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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反普示威 加州欲獨立

（綜合報導）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包括紐約、波士
頓、洛杉磯等城市，全美多地爆發大型反特朗普示威，數以萬
計民眾上街怒吼 「
不是我的總統」。在西雅圖示威中，有人向
人群開槍造成至少五人受傷。另外，在民主黨票倉加州，有人
開設網站宣揚加州獨立，力推於 2019 年公投是否脫離美國。
雖然總統奧巴馬及敗選的希拉里都出來，呼籲民眾接受特
朗普當選的事實。但從紐約、波士頓、費城、芝加哥、波特蘭
、華盛頓特區到加州的奧克蘭、洛杉磯、西雅圖和三藩市等城
市，都出現民眾抗議示威。有人高呼 「
不是我的總統」，有人
點火焚燒硬紙板特朗普像。
洛杉磯亦有逾 5000 名反特朗普示威者，坐在 101 荷里活高
速公路堵塞交通逾一小時，當中大部分是高中生或大學生，導
致出現 1.6 公里長的車龍。不過示威者相對較和平，未有觸發
衝突，不少人後來各自散去。
加州也有數以千計學生罷課，其中最大的示威出現在以政
治思想進步著稱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約 1500 名師生從柏
克萊高中遊行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因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全美各地湧現 「
反普」浪潮，加州
是民主黨的票倉，反應尤其激烈。有民主黨支持者開設網站，
宣揚加州獨立公投，並力推於 2019 年投票決定是否脫離美國
。YesCalifornia.org 網站效法 Brexit（英國脫歐）這個詞，訂定
這項脫離美國的公投名為 「
Calexit」。
支持加州獨立者主張，加州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經濟實
力超越法國，並且人口比波蘭多，加州堪比他國並可與各國競
爭，與美國其他 49 州不同。獨立倡議者更說，美國代表的許
多意義違反加州的價值，而且加州也持續如國家一般，資助其
他許多州。

（路透社）

Reborn Granite LLC 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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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Fay Wang 王飛雪
明星地產經紀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微信號：faywang2020

廣東話 832-716-4656
Annie Miu（地產助理）

15 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保證短期買掉!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1. 糖城(Avalon)最好學區湖景房，院子大帶遊泳池。4 房 3. 5 浴，精裝修，木地板。
Clements 高中。售價$629,900.
2. 米城(Heritage Colony) 兩層樓房，2850 尺，4 房加書房，3.5 浴，步行到學校及
超市。僅售$325,000.
3. 糖城 91 年建二層樓，3 房 2.5 浴，新空調系統，花崗巖臺面，定制櫥櫃，超大後
院。2490 尺。售$216,000。
4. 福遍區 3 房 2.5 浴，主臥樓下。高屋頂，正式客廳和餐廳，保養如新，走路到小學
和高爾夫球場。售$288,000
5. 近醫學中心公寓房，2 房 2 浴 2 層，步行到輕軌 - 附加車庫 - 更新所有電器，小
區 2 遊泳池 - 俱樂部會所 - 涼亭 - 網球 - 公園。僅售$153,500。
6. 福遍區有鐵門社區，驚人的兩層大宅，湖景，現代廚房裝修，木地板，高屋頂，獨
特陽臺。5-6 房 3.5 浴，3880 尺。僅售$ 2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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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 足 軒

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現推出特價 99 元/6 次

、腿、腳跟各種疼痛脹麻
專精： 腰
免費拔火罐
各種跌打損傷後遺症 清靜高雅
獨一無二的足療全部雅間
諮詢熱線：
專業： 頸椎疼痛、肩項疼痛
誠徵熟練男女按摩師
713-271-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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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間和單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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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年店庆海参特价大酬宾
鼎海堂

百佳专柜
捕捞商直营店

~ . 海参专家 . ~

七天營業：早上 10：00-晚上 12:00

ZaZa Digital
713-777-7233
832-277-7745

热烈庆祝国内直邮开通!

（敦煌廣場#312﹐
山水眼鏡對面）
Apple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

$299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联系电话：281-455-5555 713-918-9999
地址: 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七天營業

9889 Bellaire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全新

百佳柜台确认样品付款 中国分公司发货 三天内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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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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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推出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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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茶市
飲茶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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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休斯頓 25 載 豪華禮堂，多間 VIP 房，宴客首選。

殊榮
Channel13 Blue Rib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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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七年獲

歡迎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團隊訂購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KYLIN TV 代理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 等
˙CLEAR INTERNET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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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中國 - 西部文化美國行”活動在休斯敦舉行
(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 由中國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美國亞洲協會德州分會等多家機構共同
主辦的“感知中國 - 西部文化美國行”
系列文化活動 11 月 9 日在休斯敦拉開帷
幕。為期兩天的一系列極富特色的活動
，行程緊湊，形式多樣，內容包括多場
座談會、圖片展、紀錄片展映、文藝演
出等，讓大休斯頓地區的民眾體驗式了
解到中國西藏的發展情況及自然人文之
美。
11 月 9 日，包括西藏自治區社科聯
主席、社科院副院長索林，西藏自治區
文化廳副廳長張治忠，中國佛學西藏分
會副會長達娃次仁等在內的代表團先後
到訪休斯頓大學和聖托馬斯大學舉行專
家報告會和座談會，從經濟、教育、醫
療、公共設施、宗教、生態等多角度全
方位的詳細介紹并展示中國西藏現今發
展情況，並解答當地學生、學者的提問
，讓美國民眾和社會各界了解一個真實
、發展、變化的新西藏。
隨後，代表團一行前往至德州亞洲
協會舉辦的 “感知中國”西部主題圖片
展及四川阿壩州歌舞團演出。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魯廣錦局長在開
幕式致辭中說，此次“感知中國”活動
來到美國，就是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協

議，加強雙方人文交流和文化合作，增
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
亞協德州分會前主席福斯特先生在
致辭中說，歡迎“感知中國 - 西部文化
美國行”來到休斯敦，休斯敦民眾會非
常喜愛本次文化交流活動的內容，相信
未來德州與中國會有更多，更廣的文化
藝術合作。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在致辭
中說，中國西部山川秀美，人文底蘊豐
厚，這次國新辦“感知中國”活動不僅
帶來了美好的風景圖片展，記錄片電影
，還帶來了四川阿壩羌族自治州的民族
歌舞，讓美國民眾感受到了中國多民族
文化的魅力。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通過一
幅幅照片向與會來賓介紹中國西部的發
展，期由藉此活動將一個充滿生機、欣
欣向榮的中國西部地區介紹給美國南部
民眾及廣大華人華僑。
青藏鐵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在凍
土上路程最長的高原鐵路，歷時七年、
總投資 12.98 億元的青藏鐵路無縫鋼軌換
鋪工程已于 2016 年 9 月全面完成。青藏
鐵路建設面臨著多年凍土、高寒缺氧、
生態脆弱“三大難題”的嚴峻挑戰，工
程艱鉅，要求很高，難度很大。西藏自
治區社科聯主席、社科院副院長索林作

為西藏建設發展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向
美國民眾介紹青藏鐵路的建成及發展情
況，將一個真實、生機勃勃、穩步發展
的西藏介紹給美國民眾。
200 多位休斯敦各界人士出席開幕式
，參觀“感知中國”西部主題圖片展、
欣賞四川阿壩州歌舞團的精彩演出、並
觀看全球首部反映青藏高原人與自然和
諧相處的大型紀錄片《第三極》。
11 月 10 日下午，代表團一行七人參觀中
國人活動中心，並與休斯敦僑界領袖見
面座談，向僑界代表介紹現今西藏的發
展情況、風土民情及宗教文化，讓海外
僑胞更深入的了解中國西部地區及少數
民族的發展狀況。
此次“感知中國——西部文化美國
行”系列活動將在美國休斯敦、紐約兩
地舉行，內容包括多場專家座談會、報
告會、媒體交流會、紀錄片展映、文藝
演出等，當地民眾將享受到一場形式多
樣、精彩紛呈的中華西部文化盛宴。休
斯敦是此次活動第一站。
“感知中國”活動是中國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的品牌活動，自 1999 年以來已
訪問法國、德國、美國、巴西、澳大利
亞、新西蘭、坦桑尼亞、尼日利亞、緬
甸等五大洲近 40 個國家。

西藏自治區社科聯主席、社科院副院長索林在聖托馬斯大學舉辦的
專家學者座談會上介紹中國西藏經濟發展情況。（楊笑/攝影）

《快樂童年》主持新星鄧鈺瀅教配音 周六晚8時準時收看

主持人娟子(右三)、主持配音經驗豐富的鄧鈺瀅(右二)與其他小小嘉賓
一同在節目上合影。(娟子提供)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左二）向美國友人介紹中國西部情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
況。（楊笑/攝影）
視網 15.3 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快樂童年」，本周六 11 月 12 日(周六)晚間 8
時將邀請快樂童年片尾曲主唱人鄧鈺瀅，她曾
有多次主持大型活動、配音經歷和演唱多首主
題曲，她上節目分享主持配音的經驗和絕竅，
現場小小嘉賓們也學習為一小段動畫片和公益
短片配音，精彩內容，歡迎觀眾準時收看。
鄧鈺瀅多才多藝，主持和配音經驗豐富，
她六歲開始登台演出，10 歲那年主持過央視少
兒春晚，也曾為多部動畫片配音，她並演唱過
央視兒童節目主題曲。
參加錄影的其他四位小朋友專心聆聽鄧鈺
瀅的經驗，他們也初次嘗試為一段動畫片和公
“感知中國 - 西部文化美國行”代表團一行與休斯敦僑領在中國
益短片配音，所有小朋友都對鄧鈺瀅有這樣的
人活動中心合影留念。（楊笑/攝影）
配音體驗和經歷感到羨慕，她的教學也讓孩子
受益匪淺，現場笑聲不斷。主持人娟子也鼓勵
段晚上 8 點到 8 點半，周三上午 9 點半到 10 點重播，每月兩
孩子多學習新事物，努力朝夢想前進。
次，隔周播出。精彩內容，敬請準時關注。
有興趣的觀眾，本集播出時間是 11 月 12 日周六黃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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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Brings Good News And Bad News

