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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出臺安全計劃

黃河合唱團十九歲的音樂會，
黃河合唱團十九歲的音樂會
，將為休斯敦社區隆重奉獻以
將為休斯敦社區隆重奉獻以“
“愛的旋律
愛的旋律”
”為主題

的多首 優美中外名曲
優美中外名曲。
。其中有傳遞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的歌曲
的歌曲“
“愛的真諦

半。為此，歐盟推
出了一項為期 5 年的
新安全計劃。該安
全 計 劃 是 對 2010 年
歐盟內部安全戰略
的更新，它需得到
歐洲議會和各成員
國的批准後，才能
正式實行。
自 2014 年底起，特別是今年初巴黎系列恐怖
襲擊案以來，法國從建立健全反恐法與情報法、加
強打擊“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國際行動、增強反
恐力量與國內警戒、呼籲歐洲議會通過建立航空旅
客資訊系統等，陸續實施了一系列反恐措施，不斷
加強對恐怖勢力的打擊力度。，法國政府宣佈，將
追加 38 億歐元的國防預算，用於目前至 2019 年的
軍隊建設，並強化網路安全和情報工作。此外，
7000 名軍人專用於法國國內安全巡邏的做法將常
態化。這是法國出臺的最新反恐措施。
英國也加大了防範和打擊恐怖威脅的力度，尤
其是將重點鎖定在嚴防“獨狼”式攻擊上。記者在
白金漢宮等重要部門門前發現，以前遊客可以與之
合影的警衛已經改為在門裏結實的柵欄內站崗，而
且有武裝警察在一旁保護，這實際上等於雙崗，以
有效預防和應對恐怖分子的襲擊。之所以這麼做，
是因為英國情報部門獲悉，曾經到伊拉克、敘利亞
“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參加“聖戰”的數百名英國

”，有由
”，
有由 6 對夫妻團員演繹的 『滄海可枯
滄海可枯，
，堅石可爛
堅石可爛，
，此愛此情永遠不變
此愛此情永遠不變』
』的“你
儂我儂”，
儂我儂
”，還
還 有朋友們耳熟能詳的
有朋友們耳熟能詳的，
，由全體男團員哼唱的 『餵……風兒呀吹動我
的船帆』
的船帆
』的名曲
的名曲“
“船歌
船歌”。
”。而美名在外的黃河女生小合唱
而美名在外的黃河女生小合唱，
，會以生動俏皮的舞蹈
會以生動俏皮的舞蹈，
，
獻上新疆民歌 “送你一朵玫瑰花
送你一朵玫瑰花”，
”，會以柔美真情的歌喉
會以柔美真情的歌喉，
，呼喚詩人徐誌摩留芳
百世的“
百世的
“再別康橋
再別康橋”：
”： 『
輕輕的我走了，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
天的雲彩』
天的雲彩
』。 此外她們還準備了兩首英文歌曲
此外她們還準備了兩首英文歌曲：”
：”Raindrops
Raindrops keep fallin on my head
”an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orld”，與英語世界的朋友們共享
與英語世界的朋友們共享。
。大合唱將以活潑
大合唱將以活潑、
、
輕快的形式演繹“
輕快的形式演繹
“ 愛得不得了
愛得不得了”、“
”、“Besame
Besame Mucho”，“
Mucho”，“我的心裏沒有他
我的心裏沒有他”、
”、
“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
thing” 和 “ 嘎哦麗泰
嘎哦麗泰”
” 等中外愛情歌曲
等中外愛情歌曲，
， 音樂會更邀
請了女中音歌唱家張昕偉女士及亞悅三重奏加盟演出。
請了女中音歌唱家張昕偉女士及亞悅三重奏加盟演出
。最後
最後，
，指揮莊莉莉將帶領全
體團員，
體團員
，用噲炙人口的中國千古愛情 絕唱
絕唱“
“梁山伯與祝英臺
梁山伯與祝英臺”，
”，將這次音樂會推
將這次音樂會推
至高潮。
至高潮
。

歐盟委員會近日向歐洲議員介紹了歐盟委員會
最新推出的 2015 年至 2020 年安全計劃，稱歐洲連
續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表明，恐怖威脅越來越呈跨
國界和跨地域性特徵，歐盟必須加強成員國在反恐
和安保領域的合作，以有效提高歐盟的內部安全。
根據新計劃，歐盟在未來 5 年內的安全行動目標主
要是針對歐盟當前面臨的恐怖襲擊、有組織犯罪和
網路犯罪三大主要威脅。

近半數歐洲人將恐怖主義視為最大威脅

旗袍盛宴, 韻艷休城 中國旗袍休斯頓分會舉辦
旗袍盛宴,
時間:: 2015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 早上 9 點到 12 點
時間
地點:: 4400 Palm Royale Blvd, Sugerland,TX Sweetwater Coun地點
Country Club
參與餐會聯繫：
參與餐會聯繫
： 孫雯 318
318-237
237-1986
出席預定:: Liping Wan 713 306 6281 Liyuan Wany 832 961 0598
出席預定
凱莉提示:: 著裝要求女士是具有中國風的旗袍
凱莉提示
著裝要求女士是具有中國風的旗袍,,男士是西裝
男士是西裝.. 免
費代客泊車..
費代客泊車
活動投稿請至 Kyliesun
Kyliesun225
225@gmail.com
@gmail.com

母親節! 帶著母親們出去玩
母親節!
帶著母親們出去玩,, 買
禮物,,讓她們享受女王般的待遇
禮物
讓她們享受女王般的待遇!!
時間::五月 10 日週日
時間
地點::任何地點
地點
價格::心意最重要
價格

G7 國際貿易傑出企業家受賞晚宴
時間:: 20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 的晚上 8 點
時間
地點:: Hilton Americas 1600 Lamar St, Houston,TX
地點
參與餐會聯繫：
參與餐會聯繫
： 孫雯 318
318-237
237-1986
凱莉提示:: 這是一次建立商務關係和認識新的合作夥伴的
凱莉提示
幾家機會.. 適合商人
幾家機會
適合商人,,律師
律師,,會計師
會計師,,地產界等專業人士參與
地產界等專業人士參與..
著裝要求::禮服
著裝要求
禮服,, 晚禮服
晚禮服..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休斯頓英文”德雲社”脫口秀
Housotn Disoriented Comedy
時間::2015 年 5 月 9 日星期 六 的晚上
時間
7 點到 9 點
地點:Nyx
地點
:Nyx Ultra Lounge10905
Lounge10905 Bellaire
Blvd Ste A, Houston, Texas 77072
票務:$
票務
:$10
10
凱莉提示:: 全場英文脫口秀演出
凱莉提示
全場英文脫口秀演出,, 全
德州巡迴演出,, 多位年輕一代喜劇演
德州巡迴演出
員出演.. 適合朋友
員出演
適合朋友,, 情侶邊喝酒邊欣
賞. Nightlife 的好選擇
的好選擇,,票價對於酒吧
來說只是一個入門 cover,
cover,絕對值回
絕對值回
票價..
票價

川渝同鄉會 川菜美食大賽
時間::5 月 10 日 週日 早上 11 點
時間
到 12 點
地址:Bayland
地址
:Bayland Park 6400 Bisson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74
聯 繫 人:
人: 卿 梅 832 289 4008 陳
卓 832 541 6214 方 一 川 404
889 0919
凱莉提示:: 屆時各位川菜大廚
凱莉提示
齊齊施展十八般武藝,, 作為吃
齊齊施展十八般武藝
貨,超幸福
超幸福!!

御盞皇白燕盞 1OZ

Happy Mother Day
買一送一

美國深海魚油
買三送一
卵磷脂

極品澳洲維多利亞鮑魚
原價$75
原價$
75..99
特價$
特價
$65
65..99

日本一等江瑤柱

$249
249..99

Big Sale

專營﹕
專營
﹕鮑參翅肚
鮑參翅肚﹑
﹑野山花旗參
野山花旗參﹑
﹑
精選燕窩盞﹑
精選燕窩盞
﹑紅酒茗茶
紅酒茗茶﹑
﹑南北乾
貨﹑純正藥材
純正藥材﹑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

回國探親
饋贈親友
送禮佳品

禮盒花旗參
散裝花旗參

買一送二

印尼白燕 6OZ

日本元其 $59.99/磅
日本小元其 $100.00/3 磅
南美刺參 $75.00/磅起
光面厚菇 $24.99 買一送一
天白花菇 $39.99 買一送一
墨西哥黃油鮑魚 $588.00/磅 買二送一
寶馬三頭玉鮑 $21.99 3 罐
日本小元貝 $100/3 磅
美國蝦乾 $29.99/磅
泰國蝦米 $19.99/磅
響螺片 $15.99/磅
(酒﹐米﹐批發﹑特價貨品除外)

$79
7999.00

買一送一

越南白燕
越南
白燕 6OZ 買一送二

$138
13888.00

泰國春燕
泰國
春燕 8OZ

$21
2188
88..00

買一送二

印尼白燕
印尼
白燕 1OZ 買一送二

$249
249..00

今年以來，歐盟成員國安全局勢惡化越來越明
顯，法國、比利時和丹麥接連發生恐怖襲擊事件，
比利時政府也在歐盟主要辦公機構附近部署了軍
力。法國總理瓦爾斯指出，“約有 3000—5000 名
歐洲人參與‘聖戰’組織的恐怖活動，到今年底人
數恐增加至 1 萬人”。最新的一項調查顯示，歐洲
人對自身的安全環境感到擔憂，將恐怖主義視為歐
洲最大安全挑戰的人數從 2013 年的 1/3 增加到近一

