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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季6月到8月出发清凉价，

休斯敦前往中国, 提前预订

 经济舱$1453含税起,  商务舱$4623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和国航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www.airchina.us

促销最低价有14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5月20日前出票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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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國建協進
會二零一五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
討會於 5 月 23 日上午 11 時 30 分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
TON,TX.77042 的僑務中心 203 會議
室舉行記者說明會, 由王國治會長, 林
欣慧準會長主持並宣佈將於2015年6
月 6 日(星期六) 上午 9 時起, 在 16090
CITY WALK,SUGAR LAND,
TX.77479的SUGAR LAND MARRI-
OTT HOTEL舉行[美南國建協進會二
零一五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
會],今年會議主題是能源, 醫療及生化
科技, 環境保護, 奈米及複合科技, 海
洋科技, 煉油與石化科技, 健康, 會計
與商務管理. 與會的美南國建會閻寶
印前會長,顧寶鼎副會長, 能源討論會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李怡德副會長, 環
境保護討論會會長陳天生博士, 奈米
及複合科技浦浩德博士, 醫療及生化
科技德州台灣生物科技協會會長顏碩
廷, 煉油與石化科技研討會劉耀華博

士, 健康講座主席 陳康元醫師, 王琳
博士,商業講座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主講黄春蘭財務長, 科
技組莊維明秘書, 他們分別一一介紹
今年各組的會議研討細節.

能源討論會將由美國華人石油協
會 Shell 石 油 李 怡 德 副 會 長, Exxon
Mobil葛家豪及戴柏青主持. 李怡德博
士介紹主講人關林華將主講[在現今油
價環境下, 大石油公司的挑戰及機會],
潘吉祥將主講[低油價的衝擊-誰是利
益相關者], 黃瀛洲將主講[現今油價的
分析及其發展趨勢], 他在會上將分析
目前油價的趨勢及未來的走向. 朱國
堂將以Shell公司深海鑽探主管對這四
主題提出見解.

環境保護討論會會長陳天生博士
說明 6 位講員, 台灣環境署 曾正懋博
士與Dr. Ying-Jen Chou兩位從台灣來
, 台灣環境署 曾正懋博士將主講[台灣
綠標及環保購物], 陳天生博士將主講[
美國及休市電子廢品的處置] ,劉志恆

將主講[容器處理有機複合廢
料], Dr. Ying-Jen Chou 將在
會上介紹[重金屬污泥的回收
技術], 有效利用重金屬在環
保上的利用. 張濟群前會長與
一位日裔美國人將說明[太陽
能] 的應用. 奈米及複合科技
共同主席浦浩德博士與李國
強博士. 浦浩德博士介紹四位
主講人, 王安琪博士研究生將
主講[壓力對內存熱的形狀記
憶聚合物],張鵬飛博士將主講
[從人工肌肉癒合的複合高分
子材料],楊茜茜女士將主講[
測試形狀記憶的聚氨酯纖維
及表徵],李國強博士將主講[
自然癒合的工程結構].

專業會計師-財務管理
講座由休市華美會計師協會
協辦,李尤梅會計師任主席.
Quest IRA,Inc. President H.
Quincy Long,CEO Nathan
Long 將 主 講 [Self Directed

IRAs 101]及陳彥呈博士將主講[如何
利用大數集人工智慧用於我們的工作
及生活上].

醫療及生化科技由德州台灣生物
科技協會協辦,顏碩廷會長介紹,上午9
時至中午,何英剛擔任主席,謝文儒博
士,許雅捷博士,王愷博士將探討皮膚
表 裡 幹 細 胞 發 展 及 在 血 液 中 定 序
DNA,而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胡紹崇擔任主席,張施恩博士,戴秀
芳博士,黃文鴻博士[台灣特別請來醫
療方面的Data Base].

學生研究壁報比賽,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協辦,NASA /
Barrios Technology的胡先葳博士擔任
主席,Energo Engineering的顧寶鼎博士
擔任評委員.

海洋科技研討會由主席顧寶鼎博
士介紹,George Wang將主講[水下結構
簡介],郭元鴻將主講[吸椿安裝之及時
吸壓監測],羅子偉將主講[海洋風動渦

輪設計的綜合考慮因素],陳進祥博士
將主講[海洋地質結構之離心模擬].

煉油與石化科技研討會,劉耀華博
士在會上說明2015年將由Techip工程
公司王家驄博士與 Celanese 化學公司
劉耀華博士共同主持.今年 Down-
stream[石化下游工業]主題仍以頁岩氣
對下游化工業的影響為方向.雖然頁岩
氣在美國開發已有減緩的趨勢,但由於
它可以支持美國天然氣自身消耗許多
年及大量生產引致的低廉價格,使得許
多下游生產商考慮改用天然氣作為生
產原料.今年的研討會將有三篇論文發
表,國建會周禧前會長談他個人正在參
與的一個由中國大陸投資的甲醇項目.
Techip資深工程師嚴明博士,向大家介
紹液化天然氣的發展及在美國的商機.
GTC技術金衛華博士介紹他們公司自
行開發的 Toluene Methylation 技術,此
技術會降低生產成本及減少對環境有
害的苯副產品.

健康講座由陳康元醫師,陳王琳博
士擔任主席,主題[消化系統保健新知],
曹有餘醫師將主講[胃食道反流性疾
病],超過60萬美國人經歷胃酸反流疾
病,如胃灼熱,返流,消化不良是一些常
見的胃酸反流症狀,會導致食道狹窄甚
至形成癌症,曹有餘醫師將討論如何預
防和治療GERD胃酸回流.潘人榮醫師
將主講[非酒精性脂肪肝],潘人榮畢業
於陽明醫學院,紐約Buffalo病理學博士
學位,又赴佛羅里達學[肝移植],現為
UT 副教授.[非酒精性脂肪肝]為最常
見的慢性肝疾病,與生活形態[飲食,運
動]疾病[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與遺傳
基因有關,需及早診斷,脂肪肝目前設
有特別的治療方法,一般建議透過限制
每日卡路里攝取量及規律運動達成持
續減重.

商業講座是一為由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協辦,汪乃強,
黃春蘭擔任主席.黃春蘭介紹,由黃春
蘭, 陳 綺 玲 律 師 及 廖 秀 美 ， Jewel
Smith 經理，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

博 士 主講. 五位講 員都 是一時之 選
，對休士頓市及德 州州政府的中小企
業證書的商業用途及申請辦法都有深
厚的研究及經驗。世華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與美南國建會將於6月6
日下午2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在糖
城 Marriott 旅館舉辦一場婦女與少數
族裔中小企業商業證書的講座。五位
講員分別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財務
長及 iWen 國際公司總裁黃春蘭將分
享如何申請德州州政府的中小企業商
業證書；前會長廖秀美Computer Sta-
tion副總裁經營電腦公司三十餘年，
事業有成，擁有州與市政府頒發的三
種證書，將分享她三十多年來這些證
書在經營上的果效。Center Point En-
ergy 經理 Jewel Smith分享婦女與少數
族裔中小企業商業契機。陳綺玲律師
以先前在休士頓市府工作經驗講解如
何申請市府核同及考證。將由金城銀
行總經理黃國樑博士主講中小企業貸
款。當天講座將免費開放給社區有興
趣人士參加。華裔會計師協會會員參
加此講座可抵在職教育學分，請踴躍
參加，把握良機來聆聽這個最有系統
最完整的中小企業商機合同及貸款講
座 。 報 名 請 聯 絡 黃 春 蘭 Alice.
Wen88@gmail.com或281-829-0178。

一為華商經貿聯誼會協辦,劉佳音
會長擔任主席,主題臺僑優質生活圈@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持人,華裔醫師
協會前會長施惠德醫師將主講[食品安
全].張世勳僑務顧問,荷門公園委員會
理事,前休台姊妹會會長,前台商會會
長將主講[荷門公園發展及市民參與].
黎淑瑛僑務委員,希爾頓花園旅館及赤
坂餐廳經營者,現任世華全球副總會長
及明年總會長將主講[餐廳及旅館經
營].葉宏志僑務委員,歷任旅館 銀行負
責人,現任高科技公司負責人將主講[
臺僑高科技公司在美上市].

美南國建協進會二零一五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將於6月6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在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舉行

美南國建協進會王國治會長美南國建協進會王國治會長,, 林欣慧準會長與會的美南國建會閻寶印前會長林欣慧準會長與會的美南國建會閻寶印前會長,,
顧寶鼎副會長顧寶鼎副會長,, 能源討論會能源討論會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李怡德副會長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李怡德副會長,, 環境保護討論會會長環境保護討論會會長
陳天生博士陳天生博士,, 奈米及複合科技浦浩德博士奈米及複合科技浦浩德博士,, 醫療及生化科技德州台灣生物科技協會醫療及生化科技德州台灣生物科技協會
會長顏碩廷會長顏碩廷,, 煉油與石化科技研討會劉耀華博士煉油與石化科技研討會劉耀華博士,, 健康講座主席健康講座主席 陳康元醫師陳康元醫師,, 王琳王琳
博士博士,,商業講座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講黄春蘭財務長商業講座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講黄春蘭財務長,, 科技組莊科技組莊
維明秘書合影於記者說明會上維明秘書合影於記者說明會上((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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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7171 Harwin Dr
“好運大道”上的永豐金大廈

★ 大 廈 共 有 三 層 面 積
75000英尺。
★永豐金大廈一樓可以用
做店面房，二樓三樓可以
作為公司辦公室。
★大廈位於最繁華地段，
環境優美、交通方便、租金
低廉。
★好運大道上擁有3000多
商店批發和服裝配件，家
具，箱包，工具，鞋，紡織
品，服裝這是美國南部墨
西哥灣和拉丁美洲的貿易
中心。這些商店產品主要
產地來自亞洲。

Lucky Soil公司在德克薩斯州各地開發商業地產，Lucky Soil
（幸運）土地開發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在奧斯汀有一項大型投
資EB5項目，已經通過得到政府認證，她的員工和專業的團
隊打造出了美國公民的就業機會。

辦公室辦公室

出租出租

歡迎到大廈參觀預定洽談
地址：717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713-775-0220，512-228-9197

網站：www.luckysoil.com , Email:cathynguyen@luckysoil.com

好好消息消息

Lucky Soil公司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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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休斯頓市長選舉競爭激烈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道

20162016 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 SteSte--
phen Costellophen Costello，，他已經是一他已經是一
個當爺爺的人了個當爺爺的人了。。

20162016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 SylvesSylves--
ter Turnerter Turner，，他當了他當了2020幾年的幾年的
州議員州議員。。

20162016 市 長 候 選 人市 長 候 選 人 ChrisChris
BellBell，，他他19971997開始進入休斯頓開始進入休斯頓
市政府市政府，，一直當然市議員一直當然市議員

20162016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 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他他
是前任的休斯頓警察局局長是前任的休斯頓警察局局長。。

20162016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 MartyMarty
McVeyMcVey，，他是一個政治未來他是一個政治未來
之星之星。。20162016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 Bill KingBill King ，，

聽說他是一個商人聽說他是一個商人。。

20162016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 Ben HallBen Hall，，
他參加過上屆市長選舉他參加過上屆市長選舉，，今天他今天他
又披戰袍又披戰袍，，重新出發重新出發。。

20152015 年年
66月月33日下午日下午
，，在在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七位休斯頓市長候選人對藝術和文化作了一次辯論會七位休斯頓市長候選人對藝術和文化作了一次辯論會，，近近
500500休斯頓市民聆聽了七位市長候選人對藝術和文化將來的發展和政策休斯頓市民聆聽了七位市長候選人對藝術和文化將來的發展和政策，，每一位市長候選人每一位市長候選人
都有自己不同的政見都有自己不同的政見。。這次活動由這次活動由Asia SocietyAsia Society、、休斯敦藝術聯盟休斯敦藝術聯盟、、休斯敦博物館區休斯敦博物館區、、休斯休斯
頓劇院區頓劇院區、、米勒劇院顧問委員會和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共同主辦米勒劇院顧問委員會和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共同主辦。。

(本報訊) 世界著名航天城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這是電

影 「阿波羅 13 號」（Apollo 13）裡面一句相
當著名的台詞.

