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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容介紹：
《特別呈現》是中央電視台紀錄頻
道（CCTV-9）推出的一個紀錄片
放映時段，主要播放國產原創紀錄
片，展現一個立體的中國。許多記
錄片包括《舌尖上的中國》、《春
晚》紀錄片、《我的抗戰》32集大
型歷史紀錄片、《南海一號》 紀錄
片、《玄奘之路》和《同飲一江水
》等都是不同主題人文風情的生活
故事。

播出時間：
周日下午2時至3時首播，周四下午4時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特別呈現》國產原創

紀錄片展現立體中國

《開講啦》名人開講分享
心路歷程 砥礪人心好榜樣

【VOA】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星期四對法國
總統候選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表示正式
支持，理由是馬克龍如果獲勝，“對法國
未來和我們都如此在乎的價值觀來說非常
重要”。奧巴馬說，他讚賞馬克龍的“自

由價值觀”，並認為馬克龍致
力於為法國爭取更加美好的未
來。
奧巴馬說：“正是由於這次選
舉很重要，我才支持馬克龍領
導你們前進”。
奧巴馬還說，馬克龍吸引的“
是民眾的希望，不是恐懼”。
這似乎是在影射右翼候選人勒
龐。
奧巴馬對法國大選選邊站前一
天，勒龐和馬克龍進行了兩個

小時的激烈電視辯論。再過幾天，法國就
要舉行總統決選了。
女候選人勒龐把對手馬克龍描述成冷面資
本主義者，說他反恐無力。馬克龍則批評
勒龐說謊，是危險的極端分子。

川普5月首次
以總統身份
出國訪問
【VOA】川普總統5月下旬將首次以美國
總統的身份出國訪問。他將去以色列和沙
特阿拉伯訪問，然後
前往歐洲，與教宗方
濟各舉行會晤，並出
席在布魯塞爾和意大
利召開的國際會議。
川普上台後，在白宮
和他在佛羅裏達州的
海湖莊園會見了多位
外國元首。 他五月首
次出訪的目的地是局
勢動蕩的中東地區，
川普表示要從中斡旋
，促使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人達成和平協議。這是幾十年來，多
位美國總統都未能實現的目標。
目前並不知道川普出訪中東的確切日期，
但會在川普5月24日在梵蒂岡拜會教宗。
緊接著，川普將於5月25日出席在布魯塞
爾召開的北約會議， 5月26日出席在意大
利舉行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

圖：節目花絮

節目介紹：
《開講啦》是中國首檔青年電視公開課。節目邀請“中國青年心中的
榜樣”作為演講嘉賓，分享他們對於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給予中國青
年現實的討論和心靈的滋養。每期節目由一位名人傾情演講、與十位
新銳青年代表進行交流對話，300位大學生作為觀眾現場分享這場有
思考、有疑問、有價值觀、有鋒芒的思想碰撞。現已播出第三季。

播出時間：
周六晚間9時30分至10時30
分首播，周日凌晨1時至2時
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精彩節目介紹

圖：花絮。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KVVV

︱圖：美國總統決選候選人之一馬克龍。

︱圖：美國總統川普

奧巴馬宣布支持
法國總統候選人馬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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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無論在世界何處，有數不
清的華人讀到過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
櫚》、有數不清的華人聽說過古華的《芙蓉鎮》。
家喻戶曉、各獲大獎各領風騷、風靡了幾十年的這
兩部著作，被贊為 「已成經典」，恐不為過。

可是，受兩岸三地共同尊崇、被譽為留學生文
學鼻祖、長篇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作者
於梨華，與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被改編成多種戲
劇和電影、譯成各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的長篇小說
《芙蓉鎮》的作者古華，這二位之間有關聯嗎？

有！在2017年4月29日這一天，在另一位著名
作家、傳奇人物韓秀的牽線之下，華府華文作協獲
得殊榮，將他倆請來位於蓋城的華府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做了題為【當《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遇到
了《芙蓉鎮》】的文學對談，主持人正是韓秀。三
大 「名人」相聚首，回顧歷史、暢談文學；三人眾
多的 「粉絲」從遠近各路趕來，會場座無虛席、盛
況空前。

講座以別出心裁的問答形式進行：韓秀輪流向
於梨華、古華提問，後者依次作答。本身著作等身
的韓秀對此二作品甚至兩位作家的其他作品都瞭如
指掌、事前又做足了 「家庭作業」，其提問自具專
家水平。她往往先問聽眾有關此二作者和他們有關
的作品及年代等問題，讓大家不知不覺對他們首先
有了縱向的了解，其後才向兩位作者發問；又每每
先讀出書中關鍵段落來作為例證再行提問；由於自
己在多年寫作和閱讀上有無數心得，她自然還會提
出只有行家才能問出的問題；還要答者務必卡住時
間回覆，笑稱 「考試時間到了」；聽到答案之後還
會做一番風趣的評論和 「判分」，有時甚至與西方
一些作家的情況進行對比。問題的內容既深刻又嚴
肅，提問方式卻又如此活潑，令席內聽眾一再捧
腹。偏三人事前又明顯並未 「排練」，於是，八九
十歲高齡的於梨華和也已進入 「從心欲」年齡段的
七十多歲的古華，總是 「乖乖」聽問、 「乖乖」回
答；有時答完之後則稱 「我先交代這麼多」，引得
會場哄堂大笑；有時走題、有時要向主持人再次核
實提問；講到往事動容、談及寫作動情，每句話都
發自肺腑，時時有精闢論句、每每還要對以作協會
員為主的聽眾介紹寫作經驗和做出語重心長的叮
囑，令席內聽眾贊同與感慨之聲時起、掌聲不斷。

主持人韓秀首先指出，這次大家聚到一起，是
因為今年是文壇常青樹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

棕櫚》出版五十週年的日子;而古華則是在接受華府
作協邀請下，剛剛完成台北之行，便不辭旅途疲勞
趕來華府與於梨華見面、與大家見面。聽眾立即以
熱烈的掌聲向於梨華致敬、向古華表示歡迎。韓秀
進而點出，今天的文學對談 「非常別緻」，因為於
梨華和古華二人唯一共同之處，是都在非華語的地
區生活、而以華文創作見諸於世；但其他方面 「就
只剩下了不同點」：性別、出生地、成長環境、求
學過程、創作過程、美學理念等均為不同，創作手
法更是各有千秋，所以今天正是請這兩位如此不同
的小說家談有關那兩部家喻戶曉的小說產生的過程
及有關內容。她的這一導言引得大家笑聲不斷。而
於梨華在後來的發言中則急於 「補充」一點：她和
古華的名字中都有一個 「華」字，這又引發了會場
一片笑聲。

韓秀對於梨華的第一個提問，是她創作《又見
棕櫚、又見棕櫚》一書時的背景條件。接下來，韓
秀希望於梨華能夠說明是否具有一些特別的設計功
能，得以將時空隨心所欲極其有效地來回調配，因
為時空轉換的藝術手，對於小說寫作非常重要、
「非同小可」，而於梨華卻掌握得嫻熟之至、處理

得不同凡響 ，且書中例子比比皆是。第三個問題，
因於梨華在前邊的回答中提到意識流以及夏志清先
生為她寫序之事，引發出韓秀請她回答：既然能夠
成功地以描寫細節的精彩手法來描寫人物的真實
性，那麼她是怎樣觀察其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隨後
的問題，則包括諸如 「在寫作中怎樣運用隱喻」或
「棕櫚在妳心目中為何如此重要」，以及 「妳對今

