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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GOOD NIGHTS, GREAT NIGHTS

AND NIGHTS AR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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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55月月2828日日，，在在Post OakPost Oak希爾頓大酒店舉辦插花藝術展示會希爾頓大酒店舉辦插花藝術展示會。。插花藝術插花藝術，，即指將剪切下來的即指將剪切下來的
植物的枝植物的枝、、葉葉、、花花、、果作為素果作為素 材材，，經過一定的技術經過一定的技術（（修剪修剪、、整枝整枝、、彎曲等彎曲等））和藝術和藝術（（構思構思、、
造造 型型、、設色等設色等））加工加工，，重新配置成一件精制完美重新配置成一件精制完美、、富有詩情畫意富有詩情畫意，，能再現大自然美和生活美的能再現大自然美和生活美的
花卉藝花卉藝 術品術品。。插花藝術的起源應歸于人們對花卉的熱愛插花藝術的起源應歸于人們對花卉的熱愛，，通過對花卉的定格通過對花卉的定格，，表達一種意表達一種意 境境
來體驗生命的真實與燦爛來體驗生命的真實與燦爛。。插花藝術對中國人而言插花藝術對中國人而言，，插花作品被視為一個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插花作品被視為一個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
之融合之融合。。以以““花花””做為主要素材做為主要素材，，在瓶在瓶、、盤盤、、碗碗、、缸缸、、筒筒、、籃籃、、盆等七大花器內造化天地無窮盆等七大花器內造化天地無窮
奧妙的一種盆景類的花卉藝術奧妙的一種盆景類的花卉藝術，，其表現方式頗為雅致其表現方式頗為雅致，，令人把玩令人把玩，，愛不釋手愛不釋手。。

《《中國式插花中國式插花》：》： 中國在近中國在近20002000年前已有了原始的插花年前已有了原始的插花 意念和雛形意念和雛形。。插花到唐朝時已盛插花到唐朝時已盛
行起來行起來，，並在宮廷中流行並在宮廷中流行，，在寺廟中則作為祭壇中的佛前供花在寺廟中則作為祭壇中的佛前供花。。宋朝時期插花藝術已在民間得宋朝時期插花藝術已在民間得
到普及到普及，，並且受到文人的喜愛並且受到文人的喜愛，，各朝關于插花各朝關于插花 欣賞的詩詞很多欣賞的詩詞很多。。至明朝至明朝，，中國插花藝術不僅廣中國插花藝術不僅廣
泛普及泛普及，，並有插花專著問世並有插花專著問世，，如張謙德著有如張謙德著有《《瓶花譜瓶花譜》，》，袁宏道著袁宏道著《《瓶史瓶史》》等等。。中國插花藝術中國插花藝術
發展到明朝發展到明朝，，已達鼎盛已達鼎盛 時期時期，，在技藝上在技藝上、、理論上都相當成熟和完善理論上都相當成熟和完善；；在風格上在風格上，，強調自然的抒強調自然的抒
情情，，優美樸實的表現優美樸實的表現，，淡雅明秀的色彩淡雅明秀的色彩，，簡潔的造型簡潔的造型。。清朝插花藝術在民間卻得不到重視清朝插花藝術在民間卻得不到重視、、發發
展和普及展和普及。。中國的近代由于戰亂等諸多因素中國的近代由于戰亂等諸多因素，，插花藝術在民間基本上消失插花藝術在民間基本上消失。。一直到近幾年來一直到近幾年來，，
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鮮花才逐步回到了人們的生活當中鮮花才逐步回到了人們的生活當中。。..

《《日本式插花日本式插花》：》： 西元六世紀時西元六世紀時，，日本天皇派特使日本天皇派特使（（相當與今日的外交官相當與今日的外交官））小野妹子到中小野妹子到中
國做文化交流親善訪問國做文化交流親善訪問，，他回日本時帶了很多中國的字畫他回日本時帶了很多中國的字畫、、雕刻雕刻、、文學文學、、戲劇還有園藝及供佛戲劇還有園藝及供佛
的瓶花等的瓶花等。。 小野妹子是一位出家人小野妹子是一位出家人，，住在京都六角堂小池塘旁的頂法寺住在京都六角堂小池塘旁的頂法寺，，日本第一個插花作品日本第一個插花作品
即在此完成即在此完成。。從此日本有了插花學校的興起從此日本有了插花學校的興起。。名稱叫做名稱叫做[[池坊池坊]]乃源于池旁之意乃源于池旁之意。。[[池坊池坊]]是日本最是日本最
古老原始的插花學校古老原始的插花學校，，現在的負責人是池坊第四十五代現在的負責人是池坊第四十五代------池坊專永先生池坊專永先生。。

《《西洋式插花西洋式插花》：》： 西洋式插花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插花西洋式插花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插花，，早在公元早在公元20002000年時尼羅河年時尼羅河
文化時期文化時期。。從古希臘直到羅馬後期從古希臘直到羅馬後期，，經曆了中世紀的文化停止時期經曆了中世紀的文化停止時期，，十四至十六世紀才奠定了十四至十六世紀才奠定了
現代西洋式插花的基礎現代西洋式插花的基礎。。 西洋插花與中國式和日式插花相比較強調實用和設計理念西洋插花與中國式和日式插花相比較強調實用和設計理念，，一般較能一般較能
融入生活之中融入生活之中，，達到日常生活的裝飾效果達到日常生活的裝飾效果。。

休斯頓插花藝術展示會休斯頓插花藝術展示會

休斯頓插花愛好者的作品休斯頓插花愛好者的作品。。

來自日本來自日本 [[池坊池坊]]的插花藝術家穿著日本傳統服裝的插花藝術家穿著日本傳統服裝，，為休斯頓的插花愛好者表演為休斯頓的插花愛好者表演
插花藝術插花藝術。。

來自日本來自日本 [[池坊池坊]]的插花藝術家穿著日本傳統服裝的插花藝術家穿著日本傳統服裝
，，為休斯頓的插花愛好者表演插花藝術為休斯頓的插花愛好者表演插花藝術。。

休斯頓插花愛好者的作品休斯頓插花愛好者的作品。。

休斯頓插花愛好者的作品休斯頓插花愛好者的作品。。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5月30日於華僑文教中心
舉辦103年總結會議暨103及104年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交接典禮

103103年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王妍霞年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王妍霞、、王煒蘭感謝王煒蘭感謝103103年所有志工年所有志工
們及參與國慶活動之各社團們及參與國慶活動之各社團,,以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以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
長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

103103年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王妍霞年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王妍霞、、王煒蘭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王煒蘭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監交下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監交下，，正式交接給正式交接給104104年籌備年籌備
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黎淑瑛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黎淑瑛、、陸忠陸忠..

104104年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黎淑瑛首先對歷年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黎淑瑛首先對歷
屆主委表示感謝之意屆主委表示感謝之意，，沒有他們的付出沒有他們的付出，，就沒就沒
有每一次成功的國慶活動有每一次成功的國慶活動，，希望新的一年能順希望新的一年能順
利傳承利傳承，，不僅提升台灣在當地主流的能見度不僅提升台灣在當地主流的能見度，，
更增加影響力更增加影響力..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和僑教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和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送來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送來
感謝狀感謝狀，，感謝卸任正副主委王妍霞感謝卸任正副主委王妍霞、、王煒蘭王煒蘭。。103103年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妍霞作總結報告年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妍霞作總結報告..

104104年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黎淑瑛與年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黎淑瑛與104104年工作團年工作團
隊成員隊成員，，並希望能夠在眾人通力合作下並希望能夠在眾人通力合作下，，延續圓滿達延續圓滿達
成任務的傳統成任務的傳統。。

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55月月
3030 日於華僑文教中心舉辦日於華僑文教中心舉辦 103103 年總結會議暨年總結會議暨
103103及及104104年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交接年籌備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交接..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和僑教中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和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送來賀狀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送來賀狀
，，祝賀新任正副主委黎淑瑛祝賀新任正副主委黎淑瑛、、陸忠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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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小說連載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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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擦汗袁 吃塊點心袁 緊張什么
呢钥朕還不夠疼你袁不夠縱容你的钥 "

紀王也跟着 " 嘿嘿 " 了兩聲袁
在盤中隨意揀了塊絞絲糕塡進嘴

里袁嚼了兩口袁贊道院" 是貴妃娘娘

的手藝吧钥 皇兄近來都不肯賜給臣
弟了袁非要進來才吃得到遥 "

"好好好袁你喜歡袁你就包起來
帶走遥

貴妃還在朕身邊袁 朕不愁沒得
吃遥 "梁帝展開滿面笑紋袁眼尾卻又
突然一掃高湛袁道袁" 叫淮王尧豫王
進來遥 "

紀王一愣袁忙道院"那臣弟就先

噎噎"

"你別忙袁吃你的吧遥 "梁帝臉

上的笑意漸漸沉澱袁 轉換成更爲深
沉凝重的表情袁" 你不是説但凡皇

子都有想法嗎钥 朕想聽聽他們兩個的想法遥 "

紀王幾乎噎了一下袁忙端起茶杯袁悄悄冲了下去遥
不多時淮王和豫王進來袁請安行禮完畢袁梁帝也先笑眯眯地

賞點心吃袁可人家還沒呑下去袁他就突然問了一句院"靖王當太

子袁你們有什么意見嗎钥 "

紀王趕緊遞茶杯給兩位可憐的皇子袁 看他們又嗆又咳地亂
了一陣後袁全都伏地叩首袁吶吶不敢多言遥

"怎么袁你們有異議钥 "

"兒臣不敢噎噎"豫王膽子略大些袁定了定神道袁"靖王沒什

么挑的袁父皇覺得合適袁兒臣們就覺得合適遥 "

"太子和譽王已不必再提袁要是靖王不當太子袁就得在你們
兩個中間選噎噎"梁帝沉沉地視線落在兩個兒子身上袁"你們沒

什么想法嗎钥 "臣噎噎無德無能袁只求能在父皇膝前盡尧盡孝袁別
無他想遥 "豫王叩首表白袁淮王趕緊附和遥

"可是噎噎"梁帝語調悠悠地道袁"你們序齒較長袁本應位列
靖王之前啊钥 "

豫王一時哽住袁趕緊拉了拉讀書較多的淮王袁淮王結結巴巴
地道院"兒臣們噎噎都尧都不是嫡子袁年齒相差也尧也不多袁自然
是父皇您噎噎擇賢而立噎噎"

"好一個擇賢而立袁"梁帝溫和地笑了起來袁"若論賢孝袁靖
王確實當之無愧遥

你們兩個有這份心胸袁朕也很寬慰遥
起來起來袁本來是賞你們吃點心的袁順便問問罷了遥 吃吧吃

吧袁朕也睏了袁你們把這盤子吃完了袁進去給貴妃叩頭請安遥 "

