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整修車廠負責人徐雲﹒本科畢業於南京大學

物理系﹐來美國前為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講師﹒來美
國後獲得美國Baylor大學生物物理碩士﹒

完整修車廠以優質服務和價錢公道而著稱﹒

我们即将出发。
请帮我们到达目的地。

www.DriveHISD.org

“�所有申请人都要接受工作经验、认证、推荐信、毒品测试和无犯罪记录的核查。休斯顿独立教
育局规定，在教育或雇用安排及活动中，不得有任何基于年龄、肤色、残障或残疾、祖籍、原
住国、婚姻状况、种族、宗教、性别、性趣向、退伍军人状况或政治派别的歧视行为。”

我们是提供平等机遇的雇主

HISD 正在寻找希望加入我们运输团队的公交车司机。我们可以为您提供：

•  $250�录用奖金
• $900�出勤奖励
• 免费培训
• 有吸引力的时薪，起薪�$15.40（保证每天最少�5�小时）
• 医疗、牙科、视力和其它福利选择
• 参加教师退休金系统 

• 403(b)�退休金计划选择
• 特殊旅行支付选择
• 推荐奖金

如果您希望成为一名 HISD 公交车司机，请在网上申请，网址 www.
DriveHISD.org 或致电 713.613.3073。

招聘公交车司机

BB88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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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綠彩五龍盤清綠彩五龍盤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訊】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
季拍賣會將於明天8月6日周四下午5
點開始，在位於休斯敦好運大道的該公
司拍賣大廳舉行。

此次拍賣會拍品主要有瓷器、玉器
、紫砂壺、奇石、銅器、精美首飾以及
古畫等，共480件拍品。目前此次拍賣
的物品已經擺放完畢，開始進入展示階
段。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總經理吳因潮
歡迎廣大收藏愛好者前來公司觀賞
拍品。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拍賣形式是現
場與全球視頻同步競標，共有三種拍賣

方式，一是現場競標，二是通過網絡叫
價，三是通過電話讓現場的工作人員幫
您報價。三種拍賣方式簡潔明了，您只
要事先辦理註冊手續即可。歡迎大家競
拍，拍賣當天免費入場並備有小食品招
待。

詳 情 請 電:832-251-6666；
713-936-2265；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
tion.com;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Houston，TX77036。

清雍正人物故事盤清雍正人物故事盤

清嘉慶珊瑚紅地描金清嘉慶珊瑚紅地描金““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茶船茶船

清廣彩戲曲人物盤清廣彩戲曲人物盤清清乾乾隆青花出口盤隆青花出口盤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明天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明天88月月66日舉行日舉行

清嘉慶粉彩暗八仙紋盤清嘉慶粉彩暗八仙紋盤

明代青花雙鳳牡丹紋盤明代青花雙鳳牡丹紋盤

珠海市市長江淩帶隊 休斯頓人才對接會議

UniverSoul馬戲團休斯頓演出
8月6日周四至8月16日周日 2015
Butler Stadium, 13755 South Main St., Houston, TX 77035

（（本報訊本報訊））UniverUniver--
soulsoul馬戲團全國巡回演出馬戲團全國巡回演出
終於來到休斯頓終於來到休斯頓。。從從88月月
66日開始的馬戲團演出每日開始的馬戲團演出每
天輪番上演天輪番上演。。 來自中國來自中國
武漢的空中飛人表演團也武漢的空中飛人表演團也
為在本次的休斯頓巡回演為在本次的休斯頓巡回演
出中為大家帶來精彩的表出中為大家帶來精彩的表
演演。。 ITVITV5555..55，，美南新聞美南新聞
以及美南資訊以及美南資訊（（新媒體平新媒體平
臺臺））將會在接下來的演出將會在接下來的演出
中為讀者中為讀者//觀眾朋友們帶觀眾朋友們帶
來獨家後臺采訪和演出盛來獨家後臺采訪和演出盛
況況。。 票務可網上購買或票務可網上購買或
現場購買現場購買。。

（本報訊）應休斯敦中國旅美專家協
會（簡稱：專協）的邀請，由珠海市市長
江淩親自帶隊的珠海市海外高端人才創新
創業對接會於8月3日下午4點至5點30分
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出席對接
會的珠海代表團嘉賓包括珠海市委副書記
、市人民政府市長 江淩、珠海市金灣區區
長 歐陽德紅、珠海市鬥門區區長 周海金、
珠海市市商務局局長 劉齊英、珠海市高欄
港經濟區黨委副書記 周峰等。本次對接會
主要邀請在美海洋工程方面具有博士學位
，有豐富相關工作經驗，也包括其他如能
源、化工、醫藥、航天等領域30余位高端
專業人才參加。休斯敦上海交通大學校友
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友會及清華大學
校友會等參與了對接會的協辦和人才推介
。應邀出席今天對接會的還有中國人活動
中心董事長陳珂、執行長謝忠；德州廣東
總會會長商粵生、前會長徐松煥以及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科技參贊 陳宏生、領事
尹軍祥等。

珠海市位於廣東省南部、珠江口西岸
，瀕臨南海。它是中國最早設立的四個經
濟特區之一，東與香港隔海相望，南與澳

門陸地相接，隨著2016年底港珠澳大橋建
成通車，珠海將成為內地唯一與港澳陸地
相連的城市。2014年在“中國城市未來發
展國際論壇”上，珠海榮獲“2014中國最
具幸福感城市”稱號；2013年在麥肯錫和
中科院聯合發布的中國持續發展城市報告
中榮登榜首，珠海還曾先後榮獲中國最具
投資潛力城市50強，外國人最喜歡的中國
城市，最浪漫的城市，中國宜居城市第一
名等榮譽，是一座當之無愧的宜居宜業之
城、中國的南海明珠。

對接會由專協前會長、顧問，美國艾
博思咨詢公司創始人徐谷峰博士主持。休
斯敦中國人活動中董事長陳珂先生首先致
歡迎辭，隨後播放珠海市城市規劃和發展
宣傳片。珠海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欄港經
濟區）黨委副書記周峰推介了珠海海洋工
程裝備制造產業發展環境，接下來國家
“千人計劃”專家，高泰深水公司羅永博
士和OTL公司冉誌黃博士分別發言，暢談
自己在珠海創業發展的歷程和現況，勉勵
參加對接會的眾多美國職場人士以各種適
宜的方式參與到國內的創新創業中去。在
為時30分鐘互動交流環節中，現場氣氛活

躍，以海洋工程為
主的各專業領域人
才紛紛向江淩市長
和高欄港周峰書記
等提出自己的問題
。江淩市長詳盡地
解答了大家在創業
產業環境、金融法
律配套、科技創新
政策、政府服務以
及珠海、休斯敦產
業平臺對接交流等
方面的問題，周峰
書記回答了與會科
技人才對高欄港經
濟技術開發區的區
域優勢和配套服務
方面的問題。

