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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713-777-7233
832-277-7745

ZaZa Digital
98899889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312312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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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
專精專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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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現推出特價現推出特價 9999元元//66次次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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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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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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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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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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飲
茶

時
間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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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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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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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1515年地產經紀經驗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Annie Miu（地產助理）
廣東話832-716-4656

保證短期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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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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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綜合報導）黑色星期五在美國
也用來指每年感恩節之後的第一天。
這一天通常被認為標誌著聖誕購物期
的正式開始，被看作是每年零售業聖
誕銷售業績的晴雨表，也是一年中各
個商家最看重也是最繁忙的日子之一

這一天，美國的商家都會推出大
量的打折和優惠活動，是聖誕節以前
最大規模的促銷。人們也會把這一天
作為一年中購物的最好時間。那麼在
商家推出的形色色，眼花繚亂的商品
中，哪些商品該買，哪些不買買，怎
麼才能做到最省錢和挑選到你最需要
的商品？

一般來說，百思買（目標）和沃
爾瑪（沃爾瑪）等主要零售商每年在
黑色星期五對蘋果牌產品都有很大幅
度的降價。這些優惠包括降價，免費
禮品卡等。減價的產品包括 Mac-
Books， iMacs， iPhone，iPad，蘋果
手錶和蘋果電視等。

如果你要想買電子遊戲產品，在
百思買（Best Buy），塔吉特百貨公
司（Target）和沃爾瑪（Wal-Mart）
等主要零售商都找到理想的折扣。

電子產品是黑色星期五一個主要

的降價產品。據
統計每年都有大
量的消費者購物
新的電視，平板
電腦或智能手機
。2015 年，塔吉
特（目標）55 英
寸 LED 電視價格
只有$ 249.99 美元
。斯台普斯（Sta-
ples），消費者可
以 在 購 買 iPad 上
節省高達 25％。
而 三 星 Galaxy
Tab 3 Lite 7 英寸
的 價 格 降 至 為 $
79.99 美元（原價
為$ 139.99 美元）
。

購 買 家 用 電
器也是黑色星期
五一大熱門。眾
所周知，商家在
洗衣機，烘乾機，冰箱和廚房用具上
都有相當大的折扣。

去年在西爾斯（Sears），肯莫爾

4.3立方英尺洗衣機和7.3立方英尺烘
乾機只出售$ 799.98，相等於打了
57％的折扣。對於小型電器，如咖啡
機，攪拌機或真空吸塵器，今年可以

去逛逛科爾士（Kohl's），傑西潘尼
（JC。） Penney）和梅西（Macy's）
等百貨公司。

玩具，聖誕裝飾品，寢具和冬季

服裝最好不要在黑色星期五購買。因
為這些商品在聖誕節期間或一月份折
扣會更多一些。

（（路透社路透社））

黑色星期五來臨黑色星期五來臨買家理性消費買家理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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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根據紐約時報記者的推文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對調查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希拉蕊．柯林頓沒有顯露太大的興趣，
不過他沒有排除這個選項。

根據川普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的記者推
文，在被問及他是否已排除調查希拉蕊．柯
林頓的家庭基金會，以及她在擔任國務卿期
間使用私人電郵伺服器處理公務案時，川普
回道 「沒有」。

不過他表示不希望 「傷害柯林頓一家」
，希望往前走。

根據紐約時報記者，川普表示： 「我不
想面向過去，仔細調查此事。」

微軟國家廣播公司（MSNBC）今天稍早
報導，川普不會進一步調查希拉蕊．柯林頓
的家庭基金會，以及她在擔任國務卿期間使

用私人電郵伺服器處理公務案。
微軟國家廣播公司在報導中引述未具名

消息人士的話說，川普在選戰期間誓言將希
拉蕊．柯林頓關入大牢，他的造勢活動的支
持群眾則高呼 「把她關起來」，不過川普現
在認為希拉蕊．柯林頓 「已受夠了」。

川普的高階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
）接受微軟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時，被詢以這
項報導時，表示報導正確。

康威在微軟國家廣播公司 「早安喬」
（Morning Joe）節目表示： 「希拉蕊．柯林
頓（Hillary Clinton）仍然必須面對這個事實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她不誠實或不可靠，如
果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能夠協助她
癒合，那也許是件好事。」

調查柯林頓電郵案 紐時：川普不感興趣

（綜合報導）美國民眾開始對總統當選
人川普感到樂觀。據今天最新的全國性民調
顯示，過半受訪者認為川普將會是個好總統
，但也有過半受訪者認為他應該關掉推特。

法新社報導，獨立的 「奎尼匹克大學民
調」（Quinnipiac University Poll）發現，有
59%的受訪者對未來4年川普總統執政 「樂觀
」，悲觀者僅37%。

17%的受訪者認為川普會是 「偉大的總統
」，32%認為川普會是 「好總統」；不過持負
評者也不少，有26%的人認為川普會 「做的很
爛」，17%認為川普 「不會做太好」。

另外，奎尼匹克的民調顯示，有36%的受
訪投票者表示，對川普選後行為有感覺好一
點，14%覺得更差。

這項民調距美國總統大選結束2週，本次

大選造成美國社會嚴重撕裂，最新民調呈現
的態勢可望為明年 1 月 20 日就職的川普帶來
一些信心。

但川普重度使用推特則招致大多數人反
感。奎尼匹克的民調顯示，59%的受訪者表示
，川普應關閉他個人的推特帳號，只有35%的
人不同意。

奎尼匹克民調中心副主任馬洛伊（Tim
Malloy）說： 「選民藉此告訴川普 『你快當總
統了，現在得有元首的樣子，別再當個推友
』。」

據另一個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民意
研究公司（CNN/ORC）同樣於今天所公布
的民調顯示，53%的受訪者覺得川普就任後會
「做得很好」、 「大致不錯」。

美民調：過半認川普會是好總統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Don-
ald Trump）今天拒絕接受白人優越主義 「另類
右派」（alt-right）運動，說他不希望 「激勵」
這個團體。

由於 「另類右派」以激烈的納粹式致敬慶
祝川普當選總統，使川普遭受壓力對此發表評

論。
法新社引述川普接受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訪談的話表示， 「我
譴責他們。我拒絕接受，我譴責。」

川普表示， 「我不要讓這個團體受到激勵
，我拒絕接受這個團體。」

此外，川普今天捍衛他任命巴農（Stephen
Bannon）為首席策士的選擇，駁斥指稱巴農為
極右派極端分子的暗示。

根據紐時記者哈柏曼（Maggie Haberman）

推文，川普告訴紐時， 「如果我認為巴農是種
族主義者，或另類右派，或是任何我們能夠用
來指稱這個群體的名稱，我甚至不會考慮雇用
他。」

白人民族主義運動另類右派 川普拒接受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今天突
然取消接受 「紐約時報」訪問的安排，並抱怨
這家大報的報導 「語氣惡劣」，不過，他稍後
回心轉意，重新安排接受訪問的時間。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 報 導 ， 川 普
（Donald Trump）的發言人希克斯（Hope Hicks
）上午說，川普就要前往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總部。

川普今晨兩度發出推文說，他已經取消接
受紐約時報訪問，原因是 「這次會面的條件在
最後一刻變卦」。紐時則駁斥這種說法。

不過，希克斯稍後又傳簡訊告訴記者：
「還是會照計畫會面。」

紐時副總裁墨菲（Eileen Murphy）也證實
，雙方仍將會面。

墨菲說： 「他將會晤我們的發行人，過程
不公開，然後與我們的記者和編輯進行可記錄
的會面。」

墨菲稍早說，紐時是由川普的推文得知會
面已取消，他堅稱是川普陣營方面想要改變基
本規則，而非報社方面。

他表示： 「他們昨天想要求只進行私下會
面，沒有公開的階段，我們拒絕同意。」

他又說： 「最後我們和他們敲定，回歸最
初的計畫，也就是有小型的不公開會面，也有
與記者和編輯的較大型會面。」

在總統選戰期間，這位紐約房地產大亨常
痛批紐時報導偏頗，對他不利。即使在8日意外
勝選後，他最近的推文顯示，他對家鄉這家重
量級報紙的不滿仍不減。

川普取消會面又回心轉意依計畫訪紐時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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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1日，首屆“新絲路上的‘藍色集裝箱’”活動在德國北威州

