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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旅》國際化人文高端訪談

節目介紹

搭建中外文明對話平台

KVVV

節目介紹：
《文明之旅》欄目作為中文國際頻道(CCTV4)重點打造的“國際化人文類高端訪談專題節目”，立意國際化特色
、秉承“傳承中華文明，服務全球華人”的頻道宗旨。以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各地區文明交流溝通為主要內容
，力求搭建中外文明對話的平台，分別按亞洲、美洲、歐洲的黃
金時段編排面向全球觀眾。

播出時間：
每周日晚間10時半至11時半首播，每周一上午9時半至10時半及
每周日下午時3至4時重播。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節目現場。

▲ 節目現場。

逐步實施這些要求，美國政府就可能采取安全
措施。”

美簽證可能索取更多信息 全球四大汽車

︱美國維吉尼亞州的杜勒斯國際機場(資料照)
【VOA】路透社星期四的報道援引了一份據說
一天前發往美國所有駐外使領館的外交電文。
美國國務院要求所有國家提供簽證申請人的各
種數據，以便美國官員決定，這些人是否構成
恐怖威脅。
電文中對申請來美者所在國家提出了一系列要
求，包括已在發放或是有發放電子護照的計劃
，並定期向國際刑警組織匯報丟失或失竊的護

照等。
其它國家還必須
按要求向美國提
供其它身份信息
，包括背景細節
、生物識別信息
、犯罪記錄，或
是任何可能因此
懷疑旅行者涉嫌
恐怖主義的理由
。
國務院女發言人
諾爾特星期四在
記者會上被問到
這份電文時說：
“我回頭再回答你的問題，這基本上已經是國
土安全部的事情了。”
美國國土安全部尚未就此事發表評論。
電文說，美國可能考慮對不按要求提供相關信
息的國家實施制裁，包括不讓它們的某類公民
入境。
電文還要求駐外外交官強調，“我們的目的不
是取締任何國家公民包括簽證在內的移民待遇
，但是制定這些標準是為了降低風險，如若不

協會呼籲中國

放寬對新能
源車的嚴規
【VOA】全球汽車廠商
近日敦促中國延遲或放
寬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
的配額計劃，稱中國對
於新能源汽車的規劃路
線會嚴重擾亂他們的業
務。
6月18日，美國汽車政策
委員會（AAPC）、歐洲
汽車制造商協會（ACEA
）、日本汽車制造商協
會（JAMA）以及韓國汽
車制造商協會（KAMA

），代表車企聯合致函中國工信部部長，要求
中國放寬對新能源汽車的嚴格規定。
信中說：“中國政府的配額規劃提供的實施日
期太過樂觀，很難達到。如果不做出改變，將
會造成所有在華運營車企的產品線混亂。規定
的日期至少需要延遲一年，並且需要更加靈活
。”
根據中國新能源汽車的規劃，到2025年，混合
動力車和電動車至少要占新車總銷量的五分之
一，配額系統將於2018年開始實施。
北京認為，這項規劃既有助於對抗空氣汙染，
也是對本土汽車產業的一種扶植，畢竟國際上
的一些汽車廠商在內燃機生產方面比中國企業
多了幾十年的經驗。
截至目前，工信部還未對這封信做出回應。

︱特斯拉汽車在加州工作室揭幕新款低價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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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專題：
專題
：夏日炎炎
夏日炎炎，
，到水邊去
到水邊去！
！——大華府周邊夏日親水好去處大盤點
大華府周邊夏日親水好去處大盤點（
（中）
夏日來臨，暑氣漸濃。這個時節，玩水、親水，
自然就成為了每個家庭首選的消暑主題。不僅孩子們
能在水中找到無窮樂趣，大人們更可以結伴水畔，或
是干脆也投入水之懷抱，讓自己的身心體會一個清爽
的假期。
從上期開始，小編特別奉上專題，為大家精挑細
選出了華府周邊可供家庭或情侶做一次短途親水之行
的好去處，供讀者朋友們參考。上一期小編為大家介
紹了華府居民喜愛的兩處海濱城市，這一期，小編為
大家挑選了幾處親水公園，酷暑炎炎，不妨輕裝待
發，去水中收獲喜悅和愜意吧！

馬 裡 蘭 州 立 沙 灘 公 園 （Sandy Point
State Park）

只需向公園管理處提前預定即可免費使用，許多家庭都是自備食
材、吊床、躺椅等，一邊燒烤美食一邊觀海。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這個公園對馬州本土居民收費為 5 美元每人，外州游客則為 7
美元每人，實際上已經非常實惠。
小貼士：在這裡親水的唯一不足就是偶爾會出現海蜇蜇傷游
客的情況，不過那畢竟是小概率事件，相信絕大部分游客都可以
玩得相當開心；另外建議大家自帶零食，如果“溫飽”不成問
題，可以足足在沙灘上躺上一整天！
配圖：沙灘公園 來源：網絡圖片

馬州六旗幟颶風水上公園（Six flags
water park）

弗 州 火 山 島 水 上 樂 園 （Volcano Island Waterpark）
弗州火山島水上樂園顧名思義，可以說是一處坐落於溫帶中
的“熱帶天堂”。如果您並沒有體驗大自然的需求，而單純地只
是想在夏日親水，一解炎熱，那這個人工建造的家庭親水樂園則
是您的不二之選。
這家水上樂園經過了靜心打造，旨在為游客帶來不一樣的水
上體驗。園內設計了風格獨特的水滑梯、瀑布、噴泉等設施，游
客們還會驚奇地發現自己仿佛置身於熱帶樹林之中和火山腳下。
火山島水上樂園位於弗州 Algonkian Regional 公園內，緊鄰 7
號公路，交通非常便利。公園內還有迷你高爾夫球場，優惠的時
候僅 4 美元就可以體驗 18 洞的樂趣。
小貼士：公園內設的天堂咖啡屋是家長們不錯的休息地，全

大華府地區的近海處本就不多，Chesapeake Bay 已經是華府居
民最容易一窺大海的所在。所以如果要選在一個小時車程內便能
親近到大海的地方，那恐怕只有馬裡蘭州立沙灘公園最為適合。
嚴格來講州立沙灘公園的海灘是一處海灣，海水雖然沒有
Ocean City 那樣湛藍，溫度卻能保證全天都非常適合下水嬉戲。而
且公園海灘正處在 Chesapeake Bay 大橋下方，雖然這裡的海景並不
是一望無際，卻別有一番城市與自然恰到融合的現代魅力。
馬州沙灘公園管理非常完善，沿海多處都設有燒烤專用地，

