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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剪影

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國際區救災中心正式成立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協助社區賑災﹐
發揮愛心﹐經休士頓國際區區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
並關注兩岸政
長李蔚華先生﹑
西南區區長李雄先生﹑
中華總商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 日(周二)晚間
會會長孫鐵漢先生倡議並決定﹐
《國際區救災中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心》正式宣告成立﹐提供食物及臨時收容服務﹒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
由常中政(中)主持﹐
針對孫文學校使命﹑
地點﹕
11110
Bellaire Blvd. 2nd
Floor, Houston, 一中同表與
TX 77072
一中各表差別﹑
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電話﹕
(中心電話)
832-448-0190
社區) 832-213-6513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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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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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重創休斯敦已致24
哈維重創休斯敦已致
24人死亡
24
人死亡
熱帶風暴哈維(Har
熱帶風暴哈維
(Har vey)30
vey)30 日在德州
和路易斯安那州交界附近再次登陸， 將
和路易斯安那州交界附近再次登陸，
帶來更多降雨。
帶來更多降雨
。 哈維引發破紀錄降雨使
德州大城休斯敦出現災難性洪患，
德州大城休斯敦出現災難性洪患
， 並且
令這座城市陷入癱瘓。
令這座城市陷入癱瘓
。
當地時間 2017 年 8 月 29 日 ， 休斯
頓颶風“
頓颶風
“ 哈維
哈維”
” 給休斯頓帶來強降雨
給休斯頓帶來強降雨，
，
城區及周邊區域洪澇嚴重。
城區及周邊區域洪澇嚴重
。
哈維 25 日登陸
日登陸，
，這是德州逾百年來
遭遇的最強颶風，
遭遇的最強颶風
，造成 24 人死亡
人死亡，
，迫使
數万人離開遭淹沒的家園，
數万人離開遭淹沒的家園
， 造成的損失

估計達數百億美元， 使哈維成為造成最
估計達數百億美元，
重大損失的美國天災之一。
重大損失的美國天災之一
。
但美國第 4 大城休斯敦居民再過不久將
能鬆口氣，
能鬆口氣
， 預報員表示
預報員表示，
， 隨著在墨西哥
灣徘徊的哈維加快移動速度及將於 30 日
稍後離開此區，
稍後離開此區
， 5 天暴雨可能將劃下句
號。
德州南部大片地區變成澤國，
德州南部大片地區變成澤國
， 當地
政府部門稱已有至少 24 在“哈維
哈維”
”引發
的災害或事故中死亡，
的災害或事故中死亡
，近 6000 人主動前
往或被營救至臨時避難所。
往或被營救至臨時避難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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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器人產業規模快速擴展
促集成應用避重復建設
綜合報導 近年來，中國機器人產業
規模快速擴展，已成為世界第壹大工業
機器人應用市場。正在此間舉行的 2017
中國國際機器人、智能裝備及制造技術
展覽會上，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
業司副巡視員錢明華透露，中國機器人
產業 最 近 五 年 基 本 保 持 20% 以 上 的 增
速 ，今年頭 7 月共生產工業機器人 7.16
萬臺，同比增長 57%。
據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會長李毅
中介紹，中國工業機器人去年銷量達
8.6 萬臺，增長 26.5%，占全球的 30%，
保有量超過 30 萬臺，約占全球的 10%
以上。
業內 預 測 ， 今 年 中 國 工 業 機 器 人
的銷量有可能達到 11 萬臺，到 2020 年
超過 20 萬臺，比 2015 年增長近 2 倍。
到 2020 年 工 業 機器人的保有量將達到
100 萬臺。

錢明華指出，近年來，中國機器人
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研發取得新突
破，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特種機
器人的多元化應用場景不斷拓展，成長
起來壹批創新能力強的優秀企業。在長
三角、珠三角和東北等地逐步形成各具
特色的區域產業集聚，同時壹批國際知
名企業在中國投資建廠，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整體上看，中國機器人產業未來
壹段時間仍將保持高速增長。在市場潛
力、開放合作、智能化等方面具備良好
發展前景。
以機器人為代表的高端制造業的
研發制造應用已成為衡量壹個國家制
造業水平的重要標誌。廣東省經信委
巡視員鄒生介紹說，廣東省是機器人
的生產和需求大省，廣東省委省政府
制定實施了壹系列政策文件和措施，
培育機器人骨幹企業，促進龍頭企業

向高端發展，培育機器人產業園，努
力營造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促進產
業鏈整體提升。
據介紹，除了優選、培育機器人
骨幹企業，廣東對機器人生產和應用
實行普惠政策，包括對本地企業生產
的機器 人 和 購 買 機 器 人 用 來 進 行 改
造升級的，分別按照合同金額的
10%-20%給予補助，從而推動機器人降
低成本，擴大生產，幫助機器人生產
企業進壹步提升產品質量。廣東省財
政還開始為廣東生產的機器人提供風
險補償。
經過多年努力，廣東省在工業機
器人領域整機和關鍵零部件掌握了部
分長期支持產業發展的技術，攻克了
壹批長期嚴重依賴並影響產業安全的
核心高端裝備，逐步形成了以工業機
器人、新型傳感器、智能控制系統、

自動化成套生產線為代表的智能裝備
產業鏈。
不過，李毅中分析指出，雖然中國
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快速，但始終存在
著產業核心競爭力不強的問題。首先是
技術水平不夠高，自主品牌率低，其次
是使用密度有待提高，低水平重復建設
普遍。
他建議 ，中國機器人產業未來發

展，需要加強政府引導推動，合理布局
規劃，強化產業配套和區域分工合作，
形成若幹各具特色的產業群體，避免重
復建設。同時，要整合研發研制力量，
突破核心關鍵技術短板，要以集成應用
為導向，產學研用相結合，帶動產業發
展，要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相結合，鼓勵
國際並購，擴大自主品牌產品的市場占
有率。

央企去杠桿進入實操階段 債轉股工作加速推進
綜合報導 記者日前從國資委獲悉，國資委將
多舉措助推國有企業去杠桿，降低央企負債率。下
壹步，國有企業將在控制債務規模，降低金融杠桿
方面做出表率。作為國企“去杠桿”改革的重要組
成部分，市場化債轉股正在提速，多家國企與銀行
密集簽約債轉股協議。隨著債轉股的持續推進，更
多的債轉股資金將六續到位，助力企業處理不良資
產、降低債務負擔。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當前要抓住
央企效益轉降回升的有利時機，把國企降杠桿作為
“去杠桿”的重中之重。會議同時部署了去杠桿的
五項任務：建立嚴格的分行業負債率警戒線管控制
度；建立多渠道降低企業債務的機制；積極穩妥推
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督促已簽訂的框架協議抓
緊落實；強化問責，對負債率持續攀升的企業要約
談提醒，對造成重大損失或不良影響的嚴肅追責；
在推動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中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和降
杠桿。
今年前 7 個月，中央企業利閏由降轉升，但
是高杠桿也成為多方關註的潛在危機和國企經濟

