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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独”议员求援英国 触底线
【本报综合】历时1个多月的香港

立法会选举风波再冲高峰，青年新政成
员梁颂恒及游蕙祯被高等立法院取消立
法委员资格，随后游蕙祯去信英国，请
求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外交部强势回
应：此举“触碰底线”。

裁定“取消议员资格”
11月15日下午，香港高等法院就梁

颂恒及游蕙祯的“立法会宣誓司法复核
案”做出裁决，裁定政府胜诉，梁、游
二人丧失议员资格，议席悬空。据香港
媒体报道，判决书中写到，两人在10月
12日的宣誓已违反《基本法》与《宣誓
及声明条例》。法庭并颁布禁制令，禁
止两人进出立法会，禁止两人以立法会
议员身份行事。

梁颂恒和游蕙祯当晚召开记者会表
示，计划16日就裁决提出上诉，“哪怕
上诉至终审法院”，也会同时申请禁制
令，禁止政府悬空议席。

游蕙祯在法庭外对传媒表示，她
和她的助理已被禁止进入立法会。她强
调，她与梁颂恒是在今年9月经过民众
以民主投选出的议员，现在被法院取消
议员资格，“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数这是
个什么样的社会。”

梁颂恒对媒体简短表示，他现在心
情很平静，被取消资格是意料之中，但
他不后悔做过的事。

二人预计官司会花费500万港元，
可能会破产，或会用众筹方式筹集资
金。

当 被 问 及 上 诉 理 据 ， 梁 颂 恒 表
示，“释法无效，立法机关事务不能被
干预”，强调自己有充分的上诉理据。

二人补充，在上诉同时会申请禁制
令，禁止政府悬空议席，因“上诉进行
中”，要等及司法程序完成才可以进行
补选。

向英国发函 请求其介入
16日，游蕙祯在其脸书发表文章，

称“中国政府日前‘解释’基本法104
条，借此掠夺民选议员之职，此举或使
中英联合声明失效，余遂去信英国求
援，信件现已送抵英国外交部。中英联
合声明附件一称‘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
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
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
权和终审权。’中国就此释法显然违
反附件一所述。此声明乃由中英两国缔
结，缔结之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已经生
效，而声明亦已交联合国备案，当受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规管。然受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第60条所限，违约之申诉仅缔约
国可以提出；故唯有去信英国，盼英国
介入，促使中方履行承诺，否则声明已
然失效，港人英国双方故就此重新立约
决定前途。”

中国外交部回应：触碰底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1月17

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是中国的
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港独’势力企图
分裂国家，并公开寻求外部支持，他们
的恶劣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香港基
本法和香港特区有关法律，损害中国国
家主权、安全，损害香港特区的根本利
益，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底线。我们
奉劝那些企图挟洋自重的人，任何借助
外国实力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的企图都不
会得逞。”

台湾为香港“辱国议员”发声
在判决结果出炉后，台湾方面出

现一系列表态。台“总统府”发言人
表示，香港居民期待改革，期待选择自
己所向往的生活与制度，中国大陆政府
应该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香港居民的理
念，不应该选择扼杀。同日，民进党发
言人也表态称，港府和北京当局应以正
面态度，看待香港民众追求民主的理
念，不应选择扼杀代议士的权益。

台湾一些“立委”也纷纷跳出来
发言。台湾《自由时报》16日列举了多

名民进党、“时代力量”“立委”的
表态，称大陆“一国两制”承诺破裂，
香港的司法与民主双输，台湾作为“民
主灯塔”，应自我警惕。台“陆委会主
委”张小月16日也称，大陆于1997年接
收香港时有“港人治港”及给港人高度
自治等承诺，大陆应“说话算话”。

15日深夜，香港特区政府发表声
明称，台湾当局及政党不应以任何形式
干预香港的事务。声明表示，自回归以
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按照《基本
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
港”，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成功
落实，这是有目共睹的。

15日，美国国务院也对香港高院
的判决发声，其发言人伊莉萨白·特鲁
多在例行发布会上被追问美方是否不满
香港法院判决和梁、游二人更改誓词时
说：“我们相信……两者皆是。”特鲁
多未进一步阐述美方立场，但称美国强
烈支持与重视香港立法会与独立的司法
机构在推广与保障“一国两制”方面扮
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

