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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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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UANG
Tel: (713) 979-1314
Cell: (832) 421-3451
Fax: (832) 550-2998
Email: chuang@taraenergy.com

心動不如行動，馬上撥打

Tara Energy能源公司是 JustEnergy能源公司集團的一部份（NYSE:JE)(TSX:JE)

在过去十年，我们是旅馆，银行，工厂， 
连锁快餐店，大型餐馆的电力供应商。 
商業用電
核心價值觀- 誠實，正直和尊重
特定條款合同- 特定條款合同靈活，
可以惠及合同到期日
個性化服務- 專用帳戶經理為您服務

零售电力和天然气的直接供应商

誠聘 Dallas銷售人員, 全職/半職均可.
請寄履歷至chuang@taraenergy.com

,住家用電

紅外線桑拿、乾濕蒸汽房、按摩熱池、
男女淋浴間、儲物櫃、休息廳......
環境一流，專業技術，服務一流。

休士頓獨一無二
服務品種最齊全的
豪華休閒養生會所

電話：281-506-2000
網址網址：：www.kingsspatx.comwww.kingsspatx.com

地址地址：：1200012000 Bellaire Blvd. SuiteBellaire Blvd. Suite 138138AA

誠徵多名女按摩師

華富華富 活動中心活動中心
地址：10161 Harwin Drive,好運大道

＃120 Houston,TX 77036

電話：713-778-6000
接受Medicaid或自費

各種活動:英文,舞蹈,太極,Bingo,麻將,桌球,兵乓...

健康美食健康美食 服務周全服務周全

WWW.CHINATOU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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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買賣房屋想“多,快,好,省”找美美就行了!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15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1、糖城最熱門成熟湖區洋房，學校一流，鬧中取靜，屋況極佳，格局好，適合老中，多樣新裝修，寬大美麗，
庭院+泳池，全新屋頂，3267呎，4/3.5/3書房/Game Room，地稅低，僅售52萬7.

2、糖城名區全新地中，海式豪宅, 5200呎/大後院/高廳/開放式廚房/實木地板，主臥套房,
每個睡房有單獨浴室+衣帽間,13萬Upgrade , 6房/5.5衛/電影院, 樣板房格局, 應有盡有，售81萬9.

3、糖城 Riverstone，07年建，4000呎，5房（兩臥房在一樓），全木地板，多項upgrade，後院大樹小溪，
環境優美，售$488,000.

4、Spring湖區新洋房, 近Exxon Compus , 45號和99號公路, 交通便利, 2457呎，4/2.5/2, 現代裝潢,
最熱門投資地點! 僅25萬9.

5、Riverstone 好社區，遊戲場，網球場，2010年建新屋況，一層稀少房源，高屋頂，3060呎，
4房3衛，僅售$385,000.

6、Pearland 獲獎社區 Shadow Creek Ranch , 4013呎，5臥 + 電影房，好格局，超高屋頂，
全新地板油漆，僅售$335,000，機會難得！

招半工助理，半工或全職經紀，人品個性好, 積極，會英文

微信號：Meimeiou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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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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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9 Bellaire Blvd, C#329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二樓）電話：713-981-6823

休斯頓最大休斯頓最大、、最豪華的按摩店最豪華的按摩店

˙專門的按摩服、浴衣、拖鞋
˙讓你有帝王般尊貴的享受

˙精油推拿、熱石按摩
˙多種中藥粉泡腳，

健康養生

www.easternfootspa.com
東方足道東方足道

足療20元/小時，免費桑拿
（不再接受任何Coupon）

買100元Gift card可作6次足底按摩

電話：210-872-3333
位於敦煌廣場，店面，辦公室出租。

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

休斯頓按摩足道旗艦店休斯頓按摩足道旗艦店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hot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飲
茶
飲
茶

時
間
時
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波士頓龍蝦酬賓波士頓龍蝦酬賓$$1515..9999((ALL DAY)ALL DAY)
薑蔥龍蝦

特式牛仔粒

香草炒大蜆

四川辣味老虎蝦

鳳城精巧骨

脆皮烤鴨

蒜蓉小白菜苗

枝竹羊腩拉麵

主菜供應主菜供應1010人享用人享用：：價格＄價格＄368368

特製特製2222英吋大鍋英吋大鍋

2525週年店慶週年店慶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六十天內買掉！

買房賣房請找王飛雪!

Fay Wang 王飛雪
832-858-4838
專精糖城﹑醫學中心﹑Katy﹑米城﹑Pear Land﹑Memorial及中國城新舊房產買賣出租

住宅、商業、投資、承租、地產管理 好區新屋介紹 保證價格優惠

faywang2008@gmail.com 提供全套快速貸款服務，保證最低利率

Heritage

全美銷量第一 最佳地產管理公司

榮譽地產經紀榮譽地產經紀

˙糖城明星學區, Clements高中, First Colony中學, 全新裝修, 全地板瓷磚, 兩層4房2.5衛2200呎. 售:$289,900
˙糖城優秀學區, 兩層4房2.5衛2890呎, 2004年建, 格局好後院超大. 售:$250,000
˙糖城優秀學區, 一層3房2.5衛2660呎, 屋況佳, 前後院大橡樹, 超大客廳採光足. 售:$319,000
˙Katy 優秀學區, 兩層3房2衛2100呎, 2012年建, 新裝修高檔電器, 實木地板. 售$250,000
˙Katy 明星學區, Cinco Ranch高中, 全新裝修, 社區宁靜, 2層樓4房2.5衛, 2010年屋頂. 售:$329,900
˙醫學中心 Bellaire高中, 2房2衛Townhouse, 24小時大門警衛, 社區游泳池, 步行至餐廳購物. 售:$129,900
˙Memorial 2房2衛Townhouse, 交通極其便利, 新电器新裝修, 門衛安保, 社區水池美景綠樹成蔭. 售:$159,900
˙中國城 1層樓3房2衛1700呎, 格局好後院大, 地理位置佳, 投資自住皆宜. 售:$155,000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11天特別團$499

（含三峽遊輪）9/5-9/16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美東$175起、美加東 $303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起、歐洲、中國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aaplusvacation.comTel:713-981-8868

中國特價遊$49 起 江南，黃山，千島湖，

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廣東，海南，廈門......

IATAN & ARC認證旅行社 聘懂 國/英語全職助理

（行程、酒店全部升級）

請電話 : 832-301-3851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原敦煌超市內

七天營業: 11:30AM-6:00PM

起貨快，手工精，態度好，價格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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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9415 Bellaire Blvd #69 Houston TX 77036

俐俐改衣中心俐俐改衣中心

（金城銀行，美南銀行之間，同側）

菜園雞菜園雞
唯一專營雞餐的總匯餐廳唯一專營雞餐的總匯餐廳

以走地雞為原料

試營業期特惠

海南雞，豉油雞

●豬肚包雞
●白切雞
●手撕雞
●貴妃雞
●川弓雞
●辣子雞

●炸子雞
●清平雞
●鹽焗雞
●烏龍雞
●路邊雞
......

七天營業
時間10:30am-10:30pm

$6.99/只
（至7月4日止）

將將烹烹飪飪至至出出神神入入

化化

休士頓德州人(Houston Texas)主力球員
Arian foster Procamp Sports兒童訓練營集錦回顧

2015年7月10日- 休士頓
德 州 人 美 式 足 球 隊 (Houston
Texas)主力球員 Arian foster 與
Procamp Sports 合作美式足球兒
童訓練營(Arian Foster Football
Procamp)在West Field 高中舉行
。不少少年好手報名徵選進入為
期兩天的訓練營,舉辦重點足球夏
令營即是個好的起點，一方面可
提升小朋友的足球技能,透過訓練
過程加強技巧，提升肌力與速度
。另一方面也能使這些兒童們有
機會提早走入甚至進一步扶植足
球運動的發展，對職業運動的未
來大有幫助。 10111011- Arian Foster- Arian Foster接受各大媒體采訪接受各大媒體采訪

小朋友快樂放暑假小朋友快樂放暑假
，，一早即到練習盡情揮一早即到練習盡情揮
灑汗水灑汗水

Arian FosterArian Foster在籃球訓練營親自示在籃球訓練營親自示
範動作範動作，，親切指導學員親切指導學員

在在 Arian FosterArian Foster 協協
助下相信助下相信ProcampProcamp未來未來
必能成功培育更優秀必能成功培育更優秀
的足球人才的足球人才

拉 丁 裔 好 萊 塢 導 演拉 丁 裔 好 萊 塢 導 演 JuanJuan
VasquezVasquez到場參與活動到場參與活動

參加參加Pro campPro camp訓練營訓練營，，Arian FosterArian Foster專注指點專注指點
動作動作，，小朋友吸收不少觀念和技巧小朋友吸收不少觀念和技巧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報
道

（綜合報導）歷經18天馬拉松談判，美、
中、俄、英、法等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
和德國（P5+1），昨天與伊朗在維也納達成核
子協議，伊朗將長期限制核子發展，換取國際社
會漸次解除嚴厲的經濟制裁及貿易禁運。

P5+1與伊朗的協議名為《共同全面行動計
畫》，月底將送交聯合國安理會批准，90天內
生效。其大要如下：

伊朗將提煉濃縮鈾的離心機卸除2/3，由目
前 19000 部減少到 6000 部，並維持 10 年，伊朗
同時答應不再提煉高於3.67％的濃縮鈾，目前庫
存的濃縮鈾，更會由10000公斤大減97％至300
公斤。

聯合國對伊軍武禁運與飛彈科技禁運分別繼
續維持5年和8年。

允許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訪查
伊朗境內核能研發與濃縮鈾提煉場址，包括軍事
基地，但伊朗得針對後者提出異議，再由伊朗與
P5+1合組的仲裁委員會定奪。

IAEA署長天野之彌在維也納表示，已與伊
朗簽定核查 「路徑圖」，IAEA將在今年底以前

實地評估伊朗境內核子計畫是
否涉及軍事用途。伊朗則重申
將履行 2003 年簽署的《禁止核
武擴散條約》 「附加議定書」
，允許IAEA突檢伊朗境內可疑
的核設施。

6強和德黑蘭當局的限核協
商始自2006年，糾纏9年後告終
，可謂兩相得利。作為石油輸
出國家組織（OPEC）成員，伊
朗得以恢復原油、石化業出口
，重拾與外銀的金融交易，取
回遭凍結的海外資產，致力改
善經濟。歐美企業各領域的巨
擘已爭相搶進伊朗市場。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華府強
調，限核協議著重 「查核」，等同 「斷絕」伊朗
獲取核武的各個途徑。歐巴馬視此為任內外交重
大政績，但協議面臨國會掣肘。

限核協議規定，當伊朗履行所有承諾後，歐
盟和美國將會撤銷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聯合國亦

會解除所有針對伊朗核計劃的決議案。
13 年的伊核紛爭落幕，國際原油價格聞訊

下滑，紐約西德州原油13日以每桶52.12美元收
盤，下跌1.10美元，跌幅1.9％。布蘭特原油14
日一度跌至每桶56.43美元，跌幅2.5％，創3個
月新低。

限核談判獲致成果，伊朗務實派總統魯哈尼
表示， 「不必要的危機」獲得解決之後，將開創
與全世界的 「新篇章」，伊朗與列強如今可 「專
注於共同的挑戰」，言下之意，不外乎聯手對抗
遜尼派恐怖聖戰組織 「伊斯蘭國」（IS）。

伊朗與伊朗與66強簽核協議強簽核協議 國際油價下滑國際油價下滑

99名與會代表名與會代表（（左至右左至右））中外長王毅中外長王毅、、法外長法畢斯法外長法畢斯、、德外長史坦麥爾德外長史坦麥爾、、歐盟高級代表茉格里尼歐盟高級代表茉格里尼、、伊外伊外
長札里夫長札里夫、、伊原子能機構負責人薩利希伊原子能機構負責人薩利希、、俄外長拉夫羅夫俄外長拉夫羅夫、、英外相韓蒙德及美國務卿凱瑞英外相韓蒙德及美國務卿凱瑞，，簽署伊朗核子協簽署伊朗核子協
議後合照紀念議後合照紀念。。 （（（路透社路透社路透社）））

中國燈會最大規模海外展示將亮相休士頓

慧德藝術品公司7月舉辦四場大型收購會
慧德國際藝術品公司有頂

級專家團隊，鑒定水平一流，
其專家曾多次在美國參加各種
大型收購會.
在中國曾多次舉辦過大型的現
場拍賣會，現場收購會，受到
收藏界人士的高度好評。

慧德國際藝術品公司現派
出頂級的專家隊伍，在華盛頓
舉辦大型的現場鑒定，現場收
購會。結算靈活。對中國古代
、近現代名家字畫，張大千、
齊白石、徐悲鴻、溥儒、黃君
璧、於右任等
名家書畫，和田玉、珊瑚、翡
翠制品等.高價收購。
第一場 休斯頓 7 月 18（周六
） 、 7 月 19 （ 周 日 ） 9：
00am--5:30pm

地 點 ： Hilton Garden Inn
Houston Westbelt ( 希爾頓花
園 酒 店 ） 685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outh,Hous-

ton,TX 77072
第二場 新奧爾良 7月21

（周二）
地 點 ： Hilton New Or-

leans Riverside 2 Poydras St,
New Orleans,LA 70130

第 三 場 奧 斯 汀 7 月 23
（周四）

地 點 ： Hilton Garden Inn
Austin Downtown（希爾頓酒
店）500 N Interstate 35 Front-
age Rd,Austin,TX 78701

第四場 達拉斯 7月25
（周六）、7月26（周日）

地 點 ： Hyatt Regency
North Dallas 701 East Camp-
bell Road Richardson,Tx 75081

詳 細 咨 詢 電 話 ：
1-702-576-5065 周小姐

也 可 以 將 圖 片 發 至 ：
e-mail: Fenger018@gmail.com

（本報訊）休士頓前所未有的最
大規模中國燈會即將在 2015 年 11 曰
20日至2016年1月10日在山姆休士頓
賽馬場(Sam Houston Race Park)首次登
場. , 長達52天的燈會將會是大休士頓
地區最新的傳統節日, 為主流及所有
種族多元化的家庭開啟了最新的假日
娛樂項目.52 天的燈會包括了感恩節,
聖誕節和新年。休士頓家庭可在這期
間一次或多次觀賞燈會。

不 同 於 一 般 的 傳 統 燈 會, 2015
Magical Winter Lights夢幻冬季彩燈會
採用中國彩燈結構設計的基礎,變換為
世界著名的地標和景觀,包括了7大彩
燈主景區和超過 100 租設計新穎的燈
組。游客不僅可以在“聖誕集市”感
受到歐洲洋溢著的聖誕氣氛，領略到
倫敦橋，悉尼歌劇院的卓越和輝煌，
更可以在亞洲展區，特別是“中國大
廟會”感受到中國濃厚的民族文化特
色。.也可以在美洲區重現休斯頓航天

科技的火箭和三大球隊
（火箭隊，Astros 棒球
隊和Texans橄欖球隊）
著名運動員的風采。孩
子們還可以在侏羅紀公
園的火山旁感受到聚絕
跡恐龍帶來的歡樂互動
。

這是一場來自中國
四川自貢享有“天下第
一燈”美譽的最令人震
撼但又最原汁原味的燈
的盛會。此次燈會堪稱
“自貢燈會”在海外展
出史上的最大規模，投
資上千萬美元打造，展
出場地的面積之大也是前所未有。

在二十英畝的活動場地, 除了燈
組除還包括十五萬平方英呎的商鋪和
展覽場地, 各種各式的食品攤, 藝術和
手工藝品攤, 還有二十萬平方英呎的

嘉年華遊樂場地, 現場 觀眾還可觀賞
專業中國雜技演員每晚表演的叫絕技
能, 估計將吸引超過四十萬游客.