俄或因穀物出口稅
喪失傳統銷售市場

德國被曝幫美國監聽
歐盟領導人和法國官員

在歐洲議會全會上，歐委會負責移民、內政事
務的委員季米特裏斯· 阿夫拉莫普洛斯詳細闡述了
歐盟安全計劃的主要內容。他說，在打擊恐怖主義
方面，歐盟將不僅關注具體的打擊措施，還要將重
點放在預防方面。歐盟認為，加強社會凝聚力的政
策、教育、就業、司法，以及與第三國進行合作，
對消除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根源都至關重要。
鋻於涉恐人員規模的急劇增加，加強反恐物力
與人力的投入勢在必行。為此，法國宣佈未來 3 年
將增加 2680 人加強反恐力量，因為法國正在同恐
怖主義、“聖戰”組織、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進行戰
爭，非常時期必須採取非常措施，其中“對反恐
鬥爭不設限制”的《情報法》的出臺無疑是重中

德國總統約阿希姆· 高克 1 日說，針
對希臘政府追討二戰賠款的要求，德國
政府應予以考慮。德國是重視歷史的國
家，現在的德國人是二戰期間給歐洲造
成損失那些人的後代，理應作出賠償。

對此負有歷史責任，但
這不能改變德國政府的
態度，即德國已完成向
二戰受害國支付戰爭賠
款和補償性賠款事宜。
他說，德國與希臘 1960
【“父債子還”】
年簽訂了相關賠償協議
德國《南德意志報》刊發對高克的 並已向希臘支付約 1.15
採訪。高克說：“我們並不只是生活在 億德國馬克。
當今時代的我們，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給歐洲造成一系列損失那些人的後
【索賠翻番】
代。長期以來，我們對希臘等國家蒙受
希臘財政部副部長季米特裏斯· 馬達
的損失知之甚少，這非常可恥。”
斯今年 4 月稱，德國應向希臘支付 2787 億
他同時表示，德國是重視歷史的國家， 歐元（約合 3120 億美元），以賠償納粹
考慮如何支付二戰賠款是正確選擇。不過， 德國二戰中給希臘造成的損失。這一數
身為德國總統，他幾乎沒有實權。
字比希臘政府先前提出的 1620 億歐元多
高克這一表態與德國政府官方說法 出近一倍。
相悖。今年 3 月，德國政府發言人斯特
馬達斯在議會發言時說，希臘總會
芬· 賽貝特說，無論從政治還是法律程式 計 辦 公 室 請 專 家 根 據 歷 史 資 料 作 出 的
角度看，德國都已完成賠付。
“可靠估計”表明，德國應就二戰中強
賽貝特表示，德國將一直銘記納粹 行從希臘中央銀行借走的貸款賠償希臘
德國給歐洲國家造成的災難，深知德國 103 億歐元，同時就二戰中給希臘造成的

英國女子製作“
英國女子製作
“嬰兒蛋糕
嬰兒蛋糕”
”

綜合報導 德國一直把自己刻畫成美國監聽行為受害者。不過，德
國媒體 4 月 30 日報道，德國其實也是“幫兇”，替美國情報部門實施政
治間諜活動，監聽對象為歐盟領導人和法國政府官員。
德國《南德意志報》報道，德國聯邦情報局幫助美國國家安全局實
施政治間諜活動，監聽歐盟以及鄰國法國領導人的通話。具體監聽對象
包括歐盟委員會高級官員、法國外交部和愛麗舍宮官員。
《南德意志報》說，德國聯邦情報局還幫助美國監視一些歐洲企業。
這些監視行為僅在企業被疑“非法出口”情況時才實施。
報道援引德國聯邦情報局內部消息人士的話說：“這一問題的核心
是，德國對歐洲鄰國和歐盟機構實施政治間諜活動。”
德國政府和聯邦情報局尚未就這則報道作出回應。法國外交部一名
發言人說，法方正與德方就監聽傳聞溝通，德方表示將予以澄清。
由於德國一直把自己形容為美國監聽行為的受害者，這起事件恐置德
國政府于尷尬境地。媒體 2013 年披露美情報機構在德展開大規模監聽活
動、尤其可能監聽總理默克爾的行動電話後，德美關係一度緊張。

栩栩如生似真人

送$5 元或$10 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綜合報導 據報道，這些逼真的蛋糕是由
現年 35 歲的英國女子斯特西（Stacy Dudding）
做出的，她從 2 年前開始學習烘烤，因為當時
丈夫親戚的寶寶要接受洗禮，想請求她幫忙
製作一個蛋糕，當時沒人知道斯特西會做出
些什麼來。
等到斯特西在當天的洗禮儀式上端出這
款“嬰兒蛋糕”時，不止她丈夫的親戚感到欣慰
外，所有在場的客人也都很是驚訝。於是從那
時起，她的新愛好就誕生了。
據悉，斯特西並沒有經過正式訓練，只是把
手工製作當成她的業餘興趣。而這些甜點的尺寸
都是按真人大小製作，需要大約10天才能完成。
而斯特西會通常會根據嬰兒臉部的特徵
裝飾蛋糕，頭與身體通常是分開製作，因此
在她家的冰箱裏 ，常常可以看到 “嬰兒的
頭”，家人們也表示已經習慣了。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44 號出口

基礎設施破壞和人員傷亡賠償 2684 億歐
元。
馬達斯是在希臘議會的“債務危機
真相委員會”發言時作出這一表示的。
該委員會今年 3 月根據議長康斯坦托普洛
的提議成立，其主要任務是調查希臘陷
入債務危機的原因。
希臘新政府今年 1 月底上臺以來，多
次要求德國進行戰爭賠償。希臘總理亞
歷克西斯· 齊普拉斯 3 月下旬訪問德國期
間，當面向德國總理安格拉· 默克爾提出
了二戰賠償問題。根據齊普拉斯的說法
，希臘要求戰爭賠償與目前希臘與債權
人進行的債務危機談判沒有關係

713713
-777-9988

訂座
電話

送$10 元或$12 餐券

請注意：

將開 10:30AM 班車

送$10 元

27 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 11:00AM
班車

4 號出口

星期三、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送$5 元或$10 餐券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美國芝加哥燕窩城分公司
芝加哥永活街 2347 號 A 舖
2347A S. Went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312-225-288
Fax:312-225-8899

防範和打擊恐怖威脅
必須開展更加密切的合作

之重。它一旦生效，迄今一些非法的情報活動將
合法化，這樣使情報人員在開展工作時有法可依。
隨著5月7日英國大選日期越來越近，英國各黨
派選戰異常激烈，而包括對穆斯林在內的移民政策等
問題是各黨的主要競選議題。執政的保守黨強調將控
制移民數量，提高向英國移民的政策門檻，內政大臣
特蕾薩· 梅表示，英國不歡迎那些在意識形態方面與
英國背道而馳的人。另據《衛報》報道，英國不斷加
大管控赴敘利亞、伊拉克加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的力度，以期從源頭上遏制恐怖主義。
歐盟安全計劃中闡述，歐盟將致力於切斷有組
織犯罪分子的資金來源以打擊該類犯罪，這也需要
歐洲各主管部門之間，特別是各國金融情報機構和
歐洲刑警組織之間加強合作。與此同時，歐盟還將
評估新立法的必要性，以對付恐怖組織融資，沒收
犯罪活動所得。阿夫拉莫普洛斯還說：“我們計劃
加強武器管理方面的立法，以應對武器非法販運的
問題，建立共同標準，分享更多資訊，並加強與第
三國的合作。”
歐委會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表示，恐怖主義、
有組織犯罪和網路犯罪已成為歐洲面臨的一個複雜
而多變的安全挑戰，歐洲人有必要進行更密切的合
作，以確保公民的安全。“各成員國仍未能充分利
用現有框架進行協調、資訊分享和合作。彼此之間
還存在不信任，從而妨礙全面使用現有工具進行更
緊密的合作。我們需要改變執法機構的文化和慣常
做法。”

追討賠款要求：“父債子還”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美國芝加哥燕窩城總公司
芝加哥華埠廣場 2112 號 A 舖
2112A S. Archer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312-225-2888
Fax:312-225-8899

人已經返回，這些人正準備“大幹一場”。特別是
極端組織鼓勵其支援者對英國等歐洲國家發動“獨
狼”式襲擊，因為這樣“效果更好”“更容易
得手，更能收到震撼的效果”。這不得不引起英
國政府和安全部門的高度重視，並強化安全措施。
歐盟委員會此次向歐洲議會提交的安全計劃涵
蓋 2015 年至 2020 年的工作展望，新的安全計劃還
提出要加強歐洲刑警組織的能力，包括建立一個歐
洲反恐中心，以幫助歐盟機構提升對各國執法當局
的支援，打擊外國恐怖分子融資、網路宣傳暴力極
端主義及非法販運槍械等。

