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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清遠設
立「鄉村新

聞官」制度，是受
到海南的一位主播
「水果哥」直播賣
荔枝的啟發。如今
網絡上水果滯銷、
果農賤賣的消息層
出不窮。海南主播

「水果哥」組織了一個主播團隊，將直
播開到荔枝園，結果一下幫幾個村子售
賣了50萬斤的荔枝，這讓清遠市政府很
受啟發，由此創立了「鄉村新聞官」制
度。「鄉村新聞官」，簡而言之就是為
當地鄉村代言，推廣當地農事、政事。
過去多年來，清遠不乏清遠雞、英
德茶等盛名在外的農業品牌。清遠的

農產品繁多，如竹筍、淡水魚、牛
奶、中藥材、茶葉、烤煙等等，很多
極具特色優勢的農產品在清遠都有生
產基地。此外，一些名優產品如「清
遠桂花魚」、「清遠黑山羊」等都制
定了清遠的地方標準。

需了解鄉村特色
清遠的「鄉村新聞官」若想講好自
己的鄉村故事，首先需真正了解自己
鄉村的特色，其次要主動推廣自己鄉
村的特色並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走馬上任半個多月的「鄉村新聞

官」、三排鎮橫坑村黨支部書記唐瑩
敏曾專門為首次農事播報舉行了一場
「婚禮」。村民們精心打點好的農家
特色產品吸引了大批民眾購買，尤其

是紅衣花生被搶購一空。這樣的互動
形式，極大地觸動了唐瑩敏。經過這
次農事播報，唐瑩敏認為「鄉村新聞
官」不僅需要向現在的「網紅」們學
習，掌握互聯網的傳播熱點，也要挖
掘原汁原味的鄉村故事並呈現出來。
同時自己也要吃透國家的惠民政策，
當好村民的「講解員」。
隨着首批鄉村新聞官的出現，清遠
全市84個街鎮共1,023條行政村將陸續
設立「鄉村新聞官」。清遠市清新區
石潭鎮水西村黨支部委員劉逢明表

示，「鄉村新聞官」並不是空有頭
銜，在3年聘期內，每當農產品上市前
夕，他們要積極對外宣傳當地的農產
品信息，並積極對接外面的市場，一
改過往被動適應市場變化的局面。

清遠首創清遠首創

本月月初，廣東清遠市借鑒「網紅」經驗，首創「鄉村新聞官」制度，鼓勵

當地官員擔任鄉村代言人的角色，通過講自己鄉村的故事推介自己鄉村的特

色，吸引外界目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清遠市政府宣傳部獲悉，「鄉村新聞

官」為鄉村代言，實質上是打通了鄉村信息傳播的「最後一公里」，讓更多官

員走進農家。「鄉村新聞官」會結合政府和個人的渠道，幫助村民擴大農產品

銷售、增加農民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鄉鄉村村新新聞聞官官
借鑒借鑒「「網紅網紅」」推廣鄉村推廣鄉村

雅加達亞運會滑翔傘定點比賽8月23日在印
度尼西亞西爪哇茂物舉行，中國代表團因團體
比賽第六輪失誤獲第四名。浙江選手李晨男個
人名列第10名。在個人比賽中，河南選手王
建偉由於氣象原因導致受傷，現已送回國。雖
然中國代表團無緣獎牌，但對於他們而言，在
本屆亞運會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創造歷史——這
是該運動第一次被列為亞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另外一個不同的意義在於，這些運動員都是非
體制內選手，參加國家隊亞運選拔聯賽甚至都
要自掏腰包。

期望滑翔傘入體制
李晨男是和丈夫王宏吉一起來到雅加達參加亞

運會的。他們這對夫妻，深耕滑翔傘運動十數
載。她說：「為國家爭取榮譽，讓我們頓時榮譽
感上升，同時又有了更多的壓力。我有些佩服體
制內的運動員，每天訓練，每天面對壓力。但我
覺得只有滑翔傘入體制，才能讓我們成績越來越
好。業餘的選手要顧及太多了，無論家人、生
活、經費。」的確，專業運動員衣食住行都是國
家管着的，但滑翔傘國家隊運動員都不是專業運
動員，參加國家隊亞運選拔聯賽都要自掏腰包。
去年選拔賽的五站奔波，一直到今年6月貴州息
烽比賽，作為亞運集訓隊，他們都是自費前往參
加，只為決出最後代表國家出征亞運的隊員名
單。李晨男夫婦平時都是在富陽永安山滑翔傘基
地搞管理的，為了此次比賽，兩人轉戰天南地
北，還奔赴印度尼西亞比賽場地進行了15天的集
訓。李晨男把孩子都交給爺爺奶奶管，也完全顧
不上永安山滑翔傘基地。但李晨男夫婦還是選擇
堅持，是因為熱愛。
這次亞運會比賽，體現出滑翔傘運動非常大

