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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713-777-7233
832-277-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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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IN TV 代理
˙CLEAR INTERNET

七天營業

歡迎

團隊訂購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等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Apple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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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ung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免費拔火罐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16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

諮詢熱線：
713-271-0168

御 足 軒
專精：腰、腿、腳跟各種疼痛脹麻

各種跌打損傷後遺症
頸椎疼痛、肩項疼痛專業：

七天營業：早上10：00-晚上12:00

清靜高雅
獨一無二的足療全部雅間
（夫妻間和單人間）

誠徵熟練男女按摩師

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中國疑難雜症名醫郭金銘祖傳中葯秘方，現煮現泡

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現推出特價 99元/6次

紅外線桑拿、乾濕蒸汽房、按摩熱池、
男女淋浴間、儲物櫃、休息廳......
環境一流，專業技術，服務一流。

休士頓獨一無二
服務品種最齊全的
豪華休閒養生會所

電話：281-506-2000
網址：www.kingsspatx.com

地址：120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8A

誠徵多名女按摩師

咨詢電話：281-965-7485
281-908-3750

～讓陽光來去自由新穎窗簾(C.O.A.X.)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Ritaco.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uit 180 Houston Tx 77099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網站：www.flightblinds.com

Tel: 713-468-4500
Ceci Cosmetics I-10 & Blalock

大華超市內（99 Ranch Market）
Houston, TX 77055 OHUI

TE'RVINA

還原肌膚10年之美的

韓方名作精華

Whoo後 是韓國頂級化妝品品牌

Kawai Piano Gallery :
地址： 58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77057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KAWAI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廠家直營店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ReGrand Opening
盛大開業 巨大折扣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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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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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連
續
七
年
獲Channel13

Blue
Ribbon

殊
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時
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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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庫存減少 世界油價走高

我願投給川普 共和黨大佬萊恩妥協
（綜合報導）美國共和黨籍眾議長保羅‧萊恩2日宣

佈，他將在11月舉行的總統大選中投票支持共和黨競選人
、地產大亨川普。

這意味著繼川普成為共和黨假定提名人的1個月之後
，他終於獲得共和黨內重量級大佬的背書。萊恩將在7月
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擔任會議主席。萊恩與川普
曾在5月12日在華盛頓會面，雖然二人都表示進行了對話
，但萊恩當時並未宣佈為川普背書，僅表示團結全黨需要
一個過程。

多家美國媒體分析稱，萊恩此番背書意味著共和黨內
建制派勢力向為反建制且拿下初選的川普妥協，雙方正逐
步改善關係，朝著大選方向鋪路。萊恩在威斯康辛州的當
地報紙專欄文章中說，近來他與川普就美國行政權力的角

色，和一些重大基本原則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認為在共
和黨政策議程問題上，二人之間的共識多於分歧。因此他
相信，川普能幫助共和黨把 「政策議程」轉變為法律和現
實，從而改善美國民眾的生活，所以決定在大選中投票支
持川普。

萊恩還批評民主黨參選人、前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
所代表的政策主張正是共和黨計劃修復和改正的對象。就
在萊恩為川普背書的當天，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科羅拉多州
的演講活動中對川普進行不點名批評。他說： 「美國不能
向孤立主義妥協，在全球化的時代，奉行孤立主義是不可
行的，將損害美國領導力。歷史表明，如果任由其他地區
的問題潰爛，結果只能讓美國變得更不安全。」

（路透社）

（綜合報道）世界石油價格連跌兩天後今天走高，北海布
倫特原油期貨價格重登50美元，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
舉行重要會議後雖未決定限制產量，但美國原油庫存減少仍激
勵油價上揚。

油國組織在維也納舉行半年一次的會議後，雖然面臨全球
供應充裕局面，仍一如預期未同意降低或限制產量，會後油價
一度走低。

不過，在美國能源部公布上週的商用原油庫存量減少140
萬桶後，儘管5億3570萬桶的存量仍處於歷史上的高水位，油
價仍轉強。

紐約市場美國基準商品西德州中級原油7月期貨價格上漲
16美分，收在每桶49.17美元。

倫敦市場北海布倫特原油8月期貨價格上漲32美分，收在
50.04美元。

沙烏地阿拉伯新科能源部長法勒（Khaled al-Falih）今天
在會議上說，OPEC 「非常滿意」油市，而目前油市再平衡料
將進一步助漲油價。

法勒向記者說： 「大家都很滿意油市，我們發言同時，油
價正展開再平衡。需求相當穩健和活絡，非OPEC的供油正下
滑，油價將反映油市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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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uch as 300 billion yuan ($45.5 
billion) in pension funds are expected 
to march into the stock market in 
August, as China's huge social 
security fund is closing up its hiring 
by June, Securities Daily reported on 
Wednesday.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ecurity Fund, the agency that 
oversees the pension fund, in early 
May posted rare job openings for 
29 positions for fund managers and 
accountants on its website, hoping to 
find professionals to run the fund.
August will just be the country's initial 
push into riskier assets investment, 
which account for 15 percent of the 
pension fund's total net assets, the 

newspaper said, citing Li Lifeng, an analyst at Sinolink 
Securities Co.
A new guideline issued on May 1, the first of its kin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gulates that the fund's 
maximum investment in stocks be 30 percent of its net 
assets, or about 600 billion yuan.
The regulation allows the country's pension funds 
to invest in riskier products, including fixed-income 
products, stocks and private equity funds.
China's total pension funds stood at 3.99 trillion yuan 
at the end of 2015,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on 
Monday.
The funds drew an annual revenue of 3.22 trillion 
yuan, up 16.6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far more than 
its expenditure of 2.79 trillion yuan, the report said.
With new regulations being rolled out, the pension fund 
is expected to usher in a new era of development, said 

The revelation came ahead of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a security forum attended by defence 
officials from various nations, including Admiral Sun 
¬Jianguo and US Secretary of -Defence Ash Carter.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expected to head 
the agenda of the three-day event, which starts on 
Friday.

Showdow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ow ruling by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may play out in Asia
Top Chinese and US officials will also meet next week 
for their annual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in 
Beijing.
It will depend on whether China is facing security 
threats from the air, and what the level of the air safety 
threat is.
In a written response to th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 the zone, the defence ministry said it was “the right 
of a sovereign state” to designate an ADIZ.
“Regarding when to declare such a zone, it will depend 
on whether China is facing security threats from the 
air, and what the level of the air safety threat is,” the 
statement said.
China set up its first ADIZ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November 2013 to cover the Diaoyu Islands, which 
Japan calls the Senkakus. Both countries claim the 
uninhabited outcrops but Tokyo controls them. The 
ADIZ triggered a backlash from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US.

of National 
Defense said 
in a statement.
Tim Huxley, 
executive 
director of 
IISS-Asia, said 
in an online 
article that 
"there is much 
speculation 
about China's 
next ste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rtesy 
www.
chinadaily.
com.cn/

world/2016-06)
Related

Beijing Ready To Impose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In South China Sea 

Pending US Moves
US Military Presence And Ties With Neighbors                                                                               

Will Influence Timing Of A Declaration, Source Says
China is preparing an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wo years after 
it announced a similar one in the East China Sea, 
according to sources close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a defence report.
But one source said the timing of any declaration 
would ¬depend on security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resence and 
diplomatic ties with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f the US military keeps making provocative moves 
to challenge China’s sovereignty in the region, it will 
give Beijing a good opportunity to declare an ADIZ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ource said.