天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讀者有什麼期待」
等等。

韓秀對古華的第一個提問，也是從其小說《芙
蓉鎮》的寫作背景、小說的產生過程開始。她的第
二個問題則因《芙蓉鎮》的四章包括跨度很大的四
個年代、令人自然聯想當時的政治形勢，而請古華
解釋如此設計的更深刻的理由。進而，韓秀請古華
解說在其一系列的長篇小說中，對數位不同女主角
之間為何會有一種隱隱的、非常堅韌的脈絡存在。
接下來她的提問包括：在描寫《芙蓉鎮》裡石板街
上竹枝掃帚掃街的經典畫面時、作者可曾有過不同
的設想，以及對今天的讀者再看《芙蓉鎮》會有什
麼樣的期待，等等。

於梨華在回答中，談到了她仍記憶猶新的許多
往事，包括曾經經歷過的許多不公平的人生待遇、
對一些後來成為她書中重要人物的原型在生活中的

種種不義之舉的強烈反感，以及她自己的反抗與堅
強，而這些經歷統統成為她作品中的養分。正如韓
秀對她的感慨： 「性格決定命運，所以她難怪要成
功」。她還談到自己擅長運用時空調配來增進描寫
的人物的立體性，乃因在美讀新聞系時，閱讀了大
量西方文學的作品，從中得到了很大的益處。她由
此強調務必要讀書，尤其注意意識流方面的寫作方
法，一旦熟習便會令自己的寫作方便得多。她還特
別強調了細密觀察的重要性，說人稱她 「有第三隻
眼」、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而她又最喜歡
寫人、對人非常有興趣，所以觀察總是非常用心、
任何細節不曾放過，寫出的東西也必會細膩飽滿。
對於自己在書中以棕櫚為隱喻、將棕櫚看得異常重
要，是由於在受到不應有待遇的逆境中，她曾以棕
櫚為精神依靠、從它那裡得到了力量、從而 「對它
愛得那麼深」；而且書中它的反復出現，均與主人
公牟天磊的意念有關，形成一種像徵、一種吶喊。
對現下喜愛寫作的人們來說，於梨華的叮囑尤其語
重心長。她要求大家務必要多讀書、多觀察；對寫
人物而言，一定要能聽得見其講話、看得見其表
情；而最最重要之處，是若確想寫作，就一定要像
她和韓秀一樣，每天必須要寫，哪怕只寫一小時、
哪怕只寫五分鐘，關鍵是把心靜下來： 「這是最要
緊的，叫作 『持之以恆』」。

古華在回答提問時卻一時 「走題」，上來先說
明他對聽眾們的 「嫉妒」之心：因為華府一帶有於
梨華、韓秀這樣優秀的女作家，大家非常幸運。情
不自禁中，他把自己也屬於梨華的 「粉絲」這一點
給暴露了出來。他提到88年即已給於梨華去過信、
且萬想不到於梨華此次竟把信帶了來；提到《又見
棕櫚、又見棕櫚》在許多地方已經進入了教科書；
事實上，在於梨華剛剛演講的時候，出於由衷敬
意，他還要堅持親自為她把持話筒以方便講話。

古華在答題中，對自己《芙蓉鎮》的得獎，部
分歸於時間所玩的把戲。在介紹了此書寫作的歷史
的、苦難的大背景之後，他引用一篇評論說，這部
書 「如果是 1957 年所寫，就會是極右派、關進牢
房；如果是文革中所寫，就會被殺頭；但這本書是
80年寫、81年出版，所以得獎了」。他提到當時看
《芙蓉鎮》的盛況，以致有種說法是 「滿城爭說
《芙蓉鎮》」 。 「時間是在玩魔術！」，他感慨
道，同時認為他是個幸運的人。

雖然韓秀對二人的提問基於各自作品而多有不
同，古華許多回答竟與於梨華殊途同歸。他認為自

己此書的結構是受到自己所讀的西方文學的影響，
是得到啟發並融會貫通的結果。所以四章寫了七個
人物、是採用的一種跳躍性有節奏的寫法、而不是
從頭寫到尾，從而給人以更多的想像空間。他認為
結構是一種意念，並要大家記住：如果結構不好，
再好的題材也會寫亂；而好的結構，則會有雙倍的
好結果。他也強調細節描寫的重要，提到 「故事可
以虛構、細節不能捏造」，所以細節一定要真實。
對於寫小說，他給了大家三方面的忠告：（1）要
學會傾聽、習慣於傾聽，甚至不同的觀點也要傾
聽，那會是故事和語言的真正來源，甚至要大家注
意 「人在吵架的時候語言是最生動的」。（2）正
如於梨華所述，一定要注意細節、觀察細節。
（3）不要埋怨生活，因為 「再大的苦難，對作家
來說也都是財富，都會變成我們的文字、變成我們
的作品」。他後來提到，正是自己生活中歷經的苦
難、以及聽到和看到的苦難，讓他在積壓了多少年
生活閱歷之後，寫《芙蓉鎮》時 「找到了一個噴發
口」，二十天便寫出書稿、每天一萬多字,將壓抑的
情緒噴發出來，以致有人說他是 「把作者一生的生
活都寫盡了」。與於梨華一樣，他也強調多讀多
寫。關於多寫，他提到 「不怕胡說，只怕無說」;而
且寫東西一定要自我解放，什麼東西都可以寫、只
要自己覺得好就行，要求大家一定要放開來寫、
360度地寫。關於多讀，他認為什麼書都要讀，古
今中外、詩歌散文、各種風格的都可以讀，只有讀
的書雜，營養才會全面豐富。

會後聽眾此起彼伏熱烈提問。有人問及於梨華
是否追蹤西方文學的潮流，有人問她是否觀察自己
周圍社區、是否想以此為題材寫作。還有人問到古
華讀書究竟應雜還是應只集中某個作家或某一類作
品來讀，等等。兩位作家均逐一給予回答。

會議中休和散會之時，聽眾排長隊購書並排長
隊請求兩位作家簽書。由於於梨華《又見棕櫚、又
見棕櫚》一書尚未到貨，許多人已留下姓名提前預
定。散會之後多人來到附近中餐館請三位作家午
餐，席間自然又得以進一步交談。即使散會已久，
仍有多人在議論今日會議盛況；數名作協成員因備
受激勵和鼓舞，甚至開始提出將藉此東風，相互督
促、好好讀書、好好寫作。

相信此次難得的盛會，已經成為華府人們記憶
中的一部分，留在了華府傳奇之中。

於梨華於梨華、、古華講扛鼎之作古華講扛鼎之作
韓秀導棕櫚韓秀導棕櫚、、芙蓉之談芙蓉之談 —華府作協幹事會—華府作協幹事會—華府作協幹事會 陳小青供稿—陳小青供稿—陳小青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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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電影高峰論壇： 中美電影人深度對話

中美電影人探討中國電影的現狀和未來中美電影人探討中國電影的現狀和未來。。左起左起：：美國休斯頓國際電美國休斯頓國際電
影節全景中國美國區顧問影節全景中國美國區顧問Shawn WellingShawn Welling、、UCLAUCLA現代文化研究教現代文化研究教
授授 Michael BerryMichael Berry、、福斯影業全球創意開發製作總監李嫻福斯影業全球創意開發製作總監李嫻、、諾華視諾華視
創聯合創始人范琳創聯合創始人范琳、、中南紅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少中南紅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少
忠忠、、美國美國EE DataEE Data精彩娛樂數據公司總裁精彩娛樂數據公司總裁Nancy BoNancy Bo、、主持人主持人//首都首都
紀錄片發展協會會長劉曉霖紀錄片發展協會會長劉曉霖。。((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由休斯頓電影節舉辦的中美電影
高峰論壇於4月28日下午在休斯頓亞洲活動中心舉行。該論壇匯
集了美國和中國電影行業領袖，為中美電影從業者們提供最新的
電影市場趨勢，對“中美電影市場的現狀和未來”、“中美科幻
、奇幻電影的現狀”“中美電影的文化差異”三大主題進行了深
入探討。

