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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713-777-7233
832-277-7745

ZaZa Digital
9889 Bellaire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312﹐山水眼鏡對面）

˙KYLIN TV 代理
˙CLEAR INTERNET

七天營業

歡迎

團隊訂購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等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Apple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iPAD 3
iPAD Air
iPAD Mini
New iPAD Mini
Mac Book Air
Mac Book Pro

Samsung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免費拔火罐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16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

諮詢熱線：
713-271-0168

御 足 軒
專精：腰、腿、腳跟各種疼痛脹麻

各種跌打損傷後遺症
頸椎疼痛、肩項疼痛專業：

七天營業：早上10：00-晚上12:00

清靜高雅
獨一無二的足療全部雅間
（夫妻間和單人間）

誠徵熟練男女按摩師

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中國疑難雜症名醫郭金銘祖傳中葯秘方，現煮現泡

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現推出特價 99元/6次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連
續
七
年
獲Channel13

Blue
Ribbon

殊
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時
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1.Katy七湖小區，優質學區，交通方便緊鄰westpark和99兩條高速公路。社區環境優美，2層別墅。建
於2010年，2375尺，3房2.5浴室，高檔裝修，僅售$26.3萬。自住投資均可

2. Cypress休斯頓西北區，好學區，一層別墅，2007年，面積1550尺，3房2浴室。交通便利，小區環境優
美，售價$15.5萬。投資房最佳選擇。

3.糖城riverstone，德克薩斯州2014，2015年連續兩年最暢銷小區。福遍好學區，生活便利。環境優美，
小區配套設施完善。2011年，面積3440尺，4房2.5浴室，瓦屋頂豪宅。後院私家遊泳池。售價$59萬。
一次性投入，長久享受。

4. Pearland梨城，一層小別墅，交通方便，近醫學中心，downtown，1996年，近期全新裝修，1500尺，
4房2衛，售價$13萬。自住投資均可。

5. 糖城優質學區，Dullas高中學區房，交通方便，近59號和6號兩條高速。全新豪華裝修，新屋頂，新
空調熱水器，一樓木地板，廚房廁所大理石臺面。一層半戶型，1980年，2400尺，4臥室3浴室，
一樓二樓雙主臥。售價$26.9萬。

6. 醫學中心優質condo 2房1.5浴 近貝勒醫學院，萊斯大學，MD Anderson。公交車直達醫學中心。
面積1,060尺，僅售$ 12.5萬

7. 米城Missouri city，湖景全新房，格局寬敞，采光亮，4房3.5浴，最佳選擇，售價 $ 29.9萬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15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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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Piano Gallery :
地址： 58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57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KAWAI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廠家直營店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ReGrand Opening
盛大開業 巨大折扣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廣受社區好評
的美南報業集團出版 「2017年休士頓黃頁」
(Houston Chinese Yellow Pages)預計將於
年底推出，有興趣刊登的廣告客戶和商家、
公司行號，刊登截稿日期為9月30日，需免
費登記黃頁Listing的商家，請提供名片或翻
拍名片內容，請註明公司中英文名稱、電話
、電郵與地址，方便黃頁編輯人員完成登記
。黃頁截稿在即，有興趣刊登者請盡快，有
任何疑問請電洽281-498-4310。(圖為2016
年休士頓黃頁資料照片)

2017年休士頓黃頁9月30日截稿 欲刊從速

（綜合報導）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28 日
晚通過一項臨時撥款法案，讓政府可持續運
作到12月9日，避開了一場選舉年政府遭遇
關門的危機，同時也撥款拖延已久的 11 億
美元資金，打擊寨卡病毒。

聯邦參議院兩黨都支持通過幾小時後，
聯邦眾議院以342比85票通過臨時開支法案
，讓政府自10月1日新會計年度起始，得以
維持運作到12月9日，國會議員屆時將試圖
通過長期預算。

在此之前，國會領導人突破僵局，同意

對密西根州弗林特（Flint）財政支持，解決
飲水受污危機。

除了讓政府維持運作，剛通過的法案也
包含對抗寨卡病毒的 11 億美元資金。寨卡
已衝擊波多黎各，並散布到美國，尤其是佛
羅里達州。法案也包含5億美元，對路易斯
安那州及其他州提供財政救援以應對洪災。

2013 年 10 月，兩黨圍繞預算案的政治
博弈曾導致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被迫關門16
天。

國會臨時撥款 美政府免關門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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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按摩美容學院
Bright Education Institute License#3452

*全美承認
*按摩執照-聯邦考試培訓
*600小時學時證書
學校有多家下屬按摩店/床腳店，
可以作為學生邊工作,邊上課的教學基地
*醫師助理證書 (800 小時學時)
*美容，永久脫毛，瘦身執照
*申請及更新各州執照

學生宿舍,設備齊全

中文電話：954-789-1736
754-222-6673

6890 W. Atlantic Blvd. Margate, FL 33063
info@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www.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100% 學生通過聯邦考試

(99%學生一次通過）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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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hoon "Megi" Hits China After Killing
At Least Four And Injuring 527 In Taiwan

Macheng in Hubei province reported 285 mm (11 
inches). Associated flooding and landslides affected 11 
provinces, devastated 40 000 homes, destroyed over 
1.5 million hectares of fertile land, and caused the 
deaths of 128 people by July 5.

Direct economic losses since June reached 253 billion 
yuan. The provinces of Anhui, Fujian, Guizhou, Hebei, 
Hubei, Jiangsu, and Jiangxi suffered the hardest strike,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Torrential rain cut off 
local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raffic, 
resulting in delayed 
warnings about the 
impending deluge, 
failure to evacuate people 
in danger and failure to 
report casualties in time," 
said Yang Xiaodong, 
deputy head of the 
disaster relief department 
of the China's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Deadly floods in Hebei 
have been the strongest 
in the last 20 years and 

have caught the local officials unprepared to deal 
with the disaster. As of July 25, five people have been 
suspended for dereliction of duty on the occasion, as 
130 people died and 110 went missing.
'Local governments in Hebei underestimated the 
intensity of the rain, failed to provide sufficient 
emergency response, and were late and inaccurate in 
disaster assessment'', said Yang.
Mid-July brought another spell of heavy rainfall, 
following the landfall of the Cyclone "Nepartak" over 
the Fuijan province. Tens of thousands of homes were 
wrecked,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evacuated. At 
the same time, another storm system arrived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erbating the flooding. 
Massive floods hit the northeastern China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 MCA reporte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reed 

to provide over 1.67 
billion yuan to aid those 
affected, for emergency 
relocation,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This year's disasters 
have followed a strong 
El Niño year, which is 
not unprecedented. A 
similar occurrence was 
reported after the strong 
weather phenomenon in 
1998, as the floods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aused $44 billion worth 
damage and killed 3 656 
people. (Courtesy https://
watchers.news/2016/07) 

Province at 20:40 UTC on 
September 27, 2016. Megi 
was packing winds of up to 
120 km/h (74 mph) at the time 
of landfall and dumping very 
heavy rain. Initial reports 
from local media say one 
man died after a flash flood 
tore through his home. Flash 
floods and landslides will 
continue to pose a significant 
threat. In Taiwan, Megi left 

at least 4 people dead and more than 520 injured.
Xinhua said more than 120 000 people who work 
close to shore or at sea have been moved by the Fujian 
authorities. The province's 31 700 fishing boats have 
been recalled to port to avoid the high winds.
From 7 a.m. Tuesday to 7 a.m. Wednesday (local 
time), four counties and one city in Fujian saw more 
than 300 mm (11.8 inches) of precipitation, while the 
precipitation in 15 counties, districts and cities was 
between 200 and 300 mm (7.9 - 11.8 inches).
Related

2016 Summer Flooding Breaks 
Records Across China

Seasonal monsoon of 2016 brought a series of heavy 
rains to China since June. Torrential downpours broke 
numerous records to date and caused widespread 
deadly flooding and landslides.  In total, 833 people 
died, and 233 went missing in weather-related 
incidents, the highest number reported in the same 
period since 2011.
Since the monsoon rains began in early June, large 
portions of Chinarecorded over 200 mm (8 inches) 
of rainfall in a period of only 24 hours. The area of 

Typhoon "Megi" has made its final landfall after 
hitting the coastal city of Quanzhou in China's Fujian 
Province at 20:40 UTC on September 27, 2016. Megi 
was packing winds of up to 120 km/h (74 mph) at the 
time of landfall and dumping very heavy rain. Initial 
reports from local media say one man died after a 
flash flood tore through his home. Flash floods and 
landslides will continue to pose a significant threat. In 
Taiwan, Megi left at least 4 people dead and more than 
520 injured.
Local media in China report that Meranti has left 
at least 14 people dead and around 14 still missing. 
Xinhua reports that 7 of the fatalities were in Fujian, 6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one in Taiwan.

China’s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MCA), quoting 
figures from report 
that Fujian’s 
P r o v i n c i a l 
Civil Affairs 
D e p a r t m e n t , 
reports that 
hundreds of 
houses have 
been damaged or 
destroyed. Over 
300,000 people 
were evacuated in 
Fujian and 70,000 
in Zhejiang.

The typhoon has since weakened to a tropical depression 
and moved northwards, bringing downpours to the 
provinces of Fujian, Zhejiang, Jiangxi, Jiangsu and 
Anhui, according to Xinhua.
Xinhua additionally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120 000 
people who work close to shore or at sea have been 
moved by the Fujian authorities. The province's 31 700 
fishing boats have been recalled to port to avoid the 
high winds. 
From 7 a.m. Tuesday to 7 a.m. Wednesday (local time), 
four counties and one city in Fujian saw more than 300 

mm (11.8 inches) 
of precipitation, 
while the 
p r e c i p i t a t i o n 
in 15 counties, 
districts and cities 
was between 200 
and 300 mm (7.9 
- 11.8 inches).
Typhoon "Megi" 
has made its final 
landfall after 
hitting the coastal 
city of Quanzhou 
in China's Fujian 

BEIJING, Sept. 28 (Xinhua) --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alled for closer cooperation 
to pursue reforms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advance the noble caus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for 
mankind.
Xi made the remarks Tuesday at a study session 
attended by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ao Fei, a professor with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gave a lecture at the session with the themes 
of the G20 summit and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As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has shifted and 
global challenges are increasing,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has emerged as a "trend of [the] times," 
Xi said.
China must take the chance and ride the wave to 
mak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more reasonable 
and just to protect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Xi said.
He said China has been 
making efforts to mainta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s the core, and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process of 
setting rules for new areas such as oceans, the polar 
regions, cyberspace, outer space, nuclear security, anti-
corruption and climate change.
Praising the recent G20 summit in China, Xi said 
China had "charted the course 
for the world economy, provided 
momentum for world growth 
and reinforced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had "left a Chinese mark in the 
G20 history."
Xi said the global governance 
structure depends o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reforms hinge on a change in 
the balance.

