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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一向嚴重分裂的美國一向嚴重分裂的美國
眾議院昨日卻表現出罕見的團結眾議院昨日卻表現出罕見的團結，，在在
表決中幾近無異議的通過對哈維颶風表決中幾近無異議的通過對哈維颶風
(Hurricane Harvey)(Hurricane Harvey)受災者提供受災者提供7878億億
50005000萬美元的緊急援助萬美元的緊急援助。。

法新社報導法新社報導，，眾議院是以眾議院是以419419票票
對對33票支持提供這項援助票支持提供這項援助。。這筆經費這筆經費
大多數是撥給美國聯邦緊急事故管理大多數是撥給美國聯邦緊急事故管理
總署總署(FEMA)(FEMA)。。

眾院也通過眾院也通過44億億50005000萬美元災害萬美元災害
貸款貸款，，以協助小型企業重新站穩腳跟以協助小型企業重新站穩腳跟
。。預計參議院未來數日內也將就此案預計參議院未來數日內也將就此案
進行表決進行表決。。

而哈維前腳才剛走而哈維前腳才剛走，，緊接著來臨緊接著來臨
的艾瑪颶風的艾瑪颶風(Irma)(Irma)現以時速最高將近現以時速最高將近
300300公里前往佛羅裡達州公里前往佛羅裡達州，，佛州官員佛州官員
下令潛在受災區的民眾撤離下令潛在受災區的民眾撤離。。

艾瑪已經重創加勒比海上的島國艾瑪已經重創加勒比海上的島國

，，並侵襲美屬維京群島和波多黎各地並侵襲美屬維京群島和波多黎各地
東北岸東北岸，，佛州州長瑞克‧史考特佛州州長瑞克‧史考特
(Rick Scott)(Rick Scott)因此召集因此召集77,,000000多名國民多名國民
衛隊衛隊，，並要求美國總統川普並要求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Donald
Trump)Trump)宣布佛州進入緊急狀態宣布佛州進入緊急狀態、、釋放釋放
撤離和啟用防洪設施的聯邦資金撤離和啟用防洪設施的聯邦資金。。

氣像模擬預測艾爾瑪颶風將在周氣像模擬預測艾爾瑪颶風將在周
六或週日抵達佛州六或週日抵達佛州，，但不確定屆時颶但不確定屆時颶
風的強度風的強度。。

美眾院通過美眾院通過7878..55億億哈維緊急援助哈維緊急援助 艾瑪艾瑪逼近佛州逼近佛州急撤離急撤離

眾議院預計撥經費給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眾議院預計撥經費給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FEMAFEMA。。 ((路透社路透社))



AA22全球摘要2
星期四 2017年9月7日 Thursday, September 7, 2017

（綜合報導）北韓周日進行了第6次核試，試爆
了威力驚人的氫彈也成為北韓目前威力最強的一次核
試，震驚各國，根據最新衛星圖片顯示，北韓豐溪里
核試驗場的地貌因核試引發的強烈地震有明顯的改變
，多處出現了土石流、山崩等現象，專家也表示，這
樣的劇烈改變是以往核試都沒有看過的。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韓美研究所與專門研究北
韓動向的媒組織 「北緯38度」 」 （38 North）5日公
布了北韓3日試爆氫彈前後的衛星照，最新照片是在
4日用商用衛星拍下，和1日在核試前拍下的衛星圖
相比，可以發現北韓豐溪里核試驗場的周圍的地貌出

現明顯變化，原本綠油油一片樹木的山區，變成了許
多大面積光禿禿的一片礫石，不少區域也出現了土石
流的狀況。

北韓這次核試爆引發的人為地震第一時震驚全球
，當下個政府便以此為據推測北韓再次進行了核試爆
，地震也從一開始的芮氏規模5.2上修為6.3， 「北緯
38度」 分析這次北韓核試的爆炸威力達到氫彈級別的
至少100千噸爆炸當量，從原先日本政府估計的70千
噸大大提升，挪威地震研究機構 「挪威地震陣列所」
（NORSAR）也估算為120千噸，這也是1945年廣
島核爆威力的8倍。

威力驚人！北韓氫彈震壞地貌 試爆前後對照圖曝光

（綜合報導）長久以來，印度知名女記者葛莉‧
蘭克希（Gauri Lankesh）對總理莫迪掀起的印度教民
族主義風潮批評不遺餘力。據印度警方說，她5日在
西南部大城班加羅爾（Bengaluru）家門外遭槍殺身
亡，年僅55歲。

據BBC與《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6日
報導，蘭克希5日晚間開車返家，下車打開大門時，
遭數名騎摩托車的槍手開槍擊中頭部與胸部，倒在血
泊中慘死，但凶手行刺的動機不明。印度警方說，凶
手可能已盯了她好一陣子。

蘭克希去年因報導當地隸屬執政 「印度人民黨」
（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的領袖，而被判誹
謗罪，並判處6個月徒刑。後來她交保獲釋，但就在
上訴期間，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她是近年遇害的印度
新聞從業人員中最知名的一位，許多當地民眾暱稱她
為葛莉。她直言不諱，經常批評右派的印度民族主義

者，甚至執政黨成員。
蘭克希曾任職《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後來與兄弟英卓吉特（Indrajit）共同經營父親創
立的獨立報紙《蘭克希周報》（Lankesh Patrike）。
離開家族報紙後，她便轉戰各刊物，甚至曾自創《葛
莉蘭克希周報》（Gauri Lankesh Patrike）。

活躍分子說，愈來愈多印度記者已成為激進印度
民族主義者的目標。

近年來，只要是被認為批評印度民族主義者的記
者，就會遭網民在社群媒體上痛罵，並猛力圍剿。甚
至有許多女記者被威脅，會遭到強暴與攻擊。

此外，隸屬印度執政 「印度人民黨」 的各部長也
都曾公開痛批記者，以諸如 「媒妓」 （presstitute）
，也就是媒體+妓女（press and prostitute）等侮辱
性字眼來稱呼他們。

印度女記者敢言
長年批評總理莫迪 家門前遭槍擊慘死

（綜合報導）儘管國會民主、共和兩黨不少議員反對，司法部長塞辛斯5日仍宣布
，終止由前總統歐巴馬於2012年簽署的DACA(童年抵美暫緩遣返計畫，Deferred Ac-
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行政命令，引起反對聲浪，全美目前估計有16名州檢察官
的行列，在紐約東區聯邦法院中對川普政府終止DACA的決定提出控告。

川普政府於5日宣布，將終止暫緩遣返非法移民的 「DACA計畫」 數十萬受到計畫
保護的移民 「夢想者」 （Dreamers）可能將面臨被遣返、失去身分的命運，包含紐約
、華盛頓、康州 、德拉瓦、華府特區、夏威夷、伊利諾、愛荷華、新墨西哥、北卡洛
萊納、奧瑞岡、賓州、羅德島、佛蒙特、維吉尼亞、麻州等州的總檢察官都將聯合控
告，意圖阻止川普政府撤銷讓全美80萬無證青年合法工作。

（綜合報導）朝鮮半島危機升溫
，南韓國防部7日淩晨，將部署剩下
的4輛薩德發射車。大陸外交部6日
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耿爽重申中方
堅決反對薩德部署的立場。

耿爽表示，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
，非但解決不了有關國家的安全關切
，只會嚴重破壞地區的戰略平衡，損
害包括中國在內的本地區國家的戰略
安全利益，加劇半島的緊張和對立。

另一方面，俄羅斯第 3
屆東方經濟論壇，6日起在海參崴舉
行，東道主俄總統普丁與南韓總統文
在寅和日相安倍晉三，已分別舉行領
導人會談，就促使北韓放棄核武與彈

道飛彈協商對策。
普丁6日與文在寅會談，宣布就

儘快解決朝核問題達成共識，但雙方
對進一步制裁北韓的立場大相逕庭。

南韓青瓦臺指出，文在寅要求俄方中
斷對北韓原油供應以向平壤施壓，但
普丁不同意，稱此舉將殃及平民，且
俄對北韓供油不多、難以產生實效。

16州總檢察官提告 阻川普終止DACA

南韓再部署薩德 陸批對立加劇



AA33全球摘要3
星期四 2017年9月7日 Thursday, September 7, 2017

（綜合報導）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下周將舉辦
大規模軍演 「西方」 (Zapad)，但只准3名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NATO)的專家參觀，北約秘書長延
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批評這違反維
也納軍事互信機制。

北約指控兩俄這樣未盡其國際義務，史托騰
伯格說維也納機制准許各國觀察軍演的簡報和進
度、和個別士兵談話、飛越軍演上空等。他呼籲
俄羅斯遵照維也納機制，以減少誤會和意外的發
生機率。

維也納機制規定軍演若規模超過1.3萬名士
兵，應該事先通知其他各國、並允許他國派員參

觀。將在9月14到20日在白俄羅斯和俄羅斯西
部舉辦的軍演，宣稱只有12.7萬士兵參加，但
北約認為人數不僅如此。愛沙尼亞認為參加這次
軍演的俄羅斯士兵高達10萬人，總理尤里·拉塔
斯(Juri Ratas)表示，這起軍演的性質和缺乏透明
度令人感到憂心，將密切觀察。

外界推測俄羅斯可能會利用這次軍演將軍隊
設備永久性的移到白俄羅斯，甚至對北約成員國
發動攻擊，但俄羅斯強烈否認，表示外界對這次
軍演的擔憂毫無根據，這軍演單純為了防禦和對
付潛在恐怖威脅。

俄超大軍演只准3專家參觀 北約控違約

（綜合報導）北韓6度核試，聯合國可能
祭出新制裁的最主要選項是石油禁運。學者分
析，這麼做將對北韓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但
削弱武器計畫作用有限，而且恐怕對北韓危機
火上加油。

北韓唯一盟友中國大陸是否願意在安理會
支持石油禁運是未知數，如何執行也是問題。
北韓不論軍民都依賴進口燃料，目前最大的貿
易夥伴是中國大陸，占對外商業往來約90%，
但中國海關自2014年起就不再公布出口北韓原
油的數據。

美國能源情報署（EIA）估計，平壤每日約
進口1萬桶原油，幾乎全數來自中國大陸。智
庫鸚鵡螺安全與永續發展研究所（Nautilus In-
stitute）報告指出，禁止供油將對一般北韓百
姓造成很大影響。

報告作者海斯和范希普爾寫道： 「民眾出
門無法搭車得靠走路，巴士只能用推的而非乘
坐。由於煤油量減少，家家戶戶將較少點燈」
。2名作者警告，禁令將導致 「更多森林遭砍
伐」 ，因為人們被迫砍樹生產木炭，在這個原
本就貧窮的國家造成 「更多環境破壞、洪水和
饑荒」 。然而他們說，平壤奉行軍事優先政策
，限制供油給一般百姓，軍隊或飛彈和核武發
展 「幾無或沒有立即影響」 。

前南韓駐聯合國大使吳浚說，暫停進口石
油對北韓是 「致命」 之舉。他說： 「但要中國
同意並不容易」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王棟表示，石油禁運勢必會激怒北韓。他說：
「如果中國切斷供油，北韓可能會非常激烈反

抗。朝鮮半島情勢也將急劇惡化」 。

主要制裁選項 「石油禁運」
學者憂北韓危機火上加油

（綜合報導）這幾年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
戰火烽煙，導致大量難民從非洲、中東逃往歐洲
，位於歐盟外圍的各個東歐、南歐國家首當其衝
，部分國家十分抗拒接納難民，然而對這些國家
而言有個壞消息，歐洲法院最新判決，認定歐盟
的難民分配制度合法，這些國家恐將被迫接納難
民入境。

德國之聲6日報導指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兩國早先曾發起訴訟，試圖推翻歐盟內的難民分
配制度。而本週三，歐洲法院作出了裁決，認為
分配難民的制度合法，駁回了兩國的訴訟；若拒
不執行，將面臨高額罰款。

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歐盟難民分配機制是
為希臘、義大利等位於外部邊境之成員國有效減
負的手段；各成員國議會不需要再為該機制制訂
專門的法律，歐盟《里斯本條約》已經授權歐盟
機構 「採取一切必要的臨時性措施，以便迅速有
效地對難民湧入造成的危機作出反應」 。

在歐洲法院作出判決後，匈牙利、斯洛伐克
等國必須執行難民分配機制；否則，歐盟委員會
就能夠依法對其進行違約訴訟，屆時匈牙利等國
可能面臨高額罰款。

今年 7月底，歐洲法院佐審官博特(Yves
Bot)已經在意見書中建議，駁回匈牙利以及斯洛
伐克的訴訟。兩國認為，2015年9月歐盟理事
會作出的分配難民的決定，在程式上不合法；在
庭審中，兩國律師還指出，作為一項干涉到成員
國主權的決定，不能僅僅以多數贊成的方式通過
，而必須要以全票贊成的方式才行。

