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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根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
導，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宣佈，將在未來兩
、三週為美國企業減稅、降低其負擔。路透社(Re-
uters)表示，此舉使得三大美國股票指數都收在新高
，標普500的財經類股成為表現最佳的股票、大漲
1.4%，能源類股也上漲0.9%。克里夫蘭市Key Pri-
vate Bank首席投資策略師Bruce McCain表示，減稅
若刺激了經濟活動、使得利率上升、能源需求增加
，這些產業將會首先受惠。

航空公司股票也因川普承諾會改善航空交通管
制系統而大漲，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西南
航空(Southwest)和捷藍航空(JetBlue)股價分別上漲3%
、2.7%和3.6%，聯合航空(United Continental)和達美
航空(Delta)也分別上升1.7%和2.9%。

標普500指數包括公司中，約70%已經公佈了第
四季的收入，大多都按照預期上升 8.5%，成為自
2014年第3季以來表現最佳的一季。

美國有線電視台 Viacom、家樂氏(Kellogg)和保
德信保險(Prudential)都在公佈第四季財報後，股價上
揚。但可口可樂出現出人意外的全年利潤下滑，股
價下跌1.8%。

推特(Twitter)表示雖最近其用戶數大增，但其收
入成長卻很可能會繼續跟不上用戶數成長，使得推
特股價在盤前交易就大跌了10.6%。推特公佈的財報
也顯示，去年第四季是該公司自2013年上市以來收
益成長最慢的一季，推特股價最終總共下跌12.3%。

川普將宣佈川普將宣佈減稅減稅 美三大指創美三大指創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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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夢不再？聯邦公
報(Federal Register)9日公佈2016年放棄美
國國籍報告指出，美國人放棄美國公民
身分再度創下歷史新高，2016 年也是放
棄美籍人數連續第四年刷新紀錄，共有
5411名公民放棄美國籍。

根據紀錄，2008 年時，放棄美國國
籍的人數，只有231人，直到2010年，美
國政府頒佈 「肥咖」條款後，海外財產
「無所遁形」，因此也使越來越多 「美

國人」，開始考慮放棄美籍。 2014年，
「肥咖」正式施行，具有美國公民、綠

卡持有者，海外資產需要報稅，當年放
棄美籍人數，馬上激增到3415人。

2015 年則攀升到 4279 人，2016 年又
較前年增加了1132人，共有5411名公民
放棄美籍，躍居有史以來最多人放棄美
國國籍的年度。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因
諧音而被稱為 「肥咖」法，這項法令要
求外國金融機構，必須配合提供具有美
國公民、綠卡持有者，其個人資產達五
萬美元的帳戶及資產資料。至今世界有
近百 個國家或主權地區和美國達成協議
，答應依照肥咖條款，蒐集和提供美國
納稅人資料給美國國稅局。而美國越來
越嚴的海外追稅法令而放棄合法居留身
份、國籍者明顯增加。

像是英國外相強森(Boris Johnson)、
尼德蘭作家海勒(Ｒachel Heller)、加拿大
伍德(Susan Wood)，以及澳洲學者艾爾波
特(Karen Alpert)等四位，是因為 「肥咖」
條款，而決定放棄美籍。據了解，英國
外相強森(Boris Johnson)表示，他賣掉位
於北倫敦的房子後曾收到美國追討的稅
單，被他形容是無法無天。

美國夢碎？放棄美籍創歷史新高棄美籍創歷史新高

2016年又較前年增加了1132人，共有5411名公民放棄美籍，躍居有史以來最多人放棄美國國籍的年度。

（綜合報導）美國東北部地區9日遭遇暴
雪，三千多架次航班被迫取消，據估計將有五
千到六千萬人生活受到影響。

根據航空跟蹤網站 Flight Aware 的信息，
截至當天中午12點30分，美國共有超過3500
架次航班被取消。僅在新澤西州紐瓦克國際機
場、紐約拉瓜迪亞機場和甘迺迪國際機場，就
有 2100 多架次航班取消；波士頓洛根國際機
場也有700余架次航班取消。

大雪來臨前一天，紐約市、康涅狄格州、
新澤西州以及哈德遜河谷的部分地區發布冬季
風暴警報；馬薩諸塞州和紐約長島地區則發布
了暴雪警報。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預計，紐約
地區降雪量至少將超過20厘米，部分地區可
能會達到30厘米；波士頓地區的降雪量更大
，為30至45厘米；費城地區降雪量較小，約
為12厘米。伴隨暴雪而來的還有5到6級風，

部分地區的最大風速超過20米/秒，相當於9
級烈風。

當天，紐約市、波士頓、費城等地的公立
學校全部停課；新澤西州、馬薩諸塞州和特拉
華州等地的部分政府機關也臨時關閉。大雪也
給交通帶來嚴重影響。紐約市多條地鐵線路出
現延遲，早高峰期間公交運行受到限制，史坦
頓島渡輪也減少了班次。紐約市長德布拉西奧
呼籲市民盡可能留在家中，如果必須出門，也
盡量不要開車。紐約市當天投入了 2400 多人
和 2300 台除雪設備進行道路清掃作業。新澤
西州警方稱，截至當天上午9點他們共處理了
145起機動車事故，進行148次機動車救援。

根據氣象預報，當天下午兩點左右降雪強
度將有所上升。9日晚間此次暴雪會逐漸從紐
約地區消退，但波士頓地區的降雪可能會持續
到本周末。

暴雪襲擊美國東北部 三千多架次航班被取消
進入2017年，被視為歐洲政治風向標的法

國總統大選在高潮迭起同時，也亂象頻出。
首先是傳統的左右兩派政黨的各自黨內初

選均殺出黑馬，菲永和阿蒙的勝出，表明兩派
選民對於“建制派精英”政客的不信任，以及
尋求變革的呼聲。

原本呼聲最高的右派候選人菲永近期深陷
“空餉門”危機，其妻子及子女被指控以他助
理的名義從國家領取巨額薪水卻沒有從事任何
工作，面臨司法調查。菲永的選情一路走低，
而左派候選人阿蒙的支持率也低，法國多年來
左右兩派輪流執政的基本政治格局遭到嚴峻挑
戰。

與之相反的是，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
主席瑪麗娜·勒龐，以及宣稱自己為“中間派”
的獨立候選人馬克龍，雙雙異軍突起。

此次總統大選，一向不被視為“主流”的
勒龐意外成為選情最為穩定的候選人，在各項
民意調查中均居支持率前兩名。不出意外，擁
有穩定“基本盤”的勒龐將肯定進入大選第二
輪。勒龐是國民陣線創始人讓－馬里·勒龐的女
兒。老勒龐曾在2002年總統選舉中殺入第二輪
投票，令整個歐洲震驚。在2015年的法國地方
選舉中，國民陣線在第一輪投票中在多個地區
取得優勢，儘管在第二輪投票中遭到左右兩派

的聯手阻擊，沒能在任何一個地區獲勝，但其
民意基礎可見一斑。

從左派脫離出來的前經濟部部長馬克龍也
成為當下大選亂局的又一受益者。現年39歲的
馬克龍是法國政壇升起的一顆政治新星，在奧
朗德政府擔任舉足輕重的經濟部部長。但他從
來不是奧朗德所在的社會黨的嫡系，甚至不是
社會黨黨員。一年前，他從政府辭職，創立前
進黨，並凸顯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的中間屬性，廣泛團結不滿現在各派的力量
，成為傳統政治人物中的革新力量的代表。隨
著左右兩派傳統政治力量的衰落，馬克龍的支
持率也一路走高，極有可能與勒龐攜手步入總
統大選的第二輪，並展開最終角逐。

瑪麗娜·勒龐日前在里昂舉行了聲勢浩大
的競選集會，“法國優先”“反全球化”“限
制移民”“退出歐元區”等144項競選綱領引
起台下3000餘名支持者的歡呼。勒龐鼓動支持
者說，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變化之風正
在吹遍世界”。

有專家對本報記者表示，儘管當前勒龐風
頭正勁，但想要成為法國的“特朗普”，仍有
不小的困難。法國總統大選採取兩輪投票制，
即第一輪投票如果沒有候選人獲得超過 50%的
票數，得票最多的兩位進行第二輪投票，這使

得法國政壇的“容錯率”比起美國的直選要更
高，也是以往極右勢力雖在第一輪投票中穩居
前列，但在第二輪投票中遭到傳統政治力量聯
手打壓、最終失利的原因。

無論此次大選結果如何，勒龐及其政黨都
非常可能贏得遠超30%甚至達到40%的普選票，

以及大批的國會議員席次。這樣，在接下來的5
年中，這個歐洲最大的極右黨派會積累起更大
的實力和骨干隊伍。而5年以後，如果法國民眾
對政府及社會現狀的不滿還是沒有改變，極右
派可能就真將贏得總統職位。

法國大選高潮迭起亂象頻出“黑馬”選情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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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默克爾自拍被當恐怖分子怖分子
敘難民將臉書告上法庭

爭奪戰加劇俄加強北極軍事部署
引美國高度關註

綜合報導 隨著世界多國圍繞北極的

爭奪戰加劇，俄羅斯近年來正加大對北

極的開發力度，如投入資金，部署導

彈，開始建造新壹代的核動力破冰船，

並準備在北極興建新軍事基地。這是自

前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在北極最大的

軍事動作。

據報道，北極爭奪戰在美國、俄羅

斯、加拿大、挪威、丹麥之間上演多

年。各國看中的是北極的豐富天然資源

和航道控制權。北極的原油和天然氣儲

備估計占全球未開發儲量約22%，相等

於4120億桶原油。

在俄羅斯西北摩爾曼斯克（Murman-

sk）附近的冰原上，俄北方艦隊的北極

步兵旅演練如何乘麋鹿牽拉的雪橇進行

戰鬥任務。俄北方艦隊司令部就在摩爾

曼斯克，由於北大西洋暖流作用，那裏

有終年不凍港。

據了解，俄羅斯在北冰洋擁有漫長

的海岸線，北極海域是其安全屏障。隨

著全球氣候變暖趨勢加劇，北極的重要

性日益增大，冰層融化開辟了連接歐亞

的貿易航道，並提高了石油和天然氣開

采量。

報道稱，俄羅斯近年來積極推動北

極戰略計劃，加強北極軍事建設。路透

社通過采訪俄官員和軍事分析員以及參

閱俄政府文件，印證了俄羅斯正在北極

地區進行自1991年前蘇聯解體以來規模

最大的軍事集結，這個擴軍舉動有著深

遠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意義。

俄羅斯正在建造三艘核動力破冰

船，其中壹艘將是全球最大的。俄羅斯

現有大約40艘破冰船，這三艘核動力破

冰船完成後，這類破冰船將增加到九

艘，能夠更好地確保俄羅斯軍艦和民用

船只在北極的航道保持暢通無阻。全世

界目前只有俄羅斯擁有核動力破冰船艦

隊。

部署在北冰洋不凍港摩爾曼斯克港

附近的俄羅斯北方艦隊即將獲得專屬破

冰船以及兩艘裝配巡航導彈、能在冰海

中航行的巡洋艦。

俄羅斯地理學會成員馬卡雷維奇教

授指出：“在（前總統）戈爾巴喬夫和

耶爾辛統治下，我們的北極邊疆被剝得

光禿禿。現在它們恢復了原貌。”

據悉，俄羅斯正趕著重開位於偏遠

北極海島上、已經廢棄的前蘇聯軍事基

地，包括空軍與雷達基地，並正籌備興

建新基地。

俄羅斯防長紹伊古主管六個軍事設

施的重啟或建造工程，其中壹些將在今

年底完工，包括位於亞歷山大地島、可

允許150名軍人在沒有補給的情況下生

存18個月的基地。

俄官員透露，俄軍可能在這個名為

“北極三葉草”（Arctic Trefoil）的基地

部署可打下遠程轟炸機的米格31型戰鬥

機或蘇霍伊蘇34型戰鬥轟炸機。

俄羅斯在北極最大的軍事基地位於

新西伯利亞群島科捷利內島（Kotelny Is-

land），其建設已初步成形，未來將有

250名人員駐守並配備防空導彈。

俄羅斯位於四個北極島嶼的蘇聯

時期雷達站和飛機跑道將進行翻修，

並引進新的地對空導彈系統和反艦導彈

系統。

《莫斯科防衛摘要》雜誌總編輯

巴拉巴諾夫說：“俄羅斯北極部隊和

北極軍事基礎設施正以前所未有、

連蘇聯時期也未出現過的速度進行現

代化。”