1970 年 4 月，當宇宙飛船阿波羅 13 號執
行任務時發生意外爆炸而嚴重損壞，航天員
對休斯頓控制中心回報了： 「休斯敦，我們
出問題了（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這句話後來不斷地被各種星際任務相關的電
視電影使用，變成了整個任務裡面最有名的
一句話。當時休斯頓控制中心為了拯救航天
員平安返回地球，集合了大批人力物力，不
眠不休工作了幾個晝夜，終於讓三位航天員

在缺乏電力、正常溫度以及飲用水的艱難狀
況下，安全返回了地球。

在太空城,可以參觀到休斯頓太空中心
(Space Center Houston)和美國太空總署約翰遜
宇航中心（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約
翰遜宇航中心是美國最大的航天研究，生產
及控制中心。美國的航天火箭，航天飛機都
是在佛羅里達發射的，但是所有的控制都是
在這兒完成的。這兒當然也是1969年登月的
控制中心。

參觀太空中心時，有小火車載遊客進宇
航中心（包括火箭公園）參觀，每二十分鐘
一趟。太空迷真正想要大飽眼福的話，最好

等待NASA的open house特別開放日，因為除
了控制中心和火箭公園等地，休斯頓的NASA
還有許多航天員的訓練活動中心、製作太空
食物、研發太空裝等各單位。在open house之
際許多建築物不但開放參觀，而且還有安排
導覽解說人員。

•太空中心在休斯頓市中心東南方向約
25 英里處，45 號公路邊上。地址為：1601
NASA Road 1, Houston, TX 77058。 電 話
281-244-2100。

•網址：http://www.spacecenter.org/

走進休斯頓－關於休斯頓走進休斯頓－關於休斯頓

(本報訊) 休斯頓購物
1. The Galleria Mall
位於休斯頓的上城(uptown),距離 downtown 和中國城大約

10-15分鐘車程。休斯頓檔次最高的購物中心，得科薩斯州第1
大,全美第7大Mall.擁有375家商店,包括多家世界級的名牌店,如:
LV,Gucci,Armani,Tiffany,Versace,Coach, Apple... 還有百貨店: Ma-
cy's, Nordstrom。

2. Katy Mills Outlet Mall
在休斯頓市中心以西 25

英里處有一個佔地面積為130
萬平方英尺的兼零售和娛樂
為一體的大型市場——Katy
Mills。這裡的商品以獨特和
價廉出名，而且這裡還有主
題餐廳、電影院等諸多飲食
和娛樂場所，正所謂來此購
物時可以一舉多得。這個市
場的開放時間為周一至週六
10:00～21:00， 週 日 11:00～

18:00。位於休斯頓西,距離
中國城約 35 分鐘,Down-
town 40分鐘車程。

3. Houston Premium
Outlets(奧特萊斯)

休斯頓最大、最熱的購物賣場當屬休斯頓風雨商業街廊
（Houston Galleria）。這個購物商業街廊不僅規模巨大，而且裡
麵店面的檔次也確實很高。世界名牌，應有盡有，還有讓你心動
不已的超優惠價格。位於休斯頓西北,距離中國城和中國城約40
分鐘車程。擁有 120 家 outlet 店--Ann Taylor,Banana Republic,
Brooks Brothers,Burberry,BCBG Max Azria,Calvin Klein, Coach,Elie

Tahari, Kate Spade,
Kenneth Cole, Mi-
chael Kors, Nike,
Oakley,Tommy Hil-
figer, True Religion.. .

4. Memorial City
Mall

地 址:303 Gessner
Rd,Houston, TX
77024-6116 距離中國
城20分鐘車程。

休斯頓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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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9：00～下午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9：00～下午5：00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大華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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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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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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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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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 儀 ） 梁 漢 文
（Edmond）近日積極為8
月舉行的個唱進操練，希
望以最好狀態上台。4日
Edmond 到電台接受訪
問，進行最後一輪宣傳，
之後他要開始閉關排練。
他表示已開始了跑步，之
後就開始練鋼琴、健身及記
歌，排舞則遲些才開始。

Edmond透露屆時會
騷少少肌肉，夏天開騷沒
理由穿大褸，希望有最好
狀態上台。記者提議他反
轉T-back來穿？Edmond
笑道：“會參考意見，睇
下到時操成點，咁樣嘅膽
量都要大，我怕嚇走觀
眾。”他又透露今次個唱
會古靈精怪得來音樂性高
些，雖然不是四面台，但
會透過燈光、視覺效果及
激光令整件事熱鬧些，跟

之前與Big 4開騷不同。
對 於 其 妻 林 文 慧
（Karen）曾提及演唱會
可能有魔術？他承認曾
有想過，流程已排得八
八九九，有一部分可以
實行的是偏向魔術形
式。說到Karen叫他跳降
落傘？他笑說：“叫佢
試先，咁多提議中呢個
危險性最高，因為跳降
落傘可能會撞到吊燈，
笨豬跳反而更容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思穎）剛
於3日度過29歲生
日的王梓軒，4日聯
同胡琳一起為琴行
拍攝硬照廣告，梓
軒獲胡琳準備蛋糕
和氣球樹及馬騮補
祝送驚喜，寓意梓
軒玉樹臨風，事業
如馬騮般越爬越
高，老板則送小提
琴祝賀。

梓軒明年便告別“二字頭”，他表示通常男藝人30歲開
始最豐盛，會問自己有否做好準備，所以未來在歌、影、視
會更搏殺。梓軒在正日生日當天，身在廣州拍攝杜琪峯電
影，劇組人員更準備蛋糕為他慶祝，問到生日願望，他希望
在歌、影、視繼續有新嘗試，並已申請場地開演唱會，電視
上繼《華麗轉身》一劇後，得到其他監製賞識邀拍其他劇。
問他可有趕在30歲前找到女朋友？梓軒遲疑片刻說：“有
嘅，雖然現時未有女友，自己計過數，最好是35歲結婚生

仔，因為想小朋友讀大學時我仍在‘五’字頭，所以會把握這6年時間
慢慢物色。”

胡琳為梓軒準備了一個寫上“班長Happy Birthday”的蛋糕，她解
釋：“我們之前到黃秋生的戲劇班上堂，秋生哥第一日便觀察各人不
同表現，他一看便知梓軒具領導才能，所以封他為‘班長’。”有指
秋生出名“惡死”，他們上堂時有否挨罵？胡琳笑說：“他的外表較
為威嚴而已，覺得他是有幽默感，不是罵人（有否對你幽默？）實有
的，是好有層次的幽默，但真的學懂不少。”

妻提議開秀跳降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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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軒獲胡琳準備蛋糕慶生王梓軒獲胡琳準備蛋糕慶生。。

當日，正值荷里活TCL中
國大劇院開放88周年。

自1927年起，全球共有包括瑪
麗蓮夢露、莎莉譚寶、米高積
遜在內的175名影藝名人在此
留下手印和腳印，其中有21名
來自非英語國家。2002年香港
導演吳宇森成為其中的首個華
人電影人，之後留印的華人是
香港影星成龍和內地導演馮小
剛。

留印禮活動現場下着毛毛
細雨。趙薇、黃曉明和林詣彬
分別在溼潤的水泥模板上留下
簽名和手足印，不久前註冊結
婚的黃曉明還在名字旁邊畫上

了一個“心”型圖案。
趙薇說：“我非常榮幸成

為第一個把手印留在這裡的中
國女演員，我希望未來每年都
可以過來看看這個手印拍個照
片。今天對我來說意義很大。
從開始學表演到今天差不多20
年，我也沒想到能在這個全世
界電影藝術家可以同在的地方
有一個自己的印記，這是對自
己的肯定。”趙薇在留印禮上
還回憶起去年在大劇院門前與
林詣彬和黃曉明合拍《橫衝直
撞好萊塢》的場景。“去年11
月有機會和林詣彬導演合作，
他是我們馬上上映的新電影

《橫衝直撞好萊塢》的監製和
編劇。這兩個月在美國的拍攝
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中國大劇院門口我們也拍了
一場非常重要的戲。”她還
說：“與林詣彬導演以及所有
美國工作人員一起工作，我覺
得我學到了很多電影方面的知
識和經驗，對於我以後從事不
管演員還是導演的工作都是非
常寶貴的經驗。洛杉磯的中國
大劇院對於我是非常幸運的地
方。”黃曉明則回憶起多年前
與趙薇同窗的歲月。他說：
“15年前我和趙薇是北京電影
學院的同學，那時我是一個傻

小子。經過15年的‘橫衝直
撞’，就像我們的電影一樣，
不小心就稀裏糊塗撞到了荷里
活。今天作為內地的第一個男
演員在這個地方按手印，我覺
得非常非常幸運。”他認為，
他們兩人的幸運也是因為中國
電影越來越強了，對他們的重
視程度越來越高了。他又表示
在接下來的15年會繼續“橫衝
直撞”，繼續堅持其夢想。林
詣彬曾執導《狂野時速》系列
的前6部影片。他的家人以及
與他合作多年的片中演員雲狄
素（Vin Diesel）以及 Jordana
Brewster等人陪同他一起出席

了留印禮。與趙薇、黃曉明和
佟大為合作的影片《橫衝直撞
好萊塢》使林詣彬對他們更加
了解，並期待有更多合作。林
詣彬說，他們不只是中國的明
星，他們可成為世界的明星。

香港文匯報訊 黃氏夫婦婚
後影響力有增無減，除黃曉明揚
威荷里活外，Angelababy亦受
到荷里活導演的青睞，她將會加
入演出荷里活大片《天煞－地球
反擊戰2》，該電影官網亦證實
Baby加盟的消息。據官方消息
透露，Baby戲中名字叫Rain，
其他沒透露太多，保持神秘感。
導演Roland Emmerich在其互
聯網中更以“China's brightest
young stars （ 中 國 閃 亮 女
星）”來形容Baby。

綜合報道 中國影星趙薇、黃曉明與美籍華裔導演林

詣彬於當地時間6月3日在荷里活TCL中國大劇院門前的廣

場留下手足印。趙薇、黃曉明由此成為在此留印的內地男

女影星第一人，名副其實進入國際級明星行列，認真威

水！在此留印的華人電影人也從而由3人增至6人。

成首位中國男女影星荷里活留印記成首位中國男女影星荷里活留印記

““衝入衝入””
國際行列國際行列
““衝入衝入””
國際行列國際行列

Angelababy
參演參演《《天煞－地球反擊戰天煞－地球反擊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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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又穿着鞋留下腳印三人又穿着鞋留下腳印。。新華社新華社

■黃曉明在模板上畫上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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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薇的手印及腳印。

■參與《狂野時速》系列電影
拍攝的明星亦現身祝賀。

黃曉明黃曉明趙薇趙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甄子丹3日晚於北京
出席活動和現場影迷對話，大談生活和電影，還有健
身方式等。談及電影的拍攝，子丹說：“現在拍一部
有品質的武打片，真的需要豁出去，不是說不注意安
全，我覺得最高水準的藝術需要有一種冒險精神，而
且現今拍電影水準越來越高。所以即使我們都有受
傷，但最後片子出來應該會是部經典。”談及現在拍
攝的電影《葉問3》，子丹稱與自己拍對手戲的泰臣
人很好，雖然外表強悍，但人品非常nice，“泰臣也
是我的偶像，我把他的打法運用到電影中”。而拍戲
也是感情的一種抒發，這次甄子丹稱把多年的感情放
在《葉問3》之中，希望這部電影是最好作品。

