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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綜合報導）美國西岸許多民眾昨晚目
擊夜空出現神秘白光，紛紛在社群網站貼出
影片分享，美國軍方今天表示，中國大陸的
「長征七號」火箭正好於大約相同時間在加

州附近重返大氣層。
美聯社報導，美軍戰略司令部（Strate-

gic Command） 發 言 人 齊 根 霍 恩 （Julie
Ziegenhorn）表示，長征七號在美國中部時
間晚間11時36分重返大氣層。社群媒體就是
在約略同時出現許多網友貼文，表示在內華
達州、猶他州和加州看到白光掠過天際。

齊根霍恩不願說明長征七號這次重返大
氣層是否曾對地面上的人構成危險，她建議
記者若有任何問題可詢問中國當局。

麻州劍橋市哈佛史密森尼天體物理中心
（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的天文學家麥道威（Jonathan McDowell）
告訴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進入大氣層的應該是6
月25日發射的長征七號火箭，火箭主體可能
燃燒殆盡，但也許有些小碎片落到地面。

有些人認為這次出現的神秘光點是幽浮
（UFO），但國家廣播公司電視網洛杉磯台
（NBC Los Angeles）報導，擔任加州格里斐
斯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長達45年的
克魯普（Ed Krupp）潑冷水說，天空出現發
光物體時，通常大都是自然事件，可能是太
空殘骸或是流星。

美西夜空神秘白光 疑陸火箭重返大氣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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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and Chinese militaries have reduced the 
risk of encounters between them hav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 top U.S. official said on Monday, 
while China reiterated it would not accept interfer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incidents in recent years, 
most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where the 

“They said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safety because 
so many 
terrorist attacks 
have happened 
in recent 
months,” she 
said. “Some 
of them didn’t 
go anywhere 
this summer, and some chose other destinations like 
Australia.”
Last year a record 120 million mainlanders headed 
overseas, with the number going to Germany up 70 
per cent, Italy 41 per cent and France 48 per cent, 
according to Neil Wang, greater China president of 
consulting firm Frost & Sullivan.
But that momentum is reversing rapidly.
“As a result of the series of terror attacks in France, we 
expect that there will be a dramatic slide in mainland 
tourists there this year,” he said.
But thanks to Brexit and the fall in value of the pound, 
the number of mainland tourists heading to Britain is 
expected to be up by half this year, propelling it ahead 
of France and Italy, Wang said. (Courtesy http://www.
scmp.com/news/china)

could kill off 
smaller agencies 
specializing in 
Europe.
That’s because the 
repeated outbreaks 
of violence 
have shaken the 
confidence of 
many Chinese 
tourists.
Qin Danfeng, 
an office worker 
from Shenzhen, 

said she would have cancelled her trip to Germany if 
she could have got a refund on her bookings.
She said that while in Germany anxieties about the trip 
took some of the shine off the holiday.
“My parents told me not to talk to strangers and they 
chatted to me on WeChat every day to make sure that 
I am safe,” Qin aid.
Dropping pound, more favourable visas will 
spark rise in Chinese tourist numbers to UK.
Sun Huili, a Shanghai primary school teacher who 
returned home on Sunday from her 10-day visit to the 
Czech Republic and Austria, said she went to France, 
Italy and Switzerland last summer with 10 of her 
friends, but only one wanted to set foot with her in 
Europe this year.

United States has accused Chinese military ships and 
aircraft of coming dangerously close to U.S. forces.
Visit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Susan Rice 
sai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had reduced risks 
and the United States valued progress in improving 
military-to-military ties.
"Our military leaders communicate more frequently 
and more directly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past," Rice said 
in a meeting with a vice chairman of China's powerful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Fan Changlong.
"While our forces operate in closer proximity to each 
other, the risk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has gone 
down thanks to the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that our two sides 
have put in pla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increasingly been at odds over 
China's claims to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waterway through 
which $5 trillion of trade moves 
annually,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sought to assert its right 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China has stepped up its rhetoric in defense of its 
claims since an international court ruled this month 
that China did not have historic rights to the waters, 
raising concern that China would assert its position 
more forcefully.
There have been two close contacts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since last month alone, with the U.S. 
accusing China of shadowing an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f unsafely intercepting 
a spy plane in the East China Sea, where China has 
competing territorial claims with Japan.
China said it was conducting routine operations in line 

with laws and rules.
Fan also emphasized the need 
to deepen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alculation".
But he also dismissed any notion that 
China would bow to pressure when 
it came to protecting its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not yield 

to outside pressure," he said, the defens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after the meeting.
Fan said relations between their militaries faced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which, if not properly 
handled, would "disturb and undermine" progress.
He said the deployment of an anti-missile system in 
South Korea would impact mutual trust. The United 
States is deploying the system in South Korea to 
protect it from North Korea. (Courtesy www.reuters.
com/article) 

A string of terrorist attacks in Europe has dampened 
interest in the continent among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a fast-growing segment of the travel industry.
The number of mainland tourists travelling to Europe 
was up 32 per cent to 4.78 million in 2015, with 
growth strongest among those heading to Germany 
and France.
But that was before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November 
13 when at least 130 people were killed and many 
more wounded.
Since then, Chinese interest in France has been on the 
wane.
France issued just 320,000 visas in China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is year, a drop of 15 per cent from the 
same time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French embassy 
in Beijing.
Even more Chinese tourists will be deterred from 
once must-see destinations by the killings in Nice, the 
Munich shooting last week and the knife attack in a 
Normandy church, according to analysts and travel 

agents.
Chinese 
police join 
Italian 
officers to 
patrol tourist 
hotspots in 
Rome and 

Milan Ctrip.com, 
China’s major 
online travel 
agency, said 
more travelers 
were shifting 
their sights to 
other parts of the 
continent.
“Since the terrorist 
attack [in Paris] 
last year, many 
tourists have 
looked to Eastern 
European routes such as Hungary and the Czech 
Republic or Nor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Finland and Sweden,” Ctrip.com said.
Partly as a result, tour packages to France were now 
1,000 yuan to 2,000 yuan cheaper, Ctrip said.

“Since the terrorist attack [in 
Paris] last year, many tourists have 
looked to Eastern European routes                                           

such as Hungary and the Czech Republic.”
A manager with another big online travel agency said 
turnover at his business for European routes doubled in 
2015 but had since ground to a halt.
He said his firm’s overall business was fine because it 
offered trips to 150 countries but the terrorist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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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aval Shi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Susan Rice (L)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as she arrives for 
a meeting at the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 in Beijing, 
China, July 25, 2016.(Photo/Reuters)

U.S. Praises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With Chinese Military

Chinese   To urists  Avoiding Western Europe 
As Holiday Destinations

French  E mbassy  I n Beijing  I ssues  F ewer  V isas  In Wake Of Terror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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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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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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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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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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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昨
天公開呼籲俄羅斯找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
消失的電郵，引起軒然大波，他今天為了平息這
場風波，表示他這番話是諷刺性質。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路透社報
導，川普在福斯新聞（Fox News）今天早上播出
的訪問中說： 「當然，我是在挖苦。」

「但是，那些被（希拉蕊）刪除了的 3 萬
3000 封電郵，真正的問題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的那些電郵
說 了 些 什 麼 。 」 他 指 的 是 「維 基 解 密 」
（WikiLeaks）日前公布的電郵。

「你看看那些電郵說了些什麼，真是可恥，
可恥。」

「維基解密」22日公布民主黨全國委員會7
位高層收發的1萬9千多封郵件，其中至少兩封
暗示黨曾試圖壓制聲勢鵲起的希拉蕊初選對手桑
德斯。

川普昨天在佛羅里達一場造勢活動上說，
「俄羅斯，如果你們有在聽的話，我希望你們能

找出（希拉蕊）那3萬封消失的電郵」。
希拉蕊陣營批評，川普鼓勵外國勢力以間諜

活動介入美國政治、已是國安問題。
希拉蕊任職國務卿期間，以私人電郵伺服器

處理公務，共收發6萬多封電子郵件，她離任後
將半數交回國務院，其餘約3萬封均以 「私人郵
件」為由，聲稱全數刪除。

籲俄找希拉蕊電郵 川普：只是挖苦話

（綜合報導） 「富比世雜誌」（Forbes）報
導，全美最大網路零售業者亞馬遜公司財報利多
激勵股價大漲，創辦人與執行長貝佐斯首度躍居
世界第3大富豪，身價超越美國股神巴菲特。

美東時間今天下午5時，貝佐斯（Jeff Bezos
）的資產總額估計達到665億美元，而擔任波克
夏哈薩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董事長
的巴菲特（Warren Buffett）財產為649億美元。

路透社報導，52歲的貝佐斯擁有亞馬遜公司
（Amazon.com Inc）18%股權，而公司的股價自
2月初以來大漲約50%。亞馬遜今天盤後公布第2

季財報，表現優於預期，盤後交易股價持續走高
。

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共同創辦人比
爾．蓋茲（Bill Gates）仍是世界首富，資產多達
777億美元；擁有颯拉（Zara）等知名服裝品牌
的 西 班 牙 大 企 業 Inditex 集 團 創 辦 人 奧 蒂 嘉
（Amancio Ortega）名列第2，資產727億美元。

