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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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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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記者黃相慈／圖與文））新鮮出爐的新鮮出爐的
美南報業集團出版美南報業集團出版 「「20172017年休士頓黃頁年休士頓黃頁」」
(Houston Chinese Yellow Pages)(Houston Chinese Yellow Pages)已在休已在休
士頓各大超市定點與本報社免費索取士頓各大超市定點與本報社免費索取，，提提
供華人社區最詳實的商家與在地資訊服務供華人社區最詳實的商家與在地資訊服務
。。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281281--498498--4310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11122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 TXHouston,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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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美國太空史上的傳奇英雄人物葛

倫今天病逝，享壽95歲。葛倫兩度締造歷史，是
首位繞行地球軌道的美國人，70多歲時又成為世界
最高齡太空人，還曾擔任美國聯邦參議員超過 20
年。

美國福斯新聞網（Fox News）和法新社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聞訊率先向葛
倫（John Glenn）致敬，推文說： 「我們對失去葛
倫參議員深感哀痛，他是首位環繞地球軌道的美國
人，是真正的美國英雄。」

葛倫協助創立的俄亥俄州立大學葛倫公共事務
學院（John Glenn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在網站
宣布，葛倫今天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
辭世。聲明說，葛倫近年健康走下坡，2014年曾接
受心臟瓣膜置換手術，據傳還曾中風，一週多之前
進入醫院癌症病房。

葛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都曾為美國效力
疆場，擔任戰鬥機飛行員。戰後他擔任試飛員，在
1957年創下首例，進行由洛杉磯至紐約的不中斷超
音速飛行。

1962年葛倫成為首位在軌道上繞行地球的美國
太空人，時間將近五個小時，為美國在與蘇聯的太
空競賽扳回一城。數十年後，1998年他又以77歲
高齡重返太空，創下最年長太空人紀錄。

葛倫在美軍和太空計畫奉獻數十年時光後，1974年投身政壇，當
選民主黨籍參議員，時間長達24年。他一生在飛行與政治方面都創下

高峰，只在1984年遭到罕見挫敗，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失利。
2012年他獲得美國總統歐巴馬頒予象徵平民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

獎章。

兩度兩度締造歷史締造歷史 美太空英雄葛倫美太空英雄葛倫9595歲辭世歲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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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七日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紀念日，全美各地降下半旗，紛紛舉行紀念活動。
華盛頓市中心，包括七名珍珠港事件幸存者在內約30名美國二戰老兵來到美國國家二戰紀念園，

和上千民眾共同參加紀念儀式。威廉．埃廷格陪同父親弗蘭克前來出席紀念儀式。他說，父親和叔叔
都是二戰老兵，當年曾在緬甸戰場與中國遠征軍並肩作戰。

報道指，日本首相安倍此前證實將於26日、27日訪問夏威夷，與奧巴馬一起悼念珍珠港事件的犧
牲者。奧巴馬七日表示， 「我期待12月下旬與安倍一起訪問亞利桑那號戰艦紀念館」， 「通過75年前
難以想像的同盟關係，日美將相互攜手、不斷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這次訪問就是證明」。對此，
參加活動的埃廷格表示，他聽說安倍不打算為日本當年發動侵略戰爭道歉，對此他感到不能理解。
「他應該道歉，我認為這很重要。」與此同時， 「村山首相談話繼承發展之會」八日也在日本國會內

召開集會。與會者同樣批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2月下旬訪問夏威夷珍珠港是 「作秀」。主張 「應先去
日本侵略過的亞洲各國」。

美悼珍珠港事件 老兵家屬兵家屬：：安倍應道歉安倍應道歉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當選
人川普將於明年1月20日宣誓就
職，就職典禮與慶祝活動已緊鑼
密鼓準備中。新開幕的華府川普
國際飯店，更成為全球政要入住
的外交新聖地。

川普（Donald Trump）將於
2017年1月20日宣誓成為美國第
45位總統，就職典禮照例於國會
大廈前廣場舉行。國會山莊附近
區域已封閉，工作人員緊鑼密鼓
搭設觀禮台，預料將有 80 至 90
萬來自全球的政要與全美的川普
支持者湧入華府，出席就職儀式
與各項慶祝活動。

2009年，現任總統歐巴馬以
美國史上首位非裔總統身分入主
白宮，吸引180萬人到訪華府。
出席川普就職活動的人數預料將
遠少於歐巴馬的紀錄。

此外，川普就職典禮最大賣
點還是川普一家人，巨星名流欠
奉。流行歌手碧昂絲（Beyonce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Bruce
Springsteen）與脫口秀女王歐普
拉（Oprah Winfrey）等名人曾是
歐巴馬就職活動的座上客，川普
的就職典禮將與民主黨的星光燦
爛大不相同。

華府飯店業者指出，就職活
動期間的客房價錢不低，目前仍
有空房，不像 2008 年相同時候
早已預訂一空，但下個月恐怕就
很難說。

華府飯店和旅館仍有空房，
但距離白宮不遠的川普國際飯店
早為全球政商名流高價預訂一空
。

10月才開幕的華府川普國際
飯店由郵政大樓古蹟改建，共有

263間客房，包括4000平方呎的
總統套房，與更大 6300 平方呎
的 「川 普 特 房 」 （Trump
Townhouse）。這些挑高的超大
房平日要價至少每晚2萬美元，
業界評估，就職典禮期間恐怕將
逼近10萬美元。

美國輿論質疑，國際政要紛
紛入住川普飯店，意圖拉近與未
來第一家庭的距離，恐有利益衝
突。

美國廣播公司（ABC）報導
，12月初入住的巴林國王家族每
晚開銷超過 10 萬美元，巴林當
局涉及高壓統治，亞塞拜然總統
月中也將入住。

華府川普國際飯店成了國際
外交新聖地，政要們搶住。外交
界笑稱 「起碼將來和川普見面時
，有個聊天話題」。

非典型總統川普 就職典禮緊鑼密鼓

（綜合報導）十月，大約有15.7萬名美
國工人辭職，達到八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這
也向外界發出警示，製造業勞動力市場正面
臨工人大量流失的情況。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工廠就業率的
持續下降一直是2016總統大選的主題，而當
選總統川普也多次強調，創造更多的工廠就
業機會將是他最優先處理的議題。

但在工廠招聘長期下滑的背景下，人們
看到的卻是大量工人辭職或被解雇，而企業
每月都會有成千上萬的職位空缺。

據美國勞工部“職位空缺和勞動力流動
調查”（The Jolts report）顯示，在製造業中
，十月雇佣人數為27.1萬人，辭職為15.7萬
人，裁員9.4萬人，其他離職（包括退休、死
亡、殘疾和同公司調動）2.1萬人。

當人們覺得自己在別處可以有更好的前
途時，往往會選擇跳槽。自2011年開始，美
國自願離職人數就已經超過被裁員人數，而
今年十月的數據顯示，兩者間的差距也升至
了2007年以來最大水平。

與此同時，自2012年開始，製造業的職
位空缺數量與雇佣人數之間的反差也越來越
大，盡管企業正在努力尋找工人，但也許是
技能不夠或不願努力適應新的崗位等因素，
企業不太容易招聘到合適的工人。

截至十月的近一年內，製造商雇佣了近
330 萬名工人，超過 170 萬的辭職人數，近
130萬人被解雇，28.5萬人因其他原因離職，
崗位減少25萬個，這也是連續第九個月的製
造業崗位赤字。

製造業目前在美國整個勞動力市場所占
的比例很小。今年十月，美國整體雇佣近540
萬人，辭職、被裁員或因其他原因離職的人
數近510萬。

“職位空缺和勞動力流動調查”是勞工
部有關就業市場的一份二綫報告。上周五，
勞工部公佈，11月美國新增就業崗位17.8萬
個，失業率下降到4.6%。而“職位空缺和勞
動力流動調查”則對職位空缺數量、招聘人
數、自願辭職與被解雇等詳細的就業市場情
況進行分析。

越來越多的美國工廠工人選擇辭職

（綜合報導）華府智庫 「城市研
究所」（Urban Institute）今天公佈研
究報告稱，如果廢除 「奧巴馬健保」
，卻無沒有替代方案的話，將會使接
近3，000萬人失去健保，使美國民無
健保比率再度上升，會達到百分之21
左右，比施行 「奧巴馬健保」之前還
要嚴重。

一種妥協方案是只刪除 「奧巴馬
健保」法案的一部份規定，為了解決
聯邦預算問題，可能會消除擴大 「聯

邦醫療補助」（Medicaid）、聯邦健
保補助方案，以及不參加健保罸款等
項目。

為什麼廢除 「奧巴馬健保」的部
份項目，會導致更多人失去他們所獲
得的保障，而不是根據健保法案所取
得的成果？研究指出，廢除部份健保
項目，將造成保險市場的不穩定，連
帶影響許多美國人在未獲聯邦補助購
買健保，也會受到不良影響。

許多人失去健保的同時，一些身

體健康的人因為不必
擔心受罸，而會不參
加健保，使保險業受
到更大的損失，為了
維持運作，保險業只
好提高保費，或者就
退出健保市場，在佛羅里達州和其他
州的健保業務中，A已發生較小程度
負面情況。

這 項 研 究 估 計 ， 若 取 消 擴 大
Medicaid業務，便將導致2，250萬人

會變成沒有健保。另外730 萬人因為
不符合獲得Medicaid保障，或聯邦健
保補助的資格，失去健保。到2019年
，全美無健保人數會上升到5，900萬
人。

不過，共和黨人反駁稱，這些情

況不會發生，他們正在草擬替代法案
，讓川普上任后簽署。然而，國會共
和黨議員考慮採取複雜的兩階段策略
，不但令 「奧巴馬健保」支持者擔憂
，也讓醫院和保險業極為關切。

歐記健保若廢 3000萬人喪失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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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頗局勢跌入新“低點”
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兒基會加緊人道救援

綜合報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敘利亞代表

辛格(Hanaa Singer)早些時候結束了對該國北部城

市阿勒頗的視察訪問。她在7日於大馬士革發表

的聲明中強調，實地局勢目前已經跌入新的“低

點”；持續不斷且對目標不加區別的狂轟濫炸給

沖突區兒童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創傷。

盡管面臨極度動蕩的安全挑戰，兒基會駐地

工作人員仍在全力開展人道救援行動，為受沖突

影響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安全用水、營養補充、

疫苗接種等關鍵服務。

兒基會駐敘利亞代表辛格7日在聲明中指出

，在視察期間，她親眼目睹了阿勒頗西部城區在

幾天內就遭到近100枚火箭彈的攻擊；同時，在

相隔僅數百米之外的城區東部，狂轟濫炸也持續

不斷，在過去十天中就導致31500多人淪為新的

流離失所者，其中至少壹半是兒童。

她還探訪了位於郊區的庇護營地，看到眾多

逃離沖突的脆弱家庭被迫在潮濕陰冷的環境下相

擁取暖，其中很多兒童的記憶中充斥著破壞、廢

墟以及死屍的氣味，迫切需要心理疏導服務。

聲明稱，壹名為兒基會工作的24歲大學生

誌願者早些時候被子彈擊中身亡；兒基會的辦公

室也被炮彈直接擊中，但該機構駐阿勒頗的19

名工作人員和幾十名誌願者依然展現出無與倫比

的英勇和敬業精神，繼續與當地人道組織通力合

作，冒著生命危險開展救援行動，為當地兒童和

脆弱家庭提供關鍵支持，並幫助返鄉者重建家園

和生計。

據兒基會通報，駐地工作人員目前正在加緊

修復和維護阿勒頗的供水系統，以確保當地120

萬民眾能夠獲得安全用水；同時，近7000名兒

童和母親獲得了關鍵的常規免疫接種，超過1600

名營養不良兒童得到兒基會移動診所的健康篩查

及其發放的營養補充品；此外，約6000名戰區

兒童獲得了兒基會開展的地雷風險教育和心理社

會支持服務。

兒基會駐地代表辛格強調，阿勒頗僅僅是敘

利亞境內目前被圍困的16個地區中的壹個；估

計有近50萬兒童深陷其中，其人道處境正在日

趨惡化。

同時，該國現有約600萬兒童迫切需要國際

人道主義救援；否則，他們的未來將因為這場曠

日持久的內戰而徹底毀滅。為此，兒基會正在加

緊行動，確保讓更多受戰亂影響的敘利亞兒童重

返學校。截至目前，兒基會已向320萬兒童發放

了教科書和學習用品，同時積極修復被炮火損毀

的學校，並開設了數千個臨時學習空間。兒基會

呼籲沖突各方停止針對平民、學校和醫院的攻擊

，停止在武裝部隊中招募和使用兒童兵，並停止

將“圍攻、圍困”策略作為戰爭武器。

潘基文再次呼籲在阿勒頗實現“可持續”停火
綜合報導 正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進行訪問的聯合國