He called on the country to hone-i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affairs, and to increase 
China's voi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mus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we will take mor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in so doing we will try our best but not overreach 
ourselves," Xi said.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s, which matter to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be backed by 
consensus and joint efforts, Xi said.
Xi said the G20's role as a major platform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to 
make it a long-term mechanism.
"There has never been a time quite like the present,                                                                                      
whe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promises so                                                                                                         

much potential and so much destruction."
Moreov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unde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such as the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CICA) and the East 
Asia Summit, should all be 
strengthened, he said.
China needs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making rules for new area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the polar 
regions, deep sea and outer space, 
and will extend greater suppor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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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ighters and police evacuate 
residents stranded in Ningde, Fujian 
province, on Sept 28, 2016, after 
Typhoon Megi made landfall in the 
province. One death was reported 
in Fujian and four in Taiwan, as well 
as 27 miss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Photo/China Daily] 

Police use excavators to carry locals 
stranded in Fuzhou city, East China's 
Fujian province, on Sept 28, 2016, 
after Typhoon Magi caused serious 
water logging in the city. [Photo/VCG] 

Satellite Photo Of Typhoon "Megi" Hitting Taiwan And Moving Into Southeastern China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a Has Been Working On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reas Such As The 

Polar Regions

Beijing residents have expressed anger after the worst rains 
to hit the Chinese capital in more than 60 years left at least 37 
people dead, with at least another seven still missing. Many said 
lives could have been saved and some of the worst devastation 
avoided if a better warning system had been in place, and 
criticised the city's antiquated water infrastructure. 

President Xi Calls For Reforms On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projects on educational 
exchang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ccording to Xi.
China has been promoting the shaping of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win-win cooperati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nd advocating the concept of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said.
Noting that these initiatives had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cclaim, Xi sai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cooperation instead of confrontation.
Xi stressed that China needs to improve its a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of rule-making, 
agenda setting, publicity and coordin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requiring for better building of a talent 
pool in this regard.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
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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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富山市議會隸屬於執政黨自民黨會
派的議員8月下旬被揭發不當請領政務活動費
，陸續有市議員辭職。富山市議會原本有40
名市議員，今天又有 1 名辭職，這已是第 11
名辭職。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富山市議
會隸屬於自民黨會派的市議員丸山治久今天
召開記者會表示，有關前年10月他在富山市
內1家飯店召開的市政報告會，他將沒實際支
出的費用登記請領了政務活動費21萬8000日
圓，做為場地費及茶點費。

丸山表示，他把不當請領的政務活動費
拿來做為選舉經費，害得市議會的名譽掃地
，對市民造成困擾，感到很抱歉。

記者會後，丸山向富山市議會的議長提
出辭呈，獲准。

富山市議會一連串的不當請領政務活動

費事件至今已有11名市議員辭職。預定11月
6日舉行補選。

除了富士市議會執政黨自民黨會派的議
員出包之外，今天也傳出，最大在野黨民進
黨（舊名是民主黨）的富山縣總支部連合會
以前提出的報告顯示，由政黨補助金支付了
海報等的印刷費，但實際上並沒付錢給印刷
廠。截至去年為止的6年之間，由政黨補助金
請領的這類費用逾1100萬日圓。

9 月 15 日才當選民進黨黨魁的台裔參議
員蓮舫今天下令黨內成立調查小組要查清此
事。

受到這問題的影響，民進黨富山縣總支
部連合會已決定，下個月舉行的縣議會議員
補選以及11月的富士市議會議員補選，不推
派候選人。

貪財 日富山市40名議員11名辭職

（綜合報導）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
‧柯林頓指控共和黨對手川普違反對古巴貿易禁
運的法律，抨擊他不誠實，寧可將個人利益置於
國家利益之前。此舉在搖擺的佛州可能對川普具
殺傷力。

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說川普
（Donald Trump）1990 年代在古巴的商業利益
「似乎違反美國法律，藐視美國外交政策無疑」

，並指控他誤導美國選民。
「新聞週刊」（Newsweek）曾報導，川普

的旅館和賭場高層為試圖在古巴取得一席之地，
1998年曾訪古巴並消費6萬8000美元。美國在那
很久以後才放寬施行數十年的禁運政策。當年未
經美國政府批准而在古巴消費屬違法行為。

川普所屬企業1名不願具名的前主管告訴新

聞週刊，那趟古巴行之前，公司未取得可在當地
消費的政府許可。

此事成為希拉蕊攻訐川普的砲火主力。
希拉蕊陣營將這場選舉設定為國家存亡關頭

：在希拉蕊才靠得住，以及反覆無常、無奸不商
大亨的潛在獨裁主義兩者之間作出抉擇。

這起事件也可能讓川普在搖擺的佛羅里達州
出現問題，當地反共產古巴裔美國人在選民中有
一定分量。

在被問到相關問題時，川普陣營競選總幹事
康威（Kellyanne Conway）坦承川普公司違反禁
運。但她說川普最後 「決定不在古巴投資」。她
說地產大亨川普對古巴和卡斯楚政權仍然 「不留
情面批評」。

川普公司在古巴消費 希拉蕊批違反禁運

（綜合報導） 「洛杉磯時報」（Los Ange-
les Times）今天引用法院記錄報導，美國共和黨
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要求加州自

己的高爾夫球場主管，解僱比較沒有吸引力的
女性員工。

文件指出，加州南部蘭喬帕洛斯維第斯的

「川普國家高爾夫球場」（Trump National
Golf Club）員工很擔心這位大人物對女員工吸
引力的一再要求，因此在他來訪的幾天都會特
地安排 「年輕、苗條、美麗的女性」值班。

在這家高爾夫球場一直工作至2008年的史

卓錫爾（Hayley Strozier）在有關員工控告球場
剝奪他們休息時間的法院文件中指出， 「川普
到訪球場時，我親眼見到他曾多次告訴經理人
員餐廳女服務員不 「夠漂亮」，應該將她們解
僱並換上較具吸引力的女性。」

員工爆料：川普自家高球場只要漂亮女員工

（ 綜 合 報 導 ） 新 澤 西 州 州 長 克 里 斯 蒂
（Chris Christie）表示，今天上午尖峰時段一列
通勤列車衝進新澤西州荷波肯車站（Hoboken
Station），一人證實喪生。

國家廣播公司（NBC）和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CBS）稍早報導，這起意外造成3人喪生。
新澤西州大眾運輸系統發言人尼爾森（Jennifer
Nelson）在現場告訴記者， 「一百多人受傷…多
人傷勢危急。車站目前關閉」。

目擊者表示他們看到一名婦女困在混凝土
下，許多人流血。

尼爾森表示，她不知道這列列車撞進終點
的鐵道緩衝器時，行駛的速度有多快。

現場電視畫面和照片顯示列車車廂和荷波
肯車站的結構嚴重受損。

乘客夏哈（Bhagyesh Shah）告訴NBC New
York新聞網：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是我們
正劃過月台。那隻是幾秒鐘的事，但是感覺起
來像是永恆。」

乘客畢多（Nancy Bido）在紐約告訴WN-

BC-TV，列車在進站時沒有放慢速度。 「列車
從沒停止，速度真是快，車站基本上是它的剎
車。」

他表示，列車擠滿了人，尤其是前兩節車
廂，因為前兩節車廂比較好進入荷波肯車站。

夏哈則表示： 「我看到一名婦女困在混凝
土下。許多人流血，一個人在哭。」

列車停在車站室內候車區和月台間的有蓋
區域，一個覆蓋這個區域的金屬結構垮下來

新 澤 西 州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發 言 人 史 奈 德
（Nancy Snyder）表示，列車在早上7時23分離
開紐約春谷（Spring Valley），8 時 45 分撞進荷
波肯車站，當局正在調查事故原因。

紐約緊急資訊系統在推特上說： 「由於1列
新澤西大眾運輸系統列車，在新澤西州荷波肯
車站（Hoboken Station）發生出軌意外，所有出
入荷波肯車站的列車服務將暫停。」

廣播電台 WFAN 主持人閔考（John Minko
）告訴紐約電台WINS，列車 「衝過柵欄，並撞
入車站候車區」。

新澤西州列車撞車站 州長：1人證實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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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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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儲行獲李嘉誠家族入股11.62%
看好內地銀行前景 將作長線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除大鱷索羅斯都入股之外，近年已經很少參與

國企新股的李嘉誠，亦斥近百億元（港元，下同）認購新上市的郵儲行，並表明

作長線投資，對內銀投下信心一票。郵儲行29日收報4.77元，守住發行價，成

交11.4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興證國際9月
30日起至10月5日招股，擬發行10億股股份，集
資最多13.9億元（港元，下同）；當中10%為公
開發售，招股價1.18元至1.39元，每手2,000股，
入場費2,808.01元；公司將於10月20日於創業板
掛牌。聯席保薦人為興證國際及海通國際。

最多籌13.9億 引入3基投
以招股價中位數1.285元計，公司預計全球集

資淨額12.39億元，40%用於拓展貸款及融資業
務；20%用於開展自營交易業務；10%用於開展新

資本中介業務；8%用於開始資產管理業務；8%用
於開展投行業務；4%用於開發機構銷售能力；
10%為一般營運資金。公司亦引入3名基礎投資
者，包括興業國際信託認購1億股、中科創資本認
購1.5億元股份及嘉實資本管理認購3.9億元股份。

集資快速擴充及優化業務
興證國際主席兼非執行董事蘭榮29日於記者

會上表示，興證國際在5年前已進入香港市場，並
具有中資證券行興業證券的背景作支持，公司由
2012年的傳統融資業務拓展至現時多元化的投資

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等業務，對內地及香港的投
資者有充分的理解，是次集資主要是快速擴充及
優化業務。公司的淨利潤由2014年的1,880萬元
上升169%至2015年的5,050萬元，2016年第一季
的淨利潤也按年上升17.5%至580萬元。

跨境融通助提升市佔率
興證國際副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汪詳指出，

隨着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進一步跨境融通，興證
國際有望進一步提升市佔率。公司之前已參加滬
港通，正密切留意即將推出的深港通詳情。

長和發言人29日證實，李嘉誠三個慈善基金
會、李嘉誠本人及長子李澤鉅，合共買入

11.62%郵儲行的H股。該11.62%的股份，相等
於郵儲行全數發行股本約 2.8%的推定權益
(deemed interests)。該等權益的是衍生自一間金
融機構，所發行的表現掛鈎票據。

長和發言人稱，李嘉誠視上述項目為長線
投資，對郵儲行有絕對信心，認為適合李嘉誠
基金會及其本人的財務投資 。該股29日成交
11.46億元，但股價無起跌，收報4.77元，守住
發行價。郵儲行H股29日市值930.43億元，以
超人家族持有11.62%H股股權計，市值約100
億元。

市場憧憬很快入國際指數
郵儲行在港發行約121.06億股H股，相當

於其已發行股本15%。此外，由非上市外資股
轉換的H股，以及將從已發行內資股轉換與轉
讓予全國社保基金的H股比例，分別為7.75%及
1.42%；其餘75.83%已發行股本則為內資股。

郵儲行成為今年暫時的“集資王”，市場

憧憬上市後，很快就會獲納入富時中國50指數
及MSCI中國指數，吸引資金持續追入。君陽證
券行政總裁鄧聲興指出，郵儲行屬“中央業
務”，加上該行覆蓋面廣，盈利增長優於四大
內銀，對其前景感到樂觀。

營業網點超同業 前景誘人
該行在2015年，個人存款佔比85.4%，個

人貸款佔比49.4%，個人銀行業務稅前利潤佔比
高達46%，高於其他大型商業銀行平均水平。
鄧聲興指，該行在全國擁有超過4萬個營業網
點，遠超同業，具發展潛力，宜作長線投資。

