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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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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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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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Katy七湖小區，優質學區，交通方便緊鄰westpark和99兩條高速公路。社區環境優美，2層別墅。建
於2010年，2375尺，3房2.5浴室，高檔裝修，僅售$26.3萬。自住投資均可

2. Cypress休斯頓西北區，好學區，一層別墅，2007年，面積1550尺，3房2浴室。交通便利，小區環境優
美，售價$15.5萬。投資房最佳選擇。

3.糖城riverstone，德克薩斯州2014，2015年連續兩年最暢銷小區。福遍好學區，生活便利。環境優美，
小區配套設施完善。2011年，面積3440尺，4房2.5浴室，瓦屋頂豪宅。後院私家遊泳池。售價$59萬。
一次性投入，長久享受。

4. Pearland梨城，一層小別墅，交通方便，近醫學中心，downtown，1996年，近期全新裝修，1500尺，
4房2衛，售價$13萬。自住投資均可。

5. 糖城優質學區，Dullas高中學區房，交通方便，近59號和6號兩條高速。全新豪華裝修，新屋頂，新
空調熱水器，一樓木地板，廚房廁所大理石臺面。一層半戶型，1980年，2400尺，4臥室3浴室，
一樓二樓雙主臥。售價$26.9萬。

6. 醫學中心優質condo 2房1.5浴 近貝勒醫學院，萊斯大學，MD Anderson。公交車直達醫學中心。
面積1,060尺，僅售$ 12.5萬

7. 米城Missouri city，湖景全新房，格局寬敞，采光亮，4房3.5浴，最佳選擇，售價 $ 29.9萬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15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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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天宮二號升空，標誌中國航天科技成就飛
得更高！天宮二號昨晚中秋夜按原定計劃，於22時04分在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順利升空，未來會開展多領域的科學和應
用技術實驗，並做好迎接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的準備，在十
月中下旬交會對接。兩名航天員飛行連同駐留合共33天，
將刷新中國載人飛行任務最長時間。

昨晚22時04分，長征二號F T2火箭點火，托舉天宮二
號空間實驗室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騰空而起。約575秒後，
長征二號與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分離，天宮二號進入預定軌
道。

按計劃，天宮二號會進入近地點200公里、遠地點350
公里的初始軌道，經數次變軌進入高度約384公里的運行軌
道。在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發射前的大約一個月裏，天宮二
號將進行平台和應用載荷的在軌測試，其後轉入獨立運行模
式，開展部分空間科學實驗。

天宮二號之後會調整軌道至高度393公里的近圓對接軌
道，等待與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於十月中下旬交會對接。

天宮二號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太空實驗室，搭載
了空間冷原子鐘等14項應用載荷，以及失重心血管研究等
航天醫學實驗設備，配備在軌維修技術驗證裝置及機械臂操
作維修試驗設備，開展空間科學及技術實驗。

神舟十一號飛行任務是中國第六次載人飛行任務。航天
員乘載神舟十一號飛船與天宮二號對接後，計劃駐留30天
，加上獨立飛行的三天，總飛行時間從神舟十號的15天增
加到33天，將是中國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載人飛行任務。

天宮探滿月 陸航天譜新章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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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按摩美容學院
Bright Education Institute License#3452

*全美承認
*按摩執照-聯邦考試培訓
*600小時學時證書
學校有多家下屬按摩店/床腳店，
可以作為學生邊工作,邊上課的教學基地
*醫師助理證書 (800 小時學時)
*美容，永久脫毛，瘦身執照
*申請及更新各州執照

學生宿舍,設備齊全

中文電話：954-789-1736
754-222-6673

6890 W. Atlantic Blvd. Margate, FL 33063
info@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www.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100% 學生通過聯邦考試

(99%學生一次通過）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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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Business Luncheon Highlighted
By Houston Mayor's Talk On Importance

Of Houston's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a, are ubiquitou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re 
stalwarts of new developments. They seem to set up 
shop before other restaurants and retailers and remain 
there after others have already gone. Because the shops 
tend to be open from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late at 
night, the proprietors and employees usually have a 
good bead on local conditions, such as which projects 
are in greatest distress.
5. Watch out for the film crew. Ghost cities may not 
be commercially viable. But they make great sets for 
documentaries, films and videos. Earlier this year, the 
eerily vacant suburban Hangzhou town of Tianducheng 
provided the backdrop for filmmaker Romain Gavras’s 
dramatic music video for British DJ Jamie xx’s track 
“Gosh.” There was plenty of room for the 400 extras. 
(Courtesy blogs.wsj.com/chinarealtime)
Comment
What Will Become Of China's Ghost Cities?

From shopping malls to soccer stadiums, hundreds 
of new cities in China are largely empty. And yet 
more cities are still being built deep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All in hopes that its rural population will 
one day move to a flat in a city without a mayor. It’s 
plausible, of course. That’s because over the next 15 
years, the country’s urban population will be 1 billion; 
three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ill become of these cities going forward? 
Here’s a quick answer: a handful might be shuttered. 
Most will be filled. New ones will undoubtedly be 
built.
China’s 
developing its 
urban architecture 
three ways: new 
cities (xinshi), 
new districts 
(xinqu) and 
the so-called 
townification 
(chengzhenhua). 
Townification is 
quite a departure 
from the way 
Chinese cities 
have developed to date. Thi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rural centers and even tribal villages and 
building a small urban center around them. The 
Communist Party planners in Beijing want to urbanize 
over 100 million rural Chinese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lone. That would require the construction of 
50 Bostons, or six Shanghais, by 2020. Townification 
is lower intensity than that. These are small cities 
rather than sky scraper zones designed to house suits 
and high heels. It’s more widespread than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and will define the way China develops 
socio-economically over the coming years.
Roughly 40% of the 300 million Chinese expected to 
move into a city by 2030 will mostly be moving to 
smaller cities in the “chengzhenhua” system. Rather 
than migrating to cities, the cities will be built around 
them instead. (Courtesy www.forbes.com/site)

History" (Asian American History Museum in Digital 
Age) was established, to create a digital library for the 
Asian community news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finally, ITC also is setting up business alliances 

(Business Federation ) in the inner 
city ethnic community with SME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o build up the Houston business 
development efforts in all areas of 
the community.
Mayor Turner also recognized 
Wea H. Lee as the first Chinese to 
receive the 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in recognition of 
contribution to the country from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mayor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Houston's commercial trade." 
He said that commerce and trade is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Houston. 
He reminded the audienc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Houston 
was founded in 1836 and is now 
one of the nation's most rapidly 
growing cities and is one of the 

most multicultural cities keeping pace with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and other major U.S. cities. He 
said there are now 92 languages spoken in Houston 
representing the rich multiculturalism of Houston.
Turner said that Houston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U.S. city for immigrants in recent years and  ethnic 
immigrants move here to 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He said that Houston currently has more than 3,000 
kinds of diverse international trade operations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has become a great economic 
pillar for the community. The city's port and aviation 

activities are booming and now many direct flights to 
overseas destinations has accelerated the city's rapid 
tourism development industry. Turner emphasized 
to ITC Chairman Wea H. Lee that ITC has already 
been a great help to local commercial development, 
but that we can do more, both with the diverse urban 
commercial development coupled with the downtown 
growth.
Following a presentation of a box of Chinese tea 
to Houston's mayor Sylvester Turner by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Houston Consul General Li 
Qiang and ITC Chairman Wea H. Lee and Small 
Business Today magazine executive publisher 
Steve Levine, other invited guests participated in an 
interactive platform with a questions and answer 
session with the mayor who responded directly in 
detail to each question.

exchange platform for these efforts.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master of 
ceremonies was Jim Noteware, formerly in 
the City of Houston's building development 
office who welcomed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ITC 
Chairman Wea H. Lee 
expressed his speech that 
the ITC has a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in the creation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since it opened its doors 
in 2007, reminding the 
audience that there was 
not much commercial 
operations or developement 

on Bellaire Boulevard 15 years ago, 
but now the southwest International 
District has changed the business 
landscape and now more than 200 
businesses have opened on Bellaire 
Boulevard and created a whole new 
culture that is strong and thriving..
Lee also mentioned three major 

tasks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multi-ethnic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has been organized 
(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 and 
actively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nd 
called on political mass movement to 
encour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voting, but also putting a political 
talk show on the tv broadcast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election information. 
The other two tasks that were 
announced included a "Asian Digital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ITC) 
held its monthly luncheon on September 13, 2016, 
with special guest speaker,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Mayor Turner spoke on Houston'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tressed how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com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Chinese Consul General in Houston Consul General Li 
Qiang was in attendance as were the Consuls General 
of Saudi Arabia and Pakistan along with other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from across the 
city.
Mayor Turner spoke about Houston's 
economic trends and was joined in 
comments from Li Qiang, China's 
consul general in Houston, Japanese 
Consul General in Houston Tetsuro 
Amano, Consul General of Pakistan in 
Houston Aisha Farooqui and Indonesian 
economic group in Houston Consul 
Sylvia Shirley Malintonvowed to 
further establish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to use the ITC as a meaningful 

More bad news for China’s struggling brick and 
mortar retailers as a recent report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predicted as many as one-third of all shopping 
centers in China will close their doors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With e-commerce heavyweights Alibaba and JD.com 
dominating the retail sales, some of China’s largest 
mall operators are already feeling the pinch. Joy 
City Property and Maoye International posted profit 
warnings earlier in the year as buyers opt to shop 
online.
Change Predicted for All Mainland Retail 
Centres
The report by the respected central government think 
tank predicted change across the board for Chinese 
shopping centres, foreseeing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malls expected to close, another third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experiential shopping centres, while 
the remaining third will adopt an online to offline 
(O2O) model that integrates the Internet with physical 
shopping.
While two decades ago China had an undersupply of 
malls, the country has quickly overcome the deficit, 
with the mainland now home to 4,000 shopping centers 
— three times the US total. That population of malls is 
expected to grow to 10,000 by 2025, according to the 
CASS report. Research from JLL revealed 40 million 
square metres in new mall space is expected to enter 
the market between 2015 and 2017.
Department stores in the country fared still worse 
than shopping centres, with sales growth contracting 
0.7 percent during 2015,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Fu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Centre. Malaysia-based 
department store Parkson, which operates 59 outlets in 