秘書長潘基文表示，人們最近在敘利亞阿勒頗所目睹的

壹切令人心碎。聯合國壹直在努力試圖向遭受圍困和難

以抵達地區的人們提供旨在挽救和維系生命的人道主義

支持。但在戰鬥繼續進行之時，開展援助行動非常困難

。他呼籲立即實現可持續的停火，以使真正意義上的援

助行動成為可能。

潘基文表示，針對在阿勒頗實施停火，包括聯合國

在內的各方進行了各種努力並達成過壹些協議，但這些

經過艱難努力達成的協議瞬間即遭到破壞，使得聯合國

無法開展人道主義援助行動。

潘基文表示，在人們試圖通過政治手段解決當前危

機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同時，有壹點至關重要：即實

現可持續的停火，這樣可以使人們有壹段喘息的時間，

向需要得到幫助的人提供幫助。

潘基文表示，盡管面臨如此困境，聯合國至少每個

月壹直在向500萬敘利亞人提供挽救生命的人道主義援助

，向700萬人提供醫療物品。

潘基文呼籲停止所有針對基礎設施、醫院、診所、

供水設施的空襲。他表示，阿勒頗的食物供應已經被切

斷，構成了壹場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潘基文表示，他壹直在敦促敘利亞當局和該國武裝

組織以及他們的聯軍夥伴恪守承諾，從而使聯合國在壹

項政治解決方案達成之前可以通過適當的方式發揮自己

的人道主義作用。

潘基文此次對維也納的訪問是他最後壹次以聯合國

秘書長的身份所進行的正式對外出訪。他將在年底結束

其10年、兩屆任期的的秘書長生涯。

另壹方面，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當天在紐約總部舉

行的記者會上表示，聯合國及其合作夥伴已經有幾個月

的時間無法接近阿勒頗遭受圍困的地區，目前只能向那

些逃離該城東部地區的人提供援助。他表示，在過去24

小時當中，戰鬥急劇升級，導致阿勒頗東部和西部的傷

亡顯著增加、流離失所者人數驟增，但由於聯合國無法

對情況進行核實，因此對於逃亡者的數目目前還無法提

供準確數字。

綜合報導 據巴

基斯坦官方消息稱，

7日下午發生在該國

北部的巴基斯坦國際

航空公司空難中，確

認機上48人全部遇難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

使館7日證實，壹名

中國公民在該起空難

中不幸遇難。據中國

官方媒體援引中國駐

巴基斯坦大使館的消

息說，這名中國公民

為男性，在巴基斯坦

壹家奧地利公司工作。使館目前正在聯系其家屬

，處理善後事宜。此外，奧地利外交部確認，兩

名奧地利公民在該起空難中遇難。航班號為

PK-661的這架客機7日從巴西北部吉德拉爾起飛

，在前往首都伊斯蘭堡途中墜毀。巴基斯坦國際

航空公司壹名發言人稱，事發時機上載有42名

乘客、5名機組人員及壹名地勤人員。該公司確

認機上人員全部罹難。“這是壹起悲劇性事故。

”巴國際航空公司主席表示，公司不會就此次事

故逃避責任。他稱，公司會就事故組織專門調查

，但當務之急是從廢墟中找到遇難者遺體，並把

遺體移交給家屬。據半島電視臺報道，目前已在

事故現場找回40具遺體。壹名醫護人員表示，

由於飛機失事前後曾著火，所以遇難者遺體大都

焚燒嚴重，難以辨認身份。巴基斯坦《黎明報》

消息稱，巴官方部署約40輛救護車和壹架直升

機赴現場展開救援工作，但由於墜機地點偏遠，

以及時間正值夜間，搜救工作受到壹定程度阻礙

。另據巴軍方表示，目前約有500名軍人和醫護

人員在事故現場進行救援活動和善後處理工作。

事故發生後，巴基斯坦總理謝裏夫對空難表

示深切悲痛，並指示相關部門展開搜救和調查行

動。目前巴官方尚未確認事故具體原因。據當地

媒體消息稱，巴軍方已找到失事客機的黑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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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兩次性侵中國女留學生的嫌犯

是難民！”據德國《圖片報》7日報道，波鴻警

方周二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逮捕了壹名涉嫌性

侵兩名中國女留學生的伊拉克難民。有刑警對

《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國女生外形嬌小，常

單獨走路往來校園和宿舍，又不愛聲張，可能是

被嫌犯盯上的主要原因。

近日的新聞發布會引來大批記者。案件偵破

組負責人韋菲爾謝特表示，嫌犯是31歲的伊拉克

難民，2015年12月攜妻子和兩個幼兒來到德國，

住在波鴻壹處難民營。嫌犯被指控試圖謀殺、暴

力襲擊、強奸和搶劫。盡管他否認罪行，但高級

檢察官巴赫曼表示，經過DNA測定，清楚地表明

該難民就是嫌犯。

今年11月16日下午16時45分左右，27歲的

受害者從學校回宿舍，在距離宿舍約200米的路

上，被嫌犯拖入樹叢遭強奸。嫌犯還掐緊受害人

的脖子，導致她“感到死亡的恐懼”。警方根據

受害人的描述，模擬出嫌犯照片，並據此通緝嫌

犯。在進行DNA測試時，警方發現，該案件和今

年夏天壹起強奸案的作案人為同壹人。今年8月6

日，21歲的受害人在大學附近的路上被嫌犯從背

後襲擊，將其拉入深處樹叢裏進行強奸，還對受

害者的脖子和頭部實施暴力襲擊，造成受害人重

傷。

警方表示，公布通緝犯的照片後，收到大量

線索。但關鍵線索來自第二位受害人的男友，他

於幾天前在案發地點附近見到壹名男子，發現他

與警方模擬出的嫌犯照片很像，於是近距離用手

機拍下照片，將其交給警方。警方很快追查到難

民營，最後鎖定並逮捕該嫌犯。警方表示，後者當時很

可能正在等待下壹個獵物。

該嫌犯為什麽專找中國女留學生下手？德國警方表

示，在審訊中已問過嫌犯這壹問題，但嫌疑人拒絕回答

。波鴻刑警克勞斯7日對記者表示，案發地點距離大學和

學生宿舍都不遠，這裏是必經之路，留學生較多。他認

為，嫌犯可能認為中國等亞洲女生身材嬌小，不會遭到

劇烈反抗，且常獨來獨往。此外，亞洲女生也不會聲張

這些事。德國對性侵犯罪者的懲罰較輕也是壹個原因。

波鴻大學有數百名中國留學生。來自上海的陳同學

對記者說，大學現在對安全抓得很緊，學校還有保安執

勤。雖然嫌犯被抓，但許多女留學生現在仍非常擔心。

據《圖片報》報道，德國每天發生20起強奸案件；2015

年共發生7022起。這還只是報案的強奸案。

他是玩跨界的資深網紅
卻鬧得意大利總理辭職

綜合報導 意大利內政部公布的最終統計數

據顯示，由現政府發起的憲法改革遭遇失敗，意

大利總理倫齊隨後宣布辭職。分析普遍認為，由

壹位叫貝佩· 格裏洛領導的反歐盟政黨“五星運

動”將因此獲益。那麽，這位攪局意大利政壇，

引發全球擔憂意大利脫歐的格裏洛到底是誰，他

緣何被西方媒體封為“意大利的特朗普”？小編

翻閱其個人網站和西方媒體報道，發現他有三大

特點和特朗普極其神似：

也玩“跨界”的喜劇明星
官方網站顯示，格裏洛1948年出生於意大

利熱那亞。在米蘭的壹次電視試鏡中，他以壹個

自創的獨白喜劇展示出自己作為喜劇明星的才華

。1977年，格裏洛出現在電視媒體上，開始自己

的喜劇表演生涯。官方網站刊登的個人自傳中說

道，“他立即形成了具有自己個人風格的諷刺獨

白，打破了‘專業'的電視傳統。”

1979年，格裏洛開始在電視上出演自己的第

壹個喜劇系列，並逐漸成為意大利家喻戶曉的喜

劇明星，據說觀看他獨白喜劇告別演出的觀眾達

到了2200萬之多。除表演喜劇外，格裏洛還投

身電影並獲得不少獎項。

1987年，由於其諷刺喜劇冒犯意大利社會黨

黨首、時任總理貝蒂諾· 克拉克西，格裏洛被禁

止在意大利國有電視臺露面，隨後逐漸淡出意大

利電視圈。格裏洛於1990年轉向喜劇，並將其

諷刺表演風格帶入劇院。1994年，格裏洛重回電

視界，並將其獨白喜劇的主題集中到批評經濟政

策和開始商業宣傳上來。

縱觀其個人自傳，格裏洛是壹位馳名於電視

、電影、戲劇圈和政界的“跨界”喜劇明星，具

有巨大的號召力，這點和特朗普“跨界”房地產

、電影、政界十分相似。

“有啥說啥”的演講天才
有著豐富表演經驗的格裏洛也是壹個反建制

的演講天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5日的評論說

，格裏洛的鮮明特征是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演講

風格，並用這種風格發動壹場場反建制運動。

政治分析家斯卡皮特認為，格裏洛擅長娛樂

公眾，所以他的演講都具有非常高的趣味性。

“他在臺上非常具有活力，經常來來回回跑動，

即使妳不會意大利語，妳也可以從他的肢體語言

中看出，他非常有表現力，而

且很有趣。他絕對是個有什麽

說什麽的人。” 斯卡皮特說。

2007年，格裏洛有機會在

歐洲議會發表演講。憑借其出

色的演講才能，格裏洛成功吸

引起外界對意大利政治現狀的

關註。

無疑，格裏洛的“有什麽

說什麽”與特朗普的口無遮攔極其相似。

不乏讀者“打賞”的超級網紅
與“網紅”特朗普相似的另外壹點是，善於利

用社交網絡的格裏洛也是意大利名副其實的“超

級網紅”，並且不乏讀者“打賞”。格裏洛擁有

自己的博客，是超級博客寫手。他的博客有意大

利語、英語和日語三種語言，而且每日更新。據

說，他的博客訪問量位據世界博客前十，是最有

影響力的博客之壹。此外，格裏洛還利用“臉譜

”、“推特”等宣傳自己的主張或者和對手展開

論戰。小編翻開格裏洛的臉譜，發現他的臉譜頁

面約有197.22萬粉絲，而他最新在臉譜上的就是

批評倫齊的，開頭便直指倫齊“害怕選舉”。

除寫博客、玩臉譜外，格裏洛還善於利用傳

統媒體。據英國《獨立報》報道，格裏洛2005

年用其博客讀者“打賞”的錢在意大利語《共和

報》購買整版廣告，要求深陷經濟醜聞的意大利

央行行長法齊奧辭職，同年，格裏洛在《國際先

驅論壇報》上購買版面並刊文稱，犯罪的意大利

議員不應該再做人民的代表。為此，格裏洛獲得

時代雜誌2005年度反腐敗“歐洲英雄”。

巴基斯坦空難機上人員全部罹難巴基斯坦空難機上人員全部罹難

含壹名中國公民含壹名中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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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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美國候選總統川普的