德國總統吁考慮希臘

綜合報導 歐亞經濟委員會日前公佈的研究報告稱，俄羅斯穀物出
口稅或將導致俄羅斯失去傳統銷售市場。
俄羅斯為穩定國內的穀物市場，于 2015 年 2 月 1 日出臺了 15%外加
7.5 歐元的糧食出口稅，但規定每噸穀物的出口稅總額不得超過 35
歐元，該出口稅執行有效期至 7 月 1 日。
文件中援引歐亞經濟委員會貿易委員斯列普涅夫的話稱：“我們擔心，俄羅
斯會因穀物出口稅失去傳統銷售市場，而烏克蘭等競爭對手將會取而代之。”
歐亞經濟委員會研究報告中稱，除失去市場外，“出口稅還將造成
倉庫積壓，而在保存條件不良的情況下，穀物品質會大幅下降”。
此外，在目前小麥出口受限的情況下，俄羅斯出口商擴大了不產生
出口稅大麥的出口。研究報告中稱：“本農業年度的大麥出口量比去年
擴大了 1 倍多，而在出口中的比例從往年的 10%擴大至 17%。
斯列普涅夫說：“總體上，我們對大麥出口增長持積極評價，但不
排除大麥出口量很快將大幅超出其出口潛力。此外，因出口需求的
增長，國內市場上大麥價格大幅上漲 ，從 2015 年 1 月的每噸 6000 至
6500 盧布（約合人民幣 796 元）漲至 4 月初的 7500 至 8000 盧布。”
俄羅斯副總理阿爾卡季· 德沃爾科維奇日前則表示，穀物出口稅或
將在 7 月前取消。他強調稱，穀物出口稅機制不會完全取消，只是將目
前的稅率降低至接近零稅率的水準，或直接改為零稅率。

25 號出口

原價$79
原價$
79..99
特價$
特價
$59
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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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歐洲人視恐怖主義最大威脅

休斯頓週末精彩活動推薦
黃河合唱團《愛的旋律
黃河合唱團《
愛的旋律》
》音樂會 5 月 9 日周六 Hobby 中心舉行
中心舉行..
時間:: 2015 年 5 月 9 日星期 六 的晩上 7 點 30 分
時間
地點:Houston
地點
:Houston Hobby Center - Zilkha Hall 800 Bagby, Houston, TX77002
TX77002 票務聯絡人
票務聯絡人：
： 陳憲
民 281
281-736
736-2518 王冰冰 281
281-658
658-0767
凱莉提示:Hobby
凱莉提示
:Hobby 有代客泊車或可以停在市政廳下
有代客泊車或可以停在市政廳下.. 找車位需預留一些時間
找車位需預留一些時間,,大家不要遲到哦
大家不要遲到哦..

2015 年 5 月 7 日

美國休士頓燕窩城分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 9888 號 136 舖
9888 Bellaire Blvd. #13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6-2888
Fax:713-772-2890

美國布蘭諾燕窩城分公司
美國達拉斯燕窩城分公司
達拉斯核桃街 9870 號 200 舖 布蘭諾雷格思路 240 號,300 舖
240 Legacy Drive #300
9780 Walnut Street #200
Plano, TX 75023
Dallas, TX 75243
Tel: 972-527-9888
Tel:972-235-3888
Fax: 972-517-6348
Fax:972-235-3886

美國休士頓香港海味城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 9968 號 100-120 舖
9968 Bellaire Blvd. #100-12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2889
Fax:713-772-2890

美國芝加哥香港海味城分公司
芝加哥南埠廣場 2120 號 A 舖
2120A S. Archer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312-881-9288
Fax:312-225-8899

美國休士頓燕補堂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 9968 號 190 舖
9968 Bellaire Blvd. #19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7888
Fax:713-772-2890

美國芝加哥燕補堂分公司
芝加哥華埠廣場 2116 號 A 舖
2116A S. Archer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312-225-6688
Fax:312-225-8899

1) 近 8 號/Brain Forest Lake Side
Place，2,271 呎，一層樓 3/2/2，有游泳
池，新油漆，木板地，高屋頂，採光好，
情況良好，環境幽美，$274,900
2) Miss Bend 近 2500 呎，二層樓，3 房
3 衛，加遊戲間，原 Model Home，投資
自住皆宜，$152,000

位於 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 4 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Sales Associate

sunny.hsu@aarealtytx.com

andy.hsu@aarealtytx.com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 20 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1. 位於糖城 Riverstone，2008 年建房，總面積 2585
呎，一層四房二浴二車庫，前廳高挑寬敞，客廳落地
窗戶，全新裝修，島式廚房，大理石工作台面，超大
步入衣房，浴室廚房瓷磚地面。現價 26 萬 5
2. 位於 Richmond City，2007 年建房，總面積 2150
呎，一層三房二浴二車庫，高挑屋頂，超大主臥室，
衣房，硬木地板，花崗石島型廚房，軟水系統等，售
價 17 萬 9
3. 利和新村連體別墅，三房二衛，安全門，整潔豪
華，近各大超市、銀行、飯店，僅租$1100/月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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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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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2015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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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貿易衝四百億美元
習近平訪哈薩克斯坦 兩國規劃各領域互利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7 日起開始訪問哈薩克斯

坦、俄羅斯及白俄羅斯，三國均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互聯互通建設的重
要途經國。哈薩克斯坦是此行的第一站。近來，哈方正致力於加快經
濟轉型，中方則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這為雙方深
化經貿投資等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契機，雙方正在努力向雙邊貿易額
400 億美元的目標邁進。習近平將同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共同規劃中哈
各領域互利合作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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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哈薩克斯坦是中國的
友好鄰邦和全面戰略夥伴，也是中

互聯互通新動力
哈薩克斯坦位於歐亞大陸結合部，近
年來積極改善國內交通基礎設施，發展過
境運輸。哈薩克斯坦鐵路公司總裁馬明表
示，哈方視中國為發展本國交通基礎設施
的戰略夥伴。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
構想同哈方發展過境運輸的國家戰略不謀
而合，為兩國加強互聯互通提供了新動
力。
新疆已同哈薩克斯坦實現鐵路、公
路、航線、油氣管道、通信網絡的立體對
接。新疆的 15 個對外陸路口岸中，有 7 個
在中哈邊界，正在建設的中哈霍爾果斯國
際邊境合作中心是中國西部最大的陸路口
岸和新型跨境經貿合作區之一。兩國在網

絡通信方面的合作也在積極推進。
從 2012 年至 2015 年，中國運往哈薩
克斯坦的集裝箱數量增長 15 倍。去年 5
月，中哈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一期投產運
營，開創了歐亞大陸海陸聯運合作新模
式，哈薩克斯坦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直到太
平洋的出海口。今年 2 月，從中哈連雲港
物流基地出發的定期貨運專列抵達阿拉木
圖，成為中哈合作進展的又一重要標誌。
穿越中國、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的
“中國西部—西歐”交通走廊正在緊鑼密
鼓的建設中，預計 2017 年投入運營後將大
大縮短亞歐大陸間通行距離。

：
家
俄專

■俄駐華大使傑尼索夫（右）與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
（中）參觀圖片展。
記者王曉雪 攝

產能合作新局面

駐華大使：中俄首腦明會談

目前，中國對哈投資總額超過 260 億
美元，是哈薩克斯坦第三大外資來源國。
哈薩克斯坦也是中國在歐亞地區的第一大
投資目的地。在哈薩克斯坦有 700 多家中
資和中哈合資企業，這些企業為當地創造
了數萬個就業崗位。
在國際及區域經濟充滿挑戰的環境因
素影響下，哈薩克斯坦在經濟上也面臨一
些挑戰。哈薩克斯坦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
太國家強化經貿往來和產能合作的願望更
加強烈，“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提出
後，明顯帶動了中哈產能合作提速。
去年底李克強總理訪問哈薩克斯坦期
間，兩國達成依託“一帶一路”開展產能
合作的戰略共識，雙方簽署了總額達 140
億美元的 30 多個合作協議。根據協議，中
國將幫助哈方建設 15 至 20 家加工企業。
此後，雙方達成了在基礎設施、石化產品
加工、建材貿易、聯合辦廠等領域的產能
合作項目。前不久馬西莫夫總理訪華期
間，中哈兩國還簽署了 30 多份產能合作文
件，項目總金額超過 200 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前夕，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圖片展 6 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幕。俄羅斯駐華大使
傑尼索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習近平主席將於
8 日中午與普京總統舉行正式會談，兩國首腦將討論雙邊
合作及國際問題。“他們的日程很緊張，希望他們不但可
以討論各方面的問題，也可以達成一些協議，簽訂一些推
動雙方合作的協定等。”
傑尼索夫還表示：“戰爭帶來了無數災難和痛苦，
我們應當永遠銘記二戰的教訓，永遠緬懷英雄，維護和
平。”

圖片展由中國人民大學、俄羅斯聯邦駐華大使館以
及俄通社－塔斯社共同舉辦，展出 88 張圖片，展現了俄
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的傳統，以及蘇聯出兵中國東
北，兩國攜手擊敗日本關東軍的歷史。
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表示，蘇聯衛國戰爭和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俄
兩國在戰爭中相互支持、風雨同舟，這種用鮮血和生命凝
結的情感，是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堅實基礎，也
是中俄世代友好的精神積澱。

中方：紀念二戰受害者非延續仇恨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 5 日在紐約
總部舉行二次大戰結束 70 周年紀念活
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聯大主席庫
泰薩在總部大樓前共同種下一棵垂櫻
樹，積極致力於世界和平事業。中國常
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發言，強調須警惕
否認侵略歷史言行。
據中通社報道，第 69 屆聯合國大
會紐約當地時間 5 日舉行特別全體會
議，莊嚴紀念二戰中的所有受害者。據
報道，美、中、俄、日、朝、德等與二
戰相關的 30 個國家和地區 5 日晚，依次

騰龍教育學院
騰龍教育學院
中 英 雙 語 幼 兒 園 （1 歲半～5 歲） 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車禍車

不僅是為了緬懷那些為追求《聯合國憲
章》所賦予的使命而犧牲的所有英雄，同
時也是一個和平與團結的永久象徵。
中國常駐聯國代表劉結一發言時說，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包括中國人
民在內的世界人民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
任何淡化、否認甚至美化侵略歷史的言
行，是包括廣大二戰受害國在內的所有國
家和人民不能容忍的。國際社會必須對此
類言行高度警惕。劉結一表示，強調歷
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喚起人
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高價收買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三年內
OPEN SHOP PROGRAM