China, announced it was selling assets to offset heavy 
losses in the country.
Chinese Shoppers Swap Malls for the Internet
According to Reuters, Suning, one of China’s largest 
retail chains, needed 12 months to bring in the same 
amount of sales that Alibaba’s Tmall website generated 
in two months. And while the electronics retailer is 
able to keep the lights on, others have not been so 
lucky.
Jack Ma’s ecommerce 
empire has been taking 
a bite out of China’s 
traditional retail sector
A total of 138 
department stores, 262 
supermarkets and 9,464 
clothing stores closed in China between 2012 and 
2015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Business Economics 
Institute under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That goes hand-in-hand with findings from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at showed ecommerce 
accounted for 20 percent of all clothing purchased and 
15 percent of all household goods purchased in 266 
cites in China.
McKinsey predicts ecommerce marketplaces will 
bring in anywhere from $420 billion to $650 billion in 
sales by 2020. That i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slowing 
sales physical retailers are coping with.
Data from Fu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Centre showed 
there was 4.3 percent sales growth last year among 
China’s top 100 retail chain operators, the lowest total 
since 2007.
Physical Stores Not Going Down Without a 
Fight
While the mainland’s earth-bound retail sector has 
been taking a beating, not everyone is ready to give up. 
China Properties Group, a Shanghai-based developer 
which owns and operates the Concord City mixed-use 
project and the World Trade Plaza in Chongqing, took 
out a full page ad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late last year pleading with consumers to 
boycott online shopping.
Other retailers are opting for a more modern way to 
fight back against China’s growing ecommerce sector.
Of China’s top 100 retail chain operators, 83 currently 
have their own online stores in 2015. Of this number, 
20 also have a mobile shopping app for consumers to 
use.
“Physical stores should abandon the old model. They 
can use online shopping and WeChat to facilitate 
transactions and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service,“ 
Hong Tao, director of the Business Economics Institute, 
proclaimed. (Courtesy http://www.mingtiandi.com/
real-estate/china-retail-real-estate-news) 
Related
Five Things To Look For When Visiting Ghost 

Cities In China And Phantom Malls
China’s long economic boom famously left it dotted 
with an overbuilt landscape of empty apartment 
towers and decrepit shopping malls. Tracking these 
“ghost cities” has become a fixation of economists and 
analysts trying to determine the health of the Chinese 

property market 
a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During seven 
years covering China’s 
property market, our 
correspondent has 
visited more than a few. 
One discovery: many 
were not as derelict as 
believed. Should you 
want to try your own 
hand, here are five 
things to look for when assessing how abandoned 
these new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re.
1. Find the caretaker. Many ghost buildings aren’t 
completely empty.Home-buyers who still harbor hopes 
of moving in and contractors who haven’t been paid 
sometimes hire people to serve as caretakers. Usually 
men in their 50s or 60s, these caretakers are there to 
stake a claim, keep squatters at bay and prevent thieves 
from stealing the wiring. They tend to live in a ground 

floor unit or in a container 
next to the project. 
The sparse furnishings 
include a small TV, an 
electric plate for cooking 
and boiling water and 
a clothes line. Another 
downside, according to 

one caretaker: “I don’t get 
many days off.” 

2. Look for dogs. Rather than a sign of a place 
being abandoned, dogs usually mean there are people 
around–caretakers or construction workers living 
nearby. Get the dog to bark and the people will follow, 
eventually. A large German shepherd on the balcony 
of a second floor unit of an empty housing complex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Yingkou was particularly 
menacing. The barking echoed throughout the project 
for about three minutes until a caretaker hired by a 
contractor came out. He assured that the project would 
be completed soon, though no construction work 
seemed to be taking place.
3. Count satellite dishes. Some economists 
and analysts when trying to determine how empty 
a development is have tried looking for electrical 
meters or 
counting lit 
windows at 
night. Satellite 
dishes are another 
indicator. Their 
presence is a sure 
sign that someone 
has moved in. 
Another proxy 
indicator is 
mobile-data 
usage, if technology providers will turn over the data.
4. Eat a bowl of noodles. Small restaurants serving 
Lanzhou beef noodles, a popular dish from nor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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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Wea H. Lee Speaks To 
The Crowd At The ITC Monthly 
Meeting

From Left, The Consuls General Of 
Saudi Arabia, Pakistan and China PRC 
With ITC Chairman Wea H. Lee (Far 
Right). (Photo/Yoe)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Houston Consul 
General Li Qiang (from right), presents a box of Chinese 

tea to Houston's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s ITC Chairman 
Wea H. Lee and Steve Levine, Publisher of Small Business 

Today magazine look on. (Photo/Huang)

Named Dayawan, the buildings stand 
near to a nuclear power plant which 
has put people off buying properties 
on the site.

A local billionaire built it, and they did not come. The South 
China Mall was the most ambitious and largest retail space 
every conceived in China, if not the world, when it opened 
in 2005. Construc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betwee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about 4 million people 
live within six miles of it, 9 million within twelve miles and 
40 million within sixty miles. Nonetheless, six years later, 
the South China Mall only maintains a 1% occupancy rate 
at best. This “empty temple to consumerism” remains 
unfinished on top floors and is only sporadically visited 
thanks to the attached amusement park, Amazing World. 
For the time being dust and dismembered mannequins 
reign over the 6.5 million square foot venture. Although 
China might be the fastest growing consumer market in the 
world, the South China Mall reveal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is 
burgeoning economic giant. 

Kangbashi. the ghost town 
of the wealthy mining city of 
Ordos, in northern China. But 
many of the country's ghost 
buildings aren't completely 
empty. (PHOTO: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Alibaba Chairman Jack Ma

Empty roads in Zhengzhou, 
China

Kangbashi New Area, the Inner 
Mongolian area city that put China 
ghost cities on the map. (Photo by 
Wade Shepard)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ea H. Lee (third from 
right),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Houston Consul General Li Qiang 
(fourth from right) and other Meeting Participants. (Photo/Huang)

Chinese Think Tank Says 
1/3rd Of China's Malls To Close Within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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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健康最近成
為熱門話題。趁對手生病，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
普上電視節目公布健檢報告，強調自己 「跟30歲
時沒兩樣」，但也坦承 「可以減肥一些，一直有
點太重」。

川普（Donald Trump）上電視節目 「奧茲醫
生秀」（Dr. Oz Show）公布最新健康檢查報告。
他向主持人奧茲（Mehmet Oz）公布兩份文件，1
份是最新體檢報告，另1份則是紐約林諾克斯山醫
院（Lenox Hill Hospital）先前做的體檢。

紐約福斯第 5 電視台（Fox 5）報導，在對川
普訪談時，拿到文件的奧茲說： 「這看起來可信
度很高。」

70 歲的川普 6 呎 3 吋（190.5 公分）、236 磅
（107公斤），身體質量指數（BMI）大約30，有
點過高。

奧茲說： 「你的BMI應該更低才對。」
川普說： 「我想我可以減肥一些，我一直都

有點太重。不過因為自己生活方式的關係，實在
很難減重。但我會讓自己減個15、20磅。」

70歲的川普若在11月8日大選中勝出，將成
為就任時年紀最大的美國總統。

不過川普表示： 「（當年）雷根（Ronald
Reagan）和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也
不過比我小1歲，我感覺自己現在跟30歲的時候
沒兩樣。」

「奧茲醫生秀」上個月邀希拉蕊和川普上節
目。川普在訪談中提到： 「我們有在跟希拉蕊陣
營商討一起上這個節目的事。」

希拉蕊的私人醫生 14 日說，罹患肺炎的她
「復原狀況良好，美國總統的職務能夠勝任愉快

」。

川普公布健檢報告：一直過重可減肥一些

（ 綜 合 報 導 ）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希拉蕊．柯林
頓因罹患肺炎休養3
天後，今天恢復競
選活動，她表示能
夠休息幾天就像得
到了 「禮物」，她
趁機反省自己的治
國大計。

希 拉 蕊 （Hill-
ary Clinton）11 日在
紐約參加911恐怖攻
擊事件 15 周年紀念
活動時身體不適，
可見她步履蹣跚，差點跌倒，健康狀況受到關注
，也引發對她競選透明度的嚴厲質疑。她的陣營
稍後表示她罹患了肺炎。

美聯社報導，希拉蕊今天再次上路拼選戰，
她在北卡羅來納州城市格林斯伯勒（Greensboro）
告訴歡呼聲不斷的支持者： 「能重回競選活動大
棒了。距離投票日只剩2個月，我最不想做的事就
是坐在家裡。」

但她又說： 「即使是我也得承認，也許休息
一下對我有好處。」她稍後還簡短回答記者提問
，全程都顯得精神不錯。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希拉蕊表示