事件背景
梁颂恒和游蕙祯今年9月被选入香

港立法会，在10月12日的宣誓就职仪式
上，他们使用了一个被普遍认为对中国
有贬损意味的词“支那”，游蕙祯还加
了一句常见的脏话。之后，港府以其违
反《基本法》与《宣誓及声明条例》为
由，拒绝让梁颂恒和游蕙祯进行宣誓。

人民币距离破7仅一步之遥 
中国大幅抛售美国国债

健 身 通 知
热烈欢迎印第所有热爱运动的男

女老少朋友积极参与室外有氧运动，
项目有健身运动、佳木斯快乐舞步、
小苹果等。

从 现 在 开 始 有 氧 运 动 时 间 和 场
地有变动，地址：Seasons Clubhouse, 
11985 131th street (W Main Street), 
Zionsville. 时间为每周日晚上7：30

联系人：陈艳艳 
               317-363-9040

游蕙祯、梁颂恒（资料图）

离岸人民币在纽约时段再创纪录新低，距离破7仅一步之
遥。分析师料人民币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但不会“崩盘”。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6点，离岸人民币下跌0.24%，报6.8896
元，再创纪录新低；在岸人民币兑美元(CNY)夜盘收跌0.29%，
北京时间周三23:30交易结束时报6.8761元。

自人民币10月1日正式纳入SDR篮以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
跌幅均超过3%。

人民币汇率离7还有多远？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元势如破竹，人民币节节败退，双

边汇率有望在明年上半年触及或跌破7元关口。
彭博于本周一至周三对境内外16位经济学家和交易人士进

行的汇率前景访问显示，14人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可能于
目前至明年上半年贬至7或更低，其中甚至有一位受访者认为碰
7的时点可能就在今年底之前。部分人士表示，在美元强势的情
况下，中国央行为保持兑一篮子货币稳定，将容许人民币兑美
元双边汇率继续有序贬值。上次在岸人民币人民币兑美元处于
这个水平还是在2008年年中以前, 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黑天鹅”效应仍在持续发酵。人
民币兑美元在过去一周连续跌破数个关键点位，令市场大跌眼
镜后，本周已有至少7家海外机构下调了对今明两年的汇率预
测，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提升了该国通胀乃至12月加息预
期，同时也给对华贸易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

超跌反弹？
对于未来一两个月的走势，也有一些受访者认为，美元当

前的涨势可能难以维系，后期人民币有序贬值失控的可能性并
不大，甚至有条件出现阶段性的反弹。

莫尼塔研究董事总经理钟正生称，短期内美元上涨已充
分体现了12月美联储加息预期，且可能已“过度”体现了特朗
普“美版四万亿”刺激方案推升经济增长的预期，从而更可能
面临小幅回调。此外，目前美元走势与去年加息前极为相似，
参考去年情况，美元很可能在12月加息后回调。

中国9月抛售281亿美元美国国债 持有量创四年新低
中国所持美国国债规模降至4年来最低水平，因为这个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汇率。
根据美国财政部周三在华盛顿发布的数据，中国9月份持有

1.1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最大的美国国债外国持有者，但比前
一个月减少了281亿美元。这是2012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

日本所持美国国债为1.14万亿美元，环比下降76亿美元，是
连续第二个月减少。沙特所持美债则连续八个月减少，降至894
亿美元。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2014年6月最高点4万亿美元减至3.12
万亿美元。

                                               （摘自凤凰国际）

林丹出轨个人形象跌落谷底 恐陷代言危机
中国著名羽毛球运动员林丹17日上

午被曝出轨，个人形象跌落谷底，其商
业价值也受到质疑，陷入代言危机。

据新浪娱乐报道，有消息称，有
两家林丹预期赞助已经被叫停，而其
余的赞助也还在观望中。新浪娱乐致
电林丹目前代言的几大品牌，尤尼克
斯（Yonex）封口不作回应，万宝龙
（Mont Blanc）则表示在等待总公司的
通知。