在聯合國總會議場上發表演說，表達對
戰爭死者的悼念。
聯大主席庫泰薩當天在主持二戰
遇難者特別紀念活動時致辭指出，第二
次世界大戰帶給人類的是無法形容的暴
行、難言的悲哀以及對信仰和人性的摧
殘。聯大今舉行特別會議，沉痛悼念在
戰爭中失去生命的無數受害者，同時也
使各國有機會回顧聯合國大會的堅定願
望，那就是：盡一切努力防止和減輕由
戰爭給人類造成的痛苦。
庫泰薩強調，今天種下的這棵垂櫻樹

Talent Academy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騰 龍 課 後 班 After School
天天學中文！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 等豐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美日英行為令人難容忍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拒絕出席莫斯科慶典
的行為令人不齒；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英國首
相卡梅倫拒絕出訪俄羅斯，行為令人難以容
忍。
文章表示，習近平不顧西方各國對訪俄
的普遍抵制，毅然選擇參加這場莊嚴的閱兵
式，這一行為真誠而令人欽佩。在 1937 年到
1945 年間，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入侵並佔領中
國，導致中國 2,000 萬人罹難。中國在太平洋
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甚至超越了其本身
的能力。當時，中國戰場牽制了 200 萬日軍，
而相比之下，強大的美國軍隊在 1944 年 10 月
發起的菲律賓戰役中牽制的日軍兵力還不足
40 萬。在 21 世紀，維護世界和平的唯一方法
是承認並牢記 70 年前那些為拯救人類所作出
的犧牲。

圖片展示攜手擊敗日軍歷史

■ 今年 2 月 25 日 ， 連雲港
至阿拉木圖定期貨運鐵路線
正式開通。
正式開通
。
資料圖片

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日報網
報道， 莫斯科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in Moscow）高級研究員馬
丁．斯夫（Martin Sieff）6 日在英文《中國日
報》發表文章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
勝利日閱兵式的決定體現了其強烈的歷史責
任感，這一行為真誠而令人欽佩。
文章稱，西方的二戰戰勝國及德日領導
人拒絕參加 5 月 9 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衛國
戰爭勝利 70 周年閱兵儀式，這是對當代歷史
的蓄意曲解，是對西方國家在過去一年中無
休止地舉辦二戰慶祝活動的嘲諷。
而習近平出席勝利日閱兵的決定，體現
了其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中蘇兩國在二戰中
犧牲了約 4,700 萬人，這一數字超過了美國或
者英國和英聯邦二戰死亡人數的 100 倍。

習出席閱兵式體現尊重歷史

方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合作對
象。2013 年，中哈貿易額達 286 億美元。
中國已成為哈薩克斯坦第一大貿易夥伴。
中哈兩國在經貿合作領域進行了許多
新嘗試。2012 年，兩國共同建設的霍爾果
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正式投入運營，這是
中國與其他國家為數不多的國際邊境合作
中心之一；中國一些省份嘗試開通過境哈
薩克斯坦的歐亞貨運線路；陝西、新疆等
地正籌建旨在推動與哈薩克斯坦等國合作
的自由貿易區，以推動兩國貿易便利化。
能源合作是中哈兩國合作的重點領域
之一，雙方合作勘探和開發石油、天然
氣、鈾礦等資源，共同修建原油管道和天
然氣管道。
雙方也在基礎設施建設、交通、加工
業以及電力等領域全面展開合作，並致力
於推動互聯互通、高科技、新能源、農業
等領域的合作取得新突破。

■習近平於 7 日訪問哈薩克斯坦
日訪問哈薩克斯坦。
。圖為
2013 年習近平訪哈
年習近平訪哈，
， 納扎爾巴耶夫為
其舉行隆重歡迎儀式。
其舉行隆重歡迎儀式
。
資料圖片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自 1938 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GillmanHondaHouston.com
(US 59 South @ Beltway 8)

2015 Honda Accord E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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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表示

改善兩岸關係 美日歐都支持

（綜合報導）總統馬英九表示，
改善兩岸關係過程，很欣慰美國、歐
盟、日本及其他國家 「都支持我們改
善關係」，也使得台灣跟大陸改善關
係後，跟美國、歐盟與日本的關係也
改善了。
總統下午在總統府接見歐洲議會

友台小組核心成員訪華團，談到兩岸
關係時表示，他上任 7 年來，兩岸簽
署 21 項協議，雙方主管兩岸事務的官
員不但會面 3 次，還彼此互稱官銜，
都是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事情。
他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上
任前就明白表示，會在九二共識、一

中各表基礎上，跟大陸和平發展。
總統表示，大家都注意到大陸觀
光客來台灣的很多，去年已有 394 萬
人次，累積超過 1400 萬人次；大陸學
生來台方面，他上任時只有 800 多人
，現在有 3 萬 2000 人，成長了約 40 倍
，這個做法一部分受到德國和法國在

二次戰後大量交換學生的政策影響。
總統說，在這個過程中很欣慰得
到美國、歐盟、日本及其他國家 「都
支持我們改善關係」，也使得台灣跟
大陸改善關係後，跟美國、歐盟與日
本的關係也改善了。
另外，他表示，有一個領域是大

家比較少注意的，就是兩岸簽署共同
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後，對改善
台灣的治安有很大幫助。
馬總統說，希望未來兩岸能夠在
這些領域繼續合作，不但能夠創造和
平跟繁榮，也能給兩岸社會帶來穩定
與安定。

（綜合報導）民進黨持續協調
立委艱困選區徵召，今天選對會台
北市協調小組勸進前立法委員姚立
明出征台北市信義松山區立委，但
姚立明拒絕，並明確表態支持前國
民黨台北市議員楊實秋。
不過，民進黨內人士認為，台
北市信義松山區，先前有民進黨市
議員許淑華、洪健益、張茂楠表態
爭取參選立委，如果不提自己人，
卻去支持一個落選的國民黨市議員
，基層反彈很大，民進黨的選票也
不會轉移到楊實秋身上。
民進黨台北市立委協調小組今
天與不分區立委李應元、前立委余
天、姚立明分別會談，徵詢他們投

入台北市區域立委選舉的意願。
姚立明今天受訪時說，民進黨
希望他出來參選立委， 「選區可以
再商量」，姚立明當場拒絕，並表
態他支持楊實秋參選信義松山區。
姚立明說，他也支持醫師潘建
志參選北市中山松山區，並與民進
黨的梁文傑民調， 「民調誰贏，我
都支持」。
姚立明並說，他支持柯文哲競
選總部組織部顧問劉坤鱧參選新北
市中和立委，支持 「無殼蝸牛運動
」發起人李幸長參選新北市永和，
另外還有其他選區也有人尋求他支
持；他希望，在野聯盟的選票極大
化，讓國民黨的席次極小化。

男子拾11 元硬幣大小雞蛋 欲申健力士
男子拾

跳行 數千公里

在雲南昆明，王鄭和先生近日拾到一枚僅有 1
元 人 民 幣 硬 幣 大 小 、 重 量 僅 7.53 克 的 “ 袖 珍 雞
蛋”，相當於普通雞蛋的 1/7。王鄭和表示，想申
報健力士世界紀錄。
王鄭和說：“五一假期，我和妻兒到開遠妻子
老家，早上聽到雞叫後，便去雞窩裡撿蛋，沒想到
卻是枚小的。在場的人都覺得有些奇怪，因為母雞
是三四斤重的土雞，平時下的蛋也不小，這次怎麼就
下了枚這麼小的蛋。”王鄭和將這枚小雞蛋帶回昆
明，“這枚雞蛋還是紅皮的，我想申報健力士世界紀
錄。”
雲南野生動物園動物專家唐陽春分析說：“這
枚蛋可能是在輸卵管裡形成時，沒有蛋黃，只有蛋
白，因此就成小蛋了。也有可能是母雞產蛋過程中
受刺激所致。”
■ 雲南網

早上 5 點 40 分，東方微明，湖南常寧市柏坊鎮袁益村一

片靜謐。15 歲的單腿男孩李成，已經開始沿着崎嶇的山路，
用他僅有的左腿向前“跳”行，一步、二步、三步…… 兩歲

“你有決心讀完嗎？”“有，請校長相信
我！”這是 2013 年 9 月 1 日，常寧市柏
坊鎮中學校長譚國新和李成的第一次對話。對於
這個“特殊”的學生，譚國新起初有着太多的擔
心與猶豫，可李成急切的求學之心和無比堅毅的
眼神，讓譚校長決定讓他試試。
零缺課、零遲到是李成的出勤紀錄。對李成
這樣獨腿“跳”着去上學的少年，背後要付出的
艱辛可想而知。
李成的家離學校單程有三公里，為了準時趕

沈呂巡雙橡園宴請僑務諮委顧問

沈呂巡雙橡園宴請僑務諮委顧問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
（右 5）5 日晚間於雙橡園宴請新任及續任的僑務諮詢委員及
顧問，
顧問
，並代僑委會頒發聘書
並代僑委會頒發聘書。（
。（中央社
中央社）
）

軍的 「夏張會」，以及兩岸兩
會第 11 次高層會談，何時舉行
？
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
周繼祥今天對此表示，雙方
「
都在積極準備中」。
至於時間是否與 「夏張會
」連動？他回應，兩者不會撞
在一起， 「會等他們（夏張會
）先談」，等政策比較明確後
，再來舉行比較好， 「合理推

