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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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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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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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Trump）展開
選後謝票之旅，拜訪了1家他宣稱有功於把工作機會留在美國
的公司，同時警告美國其他公司如果遷往海外，將承擔可能的
後果。

法新社報導，競選期間喊出幫藍領顧飯碗的川普，意氣風
發走進1家生產開利（Carrier）空調機的印第安納州工廠，敲

定把1100個工作機會留在美國，沒有移往墨西哥。
把內閣人事面談晾一邊，這名高齡70歲的地產大亨總統當

選人飛抵印第安納波利斯，先熱情和生產線上勞工打招呼，再
斡旋要公司把工作留在美國。

川普競選時揚言對遷往海外低工資國家的企業課徵關稅。
成了川普在謝票之旅中不斷重複的主題，他不斷對開利施壓，

要求他們改變計畫，不要將 2000

個工作輸出到墨西哥。
川普說： 「企業不能再遷離美國而不用面對任何後果。這

種情況不會發生。」川普發言時，旗下擁有開利品牌的聯合技
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y）董事長海斯（Gray Haues）目光
投向他。

「你們不用再遷往海外，你們的稅率將非常低，不必要的
法規也會取消。」川普一再強調競選時開出的支票，企業稅將

從 35%降至 15%，並
鬆綁企業法規。

根據在即將去職
的印第安納州州長，
同時也是副總統當選
人彭斯（Mike Pence
）協助下敲定的協議
，州政府未來10年將
提供開利 700 萬美元
的獎勵優惠， 「會視
就業、留住人才和資
本投資等因素而定」
。

然而，批評人士
憂心，勞工權益恐未
能獲得適當保障，同
時也懷疑這可能助長
其他企業揚言撤離美
國，向政府要糖吃。

川普謝票之旅警告 企業不留人就多納稅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新鮮出爐的美南報業集團新鮮出爐的美南報業集團
出版出版 「「20172017年休士頓黃頁年休士頓黃頁」」
(Houston Chinese Yellow(Houston Chinese Yellow
Pages)Pages)已在休士頓各大超市已在休士頓各大超市
定點與本報社免費索取定點與本報社免費索取，，提提
供華人社區最詳實的商家與供華人社區最詳實的商家與
在地資訊服務在地資訊服務。。民眾有任何民眾有任何
疑問可電洽疑問可電洽 281281--498498--43104310
或 直 接 至 本 報 社或 直 接 至 本 報 社 11122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XTX 7707277072詢問詢問。。

休士頓黃頁全面發行休士頓黃頁全面發行
歡迎踴躍索取歡迎踴躍索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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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高盛表示，
如果OPEC和俄羅斯完全履行
減產承諾，油價有望上行突破
每桶60美元水平。

高盛在 11 月 30 日的報告
中稱，公司當前的預期是，西
德克薩斯中質油（WTI）和布
倫特原油價格到2017年上半年
分別達到每桶 55 美元和 56.50
美元，而如果OPEC如其承諾
完全遵守新的3，270萬桶日產
量目標，加上非OPEC成員俄
羅斯和阿曼的35萬桶日產量縮

減，屆時 WTI 價格有望比當
前預期高出6美元。

繼石油輸出國組織達成八
年來的首個減產協議後，從高
盛到瑞銀等多家銀行如今對油
價日益變得樂觀起來。該組織
120 萬桶的日產量減幅大於先
前的預期，同時俄羅斯也同意
採取前所未有的減產行動。摩
根士丹利預計，原油市場2017
年上半年便可達到供需平衡。

“隨著協議的原則達成，
各國產量配額也都分定，關注

焦點如今將轉向協議的執行，
” Damien Courvalin 和 Jeffrey
Currie等分析師在報告中說。
“油價要想進一步走高，需要
有消息確認非OPEC產油國也
加入了減產行列，需要有證據
表明OPEC成員國在嚴格遵守
減產協議，也需要讓伊朗到底
作出了何種承諾變得更加清晰
，畢竟正式協議中那些數字存
在矛盾之處。”

高盛高盛：：OPECOPEC減產協議若執行減產協議若執行 油價有望突破油價有望突破6060美元大關美元大關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2
月1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從
即日起對墨西哥公民實行入境
加拿大免簽證政策。

這項新的政策規定，前往
加拿大的墨西哥公民只要持有
電子通行證，就可以登上飛往
加拿大的航班，無需再申請簽
證。而要申請到電子通行證，
則需要提供護照、信用卡以及
郵箱地址等。此前 11 月 25 日
，加拿大電子通行證的申請已
經向墨西哥公民開放。

聯邦政府稱，加拿大將重
建和加強與墨西哥的關係置於
優先地位。實行免簽證政策有
助於為擴大貿易、投資和旅遊
創造動能。免簽政策有助加強

合作，符合兩國長遠利益。而
免除了簽證，有望改善加拿大
作為旅遊目的地競爭力，鼓勵
兩國航空運輸業持續增長。

但官方表示，獲得了一個
電子通行證並不意味著就可以
自動進入加拿大，就算是在實
行免簽政策之後，訪問加拿大
的遊客無論是從陸路還是空中
入境加拿大，都需要經過加拿
大邊境管理人員的查驗，由邊
檢人員決定他們的入境許可以
及逗留時長。大部分的訪客在
入境後可以有效停留60天。而
已經持有加拿大有效簽證的墨
西哥公民，在未收到必須提供
電子通行證的要求之前，可以
繼續使用簽證入境加拿大。

今年6月28日，墨西哥總
統培尼亞·涅托訪問渥太華。
隨後，加拿大與墨西哥宣布，
將從今年12月1日起，加拿大
對墨西哥公民入境加拿大實行
免簽證政策，而從今年11月起
墨西哥對來自加拿大的牛肉及
其相關產品開放市場。

但在特朗普當選美國下一
屆總統後，加拿大普遍擔心特
朗普選前主張的在美墨邊境築
牆的說法，會令不得入境的墨
西哥人轉向湧入加拿大。在大
選結果出爐後，加拿大聯邦移
民部高層緊急會商以策萬全。
但對墨西哥公民的免簽政策依
然按計劃進行。

加拿大對墨西哥公民實行入境免簽政策
（綜合報導）全球連鎖快餐巨頭麥當勞

的招牌漢堡 「巨無霸」（Big Mac）之父德利
加蒂11月28日辭世，終年98歲。

德利加蒂是麥當勞的加盟商，約50年前
，他在賓夕法尼亞州小鎮Uniontown經營自
己的店舖時，發現顧客們希望吃到大一些的
漢堡，於是在1967年製作出 「巨無霸」。不
料，這款新產品大受歡迎，他在賓州經營的
47 個加盟店的營業額也直線上升。 1968 年
，麥當勞把 「巨無霸」加進了它在全美各地
連鎖店的菜單上。

「巨無霸」漢堡有三層，中間有兩塊兒
牛肉餡餅，並配有特製醬料、生菜、酸黃瓜
、洋蔥、芝士。它的配方現在還在廣泛使用
，其規模遍及世界一百多個國家。不過，麥
當勞公司說，德利加蒂並未因發明這種漢堡
得到過任何酬勞或專利。

德利加蒂逝世後，麥當勞發聲明讚揚他
是 「傳奇加盟商」，並發推文稱 「我們謝謝
你且永遠記得你。」

9898歲歲 「「巨無霸巨無霸」」 之父辭世之父辭世 麥記讚傳奇人物麥記讚傳奇人物

圖圖：：麥當勞漢堡麥當勞漢堡 「「巨無霸巨無霸」」 的發明的發明
者德利加蒂者德利加蒂\\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綜合報導）英國日前發行5英鎊塑料新鈔
，其耐用性和防偽功能大受民眾歡迎。不過，
本週，這款新鈔卻遭到不少的批評，原因是許
多民眾不滿銀行在製造鈔票時使用了動物脂肪
。

9月13日，英格蘭發行的5英鎊塑料新鈔正
式在市面上流通，新鈔抗污、防水、不易毀損

，頗受民眾歡迎。
不過，一名叫作格莫的英國公民本週在英

國國會網站上發起請願，要求停止使用這款在
製作過程中使用了動物脂肪的5英鎊新鈔，並
稱 「這是英國數以百萬計純素主義者和素食者
所不能接受的」。

僅一天內，請願就有超過7萬人簽署響應。

格莫表示，這是對素食群體的不尊重；使用這
款鈔票，就等於被迫使用動物產品。

有調查顯示，在過去十年，英國素食主義

者數量增長了360%以上。現在，英國有超過1%
的人口（約54.2萬人）是素食者，而2006年只
有15萬人。

英新鈔含動物脂肪七萬素食者聯署抗議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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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德國從12月1日起正式從中

國手中接任二十國集團(G20)新壹屆主席國。

德國總理默克爾11月30日已向內閣陳述了

G20的中心議題。她日前接受采訪時表示，

定於2017年7月7日至8日在德國漢堡舉行的

G20領導人峰會將把全球經濟穩定作為最主

要的議題。

從12月1日至來年11月30日，德國將擔

任G20主席國。德國為此次擔任主席國所選

定的口號是“塑造壹個相互連通的世界”。

德國將這壹年間G20的主要議題確定為三大

支柱：確保經濟穩定性、改善可持續性、負

責任地發展。

德國政府表示，德國希望利用擔任G20

主席國的機會，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德國政

府承諾將致力於通過提高共享全球化和世界

互聯互通的廣度和深度，應對當前孤立主義

和民族主義重現的趨勢。

作為每屆G20主席國工作的重頭戲，德

國將承辦壹系列二十國集團財政與金融領域

高官會議。12月1日當天，G20國家副財長

和央行副行長們將在柏林舉行第壹次會議。

值得關註的是，在難民潮高峰已逐漸消

退，但其帶來的深遠影響正在顯露的背景下

，德國特意將“尤其要承擔對非洲的責任”

