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產「安防無人船」助力反走私

疑似被盜「龍門石窟佛」在美撤回拍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去重大核能事故地的

「鬼城」切爾諾貝爾，去海上看鯨群遷徙，幫長輩圓夢見教

宗……內地旅遊網站「攜程」昨日發佈報告稱，國慶中秋雙節期

間，內地出遊人次有望突破7億，且高消費的定制遊漸趨流行。業

內人士受訪時稱，相較於傳統觀光，內地消費者寧願花費多三至

五成，都想享受一趟私人定制的深度遊。

黃金周貴價定制團成新寵
內地料逾7億人次出遊 旅社推5千條「私家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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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愛琴遺珍——希臘安提凱希拉島水
下考古文物展」昨日在北京故宮神武門展
廳揭開神秘面紗。與此同時，「重文德之
光華——重華宮原狀文物展」在希臘雅典
衛城博物館開幕，展出故宮博物院的119
件（套）文物，將乾隆皇帝時代的宮廷生
活介紹給希臘觀眾。

多為羅馬貴族「心頭好」
異於過往，此次在故宮展出的350件希

臘文物，出自一艘公元前1世紀的古希臘
沉船，該船曾經從希臘駛向意大利羅馬，
裝有大量羅馬貴族訂購的商品，卻不幸沉
沒在愛琴海西部安提凱希拉島附近海域，
在水下靜靜沉寂了兩千餘年。
展品來自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雅典貝

納基博物館和希臘水下文物監委會。船體
殘骸、生活用品、大理石雕塑、青銅雕
塑、玻璃器皿、運輸用的陶瓶、沙發構件
等，涉及航海、經濟、藝術、宗教、體育
等領域，向人們全面展示古希臘文明。其
中，一組大理石雕像儘管不再潔白細膩，
但仍然能從它們殘存的形狀中辨識出古希
臘寫實主義雕塑的高超技法與迷人魅力。
比如一個做出屈蹲姿勢的男孩雕像，應該
是一名摔跤運動員，正面向對手，準備奮
力一撲。人物的比例、肌肉、神態，均被
刻畫得非常到位。

希臘同日展故宮文物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博物館的
重要任務之一是傳播文化知識，開闊觀眾
視野。作為中國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
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更應肩負起這樣的責
任，不僅要把中國本土文化發揚光大，還
應面向世界，面向全人類最有價值的文化

遺產，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推廣中發揮重要作用。
另據單霽翔介紹，中國、希臘兩國展覽同時開幕，希

臘雅典衛城博物館，「重文德之光華——重華宮原狀文
物展」昨日展出故宮博物院的119件（套）文物，涵蓋
繪畫、金銀器、織繡、玉石器、漆器、琺瑯器、陶瓷、
鐘錶、生活用具、宗教文物等，再現了由乾隆皇帝潛邸
升格為宮殿的——重華宮，讓希臘觀眾得以一窺乾隆皇
帝時代宮廷生活景象。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當地時間12日舉
行的2018年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出現的
一件佛首石雕引發爭議，其與上世紀前
半葉中國洛陽龍門石窟被盜的一座佛首
高度相似。

估價300萬美元
拍賣前，蘇富比經與物主商討後，及
時撤拍該石雕。據《北京青年報》報
道，該場拍賣會的圖錄顯示，該石雕估
價高達200萬至300萬美元，貴絕全場
其它拍賣品。
據蘇富比圖錄介紹，該拍品於1955

年出現在法國通運公司的拍賣圖錄中，
這是一家中國古董盜賣公司，該拍品後
被美國著名收藏家史蒂芬．瓊肯收藏。

蘇富比拍賣公司昨日回應指，經過收
藏者同意，決定將該拍品撤出是次專場
拍賣，以便有更多時間審視各種可行的
方案。

中方：需鑒定實物
龍門石窟研究院負責人13日下午指

出，從目前各方發佈的資料來看，在包
括斷口、輪廓、風格等方面，該座佛首
石雕確實與1,720窟的佛像很吻合。
「但是僅僅依靠照片，我們是無法作出
最終判斷的，必須要有機會見到實物之
後，才能作出最準確的結論。」
該負責人表示，龍門石窟確實存在不