，能夠在紐約郊區家中休息 3 天，就好像得到了
「禮物」，除了和老朋友談談，和她的狗兒玩玩

，也思考了要把美國帶到什麼方向。
希拉蕊也不忘酸一下共和黨競選對手川普

（Donald Trump），表示對方今天接受訪問談他
的健康狀況，正足以證明他 「愛現」的本色。

這位前國務卿表示，她自己把精神集中在政
策細節，而對擔任總統的人來說，這應該才是重
要的事。

她表示： 「像很多女性一樣，我往往會準備
過於充分。我會為細節費盡心思。」

稍早在競選專機上， 記者問起她感覺如何，
68歲的希拉蕊回答： 「很好，非常感謝大家。」

希拉蕊病癒拼選戰 休息3天感覺像禮物

（綜合報導）在擱置了兩個月後，法
國 電 力 集 團 （EDF） 與 中 國 廣 核 集 團
（CGN）在英國共同投資的新核電站項目
──欣克利角C站有望獲放行，英國多家媒
體報道，首相文翠珊將最快於周四在英國
議會宣布，對該項目開綠燈。

ITV指，文翠珊原計劃周一就作出該聲
明，但因相關官員表達隱憂，聲明才不得
不暫緩發出。

今年7月，在合約簽署前數小時，上任
後不久的文翠珊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宣布
，要對整個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進行重新評
估。這一耗資180億英鎊（約1840億港元）
的方案因此一度陷入僵局。文翠珊本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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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愛麗舍宮的電話聯繫，也使關於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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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EDF 和中國廣核集團出資擬建的欣
克利角C核電項目，在近期引起了不小的爭
議。巴黎和北京方面都希望能與文翠珊政
府達成該項新的合作，但文翠珊卻表示，
任何關於欣克利角C的新協定都可能引起其
對安全隱患的擔憂。

在對包括中國投資核能基礎設施是否
威脅國安等問題進行重新評估後，文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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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商務能源與產業發展部發言人周
三拒絕確認，這一決定是否本月達成。唐
寧街10號發言人說，還未做出任何決定。

中法參建 英核電站傳獲批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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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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6年9月16日（星期五）3 財經新聞

港基金公會：人行放寬銀行間債市增吸引

港股反彈 本周仍挫764點
長假前成交縮 息口去向續困擾後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中秋長假期前，恒指

一度被挾升近300點，但高位遇回吐，沽盤尤其集中在

收市前半小時，顯示投資者傾向套現避險。恒指全日收

報23,335點，升144點，成交清淡，只有657億元（港

元，下同）。港股雖結束3日跌市，但全周計，恒指累

跌764點。銀盛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郭家耀認為，投資

者繼續憂慮息口去向，大市缺乏資金動力，下周初指數

或進一步下試22,800點支持位，23,500點則為短線阻

力。

郭家耀提醒，投資者除留意
息口去向外，油價及恐慌

指數VIX亦影響投資意向。事實
上，美國最新的經濟數據大多未
如預期，截至上周四，美國利率
期貨反映9月加息的可能性只有
22%，遠低於12月的52%，加上
美國大選臨近，加息會為經濟及
政治增添更多不明朗因素，故除
息口外，還有更多的條件需要留
意。

濠賭股標青 手遊股獲追捧
國指報9,595點，升0.6%。

濠賭股成大市亮點，市場憧憬巴
黎人的開幕，可帶旺澳門人流，
加上總理李克強10月將訪問澳
門，被憧憬有利好政策，賭業股
有買盤支持。銀娛及金沙收市急
升5.4%及5.3%，是表現最好藍
籌首兩名，澳博更單日大漲
8.3%，永利及美高梅也各升逾
6%及逾7%，並齊創一年新高。

重磅藍籌股也造好，騰訊一
度高見 212.2 元，匯控就升近
2%，港交所更升2.1%以全日最
高位收市。但摩根士丹利提醒，

自英國公投後，環球尤其區內股
市升幅太急，市盈率拉升的情況
令人關注，加上內地經濟仍不明
朗，預計股市下跌風險正在增
加。
蘋果iPhone 7預售佳，通達

午後炒高8.8%，瑞聲升近3%。
連個別手遊股亦有追捧，博雅炒
高近 15%，雲遊升 4.7%。另
外，神州數字也爆升13.4%。

售時富金融 時富投資瀉16%
時富投資終於公佈成功將時

富金融出售，時富公佈向恒億出
售時富金融36.28%股權，售價
7.65億元，按例須以每股現金
0.51元提出全面收購，該價與時
富金融停牌前價格相同，但兩股
復牌後股價受壓，時富投資大挫
逾16%，時富金融則跌4%。

時富投資預計，出售時富金
融收益約為5.9億元，時富投資
在交易所持有的時富金融股權，
將由40.34%減至4.06%。收購人
恒億由新恒基集團全資擁有，消
息亦帶動耀才股價升6.2%報3.45
元，是一年的高位。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15日開
始一連三天的中秋小長假，官方
並未公佈人民幣中間價。在香港
市場上，人民幣流動性“水緊”
的現象略有緩解。
據財資市場公會公佈，香港隔

夜人民幣銀行同業拆息15日微跌
21點子至7.95%，一周拆息更大降

116點子報8.9908%。但三個月、
六個月以及十二個月拆息均繼續攀
升，分別報5.0520%、4.6107%和
4.4298%。中銀香港公佈的牌價亦
類似，隔夜拆息為7.3300%，較本
周三下跌100點子，一周拆息為
8.5%，跌幅達150點子，兩周拆息
亦跌超過100點子。

“水緊”紓緩 港人幣拆息略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靜儀）人民銀行
公告今年5月宣佈，進一步放寬合資格境外
機構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匯豐證券服
務中國銷售及業務發展總監王偉全昨於記者
會上表示，雖然資金進入內地市場的稅務問
題還未明確，但自今年6月至9月，已有30
多個基金產品辦理登記，相信未來會見到越
來越多基金產品加入。香港投資基金公會15
日就內地銀行同業間債券市場召開媒體座談
會，吸引到眾多業內人士參與。

公會行政總裁黃王慈明指，人行開放銀
行間債券市場的步伐超出業界預期，並指其
重要性絲毫不亞於A股“入摩”。其中取消
額度限制更令市場資金靈活度提高，並顯著
擴大了投資者範圍。王偉全亦表示，內地目
前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新的規定令
更多投資者符合資格，並簡化登記程序，更
不設投資限額，相信對國際投資者而言，投
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會變得更具吸引力。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亞洲

區債券基金經理許子峰亦表示，內地最大的債
券流通市場為銀行間交易，佔比約95%，因此
市場龐大。由於環球市場處於低息及可購的債
券並不多，加上中長期內地利率仍有下調空
間，而人民幣匯率相對其他國際市場的波幅較
為低，令內地債券市場有明顯優勢。現時海外
投資者參與的債券投資主要以國債為主，企業
債、熊貓債、綠色債有望進一步增加。不過，
他希望內地在信息披露方面能加以改善，以提
高國際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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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一度被挾升近300點，
收升144點，成交縮減至657
億元。 中新社

濠賭及科網股15日升幅顯著
名稱

澳博控股

美高梅中國

永利澳門

銀河娛樂

博雅互動

神州數字

天鴿互動

聯眾

15日收(港元)

5.76

13.60

14.02

30.15

4.07

0.76

6.12

3.62

變幅(%)

+8.3

+7.3

+6.1

+5.4

+14.6

+13.4

+8.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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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會變得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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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一度被挾升近300點，
收升144點，成交縮減至657
億元。 中新社

濠賭及科網股15日升幅顯著
名稱

澳博控股

美高梅中國

永利澳門

銀河娛樂

博雅互動

神州數字

天鴿互動

聯眾

15日收(港元)

5.76

13.60

14.02

30.15

4.07

0.76

6.12

3.62

變幅(%)

+8.3

+7.3

+6.1

+5.4

+14.6

+13.4

+8.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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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兩火車相撞致6死150傷 因臥軌自殺引起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木爾

坦市附近 15日早晨發生壹起

火車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

至少6人死亡、150人受傷。

當地警方說，壹名自殺

者突然闖入鐵軌，被壹輛路

過的貨運火車撞死。貨運火

車司機隨後停車，並下車準

備將屍體移走，此時另壹輛

客運火車從同壹方向駛來，

與停駛的貨運火車相撞。

警方說，受傷人員已被

送往當地醫院接受救治，其

中有 15人傷勢嚴重，死亡人

數還有可能增加。

霍金談中秋稱必須吃月餅
網友：絕對不要五仁的

綜合報導 9月15日是農歷八月十五，也

是壹年壹度的中秋節。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史

蒂芬· 霍金在微博用中英雙語發文，從中國

傳統中秋習俗談到“嫦娥”登月。他還表示，

“吃月餅”是必不可少的環節。

霍金稱，中秋佳節是個重要而古老的文

化節日，全世界很多文化都有賞月的習俗。

在浩瀚宇宙中，人們第壹眼看到的是月亮。

對於中國人來說，“嫦娥”既是古老傳說，

也是中國航天局的探索工程。月亮自古以來

壹直是人類的明燈，它照亮我們的思維殿堂

和科學探索之路。

“今晚，當我們合家團圓、賞月吟詩、

尋找嫦娥和玉兔的身影時，不妨也細細體味

下，月亮作為個體以及地球居民之壹代表的

涵義。當然啦，吃月餅是必不可少的環節。

”霍金稱。

霍金祝願網友能和所愛的人壹起賞月，

並且分享自己最愛的口味的月餅。“特別是

月餅口味，這個比較重要。”

網友紛紛送出祝福：“霍金老爺子中秋

快樂！”也有人評論稱，這條微博“是不錯

的英語晨讀文章”；“月餅絕對不能忍受五

仁的！”

