斯再遭潮水侵襲
聖馬可廣場宣布關閉

受極端天氣影響，意大利“水城”

威尼斯本周遭遇嚴重洪災，12日威尼斯

最高水位達1.87米，全市約80%區域被

水淹沒。15日，威尼斯再遭潮水侵襲。

截至目前，極端天氣已造成2人死亡，

多人受傷，多個著名景點遭到破壞。

【威尼斯進入緊急狀態 意政府撥

2000萬歐元抗災】
當地時間11月 14日，意大利政府

宣布，威尼斯進入緊急狀態。意政府

將向災區發放 2000 萬歐元的緊急財政

援助，以應對災後重建工作。威尼斯

市長布魯尼亞羅將此次水災歸咎於氣

候變化，並估計災害損失將高達數億

歐元。

目前，意政府下發的首批財政援助

已經分配給威尼斯及其周邊受洪災影響的

區域。意大利政府還為市民和企業制定了

補償方案，房屋受損的居民可立即領取最

多5000歐元的政府補助，餐廳及商店經

營人最多可領2萬歐元，之後可再申請更

多補助。

意大利當局還開設了壹個銀行戶口

，讓意大利國民及全球各地人士捐款，

協助修復威尼斯。

意大利總理孔特形容這次洪災是

“對國家心臟的打擊”；意大利交通和

基礎設施部長德米凱利14日承諾，修建

活動水閘攔截海潮的“摩西計劃”將於

2021年完成，已完工部分或可提早開始

運作。

【多個旅遊景點遭破壞 聖馬可廣場
宣布關閉】

水災導致威尼斯多個著名的地標性

建築和景點遭破壞，該市著名歷史地標

聖馬可大教堂亦受洪水侵襲，教堂地板

和地下室遭水淹，當局正評估威尼斯文

化珍品受損的程度。

15日，威尼斯再度遭逢異常高的滿

潮，迫使市長下令關閉著名地標聖馬可

廣場（St Mark's Square）。

據報道，這次滿潮發生於上午十壹

時左右，狂風暴雨正侵襲該地區，潮水

高度約1.6米，低於12日的最高漲潮水位

1.87米，但仍構成危險。

布魯納羅表示：“我被迫關閉這座

廣場，避免對於居民的健康造成風險…

造成災難。”

在聖馬可廣場關閉前，遊客曾壹度

於雨勢暫停期間，在陽光下於淹水的廣

場周圍玩耍、自拍。

墨西哥19歲遊客卡查達（Oscar Cal-

zada）說：“看到這些令人震驚，水位

高達妳的膝蓋。”

當地洛坎達阿萊昂酒店（Locan-

da Al Leon）則表示，受到媒體對洪

災的報道沖擊，部份房客在看到威

尼斯遭遇水災的視頻後取消了房間

預訂。

致命病毒侵襲海洋哺乳動物
原因或是冰川融化？

綜合報導 壹種致命病毒

，正在北極的海洋哺乳動物

中迅速傳播。近日，科學家

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研究

稱，他們發現，該病毒的傳

播或與氣候

變化導致的

冰川融化，

存在聯系。

據 報

道 ， 研 究

發現，由於

氣候變化，

導致北極海

冰大面積融

化，壹些海洋哺乳動物不得

不遷徙到別的地方，致使海

豹瘟熱病毒(PDV)傳播到新地

區，並感染了新的海洋哺乳

動物，特別是在俄羅斯北部

海岸和加拿大北部海岸。

自1988年以來，海豹瘟

熱病毒導致了數起大規模動

物死亡事件。

研究人員研究了15年的

數據，這些數據通過衛星，

跟蹤了全球2500只海洋哺乳

動物。他們研究了同期北極

海冰的質量，並檢查了165只

動物屍體的血液樣本。他們

發現，海豹瘟熱病毒的傳播

與海冰的減少呈相同趨勢。

在壹個案例中，科學家

發現，2002年8月，海冰融化

數量創下紀錄，隨後在2003

年和 2004年，在北太平洋虎

頭海獅中，海豹瘟熱病毒開

始廣泛傳播。在那幾年中，

超過30%的虎頭海獅對該病毒

呈陽性反應。

論文作者特雷西· 戈德斯

坦 (Tracey Goldstein) 表 示 ，

“隨著動物遷徙，並與其他

物種接觸，它們帶來了引入

和傳播新的傳染病的機會，

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影響。”

她還認為，隨著海冰繼

續融化，病毒的傳播範圍將

變得更廣，更多物種將被影

響。

此前，聯合國政府間氣

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壹份報告

顯示，“2019年9月的海冰變

化，在近1000年間都未曾有

過。”

綜合報導 隨著12月12日的大選臨近

，忙於競選的英國工黨領袖科爾賓，近日

提出兩個大膽的勝選承諾：全國每家每戶

及公司將享受免費的全光纖寬帶，在英格

蘭地區提供免費的全民牙科檢查。

據報道，科爾賓11月15日在蘭開斯特

競選演講時，勾勒了上述兩個政策主張。

他承諾若工黨勝選，將在10年內為

全國每家每戶和企業提供免費的全光纖

寬帶，從條件最差的鄉村及內地城市開

始。目前英國總人口中只有10%能享受

全光纖寬帶服務。

科爾賓表示，寬帶已經從“奢侈品”

變為“關鍵設施”，應該被視作公共服

務。“是時候讓我們國家每個角落的每

家每戶都享受免費的、最快速的全光纖

寬帶了。”

為此，他計劃對谷歌、亞馬遜等大型

科技公司征稅，並將英國電信（BT）的部

分部門國有化，組成壹家名為“英國寬

帶”（British Broadband）的公司，以提

高全國網絡服務水平並推動5G連通性。

英國電信是該國最大的電信設施硬

件運營商，原為英國郵政總局管理的國

營企業，1984年在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向

市場出售50%公股，成為民營公司。

工黨估計整個計劃的成本達203億

英鎊（約合1836億人民幣），

包括政府目前已經在寬帶基建

上投資的50億英鎊，以及壹筆

壹次性153億英鎊投入。

該計劃承諾在不加稅的條

件下，每名消費者每月還可以

節省30.3英鎊開支。

不過這壹說法遭到保守黨

及科技公司人士質疑。他們指

責工黨故意省略部分成本。英

國電信及其他光纖寬帶企業預

測的成本高達400億英鎊（約合3618億

人民幣）。

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形容科爾賓的計

劃“不切實際”。現任數字文化媒體和體

育大臣尼科拉· 摩根稱其“異想天開”，

會花費納稅人“數百億英鎊”，並認為科

爾賓是想從“脫歐”問題上轉移視線。

工黨則壹直批評保守黨政府在寬帶

上已投入的50億英鎊不足以實現目標，

令英國電信等公司從中獲益。

工黨影子內閣財政大臣約翰· 麥克唐

奈表示，英國經濟的未來將基於第四次工

業革命的新技術和人工智能，而英國在交

通、寬帶覆蓋率等領域“明顯落後”國際

競爭對手，阻礙了區域經濟發展。

《福布斯》指出，英國在全球平均

互聯網連接速度排名中位列第34位，低

於三分之二的歐盟國家。

另壹方面，科爾賓還承諾向英格蘭地

區提供全民免費的牙科檢查，將其形容為

“通往牙科診所服務全免費的第壹步”。

英國牙科協會估計，這將每年花費

4.5億英鎊（40.7億人民幣）。英國1948

年建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曾對

全部牙醫服務免費，但由於需求過大，3

年後重新加入收費。

工黨指出，每5名患者中就有1人因

無力支付而延遲去看牙醫，免費的口腔

檢查對於預防口腔癌有關鍵作用。

根據《政客》、BBC等媒體最新民

調，截至11月14日，工黨在大選民調預

期中落後保守黨10個百分點左右。

科爾賓勝選承諾：
免費光纖 在英格蘭送牙齒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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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民主黨國會議員對總統

川普展開彈劾調查，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連帶被波及，既被批護主不力，又
被批拋棄下屬。據報他近日向3名重量級共和
黨人透露，有意辭職離開白宮，全力準備明年
堪薩斯州參議員席位。

消息指，蓬佩奧原本計劃留任至明年初，
但因為川普的彈劾調查 「在政治上傷害了他」
，讓他與川普的關係緊張。

《時代》雜誌引述消息人士報導，蓬佩奧
正在重新考慮他的 「時間表」 ，何時辭職取決
於如何退最安全、最平穩。雖然蓬佩奧一再表
明，自己無意參選，但他今年3度返回故鄉堪
薩斯出差，讓外界關注，揣測他在為自己尋找
退路。蓬佩奧幕僚則否認他打算離開白宮，也

拒絕評論有關報導。
但3名共和黨人士透露，眾議院的彈劾調

查聽證會開始後，蓬佩奧面臨兩難。一方面，
他執掌國務院的時間愈長，面臨外界批評美國
外交政策政治化的風險愈大，而證人的陳證也
不利川普。

此外，蓬佩奧譴責國務院職員的證詞，讓
國務院出現反彈。而他未能堅決捍衛川普，也
讓川普失去對他的信任。這些都讓蓬佩奧重新
考慮到底是繼續留任還是另覓退路參選參議員
。最近，他頻繁在中國香港和新疆議題上發聲
，顯然是和川普劃清界限，似乎也是有意在強
化自己強硬保守派的身份。這一點對他參選聯
邦參議員席位有利。

國務卿蓬佩奧做不久了 既失去川普信任 又被下屬抱怨

（綜合報導）澳洲資源暨北澳事務部長卡
納凡今天表示，澳洲及美國將攜手支持關鍵礦
產和稀土發展計畫，明顯在防止北京將稀土武
器化。

卡納凡和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華盛頓會談
後，雙方為協力提供相關計畫融資打下基礎。
根據聲明， 「全球對關鍵礦產的需求持續成長
，這將為澳洲礦業提供進入安全穩定供應鏈的
空間，以滿足諸如美國等重要經濟體日益增加
的需求」 。

中國是世界最大稀土供應國。稀土的應用
領域包括電動交通工具、智慧型手機、再生能
源和國防工業。各界擔心中國可能將其稀土供
應優勢轉化為與美國在貿易戰的談判籌碼。

澳、美近期的礦業重要合作包括 「利納斯
公司」 （Lynas Corp.）今年5月簽署初步協議
，將在德州建造重稀土加工廠。利納斯公司是
中國大陸以外的最大稀土供應商，源自澳洲。

