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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713-777-7233
832-277-7745

ZaZa Digital
9889 Bellaire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312﹐山水眼鏡對面）

˙KYLIN TV 代理
˙CLEAR INTERNET

七天營業

歡迎

團隊訂購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等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Apple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iPAD 3
iPAD Air
iPAD Mini
New iPAD Mini
Mac Book Air
Mac Book Pro

Samsung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免費拔火罐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16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

諮詢熱線：
713-271-0168

御 足 軒
專精：腰、腿、腳跟各種疼痛脹麻

各種跌打損傷後遺症
頸椎疼痛、肩項疼痛專業：

七天營業：早上10：00-晚上12:00

清靜高雅
獨一無二的足療全部雅間
（夫妻間和單人間）

誠徵熟練男女按摩師

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中國疑難雜症名醫郭金銘祖傳中葯秘方，現煮現泡

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現推出特價 99元/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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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ingsspatx.com

地址：120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8A

誠徵多名女按摩師

咨詢電話：281-965-7485
281-908-3750

～讓陽光來去自由新穎窗簾(C.O.A.X.)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Ritaco.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uit 180 Houston Tx 77099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網站：www.flightblinds.com

Kawai Piano Gallery :
地址： 2542 Garden Road, Pearland, TX 7581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KAWAI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廠家直營店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ReGrand Opening
盛大開業 巨大折扣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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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連
續
七
年
獲C ha nn el13

Bl ue
R ibb o n

殊
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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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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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外來移民一直是美國人口組成的一部分，而根據最新聯邦人口普查局資料，亞
裔依然是美國成長最迅速的族裔，目前亞裔人口達2100萬人，而夏威夷州則是全美唯一亞裔為多
數族裔的州。

該局官員23日指出，2014年7月至2015年，亞裔人口成長3.4%，為人口成長的大宗。據了解
，大概自2000年開始，因為國際移民，亞裔便成為成長最快速的族裔。在2013年，中國已取代墨
西哥，成為移民來美最多的國家。

其他少數族裔人口也持續成長，西班牙語裔成長2.2%，人口增至5660萬人，非裔成長1.3%，
人口達4630萬人。目前在全美各州數百郡縣，白人不再是多數族裔，也直接衝擊美國社會政治趨
勢。

亞裔為全美成長最快速族裔 人口2100萬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今公佈 將觸發爭議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6月24日報道，英國脫

歐公投已經結束，正緊張地統計結果。截至本報晚
上11點截稿時間，從總投票數來看，脫歐、留歐雙
方勢均力敵，脫歐陣營略佔上風。

截 止 目 前 ， 有 1214127 人 選 擇 離 開 歐 盟 ，
1065771人選擇留在歐盟。雙方勢均力敵，脫歐略
佔上風。

英國脫歐公投已經結束，各地票站開始點票工
作。計票活動連夜進行，公投結果預計將在當地時
間24。

英國脫歐公投展開計票，贊成與反對兩派持續
拉鋸，票數十分接近，計票過程吸人眼球。根據
BBC與《衛報》（Guardian）最新計票結果顯示，
目前開票過半，有52%投脫歐票，另有48%投留歐

票，儘管脫歐派略占上風，但留歐派也在後緊追不
捨。

而在這次舉世矚目的英國公投中，投票率為
70.57%。

據工黨消息人士表示，該黨目前已在為英國脫
歐成功做準備。工黨總部目前的看法是：要是英國
決定脫歐，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應該要求首
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下台。但部分工黨高層
認為，一旦英國決定脫歐，卡麥隆可能會掛冠求去
，這麼做並沒有必要。

目前專家預測，脫歐派在英格蘭北部與威爾斯
部分地區最後會表現得比預期好，而留歐派則會在
倫敦大有斬獲。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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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and Duda were due to attend the arrival of a China 
Railway Express cargo train in Warsaw, in a symbolic 
opening of a land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hey will also attend an economic forum and 
meet Prime Minister Beata Szydlo and Parliament 
speakers.
Xi and his wife arrived late Sunday from Serbia and 
had dinner with Duda and the First Lady. On Tuesday, 
he'll fly on to Uzbekistan.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are cooperating together 
with China on this new global trade route in order to 
develop Central Europe as a main economical pole 
where there are main harbors and economical centers 
and less dependent on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last visit to Poland by a Chinese president was in 
2004, by President Hu Jintao. (Courtesy visegradpost.
com/en/2016) 

WARSAW, June 20, 2016 (Xinhua)-Visit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Monday called on China and 
Poland to build their partnership into a paradigm of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 made the remarks at the Silk Road Forum and 
Poland-China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Business 
Forum held in the Polish capital.
China and Poland share the vision of promoting 

Europ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China's industrial 
capacity and Poland's location and talent advantages.
Xi called for closer synergy of China-CE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a bid to forge lasting and practical China-CEE 
cooperation.
On optimizing mechanisms, he called on Chinese and 
Polish local governments to bridg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nterprises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exp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e public 
foundation for China-Poland friendship.

The Chinese president 
also highlighted 
the supporting and 
leading role of think 
tanks. He urged 
them to help the 
governments study 
routes and plans 
for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align plans and 
strategies, coordinate 
policies and design 
mechanisms, and help 

the public understand polices.
Xi stressed that China is confident to maintain 
economic growth at a medium-high speed, and 

welcomes 
all countries 
to share the 
dividends of 
China's fast 
development.
Polish 
leaders, who 
were also 
present at 
the forum, 
pledged 
support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ommitment for 
promoting Europe-Asia cooperation, saying the Belt 
and Road links the two continents both in history and 
at present.
They added that the dovetailing of Poland's Amber 
Road and the Silk Road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Europe and Asia.
Xi arrived here Sunday for a state visit, the first by a 
Chinese head of state to Poland in 12 years and the 
second leg of his current three-nation Eurasia tour.
Xi visited Serbia before Poland, and is expected to 
travel to Uzbekistan for a state visit and to attend a 
summi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ourtesy www.newsgd.com/news/2016-06)

prosperity along the routes of Belt and Road, and of 
playing a bigger rol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said Xi.
Meanwhile, he sai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seen outstanding progress and that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responded actively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three years ago.
Referring to the initiative as a common endeavor, Xi 
urged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o relate to each other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and inclusiveness.
Furthermore, the Chinese president made a five-point 
propos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hin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 
cooperation, as well 
as China-Poland 
cooperation.
Xi proposed to 
designate economy 
and trade as an 
area of priority in 
cooperation.
He called for joint 
efforts to improve 
China-Europe trade 
and investment 
mechanism, raise the level of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create new 
trade centers and growth poles by incorporating 

Russia. The two President celebrated the arrival of a 
freight train, which one of the 20 trains bringing goods 
through Eurasia each week. Train is much more faster 
than sea travel, and Poland i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at the geographical key pos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in freight was 
one the topics of this meeting.
"I hope that for China, Poland will 
become a gateway to Europe," Duda 
said, noting that Poland's biggest port 
in Gdansk has potential to handle large 
volumes of trade.
The two President declared that China 
and Poland should upgrade their 
relations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 as two days earlier, between China and 
Serbia. In her project of new Silk Road, China counts 
a lot on Central Europe, which is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huge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linking 
by land China 
to Europe. The 
investments in the 
Piraeus harbor, 
in the fast train 
from Greece to 
Hungary, or in the 
canal between the 
Danube, the Oder 
and the Elbe are 
all parts of this 
long-run gigantic 
project.

Poland, Warsaw – Chinese President Xi arrived on 
Monday, June 20, in the Polish capital city to meet his 
counterpart Duda. Some 40 deals and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were signed. The two President agreed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s Poland 
sees China as a potential huge market to sell her 
agricultural goods, and China sees Poland as a gateway 
to Europe in her project of recreating the Silk Road. Xi 
was welcomed by Polish President Duda and also met 
later with the Polish Premier Beata Szydło, and many 
Polish MPs.
Xi said that he sees an important role for Poland as his 
country looks to increase commercial ties with Europe.
“I am convinced that Poland can continue to have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ti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Xi told a news conference. 
“There is a very high 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s initiative (to develop 
European ties) and Poland’s development 
plan.”
Poland has been China's 
largest partne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th 
trade worth tens of billions 
of euro. But Poland is 
chiefly an importer and 
is hoping to boost its 
economy by increasing 
exports, mainly of farm 
products and especially 
beef and apples, banned by major 

importer Russia.
Xi noted that China's new approach to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new techn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jects.
Xi and Polish President Andrzej Duda signed an 
agreement to step up bilateral ties. Some 40 deals and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were signed Monday, 
mostly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raw materials, energy, 
new technologies, finance and science.
The discussions were focused on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regard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China is already 
the main Asian partner for Poland, but since the EU 
and Russia are mutually sanctioning each-selves, 
Poland sees opportunities to deal more with China, 
since she is not able to sell as much as before 2014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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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resident Xi Visits Poland
To Build Ties To Europ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s a speech at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ilk Road Forum and Poland-China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Business Forum, in Warsaw, 
Poland, June 20, 2016. (Xinhua/Rao Aimin)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o connect China to Europe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ddresse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fth 

economic and trade forum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Reviews Polish Military Troops Chinese Living In Poland Welcome The Chinese President

China's President Xi Arrives In Pol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and Polish President Andrzej Duda 
Shake Hands After Signing A Joint 

Communique. 