休士頓的食品商，或者各種商家
，可以擁有自己的攤位將自己的產品

在 52 天內展現給超過 40 萬休士頓游
客。此次燈會現向全休士頓開放招募
活動贊助商, 飲食及其他商鋪和商務
合作.

夢 幻 冬 季 彩 燈 會 是 由 People

Generation, Inc. 和四川品聚尚領文化
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創始與製作. 如需
更多信息請至 www.peoplegeneration.
com/mwl 或由 713-496-0556 轉 708 (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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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豁免(NIW)
˙傑出人才綠卡(EB-1)
˙投資移民(EB-5)
˙勞工證(PERM)
˙跨國公司主管/

經理簽證(EB-1C)
˙工作簽證H-1B及L-1
˙親屬移民/

其它非移民簽證
˙商法及併購法鮑菲

移民˙綠卡˙簽證
˙十九年傑出服務品質保證

˙21位資深美國執照律師 ˙數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戶管理系統 ˙客戶遍布全美

˙休斯頓/矽谷/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奧斯汀/西雅圖七地辦公

如果您正考慮申請綠卡，
請將簡歷發到info@hooyou.com

免費停車網址: www.hooyou.com本地電話: 713-771-8433

張哲瑞
德州執照律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北京大學物理碩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Victor Bush
德州執照律師

休斯頓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周健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威斯康星大學法學博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徐忠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弗吉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復旦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Bennett
Wisniewski
夏威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夏威夷大學法學博士

Alex Park
加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斯坦福大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Lynn Greening
德州執照律師

凱斯西儲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張建華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業律師

芝加哥肯特法學院
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Andrew J.
McCusker
紐約州執照律師

緬因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Daniela Grosz
德州執照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John Lee
紐約州執照律師

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州
執照律師

新西蘭執照律師
美國托羅學院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鮑菲
紐約州執照律師

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
法律博士

印第安納大學法學碩士

谷歐文
新澤西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聖約翰大學法學博士

Ophelia
Enamorado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路易斯安那州執照律師
密歇根大學法律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汪亞洲
紐約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律碩士
上海交通大法律學士
塔爾薩大學法律博士

Kristin Whitaker
俄亥俄州執照律師
前美國移民局行政

上訴辦公室移民官，
培訓主任，資深律師

北肯塔基大學法學博士

Jung Wook Choi
法學律師
法律顧問

田納西州執照律師

Amanda
Schackart

法學博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Israel Saenz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Gabriel
Griesbaum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Houston* New York* Chicago* Austin* Los Angeles* Silicon Valley* Seattle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info@hooyou.com 傳真：713-771-8368

聯合律師事務所
Zhang and Associates,P.C.張哲瑞張哲瑞

移民局上訴辦公室前移民官Kristin Whitaker 律師加盟本所

綠卡申請 免費 評估

Robert K.
Feldman

科羅拉多州執照律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威斯康星州執照律師
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博士

精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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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今次食水含鉛風波，其中
一個矛頭指向預製組件；港府14日更先後就啟晴邨使用的預
製組件數量公佈上出現“前後矛盾”。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
炳良14日在跨部門記者會上，就其溝通上或出現問題，以致
訊息上造成任何混亂，代表港府向公眾致歉。房屋署署長應
耀康則在14日晚透過政府新聞處發聲明，對因需時整理啟晴
邨預製組件的相關數據，令局方與房屋署在不同時間發出不
一致的訊息表示抱歉。

張炳良14日澄清，14日所說的“少數”是基於向應耀康
了解情況後的結果，當中或在溝通上出了問題，並就訊息上
造成任何混亂向公眾致歉。但他強調，啟晴邨是目前唯一一
個嘗試試驗預製浴室及預製廚房內包含了水管的屋邨，即包
括在葵聯邨及長沙灣邨均沒有。他又表示，啟晴邨內7個被
驗出水含鉛量超標的單位，其中一個是預製廚房且有安裝水
喉；兩個是預製廁所但沒有連同水喉；其餘4個的廚房並非
預製，是由香港製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繼啟晴邨被驗
出有含鉛食水後，葵涌葵聯邨（二期）和沙田水泉
澳邨同告“失守”。水務署於14日午起在葵聯邨
設置4個臨時水箱供居民應急，房署亦立即在地下
大堂放置樽裝水，供居民領取。有居民不滿管理處
未向每戶派發樽裝水，並表示應同時檢驗同邨另外
兩座樓宇食水，以讓居民安心。

屋邨管理人員派水設限
政府下午公佈葵涌葵聯邨（二期）和沙田水泉

澳邨食水含鉛量超標的消息後，政府隨即在有關屋
邨作應變安排。水務署於下午5時許安排一輛水
車，以及4個臨時水箱，設在聯逸樓和聯悅樓之間
的空地。不少居民都擔心食水安全，隨即帶同水
桶、水煲等，在地下排隊取水，部分居民更用超市
手推車，一口氣拿5、6樽上樓。
房屋署於晚上7時起亦將幾十箱樽裝水運至聯

逸樓和聯悅樓的地下大堂，供居民領取。現場有
4.5公升和800毫升裝的樽裝水，按每戶人頭派發予
居民，但其後屋邨管理處人員稱，樽裝水只限供給
6歲以下小童、孕婦及餵哺母乳的婦女。水務署承
建商亦加緊在邨內鋪設臨時管道，作未來暫時性供
水的安排。水務署預計有關工程將今明內完成。
政府14日晚8時則在葵聯邨召開居民大會，房

屋署、水務署、衛生署等政府部門代表，到場解答
居民疑問，有數百名居民出席。有居民指上周六已
致電衛生署熱線查詢，但至今未獲回覆，質疑熱線
打不通。他認為當局應安排人員到邨為市民登記驗
血，而非要居民致電預約。

不少葵聯邨（一期）居民則不滿當局未有抽驗4年前
入伙的聯欣樓和聯喜樓的水辦，又未有提供相應的臨時供
水安排。部分居民情緒激動甚至在會後包圍官員車輛。最
後在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調停下，官員最後下車接過
信件。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自啟晴邨驗出“鉛水”後，
至今已收到500多個來自葵聯邨的查詢，並在邨內隨機抽出
100個水版作化驗，現正等候化驗結果。他表示，雖然水務
署和房屋署即日已作多個臨時供水安排，但居
民仍要下樓取水，甚為不便。他建議當局可考
慮透過消防喉，讓居民可在各層拿水，減少不
便。

預製組件數據混亂 房署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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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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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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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香港文匯

報訊報訊 ((記者記者 聶曉聶曉

輝輝)) 公共屋邨食水含鉛風公共屋邨食水含鉛風

波進一步擴大波進一步擴大。。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

1414日公佈日公佈，，再有公共屋邨的水樣本再有公共屋邨的水樣本

驗出含鉛量超出世衛標準驗出含鉛量超出世衛標準，，包括包括55個來個來

自葵盛圍葵聯邨及自葵盛圍葵聯邨及11個來自沙田水泉澳邨的個來自沙田水泉澳邨的

樣本樣本，，最高超標逾最高超標逾11..33倍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指出張炳良指出，，暫時仍未能確定食水含鉛的源暫時仍未能確定食水含鉛的源

頭頭，，但相信含鉛量超標源於水喉接駁位用了一但相信含鉛量超標源於水喉接駁位用了一

些含鉛的燒焊物的可能性最高些含鉛的燒焊物的可能性最高。。他表示他表示，，將於將於

明日的房委會內部簡報會上提出由房委會明日的房委會內部簡報會上提出由房委會

成立一個專責小組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全面檢視該會在物全面檢視該會在物

料料、、施工施工、、預製組件預製組件、、品質檢驗品質檢驗

及工程不同階段的監管情況及工程不同階段的監管情況。。

秦女士一家五口去年11月搬進葵聯
邨，包括 3 歲大孫兒和僅 33 個月大孫
女。她稱，是啟晴邨傳出有“鉛水”
後，周五起購備樽裝水，以供小孩飲食
之用，大人則依舊用水喉水。她坦言，
對邨內食水樣本含鉛感到擔心，期望政
府盡快為小孩驗血，以求安心。

5天買水花500多元
去年9月搬進葵聯邨的沈女士，平日都

會照顅5歲幾孫兒的起居飲食，故早前有指
食水有機會含鉛時，已立刻改用樽裝水煮食
和飲用，過去5天買水也花達500多港元。

她又指，每天要到樓下取水，的確非
常辛苦，更讓她勾起兒時制水時到街上排
隊拿水的回憶。她期望政府可盡快維修水
管，減少對市民的不便。

特意從四川來港照顧兩個分別4歲和6
歲外孫的余先生表示，沒料在香港也會出
現排隊輪水的情況，而且非常擔心含鉛食
水影響孫兒的健康，希望港府可以盡快解
決事情。

讚當局工作有效率
83歲的蕭先生表示，入伙初期食水的

確有出現渾濁的情況，例如有些沙石或呈

乳白色，但清洗水缸後情況已有改善。他
認為雖然部分水辦含鉛量超標，但相信不
會對人體造成嚴重影響。他認為政府下午4
時公佈結果後，5時已安排水車到邨，可見
當局反應迅速，工作具效率。

感覺腸胃比過往差
梅女士表示，自從搬進新村後，腸胃比過

往差，未知是否與“鉛水”有關。他早前亦大
批購入6樽4.5公升的樽裝水應急，大約每天
就用了一樽。由於家中沒有水桶，現時也只好
用水煲，每天多走2次至3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再驗出兩屋邨再驗出兩屋邨66水樣鉛超標水樣鉛超標

鉛 源不絕源不絕
邨邨 流不息流不息

“ ”
““ ””

小童飲樽水 大人喝喉水

承辦啟晴邨水務工程的持牌水喉匠林德深
日前被港府點名要為今次事件負責，當

局隨即在同由林德深承辦水務工程的4個公共
屋邨、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學生宿舍及九龍
城政府合署抽水樣本進行化驗，並於14日公
佈結果。

葵聯邨水泉澳邨中招
當局在葵盛圍葵聯邨第二期的兩座樓宇

抽取了44個樣本，發現2個取自聯悅樓及3
個取自聯逸樓的樣本超標，每公升含鉛量介

乎10.4微克至23.3微克，超出世衛每公升
10微克的標準。當局亦在已有4座入伙的沙
田水泉澳邨抽取了43個水樣本，其中3座並
無超標；惟僅得3戶已入伙的喜泉樓，卻在
一個空置單位內抽取的樣本被驗出每公升
14微克含鉛量。然而，由於該空置單位的
同一樓層其他單位的樣本含鉛量低，當局需
要再次抽樣化驗以確定實際情況。

焊接物污染最有可能
至於長沙灣邨的42個樣本、屯門龍逸邨

的33個樣本，以及伍宜孫書院學生宿舍與九
龍城政府合署所抽取的樣本，含鉛量均符合
世衛標準。

水務署署長林天星表示，已利用快速測
試方法檢查過葵聯邨的喉管，初步懷疑是焊
接物出問題，但要待進一步化驗才能確定，
暫時未打算為居民更換喉管。而為減低對居
民造成的不便，該署已在葵聯邨的每一座安
排兩個水箱及一部水車，以及安排鋪設臨時
水管到邨內各座樓宇的地下，方便居民取
水，預計2天至3天內可完成工程。

對於有政黨聲稱在葵聯邨內驗出有水辦
含鉛超標高達5.2倍，林天星指由於抽水辦及
驗水程序不同，很難評論結果。他重申，抽
取水樣本必須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士進行，
抽取水樣本的器皿有相關要求，取水前水要
流的時間亦有要求，抽取的水樣本要即時放

於攝氏4度的冰箱內，所有程序均有嚴格規
定，“如果自己隨便抽取水樣本，不遵從正
確程序處理，化驗的結果會有偏頗。”

房屋署署長應耀康表示，該署會為葵聯邨
居民供應樽裝水，並與水務署在每座地下擺放
一個水箱予居民取水。當局亦會個別通知被驗
出食水含鉛量超標的住戶，如有需要可向他們
提供衛生資訊及跟進服務，並會通知葵聯邨的
承建商瑞安承建有限公司，商量跟進行動。

張炳良：全力追查源頭
張炳良重申，港

府極度關注食水含鉛
事件，並會循不同途
徑追查鉛的源頭，控
制風險，確保公眾健
康及食水安全，減低
居民所面對的不便。
他表示，會盡快安排
被驗出單位內食水含
鉛量超標的啟晴邨7戶及葵聯邨5戶單位住戶接
受驗血。他又說，不排除全面更換啟晴邨的喉
管，令居民安心，但當中牽涉龐大工程，現階
段會首先處理單位外明喉。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會因應最新的水
辦化驗結果，調整就食水含鉛量超標事件成立
的專責小組的成員與工作範圍，現正聯絡政府
以外的專家與學者，期望盡快公佈名單。