作為G20的壹項重點議程。德國政府表示，

希望增強G20作為“責任共同體”的角色，

為此將在明年6月於柏林舉行壹次“對非洲

的夥伴關系”會議。

中國是 2016年 G20峰會主辦國。本屆

G20峰會於2016年9月4日至5日在中國杭州

舉行。德國2017年將在其最大的港口城市漢

堡舉辦G20峰會。這分別是中國和德國首次

主辦G20峰會。

歐盟公布最大規模國防計劃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11月30日公布

近10多年來最大規模國防計劃，包括設立

每年50億歐元的歐洲國防基金，協助成員

國共同采購直升機或無人機等可共享軍備

。計劃還提出放寬現有限制，容許動用歐

盟預算及歐洲投資銀行的資金，投資軍事

研究。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競選期間多次

要求北約盟國增加軍費，分析認為，此次

計劃是要向特朗普傳遞信息--歐洲能夠自己

保護自己。

為了強化歐洲反恐能力及邊境防禦，

歐盟委員會還提出壹系列新措施，目的在

於提升歐洲海陸空和太空作戰能力，加強

網絡安全與情報收集的投資。

歐盟的計劃包括增加跨境國防采購、

統壹軍事設備，以及將太空探索成果實踐

於國防用途等。

計劃提出在2020年之前，將每年國防

軍事研究投資從現時2500萬歐元增至9000

萬歐元，並從2020年開始增至5億歐元。

歐洲議會已通過壹份 9000 萬歐元的

2017年至2019年先導計劃，如有需要，歐

盟委員會可在2021年至2027年撥出35億歐

元作為國防預算。

綜合報導 妳可能從未聽過他的名字，但妳很有可能

吃過他的“作品”！據外媒12月1日報道，在近半世紀

前發明國際連鎖快餐店麥當勞招牌食品“巨無霸”(Big

Mac)的美國男子德利加蒂在美國匹茲堡的家中逝世，享

年98歲。數十年來，他必定要在每周至少要吃壹個“巨

無霸”，足見他對“巨無霸”的熱情。

德利加蒂早年在賓夕凡尼亞州尤寧敦(Uniontown)等

地開設麥當勞特許經營店，因有客人要求吃加大碼漢堡

包，他在1967年時發明了巨無霸；推出後更大受歡迎，

其後在州內47家德利加蒂經營的麥當勞分店有售，至

1968年，於全國的麥當勞出售後成為麥當勞的經典食物

。“雙層牛肉巨無霸，醬汁洋蔥夾黃瓜，芝士生菜加芝

麻。”大碼漢堡包為什麽會叫做“Big Mac”呢？德利加

蒂的兒子邁克爾說，父親經常被人問到這個問題，而德

利加蒂的回答是：“因為Big Mac聽起來有趣極了！”

德利加蒂這位“巨無霸之父”在2006年曾接受訪問

，他說起初麥當勞並不接受推出巨無霸的想頭，因為公

司認為餐牌上的漢堡包、芝士漢堡、薯條和奶昔已經賣

得很好，沒有必要再加入別的食品。

然而巨無霸的受歡迎程度至今有目共睹，自推出以

來銷量數以十億計，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有售。巨無

霸推出40周年的時候，麥當勞估算每年售出5.5億個，

平均每17秒就賣出壹個。不過麥當勞並沒有因為這個發

明，向德利加蒂繳付過版稅或報酬。

德利加蒂的喪禮將於12月4日舉行。麥當勞於11月

30日發聲明表示，德利加蒂是個傳奇的特許經營者，他

發明的“巨無霸”令品牌傳頌至今，全世界也喜歡他的

發明。

綜合報導 俄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表示
，消滅在敘恐怖分子的同時，應該啟動敘利
亞間包容性談判進程。

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首先，必須保
障和平與安全，消除在敘利亞的恐怖主義溫

床。”。
據拉夫羅夫表示：“應基於2012年6月

30 日的《日內瓦公報》、聯合國安理會
2254號決議、敘利亞國際支持小組決定，
同時開啟敘利亞間包容性談判進程”。

爭當國務卿？羅姆尼大贊特朗普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11月29日晚

，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和馬

薩諸塞州州長米特· 羅姆尼在紐約壹

家高檔餐廳共進晚餐。對於此次聚餐

，羅姆尼表示，兩人聊得很好，談話

很有啟發性、非常有趣。

羅姆尼高度贊揚特朗普，稱特朗

普做了許多自己沒有做成的事情，

“他不僅贏得了大選，同時繼續傳遞

出包容和團結人民的信息，他的願景

與美國人民緊密地聯系在壹起”。

看起來，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

羅姆尼正在經歷壹個“轉型期”。今

年3月，為使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資格

不落入特朗普之手，羅姆尼還在演講

中說：“(特朗普的)許諾就像是特朗

普大學的文憑壹樣毫無價值。”這還

不算，他甚至還管特朗普叫“冒牌貨

”、“騙子”和“小醜”。

而此時，當談及特朗普的勝利演

說以及他過渡團隊的成員時，羅姆尼

表示：“所有這壹切都給了我越來越

多的希望，特朗普是那個能夠領導我

們走向更好未來的人。”

29日，特朗普還提名前勞工部長

趙小蘭為交通部長，而“破產之王”

威爾伯· 羅斯則有望出任商務部長。

羅姆尼肯定了特朗普團隊在過渡時期

的工作，並表示目前提名的內閣成員

都是可靠、得力的人才。

外界普遍猜測，特朗普可能提名

羅姆尼擔任國務卿。

這份差事對於羅姆尼來說，不僅

能夠滿足他壹直以來的願望，並且能

夠撫平2008年和2012年兩次競選失利

的創傷。

羅布· 格雷曾是羅姆尼競選馬薩

諸塞州州長及任職期間的壹位重要顧

問，他認為羅姆尼現在的行為是受到

之前兩次競選失敗的影響，出任國務

卿這樣的要職可能會減少競選失利給

他帶來的痛苦。

法國國際關系學者：
歐洲需要擁有共同防務預算
綜合報導 歐洲議會11月30日討論歐盟

委員會提出的歐洲防務政策建議。盡管，組

建壹支共同的軍隊，目前仍然沒有被提上日

程，但讓軍費比重達到國民生產總值2%目

標的提法則越來越多見。

歐洲人每年在防務上的開銷高達兩千億

歐元。法國國際戰略關系研究所主任德· 弗

朗斯Olivier DE France表示，為了歐洲防務

建設的需要，歐洲首先需要擁有壹個共同的

防務預算。

他說：“歐洲防務預算的特征，就不是

歐洲的，而是壹種國防預算的匯總。這就會

造成重復，使得軍事裝備領域的投資混亂，

等等。問題是，怎樣才能匯總各國預算，使

得具體開支變得更加有效。歐洲所面臨的威

脅依然是明確的：有俄羅斯、有恐怖主義、

有移民問題，還有壹位即將上任的美國新總

統，他曾在競選期間放言：歐洲人的安全應

該由歐洲人自己承擔，而不是由美國人承擔

。所以，總之如果現在不這麽做，我無法想

象何時在這麽做。”

來自布魯塞爾的消息說，歐盟委員會周

三對外揭開了加快防務領域研究，在歐盟內

公用軍事裝備的行動計劃面紗。在預算緊縮

的大背景下，這有可能每年節約出數百億歐

元。歐盟委員會在壹份聲明中認為，成員國

在安全與防務領域缺乏合作的代價高達每年

250億至1000億歐元。

德國接任德國接任GG2020主席國主席國
漢堡峰會將聚焦全球經濟穩定漢堡峰會將聚焦全球經濟穩定

和和““巨無霸漢堡巨無霸漢堡””之父說再見之父說再見：：

他的發明賣到全世界他的發明賣到全世界

俄外長俄外長：：消滅敘恐怖分子應與敘利亞各方談判並行消滅敘恐怖分子應與敘利亞各方談判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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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執法人員星期二說，在索

馬裏出生、星期一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行

凶的那名學生曾經在臉書上狂叫自己爲

穆斯林社區的“沈睡細胞”。

據《紐約每日新聞》報道，阿蔔杜

勒· 拉紮克· 阿裏· 阿爾坦（Abdul Razak

Ali Artan）星期一開車撞向人群隨後又

揮刀砍人，造成11人受傷，而凶手已遭

警察擊斃。他聲稱自己屬于“沈睡的細

胞，等待信號。”

而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ISIS）

星期二宣稱，那名凶手爲該組織“戰士

”。

伊斯蘭國新聞機構對阿爾坦造成11

人受傷事件表示負有責任。

隨著阿爾坦在臉書上宣稱自己爲

“沈睡細胞”的消息曝光，伊斯蘭國公

布上述消息。

消息來源告訴美聯社說，阿爾坦寫

道，如果美國想讓穆斯林停止獨行狼式

攻擊，那就要同伊斯蘭國達成和平。

阿爾坦特別提到抗議緬甸穆斯林遭

殺害。聯合國一名官員上星期說，一個穆

斯林分支在該國遭到種族清洗式暴力。

國家廣播公司（NBC）此前報道，

今年18歲的阿爾坦也在臉書上寫道，美

國應當停止幹預其他國家。阿爾坦寫道

，“我們不弱。我們不弱，記住。”

盡管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生星期二恢

複上課，調查人員繼續試圖確定那次攻

擊是否爲恐怖行爲。

阿爾坦星期一上午將近 10點將汽

車開上人行道，衝入一群行人當中。

他隨後拿出屠刀砍人，但校警很快將

他擊斃。

多數人都是遭汽車撞傷，但有2人

被砍傷。一名受害者顱骨骨折，傷勢嚴

重。四名傷者星期二仍在醫院。

受害者之一佩恩（Andy Payne）說

，汽車撞人之後，他正好同阿爾坦面對

面。他說，“（他的腳）一離開油門，

汽車就停下來了。我開始向前走幾步幫

助被汽車撞傷的人。”