女兒伊萬卡(Ivanka Trump)與日本高層展

開互動，日本民間關于其就任美國駐日

大使的猜測也甚囂塵上。但伊萬卡與日

方接觸更多是爲自己的商業項目服務。

據《紐約時報》報道，伊萬卡的服

裝公司在過去兩年一直與日本三奈商會

(Sanei International)進行談判，該日本公

司的母公司 TSI Holdings 發言人 Kohei

Yamada在周一已經對外進行了確認。

TSI Holdings最大的股東是日本政策

投資銀行，該行由日本政府通過財政部

直接獨自經營。

在上個月媒體曝光的川普與安倍會

晤現場圖片中，伊萬卡和丈夫是小規模

出席者成員。由于是閉門會議，因此外

界並不知道當時伊萬卡出現在那裏的目

的，但這引發了川普的總統新角色與家

族生意之間潛在利益衝突的擔憂。

另據《紐約時報》對川普總統競選

時披露的財務報表分析，川普的公司至

少在20個國家運營著業務，對發展中國

家尤其關注，如印度、印度尼西亞、烏

拉圭。更重要的是，由于川普拒絕公開

他的納稅申報，也沒有公開債主清單，

他在全球的實際金融往來範圍並不清晰

。

川普將在下周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

避開利益衝突的計劃細節。而他的四名

成年子女，將分別掌管家族業務，屆時

也將出席發布會。

但CNN近日的民調顯示，四分之三

的美國人相信川普目前在解決利益衝突

的問題上做得還不夠。

CNN Money報道稱，伊萬卡的公司

尚未對有關日本業務的報道作出回應。

上個月，該公司承諾不介入政治。“本

公司的使命與政治無關，以前沒有，未

來也不會，”公司這樣宣稱。該公司還

表示，伊萬卡本人現在有更多機會來提

倡女性權益和積極的改革勢力。

川普投入選戰以來，大女兒伊萬卡

就是他造勢現場最亮眼的面孔之一，期

間被指爲自己的商業項目服務。她于7

月份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做演講後在

Twitter上推廣自己的裙子，該推文還附

帶了導向梅西百貨的超鏈接。

伊萬卡的多數時裝産品通過紐約吉

斯瑞集團(G-III Apparel Group)授權在中

國和越南進行生産，該集團是美國最大

的服裝成衣生産和進口商之一。

據吉斯瑞集團的最新年報，截至

2016年1月的財年裏，伊萬卡的時裝産

品線銷售額增加了2940萬美元。

除了商業上的瓜葛，伊萬卡出任日

本大使的傳言就在該國網絡裏傳開。據

《東京體育報》的報道稱，伊萬卡任駐

日大使的傳言並未得到任何官方人士的

正式確認，但許多網民表示如果她能到

日本就任，他們將收回之前對川普說過

的壞話。“她會讓日本重新偉大起來！

”有網友這麽評論。

在父親獲得勝利之前，35歲的伊萬

卡就在日本電視台上獲得了不少了曝光

度。她被塑造成美麗、睿智、精通商業

操作的正面形象，與其父種族主義、偏

執、歧視女性的負面形象形成了鮮明對

比。

但《日本時報》分析，日本人的這

一願望很有可能會落空，因爲美國的反

裙帶法案禁止總統任命親戚擔任任何政

府公職。1961年，時任總統肯尼迪任命

其兄長羅伯特爲司法部長，6年後國會

通過了該法律，以阻止類似的事情再次

發生。

不過這樣的猜測也顯示，日本人極

其關注美國總統任命的大使，因爲這樣

可以看出其對這個亞洲最親密盟友的重

視程度。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駐日本大使的

角色也成爲兩國關系的溫度計。安全專家

和東亞專家分別擔任過這些角色，例如麥

克阿瑟將軍、埃德溫•賴肖爾，以營建尚

未成熟的美日同盟關系。到了1970年代，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前副總裁 James

Hodgson等人擔任這個角色。再後來，該

職位一直由重量級人物擔綱，例如前副總

統蒙代爾。這些大人物往往不管理日常事

務，更多的是一種象征意義，且擁有直接

影響華盛頓決策的權力。

川普大女兒要當美國駐日大使？
她可能更關心自己的生意

綜合報道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將

于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職，然而他的

就職日卻可能會變成“血腥星期五”

，有報道稱，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計劃于川普宣誓就職當天在華盛

頓發動大規模恐怖襲擊。

英國每日快報，川普將于2017年

1月的第三個星期五宣誓就職爲美國第

45任總統，“伊斯蘭國”正在謀劃當

天發動恐襲，他們企圖用鮮血染紅川

普的就職典禮。這個極端組織最近數

月據稱招募了大量講英語的新成員，

從而方便在行動前夕傳遞信息。

報導還說，川普就職的那一天，

美國特種部隊將會提高警戒。但追蹤

ISIS通訊的安全分析人員指出，IS正

密謀在這一天發動大規模攻擊。

此外有報道稱，最近數周，ISIS

正在加緊制作配英語字幕的“特別版

”官方宣傳視頻，並在短暫休停後重

新開始在社交網站上發文宣傳。

競選活動中，川普曾多次許諾當

選總統後將盡一切努力消滅ISIS，比

如增派3萬美軍士兵參與打擊行動、

拒絕排除動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等。盡

管如此，ISIS卻並不反對或害怕川普

當選總統，相反，他們支持甚至期待

川普入主白宮，原因在于這位經常發

表爭議性言論的億萬富翁是“最佳敵

人”，能夠幫助其招募更多聖戰者完

成使命。

在此報導披露的前一周，印尼的

“伊斯蘭國”組織發布一段宣傳影片

，呼籲追隨者刺殺川普。

受到ISIS鼓動的最近一次攻擊發

生在上周，俄亥俄州立大學索馬裏裔

學生阿坦（Abdul Razak Ali Artan）

持刀攻擊同學。阿坦駕車衝入人群，

與IS敦促支持者發動攻擊的手法一致

。

上個月，IS官方雜志挑選梅西百

貨感恩節遊行爲目標，指導聖戰分子

如何獨自成功發動攻擊。IS在文章內

建議，有意發動攻擊的孤狼，可使用

汽車衝入人群，接著以第二項武器發

動攻擊。

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上周五

發出警告，ISIS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

對歐洲發起新一輪襲擊。該機構負責

人還表示，目前整個歐洲大陸的警方

正在對50多起涉恐案子進行調查。

在周五這份ISIS戰略分析報告中

，歐洲刑警組織稱，ISIS在伊拉克和

敘利亞使用的汽車炸彈等襲擊手段可

能也會用于歐洲。過去兩年法國和比

利時遭遇的襲擊也說明，以ISIS爲名

的恐怖分子有能力規劃、發動複雜的

襲擊。

川普就職日
恐成“血腥星期五”

ISIS計劃在華盛頓發起恐襲

綜合報道 川普常常在推特上發表

言論，甚至有網友諷刺川普是“以推

特治國”。據每日郵報報道，49%的選

民認爲，川普使用推特是一件“壞事

”，23%的注冊選民則認爲川普使用推

特挺好。還有56%的受訪者認爲，川

普使用推特的頻率太過頻繁。

另外，在川普阻止空調制造商

Carrier計劃將工作機會引入墨西哥一

事上，60%的選民都認爲，川普的這

一舉動令他們對他的有了積極看法。

在這項Politico進行的調查中，共

有1401名注冊選民參與調查。

對于川普熱愛推特的行爲，川普

的支持者大多表現的比較寬容。37%

的川普支持者認爲川普用推特太過頻

繁，29%的川普支持者認爲川普使用

推特頻率正好，還有6%的支持者認爲

，川普使用推特程度還不夠。

但希拉裏的支持者則對此嗤之以

鼻。79%支持希拉裏的選民認爲，川

普使用推特太過頻繁。

川普“推特治國”讓人吃不消
超5成選民認為川普發推太頻繁

綜合報道 拜登在國會透露了四年後

參選總統的計劃，並頗含深意地說：

“我不承諾不參選，我不承諾任何事。

我早就知道，計劃沒有變化快。”

美國副總統拜登周一晚間主持了國

會參議院就“21世紀治愈法案”（21st

Century Cures Act）的投票表決，這項法

案旨在推動美國未來十年的醫療創新和

加速FDA新藥審批，除了爲總統奧巴馬

倡導的“精准醫療”計劃（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和“腦研究計劃”

（BRAIN initiative）籌款，拜登提出的

“癌症登月計劃”（“Cancer Moonshot

”）也獲得了18億美元的資助。參議院

更是以拜登去年因腦癌去世的兒子博· 拜

登（Beau Biden）來命名該法案。

有趣的是，拜登在會後也向記者透

露了自己在四年後的總統參選計劃。據

《華盛頓郵報》報道，本周三是拜登履

任參議員的44周年紀念，因此他在昨晚

重返參議院表決大廳時大抒感慨：“每

次我回到參議院都感到備受鼓舞，我愛

這裏，因爲我在這裏奉獻了一生”。

隨後CNN制片人Ted Barrett問到：

“那您准備參與競選嗎？”拜登回答：

“是啊，我准備2020年參與競選。”美

聯社記者Alan Fram隨即追問：“競選什

麽職位？”拜登用開玩笑地語氣說：“當

然是總統啦，朋友。”NBC記者Kelly O

’Donnell提示拜登：“您知道媒體將引

用這句話吧？”拜登回複稱：“可以”。

過了一會兒，美聯社記者又追問：

“我只是想確認一下，剛才您說2020年

參加總統競選，不是在開玩笑吧？”拜

登停頓了一下，將手放在華盛頓郵報記

者的肩頭，頗含深意地說：“我不承諾

不參選，我不承諾任何事。我早就知道

，計劃沒有變化快。”

隨後，拜登帶著“淺淺的微笑”離

開國會。

自1973年成爲特拉華州參議員以來

，拜登曾參與了1988年和2008年的總統

競選，最後入閣奧巴馬政府。他也曾計

劃參與本屆總統競選，但因痛失愛子而

在2015年10月宣布不會涉足，並轉而支

持希拉裏參選。

《華爾街日報》發現，去年爲拜登

競選做准備而嘗試募集籌款的負責人Jon

Cooper已經買下了幾個同拜登和2020年

有關的域名，例如 draftbiden2020.com,

biden2020.net 和 runjoerun2020.com等，似

乎暗示了拜登真的有意再度參選。但隨後

在采訪中，他卻否認知道任何內情，只是

說自己是個“極端的樂觀主義者”。

目前還沒有任何民主黨人士承諾將

參加2020年的總統大選，以阻止特朗普

連任。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撰文

稱，拜登參選似乎不太可能，因爲到那

時他已經是78歲的高齡，比今年當選的

特朗普還大了3歲。目前裏根是年齡最

大的美國總統記錄保持者，但在1989年

離任時也才77歲，這似乎也排除了拜登

參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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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會通過賭場合法化
欲吸引中國有錢賭客
綜合報導 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壹項對

賭場解禁的法案，並將在7日提交政府控制

的慘議院。

報道稱，賭場合法化是首相安倍長久以

來的雄心。他認為賭場將吸引有錢的中國遊

客，對不景氣的日本經濟來說是福利。但壹

份報紙在周末進行的壹項民調結果顯示，並

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首相的做法，有57%的受

訪者反對賭場合法化。

大谷大學社會學教授滝口直子說，她多年來

壹直反對政府引入賭場的行動，因為日本問

題賭徒的比率很高。

她說：“厚生省宣布，近5%的成年人

存在賭博問題。這個數字很大。數字最低的

是丹麥，約為0.5%，歐洲不到1%。”雖然

賭場是非法的，但日本人是活躍的賭徒——

他們玩壹種類似老虎機的遊戲，叫彈球盤。

據說彈球盤賭博業每年能創造約2000億美

元（約合1.4萬億人民蔽）的收益。據悉，

日本將實行“可疑”監管以保護問題賭徒。

滝口教授說，她不相信政府能引入監管

機制來保護問題賭徒。她說：“迄今為止，

日本從未對賭博實施過預防措施。然後突然

說，如果能建立賭場，他們就會這麼做。他

們為什麼現在不提出措施？他們壹直沒采取

行動，也無意采取行動。所以，不大可能有

什麼行動。”