的不確定因素。王建偉大腿骨折被送到雅加達
醫院接受治療，一名阿富汗選手也受了重傷，
這讓滑翔傘運動的安全性再次受到關注。「敬
畏自然是我們飛行員的使命。對於這次飛行員
受傷，我認為除了個人原因，還有自然條件。
這裡比賽的自然條件很苛刻，氣流很亂，但為
了能夠為國家爭光，面對苛刻的條件他們也要
拚，這是勇者無畏的拚搏精神。」李晨男表
示。 ■澎湃新聞

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研究所、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和內
蒙古龍昊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等研究人
員組成的一支聯合考察隊，23日在新
一期美國《當代生物學》雜誌上發表
論文，稱他們在中國發現了兩種新的
恐龍——烏拉特半爪龍和彭氏西域爪

龍，揭示了獸腳類恐龍中阿爾瓦雷斯
龍類恐龍巨大單爪的演化歷程。
據研究人員介紹，西域爪龍化石於
2005年發現於新疆準噶爾盆地，半爪
龍化石於2009年發現於內蒙古西北部
地區，牠們均屬於獸腳類恐龍中的阿
爾瓦雷斯龍類恐龍。阿爾瓦雷斯龍類

恐龍是獸腳類恐龍中的一個奇異類
群，牠們有着極短卻非常強壯的前
肢，但同時又具有類似鳥類的頭骨和
後肢。這些奇怪特徵導致對這類恐龍
的系統發育學位置等問題存在廣泛的
爭議。直到此次發現之前，阿爾瓦雷
斯龍類恐龍僅有最原始類群和進步類

群的化石記錄，中間存在着超過9,000
萬年的空白期，而半爪龍化石和西域
爪龍化石的發現填補了這個空白。這
兩種恐龍具有一些典型的晚期阿爾瓦雷
斯龍類恐龍特徵，比如特化增大的第一
指爪，但牠們前肢的相對比例更接近早
期阿爾瓦雷斯龍類恐龍，與晚期阿爾瓦
雷斯龍類恐龍極短的前肢大不相同。由
此，研究人員描繪出阿爾瓦雷斯龍類恐
龍前肢的演化歷程。 ■新華社

■■ 參加雅加達亞運會滑翔傘比賽參加雅加達亞運會滑翔傘比賽
的王宏吉的王宏吉、、李晨男夫婦李晨男夫婦。。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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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事播報
「婚禮」現場。

清遠宣傳部
供圖

■ 清遠「鄉村新聞官」推廣當地特
色產品。 清遠宣傳部供圖

■唐瑩敏。
清遠宣傳部供圖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上試74.0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0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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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私人律師科恩
(Michael Cohen) 與聯邦檢察官達
成認罪協議，承認違反競選財務
法、銀行欺詐及逃稅等八項控罪。
科恩在2016年大選前，曾向兩名
聲稱與特朗普有染的成人電影演員
及雜誌模特兒，分別支付13萬美
元及15萬美元掩口費，科恩在庭
上承認，是受一名候選人指示安排
付款，目的是影響選舉。另外，同
一日前競選主席保羅．馬納福特
(Paul Manafort) 被陪審團判定8項

罪名成立。這將會讓他在獄中度過幾年。這些罪
名起源於馬納福特長期為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
奇進行的政治游說和顧問工作。
問題是這兩個人都是因為特別檢察官穆勒
(Robert Swan Mueller III)對通俄門調查時扯出來
的問題。似乎都找不同和通俄有關的材料。穆勒
需要在9月-10月公佈第一份調查報告。這也是
11月中期選舉前的時間，一個重磅選舉炸彈。科
恩指是按一名候選人安排付款和承認違反競選財
務法。在法律上，因為特朗普是在位總統，所以
有起訴豁免權。但國會可以彈劾總統。現時非常
接近中期選舉，作為控制參眾兩院的共和黨，不
可能在這敏感時刻作這個舉動。但在中期選舉
後，如果民主黨獲勝，基本上將起動彈劾程序。
如果是共和黨獲勝也不代表不會彈劾，因為副總
統彭斯(Mike Pence)是傳統共和黨出身的人。共
和黨的大佬們更覺得理念接近，並且特朗普已經
將共和黨最想搞的稅改改了。

中國下半年做好六個穩
中美貿易戰的去向，原先中國的態度就是等中
期選舉後美國政局如何再作決定。現在出現這個
變數，更有可能加強這個等待的概念。在這等待
期間，中國以下半年，要做好六個穩。「穩就
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
期」。
就算特朗普最終遭彈劾，也不是一時三刻會完
成。之後還需要看商務部長羅斯，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是否仍在位。