議會全會廳舉行開幕式。北威州議會副議長帕普克、州經濟部長杜因、

杜塞爾多夫市市長蓋澤爾、中國駐杜塞爾多夫總領事馮海陽以及來自中

德兩國政治、文化、經濟界代表出席。

點擊進入下壹頁

馮海陽表示，“新絲路上的‘藍色集裝箱’”活動，計劃以中歐鐵路

大通道為路線，以“藍色集裝箱”為載體，沿新絲綢之路途經國家和地

區，舉辦國際文化經濟交流活動，有利於增添新絲路的活力與魅力。

馮海陽指出，在中德雙方共同努力下，德國北威州業已成為“中歐班

列”在歐洲西部最重要的樞紐，並日益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

支點。首屆“新絲路上的‘藍色集裝箱’”活動在北威州首府舉行，並

在州議會舉行開幕式，極富象征意義。我們相信，“藍色集裝箱”在萊

茵河畔啟程遠行，必將在新絲路上播撒出友誼的種子，收獲合作的碩果

。

據悉，“新絲路上的藍色集裝箱”活動計劃以中歐鐵路大通道為路線

，以“藍色集裝箱”為載體，沿新絲綢之路途經國家和地區，舉辦國際

文化經濟交流活動。邀請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

坦、伊朗、土耳其、希臘、意大利、瑞士和德國等國的藝術家和學者，

依托“藍色集裝箱”進行駐留創作和展示，並在當地舉辦相應的經濟貿

易交流活動，使“新絲路上的藍色集裝箱”成為壹帶壹路文化相通的流

動平臺。

據馮海陽介紹，活動從籌劃到實施，始終貫穿了“壹帶壹路”建設共

商、共建、共享原則。首屆活動由北威州政府、北威州議會、杜塞爾多

夫市政府、德中藝術設計交流協會、中國駐杜塞爾多夫總領館共同發起

，來自中德雙方的多個地方政府、文藝團體和企業以及希臘、土耳其駐

杜塞爾多夫總領館參與其中，折射出以“壹帶壹路”建設為契機，擴大

人文交流和經貿合作，是“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共同心願。

當地時間21日，俄羅斯國防部發布消息稱，烏克蘭安全局在克裏米亞地

區非法扣押了兩名俄羅斯軍人。

俄國防部官方網站當天公布消息稱，烏克蘭安全局人員於20日在克裏

米亞地區非法扣押兩名俄羅斯軍人，並將他們從克裏米亞運送至烏克蘭

尼古拉耶夫州。

消息說，烏克蘭情報部門試圖編造兩名俄軍人觸犯烏克蘭法律的事實

。俄國防部不排除烏方對兩名俄軍人施加心理上和身體上的壓力，以迫

使兩人認罪。

消息認為，烏克蘭綁架兩名俄羅斯軍人的行為是“粗野的挑釁”，烏

方應立即將他們送回俄境內。

點擊進入下壹頁

烏克蘭安全局當天否認了俄方說法。烏安全局發言人稱，被拘捕的兩

名軍人是“烏克蘭軍隊的逃兵”。二人轉投了俄羅斯軍隊並在“被俄羅

斯占領的克裏米亞地區”服役。後兩人試圖從瓊加爾(Chiongar)邊檢站進

入烏克蘭境內時被烏安全部門逮捕，因為兩人犯有刑事罪。

2014年3月16日，烏克蘭克裏米亞地區(包括克裏米亞自治共和國和塞

瓦斯托波爾直轄市)舉行全民公投，超9成民眾投票支持加入俄羅斯聯邦

，當年3月18日，俄總統普京簽署條約，允許克裏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

以聯邦主體身份加入俄羅斯。該次公投未獲烏克蘭官方承認。美國和歐

盟國也發表聲明，不承認該次公投。目前克裏米亞地區仍處於俄羅斯控

制範圍內。

英國4歲女童不敵癌魔不幸病逝
綜合報導 來自英國蘭開夏郡的韋

倫去年9月得悉年僅4歲的幼女傑西卡

患上神經母細胞瘤，需要接受化療。

他為女兒拍下忍受痛苦的照片，稱

那是“令自己最難過的相片”。不幸的

是，傑西卡於當地時間20日不敵癌魔病

逝。

韋倫日前在社交網站公布傑西卡在

當地時間20日早上7時離世的消息，並

寫道：“我將永不忘記妳，我很榮幸叫

妳女兒，我對妳的愛非筆墨所能形容。

”韋倫傷心道：“她不用再感受痛苦了

”。倫的照片觸動無數網民感動流淚，

更在網上籌得逾9.73萬英鎊善款，可惜

傑西卡仍然不幸離世。

綜合報導 科學家相信壹顆在火星

與木星之間環繞太陽運行的金屬小行星

，或許是壹顆原行星的核心，對地球如

何誕生可能提供線索。

據報道，這顆名為“美女16”的小

行星，主要由金屬組成，或為是太陽系

形成時被猛烈撞毀的壹顆原行星的殘余

核心。

美國航天航空局(NASA)正考慮派探

測器到此小行星，加深認識地球的鐵鎳

核心及其他行星的核心如何形成

，這將是科學家首次探索壹個由

金屬形成的世界。據悉，“美女

16”直徑約241千米，幾乎全由

鐵和鎳組成。該小行星可能是科學家唯

壹可直接研究的行星核心。

NASA正研究耗資5億美元進行探

索任務，預計探測器會於2020年 11月

升空，2026年抵達“美女16”。

NASANASA擬探索金屬小行星擬探索金屬小行星
對地球如何誕生提供線索對地球如何誕生提供線索

緬北戰事或致和平進程受阻
和談是解決唯壹出路

綜合報導 從20日淩晨開始，緬甸

北部多地爆發少數民族武裝與政府軍的

軍事沖突，目前已造成至少8死29傷。

緬甸邊境少數民族與政府軍的沖突持續

了多年。為努力爭取達成全國範圍內的

停火和平協議，緬甸新壹屆政府在今年8

月底9月初召開了“21世紀彬龍會議”

。為何此時沖突再起？緬甸和平進程和

民族和解何去何從？

武裝沖突已造成至少8死29傷
沖突開始於當地時間20日淩晨。克

欽獨立軍、果敢同盟軍等幾支少數民族

武裝對多處緬甸政府軍駐點發起武裝攻

擊。21日，雙方仍在零星交火，沖突並

未完全平息。據緬甸官方消息，沖突已

造成8人死亡、29人受傷。

自去年2月果敢戰事以來，這是緬

北多支民族武裝首次大規模聯合行動，

令人對原本就脆弱的緬甸和平局勢產生

擔憂。

以緬甸總統吳廷覺和國務資政昂山

素季為首的緬甸新壹屆政府的主要目標

之壹是與少數民族地方武裝達成和平協

議。然而不斷的武裝沖突卻為和平談判

蒙上陰影，結束這些充滿復雜因素的武

裝沖突可能將需要數年甚至更久的時間

。“這壹次少數民族武裝號稱投入壹兩

千人，他們主要是槍等輕武器，政府軍

雖然有重武器，但山地作戰比較難以展

開。因此雙方沖突是遭遇戰和遊擊戰，

基本沒有大規模陣地戰。”中國現代國

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緬甸問題專家

宋清潤告訴記者。

宋清潤表示，從今年8月底9月初的

“21世紀彬龍會議”後到目前的這兩個

多月內，克欽獨立軍和政府軍大約發生

了150次沖突。這壹次克欽獨立軍、果

敢同盟軍、德昂民族解放軍等幾支武裝

組織呈聯合作戰趨勢，規模比較大。

少數民族武裝與政府軍沖突頻繁
這次武裝沖突再次凸顯了緬甸國內

復雜的民族矛盾和局勢。緬甸是個多民

族國家，境內分布著大大小小的民族100

多個。全國5100多萬人口(2014年人口普

查數據)中約1/3是少數民族。

1947年1月，緬甸在昂山將軍(昂山

素季的父親)的帶領下脫離英國殖民，獨

立成為壹個國家。同年2月，緬族、克

欽族、撣族等領導人在撣邦彬龍鎮舉行

會議，並簽署《彬龍協議》。

然而在獨立後不久，中央

政府與地方少數民族之間的矛

盾不斷激化，造成大小幾十支

少數民族武裝長期存在。緬甸

歷屆政府先後用武力或和談方

式試圖解決民族問題，但壹直

未能全面結束內戰而實現全國

和平，造成邊境許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

戰亂持續多年。

以克欽獨立軍為例，盡管他們只有

4000多名武裝人員，但對政府軍仍是壹

個嚴重的威脅，因為他們很擅長在邊境

山區打“遊擊戰”。

雖然這壹次沖突比較激烈，但政府

軍和少數民族武裝都無法在短期內戰勝

對方。宋清潤指出，鑒於此雙方都意識

到談判還是比較好的解決途徑，政府軍

和少數民族武裝都有和平和解意願，只

是利益上無法達成好的妥協方案，雙方

希望通過戰場上的軍事優勢為自己在談

判桌上多爭取利益。

中方呼籲沖突雙方保持克制
此次武裝沖突的地點比鄰中國邊界

。據央視報道，中國雲南境內的畹釘等

地百姓可以清楚地聽到槍炮聲。據當地

人介紹，緬北發生的軍事沖突中，有流

彈落入中國境內，有居民的太陽能熱水

器水箱被流彈打穿。中國畹釘等地政府

已啟動應急響應機制，在邊境地區增派

警力維持秩序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鑒於安全形勢，中國方面對緬甸局

勢高度關註。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發布聲

明，提醒中國公民應盡量避免前往沖突

地區。中國外交部和國防部也都先後對

此表態，呼籲沖突雙方保持冷靜克制，

防止沖突升級。

實際上，中國近年來壹直致力於推

進緬甸的民族和解和平進程。

今年8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會見來訪的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時就

表示，中方願繼續為推動緬甸和平進程

發揮建設性作用，為維護中緬邊境和平

穩定共同作出努力。

8月底召開的“21世紀彬龍會議”

