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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鲤鱼“成灾”
她从一则新闻中看到商机

威克利夫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西部巴拉德县，是仅有
800人的小镇。在这里生活了近60年的杰夫·史密斯从未想
过，有一天自己最喜欢的菜会是茄子鲤鱼。这一切，都要归
功于第一个“扎根”威克利夫的华裔家庭——于泳琴一家。

1991年，于泳琴从中国黑龙江省来到美国。在美国打
拼的数十年间，于泳琴一直做着进出口生意，其中一条线
就是鱼类。于泳琴告诉记者，“2010年，我看到新闻报道了
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亚洲鲤鱼成灾的问题。”从中，于泳琴
一眼便看到了商机：“一开始，我是来这边买鱼的，发现当
地加工厂太少了。当时只有两家，一家垮了，另一家价格不
合适。后来，我就想不如自己做加工厂。”经过研究和几次
实地考察后，于泳琴在威克利夫成立了双河渔业公司。

2013年，于泳琴和丈夫搬到威克利夫，开始建厂经营亚
洲鲤鱼生意。第一年，于泳琴瞄准中国市场，然而，一切并非
想象的那样顺利。碰壁后的于泳琴找到原因：首先，中国人
喜欢吃新鲜的鱼，不吃冷冻鱼；另外，美国的亚洲鲤鱼特别
大，平均每条都有十多斤重，没法整条吃，鱼肉的口感也完
全不一样；价格方面，美国的亚洲鲤鱼太贵。总结经验教训
后，于泳琴发现，自己最初的想法和思路要改变。

她表示，自己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目前已从中国引进
先进的鲜冻技术设备，并与中国一家企业签订合同成为其
美国加工基地，很快，她的产品就能再次进入中国市场了。

日韩副外长
“中立地”会晤告吹

日本和韩国消息人士14日披
露，两国外交部门副部长级官员准
备本周晚些时候在第三国会晤，为
缓和双边关系寻找突破口。只是，韩
国媒体报道，这一消息当天见诸报
端后，双方决定取消会晤。

日本共同社当天上午报道，日
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秋叶刚南和韩国
外交部第一次官赵世暎可能16日或
17日在美国海外属地关岛会晤，磋
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强
征的韩国劳工在韩索赔诉讼判决，
其他议题可能包括日韩针对彼此采
取出口管制措施、续签《军事情报保
护协定》事宜。

涉及会晤地点，韩联社报道与
共同社报道不同。熟悉韩日关系的
人士告诉这家韩国新闻机构，磋商
地点可能选择东南亚某国。

共同社解读，双方把这次会晤
定调为“非正式磋商”，选择在第三
国见面，以保持低调，不打算就举行
磋商发布消息。

韩联社当天傍晚报道，双方最
终决定取消会晤。一些人推测，韩日
原打算在“中立区”幕后接触，坦率
交换意见。媒体报道后，双方认为会
晤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后续可能另
寻时间和地点闭门会晤。（新华社）

S1:山西全景：芦芽山 、万年冰洞、 汾河源头 大同、云冈石窟、
五台山、、应县木塔、悬空寺、太原、 绵山、晋祠、 壶口瀑布 、王家
大院、平遥古城、运城盐湖、普救寺、鹳雀楼 飞去动车回8日

9月16日 65岁以上3390元 60-64岁3790元 60岁以下4690元

L1川渝精华:广元.阆中古城、昭化古城、南津关 剑门关 武隆、仙
女山、天生三桥、地缝、重庆 大足石刻 磁器口动车往返6日

9月17日 70岁以上2390元 60-69岁2790元 60岁以下2990元

N1：湖南全景：岳阳楼、洞庭湖、君山岛、南岳衡山、韶山、凤凰古
城九大景、芙蓉镇、张家界、天子山、天门山、袁家界、十里画廊、金
鞭溪 长沙橘子洲头 双卧9日

9月18日 65岁以上2890元 60-64岁3490元 60岁以下3890元

N2湖北：襄阳古城墙、古隆中、武当山金顶.太子坡.紫霄宫.南岩
宫神农架、神龙谷.板壁岩.金猴岭.小龙潭.天生桥.神龙祭坛恩施大
峡谷.云龙河地缝 女儿城 土司城 宜昌卧去动车回7日

