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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台灣心動線》台灣宏觀
節目介紹

自製旅遊行腳節目 讓遊子想回家
▲

節目內容。

KVVV

節目介紹：《台灣心動線》節目用心勾勒了一條條和台灣搏感情的旅遊線，考量了交通動
線、區域均衡、產業文化、族群文化的代表性與多樣性，涵蓋了捷運、鐵道、公路、水路、
海路等不同的旅遊方式、勾勒了清晰的旅遊動線；以交通為經緯，以台灣做藍圖，要讓旅人
和土地、人民、自然、產業之間做最熱情、直接的互動。除了旅行動線的細心規劃之外，更
在乎的是「人」的感覺。透過鏡頭，要讓海外的僑胞們知道，台灣，是許多僑民的「 家鄉」
， 對他們來說，回到台灣旅遊，更想找到的是一種「 回家」的感覺吧！我們期待，《台灣心
動線》是一個讓遊子想要「 回家」的節目。
播出時間：周一下午1時至2時播出，敬請關注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華爾街日報：穆勒已選
好涉俄調查大陪審團
普的總統競選團隊有勾結。
路透社報道說，大陪審團已經就2016
年6月一名俄羅斯律師和其他人與小唐
納德·川普和其他高層競選官員會面
一事發出了傳票。
報道顯示，那名律師通過中間人建議
跟小川普會面，說她有可以證明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有罪的
信息，小川普聞聽後立刻同意見面。
雖然情報機構說，克裏姆林宮試圖幹
︱曾任聯調局局長的涉俄調查特別檢察官穆勒參加了一次避免 預選舉，讓選情有利於川普，但是，
川普總統一直對這一說法表示懷疑。
會議後離開國會山。（2017年6月21日）
川普一向否認有任何勾結。他形容穆勒
的調查是“獵巫”，也就是捕風捉影的政治迫
【VOA】《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特別檢察官
害。華盛頓傳出的消息說，川普總統有可能試
羅伯特·穆勒已經選好了大陪審團，這意味著
圖把穆勒解職。
他對俄羅斯幹預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的調查正
如今，如果報道所說的大陪審團已組成的消息
在擴大。
屬實，它可以要求發出傳票，調閱川普家族的
調查人員和檢察官利用大陪審團來檢驗證據、
財務記錄。川普總統已經警告穆勒不要碰他的
質問證人並發出傳票索取文件，以確定是否犯
財務。
下罪行。這是任何調查的重大步驟。
穆勒的辦公室還沒有就《華爾街日報》的報道
《華爾街日報》說，大陪審團最近幾個星期開
做出評論。
始了工作，很可能會持續數月。
川普的特別律師泰·科布說，他沒聽說有大陪
穆勒和他的律師團隊正在審查俄羅斯是否與川

審團調查，但是他說，“白宮讚成任何公平加
快他的工作的做法……白宮致力於全面配合穆
勒先生。”
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在川普把時任聯調局長
詹姆斯·米勒解職後接管了涉俄調查。米勒看
來是在拒絕川普提出的網開一面的要求後被罷
免的。
另外也在星期四，兩名聯邦參議員推出議案，
試圖增加罷免特別檢察官的難度。
由民主黨人克裏斯·孔斯和共和黨人湯姆·蒂
利斯推出的這項議案將用法律形式規定，總統
只能在出現不當行為、利益沖突、嚴重患病或
其它正當理由時才能把這位調查員解職。
由三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將判定總統將其解職
是否正當。
這項法案顯示是防止川普試圖炒掉穆勒。
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說，如果川普總統真的想炒
掉穆勒，這項議案有可能促使他先下手為強，
在參議院有機會就此表決之前就把穆勒解職。

︱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參議院多數黨黨鞭約翰·科寧在
國會山談論邊界安全問題。（2017年8月3日）。

共和黨參議員提
案加強邊界安全

制止非法入境

【VOA】美國國會共和黨議員星期四推出了有
關加強邊界安全以制止非法移民的議案。一天
前，川普總統表示支持共和黨參議員提出的減
少低技能移民進入美國的議案。
德克薩斯州的聯邦參議員約翰·科寧星期四在
國會山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邊防巡邏
人員應該對美國和墨西哥邊界應有“100％的
情境意識”和“10%的行動控制”。
科寧說，“自9/11以來，我們已經看到，知道
誰進入我們的國家以及他們的意圖有多重要。
”科寧所在的德克薩斯州有一千多公裏的美墨
邊界。
科寧提出的《建立美國信心法案》將授權撥款
數十億美元，大幅增派邊防巡邏人員，增加高
科技監測能力，加固墻壁和其他屏障，以制止
非法移民入境。
法案還要求扣留所謂“庇護城市”的聯邦資金
。這些城市在識別和拘押無證移民的問題上不
與聯邦移民官員合作。法案還增加了把在邊境
被捕的無證未成年人釋放給居住在美國境內的
家庭成員的難度。
科寧說：“這不是一項假裝的邊界安全議案。
邊界安全和內政執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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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特約版
星期日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說了那麼多博物館和歷史建築，想來令喜愛在戶
外觀賞自然美景的朋友們有些心急，那麼大華府有沒
有公園可以讓我們親近大自然呢？答案是：數不勝
數！
華府的自然風光，可謂春季百花爭艷，夏日綠樹
成蔭，秋日多姿多彩，冬日白雪皚皚。無論您是想參
觀歷史戰場、還是徒步觀景、亦或欣賞秀美的山川湖
泊，徜徉在林海碧原，大華府各種各樣的國家或州立
公園都能滿足您的要求。
是不是說得您蠢蠢欲動了呢？下面，就請您跟隨
小編的腳步，先來簡單地做一番了解吧！

切薩皮克和俄亥俄運河國家歷史
公 園 （The Chesapeake and Ohio
Canal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大華府地區在美國歷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使華府
的不少地方成為了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即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風
光，又承載了歷史往事，引人深思和向往。切薩皮克和俄亥俄運
河國家歷史公園就是這樣的一處所在。該公園成立於 1961 年，建
造這座公園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切薩皮克和俄亥俄運河周邊的許
多歷史遺跡和建築。這條古老的運河始建於 1828 年，約 1850 年修
建結束，運河從古城喬治敦馬裡蘭州的坎伯蘭，全場 296.9 公裡，
它代表著美國最早的運輸歷史，堪比活化石，是美國人心中最早
通向富饒的夢想起點。
游客們在公園中可以從任何一個起點沿著運河行走，並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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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
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
（一）
很多入口都有停車場，也十分適合想要駕車旅行的朋友。整條運
河公園長 184.5 英裡，沿著波多馬克河蜿蜒向前。不得不說，比起
步行，這更應被描述成一條完美的騎行路線，事實上，這條線路

也的確是美國前 50 大騎行線路之一，每年吸引著很多自行車愛好
者前來一試身手。
運河上目前運營有公共擺渡船，游客可以在維州大瀑布公園
搭乘 19 世紀 60 年代的多層人力古船，或選擇在 Williamsport 搭乘 20
世紀 20 年代的電動船，在水面上近距離地體驗運河周邊的風光和
古跡。
TIPS：
沿著運河行走的線路是免費的，但如果您想在運河上行船，
則需要從大瀑布公園進入，那麼您需繳納每輛車 10 美元或每個人 5
美元的費用；
如果您不是從公園游客中心進入運河的步行道，那麼建議您
提前去一下洗手間，因為走在運河深處就很難找到衛生間了。
更多有關運河公園的信息和公園安排可以登陸公園官網進行
查詢：https://www.nps.gov/choh/planyourvisit/basicinfo.htm
配圖：運河公園 1、2 來源：公園官網

大瀑布公園內設有成熟的步行道、觀景台、野餐位、游客中
心等等，能滿足您的各種游覽需求。
TIPS：
大瀑布公園共有三處經過了人工開發的觀景台，相隔並不
遠，您只需從游客中心順流而下，便可將三處觀景台盡收眼底，
三處觀景台各有特色，都不容錯過；
每年的冬季反而是大瀑布水流最為湍急和水位最高的時節，
這時候來看大瀑布會有不同的體驗；
公園的入門費為 10 美元每輛車，或 5 美元每人，三日內有
效，年費為 30 美元；

公園在節假日非常受歡迎，但由於進入公園的唯一通路只有
單一車道，建議您如有意在國殤日、獨立日等長周末前來公園參
觀，那麼最好提前上路，做好擁堵的准備；
馬裡蘭州也能看到大瀑布，並且也有大瀑布公園，但景色在
維州這邊更佳。
配圖：大瀑布公園 1、2 來源：公園官網

大瀑布公園（維州）
大瀑布國家公園是大華府地區最為知名的國家公園之一，在
華府幾乎無人不知，並且剛剛我們也提及了，由於重要的地理位
置，大瀑布公園還是連接波多馬克河及切薩皮克和俄亥俄運河的
重要樞紐，同時也是一處集觀光賞景、野餐休閑於一體的戶外旅
游勝地。
大瀑布公園因寬廣的河道及河中陡峭的礁石而著稱，因為上
述兩個因素，河水在這裡形成了獨特的湍急狀態，並且隨著河道
的海拔落差奔流而下，形成了連續的瀑布，再加上周邊原始的森
林密布，自然風景十分怡人。