臉書公司（Facebook Inc）共同創辦人和執
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排名第5，資產
540億美元。

亞馬遜執行長超越股王 成世界第3富豪

（ 綜 合 報 導 ） 聯 合 國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WMO）今天指出，最近堪稱歷來最強烈之
一的聖嬰現象（El Nino）已結束，但在未來
數月，可能由反聖嬰現象（La Nina）取而代
之。

世界氣象組織說： 「2016 年初顯示有強
烈聖嬰現象的大氣指數，已在6─7月重新接
近平均值。」

聖嬰現象會影響降雨模式，造成乾旱與

洪水。
在這種現象消退的同時，一般都會跟著

出現名為 「反聖嬰」現象的太平洋寒流，而
這通常會使整個地球的降雨量、風暴和降雪
量增加。

世界氣象組織說： 「今年第三季可能會
醞釀出反聖嬰現象，但力道可能較弱，不致
於如同2010─2011年的中度到強烈反聖嬰現
象。」

WMO：聖嬰消退 恐將有反聖嬰現象

（綜合報導）西班牙代理總理拉
荷義宣布，國王菲利佩六世今天指派
他承擔籌組新政府的棘手任務，希望
化解經過2輪選舉仍無確切結果造成
的7個月政治癱瘓局面，但他承認仍
然可能失敗收場。

看守總理拉荷義（Mariano Rajoy

）在記者會表示，菲利佩六世（King
Felipe VI）詢問他是否有意領導組織
政府，他已 「接受這項任務」。

西班牙去年 12 月 20 日舉行選舉
，沒有任何政黨贏得國會多數議席，
其後就無法成立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政
府，主因是公民黨（Ciudadanos）與

「我們可以」黨
（Podemos）崛起，動搖了西班牙長
久以來的兩黨制。

由於各敵對政黨始終無法克服彼
此間的歧見，結盟共組政府的努力也
難以成功，因此今年6月再次舉行選
舉，但結果仍然差不多。

拉荷義領導的保守派人民黨（PP

）自2011年起執政，在6月26日的大
選只贏得國會 350 個議席中的 137 席
，雖然領先其他政黨的差距大於去年
12月的選舉，但仍未能跨越176席門
檻取得過半優勢。

他必須由其他政黨獲得足夠支持
，才能推動組成聯合政府，或是透過
國會的信任投票組成少數政府，不論

是靠其他政黨票支持或是棄權。
不過，拉荷義面臨艱難挑戰，因

為其他政黨大多已宣布不會支持他。
他表示將會盡力而為，但承認 「並非
一切都操之在我」。

如果他籌組政府失敗，西班牙可
能得再舉行第3輪選舉。

西班牙代總理受命組政府
恐仍可能失敗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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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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dra

2017Camry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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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盼華推動G20帶領經濟脫困
9月杭州峰會 三大期待三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海巖、朱燁 北京報道）2016年二十國集

團（G20）杭州峰會即將於9月初登場，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領銜全球經濟

治理的頂層設計。外交部原副部長、G20前協調人何亞非28日在北京指

出，世界對中國的峰會有三大期待：第一，期待中國能夠推動G20帶領世

界經濟走出長期低迷的困境；第二，在G20轉型方面有實質性的行動，讓

它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而且有比較強的決策和諮詢能力；第

三，希望G20能夠繼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

中國作為主席國主辦G20峰會，既有機
遇也有挑戰。在何亞非看來，其中，

主要面臨三大挑戰：第一，如何實現世界經
濟的可持續增長；第二，G20本身的轉型；
第三，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他說，這也是
中國深入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的歷史性的挑
戰和機遇。

讓G20成全球治理首要平台
除了三大挑戰外，何亞非認為，G20當

前還有三個問題要克服。第一協調的問題，
第二執行力的問題，第三領導能力的問題。
他認為，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和全球治理的缺
乏，跟經濟全球化，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不斷
擴大存在根本性矛盾。此外，全球治理主導
權的失衡，以及隨着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
的負面效應的積累，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
主要的國家，反全球化的思潮、民粹主義的
思想在上升。
目前，中國已進入世界體系的核心，

今年又辦G20峰會，何亞非認為，世界對
中國的峰會有三個期待：第一，期待中國
能夠推動G20帶領世界經濟走出長期低迷
的困境；第二，在G20轉型方面有實質性
的行動，讓它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
台，而且有比較強的決策和諮詢能力；第
三，希望G20能夠繼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
的改革。

倡設秘書處提高工作效率
此次杭州峰會的主題是世界經濟的強

勁、包容、可持續發展等，那麼怎麼樣能夠
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何亞非認為，首先要
解決的是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金融
政策的協調。他說，現在主要經濟體的經濟
政策、貨幣政策，其實是互相踩腳，G20能
不能解決協調問題，能不能讓財政部長、央
行行長的機制真正發揮作用，起到監督、協
調的作用，而主要經濟體在制定本國的經濟
金融政策的時候，也要考慮它的溢出效應。
在具體政策上，何亞非強調，要重視就

業和增長的關係，特別是青年的就業。他
說，增長、就業、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它的
核心是經濟增長，關鍵是就業，最後是實現
最終的發展目標。
在談及G20轉型時，何亞非認為，中國

可以推動G20設立一個秘書處，縮小和聚焦
議題範圍，提高工作組研究小組的效率和相
互協調問題，加強領導的核心，建立一個常
設的、核心的機制。他說，“說得好沒有
用，俗話說沒有核心就沒有行動。”

建大宗商品價格穩定機制
至於全球治理改革方面有什麼可以做

的。何亞非認為，可以考慮進一步深化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貨幣基金的改革，
可以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範圍，
是不是可以讓其成為真正國際上流通的儲備
貨幣。此外，還可以考慮建立大宗商品價格
穩定的機制，以及能不能克服全球治理碎片
化，適當整合現有的自貿區的協定和各種各
樣的區域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海巖、葛
沖 北京報道） 28日在“G20與中國”國
際研討會暨G20研究系列智庫專著發佈會
的現場，來自英國、俄羅斯和瑞士的智庫
專家對即將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表達了
期待。他們希望，在成員國個體利益紛繁
複雜的情況下，中國能真正助推G20成為
全球經濟治理和良性世界秩序的有效平
台，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迷。同時他們也
指出，只有發展中國家真正團結起來，才
能為國際經濟體系中存在的缺陷找到解決
方案。
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

長、人大重陽高級研究院John Ross表
示，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全球經濟是多
麼集中化，甚至全球GDP的50%只集中
在5個主要國家，而其中中美兩國又可謂
是重中之重。
他認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

一直保持着較高速度的增長，而美國在
過去15年間的經濟增速卻微乎其微。他
建議，世界經濟體應該學習中國“國家
投資”的方法，以彌補經濟危機後“私
人投資”迅速下降的缺口。“美國一向
認為國家投資是不好的，只有私人投資
才是健康的，然而去掉房地產，美國去
年的私人投資是零增長。”他說，“亞
洲發展迅速的中國和印度，分別以私人
投資約3%和負數的增速以及國家投資
23%和21%的增速引領着國內GDP的增
長。”
俄羅斯蓋達爾經濟政策研究院學

術主任、俄羅斯G20專家委員會常務
理事Sergey Drobyshevskiy 與瑞士南方中心金融
和發展高級顧問Manuel Montes均認同，G20內
部由於成員眾多且立場多樣化，極易導致興趣
點和利益點發生衝突。對此，Manuel Montes表
示，要找到共同基礎、發現重要問題，最關鍵
要將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只有團結，才能
應對G20改革中遭遇的阻撓，團結才能使G20
討論更多包括SDR在內的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葛沖、朱燁 北京報道）在全球
增長乏力的背景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在
“G20與中國”國際研討會上表示，中國應推動形成新的全球
化，這有可能成為今年中國G20峰會的最大亮點。

陳文玲認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同步進入新常態，中國和
世界經濟走勢呈“雙L型”，如何使世界經濟走出低迷，尋找新
動能、新動力、新機制、新局面，是擺在全球面前的問題。

要改變西方主導的舊規則
“現行的經濟規則、體制安排，由西方國家主導，對大多數

發展中國家極其不利，而現在到了改變舊規則、舊體制、舊機
制，形成新動能、新規則、新機制的時候了。”陳文玲表示，今
年中國G20峰會或有所突破。
陳文玲建議，中國要推動形成新的全球化，來替代過去的全

球化。“過去的全球化是通過自主全球化、商品流通全球化、貿
易的全球化等若干個方面的經濟全球化來形成的，新的全球化要
通過新的理念、新的規則、新的機構、新的機制來形成。”
陳文玲舉例說，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就是要通過一種

全新的理念來改變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外交的格局，形成
一個對於沿線國家和地區都更加公平的可以攜手共建、共享、共
贏的格局，中國應舉起新全球化的旗幟，倡導人類更加公平、更
加公正、更可持續發展的新全球化。

英
俄
瑞
智
庫
望
中
國
助
G20
改
革專家倡中國推動新全球化

■“G20與中國”國際研討會暨G20研究系列智庫專著發佈會
現場。 記者朱燁 攝

■Sergey Drobyshevskiy
■Manuel Montes

記者朱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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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家在象牙海岸辦起水稻種植班