美匯指數或回落至94水平
美匯指數阻力在 97，預期有機會回落至
93.5-94後再重展升浪。

金九銀十 助內房債表現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鄭易芸表示，近期寬信用政策

仍在加碼，三季度地方債供給壓力增
加，若未來進一步下調風險權重，則
進一步提升地方債配置價值；另一方
面銀行可將地方債釋放出的風險資產
額度用於增加信貸投放或配置信用
債，進一步刺激寬信用的政策向下傳
導。

高收益債利差收窄相對便宜
鄭易芸指出，內地1-7 月固定資產

投資同比增長5.5%，其中除地產投資
以外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均下滑，房地
產開發投資同比增10.2%；在政策由
去槓桿轉向穩槓桿，房企資金來源轉
鬆，加上進入金九銀十旺季，預期房
地產市場交易上升的可能性增加，後

續市場銷售仍可保持正增長、相對強
勁的態勢。目前內地高收益債利差為
549點，殖利率為9.03%，兩者均在7

月扭轉2017年中以來大幅上行的趨
勢。由於利差持續收窄，目前內地高
收益債正處於2年來相對便宜的水位。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內地監管層預期將在近期將地方債的風險權重

從原先的20%調降為零，此舉將釋出多達3萬億

元人民幣風險資產規模，這代表在風險資產佔比

上，地方債將享有與國債同等待遇，這項政策一旦實施將對地方

債帶來大利好；此外，金九銀十向來為房企期待銷售旺季，房地

產銷售可望增速，有助房地產債表現，後市中高收債券市場表現

值得多加留意。 ■日盛投信

澳洲總理換人 澳元反彈
動向金匯

馮強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帷幄任籌

��	����

����
��j������

��� �

����	

�����

�����

�����

���'�
��

����

����
����

��%��
�%��������

澳元本周二受制73.80美仙附
近阻力後走勢偏軟，周四曾下跌
至72.40美仙附近1周低位，本
周尾段呈現反彈，一度向上逼近
73.00美仙水平。澳洲執政自由
黨的黨魁選舉中，由財長莫理森
勝出，接替特恩布爾成為新總
理，結束澳洲連日來的不明朗政
局，消息帶動澳元反彈，收復過
去兩日來的部分跌幅。不過失去
總理職位的特恩布爾表明將辭去
國會議員之職，執政黨將失去議
會席位上的優勢，增加明年第2
季大選前的施政難度。
澳洲央行副行長Guy Debelle

在本周三的發言顯示，澳洲的零
售價格自2015年起平均趨於下
跌，不排除該因素導致澳洲央行
的減息周期從2011年11月2日
開始一直延長至2016年8月3日
的最後一次減息行動才結束，其
間導致澳元從1.08美元水平大幅
下挫至68美仙水平。雖然澳洲央
行近期的政策會議依然沒有提早

加息傾向，但澳洲乾旱嚴重，將
對食品價格構成影響，加上澳洲
第2季通脹年率回升至2.1%水
平，重上央行的2%至3%目標範
圍，同時澳洲統計局上周發出的
平均周薪數據顯示，5月份成人
的全職平均周薪總收入按年增長
2.7%，明顯高於去年11月份的
2.2%水平之後，澳洲央行行長本
周已表明下次利率行動將是加
息，言論有助限制澳元跌幅。

美加息步伐料明年放緩
美國本周四公佈上周申領失業

救濟人數下降至21萬人，連續3
周下跌，不過美國7月份新增的
非農就業人數遜預期，同時貿易
戰升溫將不利美國下半年經濟表
現，不排除美國聯儲局的加息步
伐將於明年放緩，而歐元區的通
脹逐漸升溫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
正面臨沉重的政治壓力，亦有助
抑制美元的強勢。

澳元可反覆上試74美仙
此外，澳洲近期政局一度處於

不穩之際，澳元匯價卻仍然守穩
72美仙水平，加上美元指數未能
重上97水平後掉頭回落，澳元下
行壓力有放緩傾向，若果美國聯
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五在Jack-
son Hole年會的發言一旦增加市
場對聯儲局明年加息步伐將趨於
放緩的預期，則不排除美元指數
有機會再度跌穿95水平，帶動澳
元進一步反彈。預料澳元將反覆
上試74.00美仙水平。

現貨金價將上1205美元
周四紐約12月期金收報1,194

美元，較上日下跌9.30美元。中
美本周舉行的貿易談判沒有達成
協議，美元指數有回落傾向，加
上特朗普政治壓力沉重，部分投
資者在鮑威爾本周五於Jackson
Hole年會發言前先行回補空倉，
帶動現貨金價本周尾段在1,183
美元水平獲得較大支後反彈，一
度重上1,193美元水平。
受到聯儲局明年加息步伐可能

放緩影響，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
重上1,205美元水平。

■ 金 九 銀
十 向 來 為
房 企 期 待
銷 售 旺
季 ， 內 地
房 地 產 銷
售 可 望 增
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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