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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創14
14年
年新高 美股
美股逼近
逼近20,000點

（綜合報導）美股周四收高，
延續了特朗普勝選之后的漲勢。主
要股指再創新高。美元匯率創 14 年
來新高。投資者正權衡一批經濟數
據與美聯儲的加息決定。
銀行類股再助美股逼近 20,000
點, 在美國聯準會宣布升息後，美國
銀行股繼續上漲，使得道瓊工業指
數上升到距離 20,000 點只差 50 點。
自美國 11 月的總統大選以來，
標準普爾指數上漲將近 6%，但標普
銀行股已經暴漲了幾乎 25%。聯準
會已表示明年將升息三次，而非如
9 月預期般升息兩次，此舉很可能
是為了因應當選美國總統的紐約富
豪 川 普 (Donald Trump) 預 計 推 出 的
經濟刺激方案。
商 業 內 幕 (Business Insider) 報 導
，聯準會升息也導致美元指數一度
上漲 0.9%至 103.09，飆至將近 14 年
以來的新高。
在個股方面，雅虎(Yahoo) 因再
度爆發大量用戶資訊遭駭客竊取事
件，股價大跌 5.9%至 38.51 美元。這起事件
也引發市場擔心原本欲收購雅虎核心網路
事業的威訊無線(Verizon)有可能會因此放棄

美南第21
美南第
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22 月 4 日舉行

銀行類股再助美股逼近 20
20,,000 點
，威訊股價上漲 0.4%至 51.84 美元
自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份，美國
CPI 已上漲 1.7%，創兩年多來最大增幅。自
今夏以來，美國通脹率已上漲將近一倍。

(路透社
路透社))

汽油價格攀升、房租上漲以及醫療費用增
加，是推動通貨膨脹率上漲的主要因素。
舉例來說，11 月份的能源價格上漲 1.2%。
加油站的汽油零售價格漲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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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Fay Wang 王飛雪

1. Katy 好區，近 2000 呎，一層樓房。最佳投資房！可以收租每月$1500，
4 房 2 浴，好地段，優秀學區。僅售$167,000。
832-858-4838 2. 2800 呎，米城 Heritage Colony。兩層紅磚房，漂亮及高檔室內裝修，
大理石，木地板等，僅售$326,000。
faywang2008@gmail.com
微信號：faywang2020 3. 糖城好學區，一層樓房，近 2000 呎。3 房 2 浴，格調好，房況條件佳，實
木地板，全新熱水器，Clements 高中，僅售$249,500。
廣東話 832-716-4656 4. 糖城最好學區房！Avalon 社區，2000 年建，2724 呎，3 房 2.5 浴，院大
Annie Miu（地產助理）
景佳，Clements 高中！僅售$375,000。
15 年地產經紀經驗， 5. 醫療中心，2 房 1.5 浴 Townhouse,安全社區，帶游泳池及網球場等，僅
售$129,900。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明星地產經紀

保證短期買掉!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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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Za Digital

2 周年店庆海参特价大酬宾

捕捞商直营店

~ . 海参专家 . ~

（敦煌廣場#312﹐山水眼鏡對面）
Apple

全新

百佳柜台确认样品付款 中国分公司发货 三天内到货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

$299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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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 3
iPAD Air
iPAD Mini
New iPAD Mini
Mac Book Air
Mac Book Pro

Samsung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鳳城海鮮酒家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獨家推出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天天茶市
飲茶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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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休斯頓 25 載 豪華禮堂，多間 VIP 房，宴客首選。

Channel13 Blue Ribbo殊殊
n 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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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七年獲

歡迎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團隊訂購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KYLIN TV 代理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 等
˙CLEAR INTERNET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百佳专柜

热烈庆祝国内直邮开通!

9889 Bellaire Blvd.,#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鼎海堂

713-777-7233
832-277-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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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姍姍來遲 安倍雨夜苦候
（綜合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 15 日啟程赴
日本訪問兩天，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展開 「溫泉
峰會」。作為東道主的安倍非常用心，除了特意
選擇第一天在家鄉溫泉旅館舉行 「普安會」，讓
普京品嘗家鄉美食、泡溫泉緩解疲勞，還在周邊
部署了逾 4000 警力嚴陣以待。不過，普京的專
機遲到兩個半小時，讓日方好一頓緊張。雙方圍
繞領土爭議等問題展開峰會，同意開展共同經濟
活動，詳情於周五再公布。
今次是俄羅斯自克里米亞問題遭受西方制裁
以來，普京首次出訪七大工業國集團（G7）成
員國，也是他相隔 11 年再次訪日，備受關注。
安倍晉三上午已坐專機飛抵家鄉山口縣長門
市，為下午的 「普安會」做準備。安倍透露，之
所以選擇家鄉的溫泉旅館 「大谷山莊」舉行雙邊
會談，是希望 「在山川旁的溫泉，在舒適的氛圍
中，在夜的寂靜中，慢慢地交流」。

不過，原定於當地時間下午五點抵埗的普京
專機，卻姍姍來遲兩個半小時，讓東道主苦等，
也讓原先的計劃全部打亂。日本媒體為此議論紛
紛，猜測莫斯科是否以此以對東京施壓。日本內
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急忙解畫，稱日俄首腦會 「完
全沒有問題」，同時否認莫斯科藉此向東京下馬
威，不過沒有解釋普京遲到的原因。美聯社稱，
「遲到大王」普京過去曾有多次遲到紀錄，他於
2015 年讓教皇方濟各在梵蒂岡等了 1 小時又 20 分
鐘，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本月稍早造訪克里姆林宮
時，普京也讓岸田等了 2 小時。
由於普京來遲，安倍短暫調整行程，匆忙前
往父親、已故外相安倍晉太郎的墓地掃墓。安倍
此後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上寫道， 「我向晚年專
心致志要簽署和平條約的父親匯報，終於就要在
老家長門市迎接俄總統普京了」，表達了要讓本
次日俄首腦會取得成功的決心。

（綜合報導）白宮今天點名俄羅斯總統普京
（Vladimir Putin），指控他直接涉及意在影響美
國大選的網路攻擊，使得世界兩大核子強國間的
這項爭端風險大幅升高。
如此公開指控普京，使得白宮承受更大壓力
，必須強勢回應這種干預行動，因為 11 月總統
大選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
）和民主黨對手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
）間幾乎不分軒輊，外力干預也許影響了選舉結
果，導致川普當選。
美 國 總 統 歐 巴 馬 的 高 層 顧 問 羅 茲 （Ben
Rhodes）表示： 「俄國政府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

情，我不認為普京會毫不知情。」
他 告 訴 微 軟 國 家 廣 播 公 司 （MSNBC） ：
「就我們對俄羅斯如何運作以及普京如何控制政
府所知，一切都再再顯示，談起像如此重大的網
路入侵行動時，說的就是政府的最高層級。」
羅茲又說： 「總而言之，普京是要為俄國政
府作為負責的人。」
白宮發言人厄尼思特（Josh Earnest）呼應羅
茲的說法。美聯社報導，他並表示，川普 「顯然
」知道俄國在選戰期間作了什麼，因為川普還曾
在記者會中鼓勵俄國找出柯林頓消失的電子郵件
。不過，川普已解釋他當時只是說笑。

（綜合報導）因不滿川普大廈大廳的餐館被
嫌爛，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今
天又在推特開砲，槓上素來與自己不和的 「浮華
世界」雜誌主編卡特（Graydon Carter）。
法 新 社 報 導 ， 時 尚 雜 誌 「浮 華 世 界 」
（Vanity Fair）一篇線上文章標題為 「川普燒烤
（Trump Grill）大概是美國最爛的餐廳」，然後
副標題寫道 「它也揭露我們下一位總統所有你該
知道的事。」
「浮華世界」主編卡特素來與川普不和，川
普今天一早，也趕在新政府人事案討論前，立刻
在他那擁有 1730 萬人追蹤的推特開砲回擊。
川普推文說： 「有人看過@浮華世界雜誌的

可憐銷售數字嗎？一路下滑，麻煩大了，也快掛
了。格雷登．卡特，沒本事，快被淘汰了。」
「浮 華 世 界 」 該 篇 由 記 者 阮 提 娜 （Tina
Nguyen）所寫的文章，抱怨川普燒烤的牛排煮
太老，外觀看起來也塌塌的竟還搭配高檔松露油
，簡直像 「卡在車禍變形貨車內的死屍」，雞尾
酒則像大一學生在宿舍做實驗的東西，害她回家
後刷了兩次牙、蜷縮床上直到噁心的感覺消失。
卡特與川普兩人結下樑子可回溯到 1980 年
代，當時川普以 「財富的定義」闡述自己，卡特
因稱其為 「短指暴發戶」（short-fingered vulgarian）激怒川普。

俄網路攻擊影響選舉 白宮直接點名普京

不爽餐廳被嫌爛 川普推特打口水戰

（路透社
路透社）
）

日俄共同開發北方四島 日擬出3千億日圓
（中央社）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日本
山口縣舉行高峰會，兩人同意
在 日 本 所 稱 的 「北 方 領 土 」
（北方四島）進行共同經濟活
動。日媒報導，日方擬出資約
3000 億日圓。
安 倍 與 蒲 亭 （Vladimir
Putin）昨晚在安倍的故鄉山口
縣長門市的溫泉旅館舉行高峰
會談，今天將繼續在東京的日
本首相官邸（行政中心）會談
及午宴。
日俄政府正協商有關安倍
於今年 5 月向普京提示的 「8
項經濟合作計畫」，預定今天
之內公布。據瞭解，雙方達成
協議約 80 件，日方包括民間
在內，出資的金額可能達 3000
億日圓。
安倍與普京今天將公布 8
項經濟合作計畫的詳細內容，
涵蓋在俄羅斯北極圈等的液化

天然氣開發事業、日本的國際
協力銀行（JBIC）提供約 200
億日圓融資、日本三井物產、
三菱商事等參與開採庫頁島外
海天然氣及石油的方案等。
日本政府希望藉由經濟合
作，促使日俄領土問題的解決
有所進展。
安倍與蒲亭在昨晚的高峰
會上，針對北韓、敘利亞局勢
等交換意見。針對日本的飛彈
防衛系統，安倍表示，都是防
衛性質，對於鄰國或鄰近地區
並不構成威脅。但普京對於美
國主導的飛彈防衛系統表達憂
慮。
安倍與普京在進行有外務
大臣等參與的小型會談之後，
兩人又舉行約 90 分鐘、只有
口譯人員陪同的高峰會。席間
討論的內容鎖定北方四島的日
俄共同經濟活動。
兩人都同意將研議在特別