佩恩說，“那個人拿著刀出來，攻

擊我右邊的某人。然後，他轉過身攻擊

我，我用左手抓住刀，我因此有時間鑽

到他胳膊下面離開他。”他左手肌腱受

傷，手術之後，正在恢複。

一名未得到授權公開談話因此要求

匿名的官員說，阿爾坦出生在索馬裏，

是美國合法永久居民。他在2014年作爲

難民的兒子來到美國。

他從2007年到2014年居住在巴基斯

坦。難民先去第三國隨後再得到永久定

居權的情況並非不常見。

他今年 5 月在哥倫布州立社區學

院以優等生畢業，隨後得到俄亥俄州

立大學錄取。畢業儀式視頻顯示，阿

爾坦高興地蹦蹦跳跳，隨後接受畢業

證書。

哥倫布市同阿爾坦家相隔幾個門的

鄰居、今年32歲的哈裏斯（Seth Harris

）簡直難以相信那個年輕鄰居能幹出那

種事。

陸軍退役人員、目前擔任獄警的哈

裏斯說，“發生這種事讓我震驚。……

而那又是我的鄰居，我更爲震驚……我

沒有想到他會幹出這種事。”

哥倫布市有大約5萬名索馬裏難民

，也是美國第二大索馬裏難民聚居區。

這次攻擊事件之後，當地伊斯蘭領

導人同其他宗教領導人一道譴責暴力。

哥倫布市議會議長克萊恩（Zach

Klein）稱這次攻擊爲孤立事件。他說

，人們應當譴責攻擊者本人，而不是

轉向他所在的穆斯林社區或索馬裏社

區。

俄亥俄州大校園凶手自稱“沈睡細胞”

ISIS稱他為“戰士”

綜合報道 田納西一家汽車零件制造

廠的20名工人星期二領取總額爲4.209億

美元的勁球（Powerball）大獎。

據《今日美國》報道，哈夫曼

（Steve Huffman）看到自己汽車上的

“檢查引擎”信號亮起來時，他感覺自

己要遇上財務麻煩了。但田

納西州威斯特莫蘭（West-

moreland）這名54歲居民星

期二不用再爲此擔憂。

哈夫曼得知自己已成爲

該州新科百萬富豪之後，他

在位于納什維爾的田納西州

樂透局面對記者說，“我再

也不用爲那事抓狂。”

哈夫曼是田納西州波特

蘭（Portland）那家公司星期

六兌錢一起購買勁球彩券並

贏得大獎的20名同事之一。

來自田納西和肯塔基兩

州13個城市的那些工人都在

北美質檢組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

爲汽車零件制造廠處理銷售和質量控制

工作。

田納西樂透局官員說，在 Smoke

Shop Inc.售出的獲獎彩券六個數字同星

期六晚上抽出的勁球數字完全吻合。

那家商店位于田納西州拉法葉--那是個

距離納什維爾東北60英裏的 5000人口

小鎮。

商店老板格雷格裏（Joyce Gregory

）因爲售出獲獎彩券而得到2.5萬美元的

獎勵。

田納西樂透局總裁哈格洛夫（Re-

becca Hargrove）說，一次性領取大獎金

額爲2.54億美元，相當于稅前每人1270

萬美元。

上 星 期 六 的 中 獎 號 碼 爲

17-19-21-37-44；勁球號爲16。

這是在田納西州售出中獎100萬美

元以上的第200張彩券，也是田納西抽

獎曆史上數額排第二的大獎。該州排名

第一的大獎是曼福德（Munford）一家庭

今年1月獲得5.288億美元的大獎。那次

總金額近16億美元的大獎由三名購買彩

券者分享。

4.2億勁球大獎歸宿
田納西汽車零件廠20名工人分享

綜合報道 無端被關進密

閉監獄裡，感覺一定很差！芝

加哥一名男子到監獄探視兒子

卻意外被關了32小時，後來身

心受創的他獲賠60萬美元。

2014 年 7 月，波克(Farad

Polk)到庫克郡（Cook County）

監獄探視兒子，當時他被指示

走到走道盡頭然後右轉，因此

走過一道開著的房門，但沒料

到他一經過，這道門就關了起

來。波克費盡力氣都打不開，

只好敲牆壁、發出聲音求救，

希望有人注意到他。

波克表示，這個密閉空間

內，沒有水、沒有食物、沒有

洗手間，最後他只好將房內天

花板的灑水器破壞，才引來消

防隊將他救出，整整被關了32

小時。

波克說：“這是一個悲劇

，我按照他們所說的做了，但

是我不知道事情怎麽會發展成

這樣。”

事發後波克以“身心受創

”爲由，向庫克郡監獄提告。

監獄發言人周一證實，以60萬

美元達成和解。而獄方表示，

波爾克被鎖的房間，是平日給

予需要高度戒備的囚犯會見親

人時使用，但周末期間並不開

放。

芝加哥男子探監反變坐監
32個小時獲賠60萬美元

綜合報道 周二，美國當選總統

川普宣布，正式提名喬治亞州共和黨

國會議員湯姆•普萊斯（Tom Price）

爲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

普萊斯是歐巴馬健保的堅決反對

者，他走馬上任後或令歐巴馬健保走

向盡頭。

川普在周二的聲明中說：“普萊

斯是一名著名的醫生和健康保險專家

，因長期致力于解決問題而聲名赫赫

。他有資格能實現我們的承諾，讓美

國人擁有可負擔健保，廢除和替換奧

巴馬健保。我榮幸地宣布提名他爲衛

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

此外，川普表示，還將提名國家

衛生政策咨詢公司SVC創始人和執行

總裁Seema Verma 爲健保和醫療補助

服務中心負責人。

普萊斯在接受提名時說：“對

于未來的挑戰我深感責任重大，我

對代表美國人面對挑戰的使命充滿

熱情”。

62歲的普萊斯來自喬治亞洲亞特

蘭大郊區，他曾是矯形外科醫師，也曾

擔任6屆國會議員。長期以來，他猛烈

抨擊奧巴馬的醫改法案並提出廢除奧巴

馬醫改法案的具體舉措。他上任後的當

務之急便是廢除前兩任衛生部長6年來

實施的全面醫療改革法案。

普萊斯曾在2011年表示：“醫改

的目的是提高可得性、支付能力、質

量、響應能力和創新，而（歐巴馬的

）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做不到任何一點。”

川普提名普萊斯為衛生部部長
是歐巴馬健保頭號反對者

綜合報道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在今年的“黑色星期五”通過全國犯罪

背景速查系統，進行了185713次購買槍

支背景核查，同比增加0.2%。因此FBI

估計，美國的槍支武器銷量在“黑色星

期五”創下幾十年來的最高紀錄。

據埃菲社11月28日報道，FBI發言

人斯蒂芬· 費希爾對媒體表示，11月25

日FBI通過全國犯罪背景速查系統進行

了185713次購買槍支背景核查。這就意

味著，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是美國最

近幾十年來槍支銷售量最高的一天。

FBI去年在“黑色星期五”當天

進行了185345次購買槍支背景核查，

低于今年的數字。很多美國人並非利

用“黑色星期五”的打折活動購買玩

具和聖誕禮物，而是購買槍支武器。

2015年和2016年已經連續兩年打

破2012年創下的紀錄。在2012年的

“黑色星期五”，FBI進行了177170

次購買槍支背景核查。

“黑色星期五”開啓了聖誕購物

打折季，而在美國這一天往往是全年

中槍支武器銷量最高的一天。

雖然支持公民持槍的共和黨候

選人特朗普最終勝選讓槍支銷量增

幅出現放緩趨勢，但到了今年的

“黑色星期五”這天，美國人的購

買欲望依然不減當年。特朗普在競

選過程中得到了頗具影響力的美國

步槍協會的支持。

由于擔心支持控制槍支的民主黨

候選人希拉裏勝選，美國大選前曾出

現一個購買槍支武器的小高潮。

2016年黑五美國槍支銷量
創幾十年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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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民眾給猴子擺宴席
水果大餐成食物大戰
綜合報導 日前，泰國華富裏舉行壹

年壹度的“猴子節”。當地民眾在寺廟裏

擺起豐盛的水果宴，款待住在那裏的數百

只猴子。不過，經過猴子光顧，水果宴很

快便“杯盤狼藉”，變成了壹場食物大戰

。據介紹，“猴子水果宴”既是華富裏的

傳統，也是吸引遊客前往當地觀光的手段

之壹。每年的11月底，當地居民都會準

備各色新鮮水果、蔬菜、點心等食品，招

待猴子。和往年壹樣，今年的“水果宴”