Xi Urges China, Poland To Set Up Paradigm
Of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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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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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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子女撫養
遺囑/委托授權書

公司設立，合約起草

阿朗.尚吉 合作律師
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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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于瀾 律師
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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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律師
Jaekwang 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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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律師精辦政治庇護和各類移民。其出人意料的辦案和勝訴記錄歸
功於他的知識素養、技能、經驗和責任心。他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
地上庭經驗，同時精通於撰寫各類上訴狀，為客戶爭取最大權益。

達拉斯總部辦公室
6161 Savoy Dr., S# 400,

Houston, TX 77036
11133 N. Central Expy, S# 201,

Dallas, TX 75243

休士頓分部辦公室

Tel: 972-978-2961 / 214-646-8776 / 832-789-1997 Fax: 817-977-6831

田方中律師 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

美國法學博士
專攻政治庇護/各類移民

www.tianlawoffice.com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ianlaw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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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國政府與叛軍將停火 終結半世紀內戰

里約奧運開幕 巴西可能2位總統同台
（綜合報道）面對英國退出歐盟

引發的困惑，博彩市場已經遠不是消
遣玩物，而是成了一個罕見的接近民
眾真實想法的信息來源。報道指，英
國博彩公司靠這場脫歐公投投注已經
進帳1億英鎊（約11.5億港元）。

英國公民戴維說， 「我們需要掌
控自己的邊境」。他內心非常支持脫
歐，但此刻，他認為自己的觀點完全
不重要，因為只跟?大多數選民，他
才能藉這場政治危機贏些錢。

政治調查普遍顯示選民態度分化
。直到上周主張留在歐盟的下議院議
員考克斯遇害前，民眾投票決定退出
歐盟似乎還有些許可能。受調查結果
的影響，投資者認為英國會退出歐盟

，進而拋售英鎊和倫敦的股票，導致
市場全面下跌。然後，當調查結果慢
慢向留在歐盟回歸時，市場全線上漲
。目前所謂的 「Brexit賠率」的賠率
在向留歐嚴重傾斜。目前，選民支持
英國留在歐盟的可能性達80%。

「賭注大得嚇人」，網站政治事
件賭博預測網站 PoliticalBetting.com
的創始人兼編輯邁克．史密森說，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場政治賭局，

史無前例」。
這場賭局顯示出大部分賭民都堅

信經濟問題最終會戰勝政治分歧，因
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推斷選民會選
擇留在歐盟。

博彩業成英國公投最大贏家

(綜合報道)2016年里約奧運8月5日開幕，儘管巴西
代理政府的盟友多方斡旋，屆時很可能還是不能避免有
2位總統同台的詭異氣氛出現。

根據參議院羅賽芙（Dilma Rousseff）總統彈劾案審
查委員會通過的新進度表，若要聽取辯方安排的全部40
名證人的證詞，很可能8月21日奧運結束後才會進行最
終表決。

政治分析家維達爾（Thiago Vidal）表示，最糟糕
的是彈劾結果在奧運期間出爐，那麼奧運的光芒將折半
。

國際奧會已表示，將邀請暫時離職的總統羅賽芙和
前總統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出席2016年里約
奧運開幕，而身為代總統的泰梅爾（Michel Temer）也
會出席。

維達爾指出，若3人在開幕式同台，料將出現詭異
氣氛。

根據總統彈劾案審查委員會的日程表，7月6日將
聽取羅賽芙的辯解，但她沒有義務出席，可由律師代表
。

7 月 7 日
至 27 日 ， 控
辯雙方進行最
後陳詞。8 月
2 日報告人宣
讀是否繼續推
進彈劾案的意
見報告。8 月
4 日委員會表
決意見報告。若通過，隔天將在參議院宣讀報告。

8月9日參議院對彈劾案進行2次表決，由聯邦最高
法院院長李萬杜斯基（Ricardo Lewandowski）主持議程
，參議員投票決定是否受理彈劾檢舉。在此階段，只要
有簡單多數贊成票即可繼續推進彈劾案。

若參議院通過，控辯雙方有48小時可以表態，之
後參議院必須在10天內排定最終表決日期，若有超過
2/3的議員投贊成票，則羅賽芙遭彈劾，遞奪公權8年
，泰梅爾正式接任總統職位。









































 

（綜合報道）哥倫比亞政府和
叛亂的左派哥倫比亞革命軍（FARC
）今天簽署最終停火與解除武裝協
定，向終結半世紀內戰踏出最後一
步。

簽約儀式在古巴舉行，在國際領
袖見證下，哥國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和革命軍領導人希梅
內斯（Timoleon Jimenez）簽署協議
，並露出笑容握手致意。

古巴調停人員貝尼蒂茲（Rodolfo
Benitez）宣讀協議內容說，這項協
議確立 「雙方停火，終結戰鬥，最
後將放下武器」。

雙方料將於數周內簽署內容更廣
泛的和平協議，其後停火將正式生
效。

根據協議，革命軍必須在六個月
內將武器交給聯合國監督人員。革
命軍成員將聚集在安全區，等候遣

散。
協議中承諾確保革命軍成員的安

全。據估計這個叛亂團體有約 7000
戰士。

哥倫比亞的衝突造成超過22萬人
喪生和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由美國
支持的15年軍事攻勢削弱了革命軍
，並且迫使其老邁的領導人於 2012
年坐上談判桌。

歐盟去留公投 涉及英國多項爭議
（綜合報道）英國今天舉行歐盟去留公投，涉及的議題由移

民到主權不等。
●移民
脫歐派表示，英國脫歐後應可透過計點篩選制度，限制歐盟

各國移民入境數。此派尤其擔心，大量移民入境會對教育和醫療
等公共服務系統及住宅造成壓力，也會占用社會福利資源。

留歐派則辯稱，外來移民納稅對英國經濟的貢獻，超過了他
們占用的資源。由於這些移民是年輕人，通常不會對公共服務系
統造成過大壓力。倫敦大學學院（UCL）2013年研究，歐盟國
家移民的貢獻度較其享用的資源超出了34%。

●經濟

脫歐派認為，英國退出歐盟即無須再分攤歐盟預算，而估計
英國去年分攤的金額為85億英鎊。一旦脫歐，英國可設法與歐
盟建立量身訂做的貿易關係，同時可與中國大陸和印度等成長中
的經濟體談判貿易協定。

留歐派則說，留歐會使英國經濟比較堅挺，有利於創造就業
、貿易和投資機會。此派指出，英國有45%出口品銷往歐盟各國
，同時有300萬個工作機會與對歐貿易有關。

●主權
脫歐派表示，英國脫歐後無須再遵守歐盟頒行的法律，也不

會再有其他會員國強力推動違反英國意願的決策情事，同時英國
也無須再聽命於歐洲法院。

留歐派則說，脫歐會破壞英國的世界地位，並使蘇格蘭獨立
的可能性增加。

●法令規章
脫歐派認為，歐盟對英國企業加諸太多繁瑣程序，最主要的

100條規章使英國經濟1年損失330億英鎊以上。英國若能脫歐，
企業在擺脫束縛後，就能有自做決定的較大空間，尤其是小企業
。

留歐派則指稱，脫歐會使市場受到不確定性打擊，對企業不
利，而且重新與歐盟商談貿易新協定也可能需時多年。同時英國
若希望留在貿易自由的歐洲經濟區，就仍須遵守單一市場的規定
；而若英國希望在歐盟市場出售商品，也須遵守歐盟的標準。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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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型號全自動清洗及易拆洗抽油煙機,特價$288-$595
**有抽油煙機樣品展示和專人為你詳細解釋及專業安裝.

限時優惠
免費基本安裝!!6個中文台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

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第一年）
超值 120個英文台 $26.98/月

手機省錢套裝 免合約，保留原號碼

我們也有商家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

餐館、辦公室、商場......

最佳中英文電視台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19.99/月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19.99/月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34.99/月

$19 無限通話 無限短訊 100MB網路 送無限制打中國等10個國家

www.generalcomm.com Tel:281-983-0088 1-866-772-08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75MB快速穩定上網
最新優惠$14.99/月 ★Comcast電話包括免費無限制打中國、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和韓國。

★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請來電洽詢

最低的價格，最大的優惠
我們代理住家和商業用電服務

電視+網路+電話 多種省錢套裝任選擇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優惠套裝需加訂英文頻道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財政部下半年將
在香港分兩次發行共280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主權點心債，首批的五個期限國
債將於6月29日進行招標。市場關注這批
人民幣國債的定價水平，希望能給正在鬧
資產荒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帶來利好。
23日刊登在香港金管局網站的招標公

告顯示，財政部3年期、5年期、7年期、
10年期和20年期五個期限國債發行分別為
70億元、45億元、10億元、10億元及5億
元規模。發行利率為上述品種國債投標確
定的單一年息發行利率，每半年派息一
次，每項投標均須以50萬元或其整數倍數
為單位。交通銀行香港分行為發行及交存
代理。

3年期利率料低於倫敦國債
路透引述中銀香港高級研究員應堅表

示，估計3年期人民幣國債發行利率在3%
至3.1%，低於倫敦國債。又指目前香港人
民幣資產荒很嚴重，國債發行可能會帶動
點心債發行。應堅又認為，這個月香港國
債收益率下降較快，與在岸國債收益率差
已收窄到60個BP，相信是次發行對離岸
人民幣市場是利好，短端資金成本已無點
差。
財政部5月底在英國倫敦發行的3年

期30億元人民幣國債，獲逾兩倍的超額認
購，發行利率較初始詢價降了12個基點，
為3.28%。另有市場人士預計，是次三年
期國債預計發行息率為3%。

財政部去年5月在香港發行6個期限
離岸人民幣國債，其中3年期國債中標利率2.8%，5
年期國債中標利率為3%，7年期為3.36%、10年期
為3.39%、15年期為3.6%、30年期為4.1%。

經過早前的調整後，目前人民幣離岸市場已漸
趨穩，點心債二級市場交易亦有回暖跡象，點心債
收益率明顯下降，顯示離岸市場對投資人民幣資產
的需求回升。渣打銀行預計，點心債的一級市場發
行在第二季度可能仍然疲軟，預計今年點心債一級
市場發行將下降41%至46%，到2,300億元至2,500
億元，未償還債券市場規模將下降16%至18%。