的制度下，推動共同經濟活動
，安倍盼能促成前北方四島島
民自由往來北方四島。
在高峰會後，安倍與普京
、其他出席者一起邊共進晚餐
邊舉行會談。針對 8 項經濟合
作計畫，日俄各自報告協商的
進度。兩人都同意今天將有企
業的代表加入討論，以公布具
體成果。
普京今天將結束訪日行程
，這是他 11 年來首度訪日，
與安倍之間，包括安倍首度執
政的內閣時期在內，這是第 16
次會談。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已 70 多 年
，日俄有關北方領土（北方四
島）的協商、締結和平條約一
事迄無進展。今年 5 月，安倍
與普京在俄羅斯南部的素溪舉
行高峰會時，曾提出新構想，
盼共同開發北方四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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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開始向阿富汗遣返難民
綜合報導 盡管遭到國內大量抗議，德國政府仍
於 14 日晚間向阿富汗遣返了首批約 50 名申請避難被
拒絕者。據悉，德國政府計劃遣返總計超過 12000 名
阿富汗人。批評者認為，阿富汗仍未恢復和平，這
些被遣返的人命運難測。
德國電視壹臺的消息稱，首架遣返包機已於當
晚從德國法蘭克福機場飛往阿富汗喀布爾，機上載
有約 50 名申請避難未獲通過的人。此次行動將於明
年 1 月啟動下壹趟遣返包機。
德國輿論普遍擔憂這些人遭遣返後的命運。壹
方面，阿富汗安全形勢仍然堪憂。就在 11 月 10 日，
德國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馬紮裏沙裏夫的總領館遭自
殺式爆炸襲擊，導致多人傷亡。另壹方面，將被遣
返的阿富汗人中包括壹部分印度教教徒，非政府組
織稱他們回到阿富汗恐面臨宗教迫害。

12 月 14 日當天，數百人在法蘭克福機場內舉行
了示威遊行。抗議者高喊“遣返等於謀殺”等口號
。德國反對黨和非政府組織亦批評這壹做法不負責
任。
12 月 10 日上千人在首都柏林舉行遊行，抗議德
國政府向阿富汗遣返難民的做法。從去年難民危機
以來經常被使用的標語“沒有人是非法的”再度出
現在街頭。
不過，執政的聯盟黨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亞州
州長澤霍夫當天向媒體表示支持這壹做法。他表示
，希望今天的遣返不是“壹次性的行動”。據報道
，德國政府現在更希望被拒的難民自行還鄉。德國
之聲報道稱，德國與國際移民組織(IOM)共同為自願
返鄉的阿富汗難民提供資助。今年 2 月，已有 120 名
阿富汗人通過此種方式被送回喀布爾

雅虎自曝遭黑客攻擊
超 15 億用戶賬號信息被盜
綜合報導 美國雅虎公司 12 月
14 日宣布，在 2013 年 8 月的黑客
攻擊中，可能有超過 10 億雅虎用
戶賬號被竊取，其中包括用戶的
電話號碼、出生日期和安全問題
等；而在今年 9 月的另壹起黑客入
侵事件中，至少有 5 億用戶的信息
被盜。
據美國商業內幕網報道，2013
年 8 月的黑客攻擊可能是歷史上最
大規模的黑客攻擊行動。
雅虎公司 14 日表示，公司目

前還無法查明 9 月份的黑客入侵行
動，但兩起事件可能是由同壹組
織制造。有消息稱，14 日雅虎股
票在當天下午盤後交易中下跌
2.5%。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報
道稱，這次黑客活動可能影響韋
裏孫商業網絡服務公司對雅虎公
司價值 48 億美元(約合 331 億元人
民幣)的收購。韋裏孫方面也表示
，黑客攻擊可能會影響其收購條
件和價格。

雅虎方面透露，支付卡數據
和銀行賬戶信息沒有儲存在受影
響的系統中，但黑客可能獲得大
量有價值的個人信息，例如用戶
名字、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出
生日期、密碼和加密的問題及答
案。他們建議用戶檢查自己的賬
戶中有無可疑活動，同時更改密
碼，也不要點擊來源不明的郵件
中包含的鏈接。目前，美國聯邦
調查局(FBI)已經獲悉信息被盜事
件，並展開調查工作。

乾隆玉璽在法國拍賣
中國買家以 2100 萬歐元拍得
綜合報導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12 月
15 日報道，中國清代乾隆皇帝的壹件玉璽
當地時間 14 日在法國巴黎德魯奧拍賣行拍
賣，以 2100 萬歐元被壹位匿名的中國買家
獲得。
報道稱，這件公元 18 世紀的玉璽用粉
紅色的玉石制作，上面雕刻有龍的造型，
非常珍貴和罕見。當天拍賣會上的競爭非
常激烈，競爭者包括電話線上和現場的競
買人，最後的成交價格超過了預先估價的
20 倍。
這件玉璽屬於清代乾隆皇帝，他被認
為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退
位後仍然掌握著最高權力。在乾隆皇帝長
達 60 年的統治下，中國的財富和國力達到
頂峰，疆土幾乎擴大了壹倍。德魯奧拍賣
行說，這件玉璽上面的九龍造型象征著乾
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帝王權威。
據報道，19 世紀末，壹位年輕的法國
海軍醫生在中國得到了這件玉璽。隨後，
玉璽壹直保存在這個家族的手中。根據德
魯奧拍賣行提供的資料，這位法國海軍軍
官曾多次訪問中國，依靠自己的眼光、文
化和多年建立起來的友誼，積累了豐富的
收藏。他所收藏的日本繪畫大師葛飾北齋
的兩幅作品“富嶽三十六景”和“神奈川
沖浪裏”也同時拍賣。

難過美人關？俄選拔黑客別樹壹格 看能否經受誘惑
綜合報導 被人稱為“戰
鬥民族”的俄羅斯，選拔出來
的黑客也非等閑之輩。近日，
莫斯科的壹個黑客比賽在脫衣
舞場所舉行，目的是為了測試
年輕黑客在美色的誘惑下，能

否保持冷靜。
據報道，俄羅斯對於黑客
的訓練別樹壹格，測試在非常
困難的條件下，能否保持高度
的專註。當黑客們用電腦工作
時，那些性感美女便試圖靠近

，有些人能無視誘惑，壹直盯
著屏幕，有些人則忍受不住，
上前與她們攀談。
而最有定力的黑客將會勝
利，贏得工作機會之余，還可
以免費欣賞脫衣舞。

德國可再生能源已占到用電量近三成
綜合報導 德國政府內閣 14 日通過的關於能源轉
型的第五份年度監測報告顯示 ，2015 年該國已有
31.6%的電流消耗量來自可再生能源，達到近三分之
壹。
“能源轉型”(Energiewende)是德國政府於 2010 年
起提出的壹系列目標的總稱，其核心內容包括全面退
出使用核能，並使德國向低碳、環保和價格可負擔的
能源體系轉型。從 2012 年起，聯邦政府每年會就上壹
年能源轉型的現狀給出壹份監測報告。

J·K·羅琳童話集手抄本拍賣

近 37 萬英鎊落槌

14 日的最新報告顯示，可再生能源是德國最重要
的電流來源。德國的目標是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至少
占到總電耗的 35%。按照目前狀況，這個目標是可完
成的。而另壹個目標，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占總能耗
的 18%，也是很有可能實現的。“可再生能源覆蓋了
德國電耗的近三分之壹。可再生能源所占據的巨大份
額以及在電流領域能源供給的高度安全性顯示了能源
轉型在德國的成功發展。”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可
再生能源部主任 Thomas Grigoleit 表示。
近日，英國作家 J·K·羅琳手寫的壹部童話
故事集在倫敦以將近 37 萬英鎊的價格拍出。
據 報 道 ， 這 本 《 詩 翁 彼 豆 故 事 集 》 (The
Tales of Beedle the Bard)手抄本在倫敦蘇富比拍
賣會的落槌價高達 368750 英鎊。
《詩翁彼豆故事集》從《哈利·波特》系列
小說衍生而出。羅琳 2007 年曾將這份手抄本送
給出版商巴瑞·康寧漢(Barry Cunningham)，正
是因為他相中《哈利·波特》，《哈利·波特》
後來才成為席卷全球的文學熱潮。
這本手抄本的封面鑲有數顆半寶石，還有
壹個純銀的骷髏頭固定在中央。羅琳在手抄本
的第壹頁寫下：“獻給巴瑞，這位男人相信壹
本關於戴著眼鏡的巫師男孩的超長小說將大賣
……謝謝妳。”
羅琳總共親自寫了 6 本手抄本，它們被送給
與《哈利·波特》系列小說問世最有關聯的人。

該報告稱，德國的能耗在去年略有上升，主要歸
功於良好的經濟發展和涼爽的氣候。另外 2017 年的
《可再生能源法案》和新的《電流市場法》將把德國
帶入能源轉型的新階段。由此將為可再生能源的大力
擴建提供壹個良好的框架條件。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
署是德國聯邦政府對外貿易和對內引資的機構。該機
構為進入德國市場的外國公司提供咨詢和支持，並協
助在德成立的企業進入外國市場。

加拿大小姐被“禁言”
數次為“藏獨”“疆獨”站臺
綜合報導 世界小姐加拿大賽區冠軍林耶凡 2015
年因被拒入境，未能參加在中國三亞舉行的世界小姐
總決賽。美國《紐約時報》13 日報道稱，活動主辦方
為安慰她，允許她參加今年在華盛頓舉行的世界小姐
總決賽，但條件是她不能在活動中公開發言，特別是
關於中國人權的話題，否則將被驅逐出比賽。據此前
報道，林耶凡曾參演多部由邪教組織“法輪功”投資
拍攝的電影和電視劇。她還數次為“藏獨”“疆獨”
等分裂及恐怖勢力站臺。《紐約時報》稱，在過去 3
周的排練中，主辦方不允許林耶凡和新聞媒體說話，
也不允許她出席其參演的壹部批評中國人權的電影的
首映式。報道稱，這是因為該活動主要是由中國公司
贊助的。不過，大賽主辦方並沒有對此進行回應。去
年，林耶凡被拒入境中國就曾被外媒惡炒，而林也借
此自我炒作近半年，令不少加拿大人都對其生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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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顧問金裏奇：
不會坐視台灣被武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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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貝克和蓋茨推薦
蒂勒森擔任國務卿

就對“一中政策”公開言論稱，“我不
明白我們爲什麽必須受‘一個中國’政
策束縛，除非美中就貿易等其他議題達
成交易。”這番話在台海兩岸都引發高
度關注，美國白宮也緊急救火，奧巴馬
政府繼續奉行“一中”政策，也沒有將
台灣作爲籌碼。

