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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新包裝
全新上市

國王牌
大豆油

休斯頓公司：Premier Vegetable Oils
9290 Baythorne Dr. #B, Houston, TX 77041

聯系人：Andy 909-569-9792, Anne 909-569-9659

餐館用油餐館用油餐館用油 第一品牌第一品牌第一品牌
美國制造
衛生安全
更耐炸
更健康

King soy Bean Oil
New Packaging

King Oil
各大餐館
各大餐館

批發批發

食品行
食品行

均有銷售
均有銷售

4號出口

星期三星期三、、四四
9：00A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將開10:3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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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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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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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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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報紙 網站 三路出擊

每日早上七點
與早餐一同分享

www.scdaily.com

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美南國際電視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美南印刷廠
U.S.A. Printing

美南新聞電子報
http://www.scdaily.com

美南新年園遊會
Festivals & Events

休士頓黃頁
Houston Chinese

Yellow Pages

美南新聞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僑社地方新聞˙世界媒體聚集

星期三 2015年5月20日 Wednesday, May 20, 2015 星期三 2015年5月20日 Wednesday, May 20, 2015

中國旗袍會休斯頓分會眾佳麗與休斯頓中國旗袍會休斯頓分會眾佳麗與休斯頓FF區區
議員理查德阮合影議員理查德阮合影..

浙江同鄉會會長浙江同鄉會會長((二排左二二排左二))與眾理事與眾理事..

中國旗袍會休斯頓分會眾佳麗與浙江同鄉會會長中國旗袍會休斯頓分會眾佳麗與浙江同鄉會會長JeffJeff合影合影..

6月13日10點在王超廣場華美銀行二樓社區服務
中心舉辦企業家對話豐建偉醫生-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
心藏健康講座. 敬請大家告知您們周圍的朋友來一起分
享豐醫生多年的研究和臨床經驗心得。企業家的職責
是用有限的資源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從這一角度
去看，我個人認為每個人無論經營您的工作，還是經
營您的家庭，均稱得上是一位企業家。
演講主題：企業家對話豐建偉醫生-如何在壓力之下保
持心藏健康？
時間：6月13日10：00am -12:00pm
地址： 王朝二樓華美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聯系人：林起湧，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副會長，電話：
832-755-9667

企業家對話豐建偉醫生 講座
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心臟健康

(休斯頓/孫雯訊)5月16日
晚在珍寶樓舉辦的中國人活動
中心成立 20 週年晚宴上,吸引
了來自僑社幾十個社團,個人
參加同慶. 值得一提的是, 兩個
新興成立的華人社團在首次以
團體的形式出現亮相: 引領美
南旗袍熱, 剛成立不久的的中
國旗袍會休斯頓分會的眾佳麗
和將於5月24日同樣在珍寶樓
召開成立大會的浙江同鄉會的
會長理事一行. 愛文化,愛旗袍
的可以加入旗袍協會休斯頓分
會而浙江的父老鄉親也終於有
了自己的同鄉會. 浙江同鄉會
開幕大會將於 5 月 24 日周日 6
點珍寶樓二層盛大召開, 需要
購票與會的父老鄉親請聯繫張
立成, 電話 832 282 4822.

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2020週年慶週年慶 兩大華人新社團齊亮相兩大華人新社團齊亮相（本報訊）休斯敦古董拍賣行5月拍賣會將於21日周四下午6點舉行。
詳情請電：713-936-2265；832-251-6666；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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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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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最大優惠

8
149.95$127.94

44.99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第一年）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29.99/月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最新優惠

$29.99/月

$29.99/月

$14.99/月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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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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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當地
時間18日抵達巴西首都巴西利亞，正式展開拉美
四國首訪。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李克強
這次出訪拉美，將給當地帶來更大力度的經
濟支持。權威渠道消息，或有數十家中國
企業參加這次訪問期間舉行的中巴工商
活動，涉及金融、能源、基建、互聯網
和裝備製造領域，其中包括多家中字頭
企業和上市公司。

其中，金融機構包括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國

家開發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基建類包
括正進行合併的中國北車和中國南車，以及中國中鐵
旗下公司和多家中字頭的交通運輸、工程類企業；能
源類則有國家電網、中國核工業集團和國家核電技術
公司等。此外，還包括多家以“互聯網+”為代表的
中國新興行業代表，比如華為、中興通訊、奇虎
360、浪潮集團等。

中國（巴西）投資開發貿易中心（中巴中心）投
資部經理盧山鳴向記者證實，這次隨李克強出訪的企
業規模較大，除了上述這些企業外，還有多家中國汽
車企業。就多名中巴經貿人士和巴西政府官員分析來
看，此次隨團的中國企業選擇頗有深意，很多企業已
在巴西創出了一片天地，有些企業則在巴西尋找項
目。
以金融為例，2013年年初，國家開發銀行在里約

熱內盧設立代表處。新華社報道稱，該機構自2009
年以來已累計向中巴兩國企業發放貸款200多億美
元，成為中巴經濟合作領域最大貸款銀行；中國銀行
1998年在聖保羅成立代表處，2009年正式成立巴西
公司；2013年，工商銀行巴西子行正式對外營業，
2014年，建設銀行等金融企業也進入巴西市場。

當被問及中資銀行在巴西運營情況時，巴西證券
期貨交易所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姚紅輝連用了幾個
“不容易”。一大挑戰來自高利率。不到一個月前，
巴西央行5個月內連續第5次加息，將基準貸款利率
由12.75%提高至13.25%，這是自2009年1月以來的
最高利率水平。姚紅輝告訴記者，高利率環境下看似
能獲取高息差，但實際上對銀行風控提出了更高要
求，尤其是小規模銀行。她透露，去年巴西就有個別
小銀行因為壞賬風險而被大銀行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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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拉美四國訪問 提高互利合作含金量

將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

道，應巴西總統羅塞夫邀

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於當地時間18日下午乘專機

抵達巴西利亞空軍基地，展

開拉美四國之旅的首站行程，

對巴西進行正式訪問。李克強

總理夫人程虹同機抵達。巴方

禮兵分列紅地毯兩側，吹起嘹

亮的軍號向遠道而來的貴賓致

敬。李克強夫婦同前來迎接的巴

西政府高級官員、巴西利亞空軍

基地司令等親切握手。中國駐巴西

大使李金章也前來迎接。

李克強表示，期待同巴
西領導人就進一步增

進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
作、密切人文交流深入交換
意見。重點聚焦產能和裝備
製造、基礎設施建設、貿易
投資等領域合作，進一步提
高中巴互利合作水平和含金
量。就金磚國家合作、氣候
變化、國際金融合作、中拉
關係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
區問題充分溝通，維護和促

進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相信通過此訪，中巴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將取得新的、更大的發展。

李克強指出，近年來，中拉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建立了平等互
利、共同發展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我期待通過此次拉美之行，進一
步密切中拉交流，鞏固傳統友誼，推動產能合作，促進雙向貿易投
資，打造中拉全方位互利合作升級版。

巴方歡迎中方投資港口鐵路
訪問巴西期間，李克強將同羅塞夫舉行會談，落實在拉美最重要的

一大基建項目——兩洋鐵路。他們將一起見記者，共同出席美麗山水電
站特高壓直流輸電項目視頻奠基儀式、中巴工商界峰會，分別會見巴
參、眾議長。除首都巴西利亞外，李克強還將訪問里約熱內盧，考察中
巴裝備合作成果，參觀中國裝備製造業展覽等。法新社援引巴西媒體
稱，在李克強訪問巴西期間，雙方有望達成約530億美元的協議，涵蓋

能源、礦業、基礎設施和製造業的一
系列投資項目。
有巴西專家指出，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吸引

中方投資一直是巴西的目標。巴西目前在港口和鐵路
方面的投資活動在不斷增加，且考慮到巴西在基礎設施
方面的制約因素，這些方面的投資最受歡迎。法新社稱，
對羅塞夫和巴西而言，來自中國的投資是一個重大利好。
要知道，目前巴西經濟已經連續第5年陷入增長乏力和通脹
高企，此外，巴西還在緊張籌備明年舉行的奧運會。