With the Shangri-La Dialogue — a high-profile 
regional security convention — set to begin today, 
observers predicted that Washington will try to further 
pressure and isolate China on maritime issues.
They also caution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le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overshadow China-US 
ties.
Thailand's Prime Minister Prayuth Chan-ocha is 
scheduled to give t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influential 
gathering of senior defense officials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15th dialogue,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will be held from Friday through Sunday in 
Singapore.
Zhang Junshe,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PLA Naval 
Military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said that the 
dialogue this year has a new twist — the arbitration 
sought by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China regar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Zhao 
Xiaozhuo, a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on 
China-America 
Defense 
Relations at the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said it 
is common to 
see conflicting 
ideas debated 
between 
Chinese and 
US military 
officials during 
the annual 
dialogue.
He said 
Washington 
will likely 
use the opportunity to pressure and isolate China, 
especially militarily.
Sun Jianguo, deputy chief of the Joint Staff Department 
of China's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will lead 
a Chinese delegation and deliver a speech during a 
plenary sessio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US military ties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are on the top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s agenda.
Ruan Zongze, vice-president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d, "It is time for both sides 
(China and the US) to evaluate how far they will allow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o go."
It was unclear whether Sun will have a meeting or 
other contacts with the US participants, who will 
include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
Sun is also expected to hold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meetings and introduce China'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strengthen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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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Sea: US Likely To Raise Pressure, 
Observers Say

China's $45.5B Pension Fund Set 
To Play Stock Market In Augus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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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erial photo taken on Sept 25, 2015 from a seaplane of Hainan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shows cruise vessel Haixun 1103 heading to the Yacheng                                 

13-1 drilling rig during a patro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Xinhua]

Chinese dredging vessels are purportedly seen in the 
waters around Fiery Cross Reef in the disputed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Reuters)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urs Vietnam, 
Malaysia, Brunei and the Philippines over sovereign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risen since Beijing ¬embarked                       
on major land reclamation work on disputed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area.

A Chinese investor browses stock information with his smartphone at a 
brokerage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Photo / China Daily]

Xu Peidong, an analyst at the Everbright Securiti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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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辦移民

周六照常服務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Licensed by the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精辦留學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商 業 法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10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AM1050 每月第2,4週一 5:30PM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蘇力律師*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Anal 律師 Eva 律師Sam 律師

鄢旎律師**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地產買賣﹑地產過戶﹑各式租約﹑

各類地產相關合約﹑貸款文件

H-1及L-1等各類工作簽證﹑傑

出人才及國家利益獲免等各種

職業移民﹐各類親屬移民﹐生活

擔保書及公民入籍等﹒
成立公司﹑跨國投資﹑爭議解決﹑

生意買賣﹑各式商業合約

各類遺囑﹑授權書﹑家庭信託﹑

無爭議離婚

房地產

商 業

遺囑﹑信託
及其它

移 民

宋 秉 穎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Law Offices of Sung & Associates,P.C.

新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7, (Inside of Corporate Plaza) Houston, Texas 77036

宋秉穎律師﹐法學博士
Amy P. Y. Sung

德州﹐紐約律師執照

Licensed by Supreme Court of Texas. .

通國、英、台、粵語
E-mail: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sunglawyer@yahoo.com

Tel: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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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子女撫養
遺囑/委托授權書

公司設立，合約起草

阿朗.尚吉 合作律師
Aram Sadegi

美國專業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專業移民律師，經驗豐富，免費電話咨詢，周末接受預約

The Yu Law Office

于瀾 律師
ALAN YU

地址：10101 Harwin Dr. Suite 369, Houston, TX 77036 (好運大道上, MAMA超市對面)
電話：(832) 657-9837 郵箱：alanyulaw@yahoo.com

于瀾律師事務所
PERM職業移民，EB1，NIW
L-1A綠卡、EB5投資移民

親屬移民，結婚綠卡，未婚簽證
L-1，H-1,E-2工作簽證，

J-1國家利益豁免
政治庇護，移民保釋，

遞解出境上訴，申請歸化入籍
代辦簽證延期，工卡、旅行證，留學簽證

車禍：不獲理賠，不收費用
刑事案：賭博罪，賣淫罪，盜竊，人身傷害
稅務案件：房地產稅申訴，聯邦稅和州稅

裴在光 合作律師
Jaekwang Bae

熊莊齡 律師事務所
◇離婚

◇子女撫養費
◇監護及探視權

●家庭案件

電話：713.988.6388
傳真：713.988.1898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0,
Houston, TX 77036 (福祿大樓)

◇L/H/E簽證及綠卡申請◇各種勞工﹑廚師移民
◇各種親屬移民◇勞工卡﹑回美證申請
◇ B-1/B-2延長◇未婚夫妻簽證

●移 民
●遺囑認證 ◇遺囑 ◇授權書 ◇遺產處理 ◇財產規劃

●訴 訟 ◇民事訴訟 ◇人身傷害 ◇商業訴訟權
◇生意/地產買賣 ◇合同糾紛 ◇公司組織/契約文件●商業案件

請勿放棄您應得權利﹐協助車禍後修車﹑
租車及盡速獲得理賠﹒

車禍
熊壯齡 律師

Diana C. Hsiung
法學博士

德州及聯邦律師執照

田律師精辦政治庇護和各類移民。其出人意料的辦案和勝訴記錄歸
功於他的知識素養、技能、經驗和責任心。他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
地上庭經驗，同時精通於撰寫各類上訴狀，為客戶爭取最大權益。

達拉斯總部辦公室
6161 Savoy Dr., S# 400,

Houston, TX 77036
11133 N. Central Expy, S# 201,

Dallas, TX 75243

休士頓分部辦公室

Tel: 972-978-2961 / 214-646-8776 / 832-789-1997 Fax: 817-977-6831

田方中律師 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

美國法學博士
專攻政治庇護/各類移民

www.tianlawoffice.com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ianlawoffice/

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美歌手王子死之謎 法醫解開了

塞納河水位不斷升高 羅浮宮將對外關閉

（綜合報道）美國俄亥俄州一個陪審團決定，
東克利夫蘭市政府應向當地一名黑人男子賠償
2200 萬美元，緣由是後者接受警方調查時遭暴打
並被關進儲藏室，幾乎整整4天沒吃沒喝。

當事人阿諾德·布萊克的律師羅伯特·迪塞略1
日說，東克利夫蘭所屬凱霍加縣一家法院對布萊克
狀告東克利夫蘭市政府和涉事警員一案進行為期三
天的審理，陪審團5月31日討論了一天，決定支持
布萊克的訴求。

迪塞略說，2012 年 4 月 28 日，東克利夫蘭市
幾名警員以布萊克所駕駛敞篷小貨車上有毒品為由
，攔住現年48歲的布萊克，給他戴上手銬，並對
他暴打，致使後者一度失憶，身心受創，還需要接
受腦部手術除去瘀血。

布萊克說，那些警員沒能在車內找到毒品，隨
後，其中一個名叫蘭迪·希克斯的探員開始用拳擊
打布萊克的臉和頭部，另一名警官架住他，好讓希
克斯打他。希克斯當時喝著酒，口齒不清地一再問
他毒品被賣到哪個地方了，並威脅他，如果不交代
，就把他送進監獄。警方後來把布萊克關在警局一
間儲藏室裡，4天內只給了一盒牛奶，並且強迫他
只能在一個小櫥櫃裡排便。

4天後，布萊克被轉到凱霍加縣監獄，繳納保
釋金後獲釋。他受到持有毒品和犯罪工具等罪名指
控，但隨後因證據不足而撤銷。東克利夫蘭市政府
官員表示，完全不知道法院審理此案，也沒有派代
表出席庭審，將對判決結果提起上訴。

美國黑人男子遭暴力執法
4天沒吃沒喝獲賠2千萬 (綜合報道)美國知

名搖滾樂歌手王子的
死因眾說紛紜，位於
明尼蘇達的中西部醫
學檢驗處今天解開謎
團，王子因服用過量
強效止痛劑而喪命。

根據 「洛杉磯時
報 」 （LA Times） 報
導，王子（Prince）服
用 的 止 痛 劑 吩 坦 尼
（fentanyl）藥效強，
通常是給急性與頑固
性疼痛的患者服用。吩坦尼是鴉片合成劑，藥效強過嗎啡。

報導引述前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委員凱斯勒（David Kessler）說，這是個
該如何看待這些藥物的警醒。

王子是美國樂壇才子，4月21日猝逝，他的妹夫菲力普斯（Maurice Phillips）在家族
告別式後說，王子死前有6天沒睡。

菲力普斯說： 「他工作超過6天沒有間斷。我上週末才和他在一起。他是很棒的大舅
子」。王子21日被員工發現倒在明尼蘇達州寓所的電梯內。




























 

（綜合報道）法國近日連續大雨，各地都有些許災情傳出
，巴黎塞納河水位也不斷升高，巴黎當局準備關閉一條地鐵路
線，羅浮宮也宣布明天不對外開放。

位於法國巴黎市中心的塞納河邊，原是法國的監獄，現在
是羅浮宮博物館，擁有藝術收藏達3.5萬件，包括雕塑、繪畫、
美術工藝及古代東方、古代埃及和古希臘羅馬等7個門類，主
要收藏1860年以前的藝術作品與考古文物。