少佛像頭部缺失的情況，原因包括古代
的一些「滅佛」運動導致的佛像破壞、

長期的風化過程致使不少佛像頭部受
損。「當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晚
清到民國期間，大量的文物盜竊者將佛
頭盜走導致的。」
據此前龍門石窟專家所作的不完全統

計，龍門石窟內有600到700尊佛像可
以確認遭到過人為盜割。
《解放日報》此前指出，海外流失文
物之所以「回家」難，是因為國際公約
形同虛設。
另外，要實現流失文物「回家」，還
須對追索的文物定性，然後根據具體情
況搜集證據資料、法律依據，並與外交
手段配合索回。但由於年代久遠，很多
文物流出的確切證據很難搜集，這也成
為法律技術上的瓶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繼內地首個無人船研發測試基地在珠
海落地後，內地首艘隱身無人船研發機構
雲洲智能科技（以下簡稱「雲洲」）又有
新突破。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獲悉，在日
前由國家公安部主辦的全球首次無人船反
走私演練中，主角「雲洲安防無人船編
隊」成功發揮快速追捕、人臉和位置信息
識別和回傳、聲吶探測定位等重要作用，
由雲洲安防無人船擔綱主力協助警察成功
抓捕「走私犯」，受到現場觀摩的32個國
家與組織安全官員的關注與肯定。

指引水警打撈罪證
「在演練現場，追捕『走私犯』一幕是

在風急浪高的海面上展開。」雲洲有關負
責人表示，「走私犯」被警察發現後駕駛
快艇在海上瘋狂逃竄，M75「守護者」號
安防無人船接到指令後快速追捕「走私
犯」，並通過機載設備將「走私犯」人臉
和位置信息進行識別和回傳；同時與L30
「瞭望者」號安防無人船配合包圍「走私
犯」快艇，並向其喊話迫其投降。
隨後，另一夥「走私犯」駕駛摩托艇逃

離，無人船立即對其追捕，並引導公安巡
邏艇進行攔截。在此過程中，M75「守護
者」號安防無人船彈出救生筏救起落水
「走私犯」，M80「極行者」海洋測繪艇
趕到事發海域，利用聲吶探測定位拋到海
底的「走私鑽石」，協助潛水員打撈起犯
罪證據，並與警用快艇成功圍剿「走私
犯」。
有觀摩演練的警員對香港文匯報記者指

出，此次國產安防無人船編隊與警察演練
協同執法廣受關注，為無人船安防應用提

供了案例參考。
有業內人士聲稱，「科技強警」是大勢

所趨，此次成功演練說明人工智能大可應
用於安防領域。
據介紹，安防無人船可實時響應上級指

令，在2分鐘內備航出動，實時上傳探測
數據，可替代警員進行高危、重複性任
務，提升了海防工作的效率及精確度。
作為內地首家無人船創科企業，雲洲將

為全國公安系統單位提供安防警用無人船
產品，助力公安打擊犯罪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老字號式微已非新事，如何讓這批
「熟悉的陌生人」重新走入大眾心中，是
廣州市要思考的新命題。廣州老字號協會
等最新發佈的《廣州品牌市場調研報告》
顯示，過半廣州老字號使用率低於30%，
四成消費者認為老字號不受年輕人歡迎。
為此，繼廣州市政府發佈《促進老字號創
新發展三年行動方案》後，主導廣貨推廣
的廣州輕工集團啟動「廣貨2.0」革新升
級具體行動，將從研發、創新、品質、品
牌管理、銷售渠道等方面提升廣州老字號
競爭力。