被問及人生中最困難的工作是什麼，他表示自己
拍攝每一部電影都全力以赴，拍每一部電影都是艱難
的，是一種使命，他說：“希望每部都有進步，雖然
不一定都能做到，但每部電影的拍攝經歷都是讓我一
生難忘的。”他還表示自己很幸運可以通過電影，把
一些想法與大家分享，如果做得好的話，也能用電影
感染觀眾，比如像《葉問》這樣的影片。子丹說：
“希望我在這個地球的時間，可以拍更多正能量的東
西。”這段時間一直在上海拍攝電影，子丹透露拍完
電影就放暑假，用多點時間陪小孩，之後準備下一部
片子，這幾年還是好好拍電影。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5年6月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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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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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晚，為便於潛水員搜救困在客艙中可能
的倖存者，救援人員開始對“東方之

星”翻沉客船進行切割作業，水下探摸工作也同
時展開，海軍蛙人攜帶傳感設備在船艙部位下水
探尋遇險人員。

雜物多阻搜尋 江水濁靠手摸
23時30分許，南海艦隊潛水員李剛一躍入

水，進入船體探摸。
10多分鐘後，李剛從水下傳來消息，找到一

具遇難者遺體，準備出水。
在岸上工作人員的配合下，李剛雙手

緊抱着遇難者遺體出水上岸。等候在一旁
的工作人員迅速為遺體整理好衣物後進行
包裹，並停放妥當。
在此次潛水搜救行動中，李剛共下

水3次，每次10分鐘以上，下潛時間累
計達33分鐘，共摸查了12個房間，打
撈出3具遺體。

“水下環境很複雜，房內有棉絮、床
板等雜物，加之江水渾濁，對搜尋工作很
不利。”李剛說，雖然頭上有照明燈，水
下能見度也僅僅只有20多公分，搜尋基本

靠雙手摸。
李剛說，潛水很耗體力，感覺很累，儘管稍事

休息後體力已經恢復，但根據操作規程，他在12小
時內不適宜繼續開展潛水作業。

緊抱遺體出水維護逝者尊嚴
“每一次下水找到遺體都很揪心，他們是

我們的同胞，我們能做的，就是讓他們帶着尊
嚴離開。”李剛說，找到遺體後，潛水員都用
雙手抱着遺體出水，盡力保持着遺體完整，為
逝者保留最後的尊嚴，給生者以安慰。

香港文匯報訊“東方之星”號長江翻沉事故發生超過72小時，救援工作一直在

進行。據中新社報道，開艙搜尋和水下探摸工作同時展開，海軍蛙人輪番下水探尋倖

存者，可惜每次抱回的總是冰冷的遺體。一名南海艦隊潛水員稱，他落水3次共33分

鐘已打撈出3具遺體，“每一次下水找到遺體都很揪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倪夢璟上海報
道）沉船上的父親尚生死未卜，上海遊客家屬張
先生卻遇上騙子。6月2日凌晨，張先生在未獲得
“東方之星”號有關父親的消息前，一度心急得
在微博上發起尋人啟事，還留下手機號碼。未
幾，他收到一名陌生人數條短信，稱其父已被廣
州武警157醫院救治，還言之鑿鑿說保證“消息
屬實”。
張先生馬上回撥顯示號碼，可始終無人接

聽，只好向有關醫院求證，院方稱並未收治過任
何傷者，他才意識到那是騙子發來的短信。

騙子雖未向張先生索錢，但短信可能是為之後
的行騙作準備。一怒之下，張先生通過媒體將事件
公諸於世。騙子4日向張先生發了一條道歉信，稱
“對不起。我一時貪玩，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那些
情況不屬實。求你不要騷擾我，我不是騙子，只是
一時發了神經病。”多數網友認為騙子這個玩笑太
過分，竟然自稱被騷擾，根本沒半點歉意。

發獲救假消息 騙徒向家屬道歉
■■客輪翻沉次日蛙人救出一名倖存者客輪翻沉次日蛙人救出一名倖存者。。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會會44日召開會議日召開會議，，聽取國務院事件救援和處置聽取國務院事件救援和處置
工作組關於工作組關於““東方之星東方之星””號客輪翻沉事件救援號客輪翻沉事件救援
和應急處置工作情況的匯報和應急處置工作情況的匯報，，就做好下一步工就做好下一步工
作作出部署作作出部署。。據新華社報道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會議要求做會議要求做

好善後和家屬安撫工作好善後和家屬安撫工作，，徹底查明事件原因徹底查明事件原因，，
不放過一絲疑點不放過一絲疑點。。

會議強調會議強調，，當前要抓好以下工作當前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繼續做好人員搜救和傷員救治一是要繼續做好人員搜救和傷員救治。。

要堅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要堅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組織潛水員繼續組織潛水員繼續
進行水下搜救進行水下搜救，，逐層逐間仔細搜尋逐層逐間仔細搜尋。。

二是要深入細緻做好善後工作二是要深入細緻做好善後工作。。切實體諒家屬切實體諒家屬
悲痛心情悲痛心情、、做好安撫工作做好安撫工作，，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切實維護社會穩定。。

三是要嚴肅認真開展事件原因調查三是要嚴肅認真開展事件原因調查。。要組織要組織
各方面專家各方面專家，，深入調查分析深入調查分析，，堅持以事實為依堅持以事實為依
據據，，不放過一絲疑點不放過一絲疑點，，徹底查明事件原因徹底查明事件原因。。

四是要加強新聞宣傳和輿論工作四是要加強新聞宣傳和輿論工作。。要按照要按照

及時及時、、準確準確、、公開公開、、透明的原則發佈信息透明的原則發佈信息，，主主
動發佈權威信息動發佈權威信息，，回應社會關切回應社會關切。。

五是要加強對事件處置工作的組織領導五是要加強對事件處置工作的組織領導。。
要加強統籌協調要加強統籌協調，，協助地方解決事件救援和處協助地方解決事件救援和處
置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置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研究確定相關政策措研究確定相關政策措
施施。。

中央要求徹查原因中央要求徹查原因：：不放過一絲疑點不放過一絲疑點

■湖北監利市民4日晚自發為“東方之星”號乘客祈福。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芯、實習
記者 張宇 湖北監利報道）4日上午
11點，來自天津的曹關立（音）、
張紅怡（音）夫婦在湖北監利縣容城
殯儀館外設立的家屬接待處與工作人
員交涉。她與丈夫前日到達監利，和
所有現場其他家屬一樣，希望從遺體
中認一認有沒有家人，但按要求需先
做抽血檢測DNA。 張紅怡一家有6
名親友在船上，包括63歲的母親。
她哭着站在接待處的帳篷前說，“我
只想見媽媽最後一面……”不過最終被工作
人員勸回。

監利容城殯儀館位於縣城東邊，距市區
五公里。從2日下午開始，這裡被解放軍官
兵戒嚴。原本開闊的入口被警戒線攔住，門
口區域每隔十米有一名官兵把守，圍觀者一
旦靠近便被勸退。據圍觀群眾稱，上午十點
半左右，20輛洪湖市遺體接送車從殯儀館
開出。記者蹲守在館外，十二點十五分，一
個由10輛遺體接送車組成的車隊從館內駛
出，可見車內黃色的冰棺，車隊朝着前往
“東方之星”沉船的路口方向駛去。

DNA比對後方准入見
張紅怡與丈夫曹關立家中有6個親友在

“東方之星”上，包括張63歲的母親。自3
日到達監利後，張紅怡與丈夫等不及官方的
消息，4日直接前往監利縣殯儀館，希望從
已打撈的遺體中認一認有沒有自己的家人。
“我只想見媽媽最後一面。”張紅怡哭紅了
眼，靠在丈夫身上，一開口就忍不住流淚。
最終，他們被工作人員勸回，接待處人員稱
將首先對直系家屬做血樣採集工作，經過
DNA比對確定後才可見人。

4日下午4點的新聞發佈會透露，下一
步將聯繫家屬進行血液取樣，協助遺體
DNA檢驗。監利縣縣長黃鎮稱，監利縣全
力協助做好打撈、轉運、冷藏、辨認遺體等
工作，已聯絡天津、南京、武漢等地殯儀館
安排化妝師協助殯葬工作。

家
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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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想
見
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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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國報道更透明
香港文匯報訊 “東方之星”救援工作不僅

檢測中國政府反應能力、經濟和技術實力，同時
也考驗其應對輿論的能力。
據環球網引述美國《外交政策》稱，自從

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後，中國總體上支持更加透
明的報道。這一次，關於翻船事故的議論主導了
整個中國網絡，微博上相關的議論已高達3.6億
次。而官方顯然引導人們的議論。人民網等各大
官方網站迅速創建了專門網頁，政府也及時發佈
各種信息。

政府應對快速 預防流言蜚語
韓國《中央日報》稱，長江遊船沉沒，中

國政府快速做出應對。中國總理李克強等組成
的政府事故處理小組2日凌晨登上專機，在要
求“調集所有力量、不惜一切代價搶救生命，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同時，李克強總理還要

求每小時將救援情況透明地公佈給新聞媒體，以便
預防流言蜚語。
德國專家霍茨海姆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從報道來看，這次中國各方面應對都
比較及時，包括網上對龍捲風的質疑也被迅速地
回應平息。中國不僅通過命令三峽大壩減少放水
這種改變自然的力量來救援，也允許國外媒體進
入“東方之星”沉船核心區報道，這顯然是一種
嘗試，也體現出中國人的決心。

■工作人員運送遺體。 法新社

■曹關立（音）、張紅怡（音）夫婦欲進殯儀館
尋親。 記者何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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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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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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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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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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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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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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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大陸影視
星期五 2015年6月5日 Friday, June 5, 2015 星期五 2015年6月5日 Friday, June 5, 2015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黎明《君子道》造型首曝光 許文強像“教父”
連日來香港多家及內地媒體輪番

報道，香港無線TVB三十年來首次授

權，蟄伏八年的電影《君子道》（上

海灘後傳）橫空出世挺進十一檔，這

突如其來的消息讓兩岸三地的電影圈

炸開了鍋，三十年來《上海灘》出後

傳了。據內部透露：就像當年TVB

“中邪”把《上海灘》授權給一個從

沒寫過劇本甚至沒做過影視的人一樣，

黎明也“走火入魔”中了他的花言巧

語，接拍這個“教父式”許文強。剛

一進組就發現他把原來資深的造型指導

換了，他竟然自己做造型，還要不用合

約中規定的兩個香港化粧師，黎明當然

拒絕，最後雙方妥協由他示范，跟黎明

20年的資深化粧師還要跟他學做頭發。出

于演員操守黎明承受了這件事，雖然造

型效果不錯，但一想起他不用專業發膠

而用不知什麼油在頭發上抹來抹去，黎

明實際上很難忍受。

記者了解到，這個“他”就是

《君子道》那個不願拋頭露面的編劇、

導演，筆名尚儒的人。拍攝過程中，

也是讓“天王”黎明虐心不已。其中

一場與丁力握手的戲，被要求披著大

衣時必須要崇起肩膀，而且高了不行

低了不行；必須要從胸腔發出厚重的

聲音；走路姿勢必須要

故意抬起腳掌讓腳跟先

著地；必須要2秒鐘才走

出一步，必須要……。

他説這樣才像教父。出

于敬業，“黎天王”竟

然堅持這些“必須要”