他說，俄羅斯成立了兩支特別的北

極旅隊，並計劃再建壹支旅隊以及北極

海岸防衛師。他認為俄羅斯在北極的軍

事活動“稍具挑釁性，可能引發軍備競

賽”。

報道指出，俄羅斯的大動作引發了

壹些國家的關註，美國新任國防部長馬

蒂斯不久前在他的提名聽證會上說：

“把世界的任何壹部分讓給別人，對我

們都是不利的。”

據報道，美國國防部即將推出壹份

新的北極戰略報告，強調美國對北極地

區航行自由權的關註，並對這壹地區目

前的安全狀況和未來的發展趨勢制定具

體的應對措施。

已有機會讀到美國新“北極戰略報

告”的人士說，報告裏至少有25處提及

俄羅斯，顯示五角大樓高度關註俄羅斯

在北極構成的“潛在威脅”。

綜合報導 壹名19歲的敘利亞年輕難

民小夥將臉書公司告上法庭，原因是他

曾經和德國總理默克爾拍過壹張自拍，

而這張照片在臉書上廣為流傳，引發了

網絡上針對難民的指責和聲討，這名敘

利亞難民認為其中的言論已經涉及種族

歧視，並認為臉書公司在這當中扮演了

“催生仇恨”的角色。他希望通過法律

途徑，讓臉書公司盡早遏制網絡將他汙

名化、恐怖分子化的趨勢。

這場庭審在德國中部巴伐利亞州

維爾茨堡當地時間下午 15 點進行，此

前臉書公司已經在德國惹上了不少麻

煩，被指責在鉗制網絡不當言論方面

沒有及時行動，導致網絡種族仇恨泛

濫。

據悉，這張早在 2015 年拍攝的照

片傳到了全世界。照片上，這名年輕

的敘利亞難民阿納斯-墨達馬尼和德國

總理默克爾在柏林的壹處難民收容中

心前留影，壹時間成為德國總理向數

以千計逃離戰火的難民伸出援助之手

的象征。

但隨後，因被

人進行了圖片剪輯

拼接，這名敘利亞

難民在網絡上搖身

壹變，成為了恐怖

分子，這使得他的

形象受到了極大的

損害，讓他莫名其妙的成為了隨後發生

的多起恐怖襲擊或犯罪行為的涉案人

員，包括2016年3月22日發生在布魯塞

爾的恐怖襲擊，以及同年12月19日的柏

林卡車沖撞聖誕集市襲擊案。

分析稱，對他照片進行拼接修改的

人當中不少是仇視伊斯蘭教、對難民持

有敵對態度的人。他們指責默克爾對難

民的開放態度是德國遭受恐怖襲擊威脅

的原因。此前在 2015 年 12 月，包括臉

書在內的各大網絡公司在德國被要求在

二十四小時內刪除被要求刪除的言論，

而德國總理的黨內高層負責人曾揚言威

脅這家社交媒體巨頭，如果不能快速刪

除的話，將面臨每壹條言論5萬歐元的

罰款。

這名敘利亞難民的律師已經向臉書

公司提出刪除相關照片的要求，並在維

爾茨堡法院提起禁止令的請求，該請求

將在6日下午被審理。涉事的臉書愛爾蘭

有限公司，即臉書公司在歐洲的分支機

構，將有可能被要求“阻止相關照片流

向網絡”。

臉書愛爾蘭有限公司則表示已經

快速刪除了該張被敘利亞難民要求刪

除的照片，並表示“不理解為什麽他

還要通過法律途徑進行進壹步要求刪

除的舉動。”

該難民的律師表示，他的客戶夢想

在德國念書，目前正在學習德語，並在

壹家快餐店工作。他只是希望“這件事

趕緊有個了結”。

菲永為空餉醜聞道歉但不退選
民調指其恐難晉級

綜合報導 近日，法國右翼總統候選人菲永正式為雇用妻子擔任其

國會助理壹事道歉，他承認這是個“錯誤”，但重申自己沒有違法，並

會繼續競選總統。

據報道，菲永此前召開記者會，首次就法國《鴨鳴報》指他讓妻子

佩妮洛普掛名領薪的報道進行說明。

菲永表示，佩妮洛普自1986年起擔任助理，前後15年又六個月，她

的稅後總收入超過68萬歐元。在2005年至2007年間，菲永也曾動用國會提

供的資金雇用兩名子女當助手，兩名子女的稅前薪金共8.4萬歐元。

菲永強調佩妮洛普獲得薪酬是“正當的”。不過，盡管法國議員聘

用自己的家庭成員不違法，他指這個政策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

而他現在意識到這個政策在當今社會會造成“不信任”。菲永說：“我

為此深感後悔，並要向法國人民道歉。”

在兩周前，這位形象清廉的法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壹直備受看好。

但自醜聞曝光後，多項民調顯示，菲永很可能在4月的首輪投票中就被

淘汰，由極右政黨的勒龐和後來居上的獨立派中間候選人馬克隆在5月

的第二輪投票中進行對決。

為此，多名共和黨議員要求菲永退出選戰，但他否決了這個可能。

菲永說：“今天晚上，我就在這裏宣布，這是壹個新的競選活動的

起跑點。我是總統選舉的候選人，我的目標是成為當選總統。”

菲永和佩妮洛普上周接受調查人員的問話。據法國《世界報》的報

道，佩妮洛普告訴調查人員，她在國會的工作大部分屬非正式性質。

德國希望加強登記指紋
打擊難民騙保情況

綜合報導 德國全國有九成的外國人管理局無法采集難民指紋與中央數

據庫進行比對。為遏制部分人士登記多重身份騙取社會保障的情況，德國

聯邦移民與難民局負責人呼籲各地外管局對所有難民進行指紋登記。

德國《世界報》報道，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應詢向該報提供了上

述數據。當局提供的數據還顯示，據估算，德國全國各地的外國人管理

局“最多僅10%”配備有采集人體指紋的專用設備。

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從2016年秋季起已開始對所有向其登記的難

民采集指紋。該局新任局長尤塔· 科特向《新帕紹報》表示，此舉是為

了在難民審核過程中排除掉壹人擁有多重身份的可能。

尤塔· 科特認為，各地外國人管理局“有責任去這麽做”，“它們

必須采集所有前來登記(申請避難)的人的指紋，並將指紋數據與在德外

國人數據總庫進行比對。”

今年壹月，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部長穆勒曾透露，難民捏造

多重身份反復登記已造成了“數百萬歐元”社會福利資金的損耗。鑒於

恐怖主義威脅以及社保疑遭濫用，穆勒當時呼籲對所有已進入德國的難

民采取具有追溯性的新措施。

德國之聲曾報道過下薩克森州壹名25歲蘇丹籍難民以七個不同的假

名申請社會福利的案件。此人共領到兩萬壹千七百歐元。法庭判處其壹

年零九個月緩刑，並處200小時社會義工。

情人節將至 澳大利亞悉尼玫瑰售價全世界最高

綜合報導 人們都說世上

最珍貴的東西都不是用錢買來

的，但是如果妳在悉尼跟愛人

度過壹個浪漫的情人節後就不

會這麽想了。根據壹個網上鮮

花訂購網站的調查顯示，悉尼

情人節當天的玫瑰售價稱得上

全世界最高，需要花費將近

100澳元（約合

人民幣 524.94

元）購買12支

紅玫瑰。

據報道，

鮮花在線網站

BLOOMY

DAYS 近日對

全世界各大城

市的情人節花費進行調查後發

現，在悉尼購買12支紅玫瑰的

平均價格為91.74澳元，是全

世界最貴的城市，而在南非開

普敦購買相同的玫瑰只需要

22.21澳元。

此外，在情人節其他花費

中，悉尼也位列全世界第四貴，

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別是洛杉磯、

威尼斯和紐約。

報道稱，如果想在悉尼度

過壹個浪漫的情人節，男士需

要購買紅玫瑰、壹次兩人全身

SPA按摩、在壹家米其林餐廳

用膳，看壹場電影以及在奢華

酒店過夜，全套下來的花費為

1042澳元。

BLOOMY DAYS網站的調

查人員發現，在美國洛杉磯度

過浪漫情人節的花費不僅可以

購買兩人往返布拉格的機票，

還可以在布拉格度過壹個相同

規格的情人節。

調查顯示，在情人節當天，

捷克的布拉格是花費最低的城

市，情侶只需要花458.28澳元

就可度過浪漫的壹天，而愛爾

蘭的科克、西班牙的馬德裏、

英國的貝爾法斯特和卡迪夫分

別位列“最便宜情人節消費城

市”的前5名。

報道稱，每年的情人節都會

刺激澳大利亞人的消費，去年情人

節當天壹共花費將近10億澳元。

“就拿玫瑰來說，情人節

當天的價格就比平時貴超過至

少1.5至2倍”，澳大利亞新州

鮮花協會主席說，“鮮花的價

格與原產地的遠近有關，比如

哥倫比亞的玫瑰就會比平時貴

四五倍。情人節期間也是花商

比平時可以多掙點錢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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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總統懟上小法官
這場官司要怎麽打？
綜合報導 大總統懟上小法官，這場

大戲又有了新的“劇情”。

近日，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

駁回美國總統特朗普等人提出的關於恢

復移民禁令的上訴。特朗普簽署這份極

具爭議性的禁令已經壹個多星期，經歷

了執行、被法院凍結、被要求“解凍”