“川普主義”的核心是相信民衆
金裏奇這次演講的主題是“川普主
義”。他認爲，川普之所以能贏得選舉
是因爲他傳達了一個信息，即“讓美國
再次偉大”，這讓美國普通民衆産生了
共鳴；“川普主義”的根本就是相信民
衆，訴諸于民衆，爲民衆謀求利益。
金裏奇還稱， “川普是經典的美國
傳統，他沿襲了華盛頓、傑斐遜、傑克
遜、林肯、 西奧多· 羅斯福、富蘭克林·
羅斯福以及裏根總統的傳統。上述的每
個人，他們相信美國民衆，他們激發了
綜合報道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的堅定 北京武力征服台灣，也不會鼓勵台灣宣 美國民衆。他們引領美國人民戰勝強有
力的利益集團。”
支 持 者 、 前 衆 議 院 議 長 紐 特 · 金 裏 奇 布獨立。
（Newt Gingrich）13 日稱，在任何情況
金裏奇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
川普內閣人選都是“最好的”
下，美國都不會鼓勵台灣獨立，但美國 無法想象，美國會容忍北京政府試圖用
此外，金裏奇還對川普內閣的新成
也不會坐視中國用武力征服台灣。而金 武力占領台灣，台灣是個事實。 另一方
裏奇在說這番話前，川普質在接受美國 面的事實是，我們在與中國這麽大的國 員做出評價。金裏奇稱，川普總是希望
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質疑美國執行了 40 家打交道時， 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鼓 做得“最好”，所以他挑選了最好的人
年之久的“一個中國”政策。
勵台灣宣布獨立， 因爲你知道這涉及到 選進入他的內閣，包括當天剛剛被提名
爲國務卿人選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
中國關于主權定義的核心。”
中國不能總是那麽“強勢和具
金裏奇認爲，美國現在的台灣政策， 席執行官雷克斯· 蒂勒森（Rex Tillerson
有攻擊性”
包括歐巴馬政府在內，都挺“虛僞”， ） 。此前曾盛傳金裏奇也是這個職位的
據“美國之音”消息，12 月 13 日， “一方面向台灣出售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武 有力競爭者，但他現在主要起外部顧問
作用。
金裏奇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發 器，另一方面又假裝台灣不存在。”
金裏奇稱，蒂勒森曾經爲美國公司
表演講，現場有人提問稱川普到底是要
他認爲，川普其實要告訴北京，北
抛棄“一個中國”的政策，還是借此向 京的利益是“極具有挑戰性的談判”， 爭取了很好的利益，一定也會爲美國人
北京施壓、用台灣來與中國做交易籌碼 北京不能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 爭取利益的，“全球都會接受他，他和
，金裏奇回答，川普希望借此向北京傳 方式進行；就像川普向北京喊話稱在南 詹姆斯· 馬蒂斯（James Mattis，國防部長
達一個訊息，那就是，不要那麽“強勢 海填海造島和彙率貿易上沒有問過我們 人選）一起改變了大家都川普的看法；
川普很聰明，他很會選人，因此他也會
和具有攻擊性”。
，也都是這個意思。
他稱，美國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容忍
近日，川普剛接完“川菜通話”， 給出聰明的指令。

綜合報道 當選總統川普挑選埃
克森美孚執行長蒂勒森（Rex Tillerson） 擔 任 國 務 卿 ， 前 國 務 卿 賴 斯
（Condoleezza Rice） 、 貝 克
（James Baker）和前國防部長蓋茨
（Robert Gates）都對說服川普發揮
了關鍵作用。他們都同蒂勒森有商
業交易。
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
道，蓋茨承認埃克森是其咨詢機構
Rice Hadley Gates 的 客 戶 ， 但 他 稱
蒂勒森具有全球經驗。貝克、蓋茨
和萊斯都向川普推薦蒂勒森擔任國
務卿。
蒂勒森已經成爲擔任美國最高
外交官的人選，從私人企業主管被
提名爲傳統上只有建制派政府官員
或政治家才能擔任的職務。
作爲小布什政府的內閣成員，
萊斯和蓋茨星期二發表聲明，祝賀
蒂勒森被提名。
萊斯說，“蒂勒森是國務卿的
優秀人選。他將爲該職位帶來突出
和廣泛的國際經驗，他深刻理解全
球經濟；相信美國在世界上的特殊
作用。”她還說，“我知道蒂勒森
是個成功的商人和愛國者。他有決
心並承諾代表美國利益和價值觀。
他將以尊重和奉獻精神領導國務院
的卓越男女人員。”

蓋茨和萊斯都沒有提到他同俄
羅斯的關系，那將成爲參議院聽證
會上的熱點。
蓋茨說，“我強烈支持當選總
統挑選蒂勒森擔任下屆國務卿。在
同幾十個政府和世界各地領導打交
道時，他將爲該職務帶來知識、經
驗和成功。……他是個有道德的人
，他任職的唯一目標就是保護和促
進美國的利益。”
蓋茨和萊斯都在選舉期間批評
川普。蓋茨一度說，川普“不可救
藥”和“不適合擔任總司令”。在
川普陷入性攻擊指控之後，萊斯一
度呼籲川普退出選舉。
貝克說，“我的朋友蒂勒森是
個領導國務院的傑出人選，有機
會成爲最有效率的國務卿。……作
爲全世界最大和經營最好公司的
執行長，他表現出管理和談判才
能，有著那個職位所需要的國際
經驗。”
貝克的公司 Baker Botts 也同埃
克森美孚有著廣泛的關系：那家公
司代表埃克森處理涉及天然氣定價
和天然氣管道收費問題的官司。貝
克的公司也代表俄羅斯石油公司
（Rosneft） 同 埃 克 森 和 其 它 涉 及
“俄羅斯難開采碳化氫資源”公司
的交易問題。

估價 5 萬美元！
與准第一女兒伊萬卡
喝咖啡的機會來了
綜合報道 13 日，川普在推特上宣布
他將會徹底離開公司，並將公司交給兩
個兒子打理。爲了避免權錢交易的嫌疑
，在他任期內公司將不會推動任何新的
商業項目。另據媒體報道，伊萬卡夫婦
已經開始在華盛頓找房子。
12 日，媒體還報道了伊萬卡宣布爲
兄弟的基金會籌款，拍賣私人咖啡會。
目前拍價已經接近 6 萬美元。
《政壇》評論川普“將徹底離開公
司”稱，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承諾，如果他
可以做到，那麽將會極大地保護他的執政
信譽。但是根據川普的批評者的觀點來說
，川普的承諾幾乎是無法做到的。
川普雖然遠離管理層，但是他依舊
是集團的擁有人。所以他的兒子做的每
一件事情都將和川普的資産漲跌相關，
加上川普集團還控制著超過 500 個私營
企業，而他們也將面臨管理層的變動。
據小布什政府白宮道德律師理查德·
佩恩特（Richard Painter）說：“這說不

通，運作一家企業不可能不推動新的商
業項目。他依舊要從海外不動産中獲得
租金，他在美國的酒店依舊要給外交官
們提供坊間。”
而歐巴馬政府的道德律師諾姆· 艾森
（Norm Eisen）則強調：“他的意思應
該是不會再推動一個嶄新的商業機會，
但是現在已經有的商業項目肯定不會被
取消。而目前有的項目肯定還要進行新
的交易，租賃，談判和擴張。”
在推特中，川普說要將公司交給兩
個兒子打理，這讓人們對萬衆矚目的川
普大女兒伊萬卡的動向十分關注。川普
在發布兩條推特的間隙向媒體表示，伊
萬卡將不會參與公司運營。
而外界推測，伊萬卡和丈夫庫什納
將會離開紐約，和川普一同進入美國的
權力中心。據《每日郵報》報道，伊萬
卡和庫什納已經開始在華盛頓特區找房
子。而他們的三個孩子也將一同前往華
盛頓。

就在上個月，川
普勝 選後 ， 一家 人接
受 CBS 訪 問 。 伊 萬 卡
就對 記者 說 ， 她不 會
進入 政府 ， 她將 會做
好一 名女 兒的 職責 。
同時 她還 表示 ， 川普
對她另有安排。
不過，公主的光
環耀眼，而長期浸淫商界的伊萬卡長袖
善舞，懂得利用自己的美貌和名氣。
當地時間 12 日，美國媒體報道，美
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的長女伊萬卡正在拍賣
一次咖啡會。有兩名出價最高者可以和伊
萬卡一起喝咖啡舉行私密會議。這個拍賣
的目的是幫助伊萬卡兄弟的基金會。
據《赫芬頓郵報》報道，這場咖啡私
會將于明年在位于紐約的川普塔或者華盛
頓特區的川普國際酒店舉行，時間長達45
分鍾。該場拍賣的估值爲5萬美元。
據拍賣會介紹，該拍賣的截止日期

爲 12 月 20 日。這場拍賣對兩人有效。出
價最高的兩人需要通過特勤局的犯罪背
景審查，並在會面中舉止得當，行爲禮
貌，對伊萬卡表示尊重。這場拍賣所得
的款項將被捐入伊萬卡的哥哥，埃裏克
的基金會。這家基金會是美國田納西州
聖猶大兒童研究醫院的主要支持方之一
。 據調查，該拍賣出價目前已經達到
57888 美元。
《赫芬頓郵報》指出，在總統大選
期間，川普曾經抨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希拉裏名下的“克林頓基金會”將權錢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 9：00～下午 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 9：00～下午 5：00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交易利用慈善的名義合法化。由于伊萬
卡曾經擔任川普集團的副總裁，而她的
先生庫什納則被廣泛認爲是川普最信任
的顧問之一。所以這樣的拍賣是否會成
爲權錢交易也讓人懷疑。
川普希望帶著女兒和女婿一起上任
已經不是一個秘密，雖然法律禁止他們
加入內閣，但是也可以在華盛頓發揮影
響力。畢竟伊萬卡，埃裏克和小唐三人
都已經在川普的政權過渡團隊中任職了
。而且此前伊萬卡還陪同川普會見了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

亞洲時局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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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形成制度化

日本天皇退位或於 2018 年實現

韓電視臺高層被指曾為總統親信之子開後門 遭否認

韓國將取締國內最大狗肉市場

欲扭轉負面形象

綜合報導 近日，韓國 MBC
電視臺高層被指“開後門”讓曾
為總統樸槿惠身邊紅人的鄭潤會
之子演員 A 某(32 歲)參演電視劇
。據報道，A 某近兩年作為配角
參演了《獄中花》《華麗的誘惑
》《恰好像妳的女兒》《輝煌或
瘋狂》《巡夜人日誌》《傲慢與

偏見》等 MBC 電視臺多部電視劇
。外界指出，這些電視劇的劇組
或出於 MBC 高層施壓而啟用 A 某
。MBC 電視劇本部長張根洙 15 日
說，A 某曾演過主角，是不錯的
演員，因此有不少讓他試鏡的請
求，所以讓他參與試鏡，但沒有
受到壹定要啟用 A 某的指示。張