，中國外交部亞洲事務特使孫國祥也應

邀出席了會議。

“中國不願意看到武裝沖突局面，

中緬邊境會被波及，邊貿和人員往來會

受影響，中國壹直呼籲雙方和解談判，

打仗對誰都沒好處。”宋清潤說。

和談是解決沖突的唯壹出路
近年來，緬甸領導人壹直努力爭取

達成全國範圍內停火和平協議。

2015年10月，緬甸政府與8支民族

武裝組織領導簽署停火協議，雖然還有

壹半少數民族武裝組織沒簽署協議，但

仍標誌著緬甸和平進程取得歷史性進展

。今年9月，在新壹屆政府的組織下，

“21世紀彬龍會議”在緬甸首都內比都

召開。約750名來自緬甸政府、軍方、

少數民族武裝、議會、各政黨代表參會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應邀出席會議

。他在會議開幕的致辭中表示，願緬甸

邁上全面包容的和平之路。為何在爭取

和平進程道路中會再起沖突？

宋清潤分析說，緬甸政府軍想將少

數民族武裝整編為受制於政府軍管理的

邊防部隊，政府軍提出壹系列條件，比

如接受中央政府統壹指揮，政府軍要參

與少數民族武裝控制區安全管理以及邊

境巡邏。此外，少數民族武裝力量在整

編後可能要進行縮減，還會涉及地方收

益分配和自治權力等問題。

“少數民族武裝不太接受政府軍的

整編條件，利益分配無法達成高度壹致

，在政治、經濟、少數民族文化、語言

教育方面矛盾比較多，這些年沖突的根

源主要都是這些問題。”宋清潤說。

而據外媒報道，參與此次沖突的少

數民族地方武裝中，有3支武裝並未被

邀請參加本輪或上壹輪和平談判。

記者註意到，在“21世紀彬龍會議

”閉幕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大會組委會

稱以後將每6個月舉行壹次會議，希望

通過這種漸進式的協商，在 2019 年或

2020年時實現全國和平。

如今沖突再起，是否影響這壹將和

解對話機制化、常態化的重要進程？

宋清潤對此表示，這種打打談談交

替出現的局面已持續了好幾年，最根本

解決方案還是消除雙方利益上的矛盾，

雙方都意識到還是要回到談判桌，只是

有時談得不愉快，所以才兵戎相見。他

說，因此沖突壹段時間還是要重新談判

，但這個矛盾解決是長期問題，難以在

短期內解決。

印媒稱中印擴大合作有助全球經濟：
不能指望西方復蘇

綜合報導 印媒稱，秉承杭州二十國
集團峰會的精神，中國倡議“全球南方
”和新興國家更多地參與世界經濟中來
，包括密切北京和新德裏的關系。

據印度《印度教徒報》網站11月20
日報道，在中國的壹次重要研討會上，
壹些發言人承認，西方經濟體在避免進
行結構性改革，而結構性改革對於振興
乏力的全球經濟是必要的。獲邀出席這
個為期兩天研討會的人士來自國際重要
思想庫的專家以及全球壹些政黨。

報道稱，這個研討會的兩個內容分
別聚焦非洲和湄公河沿岸國家，表明中

國有意將“全球南方”納入其提振全球
經濟的藍圖中。很多與會人士建議中國
和印度擴大經濟交流，來幫助全球經濟
出現好轉。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林毅夫指
出：“從經濟的角度看，中國和印度互
補，擴大合作的空間很大。”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阿馬爾·巴
塔查裏亞表示贊同。他說，壹旦明確了
勢力範圍，提升印度與中國經濟夥伴關
系的空間是巨大的。

“請不要忘了大趨勢：到2050年，
他們(中國)將成為世界第壹大經濟體，而
我們(印度)將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人口和
供應鏈結構互補性很強。”不過，巴塔
查裏亞強調說，印度應該堅持發展與中

國的長期關系，重視合資企業，允許印
度“聰明的工程師們”吸收先進技術。
“印度可以向中國學習的最重要的是基
礎設施領域，他們(中國)是基礎設施強國
。”

他還說，建築和高鐵應該成為基礎
設施部門合作的王牌。他指出：“在建
築行業有兩個國家可以學習——土耳其
和中國，韓國已經邁向了更高層次。”

這位常駐美國的學者指出，高鐵合
作大有可為，不會受土地供應影響——
而土地供應是外國投資者謀求在印度制
造業投資設廠面臨的壹個長期問題。

巴塔查裏亞強調說，印度應該與中
國建立牢固的經濟基礎，加強互利。
“這也將有助於我們管控分歧，巴基斯
坦作為中印關系中的壹個因素會逐漸退
居次要位置。”

印度人民黨全國執行委員戈帕爾·克
裏希納·阿加瓦爾很贊賞中國基於無縫連
接建立的壹體化供應鏈。

他說：“中國將公路、鐵路、地鐵
和航空融為壹體，從而形成快速供應鏈
，這是我們可以學習的中國的長處。”
林毅夫意識到現在是逆風而行，不看好
西方主要經濟體會很快復蘇，因為它們

害怕進行結構性改革。這位前多邊銀行
家說：“我更傾向於悲觀。這些主要經
濟體很難實施必要的結構性改革，因為
這意味著短期內要收縮、經濟減速和失
業率升高。”

因此，這次重慶研討會呼籲重新定
義經濟治理規則，對於有礙復蘇的非經
濟因素也要同樣重視。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指出
：“通常，我們提到全球治理，是指全
球經濟治理，這也是本次研討交流的重
點。然而，我認為有效的全球治理不能
只建立在經濟上。”

綜合報導 法國巴黎檢察署已對總統

奧朗德涉嫌泄露國防機密壹事展開調查

。奧朗德將於近日宣布是否於明年總統

大選競選連任，此時受調查將令他陷入

尷尬境地。

據路透社報道，法國《世界報》

(Le Monde)於今年8月24日刊登了壹篇報

道，兩名記者回憶起他們三年前與奧朗

德進行訪談時，看到他的桌面上放了許

多蓋上“機密”印章的文件。

這兩名記者說，在談到可能空襲敘

利亞的計劃時，奧朗德“特別翻閱了壹

份文件，我們要求也取得壹份副本”。

他們聲稱，該文件是由奧朗德的幕僚撰

寫的，其中提到未來攻擊行動時間表，

是“貨真價實的法國(軍事)行動指南”。

這兩名記者沒有透露他們如何取得

文件，但他們刊登了這份文件的部分內

容，其中詳述若奧朗德下達指令，法國

“陣風”(Rafale)戰鬥機將從阿布紮比的

法國軍事基地出發，向敘利亞的目標發

射五枚Scalp導彈。不過，由於美國總統

奧巴馬最終決定不發動襲擊，法國這項

行動也沒有展開。

法國檢方說，他們已要求國防部證

實那份文件屬於機密文件，並徹查文件

內容遭泄露如何影響國家安全。法國總

統府拒絕就此事置評。

被指泄露國防機密被指泄露國防機密
法總統奧朗德遭調查陷尷尬境地法總統奧朗德遭調查陷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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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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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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距離入主白宮還有不到60

天，在成爲“川普總統”之前，億萬富

豪川普已經開始忙了。不過，政知道關

心的是，川普正式上任前後，還有多少

問題待解？

百億資産如何處理？川普到底多有錢？

按照川普的說法是，他身家超過百

億美元。不過，美國《福布斯》雜志

2015年9月發布400名最富美國人排行榜

，川普以45億美元排名僅爲第121位。

具體是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川普

所持有的住宅、物業、酒店乃至

高爾夫球場在他當總統後怎麽處

置？

英國《每日郵報》曾報道，

川普的律師在競選後表示，川普

的資産將選擇使用“保密信托

（blind trust， 也 稱 盲 目 信 托

）”方式打理，而管理信托的人

可能是他的三個子女。

政知道查了下資料，所謂

“盲目信托”簡單說就是財産的

擁有者既不知道這些財産是怎樣

管理的，也沒有參與管理的機會

。

一位曾經協助候選人參與州

級競選、對美國政壇有深入了解

的人士告訴政知君，blind trust

就川普這件事來說，就是指川普

本人只能受益他的資産，但不能

進行任何操控。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社會科

學院美國所副研究員劉衛東在接

受政知君采訪時則表示，雖然聯

邦有規定公務員規避利益衝突的

法律，但是這些法律都不適用國家元首

。“保密信托”是個常規的做法。

事實上，“保密信托”在美國並不

是一個新詞，《財富》雜志曾統計，從

比爾· 克林頓到喬治· 布什，再到貝拉克·

奧巴馬，幾乎每一位總統選候選人，在

某個時間點都至少有過一份“保密信托

”。2003年，曾參加過美國總統競選的

羅姆尼當選馬薩諸塞州州長時，他爲自

己和妻子都設立了“保密信托”。

針對這一問題，近來川普高級顧問

魯迪· 朱利安也出來回應了：“把産業從

他三個子女手中收回交由外人打理，這

很不現實，也是不公平的。因爲國家法

律反對裙帶主義，如果不允許他們繼承

父業，那就等于讓他們失業。”

然而，英國《每日郵報》提到，

“保密信托”一般是委托專業人士操作

，而不是家庭成員，只有這樣才能達到

規避利益衝突的目的。

《每日郵報》還援引倫理專家道出

了另一份擔憂，文章寫道：川普一家應

該警惕外國政府和相關利益集團以做生

意的方式來和這位美國總統套近乎，比

如入住總統先生旗下的酒店，這看起來

倒是沒什麽，再比如在自己的國家給予

川普商業集團一份優惠的合同。

全國海選4000職位，這是大換血？

幾天前，一份在川普官方網站

（https：//www.greatagain.gov/）上登出的

招聘啓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4000多個

高官職位虛位以待。

不過，這4000多個崗位並非是川普

拿出來的，這條“招聘啓事”其實是11

月6日就挂出來了，當時川普還是總統

候選人。

事實上，多個崗位招聘其實是每任

政府換屆時的一個“必修課”。

很多人可能要問，難道在美國政府

任職，不需要首先是公務員嗎，更何況

這次招聘中還有部級職位？

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美國駐華

使館博客曾介紹過，在美國的政府系統

中，有少部分公職人員是由總統、副總

統或部門首長提名任命的，這些人既沒

有經過選舉，也不是從公務員選拔競爭

系統提拔上來的，因此人們給這些人一

個特別的統稱“政治任命公職人員”