"爺浴 "門外響起奴才謙卑的話語袁"車轎已經備妥遥 "烏塔娜趁機拍了拍濟爾哈

朗的胸口袁稍加安撫袁語笑嫣然院"走吧袁可別錯過了吉時遥 "我送他們夫妻二人出門袁
濟爾哈朗等烏塔娜坐進轎子後才翻身上馬袁帶着隨行的侍衛慢騰騰的往多爾袞府邸
方向去了遥

我有些迷懵袁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袁不知道接下來該怎么走袁我和皇太極之間的
交集點袁到底要如何去尋找钥

多爾袞娶哲哲的妹妹噎噎希望那只是一場巧合袁希望在沒有見到皇太極之前都
不要再碰到他袁否則以我的立場眞的很難圓這個謊遥

若是再次落在他手里袁我能肯定我會死得很難看浴
第十六章(2)
舒爾哈齊死的時候袁濟爾哈朗才十二歲袁因爲年幼所以自小收在宮里由努爾哈

赤代爲撫養遥他和阿敏不同袁阿敏對父親的死或多或少總報着一種仇恨心理袁那是在
舒爾哈齊叛走黑扯木時袁努爾哈赤借此殺死阿敏的兄弟阿爾通阿和扎薩克圖時便深
埋下的種子袁永遠無法消抹乾凈遥

濟爾哈朗與皇太極的感情甚好袁自打皇太極登上汗位後袁便一力提拔這位堂弟袁
如今濟爾哈朗在朝中不只是鑲藍旗旗主袁還兼管着六部之中的刑部遥

"阿步浴出來比刀吧浴"窗外傳來一聲脆亮的呼聲袁隨即門口厚厚的棉簾掀開一道
縫袁巴爾堪的小腦袋擠了進來袁小鼻子凍得紅紅的袁"哥哥他們讀完書回來了袁你昨天
答應我跟我們比刀的浴 "我回頭瞄了眼烏塔娜袁她正躺在軟榻上袁面帶微笑的瞧着巴
爾堪院"阿步袁你陪他去吧袁我這里有哈雅在不礙事遥 ""那好遥 "我將手里的針線收好袁
"一會兒爺回來袁我再過來伺候遥 "隨手撣乾凈衣料上沾着的線頭子袁正要出門袁烏塔
娜在我身後幽幽嘆了口氣院"阿步袁你明明不象是個丫頭袁我和爺也從不待你像個丫
頭袁爲何你總是要把自己當成丫頭呢钥 "我呵呵一笑袁正要回答袁門口的巴爾堪一個箭
步跨進門袁拖住我的胳膊使勁往外拽院"快些浴 快些浴 哥哥他們若是等得不耐煩了袁就
不和我玩啦浴 "不由分説的便將我拖出門去遥

我踉踉蹌蹌的跟着他跑袁別看他人小腿短袁跑起來倒是挺快遥 到得院中袁銀樹梨
花袁積雪皚皚袁刺眼的白色袁冰天雪地里筆挺的站着三個穿着鮮艷袁氣質高貴的男孩
子遥 從高到矮一溜排開袁正神情專注的彎弓瞄靶遥

"給三位阿哥請安浴 "我漫不經心的福身行禮遥
他們三個男孩兒袁按年序排名爲大阿哥富爾敦尧二阿哥濟度尧三阿哥勒度袁巴爾

堪是他們四兄弟當中最小的袁只有六歲遥

弘德夫人見陸令萱有所猶豫袁於是添油加醋地説道院"只要穆麗認

了陸郡君做乾娘便是堵上那些大臣們的嘴袁 到時候袁 無論我生不生皇
子袁皇上的心都在我這兒了袁只要等到皇后一死袁這囊中之物豈不是手
到擒來钥 待到那時袁陸郡君也不是陸郡君了噎"

陸令萱慧黠一笑袁側目凝視身邊女人遥
弘德夫人湊近陸郡君耳邊輕聲道院"便是 '太姬 '了遥 "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二章 廢後之淚
殘月西斜袁猶挂天邊遥
宮女琉璃急匆匆地走進綉雲堂袁湊近主子弘德夫人的耳邊低語遥只

見弘德夫人秀眉微蹙袁嘴角輕輕上揚袁陰笑地説道院"嗯袁很好袁你去準備
準備遥不管怎么説她都是皇后袁還是我以前的主子呢遥旣然皇上不在宮
中袁那更要好生招待了遥 "

"是遥 "琉璃冷笑地應聲袁然後側身走出門遥
北園

枯樹凋零袁殘花紛飛曰陰風息息袁冷氣侵肌遥 寞落背影微微一顫袁回
首但見蒼白容顔袁乍看仿彿鬼物袁甚是怖人遥

"娘娘袁董夫人已經走遠袁我們回屋吧遥 "宮女輕聲勸道遥
"咳咳咳噎"耶律皇后松開宮女的攙扶袁 説道院"董夫人送來的東

西袁不能動遥 "

"爲何钥 "宮女不解地問遥
耶律皇后輕嘆道院"皇上還沒有回宮袁我不能害了她袁這些東西袁你

明日找個時間就送回去遥 "

"是遥 "宮女點了點頭袁心酸地應聲袁她不知道這么處處爲他人着想
的好皇后爲什么卻落得如此下場遥

正當兩人走進北屋袁忽然又走進一名宮女袁説道院"弘德夫人前來探

望娘娘遥 "

"她钥 "耶律皇后抖瑟的身子不禁向後倒退袁好在有宮女的攙扶袁她
才沒有倒地遥還不等兩人回過神袁只見弘德夫人領着自己的宮女們浩浩
蕩蕩地跨進冷宮北屋遥

"弘德夫人遥 "皇后的宮女叩見袁卻不見弘德夫人的侍女拜見皇后遥
"哼袁才幾日不在宮中袁沒想到就這么不懂規矩遥 "耶律皇后冷聲喝

道遥
"拜見皇后娘娘遥 "琉璃衆人嘲笑地欠身袁毫無敬意遥

番外--小外甥和小舅舅
陸希睿其實剛開始對小舅舅的感覺很好的袁自從予喬姐姐吿訴了

自己跟她長了相似的眼睛袁陸希睿就有了觀察別人眼睛的概念袁還知
道了什么是單眼皮和雙眼皮遥

小舅舅跟陸希睿長了相似的眼睛袁陸希睿看見他的時候相當開心
啊袁立馬開始自我介紹院"小舅舅袁我是陸希睿袁從 S市來的袁我是跟着
我爸爸和媽媽一起來的哦遥"陸希睿格外強調了爸爸媽媽袁小時候缺什
么袁現在稀罕什么袁有了媽媽後袁陸希睿潜意識里就格外驕傲自己也是
有媽媽的孩子遥

"哦遥"秦予遲因爲剛被夏蕓警吿不能下樓玩袁心情有點不好袁看了
看陸希睿兩眼袁走到小房間拿出碟重複看賽爾號結局遥 "

陸希睿看到賽爾號的時候袁眼睛也亮了袁湊過去院"小舅舅袁你也在
看賽爾號啊钥 "

秦予遲終于熱情了點院"你也看過钥 "

"當然遥 "陸希睿語氣里有點得意袁"不過我現在不看這個了袁我看
空間戰士袁你看過沒钥 "

小孩子有時候有着很奇怪的比較心理袁陸希睿的話微微打擊到秦
予遲袁相當不屑的開口院"什么空間戰士袁我可不愛看袁你看過賽爾號最
後一集么钥 "

"當然了袁 我好早之前就看了袁 結局是奧萊德變成南瓜醬後復活
了遥 "

"哈哈袁怎么可能遥 "秦予遲把盤片拿出來給陸希睿看袁"你肯定沒

看最後一句袁最後是奧萊德被巨蛇抓走了浴 "

"不可能浴 "陸希睿相當肯定的開口袁"結局就是變成南瓜醬後復

活了噎噎"

然後就是引發了後續的爭吵浴浴浴
偏心的珠媽舉着小旗子院小睿睿加油哦浴

第四十九章
秦予喬眞沒先想到陸景曜對星座還有硏究袁因爲她不知道陸景曜

上次被白天瑜損了之後,就讓秘書從給他找一本關於星座的書硏究硏

究遥

相處一年多袁寧汐從未聽説過張展瑜提起過這些袁忽然爲這個沉默少
言的靑年難過起來遥

他都十八九歲了袁卻還遲遲沒有成親遥 想來他的二叔二嬸根本沒替他
操心過這些吧難怪他總是有些陰鬱袁難怪他很少有笑容袁難怪他總是這么
迫切的想出人頭地噎噎

寧汐柔聲説道院"張大哥袁對不起袁我不該提起這些噎噎"

張展瑜停下了手里的事情袁冲一臉歉意的寧汐笑了笑院"這也沒什么袁
你們遲早也會知道的遥説起來袁也不能全怪他們遥我已經這么大了袁本就不
該仰仗別人爲 **持這些遥 "

寧汐小心翼翼的安慰道院"張大哥袁你別擔心袁到了京城那邊袁等安頓
下來遥 我一定讓我爹爲你多留心袁 一定給你挑一個漂亮溫柔又賢惠的姑
娘遥 "

張展瑜啞然失笑袁眉宇間柔和起來院"汐妹子袁多謝你關心這些遥 不過袁
你不用爲我擔心遥我早就想好了袁不混出個人樣來袁絶不早早成親遥反正也
沒人催着我袁我再等上三年五年也行 "寧汐甜甜的一笑袁點頭贊道院"張大

哥袁你能這么想再好不過了遥 不過袁也別太遲了袁我還想早點有個嫂子呢 "

張展瑜低頭笑了笑袁卻沒接茬袁反而隨口問起了別的院"汐妹子袁聽師
傅的口氣袁這次去京城開酒樓袁是那位容家少爺主動提出來的是嗎钥 "

寧汐點點頭院"昨天聽東家少爺説了袁確實是容少爺主動提出的遥 看這
情形袁是要和陸家合夥做生意了遥 "

陸家雖然有錢袁可若想在京城立足做生意袁肯定得有個依傍才行遥 容
家一門武將袁聲名顯赫袁上上下下關係都不錯遥 這樣一棵大樹擺在眼前袁不

利用簡直就是傻子遥
陸老爺當然不傻袁所以才會這么快就點頭同意了這件事遥現在就等容

瑾親自過來商談此事了遥
一提到容瑾袁張展瑜很自然的瞄了寧汐一眼袁見寧汐神色平靜袁心里

稍安袁卻又忍不住説道院"那位容少爺眞是難得一見的美少年袁我去年雖
然是遠遠的見過兩次袁可一直印象很深刻遥 "那樣的風姿袁實在令人過目
難忘遥

寧汐嗤笑一聲院"那是你沒聽他説話遥 人長的倒是不錯袁可一張嘴袁能
把死人都氣活了遥 "好在她也不賴袁時不時的把那個容三少爺氣的暗中吐
血遥 嘿嘿不過袁被張展瑜這么一提袁寧汐倒是又想起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來遥