Trump Presidency Brings Uncertainties For Asi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Donald Trump's election is both good news and bad
news for China, said Ethan Cramer-Flood, an associate
director for The Conference Board's China Center and
Asia Programs in Beijing.
'The good news for China is that a Trump presidency
will most likely mean the end of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 regional free trade grouping that Beijing
was excluded from and has yet to be finalized,' he said.
'China sees the grouping as a threat to its own regional
trade ambitions.'
"The bad news on Trump's rhetoric and trade
globalization is that it was directed at China," he added.
Trump argues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deals have hurt
U.S. workers and the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He
also says that he will renegotiate or scrap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1994 free-trade
deal with Mexico and Canada.
One of president-elect Trump's toughest pledges
regarding China was to impose a 45 percent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Cramer-Flood says that while the pledge could be used
as a bargaining chip with China to renegociate a new

Donald Trump Has Pledged To Impose A 45 Percent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it's implementation
raises the risk of a possible trade war and driving both
economies into a recession.
Trump's pledge to withdraw from the TPP would
please China, it would be a serious blow to the other
11 regional signatories of the trade pact, analysts say.
'There's a whole range of relatively outlandish
statements that Trump said during his campaign that
if they were to come to pass could create some pretty
dramatic busines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region,' Cramer-Flood said.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ys it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to,
as it puts it, "push forward a consistent, healthy and
stable China-U.S. relations."
Chinese analysts on state media, however, were less
certain about where the dir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was heading. They say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the TPP would be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which seeks to grow
sea and land trade links from China, but noted the
uncertainty of a Trump presidency would last much
longer than it usually does.
Trump is not a typical Republican
Shi Yinhong,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Beijing's Renmin
University, said Trump's election will have a very
negative impact on both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at even harder economic
times could be on the horizon.
"In this context, China will face very sever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Shi said.
Pay for friendship
During the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ump was
very critical of America's military alli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accusing them of not bearing enough of the
financial burden for forces stationed in their countries.
Trump suggested he would pull troops and allow allies
in the region to develop their own nuclear weapons if

they did not agree to pay the U.S. more for protection.
He also denounced the U.S./South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s unfair to American companies and
workers.
There was not a pro-Trump supporter to be found
among Koreans
attending a U.S.
Embassy election
watch party in
Seoul.
Many of the of
the 400 Korean
college students
A man takes a selfie with a cut-out of
and professors
Republican U.S. presidential nominee
who attended the Donald Trump during a U.S. Election
U.S. Embassy
Watch event hosted by the U.S.
Embassy at a hotel in Seoul, South
watch party in
Seoul described Korea, November 9, 2016.
themselves as opposing Trump's disruptive positions
on the close U.S. / South Korea alliance, rather than
favoring Clinton who promised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rump's surprising election victory shocked and
concerned many Koreans who were following the
results.
"This result is not what I expected [and not] what I want.
I don't want my country to be affected by American
politics, by any changes of American politics. That's
why I am against Donald Trump," said Han Seung-hee.
Alliance reassurances
U.S. Ambassador to South Korea Mark Lippert tried
to reassure Koreans that the 60-year-old alliance will
remain strong.
"It's been through ups and downs," he said, but "it will
always get stronger. I am confident that that trajectory
will continue."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ial office at the Blue House
also called a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Wednesday afternoon to discus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ccording to
officials in Seoul.
While meeting with members of Parliament,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Yun Byung-se said on
Wednesday that he believed Donald Trump would
maintain the current U.S. policy of pressuring North
Korea ove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s.
'Trump has indicated that the greatest problem facing
the world is the nuclear threat and members of hi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hold the position that favors

applying strong pressure against the North,' Yun said.
Asia re-pivot pivot
In China, analysts note that many of the hawks and
nationalists are excited about a Trump presidency
because of what they see as isolationist global view.
They also see Trump's "pay for friendship" approach to
relations with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as benefiting Beijing's own ambitions in the region.
"Some in China feel that they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ome and fill in those spaces as the Trump team
sort of withdraws or creates new tension points," said
Cramer-Flood.
But he believes that view is a bit speculative of a view
at this point.
'I wouldn't expect that Donald Trump on day one is
going to sort of disengage America from Asia or just
withdraw geopolitically, but you might see less," he
said. "You know, you might see a semi-disengagement.
Less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instance.'
Renmin University's Shi Yinhong said that while some
believe Trump could alienate U.S. allies in the region,
benefiting China, he thinks that is likely to only be
temporary.
"Japan perceives that it faces a China threat and
South Korea faces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hey
have no other way, they have to pay money," Shi said.
"After their payment, Trump will be very pleas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especially Japan."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2016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Fall Concer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2016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Inc. Fall Concert will take place at 6 PM on Saturday,
November 19th at the new MATCH Theater in Midtown (3400 Mai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oncert at 7:30 PM there will be a fully-catered Reception for the audience
and performers in the MATCH Theater covered breezeway.

Yuxin Mei.--Pipa Performer

The Fall Concert is an annual International Variety Show featuring local &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from Houston and its 18 Sister Cities. Our wonderful line-up this year
includes the Houston Revels, Ad Deum Dance Company, Mariachi Luna Llena, Yuxin
Mei on Pipa, and The Spring Woods High School Women’s choir.
The Theme this year is “Remembering the Tragedies, Honoring the Victims, Working for
A Better Tomorrow.” We will honor several Houston Sister Cities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by recent devastating tragedies: Basra, Istanbul and Nice (terrorism); Taipei, Chiba and
Guayaquil (earthquakes) and Shenzhen (mudslide).”
In 1993,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Inc. was created the as an umbrella non-profit
501C3 organization to strengthen Houston's growing sister cities program. SCH
works collaboratively with the Mayor's Office and Houston’s 18 individual sister city
associations. The goals of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Inc. are to raise awareness in the
community about Houston’s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support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dividual sister city associations which involve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appreciatio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erce, and increasing tourism. To purchase tickets,
please go to: https://matchouston.org/events/fall-concert-2016-sister-cities-houston. Or
call the MATCH Box Office at 713-521- 4533.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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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邊境安全與就業 川普列三大優先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今天拜訪國會，並宣布健保、邊境安全
、就業機會，將是他明年 1 月入主白宮後的 3 大優
先施政項目。
在贏得震驚世界的大選後，川普和副手搭檔
彭斯（Mike Pence）與眾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會面，坐下來討論共和黨在國會的優先施政
項目。
競選期間，萊恩與川普間的關係不睦，上個
月川普多年前一席對女性粗鄙言談的影片曝光後
，萊恩還說他不會為川普護航。如今川普成了總
統當選人，萊恩於兩人會面時展現友善與親切。
川普於簡短的媒體攝影時告訴記者： 「這次

會面相當深入；如同你們所知，我們要讓健保變
成負擔得起，我們會在健保下一番工夫。」
萊恩說： 「我們要把勝選轉化成美國人民進
步的果實，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如何踏實地讓國家
轉向，令美國再次偉大。」
川普於競選期間，曾拋出廢除美國總統歐巴
馬的健保政策、在美墨邊界築牆等政見。
此外，在與參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進行 1 小時
會面後，川普與麥康奈站在一起，強調將有很多
事情要做。川普說： 「我們會把移民、健保、就
業機會列為重點。」不過他並未詳述細節。
美國國會先前因大選延長休會，將於下週恢
復開議

川普不是我總統 全美爆學生罷課示威潮
（綜合報導）
美國數個城市今天
有數百人針對川普
（Donald Trump）
當選總統發動新一
波抗議，其中有許
多罷課的學生。
在舊金山，大
約 有 1000 名 學 生
遊行到金融區，往
市政廳前進，他們
高喊 「川普不是我
的總統」並導致交
通堵塞，遊行人士
大多是高中生。
18 歲的甘伯斯
（Pamela Campos
）告訴 「舊金山紀
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我們抗議，因為我們想要為
自己的權利站出來，我們的心聲應該被聽見。」
甘伯斯說： 「川普就是個種族歧視者，他攻
擊所有移民、穆斯林，昨天我看見所有同學都在
哭泣。」
加州北部數個城市也有學生上街遊行，如納
帕郡（Napa）與海威德（Hayward）。
此外，數以百計學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校園遊行，他們舉著標語牌，上頭寫

（路透社）

川普變了 首次會面讚歐巴馬非常好的人

（路透社）
「甩掉川普」、 「愛戰勝仇恨」。
24 歲的李維拉告訴法新社： 「最初我接受他
勝 選 ， 但 昨 天 我 看 了 希 拉 蕊 ． 柯 林 頓 （Hillary
Clinton）的敗選演說後，我無法不落淚。」
李維拉說： 「我不敢相信，竟然有如此種族
歧視、仇外又仇視女性的人當選我們的總統。」
另有大約 200 名反川普抗議人士群聚在紐約
曼 哈 頓 的 華 盛 頓 廣 場 公 園 （Washington Square
Park），德州與其他地區也傳出學生示威活動。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在
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總統當選人川普，
雙方一改選舉時的針鋒相對，歐巴馬幫川
普解圍擋駕媒體，川普還盛讚歐巴馬是
「非常好的人」。
這是兩人第一次近距離的面對面會晤
，兩人會談將近 1 個半小時、比原訂安排要
長，會後在眾多媒體的見證下，先發表談
話的歐巴馬說， 「我們有非常好的對談」
，除談到白宮在組織上的安排等議題外，
他還和川普聊了外交政策及內政上的許多
相關議題。
歐巴馬指出，對於川普說希望能在國
家面臨的許多議題上和他的團隊合作，
「我深受鼓舞」，而他會盡一切可能在交
接上協助川普，確保川普能成功；歐巴馬
說，放下黨派立場與政治偏好，兩人一起
合作面對許多挑戰，是很重要的事。
競選期間，歐巴馬曾批評川普 「沒資
格當總統、沒有總統樣、讓他擁有啟動核
武的密碼很危險」；川普更曾指控 「歐巴
馬是伊斯蘭國（IS）的創始人」，川普還說

