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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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 nnel1 3

B lue
R ib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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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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捞商直营店 

~.海参专家 .

鼎海堂
百佳专柜

联系电话：281-455-5555 . 713-918-9999

热烈庆祝国内直邮开通!
 百佳柜台确认样品付款  中国分公司发货  三天内到货

2 周年店庆海参特价大酬宾

地址: 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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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南新聞集團出版發行的
「2016年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 ，
現已全面發行，為來訪休斯頓遊客
提供實用的旅遊資訊，豐富多彩內
容，值得人手一本珍藏，有興趣的
讀者，歡迎到報社免費索取，民眾
有任何疑問可電洽281-498- 4310
或 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路透社）

（綜合報導）正在北京訪問的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19日說，現在是與美國 「分道揚鑣」（separation）的時候了
。國務院發言人柯比立即在昨(20)日回應，美國聽到杜特蒂在北京的
談話，亞太助卿羅素這週末將訪菲，將要求菲律賓解釋所謂 「分道揚
鑣」的意思究竟為何。

杜特蒂是在向北京菲律賓僑社發表演說時表示，菲律賓在與美國
長期結盟中並未得到太多的好處。他直言美國 「留在我們國家是為了
你們自己的利益」，他受夠了被西方計畫牽著鼻子走的外交政策。

對杜特蒂在北京談話，國務院發言人柯比坦言，美國事前並不知
道杜特蒂會有與美 「分道揚鑣」的說法，美國不清楚他確切要表達的
意思為何，將尋求菲律賓澄清說明。但柯比也指出，美國仍信守與菲
律賓締結的條約，美國不只和菲律賓政府、也和菲律賓人民有緊密關
係，美國期待延續這種關係。

作為70年來的最重要盟友，美國在密切注視杜特爾特的這次中國
之行，尋找美菲改善關係的跡象。美國之音形容，杜特爾特對中國的
國事訪問反映了“菲中關係的180度大轉彎”。杜特爾特自從今年5
月就任總統以來，一直試圖加強同中國的關係，而疏遠和美國的關係
。而《金融時報》稱，杜特爾特歡呼中菲關係進入新時代，這個信號
表明兩國間激烈的海洋爭端出現緩和。

據美國廣播公司報導（ABC）20日報導，針對杜特爾特在北京發
表有關與美“分道揚鑣”的說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柯比（John Kir-
by）表示，不清楚他確切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將尋求菲律賓澄清說
明。

柯比在美國國務院記者會上主動提到，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
卿拉塞爾將藉本週末將訪問馬尼拉的機會，要求菲律賓給個清楚說法
與交代。

分道揚鑣! 美國要杜特蒂說清楚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說，現在是與美國 「分道揚鑣」 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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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We've also made it very clear to China, Russia 
and other potential adversarie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efend ourselves and our friends in outer space."
U.S. government estimates say the 2007 test led to 
3,400 pieces of debris, more than half of which is 
expected to still be in orbit in 2027.
But Rose also said the two countries are making 
progress. Following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visit to China earlier this month, the White House 
issued a fact sheet say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cognized that space debris can be catastrophic 
to satellite and human spaceflight, and that, due to 
the global dependence on space-based capabilities, 
the creation of space debris can seriously affect all 
nations."
Rose said 
that five years 
ago, such 
d i s c u s s i o n s 
would have 
been nearly 
impossible. But 
in the last 18 
months he has 
been to China 
seven times and worked hard to find common ground 
on the issue.
Now, he said, China takes "space debris very 
seriously" and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been encouraged that China's recent anti-satellite tests 
have not created debris. At the same time, in recent 
years, the Air Force has provided China thousands of 
collision alert, warning that debris from the 2007 test 
was nearing their satellites.
"W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re we where 
I would like us to be? The answer is no," Rose said. 
"But if you had asked me five years ago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release fact sheets on 
the challenge of space debris at the presidential level, I 
would have said 'You're smoking something.'"(Courtesy 
http://www.space.com/34170-us-china) 

Are Expatriates In China Suited
For China's 'Leftover' Women?

Heavy Pressures From Chinese Society
On “Leftover Women”

By government definition, a "leftover woman" refers 
to any unmarried female above the age of 27.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tries to urge single 
women to marry, to offset a huge gender imbalance 
caused by the recently ended one-child policy.
But according to Leta Hong Fincher, author of 
"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single Chinese women are at "a 
real turning point" and many are beginning to embrace 
a single lifestyle and push back the stigma.
She told the BBC: "These are young women with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who are being specifically 
targeted by the state's deliberate campaign to pressure 
[them] into marrying.
Chinese women today are more educated than ever 
before and they are increasingly resisting marriage."
"But the torture 
experienced 
by the women 
in holding out 
against intense 
marriage 
pressure is also 
extremely real. 
It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so many young women professionals in 
China."
'An unmarried woman is incomplete'
"In Chinese culture, respecting your paren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And not getting married is like the 
biggest sign of disrespect," shared one woman, who 
later broke down in tears.

Another woman said: "People think that in Chinese 
society, an unmarried woman is incomplete."
The views of Chinese parents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We always thought our daughter had a great 
personality. But she's just average-looking, not too 
pretty. That's why she's leftover," said one mother, who 
sat next to her daughter who tried to fight back tears.
'Only the beginning'
But can the single women of China see real happy 
endings - where society will truly accept their choices?
"At the moment, that is only a fantasy," says Ms Hong 
Fincher, adding that the "incredible angst, personal 
torture and societal pressures" depicted in the advert 
are still prevalent.
"Marriage in China is extremely patriarchal and 
women need to see that being single is something to be 
celebrated, not to be ashamed of," she says.
"But I believe that this trend of women who choose 
to be single and independent is going to increase and 
this is the beginning." (Courtesy http://www.bbc.com/
news/world)

woman has expanded 
rapidly which had made 
China a great beneficiary of 
the contributing role of the 
female gender.
Given the fact that women 
have been consistently 
raised their contributory 
roles in technological 
avenues as well as capital 
ventures, it seems that 
Mao Zedong's ideology 
is still being practically 
implemented. The 1940s 
brought change in China's 
society where women started 
fighting alongside men in 
revolutionary combat.

Even though women in China are still not socially 
at par with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hey have been 
liberated in the business point of view. Career-driven 
women have become a huge asset the ever-floating 
Chinese economy.
These women tread the path of a new revolution of 
individual choice. They choose their careers over 
marriage.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going on side 
by side with the country's increasingly escalating 
community of foreigners working and living here.

“Leftover Women” In China

In general, western men do not give much priority to 
social status when deciding over a marriage partner. 
Chinese men however, feel intimidated if their 
marriage partner is earning better than them.
Now given these limitations, career-oriented single 
Chinese ladies turn towards the less-discriminating 
foreign individuals who, according to them, seem 
to have a keen sense of belonging when it comes to 
marriage.
Recently, Shanghai has been opening up rights for 
foreign students to stay at work and extending the 
green-card status to the opulent foreign executives 
living in the urban centers. It's been claim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open up resources for older, 
unwed or divorced Chinese women so that they find 
dating-and-mating easier. (Courtesy http://en.yibada.
com/articles)
Related

The culture of independent achievement has always 
been China's strong suit in the country's long history. 
But in this modern day and age, this kind of culture 
has increased ten folds. We see this as Chinese women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 part of Internet business 
after the advent of modernism.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Bloomberg,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estimates that the country's women have a huge 
role to play in the world of Internet. Approximately 
55 percent of new Internet companies are founded 
by women. Moreove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l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re women.
Such are the symptoms of highly developed and 
rationalized nations. The role of women has gradually 
advanced throughout each Chinese era and dynasty. 
However, there was kind of a paradigm shift after the 
arrival of modernity.
In modern times, gender equality has rampantly 
pervaded throughout the minds of the public and 
administration. Contemporary China, especially 
Shanghai, takes pride in revolutionizing the role of 
women and taking it to a whole new level.
Women in China have taken on dominant and 
independent roles, something that would seem absurd 
to someone from a century ago.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potentially mold these newly founded 
paradigms into something which fits the country's core 
ideals.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Times, the largest venture 
capital fund-raiser by a woman may likely seem 
to be in the Silicon Valley. Wrong! It's in Beijing. 
Contrary to common belief, the role of a common 

A Chinese spacecraft carrying two astronauts has 
successfully docked with the uncrewed Tiangong-2 
space lab, according to Chinese media reports.
The Shenzhou-11 spacecraft linked up with Tiangong-2 
at 3:24 p.m. EDT (1924 GMT) today (Oct. 18; 3:24 
a.m. Oct. 19 Beijing time), while both spacecraft were 
zipping around Earth at an altitude of 244 miles (393 
kilometers), China's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Though Shenzhou-11 carries two crewmembers, 
named Jing Haipeng and Chen Dong, the docking was 
completely automated.
Jing and Chen will soon enter Tiangong-2, then 
stay aboard the orbiting lab for 30 days. The duo 
are undertaking China's longest-ever crewed space 
mission; they lifted off on Sunday (Oct. 16) and will 
be in orbit for a total of 33 days if all goes according to 
plan, Xinhua reported.
The 34-foot-long (10.4 meters) Tiangong-2 launched 
to orbit on Sept. 15. The 9.5-ton module is China's 
second-ever space lab; the first, Tiangong-1, reached 
space in September 2011 and hosted three dockings — 
two of them involving crewed Shenzhou spacecraft — 
before ending its operational life this past March.
Tiangong-1 will likely fall to Earth in late 2017, 

Chinese space officials have said.
The Tiangong program is designed to test out the 
rendezvous 
and docking 
technologies that 
China will need 
to build a bona 
fide space station, 
which the nation 
aims to have up 
and running by 
the early 2020s.
China's space 
station will likely 
be considerably 
smaller than 
the 440-ton, 
$100 billion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various reports have 
estimated that China's orbiting complex will tip the 
scales at about 60 tons.
Shenzhou-11 is China's first crewed spaceflight in 
more than three years. The most recent such effort, 
Shenzhou-10, sent three astronauts to Tiangong-1 in 
June 2013. The Shenzhou-10 crewmembers spent 14 
days in space — the Chinese spaceflight record that 
Jing and Chen are poised to break. (Courtesy http://
www.space.com/34170-us-china)
Related

GARBAGE IN SPACE 
U.S., China Will Meet This Year

to Talk Space Debris
MAUI, Hawaii –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an to 
hold a second set of talks later this year to discuss how 
their militaries operate in space.
In a keynote speech here Sept. 22 at the AMOS 
conference, Frank Rose,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said that 
the upcoming discussion would likely include talk of 
space debris.
Whil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U.S. and China have 

met previously to talk 
about civil uses of 
space, the two sides 
met for a separate 
discussion of military 
space topic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ay. [7 Wild 
Ways to Destroy Orbital 
Debris]
Space debris has been a 
divisive issue between 
the countries for nearly a decade.
On Jan. 11, 2007, China deliberately destroyed one of 
its defunct weather satellites known as Fengyun-1C 
using a ground-based, 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 
The action, which was widely condemned throughout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community, left a cloud of 
potentially hazardous debris in a heavily used belt of 
Earth orbit.
Since that event, U.S. Defense Department leaders say 
China continues to develop anti-satellite weapons and 
officials point to similar tests in 2010, 2013 and 2014.
Leaders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the Defense Department frequently point to China's 
actions in developing anti-satellite weapons as a driver 
in its ongoing space protection efforts.
But Rose said he had "a very frank exchange" with 
his counterpart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t a meeting in Washington, D.C. in May and 
that the conversation included space debris, preventing 
collisions on orbit and China's anti-satellite systems.