不過，根據《里斯本條約》，今後歐盟也可
以多數表決的方式通過某項決定。此次佐審官的
意見書中強調，歐盟理事會的決定完全合規。在
歐洲法院，佐審官主要任務是予以法官必要的協
助，為各個案件提供法律意見。雖然意見書對最
終的判決不具備約束力，但是這些意見依然有相
當的影響力，且在多數案件中，意見最終會被法
庭所採納。

根據這份意見書，此前在難民問題上立場強
硬的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波蘭四國必須遵
守2015年的分配難民決定，從希臘、義大利接
受轉移的難民。2015年，大多數難民都是從希
臘進入歐洲；而現在，難民危機的前線則成了義
大利。

根據兩年前的決定的新制度，抵達歐洲的難
民，將根據各成員國的人口數量以及經濟實力分
配。按照當時的計畫，應當就此分配12萬難民
，但實際依此分配的只有1.9萬。除了上述四國
，還有許多其他歐盟成員國也在難民分配問題上
百般拖延。

波蘭和匈牙利是目前歐盟內僅有的兩個未收
留一名難民的國家。斯洛伐克的立場則有所鬆動
，收留了16名難民，捷克則收留了12名。而按
照計畫中的難民分配制度，匈牙利應當接納
1294名難民，斯洛伐克應收容902人。

歐盟委員會已經對多個成員國發起了違約訴
訟，希望能迫使他們接納更多難民。2015年理
事會表決中投了反對票的羅馬尼亞現在已經轉變
了立場，接收了大約600名難民。

歐洲法院認定難民分配合法 歐盟將強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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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今年8月外貿順差55.99億美元

同比增長35.3%
綜合報導 經濟復蘇推動巴西對外貿易進壹步發展。今年8月，巴西

外貿實現順差55.99億美元，同比增長35.3%，創29年來同期新高。
據巴西發展工業、外貿和服務部（MDIC）公布的數據顯示，8月，

巴西出口額為194.75億美元，同比增長14.7%。其中，基本產品出口
同比增長24.2%，制成品出口同比增長9.7%、半制成品出口同比增長
3.4%。大宗商品中，原油、鐵礦石和大豆出口分別同比增長101.6%、
62.1%和19.7%。同時，鮮牛肉出口同比增長48.6%。

8月巴西進口額為138.76億美元，同比增長8%。其中，燃料和潤
滑油進口同比增長56.6%，機械和設備進口同比增長6.6%，中間產品
進口同比增長4.8%，消費品進口同比增長1%。

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巴西出口總額為1459.46億美元，同比
增長18.1%。進口總額為978.37億美元，同比增長7.3%。兩相比較，
巴西前8個月累計實現外貿順差為481.09億美元，高於去年同期的
323.6億美元和全年的476.9億美元。

今年以來，巴西外貿出口增加主要得益於出口數量增加和產品價格
上漲。前8個月，巴西出口貨物的數量增長4.4%，出口產品價格增長
13.6%。其中，鐵礦石和原油價格分別增長57.3%和40.9%。

對於巴西外貿的預期，金融市場預計今年該國外貿順差將達613億
美元，巴西央行預測為540億美元。而發展工業、外貿和服務部則預計
今年外貿順差為590億美元。

共享單車占道引發墨爾本民眾不滿
當局開始清理

綜合報導 自新加坡共享單車oBike
（下稱“小黃車”）登六墨爾本後，
用護的亂停亂放行為引發了壹些居民
的不滿，他們將“小黃車”描述為
“垃圾甚至視覺汗染”。墨爾本市議
會現已正式開始對非法停放的“小黃
車”進行清理，部分車輛甚至被送到
了垃圾中轉站。

墨爾本市議會工作人員已於9月1日
開始對停放在街頭的共享單車進行清理，
壹些車輛被邦上了黃色與黑色相間的斜紋
封條，封條上寫有“正在接受調查的非法
停放垃圾”（illegally dumped rubbish
under investigation）。

據悉，壹些車輛甚至已被送至位於垃
圾中轉站。oBike公司若想將這些共享單
車從垃圾中轉站贖回，需支付50澳元費
用。

事實上，共享單車公司近期遭到很多
墨爾本人的責難，他們認為該公司的“小
黃車”已成為路障。此外，“小黃車”擠

占自行車停車區的問題
也引起了很多居民的不
滿。

壹些網民在社交
媒體上向 oBike 公司
留言，有網民詢問該
公司多久回收壹次共
享單車，稱有些單車
已經壹周沒有挪地方；還有網民聲稱
在40米的距離內發現了12輛共享單車
；還有網民要求oBike公司回收 109電
車線上的共享單車。

oBike 公司澳大利亞市場營銷總監
蘭加斯瓦米（Chethan Rangaswamy）
承認由共享單車產生的“公民意識”讓
該公司感到束手無策，並稱他們正在積
極地與地方議會進行鉤通與協商，以找
到壹個更可持續的辦法來解抉當前的問
題。此外，oBike公司還表示，其已成
立了運營團隊，對亂停亂放的單車進行
整理與回收。

墨爾本市長道爾（Robert Doyle）
將共享單車描述為“必須解抉的雜物”，
並暗示如問題得不到解抉，他們可能抉定
取締共享單車。

此後，道爾再度表態，稱墨爾本市會
議有權清理這些“路障”。“我們已經抉
定，我們將對非法停放的單車進行扣押處
理。”他說，他仍將與共享單車運營商保
持對話。“如果我們無法達成共識，那麼
我們將采取行動，到那時，我們將不僅僅
是給共享單車貼上‘標註為城市雜物或垃
圾’的封條，下壹步就是將他們拖走並進
行扣押。”

85英鎊助學金變85萬
女大學生揮霍無度遭追債

綜合報導 近日，南非壹名女大生原本每個月都固定接受85元英鎊
的生活補助金，卻在今年6月領取時，發現她收到了85萬元英鎊的巨額，
於是女大生開始過奢華生活，短短2個月就花了5萬元英鎊。

不過天上掉下來的鈔票其實很可怕，女大生被同學舉報後，這些巨
額花費最後通通變成了“債務”！

據報道，就讀南非華特西蘇魯大學（Walter Sisulu University）的
27歲女子曼尼（Sibongile Mani），每個月獲得壹間南非公司提供給清
寒學生的生活補助費，沒想到在今年6月，公司匯款時發生了作業疏失
，誤把85元英鎊的金額變成85萬元英鎊。

曼尼發現這件事後，不僅沒有告知贊助方與校方，反而樂於當暴發
戶，開始大花錢、過起奢華的生活。

向往滑順直發的曼尼，首先花了180元英鎊做假發，接著購買名牌
包包、服裝、鞋子，也購買全新的iphone 7。她也開始送昂貴的禮物給
朋友，請他們喝高檔的酒，還帶他們搭飛機去參加派對。

曼尼享受了2個多月的富婆生活，補助她的公司完全沒察覺到這項
嚴重疏失，直到她在壹間大賣場刷卡消費的收據顯示，她的戶頭裏有超
過80萬元英鎊，才引起壹些人對她的懷疑。

隨後南非學生議會（SASCO）副秘書長舉報她，而公司與學校才知
道這件事，立刻要求她將花掉的錢全數繳回。

誇張的是，這時候曼尼已經花掉了5萬元英鎊的巨額，也就是說，
這兩個多月來，她壹天平均花掉了666元英鎊。

據悉，被要求還債的曼尼堅持稱，整件事情的錯誤在於公司方，並
認為她因此而有了心理創傷，目前回鄉接受心理治療。

Hello Kitty 有“英國血統”
快閃店現身倫敦

綜合報導 Hello Kitty是日本畫家創作的
卡通形象。但很少與人知道，它其實有“英
國血統”。現在，這只可愛的小貓回到“故
鄉”，在倫敦開起了壹家快閃主題餐廳。

據報道，Hello Kitty的形象誕生於1974
年，由於當年很多日本女孩向往英倫文化，
設計師就把Hello Kitty設定為在倫敦郊外出
生，而且還擅長英語。

這個 9 月，倫敦餐廳 Tombo（日語
“蜻蜓”之意）與Hello Kitty形象合作，開
啟為期6周的快閃店活動。這家餐廳原本的
特色就是抹茶等日式餐點，在此次合作活
動期間，將推出Hello Kitty抹茶聖代、杯子
蛋糕等點心，招牌生魚片蓋飯上也會裝飾
Hello Kitty頭像。

餐廳老板史洛裏兄弟(Louis and Leo
Sloley)表示，Hello Kitty的形象持有者三麗
鷗公司6個月前和他們接洽，表示希望和倫
敦的日式咖啡廳合作開快閃店，他們認為這
是完美的搭配，雙方壹拍即合。

據介紹，除了餐點會有滿滿的 Hello
Kitty 之外，店內也會陳列各式 Hello Kitty
商品，讓粉絲“朝聖”。

默克爾和舒爾茨舉行電視辯論
德大選進入高潮階段

德國總統大選在即，默克爾與舒爾茨
（Martin Schulz）兩位候選人的電視辯論
不只是德國的壹場重大電視盛會，也是壹
場“大派對”。伴隨著電視辯論的舉行，
德國大選進入高潮階段。辯論中，現任
總理默克爾與其挑戰者涉及諸多國際議題。

四家全國性電視臺同時在黃金時段
播出，預期觀眾數量2000萬。舉辦地所
在的柏林市郊新聞大廳點綴了十幾個水晶
吊燈。

主要議題之壹：難民政策和融入
在衣服顏色上，兩人配合默契：舒

爾茨是深藍西裝配藍領帶；默克爾壹襲
藍色套裝。辯論壹開始便不含糊：4位
主持人馬上就在德國仍被激烈爭論的難
民政策問題發文。這是各電視臺和政界
此前達成的有關此次電視辯論將涉及的
四大議題之壹。

舒爾茨攻擊默克爾，說她在2015年
鑄下大錯：在開放邊界的問題上未及時
與歐洲夥伴們磋商。默克爾總理則舉事
實，予以反駁，並強調，當時是緊急情
況，“必須作出決定”！她指出，錯誤
是在此之前鑄成的--包括歐盟委員會在內
，沒有人對難民營的狀況作出反應。

兩名辯論者，四名主持人
緊接著，舒爾茨被問到，數年來進

入德國的這100多萬難民全部融入社會
將需要多少年。他回答說，需要壹代人
的時間。

談及遣返遭拒避難申請人，出現了
某些混亂。舒爾茨認為，問題出在聯邦
移民局身上，他稱，該機構未能及時處
理積案。其實，主持人指的是那些被拒
絕的申請案。隨後，默克爾試圖加以澄
清。

在家庭團聚即難民是否可以接家人
後續來德問題上，舒爾茨表示，總體上
應實施個案審查。默克爾則不置可否。
主持人們緊追不放，問道：為什麼現在
不說明。默克爾就此回答說，必須采取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做法，在需要依據
國際法做出決定的個案和在德居留期有
限的個案--在案件中占大多數--之間要
有所區分，而眼下，該輪到的是第壹組

人群。她強調，政治要求區別對待。

國際議題成重點
在此之後，辯論轉入國際議題：土

耳其、朝鮮、美國總統特朗普。舒爾茨
要求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采取“強硬
態度”。默克爾予以反駁。她問道：什
麼是強硬態度？她從務實政治的角度指
出，“德國不能簡單地中斷同土耳其斷
絕所有外交關系，而應保持對話”。她
強調，不能使這壹議題成為選戰議題，
相互競賽，看誰更強硬。在中斷與土耳
其的入盟談判這壹問題上，兩人原則上
立場壹致。不過，默克爾和舒爾茨都不
願意廢止歐盟與土耳其之間的難民協議。

談及如何與特朗普打交道，舒爾
茨指出，特朗普是壹個無原則的推特
寫手；默克爾則依然強調，應保持絕
對話關系，因為，作為美國總統，他
畢竟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擊伊斯蘭
鬥爭的夥伴，而在朝鮮問題上，更事關

“戰爭或和平”！

挑戰者引默克爾出洞
隨後是國內議題- 柴油醜聞、養老

金、社會公正和國內安全。舒爾茨繼續
采取攻勢：什麼不會考慮70歲退休制？

此情此景有如上屆電視辯論，舒爾茨
指出，默克爾曾拒絕實施小轎車高速公
路收費制，但後來還是實施了，因為，
聯盟黨內有人要求在德國實施年齡更高
的退休制。這時，人們感覺到，默克爾
顯得有些窘迫。舒爾茨不依不饒，繼續
刺道：小轎車高速公路收費制法案之所
以能通過是靠了左翼黨的票數。