（Political Appointee）。而這一做法還是

美國政治制度一項重要的慣例呢。

下面看看，4000多個崗位都包括什

麽，川普官網上提供了一份具體說明：

第一、PAS級別，總統提名並且需

要通過參議院批准，約1212個職位。

這類官員級別是美國政府裏的“實

權派”，主要包括各大部正、副部長，

美國派駐各國大使，各大機構一把手。

第二、PA級別，表示需總統提名，

無需通過參議院批准。這類需要“總統

欽點”的職位有353個，包括白宮官員

，稍小部門的一把手，和一些部委的

“二把手”。比如白宮辦公廳主任、總

統新聞秘書等。

第三、NA級別，非終身制的高級行

政官員680個。這一類官員在總統欽點

的高官手下工作，是美國政府中操作具

體事務的高級別官員。

第四、SC級別，機密職位1403個。

這類職位有一定的機密性，包括設定計

劃的人員、機密顧問、政策專家等等。

女婿任要職、前妻當大使，法律允許嗎

？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一位了解

美國候任總統川普過渡期情況的人士透

露，川普的女婿庫什納可能在白宮擔任

一個高層職位。

資料顯示，傑瑞德· 庫什納，35歲，

家族房地産公司的CEO和《紐約觀察家

》出版商，人稱商業神童，他娶了伊萬

卡· 川普，就是那個漂亮而且勵志的女兒

。

說到女婿或入主白宮團隊，這幾天

還有一個新聞，就是川普前妻伊萬娜

（伊萬卡· 川普生母）上周接受《華盛頓

郵報》采訪時說，將會向前夫提議，讓

她出任駐捷克大使。

說到這，很多人會犯嘀咕，韓國那

邊一個閨蜜改改演講稿，就牽出了那麽

大的“閨蜜”幹政事件。川普這邊難道

不應該規避利益衝突嗎？

政知道注意到，1967年美國國會曾

通過一項反裙帶關系法案，法案中禁止

總統任命親屬在自己監管的政府部門或

機構中擔任公職。

按照法律，川普女婿也是在親屬的

範圍內。

根據上述4000多個崗位說明，川普

女婿任職屬于上文提到的PA級別，只需

總統提名，無需提請參議員批准。而川

普的前妻所“應聘”的美國駐捷克大使

一職則屬于PAS級別，需要川普提名，

參議院批准。

那麽，可以清晰地看出，川普前妻

若想如願，提名和參議院批准缺一不可

，而且首先是川普本人提名，至于參議

院批准，根據此前選舉結果，共和黨控

制參議院，因此如能獲得提名，伊萬娜

不是沒有機會的。不過，首要問題是伊

萬娜是否受反裙帶法案約束。

不過，受訪專家也表示，不管任命

什麽樣的人選，選民們便會格外注意這

些人士是否真合格，真有能力。

離“川普總統”還有60天
“百億富豪”川普有啥難題待解？

綜合報道 “我將在我們的南部

邊界建造一個很長的隔離牆——造

牆這事，沒人比我更在行，而且我

要讓墨西哥出這筆錢。”這是未來

的美國總統唐納德· 川普在競選時說

的。迄今爲止，他的公司建造的主

要是高樓和酒店。“在邊境築牆”

是他的移民政策“十點計劃”中的

第一要務。

據德國之聲電台網站報道，美國

和墨西哥之間的邊境總長約3200公裏

——其中1100公裏已經被柵欄防護起

來。美墨邊境線上共有十個州：四個

在美國，六個在墨西哥，邊境穿越沙

漠和城市。由于人迹難至，邊境在新

墨西州邊界的一小部分是開放的。在

其它地方則有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部

門的巡邏人員。

“如果墨西哥方面送人過來，送

的肯定不是最好的”，川普在競選期

間如此說。“他們讓那些有很多問題

的人來。他們帶來毒品、犯罪、強奸

。有一些，我想是好人。” 川普想

驅逐非法移民，至少是那些有犯罪行

爲的非法移民。

對于一些墨西哥人來說，夢想在

邊境就結束了——他們被抓進了監獄

。還有一些人，爲了非法越境，付出

了生命。媒體批評說，安全部隊甚至

越過邊境對偷渡者射擊。六名無辜的

墨西哥公民被射殺，肇事者卻逍遙法

外。直到2015年，一名美國邊境巡邏

隊的成員才被一位聯邦檢察官起訴

據估計，非法移民的數量每年約

爲35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墨西

哥。每一個在美國非法居留的人，都

如同隱居。一些墨西哥人獲得了“容

忍居留”，但是他們在邊境另一邊的

家人卻無法得到簽證。蛇頭費用高昂

，很少人能負擔得起。移民盼望一個

更好的生活，有工作，可以給家裏更

多的錢。

美墨邊境鋼鐵柵欄美墨邊境鋼鐵柵欄
還是水泥圍牆還是水泥圍牆？？

綜合報道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將邀請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 川普明年

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以鞏固雙邊關系

。該報援引與唐甯街關系密切的消息人

士的話報道，英國政府與川普團隊將盡

快就此事展開協商，訪問時間可能定在

2017年6月或7月。

路透社分析說，在英國首相特雷

莎· 梅准備啓動“脫歐”進程的背景下

，英國迫切希望加強與美國的“特殊關

系”。

根據《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說法，

川普本月早些時候已與英國右翼政黨獨

立黨領袖奈傑爾· 法拉奇會面，後者也

成爲英國政界中與川普會面的“第一人

”。英國政府希望，這次國事訪問能成

爲與川普拉近關系的“秘密武器”。

報道中同時提及，川普當選總統後

與特雷莎· 梅通話時，曾表示自己已故

的母親來自蘇格蘭，是英國女王的“忠

實粉絲”，還請特雷莎· 梅轉達對女王

的問候。

英國女王邀川普訪英
被指迫切希望加強

與美國的“特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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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韓國最大留學目的地
學中文利於個人發展

綜合報導 長期以來，美國是許多韓國學生

留學的首選目的地。在他們的觀念中，赴美留

學相當於壹只腳踏入了成功的大門。然而近年

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韓經貿關系

的日益緊密，以及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的

不斷提高，韓國人的留學觀念正悄然發生轉變

，他們更加願意走近中國，了解中國。韓國教

育部最新統計顯示，目前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

韓國最大留學目的地。

觀念轉變，希望加深對中國的了解
根據韓國教育部最新發布的“韓國留學生

年度現狀統計”，截至今年4月1日，在海外接

受高等教育課程的韓國留學生共計約22.39萬人

，赴中美兩國留學的人數占壹半以上。其中，

赴中國留學人數共計約6.67萬人，占29.8%；赴

美國留學人數共計約6.37萬人，占28.5%。中國

首次超過美國成為韓國最大留學目的地。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之後，韓國人

看到了中國在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取得的巨大進

步，韓國人愈發希望加深對中國的了解。此後

，赴中國留學的韓國學生明顯增多。”在壹家

赴華留學教育培訓機構工作的尹敬真告訴本報

記者，現在不僅是韓國，整個世界都十分關註

中國。作為韓國的鄰國，中國在留學方面的性

價比高，優勢明顯，對韓國學生有很強的吸引

力。2009年，韓國赴華留學人數首次突破6萬

大關。韓國教育部的統計顯示，2016年赴華留

學人數比2015年同期增加3749人。相比之下，

赴美留學人數於2010年達到7.5萬人的頂峰後呈

現壹路下滑趨勢，今年則降到了6.3萬人，比去

年同期減少4395人。

“1982年我讀大學時，韓國開設中文專業

的院校屈指可數。如今，很多韓國大學都有中

文專業，學生們學習中文的熱情很高。”韓國

檀國大學教授金珍鎬曾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

位，他向本報記者表示，以前韓國人對中國國

情和高等教育缺乏了解。現如今，越來越多的

人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水

平表示認可。此外，中韓文化相近，兩國交流

源遠流長，韓國人去中國留學能比較容易地融

入當地，留學費用也相對較低。因此，中國取

代美國成為韓國人留學的首選，也不難理解。

金珍鎬的學生畢業後有許多選擇到中國去繼續

深造。

持續升溫，留學中國成為機遇象征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教育處參贊艾宏歌在接

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自1998年以來，韓國

來華學生規模始終居全部生源國首位。2015年

，韓國留學生總人數占全部來華留學生總數的

17%。

“越來越多的韓國人看到了中國的發展前

景，赴華留學成為獲得個人發展機會的象征。

”艾宏歌分析道，隨著中韓關系的不斷發展，

兩國經貿合作日益緊密，人文交流持續升溫，

在兩國聯系密切的壹些領域，對中文人才的需

求不斷增加。“對於韓國人來說，赴華留學逐

漸成為壹種新風尚。”

曾於北京語言大學讀經濟貿易專業的崔榮

載，2015年畢業後，在韓國政府部門順利找到

了與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現在韓國的就業

形勢不是很好，但之前跟我壹起去中國留學的

同學，回國找工作都不太難。”他對本報記者

說，現在韓國的就業壓力很大，赴華留學歸國

後的就業機會就比較多。

韓國教育部教育開發合作組主管樸敏英向

本報記者表示，隨著韓中兩國在經濟、文化及

社會領域的交流趨於多樣化，韓國赴中國留學

人數也隨之增長。尤其是今年以來，赴中國進

行兩年以內普通進修和語言進修的學生人數大

幅增加。韓國壹家著名娛樂公司中國事業部有

關負責人向本報記者介紹說，公司現在已有幾

名具有中國留學背景的員工，但仍不能滿足發

展需求。該公司計劃今年再招聘具有中國留學

背景且能熟練使用中文的員工。“中國市場發

展潛力巨大，是我們公司最為看重

的市場。具有中國留學背景的人才

對中國的了解較為深入，公司向中

國拓展業務，他們能夠提供更大的

幫助。”

