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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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13

Blue
Rib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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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7日舉行第
二輪投票，保守黨329名國會議員參加投票。
兩名女性候選人——內政大臣特蕾莎‧梅和能
源國務大臣安德里亞‧利德索姆在這一輪選舉
中勝出，進入最後一輪角逐。她們兩人不論誰
最終當選，都將成為繼撒切爾夫人之後英國歷
史上第二位女首相。

經過第一輪選舉後，共有3名候選人進入
第二輪競爭。特蕾莎‧梅以199票遙遙領先，
利德索姆獲得84票排名第二。司法大臣邁克爾
‧戈夫只得到46票，被淘汰出局。

第二輪投票過後，特蕾莎‧梅和利德索姆
被確定為最終的兩名候選人，提交保守黨黨員
在今年9月初投票選舉產生新一任黨魁。保守
黨是目前英國的執政黨，按照英國憲政體制，

執政黨領袖自動成為英國首相。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特蕾莎‧梅勝選的可

能性更大，她不僅在前兩輪選舉中得票率遙遙
領先，而且獲得眾多黨內“大佬”的支持，國
防大臣法倫、交通大臣麥克洛克林、教育大臣
摩根、國會下議院領袖格雷林都已經表態支持
特蕾莎‧梅。

利德索姆在英國“脫歐”公投中主張脫離
歐盟。她表示，英國人民在公投中選擇脫離歐
盟，因此未來的首相應該由“脫歐派”領導人
擔任。

特蕾莎•梅表示，當前英國需要一位能夠
使國家團結一致的首相，才能在未來與歐盟的
談判中給英國帶來最大的利益。

特蕾莎‧梅今年60歲，曾在四任保守黨領

袖手下任職，被稱為“四朝元老”，1997年當
選國會議員，2010年起擔任內政大臣。利德索
姆今年53歲，從政資歷較淺，2010年當選國會

議員，2014年擔任財政部次長，2015年調任能
源與氣候變化部，擔任能源國務大臣。

兩名女性進入最後角逐 英國將產生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第二位女首相

特蕾莎•梅(左)與安德里亞‧利德索姆(右)最後角逐，特蕾莎梅勝選可能性大。(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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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can be no turning deaf ears to or ignoring 
wrong points of view on the internet, fantastic stories 
and theories, distortions of facts to create rumors 
or malicious attacks,” Xu said in an article in the 
influential bimonthly party journal Qiushi in October.
Xu was a deputy for former head of the internet 
regulator, Lu Wei, during the past months.
In the statement released late on Sunday,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aid that online 
media cannot report any news taken from social media 
sites without approval.
It listed a number of fake news stories it said had 
recently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including one about 
a bus fire.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groups have 
pointed to restrictions on the internet as a broader trade 
issue.(Courtesy www.presstv.ir/Detail/) 

moviemakers.
But in order for American filmmakers to penetrate it, 
they first have to comply with Chinese censors. China 
currently allows only 34 non-Chinese movies into the 
mainland, all of them heavily edited by a state agency 
calle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APPRFT’s mission is to 
portray Chinese culture favorably — and in line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s agenda.
Makers of The Martian, 
for example, made sure 
the China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film 
“as a way to crack into 
the country's huge and 
lucrative market.” Leading 
up to Iron Man 3’s China release, filmmakers inserted 
a scene of doctors discussing surgery on the superhero, 
all of whom were played by major Chinese movie 
stars. The 2006 release of Mission: Impossible III — 
partially shot in Shanghai — retroactively excluded a 
scene of the city featuring underwear hanging from a 
clothesline because SAPPRFT claimed it portrayed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ensorship always goes back to the Communist 
Party,” says T.J. Green, whose company, Apex 
Entertainment, builds movie theaters in China. 
“They're in charge and they're always looking at how 
China is portrayed.” 
And as if that wasn't en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is 
now coming to U.S. shores. 
Dalian Wanda, China’s largest commercial property 
company and movie theater operator, is actively 

acquiring U.S. cinema assets to gain a firmer foothold 
in the movie market. In 2012, Wanda bought AMC 
Entertainment — the second largest movie theater 
chain in the country — for about $2.6 billion. Then 
in March of this year, AMC reached a $737 million 
purchase agreement for Carmike 
Cinemas, which would form the largest 
movie theater chain in the country with 
8,380 screens in more than 600 theater 
locations (the deal is expected to close 
late this year).
Wanda also agreed in January to 
purchase Legendary Entertainment — 
the film production company behind 
The Dark Knight Trilogy — for about 
$3.5 billion and is interested in buying at 
least a portion of Lionsgate, producer of 
The Hunger Games. 
Dalian Wanda isn’t just a private company with a lot 
of money. The firm’s founder and chairman, Wang 
Jianlin, is a former Communist deputy and boasts 
strong connections to Party elites. His firm has 
received at least $1.1 billion in government subsidies. 
Wanda also sold company stakes to various family 
members of elected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elder sister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relatives of two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 China’s principal policymaking 
committee. A business partner of the daughter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also supplied the 
firm with seed money.
These same elites are intent on expanding China’s 
“soft power” by acquiring cultural assets from 
foreign entitie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vowed to 

“strengthen China’s soft power” and “build its capac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ina now spends 
about $10 billion annually on “external propaganda” 
alone — not to mention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militarization of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hinese refer to non-military power 
accumulation as "political warfare," 
aimed at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And Wang has emerged as Xi’s foot 
soldier. When he acquired Legendary, 
Wang called it “China’s largest cross-
border cultural acquisition to date.” 
The control of both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s allows him to 
censor movies in their development 
stage and after release. In theory, 
he could prevent his movie theaters 
from playing films unapprov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s film producer Rob Cain noted, 
“China is going to be…the arbiter of what can get 
made and will get made.” 
That's not an exaggeration. 
The 2012 remake of Red Dawn 
originally featured Chinese 
soldiers invading an American 
town, but moviemakers 
changed the invaders into 
North Koreans after receiving 
complaints from China. 
Chinese diplomats, said film 
producer Peter Shiao, “were not interested in their 
country being perceived as a violent military threat.” 
(Courtesy www.usatoday.com/opinion)

China says it plans to launch a crackdown on the 
reporting of  “un-factual” news gathered from social 
media, punishing those online news portals that use 
such “rumor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by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online media are required to 
grant an approval before reporting any piece of news 
created and spread in the social media.
“It is forbidden to use hearsay to create news or use 
conjecture and imagination to distort the facts,” it said, 
listing a number of fake news stories it claimed had 
recently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All levels of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must 
earnestly fulfill their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et content,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investigation, severely probe and handle fake and un-
factual news,” the statement add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ightened its 
grip over the Internet. The latest move is an attempt to 

codify the policy in law.
Authorities have defended restrictions, including 
blocking Google and Facebook, saying these controls 
are needed to ensure security in the face of growing 
terrorist threats and to put an end to the spread of 
damaging rumors.
The statement came 
a few days after the 
government appointed a 
new chief for its powerful 
internet regulator.
The 53-year-old Xu 
Lin had previously 
vowed to uphold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cyberspace and its 
management of the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without any equiv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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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MC Theater Location In Dallas Wang Jianlin, Chairman Of  
Dalian Wanda Group And 

China's Richest Man

Xu Lin, the new head of 
China's internet regulator, 
attends a discussion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in Beijing, March 6, 
2016. (Reuters)

China says it will crack down on fake news from social media

China Is Dictating Terms To Hollywood: Column

The Disney Company sued three Chinese film 
production companies last month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The lawsuit 
alleges that the Chinese firms incorporated elements of 
Disney’s hit movie Cars into China’s own animation 
Autobots.
It’s a natural outcome of China’s aggressive foray 
into the film industry, as the Asian superpower ramps 
up competition — and tensions — with Hollywood. 
U.S. companies are fighting in court to protect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trying to 
please Chinese audiences and the censors who control 
what they see.
China, with its 1.4 billion people , is projected to 
become the largest movie market in the world as early 
as next year. The Chinese box office grew by almost 
50% in 2015 and is on pace to surpass $9 billion in 
revenue by year’s end — a lucrative market for U.S. 

From Censorship To Theater Ownership, U.S. Film Industry Has To Deal With China's Movie Mogu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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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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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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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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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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司法部長林奇於當地
時間6日宣布，前國務卿希拉里的“電郵門”
事件調查結案。不過，共和黨人並未善罷甘
休，將通過國會緊咬希拉里，包括林奇和聯
邦調查局局長柯米，都將陸續在國會進行聽
證。

林奇6日傍晚在聲明中指出，她接受聯邦
調查局(FBI)的意見，司法部將結束民主黨推
定總統提名人希拉里任職國務卿時、用私人
電子郵箱處理公務的“電郵門”調查案件。
林奇說，長達1年的調查結案，不會有任何人
遭到司法追訴。

報導稱，司法體系的決定，讓希拉里可
以專心打選戰。不過，共和黨方面沒有打算
就此收手，將通過國會持續質疑“電郵門”
事件中希拉里的誠信問題。不過，首先在國
會進行聽證的卻是共和黨籍的聯邦調查局局
長柯米。
柯米將於當地時間7日赴國會眾院監督暨政府
改革委員會聽證會，身為奧巴馬所用的共和
黨人，他5日批評希拉里處理機密文件“極為
粗心”，但聯邦調查局卻決定不建議起訴，
同黨的眾院議長保羅•瑞恩第一時間表態稱
，尊重司法人員的專業，但任何人都不該凌