照舊被猴子們爭搶壹空。

因為常年受到人類“供奉”和圍觀，

華富裏的猴子絲毫不懼怕人類。壹些大膽

的猴子甚至還會“偷”遊客的隨身物品。

東京地鐵將設新型售票機 可應對中英等四種語言
綜合報導 鑒於隨著2020年東京奧運

會、殘奧會的舉辦，外國遊人有望進壹步

增加。在此形勢下，日本東京將在2016

年內在地鐵內新設置能夠對應中文、英文

等多種外語的新型售票機。

據報道，為使外國人容易理解，新型

售票機采用的是在畫面上根據觀光地和路

線圖查找目的地，購票的機制，並對應中

文、日語、英語、韓語4種語言。日本東

京都將在外國遊人較多的淺草和六本木站

設置32臺。東京都與東京地下鐵公司共

同開發該機器，於2016年1至4月試驗使

用。據悉，東京地下鐵公司已完成導入新

型售票機。也將商討追加對應其他語言。

福島核事故處理費翻番
日政府擬投國家經費負擔
綜合報導 日本經濟產業省考慮新

投入國家經費以負擔東京電力福島第壹

核電站事故的去汙費用。

據報道，除費用翻番至5萬億日元(

約合人民幣3045億元)左右外，加上東

電股價低迷，日本經產省認為以出售政

府持股所獲收益支付費用的現行計劃將

無法應對。另外針對高輻射量的返家困

難區域的去汙，將借為重建進行基礎設

施建設的名義投入國費。

據悉，日本政府2012年通過原子

能損害賠償支援機構(現為原子能損害

賠償和反應堆報廢等支援機構)向東電

註資1萬億日元。原計劃通過實施東電

經營改革使股價上升後出售所持股份，

用於支付預計達2.5萬億日元的去汙費

用。

不過，除費用或將因對象區域擴大

等翻倍外，以30日股價計算的東電股

票總市值僅為約7000億日元，以售股

收益全額負擔費用變得困難。

為此，日本政府已設定了9萬億日

元的“交付國債”額度，暫時代為償付

受災者和環境省等向東電索求的賠償和

去汙費用。今後將考慮擴大國債額度和

投入國費的具體方案。

日本自民黨8月匯總建議，要求日

本政府與基建壹起作為公共事業實施返

家困難區域的去汙。政府也將提出相同

的方針。在日本經產省就事故處理費用

進行的估算中，去汙和過渡性貯藏設施

的費用從原來的3.6萬億日元增至6.4萬

億日元。反應堆報廢費用為8.2萬億日

元，賠償費用為8萬億日元，總額預計

將達22.6萬億日元。日本經產省正在考

慮轉嫁至電費等，增加國民的負擔。

國際中小學生數學哪家強？
亞洲學生表現搶眼

綜合報導 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近日公布“國際數學

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最新評估結果，亞洲中小學生表

現搶眼，新加坡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成績兩項排名中均位居榜

首。

“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每四年進行壹次，本次公

布的是2015年度評估結果，將近60個國家和地區的小學四

年級和初中二年級學生參加了測試。

新加坡小學四年級和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在數學和科學兩

項測試中均排名第壹，同樣位居前列的還包括中國香港、中

國臺灣、韓國和日本的學生。

中國香港學生的表現繼續搶眼：數學方面，香港小學四

年級學生名列第二，初中二年級學生位列第四；科學方面，

香港小學四年級學生排名第五，初中二年級學生位居第六；

在數學和科學達到國際基準尖子水平

的比例也比4年前有所提升。美國學

生的排名同亞洲同齡人相比還是“差

出壹截”。美國初中二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比四年前高出9

分，排名第十；科學成績幾乎不變，與愛爾蘭並列第十；小

學四年級學生兩項成績均沒有變化，數學成績排名第十四，

科學成績排名第十。哈薩克斯坦、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學生

的成績均有進步，排名超過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學生的成績

比20年前更差。

同樣出現退步的是以色列。初中二年級學生數學成績排

名從第七掉到第十六，科學成績排名從第十三降到第十九。

以色列教育部長納夫塔利· 貝內特呼籲改革數學、科學教育

系統，稱排名退步是“國家的緊急狀況”。

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是壹個國際性教育研究合作機構

，主要從事教育政策和實踐的比較研究，增強全球教育系統

之間的交流和學習。

日本政府正式討論制定僅限當代天皇退位特別法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近日舉行有關

天皇退位的專家會議，至此共16名受

邀專家的意見征詢工作全部完成，根據

其結果政府開始正式討論制定僅限當今

壹代天皇退位的特別法。

據報道，意見征詢的結果為9人贊

成或容許退位，7人表示慎重或反對。

對於特別法，容許派中只有5人支持。

也有意見指出制定特別法不符合《憲法

》宗旨。為完善法律，能否得到在野黨

和國民的廣泛理解或成為焦點。

專家會議計劃12月7日、14日開會

基於征詢的意見進行自由討論。之後整

理論點，最快於明年初公布。預計日本

朝野政黨將在國會協商，在春季前後匯

總建議。也有可能追加實施意見征詢。

政府考慮2018年實現天皇退位，為此

力爭在明年的例行國會上完善法律。

擔任專家會議代理主席的東京大學

名譽教授禦廚貴在會後就存在分歧的意

見征詢結果向媒體表示“能夠匯總論點

”。官房長官棺義偉在記者會上稱：

“希望整理廣泛意見，繼續就減輕(天

皇)公務負擔等進行討論。”報道指出

，關於特別法的內容，為了明確適用對

象僅限現在的天皇，政府內部出現將退

位的時間寫進條文的方案。除了同樣的

方案外，專家還提出了在特別法中規定

天皇的想法等壹定條件的見解等，今後

或成為專家會議的討論點。此外，

“日本輿論調查會”11月實施的訪談結

果顯示，支持僅限當前天皇退位的為

26%，要求永久制度化的則達到70%，

遠超前者。民進黨等在野黨也要求修改

制度化所必須的《皇室典範》，今後在

國會達成協議可能不會壹帆風順。

（中央社）行政院長林全今天表示，近來反
全球化聲音有增加趨勢，且美國新政府將上任，
未來經貿政策尚未明朗，台灣需持續運用APEC
平台，掌握區域經貿整合機制及經貿整合的最新
情勢變化。

外交部、經濟部、國發會今天在行政院會報
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果。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在行政院會後記者會轉
述，林全在會中表示，今年APEC經濟領袖會議
由宋楚瑜代表總統蔡英文率團與會，在相關部會
及駐外館處通力合作下，順利圓滿達成任務，值
得肯定。

林全表示，明年APEC由越南主辦。越南是
台灣新南向政策非常重要的合作對象，且越南近
年來經濟快速成長，已是台灣中小企業積極投資
的目標國家，請相關部會協同外交部，並配合

「新南向政策」的規劃，儘速研提具體且有戰略
高度之倡議，以掌握契機，推動實質的交流與合
作，希望各部會將此列為未來工作的重點。

林全並指出，推動亞太地區貿易及投資自由
化與便捷化，以及支持世界貿易組織（WTO）
多邊貿易體系，是APEC成立的重要精神，請各
部會配合經濟部，積極推
動 「貿易便捷化協定」生效的相關工作。

林全強調，目前未見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及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整合的重大突破，但台灣仍應持續積極參與、
掌握相關發展，採取積極作為，以高品質、高標
準規範，調和台灣經貿體制預作準備，並請各單
位通力配合，為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創造更有
利條件。

反全球化聲浪增 林全：掌握區域經貿整合

（中央社）總統府今天公布 「原住民族歷史
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各族代表推舉結果，總
統府說，各族推派代表與總統面對面開會，是台
灣史上第一次的創舉；總統指示在年底前召開籌
備會議。

總統府今天公布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
正義委員會」各族代表推舉結果，包括，阿美族
的林碧霞（佳民國小校長）；泰雅族代表雲天寶
（尖石鄉鄉長）；排灣族曾華德（白鷺部落部落
會議主席）；布農族代表伊斯坦大．貝雅夫．正
福（高雄市議員）。

魯凱族代表台邦．撒沙勒（義守大學副教授
）；鄒族吳新光（文史工作者）；賽夏族代表夏
錦龍；雅美族代表周貴光（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真
相調查委員會委員）；邵族代表 Magaitan Lh-
katafatu（記者）；噶瑪蘭族代表謝宗修；太魯閣
族代表帖喇．尤道（太魯閣族自治籌備委員會主
任委員）；撒奇萊雅族伊央．撒耘（仲恩生醫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賽德克代表瓦歷斯貝林（賽德克民族議會總
召）；拉阿魯哇族代表宋玉清；卡那卡那富族代
表孔賢傑（田寮區公所主任秘書）；平埔族群代
表，紀錄片導演陳金萬、台南市西拉雅原住民推
動會執行秘書萬淑娟、社工員潘經偉。

總統府說，總統蔡英文8月1日 「原住民族
日」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並核定 「總統府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要點」
，將親自擔任委員會召集人，與原住民族各族代
表共同追求歷史正義。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表示，總統高度重視國
家與原住民各族之間的對等關係。按照設置要點
的規定，委員會委員人數為29人至31人，其中
原住民族十六族代表各1人，平埔族群代表3人
。除卑南族外，其餘18位代表，都已在設置要點
規範的4個月期限內，順利推舉完成。

黃重諺說，18位各族代表中，有熟嫻族群歷
史文化的耆老、有資歷完整的公職人員、有教育
工作者、也有正值壯年的學者與記者，總統府將
充分尊重各族群民意，並期待代表們往後的參與
。

他說，卑南族因每年12月至1月為 mangay-
aw（大獵祭、除喪）期間，各部落準備祭儀期程
與代表推舉期程重疊，經卑南族民族議會討論後
，將於明年初祭典結束後繼續辦理推舉。

總統府指出，日前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
「2016南島民族國際會議」，來自美國、加拿大

、澳洲等國與會學者專家多指出，和國際經驗相
較，蔡總統對台灣原住民族的道歉，有具體的承
諾內容，後續委員會也由族人自主推派代表參與
，都是獨特的民主成就。

黃重諺強調，各族推派代表與總統面對面開
會，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創舉。

黃重諺轉述，蔡總統相當肯定4個月來，原
住民族委員會一共辦理103場次推舉會議、邀請
超過4000名族人參與討論的努力成果。總統也指
示，委員會後續幕僚作業應積極進行，並在年底
之前召開籌備會議，儘快讓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
轉型正義工作正式上路。

原民轉型正義委員會 與總統開會史上創舉

（中央社）多名朝野立委今天與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律師郭吉仁共同召開記者會，
聲援長期從事維權活動而遭中國註銷律師執照、日前又失蹤的江天勇。

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指出，江天勇在2005年起參與多起維權活動，2009年律師執業
證遭註銷後，仍以公民身分參與人權維護工作，11月21日前往長沙探望去年被捕律師謝陽的家
屬，在告知家人將要北返後就失蹤。

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今天發出聯合聲明，嚴正譴責中國公安機關處理本案的態度，
也強烈質疑中國當局是這次江天勇失蹤的幕後黑手，所以不願也不敢面對江天勇70多歲老父親
的求助。

台援網要求中國公安部應立即公開澄清江天勇是不是已經被處刑事強制措施，如果是的話
，應公布涉案罪名，並啟動刑事訴訟程序。

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表示，國際間已經有許多國家跟組織都對江天勇案件提出關切，由於
台灣走過威權時代，有類似的經驗，正因為如此，更應該站出來發聲。