“頃頃紫芒搖七月，穰穰玉糝杵西

風”。一堂關於水稻機械化技術實踐的實

地教學課程在象牙海岸的“格格杜墾區”

進行。與普通培訓課程不同的是，課堂從

教室搬到了田間地頭，老師是從中國遠道

而來的80後農業專家，學生是40余名來自

象牙海岸全國水稻種植行業的代表。

2016年象牙海岸水稻技術海外培訓

班由中國商務部主辦、農業部對外經濟

合作中心承辦，辦班地點設在距科經濟

首都阿比讓市160公里的“格格杜墾區”。

中國水稻專家們在這裡為當地稻農進行為

期一個月的水稻育種和栽培、田間管理、

收割和加工等方面的專業培訓。

背著娃的媽媽學員
無論課堂授課還是田間培訓，來自

科南部迪沃地區的范妮亞薩塔與其他學

員不同，她的背上始終背著還在哺乳期

的小兒子亞庫巴。“兒子剛滿 6個月，

我需要照顧他，而這次培訓又是一次難

得的機會，所以我就帶著亞庫巴一起上

課，”她解釋道。

“亞庫巴和其他襁褓裏的嬰兒相

比，少了幾分哭鬧，好像他知道不可以

耽誤我上課，”范妮亞薩塔說，“就算

頂著烈日在稻田聽課，他也會在我的背

上美美地熟睡。”

亞庫巴無疑成了培訓班裏的開心果，

學員們和中國老師們都很喜歡他，平時

許多學員也都幫助范妮亞薩塔照顧亞庫

巴。“范妮亞薩塔本不是培訓班的正式

學員，但她帶著嬰兒和同村的學員來到

墾區，我們深受感動，並同意她參加培

訓課程，”農業部對外經濟合作中心經

濟師張利利說。

范妮亞薩塔有一個願望，希望中國

老師可以給她幾張闔影照片，“我要把

照片貼在家裏墻上，希望亞庫巴能記住

這些中國‘爸媽’，長大後成為像他們

一樣有本領的人。”

范妮亞薩塔所在村落與周邊 4個村

莊 3年前成立了一個專區農業合作社，

目前有 412名農戶，“種水稻可以讓我

們有糧食吃，幫我們擺脫饑餓和貧困，

過上好日子，”范妮亞薩塔驕傲地說，

“我相信，有播種就有收穫。”

非洲小夥兒的水稻夢
傑萊· 紀堯姆是學員中個子最小的，

但對種植水稻的熱情卻非比尋常。“我

家有兩公頃稻田，每年只收一季水稻，

單位產量不到 2噸，收穫的稻米還不足

家裏 5口人糊口，”紀堯姆說，“正是

因為家裏沒有機械，沒有好稻種，所以

收成不好。”

但紀堯姆有著遠大的種稻夢想，

“培訓前，我帶領同村的稻農一起成立

了稻農合作社。上培訓班，我可以向中

國農業專家們學習種水稻的先進技術，

掌握農機操作方法。”

“這些技術可以幫助我們提高稻米

產量，但很多農機設備我們農戶支付不

起，我們通過稻農合作社的方式合資購

買。希望有更多的中國農機企業來到象

牙海岸，讓我們能用上先進的農業機

械，”他說。

前些天一堂有關中國文化體驗的培

訓課給紀堯姆留下深刻印象，“視頻中

我看到中國古代人修築的京杭大運河，

我深受鼓舞。中國古人用智慧和汗水創

造了這一偉大工程，非常值得象牙海岸

學習。我們在勞作中也應該發揚吃苦耐

勞和創造精神。”

年過五旬的女農機手
今年 51歲的羅莎莉· 埃西· 阿姆朗來

自科中部博康達。在“格格杜墾區”水

稻試驗田的一次農機教學課上，11名自

願嘗試下田操作機械的學員中，她是唯

一的女學員。

阿姆朗在第二天課前交流時說：

“我很感謝中國老師教會我操作農機，

這對水稻種植十分有幫助。在我的家鄉，

農業合作社雖然有農機，但沒人會操作

使用。這次培訓回去後，我要教會家鄉

稻農操作農機。”

提起家鄉，阿姆朗告訴大家，“在

博康達有種植水稻和辣椒的中國企業，

平時他們對我們當地人的幫助很多。”

這幾天，阿姆朗因為水土不服得了

腹瀉，培訓班張利利老師得知情況，為

她準備了藥物並安排她在宿舍休養，但

她依然堅持帶病聽課，“中國老師們不

遠萬里來給我們講課，機會難得，我一

節課也不能落下！”

不知不覺中，培訓班已接近尾聲。

作為培訓班的組織者代表，張利利說：

“正是中國專家的不辭辛苦和象牙海岸

稻農的堅持不懈，推動著兩國在水稻技

術發展合作方面邁入新階段。”

綜合報導 遭遇未遂政變的土耳其目

前仍在開展大規模整肅行動，其中被指

控為政變主謀的“居倫運動”旗下各類

機構成為重點對象。土耳其政府不斷向

美施壓，一再提出引渡“居倫運動”領

導人費特胡拉· 居倫。引渡問題久拖不決

很可能激發土耳其民眾反美情緒，進而

影響兩國關係。

土耳其總統府發言人易卜拉欣· 卡林

在《紐約時報》撰文說，政變參與者提

供的證詞和證據均指認居倫為未遂政變

領導人，美國應當立即將他引渡給土耳

其。

土耳其認定已經流亡美國 17年的居

倫和他的組織長期以來對軍隊、警察和

司法機關等土耳其國家機構實行滲透，

以達到推翻土耳其現政權的目的。土耳

其總統埃爾多安和總理耶爾德勒姆均反

覆要求美國把居倫交還土耳其接受審

判。耶爾德勒姆甚至放話說：“站在費

特胡拉· 居倫背後的任何國家都不是我們

的朋友。”土耳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

長蘇萊曼· 索伊盧則公開在電視上宣稱：

“美國處於此次政變幕後……居倫得到

了美國的支援。”

居倫曾是埃爾多安盟友，兩人曾一

度聯手對付土耳其世俗派。然而，土耳

其司法系統

2013 年年底

發起的一場

反腐風暴讓

埃爾多安與

居倫成為死

敵。居倫此

後移居美國

，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

對於土耳其這個北約盟國的請求，

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克裏均表示，

美方將考慮土方的引渡請求，但土方需

提供證明居倫參與未遂政變的確鑿證據

。

土耳其記者穆斯塔法· 阿克約爾日前

在《紐約時報》撰文說，幾十年來，

“居倫運動”一直在向土耳其國家機構

滲透。土耳其記者葉海亞· 博斯坦撰文說，

如果美國繼續保護居倫，土耳其民眾就

會廣泛接受有關美方協助居倫策劃此次

政變的猜測。

土耳其阿特勒姆大學國際關係系主

任哈桑· 于納爾對記者說，顯而易見，土美

關係在政變後出現了信任危機，如果美方

拒不引渡居倫，可能導致雙邊關係出現裂

痕。他說，美國曾參與土耳其以往政變，

“美國對外政策充滿不法勾當，它在土耳

其的行為也不讓我感到吃驚”。

于納爾也提及有報道所說的俄羅斯

等鄰國偵測到政變前土軍內部不同尋常

的通信和異常行動，認為擁有高技術的

美國不可能事先沒有任何察覺。他說，

政變後因吉爾利克空軍基地一名土耳其

將軍被捕，土耳其暫時關閉基地可能是

察覺到美方態度中某些令人不安的元素。

政變期間不少美國退役軍人和專家也在

電視上表示支援政變。

土耳其未遂政變發生後，土耳其政

府關閉因吉爾利克空軍基地，並切斷對

基地的電力供應，迫使美軍一度中止對

“伊斯蘭國”武裝的空襲行動。美國國

務卿克裏以土耳其整肅行動涉嫌違反北

約對成員國的民主要求為由警告說，土

耳其的北約成員國資格有被暫停之虞。

由此觀之，居倫的引渡問題已經給

土美關係帶來了明顯衝擊。

太陽能飛機
“陽光動力二號”完成環球首航

綜合報導 “陽光動力二號”降落阿聯酋阿布扎比，完成史上首次

純太陽能飛機圍繞地球一週創舉。

該飛機由皮卡德（Bertrand Piccard）和博爾施貝格（Andre Borsch-

berg）兩位飛行員輪流掌舵飛行。最後一程由皮卡德執飛。

阿布扎比也是“陽光動力二號”環球飛行的始發站。“陽光動力二

號”共經17段旅程，跨越4個大陸，3個海域和2個大洋。兩名瑞士飛行

員為此項目努力了十多年。

“陽光動力二號”的機身上共有 1.7 萬塊光伏電池，全部動力來

自太陽能。這些電池在白天為飛機提供動力，同時在夜間為飛機引

擎充電。

飛機的機翼長 72米，而一架波音 747飛機的機翼為 68.5米。陽光動

力飛機重量為 2.3噸，還不到波音 747飛機 300噸重量的百分之一。這架

太陽能動力飛機的平均時速為70公里。

“陽光動力二號” 也創下了太陽能飛機最長的不間斷飛行記錄。

該旅程由日本開始飛往夏威夷，路程為 8924公里，共計飛行 118個小

時，五天五夜。

不過，由於此行中電池過熱，迫使飛行計劃中斷了八個月，在電池

修復後才得以從夏威夷繼續。

但這項試驗性的設計也展現了很多的技術性難題，例如飛機對天氣

非常敏感。比如開羅段的航程對皮卡特來說非常不平穩，因為沙特沙漠

上空的氣流使飛機劇烈顛簸。

聯合國特使說計劃8月底前
啟動第三階段敘問題日內瓦和談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敘利亞問題特使德米斯圖拉在日內瓦表