報道稱，壹些國際博彩公司正在等待機

會，迫切希望在利閏豐厚的日本賭博市場中

分得壹杯羹。澳洲億萬富翁詹姆斯· 帕克的

新豪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已經表示對在日本經

營賭場感興趣。它需要申請經營賭場的許可

證。日本賭場很可能采用由日本經營者和海

外博彩公司聯合經營的方式。

不過賭場還不會馬上開門營業，分析人士說

，至少到2023年日本才會出現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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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會任

命委員會日前批準總統杜特爾

特對資深媒體人羅馬那出任菲

國駐中國大使的提名。羅馬那

對媒體表示，他對菲中關系光

明前景充滿信心。

據菲律賓媒體報道，菲律

賓國會任命委員會由多位參議

員與眾議員組成。7日，在沒

有任何成員提出反對的情況下

，羅馬那獲任命委員會全體會

議批準出任駐華大使。

羅馬那在任命委員會通過

其提名後對當地媒體表示，自

己深感任重道遠，挑戰巨大。

“我將竭盡全力，在杜特爾特

總統成功訪華的基礎上，促進

菲國家利益，進壹步發展菲中

兩國之間的雙邊關系。我對菲

中關系的光明前景充滿信心。

”另據菲律賓商報報道，羅馬

那透露，預期將在元旦過後赴

華履新，而他上任後將優先處

理的事情就是落實杜特爾特總

統訪華期間兩國簽署的協議。

羅馬那退休前曾長期擔任

美國媒體駐華記者，在中國工

作和生活多年，被菲國媒體稱

為“中國通”。本身也是任命

委員會成員的菲國參議員索托

7日表示，羅馬那是中國事務

專家，非常有資格擔任駐華大

使，並形容“派他去中國就像

如魚得水”。

泰國南部暴雨58萬人受災
旅遊熱門地蘇梅島成澤國

綜合報導 泰國南部連日來暴雨成災，致使當地約58

萬人受災，至少14人死亡。由於通往南部的鐵路服務受

阻，救援難度增加，死亡人數恐將進壹步上升。泰國氣象

部門則預測，惡劣天氣未來數天仍將繼續。報道稱，在泰

國素肋他尼府19個區中，16個被列為災區，包括旅遊熱

門地蘇梅島及帕岸島。蘇梅島雖然在4日

壹度退水，但次日的大雨令道路再次被淹

，加上壹個主要水塘溢水，不少低窪地區

變為澤國。在帕岸島，暴雨引發泥石流，

造成電線桿倒塌，交通堵塞。當局已安排工人清理道路並

維修電線桿。此外，春蓬府則連續3天降下大雨，部分地

區降雨量達到300至400毫米，導致兩條連接南部的主要

幹道部分路段被淹沒，當局派人疏導交通。鑒於災情仍然

嚴峻，部分學校7日停課。

韓啟彈核樸槿惠大幕韓啟彈核樸槿惠大幕
崔順實等核心證人拒受傳召崔順實等核心證人拒受傳召

綜合報導 針對“總統親信幹政門”的國會特別調

查委員會7日舉行第二輪聽證會，此前壹度以健康為由

拒絕出席聽證會的崔順實外甥女張時浩出席了聽證會

，但崔順實、安鐘範和鄭虎成等核心證人拒絕接受傳

召。張時浩涉嫌在推進韓國冬季體育英才中心項目等

過程中非法獲利，但她在聽證會中對朝野議員的提問

三緘其口。特別調查委員會此前向被扣押的崔順實、

安鐘範和鄭虎成等11人及前青瓦臺民政首席秘書禹柄

宇、崔順實姐姐崔順德等人下發出席聞訊命令書，但

他們最終沒有現身。但分析認為，9日國會通過總統彈

核案應該不成問題。

韓聯社近日報道說，由於“幹政門”主角崔順實

和前青瓦臺秘書安鐘範等主要涉案人缺席，前青瓦臺

秘書室長金泣春成為國會議員質詢的眾矢之的。當天

針對各種關鍵性提問，金泣春始終以“不知道”“不

清楚”“忘記了”搪塞。針對“世越號”沈船事故發

生當天總統樸槿惠7小時行蹤、青瓦臺購入偉哥等藥品

的爭議、已故前青瓦臺民政首席秘書金英漢在備忘錄

中留下的“得到金泣春指示，放棄打撈沈船”等內容

，金泣春均未給出正面回答。國民之黨議員金京鎮聲

色俱厲地要求金泣春多多反省，在歷史面前誠實說話

，否則“死後難上天堂”。由於金泣春不配合，國會

特別調查委員會主席金聖泰表示，陳述人罔顧國民知

情權的態度勢必激起公憤，這種態度如不改變，將以

主席身份依法對其提起控告。

韓國《中央日報》近日說，現在國會進行的特別

調查不太可能查出真相，反倒像

隔靴搔癢。在6日舉行的國會聽

證會上，各大公司總裁大體只表

示向兩大財團提供資金援助並不

妥當，對此表示反省，但並未說

出樸槿惠受賄的線索，這與韓國

國民的期待相差甚遠。多數韓國民眾認為，大企業為

總統支持的財團出資，是類似提供秘密政治資金的官

商勾結行為。而參加質詢的議員也沒有拿出確切證據

，結果沒能揭露崔順實等人濫用職權謀私的犯罪行為

。7日的國會特別調查因崔順實、禹柄宇等核心證人缺

席成了空殼，最終真相只能期待獨立檢察官小組。

韓國紐西斯通訊社說，9日彈核案將在國會進行表

決，韓國各界要求樸槿惠下臺的呼聲開始轉向政界。7

日上午，1萬多名基督徒發表時局宣言，要求國會反映

民意盡快推動通過樸槿惠彈核案。“全國律師非常時

局聯合”當天也在國會前召開記者會，要求執政黨國

會議員積極參加並贊成彈核案表決。韓國民主工會7日

下午在國會附近舉行大規模集會，包圍附近的新國家

黨總部，強烈批判支持樸槿惠的政治勢力。多個市民

團體7日晚還發起在新國家黨總部的燭光示威活動，並

打算壹直持續到9日國會通過對樸槿惠的彈核案為止。

韓聯社近日報道說，壹旦國會通過彈核案，各方

針對未來樸槿惠自己退位還是由總理代行總統職權等

展開激烈爭論。在野黨認為，如果彈核案獲得通過，

樸槿惠應該立即宣布下野，並將總統職權臨時交給現

任國務總理黃教安。執政黨前黨首金武星則反駁說，

此舉不符合韓國憲法精神，在野黨為盡快進行總統大

選而極力推動樸槿惠立即下臺。

分析認為，9日國會彈核案表決到底有多少贊成票

也是各界關心的焦點。目前在野黨有172席，估計將全

部投贊成票，但這距離200票的門檻還差28票。目前

至少新國家黨“非樸槿惠”派系的35名國會議員將投

贊成票，如此算來，樸槿惠彈核案很可能過關。

最近，各種關於樸槿惠的負面消息接連被披露。

韓國《京鄉新聞》近日披露“世越號”沈沒當天樸槿

惠花90分鐘做頭發引發外界抨擊。《東亞日報》近日

指責前“文化界皇太子”車恩澤隨便出入青瓦臺十分

不妥。青瓦臺警護室次長李英錫5日在國會作證時“說

漏嘴”，指車恩澤與崔順實同樣能隨時進出青瓦臺。

車恩澤2015年開始擔任創造經濟推進團長，壹直掌控

文化界，並說動總統安排親信進入內閣和青瓦臺任職

。作為壹名男性公職人員隨意出入女總統官邸本就不

妥，卸任後繼續往來更是荒唐。而車恩澤上月被迫回

國後還公開放話“沒有單獨與總統見面”，“簡直謊

話連篇”。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本月7日在東

京的飯倉公館與伊朗外長紮裏夫舉

行會談，表示為推動美國等6國與伊

朗去年7月達成的核問題協議得到切

實履行，將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提供約205萬歐元的援助。

報道稱，由於日伊已簽署投資

協定，雙方外長確認了將為促進日

企進軍伊朗展開合作。

岸田在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

表示：“繼續遵守(限制伊朗核開發

的)核協議十分重要。”

紮裏夫也回應稱：“將從所有

方面履行核協議。”他還表示有意

利用日元貸款建設火力發電站等加

強經濟合作。

會談中，雙方還確認了將切實

履行聯合國安理會為阻止朝鮮核與

導彈開發而通過的新制裁決議。

日本政府對伊朗核協議給予肯

定，通過解除對伊制裁並簽署投資

協定等壹直積極推動改善關系。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也表示有意首次訪

問伊朗。

促進履行核協議 日本將向伊朗援助205萬歐元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今
天接見 「105年度參與監所教化
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及團體代
表」，她說，毒品犯已占了監
所總收容人數的4成，她也再一
次重申， 「政府絕不會放任毒
品氾濫」。

蔡總統今天接見 「105年度
參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
人士及團體代表」，包括，台
新金控董事長吳東亮、釋了空
無雲方丈、台塑企業總裁王文
淵代表的台塑關係企業公益信
託王詹樣社會福利基金等人。

蔡總統致詞提到，今年3月
有則令人感動的新聞，桃園少
年輔育院管樂合奏團在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獲得特優，這 43 位
孩子過去因吸毒、殺人未遂等
刑案接受感化教育，經過幾個

月培訓、苦練，從不會看譜到
做出精采表演；她相信，這群
孩子未來會更積極、更有信心
面對人生，這是推動教化工作
的意義。

蔡總統指出，她就任後再
三強調，要為台灣打造更堅固
的社會安全網。要達到這個目
標，監所的教化、觀護及更生
保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蔡總統說，大家所做的一
切都為收容人跟更生人搭建跟
社會連結橋梁，讓他們有足夠
的能力跟信心重返社會，也讓
社會看到他們努力向上的故事
。

她說，到今年9月底，毒品
犯已經占了監所總收容人數的4
成，她要再一次重申 「政府絕
不會放任毒品氾濫」。

蔡總統說，幾天前，調查
局宣布破獲國內史上最大宗的
毒品案，未來無論是防毒、拒
毒、緝毒、戒毒，都會更加把
勁；除了監所跟衛福部要更進
一步合作、積極引入專業藥癮
醫療服務來提升戒癮的成效，
更要解決結構性的問題，從源
頭杜絕犯罪。

總統表示，要在校園裡面
跟社會建立起友善通報網，以
有效掌握跟幫助毒品的施用者
，在他們就學、就業、就醫跟
就養問題，給予足夠社會支持
。無論是反毒或教化工作，都
需要一步步做起，一點一滴累
積成果，有大家的努力跟支持
，她非常有信心，一定可以做
得更好。

蔡總統：政府絕不會放任毒品氾濫

（中央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今天初
審教育部預算，對於110學年度升大學改革，尤
其是 「學習歷程」，朝野立委都有疑慮，決議凍
結新台幣3000萬元並要求專案報告。

大學招聯會日前召開常務委員會，會中做出
初步決議，110學年度改採 「新型學測」和 「分
科測驗」二種考試，其中新型學測為 「3加1」科
，比現行學測減少，申請入學採計學測成績外，
還納入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一同考量。

立法院教委會今天審教育部預算，朝野立委
都對 「學習歷程」有疑慮，一共提出14案刪減或
凍結預算。中國國民黨立委柯志恩質疑，會不會
最後還是學生填的半死，但大學還是不看，例如
台灣大學就已表態，還是希望用成績挑學生。

民主進步黨籍立委張廖萬堅也擔心，學習歷
程檔案最後可能弄得像國中升高中職一樣，最後
所有人都滿分， 「大家都一樣，等於白做了」。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表示，學習歷程檔案可能
會成為作文比賽，變成學校造假平台。他也提到
，為何教育部還要編列預算，鼓勵各大學成立招
生專責辦公室， 「單位還不夠多嗎？」