會前，徐谷峰
博士和專協現任會長何景旭博士同江市長
一行進行了細致友好的交流。徐博士愉快
地回憶了今年春節期間應廣東省僑辦邀請
訪問珠海期間與珠海市外專局、科技局和
中小企業協會等進行的有益交流，何博士

則提出整合休斯敦的各華裔專業協會和校
友會與珠海市各產業平臺進行更為密切的
常態化合作交流的建議，江市長對此表示
贊賞和積極支持。

僑社代表與江市長僑社代表與江市長（（圖中圖中））合影合影

 





























武漢空中飛人隨武漢空中飛人隨UniverSoulUniverSoul馬戲團休斯頓巡演馬戲團休斯頓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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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乙未年六月十九日為觀世音娘娘寶旦農曆乙未年六月十九日為觀世音娘娘寶旦((得道得道

日日))本頭公廟熱烈慶祝本頭公廟熱烈慶祝

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李豪榮譽會長夫婦李豪榮譽會長夫婦,,徐徐

耀德理事長耀德理事長,,孫偉根會長孫偉根會長,,高永年高永年,,馬強副會長馬強副會長,,柯文柯文

孝理事孝理事,,潘真雲副理事長潘真雲副理事長,,孫乙舜榮譽會長在熱烈慶孫乙舜榮譽會長在熱烈慶

祝觀音菩薩寶旦上合影祝觀音菩薩寶旦上合影

本頭公廟孫偉根會長本頭公廟孫偉根會長,,李豪榮譽會長李豪榮譽會長,,徐耀德理徐耀德理

事長事長,,高永年副會長高永年副會長,,林國雄秘書長林國雄秘書長,,主持觀音菩薩寶主持觀音菩薩寶

旦慶典活動旦慶典活動

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音菩薩寶旦

本頭公廟林師兄和經生團率信眾於觀音菩薩本頭公廟林師兄和經生團率信眾於觀音菩薩

寶旦誦經求福寶旦誦經求福

本頭公廟本頭公廟 馬太太馬太太,,高永年副會長夫人高永年副會長夫人,,許益明副許益明副

會長於本頭公廟慶祝觀音菩薩寶旦上為信眾服務會長於本頭公廟慶祝觀音菩薩寶旦上為信眾服務

本頭公廟醒獅團舞獅慶祝觀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醒獅團舞獅慶祝觀音菩薩寶旦

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李豪榮譽會長李豪榮譽會長,,徐耀徐耀

德理事長德理事長,,孫偉根會長孫偉根會長,,高永年高永年,,馬強副會長馬強副會長,,柯文孝柯文孝

理事理事,,潘真雲副理事長潘真雲副理事長,,孫乙舜榮譽會長上香致敬孫乙舜榮譽會長上香致敬,,

共沐神恩共沐神恩,,共同慶祝共同慶祝

本頭公廟大尊觀音菩薩供信眾敬拜本頭公廟大尊觀音菩薩供信眾敬拜

德州潮州會龍獅團龍虎子弟以鑼鼓喧天來共德州潮州會龍獅團龍虎子弟以鑼鼓喧天來共

沐神恩沐神恩,,共同慶祝共同慶祝



BB22新聞圖片 BB77廣告天地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星期三 2015年8月5日 Wednesday, August 5, 2015 星期三 2015年8月5日 Wednesday, August 5, 2015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 免 費 高 清 頻 道免 費 高 清 頻 道
●● 免 費 數 位 頻 道免 費 數 位 頻 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週一至週五 黃金時間推出）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宏都拉斯宏都拉斯400400警察模擬與暴徒對峙警察模擬與暴徒對峙 訓練內容亂真訓練內容亂真

宏都拉斯特古西加爾巴，防暴警察舉行模擬演習，與模擬暴徒對峙。大約400名警察由軍方
提供訓練，應對應急事件以及暴力示威。

55萬朵鮮花拼成梵谷自畫像萬朵鮮花拼成梵谷自畫像
紀念其逝世紀念其逝世125125週年週年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廣場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廣場，，人們用人們用55萬多朵鮮花製作了一幅高萬多朵鮮花製作了一幅高88
米的梵谷像米的梵谷像，，以紀念這位藝術大師以紀念這位藝術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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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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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全新數碼全新數碼XX光減少輻射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二至周五: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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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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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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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暑假期間，學生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

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China, Singapore Vow To
Promote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ree groups of Chinese victims of forced labor
during World War II have decided to accept the
reconciliation offered to them by Japan's Mitsubi-
shi Materials.
The settlement includes a public apology by Mit-
subishi Materials, as well as payments of 100-thou-
sand yuan, or approximately 16-thousand U.S. dol-
lars, for each victim or their surviving relatives.
Mitsubishi has decided to settle the case with Chi-
nese claimants after coming to similar settlements
with US prisoners of war.
The deals are expected to be concluded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round 38-hundred Chinese victims and their fami-
lies are part of the settlement.
Mitsubishi Materials is understood to be prepared
to offer the money to 3,765 Chinese —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to be subject to a Japanese com-
pany’ s postwar compensation.
This i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a Japanese firm has
decided to apologize and pay monetary compensa-
tion to Chinese war victims in relation to a case
that has already been rejected by Japan’ s Su-
preme Court.
A negotiation team representing the Chinese
groups and Mitsubishi Materials are preparing to
soon sign a historic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in
Beijing, the sources said, as this year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Mitsubishi Materials has admitted that its predeces-

sor, Mitsubishi Mining Co., and subcontractors ac-
cepted 3,765 Chinese people as forced laborers
and infringed on their human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The victims were part of about 39,000 Chinese
who were brought to Japan against their will be-
tween 1943 and 1945 in line with a Japanese gov-
ernment decision to address a growing shortage of
labor in areas such as coal mining and construc-
tion.
Due to hard labor and privation, 6,830 of them
died. Starting in the 1990s, Chinese survivors of
forced labor and their families filed a series of com-
pensation lawsuits against the Japanese govern-
ment and Japanese companies.
But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in 2007 that Chinese
individuals had no judicial right to demand wartime
compensation as it had already been renounced
under a 1972 joint communique issued when Si-
no-Japanese diplomatic ties were normalized.
Mitsubishi Materials will express “ deep remorse”
and “ sincere apologies,” the sources said, adding
that it will pay ¥100 mill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nument to recognize its mistakes and ¥200 mil-
lion toward the search for missing victims and their
relatives.
Of the 3,765, only about 1,500 Chinese survivors
of forced labor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been found
so far.

