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股歷經一波「寒流」，隨着G20峰會

後的「習特會」達成共識，停止相互加徵新的關稅，這讓全球都鬆了一口

氣。法人預期台股可望迎來報復性慶祝行情，帶來新「暖流」，萬點行情

可望再現。

台股有望迎「暖流」
中美停止相互加徵新關稅 電子股料有明顯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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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上周五受到G20峰會即將登場，
投資人偏向觀望，台股開高震盪，

尾盤指數漲幅收斂，終場以小漲 2.67
點，收在9,888.03點，周線、月線收紅，
成交量放大至1,682.06億元（新台幣，下
同）。
近來備受全球關注的中美貿易戰，在
G20峰會後的「習特會」終於有了最新結
論。美國白宮表示，美中同意將暫停實施
加徵關稅，雙方進行貿易談判。美國同意
不會如先前宣佈在1月1日將2,000億美元
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調高至25%，而中國
則同意採購不限定、但「非常龐大」數量的
農產品、能源、工業產品和其他項目產
品。

萬點行情可望再現
分析師表示，中美貿易戰降溫，將為全
球股市帶來新一輪的慶祝行情，尤其近來

受到壓抑的台股跟陸股可望一吐悶氣。股
市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暫時移除後，台股本
周可望迎來報復性慶祝行情，帶來新「暖
流」，配合年底作賬行情啟動，萬點行情
可望再現。
國際票券產業研究組主管張佑華表

示，中美貿易戰仍是長期反覆談判的過
程，G20峰會後中美釋出善意，資本市場
將利多解讀。明年FED升息次數也將是
影響大盤漲跌的重要因素，因櫃買指數
明顯超跌，預期OTC個股漲幅將會高於
上市股票，但美國對中國高端技術的管
控與希望中國加速開放的腳步不會停
止，但終端庫存偏低，將有機會迎來急
單回補潮。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經理人廖哲宏表示，

「習特會」達共識、發展正向，預期電子
股將有明顯的反彈行情。根據證交所統
計，過去一周外資累積買超24.7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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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外資累積買超103.75億元，中美貿易問
題出現轉圜可望扭轉投資氣氛，後續外資
買超動能是否延續，也將牽動未來盤勢方
向。另外，能否帶動終端需求有效提升，
支撐2019年的獲利預估表現則是後續觀察
重點。
宏遠投顧研究部副總經理陳冠升表示，

即使近期個股股價跌深反彈，但是很多個
股股價離最高點可能還是腰斬價，且因投
資人在選前退出台股及持股偏低使得籌碼
安定，有利於公司派大股東及主力大戶趁
機拉抬股價，迫使三大法人回補股票；加
上「習特會」釋出好消息，也將有利於年
底的作賬行情的提前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台灣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富邦金控）於1日首次
以直接股東身份入股廈門銀行。
據介紹，富邦金控已於11月30

日完成受讓其全資子公司富邦銀
行（香港）所持有的廈門銀行
19.95%的股份，取代以往通過第
三地子公司間接參股的方式，直
接成為廈門銀行的第二大股東。
此次「截彎取直」是台灣金融機
構直接入股陸資銀行的首例，是
兩岸金融交流合作進一步深化的
標誌。
廈門銀行董事長吳世群表示，富

邦金控是廈門銀行重要的戰略合作
夥伴，此次「截彎取直」後，雙方
的合作與溝通將更加直接、順暢，
同時有利於廈門銀行進一步夯實資
本基礎，增強資本實力，提升管理
效率。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表
示，富邦金控以直接參股廈門銀行
取代間接參股，為雙方的戰略合作
寫下新篇章。
2008年，在各級政府和監管部
門積極支持和推動下，廈門銀行成
功引進富邦金控的全資子公司——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作為戰
略股東，是當時台灣金融機構取道
第三地投資大陸商業銀行的首例，
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例，廈門銀
行成為大陸首家具有台資背景的城
市商業銀行。通過雙方的深度合
作，十年間，廈門銀行的總資產增
長了13倍，複合增長率達30%；
淨利潤增長了6倍，複合增長率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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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虐兒事件不斷 平均每9分鐘1宗