索羅斯等海外資金紛追捧
由於網點廣大，具發展其他業務的巨大潛

力，吸引了很多巨星級投資者入股，除了李嘉
誠外，內地媒體引述知情人士指，“金融大
鱷”索羅斯的對沖基金，亦有份認購郵儲行。
其他的海外知名投資機構中，亦看到了美國威
靈頓基金、瑞銀歐洲家族投資者、德邵資本、
奧氏資本及千禧基金等的身影。

■長和發言人稱，李嘉誠對郵儲行有絕對信心。
資料圖片

■蘭榮(中)稱，未來是否轉主板視乎屆時的營運情況再
決定。旁為汪詳(左二)。 莊程敏 攝

興證招股 2808港元入場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郵儲行獲李嘉誠家族入股11.62%
看好內地銀行前景 將作長線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除大鱷索羅斯都入股之外，近年已經很少參與

國企新股的李嘉誠，亦斥近百億元（港元，下同）認購新上市的郵儲行，並表明

作長線投資，對內銀投下信心一票。郵儲行29日收報4.77元，守住發行價，成

交11.4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興證國際9月
30日起至10月5日招股，擬發行10億股股份，集
資最多13.9億元（港元，下同）；當中10%為公
開發售，招股價1.18元至1.39元，每手2,000股，
入場費2,808.01元；公司將於10月20日於創業板
掛牌。聯席保薦人為興證國際及海通國際。

最多籌13.9億 引入3基投
以招股價中位數1.285元計，公司預計全球集

資淨額12.39億元，40%用於拓展貸款及融資業
務；20%用於開展自營交易業務；10%用於開展新

資本中介業務；8%用於開始資產管理業務；8%用
於開展投行業務；4%用於開發機構銷售能力；
10%為一般營運資金。公司亦引入3名基礎投資
者，包括興業國際信託認購1億股、中科創資本認
購1.5億元股份及嘉實資本管理認購3.9億元股份。

集資快速擴充及優化業務
興證國際主席兼非執行董事蘭榮29日於記者

會上表示，興證國際在5年前已進入香港市場，並
具有中資證券行興業證券的背景作支持，公司由
2012年的傳統融資業務拓展至現時多元化的投資

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等業務，對內地及香港的投
資者有充分的理解，是次集資主要是快速擴充及
優化業務。公司的淨利潤由2014年的1,880萬元
上升169%至2015年的5,050萬元，2016年第一季
的淨利潤也按年上升17.5%至580萬元。

跨境融通助提升市佔率
興證國際副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汪詳指出，

隨着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進一步跨境融通，興證
國際有望進一步提升市佔率。公司之前已參加滬
港通，正密切留意即將推出的深港通詳情。

長和發言人29日證實，李嘉誠三個慈善基金
會、李嘉誠本人及長子李澤鉅，合共買入

11.62%郵儲行的H股。該11.62%的股份，相等
於郵儲行全數發行股本約 2.8%的推定權益
(deemed interests)。該等權益的是衍生自一間金
融機構，所發行的表現掛鈎票據。

長和發言人稱，李嘉誠視上述項目為長線
投資，對郵儲行有絕對信心，認為適合李嘉誠
基金會及其本人的財務投資 。該股29日成交
11.46億元，但股價無起跌，收報4.77元，守住
發行價。郵儲行H股29日市值930.43億元，以
超人家族持有11.62%H股股權計，市值約100
億元。

市場憧憬很快入國際指數
郵儲行在港發行約121.06億股H股，相當

於其已發行股本15%。此外，由非上市外資股
轉換的H股，以及將從已發行內資股轉換與轉
讓予全國社保基金的H股比例，分別為7.75%及
1.42%；其餘75.83%已發行股本則為內資股。

郵儲行成為今年暫時的“集資王”，市場

憧憬上市後，很快就會獲納入富時中國50指數
及MSCI中國指數，吸引資金持續追入。君陽證
券行政總裁鄧聲興指出，郵儲行屬“中央業
務”，加上該行覆蓋面廣，盈利增長優於四大
內銀，對其前景感到樂觀。

營業網點超同業 前景誘人
該行在2015年，個人存款佔比85.4%，個

人貸款佔比49.4%，個人銀行業務稅前利潤佔比
高達46%，高於其他大型商業銀行平均水平。
鄧聲興指，該行在全國擁有超過4萬個營業網
點，遠超同業，具發展潛力，宜作長線投資。

索羅斯等海外資金紛追捧
由於網點廣大，具發展其他業務的巨大潛

力，吸引了很多巨星級投資者入股，除了李嘉
誠外，內地媒體引述知情人士指，“金融大
鱷”索羅斯的對沖基金，亦有份認購郵儲行。
其他的海外知名投資機構中，亦看到了美國威
靈頓基金、瑞銀歐洲家族投資者、德邵資本、
奧氏資本及千禧基金等的身影。

■長和發言人稱，李嘉誠對郵儲行有絕對信心。
資料圖片

■蘭榮(中)稱，未來是否轉主板視乎屆時的營運情況再
決定。旁為汪詳(左二)。 莊程敏 攝

興證招股 2808港元入場

A4綜合國際
星期五 2016年9月30日 Friday, September 30, 2016

阿富汗總統與主要反政府武裝領導人簽署和平協議
綜合報導 阿富汗總統與該國主要反政

府武裝領導人 29日簽署和平協議，為推動

阿富汗和平進程邁出重要壹步。

阿富汗總統加尼當天與該國第三大反

政府武裝“伊斯蘭黨”領導人希克馬蒂亞

爾分別簽署了和平協議。加尼在首都喀布

爾的總統府簽署協議，希克馬蒂亞爾通過

視頻連線的形式簽署協議。加尼與希克馬

蒂亞爾簽字之後，和平協議正式生效。

據法新社等媒體報道，加尼在簽署協

議時呼籲塔利班武裝能夠通過和平的方式

結束沖突。希克馬蒂亞爾向阿富汗政府表

示祝賀，稱國家的團結得到了維護。

這是自 2001年塔利班政權被推翻以來

，阿富汗新政府與當地武裝組織達成的第

壹份和平協議，因而該協議具有重要的象

征意義。根據和平協議，“伊斯蘭黨”將

停止軍事行動、解散旗下武裝團體、並與

恐怖組織劃清界限。而阿富汗政府將赦免

“伊斯蘭黨”成員以往罪名，希克馬蒂亞

爾本人可以重返阿富汗。

希克馬蒂亞爾現年 69歲，上世紀 90年

代曾擔任阿富汗總理。由於他曾率領遊擊

隊抵抗入侵阿富汗的前蘇聯軍隊，因而壹

度獲得美國政府的支持。

但希克馬蒂亞爾領導的“伊斯蘭黨”

在塔利班政權被推翻後長期與政府軍及以

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戰鬥，並曾制造多起

襲擊事件，造成嚴重人員傷亡。

對於阿富汗政府與“伊斯蘭黨”達成

的和平協議，阿富汗國內外反應不壹。阿

政府希望其他武裝組織仿效“伊斯蘭黨”

放下武器，使國內沖突得以緩解。

巴印軍隊在克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
綜合報導 巴基斯坦軍方 29 日

說，印度軍方當天在克什米爾地區

印巴實際控制線附近無故朝巴方開

火，造成至少 2名巴士兵死亡。印

度軍方對此則說，印方在印巴實際

控制線附近是對“恐怖分子”進行

“外科手術式打擊”。

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發表聲明

說，當天早些時候，印軍在克什米

爾印巴實際控制線附近對巴方突然

無故開火，巴軍方迅速作出反應，

雙方交火從淩晨 2時 30分左右壹直

持續到早晨8時左右。

針對印度此次行動目的是對巴

控克什米爾地區的“恐怖分子基地

”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的說法

，聲明進行了否認，並說這是印度

故意炮制的假象。聲明還說，如果

印度在巴基斯坦領土上實施所謂

“外科手術式打擊”，巴方將強烈

反擊。

印度軍事行動總指揮部當天說

，印度陸軍在印巴實際控制線附近

對“恐怖分子”進行了“外科手術

式打擊”，印方暫無傷亡報告。

軍事行動總指揮部中將蘭比

爾· 辛格說，“這次實施的軍事打

擊是有可靠情報來源的”。他稱，

印度在本次打擊之前已經與巴基斯

坦軍方共享了恐怖分子的可能位置

，印度絕不能讓任何恐怖分子跨越

印巴實際控制線。

當天早些時候，印度總理莫迪

主持召開內閣安全委員會會議，審

查印巴實際控制線的情況。9月 18

日，4名恐怖分子潛入印控克什米

爾的壹個軍營實施襲擊，造成至少

17名印度士兵死亡、30人受傷。4

名襲擊者在交火中被打死。此後，

印度指責巴基斯坦與襲擊有關，巴

基斯坦反駁指責並表示與襲擊事件

無關，雙方關系不斷緊張。

樂極生悲！婚宴上伴郎們把新娘拋到半空卻沒接住
綜合報導 結婚是人生壹大喜事，大家

都會在結婚當天熱熱鬧鬧。近日在南美洲

玻利維亞壹對新人的婚宴上，幾位伴郎

high到最高點壹起把新娘子扔到半空中，

可能是喝太多喜酒的緣故，他們竟然沒有

接住，新娘子瞬間慘摔地上被緊急送醫，

真是樂極生悲！據報道，這對新人於 9月

25日在玻利維亞首都壹家飯店舉行婚禮，

喜宴過程中伴郎們比照該國傳統習俗，壹

起合力將 32歲的新娘子往空中拋，但是他

們沒有接住新娘，於是驚悚的壹幕發生了

，新娘倒栽蔥頭部著地，當場昏迷不醒沒

有反應，被送到聖巴巴拉醫院搶救。經該

院急診醫生檢查後發現新娘的頸椎第 6節

和第 7節之間嚴重骨折脫位。格雷蘿(Gilka

Gerrero)醫師表示，“重摔著地傷及新娘的

頸椎導致脫位，目前在神經外科接受治療

，有可能近日內施行手術。”

罕見“黑月”奇景將高掛西半球夜空 每32個月壹次
綜合報導 天文奇景“黑月”

(black moon)即將於 30 日出現，高

掛西半球的夜空。顧名思義，人們

將看不到月亮的光輝，夜空將壹片

黑暗。

據報道，“黑月”是罕見的天

文景象，每 32 個月才會發生壹次

，上次高掛夜空是 2014年 3月，西

半球民眾下次若要觀賞此景，可要

等到2019年7月。

不少末日論者擔憂，此景是不

祥之兆。此前，每當出現“血月”

和“藍月”等天文奇景，也會引起

末日論者的關註。不過，科學家表

示，“黑月”等景象不足為懼，地

球仍會照常運轉。

俄總統秘書指MH17調查報告
有多處矛盾且缺乏證據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在接受BBC電視臺采訪時