示，計劃8月底前啟動第三階段敘利亞問題日內瓦和談。

德米斯圖拉在新聞發佈會上說，這一計劃是當天在日內瓦召開的聯

合國、美國和俄羅斯關於敘利亞問題三方會議上確定的，但推動並實施

這一計劃的細節仍有待最終確定。

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敘利亞衝突各方應在今年 8月 1日之

前達成政治過渡框架協議，但從目前形勢看已經無望實現。

德米斯圖拉此前曾表示，要等到時機成熟後再召集新一階段敘利亞

和談，以便使和談取得具體成果，即在敘利亞結束衝突並開始實施各派

都能接受的政治過渡方案。

新一輪敘利亞問題日內瓦和談今年 1月29日啟動後不久即暫停，後

於 3月份恢復。按照計劃，此輪和談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和第二階

段分別於 3月 24日和 4月 27日結束。由於敘境內安全局勢急劇惡化以及

人道救援面臨重重障礙等原因，第三階段和談遲遲未能確定具體日期。

綜合報導 BC省政府提出

新法案，宣佈從 8月 2日起，

非加拿大國籍的買家在購買大

溫地區房產時將多支付房價的

15%充作房產交易稅（Proper-

ty Transfer Tax）。

按照目前的法律，BC 省

人買房的頭 20萬房款要交 1%

的稅，20萬到 200萬之間的房

款要交2%，超出200萬的部分

要交3%，對於總價低於200萬

的房產，外國購房者 15%的購

房轉讓稅約是加拿大國內購房

者稅率的8倍。

BC省財政廳長Mmichael de

Jong表示：“從我們收集的數據

顯示，在6月10日到7月14日間，

外國人在BC房產投資額超過十

億，其中超過86%的投資者都是

把錢投在了溫哥華的房產上。政

府不會坐視房價無止境上漲。”

據悉，溫哥華市民也迫切

希望政府能夠出臺政策打壓房

價，越來越多矛頭指向中國買

家，導致業內人士直接向政府

提出五大狠招，不光為了給多

倫多、溫哥華房市降溫，也誓

令中國買家望而卻步，從此不

敢在加拿大買房投資。

有數據顯示，溫哥華過去

5年的平均房價已經上漲40%。

今年一季度，國內買家在國際

房產搜索引擎居外網上對加拿

大房產的諮詢量同比飆升了

134%。2015 年溫哥華賣家賣

房給中國買家所獲得財富比溫

哥華所有人口實際工作的收入

總和要多出30%。

其實早在今年 6月 17日，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曾表示，多

倫多、溫哥華的房市飆漲有部

分原因要歸結于亞洲資本的涌

入。這是他首次將房市問題歸

結于亞洲買家。

溫哥華對外國購房者加徵15%房產交易稅

分析：引渡未遂政變“首犯”
問題攪擾土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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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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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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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Friday, July 29, 2016

歐巴馬暗指普京插手美大選 助特朗普獲勝
綜合報導 上週五，維基解密公佈了

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1.9萬多封電郵

，內定候選人、操控媒體打壓對手、利

用競選籌款“洗錢”等選舉黑幕隨之曝

光，引發輿論譁然。令人意外的是，美

國總統歐巴馬竟然把“黑鍋”扣到了俄

羅斯總統普京的頭上，指其派駭客侵入

電腦、借此將俄方心儀的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唐納德· 特朗普送入白宮。

當地時間 7月 26日晚，在美國全國

廣播公司(NBC)播出的一檔電視節目上，

針對這起鬧得沸沸颺颺的民主黨郵件醜

聞，歐巴馬暗示普京“可能”是導演這

起事件的幕後黑手，其目的是為了幫助

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

歐巴馬說，他不能斷言普京在事件

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但言語間

明確暗示陰謀論完全可能是真的。“洩

露郵件的動機是什麼，關於這一點我不

能直接說明。我所知道的是唐納德· 特朗

普一再表達對普京的仰慕之情。我這麼

說是依據特朗普先生本人所言，而且我

認為俄羅斯媒體對特朗普的報道相當正

面。”聽說自己成了民主黨郵件醜聞的

“主角”之一，一向心直口快的特朗普

坐不住了，他隨即在社交網站“推特”

(Twitter)上接連發文指責歐巴馬所言“太

瘋狂了”，“為了試圖轉移外界對於這

起可怕、愚蠢的維基解密災難的注意力

，民主黨人竟然說這是普京和特朗普在

搞鬼。太瘋狂了！鄭重說明，我在俄羅

斯的投資為零。”

當天，正在寮國出訪的俄羅斯外長

謝爾蓋· 拉伕羅夫被問及歐巴馬的言論時

，他開玩笑地回應了一句“我可不想說

髒話”。另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報道，儘管俄方堅決否認捲入民主

黨郵件醜聞，但歐巴馬政府官員並不相

信他們的說法，原因在於這起駭客侵入

事件與過去俄羅斯特工製造其他駭客事

件的手法相似，“他們使用的獨特手法

直指莫斯科”。“我們了解駭客團夥如

何利用網際網路發動襲擊。在這起民主

黨全國委員會駭客入侵事件中，其襲擊

模式和發動點與俄方人員此前所使用的

類似。”一名情報官員透露。

美聯社也援引網路安全專家邁克爾·

布拉托沃斯基的話說，一番調查過後，

“俄羅斯的網際網路地址、俄語鍵盤，

再加上與俄羅斯辦公時間相對應的時間

編碼，以及襲擊的精密程度”，他幾乎

可以確定是俄羅斯人導演了這起駭客襲

擊。還有一位美政府官員透露，歐巴馬

政府之所以得出上述結論，部分原因在

於駭客留下了“各種各樣的指紋”。比

如，在這名自稱為“Guccifer 2.0”的駭

客發送給美國《國會山報》的一封電郵

中，雖然他否認自己是俄羅斯特工、不

懂俄語，卻留下了用俄語程式掩飾真實

身份的痕跡。

美國多地持續高溫
已導致至少6人死亡

綜合報導 美國中部及東部持

續高溫，已導致6人死亡。

據報道，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

市一名 12 歲的少年因高溫中暑而

死亡。另外，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還有5名中年人也死於高溫。

目前底特律市的相關機構和消

防隊員正在幫助當地市民應對高溫

，他們給市民分發飲用水，並將人

們送至專門的空調房中休息避暑。

特朗普今年5月以來支援率首次超過希拉裏
綜合報導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領先民主黨對手希拉裏兩個

百分點，這是特朗普 5月初以來第

一次領先。

特朗普上周在克利夫蘭為期

四天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接

受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而

本週希拉裏的費城提名大會，則

因民主黨內分裂和一名高官辭職

而蒙上陰影。

7月 22-26日的民調發現，39%

的可能選民支援特朗普，37%支援

希拉裏，而 24%誰也不支援。這項

調查的置信區間為 4個百分點，這

意味著兩位候選人目前支援率可謂

不相上下。

希拉裏 7月 22日領先 3個百分

點，也在置信區間之內。

不作不死：
男子買彩票中大獎後投資毒品被判刑

綜合報導 一名 45歲的美國喬

治亞州男子，玩刮刮樂彩券中了

300萬美元，卻將錢用來投資製造

安非他命的不法集團，如今面臨終

身監禁的下場。

根據美國聯邦探員調查，45歲

的穆西奇 (Ronnie Music)先前購買

刮刮樂彩券，中了 300萬美元彩金

，卻將部分彩金拿來“投資”專門

製造俗稱“冰毒” (crystal meth，

即結晶甲基安非他命)的不法集團

。據悉，穆西奇負責供貨給其他同

夥，企圖在市面上販賣總重量約 5

公斤，黑市價格逾 50 萬美元的結

晶甲基安非他命，但交易過程中被

破獲。除了毒品之外，聯邦探員也

查獲武器以及數千發子彈。

被以非法毒品、槍枝等罪名起

訴的穆西奇已向法院認罪，面臨終

身監禁命運。

綜合報導 美國宇航局(NASA)官網近日公佈了一張由哈勃望遠鏡拍攝的NGC3125星系的圖片，在玫瑰色的星系核心中，
有著無數年輕而炙熱的藍色恒星。

NGC 3125星系是由約翰·赫謝爾于1835年發現的，是“星暴星系”一個很好的範例。在這類星系中，新恒星的形成速率
非常高，在炙熱的氣體雲中如“雨後春筍”般誕生。NGC3125與麥哲倫星系之一有所相似，但比起更加明亮，更有活力。這
個星系橫跨15000光年，擁有無數年輕而炙熱的藍色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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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因為喜歡自己的工作，