■市場關注新一批人民
幣國債的定價水平，希
望能為正在鬧資產荒的
離岸人民幣市場帶來利
好。 資料圖片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3日召集發改委、財政
部、銀監會等有關負責人，舉行中國債務率

分析及對策有關情況吹風會。王勝邦在會上說，
中國70%貸款都有抵押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高估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

中銀監：IMF高估內銀風險
另一方面，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副司長孫

學工在吹風會上表示，中國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但潛在風險不容忽視。中國的債務表現為各領域
不均衡，政府和家庭領域較低，非金融領域較
高。中國政府和家庭領域可適當提高槓桿率，幫
助企業降低槓桿率。
企業債務風險已有所暴露。孫學工稱，債務

高企對企業和金融部門造成一定影響。“2011年
以來，少數地區和個別行業已出現過局部債務鏈
斷裂，比如溫州民間借貸風波、江浙滬魯等地鋼
貿行業債務風險和山西煤炭行業債務風險等，目
前上述地區和行業企業債務鏈斷裂風險已基本得
到控制。”
孫學工還表示，在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的

背景下，企業債務風險已反映為銀行不良貸款上
升。部分地區和行業的企業間互保聯保現象普
遍，導致交叉違約，加重不良貸款比例攀升。不
過他強調，商業銀行撥備較為充足、財務狀況較
好，完全有能力吸收可能產生的不良貸款損失。

債轉股未有實施時間表
此外，對於化解企業債務風險的重要手段債

轉股，孫學工回答香港文匯報提問時表示，作為
處理債務問題的手段之一，債轉股目前正處於研
究論證階段，還沒有實施的時間表。不過此次債
轉股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已明確，債券轉讓價
格由市場定價，並且無政府財政兜底。同時殭屍
企業、失信企業不能實施債轉股。
孫學工指出，這次債轉股與1999年政策性債

轉股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債轉股的對象企業，完全
是由市場主體自己選擇，不像上次那樣由政府選
擇。二是債權轉讓價格也是由市場主體協商處理，
不像上次那樣按照賬面價值來處理。三是政府兜底
責任，上一次是財政部來結賬，這回是沒有政府財
政兜底。

中國3年核銷2萬億壞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商業銀行不良

貸款連續18個月增長，不良貸款率則連升11個季度。中銀監審慎規制局副局長王

勝邦表示，過去3年銀行業透過減值撥備已處理2萬億元人民幣不良貸款，目前撥

備覆蓋率仍達到175%，完全有能力吸收潛在不良貸款損失，中國的債務風險總體

可控。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集發改委、財政部、銀監
會等有關負責人，舉行中國債務率分析及對策有關情
況吹風會。 海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23日
宣佈與湯森路透推出一系列聯合冠名的人民幣
指數，以反映人民幣對內地重要及相關貿易夥
伴匯率的單日表現。其中也包括“RXY全球離
岸人民幣指數”，用來計算離岸人民幣對一籃
子14種主要貨幣的匯率表現。

湯森路透全球指數業務經理Philippe Shah
表示，人行旗下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同
樣參考了一籃子貨幣，但欠缺韓圜。相反，他
們的指數則有韓圜，因為韓國佔中國貿易約
12%，亦是密切的貿易夥伴，很多市場參與者皆
希望指數納入韓圜。此外，他認為有關人民幣
指數的透明度高，可用於交易，符合國際監管

組織準則。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該指數是集

團人民幣產品的重要一員，認為未來30年，中
國資本將繼續走向全球，以人民幣定價的國際
股票及商品會愈來愈多，將有更多不同產品會
以人民幣指數作為基礎，該所會繼續鞏固其在
推動離岸人民幣產品上的領先位置，香港亦將
發展成為中國的環球資產定價中心。
RXY全球離岸人民幣指數，包含計算離岸

人民幣（CNH）兌一籃子14種主要貨幣的表
現，包括港元、日圓、美元、歐元、英鎊、澳
元、加元等。新指數系列為具透明度的獨立投資
工具，採用全球標準。

港交所夥湯森路透推人幣指數

■港交所23日宣佈與湯森路透推出一系列聯合冠名的人
民幣指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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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用 卡 機
點 餐 系 統

Flat Rate Merchant services

TEL:(832)779-6300謝佳哲(Chia)

*單一費率信用卡服務(Flat Rate)
*低價點餐系統，零售系統軟硬體安裝
*監視器，音響系統架設(一條龍服務)
*無合約，無外加費用，無租金
*AMEX 1.85%起

*網站及手機刷卡服務
*上網點餐功能，Loyalty&Gift Card
*LCD菜單設計
*專修營業用電腦
*安裝ADT保全系統

*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給你
現有的帳單再低價，
我們會給你
現金$250

綜合報導 俄羅斯 3 艘載著共 51 人的船隻在淡水湖泛舟時遇上風

暴，造成至少13名兒童及1名成人死亡。

當暴風雨來臨時，這些孩子正在位於西阿莫澤羅湖上的觀光船上舉

辦聚會。這個湖泊位於俄羅斯北部的卡雷利阿地區。

搜救人員在湖中的一座小島、以及附近的一個小村莊裏找到絕大部

分倖存者，還有一部分倖存者被湖水衝到岸邊。

這些孩子都是從莫斯科來這裡度假的。當地市長索博亞寧已經派遣

醫生和心理醫師前往事發地點。

有3人由於涉嫌違反安全條例被警方拘留。

俄羅斯當地救援部門說，他們是在當地時間19日上午收到呼救說，

有一個旅行團在西阿莫澤羅湖面上的一場暴風雨後失蹤。救援部門動用

了船隻和直升機前往事發地點進行搜救。

據信孩子們在船上正舉辦一場聚會。這些孩子年齡在 12歲到 15歲

之間，他們都是來參加這座湖邊的一個夏令營的。西阿莫澤羅湖據信一

直以來都是備受歡迎的戶外出遊地。

這群孩子在暴風雨來臨之際開船到湖裏玩，總共參加這次船上聚會

活動的孩子人數在49-51人。

警方表示，其中一名12歲的小姑娘週日跑到當地的一個小村子裏後

報警。這名小姑娘也是船上的倖存者之一。這名名叫尤利婭的女生說，

他們是在暴風雨剛開始下的時候，坐著兩艘船和一個筏子開到湖裏去的，但

是在湖中走散了。

俄羅斯國家調查局發言人馬金錶示，一名管理員已經由於涉嫌違反

安全法規被拘捕。

當地議員加夫裏洛夫在事發前很多天，就通過電視節目不斷警告人

們暴風雨要來了，千萬不要到湖裏去。

美聯社引述這名議員的話說：“他們根本無權駕船進湖。”

俄羅斯湖區觀光船遭遇風暴翻沉

至少14人喪生

綜合報導 土耳其安全部門消息人士稱，土有意在與敘利亞的邊境

上部署並試驗新的防空系統。

據報道，土耳其政府計劃部署 Serhat 反迫擊炮雷達系統和“海

馬斯”高機動火箭炮系統，此外，小型飛艇將對一段長約 70公里的邊

境進行巡邏。

土耳其安全部門的消息人士稱，防空系統將部署在該國南部的基利

斯省，距離Elbeyli市內的過境站不遠。

據悉，土敘邊境全長約900公里。

土耳其東南部的基利斯市此前多次遭到來自恐怖組織“伊斯蘭國”

（在俄被禁止）控制的敘邊境地區的火箭炮襲擊。

土耳其擬在土敘邊境上
部署試驗新防空系統

南非首都騷亂至少致兩死
警方已逮捕50多人

綜合報導 從 6月 20日開始的發生在

南非首都茨瓦內（比勒陀利亞）的騷

亂事件，22日仍在向周邊地區擴散。警

方證實，已經有2人在暴徒的打砸搶燒中

喪生，警方目前在各地已逮捕了 50多名

騷亂分子。

此次騷亂的導火索是執政黨非國大

提名了一位外省女性為茨瓦內市長候選

人。這引起了當地民眾的強烈不滿。很

多民眾表示，他們支援現任市長，堅決

反對來自其他部落的人來領導他們。在

抗議的過程中，一些暴徒趁機對商店進

行打砸搶燒，引發當地社會動蕩。茨瓦

內市所在的豪登省警方證實，已有兩人

在馬梅洛迪地區的騷亂中遭槍擊殺害。

南非政府在一份聲明中稱，發生暴

力事件的一些地區，局勢已經漸趨平

緩。不過，記者在走訪茨瓦內西北部的

馬波帕內、加蘭庫瓦、蘇山古夫等騷亂

最嚴重的地區時發現，當地一些暴徒仍

然在用石塊堵塞道路、焚燒輪胎，甚至

在一些地區搶劫商店。一位目擊者稱：

“加 蘭 庫 瓦 就 像 一 個 火

藥 桶 。 ” 還 有 當 地 民 眾

表 示 ， “ 馬 波 帕 內 傳 出

了槍聲。”