■■中美停止相互加中美停止相互加
徵新關稅徵新關稅，，台股有台股有
望迎來新望迎來新「「暖流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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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地區
立法機構「法制局」11月「兒童受虐事件之
聯繫與通報機制整合問題研析」報告指出，
儘管已制定「兒童福利法」，且完成修正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但虐兒
事件層出不窮，平均不到9分鐘發生1宗，
每天超過11人列入兒少保護案件，台灣行
政主管部門核定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

未見成效，建議設置跨區域、縣市整合機
制，並完善通報機制。

多來自家暴 外界難介入
報告稱，據台灣衛福部門統計，去年疑

遭受不當對待的兒童少年保護通報案件有
59,912宗，今年前2季也有29,211宗，平均
不到9分鐘發生1宗，每天有超過11人列

入兒少保護案件。虐兒事件多來自家庭暴
力，因其隱匿性，或被認為是家務事，更
讓外界難以介入，真正受虐人數可能遠超
想像。台灣行政主管部門雖已核定「強化
社會安全網計劃」，各地方政府均有類似
整合型安全網等服務，但未見成效，也未
見跨區域、縣市的整合協調機制。
報告建議，「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應增訂跨區域、縣市整合機制的相
關條文，明定設置跨區域、縣市整合機
制、加強跨區域網絡單位業務聯繫、釐清
權責分工與任務指派，並協調建立指標的
全台灣一致性評估標準與共通性，以減少
虐兒發生。
報告還建議，為讓虐兒事件的通報機制更

加完善，應建立整合衛政、社政、教育及警

政等通報機制，並建置更有效的全台通報機
制管理整合平台，透過數據化管理，在個案
通報、開案、評估、派案、處遇、輔導、轉
介及結案等階段，都能與各系統進行勾稽比
對、強化追蹤且密切聯繫各網絡單位流程與
進度。
報告還指出，除事發後的通報與救援外，

風險因子的預警機制也逐漸受到重視。要防
範虐兒事件，除加強親職與照護意識外，也
建議應持續加強宣導兒少保護的全民意識、
強化基層社區聯繫網絡，才能有效防範虐兒
事件的發生。

「讓他們感覺到親情，（感覺到）
他們的兒子依然還在。」為了

對已逝戰友父母的一句承諾，廖良開在
東北白山黑水和西南巴山渝水間默默地
照顧了他們21年。
廖良開1997年的第一封信讓正承受

喪子之痛的劉繼強父母意外，但也感到
一絲安慰。隨後，雙方書信來往增多，
感情也逐漸深厚。一年後，廖良開在
「吉林媽媽」生日前，自己動手製作了
一張生日賀卡，並第一次在電話中稱呼
其為「媽」。

渝漢體貼入微 打動「吉林爸媽」
從此，廖良開稱劉繼強的父母為「爸
媽」，而那邊也親切地叫他「開兒」。
1999年，廖良開休探親假時，遠赴吉林
與「吉林爸媽」見面。當晚，他們像久
別的家人團聚一樣，聊天至天亮。
廖良開的細心還不止於此。在短短
和「吉林爸媽」相處的幾天裡，他發
現，由於接到劉繼強犧牲的電話時是晚
上，「吉林爸媽」對晚上接電話仍感恐
懼。從此，廖良開便只會挑白天時間給
他們打電話。
2004年，廖良開結婚時，「吉林爸

媽」給這對夫妻寄來一條價值2,000多
元人民幣的新毛氈，廖良開將其存放在
衣櫃裡，至今捨不得用。而他的妻子趙
靜也表示要與他一起照顧「吉林爸
媽」。
2006年，已經離開部隊的廖良開與
趙靜在四川成都開了一家小店，還準備

把「吉林爸媽」接到成都一起生活。然
而，「吉林媽媽」的糖尿病突然加重，
根本出不了遠門。2017年7月，廖良開
突然接到「吉林爸爸」打來的電話，才
知道「吉林媽媽」已經去世。悲痛難忍
的他當天夜裡就乘飛機坐火車轉汽車，
趕赴吉林樺甸殯儀館。
「吉林媽媽」去世後，為了安慰
「吉林爸爸」，廖良開把他接到了自己
家裡。「吉林爸爸」說，因為有了廖良
開，他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在親朋好友眼中，廖良開是一個誠