"It's very clear there are 
new threats to the space 
systems and the space 
systems of our allies.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his threat. There is no 
silver bullet," Rose said. 
"We want to promote 
strategic restraint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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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s illustration of China's Tiangong-2 space lab 
docked with a crewed Shenzhou spacecraft. (Photo/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

Astronauts Jing Haipeng and Chen 
Dong, the crew of China's Shenzhou-11 
mission, salute and wave from inside 
the country's Tiangong-2 space 
laboratory after arriving at the mini 
space station on Oct. 18, 2016. The 
astronauts are flying a 30-day mission 
to the space lab, China's longest 
human spaceflight yet. (Photo/China 
Manned Space Engineering Program)

Defunct satellites and other 
human-made objects are 
overcrowding low Earth orbit 
(LEO).(Photo/ESA)

Artist's Illustration Of “Space Junk.”

 Frank Rose,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Chinese Astronauts Successfully
Dock With Tiangong-2 Space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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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因為2016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第三場辯論受到高度關注，一
時成為世界媒體中心，因此也成為希拉里．克林頓之外的另一贏家，校方表示，有助於學校盡早實現在2025
年前跨入名校行列。根據美國與世界新聞評選出的大學排名，這所公立大學被列為二級大學。

自從去年成功申請2016美國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到此辯論後，這所校園受關注度日益上升。辯論當天，
新聞中心內3000多個座位已不敷使用，每個座位需付114美元。另闢場地後，每個座位售價95美元。租用一
個不帶電源的手提電腦114美元。校長連恩．傑撒普說，歷年舉辦過總統大選辯論的美國大學，因為媒體報
道而合計產生的經濟價值在5000萬至6000萬美元之間。拉斯維加斯會議及旅遊局主席暨CEO羅西．拉冷科
特表示，2012年總統大選候選人辯論選在紐約霍夫斯特拉大選舉辦後，該校網站訪問量增加了400%，次年的
入學申請增加了5千人。

大選辯論結束 主辦大學受益

（綜合報導）美妝行動聯網品牌 「Perfect Corp.
玩美移動」旗下App 「玩美Fun」推出兩組名人趣味
濾鏡 「親親我的姜代表」及 「川普與希拉蕊的對決」
，只要套上濾鏡就能一秒變臉。

玩美移動表示，玩美Fun App首度與衛視中文台
合作，聯手推出以韓劇 「W兩個世界」為主題的動
態貼圖，喜歡李鍾碩的迷妹們只需下載玩美Fun App
，即可與劇中人物姜代表盡情互動，感受和他談戀愛
的甜蜜。

此外，玩美移動指出，因應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
大選，玩美Fun App推出川普與希拉蕊的動態濾鏡，
超KUSO的動態特效讓用戶可以盡情發揮創意，拍攝

各種趣味影片分享到社群，包括最近火紅的 「川普希
拉蕊對唱片」，也可以用玩美Fun拍攝自己想要的搞
笑MV。

玩美移動總經理張華禎表示，身為美妝行動聯網
領導品牌，玩美移動不斷推陳出新，結合時下熱門的
韓流與美國總統大選議題，推出了一系列名人特輯動
態濾鏡，讓使用者以創新的動態自拍方式體驗 AR
（擴增實境）技術的魔力。

張華禎說，因應即將到來的萬聖節，玩美移動也
於全球同步推出一系列討論度最高的特殊妝容與濾鏡
，讓愛美又愛玩的女性可以隨時從中得到變裝靈感，
還能立即分享到社群與閨蜜同樂。

想變川普與希拉蕊嗎？這個App快速變臉

（綜合報導）社交網站 Facebook添
加新功能，讓美國用戶不需離開這個社
群網站，就能訂餐、購買電影票，以及
與美髮師預約。

美國社交網站 Facebook19 日宣布，
Facebook新增功能讓用戶能夠與店家直
接聯繫。舉例來說，只要點擊餐廳Face-
book的 「訂餐」按鈕，披薩就能被送上
門。至於按摩館或是美髮沙龍等店家，
顧客能要求預約，商家將使用 Facebook
手機通訊程式Facebook Messenger進行確
認；一些店家可能會在Facebook專頁新

增按鈕，供顧客詢價。
Facebook也和電影票訂購網站Fan-

dango合作，讓用戶能直接在電影Face-
book專頁購買票券；用戶還能透過訂票
網站Ticketmaster或是EventbriteFacebook
專頁訂購其他活動票券。

此外，Facebook 也推出新功能，讓
用戶能取得其他人對特定服務或店家的
建議，若用戶貼文詢問意見並啟動推薦
功能，朋友將能留言建議，這些建議將
顯示在地圖上。

FB學微信添訂餐訂票新功能

（綜合報導）俄羅斯向聯合國(UN)表示，將把停止空襲敘
利亞第一大城阿勒坡(Aleppo)的時間從一天11個小時拉長到四天
，但是這項讓步並沒有促成停火協議，或足以讓軍閥離開敘利亞
戰區。

根據路透社(Reuters)表示，聯合國敘利亞人權顧問Jan Ege-
land表示，俄羅斯表示將從周四起實施這個停止空襲的決定，但
他希望俄羅斯可以從周五才開始實施，並表示俄羅斯在考慮再延
長一天。

原本俄羅斯宣布只會停止空襲8小時，但是在聯合國表示太
短、不足以撤離傷者後，俄羅斯同意延長。雖然莫斯科並未正式
宣布停止空襲四天，但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已經將周

四下午過期的 11 個小時停火協議，再度
延長24個小時。

俄羅斯原本希望停止空襲阿勒波，可
以 促 使 敘 利 亞 的 蓋 達 組 織 分 部 Jabhat
Fateh al-Sham 戰士離開，但是聯合國敘
利亞特使 Staffan de Mistura 以為這是為了
要讓聯合國撤離傷患。

自從敘利亞軍隊在9月22日宣布，將
奪回被叛軍佔據的阿勒坡部分地區後，就挾持著伊朗軍閥和俄羅
斯空軍的支援，發動這5年半內戰以來前所未見的強大火力，造
成幾百人死亡，多棟建築被夷為平地，連醫院都受到波及。

美國和法國因此指控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此舉等於犯下戰爭
罪(war crime)，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週四針對敘利
亞已經長達六年、遲遲無法解決的內戰，舉行緊急會議。

俄羅斯將阿勒波空襲停火時間
再度延長到四天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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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深樓市價量齊跌
中國調控新政見效 瘋狂樓市迅速降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孔

雯瓊 、帥誠）自9月30日開始，中

國20多個城市相繼發佈樓市調控政

策，半月有餘，中國樓市出現了哪

些變化？記者梳理相關數據發現，

中國樓市在新政後普遍降溫，“北

上廣深”價量齊跌的跡象初步顯

現。分析認為，此輪樓市調控見效

迅速，中國樓市基本上已從早前的

瘋狂轉趨平靜，購房者多持觀望的

態度。如果年底銀行信貸再收緊，

樓市將進一步調整。

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披露，10
月1日至16日，全市商品住房（不含

自住房）共簽約8,781套，成交量較9月回落
29.3個百分點。從調研情況看，10月各售樓
處及門店的合同簽訂量、客源量、房源量、
帶看量等全面回落，目前二手房業主漲價的
衝動已明顯消失了，叫價變得理性。

深圳接連發生買家違約
上海方面，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顯示，

10月第二周，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
每平方米44,606元（人民幣，下同），環比
上漲3.8%；成交面積為23.52萬平方米，環
比上漲24.38%。雖然較國慶期間有所上漲，
但和新政頒佈前一周相比，無論成交量還是
成交均價都出現不同程度回落。
廣州方面，儘管“十一”黃金周期

間，樓市價穩量升，在一線城市中一枝獨
秀，但進入10月第二周，統計顯示，廣州
全市新房網簽量4,205套，網簽均價每平方
米19,133元，量價環比均出現降幅。

深圳方面，據中原地產數據，10月第
二周二手房成交量依然穩定在1,621套，成
交面積約為13.1萬平方米，成交均價為每平
方米47,580元。但二手房市場已瞬間變成

買方市場，業主叫價下調幅度不斷加大，買
家違約接連發生。

二線城也開始整體回調
一線城市樓市降溫，二線城市樓市也

開始整體回調。中原地產數據顯示，上周
二線城市合計簽約商品房住宅數量3.36萬
套，已經連續兩周低於4萬套。
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認

為，本輪房地產調控的特點是見效速度
快、執行力度強。經過一兩周的政策試水
後，市場就出現快速降溫，可以說，中國
樓市基本從過去的瘋狂中走出來。
“網簽數據有一定的滯後效應，實際

成交還未完全反映當下樓市的真實情況。”
張大偉指出，從市場價格看，北京、深圳、
合肥、蘇州、南京等地都明顯出現二手房大
幅降價到市場水平的現象。如果年尾央行額
度吃緊，信貸再收緊，價量齊跌的情況可能
會進一步蔓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道）國慶長假前，一些大中
城市樓價大升，很多人不禁為自己能不能實現安居樂業而擔憂。正
值金九銀十的跳槽旺季，獵聘發佈了《2016年三季度人才報告》。
報告顯示，今年三季度就業形勢良好，雖然大城市樓價居高不下，
但並未阻止人才向多數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流入，上海、北
京、杭州成為人才淨流入率最高的三個城市。

從朋友圈時常刷屏的“逃離北上廣”來看，一線城市人才出逃
率似乎理應很高。然而，此次報告顯示，在今年三季度，除廣州
外，一線城市仍處於人才淨流入（註：本文人才流入指從一個城市
流入另一個城市）狀態。
上海人才淨流入率最高，達6.38%；其次是北京、杭州、深

圳，人才淨流入率分別為4.97%、1.63%、1.07%。這四個城市的樓
價居全國前列，但人才淨流入率依然領先，可見人才並未因高樓價
而放棄在大城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前景。
在老牌一線城市中，只有廣州人才淨流入率出現負數，

為 -0.26%，落後於杭州、成都、南京、重慶、長沙等五個二線城
市。由此看來，在人才吸納方面，廣州已經出現落後的態勢。

高樓價未阻人才流入一線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球領先的
房地產服務機構戴德梁行最新發佈的《中國對外
投資市場報告》顯示，今年以來，中國投資者在
海外房地產市場累計投資達235億美元，再創歷
史新高。
根據戴德梁行發佈的報告，2016年首八個

月，中國海外地產投資大宗交易總額達235億美
元，已接近2015年全年257億美元（約1,994億
港元）的投資額。由於中國一線城市高品質可售
資產的稀缺，以及核心或核心增長型資產收益率
不斷被擠壓，越來越多中國投資者轉向海外尋求
投資機會。

美國為首選目的地
據美國房地產資本分析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數據，寫字樓憑藉較為穩定的現金
流優勢成為中國投資者首選。截至8月，今年寫
字樓市場的交易金額已佔中國海外交易額的
51%，酒店投資佔33%。

今年首八個月，由於美國經濟復甦以及美元
走勢強勁，美國成為中國房地產投資者首選目的
地，投資額佔海外投資總額的57%。香港、澳
洲、英國、加拿大也是今年投資熱門地。這五個
市場已經佔到今年海外房地產投資的97%，相較
去年，今年投資選擇更集中在發達國家門戶城
市，體現了中國投資者較為保守的投資傾向。

戴德梁行預測，2016年全年，中國對外大
宗交易將比去年同期增長37%，投資額有望創新
高至350億美元。今年海外資本投資明顯集中在
成熟的房地產市場和門戶城市，預計近期美國、
澳洲以及英國等發達國家仍將是中國海外投資的
熱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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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樓價無阻人才流入。圖為上海人才招聘
會。 資料圖片

■中國樓市在新政後普遍降溫，“北上廣深”價量
齊跌的跡象初步顯現。圖為上海房展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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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深樓市價量齊跌
中國調控新政見效 瘋狂樓市迅速降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孔