表示，調查馬航MH17客機失事的

國際調查組公布的報告有多處矛盾

，且缺乏證據。

國際調查組 28 日發表有關

MH17空難調查初步報告時稱，擊

落飛機的“山毛櫸”防空導彈似乎

是從俄羅斯運入的，但在空難發生

後又被運回俄羅斯。

就此，佩斯科夫稱，該份報告

有多處矛盾，“沒有什麽可接受或

否認的”，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任

何證據”。

與此同時，佩斯科夫排除了向

烏克蘭供應任何俄羅斯武器或在該

國有俄軍人的可能性。

2014年 7月 17日，馬來西亞航

空公司航班號為 MH17 的波音 777

飛機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吉隆坡，途

中在烏克蘭頓巴斯州因不明原因墜

毀。機上298人全部遇難。

六國向聯大提交旨在啟動禁核公約談判議案
綜合報導 力爭制定《禁止核武器公約

》的奧地利等 6個非擁核國，已向聯合提

交了旨在 2017年啟動制定談判的聯合國大

會議案。相關人士透露了這壹消息。

下周開始的聯合國大會第壹委員會(裁

軍及國際安全委員會)預計將討論該問題。

美國已明確表示，對要求啟動多邊談判的

任何議案都持反對態度。推進派的非擁核

國與表示反對的擁核國之間的對立或將激

化。唯壹被核武器轟炸但現在處於美國

“核保護傘”下的日本還未對該公約明確

表態。

議案共有 3頁，以所有核武器的使用

都會帶來人道層面的毀滅性結果為由，強

調為實現“無核武世界”而“制定規定禁

核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很重要，要

求 2017年召開聯合國會議，啟動以廢核為

目標的文件制定談判。

議案提出要在紐約舉行相關會議，采

用少數服從多數等聯合國大會規則，但沒

有提及公約制定的期限等。另外，議案還

表示非政府組織(NGO)等國際組織及市民社

會也應參加。據相關人士透露，六國還包

括巴西、墨西哥、南非、尼日利亞、愛爾

蘭。議案將在第壹委員會審議後付諸表決

，若能獲得通過將被提交給 12月的聯合國

大會全體會議。有關禁核問題，在日內瓦

舉行的核裁軍相關聯合國工作組 8月以多

數贊成通過壹份報告，向聯合國大會建議

在2017年啟動談判。日本投了棄權票。

巴西等六國向聯大提交議案
促啟動禁核公約談判

綜合報導 力爭制定《禁止核武器公約》

的奧地利等 6個非擁核國已聯合提交了旨

在 2017 年啟動制定談判的聯合國大會議

案。

報道稱，下周開始的聯合國大會第壹

委員會(裁軍及國際安全委員會)預計將討論

該問題。美國已明確表示，對要求啟動多

邊談判的任何議案都持反對態度。

日媒指出，推進派的非擁核國與表示

反對的擁核國之間的對立或將激化。唯壹

被核武器轟炸但現在處於美國“核保護傘

”下的日本還未對該公約明確表態。

據悉，議案共有 3頁，以所有核武器

的使用都會帶來人道層面的毀滅性結果為

由，強調為實現“無核武世界”而“制定

規定禁核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很重

要，要求 2017年召開聯合國會議，啟動以

廢核為目標的文件制定談判。

議案提出要在紐約舉行相關會議

，采用少數服從多數等聯合國大會規

則，但沒有提及公約制定的期限等。

另外，議案還表示非政府組織(NGO)

等國際組織及市民社會也應參加。

據相關人士透露，六國還包括巴西、

墨西哥、南非、尼日利亞、愛爾蘭。

議案將在第壹委員會審議後付諸表決

，若能獲得通過將被提交給 12月的聯合國

大會全體會議。有關禁核問題，在日內瓦

舉行的核裁軍相關聯合國工作組 8月以多

數贊成通過壹份報告，向聯合國大會建議

在2017年啟動談判。日本投了棄權票。

福布斯：特朗普的財富壹年“縮水”8億美元
綜合報導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特朗普曾如此描述自己：我的

部分美好源於我很富。但根據《福

布斯》雜誌的數據，特朗普的財富

從 2015年至今縮水 8億美元。而特

朗普本人則表示，財富縮水主要源

於紐約房地產市場的“疲軟”。

8億美金怎樣“丟”的？
壹直在追蹤評估特朗普財富的

《福布斯》稱，紐約商業和辦公房

地產市場的暴跌造成了特朗普財富

下降。

在《福布斯》評估的 28 處大

廈中，有 18 處貶值，其中包括特

朗普在第五大道的標誌性建築——

“特朗普大樓”。不過，包括舊金

山的第二高樓在內的 7處特朗普房

產在升值。

競選花了他多少錢？
特朗普能成為總統候選人的中

心原則在於競選的資金是自助，而

不會像他的對手壹樣得受惠於捐贈

者。目前為止，他在競選上投資了

5000萬美金。但也通過把競選辦公

室放在自家的“特朗普大樓”等方

式節約回了壹些資金。

《福布斯》計算，特朗普在競

選初期關於墨西哥移民的爭議性言

論讓他額外花費了 1億美金來應付

傳媒機構Univision等原本合作方。

他的財富到底值多少錢？
這就是大眾無法真正知曉的了

。今年特朗普向美國聯邦選舉委員

會揭示他的財產狀況時，他的競選

團隊宣稱他的身家 “超過百億美

元。”但《福布斯》稱，特朗普的

身家在 37 億美元左右。彭博社評

估為 30億，《財富》稱有 39億左

右。

報道指出，造成估值差異的原

因之壹是特朗普估算他的品牌價值

為 33 億美元。而有批評者稱，特

朗普常將他的收入和純收益混為壹

談。

納稅情況會暴露他的真實財富嗎？

特朗普拒絕公布他的稅務狀況

引發外界揣測和質疑，特朗普的實

際財富沒有他嘴上說的那麽多。也

有人猜測，他可能出現“偷稅漏稅

”情況。

特朗普的對手、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希拉裏· 克林頓在 26日的電視

辯論中表示，公布納稅情況“非常

重要”。但報道指出，即使特朗普

明天就公布他的稅務情況，它們也

不會反應他真實的財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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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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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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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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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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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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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9：00～下午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9：00～下午5：00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星期五 2016年9月30日 Friday, September 30, 2016

綜合報道 參議院星期二試圖通過防

止政府周末關門和控制茲卡病毒的撥款

法案時，再次失敗。要求爲密西根州弗

林特撥款治理鉛汙染供水危機的民主黨

議員和最保守的參議員都反對新法案。

據美聯社報道，臨時撥款法案以

45-55的投票結果受挫，這讓參議院共和

黨領袖麥康諾（Mitch McConnell）很惱

火。他最近幾個星期已多次對民主黨方

面讓步。

共和黨參議員的叛逆導致麥康諾甚

至沒有達到簡單多數，更不用說爲避免

冗長辯論障礙所需要的60票。

共和黨領導人承諾要在大選投票之

後的單獨水資源法案中解決弗林特問題

，但民主黨拒絕接受他們的口頭承諾。

衆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Nancy

Pelosi）說，“‘相信我，我們以後會

考慮弗林特問題’--那對我來說毫無意

義。”

民主黨說，弗林特水危機持續了一

年多還沒有得到任何救助，而路易斯安

那等州上個月遭遇洪水已得到 5億美元

救濟，那不公平。民主黨這次在談判中

表現強硬，因爲他們知道控制衆參兩院

的共和黨急于避免從星期五晚上開始、

政治上有害的政府關門。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裏德（Harry Reid

）和其他民主黨領導人星期二上午給麥

康諾的信中說，“民主黨清楚，國會在

包括緊急救災資金在內的臨時撥款談判

中不應當放棄弗林特和其它遭受鉛汙染

的社區。”

麥康諾將民主黨的立場說成，“沒

有弗林特就沒有洪水（救濟）”，並且

說他考慮放棄洪水救濟。

臨時撥款法案將維持政府運轉到 12

月 9日，並爲控制茲卡病毒傳播和開發

疫苗及改善測試手段撥款 11億美元。茲

卡病毒能引起嚴重的出生缺陷。

麥康諾在最近幾個星期的談判中已

作出多次讓步，同意放棄控制茲卡病毒

方面的有爭議條款。控制茲卡措施中要

求計劃生育資金不適用于波多黎各的條

款已被放棄，要求清潔水法中放寬對農

藥監管的條款也被放棄。新法案中要求

減少開支 4億美元的一些條款已不再爭

議。

新法案也包括爲退役軍人部增加預

算4%的該部全年開支法案。

麥康諾問道，“民主黨領導人是否

真正願意讓國會徹底功能不良，連沒有

爭議的 10 個星期臨時撥款法案也通不

過--到底爲什麽？”他還說，“好像幾

個民主黨領導人早就決定，把我們國家

推到邊緣將在選舉年政治中有好處。”

共和黨說，弗林特問題將在水開發

項目授權法案中解決。但不包括爲弗林

特撥款的同一法案星期二在衆議院開始

辯論，共和黨又發電報說將在選舉之後

的任何最終法案都包括它。共和黨領導

人星期一晚上阻止密西根州衆議員吉爾

迪（Dan Kildee）的提議並入參議院的法

案中接受投票。

衆議院議長瑞安（Paul Ryan）星期

二說，水開發法案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

“更好地方。”

白宮說，瑞安已經在水項目法案中排

除弗林特救濟。

白宮新聞秘書厄尼斯特（Josh Ear-

nest）說，衆議院議長說他反對將資助弗

林特列入撥款決議，相信它應當在水資

源法案中解決。但它也沒有出現在衆議

院正在審議的水資源法案中。他卻敢于

說是民主黨引起問題。

臨時撥款法案參議院闖關失敗
聯邦政府或再次面臨關門

綜合報道 涉嫌在2014年將61歲香港

移民郭偉權(Wai Kuen Kwok，音譯)推落

紐約地鐵鐵軌致死的非裔嫌犯達登(Kevin

Darden)星期二開庭，針對三個月前檢方所

提出的18年監禁認罪協議，達登在庭上決

定認罪，法官判處他在服滿18年監禁刑期

後仍需接受監外看管五年。

36歲的達登當天在庭上對被控的一

級誤殺罪名表示認罪。達登本來被控二

級謀殺罪名，如果罪成將被判 25年監禁

。但布朗士區檢察官辦公室今年 6月向

達登提出認罪協議。

達登的最終刑期宣判日期爲 10月 25

號，但是由于他星期二已經接受認罪協議

，所以刑期將不會出現改變，在服滿18年

刑期後，他仍需接受監外看管五年。

據警方表示，達登之前已經被逮捕

了至少 30次，包括在 2011年因爲試圖對

其兄弟在德州的房子縱火而被捕，此外

，達登還因爲 1999年時的搶劫罪名在紐

約州監獄裏待了7年多。

2014年 11月 16日，紐約D線地鐵列

車駛入布朗士一個車站時，61歲的華裔

老人郭偉權被一陌生男子推下站台，遭

列車撞擊碾壓死亡，當時郭的妻子就在

一旁眼睜睜看著丈夫慘死，而列車司機

向遇害者家屬道歉，爲自己未能及時停

車自責不已。

17日，此案件的嫌犯身份被披露。

嫌疑人名爲達登（Kevin Darden），是一

名假釋犯，曾因搶劫、鬥毆、吸毒等行

爲被捕 30余次，他在 11月 9號還曾因扒

竊被警方拘捕。

據悉，該案件的嫌犯在事發後乘坐

巴士逃離了現場，並在幾個街區之後下

車。嫌犯之後徑直走進一家雜貨店買煙

，出來後開始吸煙，目擊者說：“他好

像很冷靜，很放松，但也許這就是他買

煙的原因——放松。”