痛點。數據顯示，今年前 7 個月國有企業資產負
債率比年初下降了 0.2 個百分點，但去杠桿的任
務仍然艱巨。根據材政部近日公布的數據，至 7
月 末 國 有 企 業 資 產 負 債 率 為 65.75% ， 負 債 總 額
952648.6 億元，同比增長 11.3%，其中中央企業負
債總額 501716.5 億元，資產負債率為 68.20%，地
方國有企業負債總額 450932.1 億元，資產負債率
為 63.22%。
記者從國資委了解到，國資委對壹些高負債
企業實施負債率和負債規模“雙管控”，通過預
算、考 核 、 薪 酬 、 投 資 管 理 等 方 面 聯 動 ， 加 大
管 控 力 度 。“截至今年上半 年，已有 12 家央企
與有關銀行簽訂了市場化債轉股框架協議。”國
資委總會計師沈瑩告訴記者，此外，國資委還鼓
勵企業通過 IPO、配股等方式 從資本市場融資，
改善資本結構；支持企業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
盤活存量資產來籌集發展資金，盡量減少對負債
的依賴。
作為應對去杠桿的重要抓手，目前多家央企
的債轉股工作正在加速推進中。中國船舶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近期發布公告稱，公司擬引入八名投
資人以債權或現金的方式 對公司全資子公司大連
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和武昌船舶重工集團有限
公司進行增資，合計投資金額為人民蔽 218.68 億
元，最終金額以主管部門核準確定的為 準。涉及
的兩家子公司此前受全球經濟和航運市場等不利
影響，資產負債率、企業材務費用及資金成本居
高不下。因此，中船重工擬在兩家子公司層面實
施市場化債 轉股，投資者以“收購債權轉為股
權”及“現金增資償還債務”兩種方式對大船重
工和武船重工進行增資。
此次的八名投資人中，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中國東方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將
分別以債轉股的形式向大船重工與武船重工進行
增資，投資金額合計 70.34 億元，其中信達資產
出資 50.34 億元，東方資產出資 20 億元。中國國
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國有企
業結構調整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人壽保險
（集團）公司、華寶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平
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國華軍民融合產業發展

基金（有限合夥）則以現金對兩家進行增資， 投
資金額合計 148.34 億元。
此外，中國寶武、中國壹重等壹些中央企
業的債轉股工作已經取得積極成效。地方國企
也紛紛通過債轉股降低杠桿率。山西國資委、
建設銀行、潞安集團、晉煤集團 今年上半年
簽 署 總 規 模 200 億 元 的 市 場 化 債 轉 股 合 作 框 架
協議，促進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轉型
升級步伐。廣東省政府 5 月明確要求積極推動
廣晟資產經營 有限公司 150 億元和廣東省交通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200 億 元 的 債 轉 股 工 作 ， 並 積 極
推 動 廣 州 交 通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100 億 元 的 債
轉股工作。
事實上，對於國企高負債率的關註度近年來
不斷提升，今年 7 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更
是明確表示，要抓好處置“僵屎企業”工作，降
低國企杠桿率。專家指出，國企降杠桿應該從源
頭上提高防範，從體制機制上加強監管，在化解
債務的同時將降杠桿和企業改革、提質增效結合
起來。

時事圖片

以色列動物園黑獼猴“
以色列動物園黑獼猴
“收養
收養”
”壹只小雞 整天形影不離

以色列特拉維夫，
以色列特拉維夫
，拉馬丹野生動物園中壹只四歲的印尼黑獼猴 Niv
“收養
收養”
”了壹只小雞
了壹只小雞，
，在過去的壹周裏
在過去的壹周裏，
，Niv 愛撫
愛撫、
、清潔小雞並和小雞
壹起玩耍，
壹起玩耍
，動物園管理人員說
動物園管理人員說，
，這對不可思議的組合已經形影不離了
這對不可思議的組合已經形影不離了。
。

朝聖場面壯觀
麥加穆斯林齊聚清真寺

秘魯壹金字塔內發現中國移民墓穴
發現 16 具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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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商家將喂牲口潲水煉成食用油 檢測達標

暴利百倍的 「合格」 潲水油
就在 「地溝油」 人人喊打之際，另一種問題油—— 「潲水
油」 也浮出水面。重慶九龍坡區近期破獲的 「潲水油」 大案表明，
不法商家把喂牲口的 「潲水」 提煉成食用油，除了骯髒不堪外，還
面臨和 「地溝油」 一樣的檢測難題——其多項指標竟可達到或接近
食用油相關檢測標準。
就在 「地溝油」人人喊打之際，另一種問題
油—— 「潲水油」也浮出水面。重慶九龍坡區近期破
獲的 「潲水油」大案表明，不法商家把喂牲口的 「潲
水」提煉成食用油，除了骯髒不堪外，還面臨和 「地
溝油」一樣的檢測難題——其多項指標竟可達到或接
近食用油相關檢測標準。
潲水居然變食用油
「潲水油」是從俗稱 「潲水」的餐廚廢棄物
中提煉而成的。前不久，重慶九龍坡區警方聯合行政
執法部門，摧毀了一橫跨重慶、四川、雲南、河南、
湖南、貴州多省的 「潲水油」產銷鏈，其產量足以危
害 2600 多個家庭一整年。記者發現，這種油從潲水桶
到餐桌，衹需經過收集、粗煉、中轉、精煉、銷售五
個環節。
以不法商家曹先合為例，他從 2009 年開始經
營 「潲水油」，從重慶大學城等地的食堂、餐館大量
收集潲水，先後在重慶沙坪壩區和九龍坡區開設地下
「潲水油」作坊。辦案人員說，潲水在作坊裡經過熬
煮，較重的殘渣會沉底，鍋中的油質經過抽取，就變
成了 「潲水毛油」，賣給下家。 中轉環節以商人徐科
為代表。從 2005 年開始，他從重慶等地收購 「潲水毛
油」，銷往外省從中牟利。
精煉環節一般在專業煉油廠，例如重慶永川
「冠南豐碩油脂加工廠」，用專業設備對毛油進行多
道工藝處理，製成成品 「潲水油」，銷給當地一些糧
油食品公司。糧油食品公司則以 「調和油」名義銷往
農貿市場。
「潲水油」的危害面究竟有多廣？記者瞭解
到，僅僅曹先合一家就累計煉出 「潲水毛油」120 多
噸，能製成約 80 噸 「潲水油」。
出人意料的是，這種 「潲水油」在某種意義
上居然是 「合格」油。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和 「地溝
油」一樣， 「潲水油」也面臨檢測難問題。目前食用
油檢測標準主要包括酸價、過氧化值、溶劑殘留量等
幾項，而 「潲水油」竟然能達到或接近這一標準。
養豬場變身小作坊
記者在九龍坡區警方端掉的一個 「潲水毛
油」製作窩點看見，作坊是廢棄養豬場改成的，砌有
多個巨型水泥池，大的面積近 10 平方米，專門盛放用
於煉油的殘羹剩飯，花花綠綠，明顯腐敗霉爛。附近
村民說，黑窩點開工後惡臭難聞，大伙常被熏得難以