雯瓊 、帥誠）自9月30日開始，中

國20多個城市相繼發佈樓市調控政

策，半月有餘，中國樓市出現了哪

些變化？記者梳理相關數據發現，

中國樓市在新政後普遍降溫，“北

上廣深”價量齊跌的跡象初步顯

現。分析認為，此輪樓市調控見效

迅速，中國樓市基本上已從早前的

瘋狂轉趨平靜，購房者多持觀望的

態度。如果年底銀行信貸再收緊，

樓市將進一步調整。

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披露，10
月1日至16日，全市商品住房（不含

自住房）共簽約8,781套，成交量較9月回落
29.3個百分點。從調研情況看，10月各售樓
處及門店的合同簽訂量、客源量、房源量、
帶看量等全面回落，目前二手房業主漲價的
衝動已明顯消失了，叫價變得理性。

深圳接連發生買家違約
上海方面，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顯示，

10月第二周，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
每平方米44,606元（人民幣，下同），環比
上漲3.8%；成交面積為23.52萬平方米，環
比上漲24.38%。雖然較國慶期間有所上漲，
但和新政頒佈前一周相比，無論成交量還是
成交均價都出現不同程度回落。

廣州方面，儘管“十一”黃金周期
間，樓市價穩量升，在一線城市中一枝獨
秀，但進入10月第二周，統計顯示，廣州
全市新房網簽量4,205套，網簽均價每平方
米19,133元，量價環比均出現降幅。

深圳方面，據中原地產數據，10月第
二周二手房成交量依然穩定在1,621套，成
交面積約為13.1萬平方米，成交均價為每平
方米47,580元。但二手房市場已瞬間變成

買方市場，業主叫價下調幅度不斷加大，買
家違約接連發生。

二線城也開始整體回調
一線城市樓市降溫，二線城市樓市也

開始整體回調。中原地產數據顯示，上周
二線城市合計簽約商品房住宅數量3.36萬
套，已經連續兩周低於4萬套。
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認

為，本輪房地產調控的特點是見效速度
快、執行力度強。經過一兩周的政策試水
後，市場就出現快速降溫，可以說，中國
樓市基本從過去的瘋狂中走出來。

“網簽數據有一定的滯後效應，實際
成交還未完全反映當下樓市的真實情況。”
張大偉指出，從市場價格看，北京、深圳、
合肥、蘇州、南京等地都明顯出現二手房大
幅降價到市場水平的現象。如果年尾央行額
度吃緊，信貸再收緊，價量齊跌的情況可能
會進一步蔓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道）國慶長假前，一些大中
城市樓價大升，很多人不禁為自己能不能實現安居樂業而擔憂。正
值金九銀十的跳槽旺季，獵聘發佈了《2016年三季度人才報告》。
報告顯示，今年三季度就業形勢良好，雖然大城市樓價居高不下，
但並未阻止人才向多數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流入，上海、北
京、杭州成為人才淨流入率最高的三個城市。

從朋友圈時常刷屏的“逃離北上廣”來看，一線城市人才出逃
率似乎理應很高。然而，此次報告顯示，在今年三季度，除廣州
外，一線城市仍處於人才淨流入（註：本文人才流入指從一個城市
流入另一個城市）狀態。

上海人才淨流入率最高，達6.38%；其次是北京、杭州、深
圳，人才淨流入率分別為4.97%、1.63%、1.07%。這四個城市的樓
價居全國前列，但人才淨流入率依然領先，可見人才並未因高樓價
而放棄在大城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前景。

在老牌一線城市中，只有廣州人才淨流入率出現負數，
為 -0.26%，落後於杭州、成都、南京、重慶、長沙等五個二線城
市。由此看來，在人才吸納方面，廣州已經出現落後的態勢。

高樓價未阻人才流入一線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球領先的
房地產服務機構戴德梁行最新發佈的《中國對外
投資市場報告》顯示，今年以來，中國投資者在
海外房地產市場累計投資達235億美元，再創歷
史新高。

根據戴德梁行發佈的報告，2016年首八個
月，中國海外地產投資大宗交易總額達235億美
元，已接近2015年全年257億美元（約1,994億
港元）的投資額。由於中國一線城市高品質可售
資產的稀缺，以及核心或核心增長型資產收益率
不斷被擠壓，越來越多中國投資者轉向海外尋求
投資機會。

美國為首選目的地
據美國房地產資本分析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數據，寫字樓憑藉較為穩定的現金
流優勢成為中國投資者首選。截至8月，今年寫
字樓市場的交易金額已佔中國海外交易額的
51%，酒店投資佔33%。

今年首八個月，由於美國經濟復甦以及美元
走勢強勁，美國成為中國房地產投資者首選目的
地，投資額佔海外投資總額的57%。香港、澳
洲、英國、加拿大也是今年投資熱門地。這五個
市場已經佔到今年海外房地產投資的97%，相較
去年，今年投資選擇更集中在發達國家門戶城
市，體現了中國投資者較為保守的投資傾向。

戴德梁行預測，2016年全年，中國對外大
宗交易將比去年同期增長37%，投資額有望創新
高至350億美元。今年海外資本投資明顯集中在
成熟的房地產市場和門戶城市，預計近期美國、
澳洲以及英國等發達國家仍將是中國海外投資的
熱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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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樓價無阻人才流入。圖為上海人才招聘
會。 資料圖片

■中國樓市在新政後普遍降溫，“北上廣深”價量
齊跌的跡象初步顯現。圖為上海房展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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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貨幣政

策委員會(Copom)議息會議決定，

將巴西基準利率從 14.25%降至 14%

，降息 25 個基點。這是巴西央行

四年來首次降息，旨在刺激經濟復

蘇。

巴西央行會後聲明稱，貨幣寬

松的規模和加速的可能性將取決於

形勢發展，如通脹加快下行，可能

未來會加大降息幅度。

有關分析師認為，巴西央行在

暗示，為提振經濟，重拾市場信心，

將在更長時期內實施更加積極的降

息措施。此次降息只有25個基點，

並沒有達到議息會議前大多數經濟

專家做出的降息50個基點的預期，

說明巴西央行今後還有較大的降息

空間。

2012 年 10 月 10 日，巴西央行

曾將基準利率從10.5%調低至7.25%，

之後由於通脹壓力大等原因，四年

內又連續將基準利率調高至7.5%、

10%、11%和 14.25%，達到近十年

最高。

去年以來，巴西央行維持

14.25%的利率不變，基準利率在

G20國家中居首。此次降息後，巴

西的基準利率仍排名全球第壹。

分析師認為，當前巴西宏觀經

濟不斷改善，經濟萎縮幅度預期不

斷收窄，通脹壓力也不斷減緩。今

年通脹率已由 1月的 10.7%降至 9月

的 8.5%，預計今年全年通脹率為

7.01%，2017 年和 2018 年通脹率將

分別降至 5.04%和 4.7%，接近政府

制定的通脹管理目標4.5%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巴西新政府經

濟團隊將有足夠理由去實施降息政

策，“預計不久將會再度降息50個

基點，巴西經濟可望於2017年第壹

季度恢復增長”。

日本福島縣知事宣傳重建進展
稱95%地區已復原

綜合報導 本月 19日，日本福島縣知事內

堀雅雄出席了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東日本

大地震災後重建相關研討會。

據福島縣政府介紹，這是 2011年震災後縣

知事首次訪問聯合國總部。此次研討會在縣政

府的推動

下舉辦，

旨在向國

際社會宣

傳當地為重建所作的努力。

內堀指出，由於核事故的負面影響，“許

多人說福島已不能住人，但這並不是事實”。

他強調疏散指示區域僅占福島縣的 5%，95%的

地區已恢復與地震前相同的正常生活。

他談及受福島核事故負面影響前往該縣的

外國遊客數僅為事故前五成的現狀，向國際社

會發出呼籲稱：“請大家多來看看。”內堀還

介紹稱，隨著去汙作業的推進，縣內輻射量已

降至與全球主要城市“幾乎相同的水平”。另

壹方面，他認為消除負面影響“與核反應堆報

廢壹樣，都是需要耗費時間的項目”。內堀還

表示想大力振興新產業，包括研發可用於報廢

作業的災害對策機器人、生產可再生能源等。

阿勒頗人道主義停火在即
綜合報導 在新壹輪阿勒頗

“人道主義停火”開始前夕，當地
時間 19 日，首批當地居民和被解
除武裝的武裝分子開始撤離這壹地
區。

據敘利亞國家通訊社消息，首
批阿勒頗居民和被解除武裝的武裝
分子開始通過劃分的安全通道撤離
阿勒頗東部地區。撤離人群中包括
老人、傷員和病人。敘利亞政府此
前曾發表聲明，宣布政府軍將從阿
勒頗的幾個陣地撤離，以使“叛軍
通過特別通道離開阿勒頗東部地區
”。聲明稱，敘政府已采取壹切措
施，協助平民和傷員順利撤離，並
確保武裝分子撤離阿勒頗東部。

據報道，當地時間20日上午8
時起，阿勒頗地區將實行“人道主
義停火”。為此，俄羅斯空軍和敘
政府軍 18 日起停止對阿勒頗地區
的攻擊。停火期間，武裝分子須從

特定的兩條通道撤離。當地普通居
民則可從另外六條通道撤離，俄軍
將保證平民的安全，並提供相應醫
療保障。

俄羅斯衛星網消息稱，俄軍總
參謀部作戰管理總局局長魯茨科伊
19 日表示，俄羅斯和敘利亞已決
定將阿勒頗20日原定時長8小時的
停火時間延長三小時。俄羅斯總統
普京 19 日在同德國總理默克爾及
法國總統奧朗德就敘利亞問題進行
會談後也表示，俄羅斯願意根據需
要盡可能延長阿勒頗停火制度。

阿勒頗是敘利亞北部重鎮。自
敘利亞內戰開始後，這裏就成為敘
政府軍、各反對派武裝爭奪的重點
。最近數月，阿勒頗局勢嚴重惡化
，激戰不斷。美國指責敘利亞當局
和俄羅斯轟炸平民和反對派武裝，
敘俄雙方則堅稱僅對恐怖分子進行
了打擊。

總統辯論“互撕”揭醜運動“低劣”
聚焦美國大選電視辯論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前最後壹次候選人辯論，將

於美國東部時間10月19日晚9時舉行。在美媒看來

，前兩次辯論不僅沒有贏家，兩人反倒收獲壹片

“差評”。美國選民最頭疼的是，“這屆候選人不

行”。希拉裏“郵件門”、遮掩健康狀況，以及特

朗普連爆種族主義言論和侮辱女性劣跡，讓兩個候

選人被稱為“美國史上最不討人喜歡的總統候選人

”。回顧看來，美國總統辯論從1960年正式確立至

今，電視辯論平臺已經“跑偏”，沒有發揮“為選

民提供更多信息”的作用，逐步淪為壹場候選人嘩

眾取寵、 “比爛、撕醜”的表演場、真人秀。

“兩辯”剖析
負面選舉達到極致

2016年，美國大選已經進行了兩場辯論，這次

辯論或將作為“格調最低”案例載入美國史冊。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說：“這

可能是我見過的格調最低下的辯論，特別是第二場

。從第壹場到第二場，越辯越糟糕。”第壹場辯論

中，兩人就“郵件門”和交稅記錄等問題互相攻擊

，起碼還談到各自的施政計劃。

在這場辯論中，特朗普提到要提高關稅、要把

就業機會從別的國家搶回來，希拉裏稱要扶持中小

企業、提高最低工資。

陶文釗表示，雖然從政見意義上乏善可陳，但

雙方基本闡述了各自的政策主張。整場辯論下來，

希拉裏表現優於特朗普，狀態保持得很好。盡管不

斷地被特朗普打斷，但希拉裏不氣不惱。

第二場辯論前，特朗普“錄音門”事件曝光，

直接導致兩人在辯論中完全把“節操”丟了。雙方

既沒有緊靠議題發言，未回應選民關註的政治議題

，而是緊抓“錄音門”、“郵件門”唇槍舌劍，幾

乎將90分鐘都用來揭短和互批，“完全不是總統候

選人的樣子”。“現代史上最俗氣的辯論”、“史

上最醜陋辯論”、“全是蠻辯”……美國《紐約時

報》、政客新聞網等媒體在此後報道中毫不掩飾對

於此次辯論的失望。

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刁大明認為，到第二

場辯論，負面選舉已經達到壹種極致狀態。“雖然

兩場辯論都是以政策議題展開，但我們不難發現，

兩黨候選人在簡單地回應政策後，馬上進入攻擊對

方的態勢上去，其低俗程度可見壹斑。”