達頓在將郭偉權推下月台前的當月

還制造了另一起案件，他在紐約地鐵 4

號線 167街站內實施了搶劫。站內值班

人員撥打 911報警，隨後並向警方指出

他與推下郭偉權的正是一個人。

紐約華男遭推下地鐵月台致死
非裔慣犯認罪獲刑18年

綜合報道 ABC新聞消息，常常聽人

說孿生兄弟姐妹會做同樣的事，在美國

密歇根州有個家庭的 3胞胎兄弟和雙胞

胎姐妹就不約而同地，先後入職同一家

位于波特維爾市（ Potterville）的麥當勞

快餐廳打工，讓人感到非常巧合。

這個 5人組合，分別是 18歲的利思

、洛根和盧卡斯，以及勞倫和林賽，他

們是非同卵出生的兄弟姐妹。盧卡斯和

勞倫于一年前開始在麥當勞工作，利思

則在今年 3月加入。兩個月後，林賽和

洛根也入職同一家麥當勞。

不過，這5名非同卵出生的兄弟姊妹

很敬業，他們說，他們在工作時沒有被

任何顧客發現他們是兄弟姐妹的身份。

5 胞胎母親柯蒂斯開玩笑說，他們

的家族姓柯丁（Curtis），現在大可以改

姓爲麥．柯丁（McCurtis）。柯蒂斯並指

，5兄弟姊妹一同工作還有個好處，就

是乘坐同一輛車上下班，節省油錢。

餐廳女經理沃爾特斯表示，5 兄弟

姐妹一起工作，很快上手，且在本身工

作範圍表現出色。盧卡斯曾獲選爲“7

月份傑出員工”。

密歇根5胞胎在同一餐廳工作
竟沒有客人察覺

綜合報道 紐約市布朗士一戶民宅內

內的制毒實驗室在星期二清晨發生大規模

爆炸，導致消防局的一名隊長殉職，9人受

傷。一名涉案的男子星期二下午被逮捕。

警方稱，該名男子在新澤西州被警

方帶走，據稱他和這起制毒實驗室爆炸

案有關，身份尚未透露。

而殉職的消防隊長身份也得到證實

，爲Michael Fahy，他在紐約消防局已經

工作了17年，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市長白思豪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這場悲劇顯示，前方的救援人員每年

最面臨的是多麽危險的情況，但是他們

依然無畏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警方表示，有民衆在上午6點20分通

報瓦斯外泄後，包括消防隊長在內的多名

消防員在7點左右趕往在Kingsbridge地區

西234街300號，接近Tibbett大道的房屋。

消防員進到屋內，發現有個似乎是

制造毒品的實驗室，立刻報警。之後消

防員和警察在屋內進進出出，結果房子

在 7點 30分爆炸，導致兩層樓的房屋倒

塌，一名消防隊長受重傷被送到 NewY-

ork-Presbyterian/Allen醫院, 最後不治身亡

。另外一名消防隊員、7名警察和一名

Con Edison 員工在爆炸中受傷，不過傷

勢並不嚴重。

這也是超過兩年來，紐約消防局在

出任務時首次有消防隊員殉職，事發時

有約100名消防隊員加入了救援。

爆炸房屋的所有人Onesimo Guerrero

表示，他之前不知道這裏有人居住，當

被問到是否知道裏面有二個制毒實驗室

時，他表示沒有人告訴過他人任何事。

住在兩條街外的另一居民木倫 (Jen-

nifer Mullane)說，她在家洗碗時響聲大

作，整個社區震動，愛犬也嚇壞，很多

濃煙和灰塵。她家對面就是警局，看到

大批警察跑來跑去，她就知道出事了。

紐約布朗士區制毒實驗室爆炸
消防隊長殉職涉案男子被捕

綜合報道 紐約布魯克林一名老婦失

明多年，近日警方發現，她家中的囤積

物中竟然有一名男子的屍體，而死者竟

是她失蹤多年的兒子。

今年 9 月 15 日，麗塔 · 沃夫森 (Rita

Wolfensohn)因在家中摔倒入院。她的弟

媳來家中幫她整理東西時發現一具男屍

，隨後報警。

警方稱，這是一具穿著整齊的“完

整骨骸”，存在或有 20年之久。這具屍

骨還穿著牛仔褲、襪子和上衣。

老婦有囤積癖，家中如同垃圾堆。

官員說該屋垃圾之多，有如垃圾車把整

車垃圾倒進去。弟媳表示，屍體躺在放

在地板的床墊上。經過調查後，執法官

員認爲，沃夫森很可能不知道她與兒子

的屍體同住。屍體所在的房間，充滿垃

圾和蜘蛛網，有很重的食物腐爛味道，

但是沒有屍體腐爛的味道。

警察說，沃夫森以爲兒子搬出去住。

她的弟弟約瑟夫．布克曼(Joseph Buch-

man)和太太約賽特說，沃夫森現在住進輔

助生活設施公寓。雖然遺骸還未正式確認

身分，但是警方相信就是沃夫森的兒子。

沃夫森有兩個兒子，一個死于

2003 年，當時才 38 歲。另一個兒子路

易斯應接近 50 歲，但已有 20 年未被看

到。執法人員說，沃夫森的家就像電

影 "驚魂記 "(Psycho)那麽可怕，全都是

垃圾。

紐約失明女子有囤積癖
家中垃圾堆埋兒子屍體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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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邵老師(832)600-3938(短信) (281)313-2965 微信：amys3938

華夏交通安全講習學校

◇ 課堂學習：國語授課，中英文對照課本及考試。
上課時間：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 8:30AM-3:00PM (2016年7月份無課)
上課地點：5855 Sovereign Dr, Unit D科技廣場（原中華文化中心)

◇ 駕駛學習許可 (筆試Permit Class) Certificate Issued Same Day
Tue or Sat需報名 ◇ Teen Driving：每月開新班，需報名

◇ 陪伴出庭：協辦定購駕駛記錄和聯絡法庭，所有服務酌情收費

服務僑社超二十年

政 府 註 冊 撤 銷 交 通 罰 單 降 低 車 輛 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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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下建高鐵
八達嶺站入地百米

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時，市民不僅能坐

高鐵去看奧運，還可以體驗在長城腳下“穿

越”的感覺。京張高鐵（連接北京與河北張家

口市）工程有新進展。官廳水庫特大橋及八達

嶺隧道已開始施工，位於居庸關的隧道工程已

貫穿174米，被稱為項目難點的八達嶺下方隧

道，入口已完成159米。八達嶺長城站將於年

底前開工建設，以確保2019年底全線通車，

屆時兩地通行從現時三四個小時縮短至1小

時，時速飆升至350公里。

“眾籌式”慈善院 解農村養老難

介紹指，在京張高鐵正線的10個車站中，八達
嶺長城站是唯一的地下車站，該車站位於八

達嶺景區滾天溝停車場下方，毗鄰八達嶺長城，
地下建築面積3.6萬平方米，最深達102米，成為
世界上規模最大、埋深最深的高鐵地下車站。

含三層結構 客流均勻分佈
中鐵五局京張鐵路項目總工程師羅都顥表

示，京張高鐵八達嶺長城站位於長城正下方，整
個車站藏在山下，設計埋深108米，建築面積為
3.6萬多平方米，這都創下了世界之最，“整個車
站是三層結構，進出站形式和機場航站樓類似，
下層是進站通道，上層是出站通道，進出站旅客

互不見面，客流可以均勻分佈”。
據悉，車站的每個出入口都將安裝扶梯，垂

直高度達62米，這也是目前中國國內旅客提升高
度最大的高速鐵路地下車站。羅都顥說，“圍繞
車站還設計了一圈救援通道，通過各個分通道與
車站相連，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進入車站，形成
一個無死角的救援設計”。

新技術作保 隧道環境共生
八達嶺隧道長達12.01公里，穿越八達嶺長城

核心區，國寶級文物眾多，沿線還分佈有居庸關
長城、水關長城等國家級旅遊景點。下穿長城並
非易事。八達嶺隧道要穿越兩條地質斷層帶，存

在岩爆、濕陷性黃土、軟岩大變形等高風險地
質，均為施工極高風險等級，稍有不慎，就會引
起坍塌。同時，沿線環境保護、文物保護要求非
常嚴格，要求做到施工地表零沉降。
羅都顥稱，為了做到“高鐵隧道與環境共

生”，在八達嶺長城腳下，他們採用的是“精準
微爆破”技術。他續指，傳統爆破技術震速為每
秒5厘米，震感比較強，爆破的時候車窗玻璃都會
有所振動，而新技術的震速每秒僅為0.2厘米，只
相當於一輛汽車經過，對文物不會產生破壞。而
在埋深只有4米的青龍橋車站，隧道採用“非爆破
開挖”，大約有40米的隧道挖掘要完全靠人工和
機械推進，以此來保護文物。 ■《北京青年報》

記者從山西省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了解到，近日，
坐落於山西省應縣縣城西北隅的佛宮寺釋迦塔（又稱應
縣木塔），以67.31米的高度，被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
為“世界最高木塔”。

9月27日，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官吳曉紅前往應
縣，向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頒發了證書。她說，過去
幾個月裡，健力士世界紀錄團隊完成了數據調查和審
核認證工作，他們非常高興能夠證實應縣木塔為世界
上最高的木塔。這項紀錄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與智慧
的縮影，也是文化與精神的傳承。

應縣木塔建於遼代清寧二年（公元1056年），距
今約960年。應縣木塔由塔基、塔身、塔剎三部分組
成，外觀為五層六檐，是現存世界上最高的全木結構
高層塔式建築，堪稱木構建築的奇跡。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29日，
“走近海上絲綢之路”主題漫畫展在廣州舉辦，這也
是國內首次以漫畫展覽的形式來向公眾展現海上絲綢之
路的景觀風貌和歷史文化。作為舉辦地，同時也是海上
絲路樞紐的廣州，眾多地標建築均在漫畫中一一現身。

畫面夢幻 多元文化互撞
據了解，“走近海上絲綢之路”主題漫畫展最大

的特點，就是帶領大家走出無趣鬱悶的安全區域。眾
多漫畫插畫強強聯手，以“二次元”、“腦洞大開”
般的夢幻畫面，呈現出一場充滿歷史故事的世界。
首先從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城市——廣州出發，

展現出6處歷經風雨的“申遺”史跡與飽經風霜的出
土文物；一直走下去便是貫穿大中華的絲綢之路上的
申遺城市，它們或是煙雨朦朧、或是延綿不絕，在畫
紙之上演繹着美麗的大江南北；走出國門便迎來五光
十色的世界，海外沿線國家的風土人情、美食與景觀
等，除了充滿異域風光的色調情懷之外，還能看到宗
教、歷史與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

現場觀眾看了展出的作品後，紛紛表示沒想到老廣
州的文化和建築，被這種絢麗多彩的方式表達得如此特
別。觀眾小冉在觀看了漫畫展後感歎道：“以前一直都
說國漫比不上日漫，今天來看海上絲路的漫畫展，本以
為這類主題的畫風會比較老派，沒想到現場的畫風這麼
多樣，還有不少畫作讓人看出《大魚·海棠》的影子。”