The Chinese groups, which had hoped to restore
the dignity of aging victims while they were still
alive, start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Tokyo-based
company in January 2014. Mitsubishi Materials will
come to terms with three Chinese groups that
have sought compensation from it. Both sides rec-
ognize that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will be a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issue.
The three groups represent a large majority of the
victims.
One different Chinese group of 37 people filed a
compensation lawsuit in February 2014 with a Bei-

jing court against Mitsubishi Materials.
The group took legal action after South Korean
courts ordered several Japanese firms in 2013 to
pay damages over wartime forced labor, even
though Tokyo and Seoul agreed in 1965 when nor-
malizing bilateral ties that all compensation issues
had been settled.
It also took place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gov-
ernment was stepping up its campaign at home
and abroad to warn of Japan’ s resurgent milita-
rism, after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 visit in late
2013 to Yasukuni Shrine, where convicted war
criminals are enshrined along with the country’ s
war dead.
Earlier this year, the group broke off its
out-of-court settlement negotiations with the com-
pany. If the Chinese court decides to begin a trial,
it will be the first compensation case of its kind in
China involving victims of forced labor and a Japa-
nese company.
Until last year, Chinese authorities largely prevent-
ed individuals from filing compensation suits
against Japan out of concern it could hurt bilateral
ties and discourage Japanese investment.
On Sunday, Mitsubishi Materials apologized to al-

most 900 former American prisoners of war who
were used as forced labor at mines operated by its
predecessor.
Chinese official media gave heavy coverage to the
apology, with the ton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
ment and companies should also be more sincere
to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Asia who suffered under
Japan’ s past militarism. (Courtesy www.english.cri.
cn/123 and www.japantimes.co.jp/news)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conveyed
China's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Singapore as the
country celebrates its 50th year of independence
this weekend. The spirit of Singapore's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has been passed

on to Singaporean
leaders and its people,
and China believes that
Singapore will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he told the
Singaporean prime
minister.
"China-Singapore
cooperation has always
been forward-looking and
pace-setting," and has
always been a spearhead
among China's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Wang said. As this year
marks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he said new opportunities have
emer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ies.
China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Singapore to im-
plement the important consensus reached by lead-
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explore and open up
new areas of cooperation, the minister said.
For his part, Lee Hsien Loong said China-Singa-
pore cooperation has been highly effective, and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maintain
the good momentum of bilateral tie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Singapore is willing to enhance substantial cooper-
ation with China, especially in promoting the third
government-to-government cooperation project as
well as upgrading the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
ment (FTA), Lee said.
During his visit,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also

met with his Singaporean counterpart K Shanmu-
gam. As Singapore becomes the coordinator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later this year, Wang said
he is confident that China-Singapore relations,
and China-ASEAN relations will move smoothly
with fresh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The two ministers held a wide range of in-depth
discussions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including the issu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lated

Singapore Establishes Formal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 3rd Oct 1990

Before Singapore established formal diplomatic re-
lations with China, it was already enjoying clo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ies with China albeit on an
informal basis. For instance, both sides had been
exchanging regular official visits since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s maiden trip to China in
May 1976 and then Chinese Senior Vice-Premier
Deng Xiaoping’ s visit to Singapore in November
1978. Lee and Deng also signed a trade agree-
ment on 29 December 1979 and set up
respective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1981 to strengthen economic lin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light of
these developments, Singapore’ s es-
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 seen by many as a formali-
ty. In fact, it could have occurred earlier
but Singapore had decided to delay the
process. This was because Singapore
wante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par-
ticular Indonesia, to normalise relations
with China first.
After Indonesia and China announced
their decision to resume ties on 8 Au-
gust 1990, Singapore and China began

talks to elevate their relationship to a more formal
level.[5] In total, three rounds of talks – the first of
which took place on 27 July 1990 – were held be-
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to finalise the detail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The joint
communiqué stating the intent by both countries
to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ex-
change ambassadors was signed by then Singa-
pore Foreign Minister Wong Kan Seng an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Qian Qichen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on 3 October
1990. Thereafter, both countries proceeded to up-
grade their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to em-
bassies.
China's first ambassador to Singapore was Zhang
Qing who was then 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sian
Affairs Department in the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while Singapore’ s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was Cheng Tong Fatt, then the ambassa-
dor to Japan.Zhang and Cheng assumed their
posts in December 1990 and June 1991 respec-
tively. (Courtesy www.english.cntv.c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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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Mitsubishi Materials Will Settle 3,765
Chinese Wartime Labor Redress Claims

Three groups of Chinese victims of forced labor
during World War II have decided to accept the

reconciliation offered to them by Japan's
Mitsubishi Materials. [Photo: CFP]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ddresses a news conference
in Singapore, Aug. 3, 2015. Wang visited Singapore from August

2 to 3. (Photo Xinhua)

Singapore's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Paul Loong, 88, spent three years in a Japanese
POW camp during World War

Applications for the 2015 Camp in Vienna are due by August 31s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Former WWII Chinese Forced Laborers Unsatisfied
But Plan To Accept Mitsubishi's Apology

Map Of Tan Toey Japanese POW Camp - WWII

(本報訊)二000年五月二十日，民進黨陳水扁就任中
華民國總統，他宣布 「四不一沒有」大陸政策，即不宣
布獨立，不改變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
現狀的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的問題。
中國大陸的回應是 「聽其言，觀其行」。二00六年六月
二十七日下午，陳水扁在總統府接見美國亞洲基金會會
長傅勒博士（Willian Fuller）等人，表示新政府願意接受
海基，海協兩會，九二年的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
識，但大陸方面卻不承認有這項共識。當晚總統府高層
指出，陳水扁的立場與五二0，六二0演說一致，不代表
總統接受 「一個中國原則」。

六月二十八日時任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再於晚間舉
行緊急記者會，澄清指出，陳水扁有關 「一個中國」問
題談話，與六二0記者會上，在精神上，內容上是一致
的。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我方用來描述九二年會
談過程的用語，兩岸從來沒有對 「一個中國的原則」有
共識。

陳水扁的談話及蔡英文的澄清，是當時兩岸重大事
件，影響相當深遠，因陳水扁政府的大陸政策否定了
「九二共識」的存在，使兩岸原有的互信基礎動搖，而

海基會，海協會也因此停頓了八年的協商。
二000年十一月初，中國國民黨吳伯雄副主席將於

十一月十七日，以私人身份率團到福建龍岩參加 「世界
客屬大會」，吳副主席特邀我與張榮恭，李建榮隨團前
往參訪。消息在報上刊登後，引起新加坡駐台北辦事處
的重視，因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中國國民黨副
主席參訪大陸，雖然是以私人身份參訪，仍具有一定的
義意。另 「九二共識」的原委，新加坡有關方面，也想
瞭解真實情況，因這些原因，新加坡駐台北辦事處許國
豐代表在十一月初與我見面，邀請我赴新加坡與李光耀
資政會面。當時我的工作是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十一月十日下午五時四十五分，我在新加坡總理公
署與李光耀資政會面，新加坡外交部官員王澤雄陪同會
見。李資政非常親切的接待，並告知今天是以新加坡官
方語言英語,為雙方會談語言。