警方在騷亂的前兩天被

指責無所作為，以至於很多

人呼籲軍方出動國防軍維持

秩序。不過記者注意到，22

日警方出動了大量警力，維

持首都周邊各城鎮的秩序。同時，警方

還出動了直升機偵查情況，並調集救護

車待命。一些頑固的騷亂分子被警方逮

捕或用橡皮子彈驅散，為了防止商店遭

到焚燒和搶劫，警方還臨時關閉了當地

的一些大型商場。

從 21 日晚開始，警方已經抓獲了

40 名騷亂分子。加上之前逮捕的帶頭

鬧事的騷亂分子，被逮捕的抗議者已

經達到了 54 人，他們將被以在公共場

合使用暴力、盜竊或持有被盜物品等

罪名起訴。豪登省警察總監德蘭吉強烈

譴責騷亂中的不法行為，稱警方將決不

會容忍這些犯罪行為，任何不法者都將

被繩之以法。

在社交網站上，有媒體還貼出了身

著警服的人員“搶劫商店”的照片。對

此，南非警察部 22日特別發聲明辟謠：

“社交網站上有人貼出顯示執法警官參

與搶劫的圖片，這是謠言。我們調查的

結果是，這些警官當時正在將被搶劫的

貨物歸還給店主。”南非警察部強烈譴

責某些媒體別有用心地選擇和散播這些

圖片，認為這是罔顧事實，誤導民眾，

給服務和保護南非人民的警察造成了負

面影響。

俄方回應“代表團或被全體禁奧”：

不排除抵制可能

綜合報導 2016年巴西裏約奧運會日

益臨近，全世界的運動員們都在緊張備

戰，但是對於俄羅斯田徑運動員來說，他們

參加裏約奧運會的夢想最終破滅，因為他

們沒能擺脫此前氾濫的興奮劑醜聞。

國際田聯在維也納召開的理事會會議決

定，不恢復俄羅斯田徑協會國際田聯的會員

資格，繼續維持對俄羅斯田協全面禁賽。國

際田聯認為，到目前為止，俄羅斯在容忍興

奮劑問題上沒有出現實質性的改變。

國際田聯主席塞巴斯蒂安· 科表示，

雖然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國際田聯

理事會一致認為俄羅斯田協並沒有兌現整

改承諾，在當前的情況下，如果俄羅斯運

動員參與國際競技，將打擊競爭對手和公

眾的信心。因此，目前這個階段，俄羅斯

田協在國際田聯的會員資格還不能恢復。

國際田聯的對決將導致俄羅斯田徑

運動員無法參加包括

2016年奧運會在內的

一系列國際重大賽事

。一天后，6月 18號

，國際奧會執委會召

開電話會議討論該問題並聲明稱，完全

尊重國際田聯的決定。

“禁賽”消息傳來，引發眾多俄羅斯

田徑運動員的憤怒。俄羅斯撐桿跳名將、

兩屆奧運會冠軍伊辛巴耶娃就把這個處罰

視作“對俄羅斯的種族歧視”，因為一些

運動員和官員的錯誤行為，反而傷害了一

直為奧運會努力的清白選手。

伊辛巴耶娃說：“我和其他無辜的

運動員一樣非常沮喪，我為我沒做過的

事受到了懲罰，我不斷地重申田徑是一

項個人運動，最重要的是，我們只為自

己負責，我不能為我的俄羅斯同行負責，

贏取金牌的方式都是自己選擇的。”

伊辛巴耶娃還打算以個人名義去國

際法院上訴。因為裏約奧運對於已經 34

歲的伊辛巴耶娃來說，很有可能是最後

一屆奧運會，她在最近四次藥檢中都順

利過關。伊辛巴耶娃認為，國際田聯的

做法違背人權，帶有明顯的歧視，有信

心打贏這場官司。

去年 11月，國際田聯對涉嫌“系統

性”使用興奮劑和大規模腐敗的俄羅斯

田協實行全面“禁賽”。今年 3月，由

於未達到相關標準，國際田聯延長了對

俄羅斯田協的處罰。如今，繼續維持俄

羅斯田徑隊禁賽的處罰結果，讓俄羅斯

總統普京難以接受。17號在聖彼得堡國

際經濟論壇上，普京第一時間對俄田徑

隊被禁賽做出回應，這“不公平”！

普京說：“這當然是不公正的，普遍

的法律規定是責任必須由相應的人承擔，

假如你的一個家人犯法了，卻要你全家人，

包括你來承擔責任，這公正嗎？我希望我

們找到解決辦法，這不意味著我們生氣就

停止與服用興奮劑的行為抗爭，相反我們

將加強反興奮劑的工作。”

有俄羅斯體育官員表示，體育被政治

化了，這才是俄羅斯田徑運動員不能參加

奧運會的原因。俄羅斯體育部長維塔利·

穆特科強調，整個國家全部田徑運動員被

禁止參加奧運會是前所未有的，俄方依然會

爭取到底。穆特科還進一步表示，應當解

散國際田聯。國際田聯將所有責任都推到

俄田協身上，它推卸了自己的責任。

維塔利· 穆特科稱，“我們當然希望

國際奧會可以重新考慮這個問題，相信

他們可以做出合理的決定，並從一個更

加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因

為體育必須要團結人民，體育必須能消

除隔閡，孤立不會解決任何問題。”

目前，俄羅斯調查人員宣佈對前俄羅

斯反興奮劑實驗室主管，如今已經逃往美

國的格裏戈裏· 羅琴科夫“濫用權力”展開

刑事調查。現在身居美國的羅琴科夫在上

月曾透露，2014年索契奧運會上，體育部

和聯邦安全機構都參加了大規模掩蓋真相

行為，當時至少有15名獎牌獲得者涉及服

用興奮劑。對此，俄羅斯調查人員指責羅

琴科夫“試圖掩蓋自己的缺點和違規行

為”，並且危害俄羅斯的利益。

不過，對於俄羅斯來說，可能還將有

更壞的消息傳來。據報道，德國《明鏡週

刊》援引奧委會消息人士表示，國際奧會

在洛桑舉行的會議上討論禁止俄羅斯代表

團參加2016年奧運會的可能。這意味著不

只是俄田徑運動員，而是國家奧委會和代

表團全體人員將無法參加2016年奧運會。

對此，俄方有哪些回應？中國國際廣

播電臺駐俄羅斯記者曹勝濟介紹稱， 據

目前得到的消息，對於討論是否取消俄

羅斯確定奧運會代表隊的參賽資格，俄

方表示非常不滿，並表示遺憾。國際奧

會委員、四屆奧運會游泳冠軍亞歷山大·

波波夫表示，對於整個一個項目的代表

隊取消資格已經史無前例了，而現在竟

然要處罰整個團隊。波波夫稱，巴赫應

該記住，體育是在政治之外的，如果最

終決定還是令人遺憾的，不排除俄羅斯

抵制奧運會的可能性。

對於討論俄羅斯代表團參加裏約奧運

會的傳聞，有消息稱，普京總統將計劃

在 21號會議前與國際奧會主席巴赫舉行

會談，討論俄羅斯代表團參任裏約奧運

會資格的運用，不過 19號當天，俄總統

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這次事件克里

姆林宮並不知情。

英國“超人爸爸”
養育17名子女
下月迎第18胎

綜合報導 英國蘭開夏郡

“超人爸爸”雷德福（Noel

Radford）在這天別忙碌，因為

他要接受17名子女愛意滿滿的祝

福。他和妻子下月還將迎接他們的

第18個孩子。不過，這對夫妻表

示並沒有計劃就此“封肚”。

據報道，45 歲的雷德福

（Noel Radford）和40歲的妻子

蘇（Sue）擁有全英國最大的家

庭，他們的17名子女年齡最小的

1歲、最大27歲，第18個孩子即

將在下個月出生。不過雷德福表

示這未必是最後一胎，“雖然沒

有計劃再生，但也沒計劃停止”

，要順其自然。

能把一個大家庭照顧得妥

妥噹噹，雷德福承認幸好自己

經營麵包店，並非給別人打工，

可以自行控制上班時間。他每天

早上5點半開工，7點45回家，

與妻子分擔送孩子上學的任務，

然後再繼續工作直到下午3點，

再去接孩子放學。此外，他每

晚還要巡視10間臥室，查看孩

子的情況。

除了花時間照顧孩子，雷德

福的家庭開支也十分龐大，尤其

是食物方面。這個家庭每天消耗

8.5升牛奶、兩到三條麵包。週

日的晚餐能吃掉4隻雞或一大塊

豬脊肉，或是 60條香腸。不過

，雷德福一家自力更生，從未申

請過政府津貼，每年還能出外度

假。

孩子長大自然會成立自己

的家。現在已經有 3 個孫輩的

雷德福坦言，不擔心自己會變

成“空巢老人”，因為到時候

他自有孫兒們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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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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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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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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6121HillcroftH
illcroft

★床墊世界

US
59

↑ Gulfton St.
北 七天營業

10:30am-7:00pm

席夢思

三十多年老店 工廠直營
MATTRESS WORLD

床墊世界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３０年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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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種款式，任您選擇
8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健康，長壽

兼售超強吸力自動清洗抽油煙機 特價$288 -$595

實木木板床墊
美國製造 實惠耐用

消除腰酸背痛

數十種款式 任您選擇
骨科醫生強烈推薦本店

專賣各式名牌高級床墊
Simmons,Kingkol等

免除存貨成本，售價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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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
hwa

y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
ryA

shfo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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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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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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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研發智慧雨傘
可自動預測天氣、警告丟失