如果陸家眞的打算和容瑾合夥在京城開酒樓袁 不知誰佔的股份更多
些遥千萬別是容瑾才好袁不然袁到時候得伺候這樣毒舌又刻薄的東家袁可眞
夠受的了接下來的兩天袁太白樓里暗潮涌動遥

衆廚子幾乎都私下里來找過寧有方了遥 左一個右一個都是同樣的請
求袁寧有方推脫不得袁頭都大了遥

到了背地里袁 寧有方忍不住發起了牢騷院"也不知道東家是什么意

思袁到底能帶多少廚子過去遥現在一個個都來找我袁要是去不成袁我可就落
埋怨了遥 "

寧汐笑着安撫道院"爹袁你也別想的太多了遥 這事又不是你能做主的遥
到時候能替説話的袁就幫着説幾句遥 如果和你關係不太好的袁你也別做那
個老好人了遥 省的到時候跟着去京城之後袁整天給你添堵遥 "

隨
侯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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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簽自貿協定九成商品零關稅
涉及貨貿服貿等17領域 料助兩國雙邊貿易增四成

協定範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則共
17個領域，包含了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採

購、環境等“21世紀經貿議題”。同時，雙方承諾在
協定簽署生效後將以負面清單模式繼續開展服務貿易
談判，並基於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開展投
資談判。韓國方面預計，自貿協定將有助於兩國雙邊
貿易額突破3,000億美元，較2012年的2,151億美元增
長39.5%。

實現雙方利益大體平衡
尹相直和高虎城當天還舉行了韓中商務部門部長

會談，雙方一致認為，韓中FTA不僅能擴大雙方的貿
易、投資規模，還將成為兩國政府和企業謀求全新增
長動力的全面合作平台。

中國商務部此前表示，中韓自貿區協定實現了
雙方利益的大體平衡，這是一個平衡的協議，對中
國和韓國都將帶來巨大的利益。例如在貨物貿易領
域，經過最長20年過渡期後，中方零關稅的產品將
達到稅目的91%，進口額的85%。韓方由於現有最
惠國稅率已經為零的產品要多於中方，最終零關稅
的產品將達到稅目的92%，進口額的91%。目前，
韓國對中國的出口佔到其全部出口的26%，面對中
國巨大的出口市場，未來超九成產品關稅變成零，
對韓國來說意味着巨大的利益。
對中國來說，韓國是中國第三大國別出口市場，

對中國未來的出口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在投資領
域，中國是韓國最大的海外投資目的國。目前，韓國
企業在中國的投資近600億美元，是中國一個非常重

要的外資來源，雙方承諾在協定生效後兩年內啟動基
於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的談判。在規則領
域，雙方也在利益大體平衡的前提下，達成了進一步
加強合作和規制整合的制度性安排。

韓方計劃加快協定生效程序
韓國政府為了讓兩國國民和企業能盡早享受到

FTA帶來的優惠，計劃加快推進FTA生效程序。在協
定正式簽署後的2至3天內，政府將向國會提交要求批
准韓中FTA的議案。中韓FTA將在兩國完成國內程
序，並在交換確認函60天後，或從兩國另行協議的日
期開始正式生效。
韓國政府預測，韓中FTA生效後，今後10年韓國

國內生產總值（GDP）有望在原有的基礎上增長
0.96%，消費者受惠規模將達146億美元，還將新增
5.3萬多個就業崗位。而除了消除關稅帶來的這些效果
之外，考慮到服務市場開放和貿易壁壘降低等因素，
韓中FTA將給韓國經濟帶來更多的積極影響。比如韓
國中小企業將全面進軍中國市場；時裝、化妝品、生
活家電、高級食品等主要消費產品的出口有望全面擴
大；和韓流相關的韓國品牌產品的出口也將進一步擴

大；通過韓中FTA，韓國有望成為全球FTA樞紐，希
望利用FTA的跨國企業和中國企業將擴大對韓國的投
資。據了解，中韓FTA可謂“十年磨一劍”。兩國
2005年啟動有關FTA的民間共同研究，2012年5月正
式啟動談判，經過共14輪談判，雙方於2014年11月
宣佈FTA實質性談判結束。2015年2月25日，中韓簽
署初步的FTA，6月1日雙方正式簽署協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韓聯社報

道，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和韓國產業通商資

源部長官尹相直1日在韓國首爾分別代表兩國

政府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韓民

國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下稱中韓FTA），這

是中國迄今為止對外簽署的覆蓋議題範圍最

廣、涉及國別貿易額最大的自貿協定。根據協

定，在開放水平方面，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比

例均超過稅目90%、貿易額85%。未來，中

方零關稅的產品將達到稅目的91%，進口額

的85%。韓方由於現有最惠國稅率已經為零

的產品要多於中方，最終零關稅的產品將達到

稅目的92%，進口額的91%。

中
韓
成
功
合
作

台
日
或
受
刺
激

山東外貿企業謀轉型 爭自貿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永傑，實習記者張楠山東

報道）作為中韓自貿協定的最大受益地區，山東對韓外
貿企業正主動調整經營方向，對接自貿協定、搶奪首輪
紅利。濟南、煙台等地方政府也推出韓國商品博覽會、
中韓產業園等平台承接機遇。

擴大經營轉攻日化產品
原本主攻對韓食品進出口的山東威海某進出口公司

董事長林旭光表示，按規定，化妝品、日用品將是較早
享受自貿政策的領域，而食品類則將在10年後才能進入
零關稅時代。因此，他們正在進行進出口產品類型的轉
型，準備進入日化領域。“從6月1號開始，我國對部分
產品調低進口關稅稅率，也是最先從日化產品開始的。
所以我們認為日化產品進口未來將有很大的提升空

間”。林旭光表示他們有意擴大經營規模，以承接自貿
協定帶來的紅利。
除企業外，各地方政府也在積極爭取中韓自貿協定

帶來的機遇。作為對韓貿易最活躍的山東省，濟南市1
日宣佈將於本月5日至7日舉辦第四屆韓國商品博覽會，
參展商品主要集中在韓國本土特色食品、美容化妝、服
裝服飾、家居用品等領域。受中韓自貿協定刺激，本屆
博覽會韓國本土參展企業數量達481家，較上屆增加了
26%，韓國本土參展商達到1,000人以上；同日，由中韓
兩國政府支持的“煙台中韓產業園”新聞發佈會暨項目
簽約儀式日前在韓國首爾總統酒店舉辦。山東煙台方面
介紹，這一產業園將打造成為中韓自貿區產業合作示範
區、東北亞綜合國際物流樞紐、“一帶一路”戰略合作
平台、韓國元素突出的智慧型宜居新區。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韓自貿
協定對於中韓兩國經貿合作影響深遠，由之
推動的“三升三降”，有望深刻改變東亞乃
至亞太經貿格局。自貿協定的簽署帶來的兩
國經濟的發展與民眾福祉的提升，一直以來
都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大量消費品關稅的逐步下降乃至於取

消，意味着兩國消費者可用更便宜的價格，
在“自己家門口”購買到對方的產品。這一
“降”有望極大促進中韓貿易往來的
“升”，這也是自貿區建設的應有之義。
同樣有望被提升的，是兩國之間的投資

合作。研究顯示，中韓自貿協定的簽署不僅
有助於促進中國企業入韓，還可以增強韓國
企業尤其是韓國中小企業進軍中國市場的競
爭力。由自貿協定簽署所提振的市場信心，
有望推動韓國大型在華企業加快中國本土化
戰略。在1日的簽署儀式上，中韓雙方同時
承諾，將基於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
模式開展投資談判。這種談判由於開放領
域大、水平高而被業界稱為“第三代”投
資協定談判。中韓在這一領域的持續努
力，有望使未來的兩國相互投資壁壘降至
最低，從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兩國投資合作
的深度與廣度。得益於中韓自貿協定的簽
署，兩國的相互依存度有望進一
步提升。由此帶來的兩國經濟的
發展與民眾福祉的提升，一直以
來都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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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造福兩國民眾

■濟南舉辦第四屆韓國商品博覽會新聞發佈會。
記者于永傑攝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永傑、王宇軒山東報道）
中韓自貿協定簽署，1日內地股市受惠，相關概念股爆發。
大連港、營口港、日照港、青島金王等多隻股票漲停。由
於自貿協定生效後，化妝日用品等將最先享受自貿政策，
1日內地股市化妝品板塊相關公司股價平均上漲了50%以
上，此外旅遊、航空、運輸板塊也受到中韓FTA的利好刺
激。
青島金王、日照港、漢纜股份等山東個股在1日

下午兩點以後，齊齊放量短時間內封死漲停板。作為

山東唯一一家港口類上市公司的日照港，在1日下午
2點13分瞬間放量16萬餘手，以漲停收盤。據悉，日
照港是中韓兩國人員交流、經濟來往的黃金通道。公
司是典型的外貿型港口，外貿吞吐量佔總量的71%，
尤其與日韓聯繫緊密。其中，日照至韓國平澤客箱班
輪航線是魯南地區唯一一條國際客貨海運航線。
據業內人士分析，中韓自貿協定的簽署對於臨近

韓國並從事港口運輸、物流貿易的企業來說將是重大
利好。同樣受利好影響，青島漢纜股份也於1日下午

2點半左右封死漲停。據分析，主營高端線纜、技術
設備、橡膠的漢纜股份、特銳德、青島雙星等對韓貿
易存在優勢的企業也被外界所看好。

自貿概念股漲停化妝品板塊升逾五成

■■中韓自貿協定簽署後中韓自貿協定簽署後，，日照港等概念股紛紛漲日照港等概念股紛紛漲
停停。。圖為山東日照港圖為山東日照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左）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官尹相直在中韓自貿協定簽署儀式上合影。 新華社

■自貿協定簽署當日，韓國總統朴槿惠會見高虎城。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中韓自
貿協定簽署不僅將極大改善
中韓貿易與投資環境，更將
對亞洲區域經濟合作起到示
範和帶動作用。對此，山東
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陳華認為，中韓自貿協定簽
訂，將刺激日本、台灣對華
（陸）貿易戰略。“中日
韓”自貿區分步走，中韓先
行是一大成功。