缺乏創新 流失年輕客群
該調查發現，98%的消費者表示「曾經
用過廣州老字號」，其中近半成認為老字
號缺乏創新，已難以吸引年輕人。調查顯
示，超過四成的老字號知名度低於50%。

地方發文 推動「一店一策」
廣州老字號協會副秘書長鄧玉興表示，

確實有不少品牌在苦苦掙扎，部分甚至已
經撤離市場。「目前廣州有122家老字
號，其中35家獲『中華老字號』認證，雖
然數量可觀，但經營堪憂」，鄧玉興說。

對於老字號式微的情況，引起廣州市政
府注意。今年5月，廣州市政府辦公廳向
廣州各區政府及商務委等16家市直單位下
發《廣州市促進老字號創新發展三年行動
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從傳承
與保護、轉型與升級、宣傳和推廣等方
面，提升老字號的競爭力。其中提到，廣
州將採取「一店一策」方式，制定創新發
展、活化重組的目標任務及工作措施。
廣州輕工集團作為廣貨本土領軍企業，

全面啟動廣貨品牌建設，推出具體措施。
據公司董事長方貴權介紹，今後將通過加
大研發投入、鼓勵創新、提升產品質量、
加強品牌管理、拓寬銷售渠道等方式，推
動老字號革新升級，進一步將廣貨推向更
大市場。

廣州政企合力復興「老字號」

■■在反走私演練中在反走私演練中，，LL3030「「瞭望者瞭望者」」號安防無人號安防無人
船船（（左左））配合包圍配合包圍「「走私犯走私犯」。」。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定制旅遊以「自由、深度、專
屬」的特徵區別於跟團遊和自

由行，大致分為三種：初級的定制
遊，是根據遊客的預算來進行簡單的
「機票＋酒店」組合；主題類的定制
遊，是旅行社不定期為小眾群體設計
的主題行程；完全遵循遊客的需求來
定制目的地、酒店、飲食的是高級定
制。
據攜程《中秋國慶旅遊預測報告》顯

示，今年中秋到國慶期間，法定假日疊
加中間段的自行休假，最多可休 16
日。因高鐵逐步完善、景區門票降價等
因素，預測今次假期出行人次有望超越
7億人次。
報告同時指出，消費升級和個性化體
驗成為今年旅遊的主旋律，定制遊、私家
團等個性化旅遊項目成為新「網紅」，首
次晉級旅遊產品的排名第三位置。

歐洲建築遊10日5萬
從事建築設計的姚小姐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她已預定了「歐洲建築10日
遊」，價格全包約5萬元（人民幣，下
同），較平日高出43%，但因旅遊團全
由建築師同行組成，可以參觀多座私人
房產，玩樂工作兩不誤，她認為物有所
值。

「80後」「90後」佔逾六成

10月將前往日本的齊先生，則策劃了
一次個性化的「茶道之旅」。他表示，
此次帶團人士並非普通導遊，而是對茶
道有研究的專業人士，加上要對接日本
茶道場，所以收費會高50%，只接受10
人同行。但信息一出，詢問者就源源不
斷，甚至表示願意加錢參團，他開始頭
痛如何挑選團友。

攜程表示，「80後」和「90後」佔
定制遊六成以上。有旅行定制師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他接觸的諮詢者多為勇
於嘗試、異想天開的年輕人。例如，有
想去史上最嚴重核能發電廠意外發生
地——烏克蘭北部的「鬼城」切爾諾貝
爾的「90後」軍事迷，有畢業想去海上
看鯨群遷徙的大學生，亦有年輕人想幫
長輩規劃見教宗等異樣要求。
另據了解，截至目前，攜程已經上線

5,000多條私家團、定制遊線路，覆蓋
國內幾乎所有省份、幾十個海外國家地
區、數百個城市，可滿足遊客在中秋國
慶「不走尋常路」的需求。
對旅行社來說，中低端旅遊產品的利

潤空間在縮小，定制遊是新增長點。但
是大部分旅遊服務機構的服務水平、
服務模式、管理系統還處於初級階
段，旅遊產品與個性化需求的結合還
不夠，定制遊的利潤空間有待開發。