中企助研“兩洋鐵路”可行性
外交部在行前吹風會上表示，李克強此訪將簽署橫跨巴西、

秘魯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兩洋鐵路”可行性研究合作文件，就
啟動可行性研究做安排。在可行性研究階段，不會涉及具體金額等情
況。據悉，中國中鐵二院工程集團有限公司獲得巴西交通部許可，作
為唯一一家外資公司，獨立參與可行性研究競標，而這次李克強訪巴
期間，中巴將正式簽署中鐵二院進行“兩洋鐵路”可行性研究合作文
件。兩洋鐵路計劃最早由拉美國家領導人提出，但多年來均未得到落
實。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7月訪問巴西後才得以開始啟動，中國
基建公司在兩洋鐵路項目乃至整體的拉美基建中均佔據了優勢地位。
雖然中鐵二院已成功獲得兩洋鐵路的可行性研究合同，但在此

後，兩洋鐵路工程的承建及項目融資仍將另外舉行投標。
按照慣例，可行性研究因涵蓋標書內容，為公平起見可研競標單

位將不參與工程競標。這意味着，將來工程開標時，中國公司將面臨
與更多外國公司的競爭。分析人士認為，獲得進行可行性研究的合同
將對中國企業拿到最終建設合同有重大幫助。

李克強李克強抵巴西抵巴西

兩兩 鐵鐵洋洋 路路

中企承建巴西特高壓輸電項目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夫人程虹乘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夫人程虹乘
專機抵達巴西利亞空軍基地專機抵達巴西利亞空軍基地，，受到當地受到當地
官員歡迎及小朋友獻花官員歡迎及小朋友獻花。。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洪嘯北京報道）中國國家電網公司董
事長劉振亞、巴西國家電力公司總裁科斯塔昨日在巴西利亞共同
啟動巴西美麗山特高壓輸電項目。該項目是中國國家電網在海外
中標的首個特高壓直流輸電項目，也是在美洲修建的第一條特高
壓直流輸電線路，項目將於2017年底完工，屆時巴西北部的水電
資源將直接輸送到東南部的負荷中心。

助巴西建“電力高速路”
巴西美麗山項目是巴西第二大水電站——美麗山水電站（裝

機容量1,100萬千瓦）的送出工程。2014年2月，中國國家電網公
司與巴西國家電力公司聯營體（中方佔股51%）成功中標巴西美
麗山水電特高壓直流送出項目。該項目工程建設內容包括一條

2,084公里的 ± 800千伏特高壓輸電線路及兩端換流站。
巴西能源需求增長快，能源資源與生產力逆向分佈。巴西電

源以水電為主，2012年全國電力裝機水電佔70%，仍有較大發展
空間。巴西用電負荷相對集中，80%負荷分佈在南部和東南部地
區，而位於巴西北部水力資源最為豐富的亞馬遜河流域發電能力
僅能滿足當地用電需求。隨着近年經濟發展對電力需求的不斷增
加，亟須把大規模電力送到南部和東南部電力負荷中心，實現能
源資源的優化配置。
2010年，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註冊成立國家

電網巴西控股公司，目前是巴西第四大輸電運營商，運營輸電線
路6,748公里，在建輸電線路6,054公里，資產覆蓋巴西利亞、聖
保羅、里約熱內盧等負荷中心。

■■李克強訪問巴西李克強訪問巴西，，與羅塞夫與羅塞夫
在巴西總統府握手在巴西總統府握手。。 美聯社美聯社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4 香港新聞

雖然不少反對派在鏡頭前揚言，不撤回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就“沒有甚麼好
談”，因此拒絕與中央政府官員溝通，不過中央
仍未放棄間接的溝通機會，是次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任張榮順特意南下深圳，並於19日會見香港各
界人士講解香港特首普選方案。與會的行政會議
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張榮順表達了
“歡迎建制派廣泛宣傳我的講話”的想法，希望
能將中央的訊息廣傳。

一說兩小時 理論甚完整
葉劉淑儀19日被問到是次會面有甚麼啟示

時，她認為張榮順在會上帶出來一個訊息，就
是歡迎建制派廣泛宣傳他的講話，而且他在會
上說了兩個多小時，是有一套完整理論。她更
笑言：“我寫筆記都寫得紙張密密麻麻的。”

她表示，是次會面有超過300人，意味張榮
順的講話可以經由這些人，由不同的渠道帶到
香港，令香港不同界別、階層的人都能接收到
中央的訊息，而反對派也可以在拒絕溝通下得
知有關訊息。

在特區政府展開政改諮詢以來，中央官員
也不時南下跟香港各界人士會面，並於不同場
合提及香港政改。今年1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陳昌智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南下深圳，在紫荊
山莊舉行香港、澳門全國人大代表情況報告
會，其間亦向港區全國人代提及過香港政改。
張榮順去年10月亦到過深圳紫荊山
莊與香港各界人士會面，談及因政
改爭議而出現的“佔領”行動。

■朱朗文、關據鈞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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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順表達了“歡迎建制派廣泛宣傳我的講
話”的想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關據鈞 深
圳報道）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19日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會見
香港各界人士時提及，提名委員會制度經過細
心研究，並沒有修改的空間。她認為中央政府
仍有誠意與反對派溝通，但對反對派的誠意存
疑。

一提“優化”即圖“一人一票”
葉劉淑儀19日引述張榮順與香港各界會

面時指出，提名委員會並沒有空間修改，例如
將部分界別選出提委的公司票轉為個人票等，
“他（張榮順）認為這樣會改變了提委會的性
質，特別是他看到報章報道有‘泛民’議員表
示，既然可以優化，不如‘一人一票’選出提
委會，那就是改了（香港）基本法下提名委員
會的性質。”

她引述張榮順解釋說，提委會目前的設
計，就是要有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而四大
界別是基於不同的職業、行業等，也是很公平
的。她續轉述張榮順的說話：“四大界別中，
專業界別只有300人；第一界別（工商、金融

界）中，每一個行業則約有16人至18人，所
以分布上是公平的。這是經過很細心地研究
的，是沒有空間改的。”

對於能否再安排中央官員跟反對派溝通，
葉劉淑儀指出，張榮順並沒有說過有機會跟反
對派會面，個人則認為中央官員在這數個月來
有跟個別反對派議員接觸，因為中央官員跟某
一些反對派議員是認識的，也有交流。她又指
出，特區政府也有努力安排一些會面，目前正

處理細節，而她自己跟中央和特區政府官員接
觸時，均有提出希望能安排雙方見面。

葉劉淑儀認為，會面可增強雙方的理性互
動。“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能講道理。我認為中央
政府的態度也是以理服人，所以我很贊成他們再
有機會見面，大家再表達一次雙方的理論。”她
指出，中央的誠意仍然存在，不過對於反對派的
誠意卻不肯定，擔心就算安排了，反對派議員也
未必來，更不知會有多少人會來。

指提委會制度無修改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張榮順，19日在深圳重申了中央對香港普
選行政長官的立場。多名出席座談會的青年均希
望，香港盡快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從而停止持續
十多年的政治爭論，讓社會能夠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當社會繁榮安定，香港年輕人
也會有更多的發展空間及機會。

青年民建聯前主席、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
1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指出，張榮順副
主任在座談會上，詳細講述中央政府對推動香港
特區普選行政長官的立場、理據及所有的關顧
點，令大家能夠清晰掌握當前局勢。是次活動相

當有用，進一步加深了他支持通過方案的期望。
周浩鼎指出，政制問題一日未解決，香港

社會就會繼續陷入政治的爭論中，令香港社會
內耗不休，影響經濟發展，甚至在特區政府計
劃推廣一些改善民生政策時，都會立即被政治
化，令特區政府面對很大的掣肘。當社會一直
原地踏步，不斷空轉，變相會扼殺青年人向上
流動的機會。