五名俄羅斯科學家被北極熊包圍，被困於北極壹個天氣站足足兩周才得

到物資支援，但仍然未知何時才能完全脫險。

十頭成年及四頭年幼的北極熊，上月底包圍西伯利亞北部特洛伊諾伊

島的俄國天氣站。

科學家不敢離開天氣站，無法完成日常監測工作，五人雖然並沒有受

傷，但飼養的兩頭狗其中壹只被殺掉。

點擊進入下壹頁

壹頭成年北極熊重約八百公斤，主要進食海豹。俄媒稱，科學家早已

用盡嚇退北極熊的閃光彈，被困十多天終於得到救援物資和補充閃光彈

。

天氣站所屬的全國監測網絡職員說，壹艘北極探險船已靠近附近的島

嶼，物資是由直升機運送。

北極熊因受全球暖化影響數目大減，被列為瀕危絕種動物。俄媒引述

政府官員指，已下令救人的同時要保障北極熊的安危。

巨型琥珀原石長半米重達50公斤
或打破世界紀錄

新加坡壹位琥珀收藏家收集多塊

大型琥珀原石，最重的達 50.4公斤，

目前已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

這塊琥珀原石長 55 厘米、寬 50

厘米、高 42 厘米，至少有 1500 萬年

歷史，於今年初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

臘島的壹個煤礦發現。

56歲的收藏者範約瑟受訪時說，

自己是在朋友介紹下購買，後來無意

間發現所擁有的這塊琥珀，比目前吉

尼斯紀錄所記載的最大琥珀還要重。

他說：“我起初也沒有意識到這

塊琥珀的重要性，直到壹次偶然機會

看到吉尼斯紀錄的文章，才知道哥本

哈根博物館內的 47.5公斤琥珀是世界

上最大的。”

收藏於丹麥哥本哈根琥珀博物

館內的藏品，2014 年於蘇門答臘島

發現，長 57.5 厘米、寬 62 厘米、高

37 厘米，估計有 1500 至 2000 萬年的

歷史。

琥珀是距今 4500 萬年至 9900 萬

年前的松柏科植物的樹脂滴落，掩埋

在地下千萬年，在壓力和熱力的作用

下石化形成。

它形狀多種多樣，表面常保留著

當初樹脂流動時產生的紋路，內部經

常可見氣泡及遠古昆蟲、動物或植物

碎屑，經常被制成裝飾品、珠寶首飾

及香水。

拜耳豪擲660億美元終拿下孟山都
在三度發起收購後，德國生物制

藥巨頭拜耳14日宣布成功與美國孟山

都簽署並購協議，前者開出了 660億

美元(約合 590億歐元)的天價。兩家

公司合並後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農業化

學品和種子供應商。這也是德國企業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壹起並購。

總部設在德國勒沃庫森的拜耳

(Bayer)是壹家在醫藥保健、作物營養

領域擁有核心競爭力的全球性企業，

該集團在世界各地 75個國家擁有 300

多家附屬公司。2015年財年員工人數

為 117000名，銷售額為 463億歐元。

孟山都(Monsanto)是壹家以轉基因作

物著稱的美國公司。

據德國電視壹臺報道，拜耳在此

之前已兩度向孟山都提出收購要約，

2016 年 5 月的第二次要約金額為 620

億美元，但最終並未被孟山都接受。

9月 14日當天，拜耳和孟山都雙

方共同宣布已簽署最終並購協議，拜

耳將以每股 128美元的全現金交易收

購孟山都，為孟山都股東提供 44%溢

價以及660億美元的總價。

在提供給媒體的新聞稿中，拜耳

表示意在“與孟山都聯手引領全球農

業”，雙方將圍繞數字化農業等展開

協同創新。

對於引領農業未來發展方向的前

景，拜耳方面顯得信心十足。聲明表

示，此次合並將融合兩家公司的領先

創新能力和研發技術平臺，預計年度

研發預算約為25億歐元。在中長期，

合並後的公司將能夠加速創新，根據

數字化農業應用技術而提供農業經濟

建議，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解決方案

和產品組合。

拜耳認為，預期農戶將因此持久

地獲得顯著收益，即“從改善采購和

增強便利性到提高產量，更好的環境

保護和可持續發展”。

聲明表示，交割有望在2017年年

底完成。交割需滿足兩項條件：孟山

都的股東批準合並交易，並取得監管

機構批準。雙方將全力配合監管機構

以確保交割的成功。

另外，拜耳還承諾支付20億美金

的反壟斷分手費(指買方承諾在反壟

斷審批未獲而導致交易終止時支付給

賣方的費用)。拜耳方面稱“這進壹

步說明公司對獲得必要的監管批準報

有誌在必得的信心”。

雙方表示，此次並購將創造可觀

的價值，完成交割第三年後預計每年

通過協同效應可創造價值達15億美金

。盡管創造了德國企業並購領域的歷

史紀錄，然而圍繞這樁並購案的批判

和質疑聲卻壹路不斷。

德國之聲指出，孟山都多年來在

歐洲不得不因其轉基因產品而面對質

疑。此外，孟山都還生產除草劑草甘

膦，這是壹種被懷疑存在致癌可能性

的化學物質。

俄總參謀長：西南是優先戰略方向

先獲得最新武器
綜合報導 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格

拉西莫夫14日表示，俄西南部地區是優先戰

略方向，部署在這壹地區的各軍兵種將首先

獲得俄最新式武器。

據俄羅斯國防部網站發布的消息，格拉

西莫夫當天在莫斯科舉行的“高加索－2016

”軍事演習成果發布會上表示，過去北高加

索地區曾是俄優先戰略方向，現在俄西南部

地區則是優先戰略方向。俄各種新式武器裝

備會首先部署在西南部地區，目前俄南部軍

區航空兵的各種裝備中有 80%是現代化的新

技術裝備。

格拉西莫夫在介紹此次軍演成果時說，

9月 5日至 10日，“高加索－2016”軍演及

外圍數個規模較小的軍演在俄西南部地區14

處訓練場以及黑海、裏海和克裏米亞半島等

地先後展開，共有12萬軍人以及俄西南部諸

兵種合成集團軍司令部參演。軍演期間，俄

動用 120架戰機演練空中密集打擊並反擊假

想敵的巡航導彈，對黑海艦隊和裏海分艦隊

的部分艦艇進行操演，首次演練了與火力打

擊相配合的網絡戰和電子對抗戰。

格拉西莫夫說，有些媒體認為此次軍演

是針對烏克蘭的，這並非事實。舉行此次軍

演的消息去年就已發布，完全是按計劃實施

的。

他還表示，這次軍演與美國、格魯吉亞

等國軍隊在格舉行的“敏捷精神 2016”軍演

幾乎同時舉行，俄方軍演引起北約和部分國

家高度關註。

朝鮮通報洪災受災情況
呼籲亞洲各國支援重建

綜合報導 朝鮮外務省 14日面向亞洲各

國駐朝外交使節舉行吹風會，通報鹹鏡北道

北部地區洪災的受災情況，呼籲各國支援朝

鮮災後重建。

蒙古、越南、老撾等亞洲 9國的駐朝使

節出席了吹風會。朝鮮外務省介紹了災區

受災情況，呼籲同朝鮮擁有長期友好合作

關系的亞洲各國積極協助朝鮮進行災後重

建。

各國使節對朝鮮遭受自然災害導致重大

人員及財產損失深表同情，表示將盡快向本

國政府建議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

另據朝中社14日報道，朝鮮鐵道省對運

往災區的物資給予優先保障。僅13日壹天就

向災區運送水泥、鋼鐵等物資7500余噸。鐵

道省還對各地列車進行靈活調配和指揮，提

高運輸效率。

據不完全統計，朝鮮北部地區由於普降

暴雨導致洪災，死亡及失蹤人員達數百名，

6.8萬余人無家可歸，2.9萬間房屋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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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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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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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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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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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在美生活的亞裔群體，

雖然來自不同國家，通曉多門語言，並

在美國選民中的占比逐年增多，但在美

國政壇上，這一群體大多成爲了“隱身

人”。

文章說，和美國大選中的其他選民

群體一樣，“亞裔”是一個隱藏了其群

體多樣性的標簽，或許相比“西語裔”

這一說法下隱匿的文化多樣性，有過之

而不及。他們還常與美國的自由主義發

生衝擊：多數人認爲他們獨立，具有非

意識形態思想，並且在經濟領域非常成

功。他們或許是選民，但是他們並不被

看作是能夠廣泛地影響政黨的群體，盡

管有許多傑出的亞裔領導人贏得選舉，

在政府擔任要職。

一直以來，少數群體都是最沒有發

言權的，但是本屆美國大選卻將注意力

放在了邊緣化群體身上，像拉丁美洲人

、黑人或是同性戀群體。

分析指出，在關注少數族裔選民的

熱潮中，亞裔美國選民爲何在美國政治

圖譜中未占據重要的席位？表面上看，

答案可以由一個簡單的數學計算題得出

。在全體選民中，亞裔的占比很小，

2016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的數據顯示

，亞裔選民占比僅爲4%。而黑人群體與

西語裔群體的占比則都爲 12%。但是這

個情況正在發生著改變：皮尤的一項調

查結果表明，選民中增長最快的就是亞

裔群體，從 2000年到 2010年，亞裔群體

人數的增幅相對其他群體來說，增長速

度快了4倍。

希拉裏將競選重點放在西班牙族裔

選民身上，希望他們能將她送上總統的

寶座。但是，亞裔在一些搖擺州中也占

據著重要的地位，具有顛覆選票的潛力

。比如在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

從 2006年到 2014年，亞裔注冊選民的人

數增加了130%。

該文認爲，能夠確定的是，造成亞

裔選民“隱形”的原因是，不像美國的

西語裔和非裔群體，亞裔選民的力量在

最近才得到關注。

但是，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亞裔或許會因爲在班級裏名列前茅

而被人們所知，但是正如政治網站 De-

fine American 的總裁約瑟•安東尼奧•

巴爾加斯(Jose Antonio Vargas)所說的：

“主流媒體通常在字裏行間將亞裔稱作

是‘模範少數族裔’的說法，在經濟和

社會層面了已經漏掉了很多人。”