9月17日 70岁以上2690元 60-69岁3190元 60岁以下3490元

K1云南全景:昆明、丽江古城.�拉市海、束河古镇、玉龙雪山、丽水

G1:贵州大全线环游;中国天眼（世界口径最大）、梵净山、镇远古
城 、舞阳河、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 、织金洞、黄果树瀑布、马
岭河大峡谷、万峰林、遵义会议会址、赤水大瀑布、四洞沟、竹海、佛
光岩、丙安古镇、贵阳、青岩古镇、 黔灵公园、弘福寺、甲秀楼 卧去
动车回13日

9月14日 70岁以上4990元 60-69岁5390元 60岁以下5990元

H1河南深度 开封府、大相国寺、登封、少林寺、龙门石窟、白马
寺、云台山、焦作、万仙山、郭亮村、红旗渠 林州大峡谷、太行天路、
殷墟遗址、安阳 双卧8日

9月18日 70岁以上2790元 60-69岁3190元 60岁以下3490元

B5安徽+江西：琅琊山 、九华山.太平湖风景区.黄山.九江、浔阳
楼、庐山、 景德镇、石钟山、鄱阳湖 婺源（月亮湾 晓起、李坑、江湾）
三清山 井冈山、黄洋界、南昌 双卧11日

9月16日 65岁以上3790元 60-64岁4690元
60岁以下5190元 卧飞10日4190元起

C1山东全景+大连: 济南 趵突泉 大明湖 泰山 曲阜三孔 临沂
蒙山 青岛崂山、太清宫、栈桥、威海 刘公岛 烟台 张裕酒文化 蓬
莱 八仙渡风景区 大连 旅顺双飞10日

9月17日 70岁以上5390元 60-69岁5990元 60以下6190元

E1浙东全景：三大名山（雁荡山 天台山 普陀山）大龙湫 灵岩 灵
峰 国清寺 济公故居 琼台仙谷 绍兴 柯岩鲁镇 兰亭 鲁迅故居、
周恩来故居 奉化溪口 蒋氏故居 天一阁 舟山连岛大桥 朱家尖
杭州西湖双卧10日 9月15日 70岁以上3290元 60-69岁3690元

60岁以下3990元 卧飞8日3790元起

E2华东八市：全球规模最大影视基地横店（清明上河图、秦王宫）
杭州西湖 水乡西塘 南京（秦淮河夫子庙 中山陵 ）扬州（瘦西湖
大明寺 东关古街）无锡（灵山大佛）常熟 (沙家浜）、苏州（寒山寺
狮子林）、上海（外滩 城隍庙）双卧9日

9月16日 70岁以上3190元 60-69岁3690元
60岁以下3890元 卧飞8日3590元起

F1陕西全景 西安、亁陵、法门寺（地宫、珍宝馆）、黄帝陵、轩辕庙、
壶口瀑布、延安 、兵马俑、华清池、华山、古城墙、大雁塔动车去卧回
7日 9月18日 65岁以上2290元 65岁以下2990元

X7南北疆大环游: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

B1江西全景九江：九江、浔阳楼、庐山、景德镇、石钟山、鄱阳湖
婺源（月亮湾 晓起、李坑 江湾）、三清山、井冈山、黄洋界、南昌双卧
9日 9月18日 65岁以上26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390元 卧飞8日3090元起

B4:安徽全景:琅琊山 醉翁亭九华山.黄山..太平湖风景区、宏村.西
递.徽州古城.千岛湖.屯溪老街.包公祠.李鸿章故居.合肥双卧8日

9月16日 65岁以上27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490元 卧室7日3190元起