維 州 大 興 釀 酒 業 ， 躍 居 全 美 13
美國的葡萄酒、啤酒釀造業雖不如歐洲國
家擁有悠久的工藝和歷史沉澱，但由於地大物
博，氣候條件適宜，還是有像加利福尼亞州這
樣的地方因釀酒而聞名。事實上，美國很多州
都在試圖發展釀酒業，這不但能夠帶動經濟產
出，還可以作為旅游項目，吸引更多外資的注
入。大華府的經緯度也是一處適合釀酒的地
區，而多有田園山地的維吉尼亞州則是天然的
釀酒佳選。近年來，維州政府也大力鼓勵州內
的釀酒業發展，根據維州州長辦公室近日剛剛
宣布的數據顯示，維州已現有 206 家許可釀酒
商，在全美各州中已
經躍居到第 13 位。
維州州長麥考利
夫 （Terry McAuliffe） 發 言 稱 ， 經 過
多年的累積和發展，
維州已成為世界手工
葡萄酒、啤酒釀造商
和消費者們的首選地
之一，州內釀酒業是
對包括制造業、旅游
業和農業在內的多個
行業的重要經濟驅動
力。
值得注意的是，
這裡所指的釀酒業特
指采用工藝釀造的酒
廠，即采用傳統釀造

天食物供應，到 8 月 19 日之前的營業時間是從早 11 點至晚 7 點。
配圖：火山島水上樂園 來源：網絡圖片

方法的小型商業酒廠。在美國，工藝釀造比較
風行的三個大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州
和科羅拉多州。根據酒業協會的統計數字顯
示，加州有 600 多家工藝釀酒廠，華盛頓州和科
羅拉多州各有 300 家工藝釀酒廠。
維州的釀酒業不僅為本州創收，還能解決
大量州內就業，每年的經濟貢獻總計超過 93 億
美元。鄰近的馬裡蘭州有 94 家釀酒廠，華盛頓
特區則有 13 家。
配圖：釀酒 來源：網絡圖片

六旗幟樂園的品牌享譽全美，而旗下的水上樂園同樣不令
人失望。
馬裡蘭州的這間六旗幟颶風水上樂園位於 Mitchellville，
I-495 號路 15A 出口不遠處，六旗幟游樂場內，是一處綜合性
的室外水上樂園，內部提供了許多水上游樂設施，相信您所能
想到的一切水上游藝項目都能夠在這裡找到。如水滑梯、戲水
池、水上騎行、漂流等項目應有盡有，並且每一分項還有適用
於成年人和兒童的不同規格，滿足了整個家庭的需求，簡直是
親水又親子的首選。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每個水上項目都有著奇妙的名
字，如“巴哈馬爆炸”、“龍卷風”、“海盜海灘”、“女神
隧道”等等都讓人產生各種各樣關於水上樂趣的遐想。
小貼士：建議游客們在出發前先登錄網站，有時會有六旗
幟游樂園的優惠券可供索取，通常平均票價在 40 美元每人每
天。
配圖：六旗幟水上公園 來源：網絡圖片

特區成全美首個出租車電子計費城市
現在人們打車出行，早已不再滿足
於單一的運營出租車，各種如 UBER、
Lyft 等私家叫車軟件的興起和應用火速
風靡，甚至已經令傳統的出租車行業自
慚形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
鑒於這種情況愈演愈烈，首都華盛頓特
區率先采取舉措，通過為傳統出租車更
換電子計費器的方式，來提高傳統出租
車的市場競爭力。這一舉措一實施，也
使華盛頓特區再次領跑全美，成為全國
第一個全面使用出租車電子計費表的城
市。
華盛頓特區規定，到 2017 年 8 月 31
日為止，所有特區內的出租車都將把傳
統的計費
表 換 成
Square 公
司提供的
新型電子
計價器。
此外，新
規還預計
在今年夏
天 結 束
前，所有
出租車司
機都將可
以使用智
能手機或
平板電腦

來收取車費，大大提高了傳統出租車付
費只能用現金或刷卡的劣勢。全面更新
電子計費表後，出租車好可以采用動態
計費的模式，讓乘客們提前知曉預估的
車費金額、電子路線圖以及獲取電子收
據，全面和當下 Uber、Lyft 等提供的服
務接軌，使傳統計程車不再“傳統”。
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租車這樣改
革，甚至比 Uber 等更具競爭力，因為乘
客完全無需開通一個賬戶再關聯信用
卡，而是隨時叫車並乘坐到目的地後，
就可以直接付款。
配圖：出租車 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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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人士暢談現今保釣運動 真正接地氣
知識分子與漁民連接 為釣魚台燃燒熱情
【記者韋霓休斯頓綜合報導】在七月 20 日晚間，美南電視
台《常談天下事》節目中，主持人常中政特別邀請台灣釣魚台教
育協會理事長陳美霞、休士頓保釣聯合會會長白先慎、以及馬健
等嘉賓，暢談保釣運動，節目播出後獲觀眾熱烈反應，本報特別
訪問了休士頓保釣聯合會白先慎會長，帶領讀者進一步瞭解這個
曾經讓台灣及海外華裔知識份子熱血沸騰的愛國運動。
白會長表示，當年的保釣運動主要是由知識份子基於民族情
操而發起的護土運動，在海外留學生以及台灣的大學生群起示威
，展現愛國行為，而保釣運動綿延至今，顯現的則是與漁民們生
活切身相關的議題。現今的保釣運動，主要是由台灣漁民所發起
的，兩者連上了，可謂真正地接地氣。今年在台灣的認識釣魚台
研習營裡，講員包括蘇澳的漁民，由他們活生生的講述自己與釣
魚台的關係，非常的感人。一位漁民說到，他的祖父輩都在釣魚
台打魚，但是，後來日本的干涉便越來越多。他憶及自己曾經去
釣魚台洗澡，後來船被漂走，在島上待了七、八天，釣魚台對漁
民而言，是個親切的環境，也是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的地方。
漁民們為了生活，他們 「拚無人島！」。無人島，是早年蘇
澳漁民對釣魚台的稱呼， 「拚無人島！」意謂著為了拚生活，即
便冒著風浪，也要到釣魚台去捕魚，這是蘇澳老漁民都知道的一
句話。
為抗議日本將釣魚台收歸國有、剝奪台灣漁民的傳統漁權，
台灣漁民們數度發起保釣，在 2005 年，60 多艘漁船曾包圍日本
水產廳的公務船。在 2012 年， 75 艘漁船航向釣魚台海域，在惡
劣的天氣之下展現堅定的決心，當時最遠曾逼近到距島約 2.1 海
浬處，日方艦艇數度噴水阻撓，台灣海巡艦艇則堅持護漁，回噴
水柱回應。漁民在抗議目的達成後返航。此次參加保釣的漁船上
，都綁著 「捍衛海疆，誓死保釣」、 「釣魚台是我們的」、 「傳
統漁場，不容侵犯」等的白布條，向日本表達堅定的保釣精神。
保釣運動的源起
將時光回溯到 1970 年，當時美日兩國私下達成協議，美國
準備在 1972 年把美軍於二戰時所佔領的琉球群島交給日本，其
中包括了釣魚臺列嶼。其間，雖然美國並未明文提及釣魚台的法
定地位，但是因為美國駐日大使館表示 「釣魚台為琉球群島一部
份」，日本可以對釣魚台進行直接管轄，而日本亦開始驅逐來自
台灣的漁民，遂引發各地華人的抗議，舉行有史以來海外留學生
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也就是保釣運動。 1971 年，美國的台灣
留學生群情激昂，在華府、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西
雅圖和檀香山等七大城市以 「保衛釣魚台」之名，進行大規模的
串連及抗議活動，數千人進行遊行示威活動。在台灣島內也是義
憤填膺，許多大學生走上街頭，到美日大使館遞交抗議書，保釣
運動自此展開。
釣魚台到底在哪裡?
釣魚臺列嶼是位於臺灣基隆市東北方約 186 公里（102 海浬