綜合報導 韓國人有吃狗肉的傳統，在
位於京畿道城南市，更是有韓國最大的狗肉
市場——牡丹市場。不過，由於吃狗肉受到
不少動物保護人士反對，城南市政府和牡丹
市場商販協會日前決定，從下周起逐步撤去
市場內的狗籠和公開殺狗設施。當地的目標
是明年 5 月初讓狗肉完全從市場絕跡。
據報道，為安撫市場內的狗肉商販，城
南市市政府將提供財政援助，協助他們轉營
其他業務並翻新店鋪。被視為下任韓國總統
人選“黑馬”的城南市市長李在明表示，禁
止買賣狗肉不單是為了動物權益，更是為了
城南市以至韓國的名聲，希望能扭轉牡丹市
場的負面形象。
韓國國內目前有 1.7 萬個狗場，每年養
殖多達 250 萬只狗。盡管城南市做出了取締
狗肉市場的決定，但有關註動物權益的人士
擔心，這項新措施可能治標不治本，受影響
的狗肉商販只會轉戰其他地區，希望當局能
加緊執法，直至完全禁絕商業狗肉販賣。
牡丹市場上世紀 60 年代開業，至今估
計售出 400 萬只狗。2001 年市場內曾經有多
達 54 家狗肉販商，如今雖然減至 22 家，但
每年仍然有 8 萬只狗在市場售出，占韓國狗
肉業的三分之壹。不少關註動物權益組織批
評牡丹市場的狗肉商販會以電擊、懸吊或虐
打等方法屠宰狗只。

根洙說根本不知道 A 某是鄭潤會
的兒子。此前，A 某曾表示，到
目前為止，沒人知道自己的父親
是鄭潤會，因此不可能有什麽後
門可走。
負責制作《獄中花》的金鐘
學制片公司代表也否認稱，不知
道 A 某是鄭潤會之子。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本月 14 日在首相官邸召
開有關天皇退位的專家會議(主席：日本經濟團體
聯合會名譽會長今井敬)第七次會議。在關於如何
制定相關法律的專家討論中，成員們壹致認為對
退位設置壹定條件使制度永久化存在困難。
會議代理主席、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禦廚貴表
示，將在 2017 年 1 月公布論點梳理結果作為討論
的中期匯總。預計提出將政府討論的僅限當今天
皇壹代退位的特別措施法作為核心的方向性。
據報道，會上，根據對 16 名外部專業人士的
意見征詢，6 名專家會議成員展開了討論。據禦廚
表示，就專業人士意見存在分歧的退位問題，作
為容許退位的前提，紛紛指出“時代在變，國民
的想法和社會形勢也是會變的。延續到未來的退
位制度化是不合適的”“制度化之後就會變成僵
硬的制度，任意退位、強制退位等都會成為可能
”，退位僅限當今天皇壹代的意見占了多數。
禦廚對媒體記者說：“展現給大家的意見基
本是 6 人已達成壹致的意見”。下次會議將在明

年 1 月 11 日召開，政府相關人士暗示了在當天公
布論點梳理結果的可能性。
專業人士意見征詢中，圍繞完善法律問題，
存在要求通過徹底修改規定皇位繼承的日本《皇
室典範》實現制度化和支持制定特別法的意見分
歧。此外也出現了在典範上設立關於退位根據的
規定再制定特別法的提案。
日本民進黨預計將在近期提出“修改典範更
理想”的方向性主張。論點梳理結果公布後預計
將舉行的執政黨與在野黨的討論也可能面臨意見
難以統壹的局面。
專家會議將結合國會意見在 2017 年春季提出
最終提議。日本政府在接受提議後，預計在明年
的例行國會中通過相關法案，正式退位有望在
2018 年實現。此外，會議還就其他國家皇室制度
及退位的案例進行了討論。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棺
義偉在記者會上，就論點梳理結果表示：“在國
會上提出‘存在這樣的問題和課題’時，有這個
結果會很有說服力”。

“精靈寶可夢 GO”

居日本 2016 年搜索關鍵詞榜首

綜合報導 谷歌公司本月 14 日
發布了今年日本國內搜索量急速
上升的關鍵詞排行榜。第壹名是
智能手機熱門遊戲“精靈寶可夢
GO”，“奧運”位居第二，第三位是年底將
解散的偶像組合“SMAP”。據報道，前十位
中，包括“熊本地震”(第五)、“臺風 10 號”
(第九)這樣的自然災害，以及熱門電影“妳的
名字。”(第六)及“新哥斯拉”(第七)。此外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第四)和網上視頻

大熱的“Piko 太郎”(第八)等也進入前十。與
日本都道府縣名壹起被搜索的關鍵詞上升榜
首位體現出各地的特色。因發生小學二年級
男生被父親拋下而失蹤並在 6 天後被找到的事
件，“拋下”壹詞位居北海道第壹，秋田縣
因發生多起黑熊傷人事件，榜首詞為“熊”

。日本富山縣因曝出政務活動費違規導致議
員相繼辭職壹事，榜首詞為“富山市議會”
；廣島則是 5 月來訪的美國總統“奧巴馬”；
九州地區除了宮崎縣是“臺風”外，其他均
為“地震”；沖繩則因時隔約 39 年在 1 月下
雪而使“雪”字升至榜首。

質疑不斷 日本賭場法在眾院全體會議獲得通過
綜合報導 以賭場為主的綜合
度假區(IR)建設推進法本月 15 日
在日本眾院全體會議上以自民黨
及日本維新會等多數贊成獲得最
終通過。
在此之前的日本參院全體會
議上通過了修正案，發回眾院審
議。民進、共產、自由、社民 4
個在野黨向眾院提交了內閣不信
任決議案，但被執政黨否決。臨
時國會實際上由此閉幕。
據報道，對賭場法會加劇賭

癮的擔憂仍在，但日本自民黨認
為有望帶來經濟效益而強行推進
。日本政府將正式開始以內閣官
房為主研究 IR 建設制度設計。力
爭在新法施行起 1 年內完成具體
的法律制定。
日本政府認為眾院全體會議
在國會最後壹天的 14 日無法通過
賭場法案，因此會上還表決通過
了將會期再次延長 3 天至 17 日。
賭場法的日本參院全體會議
表決中，160 票贊成，80 票反對。

公明黨由議員自主投票，因此意
見不壹。該黨黨首山口那津男投
了反對票。日本民進黨為阻止賭
場法獲得通過，向參院提交了針
對首相安倍晉三的問責決議案，
但參院議院運營委員會決定不在
全體會議上處理。急於表決的自
民黨對審議態度消極。民進黨提
交的針對參院議長伊達忠壹的不
信任決議案在全體會議上被否決
。內閣不信任案的提交理由中，
在野黨批評稱“安倍政府帶強權

色彩的國會運營已經將憑借人數
優勢的傲慢做法表現到了極致”
。該法為議員立法，主要敦促日
本政府建設集賭場、酒店、大型
會場於壹體的綜合度假區。6 日在
眾院通過後送交參院。
日本自民黨在參院內閣委員
會的審議中對法案進行了修正，
增加了加強防止賭癮措施的內容
等。該委員會 13 日通過了修正案
。如果參院對法案進行修改，則
需經眾院再次表決。

臺灣新聞

電動車減稅利多 消費者恐看得到難吃到

（中央社）行政院會今天宣布原本在明年
元月落日的電動車免徵貨物稅政策延長 5 年，雖
然有助發展電動車產業，但對一般消費者而言
，減稅利多 「不容易吃到」。
目前國內有電動車可銷售的品牌包括特斯
拉(TESLA)、BMW 及納智捷(Luxgen)，不過，
特斯拉及 BMW 車價動輒數百萬元起跳，不是
一般市井小民負擔得起，納智捷雖價格親民，
電動車款卻未賣給一般消費者。
納智捷表示，目前電動車多半配合政府機
關及大企業接單生產，只要旗下車款有純電的
動力需求都可改裝，包括台積電、佛光山、中
油、台電及新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台南市

政府，都是納智捷電動車的客戶，截至目前為
止，銷量約 280 台。
只不過，納智捷電動車並未賣給一般消費
者，主要是因為政府機關及大企業購置電動車
可申請相關補助，車價相對便宜，且在充電樁
普及率還有改進空間下，以企業戶為銷售對象
，才有餘力為客戶專門設置充電設備。
但消費者若想買到相對平價的電動車，也
不用等太久，納智捷說，S3 的電動車版可望在
明年面市，有機會對外銷售，市場也推估，車
價可落在新台幣 100 萬元左右，相對 BMW i3、
TESLA model S，價格相對便宜許多。

（中央社）最高行政法院今天駁回行政院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抗告，黨產會發言人施錦
芳表示，這不影響正式行政處分的效力。
國民黨永豐銀行帳戶及銀行支票遭黨產會
凍結，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獲
判行政爭訟終結確定前停止執行；黨產會不服
提抗告。最高行今天駁回黨產會抗告。
施錦芳表示，對最高行予以尊重，黨產會

已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定意旨重做了正式
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駁回抗告並不影響正
式行政處分的效力。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停止執行後，黨產會祭
出 2 項行政處分，要求永豐銀行凍結國民黨帳
戶，暫停提領或匯出，並要求台銀及永豐銀對
中國國民黨先前開出的 9 張支票清償提存。

抗告遭駁回 黨產會：不影響行政處分
鳳山溪污水再利用 可供4.5萬噸再生水
（中央社）內政部長葉俊榮今天出席 「鳳山溪污水廠放流水再利用」動土典禮時表示，這是
全國首座大型再生水示範案例，預計 107 年底完工，預估可提供 4.5 萬噸再生水給臨海工業區運用
。內政部傍晚發布新聞稿指出， 「鳳山溪污水廠放流水再利用」歷經 2 年持續與經濟部及高雄市
政府凝聚共識，攜手勾勒展繪我國再生水發展輪廓，並於今年 8 月 22 日由高雄市政府與藍鯨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約，透過民間機構的創意與活力積極推動。
葉俊榮出席致詞時表示，預計於 107 年底完工供水，最終每日可提供 4.5 萬噸（相當於 18 萬人
每天用水量）的再生水予臨海工業區運用，並將自來水資源逐步轉予民生用水優先使用。
內政部指出，本計畫採促進民間參與 BTO 模式，由內政部營建署挹注建設經費新台幣 24.6 億
元，並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為啟動水再生循環的動能，高雄市政府為本案統籌興辦主體
，是執行核心關鍵；經濟部綜理水資源調度及法令，更是本案的用水端，也為水資源的永續提供
廣闊平台，希望這樣的合作模式，鳳山溪再生水計畫不單是首例，而是獨具承先啟後意義。

高風險族群打流感疫苗 林全指示研議

（中央社）行政院長林全今天表示，今年
擴大公費流感疫苗施打，但仍有高風險族群未
施打。他指示衛生福利部分析原因，評估是否
進一步提升高風險族群接種疫苗普及率，作為
明年施打前參考。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在行政院院會後記者
會轉述表示，像百貨公司櫃台及電梯服務人員
，一整天接觸人群非常多，都屬於高風險族群
。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長周志浩表示，今年流