本次論壇吸引了中美影視娛樂產業前沿的公司和獨立製片人
，其中包括福斯影業、諾華視創、諾華無界、美國EE Data精彩
娛樂數據公司、中南紅文化集團、美國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全景中
國美國區顧問 Shawn Welling、 UCLA 現代文化研究教授 Mi-
chael Berry以及中國影視演員孫淳、休斯頓電影節名譽主席陳燁
等，與現場電影從業者和愛好者共同探討了合拍電影、跨境行業
合作與創新等問題，並針對未來互聯網產業鏈在中國本土市場爆
發式發展現狀，提出更多與好萊塢的合作契機，開啟休斯頓電影
節及中美電影合作的業務拓展平台。

福斯影業全球創意開發製作總監李嫻在論壇上為中美電影從
業者們提供了最新的電影市場趨勢，並引導現場嘉賓對“中國電
影發展現狀”“中美跨境合拍”以及“克服文化差異”等主題進
行了深入探討。李嫻表示，相較於美國電影市場的穩定，中國電
影市場的發展潛力巨大，得益於中國總人口數量，如果養成定期
看電影的習慣，那麼中國電影票房收入將不容小覷。美國許多電
影公司都瞄準中國市場，正嘗試與中國展開多方合作，相信未來

中國電影將有爆炸性增長。
諾華視創聯合創始人范琳介紹說，相較於美國好萊塢成熟

的產業運作機制，中國電影正處於電影工業化的起步階段，電
影創作和生產與電影現代化、專業化、國際化還有較大距離，
例如，《速度與激情8》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典型的好萊
塢式電影工業的產物，可複製、可量化、可再生產，不依賴於
任何一個個體因素，這也是現階段中美電影最大的差別之一。
中國電影行業一定要建立電影產業工業化流程體系，形成明確
的規則，也要不斷完善工業化供應體系，這是中國電影產業未
來的必然走向。

中南紅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少忠也表示，
近年來，中國電影產業蓬勃發展，勢頭非常強勁，中國已經成
為世界上除美國之外的第二大電影市場。但是，在市場化與國
際化、人才儲備、電影產品質量和全球市場影響力等方面與電
影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希望加強中美電影人的合作，促進中
國電影的發展。

作為美國EE Data精彩娛樂數據公司總裁，Nancy Bo介紹大
數據對電影產業的影響。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可以幫助電影管
理房更科學決策、降低投資者的風險、幫助創作者創作觀眾喜歡
的作品、幫助發行方降低成本，大數據還能基於口碑等大數據給
觀眾更好的電影推薦，避免觀眾被水軍誤導浪費金錢和時間，
“大數據”正成為中國電影新驅動力。

中國影視演員孫淳從影30餘年，他認為，電影雖然受到語
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的限制，但因為夢想，讓中美電影人
走到一起，深入人心的故事是打破中美文化壁壘的利器，也是跨
國合拍的目的所在。

本屆電影節榮譽主席、定居休斯頓的知名華裔影星陳燁也強
調，通過電影藝術的媒介，跨越語言、地域的界限，增進中國與
世界的溝通。

此外，多名主講人也表示，文化差異是中美合拍電影的一項
重大挑戰，希望能夠克服困難，促成中美合拍電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全球能
源產業最受矚目且規模最大， 2017 年休
士頓海洋石油技術展(Offshore Technology
Conference, OTC)4日剛在NRG Park落幕
，相較於去年的低迷，今年參展人潮回升
，吸引近6萬5000的參展人次，活動盛大
舉辦，為當地能源產業和各領域帶來龐大
商機。

自 1969 年起，每年的休士頓海洋石
油技術展吸引全球目光，比起去年低迷的
參展率，今年能源產業復甦，在佔地面積
59萬平方英呎的兩個大型展館，外加室外
展區，共有來自 43 個國家、2470 家公司
參展，今年也增加 267 家新展商，共計 6
萬 4700 人次業界精英翹楚共聚一堂，為
休士頓當地帶來最創新能源科技，各家企

業參展商和能源傑出人士，一同分享創新
觀點，發展業務合作關係，以滿足全球能
源需求和發展趨勢。

除場內的參展商帶來最新的海洋石油
能源設備外，場外也有350個科技論文發
表、44 個科技主題會議和 13 個小組座談
以及多元性的海報展，並提供 24 次的早
餐與午餐會議。今年的主題講座側重深水
工程建設如何在頁岩油開發極自動化的配
置下，提升安全性，利用 AUV技術找尋
新的使用方法。活動上邀請許多能源界高
階主管針對不同能源體系、深水建設領域
等議題作探討。

今年休士頓海洋石油技術展主席 Joe
Fowler表示，能源產業正在隨著時代產生
轉變，石油產業低迷反而是促使業界推出

創新項目的原動力，海洋石油技術展現階
段非常重要，必須致力於分享和推動產業
高效能與安全性。他感謝展會人員與志工
的奉獻，該年度大會向全球提供了無與倫
比的新技術和最新訊息。

走訪NRG Park展館，來自世界各地
的展商匯集於此，美國知名油井供應和油
田服務企業 Baker Hughes、Schlumberger
等都在此地展示最新設備，亞洲區也有許
多展商，其中，中國方面，包括中石化、
中石油、中海油等實力強近的中國企業參
展外，西安正道能源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Brightway)、天津市東方先科石油機械有
限公司等民營企業也出席參展，希望藉由
這個難得機會，努力拓展海外市場，與國
際接軌。

海洋石油技術展龐大商機
中國企業積極拓展國際市場

今年的展覽人潮回升今年的展覽人潮回升，，吸引大批業界人士參與吸引大批業界人士參與。。((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西安正道能源機械設備有限公司第三次參展西安正道能源機械設備有限公司第三次參展，，董事長劉越浪董事長劉越浪((右一右一))
與地區經理李秀嵐與地區經理李秀嵐((右二右二))向客戶介紹產品情況向客戶介紹產品情況。。((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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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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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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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週五，新曆五月五日， （二零
一七年幾乎走了一半）卻是農歷四月
初十。按照古例，當天適宜祭祀、交

易、收財、安葬。最忌就是： 宴會、安床、出行、嫁娶。
不過，現在是廿一世紀的科學時代，上述所說的忌戒，我
們可以不必理會戒懷。我之所以拿新曆五月五日，農歷四
月初十來作文章，是因為這一天正是“立夏”節氣，即為
立夏天，其取義為從當天開始，告別春天，夏季開始，炎
熱的天氣將要來臨。“立”的意思，就是開始的意思。
每當季節轉換，在我國古代，都會隆重其事。據先秦典籍
《禮記·月令》記載：“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返），行賞，封諸侯。慶賜遂
行，無不欣悅。”又據《漢書·祭祀誌》載：“立夏”日
，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

由此可見，“立夏」節氣，除了朝廷例行祭祀赤帝祝融、祈求五
穀豐登的儀式之外，還是一個論功行賞的黃道吉日，所有該褒獎的
和該賞賜的大官小將，全都得到兌現，文武百官無不歡欣喜悅，大
呼皇恩浩蕩、謝主隆恩。

常年進入“立夏”節氣（今年為本月五日至二十日），太陽直
射海南島，逐漸靠近我國大陸。夏季風的優勢，遍及整個嶺南
地區，廣東各地平均氣溫已在攝氏（下同）廿三度以上，比全
國各省、區較早達到以氣溫劃分夏季的標準（穩定在廿二度以
上）。
廣東隨著氣溫升高，空氣中的水汽相應增多，加上空氣受熱後

上升運動的加劇，全省各地雨量變大，雨勢變猛，尤以粵北地區為
多，雨勢變猛汛情吃緊，其中又以北江中游、雲霧山南坡最多，汛
情也以北江最為吃緊。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粵中地區遭到特大暴雨襲擊，清遠源潭
鎭累計降雨量高達九百三十毫米，佛岡龍山鎭六百一十四毫米，花
都梯面鎭五百〇七毫米，均創下當地的歷史紀錄。暴雨及帶來的洪
災，造成全省直接經濟損失二十三億四千萬元人民幣。