經典論戰
裏根“金句”奠定勝局

1980年美國大選辯論時，裏根面對競選對手卡

特，向選民拋出壹個經典的問題：“妳們的日子比

4年前好過了嗎？”借著這個問題，裏根為自己贏

得了廣大選民的贊同。4年後裏根競選連任時，又

在辯論過程中重復這句話，從側面誇自己上任後美

國經濟比之前有明顯起色。這個“經典問題”出現

在後來多次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

同樣在1980年，裏根還上演“壹語逆轉局勢”

戲碼。1980年 10月 28日，卡特原打算采取攻勢，

挑剔裏根是“靠在全國巡回攻擊醫保成名”。頗有

幽默感的裏根淡定地微笑回應：“妳又來了”。這

個簡單的句子表明了卡特的觀點並非不容“歪曲”

，甚至帶來了那次大選的關鍵性逆轉。

刁大明認為，電視辯論將候選人的演講臺搬進

選民客廳，為選民提供了壹次比較候選人現場表現

和公眾期待的機會。他說：“從歷史上看，如果公

眾對候選人的期待很高，那麽較差辯論表現會讓候

選人嚴重‘掉粉’，老布什、戈爾都是這種情況。

所以，很多在民調中領先的候選人都‘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希拉裏第二場辯論中采取守勢，估計

就是出於這種心態。”

辯論初衷
看清候選人政見與人格

1948年，共和黨兩位當紅人物托馬斯· 杜威和

哈羅德· 斯坦森就通過廣播實時播放，首開歷史先

河。當時，不少人對這種做法存有顧慮，連辯論發

起人杜威也毫不避諱地表示，自己壹度對公開辯論

有所懷疑。

當時這場辯論並非電視直播，並未取得想象中

的傳播效果。此後若幹年間，總統候選人公開辯論

壹度銷聲匿跡。直到1960年，依托科技進步，民主

黨候選人肯尼迪和時任副總統、共和黨候選人尼克

松作為對手出現在電視直播現場，美國選民第壹次

透過電視“看清楚”總統候選人的政見立場與人格

特質。這次電視辯論開創了美國大選“新常態”，

辯論初衷是為了讓選民更看清候選人政見與人格。

但接下來三屆

美國大選沒有

舉行兩黨候選

人之間的電視

辯論，大部分原因是當時衛冕的壹方覺得沒必要。

盡管如此，從1976年開始，這項活動被確認為

大選“傳統項目”，逐漸成為候選人贏得支持率最

重要的手段。

形式演變
候選人可相互拷問

總統候選人辯論的組織形式和參與者也經歷過

調整，始終圍繞著“為美國民眾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目的進行，效果卻不壹定盡如人意。從1980年起

，電視辯論取消候選人 8分鐘開場陳述，直接進入

媒體代表輪流提問環節。從這壹年開始，每場辯論

有了規定議題，且分為上、下半場。

1987年，總統大選辯論委員會(CPD)建立，與

共和、民主兩黨持續商討和策劃總統候選人的電視

辯論事宜，以協議方式建立壹套辯論規則。該組織

經費全由民間募款而來，從正式成立起就確定非營

利性質和“不接受政府與政黨的捐贈”原則。

從1992年起，總統候選人辯論第二場開始采用

“市民會議”方式進行。“二辯”中提問人不再是

媒體記者，而是 209位經過抽樣挑選的自由選民。

這項改變擴大了選民直接參與的層次。從1996年開

始，媒體提問人角色也退出總統候選人辯論。除第

二場市民會議之外，“壹辯”和“三辯”都只有主

持人全程負責提問。

2008年總統大選時，時任總統大選辯論委員會

主席說：“公眾有權在電視轉播的限制下，盡量多

地知曉候選人對國是的看法。”美國兩黨因而商議

出新的候選人電視辯論規則，引入了辯手討論的時

間。2008年設立的新規則是：每場辯論總計90分鐘

，成 8個“10分鐘小節”，其余時間為開場白和總

結。每個小節談壹個話題，由主持人引入話題，然

後兩名候選人分別有 1分鐘時間表達觀點，有 7分

鐘用來相互詰辯。通過放寬發言時間限制，主持人

可以讓候選人相互提問。正是這樣的規則設計，為

今年希拉裏和特朗普臺上“當面互撕”提供機會。

辯論背後
拿不出方案只能“互黑”

對於今年的大選辯論，刁大明表示，這是壹場

以候選人為中心的辯論。普通民眾期待了解的是對

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但由於政策和數據不容易理

解，他們最後關註的就剩下候選人本身，比如候選

人的個人形象。“公眾得住某個候選人的真知灼見

嗎？電視辯論候選人的中心化是壹種選秀或造星過

程，就類似壹場選美比賽。”他說。“觀眾們偏愛

醜聞，互相揭短也就成為候選人的必殺技。”其次

，候選人拿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只能用互黑吸引

選民。“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國內問題頻發，兩黨

候選人基本上都拿不出壹個既能令對方滿意、又能

解決問題的方案。”刁大明指出。“無計可施之下

，他們只能采用其他套路來吸引選民，就造成‘負

面選舉年年有，只是今年特別多’的局面”。

專家觀點：“黨爭”刺激社會大分裂
美聯社稱，壹些美國選民受夠特朗普和希拉裏

，對此次總統大選失望，考慮放棄投票。陶文釗表

示，兩次辯論後，兩人支持率並沒有發生顯著的變

化，也說明選民對這兩個人都不滿意。

“第壹次辯論期間，我在華盛頓走訪了很多共

和黨的人。即使在黨派內部，觀點也無法達成壹致

。”陶文釗說，比如有些共和黨人表示仍然會給特

朗普投票，“就算特朗普沒有腦子、沒有班底，我

們可以給他提供腦子和班底”。也有共和黨人表示

，既不會支持特朗普、也不會支持希拉裏。同樣，

在民主黨內部，意見也並不壹致，桑德斯的支持者

很多都表示不會支持希拉裏。

陶文釗認為，這首先暴露出候選人夠不夠格當

總統的問題。從已知信息看，兩個候選人都存在不

可忽視的缺點。“1984年我在美國學習的時，有壹

個參選者競爭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這時，美國主

流媒體刊登壹張照片，就是應召女郎坐在他的大腿

上。這個人隨後就退出選舉，不僅如此，而且他後

來都在政壇銷聲匿跡。”如今，特朗普和希拉裏的

“黑料”，比起當年候選人嚴重得多，美國選民只

能在他們之中“二選壹”。

其次，“美國黨派鬥爭越來越厲害，黨爭尖銳

化刺激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在兩黨內，左的更左，

右的更右。現在兩黨推選出來的這兩個候選人，就

是這種分裂的體現。”陶文釗說，奧巴馬執政時期

，共和黨在國會裏否定政府提出的諸多議案，背後

很大壹個因素就是黨爭，甚至“為反對而反對”。

“將黨派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人民訴求之上。”

“有些美國的精英辯白說，這不是體制問題，

這是政治問題。所以他們認為美國應該改革政治。

”陶文釗說。無論在言語上如何區分，這次大選都

深刻地暴露了美國民主存在的弊病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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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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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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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Friday, October 21, 2016

綜合報道 78歲的羅伯特· 費(Rob-

ert E.Phay)決定要做一件他這輩子從

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9月底一個周四的下午，這位美

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

Chapel Hill)榮譽退休教授西裝筆挺，

一手拿著文件板夾、一手拿著筆，在

教堂山市的一個公寓小區開始了這項

“全新工作”。

他輕輕地敲了敲一家住戶的門，

退到兩步遠的地方，雙手交叉放在身

前，筆直恭敬地站著等住戶開門。

“一般得敲 4、5家，才會有一家

開門”，費後來介紹說。

這個小區的住戶多是UNC的學生

、學者、教職工，還有一些退休老人

。這次給費開門的是UNC的一位學生

。費輕輕向前躬了躬身，自我介紹道

：“你好，我叫羅伯特 · 費，是競選

活動志願者。請問你在這個住址上注

冊登記選民了嗎？”

得知對方已經完成選民登記後，

費又向她介紹了提前投票的一些事宜

，最後彬彬有禮地微笑道別說：“我

很高興你能投票！”

從 9月底開始，費就這樣逐門逐

戶地敲開陌生人家的門，詢問他們是

否已經完成選民登記，如果沒有，還

要幫助他們完成登記，並鼓勵他們參

加提前投票。剛開始還是一周兩天，

後來這變成了費每天的工作。

本該在家頤養天年的退休教授爲

什麽要不辭辛勞、走街串巷地勸人注

冊、投票？

“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情。唐納德· 川普(Donald Trump)有可

能當上總統，這很可怕，不光對美國

、對全世界都是這樣。把核密碼交給

他實在是瘋狂的舉動，川普會帶來

‘世界末日’：第三次世界大戰。我

每天做這些事情就是爲了打敗川普、

支持希拉裏當上總統。我和妻子都已

經年近八旬，做這些是爲了我們的三

個孩子和六個孫兒、也爲了每個人，

無論是美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

費這樣解釋原因。

現在距離 11月 8日總統大選投票

日只有三周的時間，不同機構的民調

都顯示，目前川普的支持率均落後于

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 · 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而北卡州是重點搖擺州，兩

位候選人在這裏的爭奪仍十分激烈。

本周四，北卡州將啓動提前投票。

費 2013年從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

教堂山分校退休，之前是政府學院的

教授、全球教育項目“世界觀點”