數據表明華府成外國人在美置業熱門地
近年來，在美國進行房產投資，早已是許
多投資人士們所熱衷的一項選擇。那麼全美那
麼多生活條件優渥的大州和城市，究竟哪裡的
房產更適合外國人投資和購買呢？又有哪些地
區更受到外來房產購買人士的垂青呢？
近日，一份來自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
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統計報告
可以讓我們一窺端倪。
報告表明，在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
間，外國人在美國購買房屋的銷售額增長高達
49％，創下了 1,530 億美元的最高銷售記錄，外
國人在內購置的房產數量約為 28.5 萬戶。
在所有前來美國購買房產的外國人中，中
國購房者擁有最為強勁的購
買力，僅中國人在美國的房
地 產 投 資 就 高 達 317 億 美
元。另外加拿大購房者也十
分熱衷於在美國投資房地
產，去年的交易總額為 190
億美元，這一數字比前年同
期增長了一倍之多。其次是
英國人，在美房產投資為 95
億，還有墨西哥投資者，在
美購置房地產額為 93 億，印
度人也晉身到前五名之列，
購房總額為 78 億美元。
全美最受外國購房者歡
迎的五個州為佛羅裡達州、
德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

州、新澤西州和亞利桑那州。這五個州占據了
超過半數的外國人購房資金。
毋庸置疑，一些大都會區最為受到歡迎，
特別是像大華府這樣的地區，因為三地彙合，
僅單獨計算維吉尼亞州和馬裡蘭州的房屋銷售
情況可能並沒有加州那樣直觀，但事實上，維
吉尼亞州和馬裡蘭州都是最受外國購房者青睞
的地區之一，特別是中國買家。數據顯示，大
華府的馬、維兩州在去年約售出一萬戶住房給
外國人。很多外國買家僅僅是買房屋度假、投
資，或在美短期居住，也有人計劃長期在美定
居。
配圖：外國人購房 來源：CNBC 網站

特區肝癌罹患率全美第一
健康是所有人都最為關心的問
題，但是諸如癌症這樣的病症，依
然無情地困擾著我們。素有“癌症
之王”一稱的肝癌，更是令人談之
色變。可不幸的是，據美國媒體的
最新報道，肝癌的死亡率正在全美
呈現上升趨勢，而首都華盛頓特區
的肝癌罹患率更是高居全美第一。
根據美國癌症社會研究所的最
新數據顯示，今年全美預計的肝癌
死亡患者將在 29000 人次，肝癌的存
活率目前在美國只有五分之一左
右。而華盛頓特區的肝癌罹患率已
經超過了這一數字，在特區，10 萬
個男人中就會有 15 人罹患肝癌，10
萬名女性中也會
有 5 人被肝癌病
魔纏身。非洲裔
美國人似乎更易
罹患肝癌，且被
確診後的存活時
間及治愈率都更
低。
到底是什麼
令肝癌的死亡率
這麼高呢？
專家介紹，
通常肝癌的確診

比較容易延後，大多數病患都是在
癌症的中晚期才被發現。如果您出
現了體重無故下降、食欲不振、惡
心、腹痛等症狀，必須立刻告知您
的醫生，這些都是肝癌的早期症
狀。並且長期罹患肝炎的患者也應
時刻注意自身的肝髒健康是否有癌
變的趨勢。美國嬰兒潮一代的人群
罹患肝炎的比例最高，尤其應該警
惕。
生活中盡量預防肝癌找上門的
方法則主要有保持正常的體重，控
制良好的血糖，不過度飲酒等等。
配圖：肝癌 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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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全面發行
2017
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全面發行 歡迎免費索取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美南新聞集團出版發行的 「2017 年休
斯頓旅遊購物指南」(Houston Travel Shopping Guide)，現已全面發行，
為來訪休斯頓遊客提供實用的旅遊資訊，豐富多彩內容，值得人手一
本珍藏，有興趣的讀者，歡迎到報社免費索取。
休斯頓為全美第四大城，地理位置佳，航空路線發達，成為航運
的旅遊熱點。為因應中國航空、土耳其航空、長榮航空與全日空開通
直飛休斯頓航班，美南新聞集團推出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自 2014 年
發行後，廣受好評，發行量遍布華人生活每一個角落，為休斯頓唯一
官方中文雜誌。

今年 2017 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內容更加豐富多元，包括 「動感之
城休斯頓」專題， 「活力之城戶外運動介紹」、 「樂在休斯頓」、
「吃在休斯頓」、 「藝術之城」、 「不夜之城」和 「省錢省時玩轉休
斯頓」、 「海上漫步加勒比海郵輪行」及 「與閨蜜同遊休斯頓週末三
日行」，邀請遊客一起體驗休斯頓獨特的文化魅力。
旅遊指南資料實用，隨身攜帶，讓您輕鬆玩遍休斯頓。有興趣的
民眾，請到歡迎到報社免費索取，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詢問。

《休士頓論壇》視訊連線唐慧琳 評論蔡政府年金改革、台灣經濟現狀
主持人常中政((右)與政治評論員唐慧琳
主持人常中政
與政治評論員唐慧琳((左)。

(記者黃相慈／休士
頓報導)
美 南 國 際 電 視
STV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
論壇關注兩岸動態，週四
視訊連線台北政治評論員
唐慧琳，現場有常中政、
馬健(( 左起
馬健
左起))、 常中政與中國國 馬健及中國國民黨海外黨
民黨海外黨代表陳煥澤一起參 代表陳煥澤等僑界評論員
與錄製節目。
與錄製節目。
一同發表看法。節目針對

「抗議如影隨形，小英錯
了嗎？」、 「吳敦義即將
上任國民黨主席，是否真
能讓國民黨起死回生」與
「從郭台銘投資美國看台
灣經濟困境」作評論。錯
過本次節目，下次播出時
間為 8 月 17 日晚間 7 時 30
分。

健康長壽操8/7上午10時30分ITC舉行
【本報訊】現代人工作壓力大和不正常 可以長壽養生。
「健康長壽操」，跟著他一起做操，搭配正
生活方式，讓身體常常處於疲勞和多處健康
為顧及美南地區民眾健康，美南新聞將 面口號，迎向健康長壽。歡迎踴躍參加。地
隱患，其實只要三餐正常攝取、作息規律， 邀請精通長壽操的張朝岳先生(Tony)於 8 月 7 址：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再搭配 「健康長壽操」運動，簡易的方法就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在國際貿易中心(ITC)示範 。

「快樂童年」 徵小主播 試鏡錄影費
100元歡迎踴躍報名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本報訊】美 專家大師及優秀的小嘉賓前來錄影。
鏡，參與節目錄製，訓練口條和台風。
南國際電視網 15.3 台，由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
為增加節目可看性，並提高節目品質，本
小主播招聘報名費 100 美元，有興趣的家
兒童節目 「快樂童年」播出一年多時間，深受 節目將徵小主播，招聘資格凡是 5 至 15 歲，有 長，請提前與娟子 832-908-8064 聯繫，將會
社區喜愛，節目中也製作不少優質主題，邀請 特長，中文流利的小朋友，都可參與小主播試 有專人安排參與節目錄製。

兒童節目快樂童年徵小主播，歡迎踴躍報名
兒童節目快樂童年徵小主播，
歡迎踴躍報名。
。
(娟子提供
娟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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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全講座和巿民大會
昨下午興盛大舉行，
昨下午興盛大舉行
，逾五百多人與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經過一個多月來的積極籌劃，由休士
頓美南山東同鄉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東北
同鄉會，僑灣社等近二十個社團聯合舉辦的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
大會，於昨天下午三時起在文化中心大禮堂舉行，共有五百多人
與會，其中哈瑞斯郡及福遍郡的警界，法院，檢察官及各社區領
袖共數十人蒞臨現場，各抒己見，Harris County 最高機構檢察長
Kim K. Ogg 表示： 作為執法部門最高的集體防範措施，我們不
光是抓到這些壞人，還要有將他們繩之於法的決心。休士頓警察
局助理警長 Wendy Baimbridge 表示： 就警局的紀錄，中國社區
總犯罪率是下降，而偷竊，行搶錢包的案件劫上升了。警長 MichaelnL. Hartman , 現在多了很多便衣警察在工作，很多攝像頭也
裝上了，最近二週，已逮捕了四個偷盜集團，希望大家與警方合
作。
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表示： 「國際區」 內不只華
裔，還有很多亞裔，希望所有亞裔大家團結起來，提高警覺，打
擊犯罪，與休士頓警察局，法官，巿政府，西南區管局大家共同
努力，打擊犯罪。
其他如西南區管理局主席李雄，Memorial Hermann 醫院副
院長，州議員 Gene Wu 等人也在大會上發言：
李雄：西南管理區公共安全始於安全基金約六萬美元，以提
高安全性和實施安全監控目的。在中國城市有很多搶劫案或汽車
盜竊案，我們與哈里斯郡律師事務所，休斯頓公寓協會聯絡，並
為所有公寓社區提供免費租賃信用報告，提起訴訟 125 件，聯繫
休斯頓警察局，法官和律師。主要聯繫電話：281-407-1160 或
撥打 911 或密封。另一個重要的安全舉措包括：更多的安全攝像
機在主要道路區域，塗鴉減少，一年一度的預防犯罪午餐，安全
提示和鎖車警告，參加市長的打擊犯罪活動，休斯頓警方巡邏支
援。
赫爾曼醫院豐建偉副院長: 中國城鎮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
地區，擁有許多經濟和多樣化的文化活動，加上美味佳餚; 但是
搶劫犯罪行為對中國城鎮地區有非常大和負面的影響，也將對城
市的經濟增長和稅收產生重大影響。當我們看到受害者時，我們
對他們表示強烈的同情，我們也謙虛地要求休斯頓警察局，市管
理團隊和律師對我們提高中國鎮區的安全和保障，非常感謝。