、又被否決的戲劇性過程。

壹個小小的聯邦法官為何能叫停總

統的行政令？如果巡回上訴法院二審維

持原判，特朗普會罷休嗎？這起案件會

否打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如果進入聯

邦最高法院程序，結果會如何？

判決有何影響？
聯邦地區法官裁決適用全美

當地時間2017年2月2日，因特朗普

對七國入境禁止令遭遣返的伊朗男子

Ali Vayeghan，受惠於洛杉磯聯邦檢察官

的抵制令重返美國領土，在機場受到熱

情歡迎。Ali Vayeghan是第壹個在禁令後

成功返回美國的人。

當地時間5日，位於舊金山的美國

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駁回司法部關於

緊急凍結華盛頓州聯邦法官暫停移民禁

令的請求。上訴法院要求特朗普當局和

華盛頓州方面於6日下午前提交更多陳

述和證據，同時要求羅巴特法官在5日

午夜前就司法部的上訴作出回應，再擇

日作出正式判決。

雖然這並非最終的裁決，但對特朗

普的移民禁令無疑是壹次打擊。1月27

日，特朗普頒布了壹項充滿爭議的移民

禁令：伊朗、蘇丹、敘利亞、利比亞、

索馬裏、也門和伊拉克普通公民90天內

不得入境美國；120天內禁止所有難民入

境美國；無限期禁止敘利亞難民入境美

國。這壹禁令在壹些政府機構和法庭間

造成混亂，同時在全美諸多城市爆發抗

議活動，代理司法部長耶茨也因拒絕在

任何法律訴訟中為行政令辯護被解職。

“該禁令無論在司法、國土安全，

還是在中東、移民事務上，都沒經過嚴

格和專業的政策評估。雖然所有人都知

道特朗普會兌現競選承諾，但這個行政

令太倉促，沒和相關部門協調，執行起

來很困難。”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助理研

究員刁大明對新京報記者表示。

正是因為這個行政令有不合理之處

，華盛頓州的民主黨籍總檢察長在特朗

普簽署禁令三天後就提起訴訟，其他壹

些州隨後提起了類似訴訟。

3日，華盛頓州聯邦地區法官詹姆

斯· 羅巴特裁定暫停

執行該禁令。華盛頓

州檢察院宣布，根據

判決該裁定適用全美

。為何聯邦地區法院

裁決能適用全美？刁

大明解釋說，聯邦地

區法院是聯邦體系最

低壹級的法院，具備對違憲的司法審查

權，這種情況下，如果判定違憲，這個

判決不僅局限於本地區，雖然聯邦地區

法院法官管轄著不同的地區，但他們都

是聯邦憲法的捍衛者，所以壹個地區法

院對違憲的判決會在全美範圍內適用。

特朗普咋應對？
官司或將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對於行政令被叫停，特朗普連發多

條推特批評羅巴特。他警告說，法官的

這項裁決會讓“很多非常壞，非常危險

的人進入我們國家”，並誓言要推翻這

項命令。

特朗普當局的行動也非常迅速。美

國司法部在4日正式提出上訴，特朗普

本人以及國務卿蒂勒森、國土安全部長

約翰· 凱利為上訴人。特朗普壹方的代理

律師在上訴書中表示，法官的裁決對

“總統國家安全判斷力”進行猜測，同

時因阻撓行政令實施而危害公眾。另外

，在有關何人可以進入美國問題上，總

統權限基本不受司法限制。

在上訴遭駁回後、二審判決正式作

出前，美國政府會暫時依從法庭決定，

暫緩執行有關禁令，國務院表示恢復被

取消的簽證。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衛局根

據這項裁決允許持有有效簽證者入境美

國。

雖然被叫停，但特朗普還是有上訴

機會的。美國聯邦法院采取的是“三級

兩審”制：“三級”分別是聯邦地區法

院、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

。案件經聯邦地區法院審結後，當事人

可以上訴到上訴法院，經審查認為必要

時，可進入二審訴訟程序。如果當事人

對上訴法院判決不滿意，可上訴到聯邦

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將作出最終裁

決。不過，聯邦最高法院有權選擇是否

受理案件。聯邦最高法院以往每年會收

到7000多份申請，但只會審理100多件

。但鑒於此項行政令的爭議之大，聯邦

最高法院受理的可能性比較大。

此外，刁大明指出，壹些保守州也

可能會向其所屬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提出

上訴支持特朗普行政令，如果不同的聯

邦巡回上訴法院就此議題作出不同判決

，那麽最高法就必須介入。

特朗普之所以有信心將這場官司打

下去，源於其背後的強大民意基礎。民

調顯示，49%的美國民眾贊成這壹禁令

，不贊成的只有41%。

最終結局如何？
新法官提名能否通過成關鍵

如果官司最終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結果會如何？

如今聯邦最高法院8名大法官自由

派和保守派勢均力敵的局面（4名自由派

、3名保守派和1名中間派）也為裁決結

果增添懸念，特朗普新近提名的保守派

大法官戈薩奇的能否通過參議院這壹關

成為關鍵。

有分析擔憂，如果提名的保守派大

法官戈薩奇最終獲得任命，聯邦最高法

院有可能判特朗普勝訴。但也有輿論認

為，美國各地法官多數批評特朗普的這

壹決定，除了華盛頓州，還有其他多個

州通過司法挑戰特朗普的行政令。聯邦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很可能不會放棄憲法

理念而判定特朗普壹方勝訴。

刁大明解釋說，如案件被聯邦最高

法院受理且戈薩奇的提名獲得通過，還

有壹戰；若不能及時就位，很可能會維

持判決。

歷史上，總統行政令曾有過被聯邦

最高法院裁決違憲的先例。1952年，時

任總統杜魯門命令商務部長將某些鋼鐵

企業置於聯邦政府管制下，以避免勞資

糾紛導致罷工，從而影響軍工生產。聯

邦最高法院最終裁決杜魯門這條行政令

違憲。“除了通過司法裁定對行政令糾

偏，還可以通過立法手段，如通過預算

法和撥款法案不給該行政令撥款。但目

前共和黨人主導國會，因此只可能通過

司法手段。”刁大明說。

另壹方面，如果案件進入聯邦最高

法院程序，那麽審理至少需要4到5個月

時間，而特朗普的這項移民禁令最長時

間只有120天，很可能不會等到最高法

院的裁決。此外，除了用打官司的方式

進行糾纏，特朗普還可能推出新行政令

，因為他背後有強大民意，這種拉鋸戰

也反映出民意對峙的鴻溝。刁大明表示

，這起事件反映出美國社會撕裂度在加

大，特別是在重大事件上的對立。

美參院民主黨為反對教育部長提名人發起最後壹戰
綜合報導 就在美國參議院準備

於當地時間7日對總統特朗普的教育

部長提名人德沃斯( Betsy DeVos)進

行投票表決時，民主黨議員開始最後

壹次嘗試，試圖說服更多共和黨同事

反對她得到通過。

華盛頓州民主黨參議員穆瑞(Pat-

ty Murray)說，該黨參議員將開始長

達24小時的反對德沃斯演說。密西根

女富豪德沃斯以宣揚不利於公立學校

的特許學校和學校憑證制度而出名。

穆瑞說，這次演講馬拉松的目標

就是再說服共和黨壹名參議員投票反

對德沃斯。共和黨參議員柯林斯(Su-

san Collins)和姆考斯基(Lisa Murkows-

ki)已宣布他們不投票，因此德沃斯目

前有50張共和黨的贊成票。

副總統潘斯已經表態要以自己作

為參議院主席的權利打破平局；但是

民主黨堅持說他們將再爭取壹票，得

到有利於他們的結果。

民主黨利用他們推遲對德沃斯投

票的最後壹招。根據程序安排，參議

院如果全部議員同意，可以在7日中

午對德沃斯投票。由於沒有出現此種

情況，民主黨可以利用剩余時間繼續

攻擊德沃斯。

德沃斯受到選民異常多的負面反

應，很多人最近幾個星期給參議員打

電話或者發電郵。賓夕法尼亞州民主

黨參議員凱西(Bob Casey)說，自己收

到8萬多份信函和電郵，要他反對德

沃斯的通過。

參議院衛生、教育、勞工和退休

金委員會壹名助理說，他預計6日到7

日30名民主黨議員將發表講話；人數

可能還會增加。 但該委員會主席、

來自田納西的共和黨議員亞歷山大

(Lamar Alexander)認為德沃斯已有足

夠的票數得到通過。

美國舊金山率先實現社區大學免費教育
綜合報導 美國舊金山市長李孟賢當地時間

近日宣布，從今年秋季起，舊金山將成為全美第

壹個提供社區大學免費教育的城市。

當天，李孟賢與提出這項議案並使之付諸實

現的韓裔市議員金貞研、社區大學負責人等在市

政府宣布了這壹消息。

李孟賢稱贊金貞研的膽識。他說：“只要我

們齊心協力，我們定能做出偉大的事情。”

舊金山市政府將為社區大學每年約540萬美

元的學費提供保障，這筆費用從城市的商業房地

產交易稅和房屋價值超過500萬美元的市民每年

繳納的房產稅中支出。

凡是在舊金山市居住壹年以上的居民，即可

獲得免費的半職或全職社區大學教育。

根據舊金山社區大學提供的數據，壹位全職

學生每年需花費在書本和學習用品的費用約

1700美元。與此同時，市政府將為每壹位低收

入的全職學生提供500美元的財務援助，低收入

的半職學生將獲得200美元。

金貞研表示，社區大學提供免費教育將為更

多舊金山人提供更好的就業和生活機會。

提供兩年制教育的舊金山社區大學創建於

1935年，可容納8萬多名學生。學生完成規定學

分後獲得副學士學位，可申請轉學至四年制大學

完成後兩年學業，或在學校獲得某項專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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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美美國太平洋司

令部司令哈裏斯提議韓方在朝

鮮半島部署最新型隱形驅逐艦

“朱姆沃爾特”號(Zumwalt)。

據報道，“朱姆沃爾特”

驅逐艦於去年10月被部署在美

國太平洋艦隊，是長度達 183

米、建造成本超5萬億韓元的

大型隱形驅逐艦。

據悉，“朱姆沃爾特”驅

逐艦能暗中進行潛入，並擊沈

航公母艦，因此被認為是“航

母殺手”。報道稱，“朱姆沃

爾特”驅逐艦可搭載巡航導彈

和反艦導彈SM-6。

韓國國防部表示，雖然美

方尚未提出正式要求，但將考

慮部署“朱姆沃爾特”作為遏

制朝鮮核威脅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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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日前表示，

在佛羅裏達州新發射臺下周投入使用後，計劃每隔

兩三周就發射壹枚火箭。如果壹切順利，該公司

2017年發射的火箭數量將達歷史最高。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此前也曾計劃依照這壹頻率

發射其“獵鷹9”號火箭，但去年9月“獵鷹9”號

火箭在佛羅裏達州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發射臺上

發生爆炸，導致這壹計劃被暫時擱置，直到今年1

月才恢復“獵鷹9”發射。

該公司總裁格溫· 肖特韋爾6日接受媒體采訪

時說，目前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發射臺的維修工

作仍在進行，其費用遠低於建造壹個新發射臺。

新發射臺位於肯尼迪航天中心，在卡納維拉爾

角空軍基地發射臺以北，造價約為1億美元。此外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在加利福尼亞州也有壹個發射

臺，並正在得克薩斯州建造其第四個發射臺。該公

司此前對媒體稱，目前列入日程的發射計劃約有70

次。就美國航天局和美國空軍對該公司火箭引擎可

能存在安全風險的擔憂，肖特韋爾表示，該公司計

劃改變“獵鷹9”引擎渦輪泵的設計方案，並預計

於2018年11月進行的首次載人測試飛行前安裝完

畢。美國航天局已與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分別簽署合同，前者建造CST-100飛船，後者建造

“龍”飛船，目標是盡快把美國宇航員安全送到國

際空間站。

此外，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還是為美國空軍發射

軍事衛星和國家安全衛星的兩家公司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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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選前政府改組傳言不斷
韓公務員人心惶惶

綜合報導 “公務員都在休息嗎？”韓國

《東亞日報》說，因被各種傳言鬧得心神不

寧，在產業通商資源部工作的事務官金某最

近消極怠工，不處理事務。金某說，本來很

快要升職，沒想到卻遇到政府改組，現在必

須小心為上，負責的事少經手。

金某的想法並非個例，韓國總統大選將

提前，在野黨不斷提出各種政府改革方案，

公務員人心惶惶。原來，每逢新總統上任，

都會對政府機構進行各種改動，不僅有損行

政的壹貫性和執政效率，公務員的不滿也特

別多。今年總統選舉提前開始，在沒有總統

交接委員會的情況下，很多專家呼籲政府改

組壹定要充分研討並經過恰當的審批程序。

韓政界相關人士透露，下屆政府有可能

被改組的是教育部，國民之黨前黨首安哲秀

當天表示要廢除教育部，重組國家教育委員

會和教育支援處。共同民主黨前黨首文在寅

最近也公開表示，教育部應該只負責大學教

育，負責國家整體教育水平的職責應該移交

給新設立的國家教育委員會。熱門總統候選

人劉承旼則表示，應該將中小企業廳升格為

創業中小企業部。

2013年剛成立的未來創造經濟部也成了

整改目標。受樸槿惠“親信幹政門”事件影

響，現政府推進的創造經濟政策實際上已經

喪失推動力，未來創造經濟部改組似乎不可

避免。共同民主黨國會議員文美玉已向國會

提交政府組織法修正案，要求重新恢復科技

部和信息通訊部。

面對韓國政界的種種設想，現在在職的

政府官員顯得十分憂慮。韓國福利部壹名公

務員表示，福利和雇傭政策雖然有不少共通

之處，但實際操作中有很大不同，如果將這

兩個部門硬性合並，施政可能存在不少問

題。壹些政治專家也對韓國新總統上臺後總

拿政府機構開刀表示憂慮，行政研究院樸重

勛認為，新政府部門成立後至少需要壹兩個

月的磨合時間，考慮到人員穩定和施政有效

性等問題，折騰式的政府改革還是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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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巴育表示，國王