很少有政客和分析師能夠深入理解

亞裔少數群體中的斷層問題，正如Civ-

ic Engagement Fund的主任李恩淑所分析

的：“美國人口中，未參保率最高的人

群是韓裔美國人，東南亞裔的高中辍學

率最高，這其中包括老撾的赫蒙族裔和

越南裔群體。”

她說大多數美國人不了解這個斷層

問題的原因是：“我們將每個人都放在

了一起看待。我們看不到這其中存在的

艱難困苦。”

拿今年大選期間備受爭議的移民

政策來說，大部分美國人都不知道，

其實增長最快的無證移民來自于亞裔

，而不是西語裔。美國有 130萬無證亞

裔移民。

更糟糕的是，不僅在移民問題爭論

的前線遭到忽視，亞裔群體也不會使用

已有的資源維護自己的無證身份。移民

政策研究所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

數據表示，亞裔向官方提交的相關項目

申請數量相比拉丁裔和來自美國中部少

數族裔群體提交的申請來說，只是很小

的一部分。

還有就是應當由亞裔自己承擔責

任的文化壁壘的産生。一位無證亞裔

人士提出了“羞恥心”這個詞。在亞

裔文化中，到處充滿了“苦果自己吞

”的共識。也就是說，亞裔不願意走

出陰影，是因爲他們不願承認他們處

于陰影之中。

分析認爲，最後一個原因，就是亞

裔並不將自己看作一個集體。相比“羞

恥心”、資源的缺失、固有的成見，這

是造成亞裔“隱身”的最重要的原因。

亞裔並不認同自己是“亞裔”，所以這

個族裔以下的任何一個小群體的掙紮與

努力都與他們毫不相幹。

亞裔為何成為美國政壇“隱身人”？

綜合報道 一名變性男子控告包括共

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潘斯（Mike Pence）

在內的印第安納州官員，聲稱該州法律

禁止他合法改變名字，因此讓他面臨

“騷擾和暴力”。

據《紐約每日新聞》報道，那名 31

歲的原告在法庭文件中被稱爲“約翰· 杜

”（“John Doe”），出生于墨西哥，幾

乎整個成年生涯都是在印第安納州以男子

身份度過。根據訴訟，他不能合法地改爲

自己挑選的名字，因爲該州 2010年法律

要求證明美國公民身份才能改名。

根據代表他的變性人法律中心公布

的文件，那名原告說，“我希望使用符

合我真正認同性別的名字。

他說，”沒有合法改變名字，我被

迫使用同我身份不同的證件，我因此處

于遭受騷擾和暴力的危險中，我在何處

出現都有可能被趕出去。我僅僅要求得

到法律平等對待。“

根據法律中心公布的文件，那名原

告在墨西哥出生的時候是個女孩，6歲時

移民美國。他去年在印第安納州得到庇

護，所有美國官方文件和印第安納州身

份證中都注明他爲男性。

但是，由于印第安納州衆議院 1047

法案，他無法采用能反映他性別的名字

。2010年通過的那一法案要求只有美國

公民才能合法改名。

那一訴訟質疑該州法律是否符合憲

法，稱它違背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

護條款和自由言論法。

變性人法律中心的貝爾德（Barbara

J. Baird ）說，“對于印第安納州原告

和還沒有成爲公民的其他變性人來說，

這部法律是第 22條軍規。他們的移民身

份不應當阻止他們合法改名，以便他們

得到同他們性別一致的文件來安全度過

日常生活。”

該案列出三名被告：印第安納州長

潘斯、總檢察長佐勒（Gregory Zoeller）

和馬裏昂縣（Marion County）法庭秘書

埃爾德裏治（Myla Eldridge）。他們的

辦公室都沒有立即回應每日新聞查詢。

這並非潘斯首次同該州“同志”

（LGBT）社區發生衝突。去年，他通過

了兩極化的宗教自由法，允許印第安納

州商家拒絕“同志”顧客。

由于引起全國強烈反響，潘斯隨後

修改那部法律，包括對不同性傾向、種

族、宗教和殘疾的人們提供保護。

變性人男子控告共和黨
副總統候選人潘斯等3名官員

綜合報道 法拉盛的衛生問題一直備

受诟病，以“餐館街”著稱的40路附近髒

亂差的衛生問題尤爲嚴重。市議員顧雅明

與衛生局代表13日召開記者會，宣布將推

出新舉措，改善餐館街的衛生問題。

法拉盛市中心的40路落戶著20多家

餐館，美味的中餐和便利的地理位置吸

引了大量食客，可是，諸多的餐館也導

致了環境衛生不佳、市容的髒亂差。于

即日起，40路上的所有餐館商家將獲得

由 Crown Container 公司免費發放的 150

個 45加侖的垃圾桶用來回收餐館垃圾。

這些垃圾桶的使用是爲了防止在垃圾回

收過程中垃圾泄露而汙染街面和人行道

。顧雅明表示新政策規定餐館街所有的

餐館必須將垃圾丟在新發放的垃圾桶內

後再由市政府于每天下午 5點和晚間 10

點分兩次統一回收。

顧雅明表示：希望通過這個新政策

，能在 6個月後看到效果並不再有惡臭

。顧雅明強調所有餐館商家應嚴格遵守

新政策的規定，如有發現商家未在規定

時間內妥善處理垃圾，將處以最高 350

元的罰款。

治理法拉盛餐館街衛生問題
衛生新策將推行

綜合報道 鑒于三星Note7手機近日

頻頻被曝出電池存在安全隱患，新澤西

捷運署（NJ TRANSIT）目前要求三星

Glaxy Note 7 手機的使用者必須在所有

的列車和巴士上將手機關機。

新澤西捷運署安全部主人 Gardner

Tabon說：“我們要求所有的乘客負起責

任，不使用三星Glaxy Note 7，尤其是在

有成百上千乘客的公共交通工具上。”

9月 8日，美國聯邦航空局（FAA）

以及澳大利亞的三家航空公司紛紛宣布

，將Note7列入危險品名單。

截至2016年9月1日，新上市不久的三

星旗艦手機已經發生了35起爆炸事故，在

行業內和消費者中間引發了巨大震動。9月

2日，因電池爆炸事故進一步擴大，三星移

動總裁高東真公開致歉，宣布全球召回250

萬台Note7手機，並承認了“電池芯存在缺

陷”的爆炸原因。目前，新澤西火車和公

車上暫時沒有發生三星手機爆炸事故。今

年早些時候，新澤西捷運署還發布了禁止

使用漂浮板（hoverboards ）的禁令。

公共安全第一！
新澤西捷運署要求乘客
關閉三星Note7手機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星期天淩晨，加

州 405高速的Torrance路段發生車禍，造成

兩人死亡，一人受重傷。警方星期一公布了

兩名死者的身份，二名死者均是華裔。

加州高速巡警表示，事發時間爲淩

晨5點10分，405高速的向南方向。一輛

2005 年的豐田（Toyota）停在高速的右

邊路肩，其左前方的輪胎漏氣。司機站

在車的旁邊試圖更換輪胎，另外兩個好

心人開著大衆（Volkswagen）在前方停

車，希望爲他提供幫助。就在這個時候

，一輛向南開的賽恩（Scion） 漂移到

路肩，並從左後方撞上了 Toyota，並且

撞到了三名在路邊的人。直到車撞上了

前面的Volkswagen，車才停下來。

驗屍官表示，Toyota的車主，22歲的梁

安（Benjamin Luong）當場死亡，另外一名

死者爲19歲的Dylan Hsu，來自鑽石吧（Dia-

mond Bar），他在送去醫院的途中不治身亡

。而第三位傷者頭部受到重傷和撕裂，目前正

在搶救中。Scion的車主並沒有受傷。

加州高速巡警表示，現在暫時不清

楚有沒有任何的藥物或酒精引起了這場

車禍。現場沒有人被逮捕。

據華文媒體報道，19歲的車禍遇難

者Dylan Hsu在鑽石吧長大，畢業于鑽石

吧高中，進入河濱加大就讀，目前二年

級。據Dylan Hsu的友人表示，當天爆胎

發生後，同在河濱大學就讀的梁安

（Benjamin Anh Luong，22歲)打電話請

好友Dylan Hsu與另一位朋友前去現場幫

助，當時Dylan與友人很快駕車趕到現場

。在更換輪胎時，遭到後車撞擊。

Dylan的母親于星期天中午左右知道

兒子車禍遇難消息，非常悲痛，目前不

願意受訪，希望自己獨處。目前已經有

友人在網站上爲車禍遇難者Dylan和梁安

募款，處理後事。

加州405高速路換輪胎
兩名華裔男子被撞身亡

綜合報道 美國智庫最新報告顯示

，相當數量的美國青少年正受困饑餓

，不少女孩爲此卷入了性交易，而男

孩則爲獲取食物而盜竊、販毒，甚至

卷入幫派。

英國《衛報》網站 9月 12日報道，

美國華盛頓著名智庫“城市研究所”

（Urban Institute）11日發布調查報告稱

，在美國這個全球最富足的社會，一些

社區中青少年受困于饑餓的現象十分普

遍，女孩經常因買不起食物而被迫從事

性交易。資深研究人員表示，這是此前

從未有過的新現象。

這項調查由華盛頓智庫城市研究所

與一家名爲 “ 餵，美國”（Feeding

America）的網上“食物銀行”（一種通

過儲藏周轉食物解決社會饑餓問題的慈

善機構）合作進行。

該調查對全美 10個貧困社區的 193

名13至18歲青少年進行抽樣調查，樣本

涵蓋芝加哥、洛杉矶、華盛頓等大城市

，以及北卡羅來納、東俄勒岡等農村地

區。所有參與調查者均爲匿名。

調查還發現，饑餓現象並不因性別、

種族或地域因素而稍有不同，令人驚訝。

城市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蘇珊· 波普金

（Susan Popkin）是研究報告的首席作者

，她從事貧困人口研究已有 25年。波普

金表示，“我曾多年從事低收入人群研

究，我也曾撰寫過大量關于高收入女性

面臨‘性剝削’風險的文章，但現在出

現的是新情況。”