）的釣魚島、與附近七個小島的總稱，
是大屯山及觀音山山脈向東北延伸入東
海海底的突出部分，其實是臺灣北部的
地質延伸。釣魚島上有淡水，不過沒有
居民，附近的海域自古就是臺灣與福建
漁民的傳統漁場，漁民們世代都來此捕
魚。
在國際法中，一個國家對一個地區
有 50 年連續的實質控制，該地區便成
為其領土。釣魚台這個無人島從美國把
琉球歸回日本，至今已將近 50 年, 為恐
釣魚台遭日本永久侵佔，所以台灣漁民
們要去衝 12 海浬的領海線，以示日本
並無實質的控制。
陳美霞教授的先夫林孝信先生，從
保釣發動之初就一路參與，是台灣保釣
運動 「中間派」的靈魂人物。他一生投
身保釣，立場始終如一，藍綠都頗為敬
釣魚臺附近的海域自古就是臺灣與福建漁民的傳統漁場，
釣魚臺附近的海域自古就是臺灣與福建漁民的傳統漁場
，漁民們世代都來此捕魚
漁民們世代都來此捕魚。
。
重。 2011 年保釣 40 週年，林先生開辦
了 「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舉行資料
展、巡迴演講、以及研習營。 2012 年
林孝信先生來休斯頓，曾於美南國際貿
易中心演講；2014 年來休斯頓，亦曾
受邀為美南電視的嘉賓。
林孝信先生於 1979 年在芝加哥成
立 OSDMT 協會，活動內容包括關心台
灣的社會運動、資助保釣運動、關注鄉
土文學、環境運動、原住民權益、定期
舉辦夏令營活動等等，目前台灣釣魚台
教育協會經費來源，主要都是由此協會
贊助。
兩岸聯手保釣
「台灣釣魚台光復會」與北京聯合
大學台灣研究院，將於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在北京舉辦 「中學教師北京文史
交流營」，由東吳大學前校長劉源俊擔
任團長，擬招收 30 名團員，以歷史與
人文為主軸，邀請大陸知名學者，探討
釣魚臺列嶼位於臺灣基隆市東北方(Google
釣魚臺列嶼位於臺灣基隆市東北方
(Google 地圖
地圖))
兩岸現況的歷史成因，以西方視角以外
的觀點，讓團員認識當代中國大陸。協
界的關係，是怎麼一回事。
辦方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的教授 17 日受訪指出，希望藉此活動
海外民眾欲支持保釣，捐款贊助 OSDMT 請聯絡: houston.
，讓台灣的國中、高中教師和青年知識分子，聽一聽大陸專家對 baodiao@gmail.com。
歷史和兩岸的基本看法，了解一下 「中國」的概念以及中國跟世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7 年 7 月 23 日

Sunday, July 23, 2017

JANE DENTAL
亮珍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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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B6

醫生專頁

休士頓診所

星期日

電話:
傳真:

713.272.6688
713.271.6689

2017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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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23, 2017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美南人語
星期日

2017 年 7 月 23 日

Sunday, July 2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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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難見巡城馬
楊楚楓

鳥倦知還。正當我準備向親娘
告別、向廣大港澳親友叫聲拜拜之
際，一位在澳廣視擔任澳門歷史掌
故節目主持人鄭國強兄，邀我多留
一天，聽他在空中講述上世紀五十年代澳門花國三街的盛
況。我知此題材可遇不可求，當然是親上電視台，一聽花
街紅粉女，如何依靠 「巡城馬 」。
“巡城馬”一詞，我想六十歲以下的人，曉得的大概
不多了。有“巡城馬”乃背負布袋遊走四面八方作聯絡
傳送、交收等工行的男子漢。
從前，中國交通不便，道路阻梗，盜匪橫行，行旅艱
澀，巡城馬便應運而生。澳門花街中人，大多數來自珠江
三角洲四鄉，她們是生長於農村的貧戶女兒，或是城市大
宅的破落戶後代，父母窮得難以維生，不得不把她們賣入
妓院。在客人面前，阿姑大抵都要稱呼龜婆為阿媽，然而，她們並
沒有忘記親生父母，心裡知道父母把她們賣入娼寮，實有不得不爾
的苦衷。到她們檯腳旺了，名聲響了，這些阿姑除把纏頭所得的必