駕於法律之上。
保羅•瑞恩表示，舉行聽證會就是要柯

米給個說法，告訴公眾聯邦調查局是基於哪
些證據做這樣的決定，“柯米應該給公眾可
信的信息”。

報導也指出，儘管“電郵門”的司法調
查已結束，但柯米在記者會上的說法，卻也
點出調查結果和希拉里最早的說詞有矛盾。

柯米5日說，至少有110封電子郵件在希
拉里收發當時，就含有已認定為是機密等級
的信息。而希拉里在調查期間曾保證，她沒
有通過電子郵件寄出機密信息給任何人。
另外，柯米批評希拉里“粗心”，但沒有故
意，沒有達到“違法”需要起訴的程度，這
也讓外界質疑，換作是任何其他聯邦政府的
工作人員用私人電子郵箱處理公務，能否不
受司法追訴、享有希拉里的同樣待遇？這也
就是保羅•瑞恩為何質疑聯邦調查局調查
“電郵門”是否有雙重標準。

除柯米，林奇將於12日接受眾院司法委
員會的聽證質詢，林奇在聯邦調查局公佈調
查結果前、被美國媒體披露她私下與希拉里
的丈夫、前總統克林頓會面。不難想像，共
和黨人將在聽證會上如何高分貝質疑。

電郵門司法結案 美共和黨借國會緊咬希拉里

挪威諮詢機構呂斯塔德能源公司最新發布的報告預測，美國蘊藏２６４０億桶石油儲備，涵蓋
現有油田、新項目、近期勘探成果以及對未勘探地域的預期。

呂斯塔德能源公司報告寫道，美國未開採石油中，過半為非常規的頁岩油。頁岩油曾經難以企
及，因新技術才得以開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ＣＮＮ）５日援引呂斯塔德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ＣＥＯ）雅蘭德•呂斯塔
德的話說：“這是一項革新。１０年前，沒有人能想像會是這樣的結果。”

呂斯塔德預測，僅得克薩斯州就蘊藏超過６００萬桶頁岩油，北達科他州同樣石油儲量豐富。
報告估算，憑藉頁岩油革命，美國現在的石油儲量已經超過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
報告同時預測，全球現有２.１萬億桶未開採石油，相當於現階段全球年均開採率的７０倍。
這一數據貌似表明地球還有很多石油，但呂斯塔德認為，這恰恰說明“地球剩餘的可獲取的石

油相對有限”。
隨著汽車在新興經濟體不斷普及，一些分析師認為，石油需求將繼續增長。
呂斯塔德說：“石油難以滿足日益增加的個人交通需求。”

美國未開採油量超沙特、俄羅斯 過半為頁岩油

孟加拉國警方和政
府官員５日說，孟警方
在１日發生的劫持人質
事件中犯錯，不僅可能
將無辜民眾當作武裝人
員擊斃，還在事發前誤
讀襲擊信息。

１日晚，位於達卡
使館區的一家西班牙餐
廳發生劫持人質事件。
次日清晨，警方展開營
救行動，擊斃６名嫌疑
人，另有一人被活捉。

警方５日公佈了６名嫌疑人姓名
，其中一名為賽義夫•伊斯蘭•喬基
德的嫌疑人是事發餐廳廚師，或為無
辜民眾。

“我們認為他被誤殺，”警方官

員賽義夫•伊薩姆５日說，“我們正
在調查。”

路透社在警方文件中看到，喬基
德的名字列在遇害人質名單中。

喬基德的親戚蘇萊曼說，家人們
原以為他已獲救，直到看到警方公佈
的照片，全家人都對他的死感到震驚

。
蘇萊曼說：“我

們去了軍隊，但他們不願將屍體交給
我們，他們說他是一名嫌疑犯。”
“我們（向警方）提出抗議，”蘇萊
曼說，“他從來不是武裝人員，而是
一個努力工作的人，是孟加拉國最好
的披薩和意大利面廚師之一。”按他
的說法，喬基德曾在德國工作多年，

學習製作意大利食物。
孟加拉國總理謝赫•哈西娜的政

治顧問侯賽因•圖菲克•伊馬姆說：
“這是孟加拉國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
（劫持人質事件）。沒人有準備。他
們最初沒有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初
期應對緩慢。”

按他的說法，孟加拉國當局１日
監控到數條在推特上發布的信息，顯

示將有一起襲擊。但警方認為襲擊更
可能針對外國大使館及大酒店和餐館
，因而關閉了距遇襲餐廳約１公里的
威斯汀酒店以及附近的大酒店和餐館
。

“他們（警方）完全沒想到會是
這個地方，”伊馬姆說，“將調查是
否有情報失誤。”

孟加拉國人質事件
警方營救行動連連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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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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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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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OTA
St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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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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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Camry,
Tundra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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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隨着經濟下行

壓力加大，中國財金官員均指出，中國金融業面對的不穩

定性和風險將會增加。中國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

會主席于學軍透露，截至2016年5月末，中國銀行業金融

機構的不良率已經達到2.15%，較今年初提高了0.16個百

分點，銀行業面臨着改制上市以來最嚴峻的經營壓力。銀

行業要謹防資產泡沫一旦爆破所帶來的多項風險。

中銀監：要防資產泡沫風險
內銀不良率達2.15% 不良餘額逾兩萬億

于學軍7日在2016中國銀行業
發展論壇上指出，截至2016

年5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不良
貸款餘額已經大大超過兩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今年初新增
了2,800多億元；不良資產比率突
破2%，達到2.15%，較今年初提
高了0.16個百分點。同時，90天以
上的逾期貸款也呈同步增加之勢，
銀行風險控制壓力、撥備壓力、盈
利壓力持續加大。

貨幣擴張過快 增資產負債
在于學軍看來，中國經濟的

持續下行是造成銀行業經營困難
的主要原因。“現在商業銀行普
遍而迫切地希望中國經濟盡快好
起來，這樣壓在手裡的不良貸款
就可以逢凶化吉、迎刃而解。但
這種願望短期內是不可能的實
現。”他認為，中國過去30多年
來依靠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已
經出現明顯的挑戰，而新的經濟
增長模式尚未確立。

此外，貨幣過快擴張也使得銀
行業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于學軍
說，2015年銀行業新增貸款超過
11萬億元，銀行類信貸業務如表外
業務增長更快，這就造成了金融市
場的膨脹和複雜化，也使得銀行的
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更加複雜。

另外，利率市場化、互聯網金
融衝擊等因素也使銀行經營壓力增

加。
于學軍判斷，由於這兩年銀行

將大量的信貸資金投放到政府平
台，未來一段時間銀行不良率有可
能出現微降的局面，但不良的風險
仍然會持續上升。“銀行前些年放
的貸款，尤其是實體經濟的貸款，
不良還會呈一個上升的態勢，這就
需要銀行業謹防資產泡沫引發的一
系列問題。”

利率市場化提高金融風險
出席同一場合的央行貨幣政策

委員黃益平稱，過去金融改革的重
心主要放在機構的設立和規模擴大
上，並沒有放在市場的開放、市場
機制的運用，尤其是利率匯率、資
本流動和資金配置的決定上；未來
伴隨金融改革推進，中國必須面對
金融不穩定性的提高和金融風險的
增加。
“改革到今天，過去很多信貸

都是有政府擔保剛性兌付，雖然是
有風險的，但沒有出現問題。利率
市場化必然意味着打破剛性兌付，
這也意味着金融風險的上升。”他
稱。
他又提到，中國的高槓桿率已

經成為國際市場普遍擔心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企業債務比較高，主要
體現在非金融企業債佔GDP比重
高達160%甚至可能更高，該水平
與國際相比亦相當高。

人民幣國際化 中資銀行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受中國經濟下行、國際金融市場動
盪、以及互聯網新業態的衝擊，中國銀
行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面對
“腹背受敵”的局面，與會的銀行家認
為，中國實體產業的東部升級和西部轉
移仍充滿機會。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也將
成為中資業的新機遇。
興業銀行行長陶以平認為，在中國

經濟L型增長格局下，過去的普漲格局
已經不可持續，中國銀行業的經營情況
會加速分化。如去年整個中國銀行業的
淨利潤同比增速僅為2.43%，與過去兩
位數增速落差很大。
平安銀行行長邵平指出，鑒於中國

經濟L型走勢、英國脫歐等“黑天鵝”
事件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動盪，銀行在

新增信貸的投向上面臨“資產荒”的問
題，原來風險較小的國企債務、地方政
府擔保的信用債開始爆發風險，新增資
產缺乏“安全區”。現在要對中國經濟
觸底和不良率見頂的時間做判斷，可能
還為時尚早。

牛錫明：不良貸還未到底
交通銀行董事長牛錫明也表示，目

前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還沒有到底，風
險並沒有完全釋放，正處於風險管理的
關鍵時期。他提醒要特別重視一個問
題，就是利潤當期性與風險滯後性的錯
配，發放貸款後利潤當期就增加，但3
年後才會出現風險，5年後不良貸款會增
加，7年後會形成損失。但同時，牛錫明
指出，支持實體經濟才是銀行業發展之

根本，中國實體經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
間，產業的東部升級和西部轉移都是機
會。

新格局帶來30年機遇
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也認為，中

國對外開放新格局、“一帶一路”為主
軸的新市場、人民幣國際化新商機正在
給中國銀行業創造出30年未有之的大機
遇。
他料，2020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將

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額將超
過2,000億美元，未來中國銀行業拓展海
外業務將獲得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
隨着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有
利於中資銀行以人民幣業務為切入，拓
展國際市場。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黃益平
稱，利率市場化必然意味着
打破剛性兌付，這也意味着
金融風險的上升。 資料圖片

■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現
場。 馬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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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學軍7日在2016中國銀行業
發展論壇上指出，截至2016

年5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不良
貸款餘額已經大大超過兩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今年初新增
了2,800多億元；不良資產比率突
破2%，達到2.15%，較今年初提
高了0.16個百分點。同時，90天以
上的逾期貸款也呈同步增加之勢，
銀行風險控制壓力、撥備壓力、盈
利壓力持續加大。