X6�西部四省区 敦煌 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张掖丹霞
青海湖.塔尔寺.西宁.茶卡盐湖.通湖草原.中卫.沙坡头.西夏王陵.
银川 卧去飞回9日
9月3日 15日 70岁以上4190元 60-69岁4890元 60岁以下5290元

X5:西部五省区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
亭、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克拉玛依 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
鲁番.坎儿井.葡萄沟.火焰山.柳园.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
峪关 张掖 .青海湖.塔尔寺.西宁.茶卡盐湖.通湖草原.中卫.沙坡
头.西夏王陵.银川 卧去飞回15日

8月28日 9月9日 70岁以上6390元 65-69岁7290元
60-64岁7590元 双飞14日7290元

X4:北疆全景：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亭、
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克拉玛依 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
番.坎儿井.葡萄沟.火焰山.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巩乃斯、九曲
十八湾、特克斯八卦城、喀拉峻草原、夏塔大峡谷、伊犁 霍尔果斯
口岸、果子沟、奎屯河大峡谷、塞里木湖 双卧15日

9月9日70岁以上5890元 65-69岁6490元
65岁以下6790元 双飞13日7590元起

宇宙旅行社
许可证号：L-BJ01174-FS-001

独立成团 全陪导游
品质保障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68号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304室
公交人民北路二段站16/57/52/73/15/27/34
电话：028-83326628� � 19102693132

北京市宇宙旅行
社成都分公司 广告

X3【南疆深度】：乌鲁木齐.库尔勒.博斯腾湖.罗布人村寨.库车大
寺.塔里木河.胡杨林 塔克拉玛干沙漠、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
（库车）大峡谷.阿克苏.天山神木园.喀什.香妃墓.艾提尕尔清真寺.
卡拉库里湖.温宿大峡谷.吐鲁番 双卧13日

9月15日 70岁以上5490元 65-69岁5790元
65岁以下5990元 卧飞11日6590元起

X1:新疆伊犁精华：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巩乃斯、九曲十八
湾、特克斯八卦城、喀拉峻草原、夏塔大峡谷、伊犁 霍尔果斯口岸、
果子沟、奎屯河大峡谷、塞里木湖 双卧9日

9月15日70岁以上4390元 65-69岁4690元 65岁以下4790元

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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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查看更多线路）

F2黄河神韵 晋陕奇观连线：太原、悬空村、万年冰洞、东寨、杨家
沟、李自成行宫、绥德、乾坤湾、清水湾、甘泉、下寺湾、雨岔大峡谷、
靖边龙洲丹霞、波浪谷、红石峡、榆林古城 双卧7日

9月18日 70岁以上2990元 65-69岁30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290元

G4:贵州精华:中国天眼 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 织金洞、安
顺、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大峡谷、万峰林、贵阳卧去动车回8天

9月16日 60岁以上2990元 60岁以下3590元

K5:云南摄影线:东川红土地、红土大观锦绣园、落霞沟、瓦房梁
子 抚仙湖 禄充风景区 笔架山、建水古城、朱家花园、文庙、西门
大板井、团山民居、双龙桥、元阳坝达梯田、多依树梯田、哈尼箐口
民族村、普者黑、仙人洞、天鹅湖、东风韵万花筒庄园、石海温泉、杏
林大观园、黑石箐公园 双卧9日

9月19日 70岁以上3990元 70岁以下4590元

亭.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克拉玛依 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
番.坎儿井.葡萄沟.火焰山.库尔勒、博斯腾湖之莲花湖.罗布人村寨.
库车大寺 塔里木河.胡杨林.塔克拉马干沙漠.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
秘大峡谷.天山神木园.喀什.香妃墓.艾提尕尔清真寺.卡拉库里湖.
温宿大峡谷双卧19日 9月9日 70岁以上7590元 65-69岁8190元