斷」這次會談應將在 「夏張會
」後。
周繼祥也說，兩岸兩會第
11 次高層會談中，簽署租稅協
議的可能性很高，雙方在原則
性上已有共識，現在就看台灣
社會反應、台商的看法。
他說，今年農曆春節就租
稅協議對台商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台商支持度頗高，看
來國內對這個議題的阻力不會
太大。
夏立言上午在立法院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與大陸一直
在協商 「夏張會」的時間，現
在還不確定，但希望儘快安排
在 5 月中旬舉行。

外界問到，為何沒寄連署信給黨主席朱
立倫和總統馬英九，卻寄給立法院長王金平
？楊志良回答，王金平還沒說要參選總統，
如果成了競爭對手，他當然不方便寄，總統
跟黨主席要照顧所有人，他也不方便寄。
他透露，已經有屬意的副手人選，如果
取得參選資格，就會公佈。
此外，對於黨內初選時，領表必須繳交
的新台幣 200 萬元保證金，楊志良自掏腰包，幾
乎是當衛生署長 1 年不吃不喝的薪水，還要想辦
法籌措 500 萬元的作業金，是很大的難題，他反
對用財力取得資格的提名制度，希望下屆選舉能
夠取消。
楊志良今天是在出席台灣全癌症病友連線活
動，做以上表示。他並說，4 月 15 日決定參選總
統，女兒很支持，也是女兒說服原本反對的祖母
、母親等 2 位楊家女性長輩。

真正傾聽台灣人民聲音
（綜合報導）民進黨發言人
鄭運鵬今天說，中方因不了解台
灣民意而對民進黨進行不友善的
批評，應當跳脫國共思維，真正
傾聽台灣人民聲音，不作徒勞無
益、也不利於兩岸和平穩定與發
展的舉措。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4 日
在北京會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後
，中台辦 「負責人」5 日接受中

共黨媒人民日報、大
陸官方新華社記者聯
訪，被問及民進黨與
台獨勢力抹黑朱立倫
訪陸和國共兩黨互動

成果。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昨
天表示，民主進步黨堅持 「一邊
一國」分裂立場、阻撓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如何能維持兩岸現狀
、保持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鄭運鵬今天受訪指出，民進
黨將致力維繫兩岸的和平與穩定
，保有台灣的民主價值與未來的
自主性。黨主席蔡英文提出的

「維 持 兩 岸 現 狀 」 主 張 ， 有
74.1％民眾支持，顯示這符合台
灣人民的期待。
鄭運鵬說，國民黨主席朱立
倫此行的一些言行，引發國人諸
多質疑和憂慮，民進黨再次呼籲
朱立倫應該要說明清楚，以澄清
疑慮。
他說，中方因不了解台灣民
意而對民進黨進行不友善的批評
，民進黨再次呼籲，應當跳脫國
共思維，真正傾聽台灣人民的聲
音，不作徒勞無益、也不利於兩
岸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的舉措。

■中新網

到學校，他必須每天早上 5 點 40 分就從家裡出
發。幾年求學路，他至少“跳”行了 3,000 公
里。遇上下雨天，他打傘不方便，便只能任由雨
水拍打。下雪天路滑，他便小心翼翼的跳一步歇
一下，摔倒了掙扎爬起來繼續往前“跳”。
李成的獨立與自強，讓班主任鄭老師欣慰的
同時特別心疼。但李成反而安慰鄭老師：“沒關
係，我早就習慣了。農村孩子沒那麼嬌氣！”

兩歲遇車禍 不幸失右腿
李成兩歲時，媽媽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
沒多久，他便因車禍，失去右腿。為了一家的生

計，父親長期在外幹苦力，一年也只有近 2 萬元
人民幣的收入。李成只能與70歲高齡的奶奶相依
為命。
他 7 歲便學會踩着凳子自己做飯，自己洗衣
服，給生病的奶奶端水餵藥。
李成的樂觀與堅強，讓一些同學從最初的憐
憫變成由衷的敬佩，繼而彼此成為好夥伴。他的
同學呂子豪說，李成的生活雖然艱苦，但他十分
自信樂觀，從未有過任何抱怨。
中考即近，李成表示，已經決定去常寧市職
業高中學習計算機維修，“這樣可以早點讓奶奶
和爸爸輕鬆些！”

巴士司機關愛準媽媽 送自製識別徽章
“母親節”即將到來之際，河南鄭州巴
士司機王健為準媽媽們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禮
物——“準媽媽徽章”， 希望準媽媽們戴着
它，在巴士或公共場所會享受到更多關注和
關愛。
“剛懷孕的‘準媽媽’們由於體形與普
通人沒有什麼區別，很難引起他人的關注，
而且大多數低月齡孕婦也羞於啟齒，乘坐巴
士、排隊等沒有享受到應有的照顧。以前在
行車過程中，經常有乘客遇到肚子微凸的年
輕女士，總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讓座。怕的就
是表錯意，人家沒懷孕自己卻讓了座就特別
尷尬，我的妻子今年也剛剛懷孕，因為懷孕
之初身體還沒有發生變化，沒有得到應有的
3照顧，所以我就自己親手製作了 200 枚『準

文匯財經

媽媽徽章』在巴士上免費發放，使準媽媽在
乘坐巴士時得到應有的關愛。”王健說。
■ 記者 高攀、通訊員 楊超群 鄭州報道

警托傷者
一拉水果的貨車日前因煞車失靈衝進雲南通建高速
自救匝道，車頭嚴重變形，兩名駕駛員被卡駕駛室，
一人半身懸空，血流不止。現場救援力量有限，雲南
■責任編輯：侯 瑜紅河交警倪海庭為減少傷者疼痛，用身體托起傷員，
2015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直至3小時後傷者獲救。
■ 央視新聞

中國經濟

咳到子宮跌出體外 八旬婦受煎熬五年
5 日，在四川成都 363 醫院婦產科的病房裡，
87歲老太太在病床上露出了笑容，因為讓她備受煎
熬 5 年的疾病通過手術得到治療。據 363 醫院婦產
科主任王雪英介紹，老太太患有子宮重度脫垂，站
立咳嗽時子宮都會從體內掉出來，讓她行動不便，
小便困難。
據老太太的四女兒連女士介紹，她的媽媽在82
歲時便被查出有此病，當時她們在老家重慶的一家
醫院治療，手術當天，醫生突然告訴家屬不能為老
太太做手術，因為她的年齡太大，怕麻醉過不了會
有生命危險，建議家屬保守治療。
然而，去年老太太的病情惡化，影響到日常生
活，臥病在床一年。今年 4 月 27 日，王雪英作為主
刀醫生為老太太做了子宮切除術和骶骨懸掉，整個
手術持續1個多小時後成功。
■ 四川新聞網

出版22
出版
22載工具書網絡爆紅
載工具書網絡爆紅

■ 巴士司機王健
和他製作的“
和他製作的
“準媽
媽徽章”。
媽徽章
”。
河南傳真

一本出版了 22 年、定價 3.95 元人民幣的書籍
《續編寫信不求人》近日在網上爆紅。該書內容是
教授如何寫信，內容包括寫情書、勸解、借條、致
歉等。這本書的特別之處在於遣詞造句十分唯美，
頗有文藝範兒。有網友看後留言：“詞句太美，竟
不知不覺就聲情並茂地讀了出來。”
該微博由網友“張高興兒”發出，並配發了9張
圖片，其中包括書籍的封面、內容例句。微博一經
發出，即刻引發網友跟風拜讀，並紛紛向博主留言
稱讚。網友“對不起我是個 NPC”就感歎：“讀到
了那個年代的質樸真誠！”
美南版
■ 記者 楊毅

傳銀監取消存貸比

楊志良臉書拚連署
盼改變初選門檻

民進黨籲中方：

中華民國對聖露西亞地方建設援助計畫於當地時間 4 日上午舉行捐贈儀
式，由中華民國駐露國大使章計平
由中華民國駐露國大使章計平（
（右）與露國總理安東尼共同主持
與露國總理安東尼共同主持。
。
（中央社
中央社）
）

美南版

■ 零缺課、零遲到是李
成的出勤紀錄。網上圖片

課或遲到。

（綜合報導）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參加國民黨
內總統初選，須在 16 日前完成 1 萬 5000 人連署，
目前用臉書拚人數，今天他希望宋楚瑜不要獨立
參選，以免國民黨分裂。
楊志良被關切黨內初選連署進度，他說，每
天都打電話爭取支持，有人反應熱烈，有人冷淡
，沒有人酸他，表示他做人沒那麼失敗；他也用
臉書連署，有別於過去國民黨慣例的紙本連署，
國民黨要老店新開，需要更多活力。

中華民國助聖露西亞地方建設計畫

■責任編輯：侯 瑜 2015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單腿少年求學

■ 從四年級起
從四年級起，
，李成就
單腿“
單腿
“ 跳 ” 着求學
着求學，
，風
雨無阻。
雨無阻
。
網上圖片

（中央社）海基會副董事
長周繼祥今天表示，兩岸兩會
第 11 次會談 「合理推斷」可能
將在陸委會主委夏立言與大陸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 「夏張會
」後舉行。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與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 「朱習會
」4 日落幕，外界關注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主委夏立言與大陸國
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

法國東南部科技大城格瑞諾布卡諾高分子學院當地時間 5 日舉辦 「高分
子生物材料國際產業論壇」
子生物材料國際產業論壇
」 ， 中華民國駐法國代表呂慶龍發表專題演
講時，
講時
，強力行銷台灣
強力行銷台灣，
，獲得滿堂采
獲得滿堂采。（
。（中央社
中央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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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敗，從四年級起，他單腿“跳”着求學，風雨無阻，從未缺