那些聽上去無關緊要的表態中，兩
人透露了各自的戰略：即使關乎汲取前
車之鑒，默克爾總理在辯論中也註重解
釋；舒爾茨則註重要言不煩，沾上些嘩
眾取寵的色彩。在今年年初確定為社民
黨首席候選人身份時，這壹做法曾引發
舒爾茨熱，但不久之後便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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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哈維颶風(Harvey)上周帶給德
州的風災損害還記憶猶新，已在前往佛羅里達
州的路徑上的艾爾瑪颶風(Irma)時速最高現已達
到將近300公里，佛州官員下令潛在受災區的
民眾撤離。

艾爾瑪已經重創加勒比海上的島國，並侵
襲美屬維京群島和波多黎各地東北岸，佛州州
長瑞克‧史考特(Rick Scott)因此召集7,000多名
國民衛隊，並要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宣布佛州進入緊急狀態、釋放撤離和啟用防洪
設施的聯邦資金。史考特呼籲州民千萬不可待

在家裡白等颶風過去，並警告艾爾瑪極端危險
和可致命，現在應該立即準備。

氣象模擬預測艾爾瑪颶風將在周六或周日
抵達佛州，但不確定屆時颶風的強度。佛州門
羅郡(Monroe County)的官員周二下令撤離遊客
，並在週三早上要求居民撤離、關閉學校。邁
阿密周三早上也撤離較脆弱的區域如邁阿密海
灘，當地學校周四和周五將關閉。邁阿密-戴德
縣(Miami-Dade County)呼籲民眾待在家，並且
準備至少三天份的水和食物。

颶風艾爾瑪風速近300公里 佛州下令撤離

（綜合報導）航海家1號 (Voyager 1)與 2
號(Voyager 2)是航太總署(NASA)最成功的行星
探測船，而且在出發 40年後的現在仍然在運作
者。為了紀念航海家1號出發40週年，NASA
特別與 「寇克艦長」 威廉．薜特納（William
Shatner）一起向航海家1號發出紀念簡訊，這
則簡訊是通過大眾投票選出來的。

太空網(Space.com)報導，9月4日，NASA
在史密森尼航太博物館進行這場別開生面的新
聞發布會，噴射推力實驗室(JPL)的工作人員與
「寇克艦長」 一同主持，他們將發送了1封簡訊
到距離地球超過130億英里的航海家1號探測船
上。

這則得到多數人贊同的短訊寫的是 「你並
不孤單，我們將在群星之間尋找友誼之聲」 其
意義正好與航海家號所攜帶的 「黃金紀錄片」
相匹配，也因此得到多數美國群眾的支持。

這則28字元的訊息是透過位於西班牙馬德
里郊外的63號深太空網絡天線(DSS63) 傳給深
邃的太空裡，大約19個小時後，信息才會抵達
航海家1號。

航海家1和2是在1977年發射，事實上2
號比1號要早一個星期發射，但是1號的航速較
快，所以一般是以1號的發射日期為紀念日。兩
位航海家將大量的太陽系驚人圖片傳回地球，
為研究人員提供了木星、土星，以及天王星、

海王星的近距離特寫，徹底改寫了所有人的天
文學課本。

今天，航海家1 號和2號都還在運作中，只
是有些老化造成的毛病。JPL的工作人稱 「他們
就像老年人一樣健康，能運作，只是有點重聽
，講話不太清楚」 ，例如航海家2號就有重聽：
每次向他發出命令時，我們必須把訊息放在兩
種不同的頻率，才能確保他收聽到。

不過，隨著他們核能電池力量的衰竭，研
究人員很快就要決定關閉哪些儀器來節省電力
的時刻，有些儀器應該運行到2025年，甚至更
長。許多研究人員希望兩位航海家還能再運作
10年，然後慶祝他們的 50週年慶。

當然，最終告別的日子終將會來臨，總有
一天他們的電力將無法供應無線訊號傳送，我
們將永遠失去他們的下落，不過他們還會帶著
「星際瓶中信」 ，也就是留給外星人的訊息向

宇宙航行，航海家號攜帶一張黃金唱片，還有
唱片的使用說明書。在唱片裡收錄著幾百種地
球聲音，包括語言、歌聲和大自然聲音等。

現年86歲的薛特納是著名科幻作品 「星艦
奇航記」 (STAR TREK)寇克艦長的扮演者，在
1978 年的第 1 部星艦奇航記電影 「STAR
TREK1：The Motion Picture」 劇情中，剛好就
是以航海家號探測船為科幻靈感，使得這場紀
念儀式顯得具有雙重意義。

紀念航海家40年 NASA找寇克艦長傳訊

（綜合報導）你以為無家可歸的人，就
是流浪漢不務正業，或是吸毒、酗酒成癮不
工作的人嗎？面對美國大城市的高房價，一
名大學教授即使月入2500美元，因付不起昂
貴租金，迫不得已只好與失業的丈夫以及兩
隻狗，偷偷到半夜躲進停車場，擠在狹窄的
車子裡過活。

潘尼（Ellen Tara James-Penney）目前
於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
sity）擔任兼任教授，負責四門英文課程，這
份工作讓她月入2500美元(約台幣7萬5000
元)，看似高額的薪水，但她表示，她揹負了
14.3萬美元（約430萬台幣）的就學貸款，
都已經50多歲了，但每個月我都還要繳這筆

貸款，加上一般生活開銷，她幾乎無法在矽
谷租一間一房一廳的屋子。

所以潘尼逼不得以每天於課後會將車子
停在圖書館或大賣場的停車場中，開始批改
學生的成績，等到天色已暗，再偷偷潛入某
個社區的停車場睡覺，她強調不能若把車停
在大街上因為被警察開罰單的話，她會付不
出罰金。

潘尼強調她還是持續正面的過生活，甚
至還在車裡留著平底鍋，她說 「我留著這個
，就因為這是我的希望，希望我未來終會有
個家！」 雖然大家感到非常驚訝，因為這個
社會很難把大學教授跟無家可歸的人連結在
一起。

美教授付不起房租 開車至停車場睡覺

（綜合報導）川普政府5日宣布廢止前
總統歐巴馬5年前用以保護年幼無證移民的
「幼年抵美暫緩遣返行動」 （DACA，俗稱
『追夢人』 Dreamers）行政命令，但給國會

半年緩衝期，草擬及通過替代法案，引發軒
然大波。歐巴馬抨擊此決策 「錯誤且殘忍」
，籲國會修法給 「追夢人」 永久居留保障。

終止 「追夢人」 ，讓高達80萬名在兒童
時期非法入境美國的青年，恐面臨遣返命運
。川普隨後呼籲國會兩黨改革移民法案。他
推文說： 「國會有6個月將 『追夢人』 合法
化（這是歐巴馬政府做不到的事），如果他
們沒辦法，我會重新審視這議題。」

歐巴馬在未點名川普下批評該決策 「錯
誤且殘忍」 。他在臉書上表示： 「鎖定這些
年輕人是錯誤的，因為他們沒做錯事」 、
「保護這些年輕人和我們的未來，是國會議
員的責任。」

歐巴馬寫道： 「今天的行動不是出於法
律要求。這是政治決定，是道德問題」 「不
管美國人對移民可能有什麼關切與抱怨，我
們不應威脅這群年輕人的未來，他們不是因

本身的錯來到這裡，他們不構成威脅，也未
從其他人手中拿走任何東西。」

他強調，該決策適得其反： 「將他們趕
走不會降低失業率或減輕誰要付的稅、或增
加誰的薪酬」 「這是自我傷害，他們希望創
業，在我們的實驗室工作、在我們軍隊服役
，都是向我們熱愛的國家作出貢獻。」

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移民受此衝擊最大。
墨副外長薩達表示，川普這項決定造成 「焦
慮、痛苦和恐懼」 。據統計，受惠 「追夢人
」 留美的墨籍人士以62萬5千人居冠。薩爾
瓦多外長馬丁內斯說，他計畫與美國會議員
會晤，盼在6個月內解決問題，約3至6萬薩
國移民受影響。瓜地馬拉外交部發聲明稱，
相信美國會基於人道立場，確保該國年輕移
民不會被迫離開他們從小長大的國家。

分析指出，川普面對德州等保守派州政
府強勢逼宮，宣布廢除 「追夢人」 ，選擇將
燙手山芋丟給國會。但參眾兩院要達成共識
，立法通過新的取代法案恐非易事，而隨著
明年11月期中選舉接近，勢必對共和黨議員
造成壓力。

川普廢追夢人歐巴馬批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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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岸田文雄領導的岸田派
（宏池會）本月在日本山梨縣富士吉田市舉辦研修會。岸田
出任政調會長已滿壹月，瞄準首相安倍晉三後任的“後安倍
時代”，如何在經濟政策等領域打造“岸田色彩”成為課題。

報道稱，作為第壹步，岸田有意開設學習班，針對日漸
加劇的少子老齡化摸索中長期的國家藍圖。岸田在研修會伊
始致辭時呼籲團結，“將支持安倍政府，開創下壹個時代。
想確認這壹決心。”

據報道，岸田派內認為有必要針對總裁選舉著手準備的
呼聲強烈，包括制定富有個人特色的政策等。這是由於成員
擔心安倍為爭取第三次當選而參選明年的黨總裁選舉，壹旦
前幹事長石破茂等與之抗衡報名參選，屆時岸田將埋沒於候
選人之中。

岸田采取的基本戰略是與安倍保持同壹步調的同時積蓄
力量，也有意見認為或許無法明確提出與安倍的對立政策，
成為候選人也將變得困難。

報道還稱，今後岸田政策課題中關註的領域之壹，是被
視為安倍政府經濟刺激措施“安倍經濟學”負面部分的貧富
差距問題。

上月下旬他曾在壹檔廣播節目中提議，“為建立人人都
能切實感受到經濟增長成果的社會，需要在許多方面下
功夫。”壹名岸田親信就學習會表示，“將較政府先行壹
步提出新方案。”

業績慘淡 樂天免稅店欲撤出韓國最大機場
韓國樂天集團消息人士透露，集團

旗下樂天免稅店位於首爾仁川國際機場
的分店由於業績慘淡，難以負擔高昂租
金，公司方面正考慮撤店。

這是樂天免稅店首次對外公布有意
撤店的消息。分析人士表示，壹旦樂天
免稅店仁川機場分店關閉，可能引發多
米諾骨牌效應，仁川機場或將發生“關
店潮”。

【首次透露撤店意向】
樂天免稅店是韓國最大的免稅店之

壹，目前在韓國境內有8家實體店。其
中，位於仁川機場的分店設有香水和化
妝品專櫃，是該機場面積最大的化妝品
店。

樂天集團壹名高層管理人員4日透
露，由於該分店難以負擔機場運營方高
昂的租金，公司正考慮撤店。這名高管
說：“樂天免稅店正在仔細考慮從仁川
國際機場撤店的相關事宜，除非機場方
面能大幅降低租金。我們已多次要求降

低租金。”
這是樂天免稅店首次對外透露撤店

意向。按這名高管的說法，考慮撤店的
主要原因是該分店業績大幅下滑，無法
按先前的合同支付租金。

2015年，樂天免稅店和仁川國際
機場運營方簽訂了壹份為期5年的合同
。根據這壹合同，樂天免稅店在這5年
內應支付總額超過4萬億韓元（約合
231億元人民幣）的租金。其中，從今
年9月至2020年8月，樂天免稅店應支
付上述金額的75%。

按樂天免稅店方面的說法，位於仁
川機場的分店壹直處於非盈利狀態，公
司在那裏設店主要是看重其象征意義。
隨著赴韓中國遊客大幅減少，樂天免稅
店今年第二季度運營虧損額達到298億
韓元（1.7億元人民幣）。

【恐引發“關店潮”】
業內觀察人士認為，壹旦樂天免

稅店從仁川國際機場撤出，其他免

稅店可能也將緊隨其後，引發“關
店潮”。

事實上，早在樂天免稅店透露撤店
意向之前，壹些機場的免稅店已經撐不
住了。韓華集團旗下的格樂麗雅免稅店
因經營困難，已經決定從韓國南部的濟
州國際機場撤店。此外，仁川機場第二
航站樓今年4月進行免稅店區域招標
時，時尚配飾板塊居然無人問津，令業
內人士大呼意外。

上周，多家免稅店的負責人集體向
仁川機場運營方“逼宮”，要求機場方
面降低租金。按韓國媒體的說法，在免
稅店業績慘淡的情況下，仁川機場運營
方卻穩賺不賠，去年獲得了1.3萬億韓
元（75 億元人民幣）利潤，其中近
66%的利潤來自租金。

