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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人員領導的一個國際研究團隊4
日說，他們完成了迄今最大規模的中國人基
因組測序和分析，有助於揭示基因與生育的
聯繫以及了解中國人口基因結構。
這項發表在新一期美國《細胞》雜誌上

的研究顯示，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用「無創
產前基因檢測」技術收集了超過14萬名中
國孕婦的部分基因組樣本。「無創產前基因
檢測」是對孕婦少量游離DNA進行測序以
檢測染色體異常的一種技術。
研究確認了與身高和身體質量指數

（BMI）等表型有關的新的遺傳位點，還發
現了中國人基因組中獨特的病毒DNA分

佈。另據研究發現，一個叫NRG1的基因
變異情況與孕婦生雙胞胎的概率有關。此
外，有一個基因的變異與孕婦血液中皰疹病
毒6型濃度高有關，後者是導致嬰兒出現
「薔薇疹」的常見原因。
論文共同作者、華大基因研究院院長徐迅

說，儘管「無創產前基因檢測」是低通量測
序，但測序對象基數大，因此上述數據仍有助
於對中國人口基因結構有一個全局性的認識。
論文共同作者、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
校綜合生物學教授拉斯穆斯·尼爾森說，能獲
得這麼大的樣本量，找出基因變異與人類特徵
間的關聯，這很了不起。 ■新華社

田文運根據記憶用畫筆記錄了50年
來農村住房、燈具等事物的變遷，

還原了農村麥收、洗衣等一幕幕逐漸消
逝的農村生產生活場景。從1999年開
始，田文運用了6年時間，繪製了200餘
幅素描，並自費集成畫冊。

圖物並茂展滄桑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變化太大了，
如果僅僅是口述，給後代講解不清楚，有
圖看得更明白。」田文運曾經是一位美術
老師，他覺得自己有能力、更有責任將鄉
村生產生活的變化畫出來，留給後人。
「其實用實物還原場景更好，一目了
然。」田文運說。於是，從2016年起，
他開始在村中老宅籌建鄉村民俗館，現有
各類展品200餘件。上世紀50年代的煤油
燈、60年代的電影海報、80年代的向陽

牌縫紉機、90年代的VCD……略顯狹小
的展廳裡「擠」着一段鄉村生活變遷史。
「展品有自家存留的，有別處買來

的，也有別人贈送的，規模還是太小，
好多老物件買不起、湊不齊。」田文運
對此頗感遺憾。

籌建民俗館留記憶
「買不起也沒關係，咱能把它畫出

來，畫出來也不要錢，誰都可以看。」
在籌建鄉村民俗館的同時，田文運走村
串巷尋找鄉村變遷的「痕跡」，向鄰里
鄉親詢問鄉風民俗和生產生活的細節。
兩年過去了，50幅素描在田文運筆下誕
生，每一幅畫都是一段故事，他將這些
作品自費集成「圖說民俗」畫冊。
「如今，眼睛不好使了，差不多3天
才能完成一幅素描，但不能停下來，還

要繼續畫，不斷補充。」雖然已是滿頭
白髮，但說起心中的計劃，田文運信心
十足，「未來兩年再畫50幅。」儘管不
服老、有幹勁兒，但他總是重複訴說心
中的「着急」。
「畫現在看不到的，拍現在看得到

的。」高速公路通車、南水北調方城段
施工、西氣東輸方城段施工、鄭萬高鐵
方城段施工……十餘年來，田文運用相
機記錄了方城縣大大小小的事。
僅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方城段施工，他

就跟拍了5年，共拍攝了1萬餘張照片。
「咱愛好攝影，拍一些反映時代變化的
照片，為後人留一些有價值的圖像。」
田文運說。
一支筆，一台相機，一個年近古稀的

老人，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鄉村變遷
的故事總是畫不盡、拍不完。

「趁着現在腦子還清楚，要把記憶中的鄉村故事都畫出來。」

河南省方城縣退休教師田文運時刻惦記着自己的「搶救性創

作」。田文運今年69歲，他說自己一輩子幹了兩件事，一是教書

育人，從18歲幹到62歲，「算是完成了任務」，另一件是用素

描和照片記錄方城鄉村的變遷。為此，他已經奔走了近20年，但

是，「就算再有一個20年，也覺得時間不夠用。」 ■新華社

說村史 說民俗

昨日，一則「廣州的哥緊急尋找多付3萬
餘元（人民幣，下同）車費乘客」的消息在
網絡熱傳。4日凌晨，廣州公交集團白雲公
司「的哥」佘榮昌在廣州棠安路接載一名男
乘客去黃石花園。
「到達目的地，計程器顯示的車費是18