陳華認為，韓國是東亞
地區一個充分競爭的自由經
濟體，其高度的市場化使其
成為亞洲地區最具經濟活力
的區域之一。經過上一輪經
濟危機的洗禮和調整，韓國
一些大型企業變得更加強大
了。中韓加深合作，將有利
於中國學習韓企轉型升級的
經驗教訓，對於當下中國經
濟有重要意義。

“最早的提法是中日韓
自貿區，但是由於日方的原
因擱置了。中韓自貿分步先
行的做法很成功！”陳華認
為，中國廣大的市場必將給
韓國帶來巨大的利益，這將
刺激到日本，“等到日本看
到自貿區的好處後，早晚會
主動加入的。”

而對於台灣來說，韓國
的產業結構與台灣高度重
合。數據顯示：韓台貨品貿
易結構相近程度高達77%，
包括鋼鐵、工具機、汽車等
八大產業都將因中韓自貿協
定生效而受衝擊。銷往大陸
最大宗的液晶面板、石化產

業首當其衝。在兩岸“服貿協定”被
擱置的情況下，中韓自貿
協定必將對於台灣對大陸
的出口產生擠壓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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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瑞摔傷 總統請芮福金代為問候

台美加強合作 成立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不能扣應阿扁開播 陳致中電台發聲
芮福金：持續深化台美關係

（中央社）台美今天宣布成
立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並簽署瞭
解備忘錄。這是台美首次在台灣
簽署的瞭解備忘錄，除了加強台
美合作關係，也讓台灣有機會分
享在科技或人道救援上的成功經
驗。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
員張小月和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
事處處長馬啟思（Christopher J.
Marut）今天在外交部次長高振
群和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業局助
理國務卿芮福金（Charles Rivkin
）見證下，於台北賓館簽署 「全
球合作暨訓練架構」瞭解備忘錄
。

外交部指出，台美在國際人
道援助、公共衛生、環保、能源
、科技、教育和區域發展上強化
合作關係，近年來已成立 「太平

洋 島 國 青 年 領 袖 培 訓 計 畫 」
（PILP）、 「國際環境夥伴計畫
」（IEP），3月並合作在台灣成
立亞太區域 「伊波拉防疫訓練中
心」。

外交部表示，台美間之前就
有許多合作計畫案，全球合作暨
訓練架構將之前的計畫案都納入
這平台，未來兩國有新的合作計
畫，也可直接在此討論。

芮福金致詞時表示，他此次
訪台灣兩大主軸是創業精神和創
新，台美企業一向以創意、膽識
來驅動社會發展，而政府除了制
定和推廣政策，也敦促企業界投
入資源改善環境，但追求全球共
榮不只是低稅負和高投資。

他說，打造一個大家期待且
全球都需要的亞太地區，必須確
保公民有乾淨的水可以喝，有乾

淨的空氣可以呼吸，人人享有平
等的權利和機會，今天這個平台
就是兩個理念相同的夥伴，一起
創造新的機會來展現全球公民的
意義，也提供台灣一個新的方式
訴說自己的故事。

馬啟思表示，這個架構將台
美之間的合作平台制度化，進一
步擴大台美在區域和全球議題上
的合作，去年台美攜手因應全球
多項重要挑戰，例如面對氣候變
遷問題，提供中東難民人道援助
，提供西非醫護人員防護衣對抗
伊波拉疫情等。

馬啟思說，台灣從推廣女權
和創業精神以推動經濟發展，到
培養活躍的公民社會成為民主先
鋒，都走在領先的路上，台灣有
很多可以分享的經驗，這個架構
能讓台灣進一步分享更多。

（中央社）美國國務院經濟
暨商業局助卿芮福金今天說，台
美擁有共同的利益，台灣是美國
重要的盟友，希望能夠繼續深化
雙方關係。

馬總統上午在總統府接見
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業局助卿芮
福金(Charles Rivkin)。

芮福金就任現職以來，致
力增進台美雙邊經貿關係。此行
訪華將出席 「台北國際電腦展」
，以及經濟部工業局與麻省理工
學院合辦的 「Future City Work-
shop」開幕式致詞外，並盼達成
宣布雙方將展開 「網路經濟對話

」 (Internet Economy Dialogue)，
以 及 成 立 智 慧 財 權 工 作 小 組
(IPR Working Group)等目標。

芮福金說，這是他第一次
以正式身分來訪，希望雙方能夠
更進一步深入對談，探討雙邊重
要經濟議題。

他說，美國對於台灣人民
有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也景仰台
灣人民對於繁榮、民主所付出的
努力；肯定台灣人民的企業精神
、創新的精神，讓台灣經濟能夠
蓬勃發展。

芮福金說， 「台灣是我們
一個重要的盟友，因為我們擁有

共同的利益，希望能夠促進和平
、安定及繁榮的區域」。

他說，台灣人口2300 萬人
，已向全世界證明，能夠成為一
個非常重要的經濟體，且台美經
濟關係非常密切。

芮福金指出，台灣已經超
越印度、沙烏地阿拉伯，成為美
國第10大貿易夥伴；美國也已經
超過日本，成為台灣第2大貿易
夥伴。雙方還有許多可以討論與
發展的領域，希望能夠持續深化
友好關係。

(中央社)前總統陳水扁
之子陳致中今天在電台的節
目中開播 「不能扣應阿扁總
統」單元，讓聽眾發聲留言
，將在節目分階段答覆，聯
繫聽友。

陳致中於3月中旬宣布
退出民進黨立委初選後，有
更多的時間陪伴陳水扁，也
未中斷他於前鎮區的服務處
，定時進服務處做基層服務
。

日前陳致中在臉書貼文
1 日起在廣播開設現場直播
節目 「一邊一國愛台灣」節
目 ， 其 中 有 一 個 單 元 是
「Call in 阿扁」。他的貼文

馬上被報導，國民黨籍立委
召開記者會指出，如果相關
答覆是有關陳水扁的問題，

就是違反保外醫治規定，要
把陳水扁抓返牢裡。

陳致中宣示他打死不退
，不會屈服惡勢力，開廣播
節目是為弱勢發聲、也要為
扁案平反，很多不為人知的
真象，未來會在節目中一一
道出。

他說，聽眾朋友有許
多軟性、溫馨的提問想要跟
陳水扁分享，質疑心靈交流
互動違反了那一條法律。

陳致中的節目準時在上
午11時開播，他透過廣播先
批判國民黨籍立委是惡勢力
，於是將原本設計 「call-in
阿扁總統」單元更名為 「不
能call-in阿扁總統」。

節目前還播放陳水扁說
「為台灣前途打拚攏不驚」

，還有一首陳水扁錄唱的
「雙人枕頭」。

Call in時有聽友打電話
為陳致中加油打氣，不過有
5 通受到嚴重干擾，雜音不
斷，聽不清對方發言，陳致
中直指是有人施奧步，干擾
他的節目。他受訪表示，他
的節目站在基層的觀點探討
台灣的問題，扁案或是八年
執政只是其中環節。他希望
節目不涉人身攻擊，也沒有
操作別人來扣應，要真實呈
現台灣人的聲音；他澄清沒
有真正扣應陳水扁。

他說，父親會聽他的節
目，也是聽眾；他說聽眾的
問題會透過與父親閒聊的方
式交流，他盼大家給他寶貴
的意見。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今天接見美國國務院
經濟暨商業局助卿芮福金(Charles Rivkin)時，除歡
迎芮福金外，也請芮福金代為問候騎腳踏不慎摔
傷的美國國務卿凱瑞。

馬總統上午在總統府接見芮福金，他說感到
非常高興，自 3 年前助卿費南德茲（Jose W. Fer-
nandez）到台灣來， 「閣下是最高階的國務院官員

，因此我代表我們政府表達最誠摯的歡迎」。
總統說，他昨天看報得知凱瑞騎腳踏車不慎

摔傷，特別請芮福金回去代為問候。
根據美國國務院5月31日表示，騎單車發生

意外、摔斷腿的國務卿凱瑞，將在日內瓦醫院過
夜，繼續 「接受觀察」，並定6月1日飛返美國進
一步治療。

彰化葡萄進軍中東彰化葡萄進軍中東
彰化縣長魏明谷彰化縣長魏明谷（（右右33））將彰化巨峰葡萄搬上車將彰化巨峰葡萄搬上車，，象徵彰化葡萄進軍中東市場象徵彰化葡萄進軍中東市場

，，為農民增加收益為農民增加收益。。

責任編輯：沈玉蓮

古城揚州春風送暖袁揚州瘦西湖景區吸
引衆多市民和遊人前來踏靑賞花遥

中國日報網 5月 26日電 渊田阿萌冤自
野一帶一路冶戰略構想逐漸清晰化後袁以友好
城市爲節點袁推動經濟尧文化尧敎育的交流與
合作的想法就被沿線城市積極響應遥地處長
江與淮河的轉運中心的揚州在積極融入與

響應國家野一帶一路冶戰略上袁發揮着其自身
的優勢和影響力遥

1200年前袁揚州依託其優越的地理位置
和在大唐經濟版圖中所佔的地位袁成爲海上
絲路的重要起點城市和東方著名港口遥揚州
作爲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港口城市袁是著名陸
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連接點袁更是
海上陶瓷之路的最早起點遥如今這座有
2500年歷史的古城揚州正在逐漸實現着古
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完美融合遥
揚州的文化及旅遊業助力産業發展

旅遊業作爲揚州市的基本産業之一袁揚
州瘦西湖尧揚州園林尧大運河尧文化博覽城尧
優美的自然環境尧鄉村旅遊尧揚州美食尧揚州
三把刀等特色服務業在旅遊業中佔有的含

金量都非常高遥
以揚州美食爲例袁2015 年 5 月 12 日-

14日袁由中國烹飪協會主辦的 2015野尋味論
道冶品牌火鍋中國行-走進揚州野系列活動在
揚州隆重舉辦袁2015 品牌火鍋中國行走進
揚州就獲得了揚州市人民政府等的大力支

持遥
揚州市副市長董玉海在致辭中表示袁

2015年正値揚州建城 2500年袁揚州的美食
文化發展迅速袁揚州市人民一直在美食文化
領域不斷追求袁美食已逐漸成爲揚州的重要

文化活動之一遥揚州樂于多舉辦這樣的美食
活動袁更希望促進揚州餐飲企業協同發展袁
加強品牌建設袁樹立揚州持續傳播健康的美
食文化發展的使命遥
同時袁揚州在中國大運河作爲中國第 46