拍了42條。

更讓“天王”吐槽

的是，本已戲份“殺

青”，某一日，經紀人

突然接到《君子道》制

片的電話，説一些戲份

效果不好，導演希望廢

掉重拍，能不能協調一

下檔期。這令天王“痛恨”不已。但

後來，為了角色完美，“天王”最後

還是答應了，並取消一個重要行程再

度入組重拍。然後，然後就重感冒

了。適逢北方冬季，《君子道》的重

拍讓敬業的黎明經歷了一場惡夢。

《再見我們的十年》再曝
“走心范兒”海報

近日，由子小號導演，劉蕓、郭家銘、Mike隋及潘霜霜等聯袂

主演的青春電影《再見我們的十年》再曝一組“碎情版”單人係列

海報，此係列海報將電影中八位主演的信息和盤托出，每一個人物

的表情都展現出不同的人物性格，並搭配各自人物不同的“愛情態

度關鍵詞”，再次向觀眾透露了影片的“青春、懷舊、走心”范

兒。八張海報體現了八種不同的愛情觀點：當愛情敗給了物質，當

歲月蹉跎了腹肌，當幼稚抵不了現實，十年匆匆而過誰能留下陪伴

則成了一生的愛情命題。

此組單人海報沿襲了“滾版”人物關係海報的強勢愛情態度，

八位人物從自己影片中的角色出發，再一次詮釋“帶上你的過去，

滾!”。其中不乏當下社會愛情道路上的雷

區，“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給的”、“你要

什麼我給什麼”，卻依然不懂珍惜。對此劇

中飾演高富帥老板的mike隋卻有不同的理

解，“在愛情裏男人和女人都容易變成智

障。”在採訪中他承認説，因此無論誰付

出了任何事情都是多巴胺效應的正常反應。

除了此類嚴肅的話題之外，“花癡玻璃心”、

“6塊腹肌”等元素又將喜劇效果放大，

讓人不禁聯想到自己青春歲月中做過的哪

些“2貨”事情。

談到過去的十年，兩位男主演都直言自

己成長了不少。郭家銘坦言自己經歷了瓶頸

期後，好在完成了涅槃蛻變，依然堅持自己

的夢想一直努力前行。在談到影片中的分手

戲時，郭家銘坦言，經歷過生活的洗禮，也

對戲中情感戲有了更為成熟的處理方式。而

擁有西方血統的Mike隋有著與生俱來的樂天

性格，隨著越來越成熟，對于生活的苦累也

更為釋然。雖然電影拍攝正值炎熱酷暑，Mike隋卻樂觀看待，認為

選擇這個行業，就必然要付出辛苦。當被問到其多年堅持為大家拍

攝搞笑視頻的原因時，Mike隋則很謙虛地表示，這雖然是自己的一

個天分，但也是自己唯一可以回饋社會的方式。

據悉，影片《再見我們的十年》由北京時代影響力影視文化有

限公司、禾木恩澤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優美力創（北京）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及北京柒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將于6

月12日全國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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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敬明原著小説改編並由其執導

的電影《爵跡》，日前陸續曝光的主演

陣容范冰冰、王源、吳亦凡、郭採潔、

林允、汪鐸、嚴屹寬、李治廷、陳偉霆、

楊冪，如此一線超強主演陣容的公布，

也令影片未映先火。曾一度網傳缺席電

影《爵跡》陣容的陳學冬，也最終由導

演郭敬明發布的面部特寫海報，從而確認

回歸出演。此消息一經曝光，引發不少

網友和粉絲激動感慨：“太不容易啦，

終于等到你。”

在電影《爵跡》主演陣容一一公布

之際，導演郭敬明與網友的九點之約徹

底激發網上對于電影陣容的好奇心，成

為眾網友熱議的話題之一。每輪主演的

曝光也在網絡掀起一輪高過一輪的話題

討論量和熱議度，長期佔據各類熱門話

題榜。而由于前段時間一直備受網友期

待的陳學冬疑似因工作檔期問題，無緣

出演《爵跡》的消息引發不少網友的傷

心。6月 1日晚，由導演郭敬明微博曝光

的三張陳學冬面部特寫海報，徹底將之

前的謠言粉碎，同時也正式宣布陳學冬

加盟電影《爵跡》。海報上，陳學冬眉

目清秀，眼神溫潤堅定。既有鄰家男孩

的親切感，也有少年獨有的清新氣質。

和其他主演一樣，他所出演的角色也未

曝光，令人頗為好奇。對于陳學冬的回

歸，不少網友紛紛表示：“終于等到你

啦。”“再加上你，《爵跡》實在顏值

爆表。

作為郭敬明出道十周年的紀念長篇

小説，《爵跡》首印達到兩百萬冊，

締造全國印量最新紀錄。這也是繼電

影《小時代》係列之後，導演郭敬明

的第二部小説改編電影。《爵跡》將

故事的主場景放在一個虛構的奧汀大

陸 ， 講 述 了 一 群 被 稱 作 “ 王 爵 ” 、

“使徒”的人為捍衛榮譽，爭奪權力

而發生的故事。對于如此奇幻的故事

內核，電影主演陣容也是網友們期待

的重點。截止目前，電影《爵跡》以

范冰冰開啟的演員公布陣容全民狂熱

猜想，終于以公布陳學冬的壓軸亮相完

美收官！十一位主演陣容，從小説的人

物設置來看，似乎已經公布完畢。麒零、

銀塵、鬼山蓮泉、幽冥、神音等熱門角

色在網友心中也有了自己配置，但最終

角色的分配會不會有出人意外的驚喜，

還尚未可知。對于如此豪華的陣容，不

少網友也表示：“這陣容顏值窒息到讓

人捂胸口。”“絕對是亞洲第一神顏

電影。”如此超一線的陣容，最終將

在電影《爵跡》中以何種角色、形式

出現，著實令人期待。據悉電影《爵

跡》將于 2016 年夏全國上映。

《胖胖團的夏天》開機
李偉建加盟有笑有淚

由鄭州華視德影視有限公司出

品的電影《胖胖團的夏天》于5月

27日在河南開機。導演唐旭攜主演

著名相聲演員李偉建、劉思博等一

同出席了開機儀式。除了具有爆炸

性喜劇效果的男女主演，本片的客

串陣容也堪稱強大，著名影星釋小

龍、喜劇演員那威、張海燕等也將

在片中有神秘演出。

電影《胖胖團的夏天》講述了

一事無成的貨車司機田大壯（李偉

建飾）送貨路上偶遇走失的自閉症

小胖孩豆豆，並幫他找媽媽的故事。

一大一下因此結伴走遍中原，一路

上囧事不斷，懸念叢生，他們的遭

遇既讓人啼笑皆非、意想不到又溫

情滿滿。影片溫馨感人，有笑點也

有淚點，作為一部公路喜劇，沿途

還有優美的中原風光，這也讓觀眾

非常期待。

談起創作初衷，導演唐旭表示，

拍攝這部影片的初衷有兩點，一是

我國的自閉症兒童其實是一個很大

的群體，被稱為“星星的孩子”，

社會大眾一直對他們缺乏關注，而

自己從影多年，一直想找機會為自

閉症兒童群體做些事情。相信隨著

這部電影的拍攝，能讓自閉症兒童

得到更多的關愛和幫助；二是公路

片這種形式也能把中國本土的人文

風貌展示給觀眾。把胖子和自閉症

兒童兩個群體結合到一起，相信一

定會碰撞出火花，使影片搞笑中不

失溫情。

據制片人張書豪介紹，電影

《胖胖團的夏天》經過充分的前期

籌備，劇本更是經過多輪修改完善，

主角胖男孩、胖女孩、小胖孩都萌

點滿滿，自帶笑果，影片無論是人

物設置還是故事情節都十分有新意，

是一部有笑點更有淚點的公路電影。

這部電影的公益性也吸引了眾多愛

心人士的參與，自籌備起就得到了

社會各界的支持，這也激發了主創

的創作熱情，相信我們可以將拍出

一部打動人心的電影佳作。

據悉，電影《胖胖團的夏天》

將于明年在全國院線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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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萊陽據悉正在
白堊紀國家地質公園籌
建“張和國際樹化石

林”，規劃佔地80畝，建成
後將成為目前世界遷地保存
規模最大的樹化石林。景區
按照不同化石產地分為中
國、緬甸、蒙古國、印尼、
埃及等5個主要樹化石區，
擁有樹化石近400棵。

8月初開園迎客
此外，還有來自新疆的

世界最高樹化石，約14米及
來自蒙古國的世界最粗樹化
石，重達18噸。這些樹化石
紋理細膩，質地堅硬，樹紋
清晰，色澤斑斕，有很高的
研究價值和欣賞價值。目

前，園內已完成了100餘棵
來自世界各國珍稀樹化石的
安裝，綠化苗木1.5萬棵。
據悉，國際樹化石林已於4
月20日正式開工建設，將於
8月初開園迎客。
樹化石的形成主要是遠

古森林在自然力量如岩崩、
泥石流等作用下被埋入地
下。在地層中，樹幹周圍的
化學物質如二氧化硅、硫化
鐵、碳酸鈣等在地下水的作
用下進入到樹木內部，替換
了原來的木質成分，保留了
樹木的形態，經過石化作用
形成了樹化石。

■實習記者張楠，
通訊員 鄒豪、文山

山東報道

山東建國際樹化石林山東建國際樹化石林
山
東

播求偶聲誘捕663鳥 東莞3村民觸法

■唐國強拄着拐杖行走。
王潔攝

“今天狀態好，可
以多走兩步。”雙手拄
着拐杖，兩腿有些軟，

但終歸是站起來了，唐國強
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唐國
強為他過去近24年的輪椅生
活畫上了句點。

1991年，僅8歲的唐國
強突然右手臂疼痛，發高
燒，被確診為“急性脊髓
炎”。一個多月後，唐國強
兩腿失去知覺，從此便只能
靠輪椅代步。
在父親的來回背送下，

唐國強完成了小學學業，後來
學習雕刻技藝。自2010 年開
始，他師從肖韶山深造雕刻技
藝，兩年時間裡，他每天要雕
刻10個小時，每周只留半天
的時間休息。每天在完成師父
的樣品雕刻後，唐國強還抽空
雕刻自己設計的作品，但身體
缺陷還是困擾他的雕刻事業。
今年春節前夕，湖南省

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徐守盛到永州市看望慰問困

難群眾，唐國強身殘志堅的
故事深深感動了徐守盛。徐
守盛說：“我們一起來幫你
圓夢。”經過湘雅醫院醫護
人員3個月的治療，奇跡終
於出現了，唐國強可以重新
站起來。今年，唐國強還成
為了湖南省殘聯3年培訓項
目的唯一培訓對象，跟隨長
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的
教授學習專業雕刻技術。

■記者 李青霞、
通訊員 王潔、黃辣

湖南報道

青年輪椅代步青年輪椅代步2424年終站起來年終站起來

湖
南

■“殲滅式圍獵”導致不少鳥兒直接死亡。 網上圖片

鳥類求偶的叫聲本是大自然的美妙音符，
然而近日東莞3名村民卻利用鳥的求偶叫聲牟
利。來自東莞中堂鎮的黎某、丁某和熊某均為
無業人員，3人在聊天時想賺點小錢買煙抽，
商議好了用播放鳥求偶叫聲的方法來捕捉麻
雀。於是他們每人各自購買了粘網、竹竿、音
樂播放器等捕鳥工具，約定一同捕鳥，3天捕
獲663隻。但隨後3人因“殲滅式圍獵”觸犯
刑法被警方拘留。

觸網即“粘” 越掙越緊
3人日前約定到東莞市橋頭鎮捕鳥，在

田地裡插上2.5米高的竹竿，放好粘網，用
音響播放鳥兒求偶叫聲吸引鳥兒飛入網中
進行捕捉。據3人透露，捕獲的鳥兒死了就
留着自己吃，如果是活的就以3元人民幣1
隻的價格出售給同村人，出售的鳥兒大部

分是被買來飼養的，銷售所得
3人均分。
他們介紹，現在的捕鳥網

的網線比人的頭髮還幼 2至 4
倍。為了確保鳥兒無法逃脫，網
掛高度2米至4米，使用MP3播
放器播放鳥的求偶叫聲吸引鳥
兒，不管大小鳥類一經觸網，無
論頭部、翅膀、爪子均會給網線
纏住無法動彈、無一倖免，而且
越掙扎越緊。僅3天時間，他們
就捕獲鳥兒663隻。3人將鳥兒
裝滿汽車後尾箱，收工回家途中
被查車的交警扣留，隨後被移送
至東莞公安局森林分局。

在交警查獲時，663隻鳥兒中有216隻鳥
兒因缺氧窒息死亡，只有447隻活着。目前東

莞警方透露，黎某等3人均觸犯刑法，因非法
狩獵罪被判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1年執行。