不 過 ， 面 對 免 稅 店 大 佬 們 的
“打折”要求，仁川機場運營方並
未讓步。機場方面壹名負責人回應
說，仁川機場不會直接給免稅店降
低租金。

韓國宣布加速部署剩余薩德發射車

俄:將軍事回應
綜合報導 韓國國防部表示，隨

著環境部對“薩德”基地小規模環
評得出“有條件同意”的結果，剩
余4輛“薩德”發射車將很快部署
完畢。但這遭到部署地居民的決死
抵抗。從5日開始，他們將在星州
基地周邊舉行2天的反“薩德”文
化活動，全韓國各地的反“薩德”
團體和個人也正在向星州集結。對
於“薩德”在韓部署加速，俄羅斯
副外長裏亞布科夫表示，美國在俄
邊境附近擴大部署“薩德”系統
後，莫斯科將把自己的針對性軍事
反應提上日程。

具體實施此次小規模環評的是
大邱地方環境廳。《韓國日報》報
道稱，該廳對“薩德”電磁波的測
定是依據國防部相關測定數據、關
島和日本“薩德”基地文獻資料，
從而得出“薩德”電磁波對人體和
周邊環境“影響極小”的結論。對
此，韓國多個反“薩德”團體發表
聯合聲明，表示無法承認環境部未
盡到自身責任，包庇國防部非法行
為所得出的小規模環評協議結果，
並予以譴責。當地居民將“薩德”
基地旁蝙蝠棲息地的錄像提交環境
部，畫面顯示，原本該地域生活有

三四十只蝙蝠，但2日僅剩11只。
居民質疑環境部是否對當地生態進
行徹底調查。

然而，韓國防部不顧民意反
對，在環境部公布環評結果的當天
宣布，將允許美方啟動補充施工，
以便臨時運營部署部分裝備，並將
與美方商議在不久後部署剩余4輛
“薩德”移動發射車。韓聯社報道
稱，目前，計劃部署的4輛發射車
正在慶尚北道倭館的美軍營地內待
命。韓國軍方相關人士說，由於運
輸的相關物資和裝備數量龐大，很
可能采取陸路運輸的方式將“薩
德”裝備運進基地。此前，反“薩
德”團體曾以堵路的方式，阻止勘
探基地的車輛進入。

韓國防部表示，將在正式部署
“薩德”剩余裝備前至少提前1天
通知當地居民。目前，星州、金泉
當地居民和市民團體正在最終確定
反抗方案。4日，50多名當地居民
聚在壹起對“薩德”部署表示擔憂，
當地警方則出動200余名警力嚴加
戒備。韓聯社稱，有分析認為，如
果超過500名的反對者阻止“薩德”
裝備進入基地，不排除警民發生激
烈沖突的可能。

據報道，俄羅斯副外長裏亞布
科夫當天表示，“如果部署以這麽
快速度繼續下去的話，在某壹時
刻，俄方自然會把自己的軍事反應

提上日程，以便建立再平衡。”
他說，俄羅斯壹貫反對美國在韓
部署“薩德”。對此，俄羅斯
《國家軍火庫》雜誌記者列昂科
夫稱，這是俄方對美國在韓國部
署“薩德”發出的直接警告。他
認為，俄中兩國應進行協商，共
同應對這壹威脅。

在俄副外長作出這壹表態後，
俄軍事專家列出各種選項。俄羅
斯《共青團真理報》援引俄軍事
分析家巴拉涅茨的話說，俄中應
當盡快將各自的導彈瞄準韓國
“薩德”基地，將其作為未來首
輪打擊目標。俄國際關系學院軍
事政治調查研究所所長波德別列
茲基則認為，俄羅斯的“伊斯坎
德爾”導彈、海基的“口徑”巡
航導彈以及空基 X-101 巡航導彈
都能有效摧毀“薩德”。此外，
還可對其進行電子幹擾。

中方壹直強烈敦促美韓重視中
國等地區國家的安全利益和關切，
立即停止“薩德”的部署進程。韓
國《亞洲經濟》報道稱，受部署
“薩德”影響，赴韓中國遊客銳減，
以樂天為首的大型免稅店經營狀況
堪憂。仁川機場各免稅店要求韓政
府降低租金，卻遭到拒絕。樂天日
前表示，考慮放棄仁川機場免稅店
經營權。有分析擔心，這或引發免
稅行業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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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鐵試車交棒港段
邁第二階段福田站書記：“一地兩檢”最合經濟效益

隨着廣深港高鐵全線通車
在即，福田站各環節服務亦加
緊完善。香港文匯報記者6日
在南北兩個售票大廳看到，工
作人員正在為無人售票機進行
系統更新，之前只能識別內地
身份證的機器，在加裝完系統
模塊後，可以識別回鄉證和護
照，極大地方便了港人購票和
取票，縮減了排隊時間。

工作人員表示，福田站共
有32台無人售票機，已全部完
成系統更新，港人使用新版回鄉
證即可直接購票，已在網上購票
的則可直接取票。
對於購買非福田站始發的

異地車票，通過無人售票機取
票，還可免除取票費。“譬
如，購買的是深圳北站，或者
廣州南站出發的長途車，提前
在福田站無人售票機取票，就
可免除取票費5元人民幣。”

福田站值班張站長說。

節約排隊時間
港人劉先生表示，此前高

鐵的自助機都無法識別回鄉
證，購票和取票只能去人工窗
口，排隊時間非常久，節假日
經常要超過半小時，還容易錯
過發車時間。如果通過香港中
旅取票就要花費50元港幣取票
手續費，非常不划算。

候車室可充電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發現，

更新後的無人售票機增加了支
付寶付款功能，乘客不需要現
金或銀行卡，在輸入乘車信息
後，用手機支付寶便可完成支
付。
在安檢區，車站還設置

便民服務台，可提供快遞和
寄存服務。在候車室新增了
充電樁，免費為旅客提供充
電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廣深港高鐵
福田站，地處深

圳市中心區主要交通幹道深南大道
上，為珠三角重要的城際交通樞紐和
深圳市重要的軌道交通換乘中心。福
田站站內設施齊全，候車室高峰期可
容納3,000餘人候車，每小時平均旅
客發送量可達6,000人。香港文匯報
記者在現場看到，福田站的配套設施
完善，在從地鐵站到火車站的途中，
每隔100米就設有一處洗手間。為減
少旅行者的疲憊，通過多條行人輸送
帶，與深圳地鐵接駁。從該站至福田
口岸亦僅兩站地鐵，非常便捷。
福田站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

地下火車站，共設四座島式站台，總
長1,023米，總建築面積達到14.7萬平方米，相
當於21個足球場，總造價為39.5億元人民幣。

候車室容3000人
福田車站設計新穎、技術標準高，是連接

香港、服務內地的控制性節點工程，也是中國鐵
路建設、特別是地下大型火車站建設的示範性工
程。整個車站位於地下30米，為三層式結構，
地下一層（B1）為高鐵和地鐵換乘大廳，共設
旅客出入口16個；地下二層（B2）為站廳層和
高鐵候車大廳，共設置進站檢票口4個，候車椅
1,200多張，可供3,000名旅客同時候車。地下三

層（B3）為高鐵站台層，旅客在此乘車，共設8
條股道4個站台。其中，6號、7號站台在連通香
港段後可以直接通往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與地鐵站台相似

的是，福田站各站台都設置了月台幕門，作用是
隔絕廢氣及保障站內空調製冷效果。
待香港段開通後，該站將有高速列車不停

站地全速通過，會有很強的對流風，為確保安
全，在月台幕門與車門之間還增加了兩米寬的距
離緩衝，以確保旅客在站台的乘降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亞洲最大地下車站
配套完善百米一廁

售票機識回鄉證
網上買飛直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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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福田站換乘大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購票取票視窗購票取票視窗。。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自動售票機可使用新版回自動售票機可使用新版回
鄉證購票和取票鄉證購票和取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廣深港高鐵開通後，香港將融入
國家高鐵網，這對於進一步促

進香港與內地的經貿文化和人員往來
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據透露，屆時，
香港每天將有逾百對高鐵車次到發，
部分車次將在深圳選擇福田站或深圳
北站之一停靠。

2015年12月30日，廣深港高鐵
深圳福田站正式開通。
自投入運營以來，由於沿線新

高鐵站和線路陸續增加，福田站通
達路網不斷擴大。2015年，福田站
日均列車只開行了 28對，該站發
送的旅客只有1,807人次。如今，

該站日均列車開行對數增長至45.5
對，增幅 162.5％；日均發送旅客
增至1.2萬人次，增幅664％。如果
加上到達旅客，該站目前日均到發
客流約2.8萬人次。
福田站書記曹敏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福田站是為
了香港段開通而建設的，是廣深港
客運專線毗鄰香港的第一站。從乘
客的方便程度考慮，設在西九龍站
的“一地兩檢”集中聯檢，這是最
便捷也是最符合經濟效益和管控目
標的合理方案。
他續說，福田站在開通後並未

預留口岸場地，對於開通後預計增
長的客流，福田站將配合中國鐵路
總公司，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因工作關係經常穿梭粵港之間

的港人張先生直言，如果從香港出
發，卻在內地站設邊檢，就發揮不
到高鐵的快捷優勢，“高鐵乘客行
程目的地涉及成百上千個內地車
站，人員流動也無法管控。”如果
在內地首站福田設立邊關檢查，就
需要旅客在啟程15分鐘後下車再行
入境檢查，香港段就變成了昂貴的
“擺渡車”。
據曹敏透露，廣深港高鐵全線通

車在即，屆時每天將有逾百對高鐵列
車在香港西九龍車站到發，通達全
國，部分車次亦會經停福田站。

通車後每天逾百班次往來西九
曹敏表示：“福田站長途客車和

短途城際，開行多少列車將根據客流
來定。預計深圳區域停車將會在深圳
北和福田間二選一，具體還需要看長
途客流需求。”
她表示，往來於香港和內地的列

車和旅客，福田站將做好各項服務。
高鐵福田站的定位是重要的城

際鐵路交通樞紐，除了負責轉運承
接深圳北站的長途客流外，更主要
的是將深圳、香港的城市軌道交通
連成一片。

福田站目前主要辦理香港方向和
廣州方向的始發城際列車、廣州與香
港間的通過城際列車。至於該站長途
車方面，北京、邵陽方向各兩對，懷
化方向4對，長沙方向2.5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將於明年第三季度通

車，目前各方正加緊通車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從7月2日至9月3日期間，香港西九龍站與深

圳福田站之間進行了第一階段的聯合測試，深港兩地間共開行了聯調聯試測試406個序列車，

每天晚上開行十餘個序列車，對線路信號、機電、通訊、司機控車模式等設備進行全方面調

試。目前，內地線路已全部測試完畢，第二階段將由港鐵根據計劃對港方線路進行單獨測試。

■■高鐵深圳福田站外貌高鐵深圳福田站外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高鐵福田站可高鐵福田站可
容納容納33,,000000人候人候
車車。。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郭若溪郭若溪攝攝

■■地面公交換乘站地面公交換乘站。。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郭若溪郭若溪 攝攝

■廣深港高鐵香港西九龍
總站工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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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年七千億資助貧困生就學
覆蓋教育各階段 惠及4.25億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為了不讓學生因貧困而輟學，近五年來，中國

相關部門採取一系列惠民措施。記者6日從中

國教育部發佈會上獲悉，2012年至2016年，

中國學前教育、義務教育、普通高中、中職教

育、高等教育等各教育階段累計資助學生（幼

兒）4.25億人次，資助資金總額達6,981.52億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國家助學貸款

948.93億元，佔資助總金額的13.59%。

每年的開學季，中國各大高校的報到現場都設有助學
“綠色通道”，新生可在“綠色通道”現場申請助學

貸款、領取相應的助學金和愛心物資。來自北京科技大學
的大三學生孫同學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己申請了助學
貸款，在學校的“綠色通道”領取過生活學習用品等愛心
物資及助學金。根據規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可申請辦理
國家助學貸款，解決學費與住宿費，每人每年最高不超過
8,000元，在校期間利息由國家承擔，還款期限最長不超過
20年。

開通熱線電話 提供政策諮詢
關於助學政策，中國教育部已給出了四個“大禮

包”。首先，在中考、高考前夕，有關部門會發佈《全
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致初中畢業生的一封信》和《全國
學生資助管理中心致高中畢業生的一封信》，讓所有有
需要的學生和家長在升學前就早早地“吃下定心丸”。

其次，在大學新生錄取階段，財政部、教育部組織印
製《國家資助助你飛翔—高校本專科學生資助政策簡
介》，進一步解除家庭經濟困難新生擔心上不起學的“後顧
之憂”。再次，教育部連續13年開通高校學生資助熱線電
話，為廣大學生和家長提供政策諮詢，解答學生求助。家庭
經濟困難學生只要在入學方面有經濟困難，都能“找得着組
織”。