實的人。他們也是在看到報道後才知
道，廖良開21年來一直在照顧犧牲戰
友的父母。

11月4日，重慶的廖良

開去了3,000公里外的吉

林，祭拜一名與他毫無血緣關係的母親。廖良開說，

1997年，在19歲的戰友劉繼強因為援救落水民眾犧牲

後，他想到：雖然與劉繼強從未謀面，但自己是否可以去

給予他的父母一些安慰？ 於是，從一封信開始，兩家人

開啟了一段長達21年的「血緣外」親情。 ■央視財經

海軍救落水民眾犧海軍救落水民眾犧牲牲
同袍替他盡同袍替他盡 2211年年
■廖良開為
喪子又喪偶
的「吉林爸
爸」拭淚。
網上圖片

11月29日，在河北石
家莊市特殊教育學校，
特教舞蹈老師趙鈺通過
敲打鼓點訓練視障、聽
障和自閉症學生的節奏
感。趙鈺說：「一場5
分鐘的舞蹈演出，要歷
時 700 多個日夜的打
磨，進行成千上萬次的
重複性訓練。」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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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重慶市公共衛生醫療救治中
心門外，一位瘦弱的13歲少年在濕寒的
天氣裡揮毫潑墨，描繪山水蟲魚。不
過，這位少年並非在此展示自己精湛的
繪畫技藝，而是賣畫為患癌姑姑籌錢。
一歲時父母離異、由姑姑何建華一手

撫養的何思汗熱愛山水畫，繪畫作品曾
多次獲獎。何建華為照顧侄子放棄結
婚，如今她癌症復發，何思汗賣畫籌款
為姑姑治病。
何建華早些年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近

期癌細胞多處轉移，正在重慶市公共衛
生醫療救治中心接受治療。何思汗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說，賣畫籌錢是希望用自
己的才藝賺一些錢幫姑姑治病。他說：
「以後我好好學習，有了成就，姑姑就
會很滿意。但我現在要賣畫賺錢，讓她
看到那一天。」

姑姑：冀再活兩三年 看着侄兒長大
義工薛皓告訴記者，思汗帶了一些存

畫，也在現場畫了不少。幾天來，賣畫
共籌集數千元，對一個13歲的孩子來說
屬難能可貴。
何建華說，這些年，為了父親和自己
治病，已經花光了家中積蓄，還欠下數

十萬外債。為幫助這個不幸的家庭，很
多愛心人士紛紛為之捐款。
重慶市公共衛生醫療救治中心醫生介

紹，得知何建華家庭困難後，醫院也為
她減免了一些費用。最近，何建華接受
了一次靶向治療，她感覺身體狀況有所
好轉。她說，她最大的願望就是還能再
活兩三年，看到思汗長大，也希望思汗
能遇到伯樂，發現他的繪畫才能。

■北京青年報

少年濕寒天繪山水 賣畫盼救患癌姑姑

■1998年，廖良開為「吉林媽媽」親手製
作生日賀卡。

■廖良開曾是一名海軍。 網上圖片
■■「「吉林爸媽吉林爸媽」」與廖良開於農與廖良開於農
田中摘菜田中摘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何思汗在專心畫畫。 網上圖片

初冬，在湖南麻陽苗族自治縣，100
歲的陳鳳月每天清晨都背竹簍，和兒
子到自家的山林中採摘橙子。
縣長張銘說，全縣41萬人口中，80歲
至89歲的有11,075人；90歲至99歲的
有2,408人；百歲老人有47人；連續11
年保持並高於國際通用的長壽之鄉衡量
評定標準。岩門村106歲老人李子林每
天清晨堅持跑步，練苗家功夫。論其長

壽奧秘時，其兒孫異口同聲說：他的長
壽秘訣就是習武鍛煉和心情開朗。
張銘介紹，麻陽為了促進長壽工作，

對百歲老人每人每月發放300元長壽和
高齡補貼。
麻陽縣委書記李衛林介紹，該縣森林
覆蓋率達 67%，地表水質達標率
100%，空氣質量達標率99.7%。

■新華社

湖南有長壽之鄉 百歲人瑞能習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