65以下8690元卧飞17日8590元起

金沙、彝族村寨 香格里拉 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虎跳峡、 泸沽湖
环湖游、里务比岛香巴拉时轮坛城、大理洋人街、崇圣寺三塔、蝴蝶
泉、洱海游船、南诏风情岛 昆明.石林.红河大桥.普洱.西双版纳.野
象谷.勐仑植物园.傣家村寨.打洛镇.独树成林.中缅国门.墨江.北回
归线标志园 双卧14日 超值赠送（720元/人）： 1、丽江大型演出
--丽水金沙！ 2、泸沽湖-环湖游+篝火晚会！ 3、张艺谋导演的'印
象丽江'！ 9月16日 70岁以上4790元 70岁以下5590元

卧飞13日5290元起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别官员13日宣布，英国
与美国正讨论签署一份涵盖部分领域的贸易
协议。如果英国10月31日如期退出欧洲联盟，
协议有望次日、即11月1日生效。

不过，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同一天预
期与美方的贸易谈判十分艰难。他认为，英国
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对英国而言最重要。

速签协议

这名美国官员告诉媒体，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访问英国期间与英国
财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商讨美英达成临时性
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期限可能是6个月。

博尔顿与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
拉斯讨论了美英领导人本月在法国举行的七
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两国致力于达成贸易协

议“路线图宣言”的可能性。
英国《每日邮报》13日报道，博尔顿12日

与约翰逊会晤后说，美方希望迅速与英方“逐
领域”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首先着重于制
造业和汽车生产等双方可能达成一致的领
域，而把金融等更复杂领域的协议留到晚些
时候磋商。

情感攻势

按照《每日邮报》的说法，博尔顿12日至13
日访英期间对约翰逊政府发动“情感攻势”。他
12日与约翰逊会晤后说，“热情”支持英国“无协
议脱欧”，承诺英国一旦10月31日“脱欧”，将成
为“排在第一个”与美方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

博尔顿13日继续力挺约翰逊政府，在社交
媒体“推特”发布他与约翰逊的合影，说“美国

与英国正走向前所未有的伙伴关系”。
约翰逊自7月就任首相起把重启并改善与

白宫关系作为政策优先方向之一。因英国大使
“差评”美国政府的密件泄露，两国关系一度陷
入尴尬。约翰逊的努力似乎显现成效。他与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不到3周内3次通
话，本月晚些时候将在法国首次面谈。

按路透社的说法，“脱欧”是英国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所作地缘政策最大调整，不少外
交人士预期，英国今后将日益依赖美国。

讨价还价

就英美迅速达成贸易协议，约翰逊13日着
重强调谈判艰难。他预期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将
是“艰难又老式的讨价还价”，而英国最需要谈
妥的贸易协议是英欧协议。约翰逊说，如美方能

进一步开放市场，英国企业将从“各类机遇”中
获益。“就我的经验而言，美国人确实是非常强
硬的谈判者，而我们需与他们达成重要协议，以
便为英国企业，特别是服务类企业，开创美国市
场机遇。我想与欧洲邻居及世界各国进行贸易
……我们需达成的最大协议是与（英吉利）海峡
对岸的朋友和伙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约翰逊决意带领英国如期“脱欧”，即便以
“无协议脱欧”方式，但他依然希望英欧能达成
一份新“脱欧”协议。欧盟则不为所动，双方眼
下陷入的僵局让不少企业担忧利益受损。

路透社报道，英国“脱欧”派人士看重英美
贸易协议，认为它可能部分缓冲“脱欧”对贸易
的冲击。但两国目前就农业标准有分歧，英国
政界一些人反对美国医药企业过度介入英国
国民保健制度。 （新华社）

莫斯科骚乱背后
有CIA“黑手”捣鬼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3日说，支持莫斯科警方采取行动
坚决制止社会骚乱。

塔斯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
说，克里姆林宫认为权力机关工作
人员绝不应过度使用暴力，但执法
者采取行动坚决制止社会骚乱的做
法是正确的。