歷史上最強的厄爾尼諾現像，於去年五月結束，拉尼娜事件接
踵而來，但在幾個月的發展過程中，”罕有地打退堂鼓而去，沒有
給我國帶來預期的大冷冬。相反，廣東去冬平均氣溫十六度，比常
年顯著偏高一點八度，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暖的冬季。

如此一來，今年我國的天氣形勢便變得相當複雜了，其中最明
顯的一個特點是炎熱早臨。常年四月中旬，受北方冷空氣影響，天
氣猶有餘寒。但今年四月十五日，在大範圍的暖氣團控制下，北京
最高氣溫卅一點一度，上海卅一點二度，均創下歷史同期新高。這
段期間，珠江三角洲地區天氣持續翳熱，四月十七日，廣州市區最
高氣溫卅二點六度，恩平錄得全省最高氣溫卅四點四度，仿如炎夏

。
廣東今年四月十二日進入汛期，昭示全省水文測站累積降雨量

一百毫米以上的覆蓋面積已達十二萬平方公裡。珠江防總日前召開
工作會議，預測今年珠江流域氣候狀況總體偏差。

據氣像、水文專家預計，今年珠江流域降雨量可能偏多，極端
天氣可能多變。西江發生超警洪水可能性較大，區域性暴雨洪水可
能重發。登陸或影響廣東的颱風可能偏多偏強。

為此，廣東省“三防”總指揮部近日指出，今年“三防”形勢
不容樂觀。要求全省各地做好安全度汛工作，全力保障民眾生命安
全和生活用水安全。

走筆至此，忽然想起八十六年前的五月，毛澤東和朱德兩位中
國紅軍統帥，帶領三萬精兵，走上白雲山。跟蔣介石國民黨將兵作
戰，把他們打得暈頭轉向，亂作一團。其後，毛澤東把該次戰役，
寫成 「漁家傲」詞，詞曲如下：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迫
，飛將軍自重宵入。

七百裡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捲席。有人泣
，為營步步嗟何及。

該詞氣勢迫人，佳句不少，乃毛氏佳作也。
上世紀三十年代時，國共兩黨是世仇。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

國共兩黨要成兄弟，這正好證明，世上沒有永遠的敵人，當然，也
沒有永遠的朋友。情恨、利害，都僅僅是一線之隔而矣呀！

轉瞬又見立夏天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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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動態影響歐洲大陸
楊楚楓楊楚楓 法 國 總

統大選初步
經己塵埃落

定，約4,700萬選民在4名大熱候選人：親歐中間
派政壇新丁馬克龍、醜聞纏身的保守派政壇老將
菲永、極左疑歐派梅朗雄，或是反歐盟極右領袖
馬琳勒龐之中，作出影響歐洲前途的一項重要抉
擇。今次是法國數十年來勝負最難預料的大選，
投票前3天發生的巴黎香榭麗舍大道槍擊，造成一
名警員死亡和3人受傷後，恐怖襲擊陰霾籠罩今屆
法國大選，當局出動約5.5萬警員及7,000軍人保護
各票站的安全。

此案爆發後，造就反移民、打脫歐和反恐牌
的馬琳勒龐的支持率上升，迫近頂頭大熱馬克龍
。若她當選，將成法國首位女總統，但也可能是
歐盟的惡夢，因為一旦作為歐盟創始國之一的法
國若然脫歐，整個歐盟組織恐面臨瓦解。

國際是次法國大選，世人密切關注這場選戰
結果，除了關乎法國會否繼英國後退出歐盟，也
可反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西方國家的民粹
主義，是否會高歌猛進、繼續冒起，或是開開始
走下坡。法國39歲前行銀行家馬克龍，曾為總統
奧朗德的內閣的經濟部長，一年前才成立政黨參
政，在民調中以23.6%支持率領先，倡議關閉邊境
和棄用歐元的極右政黨 「國民陣線」領袖馬琳勒
龐，則以 22.5%緊跟其後，兩人僅差 1.1 個百分點
。不過今屆大選醜聞不斷，令法國選民感厭煩，
約兩至三成人或不投票，為結果添變數。幸好投
票率略高於2012年大選的28.29%，為28.54%，這
是法國第五共和國成立五十九年來，首次由兩位
不是傳統左右翼政黨的候選人佔據總統選舉“決
賽”的舞台。法國內政部公佈的結果顯示，馬克
龍獲得百分之廿三點七五的有效選票，在十一名
候選人中居首位，居第二位的勒龐獲得百分之廿

一點五三的有效選票。年僅三十九歲的馬克龍當
晚在公開講話中說：“極端主義只會給法國帶來
不幸和分裂。自今晚起，我將以團結所有法國人
為己任。”他還表示將繼續推動歐盟的建設。

自二○一二年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算起，馬
克龍從政時間只有五年，這一期間他曾任經濟部
長。去年四月，他成立號稱“跨越左右之分”的
“前進”運動。不過，他雖然反對左右壁壘分明
的法國傳統政治格局，但支持建設歐盟的態度和
傳統政黨一脈相承。

勒龐表示，今天的選舉結果是歷史性的勝利
，解放法國人民的時候來到了，她將給法國帶來
真正的政權更迭。二○一二年，勒龐首次參加總
統選舉最終獲得百分之十七點九的選票，位列第
三，未能進入第二輪。

法國廣播電台指出，第一輪選舉結果顯示，
今年法國政壇重新洗牌，法國首次告別“左右”
政治。這是自一九五八年戴高樂締造第五共和以
來，自稱戴高樂黨人的傳統右派首次未能進入第
二輪；這也是五十年來，兩大輪流統治著法國的
執政黨——右派的共和黨與左派的社會黨沒有任
何一黨進入第二輪。

法國總統奧朗德打電話給他的前財長馬克龍
，祝賀他獲得第一輪勝利。法國總理卡澤納夫、
前總理拉法蘭等多名政界人士當晚也一致呼籲支
持馬克龍。

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將於今日，五月七
日舉行。法總統任期五年，選舉採用多數兩輪投
票制。第一輪投票中，如果沒有候選人獲得逾半
數選票，則得票居前的兩名候選人參加第二輪投
票角逐。

今次法國極右派馬琳勒龐能夠進入第二輪投
票，令到她前半生遭母遺棄與父決裂的人生，宛
如鄉土劇上演。 二○○二年，父親讓·瑪麗·勒

龐挺進法國總統決選那天，瑪麗娜·勒龐開心得
哭了。

老勒龐終究沒能贏得總統大位，但十五年後
的今天，領袖魅力十足的小勒龐挺進了五月七日
的總統大選第二輪，深信自己終將成為法國首位

女總統，也是極右派“民族陣線”出身的第一位
。

過去這六年間，勒龐重新塑造“民族陣線”
，打造“愛國者的政黨”形像，搭上反全球化和
反主流怒火壯大再壯大。同樣的反全球化和反主
流浪潮，早先已經推動了英國公投脫離歐盟，以
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今年選戰期間，勒龐回歸黨的基本教義派，
她說，法國無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黎圍捕
一萬三千名猶太人事件負責，因為當時的警察，
是奉維希政府命令行動。

她的言論被拿來和老勒龐的修正主義相提並
論，但老勒龐本人，早因二○一五年一席納粹大
屠殺只是“歷史的小細節”談話，被她掃地出黨
。心有不甘的老勒龐拒絕就這麼安安靜靜地摸摸
鼻子走人，甚至不惜和民族陣線對簿公堂。如果
說與父親決裂是勒龐生涯的轉捩點，風風雨雨的
童年，或許就是她不肯輕易妥協的主要原因。