忍受，家裡蠅蟲成災。記者看見一位村民現場取出一
張 20 厘米見方的捕蠅紙，不到半小時就粘了黑壓壓一
層蒼蠅。
這樣煉出來的油為何能 「合格」？九龍坡區
辦案人員說，不法商家能自行檢測酸價、過氧化值、
溶劑殘留量等指標，通過脫膠、脫酸、脫色、脫臭等
多道工藝，美化產品的氣味和口感，在餐桌上難辨真
偽。如被查處的永川區一家不法煉油廠，擁有超過
300 隻油桶、10 個煉油罐及鍋爐等全套設備，煉出的
「潲水油」在多項指標上接近 「達標」。
辦案民警表示，在懲處依據上，目前尚無明
文規定 「潲水油」是有毒有害食品。在定罪時，必須
認定其 「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嚴重食源
性疾病」或是 「有毒有害」。而相關鑒定部門衹能對
「潲水油」的一些具體指標進行量化鑒定，很難認定
其 「有毒有害」，這給嚴懲不法商家造成困難。
暴利百倍催生污油
不法商家之所以挖空心思炮製 「潲水油」，
原因在於其高達百倍的暴利。案件顯示，從食堂、餐
館回收潲水的價格很低廉，有時衹是象徵性給點錢，
而煉出 「潲水毛油」就能賣到約 3000 元一噸，扣除燃
料、場地、人工成本後，暴利可達百倍。中間商購進
「潲水毛油」後，以每頓約 5000 元的價格賣出，每噸
又能賺上一兩千元。
巨大的利益驅動，讓 「潲水」回收利用的正
規渠道受阻。辦案人員告訴記者， 「潲水」本應統一
回收處理，即便煉油也應作為工業用途。但一些餐
館、食堂的管理人員往往更願把 「潲水」賣給不法商
販，以便得到一些好處。不法商家煉出 「潲水油」
後，喂牲口顯然不划算，如果作為工業用途銷售，價
格也僅為每噸四五千元，比食用油的售價低很多，所
以 「寧給人吃，不給豬吃」。
重慶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丁新正說，違法
犯罪的利益誘惑越大，就越要給以足夠威懾，依法嚴
懲，否則難以斬斷毒根。目前對於 「潲水油」的具體
危害還缺乏明確說法，亟待組織專家進行深入研究。
對食用油的檢測標準也應盡快加以完善。 要想制止
「潲水油」回流餐桌，還應從餐廚垃圾的收集和處置
入手。目前，九龍坡區正在探索餐廚垃圾 「協議收運
管理制」，對餐廚企業的垃圾簽約收集，用專門車輛
運送，統一中轉，以切斷 「潲水油」的源頭。

螃蟹裝入金盒售 10 萬 拉菲奢侈品受送禮者青睞

瘋狂禮品肆虐人情網
細數近一二十年
中國禮品市場的變化，從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金飾
品到高檔香煙白酒再到近
幾年流行的秋天大閘蟹、
進口葡萄酒、國際品牌奢
侈品、春天的龍井等，禮
物成為拓展個人能量和獲
取利益回報的媒介。權力
階層對資源的濫用、新富
階層對權力的獲取，都促
成了高檔禮品市場在中國
的膨脹。
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禮物一
直是人情網絡最有效的潤滑劑。
細數近一二十年中國禮品市
場的變化，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金飾
品到高檔香煙白酒再到近幾年流行的秋
天大閘蟹、進口葡萄酒、國際品牌奢侈
品、春天的龍井等，禮物成為拓展個人
能量和獲取利益回報的媒介。權力階層
對資源的濫用、新富階層對權力的獲
取，都促成了高檔禮品市場在中國的膨
脹。而這些物品背後更為隱秘的利益交換群體和方式，正是禮品經
濟在中國的現實價值。
近 10 萬元的龍鳳蟹
史團結在南京高淳縣做了 20 多年的螃蟹生意，為了推銷他
的固城湖螃蟹試過不少花樣。2009 年秋天他的公司推出 「黃金龍鳳
蟹」，除去一對 300 克的公蟹和 200 克的母蟹，這對賣價 99990 元的
螃蟹貴在包裝。公蟹裝在重 200 克的純金盒子裡，母蟹的金盒子達到
150 克。史團結說，加上包裝盒裡的純銀打造的蟹八件，一份 「黃金
龍鳳蟹」的成本就有好幾萬元。
提起當年的新產品，史團結卻告訴記者，做好的五盒黃金
蟹一份也沒賣出去。並非沒有市場，反而是不少人打電話要訂購，
但是天價螃蟹的新聞報道出來後，社會輿論的不滿超過了史團結的
想像。 「本來我們準備做 100 份，後來衹做了幾份，也不賣了，就在
門店裡作為形象展示」。他半開玩笑地說，這兩年黃金價格翻番
了，它的禮盒反而成了一個不錯的投資品。
社會輿論對天價螃蟹的流通渠道提出了質疑：什麼樣的人
才會花費 10 萬元去買螃蟹，黃金螃蟹又會流入怎樣的特殊階層手
中？這自然引發了人們的猜想。
「漂洋過海」 的拉菲
溫州富豪是中國送禮型奢侈品消費的主體之一，這個群體
每年用於商務送禮的花費不菲。一位大酒商透露，他的大客戶們每
年採購的 500 萬～600 萬元的紅酒中，有相當一部分用於商務宴請和
饋贈。他們送禮的手法很是講究，也很中國化，比如把波爾多五大

名莊的酒集成一套送，或者拉菲莊園 6 個最好年份酒集成一套送。
「四五年前，一瓶小拉菲完稅價格也就七八百元，現在
『水貨』的價格也要五六千元。去年初還能買到五千元左右的拉
菲，今年上半年肯定是上萬了。1982 年產的拉菲認知度比較高，是
國內炒作的標桿，高峰時要四五萬元一瓶，價格大概翻了四五
倍。」北京萬歐蘭葡萄酒俱樂部創始人陸江向記者講起拉菲這 3 年來
在中國坐直昇機式的身價故事。陸江認為，送禮加上宴請，佔到中
國高端洋酒消費市場的 90%以上。
頂級葡萄酒能夠風行中國，與它的送禮功能唇齒相依。主
持過多次高檔晚宴的業內人士張倫深有感觸，中國送禮人的心態是
「喝到了一定金額，才能上這個檔次」，這樣才能體現誠意。張倫
認為這種誠意分為幾個層面的意思，一是禮品要值錢，另外送的東
西必須是對方知道的、認可的，這樣才夠面子。相比於茅台等中國
白酒來說，洋酒的價格量級更高，也似乎帶著一種優雅的西方生活
觀。如果送的禮物對方不認同，不能引起共鳴，那麼效果就達不
到。
張倫細數自己作為洋酒專家接觸到的高檔消費，發現高級
洋酒以公司消費居多，功利性的交際多，衹有極少數是富豪間單純
的個人交流。
奢侈品的奢侈方式
「當我剛到中國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奇怪，怎麼總是兩個
男人一起逛奢侈品店。後來才知道，一個是買家，一個是付錢的
人。」蘭達‧扎德哈是亞洲的奢侈品牌專家，2009 年《紐約時報》