■■水務署在葵聯邨安置水箱及水車水務署在葵聯邨安置水箱及水車，，
令居民在樓下便可取水令居民在樓下便可取水。。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張炳良 聶曉輝攝

■葵聯邨居民獲供應樽裝水。 羅繼盛攝

■■葵聯邨水樣最新驗葵聯邨水樣最新驗
出鉛超標出鉛超標。。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伊朗原油供應國地位有望恢復伊朗原油供應國地位有望恢復 國際油價走勢確立國際油價走勢確立

達成伊朗核協議 歐盟暫停制裁延6個月

希拉蕊樂見核子協議 強調後續監督 以色列總理質疑伊核協議以色列總理質疑伊核協議：：這是一個歷史性錯誤這是一個歷史性錯誤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道）延遲兩周後，7月14日，聯合國
“五常”及德國與伊朗終於在維也納達成歷史性協
議。伊朗承諾移除三分之二的離心機及98%庫存的
濃縮鈾，開放包括軍事設施在內的所有場所，確保
國際核查人員能夠定期檢查伊朗核設施。作為回報
，美國、歐盟和聯合國將分階段解除對伊朗實施的
制裁。這也成了國際輿論聚焦點。

從2003年2月伊朗核問題浮出水面到2006年7
月形成6大國磋商機制，再到如今，馬拉松式伊核
談判已持續了12年。伊核協議的達成，不僅為這場
曠日持久的博弈畫上了一個句號，廓清了伊核問題
的前景，而且還將在許多方面顯示出其價值。

首先，伊核談判為國際社會防止核擴散的努力
建立了一個可以借鑒的範式。在過去的10年，伊核
問題是最難解的國際焦點問題之一。一方面，伊朗
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有著難以化解的歷史恩怨
，1979年伊朗革命發生的德黑蘭人質事件，令雙方

長期處於事實上的敵對狀態。另一方面，伊核問題
還牽扯到中東地區什葉派與遜尼派、伊朗與以色列
之間的長期糾葛，反對解除對伊制裁具有強大聲勢
。伊核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解決核擴
散這樣的全球風險，在國際事務的處理程序中具有
優先性。再錯綜復雜的地緣政治關系，也不應將核
擴散作為博弈籌碼。這一點，對於其他地區尚待解
決的核問題，具有導向作用。

其次，伊核協議的達成，還一定程度上重新恢
復了聯合國的國際事務仲裁者地位。冷戰結束後，
聯合國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這特別表現在，在防
止核擴散事務上，個別國家似乎成了其他國家核開
發和核利用權利的授牌者；在地區安全事務上，區
域軍事聯盟在事實上取代了聯合國應扮演的角色。
伊核談判的主體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加德國，
這有助於避免談判進程中產生的意識形態偏斜，平
衡考量防止核擴散與和平開發核能的利益訴求。

（中央社）美國民主黨保持領先的參選人
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表示樂見與
伊朗簽定核子協議，但她強調日後執行將會十
分重要，又說她對伊朗政府的 「不良表現」有
疑慮。

路透社報導，前國務卿希拉蕊與黨內眾議
員會談後，在國會山莊演說時表示： 「這是非
常重要的時刻。」

她說： 「我認為這是控制伊朗核子計畫的
重要步驟。」

同時，希拉蕊強調協議成功的重點在於積
極監督，包含可不受限進入伊朗主要核子場地
。她又說，如果明年當選總統，將會 「全力確

保遵守協議」。
她也明確表示，除了伊朗核子協議，她會

敦促伊朗為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以及違反人權
行為負起責任。她也說自己會持續視伊朗為
「攸關以色列存亡的威脅」。

作為歐巴馬政府前外交首長，希拉蕊發言
小心避免與白宮的外交政策口徑不一。然而，
她長期以來在與德黑蘭政權正面交鋒上，態度
一直比歐巴馬強硬，她在國家安全議題的優勢
減弱恐為她帶來政治風險。

希拉蕊也無法冒險疏遠猶太裔的獻金金主
，他們其中一些人可能擔心核子協議會進一步
威脅以色列。

（中央社）在6國代表與伊朗達成歷史性
協議後，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今天宣布，對伊
朗的暫停制裁行動，將延長6個月至2016年1
月14日，以便給予歐盟準備新的聯合行動計劃
時間。

伊朗和世界6強歷經12年的漫長協商，終
於在今天於維也納達成核子協議，伊朗同意限
制境內的核子計畫，以交換經濟制裁的解除。

為了表示對這項協議終於達成的肯定，歐
盟執委會傍晚宣布，將從 2013 年 11 月起的對
伊朗部分制裁暫停措施，從今天起再延長6個
月，至明年的1月14日為止，以便讓歐盟有時
間對新的 「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oint Com-
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的執行做出必要安
排。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茉格里尼
（FedericaMogherini）和伊朗外交部長查瑞夫
（Javad Zarif）今天也發表聯合聲明，肯定核子
談判協議的達成， 「這是歷史性的一天」。

兩人在聲明中表示，伊朗同意不論在何種
情況下，都不會尋求或發展任何核武器。新的
聯合行動計劃中，伊朗同意對核發展長期計劃
做出限制，聯合國安理會與其他多邊組織、國
家也將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不過，從歐盟今天僅是宣布延長對伊朗暫
停制裁期限，尚未全面解除對伊朗制裁來看，
歐盟對伊朗是否會遵守協議內容仍有所保留，
也希望藉由延長暫停制裁對伊朗持續施壓，要
求伊朗全面履行承諾。

（綜合報道）伊朗核問題六國（美國、
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與伊朗
14日正式宣布就解決伊核問題達成一致，從
而為延續了12年的伊核問題談判帶來實質性
突破。

其中一個長期爭執焦點是解除武器禁運
問題。伊朗一直尋求全面解除針對伊朗的武
器禁運，用以裝備伊朗武裝力量應對極端組
織“伊斯蘭國”等地區威脅；美國則希望長
期保持對伊朗的武器禁運，擔心伊朗在經濟
制裁解除後有資金擴張裝備，同時增加對敘
利亞當局、也門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等
的軍事支持，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構成
更大威脅。

外交人士透露，作為折中方案，伊朗方
面最終同意有關武器禁運不立即取消，但也
不會持續到全面協議結束為止，上述制裁措
施將繼續保留 5 年到 8 年時間不等。如果國
際原子能機構明確排除伊朗現有核項目存在
制造核武器的可能，那麼有關武器禁運的制
裁可以提前解除。

第二個爭執焦點是對伊朗敏感設施的國
際核查。要求對伊朗軍事設施實地核查是否
存在可疑核活動，一直是美國等國在談判中
的關鍵要求；伊朗先前一直拒絕國際原子能
機構對伊朗敏感設施的檢查及對核科學家的
調查，擔心美國和以色列等國可能打著核查
的“幌子”實地刺探伊朗軍事情報。

在這份最新達成的協議中，國際核查人
員可以在伊朗沒有提出異議的情況下核查伊
朗敏感設施，包括軍事基地。如果伊朗對有
關核查要求提出異議，一個由伊朗和六國人
員組成的仲裁機構將作出裁定。相比之前，
伊朗在完全拒絕實地核查的立場上明顯有所
讓步，而美方主張的核查也被加上了“可控
”的限制。一些對伊朗持強硬立場的批評人
士可能借此對核查的效果提出質疑，擔心伊
朗利用提出異議這一“時間差”隱藏有關核
活動。

一些西方消息人士還透露，作為協議的
另一個突破，伊朗方面還接受了與某些條款
有關的“回溯”機制。一旦伊朗方面被認定
違反協議，部分被解除的制裁可以在65天後
重啟。

協議達成，得到包括伊核談判有關方在
內的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和肯定。不過，一
些政治分析師認為，美國和伊朗當局盡管均
稱贊這一協議，但它們在各自國內同樣面臨
強硬派的壓力。美國共和黨先前質疑這份協
議可能對伊朗作出太多讓步。此外，協議達
成招致以色列的強烈不滿。一貫反對國際社
會與伊朗達成任何協議的以色列總理本雅
明·內塔尼亞胡稱，伊朗核協議“對世界來
說是一個歷史性錯誤”，認為伊朗被解除制
裁後會受益數千億美元，從而用來繼續發展
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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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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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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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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國民黨總統參
選人洪秀柱昨天到高雄與基層幹
部座談，她說等全代會確定她參
選，就會一肩扛起帶頭，採 「雁
行策略、結陣抗風」，燕群彼此
照顧，大家一起努力打拚。

洪秀柱南下高雄從高鐵轉捷
運並到捷運美麗島站拍攝影片。
她在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許福
明陪同到黨部與地方幹部便當會
。立委黃昭順、徵召委參選人黃
柏霖、郭倫豪和蔡金晏等人都與
會，多位市議員也來相挺為洪秀
柱加油打氣。

洪秀柱特別用台語與幹部搏
感情，她說不相信高雄是 「藍色

沙漠」，因為她下高鐵就感受到
民眾的熱情，有人為她加油打氣
，也有人搶著與她合照，讓她感
動。

洪秀柱說 19 日全代會正式通
過她的參選後，她會一肩扛國民
黨和立委勝選的擔子，她將採雁
行策略、結陣抗風，未來雁群會
彼此照顧。

她指出參選、國民黨就該給
人民信心、希望與歡喜，她明知
這是一場艱困的選戰，不過一點
都不怕，只要大家團結一致。

洪秀柱自認優點就是 「在逆
境中求生存」，她勇敢堅定的宣
示，獲得幹部鼓掌叫好。

她說，前國民黨高雄市長參
選人黃俊英曾以 1114 票的些微
差距輸給民進黨，不過那是因為
綠營 「奧步」才會勝出。洪秀柱
深信只要努力拚下去，就可以勝
選。

洪秀柱駁斥外界有人說她參
選是為了宣傳理念、不求勝選，
根本是惡意，洪秀柱說豈有參選
不求勝的事？

洪秀柱說高雄雖讓民進黨執
政 17 年，但也未必都有發揮應
有的執政潛力；她質疑如果綠營
執政的好，怎會人口變少、青年
外移。她宣示會和大家一起努力
打拚爭取勝選。

（中央社）俗稱 「克難週
」的海軍陸戰隊兩棲偵搜專長
班綜合考驗週明天結訓。想當
蛙人要體力好、意志力堅強、
膽子也要夠大，除得爬 「天堂
路」，還要看完鬼片，單獨入
山練膽量。

海軍陸戰隊兩棲偵搜專長班
第42期學員在5月1日報名時
共65人，經過前9週的體能基
礎訓練，淘汰 40 名學員，淘
汰率高達60%。

剩下的 25 人接下來參加俗
稱 「克難週」的 「綜合考驗週
」，從7月10日凌晨起不間斷
、不畏風雨，每訓練5小時休
息 1 小時，1 小時內要用餐、
整理器材，實際睡覺時間只有
15分鐘。訓練到昨天又淘汰5
人，剩下20人。

學員們要通過的訓練包括負

重行軍、沙灘競技、海上操舟
、頂艇行軍、偽裝滲透、連續
3小時的夜間海上長泳、徒手
藉物漂浮及綁手綁腳游泳 50
公尺的水上求救生、一口氣水
下閉氣潛游 50 公尺的平潛以
及完成穿戴頭盔攜帶步槍的武
裝泅渡等。

在 3000 公尺海上 「武裝泅
渡」中，學員要穿著全套戰鬥
服裝並攜帶 20 公斤野戰背包
及步槍，因為穿著迷彩戰鬥服
游泳阻力較大，加上 20 公斤
野戰背包及步槍，所需耗費的
體力遠比一般游泳更多。

克難週的訓練昨天進入倒數
第2天，學員們經過連日來的
高密度、高強度訓練，幾乎只
靠意志力支撐。兩棲偵搜中隊
中隊長許文峰說，學員的體力
幾乎已經到達臨界點，非常疲

累，因此教官要時時刻刻提醒
、叮嚀他們，幫助學員完成最
後一階段考驗。

蛙人除了要體力夠、意志力
堅強，還要有超乎尋常的膽子
。今晚學員完成 25 公里的長
跑後，將進行膽識訓練。學員
要先看鬼片，之後每10分鐘1
個人單獨走入山中，途中幹部
會布置輓聯、螢光棒等，營造
詭異氣氛，途中還要提防教官
假扮的假屍體會突然跳起來，
最後學員要走入防空洞布置成
的靈堂，接受幹部給的任務。

克難週的高潮是今天早上的
天堂路，爬過 50 公尺長的礁
石，才算完成6天的高強度訓
練，完訓後就是真正的兩棲蛙
人。

年金再交鋒 民進黨批洪秀柱保守外行

（中央社）台美年度的
戰略對話 「蒙特瑞會談」下
週將在華府登場，國防部對
於出席人員層級不予評論，
但強調台美在軍事交流上有
良好的互信基礎，美國會持
續強化中華民國自我防衛的
能力。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
瑞 光 （Raymond Burghardt）
今天透露，台美間的高階官
員會議下週將在華府舉行。
這項會議就是台美年度的戰
略對話 「蒙特瑞會談」。

媒體報導台灣將由國安會
諮詢委員楊念祖率團，國防
部發言人羅紹和今天受訪時
，對於國防部是否派員出席
蒙特瑞會談，以及出席人員
層級等，國防部一貫立場是
「不作評論」。
台美雙方於 1997 年、也就

是台海飛彈危機後建立這一
溝通管道，並在加州的蒙特

瑞舉行會談，因而得名。
根據維基解密（WikiLeaks

）破譯的美方電報，美方將
蒙 特 瑞 會 談 視 為 美 台 間 的
「戰略對話」，美國是由國

防部助理部長層級領軍，與
台灣國安會負責國防事務的
副祕書長及相關官員會談。

目前國安會有3位副秘書長
，負責國防事務的副祕書長
，在陸小榮派任中華民國駐
捷克代表後，由前國防部常
務次長趙克達接任。

此次會談是否觸及台美軍
事交流及軍售有新的進展？
羅紹和說，不評論細節。他
指出，台美在軍事交流上有
良好的互信基礎，美國在台
灣關係法及對台六項保證的
基礎下，會持續強化中華民
國自我防衛能力