政海
楓聲

須交給龜婆外，客人私底下送給她們的“白水（錢）”，就拜託巡
城馬攜帶回鄉間，交給父母享用。
有些鄉間父母，想起自己不爭氣，把女兒變成人家的洩慾玩物
，收到這些錢，不禁慚愧得流下熱淚。由是，花街常常看到巡城馬
的身影。因為花國阿姑們來自不同的鄉下，有來自南海、番禺、順
德的，有來自恩平、開平、新會、鶴山、台山的，故而各地巡城馬
紛紛在花街走動。有些阿姑離鄉日久，對家鄉的小食份外牽念，什
麼雞屎藤餅、雙皮夾煎等等，都由阿媽親手炮製，經巡城馬帶給乖
女享用，以慰鄉思。
巡城馬有男有女，各有其不同的客路。例如某位鄉間富室少爺
到澳門賭博，在花街戀上了某位阿姑，回鄉之後晝夜相思，但行動
為父母所限，無法重溫舊夢，便會付託巡城馬帶些銀両，藉慰芳心
，諸如此類的託付，必須由可以信賴的人為之。又如阿姑有些體己
話，要帶給鄉間的父母，也需經由可靠的巡城馬為之。
從前前往外洋謀生的華僑，匯寄家用，多是寄至港澳一些有信
用的辦莊，再由辦莊儲蓄，為防家人大花筒，每月由巡城馬帶回指
定的數目為家用。更有些巡城馬遠涉重洋，到達新加坡、山打根、

印度阿差搞乜差？

香港中環是香港的銀行區;那裡集結了中外世界各國馳名的銀行大樓，高聳
入雲，好有氣勢。每座銀行大廈的大門口前，向有警員把守。 1997 年在香港
尚未回歸中國之前，港英政府有個不成文規定： 所有把關的職位，一律分配
給駐港的印度兵擔任。其他什麼巴基斯坦、踞蚜兵，不得要領。所以當年守護
銀行的 「阿差」（港人對印度佬的俗稱），個個神氣十足，似乎銀行的夾萬門
匙就在他手中一樣。我們一批頑皮學生，常愛走到他們面前，高聲叫喊： 「阿差騎膊馬...... 差上差！」
很多印度兵均聽明白這句廣東的地方成語，即指印度人不成氣候。而我今天文章的開塲白之所以藉
用此個坊間俗稱，也是有感於近兩個月來的中印邊境出現兵戎相對的形勢，一手一腳都足阿差在作怪。
再聽下一個故事：
一位印度中學學生來中國旅遊，下飛機後，在去賓館的路上，馬上又訂了返回印度的機票，悄悄的
離開了中國。回到印度後，父親奇怪的問兒子：”你怎麼剛到中國就回來了？！難道是打聽到了中國和
咱們要打仗的消息？”兒子心有餘悸地說：”這還用打聽？大街小巷都貼著標語，寫著“打印”、”激
光打印”、”快速打印”，上門打印，3D 打印。要不是我跑得快恐怕就見不著你們了！父親說：多虧
你以前學了點中文，萬幸!
其實大半年前，印度軍隊在中國邊境洞朗地區阻撓中方修路，引發兩國邊防人員對峙。二十多天過
去了，印軍仍頑固不撤離。印度媒體稱，印方已在洞朗地區做好長期對峙的準備。今次是中印幾十年來
最嚴重的邊境對峙。
對於今次事件，印度媒體卻“反咬一口”，指責中方修路，威脅印度西里古里走廊。這只不過是印
方的藉口。因為走廊受到所謂的“威脅”，就派軍隊非法越境阻撓，這是赤裸裸地侵犯他國領土主權，
為國際法所不容。
印度此舉是霸權主義在作祟。為稱霸南亞地區，印度在領土問題上，繼承了殖民者極強的貪婪，
於一九七四年吞併錫金國，又用各種手段掌控不丹，與巴基斯坦軍事衝突不斷。今次竟然向中國發難，

楊楚楓

吉隆坡等地，把家鄉的近況、家人的動態，告訴身處外洋的華僑，
使他們對家鄉以及家人的現況，瞭如指掌，於是對巡城馬的倚賴更
深。巡城馬來回之時，大多經過澳門，逗留數天，所以市面常有他
們的蹤影。
二次大戰時期，太平洋變成戰場，一時間銀匯中斷，不但南洋
一帶的僑匯無法匯至，甚至澳洲、加拿大、美國的僑眷也餓得叫苦
連天。但是，澳門卻一枝獨秀，原因是葡萄牙是中立國，美加華僑
可以將錢匯至南美巴西，再由巴西匯至澳門，由於轉接繁複，故而
收費很貴。華僑為了挽救家人生命，只好咬牙付款，錢匯到澳門，
再由巡城馬帶到鄉間，使僑眷得免淪為餓殍，如此功德，巡城馬應
記一功。
戰爭結束後，各地交通恢復，鄉人來往無阻，巡城馬功能漸漸
萎縮，澳門街上的巡城馬蹤影漸稀。內地解放後，澳門花事開到荼
蘼，霹靂一聲，大陸當局禁止自由出入國境，巡城馬不能越雷池半
步，漸漸變成歷史名詞。
澳門的花事，在一個時期，與巡城馬一同蓬勃起來，也與巡城
馬一同衰落。

霸道行徑令人髮指。
印度軍隊在邊境地區挑釁的邏輯，與上世紀一九六二年似乎一脈相承。當時一九六二年，印度尼赫
魯政府在中印邊境肆意挑釁，極力推進其“前進政策”，所依仗的並非戰之必勝的信心，更多是憑藉其
一廂情願的判斷——在中國各項事務的優先級上，中印邊境問題排不上號，從而認為中國會在印度的咄
咄逼人之下忍氣吞聲。
“當尼赫魯咆哮著要求印度軍隊把中國趕出塔格拉峰，並且自信中國不會有大動作時，竟然沒有人
敢告訴他，他是錯的。”印度《克什米爾時報》如此分析印度一九六二年受辱的原因。印度為自己對中
國人民的誤判，付出了沉重代價，西方媒體評論道：三十二天的戰爭讓印度做了五十多年的噩夢。
現在的印度政府，似乎好了傷疤忘了痛，印度國防部長近日竟口出狂言：“印度已經不是一九六
二年時的印度。”近年，印度經濟取得長足發展，國力也明顯增強，與當年對比，確有很大進步，但中
國也不是一九六二年的中國。
一九六二年中印經濟規模相當（中國國家統計局和印度中央統計局的數據：中國 GDP 約為四百七
十二億美元、印度 GDP 約為四百二十九億美元），軍力、外交環境還有國際地位等方面也相差不大。
如今，中國的 GDP 是印度的近五倍；各類軍力排名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無可爭議地躋身世界三強。更
重要的是，中國有完備的軍工體系，可以生產隱形戰機、航母、潛艇、導彈等國防重器；印度迄今尚未
建成完整的軍工體系，自產武器遲遲難交付，許多先進武器仍依賴進口。半世紀過去，中印都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中印的實力對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印軍非法越界的無理取鬧，中方一直克制，防止事態擴大，並努力和平化解。這是為了維護中
印邊境穩定和中印關係大局。如果印方再不識時務，不趕快撤走非法越境的軍隊，將要承擔一切後果。
一九六二年，中國已經給印度“上了一課”，這個學生似乎沒有認真聽講聽教，難道還真想再補一
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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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7 年 7 月 23 日