檢察長 Kim Ogg: 我們在這裡為我們的城市提供安全和司
法服務，我們很高興聽到您的聲音，並抱怨中國鎮區的安全和
保障問題。中國城市對休斯敦市的經濟貢獻量很大，這是非常
重要的。我們正在與德州州議員 Gene Wu，法官，律師和休斯
頓警察局合作。我們將嚴懲起訴搶劫案或汽車盜竊案，使中國
城鎮社區安居樂業。
德州州議員 Gene Wu: 我提出了兩項改善安全和保障問題
的建議：1）向警方報告任何可疑信息，或描述你目睹的幫助警
方解決搶劫案的罪行; 打電話給 911 或者 SEAL，當你有事要報
警。 2）明智地採取行動，防止犯罪行為發生。不要在你的車
裡留下任何東西，要買一個購物袋。鎖住你的行李箱裡的一切
，以防止搶匪打破你的車窗，搶劫你。對你周圍的任何可疑的
東西或者周圍的人，要警惕和謹慎。
圖為出席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的休巿警 ， 政 ， 法界代表和
圖為出席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的休巿警，
其他如休士頓商會會長趙紫鋆也在會上表示： 華人社區要 社區領導人合影
社區領導人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團結一致，打擊犯罪，我們也要反思自己，為什麼犯罪團夥專
愛找華人--- 穿金戴銀，買名牌包，帶大筆現金，發生事情不
報警，我們要改變觀念，才能打消犯罪份子的氣焰。
「中華總商會」 會長孫鐵漢表示： 最近搶案劫掠中國城
，到處汜濫，幾乎要把我們沖垮，這個社區商家的生意也下降
，都是大家不夠團結，只有團結才有力量，只有團結人家才不
敢欺負你。
同時在美國出生的華裔助理警長 Henry Gaw 表示： 大家對
警方不夠信任，警方是你們的朋友，幫助你們，大家共同作對
社區有益之事。
另一位只會說台山話，廣東話的周警官，更說出過去二十
多年來搶皮包不是新聞，而身著警裝的他也被人搶，才是 「新
聞 」。而救他的是他的警覺性，保持鎮定，並隨時注意周圍的
逾五百位社區各界人士昨參加這項講座。（
逾五百位社區各界人士昨參加這項講座
。（ 記者秦鴻鈞攝 ）
環境。一般歹徒穿夾克，有頭套，我們身上不要帶太多現金，
命射擊培訓之後，在 「射殺 」 扣動板機時要知道這要付出責任
千萬不要帶綠卡，社安卡，只需帶駕照，車保險卡及一，二張
的。
Credit Card 即可。如不幸被搶，不要反抗，如你是持槍證者，不
最後，警方強調： 不要以 「語言」 的障礙阻止你與警察局
要反抗。
溝通。另外公民巡警也介紹給大家，電話：（832）495-2861
Walker 警官表示： 「自衛 」 必須是 「合理 」 的自衞。對
糖 城 非 緊 急 電 話： 281-275-2525， 休 士 頓 非 緊 急 電 話：
「自衛 」的法律界定很複雜，大家必須好好的學一學。
713-884-3131
「國際區」 的西南區總監 Brian Burks 表示：希望大家接受搏

一萬名家長和學生參加2017
一萬名家長和學生參加
2017 返校健康展覽會和商業展示會展示會於
返校健康展覽會和商業展示會展示會於88 月 5 日在
日在Sharps
Sharps Town Mall購物中心
Mall 購物中心22 樓舉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8 月 5 日上
午，提供了一個龐大的社區教育計劃
，超過 10,000 名學生和家長參加了在
位於 7500 Bellaire Blvd 的 Sharps Town
Mall 購物中心舉行 2017K-5 年級學生
返校健康展覽會和商業展示會的研討
會議。研討會議程包括下列項目：社
區 浸 信 教 會 牧 師 丹 尼 爾 Graves 祈 禱;
Munting Pinoy 大冠軍史蒂文.奧斯汀
唱歌美國歌, 他的歌聲非常優美，贏
得熱烈的掌聲; HISD 學區總監 Richard Carranza 至歡迎辭; 民主黨眾議院
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 做主旨演
講: 強調教育的重要。有 20 多個展位
在展覽會上，有一萬名家長和學生大

量佔據了商場二樓，還有許多活動正
在為學生和家長的利益而進行。
AREAA 領導層，包括董事長李雄，
AREAA 前任協會會長林富貴，現任
協會會長等他們熱情地在那裡支持展
會的活動。
Sheila Jackson Lee 是當前美國民主
黨眾議院國會議員, 德克薩斯州休斯
頓政府管理局, 經歷: 1995 年 1 月至今
（22 年 8 個月）在美國眾議院代表德
克薩斯州第十八國會區，以德克薩斯
州休斯頓為中心，教育: 耶魯大學政
治學學士，政治學和政府學士學位弗
吉尼亞法學院大學法律博士。 Sheila
Jackson Lee 她受到人們的歡迎和歡迎

，許多父母和孩子想和她一起拍照。
根據老師的言論和教育影響，可
以總結出來有很多展位強調兒童健康
，家庭暴力預防和教育支援計劃。大
會還準備了 8000 套學生背包，裝有基
本文具，為暑假後開始上學預備。教
育對每個人都很重要。在受過良好教
育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受益匪淺。通
過提高教育程度，女孩的終身收入增
加 10-20％，男孩增加 5-15％。教育
的增長，可能會使全球經濟需求增加
50％以上。受過良好教育的世界也是
一個更健康的世界。一個可以閱讀的
母親可以更好地保護她的孩子免受慢
性疾病，艾滋病和死亡的年輕人的傷

害。受過良好教育是地球上更好的管
家， 一個識字母親出生的孩子在五歲
以前生存的可能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
技術可以增加公平和獲取良好收
入，並提高所有兒童的水平。技術可
以幫助高技能的教師提供個性化學習
，平衡收入，種族，殘疾，語言學習
需求等因素的差異。家庭教育也很重
要，父母是可以實時的幫助教育他們
的孩子。開放教育資源和其他溝通工
具可以幫助改善和擴大教師培訓和專
業發展。這個展會是非常有意義和成
功的。

圖為國會議員席拉‧ 傑克森‧李
傑克森‧李（
（右
四 ） 昨出席大會
昨出席大會，
，與現場小朋友及亞
裔地產協會代表李雄（
裔地產協會代表李雄
（ 右二
右二），
），林富
林富
桂 （ 左二
左二）
）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記者秦鴻
鈞攝）
鈞攝
）

逾 萬 名 家 長 和 學 生 昨 參 加 Sharpstown
Mall 購物中心舉行的健康展覽會和商
業展示會。（
業展示會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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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地方不打折的名牌 這裡有優惠
這裡有優惠!!
休斯頓第一家世界名品折扣店新開幕 保證真品

【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 從貴婦名媛
從貴婦名媛，
，到
一般的女性上班族 ， 談到 「名牌包
一般的女性上班族，
名牌包」
」 ， 總是津
津樂道。
津樂道
。 在質感與特色上
在質感與特色上，
， 名牌精品勝人一籌
， 散發時尚的魅力
散發時尚的魅力。
。 休斯頓第一家世界名品折
扣店進駐中國城敦煌廣場，
扣店進駐中國城敦煌廣場
， 別地方不打折的名
牌精品，
牌精品
， 在這裡都有優惠
在這裡都有優惠，
， 不同品牌得享 10
10%
%
至 40
40%
%的折扣
的折扣！
！
名品 LUXURY OF NEW YORK T.X 目前在試
營業，
營業
，並且定於 8 月 8 日（週二
週二）
）正式開幕
正式開幕，
，當
天會有精美茶點、
天會有精美茶點
、 水果招待蒞臨的顧客
水果招待蒞臨的顧客，
， 同時
可索取折扣券供日後購買時使用。
可索取折扣券供日後購買時使用
。 凡是消費滿
$1000 元者
元者，
， 即贈送馬克
即贈送馬克.. 雅可布 Marc Jacobs 珠
寶首飾一枚。
寶首飾一枚
。
喜歡名牌的人認為，
喜歡名牌的人認為
， 一方面品質較有保障