根據維基解密（WikiLeaks
）網站，美國在台協會台北
辦事處 2010 年 2 月 25 日拍發

給國務院的電文中說，雙方
目前的對話有1項是由美國國
務院領導，10 項由國防部負
責，包括 「美台戰略對話」
（U.S.－Taiwan Strategic Dia-
logue； 又 名 蒙 特 瑞 會 談 ，
Monterey Talks）。這些會談
涵蓋了各種安全問題，有助
於雙方的非正式關係。

國防部負責的雙邊對話包
括 「美台戰略對話」（U.S.－
Taiwan Strategic Dialogue；又
名 蒙 特 瑞 會 談 ， Monterey
Talks）、 「國防檢討會談」
（Defense Review Talks） 、
「安全合作會談」（Security

Cooperation Talks）、 「將級
軍官指導團」（GeneralOffi-
cer Steering Group）、 「軍種
安全合作計畫與交往」（Ser-
vice － to － Service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grams and En-
gagement）。

（綜合報導）國防部飛彈
指揮部士官長盧富強被爆料在
電視戲劇中演出。飛指部表示
盧富強是無償演出，未違反規
定，但未事先呈報，會檢討改
進。據了解，盧富強已被調離
現職，並給予言詞申誡。

有讀者向 「蘋果日報」爆料
指出，國防部飛彈指揮部606群
士官督導長盧富強，居然出現
在日前播出的影集 「嫁妝」中
，角色是飾演學生家長，讓606
群的官兵感到相當驚訝，質疑
盧 「營外兼差」。

飛彈指揮部表示，查證後發
現盧富強在 6 月 20 日參加錄影
，所播片段計 10 秒，盧富強僅
站立於主角後方，無台詞及其
他動作演出。

飛指部指出，盧富強是受友
人請託而無償演出，雖未違反
「國軍人員不得在外兼職、兼

差」規定，但盧富強未事先向
單位呈報核准，即參與演出，
衍生外界觀感不佳等疑義，飛
指部會檢討改進，未來將加強
相關規範宣導，以免類情再生
。

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則表示
，依據 「國防部對影視製作業
者影片拍攝支援規定」，國軍
支援拍攝影片，須符合社會慈
善或公益行為，且有助於匡正
人心或倡議善良風俗、宣揚優
良傳統文化；亦或有助於增進
國防意識，宣揚國防政策，塑
建國軍良好形象等要旨。

羅紹和說，軍人要簽奉權責
長官同意後，才能參與拍攝；
有關盧富強未奉核定參與電視
戲劇之演出，將由飛指部檢討
改進。

競選競選 洪秀柱洪秀柱：：雁行策略結陣抗風雁行策略結陣抗風

海軍陸戰隊兩棲蛙人 體力膽識兼具
蒙特瑞會談 展台美軍事互信基礎

士官長無償拍戲 調離現職言詞申誡

（綜合報導）民進黨說，
年金破產問題迫切，改革勢在
必行。黨發言人鄭運鵬說，準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太保
守、外行，像 「改革高階文官
所得替代率」，國民黨是立院
多數，要做早就可以做。

媒體報導，國民黨準總統
參選人洪秀柱昨天批民進黨總
統參選人蔡英文渲染希臘問題
，套在台灣年金改革上，過度
簡化問題。她提兩大改革方向
， 「改革高階公務員年金」、
「改善基金投資績效」，不會

輕易延後公務員退休年紀，排
擠年輕人就業空間。

鄭運鵬昨天受訪重申，民
進黨對於年金改革主張是民進

黨重新執政後，將組成國家年
金改革委員會，由跨黨派學者
專家、雇主、受雇者、政府代
表共同組成，研擬可行的年金
改革方案；並召開年金國是會
議，和社會溝通以凝聚共識。

他說，改革方向，採取漸
進式的調整，簡化目前過於複
雜分歧的年金給付制度、適當
延後年金請領年齡、以及逐步
合理化年金的所得替代率；要
求年金的財務管理單位，提高
營運績效。

鄭運鵬強調，延長請領年
齡問題部分，在於解決各職業
別間退休年齡落差過大、人口
老化及勞動力不足問題，這同
時也是國際趨勢。

鄭運鵬說，洪秀柱對此問
題過於保守，相對來說，外行
，不過，雙方有些方向是接近
，例如，洪秀柱的原則之一也
是希望改革高階文官的所得替
代率， 「國民黨在立院是多數
，他們要做的話，早就可以做
了」。

鄭運鵬表示，根據政府精
算，軍、公、教退撫及勞保等
四大基金將在 107 至 118 年間
有陸續破產的風險。台灣的年
金已經到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步
，各大年金龐大的潛藏負債，
不僅影響國家整體財政，年金
的財務危機也可能導致社會保
險體制崩潰。

八仙樂園成立基金會八仙樂園成立基金會盼助傷者度難關盼助傷者度難關
「「公益信託八仙關懷基金公益信託八仙關懷基金」」 諮詢委員會主席連瑞猛諮詢委員會主席連瑞猛（（中中））1414日在台北舉行記者會表示日在台北舉行記者會表示，，

八仙樂園董事會通過捐款八仙樂園董事會通過捐款，，成立成立 「「公益信託八仙關懷基金公益信託八仙關懷基金」」 ，，他說他說，，這份工作就是幫八仙樂這份工作就是幫八仙樂
園塵爆受害者園塵爆受害者，，全力協助他們度過難關全力協助他們度過難關。。

蕭萬長肯定城市科大提升教學品質蕭萬長肯定城市科大提升教學品質
前副總統蕭萬長前副總統蕭萬長（（圖圖））1414日出席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日出席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愛園大樓愛園大樓」」 新建工程上梁典禮新建工程上梁典禮，，致詞時致詞時

肯定校方蓋大樓提升學習環境與教學品質肯定校方蓋大樓提升學習環境與教學品質。。

挖砂石開源挖砂石開源徐耀昌徐耀昌：：攤在陽光下攤在陽光下
苗栗縣長徐耀昌苗栗縣長徐耀昌1414日接受媒體詢問日接受媒體詢問，，對於是否會開挖砂石做為解決財政方式對於是否會開挖砂石做為解決財政方式，，他表示他表示

，，疏濬疏濬、、開採砂石列為開採砂石列為 「「開源開源」」 選項之一選項之一，，未來如果實施未來如果實施，，也將會也將會 「「攤在陽光下攤在陽光下」」 ，，不會不會
有任何一個人在其中有任何一個人在其中 「「獲得不當利益獲得不當利益」」 。。

馬來西亞掀起“排華潮” 500名暴徒追打華裔民眾

德媒：希腊早晚會退出歐元區 救助只是“往火裡扔錢”

【【路透社路透社】】

全球頭號毒梟越獄後高調全球頭號毒梟越獄後高調““現身現身”” 網上曬照片威脅美總統參選人網上曬照片威脅美總統參選人

（綜合報道）參考消息網 7 月 15 日報道
外媒稱，與希腊達成的協議在德國經濟學界
引發不同反響。家庭企業聯合會主席格培爾
（Lutz Goebel）直指，所達成的協議不過是
“破產延期”。他對路透社表示，新貸款只
是意味著“更多的錢丟入火裡”，希腊永遠
無法償還債務，主要受害人又是歐盟的納稅
人，他們“又一次被強迫出錢換來一點時間
”。

據德國之聲電台網站 7 月 14 日以《經濟
學家：“希腊早晚會退出”》為題報道稱，
德國經濟研究所所長弗拉茨舍爾（Marcel
Fratzscher）雖對所達成的協議總體持積極評
價，認為，它對“歐洲、對德國來說都是一
個好結果”，但他仍表示，人們需要觀察。
他警告說，現在就稱這一協議是一大成功，
恐為時尚早。他表示，該協議不過是遏止希
腊經濟下降螺旋的第一步，諸多基本問題依
然未解決，比如：如何使希腊恢復國家支付
能力、如何重新建構銀行系統、如何提供經
濟增長動力等等。

報道稱，希腊必須滿足多項條件。至遲
到15日，該國議會必須批准統一增值稅、擴
大稅基;必須通過首份養老金系統緊縮法案;必
須批准保障國家統計局獨立地位法案;必須批
准設置“半自動開支縮減機制”法案，該機

制將在政府可能達不成“雄心勃勃的”節約
目標時自動發揮作用，從而確保在2018年以
此方式獲得不低於3.5%的國家財政初級盈余
。

此外，希腊必須進一步使其經濟自由化
：商店應可以周日營業;某些就業領域必須對
外開放。

不過，讓希腊最痛苦的還是以下兩個條
件：其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繼續是國際債
權方之一，而債權方將獲得更多權限;其二，
設立托管基金。希腊國有企業將納入該基金
，隨後私有化。出售所得的大部分將用於償
還國家主權債務。根據最初設想，該基金最
終將擁有500億歐元資金。

報道稱，條件可謂嚴苛。不過，也正因
如此，它對歐元區整體來說是好的。德國銀
行聯合會在一份聲明中指出，“它是對歐洲
的一次鳴槍示警”，“所針對的既非德國，
亦非希腊，而是涉及歐盟如何能繼續有效地
尋求共同解決辦法”。

當然，鑒於對希腊國家的信任感已遭破
壞，重建債權方這一信任感的前提是落實那
些條件。德國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克萊默
（J?rg Kr?mer）的看法是，能否落實還很難說
。他表示，最大的問題在於，雅典政府迄今
沒有顯示出對改革必要性的認同感。

【綜合報道】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上周末
經歷了一場由“偷手機事件”引發的大規模暴
力衝突，衝突雙方是華裔和巫裔人群。事件發
生後，網絡上傳出許多謠言渲染“種族衝突”
。對此，馬總理納吉布呼吁，不該帶著“有色
眼鏡”來看待這次的“刑事案件”。

11日，一名馬來裔青年在吉隆坡劉蝶廣場
一家手機店偷東西，當場被華裔店員發現，隨
後將他交由警察處理。不過當天晚上，這名犯
案青年伙同7人重返手機店，毆打店員、砸壞手
機店。當時，另外一批以華裔青年為主的群眾
加入毆鬥行列，雙方大打出手。

12日，馬來西亞網上開始流傳對此事的諸
多評價。馬來西亞圈子的言論集中在華裔商家
出售山寨版手機欺騙馬來客戶、華裔先出手毆
打馬來青年等內容上，真假參半的消息在網上
激起一股“仇華”心態。而當時在華裔圈也散
播部分“種族言論”。12日晚上，數百名巫裔(
馬來族和當地土著的統稱)暴徒在劉蝶廣場示威
，被警方驅趕後，不但沒散開，還聚眾在吉隆
坡著名購物區武吉免登區四處追打華裔民眾。

這群暴徒由最初的200多人漸漸增加至近
500人，在武吉免登區的道路及小巷與警
方徹夜展開“游擊戰”，其間甚至用摩托
車頭盔打人，受波及的有路人，還有中文
媒體從事人員。他們還砸毀經過的轎車和
路邊的公物。騷亂始於當日晚上6時許，
持續近10小時。

13日上午，多名馬來西亞政府高官去
劉蝶廣場視察。廣場上的許多店鋪當日都
關門休業。納吉布當日表示，劉蝶廣場騷
亂事件應從刑事角度處理，不該被視為種
族課題。他下令全國警察總長采取行動，
防止類似事件重演。納吉布強調，“人民
不該在網上散布謠言或制造種族仇恨”，
有些人甚至散播不是此次事件的照片。納
吉布表示，他已下令對媒體進行全面監督，在
相關法令下對破壞種族和諧人士采取行動。馬
來西亞也有不少理智的網民將自己的頭像換成
標有“保持冷靜，和種族主義說不”等字樣的
圖片。有網民說，看了網上流傳的視頻，“這
件事其實參與其中的只有三類人——警察、小

偷和流氓”，無關種族。
14日，警方前往劉蝶廣場逮捕了約20名11

日涉嫌出手與馬來青年鬥毆的手機店職員，後
釋放大部分人。一名知情人士稱，被逮捕職員
只是協助調查。截至14日傍晚，警方共逮捕了
25名涉事人員。

另一方面，涉嫌於11日在劉蝶廣場偷手機

的22歲巫裔青年沙魯安努亞，14日被吉隆坡當
地法院控以偷竊罪名。不過他否認有罪並被保
外候審。沙魯安努亞當時在手機店偷走一部價
值800(約合人民幣1300元)林吉特的黑色聯想手
機。根據馬來西亞法律，罪名一旦成立，該青
年可被判最高10年監禁。

【綜合報道 】網上曬照片、威脅美國總統參
選人，有“全球頭號毒梟”之稱的古茲曼在越獄
後並不“低調”，而墨西哥政府也為其開出380
萬美元的懸賞。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14日報道，古茲曼的
兒子在網上“公然挑釁”，公布了多張照片，顯
示大毒梟喝啤酒和搭乘飛機的逍遙狀態。當局目
前正核實這些照片的真偽。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還在調查古茲曼威脅曾針對墨西哥人發表種族歧
視言論的美國總統參選人特朗普一事。法新社14
日稱，上周日，一個名為“矮子古茲曼”的推特
賬戶以西班牙語對特朗普發帖稱：“如果再胡說
八道，我就讓你吞下所有髒話”。目前，該賬戶
所有者的身份尚不清楚。

周一晚，墨西哥檢察總長宣布懸賞380萬美
元抓捕古茲曼。而內務部長歐索裡奧·重認為監
獄員工在古茲曼越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宣布
解雇三名墨西哥監獄系統官員。《華盛頓郵報》
稱，在高度戒備的監獄之下30英尺深處挖掘長達
一英裡的隧道並非易事，不僅需要拉走幾百卡車
的泥土，還要使用大功率挖掘工具，這很難不被
發現。曾追蹤古茲曼長達15年的緝毒專家唐·溫
斯洛認為，“如果他通過隧道逃跑，必然有武裝
人員護送，很可能包括獄警和他自己的人。”美
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稱，美國官員自古茲曼2014
年被捕之後就知道他在計劃越獄，並告知墨西哥
政府。然而，歐索裡奧·重對此予以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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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種種款式款式，，任您選擇任您選擇
88種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睡得平安，，健康健康，，長壽長壽