首先我表明，能有機會來拜會一位世界傑出而重要
的政治家，是本人至高的榮幸，同時感謝新加坡政府在
一九九三年四月， 「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時，給與
我方代表團的協助。因那時我擔任海基會副祕書長，參
加了 「辜汪會談」，並負責與新加坡外交部聯繫。

我攜帶了胡志強先生擔任外交部長時，我外交部印
發的有關 「一個中國」的說帖及剪報，送給李資政參
考。

我向他說明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將隨同中國國民
黨吳伯雄副主席，以私人身份赴大陸參加在福建龍岩舉

辦的 「世界客屬大會」，但不排除與大陸高層有會面的
機會。我的判斷不外乎，要談如何重建兩岸關係及如何
對推動黨與黨的交往工作，交換意見。二00一年中國
國民黨智庫將與大陸方面的智庫專家，學者，進行學術
性的研討會。

我向李資政說明，我方海基會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三日，奉陸委會指示，正式函海協會，關於一個中國原
則，我方建議 「以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同一天
海協會孫亞夫副秘書長以電話告知海基會陳榮傑秘書長
， 「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提議」，十一月十六日
海協會電傳一份重要函件，正式接受我方的建議， 「以
口頭聲明方式，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時，當時的陸委會黃昆輝主委
召集兩會高層會議，決定暫時不覆函，但指示我（時任
海基會副秘書長）代表海、陸兩會，在陸委會新聞發佈
室，召開記者會，說明我方的立場。

在與數十位媒體記者見面時，我說明 「對海協會十
一月十六日的來函，願接受我方的建議，以口頭聲明，
各自表達方式，表示歡迎。但我方認為雙方對此一問題
的立場，原則，在香港會談已各自表達過了，不需要約
定同一時間表達」。十二月三日海基會致函海協會，關
於口頭聲明的具體內容，是根據 「國統綱領」及國統會
對有關 「一個中國」的涵意所做決議加以表達。

我向李資政說明中國國民黨對 「一個中國」的立場
， 「一個中國」是指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我們
承認一九四九年中國分裂為兩個部分，一是台灣地區，
一是大陸地區，中國目前處於和平統一的過程中，將來
的中國，我們是希望一個民主、自由、及繁榮的中國。
即使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前總統發表 「特殊的國與國
關係」，當時陸委會主委蘇起，在七月底發表的大陸政
策白皮書中，仍強調我方願在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的共識下，敦促大陸方面恢復協商。

我向李資政說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日以後， 中
國大陸對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無異議。所以在這
個基礎上，一九九三年四月，雙方能在新加坡舉行 「辜
汪會談」。但一九九五年六月李前總統訪美國乃爾大學
發表演說以後，中共推遲兩會的協商，並認為 「一個中
國，各自表述」的應用，是兩會之間的事，台灣方面做
了擴大解釋，把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推到國際
領域。

不過二000年十一月二日，前經濟部長王志剛等人
赴北京訪問，見到國台辦陳雲林主任。陳雲林的看法，
是可以接受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不同意蔡英文
的 「各自表述，一個中國」，並說明不承認是中國人，
那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承諾基礎就沒有了。這時李資政

說 「這是對台灣的警告啊！」
有關台灣對大陸的投資，我向李資政說明，十一月

十日台灣報紙報導，我政府證實台灣對大陸投資以達七
百億美元，李資政說，將來會更多。

此時李資政問我，為什麼陳水扁總統講話常常改變
？我向他說明了我個人的看法，這可能是陳總統的個性
有關。他在做台北市長後，也有同樣的情形。這時李資
政也告訴我，中共領導人講話是非常嚴謹的，他們領導
人講話是由下而上，在由上而下，反複多次會商後定調
，定調後，不輕易改變，若有改變是具有重大意義。李
資政認為，陳水扁總統曾說， 「統一不是唯一的選項」
，這對台灣非常危險。

李資政詢問，國民黨有無在拿回政權的可能？我的
答覆是，最近連戰主席，宋楚瑜主席及郝龍斌主席成立
在也聯盟，明天（十二日）他們要再一次會務，談細節
問題，這是好的開始。李資政說，在野聯盟是對付陳水
扁的（指對陳水扁罷免案），將來是否要合作，還是看
不出來，也是兩回事。我的答覆，三黨負責人能首次見
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般推測，三個在野黨的合作
，可能在兩年以後，沒想到現在就已實現。

我與李資政會面談了三十五分鐘，給了我深刻的印
象，新加坡雖然面積不大，但在亞洲及世界舞台上，皆
有一席之地。新加坡的領導人，無論過去及現在，皆重
視兩岸關係的發展，因為這會影響到整個亞洲的安全與
發展，也影響新加坡的國家利益。

李光耀資政為了解 「九二共識」的真相，請我到新
加坡與他會面，聆聽我的陳述，並交換意見，新加坡領
導人認真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敬佩。

攝於李光耀辦公室攝於李光耀辦公室

與李光耀資政談
與李光耀資政談
與李光耀資政談 「

「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
」

李慶平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祕書長前海基會副祕書長，，前中廣公司總經理前中廣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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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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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超
★X-Ray - X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VIP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Local Magazine 2013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綜合經濟

星期三 2015年8月5日 Wednesday, August 5, 2015 星期三 2015年8月5日 Wednesday, August 5, 2015

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呼之欲出 地方國企改革將發力
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呼之欲出，地方