哇集拉隆功已經冊封曼谷瓦肋察波披沙提

摩訶西瑪蘭佛寺方丈、90歲高齡的頌德帕

摩訶穆尼翁為泰國第20任僧王。這意味

著，備受泰國社會關註的新僧王人選終於

塵埃落定。

巴育透露，新僧王登基儀式將於本月

12日在曼谷玉佛寺舉行，屆時哇集拉隆功

國王將親自主持該儀式。

巴育稱，泰國政府向國王提名了5名

高僧作為新任僧王人選，最終國王賜選了

德高望重的頌德帕摩訶穆尼翁高僧作為第

20任僧王。

頌德帕摩訶穆尼翁高僧是泰國佛教界

“法宗派”的最高長老，也是泰國僧伽委

員會的19位高僧委員之壹。

根據有關資料，頌德帕摩訶穆尼翁

1927 年 6 月 26 日出生於泰國肋武裏府

（肋丕府）直轄縣挽巴鎮，父母均為當

地的商人。10歲小學四年級畢業，即在家鄉剃度為沙

彌，21歲時在曼谷瓦肋察波披沙提摩訶西瑪蘭佛寺正

式出家為僧。

頌德帕摩訶穆尼翁高僧在泰國摩訶瑪谷皇家佛教學

院獲得宗教學學士學位後，曾留學印度，於1969年獲得

歷史與考古學碩士學位。

僧王是泰國佛教的最高領袖，負責全泰國的僧務管

理，在民眾中享有極高威望。泰國第19任僧王頌得帕耶

納桑文於2013年10月24日去世，享年100歲。

樸槿惠推遲接受親信門獨檢組當面調查 日期再議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樸槿惠的律

師團通知親信門獨立檢察組，將不

接受原計劃於9日進行的當面調查，

律師團日後將繼續同獨檢組協調調

查日期。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樸槿惠接

受獨立檢察組當面調查的日期和地

點已經確定，當面調查定於9日。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相關人士表

示，獨檢組失信毀約，這樣下去青

瓦臺很難繼續和獨檢組就總統接受

當面調查事宜進行協商。

該人士對此表示，在獨檢組和

青瓦臺就當面調查日程幾乎談妥的

情況下，獨檢組不遵守承諾，向特

定媒體泄露相關信息。

青瓦臺相關人士稱，除非獨檢

組承認錯誤，青瓦臺很難繼續就當

面調查日程進行協商。

青瓦臺另壹名人士也表示，若

獨檢組繼續泄漏當面調查的相關信

息，青瓦臺也不能再與其進行協

商，目前談妥的壹些內容無效。

據悉，樸槿惠的律師團還指

出，經證實是獨檢組的壹位檢察官

向該電視臺泄漏了當面調查日程。

日俄將啟動
爭議島嶼經濟活動磋商

鋪路領土談判

綜合報導 日俄兩國政府已就3

月14日左右在東京啟動有關爭議島

嶼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

“共同經濟活動”的正式磋商展開

協調。日方計劃實現俄羅斯熱切期

待的共同經濟活動，為推動陷入停

滯的領土談判鋪路。

報道稱，日本政府本月新設面

向正式磋商的相關省廳構成的“共

同經濟活動相關協議會”，在日本

外務省召開了首次會議。

2016年12

月，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和俄

總統普京在會

談中，就啟動

共同經濟活動

談 判 達 成 壹

致。兩國政府將朝著計劃4月實施

的安倍訪俄與首腦會談，推進相關

業務具體化。能否創設立足都主張

擁有北方四島主權的兩國政府立場

的“特別制度”將是最大焦點。

據報道，協議會由日本外相岸

田文雄擔任主席、俄羅斯經濟領域

合作擔當相世耕弘成（經濟產業相）

任主席代理，由外務、經產、財務、

農林水產各省等幹部構成。

岸田在首次會議上強調：“有

關共同經濟活動的磋商將很大有益

於締結和平條約。日本將在戰後首

次參與決定四島未來狀況的工作，

意義重大。”

日本政府就共同經濟活動稱

“將描繪北方四島未來藍圖，從中

摸索解決方法”（安倍語），將其

定位為包括領土問題的和平條約締

結談判的壹環，將研究日俄在漁

業、養殖和觀光領域能夠實施的業

務內容。

（中央社）台股今天再創今年新高，台灣
指數公司表示，公司治理100指數今天也同創歷
史新高5358.92點，去年漲幅18.13%，也優於加
權指數漲幅16.75%。

台灣指數公司第 1 檔自編指數 「漲升股利
指數 150」今天收盤指數也達 5488.04，自 2016
年7月25日發布以來第4度創下新高，今年以來
累積漲幅高達4.03%，亦優於加權指數3.42%，
此外，台灣指數公司自去年12月19日推出的5

檔新指數，也隨著股市轉強而創下發布以來的
新高，今年以來則有 「工業菁英 30 指數」、
「電子菁英 30 指數」兩檔報酬表現(5.32%、

5.08%)超越大盤同期表現(3.42%)。
台灣指數公司說， 「漲升股利150指數」以

現金股息成長與營運指標作為篩選條件，設計
具可投資性、個股替換率低、兼顧股利品質與
獲利能力特色的新指數，適合偏好穩定收益的
機構法人與具穩健投資需求的一般投資人。

台股創今年新高 公司治理指數創歷史新高

（中央社）新南向政策又一發！經濟部今
天公布首波建議中小製造業合作國家，經評估
人口紅利及製造業發展成熟度後鎖定 6國，透
過工總等公協會進行媒合，有望替雙邊供應鏈
創造雙贏模式。

為推動新南向政策，加強產業供應鏈連結
，經濟部透過評估新南向18個國家，包括天然
資源、人口紅利及製造業發展成熟度，優先鎖
定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印度、越南及菲律
賓共6個國家，洽談雙方合作重點產業及未來
可能發展商機。

經濟部指出，目標上半年至少能開始其中
一場論壇，今年能夠順利完成6個國家的6場論
壇。主要由全國工業總會及台灣區電機電子工
業同業公會等專業公協會作為產業窗口，號召
國內產業參加，雙方討論可能合作之重點產業
及形式，整合台灣智庫提供創新能量及合作方
式，結合雙方產業供應鏈，拓展商機達到雙贏
效果。

經濟部目前初步鎖定 6個國家舉辦論壇，

希望每場論壇能吸引至少上百家廠商前來；如
果可以，也希望透過結合展覽形式，同步吸引
外國廠商來台參展，並參與論壇，達到綜效。
不過，由於國內大型廠商如金寶、台達電等，
已有能力先行到泰國設廠，今年主辦的6個論
壇，相較來說對於中小企業可能較有幫助。

經濟部並以印尼為例指出，印尼人口超過2
億，15至64歲人口占67%，勞動及消費人口都
相當可觀；加上印尼境內高達1.8萬個島嶼，使
得印尼對於物流、電商及船舶等產業發展需求
大增，有望和台廠相互合作，創造產業升級及
開拓新商機。

經濟部強調，這次舉辦論壇的方式跟過去
單純提供媒合平台，最大的差異在於整合智庫
能量及由民間企業公協會帶頭整合；透過整合
工研院、資策會、台經院、中經院、金屬工業
中心及商研院等單位協助研發創新策略，加上
工總點頭號召企業，媒合角度從產業出發，新
南向政策有望再下一城，拓展新局。

中小製造業拚新南向 首波鎖定這 6國

（中央社）農委會主委林聰賢今天在宜蘭
視察時說，因應花蓮傳出H5N6亞型高病原性禽
流感（HPAI）個案，已整合串連宜花東三縣市
區域聯防，防止可能疫情擴散。

本月5日，花蓮縣玉里田間小路有人拾獲1
隻死亡幼鵝，經確診是H5N6亞型高病原性禽流
感（HPAI）個案後，林聰賢昨天剛上任就宣布
將防疫層級提升為一級開設。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為防止疫情擴散，今
天起也於蘇花公路108公里處，設置攔查消毒站
。林聰賢昨天走馬上任後，下午就返回宜蘭家
鄉，前往視察消毒站，宜蘭縣代理縣長吳澤成
也陪同前往。

動植物防疫所說，為防杜禽流感疫情、降
低活動污染源風險、控管運輸車輛及工具，並
配合防檢局管制水禽禁止運往他縣屠宰，今天
起到21日，由花蓮進入宜蘭縣的家禽運輸車輛
應預先通報，並於指定時間經過指定公路（蘇

花公路）到達攔查站消毒，並交付獸醫師開立
的健康證明文件才可放行。

林聰賢說，他已分別致電台東與花蓮相關
正副首長說明，防疫工作不分中央與地方，台
東、花蓮與宜蘭東部三縣市如果能緊密合作，
整個防疫網會更完整。

媒體詢問林聰賢，寒流來襲，可能發生寒
害，造成農漁民損失，農委會有何對策？林聰
賢說，已要求農糧署啟動應變機制，提醒各地
注意防寒，農委會也將密切觀察日後的菜價變
化，提出應變。

有媒體詢問，林聰賢昨天才卸任宜蘭縣長
職務，接任農委會主委後，首次的公務視察行
程就特別獻給家鄉。林聰賢解釋，宜蘭縣內有
野鳥保護區，且家禽飼養數量不少，呼籲媒體
不要多做聯想，一切只因為宜蘭也是禽流感高
風險區之一。

（中央社）元月物價年增率達2.25%，飆破
2%警戒線，創近11個月新高，引發通膨飆高的
疑慮，中央銀行表示，元月物價飆高主因春節
季節性因素，2月將明顯下滑。

主計總處昨天公布元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為2.25%。央行經研處副處長林
淑華表示，元月物價竄高主要是反應春節因素
，部分服務費如保母費、計程車資等循例加價
，而去年春節則是落在2月。

官員說明，春節循例加價服務費約影響

CPI 年增率上升 0.64 個百分點，若扣除服務費
加價部分，則1月CPI年增率降為1.61%，低於
去年12月的1.70%。

央行表示，去年 2 月適逢春節，且當時蔬
菜價格特別高，預期今年2月物價將明顯回落
，甚至可能跌破0。

林淑華指出，國內由於需求和緩，實際產
出低於潛在產出，通膨預期溫和，主要機構預
測今年CPI年增率平均值為1.18%。

防禽流感 林聰賢：串連宜花東聯防

通膨飆破2%警戒線央行：2月可明顯下滑

郝龍斌郝龍斌：：人頭黨員是毒藥人頭黨員是毒藥傷害形象傷害形象
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前左前左））99日表示日表示，，人頭黨員對國民黨是毒藥人頭黨員對國民黨是毒藥，，對形象造成非常大的傷對形象造成非常大的傷

害害，，他主張組成黨員入黨審查委員會他主張組成黨員入黨審查委員會，，清楚釐清清楚釐清，，且主席選舉加入民調且主席選舉加入民調，，讓人頭黨員衝擊減少讓人頭黨員衝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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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學運成員魏
揚等8人被控大陸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來台時，以鐵鍊綁身
阻礙交通。台灣高等法院認
為犯罪動機基於公益，無實
質違法性且沒發生具體公共
危險，改判魏揚8人無罪。

立法院在民國 103 年 3 月
通過服貿協議，引發太陽花
學運，同年6月26日，張志軍
來台與新北市長朱立倫會談
，並前往烏來。魏揚等人以
鐵鍊綁著身體鎖在新烏路路
墩，造成來往無法通行，企
圖阻擋車隊，遭警方逮捕。

檢察官依強制罪、妨害
公眾往來安全罪起訴魏揚、
賴品妤、拷秋勤樂團 DJ 陳威
仲等8人。一審法院審理時，
魏揚等人都不認罪，辯稱此
舉是為了反對政府兩岸經貿
政策，屬於言論自由範圍，
並舉紅衫軍為例。

一審認為被告行為僅構
成強制罪，考量被告犯罪情
節輕微，顯可憫恕，諭知免
刑。被告及檢方均提上訴，
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

台灣高等法院認定魏揚
等人，犯罪動機基於公益、

目的良善，且妨害通行權約
20 分鐘，時間尚屬短暫，未
造成嚴重後果，犯罪手段並
未過當，不具實質違法性，
不構成強制罪。

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部
分，合議庭認定現場視線良
好，用路人經過路段也有足
夠的反應距離及時間，未發
生具體公共危險。

高院撤銷原判決，改判
魏揚等8人無罪，其中強制罪
不得上訴，妨害公眾往來安
全罪部分還可上訴。

鐵鍊綁身案魏揚無罪 高院：無實質違法

（中央社）台東市布農族獵人王光祿非
常上訴案今天開庭。王光祿與95歲母親一同
到法庭，他受訪時說，盼法官還原住民獵人
傳統；王光祿友人說，王母還不知兒子被告
，今天北上，是想讓她多認識人。

王光祿在民國102年拿撿來的獵槍，獵殺
山羌等保育類動物，遭最高法院依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和野生動物保育法，判處3
年6月徒刑定讞。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顏大和認為判
決違法，向最高法院提非常上訴，王光祿暫
緩執行。

最高法院今天早上 9 時 30 分開庭，首次
網路直播，引起社會關注。

王光祿與 95 歲母親，在早上 9 時許抵達
最高法院；他受訪時指出，媽媽常常需依靠

兒子，因此他到哪裡，母親就會跟到哪裡，
希望法官還給他們原住民獵人傳統。

王光祿母親則說，孩子很孝順，整個生
活都會為她著想。

王光祿的友人則說，王母還不知道兒子
可能判刑入獄，只告訴今天北上，是要帶她
出來認識人， 「假使讓王母知道兒子是因為
拿東西給她吃就要被關，這就像拿刀子刺心
臟般痛苦，所以一直不敢跟她說這件事。」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主 委 夷 將 ‧ 拔 路 兒
（Icyang．Parod）今天也到場；夷將指出，
今天主要是有幾項論點，想向法官說明，其
中，法院要審判狩獵文化時應尊重程序來審
判，且基於野保法規定，傳統文化包含非營
利自用，就像打獵孝順媽媽，這是布農族傳
統文化，希望可做為法官參考。