木板床

類 別 TWIN / 件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經濟床 85 109 139 179

★好睡床 159 209 249 309

★經濟硬床 189 229 269 370

中國城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6121HillcroftHillcroft

★床墊世界床墊世界

US 59↑↑ Gulfton St.
北

七天營業

席夢思

二十多年老店MATTRESS WORLD

床墊世界

工廠直銷、批發

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物美價廉。

10:30am-7:00pm

工廠直營工廠直營，，全新床墊全新床墊，，
歡迎貨比貨歡迎貨比貨，，價比價價比價。。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商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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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中央社）檢方在調查頂新
黑心油事件時，在味全總公司電
腦內發現衛福部的機密公文。監
察院通過調查報告，認為衛福部
應檢討行政流程，並應該將所謂
「敏感性」資料詳加定義或列

舉。
監察院昨天公布監察院內政及

少數民族委員會 9 日通過監察委
員包宗和、江綺雯、楊美鈴所提
調查報告。

衛福部食藥署於 103 年 10 月 9
日以電子郵件要求屏東縣衛生局
提供頂新公司內埔廠越南進口油
脂資料，但文書傳遞作業過程出
現重大差錯，疑涉洩露公務機密
給該廠。

調查指出，屏東縣衛生局獸醫
師蔡青蓉就衛福部依據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41條，對頂新公司
執行行政檢查事項依法不得提供
頂新公司相關公文，過於輕率竟
疏未注意而提供予該公司，違反
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第 1 項規
定。

蔡青蓉因此核定記過一次，監
委認為經考量其品行、動機及所
受專業訓練欠缺程度與違失行為
後的態度尚屬良好，無重行檢討
懲處必要。

監委指出，衛福部食藥署對執
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之
行政檢查事項，因於案發時並未
訂定相關行政規範，用以保護資

訊安全，導致食藥署的北管中心
與南管中心對同一個公文是否加
密程序處理各異，引致外界質疑
，有欠周妥。

監委認為衛福部應鑑於本案缺
失，全面進行通案檢討；另衛福
部訂定的執行性規範，應該將所
謂 「敏感性」資料詳加定義或列
舉。

監委並建議衛福部食藥署對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的行政
檢查事項，應統合中央與地方的
標準作業程序，提高查驗人員對
整體工作流程的掌握，避免疏失
；另應加強查驗人員之教育訓練
，以避免本案類似事件再行發
生。

（中央社）準國民黨總統參
選人洪秀柱昨天南下高雄並出席
基層問政說明會，用南部人的口
氣語調、妙語如珠贏得掌聲；洪
秀柱說，為國民黨擔起政權延續
的擔子，她義不容辭。

洪秀柱晚上出席在國民黨高雄
市黨部召開的三民區問政說明會
，一一與民眾握手釋善意，還在
宣傳她的參選理念時，用南部人
習慣的 「口氣」，與民眾搏感情

。
洪秀柱說，她沒有父母、沒子

女，可以承擔， 「要擔就擔」、
「驚啥米」。她說人生一路風雨

飄搖；如今要為國民黨擔起政權
延續的擔子與立委是否過半的擔
子，她義不容辭。

她表示參選以來，很多詆毀、
抹黑，讓她氣到不想看電視，如
果再看就會吐血。 洪秀柱還說自
從投入選舉，各種流言指向 「她

快死了」，她要民眾評評 「我像
快要死了嗎」。

她還說各種謠言還指她是 「小
三」，並指可能週刊也要報了。

洪秀柱用幽默、親近的語氣與
言語和基層交流，果然備受民眾
歡迎，掌聲不斷。至於初選時間
，黨中央認為越快越好，希望 2
個星期內能完成。

（中央社）國民黨副主
席郝龍斌日前表態參選立委
，不過地方傳出不小的反彈
聲浪，郝龍斌認為不能由上
而下徵召，擬辦初選以民調
方式決定，對此，黨中央也
樂觀其成，會盡速辦理。

國民黨立委輔選策略委員
會昨天開會討論下一波立委
提名，最後討論到基隆選區
時，身兼召集人的副主席郝
龍斌建議基隆選區不適合由
上而下徵召，應尊重地方意
見，經整合或民主程序後再
行徵召。

去年基隆市長選舉，國民
黨原提名的基隆市議長黃景
泰因涉案遭撤銷提名，謝立

功臨危受命出征，最後輸給
民進黨提名的林右昌，基隆
重地緣關係，當時地方對
「空降」就有不小的反感。
2016年立委選舉，現任立

委謝國樑不參選，國民黨面
對民進黨提名的市議員蔡適
應、親民黨提名副秘書長劉
文雄，對內則要面臨整合壓
力，黨內曾對有意參選立委
者做過評估，認為勝算不高
，因此有意另覓強棒人選。

國民黨在基隆有意參選者
包括現任市議員韓良圻、楊
石城、呂美玲，立委徐少萍
的兒子林沛祥和前立委何聖
隆。郝龍斌有意參選的消息
傳出後，引發不少反彈聲浪

，認為又是 「空降」。
郝龍斌近期密集走訪基隆

，希望尋求黨內支持、盡速
完成整合。郝龍斌昨天在會
中主動表示，不希望採由上
而下的徵召方式，必須尊重
地方意見，經整合或初選方
式來產生人選。

黨務人士指出，黨中央樂
觀其成，郝龍斌加上有意參
選的 5 人一起做民調，民調
最高者出線，這樣大家都能
心服口服。

至於初選時間，黨中央認
為越快越好，希望 2 個星期
內能完成。

義不容辭 洪秀柱高雄基層搏感情

整合有難度 國民黨基隆立委擬辦初選

（中央社）準國民黨總統
參選人、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昨晚至高雄瑞豐夜市掃街拜票
，受到大批粉絲簇擁，一路寸
步難行，洪秀柱加油聲不斷，
她離去時大呼 「高雄太熱情了
」。

洪秀柱昨晚的瑞豐夜市行程
原本喊卡，後來又決定照常舉
辦，一度引發媒體議論，洪秀
柱原訂晚間 8 時到，但遲延近
40分鐘才到達。

晚間 8 時不到，當地里長、

立委黃昭順及來自楠梓、左營
、大寮等地粉絲已齊聚夜市外
圍路口，揮舞小國旗或高舉字
牌相迎，警方也出動20多名便
衣及制服員警到場協助現場維
安。

洪秀柱抵達現場大批媒體及
在場守候已久的熱情粉絲一擁
而上，令洪秀柱寸步難行，洪
秀柱進入夜市場面更形擁擠，
數度 「卡住」，場面頗為混亂
。

洪秀柱向攤商握手問好，並

為粉絲簽名合影，還在夜市出
口以手機打卡留念，現場 「洪
秀柱加油」聲不斷，也有熱情
粉絲突破層層包圍握到洪秀柱
的手，開心尖叫。

洪秀柱受訪表示，她沒有被
今天的場面嚇到，只是怕會嚇
到攤商，為免造成攤商困擾，
洪秀柱提前離去，在夜市僅停
留20餘鐘。

洪秀柱要搭車離去時搖下車
窗受訪大呼 「高雄太熱情了」
。

掃瑞豐夜市 洪秀柱：高雄太熱情 綠提年金改革二問 洪營：已提具體內容

頂新洩密案頂新洩密案 監院籲衛福檢討行政流程監院籲衛福檢討行政流程

（中央社）民進黨立院
黨團昨天二問國民黨準總統
參選人洪秀柱，是否支持考
試院版年金改革、是否願意
在立法院下會期完成年金改
革相關修法。洪陣營表示，
洪秀柱已提具體內容。

洪陣營發言人游梓翔說，
洪秀柱這兩天針對年金改革
，提出幾項具體內容，比
（蔡英文）只是開國是會議
要清楚很多。

游梓翔指出，年金改革是
台灣重要問題，牽涉到台灣

未來長遠年金制度永續經營
，需要朝野溝通，不能只說
要開個會，要有遵守的原則
目標和做法

立委陳其邁上午在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召開記者會表示
，洪秀柱對年金改革案表示
，考慮不延長退休年齡等訴
求，但總統馬英九曾宣示
「年金改革不會有掌聲但非

做不可」，前行政院長江宜
樺也說 「年金制度不變革是
鴕鳥政策，有一天可能會跟
希臘一樣」，將台灣類比成

希臘是江宜樺。
陳其邁二問洪秀柱，是否

支持考試院年金改革方案所
揭櫫的 7 大改革方向包括調
降退休所得替代率、調整退
休金基數計算基準、延後退
休金起支年齡等，不要模糊
，請說明清楚。

再者，他請洪秀柱回答，
國民黨是國會最大黨且洪秀
柱是國會副龍頭，是否願意
幫馬總統圓夢，立法院下個
會期立即邀集朝野協商完成
年金改革案。

多明尼加軍禮歡迎馬總統多明尼加軍禮歡迎馬總統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前右前右））出訪加勒比海友邦多明尼加出訪加勒比海友邦多明尼加，，於台北時間於台北時間1313日在多明尼加日在多明尼加

總統府接受總統麥迪納總統府接受總統麥迪納（（DaniloMedinaDaniloMedina）（）（前左前左））軍禮歡迎軍禮歡迎。。

消基會籲非三度燒燙傷消基會籲非三度燒燙傷 不任意清創不任意清創
八仙塵爆傷者救治中八仙塵爆傷者救治中，，消基會董事長陸雲消基會董事長陸雲（（左左））呼籲對非三度燒燙傷不要任意清創呼籲對非三度燒燙傷不要任意清創，，更要用抗菌更要用抗菌

親水性敷料換藥親水性敷料換藥，，有些人可從重度變中或輕度有些人可從重度變中或輕度。。

吳敦義拱手致意吳敦義拱手致意
副總統吳敦義副總統吳敦義（（前右前右））1414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出席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出席 「「20152015台灣競爭力高峰台灣競爭力高峰

會會」」 ，，在離開會場時他拱手與來賓致意在離開會場時他拱手與來賓致意。。波蘭擬按照歐盟難民接收計劃
收留2000名難民

綜合報導 波蘭一名政府官員表示，該國目前準備按照此前歐盟為

各國制定的難民配額計劃，接收2000名難民。

報道稱，這名官員表示，雖然波蘭願意接收難民，但與之前歐盟規

定的配額相比，還是減少了700個名額。

據悉，此前，歐盟規定，各國必須在7月底以前對共同分攤非法移

民的標準達成協定，以取代不受歡迎的強制性非法移民配額計劃，各成

員國的經濟能力與人口規模等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

其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都強烈反對按配額

接收非法移民，這些前共產經濟體表示沒有足夠能力承擔龐大的難民潮。

歐盟邊境控制署表示，今年至今有約15.3萬非法移民企圖從海路潛

入歐洲，與去年相比上升了149%。

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由地中海抵達希臘的難民總數

達6.3萬人，義大利則為6.2萬人。

逃離利比亞內戰戰火的難民眾多，令歐盟非法移民危機不斷加劇。

目前，超過300萬難民被安頓在敘利亞邊境附近。報道分析稱，這一龐

大的人數已遠遠超出歐盟所能夠接受的範圍。

烏克蘭東部發生持槍搶劫
兇手殺3人從容逃走

綜合報導 烏克蘭東部城市哈爾科夫發生一起持槍搶劫案。一不明

身份槍手殺死3名郵政工人，搶劫11.5萬美元後從容逃走。烏警方已展

開調查，兇手目前仍在逃。

案件發生在哈爾科夫市牛頓大街上的郵局附近。從烏媒體拍攝的現

場照片可以看到，3名郵政工人的屍體和一輛軍綠色箱式貨車已被警戒

線圍起來，無打鬥痕跡。

烏媒體援引目擊者的話稱，槍手先是槍殺了兩名正在搬運現金的郵

政工人，然後，“他又打死了司機，把司機拖下車坐到了駕駛員的位置

上，但發現打不著火。”

槍手隨後從路邊截車從容逃走。“他在路邊隨機地攔住了一輛‘銀

十’（拉達轎車型號），向空中放了幾槍後，‘銀十’車主就趕緊跑開

了。”“他不慌不忙地把現金裝到‘銀十’上，然後十分從容地上車走

了。”該郵局工作人員馬伕利切夫描述當時場景說。

烏執法部門已展開調查，並在當天晚些時候發佈消息稱，在一條通

往鄉村的道路上發現了犯罪分子用以逃逸的車輛，但兇手仍在逃。還指

出，“希望當地居民如果發現可疑車輛或者嫌疑人，以自己方便的途經

告知執法部門。”

烏檢察院說，該案情形與一年前的一起槍擊案十分相似。但並未透

露更詳細資訊。

3名遇難者均為男性。據美媒消息，烏警方雖未說明為何會由郵政

員工搬運現金，但在烏克蘭退休金通常由郵政部門發放。

哈爾科夫位於烏東北部，係烏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州首府，是該

國重工業、文化、教育中心，以俄語人口為主。自烏東部危機爆發

以來，該市治安受到影響，年初該市曾發生爆炸案。

法國前國防部長：基輔並未執行明斯克協議
綜合報導 法國著名政治家、執政

社會黨奠基人之一讓-皮埃爾· 舍韋內

芒于近日表示，基輔並未執行明斯克

協議。

報道稱，讓-皮埃爾· 舍韋內芒此前在

法國政府擔任國防部長一職。據他表示，

法國嘗試對烏克蘭危機做出反應，建立諾

曼底談判模式。舍韋內芒指出，“這使得

兩個明斯克停火協議被達成，但這兩個協

議並沒被烏克蘭方面所實施”。

舍韋內芒表示，基輔“抵制協議的政

治部分”，這一部分規定了該國東部俄語

區域選舉及帶有高分散性的憲法改革。他

還指出，“但歐盟已經在沒有相應討論的

情況下將俄羅斯所受到的制裁措施延至6

月29日”。

據舍韋內芒表示，“出現了這樣的

一個問題，歐洲是否只能成為美國根

據其標準所制定的制裁的支援者，而

美國方面的標準卻

不一定與我們的標

準相符。” “如果

烏克蘭沒有被放在

“在俄羅斯與歐洲做

出選擇”的這一荒謬

的進退維谷的境地上，

則烏克蘭危機也本能

夠避免。”