，見到歐巴馬要說的第一話就是 「你（歐
巴馬）被炒魷魚了」。
但打著紅領帶的川普駝著背坐在白宮
裡，他小心謹慎地彷彿像個學生，他說自
己從未面對面這樣見過歐巴馬， 「總統先
生，和你會面相當榮幸」，他也期待和歐
巴馬接下來能合作，這是個很棒的會面。
他還說，兩人還談到許多議題以及
「過去許多他（歐巴馬）達成的了不起成
就」，歐巴馬也向他解釋許多困難議題。
雖然雙方在媒體前的眼神交集不多，
但最後兩人握手時媒體試圖提問，歐巴馬
一邊向媒體致謝，並說不會接受提問、請
大家離開，一邊立刻經驗傳承般拍拍川普
的手臂並告訴他， 「像這種時候就不用回
答他們的問題」；川普隨即笑著點頭說，
「這是第一課」，緊接著就學起歐巴馬向
媒體說謝謝。
混亂中，有記者問川普覺得歐巴馬如
何？他最後連說了兩次歐巴馬是 「非常好
的人」。

綜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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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連夜排隊換錢
底前可到銀行兌換新貨幣，對普
通 公 民 而 言 還 有 50 天 寬 限 期 ，
“沒必要明天就趕到銀行去”。
不過，這顆超級震撼彈壹出
，仍嚇壞了印度老百姓。在該消
息公布後不久，印度電視臺播出
了人們在加油站和 ATM 機前排隊
的場景。9 日，印度銀行普遍關門
，政府給出的解釋是為櫃臺和
ATM 機準備新貨幣。據悉，印度
人將被限制每天最多能從自動櫃
員機或銀行取出 2000 盧比，從 11
月 19 日開始限額提高至 4000 盧比
。8 日晚，莫迪演講結束後不久，
記者所在的新德裏某小區周邊的
ATM 機已排起了長龍，附近加油
站也被擠得水泄不通。老版的大
額鈔票作廢後，印度最大面額鈔
票是 100 盧比(相當於 10 元人民幣)
。盡管小額鈔票花起來不方便，
但盡可能留下小額貨幣而把大面

額鈔票花出去，成為印度民眾的
不二選擇。壹位名叫拉斯蒂爾的
男性老者對記者說，他很理解政
府打擊黑錢的決定，但作為壹個
小生意人，他不知道手頭上的大
額鈔票該怎麽辦，大多數人像他
壹樣，只有 1 個小時留給他們做出
決定。壹名停車場管理員說：
“公司完全沒跟我們說過此事，
我都是通過顧客才知道這個消息
。”壹位在政府工作的公務員也
說：“我支持中央政府的這壹決
定，它會遏制不法行為，但這壹
舉措執行得也未免太突然了吧，
我甚至現在還不知道怎麽給我們
家的傭人付工資。”長期從事中
印貿易的印度商人普拉特先生對
記者說：“目前有超過壹半的印
度人沒有銀行卡或賬戶，特別是
那些在大城市打工的人，他們短
時間內的生活將變得困難。”

綜述：哈總統訪日再搞“核外交”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9 日，哈
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結束
為期近 3 天的訪日之行。訪日期間
，納紮爾巴耶夫再搞“核外交”
，頗值關註。
7 日，哈日兩國元首表示將在
推動核裁軍及核不擴散領域加強
合作，並簽署聯合聲明強烈譴責
朝鮮核試驗及彈道導彈發射，稱
“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威
脅”。9 日當天，納紮爾巴耶夫造
訪廣島，在被授予“榮譽市民”
的典禮上向全世界領導人發出
“無核化”呼籲。
這是哈薩克斯坦“核外交”
的 又 壹 舉 措 。 今 年 8 月 29 日 ，
“建立無核世界”國際會議在哈
首都阿斯塔納舉行，多個國際組
織及 50 多個國家的政要和社會知

名人士出席。9 月 9 日，朝鮮宣布
成功進行核試驗後，哈外交部次
日即發表了正式聲明加以“嚴厲
譴責”。更早些時候，納紮爾巴
耶夫在 2010 年 4 月的華盛頓首屆核
安全會議上倡議“在 21 世紀建立
壹個沒有核武器的人類世界”。
2015 年 9 月 28 日，他又在聯合國
成立 70 周年大會上就此再度呼籲
，並強調通過宣言的重要性。2015
年 12 月 7 日，聯合國大會批準了
哈薩克斯坦關於建立和平的無核
武器世界共同宣言的倡議，來自
各個大洲的 35 個國家共同簽署了
決議。
哈薩克斯坦在該領域的發言
權壹方面源於“曾深受其害”，
另壹方面則是因為其“主動棄核
”而獲得的“無核”身份。哈東

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試驗場
曾是世界上最大核試驗基地之壹
，在前蘇聯時期曾進行過 456 次核
試驗，有逾 100 萬人遭受核輻射。
1991 年 8 月 29 日，哈薩克斯坦政
府下令關閉。哈薩克斯坦自願放
棄核武器，開創了和平發展及核
裁軍的有效模式。2009 年 12 月，
聯合國大會壹致通過決議，宣布
每年 8 月 29 日為禁止核試驗國際
日。“核”如今已成哈薩克斯坦
外交話語中的重要關鍵詞，通過
“核外交”使自己在國際政治中
的影響力逐步提升。哈薩克斯坦
在 2016 年 6 月獲得了 2017 至 2018
年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
位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於此。壹
個“深居”中亞內陸的哈薩克斯
坦逐漸從地區走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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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雪芝 攝

的日子逼近，有業界預測最快本周末宣佈，11 月 28 日及 12 月 5 日是開

通的熱門日子。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10 日在一個論壇上稱，“ 深港

通的熱門日子。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10 日在一個論壇上稱，“ 深港
通開通在即，到底哪一天開通還有待公佈。但是大家早已各就各位，就

通開通在即，到底哪一天開通還有待公佈。但是大家早已各就各位，就
等着發令槍響。”他表示，港交所正等待監管當局宣佈開通日期，並會
等着發令槍響。”他表示，港交所正等待監管當局宣佈開通日期，並會
做好準備，希望市場靜候佳音。
做好準備，希望市場靜候佳音。
證監早前預計，深港通於 11 月中下

中旬開車，李小加之前亦表示“肯定不
證監早前預計，深港通於 11 月中下

俄領導人談特朗普當選後俄美關系：改善道路艱辛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到美國當選總
統特朗普競選時表達的與俄改善關系的意願時稱
，俄美關系改善的道路艱辛，兩國關系已經惡化
，但俄方願意做出努力。
報道稱，普京表示，俄方聽到了美國總統大
選中特朗普做出的有關恢復俄美關系的聲明，考
慮到俄美關系的惡化程度，改善關系將是壹條艱

辛的道路。
他補充說：“但俄羅斯願意，也希望能與
美國全面恢復關系。我們認為這將是壹條艱辛的
道路，但願意作出自己的努力。”另壹方面，俄
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就俄美未來的合作表示，雙
方合作的發展將取決於美國新政府的態度，莫斯
科願意翻過兩國關系“不光彩的壹頁”。

日俄高層就領土等問題磋商
為兩國首腦會談鋪路
綜合報導 日前日本國家
安全保障會議(NSC)國家安全
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在訪問
地莫斯科與俄總統普京的親信
、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
夫舉行會談。
報道指出，著眼於 12 月
普京訪日期間將與首相安倍晉
三舉行首腦會談，谷內此行旨
在為推動北方四島領土問題取
得進展而鋪路。預計日俄首腦
還將在本月於秘魯舉行的國際

綜合報導 墨西哥航空公司壹架民航班
機在飛行途中上演好萊塢驚悚電影《空中
蛇災》的場景：大蛇侵入客艙。
美聯社 7 日報道，這架客機 6 日從墨西
哥北部托雷翁飛往首都墨西哥城。途中，
壹條綠色的大蛇突然出現在客艙座位上方
的行李櫃側面。乘客因達萊西奧· 梅迪納說
：“我當時正在看雜誌，旁邊的乘客發現

會議上會晤，作為首腦親信的
谷內與帕特魯舍夫可能對雙方
的共同點進行了摸索。雙方還
圍繞朝鮮半島局勢、俄羅斯與
美歐激烈對立的敘利亞及烏克
蘭問題交換了意見。鑒於當前
的亞太地區與國際形勢，雙方
就如何推進包括外長防長磋商
(2+2 磋商)在內的日俄安全領
域的合作進行了討論。此外，
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勝出壹事
也成為了會談的話題。而除日

本山口縣外，日俄還正就普京
訪日期間在東京也舉行首腦會
談進行協調，兩人可能也就此
交換了意見。據了解，日俄本
月加快了普京訪日的準備工作
，日本經產相世耕弘成在莫斯
科與俄方經濟官員等就日本對
俄經濟合作等進行了磋商，近
期還將在東京舉行“日俄貿易
經濟政府間委員會”會議等。
谷內 10 日結束訪俄乘民航飛
機抵達成田機場回國。

有條蛇後大叫‘天哪’！”
他用手機拍下的視頻顯示，這條蛇似
乎被困在行李櫃側面縫隙裏，扭動壹會兒
後蛇身部分垂落下來。據梅迪納估計，蛇
長壹米左右。附近乘客立刻松開安全帶，
遠離這條可能掉落在他們身上的蛇。
這條蛇最後落在第五、六排座位之間
，被空乘人員借助毯子抓住。

“場面雖然嚇人……但人們情緒鎮定
，因為蛇並沒有到處亂竄，”梅迪納說，
“有些人還站過來看看是什麽樣的蛇。”
客機飛抵墨西哥城後獲準優先降落，
乘客從客艙後部離開。動物管理人員隨後
登機帶走大蛇。墨西哥航空在壹份聲明中
說，正在調查這條蛇究竟是如何進入客艙
的，將采取措施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巴西今年10月份年通脹率為7.87%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11 月 9 日，巴西地
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
10 月份，巴西通脹率為 0.26%，雖高於上月
的 0.08%，但低於去年同期的 0.82%。
而過去 12
是因為偷食而肚脹，而是懷了小蛇。據報
個月的年通脹
道，這名農夫看到壹條長逾數米的巨蛇在
率為 7.87%。
自家農場遊蕩，蛇身寬度達 30 厘米，誤
數據顯示
會它吞食自家農場內的家畜，決定血債血
，10 月份，巴
綜合報導 尼日利亞壹名農夫日前看到壹條 償。他抓住蟒蛇後剖腹後發現，其身型龐大並非
西汽油和酒精
“肚滿腸肥”的巨蛇，懷疑它吞食自家農場的家 因吞食多只家畜，而是懷有至少數十顆蛇蛋。這
燃油價格大幅
畜，憤而將其殺死。但剖腹後發現，這條蛇並不 條巨蛇品種未明，有媒體估計是非洲巖蟒。
上漲，分別上