美國南達科他州一名護士在工作了 72

年後，終於在上個月以 93歲高齡光榮

退休。

報道稱，93歲高齡的愛麗絲•格拉

巴(Alice Graber)在南達科他州塞勒姆門

梅諾護理中心 (Salem Mennonite Home)

擔任護士逾20年，護理中心在上月1特

別為她舉辦了一個退休派對，150名賓

客到場，為愛麗絲送上了一個巨型蛋糕

。格拉巴于 1944 年在內布拉斯加州完

成 3年護士課程後，便與丈夫移居到南

達科他州，開始從事護理工作。她坦言

自己本來想做家政老師，護士只是她的

“第二選擇”。

愛麗絲表示，當護士需要很多的耐

性和毅力，她認為這是一個幫助他人的

方式，“至少我正在做好事”。愛麗絲

的同事也對她讚賞有加，形容她是一個

“實幹派”，永遠活潑、精力充沛。

雖然正式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但

已經有 7 個孫輩和 5 個曾孫的愛麗絲

“退而不休”。她表示，自己以後仍會

在護理中心擔任義工，好讓自己保持忙

碌。

美國宇航局極端環境任
務行動(NEEMO)于 7 月 21
日展開，宇航員潛入水下，
進行模擬太空行走和研究。

宇航員在大西洋的佛羅
裏達礁島群國家海洋保護區
的水下展開了該行動。宇航
員們潛入位於海面以下62
英尺(約合18.9米)的寶瓶礁
基地(Aquarius Reef Base)
，展開為期16天的模擬太
空任務。

在水下進行模擬太空行
走期間，宇航員將評估可能
在未來的額太空任務中使用
的工具和操作技術。而在基
地內，宇航員們則將進行測
試一系列裝置。

NASA拍攝“星暴星系”：
玫瑰色核心孕育年輕恒星

NASA宇航員進行水下任務
模擬太空行走

A8大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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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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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歡迎新來賓,初駕者,TEENAGE免學費試聽.*

amyshaorealt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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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原本是上海金茂大廈88
層觀光廳“金茂雲中漫步”公眾
開放的日子，但因未有相關監管
部門對其作安全評估，本該28日
正式啟動的項目被臨時叫停。據
悉，該項目是全球最高的室外玻
璃步道遊覽項目，距離地面340.6
米，外圍沒有護欄，全靠安全帶
綁在人身上作保障。
上海金茂大廈的全透明玻璃

步道位於大廈88層觀光廳戶外，
長60米，寬1.2米，是目前全世
界最高的摩天大樓戶外無護欄空
中步道。原本上海金茂大廈預定

在7月28日啟動試運營儀式，並
正式向公眾開放，同時還曾計劃
要在玻璃步道上舉行舞獅表演慶
賀。
不過臨近開放前一晚，中國

金茂(集團)有限公司突然在其官
網掛出公告，稱為落實浦東新區
政府監管要求，公司決定7月28
日“金茂雲中漫步”項目進入試
運營磨合期，暫不對公眾開放。

其實該項目此前已有探營者
上去體驗過，據體驗者向記者描
述，安全措施方面，基本上就是
靠安全繩索，其中一頭是綁在遊

客身上，另一頭是接連在一個滑
軌一樣的東西上，可以讓人在玻
璃上走動的同時，又不會改變繩
子固定後的長度。不過該名體驗
者亦向記者坦言，保護措施看上
去是“單保險”，萬一繩索脫
軌，好像沒有第二道保護措施。

此外，該玻璃步道的安全
性同樣沒有經過任何官方部門
審批，規劃、建管、安監、市
場監管等部門此前都沒有對戶
外玻璃步道項目的資質作出明
確答覆。 ■香港文匯報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葉榮堂的家不大，但卻清爽乾
淨，客廳茶几上每天都會擺上一盆綠
色植物。在幾平方米的陽台上，養着
一些多肉、文竹、三角梅等盆栽植
物，每到換季時，葉榮堂總會帶回一
些新品種，淘汰一些過氣品種。
天氣涼快時，葉榮堂會推着李

嬌英到露台看看花草、欣賞落日餘
暉。李嬌英行動不便，葉榮堂就在
自家花園為她打造了一個四季小花
園。在李嬌英經常安坐的輪椅對
面，更養着一些金魚，讓家中更有
生氣。
其實照顧李嬌英每天的起居、

飲食已屬不易。因為肌肉萎縮、無法
移動，李嬌英每天只能吃些流食，需
要餵送才能進食。每頓飯，葉榮堂必
須按常人的做法做好後，通過攪拌機
將食物攪碎，再餵給李嬌英，一頓飯
前前後後要花費90多分鐘。更難的
是每天一次的通便。每次大便，葉榮
堂都必須用手去摳李嬌英的大便，才
能順利完成。
此外，每天2小時艾灸、沿着客

廳走4圈的腿部訓練等早已將葉榮堂
的時間霸佔。但即使如此，葉榮堂依
然堅持手洗衣服，每天拖地，將80
多平米的家打掃得整潔而溫馨。
“葉大叔家其實挺困難，兩位

老人沒有經濟來源，女兒遠在陝西打
工，每次來到他們家都被這種樂觀的
精神所鼓舞。” ■《浙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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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採訪時，李嬌英坐在旁邊的輪椅上，每說到
關鍵點時，葉榮堂都會習慣性地向李嬌英再確

定一番。而李嬌英總是轉動着兩個眼珠，或是咧嘴
歡笑、或是抿嘴抗議。說起兩人青梅竹馬長大，45
年婚姻未曾吵架的往事時，李嬌英笑得很燦爛。

四年苦讀逾千醫書
在葉榮堂家中，有間專門給李嬌英做艾灸的屋

子。屋子一邊是擺滿中醫藥典籍的櫃子，一邊是一袋
袋包裝好的中草藥藥材。為了治好妻子的病，小學畢

業的葉榮堂開始研究起中醫，四年間更閱覽了上千本
醫藥書籍。

新發明助妻練腳力
除了鑽研這些書籍外，葉榮堂還把從書中學到

的知識大膽地運用起來。炮附子、黃精、葛根、木
瓜等中藥都打包好，一袋袋擺放在櫃子裡。每在醫
學書籍上看到一些配方，葉榮堂都會先自己嘗試，
確定這些配方沒有副作用後，才敢大膽給妻子食
用。

在葉榮堂家中，有一個一米多高的“訓練
椅”，這是葉榮堂親自設計的。高約一米多的高腳
椅，前面兩支腳上各安了一個輪椅，椅子上端放一
個軟墊。平時，李嬌英就是把腦袋趴在椅子上端，
然後在葉榮堂的攙扶下，進行腿部力量訓練。“當
時我就想能不能有這麼個椅子，把她頭部固定住，
訓練腿部移動。”葉榮堂說，“後來我就找人做了這
個椅子。”
像這樣的“小發明”在葉榮堂的家裡還有很

多，這些都是葉榮堂陪愛妻鍛煉身體的見證。

全球最高玻璃步道未開即叫停 海昏侯墓主玉印有望亮相
江西省文化廳近日正式批覆

了江西省博物館《驚世大發
現——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
果展》及《贛風鄱韻——江西古
代文明》開展的請示，同意江西
省博物館於9月1日正式開展這
兩大展覽。據相關人士透露，此
前一直未展出的南昌海昏侯墓墓

主劉賀的玉印有望在這次展覽中與公眾見面。
此外，今年9月23日至25日舉行的2016年江西

旅遊產業博覽會上，在虛擬現實VR+旅遊展區將會
展示江西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市民可以通過VR
技術身臨其境感受海昏侯國的神秘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劉賀玉印有
望 與 公 眾 見
面。 網上圖片

■早前探營者體驗
金茂大廈玻璃步道
情景。 網上圖片

“結婚 40年？”家

住浙江麗水的葉榮堂盤算着，但一

對上妻子李嬌英的眼神，他就明白自己

算錯了。李嬌英患上漸凍人症後，目前已

完全喪失語言功能，脖子以下肌肉僵硬，雖

然兩人無法通過語言交流，但妻子的每個眼神

葉榮堂都能夠領會。而葉榮堂所有

的心思，都花在“如何治

好妻子”這件事情上。

■《浙江日報》

■為讓愛妻更
好地進行腿部
力量訓練，葉
榮堂發明了訓
練椅。

網上圖片

■李嬌英未患
病前二人的恩
愛合照。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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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原本是上海金茂大廈88
層觀光廳“金茂雲中漫步”公眾
開放的日子，但因未有相關監管
部門對其作安全評估，本該28日
正式啟動的項目被臨時叫停。據
悉，該項目是全球最高的室外玻
璃步道遊覽項目，距離地面340.6
米，外圍沒有護欄，全靠安全帶
綁在人身上作保障。

上海金茂大廈的全透明玻璃
步道位於大廈88層觀光廳戶外，
長60米，寬1.2米，是目前全世
界最高的摩天大樓戶外無護欄空
中步道。原本上海金茂大廈預定

在7月28日啟動試運營儀式，並
正式向公眾開放，同時還曾計劃
要在玻璃步道上舉行舞獅表演慶
賀。

不過臨近開放前一晚，中國
金茂(集團)有限公司突然在其官
網掛出公告，稱為落實浦東新區
政府監管要求，公司決定7月28
日“金茂雲中漫步”項目進入試
運營磨合期，暫不對公眾開放。