綜合報導 美國一間初創企業在

集資平臺推出最新研發的智慧雨傘

。它能夠自動預測未來 6小時的晴雨

變化，而且備有照明系統和防丟失

裝置，可以說是“一傘防身，到處

通行”。

據悉，雨傘內置了能夠感應大氣

濕度化的氣壓計，當檢測到空氣中的

濕度變高，傘柄上的LED燈便會自動

變成藍色，提醒用戶快要下雨。

此外，傘的頂部另設有LED燈，

讓用戶可在霧中或黑夜當照明裝置使

用。

手柄則備有可拆除的防丟失警告

裝置，一旦用戶離開傘 9米以外，便

會發出聲音提醒用戶。

綜合報導 由於公雞無法產卵，美國

雞蛋生產界一直有殺死已孵化小公雞的習

慣，做法被指殘忍。但隨著辨認胚胎性別

的技術普及，有望于2020年前停止所有殺

滅公雞的做法。代表美國 95%蛋農的美國

蛋農聯合協會(United Egg Producers)宣佈，

有望在4年內，停止所有殺滅公雞的做法。

協會會長格雷戈裏(Chad Gregory)表示，希

望引入辨識雞蛋內胚胎性別的技術，以微

型針頭插入雞蛋內，抽取胚胎的DNA來檢

測小雞的性別。若結果為雄性，就會跳過

孵化程式，直接當雞蛋供應市場，以免小

雞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格雷戈裏解釋，限

期設于2020年，是因為該技術尚未能應用

於商業上。

天文學家發現新的地球“準衛星”
綜合報導 美國天文學家日前宣

佈，他們發現了一顆新的地球“準衛

星”，至少未來 100 年都將對地球

“不離不棄”。

據美國航空航太局(NASA)噴氣

推進實驗室(JPL)報道，這顆新發現的

小行星編號為 2016HO3，它在環繞太

陽公轉的時候，似乎也在繞著地球轉

圈。不過，它距離地球太遠，無法把

它當作是地球的一顆真正的衛星，但

這是迄今找到的最佳和最穩定的近地

伴侶，可以稱為“準衛星”(quasi-sat-

ellite)。

計算表明，2016HO3成為地球的

一顆穩定的準衛星已經差不多有一個

世紀了，未來幾個世紀裏，它將繼續

遵循這一模式，陪伴在地球左右。

小行星 2016HO3每年繞太陽公轉

一圈，其中有半年時間比地球更靠近

太陽一點，會近道“超車”跑到地球

的前面，另外的半年時間則比地球更

遠離太陽一些，使它落回到地球的後

面。它的軌道還有一些傾斜，使得它

每年都會在地球環繞太陽的軌道平面

裏上竄下跳一輪。這顆小行星和地球

間的遊戲還要繼續玩上好幾百年。

這顆小行星的軌道，幾十年來也

在經歷一個緩慢的反覆飄移過程。

“這顆小行星繞地球轉的圈圈，每年

都會向前或向後飄移一點，然而當它

向前或向後飄移得太遠時，地球的引

力就剛好強大到足以逆轉這種飄移，

使得這顆小行星永遠不會遠離地球超

過月亮距離的大約 100 倍。”JPL 近

地天體研究中心主管保羅 · 喬達斯

(Paul Chodas)說，“同樣的效應也使

得這顆小行星靠近地球不會近於月亮

距離的大約 38 倍。實際效果就是，

這顆小行星在跟地球跳舞。”

據科學新聞網站(SCI-NEWS)介紹

，小行星 2016HO3最早是在 2016年 4

月 27 日，被位於夏威夷海勒卡拉山

的泛星1號(Pan-STARRS1)小行星巡天

望遠鏡發現的。這顆小行星的大小還

沒有被準確測定，但很可能介於 40

米到100米之間。

美國舊金山升彩虹旗慶祝同性戀驕傲月
綜合報導 日前，美國舊金山市長李

孟賢在市政府懸挂同性戀彩虹旗，為即將

在下週末舉行的同性戀慶祝活動熱身，並

降半旗為 12日奧蘭多同性戀酒吧槍擊事

件中的死難者哀悼。

6月是“同性戀驕傲月”，世界多個

國家和地區舉行遊行、集會，慶祝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者的節日。

市長李孟賢當天在他的辦公室陽臺將

彩虹旗挂出至旗桿的一半，同性戀社區代

表一同出席了升旗儀式。

市政府廣場，並列的兩排旗桿，一邊

是降半旗的彩虹旗，一邊是美國國旗。

李孟賢說，每年的升旗是既是同性戀

社區的慶祝，也是尊重。特別是奧蘭多槍

擊案後，認可、尊重，並爭取權益尤其重

要。據蓋洛普 2015 年 5 月統計，全美約

3.5%人口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雙性戀或跨

性別者。

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人口最多

的前三個大都會城市分別是，舊金山，

6.2%。俄勒岡州波特蘭，5.4%。得州奧斯

汀，5.3%。即將在 6月 25、26日登場的舊

金山同性戀慶祝活動，是這座多元化城市

的一大特色。本年主題為“種族、經濟和

正義”。25日在市政府廣場集會和表演，

26日舉行盛大遊行。

綜合報導 美國科學家近

日表示，全世界最偏遠且最豐

富的熱帶海洋保護區，已因厄

爾尼諾帶來的溫暖海水而變成

珊瑚墳場。

研究人員已在太平洋偏遠

島嶼海洋國家保護區內的賈維

斯島附近，結束了為期10天的

緊急海底考察，發現 95%的珊

瑚已死亡；去年11月，多數珊

瑚僅是白化而已，但仍活著。

這支考察隊的首席科學家

瓦加斯─安裘說：“海底珊瑚

幾乎無一倖存，看起來就像是

個墳場。”

他還說，當地水域的海藻呈

血紅色或酒紅色，海藻下方則

是整片死珊瑚。賈維斯島位於

赤道附近，約在夏威夷西南方

2240公里。

70歲亞裔針灸師被指控治療女病人時不適當性接觸
綜合報導 美國新澤西州勃艮縣

(Bergen County)代理檢察官格魯沃 18

日表示，70 歲的亞裔針灸師李明和

(Myung Ho Lee，音譯)面臨治療女病

人時不適當性接觸和無照針灸等指

控。

據報道，一名女子 5月 4日投訴

在接受針灸治療時被不適當觸摸，

李堡(Fort Lee)警方 18日搜查了李明

和的診所。警方隨後得知李明和沒

有針灸執照。

格魯沃說，李明和被指控 4級性

接觸和 3級無照針灸。李被關進勃艮

縣監獄，保釋金被定為1萬美元。

據悉，恩格爾伍德克裏夫(Engle-

wood Cliffs)居民李明和的針灸診所

一名女子所接到查詢電話時說，那

裏暫時無人能回答相關問題。

飛來橫禍！學生槍支走火 槍店老闆授課時被打死
綜合報導 美國俄亥俄州一家槍

支商店老闆 18日在講解“秘密攜帶

槍支”課程時，因為一名學生槍支走

火而被打死。

報道稱，一名學生在練習如何處

理武器功能不良時， 64 歲的貝克

(James Baker)遭槍擊身亡。科勒蒙特

縣(Clermont County)警察局說，大約

10人當時在距離辛辛那提 25英里的

門羅鎮參加那次課程。

在凱傑槍支商店 (KayJay Gun

Shop)那次事故中，貝克當場死亡。

但那名槍支走火的學生名字還沒有公

佈。根據那家槍支商店的網頁資訊，

秘密攜帶武器課包括手槍安全基本知

識講解、射擊課和俄亥俄州槍支法規

介紹。克勒蒙特縣警察局正在調查這

次槍擊事件。

厄爾尼諾帶來海水升溫
海洋保護區成珊瑚“墳場”

新技術可檢測雞蛋胚胎公母
避免孵出公雞

四項提議被否決
美國參議院對控槍說“不”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奧蘭多市發生

了該國史上最嚴重的槍擊事件，槍手闖進

當地一家同性戀酒吧開槍掃射，造成 49

人死亡、53人受傷。控槍這一話題也因此

再度被推上風口浪尖。不過在本月 20日

，美國國會參議院卻否決了四項槍支管控

提案。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0日報

道，當天，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提交了兩

項有關槍支管控的提案，但均未獲得足夠

的支援。參議院共有 54名共和黨議員和

46名民主黨及無黨派議員，任何提案都需

要得到至少60張贊同票才能獲得通過。

民主黨議員克裏斯· 墨菲提議，對所

有的槍支銷售進行必要的背景調查，包括

槍展上的槍支。他的提案僅得到了 44人

的支援，有56人投了反對票。

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

黛安娜· 范斯坦曾在桑迪胡克槍擊案之後

提出一項攻擊性武器禁令，但該提案沒

有獲得通過。此次，她提出希望司法部

門能夠有權禁止向“恐怖嫌疑分子”名

單上的人銷售武器。雖然她的提案獲得

了司法部的支援，但仍被參議院以 53張

反對票否決。

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 科寧

提議，在“恐怖嫌疑分子”試圖購買武器

時，執法部門能夠在第一時間被告知，並

且能夠將這一購買行為拖延 72小時。共

和黨另一位議員查克· 格拉斯利則提議增

加聯邦背景調查經費。這兩項提案均獲得

參議院 53票的支援，但依然沒有達到最

低60票的要求。

投票引起參議院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

之間的口水仗。民主黨議員批評共和黨的

兩個提案完全不具有任何實際效果，而共

和黨議員也反擊稱民主黨的提案過於嚴苛

。投票前，共和黨議員查克· 格拉斯利表

示，黛安娜· 范斯坦的提案是對憲法第二

修正案有關持有和攜帶武器權利的褻瀆。

克裏斯· 墨菲對投票結果表示失望，

但他並不感到意外。在所有四項提案都被

否決之後，他發表聲明，將責任歸咎於全

國步槍聯合會對共和黨議員的牽制，稱使

國會擺脫全國步槍聯合會的制約是一個漫

長且艱辛的過程，不過美國需要更加嚴格

的、安全的槍支法律，奧蘭多槍擊案發生

後，人們更加積極行動以便作出改變。

跑個馬拉松還要注意熊出沒
綜合報導 美國一名女子在參加

野外馬拉松比賽時被熊襲擊，身體多

處受傷，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新墨西哥州魚類和野生動物署

19日說，這名女子 18日下午途經新

墨西哥州中北部的巴耶斯火山口國家

保護區時，與一頭黑色母熊不期而遇

，女子的出現使熊受到驚嚇，母熊身

邊的熊寶寶也馬上爬上樹躲藏起來。

母熊隨後襲擊這名女子，導致她頭部

、頸部及上身多處被咬傷和抓傷。參

加馬拉松比賽的其他選手施以援手，

她隨後被空運至阿爾伯克基醫院救治

。執法人員正全力搜捕這頭黑熊，並

將對其施以安樂死，檢測其是否攜帶

狂犬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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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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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邵老師(832)600-3938(短信) (281)313-2965 微信：amys3938