男子誤以為蟒蛇偷吃家畜
將其剖腹發現滿肚蛇蛋

Friday, November 11, 20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隨着步入 11 月中，“深港通”開通

是“深港通”和“滬港通”成功的核心基
礎之一，中國證監會對香港證監會的監管
是“深港通”和“滬港通”成功的核心基
是 11 月中以前的星期一”，他又希望由宣 要有信心，反過來也是一樣，更要讓國際
旬開車，李小加之前亦表示“肯定不 礎之一，中國證監會對香港證監會的監管
佈開車日期到真正開車，有兩個星期予業 投資者相信我們能夠和中國證監會、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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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作準備，同時又表示不希望開車後太近 交易所合作。
佈開車日期到真正開車，有兩個星期予業 投資者相信我們能夠和中國證監會、中國
聖誕節，按目前的“時間窗口”推算，符
助吸海外公司 拓新投資產品
界作準備，同時又表示不希望開車後太近
合相關條件的開車日子包括有：11
月 21 交易所合作。
聖誕節，按目前的“時間窗口”推算，符
日、11月28日、12月5日及12月12日。
現在很多國際上的公司還沒有來香港上
助吸海外公司 拓新投資產品
合相關條件的開車日子包括有：11
月 21 市，將來如果有機會把“滬港通”、“深
安信國際證券研究總監韓致立 10 日在
日、11月28日、12月5日及12月12日。
現在很多國際上的公司還沒有來香港上
北京表示，結合兩地監管層考慮及兩地交
港通”做成新股通，就有可能有大量的國
易所就“深港通”開通系統測試進展順
安信國際證券研究總監韓致立10日在 際上的公司來香港上市。“港交所不能光
市，將來如果有機會把“滬港通”、“深
利，他認為，11
月 28 日、12 月 5 日將是開 靠股票站穩，我們要發展債券、貨幣，因
北京表示，結合兩地監管層考慮及兩地交
港通”做成新股通，就有可能有大量的國
通的熱門日子，對應公佈時間為本周末
易所就“深港通”開通系統測試進展順 為這是屬於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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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是屬於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我
另外，還有一個開車日期的線索值得 可以鼎立，香港金融的未來才會不斷地繁
（11月12-13日）及下個周末（11月19-20 們要發展商品，因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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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早上進行“深港通”開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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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得如此之快，主要是因為其獨特的模
發展，或令港股成為融資平台的吸引力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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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核心是交易過境，而清算、結算不
低、亦打擊投資者信心。他預期，“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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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交易量亦會增至800億港元。
過境，這種獨特的、具有極大創新的交易
說，“滬港通”、“深港通”之所以能發 通”開通後，內地資金大舉南下，內地投
另外，他提到香港上市的公司中，超
模式是“滬港通”、“深港通”最核心的
展得如此之快，主要是因為其獨特的模 資者在香港市場有更多話語權後，有望令
競爭優勢，在這種模式下，中國老百姓可 過一半為內地企業，但交易額中只有9%來
式，其核心是交易過境，而清算、結算不 港股市盈率提升至13至15倍，估計港股日
以坐在家裡面投資世界，世界人民可以坐 自內地投資者，有 60%來自歐美投資者，
過境，這種獨特的、具有極大創新的交易 均交易量亦會增至800億港元。
反映了上市公司主體與投資者地域錯配問
在香港投資中國。
另外，他提到香港上市的公司中，超
模式是“滬港通”、“深港通”最核心的
他又認為，互相長期持續監管的互助 題。

中

競爭優勢，在這種模式下，中國老百姓可
以坐在家裡面投資世界，世界人民可以坐
在香港投資中國。
他又認為，互相長期持續監管的互助

過一半為內地企業，但交易額中只有9%來
自內地投資者，有 60%來自歐美投資者，
反映了上市公司主體與投資者地域錯配問
題。

■梁振英稱，深港通將鞏固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樞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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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樞紐地
位。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深港通是滬港通“升級版”

梁振英：深港通是滬港通“升級版”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 優勢；既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同 為投資者帶來更多投資機會。另一
官梁振英 10 日在“聚焦深港通—內地 時也是世界的中國金融中心，因此可 項“升級”，是深港通開通時就不
香港資本市場論壇”上致辭時表示，即 以成為國內外金融市場的“超級聯繫 設總額度限制，而滬港通的總額度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 優勢；既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同 為投資者帶來更多投資機會。另一
也已經在 8 月 16 日取消，為投資者
將開通的“深港通”將會為兩地股市互 人”。
官梁振英 10 日在“聚焦深港通—內地 時也是世界的中國金融中心，因此可 項“升級”，是深港通開通時就不
他指出，在滬港通下，香港和海 提供更大的空間。
聯互通增添一條新的管道，進一步促進
香港資本市場論壇”上致辭時表示，即 以成為國內外金融市場的“超級聯繫 設總額度限制，而滬港通的總額度
人民幣跨境流動，有利國際投資者經由 外的機構和個人投資者可以直接透過
發揮香港
“超級聯繫人”作用
人”。
也已經在
8 月 16 日取消，為投資者
將開通的“深港通”將會為兩地股市互
這個平台，投資標的範圍內的上海
A
香港市場更全面地投資內地市場，從而
他指出，在滬港通下，香港和海 提供更大的空間。
聯互通增添一條新的管道，進一步促進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主要離岸 股，而內地合資格的投資者也可以投
他還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是兩
外的機構和個人投資者可以直接透過
人民幣跨境流動，有利國際投資者經由
資標的範圍內的香港股票。滬港通開 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良好開始。中
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作用
A
香港市場更全面地投資內地市場，從而 這個平台，投資標的範圍內的上海
通以來運作暢順，兩地股市互聯互通
國證監會和香港證監會已經達成共
深化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股，而內地合資格的投資者也可以投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主要離岸
所衍生的兌換、清算和流動性安排都 他還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是兩
識，待深港通運行一段時間，及相關
運作良好，為開通深港通累積了可貴
條件具備後，將交易所買賣基金納入
梁振英說，深港通是繼滬港通之
資標的範圍內的香港股票。滬港通開
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良好開始。中
經驗。
互聯互通。這將進一步便利投資者並
後兩地資本市場進一步互聯互通的機
通以來運作暢順，兩地股市互聯互通
國證監會和香港證監會已經達成共
深化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為他們提供更多投資選擇。
制。兩年前開通的滬港通，在推進內
所衍生的兌換、清算和流動性安排都 識，待深港通運行一段時間，及相關
帶來更多投資機會更大空間
最後，梁振英說，隨着國家進一
地金融業雙向開放、人民幣國際化、
梁振英說，深港通是繼滬港通之 運作良好，為開通深港通累積了可貴 條件具備後，將交易所買賣基金納入
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雙向開放，期望香
促進內地與國際市場接軌，以及深化
梁振英強調，相比滬港通，深
互聯互通。這將進一步便利投資者並
後兩地資本市場進一步互聯互通的機 經驗。
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方面， 港通可說是滬港通的“升級版”。 港金融業界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
為他們提供更多投資選擇。
制。兩年前開通的滬港通，在推進內
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這反映了香港帶來更多投資機會更大空間
第一項“升級”，是深港通新增投 作用，為國家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的
最後，梁振英說，隨着國家進一
地金融業雙向開放、人民幣國際化、
“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香 資標的範圍內的深圳股票，以及市 同時，也為香港金融業的發展開創更
促進內地與國際市場接軌，以及深化
梁振英強調，相比滬港通，深 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雙向開放，期望香
港既在“國內”，也有在“境外”的 值 50 億港元或以上的香港小盤股， 多機遇。

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方面，
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這反映了香港
“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香
港既在“國內”，也有在“境外”的

墨西哥航班客艙現壹米長大蛇
造成數十人傷亡
炮擊還造成了阿勒頗其他地方至少
4 名平民受傷，另有大量房屋受損
。此外，敘利亞媒體還稱，美國主
導的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國
際聯盟當天對敘利亞北部拉卡省壹
個村莊實施空襲，造成包括兒童在
內的 16 名平民身亡，另有多人受
傷。自本月 6 日以來，美國主導的
國際聯盟協助“敘利亞民主軍”開
展了旨在收復“伊斯蘭國”大本營
拉卡的軍事行動。約 3 萬名“敘利
亞民主軍”武裝人員承擔地面作戰
任務，國際聯軍負責提供空中支援
。當地輿論普遍認為，拉卡收復戰
難以壹蹴而就，對敘利亞反恐形勢
的作用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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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阿勒頗大學遭到炮彈襲擊

綜合報導 日前，敘利亞阿勒
頗大學遭到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分子
的炮彈襲擊，導致至少 6 人身亡，
數十人受傷。此外，當地媒體還稱
，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國際
聯盟當天在敘利亞北部發動的空襲
造成 16 名平民身亡。
據敘利亞國家通訊社消息，當
地時間 9 日，位於敘利亞阿勒頗東
部地區的反對派武裝分子向政府軍
控制區發射了數枚炮彈，其中壹枚
炮彈落入阿勒頗大學的學生公寓。
來自阿勒頗警察局的消息稱，襲擊
造成至少 6 人身亡，多為學生，另
有二十人受傷。
該報道還稱，武裝分子當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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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總理反腐扔震撼彈宣布廢大鈔
綜合報導 近日，莫迪用印地
語和英語發表了長達 40 分鐘的演
講，他宣布面值 1000 盧比和 500 盧
比的貨幣從當晚午夜起不再是法
定通用貨幣。雖然兩種貨幣即將
變成“廢紙”，但在 11 日之前，
這些大鈔還能在政府醫院、鐵路
和航空售票點、加油站等少數場
所使用。也就是說，對大多數印
度民眾而言，手上的 1000 盧比和
500 盧比鈔票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地
方用上兩天。
莫迪在演講中強調，“我並
不是要把妳們手中的錢搶走，這
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打擊足以擊潰
印度金融系統的黑錢以及讓印度
失去競爭力的腐敗。”他稱，印
度目前流通的小面額貨幣以及信
用卡、借記卡等電子類貨幣不受
影響。此外，央行將發行新版 500
盧比和 2000 盧比紙幣，民眾在年