不過，卡納凡辦公室並未在聲明中提及中
國因素。

劍指北京 美澳攜手發展這個

（綜合報導）為加快立法進程，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通過參院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下
一步將送交總統川普簽署。法案要求行政部門點名制裁香港侵權人士，並定期審視香港自治情況。

香港警民衝突加劇之際，美國參議院以 「一致同意」 （unanimous consent）方式，迅速通過
參院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授權美國總統每年點名並透過凍結資產、簽證限制措施等方式，
制裁侵害香港人權人士。

美國參、眾兩院原先提出，並通過各自版本的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兩個版本雖重點架構
相似，但仍有多處不同。為讓法案能更快出國會，眾議院決定採用參院版法案，並在今天以417票
贊成、1票反對通過。

眾院通過港人權法案 將送川普簽署

（綜合報導）競選紐約曼哈頓選區民主黨
議員候選人班·卡洛斯（Ben Kallos）在自己的
募款文宣中，扮演成 「美國隊長」 的模樣，並

且借用美國隊長的台詞為宣傳語，對此漫威感
到被冒犯，給卡洛斯一封信，希望他不要這麼
做。卡洛斯卻覺得很高興，在自己的推特上公

開這封信。
福斯新聞(Fox News)報導，現年38歲的卡

洛斯，雖然是政治人物，卻一直是超級英雄迷
，他曾在自己的選區舉行 「復仇者聯盟：終局
之戰」 的包場，也熱衷參加電影、漫畫等相關
活動，公開自己的收藏，也喜歡扮成超級英雄
。

不過這一次他做的有些過頭了，他以電子
郵件發了一封個人競選文宣，標題是 「超級英
雄警報」 ，內文寫著： 「美國隊長忙著與九頭
蛇、臥底特工、洛基、奧創和薩諾斯作戰，而
班(卡洛斯)則是每天為紐約人而戰」 ，還借用美
國隊長的名台詞 「 他可以整天都為了紐約」 ，
最後則是信件重點 「但是他沒有綠巨人等復仇
者聯盟的幫助，他需要各位(紐約市民)...」

但是，美國隊長的母公司漫威企業(Marvel)

並不覺得有趣，漫威正式發函給卡洛斯，希望
他停止利用美國隊長。

漫威的信件說 「雖然漫威感謝您對我們的
作品有如此明顯的喜愛，並歡迎您作為粉絲來
支持，但我們真的希望您不要將我們的角色用
在政治活動上。」

不過，這封信卻使卡洛斯感到非常高興，
他在推特上分享了這封信。並說 「得到了來自
Marvel官方的的信，真是非常開心。」

既然被漫威公司警告了，那麼他是否會再
扮演美國隊長??卡洛斯只說： 「如果人們真的
想知道故事的後續，那他們應該訂閱並收看下
一期，請繼續關注。」

漫威要求紐約市議員別再扮美國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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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日，泰國曼谷市政府完成水

燈的打撈和分類工作，共撈出水燈逾 50萬

盞，比2018年減少超30萬盞。據悉，11月11

日，曼谷迎來水燈節慶祝活動。

據報道，曼谷市長阿沙雲警上將表示，環

境辦事處、排水辦事處和地區辦事處，在水燈

節之夜沿著湄南河岸、河渠、水塘等30處公共

及私人區域打撈水燈，當地時間12日早上6時

完成打撈和分類，共撈出502024盞水燈，與

2018年的841327盞相比減少339303盞。

針對利用自然材質制成容易降解的水

燈，共計 483264 盞，占 96.3%；泡沫水燈

18760盞，占3.7%。打撈出水燈最多的地區是

叻甲邦區，共33353盞；水燈最少的是炮臺

區，只有214盞。天然降解的水燈最多的是叻

甲邦區，共計33321盞；泡沫水燈最多的是巴

衛區，共計1250盞。

阿沙雲說，2019 年撈出的水燈數量減

少，這是壹個好的信號，說明民眾已經意

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報道稱，對於天然容易降解的水燈，將

運到農肯垃圾場加工成有機化肥，而泡沫水

燈則埋到地下等待降解。

在泰國的傳統節日中，“水燈節”是最

富韻味和特色的節日之壹。每年泰歷的十二

月十五日夜晚，時逢雨季過後，河水高漲，

明月清輝，正是壹年中的美好時節。而今年

的滿月之夜就在11月11日，人們飄放水燈，

寄托美好願望和祝福。

泰國遊戲產業增幅持續走強
2020總值或達250億泰銖
綜合報導 過去4年裏，泰國遊戲產業以

年均12.7%的增幅持續增長，支持因素包括受

消費者青睞的手機網絡遊戲開發、遊戲開發

商數量增加、民間投資資金等。此外，國內

外玩家之間的電子競技比賽受歡迎，亦是推

動和將遊戲產業與其他產業銜接在壹起的重

要因素。

基於電子競技的受歡迎度及政府和民間

的支持，開泰研究中心認為，2020年泰國遊

戲產業總值或高達250億泰銖，可能年同比

增長10%至12%。

據報道，上述遊戲產業的增長歸功於

消費者的增長，體現為經銷商、進口商和

版權商高達 246 億泰銖的收入，或 90%的

泰國遊戲產業值主要為消費者購買遊戲裏

面的商品，以及消費者通過移動平臺下載

遊戲的收入，幾乎所有遊戲都是由外國經

營商開發。

泰國經營商開發的遊戲比例並不高

，過去 3 至 4 年裏，能成功開發遊戲並將

其投放到國際平臺上銷售的泰國遊戲開

發商，數量甚少。泰國遊戲開發和設計

商的收入約為 4 億泰銖，或占總產值的

2%，反映出有潛力的泰國遊戲開發和設

計商，仍具爭奪市場份額的空間，如果

泰國遊戲開發和設計商能開發獲得國際

認可的遊戲和內容，必定有機會從下載

獲得收入。

泰國遊戲產業正進入轉變期，即從

娛樂遊戲向職業電子競技體育發展，促

使遊戲產業發生變化以及為相關人士帶

來收入，如將業余愛好團隊升級到職業

電子競技團隊，促使近 1 至 2 年期間半職

業級別和職業級別的比賽次數增加，和

促使資金流向與舉辦電子競技比賽直接

相關的產業。

開泰研究中心預計，2019年與舉辦電子

競技比賽直接相關的資金流量，或將不低於

5億泰銖。

展望未來，如果泰國遊戲產業和電子

競技達到國際認可的水平，或將看到政府

和民間之間開展合作，以推動電子競技作

為體育旅遊的壹部分，或從長期上發展成

為電子競技比賽中心，為國家服務業創造

經濟價值。

然而，泰國遊戲產業仍處於從用戶轉向

開發商的初期發展階段，仍需關註政府和民

間的持續支持，以升級泰國遊戲產業使之達

到國際標準。

此外，如欲持續發展泰國遊戲產業

和電子競技，仍需推動增加職業玩家人

數，以及推動國內經營商從用戶、進口

商以及經銷商的地位轉向開發商和版權

所有者，進而能夠為泰國數字經濟創造

價值。

印度不顧美國反對
向俄采購S-400頭期款已付

綜合報導 印度不顧美國反對，仍按計劃向俄羅斯采購S-400

防空飛彈系統。俄羅斯將於2020年交付第壹套系統，印度也已

支付采購頭期款8.5億美元。

據報道，印度向俄羅斯采購S-400防空飛彈系統，總金額約

54億美元。壹位不願透露姓名、參與該項交易的人士指出，印度

已支付約總價15%的第壹筆款項(8.5億美元)給俄羅斯。

外界曾擔心，因美國制裁的壓力及付款機制等問題，印度采

購5套S-400防空飛彈系統的交付時間，可能延後到2025年。但

壹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印度支付頭期款後，第壹套系統有望在

2020年交付。

2018年10月印俄峰會期間，印度總理莫迪與俄羅斯總統普

京，簽署了印度向俄采購5套S-400防空飛彈系統的協定。當時

，俄羅斯官員承諾，首套S-400將在16到18個月交付給印度，5

套系統將於5年內完成交付。

印度準備向俄采購S-400後，美國不斷要求印度不要向俄采

購任何軍事裝備，稱美國願意提供更好的裝備給印度。

但印度長期向俄羅斯采購軍事裝備。目前，俄制武器占印度

軍事裝備的60%左右。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

hankar)曾表示，任何國家都不能要求印度，停止采購俄羅斯軍事

裝備。

不再逼動物賺錢
吳哥窟園區2020年起禁止騎象

綜合報導 柬埔寨吳哥窟暨暹粒地區

保護管理局官員表示，2020年初，將開

始禁止吳哥窟所在考古園區的大象騎乘

活動。

吳哥窟暨暹粒地區保護管理局發言

人表示：“借大象營利已不再恰當。”

他還說，部分大象年事已高。

據報道，吳哥考古園區位在柬埔寨

北部，匯集柬國大多數外籍遊客，2018

年創下約600萬造訪人次新高紀錄。不

少遊客選擇騎乘大象，在園區內的古老

寺廟遺址間漫遊。

據悉，園區原本有14頭“在職“大

象，其中5頭已被送到距離寺廟古跡群

大約40公裏的樹林安置。

管理局發言人指出：“它們在那裏

將以自然方式度過余生。”他強調，擁

有這些大象的企業將持續照護它們。

報道稱，由於境內大象騎乘活動盛

行，柬埔寨長期遭動物權利保護團體大

力撻伐。類似的情況也可見於泰國、越

南和老撾。

動物保護團體指出，大象往往在受

訓過程中受傷、健康受損，或遭訓練師

過度操練。

2016 年，壹頭母象在酷熱天候中

乘載遊客繞行吳哥考古園區大約45分

鐘後，因為不堪負荷而不支倒地，慘

死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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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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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修例風波停課的港生救急 提供數日至兩個月課程 已有逾60港生參加
深校園設臨時課 港生免費入讀

深圳博納國際學校的招生主管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近兩個月來，前來學校諮詢從香

港轉學入讀的家長人數明顯增加。該校日前開放
110個學位，以小班制授課，為港生緩燃眉之
急。該校執行校長張克表示，課程按照在校學生
課程設置，包括語言、數學、科學、體育，音
樂、社會科學等科目，確保學生能夠跟上學校的
進度。

班主任全程跟隨學生學習生活
據悉，14日和17日分別有兩批港生，共計逾

60人入讀。為了讓港生更好地適應新環境，在進
班上課前，學校為學生和家長進行了詳細的課程
介紹和講解，還帶港生們參觀了教學樓、圖書
館、體育館、食堂。經過小測試後，班主任帶領
學生進入相應的班級，為他們發放專門定制的課
程表。在港生就讀期間，班主任還會全程跟隨，
及時了解港生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幫助他們適
應環境，快速投入到學習之中。