教育部長潘文忠解釋，學習歷程檔案是要
「簡化」現行申請入學的弊病，讓學生平常就把

資料累積下來，而不是要高三下再整理，甚至拿
給坊間業者做包裝。

潘文忠表示，目前招聯會都還在討論過程，
會要求把所有細節都考量清楚後，和社會各界好
好檢視。

大學考招改革遭疑 立院初審凍結3千萬

（中央社）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今天表
示，退將赴陸參加官方政治活動引起各界關
注，行政院召集各機關將針對特定職務一定
層級以上公務員提出強化管理措施，這不是
針對少數人或特定的身分。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今天下午舉行例行記
者會，有媒體詢問，有退將認為退將赴陸若
改為終身管制，此舉相當不尊重。陸委會副
主委兼發言人邱垂正在回答時，作上述表示
。

邱垂正說，近日有關退役將領赴中國大
陸參加官方政治活動引起各界關注，行政院
已指示，召集相關機關針對從事特定職務一
定層級以上的公務員或軍職人員退離職後出
國或赴中國大陸，提出強化管理措施，完善
整體規範。

他強調，相關規劃行政院將進行通盤研

議，做成政策決策後對外說明，建立更完整
的規範，以回應各界期待，這不是針對少數
人或特定的身分，而是針對全體公務人員。
之前少數人赴大陸從事相關活動之不當言行
，社會各界已有公評。

邱垂正表示，陸委會對絕大多數國軍將
士與退離職人員的愛國與忠誠給予高度肯定
，也對於他們長年保衛國家付出的辛勞表示
感謝。

至於有部分人士認為，因為政府不紀念
國父孫中山，所以退將才要到大陸去。邱垂
正說，政府沒有不紀念，只是因為兩岸計算
週年的方式不同，台灣的紀念活動是去年舉
辦，大陸則是今年舉辦。

中國大陸認為今年是孫中山150歲誕辰
，然而根據中華民國文化部官方網站上的資
料，今年應該是孫中山151歲誕辰。

（中央社）行政院長林全今天中
午與立委便當會，討論總預算案。行
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會後轉述，林全指
示各部會拜訪朝野立委溝通、說明政
策，讓預算尤其是國營事業預算盡快
審議完成。

立法院依照慣例都是在雙數會期
處理隔一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依照往年的時程來看，12月大多已經
完成委員會審查，提報院會朝野協商
處理。

徐國勇表示，唯一例外是民國96
年度預算在當年度6月才通過，因為
政治動盪而拖了半年，其他最晚都在
隔年1月中旬通過。

他表示，行政院希望立法院能在

12 月底前完成審議
，尤其是國營事業
預算，牽涉經濟發
展，拜託立委盡快
審議。

徐國勇表示，目前有經濟、交通
、司法及法制、衛環、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完成審議，內政、財政、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尚未完成，尤其是教委會
有2000多個立委提案。行政院希望黨
籍立委盤整提案，若有重複能撤就撤
，可省下很多時間。

他表示，林全也指示各部會相關
人員必須拜訪朝野立委說明政策，讓
預算盡快審議完成，進入協商。

退將赴陸 陸委會：政府將強化管理

總預算案延宕林全指示各部會加強溝通

性平教材惹議性平教材惹議 潘文忠潘文忠：：早已修正早已修正
教育部長潘文忠教育部長潘文忠（（圖圖））88日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表示日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表示，，同性婚姻爭議的教材早已修正同性婚姻爭議的教材早已修正，，

都依性平法落實性別平權觀念都依性平法落實性別平權觀念，，讓學生從多面向瞭解讓學生從多面向瞭解，，避免對不同的性別避免對不同的性別、、性傾向性傾向，，有誤解有誤解
或不友善的狀況或不友善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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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立法院明天院會，國民黨團
擬變更議程將下修公投門檻的公投法修正草
案逕付二讀，時代力量黨團表示，不會反對
；民進黨團乙動備戰。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廖國棟晚間
受訪表示，明天院會要將仍在委員會階段下
修公投門檻的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抽出來到
院會要求逕付二讀，明天發出強制動員令，
上午將召開黨團大會研商因應對策。

至於，明天下午由立法院長蘇嘉全召集
的朝野協商總預算一事，廖國棟表示，黨團
成員希望他不出席總預算協商，因為沒有意
義，目前正在思考中，明天黨團會議後再作
決定。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李彥秀表示
，國民黨團要幫民進黨把過去認為重要的案
子，一一排序出來，希望民進黨趕快來審查
；明天在院會表決議程，將拿出民進黨降低

公投門檻公投法修正草案來表決。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吳秉叡表示，

將公投法草案拿出來變更議程逕付二讀沒有
道理，應該要經過討論，國民黨團提出草案
要改4條，其中1條對於主權公投維
持1/2條款，國民黨團要小心，如果改成非國
民黨能夠接受的條文，政治效應會很大，國
民黨團要怎麼辦？

吳秉叡說，國民黨不要將明年黨主席之
爭，將內部問題外部化，政治操作有的要公
投、有的要罷免，惡搞結果將自食惡果，民
進黨團明天乙動，也將召開黨團會議因應。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徐永明表示，
黨團明天會提出決議，要求內政委員會儘速
審議公投法修正草案並完成初審，送到院會
中繼續進行二、三讀；至於國民黨團擬提案
將公投法逕付二讀， 「時代力量不會反對」
。

立院決戰降公投門檻 藍綠備戰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
副主委李明賢今天說，國民黨明年2月1日發
動罷免支持核食進口的民主進步黨立委，會
先透過民調選出罷免對象，民進黨團總召柯
建銘一定是罷免對象之一。

國民黨繼發起反核災地區食品進口連署
後，將發動罷免支持核食進口的民進黨立委
，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 「就職未滿 1
年，不得罷免」，國民黨打算於明年2月1日
立委就職1週年，發動罷免。

李明賢、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鄭世維上
午召開 「揮罷免之劍，斬核食之官」記者會
，高喊 「反對吃核食，罷免柯建銘，制衡蔡
英文」。

李明賢表示，民進黨政府為何要開放日
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是否與日本有私下交

換條件？國民黨推罷免，也會配合其他民間
人士發動的公投，兩者並行不悖。

是否有鎖定罷免對象？李明賢說，會先
進行民調，若民進黨立委公開反對核食進口
，國民黨會手下留情，若有民進黨立委堅持
應該進口，屆時罷免可能 「遍地烽火」，柯
建銘一定是罷免對象之一。他呼籲民進黨立
委棄暗投明，起義來歸。

鄭世維表示，根據新修正選罷法規定，
柯建銘的選區新竹市只要 3244 人提議、3 萬
2440人連署即可成案；民進黨團幹事長吳秉
叡的新莊選區，2824 人提議、2 萬 8238 人連
署就可成案；民進黨籍立委蔡易餘選區則是
2017人提議、2萬167人連署可成案。

鄭世維說，明年2月1日就會提出罷免，
以民調為依歸做為罷免先後順序。

反核食推罷免 國民黨鎖定柯建銘

（中央社）國民黨行管會副主委李福軒今天
表示，黨產會律師高涌誠將黨產比喻為 「吸鴉片
」，入人於罪，無所不用其極；現在執政黨比文
革時期的共產黨還壞，根本是當年東德共產黨翻
版。

中投、欣裕台、國民黨針對行政院不當黨產
處理委員會所做中投、欣裕台收歸國有的行政處
分，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暫時停止處分及訴
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下午開庭審理。

李福軒會後在國民黨召開記者會表示，黨產
委員會聘請的律師高涌誠、徐國彥會中提出似是
而非、悖離常理、荒誕不經的可笑論述，包括雖
然財產已凍結，但還是要移轉股權才能達成公益
、未來還可以走民事救濟、中投與欣裕台股權移
轉不會損害任何人權益。

李福軒指出，高涌誠還比喻 「黨產」等同於
「吸鴉片」，國家禁止吸鴉片有什麼不對？把黨

產比喻為吸鴉片，根本就是入人於罪，無所不用

其極。
他認為，中投與欣裕台已經被凍結，根本就

不必急著沒收，因為國民黨已不可能從中投與欣
裕台拿到任何一毛錢的股利，就算現在不收歸國
有，也不會造成如果未來司法判定要收歸國有的
公益損失。

李福軒說，黨產委員會在未詳細調查之前就
急忙將中投與欣裕台收歸國有，目的就是實現黨
產委員會主委顧立雄對外宣稱的 「拚年底讓黨產
歸零」。

他表示，現在的執政黨，比文革時期的共產
黨還要壞，根本是當年東德共產黨的翻版，黨產
委員會是當今執政黨的太上朝廷。

國民黨11月30日收到中投、欣裕台收歸國有
處分書，依規定30天內股份移轉國有，若高等行
政法庭年底前未做出裁定，如何因應？李福軒說
，已向法官請求，法官表明會盡快做出裁定。

以吸鴉片形容黨產 國民黨批黨產會

（中央社）里約奧運前後多起爭議事件，
行政院會今天通過國民體育法修正草案，將設
立體育紛爭仲裁專責機構，並對國際賽事贊助
新增相關規定，盼透過修法解決問題，草案將
送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在行政院會後記者會
轉述，行政院長林全表示，為回應各界對體育
團體改革的期待，健全體育團體會務運作，這
次大幅修正國民體育法，在 「財務透明、業務
公開、組織開放、營運專業」原則下，增訂體
育團體專章，建立財務公開透明機制。希望這
次修法對台灣體育運動未來發展帶來轉變性的
效果。

自里約奧運起，台灣體壇先有謝淑薇退賽

事件，再有戴資穎球鞋爭議，後有林怡君
退隊風波等，讓各單項協會問題一一浮現
，引起各界高度關注。

教育部次長蔡清華表示，這次修法幅
度相當大，從過去22條文變成45條文，涵
蓋層面深、影響範圍廣，奧運前後發生的相關
問題，也希望透過修法解決。

修法增訂，將設立由中華奧會及中央主管
機關共同設立的體育紛爭仲裁專責機構，如果
有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對全國性體育
團體的申訴決定不服，可以提出交付仲裁。

修法也增訂，體育團體組隊代表國家參加
國際運動賽會，其與合作廠商訂定的贊助契約
，應參考國際慣例與考量選手比賽的需要及權

益為之；選手有個別的贊助廠商者，體育團體
、選手及雙方贊助廠商，應於參賽前協商，並
尊重運動於的特殊需求，不得對運動員有顯失
公平的約定。

蔡清華表示，為了保障選手，修法也增訂
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的全國性體育團
體，應至少有1席運動選手理事；如果獲國家一
定金額補助，要設公益理事、監事至少各1席，
對理監事並有親等限制與利益迴避規定。

他表示，財務透明也是這次修法重點，修
法新增體育團體的預算及決算，應報主管機關
備查。各級主管機關每年也會對體育團體輔導
、訪視或考核。

修法明訂，修法施行之日起6個月內，具國
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的全國性體育團體要
依規定修正章程，並召開大會，進行理監事改
選。

政院修法增設仲裁機構解決體育糾紛
馬英九出席退休黨工活動馬英九出席退休黨工活動

前總統馬英九前總統馬英九（（後中後中））88日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日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參加中國三民主義協進會會員大會參加中國三民主義協進會會員大會。。

隨袋徵收垃圾費隨袋徵收垃圾費李應元李應元：：明年至少多明年至少多11縣市縣市
環保署長李應元環保署長李應元88日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表示日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表示，，最快明年至少會有最快明年至少會有11個縣市加入雙北的隨袋徵收個縣市加入雙北的隨袋徵收

垃圾處理費垃圾處理費，，會考慮先從都會區為主的縣市率先辦理會考慮先從都會區為主的縣市率先辦理。。

蔡總統接見監所教化有功團體蔡總統接見監所教化有功團體
總統蔡英文總統蔡英文（（右右））88日接見日接見 「「105105年度參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及團體代表年度參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及團體代表」」 ，，除一一除一一