“海上絲路”廣州首辦漫展

“官莊有個幸福院，聽俺仔細說端詳。這
邊浴室保健房，定期體檢保安康；那邊餐廳和
食堂，一周飯菜不重樣；老人入住幸福院，不
帶米來不帶麵；吃過飯來多清閒，娛樂室內聊
聊天……”河南武陟縣大虹橋鄉大官莊村慈善
幸福院裡，74歲的胡長印老人用快板唱出了自
己的晚年生活。
據武陟縣民政局局長張榮舉介紹，“老人

一個月只需交一百塊錢（人民幣，下同）就能
住進幸福院，不僅一日三餐能吃上熱乎飯，還
可以休閒娛樂，參與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

隨着社會老齡化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
外出務工，農村空巢、獨居老人持續增多，農村
養老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在財力有限的情
況下，2012年10月，武陟縣通過健全社會參與
機制，發展為老志願服務和慈善事業，建設了以

政府扶持、慈善助力、村級主辦、個人低償入住
為特點的“眾籌式”農村慈善幸福院。老人每月
只需繳付一百元就能享受低成本高品質“不離家
的集體生活”。慈善幸福院由各村主辦，或在老
學校、老村委大院基礎上改建，或選址新建，
服務對象主要是農村獨居、空巢、特困老人。
目前，武陟縣共建成村級慈善幸福院103所，入
院老人三千餘名。 ■新華社

■八達嶺長城站將於年底前開工建設，以確保2019年底全線通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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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燒廣州》。 記者帥誠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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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下建高鐵
八達嶺站入地百米

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時，市民不僅能坐

高鐵去看奧運，還可以體驗在長城腳下“穿

越”的感覺。京張高鐵（連接北京與河北張家

口市）工程有新進展。官廳水庫特大橋及八達

嶺隧道已開始施工，位於居庸關的隧道工程已

貫穿174米，被稱為項目難點的八達嶺下方隧

道，入口已完成159米。八達嶺長城站將於年

底前開工建設，以確保2019年底全線通車，

屆時兩地通行從現時三四個小時縮短至1小

時，時速飆升至350公里。

“眾籌式”慈善院 解農村養老難

介紹指，在京張高鐵正線的10個車站中，八達
嶺長城站是唯一的地下車站，該車站位於八

達嶺景區滾天溝停車場下方，毗鄰八達嶺長城，
地下建築面積3.6萬平方米，最深達102米，成為
世界上規模最大、埋深最深的高鐵地下車站。

含三層結構 客流均勻分佈
中鐵五局京張鐵路項目總工程師羅都顥表

示，京張高鐵八達嶺長城站位於長城正下方，整
個車站藏在山下，設計埋深108米，建築面積為
3.6萬多平方米，這都創下了世界之最，“整個車
站是三層結構，進出站形式和機場航站樓類似，
下層是進站通道，上層是出站通道，進出站旅客

互不見面，客流可以均勻分佈”。
據悉，車站的每個出入口都將安裝扶梯，垂

直高度達62米，這也是目前中國國內旅客提升高
度最大的高速鐵路地下車站。羅都顥說，“圍繞
車站還設計了一圈救援通道，通過各個分通道與
車站相連，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進入車站，形成
一個無死角的救援設計”。

新技術作保 隧道環境共生
八達嶺隧道長達12.01公里，穿越八達嶺長城

核心區，國寶級文物眾多，沿線還分佈有居庸關
長城、水關長城等國家級旅遊景點。下穿長城並
非易事。八達嶺隧道要穿越兩條地質斷層帶，存

在岩爆、濕陷性黃土、軟岩大變形等高風險地
質，均為施工極高風險等級，稍有不慎，就會引
起坍塌。同時，沿線環境保護、文物保護要求非
常嚴格，要求做到施工地表零沉降。
羅都顥稱，為了做到“高鐵隧道與環境共

生”，在八達嶺長城腳下，他們採用的是“精準
微爆破”技術。他續指，傳統爆破技術震速為每
秒5厘米，震感比較強，爆破的時候車窗玻璃都會
有所振動，而新技術的震速每秒僅為0.2厘米，只
相當於一輛汽車經過，對文物不會產生破壞。而
在埋深只有4米的青龍橋車站，隧道採用“非爆破
開挖”，大約有40米的隧道挖掘要完全靠人工和
機械推進，以此來保護文物。 ■《北京青年報》

記者從山西省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了解到，近日，
坐落於山西省應縣縣城西北隅的佛宮寺釋迦塔（又稱應
縣木塔），以67.31米的高度，被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
為“世界最高木塔”。
9月27日，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官吳曉紅前往應

縣，向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頒發了證書。她說，過去
幾個月裡，健力士世界紀錄團隊完成了數據調查和審
核認證工作，他們非常高興能夠證實應縣木塔為世界
上最高的木塔。這項紀錄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與智慧
的縮影，也是文化與精神的傳承。
應縣木塔建於遼代清寧二年（公元1056年），距

今約960年。應縣木塔由塔基、塔身、塔剎三部分組
成，外觀為五層六檐，是現存世界上最高的全木結構
高層塔式建築，堪稱木構建築的奇跡。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29日，
“走近海上絲綢之路”主題漫畫展在廣州舉辦，這也
是國內首次以漫畫展覽的形式來向公眾展現海上絲綢之
路的景觀風貌和歷史文化。作為舉辦地，同時也是海上
絲路樞紐的廣州，眾多地標建築均在漫畫中一一現身。

畫面夢幻 多元文化互撞
據了解，“走近海上絲綢之路”主題漫畫展最大

的特點，就是帶領大家走出無趣鬱悶的安全區域。眾
多漫畫插畫強強聯手，以“二次元”、“腦洞大開”
般的夢幻畫面，呈現出一場充滿歷史故事的世界。
首先從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城市——廣州出發，

展現出6處歷經風雨的“申遺”史跡與飽經風霜的出
土文物；一直走下去便是貫穿大中華的絲綢之路上的
申遺城市，它們或是煙雨朦朧、或是延綿不絕，在畫
紙之上演繹着美麗的大江南北；走出國門便迎來五光
十色的世界，海外沿線國家的風土人情、美食與景觀
等，除了充滿異域風光的色調情懷之外，還能看到宗
教、歷史與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

現場觀眾看了展出的作品後，紛紛表示沒想到老廣
州的文化和建築，被這種絢麗多彩的方式表達得如此特
別。觀眾小冉在觀看了漫畫展後感歎道：“以前一直都
說國漫比不上日漫，今天來看海上絲路的漫畫展，本以
為這類主題的畫風會比較老派，沒想到現場的畫風這麼
多樣，還有不少畫作讓人看出《大魚·海棠》的影子。”

“海上絲路”廣州首辦漫展

“官莊有個幸福院，聽俺仔細說端詳。這
邊浴室保健房，定期體檢保安康；那邊餐廳和
食堂，一周飯菜不重樣；老人入住幸福院，不
帶米來不帶麵；吃過飯來多清閒，娛樂室內聊
聊天……”河南武陟縣大虹橋鄉大官莊村慈善
幸福院裡，74歲的胡長印老人用快板唱出了自
己的晚年生活。
據武陟縣民政局局長張榮舉介紹，“老人

一個月只需交一百塊錢（人民幣，下同）就能
住進幸福院，不僅一日三餐能吃上熱乎飯，還
可以休閒娛樂，參與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
隨着社會老齡化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

外出務工，農村空巢、獨居老人持續增多，農村
養老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在財力有限的情
況下，2012年10月，武陟縣通過健全社會參與
機制，發展為老志願服務和慈善事業，建設了以

政府扶持、慈善助力、村級主辦、個人低償入住
為特點的“眾籌式”農村慈善幸福院。老人每月
只需繳付一百元就能享受低成本高品質“不離家
的集體生活”。慈善幸福院由各村主辦，或在老
學校、老村委大院基礎上改建，或選址新建，
服務對象主要是農村獨居、空巢、特困老人。
目前，武陟縣共建成村級慈善幸福院103所，入
院老人三千餘名。 ■新華社

■八達嶺長城站將於年底前開工建設，以確保2019年底全線通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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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燒廣州》。 記者帥誠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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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軍方對克什米爾地區控制線地帶實施打擊
綜合報導 印度方面於 28日晚

間對克什米爾地區印巴控制線地

帶實施了壹系列“外科手術式打

擊”，以阻止部分“針對印方城

市的攻擊”。印方此舉激起了巴

基斯坦方面強烈反應。

據報道，印度軍方高級官員

於當地時間 29日稱，根據“非常

可信和具體的情報消息”，印方

得知有恐怖團夥沿印巴控制線設

置了彈藥發射坪，印度軍方因此

在 28日晚間對這些發射坪實施了

“外科手術式打擊”。印方還表

示，當晚的打擊造成“恐怖分子

”以及為恐怖分子提供支持的人

員大量傷亡。針對印度軍方宣布

實施打擊的消息，巴基斯坦軍方

29 日稱，印方實施的“跨界開火

”造成巴方2名士兵死亡。巴基斯

坦總理謝裏夫當天譴責印方行為

是“赤裸裸的侵略”。

日醫院投毒案：部分死者遺體火化 死因或無法確定
綜合報導 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大口醫院

日前發生2名男患者因點滴中混入界面活性劑

而中毒死亡事件，29日最新消息稱，2名死者

住院的 4樓在發現非正常死亡的 7月至 9月 20

日期間，共有 48人死亡。神奈川警署特別專

案組將就關聯性及案情等展開調查。

據悉，專案組已開始對4樓的住院患者采

集血樣。不過由於大部分遺體因火葬等原因

未能保留，死因或將無法確定。

88歲的住院患者八卷信雄 19日晚上 10點

左右打完最後的點滴，20日淩晨死亡。從其

遺體和使用後的點滴袋中檢測出了界面活性

劑成分。

18日夜間死亡的 88歲患者西川惣蔵的遺

體中也檢出同種界面劑成分。專案組認為西

川最後打入的點滴中也可能混有界面劑。

據醫院相關人員透露，8月下旬和 9月中

旬分別出現了壹天死亡 5人和 4人的情況。當

時他們查看了病歷等，但並未發現存在院內

感染，因此判斷是因為重癥患者增多所致。

大口醫院共有 85張床位，是壹家設老年

內科、骨科和康復科等科室的專門醫院。該

院積極接收晚期患者。院方表示:“雖然從醫

院的性質來說去世的人不少，但(那時)感覺略

微有些偏多。”