元。乘客似乎是喝了酒，並不是很清醒，說
要用微信付車費。」佘榮昌回憶說，乘客用
微信操作了好一會，然後就下車了。
男乘客下車後，佘榮昌沒有留意手機到
賬信息，很快又接了一趟客人，繼續營運。
直到當天晚上，佘榮昌查看手機信息時，發
現這名乘客用微信支付了兩筆錢，第一筆是
32,080元，第二筆才是車費18元。

客或醉酒致操作失誤
佘榮昌想到乘客喝多了，應該是操作失

誤多付錢了，便趕緊向公司匯報情況，並請
公司盡快找到乘客，幫他把錢款還回去。
目前，佘榮昌和廣州公交集團白雲公司的管

理員正想辦法尋找乘客，廣州公交集團白雲公

司已發動全體員工，並請各大媒體幫忙，希望
通過微博、微信、QQ、朋友圈、司機群等多
渠道擴散，共同努力尋找這位乘客。
佘榮昌表示，自己特別着急物歸原主：

「公司一直教育我們要誠信、要有職業道
德，這錢不是我的，我要趕緊還回去。現在
沒找到乘客，我心裡不安啊！」
廣州公交集團白雲公司工作人員表示，

截至昨日13時，涉事乘客尚未與公司取得
聯繫，公司正通過報警及聯繫微信客服等渠
道，共同尋找失主，也希望失主發現後，立
即撥打公司的客服熱線聯繫。 ■澎湃新聞

畫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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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付逾3萬 穗「的哥」急尋客
■佘榮昌
向公司匯
報情況，
希望盡快
找 到 乘
客。
網上圖片

迄今最大規模中國人基因組測序完成

昨日，江西新余
市仙女湖區歐里鎮
舉行兒童滑步車比
賽，30多名「小
騎士」在家長和教
練的陪護下分組參
與活動，開心過假
期。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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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暫時上落於70.30至72.30美仙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195至1,215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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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債王」之稱的
Doubleline Capital首席執
行 官 貢 德 拉 赫 (Jeffrey
Gundlach)表示，30年期
美債收益率突破多年高
位，這將導致美債的收益
率進一步大幅上升。美國
的股票市場已經開始引起
注意，並將繼續注意債市
發展，特別是如果加息的

速度變得令人緊張的話。而美國市場之外的
股票已經紛紛下跌。
九月份美聯儲議息後的會後聲明將寬鬆字
眼移除，這個移除在筆者看來，不是簡單的
不再寬鬆。美國的債息由1981年高位15.8%
一直反覆向下，直到2016年的2.24%。由於
融資成本一直向下，所以就算債務大幅上升
了幾倍，但由於利率向下，利息支出反有下
跌。特別在2008年全球各央行不單將利率
下調，還進行了量化寬鬆，刺激了債務進一
步大幅上升。

大量債券明年起陸續到期
現在有大量債券將在2019年至2023年到
期，這包括了國債、企業債及高息債。加上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下減稅，
引致聯邦赤字上升，需要發更多的債及美聯
儲縮表。歐央行將停止量寬。這些因素將會
令債息上升，甚至大幅上升。特別是債務總
量比起1980年上升了5倍。所以輕微的利率
變化都會使利息支出增加。
由於美國發動貿易戰，影響到全球產業
鏈，勢將影響到企業盈利。這代表高債務並
不能短期再提高盈利能力。那麼高利息支出
將減少企業盈利增長。也會影響到股市。所
以未來將會股債雙殺的機會增加。
由於大量的債務到期並在爭奪有限的資
源，所以預期未來孳息將繼續上升。美國
10年期債券有機會上升至6%。美匯指數在
2017年1月高見103.9後，一直下跌至今年2
月的88.15，現在反彈至96。所以美匯現階
段只是反彈，預期未來美匯會因為債務問題
向下。

第四季消費熱潮 金融科技火力旺

根據彭博資料統計，近10年，
KBW納斯達克金融科技指數各季表
現，第4季都位居「雙冠王」寶座，
不僅上漲機率達100%，平均漲幅更
達 8.6%，優於第 1、 2、 3 季的
6.1%、3.8%與7.2%。
第一金全球FinTech金融科技基金