作为羽毛球历史上唯一的双圈大
满贯，林丹是当之无愧的羽坛第一人。
除了事业上的成就，林丹与谢杏芳这对
羽坛“神雕侠侣”也传为佳话，两人自
2004年确认恋情后，一直恩爱有加，12
天前谢杏芳又为林丹产下一子，林丹也
晒出一家三口照片秀恩爱。羽坛神话+
爱妻号好男人，这是林丹塑造的形象，
不断为他的个人价值加分，也助他成为
体坛最具商业价值的运动员之一。

林丹不仅有自己的个人品牌，还担
任了国内外众多品牌的代言人。超级丹
从成名到现在，代言过的品牌涵盖各行

各业，包括红牛、雪铁龙世嘉、绿箭
口香糖、李宁、百事可乐、361°、欧
莱雅、吉列剃须刀、佳得乐等等。如
今林丹的大部分微博内容也是宣传其
出席的各种品牌的商业活动，包括汽
车品牌东风日产等。

已经处于运动生涯末期的林丹，
在商业代言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个人
价值。如今出轨丑闻曝出，个人形象
一落千丈，其商业价值势必受到影
响。

除了代言品牌众多，林丹的身价
也是一涨再涨。2015年1月7日，林丹
宣布结束与李宁的合作，高调单飞。
随后他以10年1亿人民币签约日本品
牌尤尼克斯。事后李永波将林丹事件
归为“特例，再也不会有人能有林丹
的待遇”。如今丑闻出现，新浪娱乐
致电尤尼克斯中国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我们不作回应，这涉及到个人
隐私的问题。”

 
               （文章摘自联合早报网）

11月5日，林丹在其微博发文称：“欢
迎 你 的 到 来 芳 芳 辛 苦 了 ” ， 并 附 上 最 新
全家福。据悉，林丹从2003年开始追谢杏
芳，2004年双方正式公开恋情。在2007年的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上，林丹和谢杏芳双双夺
冠。在谢杏芳的颁奖仪式上，林丹上前送上
一吻，这一幕一度被认为是羽毛球史上无法
复制的经典之一。   （图片摘自林丹微博）

新西兰强震后 中国包下
所有可用直升机先撤了
据观察者网消息，当地时间14日凌晨，新西兰发生7.5级地

震，凯库拉小镇房屋坍塌，道路开裂，电力供应中断，唯一一
条通往外界的山路被阻断，沦为“孤岛”，包括中国游客在内
的上千名游客被困。这一次，在其他国家游客还没从地震的惊
吓中缓过神来，中国人就先安全撤离了。

14日上午，接到中国游客受困的报告，中国领事馆随即启
动撤离计划，由于直升机的运力有限，只能分批撤离：小孩子
和家长、妇女老人先走，男士随后走。当日，中国租用两架直
升机安全转移41名中国游客。

15日早上，安全转移继续有序开展，中国领事馆租用5架直
升机开始密集往返两地，加速撤离已找到的中国游客。当天下
午，经过18架次直升机往返飞行，最后一名中国游客搭乘直升
机安全抵达克赖斯特彻奇机场。

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副总领事李昕介绍，整个撤离进程比
较顺利，并得到当地热心民众的帮助，有一些中国游客被当地
民众开车送到集结点。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短时间内找到所有中
国游客。除了医院和安置点，他们还走访了很多街道，寻找中
国游客。

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地震后，来自英国的斯科特
一家，多次通过若有若无地信号向英国大使馆求助，电话接通
后，他们被告知在原地等待，之后会联系他们。然而时间一点
点过去，始终没有等到英国大使馆派来接他们的直升机。他们
无助，他们愤怒，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身边一同被困的中国游
客，一个又一个被中国派来的直升机接走，而自己却只能惊恐
苦涩地在原地等待。《新西兰先驱报》还称，当天所有可用的
直升机都被中国使馆承包了。

观察者网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走出国门，
走向海外，如果没有祖国的强大，谁来保护我们每一个中国公
民？没有祖国的强大，哪来小民尊严？祖国强大的祖国才是每
一个中国人的坚实后盾。”

                                               （文章摘自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