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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打拚四年

皖女為亡父還債7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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ᶵ月霞家住安慶市懷寧縣石牌鎮
普濟村，2014 年，她的父親為
擴大生產，在當地承包了 353 畝農
田。當年 5 月，正值栽秧季節，可潘
月霞的父親卻因意外撒手人寰。

೩♑ἲࣣӰ劽ᎻߴӦ⅔ 

㘥㐑Ꮰࣳ✰୳

ნ⍝໐ᇏ፺༕ഡຢᶵᝏ

在外上班的潘月霞趕回家後，面
對她的是年邁的奶奶，六神無主的媽
媽和妹妹，還有幾十位正準備下地幹
活的工人。來不及傷心，借錢給她父
親擴大生產的債主們，聽聞變故後紛
紛趕到家中要錢。潘月霞一一登記
後，發現最終累加在一起的負債有
72 萬元之多。據了解，潘月霞當時
上班也不過 2 年時間，這筆巨債遠超
她的承受範圍。
她的律師朋友對她說，作為出嫁
的女兒，她沒有償還父親債務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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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頂多讓債務轉移到你母親和還
未出閣的妹妹身上，那樣的話，變賣
資產後能還多少是多少，沒有強制
性。”其律師朋友表示。不過潘月霞
說：“如果這麼幹，即使父親死後，
還是有人要戳他的脊樑骨，作為女
兒，我不願意看到這一幕。”“所有
父親欠下的債，我爭取在 5 年內還
清！”潘月霞對討債人作出鄭重承
諾。同時她還立下“規定”：第一，
父親的債務不牽涉老公一家；第二，
所有債務妹妹無須承擔。見此，許多
討債人表示願意再等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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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月霞是懷寧縣雷埠鄉農村信用
社的一名員工。在她作出承諾後，她
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毅然接手了
父親承包的300多畝地。

ᗽჹ⍗ֱǵ㝊ጙ⭺ᡫஊǶ劽
ᑆᅘႌᬞ߫ᆡ㎾ᡫǮ ⢫Ӧ

㝊ጙ⍗ֱ 㑻㪒༮ᡫ ஊ
㪎ᆱӟㆢӧ㪒

Ƶᶵᝏ㪸ỗՁῼ㙅ܶⵅ  ۄՏ

Ƶ㝊ጙӧ㐇㪎ᆱӟㆢ⍝㪒劽

重慶不少高山地區近日下起
了南方難得一見的大雪，正是踏
雪尋梅的好時機。重慶市規劃
局、重慶市地理信息中心發佈
《重慶臘梅地圖》，以手繪地
圖、地理知識圖冊等形式，發佈
重慶北碚區靜觀鎮、渝北區園博
園等眾多臘梅盛景，方便市民和
外地遊客飽覽重慶冬日美景。
此次發佈的“踏雪尋梅”地圖
中，靜觀臘梅、銅梁金梅印象等地
都是重慶知名賞梅景區。其中，靜
觀鎮的臘梅種植歷史已有 500 多
年，是全國三大臘梅種植基地之
一，被譽為“中國臘梅之鄉”和
“中國花木之鄉”，整個臘梅基地
大約2萬畝，以萬全和素心兩基地
的素心臘梅最為出名。靜觀鎮每年
在臘梅盛開之時都會舉行盛大的臘
梅文化節，除了觀賞臘梅，還能在
此品嚐臘梅花茶、臘梅花酒、臘梅
麵等衍生產品。
據了解，用發佈地圖的形式
推介旅遊勝地已經成為重慶市推
動旅遊發展的創新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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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求學不會種地的她，遇到不
懂的就請教長輩。眾人被她感動，紛
紛給予幫助。“門外漢”潘月霞終於
種 下 了 幾 百 畝 水 稻 。 然 而 ， 2014
年，先是乾旱，後又水澇，成熟的稻
子無法收割；2015 年，上百畝水田
更是被淹，損失慘重。但潘月霞沒有
氣餒。在這兩年中，她白天上班，下
班後下地種田。
終於，老天不負有心人，經過努
力，她先還掉了五六十萬元的債務。
2015 年後，因為個人的工作原因和
繼續承包農田的風險，潘月霞放棄繼
續承包農田。她盤算了一下，所剩的
十多萬元債務，她可以利用工資收入
在兩年內償還完畢。今年 1 月初，潘
月霞還清了最後一筆 4 萬元的債務。
至此，她用時四年，兌現了當年的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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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寧夏考古研
究所姚河塬商周遺址考古隊了解
到，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在考
古發掘中出土甲骨文，是目前中國
境內商周遺址發現甲骨文最西北部
的一處遺址。
據姚河塬商周遺址考古隊隊長
馬強介紹，此次發掘出土卜骨 3
件，其中有字卜骨 1 件，出土於甲
字形墓葬 M13 墓道的填土中，質地
為牛的肩胛骨，正反面均經刮治上
光，正面右下部分有單鑽未灼的鑽
穴，上部有三個經背面燒灼而開的
兆痕，正面的左側兆痕旁有刻辭兩