塞納河大約每百年會氾濫一次。巴黎上次大淹水是1910年

，當時也是大雨不斷，導致河水水位從平時的2到2.5公尺，暴
漲到8.62公尺，泥水淹沒了周邊道路，才啟用沒幾年的地鐵系
統癱瘓，食物短缺、環境髒亂，水位歷時兩個月才恢復到一般
水平。

這次大淹水造成嚴重經濟損失，許多家庭疏散他處，道路
和地鐵系統要重新修築，工廠和商店也付出很大代價。

距離這次淹水經過了106年，塞納河很有可能在這幾年再
度氾濫，法國當局已於3月進行大規模演習。

與1910年水災不同的是，現在的巴黎，家家戶戶都配有電
力系統，汽車更密集，地鐵系統也更繁複，一旦淹水，對經濟
和日常生活的衝擊會比百年前更顯著，損失也勢必更巨大。

近日不尋常的大雨，造成塞納河昨天的水位已達3.82公尺
，且很可能上升到4.3公尺，好幾段市中心河岸邊的步道都已封
鎖，習慣在河邊慢跑、散步、騎單車的巴黎人和觀光客得暫時
更改路線。

UCLA槍手有殺人名單 列名女子也身亡
（綜合報道）洛杉磯警察局長貝克今天表示，被控在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UCLA）槍殺教授後自殺的男子沙卡曾列出 「殺
人名單」，名單上1名女子也被發現在明尼蘇達州遭槍殺身亡。

貝克（Charlie Beck）告訴洛杉磯的KTLA電視台，調查人員
搜查沙卡（Mainak Sarkar）在中西部明尼蘇達州的住處時發現這
份名單。名單上還列有UCLA另1位教授，貝克不願透露他的身
分，但表示他未受傷害。

警方發言人金恩（Jane Kim）說，由於名單上有個女子的名
字，警方前往她在1個小鎮的住處查看，發現她死於槍傷。警方
未公布女子身分。

美聯社報導，貝克還表示，沙卡帶了兩把槍，由明尼蘇達州

駕車到加州行凶，此案似乎涉及精神問題。他又說，沙卡與助理
教授克魯格（William Klug）所以發生爭端，似與沙卡認為教授
公布的智慧財產對他造成傷害有關。

警方已公開犯案凶手是38歲的博士班研究生沙卡，他槍殺
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克魯格，然後自殺。這起槍擊案導致校區廣大
的UCLA封鎖全校2小時。

這起攻擊事件似乎肇因沙卡認為克魯格偷了他的電腦程式交
給別人。3月間曾有署名沙卡者在部落格上貼文提及此事。沙卡
在貼文中說： 「你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但你的朋友可能為害更
大。要小心你信任的人。」

這則貼文的真偽無法證實，但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報導，不願具名的 UCLA 人士表示，部落格裡的說法
「不實」， 「絕對是精神錯亂」。

這位人士並說，儘管沙卡學業表現低於水準，克魯格2013
年曾特地協助他完成論文，讓他得以畢業。網路上的紀錄也顯示
，沙卡曾在網路上公開的論文中向克魯格道謝，感激他的支持。

39歲的克魯格已婚，育有兩個小孩，平時熱愛衝浪，也常帶
家人觀賞美國職棒大聯盟MLB洛杉磯道奇的比賽。同事表示，
克魯格聰明，人又好，在競爭激烈的學術研究界，這種好個性算
蠻少見。

UCLA在加大體系中是最著名的學校之一，位於洛城西區，
學生有4萬3000人，下週將舉行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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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多種型號全自動清洗及易拆洗抽油煙機,特價$288-$595
**有抽油煙機樣品展示和專人為你詳細解釋及專業安裝.

限時優惠
免費基本安裝!!6個中文台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

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第一年）
超值 120個英文台 $26.98/月

手機省錢套裝 免合約，保留原號碼

我們也有商家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

餐館、辦公室、商場......

最佳中英文電視台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19.99/月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19.99/月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34.99/月

$19 無限通話 無限短訊 100MB網路 送無限制打中國等10個國家

www.generalcomm.com Tel:281-983-0088 1-866-772-08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75MB快速穩定上網
最新優惠$14.99/月 ★Comcast電話包括免費無限制打中國、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和韓國。

★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請來電洽詢

最低的價格，最大的優惠
我們代理住家和商業用電服務

電視+網路+電話 多種省錢套裝任選擇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優惠套裝需加訂英文頻道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6年6月3日（星期五 ）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原計劃今年下半年啟動IPO的陸金

所近日宣佈暫緩IPO，陸金所聯席董事長

兼CEO計葵生稱，因市場動盪和監管問

題推遲IPO至明年。業內分析認為，目前

網貸行業正面臨洗牌加速局面，監管層對

互聯網金融整治加碼，陸金所推遲IPO實

為明智之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網貸之家2日發佈的《中國P2P網貸行業2016年
5月月報》顯示，5月內地P2P（網貸）行業整
體成交量1,480.17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
月上升了3.44%，是2015年同期成交量的2.43
倍，單月成交量再創歷史新高。截至2016年5
月底，P2P網貸行業歷史累計成交量已突破了2

萬億元，達到20,361.35億元。
值得一提的是，P2P網貸行業於2015年10

月出現第一個萬億元，用時超過7年之久；第二
個萬億元僅僅用了7個月時間。網貸之家首席研
究員、盈燦諮詢總經理馬駿指出，這也體現了
近一年來P2P網貸行業飛速發展的事實。數據同
時顯示，2016 年 1 月至 5 月累計成交量達

6,709.14億元，是去年同期的2.86倍。網貸之家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5月底，網貸行業
貸款餘額達 5,758.84 億元，環比 4 月底的
5,478.09億元增加了5.12%。

馬駿稱，從網貸貸款餘額走勢可以看出，
在不斷創出歷史新高的成交量帶動下，網貸貸
款餘額不斷增長，表明資金仍在持續淨流入P2P
網貸行業。按照2016年以來網貸貸款餘額增長
速度，預計2016年年底網貸貸款餘額比2015年
年底或翻倍。

P2P累計成交額突破2萬億

陸金所IPO計劃延至明年
網貸業面臨洗牌 監管層加碼整治

作為倚靠平安集團的中國大型網絡投融資平
台，陸金所早在今年3月的業績發佈會上便

以官方身份表態上市。當時中國平安總經理任匯
川稱陸金所將不早於今年下半年啟動上市計劃，
計葵生曾透露更傾向於在中國IPO。

上月網貸收益率走低
不過隨着今年網貸行業負面消息不斷，陸金

所選擇在特殊時期暫緩IPO。計葵生在接受媒體
採訪時表示，中國2,000多家P2P網貸平台將縮減
至200家，由於市場動盪和監管問題，陸金所
IPO可能將推遲到明年。
縱觀網貸行業，今年一直籠罩在不利的輿論

氛圍下。雖然成交量持續走高，但網貸之家統計
數據卻顯示5月網貸收益率明顯走低，目前網貸
行業綜合收益率為10.96%，環比下降了0.28%，
同比下降了3.58%。

同時，網貸平台的數量也在減少，截至5
月，正常營運平台數量為2,396家，較4月底減少
35家，其中新上線平台同比下降72.58%即 51
家，停業及問題平台共86家。

今年以來，問題P2P平台曝光現象日增，近
日廣東一家大規模老牌網貸公司e速貸遭查。據警
方通報該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數億元（人民
幣，下同），且沒有合法營利收入的業務，投資者
的資金被用作公司股東及家人的投資、消費及對外
放貸。據其之前發佈數據顯示，e速貸平台上累計
成交已超過70億元，投資人逾33萬。

P2P平台問題漸浮面
無獨有偶，北京一家P2P平台匯投資日前也

被曝出遭警方查封，法人代表還捲款跑路，涉及
用戶達9萬多。此前該平台還出現過兌付困難等

狀況。
上述遭查案例尚屬P2P亂象的冰山一角。面

對野蠻生長至今的網貸平台，監管層已下定決心
以最嚴厲手段進行整頓，“一行三會”的央行、
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已聯合出手，推出P2P
平台不得設立資金池及不得發放貸款、P2P網絡
借貸平台未經批准不得從事資產管理、債權或股
權轉讓、高風險證券市場配資等金融業務等一系
列方案。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曾
表示，目前網貸行業問題頻發、風險較大、影響
面廣，央行未來監管重點還將在嚴查P2P資金運
用端上。