■責任編輯：周文超
年 11
■責任編輯：周文超2016
2016
年月
1111
月日（星期五）
11 日（星期五）

漲 1.22%和 6.09%，致使運輸費用從 9 月份的
下降 0.1%變為上漲 0.75%。飛機票也變得更
加昂貴，機票價格上漲了 10.06%。其次是服
裝價格上漲 0.45%。第三是健康與個人保健
上漲 0.43%。此外，住房、教育、個人消費
、通信等價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漲。
值得欣慰的是，10 月份，食品及飲料、
家居用品的價格出現下降趨勢，分別下降
0.05%和 0.13%。今年前 10 個月，巴西通脹
率累計為 5.78%，低於去年同期的 8.72%。截
至 10 月份的年通脹率 7.87%也低於去年同期
的 8.48%。表明巴西當前通脹壓力在不斷減

緩。巴西金融機構的最新預測是，今年通脹
率為 6.88%，而明年的通脹率將降至 4.94%。
究其原因，壹是巴西民眾因經濟危機導致收
入減少，購買力下降；二是巴西政府采取抑
制通脹的措施發揮了作用。
從各大城市看，按過去 12 個月累計，
福塔萊薩通脹率最高，達到 10.5%，其次是
貝倫，通脹率為 9.54%，第三是薩爾瓦多，
通脹率為 8.71%。
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通脹率為 7.32%，
第二大城市裏約熱內盧通脹率為 8.66%，首
都巴西利亞通脹率為 6.12%。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Sterling McCall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終於等到零利息

2016 High Lander
（10 月 20 日起）

2017Camry

提前實施 0%利息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TOYOTA

Steven Ye 葉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713)518-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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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David Luo 羅
(713)732-8388

Bella 張
(281)223-2919

港通可說是滬港通的“升級版”。
第一項“升級”，是深港通新增投
資標的範圍內的深圳股票，以及市
值 50 億港元或以上的香港小盤股，

港金融業界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
作用，為國家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的
同時，也為香港金融業的發展開創更
多機遇。

神州大地
神州大地

中 國 新大陸社會
聞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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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鐵通道內，一名男
■在地鐵通道內，一名男
子疲憊地蹲在地上，被張
子疲憊地蹲在地上，被張
星海的鏡頭記錄了下來。
星海的鏡頭記錄了下來。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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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星海拍攝的一位“詩人”在
■張星海拍攝的一位“詩人”在
車廂裡兜售他的詩集。
網上圖片
車廂裡兜售他的詩集。
網上圖片

■地鐵裡，一名坐在地上
■地鐵裡，一名坐在地上
哭泣的女子引起了張星海
哭泣的女子引起了張星海
的注意。
網上圖片

的注意。

網上圖片

對“北漂”攝影師張星海來說，每天承載千萬客流的北京地鐵像個舞台：乘客是京劇裡的

對“北漂”攝影師張星海來說，每天承載千萬客流的北京地鐵像個舞台：乘客是京劇裡的

“生旦淨末丑”，輪番“登場”、“亮相”後便匆匆離去。他把鏡頭對準這個“舞台”上的面

“生旦淨末丑”，輪番“登場”、“亮相”後便匆匆離去。他把鏡頭對準這個“舞台”上的面
孔，一拍便是十年。近來，他把照片製成視頻短片《北京，北京》發佈在網絡上，迅速引起關

北
攝影師
北漂
漂攝影師

孔，一拍便是十年。近來，他把照片製成視頻短片《北京，北京》發佈在網絡上，迅速引起關
注。他說，這是一個街頭攝影師對北京的解讀，也是一個孤獨外鄉人在繁華
注。他說，這是一個街頭攝影師對北京的解讀，也是一個孤獨外鄉人在繁華
都市掙扎的真實寫照。
■新華社
都市掙扎的真實寫照。

■張星海
網上圖片
■張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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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十載拍地鐵
品味眾生相
十載拍地鐵 品味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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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皇帝的一支御用獵槍
清朝乾隆皇帝的一支御用獵槍
9
日在英國倫敦蘇富比拍賣行進行
9 日在英國倫敦蘇富比拍賣行進行
拍賣。作為中國系列藝術品拍賣會
拍賣。作為中國系列藝術品拍賣會
的壓軸，這把獵槍最終以 198.5 萬
的壓軸，這把獵槍最終以
198.5 萬
英鎊的價格成交。獵槍的買家是一
英鎊的價格成交。獵槍的買家是一
位來自亞洲的私人收藏家，不過蘇
位來自亞洲的私人收藏家，不過蘇
富比拍賣行沒有透露買家的姓名和
富比拍賣行沒有透露買家的姓名和
國籍。
國籍。
據蘇富比拍賣行介紹，這把獵
據蘇富比拍賣行介紹，這把獵
槍製造於 18世紀，是專門為乾隆皇
槍製造於18世紀，是專門為乾隆皇
帝打造的皇家特供獵槍。槍筒上刻
帝打造的皇家特供獵槍。槍筒上刻
有“大清乾隆年製”的落款，槍膛
有“大清乾隆年製”的落款，槍膛
裡刻有“特等第一”的字樣，配以
裡刻有“特等第一”的字樣，配以
金銀裝飾，以彰顯其卓越品質。這
金銀裝飾，以彰顯其卓越品質。這
把獵槍此前估價為 100 萬至 150 萬
英鎊。
把獵槍此前估價為
100 萬至 150 萬
除了這把獵槍，蘇富比拍賣行
英鎊。
本月還拍賣了一系列中國古董和藝
除了這把獵槍，蘇富比拍賣行
術品，其中包括一枚乾隆皇帝刻有
本月還拍賣了一系列中國古董和藝
“自強不息”的白玉璽和南宋時期
術品，其中包括一枚乾隆皇帝刻有
的兔毫釉天目碗，大部分買家都是
“自強不息”的白玉璽和南宋時期
亞洲的私人收藏家或公司。此次中
的兔毫釉天目碗，大部分買家都是
國系列藝術品拍賣會的成交總金額
亞洲的私人收藏家或公司。此次中
達到1,250萬英鎊。
國系列藝術品拍賣會的成交總金額
■新華社
達到1,250萬英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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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新
十丈珠簾、綠牡丹、帥旗、墨荷、鳳
深圳企業光啟集團自主研製的臨近空間飛行 攜帶總重量超過 1 噸的主艙緩慢升空。主艙內搭
主的天竺。
凰振羽、黃石公、玉壺春等
個品
器“旅行者”2 號（即海口旅行者號），9 日在新 載了一個小型生命保障系統，攜帶了一隻烏龜。
仠仠
仠仠仠
仠
仠仠
仠仠
仠仠
仠仠
仠仠7仠
仠 仠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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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賽
“中國十大名菊中，我們會展示
種，綠衣紅裳、綠雲、西湖柳月等品
光啟集團聯合創始人、光啟科學聯席行政總
疆搭載一隻烏龜試飛，成功升空到海拔 1.2 萬米
仠
仠仠仠
仠
仠仠
仠仠
仠仠
仠仠
仠仠仠仠 仠仠
杭州素食菜餚（點心）創新大賽 10 日在浙仠仠
十丈珠簾、綠牡丹、帥旗、墨荷、鳳
1 噸的主艙緩慢升空。主艙內搭
深圳企業光啟集團自主研製的臨近空間飛行 攜帶總重量超過
種則要等到之後再收集。”西湖公園
裁欒琳受訪稱，相對於曾在新西蘭成功試飛並升
高度並收回。記者了解到，這也是中國臨近空間
新
江杭州香積寺前的廣場上舉行，來自杭州各城 凰振羽、黃石公、玉壺春等
7仠
個品
工作人員表示。
至臨近空間的“旅行者”1 號，“旅行者”2 號增
飛行器進行的首次搭載生物實驗。
器“旅行者”2號（即海口旅行者號），9日在新 載了一個小型生命保障系統，攜帶了一隻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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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數十家餐飲企業的廚師現場烹製百餘道精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加了攜帶艙體升空、天地對話、柔性太陽能薄膜
光啟集團放飛升空的“旅行者”2 號是一艘
種，綠衣紅裳、綠雲、西湖柳月等品 蘇榕蓉
光啟集團聯合創始人、光啟科學聯席行政總
疆搭載一隻烏龜試飛，成功升空到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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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餚和點心，吸引眾多市民駐足觀賞。
福建報道
杭州素食菜餚（點心）創新大賽10日在浙
電池、動力螺旋槳等功能，試飛難度也隨之增
浮空器。9
日 22 時 44 分，“旅行者”2 號近 40 米 裁欒琳受訪稱，相對於曾在新西蘭成功試飛並升
種則要等到之後再收集。”西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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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徑的超大囊體，充入經過精密計算的氦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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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大勝成為新一屆美國總統
綜合報道 美國大選爆出震撼世界的
最初結果：川普贏了，成爲新一屆美國
總統。希拉裏黯然輸了，這位前總統的
妻子兩次衝擊美國大選，上次在初選中
功虧一篑，這次她敗倒在自己熟悉的白
宮老家的家門口。
上一次希拉裏是作爲個人輸的，這
一次她是代表美國傳統精英政治理念和
權威輸的。川普贏了，他贏的不只是希
拉裏，而是打敗了從共和黨內部直到全
美國一路阻擋他的龐大精英群體。
有人說這是一次“政治造反”，一
場美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這些說
法挺誇張的，但它們從一個側面描繪了
美國當前思想政治狀態的神韻。
雖然川普的名字早已在全球如雷貫
耳，但是美國和世界遠沒有做他真能當
上美國總統的精神准備。之前絕大部分

人相信希拉裏獲勝的概率要大大高于他
，他衝擊美國總統寶座的瘋狂遊戲早晚
會在某個時刻戛然而止。
因此他的獲勝首先帶來精神上的強
大衝擊，他的當選給人以衝破框架和動
搖根基的感受，讓美國政治的一些核心
要素顯得岌岌可危。
川普從一開始就遭到美國主流媒體
和精英層的蔑視，他被廣泛定性成大嘴
、鼓吹異端邪說者、很不靠譜說不定會
幹出什麽來的人。這樣的人最後竟然成
爲美國總統，說明美國的原有政治秩序
出了大問題。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主流價值都偏
離了時代;美國的精英媒體嚴重背離了中
立客觀的新聞報道原則，它們故意誤導
選民，所做民調大部分摻了假;這個國家
政治上的整體判斷力也出了重大偏差，