貨幣擴張過快 增資產負債
在于學軍看來，中國經濟的

持續下行是造成銀行業經營困難
的主要原因。“現在商業銀行普
遍而迫切地希望中國經濟盡快好
起來，這樣壓在手裡的不良貸款
就可以逢凶化吉、迎刃而解。但
這種願望短期內是不可能的實
現。”他認為，中國過去30多年
來依靠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已
經出現明顯的挑戰，而新的經濟
增長模式尚未確立。

此外，貨幣過快擴張也使得銀
行業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于學軍
說，2015年銀行業新增貸款超過
11萬億元，銀行類信貸業務如表外
業務增長更快，這就造成了金融市
場的膨脹和複雜化，也使得銀行的
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更加複雜。

另外，利率市場化、互聯網金
融衝擊等因素也使銀行經營壓力增

加。
于學軍判斷，由於這兩年銀行

將大量的信貸資金投放到政府平
台，未來一段時間銀行不良率有可
能出現微降的局面，但不良的風險
仍然會持續上升。“銀行前些年放
的貸款，尤其是實體經濟的貸款，
不良還會呈一個上升的態勢，這就
需要銀行業謹防資產泡沫引發的一
系列問題。”

利率市場化提高金融風險
出席同一場合的央行貨幣政策

委員黃益平稱，過去金融改革的重
心主要放在機構的設立和規模擴大
上，並沒有放在市場的開放、市場
機制的運用，尤其是利率匯率、資
本流動和資金配置的決定上；未來
伴隨金融改革推進，中國必須面對
金融不穩定性的提高和金融風險的
增加。

“改革到今天，過去很多信貸
都是有政府擔保剛性兌付，雖然是
有風險的，但沒有出現問題。利率
市場化必然意味着打破剛性兌付，
這也意味着金融風險的上升。”他
稱。

他又提到，中國的高槓桿率已
經成為國際市場普遍擔心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企業債務比較高，主要
體現在非金融企業債佔GDP比重
高達160%甚至可能更高，該水平
與國際相比亦相當高。

人民幣國際化 中資銀行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受中國經濟下行、國際金融市場動
盪、以及互聯網新業態的衝擊，中國銀
行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面對
“腹背受敵”的局面，與會的銀行家認
為，中國實體產業的東部升級和西部轉
移仍充滿機會。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也將
成為中資業的新機遇。

興業銀行行長陶以平認為，在中國
經濟L型增長格局下，過去的普漲格局
已經不可持續，中國銀行業的經營情況
會加速分化。如去年整個中國銀行業的
淨利潤同比增速僅為2.43%，與過去兩
位數增速落差很大。

平安銀行行長邵平指出，鑒於中國
經濟L型走勢、英國脫歐等“黑天鵝”
事件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動盪，銀行在

新增信貸的投向上面臨“資產荒”的問
題，原來風險較小的國企債務、地方政
府擔保的信用債開始爆發風險，新增資
產缺乏“安全區”。現在要對中國經濟
觸底和不良率見頂的時間做判斷，可能
還為時尚早。

牛錫明：不良貸還未到底
交通銀行董事長牛錫明也表示，目

前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還沒有到底，風
險並沒有完全釋放，正處於風險管理的
關鍵時期。他提醒要特別重視一個問
題，就是利潤當期性與風險滯後性的錯
配，發放貸款後利潤當期就增加，但3
年後才會出現風險，5年後不良貸款會增
加，7年後會形成損失。但同時，牛錫明
指出，支持實體經濟才是銀行業發展之

根本，中國實體經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
間，產業的東部升級和西部轉移都是機
會。

新格局帶來30年機遇
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也認為，中

國對外開放新格局、“一帶一路”為主
軸的新市場、人民幣國際化新商機正在
給中國銀行業創造出30年未有之的大機
遇。

他料，2020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將
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額將超
過2,000億美元，未來中國銀行業拓展海
外業務將獲得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
隨着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有
利於中資銀行以人民幣業務為切入，拓
展國際市場。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黃益平
稱，利率市場化必然意味着
打破剛性兌付，這也意味着
金融風險的上升。 資料圖片

■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現
場。 馬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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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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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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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修營業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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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首相熱門人選針鋒相對
特裏莎·梅鞏固優勢

綜合報導 在英國保守黨黨魁、也就

是下任首相的爭奪戰中，內政大臣特裏

莎· 梅繼續被視為大熱門，但能源與氣候

變化大臣安德里亞· 利德索姆獲黨內部分

脫歐派支援。外界預料最終可能是兩位

女候選人對決。

熱門候選人特裏莎· 梅強調，英國民

眾需要的不僅是“一名脫歐首相”；而

候選人利德索姆、和司法大臣戈夫則對

英國廣播公司（BBC）重申，新任保守

黨領袖必須來自脫歐陣營。

在脫歐公投拉票期間與前倫敦市長

約翰遜並肩合作的戈夫指出，他之所以

“拋棄”支援脫歐的舊友約翰遜獨立競

選保守黨領袖，是因為如果約翰遜當選

新首相，就是“對英國的背叛”。

目前出任內政大臣的特裏莎 · 梅則

保證，她將把脫歐公投的對立兩方團

結起來，“為整個英國的利益管理國

家”。

隨著現任英國首相卡梅倫在英國脫

歐公投失敗後宣佈辭職，英國保守黨新

領袖候選人的競爭日益白熱化、和戲劇

化。

特裏莎· 梅在公投期間選擇支援卡梅

倫的“留歐”一方，當時她的立場是留

在歐盟會使英國更安全。但特裏莎· 梅現

在說，“10天前是什麼立場現在不重要

了，現在要團結各方往前看”。

她說，英國民眾“不會再用你是

不是支援脫歐來衡量新任首相，而是

要看新首相能不能為整個英國的利益

管理國家”。她認為保守黨應該舉行

新領袖的競選，“好讓每個人都有發

言權”。

她拒絕提前舉行英國大選，認為那

將“平添不穩定因素”。她說，英國應

該在明確“談判立場”後，才能啟動退

出歐盟的“第50項條款”。

另一位在公投期間支援“脫歐”

的女候選人利德索姆稱，她從支援留

在歐盟到支援退出歐盟，經歷了一個

“旅程”。

她曾在 2013 年稱，退出歐盟“對

英國經濟來說是一個災難”。但她表

示，當她看到卡梅倫為爭取改革歐盟

而進行的談判後，她認定歐盟“根本

改革不了”。

她說，下一任保守黨領袖、即英

國首相“必須是一位堅信要退出歐盟

的人”。

司法大臣戈夫日前宣佈參加保守黨

領袖競選令外界備感意外，他突然和約

翰遜“分手”、並來個“180度大轉彎”

引發眾怒。

他辯解說，約翰遜“躲閃”關鍵問

題的拍板、並且沒能顯示接替卡梅倫出

任新首相的素質，所以他才在截止時間

前“很遲地”做出決定。

他說：“我知道我做出參選的決

定後會遭罵名，但我愛我的國家，

雖然我曾努力試圖支援約翰遜參選，

但我最終無法做出支援約翰遜的決

定。”

同時參加競選的新任英國勞工大臣

克萊伯表示，無論支援“留歐”、或支

援“脫歐”的候選人當選，只會使保守

黨出現分裂。

前國防大臣、支援“脫歐”的福克

斯也宣佈角逐保守黨新領袖。他稱，

“留歐”候選人當選不是不可以，但在

隨後和歐盟談判時，就不會被歐盟太當

回事。

根據保守黨公佈的數據，截至當地

時間 2日晚，特裏莎· 梅獲得黨內 102名

議員的支援，比前一天多 16位，大幅領

先其他競爭對手。就職與養老金事務部

長克拉布、司法部長戈夫、能源部長利

德索姆各獲 21名議員支援，忝陪末席的

是前國防部長福克斯。

保守黨 330 名議員 5 日將進行秘密

投票，先從 5名新首相候選人當中淘汰

3人，接著保守黨全國 15萬名黨員將通

過郵寄選票的方式，從剩餘兩名參選

人中選出新黨魁，完成卡梅倫餘下三

年半的首相任期。最終投選結果預計 9

月 9日公佈，不過若是對手紛紛提早認

輸，特蕾薩 · 梅有望在未來兩周內就鎖

定勝局當選首相。

五個參選人 3 日齊上各大電臺宣

傳造勢。最終無論誰當選英國首相，

都將面臨英國自二戰以來最嚴峻的政

治局面。

保守黨內尚有超過 160 名議員沒有

明確表態支援哪一位候選人。

法國議會調查委員會
將就巴黎系列恐襲案發佈報告

綜合報導 法國巴黎分別發生兩起恐

怖襲擊案。襲擊共造成 147人喪生，516

人受傷。六個月前，法國議會就這兩起案

件成立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經過 190次

的問詢，試圖還原襲擊案始末。當地時間

5日，調查委員會將提交調查報告。

報道稱，這一調查委員會的主席費奈

斯（Georges Fenech）對公眾表示，該委

員會既不是檢察官也不是法官，其調查的

目的不是做出評判，也不是要譴責哪個部

門，其工作中心是儘量還原事件真相，為

法國政府今後採取防範措施提供基礎。

但恐襲遇難者辯護律師已經對法國情

報部門的疏忽提出了質疑。法國司法部

長在接受問問詢時承認，對某些嫌犯的

司法跟蹤工作做得不到家。例如，巴黎

餐館、咖啡廳、法蘭西體育場多處地點

遭襲擊後，巴黎恐襲案一個重要嫌犯薩

拉赫（Abdeslam Salah）逃跑的時曾被憲

兵隊攔下盤

查，但之後

又被釋放。

又例如，

2015 年 初 襲

擊巴黎猶太

超市襲擊事

件的槍手庫

裏巴利（Amedy Coulibaly）出獄後，當局

沒有對他實施必要的監視。法國司法部長

表示：“我們在這方面存在疏忽，今後要

設法杜絕這個現象。”