其實該項目此前已有探營者
上去體驗過，據體驗者向記者描
述，安全措施方面，基本上就是
靠安全繩索，其中一頭是綁在遊

客身上，另一頭是接連在一個滑
軌一樣的東西上，可以讓人在玻
璃上走動的同時，又不會改變繩
子固定後的長度。不過該名體驗
者亦向記者坦言，保護措施看上
去是“單保險”，萬一繩索脫
軌，好像沒有第二道保護措施。

此外，該玻璃步道的安全
性同樣沒有經過任何官方部門
審批，規劃、建管、安監、市
場監管等部門此前都沒有對戶
外玻璃步道項目的資質作出明
確答覆。 ■香港文匯報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葉榮堂的家不大，但卻清爽乾
淨，客廳茶几上每天都會擺上一盆綠
色植物。在幾平方米的陽台上，養着
一些多肉、文竹、三角梅等盆栽植
物，每到換季時，葉榮堂總會帶回一
些新品種，淘汰一些過氣品種。

天氣涼快時，葉榮堂會推着李
嬌英到露台看看花草、欣賞落日餘
暉。李嬌英行動不便，葉榮堂就在
自家花園為她打造了一個四季小花
園。在李嬌英經常安坐的輪椅對
面，更養着一些金魚，讓家中更有
生氣。

其實照顧李嬌英每天的起居、
飲食已屬不易。因為肌肉萎縮、無法
移動，李嬌英每天只能吃些流食，需
要餵送才能進食。每頓飯，葉榮堂必
須按常人的做法做好後，通過攪拌機
將食物攪碎，再餵給李嬌英，一頓飯
前前後後要花費90多分鐘。更難的
是每天一次的通便。每次大便，葉榮
堂都必須用手去摳李嬌英的大便，才
能順利完成。

此外，每天2小時艾灸、沿着客
廳走4圈的腿部訓練等早已將葉榮堂
的時間霸佔。但即使如此，葉榮堂依
然堅持手洗衣服，每天拖地，將80
多平米的家打掃得整潔而溫馨。

“葉大叔家其實挺困難，兩位
老人沒有經濟來源，女兒遠在陝西打
工，每次來到他們家都被這種樂觀的
精神所鼓舞。” ■《浙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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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採訪時，李嬌英坐在旁邊的輪椅上，每說到
關鍵點時，葉榮堂都會習慣性地向李嬌英再確

定一番。而李嬌英總是轉動着兩個眼珠，或是咧嘴
歡笑、或是抿嘴抗議。說起兩人青梅竹馬長大，45
年婚姻未曾吵架的往事時，李嬌英笑得很燦爛。

四年苦讀逾千醫書
在葉榮堂家中，有間專門給李嬌英做艾灸的屋

子。屋子一邊是擺滿中醫藥典籍的櫃子，一邊是一袋
袋包裝好的中草藥藥材。為了治好妻子的病，小學畢

業的葉榮堂開始研究起中醫，四年間更閱覽了上千本
醫藥書籍。

新發明助妻練腳力
除了鑽研這些書籍外，葉榮堂還把從書中學到

的知識大膽地運用起來。炮附子、黃精、葛根、木
瓜等中藥都打包好，一袋袋擺放在櫃子裡。每在醫
學書籍上看到一些配方，葉榮堂都會先自己嘗試，
確定這些配方沒有副作用後，才敢大膽給妻子食
用。

在葉榮堂家中，有一個一米多高的“訓練
椅”，這是葉榮堂親自設計的。高約一米多的高腳
椅，前面兩支腳上各安了一個輪椅，椅子上端放一
個軟墊。平時，李嬌英就是把腦袋趴在椅子上端，
然後在葉榮堂的攙扶下，進行腿部力量訓練。“當
時我就想能不能有這麼個椅子，把她頭部固定住，
訓練腿部移動。”葉榮堂說，“後來我就找人做了這
個椅子。”

像這樣的“小發明”在葉榮堂的家裡還有很
多，這些都是葉榮堂陪愛妻鍛煉身體的見證。

全球最高玻璃步道未開即叫停 海昏侯墓主玉印有望亮相
江西省文化廳近日正式批覆

了江西省博物館《驚世大發
現——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
果展》及《贛風鄱韻——江西古
代文明》開展的請示，同意江西
省博物館於9月1日正式開展這
兩大展覽。據相關人士透露，此
前一直未展出的南昌海昏侯墓墓

主劉賀的玉印有望在這次展覽中與公眾見面。
此外，今年9月23日至25日舉行的2016年江西

旅遊產業博覽會上，在虛擬現實VR+旅遊展區將會
展示江西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市民可以通過VR
技術身臨其境感受海昏侯國的神秘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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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8000多名兒童“待機” 入托難讓日本人很焦躁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都7月19日發佈

聲明，目前東京“待機兒童”（指兒童

因父母工作或疾病等原因符合保育園入

園條件，卻因為滿員而無法入園）人數

已經達到 8466人，與 2014年相比增加了

652人。

2016年3月9日，一名日本網友因孩

子沒能上成保育園，發佈名為“沒上成

保育園。日本去死！”的網路匿名博客

帖來表達不滿，引發熱議，也讓很多人

意識到，日本的學前教育並沒有我們想

像中的那麼完善。

日本的學前教育大致分為兩種，

保育園和幼兒園。保育園類似于我

們常說的託兒所，是為雙職工或因

疾病等原因不能帶寶寶的父母提供

的託管機構。申請入園時，需要根

據父母雙方的工作證明、收入證明，

甚至具體的加班時間和上班通勤時

間來評分，然後按照分數決定錄取

順序。有些地區教育資源多，小孩

少，只要滿足條件就能入園，有些

地區僧多粥少，排一年半載的隊都

不一定能進保育園。

正常保育時間一般是 8:30-18:30，

如果需要早送晚接，一樣有名額限

制，也是按照分數排名。有多個孩子

的家庭，如果不能幾個孩子一起申請

到名額，那如果因為照顧未入園的孩

子而不能上班的話，會導致已經申請

入園成功的孩子也被“退學”。而

且，因為名額限制的關係，兩個孩子

不在一個園的情況也很常見，接送孩

子方面又會出現很大問題。

儘管有種種限制，但因為保育園

看護時間長、沒有寒暑假，而且保育

費用跟上一年度家庭收入掛鉤，收入

少的家庭所付費用較低，所以特別受

城市雙職工家庭歡迎，在東京、大阪

這樣大都市核心區簡直稱得上一位難

求。

保育園進不去，那麼幼兒園情況又

是怎樣呢？據了解，日本的幼兒園也不

是那麼好進，私立幼兒園學費很貴，公

立的又很難考。更關鍵的是，幼兒園的

保育時間比保育園短得多，一天只有4-5

個小時，而且跟大中小學一樣，有寒暑

假和春假。即便送孩子進幼兒園，實際

還需要一個人來照看，這對雙職工家庭

是很大負擔。

私立幼兒園收費高昂，有統一校服

不僅如此，日本幼兒園對孩子家

長的要求也很高，往往要求家長的高

度配合。比如參加 PTA(家長教師協會)

，給孩子準備便當，甚至幼兒園有演

出活動也要親手給孩子製作演出服。

可見，送孩子進幼兒園，特別是高級

私立幼兒園，顯然更適合富裕、有全

職主婦的家庭。

記者馬曉雲告訴新華國際客戶端

，她在東京工作時，曾想要把 2 歲的

女兒送進單位附近澀谷區的保育園。

但在提交申請的時候，區役所（類似

于中國的區政府）工作人員就告訴她

前面排隊人很多。等了接近 3個月，入

園還是遙遙無望，她只好把孩子送回

中國給老人帶。

除此之外，在被問到關於日本學前

教育的問題時，有些在日本生活過的中

國家長也表達了對於日本教育中“集體

主義精神”“絕對的公平”“人人都是

第一名”等思想可能會扼殺孩子競爭性

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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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舉行了首次黨內核心會議後，

澳大利亞工黨黨魁肖盾接連公佈了調整後的影子

內閣名單，女性工黨議員成為最大贏家。據悉，

共有創紀錄的8名女性進入影子內閣。報道指出，

工黨的這一新版“夢之隊”將繼續在澳大利亞下

一屆議會中向勢力削弱的特恩布爾政府施壓。

據報道，作為工黨內部最矚目的人才之一，

前影子貿易部長黃英賢得到影子外長職務。儘

管參議院工黨領袖職位的工作量早已超出負荷，

黃英賢在新職位上將再次迎接新挑戰。

報道指出，不出所料的是，前影子外長普

利貝爾舍克將接管影子教育部長職務，她還將

成為新任影子女性事務部長。據悉，這一人事

變動標誌著工黨將其最大的資產重新安排在澳

大利亞國內政治事務上，並將利用這一核心政

策強項，幫助打擊特恩布爾政府的教育政策。

肖盾表示，普利貝爾舍克將成為教育

“夢之隊”的一部分，其他的人才還包括負

責早教及職業教育的議員艾利斯（Kate Ellis）。

肖盾指出：“教育是工黨在 45屆議會中的促

進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優先指令，投資教育是促進澳

大利亞繁榮的關鍵。”