國企改革也在開啟新的征程。近期，上

海市市長楊雄調研上海地產集團，要求

國企運用市場化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各地在總結階段性的國企改革經驗，並

部署下一階段工作。

在國企改革全面推進的大背景下，

各地在探索適合本地國資國企的改革方

案。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出臺後，預計地

方國企改革有望開啟新征程。

上海國資國企改革在經歷一段時間

的蓄勢之後，強勢開啟新征程的趨勢明

顯。上海市市長楊雄前往上海地產集團

調研國資國企改革有關工作。楊雄指出，

隨著上海市國資國企改革持續深入，國

有功能類企業既要強化大局觀念和責任

意識，堅決承擔好國家和市委、市政府

賦予的重大任務；又要主動順應市場經

濟規律，善於運用市場化機制，更好地

擔負使命、實現發展。要堅定不移深化

改革，根據功能定位和總體目標，細化

任務要求，在運作管控和激勵約束機制

上探索分類管理，以改革創新提高企業

核心競爭力。

上海國資國企改革又迎來大動作。

儀電電子揭曉重組方案，公司擬注入公

司控股股東儀電集團智慧城市業務的核

心資產。未來上市公司將成為儀電集團

智慧城市核心戰略實現的重要發展平臺。

儀電集團的資產證券化進程提速。此外，

上海區縣國資國企改革的步伐正在加

快。“上海浦東國企改革18條”出爐，

確定了優化國資佈局、強化分類監管、

實施大集團戰略、進一步優化國企領導

人員的管理和激勵機制、國資委的“自

我革命”等五大改革重點。

同樣是地方國企改革的先鋒，廣州

國企改革獲得了國家有關部門的密切關

注。廣東省國資委網站披露，國務院國

資委調研組日前到粵調研改革情況，表

示廣州在國資統一監管、規範董事會建

設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安徽、廣西、江蘇、重慶等地的國

資國企改革也在加速推進。其中，山東

各市國資委近期密集召開年中工作會

議，對下半年改革重點進行部署。研究

機構認為，在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即

將出臺的背景下，地方國資改革將進入

加速期，山東作為國資體量全國排名第

五的大省，從試點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

營公司、30%省管國資劃入社保基金等動

作來看，該省國資改革力度有望超預

期。廣西國資委在近期召開“十三五”

規劃編制工作會議，要求深刻把握國資

監管和國企改革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

要求，加快優化產業佈局和結構調整，

著力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堅持走

市場發展之路。

目前市場對本輪國企改革在改革的

力度和方向上有基本共識，普遍認為改

革“有利於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於

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於放大國有

資本功能”。

本輪國資國企改革中，地方國企先

試先行的基本改革思路體現較明確。前

期，上海、廣州等地對國資國企改革的

探索、創新將為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提供

直接的實踐經驗。在央企改革進入新階

段、第二批央企改革試點有望推出的情

況下，地方國企改革事實上也進入新征

程，進入新階段，兩者的互動關係成為

下一階段國企改革的重要看點。廣發證

券分析師陳果認為，在國企改革頂層設

計方案尚未出臺的情況下，市場缺乏核

心方向。這樣的情況也存在於地方國企

改革中。

上海國企人士透露，目前上海國資

國企改革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政策意向，

但很多尚需等待國家政策的最終明確。

各地國資國企改革雖然在前期扮演了創

新者的角色，但當改革進入新階段時，

很多問題需要改革的頂層設計來解答。

國資國企改革的推進顯然受到資本

市場的影響。上海市國資委發佈消息，

支援本市國有企業增持股價偏離其價值

的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努力維護上市

公司股價穩定。同時，上海市國資委提出，

將進一步推動本市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加快

企業重組整合步伐，提高市場化資源配置

效率。同日，湖南省國資委召開會議，通

報相關措施，要求各有關監管企業及管

理層員工在未來6個月內不減持所控股上

市公司股票。此外，廣東省國資委、重

慶市國資委等也就股票市場發聲維護資

本市場穩定。資本市場的表現將成為國

企改革推進中的重要因素。

希臘經濟承壓恐再陷衰退泥淖
股市重開即暴跌超20%

在停市五周之後，希臘股市重新開市，這是希

臘與國際債權方啟動860億歐元第三輪援助協議談

判之後，經濟活動重回正軌的最新進展。然而，股

市當日大跌約23%。在新緊縮措施、政局不穩和經

濟下滑等因素的影響下，希臘股市預計將繼續承受

下行壓力。

希臘股市開盤後不久，希臘ASE通用指數就從

近800點跌至615點，大跌近23%。銀行股在希臘

主要股指中所佔份額達到20%，受到的衝擊最大。

四家最大的銀行股價跌幅均達到30%的每日跌幅上

限，其他行業股

票也出現大幅下

跌。這也符合一

些市場人士的預

測 。 在 開 盤 之

前，一些交易員

就預計股市跌幅

將 超 過 20% ，

甚 至 更 悲 觀 的

觀 點 認 為 ， 當

日沒有一隻股票

會上漲。

6月底，為了防止出現難以控制的擠兌局面，

希臘政府採取資本管制措施，銀行業一度關門，股

市也開始休市。希臘監管機構近日批准希臘股市有

條件重啟。據路透社報道，希臘監管機構一位高級

官員稱，為防止資金通過股市渠道流出，將允許本

土投資者利用現有的資金購買股票，但不得額外從

儲蓄賬戶中取出資金購買股票。希臘監管機構表

示，將密切關注股市動態，不會出手進行干預，但

仍然可能再次關閉股市。

有分析指出，新的援助協議或將附加新的財政

緊縮措施等嚴厲條件，援助談判如果遲遲難以達成

協定，將使希臘政府和銀行業面臨資金壓力，加上

希臘政局呈現不穩定性，以及近期經濟活動持續下

滑，希臘股市預計將持續承受下行壓力。

希臘和國際援助方啟動了有關第三輪援助的磋

商，此輪援助的金額約為860億歐元。目前，被稱

為“三駕馬車”的國際債權方（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歐洲央行和歐盟）變為“四駕馬車”，歐盟的

援助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SM）也加入了援助磋商

之中，未來兩周將進行密集談判。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不斷重申，如果歐元區各國政府不同意希臘進行

實質性債務減記，該機構將不會向希臘提供新的援

助資金。但是德國目前並不願意作出有關債務減記

的任何承諾。

據報道，希臘總理齊普拉斯預計將會尋求將銀

行業資本重組的內容包含在與國際債權方的第三輪

援助談判中。希臘當地的媒體報道稱，齊普拉斯目前

正尋求100億歐元的援助資金幫助恢復金融體系，

還希望儘快獲得第一批240億歐元的援助資金。

歐元區目前已經向希臘提供了一筆70億歐元

的過渡資金，幫助希臘在未來數周償還歐洲央行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到期債務，其中包括8月20日

到期的32億歐元的歐洲央行債務，但是希臘近期

還需要獲得更多的短期貸款支援。

為了獲得新的援助資金，齊普拉斯同意進行的

一些改革措施目前正遭遇來自其所在的左翼激進聯

盟黨黨內的反對聲。最近兩輪有關援助協議的法案

在議會獲得通過時，左翼激進聯盟黨均有近三分之

一投出反對票，齊普拉斯不得不依靠反對黨成員的

支援來獲得法案的通過。左翼激進聯盟黨很快將舉

行特別會議來決定是否支援齊普拉斯目前的立場。

如果齊普拉斯不能獲得支援，希臘將可能提前進行

大選。一旦政局動蕩，希臘經濟重回正軌將蒙上新

的陰影。

6月底開始的資本管制活動也對經濟造成了嚴

重影響，希臘經濟目前還正面臨著重回衰退的風

險。馬基特集團3日的數據顯示，希臘7月的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跌至30.2，為1999年有