巴黎兩起恐怖襲擊議會調查委員會由

30名議員組成。他們在六個月的調查當

中，不僅詢問了司法、內政、國防和遇難

者家屬援助部四位部長，而且還問詢了情

報部門、巴黎警察局長、巴黎共和國檢察

官莫蘭等人。議會調查小組成員還多次前

往比利時。

該調查報告特別希望政府今後能夠仔

細分別特勤隊的職權範圍。例如，在首都

或大城市遭到恐怖襲擊時，國家憲兵干預

隊、反恐特勤隊、黑豹突擊隊如何分工和

配合。

法國曾經提議在歐洲範疇內對極端團

夥的出入境設立一個航空遊客登記冊。該

提議在 2016年 4月 14日通過。但提議通

過歷時數個月，在此期間，恐怖分子在

2016年3月22日襲擊了布魯塞爾國際機場

，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印尼官員呼籲東盟
應從英“脫歐”一事中吸取教訓

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貿易部部長拉蓬呼籲東盟應將英國脫歐視為

警鐘，避免重蹈覆轍。東盟各項貿易協定應不僅僅局限于精英階層，而

應更貼近於底層民眾。

據稱，東盟 10 國內部已經取消了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也將

於 2025 年前解除。拉蓬呼籲，英國脫歐警示東盟的領導人應該在

廣大群眾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各項協議和規則的制定上應該

更加親民，更加關注工人階層。避免東盟成為為精英階層服務的

組織。

東盟公共事務主任李戎戎（Lee Yoong Yoong）也表示，儘管

英國脫歐的具體影響還不明確，但它再一次告訴人們，東盟應以

自己的節奏逐步走向一體化，而不應過分關注西方國家的指示。

另外，它不僅警示東盟，還包括其他組織，不能忽視底層人民的

情緒。而東盟一直以來也堅持使人民受益的理念，保障每個人可

以同時進步。

李戎戎還指出，去年東盟與歐盟的貿易額達到了2280億美元，英國

脫歐將會影響東盟與歐盟之間的自由貿易談判，另外，英國正式脫

歐後，東盟還要單獨與英國對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

不過，脫歐的消極影響仍然存在。新加坡外交官比拉哈裏•考西坎

指出，英國脫歐對東盟一個重要的消極影響在於，它使全球經濟環境更

加艱難、更加不確定，同時也間接地增加了東盟營造有利政治條件以走

向一體化的困難程度。

想走沒那麼容易：
英國脫歐政府面臨法律挑戰

綜合報導 英國一家律師事務所宣稱，英國政府面臨法律挑戰，如

果未經國會同意，英國將無法啟動脫歐程式。

密許康得雷亞律師事務所（Mishcon de Reya）的律師聲稱，未經國

會辯論和表決授權，英國政府將不能啟動歐盟《裏斯本條約》第50條，

著手展開脫歐程式。

該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諾如茲在聲明中指出：“公投結果是無庸置疑

的，但我們須遵守英國法律執行相關程式……公投結果本身並無法律約

束力，但現任或下任首相未經國會批准便啟動第50條是不合法的。”

據悉，英國絕大多數議員主張英國留在歐盟，但這項法律程式可能

讓脫歐程式複雜化。

據報道，密許康得雷亞律師事務所代表一批未具名的客戶，在英國

公投結束後 4天便開始與政府相關部門接觸，要求政府保證不會隨便啟

動脫歐程式。如果政府不給予他們滿意的答覆，他們便會入稟法院提出

訴訟。

該律師事務所沒有公開這些客戶名字，但《法律》（Lawoyer）雜

誌說這批客戶是一批企業。

雪
中
天
文
臺
靜
謐
仰
望
天
空
：

南
半
球
的
清
涼
美
景

綜合報導 在

北半球進入盛夏之

際，位於智利的拉

西拉天文臺卻迎來

了降雪，雪景中的

望遠鏡，靜謐地

“仰望星空”。

儘管位於世界

上最為乾旱地區之

一的阿塔卡瑪沙漠

南部，這些處在智

利北部的天文望遠

鏡，偶爾仍然能夠

見到降雪。

在 ESO 發佈的

圖片中，從左到右

分 別 是 MPG/

ESO2.2米望遠鏡、

ESO1 米施密特望

遠鏡、新技術望遠

鏡 (NTT) 和 ESO3.6

米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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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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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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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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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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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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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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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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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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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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7月8日 Friday, July 8, 2016

美國寵物狗39秒咬爆100個氣球

破吉尼斯紀錄
綜合報導 美國一隻名叫 Twinkie的傑

克羅素梗在 39.08秒內咬爆 100個氣球，平

均每秒咬爆2.5個，打破了2015年由英國一

隻狗狗創下的41.67秒的紀錄。

Twinkie咬爆紅氣球的視頻一經發佈就

在網上瘋轉。它為何咬氣球如此神速？這

還得從它的媽媽說起。 Twinkie 的媽媽

Anastacia 在這方面天賦異稟。在一個聖誕

夜晚，主人家裝飾的氣球都落到了地上，

於是Anastacia就像瘋了一樣火速把它們全

部咬破。主人多裏 · 斯特裏(Doree Sitterly)

正好是一位訓犬師。他發現Anastacia在這

方面很有潛力，從此訓練它並帶它走上星

途。

Anastacia 在 2005 年創立了世界紀錄，

並在 2008年打破自己的紀錄，並保持了 7

年。同時，Anastacia 也當起了模特，上過

《Vogue》等雜誌。它甚至擁有自己的網站。

星途一片燦爛。

Twinkie是否遺傳了媽媽的“天賦”尚

不明確，但是它的成功既靠自己的努力也

靠主人專業的訓練。正如俗話說“君子報

仇，十年不晚”，Twinkie 把紀錄從別的

“家族”奪了回來。

綜合報導 美國在“獨立日”舉

辦了國際吃熱狗大賽，喬伊 · “巨顎

” · 切斯納特(Joey "Jaws" Chestnut)奪

回冠軍頭銜並刷新記錄。他在紐約科

尼島舉行的年度著名內森 (Nathan's

Famous)國際吃熱狗大賽中，在 10 分

鐘之內狼吞虎咽了 70 份熱狗腸加麵

包。

當地時間 2016 年 7 月 4 日，美國

紐約，當地舉辦吃熱狗大賽，慶祝獨

立日。

據悉，這位 32歲的加利福尼亞人

重登大胃王寶座。2015年，挑戰者馬

特· “超巨蛤蟆”· 斯通尼(Matt "Mega-

toad" Stonie)打斷了切斯納特之前八年

不敗的記錄。

斯通尼今年只咽下了 53份法蘭克

福熱狗腸，屈居第二。

當地時間 2016 年 7 月 4 日，美國

紐約，當地舉辦吃熱狗大賽，慶祝獨

立日。在今年的比賽中，須藤以十分

鐘 38.5個熱狗和麵包的記錄獲得女性

冠軍。此外，女子比賽的冠軍第三度

被米基· 須藤(Miki Sudo)摘走。她吞下

了38.5份熱狗。

切斯納特說，“今年對我來說太

棒了。我算是重新找回了自我，重新

發明瞭自我，讓我自己重振精神。辛

苦沒有白費。”切斯納特 2013年創下

了著名內森吃熱狗大賽的前最高記錄

，在10分鐘內吞吃了69份熱狗。

據悉，這場吃熱狗大賽由美國最

出名的熱狗店之一舉辦，號稱可以追

溯 100年的歷史。比賽在每年 7月 4日

的假日舉行，把美國人在獨立日這天

吃熱狗的習俗推到了極限。

多數參賽者一邊把法蘭克福熱狗

腸塞進嘴裏，一邊把熱狗麵包泡進水

裏，好幫助下咽，然後不斷蠕動，幫

助把滿嘴的肉腸送下肚腹。

而且比賽還規定，誰要是嘔吐，

便失去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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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技術首現致死車禍
美國政府宣佈調查

綜合報導 美國政府6月30日宣佈，

已開始調查使用自動駕駛技術造成的第

一起致死車禍，正“初步評估”肇事車

型特斯拉 Model S所裝配的自動駕駛系

統。隨著調查進一步深入，關於自動駕

駛技術安全性的爭論勢必愈發激烈。

十字路口
自動駕駛系統未識出白色卡車

這起車禍5月7日發生在佛羅裏達州

。當時，一輛特斯拉 Model S電動汽車

車主喬舒亞· D· 布朗正使用自動駕駛系

統行駛在一條州際公路上。

在一個沒有安裝紅綠燈的十字路口

，一輛大型牽掛型卡車突然左轉，橫在

布朗的特拉斯車前。警方報告顯示，布

朗的特斯拉沒來得及剎車，低矮的車身

直接鑽到卡車挂車底部，其擋風玻璃與

卡車相撞，車頂完全被掀起。

與卡車相撞後，這輛特斯拉持續行

駛，離開路面，撞上一道柵欄，穿過一

片田地，最後撞上一根電線桿，停在距

離公路30米外的地方。

特斯拉公司發表的聲明稱，“在明

亮的天色映襯下”，這輛Model S汽車

的自動駕駛系統顯然沒有識別出突然橫

在面前的白色牽掛卡車，沒有制動導致

事故發生。

特斯拉駕駛員、車主布朗當場斃命

，62歲的卡車司機弗蘭克· 巴爾塞沒有受

傷。巴爾塞說，事故發生時，特斯拉的

車速極快，布朗正在車載螢幕上觀看電

影《哈裏· 波特》。“他死了(電影)還在

放，還撞斷了路邊的一根電線桿。”巴

爾塞說。警方報告中沒有提到播放電影

的細節，特斯拉公司說在Model S的車

載觸屏上不可能觀看電影。巴爾塞後來

接受採訪說，自己只是聽到電影的聲音

，並沒有看到播放。

忠實粉絲
車禍前在網上曬避讓卡車視頻

45歲的布朗是特斯拉 Model S的忠

實粉絲，曾對這款電動汽車配備的自動

駕駛系統讚不絕口。

就在車禍發生前一個月，布朗還向

網路上傳視頻，記錄了在州際公路上使

用自動駕駛模式如何避讓一輛突然轉彎

的卡車。“我擁有過的最好汽車，將其

用到極致。”他寫道。

布朗曾在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服役

11年，退役後創立了一家技術公司，主

攻無線網際網路和攝像系統技術。在事

故後發表的聲明中，特斯拉沒有點名布

朗的身份，只說遇難者是電動汽車和特

斯拉的“一名朋友”。

特斯拉認為，不應該因為一起車禍

否定自動駕駛技術。“這是自動駕駛系

統行駛 2.09億公里里程以來發生的第一

起致命事故。”公司聲明說。“在美國

，每 1.51億公里就會有一起致命車禍。

在全世界，每 9656萬公里就會發生一起

致命事故。”