在4樓護士站內剩余的約50袋未使用點滴

中，約有 10袋中留有界面活性劑混入的痕跡

，警方將對它們進行檢查以確認是否有影響

。據辦案人員稱，這 10袋左右點滴的橡皮栓

封條上發現了針孔狀的小孔。其中還有在4樓

住院並中毒死亡的八卷、西川兩人以外其他

患者的點滴袋。專案組認為可能是有人用註

射器將界面劑任意混入點滴袋中，還將對點

滴的內容物加以鑒定。

韓國結婚和新生兒人數雙雙創下近年新低
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廳公

布的《7月人口動向》報告資

料顯示，今年 1月到 7月，韓

國共有 16.51萬對男女結婚，

結婚人數同比減少 8.0%。這

是自韓國 2000 年開始進行相

關統計以來，同期韓國結婚

人數的新低。

韓國國際廣播電臺報道

，其中今年 7 月，韓國共有

2.12萬對男女結婚，結婚人數

同比減少 10.2%，這是 2004年

7 月結婚人數跌至 2 萬 731 對

以來的第二低。由於結婚男

女數量減少，離婚率也隨之

下降。今年 1月到 7月，韓國

共有6.07萬對夫妻離婚，離婚

率下降了3.5%，創下新低。

結婚人數減少還影響了

韓國的生育率水平。今年 1月

到 7月，韓國新生嬰兒數量達

24.92 萬名，同比減少 5.9%。

這也是自韓國進行相關統計

以來的最低水平。

韓軍方擬建造高速船
計劃2020年起開始部署

綜合報導 韓國壹高官 29日表

示，韓軍最近決定建造高速船

(HSV)以便在軍情告急時快速增援

西北島鏈。高速船服役後，韓國

海軍從仁川向白翎島輸送兵力所

需時間將由 4到 5個小時縮短到 3

個小時以內。

據悉，韓軍計劃自 2020 年代

初起部署高速船。此前韓國海軍

及海軍陸戰隊的快速機動部隊曾

於 21日首次實施西北島嶼增援演

習。這支擁有 4000 兵力的團級部

隊組建於 3月。韓軍方稱，該部隊

可在“24 小時內抵達朝鮮半島任

何壹處”。

預計高速船將主要用於向西

北島嶼投送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快

速機動部隊。韓軍人士解釋說，

韓軍建造的高速船將發揮類似於

美國海軍陸戰隊高速船的功能。

韓軍高速船的長度和排水量

小於美軍高速船，但航速相當。

美軍高速船長 98 米， 航速為

56-83km/h。

日本地鐵疑現毒氣襲擊致數人受傷 氣體來源不明

綜合報導 韓國開始全面實施該國歷來最嚴厲的反

腐法案《金英蘭法》。韓國輿論估計，該法實施之後

，約400萬人將受到約束。

《金英蘭法》是韓國前國民權益委員會委員長金

英蘭於2012年8月提出的法案，旨在根除公職人員貪汙

腐敗行為。該法案提出後遭遇重重阻礙，終於在今年7

月得以通過。《金英蘭法》規定，公務員、媒體人及

教職員的宴請費、禮品費和婚喪禮金分別不得超過3萬

韓元(約 182元人民幣)、5萬韓元和 10萬韓元，如果與

職務有關聯，不管金額多少都視為違法。

輿論認為，此法實行後，將給韓國社會帶來壹場

劇變。酒吧、高級餐廳、高爾夫球場等的營業額將受

到嚴重打擊，今後韓國社會可能擴散AA制(各自付賬)

吃飯的文化。

許多餐廳為了吸引顧客，紛紛推出3萬韓元以下的

套餐，但還是不少餐廳擔心客人的流失問題。

五星級的樂天酒店有關人士稱：“當天酒店的餐

廳訂位率比平時減少了30%。”

位於首爾光華門的高級日本餐廳味庭的崔姓老板

說：“原本晚上的套餐價格為 39000韓元至 49000韓元

。但《金英蘭法》實施後，套餐價格下調了 1到 2萬韓

元。今天是法案實施的第壹天，也沒有什麽客人，如

果生意繼續受到影響，我也會考慮停止營業。”

前總統金大中常去用餐的高級韓定食料理店新安

村的李老板說：“韓定食不是簡餐，是配很多小菜壹

起吃的高級料理。單單壹條洪魚已經是數十萬韓元，

這些高檔材料已經不能賣了。所以我們中午就賣簡餐

，晚上推出簡餐配壹點酒的套餐。”

反之，受到《金英蘭法》的影響，許多平價餐廳

的生意爆紅，期待獲得反射利益。

在首爾市政府附近賣牛骨湯的金姓老板說：“我

們賣的牛骨湯都是1萬韓元就能吃飽的。今天中午客人

已經比平時多20%，希望此法案實施後，我們這些老百

姓也能快樂生活。”

專賣烤豬肉的李姓老板說：“烤豬肉配壹兩瓶燒

酒也不會超過3萬韓元，因此期待就像我們這種評價餐

廳獲得反射利益，營業額增加。”

壹名公關公司金姓主管(38歲)說：“壹般韓國公司

應酬時都是吃完飯還要去喝酒，但壹人3萬韓元肯定不

夠，我認為公司的應酬方式也會出現變化。而且，公

司無法安排招待打高價的高爾夫球，所以今後可能很

多人選擇打屏幕高爾夫或爬山等。”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本月

28 日，日本東京市中心壹地

鐵站發生疑似毒氣襲擊事件

，導致數人受傷。

據報道，事件發生在東

京新宿區高田馬場地鐵站。

乘客聞到類似油漆稀釋劑的

味道，並開始出現嗓子疼痛

和咳嗽的現象。

有消息稱，事發於當地

時間下午約 5 時 45 分，怪味

突然從其中壹個月臺的小賣

店前傳出，約 20 人聞到臭味

後報警，當局接報後便派出

警察、救護員和消防車等到

場。

當時在車站附近的 21 歲

大學生仲谷光壹表示，突然

看到大量消防車及救護車趕

至，還以為發生恐襲，其後

才得悉虛驚壹場。

據悉，目前日本專家正

在地鐵站調查奇怪氣體來

源。

韓國最嚴厲反腐敗法實施
高檔餐廳受影響紛紛減價

（中央社）總統府說，國安會今天援例邀請
朝野 「司法法制及國防外交委員會委員」餐會，
說明國安會目前業務辦理情形；為撙節支出，餐
飲以簡約實惠型式辦理。

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今天中午宴請朝野立委
，媒體報導質疑， 「風災剛過…國安高層五星飯
店請立委吃大餐」，並稱餐會是為了預算審查，
特別宴請 「司法法制委員會委員」的陋習。

總統府晚間澄清指出，今天餐會是由國安會
援例邀請朝野 「司法法制及國防外交委員會委員

」與會，在會期前說明國安會目前業務辦理情形
，並就相關議題與委員們交換意見，而與會成員
在餐會期間，也分就國防、外交及兩岸等議題進
行交談。

總統府說，考量國會會期間立法委員得以就
近與會，不影響問政工作為原則，會談循往例選
在午餐時間，並於同地點同餐廳舉行；為撙節支
出，餐飲以簡約實惠型式辦理。

總統府指出，媒體報導指餐會選在風災復原
期間辦理，並為預算審查前陋習，並不正確。

國安會宴朝野立委 府：簡約實惠辦理

（中央社）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今天說，時
代快速轉變，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如網路及電信
詐騙等，都是運用新科技所衍生新的犯罪型態，
因此資訊安全更趨重要，要求各部會特別注意資
安防護。

林錫耀今天主持治安會報時做上述表示。會
中由內政部報告 「當前治安情勢及分析」、通傳
會報告 「政府處理網路不當內容因應措施」及金
管會報告 「強化銀行資訊安全及內控機制策進作
為」。

金管會表示，第一銀行發生自動櫃員機盜領
案後，該會將持續要求各銀行辦理自動櫃員機資
訊安全的防護演練及安全評估工作，並成立 「金
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F-ISAC），逐
步調整金融檢查重點，以強化銀行資訊安全。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表示，未來將持續加強人
員資安認知，特別是國外分行行員；強化軟體更
新主機安全、加強APP運用安全，並將銀行內網
納入檢查重點項目。

通傳會表示，今年3月社會隨機殺人案發生
後，網路不當內容的改進方向，將朝 「網路內容
防護機構」（iWIN）平台、政府機關及網路平

台業者三方面共同努力，不僅要改進案件的處理
機制，並加強教育訓練，另也要求網路平臺業者
強化自律機制，建立專責聯繫窗口及申訴專區，
以利民眾隨時申訴。

林錫耀表示，通傳會在政務委員吳政忠及林
美珠的協助下，提出周全的規劃，建立良好且有
效率的處理機制，值得肯定；而網路世界不實或
不當的傳播，雖無法根絕，但藉由這套因應機制
，期盼網路世界更為自律，避免社會因不實或不
當的傳播內容，引起恐慌或造成更大的危害。

他強調，網路雖是快速且無遠弗屆的新媒體
，但並不是無所不可的世界，違背公共利益的內
容，就必須受到規範，請相關單位運用有關機制
進一步防範處置。

內政部則表示，為加強打擊詐欺犯罪，除善
用沒收新制補償被害，相關部會已建立打擊跨境
詐騙犯罪跨部會平台，內政部亦成立打擊詐欺犯
罪中心，並加強查緝詐欺金流及幕後金主，同時
防範國人赴外從事詐騙犯罪。此外，法務部草擬
完成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正草案，也已針對
電信詐欺集團犯罪，納入該條例處罰對象予以嚴
懲。

政院：加強資安防護 因應新科技犯罪

（中央社）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今談財
源問題，有委員認為要從經濟發展、稅制改
革等大方向著手，也有委員認為要從年金制
度去考慮，召集人陳建仁說，兩種討論可提
供各部會做精算報告。

年金改革委員會每週四固定開會，今天
議題聚焦討論年金改革的財源問題，呈兩派
意見。

年金委員、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副理事
長劉亞平表示，執政黨喊話年金改革很快通
過，他建議邀人口專家進來討論，沒有完整
的精算評估就如同瞎子摸象，現在倉促的做
都是假的，健保、長照都要崩潰了，這不是
砍軍公教就能補足，政府要負責任建構老年
化社會，把經濟弄起來，靠受雇者多繳少領
，緩不濟急，國家財政沒有調整，根本補不
起來。

高雄市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吳美鳳也質
疑，這幾年軍公教改革18%以來，節省的支
出到哪裡去了，根本沒有拿來挹注。

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發言人吳斯懷認
為，從邏輯性、政策面看，年金改革必須改
，改革必須與時俱進，但這不能跟重新建立
一套可長可久的制度搞在一起，會變得很混
亂，改革要漸進式，不要一步到位，不可能
一邊改，一邊又希望可長可久，萬年可用。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何語則
表示，不要再講健保破產，每年總額支付制
度、平衡制度已建立，健保費有調升、調降
機制，不會破產。他說，國內投資不足，靠
公營企業投資，未來經濟很危險，建議年金
改革考量經濟成長率、老人成長率狀況，要
創造財富，要用大水庫原理。

副總統兼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陳建仁
彙整委員意見指出，有委員持較為宏觀的立
場，認為經濟發展、稅制改革等都是增加財
源的方式，另一方則回歸年金部分，從年金
制度的投保薪資上限等去考慮，用各種方式
補足財政缺口，不足的部分由政府做最終撥
補。

年金制度討論財源問題 委員持兩派意見

總統視察高雄旗山農損
總統蔡英文（前左2）關心梅姬颱風造成的農損，29日到高雄視察旗山區農損。

（中央社）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
人邱垂正今天表示，台灣有尊嚴的參
與國際組織及活動是權利也是義務，
這方面已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友持，
呼籲中國大陸能敞開心胸，認真思考
與台灣良性互動。

由於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大會將於11月7日在印尼峇里島舉
行，台灣正積極爭取以觀察員身份參
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長

呂春長 29 日在立法院受訪時表示，
「到目前為止沒有受到邀請」。

邱垂正29日下午在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例行記者會中，回應媒體提問台
灣是否能順利參加國際刑警組織大會
時，作上述回應。