海外僑胞回國參加中華民國 106年十月慶典活動
海外僑胞回國參加中華民國106
年十月慶典活動
參加資格及報到事宜答客問
一、請問海外僑胞擬回國
參加本年十月慶典，需要具備
什麼資格？
答：海外僑胞回國參加 106 年
十月慶典活動，須符合下述資
格：
（一）旅居國外僑胞，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
1、持我國護照入境，並持有效
之僑居國居留證明文件（如僑
居國護照、居留證等）或其護
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持僑居國護照入境之國人或
華裔人士。
（二）已取得僑居國護照或永
久居留權之前項僑胞隨行配偶
或子女，並經許可入國者，得
以僑眷身分辦理報到。
（三）香港、澳門居民組團回
國，應向我駐香港、澳門機構
申請，核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辦理。個別回國者，不予受理
。
二、請問香港、澳門居民
可不可以個別報名參加慶典活
動？
答：香港、澳門居民回國參加
慶典，應事先組團，並向我駐
香港、澳門機構（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申請，經核轉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同意，函送本會
受理報名；個別回國及自行組

團者，均不受理。
三、請問外籍人士可不可
以參加慶典活動？
答：平日友我、熱心參與僑社
活動的外籍人士欲來臺參加十
月慶典活動，經我駐外館處或
駐外人員報會並個案核准者，
同意受理報到，發給 「參觀證
」，俾持憑參加國慶晚會、國
慶大會及國慶焰火。
四、請問僑胞回國參加慶
典有沒有入境日期的限制？
答：僑胞回國參加慶典活動，
只要符合 「歡迎海外僑胞回國
參加中華民國 106 年十月慶典
活動須知」規定之參加資格者
，並無入境日期的限制；惟若
欲申請慶典旅遊補助，則須在
106 年 8 月 1 日（含）以後入境
者始得申請。
五、請問擬回國參加慶典
的僑胞如何報名？
答：本年欲回國參加慶典的僑
胞，請事先就 「個別僑胞」或
「僑團」擇一報名登記（請勿
重複報名），辦理方式如下：
（一） 個別僑胞：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可採網
路、傳真或通訊方式辦理。
1、 網路登記：請至僑務委員
會網站（www.ocac.gov.tw）十
月慶典活動專頁辦理。

美人歸 Melgrace
Melgrace™
™
退潮熱，
退潮熱
，助好眠
“潮熱”是在毫無預警之下，
熱感從胸部向面部和雙上肢迅速蔓
延，有時伴有心慌、出汗。發生的
原因都是激素分泌紊亂，植物神經
系統平衡失調，導致血管收縮舒張
運動處於混亂狀態。
北美女性更年期保健品【美人歸】
追求“內調外養”的天然療法，堅
持“標本兼治”的健康理念，通過
分子細胞活化純化技術萃取而成。
從啟動卵巢功能及調節內分泌兩方
面著手，有效調理女性因陰津虧損
、卵巢早衰引起月經不調、手腳冰
涼、腰膝酸軟、性欲冷淡、失眠煩
躁、皮膚衰老等問題。

2、 傳真登記：請將填妥之僑
胞登記表傳真至僑務委員會，
傳 真 號 碼 ： + 886-2-23566323
、 + 886-2-23566325； 聯 絡 電
話：+886-2-23272929。
3、 通訊登記：請將填妥之僑
胞登記表以快遞或掛號（以郵
戳為憑）寄達僑務委員會。
（二）僑胞組團：
1、 各駐外使領館處及各地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受理僑胞組團報名作業。
2、 請依組團方式填妥慶賀團
團冊及團員清冊，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前送交各駐外館處及各地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理團員資
格初審。
3、 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應於 106 年 9 月 10
日前，將初審完成之僑團報名
表件送達僑務委員會。
4、 報名僑胞請勿重複登記，
隨行之僑眷請於團員清冊備註
欄註明。
六、請問已經事先採網路、傳
真或通訊方式辦理報名登記的
僑胞是不是還需辦理報到手續
？
答：僑胞即使已事先辦理報名
登記，仍須在 106 年 10 月 5 日
至 10 月 9 日的報到時間，攜帶
相關證件正本，到僑務委員會

服用方法：每瓶 120 粒，每
天 2 次，早晚各 1 次，每次
2—4 粒。
作用機理和針對人群：
【美人歸】採用世界上最先
進的分子細胞活化純化萃取
技術，從東西方多種草本精華植物
中提純出 10 倍高濃度的天然大豆異
黃酮精華素、婦科仙草北美升麻，
配合中國上千年經典藥材酸棗仁、
枸杞子、茯苓、浮小麥、淫羊藿等
有效成分，重新均衡分泌女性荷爾
蒙，調整內分泌，調理氣血，切實
達到改善更年期症狀的目的，讓女
性重返青春靚麗的年輕態！
（1）30 歲—40 歲的女性：月經不調
。女性由於激素分泌失調，導致明
顯的月經不調的症狀。【美人歸】
針對月經不調（經期無規律，經量
忽多忽少等）、經期綜合症效果顯

中華民國 106 年十
月慶典回國僑胞
接待服務處(臺北
市徐州路 5 號中
央聯合辦公大樓
南 棟 1 樓) 辦 理 報
到，經審核符合
參加資格者，發給僑胞證，才
完成報到手續。
七、請問沒有事先在 106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內辦
理報名登記的僑胞可不可以補
報名？
答：僑胞如果沒有事先於 106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辦理
報名登記，仍可於報到現場同
時辦理報名及報到事宜。
八、請問要領取 106 年十
月慶典活動 「僑胞證」的報到
時間是什麼時候？
答：報到時間如下：
（一）106 年 10 月 5 日（星期
四）至 10 月 8 日（星期日），
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二）106 年 10 月 9 日（星期
一），上午 7 時至晚上 10 時。
九、請問辦理報到要攜帶
那些文件？
答：辦理報到要攜帶下列文件
：
（一）蓋有本次入國查驗章戳
之證件正本（如我國護照、入
國許可證或僑居國護照）；如
係經由入出國自動查驗通關系
統入境者，應檢具航空公司搭
機證明等文件。
（二）僑居國居留證明文件正
本（持有效我國護照已辦理僑