指普選有利青年實現理想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會後則說，張榮順

副主任在會上讚揚特首普選方案是進步的方
案，不是“為推普選而推普選”，而是推動香

港實現普選，解決香港管治問題，“我認為中
央政府是認真了解到香港局勢。今日香港立法
會發動‘不合作運動’，阻撓特區政策通過，
包括機場第三條跑道及創科局等等，實現普選
將有助解決管治問題。”

與會的新民黨區議員黃楚峰表示，政治
爭論已經纏繞香港多時，社會內耗不斷，直
接影響香港的社會發展和在國際社會上的競
爭力，若持續下去並非好事。他希望落實普
選行政長官後，香港社會能夠集中精力，推
動經濟、民生的發展，只要香港商機不斷，
對年輕人，無論是發展事業，還是實現理想
等都會有莫大的益處。

張榮順籲反對派走出“死胡同”
與會者引述 指中央推動普選解港困境

青民兩任主席盼普選止內耗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
19日在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會面。 資料圖片

■■參與會面的人士離開紫荊山莊參與會面的人士離開紫荊山莊。。 香港文匯報記者關據鈞香港文匯報記者關據鈞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朱朗文朱朗文、、關據鈞關據鈞、、鄭治祖鄭治祖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

作委員會副主任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1919日在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會面日在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會面，，並並

就香港政改發表講話就香港政改發表講話。。據引述據引述，，張榮順表示張榮順表示，，中央政府在香港推動普選中央政府在香港推動普選，，是為了解決香是為了解決香

港的困境港的困境，，而而2017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民主年特首普選方案民主、、開放開放、、公平公平、、公正公正，，理論上應該要通過理論上應該要通過，，並呼並呼

籲反對派議員的思維走出死胡同籲反對派議員的思維走出死胡同，，支持這個真正的普選方案支持這個真正的普選方案。。

張張榮順榮順1919日在深圳紫荊山莊與來自香港日在深圳紫荊山莊與來自香港
各界各界，，包括地區組織及青年組織的包括地區組織及青年組織的300300

多人會面兩個多小時多人會面兩個多小時。。特區行政會議成員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後表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後表示，，張榮順講話張榮順講話

內容全都是關於香港政改內容全都是關於香港政改。。她引述張榮順說她引述張榮順說，，中央政府在香中央政府在香
港推動普選港推動普選，，是為了解決香港的困境是為了解決香港的困境，，因為回歸因為回歸1818年來的政年來的政
治爭拗治爭拗，，已經傷害了香港的經濟及民生已經傷害了香港的經濟及民生。。

說設說設計計－－提委會提委會 無操控無操控
她又引述張榮順指出她又引述張榮順指出，，香港在過去香港在過去1818年來年來，，很多應該很多應該

通過的東西都通過不了通過的東西都通過不了，“，“譬如我起橋譬如我起橋、、起鐵路起鐵路，，一定會有一定會有
好多爭拗好多爭拗、、好多阻滯好多阻滯”，”，而香港經濟增長已放緩而香港經濟增長已放緩，，如果發展如果發展
至停滯不前至停滯不前，，香港很容易會被廣州香港很容易會被廣州、、深圳趕過頭深圳趕過頭，，甚至會令甚至會令
社會更加撕裂社會更加撕裂，，強調中央一定會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強調中央一定會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葉劉淑儀表示葉劉淑儀表示，，張榮順認為理論上應該要通過張榮順認為理論上應該要通過20172017年年
特首普選方案特首普選方案，，因為方案民主因為方案民主、、開放開放、、公平公平、、公正公正，，而提名而提名
委員會設計則確保沒有政治團體或利益集團可以操控委員會設計則確保沒有政治團體或利益集團可以操控，，但問但問
題是一些手持選票的立法會議員題是一些手持選票的立法會議員，，到目前都表示不願意支到目前都表示不願意支
持持。。

她她又引述又引述，，張榮順在會上多次表示張榮順在會上多次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88．．
3131””決定符合香港基本法決定符合香港基本法，，並經過深思熟慮而提出的並經過深思熟慮而提出的，，是最符是最符
合香港利益合香港利益、、最保障香港最保障香港700700萬人繁榮穩定及貫徹萬人繁榮穩定及貫徹““一國兩一國兩
制制””的決定的決定。。

葉劉淑儀並提到葉劉淑儀並提到，，張榮順直言很多反對派議員在思維上走張榮順直言很多反對派議員在思維上走

入了死胡同入了死胡同，，希望那些議員走出死胡同希望那些議員走出死胡同，，能夠支持這個真正的能夠支持這個真正的
普選方案普選方案，，但沒有點名是哪些反對派議員但沒有點名是哪些反對派議員。。她續說她續說，，張榮順說張榮順說
自己對事不對人自己對事不對人，，針對的都是一些反抗中央的觀點和立場針對的都是一些反抗中央的觀點和立場。。

論修論修法法－－不排除不排除 不承諾不承諾
針對反對派針對反對派““袋住先就是袋一世袋住先就是袋一世””的說法的說法，，葉劉淑儀指葉劉淑儀指

張榮順不喜歡張榮順不喜歡““袋住先袋住先””這個名詞這個名詞。。身為法律專家的他認身為法律專家的他認
為為，，任何法律都有修改空間任何法律都有修改空間，，要與時並進要與時並進，，而而““政改五步政改五步
曲曲””仍然存在仍然存在，，但對於優化但對於優化20222022年特首普選年特首普選，，中央現階段中央現階段
沒有可能作確切承諾沒有可能作確切承諾，“，“完全唔排除完全唔排除，，但就唔會承諾但就唔會承諾。”。”

一名不願具名的與會者透露一名不願具名的與會者透露，，張榮順在會上多次提到張榮順在會上多次提到，，
現時香港社會面對各種的問題現時香港社會面對各種的問題，，始作俑者是反對派始作俑者是反對派：：回歸至回歸至
今今，，反對派不斷製造事端反對派不斷製造事端，，時常拖特區政府的時常拖特區政府的““後腿後腿”，”，製製
造重重的關卡造重重的關卡、、障礙障礙，，導致香港社會出現深層次的矛盾導致香港社會出現深層次的矛盾。。

該人士續引述張榮順說該人士續引述張榮順說，，在過去十多年在過去十多年，，香港市民慘受香港市民慘受
折騰折騰。。若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話若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話，，除可以爭回話語權之外除可以爭回話語權之外，，
更把過去被歪曲的政制發展更把過去被歪曲的政制發展，，重新撥亂反正重新撥亂反正，，因此因此，，中央希中央希
望通過政改方案的意願望通過政改方案的意願，，一直沒有任何動搖一直沒有任何動搖。。

另一名與會者還引述張榮順指出另一名與會者還引述張榮順指出，，特區行政長官必須特區行政長官必須
真心支持真心支持““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基本法。。若社會繼續就政改若社會繼續就政改
問題爭論不休問題爭論不休，，香港政制發展只會原地踏步香港政制發展只會原地踏步，，香港社會亦香港社會亦
會受到嚴重的傷害會受到嚴重的傷害。。

張榮順今日會應張榮順今日會應““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邀請研究中心邀請，，在深圳出在深圳出
席席““普選行政長官為甚麼一定要得普選行政長官為甚麼一定要得””座談會並發言座談會並發言。。

■葉劉淑儀在座談會後向記者引述張
榮順的發言內容。 關據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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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天
以軍禮歡迎來訪的史瓦濟蘭國王
恩史瓦帝三世；馬總統說，史瓦
濟蘭是中華民國堅定友邦，雙方
合作關係密切，兩國情誼歷久彌
新。

非洲友邦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
史瓦帝三世（H.M. King Mswati
Ⅲ）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偕第
二 王 妃 莫 查 （Inkhosikati Make
LaMotsa）率團來華進行國是訪問
；總統馬英九上午在中正紀念堂
自由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