校長陳操表示，考慮到學校資源有限，能免費
提供一周的課程，後續會視學生諮詢情況和香港學

校復課情況來決定是否繼續開課。據介紹，博納學
校獲得有美國西部院校聯盟（WASC）認證和美國
大學理事會AP課程授權，連續四屆畢業生50%進
入美國TOP40名校，100%進入美國TOP70名
校。

增設轉插班學位提供接送服務
除了博納學校，還有多間國際學校亦陸續表

示提供臨時免費課程、轉插班學位。位於南山區
的德朗睿斯國際學校表示，願為7年級至11年級
香港在讀學生提供30個免費學位，課程可從入校
起上到本學期結束。不過港生申請需要提交原香
港學校在讀證明，並參加筆試。學生也可通過提
供成績單視情況免試，最後參加全英文面試。據
悉，學校開設課程包括美國初高中課程、領導力
課程、STEM課程、藝術運動課程，班級規模約
為 20人。除此以外，深圳IPC國際校區亦表示提
供臨時免費就讀學位，每期5天，共25個名額，
涵蓋K-7年級。

另有位於龍華區的曼徹斯通城堡學校則推出
跨境學童計劃，分別於17日、22日、24日、30

日為跨境學童提供專場活動，包括參觀及小學音
樂下午茶表演、體驗生信息分享會等，港生通過
考試可以免費參與活動體驗。位於寶安區的訊得
達國際書院也表示，為香港學生家庭開通特別通
道，提供7年級至11年級的少量插班生學位。

還有位於羅湖區的華美外國語學校則表示為
港籍生緊急增加146個學位，考慮到學生宿舍床
位有限，將提供日走讀定點班車接送服務，並從
18日起為港生免費提供一周過渡課程。

家長冀盡早落實“惠港16條”
對此，不少港生家長表示歡迎。有港生家長

表示，雖然20日復課，但若修例風波持續，不知
道是否會再次停課，因此決定下學期轉深圳求
學，正好借此機會體驗學校的課程。對於“惠港
16條”中提及保障在粵工作的港澳居民子女與內
地居民子女同等享受教育，有家長表示，希望教
育部門盡快出台具體細則，為港生廣開“求學之
路”，該家長指出，鑒於目前深圳學位緊張，希
望盡快了解申請學位的細則如何變動，盡早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隨着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不斷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對工業機器人需求越發旺盛。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獲悉，廣州發那科
機器人有限公司在廣州開發區科學城開
業。這是全球最大機器人企業日本發那科
公司的華南總部基地，主要進行機器人及
機器人系統的研發、生產製造以及展示培
訓。

至此，全球機器人企業“四大家族”
瑞士ABB、德國庫卡、日本發那科和日本
安川已悉數完成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機器人
的產研佈局，主要分佈在製造業較為發達
的佛山、東莞、珠海、廣州等地。

開業當天，多款新型機器人新品和自
動化應用解決方案亮相。例如，通過“定
製化生產遠程下單”系統，用戶在展台通
過微信遠程下單後，可憑借遠程監控實時
查看位於上海發那科工廠柔性化產線上各
工位的實時生產畫面並能實時獲取訂單的
生產進度信息，實現從定製化生產遠程下
單到最終成品交付的全流程智能製造。

現場，發那科展示了多款SCARA機
器人應用，其中兩款機器人可廣泛應用於
3C行業小型產品的高速搬運，身材小但
效率高。

與多國合作 成“智造”基地
據了解，發那科華南基地所在的廣州

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主戰場，也是廣
州先進製造業最為密集的區域，人工智能
以及機器人產業需求強勁。除了積極推進
日本發那科等全球機器人領先企業落戶，
該區與中央大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引進
了總投資10億元的中國（廣州）智能裝
備研究院，以及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廣
州中心。該區還建立了首個中國與以色列
合作打造的機器人研究院，引進以色列的
機器人企業及技術。

另有日本安川則與東莞本地企業長盈
精密公司合作，成立合資公司廣東天機機
器人有限公司，重點開拓3C領域機器人
應用市場。德國庫卡則將主要生產基地設
在佛山，佈局智能製造、智能物流、智能
醫療、智能家居四大業務板塊，開展機器
人技術研究、應用和生產。該基地一期已
經投產，二期工程計劃2024年完工。屆
時，廣州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生
產基地。

■■深圳多間學校為港深圳多間學校為港
生提供免費臨時課生提供免費臨時課
程程。。圖為深圳博納國圖為深圳博納國
際學校的老師在授際學校的老師在授
課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全
球
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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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香港修例風波持

續多月，校園亦受到波及，特別

是中小學已停課多日，令不少港

生考慮赴深圳求學，大批家長已

在深圳諮詢學校。據了解，深圳

多間民辦學校為香港學生提供數

日到2個月左右的臨時課程。其

中位於南山的深圳博納國際學

校，共免費開放110個學位，可

招收涵蓋6年級至 12年級的學

生，目前共有60多名港生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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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人大法工委：緊急法符基本法
對港高院判決嚴重關切 指只有人大可作是否合法判斷

臧鐵偉說，11月1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原訟庭作出一項判決，其中裁定香

港《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部分條款不符合香港
基本法，致使有關條款無效。一些全國人大代
表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對此表示嚴重關切。

緊急法回歸前已定為港法
“我們認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基礎。”臧鐵偉表示，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
判斷和決定。

他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八條的規定，包
括《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內的香港原有法律，
除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1997年2月23
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作出
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六

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已經將《緊急
情況規例條例》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因
此，該條例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

高院判決嚴重削弱管治
臧鐵偉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

庭有關判決的內容嚴重削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
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我們正在研究一
些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有關意見和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發言人臧鐵偉 19日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

院原訟庭有關司法覆核案

判決發表談話。他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

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

和決定，《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符合香港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謝春濤19日表
示，完全贊同全國人大法工委和國務院港
澳辦的有關表述，“誰有權力對香港法律
作出解釋？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我想這
一點所有人都是很清楚的。”他指出，基
本法的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在別
的機構和組織，“有關方面應該反思是不
是越權，是否挑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
威，挑戰了中央政府的權力”。

謝春濤19日在中國記協舉行的新聞
茶座上，圍繞“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
系”這一主題與媒體展開交流。對於有記
者提問，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和國務院
港澳辦就香港高院判決的表態是否干預了
香港的司法制度，謝春濤表示不贊同。

他說，香港回歸已經廿多年了，非常
遺憾的是，最近香港居然出現尋求“獨
立”的事情，這是嚴重違背憲法和基本法
的，違背全國人民意志的，決不可能得
逞。

對於“一國兩制”，謝春濤表示，中
國領導人說至少五十年不變，但是沒說五
十年後一定要變，這是以後要考慮的事
情。如果香港、澳門的制度很好，對於國
家統一、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都很好，就
沒有改的理由。香港特區採用什麼制度，
一定是它對國家統一、民生發展有好處。

謝
春
濤
：
高
院
應
反
思
是
否
越
權

■謝春濤表示，完全贊同全國人大法工委
和國務院港澳辦的有關表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臧鐵偉指出，高等法院原訟庭有關判決嚴重削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圖為一班戴上面具
上街的示威者。 資料圖片

■臧鐵偉 資料圖片

港澳辦：
判決挑戰人大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楊光19日就香港
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庭有關《禁止蒙面
規例》司法覆核案判決發表談話，對該判決
產生的嚴重負面社會影響表示強烈關注。他
指出，高等法院相關判決公然挑戰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權威和法律賦予行政長官的管治權
力，將產生嚴重負面社會政治影響。

楊光表示，香港現行的《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經過1997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確認符合基本法，並採納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律，這表明該條例的全部規定都符合
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依據該條例制定《禁止蒙面規例》，即
為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履
行職權。該規例實施以來對止暴制亂發揮了
積極作用。

楊光指出，高等法院原訟庭判決《緊
急情況規例條例》賦予行政長官在某些情況
下制定有關規例的規定不符合基本法，並裁
決《禁止蒙面規例》的主要內容不符合相稱

性標準，公然挑戰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權威

和法律賦予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將產生嚴
重負面社會政治影響。我們將密切關注此案
的後續發展。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司
法機關嚴格依照基本法履行職責，共同承擔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就香港特區高等
法院原訟法庭11月18日判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部
分條款違反基本法，新華社記者採訪了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負責人。

該負責人表示，我們注意到，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原訟法庭在11月18日作出的一項判決中，裁定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部分條款不符合基本法的規
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和國務院港澳辦發
言人分別發表談話，對此表示嚴重關切或強烈關注。我
們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4）條關
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規定和基本法第158
（1）條關於“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的規定，對香港本地法律是否抵觸基本法的
最終判斷權，毫無疑問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終院相關判決早已認同
負責人表示，香港終審法院早在有關案件的判決

中就已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載於基本法，屬於一般性
和不受約制的權力。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作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第一百六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確認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不抵觸基本法，並

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
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依法履行職責、行使相關權
力時，應當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負責人說，我們相信，面對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這一

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香港社會各界一定會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全力支持香港
警方嚴正執法，全力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
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中聯辦表示中聯辦表示，，
最終判斷權毫無最終判斷權毫無
疑問屬全國人大疑問屬全國人大
常委會常委會。。圖為香圖為香
港中聯辦港中聯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聯辦：
最終判斷權屬人大

■國務院港澳辦就《禁止蒙面規例》司法覆
核案判決發表談話。圖為國務院港澳辦外
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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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修例風波停課的港生救急 提供數日至兩個月課程 已有逾60港生參加
深校園設臨時課 港生免費入讀

深圳博納國際學校的招生主管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近兩個月來，前來學校諮詢從香

港轉學入讀的家長人數明顯增加。該校日前開放
110個學位，以小班制授課，為港生緩燃眉之
急。該校執行校長張克表示，課程按照在校學生
課程設置，包括語言、數學、科學、體育，音
樂、社會科學等科目，確保學生能夠跟上學校的
進度。

班主任全程跟隨學生學習生活
據悉，14日和17日分別有兩批港生，共計逾

60人入讀。為了讓港生更好地適應新環境，在進
班上課前，學校為學生和家長進行了詳細的課程
介紹和講解，還帶港生們參觀了教學樓、圖書
館、體育館、食堂。經過小測試後，班主任帶領
學生進入相應的班級，為他們發放專門定制的課
程表。在港生就讀期間，班主任還會全程跟隨，
及時了解港生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幫助他們適
應環境，快速投入到學習之中。