台北農產開常董會 討論明年預算

台北農產公司日前開常務董事會，
台北農產公司日前開常務董事會
，卻遭官股抵制流會
卻遭官股抵制流會，
，15 日上午再次召開
日上午再次召開，
，討論明年預算
，總經理韓國瑜
總經理韓國瑜（
（右 2）、
）、常務董事林秋慧等人皆出席
常務董事林秋慧等人皆出席。
。

國民黨：三中案無不法 黨產會炒冷飯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行
管會主委邱大展今天表示，
「三中」案，當年司法判決確
定，認為財產移轉合法，行政
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卻要炒
冷飯、翻老案，是否不尊重原
判決。
媒體報導，行政院不當黨
產處理委員會明天將針對中廣
與中影召開預備聽證程序。黨
產會透露，當初國民黨出售中
廣後，透過多次減資，前後取
得新台幣 76 億元現金，這些款
項未來可能都要向國民黨追徵
。
邱大展上午受訪表示，聽
證會辦或不辦，沒有實質意義
，因為已有結論，包括時程、

結論都按黨產會主委顧立雄劇
本演出，大家只是配合演出的
演員。
他說，中視、中廣、中影
「三中」案，過去曾打過官司
，司法已判決確定，認為財產
移轉合法、沒有不法，司法判
決確定應該具公信力，現在黨
產會要炒冷飯，是否代表對原
判決的不尊重，對已處理完畢
的司法程序要翻老案。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胡文
琦則說，黨產會在演戲，所拿
資料都是以前特偵組的資料；
中廣所有土地案已清查完畢，
有問題該還的已還，且經過前
總統陳水扁執政 8 年，前行政
院長蘇貞昌、前監察委員黃煌

感疫情發生比往年早，10 月中旬就有些許增加
，但疫情控制呈持平現象，猜想流感疫苗可能
發揮功能。
他說，預防流感最好方式是施打疫苗，今

雄、前政務委員許志雄等人調
查，並無任何不法，如果黨產
會有新事證，證明當時蘇貞昌
、黃煌雄、許志雄失職、瀆職
，監察院應調查。
胡文琦說，黨產會應該依
法行政，不能選擇性正義，前
國民黨投管會主委劉泰英在中
廣案扮演的角色，以及有 2 億
9000 萬元流向前總統李登輝的
台綜院，且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的世界基金會，當年百分之百
由中廣出資成立，這些是否也
是國民黨附隨組織？
胡文琦呼籲黨產會不要碰
到李登輝、劉泰英、宋楚瑜就
轉彎，不要選擇性辦案。

年在民眾配合及基層衛生防疫與醫護人員努力
下，10 月 1 日起迄今已施打 590 萬劑，比去年多
1 倍。希望在疫苗吻合度高、接種率提升狀況下
，今年流感疫情能獲最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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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扁講話 中監：僅提醒遵守保外規定

（中央社）前總統陳水扁的女兒陳幸妤在台南市自行開設的牙醫診所將於 24 日開幕，媒體
報導，台中監獄核准陳水扁出席，但不准講話。中監表示，僅提醒扁遵守保外就醫 「不公開發
言」規定。
台中監獄副典獄長林順斌指出，11 月獄方人員前往高雄訪視時，扁家就提出 12 月的行程，
其中包括 24 日陳幸妤的牙醫診所開幕活動，獄方將其定義為 「跟醫療有關的家庭活動，對病情
的恢復與療癒是有幫助的」，因此核准陳水扁出席。
林順斌表示，陳水扁向獄方訪視人員提到，想在開幕活動講話，但因扁當初在保外就醫時
就曾簽屬切結 「不公開發言」、 「不上台講話」、 「不接受採訪」等配合事項，加上開幕活動
有對外邀請，可能就違背 「不公開發言」原則。
林順斌強調，因無法預期開幕活動會邀請哪些人，是否會成為一個公開性場合，所以獄方
有 「提醒」陳水扁要遵守 「不公開發言」規定，避免外界放大檢視他的身心狀況。

政院拍板修法 追討欠稅大戶再延5年
（中央社）行政院會今天通過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修正草案，針對欠稅金額 1000 萬元以上的
欠稅大戶將延長追稅期 5 年，黃任中家族、環亞飯店等欠稅大戶，將被追稅至 2022 年 3 月 4 日。
財政部長許虞哲上午在行政院會後記者會表示，民國 96 年 3 月 5 日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
的欠稅案件，執行期間將在 106 年 3 月 4 日屆滿，統計共有 4967 件、金額新台幣 272.67 億元。
他表示，考慮到重大欠稅案嚴重侵害國家租稅債權，針對 3 類狀況將延長 5 年追稅期，首先
是欠稅金額較大、達 1000 萬元以上；第二是納稅義務人在執行期間曾經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確
定，這類可能有隱匿財產狀況；第三是納稅義務人於執行期間曾經執行機關核發禁止命令。
許虞哲表示，欠稅 1000 萬元以上人數占全體欠稅人數的 26.03％，但占欠稅總金額 93.03％
，繼續執行符合稽徵成本，至於 73.97％小額欠稅人在明年 3 月 4 日後將豁免。
至於追稅困難，他表示，假定欠稅人確實沒有財產，當然沒有辦法（追稅），但希望一段
時間之後條件改變了，例如後來有財產、所得，會隨時掌握狀況，通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執行
；若有隱匿財產，將透過拘提或管收處理。

公投法可望初審 趙天麟
趙天麟：
：開放性討論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5 日審查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日審查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內政委員會召委
內政委員會召委、
、民進黨立委趙天
麟（前）表示
表示，
，降低公投門檻
降低公投門檻、
、18 歲就能參加公投等
歲就能參加公投等，
，都是修法的亮點
都是修法的亮點，
，也會讓大家充分討論
也會讓大家充分討論。
。

公投法若涉兩岸 陸委會：應據憲法處理

（中央社）陸委會副主委
兼發言人邱垂正今天表示，公
投法修正草案審議，涉及兩岸
關係發展，仍待社會形成共識
。有關國家主權與兩岸關係議
題高度複雜敏感，應依據政府
政策及憲法妥審處理。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天審
查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並討論是否納入領土變更
案以及將兩岸政治協議納入公
投項目等。媒體在陸委會的例
行記者會上詢問陸委會對這件
事情的態度，邱垂正作上述表
示。邱垂正說，陸委會認為，
任何有關國家主權與兩岸關係
等政治性議題均高度複雜敏感
，相關事項應通盤審酌整體情

勢，依據政府政策及中華民國
憲法等相關法律妥審處理。
邱垂正指出，公投法修正
草案的審議，陸委會尊重國會
處理，議題涉及兩岸關係發展
，仍待社會各界形成共識。有
關兩岸協商的部分，陸委會也
會配合立法院推動兩岸協議監
督條例。

民團籲納入政治談判強制公投條款

經濟民主連合、
經濟民主連合
、北社等民間團體 15 日要求民進黨堅持先前提出的 「政治談判強制公投
」 條款，
條款，不要因為中國黨媒的恐嚇而退卻
不要因為中國黨媒的恐嚇而退卻，
，要求民進黨不要 「吃案
吃案」」 。

林全：重建食安管理信心 再談開放解禁
（中央社）行政院長林全
今天在臉書表示，對於民眾關
心的食品安全問題，應該要作
好基本工作，必須對國人證明
政府有足夠的食品安全管理能
力，重建國人對食安管理信心
之後，再談開放解禁的措施。
林全表示，食藥署近日查
核出部分進口商的食品來源有
問題，顯現既有的檢核與管理

機制存有漏洞。對此，他今天
下午邀集相關部會部次長討論
。
林全表示， 「我希望能藉
由這些案例來檢視、反省現行
作法，先建立完整食安管理機
制，重建人民信心，再來討論
是否調整管制措施。我認為如
果不能重建民眾對政府食安管
理的信心，任何管制或是開放

的措施都是沒有意義的。」
他表示，未來 3 場公聽會
，希望能建立有效的溝通模式
、呈現客觀的事實、釐清關鍵
的爭點，達到良善政策溝通的
目的。 「如果公聽會實質討論
所提出的相關問題在現階段難
以解決，政府也不能排除繼續
維持現狀的可能性。」

國民黨黨工爭權益 16日抗議黨產會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黨工自救
會今天表示，黨產會應立刻解凍國民
黨部分資產，讓國民黨得以支付勞工
薪資、退休金；自救會明天下午將前
往黨產會抗議，爭取合法權益。
國民黨黨工自救會晚間發布聲明
指出，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凍

結國民黨黨產，國民黨現、退職黨工
面臨領不到薪資、退休金，失去雇主
繳納勞退金、健保保障，黨產會無視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
理條例」禁止處分的例外規定，任憑
受雇勞工權益受損， 「我們難以接受
」。

學術倫理爭議 王惠鈞
王惠鈞：
：難要求零容忍

台大教授郭明良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波及範圍廣大
台大教授郭明良涉及違反學術倫理，
波及範圍廣大。
。教育部 15 日邀集國內大專學術倫理主管
座談。
座談
。中研院前副院長王惠鈞
中研院前副院長王惠鈞（
（右）說，對於學術瑕疵
對於學術瑕疵，
，難要求 「零容忍
零容忍」」 ，但師生都應避免犯
錯。

聲明指出，黨產會
曾要求國民黨具體
提出組織改造或瘦
身計畫，做為解凍條件，全體黨工即
使面臨恐遭裁員，為求一餐溫飽，也
都盡力配合黨內瘦身決議。
不過，國民黨黨工自救會說，黨
產會在國民黨提出瘦身計畫後，依然
不顧國民黨受雇勞工權益受損，不願
解凍國民黨部分資產，將政治利益置

於勞工利益之前，明顯不公，令人憤
怒。
國民黨黨工自救會主張， 「還我
薪資」，黨產會應立刻解凍國民黨部
分資產，令國民黨得以履行雇主支付
現、退職勞工薪資、退休金、勞退金
等義務。
國民黨黨工自救會說，黨產條例
以推定的方式，不問原因、不問理由
將所有財產推定為不當，已經嚴重逾

越憲法所保障的界線；如此惡法應立
即停止，不求真相的黨產會應立即重
組。
國民黨黨工自救會指出，黨產會
先射箭再畫靶的調查方式，無法公平
處理黨產議題，唯有將所有事證交給
法院，透過公開審理，讓當事人充分
申辯、陳述，還原事實，才能讓真相
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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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語言文字規範類刊物《咬文嚼