馬總統致詞時說，這次是恩史

瓦帝三世第15次來華訪問，顯示
對兩國邦誼的重視；他曾訪問史
瓦濟蘭，對史瓦濟蘭人民的友善
、好客留下美好、深刻印象。

馬總統表示，史瓦濟蘭是中華
民國堅定友邦，兩國1968年建交
以來，雙方合作關係密切，兩國
情誼歷久彌新。中華民國在史瓦
濟蘭有許多合作計畫，感謝史瓦
濟蘭在國際上許多場合為中華民
國仗義執言。

馬總統說，相信恩史瓦帝三世
這次訪問與過去一樣，都能進一
步增進雙方關係。

恩史瓦帝三世致詞時說，他從
史瓦濟蘭帶來最誠摯的問候，要
向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表達感謝
；這次軍禮歡迎讓他想起1989年
初次訪華，讓他印象深刻。

恩史瓦帝三世表示，兩國邦誼
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且歷久
彌新，希望兩國邦誼源遠流長。

他說，感謝中華民國提供援助
，讓史瓦濟蘭得以做科技計畫，
包括打造生技園區、國際會議中
心；史瓦濟蘭政府與人民會持續
支持中華民國台灣成為國際社會
的一份子。

（綜合報導）宏都拉斯駐
華大使謝拉被指開車撞傷民眾
，謝拉今年38歲，今年2月才到
任，是宏國總統葉南德茲倚重
的團隊成員。

謝拉（Rafael Fernando Sierra
Quesada）昨天預定在天母大使
館舉行記者會說明車禍事件。

媒體報導，新北市淡水區一
名媽媽在細說淡水臉書社團PO
文，指控其兒子日前在家樂福
附近遭一輛使牌車撞傷，對方
匆匆丟下一張宏都拉斯大使名

片後離去。
謝拉前天晚間接受媒體訪問

表示，當時他開車行經該處，
遇到紅燈停下來，見到綠燈才
開車，與其他車輛一起前進時
，有機車冒出來撞上他的車。

謝拉說，兩人語言不通，但
這名男孩很緊張，他安慰男孩
不要擔心，並表示不用擔心車
子賠償問題。他在現場待了 40
分鐘，等到男孩的父親到現場
，確認男孩沒事才離去；因為
需 要 保 險 公 司 處 理 ， 所 以 報

案。
謝拉今年2月向中華民國總統

呈遞到任國書，謝拉今年 38 歲
，年輕有為，曾任職於宏都拉
斯內政暨司法部、駐美大使館
、國會及國家通訊委員會等政
府機構。

謝拉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是宏國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
lando Hernandez）多年來所倚重
的團隊成員之一。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天說，因為在國際場合，友邦有人
為中華民國仗義執言，其他國家都會留下印象， 「這表示我們在
國際社會並不孤立」。

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受邀來華國是訪問，馬總統上午
在總統府與恩史瓦帝三世暨王妃會晤。

馬總統談到兩國在許多層面的合作交流，其中阿彌陀佛關懷

中心也在史國設據點，收容當地孤兒
並指導學習中文與中華文化，聽到史
國的小朋友們能夠字正腔圓地念佛經
， 「我真是感覺到驚訝莫名」。

總統說，希望史國能在許多國際場
合為中華民國國際參與仗義執言。史

國去年就請總理在聯合國大會總辯論時為中華民國爭取參與國際
組織的機會。這些努力其實蠻重要的，因為在這些國際場合，有
人為中華民國仗義執言，其他國家都會留下印象， 「這表示我們
在國際社會並不孤立」。

他表示，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一方面愛好和平，並促進和平
；另一方面積極從事人道援助，也提供許多人道援助。例如日前

西非發生伊波拉病毒，中華民國就捐贈了10萬套個人防護裝備
，也提供100萬美元透過美國疾病管制局管道幫助災區等，儘管
西非距離中華民國非常遙遠，但中華民國在捐助或支持絕不落人
後。

總統說，不久前國際媒體報導肯亞孩子因為沒有鞋子穿，造
成染上傳染病，台灣民眾就發起捐贈舊鞋的活動，一募就募到10
萬雙鞋；他也請外交部研究，中華民國邦交國有沒有類似的需要
，也很願意提供協助。

他表示，最近尼泊爾地震，中華民國也有好幾個團體在當地
提供醫療等服務，中華民國到目前為止提供的援助應該已逾300
萬美元，有些民間團體現在還在當地提供協助。

友邦執言 總統：在國際社會不孤立

宏都拉斯大使車禍 2月才到任

台聯提大量變更議程台聯提大量變更議程 立院卡關空轉立院卡關空轉

中華民國感謝飛虎隊抗日英雄中華民國感謝飛虎隊抗日英雄
中華民國駐邁阿密辦事處副組長江順琦中華民國駐邁阿密辦事處副組長江順琦（（左左））1515日致贈感謝狀日致贈感謝狀，，感謝感謝9494歲的飛虎歲的飛虎

隊成員羅桑斯基隊成員羅桑斯基（（Frank LosonskyFrank Losonsky，，右右））當年助國軍抗日當年助國軍抗日。。

民團抗議課綱用詞歧視移民移工民團抗議課綱用詞歧視移民移工
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南洋台灣姊妹會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民間團體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民間團體1919日在教育部日在教育部

前抗議課綱使用前抗議課綱使用 「「外籍新娘外籍新娘」」 、、 「「菲傭菲傭」」 、、 「「印傭印傭」」 等用語等用語，，顯示教育部缺乏性別和顯示教育部缺乏性別和
族群平等的概念族群平等的概念。。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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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媒體19日報道，18日中
午，四川西昌上空出現了罕見的日暈天
象，一個“花環”圍繞着太陽，十分漂
亮壯觀。日暈大概持續了一個小時左
右，隨後慢慢變淡、消失。這已經是本
月以來西昌第二次出現日暈了。

經當地氣象專家介紹，日暈是大
氣中冰晶折射或反射形成的光學現
象，日暈出現預示天氣或有變化。
“西昌出現日暈並不稀奇，也屬於正
常現象。”據了解，9日，西昌上空也曾出現罕見的四環日暈，
持續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 ■記者 周盼四川綜合報道

莞塗鴉達人讓城市“搞怪賣萌”

西昌再現日暈西昌再現日暈 持續一小時持續一小時

郭鵬原是河北師範大學美術學
院的教授，今年41歲，2014

年從事關於古代藝術品方面的工
作。“我對石刻非常感興趣。”2014
年6月，河北博物院新館開館時，郭
鵬就到曲陽石雕展廳參觀，當他在展廳裡
看到有一組五件全是坐佛的雕像時，非常
震驚。“其中一尊唐代白石佛坐像沒有佛
首，印象非常深刻。”

約在2014年7月份，郭鵬在日本的一
個收藏家那裡看到一本圖冊上有一尊佛首
像，感覺有點像曲陽石雕展廳中自己看到
的那尊唐代白石佛坐像上遺失的佛首，後
來郭鵬輾轉看到了佛首，也更加肯定了自
己的想法。

經過反覆磋商，2014年10月底，郭鵬通
過香港藝術品商會從日本收藏家手中將這尊
唐代佛首購得。

與佛身嚴絲合縫
“在初次見到佛首的時候，第一個念頭

就是要讓其身首合一，如果能購得，就捐獻
給河北博物院。”郭鵬說，購得這尊佛首實

屬不易，“日本的這位收藏家是一位老人，
起初他並不願意出售這尊佛頭，最終也是靠
身首合一的理由說服這位收藏家的。”

2015年2月份，郭鵬帶着佛首來到河
北博物院進行比對。當時，在佛首將要落
到佛身上的那一刻時，郭鵬的心情非常緊
張。“當將佛首小心翼翼擱到佛身上的時
候，嚴絲合縫！”