舍 韋 內 芒 解 釋

道，“美國努力不允

許歐洲政治獨立，並

不允許他們選擇除美國所庇護的波斯灣國

家以外的能源合作夥伴。”

這位法國政治家總結道，“與此同

時，在‘伊斯蘭國’組織對歐洲、美國和

俄羅斯設立的威脅條件和形勢下，我們之

間必須進行合作。”

去年 4月起，基輔政權在頓巴斯向

不滿二月政變的當地居民發起了武裝行

動。據聯合國最近統計數據，衝突導致

約6500人死亡。頓巴斯局勢的調解問題

正在討論當中，其中，從去年 9月開始

在明斯克進行的聯絡小組會見過程中，

已經通過三項規定步驟，使衝突逐步降

級的文件。

歐元區要求希臘通過
全面改革立法以開始救助協商

綜合報導 歐元區領導人在緊急峰會上對接近

破產的希臘表示，本週必須確定關鍵的改革以恢復

外界對該國的信任，這樣他們才會開啟金融救助協

商，讓希臘留在歐元區內。

會議要求希臘左翼總理齊普拉斯推動議會通過

立法，說服其他歐元區夥伴國立即釋放救助金以避

免國家破產，並開始第三輪救助計劃的協商。這輪

救助規模估計高達860億歐元（955億美元）。

歐元區財長提交各領導人的決定草案顯示，包

括稅收和養老金改革等六項全面舉措必須在週三

（7月 15日）午夜之前確定，而在救助協商開始

前，希臘議會須批准整個方案。

該草案還包括德國一項提議，即如果希臘不能

滿足條件，將讓希臘“暫退”歐元區。但不是所有

財長都支援這個想法。歐盟一高級官員表示，這樣

做是非法的，相關內容不會留在峰會聲明中。

齊普拉斯到達布魯塞爾後表示，他希望“再次

誠懇妥協”，保持歐洲的團結局面。

但德國作為歐元區救援行動最大的出資國，其

總理默克爾表示，開始商談的條件還不具備。由於

國內反對進一步援助希臘的呼聲日益強烈，默克爾

也表現出謹慎態度。

如果希臘滿足條件，德國議會將在16日開會，

授權默克爾與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啟動有關新貸款的

談判。然後，歐元集團財長們將在17日或週末再度

開會，正式啟動協商。

希臘方面對草案作出初步回應，一位政府官員

表示：“他們怎麼能在最後關頭提出所有這些條

件，卻不保障我們能夠挺到下周？”

一位歐洲官員表示，歐元集團會議可能討論如

何提供緊急融資以幫助希臘暫時免於破產。

歐元區在布魯塞爾就希臘債務問題召開緊急峰

會，希臘總理面臨巨大壓力：支援歐洲的緊縮提案

換取救助，否則希臘將面臨金融系統崩潰、被迫脫

離歐元。

歐洲央行主席德拉吉表示，沒有救助協議，他

無法授權向希臘提供緊急資金。

報道指出，如果齊普拉斯拒絕提案，歐元區考

慮的方案之一是，希臘可以暫時退出歐元區。

希臘政府希望避免這樣的結局，並且已經暗示

可能會在緊急峰會上達成協定。

分析稱，齊普拉斯還有可能在本週內調整內

閣，調走一些反對進一步緊縮的強硬派，從其他政

黨請進一些溫和派。

國際債權人估計，希臘可能需要高達860億歐

元的救助才能避免金融崩潰。

歐元區國家的領導人從下午起閉門磋商，爭取

達成共識。此前，歐元區財長舉行會談，並向峰會

提出了一套草案。

芬蘭財政部長斯塔布說，財長草案中提出的前

提條件之一是，希臘在週三(15日)前通過新的法

律。希臘必須在就業、稅收、私有化等方面採取一

系列更加嚴厲的緊縮措施。

報道稱，長達四頁的草案中也警告，如果不能

達成協定，希臘有可能“暫時脫離歐元區”。

歐洲債權方對希臘政府是否有決心採取嚴厲的

緊縮措施仍然存在疑慮。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布魯塞爾緊急峰會之前表，

最重要的貨幣“信任”已經喪失，不會不計“任何

代價”地達成協定。

她說，必須確信對整個希臘、整個歐元區、以

及合作原則上“利大於弊”。默克爾還警告，談判

“極端艱難”。

儘管歐洲提出的條件非常嚴厲，齊普拉斯

堅持說，希臘政府有準備簽署協議。他說，

“如果參與協商的各方希望如此的話，有可能

達成協定。”

法國總統奧朗德表示，希臘留在歐元區非常

重要，如果希臘被迫退出，意味著“歐洲的退

步”。

日本研發3D列印肝臟模型法

血管等清晰可見
綜合報導 日本築波大學和該國一知

名印刷公司組成的科研團隊日前宣佈，已

研發出用3D印表機低價製作、可以看清

血管等內部結構的肝臟立體模型的方法。

據稱，該方法如果投入應用就可以為

每位患者製作模型，有助於術前確認手術

順序以及向患者說明治療方法。

據報道，這種模型是根據CT等醫療

檢查獲得患者數據用3D印表機製作的。

模型按照表面外側線條呈現肝臟整體形狀

，詳細地再現其內部的血管和腫瘤。

由於肝臟模型內部基本是空洞，重要

血管等的位置一目了然。據稱，製作模型

需要少量價格不菲的樹脂材料，使原本約

30萬至4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5萬至2萬

元)的製作費降到原先的三分之一以下。

日媒指出，目前利用3D列印技術製

作的內臟器官模型主要用於研究，由於價

格高昂，在臨床上沒有得到普及。科研團

隊表示，他們一方面爭取到2016年度實現

肝臟模型的實際應用，另一方面將推進對

胰臟等器官模型製作技術的研發。

築波大學講師大城幸雄稱：“我們給

患者看了試製品，結果都誇讚其容易看懂

。我認為這項技術是有魅力的醫療服務，

也有益於培訓年輕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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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因火山煙灰影響而關閉兩天

的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國際機場已重新開

放，滯留當地的數千名國際遊客終於脫困。

報道稱，巴厘島機場重開後，本地航

空公司一方面調整往返巴厘島的航班時

間，同時也增加航班，讓滯留當地的外國

遊客第一時間回國。

報道指出，新加坡航空公司在網站上

宣佈，增加兩趟往返巴厘島巴薩機場的航

班。

報道指出，受東爪哇拉翁火山噴發

影響，巴厘島、龍目島與爪哇島多個機場

相繼關閉。其中巴厘島國際機場關閉造成

的影響最嚴重。由於目前正值旅遊旺季，

數百趟國內外航班突然取消，導致成千上

萬的外國遊客滯留當地。

印尼交通部發言人巴拉塔說，巴厘島

伍拉· 賴國際機場在早上10時重新開放。

飛往新加坡、吉隆坡與雅加達的航班率先

恢復。

位於東爪哇的外南夢與任抹兩個更靠

近拉翁火山的內陸機場則將繼續關閉。龍

目的機場則在10日已經重開。

不過，報道同時指出，並不是所有航

空公司的航班都已經全面恢復，例如亞洲

航空取消或更改了往返于巴厘島的十多趟

航班，維珍澳大利亞航空原本取消了當天

所有的航班，但過後表示可能在晚間恢復

航班服務。

印尼國家賑災局表示，拉翁火山還持

續噴發火山灰，火山灰高度可達400至500

米。澳大利亞火山灰諮詢中心預測，在接

下來幾天直至週末，巴厘島上空依然晴朗，

火山灰應該會繼續向南方飄移，遠離巴厘

島。

據悉，巴厘島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的

外國遊客，機場關閉擾亂了多國遊客的度

假計劃。巴厘島旅遊業主席恩古拉曾說：

“如果火山灰情況再持續三四天，本地旅

遊業將損失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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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反對安保相關法案的學習院大

學教授青井未帆等日本憲法學者在東京舉行記

者會時宣佈，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該法案的內

容和問題，將組建“全國派遣講師團”，向有

需求的各地學習會等派遣成員進行講解。

報道稱，據成員之一、名古屋大學教授本

秀紀介紹，將在關東、東海、關西等各地開設

聯絡窗口，從學習會的主辦方聽取邀請的意

圖、時間和具體要求，由窗口負責人安排講

師。費用可協商。全國已有55名研究者加入了

講師團。

參加講師團的學者們已經建起一個聯合博

客，發佈今後的活動，並歡迎各方邀請。

本秀紀教授表示，“該法案本身複雜怪

異，必須使大家充分了解其問題所在。希望無

論來自全國哪個地方的邀請都能應對。”

據了解，圍繞新安保法案和集體自衛權行

使問題，日本全國至少有331個地方議會決議

通過了面向國會和中央政府的意見書，其中明

確持反對態度的有144個議會，表示應慎重的

有181個議會，明確提出贊同意見的僅為6個。

而安倍晉三爭取要讓法案在本屆國會上獲

得通過。為此，執政黨15日在眾院和平安全法

制特別委員會上進行表決。民主黨黨首岡田克

也認為法案違憲，在野黨方面加大批判力度，

準備抵制到底。

國際輿論關注習近平
上合、金磚“雙峰會”講話

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俄

羅斯烏法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會晤

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五次

會議併發表多場講話，透露出這兩個組織發

展方向的重要信號，引發國際輿論熱議。

習近平在此次出席“雙峰會”期間發表

的講話中肯定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此前所發

揮的作用，加強團結合作、引領深入發展以

及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等成為重要話題。與此

同時，峰會通過的啟動印度、巴基斯坦加入

上合組織程式的決議，更有利於其組織代表

性和國際地位。

俄羅斯衛星網報道說，上合組織成員國

領導人委員會會後發表的文件稱，上合組織

成員國支援中國有關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

倡議，主張在各成員國的部門間建立磋商和

資訊交流。上合組織成員國領導人還主張就

工業、能源、交通、科學和農業領域促進多

邊互動制定具體措施。

德國之聲電臺網站文章稱，金磚國家

之間存在很大差異，不過團結程度仍在加

深。它正在越變越強。現在它們在世界人

口中所佔比例已超過 40%。而且到本世紀

下半葉之初，它們的經濟實力將超越八國

集團。

報道中對上合組織評價稱，連同觀察員

國一起，（上合峰會）會議桌前坐著世界半

數人口的代表。該組織也因此進入國際事務

的核心地帶——又一個沒有西方國家參與其

中的組織。它們不能代替西方主導機構，但

如今已經對後者形成補充。

新加坡《聯合早報》則表示，上合組織

的聯合宣言中稱，“上海合作組織在國際關

係處於複雜階段以及多邊局面出現的時刻演

進”，它是中國與俄羅斯向區域發揮影響力

的一個平臺。

做好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各國發展戰略及

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等倡議也成為習近

平出席“雙峰會”期間透露的重要觀點。澳

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稱，“一帶一路”是中

國精心籌劃的把本國經濟與世界其他地區聯

繫起來的途徑。這一倡議顯示了中國聲稱的

在能力範圍內利用自身在基礎設施建設和金

融資源方面的優勢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的承

諾。

《印度教徒報》報道稱，中國倡導的

“一帶一路”通過硬體設施建設、網路連

接、能源管道、工業園區和智慧城市等連接

歐亞間經濟。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法響應習

近平將“一帶一路”與俄羅斯“歐亞經濟聯

盟”、印度“東進”（ACT EAST）對接的

倡議，並稱這三者聯合可以創造出“巨大經

濟突破”。

日本《外交學者》網站則表示，金磚、

上合、“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

等等，烏法“雙峰會”將描繪多極世界的新

輪廓。

因印尼火山灰關閉兩天兩天
巴厘島機場重新開放巴厘島機場重新開放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第十四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複賽近日在
湖南開賽，來自97個國家的133名選手激烈角逐15強。
冠軍將於8月2日總決賽產生。

複賽前三場選手圍繞“我送給漢語橋的禮物”進行主
題演講，選手們紛紛帶本國特色物什獻技“漢語橋”。
來自意大利的徐天祐是比賽年齡最大的選手，也是湖南衛
視兩季《花兒與少年》的劇照師。演講中他用中國古典詩
句表達了自己願意為中意友誼貢獻一份力量，贏得讚譽。
據悉今年“漢語橋”決賽依舊採取戶外真人秀模式，

選手將奔赴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關的泉州、大理、北京
等地，體驗當地文化民俗、完成各項中文比賽任務，併入
住“漢語宿舍”，接受攝像機24小時不間斷全記錄。

■記者董曉楠湖南報道

蔡國強赴日辦個展 現最大火藥爆破畫

近日，一個由20萬個氣球打造的“侏羅紀
公園”亮相內蒙古呼和浩特某商城，造型奇特的
霸王龍、翼龍、長頸龍等與觀眾見面，讓觀眾彷
彿穿越時光隧道回到侏羅紀。 ■圖/文：新華社

洋選手齊聚洋選手齊聚““漢語橋漢語橋”” 體驗絲路文化體驗絲路文化

一場特殊的首映式在重慶渝中區強電影

會所舉行。屏幕上放映着《最後的棒棒》

（“棒棒”是重慶當地對搬運工的稱呼，

編者註），這部片子講述在解放碑自立

巷，一群平均“工齡”22年的棒棒們

的酸甜苦辣。台下，20多名帶“吃飯家

伙”的棒棒們放下手中的活計，前往捧場。幾分鐘後，昏暗燈光下，棒棒們

哭了，抹淚的還有一群90後網友和棒棒們的兒女。 ■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近年來，
浙江杭州颳起
了 一 陣 眾 籌
風，有眾籌咖
啡館的，也有
眾籌土地的。
如今，90後姑
娘韓雅珺竟然
打起了飛機的主意，招呼29人眾籌600多萬元（人民
幣，下同）買了一輛小型飛機。

韓雅珺表示，她是與一家飛機俱樂部共同合作的，
飛機眾籌實際是划算的。眾籌的飛機被拆分為29份，每
份價格23萬元，個人或單位認購份數不設限。按分配給
股東一年288小時的飛行時間來算，相當於叫一次“飛
的”每次只花了2000多元，參與者使用一次飛機只需要
負擔燃油費，而且還永久擁有飛機的所有權和使用權。
不僅如此，認籌1份的單位或個人，享有7折私人飛行駕
照培訓，還有全球緊急醫療援助服務。而認籌5份或5份
以上的單位或個人額外享有2年內免費私人飛行駕照培
訓的資格以及贈送全套飛行裝備1套。