王光祿開庭 95歲母親陪同不知兒子被告

（中央社）彰化關帝廟被火燒，彰化縣文化
局人員今天會同彰化市公所人員前往會勘，確認
廟裡面的保險箱安全，另在神像中發現香爐。

彰化市長邱建富指出，被發現的香爐藏在後
殿的文昌帝君神像中，由於神像已有 200 年歷史
，因此香爐被放神像內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

屬於歷史建築的彰化關帝廟昨天下午發生大
火，後殿全被燒毀，所供奉的文昌帝君神像雖未
全毀，但已被大火燒得焦黑，廟方人員懷疑是關
帝廟後方的民宅施工時不慎，焊接時火花掉落到
後殿的屋頂引發火警。

昨天火勢撲滅後，彰化市長邱建富以及彰化
縣文化局人員今天前往關帝廟會勘，清查損壞情
形，同時把已經損壞的文昌帝君神像蓋上紅布，
同時清點寺廟內的香油錢箱，確認沒有損失。

不過工作人員也在已經被燒得焦黑的文昌帝
君神像中，找到1個藏在神像中的錫製小香爐，
彰化市長邱建富說，由於神像已有 200 多年的歷
史，因此香爐究竟何時被放進去的時間也不可考
，懷疑可能是分靈時被放進去的，未來在修復時
也會考慮再把香爐放回神像裡。

彰化關帝廟遭祝融 神像中發現藏有香爐

（中央社）台東布農族獵人
王光祿非常上訴案今天開庭。蒞
庭檢察官林永義引用已逝前大法
官鄭健才著作內容指出， 「若判
決沒有文化，就沒有靈魂」，說
本案判決違背法令、誤會原住民
文化。

王光祿在民國102年拿撿來
的獵槍，獵殺山羌等保育類動物
，遭最高法院依違反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和野生動物保育法，
判處3年6月徒刑定讞。

對於王光祿遭判刑，今天受
邀出席的專家學者、台大法律系
教授王皇玉認為，原判決違憲，
如果非常上訴不成功，可以進行
釋憲。

林永義說，本案判決違背法
令是沒有爭議的事情，原判決也
誤會原住民文化，不了解其文化

內涵。
林永義也引用鄭健才著作中

的一段話，向法官說明；林永義
說，法律是文化的表徵，有文化
，法律才有靈魂，判決本身也要
有文化的表徵，如果判決沒有文
化，判決就沒有靈魂，希望庭上
和各位法官，可以看到整體原住
民文化思維，撤銷原判決，保障
原住民文化，做出歷史性判決。

王光祿案檢盼做出保障文化的歷史判決

（中央社）2017 高雄燈
會藝術節重頭戲萬人提燈踩街
花車大遊行，即將於 11 日元
宵節登場，部分路段將實施交
通管制，高雄市警方今天籲請
民眾配合改道。

金雞年高雄燈會藝術節1
月 30 日揭幕，高雄市政府於
愛河沿岸布置五彩繽紛的傳統
花燈及創意燈飾，連日來吸引
眾多民眾前往賞燈遊愛河，感

受年味，高雄市警方也進行交
通管制措施。

重頭戲萬人提燈踩街花車
大遊行即將於 11 日元宵節登
場，有華航、中信造船及多個
宗教團隊的特色花車，以及海
陸空官校軍樂隊、海軍陸戰隊
軍樂隊、中正國防預校樂旗隊
等 30 多個隊伍演出，提燈踩
街大遊行規模龐大。

為配合提燈踩街大遊行，

高雄市規劃交通管制措施，管
制範圍包含前金區五福三路
（河西路至成功一路段）東向
車道、鹽埕區五福四路(七賢
三路至河西路段)全線、七賢
三路（五福四路至公園二路段
）北向車道、大勇路（新樂街
至五福四路段）等，禁止車輛
通行與停放，管制路段周邊設
有改道導引牌，請民眾配合改
道。

高雄燈會提燈踩街 警籲配合交管

王光祿開庭王光祿開庭 原民會主委陪同出庭原民會主委陪同出庭
台東市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台東市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前左前左））非常上訴案非常上訴案，，99日最高法院開庭日最高法院開庭。。王光祿與王光祿與9595歲母歲母

親一同出庭親一同出庭，，他受訪時說他受訪時說，，希望法官還原住民獵人傳統希望法官還原住民獵人傳統，，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
（（IcyangIcyang．．ParodParod）（）（前右前右））也陪同出庭也陪同出庭。。

20172017台灣燈會台灣燈會限制使用遙控無人機限制使用遙控無人機
為期為期99天的天的20172017台灣燈會將自台灣燈會將自1111日起在雲林登場日起在雲林登場，，為了賞燈民眾安全為了賞燈民眾安全，，雲林縣政府將限制使雲林縣政府將限制使

用遙控無人機用遙控無人機，，違者將依規定處罰違者將依規定處罰。。

苗栗鬧元宵苗栗鬧元宵祥龍接受炮陣轟炸掀高潮祥龍接受炮陣轟炸掀高潮
苗栗苗栗20172017元宵元宵((火旁火旁))龍系列活動元宵夜將在苗栗市河濱公園舉行龍系列活動元宵夜將在苗栗市河濱公園舉行 「「((火旁火旁))龍之夜龍之夜」」 ，，民眾除可民眾除可

體驗體驗((火旁火旁))龍龍，，99支龍隊也將輪番接受炮陣轟炸洗禮支龍隊也將輪番接受炮陣轟炸洗禮，，為客家元宵慶典掀起最高潮為客家元宵慶典掀起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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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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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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0日 Friday, February 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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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嶺南特色手工藝大師的孫開福，
年過六旬卻樂此不疲沉浸在蛋雕藝

術的創作中。談起超過十年的蛋雕藝術
創作，孫開福告訴記者，他每天清晨醒
來就開始研究和雕刻作品，曾有兩年基
本沒怎麼出門一直潛心研究，失敗了幾
萬次。每次出門乃至旅遊時候都帶
大、小蛋殼，只要路上有空閒就雕刻。
家人都調侃自己為“搗蛋專家”。

功夫不負有心人。今次孫開福憑借
《雄風高歌》大吉圖成為雞年羊城的新
紅人，每天上門採訪的記者絡繹不絕。

國畫尋製作素材
他告訴記者，製作“百雞圖”迎接

雞年，一開始首先搜集材料，購置蛋
殼，最終決定用傳統國畫的形式創作。
這一百隻雄雞被繪製在蛋殼裡，形態各
異，有的引吭高歌、有的注目眺望、有

的展翅欲飛。孫開福說，因為蛋殼不同
於平面，繪製這一百隻雄雞據他了解並
沒有先例，自己則是通過尋找國畫雄雞
的素材，再加上自己蛋雕的功底，將原
本繪製在紙上的雄雞搬到蛋殼上，成為
這蛋殼上的百隻雄雞。

半年悄然而過，至雞年正月，這一
百個畫有雄雞的蛋雕作品終於完工，被
他命名為《雄風高歌》。

記者獲悉，除了雕刻百雞之外，孫開
福此前也創作過《百駿圖》，早已得到外
界的讚譽。除去宏大的系列作品，類似廣
州的地標建築小蠻腰、歷史名人、梅蘭竹
菊以及花鳥魚蟲都是他創作的題材。

融入嶺南工藝技法
眾所周知眾所周知，，蛋雕藝術作品美輪美蛋雕藝術作品美輪美

奐奐，，但雕刻的過程如履薄冰但雕刻的過程如履薄冰。。孫開福的孫開福的
雕刻刀法細膩雕刻刀法細膩，，他告訴記者自己會借鑒他告訴記者自己會借鑒

牙雕牙雕、、玉雕等玉雕等
嶺 南 工 藝 特嶺 南 工 藝 特
點點，，融匯於蛋融匯於蛋
雕藝術之中雕藝術之中，，
日常在雕刻內日常在雕刻內
容上也主要以容上也主要以
嶺南傳統文化嶺南傳統文化
元素為雕刻題元素為雕刻題
材材，，形成南派特色形成南派特色。。

為了更好地弘揚蛋雕這門藝術為了更好地弘揚蛋雕這門藝術，，孫孫
開福除了在廣州市輕工技師學院擔任客開福除了在廣州市輕工技師學院擔任客
座教授座教授，，教授蛋雕藝術教授蛋雕藝術，，也在自己也在自己
的工作室廣收學員潛心教學的工作室廣收學員潛心教學。。教學教學
時他總是不厭其煩提醒學生時他總是不厭其煩提醒學生，，
如果喜歡就得多如果喜歡就得多
練習練習，，能長期坐能長期坐
““冷板凳冷板凳””才才
能雕刻出好作能雕刻出好作
品品。。

穗花甲“搗蛋專家”
蛋雕百雞喜賀春

新春伊始，作為吉祥物的“雞”

愈來愈受到大家的追捧。來自廣州海

珠區的蛋雕藝術家孫開福用自己最擅

長的方式，歷經半年雕刻出《雄風高

歌》大吉圖，以此來表達雞年的期

待。據介紹，該作品裡面共有百隻蛋

殼，分別有一百隻形態各異的雞，用

國畫寫意形式創作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琳琅滿目的書籍，各種筆體“壽
字”，難得一見的古地契……當你走進
河北省邢台市橋西區北小汪家屬院霍景
老人家時，就如同到了一座圖書館。

“自從正月初三以來，家裡的來客
就不曾斷過。看到這麼多人喜歡讀書，
我打心眼裡高興。”霍景老人說。

霍景老人是邢台市橋西區人，今年
80歲，老人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最
大的愛好就是喜歡書。十年前，他將珍
藏的圖書對外開放，免費供市民查閱。

走進老人的書屋，只見200平方米
的室內，大半面積擺放各種書籍。碩
大的書櫃上，從辭源、辭海、文史地理

各種字典、詞典，到自然科學、社會科
學的書籍整齊地碼放。

走上閣樓，映入眼簾的是一副副對
聯及上百位書法家的作品。在院內西側
的兩間小屋裡，不但有包括國際國內新
聞、文化藝術、體育奧運、反腐倡廉等
內容的280本剪報，還有偉人名著、歷
代順德府志、邢台各縣(市、區)的地方
志等珍貴書籍。

“發揮書應有的價值”
“我這一輩子就喜歡書，既然喜

歡，就應該讓它發揮應有的價值。”霍
景老人說，他從十年前開始將自己所收

藏的圖書整理後對外開放，供市民查
閱。今年其又新置辦了3個大書架，將
珍藏的圖書細化、重新歸類。

市民馮超告訴記者，他已經連續來
老人家3天了，就是想查閱下邢台的一
些老文獻資料，在這裡他找到了很多歷
史資料，同時也欣賞到了很多名家的書
法作品，真是受益匪淺。

“搞對外展覽，挺費勁兒。不過，
當這些圖書能發揮更大作用時，我打心
眼裡高興。但最讓我欣喜的是，越來越
多的人愛上了讀書，才是我最願意看到
的。”霍景老人說。

■中新網

八旬翁開“家庭圖書館”十年供免費查閱 民俗節福州登場
百項非遺大巡演

9日上午，上海迎來今冬
的第一場雪。

自8日半夜起，上海北部
地區，如寶山、嘉定等地出
現短暫的雨夾雪及小雪天
氣。9日早晨，許多地方又紛
紛飄揚起雪花。一些上海市
民甚至有幸目睹了“太陽
雪”。

上海地處江南，冬日氣候
較溫和，雪花是上海人每年冬
季盼望的美景。上海市氣象局
表示，在經歷了“史上最暖”
的12月和“最暖”的1月，申
城（上海）今冬的初雪，來得
比往年要更晚一些。氣象觀測
數據顯示，常年上海的第一場
雪平均出現在1月上旬。而相
較去年，今冬初雪晚了2個月
左右。由於降雪時間短、降
雪量較小，且氣溫及地表溫
度多在零攝氏度以上，這場
初雪並未形成明顯積雪和道
路結冰，但卻給滬人帶來滿

滿的驚喜。自8日半夜起，不少網友紛
紛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上晒出這場“遲
到”的初雪，興奮之情溢於言表。9日
上午，隨降雪範圍的擴大，更多的網
友加入了“晒雪”的行列，滬人的社交
媒體上一度被各色“飛雪圖”攻佔。

雖然農曆立春節氣已過，但冬日仍
對上海“留戀不捨”，這場初雪奏響了
本輪降溫的“序曲”。據上海氣象部門
預報，未來3天，上海的最低溫度還將
徘徊在零攝氏度附近，本周日甚至將跌
破冰點達-1℃。 ■中新社