經過省文物鑒定中心專家組鑒定，該
佛首與佛身確為一體無疑。

5月17日下午，在國際博物館日前一
天，郭鵬帶着自己70多歲的老父親郭順生
來到河北博物院，將佛首無償捐贈給河北
博物院。

當問及購買佛首花了多少錢時，郭鵬
只是表示花了不少錢，但是沒有透露具體
數字。郭鵬說，“如果以後有機會，自己
有能力的話，也還會做同樣的事情。”

近日，廣東東莞多個街頭出
現的“小黃人”變電箱、多啦A
夢石墩在朋友圈瘋傳。這些街頭
塗鴉的地點很快變成了東莞市民
休閒旅遊的去處，很多人爭相拍
照上傳網絡。據悉，這些作品出
自東莞一個25歲男生夏奕天。他
的想法就是用創意卡通遮住城市
街頭小廣告和難看的牆面，讓日
常生活增加藝術感。現在夏奕天

已經讓東莞許多城中村的舊牆
面、路邊井蓋、街頭變電箱等變
成搞怪的“萌物”。

夏奕天表示，“塗鴉是建立
在一定的藝術基礎上，而且這一
行也有自己的規矩，例如市政大
樓和歷史文物，我們肯定不會在
這些牆面上塗鴉的。不會污染公
共視覺，所以不用擔心。”

■記者何花東莞報道

重走“海上
絲綢之路·德化
瓷幫古道”活動
18日至19日在福
建德化舉行，十
幾位“挑夫”挑
着裝滿大茶壺的
竹簍艱難地行走
在高陽村綿延數

公里的古瓷路上，再現消失多年的挑瓷出山情景。
據了解，德化高陽村位於德化龍潯鎮南部，距縣城4公

里，與永春縣蘇坑鄉相鄰，是德化四大瓷村之一，保留着唐代
至清代的古瓷窯有35處，周邊還保存着國家一級文物保護單
位宋元時期屈斗宮窯址、明清時期的“月記窯”、“上（土
龍）窯”等，而這條通往永春吾峰的古驛道經專家證實是德化
早期外銷瓷器的必經之路。

■記者黃瑤瑛，特約通訊員陳志明泉州報道

千年瓷幫古道再現千年瓷幫古道再現““挑夫挑夫””

購回唐佛首購回唐佛首河河北北 家家藏藏

蔬果“變臉”

19日，山東省棗莊市君山路小學開展了蔬菜、水果“變臉”
迎接營養日主題教育活動，學生們利用五顏六色的蔬菜、水果造
型，巧妙地讓其“變臉”成卡通人物、小動物等，並在製作過程中
相互了解各種蔬菜、水果的營養價值，以迎接第26個“中國學生
營養日”的到來。 ■通訊員 吉喆、孟凡華 山東報道

■■佛身佛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精美的佛首吸引了市民的精美的佛首吸引了市民的
目光目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暈天象猶如“花環”
圍繞着太陽。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重走“海上絲綢之路·德化瓷幫古道”活動
18日在福建德化舉行。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夏奕天的街頭塗鴉作夏奕天的街頭塗鴉作
品品。。 何花何花 攝攝

■■夏奕天的塗鴉作品搞夏奕天的塗鴉作品搞
怪賣萌怪賣萌。。 何花何花 攝攝

河北省博物院近日舉行捐贈河北省博物院近日舉行捐贈

儀式儀式，，收藏家郭鵬將其從日本購收藏家郭鵬將其從日本購

得的一尊唐代漢白玉佛首無償贈得的一尊唐代漢白玉佛首無償贈

與河北省博物院與河北省博物院，，完成佛首與佛完成佛首與佛

身的完璧身的完璧。。

■■綜合新華社綜合新華社、《、《燕趙都市報燕趙都市報》》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中國製造2025》印發 促產業升級
首個十年行動綱領 欲突破“雙向擠壓”局面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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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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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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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項戰略任務和重點
■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力；

■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

■強化工業基礎能力；

■加強質量品牌建設；

■全面推行綠色製造；

■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

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

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重點領域；

■深入推進製造業結構調整；

■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業；

■提高製造業國際化發展水平。

■資料來源：記者馬琳 整理

製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目前，中國已經建成了一個
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產業規模佔整個世界製造業

20％左右。然而，隨着發達國家高端製造回流與中低收入國家爭
奪中低端製造轉移同時發生，中國這座“世界工廠”正在面臨前
所未有的“雙向擠壓”，亟待提升自身競爭力，扭轉製造業“大
而不強”的尷尬現狀。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2010年，中國
製造業產出超越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佔世界比重達19.8％。這
是時隔一個半世紀後，中國重返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地位。同
時，中國製造業吸收了全球規模最大的產業工人隊伍。截至2013
年，在500餘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
第一。然而，“大而不強”卻是中國製造業的一個顯著特徵：即
總體規模龐大，但附加值整體偏低、利潤總體微薄。

今年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製造業是我們的優勢產業，
要實施“中國製造2025”。

“三步走”實現目標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家戰略層面描繪建設製

造強國的宏偉藍圖，是為製造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出台的頂層
設計和整體謀劃，是中國實施從製造大國轉變為製造強國戰略的
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其中明確了9項戰略任務和重點。

“這一規劃出台綜合了國內國外各種因素，包括‘工業
4.0’、互聯網＋、綠色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
群認為，總的來說是為了推動中國當前發展新環境下的轉型升
級。規劃提出，通過“三步走”實現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
步，到2025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國製造
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
一百年時，製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
國前列。

在中國企業和經濟學者看來，也正是因為結合中國製造業自
身的特色、立足於激發先進高端技術和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全
面活力，《中國製造2025》並不是“工業4.0”等國際先進製造業
發展構想的簡單翻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版
“工業4.0”計劃終於出爐。中國國務院19日正式印
發《中國製造2025》，提出力爭用十年時間，邁入製
造強國行列。這是中國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的首個十年
行動綱領，是為製造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出台的頂
層設計和整體謀劃，主攻智能製造，旨在通過信息化
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來引領和帶動整個中國製造業的
發展，以突破製造業當前面臨的“雙向擠壓”局面，
扭轉製造業“大而不強”的尷尬現狀。

■■中國國務院中國國務院1919日正式印發日正式印發《《中國製造中國製造20252025》，》，
提出力爭用十年時間提出力爭用十年時間，，邁入製造強國行列邁入製造強國行列。。圖為北圖為北
京汽車集團生產車間京汽車集團生產車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
國就業創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19日在
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穩則心定、家
寧、國安。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
常態，處於動能轉換“銜接期”，確保
就業穩定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要堅持
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突出抓好高
校畢業生、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
業；堅持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拓展就
業空間，以服務業、新興產業加快發展
擴大就業容量；堅持簡政放權、放管結
合、優化服務，用改革的辦法搭建更優
創業平台，用市場的力量創造更多就業
機會，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促進社
會公平正義。

會議認為，各地區、各部門要深
入貫徹李克強總理重要批示精神，充
分認識這項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準確
把握當前就業新形勢，凝聚各方合
力，切實把就業創業各項政策措施落
到實處，確保全面完成今年就業各項
目標任務。

會議指出，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
戰略，切實抓好各項就業創業政策落
實。一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堅持把
穩定和擴大就業作為經濟運行合理區
間的下限，為就業增長提供堅實基
礎。二要推動創業創新，通過進一步
簡政放權、深化改革，清障減負做
“減法”，搭台助力做“加法”，有
效帶動就業。三要完善社會托底政
策，積極做好失業保險、職工安置、
就業援助等工作，有效化解失業風
險。四要加強職業培訓，加快發展現
代職業教育，擴大培訓規模，提高培
訓品質，提升就業能力。五要強化公
共服務，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提升