(World View)創始人。他主要從事教

育法的工作，爲學校管理人員、教師

等提供教育法咨詢，同時也教授教育

法課程。由于他在教育創新領域做出

的傑出貢獻，費還曾獲得過北卡州最

高榮譽“長葉松獎” (Order of the

Long Leaf Pine)。

費是長期的民主黨人，他的政治

立場受到父親的極大影響。費的父親

經曆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

曾經非常貧困，他是民主黨人、羅斯

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堅定支持者

。費的父親堅信美國需要更自由的民

主，並把這樣的思想灌輸給了自己的

四個孩子。和父親一樣，費在 60年前

第一次投票時注冊的就是民主黨人。

1963年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後

，費到美國陸軍駐法國北約基地服役

了兩年，1965年加入UNC。他的第一

項工作內容就與政治有關。當時他作

爲律師被派到北卡州議會，工作是在

新法案、修正案等出台後將之撰寫成

文，分發給議員、主要政府部門、圖

書館等機構。

在這個過程中，他對絕大多數州

議員産生了深深的敬意。費說，許多

美國人認爲多數政客主要是爲自己、

而不是爲州、國家謀福利，他對此很

不認同。

在州議會工作的那段時間接觸到

的絕大多數議員，無論是民主黨還是

共和黨，在費看來都很誠實和努力，

他們之所以競選議員，是真正相信自

己能夠改善當地人的生活。

這段經曆促使費開始不斷給他和

妻子支持的政界人士捐款，並在自家

爲他們舉行籌款活動。不過，像今年

這樣，出去挨家挨戶拉票，費之前卻

從來沒有做過。

“川普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不合格

、最道德缺失的候選人，爲了成就自

己，不惜歪曲事實，” 費對川普的

評價毫不客氣。

最讓費擔心的是，一旦川普當選

，美國核按鈕手提箱將會被交到他的

手中，費覺得，川普極度自戀、注意

力短暫，很有可能成爲發動核戰爭的

危險人物，因此不應該讓他接近美國

的任何核武器。

此外，川普不相信氣候變化理論

也讓費特別擔心。川普曾經說過，氣

候變化並不是一個嚴重的環境問題。

在他的競選綱領中，他提出要加大美

國本地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産、允許建

造 Keystone XL 石油管道、要退出

《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公約》等。川普

此前還多次說到，氣候變化是中國人

搞出的“騙局”。

費認爲，川普的這些觀點是完全

錯誤的，他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

成了問題的一部分。如果他當選美國

總統，將對這個國家和世界帶來破壞

性影響。

費目前和妻子珍(Jean)生活在UNC

大學附近一座漂亮精致的房子裏，他

有兩個兒子和一個來自亞美尼亞的養

女，他的其中一個兒媳婦來自中國香

港，養女的丈夫則來自德國。

川普一直說要在美國和墨西哥邊

界修築一座牆、遣返美國境內 1100萬

非法移民；他還曾宣稱要暫時禁止所

有穆斯林進入美國。

在費的眼中，川普的這些觀點和

他的完全相悖。費的一位兄弟在田納

西州幫助來自緬甸的難民、他的兩個

姐妹分別在密西西比、弗吉尼亞爲當

地黑人服務。他自己和妻子則出資在

加納、危地馬拉和柬埔寨爲當地女學

童修建了多所學校。最近他們又拿出

不菲的資金爲本地貧困黑人和拉美裔

美國人建了新的校舍。

“美國這個國家的奇妙、特別之

處就在于它是一個移民國家，我的祖

先、我妻子的祖先都是從其他國家移

民來美國的”，費說，“而川普是右

翼思想倡導者，會從政治上分裂美國

，對其作爲自由世界領導者的地位造

成無法修複的破壞。”

作爲維克郡民主黨的志願者，費

的主要工作是鼓勵選民登記和投票，

“我們幫助選民登記注冊，並鼓勵他

們提前投票，但我們一般都不會問他

們會投誰的票。”

雖然真正通過費完成選民注冊的

人很少，但他也確實幫助到了一些本

來不會注冊投票的人。曾經有一位白

人年輕男子，他告訴費自己因爲 10年

前犯過重罪被剝奪了投票權，別人跟

他說他已經不能投票了。不過費發現

，這名男子不僅服完了監獄刑期、假

釋期也已經過了，並繳清了罰款，而

按照美國法律規定，這種情況下，這

名男子是可以投票的。

費向這位男子解釋了法律規定、

並幫助他完成了注冊，走的時候這名

男子主動向費透露會投票支持川普。

費說自己感到很遺憾，但他告訴這位

年輕人，很高興他能投票，也很高興

讓他知道自己又有公民權利了。

實際上，費在上門敦促人們登記

選民的時候，不會過于強調黨派之分

，“我會注冊每個人，”他說。但費

也承認，他們會挑選民主黨選民集中

的區域進行拉票活動，不僅提醒人們

完成選民注冊，還告訴他們如何進行

提前投票。

在正式成爲志願者之前，費還接

受了專門的培訓，了解相關的知識和

注意事項。盡管做足准備，有時候還

是會發生一些讓他感到意外的事情。

一次他到一個少數族裔聚居的小

區進行選民登記，碰到一位白人選民

。這個人光著膀子把門打開，聽完費

的問題後，他說自己已經注冊了，並

告訴費：“你不要去注冊那些說西班

牙語的人；也不要去注冊說中國話的

人！我們得開戰了，我們要爲獨立而

戰。大選日可能還得爲自由而戰!”

費當時感到十分“震驚”，但他

只是對那人說了句：“我很高興你能

出來投票”，然後就離開了。費不想

激怒他。費說，雖然會碰到這樣的人

，但他並沒有太多的時間爲此分心。

“我喜歡和人接觸，但這是一項辛苦

的工作，我們要在三個小時的時間裏

盡可能多地敲開住戶的門，你得馬不

停蹄地工作。”

隨著登記截止日期的日益臨近，

費的選民登記工作變得更加頻繁，現

在幾乎每天都要出門。而在 10月中旬

選民注冊截止後，費的工作依然還會

繼續，但內容將轉成號召選民出門投

票，“告訴他們可以去哪兒投？選票

長什麽樣”。

“我們得教育選民們，他們對候

選人信息了解得太少了，你得讓他們

知道投票的時候有 31個選項需要勾選

，並告訴他們提前投票的話可以省些

排隊時間”，費說。

這位年近八旬的美國教授
為抵制川普做了件瘋狂的事綜合報道 國安部在距離美國總統選舉

投票日只有三個星期的時候發表報告稱，

去年在墨西哥邊境拘留的非法移民超過

40.8萬人，比前年的33.1萬上升24%。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報告指出

，墨西哥試圖闖入美國的人數下降，但來

自中美洲的偷渡客猛增，主要是由于洪都

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民衆試圖逃離

貧困和暴力。

國安部的最新報告讓移民問題在總統

大選中更爲突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發誓要建立美墨邊境牆並迫使墨西哥爲邊

境牆出錢--墨西哥總統已公然拒絕--而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呼籲改革，允許無證

件移民合法留在美國。

這是在前年邊境拘留人數下降之後，

2015年數字再度大幅上升。

但國安部長約翰遜（Jeh Johnson）說

，無證件移民數量仍然只是 1980 年代到

2008年偷渡進入美國人數的一小部分。

他說，“過去 15年來，我們南方邊境

的非法移民人口已發生重要轉變。”

試圖偷渡的墨西哥人和單身成人大幅

減少，更多的家庭和無人陪伴的兒童試圖

逃離中美洲的貧窮和暴力。

非法進入美國的無人陪伴兒童上升49%

。國安部說，去年56,692名兒童在沒有成人

陪同情況下進入美國，而前年爲39,970名。

非法移民再次攪動大選？
試圖偷渡美國人數猛增24%

綜合報道 曼哈頓總檢察官辦公室星期

一宣布，駕駛寶馬車、嚴重超速的一名 25

歲的華裔司機撞死 57歲的非裔流浪漢之後

，面臨1年9個月到5年監禁。

據patch.com報道，57歲的羅伯特· 佩裏

（Robert Perry）2014年 11月穿越包厘街時

，被林丹尼（Danny Lin，音譯）駕駛的寶

馬車撞飛起來。

總檢察官新宣布的刑期要比地方檢察

官最初所說的最高刑期15年輕得多。

根據地方檢察官的介紹，林丹尼當時

在限速爲 25英裏的街道上以時速 55英裏行

駛，羅伯特· 佩裏被撞飛到 140英尺之外落

地。

撞了佩裏之後，林開車到路邊，撞上

一個消防龍頭，接近另一行人。佩裏被送

往醫院，不到一個小時死亡。

2015年受到起訴的林丹尼被發現二級

凶殺罪名成立。

包厘傳教團（The Bowery Mission）在

佩裏出車禍之後發表聲明說，一名“無家

可歸者”在撞人逃逸車禍中死亡。羅伯

特 · 佩裏從 12歲起，多數時間都生活在無

家可歸的困境中。由于他多數時間都是待

在包厘傳教團，我們知道他是一個處于困

境但有天賦的人。他參加包厘傳教團的教

堂活動，包括攝影，他希望人們聽到他的

故事。

曼哈頓華裔司機
嚴重超速撞死流浪漢

綜合報道 《亞利桑那共和報》總裁在

《今日美國》發表文章說，自從兩周之前表

態支持希拉裏之後，該報遭受死亡威脅。

美愛· 帕裏什（Mi-Ai Parish）的文章說

，作爲言論職業者，發現自己無話可說時

很不尋常。但從兩周之前她的確碰到這種

情況。那些威脅說法如下：

“你死定了。注意背後。”

“我們要把你燒掉。”

“作爲叛徒，你應當被拉到行刑隊面前。”

文章說，一年多之前，《亞利桑那共

和報》編輯委員會開始反對川普的立場並

采取行動。一篇又一篇文章中，我們清楚

地表明他的原則不是保守。它們對共和黨

不好，對亞利桑那不好，對美國很危險。

但是成立125年來，共和報從來沒有支

持過民主黨選總統。在競選過程的很多月

份，我們發現自己面對這個問題：不支持

任何人或在曆史上首次支持民主黨人？

我們清醒地做出選擇。我們知道那在

很多人當中不受歡迎。我們知道那一點，

盡管我們已經明確反對川普，一個保守的

編輯委員會在一個保守州同共和黨決裂還

是一件大事。

我們選擇愛國主義超越本黨。我們支

持民主黨。

隨後各種反應洶湧而來。威脅我們的

生意，威脅我們的人。

因此，如何回應？

對于衝我而來的惡毒威脅，什麽是正

確的反應？對于針對很多其他人、令人不

安的行動和言辭，什麽是正確的反應？

我對這些反應想了很多。今天，我僅

提供幾個。

對于使用 40年前遭受汽車炸彈暗殺的

共和報記者 Don Bolles 名字的匿名電話者

和聲稱我們更多記者會因爲支持民主黨而

遭炸死的威脅，我給你們介紹金波利。她

是回答你們電話的一名年輕女子。她坐在

我的辦公室，鎮靜地告訴鳳凰城警方三名

偵探你們打電話的內容。她告訴警方之後

，走進教堂，爲你們祈禱。爲耐心和原諒

祈禱。金波利知道言論自由需要同情心。

對于威脅要槍殺我們、火燒我們或者

稱我們在新總統領導下不應當存在的人，

我給你們介紹尼科爾。她是指揮記者的總

編輯，沒有參與我們的表態行動。在受到

你們威脅之後，尼科爾戴上記者標記，隨

同記者和攝影師一起前往亞利桑那州普雷

斯科特谷（Prescott Valley）參加川普的競

選集會。川普鼓勵支持者對記者斥責、發

出噓聲和侮辱的時候，她站在那裏。她回

到辦公室，要保證我們的報道公平。尼科

爾知道言論自由需要公開辯論。

對于聲稱某些人不同意你們的意見就

該受懲罰，我給你們介紹菲爾。我們的社

論版編輯是個終生共和黨人、保守派和愛

國者。他是最早的理性聲音，鎮靜地爭論

川普部不能代表他所熱愛的共和黨。菲爾

理解，言論自由有時需要勇敢。

對于有人吐口水、用暴力威脅、吵鬧

和欺侮上門推銷報紙的人，我向你們介紹

幾十名年輕人。他們多數都太害怕，不敢

公布他們的全名。但他們仍在工作。對于

重視努力工作和平等機會的社會，他們知

道言論自由這個社會的一部分。

對于使用報社老社長普裏安（Gene

Pulliam）名字並說他在墳墓中也不得安甯

的人，我介紹他的妻子妮娜。記者 Don

Bolles遭到炸彈攻擊以身殉職之後，妮娜·

普利安在醫院病床前哭泣。他住醫院 12天

後死去。普利安夫婦知道，言論自由、出

版自由都是要代價的。

美愛 · 帕裏什 2015年 10月加入共和媒

體，擔任《亞利桑那共和報》和 azcentral.

com的總裁和社長。她從2011年6月到2015

年 10月擔任《堪薩斯城市星報》kansascity.

com的總裁和社長。她在到堪薩斯星報公司

之前，曾在《愛達荷政治家報》（The Ida-

ho Statesman）擔任總裁和社長5年。

亞利桑那共和報亞裔總裁等
表態支持希拉裏 遭死亡威脅

A8大陸社會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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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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

*特別歡迎新來賓,初駕者,TEENAGE免學費試聽.*

amyshaorealt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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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城市”遼寧號
衣食住行 一應俱全