兩岸兩會 11 次會談
可能在夏張會後

呂慶龍法國產業論壇強力行銷台灣

中國新聞

時，李成因車禍失去右腿。但這位堅強的少年沒有被不幸打

民進黨勸進選立委
姚立明拒絕

另外，與會人
士透露，李應元被
詢及是否願意投入
台北市萬華中正區
立委選舉，李應元
則說，希望黨內先
徵詢曾在這區選過
立委的段宜康、郭
正亮意願，如果黨
真的需要他，他也
不排斥。
不過，據了解，郭正亮先前就
曾向黨內人士表態，沒有意願參選
立委。
余天被詢及是否願意投入台北
市立委選舉，余天則認為，他的角
色可以做 「全國輔選」的角色，如
果是放在單一區域立委選舉，他就
跑不開，就全國輔選的功能來說，
有點可惜了。
余天並說，如果黨希望他投入
區域立委選舉，能否先做一些民調
，讓他有參考依據來做決定。
與會人士認為，余天還是傾向
爭取不分區立委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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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銀監會已將取消存貸比這一單獨的修改意見應急上
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實施 20 年的《商業銀行法》將迎來首次大面
積的修訂，銀監會爭取今年底出台建議稿，並已將取消存貸比的修改
意見上報到國務院法制辦。不過，有分析員認為，取消存貸比並非直
接對內銀利好，要視乎各行的內部監控，否則或會令不良貸款情況惡
化。
據《財新網》報道，目前銀監會已成立《商業銀行法》修訂小組，
由銀監會法規部牽頭，並抽調部分商業銀行人士，於 4 月初開始工作。
銀監會將用一年時間推進《商業銀行法》的修訂，爭取今年底出建議
稿。該小組正就《商業銀行法》可修改的地方進行調研和全面的論證，
目前還在進行徵求修改意見、收錄修改意見、進行必要的監管條例比對
等基礎工作。

在修改意見中，業界呼聲最高的一條是取消存貸比。據權威渠道的
消息指，銀監會已將取消存貸比這一單獨的修改意見，應急上報到國務
院法制辦，由國務院法制辦審過後，再報給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進行審
議，表述將類似“符合監管要求的存貸比例”，不再剛性界定為75%，
但存貸比仍將作為一項重要的監測指標。
有監管機構中層指出，存貸比、過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合意貸款規
模等“硬槓桿”，嚴重約束商業銀行的自主經營能力。隨着利率市場化
和資本項下開放，中國銀行業需要參與到國際規則中去。
《商業銀行法》於 1995 年頒布實施，並於 2003 年進行修訂。20 年
來，金融業從業態到經營模式等都發生劇變。消息人士表示，2003年是
小手術，這次又做具體條款的微調，將來肯定有大面積的修改。

央企傳可自主投資境外衍生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央企在境外曾因衍生品出

現巨虧，被國資委勒令採取事前備案核准
制。不過近日情況將有改變，路透 6 日引述多
位了解情況的消息人士透露，國資委近日下
發通知，取消了中央企業境外商品衍生業務
的核准事項，將業務自主權下放給央企董事
會，意味着目前國資委轄下的 112 家央企將
獲投資境外衍生交易自主權。

消息人士引述該文件指出，國務院國資委已決定取
消央企境外商品衍生業務的核准事項，由央企董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銀行 6 日公
布，匯豐4月份中國服務業採購經理人
指數(PMI)升至 52.9，3 月份該指數為
52.3，表明中國服務業處擴張區間。
Markit 經 濟 學 家 Annabel Fiddes
在聲明中表示，中國服務業第二季度
開局良好，活動指數與新訂單雙雙於4
月穩定上升，但是製造業部門疲軟使
得 4 月份整體商業活動擴張緩慢，綜
合產出指數升速為三個月以來最慢。
他還稱，製造業削減用工也抵消
了服務業用工溫和增長的提振作用。
數據顯示，雖然近期推出了降息降準
措施，但需要採取更多刺激措施來確
保經濟增速不會在第一季度增長7%的
基礎上繼續下滑。

互聯網寶寶產品規模跌10%

事會或有關決策機構負責對本企業金融衍生業務進行
決策核准，而企業境外商品衍生業務所需外匯額度由
國資委向外匯局出具支持函。

■ 國資委近日下發
通知，
通知
， 取消了中央
企業境外商品衍生
業務的核准事項。
業務的核准事項
。
網上圖片

監管變為事中監控事後檢查
消息人士並表示，自 2011 年起，國資委對央企金
融衍生業務建立了臨時監管機制，開始實行備案管
理，監管方式為事前核准，此次通知即已取消該機
制，變為事中監控和事後檢查，各央企繼續按季度向
國資委報送金融衍生業務報表。目前國資委監管112家
中央企業。
消息人士亦指出，此舉亦是國務院簡政放權的工
作要求，而國資委考慮到多數央企已建立了規範的董
事會，境外衍生業務也開展得較規範、運行總體穩
健，故取消核准事項。
據指，國資委文件要求各央企要高度重視金融衍

服務業PMI顯次季開局佳

生業務管理工作，嚴格遵循套保原則，審慎開展金融
衍生業務。由央企董事會或類似決策機構對金融衍生
業務交易策略、品種、工具、規模、期限及風控水
平、專業能力、業務權限、止損機制、風險報告路徑
等進行嚴格審核把關。
金融衍生業務具有槓桿高、風險大等特點，一旦操
作或管理不當將導致大額損失。如2004年中國航油（新
加坡）5.5 億美元巨虧，2008 年中信泰富外匯買賣合約

巨虧逾 140 億港元，東方航空、中國國航航油套保損
失，中國遠洋遠期運費協議(FFA)損失等。2009 年年
底，國資委副主任李偉曾披露，截至 2008 年 10 月底，
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產品業務浮虧114億元人民幣。
2009 年和 2011 年國務院分別發文，規定央企從事
境外期貨、期權、遠期、掉期等金融衍生業務應當嚴
守套期保值原則，完善風險管理規定，禁止投機行
為，並需上報國資委備案或核准。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6 日
發表文章稱，一季度互聯網寶寶產品
規模下降近 10%，唯有餘額寶規模不
降反升。在貨幣政策延續定向寬鬆、
股市行情繼續火爆的背景下，寶寶軍
團的規模或將繼續縮水。
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互聯
網寶寶規模呈上升趨勢，截至2014年9
月 30 日，互聯網寶寶規模為 15,638.93
億元（人民幣，下同），達到歷史最高
峰。不過，自去年四季度開始寶寶規模
逐漸下降，2015 年一季度末規模為
13,603.34 億元，較去年四季度末減少
1,478.13億元，降幅達到9.8%。

文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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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顏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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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聞 1

美南版

懷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今天早上以三
軍統帥身分視導漢光 31 號演習電腦兵棋推
演。他期許國人面對中共未曾放棄武力威
脅，仍要提高警覺，對軍中頻傳風紀事件
，他期勉國軍誠實面對、虛心檢討。
馬總統今天早上 10 時 12 分乘坐大福特
車進入國防部，約在 11 時 40 分直接從衡山
指揮所離開，視導過程歷時約 90 分鐘。
馬總統今早由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
國安會秘書長高華柱、國防部長高廣圻等
人陪同，前往國防部聯合作戰演訓中心及
衡山指揮所，聽取戰場簡報。
馬總統並透過視訊方式，由各戰略執
行單位報告演習概況，瞭解國軍部隊戰備
演練情形，同時頒贈加菜金，對官兵秉持
積極、務實態度投入防衛作戰演練，表達
肯定與嘉勉。
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轉述，馬總統指
出，今年漢光 31 號電腦輔助指揮所演習採
連續 5 日、晝夜不間斷方式實施推演，在
想 定 規 劃 上 ， 將 「不 對 稱 作 戰 戰 力 」 、
「新興武器裝備」及 「資電網路攻防」等

咪級黃婉君（Rosanne）及馬詩慧齊出席鞋履品牌活動，Kathy 跟 Ella 分別踩四吋及兩

■陳嘉
容感情
暫未有
着落。

■黃婉
君育有
兩子仍
保養得
宜。

吋半高跟鞋亮相。Kathy 挺巨肚現身時，旁人都為她緊張，不過她指自己其實到活動場
地才換上高跟鞋，Ella 則表示懷孕後犧牲最大的是不能穿高跟鞋，令她好感不自在。

持運動量，會去游水及做瑜伽
持運動量，
會去游水及做瑜伽。
。她指胎兒照了是男
嬰，本身她好想生女將來可以跟她做好朋友
本身她好想生女將來可以跟她做好朋友，
，不過男
仔都開心，
仔都開心
，第一刻告知老公時
第一刻告知老公時，
，他都感動得眼濕濕
他都感動得眼濕濕。
。
她亦指在拍拖時經常與老公討論將來孩子的名字，
她亦指在拍拖時經常與老公討論將來孩子的名字
，不
過暫時只會叫乳名 BB
BB。
。Ella 喜歡女兒會否再多追個
女？她帶笑說
她帶笑說：“
：“我都想多生幾個
我都想多生幾個，
，覺得大家庭會開
心一點，
心一點
，不過以我的歲數最多只能生三個
不過以我的歲數最多只能生三個，
，都是隨緣
啦！”