■平安銀行旗下陸金所，暫緩原定今年下半年啟動的IPO計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李望
賢 深圳報道）龍華新區的A816-0060地塊
2日在深圳土地交易中心拍賣，吸引了包括
萬科、碧桂園、龍光、中海和葛洲壩等19
家房企爭奪，其中有兩個聯合體。經過多
輪激烈角逐，中國電建集團和廣州方榮房
地產有限公司（簡稱電建方榮）聯合最終
以82.9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天價拿
下，樓面價高達每平米56,781元，成為龍
華區新地王。

每平米樓面價達56781元
據深圳土地交易中心的公告顯示，上述

地塊土地用途為二類居住用地和商業用地，
土地面積為 35,673.14 平米，建築面積
146,000平米，土地使用年限為70年。因為
龍華新區地處高鐵站深圳北站，一向成為各
大開發商爭奪的熱點，現時龍華的新房均價
高達約每平米6萬元，該地塊亦成為搶手
貨。在2日下午的拍賣中，萬科、碧桂園、
龍光、葛洲壩和中海等開發商均舉牌搶地，
經過約半小時多輪角逐後，最終被電建方榮
聯合以82.9億元的高價拿下。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

中心主任宋丁對該地塊以82.9億元成交有
點意外，但指卻反映了開發商對於深圳樓
市充滿信心，以及外地房企進入深圳的強
大意志。他指按照每平米56,781元的樓面
價，以後起碼要賣每平米7萬元至8萬元才
可賺錢。

深上月二手成交大幅下滑
另一方面，“325”新政對深圳樓市影

響顯著，據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監測，5月一
手住宅成交2,259套，成交面積為24.57萬
平米，環比下降3%。5月新房成交均價為
每平米55,817元，環比上漲11.9%，同比
更大升96%。5月二手住宅成交3,728套，
成交面積約為31.7萬平米，繼4月成交量腰
斬後，5月又大幅下滑56%。

■電建方榮聯合以82.9億元人民幣奪得龍華商住地。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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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用 卡 機
點 餐 系 統

Flat Rate Merchant services

TEL:(832)779-6300謝佳哲(Chia)

*單一費率信用卡服務(Flat Rate)
*低價點餐系統，零售系統軟硬體安裝
*監視器，音響系統架設(一條龍服務)
*無合約，無外加費用，無租金
*AMEX 1.85%起

*網站及手機刷卡服務
*上網點餐功能，Loyalty&Gift Card
*LCD菜單設計
*專修營業用電腦
*安裝ADT保全系統

*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給你
現有的帳單再低價，
我們會給你
現金$250

英國移民人數創歷史第二高位
助長脫歐情緒

綜合報導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英國凈移民人

數增至33.3萬，創下有記錄以來的第二高位。其中來自歐盟國家的移民

人數為18.4萬，創最高記錄。

凈移民人數是指入境移民總數減去出境移民總數後的凈增人數。

目前距離英國脫歐公投不足一個月時間，移民問題一直是焦點議

題。這一數字公佈後，立即引發“脫歐派”人士對政府相關政策的

不滿。主張脫歐的倫敦前市長鮑裏斯· 約翰遜表示，卡梅倫首相和內閣

官員多次承諾要減少移民，但最新的統計數字說明局面完全失控，因為

對移民問題的控制權不掌握在英國政府手中，而是由歐盟說了算。

他表示，英國要想控制移民人數，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脫離歐盟。

英國內政部負責移民事務的國務大臣詹姆斯· 布羅肯希爾表示，卡

梅倫首相在今年 2月與歐盟領導人重新談判達成的協議，重要內容就是

堵上歐盟移民進入英國的“後門”，包括限制歐盟移民在英國領取福利

等。脫離歐盟絕對不是解決移民問題的萬能良藥，而且會損害英國的經

濟和就業。

公投倡議組織“投票脫離”（Vote Leave）表示，英國只要留在歐

盟就無法控制移民規模，而移民大量涌入造成英國公共服務吃緊，壓低

英國人的工資，且官方數據低估了真正的移民規模。

而主張英國留在歐盟的團體則認為，來自歐盟的移民使英國勞動力

資源充沛，對英國經濟有利，移民為英國稅收的貢獻多於他們所享受的

福利。

油價今年首破 50 美元
花旗：明年底或重上 65 美元

綜合報導 美國能源部前日公佈數據，顯示在截至本月 20日的一週

內，美國原油庫存下跌 420萬桶，投資者預計全球石油市場供過於求情

況紓緩，刺激7月份倫敦布蘭特期油上升，報每桶50.07美元，今年以來

首次升穿50美元關口；紐約期油亦上漲，報每桶49.85美元。

市場人士對未來油價走勢出現分歧，有分析員認為，中國及印度等

國家的石油需求強勁，加上中東主要產油國供應未有顯著增加，相信油

價未來仍有上升動力，但美國多個頁巖油商已準備增產，而伊朗獲西方

國家解除經濟制裁後又恢復產油，或加劇供應過剩情況，擔心油價未必

能長期站穩50美元水準之上。

花旗集團則指，當油價升至60美元，由於利潤增加，目前美國仍未

啟動的鑽井或開始運作，阻延油價升勢，但預計油價明年底仍可重上每

桶65美元。

國際油價自2014年以來持續下挫，令印度、馬來西亞及泰國等大量

消耗燃油的亞洲國家，政府得以削減燃油津貼開支，隨著油價回升導致

燃油成本增加，不少國家或需重新發放津貼，減輕國民負擔，但對國家

財政構成壓力。

以印度為例，前年的燃油津貼開支較2012年減少97億美元，但德里

市柴油價格今已上升逾 7%。評級機構穆迪分析專員迪羅恩稱，印度政

府正面對龐大基建開支，相信難以重新發放津貼。

皮膚利什曼病肆虐中東
上萬民眾遭毀容

綜合報導 受戰亂影響，熱帶疾病皮

膚利什曼病正肆虐中東，在“伊斯蘭

國”佔領的地區，由於嚴重衝突和醫療

設施匱乏，大片人群非常容易感染這種

疾病，隨著難民危機加劇，其他國家也

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病例。

皮膚利什曼病又稱皮膚黑熱病，由

一種在血液中的寄生蟲引發，通過白蛉

叮咬傳播。這種病可導致可怕的開放性

瘡口，皮膚潰瘍，結節或丘疹。利什曼

病在敘利亞流行了幾個世紀，一度被稱

為“阿勒頗惡魔”。敘利亞內戰和難民

危機導致疾病再度流行。

發表在科學雜誌PLOS的研究顯示，

在難民營和戰亂地區的成千上萬人都受

到這種疾病困擾。類似的情形也可能在

利比亞和葉門出現。

“在戰亂地區，我們看到了多種疾

病，包括利什曼病，我們需要遏制疾病

擴散，否則，另一場埃博拉危機就將上

演。” 研究作者之一、美國熱帶國家醫

學院院長、彼得 霍特茲（Peter Hotez）

說。

敘利亞在醫療方面曾是地區佼佼

者，經過數年內戰，該國醫療體系被摧

毀殆盡。據報

道 ， 2015 年該

國過半公立醫院

關閉或部分運

營，迫使一些病

人輾轉 100 英里

尋醫院就醫。根

據 PLOS 的 研

究 ，向敘利亞

衛生部上報的利

什曼病病例從2011年內戰之初的2.3萬增

加到2013年的4.1萬，幾乎翻了一番。

此外，接收敘利亞難民的周圍國家

也彙報了許多利什曼病病例。黎巴嫩過

去 12 年裏利什曼病病例從 6 人增加到

2013年的 1033人。土耳其和約旦也有數

百人患有利什曼病。科學家表示，利比

亞東部的利什曼病病例也呈日益上升之

勢。在葉門，每年有 1 萬名新感染人

數，沙烏地阿拉伯為此也受到影響。

利 物 浦 熱 帶 醫 學 院 的 塞 勒 姆

（Waleed Al-Salem）教授說：“現在的

局面非常糟糕，疾病在敘利亞瘋狂

傳播，還蔓延到伊拉克、黎巴嫩、土耳

其，隨著難民涌入，甚至南歐也出現了

該疾病。雖然該地區已有數千病例，但

仍然被低估了，因為沒人計算準確的感

染人數。”