■記者何花東莞報道

這這場音樂會的主角是場音樂會的主角是88名浙名浙
大學生大學生，，其中其中77名是大四名是大四

畢業生畢業生，，他們都是浙大文琴交他們都是浙大文琴交
響樂團的成員響樂團的成員，，另一名演奏大另一名演奏大
提琴的學妹是他們特邀的提琴的學妹是他們特邀的，，是是
理科實驗班的大一學生。7名畢
業生分別來自浙大的金融學、
應用心理學、漢語言文學、財
務管理、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
動化和統計專業，其中5人選擇
了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波士頓
學院、墨爾本大學等名校繼續

深造深造，，堪稱堪稱““學霸學霸”。”。
儘管各位學生都不是學音儘管各位學生都不是學音

樂的樂的，，但他們的音樂背景絕對但他們的音樂背景絕對
專業級水平專業級水平，，都學習了都學習了2020年左年左
右的樂器，師從中央音樂學
院、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或北京
交響樂團、浙江交響樂團首席
等名師。
畢業音樂會主要負責人、

金融學專業大四學生張倜介
紹，這場畢業音樂會謀劃了近
4年。大家在文琴交響樂團結

緣緣，，在大學四年裡一起演奏過在大學四年裡一起演奏過
太多曲目太多曲目，，共同經歷過太多難共同經歷過太多難
忘的故事忘的故事，，所以希望用一場音所以希望用一場音
樂會來為大學生活畫句點樂會來為大學生活畫句點。。

收入捐自閉童康復中心
這次畢業音樂會採用售票

形式，門票分 5 元（人民
幣，下同）和1元，其中1元
的門票只要轉發朋友圈可免費
領取。所有收入會捐給大連的
小海豚自閉症兒童康復中心。

浙大浙大77““學學霸霸””

■■““浙大最後的音樂浙大最後的音樂
會會””部分成員合照部分成員合照。。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在浙江大學

師生的朋友圈

裡，一場名為

“浙大最後的音

樂會”的微信最

近被熱轉了萬餘

次。7名浙江大

學的畢業生日前

在學校紫金港小

劇場，用演奏一

場專業級別的音

樂會告別大學，

並且所有門票收

入都會捐獻給大

連小海豚自閉症

兒童康復中心。

■記者高施倩

浙江報道

開
畢
業
慈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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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中國
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張新4日在中國金融新業
態研討會上表示，上海自貿區沒有成為熱錢流動和
套利的管道，並且已經做好了率先全面實現人民幣
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技術準備，包括風險跟蹤賬戶管
理體系、本外幣一體化管理框架在內的十項技術準
備已經到位。

張新4日在一個論壇上透露，多方面的技術準
備已經到位，上海已經形成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政
治保障、市場機制和理性文化，並要從資金總量角
度維護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截止6月1日，通過
自由貿易賬戶，企業辦理各類跨境資金結算是
1,600億元（人民幣，下同），按照新規則開展的
跨境融資一共是700多億。實踐證明，上海自貿區
未成為熱錢流入和套利的管道。

張新透露，目前上海已經形成了資本項目可兌
換的政治保障、市場機制和理性文化；建立了有管
理的可兌換的制度安排；建立了對外債規模、幣種
錯配、短期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同時，
在資金總量的調控和應急管理的政策儲備方面、總
量閘門的調控機制方面等都已具有能力。而其他包
括“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的分析檢測體
系；多角度的、風險跟蹤的賬戶管理系統；適應可
兌換的國際收支統計和監測體系；本外幣的一體化
管理框架等都已成功形成。

建立跨境資金監測協調機制
另外，張新表示，上海還建立了跨部門的跨境

資金監測分析和應急協調機制，並能對資金流出後
的流向進行跟蹤服務，探索建立了“長臂管理”。

而這十項內容，即是上海自貿區做好實現人民幣資
本項目可兌換的十大技術準備。

在有了技術準備的背景下，張新稱，目前，上
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將重點圍繞包括合格境內個人投
資者（QDII2）試點在內的6項具體改革措施的突
破和到位，以推動上海率先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
另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郭慶平則表示，

“十三五”規劃期間，中國經濟踏入新常態，結構
轉型是解決資源配置不當、產能過剩等深層次矛盾
的根本，極需金融業的支持。而在“十三五”期
間，中國要盡快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並放寬個人
對境外投資，允許資本帳戶下的人民幣可兌換。

另外，人行上海總部調查統計研究部主任王振
營表示，同業存單將在上海自貿區對境外發行，目
前已經通過審批，正等待啟動發行。

人幣自由兌換 滬自貿區就緒

港券商爭客 內地散戶赴港買A股

大牛市下，內地個人投資者對於推高A股市場功
不可沒，而此部分人群也正成為香港券商瞄

準目標。據不少投資者表示，從目前給出的條件來
看，香港券商確實勝出內地券商一籌，由於香港監
管機構對券商的佣金收費並沒有作統一規定，佣金
戰也常成為香港券商拉客手段，大額交易情況下佣
金費率最低可降至0.01%。

港券商優惠多
另據了解，目前內地券商收取的兩融利率基本

在8%之上，而香港券商的利率最低可至5.5%，同
時他們可提供給客戶的借貸資金也更多，可以助力
投資者最大程度放大槓桿。

投資者沈先生表示，目前內地嚴控兩融，券商
也逐漸收緊槓桿和提供融資門檻，多隻個股被券商

列拉黑暫停融資購買，這使得他感覺在內地炒股也
不再像以前那樣隨心所欲。

不過香港地區那些A股個股的交易卻並未受
限，就拿近期三隻先後被內地券商限購的融資標的
股份來看，中國平安、中信証券、興業銀行，截至
6月3日，它們都是穩坐滬股通十大成交活躍股之
位。

沈先生稱，雖然赴港炒A股有點費時費力，且
滬股通標的股數量也有限，但重點在於：他看中的
幾個股票都在滬股通之內，且香港券商可以提供他
高達8成的股票按揭用於投資。

隨着拉客競爭進入白熱化，有香港券商甚至為
內地投資者報銷赴港的交通費。香港耀才證券近日
就承諾，向來港開戶的內地投資者提供1萬港元旅
費，同時宣稱買賣上海A股3年免佣。該公司同時

披露，目前已經擁有15,000個內地投資者的賬戶，
其中一半的資金用來投資滬市A股。

匯率差或成最大絆腳石
有一些謹慎者認為不可貿然趕潮流，有內地券

商認為，匯率差是成為赴港炒A股的最大絆腳石，

一不小心就會比傘形信託還要高，得不償失。同時
香港券商是允許隨時倒閉，也要留意這樣的風險。

但同時也有大量贊同之聲，許多投資者認為
香港券商內地搶客可以增加內地券商競爭意識，
而且從以往經歷來看，從保險到證券，確實香港
選擇更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內地券商正面臨來自香港同行的激烈競

爭。據悉，為拉攏內地投資者赴港炒A股，香港券商提供諸如免手續費、更高槓桿、

更低利率等優惠措施，甚至大方報銷投資者赴港的交通費用，受益於此，內地已有成

千上萬的投資者借道滬港通，到香港開戶炒A股，也為香港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

金。

■人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張新表示，上海自貿區已經
做好了率先全面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技術
準備。 資料圖片

■■內地已有成千內地已有成千
上萬的投資者借上萬的投資者借
道滬港通道滬港通，，到香到香
港開戶炒港開戶炒AA股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標的股孖展不受限制 佣金低槓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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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辦移民

周六照常服務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Licensed by the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精辦留學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商 業 法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10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AM1050 每月第2,4週一 5:30PM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蘇力律師*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Anal 律師 Eva 律師Sam 律師

鄢旎律師**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地產買賣﹑地產過戶﹑各式租約﹑

各類地產相關合約﹑貸款文件

H-1及L-1等各類工作簽證﹑傑

出人才及國家利益獲免等各種

職業移民﹐各類親屬移民﹐生活

擔保書及公民入籍等﹒
成立公司﹑跨國投資﹑爭議解決﹑

生意買賣﹑各式商業合約

各類遺囑﹑授權書﹑家庭信託﹑

無爭議離婚

房地產

商 業

遺囑﹑信託
及其它

移 民

宋 秉 穎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Law Offices of Sung & Associates,P.C.

新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7, (Inside of Corporate Plaza) Houston, Texas 77036

宋秉穎律師﹐法學博士
Amy P. Y. Sung

德州﹐紐約律師執照

Licensed by Supreme Court of Texas. .

通國、英、台、粵語
E-mail: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sunglawyer@yahoo.com

Tel: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臺灣新聞1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地址﹕11209 Bellaire Blvd. C-10(新香港城內) 電話﹕281-495-7799

有五糧液﹑正宗貴州茅臺酒﹑竹葉青酒﹑五加皮﹑高糧酒﹑陳年特級紹興酒等中國名酒
﹐也有如人頭馬﹑Hennesy XO﹑從歐洲進口的名西洋酒﹐應有盡有﹐價格實惠﹗

中西美酒‧啤酒‧汽水
婚禮﹑PARTY及成箱購買給予特殊價格

Fine Spirits, Wines, Beers, Sodas
Cigarettes &Lotto

Lam's
Liquor Store 林氏酒鋪林氏酒鋪

星期五 2015年6月5日 Friday, June 5, 2015 星期五 2015年6月5日 Friday, June 5, 2015

205兵工廠長：8年遷廠十分緊湊

（中央社）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肯定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反貪腐，大陸民運人士王丹今天
表示，蔡英文可能誤會，習近平從未反貪腐制
度。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等民間團體晚間在
自由廣場舉辦 「六四二十六紀念晚會-重返天
安門、撐傘悼六四」活動，邀請六四天安門學
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前副總統呂秀蓮、前
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等人參與。

施明德上台致詞時遭台下政論家林保華、
楊月清夫婦批評向蔣介石求饒，施明德在妻子
陳嘉君陪同下走下台嗆聲沒求饒，雙方隔著人
牆言詞交鋒。

施明德說，這些反共義士來到台灣就騙台
灣人的錢，從美麗島時代就看不起他， 「反共
義士最糟糕的人」，隨後離去。

呂秀蓮致詞表示，對王丹、吾爾開希表示
敬意，並說2300萬人應向國際說，要選擇成為
和平中立的國家，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更是
世界的台灣，用全民公投方式，要求明年選出
的新政府、新總統向全世界說讓台灣成為和平
中立的國家。

針對蔡英文今天表示，習近平似乎是個很
有決心的政治人物，並肯定習近平提出的反貪
腐。王丹對示，蔡英文可能誤會，習近平從來
沒有反腐敗過，習近平是反個別的腐敗人物與
行為，腐敗是一種機制與制度，對既有的制度
，習近平從來沒反過。

王丹說，習近平反腐敗行為有豐富的政治
鬥爭在內，他尊重蔡英文看法，但對習近平反
腐敗一事，不持正面看法。

習近平反貪腐說 王丹：小英誤會

代工美彈藥 205兵工廠持續供貨中
（中央社）總統府發言人

陳以信今天表示，總統馬英九
日前宣示，在全球減碳工作上
「中華民國不能缺席」。政府

對推動減碳工作決心，與歐盟
各國駐台代表今日投書的目的
完全一致。

針對歐盟辦事處及其 16 個
會員國駐台辦事處代表今天聯
名投書呼籲臺灣提出具體減碳
作為，陳以信表示，總統府6月
1日晚間特別為減碳議題舉行重
要會議。馬總統、行政院長毛
治國與經濟部、原能會、環保
署等部會首長，於會中聽取中
央研究院提出 「擘畫台灣深度
減碳與永續發展藍圖」報告。
馬總統會中宣示，在全球減碳
工作上 「中華民國不能缺席」
，並責成行政院立即研議
並提出相關具體政策。

陳以信說明，聯合國預計
於今年 12 月在巴黎所舉行的
「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21次締

約方會議（COP21）」中，將
討論通過 「深度去碳途徑計畫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
ways Project, DDPP），要求世
界各國提出 「國家自主決定之
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
DCs）」計畫，希望在 2050 年
達到 「零排放」目標。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
主任王寶貫指出，臺灣為海島
環境，天然資源極為缺乏，當
務之急必須設定節能減碳之短
、中期目標及作法，推動深度
減碳途徑計畫，建立跨領域整
合模型，進行臺灣永續發展途
徑之轉型規劃。

