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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種疾病治療費用 糖尿病
糖尿病最昂貴
最昂貴
（綜合報導）美國一項新研究說，糖
尿病是美國“最昂貴”的疾病，美國民衆
在這種慢性病上的個人醫療支出超過心臟
病和腰背痛等疾病。
這項研究發表在新一期《美國醫學會
雜誌》上，它分析了 1996 年至 2013 年間美
國人在 155 種疾病上的個人醫療保健支出情
況。結果顯示，美國人在這 18 年間看病總
共花費約 30.1 萬億美元，其中 2013 年支出
約 2.4 萬億美元。
在這 155 種疾病中，美國人在糖尿病上
花 錢 最 多 ， 2013 年 相 關 診 斷 治 療 支 出 約
1014 億美元；心臟病是導致美國人死亡的
頭號疾病，但相關費用排在糖尿病之後位
列第二，2013 年支出約 881 億美元。1996 年
至 2013 年，美國人糖尿病診斷治療費用的
增長速度比心臟病快 36 倍。
糖尿病與心臟病主要影響 65 歲以上老
年人，而花費排在第三的腰背痛與頸痛主
要影響工作年齡段成年人，2013 年支出約
876 億美元，僅比心臟病少一點。
總體而言，糖尿病、心臟病、腰背痛
，再加上高血壓、跌傷、抑鬱障礙、口腔
疾病、聽視力障礙、皮膚病等，共 20 種疾
病占了美國民衆個人醫療保健總支出的一
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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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
路透社）
）
研究負責人、華盛頓大學衛生統計評
估研究所助理教授約瑟夫·迪勒曼在一份聲
明中說，美國的醫療保健支出比其他任何
國家都要多，但是什麼疾病造成這一局面

卻一直不甚清楚，希望這項研究能幫助美
國公共和私人部門的決策者了解有關疾病
支出情況，更有效地規劃與分配衛生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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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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地產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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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7-7233
832-277-7745

七天營業

9889 Bellaire Blvd.,#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312﹐山水眼鏡對面）
Apple

全新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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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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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回應安理會決議：暫停與 12 國外交工作聯系
綜合報導 “這是現代外交史上最蠻
不講理的舉措，內塔尼亞胡將成為世界
上最孤獨的人”。英國《衛報》近日援
引以色列專欄作家加斯皮特的話這樣評
論內塔尼亞胡政府應對安理會第 2334 號
決議的壹系列做法。CNN 稱，兩名以色
列高官透露，在內塔尼亞胡的授令之下
，以色列與 12 個國家——英國、法國、
俄羅斯、中國、日本、烏克蘭、安哥拉
、埃及、烏拉圭、西班牙、塞內加爾和
新西蘭的外交工作關系將會暫停。內塔
尼亞胡將不會接見這些國家的外交部長
，而來自這 12 個國家的大使也不會得到
以色列外交部的接待。此外，以色列當
局還限制內閣部長們前往上述國家。除
了美國外，沒有受到“懲罰”的兩個安
理會成員是與以色列沒有外交關系的馬
來西亞和委內瑞拉。

內塔尼亞胡此舉被認為是對聯合國
安理會通過 2334 號決議的強烈回應。23
日，安理會以 14 票贊成、1 票棄權通過
決議，要求“以色列立即全面停止在包
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巴勒斯坦被占領土
上開展的全部定居點活動”，裁定以色
列定居點行為“無合法性”。美國是唯
壹投棄權票的國家。
英國《衛報》稱，以色列已經展開
了壹系列外交報復。內塔尼亞胡 25 日在
內閣會議上表示，將取消在世界經濟論
壇上與英國首相梅會面。梅是歐洲最親
以色列的領導人之壹，日前她還稱贊以
色列是“了不起的國家”和“展現包容
性的民主燈塔”。 對此，英國駐以色列
大使館表示遺憾。內塔尼亞胡在內閣會
議上還稱，以將在壹個月內重新評估其
與聯合國的關系，他下令將以色列向 5

個聯合國機構提供的資金削減 3000 萬新
謝克爾(約合 800 萬美元)。以外交部 25 日
還召見 10 個投贊成票的國家駐以大使表
示抗議。隨後，內塔尼亞胡親自召見美
國駐以大使，要求他澄清美國立場。
《紐約時報》近日稱，以色列政府
當天宣布將於 28 日批準東耶路撒冷 600
套猶太人定居點住房項目，而這不過是
“壹期 5600 套”的壹小部分。以色列還
警告各國“不要采取更多行動”。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稱，以色列官員
26 日宣布取消了原定本周抵達的烏克蘭
總理格羅伊斯曼對以色列的訪問。烏克
蘭外交部稱，烏方就以色列個別官員和
政治人物對安理會表決結果的“情緒反
應”，表示失望。《華爾街日報》稱，
這次受以色列“懲罰”最重的是新西蘭
和塞內加爾。以色列宣布召回駐新西蘭

和塞內加爾的大使——這兩國是安理會
第 2334 號決議的提出者，另兩名提議者
是馬來西亞和委內瑞拉。不過報道稱，
以色列官員稱內塔尼亞胡僅建議限制本
國官員前往投贊成票國家旅行，並非是
官方決定。“其他國家從以色列高科技
、安全等領域技術專長中獲益而又不提
供外交回報的時代結束了！” 以色列駐
紐約總領事達揚在推特上對世界發出這
樣的威脅。以《國土報》稱，達揚的話
如果只是表達挫敗和憤怒也就罷了，如
果內塔尼亞胡政府把它作為抵制政策，
只會使以色列陷入麻煩。文章稱，2015
年以出口的壹半來自高科技和國防工業
，而且歐盟、亞洲以及美國分別占其出
口份額 29%、25%、24%。最近幾年，內
塔尼亞胡壹直鼓勵部長訪問中國，促進
兩國的貿易關系。而現在突然禁止他們

出訪，使這幾年的努力付之東流。文章
稱，“這種認為全世界都在針對我們的
感覺只會給以色列帶來損害，為了壹份
聯合國決議而試圖懲罰全世界，其結果
可能比世界壹些國家發起的 BDS 運動(即
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運動)要糟糕得
多”。中國這次在以色列“懲戒”的國
家名單之中。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
員李國富 27 日告訴記者，中國不是安理
會第 2334 號決議的發起國，中國投支持
票是因為該決議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普遍
看法。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學者袁
鵬表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
理事國之壹，這次投票顯示出中國壹貫
堅持的原則，即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
直表明立場。他認為，中以關系沒有結
構性矛盾，不會受太大影響，傷害最大
的是美以關系。

塔烏舉行高層會見
科學家擬 2018 年向太空發信號 兩國關系又邁出重要壹步

給外星人“打電話”？

綜合報導 塔吉克斯坦總
統埃莫馬利· 拉赫蒙當地時間
27 日在首都杜尚別會見了到訪
的烏茲別克斯坦副總理、塔烏
政府間經貿合作委員會聯合主
席魯斯塔姆· 阿濟莫夫，兩國
關系“又邁出重要壹步”。
拉赫蒙首先對烏茲別克斯
坦成功舉行了高水平的總統大
選表示祝賀，對烏政府代表團
訪塔表示歡迎，稱此訪是“推
動兩國關系繼續發展和深化的
重要舉措”。塔烏兩國同處中
亞地區，歷史、地理、文化聯
系密切，且原均為蘇聯加盟共
和國，人員流動自由，共享統
壹的交通運輸網和電網。1991

綜合報導 科學家準備給外星人“打電話”——
從 2018 年開始將發送信號進入太空，而不是等待外星
人聯系地球。
舊金山的非營利組織 METI 宣布了這壹計劃，該
組織負責人道格拉斯· 瓦科赫表示，“外星人可能正
在等待著我們壹個明確的指示，我們已經準備好開始
發聲”。
但目前，各方對於這壹計劃褒貶不壹，壹些分析
認為人類不應該試著尋找外星生命，而是擔心他們可
能想征服地球。
據悉，METI 計劃在 2018 年底發送第壹個無線電
廣播，內容為基本的數學和科學概念。
瓦科赫表示，應該有壹個包含各種各樣信息的說
明書，讓外星人可以更容易理解這些內容。
其實，自射電望遠鏡發明以來，科學家就試圖利

用其尋找宇宙中的其它文明，射電望遠鏡具有“監聽
”宇宙的功能，可發現遙遠宇宙飛船的通訊信號。此
前，來自歐洲空間局的科學家也計劃向銀河系的邊緣
發送信號，內容包括向公眾征集的信息。
然而，也有科學家們認為人類應該避免與外星人
聯系，以防他們是敵對的。
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斯蒂芬· 霍金警告說，外星人
幾乎是肯定存在的，但人類不要努力去尋找外星人，
應該盡量避免與他們接觸。否則，有可能給人類帶來
災難。霍金認為外星人存在的理由非常簡單。他指出
，宇宙有 1000 億個星系，每個星系含有數億顆恒星。
宇宙如此之大，地球不可能是唯壹擁有生命的星球。
他說：“我從數學的邏輯來思考，只是這些數字就可
以極其合理地考慮外星人的存在。我們真正的挑戰是
弄清楚外星生命長什麽樣子。”