字》雜誌社昨日在滬發佈“2016 年十大流行語”。洪荒之力、吃瓜群眾、

字》雜誌社昨日在滬發佈“2016 年十大流行語”。洪荒之力、吃瓜群眾、

工匠精神、小目標、一言不合就 XX、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供給側、葛優

工匠精神、小目標、一言不合就 XX、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供給側、葛優
躺、套路、藍瘦，香菇等流行語入選。

躺、套路、藍瘦，香菇等流行語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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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尼上海教師
旅尼上海教師
成非洲首位華人酋長
成非洲首位華人酋長
68 歲的胡介國近日迎來了自己

店——金門大酒店，其成為尼

店——金門大酒店，其成為尼日利
68 歲的胡介國近日迎來了自己
在尼日利亞當酋長的 15 周年紀念
亞最豪華的酒店之一。他坦承
在尼日利亞當酋長的
15 周年紀念 亞最豪華的酒店之一。他坦承，近
日。這位穿着短袖襯衫，戴着黑框
40 年來打下的家業“兩代人都
日。這位穿着短袖襯衫，戴着黑框
40 年來打下的家業“兩代人都吃不
眼鏡的儒雅老人，怎麼看也跟臉上
完”，這個非洲人口最多的國
塗滿油彩、頭上插着羽毛的神秘部
謂遍地商機。
眼鏡的儒雅老人，怎麼看也跟臉上 完”，這個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可
族首領聯繫不到一起。
塗滿油彩、頭上插着羽毛的神秘部
謂遍地商機。
虧本建校得民心
到非洲打拚了近 40 年，胡介國
族首領聯繫不到一起。
虧本建校得民心
不但拚得了數億身家，成為尼日利
1999 年，胡介國得知，尼
到非洲打拚了近
40 年，胡介國
亞的名人，而且還是中國和尼日利
亞政府有一個給山區建學校
不但拚得了數億身家，成為尼日利
1999 年，胡介國得知，尼日利
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
程。胡介國和工人們用了 6 個
亞的名人，而且還是中國和尼日利 亞政府有一個給山區建學校的工
胡介國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書香 建 成 了 4 所 學 校 ， 導 致 其 虧
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
程。胡介國和工人們用了 6 個月就
門第，父親先在香港做紡織品生 3,000 萬元人民幣。“不過這錢
胡介國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書香 建成了 4 所學校，導致其虧損約
意，然後來到尼日利亞。1978 年， 好。通過這個工程，我打出了
門第，父親先在香港做紡織品生 3,000萬元人民幣。“不過這錢虧得
原本在上海當老師的胡介國來到尼 好名聲。”他表示，投資建校
意，然後來到尼日利亞。1978 年， 好。通過這個工程，我打出了一個
日利亞，幫助其父打理生意。
深得人心，“學生們知道學校
原本在上海當老師的胡介國來到尼 好名聲。”他表示，投資建校使他
1997 年，胡介國決定投資 500 國人建的，中國人和非洲人的
日利亞，幫助其父打理生意。
深得人心，“學生們知道學校是中
萬美元在拉各斯建了一家
大 酒 種子就代代相傳。”
1997 年，胡介國決定投資 500 國人建的，中國人和非洲人的友好
因為胡介國的突
■在今年里約奧運會上，中國選手傅園慧晉級女子 100 米仰泳決賽後接受採訪時說：“我已
萬 美 元 在 拉 各 斯 建 了 一 家 大 酒 種子就代代相傳。” 獻，2001 年，他被封
經用了洪荒之力啦。”
資料圖片
因為胡介國的突出貢
日利亞一個部落的酋
■在今年里約奧運會上，中國選手傅園慧晉級女子100米仰泳決賽後接受採訪時說：“我已
獻，2001年，他被封為尼
可稱“工匠精神”。
文嚼字》執行主編黃安靖分析，今
同時也成為非洲首位
經用了洪荒之力啦。”
資料圖片
日利亞一個部落的酋長，
現在流行的“小目標”出自萬達集團董
年十大流行語除供給側、工匠精神
酋長。
可稱“工匠精神”。
文嚼字》執行主編黃安靖分析，今
同時也成為非洲首位華人
事長王健林之口。他在接受採訪時談到：
外，其他
8 條均來自於網絡或由網絡賦予了
此外，胡介國認
“想做世界首富，最好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
新的涵義。“網絡已經影響到語言生活的方
華人融入當地的程度
現在流行的“小目標”出自萬達集團董
年十大流行語除供給側、工匠精神
酋長。
目標，比如我先掙它 1 個億。”對普通人來
方面面，我們從中甚至能發現語言文字正在
遠不夠，很多人只是
外，其他
8 條均來自於網絡或由網絡賦予了 事長王健林之口。他在接受採訪時談到：
此外，胡介國認為，
說，“1
個億”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天文數
從精英創造時代進入大眾智慧時代。”
日利亞當作短期賺錢
新的涵義。“網絡已經影響到語言生活的方 “想做世界首富，最好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
華人融入當地的程度還遠
字”，於是網友紛紛吐槽。“小目標”迅速
如排名第一的流行語“洪荒之力”。
方，把自己當做過客
方面面，我們從中甚至能發現語言文字正在 目標，比如我先掙它 1 個億。”對普通人來
遠不夠，很多人只是把尼
在網上走紅，其意指的是普通人難以達到的
“洪荒之力”原指如天地初開之時足以毀滅
表示：“華人企業要
說，“1
個億”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天文數
從精英創造時代進入大眾智慧時代。”
日利亞當作短期賺錢的地
“大目標”，多含譏諷和自嘲的意味。
世界的自然之力。在
2015
年熱播的仙俠劇
裡做大做強，必須融
如排名第一的流行語“洪荒之力”。 字”，於是網友紛紛吐槽。“小目標”迅速
方，把自己當做過客。他
《花千骨》中“洪荒之力”頻頻出現。在今
地社會。”
“洪荒之力”原指如天地初開之時足以毀滅 在網上走紅，其意指的是普通人難以達到的
表示：“華人企業要在這
年里約奧運會上，中國選手傅園慧晉級女子
■《廣州日
■胡介國（中）在非洲。
網上圖片
世界的自然之力。在 2015 年熱播的仙俠劇 “大目標”，多含譏諷和自嘲的意味。
裡做大做強，必須融入當
2016
十大流行語
100 米仰泳決賽後接受採訪時說：“我已經
《花千骨》中“洪荒之力”頻頻出現。在今
地社會。”
用了洪荒之力啦。”“洪荒之力”一夜走
排行榜
年里約奧運會上，中國選手傅園慧晉級女子
■《廣州日報》
■胡介國（中）在非洲。
網上圖片
紅，多用來形容超乎想像的巨大能量。
1 洪荒之力
100 米仰泳決賽後接受採訪時說：“我已經
2 吃瓜群眾
“吃瓜群眾”成榜眼
用了洪荒之力啦。”“洪荒之力”一夜走
18 歲的在讀高三學生濤濤陽光 三人民醫院的一個名為“綠
3 工匠精神
紅，多用來形容超乎想像的巨大能量。
灣”的愛滋病區。2011 年，紅
帥氣，對大學生活充滿期待。而十
1
洪荒之力
排名第二的“吃瓜群眾”指不發言只圍

《咬

《咬

2016十大流行語
排行榜

觀的普通網民。現在凡是對某議題不了解或
“吃瓜群眾”成榜眼
有 意保 持沉 默的 圍觀 者都 可稱 “ 吃 瓜群
排名第二的“吃瓜群眾”指不發言只圍
眾”，不限於網絡論壇中的網民。
觀的普通網民。現在凡是對某議題不了解或
“工匠精神”本指手藝工人對產品精雕
細琢、追求極致的理念。2016
年 3 月 5 日，
有意保持沉默的圍觀者都可稱
“吃瓜群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鼓勵
眾”，不限於網絡論壇中的網民。
企業開展個性化定製、柔性化生產，培育精
“工匠精神”本指手藝工人對產品精雕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此後，任何行業、
細琢、追求極致的理念。2016
年 3 月 5 日，
任何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精神，都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鼓勵

2

企業開展個性化定製、柔性化生產，培育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此後，任何行業、
任何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精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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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龍教育學院
騰龍教育學院
中 英 雙 語 幼 兒 園 （1 歲半～5 歲） 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3
4
5
6
7
8
9

4

小目標

吃瓜群眾
5 一言不合就XX
工匠精神
6 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小目標
7 供給側
一言不合就XX
8 葛優躺
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9 套路
供給側
10 藍瘦，香菇
葛優躺
資料來源：
《咬文嚼字》雜誌社
套路
藍瘦，香菇

資料來源：
《咬文嚼字》雜誌社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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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助愛滋患兒圓讀書夢
多年前，他的生命一度處於危急狀

學校正式掛牌成立。如今，該

三人民醫院的一個名為“綠色港
18 歲的在讀高三學生濤濤陽光
有學生 33 名，教師 17 名，並按
態，更談不上讀書。濤濤表示，
灣”的愛滋病區。2011
年，紅絲帶
帥氣，對大學生活充滿期待。而十
統一標準上課。
“學校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校長就
多年前，他的生命一度處於危急狀
督促學生“吃藥”，是這
是我們眼中的‘父親’。” 學校正式掛牌成立。如今，該校共
校最重要的“課程”之一。據紅
濤濤來自山西省臨汾市紅絲帶學
有學生33名，教師17名，並按國家
態，更談不上讀書。濤濤表示，
學校校長郭小平介紹，孩子們接
校——中國目前唯一一所愛滋病患兒
統一標準上課。
“學校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校長就
面世界的機會並不少，他們每年
學校。十餘年來，它像一葉方舟承載
督促學生“吃藥”，是這所學
是我們眼中的‘父親’。”
外出旅遊，社會上的愛心人士也
着孩子們的讀書夢。
校最重要的“課程”之一。據紅絲帶
濤濤來自山西省臨汾市紅絲帶學
來學校看望他們。
■新
這所學校
13
年前只是臨汾市第
校——中國目前唯一一所愛滋病患兒 學校校長郭小平介紹，孩子們接觸外
學校。十餘年來，它像一葉方舟承載 面世界的機會並不少，他們每年都會
外出旅遊，社會上的愛心人士也經常
着孩子們的讀書夢。
■新華社
這所學校 13 年前只是臨汾市第 來學校看望他們。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

文匯
匯財
財大陸經濟
文
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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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逾8年新低
離岸拆息續升
人幣逾8年新低 離岸拆息續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美聯儲加息並暗示加快加息步伐，美元指數曾一度升至 2003 年 1 月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美聯儲加息並暗示加快加息步伐，美元指數曾一度升至 2003 年 1 月以

來最高。受此影響，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在岸和離岸匯率均出現大幅貶值，當日離岸價一度跌至 6.95，中間價

來最高。受此影響，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在岸和離岸匯率均出現大幅貶值，當日離岸價一度跌至 6.95，中間價