質量提高，中國高等教育有吸引力
艾宏歌介紹說，中國近年來大

力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針對來華

留學生的教學質量和管理水平都明顯提升，中

國政府獎學金資助布局與結構大幅優化，各種

文化交流活動也更加豐富，使得來華留學越來

越有吸引力。中國教育部數據顯示，2015年來

華留學生規模穩步增長，比2014年增加20581

人，增幅為5.46%，生源結構不斷優化。留學生

生源國覆蓋範圍穩定，“壹帶壹路”沿線國家

成為來華留學發力點。2015年中國政府獎學金

規模持續擴大。

金珍鎬指出，中國大學的教學質量近年來

顯著提高，對學生的培養日趨全面，國際化程

度不斷提高，在中國的留學經歷讓許多韓國學

生獲益匪淺。

“在同等的條件下，去中國留學可以在地

道的中文環境中學習，當然是壹種更好的選擇

。”曾在中國傳媒大學讀廣播電視編導專業的

徐筆俊向記者表示，隨著英語的普及，留美經

歷的優勢在韓國已逐漸式微。雖然去中國留學

和成功就業並不能完全畫等號，但赴華留學背

景絕對是能夠加分的選項。

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處處長黃載皓在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該校與中國高校的

交流有很深的淵源，目前和50余所中國大學簽

訂了交流合作協議。“韓國外國語大學是韓國

唯壹壹個設有中文學院的大學。全校有近1/10

的本科生主修或輔修中文專業，這是壹個相當

高的比例。”黃載皓介紹稱，該校每年都有去

中國大學交流的項目，報名十分火爆，競爭非

常激烈。針對現在多數中國大學開設國際交流

學院來專門培養留學生的情況，黃載皓則建議

增加留學生和本國學生壹起上課和生活的機會

，以便他們能與中國學生更深入地交流，更好

地融入中國社會當中。

樸敏英表示，中韓兩國赴對方國家留學的

人數正不斷增加。期待這些留學人員能夠推動

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促進兩國在各個領域的

合作，從而成為加深兩國友誼的橋梁。

韓青瓦臺：樸槿惠接受獨立檢察立場不變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

發言人鄭然國近日在青瓦臺就組建

獨立檢察組調查總統“親信門”案

件表示，總統樸槿惠將如期批準設

立獨立檢察組，並表明將接受獨立

檢察。

據報道，當天上午，韓國經濟

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柳壹鎬主

持召開國務會議，會議通過《任命

獨立檢察官調查樸槿惠政府親信弄

權幹政案的法案》(以下簡稱《獨

檢法》)公布案。在經由總統批準

程序後，法案即刻生效。

據悉，樸槿惠原本當天應親自

主持召開國務會議，並參與表決議

程。但由於檢方將樸槿惠視為犯罪

嫌疑人並立案調查，因而改由柳壹

鎬代替總統主持會議。

檢方特別調查本部原定於11月

16日對樸槿惠進行“面對面”問詢

，隨後“越過底線”推遲至17日。

在樸槿惠律師柳榮夏要求下，檢方

表示問詢時間“最晚推遲至18日”

。而柳榮夏17日召開新聞發布會，

以自己需要更多準備時間為由，再

度推遲了樸槿惠接受檢方問詢的時

間。他說：“我將完成代理總統這

壹案件的準備工作，配合相關調查

。因此，問詢可以在下周進行。”

之後，韓國檢方於20日發表了

“親信門”的中間調查結果。檢方

認定，樸槿惠具有與崔順實共謀犯

罪的嫌疑。對此，韓國青瓦臺表示

，樸槿惠接受公正調查和審判的憲

法權利被剝奪，暴露在不當的政治

攻勢之中。

日本首相時隔57年出訪阿根廷

確定開展密切合作
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與阿根廷總統馬

克裏在該國首都布宜諾斯艾

利斯舉行會談。

據報道，雙方就增進經

濟合作，力爭早日締結投資

協定等達成壹致。此外，雙

方還同意增進首腦與部長級

交流，作為“戰略夥伴”開

展密切合作。

會談後雙方發表了寫入

上述成果的聯合聲明。馬克

裏去年12月就任阿根廷總統

。他上任後該國經濟政策調

整為重視市場，作為大豆、

玉米、礦產及能源供應國，

受到日本的高度關註。

在經濟層面，兩國將啟

動避免雙方企業雙重納稅的

協定磋商。安倍對阿方重審

福島核事故後實施的福島縣

產品進口條件的決定給予肯

定。

馬克裏透露有意明年對

日本進行訪問。據了解，日

本在職首相上壹次對阿根廷

進行正式訪問要追溯到1959

年的時任首相岸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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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京都大學的研
究小組利用能夠生成身體各種組織的 iPS
細胞成功培育出了抗癌效果更佳的免疫細
胞“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即“殺手T
細胞”。該技術將來有望用來治療血癌
“白血病”等疾病。據報道，京都大學病
毒和再生醫科學研究所教授河本宏等人組
成的研究小組正在研究如何利用iPS細胞
培育出的免疫細胞治療癌癥。

三年前，該小組在全世界率先利用人
體 iPS 細胞培育出了專門殺傷癌細胞的
“殺手T細胞”，但難點在於這種免疫細
胞的殺傷性較弱。於是，該研究小組在培
育“殺手T細胞”時，篩選出含有特定分
子的細胞進行培養，最後成功培育出了抗
癌效果可達百倍左右的“殺手T細胞”。

其後，該研究小組培育出了能夠識別
白血病等癌細胞特有的蛋白質“WT1 抗
原”的“殺手T細胞”，並進行了實驗，
結果確認到，該免疫細胞抗癌效果明顯。

河本表示：“希望將來可以利用 iPS
細胞培育出的殺手T細胞治療白血病。今
後我們將進壹步確認這種方法的安全性和
效果，以備投入臨床應用。”

教會陳情反同婚修法 蘇治芬接收各方意見

家長反對交往 情侶疑跳樓殉情

復興航空停飛復興航空停飛 法務長以證人身分遭偵訊法務長以證人身分遭偵訊

青年賺微薄佣金青年賺微薄佣金 淪外勞盜伐車手淪外勞盜伐車手

集資推廣街貓絕育 源頭減量助流浪動物
 
















（中央社）天主教、基督教雲林、嘉義地
區代表與教友，今天陳情反對同婚及修改民法
972條，立委蘇治芬表示，接收各方意見，充分
溝通討論，尋求平衡點。

天主教嘉義教區副主教吳終源、基督教長
老教會牧師嘉義中會議長莊志堅及教友等數十
人，前往立委蘇治芬虎尾服務處陳情、遞交聲
明書，訴求反同婚、反對修改民法黑箱作業、
要公投 「婚姻家庭、全民決定」、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等。

陳情表示，多辦公聽會；公投決定修法；
要求緩審民法972條；歐洲國家未將同性婚姻視

為基本人權，建議不修改民法親屬篇；以單點
修法保障相關權益；反對同性伴侶領養兒童。

立委蘇治芬表達接收各方意見、充分溝通
討論、尋求平衡點的看法，並表示，民法修法
連署是希望法案付委討論，讓各方意見充分陳
述，已經連署不會撤銷，更何況她非司法委員
會成員，無表決權。

蘇治芬表示，兩性平權、多元成家、婚姻
關係時至現代，各方見解不同，尊重 「同志伴
侶法」，但相關提案機關尚未將草案送進立法
院，無法對此表達看法，但會尊重並接收各方
意見。

（中央社）流浪動物零撲
殺政策明年 2 月將上路，台灣
之心愛護動物協會表示，將發
起集資計畫替街貓絕育，只有
採取 「源頭減量」實施結紮，
才能有效阻斷流浪動物的發生
。

公立收容所零撲殺政策明
年 2 月將執行，但面對收容所
爆滿現況，流浪動物們只能生
活在擁擠惡劣的環境中，台灣
之心愛護動物協會為了阻斷動
物流浪的情況，從民間發起

「募集喵星人守護者」集資計
畫，希望為全台至少 200 隻街
貓進行 「TNvR 絕育計畫」，
讓流浪貓的痛苦到這一代為止
。

「TNvR 絕育計畫」意即
捕捉（Trap）、結紮（Neuter
）、疫苗施打（Vaccination）
、回置（Return）。台灣之心
愛護動物協會表示，母貓一年
平均會生下12至15隻幼貓，在
街頭不安定的環境下，幼貓容
易因飢餓疾病或車禍而死亡，

街頭過量的街貓也經常造成人
貓之間的衝突，因此只有採取
「源頭減量」實施結紮，才能

減少流浪動物的產生。
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執

行長劉晉佑指出，過去 3 年已
持續為超過 1 萬 6000 隻流浪犬
貓執行 「TNvR」，但明年政
策就要上路，絕育計畫必須更
大規模的全面執行才能有效根
治問題，希望集資計畫能讓
「TNvR」 擴大實施、並讓街

貓絕育議題被更多人看見。

（中央社）一對情侶今天中午從高雄市鳳
山區大智陸橋旁的一家汽車營業大樓7樓墜下
，當場死亡，兩人包包仍留在7樓，警方從男
方包包找到遺書寫道因父母不贊成雙方交往而
跳樓共赴黃泉。

警方說，這起意外發生在下午1時3分左
右，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一家汽車營業大
樓旁空地發現一對男女從樓上墜樓，警消據報
趕到發現兩人已明顯死亡，並未送醫。

警方隨後在這家汽車營業大樓7樓、兩人
墜樓處發現死者雙方遺留的包包，警方並在男

方包包發現一封遺書，道出跳樓尋短原因是男
方父母不贊成死者兩人交往，遺書還以不孝子
名義向父母道別。

警方表示，死者是 20 歲的吳姓男子與 21
歲的鄭姓女子，雙方交往1年多，吳男是現場
汽車營業所員工，鄭女則在飲料店上班，鄭女
經常會帶飲料到吳男上班處所探班，中午午休
時間，鄭女前來找吳男時，當時兩人並無異狀
；員工對這起意外均大表訝異；吳男父母對為
何不贊成這段戀情則不願多談。

（綜合報道）台北地檢署偵辦復興航空停飛案，今天上午前往興航位於敦化南路的總部調閱
資料後，認為仍有疑點待釐清，下午3時許，以證人身分將興航法務長方修忠帶回台北市調處先行
偵訊。