陳以信指出，會中毛治國

指示為因應氣候變遷，已要求
經濟部針對COP21進行相關研
議，目標在年底之前，具體設
定我國參與的階段、目標與執
行政策。也從需求面及供給面
進行討論，提出如何讓全臺灣
總量管制的分階段作法，並持
續推廣再生能源，如太陽能、
風力等。

陳以信轉述，馬總統於會
中強調，臺灣不能自外於減碳
的世界趨勢，更要藉此機會向
國際宣示我國減碳決心。馬總
統立即責成行政院研擬具體政
策，須於年底前提出臺灣版的
「深度去碳途徑計畫」（DDPP

）。
陳以信強調，政府對推動

減碳工作的決心，與歐盟各國
駐台代表今日投書的目的是完
全一致的。

全球排碳 府：中華民國不缺席

蔡英文蔡英文：：維持現狀符合各方利益維持現狀符合各方利益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33日日（（當地時間當地時間））在美國智庫在美國智庫CSISCSIS演說表示演說表示，，維持現狀符合各方的最維持現狀符合各方的最

佳利益佳利益。。

台灣加入台灣加入EENEEN 梁國新梁國新：：有助談有助談ECAECA
歐盟成長總署同意台灣加入企業歐洲網絡歐盟成長總署同意台灣加入企業歐洲網絡(EEN)(EEN)，，至於是否有助雙方洽簽至於是否有助雙方洽簽BIABIA或或ECAECA，，貿協貿協

董事長梁國新董事長梁國新44日說日說，，若未來雙方合作次數多若未來雙方合作次數多，，談任何協定都會有幫助談任何協定都會有幫助。。

（中央社）國防部軍備局第 205 廠長、陸
軍兵工上校丁建中今天說，政府計畫8年內完
成205兵工廠遷廠，外界認為時間太長，但其
實遷廠期程是十分緊湊的。

軍方今天邀媒體實地參訪 205 兵工廠生產
彈藥作業流程並展示廠內開發的各式槍枝軍備
，還安排媒體體驗手槍實彈射擊。

行政院已規畫205兵工廠在8年內遷往高雄
市大樹區，廠內現有的上千名員工，軍方將妥
善安排；205 兵工廠占地 56.4 公頃，位在高雄
經貿園區的核心地段，估計土地重劃後市值新
台幣900億；遷廠費用估算200億至220億元。

丁建中說，205 廠是國造輕兵器、彈藥及
火炸藥的唯一製造供應來源，遷廠過程須兼顧
軍需製造，因此遷廠前須先完成大樹溪埔新廠
的廠舍整併，清出空廠房後，拆除再建新廠房
。

丁建中又說，聯勤對廠房設備要求嚴格，
溪埔新廠房估算需兩年才能完成，完成後才能
將前鎮廠搬移過去，全數遷移後才會將前鎮廠
撥交高市府。估算各遷廠期程，8 年其實是相
當緊湊壓縮的。

205 兵工廠現址也是高雄亞洲新灣區起點
，鄰近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周邊又有捷運、
輕軌兩大轉乘運輸，是塊朝多功能經貿商業發
展的精華地。

丁建中指出，廠方一直和高雄市政府密切
聯繫，配合遷廠，詳細期程還在規畫中，205
廠內雖沒有歷史建築，但市府已派員一一清點
廠內的老樹，將予以保留。

205 兵工廠說，溪埔營區的新廠房建好後
，才會展開搬遷，遷廠後現有的舊廠房，將委
由高市府代拆，原營區用地初步規劃會保留部
分綠地作公園。

社民黨社民黨：：林義雄發言非黨立場林義雄發言非黨立場

（中央社）國防部軍備局
第 205 廠今天說，美軍於伊拉
克戰爭期間採購的5億顆步槍
彈，任務結束後，廠方仍為美
方代工生產商用型步槍彈，目
前仍在持續供貨中，廠內也儲
存大批美方物料。

國防部軍備局 205 廠邀媒
體入廠參訪彈藥生產線，並說
明美軍投入伊拉克戰爭期間，
向台灣採購5億顆各式步槍子
彈的合作關係，並展示年產 1
億餘顆槍彈的自動化生產線。

廠方至今仍為美方代工生
產商用槍彈代工，大批準備交
付美方的槍彈，從自動生產機
台滾出，在火工區裝箱待運，
儼然成為美軍在海外的備援彈
藥生產線。

205 廠是生產輕兵器、彈
藥與火炸藥的工廠，廠方簡報
說，205廠自民國95年起，為
美軍生產軍用彈及商用彈，並
展示美國陸軍98年致贈廠方的
感謝牌。

廠方說，廠內生產線95年
到98年，為美軍從事伊拉克戰
爭地面部隊生產5億顆子彈，
包括 5.56 公厘、7.62 公厘步槍
彈，這項任務98年結束後，廠
方迄今仍持續為美方生產商用
型步槍彈，目前仍持續供貨中
。

廠方開放自動化槍彈生產
線，展示持續為美方生產槍彈
實況。

205 廠有銅殼生產線 3 條
、彈頭生產線3條、全彈組裝

線 3 條及包裝線 1 條，生產 5.
56公厘及7.62公厘系列彈藥。

205 廠指出，廠方供貨受
美方肯定，持續引進訂單與代
工業務，部分業務由美方提供
物料，交由 205 廠代工商用步
槍彈，廠內另有部分自製業務
。

廠方又說，美軍在世界各
地作戰，大都採取火力優勢的
轟炸行動，地面部隊部署戰區
數量遞減，隨著步槍彈需求減
少，美方的訂單也遞減。

廠方表示，近期有南美友
邦軍方官員來訪，對國造擬真
槍隻等軍品有高度興趣，205
廠生產的槍彈軍品外銷是有潛
力的。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前主席林義雄今天再
批民進黨市議員選立委一事。被視為林義雄過去
子弟兵的社民黨召集人范雲表示，林義雄的發言
並非社民黨的立場，社民黨會按自己步調爭取選
民認同。

林義雄在5月底曾公開指出民進黨提名現任
台北市議員梁文傑競選立委違背了民主的基本倫
理。林義雄今天再度問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提
名就任不及5個月的市議員參選立委是對是錯？
如果是錯，為什麼還不改正？」

梁文傑下午隨即舉行記者會宣布退出立委選
舉，同選區的社民黨參選人李晏榕在臉書上對梁
文傑退選表示非常震驚，稱讚梁文傑是台北市議
會優質的議員。

她說，期望梁文傑繼續打拼，在市議會為人

民福祉發聲，她和她的團隊也會繼續拼搏，用雙
腳走台北，讓選民放心地把台灣的未來託付給她
。

社民黨召集人范雲則透過新聞稿表示，社民
黨仍會按照自己的步調，以自己的力量爭取選民
認同。

范雲表示，林義雄推動台灣民主的努力令人
敬佩。對於提名事項，社民黨尊重其他政黨的黨
內民主機制。范雲表示，林義雄的發言並非社民
黨的立場，對社民黨而言，最重要的是莊重對待
選民的考驗和付託。

范雲表示，社民黨現階段的目標是全力爭取
選民認同，相關選舉規劃仍照既定的步驟進行。
若未來有任何調整，都需經由黨內民主程序的討
論與審核。

聯醫防聯醫防MERSMERS 柯文哲穿防護衣演練柯文哲穿防護衣演練
為因應為因應MERSMERS疫情在全球增溫疫情在全球增溫，，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44日舉行應變演習日舉行應變演習，，台北市長台北市長

柯文哲柯文哲（（右右33））也穿上二級防護衣也穿上二級防護衣，，模擬穿脫流程模擬穿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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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局資料，今年共有28,483名兒童參加小一入
學統一派位，當中共19,413人獲派首三志願，成功

率為68.1%，較去年的66.4%高出1.7個百分點。而獲派
首三志願的學生中，有3,002人獲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
的學額，另25,481人則獲乙部分區校網派位的學額。如
連同去年或完成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計算，今年小一整
體滿意率則達82.1%，亦比去年高出1.3個百分點。

家長不再一窩蜂盲選名校
對於今年統一派位“命中率”終見回升，資助小學

校長會主席梁兆棠認為涉及兩方面原因，包括各區升小
生人數分布趨平均，家長亦比以往更懂得合理處理選校
志願，不會一窩蜂盲目選少數名校；另一方面則與“跨
境專網”的分流成效有關。他表示，“專網”推出以來
為跨境家長帶來新思維，“政府的宣傳令他們對北區以
外的學校有所認識，部分人開始考慮其他學校，而非只
集中選擇北區。”不過他亦指，始終會有些家長認為北
區交通較方便，“死心不息”在派位後回北區“叩
門”，相關有關競爭會持續激烈。

跨境童或被分派至葵青區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亦指，今年派位首三志

願的成功率上升，對本地學生是好事。“證明（獲派心
儀校）機會大了，相信家長的怨氣都會減少。”但他表
示，今年有約2,600名跨境生參與派位，即使鄰近邊境
地區的學校每班都抽起兩個學額放進“跨境專網”，仍
未能完全應付需要，相信最終也有跨境生被派到再遠一
點的東涌或葵青區的學校。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陳容珍及北區區議會議員
劉國勳都指，去年所見區內不少本地家長都對獲派志願
感滿意，可見“專網”有一定成效，紓緩區內學額緊張
情況。但陳容珍指，“專網”吸引更多跨境家長遷到北
區，擔心令區內租金上升；劉國勳則認為，當局應繼續
優化“專網”及有關配套，例如完善校車安排及按跨境
生內地居住地優先與家長所選的學校進行配對。

教育局發言人提醒，參與派位學童的家長可於6日
及後天到所屬派位中心領取“小一註冊證”，並於下星
期二或星期三到獲派學校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2015年度

的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結果6日揭盅，香港教育

局4日率先公布今年的派位數據。在參加派位

的約 2.8萬名學童中，有 68.1%成功獲派首三

個志願學校，“命中率”從去年度的 13年新

低“谷底反彈”約兩個百分點，亦是自 2007

年起連跌七年後首度回升。對於派位成功率終

於回升，有校長認為與當局推出的“跨境專

網”，有助跨境家長認識北區以外的學校，達

到“分流”成效有關；而家長也更懂得合理處

理各個選校志願，較容易派中心儀校。

■小學統一派位“命中率”“谷底反彈”，圖為早年家長到派位
中心領取註冊證。 資料圖片

近年小一獲派首三
比例及參加人數

入學年度 參加人數 獲派首三
志願比例

2015 28,483 68.1%
2014 29,124 66.4%
2013 27,676 68.2%
2012 24,352 72.7%
2011 22,003 77.3%
2010 20,848 79%
2009 20,978 79.1%
2008 20,794 81.7%
2007 21,644 82.1%
2006 25,064 78.9%

資源來源：教育局
製表：李穎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
澄）激進本土團體“香港本土力
量”和“熱血公民”在網上預
告，將在6日小一統一派位放榜的
日子，到上水一所作為跨境學童
派位中心的小學外擺街站，向雙
非家長抗議雙非童入讀香港小
學。教育局4日回應指非常關注事
件，呼籲各界表達意見時保持冷
靜和克制，切勿妨礙中心的正常
運作，更不應令有關家長及年幼
學童受到壓力及困擾。教聯及教
協都強調不認同政治衝擊教育，
派位當日有不少幼童在場，批評
示威者“搵錯對象”，擔心幼童
會被嚇怕及傷害。

“港童”定有位 跨境童未必雙非
教育局發言人指，尊重任何

人士以合法及和平的方式表達意
見，但表達時不應令家長及年幼
學童受到壓力及困擾。就有關人
士針對“跨境派位中心”抗議，
發言人強調所有“港籍兒童”均
有權參加小一派位，而政府亦會
確保提供足夠的公營學位給予合
資格申請兒童。發言人並重申，
跨境學童當中除雙非兒童外，亦
有單非或父母均為港人但居於內
地的兒童。