初步評估
不應被解讀為
政府認為有缺陷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NHTSA)

正初步評估特斯拉汽車的自動駕駛系統

。初步評估不應被解讀為政府認為特斯

拉 Model S汽車有設計缺陷，國家公路

交通安全局的一份聲明說。

特斯拉公司則強調，自動駕駛系統

只是“輔助功能”，特斯拉汽車的默認

設置是解除自動駕駛。駕駛員手動啟用

該功能時，會有語音和資訊提示要隨時

手握方向盤，必須“控制你的車輛並對

其負責”。“這個系統是一項新技術，

仍然處於市場測試的第二階段。”公司

聲明說。

特斯拉公司去年推出配備自動駕駛

系統的汽車。啟用該系統，車輛會自動

換道、增減速度甚至剎車。

今年1月，特斯拉升級了Model S的

自動駕駛系統，對其“解脫雙手”駕駛

功能增加限制條件，只有行駛在小區道

路或沒有中央隔離帶的路面才能啟用該

功能，最快時速不得超過8公里。

■新聞關注
自動駕駛安全嗎？

數據顯示，94%的車禍由人為錯誤

引發。研發並推廣自動駕駛技術的初衷

，即通過減少人為犯錯確保行駛安全。

然而，這項技術真的安全可靠嗎？

在特斯拉 Model S 汽車成為首例自

動駕駛致命車禍“事主”之前，無人駕

駛系統尤其是自動剎車技術已經多次遭

遇事故。

去年11月，豐田汽車公司召回了3.1

萬輛整車，因為誤把路面上的鐵板、鐵

塊認作應避讓物體，這些豐田汽車上配

備的自動剎車常在不必要的時候制動。

去年 9月，福特汽車公司召回了 3.7

萬輛皮卡，因為這些汽車的自動駕駛系

統在路上空無一物時也自動剎車。

美國汽車估值和研究公司凱利 · 布

魯· 布克公司分析師麥克· 哈利說，自動

駕駛技術高度依賴雷達、鐳射、電腦和

多個攝像頭感知並判斷物體形態。特斯

拉的自動駕駛系統高度依賴攝像頭，但

對於對比度不高的顏色卻難以辨別。他

為自動駕駛系統導致的第一起致命車禍

哀悼。但他認為，在這項技術不斷完善

的過程中，更多車禍和傷亡難以避免。

■倫理難題
撞死路人還是犧牲乘客？

除了技術上的局限性，無人駕駛技

術要推廣還面臨倫理難題。

新一期美國《科學》雜誌上的調查

指出，無人車由於採用自動駕駛系統，

有望讓交通事故數量減少 90%，從而造

福世界，但並非所有的車禍都能避免，

在某些撞車事故中，無人駕駛車需要作

出困難的倫理抉擇。例如，當面對犧牲

車上乘客保護路人還是撞死路人保護乘

客的難題時，無人駕駛車該怎麼決策？

研究人員在 2015年 6月至 11月間對

美國居民進行了 6次網上調查。結果顯

示，在面臨倫理難題時，被調查者普遍

認為無人駕駛車應採取利益最大化的

“功利主義”選擇，也就是選擇能儘量

減少生命損失的方案。

比如，76%的被調查者認為，無人

駕駛車選擇犧牲一名車上乘客而不是 10

名路人是更加道德的行為。但與此同時

，81%的被調查者表示，他們會選擇購

買保證車上乘客安全而不是路人安全的

汽車。

民眾對身為美國人“極端自豪”比例

降至16年最低
綜合報導 就在美國人準備慶祝“獨立

日”的時候，民調發現只有 52%的成人說

他們對作為美國人感到“極端自豪”，為

16年來最低。

蓋洛普(Gallup)的分析發現，愛國主義

熱情下降很可能“同對美國很多方面存在

廣泛的不滿意”相關。

民調分析說，在慶祝今年 7月 4日到來

的時候，大多數美國成人表示他們對於作

為美國人至少溫和地感到自豪，儘管感到

極端自豪的比例下降到16年來最低。

日前公佈的民調結果稱，美國人繼續

對國家現狀感到難堪，很可能同他們對經

濟擔憂和對公共機構缺乏信任相關。這些

很可能是愛國主義熱情下降的原因之一。

自從 2001 年 911 恐怖襲擊之後不久，

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就開始下降，儘管

2003年一度達到70%的高峰。

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在 2006年到 2013年

期間維持相對平穩，儘管那一時期經歷了

大衰退和歐巴馬當選及其第一任期。但最

近3年來，願意說作為美國人“極端自豪”

的比例下降。

愛國主義比例同人們對國家的滿意度

相關。2004年 1月，55%的美國人對於國家

現狀表示滿意，69%的人對於作為美國人

“極端自豪”。

分析稱，那是最後一次對國家現狀表

示滿意者佔多數。愛國主義熱情最低的是

自由派和年輕人。只有 34的年輕人和 36%

的自由派說他們對於作為美國人“極端自

豪”。“極端自豪”比例最高的是共和黨：

68%稱對於作為美國人感到“極端自豪”，

而在保守派中那種看法佔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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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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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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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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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泉州南安
市 石 井 鎮 的 兩 個
村——東安下（自
然村名）和院前
村，因祖先幾百
年前爭奪山地，
發毒誓永不通
婚。近日，南安
一位女大學生曉雯
（化名）表示，沒想到
毒誓阻撓愛情的事會落在自
己身上。她的家人因為這個原
因，強烈反對她和男朋友阿華（化
名）在一起，並讓他們分手。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
離，不是我不能說我想你，
而是彼此相愛，卻不能在一
起。”這句話可謂道出了曉雯的心聲。曉雯告
訴記者，她的家在南安市石井鎮東安下，而阿
華家住石井鎮院前村。高中的時候兩個人讀一

個中學，阿華
比曉雯大兩
屆。曉雯高二
那年，一次偶
然的機會他們
相識了，之後兩
人成了男女朋
友。去年國慶節
阿華當兵回來，他

們雙雙見了家長。令
他們沒想到的是，見過家

長後，聽說兩個村莊是不通
婚的，二人遭到了家長極力反

對。

女大學生為愛抗爭
“遭到家人反對後，我一直在

鬧情緒，他不顧家人反對，還毅然來福州陪我
讀書。我們一直在努力。”曉雯說，知道家人
反對後，我經常做噩夢，有一次聽同學說村子

破除了傳統，那麼久以來第一次做了好夢。
“我不清楚以前因為什麼使得兩村互不通婚，
但是我們真的想要在一起！希望得到父母家人
的祝福和支持。”
院前村與東安下只有一公里的距離，卻隔

着“婚姻的鴻溝”。兩村的村民都知道兩村不
通婚的習俗，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互不通婚的
原因。 “具體年代說不上來，可能有幾百年
了吧！”院前村老人會會長李世僑介紹，他也
是從小就被長輩告知不能跟東安下的村民通
婚。原因是院前村有一個女子嫁去東安下，由
於院前村成立較早，把附近的山地都佔領了，
而東安下只是剛成立，並沒有山地，這個女子
覺得很委屈就回老家向她父親討要一點山地用
來以後當墓地，她父親便劃出一些山地給了
她。誰知這一劃劃出問題了：大量的山地被當
時東安下的村民所佔領，大大超出了她父親給
她的範圍。院前村的村民當然不肯了，於是便
大打出手，最後雙方都發毒誓永不通婚。

■東南新聞網

盛夏時節，重慶因地理位置特殊，不少防空洞
被合理開發利用起來，吸引眾多市民前往避暑納涼。
今年重慶共開放106個防空洞供市民避暑納涼。有的
防空洞被開發利用成為了酒窖、火鍋店。圖為防空洞
裡的火鍋店生意爆棚。 ■文 /圖：中新社

防空洞吃火鍋

閩兩村爭山地 幾百年不通婚

記者從四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
日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綜合樓工地上發掘
出具有上千年歷史的皇家園林遺址。遺址為古
代著名人工湖“摩訶池”的西北角遺址，是繼
2014年發現並確認摩訶池東南界之後的第二次
重要發現。

杜甫曾泛舟摩訶池
“摩訶池”為梵語，翻譯過來是“廣大有

龍”的意思，存在於隋唐至明代，曾是古代成
都著名的中央公園和皇家園林，許多史料文獻
和詩文辭賦都對摩訶池有所記載，唐代著名詩
人杜甫也曾在此泛舟遊覽。五代時期，前蜀開
國皇帝王建改摩訶池為龍躍池，大興土木，環
池修建宮殿，成為皇家園林。