八歲時，炸彈在勒龐家住的公寓大樓爆炸，
造成六個人輕傷，勒龐一家人毫髮無傷。

八年後，母親皮耶雷特拋夫棄女，再出現已
是三個月後，當她裸體登上《花花公子》雜誌，
轟動一時。至今已十五年沒看到母親的勒龐去年
接受法國電視台訪問時說：“當時真的很震驚。
”而現在的勒龐自己歷經兩度離婚、當了三個小
孩的媽，私生活選擇保持低調，雖然和民族陣線
副黨魁艾利奧是男女朋友，卻鮮少以情侶之姿一
同露面。

和特朗普一樣，勒龐也提議關閉門戶，此外
，她還提議採行“經濟愛國主義”，來重拾法國
自信。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結束，中間派的
馬克龍和極右國民陣線瑪琳勒龍勒龐雙雙殺入，
需要下月七日再決勝負。儘管有民調指出，馬克
龍可望在第二輪擊敗瑪琳勒龐，勝倒女對手，不

過無論誰勝誰負，這次法國大選，將會影響深遠
，西歐未來一相相當一段長時間的局面，尤其是
歐洲。

法國主流左右兩派在今次選舉中，早早經己
失利，政治這回事，沒有新意就會遭到選民唾棄
。右派在今次競選中，突圍而出，被政治評論家
認為：瑪琳勒龐現像始是當下西歐探究的趨勢，
其父親老勒龐，早在1972年成立極右政治組織國
民陣線時，被法國及西歐視為少數派中的少數派
。想不到四十五年之後，女兒一躍成為競逐總統
的熱門人選之一。

說到老勒龐，就會想起六十年代西歐出現的
排拒外來移民浪潮。論及受注意程度，老勒龐比
一海之隔的英國，還稍為遲了幾年。1968年，英
國保守黨國會議員鮑威爾（Enoch Powell）公開發
表演說，狠批英國的移民政策，矛頭直指由英聯
邦國家，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入境的移民。儘管
他立即遭到在野保守黨黨魁希斯革除其影子國防
大臣職務，但民意調查顯示，高逾七成受訪民眾
，支持鮑威爾的說法。鮑威爾得此聲援，更是
「壯心不已」，幾年後提出極為大膽的建議：每

個移民家庭給一筆金錢，打發他們回去原居地。
當然，鮑威爾的做法沒有獲得國會支持，不

過觀乎這一條歷史之路，英國近幾年冒現的反移
民思潮，實是其來有自，至於老勒龐，則是鮑威
爾的法國同路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英國
和法國，都是英鎊法郎大跌年代，通脹嚴重，民
生受到衝擊，於是有人把部分責任算在外來移民
頭上，這股風潮至今一直未有平息；背景誘因沒
有變化，變的只是政客名字和年份。

法國總統大選投票結果，對於隔岸觀戰的英
國選民六月八日大選如何投票，必有影響。更重
要的是，今秋德國國會大選，勢受到西歐三巨頭
的其餘兩強英國和法國牽引。有法國民調說，馬
克龍可望在第二輪投票中，輕取瑪琳勒龐，但必
須承認的事實，密封的盒子打開之後，再也不會
容易關上；未來的西歐，右翼思潮只會滋長而不
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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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宣佈小型企業社區改造計劃比賽富國銀行宣佈小型企業社區改造計劃比賽
為鼓勵經濟發展為鼓勵經濟發展，，全美五個城市的二十家小型企業將獲得實體店翻新全美五個城市的二十家小型企業將獲得實體店翻新

舊金山，2017 年 4 月 27 日訊 – 富國銀行
（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WFC）正在推出一項
Wells Fargo Works for Small Business®：社區改
造計劃比賽（英文版），旨在透過實體店翻新
，幫助對五個城市，即亞特蘭大、休斯頓、洛
杉磯、邁阿密和明尼亞波利斯指定社區內的合
資格小型企業進行改進。富國銀行與 Rebuild-
ing Together（一個關注社區重建的大型非營利
機構）合作推出該計劃。

透過 Wells Fargo Works for Small Business：
社區改造計劃比賽，全美五個城市選定社區和
郵區編號的合資格小型企業主，將有機會爭取
為企業翻新。每個城市將選出四家獲勝企業：
一家將贏得最多 $25,000 的企業翻新獎勵，另三
家每家將贏得最多 $10,000 的企業翻新獎勵。

若要參加比賽（2017 年 5 月 1 日- 5 月 31
日舉行），符合資格的小型企業主必須在
wellsfargoworks.com/renovation（英文版）上填
寫比賽申請表，並寫一篇文章，回答有關其業

務的四道問題。不需要支付購買或參賽費。比
賽規則，包括完整資格、申請要求及每個城市
合資格社區的相關資訊等，可在 wellsfargo-
works.com/renovation/contestrules（英文版）上
獲得。評審小組將審閱參賽作品，富國銀行將
於八月份在五個城市中的每個城市宣佈獲勝企
業。富國銀行也將在每個城市舉辦小型企業社
區活動，以展示改造成果並將資源擴展到更廣
泛的小型企業主群體。

「與小型企業主合作是我們在富國銀行的
最重要任務之一。我們清楚，若小型企業取得
成功，我們的社區也將繁榮發達。」富國銀行
小型企業主管 Lisa Stevens 說道。 「我們致力於
完善我們服務的社區，並重點鼓勵全美各城市
的經濟發展。透過對一批當地小型企業進行改
造，此計劃將幫助五個城市內的社區又向前邁
進一步。」

富國銀行為全美近 300 萬個小型企業主提
供服務，貸款給美國小型企業的金額比其他任

何銀行都多（2002-2015 年 「社區再投資法案
」(CRA) 政府公佈數據）。為了幫助更多小型
企業實現財務上的成功，富國銀行在 2014 年推
出 了 Wells Fargo Works for Small Business®
（英文版）這項範圍廣泛的計劃，旨在為企業
主提供資源、指導和服務。

「小型企業在我們的服務的社區中扮演著
不可或缺的角色。」Rebuilding Together 的首席
執行官兼總裁 Caroline Blakely 說道。 「透過此
機會，富國銀行為我們的工作增加了至關重要
的層面，幫助我們在全國範圍內構建更強大的
社區。」

Wells Fargo Works for Small Business：社區
改造計劃比賽的推出正值富國銀行於 4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期間舉辦的小型企業感謝慶典
(Small Business Appreciation Celebration)。這項一
年一度的活動也恰逢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五月
份的 「全國小型企業週」，旨在表彰小型企業
的成就，並為企業主提供某些產品和服務的特

別優惠。
瀏 覽 WellsFargoWorks.com/renovation（ 英

文版）了解更多有關社區改造計劃比賽，以及
旨在為企業主提供資源、指導和服務的範圍廣
泛的計劃 - Wells Fargo Works for Small Business
的更多資訊。
關於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 Company（富國集團公司）
（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WFC）是一家多元化
社區金融服務公司，擁有 2.0 兆美元資產。富國
銀行成立於 1852 年，總部設於舊金山，透過逾
8,500 家分行、13,000 台自動櫃員機、網際網路
（wellsfargo.com，英文版）和行動銀行服務，
提供銀行業務、保險、投資、房貸、消費及商
業融資等多方面金融服務，並在 42 個國家和地
區開設辦事處以支援在全球經濟體中開展業務
的客戶。富國銀行旗下擁有約 273,000 名團隊成
員，為全美三分之一的家庭提供服務。富國集
團公司榮登《財富》(Fortune) 雜誌 2016 年全美