該項記錄以來的最低值。該數據低於40即被視為

製造業活動面臨重大危機。

2014年希臘一度擺脫長達六年的經濟衰退，但

在今年1月齊普拉斯政府上臺後經濟再度下行。歐

盟委員會預計，今年希臘經濟可能再次陷入衰退，

經濟萎縮幅度為2%至4%。

地方國企改革發力

期待頂層設計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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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宮中的老皇來日還有多

少遥
那可是一點把握都沒有遥
憑着以前掌理懸鏡司時握住的

把柄和人脈袁他隱身京城遥
在最危險的地方躱藏了這么

久袁爲的可不是苟延殘喘袁何况就算
他想喘袁也得喘地下去才行遥

雖然他在眼前這位丞台御史的

面前大放狠話袁可實際上袁由於夏冬
的反水和夏秋的搖擺袁 懸鏡司設在
暗處的力量已經被掃蕩得差不多

了袁現在尙保存着的那些袁聯絡起來
也非常困難遥

朝中雖有幾個可以暗中控制的

大臣袁 但現在誰也不敢去面對東宮
新太子如日中天的氣勢袁 每每令夏
江憤悶不已遥

當然袁如果能悄悄潜出國境逃得餘生袁夏江也不是非要與蕭
景琰繼續爲敵袁但數次潜逃數次被逼回的險境袁令他明白外面搜
捕地嚴密程度袁 顯然是不會在魚死與網破之間留出任何第三通

道的遥
但要是繼續這樣毫無作爲地淹留京城袁 夏江又實在拿不準

那些被他用把柄控制着的庇護傘們袁究竟還能在他頭上撑多久遥
其實此時地夏江袁已如同被撈到了岸上的魚一樣袁若是不撲

騰兩下袁就絶對逃不過慢慢渴死地結局袁所以他日夜煎慮袁所思
所想都是如何找到蕭景琰最致命地弱點袁 能出一次手就出一次
手袁至於行動本身是險還是穩袁現在對他而言根本毫無意義遥

"夏大人袁我這可是爲你好袁留得靑山在袁不怕沒柴燒嘛袁"

范御史被夏江陰惻惻的神情弄得有些不安袁 臉上地笑容十分僵
硬袁"也許躱過這陣風頭袁情况就能轉好了噎噎"

"范大人袁"夏江沒理會他的廢話袁 抿着嘴角道袁"你不是説

要抓些由頭么袁其實只要我們膽子大一些袁手段再厲辣一些袁抓
證據並不難遥 因爲噎噎我知道證據在哪兒噎噎"

"在噎噎在哪 "在那個蘇宅里遥 "夏江從齒縫里擠出這幾個

字袁"春獵時我本來已經去搜查過一次袁但那時梅長蘇去了九安
山袁留守的人大概事先有所察覺袁象是個無人住的鬼宅子一樣袁
讓我撲了個空遥

可是現在梅長蘇回來了袁那宅里大概又變得很熱鬧袁蕭景琰
顯然是一步步在準備翻案了袁 人證物證一定開始慢慢集中回京
城袁能放在哪兒呢钥 東宮自然不方便袁還是放在梅長蘇這個祁王
舊人那里最爲妥當遥

終于噎噎要結束這場掠邊行動了浴 得知這個消息袁不得不承認我有種説不出的
暢快和歡喜袁畢竟面對戰爭袁特別是面對滿漢之間的戰爭袁我是最不樂見的浴

回城路上袁由於擄劫的財物數目比較龐大袁隊伍相對走的較慢遥加上皇太極似乎
有意拖緩行程袁這浩浩蕩蕩的隊伍逶迤而行袁竟是比來時更慢遥

我管不了那許多袁如今每天睜開眼就能看到皇太極靜靜的依偎在我身旁袁這樣
平靜而又安詳的幸福感已經足夠令我感到萬分的滿足遥 這袁不正是我苦苦追尋四百
年時空阻隔袁向上蒼懇求的幸福么钥

我只需要默默的守在他身邊袁品嚐着他給予我的幸福浴 這樣袁就足夠了浴
"別動浴 ""噯袁做噎噎做什么钥 "薄被下的大手在我赤裸的肌膚上游走袁我犯睏的

睜開眼袁雙靨滾燙遥
腳踝上突然一緊袁那只手包住了我的右腳遥皇太極側身背對着我坐直了袁從這個

角度看去袁我只能見到他健碩的背部和小半張側臉袁金燦燦的陽光從天窗的氣孔上
投射進來袁光線打在他的面頰上袁令他周身的輪廓線條勾勒出一種若隱若現的神秘
感遥

他只是靜靜的不説話袁抓着我的腳不知道在想什么遥
我微微發窘袁撑起半邊身子袁嬌嗔院"做什么呢钥"伸腿踢了踢袁"你該起了袁一會兒

大臣們就該進來面聖議政了遥 ""嗯遥 "他輕輕答應一聲袁好像聽到我説的話了袁又好像
完全沒聽進去遥

我嘆了口氣袁正欲使勁抽回腳時袁他忽然悶聲問院"這腳噎噎冬天還會凍瘡裂口
么钥 ""啊钥 "我獃住袁他扭過頭來袁疼惜的看着我遥

我微微抽氣遥 這雙腳噎噎
在我還是東哥的時候袁猶記得那年被拜音達理擄劫袁以至於凍爛了一雙腳遥打那

個時候起袁每到冬季袁腳上自然會生出凍瘡袁紅腫發癢袁疼痛難當遥 若是冬日氣溫極
低袁凍瘡甚至還會潰膿遥

所以袁一到天冷下雪袁皇太極就會習慣在夜晩入睡之前袁替我按摩腳底袁活血散
瘀遥有時候我麻癢得難以忍受袁他爲了防止我指甲細長將紅腫的腳面抓破袁總是溫柔
細心的替我撓癢遥

想到這里袁我眼眶漸漸濕潤起來袁往日的點點滴滴都彙聚和珍藏在我心頭袁永不
忘記遥

"不會了噎噎"鼻音濃重袁我吸氣袁展顔扯了個比哭好看不了多少的笑容遥
"哦遥那就好浴 "欣慰的笑了下袁皇太極低下頭親了親我的腳面袁我羞澀得漲紅了

臉遥 "我希望你以後都不用再受任何的苦痛袁我要你這輩子幸福無憂浴 "

"張大人袁前方便是寶林寺遥 "爲首的侍衛走向後面報吿遥張孝卿這
才回過神袁眺望遠方隱隱約見的寺廟遥 這是他的首站袁如果在此便能捉
住曹家公子袁那么這些美女也不用受這份苦了袁但是如果曹祖庭當眞是
謀反之士袁那么她們豈不是要就地斬首钥唉袁無論怎樣袁他旣惋惜又愛莫
能助啊遥