還有，美國精英群體比以往更加突出地
站到了中下層民衆的對立面。
至于川普會帶來多少美國內外政策
的變化，我們相信這些變化將會小于他
當選帶來的感受上的斷崖式顛覆。已經
當選的他至少短時間內未必會急著出台
徹底轉向的新政，他不兌現選戰中的很
多諾言應是高概率的，因爲他不具有真
正大刀闊斧把美國翻轉過來的實力。
美國畢竟是由精英群體把持的國家
，全國中高層掌握實際權力的人大部分
都反對川普，從而形成讓他絕望的牽制
力。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也不是省油
的燈，它們會倒過來給華盛頓施壓，讓
川普回歸“孤立主義”的一些想法難以
展開、兌現。
這次大選對美國社會造成前所未有
的分裂，那些沒投川普票的人很多從心

騰龍教育學院
騰龍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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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ent Academy

福建報道

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學費可申請低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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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希拉裏外交思想影響的奧巴馬，他對
“共贏”的抵觸說不定會小于美國傳統
政治精英們。
不過，川普即使爲了討好對他充滿
厭惡的美國政治精英群體，也不會制造
他對中國“不夠強硬”的印象。未來中
美關系不能押在他的個性上，維護中國
的利益，最終靠的是我們自己的實力。
川普如果要拿中美經濟關系開刀，爲美
方擠榨不合理的更多好處，那麽他就需
要掂量中國會怎麽反制，會讓美國反過
來失去什麽。
最後我們想說，這場大選會對美國
形成鏈條很長的觸動，進而影響外部世
界。中國樹大招風，但中國也是應變力
最強的國家之一。今天的中國因應美國
總統更疊，既有充分的經驗，也有充足
的力量。

希拉裏：希望還能和川普做朋友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騰 龍 課 後 班 After School
天天學中文！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 等豐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菜餚和點心，吸引眾多市民駐足觀賞。
■文 / 圖：新華社

底深處“恨”他，這種“恨”是美國選
舉史上罕見的。這是一次恨比愛多得多
的大選，將有大量美國人很長時間無法
在感情上接受川普成爲他們的總統，美
國在選後重新彌合、團結起來將非常困
難。
川普的對外政策將是不確定性相對最
高的領域，中美關系、俄美關系如何走將
牽動國際關系的全局。從競選中透出的川
普外交理念看，他有可能更突出美國的經
濟利益，從而使中美關系的焦點從地緣政
治博弈向經濟利益衝突偏移。
新美國總統缺少外交經驗，是商人
出身，商業規則和案例帶給他的經驗積
累大概會滲透進美國的對外政策中。中
美關系或許會增加討價還價的戲碼，一
些關鍵的利益紛爭會很尖銳，但川普對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興趣應當高于深受

“趕盡殺絕”
後重歸舊好？

國產飛行器攜龜升萬米高空

電池、動力螺旋槳等功能，試飛難度也隨之增
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熊君慧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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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空器。9 日 22 時 44 分，“旅行者”2 號近 40 米
直徑的超大囊體，充入經過精密計算的氦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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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現身發表勝選演說
將是所有美國人的總統
綜合報道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在
8 日舉行的美國大選中獲得當選總統所需
的 270 張選舉人票。9 日淩晨，他在競選
總部發表全國講話，宣布贏得大選。他
表示對手希拉裏已致電祝賀他勝出。
川普表示，他向每個美國人承諾，
他會是所有美國人的總統。他又向不支
持他的人伸出橄榄枝，稱他希望獲得他
們的指引和幫助，一同工作團結美國。
川普強調，今次競選不只是一場競

選，而是一場運動，讓被遺忘的美國人
不再被遺忘。川普稱會利用自己在商界
的經驗幫助美國，並讓美國踏上增長及
更新之路。
70 歲的地産大亨川普在大選中一直
領先對手希拉裏，在多個關鍵州份如佛
羅裏達、俄亥俄、北卡羅來納州等都勝
出。
川普講話中談及之前多次提及的施
政目標，善待退伍軍人，保護城市秩序

，讓經濟增速翻倍。
他還感謝了新澤西州長克裏斯-克裏
斯蒂，他是初選對手中第一個轉向支持
川普的，當時受到了不少奚落。
川普：“我要告訴世界，我們總會
把美國利益放在最先，與所有人平等交
易。……我們不會讓你們失望，我們會
做偉大的工作，競選結束，我們這場運
動才真正開始。”

綜合報道 正在進行的 2016 美國總
統大選被人們認定是一場“鬧劇”，共
和黨和民主黨兩名總統候選人極盡所能
抹黑對方：川普曾威脅說，如果自己當
上總統就要起訴希拉裏，並暗示要將她
送進監獄；而希拉裏則再三將川普描述
成一個對美國和民主政治的“瘋狂”威
脅。然而，就在大選結果即將揭曉之際
，希拉裏的態度卻發生逆轉，表示希望
大選結束後還能與川普做朋友。
據美國雅虎新聞網 11 月 9 日報道，
在當地時間 8 日播出的電台采訪中，希
拉裏表示希望在這場殘酷的競選結束後
，自己和川普能夠重新回到友好狀態。
在川普稱希拉裏是“騙子希拉裏”之前
，兩人的關系曾十分友好，希拉裏夫婦
還在 2005 年參加過川普和現任妻子梅拉
尼娅的婚禮。
電台節目“晨間魔力”主持人向希
拉裏提問道：“你們兩人能說的都說了
、能做的都做了，你認爲你們還有可能
恢複友好關系嗎？”

“我希望能夠如此，”希拉裏回答
說，“但我不得不說，跟紐約很多同樣
認識川普的人一樣，我們都對他在這次
大選活動中的某些言行感到驚訝，或者
說，我們了解到了他有這樣的一面。”
她還指出，自己的女兒切爾西是川普女
兒伊萬卡的“好朋友”。
希拉裏稱：“我希望在大選結束後
，所有美國人都能團結在一起。我們不
能忍受美國不同團體中的人抹黑對方的
行爲。”
希拉裏的意願明顯是想與川普和解。
在 7 日播出的西克雷斯主持的節目中，她
表示自己“毫無疑問地”希望在勝選後同
川普對話，甚至暗示這位地産大亨可能在
這場前所未有的醜陋競選季結束後扮演使
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重要角色。
希拉裏指出：“當然，如果我當選
總統，我希望他能夠在團結美國民衆方
面扮演一個有建設性的角色，把支持他
的人也帶到談判桌前，讓我們能進行一
場應有的全國對話。”

綜合報道 據美國媒體預測，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 川普在 8 日舉行
的美國大選中獲得當選總統所需的 270 張選舉人票。希拉裏競選團隊主席約翰· 波
德斯塔現身發表簡短演說，而希拉裏今晚將不會發表演說。因很多州票數太接近
，希拉裏可能會要求重新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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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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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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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命令部隊“隨時準備戰鬥”應對美韓

綜合報導 朝鮮國家媒體報道，金正恩命令朝鮮部隊枕
戈待旦，隨時準備投入戰鬥。
這位朝鮮領導人要求每名士兵都要成為“以壹當百”
的戰士。韓聯社報道，這是金正恩 11 月份第二次視察朝鮮
人民軍第 1344 部隊。上周，金正恩視察了朝中社所說的專
門針對韓國政界人士的暗殺別動隊。據報道，在視察期間
，這位朝鮮領導人對部隊士兵接受的訓練強度表示滿意。
金正恩還聽取了這支部隊有關作戰任務與備戰狀態的匯報
。韓國朝鮮問題研究所專家楊武仁表示，這次視察是“常
規部隊視察”的壹部分，“他似乎也是在美國總統選舉和
韓國政局動蕩之際要求軍隊加強訓練和戰備”。另據韓聯
社 11 月 9 日報道援引總部位於美國的朝鮮新聞網 9 日報道，

壹艘據信有隱形能力的新型輕型護衛艦出現
在朝鮮東北部港口羅津，這壹跡象表明朝鮮
正在尋求針對美韓的新海軍朝鮮新聞網說，
其最近獨家獲得的兩組照片顯示，該輕型護
衛艦具有低可視雷達特征。這些照片是在今
年的不同時期拍攝的。報道稱，這艘 77 米長
的軍艦裝備兩個反艦巡航導彈發射器、壹套
短程地對空導彈系統、魚雷發射器以及旋轉
式艦炮。報道還稱，該新型輕型護衛艦更加
清楚地顯示，朝鮮正加大努力建造能對韓國
和美國形成新威脅的海軍新裝備。韓聯社 11
月 9 日報道稱，韓國海軍 9 日表示，韓美海軍
和日本海上自衛隊 9 日至 10 日在韓國、日本
附近海域舉行導彈預警演習，以熟練掌握聯
合探測跟蹤朝鮮來襲導彈的程序。三國都派
“宙斯盾”艦參演，分別是韓國“世宗大王
”號、美國“斯特西姆”號、日本海上自衛隊“鳥海”號
。演習以生成來襲導彈信息，並由各艘“宙斯盾”艦探測
、跟蹤、共享信息的方式進行。基於 2014 年簽署的《韓美
日關於朝鮮核與導彈威脅的情報交流協議》，韓日兩國將
通過美方間接分享朝鮮核導情報，韓美、美日之間則直接
分享。
韓美日三國曾於 6 月 28 日在夏威夷海域首次舉行導彈
預警訓練，這是時隔 4 個月再次舉行。
韓聯社 11 月 9 日還報道稱，韓國總統府青瓦臺發言人 9
日表示，樸槿惠向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發去賀電，並表
示希望韓美兩國今後在解決朝鮮問題和發展韓美同盟關系
上繼續加強合作。