■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9090後姑娘眾籌買小型飛機後姑娘眾籌買小型飛機

第三屆全國虛擬儀器大賽14日上午在黑龍江哈爾濱
工業大學落幕。本屆大賽共吸引了來自188所高校的
1664支隊伍報名參賽，最終共有80支隊伍提交的作品入
圍決賽。在7月決賽期間，通過現場演示、答辯及“Lab-
VIEW軟件知識測試”等方式評選出大賽獎項。最終，清
華大學參賽作品自平衡自行車獲得特等獎，拔得頭籌。

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活動中的兩個展廳內，進入決賽
的80支隊伍展示他們的參賽作品。在一些新奇的、有
創意的作品展示區，聚集了大批的觀展者還有其他隊伍
的參賽成員，學生們通過相互交流，分享各自的創作理
念與經驗。 ■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道

虛擬儀器大賽虛擬儀器大賽 自平衡自行車奪魁自平衡自行車奪魁

《最後的棒棒》的拍攝者跟它一樣有故事。
正團級軍官何苦轉業後“臥底”當了一

年棒棒，拍出了這部自拍體勵志紀實片。

瞞着家人入行 白天搬運夜攝影
何苦說，他小時候學習不好，老人常說，

不用功就只能當棒棒了。後來當兵，迷上了
《山城棒棒軍》。這幾年，何苦發覺棒棒越來
越少了，瀕臨“滅絕”，於是萌發拍攝棒棒們
真實生活的想法。2013年12月，何苦打了報告
轉業，瞞家人去當棒棒。
當棒棒的日子裡，白天，何苦就帶一根

棒棒、一卷麻繩，穿一雙膠布鞋，有業務時他

跑得飛快，還喜歡到處打聽棒棒們的八卦；晚
上，他便恢復了“身份”：正團級轉業軍官。
他兜里常揣一部智能手機，方便他拍攝。

如今，活躍在主城區的棒棒大約有3000
人，年齡多在60歲以上。解放碑自立巷，是棒棒
們扎堆生活的地方，何苦也搬了進去。房子很
小，僅擺放了兩張床，每月租金300元人民幣。

練短跑爭業務 境況悉數入鏡
和棒棒們混熟後，何苦僱用了一名90後的

攝影師，早晚跟蹤他們拍攝。紀錄片中的棒棒
們常為一兩元錢站在太陽下跟僱主討價還價；
為10元錢的業務，追貨車滿街跑。為了跑得

快，老棒棒
們私下常練短跑。這
一年棒棒幹下來，何苦的素
材也差不多了。何苦表示，這部
《最後的棒棒》，也算是他送給這群棒棒們的
一份記憶，他們值得尊重。

棒棒“河南”，沒人知道他的真實名字，
因祖籍是河南，棒棒們管他叫“河南”。“河
南”是自立巷最年輕的棒棒，他是《最後的棒
棒》裡的主角之一。“河南”表示，何苦的片
子讓他們活得更體面。聊起將來，“河南”
說，等再扛不動貨物的時候，就回祖籍河南養
老了。

福建泉州籍著名藝術家蔡國強個展《歸去
來》近日在日本橫濱美術館展出，其中的新作《夜
櫻》，則是蔡國強迄今為止最大的火藥爆破草圖，
引起眾多的關注。這次共展出15件作品，既有新
作《夜櫻》、《人生四季》，以及他與當地學生、
志願者合作完成的爆破陶土藤蔓《朝顏》，也有他
在世界巡迴的代表作，包括大型裝置《撞牆》、爆

破白瓷《春夏秋冬》等。
對於觀眾來說，認識蔡國強大概是從北京奧

運會開幕式上那29個震人心魄的巨大焰火腳印開
始。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他便使用中國發
明的火藥創作作品，是國際藝壇上最受矚目的中國
人之一。蔡國強作為藝術家開始自由創作，是從日
本開始。蔡國強說，自1995年9月他離開日本去
美國研修，幾乎每隔兩三年就會回到日本，儘管與
日本的聯繫不曾間斷，但生活、工作的重心外移。
20多年過去了，蔡國強清晰地意識到，是時候再
次到日本，那是他年輕時出發的起點。他想重溫自
己年輕時的狀態和視野，沒想到有了這個願望後，
就陸續收到橫濱美術館、里山現代美術館個展等一
連串邀約，於是他再次來到日本。
■記者 黃瑤瑛、特約通訊員 鍾立敏 泉州報道

拍勵志紀實片
軍官轉業當軍官轉業當““棒棒棒棒””

氣球侏羅紀

■■韓雅珺與她眾籌的飛機韓雅珺與她眾籌的飛機 。。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觀影會觀影會，，受邀的棒受邀的棒
棒兄弟被紀錄片中的棒兄弟被紀錄片中的
情景深深吸引情景深深吸引。。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導演何苦在觀影會上與棒棒兄導演何苦在觀影會上與棒棒兄
弟互動弟互動。。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夜櫻》畫面大氣、簡潔。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災後重建 中國料大寬鬆
上月新增貸款超預期 股災增經濟下行壓力

BCT
銀
聯
：
內
地
下
半
年
或
減
息
兩
次

今年4月，中國M2增速曾跌至10.1%的歷史較低
點，此後逐月回升。雖然市場普遍預計，隨着

央行降息、降準政策效果逐漸顯現，未來數月M2有
望回升，但6月末增速達到11.8%仍然超出多數分析人
士預期。人行14日公佈數據顯示，6月M2同比增長
11.8%，高於路透調查中值11.0%；6月新增貸款約
為1.27萬億元，也明顯高於路透1.05萬億元的調查
中值。

降息降準持續 M2逐月回升
中國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14日表示，

M2逐月回升與今年以來央行持續降息降準有密切關
係，下階段中國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
注重鬆緊適度和預調微調。他解釋稱，去年11月以
來，央行4次降息、3次降準。一方面，降準提高了
貨幣乘數，增加了貨幣供給。降準也增加了銀行體
系資金供給，令銀行放貸意願增加，超額儲備率下
降。中國超額儲備率最近幾個月整體下降，從4月
份的3.27%，降至6月份的2.51%。

企業長貸佔比降 投資意願弱
雖然6月M2和新增貸款增長均超出預期，部分

業內人士認為，若股市及經濟基本面沒有大的起
伏，下半年可以結合公開市場操作，以及中期借貸
便利（MLF）等定向調節手段，適當放緩降準和降
息等舉措的出台頻率。申萬宏源首席宏觀分析師李
慧勇指出，分析信貸結構，企業中長期貸款佔比繼
續下降，反映出企業投資意願依然不足，經濟內生
動力不足。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稱，6月

金融數據向好，不改未來貨幣政策寬鬆基調，他認
為，從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仍大的大環境看，適度放
鬆貨幣也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因此中國仍有降息
和降準的現實需要。
民生證券債券分析師李奇霖表示，從中期看，

經濟還處於“基建托底+傳統部門去產能+新增長點
青黃不接”的狀態，金融數據很難出現一個季度以
上的改善。在此背景下，下半年貨幣寬鬆不會轉
向，但對流動性的調控更多的轉向長端和定向調
控，主要通過降準、PSL和“扭曲操作”來實現，
長債利率無須過度悲觀。

另外，6月以來股市的劇烈波動也增加央行維
穩力度，除在當月末重新啟動逆回購外，還在7月
初進行了六個月期的MLF，此前MLF期限均為三
個月。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鄂永健認

為，短期內普遍降準降息可能性很小，重點還是定
向調整，比如再貸款或PSL等。

央行再逆回購 規模大幅縮減
央行公開市場14日進行了200億元七天期逆回

購操作，較6月末重啟以來500億元的同期操作規模
大幅縮減。業內人士稱，出於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
融風險考慮，央行會繼續關注包括股市在內的金融市
場表現，未來在公開市場以及其他操作手段上相機操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經歷大股災後，近日中國公佈的數據

幸好都不俗，繼6月出口好於預期外，央

行14日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6月末廣義

貨幣(M2)餘額133.34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1.8%，接近全年12%的

目標，增速比上月末高1個百分點。專家

普遍認為，6月金融數據向好，不改未來

貨幣政策寬鬆基調，尤其是6月底7月初

發生了大股災，國人財富大蒸發，從目前

經濟下行壓力仍大的大環境看，適度放鬆

貨幣也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因此中國仍

有降息和降準的現實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
玲）銀聯金融投資總監夏卓華14
日於記者會表示，早前A股大幅
上升，並非由基本因素帶動，相
信年內難以再升至上半年高位逾
5,000點，資金有機會流向樓市。
內地在下半年或會減息兩次，每
次 12.5 點子至 13點子，他又冀
“深港通”於年底開通。

BCT銀聯14日發表“2015年
下半年環球投資展望”，夏卓華指
出，內地實際利率相對較高，仍有
減息空間，而且在樓市未回暖及經
濟放緩下，估計內地於下半年會再
減息兩次，每次12.5點子至13點
子。他表示，內地地方債置換計劃
可以減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利息
負擔，以及限制系統性風險，但計
劃金額需要擴大。
夏卓華認為內地股市於上月

上升，是由政策憧憬帶動，並非
基本因素，但相信A股牛市未
完。由於內地企業盈利表現良
好，料A股可達4,500點，不過難
以回升至約5,100點高位。由於股
市波幅大，導致投資者憂慮氣氛
增加，他預料下半年資金有機會
流向樓市。在中央推出“一帶一
路”政策下，或會成為信貸和基
建需求的催化劑，因此看好相關
概念板塊，如建築及鐵路股，同
時看好內銀和保險股。
“深港通”方面，夏卓華冀

今年底開通，預計屆時可增加外資流入內地
市場的渠道及吸引退休金投資者，另外AH
股差價仍有距離，下半年H股或可受惠。
該行曾與積金局爭取將A股納入強積金

的核准範圍，加大投資上限，董事總經理及
行政總裁劉嘉時14日表示，A股近期大幅波
動，而且積金局關注市場透明度及資訊流
通，相信短期內不會加大A股投資佔比，目
前積金局並非優先處理放鬆強積金投資組
合，而是首先推行核心基金。

貝萊德：A股調整影響實體經濟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貝萊德亞洲股

票聯席投資研究主管Chris Hall14日認為，近日的
A股波動是股市正常調整，相信是市場因素為
主，對實體經濟影響有限。現時內地融資融券規
模佔A股市值不大，故不認為是導致A股跌市的
原因。至於港股受A股拖累急瀉，相信是由於大
批A股企業申請停牌，而兩地市場關連大，在投
資者要進行對沖下，只好在H股沽貨。
現時A股基本面漸趨穩定，加上市場持續改

革，A股有望重現買入機會。另外，他預計若A股

納入MSCI指數，初期規模不大對A股不會帶來
重大影響。
貝萊德14日發佈最新展望報告，預期美國聯儲

局有可能於秋季加息，英國方面有可能在年底或明
年2月跟隨加息。貝萊德首席投資策略師孔睿思表
示，一旦聯儲局加息，短期債券很有可能受到衝
擊。Chris Hall表示，由於亞洲股市價值向好，加上
較寬鬆的貨幣政策，配合內地及印度等推動改革開
放經濟，亞洲股市除日本外正處於長線上升的開
端，故較看好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或H股。

■■市場認為市場認為，，從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仍大的大環境從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仍大的大環境
看看，，適度放鬆貨幣也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適度放鬆貨幣也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因此因此
央行仍有降息和降準的現實需要央行仍有降息和降準的現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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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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最大優惠

8
149.95$127.94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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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月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最新優惠

$19.99/月

$29.99/月

$14.9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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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詢問一個問題

Psychic Card Reader & Advisor
Helps In All Problems Of Life

5930 Highway 6N Houston, TX 77084
832-841-9990

˙Palm Reading ˙Ora Cleansing
˙Removes Evil Obstacles
˙Readings Reveals Lover

˙Reveals Soulmate in Minutes
˙Rsychic Love Spells

通靈者幫您解答人生的困惑

講中文

赴加小留學生缺乏適當監護

家長被指過于“緊張”