華夏交通安全講習學校

◇ 課堂學習：國語授課，中英文對照課本及考試。
上課時間：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 8:30AM-3:00PM (2016年7月份無課)
上課地點：5855 Sovereign Dr, Unit D科技廣場（原中華文化中心)

◇ 駕駛學習許可 (筆試Permit Class) Certificate Issued Same Day
Tue or Sat需報名 ◇ Teen Driving：每月開新班，需報名

◇ 陪伴出庭：協辦定購駕駛記錄和聯絡法庭，所有服務酌情收費

服務僑社超二十年

政 府 註 冊 撤 銷 交 通 罰 單 降 低 車 輛 保 險

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

*特別歡迎新來賓,初駕者,TEENAGE免學費試聽.*

amyshaorealt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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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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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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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箱： superarmory@yahoo.com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花甲創客筆繪冰城百年建築

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2016屆畢業生近日在游泳
館，拍攝了一組“高難度”畢業照。圖為畢業生們身着
各式服裝在水中拍攝。 ■文 /圖：中新社

水 下 畢 業 照

千
年
古
槐
礙
新
建
豫
民
情
篤
拒
移
栽

在河南鄭州市文化路北
段，有一棵生長1,100年的
古槐，被稱作“綠城最古
老”槐樹。如今，它面臨着
被移走的危險。如果移走，
這棵古樹很可能因此而死
亡。樹主人和保護古樹名木
的義工都呼籲原地保留下
來。

“老槐樹有 1,100 年
了，俺老祖先從山西遷移這
兒的時候，它已經存活多年
了。”東趙村73歲的王金
水望着自家院內的老槐樹，內心感到十分糾結。這棵古
槐樹，上面懸掛惠濟區政府頒發的“古樹名木、嚴加保
護”藍色牌子。其旁邊豎立的一塊碑銘顯示，明初王家
祖先從山西遷來時，此槐樹就已經存在。王家對古槐崇
敬有加，奉若神靈，世代保護。

“給一千萬也不同意”
王金水說，兩年前，村子拆遷進行的時候，他就十

分牽念古槐樹的去留。而最近多日，村裡瘋傳因其對新
建社區“礙事”，要把它挪到區鎮政府附近的古樹苑。
記者現場撥通了東趙村村主任王彥平電話，他介紹稱，
按照計劃，這棵古樹要被移走，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常言道，人挪活，樹挪死。老槐樹一旦被挪走，
等於宣判了死刑。”王金水哽咽着說，前段時間，有人
向他聯繫稱願意出些錢，把古槐樹挪走被其斷然拒絕。
老人稱，古槐見證了歷史，具有不可複製性，即使有人
出1,000萬元人民幣，自己也不願意把它挪走。

“古樹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搞那麼多古樹移栽過
來，很多都死了。再說胡亂移栽是違法的，凡是掛牌以
後的古樹名木，是受法律保護的。”鄭州市古樹名木保
護義工崔晟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鄭州報道

1956年，11歲的英國初中生威廉·林賽在
一幅世界地圖上看到了中國的長

城。從那時起，威廉便萌生了從長城這頭走到長
城那頭的夢想。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路讓他
走了近30年。

垃圾問題 冰山一角
威廉認為，長城的垃圾問題只是冰山一角，

缺乏關於長城的教育和研究，是目前長城保護面
臨的最大困難。他建議在中國高校開設長城研究
的專業課程。“這些研究不應該只是歷史的，而
是多方面的，是包括地理、民族、建築、旅遊、
法律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它不應該是枯燥的，
而是有意思的。”

根據北京市文物局統計，北京域內的長城牆
體及與長城不可分割的各單體建築、附屬設施、
相關遺存等，超過半數已處於嚴重損毀甚至瀕臨
消亡的狀態。還有約40％相對保存狀態一般的，
也因常年失於及時修整而隱患重重，很難擋禦風
雨年復一年的摧殘。剩下不到10％的長城本體、

附屬設施、相關遺存，已基本得到搶險性修繕或
開發利用。

北京市文物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受管理
權、利益分配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目前北京段長
城的開放多是各自為政。這樣就使得各景
區在服務設施建設、長城保護、遊客線路
組織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平衡。”

索菲亞教堂、中東鐵路大橋、多國領事館舊
址……年過花甲的孫嘉駒習慣走街串巷，用鋼筆手
繪黑龍江哈爾濱的百年建築。令他沒想到的是，這
些建築手繪竟會促成他一個新的身份——文化創
客。

在哈爾濱，不少遊人都驚喜發現，在書籤、明
信片、帽子，甚至於一隻盤子上都可以找到保護建
築的鋼筆手繪影像，這些建築手繪正是出自孫嘉駒
之手。“‘濃縮’着老建築的鋼筆畫如此‘文藝變
身’，也讓更多人看到這些具有百年曆史的保護建

築的另一面，遊人喜歡把它們作為紀念品帶走，這
是對建築文化的另一種傳承和傳播。”孫嘉駒說。

談起為何要用這種方式去傳承建築文化，孫嘉
駒表示，有一次在韓國發現當地在旅遊宣傳冊裡放
入一些手繪插畫，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於是，
他決心重拾“沉睡”多年的畫筆。去年退休後，他
張羅起自己的手繪工作室，專注哈爾濱建築手繪文
創產品的開發。孫嘉駒說：“旅遊者到一座城市，
終究是要感受這個城市的文化，濃縮的鋼筆畫讓老
建築藝術煥發新的生機。” ■新華社

斷壁殘垣存隱患
洋漢籲救救長城

“不論是重建還是修復，長城保護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我們缺

乏有關長城的教育和研究。中國的北大、清華應該有研究長城的課程。”

堅持在長城撿拾垃圾18年的“洋清潔工”威廉·林賽建議，中國高校應開設有關長

城的專業課程，增加民眾對長城的了解。據北京市文物局統計，北京域內長城約超過半數已

處於嚴重損毀甚至瀕臨消亡的狀態。截止到2015年底，還有89.5%的長城需要修繕。 ■《北京日報》

■1,100年的古槐樹。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18年來堅持在長城撿拾垃
圾的威廉·林賽。 網上圖片

■北京域內長城約超過半數已處於
嚴重損毀的狀態。 網上圖片

■花甲創客孫嘉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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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外企 亞洲人過度政治化？
綜合報導 國際知名化粧品公司蘭

蔻，因一名香港涉“獨”藝人參與其行

銷活動而陷入尷尬，公司最終作出澄

清，並取消原定活動。該事件引來議論

紛紛。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援

引上海某諮詢機構負責人的話稱，“在

與中國消費者打交道時，你必須成為政

治方面的專家”。

這篇報道還以新加坡和印度發生的

兩起事件為例，“佐證”跨國公司在亞

洲面臨諸多政治禁忌。在歐美，民間發

起針對外企的抵制有著悠久歷史，但近

些年來，有關企業踩到“紅線”的事件

確實亞洲發生得多。亞洲人真的過於政

治化嗎？

韓國：抵制日貨與“鐵鍋現象”

5 月 16 日，韓國女子組合 AOA 發

佈新專輯主打歌《Good Luck》，其

MV 作品上傳幾小時後，經紀公司便

刪除原本，重新上傳刪除置入性廣

告的新版本。原來，原畫面中曾露出

日本“戰犯企業”品牌。與其形成對

比的是，女星宋慧喬拒絕為日本三菱

代言，因為三菱在二戰期間是製造過

87 艘軍艦並強徵了大量朝鮮半島勞工

的“戰犯企業”。

“韓國素來是一個民眾運動極為

‘發達’的國家，在它的現代史上，各

種‘運動’讓人眼花繚亂，抵制某商品

或某公司旗下相關產品的活動更是屢見

不鮮。”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博

士研究生葛小輝對記者說，抵制運動不

僅針對某些國外產品，很多時候也針

對本國一些企業。前者中，最典型的

對像是日本企業，比如由日韓“獨島”

（日本稱“竹島”）爭議而引發的抵

制活動。

因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而發生的抵

制運動也不少。2001年 2月，韓國 38個

宗教和社會團體在首爾舉行“日本歷史

教科書批判大會”，號召抵制日貨。

2008年 7月，背後支援主張改寫日本歷

史教科書之右翼組織的日企名單，在韓

國網路迅速擴散。2015年，因勞工賠償

問題，韓國全國開展過針對日企和日貨

的抵制運動。

去年，樂天集團發生繼承權之爭

時，韓國上下發起針對樂天的拒買運

動，這是因為許多內幕在內鬥過程

中被曝光：樂天創始人申格浩與其

子用日語對話，他的兩個兒子不太會

講韓語卻能講流利的日語等。這讓韓

國人困惑樂天究竟是韓國的還是日本

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2 月 22 日日

本島根縣舉行“竹島之日”活動時，

韓國網友無巧不成書地發現跨國企業

麥當勞在其全球主頁以及中國、日本

等國分公司主頁的谷歌地圖上，把朝

鮮半島東部海域標記為“日本海”，

而非韓國人主張的“東海”，僅在韓

國分公司的主頁上將該海域標記為

“東海”並使用“獨島”之稱。更嚴

重的是，全球主頁上還把“獨島”標

記為“利揚庫爾岩”。韓國網友們因

此在網上呼籲抵制麥當勞。

“ 韓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十分強

烈”，葛小輝說，“韓國現代史上最著

名的一場支援國貨運動的口號叫作‘身

土不二’，大意就是生在這片土地上，

吃這片土地上產出的東西最健康，原本

是為了保護本國農業，後來擴展到其他

幾乎所有商品領域。”