上
海
迎
初
雪
遲
去
年
2
個
月

9日，福建福州閩江之畔花海公
園內一場海峽兩岸傳統文化“盛宴”
正在上演。展演內容涉及國家、省、
市級非遺項目上百項，涵蓋傳統舞
蹈、傳統音樂、傳統戲劇、曲藝、傳
統美術、傳統技藝、民間文學、傳統
體育遊藝與競技等各大類別，民俗風
情魅力四射。其中，在台灣手工技藝
展示專區內和文化創意攤位前更是人
頭攢動，讚歎不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

■霍景老人和老伴展示所收藏的圖書及書
法作品。 網上圖片

■■蛋雕百雞來賀歲蛋雕百雞來賀歲。。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已過花甲的孫開福從事蛋雕藝已過花甲的孫開福從事蛋雕藝
術創作超十年術創作超十年。。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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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嶺南特色手工藝大師的孫開福，
年過六旬卻樂此不疲沉浸在蛋雕藝

術的創作中。談起超過十年的蛋雕藝術
創作，孫開福告訴記者，他每天清晨醒
來就開始研究和雕刻作品，曾有兩年基
本沒怎麼出門一直潛心研究，失敗了幾
萬次。每次出門乃至旅遊時候都帶
大、小蛋殼，只要路上有空閒就雕刻。
家人都調侃自己為“搗蛋專家”。

功夫不負有心人。今次孫開福憑借
《雄風高歌》大吉圖成為雞年羊城的新
紅人，每天上門採訪的記者絡繹不絕。

國畫尋製作素材
他告訴記者，製作“百雞圖”迎接

雞年，一開始首先搜集材料，購置蛋
殼，最終決定用傳統國畫的形式創作。
這一百隻雄雞被繪製在蛋殼裡，形態各
異，有的引吭高歌、有的注目眺望、有

的展翅欲飛。孫開福說，因為蛋殼不同
於平面，繪製這一百隻雄雞據他了解並
沒有先例，自己則是通過尋找國畫雄雞
的素材，再加上自己蛋雕的功底，將原
本繪製在紙上的雄雞搬到蛋殼上，成為
這蛋殼上的百隻雄雞。

半年悄然而過，至雞年正月，這一
百個畫有雄雞的蛋雕作品終於完工，被
他命名為《雄風高歌》。

記者獲悉，除了雕刻百雞之外，孫開
福此前也創作過《百駿圖》，早已得到外
界的讚譽。除去宏大的系列作品，類似廣
州的地標建築小蠻腰、歷史名人、梅蘭竹
菊以及花鳥魚蟲都是他創作的題材。

融入嶺南工藝技法
眾所周知眾所周知，，蛋雕藝術作品美輪美蛋雕藝術作品美輪美

奐奐，，但雕刻的過程如履薄冰但雕刻的過程如履薄冰。。孫開福的孫開福的
雕刻刀法細膩雕刻刀法細膩，，他告訴記者自己會借鑒他告訴記者自己會借鑒

牙雕牙雕、、玉雕等玉雕等
嶺 南 工 藝 特嶺 南 工 藝 特
點點，，融匯於蛋融匯於蛋
雕藝術之中雕藝術之中，，
日常在雕刻內日常在雕刻內
容上也主要以容上也主要以
嶺南傳統文化嶺南傳統文化
元素為雕刻題元素為雕刻題
材材，，形成南派特色形成南派特色。。

為了更好地弘揚蛋雕這門藝術為了更好地弘揚蛋雕這門藝術，，孫孫
開福除了在廣州市輕工技師學院擔任客開福除了在廣州市輕工技師學院擔任客
座教授座教授，，教授蛋雕藝術教授蛋雕藝術，，也在自己也在自己
的工作室廣收學員潛心教學的工作室廣收學員潛心教學。。教學教學
時他總是不厭其煩提醒學生時他總是不厭其煩提醒學生，，
如果喜歡就得多如果喜歡就得多
練習練習，，能長期坐能長期坐
““冷板凳冷板凳””才才
能雕刻出好作能雕刻出好作
品品。。

穗花甲“搗蛋專家”
蛋雕百雞喜賀春

新春伊始，作為吉祥物的“雞”

愈來愈受到大家的追捧。來自廣州海

珠區的蛋雕藝術家孫開福用自己最擅

長的方式，歷經半年雕刻出《雄風高

歌》大吉圖，以此來表達雞年的期

待。據介紹，該作品裡面共有百隻蛋

殼，分別有一百隻形態各異的雞，用

國畫寫意形式創作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琳琅滿目的書籍，各種筆體“壽
字”，難得一見的古地契……當你走進
河北省邢台市橋西區北小汪家屬院霍景
老人家時，就如同到了一座圖書館。

“自從正月初三以來，家裡的來客
就不曾斷過。看到這麼多人喜歡讀書，
我打心眼裡高興。”霍景老人說。

霍景老人是邢台市橋西區人，今年
80歲，老人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最
大的愛好就是喜歡書。十年前，他將珍
藏的圖書對外開放，免費供市民查閱。

走進老人的書屋，只見200平方米
的室內，大半面積擺放各種書籍。碩
大的書櫃上，從辭源、辭海、文史地理

各種字典、詞典，到自然科學、社會科
學的書籍整齊地碼放。

走上閣樓，映入眼簾的是一副副對
聯及上百位書法家的作品。在院內西側
的兩間小屋裡，不但有包括國際國內新
聞、文化藝術、體育奧運、反腐倡廉等
內容的280本剪報，還有偉人名著、歷
代順德府志、邢台各縣(市、區)的地方
志等珍貴書籍。

“發揮書應有的價值”
“我這一輩子就喜歡書，既然喜

歡，就應該讓它發揮應有的價值。”霍
景老人說，他從十年前開始將自己所收

藏的圖書整理後對外開放，供市民查
閱。今年其又新置辦了3個大書架，將
珍藏的圖書細化、重新歸類。

市民馮超告訴記者，他已經連續來
老人家3天了，就是想查閱下邢台的一
些老文獻資料，在這裡他找到了很多歷
史資料，同時也欣賞到了很多名家的書
法作品，真是受益匪淺。

“搞對外展覽，挺費勁兒。不過，
當這些圖書能發揮更大作用時，我打心
眼裡高興。但最讓我欣喜的是，越來越
多的人愛上了讀書，才是我最願意看到
的。”霍景老人說。

■中新網

八旬翁開“家庭圖書館”十年供免費查閱 民俗節福州登場
百項非遺大巡演

9日上午，上海迎來今冬
的第一場雪。

自8日半夜起，上海北部
地區，如寶山、嘉定等地出
現短暫的雨夾雪及小雪天
氣。9日早晨，許多地方又紛
紛飄揚起雪花。一些上海市
民甚至有幸目睹了“太陽
雪”。

上海地處江南，冬日氣候
較溫和，雪花是上海人每年冬
季盼望的美景。上海市氣象局
表示，在經歷了“史上最暖”
的12月和“最暖”的1月，申
城（上海）今冬的初雪，來得
比往年要更晚一些。氣象觀測
數據顯示，常年上海的第一場
雪平均出現在1月上旬。而相
較去年，今冬初雪晚了2個月
左右。由於降雪時間短、降
雪量較小，且氣溫及地表溫
度多在零攝氏度以上，這場
初雪並未形成明顯積雪和道
路結冰，但卻給滬人帶來滿

滿的驚喜。自8日半夜起，不少網友紛
紛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上晒出這場“遲
到”的初雪，興奮之情溢於言表。9日
上午，隨降雪範圍的擴大，更多的網
友加入了“晒雪”的行列，滬人的社交
媒體上一度被各色“飛雪圖”攻佔。

雖然農曆立春節氣已過，但冬日仍
對上海“留戀不捨”，這場初雪奏響了
本輪降溫的“序曲”。據上海氣象部門
預報，未來3天，上海的最低溫度還將
徘徊在零攝氏度附近，本周日甚至將跌
破冰點達-1℃。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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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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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福建福州閩江之畔花海公
園內一場海峽兩岸傳統文化“盛宴”
正在上演。展演內容涉及國家、省、
市級非遺項目上百項，涵蓋傳統舞
蹈、傳統音樂、傳統戲劇、曲藝、傳
統美術、傳統技藝、民間文學、傳統
體育遊藝與競技等各大類別，民俗風
情魅力四射。其中，在台灣手工技藝
展示專區內和文化創意攤位前更是人
頭攢動，讚歎不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

■霍景老人和老伴展示所收藏的圖書及書
法作品。 網上圖片

■■蛋雕百雞來賀歲蛋雕百雞來賀歲。。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已過花甲的孫開福從事蛋雕藝已過花甲的孫開福從事蛋雕藝
術創作超十年術創作超十年。。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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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國樓市調
控組合拳成效顯著，投資性購房需求被大幅壓制。交通銀
行發佈的新一期《中國財富景氣指數報告》顯示，多套房
家庭的不動產投資意願已經急挫16個百分點。但有消息
稱，新年後樓市又有回暖態勢，監管層仍在加大調控力
度，京滬低於9折的住房貸款優惠利率已全面絕跡。
在“抑泡沫”和“去庫存”的大背景下，樓市前途

未卜，小康家庭亦不敢輕易出手，對不動產投資明顯持
謹慎態度。
交銀提供的數據顯示，本期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下

跌7個百分點至118，其中現在不動產投資行為指數下行
4個百分點，預期不動產投資意願跌幅更達到10個百分
點。
多套房家庭的不動產投資意願下滑態勢顯著，現在

及未來購樓意願均下滑16個百分點，顯示限購、提高
首付比率等針對投資性購房的政策頗有成效。反之，
剛需購房者的未來不動產投資意願則有增強趨勢，上
行了10個百分點。若以城市區分，本期核心城市與非
核心城市的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同時下滑，回落至
2016年9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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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長假期中國樓市交投冷

清，但調控仍在繼續。近日中國

多個城市收緊房貸政策：北京各

銀行自2月8日起，首套房貸款利

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九折，包括

新房在內的二套房按揭最長期限

從30年縮短至25年；廣州多家銀

行的首套房優惠利率，也從原來

的85折調至9折；上海有銀行被

要求房貸發放額度要較上月減少

10%。

■記者 海巖、帥誠、孔雯瓊

北京、廣州、上海連線

中國再收緊房貸政策
京二套房按揭縮至25年 穗滬削減優惠利率

此
次銀行
收緊房

貸政策及上調房貸利率，市
場普遍認為與此前逆回購中
標利率上調有關。海通證券
宏觀分析師姜超2月在其多份
研報中指出，逆回購利率上
升 ， 將 通 過 債 券 市 場 的 傳
導，逐漸向信貸市場擴散，
導致房貸利率上升。

姜超指出，由於發放房
貸資本佔用成本較高，按照
過往數據分析，房貸利率大
致應比國開債高出 130 個基
點。現階段 10 年期的國開債
利率已經接近 4.2%，那麼合

理的房貸利率應該在 5.5%以
上，這意味着“如果房貸利
率還是很低，那麼銀行不如
全部去買國債和國開債，而
大幅減少房貸的供給，相應
必然會導致未來房貸利率持
續 大 幅 回 升 ， 而 按 照 目 前
4.9%的貸款利率，折扣房貸
在未來會全部消失。

不少銀行個貸部負責人
則表示，房貸利率上調是大
概率事件。受人行額度調整
的原因，上調的可能性比較
大 ， 雖 然 目 前 額 度 暫 時 還
有，但還得看月底額度情況
再決定是否上調。

■記者 海巖

�/1

房貸利率或跟隨上調

北京各銀行自2月8日起，首套房貸款利
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九折，包括新房在

內的二套房按揭最長期限從30年縮短至25
年。而提供貸款等金融數據比價的平台“融
360”數據顯示，9日在北京地區，除匯豐銀
行、平安銀行、南京銀行執行首套房貸85折
即4.17%的優惠利率外，五大行、其他中小銀
行及外資銀行均已執行首套房最低 9折即
4.41%的利率政策，首付比例最低為3.5成。
而對二套房以上貸款，要求首付比例不低於5
成，貸款利率最低為基準利率 1.1 倍，即
5.39%。
另外，北京更首次提出將按揭貸款年限

由原來的 30 年縮短到 25 年。銀行人士指
出，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縮短貸款年限意
味着貸款總額將較少，削弱了購房者的支付
能力。