， 無論在質感上或是剪裁設計上
無論在質感上或是剪裁設計上，
， 都有相當的
水準。
水準
。 另方面
另方面，
， 有些名牌包越久越值錢
有些名牌包越久越值錢，
， 尤其
是限量版或者是手工做的，
是限量版或者是手工做的
， 不僅可以保值
不僅可以保值，
，也
不會很快就退流行，
不會很快就退流行
， 一個基本款就可以用很久
的時間。
的時間
。
在休斯頓買名牌包，
在休斯頓買名牌包
， 不少人會想到 Galleria
， 那裡匯聚世界各種大品牌
那裡匯聚世界各種大品牌，
， 專櫃雲集
專櫃雲集，
， 當然
， 也所費不貲
也所費不貲，
， 有點可望而不可及
有點可望而不可及。
。 一般來說
， 名牌專櫃少有折扣
名牌專櫃少有折扣，
， 許多新款還沒到降價季
節 ， 就已經賣光了
就已經賣光了。
。 所以
所以，
， 當聽說這家世界名
品折扣店要進駐休斯頓，
品折扣店要進駐休斯頓
， 開始在中國城敦煌廣
場試營業，
場試營業
，諸多姊妹淘們都喜孜孜地
諸多姊妹淘們都喜孜孜地。
。
這家店裡，
這家店裡
， 匯集世界頂級
匯集世界頂級、
、 高 、 中檔品牌
， 廣受歡迎的牌子包括
廣受歡迎的牌子包括：
： LouisVuitton
LouisVuitton、
、 Chanel
、Gucci
Gucci、
、Chole
Chole、
、Prada
Prada、
、Hermes
Hermes、
、Tory Burch、
Burch、
Dolce& Gabana、
Gabana、Burberry
Burberry、
、Ferragamo
Ferragamo、
、Celine
Celine、
、
MK 等等
等等。
。有新款
有新款、
、經典款
經典款、
、也有限量版
也有限量版。
。除了
包包之外，
包包之外
， 店內還有首飾
店內還有首飾、
、 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
、 香水
香水、
、
絲巾、
絲巾
、 皮帶
皮帶、
、 衣服
衣服、
、 鞋子
鞋子、
、 手錶等
手錶等，
， 方便顧客
搭配。
搭配
。
這家店最大的特色之一，
這家店最大的特色之一
， 是名牌折扣
是名牌折扣。
。舉
例來說，
例來說
，LV 一般很難買到打折品
一般很難買到打折品，
，而此家店有
10%
10
%的優惠
的優惠。
。香奈兒 Chanel 也是不容易碰到打折
的品牌，
的品牌
， 而這裡亦有 10
10%
% 的優惠
的優惠，
， 依不同品牌
， 最多的折扣可到 40
40%
% ， 一個包就能省下不少

錢 。 如果要在休斯頓買名牌精品
如果要在休斯頓買名牌精品，
， 在價格上
在價格上，
，
這家算是最優的了。
這家算是最優的了
。
這家名品店所座落的地理位置相當好，
這家名品店所座落的地理位置相當好
，位
於中國城的敦煌廣場內，
於中國城的敦煌廣場內
， 在功夫茶樓上
在功夫茶樓上，
， 無論
是來買菜、
是來買菜
、 吃飯
吃飯、
、 或是辦事情
或是辦事情，
， 都可以順便來
這家店逛逛，
這家店逛逛
， 看看流行的新款
看看流行的新款，
， 每個月都有新
貨上架，
貨上架
， 一次可以看到十多種名牌
一次可以看到十多種名牌，
， 不用一個
一個去品牌專櫃店，
一個去品牌專櫃店
， 就可以一覽名牌的風采
就可以一覽名牌的風采，
，
加上有著別地方沒有的優惠折扣，
加上有著別地方沒有的優惠折扣
， 如果想看心
儀的名包，
儀的名包
， 或是想要找好的禮物
或是想要找好的禮物，
， 都不妨來此
一遊。
一遊
。
保證正品
這家店的店東是 Mr. Gim，
Gim，他表示
他表示，
，因為早
年在義大利經營批發名牌高檔包的生意有二十
多年，
多年
， 向各大名牌包零售店提供貨源
向各大名牌包零售店提供貨源，
， 與許多
國家的精品店都搭建密切的配合關係，
國家的精品店都搭建密切的配合關係
， 這些精
品店與做代購服務的店家都直接向他拿貨。
品店與做代購服務的店家都直接向他拿貨
。數
年前，
年前
，Mr. Gim 進軍美國
進軍美國，
，在紐約開設名牌精品
店 ， 成功地打響名號
成功地打響名號。
。 今年
今年，
， 他看中休斯頓
他看中休斯頓，
，
並決定於中國城的敦煌廣場設立新店。
並決定於中國城的敦煌廣場設立新店
。
說到名牌精品，
說到名牌精品
， 許多人比較擔心的是
許多人比較擔心的是，
，這
家店是否能保證賣的是真品？
家店是否能保證賣的是真品
？ 店經理 Minna 說
明 ， 由於老闆過去的經營背景
由於老闆過去的經營背景，
， 所以能拿到價
格較優惠的名牌真品。
格較優惠的名牌真品
。 美國是一個講究信用的
地方，
地方
， 販賣假貨是非常嚴重的犯罪行為
販賣假貨是非常嚴重的犯罪行為，
， 當事

人將會面臨牢獄之災 。 她強調
人將會面臨牢獄之災。
她強調，
， 店內所有的精
品 ， 全部都是從歐洲精心採購的
全部都是從歐洲精心採購的，
， 保證百分之
百是真品。
百是真品
。
Minna 同時表示
同時表示，
，曾經有顧客不放心
曾經有顧客不放心，
，把護
照押在店裡，
照押在店裡
， 拿包包去給專櫃鑑定
拿包包去給專櫃鑑定，
， 結果確定
是真品，
是真品
， 就開心的買了
就開心的買了。
。 不同品牌的精品
不同品牌的精品，
，會
有數碼卡或是號碼，
有數碼卡或是號碼
， 可以認證是真品
可以認證是真品。
。 所有從
店裡售出的精品，
店裡售出的精品
， 如果發現不是真品
如果發現不是真品，
， 顧客將
會得到二倍的賠償，
會得到二倍的賠償
， 若是質量有問題
若是質量有問題，
， 一個月
內可以退換，
內可以退換
，因此民眾可以放心地購買
因此民眾可以放心地購買。
。
訂購與建議
這家店也提供訂購服務，
這家店也提供訂購服務
， 只要告訴店員所
需要的產品，
需要的產品
， 或是提供照片
或是提供照片，
， 店員可以幫忙向
紐約或是歐洲詢問，
紐約或是歐洲詢問
， 盡快讓顧客買到喜歡的名
品。
如何保養是個學問，
如何保養是個學問
， 店裡也提供專業的保
養 、 配件搭配
配件搭配、
、 導購等的建議
導購等的建議，
， 中文
中文、
、 英文都
可通。
可通
。 希望顧客能選擇到適合自己的款式與顏
色，最好能成套搭配
最好能成套搭配，
，凸顯名牌的風格
凸顯名牌的風格。
。
此店歡迎代購，
此店歡迎代購
， 可享更多優惠
可享更多優惠。
。 營業時間
是每天 1PMPM-99PM
PM。
。中文
中文、
、英文都通
英文都通。
。詢問電話
： 832
832-382
382-3380
3380。
。 店面經理 Minna 的微信 ID
ID：
：
minna_shen。
minna_shen
。 地 址 是 9889 Bellaire Blvd D223
D223,,
Houston, TX 77036 在中國城敦煌廣場
在中國城敦煌廣場，
， 在二樓
（功夫茶 GongFu Tea 樓上
樓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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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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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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

電話:
傳真:

713.272.6688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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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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人語）））