葛小輝認為，韓國人的總體特點

是熱得快、冷得也快，韓國人自己

把這稱作“鐵鍋現象”。由於國家

規模和特定的歷史經歷，韓國人在

類似事件上表現得十分敏感，但缺

乏持久性，甚至有些反覆無常。包

括韓國在內的這種消費政治化現象

有其出現的現實原因、條件和邏輯，

在現代社會，尤其是資訊傳播迅速

、國家間競爭激烈的環境下，這是

一個自然的現象。

菲
律
賓
警
方D

N
A

鑒
定
證
實

一
加
拿
大
人
質
在
菲
遇
害

綜合報導 近日在菲國南部蘇祿

省發現的一顆人頭經DNA鑒定屬於

在菲遇害的加拿大男子羅伯特 · 豪

爾。這是今年以來在菲遭極端組織

“阿布沙耶夫”斬首的第二名加拿

大人質。

去年 9月，羅伯特· 豪爾與加拿

大男子約翰· 裏茲德爾和一名挪威男

子、一名菲律賓婦女等4人被“阿布

沙耶夫”武裝分子從菲南部薩馬島

上一座高級度假村擄走，後被帶到

蘇祿省藏匿。在“阿布沙耶夫”組

織所提出的鉅額贖金要求未得到滿

足之後，約翰· 裏茲德爾在 4月份慘

遭斬首，其頭顱後被丟棄在蘇祿省

霍洛市市政府前。6 月 13 日，羅伯

特· 豪爾的頭顱在霍洛市一座教堂旁

被人發現。

菲律賓警方透露，菲警方通過

比對加拿大政府提供的DNA樣本，

確認發現的頭顱屬於羅伯特· 豪爾。

目前，豪爾的頭顱已被移交給加拿

大駐菲大使館，但遺體的軀幹部分

還沒找到。

臭名昭著的“阿布沙耶夫”組

織成立於上世紀 90年代初，長期盤踞在菲南部的蘇

祿省、巴西蘭省等地，曾策劃、製造多起恐怖襲擊

及綁架勒索案件。菲律賓政府目前正調集重兵在蘇

祿省持續追剿“阿布沙耶夫”武裝分子。菲軍方對

外宣稱，菲政府軍在蘇祿省攻陷兩座“阿布沙耶夫”

組織的營地，但未能發現被其挾持的人質。

菲武裝部隊西棉蘭老地區司令部發言人菲勒蒙·

陳稱，菲軍方正持續在蘇祿省密集開展軍事行動，

追剿“阿布沙耶夫”武裝分子並解救剩餘人質。

菲候任總統杜特爾特稱，需要一些時間來解決

“阿布沙耶夫”組織問題。他表示，上任後會與南部

的摩洛反政府武裝舉行和談，確保摩洛反政府武裝不

會為“阿布沙耶夫”這一恐怖主義團夥提供幫助。

韓媒稱朝鮮再次試射
“舞水端”中程導彈 疑已失敗

綜合報導 韓國聯合參謀本

（聯參）消息稱，朝鮮當地時間

22日上午5時58分許在江原道遠

山地區發射一枚導彈。聯參認

為，這次朝方發射導彈疑似以

失敗告終。

據推測，朝鮮發射的是“舞

水端”中程導彈。

此前韓國政府一消息人士表

示，軍方捕捉到朝鮮在半島東部

海岸部署疑似“舞水端”中程彈

道導彈。韓軍相關人士當天表

示，軍方密切關注朝鮮導彈的

相關動向。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美國一

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根據

發射後的最初資訊，導彈在飛越

日本海時失敗。

早些時候，日本下令自衛

隊進入戒備狀態，隨時擊落導

彈。

“舞水端”導彈以朝鮮東

北部一個發射場所在地的地

名命名。這種導彈射程可以

達到 3000 公里，也就是說可

以飛到美國在太平洋關島上

的軍事基地，但不能達到美

國本土。

朝鮮在4月15日早晨在東海

岸試射了一枚導彈，那次試射也

是失敗，據信也是舞水端（Mu-

sudan）中程彈道導彈。

無懼脫歐公投
新台幣升破32.2創10月高

企業大陸收益匯回占比 創新高

空服員罷工 華航：調度人力旅客優先

國安基金緊盯脫歐公投 必要時採取行動
（中央社）英國脫歐公投結果明天揭曉，財

政部國庫署長阮清華表示，若英國脫歐成定局，
影響資本市場秩序、信心，符合國安基金進場條
件，將召開國安基金委員會，決定是否授權進場
。

英國今天進行脫歐公投，結果明天出爐。之
前民調顯示，贊成脫歐與留歐比率呈現拉鋸，導
致市場充滿不確定性，外界擔心英國若真的脫歐
，將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盪。

對此，阮清華表示，英國如果真的脫歐，將
有各種層面的影響，第一是英國本身貿易會縮減
， 「英國對歐盟進出口約 5成，衝擊蠻大的」。
第二是可能影響英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說
，如果英國脫歐，歐盟對英國金融業將嚴格規範
，可能造成英國金融業業務規模縮減，影響其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三，英國脫歐將導致缺工問題越來越嚴重
。阮清華指出，英國很多勞工來自於歐盟的移民
，未來可能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狀況。第四，英國
資本市場的領先地位恐怕會消失。他說，英國現
在避險基金、私募基金等基金管理，在歐盟佔有

很大優勢，脫歐後資金可能外移，恐影響英國資
本市場在經濟管理的領先地位。

針對英國可能脫歐，國安基金是否已做好準
備？阮清華坦言，英國脫歐勢必拖累歐洲資本市
場，連帶影響全球股市， 「短期難免」。但他表
示，台灣整個經濟實質沒有改變，脫歐對英國跟
歐洲影響較大， 「我們屬於較周邊間接的影響，
基本上還好啦」，國安基金已做好充分準備，投
資人無須太過恐慌。

阮清華表示，國安基金已在 4月退場，若要
再次進場護盤須經過委員會開會授權。若英國脫
歐導致台股出現不理性下跌，影響市場秩序、信
心，符合 「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的進場條件，將會召開國安基金委員會，決定是
否進場護盤。

不過，阮清華認為，台灣對英國出口僅佔2%
，即便英國脫歐，對台灣影響也有限。台灣今年
出口雖然衰退，但資本設備進口持續成長，前5
月成長 8.3%，表示企業主對未來景氣仍看好，且
公股行庫在必要時會適度協助穩定市場，四大基
金也會有動作，因此投資人不用過度恐慌。

再生能源 中鋼推5年太陽能發電
中鋼公司董事長宋志育（前）23日指出，集團廠房將以5年時間建置太陽能板發電，估計80
公頃廠房每年可以發電約1億度。（中央社）金管會最新統

計上市櫃公司海外及大陸投資
情況，截至今年第1季底，上市
櫃公司中國大陸投資轉為獲利
， 投 資 收 益 匯 回 比 重 攀 升 至
12.21%，為歷年最高。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
，截至105年第1季止，赴陸投
資的上市櫃公司共 1168 家，占
全體上市櫃公司 77.15%，累計
投資額為2兆1349億元，較104
年底減少123億元，主要受到匯
率變動影響所致。

證期局表示，今年以來新
台幣升值約6角，排除匯率因素

後，上市櫃公司今年赴陸的原
始投資金額仍增加141億元。

在投資收益方面，赴陸投
資的上市櫃公司首季獲利467億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46 億元，
並逆轉去年上市櫃公司赴陸虧
損70億元的窘境。

在投資收益累計匯回金額
方面，上市櫃公司投資收益累
計匯回金額為 2606 億元，占累
積原始投資金額的 12.21%，為
88 年開始開該項統計以來的新
高紀錄。

證期局表示，上市櫃公司
赴陸投資獲利累計匯回占比創

新高，可能與當地獲利不錯，
企業匯回母公司再作利用有關
。

然而，1221 家赴海外投資
的上市櫃公司，105 年第 1 季合
計獲利 579 億元，較 104 年第 1
季衰退154億元，其中，上市公
司本期投資損益較去年同期衰
退173億元。

官員說明，主因大型貨櫃
船運力過剩，加上經濟成長緩
慢，市場需求下跌，使得航運
業因運價較去年大幅下跌，產
生虧損。

（中央社）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宣布
24日零時發起罷工，將影響華航航班運作。
華航表示，會優先調派人力和安排調整航班
，一切以旅客為優先，不放棄今晚繼續溝通
協調。

華航表示，考量旅客權益，華航在今晚
仍不放棄持續協商溝通的機會，期盼能化解
此次事件困擾；同時呼籲空服同仁冷靜，考
量旅客權益，避免造成國內外大眾交通運輸
不便，勿讓社會大眾憂心失望。全體華航員
工也將以智慧、用理性解決爭議。

華航呼籲，罷工投票其實是手段不是目
的，最主要是希望勞資進入協商。

華航指出，目前已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秉持飛安第一 「旅客優先」為原則，全力調
度可用人力及安排航班調整計畫，務求將影
響層面降至最低。

若人力不足，華航會整併航班、調整機
型、運用共用號航班服務等。若旅客航班受
到影響，將依需求安排更換班機時間、更改
同地區地點、延後或延期，如退票者可免收
手續費。對於旅客行程，華航一定會負責妥
善安排，請旅客不要擔心。

至於明日出發的總統專機，已確認空服
員調度正常，將不會受到影響。

（中央社）不受英國脫歐公投的不確定因素影響，新台幣今
天在外資匯入下持續走升，終場以32.190元兌1美元作收，升值
3.1分，匯價連2升並創去年8月12日以來10個月新高。