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摩訶池遺址發掘負
責人易立介紹，此次發現明確了摩訶池的西北
邊界，還出土了大量唐宋至明代的瓷器等生活
用品，以及古代的瓦當、滴水等建築材料。這
對復原古代摩訶池的方位、範圍、面積、周邊
建築的分佈情況、使用和回填的歷史面貌都有
重要價值。綜合歷次的考古發現推測，摩訶池
鼎盛時期的最大面積約1,200畝，相當於110餘
個標準足球場的大小。
“根據史料記載，摩訶池周邊還有很多著

名建築，如果確定了摩訶池的邊界和範圍，就
可以順藤摸瓜尋找到更多的遺蹟。不過因為遺
址位於成都市中心，高樓大廈林立，目前考古
發掘工作只能在一些在建工地上見縫插針地開
展。”易立說。據了解，為更好地保護、利用
摩訶池遺址，成都市政府將在摩訶池東華門遺
址的基礎上修建一個面積約50萬平方米，既有
類似於希臘雅典衛城遺址那樣的歷史觀感，又
兼有類似於紐約中央公園休閒功能的蜀都遺址
公園。 ■新華社

3D打印距骨
全球首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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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方先生今年27歲，是一名電氣工程師。
兩年前跌傷後造成距骨骨折，醫治多年無

效。方先生的距骨已經塌陷壞死，其他醫院給他
的建議是做脛—距—跟植骨融合手術，但做完這
種手術，年輕的方先生就無法再自如行走了。

患者術後行走自如
該中心主任唐康來說，手術關鍵技術在於

“骨泥”。手術中，醫生會截取一部分方先生

自身依然健康完好的骨頭，攪打成細碎的骨顆
粒，加入BMP和促骨形態發生蛋白等材料做成
“骨泥”。
而事先用鈦合金與特殊材料製成的距骨上

則留有很多微孔，把骨泥灌入微孔中後再進行
縫合，等到骨泥生長完畢，患者也就恢復了行
走的能力，輕微緩速的跑動也不成問題，只要
不進行籃球足球等劇烈運動就沒有大問題。此
外，此次3D打印的距骨在承重方面還有所側

重，在承重面的密度比非承重的密度要大，因
此不同部位採取了不同的打印方法，比如承重
輕的面採取霧化打印法等。
據介紹，這項世界前沿技術得到了多家科

研機構支持。由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牽頭，
聯合中國科學院重慶綠色智能技術研究、中國
科學院物質結構研究所等十個單位協作攻關才
得以運用。預計在經歷完四年半的科研到臨床
過程後，該項技術就可以真正來到患者身邊。

■醫生為方先生進行植入手術。 網上圖片

記者從重慶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獲悉，其骨科運動醫學中

心近日成功完成了世界首宗3D打印的距骨植入手術，患者術後可

自如行走。 ■《光華日報》及央視網

■因祖先幾百年前為爭奪
山地互毆，兩村發毒誓永
不通婚。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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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二人遭到了家長極力反

對。

女大學生為愛抗爭
“遭到家人反對後，我一直在

鬧情緒，他不顧家人反對，還毅然來福州陪我
讀書。我們一直在努力。”曉雯說，知道家人
反對後，我經常做噩夢，有一次聽同學說村子

破除了傳統，那麼久以來第一次做了好夢。
“我不清楚以前因為什麼使得兩村互不通婚，
但是我們真的想要在一起！希望得到父母家人
的祝福和支持。”
院前村與東安下只有一公里的距離，卻隔

着“婚姻的鴻溝”。兩村的村民都知道兩村不
通婚的習俗，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互不通婚的
原因。 “具體年代說不上來，可能有幾百年
了吧！”院前村老人會會長李世僑介紹，他也
是從小就被長輩告知不能跟東安下的村民通
婚。原因是院前村有一個女子嫁去東安下，由
於院前村成立較早，把附近的山地都佔領了，
而東安下只是剛成立，並沒有山地，這個女子
覺得很委屈就回老家向她父親討要一點山地用
來以後當墓地，她父親便劃出一些山地給了
她。誰知這一劃劃出問題了：大量的山地被當
時東安下的村民所佔領，大大超出了她父親給
她的範圍。院前村的村民當然不肯了，於是便
大打出手，最後雙方都發毒誓永不通婚。

■東南新聞網

盛夏時節，重慶因地理位置特殊，不少防空洞
被合理開發利用起來，吸引眾多市民前往避暑納涼。
今年重慶共開放106個防空洞供市民避暑納涼。有的
防空洞被開發利用成為了酒窖、火鍋店。圖為防空洞
裡的火鍋店生意爆棚。 ■文 /圖：中新社

防空洞吃火鍋

閩兩村爭山地 幾百年不通婚

記者從四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
日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綜合樓工地上發掘
出具有上千年歷史的皇家園林遺址。遺址為古
代著名人工湖“摩訶池”的西北角遺址，是繼
2014年發現並確認摩訶池東南界之後的第二次
重要發現。

杜甫曾泛舟摩訶池
“摩訶池”為梵語，翻譯過來是“廣大有

龍”的意思，存在於隋唐至明代，曾是古代成
都著名的中央公園和皇家園林，許多史料文獻
和詩文辭賦都對摩訶池有所記載，唐代著名詩
人杜甫也曾在此泛舟遊覽。五代時期，前蜀開
國皇帝王建改摩訶池為龍躍池，大興土木，環
池修建宮殿，成為皇家園林。

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摩訶池遺址發掘負
責人易立介紹，此次發現明確了摩訶池的西北
邊界，還出土了大量唐宋至明代的瓷器等生活
用品，以及古代的瓦當、滴水等建築材料。這
對復原古代摩訶池的方位、範圍、面積、周邊
建築的分佈情況、使用和回填的歷史面貌都有
重要價值。綜合歷次的考古發現推測，摩訶池
鼎盛時期的最大面積約1,200畝，相當於110餘
個標準足球場的大小。
“根據史料記載，摩訶池周邊還有很多著

名建築，如果確定了摩訶池的邊界和範圍，就
可以順藤摸瓜尋找到更多的遺蹟。不過因為遺
址位於成都市中心，高樓大廈林立，目前考古
發掘工作只能在一些在建工地上見縫插針地開
展。”易立說。據了解，為更好地保護、利用
摩訶池遺址，成都市政府將在摩訶池東華門遺
址的基礎上修建一個面積約50萬平方米，既有
類似於希臘雅典衛城遺址那樣的歷史觀感，又
兼有類似於紐約中央公園休閒功能的蜀都遺址
公園。 ■新華社

3D打印距骨
全球首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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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方先生今年27歲，是一名電氣工程師。
兩年前跌傷後造成距骨骨折，醫治多年無

效。方先生的距骨已經塌陷壞死，其他醫院給他
的建議是做脛—距—跟植骨融合手術，但做完這
種手術，年輕的方先生就無法再自如行走了。

患者術後行走自如
該中心主任唐康來說，手術關鍵技術在於

“骨泥”。手術中，醫生會截取一部分方先生

自身依然健康完好的骨頭，攪打成細碎的骨顆
粒，加入BMP和促骨形態發生蛋白等材料做成
“骨泥”。
而事先用鈦合金與特殊材料製成的距骨上

則留有很多微孔，把骨泥灌入微孔中後再進行
縫合，等到骨泥生長完畢，患者也就恢復了行
走的能力，輕微緩速的跑動也不成問題，只要
不進行籃球足球等劇烈運動就沒有大問題。此
外，此次3D打印的距骨在承重方面還有所側

重，在承重面的密度比非承重的密度要大，因
此不同部位採取了不同的打印方法，比如承重
輕的面採取霧化打印法等。
據介紹，這項世界前沿技術得到了多家科

研機構支持。由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牽頭，
聯合中國科學院重慶綠色智能技術研究、中國
科學院物質結構研究所等十個單位協作攻關才
得以運用。預計在經歷完四年半的科研到臨床
過程後，該項技術就可以真正來到患者身邊。

■醫生為方先生進行植入手術。 網上圖片

記者從重慶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獲悉，其骨科運動醫學中

心近日成功完成了世界首宗3D打印的距骨植入手術，患者術後可

自如行走。 ■《光華日報》及央視網

■因祖先幾百年前為爭奪
山地互毆，兩村發毒誓永
不通婚。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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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近代工業設施入遺1年
仍無介紹強徵半島居民歷史