個世界遺産項目的申遺中功不可沒遥作爲世
界上最長的尧開鑿最早尧規模最大的中國大
運河成爲中國第 46個世界遺産項目袁爲揚
州掙足了榮耀遥2014年 6月 22日袁在揚州牽
頭推動下袁經過沿線城市共同努力袁中國大
運河成功入選叶世界遺産名録曳遥其中袁揚州
境內 6段河道尧10個遺産點入列袁成爲沿線
運河城市中入選世界遺産名録最多的城市遥
至此袁揚州被稱爲冶運河第一城野的品牌

效應迅速擴展遥揚州市市長朱民陽市長曾表
示院野揚州不僅關注大運河遺産本身袁還創新
打造了大運河數字管理平台袁構建文化保護
體系和長效機制袁這樣通過現代理念和技術
的嫁接袁不僅使這一文化遺産得以煥發靑
春袁而且能更好地發揮水利尧通航尧運輸等重
要功能遥冶
積極搶抓野一帶一路冶戰略機遇

江蘇是野一帶一路冶發展戰略的交匯點袁
也是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袁因此作爲江蘇
的重要組成部分袁揚州可以説是重要參與
者袁也是直接受益者遥揚州作爲野運河第一
城冶袁其在經濟交流尧文化交融上的野樞紐地
位冶不可小覷遥
揚州市市長朱民陽在接受 叶國際在線曳

採訪時表示院野'一帶一路 '兩大戰略給揚州
帶來了衆多發展機遇袁比如企業尧城市尧人才
國際化的機遇袁比如走出去尧引進來的機遇袁
比如區域性融合發展的機遇等等遥冶

他説袁建築業是揚州的支柱産業尧基礎
産業也是富民産業袁對揚州具有較強的競爭
性和獨特性遥2014年揚州全市建築業總産
値達 2760億元袁增長 12%以上遥從業人員達
65萬人袁其中一二級建造師達 1.6萬人遥其
中在 野一帶一路冶沿線 18個省份完成産値
937億元袁長江經濟帶完成産値 1930億元袁
境外完成産値 5億多美元遥

據悉袁近年來袁揚州一直在積極發展物
流産業與港口袁相繼出台相關文件遥據瞭解袁
爲了策應野一帶一路冶兩大戰略袁特別是長江
經濟帶發展戰略袁揚州計劃 2020年建成沿
江立體交通走廊袁旨在建設成長江中下游區
域性交通樞紐城市遥

除此之外袁媒體報道稱袁據相關部門介
紹袁到 2020年袁揚州市擬建成一體化城際交
通網絡袁將形成以快速鐵路尧高速公路爲骨
幹的城際交通網袁實現至南京尧上海以及周
邊重要節點城市 1-2小時交通圈遥
藉助國家戰略機遇袁相信野一帶一路冶將

會給揚州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挑戰袁而揚
州也將會發揮其自身優勢創造更多價値遥

一带一路上：扬州的经济文化交融“枢纽力”

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将开展风筝艺术展
南戴河國際娛樂中心將于 5月 31日開

展風箏藝術展

百米長的巨型野龍頭蜈蚣冶懸挂在南戴
河國際娛樂中心景區遥

長城網 5月 26日訊(記者 董雲鵬 通訊
員 李夢群)記者從南戴河國際娛樂獲悉袁爲
弘揚中國傳統風箏文化袁豐富旅遊文化內
涵袁南戴河旅遊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與山東
濰坊市工藝美術硏究所聯袂將于 5月 31日
在南戴河國際娛樂中心拉開大型風箏藝術

展的帷幕遥屆時將有國內風箏大師齊聚景
區袁一展放飛技藝遥

據瞭解袁5 月 31 日和野六一冶兒童節兩
日將在南戴河國際娛樂中心舉行放飛儀式袁

放飛儀式上將展出 1000米的野中國夢冶串式
風箏袁百米長的巨型野龍頭蜈蚣冶風箏 4條袁
25米的章魚風箏 4條袁20米的鯨魚風箏袁15
米的面型金剛風箏袁12米的光環風箏袁特技
表演風箏 3條袁大型室外展覽風箏 22組袁彩
蝶迎賓尧游龍戲海尧卡通家族尧水族趕海尧荷
園春色五大主題各具特色的風箏上千只袁同
時備有畫筆尧顔料尧線板尧繩子等工具袁讓遊
客親自參與 DIY風箏袁現場互動放飛遥

南戴河國際娛樂中心位于河北省秦皇

島市袁景區充分利用海水尧沙灘尧山丘尧森林
等自然資源袁集休閑尧娛樂尧觀光尧健身于一
體,是內涵頗爲豐富的濱海旅遊資源遥

第五屆中國摩托艇聯賽

曁中美澳藝術滑水明星對抗

賽激情開賽

作爲國家體育總局水上

中心的重點扶持項目袁中國
摩托艇聯賽于 2011 年 6 月
首次啓動袁是我國探索摩托
艇賽事新模式的大膽嘗試遥
2015 年袁賽事進入第五個年
頭袁參賽專業隊伍從最初的
8支發展到 17 支袁擴大了我
國摩托艇專業人才隊伍袁並
給這些國內頂尖選手提供了

較量機會袁在鼓勵競爭的同
時全面提陞競技水平遥今年
賽事在規則上更與國際接

軌袁設置職業組尧專業組尧挑
戰組三個組別袁賽事涵蓋中
國方程式競速賽尧坐式
競速賽尧立式競速賽尧
水上飛人賽四個大項袁
同一等級的器械一同

競技袁更能體現選手的
駕駛水平遥聯賽進行的
同時袁彭水還將舉辦中
美澳藝術滑水對抗賽袁
屆時將有來自中美澳

的殿堂級滑水運動員

帶來四層金字塔尧赤腳
劃水尧水上芭蕾尧摩托艇表演
等項目的精彩演繹袁爲觀衆
們帶來壯觀激烈尧精彩紛呈尧
驚心動魄的表演遥
中國摩托艇聯賽自 2011

年首次舉辦就同彭水結緣袁
五年來袁彭水堅持以打造知
名民俗生態旅遊目的地爲目

標袁利用得天獨厚的水資源袁
積極辦好中國摩托艇聯賽彭

水大奬賽遥如今在彭水袁中國
摩托艇聯賽已經從一項單純

的體育賽事袁拓展爲集旅遊

推介尧文化展示尧民
俗展演于一體的綜

合性體育活動袁讓
遊客感受到彭水獨

樹一幟的文化魅

力遥
第五屆中國摩

托艇聯賽曁中美澳

藝術滑水明星對抗

賽激情開賽

開賽日 5 月 26 日是農
曆四月初九袁正値苗王蚩尤
生辰遥5月 25日, 國內少數
民文化專家尧學者,以及來自
全國的苗家兒女和媒體記者

彙集一堂袁在彭水蚩尤九黎
城舉行了以野追根溯源袁傳承
發展冶爲主題的蚩尤祭祀大
典袁爲摩托艇賽事預熱遥此
外袁5月至 6月期間袁彭水縣
還開展了江河釣魚大賽尧阿
依河國際漂流大賽尧龍舟賽
等系列活動袁體育賽事和彭
水神秘獨特的自然風光尧悠
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尧多姿多
彩的民族風情巧妙融合尧相
得益彰袁全面打造彭水夏日
水上運動季遥

賽前動員會上袁國家體
育總局水上運動管理中心五

部部長姚新培表達了自己的

期待袁他表示院野2015 年是彭
水第五次舉辦聯賽袁爲使賽
事更具競技性尧觀賞性尧參與
性尧娛樂性袁水上運動管理中
心及摩托艇協會共同硏討袁
就積分制度尧奬金分配尧器械
分級尧活動管理等內容進行
了進一步規範袁此次比賽必
將開創聯賽的新紀元袁期待
選手們的精彩表現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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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PMI回升 專家：經濟企穩

羅兵咸：內地消費者多網購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湯澤洋）羅兵咸永道1

日發布報告《實現O2O - 中國零售商如何應對逐漸模
糊的線上和線下銷售界限》。該報告顯示，大部分內
地消費者在物色新產品時，會先通過數位化渠道瀏覽
商品，例如瀏覽器、品牌網站或社交媒體，令內地的
線上線下購物界限日益模糊。

調查訪問了全球19個地區的19,000多名網上消費
者，包括內地消費者906名。調查指出，內地網上購
物市場在實體店的經營下持續擴大，86%內地受訪者
曾在網上低價購物前先往實體店看實物，而全球消費
者僅68%有此行為。

羅兵咸永道亞太區及香港/中國內地零售及消費品
行業主管合夥人鄭煥然表示，隨着消費者越來越不重
視線上線下之間的界線，零售商需提供品牌定位活
動，以誘使顧客再次光顧。

中國核電2日起招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本周

A股市場迎來今年第7批新股申購，根據滬深交易
所披露的發行安排，2日將發行11隻新股，其中包
含超級大鱷中國核電。業內人士普遍預計，中國
核電將憑借其巨大的體量優勢以及中字頭股票的
稀缺性，被大資金熱捧，成為打新族的首選。

23隻新股料凍資8萬億
第7批新股共包含23家企業，定於2、3兩日

申購，總計凍結資金或高達8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僅中國核電就將凍結資金超過5萬億
元。2日的11隻新股中，綠城水務和中國核電登
陸上交所；多喜愛、金髮拉比、匯潔股份、藍黛
傳動、星徽精密、日機密封、聚隆科技、合縱科
技、杭州高新等9隻新股登陸深交所。若全部頂
格申購，11隻新股需資金555.22萬元，若頂格申
購中國核電，則需395.61萬元。

中國核電是目前國內投運核電和在建核電的
主要投資方。此次將發行38.91億股，其中網上
初始發行11.673億股，發行價為3.39元/股，市

盈率為22.29倍，高於行業平均值。預計集資總
額131.90億元，淨額為129.92億元，成為近5年
來最大IPO項目。募集資金將投資於下述項目：
福建福清核電工程(一期)；福建福清核電工程(二
期)；浙江三門核電一期工程；海南昌江核電工
程；田灣核電站3、4號機組工程。據指，中國核
電承建了包括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在內的內地全部
13座已建成核電站共計22座核島及部分常規島工
程，目前正在承擔內地12個核電站共計26台機
組的核島及部分常規島建設任務。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和中國物流與採
購聯合會發佈數據顯示，5月份中國製造業

PMI為50.2%，比上月上升0.1點。從12個分項
指數來看，同上月相比，原材料庫存指數持平；
產成品庫存、進口、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有所
下降；生產、新訂單、積壓訂單、採購量、購進
價格、從業人員等指數有所上升。其中，購進價
格指數升幅較為明顯，超過1個百分點。