此外，在國家助學貸款辦理期間，為方便學生和家
長，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會同國家開發銀行提出三方面惠
民措施：明確只要學生能提供其原就讀高中學校、所在地村
（居）委會或鄉鎮（街道）民政部門中任何一單位出具的證
明，即可作為家庭經濟困難認定的依據；要求各地採取設立
鄉鎮受理點、提前預約、錯峰受理等方式，進一步為學生提
供便利，提高貸款辦理效率；要求各高校確保新生入學“綠
色通道”暢通，對於持有高中學校出具的家庭經濟困難證明
材料的學生，也可申請通過“綠色通道”辦理入學手續。

尊重學生隱私 資助人情味濃
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田祖蔭表示，教育部門

將大力推進精準資助，建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機制
和認定辦法，根據學生困難程度分檔資助，花好每一分
錢，改“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充分尊重學生個
人隱私，把資助工作做得更有精度，更有人情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從上世紀90年代開
始，泰國的華文教育發展有所
起色，很多學校開始教授中
文，華校的地位也得到了提
升。但是在東南亞國家中，泰
國的華文水平是靠後的。華文
教育仍然存在缺人才、缺資金
的問題。”泰國北部華文民校
聯誼會主席陳漢展近日在海南
海口如是說。

收入不高 人才難留
9 月 5日至 8日，來自印

尼、緬甸、老撾、柬埔寨、泰
國、捷克以及美國等國家的部
分華文學校負責人在海口參加
2017年外派教師聘方學校校長
研習班，進行經驗交流座談。
上述類似的問題也存在於印

尼、美國、泰國、柬埔寨等國
家的華文教育。

印尼全國華文教育協調機
構聯合秘書處副主任鄭潔珊介
紹說，印尼教授華文的三語學
校（華文、印尼語、英文）普
遍資金困難，本土華文教師的
水平欠佳。三語學校華文教師
現在以60歲以上的華人為主要
力量。由於華文教師收入不
高，如果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年輕教師會選擇到企業工作，
致使人才留不住。

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文
化司巡視員湯翠英介紹，為了
支持海外華文教育的發展，國
僑辦逐年加大海外華校的支持
力度。今年，已經有960餘名
外派教師陸續到位，並向阿聯
酋、斯里蘭卡首次外派。

陳漢展說，中國外派教師
擔任了一個重要角色，除了教
學還能幫助本土教師華文水平
的提高。“在中國‘一帶一
路’建設的影響下，很多泰國
人也開始學習中文。過去他們
認為不學習英語會‘吃虧’，
但現在大多覺得不會中文才會
‘吃虧’。”

國僑辦文化司司長雷振剛
表示，中國政府特別關心海外
僑胞的生存和發展，華文教育
便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近年
來，中國政府、國僑辦選擇了
若干薄弱點對海外華文教育予
以支持，譬如組織專家編撰教
材免費提供、不間斷培訓海外
華文教師、設立政府獎學金，
吸引海外華裔青少年到中國讀
大學並回國充當教師骨幹。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報道，今
年高招，在北京高校“寒門學子”的錄取規
模創新高，多所高校錄取的農村和貧困地區
學生均有增加。開學季，在京高校除對“寒
門學子”進行經濟資助外，還根據他們的不
同情況送出“學業”禮包，資助其參加考
研、修雙學位、海外交流等項目，幫助其順
利完成學業。

今年，中國農業大學共錄取各類普通本科
新生2,913名，通過專項計劃共錄取319名“寒
門學子”，創下近年新高。其中，該校國家專
項面向21個省份投放260個計劃，連續兩年錄
取滿額；高校專項計劃改“降三十分錄取”為
“擇優錄取”，實際錄取59人。今年，農大錄
取的農村戶籍考生有727人，佔比24.96%。

在京其他高校通過專項計劃錄取的“寒
門學子”也有所增加。清華大學通過自強計
劃和國家專項計劃錄取352名考生，佔總招生
規模的10.5%，創下兩項計劃實施以來的新
高。北京交通大學農村新生人數和佔比近三
年首次提升，今年農村新生共1,081人，佔新
生總數的27.7%，同比增加0.39個百分點。北
京大學通過國家專項和“築夢計劃”共錄取
288人。

今年，在京高校經濟資助將更為精準，
通過提前摸底、問卷分級，了解學生家庭情
況，按需資助。農大學生資助中心根據學生
家庭經濟困難程度，發放四檔愛心禮包，每
位通過綠色通道入學的新生都會得到價值700
元（人民幣，下同）的校園卡充值券、愛心
書包和愛心手機，特困學生還可免費領取床
上用品或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生活補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
明 貴陽報道）貴州省第十二屆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
次會議，6日表決通過關於接受
孫志剛申請辭去貴州省省長職務
請求的決定，任命諶貽琴為貴州

省副省長、代理省長。
公開資料顯示，諶貽琴，

女，白族，1959年12月出生，
貴州織金人，中央黨校研究生學
歷，研究員。當過知青的諶貽琴
從1985年1月起在貴州省委黨校
任職；2001年12月至2003年1
月，調任貴州省黔南州委副書
記；2003年1月至2007年4月，
任貴州省銅仁地委副書記、行署
專員；2007年5月起，升任貴州
省委常委，先後擔任省委宣傳部
部長、常務副省長、省委副書
記、政法委書記等職務。諶貽琴
是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候補委
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市
紅十字會6日披露，上海市紅十字會率先探
索成立紅十字會監事會。首個紅十字會監事
會在嘉定區成立，成為紅十字會優化內部治
理結構和創新監督機制的舉措。這在中國尚
屬首創。

據悉，在各級紅十字會增設監事會，形
成紅十字會理事會、執委會和監事會權責分
開的新的治理結構，優化紅十字會法律監
督、政府監督、社會監督和內部監督機制，
是紅十字會治理結構的一項重要改革，是推
進紅十字會組織和制度創新的重要舉措。

上海市紅十字會方面透露，剛剛面世的
嘉定區紅十字會監事會將根據相關規則，主
要監督理事會貫徹落實《紅十字會法》等法
律法規情況、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的情況
以及財政資金、人道基金使用管理和項目實
施的情況等。

據介紹，新成立的紅十字會監事會由5
人組成，辦公室設在嘉定區紅十字會機關，
由專職監事負責日常工作。監事長人選由區

委提名推薦，是熟悉紀檢、審計工作的正處
級官員。首屆監事會的其他人選則由紅十字
會常務理事會提名推薦，主要為熟悉財會、
民政、審計、法律等的業務人員和捐贈人、
義工代表、人大代表，以及熱心紅十字事
業、具有良好公信力的人士。上海市紅十字
會方面表示，這樣的監事會人員組成充分體
現了權威性、專業性和代表性。

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希望，在上
海嘉定區紅十字會探索總結監事會工作的有
效機制，發揮好監事會的監督作用，從而進
一步提升紅十字會社會公信力、促進紅十字
事業健康有序發展。他期望，中國首個紅十
字會監事會為全國紅十字系統提供可複製、
可借鑒的經驗。

滬成立中國首個紅十字會監事會 諶貽琴任貴州代省長

京高校“寒門學子”
錄取創新高

師資缺乏基礎弱
海外華校待改善

“我愛你，老師”

■■諶貽琴諶貽琴 中新社中新社

■■上海成立中國首個紅十字會監事會上海成立中國首個紅十字會監事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為了不讓學生因貧困而輟學，相關部門採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圖為中國高校工作人員（右）
在“綠色通道”向學生介紹資助申請條件。 資料圖片

安徽省合肥市華山路小學學生6日
在操場拼出意為“我愛你，老師”的漢
字和字母，迎接即將到來的教師節。

■文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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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啟用老地名，是要將過去那
段被遺忘的歷史重新挖掘出

來，讓更多人了解。”錦州市地名委員
會辦公室主任趙一貧說，目前，錦州共
發掘、整理歷史地名1,000多個，其中具
有重要歷史意義和價值的有140多個。

“地名見證物是人非”
這些歷史地名，有的可見於文字記

載，有的已無人知曉，有的只在老百姓
的口頭流傳。此次地名普查時，通過地
名普查人員實地走訪、地域文史專家研
究考證，一些瀕臨消失的歷史地名被
“搶救”出來。趙一貧說，在啟用這些

老地名時，他們不僅製作了地名標誌，
還有選擇性地進行詳細解讀。
遼寧省社科院研究員張思寧說，地

名是歷史的記憶。每一個地名都不是一
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
歷史過程，在這過程中，它們可能與歷
史上發生的大小事件發生各種關聯，
“有些地名附着歷史典故、民間傳說、
神話故事等，記錄下滄海桑田，見證着
物是人非。”

隨着歲月的累積和人文的浸染，地
名也有了自己豐富的文化內涵。地名的
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傳承發揚，成為
某一個地區人們共同的文化記憶。

然而，當下中國城市建設速度越來
越快，一批老地名在城市更新中消失
了，還有一批老地名則因利益衝突被改
頭換面。

有統計顯示，江蘇南京近年來已消失
了近2,000個老地名，蘇州也有1,100多
個。張思寧說，老地名不僅是一個名字，
還是一份回憶、一份認同感。政府和社會
都應盡最大努力，留下這份記憶。
2014年，江蘇揚州將勝利巷、生產

巷分別改回鹽倉巷、石秀才巷等老地
名，這些曾經消失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地名得以恢復。“在城市的快速發展
中，我們萬萬不能忘記自己是從何處

來，只有把城市的記憶之根留住，城市
的發展才能引起幾代人的共鳴，找回人
們的歸屬感。”張思寧說。

家住重慶九龍坡區楊家坪的易勇是
一個聾啞人，在當地聾啞殘疾人中有着
極高的聲望，十餘年來，他已義務幫助
來自全國各地近百名聾啞人找到了工
作。如果他們沒有棲身之所，易勇還在

家裡為其提供免費食宿，再義務尋找就
業機會。久而久之，易勇家就成了聾啞
人的“愛心旅館”。

1971年，當時才7個月大的易勇因
為一場意外失去了聽力。在從小到大的
成長過程中，他歷經坎坷，深知聾啞人
的不易。這些年來，每當同學和其他聾
啞人有困難時，他總是第一個站出來伸
出援手，漸漸地，易勇在九龍坡區的聾
啞人圈裡有了名氣。

2002年夏天的一個清晨，兩位通過
網絡認識的聾啞人朋友專程從湖北武漢
來重慶找到易勇，委婉請其幫忙介紹工
作。熱情好客的易勇二話沒說答應下

來，還留他們暫住在自家客廳。輾轉求
助後，易勇順利完成任務。自那以後，
易勇的熱情善良在聾啞人中傳得更響，
常常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聾啞人來找他幫
忙。如果他們沒有棲身之所，易勇還在
家裡為其提供免費食宿，再義務尋找就
業機會。

易勇隨身攜帶有一個小本子，上
面密密麻麻地記錄着他從各處搜集來
的招工信息。十幾年來，他已幫助來自
全國各地的近百名聾啞人找到了工作。
他開設微信群，裡面還有不少招工信息
和就業須知、反詐騙知識等鏈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由3艘廢棄漁船改造
而成的“海上書房”近日
落戶海南三亞西島漁村碼
頭，受到這個傳統海島漁
村近4,000名居民的歡迎。

“書籍點亮人生，人
沒有書就沒有人生。”5日
傍晚在“海上書房”翻看
考古書籍的78歲漁民陳木
虎說，很高興看到在漁村
有了書屋。

據“海上書房”創始
人秦加一介紹，該書房作
為島上的第一個公共圖書
館，有很大的需求。目前
書房有通過精心挑選的兒
童、時事、文藝等類別的
書籍 2,000 本，計劃將增
加到 4,000 本。西島同時
是三亞知名景區，該書房
也將成為遊客體驗海南特
色地域文化的一個選擇。

西島社區書記、主任黎
慶學說，西島有400餘年的
村史，全島2.86平方公里，
從一個漁村小部落壯大成為
今天具有4,000餘人生活的
島嶼，島上居民世代以捕魚
為生，以船為家，有着濃厚
的漁村風情。設立“海上書

房”可以提升和滿足西島社區居民的文
化生活需要，進一步為西島漁村公共文
化服務平台建設發揮作用，並將吸引更
多的國內外遊客探索西島文化。
據了解，廢舊漁船改造成文旅驛

站，是三亞在挖掘蜑家文化的基礎
上，推動蜑家漁船轉產轉業所做的創
意探索。首批24艘漁船中，3艘被改
造為“海上書房”，其餘21艘漁船經
過改造後將以多種形式還原展示傳統
的蜑家文化。 ■中新網