記者采寫中國奢侈品消費的故事時，
記述了他的觀察。寫這篇稿子的大衛
‧巴勃扎發現，這幾年每逢過節，北
京的國際奢侈品店能迎來一個銷售高
峰，送禮的風氣會在此時表現得特別
明顯。
北京奢侈品店的服務人員透
露，一般都是一個企業主和一個政府
人員一起過來在店裡設立一個賬戶，
這個賬戶的名字可能是某官員或他的
家屬。這些官員和家屬來店裡購物
時，衹用報出自己的賬戶，就能隨便
掛賬了，自會有人買單。古馳的包、
愛馬仕的圍巾、萬寶龍的筆和價值 3
萬美元的鑲嵌鑽石的瑞士手錶受到送
禮者的青睞。
貝恩公司在調查問卷中，特
意針對中國市場設置了禮品用途的問
題，得到的結論是——25%的消費者
出於禮品需求購買奢侈品。
對外經貿大學奢侈品研究中
心執行主任周婷博士認為，國際奢侈
品牌在中國成為商務禮品的風氣非常
明顯。中國人喜歡買大牌的包、腕
表、香水化妝品作為禮物， 「送禮人
想表示對對方的尊重、認同，國際品
牌是個價格和質量都有保證的選
擇。」她告訴記者。
茶葉昇溫身價倍增
與沾上 「洋味」的進口葡萄
酒、國際奢侈品牌相比，茶葉消費則
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市場。從熱炒普洱、大紅袍，到春天龍井身價
的推高，近兩年以金駿眉為代表的高端紅茶昇溫，湖南的黑茶、福
建巖茶也都身價倍增。
今年 4 月，一斤錢塘龍井起拍價 1500 元，令人驚訝地被拍
賣出 11 萬元的高價，原本西湖龍井稀少珍貴位居第一，錢塘龍井位
居其後，但是高端禮品市場不斷助推著龍井價格的上昇，萬元以上
的茶葉市場銷售井噴。在今年的茶葉高端市場，廠家推出 3 萬元/斤
的金駿眉、近 4 萬元/斤的鐵觀音並不鮮見。
一份茶葉行業調查報告提到，禮品消費者會首選茶季前期
購買，如購綠茶會搶先購買明前茶，另外就是在節假日購買。禮品
茶主要是各大茶類的高檔名茶，一般包裝精美、質量優異、品牌知
名度高。團體消費者一般會選購有一定知名度、質量好、價格適中
的名優茶作為辦公用茶。
而茶葉消費的特殊性，也促使 「五一」、 「十一」、中秋節
和春節等節假日成為銷售小高峰。另外每年 3～5 月份春茶大量上
市，銷售量迅速達到全年銷售峰頂。
1997 年開始在北京馬連道做茶葉生意的吳海峰說： 「在我
的記憶裡，2000 年以後國內才出現茶葉注重包裝的風氣，包裝的材
料由木頭盒子、皮革盒子昇級到仿玉石禮盒或是高檔陶瓷禮盒。好
茶是直指本質的，不需要任何花哨的包裝宣傳。極品茶多是可以保
存的茶，比如巖茶或是普洱，今年沒賣出去明年接著賣，每年的口
感定位都會有區別，很可能價格更好。」吳海峰介紹，有高端送禮
需求的人，會主動尋求高價茶，其實高價未必等於高品質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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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供求失衡 上萬家民營加油站陷入斷供境地
怎麼一
降價，唯獨部分民營加
油站就沒有柴油了呢？近期，
中國各地柴油供應緊張，眾多民營
加油站陷入斷供、限購等尷尬
境地，引起社會關注。
怎麼一降價，唯獨部分民營加油站就沒有柴油了呢？
近期，中國各地柴油供應緊張，眾多民營加油站陷入斷供、
限購等尷尬境地，引起社會關注。
部分民營加油站質疑：主營單位對柴油限量銷售的
策略，造成市場上柴油批發價格居高不下，不少民營加油站
買不到柴油，也買不起柴油。
對此，中石化有關人士表示，一見市場短缺，不良
民營加油站就會唯利是圖，得到油也不賣，而是囤起來伺機
賣高價。
民營加油站鬧 「油荒」的根源何在？記者深入各地
追蹤採訪。

油價下調柴油就 「荒」
跑 5 個加油站才加到油

記者近日在安徽部分民營加油站採訪發現，想要加
到柴油確實比較難。 「跑了四五個加油站，才加了 100 塊錢柴
油。」合肥市長江西路一加油站旁的貨車司機程誠說，要是
再加不到足夠的油，運輸的生意恐怕要 「歇菜」。
自 10 月 9 日國內成品油零售價格下調後，江蘇、湖
北、內蒙古等地部分加油站便停止供應柴油或者限制供應
量。儘管山東市場有地煉油源作為補充，但受 「批零倒掛」
因素影響，省內多家加油站即將面臨 「斷炊」窘境。
「往年曾出現過 『油荒』，但今年形勢最嚴峻，特
別是民營加油站，已成為消費者口誅筆伐的 『油荒』製造
者。」中國商業聯合會石油流通委員會會長趙友山說，在全
國 9.6 萬家加油站中，民營加油站約 4.4 萬家，目前有上萬家民
營加油站出現柴油斷供現象。
此次 「油荒」除呈現區域性特徵外，國營、民營凸
顯出 「冰火兩重天」跡象。在柴油供應形勢嚴峻的省份，民
營加油站紛紛出現斷供、限購，但國營加油站卻隨到隨加。
「柴油供應正常，未出現斷油。」這是記者走訪合肥多個國
營加油站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
趙友山表示，目前 「油荒」算不上全國性的供油緊
張，但主要在民營加油站出現，耐人尋味。

「斷供」 背後的推手
「保供」 還是 「囤油」

部分民營加油站為何出現沒油可加現象？最近有關
人士表示，主營煉廠連續檢修、北方地區因降溫換油、秋季
農業用油增加等因素，共同催生了 「油荒」現象。
但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上述因素確實對柴油供應造
成影響，卻並非民營加油站遭遇 「油荒」的主因。
此次國內成品油零售價格下調之後，批發市場供
應價格依然維持高位，安徽、上海等地柴油價格出現 「批
零同價」甚至 「批零倒掛」現象，民營加油站售油的意願
嚴重受挫。

是誰製造了

「柴油荒」

「柴油賣得越多，虧得就越多。」民營石油公司中
太石化有限公司供應部部長馮念江說， 「批零倒掛」使得大
多數民營加油站銷售柴油是虧損的。他算了一本賬：目前每
賣一升柴油，加油站要虧損 2 毛錢；賣一噸柴油，加油站要虧
損 200 塊錢。
成本高而利潤低，促使很多民營加油站不得不關掉
零號柴油加油機。
「沒辦法，我們進一噸柴油，至少比國營加油站高幾
十塊，現在零售價還降低了，這油哪敢賣啊！」安徽蕪湖市
九華南路的一家民營加油站老闆霍修偉無奈地說。
國內加油站價格監測網站 「油客
網」總經理邢瑞松說，主營單位對柴油限量
銷售的策略，造成市場上柴油批發價格居高
不下，民營加油站生存困難。不少民營加油
站買不到柴油，也買不起柴油。
針對民營加油站的質疑，中石化廣
東分公司有關人士並不認同。他表示，在市
場油量出現供應短缺時，大型油氣企業的首
選是把油供給自己旗下的加油站，以確保市
場供應。
「一見市場短缺，不良民營加油站
就會唯利是圖，得到油也不賣，而是囤起來
伺機賣高價，但幾大石油集團都會把 『保
供』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排在第一位。」

的成品油定價機制尚不完善，相關改革迫在眉睫。
「縱觀這幾年的 『油荒』，最先都是由民營加油站
斷供、限購開始的，這也暴露出民營加油站生存環境的脆
弱。」趙友山表示，從成品油產業鏈的生產、批發和流通環
節來看，儘管民營加油站佔據銷售終端的半壁江山，但由於
不掌握油源，難以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從一開始就處於劣
勢地位。
有關專家呼籲，為促使民營加油站跳出 「油荒」怪
圈，應開放原油進口權限，同時打破壟斷企業對上游資源的
壟斷，力促市場競爭主體多元化。捨此，別無坦途。