年獨立後，兩國因邊境糾紛、
水資源分配等問題而齟齬不斷
。近期，烏茲別克斯坦發生領
導人更替，兩國關系開始向好
。塔官方通報指出，雙方在會
談中就兩國在經貿、交通、通
訊、水資源、電力、文化、邊
防等領域的合作現狀和前景交
換了意見，並就消除兩國在上
述領域的合作障礙提出了建設
性意見，會談“產生了卓有成
效的影響，是兩國關系進壹步
發展的重要壹步”。
恢復通航是此次會談的重
要議題。阿濟莫夫表示，烏茲
別克斯坦希望恢復烏塔兩國通
航。拉赫蒙高度評價了烏方的

提議，並補充說，塔方還完全
支持恢復兩國之間的鐵路站點
，降低貨物過境稅費，調整彼
此之間的電力進出口，擴大在
農業領域的合作，取消和簡化
簽證制度，解決邊界問題。
此外，雙方還討論了國際
政治和地區安全問題，包括共
同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
毒品貿易和跨國犯罪等。
值得註意的是，近期，除
塔吉克斯坦外，烏茲別克斯坦
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
關系也發生了積極變化。本月
22 日，哈外長訪烏，與烏總統
舉行會見。24 日，吉總統對烏
進行了正式訪問。

宇宙中的“冬季仙境”：
年輕恒星輻射能量 色彩斑斕

男子乘飛機穿越時區
度過 47 小時“最長聖誕節”
綜合報導 人們總希望快樂的
時光能夠延續。今年 12 月 25 日，
英國男子弗雷澤· 瓦特(Fraser Watt)
乘坐飛機，穿越時區，度過了壹個
時長 47 小時的聖誕節，成功“延長
”了節日帶來的快樂。
據報道，當地時間 12 月 24 日
平安夜，瓦特搭乘飛機從新西蘭的
奧克蘭出發，壹路向西，途經過中
國香港、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
最終在當地時間 25 日晚 11 點 38 分
抵達美國夏威夷。
瓦特此次飛行時間總計 41 小時

33 分，行程將近 2 萬英裏(約合 3.22
萬公裏)。通過這趟旅行，原本只
有 24 小時的聖誕節被瓦特“延長”
到了 47 小時，他也因此創下了“最
長聖誕節”的世界紀錄。同時，他
還幫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籌集到了
將近 1.6 萬澳元的善款。
瓦特表示，“超長聖誕節”的
想法源於他去年的生日。當時，他
和壹個同樣即將過生日的朋友突發
奇想，想要“追著太陽環遊世界”
，讓生日變得更長壹點。在網上壹
查，他們發現當時“最長壹天”的

世界紀錄是 46 小時，由壹個德國人
創下。於是，他們決定向這個紀錄
發起挑戰。對於身為私人飛機駕駛
員的瓦特來說，飛行已經是家常便
飯。不過，長時間的搭乘飛機，而
且還要追趕時間換乘飛機，實實在
在是對體力和精神的雙重考驗。在
抵達香港後，瓦特只有大約 30 分鐘
的時間換乘下壹班飛往洛杉磯的班
機，簡直是分秒必爭。
58 歲的瓦特在完成旅行後表示
，盡管這趟超長旅行真的讓他非常
累，但他很高興自己能完成它。

綜合報導 美國宇航局(NASA)網站日前發布
了壹張合成圖像，在這個被稱為 NGC 6357 的區
域中，炙熱的年輕恒星向周圍的較冷的氣體輻
射能量，形成了色彩斑斕的景象，在不存在季
節的宇宙空間中，卻仿佛動人的“冬季仙境”

。這個復合圖像包括了來自 NASA 的錢德拉 X
射線天文臺和 ROSAT 望遠鏡的 X 射線數據，來
自 NASA 的 Spitzer 太空望遠鏡的紅外數據，以
及來自英國制造的 Super Cosmos Sky Survey 紅
外望遠鏡的光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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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稱王”賀詞引熱議
歐巴馬疑遭提前打壓波
綜合報道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的團隊
在該國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場風暴，他
們發出的聖誕賀詞被懷疑“將川普比作
耶稣”。此時，正值川普與歐巴馬的
“權力大戰”提前打響，美國俨然出現
“天有二日，國有二主”的罕見政治局
面。
“承諾拯救全人類的‘救世主’降
臨人間，世界迎來新希望。正如當時東
方三賢士(在耶穌基督出生後，有來自東
方的賢士帶著禮物，朝拜耶穌)所做的那
樣，今年的聖誕夜迎來慶祝新王來臨這
個好消息的時刻。我們希望今年慶祝聖
誕節的美國民衆節日愉快，家人朋友親
密無間。”25 日，由川普白宮幕僚長普
裏伯斯等人撰寫的賀詞迅速點燃美國社
交媒體，傳統媒體緊隨其後。前共和黨

總統競選人卡西奇的策略師約翰· 威弗爾
迅速在推特上留言道，“尊敬的共和黨
全國委員會，我們並未迎來新王，你們
的腦子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25 日說，共和
黨全國委員會的賀詞引發社交媒體和輿
論熱議，一些人認爲“新王”似乎指的
是川普，另一些人認爲，將川普和耶稣
比較很荒唐。CNBC 網站稱，共和黨之
前的聖誕賀詞都會被遺忘，今年卻引發
口水戰，因爲他們使用的宗教語言裏有
政治潛台詞。一些人認爲，所謂“新王
”，是未來的白宮幕僚長露骨地將川普
當選與耶稣誕生相提並論。
《華盛頓觀察家報》提到，在川普
勝選後答謝之旅的其中一站，美國福音
派教士格雷厄姆當著數千民衆的面說，

“我認爲，川普當選是因爲上帝顯靈，
上帝回應了成千上萬祈禱者的期待。”
美國“Bustle”網站 25 日稱，川普在競選
中吐露的獨裁言論以及衝動表態，加上
沒有多少共和黨大佬公開與其作對，因
此將川普當選視作“新王誕生”，這種
解讀並不令人驚訝。德國《明星》周刊
26 日強調，川普在推特上公布的一張聖
誕圖片顯示，他站在聖誕樹前握著拳頭
，祝賀“聖誕快樂”，這緊握的拳頭可
能含有很多意義。
“造神運動。”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政治學者梅斯奈爾 26 日對《環球時報》
特約記者表示，共和黨的聖誕賀詞給人
的理解是將川普稱作“新王”。在一個
民主國家，這種稱呼會讓很多人警惕，
川普已經顯示出對權力的渴望以及喜歡

聖誕節後風雪襲擊美東北部

道路結冰交通不便

綜合報道 Accuweather 網站消息，聖
本周二，美國東北部、西南部到西
誕節後，侵襲美國中部的暴風雪系統繼 部灣區都將下雨，進入濕冷天氣。平原
續向東前進，美國東部大部分地區都將 區北部的暴風雪系統威力雖然減弱，但
受此影響，給節後交通帶來阻礙。
交通繼續受到不利影響；至于西岸地區

以及“聖誕節日效應”(Christmas Holiday Effect)。
目前有研究人員進一步排除節日死
亡率增加，與整體冬季期間的效應有關
。美國心髒病協會(AHA)期刊發表的一
項研究即顯示，研究人員在檢視聖誕節
在夏季的新西蘭後，發現該國在醫院外
心髒有關致死事件，于聖誕節期間也出
現增加。
該研究並發現，在聖誕節期間死于
心髒有關病因的人，與在一年中其他時
間類似病因致死者相比，年齡也更低。
對此，墨爾本研究人員稱，“聖誕
節假期效應”或可以解釋死亡率上升的
原因，包括“聖誕節的精神壓力、飲食

上發文稱，“明年 1 月 20 日之後將完全
不同”。報道稱，美國好像形成了兩個
互相競爭的政府。
NBC 新聞網稱，包括攻擊一中政策
、要美國拒絕接受中方移交南海潛航器
等，川普置喙外交政策，打破政權交接
禁忌，當選領導人此前一直遵守“一定
時間內只有一位總統”的規則。德國新
聞電視台 26 日報道說，川普盡管還沒有
宣誓就職，但已經在積極推行他的外交
政策，施加政治影響力。美國處于一個
奇怪的局面：似乎有了“兩位總統”。
休斯敦萊斯大學曆史學教授布林克利對
美國媒體稱，某種程度上，川普是在閹
割歐巴馬政府，兩人避免互相人身攻擊
，但在幕後他們在破壞對方，我不知道
美國人民能從中得到什麽好處。