人間苦炎熱 不愛夏日長
由港澳回到休市已有多天，不過對於出生地的港澳地區，仍是念念難忘，這主要
楊楚楓 是大洋彼岸的親友，十分好客，早晚仍將港澳的社會概況，通過手機上的
What-

sApp 及 we chat, 源源本本地映畫出來，讓我得知實況。近日香港天氣持續酷熱，天文台昨錄得
攝氏 34.8 度，創今年最高氣溫紀錄；而市民昨日間實際體感溫度，普遍在 40 度以上，長洲更一
度高達 50 度。另外，本港多區昨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 「10+」的風險嚴重水平，多名行山人士
中暑，不適送院。
日間在街上走動，已汗流浹背，呼吸不暢。天文台解釋，一股大陸氣流，為廣東沿岸帶來酷熱
的天氣，天文台於昨午 4 時 30 分錄得 34.8 度，為今年最熱紀錄；多個地區如打鼓嶺、赤鱲角、上
水、沙田、跑馬地及西貢等，一度更錄得逾 37 度高溫，而赤鱲角更達 37.7 度。不過，市民實際感受的
溫度，或較監測站數據更高。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採用的 「酷熱指數」推算，市民昨日間實際體感溫度
，普遍在 40 度以上，其中上水、屯門及西貢等區指數達 47 度，長洲更一度高達 50 度。
除了天氣炎熱，香港多區空氣污染亦 「爆錶」。全港 16 個路邊及一般監測站，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昨午介乎 「甚高」至 「嚴重」水平，其中銅鑼灣、屯門及將軍澳等，更錄得 「爆錶」的 「10+ 」級別
。環保署解釋，受颱風納沙及熱帶風暴海棠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一股大陸氣流影響香港，微風不利污
染物擴散，導致污染物水平較正常高。
在炎熱天氣下，公立醫院昨接獲多宗中暑個案，其中一名 19 歲港大男生，昨晨偕友人行山，行到
上水雞公嶺附近，懷疑中暑昏迷，同行女友人見狀大驚報警，男生一度危殆。至於東區醫院及屯門醫院
，昨分別有一名 22 歲男子及 81 歲男子中暑留院，前者情況嚴重，後者情況穩定。
香港防癆會中醫診所暨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註冊中醫師丁皞指出，很多市民雖非中暑，但出
入冷氣地方溫差大，亦容易因而感冒，並建議不要飲用冰凍飲料 「解暑」，因夏天時，陽熱只在於體面
，腸胃等內臟仍容易受寒氣傷害，故凍飲損害脾胃，令人容易感到濕重，變到疲倦、 「瞓極都唔夠」，
他建議市民可飲用較平和的消暑去濕湯水，如荷葉、赤小豆、扁豆，加入瘦肉或無花果等。衛生防護中
心則建議，在天氣酷熱時預防中暑及曬傷，包括避免劇烈運動或長程登山，以免因高溫、出汗及疲乏而
增加身體負荷；而在進行消耗體力的戶外活動時，應避免飲用含咖啡因的飲品，如咖啡、茶及酒精類飲
品，以免加快水分經泌尿系統流失。若出現頭暈、頭痛、噁心、氣促及神誌不清等病徵，應立刻休息和
求助，並盡快求醫。
今年直是我記憶當中，最悶熱的香港。在這當中，青年時代我最愛活動的灣仔，成了大熱爐。莊士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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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道沿電車路出軒尼詩道，從史釗域道而杜老誌道，再下來是馬師道與堅拿道西，熱氣困在這幾個
街段盤桓不去。看得見的朦朧煙霞與火熱陽光，走過這四條橫街的每個街口，都是舉步維艱。
以為轉出告士打道可以消暑納涼，結果也是沒有幫助。這是 「印象派式記憶」累事，想著到了告士
打道可以靠著海邊散散熱氣。七十年代末的告士打道是上一代說的 「海皮」，灣仔運動場附近一帶
，那時仍是鐵絲網圍著的雜草叢生官地；過了地盤往前走是灣仔碼頭，還記得 「碼頭水餃」便是在
這裏，一輛手推車成就了飲食業傳奇。灣仔內街的暑氣，就是靠史釗域道杜老誌道這些橫街帶出維港，
又把維港的涼風送回內街。所以，那時一旦風暴襲港，這些橫街風勢特別猛，一場颱風下來，橫街上的
招牌吹脫竹棚打歪不知凡幾。
如今 「海皮」早成為歷史，延綿不絕的大樓把空氣擋在外邊，軒尼詩道變了焗爐。這條路一直走的
話，中間經過維多利亞公園那段還好一些，到了英皇道，則是另一段焗熱的開始。慢慢走在熙來攘往的
行人路上，汗水一點一滴從額角流到面頰，四周路人的沉重呼吸聲，擠在新都城大廈前的紅綠燈位等過
路那兩三分鐘，是天長地久的酷熱煎熬。大批路人走過錦屏街，四五部汽車正準備轉出英皇道，幾十人
一步不讓，就在車子前面緩緩步過。
天氣乾熱，社會燥熱，這陣子街道上港鐵站都有人爭吵打架，相對之下，錦屏街的人車爭逐那幾十
秒只是小兒科。人們無法知道公眾地方打作一團的原因從何而來，是純粹因為港鐵故障班次延誤下的乘
客擠撞引致，還是為了一個泊位而拳腳交加？抑或是人們心底鬱結難以釋放、按捺不住爆發出來？天天
冷氣房車出入的政府官員和地鐵大員，天氣熱大不了把辦公室的冷氣調得再涼一些，可是社會從自然氣
候到社會感覺的悶燒，在冷氣車廂和冷氣辦公室是否感受得到，那是一個不小的問號。
七月三十日，是今年最熱一天之一（因為不曉得本文見報後是否刷新紀錄），微信朋友圈貼出一張
圖：澳門攝氏三十六度，還配上 v 句話 「熱到變成狗……還讓人活嗎」！
為何熱起來，人們會變成狗？大概狗在夏季時伏在地上，舌頭伸出，不停地喘氣。我們在高溫下，也
像狗一樣喘氣！不過，熱時會變作狗，其實凍也會。在冬天，就有東北人大喊：我是東北一匹狼，來到
海南凍到變成一條狗！
熱和凍，我們都變作狗兒，淒慘！
原來貼出三十六度，不是當天的最高溫，同學群組貼出即時新聞，下午三時，澳門外港碼頭錄得攝
氏三十七點九度、大砲台與鴨涌河公園，錄得攝氏三十七點一度。有同學熱到中暑，入院吊針！
熱浪滾滾，真的教人吃不消！以前我會以凍飲消暑，現在不敢啦！冷飲僅圖一時之涼快，卻很傷身
！開水基本可解渴，重要的是 「心靜自然涼」，雖然有點阿Ｑ，沒辦法啊，總不能二十四小時都在嘆冷
氣，因為那樣做有損健康。
這一天在內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慶祝解放軍建軍九十週年閱兵，從電視上看到，一望無際的
基地，無遮無掩，包括習大大在內，全部在太陽下曝曬！
一年四季不同氣溫，就像給我們的身體一種錘鍊，適者生存吧！

香港高鐵一地兩檢起波濤

蘊釀多年的香港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甫出爐，卻擲下政治炸彈，香港泛民議員同聲表明
反對，且已有多名香港市民，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對於方案被批為向內地 「割地」
，律政司長袁國強出席電台節目時解畫，指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如同業主與租客關
係，業主租出房屋予租客，事後業主卻發現地方不夠用，再向租客租回一間房， 「呢
個權力中央係可以有」，惟有議員擔心，此論代表中央可隨時縮減香港領土範圍。
一地兩檢容許西九總站內四分一面積，劃為內地口岸區，政府以《基本法》第 7 條，說明方案的合
法性。袁國強、保安局長李家超，與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帆，昨出席電台節目解釋方案，袁指，根據《基
本法》第 7 條的 「香港境內土地及自然資源，概由國家擁有」條文，即本港有權將站內部分樓面，租予
國家，情況如同 「業主租咗間屋俾我，之後發現自己唔夠用，佢問我可唔可以再租返間房俾佢，呢個權
力係可以有」 ，故並非割地。
然而，有關說法仍未釋除市民對方案疑慮，方案公佈才一天，有至少 3 名市民，已入稟法院，提司
法覆核，覆核行政會議通過一地兩檢的決定，其中包括 「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他批評讓內地人員在港
掌執法權，擔憂港人在香港或因尋釁滋事罪被捕。
就袁國強的業主租房論，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稱，此論象徵中央可隨時縮減本港領土範圍，令一國兩
制名存實亡，《基本法》形同廢紙。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柱銘指，《基本法》第 20 條的原意，
是給香港更多權力，惟現時卻將特區政府權力，自行 「閹割」，而一地兩檢對法治的損害，較釋法更嚴
重，等同 「整本《基本法》都唔存在。」
西九站局部行使內地法律，市民關注不少切身問題，其中在保安上，乘客在內地口岸區致電 「999
」後，李家超早前指會被港警轉駁至內地公安，昨有另一說法，指現時仍要與內地磋商通報機制，到底
是先處理事主報案或轉駁電話，要待兩地商討如何應變。警務處行動處長鄧炳強，未有正面回應處理方
法，只稱市民身處任何司法管轄區，均要尊重當地法律；至於目前與內地執法部門的協調機製成立進展
，鄧指，要從本地立法工作完成後，才可跟進。
至於香港市民能否在中國大陸口岸區內，瀏覽社交網站 Facebook，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帆稱，本地電
話卡(SIM 卡)可在內地登入不同網站，自己亦曾試過 「翻牆」接收香港訊息，相信將來在高鐵列車上，
使用本地 SIM 卡上網，情況會相若。