向靚媽周汶錡取經
Ella 透露懷孕初期試過暈倒
透露懷孕初期試過暈倒，
，但一直也沒嘔吐
但一直也沒嘔吐，
，
現在穩定了也沒感到不適，
現在穩定了也沒感到不適
，只是經常怕忘記懷孕會太
大動作弄傷自己。
大動作弄傷自己
。至於朋友待她很好
至於朋友待她很好，
，每個都爭着介
紹食譜又給她意見，
紹食譜又給她意見
，不過另一方面似是全天候被人監
控着，
控着
，媽咪
媽咪、
、奶奶及老公倒沒給她這麼大壓力
奶奶及老公倒沒給她這麼大壓力。
。Ella
懷這胎沒有腳腫，
懷這胎沒有腳腫
，反之是臉腫和整個人腫
反之是臉腫和整個人腫，
，有時會覺
得自己好醜。
得自己好醜
。笑指媽咪懷男孩會變醜
笑指媽咪懷男孩會變醜，
，她即反問
她即反問：
：
“真的嗎
真的嗎？
？可否還原
可否還原？
？不過我已豁出去
不過我已豁出去，
，為了 BB 醜
十個月，
十個月
，沒所謂啦
沒所謂啦！”
！”Ella
Ella6
6 日看到 Kathy 懷孕長胎
不長肉，
不長肉
，也大讚她得天獨厚
也大讚她得天獨厚，
，正有意思向她請教食療

秘方。
秘方
。
Kathy 的預產期在六月底七月初
的預產期在六月底七月初，
，故已經預定了
兩、三天剖腹生產
三天剖腹生產，
，會視乎胎兒情況摘日開刀
會視乎胎兒情況摘日開刀，
，下周
便再去檢查胎兒是否已倒轉頭。
便再去檢查胎兒是否已倒轉頭
。Kathy 坦言心情開始
變得緊張，
變得緊張
， 因為 BB 愈來愈大
愈來愈大，
， 活動空間也愈來愈
小，在肚裡邊郁動得更明顯
在肚裡邊郁動得更明顯，
，感覺似要爬出來一般
感覺似要爬出來一般，
，
所以下月開始自己會少點外出在家安胎。
所以下月開始自己會少點外出在家安胎
。老公會陪入
產房嗎？
產房嗎
？她笑說
她笑說：“
：“一定要啦
一定要啦，
，但不會給他剪臍帶
但不會給他剪臍帶，
，
我一個人在醫院會很寂寞，
我一個人在醫院會很寂寞
，還要他來陪睡
還要他來陪睡，
，畢竟生小
孩很偉大，
孩很偉大
，當然要他來陪完全程
當然要他來陪完全程。”
。”生產後會否餵哺
生產後會否餵哺
母乳？
母乳
？她表示要看到時狀況才決定
她表示要看到時狀況才決定。
。

黃婉君不想再生
Rosanne 育有兩子仍保養得宜
育有兩子仍保養得宜，
，她表示主要一直
有去游水及做瑜伽，且照顧小孩經常要跑來跑去
有去游水及做瑜伽，
且照顧小孩經常要跑來跑去，
，不
過她都讚老公一樣有勤做運動，
過她都讚老公一樣有勤做運動
，最近又有去扒龍舟
keep fit。
fit。母親節將至
母親節將至，
，Rosanne 指今年母親節應過得
很特別，
很特別
，因兩個兒子都懂做小手工
因兩個兒子都懂做小手工，
，三父子近日常躲
在房中努力，
在房中努力
，她也期望在母親節能收到禮物
她也期望在母親節能收到禮物。
。會否計
劃再追女兒？
劃再追女兒
？她表示未有這樣的想法
她表示未有這樣的想法，
，因之前兩個
兒子也是以母乳餵哺，
兒子也是以母乳餵哺
，再生第三個時未知能否應付
得到。
得到
。

馬杯”獎。
電影投資超過半億人民幣，目前不少國家
都爭相收購版權，身為老闆的 Marie 對票房充
滿信心，而電影今年會在聖誕節檔期於內地上
映，作為母親的 Marie 看過片中的親子戲份都
不禁感動落淚。Marie 欣賞《藏羚王》導演劉宇
軍的堅持，花了長達十年的心血，以最原始的
手繪方式，一筆一點的在紙上呈現出片中每一
個動作及風光，同時亦計劃開拍第二集，Marie
更會應邀參與導演的工作，繼出任電影製片人
後另一個挑戰，令她非常期待。

闊別逾5年再開金口

■諸葛紫岐獲邀擔任“國際生態保護基金會”
的愛心大使。

記者會上，Marie 獲邀擔任“國際生態保護
基金會”的愛心大使並獻唱《藏羚王》主題曲
《離太陽最近的地方》。Marie 闊別樂壇超過 5
年再開金口，見她全程都表現淡定，原來為了
這首歌下了不少苦功，苦練了個多月！原來這
首歌連其老公都未曾欣賞，因之前各有各忙，
反而兒子在家中聽過她練歌，成為她第一位歌

伍佰號召 50 多人回鄉拍 MV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是台灣搖滾歌手伍佰出
道 25 周年，日前推出的最新單曲《光和熱》正
是要獻給歌迷，感謝歌迷長期以來的支持。《光
和熱》MV 的劇本全由伍佰發想，MV 一開始，
伍佰站在海邊，手上拿着稻穗，一躍而起將稻穗
撒向天際，隨後出現 10 位年輕的農夫在耕作，
接着伍佰一身黑色勁裝，戴着黑色安全帽，騎着
黑色電單車，身邊有 9 位騎着電單車且全身黑皮
衣的年輕人，原來他們都是獨立樂團的鼓手，包
括“八十八顆芭樂籽”東佑、“那我懂你意思
了”大爆、“南瓜妮歌迷俱樂部”一根、
“Trash” 金魁剛、“非人物種”阿來、“隨性
樂團”趴趴、“嘴哥樂團”小安、“鐵支樂團”
曉剛、Zack 等。到了歌曲的中段，10 位農夫變

身為現代舞者，9 個鼓手加上 China Blue 的鼓手
Dino，10 套鼓齊打，聲勢浩大，與跳現代舞的舞
者雙方對峙，像是在農地間大玩 Battle，伍佰&
China Blue 則在兩方人馬的中間賣力演唱，現場
氣氛熱血沸騰！
這支 MV 堪稱伍佰出道以來最大陣仗的製
作，為了真實呈現濃濃的土地情感，伍佰捨棄比
較近的台灣北部場景，把 50 幾個人的拍攝團隊全
部帶到他的故鄉嘉義，包含 30 位工作人員、10 位
Dancers、9 位鼓手，以及伍佰& China Blue 共 50
幾人，大隊於凌晨 2 時 30 分從台北出發，大伙一
夜沒睡，9 個鼓手到了中午，才頂着大太陽拍了
第一個鏡頭，而且是快速地從樹林中跑出來的鏡
頭，沒想到效果異常的好，眾人笑說：“感覺好

■兩位準媽咪周汶錡
兩位準媽咪周汶錡((左)與官恩娜分別
腳踏四吋及兩吋半高跟鞋亮相。
腳踏四吋及兩吋半高跟鞋亮相
。

︽苦幹︾重慶首映
奧斯卡獲獎紀錄片

《藏羚王》頻獲獎
諸葛紫岐擬執導演筒
香港文匯報訊 諸葛紫岐（Marie）6 日於北
京出席電影《藏羚王》活動，這是她成立“星
韜國際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後第二項電影投
資。《藏羚王》是中國第一部以瀕臨絕種動物
藏羚羊為主角的原生態動畫電影，未上映已獲
獎無數，先導片奪得美國第 44 屆休斯頓國際電
影節金獎，電影版獲得中國首屆動畫電影“天

■諸葛紫岐獻唱《藏羚王》
主題曲。
迷。
獲邀為 “國際生態保護基金會”愛心大使
的 Marie，在委任狀上亦顯示了她的西藏名字
“央堅卓瑪”，翻譯中文為“妙音天女”，其
中一個使命是要到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一睹
藏羚羊的風采，目前全世界只餘下不足 7 萬隻
藏羚羊，就算是冒高山症的風險，Marie 認為
都是值得的，為提倡保護動物，她亦會戒穿皮
草等以動物製成的衣物。

■《光和熱》MV的劇本全由伍佰發想。

像在拍《飢餓遊戲》。”整支MV共出動了4台攝
影機拍攝，還有一台大型的空拍攝影機，加上 10
台電單車、10 套鼓等費用，總預算 100 萬台幣。
拍完收工後，伍佰對拍攝的成果非常滿意，又拉
着大隊人馬，包下他最愛吃的海鮮餐廳，自掏腰
包請大家吃東石最新鮮的海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
慶報道）反映中國人民頑強不屈抗
戰精神的奧斯卡獲獎彩色紀錄片
《苦幹》，5 日在重慶中國三峽博
物館舉行了“回歸”後的首映。
《苦幹》由美籍華人李靈愛策
劃並出資，美國人雷伊．斯科特攝
製，全長85分鐘，其中有17分鐘時
間完整記錄了 1940 年 8 月 19 日、20
日，侵華日軍飛機對重慶主城實施
狂轟濫炸的全過程。從去年 7 月開
始，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
中心與影片所有方談判 9 個月，終
於在今年 4 月 3 日將《苦幹》引進國
內。
作為《苦幹》正式回到中國之
後，首位觀看到該片的外國人，英
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
．米德表示，《苦幹》真實地再現
了戰時的重慶，及重慶大轟炸下普
通民眾的生活，將對中國抗戰社會文化歷史的研究
提供重要參考，影片也印證了他在《中國，被遺忘
的盟友》中所強調的觀點——中國對於世界反法西
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全世界應該對中國在二戰
中的地位作用予以公正的評價。
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張瑾也在觀影後表
示，遭受日軍狂轟濫炸的重慶已成一片廢墟，但普
通市民的精神並沒有被炸垮，仍冷靜地在廢墟中翻
找有用的物資，繼續生活，他更說：“片子裡好幾
個鏡頭都讓我感動得落淚。”《苦幹》用白描式的
鏡頭揭露了日軍侵華的罪行，客觀地展現了飽受戰
爭摧殘的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意志。