因應近年北區小一學額一度
出現緊張，教育局表示，自政府
2013年起實施內地孕婦產科服務
“零配額”政策，因雙非童引起
的小一學位需求只屬過渡性。而
事實上，局方自2014年度起已為
跨境學童增設統一派位“專
網”，將跨境生分流至包括屯

門、元朗、北區以及大埔等八個
鄰近邊境管制站的校網，以及有
足夠學位而位於其他馬鞍山、黃
大仙、東涌和青衣等地區校網的
學校，成功達到“分流”效果，
大大紓緩北區學位緊張的情況。
教育局指，此舉既能照顧香港學
童對學位的需求，同時確保居於
內地申請學童獲派學位的權利。

根據教育局的《2014年度小
一入學報告書》數據，“跨境專
網”實施後，對多個地區本地童
派位成功率具顯著成效，例如過
往學位競爭最為激烈的上水80校
網，其統一派位獲首三志願比率
由2013年度的62%大增至2014年
度的 78%，也遠比全港平均的
66%高。一眾“本土”示威者似
乎未能掌握政策的變化。

教聯副主席王惠成指，派位
中心只是教育政策運作的地方，
強調政治不應衝擊校園及教育。
他表示當日將有不少幼童在場，
認為無理的衝擊會嚇怕及傷害他
們，發起示威者應受譴責。他又
質疑示威團體“搵錯對象”，指
雙非問題源於當年公民黨策動的
“莊豐源案”，“既然是不滿，
就應找‘始作俑者’。”

而教協4日發聲明，指基於
涉事團體早前衝擊校園的事件，
且派位當日會有很多學童前往派
位中心，該會不認同示威者選擇
以學校及有幼童在現場的抗爭行
動；如示威人士執意行動，也應
和平表達，不應把矛頭指向現場
的家長和學生，製造不必要衝
突。

■香港小學統一派位結果6日揭盅，今年有68.1%參與統一派位的學童成功獲派
首三個志願學校。 資料圖片

■陳紹鴻坦言今年獲派首
三個志願的成功率上升，
對本地學生來說是好事。

資料圖片

統一派位 68.1%首三志願圓夢
8年來首回升“跨境專網”助分流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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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持續遭“本
土”等激進團體追擊的無證男童肖友懷（懷仔）的
去向，備受各界關注。他4日突在外婆周紹璇陪同
下，到香港入境處要求“自願遣返”內地，並於4
日傍晚抵達深圳，去向未明。懷仔外婆並沒透露為
何改變主意，只慨嘆他“於香港無容身之所”。據
悉入境處已確認肖友懷為內地人及持有內地戶籍，
會繼續調查有關案件。協助懷仔的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陳婉嫻4日回應時稱，不清楚他為何改變主意，
又強調整個過程由始至終，都是其外婆的決定，她
表示尊重。

匿藏香港9年的無證男童肖友懷去向終有定
論，4日在其外婆及陳婉嫻兩名議員助理陪同下，
到入境處辦事處要求“自願遣返”。據悉，入境處
是在不知情下突接獲通知，指懷仔外婆希望把外孫
送返內地，但當時未有透露原因，故入境處即時安
排人員到九龍灣調查組辦事處跟進。

肖友懷到場時身穿白衣，全程沒發一言。問及
是否因壓力問題而返回內地，其外婆周紹璇只稱：
“香港無容身之所，天大地大，我家帶佢走。”
其後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下，在辦事處內逗留逾1小
時。懷仔獲入境處安排專車離開辦事處後，直駛文

錦渡路，並經沙嶺警崗後駛至羅湖出入境管制站。

“唔好理我去邊，肥仔又冇殺人”
據悉，入境處需先確定內地方面有人接待肖友

懷方可首肯，而是次懷仔可獲即時遣返，亦正因其
外婆首次指內地有“家人”可接待他，惟有關說法
有別於她早前聲稱肖友懷在內地無親無故。不過，
4日晚深圳方面，卻只得周紹璇接待肖友懷，相反
她一直聲稱的“家人”則沒見蹤影。被問及是否對
尋求陳婉嫻協助感後悔時，周紹璇坦言：“係！”
她更向在場追訪傳媒說：“你唔好理我去邊度，肥
仔（懷仔）又冇殺人！”

另因周紹璇涉嫌“教唆他人違反逗留條件”，
正被入境處立案調查，並身處保釋期內，需於一個
月後向入境處報到。周紹璇4日陪同肖友懷離境返
回內地，據知已通知入境處，只要周紹璇在保釋期
限屆滿時能向入境處報到，其間將不會被限制出入
境，入境處一旦完成調查後，會轉交律政司決定是
否起訴。

申單程證來港？言之尚早
有指懷仔遣返內地後，可申請單程證或雙程證

來港。有消息人士透露，入境處已確認肖
友懷為內地人，在內地亦有戶籍，故批出
單程證或雙程證與否，是內地相關部門的
工作，與香港入境處無關。但即使批出
後，入境處仍要為批准其入境與否把關，
現仍言之尚早。

陳婉嫻4日在立法會回應時指出，不
清楚懷仔為何改變主意，但強調由始至終
均屬其外婆的決定，她只是協助角色。被
問及會否因未能協助懷仔而道歉，她直言
“唔關我事”。

黃國健強調“幫人無罪”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議員

接獲求助很難不幫忙，認為“一念之間，好多時未
諗得透徹”，又強調“幫人無罪”。他又說，社會
反應後果不可預料，他曾私下與陳婉嫻討論肖友懷
的個案，並引述嫻姐指懷仔搬到其他地方暫住仍被
認出，更有人半夜拍門騷擾，令他“嚇到喊”稱要
離開。他續稱，陳婉嫻批評部分人“冇晒同情
心”，認為肖友懷“係細路仔嚟，又唔係馬上要畀
身份證佢”。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表示，懷仔終自願遣
返內地，問題不在他本人或協助他的人，而是抨擊
懷仔的團體。她形容過去社會對無證兒童一般有較
多同情，懷仔的個案本身亦較易獲公眾同情，但
“本土派”對事件的反應，是她事前想像不到，亦
不尋常。她又提到，今次事件令其他無證兒童感到
心寒，擔心日後處境，尤其入境處會否收緊對他們
留港的審批，以及身份被揭發後會否受到攻擊。

■無證男童肖友懷（右）4日由外婆周紹璇陪同到香港入境
處要求“自願遣返”內地。 黃偉邦 攝

難頂“本土”追擊 懷仔自願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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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熊莊齡 律師事務所
◇離婚

◇子女撫養費
◇監護及探視權

●家庭案件

電話：713.988.6388
傳真：713.988.1898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0,
Houston, TX 77036 (福祿大樓)

◇L/H/E簽證及綠卡申請◇各種勞工﹑廚師移民
◇各種親屬移民◇勞工卡﹑回美證申請
◇ B-1/B-2延長◇未婚夫妻簽證

●移 民
●遺囑認證 ◇遺囑 ◇授權書 ◇遺產處理 ◇財產規劃

●訴 訟 ◇民事訴訟 ◇人身傷害 ◇商業訴訟權
◇生意/地產買賣 ◇合同糾紛 ◇公司組織/契約文件●商業案件

請勿放棄您應得權利﹐協助車禍後修車﹑
租車及盡速獲得理賠﹒

車禍
熊壯齡 律師

Diana C. Hsiung
法學博士

德州及聯邦律師執照

離婚，子女撫養
遺囑/委托授權書

公司設立，合約起草

阿朗阿朗..尚吉尚吉 合作律師合作律師
Aram SadegiAram Sadegi

美國專業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專業移民律師，經驗豐富，免費電話咨詢，周末接受預約

The Yu Law OfficeThe Yu Law Office

于瀾于瀾 律師律師
ALAN YUALAN YU

地址：10101 Harwin Dr. Suite 369, Houston, TX 77036 (好運大道上, MAMA超市對面)
電話：(832) 657-9837 郵箱：alanyulaw@yahoo.com

于瀾律師事務所
PERM職業移民，EB1，NIW
L-1A綠卡、EB5投資移民

親屬移民，結婚綠卡，未婚簽證
L-1，H-1,E-2工作簽證，

J-1國家利益豁免
政治庇護，移民保釋，

遞解出境上訴，申請歸化入籍
代辦簽證延期，工卡、旅行證，留學簽證

車禍：不獲理賠，不收費用
刑事案：賭博罪，賣淫罪，盜竊，人身傷害
稅務案件：房地產稅申訴，聯邦稅和州稅

裴在光裴在光 合作律師合作律師
Jaekwang BaeJaekwang Bae

警方介紹本公寓是華人居住區治安紀錄最好的公寓

一個月免費
一個月免費

簽十三個月合同

簽十三個月合同

請洽市場經理：陳大任（Daniel Chan）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總公司：5850 PARKFRONT DR. HOUSOTN,TX 77036

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
本地共有十六個不同地區的公寓
就在華人中心半哩內有三個公寓

華人服務合心意華人服務合心意
安全居住兩相宜安全居住兩相宜

電子監控與巡邏電子監控與巡邏
交通辦事很容易交通辦事很容易

電 話：
713-772-6247

STANLEYSTANLEY＆＆ASSOCIATESASSOCIATES PLLC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

對商業糾紛及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

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Kai@stanley-Lawfirm.com
((281281)) 766766--79397939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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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信用分數
信用記錄差
沒有信用分數

Ray Ma 馬 銳

我們幫你修復
你的信用分數

專業團隊專業團隊，，歡迎來電歡迎來電，，免費咨詢免費咨詢，，方便快速方便快速
公司公司：：832832--482482--46264626 手机手机：：312312--560560--77987798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林義雄四問蔡英文林義雄四問蔡英文
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中中））44日公布日公布 「「敬致蔡主席的信敬致蔡主席的信」」 ，，直指民進黨提名就任不到幾直指民進黨提名就任不到幾

個月的市議員競選立委是錯誤的舉動個月的市議員競選立委是錯誤的舉動，，並表示以民主為名的政黨並表示以民主為名的政黨，，不應做出有悖民主倫理的不應做出有悖民主倫理的
事事，，以免遭受以免遭受 「「掛羊頭賣狗肉掛羊頭賣狗肉」」 的譏評的譏評。。

房地合一稅微調 5日將三讀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主席特別顧問兼大
陸事務部主任高孔廉今天質疑質疑，民進黨主
席蔡英文的演說一貫作法使用美麗空洞詞彙，
但內容卻毫不明確。

針對蔡英文訪美演說時指出， 「承諾建立
具一致性、可預測且可持續的兩岸關係」，高
孔廉說， 「一致性」，是要與其主張的 「兩國
論」一致嗎？是要與其一貫的 「逢中必反」一
致嗎？ 「可持續的」又是指什麼？持續民進黨
的台獨主張嗎？還是要持續民進黨霸佔立法院
主席台的不民主作為？

高孔廉表示，蔡英文表態將推動完成 「兩
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但 「兩岸協議監督條
例」最大的障礙就是民進黨以及默許民進黨作
為的其他反對黨。行政院早已於103年4月8日
將監督條例草案送進立法院，但迄今未能審查
，原因蔡英文應心知肚明。

高孔廉強調，今年4月15日及4月20日，

蔡英文也曾兩度表示要積極推動完成 「兩岸協
議監督條例」的立法，但卻是 「只聞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如今的說法又豈能取信於人？

對於蔡英文在演說中重申 「維持現狀」，
強調將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高
孔廉指出，兩岸現狀無論是兩岸關係定位或兩
岸交流往來，都是2008年國民黨執政以來，兩
岸在 「九二共識」這個基礎上協商的成果，蔡
英文只接收成果，卻故意忽略其背後的基礎，
作風令人難以恭維。

高孔廉表示，蔡英文提及 「當選總統後，
她將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依循普遍民
意，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但
所謂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一個學法的人應該知
道其內容，本質上中華民國當然是反台獨的，
而兩岸關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是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 「一國兩區」的關係，請問蔡英文
敢如此說嗎？