新出口訂單指數提高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張立群認為，5月份PMI指數小幅提高，顯示經
濟增長趨穩。新訂單、新出口訂單指數提高，反
映市場需求平穩；產成品庫存指數繼續降低，採
購量指數和購進價格指數繼續提高，反映了企業
補充庫存活動有所增加。綜合PMI指數預示的變
化，考慮近期穩增長政策較多，政策效果在未來

一個時期會持續顯現的因素，經濟增長由落轉穩
態勢已比較明顯。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
河則指出，5月，製造業PMI雖然小幅擴張，但
歷史看，仍屬於較低水平，中國製造業仍然面臨
較大的下行壓力。調查結果顯示資金緊張、市場
需求不足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等仍是目前困擾企業
發展的主要因素。

屈宏斌：短期或再降準
此外，匯豐中國5月製造業PMI終值49.2，

較4月也有所回升，略高於初值49.1，但仍處於
不景氣區間，且官方非製造業PMI創六年半低

點，表明經濟需求偏弱局面並未根本改變，穩增
長仍需放在重要位置。

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稱，產出
指數位於年內低點，反映內需降幅有所收窄，但
無明顯穩固復甦跡象；新出口訂單較4月大幅下
滑，外需前景堪憂。製造業擴張乏力，加之融資
條件緊張，寬鬆政策力度有待加強，預計未來數
周內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50個基點。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在調查中也發現，需
求偏弱局面沒有根本扭轉，企業訂單不足的矛盾
很突出。5月份，在企業反映的主要問題當中，
訂單不足上升到第一位，反映這一問題的企業佔
比達50.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穩增長政策效果逐漸顯現，5月

官方及匯豐PMI雙雙回升，中國經濟有望

企穩回升。數據顯示，5月官方製造業

PMI微升0.1點至50.2，創半年來新高，

並連續3個月保持在臨界點上方，新出口

訂單和新訂單指數回升明顯；而匯豐中國

製造業PMI也較此前回升0.3個百分點至

49.2%。專家預計，中國經濟增長由落轉

穩態勢明顯，財政和貨幣政策仍將維持寬

鬆基調，二季度GDP有望企穩。
■■55月匯豐月匯豐PMIPMI終值為終值為4949..22，，較初值較初值4949..11有所有所
上調上調，，但仍處於榮枯線但仍處於榮枯線5050以下以下。。圖為江蘇淮圖為江蘇淮
安一家工廠內工人在生產安一家工廠內工人在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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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MSCI明晟將於中歐標準
時間本月9日晚上11時後公布2015年年度市
場分類評估結果，市場關注其會否將A股納入
MSCI新興市場指數。據外電消息，MSCI明
晟一名高層1日表示，將彈性處理中國A股納
入其指數的時間表，不會局限於年度檢討的時
間安排。

全球基金經理密切關注中國A股是否納入
MSCI明晟指數，因其可能導致數以十億美元
計的資金流入中國股市。MSCI明晟亞太研究
主管Chin Ping Chia1日表示，「我們將盡量
保持彈性，不一定限於年度周期。」

MSCI明晟的正常情況下是每年6月開始
研究是否把某些國家納入其指數，截至第二年
6月將有一年的時間進行決策。

摩通料A股今年難入MSCI
身在北京的摩通亞太地區副主席李晶則預

期，A股不太可能在今年納入MSCI指數，最
大的障礙在於外資無法自由進入A股市場，她
相信MSCI明晟可能於明年將A股納入其指
數。她指出，目前中企在MSCI新興指數僅佔
25%，佔全球指數的2.5%，對比美國及日本
企業之56.79%及8.73%，未來中國股市的發
展潛力和擴容空間很大。

富時指數公司上周三突宣布，將A股納入
富時全球基準過渡指數，並為此新推兩隻新興
市場指數。富時指出，A股佔指數的初期權重
約5%，預計當A股全面開放予國際投資者，
權重會增至32%，而當所有中國股票，包括B
股、H股、紅籌等亦包括在內，將佔富時新興
市場指數達50%。市場人士相信，富時指數公
司搶閘宣布將A股納入富時指數，有利促使
MSCI也納入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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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山東高青舉辦的姜太
公與西周齊文化高峰論壇上，一
件帶有“齊公”字樣銘文的銅
觥，被與會專家鑒定為西周周武
王至周成王時期。作為周朝齊國
立國初年的器物，這件青銅觥是
內地發現的唯一一件帶有與“姜
太公”有關銘文的青銅器，進一
步印證了陳莊西周城址與姜太公
的密切關係。
與會的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于

成龍認為，這組銅器帶有明顯的
商末周初的銘文特點，根據銘文
的字形筆畫以及佈局方式，應早
於康昭時期，或為西周武王、成
王時期鑄造。銅觥的形狀，與
1998年鹿邑長子口墓出土的西

周早期長子口銅簋形觥基本一
致。他認為根據商末周初的銘文
命名原則，銅觥中的銘文“齊
公”二字就是指的呂尚即姜太
公。對“師尚父”三個字，他認
為，“師”應該為姜太公的官
職，“尚”為其名字，“父”為
男子的美稱，和大克鼎上記載的
“師華父”的說法一致。

鑒於陳莊西周城址發現了
高規格貴族墓葬和出土了刻有
銘文的青銅重器，于成龍等專家
認為，城址應與齊國初都營丘密
切相關，這座古城極有可能是齊
國公族墓地。它本身或即是營丘
的一部分。

■記者于永傑山東報道

山東現周銅觥山東現周銅觥 揭揭秘秘““姜太公姜太公””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總工會
1日對外發佈消息，在哈爾濱
工人運動歷史見證物的收集
中，哈爾濱市總工會工作人員
通過查閱大量史料，輾轉多地
最終在美國找到並傳回了為修
建中東鐵路而進入哈爾濱的第

一列火車的相關圖片及圖紙，
按照圖紙設計製作的還原模型
將對公眾展出。

中東鐵路是沙皇俄國為了
掠奪和侵略中國，並進而控制
遠東而於1896-1903年（清朝
末期）在中國領土上修建的一
條鐵路。以哈爾濱為中心，西
至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南至
大連；是從俄國赤塔經中國滿
洲里、哈爾濱、綏芬河到達俄
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
的西伯利亞鐵路在中國境內的
一段。

■中新社

哈市尋回中東鐵路首列火車圖紙哈市尋回中東鐵路首列火車圖紙

“關手機，陪父母好好吃頓
飯”、“給媽媽做個面膜”、
“給爸媽打個電話”、“教爸媽
用微信”、“帶爸媽做體檢”、
“ 出 差 給 爸 媽 帶 個 小 禮
物”…… 近日，一組提醒“孝
親”的圖片在網上流傳開來，引
起了網友的共鳴，網友們紛紛留
言點讚稱其為“現代二十四
孝”。日前，河南郵政公司將這
套孝心圖製成了一版“現代二十
四孝”個性化郵票，每張圖都成

了一種提醒。
有網友表示，“這些行動看

似再簡單不過，為什麼難以實
現”、“很多時候對父母不耐
煩。爸媽讓我陪着散步，我會說
很累，懶得動……”、“因為我
們知道父母永遠不會怪我們，只
會心疼我們，不會強求……”、
“追逐互聯網的時代，別冷落了
咱爸媽”、“盡孝就是這麼簡
單，放下事情，給爸媽打個電
話”。 ■記者金月展河南報道

河南河南製製““現代二十四孝現代二十四孝””郵郵票票草根藝人創“紅色剪紙”紀念抗戰勝利
山西柳林縣草根藝人成拴亮13年創作了

70幅巨型紅色革命題材剪紙，成為當地的熱
門話題。這位專業刻剪中共歷程的藝人說，
今年將重點展出其中10幅反映抗日戰爭的作
品，希望通過藝術讓人們銘記那段血與火的
歲月。
“紅色革命題材的剪紙最難的是找歷史

資料，最費腦筋的是構思繪圖，最辛苦的是
裝裱。”成拴亮說，領導人的頭像以及活動
場景都是參考歷史資料做的，構圖中有自己
創作的成分，而裝裱講究畫面平整如一條直

線，難度非常大。為了長久保存，他曾將已
經做好的容易褪色的紙質作品作廢改為布料
作品。
為了完成自己的心願，十餘年來，這位

只讀過小學的民間藝人每天凌晨三點就起
床，在自己租賃的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
內，夜以繼日地工作。
成拴亮表示，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

年，目前他的部分作品由山西省工藝美術集
團負責正在山西進行巡展。

■新華社

隨着隨着““互聯網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時代的到來，，智能手機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移動互聯網應用深刻地改變了當代平板電腦和移動互聯網應用深刻地改變了當代

少兒的媒介使用習慣少兒的媒介使用習慣，“，“0000後後””一代逐漸成為了一代逐漸成為了““刷屏刷屏””的主力軍的主力軍。。六一兒童節六一兒童節，，一份針對一份針對

廣州年齡在廣州年齡在33～～1414歲之間的歲之間的11,,000000多位學生和家長的調查顯示多位學生和家長的調查顯示，“，“低頭族低頭族””已明顯低齡化已明顯低齡化，，廣廣

州的州的““0000後後””兒童有四成在兒童有四成在66歲前就接觸了平板電腦歲前就接觸了平板電腦，，到到77歲時已有超過半數熟悉這種蘋果電歲時已有超過半數熟悉這種蘋果電

子產品子產品。。 結論顯示結論顯示，，與與8080後後、、9090後作為後作為““電視電視、、電腦一代電腦一代””不同不同，，0000後已經成為後已經成為““刷屏一刷屏一

代代”。”。 ■■記者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廣州報道廣州報道

為為了掌握分析新媒體環境下少年兒童的思想動向了掌握分析新媒體環境下少年兒童的思想動向
和狀況和狀況，，廣州團市委聯合中國青少年宮協會兒廣州團市委聯合中國青少年宮協會兒

童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調查童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調查，，並並
在在““六一六一””兒童節來臨之際發佈兒童節來臨之際發佈《“《“兒童與媒兒童與媒
介介””————20142014——20152015年度廣州兒童媒介素養狀況專項年度廣州兒童媒介素養狀況專項
調研報告調研報告》。》。

1010歲普遍成歲普遍成““手機一族手機一族””
數據顯示數據顯示，，廣州的廣州的““0000後後””兒童兒童

有有3939..77%%在在66歲前就接觸了平板電腦歲前就接觸了平板電腦，，
到到77歲時歲時，，已有超過已有超過5656..00%%的兒童開始的兒童開始
玩平板電腦了玩平板電腦了。。 調查發現調查發現，，如今的如今的0000
後後，，上幼兒園時就可熟練地在智能手機上幼兒園時就可熟練地在智能手機
和平板電腦上操作各種功能應用和平板電腦上操作各種功能應用，，他們他們
從小生活在屏幕的包圍之中從小生活在屏幕的包圍之中，，以以““蘋果蘋果
手機和平板電腦手機和平板電腦””為代表的新媒體讓當為代表的新媒體讓當
代兒童成了不同於電視一代代兒童成了不同於電視一代、、電腦一代電腦一代