記者近日發現，在廣東東莞華
南設計創新院、光大We谷等以科
研項目為主的孵化器園區，東

莞科研團隊研發的智
能機械人“各顯神
通”，有可以幫助
孩子學習的教育
機械人，有可

以抓小偷的巡邏機械人，也有可
以讓工廠生產線實現無人操作
的自動化機械人。

在光大We谷，項目總經
理林建強介紹了專業巡邏機
械人。這款機械人外形如

變形金剛，甚至有

兩個“槍口”。林建強表示，這台
機械人可用於企業園區巡邏，“槍
口”可發射電擊，“在不致命的前
提下，用來震懾、驅逐小偷等闖入
者綽綽有餘。”
此外，一款名為“星際酷寶”

的早教機械人，結合配套的教材，
只要使用者輕輕摸一下其頭部，它
就會低頭識別並讀出相應卡片或書
本中的內容，還能根據幼兒的不同
問話與之互動。該項目團隊負責人
稱，團隊還研發了一款老年陪護機
械人，可以做到攙扶老人並實時檢
測老人的身體健康狀況。

■記者帥誠 東莞報道

吃飯在航母上可是愁人的大
事。航母上的工作壓力出奇地
大，一千多人怎麼吃？吃什麼？
在哪兒吃？這曾經讓艦上領導和
炊事班班長董克讓研究了好久。
現如今，航母上有十幾個大

大小小種類不同的餐廳，中餐
師、麵點師全都有，可保證各個
時間段值完班的艦員、戰友都能
吃上可口的美食。
每頓飯有6個主菜、4個小

菜、2種主食、2種甜點以及飲料
冰淇淋任食，四級軍士長李志彬
說：“航母上官兵的工作太辛苦
了，能讓兄弟們吃得好，我們就
有成就感，再好的用餐體驗他們
都值得！”
航母上還貼心地設計了很

多小驚喜，每名休假回家的官
兵都可以領到艦上的“航母小
廚”兩盒，帶回家給家人品
嚐，讓軍嫂軍娃們也能感受到
濃濃的航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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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的第一艘航母，遼寧艦有20多層

3,000多個艙室，1,000多人生活在裡面，內部

通道加起來有數十公里。如此龐大的“海上城

市”，光每天換洗的衣服就有1,000斤之多。現

代化餐廳、洗衣房、健身房、垃圾分類處理站、

藥房、超市等等，這些以前不可想像的條件在航

母上都成為了現實。 ■《當代海軍》

“藍瘦香菇”一詞近來成為中國網絡
熱詞，湖南大學餐廳19日推出“藍瘦香
菇”料理，準備了四五十人的量，不到半
小時就銷售一空。
據悉，廣西一男子在網上上傳一段失

戀影片，影片中“難受想哭”的讀音都變
成了“藍瘦香菇”，在微信朋友圈瘋傳，
一時成了網絡熱詞。湖南大學第二餐廳於
是借此熱潮推出創意料理“藍瘦香菇”，
吸引許多學生前來嚐鮮。
湖南大學第二餐廳管理主任李建紅表

示，“藍瘦香菇”是一道不錯的素菜，主
要食材包括綠花椰菜和香菇。他說，之所

以要推出這道菜，
一方面是想借用網
絡語言，做出一道
較“潮”的菜，看
是否符合學生需
求；另一方面，也
是出於營養價值考
慮，這兩樣食材營
養價值都不錯。
對於學校餐廳這種做法，支持的學生

認為，有創新精神，值得點讚。但也有學
生表示，這道菜太素了，不想吃，要是加
點瘦肉就好了。 ■中新網

大學餐廳推“藍瘦香菇”半小時賣光

■麵點師在製作美食。 網上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
寧艦。 資料圖片

■巡邏機械人
記者帥誠攝

■“藍瘦香菇”料理
網上圖片

如果說，遼寧艦的官兵不用自己洗軍裝，你
相信麼？那上千人的軍裝誰來洗？怎麼

洗？

娛樂消閒 各適其適
據艦務部門的王班和王鳳韜介紹，遼寧艦

為每名官兵配備了洗衣袋，衣服髒了隨時可以
裝進有自己名字的洗衣袋裡，然後放到洗衣房
自己所屬部門的籃子中。洗乾淨烘乾後，洗衣
房通知部門負責人去取就好了。王班和王鳳韜
說，兩個人每天要洗1,000斤的衣物，累是累了
點，但是其他兄弟們能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

中，小力量解決了大問題。
艦上的休閒娛樂配備也相當豐富，

不僅有圖書室，還配備了開放式圖書
角，就設立在人來人往的艦艇

通道內，所有人都可
以捐書，也可以隨時
選取閱讀，充滿“海
味”的佈景為艦艇增

添了一抹亮色。 艦上還有三
個健身房，機庫也在閒時成
為了官兵的籃球場、乒乓球
場、羽毛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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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深樓市價量齊跌
中國調控新政見效 瘋狂樓市迅速降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孔

雯瓊 、帥誠）自9月30日開始，中

國20多個城市相繼發佈樓市調控政

策，半月有餘，中國樓市出現了哪

些變化？記者梳理相關數據發現，

中國樓市在新政後普遍降溫，“北

上廣深”價量齊跌的跡象初步顯

現。分析認為，此輪樓市調控見效

迅速，中國樓市基本上已從早前的

瘋狂轉趨平靜，購房者多持觀望的

態度。如果年底銀行信貸再收緊，

樓市將進一步調整。

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披露，10
月1日至16日，全市商品住房（不含

自住房）共簽約8,781套，成交量較9月回落
29.3個百分點。從調研情況看，10月各售樓
處及門店的合同簽訂量、客源量、房源量、
帶看量等全面回落，目前二手房業主漲價的
衝動已明顯消失了，叫價變得理性。

深圳接連發生買家違約
上海方面，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顯示，

10月第二周，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
每平方米44,606元（人民幣，下同），環比
上漲3.8%；成交面積為23.52萬平方米，環
比上漲24.38%。雖然較國慶期間有所上漲，
但和新政頒佈前一周相比，無論成交量還是
成交均價都出現不同程度回落。
廣州方面，儘管“十一”黃金周期

間，樓市價穩量升，在一線城市中一枝獨
秀，但進入10月第二周，統計顯示，廣州
全市新房網簽量4,205套，網簽均價每平方
米19,133元，量價環比均出現降幅。

深圳方面，據中原地產數據，10月第
二周二手房成交量依然穩定在1,621套，成
交面積約為13.1萬平方米，成交均價為每平
方米47,580元。但二手房市場已瞬間變成

買方市場，業主叫價下調幅度不斷加大，買
家違約接連發生。

二線城也開始整體回調
一線城市樓市降溫，二線城市樓市也

開始整體回調。中原地產數據顯示，上周
二線城市合計簽約商品房住宅數量3.36萬
套，已經連續兩周低於4萬套。
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認

為，本輪房地產調控的特點是見效速度
快、執行力度強。經過一兩周的政策試水
後，市場就出現快速降溫，可以說，中國
樓市基本從過去的瘋狂中走出來。
“網簽數據有一定的滯後效應，實際

成交還未完全反映當下樓市的真實情況。”
張大偉指出，從市場價格看，北京、深圳、
合肥、蘇州、南京等地都明顯出現二手房大
幅降價到市場水平的現象。如果年尾央行額
度吃緊，信貸再收緊，價量齊跌的情況可能
會進一步蔓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道）國慶長假前，一些大中
城市樓價大升，很多人不禁為自己能不能實現安居樂業而擔憂。正
值金九銀十的跳槽旺季，獵聘發佈了《2016年三季度人才報告》。
報告顯示，今年三季度就業形勢良好，雖然大城市樓價居高不下，
但並未阻止人才向多數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流入，上海、北
京、杭州成為人才淨流入率最高的三個城市。

從朋友圈時常刷屏的“逃離北上廣”來看，一線城市人才出逃
率似乎理應很高。然而，此次報告顯示，在今年三季度，除廣州
外，一線城市仍處於人才淨流入（註：本文人才流入指從一個城市
流入另一個城市）狀態。
上海人才淨流入率最高，達6.38%；其次是北京、杭州、深

圳，人才淨流入率分別為4.97%、1.63%、1.07%。這四個城市的樓
價居全國前列，但人才淨流入率依然領先，可見人才並未因高樓價
而放棄在大城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前景。
在老牌一線城市中，只有廣州人才淨流入率出現負數，

為 -0.26%，落後於杭州、成都、南京、重慶、長沙等五個二線城
市。由此看來，在人才吸納方面，廣州已經出現落後的態勢。

高樓價未阻人才流入一線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球領先的
房地產服務機構戴德梁行最新發佈的《中國對外
投資市場報告》顯示，今年以來，中國投資者在
海外房地產市場累計投資達235億美元，再創歷
史新高。
根據戴德梁行發佈的報告，2016年首八個

月，中國海外地產投資大宗交易總額達235億美
元，已接近2015年全年257億美元（約1,994億
港元）的投資額。由於中國一線城市高品質可售
資產的稀缺，以及核心或核心增長型資產收益率
不斷被擠壓，越來越多中國投資者轉向海外尋求
投資機會。

美國為首選目的地
據美國房地產資本分析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數據，寫字樓憑藉較為穩定的現金
流優勢成為中國投資者首選。截至8月，今年寫
字樓市場的交易金額已佔中國海外交易額的
51%，酒店投資佔33%。

今年首八個月，由於美國經濟復甦以及美元
走勢強勁，美國成為中國房地產投資者首選目的
地，投資額佔海外投資總額的57%。香港、澳
洲、英國、加拿大也是今年投資熱門地。這五個
市場已經佔到今年海外房地產投資的97%，相較
去年，今年投資選擇更集中在發達國家門戶城
市，體現了中國投資者較為保守的投資傾向。

戴德梁行預測，2016年全年，中國對外大
宗交易將比去年同期增長37%，投資額有望創新
高至350億美元。今年海外資本投資明顯集中在
成熟的房地產市場和門戶城市，預計近期美國、
澳洲以及英國等發達國家仍將是中國海外投資的
熱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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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樓價無阻人才流入。圖為上海人才招聘
會。 資料圖片

■中國樓市在新政後普遍降溫，“北上廣深”價量
齊跌的跡象初步顯現。圖為上海房展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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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世界都市綜合實力排名：
香港前十 東京躍居第三
綜合報導 日本都市戰略研究所

18日出臺2016年版“世界都市綜合實

力排行”，東京超過巴黎首次躍居第

三位。

《日本經濟新聞》10月19日報道

，訪日遊客急劇增加，日元貶值使物

價和住宿費相對下降，這些是導致東

京排行上升的因素。不過，雖然外在

因素有利，但交通和環境等相比海外

都市還是較為落後。2020年東京奧運

會召開在即，這些課題再次凸顯。

都市戰略研究所以世界42個都市

為對象，就經濟、研究開發、文化交

流、居住、環境、交通等 6個領域 70

個指標進行打分，進行綜合評價。所

長竹中平藏表示：“東京有潛力，通

過結構改革無疑會發生變化，不過還

只是起步。今後必須正式推進（結構

改革）。”

從領域來看，文化交流依然是第

五位，排行沒有變化。

由於下調法人稅率奏效，經濟領

域排行第壹，研究開發領域排行第二

，保住了去年排行。居住領域的排行

由去年的第 15位上升至第 6位，房租

和物價水平相對下降，日元匯率下跌

這壹外在因素起了助推作用。

排行沒有進入前十位的是環境

（第 12 位）和交通（第 11 位）。在

環境方面，相比海外主要都市，可再

生能源有效利用率相對較低。在交通

方面，國際航班乘客數和從市中心到

機場的時間等都有所改善。不過，還

有很多課題尚未解決，如出租車費用

較高等。臺灣“中央社”10月18日報

道，日本“都市戰略研究所”10月18

日公布2016年“世界都市綜合實力排

行”調查結果顯示，在主要42座都市

當中，倫敦、紐約仍維持前兩名。

這項世界都市綜合實力排行從

2008年起開始實施調查，每年公布結

果。2016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前10名

依次是倫敦、紐約、東京、巴黎、新

加坡、首爾、香港、阿姆斯特丹、柏

林、維也納。

日本因為中日在南京大屠殺歷史問題上的爭端而拒繳2016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會費的行為是不負責任的。