綜合報導 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產”將迎來申遺成功一週

年。“明治工業革命遺產”共23個設施中有7個設施涉及日本強

徵 5.8萬餘名朝鮮（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半島）勞工的歷史。

日本政府曾承諾將努力向世人介紹包括朝鮮勞工被強徵等各設施

的全部歷史事實，但目前日方仍未兌現其承諾。

據報道，端島的講解員介紹，在端島多處工業設施能發現日

本的近代化成果，島上建有日本第一大混凝土建築。端島人口密

度曾一度達到東京的9倍，屋頂上有庭院，公寓樓宇間還專門打

造出休閒活動空間。

但講解員並沒有提到朝鮮勞工曾被強徵到此地勞役。講解員

講述了從 1800年代後期至 1974年三菱在該島收購煤礦並積極開

發時的相關情況，但對於“殖民統治”“強徵”“朝鮮勞工”等

敏感話題只字未提。

三菱重工則利用“端島申遺”為公司宣傳。三菱重工方面運

營往返長崎站和史料館的專線大巴。史料館展出三菱在二戰中製

作的戰艦圖片和模型，雖然大肆宣傳其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中發

揮後勤基地的作用，但隱瞞強徵朝鮮勞工的事實。

負責管理端島的長崎市政府、當地旅遊公司印發的各種資料

中也同樣沒有全面介紹歷史事實。據長崎世界遺產諮詢站提供的

相關資料，“端島全體居民像一家人一樣生活”“海底煤礦反映

煤炭產業的繁榮與衰退歷史”，但從資料中無從知曉被強徵勞工

的艱辛生活。

多年研究朝鮮勞工被強徵問題的長崎大學名譽教授高實康稔

表示，日本政府應立刻在有關設施設置告示牌，介紹朝鮮勞工被

強徵事實。日本政府之所以承諾向世人如實介紹各個設施的全部

史實，是因為其擔憂若不做出如上承諾，申遺就不會獲得成功。

這是日本政府向國際社會做出的承諾，因此必須儘快履行。

綜合報導 為迎接將於今年 9

月在日本神戶市舉行的七國集團

（G7）衛生部長會議，西日本鐵

路公司（JR 西日本）與兵庫縣警

方、神戶市消防局壹同自深夜至

清晨在新神戶車站舉行了以山陽

新幹線列車內發生恐怖襲擊為假

想的反恐演練。

據報道，演練當天， JR 員

工、警察、消防員等約 250 人參

演。演練旨在確認各單位的合

作程序，提高事件發生時的應

對能力。

演練假設從新大阪車站發車

的“光”號新幹線列車內接連發

現裝有異味液體的塑料瓶及可能

是爆炸物的可疑物品。參演人員

使用當天結束運營的實際車輛，

模擬了乘客疏導、傷員搬運、車

站內入場限制、可疑物處理等工

作。

在發現塑料瓶時，列車長表情

緊張地呼籲乘客“請冷靜疏散”，

並將乘客引導至其他車廂。身穿橙

色防護服的消防員救助車內傷員，

並檢查了塑料瓶。

對此，JR西日本表示：“今後

將繼續加強新幹線的安全機制以及

與相關單位的合作。”

印尼發生自殺炸彈襲擊
總統下令追查恐怖分子網酪

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中爪哇梭羅上午

傳出自殺炸彈攻擊，炸彈客在警察局前引

爆身上炸彈當場死亡，還造成 1名警察受

傷。老家在梭羅的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已

指示警方立即追緝行兇的恐怖分子集團。

印度尼西亞警方證實，1名騎乘摩托

車的男子上午7時35分左右接近梭羅市的

警察局，企圖進入，但遭到警員攔查阻

擋，這名男子隨即掉頭離去，警員追趕

上去，男子引爆身上炸彈當場死亡，並造

成警察受到輕傷。

佐科表示，他已指示警方追查並逮捕

與這起案件有關的恐怖分子網絡。

此外，佐科也呼籲所有印度尼西亞民

眾不要害怕，共同對抗恐怖行動。由於今

天是伊斯蘭齋戒月最後壹天，他也呼籲印

度尼西亞民眾保持冷靜，如此才能站在優

勢地位，不害怕面對恐怖分子。

1月 14日，雅加達市中心發生炸彈襲

擊案，造成 8人死亡、20多人受傷，死者

當中 4人是襲擊者。警方指這起恐襲案與

IS有關，軍警事後已高度戒備。

印度尼西亞研究恐怖主義的學者裏德

旺（Ridlwan Habib）認為，這起自殺炸彈

攻擊案是“伊斯蘭國”（IS）號召全球聖

戰士在齋戒月期間發動恐攻的壹環。

裏德旺指出，炸彈客在梭羅發動攻擊

也是對印度尼西亞政府的羞辱，因為印度

尼西亞總統佐科的故鄉就是梭羅。

印度尼西亞新任警察總長狄托（Tito

Karnavian）日前表示，印度尼西亞正面臨

第二輪恐怖攻擊威脅。雖然恐怖組織基地

組織的勢力衰弱，但這並不意味恐怖主義

在印度尼西亞的威脅解除。

他說，IS的出現使印度尼西亞處於第

二輪恐怖威脅，特別是 IS擁有巨大的全

球性恐怖網絡，許多外國公民甚至投身加

入 IS。

日本舉行新幹線反恐演練
數百人參與演習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大選投票結

束後，聯盟黨與工黨所獲席位非常

接近，導致大選出現“難產”局

面，作為反對黨的工黨及其領導人

肖盾仍有很大希望帶領工黨重回執

政黨寶座。為爭取更多獨立議員或

小黨派支持，肖盾及工黨團隊啟動

了“勝利巡演”。

據報道，肖盾與他的競選團

隊前往位於西悉尼的工黨獲勝選

區，向支持者們發表勝利演講。

在演講中，肖盾指責特恩布爾的

“雙重解散”舉措動搖了國家的

政治與經濟根基，並要求特恩布

爾立即下臺。

肖盾在演講中指出，在聯盟黨政

府領導下，國家進入癱瘓狀態，而特

恩布爾應對此承擔主要責任。“他讓

原本就已崩壞的情況變得更遭，特恩

布爾到底在想什麽，難道他認為其所

謂的改革方案僅靠兩三個單壹民族黨

（One Nation Party）參議員就能取得

成功？這真的是異想天開。”

肖盾還說，“特恩布爾顯然不

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坦白說，我認

為他應該辭職，因為他制造了國家

的動蕩。”

此外，肖盾還在 10 頻道的電視

欄目“The Project”中亮相，開始時

他的精神狀態看起來相當不錯。不

過，當主持人拋出有關工黨在大選

日的階段性成功是源自某種“欺詐

性支持”時，肖盾的表情瞬間轉為

嚴肅。

他回道：“絕不可能。任何競選

活動都不會采用這種手段。”據悉，

昆州選民被指收到可能來自Medicare

的短信，短信警告稱聯盟黨將對

Medicare進行私有化。肖盾還表示，

“如果特恩布爾抱怨他在大選中失利

是因為壹條短信，那麽他在此次大選

中真的是壹無所獲。”

此外，由於在大選日被發現熱狗

吃法“不標準”，肖盾招致了大量網

民的調侃，甚至被嘲諷“不配做澳大

利亞人”。因此在當晚的節目中，肖

盾用實際行動來扭轉受損的個人形象

，向觀眾展示如何從正面吃熱狗。壹

位網民表示，“我們現在就讓他當總

理吧！”

據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AEC）

發布的實時數據，截至發稿前聯盟黨

與工黨所獲席位分別為64與69，仍有

6個席位未決出勝負。

澳大利亞工黨黨魁重啟“勝利巡演” 籲總理下臺

（中央社）外交部今晚表示，網路流傳越
南廣平省今天中午發生抗議事件，經查證附近
的台塑河靜鋼廠一切正常，但為求謹慎已請當
地台商提高警覺。

今天晚間網路流傳文章，廣平省的民眾今
天中午發生抗議台塑河靜鋼鐵，現場估計有
2000人，發生衝突後聽說有人受傷送醫，且文
章還連結一段群眾聚集的影片。但外交部表示

，經駐處向河靜鋼廠查證，今天一切正常，並
未發生抗議事件，人員均安。

據了解，廣平省距河靜鋼廠約50公里，當
地並無台商會組織，所以即使有抗議也非針對
台商，但駐處已透過緊聯絡機制傳達訊息，請
旅居當地台灣民眾提高警覺。

至於影片的部分，外館另洽越南政府並無
法確認真偽。

網傳越南抗議再起 外交部籲台商提高警覺

（中央社）國民黨立法院
黨團今舉行黨團總召選舉，由
國民黨立委廖國棟當選，廖國
棟受訪時說，未來黨團運作，
前線作戰會交給書記長，他會
負責結合大家的意見，善盡整
合的能量。

國民黨團今天召開黨團大
會，並舉辦黨團總召與首席副
書記長的選舉，因首席副書記
長僅王育敏一人參選，會中所
有藍委鼓掌通過，由王育敏當
選。總召則是由廖國棟以 20
票的票數，贏過另一位對手陳
學聖的 13 票，當選黨團下會
期總召，任期1年。

廖國棟表示，未來黨團的
運作，原則上在他的任期中，

前線作戰完全會以書記長為主
，總召的工作是以徵詢及結合
所有立委意見，未來任何法案
只要有一個國民黨的立委有意
見，就會透過其他方式，去協
商、修正，來善盡整合平台的
能量；而總召除了整合所有立
委的意見之外，同時肩負了與
黨中央在意見調和的平台。

若與黨中央想法不一致時
，廖國棟表示，還是強調黨團
自主，這也是為什麼要選總召
最主要的原因，將來真的遇到
這樣的狀況，會以黨團大會的
意見為主，與黨中央來溝通與
協商。

記者詢問，民進黨有意在
臨時會通過不當黨產條例草案

與廢止紅十字會法，黨團該如
何因應？廖國棟說，對於黨產
部分，黨內意見還有點多元，
需要一點時間，黨中央有其角
度與高度在看這件事，而他們
是站在民意這一方，所以他擔
任總召，一定會以民意為依歸
。

至於什麼是民意，他說，
在黨內較多的意見，就如黨團
在3月時的決議，讓 「黨產歸
零，是我們黨團目前的意見」
，有待與黨中央再進一步的協
商討論，不可以黨中央與黨團
有不同的意見，一定會想盡辦
法讓兩邊能夠一致。

當選藍營總召 廖國棟：善盡整合能量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今天表示，去年
「馬習會」，談及兩岸合作共享史料、共修戰

史， 「我們贊成」，但要有條件，應該雙方檔
案公開、不設禁區、自由寫作。

馬英九上午出席 「抗日戰爭時期之蔣介石
先生新書發表會」，肯定政治大學出版，令人
振奮。

馬英九說，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
模最大、死傷最多與影響最深遠的民族保衛戰
；官兵傷亡 322 萬人，268 名將領殉國，百姓
死傷在2000萬人以上，大小戰役超過4萬次。