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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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香港政府公佈高鐵在西九總站的一地兩檢安排，除了反覆強調，此舉較兩地
兩檢，更方便乘客及提升行車效率外，還舉外國及深圳灣一地兩檢等例子，證明
事屬平常。此外，律政司長袁國強解釋，西九的內地口岸區，成為內地司法管轄
區，就等於深圳灣香港口岸區，是香港司法管轄區一樣，在各自管轄區執行各自
的法律，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安排。港人進入西九內地口岸區，就等於在其他口岸進入內地境內，自然應
該遵守內地法律，也須接受內地部門的執法。
香港政府推銷一地兩檢方案輕描淡寫，是有意無意迴避令港人不安的核心問題。其他國家實施一地
兩檢，像美國和加拿大，有關國家的法律，對個人自由、人權等保障相若，所以不會令兩地的國民擔心
。相反，香港與內地的法律，特別是在自由和人權的理解和執法上，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內地人在深
圳灣香港口岸區，不用擔心香港執法人員會針對他們對港府的不友善言行，但進入西九內地口岸區的港
人，卻會有這方面的顧慮。
必須指出，現時建議的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包括在香港境內行駛的高鐵車廂。政府可以說，港人只
要記得由西九總站開始謹言慎行便沒有問題。但為了方便高鐵通行無阻，政府將內地管轄權，伸延至香
港境內，代價是增加港人被內地人員執法的的機會。例如，兩個香港人在內地口岸區(包括車廂)打架，
按現時的安排，內地公安有權把他們拘捕，然後押回內地拘留、審訊及判刑。不少對內地執法和司法有
疑慮的港人，會認為這個代價未免太沉重。
其實政府有一點沒說清楚，就是外國的一地兩檢安排，基本上是限於清關、入境和檢疫(所謂 C.I.
Q.)，執法人員，一般沒有刑事拘捕權。為什麼內地人員，在實施一地兩檢時，需要擁有全面執行內地
法律的無上權力？ (香港可以在深圳灣口岸區，放棄這個用不著的權力。)在現時建議下，在內地口岸區
，涉嫌違反內地法律的港人，有沒有渠道向港府求助？政府會否以事屬內地管轄，一概不理？
自從去年銅鑼灣書店事件後，港人對內地人員在港執法有切身恐懼。既然政府與內地達成共識，內地口
岸區，有一些情況，可以用香港法律，政府應該在內地口岸區，也進一步擴大香港法律的適用範圍，藉
此維護港人免受恐懼的自由。 https://www.am730.com.hk/assets/img/social-icon/share.png
立法會前法律界議員吳靄儀，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出，2009 年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坦承指
出： 香港高鐵將無一地兩檢，亦無損效益及高速，她認為，政府當年以這個籍口，令高鐵撥款順利獲
得通過，但港府現時又稱，不能沒有一地兩檢，這十分明顯顯示，政府在高鐵方面，每一步都對香港人
不老實。
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不點名批評她 「妖魔化」一地兩檢安排，吳靄儀回應，指政府多次欺騙
香港人，前言不對後語，認為政府理屈詞窮，才用上這些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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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劫犯罪的三角構成
【本報訊/鄧潤京】近來，通過
社交網站得知在中國城附近發生多起
搶案。受害人多為華裔女性。通過現
代錄像監控手段，《粵語天地》欄目
得到了幾段搶劫當時的視頻。針對當
時緊急狀況，請到了休斯敦警察局
（HPD）的沙展，PHILIP KUNG，
龔警官來到演播室，具體分析。
從 1994 年入行，龔警官已經從
警 23 年。最早在休斯敦東北區，也
就是公認治安最差區開始執勤，到今
天升官至沙展。本來按規定連續從業
20 年即可退休，龔警官捨不得離開
警察這個職業，仍然帶著一班弟兄們
上崗執勤。
社區治安是每一個生活在社區

當中的人共同責任。這裡包括了警察
和市民。為了美好家園，當地警方呼
籲市民能夠和警方緊密合作。具體做
法有：
1. 發生搶案，一定要向警方報案
。
2. 需要出庭時，一定要出庭指證
罪犯。
3. 作旁觀證人。拿出手機記錄下
來疑犯的身高、體重、頭髮顏色、車
牌號等。
4. 商家可以接受非現金支付。客
人可以少帶現金出門。
5. 貴重首飾、名牌服裝、高級提
包，很可能成為搶劫的目標。
6. 如果發現有車跟踪，最好的辦

法是直接將車開到警察局。
從犯罪學的角度講，龔警官簡
要地講述了搶劫案的三角構成。三個
角缺一不可。它們分別是搶劫環境、
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例如，去掉了
搶劫環境這一個角，或者說周圍環境
不適於搶劫，那麼搶案就不會發生。
問題來了，如何營造不適於搶劫的環
境？如何不成為搶劫的受害人？如何
嚴懲搶劫犯？
《粵語天地》的電視頻道是 15.3
。播出時間是 8 月 6 日，星期日，下
午 3:00。重播：8 月 8 日，星期二，
上午 10:00。敬請關注。

STV 電視台 15
15..3 頻道
頻道《
《粵語天地
粵語天地》
》欄目主持人鄧潤京和休斯敦警察局
欄目主持人鄧潤京和休斯敦警察局（
（HPD
）的沙展
的沙展，
，PHILIP KUNG，
KUNG，龔警官
龔警官（
（右）在演播室
在演播室。
。

僑務電子報徵文比賽歡迎投稿
僑務委員會為鼓勵海外僑胞經由
報導僑社萬象，記錄僑社共同記憶，
啟動成為自媒體的潛能，特於 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0 日舉辦 「2017 僑務
電子報徵文比賽」，歡迎海外僑胞踴
躍投稿。
徵文比賽分 「僑社」與 「雙十國
慶」兩組，其中僑社組以報導海外僑
社本年舉辦之活動、發生的事件或僑
胞故事等值得分享之經驗及事實為主
；雙十國慶組則可記錄海外僑社或臺
灣本年辦理雙十國慶活動的成果或個
人感想。兩組均設特優、優等及佳作
獎項，獎金總額高達新台幣 40 萬元。
參加徵文比賽詳細辦法，請上僑
務電子報 ocacnews.net。
2017 僑務電子報徵文比賽實施辦法
一、活動宗旨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鼓勵海外僑胞
經由報導僑社萬象，記錄僑社共同記
憶，啟動成為自媒體的潛能，特辦理
本活動。
二、主辦單位：僑務委員會
三、承辦單位：僑務電子報
四、徵文組別
僑社組：報導海外僑社本年舉辦
的活動、發生的事件或僑胞故事等值
得分享之經驗及事實
雙十國慶組：記錄海外僑社或臺
灣本年辦理雙十國慶活動的成果或個

人感想
五、參賽資格
凡支持中華民國者均可參加，每人每
組限投一件，重覆投件經查屬實將取
消參賽資格。
六、獎
項
二組均設以下獎項
特優：1 名，頒贈獎牌 1 面及獎金
新台幣 5 萬元
優等：3 名，頒贈獎牌 1 面及獎金
新台幣 3 萬元
佳作：6 名，頒贈獎牌 1 面及獎金
新台幣 1 萬元
七、活動期程
收件日期：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0
日（臺灣時間，以收件電子
信箱紀錄為準）
入圍名單公布：2017 年 10 月 20 日
至 11 月 10 日止，按收件日期依序發
佈於僑務電子報（ocacnews.net）
得獎名單公布：2017 年 11 月 30 日
公布於僑務電子報
頒獎典禮：12 月上旬
八、參賽作品規格及投稿方式
（一）含中文稿件及相關相片 2 至
4 幀。稿件須以 Word 程式繕打，14 級
字、直向橫寫、A4 頁面、字數介於
600 至 1,500 字，不標示作者真實姓名
；相片像素至少 1MB 以上，所附圖說
含於稿文。以上作品均須由參賽者自