怎樣跳出 「油荒」 怪圈
兩巨頭為何至今才 「出手」

記者採訪瞭解到，為緩解目前出現
的 「油荒」，中石油和中石化正積極籌措柴
油資源，以穩定供應秩序。中石油 10 月份
已陸續向四川、內蒙古、新疆等資源緊張地
區調入成品油 146 萬噸，近日最新一批 4 萬
噸進口柴油已投放市場。中石化加油站 10
月份日均零售量達到創歷史新高的 28.4 萬
噸，且目前公司煉油能力已全部開滿。
儘管目前中石油和中石化採取了一
些彌補措施，但接受採訪的消費者卻紛紛提
出質疑：為什麼要等到民營加油站斷供、限
購時，兩大巨頭才 「出手」相助，事前為何
沒有預防？沒油可加對消費者造成的損失，
由誰來承擔責任？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表
示，近年來頻頻爆發 「油荒」，無不與成
品油調價相關。在政府定價下，調價屢屢
和國際市場環境背離，加之調價依據不透
明、消費者缺乏知情權等，說明中國目前

公安部破獲首例通過網絡交友平台吸販毒大案

聊天室裡挖出上萬癮君子

近日，公安部指揮全國公安機關開展統一行
動，成功破獲全國首例特大網絡吸販毒案，查獲違法涉
毒犯罪嫌疑人 10430 名，繳獲毒品 173.3 千克。
「該案涉及全國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是全國
首例利用互聯網視頻交友平台進行涉毒違法犯罪活動的
新類型毒品案件。」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
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長劉躍進說。
通過視頻吸販毒 涉及 31 個省區市
今年 3 月，甘肅省蘭州市公安局緝毒支隊破獲了
一起販毒案件，犯罪嫌疑人供述了通過網絡視頻網站進
行涉毒活動的情況。
同時，陝西省西安市公安局緝毒支隊根據群眾
舉報，深入開展偵查，掌握了大量在視頻網站進行吸販
毒活動的線索和證據。由此，一個特大網絡吸販毒案件
開始從虛擬世界浮出水面。
甘肅、陝西警方立即將此情況向公安部禁毒局
匯報，公安部敏銳意識到，這是一起性質惡劣、涉及面
廣、危害很大的新類型毒品案件。4 月，公安部禁毒局決
定將該案確立為督辦案件深入偵查，同時要求兩省警方
固定好網絡證據。
在公安部禁毒局的部署下，甘肅省專案組在網
絡視頻網站排查涉毒人員 133 名，涉及全國 58 個大中城
市。
陝西省專案組查明涉毒人員 615 名，並固定絕大
多數涉案人員在線吸毒的影像資料。據兩省初步掌握的
涉毒人員達 700 餘名，遍及全國 29 個省區市。
案情重大，公安部領導高度重視，要求週密偵查，固定證
據，統一指揮協調，加強警務合作，確保打擊成功。
8 月 24 日，公安部禁毒局、網絡安全保衛局組成專案組奔
赴浙江，在視頻聊天網站所在地浙江金華成立專案前線指揮部，約
談網站有關負責人，組織人員實施監控，發現涉毒 ID1236 個。
偵查發現，在視頻聊天網站上進行涉毒活動的人員涉及全
國 31 個省區市。
8 月 31 日，公安部在北京召開 「8‧31」特大網絡吸販毒案
全國統一行動部署會議，向各省區市公安機關下發了涉案人員線
索，正式啟動專案行動。
9 月 2 日零時，在公安部統一部署下，全國公安禁毒、網安
等部門打響了 「8‧31」專案偵查和抓捕戰役。一場禁毒大會戰在全
國打響。
數千萬註冊用戶
鎖定嫌犯遇困難
克服重重困難揭開 「網絡毒禍」神秘面紗要揭開 「網絡毒
禍」的神秘面紗並不容易，辦案面臨發現難、取證難、落地難、處
理難等諸多問題。
涉案的網絡視頻網站目前註冊用戶達數千萬，平時在線人
數幾十萬人，開設有 3000 多個 「房間」，設有可容納 10 人至 500 人
不等的大小 「十人房」 「百人房」，吸毒活動主要集中在涉毒人員
申請開設的 「十人房」中，部分 「百人房」也存在吸毒問題。
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副局長顧堅告訴記者： 「涉毒人員
主要集中在 21 時至次日 4 時進行活動，涉毒的 『十人房』隱蔽性很
強， 『房主』對房間設置訪問權限，外人無法進入，加入房間必須
經過熟人引薦，且需要通過視頻表演吸毒行為進行認證後才能進
入。」
在專案組提供的視頻錄像中，一群群男女在電腦攝像頭前
吸食毒品，伴隨網站播放的音樂節奏，呈現吸食合成毒品後特有的
亢奮狀態，場面觸目驚心。有的甚至還在網站上公然商談毒品交

易。

「如何在浩如煙海的網絡虛擬世界中發現、查實涉毒人
員，這個難度很大。」公安部禁毒局緝毒行動處處長蘭衛紅說，上
網信息存儲在網站、私人電腦中，網上活動隱蔽，下網後查找困
難，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進行篩選、鎖定嫌疑人，是公安機關面臨
的一大難題。
「這一過程複雜繁瑣，工作量巨大，網上涉毒證據不易固
定，落地查人後確定吸毒人員、查實吸毒行為也比較難，查證不了
就難以採取強制措施、依法收戒。」辦案人員表示。
無錫 200 名民警蹲守
打掉 4 層吸販毒網絡
相對於傳統犯罪形式，利用網絡平台進行涉毒違法犯罪是
一種全新的犯罪手段，網絡技術上的壁壘和不斷翻新的犯罪手段使
監管受到嚴峻的考驗，有關部門缺乏足夠的技術力量和相應的管理
措施來全面監管，公安機關也難以對其進行徹底有效的打擊。
「蹲守」，是參與抓捕的民警向記者提到最多的詞。9 月 1
日無錫市 200 名民警從 20 時開始全部到位蹲守。2 日零時抓捕命令下
達後，無錫警方 1 小時內抓獲了 15 名嫌疑人。至清晨 5 時，無錫警方
根據一名嫌疑人的交代，現場訊問，循線深挖，共打掉了一個 4 層吸
販毒網絡……
雖然困難重重，但是各地公安機關的行動在公安部的統一
指揮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網絡毒禍」的神秘面紗被慢慢揭開
……
在該案的偵辦過程中，全國公安機關共查獲涉毒違法犯罪
嫌疑人員 12125 名；破獲制販毒案件 496 起；打掉制販毒團伙 144
個、吸毒窩點 340 個、製毒工廠（點）22 個；抓獲網上在逃人員 136
名，繳獲毒品 308.3 千克，查獲槍支 34 支、子彈 355 發。
區域警務通力協作
涉毒人員無處遁形
毒品案件幾乎都是跨區域案件，這就需要涉案地公安機關
的互相協作。從現實空間轉移到網絡虛擬空間，使抓捕行動要多警