馬總統說，去年是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
政府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相關史實也逐漸受
到重視，且也發現很多新的題目與領域可以繼
續研究，相當振奮。

馬英九提及，去年他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在新加坡會面，談及兩岸合作共享史料、共修
戰史， 「我們贊成」，但要有條件。

他認為，雙方都要公布政府的檔案，不能
有禁區，且必須要能自由寫作，因為，歷史不
是海峽這邊才能寫，一定要合作，但過去合作
經驗不是很成功。

（中央社）國防部長馮世寬今天針對海巡
艇撤離太平島海巡艇表示，應該是要防颱而非
撤離，不是不保衛國家，而是在颱風中無法進
行戰爭，所以才撤離，相關問題應向海巡署釐
清。

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將於12日公布南海
仲裁案裁決結果，親民黨立委周陳秀霞今天在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質詢指出，美中強勢
因應南海仲裁案，但今天媒體卻報導海巡署將
佈署在太平島的兩艘百噸海巡艇撤回台灣，這
樣對不起國人。

馮世寬表示，應該是要防颱，而不是撤離
，這兩個任務不一樣，不是不保衛國家，而是
在颱風中間無法進行戰爭，所以才撤離。但他

說，這件事不是國防部下令，要請問海巡署。
周陳秀霞指出，過去越南就是趁颱風來時

，國軍撤守，而佔據敦謙沙洲至今，並積極建
設，若越南跟菲律賓趁颱風天佔領太平島，國
防部有因應對策嗎？

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助理次長章元勳表
示，對太平島主權的行動及相關的計畫，和這
段時間進行的情偵監，不可同日而語，國防部
會持續掌握，做好該做的工作。馮世寬也說，
國防部都有應變計畫，且太平島上有駐守海巡
署的官兵，有基本防衛武力。

但擔任主席的國民黨召委江啟臣卻質疑，
颱風是向台灣來而非太平島，海巡為何要撤？
對此，馮世寬說，相關問題應向海巡署釐清

海巡艇撤離太平島
馮世寬：應問海巡署

馬英九：贊成兩岸共享史料但要有條件

馬英九洪秀柱相見歡
「抗日戰爭時期之蔣介石先生新書發布會」 7日在政治大學舉行，前總統馬英九（前左）與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前左2）都應邀出席，2人短暫晤談後前後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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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針對雄三飛彈
誤射，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今
天表示，飛彈是向大陸方面發
射的 「簡化說法」並非事實；
面對重大緊急事件，兩岸現有
溝通聯繫機制應該有效運行，
不應設置前提。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今天舉
行例行記者會，陸委會副主任
委員兼發言人邱垂正被媒體詢

及雄三飛彈誤射一事，作上述
表示。邱垂正並強調，事件發
生後，政府同步通報其他周邊
國家與中國大陸，沒有誰先誰
後的問題。

邱垂正說，飛彈是向大陸
方面發射的 「簡化說法」並非
事實。陸委會不願升高兩岸雙
方不必要的猜忌，1 日當天透
過海峽交流基金會向大陸通報

，內部也在做各種文書作業，
可能有耽擱了一些時效，也在
檢討精進中。

邱垂正表示，陸委會 1 日
中午就得到要對大陸通報的訊
息；此外，總統蔡英文在 2 日
作出的六點裁示，陸委會 2 日
當天也透過既有的聯繫溝通機
制通報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
公室， 「且對方是有收到的」

。
邱垂正指出，整體上中國

大陸的反映是低調克制的，相
關媒體、學者、網民也沒有過
度反應，政府評估此事不致對
台海區域情勢與兩岸和平穩定
現狀帶來衝擊。

他強調，這件事凸顯兩岸
聯繫溝通機制的重要性，避免
兩岸不必要的誤解誤判，一定

要讓現有機制有效運作。
至於有專家建議，兩岸應

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陸委會與
大陸國台辦也應設置專門查證
機制。邱垂正表示，兩岸軍事
互信機制涉及許多敏感的議題
，目前在國內尚無共識之下，
現階段不存在推動條件。

針對陸委會與大陸國台辦
的專門查證機制，他則說，現

有的溝通聯繫機制能有效運行
，就能避免不必要的誤判誤解
，若該機制無法有效運行，其
他各種避險與緊急機制也會遇
到相同問題。

邱垂正重申，面對重大緊
急事件，兩岸應該保持既有的
溝通聯繫機制有效運行，不應
該設置任何前提，才能避免不
必要的誤判與誤解。

雄三案 陸委會：兩岸聯繫不應設前提

（中央社）美國今天表示，正將來自前總統陳水扁家人在美國兩處房地產出售
所得的約150萬美元歸還台灣。台灣政府聲稱這兩處房地產是陳水扁家人以賄款購
得。

路透社報導，美國司法部和移民暨海關執法局在聲明中說，根據此案訴狀，在
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元大證券在 2004 年向陳水扁的妻子吳淑珍行賄2 億新台幣
（約600萬美元）。

聲明中說： 「前第一家庭利用香港和瑞士銀行帳戶、空殼公司和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St. Kitts and Nevis）一家信託轉移所需賄款，購買維吉尼亞州凱斯威克
（Keswick）和紐約的房產。」

在維吉尼亞州與紐約地區法院2012年10月對這兩處房產進入最後沒收判決後，
美國政府以約150萬美元出售這兩處房產。

售陳水扁家人在美房產 美還台150萬美元

（中央社）颱風尼伯特來勢洶洶，總統蔡英文今天首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視察。總
統提到國軍救災整備和資源調度以及土石流警戒發布和民眾疏散撤離狀況，並呼籲各地
政府可協助撤離民眾。

颱風尼伯特來勢洶洶，面對上任後首颱，總統蔡英文下午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視察
，聆聽各部會防災準備，並了解各地防災準備工作狀況，行政院長林全則陪同在旁。

蔡總統聽完內政部長葉俊榮簡報後表示，希望了解國軍支援和整備作業是否完整，
已先聽過國防部長簡報，以及相關部會針對土石流警戒發布和民眾疏散撤離狀況。

總統表示，颱風襲台，撤離工作非常重要，應要嚴肅面對，地方撤離部分，有國軍
反映希望地方民眾配合撤離決定，但有些民眾不想過早離開家，在地國軍協助或做成判
斷，務必就要執行撤離任務，也呼籲地方政府和民意代表要勸導民眾撤離。

她也提到，中央和地方單位已嚴正以待，並呼籲第一線防災救災人員注意安全。

颱風尼伯特襲台 總統：注意疏散撤離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宣示10
月將啟動司法改革會議，民進黨內
傳出司法院正副院長人選為前行政
院長蘇貞昌、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許
志雄搭檔，但蘇貞昌女兒蘇巧慧否
認，許志雄不予回應。

司法院現任大法官 15 人，其
中5位大法官今年10月31日任期屆
滿。蔡總統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規定，提名5位大法官人選
，並咨請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總統府已核定設置 「民國 105
年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審薦小組」，
廣納優秀適任人選，明天是接受各
界推薦的最後截止日期。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
建銘下午受訪表示，立法院這個會
即將於 15 日結束，是否召開臨時
會近期內將盡速討論決定，臨時會
是否行使大法官人事同意權則尚未
做成最後決定。

對於外傳蘇貞昌將接任司法院

長推動司法改革，女兒蘇巧慧受訪
表示，沒有這件事情、沒被真正徵
詢過，再者，蘇貞昌說過，為國家
做事不需要任何職位。

外傳司法院副院長人選許志雄
對此不予回應，不過，民進黨人士
表示，許志雄擔任民進黨智庫司法
改革小組召集人，對於司法改革工
程，出身學界又曾任行政院政務委
員，理論實務兼具，蘇貞昌搭配許
志雄推動司法改革是不二人選。

強颱尼伯特逼近 石門水庫排洪調水位
強颱尼伯特逐漸接近，受到可能帶來豪雨，石門水庫7日上午8時開啟洪隧道排洪

，降低水庫水位。

颱風掀長浪 國軍進駐備戰
強烈颱風尼伯特直撲台灣，暴風圈涵蓋台東，駐守太平營區陸軍單位7日進駐

危險區域。

司法院傳蘇許配 蘇營否認許志雄不回應

颱風尼伯特來襲 南投應變會議
南投縣政府7日召開防颱應變會議，縣長林明溱（右）、副縣長陳正昇（中）等人

主持，林明溱呼籲縣民儘速做好防颱準備，疏通排水溝、妥善固定雜物及招牌，颱風來
襲時勿外出。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今天下午視察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對目前土石流警戒區，僅1/3
居民完成撤離感到憂心。她說，國軍、各地方
政府、民代務必一起勸導民眾，避免災害發生
。

蔡總統下午4時視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並聽取各單位簡報，得知警戒區應撤離居民
3000多人，現在卻只成功撤離1000多人時說，
風雨逐漸增強，內政部發布的土石流警戒區，
居民撤離很重要，大家須嚴肅面對，拜託各地
國軍、地方政府、民代嚴陣以待，務必讓所有

人順利撤離。
她表示，未來24小時是關鍵，需要各單位

群策群力，謹慎且嚴肅面對，這次颱風是非常
大挑戰，整合中央、地方、民間等資源，第一
時間作出反應，就是災害應變中心要做的事情
， 「在第一線的國軍兄弟姊妹、警消人員，辛
苦了，此時你們是安心的力量，不要鬆懈，但
也要注意個人安全。」

蔡總統隨後也逐一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人
員握手打氣。

颱風來襲 蔡總統盼警戒區居民盡快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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