民進黨立委林靜儀說，身為地球上的一份子，身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不能忽略言論自由被
剝奪的殘酷，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一起來關心中國是不是可以跟上世界，表示他們對人權
該有的尊重。

國民黨立委陳學聖表示，朝野立委的聲援，是向大陸展現台灣發展民主路線是對的道路，
他不知道這樣的力量有多大，但他覺得自己要有自信，因為台灣走得好，就證明台灣沒有走錯
路，也給中國大陸一個方向，表示這是對的道路。

他說，在人權議題的政治光譜上，藍營不會缺席。

中國維權律師失蹤 朝野立委聲援

零元團打亂市場零元團打亂市場 行政院擬取消補助行政院擬取消補助
行政院日前推出新台幣行政院日前推出新台幣33億元搶救國旅億元搶救國旅，，卻有旅遊社推出零元旅遊團搶客卻有旅遊社推出零元旅遊團搶客，，打亂市場打亂市場。。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右右））11日表示日表示，，這違反補助宗旨這違反補助宗旨，，會請交通部觀光局調查會請交通部觀光局調查，，不排除取不排除取
消補助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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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立法院明天院會是否處理攸
關勞工週休二日的勞基法修正案，朝野黨團
動員備戰，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今晚說，明
天院會若要處理勞基法修正草案，將先協商
再處理。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二度協商勞基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朝野沒共識，院會明
天是否動用表決，朝野嚴陣以待。林志嘉晚
間受訪表示，明天院會將先確定議程草案，
草案確定後，宣讀報告事項，若民進黨團將
勞基法修正草案排入議程，立法院長蘇嘉全
將召集朝野協商，先協商再處理。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晚間受訪
表示，勞基法修正草案已討論4個多月，到了
決定的時刻，勞資雙方已經不耐，重審？再
審？大家各自表述，朝野協商結論寫得很清
楚，不占領主席台，這個原則要存在。

明天是否處理攸關勞工週休二日修法案
？柯建銘說，經濟不景氣修這個法要考慮一
些因素，每天股票成交100張以下占40%，中
小企業也哇哇叫，修法代表民進黨捍衛勞工
的決心，院會明天議程是不確定的，民進黨
團上午會議要向黨團成員說明協商內容、立
法意旨，這步走完才能談到處理與否， 「要
不要處理，是明天以後的事情，為了明天要
睡飽一點」。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廖國棟晚間表示
，明天上午一定還會協商，不會馬上就進行
表決，若協商沒有結果，民進黨又執意要通
過一例一休修法案，就不排除占領主席台，
表達立場。

朝野黨團日前協商共識不能占領主席台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林為洲說
，當初將一例一休修法案退回委員會的條件
，就是要求不能霸佔委員會的主席台，讓會
開不成，但沒說不能霸占院會的主席台。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徐永明表示，
很擔心這2天的朝野協商有點像 「過水」，原
有形成共識機會，但因民進黨堅持沒繼續下
去，若民進黨團有誠意可再召集協商把機制
談清楚；明天上午也會看情勢變化，不希望
有議事衝突，盼週休二日修法能先暫緩討論
。

此外，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中午協
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因中國國民黨立
法院黨團無人出席而流會，時代力量立委黃
國昌批評，國民黨不參與協商，浪費朝野立
委與行政部門代表的時間。

黃國昌主張相關條文修正草案直接到立
法院院會處理，時代力量黨團明天會提增列
案列入討論事項，希望明天立法院會能夠完
成促轉條例草案二、三讀。

備戰勞基法修正 林志嘉：先協商再處理

（中央社）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今天表示，
行政院長林全中午與執政黨立委便當會，商討攸
關勞工週休二日的特休假修法，行政院對民進黨
團版本予以支持，也呼籲企業界諒解並支持。

立法院朝野黨團下午進行勞基法修法協商，
徐國勇表示，尊重立法院最終協商結果，希望儘
快通過修法。

徐國勇表示，民主進步黨希望勞工，尤其是
年輕勞工的特休假都能 「看得到、吃得到」。根
據勞動部投保資料統計，年資5年以下的資淺勞工
佔整體勞工的44%。

他表示，民進黨團提出的勞基法修正版本，
對於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有3日特別休假；1
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
日，比現行多3天；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
日，比現行多4天；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
日，比現行多1天；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1日，

加至30日為止。
徐國勇表示，根據修法版本，資淺勞工的特

休假規定甚至比公務人員還要好。公務人員要年
資滿1年，第2年起才有特休假。勞工的工作穩定
度不比公務人員，因此希望著重照顧勞工剛開始
工作前幾年的權益。

徐國勇表示，草案也規定，特別休假日由勞
工排定，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或勞
工因個人因素，可以協商調整，雇主並有告知勞
工特別休假的義務，避免勞工權益受損。勞工若
離職時有未休完的特休，雇主應發給2倍工資。

徐國勇表示，修法後，企業經營成本一定會
增加，至於增加多少，還需要勞動部估算，但增
加的成本企業界應該 「心裡有數」，也在承受範
圍內，希望企業界本於照顧勞工的立場，能諒解
並支持修法。

民進黨版特休假修法 政院籲企業界支持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日前在司法改革
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的談話，引起法官協會
反彈。民進黨立委蔡易餘今天說，他無法理
解法官的反應，難道是他們比較玻璃心？不
堪被念幾句？

蔡總統日前主持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
議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說，人民希望司
法更公正，不要有 「恐龍法官」，也不要發
生 「有錢判生、無錢判死」情況；人民期待
司法更有效率，不要讓冗長程序影響正常生
活。

中華民國法官協會昨天發聲明，指蔡總
統無疑向世界宣判台灣司法 「死刑」。

總統府代理秘書長劉建忻今天赴立法院

司法法制委員會報告總統府106年度工作計畫
及收支預算案。

蔡易餘質詢時指出，他無法理解為什麼
這些法官會這樣反應，難道是他們比較玻璃
心？不堪被念幾句？而他從法官內部的論壇
發言，可以斷言，明年要召開的司法國是會
議又會變成審檢辯學的大混戰，很難找到共
同的結論。

劉建忻說，這次總統邀請的司法改革國
是會議籌備委員裡面，是法律人、非法律人
各半，就是希望把人民站在非法律人角度的
看法與觀點納入，而不管是法官還是檢察官
， 「總統都把他們當成司法改革路上的夥伴
」。

蔡總統談話引反彈 綠委質疑法官玻璃心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今
天出席台灣駭客年會指出，政
務委員唐鳳駭客思維語言，為
政府體系帶來新氣象；盼資安
領域，政府與駭客社群有更多
合作空間；政府願與駭客保持
對話，隨時敞開大門。

蔡總統今天出席 「第十二
屆台灣駭客年會 HITCONPa-
cific 2016」，說明政府強化資
安管理制度的努力與決心，並
期盼在資安領域裡，政府能與
駭客社群保持對話，相互交流

，為整個政府體系帶來跳脫傳
統、挑戰現況的新氣象。

這項活動並未公開，總統
府會後發布新聞稿。

蔡總統致詞表示，傳統觀
念裡，政府的身分與駭客有些
對立。因為政府是科層化組織
，駭客追求平等與共享；政府
必須扮演管制角色，而 「資訊
自由」則是駭客推動理念之一
。總統認為，駭客文化是跳脫
傳統、挑戰現況，而政府組織
確實需要這樣的文化，才能刺

激組織成長，進而成為創新的
動力。

蔡總統說，她不覺得政府
與駭客之間無法合作。事實上
，政府與駭客之間的交流已經
發生，相信許多人都能感受得
到，剛任滿 2 個月的行政院政
務委員唐鳳，藉由駭客的思維
及語言，為整個政府體系帶來
新的氣象。

她說，唐鳳加入政府只是
一個開始，希望持續引進駭客
精神，推動開放政府以及數位

國家等工作。期盼
在資安領域裡，政
府能與駭客社群有
更多合作的空間。

蔡總統說，民進黨執政半
年以來，積極將 「資安就是國
安」的觀念帶入政府的組織文
化。目前專門負責國家資安管
理方針的為國家安全會議的諮
詢委員李德財，相較過去台灣
主持資安政策的層級也已大幅
提高。

她說，好的資安防護已成
為台灣發展數位經濟，乃至於
推動整體經濟轉型的必要基礎
。政府了解資安的重要性，未

來除持續強化資安制度，也將
不斷投入資源，提升本土的關
鍵資安技術。

蔡總統指出，台灣的資通
訊（ICT）產業培養出許多傑
出的資訊人才，但資安技術若
要不斷升級創新，仍需有足夠
的市場需求來支撐。

她說，透過資安規範的建
立、基礎資安防護的建構，以
及國軍通資電戰力的整備等政
策引導下，資安的內需市場將
會穩定成長，有助於支持更多
的資安社群和企業投入研發的
工作。 「把資安視為一項產業
，並且跟其他數位相關產業相

輔相成、齊頭並進，這就是我
們的策略」。

蔡總統說，過去10年，台
灣駭客年會憑著創造的熱情和
改善的信念，致力於資安技術
的國際交流和本土人才的培養
，並促使 「台灣駭客協會」的
成立。如今，台灣的駭客社群
越來越有活力，且逐漸匯聚成
一股改變社會的能量。政府願
意與駭客保持對話，隨時對大
家敞開大門。

包括社團法人 「台灣駭客
協會」理事長蔡松廷、iThome
周刊社長谷祖惠等都出席這項
活動。

總統肯定唐鳳思維願與駭客保持對話

說明禽流感疫情和台北農產爭議說明禽流感疫情和台北農產爭議
農委會主委曹啟鴻農委會主委曹啟鴻（（右右））11日出席行政院會後記者會日出席行政院會後記者會，，說明禽流感疫情現況說明禽流感疫情現況、、台北農產運銷公台北農產運銷公