歐巴馬表示如果能參加總統競選：

我會打敗川普

，一個太平洋風暴將由海岸地區推向西
北部內陸地區。
從華盛頓州西部和俄勒岡州地區到
挨打賀州和蒙大拿州將降雪。五大湖區
往東至東北地區，南至墨西哥灣沿岸西
部地區都將降雨。
由于冷氣團徘徊北部不去，周二，
賓州中部、紐約州至新英格蘭將有凍雨
，橋梁和陸橋尤其可能結冰。從西南部
到東北部部分地區，這段時間凍雨將轉
變爲降雨。氣象人員並指出，細雨和濃
厚雲層可能使華府到紐約市的 95 號州際
公路附近數座主要機場的交通延誤。
國家氣象局氣象人員葛斯特建議民
衆“盡可能避免外出”，他說：“在降
冰和降雪之間，呼嘯北風狂猛凜冽，至
26 日下午所有人都不要出門，然後是鏟
雪時間。”北達科他州大部分地區、南
達科他州西部和蒙大拿州東部小部分地
區已發布暴雪警報，直至 26 日爲止，預
期降雪 8 至 15 吋，風速高達每小時 55 英
裏。

聖誕節“惹的禍”？
假期心髒病發病率攀升
綜合報道 聖誕節期間往往與心髒病
發病率高相關，人們往往不知道原因所
在。最新研究成果發現，這的確是聖誕
節“惹的禍”。
《時代》24日報道，據了解，美國的
研究人員曾發現，聖誕節期間死亡人數會
上升，但是他們並沒有搞清楚是否因爲北
半球冬季天氣導致。而新西蘭的一項研究
也顯示，南半球夏季死亡率低，但聖誕節
假期期間死亡率會有所上升。
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社會學家菲利普
(David Phillip)率先指出此種現象，並被
稱 之 爲 “ 聖 誕 快 樂 冠 心 病 ” (Merry
Christmas Coronary)、“新年快樂心髒病
發 ” (Happy New Year Heart Attack) ，

自己做主的姿態。
由于媒體上的喧囂與爭議，幾小時
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發言人斯派瑟急
忙出面澄清，稱賀詞裏的“新王”與川
普無關。CNBC 稱，對共和黨的澄清一
些人並不買賬，凸顯美國極化嚴重，激
烈的大選過後美國人的神經依然緊張。
“新王風波”鬧起來之際，川普與
歐巴馬的權力大戰已經打響。《紐約時
報》23 日說，川普當選以來一直與歐巴
馬保持著禮貌相對，但隨著川普在以色
列、核擴散等敏感問題上發表刺耳的不
同政見，歐巴馬爲保護自己的遺産也越
來越具侵略性。上周五在以色列問題上
雙方鴻溝擴大，歐巴馬政府在安理會投
了棄權票，此前一天，川普公開要求歐
巴馬投否決票。投票之後，川普在推特

變化大、飲酒量增加、假期醫院值班醫
生減少、外出探望親友導致的環境變化
大等。”
墨爾本大學衛生政策中心（Centre
for Health Policy） 的 奈 特 （Josh Knight
）表示，病危患者也可能一直掙紮著活
到聖誕節才安然離世，“早前已有研究
稱人能夠調節他們的死亡時間，而這也
是聖誕節假期效應的另一個解釋。”
同時，納特表示爲了正確分析出原
因仍還有更多工作要做。他還表示，病
人可能在假期期間尋找醫生困難，“聖
誕節期間，人們通常會去新西蘭旅行，
這樣就會讓病人遠離自己曾經的醫療設
備。而這會延誤看病。”

綜合報道 歐巴馬表示，如果自
己能夠參加總統競選，絕對能夠打
敗川普。
即將離任的歐巴馬對自己的
前 高 級 顧 問 ， 現 就 任 CNN 的 阿 克
塞 羅 德 表 示 ， 他 對 自 己 2004 年 在
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的演講中提出
的“一個團結的美國”願景依然
充滿信心。“我對這個願景有信
心，如果我再次參加總統選舉，
重現闡述這個願景，我相信我可
以動員大多數美國人，支持它”
。歐巴馬表示。
歐巴馬這樣形容“美國團結”
：包容、多樣、開放，充滿活力。
歐巴馬還說，在他的任期中，美國
已經“某種意義”上有了這樣的態
度。“（這）體現在全美的各個社
區，我們可以看到，年輕的一代更
聰明、更包容、更具創新意識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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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力。因爲某個人的性取向而産生
歧視？他們連想都不會想。”歐巴
馬表示。
另據皮尤中心民調顯示，88%的
民主黨的民衆受訪時表示，他們對
歐巴馬任期的表現持肯定態度，但
只有 15%的共和黨的民衆表示同意
。另外，米歇爾反而比丈夫歐巴馬
更受到歡迎：72%的受訪民衆都對米
歇爾持正面態度。其中民主黨支持
者中，高達 93%的民衆肯定了米歇
爾，共和黨支持者中，44%民衆持相
同意見。
這份調查還顯示，在 1502 名受
訪民衆中，45%的民衆期待歐巴馬能
以”表現卓越“被曆史銘記。這一
比例遠遠高于小布什。小布什任期
將結束的時候，57%的受訪者預測，
曆史將會以“不合格”和“差勁”
來評價小布什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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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美方未免除債務
柬方擬追索戰爭賠償
綜合報導 針對美國長期不肯取消
柬埔寨王國的債務，近日獲悉柬埔寨王
國掃雷機構主席興洛塔那表示，要求美
國在上世紀 70 年代轟炸柬埔寨的行為
作出補償。
興洛塔那在其官方社交媒體表示，
還債要本金加利息，而因戰爭而破壞他
國的行為，必須根據事實進行賠償。
他說，美國在 1963 年至 1975 年轟
炸柬埔寨，據前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於
2000 年承認，美國從 1965 年 10 月 5 日
至 1973 年向柬埔寨投下近 280 萬顆炸彈
。他表示，根據許多調查資料顯示，在
美國轟炸柬埔寨期間，約有 50 萬人死
亡，還有更多人死於遷移、饑餓和疾病
。如果只考慮掃除炸彈的工作花費，其
金額估計高達數十億美元。
他說，根據 1972 年至 1975 年的資

料顯示，柬埔寨向美國借錢 2.78 億美元
，至今加上利息，須要還債高達 4 億美
元。柬是分四次向美借錢的，而在
1973 年是柬向美借錢最多的時期，當
時也是柬埔寨被轟炸最嚴重的時期。
興洛塔那問，由於柬埔寨貧困，其
他友好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日本
等國取消債務，或把債務轉為援助項目
，有利於柬埔寨重建家園，為何美國卻
不肯取消債務，幫助柬埔寨脫離苦境？
24 日晚洪森首相在西港出席第五
屆海洋節開幕式上表示，希望美國新任
總統特朗普考慮，免除上世紀 70 年代
柬埔寨朗諾政府所欠下的美債。
去年，柬埔寨曾向美方提出，要求
將 70%的債務轉為柬發展項目援款，而
剩余 30%的債務，柬政府將償還美國。
但美國沒有同意。

韓網站揭世越號被撞沈真兇

或為韓國海軍潛艇

綜合報導 壹部長達 8 小時 49 分鐘
的紀錄片“世越 X”26 日上午出現在韓
國社交視頻網站，其主要內容為揭露
“世越”號沈船的真正原因，指出“肇
事者”或為韓國海軍潛艇。
據韓國《朝鮮日報》27 日報道，
韓國網民調查團 ZARO26 日上午公開
了壹篇關於追蹤“‘世越’號沈船事故
真相”的紀錄片，主張沈船原因系遭到
外部沖擊，並非此前官方所說的超載、
船舶年久失修等原因。
報道稱，ZARO 通過多方渠道獲
取了海上交通管制中心(VTS)保存的事
故當天事發海域的雷達影像資料。結果

發現，“世越”號沈船之際，其移動
軌跡呈 J 字形。而此時船舶後部出現
了另壹個物體的移動軌跡，其大小約
為“世越”號的 1/6。此前壹些專家
稱，該物體應該是從船上掉下來的集
裝箱。
ZARO 卻認為，如果是集裝箱，
應該是隨波浪方向移動，但該物體不
僅能逆流而行，且移動速度時快時慢。
因此，懷疑該物體自身帶有驅動力，很
可能是軍方潛艇。 ZARO 呼籲：“只
有軍方公開其雷達影像資料，‘世越’
號沈船謎團才能解開。”
韓國國防部 26 日否認稱，事發海

綜合報導 韓國利用未來技
術，制作出猶如在科幻影片《阿
凡達》裏登場的機器人。
這個由平面造型設計師布爾
加羅夫設計的機器人高 4 米，可
以配合坐在胸部控制席上的人的
動作，雙腳走路，雙臂做出動作
。據悉，重 1.6 噸的 Method 2 可
用 60 厘米的步幅走路，根據人
的動作自由自在地讓雙臂和手指
動作。
這個項目從 4 年前開始，招
募參與制造者費時 2 年，目前已
投資 300 億韓元左右。