須不知袁不管是曹祖庭還是玉胭脂等人袁已然在寶林寺埋伏遥 寶林
寺的一場血戰即將拉開帷幕袁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袁 居然又闖進一
人袁不袁是幾人噎他們的出現始料未及袁然則袁也將牽扯到往後後宮之中
的風雲變幻遥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二十七章 暗潮洶涌

胡太后將陸郡君送上華麗的車輿袁 放下車簾後又被宮妃攙扶着走
向宮門遥 弘德夫人松開皇上的手袁盛情款款地奔上去袁抓着車身欲言又
止遥 昨夜與陸郡君的秉燭夜談袁回蕩在耳邊仍是記憶猶新遥

"你記住袁我還會再回宮遥 "陸令萱反而安慰着弘德夫人袁微笑地
説院"這一次我請命前去寶林寺已有安排遥 "

"乾娘是自己請命前去寶林寺钥 "弘德夫人收住眼淚袁不解地問道遥
"哼哼遥 "陸令萱獰厲地笑道院"你可曾記得我所説過的天機钥 "

弘德夫人略顯躊躇袁稍後點頭應道院"麗兒一直不知道乾娘究竟有

何天機遥 "

陸令萱冷笑地坐在玉塌上袁端起玉指擺弄一番遥
"老太婆對我不仁袁就別怪我不義遥 "陸令萱咬牙切齒地啐道院"寶

林寺的菩薩非同一般袁我還要靠它回宮呢袁哼袁到那時候袁我要那個死老
太婆乖乖地求我回宮遥 "

***

看着車輿漸行漸遠袁皇上扶着弘德夫人返回皇宮遥胡昭儀走在胡太
后身旁一直不做聲遥胡太后倒是笑呵呵地開口説道院"怎么钥今日怎么這
般安靜啊钥 "

"太后袁燕兒有事不明遥 "胡昭儀支開身邊宮婢袁領着胡太后走進御
花園袁然後輕聲説道院"那個陸郡君爲何要去寶林寺袁難道是太后的安排
嗎钥 "

"她那是爲皇上祈福遥 "胡太后滿不在乎地應聲袁而後滿心歡喜地
欣賞着院子里姹紫嫣紅的花兒遥

"前一個月是太后去寶林寺袁這個月便是她陸郡君去寶林寺遥 説是
爲了皇上祈福袁我看這其中一定有詐遥 "胡昭儀嘟囔着説遥

陸和爍院"都是景曜母親在世的時候準備的袁不過她去得急袁沒趕
上親自送給她的小兒媳婦袁所以你就收下吧袁陸家的媳婦都有一份遥 "

"喬喬袁收下吧遥 "陸景曜對秦予喬説袁然後先替自己媳婦説了句院"

謝謝爸遥 "

秦予喬這才點點頭院"謝謝陸伯伯遥 "

這個兒子也只有在媳婦跟前對他比較有兒子樣袁陸和爍今天心情
還是不錯的袁然後將小孫子劫持到書房里袁帶他練習字帖去了遥

關於陸和爍給的見面禮袁秦予喬來到陸景曜在陸宅的獨立小套房
時袁她又打開首飾盒看了看袁然後拿過一只耳環看了起來袁對身後的陸
景曜説院"眞的每個媳婦都有嗎钥 "

陸景曜輕 "嗯 "了一聲院"不過你的是最好的遥 "

"都聽你瞎説遥"秦予喬咧嘴笑了起來袁一臉不相信陸景曜的表情遥
"怎么不會钥同一塊原石同一個雕刻師打造的玉也分個高低遥 "陸

景曜走過來拿起翡翠項鏈在秦予喬的脖頸處試了試袁細膩剔透的玉色
襯得她皮膚更加白皙晶瑩袁讓人移不開視線袁然後彎了下嘴角説袁"我

媽自小就偏心我袁自然都會把最好的留給我遥 "

"如果我是你媽袁所有兒子最討厭的就是你遥 "秦予喬把耳環放回

首飾盒子里去遥
"最討厭我袁你不也是嫁給我嗎钥"陸景曜擠兌了秦予喬一句袁然後

稍稍提起了自己的母親袁"我媽可是個厲害角色袁 你是沒機會見到袁不
過也算你運氣好袁以前我幾個哥哥的媳婦都在她那里吃過虧遥 "

秦予喬突然就想起牛郞織女的故事袁牛郞因爲小兒子在家里一直
被哥哥嫂子們剋扣袁雖然陸景曜跟苦逼牛郞形象相差很大袁秦予喬還
是問了句院"你媽媽從小偏心你袁你哥哥嫂子們不會生氣啊钥 "

"管他們那么多做什么袁有時間還不如多做點實事遥 "陸景曜忽然

一笑袁 臉上多了一份不正經的神色袁"不過這玉是我跟我媽賴來的袁我
十六歲就就跟我媽説了袁我以後的媳婦一定是她所有兒媳婦里面最漂
亮的一個袁所以如果不是最好的玉袁我媳婦是看不上眼的遥 "

"眞有那么一出啊钥 "秦予喬看着陸景曜俊雅的面容袁果然無賴是
從小養成的袁今天陸景曜的着裝挺正式的袁深色西裝上還扣着一對袖
扣袁貓眼一樣的袖扣有一種搶眼的優雅袁就像陸景曜平時給人的感覺袁
強勢尧優雅袁甚至有股清冷的倨傲袁但是他在她面前又如此無賴遥

原來袁容瑾天生就有張敏鋭的舌頭和犀利毒辣的口舌遥 看來袁之前倒
也不是特地針對寧有方的遥

一想到這兒袁寧汐的心情平和多了袁笑着説道院"怪不得容少爺對飯菜

這么挑剔袁有薛大廚這樣的高手爲他烹煮菜肴袁別人做的飯菜他肯定是吃
不慣了遥 "

翠環掩嘴一笑院"可不是么钥 去年少爺去了洛陽袁回來之後人都瘦了一
圈遥 説是陸家的廚子手藝太差了袁他根本吃不下去遥 "

寧汐笑着接口院"難怪他天天都到太白樓來袁讓我爹做菜給他吃呢 "原

來袁世上果眞有這種天生就對飲食挑剔的人遥
翠環微微一愣袁心里暗暗想着袁難怪少爺對寧有方如此另眼相看遥 肯

定是又看中了人家的手藝了吧不過袁眼前的這位寧姑娘又是何許人也袁爲
什么也會得少爺如此看重钥

寧汐慢條斯理的將一碗粥都吃完袁見翠環一臉的疑惑不解袁也不多解
釋袁笑着説道院"這鮑魚粥實在美味袁還請翠環姑娘回稟容少爺一聲袁就説
我很喜歡遥 "頓了頓袁又補充了一句院"你替我帶句話給他袁就説人外有人天
外有天袁我領敎了 "