服務水平，營造良好的就業創業環境。
會議強調，要突出高校畢業生這一重點，拓

展高校畢業生就業空間。從人才培養各主要環節
着力，促進招生培養就業一體化，開展多樣性和
個性化就業指導服務，不斷提升畢業生就業能
力。深化高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主動對接行業
產業需求，健全課程體系，強化創新創業實踐，
加快培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生力軍。全面落實
各項幫扶政策，鼓勵更多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從事
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到中小微企業就業，到部
隊效力。深入實施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離校未
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計劃等，確保高校畢業
生就業形勢總體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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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全新數碼全新數碼XX光減少輻射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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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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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d to practice in all Texas Cousts. Not Certified by TX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Alfred Valdez
律 師

林 志 豪
律 師

Andrew Whang
律 師

(of Counsel)
Manal Tellawi

律 師

LIN & VALDEZ L.L.P林志豪林志豪林志豪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Tel: (713) 339-4200
Fax:(713) 339-4299

☆跨國公司成立﹐併購﹐調查﹐文件審閱
☆L-1 跨國公司經理及專業人才身份證及綠卡
☆投資移民（直投及區域中心）規劃及申請
☆EB-5審慎評估﹐風險調查﹐投資審查
☆E-2投資簽證（臺灣﹑加拿大﹑新加坡適用）
☆H-1B工作簽證﹐PERM勞工證申請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

網址: linlawfirmusa.com; 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移民辯護及其他

車禍及醫事法律部

遺產規劃與信托 家庭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生前信托﹐成人監護權申請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收養﹐監護﹐改名
☆兒童撫養費

☆政治避難面談﹐上庭﹐移民法庭辯護﹐遞解程序
☆移民上訴﹐交保釋放﹐案件重開﹐翻案申請
☆212﹐601及各種境內﹐境外﹐及法庭豁免申請
☆移民犯罪﹐非法居留﹐取消遞解出境
☆17年經驗﹐數百成功案件

☆車禍﹐工傷﹐人身傷害﹐醫療疏失﹐用藥錯誤
☆藥物以及醫療用品產品責任追償
☆醫療研究與專業的國家利益豁免（NIW)與傑出人才的申請

特別介紹部門主任：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臺灣律師執照，畢業於陽明醫學

院，24年的資深內科與家庭醫師資曆，臺灣及中國醫師執照。臺灣明德醫院副院長，
前臺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醫事法權威。臺灣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以及法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
歡迎臺灣醫事法權威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加入本所為廣大僑民服務。
黃醫師在臺灣有超過2，000件董事法代理案件的經驗與記錄。將以他專業的醫療
及法律眼光，協助本所律師辦理及辦認傷害與責任，為客戶尋求最高的賠償。辦理
案件包括：

09/09/14 L-1申請批准
09/04/14 L-1申請批准
08/22/14 L-1申請批准
08/06/14 L-1申請批准
07/30/14 L-1申請綠卡批准
07/16/14 L-1申請批准
06/09/14 L-1申請批准
05/27/14 L-1申請批准
05/21/14 L-1申請批准
03/28/14 B-1跳過L-1EB-1C綠卡批准

03/04/14 L-1申請批准
12/16/14 L-1申請批准
11/18/14 L-1申請綠卡批准
11/04/14 傑出商業人才綠卡批准
10/04/14 L-1申請批准
10/04/14 另一L-1申請批准
09/11/13 L-1申請批准
09/05/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8/23/13 L-1申請批准
08/12/13 L-1申請批准

07/19/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7/01/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5/23/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5/20/13 L-1申請批准
04/22/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3/29/13 L-1申請批准
02/13/13 L-1申請批准
12/10/12 L-1申請批准
12/03/12 L-1申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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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天
說，為進一步加強雙方人民交流
，非常歡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來
台灣設立機構，推廣經貿觀光，
也希望雙方能夠進一步研議推動
兩國人民免簽證的互惠措施。

馬總統下午在總統府接見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UAE）前中央銀
行總裁史瓦迪（Sultan Bin Nasser
Al-Suwaidi）伉儷等人時表示，
國內最近很成功地完成油電價格
合理化的方案，讓油電價格能市
場化、制度化。

總統說，阿聯 5 年前從韓國購
買了 4 座核能機組，但身為世界
十大產油國之一，卻願意去發展

核能，他很好奇阿聯的考慮是什
麼？

總統指出，台灣目前產業中，
有關航運、石化、工程營建、電
子通訊及輪胎等，已有數十家廠
商已在阿聯設立據點或成立區域
營運中心，充分顯示雙方經濟具
高度互補性。

他表示，為進一步加強雙方人
民交流，非常歡迎阿聯來台灣設
立機構，推廣經貿觀光，也希望
雙方能夠進一步研議推動兩國人
民免簽證的互惠措施。

總統說，2008 年上任後不到 4
個月，發生金融海嘯，台灣這個
小而開放的經濟，就面臨嚴峻挑

戰，當時政府也採取許多危機處
理 措 施 ； 經 濟 成 長 從 2009 年
的-1.57％，到 2010 年時成長到
10.63％。

他表示，兩個國家過去都遭遇
到空前嚴峻的情勢，也都克服困
難、度過難關，相信彼此間一定
有很多可以交換意見的地方。

史瓦迪從1991年起擔任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中央銀行總裁達23年
，長期掌理阿聯主權基金等重要
金融事務，更帶領阿聯度過2008
年金融風暴，曾獲國際貨幣基金
及世界銀行評選為 「中東最佳中
央銀行總裁」殊榮。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
立委姚文智、市議員謝維洲
前天為產婦死胎陳情記者會
鞠躬道歉。謝維洲的父親、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昨天為兒
子與子弟兵緩頰指出，大家
出發點都是善意。

一名 37 歲黃姓產婦 15 日
由姚文智、謝維洲陪同舉行
記者會，控訴醫師陳志堯產
檢及醫療疏失，導致她的孩
子胎死腹中，且院方對胎兒
遺體不敬。

醫師柳林瑋則在臉書貼文

指 「聽說北榮婦產科陳醫師
辭職了，再繼續告吧。鬼島
島民，準備一起迎接沒有救
命醫師的美好未來吧！」，
大批網友也湧入姚文智臉書
要求道歉。

姚文智、謝維洲前天二度
鞠躬道歉；但北榮隨即澄清
，陳志堯早在 3 月就提辭呈
，結果換柳林瑋貼文，為沒
有查證就轉貼訊息致歉。

謝長廷昨天在主持的廣播
節目指出，這件事情大家出
發點都是善意，他們的動機

都是抱不平，有正義感，雙
方勇於認錯更正，對民意代
表來說，可以自省成長，網
路輿論也不必再人云亦云起
鬨，更不必再藉機挑起政治
鬥爭。

謝長廷認為，也應該反省
如何在醫病雙方取得和諧，
制度化處理這類事情，未來
讓醫生有尊嚴，避免不必要
的訴訟，並讓病人不致無助
，能獲得最妥善的照顧。

（中央社）因刪除年終慰問
金，導致影響部分退役人員權益
，國防部日前回函告知，可持公
函向台銀申請提高優存額度；經
調查發現，有資格提高優存額度
者，全國共有108人。

針對媒體報導 「刪年慰金傷18
趴；部份退役官兵重計優存金額
」，國防部晚間作出說明。

一般來說，服役20年以上的退
伍軍人所領的終生俸來源分兩部
分，一是依據退伍時的階級、年
資所計算出的月退俸；二是退伍
時軍險解約所歸還的保費，可以
存入台銀優惠存款帳戶，以年利
率18%計息。不過，民國86年以

後的年資，不再計算累積。
國防部對退休給付總數，訂有

所得替代率上限，不得超過退伍
前薪資的某個成數。因此如果
「月退俸」加上 「18%利息」超

過規定，就會限制優惠存款的本
金額度，不允許其 「存滿」。

而從民國101年起，行政院規
定凡退休俸高於新台幣2 萬元以
上者(民國103年調高至2萬5000
元)，不再發放 「年終慰問金」，
連同 「退除所得」超過所得替代
率百分比上限者，減少其保險給
付優惠存款金額。