韓仿制《阿凡達
韓仿制《
阿凡達》
》機器人
高 4 米可自由做動作

泰警方抓最大寺廟“問題住持”告吹

因上萬信徒阻撓
綜合報導 近日上午，泰國警方出動
5 個連警力以及軍方、特別案件調查廳和
拆彈專家等多個部門工作人員，聚在泰
國最大寺廟法身寺多個出入口，準備進
入寺廟搜捕涉嫌洗錢與詐騙的 72 歲前住
持法勝法師。最終，因上萬信徒的阻撓
，抓捕行動被迫撤銷。今年 6 月，泰國警
方準備把法勝法師帶回警局問話，也因
為被數千名信徒阻擋，無功而返。
泰國警方用擴音器朝法身寺內喊話
域水深為 37 米，商船和漁船往來頻繁
，且水流急速，並非潛艇活動區域。而
且事發當天，海軍並沒有在事發海域附
近進行作戰演練。韓國國防部還強調，
對於詆毀和誹謗海軍的行為，將通過法
律途徑嚴懲造謠者。

韓將舉行總統彈核案首場辯論 特檢組扣押前高官
綜合報導 韓國憲法法院本月 27 日
就總統樸槿惠彈核案進行第二次預審，
聽取國會彈核委員團和總統訴訟代理人
的意見，並確定 1 月 3 日進行首次審理
，5 日進行第二次審理。
據報道，專門負責彈核案審前準備
程序的法官李貞美、李鎮盛、姜日源主
審當天根據雙方提交的準備資料，明確
了雙方爭論焦點。
韓國總統代理人請求憲法法院向文
化體育觀光部、國民養老基金公團、三

星、全國經濟人聯合會以及對 Mir 財團
和 K 體育財團出資的企業等 16 個機構
求證有關事實。
韓國國會彈核委員團對此表示反對
，稱這有可能向有關機關施壓，使客觀
陳述變質為主觀表態。總統代理人方面
反駁稱，可通過核實事實省略不必要的
作證程序，加快彈核案審理進程。
憲法法院將召開法官會議，決定是
否接受總統方面申請。憲法法院將於本
周五(30 日)進行第三次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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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前報道，22 日，韓國憲法法
院召開全體法官會議，就總統彈核案進
行首次預審，國會和總統樸槿惠訴訟代
理人提交的案件關鍵證據和證人目錄初
顯輪廓。特別是憲法法院要求辯方具體
說明樸槿惠在“世越號”沈沒當天事發
7 小時內的行蹤。
據悉，首次預審僅持續 40 分鐘，
主要以國會和樸槿惠訴訟代理人提交的
證據和證人目錄等為基礎，梳理了雙方
辯論焦點。

， 承 諾
“不帶武
器進入寺
廟搜查，結束後便立即撤回”，希望寺
內人員配合拆除門外公共區域內的圍欄
，並把堵在門口的 4 輛車開走。特案廳工
作人員還在法身寺周圍使用無人機高空
拍照，觀察寺廟內的情況。寺方表示會
配合，但過了 3 小時，警方發現寺方不但
未拆除門外的攔網，反而在門內也設置
攔網。於是，警方只好自己動手拆除了 5
號門外的綠色攔網和鐵絲網。
27 日中午過後，負責搜查法身寺的
泰國警方表示，“今天的任務已經結束
，我們沒有對寺廟采取行動，因為裏面
信徒和僧人眾多，我們沒有接到進壹步
行動的命令。”寺廟方面稱，目前寺廟
內外的信徒和僧人共有壹萬人。
泰國警方早在上半年就對法身寺前
住持法勝法師提出訴訟，指控其涉嫌洗
錢、非法占地等罪名，但法身寺對此不
予理睬。今年 6 月，泰國警方與寺方代表
曾在媒體面前公開談判，但寺方堅決不
肯交出法勝法師。目前法身寺涉及的案
件多達 43 宗，警方多次要求進入寺廟執
法，並以停水停電相威脅，但法身寺不
斷召集大批信徒進行圍堵，警方無可奈
何。
法勝法師案始於壹起信用合作社款
項被侵吞案件。據《曼谷郵報》報道，
空盞信用合作社前社長蘇帕猜被爆在任
職期間非法挪用公款約 110 億泰銖(約合
20.3 億元人民幣)，被判刑 16 年。泰國特
別案件調查廳在對蘇帕猜的調查中發現

，他與法身寺的住持有過接觸，並將其
中近 9 億泰銖(約合 1.67 億元人民幣)捐贈
法勝法師及法身寺。法勝法師否認相關
指控，稱並未參與洗錢，從蘇帕猜處收
到的捐助均用於寺廟日常開支。特別案
件調查廳認為，即使是這樣，法勝法師
也要接受傳喚，配合司法調查。不過，
據泰國《每日新聞》報道，法勝法師多
次以事務繁忙、身體不適等理由要求延
期。特別案件調查廳認為法勝法師刻意
逃避傳喚，向泰國刑事法院申請逮捕令
。6 月 16 日，泰國警方對法身寺展開突擊
行動，但最終沒有抓捕法勝法師。
法身寺壹直否認法勝串謀洗錢，稱
這些指控“毫無根據、居心不良”，稱
該項指控背後有政治動機。有消息稱，
法身寺與泰國前總理他信及他信的支持
者“紅衫軍”聯系緊密。新加坡《聯合
早報》稱，法身寺事件可能牽扯到政治
問題。
不過，《悉尼先驅晨報》27 日報道
說，法身寺否認寺廟卷入政治，並表示
法身寺在泰國的各個政治派別中都有支
持者，而且信徒在寺廟裏不準談論政治
。法身寺還表示，如果逮捕法勝法師，
將是泰國佛教毀滅的開始。
法身寺位於曼谷近郊，是泰國最大
最有名的佛教寺院，占地面積相當於 550
個足球場，擁有大量現代化設施。該寺
廟有常住僧侶 1000 多人，泰國不少地位
顯赫的政商界人物均是法身寺的信徒。
據泰國《民族報》27 日報道，該寺有自
己的電視臺，電視頻道覆蓋 76 個府，目
前已被吊銷營業執照。

臺灣新聞

離岸風電政策 環團籲近岸暫緩開發
（中央社）台灣海峽近岸為中華白海豚棲
息地，多個環保團體今天呼籲，政府離岸風電
政策應先從遠岸開始開發，近岸生態比遠岸豐
富許多，應先詳細的調查近岸風場，再進行環
評檢討與修正。
環保署今天召開第 306 次環評大會，其中
一案為離岸風力發電政策環評。彰化縣環境保
護聯盟、台灣西海岸保育聯盟等多個環保團體
在環保署前召開記者會，要求近岸 6 浬內或水
深 30 公尺內的近岸區塊，應暫緩開發。
環團表示，近岸生態比遠岸豐富許多，應

先更詳細的調查開放近岸風場，再進行環評檢
討與修正。此外，為了保護有可能在離岸風電
區塊附近出沒的中華白海豚，台灣西海岸保育
聯盟研究員吳慧君指出，雖然有規劃監測、減
緩水下噪音措施，但根據香港鯨豚保育專家表
示，水下噪音減緩措施並沒有用。
環團指出，並不反對政府積極發展離岸風
力，但政策目標應改為先遠岸、後近岸，示範
風場所在的近岸區塊都應全面暫緩，以減輕環
境衝擊。

進駐北市千萬豪宅 詐騙集團專騙中國人
（中央社）吳嫌為首的詐欺集團進駐北市文山區價值千萬豪宅，專鎖定中國人進行電信詐騙
，想趁年前大撈一筆，刑事局循線破獲該集團。
刑事局調查，吳嫌等人長期在東南亞從事電信詐騙，但因近來中國積極緝捕境外詐欺，他們
擔心被帶到中國審判，決定分批回台，另起爐灶，在北市文山區某知名大學後山，承租價值千萬
豪宅，並大量招兵買馬。
該集團假冒電信公司、醫保中心服務人員（一線）、公安（二線）、檢察官（三線）等名義
，分處 1 樓、2 樓及 3 樓進行詐騙，刑事局在外長期跟監，27 日下午 1 時確認屋內有電話鈴聲及大
聲訓斥被害人聲響，持搜索票入內，當場逮捕吳嫌等 12 人，取獲電腦 3 台、無線電 10 部、詐騙話
機 29 部、網路設備 1 批等贓物。
刑事局表示，經過檢視現場證物，粗估該機房在 10 月中旬運作，詐騙所得超過百萬人民幣，
警方在屋內時，中國籍被害人仍不停撥打電話至該機房，只好充當接線生，告知已遭詐騙。
警方發現吳嫌等 12 名嫌犯，有毒品、詐欺、槍砲等前科，都是吳嫌友人好康逗相報，聲稱可
入住豪宅輕鬆賺錢，即加入詐騙集團，大多為 30 歲多歲無業青壯年，，警方將持續針對其名下財
產及帳戶報請法院查扣，追回不法所得。