大挫 261 基點報 6.9289，官方收盤價報 6.9354，跌 305 點，兩者同創逾八年新低。專家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人民

大挫 261 基點報 6.9289，官方收盤價報 6.9354，跌 305 點，兩者同創逾八年新低。專家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人民
幣兌美元大概率繼續走弱，建議明年適當收緊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政策，以促進資本流動平衡、穩定匯率。
幣兌美元大概率繼續走弱，建議明年適當收緊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政策，以促進資本流動平衡、穩定匯率。

內部對人民幣施加貶值壓力，二者合力之 採取非對稱的資本流入和流出管理，促進資
15日離岸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下，除非遇到強有力的市場調控，否則人民
本流動趨向平衡。一方面，進一步對外資開
繼續上行，其中隔夜拆息由周
採取非對稱的資本流入和流出管理，促進資
離岸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內部對人民幣施加貶值壓力，二者合力之

15日

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繼續走弱是大概率事件。
放境內服務業、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
三 的 7.32233%
大 漲 444 個 基 點 至 下，除非遇到強有力的市場調控，否則人民
本流動趨向平衡。一方面，進一步對外資開
繼續上行，其中隔夜拆息由周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也預計，
另一方面，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應適當收
11.76367%；周三隔夜
HIBOR
已漲
271
個
三 的 7.32233% 大 漲 444 個 基 點 至 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繼續走弱是大概率事件。 放境內服務業、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人民幣仍存貶值壓
緊。諸如個人對外實業投資、不動產投資和
基
點
。
一
年
期
HIBOR
升
57
個
基
點
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也預計，
另一方面，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應適當收
11.76367%；周三隔夜 HIBOR 已漲 271 個
6.66783%。離岸人民幣隔夜掉期隱含利率 力。美國經濟有望溫和增長，中國經濟增 證券投資等領域的放開應謹慎推進。持續加
基 點 。 一 年 期 HIBOR 升 57 個 基 點 至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人民幣仍存貶值壓 緊。諸如個人對外實業投資、不動產投資和
長向好可持續性仍待觀察，中美利差可能 強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投機性購匯需
盤中一度大漲1,262個基點至16.125%。
6.66783%。離岸人民幣隔夜掉期隱含利率 力。美國經濟有望溫和增長，中國經濟增 證券投資等領域的放開應謹慎推進。持續加
進一步收窄，都會給人民幣帶來進一步貶 求。
長向好可持續性仍待觀察，中美利差可能 強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投機性購匯需
盤中一度大漲1,262個基點至16.125%。
官媒：加息造成全球混亂
值壓力。
進一步收窄，都會給人民幣帶來進一步貶 求。
另外，內地居民部門金融資產仍有進
官方新華社發表評論指，加息決議將不
官媒：加息造成全球混亂
值壓力。
可避免造成新一輪金融動盪， 令過度仰賴外 一步外流的持續需求，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
到期日
定價（厘）
另外，內地居民部門金融資產仍有進
官方新華社發表評論指，加息決議將不
值相互促進、相互加強，易形成「資本外
部融資、自身償債能力不足的國家形勢惡
隔夜
11.76367
可避免造成新一輪金融動盪， 令過度仰賴外 一步外流的持續需求，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
流—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 到期日
化，特別是新興國家。「如果美國未來加快
定價（厘）
1周
9.77833
值相互促進、相互加強，易形成「資本外
部融資、自身償債能力不足的國家形勢惡
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循環。
升息步伐，強勢美元將給全球造成混亂。」
隔夜
11.76367
化，特別是新興國家。「如果美國未來加快
2周
9.34650
有外匯交易員認為，美聯儲後續仍有
對於加息後美元指數繼續大漲，建行 流—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

■中國官方公佈的人民幣中

價為 6.9289
9289，
，比上一交易日
低 261 個基點
個基點，
，創下 2008 年
價為66.9289
價為
9289，
，比上一交易日調
月以來的新低。
月以來的新低
。
中新

■中國官方公佈的人民幣中間

人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人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升息步伐，強勢美元將給全球造成混亂。」
金融市場業務專家韓會師表示，美元指數大
對於加息後美元指數繼續大漲，建行
幅上揚主要因美聯儲暗示明年可能繼續加息
金融市場業務專家韓會師表示，美元指數大
2-3
次，明顯超出市場預期。在「參考一籃
子貨幣」定價機制下，一旦國際市場美元繼
幅上揚主要因美聯儲暗示明年可能繼續加息
續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必然面臨貶值壓力。
2-3 次，明顯超出市場預期。在「參考一籃
而在境內結售匯市場短期難以擺脫逆差格局
子貨幣」定價機制下，一旦國際市場美元繼
的情況下，「參考收盤價」定價規則也會從
續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必然面臨貶值壓力。
而在境內結售匯市場短期難以擺脫逆差格局
的情況下，「參考收盤價」定價規則也會從

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循環。
加息動作，將令人民幣繼續承壓，但監管層
有外匯交易員認為，美聯儲後續仍有
料仍會控制貶值速度，年內破
7 概率並不
加息動作，將令人民幣繼續承壓，但監管層
大，甚至不排除短期內借美元調整推動人民
幣階段反彈的可能。
料仍會控制貶值速度，年內破
7 概率並不
大，甚至不排除短期內借美元調整推動人民
專家：收緊資本流出管理
幣階段反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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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投案；廊坊銀行發聲明，稱「
上海報道）美國加息、債市違約、 在債券代持業務，不存在傳聞
1月 3月
9.08338
8.16167
虧損」。華夏基金亦澄清，指
爆倉、失聯傳聞充斥市場、外匯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投案；廊坊銀行發聲明，稱「不存
2月 6月
8.35630
7.28083
所有貨幣基金均正常運作。
款連降 13 個月等利空兵臨城下，
在債券代持業務，不存在傳聞中的
上海報道）美國加息、債市違約、
3月 1年
8.16167
6.66783 爆倉、失聯傳聞充斥市場、外匯佔
不 過， 澄 清 無 助 債 市，
中國資本市場遭股債匯三殺。A
股
虧損」。華夏基金亦澄清，指旗下
6月
7.28083
期、10
年期國債期貨盤中雙雙
大金融板塊首當其衝，大幅下挫，
資料來源：香港財資市場公會款連降 13 個月等利空兵臨城下， 所有貨幣基金均正常運作。
連平認為，當前形勢下，明年可考慮
專家：收緊資本流出管理
停，均為國債期貨上市以來首
滬綜指盤中險些跌破 3,100
1年
6.66783
不過，澄清無助債市，5
年
中國資本市場遭股債匯三殺。A
股 點，最
停。10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約
終收跌
0.73%。債市更是兵敗如山
大金融板塊首當其衝，大幅下挫， 期、10 年期國債期貨盤中雙雙跌
資料來源：香港財資市場公會
連平認為，當前形勢下，明年可考慮
收跌 1.81%，報 94.555 元，創
倒，中國 10 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
滬綜指盤中險些跌破
3,100 點，最 停，均為國債期貨上市以來首次跌
約 T1703 收跌 1.81%，創上市以來 以來最大單日跌幅。五年國債
終收跌 0.73%。債市更是兵敗如山 停。10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約最終
不會無限制升值。另一方面，中國2008年以來 相同的匯率)，由此分析，人民幣兌美元在
合約報 97.595 元，下跌 1.16%
最大單日跌幅。
倒，中國 10 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 收跌 1.81%，報 94.555 元，創上市
的經濟下行周期快將結束，而推動人民幣國際 7.5左右可能是這一輪貶值的底線。
家公司取消或推遲發行債券。
以來最大單日跌幅。五年國債期貨
約 T1703
收跌 1.81%，創上市以來
傳聞困擾
債市兵敗如山倒
化本身意味着人民幣不能持續貶值。
至於中國出口走向，專家認為，特朗普執
在各路利空壓制下，滬深
不會無限制升值。另一方面，中國2008年以來 相同的匯率)，由此分析，人民幣兌美元在
合約報 97.595 元，下跌 1.16%。多
最大單日跌幅。
金融 40 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也指 政後的政策走向起到更關鍵的決定作用。如果
近日數條債市傳聞在投資圈炸 15 日全線低開，滬綜指開市下
的經濟下行周期快將結束，而推動人民幣國際
7.5左右可能是這一輪貶值的底線。
家公司取消或推遲發行債券。
出，特朗普不一定歡迎過於強勢的美元，美 特朗普實施反全球化政策，中美貿易投資將受
0.47%，報 3,125 點，銀行等權
開了鍋，有指國海證券債券團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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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強周期可能會告一段落，對於人民幣匯 到影響，中國商品進入美國、人民幣匯率等問
責人出國失聯，請廊坊銀行代持的 板塊下跌拖累下，低見 3,101 點
金融 40 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也指 政後的政策走向起到更關鍵的決定作用。如果
15 日全線低開，滬綜指開市下行
近日數條債市傳聞在投資圈炸
率穩定是個利好。
題，將重新成為中美經貿關係的焦點。
但中小創卻逆勢上行，深成指
1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債浮虧
出，特朗普不一定歡迎過於強勢的美元，美 特朗普實施反全球化政策，中美貿易投資將受
0.47%，報
3,125
點，銀行等權重 1.5%
另外，專家指出，美元進入加息周期，但
開了鍋，有指國海證券債券團隊負
升近
1%、創業板指升近
巨大，還有傳聞指華夏基金貨幣基
流動性趨緊 或需降準
元的強周期可能會告一段落，對於人民幣匯
到影響，中國商品進入美國、人民幣匯率等問
中國距離加息尚遠。反而近期市場流動性緊張
3,101 點。
責人出國失聯，請廊坊銀行代持的
滬市萎靡加上債市告急，午後
金爆倉，公司要賠6億元。 板塊下跌拖累下，低見
率穩定是個利好。
題，將重新成為中美經貿關係的焦點。
局面加劇、市場利率飆升，未來隨着資本外流
對於人民幣貶值的幅度，邱曉華預
但中小創卻逆勢上行，深成指最多
1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債浮虧
國海證券 15 日就市傳其離職 始掉頭向下。截至收市，滬綜
另外，專家指出，美元進入加息周期，但
計，上一輪人民幣升值幅度為36%，這一輪 壓力增大，對市場流動性的衝擊也不容忽視。
升近 1%、創業板指升近
1.5%，但
巨大，還有傳聞指華夏基金貨幣基
員工私刻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義
3,117 點 ， 跌 0.73%
；深成指
流動性趨緊 或需降準
中國央行首要應對的是年末資金波動
貶值 20%-25%是大概率事件，推測明年會
中國距離加息尚遠。反而近期市場流動性緊張
進行相關債券交易事項發公告，稱
10,256 點，漲 0.23%；創業板
滬市萎靡加上債市告急，午後亦開
金爆倉，公司要賠6億元。
和外儲下降導致的流動性缺口。更有機構預 國海證券
破 7，後年繼續貶值，最終在
7.5 左右趨穩
局面加劇、市場利率飆升，未來隨着資本外流
對於人民幣貶值的幅度，邱曉華預
公司未授權相關員工開展相關業
1,975 點，漲 0.65%。兩市共成
15 日就市傳其離職 始掉頭向下。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測，央行會加大公開市場操作投放流動性，
定。另外，從未來人民幣和港幣的關係看，
壓力增大，對市場流動性的衝擊也不容忽視。
計，上一輪人民幣升值幅度為36%，這一輪
務，目前涉事的兩名老團隊員工，
4,585
億元，
周指
三報
縮 量 10
員工私刻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義 3,117 點 ，
跌 0.73%
；較
深成
甚至不排除降準可能性。
最終兩種貨幣或很大可能走向同質(即走向
中國央行首要應對的是年末資金波動
貶值 20%-25%是大概率事件，推測明年會
一名已離職、另一名已到公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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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經濟學家指出，隨着美國進入加息
周期，再加上特朗普可能實施減稅等刺激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策，令全球資金回流美國本土，中國首當其
道）中國經濟學家指出，隨着美國進入加息
衝的影響是人民幣短期將繼續貶值，但無論
周期，再加上特朗普可能實施減稅等刺激政
美國還是中國自己都不會讓人民幣大幅貶
策，令全球資金回流美國本土，中國首當其
值。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提振有限，反而若
衝的影響是人民幣短期將繼續貶值，但無論
特朗普實施反全球化政策，中美貿易投資壁
美國還是中國自己都不會讓人民幣大幅貶
壘反而會增加，中國出口反受拖累。在貨幣
值。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提振有限，反而若
政策方面，中國距離加息尚遠，央行首要應
特朗普實施反全球化政策，中美貿易投資壁
對當前市場流動性緊張的狀況。
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美元進入
壘反而會增加，中國出口反受拖累。在貨幣
加息周期後，人民幣貶值趨勢在未來一兩年仍
政策方面，中國距離加息尚遠，央行首要應
會延續，但不會一直趨勢性貶。一方面，美國
對當前市場流動性緊張的狀況。
政府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度持續貶值，美元也
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美元進入