最大型企業排行榜第 27 名。富國銀行的願
景是滿足我們客戶的理財需求，並協助他們
取得財務上的成功。富國銀行的新聞、見解
和觀點亦載於富國銀行案例（英文版）。
富國銀行為全美近 300 萬個小型企業主提供
服務，貸款給美國小型企業的金額比其他任
何銀行都多（2002-2015 年 「社區再投資法
案」(CRA) 政府公佈數據）。為了幫助更
多小型企業實現財務上的成功，富國銀行
在 2014 年 推 出 了 Wells Fargo Works for
Small Business® （英文版）這一項範圍廣泛
的計劃，旨在為企業主提供資源、指導和服
務。請瀏覽 WellsFargoWorks.com（英文版
）以瞭解關於 Wells Fargo Works for Small
Business 的詳情。在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WellsFargoWorks（英文版）。
關於 Rebuilding Together
Rebuilding Together 是一家專注安全和健康
住宅方面的全國領先非營利機構，有著 40
多年的行業經驗。在公司與社區合作夥伴的
協作下，Rebuilding Together 透過完善低收
入屋主住宅的安全性和健康性，並使我們的
社區復甦，改變了低收入屋主的生活。Re-
building Together 當地附屬機構和近 100,
000 名志願者每年在全國完成約 10,000 個重
建項目。瞭解更多資訊並瀏覽 rebuildingto-
gether.org（英文版）。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增進海外華裔青少
年華語文能力、認識傳統中華文化與臺灣多元
文化，瞭解中華民國進步發展現況，並促進海
內外青年互動交流， 續於 2017 年度辦理 「海
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其中常態班第2期
辦理時間自7月3日至8月13日，凡年滿18足
歲至未滿24歲(以護照所載出生日期為憑)，目
前居住於海外，身心健康、學行良好、有高度
學習華語文意願，並能適應團體生活之華裔青
年均可報名參加。

報名表須檢附照片3張、護照影本、醫生
出具(僑委會統一格式)之健康證明檢查項目表

【未作 「檢驗室檢查項目」者不予受理】、就
學同意書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等資料送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初審並轉僑
務委員會複審合格後，即發給入學同意函(可憑
申辦入境簽證)，目前刻正受理報名，請把握機
會。

相關訊息及申請表件可至僑務委員會網站
(www.ocac.gov.tw/國內研習資訊 /華裔青年研
習活動/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下載運用，
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
fice Dr. Houston, TX77042) ， 電 話 ：
713-789-4995，分機：113。

休士頓警察局於4月8日在Concert Pub North舉行
募款員警園遊會休士頓台灣商會慷慨解囊捐款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商會在經由華裔警官休士頓台商會在經由華裔警官Gary HoGary Ho牽線下牽線下，，促成此次捐款活動促成此次捐款活動、、李雄李雄 、、 陳志宏陳志宏,,
MikeMike 李李、、周政賢副會長夫婦與受傷休士頓警察周政賢副會長夫婦與受傷休士頓警察Jose MunozJose Munoz合影合影

周政賢副會長夫婦捐出價值周政賢副會長夫婦捐出價值400400元的鋼筆組給募款員警園遊會元的鋼筆組給募款員警園遊會
義賣義賣

台商會提供十組金筆義賣所得全數捐給台商會提供十組金筆義賣所得全數捐給
兩名受傷員警兩名受傷員警

Concert Pub NorthConcert Pub North舉行募款員警園遊會請到樂舉行募款員警園遊會請到樂
團於現場舉行演唱會團於現場舉行演唱會

休士頓台商會周政賢副會長夫婦休士頓台商會周政賢副會長夫婦、、陳志宏前會長與休陳志宏前會長與休
士頓市議員士頓市議員Mike KnoxMike Knox挺身而出與警察站在同一陣線挺身而出與警察站在同一陣線

為了替日前由於追捕歹徒而遭到射傷的兩名西南區員警募款為了替日前由於追捕歹徒而遭到射傷的兩名西南區員警募款，，休士頓警察局於休士頓警察局於44月月88日日
上午在上午在Concert Pub NorthConcert Pub North舉行募款員警園遊會舉行募款員警園遊會。，。，休士頓台灣商會李雄休士頓台灣商會李雄、、陳志宏陳志宏、、張張
世勳前會長等慷慨解囊捐款世勳前會長等慷慨解囊捐款20002000元與周政賢副會長捐出價值元與周政賢副會長捐出價值400400元的十組金筆給兩名元的十組金筆給兩名
受傷員警受傷員警。。這次休士頓台商會在經由華裔警官這次休士頓台商會在經由華裔警官Gary HoGary Ho牽線下牽線下，，促成此次捐款活動促成此次捐款活動.Jo.Jo--
se Munozse Munoz警察表示感謝警察表示感謝.Thin Blue Line.Thin Blue Line在內的重機隊主席在內的重機隊主席Rico GarciaRico Garcia讚揚台商會展現讚揚台商會展現
大愛大愛.Mike Lee.Mike Lee警官見證警官見證。。

Thin Blue LineThin Blue Line重機隊大陣仗前來大力支持重機隊大陣仗前來大力支持

第四區警察支援第四區警察支援44月月88日在日在Concert Pub NorthConcert Pub North舉行募舉行募
款員警園遊會款員警園遊會

Jose MunozJose Munoz警察感謝台商會及善心人士捐款義舉警察感謝台商會及善心人士捐款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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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舞蹈團4月29日
第第1515屆美輪美奐的屆美輪美奐的““東西方舞蹈薈萃東西方舞蹈薈萃””演出盛況掠影演出盛況掠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少年亞美舞蹈團團員的少年亞美舞蹈團團員的““荷風盛世荷風盛世””揭開在米勒劇場舉辦的第揭開在米勒劇場舉辦的第1515屆屆 ““東西方舞蹈薈萃東西方舞蹈薈萃““的大幕的大幕，，獲得熱烈掌聲獲得熱烈掌聲。。

從達拉斯遠道而來的從達拉斯遠道而來的Texas Ballet TheaterTexas Ballet Theater 演員演員AlexAlex--
andra Farberandra Farber 和和Jiyan DaiJiyan Dai 表演表演““灰姑娘灰姑娘””的雙人舞片的雙人舞片
段段，，他們精湛的演出他們精湛的演出，，觀眾贊不絕口觀眾贊不絕口。。

亞美舞蹈團團員亞美舞蹈團團員 Saranna Zhang, Serena Hou, TiffaSaranna Zhang, Serena Hou, Tiffa--
ny Yanny Yan 表演的表演的““舞墨舞墨”，”，將含蓄柔軟的身韻表演的可將含蓄柔軟的身韻表演的可
圈可點圈可點。。

AD Deum Dance CompanyAD Deum Dance Company 表表
演的現代舞演的現代舞

Artisan Ballet CompanyArtisan Ballet Company 表演匈牙利芭蕾表演匈牙利芭蕾。。

亞美舞蹈團的明日之星表演蒙古舞亞美舞蹈團的明日之星表演蒙古舞，，得到觀眾掌聲不斷得到觀眾掌聲不斷，，前途可觀前途可觀。。

Texas Ballet TheaterTexas Ballet Theater的的 演員演員AlAl--
exandra Farberexandra Farber能力非常強能力非常強，，她她
腳尖的力度給觀眾留下極深的印腳尖的力度給觀眾留下極深的印
象象。。

亞美舞蹈團首次將裊裊聖潔的藏族女子群舞亞美舞蹈團首次將裊裊聖潔的藏族女子群舞““ 天浴天浴””
搬上休斯頓舞台搬上休斯頓舞台，，美不勝收美不勝收，，嘆為觀止嘆為觀止。。

演出結束後中國領事館文化參贊解飛演出結束後中國領事館文化參贊解飛、、亞美舞蹈團理事長亞美舞蹈團理事長 Janie ParkerJanie Parker，，團長葉繼瑩帶領演員向觀眾謝幕團長葉繼瑩帶領演員向觀眾謝幕。。