黨產問題訴諸國際媒體

國民黨副主席胡志強（
國民黨副主席胡志強
（前）28 日舉行國際記者會
日舉行國際記者會，
，向外媒說明黨產相關問題
向外媒說明黨產相關問題。
。

李宏基死刑定讞 蔡總統上任首例 買種子自己種

2男設大麻工廠遭逮



況且，殺害兒童無論出
於何種動機，行為人主觀性
（中央社）王、陳兩名男子自己買大麻種 株 197 株、插株培養杯 7 杯、靚土 13 包、培養
格顯然是兇殘暴戾、鐵石心
子，並到租用的公寓成立工廠栽種，但因惡臭 土 4 批、肥料 4 袋、生長棚 3 組、掛帳 2 組、穩
腸，客觀上非但欺負弱小，
難聞，被鄰居投訴，北市刑大循線逮捕 2 人。
壓器 4 組、燈源 20 盞、定時器 6 個、溫濕度計 1
尤其剝奪兒童平順長大成人
台北市刑警大隊調查，王、陳 2 嫌背景單 個、澆花器 1 個、剪刀 2 支、電風扇 2 台、除濕
的機會，絲毫不尊重幼小生
純，由王嫌負責在大台北地區負責採買大麻種 機 1 台等證物。
命權，危害社會治安甚大，
子，陳嫌則刻意選擇離住家不遠處租公寓，利
警方訊後把王、陳 2 嫌依違反毒品危害防
足以該當最嚴重的犯罪情形
用台中氣候大量栽種，為了讓大麻順利生長， 制條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毒品查緝
之一。
還開窗留縫通風，但樓上住戶近日常向大樓管 中心呼籲，大麻在台灣未合法化，仍屬管制第
最高法院也指出，行為
委會抗議惡臭頻傳，逐向警方報案。
二級毒品，走私大麻種子、栽種、持有及施用
人有無教化可能，雖屬法院
北市刑大毒品查緝中心展開長期跟監，眼 大麻皆屬違法行為。
量刑審酌的事項，但非唯一
見時機成熟，前往大麻工廠搜索，查獲大麻成
，若所犯情節嚴重，仍難解
免死刑應報；然而，行為人若自知死罪難逃，主動求死，則法院 醫近二月死亡，情節至重、事證明確，無冤判之虞，符合 「求其
生而不可得」之標準，因此維持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更一審見
判死，足當 「死者與我皆無憾焉」。
最高法院合議庭認為李宏基出於縝密計畫殺人，使得幼女延 解，駁回上訴、死刑定讞。


（中央社）李宏基家暴殺人案，最高法院合議庭認為李宏基
出於縝密計畫殺人、無冤判之虞等，今天判決死刑定讞，而這也
是總統蔡英文上任以來，最高法院第一起判死定讞的案件。
李宏基於民國 103 年 4 月，在 2 名幼女就讀的幼兒園前持刀
殺死前妻，並擄走其中一名幼女，在車上燒炭自殺；李宏基和女
兒送醫急救，李救回一命，幼女在治療兩個月後不幸身亡。
這起案件在一審法院審理時，李宏基被判處無期徒刑；二審
法院及其更一審，均判李宏基死刑。案經李宏基的律師代為上訴
，最高法院日前開庭進行生死辯。
最高法院今天發出新聞稿指出，東、西方國家對於死刑存廢
的理念不同，在我國於立法廢除前，司法祇能審慎處遇，不幸少
數國人卻有 「殺人不會死」、 「只殺一個，不致被處死」的錯誤
觀念。
最高法院認為兒童是族群繁衍的希望，無論國際公約或內國
法律，皆予特別保護，且兒童應是獨立個體非父母資產，父母有
撫養義務，但無侵害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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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畸形實錄 一屋劏成 10 房
▼

記者
在單位
內用手
測量單
位 大
小。

單位頂部石屎剝落，陳女士用膠紙擋着。

▼

高樓價下，香港樓市變得越來越畸
形，最近有發展商更終極推出 128 方呎
房化，大家在慨嘆之餘，其實對真正的
劏房生活又有多少了解？香港文匯報記
者最近走訪多個貧困家庭，媽媽與女兒
住在大小約 50 方呎的“鐵皮屋”，無
一瓦之覆；外籍女傭因種種問題無法回鄉，困居劏房。大家聽着
只顧自身利益，要求政府付出更多，有誰想過這些社會最低層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圖：張偉民

■陳女士劏房
對面就是信置
的 新 盤 ONE
MADISON，
女兒嚷着“我
要住對面座靚
樓”。

陳女士(化名)租住的劏房位於九龍長沙灣
一幢舊式唐樓，外觀及內籠都相當殘

鐵皮屋頂 老鼠爬來爬去
房間頂部以簷篷遮蓋，部分材料為“鐵
皮”。記者採訪當日，陳女士佝僂着身
驅，有點怕生地坐在床上：“因為個頂係
鐵皮嘛，夏天真係超熱，根本瞓唔到，落
雨就飄晒入嚟，早排我擺啲膠紙來擋下，
但有時沙呀、石呀都就咁跌落嚟，越住越
驚，老鼠仲會爬來爬去，夜晚都瞓唔着，
你話火燭邊有得救。”言談間一度哽咽。
在平常人眼中看似難以想像的惡劣環
境，陳女士與女兒 3 年來就蝸在這裡起居生
活、讀書寫字。陳女士不知道自己單位的
大小，因為單位是前年去世的丈夫留下
來，她與女兒繼續租下去：“ 如果人地問
我，我會話兩手一伸，咁闊就咁闊。”

靠綜援過活 母女相依為命
與女兒相依為命，但因為陳女士是廣西
來港的新移民，尚未能領取綜援，現時只有
靠 6 歲女兒每月 4,000 多（港元，下同）的
綜援過活，每月劏房租金約 1,800 元，已佔

香港貴為國際金融中心，但貧富懸殊卻
也是觸目驚心的。扶貧委員會高峰會今年 10
月公佈，2015 年的貧窮人口為 97.1 萬人，人
數是自 2012 年持續下跌兩年後首次反彈，
上升約 9,000 人，貧窮率維持在 14.3%，即
是每 7 個港人就有一個是窮人。以上陳女士
的故事在香港並不罕見，至於一些發展商竟
於新盤內“劏出新境界”，推出 128 方呎的
“宿舍單位”，將港人生活質素進一步推
低，生活尊嚴不斷被磨蝕。究竟香港的居住
環境還要有多惡劣，才能讓政府正視問題，
讓發展商找回良心，讓市民軟化鐵石心腸？

■記者走進一個被劏成
10間房的
10
間房的“
“單位
單位”。
”。

公屋輪候4.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顏倫樂）香港房屋居
住問題，無論私樓與公屋
等都十分嚴峻，房委會早
前公佈截至今年 9 月底，
公屋輪候冊申請約有
28.65 萬宗，一般申請者
的平均輪候時間由上季 4.1 年延長至 4.5
年。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預
期隨着未來 5 年將有 7 萬多個公屋單位
供應，輪候時間待 2020 年後才會逐步
降低，但不會放棄 3 年配屋的目標。
為了增加公屋供應，房委會資助房
屋小組委員會近日討論收緊公屋富戶政
策，除通過收緊現行公屋富戶入息及資
產均逾上限才須搬走的“雙軌制”，改

■ Amy 在
這個不足
60 方呎的
劏房中住
了 4 年。
永遠留在這寸步難行的蝸居，亦心甘情願。

房間僅可放床褥衣櫃
當日記者探訪的時候，Amy正預備火鍋配料和男
朋友一起打邊爐，食物都是以丸類和蔬菜為主，令平

&

富戶
“一換一”供應無增加
連串措施，相信會釋放不少公屋單
位，但亦須留意措施並非實質增加市場
房屋供應，叮走富戶的同時，亦會釋放
需求到私樓市場，即是富戶須在私樓市
場買樓或租樓，富戶騰空出一間公屋
後，但又佔用了一間私樓，結果只是
“一換一”，供應量並無實質增加，對
市場造成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價海鮮鮑魚在食物中特別耀眼，她說平時吃得便宜，
今日遇上一些開心事故慶祝一番。在2007年，她從印
尼逃到香港當傭工，當年她只有 17 歲，因為父親早
逝，母親又身患重病，故向不少人借了錢，最後債主
臨門聲稱如果未能還錢，就要她“肉償”，成為債主
的妻子。她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與母親一併逃亡，
最後選擇了香港。
Amy成功使用工作簽證在香港工作了2年，最後
在未能找到其他僱主續約的情況下，失去了工作簽
證，只能領取行街紙繼續生活。輾轉間她找到這間只
需要每月 1,900 元的劏房，她歡天喜地住下來。房間
只可以放下一張床褥和一個衣櫃，不過她卻非常滿
足，喜歡在房間聽音樂，跟鄰居聊天，每逢夜幕低
垂，她便會到街上跑步，欣賞香港黑夜中的霓虹燈。
她指，以前很怕黑夜，因為印尼的治安差，常常有打
劫、殺人、肢解等駭人傳聞，故很少夜裡獨自外出。

隨時遭遣返 留港是恩賜
唯一不習慣的就是“悶”，因為沒有工作簽
證，只能領取政府每月約 3,000 元的綜援，現在只能
過得一天就一天，政府可以因為非法逗留的緣故將
她遣返印尼，不過她覺得能留下都是上天給她的恩
賜，因為香港給她活着的機會，也讓她尋找被愛的
感覺。Amy 的男朋友是香港人，29 歲，任職工程
師，因為男朋友的媽媽不希望與她居住，故未能與
男朋友同居，不過戀愛已經讓她心滿意足。