最後一句話聽的翠環滿頭霧水袁卻也不便多問袁笑着應了一聲袁就捧
着空碗出去了遥

寧汐笑了笑袁回頭一看袁就見寧暉滿臉曖昧的笑容遥
寧汐撇撇嘴院"哥哥袁你這么笑干嘛袁我渾身都起鷄皮疙瘩了遥 "

寧暉笑嘻嘻的湊了過來袁壓低了聲音問道院"妹妹袁這個容少爺對你可
眞是不一般啊 "尾音拉的長長的袁分明是若有所指遥

寧汐不雅的翻了個白眼院"得了得了袁一邊去遥 胡思亂想什么呢我和
他就是廚子和食客的關係遥 不袁更正一下袁是一個十分挑剔口舌非常毒辣
的食客遥 "

容瑾那樣的人袁怎么可能對她這么一個小丫頭有什么別的心思钥根本
是不可能的嘛寧暉笑了笑袁並未和寧汐爭辯這個問題遥

第九十三章少年心事誰人知
一個挑剔成性的食客袁會處心積慮的安排廚子住在自己的府里嗎钥
一個口舌犀利的貴族少爺袁 會特地費心讓丫鬟送鮑魚粥來給一個小

學徒吃嗎钥
作爲一個年齡相若的少年袁寧暉幾乎可以肯定袁那個容少爺對自家妹

妹肯定有些異樣的心思遥不過袁寧汐旣然不愛聽這些袁他自然也不會多提遥
寧汐還這么小袁嫁人什么的袁再過三五年也不遲遥再説了袁這樣的貴族

少爺袁對一個平民出身的少女有好感又能怎么樣钥
他可絶不會讓寶貝妹妹受半點委屈的遥
寧暉的腦子里飛快掠過這些念頭袁臉上浮出了笑容院"爹到現在還沒

回來袁我們要不要出去看看钥 "

寧汐立刻點了點頭袁和寧暉一起出了屋子袁到院門口張望起來遥
等了半天袁也沒見寧有方的身影袁兩人有一搭沒一搭的閑扯起來遥
寧汐瞄了寧暉一眼袁低低的問道院"哥哥袁你現在心情好些了嗎钥 "

雖然問的很含蓄袁可寧暉卻是一聽就懂袁頓時默然下來袁腦子里忽然
閃過一張巧笑嫣然的面孔遥

寧汐沒有出聲袁靜靜的抬頭看着寧暉遥

隨
侯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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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不同票價有差異
巴黎迪士尼面臨價格歧視調查

綜合報導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

彥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前日

本央行不需要采取更多貨幣寬松。但

他同時也稱，如果必要性上升，日本

央行將准備好調整政策。

一直以來，日本央行寬松立場都

是支持日元走軟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前，美元兌日元維持在124水平附

近，該彙率6月初曾一度升破125日

元關口，創下13年新高。但隨後黑

田東彥在議會表示，難以想象日元

實際有效彙率進一步走低。而這一

講話似乎也給日元設置了止跌線。

盡管黑田東彥之後強調，不希望對

日元彙率設定任何底線，但日元一

直未能繼續下跌。

在7月貨幣政策會議上，日本央

行繼續按兵不動。而日本6月除食品

外的CPI同比增速僅爲0.1%。有市場

分析師表示，和其他許多日本決策者

一樣，黑田東彥從未想過給日元彙率

設置一道例如止跌線的門檻，其更傾

向于日元進一步走軟，而非大幅反彈

。日本央行實際上對日元繼續走軟感

到高興，只要這種走軟的步伐“保持

溫和”，換言之，即希望日元“緩慢

地下跌”。

日本央行行長

日本央行
暫時不會
加碼寬松

綜合報導 近日，法國巴黎的迪士尼樂園陷入

“票價門”，很多前來度假的外國遊客向歐盟投訴，

指責巴黎迪士尼樂園視遊客國別出售不同價格的套票

，有價格歧視之嫌。

據投訴，巴黎迪士尼樂園價格不公的“有色眼

鏡”使歐洲不同國家遊客購買假期高級套票的差價

高達數百歐元。同樣的一組套票，德國遊客需要支

付 2447歐元，英國遊客支付 1870歐元，而法國遊

客只需要支付1346歐元。如果是購買一日遊門票，

英國遊客要支付比法國遊客高15%的價格。此外，

還有很多遊客投訴，巴黎迪士尼樂園不向法國和比

利時遊客以外的人出售諸如針對全家出遊人群的優

惠票。

面對外國消費者的不滿和法新社的質詢，巴黎迪

士尼樂園方面回應稱，歐盟委員會的指控是沒有根據

的，其票價在歐盟範圍內都是嚴格一致的。巴黎迪士

尼樂園副總裁朱利安· 考夫曼表示，所有的票價都依

照最近幾天的外幣彙率進行統一，並強調消費者目前

唯一能察覺的差價在于迪士尼樂園進行的特別優惠和

促銷活動，這些優惠不盡相同，也不會同時面向所有

歐洲國家。

他具體舉例說，“不同國家的遊客有不同的基本

需求，比如針對意大利和西班牙遊客，我們更傾向于

提供餐飲或交通免費的報價。而在法國，人們經常自

駕前來，我們的折扣就體現在住宿上。此外，巴黎迪

士尼樂園也會根據顧客群的不同習慣與不同預約時間

表做出價格調整。英國人習慣在遊玩迪士尼樂園之前

半年到一年進行預訂，法國人則喜歡在假期前的4到

6周預訂，所以英國的網站會顯示第二年的促銷計劃

，而法國的網站則會提供暑期優惠。”

歐盟委員會已經對巴黎迪士尼樂園展開價格調查

，以確認其是否有視遊客國別出售不同價格門票的違

反歐盟規定的做法。一名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

“我們目前正在就多項投訴進行審查，其中相當一部

分是針對巴黎迪士尼樂園的。”據該發言人介紹，歐

盟委員會和歐洲消費者協會經常收到來自消費者的投

訴，稱他們因國籍或居住地不同而支付不合理的額外

差價，並且往往無法在其他國家以最優價格購買商品

或服務。

據法國當地媒體報道，歐盟內部一名未透露姓名

的人士明確指出，法國必須保證巴黎迪士尼樂園的操

作符合歐洲的相關商業法律，並稱歐盟方面將很快與

法國就此事進行接觸。

據悉，自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去年11月上任以

來，這一歐盟執行機構就發起了針對國家貿易壁壘的

“討伐戰”，爲深受其害的消費者尤其是網購者討回

公道。在歐盟委員會早期展開的調查中，美國的亞馬

遜、谷歌及蘋果公司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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