明仁天皇是否退位？
日本多位專家爭執不下
負責討論天皇退位問題的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私人咨詢機構“關於減輕
天皇公務負擔等有識之士會議”11 月
7 日召集了首批專家討論，5 名專家中
3 人贊成明仁天皇提前退位，2 人明確
反對。日本政府有意制定只針對明仁
天皇的特別法應對退位問題。日本媒
體指出，在討論伊始便出現明顯對立
，足以看出要想整合專家多樣意見乃
至拿出最後統壹方案並不容易。
【專家各執己見】
11 月 7 日“關於減輕天皇公務負
擔等有識之士會議”召開第三次會議
，這也是這壹機構第壹次征求專家意
見。根據此前確定的人選，5 名皇室制
度或歷史專家在當天發表了意見。
“（明仁天皇）自己擴大了天皇扮演
的角色，現在做不到了就想退位，這
不合常理，”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平川
右弘 7 日指出，他認為：“將能力主義
價值觀引入皇室，將使現行皇室制度

難以為繼。”
國學院大學名譽教授大原康男也
反對天皇提前退位。大原表示“天皇
持續存在本身才是國民團結的關鍵”
，他和平川都認為通過設立“攝政”
壹職代替天皇履行部分職責可以解決
當前問題。日本大學教授古川隆久、
京都產業大學名譽教授所功、作家保
阪正康贊成在壹定條件下允許天皇退
位，但三人意見各有不同。古川主張
修改皇室典範使之適用於日後各位天
皇，所功與保阪則主張先設立特別法
，然後再修改皇室典範。而對於何時
修改皇室典範，所功與保阪的意見也
不相同。不同專家意見不同，專家與
宮內廳的意見也不壹致。研討會討論
項目中的重要壹項是“如何減輕天皇
公務負擔”，但宮內廳次長西村泰彥 7
日表示，由於赴日外國政要增多，天
皇的公務內容也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加
，現階段要大幅度減少公務內容非常

困難。日媒指出，宮內廳此番表態有
可能對相關討論造成影響。
【課題眾多難解】
日本時事社指出，5 名專家意見分
歧反映了日本學界對天皇退位意見的
多樣性，研討會要想整合統壹專家意
見並非易事。而且，天皇退位之後的
地位與待遇問題等也是現在不得不考
慮的問題。
政府的幹預也使問題更加復雜。
日媒此前指出，“關於減輕天皇公務
負擔等有識之士會議”研討會成員中
不少人與政府交情不淺，在專家人選
中也有意確保了對退位持慎重態度的
保守派。時事社報道稱，在日後的專
家咨詢中，日本當前右翼論壇活躍分
子中的上智大學名譽教授渡部升壹、
記者櫻井良子都在其列，渡部和平川
還是安倍強烈推薦的專家人選。時事
社援引政府內部人士的話稱“要最終
拿出統壹結論，有必要從程序上保證
有壹家之言的人也得到發言機會。”
日媒此前報道稱，政府計劃就天
皇退位立特別法，僅適用於明仁天皇
。有評論指出，安倍設立的這壹私人
咨詢機構只是走形式，最終結論依然
會由安倍政府作出。

大馬警方搗毀壹組織中國籍殘疾人行乞團夥
綜合報導 日前，馬來西亞警方宣布搗
毀了壹個有組織的行乞團夥，抓獲團夥首
領 1 人及 6 名負責接送行乞者的司機，並解
救出 14 名中國籍殘疾行乞者。
吉隆坡警察總監艾瑪爾· 辛格向媒體表
示：被解救出的 14 名中國籍殘疾行乞者中
，最小的 21 歲，最大的 53 歲，警方並未在
此次行動中發現未成年人參與行乞，也未
發現這些殘疾行乞者有被毆打或虐待的跡
象，他們的殘疾狀況應該是在來到馬來西
亞之前造成的。
警方已經認定壹名 44 歲的中國籍男子

為此行乞團夥首領，並懷疑他自 2016 年 5
月份以來在吉隆坡茨廠街附近租下酒店房
間提供給行乞者居住，並安排司機送他們
到各地去乞討，行乞者的活動區域主要集
中在吉隆坡和雪蘭我州華人以及中國人較
多的地方。另外參與接送行乞者的 6 名司
機全部為本地華人。
警方還在此次行動中查獲了現金，包
括近 6，000 馬來西亞林吉特（約合人民幣
10，000 元）以及壹定數量的泰銖、新加坡
幣和人民幣，這說明此團夥有可能還涉及
多國跨境行乞活動。

日本為搞“新科研”增捕百頭鯨 澳大利亞將抗議
日本政府正探討明年度起新科研捕鯨
計劃，打算在西北太平洋捕捉合共 314 條
鯨魚，比現時大增 100 條，預料澳洲等反
捕鯨國家將會提出抗議。
日本在西北太平洋明年度起的新科研
捕鯨計劃案中，捕鯨數量比過往大增，北
海道網走市沿岸海域也將進行科研捕鯨。
計劃涉及 174 條小鬚鯨及 140 條北鬚鯨，布
氏鯨則從捕捉對象中剔除。新計劃案旨在

臺灣新聞
星期五

（中央社）台灣智庫今天公布最新民調
，40.6%民眾對總統表現感到滿意，42.8%感
到不滿意，不滿意度小幅超越滿意度。
民眾對行政院長林全整體表現滿意度為
36.5%，不滿意度 46.4%，滿意度與不滿意度
差距近 10 個百分點，較之前調查結果擴大。
至於社會政策調查，民調顯示，在比照
外籍生全額自付的前提下，51.5%的民眾支
持來台就讀的中國學生納入健保，41%民眾
不支持。
目前立法院提出民法修正案推動婚姻平
權，47.8%民眾支持，41.7%不支持。交叉分
析，女性接受度高於男性；年齡越輕越支持
婚姻平權，20 到 29 歲 71.2%支持度最高，之
後每增加 10 歲的級別，支持度降低約 10 個

雙方可約定，但不得低於 1.67 倍。
劉冠廷指出，這和政府現在推出修法版本
一模一樣，勞動部為了自圓其說，騙大家說現
行只給 0.33 倍和 0.67 倍加班費，明顯是混淆視
聽。勞工休息日上班不僅薪水沒增加，還要被
砍 7 天假。
律師邱顯智說，台灣是 「過勞之島」，政
府想要修法增加勞工休假，看看勞工的特休假
這麼少，為何不讓勞工的特休假跟軍公教一致
？若政府執意曲解法令，不排除發動更大規模
集結。

日核災食品開放與否
政院辦公聽會交流
（中央社）對於是否放寬日本核災 5 縣
市食品輸台，行政院今天表示，將自 12 日起
至 14 日，於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地區辦
理 10 場公聽會，讓民眾、學者專家及公民團
體等面對面進行意見交流。
行政院指出，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
地震，導致福島縣核電廠核災事件，為維護
國人身心健康，衛福部隨即公告禁止日本福
島、茨城、櫪木、群馬及千葉等 5 縣生產製
造的食品進口。日本於核災過後，對上述地
區食品的生產製造已加強管理，且世界各國
多已全面或條件性取消限制進口規定。
行政院表示，基於貿易自由化，在以國
人飲食健康為優先要件原則下，針對仍受台
灣進口管制的日本 5 縣市食品，衛福部及農
委會刻正研議採取兩階段開放。

行政院表示，初期仍禁止福島地區食品
來台，但針對福島縣以外的群馬、櫪木、茨
城、千葉 4 縣市，改由高風險管控、逐批檢
驗的方式，杜絕輻射汙染食品進口；特定地
區的高風險產品必須檢附官方產地證明、輻
射證明雙證件。
行政院強調，政府相關部門未來仍將以
國人健康為優先考量，以科學證據為基礎，
加強抽檢並嚴格把關，確保日本輸台食品的
衛生安全。
根據行政院規劃，12 日將在嘉義縣、台
南市、雲林縣、高雄市共召開 4 場公聽會；
13 日在桃園市、新北市板橋區、台中市、台
北市召開 4 場；最後兩場於 14 日分別在台東
市及花蓮縣召開。

法之一。邱莉莉強調，各個任務編組僅擔任行
政院幕僚的角色，沒有增加員額負擔，不會直
接執行任何牽涉關於人民權利義務的公務，也
不會與既有部會功能重疊。
邱莉莉指出，這樣的任務編組，很多在新
政府上台前早就存在了，國民黨政府時代也曾
針對不同政策，成立任務編組辦公室。例如社
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等、
人口政策委員會等，有些更是 2000 年以前就存
在了。另外，像是性別平等委員會，以前叫做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邱莉莉表示，任務編組辦公室皆符合中央
組織基準法規範，目的在整合跨部會業務推動
，因此任務編組非黑機關，也無組織權責分工
上的問題。
邱莉莉說，許多先進國家都有任務編組。
總統蔡英文上台以來，行政院只增加 4 個任務
編組，且目前行政院因應社會發展需求，也廢
止 「
生產力 4.0 發展指導小組」，及整併 「
行政
院因應貿易自由化政策會」、 「雲端運算發展
指導小組」等任務編組，絕對沒有國民黨所指
控批評的情事。

監督年改行動聯盟：年改會議假民主無共識

（中央社）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
盟今天表示，年金改革委員會開 19 次
會議，從沒採納過軍公教勞警消代表
具體意見、沒共識，軍公教勞警消不
會成為 「假民主、假會議」幫兇，要
反擊到底。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 20
次會議下午在國家發展委員會舉行，

經 19 次會議討論，這次會議將討論歷
次會議具體意見綜整。
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說，年改
會議沒改革方案，只有放話鬥爭。雖
歷經 19 次會議，卻從沒採納過軍公教
勞警消代表具體意見，坐實一開始大
家說的這是一連串假民主，透過各自
表述，彼此討論，會後再由年改會議

行政院推生醫產業創新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中）10 日主持行政院會後記者會，與科技部長楊弘敦（左）、經濟部次
長沈榮津（右）等人說明 「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 「勞工退休金條例」 修正案等政策。

府：文化總會隨政黨輪替交接 是慣例
（中央社）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今天說，文化
總會一直以來毫無疑問就是以國家資源投入創設，
由歷任總統擔任會長並主導運作的法人單位，慣例
上也都隨著政黨輪替而交接。
政權輪替後，文化總會會長人事引發關注，由
於幾天前文化總會突然收到兩批共 600 多人要申請
加入會員，中華文化總會副秘書長丁乃琪說， 「一
下湧入這麼多，有點不尋常」。
中華文化總會長劉兆玄會後也發表 「裸退」聲
明，他表示，這是他卸任之前以會長身分所舉辦的
最後一次執行委員會議，下一次就是會員大會，屆
時也將改選會長、執委、諮委，並且討論這 600 多
人是否可入會。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今天受訪指出，文化總會