此前差點被“踢”出前座的卡爾（Kim Carr）

丟掉了影子高等教育部長職位，出任新影子創新及

工業部長一職。此外，肖盾還將擔任影子原住民事

務部長，而新當選的原住民領袖參議員多德森（Pat-

rick Dodson）則將擔任其助理部長。同時，因遣返難民船隻

政策飽受爭議的前影子移民部長馬爾斯（Richard Marles）改

任影子防長，昆士蘭州議員諾依曼（Shayne Neumann）則將

接任影子移民部長一職。

報道還稱，儘管此前曾批評特恩布爾政府的“膨脹”內

閣，肖盾本次任命的前座議員人數比聯盟黨還要多出6個。而

在新一屆的影子內閣中，女性人數達到創紀錄的8人，而在工

黨48名前座議員中，共有20名女性。

安倍內閣改組正式啟動
不再執意確保女性閣僚數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本月結束為期一

週多的暑假，重新開始處理公務，正式啟動了 8

月 3日實施的內閣改組及自民黨高層人事調整工

作。

報道稱，安倍雖然提出了“女性活躍”的目

標，積極起用女性擔任要職，但此次內閣改組被

認為並不執意確保女性閣僚人數。在有望首次入

閣的女性議員相對較少的同時，他也可能是考慮

到了“等待入閣機會”的男性超過70人的情況。

除了在日本參院選舉中落選的衝繩北方擔當

相島尻安伊子將被更換外，也出現了撤換環境相

丸川珠代的方案。

據悉，安倍當地時間 25日下午在官邸與日本

自民黨總裁特別助理下村博文及前綁架問題擔當

相古屋圭司等人舉行了會談，似乎就執政事宜及

人事問題等交換了意見。

安倍內閣現任女性閣僚為島尻、丸川及總務

相高市早苗共 3人。與安倍最親近的高市自 2014

年 9月第二次安倍改組內閣時擔任總務相以來，

已在任兩年。有觀點認為她“也有可能連任”(官

邸消息人士語)，但也有自民黨幹部認為“差不多

該是更換的時候了”。

有關日本自民黨高層人事，自民黨政調會長

稻田朋美的去留備受關注。雖然她有意留任，但

其任期也已接近兩年。由於稻田在對俄外交等方

面付出努力，相關人士認為她有望第二次入閣。

滿足擁有當選眾議員5次、當選參議員3次以

上經歷這一入閣參考條件並且沒有當過閣僚的

“入閣待機”人群中，女性只有日本自民黨廣報

戰略局長土屋品子等兩人。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重視女性是安倍政

府的基本姿態，但當前並沒有舉行大規模全國性

選舉的計劃，表示“這次女性閣僚人數可能會有

所減少”。

【保育園僧多粥少】 【幼兒園折騰家長】

（中央社）行政院版一例一休勞動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引爭議。總統蔡英文今親
上火線回應指出，希望透過社會溝通過程，創
造雙贏局面，新制度沒上路前，依現行勞基法
處理7天假問題。

蔡總統今天在總統府接見 「中華民國全國
工業總會全體理、監事」。

總統在致詞最後提到，對於最近引起爭議
的勞基法修正草案，她有一些想法，想在這裡
對社會說明；修正勞基法是為了落實週休二日
， 「我們有心要解決問題，行政團隊也做了很
多的努力」，但是修正方案推出至今，引起社
會廣泛討論，以及來自勞方、資方不同角度的

批評。
蔡總統說，在此時，是行政與立法機關最

需要多下工夫，做好社會溝通的時候，不僅政
府要盡其所能地向社會說明，更要讓各方彼此
傾聽、釐清立場，讓相關配套能夠更完整。

她說，同樣的，立法院在審查過程中，要
讓不同意見有完整表達的機會，也要透過朝野
協商機制，尋求社會最大的共識，希望透過這
樣的社會溝通過程，在假期的安排、薪資的給
與、加班的規劃，都能創造出雙贏的局面，同
時在新制度沒上路之前，政府也會依勞基法現
行規定，處理7天假期的問題。

一例一休 蔡總統親上火線喊話盼雙贏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
建銘今天表示，今天與總統蔡英文的便當會，
主要是因會期快結束，向蔡總統報告立法院狀
況； 「一例一休」議題，蔡總統請大家要再多
跟外界溝通。

行政院長林全與民進黨團立法委員的便當
會，今天移師總統府，據了解，與會成員包括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幹事長吳秉叡、書記長
陳亭妃以及立委陳明文、段宜康、陳其邁以及
管碧玲等7人參與。

柯建銘表示，會中主要是針對近期立法院
的運作狀況，以及這幾天臨時會的情形，向蔡
總統報告並交換意見；同時也因為臨時會即將
結束，蔡總統也感謝各位立委這會期的辛勞。

針對 「一例一休」議題，柯建銘表示，一
般民眾可能還聽不太懂，蔡總統希望大家能再
多溝通，向外界清楚說明政策。

另外，柯建銘也透露，如果要開第 2 次臨
時會，以既定行程來看， 「8月23日前都不會
開」，有可能的話是8月的最後一週。

蔡總統與綠委便當會 一例一休需多溝通

（中央社）國家年金改革
委員會副召集人林萬億今天說
，未來軍人年金制度改革方向
採取何種方式，宜由國防部先
審慎考量規劃，再併入年金改
革委員會綜合考量。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
會今天召開第 6 次委員會議，
國防部報告軍人保險與退撫制
度；對於軍人服役特性與一般
職類不同，多數委員認同予以
特別考量。

林萬億表示，國防部報告
中說明軍人保險及退撫制度，
軍人因服役特性(役期短、退除
早，離退率高)，軍隊須保持精

壯及服役制度限制，造成領俸
起支年限較早的現象；又因青
壯退伍後，仍負有子女教養及
家計重任，但因謀職困難、中
年轉職壓力，同時還要受到轉
任薪資的限制，軍人職業有其
特殊性。

國防部也強調，為使國軍
部隊能著重戰訓本務、救災工
作，以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
建議政府針對軍職人員的年金
改革能夠單獨處理，但也會參
酌各職域的制度，研修合理可
行措施，以確保軍人年金能夠
永續經營。

林萬億說，軍人過去因組

織精簡造成退撫基金收支失衡
現象，是國防政策因素造成，
因此在改革時應予以特殊及差
異考量，至於有關未來軍人年
金制度改革方向採取何種方式
，宜由國防部先審慎考量規劃
，再併入年金改革委員會綜合
考量。

林萬億指出，會中有委員
建議軍人退撫制度應可透過延
長服役年限，以解決基金失衡
問題，不過，延長服役年限涉
及部隊人力補充及人員經歷、
升遷管制，及轉任其他職域問
題，有待國防部通盤檢討。

(中央社)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吳秉叡今
天表示，議事杯葛歷來都有，但這次國民黨提
案也不協商，就變成無法處理的狀況。國民黨
立院黨團書記長林德福則指出，不是要惡意杯
葛議程，看緊人民的荷包就是在野黨的責任。

國營事業預算的不斷電表決大戰，27日晚
間造成1名女性議事人員昏倒送醫，朝野互相
指責，有藍委就整理出，民進黨在野的時，也
一樣提很多提案擋總預算。

對此，吳秉叡在朝野協商後受訪表示，議
事杯葛歷來都有，但杯葛要達到目的，以前民
進黨會提出議事杯葛，是有些要求希望國民黨
答應，但這次最大的爭議是國民黨提這麼多刪
減案，很多性質相近重複，而且國民黨也不協
商，就變成無法處理的狀況，但今天下午的協
商是有善意的起步，把氣氛培養好繼續往下走
。

林德福則指出，國營事業新台幣5兆多的
預算不能全面放水，國民黨現在是最大的在野

黨，一定要幫人民看緊荷包，國民黨提的1000
多個提案其實不多，因為不是要來惡意杯葛議
程，主要是要讓人民知道，國民黨一定會為人
民來把關、監督，把該做的工作做好，而看緊
人民的荷包就是在野黨的責任。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李鴻鈞說，不管是
最大黨、在野黨，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國民兩
黨都是第一次成為少數黨跟過半數，都還在學
習中，必須從中取得共通點。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應該各退一步，才有辦法讓國會運作下去
，從磨合中找出一個好的方向。

另外，媒體也詢問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是
否對朝野協商有所改觀？黃國昌說，時代力量
向來檢討的是制度面，不是實質，政治上的協
商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今天朝野協商達成的共
識，對國會進行預算實質審查上扮演積極正面
的功能，他覺得這對國會針對預算發揮理性監
督的功能很有幫助。

綠批提案不協商 藍委：看緊人民荷包

立法院朝野協商暫無共識
立法院臨時會院會28日召集朝野協商，朝野黨團各自提出要求協商國營事業預算、撤除不

斷電開會等要求，但協商尚無共識，立法院長蘇嘉全宣布下午2時30分繼續協商。

林萬億：軍人年金改革先由國防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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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今
天接見工總，總統府發言人黃
重諺會後轉述，蔡總統提到，
新南向政策其實和中國市場一
樣重要，重點在幫助台灣整合
產業鏈並擴充，希望未來1到
2年可做出初步成績。