■■易易勇勇（（右右））和妻子為聾啞人尋找就業和妻子為聾啞人尋找就業
機會機會。。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重慶傳真

■■20142014年年，，江蘇揚州江蘇揚州
將勝利巷改回鹽倉巷老將勝利巷改回鹽倉巷老
地名地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朱慶瀾將軍胡同揭
牌儀式。 網上圖片

■海南三亞西島漁村的“海上書
房”，成為島上的第一個公共圖書
館。 中新社

山東濟南動物園內首次做母親的
6歲孟加拉虎“聰聰”5月順利產下
兩雌一雄三胞胎虎寶寶。目前，虎寶
寶發育良好。圖為三胞胎虎寶寶與虎
媽媽同遊客見面。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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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聾啞漢十餘年助百殘疾人就業

三 胞 胎 虎 寶

留住美麗鄉愁留住美麗鄉愁
多地多地““搶救搶救””老地名老地名

位於遼寧錦州的著名抗日將領和慈善家朱慶瀾住宅，不僅

設置了綠底白字的地名標誌——“朱將軍胡同”，還懸掛了一

塊牌匾解讀其人其事，以喚起後人對那段歷史的記憶、對抗日

先驅的敬仰。這是遼寧省老地名啟用工作的成果之一。日前，

遼寧省完成了瀋陽、朝陽、錦州等地地名信息採集，一大批

“退役”的老地名被重新啟用，並賦予新的生命力。■新華社

■朱慶瀾將軍
網上圖片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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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強勢 官媒：具避險特徵

《證券時報》文章指出，所謂避險
貨幣，其實主要描述的是一種

選擇，即在資本全球化時代，某一種主
權貨幣因為多種原因，在市場波動率上
升的情況下成為資本的普遍選擇。一般
來說，成為市場公認的避險貨幣需要具
備以下一些條件：貨幣政策獨立、離在
岸資本市場深度足夠、資本管制相對寬
鬆靈活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成為避險
貨幣跟經濟基本面的關聯度反而不大，
最典型的例子無疑就是次貸危機爆發
後，美元反而成了國際資本的第一選
擇。

貶值後新機制反映經濟
文章認為，從這些條件出發，今年

以來人民幣確實帶有了一定的避險貨幣
特徵。而其中的關鍵，是人民幣匯率形
成機制在2015年抓住機遇率先求變，

開始以自身經濟周期為主進行定價。此
後雖然經歷長達一年多之久的貶值過
程，但當整體貶值壓力釋放完畢之後，
新的匯率形成機制跟自身經濟周期相互
融合的共振效應就逐步顯現。“只是這
種轉變靜水流深，一度與市場主流的預
期有很大差異，在執行過程中也不斷遇
到各種變化和挑戰。今年隨着美元升值
浪潮的消退，新的匯率形成機制逐漸穩
住陣腳，一些臨時性的應變之策也終將
迎來更有利的外部環境。”

雖然有官媒力撐，但人民銀行6日
公佈中間價後，CNY早市一度反覆向
下，近下午3時最低曾跌至6.548，其後
突然急升，於短短1小時內勁飆294點
子，至最高6.5186的全日高位。CNH
早市走勢與CNY背馳，於9時29分升
至全日高位6.5317，之後不斷走低，於
下午2時48分一度跌至6.5509的低位，

跌幅達192點子，其後再急升至6.53水
平，走勢猶如過山車。截至傍晚6時17
分，CNY 和 CNH 分別報 6.5279 和
6.5362，較前一日分別升值數十點子。

外資行：走勢易升難跌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指，“6日上午

美元流動性非常緊，可能是企業結匯導

致部分銀行美元頭寸減少，要從掉期市
場或者拆借市場補充。”亦有外資行交
易員認為，目前結售匯逆差的格局可能
已經逆轉，除非美元指數有很好的反
彈，否則人民幣將維持易升難跌的走
勢，最近企業結匯還是比較多，不過目
前這個價位對需要購匯的企業還是比較
合適的。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在20152015年抓住機遇率先求年抓住機遇率先求
變變，，開始以自身經濟周期為主進行定價開始以自身經濟周期為主進行定價。。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中國人民銀行6日公佈人民幣中

間價報6.5311，較前一個交易日升59點子，連升8天兼續創逾15

個半月新高。由於人民幣匯率近期走勢強勁，不少投資者開始將之

視為避險貨幣，就連官方《證券時報》6日亦引述市場人士指出，

“兩年前完成與美元脫鈎的人民幣目前已經具備一定的避險貨幣特

徵，正是這個特徵在主導市場近期乃至未來一段時間的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
中國平安6日宣佈，旗下金融壹賬通
在北京召開“智能保險雲”產品發
佈會，首推“智能認證”、“智能
閃賠”兩大產品，向全行業開放。
“智能保險雲”以線上線下的交互
為特色，為保險公司提供“靈活接
入、快速升級、自主開發、全程響
應”智能化服務和極致體驗，全面
提升保險行業科技運用水平。

公司指，“智能保險雲”是中
國平安首次對外開放保險經營中的
最核心技術。“智能閃賠”將為車
險行業帶來超過200億元人民幣的滲

漏管控收益，帶動理賠運營效能提
升40%以上。

平安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兼首席
信息執行官兼首席運營官陳心穎於
發佈會表示，平安在國家“互聯
網+”戰略的指引下，持續推進開放
性平台建設，這次公司把多年來積
累的行業科技經驗向全行業開放，
幫助中小保險公司以較低的成本與
最先進的保險科技並軌，從而推動
保險全行業在效率、風控、成本、
客戶體驗等方面提升，將保險與人
工智能緊密結合，為客戶提供極致
的服務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美
婷) 中裕燃氣行政總裁呂小強
6日表示，燃氣業務最艱難的
時間已經過去，對工商業的用
戶增長仍然樂觀。

今年9月1日起，中國非
居民天然氣基準門站價格每立
方米減價0.1元人民幣，商業
客戶的天然氣價已於9月1日
起同步下調，相信會提升工商
業用戶的銷氣量，料工商業用
戶佔比會持續增加，集團全年
銷氣量目標維持不變，為13
億立方米。

呂小強表示，工商業的用
戶佔集團下游用戶約8成，為
集團主要的收入來源，相信天
然氣行業最艱難的時間已經過
去。

呂小強估計下半年業績會
優於上半年，目前集團有56
個營運地點，料全年會有高單
位數字增長。

中裕今年 7月完成增持
Harmony Gas 至100%，呂小
強表示，收購Harmony Gas後
會主力擴大兩大範疇，包括在
該公司旗下項目的地點興建上
游管道連接；以及開發河北省
和江蘇省的工商業客戶，料下
半年開始投資5億元人民幣，
期望可降低業務成本，為集團
盈利帶來貢獻。未來集團會尋
找更多併購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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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保智能保險雲全行通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

道）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日前發佈聯合
整頓ICO亂象，引發中國多隻代幣暴跌，
ICO的平台啟動了清退程序，包括下架部
分幣種、協助用戶完成退幣清算工作。不
過，6日不少代幣開始止跌回穩。另外，
國際上出現首例接受比特幣付款的房地產
項目，被指數字貨幣未來依然被大概率看
好。目前來看，幣值下跌幅度較大的多為
近期上線的新ICO項目代幣，此前一批老
牌數字貨幣價格仍較為堅挺。

6日國際上亦傳來數字貨幣的利好消
息。多家媒體報道，英國一名富豪宣佈將

在阿聯酋迪拜推出一個價值2.5億英鎊的
住宅和商業房地產開發項目，其中住宅項
目將接受比特幣付款。

比特幣闖入房產 鼓舞持幣者
這則全球首例的房地產項目接受比特

幣付款消息，極大鼓舞了持幣者繼續看多
數字貨幣，並認為其未來應用場景會越來
越廣泛。至於中國ICO平台清算工作，60
家被點名要求整改的ICO平台逾半已進入
退幣清算流程。幣久網等知名數字貨幣交
易平台，6日相繼發公告稱下架部分幣
種，開設退幣專區，並引導並協助用戶完

成退幣清算工作。由“中國比特幣首富”
投資的雲幣網，6日表示下線所有使用
ICO 方式發行的代幣交易，所有用戶在市
場上的掛單均已被統一駁回。而有內地最
大寨幣網站之稱的聚幣網稱全面響應七部
委的公告，下架所有ICO代幣。

由於當前進行代幣清算的用戶數量較
多，不少ICO平台還公告聲明，提現及提
幣排隊人數較多，或會導致未成交的掛
單，但保證平台資產都是安全的。

不過央視報道，仍出現疑似跑路平
台，一家名為萊特中國的代幣網站被曝圈
錢後失蹤，投資者資金不翼而飛。

中國過半ICO平台啟動退幣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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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準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天受
訪談及一例一休表示，原則希望保障勞工權益
、給予企業充分彈性， 「需要微調，我們就來
執行微調的工作」 。

行政院長林全辭職，總統蔡英文昨天宣布
由台南市長賴清德接任閣揆。

施俊吉傍晚接受中央通訊社記者訪問表示
，一例一休應把握兩原則，保障勞工權益和給
予企業充分彈性。一例一休對勞工權益有許多
保障，但能否雙贏？賴清德從台南北上，台南
有很多產業，賴清德很清楚民間企業呼籲，很
願意做優化措施， 「我會努力配合執行」 。

他說，一例一休是很大進步，增加勞工權
益，改進合理工時，而加班費增加，確實增加
企業成本，企業賺的錢，除分給股東，是否也
分給勞工？

施俊吉舉例表示，有勞工想加班，但因一
例一休，雇主不允許加班，這難道不能調整嗎
？又如兩週變形工時規定，會不會太嚴？能不
能彈性化，賦予勞工主管機關彈性解釋空間？

他說，總有些微調空間， 「需要微調，我
們就來執行微調的工作」 ，從法令解釋或修改
法令方式都可能。時間過這麼久，要面對、解
決問題，要有執行力。

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方面，施俊吉表示，
現在訂定的計畫，跨部會要配合持續推動，他
會協調經濟、財經等相關部會，這也是過去他
較擅長的領域。

稅改部分，他說，稅改方案涉及範圍非常
廣，總難免某些減稅多點、某些加稅，都有改
進空間，希望不要一下子就貼標籤，行政院會
多聽各方意見。

一例一休爭議 施俊吉：需微調就執行

（中央社）為了加強宣導焚化再生粒料可
安全用於公共工程，環保署今天與台南市政府
一同辦理觀摩會，說明焚化再生粒料的性質、
管理措施等，以促成工程、環保單位合作、提
高使用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從民國91年推動底渣再
利用政策以來，每年產生約80至90萬公噸焚
化再生粒料。民國99年開始，在工程會、內政
部營建署以及交通部公路總局共同合作下，已
利用焚化再生粒料陸續完成8條示範道路。

環保署今天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指導
下，與台南市政府共同辦理 「焚化再生粒料運
用於公共工程觀摩會」 ，在會中分別說明焚化
再生粒料性質、法令規定及管理措施以及實際

運用於公共工程的供料模式等，讓各級工程單
位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於公共工程，並促成工程
、環保單位交流合作。

環保署發布新聞稿指出，過去焚化再生粒
料所含的雜質常被民眾質疑品質，為鼓勵工程
單位使用並消除民眾疑慮，已在7月24日修正
「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 ，明

年元旦起將明確規範垃圾焚化廠交付處理的允
收標準、出廠時焚化再生粒料的粒徑大小、所
含雜質標準等。

環保署指出，後續將持續督導地方政府環
保單位確保焚化再生粒料品質，並持續推動焚
化底渣再利用工作，進而使廢棄物處理體系正
常運作、落實資源循環再利用。

提高焚化再生粒料使用率 環署辦觀摩會

（中央社）營建署前主任秘書洪嘉宏涉收受
遠雄賄賂，使遠雄得標眷改建案；北檢昨傳喚洪
男及黃姓中間人，訊後向法院聲押禁見。台北地
院開庭，在昨天深夜裁定洪男、黃男羈押禁見。

台北地檢署調查，洪嘉宏涉嫌於民國102年
11月起至103年5月，任職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分署長期間，利用經手新竹、台中等地眷村改建
案機會，透過黃姓白手套涉嫌收受賄賂，協助遠
雄順利得標。

北檢昨天傳喚洪嘉宏與黃姓男子，並提訊目
前在押的遠雄集團創辦人趙藤雄釐清案情；檢方
訊後認為洪男、黃男涉貪污重罪，有串證之虞，
因此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禁見。台北地院在

昨天晚間8時30分左右召開羈押庭。
北院表示，洪男與黃男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1項第3款之罪，為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
年以上之罪；依據檢察官所提供的證據，他們犯
罪嫌疑重大，而且其中一名被告坦承犯行，也與
其他共同被告供述不一致。