感謝他們對監所教化的努力外感謝他們對監所教化的努力外，，也重申政府防毒掃毒的決心也重申政府防毒掃毒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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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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Friday, December 9,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6年12月9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港證監設專組打擊老千股
偵察上市公司詐騙 覆查84新股創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香港證監會發表《季度報告》，總結今年7月至9月期間的重要發

展，並表示已成立專責小組，處理上市公司有關詐騙案及失當行為。證監會此舉，顯示其執法工作採

取新方針，調查工作將更主動出擊。另外，在雙重存檔制度下，證監會在季內偕同聯交所，審閱了84

宗上市申請，創下自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受到人民幣貶值
預期影響，8日公佈中標結果的中國財
政部在香港發行的100億元（港元，
下同）離岸人民幣國債，雖然各年期的
國債仍錄得超額0.88倍至1.5倍的超額
認購，但3年、5年、30年期國債的發
行利率則觸及紀錄新高，反映離岸投資
者為補償匯率風險，而要求更高的利
率。本次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140億
元。其中面向機構銷售100億元。金管
局公告顯示，3年期中標利率為3.40%，
認購倍數2.5倍；5年期為3.55%，10年

期為3.85%，15年期為4.15%，30年期
為4.40%，各年期國債的中標利率均明
顯超過此前市場預期中值及在岸市場同
期限國債殖利率。其中，3年、5年、30
年期均位於離岸國債發行利率紀錄高
點。11 月人民幣兌美元單月貶值
1.55%，幅度創去年8月以來最巨。貶
值預期推動美元/離岸人民幣貨幣互換
利率大幅走升，意味着儘管人民幣國債
票息高出美元債券，美元資金付出貨幣
互換成本對沖匯率風險後，投資離岸人
民幣國債的套利空間已近消失。

金管局公佈的認購金額顯示，機構
購買熱情受匯率貶值預期打擊而降溫，
此次發行各期限獲認購倍數為1.76至2.5
倍之間，而今年6月時各期限獲認購倍
數為2.6至3.7倍不等。財政部本周二公
告，在香港再發行140億元人民幣國
債，其中通過配售銀行和香港交易所平
台向香港居民發行20億元；通過香港債
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向機構投資
者、國外中央銀行等發行120億元。結
合6月已發行的140億元，財政部將完
成在港發行280億元國債的年度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倫敦商學院與香
港大學8日發表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一
半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行政人員認為
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將被取
代，而新加坡則是香港最大的競爭對手
（53%），其次是上海（38%）。在對
香港未來前景感到悲觀的一群當中，有
40%認為香港在未來6年至10年間將會
被超前。

倫敦商學院經濟學兼任教授Linda
Yueh表示，受訪者認為，新加坡和上海
正挑戰香港，爭奪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新
加坡擁有曾奠定香港區內頂尖地位的的管
治與制度；而上海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
亦繼續發展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

儘管中國內地經濟持續增長，但僅超
過一半（52%）受訪者認為這會對香港的
競爭力帶來正面影響。然而，相關的影響
將取決於內地增長是否集中於某些地區，
以及港府是否願意採取政策以配合中國的
崛起，卻一直存在爭議。與此同時，有超
過一半（5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內地的
政治環境對香港的競爭力影響最大；而三

分一（33%）的受訪者則認為中國內地的
金融影響力是主要因素。

72%憂港科技業滯後削競爭力
逾五分之四（81%）的行政人員視

金融服務業為香港最具競爭力的行業，
但卻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72%）擔
心香港滯後的科技業，Linda Yueh指
出，這會削弱香港在金融科技和其他快
速增長領域的競爭力。

Linda Yueh續稱，調查報告亦揭示
了某些領域—特別是科技業—需要進行
改革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隨着投資更
多於金融基礎設施以支持金融科技和初
創企業，以及加強監管來保持香港的競
爭力和其理想居住城市的美譽，這都為
香港帶來了有利的優勢。

超過200多名倫敦商學院和香港大
學的成員參與是次調查，並分享他們對
關於香港經濟前景的看法，當中包括校
友、行政教育課程校友、過去的參加
者、EMBA Global-Asia課程學生和倫敦
商學院中國會成員。

此前網上流傳一份香港“老千股”
名單，令內地股民敲響警鐘，港

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今年9月亦在網誌
中談及如何避開香港的“老千股”。隨
着港滬深股市互聯互通，有關股市的跨
境操縱案相信會增加，也會對執法工作
帶來更大難度。香港證監會主席唐家成
本周一在深港通開通儀式上回應指，
“老千股”只屬少數，證監會對此十分
關注，並將加強執法工作。

設專組提高調查速度
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魏建新

8日指出，與上市公司有關的詐騙案及
失當行為，已致港股達幾十億元（港
元，下同）市值的流失，令香港市場誠
信和聲譽嚴重受損，證監會已成立專責
小組集中處理這些個案。證監會稱，全
面檢討執法工作，將採取的方針是以全
盤方式在企業集團層面上識別系統漏
洞，並針對犯有多項缺失的公司和企
業，作出執法行動。同時，證監會重視

就失當行為作出適時、公開及具透明度
的披露。此外，證監會可能會通知受查
對象，有關其擬採取執法行動的意向，
以鼓勵更多的合作。魏建新指出，受查
對象及其法律顧問，有機會就證監會擬
採取的行動作出陳詞，有關陳詞可能會
被記錄在案。魏建新續說，香港為一個國
際金融中心，且市場環境愈來愈複雜，專
責小組有助提高調查速度，更有效地保護
投資者。有關小組主力調查市場操縱、企
業欺詐及中介人不當行為等，另有小組負
責調查投資產品、反洗錢等問題。證監會
亦會與內地監管機構加強聯係，繼續緊密
合作，打擊跨境操縱市場行為。

上季執法罰款2580萬
證監會8日亦公佈在雙重存檔制

下，證監會在季內聯同交易所，審閱了
84宗上市申請，按年增長37.7%，創下
自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季
內，證監會對4家公司及8名持牌代表
採取紀律處分，當中涉及的罰款合共為

2,580萬元。證監會的《季度報告》內
表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3個月
收入為3.72億元，按年升約5%，當中
徵費減少近30%至2.64億元。至於截至
9月30日止的6個月，收入也只有6.59
億元，同比減少32%，當中徵費減少逾
46%至5.02億元。截至9月底，證監會
儲備維持71億元，並預留30億元撥作
日後可能購置辦公室物業之用，員工數
目亦由一年前的814名增至860名。

對券商81次現場視察
證監會在第二季收到2,278宗牌照

申請，按季增加 25.4%，按年下跌
5.7%。至9月底止，持牌機構及人士和
註冊機構，牌照總數創下42,571個的新
高。季內，證監對持牌機構進行81次以
風險為本的現場視察。今季證監會的工
作重點，包括與中證監批准了深港股票
市場的互聯互通機制，及證監會就改進
期貨與期權合約的持倉限額制度，展開
公眾諮詢，冀擴大該制度的涵蓋範圍。

■■證監會證監會《《季度報告季度報告》》顯示顯示，，在雙重存檔制度在雙重存檔制度
下下，，季內偕同聯交所季內偕同聯交所，，審閱了審閱了8484宗上市申請宗上市申請，，創創
下自下自03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貶值預期下 離岸國債利率創新高

調查：港金融中心地位將被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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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滬青龍鎮遺址青龍鎮遺址首現地宮舍利首現地宮舍利
上海博物館8日宣佈，青龍鎮遺址考古發掘獲得重大成果。據指，是次考古不但發現了

保存完整的地宮，還在地宮中套函內發現三顆水晶質圓珠，即佛教聖物舍利，這也是上海地

區首次發掘出地宮與舍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青龍鎮遺址位於今上海市青浦區白鶴鎮，曾是唐宋時期的對外
貿易港口。後因吳淞江變遷，港口功能逐漸喪失，至今遺址

僅保留了青龍塔等少量遺蹟，可依稀追溯舊時風貌。

唐宋時貿易港 一度淹沒地下
2010年至2016年，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對青龍鎮遺址進行

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這座淹沒於地下數百年的港口重鎮，才逐
步揭開神秘的面紗。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介紹，博物館考古研究部經過多年勘
探，基本摸清了遺址範圍沿通波塘兩岸分佈，唐宋時期的房基、
水井、灶、鑄造作坊等遺蹟，亦為遺址佈局提供了有力線索。
2015 年至 2016 年發掘中，還發現了文獻記載的青龍鎮“北
寺”——隆平寺塔基，這是上海第一次經考古發掘確認的古塔遺
址。

隆平寺塔始建於北宋天聖年間（1023年—1032年），塔基
為八角形的磚石結構，並以地宮為中心，採用夯土堆築而成。
地宮上部以兩條十字相交的木板作為封護，其結構特殊，不同
於目前已經發掘的塔基形式，在中國古建史上意義非凡。

地宮中置套函，套函內發現了一個銅瓶，瓶內裝有四顆圓
珠，其中三顆為水晶質，為佛教聖物舍利，這也與文獻中隆平寺
塔“中藏舍利”的記載相符。

抬着長11.4米、寬3.6米的竹簾，44名工人
和着勞動號子在紙漿槽裡托挽兩次，使紙漿均
勻鋪滿竹簾。在位於安徽省宣城市涇縣中國宣紙
股份有限公司的廠房內，記者見證了創造健力士
世界紀錄的三丈三“超級宣紙”誕生的全過程。

經108道工序 三年方成紙
“無涇縣，不宣紙。”安徽省涇縣境內及

周邊地區的沙田稻草和青檀皮，與涇縣獨有的
山泉水是宣紙製作不可或缺的自然資源。因加
工製作過程不損傷纖維，宣紙有“千年壽紙”

之譽，長期保存不腐不蛀，是書畫創作、典籍
印刷的最佳載體。廠區周圍的山坡上曬滿了一
塊塊白色的皮料與草料。這些青檀皮和沙田稻
草經過反覆浸泡、清洗、蒸煮、攤曬後，正以
日曬雨淋方式進行自然漂白，加工成燎皮、燎
草後才能製紙。從原料製作到成紙需經108道工
序，一張宣紙從無到有要花三年左右的時間。

受限於原料與工藝，涇縣的宣紙產業無法靠
規模取勝，由於宣紙價值的實現主要依附於書畫
作品，宣紙的消費市場也偏小眾。

已經擁有宣紙第一品牌“紅星牌”的中國
宣紙股份有限公司開始通過開發新產品進一步
提升效益。除了向手工宣紙生產極限發起挑
戰，成功開發三丈三大紙，還推出了高檔“紀
念宣”系列產品。此外，依託紅星宣紙品牌影
響力的特色文化旅遊項目也發展起來，企業投
資1.1億元建成面積1萬多平方米的中國宣紙博
物館，不僅銷售紙品與文創產品，還銷售參與
體驗。宣紙不再只是水墨畫家與書法家獨享，
如今與尋常百姓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

■新華社

青龍鎮設鎮於唐天寶年間（742年—755年），史稱
“東南巨鎮”，北宋詩人梅堯臣曾作《青龍雜誌》，記載鎮
上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橋、三十六坊”。

青龍鎮人文薈萃，書畫家米芾曾任鎮監。米芾不少
藝術創作都與青龍鎮有關，一次他來到鎮北的隆平寺，
偶然看見陳林撰於元豐五年(1082年)的《隆平寺經藏
記》，立刻揮毫錄之。米芾在青龍鎮時，繪過《滬南巒
翠圖》，細緻描繪當地自然風光，並吟有《吳江舟中
詩》，墨跡迄今猶可見。此外，秦觀、王安石、范仲
淹、司馬光、陸游、蘇轍、趙孟頫等文人墨客亦曾駐足
青龍鎮，留下詩文佳作。是次青龍鎮遺址考古發掘出土了
來自福建、浙江、江西等窯口可復原瓷器6,000餘件及數
十萬片碎瓷片。

青龍鎮出土的瓷器絕大部分為南方窯口，唐代以越
窯、德青窯、長沙窯為主，至宋代漸轉為福建閩清義
窯、龍泉窯、景德鎮窯。其中，大量的福建窯口瓷器與
朝鮮半島、日本等地發現的瓷器組合非常相似，說明當
時許多瓷器產品運到青龍鎮後銷往高麗與日本。考古發
現的瓷器與文獻記載相印證，證明了青龍鎮是海上絲綢
之路重要港口之一，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添加了新證
據。