富強美國的陰暗面
青少年常被迫從事性交易換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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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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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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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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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颱風“莫蘭蒂”橫掃廈門，重創福建。福州
經歷一夜暴雨，清晨推門已水淹半城，福州變“湖
州”。據福州氣象部門統計，雨量超過100毫米的有
39個鄉鎮。中秋節氣氛被“莫蘭蒂”吹散，交通受阻
甚至癱瘓，四十多條巴士線路停運，市民出行困難，
有市民划皮筏舟上街。福州每逢大雨必淹的主幹道五
四北路一家餐廳，因處地下一層，曾遭遇洪水沒頂之
災，今次卻成功攔截洪水，被福州市民爭相稱道為
“抗洪標杆”，走紅網絡。

處地下一層 提前築“堤”
這家處於地下一層的“筷子豪情餐廳”老闆陳誠

告訴本報記者，去年颱風“蘇迪羅”襲擊福州時，餐
廳遭受沒頂之災，水漫到餐廳廣告牌以上，損失五六
百萬元。此後，在災後重建的同時，陳誠添置了沙

包、擋水板、擋水油布、抽水泵等防洪工具。
陳誠說，為應對此次颱風，餐廳提前兩天開始構築

防洪堤，豎槽桿、搭防水板、堆沙包，僅沙包就用了
七八百包，“昨晚（14日晚）餐廳員工五六十號人就
地待命一夜無眠，今日（15日）凌晨五時許洪水漲起
來，路面都可以划船了，餐廳僅滲進小部分水。”

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這家餐廳已經成為福州城
水災的晴雨表。每次福州暴雨積水，福州市民都會
問：筷子豪情怎麼樣了？今次餐廳成功攔截洪水的圖
片迅速刷爆網絡，成為網紅。對此，陳誠表示非常感
恩福州市民的關心和支持，儘管去年損失慘痛，他仍
頂住壓力繼續營業，也由於餐廳的高曝光度，使得經
營業績良好。眾多網友表示：筷子豪情是福州民間抗
洪標杆，太勵志了！一定要去餐廳吃一頓表示敬佩之
情！ ■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福州水淹半城 餐廳防洪成網紅

“莫蘭蒂”洗劫廈門 六十年最重
停電停水交通癱瘓 清理重建至少半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米南 廈門

報道）15日凌晨3時05分，今年第14

號颱風“莫蘭蒂”從福建廈門翔安區登

陸，登陸時為強颱風級（48米/秒，15

級），最大陣風17級，是近60年來登

陸閩南最強颱風。天亮後，這個“海上

花園城市”如同遭遇暴力洗劫，滿地狼

藉，有近海的住宅樓，幾乎所有住戶面

海落地窗全部碎裂。

從14 日 23時許，廈門市進入颱風暴風
眼，一時間暴雨傾盆，狂風大作。呼嘯

的狂風在深夜中裹挾一切能帶走的東西，將
這個沿海城市翻了個底朝天。15日凌晨3時
05分，“莫蘭蒂”在廈門翔安登陸，最大陣
風17級以上、中心風力15級（48米/秒）、
中心氣壓945百帕，為建國以來廈門遭遇的最
強颱風。

樹倒水浸滿目瘡痍
氣象部門稱，“莫蘭蒂”核心區所到之

處，不管是金門、泉州南安大佰島，還是廈
門島，風力均創歷史新高。金門站10分鐘平
均風力高達14級，金門站、大佰島站、廈門
五緣大橋站出現17級以上陣風，廈門氣象站
2分鐘平均風力達15級（49.6米/秒），廈門
氣象局的風速圖顏色大部分爆錶。
作為今年以來全球最強颱風，又值風雨

潮齊聚，“莫蘭蒂”破壞力驚人。颱風過
後，廈門全市滿目瘡痍，到處可見樹倒水
浸，大面積停電停水，城市交通幾近癱瘓，
其破壞程度為近60年來罕見。
在街上，隨處可見倒伏的樹木、支離破

碎的廣告牌、滿地的玻璃渣和垃圾，以及慘
被埋壓的汽車，據官方15日晚間發佈的消
息，共有35萬棵行道樹倒伏。市區許多幹道
被倒伏的行道樹阻斷，部分低窪片區內澇嚴
重，全市交通出行嚴重受阻。廈門全市80%
電網遭受了毀滅性破壞，集美區3座220千

伏高壓鐵塔被攔腰折斷，全市出現大面積、
長時間的斷電、停水現象。

海景房落地窗碎裂
有網友爆料，疾風暴雨過後，廈門機

場、廈航機庫和廈門太古受損嚴重，一架波
音767被大風移動，機身受損。在白城海域，
兩艘大船從外海漂進來相撞，雙雙擱淺。
在廈門五緣灣，有面海的商住樓，在狂風

暴雨夾擊下，二十多層樓房的落地窗玻璃全部
碎裂，室內傢俬吹翻浸濕。有專家預計，由於
此次廈門災情超乎預期，至少需要半個月的清
理與重建，城市才能逐步恢復正常。
截至15日晚間22時，當地共轉移46,327

人，因災死亡1人，直接經濟損失正在統計。
另有消息稱，從15日零時至五時三十分，廈
門市120共接警551次、出警93人；全市各醫
院共收治病人369人，住院57人，手術15
台，1人入住ICU。接診病患以玻璃割傷為
主，其次為摔傷和孕產婦。

■停放路邊的私家車被
大樹砸毀。記者米南攝■“莫蘭蒂”從廈門翔安區登陸，是近60年來登陸閩南最強颱

風。圖為廈門一居民從倒塌的房屋中搬運物品。 美聯社 曾重創廈門的颱風
■1959年

3號颱風“艾瑞斯”，登陸福建龍海和廈門之

間，廈門市最大陣風記錄達17級，全市幾乎癱

瘓，造成上千人死亡，損失慘重。

■1996年

8號颱風“赫伯”，引發廈門港出現百年一遇的高潮

位，颱風、風暴潮等災難造成全市17.71萬人受災；

■1999年

14號颱風“丹恩”，在廈門正面登陸，最大陣風

15級（47.1米/秒），造成13人死亡，3人失蹤，

727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19.38億元。

整理：記者 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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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福州水淹半城 餐廳防洪成網紅

“莫蘭蒂”洗劫廈門 六十年最重
停電停水交通癱瘓 清理重建至少半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米南 廈門

報道）15日凌晨3時05分，今年第14

號颱風“莫蘭蒂”從福建廈門翔安區登

陸，登陸時為強颱風級（48米/秒，15

級），最大陣風17級，是近60年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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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面積停電停水，城市交通幾近癱瘓，
其破壞程度為近60年來罕見。

在街上，隨處可見倒伏的樹木、支離破
碎的廣告牌、滿地的玻璃渣和垃圾，以及慘
被埋壓的汽車，據官方15日晚間發佈的消
息，共有35萬棵行道樹倒伏。市區許多幹道
被倒伏的行道樹阻斷，部分低窪片區內澇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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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遭受了毀滅性破壞，集美區3座220千

伏高壓鐵塔被攔腰折斷，全市出現大面積、
長時間的斷電、停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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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友爆料，疾風暴雨過後，廈門機

場、廈航機庫和廈門太古受損嚴重，一架波
音767被大風移動，機身受損。在白城海域，
兩艘大船從外海漂進來相撞，雙雙擱淺。

在廈門五緣灣，有面海的商住樓，在狂風
暴雨夾擊下，二十多層樓房的落地窗玻璃全部
碎裂，室內傢俬吹翻浸濕。有專家預計，由於
此次廈門災情超乎預期，至少需要半個月的清
理與重建，城市才能逐步恢復正常。

截至15日晚間22時，當地共轉移46,327
人，因災死亡1人，直接經濟損失正在統計。
另有消息稱，從15日零時至五時三十分，廈
門市120共接警551次、出警93人；全市各醫
院共收治病人369人，住院57人，手術15
台，1人入住ICU。接診病患以玻璃割傷為
主，其次為摔傷和孕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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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活躍火山將在30年內大爆發