司爭議等問題司爭議等問題。。

日食品公聽會預備會日食品公聽會預備會
日本食品輸台公聽會預備會議日本食品輸台公聽會預備會議11日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日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邀請民間團體代表與邀請民間團體代表與

專家學者與會討論專家學者與會討論。。

張國政張國政：：清者自清清者自清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復興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案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復興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案，，11日上午以證人身分傳喚前交通日上午以證人身分傳喚前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長張國政部民用航空局長張國政（（中中）；）；張國政離開時受訪表示張國政離開時受訪表示，，清者自清清者自清，，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不必要喊冤不必要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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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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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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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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12月2日 Friday, December 2,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隱藏在清華園鐵路職工宿舍內隱藏在清華園鐵路職工宿舍內
的清華園火車站遺址的清華園火車站遺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滬咖啡店聘用來自愛滋病家庭的健康店員滬咖啡店聘用來自愛滋病家庭的健康店員。。
記者孔雯瓊記者孔雯瓊攝攝

北京實際上有兩個清華園車站，一個是今年11
月剛停運的京包線上的清華園站，位於北四

環內，由於該段鐵路將改為下穿隧道，所以將被
拆除；另一個位於北四環外五道口附近的清華園
站，是由詹天佑主持修建並題寫站名的老火車
站。

部分站房變工人宿舍
在五道口小胡同裡的清華園車站，由於有幾

個快遞中轉站，很難發現火車站的站房。這座老
車站被夾在鐵路宿舍的兩棟6層居民樓之間，周
圍還蓋了一些平房，顯得十分侷促。進入夾道，
站房南側青磚牆上“清華園車站”五個白底黑字
躍入眼簾。一左拐就看到站房的正面了。這是一
座青磚城樓式建築，拱形門窗，大門上鑲嵌着一
塊石灰板，上面刻着“清華園車站宣統二年冬季
詹天佑書”。

老站房裡住着幾戶人家。站房的門換成了防

盜門，窗戶也裝上了防盜柵欄，掛着晾曬的衣
物，門邊牆角裡堆放着生活用品，門前還停着幾
輛電動車。一位住在附近的老鐵路職工表示，火
車站的產權單位是鐵路部門。早前因為清華園站
東移改建，這座廢棄的車站成了施工隊的臨時宿
舍，後來工人不但沒有搬走，還長期住了下來。
後來車站變成宿舍被賣給了個人。“所以現在被

搞成群租房也就不奇怪了！”
據了解，文物保護法規裡並沒有限制登記項

目的居住和使用，有不少登記項目本身就是民居
民宅，只要使用人不破壞文物，就可以經營使
用。據悉，因為京張鐵路好幾個老車站都是文
物，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文物部門正在做整條
線路的保護規劃，從而進行整體的保護和利用。

前一陣，因為京張高鐵動工、清華

園車站停運的消息公佈，市民紛紛來到

車站與之告別。而後有市民反映，老清

華園火車站有上百年歷史了，但年久失

修，裡面竟然還住着好些人，擁擠而雜

亂，如同群租房一樣，應該加強保護。

■《北京日報》

百年清華園火車站
年久失修變群租房年久失修變群租房

家住湖南省邵陽市北塔區狀元洲街道辦事處的周
明珠，從1985年起至今，對家中31年來的重大慶祝
活動的“人情收支”做了詳細的記錄。撫摸着這本帶
着歲月滄桑的“人情賬本”，31年的社會發展盡收眼
底。

1983年，周明珠從豐江村嫁到高撐村，剛開始時
以種植水稻為生，1985年以後以種植蔬菜為生。“當
時，日子還過得非常緊巴，妥善管理好家中的人情往
來，是每一名家庭主婦的必修課。我作為一名那時為
數不多的高中生，想到了記賬這個辦法。”周明珠
說。周明珠家厚厚的“人情賬”裡，詳細地記錄着每
個家人的生辰、兒女嫁娶、喬遷等重大家庭喜慶活動
的人情收入。

從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間，周明珠家人情收
入都保持着“錢、糧、物”三個類別。1996年，自周
明珠小女兒曾阿靚10周歲生日上最後一次出現“餅５
斤”的記錄後，賬上就再也沒有“糧、物”二者的記
錄，人情收入此後全部體現為“錢”。

這本“人情賬”除真實反映老百姓物質生活的日
益豐富外，也生動體現了中國民間人情往來的日益增
長。

■新華社

市民31年記載“人情賬”

折射生活變遷

1日正值第29個“世界愛滋病日”，隨
着人們對這種疾病的了解，對於愛滋病人的
歧視也正在逐步消除。

上海有一家地處繁華商圈的咖啡店，
就首開先河聘用了來自愛滋病家庭的健康成
員工作。

1日記者實地走訪該店，發現這是一家
門面頗大，且地處上海鬧市區南京西路商圈
的咖啡甜品店，周圍時不時有路過的客人進
店買咖啡或糕點。

面對記者詢問，店員毫不避諱地承認

了店內有員工來自“受河南愛滋病村影響”
的健康店員。並表示他們本身毫無問題，完
全符合在食品店內工作的資格，只是他們的
家屬或同村人是患有愛滋病。

另外，記者發現在該店的收銀台就有
醒目的海報張貼，描述了該店的成立初衷以
及對愛滋遺孤的一些幫助介紹。

店員認為時代變了，現在很多人不會
再對愛滋病人或受愛滋病家庭影響的人有什
麼歧視。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滬咖啡店僱愛滋病患家庭成員

攜 手 抗 愛 滋

安徽合肥疾病預防控制中心1日舉辦

了一場以“攜手抗愛，重在預防”的主題

宣傳活動。今年是第29個“世界愛滋病

日”宣傳日，動員全社會共同參與，營造

愛滋病防治工作的良好社會氛圍。圖為義

工在手上寫出對預防愛滋病工作的希望和

建議。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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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首相洪柬埔寨首相洪
森出席論壇森出席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中央政府大力鼓勵企業投資“一帶一路”區域，由59個內地

民企組成的中國民生投資集團將落實在柬埔寨的三個投資項目，包括投資15億美元、擬發展成義

烏小商品市場模式的中柬友誼城，一個基金項目和一個新能源項目。中民投高層均認為，投資

“一帶一路”項目，民企應該抱團出海、共同開發，並汲取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減少和避免走

彎路。

中資投資柬埔寨的問題與應對
問題

1 基礎設施相對比較落後，包括能源價格相對比較偏
高

2 整個產業結構門類不全，對投資者商務配套成本會
較高

3 勞動力結構雖然還年輕，但是技能方面需要培訓

4 當地貸款要抵押，造成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
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製表：記者 歐陽偉昉

應對

與當地政府合作，發展基礎
設施

引進產業鏈關聯企業，完善產
業結構

設置培訓中心，把大量的農
民變成產業工人

投資發展金融業務

相對於其他國家，位處中南半島的
柬埔寨比較少人熟悉。中國民生

投資董事局主席董文標在柬埔寨出席
首屆“柬埔寨─中國企業家論壇暨金
融發展論壇”時說，中國民營企業家
到柬埔寨將擁有眾多機會，既能推動
柬埔寨的高速發展，同時更重要的是
將獲得雙贏的成果。

中民投總裁高級助理劉天凜說，
柬埔寨近十年來一直保持平均7%的
GDP增長率，外資可與內資投資的企
業享受同等待遇，沒有外匯管制，該
國勞動人口年輕，有着巨大人口紅
利。出席論壇的柬埔寨首相洪森宣
佈，將為中國投資者提供3年多次往
返簽證。

李懷珍：投資海外需抱團發展
中民投總裁李懷珍表示，企業佈

局“一帶一路”是不可阻擋的經濟規
律，要從長計議、多點聯動。他說，
抱團發展是民營經濟發展的必然趨
勢，各公司有不同的專長，透過共同
協作可以帶動很多業務。中民投由民
企抱團發展而來，更要通過企業抱團
出海的模式帶領更多中國優秀的企業
共同開發柬埔寨市場。

李懷珍說，柬埔寨的經濟現在處
於快速起步的階段，港口自由，貨幣
自由，市場潛力大。他透露，在柬埔
寨，中民投將加強在新能源、金融、
城鎮化建設等方面的戰略合作，將簽

約三個項目：包括投資15億美元的中
柬友誼城、一個基金項目和一個新能
源項目。其中，中柬友誼城離金邊約
10公里，佔地550公頃，會發展成為
未來新城，並計劃“把義烏小市場帶
過來”。

董文標：汲取中國發展經驗
董文標指出，中資企業投資柬埔

寨，要汲取中國高速發展過程的經驗
和教訓。談到中企在柬埔寨投資地產
業務，董文標認為，在房地產高速發
展過程中，如果使用傳統建築會造成
大量的建築垃圾，對很多方面造成危
害，應該發展工業化裝配式建築。李
懷珍說，他們將在柬埔寨發展新能源
業務，透過清潔能源、建築工業化、
清潔建築材料等，“可把中國發展過
程中的一些教訓盡量減少和避免”。

羅軍：依託柬國夥伴合作共贏

出席論壇的北部灣銀行董事長羅
軍指出，對於中國企業在柬埔寨發展
而言，三方面的成本都比較高，第一
是能源成本、二是交通成本、三是資
金成本。他認為，首先要依託當地的
合作夥伴，這樣有利於合作共贏，風
險共擔，跟當地更好地接軌，另外還
有一個產業的複合帶動。第二，柬埔
寨相對資金缺乏一點，資金成本比較
高一些，可以通過城貸聯動，投貸聯
動解決；第三，要注重和監管的配
合，派出員工和團隊與當地一起參與
的銀行一起合作。

董文標稱，柬埔寨的金融市場和
基礎設施發展空間巨大，中民投可發
揮其金融優勢，幫助其金融多元化發
展。

中民投擬柬埔寨再建一個義烏

香港文匯報訊 繼早前要求銀行警惕資金
以虛假境外投資借道上海自貿區流出後，消息
人士透露，中國央行再發文要求境內企業人民
幣境外放款業務實行本外幣一體化的宏觀審慎
管理，並要求經辦行和放款人做好額度控制。