供應量水分多 盼訂人均面積目標

港府近年不斷強調，指未來 3 至 4 年
一手市場私樓潛在供應量有 9.3 萬套，是
歷史新高。事實內裡水分甚多，原因是政府近年以賣
地條款及稅費等手段，促使發展商大建劏房。一個地
盤，以前規劃可建 200 套，現在劏細後變成建 400
套，供應量馬上倍增。
峰會今年 10 月公佈，2015 年的貧窮人
口為 97.1 萬人，即約 7 個人就有 1 個窮
人。

為其中一項超出上限即須叮走的“單軌
制”，富戶入息上限亦定為不逾公屋入
息限額 5 倍，資產則定為不逾公屋入息
上限 100 倍，而擁有住宅物業的公屋戶
同樣“冇得留低”，政策將於明年 10
月開始實行。

逃難印傭：活着就是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美婷）劏房和印傭聽來好像格
格不入，不過曾任家庭傭工的
Amy，卻在長沙灣這個不足 60
方呎的劏房中住了整整 4 年。
當年因為家裡被債主逼婚，無
可奈何的情況下逃難到香港，
遇上善良的僱主，讓她嘗到了
印尼沒有的溫情，雖然沒有偌
大的房子，也沒有豐足的生
活，不過卻深愛這地方，就算

港窮人 97.1 萬 每 7 人 1 個窮

港貧富懸殊 全球第 11
香港貴為國際金融中心，但貧富懸殊
程度也是世界級的。政府統計處今年6月
公佈，香港2015年堅尼系數達到0.537，
是40年來的新高。堅尼系數超過0.5代表
很高及很壞，數字越大代表收入差距越
大，在全球約 150 多個國家及經濟體系
中，去年香港堅尼系數排第11位，即全球
僅10個國家的貧富懸殊程度超過香港。
花旗銀行今年 3 月公佈的調查指，
以香港人口 732 萬人計算，每 124 人中
就有 1 人是千萬富翁。但扶貧委員會高



破，沒有電梯自是必然，記者走上暗黑無光
的樓梯，推開三樓的藍色木門，進入一個被
劏成 10 間房的“單位”。陳女士居住在其
中一間“鐵皮屋”，目測只有 50 方呎左
右，房內除了一張放滿雜物的碌架床、一張
小桌子，空間已經用完，電器只有一個風
扇、一部超舊式的“大牛龜”黑白電視機及
一個小型雪櫃，這就是陳女士全部的家檔。

去陳女士收入的一半，其餘書簿雜費 300
元，加上起居飲食各項使費，所餘無幾。更
令人鼻酸的是，之前為了幫丈夫醫病及應付
女兒上學的費用，陳女士欠下老家親戚多達
14 萬元，在她眼中尤如天文數字。
陳女士年紀不小，已經 50 歲，雖然生
活艱難，但她亦一直想做兼職幫補，奈何小
學程度的她識字不多，工種選擇少之外，又
因為要照顧女兒，上班時間及地點都要店主
遷就，更為局限，“我一直搵緊工，現時只
有靠綜援，呢幾個月我都應該攞到，但我仲
要繼續搵工。”
她現時唯一的希望只是要一間公屋，理
由極其簡單：“舊年 5 月已申請公屋，單親
應該可以快啲，有間公屋先可以解決安全問
題，小朋友一日一日大，但你又畀唔到好的
環境佢……”言談間數度落淚，女兒則走到
她跟前為其拭淚，場面令記者心酸。

■陳女士居住在長沙灣
一間“
一間
“劏房
劏房”，
”，目測只
目測只
有 50
50方呎左右
方呎左右。
。

等到頸長

士，生活願望其實只為有一個安樂窩，或過得有合理的尊嚴？

 

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卻如水過鴨背，每當重大規劃推出時





“劏房則”，令市場嘩然。私樓面積劏

港人均居住面積亞洲最小
這種做法的確可以於短期內“谷大”供應量，
但另一方面亦因為劏房的總銀碼小，呎價就算訂得
高過正常單位亦不難出售，結果是，這些新增的

“供應”不單無助平抑樓市，反而因劏房越來越高
的呎價，進一步推升了樓市。
另一方面，這些劏房的存在，其實是畸型樓市
的警世異象，並不值得提倡，它是以犧牲香港人的住
屋質素作為代價，只能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必須
適可而止。
面對小單位現在越出越小的窘局，政府必須拿
出政治勇氣及承擔，設立單位面積下限，例如最細面
積不得小於 20 平米，再因應私樓供應量作出彈性調
整，實實在在地提高港人生活質素，還港人生活尊
嚴。
■記者 顏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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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美國兩家庭收養

華裔雙胞胎110年後相認
華裔雙胞胎
Audrey 和 Gracie 兩 人
看到聊天的畫面，你一定會以
使分隔 10
對雙胞胎即
這
ie
c
ra
G
上圖片
右）和
一姿勢。 網
■ Audrey（
同
出
擺
犀
時仍心有靈
年，在拍照

是交付美國兩個不同的

為這是對尋常的好朋友，嘰嘰
喳喳說個不停。但細看下來，
你會發現，這兩個小女孩兒有
很多相似之處：表現在她們的
微笑、她們的眼鏡、甚至她們
穿着的格子襯衫上──這些都
是沒有計劃過的。然而在上周
五之前，她們根本還不知道對
方的存在。儘管她們是一對雙
胞胎。

家庭領養。10 年後，其

福利院合照成線索

10 年前，江西一對
雙胞胎女孩出生後不久
被遺棄在縣福利院門
口。因登記的出生日期
不同，福利院並沒有把
姐妹倆當作雙胞胎，而

■ Gracie
（左）每
天上學前
都會早起
與 Audrey
說說話。
網上圖片

中一位養母為了給女兒
準備聖誕禮物，意外發
現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這對失散多年的姐妹終
於得以團聚。 ■鳳凰網

今年年初，Audrey 的養母
Jennifer 想找回當年的領養廣告
送給女兒當聖誕節禮物。沒想
到，Jennifer 在尋找過程中意外
發現，一張在福利院拍攝的照
片裡竟然有兩個 Audrey。後來
Jennifer 終於查到另一名女孩就

19,999元 “故宮手機
故宮手機”
”遭質疑作秀
一家手機廠商聯合北京故宮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近日推出了一款手
機。機身融合了團龍、祥雲等傳統
圖案的手機每部售價19,999元人民
幣，號稱全球限量 999 台，預計
2017 年 1 月底上市。不同於故宮以
往幾次在文化產品上創新的好評如
潮，不少網友認為“故宮手機”有
利用工匠精神作秀的嫌疑。

作。不過，認證身份為北京故宮文化
服務中心的“故宮淘寶”在評論區回
應就豪華手機一事提問的網友稱“不
是我”。
最近幾年來，故宮一系列“萌
系”文創類產品受到年輕人的追捧。
跨界合作領域，故宮也有諸多嘗試。
2015年8月，故宮與電影《新步步驚
心》聯合開發了“戒急用忍”系列文
■不少網友認為“故宮手機”有利用工匠精神作秀 化創意產品，今年 7 月又聯合騰訊合
“故宮淘寶”稱“不是我” 的嫌疑。圖為“故宮手機”。
網上圖片 作推出了故宮版《天天愛消除》遊
手機廠商介紹，手機設計靈感來源 則壓襯海水江崖紋圖案。
戲。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此前
據了解，這款手機由品牌方與北京 曾對媒體說，希望通過這次合作，能搭
於故宮皇家藏品，融合了“團龍、祥雲
紋、海水紋飾”等傳統宮廷元素。機身 故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合作推出。手機 建起傳統文化與“中國智造”的新媒
背部中央採用 18K 鍍金鏤空浮雕團龍紋 廠商日前於官方微博曾發佈消息表示， 介，為故宮文化注入科技產業起到典範
飾，團龍上搭配小牛皮上雲下海圖，下 將與故宮博物院官方旗艦店進行跨界合 帶動效應。
■《北京青年報》

騰龍教育學院
騰龍教育學院
中 英 雙 語 幼 兒 園 （1 歲半～5 歲） 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Talent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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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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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龍 課 後 班 After School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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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Gracie，當年被華盛頓州的 後，Gracie 每天上學前都會克
一個家庭領養，通過facebook， 服兩個小時的時差早起，與Au她跟這對極其有緣的養父母聯 drey 說說話。下一步，這兩家
繫 上 了 ， 並 建 議 提 交 兩 人 的 人計劃一起出門旅行，讓她倆
DNA樣本核對血緣關係。
線下見面。就是這麼一個由聖
Gracie 的養母在第一時間 誕禮物引發的認親活動，Jenni告訴了女兒這事，表示其他家 fer 笑說：“我的聖誕禮物最後
庭遇到這種情況的做法可能不 比 我 想 像 的 好 像 大 了 一 點
同，但對於她們家而言，立刻 點。”
告知 Gracie，讓她自己消化處
理這件事是最好的辦法。Gracie
的養父說：“我們對她一直都
很誠實，因為知道她可以正確
處理這事……不需要隱瞞，她
需要知道，而且她也想知
道。”
就在聖誕前一個普通的周
五，分離了 10 年之久的雙胞胎
年前，
，兩姊妹分別被美國
姐妹終於在網上團聚。雖然一 ■ 10 年前
兩個家庭領養。
。 圖為兩姊妹小
個住在華盛頓州，另一個在威 兩個家庭領養
時候在福利院合照。
。 網上圖片
斯 康 星 州 ， 但 兩 人 聊 過 一 次 時候在福利院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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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遷飛，尋找溫暖的地方過冬。 鳥類有 5 種，被列入中國物種紅色
海南島作為冬候鳥的重要越冬地之
名錄中的鳥類有1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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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濟
財經專題