校長陳操表示，考慮到學校資源有限，能免費
提供一周的課程，後續會視學生諮詢情況和香港學

校復課情況來決定是否繼續開課。據介紹，博納學
校獲得有美國西部院校聯盟（WASC）認證和美國
大學理事會AP課程授權，連續四屆畢業生50%進
入美國TOP40名校，100%進入美國TOP70名
校。

增設轉插班學位提供接送服務
除了博納學校，還有多間國際學校亦陸續表

示提供臨時免費課程、轉插班學位。位於南山區
的德朗睿斯國際學校表示，願為7年級至11年級
香港在讀學生提供30個免費學位，課程可從入校
起上到本學期結束。不過港生申請需要提交原香
港學校在讀證明，並參加筆試。學生也可通過提
供成績單視情況免試，最後參加全英文面試。據
悉，學校開設課程包括美國初高中課程、領導力
課程、STEM課程、藝術運動課程，班級規模約
為 20人。除此以外，深圳IPC國際校區亦表示提
供臨時免費就讀學位，每期5天，共25個名額，
涵蓋K-7年級。

另有位於龍華區的曼徹斯通城堡學校則推出
跨境學童計劃，分別於17日、22日、24日、30

日為跨境學童提供專場活動，包括參觀及小學音
樂下午茶表演、體驗生信息分享會等，港生通過
考試可以免費參與活動體驗。位於寶安區的訊得
達國際書院也表示，為香港學生家庭開通特別通
道，提供7年級至11年級的少量插班生學位。

還有位於羅湖區的華美外國語學校則表示為
港籍生緊急增加146個學位，考慮到學生宿舍床
位有限，將提供日走讀定點班車接送服務，並從
18日起為港生免費提供一周過渡課程。

家長冀盡早落實“惠港16條”
對此，不少港生家長表示歡迎。有港生家長

表示，雖然20日復課，但若修例風波持續，不知
道是否會再次停課，因此決定下學期轉深圳求
學，正好借此機會體驗學校的課程。對於“惠港
16條”中提及保障在粵工作的港澳居民子女與內
地居民子女同等享受教育，有家長表示，希望教
育部門盡快出台具體細則，為港生廣開“求學之
路”，該家長指出，鑒於目前深圳學位緊張，希
望盡快了解申請學位的細則如何變動，盡早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隨着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不斷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對工業機器人需求越發旺盛。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獲悉，廣州發那科
機器人有限公司在廣州開發區科學城開
業。這是全球最大機器人企業日本發那科
公司的華南總部基地，主要進行機器人及
機器人系統的研發、生產製造以及展示培
訓。

至此，全球機器人企業“四大家族”
瑞士ABB、德國庫卡、日本發那科和日本
安川已悉數完成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機器人
的產研佈局，主要分佈在製造業較為發達
的佛山、東莞、珠海、廣州等地。

開業當天，多款新型機器人新品和自
動化應用解決方案亮相。例如，通過“定
製化生產遠程下單”系統，用戶在展台通
過微信遠程下單後，可憑借遠程監控實時
查看位於上海發那科工廠柔性化產線上各
工位的實時生產畫面並能實時獲取訂單的
生產進度信息，實現從定製化生產遠程下
單到最終成品交付的全流程智能製造。

現場，發那科展示了多款SCARA機
器人應用，其中兩款機器人可廣泛應用於
3C行業小型產品的高速搬運，身材小但
效率高。

與多國合作 成“智造”基地
據了解，發那科華南基地所在的廣州

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主戰場，也是廣
州先進製造業最為密集的區域，人工智能
以及機器人產業需求強勁。除了積極推進
日本發那科等全球機器人領先企業落戶，
該區與中央大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引進
了總投資10億元的中國（廣州）智能裝
備研究院，以及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廣
州中心。該區還建立了首個中國與以色列
合作打造的機器人研究院，引進以色列的
機器人企業及技術。

另有日本安川則與東莞本地企業長盈
精密公司合作，成立合資公司廣東天機機
器人有限公司，重點開拓3C領域機器人
應用市場。德國庫卡則將主要生產基地設
在佛山，佈局智能製造、智能物流、智能
醫療、智能家居四大業務板塊，開展機器
人技術研究、應用和生產。該基地一期已
經投產，二期工程計劃2024年完工。屆
時，廣州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生
產基地。

■■深圳多間學校為港深圳多間學校為港
生提供免費臨時課生提供免費臨時課
程程。。圖為深圳博納國圖為深圳博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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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香港修例風波持

續多月，校園亦受到波及，特別

是中小學已停課多日，令不少港

生考慮赴深圳求學，大批家長已

在深圳諮詢學校。據了解，深圳

多間民辦學校為香港學生提供數

日到2個月左右的臨時課程。其

中位於南山的深圳博納國際學

校，共免費開放110個學位，可

招收涵蓋6年級至 12年級的學

生，目前共有60多名港生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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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高才“落滬”將可直申永居
公安部與上海簽備忘錄 挺多項移民新政先行先試

根據《備忘錄》，公安部、國家移民管理局將積
極支持上海推進移民管理改革創新，在上海調

研出台先行先試的出入境政策措施，助推平安上海
建設；上海市政府將整合資源、發揮優勢，進一步
深化“互聯網+政務服務”，以“智慧城市”建設不
斷推進超大型城市境外人員管理水平的提升。雙方
還將建立協作會商制度，健全信息溝通發佈機制，
共同推進在滬建立移民政策研究和實踐基地。

人才出入境便利對滬極重要
上海市市長應勇19日在滬表示，開放已是上海

的最大優勢。國際人才出入境的便利程度，對上海
建設國際化大都市至關重要。近年來，上海在移民
管理制度機制改革、出入境政策措施先行先試方面
取得了積極進展，已成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
的城市之一。

“上海的開放政策越來越多，這對於我們這類
的高新技術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利好。”上海循態量
子高級工程師汪超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作為主攻量
子信息產業化的創新企業，公司對於外籍人才引進

早有考量，“從事前沿技術的公司對於國際人才的
需求肯定是有的，如果沒有政策的支持，外籍高端
人才在內地工作還是會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無論
是個人或者企業，相信都會有所受益。”

雖然公司目前還沒有外籍員工，但“我們早有
這個意向，我也注意到上海一直在人才吸引方面更
加開放，尤其是臨港，還有更加優惠的政策，這對
於我們未來吸引外籍人才，甚至可能在臨港開設新
的公司或研發中心，激勵本地人才，都是非常利好
的。”汪超說道。

多公司考量開設臨港機構
同樣為新政感到振奮的，還有上海企樹網絡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振宇。“我對於上海的開放真
的深有感觸，現在的利好不僅讓我們公司有了進一
步的規劃，也為我的很多外國朋友帶來了更多的期
待。”王振宇表示，因在國外學習工作多年，發現
越來越多的外國朋友有了來中國工作的意向，“但
因為之前中國的永久居留證資格要求很高，申請程
序繁瑣，錯過了來內地發展的機會。”

而隨着越來越多的政策推出，王振宇的公司正
考慮聘請外籍人才，“我們公司已經和外國公司有
了合作，但我們更希望能夠吸收全球智慧，有計劃
聘請外籍高端人才。現在的新政無論對於我們這樣
的中國公司，還是中外人才，就像開啟了一輛高速
列車，讓我們有了更快捷和便利的環境，在中國土
地發展壯大，我們未來也會考慮在臨港新片區開設
新分支機構，吸引更多外籍、外地人才來滬發
展。”

近年來，上海有關人才的新政“輩出”，不僅
上海“科創25條” 首次提及允許外籍人才承擔政
府科技項目，自貿區臨港新片區亦公佈多條人才相
關政策，為全球人才落滬敞開大門。在去年，上海

還為諾獎得主在內的多人頒發了“中國綠卡”，又
推出了“外籍人才網上申請當場取證”出入境新舉
措等，極大的便利了外籍人才來滬發展、定居。

上海唯鏈首席人力資源官王佳珉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公司的外籍僱員目前一般在海外分機構工
作，但隨着內地更多便利政策出台，相信未來中外
人才的工作交流將更加頻繁也更加便捷。“本土化
與國際化共同組成了我們的基因，上海更為開放的
移民和出入境管理服務機制，不僅為海外企業用戶
來到我司交流降低了成本，也對海外高端人才到滬
工作創造了更好的環境。”她表示，相信更多利好
政策推出將為中外企業開展、拓展、提升業務提供
諸多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19日，公安部與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滬

簽署了《公安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

移民與出入境管理服務機制推進實現上海

高水平開放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備

忘錄》），支持上海多項先行先試移民管

理政策措施，針對人才引進再創開放新高

地。根據《備忘錄》，未來，上海引進的

具有國際公認傑出成就的外國人可直接申

請永久居留，尤其滬自貿區臨港新片區還

將為外籍人才留滬“開綠燈”，提供更多

便利。

■滬自貿區臨港新片區將為外籍人才留滬“開綠燈”。圖為第二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在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區臨港新片區開幕。 資料圖片

《備忘錄》要點
對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引進的外籍人才提供
辦理長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便利，在上海試點辦
理口岸電子簽證。

上海引進的國際公認傑出成就的外國人，可直
接申請永久居留。

上海高新技術企業、創新型企業、重點高校、
科研機構和金融領域引進、推薦的外籍高層次
人才可申請永久居留。

獲得永久居留資格高端人才可推薦外籍專業人
才申請永久居留。

■資料來源：國家移民管理局官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實施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是引領中國高質量發展、
完善改革開放空間佈局的重大戰略舉措。上海市高
級人民法院19日發佈《行動計劃》，圍繞14項重
點任務46個具體項目，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提供
司法服務和保障。

據悉，上海高院此次發佈的《行動計劃》經廣
泛徵求、充分聽取最高法院第三巡迴法庭、長三角
區域合作辦公室以及有關專家學者等意見建議後匯
總梳理、反覆修改形成。上海高院副院長茆榮華在

介紹《行動計劃》制訂思路時表示，上海高院緊扣
“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圍繞長三角世
界級城市群建設等中心工作，以加強長三角地區法
院司法協作交流為重要方式，建立完善服務保障長
三角一體化發展工作推進機制。