穗首套房優惠利率升至九折
在廣州，近期郵儲銀行、興業銀行、廣

州農商行等多家銀行將廣州地區的首套房優
惠利率從85折上調到了9折及以上。受房貸
利率折扣上調影響，不少年前已提交貸款申

請的客戶，因所申請銀行房貸利率折扣調至9
折而不得不重新選擇銀行辦理貸款業務。郵
儲銀行天河區某支行一位個貸經理表示，此
次調整是在年前最後兩天下發的書面通知，
要求行內將廣州地區的首套房貸利率優惠從
85折收緊至9折。
與郵儲銀行同樣選擇在節後收緊優惠的，

還有興業銀行、廣州農商行等多家銀行，均將
首套房優惠利率上調到9折及以上。興業銀行
廣州分行營業部的個貸經理稱，現在申請95折
才能正常放款，申請9折要等有額度才能放
款。而廣州農商行據悉在去年12月份最低執行
82折，繼1月份上調到85折後，於8日再上調
到9折，並且需要排隊。

滬每月房貸發放量需減一成
與廣州樓市關係密切的佛山也開始收緊房

貸，據工行佛山平洲支行相關人士透露，2月5
日起，工行佛山地區房貸折扣普遍收緊至88
折，僅中海、保利、萬科等前十大開發商的新
樓盤可做85折優惠。
目前，上海低於9折優惠利率已絕跡，更

有業內人士稱目前銀行還有房貸放款同比下

降的任務。日前一張某銀行“關於月末緊急
壓降房貸餘額的通知”在網絡熱傳，通知內
稱根據監管要求及目前房貸業務市場形式，
要求各支行盡快着手聯繫客戶進行房貸提前
還款工作，並對於部分提前還款免收違約
金。
有業內人士稱，上述通知內容和實際情

況基本屬實，由於今年的不少信貸都是去年
的交易，信貸額度非常緊張，往往剛到月初
就將當月額度放完，且還有銀行規定當月房
貸發放量必須比上月減少10%。去年買房申
請貸款的紀先生向記者表示，去年第三季度
開始辦理申請，結果房貸至今沒有放款消
息，年前曾催過銀行信貸員，說是春節後會
放款，但春節假期已經結束，依然沒有等到
放款通知。除了放款的速度放慢和數量下降，
目前上海的房貸優惠利率也在收緊，去年的8
字頭優惠利率已經難見蹤影，目前更多的都是
9折至95折優惠利率。
“融360”數據還顯示，深圳地區半數銀

行開始執行首套房利率最低9折的政策，而武
漢、西安等前期漲幅較大的二線城市，房貸利
率優惠已提高至基準利率的95折。

■■中國多個城市收緊房貸政策中國多個城市收緊房貸政策，，上海有銀上海有銀
行被要求房貸發放額度要縮小行被要求房貸發放額度要縮小。。圖為上海圖為上海
一樓盤一樓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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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國樓市調
控組合拳成效顯著，投資性購房需求被大幅壓制。交通銀
行發佈的新一期《中國財富景氣指數報告》顯示，多套房
家庭的不動產投資意願已經急挫16個百分點。但有消息
稱，新年後樓市又有回暖態勢，監管層仍在加大調控力
度，京滬低於9折的住房貸款優惠利率已全面絕跡。

在“抑泡沫”和“去庫存”的大背景下，樓市前途
未卜，小康家庭亦不敢輕易出手，對不動產投資明顯持
謹慎態度。

交銀提供的數據顯示，本期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下
跌7個百分點至118，其中現在不動產投資行為指數下行
4個百分點，預期不動產投資意願跌幅更達到10個百分
點。
多套房家庭的不動產投資意願下滑態勢顯著，現在

及未來購樓意願均下滑16個百分點，顯示限購、提高
首付比率等針對投資性購房的政策頗有成效。反之，
剛需購房者的未來不動產投資意願則有增強趨勢，上
行了10個百分點。若以城市區分，本期核心城市與非
核心城市的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同時下滑，回落至
2016年9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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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城市收緊房貸政策：北京各

銀行自2月8日起，首套房貸款利

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九折，包括

新房在內的二套房按揭最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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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分析師姜超2月在其多份
研報中指出，逆回購利率上
升 ， 將 通 過 債 券 市 場 的 傳
導，逐漸向信貸市場擴散，
導致房貸利率上升。

姜超指出，由於發放房
貸資本佔用成本較高，按照
過往數據分析，房貸利率大
致應比國開債高出 130 個基
點。現階段 10 年期的國開債
利率已經接近 4.2%，那麼合

理的房貸利率應該在 5.5%以
上，這意味着“如果房貸利
率還是很低，那麼銀行不如
全部去買國債和國開債，而
大幅減少房貸的供給，相應
必然會導致未來房貸利率持
續 大 幅 回 升 ， 而 按 照 目 前
4.9%的貸款利率，折扣房貸
在未來會全部消失。

不少銀行個貸部負責人
則表示，房貸利率上調是大
概率事件。受人行額度調整
的原因，上調的可能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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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各銀行自2月8日起，首套房貸款利
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九折，包括新房在

內的二套房按揭最長期限從30年縮短至25
年。而提供貸款等金融數據比價的平台“融
360”數據顯示，9日在北京地區，除匯豐銀
行、平安銀行、南京銀行執行首套房貸85折
即4.17%的優惠利率外，五大行、其他中小銀
行及外資銀行均已執行首套房最低 9折即
4.41%的利率政策，首付比例最低為3.5成。
而對二套房以上貸款，要求首付比例不低於5
成，貸款利率最低為基準利率 1.1 倍，即
5.39%。

另外，北京更首次提出將按揭貸款年限
由原來的 30 年縮短到 25 年。銀行人士指
出，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縮短貸款年限意
味着貸款總額將較少，削弱了購房者的支付
能力。

穗首套房優惠利率升至九折
在廣州，近期郵儲銀行、興業銀行、廣

州農商行等多家銀行將廣州地區的首套房優
惠利率從85折上調到了9折及以上。受房貸
利率折扣上調影響，不少年前已提交貸款申

請的客戶，因所申請銀行房貸利率折扣調至9
折而不得不重新選擇銀行辦理貸款業務。郵
儲銀行天河區某支行一位個貸經理表示，此
次調整是在年前最後兩天下發的書面通知，
要求行內將廣州地區的首套房貸利率優惠從
85折收緊至9折。

與郵儲銀行同樣選擇在節後收緊優惠的，
還有興業銀行、廣州農商行等多家銀行，均將
首套房優惠利率上調到9折及以上。興業銀行
廣州分行營業部的個貸經理稱，現在申請95折
才能正常放款，申請9折要等有額度才能放
款。而廣州農商行據悉在去年12月份最低執行
82折，繼1月份上調到85折後，於8日再上調
到9折，並且需要排隊。

滬每月房貸發放量需減一成
與廣州樓市關係密切的佛山也開始收緊房

貸，據工行佛山平洲支行相關人士透露，2月5
日起，工行佛山地區房貸折扣普遍收緊至88
折，僅中海、保利、萬科等前十大開發商的新
樓盤可做85折優惠。

目前，上海低於9折優惠利率已絕跡，更
有業內人士稱目前銀行還有房貸放款同比下

降的任務。日前一張某銀行“關於月末緊急
壓降房貸餘額的通知”在網絡熱傳，通知內
稱根據監管要求及目前房貸業務市場形式，
要求各支行盡快着手聯繫客戶進行房貸提前
還款工作，並對於部分提前還款免收違約
金。

有業內人士稱，上述通知內容和實際情
況基本屬實，由於今年的不少信貸都是去年
的交易，信貸額度非常緊張，往往剛到月初
就將當月額度放完，且還有銀行規定當月房
貸發放量必須比上月減少10%。去年買房申
請貸款的紀先生向記者表示，去年第三季度
開始辦理申請，結果房貸至今沒有放款消
息，年前曾催過銀行信貸員，說是春節後會
放款，但春節假期已經結束，依然沒有等到
放款通知。除了放款的速度放慢和數量下降，
目前上海的房貸優惠利率也在收緊，去年的8
字頭優惠利率已經難見蹤影，目前更多的都是
9折至95折優惠利率。

“融360”數據還顯示，深圳地區半數銀
行開始執行首套房利率最低9折的政策，而武
漢、西安等前期漲幅較大的二線城市，房貸利
率優惠已提高至基準利率的95折。

■■中國多個城市收緊房貸政策中國多個城市收緊房貸政策，，上海有銀上海有銀
行被要求房貸發放額度要縮小行被要求房貸發放額度要縮小。。圖為上海圖為上海
一樓盤一樓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where it can sell well--
China.
The Chinese's love affair for 
western consumer affinities 
(think of Starbucks and 
Microsoft, for instance) 
has extended to Cadillac-
-a brand that's widely seen 
as one that has an entirely 
different flavor for luxury 
and a reputation for "long 
heritage and pedigree," said 
the brand's president, Johan 
de Nysschen.
Such was the positive 
reputation Cadillac has set for itself among Chinese 
buyers, that it went on to surpass Japanese premium 
carmaker Lexus to become China's fourth best-selling 
luxury car brand in 2016, having recorded an impressive 
46 percent growth in sales at 116,000 units sold.
What's more, Cadillac's China sales does not seem to show 
any sign of slowing down this year, as Jan. 2017 sales in 
the mainland (18,011) surpassed that of the brand's sales 
in the U.S. (10,398) by 73 percent--the first time a foreign 
unit of the brand outperformed its home unit.
Although German luxury brands continue to be the main 
bestsellers in China, the mainland has also saw continued 
preference over Cadillac, largely because of its assertive 
advertising strategies banking on the brand's fresh image,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Dare Greatly" campaign.
With that, parent company GM has found an even greater 
incentive to maximize its popularity in China, what with 
the opening of a new $1.2 billion manufacturing plant in 
Shanghai that produces two of the brand's hottest releases 
for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T6 sedan and the XT5 SUV.
Domestic manufacturing meant more discounts across 
Cadillac dealerships in China, enabling the brand to 
achieve greater growth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rough 
trade-ins and price cuts--schemes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in the presence of import tariffs.
In contrast, Cadillac's fortunes in the U.S. are 
unsurprisingly lackluster--one that's a product of both 
disjoints in its communications campaign and a lineup 
that fails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needs of the American 
market, compared to Lexus and its German rivals BMW, 
Audi and Mercedes-Benz. (Courtesy en.yibada.com/
articles/191898/20170206)

The youth approach seems to be working. De Nysschen 
says the average buyer in China is 33 years old. The 
average American Cadillac buyer is over 60, according 
to consultant Strategic Vision. “The German brands are 
somewhat ubiquitous” on the mainland, Dunne says. 
“Cadillac works hard to be different. People buying 
Cadillac can distinguish themselves.”
“Dare Greatly” has been 
far less effective in the 
U.S., says Alexander 
Edwards, president of 
Strategic Vision. One ad 
runs 94 seconds online 
and is shot through the 
windows of a car rolling 
through a New York 
neighborhood while a 
narrator reads Theodore Roosevelt’s inspirational screed 
“The Man in the Arena.” The video never showcases a 
Cadillac and only reveals that it’s pitching the brand when 
the logo appears at the very end.
For American luxury buyers who are happy with their 
foreign rides, that doesn’t get the word out that Cadillac’s 
cars are equal to anyone’s, Edwards says. “Cadillac 
is doing a good job with product,” he says. “But the 
communications are awful. They are not attracting new 
buyers the way they could.”
De Nysschen puts a lot of the blame on a product line 
that’s out of step with the U.S. market. Small and midsize 
SUVs are the industry’s sweet spot, accounting for about 
40 percent of U.S. vehicle sales today. Lexus and the 
German brands each sell three or more such SUVs in their 
showrooms. Cadillac has one..
Yet, for all its inroads in China, rivals still question 
Cadillac’s luxury cred. “I never underestimate any 
competitor,” says Ian Robertson, head of global sales and 
marketing for BMW. “There are full-premium brands 
and near-premium brands. Cadillac is probably near-
premium.” (Courtesy bloomberg.com)
Related

Why Cadillac Is A Big Hit Among Chinese 
Consumers

Cadillac is among the biggest names to come out of the 
U.S. automotive industry, but it doesn’t bode well to 
domestic clients. But thankfully, the brand, iconic for its 
tailfins and all-American brashness, has found a market 

General Motors 
has been sp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n 
Cadillac, trying to 
recapture the magic 
that made the name 
synonymous with 
luxury in the U.S. 
for almost 60 years. 
There are signs the 
effort is finally paying 
off—in China.