綜合報導 紐約黑人小販加納遭

警察扼喉致死約一年後，紐約市政府

與埃裏克· 加納的家人達成和解，同

意支付590萬美元賠償金。

紐約市主計長斯科特· 斯特林格

13日宣布，已經與遭警察扼喉致死的

非裔小販加納的家人達成和解協議，

同意支付590萬美元賠償金。

斯特林格表示，與加納家庭達成

的和解符合各方的最佳利益。但不代

表紐約市承認責任。

據《紐約每日新聞》，上周加納

的家人拒絕了紐約市政府提出的500

萬美元賠償金額。據稱，加納的家人

此前向紐約市政府提出的賠償金額爲

7500萬美元。

2014年7月，紐約幾名警察在史

丹頓島執行公務時，懷疑43歲的黑人

小販加納出售未繳稅香煙，在抓捕過

程中，一名警察用胳膊緊緊勒住加納

的脖子，加納身體肥胖並患有哮喘病

，不斷說“我無法呼吸”，後來便失

去知覺。加納被送到醫院後，醫生宣

布其因心髒病發作死亡。

去年8月9日，手無寸鐵的18歲

的黑人青年邁克爾· 布朗在密蘇裏州

聖劉易斯市弗格森鎮遭白人警察攔截

並槍殺。此事在弗格森引發持續騷亂

和暴動，抗議活動蔓延全美上百個城

市。

2014年12月，紐約大陪審團決定

，不起訴將黑人小販加納“鎖喉”死

亡的涉事警察丹尼爾· 科爾。該裁決

結果再次引發全美的持續抗議浪潮。

“我無法呼吸”成爲席卷全美的抗議

口號。

加納此前曾被警方逮捕過31次。

據報，加納身高1.9米，重350磅，是

6個孩子的父親，此前曾因持有毒品

、出售未付稅香煙和人身傷害等有被

警方逮捕數十次的記錄。自2009年以

來，他先後9次因販賣私煙被捕。

紐約賠償巨款
與遭警察扼喉致死黑人家人達和解

墨西哥毒梟越獄用地道曝光

長1.5公裏能跑摩托

綜合報導 墨西哥頭號毒枭華金· 古

斯曼11日從這個國家防守最嚴密的監獄

“揚長而去”，第二次越獄成功。

這起案件疑點重重，比如是否公職

人員遭收買，爲何古斯曼的同夥能在獄

方眼皮底下挖通一條長達1.5公裏的地

道而不遭察覺。

洗澡時鑽“豪華”地道跑了
11日晚上將近9時，監獄看守最後

一次在監控視頻中看見古斯曼。他正走

進囚室的淋浴區。

淋浴區不受攝像頭監控。看守發現

，古斯曼洗澡時間異常長，因而進入囚

室查看，卻看見淋浴區竟然有一個洞口

，古斯曼已經“遁地”而逃。

地洞爲正方形，邊長大約0.5米，

深達10米，有一條梯子。地洞底部是一

條地道，長達1.5公裏，出口在監獄外

一座未完工的房屋裏。

地道做工“講究”，高1.7米，寬

0.8米，從而綽號爲“矮子”的古斯曼

不用爬著出去，而能夠站直身體。地道

裏還有通風管和照明設備，甚至有一台

摩托車，架設在軌道上。

打地道是販毒團夥“強項”
關押古斯曼的“高原”聯邦監獄是

墨西哥防範最嚴密的監獄。這名大毒枭

的同夥何以能挖掘一條長達1.5公裏、

設施完備的地道而未被獄方察覺？

事發後，墨西哥總統恩裏克· 培尼

亞· 涅托下令調查是否有公職人員幫助

古斯曼越獄。包括典獄長在內，大約30

名獄方人員受到訊問。

打地道是墨西哥販毒團夥的“強

項”。1990 年以來，墨西哥和美國

執法部門在兩國邊境地區發現超過

100 條跨境秘密運毒地道，其中一些

與古斯曼用于逃跑的暗道一樣“豪

華”。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安全問題專家

勞爾對法新社記者說，古斯曼“肯定在

入獄之時就策劃(越獄)”。

芝加哥再“迎”頭號公敵
以古斯曼爲首的“錫那羅亞”販毒

集團是美國毒品市場主要“供應商”之

一，從而是美方重點打擊目標。古斯曼

在美國通緝黑名單上的“身價”高達

500萬美元。

在美國芝加哥市，因毒品主要來自

“錫那羅亞”販毒集團，因而古斯曼被

當地反犯罪團體列爲“頭號公敵”，成

爲1930年以來獲得這一“殊榮”的第二

人。古斯曼脫逃後，當地准備本周恢複

這一稱號。

綜合報導 小留學生在國外如何才

能健康成長且學有所成，是長期困擾

家長學生的一大難題。

從2008年起就開始在多倫多從事

留學生寄宿和監護服務的羅先生表示

，作爲多間教育局的招生代表，他深

感近年來自中國讀中小學的留學生越

來越多，且年齡越來越小。未成年的

小留學生，如果沒有適當的照看和監

護，會給留學生活帶來很大的不確定

性風險。

他認爲，“留學國外，首先應該

是找到好的監護人，其次才是學校。

什麽樣的家庭就會有什麽樣的孩子”

。但他也指出，許多中國家長對加拿

大的情況不了解，往往一廂情願地希

望能找到醫生、律師等精英人士家庭

寄宿，或者是找到願意獻愛心的人家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首先精英家

庭根本不需要這筆錢，不可能做寄宿

家庭，而單純願意獻愛心的人即使有

，比例也是很少。

另一方面，羅先生也請家長不

必過于擔心，需要貼補家用而收寄

宿生的家庭，也並非是靠不住的。

因爲在西方的信用體制下，如果能

做到有房、有車、有家庭的人，就

說明他有起碼的信用度，應該是可

以信賴的。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爲

應選收費高的家庭，因爲得到的服

務質量也會相應地高。

根據羅先生的經驗，寄宿家庭

與留學生之間的矛盾，其實是雙方

都存在一些問題。留學生一方對寄

宿家庭抱怨最多的就是，只想賺錢

和過于苛刻。而寄宿家庭卻往往認

爲，中國來的小留學生不懂禮貌和

不打掃衛生。

他也直言，其實在很大程度上，

家長也有問題。中國家長的情感完全

被孩子“綁架”，對孩子的事情往往

過于緊張，任何涉及孩子的問題，家

長會不問是非，認爲自己的孩子是百

分百正確。孩子說一句口渴，家長可

能就想象孩子要渴死了。做寄宿家庭

和監護人的，也不能批評孩子一句。

從中國小留學生的背景看，許多

留學生是希望在完成正規高中學業後

直接讀大學，但也不乏一些小留學生

是因爲本身在國內學業不佳，不能考

上中國的大學才出國的情況。這些孩

子本來就不愛讀書，到了國外，遠離

家長，更少了束縛，所以留學生中遇

到最多的問題就是逃課現象。

但話說回來，爲何小留學生在海

外的問題不斷曝光，而家長還是想方

設法願意將孩子送出國呢？羅先生的

看法是，一些有能力送孩子出國的家

長，也並非期望孩子在國外能拿到什

麽樣的學曆，只是希望孩子早點出來

見世面，學習西方語言文化和行爲方

式，將來回國也是繼承自家的企業。

羅先生認爲，作爲合格監護人，

除了要做到與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有效

溝通外，代替父母履行監護人的責任

，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

觀也是非常重要。如果學生能夠養成

正確的行爲方式，具備了文明的精神

氣質會令他們一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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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堅決反對菲搞南海問題仲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14日表示，中國反對菲律賓提起和推
進南海問題仲裁程序的任何做法，絕不接受菲律
賓單方面訴諸第三方爭議解決辦法。
有記者問：近日，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宣佈結束對該案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題的審理。
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表示，對於菲律賓無視中國根據包括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享有的合法
權利，違背與中國多次確認的共識及在《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中的承諾，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
案，中國已多次闡明“不接受、不參與”的立
場。這一立場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具體請參
閱去年12月中國外交部授權發表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
權問題的立場文件》。
她說，中菲南海有關爭議的根源與核心，是

菲律賓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陸續非法侵佔中國南
沙群島部分島礁引發的領土主權爭議和隨後產生
的海洋權益爭議。中國是南海問題的受害者，但
從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出發，保持了高度克制。中
國一向堅持並始終致力於同直接有關的當事國在
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通過談判
協商解決有關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議。這是中
國的一貫做法，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實踐。

華春瑩說，中國反對菲律賓提起和推進仲裁程
序的任何做法。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問題上，中
國絕不接受強加於中國的任何方案，絕不接受單方
面訴諸第三方爭議解決辦法。中國敦促菲律賓盡快
回到談判協商解決爭議的正確軌道上來。

菲偷修仁愛礁“坐灘”破船
另據新華社“新華國際”客戶端報道，1999

年，菲律賓海軍“馬德雷山”號登陸艦企圖以非

法“坐灘”的形式竊佔中國仁愛礁。中方近年來
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該船，但菲方未履行自己的承
諾。如今，“馬德雷山”號已成為一堆廢鐵。路
透社14日披露，為阻止這艘老爺艦解體，菲律賓
海軍正在悄悄地加固船體和甲板。目前，船內已
經放置了混凝土地基，以穩定船身。

對於菲律賓企圖以“坐灘”形式竊佔中國仁
愛礁的行為，中方已經多次向菲方提出嚴正交
涉，要求菲方拖走該艦。

今年6月29日，華春瑩說，1999年5月，菲
以其57號坦克登陸艦因“機械故障”擱淺為由，
在仁愛礁非法“坐灘”。中方即予交涉和抗議。
菲明確表示將會拖走該艦。華春瑩表示，現在菲
方不僅違反承諾，拒不拖走“坐灘”艦隻，反而
圖謀在該礁修建固定設施以侵佔該礁。菲方這個
做法是典型的背信棄義，不但使自己在中方面前
毫無信譽，也失信於國際社會。

李忠傑介紹，從2004年10月開始，中央
黨史研究室組織力量，對“抗日戰爭時

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情況進行大規模
的調研，“調研歷時10年，先後有60萬人參
與。”他稱，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責調
查本行政區域內的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情況。
調查工作從市、縣一直深入到鄉鎮甚至村一
級，另外中央黨史研究室還組織查檔小組，分
赴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國搜集檔案資料，另
有17個課題組前往台灣查檔，得到了台灣有
關方面的支持。

傷亡佔各國總和三分一
李忠傑指出，按照黨和國家領導人宣佈

的最權威的數據，在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
也就是傷和亡加起來3,500萬，佔各國傷亡人
數總和的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的幣值計
算，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
失5,000億美元。

李忠傑說，全部調研成果，編纂成《抗
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叢
書》，分為A、B兩個系列，陸續分批出版，
總數300本左右。第一批調研成果已於2014
年9月出版，共5類46冊。第二批成果新近
出版，包括遼寧、上海、福建等12本省卷，
集中反映各行政區域內日本侵略造成的中國

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第二批叢書還包括4
本專題性的研究成果，即《日本侵華細菌戰
研究報告》、《抗戰期間中國勞工傷亡調
查》、《抗戰期間海外華僑人口傷亡和財產
損失》、《抗日戰爭中國軍隊傷亡調查》。

斃傷俘日軍150餘萬
調研數據顯示：日本投降前夕，日軍在

中國戰場兵力為186萬人，其海外總兵力
358萬人，在華兵力佔其海外總兵力的50%
以上。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斃傷俘日軍
150餘萬。

李忠傑稱，“我們70年後發佈這些詳實
的調研結果，是對歷史、人民的負責。對於歷
史上發生的如此巨大事件，這麼大的災難，我
們不能漠不關心。這些調研結果，千百年之後
也是有力的證據。我們用事實說話、用檔案資
料說話、用證人證言說話，讓世人自己得出結
論。”

李忠傑指出：“每一本書都對本省所受
到的損失和傷亡作了系統的整理、梳理，提供
了初步的數據，但是我們一直說這不能說是最
後的數據，因為這個調研工作非常複雜，還需
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總體上來說，根據我們目
前調研的情況來說，可以肯定，我國領導人宣
佈的數字是可靠的，是準確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

14日上午舉行吹風會，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社科院有關學者

介紹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成果情

況和二戰中中國貢獻的最新理論研究成果。據中共中央黨史研

究室原副主任李忠傑透露，按照黨和國家領導人宣佈的最權威

的數據，在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加起來共3,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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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 北京報道）
國務院新聞辦14日吹風會介紹了“抗日戰爭
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成果情
況和二戰中中國貢獻的最新理論研究成果。
對於記者提問中共和國民黨在抗戰中作用
時，課題組學者稱，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
國民黨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兩者缺一不可。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傑指
出，對於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及貢獻，在
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時，時任中共中央總
書記胡錦濤已經作了充分的肯定。社科院近
代史所所長王建朗也表示，國共兩個戰場應
該是互相配合的關係，在正面戰場主要是國
民黨領導的軍隊，在敵後戰場主要是共產黨

領導的軍隊。一個國家要抵抗外來侵略，必
須要有適當的正面保衛戰，保護必要的資源
及戰略要地；而敵後戰場的形成是因為日本
佔領中國大片地區後，其兵力並不能完全控
制這些地區，中共挺進敵後地區，發動群
眾，開展游擊戰，開展得很有成效。所以兩
個戰場的關係是缺一不可。

傷亡傷亡35003500萬萬
第二批調研成果第二批調研成果 含日細菌戰專題含日細菌戰專題

中國抗戰軍民中國抗戰軍民

■■江蘇舉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江蘇舉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
利利7070周年圖片展周年圖片展 ，，講解員在為小學講解員在為小學
生代表講解展出圖片生代表講解展出圖片。。 新華社新華社

■■19371937年年88月月2828日日，，日軍對上海日軍對上海
南站狂轟濫炸南站狂轟濫炸，，炸死炸死200200餘人餘人。。圖圖
為一名被炸傷的幼童為一名被炸傷的幼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菲律賓海軍正派菲律賓海軍正派
人加固人加固19991999年在仁年在仁
愛礁上擱淺的一艘愛礁上擱淺的一艘
軍艦軍艦。。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通訊員張軼帆 天津
報道）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70周年。近日，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宋志勇
以《東京審判的真實》為題，系統解讀、還原了這段
對許多人來說略顯陌生的歷史。
“東京審判”是指1946年至1948年，遠東國際軍

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戰犯的
國際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於1946年1月19
日，由中、美、英、法、蘇、加拿大、澳洲、新西蘭、
荷蘭、印度、菲律賓11國指派的11名法官組成。
“開庭時間2年半、參與國家12個、庭審記錄

（英文）48,412頁、法庭證據4,336件、出庭證人419
人，僅宣讀1,213頁的判決書就用去1周時間……”這
場幾乎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參與國家最多、開庭
時間最長、提出證據最為浩瀚的審判，將日本侵略者
送上了歷史的絞刑架。“東京審判自始至終是由美國
主導的。”宋志勇解釋，首先，戰犯標準和嫌疑犯名單
都是美國人自己定的；此外，美國還單方面制定了法庭
憲章，單方面任命美國人擔任首席檢察官，限制其他國
家參加審判人員的規模。宋志勇坦言，東京審判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利益，讓審判存在缺憾，諸如沒有
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犯下化學戰細菌戰嚴重罪行
的731部隊的罪責等。但他同時強調，不能因此否認美
國在東京審判中的重要作用。
針對日本一些右翼分子攻擊東京審判不過是“勝者

對敗者的審判”等顛倒歷史是非的言論，宋志勇指出，
審判日本侵略戰爭罪犯是依據戰時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共
同意志和日本投降書進行的。盟國的共同意志體現在
《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設立遠東國際軍事
法庭的特別通告》等國際文獻中；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國投降，投降書明
確規定，日本將“忠實履行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包
括懲治戰爭罪犯的內容。
宋志勇認為，東京審判是一場嚴肅、正義的國際

審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強調，東京審判向全世
界宣告了策劃、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
犯罪行為，參與上述戰爭犯罪的個人要對侵略戰爭負
責，同時也揭露了日本政府和軍部策劃侵略戰爭，並
在侵略戰爭中犯下的種種罪行。

抗日兩線作戰 國共缺一不可

■■抗日戰爭期間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不少平中國不少平
民慘遭日軍殺害民慘遭日軍殺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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