著。同時調理女性卵泡激素的分泌
，從根本上解決女性月經不調和經
期不適的症狀。
（2）40 歲—45 歲的女性：色斑、面
色晦暗無光、性欲減退 ，更年期提
前。由於性腺軸功能失調，內分泌
系統紊亂，出現血液循環欠佳的症
狀，表現在臉上就是明顯的色斑和
黃褐斑，在身體體內表徵是性欲減
退和月經不調。【美人歸】能調節
內分泌，淡化色斑、黃褐斑的形成
，使色斑皺紋減少，皮膚更有彈性
。
（3）45 歲—55 歲的女性：潮熱多汗
、心煩易怒、頭暈頭疼、閉經、失
眠等各種症狀。體內氧自由基增加
引起內分泌失調，則出現更年期閉
經、潮熱多汗、心煩易怒等症狀。
【美人歸】中的有效活性成分能清
除自由基，調節內分泌，緩解更年

Sunday, July 23, 2017
居身分加簽者可免附）。
（三）以僑眷（僑胞隨行之配
偶或子女）身分申請者，應檢
具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註：未齊備證明文件者，恕無
法受理報到。
十、請問報到地點在那裡
？
答：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
處（臺北市徐州路 5 號中央聯
合辦公大樓南棟 1 樓）。
十一、請問個別僑胞可不
可以併入僑團辦理報到及參與
僑團活動？
答：個別僑胞擬併入僑團報到
並參與僑團活動，可經由僑團
團長書面同意後，加入該僑團
。
十二、請問僑胞組團是不
是必須事先申請？可不可以在
慶典報到期間現場組團？
答：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從 106 年 7 月 1 日起
開始受理僑團報名作業，請依
組團方式填妥慶賀團團冊及團
員清冊，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前
送交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辦理團員資格初審
。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應於 106 年 9 月 10 日
前，將初審完成之僑團報名表
件送達僑務委員會，慶典報到
期間不受理現場組團。
十三、請問僑胞組團人數
是否有規定？
答：僑胞組團回國參加十月慶
典，每團以 10 人至 40 人為原則

期症狀。
（4）55 歲以後的女性：延緩衰老，
強化免疫，減少骨質流失和老年健
康問題。女性 50 歲左右是女性進行
今後中老年保健的關鍵時期。專家
指出，女性要學會保護自己，這樣
才能保護好後半生的健康。【美人
歸 Melgrace™】淡化老人斑，加強體
力，提高免疫力，延緩衰老。建立
體內雌激素新平衡，減少骨質疏鬆
，降低婦科疾病風險。
嘉康藥業榮譽出品
加拿大製造，國際 GMP 認證，美國
FDA 註冊号#19090670562，加拿大
天然品 NPN#80032928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址：www.royalnatural.ca

。

十四、請問申請慶典旅遊
補助的僑胞必須符合那些條件
？
答：本會為歡迎僑胞返國參加
十月慶典，並配合推動國內觀
光，特提供旅遊補助。申請慶
典旅遊補助限參加 106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期間辦理之
國內 3 天 2 夜（含）以上的旅遊
活動，並且要符合下述的條件
：
（一）106 年 8 月 1 日（含）以
後入境。
（二）自 106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9 日於僑務委員會十月慶典
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完成報到
手續，領得 「僑胞證」（參觀
證不得申請旅遊補助），並出
席 106 年 10 月 9 日 「國慶晚會
」或 10 月 10 日 「國慶大會」或
10 月 10 日 「國慶焰火」活動。
（三）於前述活動期間憑 「僑
胞證副聯」正本參加本會甄選
旅行社提供之國內 3 天 2 夜以上
旅遊活動者始得申請補助。
註： 「僑胞證」含正副聯兩部
分，副聯供折抵慶典旅遊費用
使用，遺失恕不補發。
十五、請問慶典旅遊補助
的金額是多少？
答：慶典旅遊是以補助僑胞參
加國內旅遊的方式辦理，每人
至多補助新臺幣 2,400 元（詳細
規定請參閱 「僑務委員會補助
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
動作業要點」各項規定）。

綜合經濟
星期日

2017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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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緊盯跨境並購“超級探路石”
購明顯放緩，但二季度的情況比壹季度
有所改善。”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
究所所長董登新指出，壹方面，部分上
市公司開始適應新的政策監管環境；另
壹方面，與我國外匯儲備企穩有關。
1 月，我國外匯儲備壹度跌破 3 萬億
美元大關，不過隨後連續 5 個月上升，2
月以來持續穩定在 3 萬億美元之上，截
至 6 月末的外匯儲備為 30567.89 億美元。
“外匯儲備改善壹定程度上支持了跨境
並購的回暖。”董登新表示，海外並購
二季度以來，我國企業跨境並購出 日，萬科宣布聯合厚樸投資、高瓴資本、 需要大量消耗外匯，在我國金融市場擴
現復蘇跡象，作為主力軍的上市公司近 中銀投資等財團參與新加坡上市公司普 大開放的背景下，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穩
期更是頻現“大手筆”海外並購。不 洛斯的私有化。如果交易達成，總金額 定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
過，監管層對於非理性對外投資的監管 高達 159 億新加坡元（約合人民幣 785 億
力度並未放松，部分上市公司直言遭遇 元）。9 日，中遠海控和上港集團宣布了
監管力度不減
“想出不敢出”的煩惱。分析人士指 集運市場迄今為止的最大買賣：擬作價最
對於出海並購，像陳華壹樣持謹慎
出，企業理性作出的、有助於國內產業 高492.3億港元（約合人民幣429億元）， 態度的上市公司並不少。多家上市公司
結構升級、技術進步的真實合規跨境並 要約收購東方海外國際100%股權。
高管對記者表示，從目前跡象看，管理
購將得到支持。
事實上，自從壹季度遭遇“急剎車” 層對跨境並購的監管並未放松，反而有
之後，以上市公司作為主力軍的跨境並購 更加嚴格的趨勢。
緩慢復蘇
已迎來復蘇期。Wind統計數據顯示，上半
“與非上市公司不同，上市公司海
“年初考慮過到海外並購項目，但 年 A 股上市公司發起的海外並購高達 139 外並購除需符合發改委、商務部、外匯
最終放棄了。”深市某上市公司高管陳 起，幾乎與上年同期的142起持平。同時， 局和國資委等部門的常規監管要求外，
華（化名）告訴記者，當時主要是考慮 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6 月，對外非金 還要面臨證監會和交易所規則的監管。”
到不確定性很多，“我們關註到最近又 融投資達到 2016 年 12 月以來最高值，為 深圳壹家上市公司董秘介紹，隨著滬深
有不少公司活躍起來，我們先觀察這些 136億美元，環比增長65.5%，實現連續第 交易所持續發揮壹線監管職能，上市公
‘探路石’的效果再作打算。”
二個月正增長。而在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 司跨境並購越來越成為關註重點。
陳華口中的“探路石”近期頻頻出 資中，跨境並購是重要壹塊。
記者梳理發現，6 月以來滬深兩大
現，其中不少是“超級大手筆”。如 17
“去年底的新政讓上市公司跨境並 交易所已下發數封針對上市公司跨境並