■■因極似中國流失文物因極似中國流失文物，，此尊佛首石此尊佛首石
雕在美拍賣前被撤回雕在美拍賣前被撤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此次參展的希臘文物在水下沉睡逾2000年，故並非
件件完整，卻彌足珍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定制遊定制遊」」更注重調動專業資源更注重調動專業資源
滿足遊客的愛好滿足遊客的愛好。。圖為遊客早前在圖為遊客早前在
貴州學習貴州學習「「古法造紙古法造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 國 經 濟 有 多 好 ？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讓某些人崇洋之心勃發，宣洩對某些方面的不滿而唱衰中國經
濟。中國經濟真有那麼不堪嗎？
2018年9月13日下午13:49辛酉月戊申日己未時檢視之。得卦《艮為山》變《山火
賁》。艮山為止，有某些靜止發展不快。變為賁，賁為裝飾，也有某些粉飾的地方。但
艮山也有穩定的意思。官鬼寅木臨朱雀持世，胎、破、空，官鬼為憂慮、管理，官鬼臨
木為稅官，朱雀為言論、非議，說明中國經濟在管理尤其是稅收政策方面還有漏洞不
足，令人擔憂而起非議。初爻兄弟辰土臨勾陳，動化官鬼卯木回頭克。兄弟是劫財之
神，勾陳是固定資產，拖延、停滯，說明耗費資產不利收益也嚴重，雖化出官來管，但
卻空，管而不管。所幸五爻妻財子水臨青龍，與日、動爻辰三合水財局來生世，子水沐
浴於月，長生於日，子水數1，6，寅木數3，8。故今年會有6.8%左右的增長。如果加
強管理，特別是稅收政策的改革，明後年後的五年很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收益良好。
奇門遁甲法。癸加己壬天蓬值符值使門休門在坤宮。值符為領導資產所有者，值使
門是執行者，癸加己為病重不利，信息不對稱不利，癸加壬為重嫁無子不保年華，說
明資產所有者和管理者操盤不久就換人換想法，變化頻繁，不能後繼，難有結果，信
息不對稱嚴重，想賺錢卻破大財。時己與壬加辛天禽天芮死門在震宮，門迫，欺瞞的
唯土地的開發使受損。歲和投資戊加丁開門天心九天在離宮，克生門與丙加乙天任騰
蛇在兌宮。月辛加戊天沖太陰傷門在乾宮，與生門比和。地方常衝動拚鬥變動而不
利，雖獲利，是非很多。大投資企業雖有多種文件制約的障礙，但拚搏會獲利，兌宮
數2，7，今年增長7%左右。
六壬。戊上空卯朱雀，卯上癸丑貴人。申上丙午青龍，午上甲辰六合。重審課。由
外部之陰發端。三傳癸丑貴人、辛亥太陰、己酉太常。投資管理空洞，非議上門。貴
人在位幫助受制約，陷入空洞。內部政策來助。經濟發展會由外部的重審起始，政府
貴人在位幫助發展，但要注意不利發展的政策的改革，否則會使發展漸退的。
綜上，中國經濟現狀的主要問題是有些管理空洞、或受制約，特別是稅收政策與唯
土地發展需改革。經濟資產所有者和管理者、具體執行者操作不久就換人換想法，輪
番變化頻繁不能後繼，難有好結果，信息不對稱毛病嚴重。如果從以上方面改革，則
今年增長6.8%，後五年發展勢頭良好。
從中國的國運地運來看，只要實在有針對性地深化改革，中國經濟會快速增長的年
份還有很長。不必一味悲觀。

著名易學專家，曾連續十四年成功預測新年世界大勢，用易理為政要和企業
全息預測決策服務二十七年，著有《財富預見力》、《2013年大預測》、《2014年大預測》、
《2015年大預測》、《2016年大預測》、《2017年大預測》、《2018年大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