的的““刷屏一代刷屏一代”。”。
同時同時，，在擁有手機的在擁有手機的0000後中後中，，有有7070..77%%

是在是在1010歲歲（（含含1010歲歲））前配備前配備，，這一數值在這一數值在
33～～99 歲 的歲 的 0000 後 中 僅 有後 中 僅 有
3939..77%%。。也就是說也就是說，，到了到了1010
歲歲，，廣州孩子就普遍成了廣州孩子就普遍成了““手手
機一族機一族”。”。

熱衷網遊熱衷網遊 借錢也要玩借錢也要玩
微信不但在大人中成了微信不但在大人中成了

越來越主流的社交工具越來越主流的社交工具，，在孩子中也有着不可忽視的在孩子中也有着不可忽視的
影響影響，，有有3232..77%%的孩子表示用手機主要是為了玩微的孩子表示用手機主要是為了玩微
信信。。另外另外，，網遊是網遊是““0000後後””最熱衷的娛樂活動最熱衷的娛樂活動。。調查調查
顯示顯示，，有有7070..77%%的兒童表示有玩網絡遊戲的兒童表示有玩網絡遊戲，，而且而且，，在在
玩網遊的孩子裡有超四成玩網遊的孩子裡有超四成（（4040..77%%））表示有加入線上表示有加入線上
聯盟聯盟。。

除了通過遊戲線上交友外除了通過遊戲線上交友外，，他們還願意在網絡遊他們還願意在網絡遊
戲上花錢戲上花錢。。在玩網遊的孩子裡在玩網遊的孩子裡，，有有1717..44%%會投入金會投入金
錢錢。。其中其中，，6363..88%%的孩子表示錢是找家裡人拿的的孩子表示錢是找家裡人拿的，，
3636..22%%的孩子則說是找同學的孩子則說是找同學、、朋友借來的朋友借來的。。

■■在美國找到的哈爾濱第一列在美國找到的哈爾濱第一列
火車照片火車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如今如今，，玩平玩平
板電腦已經成板電腦已經成
為很多兒童最為很多兒童最
大 的 業 餘 愛大 的 業 餘 愛
好好。。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廣州傳真

■■成拴亮創作的巨幅剪紙作品成拴亮創作的巨幅剪紙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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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徐建勛

三十年商業訴訟經驗
德州及最高法院執照

徐建勛 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華東政法學院碩士
德州及聯邦執照律師

* **Licensed to Practice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公司成立、合伙協議
◇商務合同、生意買賣
◇商標版權、專利申請

◇商業訴訟、跨國追索
◇民事糾紛、出庭辦案
◇勞資糾紛、雇用歧視

商 務
訴 訟

◇各類離婚、監護案件
◇遺囑信托及財務安排

◇婚姻財產協議及訴訟
◇小孩哺育費追索償還

婚 姻
家 庭

移 民 ◇投資移民EB-5計劃
◇特殊人才綠卡申請

◇B-1 / B-2延長及轉身份
◇H / L / E簽證及綠卡申請

肖沃特 律師**

D. Showalter

喬遷新址

國際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E-Mail:shu_xj@msn.com http://www.jamesxu.com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of Counsel)

*楊延品律師
德州律師執照

聯邦南德州地區法院執照

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執照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移 民： 勞工卡，傑出人才，國家利益獲免
技術移民，非移民申請，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移民法庭出庭，拘留保釋
移民上訴

地 產： 地產買賣，商業租約，產權分析
貸款文件

商 業： 公司成立，生意買賣，合約起草
商業談判，合約審查，商標申請
版權註冊，企業並購，破產重組

繼 承： 遺囑信托，遺囑執行
家 事： 協議離婚，監護撫養
訴 訟： 商業，地產訴訟，民刑訴訟，保險賠償

王大可律師協助辦案

亞利桑那州律師執照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休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地址：668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302
Houston, TX 77072 (百利八號交界，SPARTAN保安大樓內)

*Board Certified 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Law,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榮獲德州法律專業委員會移民法律專業證書

楊延品聯合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YANG & ASSOCIATES, PLLC

Email: info@yanglawus.com www.yanglawus.com
電話：（713）271-YANG (9264)
傳真：（713）271-9265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星期二 2015年6月2日 Tuesday, June 2, 2015 星期二 2015年6月2日 Tuesday, June 2, 2015

謝長廷：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與美國一樣

聖露西亞總理安東尼率團訪華

中韓簽FAT 府：朝野應正視對台衝擊

違章工廠多 中市改善弊病

沙國恐攻疑慮外交部發布橙色旅警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主席
蔡英文提出兩岸維持現狀說，前
行政院長謝長廷認為蔡英文的維
持現狀就是美國的維持現狀，實
質內容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
大陸，中華民國管轄台灣，互不
隸屬。

民進黨主席兼總統參選人
蔡英文正在訪美，她提出的兩岸
關係維持現狀備受矚目。謝長廷
今天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邀請
到台大演講時做上述表示。

謝長廷說，蔡英文是在民進
黨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上提出維持
現狀，當時蔡英文已經確定要訪
美，因此他認為蔡英文維持現狀
的定義和美國定義一樣，她不可
能挑戰美國的維持現狀。

至於什麼是美國的維持現
狀？謝長廷說，就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管轄大陸，中華民國管轄台
灣，互不隸屬， 「我們不是他的
地方政府，他也不是我們的地方
政府，馬英九不能指揮福建省的
清道夫，習近平不能指揮雲林縣
區公所小職員，你管那邊，我們
管這邊。」

謝長廷說，維持現狀的核
心內容沒問題，但周邊有些模糊
概念，例如如果台灣要公投變更
國號，制憲變成台灣憲法，半總
統制變成內閣制，這樣算不算變
更現狀？謝長廷說，這就是不確
定法律概念。

謝長廷說，這些周邊的不
確定法律概念是不是包括在維持

現狀的內容裡，蔡英文沒講，相
信她這次去美國應該會講，蔡英
文是談判專家，不會講到後路都
沒有，兩岸繼續交流和平發展是
核心價值。

謝長廷說，兩岸事實上是
一邊一國，互不隸屬，只是憲法
法理上有大中國架構還沒處理。
他認為要讓維持現狀繼續下去，
讓下一代隨著政治、社會、國際
情勢的變化，用更好智慧解決問
題。

謝長廷說，兩岸政策國、
民兩黨不應該太對立，兩個黨好
像是仇人一樣， 「你的是統、我
的是獨，這樣對台灣最不利，分
裂為二，就沒力量和大陸談判，
爭取到最好利益。」

（中央社）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今天說，中
國大陸與韓國正式簽署FTA，對此，朝野應該嚴
肅面對，正視對台灣經濟的負面衝擊；立法院應
加快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服貿協議的審查。

中國大陸與韓國今天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陳以信表示，朝野對此事應該嚴肅面
對，不能 「故作輕鬆、若無其事」，必須正視對
台灣經濟的負面衝擊。

陳以信並強調，總統馬英九今天會見美國國
務院經濟暨商業局助卿芮福金時也指出，台灣為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必須加速經貿

自由化，與推動法規鬆綁。美方對此也表示肯定
之意。

陳以信強調，在區域經濟整合的大趨勢下，
別的國家不會等台灣，台灣必須急起直追，才能
避免被邊緣化的危機。他呼籲立法院加快兩岸協
議監督條例與服貿協議的審查。

他說，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務首席副助卿唐
偉康（Kurt Tong）去年底來台時直言， 「台灣的
確已經正式落後南韓」，如果台灣再踱步不前，
「將因亞洲區域整合而被邊緣化」；而美國政府

也期待看到兩岸經濟整合。

（中央社）加勒比海邦交國聖露西亞總
理安東尼（Kenny Anthony）今起率團訪華，
他將主持露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成立揭牌儀
式及開幕酒會，凸顯兩國友好情誼。

外交部今晚發布新聞稿，安東尼總理自
2011 年再度執政後第 2 度來訪，訪華期間除
將會見總統馬英九、並分別接受馬總統及外
交部長林永樂款宴外，另將拜會外交部及經
濟部，及與露國在華留學生座談。

安東尼總理此行將主持聖露西亞駐中華
民國大使館成立揭牌儀式及開幕酒會，這是
露國在亞洲地區開設的第一個大使館，凸顯
兩國友好情誼，並將深化兩國經貿關係及人
民交流。

訪團重要成員另包括露國外交部部長
包提斯（AlvaBaptiste）、外交部次長艾曼紐
（Hubert Emmanuel）及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倫
芭利大使（H.E. Amb. Menissa Rambally）。

外交部表示，中華民國與聖露西亞兩國
自2007年復交以來，持續在基礎建設、衛生
、教育、文化等方面有密切的交流與合作，
已獲致良好成果，對露國國計民生甚具助益
，廣受露國人民支持與好評。

露國近幾年來支持中華民國推動參與聯
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及國際
民航組織（ICAO）等國際組織。

（中央社）外交部今天表示，沙烏地阿
拉伯境內恐怖攻擊疑慮升高，調升其旅遊警
示燈號為 「橙色」，提醒避免非必要旅行。

外交部今晚發布最新領務訊息，伊斯蘭
國組織（ISIL）宣稱對 5 月 21 日在沙烏地阿
拉伯東部省格迪夫（Qatif）地區清真寺自殺
炸彈攻擊事件負責，這次事件造成21人死亡
，百餘人受傷，是沙國2003年以後首起大規
模恐怖攻擊。

由於沙國境內恐怖攻擊疑慮升高，外交

部發布提升沙國旅遊警示燈號為 「橙色」，
提醒國人應高度小心，避免非必要旅行。

另外，由於沙國境內仍有中東呼吸症候
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簡稱 MERS）」零星
個案傳出，沙國境內累計病例近千例，其中
有428人死亡。由於MERS致死率高達4成，
外交部呼籲赴沙國旅行旅客仍須注意個人衛
生，避免接觸駱駝、生飲駱駝奶。若有發燒
症狀，應儘速就醫做進一步檢測。

（中央社）台中市長林佳龍今天表示，中
市違章工廠增加快，將尋新工業用地、輔導合
法、新增即報即拆及優先取締影響公安等配套
，改善弊病。

台中市議員李麗華及段緯宇今天在議會質
詢分別關心違章工廠取締作業。李麗華批評，
市府面對違章工廠不能只是盲幹拆除，要讓中
小企業有生路，規劃配套措施，並廣設工業區
和產創園區，限時要求搬遷到合法用地。