路透社10月19日報道，UNESCO去年決定將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列入

世界記憶名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南京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

軍國主義犯下的嚴重罪行，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事實，UNESCO將

《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是正確的做法。

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日方有關言行再次暴露了其不願正視歷史

的錯誤態度。”她說：“以拒絕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來施壓的

做法是不負責任的，其目的也不會得逞。”

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關系因東中國海上壹

個小型群島的領土爭端以及日本侵華的歷史問題而備受困擾。

中國稱，侵華日軍1937年在中國當時的首都南京屠殺了30萬人。壹個戰

後同盟國法庭認定有 14.2萬人死於南京大屠殺，但壹些保守的日本政客

和學者完全否認南京大屠殺。

UNESCO在1992年創建世界記憶名錄，以保護重要的歷史文件和資料。

去年，日本曾質疑中國向UNESCO提交的《南京大屠殺檔案》的真實性

並要求該組織做到公開、透明，此舉遭到中國的憤怒反駁。

法新社 10月 19日報道，兩名日本內閣大臣 10月 19日參拜了具有爭議的

靖國神社，此前日本國會議員大規模參拜該神社，激怒了中國和韓國。

這兩名內閣大臣分別是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和壹億總活躍社會擔當大臣加

藤勝信，他們都與保守派首相安倍晉三關系親密。安倍晉三在今年為期

4天的秋季大祭期間沒有參拜靖國神社。

另據報道，日本首相助理衛藤晟壹 10月 19日上午也參拜了靖國神社。

衛藤是眾人皆知的安倍親信。

安倍經常被批評對日本戰爭時期的罪行持修正主義態度，他今年向靖國

神社供奉了祭品。他自2013年年底後就再也沒有參拜過位於東京市中心

的靖國神社，明顯是試圖緩和外交上的緊張局勢。

中國 10 月 19 日猛烈抨擊兩名內閣大臣參拜神社的行為，稱靖國神社

“美化”侵略戰爭，“再次反映出日本政府對待歷史的錯誤態度”。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靖國神社供奉著數百萬名日本陣亡軍人，包括二戰後被判犯下戰爭罪的

高級軍事和政治人物。

朝官媒稱若韓美壹有小動作
將用核武炸毀青瓦臺和首爾

綜合報導 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

聞》19日發表評論稱，若發現韓美兩國有壹

點小動作，朝方將出動核武器把青瓦臺和首

爾炸得蕩然無存。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 10月 19日

報道，該評論指出，若在半島部署“薩德”

反導系統，韓方將淪落為美國核武器前哨，

難免遭到美國潛在敵國的軍事襲擊。

評論還說，朝鮮並不否認與多國建立廣

泛經濟關系有

利於實現國家

發展與繁榮，

但敵方強行切

斷朝鮮對外經貿渠道摧不垮朝鮮人民的奮鬥

意誌。

就韓國總統樸槿惠正在通過對朝施壓解

決朝核問題，評論指出，除非韓美放棄對朝

敵視政策、停止侵朝核戰爭挑釁，否則朝鮮

將繼續加強國家核武力。

另外，朝鮮對韓宣傳媒體“我們民族之

間 TV”當天播出了壹段視頻，視頻中出現

炮火瞄準白宮和青瓦臺的場景。

有關日本兵庫縣伊丹市豬名川岸邊發現男子碎屍壹案，近日采訪辦案人員獲悉，壹名20多

歲中國籍男性回國後告知同為中國籍男性的朋友稱自己“與殺人有關”。伊丹警署專案組

18日以涉嫌殺人為由，搜查了上述兩名男性合住的大阪市內壹處公寓。

據共同社網站 10月 19日報道，辦案人員稱，自稱殺人的男子在碎屍案曝光的 10月 10日以

後回到中國。此外還查明其提到的死者是住在大阪市的壹名中國籍男性。其所述情況與死

者年齡等屍體外觀特征並無矛盾之處，專案組正在加緊確認所述內容是否屬實。

據悉，朋友告知專案組稱，（自稱殺人的）男子說回國後向中國公安部門自首與殺人有關

，“他還拜托我向日本警方也告知此事”。自稱殺人的男子為留學而來到日本，壹直就讀

於專門學校。其朋友17日來到大阪市內的警署，告知了該男子所說的情況。

男性死者屍體被切成6塊，10月10日至11日陸續被發現。屍體腹部有刺傷痕跡，專案組認

為兇手在別處將其殺害後碎屍並棄至河岸。

日本80多名國會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本月 18 日 8

時許，隸屬於跨黨派議員團體“大家

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的85名日

本國會議員集體參拜了正在舉行秋季

例行大祭的靖國神社。

據報道，該團體成立於1981年，

自成立之日起，該團體每逢日本戰敗

日及春秋例行大祭期間都會組織成員

集體參拜供奉有多名二戰甲級戰犯的

靖國神社。當天參拜的包括日本自民

黨議員70余人及該黨選舉對策委員長

古屋圭司，還有來自民進黨、日本維

新會 2人、及其他黨派等日本國會議

員。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多名

高官已獻上供品。17日上午，安倍以

“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向開始舉

行秋季例行大祭的靖國神社供奉了名

為“真榊”的供品。

日本反安保法團體提交
反“馳援護衛”千人簽名

綜合報導 日前，日本反對安全保障
相關法的團體“反對安保相關法媽媽會”
於在東京舉行集會，並向國會議員提交了
約1400人份的反對簽名。

報道稱，此次集會旨在反對日本政府
正在探討中的派赴南蘇丹自衛隊“馳援護
衛”，來自巖手、德島等11都道府縣的
約50人參加了本次集會。

民進黨代理幹事長福山哲郎也提出南
蘇丹目前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態，並表示
“撤退也應該考慮”。

“馳援護衛”是指參與聯合國維和行
動（PKO）的日本自衛隊部隊奔赴遭武裝
集團襲擊的聯合國工作人員及他國士兵所

在現場，使用武器營救的任務，此任務預
計將交付給青森市的部隊。

日本防衛相8日曾訪問南蘇丹首都朱
巴，視察了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PKO）
的陸上自衛隊部隊活動與當地治安狀況。
稻田在部隊宿營地訓話時強調稱：“妳們
代表日本為南蘇丹的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
，活動意義重大。”

鑒於稻田朋美的視察，日本政府將就
是否向11月派赴南蘇丹的陸上自衛隊部
隊賦予基於安保相關法的“馳援護衛”等
新任務展開最後研究。日本政府準備確認
在國內實施的訓練狀況，之後謹慎作出判
斷。

美媒：巴基斯坦第三座由中國承建核反應堆試運行
綜合報導 為了應對國內長期而嚴重的

能源短缺問題，巴基斯坦政府制訂了更為廣

泛的解決方案。作為方案的壹部分。巴基斯

坦方面已經將其新型核反應堆並入全國輸電

網中。新型核反應堆大部分由中國建造。

美國之音電臺網站 10月 18日報道，這

壹設施位於巴基斯坦中部省份旁遮普省的恰

希瑪（Chashma），中方已經在此地建造了

另外兩座被稱為“恰希瑪 1號”與“恰希瑪

2號”的核反應堆。兩座反應堆分別於 2000

年與2011年投入使用，向巴基斯坦全國輸電

網提供600兆瓦的電力。

據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員會壹名發言人介

紹，裝機容量達 340兆瓦、被稱為“恰希瑪

3號”的新建反應堆10月15日開始試運行。

舍希德· 裏亞茲 10月 17日說：“在進行

壹系列的安全與性能測試之後，核電廠將於

2016年12月的頭兩周內達到滿功率運轉。”

巴基斯坦還在中國的幫助下以大約 100

億美元的投資在卡拉奇修建另外兩座核電站

，這兩座在建核電站預計於2021年前竣工。

兩座核電站預計屆時總共將提供約

2200 兆瓦的電力。根據中國與巴基斯坦的

協議，北京還將巴方提供濃縮鈾作為核電

站的燃料。

伊斯蘭堡所說的能源安全計劃設定的目

標是到 2030 年巴基斯坦的核發電量達到約

8800兆瓦，到2050年達到四萬兆瓦。

巴基斯坦當局宣稱，其所有民用核能設

施都處於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材料保護制度

監管之下，並且巴基斯坦“自願”遵守暫停

核試驗的規定。

除了幫助巴基斯坦修建核電項目外，北

京還進行巨額投資修建中巴能源走廊，這條

走廊將把中國西部地區與巴基斯坦南部位於

阿拉伯海的深水港瓜達爾港連接起來。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建議國民黨應將
黨產問題訴諸國際。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今天
說，如果國民黨那場國際記者會是說，從今天
開始就只靠小額捐款、要改變政黨體質，那就
值得恭喜。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今天邀歷任主席共
商黨務，國民黨秘書長莫天虎會後轉述，馬英
九認為黨產委員會的做法有點像 「法西斯政權
」的做法，希望能讓國際充分了解，例如投書
或召開國際記者會。

黃重諺受訪指出，世界上哪一個民主國家
，除了政治獻金、黨費，還有其他財產來源？
而且還用在選舉上或政治活動上？

他說，國民黨現在遇到的問題，其實民進

黨當年也曾遇到，有很多負債，在當下最困難
時，民進黨選擇推動小額募款制度，很多人一
度覺得不可能，但這麼多年走過來，它健全黨
的財務，也讓選民透過小額捐款有更多元的政
治參與，這是一個好的方式，也許可以做為參
考。

黃重諺指出，過去這幾年民進黨證明這個
制度可行，不需要依賴不當黨產，也不必依賴
大筆的政治獻金，這對國民黨來講是一個很好
的體質改良契機，所以要掌握。

他說， 「如果那場國際記者會是說，我們
從今天開始就只靠小額捐款、要改變政黨體質
，那就值得恭喜」，畢竟民進黨證明這一套制
度可行。

藍營擬訴諸國際談黨產 府建議小額募款

（中央社）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建議4人公
司以下勞工強制納保，勞動部勞動保險司長石
發基今天表示，勞動部主張所有受雇勞工應參
加勞保，不過，職業工會有一些不同想法，有
待溝通。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下午召開第17
次會議，討論 「特殊對象」；全國公務人員協
會理事長李來希主張修改勞工保險條例，將4人
公司以下勞工強制納保，讓勞工獲合理退休金
，並有效降低政府財政負擔。

石發基在年金改革委員會議會後記者會說
，勞保條例循序漸進修訂，過去是10人以上公
司要強制納保，民國77年以後規定5人以上，
若雇主不幫勞工加保要受罰。

石發基指出，依現行規定，若雇主只雇用3
人或4人，不替勞工加保沒有違法，許多勞工覺
得需要保險，於是到職業工會加保。

他說，在受雇單位加保，雇主負擔7成保費
、勞工2成、政府1成，若在職業工會加保，政
府負擔4成、勞工6成。

若修法通過有多少勞工受益？石發基說，
沒參加勞保的4人公司以下勞工，不會完全改加
保職業工會，也有可能納入國民年金，因此，
無法推估會有多少人。

勞動部是否同意強制納保？石發基說，站
在合法性來講，如果勞工參加勞保，很多權益
比參加國民年金保險好，勞動部主張所有受雇
勞工應參加勞保，應該修正勞保條例。

不過，他表示，過程中要做一些協調，因
為過去有團體擔心如果強制納保，職業工會會
員人數會下降，這部分有待溝通。

石發基說，職業工會有一些想法，勞動部
希望如果能夠修法納入，勞工可以得到更好保
障。

4人以下公司強制納保 勞動部認同

（中央社）被稱為 「賴神」的台南市長賴
清德是政界的寵兒，很多人關心他的下一步，
賴清德今晚接受奇摩TV專訪時說，他不敢當自
己是神，但不管作任何決定，不會像颱風一樣
帶來傷害。