北院指出，因不明資產流向多牽涉被告的親
友，有勾串共犯及證人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1項第2、3款羈押事由，且審酌貪瀆犯
行與司法權行使、社會秩序、嚴重敗壞官箴，情
節重大，依比例原則衡量羈押對於人身自由的侵
害，認為本起案件有羈押必要，應予羈押並禁止
接見通信。

前營建署主秘洪嘉宏涉賄 羈押禁見

（中央社）花東彩虹嘉年華團隊代表今天在縣長親民時間拉起彩虹旗，要求開放同志伴侶註記
，落實花東同志人權；縣府秘書長顏新章表示將 「研議」 ，目前暫依中央政府修法腳步執行。

內政部7月3日開放戶政事務所跨區受理同性伴侶註記，全台僅剩花蓮縣、台東縣、雲林縣及
澎湖縣尚未開放。花蓮同志團體多位代表今天利用縣長親民時間陳情，呼籲縣府落實同志基本人權
，開放 「同性伴侶註記」 。

花東彩虹嘉年華團隊召集人張哲源說，大法官釋憲，禁止同性婚姻有違保障人民婚姻自由權與
平等權；花東兩縣已有百間友善店家響應性別平權，縣府更應正視民眾心聲。張哲源表示，預計於
23日串聯花東兩縣舉辦彩虹嘉年華遊行。

縣府秘書顏新章表示，縣府依法行政，會 「研議」 民眾意見。

花東彩虹團隊籲縣府開放同志伴侶註記

（中央社）科技犯罪及毒品為現今社會2大毒瘤，屏東縣警察局今天成立數位證物實驗室及
新世代反毒辦公室，強化打擊科技犯罪及毒品查緝能力。

數位證物實驗室及新世代反毒辦公室今天在屏東縣警局，由縣長潘孟安、縣警局長江雅文、
屏東地檢署檢察長林錦村及捐助單位代表一起揭牌。

潘孟安表示，隨著網路時代來臨，科技犯罪包括詐騙、毒品交易的方法，都非常新穎及多元
，為了有效打擊犯罪特別成立數位證物實驗室，讓警方可以在電腦及手機快速取得證物；另外，
新世代反毒辦公室垂直整合了檢警調憲兵及海巡等單位，防堵毒品犯罪。

數位證物實驗室由縣內妙光禪寺、慈鳳宮、福安宮等民間團體捐助經費購買手機、電腦等數
位鑑識工具的軟硬體，整個實驗室的成立花費新台幣300多萬元。

縣警局科技犯罪偵查隊長張程湧表示，全國的司法人員都在和科技賽跑，數位證物實驗室除
高規格的證物鏈保全流程，並符合相關法定程序外，更大幅提升鑑驗及分析數位證物能力，例如
從A毒品藥頭和B藥頭的手機交叉比對，利用大數據就有可能再分析出新的藥源和藥頭。

縣警局表示，成立新世代反毒辦公室，除了整合各單位毒品情資，更加強查緝力道，針對毒
品製造、運輸、販賣及新興毒品進行溯源追查，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以量為目標，消弭毒
品存在。

屏警局成立數位證物實驗室及反毒辦公室

賴清德議會致意 謝龍介帶戲偶秘雕送行
準行政院長賴清德（前右）6日特別前往台南市議會向議員道別致意，國民黨議員謝龍介

（前左）帶著布袋戲偶 「秘雕」 和一瓶東山區的蜂蜜出席，祝福賴清德更上一層樓。

唐鳳訪臉書總部 盼創造數位經濟安全唐鳳訪臉書總部 盼創造數位經濟安全
政務委員唐鳳政務委員唐鳳（（左左11））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委詹婷怡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委詹婷怡（（右右22））55日日（（當地時間當地時間））拜訪位於拜訪位於

加州孟羅公園的臉書總部加州孟羅公園的臉書總部，，與負責臉書全球通訊傳播與負責臉書全球通訊傳播、、市場及公共政策的副總裁史瑞吉市場及公共政策的副總裁史瑞吉（（ElliotElliot
SchrageSchrage）（）（左左22））會面會面。。

林全參訪張林素梅畜牧場二場沼氣發電情況林全參訪張林素梅畜牧場二場沼氣發電情況
行政院長林全行政院長林全（（中中））66日南下嘉義縣參訪張林素梅畜牧場二場沼氣發電情況日南下嘉義縣參訪張林素梅畜牧場二場沼氣發電情況，，與到場歡迎與到場歡迎

的鄉親握手致意的鄉親握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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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中国网购平台吸引四国消费者

3年前，俄罗斯姑娘奇斯佳科娃在社交网站上看到

阿里全球速卖通的广告。广告展示的是一件连衣裙，

低廉的价格让酷爱连衣裙的她深觉不可思议，就这样

她开始接触中国网购平台。如今，奇斯佳科娃已经是

“海淘”达人。

奇斯佳科娃经常在速卖通上买连裤袜和连衣裙，

而她的丈夫奥列格经常买硬盘等电脑配件。夫妻俩还

买过两部一样的手机。奇斯佳科娃说，中国的手机非

常好用。

据俄罗斯电子商务协会统计，2016 年，俄罗斯跨

境网购的海外订单量增加约2.45亿个，其中90%来自中

国。在俄罗斯，很多人会把中国电商的“双十一”促

销日标注在日历上。“双十一”促销期间，因下单量巨

大，俄罗斯银行系统还曾一度崩溃。

四国“爆款”在中国热销

其他四国的很多产品也成为中国人抢购的“尖

货”“爆款”。

“哈瓦那”是巴西著名人字拖品牌。2013 年初，

“哈瓦那”入驻知名网购平台天猫。截至今年7月，“哈

瓦那”拖鞋在中国销售量超过100万双。在中国的热销

促使“哈瓦那”在巴西当地扩产，种植橡胶的巴西农

民因此增加了收入。

《报告》 显示，除了巴西的拖鞋外，俄罗斯的糖

果、饼干，印度的手工艺品、香料，南非的西柚、

红酒、护肤品等特色产品，都是中国消费者喜爱的

热销品。

现在，中国的不少准妈妈会在怀孕期间使用一款

护肤品，名叫“百洛油”。百洛油是南非一家公司生产

的护肤油，可以预防和淡化妊娠纹。2015年，百洛油

正式入驻天猫，开店1年，销售额就突破100万元人民

币。百洛油至今在中国累计销售超过18万瓶。

天猫国际的数据显示，2016 年，俄罗斯商品在天

猫国际的总成交额是上一年的34倍。印度的品牌商品

在中国尚缺乏知名度，但护肤品品牌、有机染发剂品

牌等已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网上“淘金”将达3万亿美元

电子商务成金砖国家合作新动能
本报记者 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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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希罗和比亚是巴西的一对“网红”夫妻，有超过50万的

粉丝。他们经常到中国网店“海淘”服饰和数码产品，有时还

会把买到的东西向粉丝们展示。埃希罗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

的商品物美价廉。

很多巴西人跟这夫妻俩一样喜欢网购中国货。8月29日，

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17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发展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显示，中国的服饰和手机通讯产品在金砖其他

四国十分畅销，而中国人则喜欢网购巴西的人字拖、俄罗斯的

糖果、印度的手工艺品以及南非的西柚等。《报告》预计，到

2022年，金砖五国网络零售总额将超过3万亿美元。

8月30日，蚂蚁金服宣布，旗下支付宝移动支付业务已经接入南非10000家商户，为赴
南非旅游的中国支付宝用户提供支付服务。

图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名游客准备用支付宝支付滑索体验课程。 新华社发

金砖国家电商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近年来，金砖国家在电子商务合作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2015 年，金砖国家领导

人通过了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框架》，

促进实现金砖国家一体化大市场。今年 8 月

初，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批准了 《金砖

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全面启动合作进

程。

《报告》 指出，金砖国家在电子商务领

域合作前景十分广阔。2016 年，金砖五国网

民合计超过 14.6 亿人，占全球网民的 42.7%；

网络零售交易额 8761 亿美元，占全球网络零

售总额的 47%。预计到 2022 年，金砖五国网

络零售总额将增加至 30061 亿美元，占全球

网络零售总额的比例上升到 59%。

近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我

们很快就能在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看到更

多来自金砖国家的特色产品。中国企业将

在电子商务销售、物流、支付等方面与金

砖 国 家 企 业 有 更 多 的 合 作 机 会 。 可 以 预

见，电子商务将成为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新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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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今 世 界 上 最
长的沙漠高速公路
——京新高速的总
里程约2768公里，在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先后穿越乌兰布和、
腾格里、巴丹吉林三
大沙漠。它是亚洲
投资最大的单体公
路建设项目，也是继
连云港—霍尔果斯
高 速（G30）公 路 之
后，连接新疆与内地
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2017 年 7 月 15
日，京新高速内蒙古
临河至白疙瘩段、甘
肃白疙瘩至明水段
和新疆明水至哈密
段三个路段联动通
车，自此，京新高速
全线贯通。

京 新 高 速 公 路
连接北京、河北、山
西、内蒙古、甘肃、新
疆六个省（区、市）。
此次通车的临白段
全长 930 公里，白明
段全长 134 公里，明
哈段全长 178 公里。
它们大多位于戈壁、
荒漠地区，施工条件
非常艰苦，但项目开
工 5 年来，各参建单
位克服了环境恶劣、
有效施工期短、建设
任务重等困难，在施
工期内圆满完成了
任务。

京 新 高速为社
会带来了巨大的福
利。对沿线百姓而言，
京新高速的修建大
大改善了他们的生
活。在高速公路修筑
的过程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
新建了935公里通电、通讯和458公里的
供水管道工程等基础设施。通车后，该地
区增加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

对沿线城市发展而言，依托横贯
东西的京新高速，可以把深处沙漠腹
地的矿产、旅游等资源快速输送到全
国各地。据悉，位于京新高速公路白
明段的甘肃省马鬃山镇正计划发展第
三产业旅游业和精细加工产业，打造
产业基地。但是曾经，马鬃山镇牧民
出行只能沿着土路花上三四个小时，
道路的修通为地方发展带来了机遇。

此外，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而言，
京新高速是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第七条
放射线，开辟了霍尔果斯口岸至天津港
的最快捷出海通道。同时，通车后的京
新高速将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公路里程
缩短了近1300公里，显著节约了货物运
输成本。

十八大以来，中国高速公路事业稳
步发展，高速公路网络框架总体形成。
7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宣布，仅在今年
上半年，全国就建成通车高速公路项目
11个，新开工项目 46个，京新高速正是
其中的代表性工程。据悉，截至2016年
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3.1万
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基本覆盖全国城镇
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

预计到“十三五”末，国家高速公路
主线将基本贯通。届时，高速公路将会
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区域间资
源的流动，人们通过公路出行将更加畅
通、便捷。

京
新
高
速
成
为
世
界
最
长
沙
漠
高
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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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哈維颶風侵襲後，除重建家園
漫漫長路，最大的後遺症莫過於 「無止盡的塞車」 。由於許多路
段封路實施交通管制，造成主要替代道路擁擠繁忙，對於居住在
休士頓西邊的通勤族來說，這幾天可說是夢靨一場。

高水位地區道路自災後實施交通管制，直到本周二下班尖峰
時刻交通壓力達到顛峰。8號公路無論是北向或南向道路持續封路
，10號公路南向交通也實施交通管制，南北交通大打結，許多通
勤族繞行導致Westheimer路及周邊道路造成很大的影響，帶來嚴
重交通壓力。

交通擁塞讓許多通勤族叫苦連天，下班返家必經Westheimer
的上班族鍾小姐表示，原本15分鐘的路程硬生生花了1個多小時
，無論是610公路、59公路和Westheimer 鄰近區域都是呈現
「紅色」 塞車狀態，讓她無奈感嘆， 「回家路迢迢啊」 。

另外也有上班通勤往返Katy和Westheimer的民眾許小姐，
由於8號與10號公路封路所致，原本20分鐘的路程，都因為塞車
延長成2小時，光上下班就花了快4小時，實在是很折磨人。

許多通勤族甚至為了避開上下班車潮，必須要提早至少一個半小時
出門，但往往還是塞在路上，這讓通勤民眾都忍不住抱怨連連。

休士頓西邊與公路封路主要是交通管制因Addicks和Barker水庫洩
洪而成淹水區的路段，官方表示，預計這樣的交通壓力會持續5至10天
，往返這些路段的通勤族可要有心理準備。

休士頓封路交通大打結 通勤族叫苦連天

交通大堵塞造成通勤族繳苦連天交通大堵塞造成通勤族繳苦連天。。((取自取自ABCABC1313))