購事項問詢函，要點包括並購標的經營
狀況、對上市公司業績影響、對中小投
資者利益保護情況等。如深交所對大康農
業擬2.53億美元並購巴西農產品貿易商進
行問詢，上交所對中遠海控擬收購東方海
外國際、鵬欣資源擬斥資19億元收購南非
奧尼金礦等進行問詢，更對商贏環球擬收
購海外女裝資產包進行兩度問詢。
“大部分上市公司跨境並購是為了
促進公司發展，但有部分上市公司是為
投機套利，蹭熱點炒作股價，還有的上
市公司涉嫌轉移資產。”董登新指出，
對部分目的不純的海外並購，預計監管
力度不會放松，只會更加嚴格。“壹些
上市公司利用增發便利，盲目跨境並
購，或炒境外房地產，或對賭收購國外
球隊，這都是風險很大的投機行為，監
管部門應適當限制這類跨境並購。”
事實也是如此。國家發改委再次強
調，為防範對外投資風險，有關部門將繼
續關註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
育俱樂部等領域非理性對外投資。
機會猶存
“我們這種高新技術型企業肯定希
望能到海外進行並購，以提升公司的技
術水平。”陳華對記者表示，現實情況
是，壹方面，上市公司出海熱情不減；
壹方面，監管力度並未放松。
“不少公司其實對政策有所誤解，

監管層多次強調的是對非理性對外投資
的嚴格監管，對有助於國內產業結構升
級、技術進步的真實合規跨境並購應該
是持支持態度的。”董登新指出，作為
企業中最有資本實力的群體，上市公司
跨境並購的剛性需求壹直存在。“企業
要升級技術或開拓海外市場，跨境並購
是壹項重要手段。”
監管部門二季度以來也對海外投資頻
頻表態，對壹些海外並購支持態度明顯。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6月22日在深
圳表示，積極支持國內有能力、有條件的
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支持中
國企業“走出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
長楊國中日前撰文，積極引導市場主體對
外合理投資，支持符合“壹帶壹路”等國
家戰略規劃和能夠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升
級、技術進步為目的的跨境並購。
對於下半年趨勢和機會，接受采訪
的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隨著我國外匯儲
備企穩，借助“壹帶壹路”開放政策，
未來壹段時間，中資企業海外並購將進
壹步回暖。具有戰略意義的跨境並購，
尤其是產業升級及“壹帶壹路”項目將
占據海外並購市場的主導地位。
“促使中企進行海外投資的驅動因
素依然存在，未來有條件、有能力的中
國企業將繼續活躍在戰略性對外投資領
域。”董登新表示，在此預期下，企業
需理性投資，才能借助並購做大做強。

外資資管巨頭看好中國市場 上海陸家嘴向全球資管中心進階
綜合報導 7 月申城的外資資管市場如天氣般火
熱，紐銀梅隆投資管理公司、瑞銀資產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分別
獲批外商獨資企業牌照和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
牌照，外資資管巨頭們紛紛看好中國市場。
另類投資管理協會（中國）董事、總經理吳帆
告訴中新社記者，從去年外資被正式允許在華設立
WFOE（外商獨資企業）、開展私募業務以來，外
資管理人對中國市場的興趣空前高漲。
2012 年 3 月，上海 QDLP（合格境內有限合夥
人）政策獲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復，這意味著合
格的外資 LP（有限合夥人）可以在中國境內募資
人民幣投資海外市場。2016 年 6 月，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正式允許外資私募管理人在中國境內設
立 WFOE。

這壹系列演變，在吳帆心目中，“進化”無疑
是對外資資管在中國發展歷程的最佳形容。
“以 QDLP 為起始第壹階段，提升了以上海自
貿區為基地，輻射中國的全球資產配置能力；接著
WFOE 管理人的逐步落地為第二階段，實現了外資
管理人將上海自貿區作為中國的投資中心；未來，
隨著監管政策的放寬以及制度進壹步創新，可以預
計，境外金融機構還會將上海自貿區作為運營中心，
數據中心以及配置中國境內資產的中心。”
截至目前，已有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 10
余個國家，40 余家知名資產管理機構已經或即將在
陸家嘴金融城設立機構。上海市前三批 15 家 QDLP
試點機構中，12 家位於陸家嘴；全球資產管理規模
排名前十的機構中，約 8 家已在陸家嘴設立了資管
類 WFOE。

富達國際在中國市場蟄伏多年，成為第壹個吃
“WFOE”螃蟹的外資機構，取得了中國首張私募
機構外商獨資企業牌照，並於 2017 年 5 月，由其旗
下子公司發布了首只外商獨資私募基金產品——
“富達中國債券 1 號私募基金”。
富達國際中國區董事總經理李少傑向中新社記
者透露，目前由於第壹支基金“成績不錯”，富達
國際正計劃在今年年底前發行第二只新基金。
國際知名資產管理機構的不斷集聚，加之上海
自貿區制度創新的“東風”，陸家嘴在不斷提升自
身硬實力的同時，也在不斷創造適合外資企業成長
的“軟環境”，朝全球資產管理中心加速“進階”。
據悉，位於上海中心大廈的“陸家嘴高端財富
管理上海中心基地”金融服務平臺即將啟用，這裏
擁有 15 間小型辦公室，每間辦公室可容納 3 至 7 個