文匯財經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上月中宣
佈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
25 個 基 點 到 0.5% 至 0.75% 的 水

■責任編輯：徐曉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

星期五

息。從英國公投“脫歐”，到特朗
普爆冷當選美國總統，再算意大利
修憲公投失敗，2016 年堪稱“黑
天鵝之年”。尤以特朗普當選，一
度令股市、匯市大跌，不少專業人

保羅·都鐸·瓊斯二世
Paul Tudor Jones II

士至今仍擔憂他上任後會不按常理
出牌，令全球市場再起波瀾。除此
之外，歐洲還有其他國家醞釀脫

62歲，美國
福布斯排名120位

歐，2017 年再度飛出“黑天鵝”
的可能性相當高。
不過，亂世出英雄。綜合多個

核心建議

外電報道，至少有 5 位榮登 2016

支持新興市場

年福布斯富豪榜的頂級炒家無懼
“黑天鵝”影響，對投資作出各種
部署和建議。他們從交易員身份做
起，依靠超前的眼光和卓越的戰略
成為頂級富豪。大師級的身家，你
也許複製不了，但他們的投資心法
及態度，你完全可以學習。
■記者 周曉菁

■瓊斯二世
堅信：“不
要把自己當
作英雄，要
常常質疑自
己、以及你
的交易能
力”。

岡拉克有“新債王”之
稱，是基金界的風雲人
岡拉克
物。在2009年被信託公
Jeffrey Gundlach
司 TCW Group“炒魷
57歲，美國
魚”後，他立刻網羅前
福 布 斯 排 名 1,275
同事，創辦 Doubleline
Capital（雙線基金），單 位

核心建議
現金為王

■岡拉克預計美
元會下跌，而金
價短期會上升。

謂的“特朗普交易”早已經結
束，市場在特朗普 1 月 20 日上台
前就會扭轉。他又預計美元會下
跌，美債收益率則會在高位橫
盤，到特朗普正式上任時股市將
會見頂，而金價短期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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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等到零利息

2016 High Lander
（10 月 20 日起）

2017Camry

提前實施 0%利息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1、ISIS 針對中東產油國的設施發動攻
擊，油價漲至百元美金大關

TOYOTA

Steven Ye 葉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713)518-3169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 Houston 所有的 TOYOTA 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 TOYOTA 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 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David Luo 羅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713)732-8388
(銷售部經理)
由 Steven Ye 和 David Luo 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 Ray Lee 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 David Wang 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940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Bella 張
(281)223-2919

2、英國退出歐盟
3、銀行業受到大規模網絡攻擊
4、歐洲難民潮加大，歐盟陷分裂
5、中國經濟下滑，軍事力量抬頭
（南海主權爭端，亞洲形勢緊張）
6、以色列襲擊伊朗核設施
7、俄羅斯獨自在敘利亞建立新秩序
8、溫室效應惡化，農產品遭受損失

大衛·泰伯
David Tepper

9、拉丁美洲陷入衰退 10 年（巴西、阿
根廷、委內瑞拉）

59 歲，美國
福布斯排名 35 位

10、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作為前高盛
高收益債券部
核心建議 老大，泰伯自
1993 年 創 辦
看好科技股
Appaloosa 基
金以來，公司
每年回報率都能保
持在 30%左右。金融危機爆發後的 2009
年，Appaloosa 賺取 70 億美元，減去費用後
仍有 120%增長，其個人則賺取逾 25 億美
元，成為當年美國對沖基金的王者。
據福布斯披露，泰伯在特朗普當選後數
日便在市場上增加“長倉（long position）持
股”，看來也是對新一任美國總統有信心。回
顧第三季，Appaloosa基金投資社交媒體Facebook股票共184萬股；還購買蘋果公司股票

德 魯 ·肯
米勒是索羅斯
德魯·肯米勒
（George Soros）最出名的
Stanley Druckenmiller
63歲，美國
徒弟，從業三
福布斯排名128位
十多年來從未
做過虧本生
意。他曾於
1992年與索羅
核心建議
■德魯·肯米勒清空所有黃
斯一起沽空英
拋售黃金
金持倉，因“持有黃金的
鎊而大賺10億
遠離股市
理由都已經消失”。
美元，是當時
狙擊英鎊和日後引發東南亞金融危 因為“持有黃金的理由都已經消
機真正的推動者。不過，他現在已 失”，他對特朗普當選之後的美國
經淡出江湖，只在他的Duquesne 經濟保持“非常、非常樂觀”的態
Family基金辦公室裡，“任性” 度。他估計美國2019年經濟增長
可能增至6%，十年期國債收益率
管理自己的資產。
在特朗普贏得大選當晚，德 將與此有協同效應，不過若收益率
魯·
肯米勒就清空所有黃金持倉， 升破3%，將對股市造成壓力。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彭博預測2016年黑天鵝有多準？

教你應對黑天鵝
瓊斯二世是老牌棉花交易員出身，
1980 年 以 150 萬 美 元 創 辦 都 鐸 基 金
（Tudor Investment Corp），至 2016
年9月基金的組合投資價值已達42.6億
美元。不過2016年飽受投資者贖回和
公司虧損的困境，第二季已裁員15%。
他堅信：“不要把自己當作英雄，要常
常質疑自己、以及你的交易能力”。
“黑天鵝”之下，新興市場不被
看好，都鐸仍能不離不棄，似乎是其
絕對的擁躉。都鐸基金 2016 年第三
季以 6,990 萬美元，收購 186.7 萬股
名為“iShares 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 的 納 指
ETF，該隻 ETF 的費
用率為 0.69％，對中
國公司最大的分配比
例為26.88%。有意思
的是，都鐸基金上季
還成為百事公司
（Pepsi）的第六大股
東，股票價值超過
5,4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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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級別炒家

平，這是美聯儲時隔一年再度加

單 2014 年就把公司管理的
資產增加108億美元，令一眾同
行瞠目結舌。即便“老債王”
格羅斯也慕名而來尋求聯手合
作，他也絲毫不買賬。據稱，團
隊成員對他無比崇拜，就連他隨
手寫的字條都會爭相保存。
“老債王”格羅斯指出，特
朗普的政策短期內有利股票、不
利債券，投資者應以增持現金為
上計。“新債王”沒有那麼悲
觀，惟亦讚成持有現金，認為所

2016 年 12 月 30 日

美南版

資料來源：彭博社

■泰伯在特朗普當選後數日便在市場上增
加“長倉（long position）持股”。
80萬股，總價值約9,000萬美元。此外，Tepper 還買入雅虎公司 180 萬股股票。不難發
現，Tepper比較青睞各大互聯網公司。

不過。2016 年上半
年，阿克曼力挺的加
比爾·阿克曼
拿大製藥商 Valeant
Bill Ackman
一跌再跌，堅持做空
50歲，美國
的康寶萊（Herbal福布斯排名906位
ife）卻擺脫傳銷的指
控，股價上漲，Per核心建議 shing Square 單 在
■比爾‧阿克曼視特朗普
2016 年上半年便虧
永遠忠於
當選是人生的新轉機。
股票投資
損約20%。
不過，被一般
作為潘興廣場基金（Pershing Square）的創始人及CEO， 人視為“黑天鵝”的特朗普當選
比爾．阿克曼的公司層連續11年 事件，對阿克曼而言卻是人生的
回 報 率 達 21% ， 2014 年 更 以 新轉機。得勢於美股上升，Persh32.8%的年收益率，榮登全球百家 ing Square旗下幾隻持倉的股票
紛紛大漲，2016年11月已經轉虧
大型對沖基金年度排行榜榜首。
對於投資者來說，阿克曼或 為盈，取得10%的回報率。如此
許是個反面教材，用“流年不 大起大落，如果沒有強大的內
利”來形容他最近的遭遇再合適 心，是萬萬不可輕易嘗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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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 In Peace, Precious Souls Of The Fallen" - Japan PM Abe At Pearl Harbor

Japan’s Leader Offers Condolences
In Somber Visit To Pearl Harb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EARL HARBOR, Hawaii — Seventy-five years after
Imperial Japanese warplanes destroyed the Pacific
fleet here and drew the United States intoWorld War II,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f Japan on Tuesday stood
next to President Obama at the site of the attack and
offered repentance but did not apologize.
“I offer my sincere and everlasting condolences to the
souls of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here, as well as to
the spirits of all the brave men and women whose lives
were taken by a war that commenced in this very place,
and also to the souls of the countless innocent people
who became victims of the war,” Mr. Abe said.
He added, “We must never repeat the horrors of war
again.”
For his part, Mr. Obama described in detail what
occurred on the day of the attack, highlighted acts of
heroism by American service members and said that
the visit of Mr. Abe “reminds us of what is possible
between nations and between peoples.’’