有退役士官發現，自己原本給
付已達上限，所以不能將所有保

險金都存入優存帳戶。如今刪除
了年終慰問金後，卻仍然運用原
先的條件計算退除所得，不但不
公平，而且影響本人權益。

國防部經調查發現，有108位
軍職退伍人員相關權益受到影響
，每月減少優存利息約數百元至
數千元不等，國防部日前回函告
知這些退伍官兵，可持公函向台
銀申請提高額度。消息傳出之後
，許多退伍人員紛紛詢問能否比
照？

對此，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表
示，在依法行政原則下，有資格
提高優存額度者，清查結果全國
共有108人。

談醫糾案 謝長廷為兒與子弟兵緩頰

年慰金被砍 108榮民可提高優存額度

（中央社）美國智庫 「大西
洋理事會」昨天拜會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被問及台灣募兵制現況
，蔡英文說，從徵兵制轉換到募
兵制有過渡期，政府需要投注更
多資源進行國防從業人員專業培
訓輔導。

民進黨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
美國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 (The
Atlantic Council)」昨天下午拜會
蔡英文，訪團由理事會主席洪博
培(Jon Huntsman, Jr.) 率團，一行
8 人，雙方就台灣政治現勢、美
中台三邊關係、以及2016年總統

選舉等議題交換意見。
蔡英文強調，加入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PP)對台灣具有戰略上的
重要性，但同時必須確保台灣重
要的產業在區域貿易整合的過程
中不被犧牲。

至於國防安全議題，蔡英文表
示，將致力於發展軍民兩用的科
技研發，讓國防的投資與合作可
以同時增加經濟效益。

被問及台灣募兵制的現況，蔡
英文指出，從徵兵制轉換到募兵
制必須歷經過渡期，政府需要投
注更多資源來進行國防從業人員

的專業培訓與輔導。
另外，蔡英文再次重申將致力

於維持兩岸現狀，維持兩岸關係
的穩定、和平與發展，更強調無
論哪一個政黨執政，兩岸關係都
不應該是兩黨關係。

民進黨指出，雙方會談約1小
時，氣氛融洽，訪團並預祝蔡英
文月底即將啟程的訪美之旅順利
成功；美國 「大西洋理事會」是
美國華府極具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對國際關係有豐富的研究成
果。

美國智庫拜會蔡英文 談國防與募兵
馬總統7週年演說 用政績回應質疑

總統盼與阿聯研議免簽互惠總統盼與阿聯研議免簽互惠

（中央社）總統馬英
九今天將在總統府發表7週
年就職演說，除提出未來1
年施政方向，也將以具體
施政成果，回應反對黨對
政府不知人民所需、拿不
出政績的質疑。

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晚
間表示，馬總統明天就職7
週年，將於上午 10 時在總
統府大禮堂發表就職7週年
演說，隨後前往敞廳舉行
茶會；總統府已邀請資政
、國策顧問與各界民間人
士參加。

馬總統將指出，最後1年

任期絕對不會鬆懈，也不
會畏懼困難，他會對全體
國人與未來子孫負責，更
為台灣永續發展負責。

陳以信說，馬總統演說
內容將從人民角度出發，
具體檢視過去7年執政成效
，及為台灣所帶來各種真
實改變，並提出未來1年政
府施政方向。

馬 總 統 將 以 各 項 人 民
「切實有感的具體施政成

果」，回應反對黨對政府
不知人民所需、拿不出政
績的質疑。

馬總統也會談到過去7年

施政目標 「繁榮台灣、和
平兩岸、友善國際」，強
調7年來在政府與人民共同
努力下，已經確立中華民
國發展方向，未來不論由
誰執政，都應該延續下去
。尤其兩岸和平成果得來
不易，國人必須用心珍惜
維繫，政府也將持續照顧
弱勢，推動產業轉型，致
力國際經貿整合。

馬總統將強調，未來1年
是和解與團結的1年，期待
全體國人同胞凝聚共識，
為台灣共同努力。

馬總統會晤史瓦濟蘭國王馬總統會晤史瓦濟蘭國王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右右））與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與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H.M.King Mswati ⅢH.M.King Mswati Ⅲ））

（（左左））1919日在總統府會晤日在總統府會晤，，總統誠摯歡迎恩史瓦帝三世的到訪總統誠摯歡迎恩史瓦帝三世的到訪，，兩人相談甚歡兩人相談甚歡。。

環保署硬起來環保署硬起來
雲林縣禁燒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雲林縣禁燒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1919日在議會縣政總質詢再成焦點日在議會縣政總質詢再成焦點，，縣長李進勇拿出縣長李進勇拿出 「「環保署環保署

硬起來硬起來」」 等標語牌子等標語牌子，，呼籲中央正視呼籲中央正視，，維護人民健康維護人民健康。。

黃大洲出席市政會議黃大洲出席市政會議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左左））1919日出席市政會議日出席市政會議，，邀請前市長黃大洲邀請前市長黃大洲（（右右））以以 「「田園城田園城

市─屋頂農園介紹市─屋頂農園介紹」」 為題為題，，向市府一級首長進行演講向市府一級首長進行演講。。

（綜合報導）總統馬英九任
期剩1年，多位國策顧問昨天給
總統建言。國策顧問許文彬建議
馬總統考慮給前總統陳水扁 「特
赦令」；國策顧問黃肇松以歐巴
馬為例，認為總統最後1年還可
做很多事。

馬總統就職滿7週年前夕，國
策顧問劉盛良、蕭天讚、江義雄
、鄭錦洲、李總集、范良銹、黃
肇松、許文彬、黃正勝等人共同
召開記者會，給馬總統肯定與建
言。

許文彬肯定馬總統推動司法
人權的成績，他並說，前總統陳
水扁因病情嚴重，已被 「保外醫
治」，而尚繫屬於台北地院審理
中的刑事案件，最近也以病情嚴

重為由裁定 「停止審判」。
許文彬建議馬總統參酌 「卸

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立法精
神，考慮依赦免法規定，責由行
政主管部門研議，是否可以頒行
「免除其刑之執行」的特赦令。
許文彬說，美國開國政治家

傑佛遜曾說，政府政策往往須在
「兩害權其輕」或 「兩利權其重

」作出抉擇，不可能十全十美。
馬總統7年來種種施政，不可能
讓各方都滿意，例如居住正義房
稅、軍公教福利、兩岸經貿交流
問題等，而且社會還存在主觀政
治意識型態，即使政策受益也不
領情。

他認為， 「不能以民調論英
雄」，馬總統政績不是全無可取

之處，還是要給馬總統加油打氣
，希望在僅剩1年任期，依然不
計毀譽為百姓謀福祉。

黃肇松則舉美國總統歐巴馬
為例，認為總統最後1年任期，
仍可做很多事。

黃肇松說，歐巴馬去年期中
選舉喪失參眾兩院席次，大家認
為歐巴馬跛腳了，但歐巴馬好得
很，恢復與古巴外交關係，利用
行政權簽署移民法通過，最近這
幾天迅雷不及掩耳授權突擊隊擊
斃IS領袖，哪裡跛腳？

黃肇松認為，馬總統走得很
好、腳步穩健，運用內政、外交
、文化、兩岸。

（中央社）立法院院會
昨天三讀修正通過合作社法
部分條文；內政部說，這次
修法以配合法規鬆綁政策與
迎合合作事業世界潮流，受
惠層面廣泛。

內政部下午發布新聞稿表
示，合作社是由一群具有共
同經營理念的社員組成，共
同出資及經營，每位社員權
益平等，以互助合作的方式
推動生產、運銷及合作農場
等業務，例如台灣主婦聯盟
生活消費合作社、嘉南羊乳
生產合作社與計程車運輸合

作社等，都運作有年，且多
為民眾耳熟能詳。

內政部統計，截至去年底
，全國有4460個各類合作社
（場）、社員人數235萬676
人、股金總額達新台幣 260
億6772萬餘元。

內政部說，這次修法是民
國39年後最大幅度的修正，
總計修正32條條文，以配合
法規鬆綁政策與迎合合作事
業世界潮流，並落實憲法第
145條合作事業應受國家的獎
勵與扶助政策。