“當人被比蚊子還小的白蛉叮咬，

會在2到6個月時間內感染。有人可能在

敘利亞被咬，然後進入黎巴嫩或土耳

其，甚至他們尋求避難的歐洲。戰爭爆

發前，疾病、寄生蟲和白蛉都得到了較

好的控制，但戰爭導致環境惡化，醫療

體系癱瘓，為疾病傳播提供了理想的土

壤。” 塞勒姆說。

皮膚利什曼病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

被“疏忽”的 17種熱帶疾病之一。增強

意識、加強監控、培訓醫生和傳播媒介

控制能在某種程度上遏制疾病蔓延。

辛巴威民眾擠兌美元
央行推後重啟印鈔

綜合報導 辛巴威儲備銀行（央行）

宣佈將重新開動印鈔機發行紙質“票

據”後幾週來，銀行網點門口的取現隊

伍越來越長，多家銀行已出現民眾擠兌

美元、儲備金吃緊的狀況。

辛巴威央行行長曼古迪亞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這套可在市場上流

通且面值與美元相當的“票據”最新

發行時間定在 2016 年 10 月，總量不超

過 2 億美元。

“我們曾表示將在 6 月發行‘票

據’，但民眾對此仍存在誤解，認為是

津元回歸，當局決定不倉促行動，要慢

慢來，”曼古迪亞說。

曼古迪亞強調，這一“票據”的發

行有非洲進出口銀行 2 億美元資金擔

保，過程將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

構監督，以“出口補貼”的形式貼現給

出口企業，進而流向市場。雖然津央行

宣佈發行這一“票據”，但曼古迪亞並

不將之稱作本國貨幣。他表示，目前辛

巴威市場上多種貨幣合法流通的機制短

期內不會改變。

辛巴威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暫無本

國貨幣的國家，本世紀初經歷了罕見的

惡性通貨膨脹，導致政府在 2009年 4月

宣佈棄用本國貨幣津元而陸續允許美

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南非南特等

9種外國貨幣合法流通，目前市面上絕大

多數使用的是美元。

但辛巴威近年來貿易赤字不斷增

加，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國援助資金流入

有限，加之在生產力沒有提高的情況

下，政府日常支出和償債壓力越來越

大，還有資金外逃等因素均導致金融系

統美元流通性不足。

津央行 5月初發表公告宣佈計劃發

行“票據”並實施嚴格外匯管制措施，

包括限制銀行個人賬戶每日取現不超過

1000美元。津央行的公告引發銀行擠兌

潮，幾乎所有銀行都因不能滿足客戶需

求而把每日取現上限降至 200美元，部

分資金狀況較差的本地銀行甚至下調至

50美元。

記者在首都哈拉雷市中心看到，

銀行門口百米以上的隊伍已成為常態，

不少老百姓為取 50 美元而排了一整天

的隊，有人等了一天被告知銀行儲備

金已用完，不得不第二天再來，還有一

些人乾脆從淩晨開始就在銀行門口打地

鋪等待。

一名普通哈拉雷市民崇吉說，他從

早上 8 點開始排隊，已經等了 4 個多小

時，但還沒取到錢，儘管每天都這樣排

隊非常浪費時間，但為了資金安全也沒

有辦法。

另一名市民莫約擔心會重返惡

性通貨膨脹，“我可不願意看到這

幾年賺的錢再一次被兌換成一堆廢

紙”。

辛巴威過去多年來通脹一路上

升，至 2008 年經濟瀕於崩潰，通脹率

已成天文 數 字 ， 本 國 貨 幣 面 值 以

“ 萬億 ” 計數，必須提著麻袋裝錢

上超市、餐館，市面上各類物資緊

缺 。 2009 年 4 月，當局宣佈棄用津

元 ，開始正式流通美元等外國貨幣

後，老百姓存在銀行裏的津元存款和

養老金全部清零。

正因為有這樣一段經歷，辛巴威

民眾對銀行存有疑慮，即便在金融系

統穩定後，存款率一直非常低，辛巴

威經濟也以現金交易為主，銀行卡、

信用卡、電子貨幣等非現金形式交易

發展緩慢。

銀行出現擠兌現象後，“替人取

現”的黑市應運而生。一批自稱有銀行

“內部關係”的掮客遊走于市中心街

頭，承諾在收取一定比例提成的基礎上

幫急需用錢的人提現。

津財政部長齊納馬薩日前通過官方

媒體表示，目前民眾的恐慌擠兌並沒有

必要，發行流通“票據”的目的是緩解

金融系統流動性緊張，並且規模不大，

美元等外幣作為主要流通貨幣的地位不

會改變。

曼古迪亞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也

表示，央行在發行“票據”之前會不

斷充實金融系統美元的流動性，同時

大力推廣刷卡、轉賬等無現金交易模

式，相信在一段時間內，銀行擠兌現

象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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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佳士得拍賣行網站消息

稱，一顆重 5.03克拉的稀有綠色鑽石在

香港佳士得拍賣行拍得1680萬美元。

這顆名為Aurora Green的長方形切割

綠鑽以重達 5.03克拉與鮮艷色澤，被GIA

美國珠寶學院評級為現存全球最大天然鮮

彩綠色鑽石，其高度飽和的色澤與光芒被

形容為奇幻極光。這顆寶石被配鑲上粉紅

鑽打造成戒指。

報道稱，這顆“極光綠鑽”的價格打

破兩個紀錄︰ 一方面，這是在全世界拍

賣的最昂貴的綠色鑽石；另一方面，每克

拉340萬美金的價格也打破了紀錄。

此前，拍賣主辦方希望這顆鑽石拍出

1600萬到 2000萬美元。這場珠寶拍賣總

數約280件，總估價達1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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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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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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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老師(832)600-3938(短信) (281)313-2965 微信：amys3938

華夏交通安全講習學校

◇ 課堂學習：國語授課，中英文對照課本及考試。
上課時間：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 8:30AM-3:00PM (2016年7月份無課)
上課地點：5855 Sovereign Dr, Unit D科技廣場（原中華文化中心)

◇ 駕駛學習許可 (筆試Permit Class) Certificate Issued Same Day
Tue or Sat需報名 ◇ Teen Driving：每月開新班，需報名

◇ 陪伴出庭：協辦定購駕駛記錄和聯絡法庭，所有服務酌情收費

服務僑社超二十年

政 府 註 冊 撤 銷 交 通 罰 單 降 低 車 輛 保 險

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

*特別歡迎新來賓,初駕者,TEENAGE免學費試聽.*

amyshaorealty@gmail.com

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郵箱： superarmory@yahoo.com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6年6月3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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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兒童醫院北京西路院區6月1日來了
兩位特殊的“客人”。令醫務人員們驚訝

的是，他們找到了醫院出入院處，拿出三張老
舊的“催款單”，提出要“還錢”。

當年家貧無力支付
據介紹，鄭氏兄弟與醫院聯繫，稱兄弟幾人

在整理母親遺物時發現上世紀60年代“上海市立
兒童醫院”的催款單。據他們說，二哥鄭斌自小
體弱，此單為他兩歲時因小腸氣在醫院住院時產

生的，當時欠
醫院 220 多元
及5斤糧票。當年家庭條件很差，若支付此款則
勢必傾家蕩產，因實在無力支付，就“欠費出
院”了。

捐款資助住院患兒
而對此事，兄弟幾人多年來均不知情。鄭氏

兄弟決定要將此款歸還給醫院。因年代久遠，物
價今非昔比，遂拜訪醫院協商款項歸還事宜。

院方知曉後表示僅需歸還原數字金額即
可，並對鄭氏兄弟的誠意表示感謝和感動。但
鄭氏兄弟非常堅持，要求折算利息，最終執意
歸還醫院共6,600元，約為欠款的30倍。恰逢
當天為六一兒童節，鄭氏兄弟知曉醫院各處在
舉辦慶祝和慰問患兒的活動。他們表示要為住
院患兒獻一份愛心，當即分別捐款2,000元用於
資助兒童醫院血液科患兒的治療費用。