復興航空今天停飛一天，由於台灣證券交易所監視部發現內部昨天盤中賣股，有明顯內線交
易情形，北檢昨天指揮調查官前往證交所調閱資料，並列分他字案。

檢方昨天清晨1時許也傳喚興航董座林明昇、總經理劉東明、財務長楊炫儀等3人到案說明，
於清晨4時許全數請回。

為了釐清案情，今天上午再次前往興航位於敦化南路上的總部調閱資料，但仍認為有事證有
待釐清，因此待興航記者會結束後，以證人身分將法務長方修忠帶回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偵訊，
不排除稍晚將移送北檢複訊。

興航停飛興航停飛 股票暫停交易股票暫停交易
復興航空驚傳復興航空驚傳2222日全線停飛日全線停飛11天天，，震驚國內航空界與旅行業震驚國內航空界與旅行業，，台灣證券交易所表示台灣證券交易所表示，，復興航復興航
空由於即將有重大訊息宣布空由於即將有重大訊息宣布，，2222日起申請暫停交易日起申請暫停交易，，何時恢復交易將另行申請何時恢復交易將另行申請。。

（中央社）南投縣19歲林姓青年昨天夥同2名逃逸外勞上阿
里山載運盜伐林木，遭警人贓俱獲；林嫌供稱，因離家出走，為
賺取微薄佣金，被外勞吸收當盜伐林木車手，感到後悔。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七大隊嘉義分隊表示，日前接獲線報，

有盜伐集團利用晚餐時間上阿
里山盜伐，便會同嘉義縣警察
局竹崎分局、雲林縣警察局斗
南分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加強
夜間巡邏。

巡邏車於昨天晚上行經嘉
149甲39公里處時，發現1輛可疑車輛迎面而來，立即用車輛阻
擋車輛前進，員警隨即下車用身體防堵外勞開車門逃逸；過程中
，外勞不斷衝撞車門企圖逃逸，所幸警方奮力擋住車門。

員警逮捕駕駛林姓男子，以及車上2名越南籍逃逸外勞，並
在車內查扣重達459公斤的19塊扁柏，市價約新台幣800萬元。

林嫌供稱，高中畢業後，與家人意見不合而離家出走，因缺
錢，被在KTV認識的外勞吸收擔任盜伐林木的車手，一趟佣金
為5000元，而車上2名逃逸外勞負責搬運及帶路。

警方指出，林嫌對於為了賺取微薄佣金，被外勞利用到山上
竊取台灣珍貴林木，感到後悔。警訊後，全案於今天依違反森林
法等罪嫌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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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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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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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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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愛仙就住在涼亭旁一棟老式住宅樓裡，房
間約50平方米，基本沒什麼裝修，也沒有

一樣像樣的傢具。退休前，她在衢州某行政單位
上班，現在每個月能領到5,000多元退休金。程
愛仙沒結過婚，現在也沒什麼家人，沒什麼愛
好，也不喜歡旅遊，她最愛做的事，就是幫助他
人。“我的錢留着也沒什麼用，一定要花在有需
要的人身上。”

現在，程愛仙每天早晨8點醒來，吃完早
飯，就往菜場跑。為了節省開支，供30個人吃
的米和菜，她總是自己扛回來。為了免去上下樓
之苦，“廚房”就設在樓道裡，十米之外就是派
飯的涼亭，搬運飯菜十分方便。

每天變換飯菜口味
程愛仙的免費飯攤每周開放5天，周三周四

休息。涼亭的一根柱子，掛着一塊紙板，上面留
着程愛仙的手機號碼，有需要吃飯的人可以提前

打電話預約，這樣免得浪費。不過，隨着愛心飯
攤在衢州的名氣越來越大，現在每天30份飯很
少有剩下的。

程愛仙盡量每天都變換飯菜口味。“比如今
天吃白菜燉肉，明天就會換土豆，反正盡量不重
樣，免得他們吃膩了不來了。”程愛仙開玩笑地
說：“雖然不用付錢，但我還是要把他們當成顧
客，讓他們感到世界是溫暖的。”

盼再辦民工子弟學校
之前，程愛仙辦了一所民工子弟學校，因為

學費低甚至免費的做法，曾被當地媒體多次報道
過。程愛仙介紹稱，1997年，她在街上補鞋時，
補鞋匠是一名中年婦女，帶着個十歲的孩子。當
時，小孩沒戶口，無法在城裡上學，留在鄉下上
又沒人管，只好輟學帶在身邊，跟着學補鞋。

退休後，程愛仙拿出畢生積蓄，又找了幾位
不要工資的退休教師，張羅起了這所民工小學。

前段日子，因為城區改造，被劃入拆遷範圍的民
工學校停辦了。於是，閒不下來的程愛仙又送起
了愛心午餐。但她的心願一直沒有變過，就是把
學校繼續辦，“我今年67歲了，孤身一人無牽
無掛，不為名利，就想讓那些孩子有書讀，我希
望有人能圓我這個最後的心願。”

被當地村民稱為“山藥女神”的80
後網絡紅人王瑤與網絡大V劉五一、趙
雲龍等日前齊聚河南省焦作市溫縣的一
個山藥種植地，參加第二屆溫縣山藥太
極尋根記活動，現場體驗挖山藥的過程
並進行網絡直播，藉此幫助當地農民推
廣山藥。

不少網友看到之後驚歎稱，原來挖
山藥那麼難。需要掘地一米多深，而且
每一鐵鍬都要特別小心，否則山藥很容
易被挖斷。有的人在現場用了十多分鐘
才挖到一根完整山藥。

土地十年只能輪種一次山藥
劉五一介紹稱，土地十年只能輪種

一次山藥，這是因為山藥在地底長得長
而密，吸收很多土地養料，如果連續種
植，不僅山藥長不好，還容易招致病蟲
害。

喜歡環球旅行的王瑤，走到哪裡，
便把山藥文化帶到哪裡。王瑤表示，希
望把家鄉溫縣的鐵棍山藥賣出去，讓更
多的人品嚐到正宗的鐵棍山藥。

溫縣地處豫北平原西北部。這裡土
地肥沃，土質獨特，降水豐沛，四季分
明，悠久的歷史和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為溫縣孕育了古老而珍貴的懷山藥、懷
地黃、懷牛膝、懷菊花“四大懷藥”。

據了解，2016年溫縣鐵棍山藥種植
面積2.2萬畝，以鮮貨銷售為主的壚土地
山藥面積為1.1萬畝，中秋節至今已採挖
銷售2,800畝，目前僅剩餘8,200畝，除
去部分企業深加工產品原料消耗外，今
年真正的溫縣鐵棍山藥上市量僅為6,000
噸左右。 ■記者 劉蕊 焦作報道

在中國鋼琴泰斗劉詩昆和世界鋼琴
大師喬治．路易斯．普列茨的領銜下，
260架鋼琴與100人合唱團昨日在上海虹
橋綠谷共奏華章，紀念莫扎特
（1756-1791）誕辰260周年。

“紀念莫扎特誕辰260周年鋼琴
藝術盛典”以虹橋綠谷的七幢大樓和
中心廣場為舞台，在錯層式的空中花
園、屋頂花園、地面、下沉式庭院等

五個層面，佈置了260架鋼琴。最震
撼的是鋼琴合奏與大合唱，先是一曲
中國風的《茉莉花》，然後是壓軸曲
目、莫扎特的《聖體頌》。主辦方透
露，是次活動將衝擊“大世界健力
士”的“規模最大的紀念莫扎特誕辰
鋼琴演奏會”紀錄，有關公證機構亦
在現場做了取證工作。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中午11點，浙江衢州城區鬧市一條弄堂口的涼亭內，坐了一群端

着飯盒的人，他們都在等着自己那份免費午餐。67歲的程愛仙像往常一

樣開始張羅，她的愛心飯攤“開張”已經半年多，除了自己日常用度，她

把每月5,000多元（人民幣，下同）退休金全用在做公益上。“我一直單

身，沒有太多牽掛，人死錢又帶不走，有人說吃喝玩樂是享受，能幫助別人

我覺得很快樂，這才是真享受。” ■記者 俞晝、通訊員 盛偉 浙江報道

派愛心午餐
浙單身嫗傾盡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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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大V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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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挖出的第
一根山藥。

香港文匯報
焦作傳真

滬260架鋼琴合奏 紀念莫扎特誕辰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6年11月25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程愛仙(前)
給人盛飯。
香港文匯報
浙江傳真

■大家在吃
熱騰騰的免
費午餐。
香港文匯報
浙江傳真

■260架鋼琴在上海虹橋
綠谷合奏。記者章蘿蘭 攝

■■小琴童一起參加合小琴童一起參加合
奏奏。。 記者章蘿蘭記者章蘿蘭 攝攝

程愛仙就住在涼亭旁一棟老式住宅樓裡，房
間約50平方米，基本沒什麼裝修，也沒有

一樣像樣的傢具。退休前，她在衢州某行政單位
上班，現在每個月能領到5,000多元退休金。程
愛仙沒結過婚，現在也沒什麼家人，沒什麼愛
好，也不喜歡旅遊，她最愛做的事，就是幫助他
人。“我的錢留着也沒什麼用，一定要花在有需
要的人身上。”

現在，程愛仙每天早晨8點醒來，吃完早
飯，就往菜場跑。為了節省開支，供30個人吃
的米和菜，她總是自己扛回來。為了免去上下樓
之苦，“廚房”就設在樓道裡，十米之外就是派
飯的涼亭，搬運飯菜十分方便。

每天變換飯菜口味
程愛仙的免費飯攤每周開放5天，周三周四

休息。涼亭的一根柱子，掛着一塊紙板，上面留
着程愛仙的手機號碼，有需要吃飯的人可以提前

打電話預約，這樣免得浪費。不過，隨着愛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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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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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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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2016 High Lander
終於等到零利息