他並指出，政府對於國際及兩岸
情勢及大陸的動向均會持續關切，同
時對於台灣的國際參與的可能情境會
預先準備，未雨綢繆，以維護國家尊

嚴與國家最大利益
。

另外，關於大
陸國務院台灣事務
辦公室稱，台灣獲
得國際民航組織（ICAO）標準和建
議措施及相關資料的管道是 「暢通的
」，這些訊息是 「完整的、全面的」
。邱垂正表示大陸國台辦的說法並不
正確。

他指出，台灣無法成為 ICAO 的
一方，無法透過直接管道獲取 ICAO
第一手國際航空安全相關資訊，也無
法 確 保 能 完 整 、 快 速 、 直 接 取 得
ICAO相關規定等資訊。

對於台灣未能參與今年的 ICAO

大會，陸委會之前發布新聞稿指出，
中國大陸以政治因素干擾並將台灣排
除於國際體系之外，並非是在國際社
會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成員應有的作為
。

台灣國際參與陸委會：盼大陸敞開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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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今年是民主進步黨創黨30年，
兼任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今發表公開信指出，
面對公民團體抗議，他們坦然面對、誠意處理
；會讓人民看見，為了改革成功，決策要更周
延、明確而快速。

昨天是民進黨創黨30週年紀念日，但因為
梅姬颱風來襲，黨慶活動全部取消，民主進步
黨的官方臉書今天晚間上傳 「創黨30週年蔡英
文主席給民主進步黨黨員的信」，信中提到，
在推動改革的當下，民進黨面臨了一些難題，
一向與勞工作伴的民進黨，如何增加對勞工的
保障，同時不衝擊掙扎中的中小企業？

蔡總統指出，兆豐案顯現出監理能力不足
以及公眾信任的薄弱。更重要的是，監理機關
如何擺脫封閉的結構，真正為人民把關？此外
，年金改革是全民的期待，然而，要如何不挑
起社會對立，成功地導引社會共同走向改革的
道路上？這些都是民進黨所面對的難題。

蔡總統說，民進黨的難題，人民或許可以
了解。但是，在困境之中的台灣，人民期待的
是強而有力的領導，這是她的責任，就算憲政
體制羈絆，她依然很清楚地知道，人民在意的

，是她如何在這個體制之中，領導國家往前走
。

蔡總統說，所以，接下來，民進黨會再一
次整理、協調和整合決策機制，為了改革能夠
成功，決策不僅要更周延，更要明確而快速，
這個部分，他們會讓人民看見。

蔡總統說，她也知道，有一些公民團體原
本準備民進黨紀念創黨30週年時來抗議， 「對
於這些抗議，我們坦然面對，誠意處理，30年
來我們幫台灣所爭取的不正是這樣一個可以自
由表達意見的社會嗎？我們的態度不會因為我
們執政了而有所改變，這才是民進黨的精神。
」

蔡總統說，30年前，民進黨創立的時候，
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推動民主政治，接下來30年
，民進黨將在民主的基礎上，為台灣人打造一
個繁榮、安全與公義的社會，民進黨就是改變
台灣的力量，要堅持，要勇敢，要有捨我其誰
的決心。

「政治之道無他，承擔就對了」蔡總統說
，30年前是這樣，30年後還是這樣，民進黨會
繼續前進，繼續進步。

抗議不斷 蔡總統：坦然面對誠意處理

（中央社）今年是民主進步
黨創黨30週年，兼任黨主席的總
統蔡英文今發表公開信指出，民
進黨要力抗中國壓力，發展與其
他國家的關係，要擺脫對中國的
依賴，形塑一個健康正常的經濟
關係。

民主進步黨的官方臉書今天
晚間上傳 「創黨30週年蔡英文主
席給民主進步黨黨員的信」，信
中提到，昨天是民進黨創黨 30週
年的紀念日，不過，因為梅姬颱
風過境，所有跟黨慶有關的活動
都取消了。

蔡總統說，雖然活動取消了
，但是，身為民進黨的主席，在
30 週年的時刻，她有一些話要跟
大家說，30 年來，民進黨與台灣
人民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民進
黨這三個字，始終代表一股改變

社會的力量；2016 年，民進黨在
總統與立委選舉獲勝，勝選故事
的背後，是人民對於改變和進步
的殷切期盼。

蔡總統說，這幾個月來，年
金改革、長照體系、產業轉型、
財政困境、勞動權益、非核家園
，需要改革的項目，一件一件不
斷地冒出來；她了解大家的焦慮
，不過，她請求大家相信，民進
黨不會屈於現實的壓力，而放棄
理想。

蔡總統說，2008 年後，是因
為青壯與中壯世代攜手，一起從
廢墟當中重建，民進黨才能從泥
沼當中爬出來，贏回人民的信任
，再一次重新執政；民進黨有優
秀的地方執政人才，也有負責任
且戰力十足的立委，但是要改變
這個國家、扛起責任，還需要更

多人，不分黨派、不分你我，一
起來動手。

蔡總統說，改革從來不是一
蹴可幾，不過，她會帶領這個政
府，就像當年帶領民進黨走出困
境那樣，把這個國家的問題一個
一個解決；蔡總統也請大家相信
，有些價值，民進黨一定會堅守
， 「我們要力抗中國的壓力，發
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我們要擺
脫對於中國的過度依賴，形塑一
個健康的、正常的經濟關係。」

蔡總統說，民進黨會在低迷
的經濟循環中，找到新的發展動
能，民進黨要在不安的人心中，
建構社會安全網。民進黨要在政
治與社會轉型過程中，尋求公平
正義。

蔡總統：力抗中國壓力 擺脫對中國依賴

菸捐菸稅納長照 林奏延：政院下週討論
衛福部長林奏延（圖）29日針對擬調漲菸捐、菸稅作為長照財源一事表示，衛

福部與財政部的推估不一致，會再討論，下週再呈報給行政院院會。

（中央社）台南市東山、白河等地種植的青皮椪柑，因颱
風過境造成損害，總統蔡英文今天下午到東山區了解受損情況
，為農民加油。

蔡總統下午到台南市巡視颱風造成的災情及相關治水工程
，最後一站抵達東山區東原里，了解椪柑受損情況。

農民將被颱風吹落的青皮椪柑裝在籃子裏，看著心血泡湯
，心裏都相當不是滋味，希望蔡總統能夠繼續關心農民。

蔡總統在聽取農民的心聲後，向農民們說， 「加油」。
台南市長賴清德表示，台南市的椪柑種植面積約937公頃

；今年3月中旬至4月連續多日降雨，造成芒果、柚子著果不
良的災損，椪柑雖能順利躲過雨害及前一個颱風莫蘭蒂，卻躲

不過颱風梅姬的侵襲。造成落果、果實風疤、枝條折損及植株
倒伏等災損，希望中央可以從寬認定，給予補助。

台南市農業局長許漢卿表示，這次颱風造成台南青皮椪柑
平均約30%受損；位於迎風面的果園，甚至受損約一半。市府
除協助向中央申請現金救助，也將儘速協助農民復耕復建。

蔡總統稍早在仁德滯洪池聽取市府及市長賴清德的簡報後
，對於農損災情發表談話時表示，行政院農委會在第一時間已
宣布現金補助及低利貸款；但她看了幾個地方的農損後，覺得
事實上無法完全涵蓋損失。將請主管機關加快研議農業保險，
希望擴充到更多產品，更有效讓農友們的損失得到比較完整補
償。

颱風損台南椪柑蔡總統勘災喊加油
（中央社）國民黨國際部組投書 「南華早報」，對蔡政府通

過不當黨產條例提出強烈抗議。國民黨指出，此條例假設中國國
民黨所持有資產皆違法，這違背無罪推定原則。

國民黨國際部組長黃裕鈞投書中指出，民進黨政府近期通過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並視其為 「轉型

正義」，認為這是台灣進入民主轉型的必經之路。然而，這種針
對個別實體的法律是違背司法遵循的法治原則及民主原則，反而
凸顯台灣制度與民主發展的退步。

黃裕鈞說，國民黨的黨產除了支付債務與黨工退休金外，已
處理完備，也認為這樣的財產處理法規應該要一體適用至所有的
政黨。不過，此法卻針對在1945年8月15日後到1987年7月15日
其他政黨登記日截止，使得中國國民黨成為該條例唯一的目標。

黃裕鈞表示，針對單一實體的法律應是違憲的。不當黨產條
例同時也假設了中國國民黨所持有資產皆是違法的，這絕對違背
無罪推定原則。事實上，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執行該法條
時已經限制了國民黨不能使用來自政黨財產的收入來支付支出，
這樣對財產過於廣泛的定義，以及要求在極短的時間內向委員會
報告黨產來源以確保其合法性，是極為嚴厲的機制。

黃裕鈞說，國民黨認為，要在委員會規定的期限內交出黨產
報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委員會提供了約美金300萬元的獎金給
那些通報黨產的人，這樣的行為相當於在執行一種歐洲西元12世
紀到16世紀對女巫的迫害。

黃裕鈞指出，國民黨將針對未來的訴訟提出釋憲，以確保掌
握行政、立法兩院控制權的民進黨在執行他的權力時，不會違背
法治。

抗議黨產會
國民黨投書南華早報

（中央社）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今天表示，為讓明天院會順
利進行，仍盼與國民黨團協商敲定司法院人事同意權行使期程
。國民黨團表示，違憲爭議未除，堅決不審。雙方均動員備戰
。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晚間受訪表示，明天院
會可望處理 「總統咨文院會決議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之決定」
復議案與司法院人事同意權案審查日程案，黨團將先行召開黨
團會議研商未來一週的議程，並發出甲級動員令，面對國民黨
團可能發動的議事攻防，謹慎以對，見招拆招。

柯建銘說，國民黨團若認為大法官被提名人許宗力回任或
再任大法官涉及違憲疑慮，尊重聲請釋憲權；再者，國民黨團
對個別大法官人選有意見，透過嚴審甚至投反對票，他都尊重
，但不能連審都不審；第三，即便國民黨團要占領主席台不讓
總質詢進行，也要思考能夠占多久？週五、週二一次會加上下

週一總質詢，要撐3天，外界怎麼解讀？
柯建銘說，國民黨團在政策議題要攻擊民進黨沒關係，但

人事同意權的行使是立法院的法定義務，一切照程序來走，他
呼籲，國民黨的區域立委自己政治生命自己顧，不可能每一個
案子都焦土杯葛，總預算不讓人付委、大法官不行使同意權，
這些政治動作要顧及社會觀感。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楊鎮浯表示，日前政黨協商，
國民黨團非常清楚表達，願意從嚴審查大法官的部分，但是司
法院長應該用不被百姓質疑的方式來處理。

他表示，司法院長被提名人在違憲爭議還沒處理之前，國
民黨團堅決不同意審查。因此明天會來表達抗議的立場，至於
，會用有什麼形式來表達立場？他表示，會在明天上午的黨團
大會討論決定。

司院人事同意權 藍綠動員備戰

蔡總統到高雄美濃天后宮參拜
總統蔡英文（前中）29日在高雄市長陳菊（左2）及立委等陪同，到高雄美濃視察天后宮

堤防損，事前先到美濃天后宮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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