林佳龍答覆表示，根據評估，中市近4年
來，違章工廠增加近2000家，他上任後自今年
1月1日對新建違章工廠採取 「即報即拆」方式
，希望不要再增加了；至於舊違章工廠，則輔

導合法。
林佳龍指出，取締違章工廠將按依輕重緩

急，優先取締影響公共安全業者，在兼顧情理
法的平衡原則下，從根本解決問題。

林佳龍表示，台中市府目前積極尋找新的
工業區用地，他並舉例說明，市府在關連工業
區已尋找到 300 百多公頃土地，並投入經費建
設開闢道路，希望吸引廠商進駐。

台中市府經濟發展局長呂曜志也表示，市
府正積極開發工業區，已有4 個工業區進行開
發，並過濾評估37筆公有土地，市府多次向中
央反映延長臨時工廠登記與輔導期間，將輔導
業者取得臨時工廠登記。

員警到校園門口維安員警到校園門口維安
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女童遭割喉不幸往生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女童遭割喉不幸往生，，北投警分局偵北投警分局偵

查隊查隊、、台北市婦幼警察隊台北市婦幼警察隊11日派員到文化國小加強安全日派員到文化國小加強安全。。

南橫坍方 利稻部落交通中斷南橫坍方 利稻部落交通中斷
原定原定11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通車南橫公路台東段時通車南橫公路台東段，，因坍方嚴重因坍方嚴重，，預估最快還要預估最快還要33個工作個工作

天才能搶通天才能搶通，，因交通中斷因交通中斷，，利稻村採收的高麗菜只能放在車上腐爛利稻村採收的高麗菜只能放在車上腐爛。。

農藥茶飲 橘子工坊歇腳亭中招農藥茶飲 橘子工坊歇腳亭中招
台北市衛生局台北市衛生局11日公布第二波茶葉抽驗結果日公布第二波茶葉抽驗結果，，連鎖飲料店連鎖飲料店 「「橘子工坊橘子工坊」」 的四季春的四季春

和茉香綠茶和茉香綠茶，，及歇腳亭的紅茶及歇腳亭的紅茶（（圖圖），），分別被驗出農藥殺草劑分別被驗出農藥殺草劑 「「殺淨殺淨」」 及殺蟲劑芬普及殺蟲劑芬普
尼超標尼超標。。

洪秀柱民調有意見 朱立倫：再協調

防止悲劇 毛揆通令全面檢視校園死角

軍友社房產糾紛 國防部尊重司法

防磚機制 李四川：本週敲定民調細節

中韓簽FTA 政院：對台灣帶來衝擊

（中央社）台北市女童割
喉案，引發社會關注校園安全
，行政院長毛治國今天召開跨
部會電話會議，通令全面檢視
校園死角、做好前端悲劇預防
，更重要的是部會一定要主動
協助家屬。

針對這起不幸事件，毛治
國下午邀集政務委員馮燕及內
政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會
官員召開電話會議，要求相關
部會明天中午要把目前所做，
以及未來要做的重點工作盤點
出來。

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傍晚
轉述，毛治國在會議中做成3大
指示，包括一定要有效維護校
園安全讓家長學生安心、做好
事後心理創傷介入，以及協助
就業者與失業者，加強前端悲
劇預防。

孫立群說明在有效維護校
園安全並讓家長學生安心方面

，目前警方已加強巡邏並清查
高風險人士，接下來由教育部
進一步邀集各地方政府教育局
處，通令各小學全面檢查校園
死角及出入安全管制，完成檢
查後要盡快提出報告，讓家長
安心。

行政院並要求各級學校要
盡快提出維護校園安全管理的
標準作業程序（SOP）， 透過
演練課程及設施改善來有效提
高校園安全，中央會督導地方
教育局處去協助校園與家長及
在地力量結合，布建校園安全
網。

其次，在事後心理創傷介
入方面，由教育部及衛福部要
積極協助受害者家屬。孫立群
強調，毛治國會中特別指示，
前往幫忙絕不能丟一張名片說
「有事找我」，一定要主動處

理問題。
由於這次事件也對學生及

家長造成心理衝擊，毛治國希
望藉由社工拜訪，避免家長學
生對上學產生恐懼；另提醒民
眾不應把精神疾病者與人格危
害者劃等號，不要去污名化精
神疾病者，這方面專家學者可
以主動發言，減少一般人因不
了解而去做不當的聯想。

最後，毛治國指示要協助
就業者與失業者，做好加強前
端悲劇的預防工作，若能早一
點發現員工或失業者有異常表
現，或許可以避免不幸事件發
生。

勞動部則表示，未來將鼓
勵企業推動員工協助方案，至
於目前會透過全國350個就業服
務據點辦理就業促進宣導活動
，盼透過走動式服務更能了解
待業者的心理狀況，提供深入
協助。

（中央社）新北市長兼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表示，民調支持度包括85%對比式及15%
互比式，洪秀柱有意見，可再協調民眾相對比
率。

朱立倫今天下午到泰山高中出席 「夢想
、做得到」激勵人生演講及籃球公益活動開球
儀式。他在會後受訪時，對於媒體詢及黨內總
統參選人、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對民調有意見
。朱立倫表示，從頭到尾都一直堅持一定按照
制度。

他表示，制度上包括民調的時間，最慢
大概就是12、13日。政見會的話，也尊重洪
秀柱，後來協調結果是用中常會的方式，因為
其他的方式所支出的成本，也是由作業費新台
幣700萬元的作業費來扣除。

朱立倫強調，所有立委等選舉的民調中
，所謂的支持度就是包含兩個，一個是互比式
、一個是對比式，本來的對比式就占85%、互
比式占15%，洪秀柱有一些意見，到時候再協
調民眾的相對比率。

（中央社）對軍友社與
台北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
會的房產糾紛案，國防部今
天表示，國防部尊重司法。
國防部做為主管機關，會持
續要求軍友社與各界妥善溝
通說明，以免疑慮。

媒體報導，中華民國軍
人之友社 50 年前遊說北市家
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捐建
「台北國軍賓館」，供國軍

休憩、飲食，但在軍友社搬
遷後，仍占用該大樓出租營
利，該公會因而提告索討。

報導指出，軍友社指稱

合約明載 「光復大陸後」，
軍友社如對該館無需要時，
應移交公會掌管，但未獲台
北地院認同，判決軍友社敗
訴，須將建物騰空歸還；仍
可上訴。

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今
天受訪表示，台北市家畜商
業同業公會與軍友社對房產
爭議問題，已進入司法程序
，有關兩造法律見解差異，
目前雙方正釐清中，等待司
法判決確定，國防部均表尊
重。

羅紹和說，有關勞軍捐

及軍友社人事問題，是依組
織章程規定，經由理、監事
會議討論同意後辦理，並無
所謂資訊不公開及壟斷情事
。

羅紹和表示，軍友社自
成立迄今 60 餘年，是依法設
立之公益性社團法人，受內
政部指導管轄，一向積極推
動敬軍、勞軍工作。國防部
本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
，將持續要求該社與各界妥
善溝通說明，以免疑慮。

（中央社）國民黨總統初
選民調擬於12、13日進行，將
同時納入支持度、對比式民調
。秘書長李四川今天說，本週
將會敲定民調執行細節，包括
民調支持度與對比式比例、民
調題目等。

中國國民黨確定啟動防磚
機制民調，登記總統初選的洪
秀柱雖已跨越 1 萬 5000 份黨員
連署，但仍必須通過 30%民調
檢驗，才有可能獲得提名。不
過，民調究竟採取支持度、或
對比式，黨中央與洪秀柱意見
不一。

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 5 月

30日原表示將在6月2日召開中
央提名審核委員會，但黨務人
士表示，民調方式由秘書長核
定即可，無需交由提名審核委
員會討論，因此目前確定郝龍
斌若召開中央提名審核委員會
，會中並不會討論有關總統初
選執行民調相關細節。

對於總統初選後續，國民
黨秘書長李四川受訪時表示，
黨中央將安排洪秀柱在 6 月 10
日中央常務委員會報告，開放
媒體採訪、轉播，取代各地政
見發表方式；民調預計 12、13
日進行，同時也將比照過去立
委初選的民調方式，採取支持

度、對比式。
不過，對於支持度與對比

式分別占多少比率？李四川表
示，預計本週與洪秀柱團隊開
會協調，所以，本週就會敲定
民調執行細節，包括民調題目
、格式、民調機構等作業細節
。

李四川表示，若 12、13 日
進行民調後，預估14日民調結
果出爐後，將送交17日中常會
。若支持度、對比民調兩者加
總，洪秀柱超過 30%，就會提
名。

（中央社）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今天表示
，中國大陸與韓國自由貿易協定（FTA）對台灣
衝擊很大，應加速與中國大陸及所有國家的雙
邊貿易談判，並盼立法院能支持儘速審議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

南韓與中國今日正式簽署FTA，只需再經
過國會批准等程序即可正式生效。

孫立群受訪表示，由於韓國與台灣很多產
品有替代性，供應鏈一旦斷掉要再銜接有困難

度，行政院認為中韓FTA對台灣衝擊影響很大
，希望能加速與中國大陸及與所有國家的雙邊
FTA。

他強調，為讓台灣與中國大陸儘速洽簽貨
貿，希望立法委員能支持儘速審查兩岸協議監
督條例。

至於中韓FTA對台灣將造成多大的實質影
響，孫立群說，這將由經濟部或國家發展委員
會對外說明。

西港香燒王船西港香燒王船
台南西港慶安宮刈香活動台南西港慶安宮刈香活動11日進入壓軸的燒王船送王儀式日進入壓軸的燒王船送王儀式，，大批信眾上午以大批信眾上午以

繩索將王船從廟中拉出繩索將王船從廟中拉出，，以陸上行舟方式拉到王船地以陸上行舟方式拉到王船地。。

校園安全 員警護童校園安全 員警護童
鑒於台北市國小遭男子闖入行凶事件鑒於台北市國小遭男子闖入行凶事件，，苗栗縣警察局苗栗縣警察局11日上午動員各分局加強日上午動員各分局加強

校園周邊巡邏校園周邊巡邏，，護送小朋友上學護送小朋友上學，，確保校園安全確保校園安全。（。（警方提供警方提供））

高屏大橋高屏大橋66部車追撞部車追撞22人傷人傷
屏東高屏大橋屏東高屏大橋11日上午發生日上午發生66輛車追撞輛車追撞，，只為閃躲路面上的保麗龍盒只為閃躲路面上的保麗龍盒，，所幸只有所幸只有22人人

輕傷輕傷。（。（屏東縣消防局提供屏東縣消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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