工位。
上海自貿區陸家嘴管理局金融航運服務處資深
主管徐璟向中新社記者介紹，這些辦公室是為了給
那些剛剛來滬的海外高端財富管理、資產管理、金
融科技等機構或者相關國際行業組織代表處提供的
靈活辦公環境，讓他們更方便地了解中國的金融和
資本市場，了解上海、自貿區、浦東和陸家嘴的營
商環境，從而最快速地進入工作狀態。
貝萊德海外投資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總經
理陳婷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建議，在外商投資準
入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下，希望上海自貿區在金融
服務業領域，尤其是資產管理行業的對外開放，能
形成“鼓勵政策創新，完善政策落實，確保機構落
地，擴大實質投資”的良性循環，在現有規定下，
為外資機構提供更加靈活的營運選擇。

休城讀圖

走過從前----走過從前----陳浣華與三十年知交團聚
圖為原 「建一地產公司
建一地產公司」
」 的東主陳煥明
的東主陳煥明，
，陳浣華夫婦
陳浣華夫婦。
。

（前排右起
前排右起）
） 陳浣華
陳浣華，
，陳煥明夫婦及其女兒
陳煥明夫婦及其女兒。（
。（ 後
排右起）
排右起
） 洪紫瑄
洪紫瑄（
（ 良冰
良冰），
），段鴻書
段鴻書，
，陳菁華在餐館
合影。
合影
。

陳浣華（ 前排右二 ） 與夫婿陳煥明先生
陳浣華（
與夫婿陳煥明先生（
（ 前排中
前排中），
），女兒
女兒（
（ 前排左二
），與休市眾好友相聚
），
與休市眾好友相聚 「 松柏園 」 素菜館
素菜館。（
。（ 前排右起
前排右起）
） 管光紅太太
周木蘭，
周木蘭
， 秘書陳菁華
秘書陳菁華。（
。（ 後排右起 ） 管光紅
管光紅，
， 陳柏宇
陳柏宇、
、 洪紫瑄夫婦
洪紫瑄夫婦，
，
「 益明清潔地毯
益明清潔地毯」
」 Minh, 房地產經紀 Doris, 竇琳太太段鴻書
竇琳太太段鴻書，
， 「 李氏珠
寶」 任太太
任太太，
，竇琳先生
竇琳先生。
。

陳浣華（ 前坐者
陳浣華（
前坐者）
） 與當年老友或同事
與當年老友或同事（
（ 右起 ） 陳菁
華 、 竇琳
竇琳、
、 段鴻書夫婦
段鴻書夫婦、
、 洪紫瑄
洪紫瑄、
、 任太太合影於自宅
。

（ 右起 ） 任太太
任太太、
、 陳浣華
陳浣華，
， 洪紫瑄
洪紫瑄，
， 段鴻書
段鴻書、
、 竇琳夫
婦合影於陳浣華家。
婦合影於陳浣華家
。

陳浣華女士攝於自宅。
陳浣華女士攝於自宅
。

（ 右起 ） 任太太
任太太（
（ 美南新聞前社長
任熙雍夫人）、
任熙雍夫人
）、洪紫瑄
洪紫瑄、
、陳浣華
陳浣華（
（陳
太太夫婿陳煥明為美南新聞前主筆之
一）、
）、段鴻書
段鴻書、
、陳菁華
陳菁華、
、竇琳合影於
陳浣華家。
陳浣華家
。
（ 右起 ）陳菁華
陳菁華、
、陳浣華
陳浣華、
、陳柏宇
陳柏宇、
、竇琳
竇琳、
、洪紫瑄
洪紫瑄、
、段鴻
書、本報前社長任熙雍夫人任太太等人在糖城餐館合影
本報前社長任熙雍夫人任太太等人在糖城餐館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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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Says Cleaner Energy Could Deliver
Air Quality Levels Not Seen For Decades

Refreshing Forecast: Cleaner 1970's Quality
Air Could Only 13 Years Away For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man wearing a mask amid heavy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
(Photo/AFP)

The skie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in the 1980s (left) and in 2014 (right). (Photos: Handout, EPA)
By 2030, Chinese residents may again breathe air as fresh as it was some
four decades ago – but only if work continues on switching to cleaner
energy sources,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scientists from China,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Science Advances on Wednesday said
China’s worst form of air pollution – known as PM2.5 – may have peaked
a few years ago at an average of about 60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of
air.

“We have strong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conclusion. It makes us feel generall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By 2030,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the people on the mainland will be
living in cities, compared with less than 60 per cent at present, according
to an estimate by Tao and his colleagues.
Calculating the health impact of urbanisation-relate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nearly one million premature
deaths could be prevented by people breathing cleaner air.

China’s situation might look familiar to older people living in Europe,
according to Wang Jingfu, a professor of chemistry with a laboratory for
gree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Wang, who was not involved in Tao’s research, said he believe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today was similar to that of Germany before the 1970s.
The country was in a period of severe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fter
going through decades of in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rebuil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ermans had had enough of the pollution.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By the 1990s, the
situation was vastly different,” Wang sai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China with results to be seen and felt in a decade or two. It is possible to cut pollution while maintaining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he said.
Tao said the scientists’ findings did not mean smog was no longer a worry.
In mega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residents would face slower
improvements in air quality because large populations made it difficult to
reduce certain pollutants.
“Clean air will not just sit there and wait for us,” Tao said. “We still have
many years of hard struggle ahead.” (Courtesy http://www.scmp.com/
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

A modest reduction in pollution may translate into sharply
improved air quality by 2030. (Photo/Alamy)
By 2030, as more people in rural areas moved into cities with access to
cleaner, more efficient energy sources such as natural gas and electricity,
and used less coal or hay for cooking and heating, the average PM2.5 level
could be cut by nearly 5 micrograms, the study said.
That modest-seeming change is just substantial enough to bring air quality
back to pre-1980 levels, when the nation had just started its economic
boom,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calculations.
The study’s lead scientist, Tao Shu of the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t Peking University, said that this model only factored
in urbanisation, and that many other forces were driving further cuts in
China’s pollution levels.
Other drivers included the government imposing heavier penalties on polluters, the adaptation of new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hat consumed less
energy, and the widespread replacement of fossil fuels by alternative power sources such as wind, solar and nuclear plants, Tao said.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China Zun, planned to be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Beijing, is seen amid smog at sunset. (Photo/Reuters)
These measures had already led to a recent decline in the emission of pollutants such a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 major cancer-causing
chemical; sulphur dioxide, an acid-rain trigger; and nitricoxide, an important raw material for smog formation, according to data the research team
collected fro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China has a painful history of pollution, but the darkest days are behind
us,” Tao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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