種配合才能達到最大的效果。在此次全國禁毒大會戰
中，區域警務協作機制發揮了重大作用。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禁毒部門牢固樹立一點
突破、上下延伸、一網打盡的偵查思路，堅持抓上
線、控源頭、打團伙、收網絡，把打擊重點對準制販
毒嫌疑人員、幕後組織者、吸販毒團伙和網絡。抓
獲、查獲的涉案人員立即開展訊問，第一時間挖出更
多線索，擴大戰果。
「此次行動由公安部統一指揮全國公安機
關，調動各警種協同作戰，向各地警方提供嫌疑人信
息，全國 『一盤棋』使基層民警辦案有的放矢。」上
海市公安局盧灣分局禁毒支隊副支隊長張謹向記者坦
言。
各地組織禁毒、網安、刑偵、治安等警種協
同作戰，全國 「一盤棋」使統一抓捕行動最終取得了
勝利戰果。 「8‧31」案件雖然已經成功破獲，但網絡
涉毒這一現象還是引發了不少憂思。
新型網絡涉毒犯罪
嫌犯大多為青少年
違法人員盯上網絡，一個重要原因是現實社
會的涉毒犯罪受到警方嚴厲打擊，於是選擇到成本
低、隱蔽性較強的網絡上從事違法犯罪活動。這一毒
品犯罪的新趨勢，為今後禁毒工作提供了新方向。
這起案件中，涉案人員吸食的主要是合成毒
品——冰毒。合成毒品近 20 年才開始在中國出現並氾
濫，很多群眾對合成毒品的成癮性和社會危害缺乏瞭
解。
據瞭解，此案涉及的犯罪嫌疑人大多為青少年。對此，公
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堅持寬嚴相濟、教育挽救與打擊懲處相結合
的原則，對抓獲的吸毒人員區別對待、分類處置。
對被教唆引誘而偶染毒品尚未成癮的人員，特別是不滿 18
歲的青少年以及在校學生，依據相關法律規定不予處罰，經批評教
育後通知家長領回，以家庭為主進行教育。對制販毒和利用便利條
件引誘他人犯罪的不法分子以及幕後組織者、吸販毒團伙骨幹，要
予以堅決打擊。
「一些青少年存在 『嘗一嘗無所謂』的錯誤態度，認為偶
爾 『玩一玩』不會上癮，很刺激，可以釋放壓力，有的甚至覺得吸
食冰毒很酷，有的還用冰毒來減肥。」中國禁毒基金會秘書長陳興
友告訴記者。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吸毒人員雖然是違法者，應受到
法律制裁，但他們又是社會不良風氣的受害者，同時又是特殊的病
人。幫助他們戒除毒癮，讓他們重新回到社會是最終目的。對涉案
青少年主要採取教育挽救的方式，使他們認清毒品的危害，同時加
大對吸販毒團伙和網絡的打擊力度。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該案的成功偵破證明，網絡空間
絕不是 「法外之地」，任何不法分子不得心存僥倖，無論網上網
下，無論如何偽裝隱蔽，衹要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公安機關就一定
能夠將其繩之以法。
此外，公安機關在偵辦案件中還遇到相關法律法規缺失等
難題。
網絡涉毒違法犯罪是新生事物，目前中國還沒有關於網絡
涉毒違法犯罪的法律規定，對於在網絡平台聚眾吸毒，公安機關衹
能依據現有法律對查實的吸販毒人員進行處理。如何進一步制定完
善有關法律法規，為嚴厲打擊網絡涉毒違法犯罪提供法律支撐，是
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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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風災義舉 自組搜救隊支援救災
搜救隊支援救災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颶風哈維重創休士頓
，造成災區淹水情形嚴重，華人社區團結一心，發揮大
愛，自組救難隊，由德州船友會，人稱 「廖船長」的廖
躍清領軍，深入災區搜救，救出無數受困居民，義舉令
人感佩。
「風災無情，人間有愛」，這次風災除休士頓軍警
積極盡全力搜救，主流及華裔社區也有民間團體自組救
難隊，幫助受困洪患的災民脫困，可為風災見證人間溫
情。
說起自組救難隊初衷，廖躍清說，當初沒想那麼多
，就在群裡發消息，詢問 「誰需要救助」，他只想把人
救出來，值錢東西拿出來就行。之後華人都救援出來後
，身旁也有很多其他族裔等待救援，大家就互相幫忙。
身為救難志工，孫緒金說自己就是跟著廖船長出去
，也沒有想別的，看到他們(災民)都困在家裡，沒水沒
電，心情也特別激動想把他們救出來，不顧一切， 「有
一個救一個」。他說，在高水位區域 Memorial 地區救出
了很多，有廖船長的帶領，心情更加有力量。另一名志
工趙軍民也說，做善事不落人後，即使危險，但妻子跟
兒女都很支持。
身為救難隊中唯一女性人員，休士頓西南保安公司

負責人劉三姐說，當時都跟著船長跑，大家平時都愛做
一點好事，遇到這情況更加需要幫助更多的人。劉三姐
回憶，旁邊呼救的人很多，各個族裔的人都有，他們原
則最主要先救孕婦、老人及殘疾人。
廖躍清說，這次加入救災一共三天，第一天在醫學
中心，第二天前往 Memorial、Katy，第三天則轉戰 Sugar Land 和 Missouri City，後來天氣放晴，救災工作也就
結束。他強調，大家都發揮愛心，從救難志工人數就可
看出，第一天僅四人，但第二天將近 20 人，之後越來越
多人加入， 「救人的比被救的多」，大家踴躍投入救災
，非常感動。
這次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也登高一呼於美南國
際貿易中心成立 「國際區救災中心」，希望能協助賑災
，許多人也投入心力，旗袍協會會長胡蓉慷慨解囊，捐
贈價值約 3000 元的物資，由公司員工思揚與嚴莉夫妻代
表捐贈，另外她也捐贈 2000 元給中國人活動中心，愛心
不落人後。
儘管哈維已離境，休士頓居民鬆了一口氣，但日後
災區重建困難度增大，成了日後重要議題，還可望大家
發揮愛心，一同度過難關。

帶領救災的廖躍清((右)等人接受訪問
帶領救災的廖躍清
等人接受訪問。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國際區救災中心成立 協助救災提供收容服務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協助社區賑災，共體時艱，
在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西南區區長李雄、中華總商會會長
孫鐵漢一致倡議決定下，29 日宣布成立 「國際區救災中心」，地
點位於美南新聞大樓旁的國際貿易中心(ITC)，該中心為因洪水
撤離的同胞提供食物及臨時收容服務。李蔚華與 ITC 執行長鄧潤
京 也 在 馬 健 主 持 訪 問 下 ， 在 現 場 面 對 面 節 目 「Houston, Stay
Strong」談論這次風災，並提供救災資訊。
這次哈維重創休士頓，造成各地水患災情慘重，李蔚華於節
目上表示，災後重建工作馬上就要開始，聯邦急難管理局(FE-