路透社報道，消息人士引述央行最新通
知稱，央行要求對放款人的資質、放款對象
和用途均有明確規定，經辦行要嚴格審核，
確保境外放款用途的真實性和合理性。此舉
意在控制部分企業通過人民幣出境，並在境
外購匯的方式進行套利。
消息人士還指出，央行對企業境外放款餘

額上限、提前還款等亦進行明確規定，要求
企業境外放款餘額上限等於最近一期經審計
的所有者權益乘以宏觀審慎調節系數。同
時，境內企業放款人應註冊成立1年以上，
與借數人之間應具有股權關聯關係。放款人
不得使用個人資金向借款人進行境外放款，
不得利用自身債務融資為境外放款提供資金

來源。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境內企業人民幣

境外放款並沒有明確放款額度以及和放款
對象之間是否存在股權關係等，在人民幣
存在較大貶值壓力下，部分境內企業通過
該渠道形成境內人民幣資金通過債權形勢
的外流，此次監管明確人民幣境外放款細
則、有利於抬升投機資金外流成本。

離岸拆息創兩月新高位
受有關消息影響，1日離岸人民幣香港銀

行同業拆息（CNH HIBOR）不同期限利率
午盤均現明顯上漲，其中隔夜息報
4.81833%，較周三的2.94033%高出近兩個
百分點，創出逾兩個月新高；一年期拆借利
率升至4.61%的近九個月新高。亦有交易員
認為，此舉可能會進一步減少離岸的人民
幣資金池，一旦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有風吹
草動，肯定會影響到離岸CNH匯率。

央行規管人幣境外放款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中國鋼鐵史上最大規模的重
組塵埃落定。由寶鋼與武鋼聯合重組
而成的中國寶武鋼鐵集團1日在上海
揭牌成立，意味着內地第一大、全球

第二大鋼鐵航母正式破冰啟程。
寶武鋼鐵集團董事長馬國強在成

立大會上表示，聯合重組後，中國寶
武集團擁有員工22.8萬人，資產總額
約為7,300億元（人民幣，下同），營

業收入將達3,300億元；集團擁有普碳
鋼、不銹鋼、特鋼等三大系列產品，
年產粗鋼規模將位居中國第一、全球
第二。此外，寶鋼股份、武鋼股份發
佈公告稱，周三晚收到中國證監會通
知，中證監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審核委
員會將對公司本次換股吸收合併事項
進行審核，公司股票昨開市起停牌。

寶武鋼鐵集團在滬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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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首相洪柬埔寨首相洪
森出席論壇森出席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中央政府大力鼓勵企業投資“一帶一路”區域，由59個內地

民企組成的中國民生投資集團將落實在柬埔寨的三個投資項目，包括投資15億美元、擬發展成義

烏小商品市場模式的中柬友誼城，一個基金項目和一個新能源項目。中民投高層均認為，投資

“一帶一路”項目，民企應該抱團出海、共同開發，並汲取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減少和避免走

彎路。

中資投資柬埔寨的問題與應對
問題

1 基礎設施相對比較落後，包括能源價格相對比較偏
高

2 整個產業結構門類不全，對投資者商務配套成本會
較高

3 勞動力結構雖然還年輕，但是技能方面需要培訓

4 當地貸款要抵押，造成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
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製表：記者 歐陽偉昉

應對

與當地政府合作，發展基礎
設施

引進產業鏈關聯企業，完善產
業結構

設置培訓中心，把大量的農
民變成產業工人

投資發展金融業務

相對於其他國家，位處中南半島的
柬埔寨比較少人熟悉。中國民生

投資董事局主席董文標在柬埔寨出席
首屆“柬埔寨─中國企業家論壇暨金
融發展論壇”時說，中國民營企業家
到柬埔寨將擁有眾多機會，既能推動
柬埔寨的高速發展，同時更重要的是
將獲得雙贏的成果。

中民投總裁高級助理劉天凜說，
柬埔寨近十年來一直保持平均7%的
GDP增長率，外資可與內資投資的企
業享受同等待遇，沒有外匯管制，該
國勞動人口年輕，有着巨大人口紅
利。出席論壇的柬埔寨首相洪森宣
佈，將為中國投資者提供3年多次往
返簽證。

李懷珍：投資海外需抱團發展
中民投總裁李懷珍表示，企業佈

局“一帶一路”是不可阻擋的經濟規
律，要從長計議、多點聯動。他說，
抱團發展是民營經濟發展的必然趨
勢，各公司有不同的專長，透過共同
協作可以帶動很多業務。中民投由民
企抱團發展而來，更要通過企業抱團
出海的模式帶領更多中國優秀的企業
共同開發柬埔寨市場。

李懷珍說，柬埔寨的經濟現在處
於快速起步的階段，港口自由，貨幣
自由，市場潛力大。他透露，在柬埔
寨，中民投將加強在新能源、金融、
城鎮化建設等方面的戰略合作，將簽

約三個項目：包括投資15億美元的中
柬友誼城、一個基金項目和一個新能
源項目。其中，中柬友誼城離金邊約
10公里，佔地550公頃，會發展成為
未來新城，並計劃“把義烏小市場帶
過來”。

董文標：汲取中國發展經驗
董文標指出，中資企業投資柬埔

寨，要汲取中國高速發展過程的經驗
和教訓。談到中企在柬埔寨投資地產
業務，董文標認為，在房地產高速發
展過程中，如果使用傳統建築會造成
大量的建築垃圾，對很多方面造成危
害，應該發展工業化裝配式建築。李
懷珍說，他們將在柬埔寨發展新能源
業務，透過清潔能源、建築工業化、
清潔建築材料等，“可把中國發展過
程中的一些教訓盡量減少和避免”。

羅軍：依託柬國夥伴合作共贏

出席論壇的北部灣銀行董事長羅
軍指出，對於中國企業在柬埔寨發展
而言，三方面的成本都比較高，第一
是能源成本、二是交通成本、三是資
金成本。他認為，首先要依託當地的
合作夥伴，這樣有利於合作共贏，風
險共擔，跟當地更好地接軌，另外還
有一個產業的複合帶動。第二，柬埔
寨相對資金缺乏一點，資金成本比較
高一些，可以通過城貸聯動，投貸聯
動解決；第三，要注重和監管的配
合，派出員工和團隊與當地一起參與
的銀行一起合作。

董文標稱，柬埔寨的金融市場和
基礎設施發展空間巨大，中民投可發
揮其金融優勢，幫助其金融多元化發
展。

中民投擬柬埔寨再建一個義烏

香港文匯報訊 繼早前要求銀行警惕資金
以虛假境外投資借道上海自貿區流出後，消息
人士透露，中國央行再發文要求境內企業人民
幣境外放款業務實行本外幣一體化的宏觀審慎
管理，並要求經辦行和放款人做好額度控制。

路透社報道，消息人士引述央行最新通
知稱，央行要求對放款人的資質、放款對象
和用途均有明確規定，經辦行要嚴格審核，
確保境外放款用途的真實性和合理性。此舉
意在控制部分企業通過人民幣出境，並在境
外購匯的方式進行套利。
消息人士還指出，央行對企業境外放款餘

額上限、提前還款等亦進行明確規定，要求
企業境外放款餘額上限等於最近一期經審計
的所有者權益乘以宏觀審慎調節系數。同
時，境內企業放款人應註冊成立1年以上，
與借數人之間應具有股權關聯關係。放款人
不得使用個人資金向借款人進行境外放款，
不得利用自身債務融資為境外放款提供資金

來源。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境內企業人民幣

境外放款並沒有明確放款額度以及和放款
對象之間是否存在股權關係等，在人民幣
存在較大貶值壓力下，部分境內企業通過
該渠道形成境內人民幣資金通過債權形勢
的外流，此次監管明確人民幣境外放款細
則、有利於抬升投機資金外流成本。

離岸拆息創兩月新高位
受有關消息影響，1日離岸人民幣香港銀

行同業拆息（CNH HIBOR）不同期限利率
午盤均現明顯上漲，其中隔夜息報
4.81833%，較周三的2.94033%高出近兩個
百分點，創出逾兩個月新高；一年期拆借利
率升至4.61%的近九個月新高。亦有交易員
認為，此舉可能會進一步減少離岸的人民
幣資金池，一旦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有風吹
草動，肯定會影響到離岸CNH匯率。

央行規管人幣境外放款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中國鋼鐵史上最大規模的重
組塵埃落定。由寶鋼與武鋼聯合重組
而成的中國寶武鋼鐵集團1日在上海
揭牌成立，意味着內地第一大、全球

第二大鋼鐵航母正式破冰啟程。
寶武鋼鐵集團董事長馬國強在成

立大會上表示，聯合重組後，中國寶
武集團擁有員工22.8萬人，資產總額
約為7,300億元（人民幣，下同），營

業收入將達3,300億元；集團擁有普碳
鋼、不銹鋼、特鋼等三大系列產品，
年產粗鋼規模將位居中國第一、全球
第二。此外，寶鋼股份、武鋼股份發
佈公告稱，周三晚收到中國證監會通
知，中證監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審核委
員會將對公司本次換股吸收合併事項
進行審核，公司股票昨開市起停牌。