行創作或拍攝，且未曾在任何形式之
平面和網路媒體局部或全部發表。
（二）稿件及相關相片請各成檔案，
以 附 件 格 式 寄 送 ocac19@ocac.gov.tw
，並於電郵主旨標示 「僑務電子報徵
文（選擇組別）組」，於電郵本文依
序說明作品名稱、真實姓名、筆名(如
未提供則以真實姓名發布)、居住國及
城巿、電子信箱（如未提供則以送件
信箱代之），並請自留收件紀錄，以
備日後查詢。
九、評審方式
初審：參賽作品由僑委會按本徵文辦
法規定審查稿件主題、字數、相片張
數及清晰度、投稿日期等客觀要件，
通過者公布於僑務電子報網頁。
決選：通過初審之作品將由專家組成
評審團，選出兩組特優、優等及佳作
作品；評審配分含：主題表達 40%、
結構 20%、相片及圖說 30%、公布網
頁 pageview10%。參賽作品若未達決
選標準，特優或優等獎項得從缺或不
足額頒發。
十、著作權認定
（一）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參賽者所
有，於活動評選期間配合活動推廣，
提供主辦單位於活動網頁刊載。
（二）得獎作品須永久無償授權主辦
單位及主辦單位同意轉授權指定之對
象，進行非營利性目的之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及散布。
（三）參賽作品如有攻訐、違反
善良風俗，或偽冒、抄襲等侵犯
著作權情事，經發現並查證屬實
，活動期間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
格。若為得獎作品，則取消得獎資格
並追繳已領獎金、獎牌，獎項不予遞
補。如涉有爭議、違法或致損害於其
他第三人或主辦單位時，均由參賽者
負一切法律與賠償責任，與主辦單位
無關。
十一、注意事項
（一） 領獎程序：主辦單位於得獎
名單公告後依據所提供電子郵件通知
得獎人，經確認身分後，得獎人須於
接獲通知後兩週內提交 「獎金領據」
，逾期視同放棄得獎權利。
（二） 「得獎作品」獎金領據上簽
收之姓名須與報名時填寫之參賽者相
同，不得中途更換。
（三） 本活動獎金以新臺幣為計算
單位，海內外匯款手續費均由主辦單
位支付；得獎人如擬支領外幣，主辦
單位將以頒獎當日（如逢假日往前順
推）臺灣銀行責出即期參考匯價按得
獎者指示折算成美金、日幣、澳幣或
歐元匯入指定帳戶，或轉至當地最近
之中華民國駐外館處或僑務委員會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請其代轉。
（四） 依據中華民國所得稅法第 7
條、第 8 條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
條、第 3 條之 「競技、競賽、機會中
獎之獎金或給與」相關規定，凡得獎
價值超過新臺幣 2 萬元整(含)，中獎者
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在中華

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中華民
國境內者；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
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留合計滿 183 天者），依法課徵所得
稅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十；非為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依法課徵所
得稅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二十。爰
得獎者所領獎金已直接扣除稅額，主
辦單位將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
者。
（五） 參賽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
之資料均為真實正確，且未冒用或盜
用任何第三者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
正確之情事，將喪失參賽資格，如為
得獎者則取消得獎資格。如因此致主
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主辦
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六） 任何因電腦損壞、網路傳輸
中斷、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
，而使參賽者上傳之資料有延遲、錯
誤、無法辨識或損毀之情況，主辦單
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不得異
議。
（七） 本活動因遇不可抗力之天然
災害或重大政策變動等因素，致無法
執行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終止、
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
（八） 凡參賽者，即表示同意接受
本徵文辦法規定之規範，如有違反，
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
並就因此所生之損害，得向參賽者請
求損害賠償。
（九） 主辦單位保留本徵文辦法內
容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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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餅提早上市
紙張漲價今年盒裝月餅要貴壹成
今年月餅界又迎來了新的爆
款 —— 龍 蝦 月 餅 、 酸 菜 牛 蛙 月
餅。好不好吃不說，人氣是足夠
旺了。
在杭州，妳還買不到這些奇葩
口味的月餅，但超市裏還是有壹
些月餅新款。不過，由於包裝成
本的上漲，今年的盒裝月餅估計
要比去年貴 10%左右。
提早半月上架
散裝月餅受追捧
在世紀聯華、沃爾瑪等大型
超市，記者看到了散裝的蘇式月
餅和散稱的廣式月餅。據悉，早
在半個月前，沃爾瑪就上架了阿
根發、聚香園、甜蜜情、嘉品麥
豐等品牌的月餅。
杭州的采芝齋和知味觀筒裝
月餅也擺上了世紀聯華的貨架。
采芝齋白果、五仁、黑芝麻餡的
15 元壹筒；火腿餡略貴，18.2 元
壹筒。知味觀椒鹽、白果餡的
18.8 元壹筒……世紀聯華五洲國

際店的采購經理告訴記者，今年
的 月 餅 早 在 7 月 10 日 就 已 經 上
架，不過都是散裝月餅，禮盒裝
的還要過壹段時間。
在百味聚總經理李君看來，
今年各大月餅品牌之所以早往年
半個月進入市場，有兩大原因，
壹是去年月餅廠家減產導致月餅
脫銷，今年不少企業增產，競爭
激烈；二是今年中秋節和國慶節
重疊，對月餅銷售有影響，大家
都想早點進入市場，搶奪先機。
“賣場裏進去得越早，位置越
好，銷量自然就大了。”
今年的月餅又流行哪些花樣
了？李君說，蛋黃酥是今年的
“家家必備”，另外，口感清新
的月餅也很受歡迎。比如百味聚
今年就推出了凈素餡的（龍井綠
茶等）。
下周，華潤萬家即將上架禮
盒裝月餅。采購部謝經理透露，
今年禮盒裝月餅中，會有流心月
餅、冰皮月餅等，口感更清淡、

細膩。
“健康是個人消費者當下比
較關心的，購買時也較過去更理
性。”李君表示，過去，禮盒裝
月餅更好賣，和散裝月餅的市場
占有率比為 7:3，而現在，散裝
月餅反而更好賣，市場占有率也
變成了 5:5。“目前禮盒裝最好
賣的是 100 元左右的。”
紙張成本不斷上揚
盒裝月餅要貴壹成左右
今年，盒裝月餅恐怕又要漲
價了。
7 月剛剛漲過壹輪價的造紙
行業，8 月剛開始又有晨鳴紙業
等 6 家造紙廠漲價，包裝紙、文
化紙等產品的漲價幅度在 100 元/
噸到 200 元/噸。數據顯示，2016
年年底以來，銅版、雙膠、白卡
紙價格穩步上行，其中瓦楞紙價
格漲幅高達 50%，是漲價最猛的
紙品。
而在盒裝月餅的成本組成中，

包裝盒占到 40%左右。“盡管面
粉、白糖也有壹定程度的上漲，
但是包裝盒的成本上漲最明顯，
漲了至少 20%。這樣壹來，盒裝
月餅的整體價格也要上漲 10%左
右了。”不過，李君也表示，壹
些餡料成本的下降，也能折中掉
壹些上漲的成本，比如拿蓮蓉來
說，今年是蓮子最便宜的壹年，
往年五六萬元壹噸，今年只需三
四萬元，降價 30%～40%。
當然，不排除壹些品牌為了
搶占市場份額，寧願壓縮利潤空
間，不漲價的。
“消費者的需求變了，月餅
越來越難賣，我們也在想辦法拓
展。“李君介紹，定制、為電商
代加工成了月餅企業的“新路子”，
比如百味聚就有 60%的產量來自
代加工。“壹個月餅裏有 10 克濕
燕窩，壹盒 8 個月餅，賣 300 多
塊錢。這在賣場裏是不太會有消
費者買單的，但是在賣燕窩的店
裏就可以。”李君說。

完美世界獲中國材經峰會“品牌”與“責任”雙料大獎
綜合報導 近日，以“中國經濟新圖景‘轉型
與變革’”為主題的“第六屆中國材經峰會”在
北京舉行，峰會聚集了政商界精英、學界大咖、
傳 媒 以 及 文 化 藝 術 等 領 域 的 800 余 位 重 量 級 嘉
賓 ，共同圍繞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中的挑戰與機
遇進行深入探討。在本次峰會的“光榮與夢想
•2017 致敬盛典”上，完美世界斬獲“2017 傑出
品牌形象獎”和“2017 企業社會責任典範獎”的
雙料殊榮。
隨著國內文化產業泛娛樂化程度日益加深，遊
戲、影視、動畫、國漫等文娛行業相關企業紛紛在
調整自己的戰略方向，以這應最新的泛娛樂化發展
趨勢。完美世界作為中國最大的影遊綜合體和上市
公司，壹直以來都是中國文化企業“全產業鏈發展
模式”的積極擁護者和踐行者。完美世界控股集團
旗下擁有影視、遊戲、動畫、漫畫、文學、媒體、

教育等眾多業務板塊，在眾多業務領域都取得了豐
碩的成果。
在影視方面，完美世界影視也已經形成了涵蓋
精品內容、院線影城、藝人經紀、綜藝娛樂、影遊
聯動、國際業務和投資七大領域。旗下包括了鑫寶
源、華美時空、完美蓬瑞、完美建信、江何工作室
五大核心制作團隊以及壹眾孵化工作室和創作
團 隊 ，擁有雄厚的 IP 儲備和內容生產能力，制作
了《非常完美》《鋼的琴》《失戀 33 天》《咱們
結婚吧》《非凡任務》等人氣影片，以及《打狗
棍》《老有所依》《北京青年》《男人幫》《咱們
結婚吧》《紅娘子》《麻辣女兵》《楚漢傳奇》
《神犬奇兵》《六貞傳奇》《大秧歌》《冰與火
的青春》《咱們相愛吧》《射雕英雄傳》《思美
人》《神犬小七》系列、《靈魂擺渡》系列(網
酪 居) 等 優 秀 電視居作品，同時還有《極限挑