MA)積極救災，協助安置，FEMA 也將計劃在
思揚((左)與嚴莉
思揚
與嚴莉((右)夫婦代表捐助物資
夫婦代表捐助物資。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設立辦公室，他會爭取設置在國際貿易
中心，直接幫助受災戶，華人應該多加利用。
李蔚華也呼籲各社團負責人發動志工參與，大
中心二樓使用的是鋼架結構，若再遇強風暴雨，可完全抵禦風勢
家一起響應賑災；節目上也會陸續邀請專業人士談論災後重建， 和雨勢。國際區救災中心目前有水、有電供應，更重要的是有廁
尤其是保險資訊。
所可供使用，也提供飲用水及食品，附近的餐廳正常開門營業，
大災當前，國際區發揮大愛，熱情伸出援手。國際區救災中 可有不同風味餐飲供選擇。
心所在位置適中，門前的百利大道(Bellaire Blvd)此次沒受到淹水
馬健於節目上表示，這次風災雖然無情，但華人社區團結一
所苦。戶外交通燈正常運作，樓下停車場寬敞，夜晚路燈明亮。 致，許多商店冒風雨開門營業，有華人商家業主也提供熱食給災
民，華人更自組救難隊，前往災區救災，
大家團結一心。
節目上，鄧潤京也呼籲，風災期間，
資訊繁雜，裡頭夾雜一些錯誤資訊，更有
人趁火打劫，糖城地區也有人佯裝警察，
呼籲在這種時候，警察已疲於奔命，絕不
會無故登門拜訪， 「切勿隨便開門」。
美南國際電視台 STV15.3 也會持續請
不同領域專家上節目，與民眾分享保險、
修理電路、屋頂、商家災後申請款項最新
資訊。
國際區救災中心聯繫方式：地點：
11110 Bellaire Blvd. 2nd Floor, Houston,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前左六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
前左六))率眾成立國際區救災中心
率眾成立國際區救災中心，
，募得大批救援物
ITC 執行長鄧潤京
執行長鄧潤京((左起
左起))、國際區區長李蔚華與主持人馬健於節目上談論
TX 77072，電話：832-448-0190 (中心電
資。(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災後重建。
災後重建
。(節目截圖
節目截圖))
話)及 832-213-6513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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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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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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usive State Once Again Threatens Region's Stability

North Korea Fires Missile Directly Over Japa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t the Pentagon.
North Korea’s recent missile tests had been carefully
calibrated to go nearly straight up and land in the sea
betwee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rather than
overflying Japan.
“North Korean missiles have a habit of breaking apart
in flight, so if this happened and parts of it landed in
Japan, even if it was not North Korea’s intention, this
would amount to a de facto attack on Japan,” Denmark sai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called
for an “overwhelming show of force” in
response to the missile launch by North
Korea.

A man in Seoul watches a TV screen showing file footage of a North Korean missile
launch. (Photo: AP)
North Korea fired a missile that flew over Japan early
on Tuesday morning, South Korean and Japanese officials said, marking a sharp escalation of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missile flew over the northern island of Hokkaido and landed harmlessly in the sea, after a flight of
nearly 1,700 miles.
The test, which experts said appeared to have been a
recently developed intermediate-range Hwasong-12
missile, came as US and South Korean forces conduct annual military drills on the peninsula, against
which North Korea strenuously objects.
The missile test was also a direct challenge to U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peaking to reporter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Just last week, at a political
rally in Arizona, Trump suggested that his threat to
rain down “fire and fury” on North Korea if it endangered the US was beginning to bear fruit.
North Korea has conducted dozens of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under young leader Kim Jong-un, the most
recent on Saturday, but firing projectiles over mainland Japan is rare.
“North Korea’s reckless action is an unprecedented,
serious and a grave threat to our natio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old reporters.
Abe said that he spoke to Trump on Tuesday and they
agreed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rump
also said that the US was “100 percent with Japan”,
Abe told reporters.
The missile was in flight for about 14 minutes, Japan’s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said at
an emergency press conference. “There is no immediate report of the fallen objects and no damage to the
ships and aircraft,” he added.
In Seoul,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a liberal who has promoted engagement with Pyongyang,
called for an “overwhelming show of force” in response to the missile launch.
The White House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the
latest provocation, but analysts said that it marked a
worrying escalation.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ked for a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to discuss the test,
diplomats said. A meeting of the 15-member Security
Council would be held later on Tuesday, they said.
Analysts believe that Tuesday’s launch shows a new
level of confidence from the North Koreans.
“This is a much more dangerous style of test,” said
Abraham Denmark, director of the Asia program at
the Wilson Center and a former top East Asia official

This missile appeared to have broken into three
during flight, but all of the parts landed in the sea.
North Korea has sent rockets over Japan before, in
1998 and again in 2009. But both times it claimed
that they were satellite launches, and in the second
case, it gave Japan notice before the launch.
This time, there was no notice, and analysts said that
this launch was clearly for military purposes.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and ships headed to the
landing site on Tuesday morning to try to recover
debris from the missile, which could yield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its technical capabilities.
In Washington, the Pentagon confirmed the missile
flew over Japan but said it did not pose a threat to
North America and that it was gathering further informatio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said
that China, North Korea’s main ally and trading partner, needed to do more.

Australian radio. “They have condemned these missiles tests like everyone else but with unique leverage
comes unique responsibility.”

Emergency Alerts
Japan’s upgraded missile response system swung into
action, sending emergency alerts through cell phones
and over loudspeakers shortly after 6 am, warning
people on the potential flight path of the threat and
advising them to take cover.
“We were awoken by sirens and messages from the
government telling us to take cover,” one local resident told CNN.
“I was woken by the missile alert on my cell phone,”
said Ayaka Nishijima, an office worker from Morioka, the capital of Iwate prefecture, 300 km (180
miles) south of Cape Erimo.
“I didn’t feel prepared at all. Even if we get these
alerts there’s nowhere to run. It’s not like we have a
basement or bomb shelter, all we can do is get away
from the window,” she told Reuters by text message.
The first message came in at 6:02 am Japan time:
“Missile launched. missile launched. It seems that the
missile has been launched from North Korea. Please
evacuate to building with strong structure or go to the
basement.”
The second alert came in about 12 minutes later:
“Missile passed. Missile passed. A minute ago, the
missile seems to have pass the airspace of this area.
If you find anything suspicious, please don’t come
close to it, report to the police and firefighter directly.”

Japanese citizens watch the path of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over their country.
However, the Japanese military did not attempt to
intercept the missile.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that
this was because it could tell the missile was heading
into the sea, rather than toward Japanese territory.

Dialogue Prospects?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said that China, North Korea’s main
ally and trading partner, needed to do more
in response to the missile launch.
“China has to ratchet up the pressure,” Turnbull tol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ppeared to
make a peace overture to North Korea last week, welcoming what he called the restraint Pyongyang had
shown by not conducting any tests since July.
Some experts said that Kim was trying to pressure
Washingto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with its latest
test.
“(North Korea) think that by exhibiting their capability, the path to dialogue will open,” Masao Okonogi,
professor emeritus at Japan’s Keio University, said
by phone from Seoul.
“That logic, however, is not understoo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it’s not easy,” he said. (Courtesy http://
sino-us.com/)