河南鄭州中牟縣黃店鎮冉家村附近的壽
聖寺，內有雙塔，一高一低，一粗一細。高
30米的高塔塔身已經向東北方向斜了40厘
米。

壽聖寺始建於唐代，但雙塔建於宋代。
20世紀50年代寺院遭到毀壞，雙塔得以倖
存。1986年雙塔被省人民政府確定為河南省
文物保護單位。

80歲的看寺人冉小水老先生介紹說：
“當時西邊的塔建到30米不建了，東邊的塔

建到18米不建了。兩塔一直都沒有頂，現在
一下雨，大雨就順塔頂流到下邊。”

“1986年，河南省文物局撥款修復，
當時運用垂球測量，西側的高塔的塔頂中心
到塔底中心斜了40厘米（即塔頂偏離垂直
線）。”冉老先生說：“這個高塔一定還在
偏，我擔心歪得很了會倒下來，那就太可惜
了。專家能不能把塔扶正？”

河南省文物建築保護研究院古建專家、
工程部主任常鐵偉介紹說：“此塔的位置正

好在億萬年來的黃河沖積扇上，地下是沙土
地，可能因為地基的原因造成它歪斜。”

常鐵偉表示，把歪塔“改斜歸正”是一
個國際性難題。比薩斜塔曾向全球徵集頂級
專家來修正，壽聖寺雙塔的修正，也不是個
小工程。但現在它歪40厘米應該還不在倒塌
的臨界值，一時應該不會倒塌。該塔建立了
一千多年至今不倒，估計塔下的地質結構也
相對穩定了。要對它進行長期觀察，再找專
家來想辦法。 ■鄭州晚報

偶發現50年前欠費
滬兄弟執意還醫院

上海一戶

鄭姓家庭，近

日兄弟幾人在

整理母親遺物

時發現上世紀

60 年代“上

海市立兒童醫

院 ” 的 催 款

單，是當年二哥兩歲時在該院就診時的欠款通知單。

鄭氏兄弟日前將200多元（人民幣，下同）欠款及利

息合共6,600元還給醫院，約為原欠款的30倍。

■新民網

鄭州版“比薩斜塔”屬宋代爛尾工程

新疆八旬翁“千里走單騎”
新疆伊犁哈薩克

自治州霍城縣一位85
歲的老人要騎單車前往
640公里外的烏魯木齊
市，引發轟動。老人名
叫吐爾遜．玉素甫，維
吾爾族，是霍城縣三道
河鄉的一位農民，已是
曾祖父的他，兒孫滿
堂。他說，自己在舊社
會受盡了苦難，如今生
活好了，要更加熱愛生
活，熱愛生命。

據老人介紹，為
了完成自己的心願，他

經常騎單車前往40公里外的伊寧市和50公里外的伊
寧縣“拉練”，並參加當地舉辦的賽馬叼羊等活動。
此次，他計劃用6天的時間騎完全程，到達自治區首
府烏魯木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通訊員 喻明江 新疆報道

旅比大熊貓首度產子

從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獲悉，北京時間2
日上午8時2分，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旅居比利
時的7歲大熊貓“好好”在天堂動物園順利產下一
仔。“好好”的幼仔是首隻在比利時出生的大熊
貓，也是今年首隻在海外出生的大熊貓。

大熊貓“好好”和“星徽”於2014年2月22日
前往比利時天堂動物園開展為期15年的科研合作交
流。2016年2月，“好好”開始出現發情跡象。在
中國和比利時專家的幫助下，“好好”與“星徽”
成功“圓房”。據工作人員介紹，幼仔體重171克，
性別為雄性，叫聲洪亮、身體健康。 ■中新社

■鄭氏兄弟帶來的“催款
單”。 網上圖片

■當年的“催款單”。 網上圖片

■“好好”將剛出生墮地的幼仔叼起來。 法新社

■鄭氏兄弟（左、右）拿
着三張老舊的“催款單”
來到上海市兒童醫院，提
出要“還錢”。 網上圖片

■吐爾遜．玉素甫老人踏上征
程。 新疆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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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中國城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6121HillcroftH
illcroft

★床墊世界

US
59

↑ Gulfton St.
北 七天營業

10:30am-7:00pm

席夢思

三十多年老店 工廠直營
MATTRESS WORLD

床墊世界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３０年質保。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商場內）

30種款式，任您選擇
8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健康，長壽

兼售超強吸力自動清洗抽油煙機 特價$288 -$595

實木木板床墊
美國製造 實惠耐用

消除腰酸背痛

數十種款式 任您選擇
骨科醫生強烈推薦本店

專賣各式名牌高級床墊
Simmons,Kingkol等

免除存貨成本，售價特廉

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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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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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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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大華超市
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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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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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五角大樓證實：
美軍女中校舉報上級強姦後遭報復

綜合報導 外媒稱，美國國防部督察長的最

新報告稱，西弗吉尼亞州國民警衛隊中校特雷

莎· 詹姆斯 2012年舉報稱自己被一名軍銜比她高

的軍官強姦後遭一名准將報復。

報告稱，在詹姆斯舉報強姦事件後，西

弗吉尼亞州國民警衛隊助理副官長、陸軍准

將查爾斯 · 法伊特採取報復行為，對她做出不

利的軍官評估報告。

督察長的這一結論是前所未有的。到目前為

止，因舉報性侵而遭報復的事件無一得到督察長

證實。

詹姆斯是第151憲兵營的指揮官，今年6月從

國民警衛隊病退。當年侵犯她的人也被迫退休。3年來，在她的強

姦指控、然後是報復行為接受調查期間，她一直承受著巨大壓力。

她表示，這一結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事件真相。

詹姆斯 23日表示：“我想這從某些方面來說是性侵倖存者的

一個小小勝利，給人帶來某種希望……也許我們的制度是可以發

揮效用的。”

她說：“大家對我們的制度缺乏信任和信心是因為很多（舉報）

說法得不到證實。這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個勝利，儘管絕對談不上是

正義。”

督察長呼籲陸軍部長“對法伊特採取適當行動”以懲戒其報復

行為。它還建議陸軍部長刪除詹姆斯檔案裏的不良評價，對她擔任

指揮官期間的表現給予嘉獎，並組織評審詹姆斯是否應晉陞上校。

NASA成功建置充氣太空艙
為建“太空旅館”鋪路

綜合報導 美國太空總署

NASA)近日在國際太空站(ISS)

以充氣方式成功增建一個艙間，

成為世界首座充氣式太空艙，

為未來“太空旅館”鋪路。

這座“畢格羅擴展式活動

模組”(BEAM)充氣式太空艙，

是 NASA 委由畢格羅航太公司

製作，造價 1780萬美元。航太

員威廉斯花了逾七小時為這個

壯觀的“氣球”充氣，這個白

色充氣艙完全展開後高 4 米，

直徑 3.2 米，內部空間為 16 立

方米。

威廉斯表示，充氣過程偶

爾會傳出類似爆米花爆開的聲

音。畢格羅公司在推特表示：

“恭賀BEAM團隊，達成重大

里程碑。”畢格羅已在太空中

測試過擴充式艙間，但不曾進

行人類入住的實驗。

太空艙充氣後，NASA 需

先進行一週的漏氣檢測，確認

充氣艙完全氣密，之後才讓 ISS

的航太員進入。工程人員將測

量太空艙的性能，尤其是對太

陽輻射、太空廢棄物衝撞和極

端溫度的保護能力。NASA 早

在 1990年代就提出充氣太空艙

概念，為未來的“太空旅館”