距核電站49公裏

在日本九州的櫻島火山“構成的威脅

越來越大”。

這個火山距離川內(Sendai)核電站約

49公裏，距離附近有 60多萬人口的鹿兒

島市也不遠。

科學家們在研究了櫻島火山的地下巖

漿堆積情況後說，這個日本最活躍的火山

之壹將在未來30年內大爆發。

櫻島火山上次大噴發是在1914年，造

成 58人死亡。櫻島火山每年都有小規模

噴發，最新的壹次是今年2月份。

日本列島位於太平洋“火山環”上

，有壹百多座火山。目前日本的火山預

警系統正密切關註在 5級預警中達到 3級

的兩個火山情況，其中壹個就是櫻島火

山。3級預警意味著人們得到警告不得靠

近。

英國布裏斯托爾大學和櫻島火山研究

中心聯合進行了這次科考，並在本周二發

表了報告。

綜合報導 據報道，新加坡至今

有七個地區被列為寨卡病例區，當中

包括阿裕尼彎及沈氏道壹帶、勿洛北

、裕盛路、碧山 12街、誼立雅臺、烏

美彎，以及循環路壹帶。

阿裕尼彎和沈氏通道是最早出現

疫情的地區，過去兩個多星期以來已

發現273起病例。

除了在病例區加緊滅蚊和防蚊宣

導工作，當局也要呼籲民眾做好預防

措施，在家中展開“滅蚊五步驟”，

防止伊蚊滋生。這包括每隔壹天倒掉

花盆托盤積水、晾衣孔在不使用時須

蓋上、將水桶和盛水容器倒放避免積

水。當地時間 8月 31日，新加坡衛生

防疫人員在公共住宅區下水道噴灑驅

蟲藥。

公眾也可使用驅蚊劑和驅蚊貼，

避免蚊蟲叮咬，特別是孕婦。

此前有傳染病專家指出，由伊蚊

傳播的寨卡病毒已在新加坡本地“生

根”，就算能在境內消滅病毒，也無

法避免它從其他區域國家再傳入本地

。不過，專家強調，寨卡病毒的殺傷

力整體而言並不高，人們無須過度擔

心，但仍得加強滅蚊工作和做好避免

蚊蟲叮咬的防範措施，以防萬壹。

朝鮮通報洪災受災情況
呼籲亞洲各國支援重建

綜合報導 朝鮮外務省14日面向亞洲各

國駐朝外交使節舉行吹風會，通報鹹鏡北

道北部地區洪災的受災情況，呼籲各國支

援朝鮮災後重建。

據朝中社 14日報道，蒙古、越南、老

撾等亞洲9國的駐朝使節出席了吹風會。朝

鮮外務省介紹了災區受災情況，呼籲同朝

鮮擁有長期友好合作關系的亞洲各國積極

協助朝鮮進行災後重建。

各國使節對朝鮮

遭受自然災害導致重

大人員及財產損失深

表同情，表示將盡快

向本國政府建議提供

緊急人道主義援助。

另據朝中社 14日報道，朝鮮鐵道省對

運往災區的物資給予優先保障。僅 13日壹

天就向災區運送水泥、鋼鐵等物資 7500余

噸。鐵道省還對各地列車進行靈活調配和

指揮，提高運輸效率。據不完全統計，朝

鮮北部地區由於普降暴雨導致洪災，死亡

及失蹤人員達數百名，6.8萬余人無家可歸

，2.9萬間房屋受損。

印尼民調顯示：
近七成民眾滿意佐科政府業績

印尼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最新民調

結果顯示，全國大多數民眾對佐科政

府兩年來的業績表示滿意。

當地媒體近日援引該中心研究專

家阿利亞的話報道稱，今年 8月進行

的民調結果顯示，66.5%的受訪者對佐

科政府業績表示滿意，比2015年10月

公布的民眾滿意度50.6%明顯提高。

阿利亞指出，民眾主要是對佐

科政府四方面的工作成績感到滿意

，即經濟、司法、政治和海事方面

的成果。

他說：“民眾對佐科政府經濟領

域業績的滿意度由原來的 30%升到

46.8%。68.2%受訪者深信佐科政府有

能力完成提升糧食安全計劃；66.9%對

政府提高國內工業計劃充滿信心；

58.8%受訪者對政府營造良好投資氛圍

，提升投資增長計劃表示滿意，但民

眾對政府整體經濟業績之滿意度尚在

50%以下，因此，經濟發展還是佐科

政府的壹大挑戰。”

阿利亞表示，在司法方面，民眾

對佐科政府的滿意度由 51.1%提升至

62.1%，主要得益於官方在加強和改進

執法力度方面的舉措。在政治方面，

民眾滿意度由 40%升至 53%。而在海

事方面，民眾滿意度由2015年10月的

59.4%升至63.9%。

此次民調是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15

日對印尼全國 34 個省的 1000 名受訪

者進行的抽樣訪查結果，誤差率

3.1%。

臺風登陸越南中部帶來暴雨
造成2人死亡33人受傷
綜合報導 臺風“雷伊”登陸越南中部

後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帶來強大雨勢，

已釀成嚴重災情，造成 2人死亡和 33人受

傷。

越南中部預防天災分局報告顯示，臺

風登陸帶來暴雨，導致洪

水高漲，逾 100 間民宅被

洪水沖走以及數千公頃農

作物淹沒在水中，經濟損

失相當嚴重。

報告指出，截至 14日上午傳出人員傷

亡災情，其中2人因落水死亡，另有33人受

傷。當地氣象局預報雨勢將持續，河道洪

水繼續高漲，提醒民眾註意。

泰國衛生部確認至少200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綜合報導 泰國衛生部當地時間

13 日發布聲明稱，自今年 1 月以來

，泰國已出現至少 200例寨卡病毒確

診感染病例。這是本年度泰國衛生

部首次公開確認其寨卡病毒感染人

數。

泰國衛生部發言人蘇萬那埃(Su-

wannachai Wattanayingcharoenchai)表示

，“在過去三周時間內，泰國平均每

周新增 20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且增速

穩定”。他同時表示，請公眾不要驚

慌，也無需因受寨卡病毒影響而取消

旅行計劃。泰國衛生部強調，有關部

門正在蚊蟲密集的地方噴灑殺蟲劑，

全力做好防控措施。

路透社報道稱，有泰國專家擔憂

因受寨卡疫情影響，泰國旅遊業也恐

遭波及。在泰國目前經濟形勢下，旅

遊業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有重要比

重。

泰國衛生部亦表示，泰國目前沒

有出現由寨卡病毒導致的新生兒小頭

癥情況。在他們監測的 30位感染寨卡

病毒的孕婦中，已經有 6位生產，且

新生兒並無異常。

寨卡病毒對絕大多數感染者而言

癥狀溫和，但對孕婦危害巨大，會大

大增加新生兒畸形風險，可能導致新

生兒小頭畸形甚至死亡等。從去年 10

月至今年 4月，寨卡病毒重災區巴西

共確診 1000多例新生兒小頭癥，其中

近200例與寨卡病毒密切相關。

同屬東南亞國家的新加坡 8月 27

日確診首例本地感染寨卡病毒病例以

來，目前感染人數已超過 300人。馬

來西亞和菲律賓也出現了寨卡病毒感

染病例。

寨卡病毒主要通過蚊蟲叮咬傳播

，性接觸也是傳播途徑之壹。

新加坡寨卡感染者人數上升至341人

當局再籲防蚊

（中央社）颱風莫蘭蒂橫掃
南台灣與東台灣，總統蔡英文今
天南下屏東勘災，她說，行政院
和各地方政府將會齊心合作，用
最快速度，讓民眾恢復正常生活
。

颱風莫蘭蒂前腳剛走，第16
號颱風馬勒卡卻步步逼近。

蔡總統今天南下勘災，她並

透過臉書（facebook）貼文指出
，上午她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掌
握最新災情後，和行政院長林全
隨即南下，分頭前往這次受到颱
風侵襲的屏東和高雄實地勘災。

蔡總統說，現在，台水、台
電的工程人員正在全力搶修受損
的供水、供電設施；部分地區依
然有嚴重的淹水狀況，國軍已經

投入第一線的復原工作；農委會
也會持續掌握農漁業災損的情形
，提供農友漁民必要的支援。

她說，所有受災同胞都在期
待政府的協助，下一個颱風馬勒
卡也正在接近，行政院和各地方
政府將會齊心合作，用最快速度
，讓民眾恢復正常生活。

總統勘災：用最快速度讓民眾恢復正常生活

（中央社）颱風莫蘭蒂重創恆春半島，恆春基
督教醫院受損嚴重，總統蔡英文今天前往關切，對
於屏東觀光和民宿業者提到的比照台東縣災損補助
，蔡總統表示，將請有關單位研議。

蔡總統下午到屏東佳冬鄉勘查淹水災情，隨後
到恆春基督教醫院關心恆基受創情形。

有媒體詢問有沒有順道回楓港老家看看，蔡總
統說，因為老家災情沒有恆春嚴重，所以，沒有回
楓港老家。

恆基院長陳志成說，昨天清晨造成醫院多處屋
頂掀開，大雨從屋頂破洞灌入，造成急診室、復健
科、衛教室和走道積水，醫療人員緊急將超音波、

心電圖等醫療器材搬到大廳。
陳志成特別提及，在醫院重創情況下，83 歲

的眼科醫師陳雲址得知有民眾眼晴被鐵皮割傷，冒
著風雨到醫院治療，婦產科醫師陳明珠也順利接生
1名嬰兒。

蔡總統聽後表示，遭遇百年來最大風災，醫院
卻發揮最大愛心，醫療人員依然堅守工作崗位，要
向院方人員致敬，後續要盡所有力量協助房舍整建
，讓醫院恢復正常運作。

蔡總統並表示，屏東縣觀光協會、民宿協會反
映政府比照台東縣專案補助災損，也會由相關單位
研究。

屏東民宿業比照台東補助 總統：將研議

（中央社）為保障食品安全，行政院規劃今年底前掛牌成立
「行政院環境保護毒物及化學物質局」，達成源頭控管。

台灣近年來從毒澱粉到黑心油，食安風波不斷，為挽救國民
食安信心，總統蔡英文選前提出 「食安五環」政策，行政院和立
法院也已共識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草
案」列入立法院這會期優先法案。

行政院今天表示，為讓民眾安心度過中秋假期並關切食安，
整合跨部會資源，精進食安管理，積極推動 「食安五環」，並請
衛生福利部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督導各地方政府聯合加強稽查抽
驗。

行政院表示，針對中秋傳統習俗與應景食品，如月餅及餡料
、蔬果、烤肉食材等，全面加強查核相關製造場所、販售通路，
及聚會場所餐飲衛生，確保符合衛生安全管理規定。

行政院說， 「食安五環」環環相扣食品每一段生產、製造、
流通、販售歷程，緊密串起政府、廠商與民眾間合作，以建立從
農場到餐桌安全體系，讓民眾 「有得吃」，且要 「吃得安心又安
全」。