文人墨客雲集 曾為海絲要港 飛入尋常百姓家
宣紙待寫新華章

■■隆平寺塔地宮中發隆平寺塔地宮中發
現的舍利現的舍利。。

記者章蘿蘭記者章蘿蘭攝攝

■■青龍鎮遺址發掘現青龍鎮遺址發掘現
場場。。 記者章蘿蘭記者章蘿蘭攝攝

8日，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縣趙馬蓬
村慈善幸福院，每月一次的“慈善餃子
宴”活動在當地愛心人士、義工組織的
幫助下如期開展。圖為愛心人士在為老
人們包餃子。

■文 /圖：新華社■■宣紙生產車間內宣紙生產車間內，，工人在工人在
進行牽紙作業進行牽紙作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慈 善 餃 子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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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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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證監設專組打擊老千股
偵察上市公司詐騙 覆查84新股創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香港證監會發表《季度報告》，總結今年7月至9月期間的重要發

展，並表示已成立專責小組，處理上市公司有關詐騙案及失當行為。證監會此舉，顯示其執法工作採

取新方針，調查工作將更主動出擊。另外，在雙重存檔制度下，證監會在季內偕同聯交所，審閱了84

宗上市申請，創下自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受到人民幣貶值
預期影響，8日公佈中標結果的中國財
政部在香港發行的100億元（港元，
下同）離岸人民幣國債，雖然各年期的
國債仍錄得超額0.88倍至1.5倍的超額
認購，但3年、5年、30年期國債的發
行利率則觸及紀錄新高，反映離岸投資
者為補償匯率風險，而要求更高的利
率。本次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140億
元。其中面向機構銷售100億元。金管
局公告顯示，3年期中標利率為3.40%，
認購倍數2.5倍；5年期為3.55%，10年

期為3.85%，15年期為4.15%，30年期
為4.40%，各年期國債的中標利率均明
顯超過此前市場預期中值及在岸市場同
期限國債殖利率。其中，3年、5年、30
年期均位於離岸國債發行利率紀錄高
點。11 月人民幣兌美元單月貶值
1.55%，幅度創去年8月以來最巨。貶
值預期推動美元/離岸人民幣貨幣互換
利率大幅走升，意味着儘管人民幣國債
票息高出美元債券，美元資金付出貨幣
互換成本對沖匯率風險後，投資離岸人
民幣國債的套利空間已近消失。

金管局公佈的認購金額顯示，機構
購買熱情受匯率貶值預期打擊而降溫，
此次發行各期限獲認購倍數為1.76至2.5
倍之間，而今年6月時各期限獲認購倍
數為2.6至3.7倍不等。財政部本周二公
告，在香港再發行140億元人民幣國
債，其中通過配售銀行和香港交易所平
台向香港居民發行20億元；通過香港債
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向機構投資
者、國外中央銀行等發行120億元。結
合6月已發行的140億元，財政部將完
成在港發行280億元國債的年度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倫敦商學院與香
港大學8日發表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一
半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行政人員認為
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將被取
代，而新加坡則是香港最大的競爭對手
（53%），其次是上海（38%）。在對
香港未來前景感到悲觀的一群當中，有
40%認為香港在未來6年至10年間將會
被超前。

倫敦商學院經濟學兼任教授Linda
Yueh表示，受訪者認為，新加坡和上海
正挑戰香港，爭奪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新
加坡擁有曾奠定香港區內頂尖地位的的管
治與制度；而上海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
亦繼續發展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

儘管中國內地經濟持續增長，但僅超
過一半（52%）受訪者認為這會對香港的
競爭力帶來正面影響。然而，相關的影響
將取決於內地增長是否集中於某些地區，
以及港府是否願意採取政策以配合中國的
崛起，卻一直存在爭議。與此同時，有超
過一半（5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內地的
政治環境對香港的競爭力影響最大；而三

分一（33%）的受訪者則認為中國內地的
金融影響力是主要因素。

72%憂港科技業滯後削競爭力
逾五分之四（81%）的行政人員視

金融服務業為香港最具競爭力的行業，
但卻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72%）擔
心香港滯後的科技業，Linda Yueh指
出，這會削弱香港在金融科技和其他快
速增長領域的競爭力。

Linda Yueh續稱，調查報告亦揭示
了某些領域—特別是科技業—需要進行
改革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隨着投資更
多於金融基礎設施以支持金融科技和初
創企業，以及加強監管來保持香港的競
爭力和其理想居住城市的美譽，這都為
香港帶來了有利的優勢。

超過200多名倫敦商學院和香港大
學的成員參與是次調查，並分享他們對
關於香港經濟前景的看法，當中包括校
友、行政教育課程校友、過去的參加
者、EMBA Global-Asia課程學生和倫敦
商學院中國會成員。

此前網上流傳一份香港“老千股”
名單，令內地股民敲響警鐘，港

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今年9月亦在網誌
中談及如何避開香港的“老千股”。隨
着港滬深股市互聯互通，有關股市的跨
境操縱案相信會增加，也會對執法工作
帶來更大難度。香港證監會主席唐家成
本周一在深港通開通儀式上回應指，
“老千股”只屬少數，證監會對此十分
關注，並將加強執法工作。

設專組提高調查速度
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魏建新

8日指出，與上市公司有關的詐騙案及
失當行為，已致港股達幾十億元（港
元，下同）市值的流失，令香港市場誠
信和聲譽嚴重受損，證監會已成立專責
小組集中處理這些個案。證監會稱，全
面檢討執法工作，將採取的方針是以全
盤方式在企業集團層面上識別系統漏
洞，並針對犯有多項缺失的公司和企
業，作出執法行動。同時，證監會重視

就失當行為作出適時、公開及具透明度
的披露。此外，證監會可能會通知受查
對象，有關其擬採取執法行動的意向，
以鼓勵更多的合作。魏建新指出，受查
對象及其法律顧問，有機會就證監會擬
採取的行動作出陳詞，有關陳詞可能會
被記錄在案。魏建新續說，香港為一個國
際金融中心，且市場環境愈來愈複雜，專
責小組有助提高調查速度，更有效地保護
投資者。有關小組主力調查市場操縱、企
業欺詐及中介人不當行為等，另有小組負
責調查投資產品、反洗錢等問題。證監會
亦會與內地監管機構加強聯係，繼續緊密
合作，打擊跨境操縱市場行為。

上季執法罰款2580萬
證監會8日亦公佈在雙重存檔制

下，證監會在季內聯同交易所，審閱了
84宗上市申請，按年增長37.7%，創下
自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季
內，證監會對4家公司及8名持牌代表
採取紀律處分，當中涉及的罰款合共為

2,580萬元。證監會的《季度報告》內
表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3個月
收入為3.72億元，按年升約5%，當中
徵費減少近30%至2.64億元。至於截至
9月30日止的6個月，收入也只有6.59
億元，同比減少32%，當中徵費減少逾
46%至5.02億元。截至9月底，證監會
儲備維持71億元，並預留30億元撥作
日後可能購置辦公室物業之用，員工數
目亦由一年前的814名增至860名。

對券商81次現場視察
證監會在第二季收到2,278宗牌照

申請，按季增加 25.4%，按年下跌
5.7%。至9月底止，持牌機構及人士和
註冊機構，牌照總數創下42,571個的新
高。季內，證監對持牌機構進行81次以
風險為本的現場視察。今季證監會的工
作重點，包括與中證監批准了深港股票
市場的互聯互通機制，及證監會就改進
期貨與期權合約的持倉限額制度，展開
公眾諮詢，冀擴大該制度的涵蓋範圍。

■■證監會證監會《《季度報告季度報告》》顯示顯示，，在雙重存檔制度在雙重存檔制度
下下，，季內偕同聯交所季內偕同聯交所，，審閱了審閱了8484宗上市申請宗上市申請，，創創
下自下自03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貶值預期下 離岸國債利率創新高

調查：港金融中心地位將被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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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證監設專組打擊老千股
偵察上市公司詐騙 覆查84新股創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香港證監會發表《季度報告》，總結今年7月至9月期間的重要發

展，並表示已成立專責小組，處理上市公司有關詐騙案及失當行為。證監會此舉，顯示其執法工作採

取新方針，調查工作將更主動出擊。另外，在雙重存檔制度下，證監會在季內偕同聯交所，審閱了84

宗上市申請，創下自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受到人民幣貶值
預期影響，8日公佈中標結果的中國財
政部在香港發行的100億元（港元，
下同）離岸人民幣國債，雖然各年期的
國債仍錄得超額0.88倍至1.5倍的超額
認購，但3年、5年、30年期國債的發
行利率則觸及紀錄新高，反映離岸投資
者為補償匯率風險，而要求更高的利
率。本次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140億
元。其中面向機構銷售100億元。金管
局公告顯示，3年期中標利率為3.40%，
認購倍數2.5倍；5年期為3.55%，10年

期為3.85%，15年期為4.15%，30年期
為4.40%，各年期國債的中標利率均明
顯超過此前市場預期中值及在岸市場同
期限國債殖利率。其中，3年、5年、30
年期均位於離岸國債發行利率紀錄高
點。11 月人民幣兌美元單月貶值
1.55%，幅度創去年8月以來最巨。貶
值預期推動美元/離岸人民幣貨幣互換
利率大幅走升，意味着儘管人民幣國債
票息高出美元債券，美元資金付出貨幣
互換成本對沖匯率風險後，投資離岸人
民幣國債的套利空間已近消失。

金管局公佈的認購金額顯示，機構
購買熱情受匯率貶值預期打擊而降溫，
此次發行各期限獲認購倍數為1.76至2.5
倍之間，而今年6月時各期限獲認購倍
數為2.6至3.7倍不等。財政部本周二公
告，在香港再發行140億元人民幣國
債，其中通過配售銀行和香港交易所平
台向香港居民發行20億元；通過香港債
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向機構投資
者、國外中央銀行等發行120億元。結
合6月已發行的140億元，財政部將完
成在港發行280億元國債的年度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倫敦商學院與香
港大學8日發表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一
半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行政人員認為
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將被取
代，而新加坡則是香港最大的競爭對手
（53%），其次是上海（38%）。在對
香港未來前景感到悲觀的一群當中，有
40%認為香港在未來6年至10年間將會
被超前。

倫敦商學院經濟學兼任教授Linda
Yueh表示，受訪者認為，新加坡和上海
正挑戰香港，爭奪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新
加坡擁有曾奠定香港區內頂尖地位的的管
治與制度；而上海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
亦繼續發展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

儘管中國內地經濟持續增長，但僅超
過一半（52%）受訪者認為這會對香港的
競爭力帶來正面影響。然而，相關的影響
將取決於內地增長是否集中於某些地區，
以及港府是否願意採取政策以配合中國的
崛起，卻一直存在爭議。與此同時，有超
過一半（5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內地的
政治環境對香港的競爭力影響最大；而三

分一（33%）的受訪者則認為中國內地的
金融影響力是主要因素。

72%憂港科技業滯後削競爭力
逾五分之四（81%）的行政人員視

金融服務業為香港最具競爭力的行業，
但卻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72%）擔
心香港滯後的科技業，Linda Yueh指
出，這會削弱香港在金融科技和其他快
速增長領域的競爭力。

Linda Yueh續稱，調查報告亦揭示
了某些領域—特別是科技業—需要進行
改革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隨着投資更
多於金融基礎設施以支持金融科技和初
創企業，以及加強監管來保持香港的競
爭力和其理想居住城市的美譽，這都為
香港帶來了有利的優勢。

超過200多名倫敦商學院和香港大
學的成員參與是次調查，並分享他們對
關於香港經濟前景的看法，當中包括校
友、行政教育課程校友、過去的參加
者、EMBA Global-Asia課程學生和倫敦
商學院中國會成員。