經理人唐祖蔭表示，10月開始，百
貨公司、購物中心周年慶陸續登
場；11月的中國雙11、歐美感恩節
網購星期一接棒，買氣一路延燒到
12月聖誕節與隔年1月的農曆新年，
將傳統消費旺季熱潮推向高峰。

電子支付帶穩定盈利貢獻

而過去交易方式都是透過實體貨
幣，如今，網絡購物興起，電子支付
逐步取代傳統貨幣。市調機構Statista
報告，今年全球電子支付使用人數可
達27億人，交易總額上看3.26兆美
元，且到 2022年呈現穩步增長態
勢，年複合成長率上看13.5%。
唐祖蔭表示，隨着越來越多的商

家參與，以及銀行體系的支援投
入，電子支付每年都為FinTech金融
科技產業帶來穩定的盈利貢獻，今
年KBW納斯達克金融科技指數的每
股盈餘預估為73.24美元，到2020年
將成長到94.8美元，獲利撐腰下，
金融科技產業後市持續看旺。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進入10月，全球消費旺季開跑，並帶動Fin-

Tech(金融科技)的支付商機湧現，股價亦同步

表態。投資機構指出，過去10年，金融科技產

業在第4季都是呈現上漲表現，平均漲幅8.6%，居各季之

冠，是投資者佈局旺季題材的絕佳選擇。 ■第一金投信

美元升勢放緩 澳元暫橫行
動向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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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元本周早段連日受制 72.30 至
72.40美仙之間的阻力後勢偏軟，周四
失守71美仙水平，本周尾段曾走低至
70.55美仙附近約32個月以來低位。美
國本周三公佈了強於預期的9月份ISM
非製造業指數以及ADP數據之後，周
四公佈的8月份工廠訂單亦較7月份顯
著改善，而上周申領失業救濟人數亦
減少8,000人，加上美國聯儲局主席鮑
威爾認為美國經濟強勁，投資者不排
除美國周五公佈的9月份非農就業數據
將表現偏強，增加聯儲局在12月份進
一步加息的機會，帶動美國10年期長
債息率本周尾段連日徘徊3.2%水平附
近7年多高點，對美元走勢構成支持，
引致澳元匯價跌穿71美仙水平。
澳洲央行本周二會議維持貨幣政策

不變，指標利率保持在1.5%水平，會
後聲明預期今明兩年的平均經濟增長
將略高於3%水平，接近澳洲上月公佈
第2季經濟3.4%的增長幅度，顯示澳

洲央行在中美貿易戰的不利因素下，
仍預期經濟將有一段時間處於約3%水
平的平穩增長。此外，央行認為就業
市場的前景依然正面，更表示失業率
未來數年將下降至約為5%水平，低於
8月份的5.3%，預示本月18日公佈的
澳洲9月份就業數據將進一步改善。

央行貨幣政策惹關注
另一方面，澳洲第2季通脹年率為
2.1%，仍低於澳洲央行2%至3%通脹
目標範圍的中值水平，而布蘭特期油
與紐約期油近日升幅擴大，雙雙上揚
至接近4年以來高位之際，央行在本周
二的聲明中已評估明年及後年的通脹
年率將高於現時的2.1%水平，預示通
脹年率可能最快在明年首季便向上觸
及央行的2.5%中值水平。若果澳洲本
月31日公佈的第3季通脹率進一步升
溫，則市場將關注澳洲央行的 政策立
場是否有機會在12月4日的會議上略
為傾向偏緊。
澳洲統計局本周五公佈8月份零售銷

售按月掉頭上升0.3%，較7月份的停

滯表現迅速改善，而
周四公佈的8月份外貿
數據顯示出口回升，
外貿順差按月上升
4%，數據有助限制澳
元跌幅。此外，反映
商品期貨價格的CRB
指數仍大致保持近3周
以來的反彈幅度，隨
着美元指數連日受制
96水平，減輕澳元下
行壓力，預料澳元將
暫時上落於70.30至72.30美仙之間。

金價將炒上落市
周四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01.60美

元，較上日下跌1.30美元。現貨金價
本周初持穩1,284美元水平後呈現反
彈，加上本周尾段連日在 1,196 及

1,197美元之間獲得較大支持，走勢有
逐漸上移傾向。雖然美國10年期長債
息率近日徘徊3.2%水平7年高點，不
過美元指數未能持穩96水平，將繼續
有助金價保持過去7周以來的橫行走
勢。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195
至1,215美元之間。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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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支付在
香港漸流行。

資料圖片

■圖為紐約證券交易所門外。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