行政院表示，第一環是 「源頭控管」，為達全面管理化學物
質，阻絕環境污染物進入食品供應鏈，將於今年12月31日前掛

牌成立行政院環境保護毒物及化學
物質局，整合跨部會化學物質管理
及勾稽檢查，化學物質科技研發及
接軌國際化學物質管理趨勢，並運
用雲端科技等策略，從源頭有效掌
控資料。

行政院指出，第二環是 「重建
生產管理」，重點在資訊透明，為
讓消費者購買安心產品，產品應有
詳細履歷資料、可追溯追蹤生產流
程、生產者和經銷商等相關資訊；
農委會建立散裝蛋溯源標示與國產牛肉生產制度，並已於7月1
日啟動國產生鮮豬肉追溯系統，消費者可於肉攤運用智慧型手機
，即時查詢所購買豬肉來源資訊。

行政院表示，第三環是 「提高查驗能力」（10倍查驗能力）
，政府查驗頻率、強度提高，首先全面監測學童學校午餐食材，
除中央聯合稽查、地方政府監控及學校自主管理，農委會針對學
校午餐生鮮農、漁、畜產品食材前端源頭，負責安全管理與抽驗
。

至於校園午餐後端製程管理部分，由衛福部稽查午餐作業場
所及製程是否符合規範，並抽驗加工品、半成品食材及午餐成品
。

行政院表示，第四環是 「加重生產者、廠商的責任」。第五
環是 「鼓勵、創造監督平臺」，行政院已指示跨機關強化 「1919
」食安服務及檢舉專線，暢通與民眾互動，全民共同監督食安，
揪出違法食品業者，並加強與民眾宣導溝通，提升食品安全信心
度，共同努力讓食品愈來愈安全。

（中央社）行政院今天表示，中秋連
假期間，長期照顧服務不間斷，將持續提
供失能民眾及家庭照顧者獲得必要長照服
務。

行政院表示，有需要的民眾，事先由
本人、家屬或社區鄰里長，以市話撥打長
照專線412-8080、或以手機撥打各縣市區
域碼後，再撥412-8080，另也可向各縣市
政府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預先申請長照
服務。

行政院說，為滿足多元需求，提供民
眾便利及可及的長照服務，衛生福利部協
同各縣市政府建立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提供受理申請、需要評估及整合、連結

、輸送長照服務單一窗口，肩負整合連結
「醫療照護」與 「生活照顧」體系服務資

源，目前已於22縣市成立62個 「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及分站。

行政院表示，有長照需要民眾，可向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長照服務，中

心會派員到家中評估民眾生活功能，並連
結或轉介所需長照相關資源，讓民眾獲有
效長照服務。

有關中秋連假期間長照服務，行政院
表示，各縣市中秋連假期間仍持續提供的
長照服務，包括居家及機構服務；另居家
護理服務及復健服務，將調整安排於中秋
節連假前後提供。

源頭控管食安 行政院毒化局年底前掛牌
政院：中秋連假長照不中斷有多元服務

中秋連假新北觀光工廠好吃又好玩
今年的中秋連假有多達4天，民進黨立委吳琪銘說，中秋連假不知何處去的話，歡

迎民眾到新北觀光工廠DIY，絕對是好吃又好玩。圖為新北市土城區的手信坊創意和?子
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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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國防部今天派遣5962人協助東部
及南部盡快恢復往昔市容，明日預計派遣兵力約
3200餘人，至災情嚴重地區執行災後復原任務，
讓民眾可以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為協助東部及南部盡快恢復往昔市容，國軍
今日派遣兵力計 5962 人，車輛機具 4 類 266 輛
（部），持續協助花蓮豐濱、萬榮、富里鄉、玉
里鎮、台東金峰、大武、東河鄉、台南鳥松、永
康區、高雄桃源、那瑪夏、杉林區、屏東佳冬、
來義、內埔鄉、東港鎮及澎湖、金門等災情嚴重
地區，執行災後復原工作。

國防部統計，完成鄉民返鄉160人、廢棄物
（垃圾）清運161噸、街道清理258公里、路樹

清理2708棵、水溝清淤3公里。
國防部指出，因應 「莫蘭蒂」颱風對台灣地

區造成的影響，國軍自13日迄今，國軍累計派遣
兵力1萬5849人次、車輛機具5類1949輛（部）
次；協助執行民眾撤離（返鄉）2403人、沙包堆
置1萬7724包、廢棄物（垃圾）清運161噸、街
道清理258公里、路樹清理2708棵、水溝清淤3
公里。

國防部強調，將主動協助地方政府恢復市容
，並持續掌握 「馬勒卡」颱風動態及可能影響地
區，預作防範；明日預計派遣兵力約3200餘人，
至災情嚴重地區執行災後復原任務，期讓民眾可
以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南部災區復原 國軍16日續派3千人

（中央社）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今天在臉書貼文指 「陳菊颱風中上台北開中常會」。高
雄市政府發布新聞稿駁斥，除嚴厲譴責，並將提告。

市府指出，高雄市長陳菊14日全天於高雄進行救災工作，未出席民進黨中常會。蔡正元未盡查
證義務、公然說謊，市府嚴厲譴責並將提告。

蔡正元指颱風出席中常會 陳菊要提告

（中央社）颱風莫蘭蒂肆虐，高雄市燕巢
三寶農損慘重，行政院長林全今天在高雄市長
陳菊陪同視察災損情形時表示，對農損從寬從
速補助，希望能稍減輕農民的損失。

高雄市燕巢三寶有番石榴、棗子及西施柚
，由於正值開花結果及準備採收期，卻遭颱風
莫蘭蒂肆虐，落花和落果等情形嚴重。

林全由陳菊陪同到燕巢視察災損情形，有
農民要林全一直聽他訴說農損情形不放手，表

示損失慘重，農民都欲哭無淚，林全只得一再
勸慰。

種植西施柚的農民表示，中秋節過後即將
可採收，現在被颱風一吹 「去了了」，損失超
過新台幣上百萬元。

對於農民的災損，林全神情凝重表示，了
解農民的損失很重，已指示農委會擬定天然災
害救助措施，從寬從速補助，包括現金和低利
貸款，希望能稍減輕農民的損失。

燕巢三寶農損慘 林全：從寬從速補助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日前接受聘書，
擔任東吳大學 「嚴家淦法學講座教授」，馬英
九辦公室證實，馬英九將於 26 日發表第一場
演講，講題是 「台灣的國際法定位」。

東吳校方日前指出，看重馬英九在國際法
學術造詣及長期參與政府公職經驗，可為師生
帶來不一樣高度和視野。馬英九在東吳大學是
榮譽無給職，教授對象以學生為主，教職員為
輔，採全校線上報名預約方式，無學分。

馬英九辦公室證實，馬英九將於 26 日下
午在東吳大學發表嚴家淦講座第一場演講，未

來將以1個月1場演講方式，針對不同主題與
學生們互動交流。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在社群網站臉書
（facebook）貼出講座海報表示， 「我想，會
爆滿吧...只是，我的 『資格不符』，不能去聽
，哈哈！」，他也為馬英九加油。

馬英九擔任政府要職前曾在政治大學任教
，卸任後回到 「馬老師」身分，首場講座將於
26日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樓普仁堂
舉行，時間3小時。

馬英九東吳開課 26日談國際法

（中央社）為提前布局2018年縣市長選舉，中國國民黨推出 「預選制度」，
非每個縣市都辦，會視各縣市情況綜合評估，且初步規劃預選制人選的產生朝推
薦制而非登記制，最快年底上路。

國民黨敗選後，在全台各地展開黨務改革座談會，因應基層與地方幹部都希
望提早布局2018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於9月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黨務革新與黨
的發展」方案，在黨內初選前，進行預選制度。

根據初步規劃，預選制鼓勵新人參與，為避免資源不對等，參與預選者，能
獲得黨部提供的相關活動訊息、參加黨部舉辦的政策說明會，增加曝光；參與預
選者也可以自費方式，參與黨部辦理的4次民調，了解實力。

預選制並非強迫性質，如果不參與預選，也可以直接參加黨內初選，不過，
根據國民黨初步規劃，未來初選民調必須禮讓參與預選者3至5個百分點。

國民黨組發會主委張雅屏受訪表示，預選制度是人才培育、鼓勵新人的機制
，未強迫參與，且並非全國各縣市都辦預選，會視每個縣市情況綜合評估有無舉
辦必要。

張雅屏舉例，如果是執政縣市，已有獲共識的候選人，就沒有必要辦預選；若是沒人要選的艱
困選區，例如屏東，辦預選也沒意義。

他強調，預選是人才培育的過程，透過制度找尋候選人，且透過預選可解決候選人、派系之間
磨合，候選人越晚產生，磨合時間越不夠。

至於預選人選的產生，黨務人士透露，目前初步規畫朝推薦制，非登記制，由小組長以上幹部
調查、提出建議人選，再展開諮詢並邀請參與，不過，若當事人拒絕，不會強迫參與預選。

國民黨推預選制 人選擬採推薦制
颱風肆虐金門鐵皮屋四分五裂

颱風莫蘭蒂15日凌晨肆虐金門，頂樓加蓋的鐵皮屋被颱風吹的四分五裂，整片倒掛在屋外，
令人怵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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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橫掃金門 國軍救災
颱風莫蘭蒂15日凌晨橫掃金門，不但房屋搖晃不已，許多大樹應聲倒地。一大早金防部

官兵即出動官兵沿路清除倒塌樹木，恢復道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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