蔡英文演說 高孔廉：詞彙空洞模糊

（中央社）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今天說，前
民進黨主席林義雄4問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的內容，充滿對蔡英文的不信任。

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4問蔡英文， 「提名就
任不及5個月的市議員參選立委是對是錯？如果
是錯，為什麼還不改正？」民進黨提名競選立委
的市議員不只一人， 「這些議員都不知道這樣悖
逆民主倫理？」他關注的是以民主為名的政黨，
不應做出有悖民主倫理的事情，以免遭受掛羊頭
賣狗肉的譏評，不是就某一個案特加批評等。

施明德下午到台大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學生座
談前受訪被詢及蔡英文美國行聲稱要維持兩岸穩
定現狀一事，他表示，像一個教授講的話，不像
政治領袖發言；看不出來蔡英文的具體內容，如
果這樣下去沒有變數，會選出女版的馬英九，比
總統馬英九更加規格化。

針對林義雄4問蔡英文一事，施明德說，林
義雄講的是原則，這麼多議員剛當選就背棄承諾

，藉口說是要勝選、要拚國會過半，但核心價值
都崩解，這是林義雄一生堅守原則一貫的立場，
不管喜歡與否都無法挑剔。

施明德說，嚴肅看完林義雄的4點聲明，林
義雄對蔡英文充滿不信任，如果這樣下去，有一
天蔡英文當總統，大國要蔡英文當副領袖，蔡英
文會不會去？高度對蔡英文人格的不信任。

他進一步說，總統有一個職務無法交託他人
就是三軍統帥，想到蔡英文擔任三軍統帥，他毛
骨悚然，蔡英文沒有展現足以讓人信任的基礎，
林義雄點出這一點，點出很多人心中的不安，林
義雄講這個話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對國民黨內第二階段初選民調一事，施明德
說，應該按照遊戲規則走，如果無法信守原則，
與民進黨籍議員當選了跳槽當立委有什麼不一樣
，國民兩黨不要笑來笑去，對一個沒有戰鬥力的
政黨還有什麼好說，就讓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去
選。

林義雄4問 施明德：對小英不信任

（中央社）強冠餿水油案
震驚全台，監察院內政及少數
民族、財政及經濟委員會今天
通過監察委員包宗和、江綺雯
和楊美鈴的提案，糾正衛生福
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和屏
東縣政府。

103 年 9 月初爆出強冠公
司涉嫌向郭烈成地下工廠蒐購
餿水油製成全統香豬油銷售全
台，監察院今天通過糾正案。
糾正案文指出，衛福部食藥署
對食用油品的檢驗項目過少，
固守制式通常項目，又怠忽督
導各縣市衛生局落實執行 「良
好食品製造規範」的基本衛生
標準，導致食品安全衛生稽查
成效不彰。

而食藥署自改制以來，相
繼爆發4大食安事件，監委認

為肇因於衛福部未依法督導食
藥署落實執行食品安全源頭管
理業務，又未能責成食藥署追
究本案相關單位主管、基層執
法人員的行政違失責任，而僅
由2位機關首長承擔此次重大
食安事件所有過失的責難。

環保署部分，監察院 5 年
前曾要求環保署掌握廢食用油
的量和流向，但環保署依然未
能確實掌握，監委認為足見環
保署對監察院所指的缺失置若
罔聞。

監委並指出，環保署明知
廢食用油回收個體戶也就是俗
稱小蜜蜂的存在，但多年來小
蜜蜂的違規行為竟然乏人聞問
好像是無政府狀態，環保署未
能早日納管取締小蜜蜂，導致
廢食用油四處亂竄乏人管制。

監委同時糾正屏東縣政府
，認為縣政環保局、衛生局、
城鄉處、農業處、地政處的承
辦人員，罔顧老農9次檢舉郭
烈成地下工廠違規行徑，消極
應付處事，欠缺橫向聯繫，漠
視縣民陳情案件，縣府內相關
列管追蹤機制過於鬆散，監委
同時指出，縣府有重新檢討本
案議處人數和懲處額度的必要
。

此外，監委指出經濟部認
證的食品 GMP 油品混攙劣質
油，且還通過符合衛生標準的
檢驗，顯見該制度未臻綿密，
建 議 工 業 局 應 該 持 續 精 進
GMP 的新制規範並輔導其順
利轉型為TQF新優良標章，以
重建公信力。

強冠餿水油案監院糾正衛福部
總統與學童齊為健康而跑總統與學童齊為健康而跑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中中））肯定健康促進學校利澤國小的貢獻肯定健康促進學校利澤國小的貢獻，，44日帶領宜蘭縣利澤國小六個年級日帶領宜蘭縣利澤國小六個年級，，
共共356356名學童一起為健康而跑名學童一起為健康而跑。。

（中央社）立法院今天朝野協商決議，將合建分售、非自願因素納入房地合一稅修法條文
，適用正常稅率；並明訂課稅收入將用於長照服務。相關修法將列為5日院會討論事項第一案優
先處理。

行政院會日前通過房地合一稅制修法，持有1年以下出售課稅稅率45%；持有1年以上2年
以下稅率35%；持有超過2年至10年以下為20%；持有超過10年為15%。預計105年1月1日啟動
，現行實施的奢侈稅並將同步退場。立法院5月29日將修法草案逕付二讀。

立法院長王金平下午召集朝野黨團協商房地合一稅相關修法草案。
財政部長張盛和會後受訪表示，朝野協商決議，2年內非自願性買賣（例如因調職、離職必須

賣房）等，將可適用正常稅率20%。民眾用自己的土地跟營業人合建，在2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
，不應算作短期投機，而是增加房屋供給，也適用正常稅率20%。

此外，繼承或受遺贈取得房屋者，可把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入持有期間。協商
時也按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提議，明訂房地合一課稅收用在扣除中央統籌分配款後，循預算程
序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

提出修正動議的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費鴻泰說，修法納入合建分受、非自願性因素等，是
因為之前奢侈稅就有遇到相同問題，如今房地合一將取代奢侈稅，必須納入這些因素，才不會錯
殺無辜。

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賴士葆表示，恭喜中華民國邁出這一大步，為居住正義建立制度。
王金平說，房地合一能在會期結束前過關很好，奢侈稅明年落日，開始實施新制度，這讓國家的
稅制更健全。

美學者討論南海倡議美學者討論南海倡議 關注蔡英文訪美關注蔡英文訪美
駐紐約台北經文處駐紐約台北經文處33日日（（當地時間當地時間））晚舉行晚舉行 「「東亞穩定的前景東亞穩定的前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7070週年台美週年台美

夥伴關係夥伴關係」」 座談會座談會，，左起何偉傑左起何偉傑、、白禮博白禮博、、李維亞李維亞、、戴傑等美學者戴傑等美學者。。

（中央社）2015年世界大學
運動會 7 月 3 日將在南韓光州舉
行，教育部體育署昨天表示，會
衡量南韓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MERS-CoV）疫情程
度，如果嚴重不排除取消出團。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黃偉哲
下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
南韓 MERS-CoV 疫情有擴大趨
勢，選手屆時可能從首爾搭乘密
閉的KTX（韓國高速列車）前往
光州，加上鄰近的大田、大邱與
釜山都有疫情，要考慮選手安全
，體育署和衛生福利部要研擬安

全機制。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主

任 劉 定 萍 表 示 ， 南 韓
MERS-CoV目前確認35例，第3
波感染醫院增加到 3 家。疾管署
評估不排除新增病例，但目前仍
集中於探病、住院民眾及醫護人
員，沒社區感染跡象。

她說，衛福部會全面發放南韓
入台旅客衛教單張22萬張，協調
轉交航空公司，並維持發燒篩檢
。如果入境發燒，會特別詢問旅
遊史；如果南韓發生社區感染，
很可能會立即提升到第三級警告

（Warning）。
體育署競技運動組長洪志昌說

，世大運有 236 名選手參賽，27
日出發，因應疫情，醫療團隊已
先開會研商，包括醫療用品處置
及賽前宣導。如果參賽，醫療團
隊因應防護，會和教練、選手宣
導，25 日授旗典禮會有行前講
習。

他說，下週開會討論防護與緊
急應變措施，包括疫情升溫是否
派隊參加。世大運籌委會意見、
他國參與世大運情形及疾管署判
斷都納入考量。

（綜合報導））歐盟辦事處及其16個會員
國駐台辦事處代表昨天聯名投書呼籲台灣提具體
減碳作為，環保署長魏國彥指出，力拼本會期通
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預計年底前就能有明
確減碳數據。

歐盟辦事處昨天在臉書上貼出文章，由歐盟
辦事處處長龐維德及16個會員國駐台辦事處代
表們聯名投書台灣中英文媒體，指出台灣重視氣
候變遷問題，但人均碳排放量仍高居全球第 20
名，呼籲台灣在年底的巴黎氣候變遷會議提出具
體減碳目標，提出嚴格並且有法律效益的溫減目
標。

環保署長魏國彥接受中央社訪問說明， 「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日前已完成一讀、跨出委
員會，目前正在進行朝野協商，希望力拼本會期
通過，不僅讓各政府部門、產業有法治基礎可循
，也能讓台灣避免因高碳排被國際制裁。

對於碳排放量控管，魏國彥說，目前都只有
行政措施，必須等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通過後
，才能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排放強度，進
而訂出獎懲機制，年底將提出的 「國家自主決定
預期貢獻」（INDC）也會公布明確的減碳
數字。

（中央社）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昨天表示，緋聞錄音帶一案，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決他獲賠，雖然慢了一點，但是還他公
道。

謝長廷參選總統時，遭前高雄市議員陳春生和前高市府參事

林宏明指當年吳敦義緋聞錄音帶是他
主導交付，謝長廷提告求償。高雄高
分院更一審判決謝長廷獲賠新台幣
230萬元。

謝長廷下午在立法院受訪表示，他
一直背負著別人說他 「奧步」，製造
、提供假錄音來贏得選舉。大家都說
正義一定會到，有時候會遲到，慢了

一點，但也是還他公道。這起案件刑事部分（被告）已判決有罪
確定，這是當然的結果。

他說，事件當時都是在他選市長、總統前爆出來，他不容易
解釋清楚，且社會變化很快，每天都有新的事情，等到他要去解

釋，大家都說過去了，已經舊聞了，沒能夠好好澄清。
謝長廷表示， 「如果我不是自己讀法律，而且很堅持，我看

大部分人都是放棄。」他自己下鄉訪問、蒐集證據，慢慢累積起
來，找到根源， 「其實很多很複雜的東西，可以拍成電影，我相
信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

有關民主進步黨籍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宣布退選台北市第三選
區立法委員，謝長廷表示尊重梁文傑的個人決定，但前一階段是
初選，由人民決定，現階段是徵召，由黨決定。

他表示，他在選對會上說過，如果實力差不多，民調只差3%
到5%，應該是非現任議員優先，這部分應該有共識。但若都沒
有人要選，或是只有特定人選會贏，就是另一種價值了。

錄影帶案 謝長廷：還我公道

台灣減碳目標 魏國彥：擬年底公布

韓韓MERSMERS若嚴重若嚴重 世大運不排除取消出團世大運不排除取消出團

蔣丙煌談蔣丙煌談MERSMERS台灣防疫台灣防疫
衛生福利部長蔣丙煌衛生福利部長蔣丙煌（（左起左起）、）、疾管署副署長周志浩疾管署副署長周志浩，，44日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中日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中

表示表示，，台灣遭境外移入台灣遭境外移入MERSMERS的風險的風險，，已擬定已擬定33種情境種情境33套措施套措施，，指定指定66家應變醫院家應變醫院。。

醫護人員聆聽醫護人員聆聽MERSMERS簡報簡報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聯合醫院中興院區44日舉行日舉行 「「市立聯合醫院因應新興傳染病市立聯合醫院因應新興傳染病MERSMERS兵推及實兵演練兵推及實兵演練

」」 ，，許多醫護人員出席聆聽簡報許多醫護人員出席聆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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