■《苦幹》5日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舉行首映。

最大優惠

$29.99/月
英文 120 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29.99/月
˙永久免費 HD 高清頻道
（第一年）
香港翡翠電視 9 個頻道

納入驗證，對於提升防衛作戰效能而言，
將可獲致正面助益與收穫。
馬總統表示，自民國 50 年代迄今，國
人遠離戰爭、安居樂業，對戰爭的危機意
識日漸薄弱，馬總統引述 「司馬法」一書
中所提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面對中共未曾放棄武力犯台
的威脅，國人應提高警覺，不能有絲毫鬆
懈。
總統指出，國軍為達成 「防衛固守、
有效嚇阻」戰略指導，近年持續以 「創新
、不對稱」思維，積極推動建軍備戰工作
，運用可獲得國防資源，籌建可恃戰力，
打造固若磐石的國防武力。
馬總統表示，回顧中華民國國家發展
的每個階段，國軍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雖然國軍前一段時間肇生部分軍紀案件
，導致社會的嚴厲批評，對於各界的鞭策
，總統期許國軍秉持 「誠實面對、虛心檢
討、全面改革」的態度，化為進步動力，
持續精進。

馬總統視導漢光兵推
車隊進入國防部
（中央社）國防部從 4 日起進行連續 5
天的漢光 31 號演習電腦兵棋推演，總統馬
英九今天早上以三軍統帥身分視導漢光電

腦兵推。馬總統在 10 時 12 分乘坐大福特車
，進入國防部視導漢光 31 號演習兵棋推演
。

馬總統接見布國訪華團

總統馬英九（中）6 日在總統府接見布吉納法索國家過渡委員會訪
總統馬英九（
華團，
華團
，布國 1 位隨行人員拿起 iPad 紀錄重要的時刻
紀錄重要的時刻。（
。（中央社
中央社）
）

8
$127.94

149.95

總統馬英九 6 日至國防部視導漢光電腦兵推
日至國防部視導漢光電腦兵推，
，上午 10 時許
時許，
，總統座車抵達國防
部。（
。（中央社
中央社）
）

國民黨文傳會表示
美聯社錯誤報導確實已撤下
（中央社）國民黨今天表示
，美聯社記者錯誤報導國民黨主
席朱立倫 「重申支持與中國大陸
終極統一」，經抗議後，確實已
撤下報導。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中
共總書記習近平 5 月 4 日在北京會
面，美聯社記者 Christopher Bodeen 報導，朱立倫 「重申支持與
中國大陸終極統一」。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兼發言
人楊偉中今天表示，該報導內容
嚴重錯誤，經表達強烈抗議後，
美聯社確實已撤下錯誤的原報導
；美聯社之後發出的朱習會相關
報導，無論是標題及內文均與原
稿大幅不同，並非修正原稿，請
外界瞭解事實，並期盼勿繼續錯
誤引用。
楊偉中表示，美聯社起初所

（中央社）中國大陸學者王建民指 礙； 「審慎」則是因台灣內部政治鬥爭 台灣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
出， 「朱習會」後，兩岸因素不再是台 與政局變化。
台灣入亞投行 陸學者：機會剩半
灣加入亞投行的障礙，但由於台灣明年
行政院長毛治國曾在 4 月強調，爭 年王建民寫道， 「可以說， 『習朱會』
可能換黨執政，未來半年是台灣能否加 取加入亞投行的過程中，將在立法院監 後未來半年時間，國民黨執政期間，是
入亞投行的 「
機會之窗」。
督下維持台灣最大利益。王建民表示， 台灣能否確定加入亞投行的 『機會之窗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4 日在北京 這意味未來可能因綠營在立法院強烈抵 』。」
會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時，表達台灣希 制，導致台灣內部無法完成加入亞投行
台灣入亞投行 陸學者：機會剩半
望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的程序。
年至於台灣會用何種名稱與方式加入亞
的立場，習近平給予正面回應，表示對
他認為，如果台灣在 2016 年初總統 投行，王建民表示，這需要兩岸協商解
此 「
持歡迎態度」。
大選前無法完成加入程序，一旦政權出 決，他預計台灣最有可能以 「中華台北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現輪替，由不承認 「九二共識」的民主 」名稱加入。
王建民在 5 日刊出的網路評論文章中寫 進步黨上台執政，兩岸兩會協商中斷，
道， 「朱習會」對台灣加
入亞投行產生基本共識，
也是兩岸執政黨的共識，
但是對台灣加入亞投行而
言只能算 「
審慎樂觀」。
（中央社）國防部從 4 日起進行連續 5 天
馬總統在 10 時 12 分乘坐大福特車，進入
他指出， 「樂觀」在
的漢光
31
號演習電腦兵棋推演，總統馬英九
國防部視導漢光
31 號演習兵棋推演。馬總統
於大陸領導人表達歡迎態
今天早上以三軍統帥身分視導漢光電腦兵棋推
約在
11
時
40
分直接從衡山指揮所離開，整個
度，使兩岸因素不再是障
演。
過程歷時約 90 分鐘。

馬總統視導漢光兵推約90分鐘

凱
凱
44.99

馬總統視導漢光電腦兵推

發的報導標題為 「
Taiwan ruling
party leader affirms eventual 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during Beijing
meeting」，該報導完全子虛烏有
，不符事實，朱立倫從未有此主
張，此次訪問大陸也從未涉及統
一議題，經國民黨表達嚴正抗議
後，報導已撤下。
楊偉中說，美聯社之後另發
出 「
In China, Taiwanparty leader
urges more opportunity for island

to take part in world affairs」 報 導
，無論是標題及內文均與首篇報
導大幅不同，顯非原稿修正。
楊偉中強調，美聯社確實已
將錯誤報導撤下，目前不存在於
美聯社網頁上，然而在國民黨說
明事實後，部分媒體及政論節目
仍引用該錯誤報導，不實批評國
民黨及朱立倫，蓄意誤導民眾，
國民黨表示遺憾，並期盼外界能
停止扭曲，呈現事實。

台灣入亞投行 陸學者：機會剩半年

達
達 達凱旅遊
達凱旅遊

長城平台 22 個頻道
最新優惠 $14.99/月
台灣天王套裝 21 個頻道+TVBS $29.9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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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國軍部隊戰備演練情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準媽咪周汶錡（Kathy）與官恩娜（Ella）6 日跟媽

恩娜懷孕已三個多月，
，體重也暴升了十磅
體重也暴升了十磅，
，不
官恩娜懷孕已三個多月
過為了讓胎兒健康增長，
過為了讓胎兒健康增長
，她每星期有三天會保

2015 年 5 月 7 日

馬英九總統視導漢光兵推

周汶錡要老公陪入產房

■名模馬
詩慧亦有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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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NET

(713
713))774
774--1117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FAX: (713)774-1460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新推出

●韓國
韓國﹐
﹐
首爾﹐
首爾
﹐
雪岳山 7 天 299 元
●日本
日本﹐
﹐
東京﹐
東京
﹐
大阪浪漫 7 天團 199 元
●台灣
台灣﹐
﹐
明譚﹐
明譚
﹐
環島 8/9 天 249
249//299 元
●泰國
泰國﹐
﹐
曼谷﹐
曼谷
﹐
芭提雅 7 天 99 元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 元
●桂林﹐
龍勝﹐
陽朔六天 199 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 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 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 元(不包括機票)

$99
江南八日 $49
北京九日

全新

環球超值行程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
馬﹑
泰十一日$1399 元起
泰國風情六﹑
七日$799 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 元起

國際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E-Mail:shu_xj@msn.com http://www.jamesxu.com

◇公司成立、合伙協議 ◇商業訴訟、跨國追索

商 務 ◇商務合同、生意買賣 ◇民事糾紛、出庭辦案
訴 訟 ◇商標版權、專利申請 ◇勞資糾紛、雇用歧視
◇投資移民EB-5計劃

美國本地旅遊團
7 天遊(New 新)
＄368 元起（買二送一）
4 月 30 日之前付錢減$20 元
－－美西 4－10 天遊＄219 元起
－－美加東岸五﹑
六﹑
七﹑
八天遊
＄309 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 7 天遊
＄419 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 GDS 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 7 天遊
＄738 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 4 天三晚
＄299 元起（不包括機票）

總統馬英九（右）6 日在總統府接見歐洲議會友台小
總統馬英九（
組主席朗根（
組主席朗根
（Werner Langen）（
Langen）（左
左），
），並向他說明
並向他說明
兩岸關係的最新發展。（
兩岸關係的最新發展
。（中央社
中央社）
）

徐建勛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
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
拱門

馬總統接見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主席

移 民 ◇特殊人才綠卡申請
徐建勛 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華東政法學院碩士
德州及聯邦執照律師

喬遷新址

◇B-1 / B-2延長及轉身份
◇H / L / E簽證及綠卡申請

婚 姻 ◇各類離婚、監護案件 ◇婚姻財產協議及訴訟
家 庭 ◇遺囑信托及財務安排 ◇小孩哺育費追索償還

肖沃特 律師**
D. Showalter
(of Counsel)

三十年商業訴訟經驗
德州及最高法院執照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 **Licensed to Practice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