在推動長三角法院之間司法協作交流合作，提
供公正高效的法治保障方面，《行動計劃》提出推
進5項重點任務，包括強化跨區域重大案件防範處
置合作機制建設；深化司法執行聯動協作機制建
設；加強跨區域訴訟服務協作機制建設；創新跨區

域信息化應用工作機制建設；促進區域法律適用統
一工作機制建設。

另據上海高院披露，本月初在江蘇召開的長三
角地區法院司法協作工作會議上，滬蘇浙皖四地高
院已聯合簽署《長三角地區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司法
協作框架協議》和《關於長三角地區人民法院聯合
發佈典型案例推進法律適用統一的實施辦法》，進
一步加強環境資源審判，促進區域適法統一。根據
最高法院的意見，案例評選委員會辦公室設在上海
高院。

滬高院《行動計劃》助力長三角司法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官方19日公
佈消息稱，商務部等18部門日前已印發通知，決定
將其他自貿試驗區施行的30項政策適用於海南自貿
試驗區。

商務部等18部門11月5日印發了《關於在中國
（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其他自貿試驗區施行政
策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適用於海南自貿試驗區的其他自
貿試驗區施行政策，包括四方面共30項政策內容。

一是在提升投資貿易便利化水平方面，提出支持
設立首次進口藥品和生物製品口岸、允許外國律師事
務所與中國律師事務所實行聯營等12項內容。

二是在擴大金融領域開放方面，提出支持民營資
金進入金融業、加強與境外人民幣離岸市場戰略合作
等7項內容。

三是在加快航運領域發展方面，提出允許特定條
件下租用外籍船舶從事臨時運輸、進一步便利國際船
舶管理企業從事海員外派服務等7項內容。

四是在其他方面，提出探索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和
金融信用信息互補機制、探索建立土地節約集約利用
新模式等4項內容。

此前，中國在第二屆進博會期間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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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開放新高地。

海南自貿試驗區將“移植”30項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美防長所

稱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對他國構成威脅，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19日表示，美方在南海的“橫
行自由”才是南海局勢緊張的根源，美方挑撥
域內各國關係，才是對南海和平穩定的威脅。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報道，

17日，美防長埃斯珀同東盟國家防長舉行會晤
時稱，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對他國構成威脅，東
盟不能允許中方操縱“南海行為準則”。美軍
今年在南海進行了25年來最頻繁的“自由航
行”行動，這對於回應中國南海“軍事化”行
動尤為重要。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中方：有信心建成和平之海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在南海問題上煽風點

火，挑撥離間，目的就是要搞亂南海局勢，破
壞地區和平穩定，地區國家對此早已看得清清
楚楚。”耿爽說。
他表示，當前，在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努

力下，南海局勢總體穩定向好，南海的航行
自由沒有任何問題。在不久前結束的第22次
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各方對“南海行
為準則”磋商取得的進展表示滿意，感到鼓
舞。“中方願意繼續同東盟國家一道，排除
干擾，相向而行，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按
照共同商定的時間表積極推進磋商。中國和
東盟國家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將南海建
設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維
護好地區的和平穩定與長治久安。”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耿爽說，美方

打着“自由航行”的旗號頻繁派艦機到南海地
區生事，不是闖入他國領海進行挑釁，就是搞
聯合軍演“秀肌肉”，唯恐天下不亂。
“我們奉勸美方正視當前地區局勢積極向好

的態勢，尊重和支持地區國家維護地區穩定的
努力，停止不具建設性、不負責任、不得人心
的做法，不要再做地區和平穩定與互利合作的
干擾者、破壞者、攪局者。”他說。

外交部：美“橫行自由”是南海局勢緊張根源

■■商務部等部門日前已印發通知商務部等部門日前已印發通知，，決定將其他自貿決定將其他自貿
試驗區施行的試驗區施行的3030項政策適用於海南自貿試驗區項政策適用於海南自貿試驗區。。圖圖
為海南省三亞市景色為海南省三亞市景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海高院發佈《行動計劃》，為長三角一體化發
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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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修例風波停課的港生救急 提供數日至兩個月課程 已有逾60港生參加
深校園設臨時課 港生免費入讀

深圳博納國際學校的招生主管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近兩個月來，前來學校諮詢從香

港轉學入讀的家長人數明顯增加。該校日前開放
110個學位，以小班制授課，為港生緩燃眉之
急。該校執行校長張克表示，課程按照在校學生
課程設置，包括語言、數學、科學、體育，音
樂、社會科學等科目，確保學生能夠跟上學校的
進度。

班主任全程跟隨學生學習生活
據悉，14日和17日分別有兩批港生，共計逾

60人入讀。為了讓港生更好地適應新環境，在進
班上課前，學校為學生和家長進行了詳細的課程
介紹和講解，還帶港生們參觀了教學樓、圖書
館、體育館、食堂。經過小測試後，班主任帶領
學生進入相應的班級，為他們發放專門定制的課
程表。在港生就讀期間，班主任還會全程跟隨，
及時了解港生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幫助他們適
應環境，快速投入到學習之中。

校長陳操表示，考慮到學校資源有限，能免費
提供一周的課程，後續會視學生諮詢情況和香港學

校復課情況來決定是否繼續開課。據介紹，博納學
校獲得有美國西部院校聯盟（WASC）認證和美國
大學理事會AP課程授權，連續四屆畢業生50%進
入美國TOP40名校，100%進入美國TOP70名
校。

增設轉插班學位提供接送服務
除了博納學校，還有多間國際學校亦陸續表

示提供臨時免費課程、轉插班學位。位於南山區
的德朗睿斯國際學校表示，願為7年級至11年級
香港在讀學生提供30個免費學位，課程可從入校
起上到本學期結束。不過港生申請需要提交原香
港學校在讀證明，並參加筆試。學生也可通過提
供成績單視情況免試，最後參加全英文面試。據
悉，學校開設課程包括美國初高中課程、領導力
課程、STEM課程、藝術運動課程，班級規模約
為 20人。除此以外，深圳IPC國際校區亦表示提
供臨時免費就讀學位，每期5天，共25個名額，
涵蓋K-7年級。

另有位於龍華區的曼徹斯通城堡學校則推出
跨境學童計劃，分別於17日、22日、24日、30

日為跨境學童提供專場活動，包括參觀及小學音
樂下午茶表演、體驗生信息分享會等，港生通過
考試可以免費參與活動體驗。位於寶安區的訊得
達國際書院也表示，為香港學生家庭開通特別通
道，提供7年級至11年級的少量插班生學位。

還有位於羅湖區的華美外國語學校則表示為
港籍生緊急增加146個學位，考慮到學生宿舍床
位有限，將提供日走讀定點班車接送服務，並從
18日起為港生免費提供一周過渡課程。

家長冀盡早落實“惠港16條”
對此，不少港生家長表示歡迎。有港生家長

表示，雖然20日復課，但若修例風波持續，不知
道是否會再次停課，因此決定下學期轉深圳求
學，正好借此機會體驗學校的課程。對於“惠港
16條”中提及保障在粵工作的港澳居民子女與內
地居民子女同等享受教育，有家長表示，希望教
育部門盡快出台具體細則，為港生廣開“求學之
路”，該家長指出，鑒於目前深圳學位緊張，希
望盡快了解申請學位的細則如何變動，盡早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隨着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不斷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對工業機器人需求越發旺盛。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獲悉，廣州發那科
機器人有限公司在廣州開發區科學城開
業。這是全球最大機器人企業日本發那科
公司的華南總部基地，主要進行機器人及
機器人系統的研發、生產製造以及展示培
訓。

至此，全球機器人企業“四大家族”
瑞士ABB、德國庫卡、日本發那科和日本
安川已悉數完成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機器人
的產研佈局，主要分佈在製造業較為發達
的佛山、東莞、珠海、廣州等地。

開業當天，多款新型機器人新品和自
動化應用解決方案亮相。例如，通過“定
製化生產遠程下單”系統，用戶在展台通
過微信遠程下單後，可憑借遠程監控實時
查看位於上海發那科工廠柔性化產線上各
工位的實時生產畫面並能實時獲取訂單的
生產進度信息，實現從定製化生產遠程下
單到最終成品交付的全流程智能製造。

現場，發那科展示了多款SCARA機
器人應用，其中兩款機器人可廣泛應用於
3C行業小型產品的高速搬運，身材小但
效率高。

與多國合作 成“智造”基地
據了解，發那科華南基地所在的廣州

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主戰場，也是廣
州先進製造業最為密集的區域，人工智能
以及機器人產業需求強勁。除了積極推進
日本發那科等全球機器人領先企業落戶，
該區與中央大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引進
了總投資10億元的中國（廣州）智能裝
備研究院，以及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廣
州中心。該區還建立了首個中國與以色列
合作打造的機器人研究院，引進以色列的
機器人企業及技術。

另有日本安川則與東莞本地企業長盈
精密公司合作，成立合資公司廣東天機機
器人有限公司，重點開拓3C領域機器人
應用市場。德國庫卡則將主要生產基地設
在佛山，佈局智能製造、智能物流、智能
醫療、智能家居四大業務板塊，開展機器
人技術研究、應用和生產。該基地一期已
經投產，二期工程計劃2024年完工。屆
時，廣州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生
產基地。

■■深圳多間學校為港深圳多間學校為港
生提供免費臨時課生提供免費臨時課
程程。。圖為深圳博納國圖為深圳博納國
際學校的老師在授際學校的老師在授
課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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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香港修例風波持

續多月，校園亦受到波及，特別

是中小學已停課多日，令不少港

生考慮赴深圳求學，大批家長已

在深圳諮詢學校。據了解，深圳

多間民辦學校為香港學生提供數

日到2個月左右的臨時課程。其

中位於南山的深圳博納國際學

校，共免費開放110個學位，可

招收涵蓋6年級至 12年級的學

生，目前共有60多名港生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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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修例風波停課的港生救急 提供數日至兩個月課程 已有逾60港生參加
深校園設臨時課 港生免費入讀

深圳博納國際學校的招生主管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近兩個月來，前來學校諮詢從香

港轉學入讀的家長人數明顯增加。該校日前開放
110個學位，以小班制授課，為港生緩燃眉之
急。該校執行校長張克表示，課程按照在校學生
課程設置，包括語言、數學、科學、體育，音
樂、社會科學等科目，確保學生能夠跟上學校的
進度。