The USS West Virginia and the USS Tennessee burn on
Dec. 7, 1941, after Japanese aircraft attacked Pearl Harbor.
| REUTERS/KYODO

Mr. Obama added, in what seemed a
warning after the scorching American
presidential campaign: “Even when hatred
burns hottest and the tug of tribalism is at
the most primal, we must resist the urge to
turn in. We must resist the urge to demonize
those who are different. The sacrifice made
here, the angst of war, reminds us to seek
the divine spark that is common to all
humanity.”
Th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made
their remarks at the end of a long pier that
overlooks Pearl Harbor and the memorial
to the attack — a small building on top of
the carcass of the battleship Arizona in Pearl Harbor,
where 2,400 American sailors, Marines and others
were killed in the surprise military strike on Dec. 7,
1941.
Mr. Abe and Mr. Obama laid wreaths made of white
peace lilies at the memorial, and then dropped purple
Hawaiian orchids into the water.
The war that began here end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ropping atomic bombs o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in August 1945. But out of the ashes of war, the two
countries forged one of the most enduring partnerships
of the past century, demonstrating that bitter enemies
can make peace and become allies.
Mr. Abe thank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helping to
rebuild Japan after the attack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s a member of
the free world, was able to enjoy
peace and prosperity,” Mr. Abe
said. “The good will and assistance
you extended to us Japanese, the
enemy you had fought so fiercely,
together with the tremendous spirit
of tolerance, were etched deeply
into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our
grandfathers and mothers.”
The ceremony was another chapter
i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nd mirrored a similar
event in May, when Mr. Obama
visited the peace memorial in
Hiroshima. In a speech there, Mr.
Obama did not apologize for the
dropping of the bombs but vowed to continue to work
toward ridding the world of nuclear weapons — a
message greeted warmly in Japan, the only country to

suffer such an attack.
“Seventy-one years ago, on a bright cloudless morning,
death fell from the sky and the world was changed,”
Mr. Obama said at the tim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thout an equivalent
progress in human institutions can doom us,” Mr.
Obama said, adding that such technology “requires a
moral revolution as well.”
The Japanese have long had difficulty making sense
of their country’s decis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Some have rationalized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as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an American-led embargo
that was destroying Japan’s economy. In the 1950s,
thre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including Mr. Abe’s
grandfather Nobusuke Kishi — visited Honolulu,
although there is no record that they participated in
a memorial ceremony at Pearl Harbor.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senior Japanese leaders largely avoided
the site.
When Emperor Akihito planned to visit the memorial
in 1994, nationalist protests in Japan led to his
canceling the visit.
But six months after Mr. Obama visited Hiroshima,
Mr. Abe told the president in a meeting at an economic
forum in Peru that he wanted to visit Pearl Harbor. In
a statement earlier this month, the White House said
that “the meeting w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leaders to review our joint efforts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to strengthen the U.S.-Japan alliance, including
our close cooperation on a number
of security, economic, and global
challenges.”
The Japanese, who are increasingly
alarmed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have largely embraced the visit, as
many see it as a way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 NHK, the public broadcaster,
played the speeches live, but
otherwise, early media coverage of
the speeches was muted.
There have been suggestions in the
Japanese news media that Mr. Abe’s
approval ratings will rise in the days
after the ceremony, strengthening
his hand as he decides whether to
call an election in January.
Mr. Abe has made closer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 central part of his foreign policy, at least under Mr.
Obama.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has struck

China Plans 'Toilet
Revolution' To Boost Touris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EIJING (Reuters) - China said it will boost investment
in tourism, with plans to develop rustbelt regions and
upgrade public toilets high on its to-do list as it looks
to lift the sector'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Announcing a new plan for the sector, China said it
aims to invest 2 trillion yuan ($290 billion) in tourism
between 2016 and 2020 which would translate to
annual growth of more than 14 percent i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industry.
Old industrial and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will be
encouraged to develop tourism and the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to set up "demonstration tourist bases" in
those areas. Several depleted coal cities have already
made efforts to turn defunct mines into parks.
The plan also
promised
a "toilet
revolution",
prompted by
wide-spread
complaints
about toilet
hygiene levels
A male folk artist (R) dressed as a
at China's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 walks out of
a mobile toilet ahead of a performance tourist spots
at a Spring Festival Temple Fair on the and said the
fifth day of the Chinese Lunar New country would
Year at Longtan Park in Beijing, China
February 14, 2013. REUTERS/Jason aim to build
or renovate
Lee/File Photo
as many as
100,000 public toilets over the period.
The investment will help China's emerging tourism
industry account for 12 percent of annual economic
growth by 2020, up from 10.8 percent last year, the
country's cabinet said.
The total sum of tourism services purchased by the
country is set to reach 7 trillion yuan ($1 trillion) by
2020, equivalent to more than an 11 percent increase in
tourism revenue per year, the State Council said.

The government predicted domestic travelers would
take 6.4 billion trips annually by 2020, up from 4
billion in 2015, while the number of trips to China by
overseas travelers is set to rise to 150 million, from 134
million last year.
China's state
planner said
this month
that tourism
investment
targets will be
met by attracting
more private
investment into A restroom mainly made of glass
opens to public at a park to attract
the industry.
China has been tourists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China September 29, 2016/ REUTERS/
keen to develop Stringer/File photo
and expand
services industries to offset the impact of persistently
weak global demand for its exports. (Courtesy https://
ca.news.yahoo.com)
Whether a tourist destination has dazzling scenery,
famed museums, ancient ruins, or just really fantastic
nightlife, there’s one thing all visitors want to find in
foreign lands: plenty of clean public restrooms. That’s
where China’s plan for a “toilet revolution” comes in.
Tourists can give quite a boost to the economy —
dining, sightseeing, shopping, etc. — but they’ll be
a lot happier if they have reliable access to hygienic
bathrooms.
To that end, as part of a $290 billion investment into
tourism, China says it will upgrade public toilets in a
“toilet revolution” prompted by widespread complaints
about gross conditions at the country’s top tourist
spots, Reutersreports.
The revolution will include building or renovating up
to 100,000 public toilets between now and 2020.
The efforts
will help boost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the
country’s
cabinet said,
predicting
that domestic
travelers will take 6.4 billion trips annually by 2020,
up from 4 billion in 2015. The number of visits by
overseas travelers is expected to hit 150 million,
up from 134 million last year. (Courtesy https://
consumer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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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r more hawkish tone toward Japan. During Mr.
Obama’s visit to Hiroshima, Mr. Trump, at that time
the presumptive Republican nominee, said on Twitter:
“Does President Obama ever discuss the sneak attack
on Pearl Harbor while he’s in Japan? Thousands of
American lives lost.”
Mr. Trump has also criticized the Japanese for being
too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ir country’s
defense and for not paying enough for that protection.
And Mr. Trump suggested that Japan would be better
off if it had nuclear weapons.
Mr. Abe met with Mr. Trump in November at Trump
Tower, in a meeting that Mr. Abe’s aides said left
him feeling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spects of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Japanese
remain deeply unnerved about Mr. Trump as they view
his statements and the suggestion that Japan should
acquire its own nuclear arsenal as undermining its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tithetical
to the country’s pacifist Constitution.
Before Mr. Obama and Mr. Abe visited Pearl Harbor,
they had a formal meeting at Marines Corps Camp H.
M. Smith, where they discussed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trade.
The day’s events interrupted Mr. Obama’s vacation.
Since becoming president, he has spent every
Christmas in his native Hawaii. He arrived here 10
days ago and has spent his time golfing and seeing
friends. On Christmas Day, he and his wife, Michelle
Obama, visited troops stationed here. He is expected to
be in Hawaii through the New Year.
The day marked what is likely Mr. Obama’s last
meeting with a foreign leader as president, as there are
just 24 days left before Mr. Trump is to be sworn in.
(Courtesy http://www.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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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節愉快!
祝福您在新的一年裡闔家平安，
幸福滿滿，事業興旺!
AIG由衷地感謝您與我們一起締造佳績。
在此佳節之際，我們送上最誠摯的祝福給您，
並祝您新年快樂。
AIG全體同仁敬賀

aig.com/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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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Woo
胡烱洪
分行總經理

AIG美國國際集團 (美亞) ，是人壽保險及退休規
劃產業的全球領導者，目前正在招聘雙語人才來
加入我們不斷壯大且充滿活力的保險理財團隊。
AIG Financial Network 是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GL) 的銷售及
經銷單位，也是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AIG) 的成員公司。保單簽發公司
負責保險產品之財務責任。為方便您參考內容，本文件已由英文版本翻譯成中文版
本。所有投保申請及所有可能核發的保單或合約均僅以英文撰寫。您可以要求獲得
本文件的英文版本。若有任何差異，均以英文版本作為正式文本。
AGLC110385 HOU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2016 AIG 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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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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