台北與元太外匯經紀公司總成交量為10.8億美元。外匯交易
員表示，新台幣走升主要受外資匯入影響，從海外無本金交割遠

期外匯（NDF）市場來看，
美元兌新台幣換匯點已轉為

折價，表示外資預期新台幣未來走升機率高。
外匯交易員解釋，即便英國脫歐，但風暴核心會在歐盟國家

，資金會跑到遠離風暴核心的地方， 「就是亞洲與新興市場國家
」，台灣受傷相對輕微、台股殖利率也高，會吸引避險資金進來
，因此新台幣可望走升。若英國最後留在歐盟， 「那資本市場會

有慶祝行情，新台幣也可望雨露均霑」。
外匯交易員認為，無論英國最終脫歐與否，新台幣走升的機

率仍較高。而日圓因為是避險貨幣，若英國脫歐，日圓有機會升
破 100 元兌 1 美元關卡；但若英國最後留歐，日圓可能回貶，
「但貶幅不會太大」。

新台幣兌美元今天開盤價為32.180元，最高32.150元、最
低32.190元，終場收32.190元，收在今天最低點，升值3.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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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首次會議委員退席 林萬億遺憾

華航改報到地 鄭文燦：資方較站不住腳

郝明義：解缺電之謎是政府透明重要一步

蔡總統首出訪過境邁阿密 不排除會殷仔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明天將展開9天8夜

的 「英翔專案」，訪問友邦巴拿馬及巴拉圭，
去程過境美國邁阿密時，不排除與效力美國職
業棒球大聯盟邁阿密馬林魚隊的台灣球員陳偉
殷私下碰面。

蔡總統明天將展開上任後首度出訪行程，
24日到7月2日搭乘中華航空專機，出訪友邦巴
拿馬和巴拉圭，去程過境美國邁阿密，回程過
境美國洛杉磯，全程9天8夜。

對於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今天宣布明天凌
晨起罷工，總統府表示尊重勞工決定，出訪部
分會要求華航在維護勞工權益原則下，妥為調
度。華航今天表示，已啟動緊急應變小組，全
力調度可用人力，總統出訪確定不受影響。

首次出訪，總統府相當謹慎低調。雖然過
境美國期間，蔡總統沒有公開行程，不過，據
了解，除了會晤政要、僑宴等行程正在安排，
總統也不排除與效力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邁阿
密馬林魚隊的台灣球員陳偉殷私下碰面。

這次出訪的重頭戲在巴拿馬運河拓寬竣工

典禮。在巴拿馬，蔡總統除了出席運河拓寬竣
工典禮，也將安排多場雙邊會談，包括與巴拿
馬總統瓦雷拉會面，並將與宏都拉斯等友邦元
首及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會晤。

這次有18位美國參眾議員出席巴拿馬運河
拓寬工程竣工啟用典禮，蔡總統已安排在一抵
達巴拿馬後，與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會面。至
於美國副總統拜登夫人吉兒．拜登率領的美國
總統代表團，總統府表示，會把握機會、自然
互動。

另外，蔡總統將與巴拿馬總統瓦雷拉舉行
兩國元首偕相關部會首長會議，台巴兩國並將
簽署 「有關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協定
」，瓦雷拉也將在總統府內舉辦國宴，款待訪
問團。

在巴拉圭的訪問，蔡總統將拜會巴拉圭總
統卡提斯及巴拉圭國會議長阿布鐸，並在國會
發表演說，安排參觀台巴技術合作 「飼料生產
計畫工廠」，也會出席 「蘭花產業培育計畫之
展銷中心」啟用儀式。

新政府首批晉任將官授階
國防部23日舉行105年下半年陸海空軍將官晉任布達暨授階典禮，國防部長馮世寬（中）一一
為晉任將官授階。

蔡總統恭賀晉任將官家屬
105年下半年陸海空軍將官晉任布達暨授階典禮23日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總統蔡英文
（左）恭賀晉任將官家屬。

（中央社）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說，華航空
服員罷工，訴求撤回更改報到地點決議，雙方應
重啟協商；這項措施，未經勞資雙方合議協商，
這是資方片面決定，這個決定比較站不住腳。

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訪問的鄭文燦指出，桃
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決定6月24日凌晨開始罷工
，有看了他們的訴求，主要是希望華航公司撤回
6月1日將報到地點由松山機場改至桃園機場報
到的措施。

他說，這項措施，未經勞資雙方合議協商，
這是資方片面決定，這個決定比較站不住腳，應
該回到原點、重啟勞資協商。

鄭文燦指出，變更報到地點，不僅影響工時
，也損及員工權益，應該撤回變更報到的規定，
勞資雙方在讓對等的條件下，坐上談判桌協商。

針對空服員職業工會決議罷工，鄭文燦則認
為，罷工也是有規範的，桃園市府會依 「勞資爭
議處理法」處理。

鄭文燦也在臉書po文強調，國際機場位處
桃園，機師及空服員工會也登記於桃園，桃園更
是台灣機場城市的代表，市府會站在勞工立場，
維護航空業員工權益， 「這是我們不變的堅持」
。

警蓄髮遭免職 內政部抗議
保二總隊員警葉繼元（前中）因蓄長髮遭免職，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等團體23日在
內政部外集結抗議，要求內政部長葉俊榮表態回應。

（中央社）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今天召開首次會議，會中砲聲隆隆，
還有人中途退席。委員會副召集人林
萬億表示遺憾，不過還是希望大家都
可以來開會，下次的會議將繼續今天
未討論完的議題。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下午在總統
府召開首次會議，在總統蔡英文致詞
、頒發委員聘書後進入議程討論，全
程網路直播。不過委員李來希、葉大
華因為誰才有代表性的議題互罵，委
員劉亞平戴口罩抗議，怒批會議不民
主；委員李來希、吳其樑、黃臺生等
3人中途退席抗議。

由於委員意見不一，光程序問題
就吵了超過半小時，原定4時30分結
束的會議，一直開到近5時30分才結
束，且原定要討論議事規則和委員會

倫理，也只通過了部分的議事規則，
未通過的議事規則和委員會倫理將留
到下次也就是30日的會議上繼續討論
。

年金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林萬億
會後舉行記者會表示，下次會議如果
可以討論完議事規則和委員會倫理，
就可以討論實質提案。對於有委員退
席，他表示遺憾，但退席不代表委員
資格消失，仍會發下次的開會通知，
希望會議大家都來參加。

對於李來希認為委員會組成少了
司法院，不可能觸及法官比較高所得
替代率的議題，林萬億說，未來都可
以納入討論，不因為是否有該單位代
表，就不被納入。

會中吳其樑認為委員的聘任是黑
箱作業，軍公教勞代表只有6人，是

不公不義的編組
；林萬億說這是
誤解，相關的利
害關係人有 18 席
，已經把可能利
害關係人的團體
都請進來，關於
年金制度議題有
比較多關切表達
，盡可能達到涵
蓋面廣，客觀公
正。

會中引發衝突的議事規則第17條
今天沒有通過，17條草案內容為 「年
金制度實質議題之議決以尋求共識為
原則。除非必要，不進行表決。表決
時，以過半數出席委員同意為通過，
每位委員同等權利。」有委員認為若

通過，等於多數暴力。
林萬億表示，原本規劃是採用

「共識決」，但是後來大家怕沒共識
，所以才會在條文後面加上 「除非必
要」，下次會有委員提案討論 「共識
決」要怎麼定義。

未來年金改革委員會將每周四舉
行，林萬億說，這主要是讓議題討論
不會因為間隔太長，大家生疏或遺忘
，每次都要重複回來銜接過去的經驗
，會影響會議效率。

（中央社）前總統國策顧問郝明義及環團人士今天與行政院
長林全會面，郝明義在會中指出，台電提供數據，解開 「缺電之
謎」，是政府全面透明化很重要的一步。

郝明義成立的粉絲團 「開放台電」（Opentaipower）晚間發
布新聞稿表示，林全與郝明義下午會面約2小時，與會者包括行
政院秘書長陳美伶、政務委員張景森、院長辦公室主任施克和、
減碳辦公室執行長楊敬堂、經濟部次長沈榮津、台電總經理朱文
成及台電相關主管，以及綠盟副秘書長洪申翰、台灣環保聯盟秘
書長陳秉亨等環團代表。郝明義做了30分鐘簡報，並與林全交
換意見。

新聞稿指出，郝明義向台電要求提供至少52項數據，並建
議林全每週開1次30分鐘的會報，向林全報告進度，以及碰到的
障礙。林全馬上答應，並訂時間為每週四。林全並加碼說，台電

全面開放原始數據還不夠，還
得解釋數據。他要求減碳辦公
室執行長楊敬堂做為雙方交流
的平台。

林全在會中表示，台電提供給他的數據，以及台電官網，他
看得很吃力，曾要求台電改一個讓人讀得懂的界面。林全強調，
大家對台電的數據，相信也有和他一樣的困擾。

林全說，缺不缺電，政府有義務解開大家的疑慮。隨後，郝
明義在簡報中指出，台電要提供的是真實的原始數據，不能像不
良食品罐頭，只是把標籤的印漂亮了、字印大了。

新聞稿指出，在郝明義之後，洪申翰、陳秉亨分別發言，要
求不只是台電的數據、資訊透明化，政府機關所有資訊都應該透
明化，這得建立制度。

但郝明義認為，台電提供數據，解開 「缺電之謎」，是政府
全面透明化很重要的一步，人人用電、關心電力，台電不能開放
原始數據，做什麼都難取信於民。

新聞稿表示，林全聽了各方意見後，認同台電開放原始數據
為透明化，以及能源政策改革的第一步，立即指示台電總經理朱
文成，提供所有原始數據，如有不能公開的資料，也得充分說明
。在提供數據之外，台電也得解釋數據，讓大家徹底了解。

林全說，他已經連續3天開有關電力的會，他也相信台電必
須完全透明才能解決電力問題。他支持郝明義每周會報，檢討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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