班主任全程跟隨學生學習生活
據悉，14日和17日分別有兩批港生，共計逾

60人入讀。為了讓港生更好地適應新環境，在進
班上課前，學校為學生和家長進行了詳細的課程
介紹和講解，還帶港生們參觀了教學樓、圖書
館、體育館、食堂。經過小測試後，班主任帶領
學生進入相應的班級，為他們發放專門定制的課
程表。在港生就讀期間，班主任還會全程跟隨，
及時了解港生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幫助他們適
應環境，快速投入到學習之中。

校長陳操表示，考慮到學校資源有限，能免費
提供一周的課程，後續會視學生諮詢情況和香港學

校復課情況來決定是否繼續開課。據介紹，博納學
校獲得有美國西部院校聯盟（WASC）認證和美國
大學理事會AP課程授權，連續四屆畢業生50%進
入美國TOP40名校，100%進入美國TOP70名
校。

增設轉插班學位提供接送服務
除了博納學校，還有多間國際學校亦陸續表

示提供臨時免費課程、轉插班學位。位於南山區
的德朗睿斯國際學校表示，願為7年級至11年級
香港在讀學生提供30個免費學位，課程可從入校
起上到本學期結束。不過港生申請需要提交原香
港學校在讀證明，並參加筆試。學生也可通過提
供成績單視情況免試，最後參加全英文面試。據
悉，學校開設課程包括美國初高中課程、領導力
課程、STEM課程、藝術運動課程，班級規模約
為 20人。除此以外，深圳IPC國際校區亦表示提
供臨時免費就讀學位，每期5天，共25個名額，
涵蓋K-7年級。

另有位於龍華區的曼徹斯通城堡學校則推出
跨境學童計劃，分別於17日、22日、24日、30

日為跨境學童提供專場活動，包括參觀及小學音
樂下午茶表演、體驗生信息分享會等，港生通過
考試可以免費參與活動體驗。位於寶安區的訊得
達國際書院也表示，為香港學生家庭開通特別通
道，提供7年級至11年級的少量插班生學位。

還有位於羅湖區的華美外國語學校則表示為
港籍生緊急增加146個學位，考慮到學生宿舍床
位有限，將提供日走讀定點班車接送服務，並從
18日起為港生免費提供一周過渡課程。

家長冀盡早落實“惠港16條”
對此，不少港生家長表示歡迎。有港生家長

表示，雖然20日復課，但若修例風波持續，不知
道是否會再次停課，因此決定下學期轉深圳求
學，正好借此機會體驗學校的課程。對於“惠港
16條”中提及保障在粵工作的港澳居民子女與內
地居民子女同等享受教育，有家長表示，希望教
育部門盡快出台具體細則，為港生廣開“求學之
路”，該家長指出，鑒於目前深圳學位緊張，希
望盡快了解申請學位的細則如何變動，盡早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隨着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不斷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對工業機器人需求越發旺盛。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獲悉，廣州發那科
機器人有限公司在廣州開發區科學城開
業。這是全球最大機器人企業日本發那科
公司的華南總部基地，主要進行機器人及
機器人系統的研發、生產製造以及展示培
訓。

至此，全球機器人企業“四大家族”
瑞士ABB、德國庫卡、日本發那科和日本
安川已悉數完成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機器人
的產研佈局，主要分佈在製造業較為發達
的佛山、東莞、珠海、廣州等地。

開業當天，多款新型機器人新品和自
動化應用解決方案亮相。例如，通過“定
製化生產遠程下單”系統，用戶在展台通
過微信遠程下單後，可憑借遠程監控實時
查看位於上海發那科工廠柔性化產線上各
工位的實時生產畫面並能實時獲取訂單的
生產進度信息，實現從定製化生產遠程下
單到最終成品交付的全流程智能製造。

現場，發那科展示了多款SCARA機
器人應用，其中兩款機器人可廣泛應用於
3C行業小型產品的高速搬運，身材小但
效率高。

與多國合作 成“智造”基地
據了解，發那科華南基地所在的廣州

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主戰場，也是廣
州先進製造業最為密集的區域，人工智能
以及機器人產業需求強勁。除了積極推進
日本發那科等全球機器人領先企業落戶，
該區與中央大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引進
了總投資10億元的中國（廣州）智能裝
備研究院，以及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廣
州中心。該區還建立了首個中國與以色列
合作打造的機器人研究院，引進以色列的
機器人企業及技術。

另有日本安川則與東莞本地企業長盈
精密公司合作，成立合資公司廣東天機機
器人有限公司，重點開拓3C領域機器人
應用市場。德國庫卡則將主要生產基地設
在佛山，佈局智能製造、智能物流、智能
醫療、智能家居四大業務板塊，開展機器
人技術研究、應用和生產。該基地一期已
經投產，二期工程計劃2024年完工。屆
時，廣州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生
產基地。

■■深圳多間學校為港深圳多間學校為港
生提供免費臨時課生提供免費臨時課
程程。。圖為深圳博納國圖為深圳博納國
際學校的老師在授際學校的老師在授
課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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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香港修例風波持

續多月，校園亦受到波及，特別

是中小學已停課多日，令不少港

生考慮赴深圳求學，大批家長已

在深圳諮詢學校。據了解，深圳

多間民辦學校為香港學生提供數

日到2個月左右的臨時課程。其

中位於南山的深圳博納國際學

校，共免費開放110個學位，可

招收涵蓋6年級至 12年級的學

生，目前共有60多名港生入讀。

2019年11月20日（星期三）中國經濟3 ■責任編輯：趙雪馨

新恆基阿布扎比財團簽1246億合作
佈局全球天基移動物聯網 合拓區塊鏈金融業務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梁悅琴) 香港新

恆基集團宣佈，阿聯

酋阿布扎比投資財團

與新恆基集團簽訂

178億美元(約1,246.5

億元人民幣)的合作協

議，內容包括於全球

天基移動物聯網（全

球天基工業互聯網）

的合作、區塊鏈底層

技術和區塊鏈供應鏈

金融的合作，以及其

他合作項目。

■■圖為圖為香港新恆基集團董事局主席高敬香港新恆基集團董事局主席高敬
德德((左左））日前會見哈利德親王一行日前會見哈利德親王一行，，雙方雙方
達成總值超過達成總值超過178178億美元的重大恊議億美元的重大恊議。。

根據合作協議，阿聯酋阿布扎比親王哈利德控
股的賓．扎耶德集團入股新恆基集團旗下新

時空天基物聯（集團）有限公司25% 股權，並設
立 100 億美元“全球天基工業互聯網產業基
金”，投入到新時空集團在中國佈局的全球天基
移動物聯網（全球天基工業互聯網）10大產業中
心。雙方利用各自優勢資源加快推進全球天基工
業互聯網產業的發展，通過5年左右的經營成為
全球名列前茅的天基移動物聯網（天基工業互聯
網）企業，並力爭實現年產值3,800億元(人民
幣，下同)以上。

設立100億美元產業基金
與此同時，阿聯酋阿布扎比親王哈利德控股

的賓．扎耶德集團入股新恆基集團控股的區塊鏈
底層技術和區塊鏈供應鏈金融產業8億美元的投
資，並設立50億美元的“區塊鏈產業基金”，支
撐區塊鏈底層技術和區塊鏈供應鏈金融產業快速
發展，並力爭3年左右經營額超1,000億元，5年左
右經營額達到3,000億元以上，成為世界最大的供
應鏈金融企業。另外，雙方還簽訂了其他合作項

目。

哈利德親王親臨深圳考察
哈利德親王一行日前訪問了香港新恆基集團

總部，與香港新恆基集團董事局主席高敬德會
面。哈利德親王詳細聽取了香港新恆基集團全球
天基移動物聯網（全球天基工業互聯網）、區塊
鏈底層技術和時空鏈分佈式存儲系統區塊鏈供應
鏈金融產業發展的介紹。他還專程親自到深圳市
實地考察了香港新恆基集團控股的新時空天基物
聯（集團）的智能終端產業基地，全球陸海空多
式運輸場景，以及全球危化品LNG應用場景。同
時還實地考察世界領先的區塊鏈底層技術和時空
鏈分佈式存儲系統區塊鏈供應鏈金融應用現場。
雙方皆願強強聯合，最終達成總值超過178億美元
的重大恊議。

新恆基區塊鏈底層技術領先世界
新恆基集團控股的新時空天基物聯（集團）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天基移動物聯網（全球天基工
業互聯網）企業，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提供雙向、

實時衛星數據採集傳輸業務並具全球運營服務能
力。也是唯一獲得中國政府授權在中國落地的民
用衛星服務公司，目前正在中國內地佈局建設面
向21世紀的全球天基工業互聯10大產業中心。

新恆基集團所擁有的區塊鏈底層技術和所創
新的時空鏈分佈式存儲系統領先於世界前沿。其
區塊鏈供應鏈金融業務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微
電子、光電子產品供應鏈金融的成功典範。

阿布扎比主權基金全球規模最大
哈利德親王是著名的投資家和金融家，其掌

控的1.3萬億美元的“阿布扎比主權基金”是全球
最大規模的基金。其創立的賓．扎耶德集團是一
家面向全球石油、能源、銀行金融、地產、頂級
酒店、古董文物進行投資的財團。

泰國親王素披迪．巴威塔，時代黃金主席王
鴻賓，時代黃金副主席吳艾倫、何會均，新恆基
集團執行董事、大中華區董事長兼新時空天基物
聯集團董事長張崢，新恆基集團執行董事李瑞
瑜、林自強、張海明及區塊鏈主管邵俊傑出席了
上述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小米在北京召開2019開發者大會，公
司董事長雷軍19日在會上表示，手機
市場自前年起開始萎縮，去年及今年
情況更甚。不過，5G換機潮即將來
臨，將對手機市場形成巨大拉動力，
明年甚至是“5G市場起飛元年”。他
透露，公司明年至少推出10款5G手
機，並將利用核心技術推進智能家庭
的建設。

雷軍認為，5G將引領IoT進入真
正的萬物互聯，形容5G加AI（人工智
能）加IoT（物聯網）將成為超級互聯
網，料將為數字經濟帶來巨大機遇，
甚至有機會誕生新一批百億或千億美
金公司。目前，小米IoT平台已經接入
超過2,200款產品，連接設備數目達到
1.96億台，逾300萬名用戶擁有5個或
以上小米IoT平台上的IoT設備。

小米高級副總裁、小米金融董事
長兼CEO洪鋒指，小米將大力推進產
業金融創新，成為全球製造業的金融
合作夥伴。他透露，小米金融不僅服
務3億名來自全球客戶，還利用獨特的
產業鏈縱深優勢，建立具特色的供應
鏈金融，而至今小米供應鏈金融已服
務400餘家上下游企業，直接輻射客戶
近千家，不良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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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胡潤19日在滬發佈最新一期財富報告，顯示因
國際環境日趨複雜及中國經濟面臨挑戰， 包含
港澳台在內的大中華區高淨值家庭數量減少，
為5年以來首次出現。