跨部門監管構築地方債防火墻
有地方存違規舉債行為

當前我國地方債務低於主要市場經濟

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

控，但壹些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擔保仍

時有發生。近日多部委聯合發文加強地方

政府債務管理，顯示出國家著力通過跨部

門合作監管，嚴堵地方違法違規舉債“後

門”，防範化解財政金融風險——

近日，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司法

部、人民銀行、銀監會和證監會印發

《關於進壹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

為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

確地方政府舉債融資的政策邊界和負面

清單，制止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行為。

多部委聯合發文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

理之舉尚屬首次，顯示出國家著力通過跨

部門合作監管，嚴堵地方違法違規舉債

“後門”，防範化解財政金融風險。記者

采訪了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和專家學者。

違法舉債積累風險
“2014年修訂的新預算法和《國務

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

見》實施以來，地方各級政府加快建立

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防範化解財政金

融風險，取得明顯成效。”財政部有關

負責人說。

截至2016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

15.3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余

額/綜合財力）為80.5%。加上納入預算管

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2.01萬億元，兩項合計，

我國政府債務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

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數74.41萬億元計

算，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

GDP）為36.7%，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

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控。

但與此同時，壹些地方政府違法違

規舉債擔保仍時有發生，部分金融機構

對企業提供融資時仍要求地方政府提供

擔保承諾，部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PPP)項目、政府投資基金等存在不規範

現象。這些行為擾亂了市場秩序，積聚

了財政金融風險。

這位負責人表示，《通知》嚴格依

據現有法律法規和制度規定，堅持問題

導向，著力支持構建化解當前各類潛在

風險的“防火墻”。

《通知》要求，各省級政府要抓緊設

立政府性債務管理領導小組，盡快組織壹

次地方政府及其部門融資擔保行為摸底排

查，全面改正地方政府不規範的融資擔保

行為，於2017年7月31日前清理整改到

位，對逾期不改正或改正不到位的相關部

門、市縣政府，應當提請省級政府依法依

規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近年來，我國加強地方政府債務

管理頂層設計，覆蓋限額管理、預算管

理、風險評估和預警、風險事件應急處

置等各個環節，實現‘借、用、還’相

統壹，形成良性發展機制。”中央財經

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

寶雲表示，六部委聯合規範地方政府舉

債融資行為，明確壹系列嚴格措施，有

利於防範化解當前潛在風險，牢牢守住

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底線。

融資平臺不承擔政府融資職能
地方政府與融資平臺公司是什麽關

系？此前，財政部多次強調，目前我國

地方政府債務的範圍，依法是指地方政

府債券，以及清理甄別認定的2014年末

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新預算

法實施以後，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

臺公司)舉借的債務依法不屬於政府債務，

其舉借的債務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

《通知》再次明確了地方政府與融

資平臺公司的邊界，規定融資平臺公司

在境內外舉債融資時，應當向債權人主

動書面聲明不承擔政府融資職能，並明

確自2015年 1月1日起其新增債務依法

不屬於地方政府債務。

“各地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處理好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推動融資平臺公司盡

快轉型為市場化運營的國有企業、依法合

規開展市場化融資。”該負責人說。

同時，地方政府不得違規將政府辦公

樓、學校、醫院、公園等公益性資產，儲備

土地註入融資平臺公司，不得承諾將儲備

土地預期出讓收入作為融資平臺公司償債

資金來源。“此規定目的是提高融資平臺

公司資產的合法合規性，既保護投資者合

法權益，又避免地方政府繞道通過國有企

業變相舉債。”該負責人解釋。

金融機構提供融資行為也受到嚴格

規範。《通知》要求金融機構切實加強

風險識別和防範，落實企業舉債準入條

件，按商業化原則履行相關程序，審慎

評估舉債人財務能力和還款來源，支持

金融機構提升風險管控能力。

金融機構為融資平臺公司等企業提

供融資時，不得違法違規要求或接受地

方政府及所屬部門以擔保函、承諾函、

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擔保。鼓勵金融

機構依法合規支持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

融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支持防範金

融機構經營風險。

“六部委文件不但針對資金的需求

方，也針對資金的供給方進行規範，‘雙

管齊下’提升監管效果。”上海財大公共

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說。

嚴禁利用PPP違規舉債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

本合作（PPP）、設立各類投資基金，但

在壹些地方出現“走形變樣”情況。六部

委要求，嚴禁地方政府利用PPP、各類政

府投資基金等方式違法違規變相舉債。

《通知》明確，地方政府與社會資

本合作應當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除國

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

門參與PPP項目、設立政府出資的各類

投資基金時，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諾回購

社會資本方的投資本金，不得以任何方

式承擔社會資本方的投資本金損失，不

得以任何方式向社會資本方承諾最低收

益，避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通過承擔項

目全部風險的方式變相舉債。

同時，明確地方政府不得以借貸資

金出資設立各類投資基金，不得對有限

合夥制基金等任何股權投資方式額外附

加條款變相舉債。

《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舉債壹律

采取在國務院批準的限額內發行地方政

府債券方式，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

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

嚴禁地方政府違法違規擔保。除外

國政府和國際經濟組織貸款轉貸外，地

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

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不得

承諾為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的融資承擔

償債責任。

目前財政部已分3批對部分市縣政

府、金融機構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公

開通報。“這既起到警示作用，也有利

於引導地方政府依法行政、金融機構回

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該負責人說。

“政府出資的擔保公司主要服務小微

企業和‘三農’等領域，按照公司法規

定，地方政府依法在出資範圍內對擔保公

司承擔責任。”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說。

多部門形成監管合力
針對當前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融資

擔保行為的突出問題和主要特點，《通

知》致力打破部門信息孤島，完善統計

監測機制，推動建立相關部門組成的跨

部門聯合監管機制，實施聯合懲戒，形

成監督合力。

業內人士認為，六部委在地方政府

債務管理中有不同方面的關聯和職責，

通過協同發力，更能對地方政府舉債融

資行為進行全方位、無死角的監管。

針對地方政府融資擔保行為的主要類

型，明確由財政部門會同發展改革、人民

銀行、銀監、證監等部門建設大數據監測

平臺，統計監測政府中長期支出事項以及

融資平臺公司舉借或發行的銀行貸款、資

產管理產品、企業債券、公司債券、非金

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等情況，加強部門信

息共享和數據校驗，定期通報監測結果。

開展跨部門聯合監管。針對地方政

府融資擔保行為的關鍵環節和參與主體，

明確建立財政、發展改革、司法行政機

關、人民銀行、銀監、證監等部門以及

註冊會計師協會、資產評估協會、律師

協會等行業自律組織參加的監管機制，

對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融資平臺公

司、金融機構、中介機構、法律服務機

構等的違法違規行為加強跨部門聯合懲

戒，形成監管合力。同時，對違法違規

行為，分類依法依規追究責任。

“六部委聯合發布的壹系列政策措

施，促進了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精細化、常

態化管理，針對市場新的風險進行嚴格監

管，建立起對政府和市場的‘硬約束’，

進壹步明確了各方預期。”鄭春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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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fter weeks of tough talk and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referred to the possibility of meeting his 
opposite number, Kim Jong Un. Let's take a step back 
and look at how we got here.

What's changed under Trump?
The threat perception: The Americans believe that 
Pyongyang already has the technology to fire nuclear 
warheads at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they calculate 
that it will likely be able to hit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few years.
So North Korea is now seen as a threat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not only a menace to regional allies. Hence 
the sense of urgency and resolve.
The rhetoric: Military options have always "been on 
the table", sometimes more actively than others. But 
rarely if ever has a US administration been as blunt or 
outspoken about it. That is largely a factor of President 
Trump's style but it's also due to growing concern 
about the imminence of the threat.
The military posturing: Spring is usually a tense tim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because North Korea celebrates 
a number of patriotic anniversaries that can serve as 
launch pads for weapons tests, and the US conducts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Seoul.
But this yea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dded to the 
firepower on display, including a submarine equipped 
with guided missiles, and an aircraft carrier group. The 
confusion over the deployment of the latter, however, 
may have detracted somewhat from its deterrent effect.
North Korea: Pyongyang has long held that it needs 
nuclear weapons to guarantee its security, and has 
been ready to face down international censure and 

punishment. But Kim Jong Un has shown particular 
determination and, unlike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a 
disregard for the views of his only major ally, China. 
"Kim Jong Il for all of his sins at least cared what other 
people thought and particularly cared what the Chinese 
thought," the former US negotiator Chris Hill told the 
BBC. "His son Kim Jung Un doesn't seem to care what 
anyone thinks."
China: China is exasperated by its recalcitrant ally 

and worried about the growing sophistication of 
its weapons. It had already begun tightening its 
implementation of sanctions by following through with 
the UN's recent ban on coal imports. But it's probably 
even more worried that Trump's military posturing will 
escalate tensions, and uneasy about his insistence that 
Beiji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squeeze Pyongyang. 
In an apparent response to US pressure, Chinese 
newspapers have published tougher statements about 
North Korea. There's also been closer coordin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What hasn't changed
The options: There are still no good
ones.  
A pre-emptive military strike on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would almost certainly ignite a massive 
retaliation against South Korea, targeting 10 million 
civilians in Seoul and 28,000 US soldiers stationed in 
the country.