鋪路，讓航太員有更大的生活

空間可長期居住。

海底探秘人類已知體型最大海綿：大如貨車

綜合報導 美國科學家去年

在夏威夷帕帕哈瑙莫誇基亞國

家海洋保護區水下 2100米深的

地方，發現一種前所未見的超巨

型海綿，體積猶如一輛小型貨

車，可能是目前人類已知體型

最大的海綿。

海綿是世界上結構最簡單

的多細胞動物，其細胞的主要

成分是碳酸鈣或碳酸硅以及大

量的膠原質。海綿動物的形狀

千姿百態，有片狀、塊狀、圓

球狀、扇狀、樹枝狀等。

去年 8 月，美國國家海洋

及大氣總署（NOAA）及夏威

夷大學的科學家，利用水底探

測儀器在海洋保護區調查時，

意外發現這個超巨型海綿。

科學家利用鐳射技術，並

對比水底探測儀器的大小，才

能找出這個巨型海綿的體積。

NOAA科學家凱利（Chris-

topher Kelley）表示，他們事後

抽取了同類型海綿的部分樣本，

並交由全球頂級的專家調查，

結果無人得知該海綿的品種。

經過接近一年的詳細研究後，

科學家才於今年公佈研究報告。

報道稱，此前有科學家曾在淺

水海域，發現年齡達 2300歲的

大型海綿。NOAA 研究員瓦格

納則表示，地球大部分地方位

於水底，而人類從來未探索當

中絕大部分地方。

美國水門飯店重新開業
最低房費為289美元

綜合報導 因“水門事件”聞名的美國水

門飯店經過多年閒置和改造，定於 6月 1日重

新開業。這家位於華盛頓的地標性飯店 2007

年歇業準備改造，不料趕上金融危機席捲美國，

飯店所有者莫紐門特房產公司宣告破產。在經

歷拍賣、流拍後，閒置數年的水門飯店最終被

銀行賣給總部位於紐約的“歐洲資本集團”，

後者于 2014年斥資1.25億美元（約合8.23億元人

民幣），把這家老飯店改造為豪華酒店。

新水門飯店有 336個房間，包括兩間總統

套房；最低房費為 289美元(1902元人民幣)一

晚；酒吧、游泳池、水療館、圖書室等娛樂休

閒設施一應俱全，飯店還新增了大舞廳、可欣

賞波托馬克河和華盛頓紀念碑全景的樓頂休息

區。

“歐洲資本集團”說，改造計劃保留了由

義大利建築師路易吉· 莫雷蒂 1961年設計的飯

店外觀，只做內部裝修，希望能以優雅、現代

的裝修風格讓這家飯店擺脫“舊時醜聞”陰影。

水門飯店是華盛頓水門大廈6棟建築中的一座，

1972年美國總統選舉時，民主黨設在水門大廈

的競選總部遭竊聽。這起醜聞矛頭直指尋求競

選連任的時任共和黨人總統理查德· 尼克松，

後者最終於1974年宣佈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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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縮水 日本社會結構向“金字塔型”下沉
二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形

成中產階級隊伍龐大的“橄欖型”社

會。但近年來，“安倍經濟學 ” 未

惠及民眾，造成貧富加劇，加上人口

老齡化嚴重，社保負擔沉重，就業形

勢低迷，日本社會結構逐漸向“金字

塔型”下沉。

貧困人口激增 貧富差距拉大
日本國稅廳的統計顯示，2014年，

日本“貧困群體”約 1139萬人，較 1999

年的約 804 萬激增 42%。安倍政府 2012

年底上臺，到 2014年短短兩年時間，日

本“貧困群體”又增加約50萬人。

吃低保的赤貧階層也在擴大。厚生

勞動省統計顯示，截至 2015年底，領取

低保的家庭達 163.4 萬戶，總人數為

216.6萬人，雙雙創出新高。

長年關注日本社會貧困問題的日本

律師聯合會前會長宇都宮健兒對新華社

記者說，日本零儲蓄家庭佔比已達約

30%，而在上世紀 80年代，這一比例僅

為 5%，“如今，每 3個家庭中就有 1個

家庭無存款”。

零儲蓄家庭激增，主要由戰後嬰兒

潮一代老人（1946-1964年出生）“儲蓄

被蠶食”所致。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嬰

兒潮一代老人跌入貧困線以下。他們一

方面得接濟因經濟低迷而收入低下的子

女，又得照顧長壽的父母，這種“夾

心”狀態讓他們原本用來養老的儲蓄逐

漸見底，經濟上日益窘迫。

一邊是不斷增加的貧困人口，另一

邊卻是在安倍政府上臺後，日本大企業

和富裕群體財富屢創新高。

財務省的統計顯示，2014年度，日

本約5000家大企業留存的利潤達299.5萬

億日元，同比增加 14萬億日元，連續 8

年創出新高。美國《福布斯》雜誌日前

發佈日本富豪榜顯示，日本前四十大富

豪的總資產 2015年度飆漲至 15.4萬億日

元，在安倍政府執政的 4年內翻了一倍

以上。

終身雇傭被棄 非正式用工普遍
日本戰後能建成中產階級龐大的社

會，終身雇傭制功不可沒。然而，在上

世紀 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企業

效益嚴重下滑，在經濟界要求下，日本

政府修改法律，犧牲勞動者利益，允許

企業雇傭非正式員工，拋棄終身雇傭制

等日本職場傳統。

進入本世紀後，非正式員工數量連

年遞增。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2014

年度，非正式員工達 1962萬人，約佔全

部勞動者的37.4%，較1995年增加900多

萬。

宇都宮指出：“和正式員工相比，

非正式員工的工資僅是其約一半，無晉

陞機會，在各方面遭受不公。一旦企業

效益不好，他們就會馬上被解雇。”在

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時，日本企業非正

式員工大批被裁，被迫流落街頭，引發

嚴重社會危機。當年，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就要求日本政府解決非正式雇傭橫

行問題。

日本共產黨宣傳部長植木俊雄說，

安倍政府上臺後，非但不致力於改善這

一問題，還在 2015年再次強行修改相關

法律，進一步為企業雇傭非正式員工提

供方便。

提高消費稅 社保負擔轉嫁民眾
隨著日本老齡化加劇，日本政府社

保負擔連年增加，每年需增加約 1萬億

日元支出，才能維持現有社會福利水

準。2014年，以彌補社保開支缺口為藉

口，日本政府將消費稅稅率上調 3個百

分點。政府稅收增加約 5萬億日元，但

安倍政府只肯撥出 5000億日元用於每年

增長的社會保障支出，剩下的 5000億日

元缺口通過降低各項社保標準或增加民

眾負擔等所謂“陣痛改革”堵上，造成

民眾在醫保、養老金等福利制度上的負

擔進一步加重。

宇都宮表示，近年來，日本政府一

直在將社保負擔推給民眾，並將稅收負

擔從高收入群體轉嫁至低收入群體。他

說，近 30年來，日本政府一直對大企業

和富裕階層實施減稅，對老百姓增稅。

以企業利潤為徵收對象的法人稅稅率，

從上世紀 80年代的約 50%下降至目前的

不到 30%，未來安倍政府還考慮進一步

下調。日本個人所得稅採取累進稅制，

最高收入群體的稅率從上世紀 80年代的

75%，降至目前的 45%。而消費稅是一

種對全民徵收的稅種，收入越低，實質

稅負越高，提高消費稅造成低收入群體

生活更加艱難。

而令宇都宮感到驚訝的是，安倍政

府一方面減少社保支出，一方面卻大力

增加軍事開支。安倍政府上臺後，日本

國防費連續4年上漲，突破5萬億日元大

關。

年輕人普遍感到前途迷茫
在上世紀 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

日本步入“失去的 30年”。如今的日本

年輕人，似乎也成了“失去的一代”。

文部科學省的調查顯示，受貧困家

庭增加影響，2012年，日本大學生助學

貸款申請率增至 52.5%，而在 1996年，

這一數據是 21.2%。這背後是日本政府

對教育支援的嚴重不足。經合組織 2015

年底公佈的統計顯示，日本對教育機構

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例僅為 3.5%，在

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排名倒數第一。

因就業環境惡劣，不少大學生畢

業後，只能找到非正式工作。統計顯

示，20 歲至 30 歲群體非正式員工佔比

高於平均水準。因工資低，很多大學

生無力償還助學貸款。據日本學生支

援機構統計，2013 年約有 33 萬畢業生

拖欠貸款。

宇都宮說，自殺已成為20歲至40歲

日本年輕人排名第一的死因。“如今的

日本社會，已成為一個年輕人無法擁有

希望、擁有未來的社會。”他說：“日

本社會的現實，和安倍那些漂亮的口號

相去甚遠。”

越南面臨1926年來最嚴重乾旱
湄公河三角洲莊稼歉收

綜合報導 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的主要稻米產區，近年卻面臨

1926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嚴重乾旱。幹硬農地隨處可見巨大的裂縫、枯

死的稻梗，甚至可以看見皺縮的害蟲屍體。

據報道,在湄公河流域心臟地帶種稻的 38 歲稻農林氏麗表示：

“我 13歲開始種稻，從未目睹這種景象。我們去年收成 1.4噸，今年

2月只剩下一袋。”