賴清德接受奇摩TV專訪時，對台南市治水
、登革熱疫情、颱風假如何判定、0206台南強
震搶救等，提出詳細的說法。

對於 「賴神」的稱號，賴清德說，他不敢
當自己是神，他希望大家叫 「賴市長」、 「賴
清德」、 「賴醫師」。

賴清德同時提到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已
故前法務部長陳定南是他欽佩的政治人物，他
表示，林義雄已超越凡人的喜好看法，陳定南
則是堅持清廉及捍衛鄉土，高於常人的標準。

如何走下一步，賴清德未正面回應，他先
說 「可能回去當醫師吧，我想」，再接著表示

，他的任期還有 2 年多，孔子說不敢收別人的
過冥帖(台語），台南還有震災維冠重建、登革
熱防治、鐵路地下化工程，由不得他做其他想
法。但不管任何決定，不會像颱風一樣帶來傷
害。

賴清德也提到他和質詢犀利的國民黨籍台
南市議員謝龍介的關係，賴清德說，他和謝龍
介是非敵非友，若謝龍介不是質詢，只是罵，
他也只能無言的承受；謝龍介的台語未達台灣
人客氣謙虛的一面，是很可惜的。

對於當前熱門的婚姻平權，賴清德說，相
愛的人本來就有權利生活在一起。

台北市長柯文哲民調直直落，賴清德表示
，柯文哲要向市民負責，當然有壓力，柯P民
調下降主因是五大弊案，但柯P運氣不好，接
的是國民黨市長留下的缺，柯P若接的是台南
，可能會比較好做。

如何走下一步 賴清德：不會帶來傷害

洪秀柱出席第64屆華僑節大會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前中）20日在台北，出席 「華僑救國團聯合總會第64屆華僑節大會」

，向在場僑胞揮手致意。

（中央社）前總統陳水扁獲准出席30日在高雄舉行的 「阿母的目屎-向陳水扁總統致敬音樂
會」，陳水扁兒子陳致中表示樂觀其成。他說，父親一直很期待有機會參加這場音樂會。

這場音樂會30日下午將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舉行。高市文化局說，尚未接獲陳水扁要出
席音樂會的消息，將與主辦單位聯繫確認，並配合醫療組妥善規劃陳水扁進出至善廳動線及座位
，以及當天媒體採訪相關事宜。

「阿母的目屎」是陳水扁在獄中思念母親的詩作，由音樂創作人王明哲譜曲成 「阿母的目屎
」，金曲獎得主鄭智仁將在慈善音樂會發表，主辦單位已邀請陳水扁及其家人出席。

陳水扁向中監報備申請參加30日的音樂會，中監准許陳水扁出席，但不許公開談話，也不許
接受訪問。陳水扁之前參訪高雄市立美術館及參加高雄縣醫師公會活動也是向中監報備獲准。

扁獲准出席音樂會陳致中：父親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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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辦公室今天表示，馬英九從事公職以來，一向奉公守法、廉潔自
持，絕對禁得起司法檢驗，已收到11月8日刑事庭傳票，會準時到庭應訊。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柯建銘日前指控前總統馬英九在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偵辦司
法關說案時疑洩密，向北院提起自訴，北院將於11月8日以被告身分傳喚馬英九到庭應訊。

馬英九辦公室下午表示，已於日前收到台北地院有關柯建銘自訴馬英九在特偵組查辦柯建
銘涉及的司法關說案中涉嫌違反通訊保障監察法等案的刑事庭傳票。

馬英九辦公室說，馬英九從事公職以來，一向奉公守法、廉潔自持，絕對禁得起司法檢驗
，當天會準時到庭應訊。

洩密案 馬辦：馬英九11/8會出庭

（中央社）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施能傑今天建議，政務人員不再實施儲金制
，改為繼續參加任職前原有的保險與退休制
度；銓敘部表態 「方向上我們支持，技術上
我們可以再考慮」。

年金改革委員會今天召開第17次會議，
討論年金請領特殊對象。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施能傑提案
建議，廢除民國93年起實施的 「政務人員退
職撫卹條例」，政務人員不再實施儲金制，
改為繼續參加任職前原有的保險與退休制度
；這項提案獲勞動部長郭芳煜及教育部長潘
文忠連署。

施能傑認為，單獨儲金制的設計，要求
軍公教或民間人員當選擇擔任中央或地方政
府政務職務時，就必須中斷原有的政府體系
或勞動體系年資，加入這套新的儲金制。

他說，因政務職務工作期間不易預期，
實施以來至今， 「超過4年年資者比例很少，
短者甚至少於1年」。因此，單獨儲金制的實
質意義非常小，除了稱不上是所謂的年金制
度外，也不利於政府部門從多元管道尋找政
務職務人力的公共利益性。

施能傑提案建議廢除現有這套儲金制度
。未來凡是擔任政務職務者，都以繼續參加

任職前原有保險與退休制度為原則，當離開
政務職務時，就回歸原制度。

他說，擔任政務職務期間的投保機制，
可依下列方向規劃，一、原職為軍公教辭職
轉任者由新職機關依政務職務最高月俸額負
擔其應繳的公保和退休金費用（不含自繳）
，年資併計但給付分開計算。

二、原職為教職借調者由新職機關負擔
其原職計算下應繳的公保和退休金費用（不
含自繳）；三、原職為民間者（不論有無工
作）由新職機關依保費最高薪資繳納勞保和
提撥勞退。

施能傑認為，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民
意代表，也應依循上述原則參加保險和退休
制度，而不會成為年金孤兒。

對此提案，銓敘部代表在會中指出，
「方向上我們支持，技術上我們可以再考慮

」，因為照這樣的設計，同樣的政務人員，
他在擔任政務人員期間，所加保與最後所領
到的，可能會不一致， 「對同樣付出辛勞的
人來講，這一點衡平，我們可能要考慮」。

銓敘部說，整個政務人員制度又涉及考
試院政策，這個可以納為參考，將來再做仔
細的考慮。

人事長建議廢政務人員儲金制銓敘部挺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今天邀歷
任主席共商黨務，4位前主席都表達願意捐款與
協助募款，也批評黨產條例違法違憲，黨產委員
會作為是綠色恐怖，對必要時採和平抗爭行動達
成共識。

國民黨現金遭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凍
結，面臨困境，洪秀柱上午邀歷任主席連戰、吳
伯雄、馬英九、朱立倫於中央黨部會商。

這場會面一開始由洪秀柱與國民黨副主席詹
啟賢報告黨務狀況、開源節流措施，以及目前推
動的募款責任額、小額募款、特別黨費與組織改
造、待遇調整等構想，隨後交換意見，會議進行
約1小時30分。

國民黨秘書長莫天虎會後轉述，歷任主席都
表達願意捐款與協助募款，並呼籲大家勇於捐輸
，且認為黨產條例違法違憲，黨產處理委員會各
項作為是綠色暴力、綠色恐怖、民主化逆流，台
灣將沒有反對黨。

莫天虎指出，有前黨主席提及有黨員願交高
額黨費，建議黨中央修改繳交黨費辦法，讓願意

繳交者不受相關限制。
莫天虎轉述，會中有共識要團結一致，窮盡

一切努力度過難關，必要時採取和平抗爭行動，
有前主席說願意參加。據了解，連戰率先提及必
要時和平抗爭，馬英九說，如果必要願意參加。

是否談到 「洪習會」？莫天虎說，洪秀柱一
開始有報告去大陸參加論壇，希望向前主席請益
，但意見交流時，焦點集中在黨產問題，完全沒
提到大陸行。

莫天虎轉述，馬英九提及對於黨產條例違法
違憲，黨產委員會的濫權作為，非常不以為然，
一定要讓國內外了解，尤其要讓國際了解台灣目
前狀況。

莫天虎轉述，馬英九認為黨產委員會的做法
有點像 「法西斯政權」的做法，希望能讓國際充
分了解，例如投書或召開國際記者會。

馬英九在8月歷任主席共商黨務時就提要向
國際發聲，莫天虎說，國民黨在馬英九提出後，
曾召開國際記者會，今天再次提起，顯然認為國
民黨做得不夠，未來會持續加強。

國民黨4位前主席 願捐款並協助募款

（中央社）宜蘭監獄前副典獄長林祺源
沒有醫療執照，卻以按摩推拿名目，對3名女
性上下其手，監察院今天通過彈劾案，將他
移送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

監委劉德勳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林祺
源任職宜蘭監獄副典獄長、矯正署科長及專
委期間，分別對3名女性按摩，造成女性身心
受創，行為構成性騷擾，監察院調查認定行
為嚴重失當並違法公務員服務法等規定，今
天以10票成立、0票不成立，通過彈劾案。

監委高鳳仙表示，林祺源自稱自學慧命
功，可以治療養生，常對人進行推拿拍打、
疏通經脈，他對男性僅按摩頭部、肩部、手
部，稱女性腹部、胸部容易鬱結，常對女性
推拿按摩。

她表示，林祺源在104年7月間3次在監
獄辦公室內對 A 女進行按摩，要她躺在地上
解開內衣，林祺源跪著替她按摩。A女申述林
祺源有將手指侵入陰部與肛門等性侵害行為
，林祺源否認，但承認曾以手從心臟滑到腹

部肚臍按壓10幾分鐘。
高鳳仙表示，A女事後心理嚴重受創，經

醫師診斷有短期憂鬱反應、焦慮等症狀。經
過監院調查，認定性騷擾成立，性侵害部分
由高檢署發回再議，目前偵辦中。

高鳳仙表示，調查也發現，林祺源在104
年10、11月間，也對B女進行按摩，使她感
覺不舒服大哭；林祺源並在擔任矯正署人力
培育科科長及專委期間，在受訓學員C 女的
寢室內，以疏通乳房硬塊為由，叫 C 女躺在
床上，脫掉上衣用毛巾遮蓋，對 C 女用手伸
進毛巾內按摩，另一學員在旁觀看，導致 C
女事後大哭，監院認為均已構成性騷擾。

監委章仁香表示，更不可原諒的是，林
祺源在宜蘭監獄甚至還擔任性騷擾申訴處理
小組召集人，理當對於性別平等有比一般人
更清楚的概念，但他在任職期間卻做了這些
讓女性非常不舒服的動作，讓女性在心理、
生理都受到非常大傷害。這些女性能站出來
舉發，勇氣可嘉。

（中央社）前中國國民黨主席、新北市長朱
立倫今天對 「洪習會」議題表示， 「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是基本立場，相信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會表達黨堅定立場。

朱立倫上午前往新北市三重區體育館參加泰
王蒲美蓬（Bhumibol Adulyadej）追思祈福會後受
訪針對 「洪習會（洪秀柱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會總書記習近平會面）」議題表示，國民黨雖是
在野黨，但還是須站在台灣整體利益上。

他說，只要對人民有利，不論兩岸關係和平
及未來更多合作，其中提出包括很多台商或台胞
在對岸遇到的問題，相信是國民黨做為台灣主要
政黨責任。

朱立倫表示，包括中央黨部及各界都很堅定
的基本立場就是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相信
洪秀柱從國民黨未來發展，及黨內大家目前共識
中，會表達堅定立場。

洪習會 朱立倫：九二共識是基本立場

借按摩名目上下其手 前典獄長遭彈劾

陳建仁馬英九握手致意
副總統陳建仁（左）與前總統馬英九（右）20日在台北出席華僑節大會，兩人握手致意。

黃昭元立法院說明
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黃昭元（圖）20日到立法院說明，並接受立委質詢。

陳副總統出席第64屆華僑節大會
副總統陳建仁（後中）20日在台北出席 「華僑救國團聯合總會第64屆華僑節大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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