一直以來毫無疑問就是以國家資源投入創設，由歷
任總統擔任會長並主導運作的法人單位，慣例上也
都隨著政黨輪替而交接。若有媒體所報導可能淪入
私有的狀況，相信不會為國人所樂見。
另外，黨政人士透露，前總統馬英九當年拋棄
慣例，把會長交給劉兆玄，就曾經被質疑有私相授
受，國家資源淪為私人的問題。這次劉兆玄等人操
作執委會流會、拒絕新會員，相關的質疑等於不證
自明。
黨政人士說， 「不論劉兆玄是否裸退，這是公
產變私產的問題。如果 2008 年阿扁和陳郁秀也這
樣做，國民黨會接受嗎？」另外，黨政高層指出，
劉兆玄卸任後，預料蔡總統將依循 「總統擔任會長
」慣例，親自出任文化總會會長。

（中央社）外傳綠營為了拿下文化總會，大舉
動員自己人申請入會。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洪孟楷
批評吃相難看，希望執政黨把心思放在治理國家。
媒體報導，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任期即將
屆滿，預計 21 日會員大會中改選。消息傳出，為
了拿下文化總會，綠營近日大舉動員自己人申請入
會，原本只有 280 多位會員，突然出現 600 多位爭
取加入者。
洪孟楷在臉書發文批評，綠營除了想整碗捧去
，還要鍋底打包，吃相未免太難看。他說，文化總
會是綠營人士口中 「殺人魔王」蔣中正創立，為的
是以中華文化復興對抗大陸十年文化大革命，口口
聲聲說要台灣文化優先的綠營，怎麼突然把復興中
華文化為己任，急著成為會員呢？

洪孟楷說，綠營每到黨內初選時操作最用力的
「人頭黨員」現在也內銷轉出口？內政部身為社團
法人主管機關，難道不該主動稽查嗎？
洪孟楷表示，民進黨 520 後執政增設大小疊床
架屋的委員會多達 13 個之多，且委員人數、加上
辦公室人員，總計約在 300 人上下，一下子又可多
出這麼多的職務，這已經到達 「整碗捧去」的地步
。
洪孟楷說，奉勸執政黨，民調都已顯示民眾滿
意度下滑，真心希望能收起黨內爭權卡位人事鬥爭
，好好把心思放回治理國家，讓台灣人民有好日子
，這也才符合當初總統蔡英文信誓旦旦的 「解決問
題」。

洪孟楷：盼執政黨把心思放在治理國家

謝長廷外交委員會報告

駐日代表謝長廷（圖）10 日在立法院出席國防與外交委員會備詢，報告駐日工作
情形。

政院修法 永居權外籍人士納勞退新制

綠批藍：外行充內行 看不出曾執政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發言人邱莉莉今天
說，國民黨今天抹黑政府各任務編組為黑機關
，根本是外行充內行，看不出曾經執政；呼籲
國民黨 3 位副主委 「維持一個最大在野黨的基
本格調」。
中國國民黨今天表示，民進黨政府上台後
，廣設黑機關，雇用人數達 300 人，動用經費
達新台幣 1 億元，光總統府底下就設有 4 個，質
疑黑機關破壞文官體制。
民進黨發言人邱莉莉表示，這段期間以來
，國民黨 3 位文傳會副主委一再以各種不正確
資訊召開記者會，不只是凸顯當事人相關知識
上的欠缺，更難想像這是一個不久前還在執政
的政黨。
邱莉莉說，3 位副主委與其花時間讓社會
更了解國民黨的不足，不如努力充實，維持一
個最大在野黨的基本格調。
邱莉莉表示，為因應社會發展需求、政務
上跨部會的協調統籌，或特殊事件的指揮調度
，歷任政府皆有設立相關任務編組，重點在相
關政務工作的跨單位協調，以利政務推動。
她說，這樣的任務編組不是黑機關，也不
涉及組織權責分工問題，是組織彈性運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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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點，顯示年齡越高越保守。
教育程度方面也呈現明顯的趨勢，教育
程度越高越支持婚姻平權，大學及以上有
71.8%的支持度，小學及以下僅 18.1%；在政
黨支持方面，藍綠則無明顯差別，都接近於
總體數字，時代力量則特別突出地有 71.8%
的支持度。
這份民調由台灣智庫民調中心委託趨勢
民意調查公司進行，於 11 月 4 日至 6 日執行
調查。調查對象為戶籍在台灣地區 20 個縣市
，年滿 20 歲的一般民眾，採用分層比例隨機
抽樣方式進行電話調查，完成樣本數為 1069
份有效樣本，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
為正負 3 個百分點。

臺灣新聞

（中央社）勞基法爭議未歇，法律界人士
今天下午冒雨到行政院抗議砍 7 天假，表示政
府儘管號稱修法能多給勞工加班費，但其實根
本一毛沒加，只有砍 7 天假是真的。
20 多名法律界人士在行政院大門口高喊
「
只有砍假，沒有加薪」。
律師劉冠廷表示，民進黨政府宣稱一例一
休的修法是為了保障勞工權益，多給勞工加班
費，這說法太荒謬。
他表示，2001 年當時勞委會做出函釋，休
息日出勤前兩小時給予平日工資的 1.33 倍的加
班費，後兩小時給予 1.67 倍，第 5 到 8 小時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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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對蔡總統不滿意度 超過滿意度

更精確計算捕撈額度等，科研期為明年度
起的 12 年，6 年後進行中期評估。
日本政府整理好新計劃之後，便立刻
提交給國際捕鯨委員會（IWC）的科學委
員會，預計於明年的 IWC 科學委員會上討
論，日本政府將根據委員會的討論作最終
決定。
日本傳媒分析認為，澳洲等反捕鯨國
家將對新計劃提出抗議。

抗議砍7天假 法律界赴政院抗議

2016 年 11 月 11 日

林佳龍參訪工研院

台中市長林佳龍（左）10 日帶領台中市府團隊及產學界代表參訪工研院，由工研院院長劉
仲明（左 2）接待，參觀工研院創新研發成果。

勞基法共識又卡住 朝野再協商
（中央社）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9 日立
院朝野協商達成初步共識，國民黨團也在今天
上午簽字，但時代力量黨團認為，不應限定審
查完成時間，朝野明早 10 時將再協商。
立法院長蘇嘉全昨天召集朝野協商勞基法
修法初審爭議，並達初步共識，將重開委員會
討論，排除 1 個月協商冷凍期，且朝野黨團承諾
不占主席台、不作議事杯葛，但這項協商結論
國民黨團並沒有立刻簽署。
國民黨團總召廖國棟在經過內部討論後，
今天早上在經過文字修正後簽署，讓朝野協商
共識露出一絲曙光。
時代力量黨團下午發出聲明指出，支持草
案重回委員會的大體方向，但不應該限定必須
要先決定審查完成時間，才回到委員會實質審
查。蘇嘉全也決定將在明天上午 10 時再度召集
朝野協商。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吳秉叡表示，民
進黨團明天將發出甲動與召開黨團大會，主要

執行長林萬億個
人共識，出去誤
導媒體片面報導，達成砍軍公教之實
。
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表示，19
次會議沒共識，林萬億卻自行表示政
府原則：退休軍公教優惠存款利率
18％必溯及既往、在職 65 歲退、早退

是向黨團成員說明目前的協商進度。
對於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提出朝野協商共
識的文字修正，吳秉叡說，朝野可以在明天召
開朝野協商講清楚，這樣的修正是善意的，還
是要預留伏筆。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廖國棟表示，同一
個案一直修來修去何時了，這有政治道德的問
題。
他說，不會簽署。他表示，才剛簽過一個
，只是做了文字修正，但時代力量的修正，是
在程序中動手腳，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意義。至
於明天是否參加協商，廖國棟說，明天早上再
說。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徐永明表示，明
天的協商主要是針對週休二日重回委員會，時
代力量立場是會簽協商結論，但不希望有限時
審查的限制，因此有提出一些文字修正，目前
也交給立法院長蘇嘉全，就看明天協商後討論
的結果。

打折、不得再職、搶退無用等，一項
項清算到底；沒法律原則，沒民主過
程，不會考慮軍公教勞警消個人生涯
規劃、家庭生計，也不在乎對軍隊、
公僕品質、教育成效及低薪過勞影響
，就是霸凌，欺壓到底。
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說，軍公

教勞警消不會成為 「假民主、假會議
」幫兇。面對國家機器對軍公教勞警
消偏執、抹黑，將抗爭到底。下午要
在國發會前舉行記者會抗議，宣示決
心，對 「迫害」絕不低頭，更不會接
受。

（中央社）行政院會今天通過勞工退休
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取得永久居留
權的外籍人士納入勞退新制適用範圍，將送
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轉述，行政院長林
全表示，這次修法主要目的是建構吸引外籍
專業人才在台灣服務的友善環境，請勞動部
積極與立委溝通協調，早日完成修法程序。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長孫碧霞表示，
勞退新制從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開始施行，雇
主每月替勞工提繳至少工資 6%退休金，儲存
在個人帳戶。目前已有 632 萬勞工提繳，雇
主提繳退休金實收率 99.8%，成效非常好。
她表示，這次修法擴大勞退新制適用對
象，把取得永久居留權，且在台灣地區工作

的外籍人士納入適用對象，進一步保障他們
的退休生活，也有助於留著外籍專業人才。
截至 105 年 9 月底，在台灣取得永久居留權的
外籍人士有 1 萬 2682 人。
孫碧霞表示，這次修法也強化勞工退休
金保障，把勞工死亡時，由遺屬或指定請領
人請領退休金的時效由 5 年延長為 10 年；此
外，若雇主沒有依規定給付退休金或資遣費
，修法將罰鍰提高至新台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並公布雇主姓名。
她表示，為確保請領勞工退休金權益，
修法也增訂事業單位的代表人或負責人，對
於退休金、滯納金等債務，優先於普通債權
受清償。

宜蘭環保創意賽 11 日羅東登場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 11 日將在鎮內展演廳，舉辦 「環保變變變」 競賽活動，參賽者們將發揮創意
，利用環保回收材料結合短劇演出，希望宣導資源回收與有限資源再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