佩斯科夫强调，当警方因制止
骚乱而遭到司法诉讼时，应对相关
案情进行必要调查并在法庭上予以
审理。公众应当明辨按既定程序进
行的合法活动与旨在组织煽动民众
参与动乱的活动之间的区别。佩斯
科夫说，若未经当局许可的集会导
致大规模骚乱，可将其定性为“有组
织的骚乱”并予以制止。

过去数周来，莫斯科市中心发生
多场非法集会和游行活动。集会者抗
议数名有意参加莫斯科市杜马选举
的独立候选人被该市选举委员会取
消参选资格，警方在维持现场秩序时
与部分示威者发生冲突，拘留了上千
名非法集会参与者。俄调查委员会根
据大规模骚乱等事实多次进行刑事
立案，十多人因涉案被批捕。

俄罗斯媒体发现，在抗议背后，
美国中情局（CIA）的“黑手”慢慢浮
现：美驻俄大使馆的官网居然在给
抗议者“出谋划策”，教他们如何对
付警察；在利用社交媒体煽动民众
的境外势力中，也有中情局的身影。
俄罗斯政府已要求谷歌公司采取措
施，管好旗下社交媒体，否则莫斯科
会将此视为干涉俄罗斯内政。

安全问题专家杨震认为，美国
在插手非法集会这种事情上已经非
常有经验，形成了以中情局为骨干、
非政府组织为“钱袋子”，并有专门
培训学校为基地的一整套系统，并
为此编写了专门教材。例如关于对
抗警察的课程，教材里就分为3个阶
段，“准备预防可能的镇压”阶段、

“直接面对镇压”的阶段和“反过来
利用镇压实现目标”的阶段。不同的
组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准备什么，应
该出面做什么，教材里也介绍得一
清二楚。比如“调查组”负责的是侦
查情况、实地闹事，而“媒体组”就是
等在游行队伍的后面，时刻准备拍
照，搜集素材拿去做宣传。

（新华社、新民晚报）

美方预期“脱欧”后美英速签贸易协议

鲤鱼焙面、糖醋鲤鱼、酸菜鲤
鱼、茄子鲤鱼……在中国的各地
菜肴中，鲤鱼几乎无所不在。然
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这种中
国人餐桌上常见的美味，却是一
种“灾害”般的存在。

为了应对藻类繁生，亚洲鲤
鱼于20世纪70年代被引进到美国
（注：在美国，亚洲鲤鱼并非专指
一种鱼，而是对青鱼、草鱼、鳙鱼、
鲤鱼、鲢鱼等8种鱼的统称）。然
而，20世纪90年代，由于洪水泛
滥，亚洲鲤鱼从商业池塘涌入淡
水系统。由于其繁殖能力极强，开
始挤压其他淡水鱼类的生存空
间，破坏了生态平衡。如今，亚洲
鲤鱼的泛滥早已成为美国一个令
人头疼的生态环境问题。

据CNN新闻报道，为了凸显这一
问题的严重性，7月31日，美国肯塔
基州鱼类和野生动物资源部门进行
了一场“测试”。测量人员用电击船
打晕鲤鱼，让它们浮到水面上，以便
打捞和测数。该部门主任罗恩·布鲁
克斯表示，被电的鱼经过捕捞后会
卖给当地的买家。谁会购买被视为

“公害”的亚洲鲤鱼呢？答案是，肯塔
基州威克利夫的华裔商人于泳琴。

“他说的那个买家就是我。”于
泳琴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近日，于泳琴接受记者采访，讲
述自己是如何在密西西比河的亚
洲鲤鱼危机中发现商机，并打造出
一个改变当地经济的产业，成为当
地人口中的“鲤鱼女王”。

“扎根”小镇的她
终成当地人口中的“鲤鱼女王”