內政部說，這次修正重點

包括配合社會經濟情勢，修
正合作社種類，使合作社可
以更彈性經營社員所需的業
務項目，提升合作社競爭力
；提供非社員使用的收益，
應提列為公積金及公益金，
不得分配給社員。

內政部表示，這次修法也
建立 「準社員」機制，提供
不符合章程社員資格者，如
農產品運銷量尚未到達標準
的農夫或仍在就學的學生等
，有參與、體驗合作社組織
運作的機會，讓民眾更能親
近合作社。

苗栗亮化景觀橋梁 鼓勵縣民認捐

（中央社）台灣智庫最新民調顯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
文都勝過國民黨可能人選朱立倫、王金平、吳敦義、洪秀柱、楊
志良；但蔡英文若對上王金平，領先幅度不到3個百分點，差距
最小。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前行政院衛生署長楊志良都已登記參
選國民黨總統初選。

台灣智庫昨天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民調。若是國民黨內可
能人選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立法院長王金平、副總統吳敦義、立
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互比，支持度依序是，王
金平 38.2%、朱立倫 29%、吳敦義 6.2%、楊志良 6%、洪秀柱以
5.4%，其他未表態。

台灣智庫指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選，王金平呼聲高於朱立
倫。

台灣智庫表示，若這些國民黨內可能人選，與蔡英文對比。

蔡英文以46.7%的支持度，領先朱
立倫的41%；蔡英文以44.1%的支
持度，領先王金平的41.3%；蔡英
文以64.1%的支持度，領先吳敦義
的20.2%；蔡英文以63.6%的支持
度，領先洪秀柱的21.5%；蔡英文
以 63.4%支持度，領先楊志良的
17.5%。

民調顯示，王金平、朱立倫是
國民黨內較具實力人選；另外，
蔡英文雖然都領先國民黨這5位可能的參選人，但與王金平的差
距最小，不到3個百分點。

另外，台灣智庫民調顯示，僅15.4%認為兩岸交流應以 「九二
共識」為基礎；58.9%認為 「朱習會」無助國民黨 2016 總統

選情。
這份民調是由台灣智庫國會政策中心委託趨勢民意調查公司

進行，調查時間為5月16日，調查對象為全國滿20歲民眾，完
成1079份有效樣本，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3個百
分點。

（綜合報導）高雄市政府
「陽光註記」今天開跑，台灣

國際同志權益促進會昨天表示
，註記後就放到櫃子裡，是消
費同志，沒有實質作用。高市
府說，繼 續 努 力 協 助 爭 取 法
源 。

高雄市民政局今天起受理同
性伴侶註記，申請者可於戶役
政資訊系統所內註記欄位，註
記同性伴侶關係。同權會上午
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表示，大
家以為註記可以讓同志在法律
、市政上可以更得到尊重，但
事實不是如此。

同權會說， 「陽光註記」應
該正名為 「櫃子註記」，註記
後就放到櫃子裡，不會有人知
道。

同權會發言人陳志明表示，
詢問高雄市府後發現，同志伴

侶註記僅在戶政留下資料，不
僅不接受任何單位申請，甚至
醫療單位、同志伴侶本身都無
法申請註記證明，根本沒有實
質作用。

他表示，高雄市府表示註記
只是給同志朋友 「心靈上的慰
藉」，這種說法讓人無法接受
， 「同 志 需 要 這 樣 的 慰 藉
嗎 ？ 」

陳志明也說，6都中包括台北
市及桃園市都將於今年開放讓
同志參加市民聯合婚禮，但同
權會行文至其他4都（新北市、
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
都以民法尚未修法為由，表示
無法讓同志參加聯合婚禮。

他表示，事實上民法在民國
96 年已修法把結婚改為登記制
，聯合婚禮只是政府給民眾的
公開祝福儀式，但4都卻吝於讓

同志參加，令人失望。
陳志明說，台中市長林佳龍

未當選市長前，對同志相當友
善，但上任後不但沒有友善同
志的政策，連讓同志參加聯合
婚禮都不願意；台南市長賴清
德和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
聯盟（簡稱護家盟）眉來眼去
，甚至讓護家盟進入市府舉辦
家庭日活動。希望4都首長不要
再吃同志豆腐，應該給實質的
政策牛肉。

高雄市民政局長曾姿雯表示
遺憾，允繼續努力協助爭取法
源。

曾姿雯說，陽光註記是提供
同志一個宣示伴侶的友善途徑
，如果同志辦理註記，市府盼
同時簽署授權書，一旦醫院或
是公家機關有需要相關證明，
市府會予行政協助。

馬總統任期剩馬總統任期剩11年年 國策顧問籲特赦扁國策顧問籲特赦扁

合作社法修正 內政部：受惠廣

台灣智庫民調 蔡英文與王金平差距最小

陽光註記遭疑消費同志 高市：助爭法源

（綜合報導）苗栗縣政府
財政困窘，為了節省開銷，針
對縣內橋梁夜間亮化和公園景
觀設施，今天公布認捐要點，
鼓勵民間參與認捐電費，一起
共體時艱。

苗栗縣政府指出，開放民
眾認捐的主要標的物為縣內內
12 座橋梁夜間亮化，包括苗
栗市新東大橋、水管橋、後龍
新港大橋、銅鑼鄉客屬大橋、
大湖鄉水頭寮橋、通霄鎮竹林
橋、苑裡鎮苑港景觀橋、竹南
鎮龍鳳景觀橋、南庄鄉南江吊
橋、田美大橋、頭屋鄉明德水

庫一號吊橋、環湖橋。
除了橋梁之外，苗栗縣高

鐵特定區內的北勢溪環境親水
廊道設施和水舞也都開放認捐
，為提高民眾意願，苗栗縣政
府將在認捐物所在地點設置標
示牌，記載認捐者名稱，水舞
部分，更於演出前廣播認捐者
名單。

苗栗縣長徐耀昌上任後，
為了節省開銷，已經縮短夜間
亮化橋梁的亮燈時間，水舞更
從每天 1 場，減少到 1 週 3 場
，但縣政府指出，面對新台幣
600多億元的債務壓力，只能

「省還要再省」。
縣府制訂橋梁夜間亮化和

公園景觀設施認捐要點，認捐
期間 1 年以上，3 年以下，橋
梁亮化每年認捐費用為 5000
元，公園設施景觀燈每盞每年
為 1000 元，水舞每年為 5000
元。

所有開放設施都可同時接
受多人認捐，苗栗縣政府希望
藉此鼓勵民間參與地方建設，
凝聚縣民的向心力，同時維持
苗栗縣夜晚的特色和美景。

藍中市立委第四選區 蔡錦隆出線藍中市立委第四選區 蔡錦隆出線
尼台中市立委第四選區國民黨內初選結果尼台中市立委第四選區國民黨內初選結果1919日出爐日出爐，，由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委江士良由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委江士良（（中中））

代表公布民調結果代表公布民調結果，，最後由現任立委蔡錦隆代表迎戰民進黨的張廖萬堅最後由現任立委蔡錦隆代表迎戰民進黨的張廖萬堅。。

總統就職總統就職77週年 國策顧問提建言週年 國策顧問提建言
總統馬英九就職總統馬英九就職77週年前夕週年前夕，，國策顧問劉盛良國策顧問劉盛良（（中中）、）、蕭天讚蕭天讚（（左左）、）、林水吉林水吉

（（右右））等等1919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記者招待會提出心得與建言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記者招待會提出心得與建言。。

教育部說明會考英聽補救措施教育部說明會考英聽補救措施
教育部教育部1919日晚間召開記者會日晚間召開記者會，，國教署副署長黃子騰國教署副署長黃子騰（（圖圖））說明會考英聽補救措施說明會考英聽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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