610610環狀公路附近全部呈現紅線塞車狀態環狀公路附近全部呈現紅線塞車狀態。。((
讀者提供讀者提供))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
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的《生活》開播
五年至今，一直是本台的重頭節目，
《生活》節目每月分為幾個主題，其
中的《生活》、《大嘴吃四方》、
《味全小廚房》等節目在休士頓家喻

戶曉。
為了讓節目與時俱進，《生活》

節目從8月起開始逐步改版，8月已
經推出兩個單人脫口秀《墨童聊吧》
和《留學誌》，為符合多元的觀眾收
視群和增加收看多元性，自9月9日

起隔周推出《三個女人一臺戲
》，每期三個女人侃閑篇聊八
卦，各種輕鬆私密的女性話題
全部囊括，該節目主持人黃梅
子同時也是《生活》節目總製
片人，第一期嘉賓邀請女作家

陳瑞琳和原鳳凰衛視女
記者王濛一起談天說地
保證非常有看頭。

《三個女人一臺戲》
借鑒鳳凰衛視中文臺的
《鏘鏘三人行》節目，
但《三個女人一臺戲》
的主持人和兩位嘉賓均
為女性，節目形式是無
主題閒談式節目，內容
有時事、社會、美容減
肥、愛情家庭、育兒時尚等，
參加節目的兩位嘉賓聘請休士
頓有一定知名度及學識豐富、
有獨特見解的女性，由於主持
和嘉賓見聞廣博，學識豐富，

現場氣氛輕鬆愉快，三位美女如同閨
中密友般無話不說，各抒己見，不追
求問題答案的“正論”而是“俗人閑
話”，融匯信息傳播、制造樂趣，主
持人與兩位嘉賓在閨中密談的氣氛中
以個性化的表達，交流自由觀點，呈

現生活體驗，不掩飾真實性情，所以
談者津津樂道，聽者樂趣橫生。

想知道這三個女人唱的哪一出戲
？請9月9日晚間7時30分和9月11
日晚8時鎖定美南電視15.3頻道，收
看首期《三個女人一臺戲》。

美南STV 15.3本周六9月9日推出新節目《三個女人一臺戲》敬請準時收看

三個女人一臺戲的主持人兼製片人黃梅子三個女人一臺戲的主持人兼製片人黃梅子。。((節目截圖節目截圖))

三個女人一臺戲主持人黃梅子三個女人一臺戲主持人黃梅子((中中))與首期節目嘉賓女作家陳瑞琳與首期節目嘉賓女作家陳瑞琳((右右))及原鳳凰衛及原鳳凰衛
視女記者王濛視女記者王濛((左左))。。((節目截圖節目截圖))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99
月月 88 日至日至 99
月月1010日日

七月半中元七月半中元
節節（（盂蘭節盂蘭節

））
99--0808、、 0909、、 1010--20172017 （（Fri,Fri,
Sat,Sun)Sat,Sun)
本頭公廟本頭公廟
1060010600 Turtlewood ,Houston,Turtlewoo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281281--983983--00970097

中元盂蘭超度法會中元盂蘭超度法會
99--0808、、 0909、、 1010--20172017 （（Fri,Fri,
Sat,Sun)Sat,Sun)晚上晚上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Houston,Delano,Houston,
TX.TX.7700377003
713713--236236--10151015

第廿九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第廿九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99--0909--20172017（（Sat)Sat)上午上午99時至時至

中午中午1212時時3030分分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Westoffice Dr.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健康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健康講座
水災後疾病防治水災後疾病防治
馬劍鵬教授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主何巧莎中醫師主
講講
99--0909--20172017 (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時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69016901 Corporate Dr.Houston,Corporate Dr.Houston,

TX.TX.7703677036

20172017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
三季午餐與學習活動三季午餐與學習活動
99--0909--20172017（（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至時至
中午中午1212時時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1212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9999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Bellaire Blvd.Houston,
TX.TX.7703677036

重彩寫意畫家龍純一先生義賣重彩寫意畫家龍純一先生義賣
畫展畫展

99--0909--20172017(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55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
59055905 Sovereign, Houston,Sovereign, Houston,
TX.TX.7703677036

國建會會長交接國建會會長交接
99--0909--20172017（（Sat)Sat)中午中午
姚餐廳姚餐廳

台聲合唱團音樂會︰飛吧台聲合唱團音樂會︰飛吧！！福福
爾摩沙爾摩沙

99--0909--20172017（（Sat)Sat)下午下午77時時3030
分分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lin ChapelBelin Chapel
75027502 Fondren Rd. Houston,Fondren Rd. Houston,
TX.TX.7707477074

代先靈過橋化靈位代先靈過橋化靈位
99--1010--20172017（（Sun)Sun)下午下午55時時
本頭公廟本頭公廟
1060010600 Turtlewood, Houston,Turtlewoo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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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哈維颶風於 8月25日
侵襲德州地區，造成休式頓地區嚴重
災情,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6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 於9月4日緊急
召開救災會議，會中決定將國慶系列
活動及 「九天民俗技藝國慶訪問團」
的演出結合募款賑災，活動結餘將用
於救濟德州地區災民的捐款，協助受
災僑胞度過難關。

由於水災的影響，國慶系列活動
將延期至9/15開始，原定9/10的活動
將全部取消。敬請見諒。
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剪綵典禮 （9/15/
17 10:00AM）

國慶籌備會原訂於9月10日舉行
的 「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剪綵典禮」 將
延至9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時
於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國慶籌備會
主任委員陳美芬及副主任委員嚴杰也

將在典禮中介紹今年的慶祝活動內容
，歡迎大家光臨參加。 如需進一步資
料, 請洽秘書長何怡中，電話:(281)
854-7120
災後安全講座 （9/16/17 10:00AM）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 將於9/16/17（星期六）上午10時
於僑教中心203室舉辦 「災後安全講
座」 ，將邀請專家在災後飲水安全，
預防細菌感染，淹水房屋的修復，災
後詐欺搶劫的防範各方面為僑胞們提
供專業資訊與幫助。請洽會長劉秀美
，電話:(832)316-1542
雙十國慶攝影展－美的瞬間 （9/16/
17 2:30PM）

休士頓一群愛好攝影的朋友們走
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上山下海，等
著日出日落，為的是等待著捕捉 「美
麗的瞬間」 ，用相機留下最美的片刻

。今年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 「美的瞬
間攝影展」 ，學員們將展示他們一年
來最好的攝影作品與大家分享。也希
望藉由這些美麗的攝影作品，舒解休
士頓僑胞們過去十幾天來因水患造成
的壓力。該展覽將於9/16-9/24每天
10:00AM-4:00PM在僑教中心展覽室
舉行（週一休息）。請洽聯絡人鍾宜
秀， 電話:(832)818-1848
國慶文化訪問團 - 廟會劇場 『鼓鳴旗
飛慶雙十』 （9/16/17 6:30PM）

僑委會為宣慰海外僑胞、發揚優
質台灣文化，特別遴派 「九天民俗技
藝團」 擔任國慶綜藝訪問團，巡迴北
美與中美洲共14個城市，讓海外僑胞
回味故鄉特有風土人情，期盼透過專
業精緻藝陣饗宴，讓更多人能看到台
灣優美民俗文化，本年國慶文化訪問
團於事前籌備作業時即獲得僑界熱烈

迴響，該團將透過 「鼓陣、官將首、
電音神偶」 等民俗文化慶賀中華民國
國慶，演出精采可期，一票難求。

正逢休士頓地區遭哈維風災重創
， 「九天文化訪問團」 的來訪不只帶
來了台灣民眾對大休士頓地區誠摯的
關懷，也將用他們振奮人心的鼓聲為
災民們加油打氣！同時也藉由台灣的
廟會文化為休士頓祈福，預祝休士頓
早日完成災區重建的工作。當天會場
將有捐款箱請僑胞朋友們熱列響應捐
款，當日捐款所得將全數捐給 有需要
的受災戶。

文化訪問團將於9/16 (週六) 下午
6:30PM在Stafford Centre Perform-
ing Arts Theatre -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4演出. 訪問
團行程緊湊只在休士頓表演一場，請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目前贊助票己在熱烈銷售中, 樓下$
50 / $ 20, 樓上 $10, 請至山水眼鏡 (
敦煌廣場) , 僑教中心/蔡先生購票, 或
連絡票務專線 嚴杰(832) 660-7063,
甘幼蘋 (281) 620-5557.

休士頓國慶籌備會懇請僑胞們踴
躍參加國慶系列活動，同心募款賑災
並支持我們的國家。
國慶長照講座 （9/17/17 2:00－5:
00PM）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將於
9/17/17（星期日）下午2-5時於僑教
中心203室舉辦 「長照講座」 ，將邀
請資深理財顧問蔡淑英女士為大家詳
細解說長期護理的各方面知識。並備
有精美點心招待，歡迎參加。請洽會
長李迎霞，電話:(832)643-5830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 加入賑災行列「九天民俗技藝國慶訪問團 」 愛心不落人後休士頓募款演出

(記者黃麗珊)哈維颶風造成休士
頓前所未見創傷及損失，休士頓僑界
關懷救助協會（Houston Taiwanese
Care & Assistance Association）以
實際行動，希望幫助受災僑胞朋友共
度難關！於 9 月 2 日上午 10 時在
10303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的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203
室舉辦風災、水災保險諮詢講座，由
劉秀美會長主持。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
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顧問張世勳、
僑務促進委員王妍霞、休士頓僑界關
懷救助協會副會長趙婉兒等人都出席

，該講座由長青保險公司總經理楊明
耕應邀為僑胞解說災後保險相關知識
，滿場僑胞參加。

該協會發揮功能並提供災民實用
資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務
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問候大休士頓地
區僑胞平安，主講人楊明耕則講述災
後各種因應及申請理賠及補助方法與
途徑，講座內容充實且貼近災民實際
需求，提供僑界即時的關懷及協助
。...

長青保險公司總經理楊明耕說明
，若是已經有保水災險民眾，申請理
賠程序為：一、審視保險單內容，包

含保額與自付額。二、詳記損失清單
及拍照附圖。三、填寫理賠申請單，
註明發生時間、地點、災害造成原因
、保險公司及保單號碼，並附上損失
清單後簽名。四、將文件寄到保險公
司或由保險經紀公司轉送。五、保險
公司收到後會發出理賠申請確認通知
，表示已經收到申請；並指派理賠人
員協助估算、有些公司也可能會設立
理賠專戶來告知進度。六、理賠人員
前往現場做損壞估算。七、理賠人員
會根據保單內容進行調整、扣除自付
額後把賠償金額寫於損失證明報告書
，民眾簽名、經過公證後，賠償支票

就會進到帳戶中。
楊明耕談到，如果理賠過程中出

現爭議，民眾可要求重估或另派理
賠人員來處理，並請保險經紀人解
釋保單內容及條件；若損失重大，

可要求保險公司先支付部分前金。
對於有民眾表示若是向保險公司

申請理賠，可能會導致保費上漲，楊
明耕提到，水災險本來就是用來降低
財物損失，此次水災過後，部分區域
水災險保費上漲應是無法避免。

楊明耕強調在申請理賠流程中，
估價單是相當關鍵因素，民眾可尋找
任何一家工程承包商來進行修繕工程
；通常保險公司在合理範圍內都會進
行賠償，保險理賠通常會比民眾預估
來的高。

當民眾發生預期理賠金額和保險
公司實際理賠金額有不小落差狀況時

，常會聘請律師協助，楊明耕於講座
中提及，民眾可先和保險公司協商，
因部分律師要求的利潤比例甚至高過
民眾最後獲得的賠償，造成許多利潤
並沒有實際進到民眾口袋，這是日前
實施的HB-1774法案所要規範現象
。

楊明耕說明，新法實施後民眾若
對理賠內容有疑慮或歧見，必須先向
保險公司反映、且告知保險公司，若
保險公司於60天內沒有回應，民眾方
可進行法律訴訟。

除了水災險外，也可申請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FEMA）所提供的災
難補助。民眾可上 disasterassis-
tance.gov依據本身狀況填寫申請，
若民眾狀況符合補助條件，就可獲得
補助。這講座獲得現場僑胞肯定，解
決現在災後重建災民最迫切需求。

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舉辦洪災理賠諮詢講座
長青保險公司總經理楊明耕應邀主講協助受災僑胞


	0907THU_A1_Print
	0907THU_A2_Print
	0907THU_A3_Print
	0907THU_A4_Print
	0907THU_A5_Print
	0907THU_A6_Print
	0907THU_A7_Print
	0907THU_A8_Print
	0907THU_A9_Print
	0907THU_A10_Print
	0907THU_A11_Print
	0907THU_A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