寶武鋼鐵集團在滬揭牌



China Real Activity Index fell to 8.34 in September, 
the lowest in its 10-year history. The gauge is a 
weighted average of consumption of medicine, vehicle 
exports, clean energy electricity generation, computer 
production and output by private companies.
“It should put to rest the thought of a smooth rebalancing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s,” said Derek Scissors, 
Washington-based chief economist at China Beige 
Book International. “Successful rebalancing will face 
repeated bumps.”
Another sign of life in the old economy is that 
production of cement, electricity, steel and glass 
accelerated in October from the previous month, 
statistics bureau data show.
Fresh highs for the Li Index point to China’s “old 
economy clanking into gear,” Bloomberg Intelligence 
economists Tom Orlik and Fielding Chen wrote in a 
recent report. “The good news: it confirms the story of 
robust growth told by the 
official data,“ they said. 
“The bad news: it shows 
the old,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al sector roaring 
back to life.”
The Li gauge rose 10.58 
per cent in October 
from a year earlier 
after rallying from 1.16 
per cent in September 
2015, the lowest reading 
stretching back more 
than a decade. Loans had 
the best gain with a 13.1 
per cent rise from a year 
earlier, although that is 
up from a recent 10-year 
low. Rail cargo has risen 10.7 per cent. Power output 
is up 8 per cent.
The gauge is an average of year-on-year growth rates in 
bank lending and electricity production, each weighted 
at 40 per cent, with the remainder coming from rail 
cargo volume. It substitutes electricity production for 
consumption as they are mostly similar and there i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growth is 
likely to be maintained at about 17 per cent in 2017,” 
he said.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economy/article)
Related
Proxies for growth once favored by China’s premier 
are bouncing back amid a stabilisation in smokestack 
industries.
Electricity use, rail cargo volume and bank loans 
- combined in a weighted average known as the 
Bloomberg Intelligence Li Keqiang Index - are 
collectively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three years.
While the strength shows fiscal and monetary stimulus 
is putting a floor under expansion, it is also evidence 
that stabilisation 
is reviving 
industries such 
as steel and 
property that 
don’t really fit 
plans to shift to 
more reliance 
on services and 
c o n s u m p t i o n . 
Another wrinkle 
is that some 
crucial new 
economy drivers 
are looking slightly less robust.
“The smokestacks are billowing again as the old 
economy comes roaring back,” said Frederic Neumann, 
co-head of Asian economic research at HSBC Holdings 
in Hong Kong. “That can only be temporary, being 
fuelled by an ultimately unsustainable build-up of debt. 
The key to lasting development is the new economy, 
the gizmos and services of future consumption, but 
that’s seemingly on hold for now as the old economy 
gobbles up credit.”
Profits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rise, but growth 
skewed towards polluting heavy industries
Reports out on Thursday will give a fresh look at 
how factories and services fared in November. The 
official manufacturing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and a private reading from Caixin 
Media and Markit Economics will 
both edge down to 51, according 
to economists surveyed as of late 
Tuesday, near the prior month’s 
two-year high of 51.2 for both. 
Numbers above 50 indicate 
improving conditions. Services rose 
to 54 in October.
Rebalancing is a key goal for 
China’s policy makers, who are 
seeking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centred on consumers instead of 
factories and other old economic 
engines. Service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output last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f this wasn’t a finite strategy 

that will have to end 
badly one way or another,                                                 

I’d be breaking out the 
champagne. As it is, I’d be 

fastening my seat belt
MICHAEL EVERY, ANALYST

However, some metrics show 
the new economy is cooling. The 
Bloomberg Intelligence New 

The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 China reached a two-
year high last month as the nation’s once dominant 
heavy industries came back to life amid strong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and property.
The official manufacturing purchase manager index 
rose by 0.5 points to 51.7,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aid on Thursday. The gauge has stayed in 
expansionary territory for four months in a row.
It was driven up by rising orders, which increased by 
0.4 points to 53.2. The production index has risen for 
four months, reaching 53.9 in November.
New export orders also reached a 28-month high, 
reaching 50.3 on the index.
“It’s stronger than expected and the economy is in 
good shape,” said Julian Evans-Pritchard, a China 
economist at Capital Economics.
“Large firms did well on government l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commodity price rally also helped 
increase production in the metal sector,” he said.

Profits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rise, but growth 
skewed towards 
polluting heavy 
industries
A separate 
p u r c h a s i n g 
managers index, 
mainly covering 

small private businesses published by Chinese media 
group Caixin, fell to 50.9 from October’s 27-month 
high of 51.2.
It was roughly in line with government’s small firm 
index, which dropped by 0.9 points to 47.4 last month.
Signs of weakness can also be seen in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official figures.
A subindex covering the building sector has fallen for 
two straight months, reflecting curbs introduced in 
October to cool the nation’s property market.
Property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17.3 per cent of the 
country’s total fixed-asset investment last year.
Liu Xuezhi, an analyst at the Bank of Communications, 
said the impact of property tightening measures could 
be felt in the first half of next year.
The low level of private investment growth, only 2.9 
per cent in the first ten months of this year, was also of 
concern, he said.
“Private investment has stabilised in the past quarter, 
but its improvement would be limited given concerns 
over return and investment channels,” he said.
China’s leaders sending ‘confusing, inconsistent’ 
messages over economic reform
Liu expected more fiscal spending and the launch 
of mor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next year to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and win more time as the government 
attempts to shift the economy away from traditional 
heavy industry to the high tech and service sectors.

Chinese Manufacturing Hits Two-Year High,
As Heavy Industry Comes Back To Life

with an expected rise in demand for clean energy.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s went down 
0.7 percent last year and are projected to fall 0.5 
per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 the contrary, 
the United 
States, the 
top carbon 
emitter has not 
undertaken 
sufficient efforts 
to meet its 
pledges.
Trump’s win 
even adds 
uncertainties. 
During his campaign, he said he wants to quit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and called global warming a 
hoax invented in China.
Liu Zhenmin, Chinese Vice Foreign Minister and 
Deputy Head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oped that 
U.S. would have a more sustainable climate program. 
He said U.S. and China have vital roles since they are 
the top two emitters.
Xie Zhenhua, China's special envoy on climate change 
affairs, added that China is willing to spend around 
$2.93 billion in sharing its best climate practices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becomes the largest investor for renewable 
energies across the world," said Fatih Birol,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The country is expected to reach its 2020 pledge and 
help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do the same. (Courtesy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and 
support in the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esident Xi JInping 
told U.N. Secretary-
General designate 
Antonio Guterres on 
Monday.
Xi added that the U.N. 
should implement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and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and look 
after the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nation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lp them voice 
their opinions and aid 

them.
The Chinese president also noted that 2016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China's seat at 
the U.N. assembly.
In turn, Guterres thanked China for supporting the 
U.N.
The U.N.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closely with China 
and promote world peac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he 
told reporters.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who had a separate 
meeting with Guterres, said China is willing to 
increase it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nations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U.N., improve its ability to tackle 
emergencies, and facilitate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67-year-old Guterres served as prime minister of 
Portugal from 1995 to 2002.

He served as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from 2005 to 2015 before being elected to succeed Ban 
Ki-Moon as U.N. secretary-general. He will assume 
the post at the start of 2017.
Guterres visited Russia and Kazakhstan before making 
his first visit to China since becoming the secretary-
general designate in October.
In another meeting on Monday with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Guterres praised China for initiating 
new global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help other nations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He also cited China's efforts in 
bringing together nations in conflict to resolve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China is a solid pillar for multilateralism," Guterres 
added.
Guterres's words elicited positive remarks in China, 
with local academicians noting the U.N. as an effective 
platform for China to exercise its leadership and bring 

nations together to tackle global issues.
No country can succeed in solving global issues alone, 
said Shen Yongxin, an expert in world history studi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ld China 
Daily.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China’s Efforts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Recognized in UN Conference

Just a few days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ends in Marrakech, Morocco, a 
new report recognized China’s efforts on meeting the 
pledges it made in the Paris Agreement.
Alina Averchenkova, the lead author of the report, 
attributed China’s progress to strong government 
support for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nd clean 
air.
Through China’s consistent efforts to change into a 
low-carbon economy, its role can be seen as a positive 
force behind endeavors to save the planet.
"Whatever other 
countries may do 
or may not do,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genuine 
efforts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to seek to realiz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aid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Cui Tiankai.
According to Adnan 
Amin,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China's de-carbonizing process is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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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Secretary-General-designate Antonio Guterres
U.N. Secretary-General-designate 
Antonio Guterres (L) meet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 on 
Nov. 28, 2016, in Beijing, China. 
(Photo/Getty Images)

According to Xie Zhenhua, China's 
special envoy on climate change 
affairs, the country is willing to 
share its best practices to help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fight 
climate change. (Photo : Getty 
Images)

Premier Li Keqiang has been leading 
government efforts to transform 
China’s economy, but it                appears 
to be relying on old standbys to shore 
up growth, according to observers. 
Photo: EPA

China’s once dominant heavy industries roar back... but 
it’s  ‘smokestack’ industries and debt that’s driving growth 
(Photo: Reuters)

China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hina's President Xi Commits To Strong Backing For UN

more historical data for production.
Industrial profits at large firms in China rose 5.1 per 
cent year-on-year in June,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up from 3.7 per cent in May. That 
brought year-on-year industrial profit growth for the 
year to date to 6.2 per cent, down 0.2 percentage points 
from the previous month.
Li’s preference for watching those proxies emerged 
from diplomatic cables WikiLeaks released in 2010.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igures were “man-
made” and “for reference only”, Li, then party secretary 
of Liaoning province in the rust-belt northwest, told 
the US ambassador in 2007. He said he instead liked 
to monitor growth in his province with the three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the leaked communications.
Li, who became premier in 2013, is now confident the 
country will achieve its major full-year targets, state 
media reported this month. China should promote 

innovation, steady 
employment and expand 
aggregate demand 
moderately, Li said at a 
seminar in Beijing.
Michael Every, head 
of financial markets 
research at Rabobank 
in Hong Kong, said 
returning to old growth 
models is reminiscent 
of the movie Groundhog 
Day, whose protagonist 
is condemned to relive 
the same day over and 
over until he gets it 
right.
“More borrowing, more 

overinvestment, more can-kicking,” Every said. “If 
this wasn’t a finite strategy that will have to end badly 
one way or another, I’d be breaking out the champagne. 
As it is, I’d be fastening my seat belt.“ (Courtesy http://
www.scmp.com/news/china/economy/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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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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季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经济舱$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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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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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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