Aggressive advertising and a hot new entry, the XT5 
sport-utility vehicle, helped Cadillac push past Lexus 
to become China’s No. 4 luxury car brand last year, 
as annual sales jumped 46 percent, to 116,000. While 
German luxury brands, led by Volkswagen’s Audi, 
have 75 percent of China’s market for upscale vehicles, 
challengers such as Cadillac, Lexus, and Jaguar Land 
Rover are making inroads, says Michael Dunne, 
president of consulting firm Dunne Automotive in Hong 
Kong. Cadillac enjoys some American swagger on 
the mainland, thanks to the popularity of GM’s Buick 
brand and the local admiration for U.S. icons such as 
Starbucks, Apple, and Nike. That’s given Cadillac a 
boost while it struggles to revive its lagging business at 
home. In America, Caddy sales fell 3 percent last year 
despite a record auto market, and its “Dare Greatly” 
ad campaign hasn’t done much to counter its second-
tier image among affluent baby boomers. “The brand 
is recognized in China as having long heritage and 
pedigree,” says Cadillac President Johan de Nysschen. 
“It is also seen as fresh and new. Its U.S. history has had 
its ups and downs.”
Mostly down. Cadillac’s U.S. sales peaked in 1978 at 
347,000 vehicles. Quality issues and cars that looked too 
much like Chevrolets and Buicks eroded the brand’s value 
until it lost its upscale sales crown to Ford’s Lincoln in 
1998. Boomers then started a love affair with Toyota’s 
Lexus brand and German nameplates including BMW and 
Daimler’s Mercedes, which have battled it out ever since. 
Cadillac sold 170,006 vehicles in the U.S. in 2016, less 
than half the 374,000 Mercedes did.
GM is lavishing $12 billion on new Cadillac models that 
it will sell globally by 2020. Several are SUVs, favored by 
American and Chinese luxury buyers. While it offered to 

long-standing ‘one-China policy’ — an understanding 
that has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 for almost four decades.”
“The rest of Asia looks at what the administration’s 
doing on Taiwan, and nobody agrees with it,” he said 
as the report was released. “The rest of Asia does not 
want to follow the US to war with China over the 
question of Taiwan.”
On Barack Obama’s watch, the US cooperated 
successfully with China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ran nuclear deal, 
but failed to curb 
Beijing’s island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report said 
“greater firmness” is 
needed when China 

impinges on US interests. It said Beijing is acting 
more assertively in Asia, its market-opening economic 
reforms have virtually halted, and its domestic politics 
are more authoritari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said the US should support 
diplomacy among territorial claimants and maintain 
active naval and air presences to show it will respond 
resolutely to China’s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US or its 
allies.
Trump should immediately engage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North Korea, wher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ightened sanctions but failed to curb 
its weapons development, the report said.
A formal peace ought to be negotiated for the divided 
Korean Peninsula in return for a verified freeze of 
North Korean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and a 
pledge to get rid of nuclear weapons.
If China doesn’t exert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it 
said the US should impose sanctions on Chinese 
banks and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with Pyongyang. 
(Courtesy  www.scmp.com/news/asia/diplomacy/
article/2068989) 
Related

Trump Has Yet To Map Out 
A Clear China policy

Uncertainties loom in Sino-US relations as analysts 
suspec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yet to map out a 
clear China polic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not spoken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ince taking office, 
despite having talked to at least 18 foreign heads of 
state, either by phone or in pers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oured after 
Trump took a phone call from Taiwan leader Tsai Ing-
wen in December and threatened to use the one-China 
policy as leverage in trade talks.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warned on Tuesday 
that there would be no winner in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houldn’t abandon long-
standing US policy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a prominent 
panel of China specialists said Tuesday, calling such a 
move “exceedingly dangerous.”
Before taking offic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questioned Washington’s “one-China policy” that 
shifte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from self-governing 
Taiwan to China in 1979. He said it was open to 
negotiation.
But former US officials and scholars said in a report 
that such an approach could destabilise the Asia-
Pacific and leave Taiwan more vulnerable.
US-China relations are at a “precarious crossroads” 
and the two world powers could be on a “collision 
course,” it said, describing a rivalry that is growing 
amid Beijing’s assertion of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disputed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The report is the product of an expert task force 
convened by the Asia Socie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It includes former officials 
who have served both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s — two key Asia policymaker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mong them: Kurt Campbell, 
who served as top diplomat for East Asia during 
Obama’s first term, and Evan Medeiros, who was 
White House senior director for Asian affairs.

China has bristled 
at the “one China” 
comments by 
Trump, who wants 
to pressure Beijing 
to narrow its huge 
trade surplus with 
America. Beijing 

also warned of instability in East Asia after Trump’s 
defence secretary, Jim Mattis, said last week on a trip 
to the region that a US commitment to defend Japanese 
territory applies to an island group that China claim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cast its China policy as 
part of a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pproach.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mindful of 
lessons from the past,” the report said. “It would be 
exceedingly dangerous to unilaterally abandon our 

But China is 
committed 
to peace, 
Wang said, 
after meeting 
Australia's 
Foreign 
Minister Julia 
Bishop.
"Although 
China is seen 
as a potential 
challenge to the 
US, damaged 
Sino-US ties is not in line with American interests. 
So he's very cautiou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China," 
Jin Canrong, associate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e two sides have communicated, including talks 
at the non-government level by business people like 
Jack Ma and Anbang Insurance Group CEO Wu 
Xiaohui. These businessmen also met with members 
of Trump's team," said Jin.
Ma,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Chinese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met Trump in January 
and offered to support 1 million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US. Wu was also reported in January to have met 
Jared Kushner, Donald Trump's 
son-in-law, in Manhattan to 
discuss a joint venture.
Sorting out policies
Meanwhil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Northeast Asia, 
experts said, with his defense 
secretary, Jim Mattis, visiting 
South Korea and Japan.
"Trump's team is trying to sort out 
it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Since China must be included in 
negotiations on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there's space for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aid Wu Xinb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Mattis reaffirmed US commitment to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in South Korea when he visited the country, 
and stressed it would only target North Korea.
In Tokyo, Mattis proposed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in resolving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layed 
down any need for US military a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rump is creating a wider 
range of choices for its future strategy with Mattis' 
emphasis on diplomacy instead of military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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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illac's long heritage and 
pedigree has made it popular 
among Chinese consumers. 
(Photo : Getty Images)

Cadillac CT6 Plant Opened In 
China In 2016 

A Cadillac CT6 inside an 
aquarium tank grabs the 
attention of a passerby 
in a trendy Shanghai 

shopping district.(Photo/
China/Barcroft Media/Getty 

Images)

US Panel Warns Trump Ditching One-China
Policy Is ‘Exceedingly Dangerous’

Cadillac Is Huge in China

“Trump Could Destabiliz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Leave Taiwan Vulnerable”

The Once-Dominant Luxury Car Maker Might Not Turn Heads At Home,
But Chinese Consumers Appreciate Its “Long Heritage And Pedigre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gestures outside Air Force One 
at MacDill Air Force Base in 
Tampa, Florida, on Monday, before 
returning to Washington, DC. 
(Photo: AP)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olds up a statue he 
received as a gift while meeting with county sheriffs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Photo/Bloombe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uy out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its 925 U.S. dealers last 
year, Cadillac plans to almost double its dealership count 
in China, to 300,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at’s why GM was 
comfortable opening 
a $1.2 billion plant in 
Shanghai in 2016 to 
build the new CT6 sedan 
and XT5 SUV. Starting 
production on the 
mainland helped to jump-
start growth because the 

locally built vehicles avoid China’s 25 percent import 
tariff, which, when added to the country’s 17.5 percent 
value-added tax, made Caddys too pricey for many buyers. 
Dunne say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nt also convinced 
many Chinese buyers that Cadillac is committed to the 
market and will be there to support its customers and 
provide service and parts.
Discounting has been a main reason behind the brand’s 
growth. One Cadillac dealer in Beijing, who asked not to 
be named, says his operation was discounting sedans by 
15 percent to 20 percent last year. One of his promotions 
was called “5+1=6,” which offered BMW 5 Series owners 
a deal to trade in their car for a Cadillac CT6 at a price of 
1 yuan (15¢).
Yu Shichao, a 26-year-old founder of a health-care startup 
in Beijing, says he bought a CT6 in September at a 20 
percent discount. While doing research on a BMW 730, 
he learned that a well-equipped CT6 in the U.S. can cost 
about the same as a BMW 7 Series. In Beijing he got the 
CT6 for the price of a cheaper BMW 5 Series. Buying the 
Caddy made him feel like a smart shopper, he says.
De Nysschen says there’s been discounting by all 
automakers in China, especially as its domestic 
manufacturers have introduced lower-priced vehicles 
and global companies have built more factories locally to 
avoid tariffs and reduce prices.
Cadillac has particularly targeted young buyers on the 
mainland like Yu. The brand went for a gritty kind of 
cool several years ago with television ads that featured 
actor Brad Pitt with a goatee and his hair pulled back in 
a bun, driving an XTS sedan through San Francisco. And 
last year its “Dare Greatly” campaign, which showcases 
hip New York neighborhoods, ran in heavy rotation on 
Chinese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said Zhang Mingliang, a professor at the Southeast 
Asian Institute of Ji'nan University.
Analysts also warned about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re's a possibility of a partial trade war, 
as Trump might impose sanctions on Chinese goods in 
steel, oil and automobiles," said Jin, adding this is not 
expected to happen soon.
"Trump is testing China's response by imposing anti-
dumping measures on specific goods. At a certain time, 
when the two sides need to sit down and talk, Trump 
will push China to accept his requests, including 
expanding imports and increasing market access," said 
Wu.
Reaction to Trump's policies
There's a growing interest among the Chinese in articles 
analyzing Trump's policies, which have sparked lively 
discussions online.
Trump has raced out of the gate in his first 20 days 
as president, and his unconventional and aggressive 
approach has created uneas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is travel ban against seven Muslim majority 
countries, which has sparked legal battles and remains 
suspended, is considered offensive by the Muslim 
world. He praised Brexit and his trade adviser accused 
Germany of being a euro manipulator, which pushed 
US-EU ties to a new low. He vowed to build a border 
wall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S to head off Mexican 

immigrants, and insists Mexico 
should pay for it, which has 
caused considerable discontent 
among Latin Americans.
Trump's controversial policies 
led some Chinese to see the 
seeming chaos of Trump's first 
20 days in office as a farce, and 
view it as the aftermath of over-
democracy, and say China's one-
party system is the best way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Some 
predict Trump will be a president 
with the shortest tenure, while 
others consider him as a great 
tactical leader.
With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S concerned that Trump's anti-
immigration policy might turn 

on them, some local people are applauding Trump 
for sticking to the promises he made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I approve of Trump. Maybe he'll take America 
into a new direction. Hopefully he can discer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 China is a partner and not 
an enemy of the US," says one comment on Trump's 
crackdown on immigrants. (Courtesy http://www.
globaltimes.cn/content/10318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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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 日中國新年之際，休士頓台灣商會在國泰銀行
大廳成功舉辦了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

金非地產團隊等嘉賓國泰銀行大廳舉辦了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台商會簡文雄、梁慶輝
會長、僑委劉秀美歡慶新春，共襄盛舉！

2 月 2 日中國新年之際，休士頓台灣商會在國泰銀行
大廳成功舉辦了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各界僑
領和嘉賓近 120 人雲集國泰銀行大廳，歡慶新春，共
襄盛舉！

作為本次活動贊助方的國泰銀行德州區陳明華總裁，
為此做了特別發言。

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Madison( 左三 ) 及獲得國泰基金捐助的社團，亞洲協會、The 
Women’s Home，中華老人服務中心，美南國建會負責人合影。

美南國建會黃初平副會長、國泰銀行德州區陳
明華總裁、原首都銀行董事長王敦正夫婦相互
增進友誼

台商會張世勳、陳元憲、周政賢副會長、王敦正、黃榮富、徐世鋼、簡文雄暢叙友
情歡聚一堂，交流互動，歡慶新年新春，共謀合作發展！

關麗華、張晶晶、宋蕾、王吟昭、金非等各界
精英參加盛會

台北經文處科技組長游慧光、經濟組長徐炳勳、台商會梁慶輝會長、國泰銀行德州區
陳明華總裁、林映佐副處長、分行經理 Chad Madison、施建志副組長雲集國泰銀行大
廳相互交流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攝

梁慶輝會長（左）代表台商會講話，
感謝國泰銀行和德州區總裁陳明華
（右）給予本次活動的大力支持和熱
情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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