戰 》 《 跨界歌王》《跨界喜居王》《向往的生
活》等綜藝節目。
在遊戲方面，目前完美世界所屬遊戲業務
領域已經涵蓋了端遊、手遊、主機和 VR 等全產
品線，推出了《誅仙》《完美世界》《武林外
傳 》 等 知 名 遊 戲 IP， 完 美 世 界 同 時 也 是 國 內 少
數布局電競與主機的遊戲企業，旗下運營著
《DOTA2》《CS:GO》《創世戰車》等全球知名
電競產品，以及《無冬 OL》等深受海內外用護
歡迎的主機遊戲產品。
更值得壹提的是，完美世界自 2011 年至 2017
年，總計 6 次位列中國文化企業 30 強，並且獲評
2011—2012 年度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2016 年，
完美世界榮獲最具社會責任上市公司獎，這也是業
界對完美世界的認可。
中國材經峰會是在已經舉辦了 11 年的亞洲品

牌盛典的基礎上策劃並舉辦的，由包括《企業觀察
報》社、《中國國際材經》雜誌社、《今日經濟》
雜誌在內的眾多材經及大眾媒體聯袂打造，新華
社、新華網、人民日報、人民網、CCTV、中新
社、鳳凰衛視、BTV、經濟日報、新浪網、中國網
等媒體支持，鳳凰新聞、新浪新聞、網易新聞視頻
直播。峰會致力於匯聚和分享商業智慧，傳遞主流
商業價值觀，每年都會匯聚政、商、學、傳媒以及
文化藝術等領域眾多重量級嘉賓慘與，在國內極具
影響力。
完美世界作為獲獎企業中少有的文化娛樂企
業，與華碩電腦、戴爾電腦、通用汽車(中國)、
奧林巴斯等近 50 個來自不同領域的知名企業壹道
分享了中國材經峰會上的 14 個企業獎項，這既是
對完美世界過去所取得成績的肯定，更是對完美世
界未來發展的強大精神推動力。

休城讀圖

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周六下午在文化中心擧行（
周六下午在文化中心擧行
（上）

大會主辦人（ 右起 ） 豐建偉醫師
大會主辦人（
豐建偉醫師，
，李蔚華董事長
李蔚華董事長，
，李雄主席
李雄主席，
，孫鐵漢會長
孫鐵漢會長，
，
陳文律師，
陳文律師
，黃春蘭會長
黃春蘭會長。
。

Harris County 最 高 機 構 檢 察 長 Kim
K. Ogg 表示
表示：
： 作為執法部門的最高集
體防範措施，
體防範措施
， 我們不光是抓到這些壞
人，還要有將之繩之於法的決心
還要有將之繩之於法的決心。
。

大會的推手陳文律師 （ 右二 ） ， 李雄主席
大會的推手陳文律師（
李雄主席（
（ 左一 ） 與出席警界代表
合影。
合影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世華工商婦女會
世華工商婦女會」」 的成員在現場的攤位
的成員在現場的攤位。
。

張文華法官呼籲華人要遵照法
律，團結對抗治安問題
團結對抗治安問題。
。
出席大會的主辦單位代表（ 右起 ） 「 僑灣社 」 浦浩德夫婦
出席大會的主辦單位代表（
浦浩德夫婦，
，休士頓 「 國
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
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
，Harris County 最高機構檢查長 Kim K. Ogg, Harris
County 法庭庭審主任 David Mitcham,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區主席李雄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區主席李雄，
， 「世
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 會長黃春蘭
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
會長黃春蘭，
， 「 僑灣社
僑灣社」」 劉志恆
劉志恆，
， 「 大休士頓商
會」 沈健生 合影
合影。
。

豐建偉醫師呼籲到場的警界 ， 法界代
豐建偉醫師呼籲到場的警界，
表大家共同關注中國城的 「 安全
安全」」 問
題。

州議員 Gene Wu 強調
強調，
，我們要與警察
互相幫忙。
互相幫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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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lames India Of Repairing Roads Along Its Side Of The Border

Border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t A New Hig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EIJING, China - The constant saber-rattling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at are engaged in a
standoff that has threatened to turn into war that
is bloodier than 1962 Sino-Indian War has ratcheted up tensions in the region.
The standoff over claims of a disputed territory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flared in June after
Chinese teams began building a road onto the
disputed Doklam Plateau.
China and Bhutan have been negotiating the border for decades without serious incident, however, the tiny Himalayan kingdom turned to India
this time for help, which sent troops across the
border from the northeastern state of Sikkim.
China retaliated by closing a nearby mountain
pass that Indian pilgrims use to reach Mount
Kailash, a sacred Hindu and Buddhist site in Tibet.
China has argued that it possesses historical proof
that proves its claims to the plateau.
While the Doklam Plateau is not part of Indian
territory, New Delhi has been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Chinese building activity in a region with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he dispute has witnessed an intense war of
words from both the sides.
Beijing, warning India to withdraw, has moved
tens of thousands of tonnes of military vehicles
and equipment into Tibe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border dispute and has conducted live firing drills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y.
India, retaliated by pointing out that Bhutan government had made it clear that China was trying
to claim Bhutanese land and said this was “absolutely wrong.”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dia has been building up troops along the shared
border. The two sides have confronted each other close to a valley controlled by
China.
India argued that the disputed territory was Bhu- is not sincere about a resolution.
tan’s land, close to the Indian border, and that The ministry said, “If India really cherishes
Bhutan and India have an arrangement to provide peace, it ought to immediately withdraw its persecurity.
sonnel who have illegally crossed the border into
On Thursday,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accused the Indian side.”
India of building up troops and repairing roads Last month,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warned Inalong its side of the border in the remote frontier dia not to harbor any illusions about the Chinese
region beside Bhutan.
military’s ability to defend its territory.
The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 Chinese state media has also previously warned
ment, “It has already been more than India of a fate worse than the defeat it suffered in
a month since the incident, and India a brief border war in 1962.
is still not only illegally remaining on
Chinese territory, it is also repairing
roads in the rear, stocking up supplies,
massing a large number of armed personnel. This is certainly not for peace.”
India meanwhile has said that it had
warned China that construction of the
road near their common border would
have serious security implications.
China has made several diplomatic
Western Sector: This includes the border between representations, yet its foreign minisJammu and Kashmir and Xinjiang and Tibet. India try has said that India has not only not Both China and India hope for a dipclaims that China is occupying 43,000 sq km in this withdrawn its troops but has also been lomatic breakthrough on their border
making “unreasonable demands” and
sector.
dispute.

Meanwhile, Indian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about
300 soldiers from either side are facing each other about 150 meters (yards) apart on the plateau.
Even though diplomats on both the sides have
been engaged in talks to avoid the stand-off from
escalating.
According to reports, India’s ambassador to Beijing is leading the effort to find a way for both
sides to back down without loss of face.
With China set to host the ninth BRICS summit
in Xiamen city in September, analysts warn that
the stand-off between both the countries could
overshadow the aims of the BRICS summit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the status of
emerging powers on the world stage.
BRICS is an association of the world’s five major
emerging economies –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 that was fully formed with
the induction of South Africa in 2010.
It is branded as a major platform to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of rising powers, the group represents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since the end of 2009 has accounted for about
50 percent of global growth.
Earlier Manoranjan Mohanty, former chairperson of the New Delhi-based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said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resents a challenge for BRICS as a whole.

Brazil,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each have close
ties with their two co-members, so a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e said, must not be allowed to “derail the multilateral deliberations.”
Mohanty added, “In the light of Brexit and
Trump’s assertions, the Xiamen summit should
be a new phase for BRICS in taking the initiative
on global governance. If the leaders do not seize
that opportunity they will be failing their historic
mandate.”
Earli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met informally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In September, amid the tensions,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is set to visit China.
(Courtesy chinanationalnews.com)

China Opposes New US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Iran, North Kor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nergy companies. The law also limits the US
president’s ability to ease any sanctions on Russia by requiring Congress’ approval to lift any
restriction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grudging signature on
new sanctions punishing Russia for alleged meddling in last year’s US election sparked an explosive rhetorical response in Moscow on Wednesday.
Trump acknowledged the sharp worsening of the
cru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United

States and blamed lawmakers for forcing his
hand on sanctions.
“Our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is at an all-time
very dangerous low. You can thank Congress, the
same people that can’t even give us HCare!” he
tweeted.
The sanctions target Russia’s defense, intelligence, mining, shipping and railway industries
and restricts dealings with Russian banks and
energy companies. (Courtesy chinanationalnews.
com)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 in discussions at the G20 conference in Hamburg, Germany 2017. China has strongly
opposed any unilateral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b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against any unilateral sanctions imposed
by any country, including those recently ena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tipulate tougher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Chinese side has always opposed the use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we believe tha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arising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through an appropriate, fair dialogue,” the
statement seen by Sputnik said.
On Wednesda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ed into law a new batch of sanctions on Beijing, Tehran, and Moscow.
The sanctions target Russia’s defense, intelligence, mining, shipping and railway industries
and restricts dealings with Russian banks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 holds up sanction documents against Russia he signed
thi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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