UN sanctions haven't worked. They are by nature 
watered down to achieve consensus, and there are 
hol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The US is pressing for a 
much stricter "painful" embargo, but it would require 
the kind of vigilance and coalition building that was 
used so effectively against Iran.
Talks have been tried before but Pyongyang has 
generally used them to bargain for aid, and in the end 
resumed building nuclear warheads. North Korea 
experts believe it will never give them up, which has 
been the US pre-condition for negotiations. They see 
a weapons freeze as a much more realistic approach.
Tillerson says denuclearisation would still be the 
goal, but he has not been precise about conditions for 
starting talks.
The strategy: Actually, it has sort of changed and sort 
of hasn't.
The administration says it has. But the components - 
pressing for tighter economic sanctions, urging China 
to lean on its neighbour, and waiting for North Korea 
to buckle - look a lot like Barack Obama's "strategic 
patience".
The difference seems to be less patience, a more 
credible threat of military force, and more coercive 
diplomacy. Tillerson says the knob on the pressure 
campaign is at "five or six" right now, with the US 
"testing" Beijing's ability to influence North Korea, 
and threatening to sanction parties that violate the UN 
embargo. Alongside Ch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lso trying to convince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to 
isolate North Korea.
China: China may be more willing to turn the screws 
on Pyongyang, but only so far. There is no sign that it 
has changed its calculation of North Korea as a buffer 

state. Beijing fears that if the regime collapses the 
American security umbrella will be extended across 
the peninsula right to its borders.
And while North Korea is a dangerous headache, 
America is its biggest strategic rival. Tillerson's recent 
assurance that the US is not seeking regime change 
was aimed as much at Beijing as it was at Pyongyang.

The wild card: Even with a nuclear rogue state, 
President Trump likes to be unpredictable. And his 
tactics are those of a deal maker.
Nevertheless observers are struggling to interpret the 
contrast between his hardline rhetoric and his recent 
suggestion of a meeting with Kim Jong Un -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
Barack Obama also said during the 2008 election 
campaign he'd be willing to meet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But he did not go on to praise his adversary as did 
Trump, calling him a "smart cookie" for holding onto 
power by wiping out his rivals.
It's not clear if the president was deliberately dangling 
a carrot, making another overture among several to a 
strongman, or simply throwing an offhand comment 
into the mix. (Courtesy www.bbc.com/news/world-us-
canada) 

The USS Michigan, a nuclear-powered ohio 
class submarine.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ys 
Beijing has threatened Pyongyang with 
unilateral sanctions if it carries out a sixth 
nuclear test.

A pre-emptive military strike on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would almost certainly ignite 
a massive retaliation against South Korea, 
targeting 10 million civilians in Seoul and 
28,000 US soldiers stationed in the countr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C) 
poses with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before a 
working           lunch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U.S., May 4, 2017. (Photo/
REUTER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urged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ministers on Thursday to do more to 
help cut funding streams for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and to minimiz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Pyongyang.
In his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with all 10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illerson also called on nations with competing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cease all island building and 
militarization while talks aimed at creating a maritime 
code of conduct were under way.
Patrick Murphy, U.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 said Tillerson stressed Washington's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mmitment to the region, amid 
doubts raised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merica 
First" platform and withdrawal from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rade pact.
Tillerson called on ASEAN countries to fully 
implement U.N. sanctions on Pyongyang, which is 
working to develop a nuclear-tipped missile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show a united front 
on the issue, Murphy said.
"We think that more can be done, not just in Southeast 
Asia," he told reporters. "We are encouraging continued 
and further steps across all of ASEAN."
Last week, Tillerson called on all countries to suspend 
or downgrade diplomatic ties with Pyongyang, saying 
that North Korea abuses diplomatic privileges to help 
fund its arms programs. Tillerson also warned that 
Washington would sanction foreign firms and people 
conducting business with North Korea if countries did 
not act themselves.
All ASEAN members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nd five have embassies there.
Murphy said Washington was not encouraging ASEAN 
states to formally cut ties, but to examine the North 

Korean presence "where it clearly exceeds diplomatic 
needs."
He said some countries were already doing this and 
also looking at the presence of North Korean workers, 
another significant revenue earner for Pyongyang.

KEEPING TENSIONS FROM INCREASING
Some officials of ASEAN members, speaking to 
reporters, acknowledged concerns about North Korea, 
but also cited concerns about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hilippine acting Foreign Affairs Secretary Enrique 
Manalo, whose country currently chairs ASEAN, said 
of the U.S. call to minimize relations with Pyongyahng, 
"We haven't really discussed that among the ASEAN 
countries, so that's probably something we will look at.
"Our immediate concern is to try and ensure the tension 
on the peninsula doesn't increase. ... The last thing we 
would like to see is to have a conflict break out due to 
some miscalculation," Manalo said.

Singapore's foreign minister, Vivian 
Balakrishnan
Singapore's foreign minister, Vivian Balakrishnan, 
said sanctions would have to be fully implemented, 
but North Korea's presence in his country is already 
minimal. Asked if that could be further reduced, he 

said: "I won't say never, but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at's 
not the issue - we will stick with the U.N. Security 
Council's resolutions."
Balakrishnan, whose country signed the TPP,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U.S.-ASEAN business ties - annual 
trade of $100 billion supporting half a million U.S. 
jobs and $274 billion of U.S. investment.
"Southeast Asia is replete with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it's too big to miss out on," he said.
His remark highlighted growing concern in Asia that 
Trump has ditched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economic "pivot" to the region by abandoning the TPP, 
something analysts say has led to more countries being 
pulled into China's orbit.
Murphy said Tillerson stressed that ASEAN remained 
a "very important ... strategic partner," which is shown 
by Trump's commitment to attend regional summit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in November.
Manalo called the meeting with Tillerson and Trump's 
travel plans "encouraging" signs.

"ROOM AND SPACE"
Washington wants ASEAN countries to crack down 
on money laundering and smuggling involving North 
Korea and to look at restricting legal business too.
It has been working to persuade China, North Korea's 
neighbor and only major ally,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Pyongyang. U.S. officials are also asking China to urge 
more China-friendly ASEAN members, such as Laos 
and Cambodia, to do the same.
Diplomats say U.S. pressure has caused some irritation 
in ASEAN, including Malaysia, which has maintained 
relations with Pyongyang in spite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s estranged 
half brother at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February/
On the issu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 has 
adopted a cautious approach recently, with a weekend 
summit avoiding references to China's building and 
arming of artificial islands there.
This stance coincided with moves by China and 
ASEAN to draft a framework to negotiate a code of 
conduct. Murphy said Tillerson had stressed that this 
process needed "room and space" through avoiding 
fortifying existing claims.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duct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to challenge South China Sea claims, 
angering China, but not yet under Trump. Murphy said 
such operations would continue, but declined to say 
when the next might occur. (Courtesy www.reuters.
com/article/)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has urged 
ASEAN member countries to put economic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U.S. efforts have included a flurry of calls 
by Trump to the leaders of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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