行，33 字，合文 2，共 35 字。卜骨
刻辭內容大致是卜問派遣兩人，分
別率 30 人巡查於夜、宕等五地，有
無災禍？共涉及 2 個人名和 5 個地
名。背面殘存鑽痕 5 個，其中右側
4 個上下成列，鑽穴內有豎向鑿
痕，並有灼痕。左側還有墨書文
字，尚未釋讀。該卜骨鑽鑿形制與
陝西周原遺址所出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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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河塬商周遺址自 2017 年 6 月
發掘工作開展以來，已發掘墓葬 13
座，其中甲字形大墓 2 座，豎穴土

坑中型墓 6 座，小型墓 5 座；馬坑 5
座，車馬坑1座，祭祀坑1座，灰坑
8 座。出土青銅車器、玉器等文物
3,000餘件。
甲骨文在姚河塬商周遺址的發
現是商周考古領域的重大發現之
一。通觀內地出土甲骨文的遺址，
均具有都邑性質，這也印證了姚河
塬遺址的級別較高、與周王朝保持
着密切的聯繫，對判斷整個遺址屬
西周早期封國性質這一論斷提供了
強而有力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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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見25個月新高

6.4148，升幅超過500點子，創2015年11月
25日以來新高。此後升勢有所收窄，到下午
四時後再次反彈。CNY的走勢亦類似，上午
九時多曾在短時間內狂升 300 餘點子，午後
一時半見全日高位 6.4178，較前一個交易日
升 值 逾 400 點 子 。 截 至 15 日 晚 六 時 半 ，
CNH 報 6.4315，CNY 報 6.4272，升幅均超
過300點子。

濃，但匯價觸及6.41附近時，此前結匯盤獲
利離場，另外部分購匯需求也順勢入場，人
民幣回吐部分漲幅；他們都強調，這一輪人
民幣升值不是人行主導，而是美指疲弱所
致，因此短期要關注央行的態度。
有中資行交易員表示，隔夜美元跌得比較
多，美指跌破前期低點，美元向下空間打開了，
美元賣壓比較重。一中資行交易員稱，對於企業
而言，市場未來不好判斷，只能有匯就結，隨需
購匯，任何賭方向的操作都沒有必要了。

美指疲弱 人幣回升

分析料市場看空美元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並表示，市場升勢較
快結匯和購匯需求都受到抑制，觀望氣氛較

2018年新年以來人民幣匯價漲勢如虹，短
短半個月時間最高漲幅一度超過 1.2%，而

2017 年全年人民幣上漲幅度為 6.72%。招商
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近期全球
經濟強勁的氛圍發酵，商品價格走強，而且
政治環境亦有所改善，這導致全球央行可能
加速收緊貨幣政策的預期驟升。在此條件
下，看空美元的觀點很容易成立，看多美元
的觀點很難立足，而這樣的預期已在美元指
數走弱上有所體現。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亦認為，美
匯指數大幅下挫帶動了人民幣相對美元升
值，再加上春節前剛性結匯需求、購匯盤觀
望使得人民幣存在短線繼續升值空間，若美
匯指數短期繼續貶值，人民幣升值幅度可能
加大。