（10 月 20 日起）

Bella 張
(281)223-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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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貸款入樓市直催房價
房企拿地不掏自己腰包 全靠金融機構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對崇尚安居樂業的中國

人來說，房子是夢繫神縈的溫暖目標，房子也日漸成為經濟

上的沉重負擔。在追蹤樓市調控新政一個多月效果之時，人

們同樣追問，是什麼推動了這一輪房價上漲？如果說供需不

平衡是導致熱點城市房價上漲的客觀原因，那麼巨額貸款湧

入樓市則與這輪房價迅猛上漲直接相關。

“居民加槓桿購房和企業加槓
桿購地是當前房地產市場

過熱的主要原因。”中國房地產
業協會原副會長朱中一說，房地
產業是資金密集型行業，去年以
來一二線城市地價房價輪動上
漲，與貨幣、信貸政策的寬鬆有
直接關係。

警惕“買地端”高槓桿
從買房端看，住房信貸寬鬆是

樓市回暖的重要原因之一。據央行
統計，今年9月末個人購房貸款餘
額為17.9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33.4%，顯示居民購房貸
款增速之快。比如，在深圳，截至
9月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已超1萬億
元，相比2014年底翻了一倍。

相比“買房端”的高槓桿，更
需警惕的是“買地端”的高槓桿。
今年8月，剛將總部從福建遷至上
海的房企融信以溢價139%、110.1
億元的總價拍下上海靜安區一宗
3.1萬平方米的地塊。讓外界詫異
的不僅是它所創造的驚人樓面價，
還有這家企業的“膽量”。根據其
中期業績報告，融信今年上半年的
合同銷售額為132億元。

“買房子起碼還交首付，而有
些地方的房企根本不掏自己腰包拿

地，全靠從金融機構融資。”一名
長期研究房地產行業的專家說。

記者從一些金融機構了解到，
按規定，房企拍地應該拿自有資
金。但近年融資普遍，房企配資一
般都在三七開，房企自有出資佔三
成，配資佔七成。現在一些房企連
自有出資部分也從金融機構解決，
房企引入銀行、債券、理財產品、
信託計劃、資管計劃、保險等資金
來拍地，已成為業內潛規則。
如此配資導致房企負債規模不斷

上升，盈利狀況下降。據統計顯
示，今年前三季度滬深兩市132家
房地產企業合計營業收入為8,780.5
億元，而淨利潤只有687.8億元，
平均利潤率跌至7.8%。而今年上半
年，130家房企的淨利潤率還在
8.15%，即便成交慘淡的2015年前
三季度利潤率也有10.1%。

滬拿地禁用銀行貸款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

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
本輪房價上漲的背後，不排除一些
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共謀，遲
遲不肯出台提高首付率等市場化手
段，一些地方甚至等到財政收入任
務差不多完成了才出手調控，對這
一趨勢應該警惕。

2016年多地上演“地
王盛宴”，成為本輪房價
上漲的風向標。值得警惕
的是，今年一些熱點城市
地價高漲，加大未來市場
風險隱患。對於地價快速
上漲，一名房企負責人直
言，如果說房價是一日千
里，地價則是一日萬里，
開發商入市要謹慎小心。

“今年濟南東部先後
出了兩個地王，地面價格
從每平方米7,000多元(人民
幣，下同)直線上升至9,000
元左右，導致房價從年初
每平方米八九千元上漲到
約1.6萬元。”濟南市房地
產中介行業協會副會長張
鑫恭說。中國財政部數據
顯示，今年前10個月，國
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2.65 萬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15.2%。國土資源部門的數
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土
地 出 讓 面 積 同 比 下 降
4.8% 。 這 種 “ 價 增 量

減”，意味着地賣得少了，成交價
卻更高，凸顯地價漲幅之快。中原
地產統計顯示，截至9月底，北上
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今年住宅土地樓
面價同比上漲72.2%，二線城市漲
幅達到 86.7%，遠超房價上漲幅
度。而據萬科最新公告，其持續觀
察的北上廣深以及杭州、南京、武
漢、東莞、蘇州等 14 個主要城
市，三季度土地整
體成交溢價率攀升
至111%，創近年來
新高。.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一段
時間內，樓市幾成“股市”。多地上演的企
業和個人“炒房”熱潮背後，有大量投資投
機者的身影。

“過去浙江的投資客主要來自溫台地
區，今年則以上海客為主力，從嘉興一路買
過來，有跡可循。”杭州濱江房產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朱立東說，外來投資客的
大量湧入對杭州房價上漲起到推波助瀾的作
用。

記者近日從珠海市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
局獲知一個案例：珠海一家生意不景氣的貿
易公司買了80多套房子，近期正陸續出手。

同樣在珠海，大量外地資本湧入本地樓
市。據當地住建部門數據，今年1至9月，
全市一手房市場成交量中，珠海本市居民購

買佔比為41.8%，珠海以外的國內其他地區
居民佔57.8%，國外買家佔0.33%。

一家知名房地產企業副總裁說，今年開
始，他們去競拍土地，發現競爭對手裡有了
基金公司。“這說明不少金融機構的資金都
在往房地產市場投。”這位副總裁說。

有觀察樓市的人士指出，新三板上市公
司中有幾十家企業主要業務是炒房。“不少
新三板上市公司融來的資金，直接或間接進
入了房地產市場。”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
所長劉洪玉說。

“如果這海量投資投機的錢投到糧食，
我們就要吃不起飯，如果投向服裝，我們就
要裸奔。”珠海房協秘書長梁遠新表示，對
於吸附在磚頭上的泡沫，地方政府要加大防
範風險，避免陷入房地產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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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投機者成幕後推手

■■新華社指出新華社指出，，巨額資金湧入樓市與這輪房價迅猛上漲直接巨額資金湧入樓市與這輪房價迅猛上漲直接
相關相關。。圖為內地民眾在一房地產售樓部看房圖為內地民眾在一房地產售樓部看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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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說，房子是夢繫神縈的溫暖目標，房子也日漸成為經濟

上的沉重負擔。在追蹤樓市調控新政一個多月效果之時，人

們同樣追問，是什麼推動了這一輪房價上漲？如果說供需不

平衡是導致熱點城市房價上漲的客觀原因，那麼巨額貸款湧

入樓市則與這輪房價迅猛上漲直接相關。

“居民加槓桿購房和企業加槓
桿購地是當前房地產市場

過熱的主要原因。”中國房地產
業協會原副會長朱中一說，房地
產業是資金密集型行業，去年以
來一二線城市地價房價輪動上
漲，與貨幣、信貸政策的寬鬆有
直接關係。

警惕“買地端”高槓桿
從買房端看，住房信貸寬鬆是

樓市回暖的重要原因之一。據央行
統計，今年9月末個人購房貸款餘
額為17.9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33.4%，顯示居民購房貸
款增速之快。比如，在深圳，截至
9月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已超1萬億
元，相比2014年底翻了一倍。

相比“買房端”的高槓桿，更
需警惕的是“買地端”的高槓桿。
今年8月，剛將總部從福建遷至上
海的房企融信以溢價139%、110.1
億元的總價拍下上海靜安區一宗
3.1萬平方米的地塊。讓外界詫異
的不僅是它所創造的驚人樓面價，
還有這家企業的“膽量”。根據其
中期業績報告，融信今年上半年的
合同銷售額為132億元。

“買房子起碼還交首付，而有
些地方的房企根本不掏自己腰包拿

地，全靠從金融機構融資。”一名
長期研究房地產行業的專家說。

記者從一些金融機構了解到，
按規定，房企拍地應該拿自有資
金。但近年融資普遍，房企配資一
般都在三七開，房企自有出資佔三
成，配資佔七成。現在一些房企連
自有出資部分也從金融機構解決，
房企引入銀行、債券、理財產品、
信託計劃、資管計劃、保險等資金
來拍地，已成為業內潛規則。
如此配資導致房企負債規模不斷

上升，盈利狀況下降。據統計顯
示，今年前三季度滬深兩市132家
房地產企業合計營業收入為8,780.5
億元，而淨利潤只有687.8億元，
平均利潤率跌至7.8%。而今年上半
年，130家房企的淨利潤率還在
8.15%，即便成交慘淡的2015年前
三季度利潤率也有10.1%。

滬拿地禁用銀行貸款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

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
本輪房價上漲的背後，不排除一些
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共謀，遲
遲不肯出台提高首付率等市場化手
段，一些地方甚至等到財政收入任
務差不多完成了才出手調控，對這
一趨勢應該警惕。

2016年多地上演“地
王盛宴”，成為本輪房價
上漲的風向標。值得警惕
的是，今年一些熱點城市
地價高漲，加大未來市場
風險隱患。對於地價快速
上漲，一名房企負責人直
言，如果說房價是一日千
里，地價則是一日萬里，
開發商入市要謹慎小心。

“今年濟南東部先後
出了兩個地王，地面價格
從每平方米7,000多元(人民
幣，下同)直線上升至9,000
元左右，導致房價從年初
每平方米八九千元上漲到
約1.6萬元。”濟南市房地
產中介行業協會副會長張
鑫恭說。中國財政部數據
顯示，今年前10個月，國
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2.65 萬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15.2%。國土資源部門的數
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土
地 出 讓 面 積 同 比 下 降
4.8% 。 這 種 “ 價 增 量

減”，意味着地賣得少了，成交價
卻更高，凸顯地價漲幅之快。中原
地產統計顯示，截至9月底，北上
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今年住宅土地樓
面價同比上漲72.2%，二線城市漲
幅達到 86.7%，遠超房價上漲幅
度。而據萬科最新公告，其持續觀
察的北上廣深以及杭州、南京、武
漢、東莞、蘇州等 14 個主要城
市，三季度土地整
體成交溢價率攀升
至111%，創近年來
新高。.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一段
時間內，樓市幾成“股市”。多地上演的企
業和個人“炒房”熱潮背後，有大量投資投
機者的身影。