報告將擁有600萬元（人民幣，下同）資產
的家庭歸為“富裕家庭”，千萬資產家庭為
“高淨值家庭”，億元資產家庭為“超高淨值
家庭”，3,000萬美元資產家庭為“國際超高淨
值家庭”。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
除“富裕家庭”數量增長外，“高淨值家
庭”、“超高淨值家庭”及“國際超高淨值家
庭”數量均發生減少。

具體為，“富裕家庭”數量達到494萬戶，
比上年增加6萬戶，增長率為1.2%；“高淨值
家庭”數量達到198萬戶，比上年減少3萬戶，
減少1.5%；“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12.7萬
戶，比上年減少6,000戶，減少4.5%；“國際超
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8.4萬戶，比上年減少
4,800戶，減少5.4%。

胡潤：高淨值家庭五年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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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中央社）高雄市議員賴文德去年選舉期
間涉賄選，橋頭地檢署提當選無效之訴，橋頭
地院一審以罪證不足判賴勝訴，橋檢不服上訴
。高雄高分院今天審結，駁回橋檢上訴，賴文
德當選有效確定。

賴文德被控涉嫌於民國107年市議員選舉
期間，夥同競選總部高姓總幹事，於10月至11
月交付新台幣7000元給選區內選民，涉嫌行賄
買票，當年12月被橋頭地檢署提起當選無效之
訴。

賴文德審理時否認賄選，橋頭地方法院今
年9月審結宣判，認為賴文德被控交付賄款方
式，相關被告及證人供述不一，駁回當選無效
之訴。全案上訴後，二審合議庭今天下午仍予
駁回，維持原判，賴文德當選有效確定。

至於賴文德另涉嫌於擔任高雄市桃源區公
所主秘任內，疑利用承辦工程等採購機會向工
程廠商索賄10萬元案，橋頭地檢署依貪汙罪嫌
起訴，他在今年7月遭橋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全案仍在法院審理中。

高市議員賴文德當選有效確定 另案涉貪在押

（中央社）媒體報導，海委會海巡署擬將
太平島納入海空偵巡範圍，並籌建定翼機機隊
。對此，海巡署今晚澄清表示，報載資訊和實
際評估情形不符，將依立委提案持續研議後再
提送報告。

上報報導，有立委提案要求海委會建置海
巡的空中機隊，海巡署11月5日為此召開首次
評估會議，據指出，會中針對空中偵巡範圍要
不要包括南海太平島進行討論，最後以太平島
海巡署有兵力部署，必須納入海空偵巡範圍，
確認以中型飛機作為評選機種的標準。

海巡署今晚發布新聞稿表示，此案緣起於
有立委提案要求，請海巡署於3個月內提出
「籌建空中能量以強化海巡任務之可行性與必
要性評估」 書面報告，才依此進行相關評估可

行性與必要性。
由於國內現行公務航空器採 「空中一元化

」 政策，由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統籌空中勤務
能量。海巡署說，為呼應立委要求，便以 「解
除空中一元化政策」 為前題假定，就台灣周遭
海域情勢、當前任務及前瞻未來發展需要，綜
合研析、評估建置海巡空中能量的可行性與必
要性。

同時，於11月5日召開會議討論，但內容
不含偵巡範圍是否包括太平島、專屬經濟海域
等事項，僅屬初步構想，關於媒體報導資訊和
會議實際評估情形顯有不符。

海巡署說，此案將持續研議評估，並於完
成行政程序後，將書面報告提送立法院。

海空偵巡擬納太平島 海巡署：與事實不符

（中央社）新北市板橋警方今天表示，1名
UberEats外送員晚間在板橋發生車禍，與另1輛
機車對撞。外送員送醫時一度命危，經急救至晚
間10時仍在急救觀察。市府將調查，警方將釐
清肇事責任。

新北市府勞動檢查處長陳淑貞今天晚上接受
中央社訪問時表示，對於這起UberEats外送員
車禍案件，明天將等傷者病情穩定後，啟動職業
災害調查。

陳淑貞表示，UberEats在台灣無公司登記
，透過委任或服務合作備忘錄方式，與登記在新
北市的香港商比錫茲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契約。

陳淑貞說，明天將會啟動形同勞檢的職業災
害調查，瞭解今天晚上發生車禍的外送員與美食
外送平台間，確認是否存在僱傭關係，也將協助
傷者相關職災補償。

新北市板橋警分局今晚表示，晚間6時13
分據報，板橋區篤行路三段與滿平街口發生車禍

。員警現場瞭解，現場30歲的美食外送員騎重
機車沿篤行路二段，直行欲往樹林方向行駛，與
另1輛重機駕駛王姓男子（18歲）及乘客陳姓女
子（16歲）對撞。

警方說，當時王男騎機車沿篤行路三段左轉
，往滿平街方向。車禍後造成3人都受傷，送往
醫院救護，尚未實施酒測，直行車的UberEats
外送員吳男，因傷勢嚴重送往醫院急救，至晚間
10時吳男仍在急救觀察，相關肇事責任有待釐
清。

新北市府消防局表示，據報前往救護，30
歲的美食外送員機車騎士頭部外傷，送醫急救時
外科OHCA（無呼吸心跳），送往板橋亞東醫院
急救。

另外1名傷者16歲陳姓女子，右小腿骨折
及全身多處擦傷，意識清楚，也送往板橋亞東醫
院。

新北UberEats外送員車禍 急救觀察釐清肇責

（中央社）為使連江地區檢、警、調、憲
、海巡、關務等6機關運用數位採證設備的能
力，連江地檢署今天辦理科技緝毒及科技查賄
之運用及操作研討會，透過研討、意見交流及
分享，強化科技執法能力。

研討會先由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林柏宏
以數位採證介紹及經驗分享為題，向與會人員
說明毒品查緝的實務與趨勢及毒品大數據運用
的最新作法及觀念，希望有效提升司法警察人
員毒品查緝的專業知能。

另外，也安排數位採證與問題排除進階講
習，為司法警察機關承辦人員深入介紹數位採
證的各種執行方法及相關設備的運用，以有效
提升辦案人員運用科技設備的意願及技巧，有
助於案件的偵辦。

檢察長俞秀端表示，各司法警察機關人員
將會把所學運用於查察賄選工作，以科技方式
強化查賄工作，嚴查賄選，用行動杜絕有意賄
選者僥倖之心。

連江地檢為司法人員充電強化科技緝毒查賄

賴清德陪民進黨台南立委參選人登記賴清德陪民進黨台南立委參選人登記
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前左前左44））2020日上午在台南陪同日上午在台南陪同66名黨籍立委參選人王定宇名黨籍立委參選人王定宇（（前前

左起左起）、）、林俊憲林俊憲、、林宜瑾林宜瑾、、陳亭妃陳亭妃、、郭國文郭國文、、賴惠員辦理登記賴惠員辦理登記，，台南市長黃偉哲台南市長黃偉哲（（前左前左55））也一也一
同從集合地點步行到台南市選委會同從集合地點步行到台南市選委會，，振臂高呼口號振臂高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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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不分昼夜，来车就干活”

停车场的中间留出了一片空地，远远近近堆
叠着许多快件的小山。在俯身起身忙着分拣的人
影之间，记者见到了孟凡雨。这是 11 月 14 日，
立冬之后北京的早上，在此之前，她已经在这里
度过了3个晚上。

因为“双11”期间快件大增，孟凡雨所在的
京东物流北京泛海营业部选择了这个停车场作为
临时的快件卸载和分拣地点。孟凡雨告诉记者，
平常每天的快件量不到 3000 件，而“双 11”期
间，每天有接近 8000 件，只能选择更开阔的存
放、分拣点，同时加派人手，赶紧将快件“分拣
出清”，抢出时效。

不远处，还有京东物流另一个营业部、天猫
一物流站点都将临时点设在这里。从夜里一趟趟
货车卸载、白天争分夺秒地分拣到一辆辆快递小
车的装车、配送，自 11月 11日零点钟声敲响的
那一刻，这个临时站点就开启了昼夜不停的“迎
战”状态。

孟凡雨的这一天是从凌晨5点开始的，随着
夜行货车的远光灯光线投来，她赶紧起来卸货、
验货，眼前这堆快递的“大山”就是这趟车运来
的成果。“验货环节不能出错，只能自己来。”孟
凡雨说，所有到达营业部的快件，得验一次条
码，这边验证，那头系统里消费者就能查到快递
已经到达站点。

这个夜里还算“平静”。“双 11”当天晚上，
大概来了有 10 辆车。“一晚上只能歇五个小时，
基本上是来了车就干活。”

夜里验货、卸货、看货，人手少些，而到白
天，前来支援的公司同事不少。

在刚卸载的一座“大山”旁边，标明了许
多不同的区域范围，要按照快件上的地址再次
进行分拣，方便快递员更快装车配送。没多
久，“大山”被分成了许多“小山”。等早上已经
出车的快递员们配送回来，他们又将把这些“小
山”装进快递车里，一趟趟配送出去。到了下

午，新的货车还将抵达，临时站点里又会多出几
座“大山”。

在货车没来的间隙，孟凡雨赶紧回了一趟营
业部的办公地点，处理客服反馈、客户需求、系
统异常，还有消费者联系上门取货……她的电话
没有停过。

就在她座位的身后，一位快递员正在简易折
叠床上短暂地补觉。“‘双 11’期间，很多快递
员都在营业部这儿休息。”29岁的孟凡雨是营业
部的负责人，团队还有 11位快递员，从 20岁出
头到40岁不等，全是男性。“大家一样，都是拼
命干。”电脑前面，孟凡雨头也没抬地说。

“加班加点，配送速度更快”

下午 1 点多，陆续有快递员送完一趟回来
了。这会儿大家进进出出，手里抓紧吃点零食、
泡面，营业部办公点一时有些热闹。27岁的孙彬
也没顾得上正经吃饭，处理了上午带回来的待寄
件、客户的退换货需求之后，下午2点，又准备
出发了。