此前網上流傳一份香港“老千股”
名單，令內地股民敲響警鐘，港

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今年9月亦在網誌
中談及如何避開香港的“老千股”。隨
着港滬深股市互聯互通，有關股市的跨
境操縱案相信會增加，也會對執法工作
帶來更大難度。香港證監會主席唐家成
本周一在深港通開通儀式上回應指，
“老千股”只屬少數，證監會對此十分
關注，並將加強執法工作。

設專組提高調查速度
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魏建新

8日指出，與上市公司有關的詐騙案及
失當行為，已致港股達幾十億元（港
元，下同）市值的流失，令香港市場誠
信和聲譽嚴重受損，證監會已成立專責
小組集中處理這些個案。證監會稱，全
面檢討執法工作，將採取的方針是以全
盤方式在企業集團層面上識別系統漏
洞，並針對犯有多項缺失的公司和企
業，作出執法行動。同時，證監會重視

就失當行為作出適時、公開及具透明度
的披露。此外，證監會可能會通知受查
對象，有關其擬採取執法行動的意向，
以鼓勵更多的合作。魏建新指出，受查
對象及其法律顧問，有機會就證監會擬
採取的行動作出陳詞，有關陳詞可能會
被記錄在案。魏建新續說，香港為一個國
際金融中心，且市場環境愈來愈複雜，專
責小組有助提高調查速度，更有效地保護
投資者。有關小組主力調查市場操縱、企
業欺詐及中介人不當行為等，另有小組負
責調查投資產品、反洗錢等問題。證監會
亦會與內地監管機構加強聯係，繼續緊密
合作，打擊跨境操縱市場行為。

上季執法罰款2580萬
證監會8日亦公佈在雙重存檔制

下，證監會在季內聯同交易所，審閱了
84宗上市申請，按年增長37.7%，創下
自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季
內，證監會對4家公司及8名持牌代表
採取紀律處分，當中涉及的罰款合共為

2,580萬元。證監會的《季度報告》內
表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3個月
收入為3.72億元，按年升約5%，當中
徵費減少近30%至2.64億元。至於截至
9月30日止的6個月，收入也只有6.59
億元，同比減少32%，當中徵費減少逾
46%至5.02億元。截至9月底，證監會
儲備維持71億元，並預留30億元撥作
日後可能購置辦公室物業之用，員工數
目亦由一年前的814名增至860名。

對券商81次現場視察
證監會在第二季收到2,278宗牌照

申請，按季增加 25.4%，按年下跌
5.7%。至9月底止，持牌機構及人士和
註冊機構，牌照總數創下42,571個的新
高。季內，證監對持牌機構進行81次以
風險為本的現場視察。今季證監會的工
作重點，包括與中證監批准了深港股票
市場的互聯互通機制，及證監會就改進
期貨與期權合約的持倉限額制度，展開
公眾諮詢，冀擴大該制度的涵蓋範圍。

■■證監會證監會《《季度報告季度報告》》顯示顯示，，在雙重存檔制度在雙重存檔制度
下下，，季內偕同聯交所季內偕同聯交所，，審閱了審閱了8484宗上市申請宗上市申請，，創創
下自下自0303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年該制度生效以來的歷史新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貶值預期下 離岸國債利率創新高

調查：港金融中心地位將被星取代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said Beijing’s initial 
public response to Trump’s decision to engage with 
Taiwan’s leader had been “relatively measured”.
But its irritation appeared to have intensified in the 
wake of Sunday night’s tweets in which the billionaire 
attacked Beijing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lleged 
currency manipulation. Wasserstrom said there was 
now growing talk “about needing to respond more 
dramatically if this moves from tweets into policy … 
They are moving towards a less placid response.”
Wasserstrom cautioned the real estate tycoon against 
adopting a “slash and burn” approach toward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s number two economy, even if a valid 
argument could be made for deepening relations with 
Taiwan.
“There is a good argument to be made for why it is 
foolish to not recognise that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is 
an important figure and worth having dialogue with,” 
he said.
But if Trump was determined to pursue a new policy 
towards Taiwan, and therefore China, it should be done 
through set of measured moves “not by just lobbing 
rhetorical hand-grenades and seeing what happens”.
Li Yonghui,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aid Beijing’s attempts to “play down this matter” in 
public reflected a Chinese tradition of leaving room for 
manuver and not hurting others’ pride.
“But privately there will have been some negotiations 
…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cerns and even some 
form of anger will have been expressed and will be 
felt by the US government,” he said. (Courtesy https://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 

announcement.
Later in the afternoon, shares were up by 4.2 percent 
at 7,249 yen.
Shuji Hosoi, a senior strategist at Daiwa Securities 
in Tokyo said, “Investors are welcoming the 
announcement. It was something unexpected, and the 
size of the pledge is big. Son's remarks were generally 
in line with what Trump has been saying about 
boosting the economy.”
“You can imagine that Son would want to discuss 
T-Mobile at the meeting. There is a chance that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will have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elecom regulations. Son has said before that Sprint 

needs T-Mobile to compete 
with the top-two operators 
in the U.S. market,” said 
Tomoaki Kawasaki, an 
analyst at Iwai Cosmo 
Securities.

Trump also plans to meet 
with leading tech executives 
including venture capitalist 
Peter Thiel and Cisco 

Systems CEO Chuck Robbins next week.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Last week, Carrier announced plans to keep 800 jobs 
at its Indianapolis plant after a meeting with Trump.
He claimed that he saved those positions but the 
company would still be shifting more than 1,000 jobs 
to Mexico.
Trump had also claimed that he managed to persuade 
Ford Motors to keep its Kentucky factory instead of 
moving it to Mexico.
But reports claim otherwise. In fact,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Ford backed away from shifting its 
complete production line to Mexico.
Roger Entner, an analyst at Recon Analytics, argued 
that the investment was already planned for U.S.
He said, “I think it’s making 
hay out of something that 
was there already. In all 
likelihood, this comes out 
of the $100 billion fund. 
Considering the extremely 
large part that the U.S. has 
in the high-tech economy, 
Son would have probably 
invested something in the 
neighborhood anyway.”
Meanwhile, SoftBank shares gained more than 
five percent after the opening bells, following the 

and Mitsubishi UFJ Financial.[8]Between 2009 and 
2014, SoftBank's market capitalization increased by 
557%, the fourth largest relative increase in the world 
over that period.[9] 
Additional information here: https://en.wikipedia.org/
wiki/SoftBank_Group.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issued a statement 
confirming the investment, saying, “We could confirm 
that we are in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regarding a 
potential investment that would represent an expansion 
of our current U.S. operations.”

NEW YORK, U.S. - Japanese technology conglomerate 
Softbank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invest $50 b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reate at least 50,000 jobs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After a meeting with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Founder and CEO of SoftBank Masayoshi Son 
announced the investment plans to the media at the 
Trump Tower in New York on Tuesday.
Son said after the meeting, “We are going to invest $50 
billion in the U.S. and commit to create 50,000 new 
jobs. We will invest into the new startup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Keeping his campaign promise, even before taking 
office, Trump has been conducting ad-hoc meetings 
to facilitate some core economic policies that he 
proposed.
However, reports suggest that he has wrongly claimed 
credit for such announcements.
Trump, praising Son, for being a great man of industry, 
said, “I just came to celebrate his new job. Because he 
said he would do a lot of deregulation, I said, 'This is 
great, the U.S. will become great again'.”
Son held a paper with logos of SoftBank and Foxconn, 
a tech manufacturer, showing figures $50 billion and 
$7 billion.
It also claimed to ‘generate 50,000 new jobs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He also said that the money would come from a $100 
billion investment fund he set up with Saudi Arabia’s 
sovereign wealth fund and other partners that he 
announced in October.

SoftBank Group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SoftBank Group Corp. (ソフトバンクグループ株
式会社 Sofutobanku Gurūpu Kabushiki-gaisha?)[5] 
is a Japanese multi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ternet corporation established on September 3, 1981, 
and headquartered in Tokyo, Japan. It has operations 
in broadband, fixed-line telecommunications, 
e-commerce, Internet, technology services, finance, 
media and marketing, semiconductor design, and other 
businesses.[6] The company is headed by founder 
Masayoshi Son.
SoftBank was ranked in the Forbes Global 2000 list as 
the 62nd largest public company in the world,[7] and 
the third largest public company in Japan after Toyota 

SoftBank To Invest $50 Billion In U.S.
And Create 50,000 Jobs Over Next Four Years

China Asks U.S. To Block Taiwan President Trip
After Talk Of Donald Trump Meeting

China has urged Washington to deny Taiwan’s 
president en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Donald Trump’s 
protocol-shredding conversation with Tsai Ing-wen 
continued to create friction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sai, who was elected Taiwan’s first female leader in 
January, is expected to fly through the US next month 
en route to a three-country tour of Central America 
with stops in Nicaragua, Guatemala and El Salvador.
There has been speculation – denied by a number of 
Trump advisers – that she may stop over in New York 
for a meeting with the US president-elect ahead of his 
20 January inauguration.
Beijing, which views Taiwan as part of its own 
territory and does not recognise Tsai’s authority over 
the self-ruled island, called on the US to prevent that 
happening.
China hope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llow her 
transit, and does not send any wrong signals to 

‘Taiwan independence’ forces”, the foreign ministry 
told Reuters in a statement.
The foreign ministry claimed the true aim of Tsai, of 
the independence-lean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as “self-evident”.
A spokesperson for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ppeared to dismiss 
China’s calls, 
noting that allowing 
Taiwanese leaders to 
transit through the US 
was part of a “long-
standing US practice, 
consistent with the 
unofficial nature of our 
relations with Taiwan”.
Trump, in his tweet 
on Saturday, defended accepting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s congratulatory phone call a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U.S. sells to Taiwan billions of dollars of 
military equipment. Therefore, it was not wrong for 
him to accept the call.
China’s calls came as it emerged that former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Bob Dole may have played a role 
in setting up the controversial 10-minute conversation 
between Trump and Tsai that has so angered Beijing.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the lead-up to 
that call Dole, now a Washington lobbyist, had spent 
six months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to establish 
high-level contact between Taiwanese officials and 
Trump staff.
“It’s fair to say that we may have had some influence,” 

Dole was quoted as 
saying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ole’s law firm, 
Alston & Bird, 
reportedly received 
US$140,000 from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which functions as an 
unofficial embassy in 
the US.
Those revelations 
fueled renewed 
criticism of the way 
in which foreign 
affairs were being 
handled by the US president-elect.
“It does seem very strange that Trump is ignor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while apparently allowing Bob Dole, 
a lobbyist for Taiwan,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him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change in US policy dealing with 
Taiwan,” Fred Wertheimer,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watchdog group, Democracy 21, told Politico.
“Dole’s interests here certainly involved Taiwan’s 
interests more than it did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the intermediary raises a serious issue 
about just how President-elect Trump is going to make 
US foreign policy.”
China dismisses Trump call with Taiwan as 
‘small trick’
Jeffrey Wasserstrom, a China exper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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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one call between Donald Trump and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has angered Beijing. (Photo/AFP/
Getty Images) The Global Times railed 

against what it called 
Trump’s outrageous,                                                    

reckless and unexpected 
‘provocations’. (Photo/AP)

 SoftBank Wi-Fi display with the company's mascot, 
indicating a place where Wi-Fi can be used. Tokyo 
Shiodome Building, Softbank's Headquarters 

Former Sen. Bob Dole (L) chats 
with Vice President-elect Mike 
Pence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in Cleveland on 
July 18. Tuesday, it was learned 
that Dole, a lobbyist with ties to 
Taiwan, worked for six months 
with the Taipei government to 
foster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ident-elect.  (Photo/UPI)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ccompanied by SoftBank                                                                          
CEO Masayoshi Son, speaks to members of the press.

Reports Say Lobbyist Bob Dole Worked For Six Months
To Set Up Controversial Phone Call Between U.S. President-Elect And Tsai Ing-Wen

SoftBank Shares Surged By 5 Percent -- Trump To Meet
With VC Peter Thiel And Cisco Systems CEO Chuck Robbins Next Week



AA1111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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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