加息周期後，人民幣貶值趨勢在未來一兩年仍
會延續，但不會一直趨勢性貶。一方面，美國
政府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度持續貶值，美元也

破 7，後年繼續貶值，最終在 7.5 左右趨穩
定。另外，從未來人民幣和港幣的關係看，
最終兩種貨幣或很大可能走向同質(即走向

和外儲下降導致的流動性缺口。更有機構預
測，央行會加大公開市場操作投放流動性，
甚至不排除降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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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u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In Trump Era Of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Tillerson’s nomination was “almost
certain” to be a boost to the US fossil fuels
sector, veteran climate policy watcher Wu
Changhua said.
Trump and the US Senate may clash over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Tillerson’s close
ties with Russia.
“So far, Tillerson is the only person in the
Trump team who has publicly admitted
links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Wu said.
“Yet the oil and gas sectors’ return to glory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ooks
unavoidable, which will also deal a heavy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that ExxonMobil chief blow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s.”
Rex Tillerson has been tapped for the role of US Secretary of State to Under Tillerson, ExxonMobil, the world’s
“help reverse years of misguided foreign policies”. (Photo: AFP)
biggest public oil company, declared support
for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global deal
China mu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on US climate and reached last year to combat dangerous temperature
energy policy, a mainland analyst said on Wednesday rises.
as Donald Trump named an oil executive to be the next Wu said Trump’s team was probably still consideri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its position on climate change, with Trump’s daughter,
The US president-elect’s proposal to appoint Ivanka, meeting Al Gore, a campaigner for action on
ExxonMobil chief Rex Tillerson as the top US diplomat global warming, earlier this month.
followed Trump’s nomination of climate skeptic “The oil and gas sectors’ return to glory under
Scott Pruitt to head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ooks unavoidable.”
Agency. The decision is expected to stall US President --VETERAN CLIMATE POLICY WATCHER WU
Barack Obama’s signature climate legacy, the Clean CHANGHUA
Power Bill.
Beijing on Tuesday call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Trump’s transition team have also asked the Department further develop Sino-US relations after president-elect
of Energy to give names of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Donald Trump tapped ExxonMobil chief Rex Tillerson
as his secretary of state.
The announcement by Trump to pick Tillerson,
an oilman with strong links to Russia, is seen by
observers as a sign that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may get closer.
But it’s unclear how ties with China and the rest of
Asia will shape up because he has not spent much time
in the region.
At a daily briefing in Beij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China was
willing to improve Sino-US relations regardless of
who became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We hope that organizations responsible for diplomacy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can step up communications

and deepen cooperation and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hip,”
he said.
Tillerson’s experience in diplomacy stems from
making deal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mpany, although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by US politicians about the oil executive’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In a
statement,
Trump said
Tillerson
will be “a
forceful and
clear-eyed
advocate for
America’s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Greets
and help
ExxonMobil chief Rex Tillerson In Russia.
reverse
years of misguided foreign policies and actions that
have weakened America’s security and standing in the
world”.
Trump picked Tillerson after the Texan was backed by
several Republican figures, including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s James Baker and Condoleezza Rice and exdefence chief Robert Gates, a transition aid said.
The big-name support is seen as key to helping Tillerson
get past a possibly contentious Senate confirmation
battle that is likely to focus on hi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 2013, Putin awarded Tillerson a Russian state
honour for his work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in the
energy sector”.
Zhang Baohui, a China security specialist at Hong
Kong’s Lingnan University, said that it was not yet
clear how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would engage
with Asia. “But he may not follow the mindset that
sees China as a competitor of the US,” he said.
Uncertainty In Asia Over Trump’s Top Diplomat
Pick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essor
Zhang Haibin said that amid all the uncertainties
of Trump’s climate policies, it was time for China

to analyse various possible scenarios and prepare
responses to manage risks.
“It makes more sense for China to have clear
thoughts on how it will respond to each
scenario, and remain flexible to minimize the
risk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ies.”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ESSOR ZHANG HAIBIN

UN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moon (left) shakes hands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during a joint ratification of
the Paris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at the West lake State
Guest House in Hangzhou on September 3, 2016. When
it comes to global warming, the stakes could hardly be
high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s warned. (PHOTO/
AFP )

“For instance, the worst scenario could be Trump will
withdraw from the UN climate architecture altogether,
or he would prefer to remain in the global climate deal
but not seriously deliver on its pledges,” Zhang said.
“It makes more sense for China to have clear thoughts
on how it will respond to each scenario, and remain
flexible to minimise the risk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ies.”
Wu and Zhang agreed that the active Sino-US
cooperation on climate under Obama would end with
Trump.
Wu said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also likely to have
common business interests in fossil fuels.
“The US may see China as a market for oil and gas,
and even for clean coal technology as an answer to
China’s air pollution problems,” she said. “If this turns
out to be the case, su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world’s
two largest carbon polluters would definitely not be a
positive signal for the world.” (Courtesy http://www.
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Seen
As Mutual Trust Builder, Say Chinese Observer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formal reception of the firearms.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And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Beijing [China], Dec. 13 (ANI): Chinese observers
have said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hilippines in the defense and security field, if realized,
would further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boost
mutual trust.
Meanwhile,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aid
on Sunday that he had decided to accept an arms deal
offered by China, reports China Daily.
Duterte said he has directed Philippine Defense
Secretary Delfin Lorenzana to send a general to
formally receive the guns from Beijing, which were
offered through what Duterte described as "a grant
payable in 25 years".
However, the Philippin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said on Monday that the deal has no timeline
yet for when details will be finalized.
Duterte's visit to China in October also marke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ties, which were
soured by his predecessor Benigno Aquino III, who
unilaterally launched an arbitration case against China
in a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visit, the two countries agreed to focus on
cooperation and to solve their disputes through direct
talks. (Courtesy ANI)
Related
Philippines Accepts Arms Offer from
China Under Concessional Terms
China has offered firearms and weapons to the
Philippine security forces to further boost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 despit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between them over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This was disclosed by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last Sunday on a talk, and said that he will
accept China's offer under concessional terms.
During the disclosure, Duterte didn't give any clear
information on the type of firearms the Philippines
would acquire from China. He just said that he
instructed Defense Secretary Delfin Lorenzana to send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China for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L)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R). (Photo : Getty Images)

Duterte said: “China is pressing me. The firearms are
already available for me to receive. They are really
prodding me. We don’t need to ask from others because
they’re willing to give it. This isn’t free, but it’s actually
a grant payable in 25 years, that’s practically giving."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under Duterte's predecessor
strain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fter Benigno Aquino
III, former Philippine President, brought territorial
disputes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esident Duterte reached out both to China and Russia
after taking office in July.
Raymundo Elefante, the Undersecretary for Finance,
Munitions, Installations and Material, said that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will still have to
determine which offer was best.
The Philippines has heavily depended on the U.S.
for firearms, ships and aircraft for years, but after the
hostile stance wit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turned to other countries for
defense equipment.

timetable yet for the acquisition of firearms from
China.
The US strategy to stop China’s campaign for
hegemon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to work
through a coalition of small nations with claims to
territory China is now claiming (such as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along with help from Korea and Japan.
Unfortunately, weakness and uncertainty, the twin
pillars of Obama’s foreign policy, tend to promote fear
in nations living alongside of China.
The recent election in the Philippines has brought into
power what can only described as the Philippines’
answer to Donald Trump and with it a new defense
policy:
The Philippine defense
chief said Friday that he
had suspended participation
in any joint patrols with the
U.S. of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the first concrete
sign of a crack in the
military alliance following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Defense
Secretary
Delfin Lorenzana also said he also would ask a
small detachment of American troops providing
counterterrorism assistance on the southern island

Lorenzana said that the military was considering
purchasing rifles from Russia. Last week, he visited
Russia on President Duterte's order and met with
defense officials to see whether a deal could be done.
He said: "If their sniper rifles are superior as they
claim, we may decide to acquire. The army and
marines will conduct tests and determine how many
they may require."
Elefante and the DND both said that there i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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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ndanao to leave as the president requested. But
he said that would happen only after the Philippine
military can carry out such operations on its own,
something that could take years.
Since taking office June 30, Mr. Duterte has caught U.S.
officials and his own military off guard with seemingly
off-the-cuff pronouncements with potentially farreaching strategic implications. His aim, he said, is to
loosen ties with the U.S. and give his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a mor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with
“new alliances” with China and Russia.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gradually
improved over the years since the initiative of
Philippine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Howev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due to the worsening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urrent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aims
at remedy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at the expense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and
http://
en.yibada.com/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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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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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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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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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