“你没看到早上那一趟，车顶上码得老高，
还得用绳子捆好固定。”一边将快件装车，孙彬
一边向记者介绍。按照“双 11”成倍的快件量，
单靠原来的人手肯定不够。这次，营业部的快递
员临时增加到 20 名，大家一趟趟满载满出，避
免快件囤积。同一个区域，孙彬跟快递员“小
二”一起搭档，送完早上一满趟，再加上两人一
分，中午这趟的快件量已经不至于夸张。

“平常一个人一天送 150 件快递左右，‘双
11’期间，得两个人，每人每天有三四百件。”
孙彬说。这几天，孙彬都是晚上 12 点多收工躺
下，早上 5 点半起来接着干活。不仅要争分夺
秒，还要比平常送得更快。

分拣可以请人支援，但是装车不行。快递车
厢就好比快递员的“棋盘”，手中快件犹如棋子
落下，那看似随意的堆叠是他心中的格局排布，
有他的秩序和讲究。大部分放在车厢内锁好，有
几件稍大的快递被放到了车顶，还有几个小件放

在了驾驶的座位上。他解释，一路上会先经过哪
儿，再经过哪儿，放在车顶和身边的，随手好
拿。看起来是装快件，那小标签条上密密麻麻的
地址原来已经了然于心。

“上学的时候没觉得近视，干这行倒有点近
视了。”孙彬像是开玩笑。但手到眼到心到，要
送得快，没点本事不行。

办公大厦上下班有点，必须赶在 4 点之前
把快递送完，然后立马到小区配送……这条路
线跑了一年多，孙彬已经有了不少经验，而

“双 11”这种特殊时期，更是要将平日的窍门用
到极致。

抵达办公楼前，孙彬卸下小拖车，将重物快
速码好，然后取出大袋，装下其余小件。进了电
梯，先将重物卸下到相应楼层，再由上至下，开
始一一配送。孙彬的脚步很快，在楼道里，常常
一个转弯就不见了踪影。他的记忆更强，当记者
拿起小包裹苦苦搜寻公司门牌号时，他脱口而
出，“顾客座位就在进门右手的拐角处。”这些工
作常用的细节，在特殊时期便更见功夫。

加班加点，抓紧派送，抢出时效，“双 11”
期间，全国有200多万名快递员像孙彬一样忙碌
在一线，完成一年中最需要跟时间赛跑的一场

“大赛”。

预售、仓储、分拣更聪明

不只是这一个快递站点，在全国许多快递业
务场所，忙碌的场景都与之相似。正是在物流快
递人员的争分夺秒下，“双 11”物流战绩也持续
刷新。

根据菜鸟智慧物流的统计，“双 11”快件签

收过亿时间越来越短：从2013年的9天，2014年
的 6 天一路缩短到 2018 年 2 天多。今年“双
11”，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反映，11月11日
凌晨付款，最早的甚至第二天上午就收到取件通
知了。

除了处在物流末梢的站点配送越来越快，前
端的预售、仓储、分拣也更聪明了。

一方面，巧借预售“做文章”。本次“双
11”，不少平台都推出了预售模式，用户可在预
售期内先付定金。这样，根据预售数据，结合日
常交易量及购物车等大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相当
数量的商品会被运往离客户最近的营业点。等

“双 11”当日用户付完尾款后，货物便可从就近
的站点直接发货，大大缩短以往所需的物流时
间。

例如，京东自 10月 18日便开启了长达 12天
的“双 11”预售，而天猫的预售期始于 10 月 21
日，持续到 11月 10日。对快递公司而言，过去
在 11 月 11 日之后往往要面临堆积如山的订单，
送货压力巨大，而今相当一部分订单被前置，可
以适当减轻后面的配送压力。

同时，电商和快递企业在物流环节上更加看
中科技的运用。

一些企业早就开启了智能仓库模式。菜鸟在
未来园区使用了传感器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配
合来代替人工巡检；京东物流投用了智能物流仓
群，不同层级的机器人仓达到 70 个。在分拣环
节，苏宁上线了专门应用于小件货物及拆零件的
机器人。

晚上 6 点，北京的天色已经暗下来，路灯
渐次亮起。孟凡雨还在停车场坚守着，而孙彬
又装满一车快递，驶入车流中，把“双 11”的

“战果”赶紧送到消费者手上。

“双11”之后的一周，全国200多万名快递员要完成一年中最需要跟时间赛跑的一场“大赛”——

“双11”，目击快递站点极限时速
本报记者 李 婕

您的快递送到了吗？“双11”购物热潮之后，这可能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今年的“双11”，天猫总成交金额达到2684亿元；京东累计成交金额超过2044亿元；苏宁全

渠道订单量增长76%；拼多多在前16分钟，汽车销量即破1000台。强劲的消费动能背后，快递行
业也面临一年中的大考。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1月11日全天，各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5.35亿快件，是二季度以来日常
处理量的3倍。预计今年从11月11日至18日的高峰期间，全行业处理的邮快件业务量将达到28亿件。

重要节点不爆仓、全网不瘫痪，而且以一年快过一年的速度刷新“双11”物流纪录，快递行
业是如何做到的？一线操作又是怎样的情形？记者日前走进了处在物流末梢的快递站点。

▲京东快递小哥在站点分拣快件。 配图由京东集团提供

▲京东物流自动分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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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1111 月月
2323日至日至1111月月2424
日日
新竹交通大學校新竹交通大學校
友會友會
舉辦珠寶講座舉辦珠寶講座

馮啟豐主講馮啟豐主講
「「天然水晶下的繽紛世界天然水晶下的繽紛世界」」

1111--2323--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至中時至中
午午1212時時
Quality Inn & SuitesQuality Inn & Suites
2930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TX.Houston,TX.7704377043

園藝協會年度感恩聚餐園藝協會年度感恩聚餐
1111--2323--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 1111 時時 3030

分分
Tracy GeeTracy Gee社區中心社區中心

「「匠人之旅匠人之旅」」 梅慈敏新書梅慈敏新書
及攝影歷程分享會及攝影歷程分享會
主辦華助中心靳寶善圖書館主辦華助中心靳寶善圖書館、、
休斯頓幸福讀書會休斯頓幸福讀書會、、

休斯頓上海聯誼會休斯頓上海聯誼會
1111--2323--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44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129129..
5905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Sovereign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HCAHCA休斯敦華裔聯盟休斯敦華裔聯盟

哈佛之路講座哈佛之路講座
亞太聯盟主席黎志一主講亞太聯盟主席黎志一主講
1111--2323--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44時時
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
George Memorial LibraryGeorge Memorial Library
10011001 Golfview Dr.,Richmond,Golfview Dr.,Richmond,
TX.TX.7746977469

台灣傳奇感恩節大遊行彩排記者台灣傳奇感恩節大遊行彩排記者
會會
1111--2424--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11時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文：陳新華）俗話說，秋天是豐收的
季節。這句話雖然出自於農業，但是用在歌
唱教育與學習上卻再貼切不過了。華夏中文
學校和樊豫珍音樂教室的師生們經過一年的
努力，每一年的秋天都會舉辦一次年度演唱
會。自2009年以來，每一屆年度演唱會都在
休斯頓浸會大學柏林音樂廳舉辦，旨在展示
一年來的學習成果。2019年11月3日晚上7
點，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暨樊豫珍音樂教室
的第十一屆演唱會在柏林音樂廳再次拉開了
帷幕。

樊豫珍老師在簡短的開幕辭中，回顧了
十多年培養計700名學生的心路歷程，表彰了
學生們努力學習、團結互助的精神，感謝了
學生家長的辛勤付出，感謝了華夏中文學校
對歌唱班的一貫支持，感謝了對樊豫珍音樂
教室支持的個人和商家。

音樂聲響起，樊老師的一首《我愛你中
國》，讓演唱會在高亢激越的歌聲和富有韻
味的舞蹈中直奔主題。兒童班的學生登場之
時，其靚麗的服裝讓觀眾頓時眼前一亮。兒
童班的新生不少，首次登臺的新生與多次登
臺的“老”生們分別表演一段拿手的歌曲。
稚嫩的童聲讓人心曠神怡，雄渾的《霸王別
姬》，伴以拳腳功夫，也別有一番韻味。成
人班的學生無論是學習過十多年的老生還是
今年入學的新生，都找到了適合自己表演風
格的歌曲。無論是美聲、民歌、通俗唱法，
無論是高音還是中音的嗓音，無論是獨唱、
二重唱、吉他彈唱、男女混聲小合唱、歌舞
等表演方式，都在舞臺上展示出其獨特的魅
力，顯示出學員們多才多藝的修養，展示了
跟樊老師學習之後的進步。

演唱會在《又見北風吹》大型歌舞節目
後落下了帷幕。樊老師和不少成人班的學生
們在這個節目中以嘹亮的歌聲和優美的舞姿
為這次演唱會畫出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學生
們帶著感激的心情，把鮮花送給老師。師生之情溢於言表
。

樊豫珍老師十多年來在休斯頓培養了不少歌者，其中

不乏獲得國務院僑辦的“水立方”歌唱大賽、“美中國際
歌唱大賽”、“中國好聲音”休斯頓賽區等歌唱比賽的第
一至第三名的優勝者。不少學生已經成為休斯頓華人社區
文藝活動的有生力量。

樊豫珍老師第十一屆學生演唱會圓滿成功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副校長關麗華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副校長關麗華（（右一右一）、）、陳小英陳小英、、陳若陳若、、李佳霖女聲李佳霖女聲
表演唱表演唱 「「大魚大魚」」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樊豫珍老師樊豫珍老師、、陳新華陳新華，，龔雁婕龔雁婕、、傅君傅君、、關麗華關麗華、、陳小英等歌舞陳小英等歌舞 「「又見北又見北
風吹風吹」」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柯娣柯娣、、潘春雪潘春雪、、王皖琳王皖琳、、佘玉華佘玉華、、何莉何莉、、李霄李霄、、李躍兵李躍兵、、周晏周晏、、何何
芙蓉芙蓉、、蔣江虹蔣江虹、、陳新華陳新華、、李泉李泉、、張毅張毅、、陳一鳴混聲小合唱陳一鳴混聲小合唱 「「草原夜草原夜
色美色美」」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樊豫珍老師樊豫珍老師（（一左七一左七）、）、龔雁婕龔雁婕、、關麗華關麗華、、林思晨林思晨、、陳新華陳新華（（三左三左
七七））等所有演出人員於等所有演出人員於1111月月22日下午日下午99時時3030分圓滿成功演出後在休分圓滿成功演出後在休
士頓浸會大學柏林音樂廳歡聚一堂士頓浸會大學柏林音樂廳歡聚一堂。（。（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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