蔡總統今天在總統府接見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全體

理、監事」，包括工總理事長
許勝雄共55人；開放媒體採訪
蔡總統致詞，接著閉門會談近
2個小時。

黃重諺轉述，一位工總理
事提到，政府在發展新南向政
策時，應以建立整個產業供應
鏈的架構為先導概念，在過程
當中應協助產業，不管是在東
協或在印度，也包括在中國大
陸的相關佈局，讓整體產業鏈

的擴充達到經濟規模。
蔡總統則回應指出，整個

政府對外的經濟戰略，新南向
政策和中國市場是一樣重要，
重點在於幫助台灣整個產業去
整合產業鏈並擴充，她希望未
來 1 到 2 年可以做出初步的成
績。

談到工時議題，蔡總統舉
例，前兩天離開總統府時，因
為很晚了，她問隨扈是否適用
勞基法。黃重諺解釋，蔡總統
的意思是，如果將心比心，就
會知道勞工都很辛苦，每個人
在這麼辛苦的環境底下，需要
休息。

黃重諺轉述，蔡總統今天
與企業主對談的重點在於，勞
動條件的改善是趨勢， 「cost
down（降低成本）已到極限

、要轉型」，她在現場也特別
拜託大家，就勞動條件、環境
、所得分配、整個社會安全網
建構等議題，要共同努力。

蔡總統強調，政府與企業
不應站在對立面，過程中，
「勞工更應該是我們共同的夥

伴」。
另外，今天與工總對談過

程，有位企業主談到，現在台
灣有女性總統，英國以前也有
女性領袖佘契爾。

黃重諺轉述，蔡總統回應
指出，整體經濟轉型問題是一
個需要社會力交互激盪的過程
，佘契爾執政時，她剛好在英
國念書，蔡總統強調自己推動
改革有堅定的決心，但是她的
態度會更柔軟，而且會有更多
的耐心。

蔡總統：南向政策和中國市場一樣重要

（中央社）陸委會日前舉行520後首次諮
詢委員會議，部分委員建議，政府或可思考開
展兩岸智庫與學者的對話，持續保持雙方民間
的友善氛圍，為兩岸未來對話保留進一步發展
空間。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日前舉行第241次諮詢
委員會議，主題為 「520後兩岸關係之展望與
挑戰」，這也是新政府自5月20日上任後，陸
委會首次的諮委會議。

根據陸委會的說明資料，與會引言人報告
指出，近期以來因國內政局變化、中共內部政
治與經濟社會情勢及中國大陸堅持 「九二共識
」等因素，兩岸官方互動停滯不前。

部分委員建議，政府或可思考開展兩岸智
庫與學者的對話，持續保持雙方民間的友善氛
圍，為兩岸未來對話保留進一步發展空間。

有委員表示，在兩岸 「暫時冷卻」期間，
政府仍須持續關注相關情勢發展、慎防兩岸關
係的意外變數，並規劃未來展開兩岸關係之具
體作法與可能路徑，為恢復兩岸對話預作準備

。另建議政府加強行政及立法間互動協調，有
助對外傳達政策的一致立場。

引言人與部分委員觀察，陸方雖暫停兩岸
既有機制，仍持續推動民間交流互動，兩岸民
間、青年的交流將是中共對台工作重點之一。

引言人表示，南海爭端、涉兩岸之國際參
與、香港政情與美國大選等議題，均可能牽動
未來兩岸互動，對後續兩岸關係發展造成影響
。政府應持續關注中共第 20 次全國代表大會
（20大）前不同階段對台政策可能走向及策略
作為。

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在回應委員發言時強
調，政府將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對台政策，也會
及時掌握兩岸交流情形及國內外情勢變化，預
妥相關因應作為。

林正義表示，政府會持續敞開兩岸對話大
門，致力維護兩岸現有機制，堅守 「不挑釁、
零意外」原則，建立具 「一致性、可預測與可
持續性」的兩岸關係。

陸委會諮委會議 建議開展兩岸二軌對話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今天接見工總代表並
提到，希望持續深化兩岸產業的合作，兩岸之間
可以找出符合彼此利益的合作項目，讓雙方產業
優勢充分發揮，進而共同開發，開拓新興市場。

蔡總統今天在總統府接見 「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全體理、監事」，包括工總理事長許勝雄
、副理事長辜成允共55人。

對於工總日前發表的 「2016年白皮書」，蔡
總統致詞一開頭就說， 「工總的白皮書我收到了
」，裡面有對台灣經濟的憂慮，有對政府深切期
許，她知道大家很重視這次的會面，她也希望利
用今天場合，說明政府立場做法。

總統說， 「提振產業是我們最主要的政策目
標」，也是強健台灣經濟體質、提高民眾生活品
質手段，透過政府政策設計，把資金引導到實際
具生產力創新活動，支持產業順利升級轉型，創
造更好就業機會，根本解決低薪，過長工時的問
題。

蔡總統一一細數指出，行政院上週通過智慧
機械產業推動方案，因應工業4.0趨勢，集結產
官學力量，推動機械產業智慧升級；國防部已成
立國防產業發展小組，執行國機國造、潛艦國造
專案；經濟部正規劃分階段推動廠網分離，提高
電業市場效率，擴大新能源產業規模。

她說，環保署將改善環評審查流程，研究如
何透過總量管制，設定全國共通的環境議題，找
出一致性規範，在嚴格落實環境的風險管理前提
下，逐漸加快環評速度；為因應新興產業發展需
要，工程會已研擬相關採購辦法跟採購法修正。

總統也透露，行政院科技會報正在評估 「監
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的機制，希望

為新創產品或服務，打造一個前期試驗的環境，
暫時讓它們不受現行法規的過度束縛。

她指出，國發會提出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正
在加速籌設，這些基金將會用來支持企業，尤其
是中小型企業轉型跟體質改造，同時，扮演引導
投資角色的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也開始在規劃。

總統說，這次工總白皮書特別重視的青年議
題，也是她520演講最重要議題，教育部在籌備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跨部會討論青年教育、
就業、輔導創業計畫，再交各部會落實；她也沒
忘記強化技職教育，會提供年輕人先就業後升學
生涯選擇，培養優秀匠師職人，引進業界資源，
建構產學整合區域聯盟。

蔡總統說，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是她努力的
方向，一方面會透過各種管道，爭取現有成員國
的支持，一方面也會做好國內體制調整的準備。

另外，蔡總統提到， 「也希望持續深化兩岸
產業的合作」，兩岸之間可以找出符合彼此利益
的合作項目，讓雙方的產業優勢可以充分發揮，
進而共同開發、開拓新興市場，這方面她也很歡
迎產業界提建議。

她說，從人才居留、產學合作、公司體制、
稅制改革、金融管理等法規要徹底檢討，也因此
，許多改革在過去的2個月， 「或許各位沒有強
烈的感受，但我要告訴各位，這些相關部會都在
積極地進行」，她要請求大家能參與這次改革，
也能理解 「改革是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總統指出，如果要讓台灣真正走出經濟困境
，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從根本面做起，從結構面
著手，讓台灣走向以創新驅動的新經濟模式。

蔡總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 開拓新興市場

（中央社）親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李鴻鈞
今天表示，一開始進行表決大戰時，就已經提
出警告，現在有議事人員體力不支昏倒送醫，
如果朝野協商沒共識，親民黨團將提出散會動
議。

立法院自26日下午開始不斷電表決，27日
晚間造成1名女性議事人員昏倒送醫，朝野互
相指責。

立法院長蘇嘉全上午召集朝野協商，討論
國營事業預算後續如何處理。

李鴻鈞會前表示，其實一開始進行表決大
戰，親民黨團就已經提出警告，這樣子24小時

不眠不休4天3夜，立委可以輪班、議事人員
無法休息，不幸被預言所中，真的有議事人員
體力不支昏倒送醫。

他說，以前也好、未來也好，不要站在黨
的想法與利益的前提，應站在全民和國家利益
為原則，提出共識方向，親民黨會站在中間角
色，把兩黨拉靠攏，協商如果還是不順利，親
民黨團會提出散會動議，再繼續耗費資源，不
符合國家社會期待。

媒體問到，散會動議還是要朝野同意？李
鴻鈞說，還是要最大黨的民進黨團同意，不然
表決沒過也是沒用，期待兩黨團往中間靠攏。

朝野協商若無共識親民黨團擬提散會

總統接見工總理監事
總統蔡英文（右）28日在總統府，接見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全體理、監事」 ，與工總理

事長許勝雄（左）握手致意。

蘇嘉全：超越合理議事干擾是糟蹋立法院
立法院長蘇嘉全（前）28日表示，這幾天的表決大戰雖然明知離譜，但基於議事中立還

是要進行，每個黨團可以合理的議事運作干擾，但是超越了這個界限，就是糟蹋立法院。

柯建銘：朝野協商增議事效率且尊重小黨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圖）28日表示，過去朝野協商被污名化，但其實朝野協商

可以增加議事效率、尊重小黨，他也呼籲國民黨團要想清楚，否則立法院會完蛋。


	A-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