“我们是威克利夫的第一批华裔家庭。
我觉得，我们必须以一种美好的方式代表中
国来到这里，”于泳琴的丈夫杨玉良说。

于泳琴一家的到来，的确给小镇威克利
夫带来了不少变化，除了文化交流，还有巨
大的商机。随着加工厂的出现，当地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捕鱼队，他们负责在河里打捞亚
洲鲤鱼，然后出售给于泳琴的工厂。于泳琴
说，如今，与她合作的已有50多个捕鱼队。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威克利夫所在的巴
拉德县行政长官托德·库珀曾表示，于泳琴
和她的双河渔业“对社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
财富”。“肯塔基州西部是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之一，所以如果安吉（于泳琴）将鲤鱼产业扩
大，就能帮助雇佣一些如今正待业的人。”

如今，于泳琴已被当地人称为“鲤鱼女
王”，她说，这些年，当地人和政府也不断给
予自己支持和帮助。“因为我做的这个生意，
没有人来做，我是来帮助他们解决环保问
题，又能解决就业问题，他们一直很欢迎。”
她说。

很快，于泳琴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朋友。
她和丈夫会向当地人介绍各种各样的中国
文化及地道的中国菜。

如今，因为当地鲤鱼产业的壮大，每个
月都有不少潜在的中国投资者来这里考察，
这无形中也促进了彼此的交流。

今年10月，随着亚洲鲤鱼工业园的落
地，在威克利夫还将举办第一届亚洲鲤鱼钓
鱼大赛。届时，将有来自中美两国的钓鱼高
手在此过招，于泳琴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交流活动。美国当地渔民都是用箭射鱼，
而中国人是用鱼竿钓，双方都对彼此的钓鱼
方式感到惊讶。这相当于中国的武术和美国
的拳击对阵，两边都觉得自己会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重新定义”亚洲鲤鱼
成立工业园打造完整产业链

2014年，于泳琴开始转向，她将重点市场放
在欧洲、南亚、中东等地区。如今，她的大部分产
品都出口到欧洲。

此外，于泳琴表示，正在全力开发美国市
场，美国人不吃亚洲鲤鱼，一是因名声不好，二
是刺多。于泳琴说，“当地人原来不知道这种鱼
可以吃，现在逐渐意识到，原来这个鱼能吃。我
们在厂里有厨房，中国员工和一些中国客户来
这里，会用鲤鱼烹制美味的菜肴，并邀请当地人
来吃。”

逐渐地，一些当地人对亚洲鲤鱼的看法开
始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重新定义了鲤
鱼，解决了鱼刺的问题，他们也开始接受，越来
越多人来我们这里买鲤鱼了。”于泳琴说。

自2013年以来，于泳琴的鲤鱼生意一直在稳
步增长。为进一步深耕美国的亚洲鲤鱼市场，于泳
琴牵头在威克利夫成立美国首个亚洲鲤鱼工业
园。据新华社报道，今年4月12日，亚洲鲤鱼工业园
举行开园仪式，首批6家中国企业当天签约入驻。

于泳琴向记者介绍，工业园占地64英亩，第
一期将有10家公司入驻。如今，工业园区正在划
分场地，进行三通工作，预计最快今年底能开始
厂房建设。她表示，工业园成立后，亚洲鲤鱼经
济将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之前，我通常只
进行初加工，等工业园区成立以后，我们将改变
原料出口的形式，转而进行深加工，把鲤鱼做成
鱼丸、香肠、熏鱼之类的出口，并将加工过程中
的鱼废料回收再利用，制成有机鱼肥。园区形成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销售利润提高了，还更环保
了。我们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第一个鲤鱼工业园
区，如果成功了，相信密西西比河流域还会出现
更多的园区。”

这样的工业园不仅有助于应对亚洲鲤鱼对
当地生态的不利影响，将河里的亚洲鲤鱼控制
在合理数量，同时还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增
加就业岗位。

7月31日，美国肯塔基州鱼类和野生动物
资源部门进行了一场“测试”

工业园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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