“過去浙江的投資客主要來自溫台地
區，今年則以上海客為主力，從嘉興一路買
過來，有跡可循。”杭州濱江房產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朱立東說，外來投資客的
大量湧入對杭州房價上漲起到推波助瀾的作
用。

記者近日從珠海市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
局獲知一個案例：珠海一家生意不景氣的貿
易公司買了80多套房子，近期正陸續出手。

同樣在珠海，大量外地資本湧入本地樓
市。據當地住建部門數據，今年1至9月，
全市一手房市場成交量中，珠海本市居民購

買佔比為41.8%，珠海以外的國內其他地區
居民佔57.8%，國外買家佔0.33%。

一家知名房地產企業副總裁說，今年開
始，他們去競拍土地，發現競爭對手裡有了
基金公司。“這說明不少金融機構的資金都
在往房地產市場投。”這位副總裁說。

有觀察樓市的人士指出，新三板上市公
司中有幾十家企業主要業務是炒房。“不少
新三板上市公司融來的資金，直接或間接進
入了房地產市場。”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
所長劉洪玉說。

“如果這海量投資投機的錢投到糧食，
我們就要吃不起飯，如果投向服裝，我們就
要裸奔。”珠海房協秘書長梁遠新表示，對
於吸附在磚頭上的泡沫，地方政府要加大防
範風險，避免陷入房地產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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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new film law has stiff penalties for box-office 
fraud and piracy, which Hollywood will cheer, but 
also vaguely worded rules designed to stifle negative 
statements about China.
China's top legislature has passed the first law 
governing the country's fast-growing film industry,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late Monday.
The formal approval of the legislation comes after 
several phases of semi-public review, and the final 
version appears to contain few surprises.
There are provisions that will be welcomed by 
Hollywood — such as harsh penalties for box-office 
fraud and film piracy — as well as others that could 
be cause for concern, like a vaguely worded guideline 
restricting collaboration with overseas studios or 
individuals that are deemed to have "damaged China's 
national dignity."
The law also states that local theater operators "should 
ensure that domestic [Chinese] films' screening time is 
no less than two thirds of the annual screening time of 
all films," according to Xinhua. The guideline appears 
to be a new layer of market protection in addition to 
China's existing quota on foreign film imports, which 
has traditionally restricted the China market to just 
34 international movies per year on revenue-sharing 
terms.

Many believe 
that ticket 
fraud in 
recent years 
is one of the 
contr ibut ing 
factors to 
t h e d r a m a t i c 
slowdown in 
China's box-
office growth 

this year. In 2015, ticket sales revenue expanded by 49 
percent, but as of October, 2016 growth had narrowed 
to just 4.7 percent.
In March, China's media watchdog suspended the 
license of a local distributor that was caught pumping 

up box-office figures for Hong Kong-Chinese action 
movie Ip Man 3.
Under the new law, in addition to license suspensions, 
film distributors and theaters can have all of their illegal 
revenue confiscated and be fined upwards of 500,000 
yuan (just short of $75,000) if they falsify ticket sales 
data. If their illegal revenue exceeds 500,000 yuan, the 
fine will be up to five times the illegitimate revenue.
The provisions 
concerning content 
and overseas 
collaboration are 
more vaguely 
worded.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Chinese film should "serve the people and socialism," 
Xinhua said. Another guideline rules that "overseas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that have been involved in 
activities that damage the dignity, honor and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and harm social stability shall not be 
worked with."
In order to secure access to China's growing film 
market, which is expected to top North America's in 
2018, Hollywood studios already self-censor their 
biggest tentpole releases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contain story elements that might offend Chinese 
political sensibilities. Any negative portrayal of the 
Chinese state or even a passing mention of Taiwanese 
or Tibetan independence, for example, are no-gos. But 
the wording of the new guideline appears designed 
to provide a legal basis for banning overseas studios 
or individuals from engaging in the Chinese industry 
even if they make a statement that is politically 
taboo,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somewhere overseas, outside of China's immediate 
sphere altogether.

China Adopts New Film Law, 
With Mixed Implications For Hollywood

Friday evening. Forever 21 wen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pening at normal hours on Friday, and 
running late sales until 2:00 am Saturday morning. 
Historically, it was common for Black Friday sales to 
extend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weekend. However, 
this practice has largely dis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perhaps because of an effort by retailers to create a 
greater sense of urgency.

 For many years, it was common for retailers to open 
at 6:00 am, but in the late 2000s many had         crept 
to 5:00 am or even 4:00 am. This was taken to a new 
extreme in 2011, when several retailers (including 
Target, Kohls, Macy's, Best Buy, and Bealls) opened 
at midnight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2, Walmart led 
several other retailers in announcing it would open its 
stores at 8:00 p.m. on Thanksgiving Day, prompting 
calls for a walkout among some workers.  

The news media has long described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as the busiest shopping day of the year. 
But in earlier years, this was not actually the case. In 
the period from 1993 through 2001, for example, Black 
Friday ranked from fifth to tenth on the list of busiest 
shopping days, with the last Saturday before Christmas 
usually taking first place. In 2003, however, Black 
Friday actually was the busiest shopping day of the 
year, and it has retained that position every year since, 
with the exception of 2004, when it ranked second. It is 
tradition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On this day, most major retailers open extremely 
early, often at 4 am, or earlier, and offer promotional 
sales to kick off the holiday shopping season, similar 
to Boxing Day sales in many British Commonwealth 
Nations. Black Friday is not an official government 
holiday, but many non-retail employers also observe 
this day as a holiday along with Thanksgiving, giving 
their employees the day off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otential shoppers. It has routinely been the busiest 
shopping day of the year since 2003.
The day's name originated in Philadelphia, where 

it originally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heavy and disruptive 
pedestrian and 
vehicle traffic 
which would occur 
on the day after 
T h a n k s g i v i n g . 
Use of the term 
started before 
1961 and began 
to see broader use 
outside Philadelphia 
around 1975. Late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began 
to be offered that 
"Black Friday" indicates the point at which retailers 
begin to turn a profit, or are "in the black".
 Black Friday is popular as a shopping day for a 
combination of several reasons. As the first day after 
the last major holiday before Christmas it marks 
the official beginning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Additionally, many employers give their employees 

the day off as part 
of the Thanksgiving 
holiday weekend, 
increasing the 
potential number of 
shoppers.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virtually 
all retailers in the 
country, big and 
small, offer various 
sales. Recent years 
have seen retailers 
extend beyond 
normal hours in order 
to maintain an edge, 
or to simply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Such hours may include opening 
as early as 12:00 am or remaining open overnight 
on Thanksgiving Day and beginning sales prices 
at midnight. In 2010, Toys 'R' Us began their Black 
Friday sales at 
10:00 pm on 
Thanksgiving 
Day and further 
upped the ante 
by offering 
free boxes 
of Crayola 
crayons and 
coloring books 
for as long 
as supplies 
lasted. Other retailers, like Sears, Aéropostale, and 
Kmart, began Black Friday sales early Thanksgiving 
morning, and ran them through as late as 11:00 pm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November 25, 2016  |  John T. Robbins,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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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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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Jaycee Chan, son of movie super star Jackie Chan, on 
trial in the Dongche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in Beijing in 
2015. China's film stars face new 'moral integrity' laws after 
drugs and prostitution scandals  (Photo: SCMP Pictures )

Today Is “Black Friday!”
“Let The Shopping Begin!”

As a matter of practice, this 
phenomenon has existed 
for some time. Earlier this 
year, a Taiwanese star was 
dropped from the lead 
role of an Alibaba-backed 
picture after Chinese 
internet users alleged that 
he had voiced support for 
Taiwanese independence — 
even though no evidence of 
such statements from the 
actor was ever provided. 
Brad Pitt was considered a 
persona non grata in China for over a decade after his 
appearance in Seven Years in Tibet in 1997.
On the domestic industry front, the law states that no 
local film should contain content that "jeopardizes 
national unity,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releases national secrets; endangers state security; 
damages national dignity, honor and interests; or 
advocates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Xinhua said.
In a move advocated for by local film companies, the 
law gives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s the power to 
censor movies — not ju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and cuts several approval steps. These changes are 
expected to streamline the process of moving a project 
from development to production for Chinese studios.
But in a more ominous turn, the law also takes a 
hard line on misbehaving local acto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engaged in the film business, requiring 
that they be "excellent in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film 
art, maintain self-discipline and build a positive public 
image." Explaining this portion of the legislation, 
Xinhua said,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seen a string of 
arrests of high-profile film celebrities involved in drug 

abuse and prostitution." 
China's media watchdog,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is 
establishing a "professional 
ethics committee" aimed 
at guiding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in the radio, 
film and media circles to 
practic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e news agency 
added.
The law also introduces 

several measures designed to directly fuel the film 
industry's grow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film industry and reduce 
taxation, according to Xinhua. The law also encourag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offer financing services and 
loans for the industry's development. And it urges local 
governments to ensure land supply for more movie 
theater construction. 
China's movie screen count has grown by 7,700 screens 
since 2015 to hit nearly 40,000 screens in commercial 
operation, Xinhua said. That's roughly equal to the 
number in North America. 
Notably absent from the new law is the creation of a 
movie ratings system, a provision many in the Chinese 
industry have wanted for years. The law leaves in place 
the censorship system that requires all approved films 
to be appropriate for viewers of all ages. 
The new film law will go into effect on March 1, 
2017, and authorities will provide a public briefing 
on its provisions sometime before that, Xinhua added. 
(Courtesy www.Hollywood Repor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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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irchina.us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2016年金秋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11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1月30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星期五 2016年11月25日 Friday, November 2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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