穗港金融合作推介會港舉行

■巴曙松指香港金融市場可作為中國
經濟和粵港澳大灣區走出去的門戶市
場。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2018 穗港金融合作推介會
15 日在香港舉行，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陳志英在推介會致辭指出，廣州近年按照“三
中心一體系”的戰略部署，全力打造全球金融
資源配置中心，金融業已成為廣州第五大支柱
產業。他希望能借助香港作為國家“引進來”
“走出去”的雙向服務平台優勢，以機構互
設、體系對接、市場聯通為核心，進一步深化
穗港合作，推動穗港金融競合有序、協同發
展，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交易所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出席活動
時表示，香港金融市場不僅是一個活躍的投資

目的地，也可作為中國經濟和粵港澳大灣區走
出去的門戶市場。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客戶
要做海外資產配置，可以在香港做“家門口”
的資產配置國際化，成為支持香港服務粵港澳
大灣區非常重要的一個增長點。
會上，廣州市 11 區代表分別就各區金融功
能區建設經驗、金融發展特色與未來規劃作主
題推介。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長邱億通稱，廣
州金融具有底蘊深厚、發展迅猛、前景廣闊等
三大主要特點。廣東省金融工作辦公室主任肖
學希望通過本次推介會，穗港兩地開啟金融創
新發展與開放的新時代。

茅台盤中市值破萬億

人行15日公佈中間價後，離岸CNH早市
已經穩步攀升，到下午一時半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港股結束連升
勢頭，A 股走勢也相
仿，強勢收出十一連
陽後，滬綜指 15 日陷
入震盪回調，收市下
行 0.54% ， 報 3,410
點。由於中小盤股殺
跌，深成指與創業板
指表現更遜，前者下
挫逾1%，創業板指更
是跌近3%。保險、銀
行板塊則奮力護盤，
四大行均逆勢升2%。
表現最亮眼的仍是
“A 股股王”貴州茅
台，股價早盤飆升到
799 元（人民幣，下
同），市值一度突破
萬億大關。

滬指終結11連陽

滬綜指早市平開
後，受區塊鏈板塊壓
制，快速向下，但由
於保險、銀行股積極
護 盤 ， 股 指 在 3,410
點附近獲得支撐，開
始震盪拉升。午後，滬深兩市
持續下探，不過滬市相對抗
跌。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410
點，跌 18 點，或 0.54%；深成
指報 11,307 點，跌 154 點，或
1.35%；創業板指報 1,732 點，
跌 53 點，或 2.97%。兩市共成
交 5,857 億元，較前一交易日放
量近三成。
貴州茅台股價早盤飆升到
799 元，市值一度突破萬億大
關，但受大市拖累節節敗退，
最終收跌 0.39%，報 785 元，市
值錄得9,866億元，衝關未果。

■貴州茅台股
價早盤飆升到
799 元 人 民
幣，市值一度
突破萬億大
關。 資料圖片
據悉，自茅台公佈漲價方
案後，各大券商再次紛紛調高
貴州茅台的目標價，據 Wind 資
訊統計，截至1月12日，有7家
券商預計貴州茅台估值將突破
萬億元。
行業板塊中，僅保險、銀
行、民航機場飄紅，保險板塊
大漲超過 3%，中國太保飆漲了
逾 5%，新華保險、中國平安升
逾 4%，中國人壽漲 3%。銀行
板塊升幅錄得近 1%，領漲的平
安銀行升近 5%，工商銀行、農
業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
等四大行漲幅都超過了 2%。由
於大盤股造好，上證 50 指數 15
日領跑，不但未有下跌，反而
還上行了1%。
近期投資者熱捧的區塊鏈板
塊，15 日開市依然大幅下探，
低開逾3%，10分鐘後跌幅又進
一步擴大至 4%，明顯令做多動
能有所收斂。另外，國產芯
片、高送轉板塊大跌 5%，航天
航空、5G 概念、北斗導航、電
信運營、稀土永磁、移動支
付、煤炭也重挫 4%，區塊鏈板
塊已連續兩個交易日走弱，15
日又跌去了3%。

貧困地區企業IPO審批提速
另外，“一行三會”聯合
印發的《關於金融支持深度貧
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意見》指
出，對深度貧困地區符合條件
的企業 IPO 加快審核進度，適
用“即報即審、審過即發”政
策。支持深度貧困地區符合條
件的企業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
轉讓系統掛牌，實行“專人對
接、專項審核”，適用“即報
即審，審過即掛”政策，減免
掛牌初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