China Confirms India's Withdrawal
Of Troops From Dong La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In July 2006, a Chinese and an Indian soldier place a barbed wire fence at a border crossing
after a meeting between leader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Photo: AFP/Getty Images
China said yesterday that it was “pleased” India had
agreed to withdraw troops from a border area in the
Himalayas following a military stand-off lasting
more than two month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Chinese personnel completed an on-site check
around 2:30pm and verified that Indian troops and
equipment had pulled back in the morning from the
Dong Lang area.
India’s foreign ministry announced earlier an “expeditious disengagement” in the area after reaching an
“understanding” with China on a confrontation.
“I am pleased to confirm that trespassing Indian personnel have all pulled back to the Indian side of the
boundary,” Hua told a regular news briefing in Beijing. “Chinese troops continue to patrol on the Chi-

nese side of the boundary.”
The decision comes ahead of a summit of the BRICS
nations - a grouping that also includes Brazil,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 in China beginning on Sunday,
which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is expected to attend.
India and Chinese troops have been confronting each
other at the Dong Lang area near the borders of India,
its ally Bhutan, and China, in the most serious and
prolonged standoff in decades along their disputed
Himalayan border.
On June 18, more than 270 armed Indian troops with
two bulldozers crossed the boundary in the Sikkim
sector and advanced more than 100 meters into Chinese territory to obstruct routine road construction in
the Dong Lang area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t was not clear from the
countries’ public statements whether Beijing
had offered any concessions in return for the Indian withdrawal, such as
agreeing to halt construction of the road.
The Indian ministry said
the two sides had agreed
to defuse the crisis following diplomatic talks.
Hua said that China has
lodged representations to
India through diplomatic
means on multiple instances. It has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urged India to immediately withdraw its border Location of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troops to the Indian side
dia and expects it to respect boundary treaties and baof the boundary.
Meanwhile, Chinese troops have taken effective 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o work with
measures to safeguard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China to safe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border
area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and lawful interests, she said.
“The Chinese frontier defense force will continue to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patrol and garrison in the Dong Lang area,” Hua said. “We will,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The situation at the spot has changed, and China will uphold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border areas with Inadjust and deplo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dia,” Hua said. (Courtesy http://sino-us.com/)
Hua said China will “exercise its sovereign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treaty and guard it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China maintains that the area in question was listed
as on its side of the border under the 1890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Concerning
Sikkim and Tibet.”
The agreement was inherited by India after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s independence and has been repeatedly confirmed in writing by successive governAn Indian patrol near the line of actual conments of the country.
Hua said China has “neighborly friendship” with In- trol in Ladakh.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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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水災後保險理賠注意事項
楊德清

2017 年 8 月 25 日著陸的颱
風 Harvey 給無數的家庭，業主
造成了財產損失，以下幾條信
息，是安穩保險代理公司提醒
您的理賠注意事項：
1. 可以採取措施 但不要先修復
若災害持續發生，又遇上
非營業時間，保險公司電話打
不通，可以採取措施避免損失
的進一步擴大，但是不能先修
理，再理賠，這樣保險公司沒
辦法估計損失的大小。比如屋
頂漏雨，可以臨時覆蓋一下，
淹水的話可以增加室內通風，
讓盡快乾燥。

圖與文
圖文：
秦鴻鈞

2. 車輛淹水理賠
車輛若是全保，用裡面的
綜合險可以理賠淹水損失，不
管誰的責任造成的，但需要付
自付額。但若是半保，即只有
責任險的，車子被淹就沒辦法
理賠了。
3. 理賠期限
房子，車保險通常以災害
發生時間為準，只要是發生在
保單生效期限之內，事後也可
以理賠，即便理賠時已經過了
保單有效期。所以電話打不通
就不用著急，慢慢打。
4. 第三方包商幫忙理賠修復的

利弊
有屋頂公司或裝修公司會提供
免費估價，免費幫忙申請理賠
，直到修復，一條龍服務。優
點是省事省時間，缺點是需要
簽約，要付自付額的部分，若
包商說不需付自付額，那就是
違法的，是違反保險條約的行
為。另一個需要注意服務質量
，一旦簽約，理賠所得直接付
給包商，保戶就失去了資金的
運用權。保戶若自己處理理賠
，得到錢後再尋找僱傭包商，
比較主動，且有可能省下自付
額部分.
5. 洪水險理賠須知
(1). 損失若是由地面水位
升高造成的，則需要由洪水險
理賠，若僅買了房主保險，就
不能理賠。洪水險也分房子建
築和個人物品兩部分，有保的
才能理賠，還要受自付額的限
制
(2). 理賠直接打電話給保
單上保險公司的電話，若打給
保險代理，也只是協助你傳話
，有可能會拖延理賠。現在颱
風過後理賠電話比較多，保險
公司電話也不好打通，可以填
損失通知表，email ，fax 給保
險公司也一樣可以受理，甚至

會更快，更節省時間，
這個表格如下：
http://mckeerisk.com/
_files/Acord_Property.pdf
，請看附文圖片
保險公司的聯繫方式在
保單上或他們網站上都
有
(3). 出租房與自住房，公
寓與獨立屋保法不一樣
，要看保單上的條款有
無理賠
6. 房屋險理賠須知
保險是看因什麼原因造成
的損失，若是因為刮風，下雨
，冰雹，閃電雷擊等造成的損
失可以通過房子保險理賠，由
此而產生的一系列損失都可以
理賠，比如漏水造成地板損壞
，短路造成火災等，都屬於可
理賠的損失。同樣的損失，比
如地板泡水，若是地面水位上
漲造成的，房子保險就不管了
，就屬於洪水險所管的範圍。
7. 小額理賠注意事項
若損失不大，建議先請包
商估計一下修復費用，再決定
是否理賠，若不超過自付額，
就不必要理賠了，這樣拿不到
錢，還有個理賠記錄在，記錄
保留 3- 5 年，會影響未來保費

。
8. 房屋無法居住保項
房 屋 保 險 裡 有 一 條 是 loss
of use,無法居住，若房子現在
因受災無法居住，這條允許你
去租房子，但有限額，有
1-10% 的房子被保值，看一下
保單，別花超了，事後可以報
銷的。若僅因為淹水造成的不
能居住，房子保險不予報銷，
屬洪水險保的範疇。
9. 關於 9 月 1 號理賠期限的傳
言
現在大家在轉發這樣一條信息
：
"轉發：請家中因洪水財產
損失的朋友，抓緊評估並迅速
申報保險賠償。德州議會去年
通過了新法案將使受災者更難

獲得保險理賠。這個新法案 9
月 1 日生效。請大家互相轉告
。抓緊在舊法案到期日前理賠
。 https://www.facebook.com/
ron.reynolds.315/posts/
10155339165683445"
請大家注意，這條立法即
便通過，也不限制保險理賠，
只是說對保險欺詐行為會不利
，若你有有效保險，不用擔心
，理賠不會受 9 月 1 號的限制的
。
10. 信息越全越好
遭受損失的個人物品，若
能有發票，請一起發給保險公
司。這樣會縮短理賠估價的時
間。
其他問題請聯繫安穩保險
電話 713-952-5031

「金冠海鮮酒家」 昨晚以美食招待 「華人自願者救援隊」 成員

「金冠海鮮酒家」 馮老闆（右
圖右四）被這次自動自發，出錢出
力，奉獻時間與體力，在哈維颶風
重創休市期間，奉獻三天時間與惡
水搏鬥，救出上百戶中外家庭的
「華人自願者救援隊」 之義舉所感
動，昨晚以二桌豐盛佳餚招待這次
水災的英雄們廖船長（右圖左四）
等英雄們：（右圖右起)高緒春、孫
鐵漢、李蔚華董事長、 「金冠」 Brian 馮老闆、廖船長、孫緒金、劉三
姐、趙軍民，以及 「金冠」 William
伍經理（左圖右四）與美南電視主
持人鄧潤京（左圖右一）等人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