報道稱，厄爾尼諾現象為東南亞地區帶來異常高溫，同時導致降雨減

少。科學家說，厄爾尼諾的威力越來越大，是湄公河三角洲農作物歉收的

主因。然而它並不是唯一的原因。科學家指出，越南稻農被要求一年三獲，

取代傳統的一或兩獲，導致土壤養分耗竭，乾旱的衝擊更為嚴重。

由於湄公河下游的水位已經低於以往，海水不僅早已進入下游河

段，而且不斷往上游挺進，淹沒稻田。位於三角洲的 13 個省人口

1700萬，約佔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目前已經面臨海水滲入農地的

棘手問題。越南政府最近表示，該地區約 20 萬個家庭已經嚴重缺

水，影響的範圍在不斷擴大中。

據報道，海水多年前即已進入三角洲，乾旱則導致湄公河及其支

流因為淡水流量減少而無法稀釋海水。鹽分的害處更甚以往 。越南

政府始終堅持源於該時期的“稻米優先”政策。英國康乃爾大學的三

角洲問題專家戈曼表示，許多越南農民知道海水有益於養蝦，然而他

們因種稻而享有政府補助，缺少轉業養蝦的誘因。

綜合報導 日本東

京電力公司就發生氫

氣爆炸的福島第一核

電站 1 號機組反應堆

發佈消息稱，已經著

手清掃掉落在反應堆廠

房上方的房頂大型瓦礫

周邊的細小瓦礫。

據東電稱，作業

使用類似吸塵器的裝

置，每天清除細小瓦

礫約 1.5噸，工作將持

續約2個月。

清掃細小瓦礫是

為便於下年度實施大

型瓦礫撤除而開展的

準備作業。為防止含

有放射性物質的塵埃

揚起，作業人員事先

噴灑了防揚塵劑，計

劃從 9 月中旬起拆除

廠房外罩的側面板。

東電計劃在 2020

年度內開始將燃料棒

從燃料池中取出。

日本東電公司開始清掃
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瓦礫

視察高市總圖 蔡總統：有幸福的感覺

桃機大淹水
鄭文燦：埔心溪沒溢堤

傳卸任出訪首站新加坡 馬辦澄清

銓敘部：退撫制度有急迫性財務危機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今天由高雄市長陳菊
陪同視察參觀高雄市圖書總館，她仔細聽簡報，
對圖書展示和藏書量都給予肯定，並說置身其中
有幸福的感覺。

總圖獲選為 「2015臺灣十大非去不可票選
」第1名，上週又獲得2016年全球卓越建設獎殊
榮。

民進黨立委管碧玲、林岱樺等人也陪同，高
雄市文化局長史哲解說總圖的書籍展示及未來要
永續經營，打算打造一座結合商業的複合式文創
會館，館內將會有住宿和商業，可以挹注總圖數
千萬元權利金。

史哲還說明，總圖的率先採按次計費提供民
眾閱讀電子書，兩年來已有11個縣市加入這個系

統，讓喜歡閱讀的民眾有借閱電子書的選擇方式
。

蔡總統也到總圖7樓鳥瞰 「亞洲新灣區」的
開發腹地，包括港務公司興建的旅運大樓、高雄
市興建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周邊腹地的
開發計畫等。

蔡總統參觀時神情顯得輕鬆愉快。她說，
很讚賞高市總圖，置身其中有幸福的感覺，對於
書籍展示、空間規劃還有藏書量都給予肯定，還
說很棒、難怪會得獎。

圖書館內有不少民眾，總統參觀怕影響民眾
閱讀，館方拉開動線，總統也不接受採訪。

蔡總統稍後出席國際青年商會 2016 年高雄
亞太大會開幕活動。

台東2女溺水 1人無生命跡象
台東縣東河鄉隆昌村海邊，2日上午因天氣炎熱，2女一起到海邊游泳，遭浪捲向大海，海
巡和消防人員趕往搶救，1人無生命跡象。（民眾提供）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辦
公室今天表示，馬英九卸任後安
排的第一個出訪行程，就是出席
15 日在香港舉行的 「亞洲卓越
新聞獎」頒獎典禮，並無所謂此
行原本首站是新加坡的安排。

馬英九預計 15日前往香港
演講，不過，媒體報導，馬英九
此行原本的首站是新加坡，但是
遭到推遲婉拒；馬英九方面認為
，出訪新加坡的計畫延至 8、9

月間，應該可以順利成行，因此
只是展延，並未取消。

馬英九辦公室下午對於媒
體的報導提出澄清，說明馬英九
卸任後安排的第一個出訪行程，
就 是 應 「亞 洲 出 版 業 協 會」
（SOPA）的邀請，出席15日晚
間在香港舉行的 「亞洲卓越新聞
獎」頒 獎 典 禮 ， 並 以 英 文 發
表 專 題 演 講 ， 當 天 來 回 ， 並
無 所 謂 此 行 原 本 首 站 是 新 加

坡的安排。
馬英九辦公室指出，馬英

九卸任前即陸續接獲許多國外邀
訪，包括來自美國、歐洲和東南
亞各國。 「亞洲出版業協會」於
今年1月透過 「天下雜誌」提出
邀請，是最早提出邀訪的單位，
馬 英 九 經 過 綜 合 考 量 ， 同 意
出 席 此 一 極 具 影 響 力 的 亞 洲
年 度 媒 體 盛 會 ， 讓 國 際 社 會
更了解台灣。

（中央社）銓敘部今天在考試院會報
告 「104年度軍公教人員退休資料統計及趨
勢分析」，強調退撫制度已面臨急迫性財
務危機，積極推動年金改革已刻不容緩。

銓敘部指出，因近年退休人數攀升、
國人生命餘年增加與人口結構改變等因素
影響，已導致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在103年
度首度發生當年收繳收入不足當年支出的
失衡情形。

銓敘部說，新政府規劃設年金改革委
員會，未來銓敘部會本於職責，參與年金
改革委員會並在考試院所定基本方針下，
提出說明與主張，希望年金改革工作能達
預期目標，也能適切保障公務人員退休權
益。

觀察公務人員退休狀況，根據銓敘部
報告，104 年退休人數 1 萬 1803 人，比 103
年增加2124人、21.94%，是近10年來最高
峰；退休原因包括生涯規劃、健康與家庭
因素，對年金改革存有不確定感，也使得
提前自願退休者增加。領月退休金比率達

96.72%。
近 10 年來公務員平均退休年齡 55 歲

，99 年為 55.16 歲，是歷年最低，100 年起
微幅提高，至104年為55.72歲。

去年退休教育人員6371人，比103年增
加 1357 人、增幅 27.06%，比公務人員高；
每年退休人數以中小學最多，原因除個人
生涯規劃、身心健康因素外，大致與社會
環境因素有關。領月退休金比率達 98.92%
，是近10年最高。

教育人員平均退休年齡54歲，99年為
53.96歲，是歷年最低，100年起微幅提高，
至104年為54.01歲。

104 年退伍軍職人員 1 萬 380 人，較
103 年 減 少 1915 人 、 降 15.58% ； 領 月 退
休俸的比率 36.88%。近 10 年平均退伍年
齡，除 96 年、98 年、99 年、104 年為 32
至 34 歲外，其餘年度都維持在 30 歲上
下。

去年警察人員退休3238人，平均退休
年齡52.87歲，領月退休金比率達93.36%。

（中央社）桃園機場今天因大雷雨嚴重淹水
，陸空交通大亂。桃園市長鄭文燦下午在臉書貼
文澄清埔心溪 「未有溢堤狀況」，是機場滑行道
及排水工程未完又逢驟雨，造成排水路溢流。

暴雨釀災，桃園國際機場內外成了一片汪洋
，鄭文燦下午在臉書貼文，說明桃機淹水事件。

內容指出，上午機場週邊強降雨3小時，雨
量高達165毫米，但埔心溪水位監測顯示，今日水
位最高點為11時5分，約0.91公尺，距護岸堤頂
高4.2公尺，仍有一大段空間， 「埔心溪未有溢堤
狀況」。

貼文表示，根據機場內外排水路情況初步判
斷，是桃園機場公司正進行滑行道修復及排水工
程，由於在建工程排水未臻完善，又逢急驟雨，

造成排水路溢流。
桃園市府指出，支持桃機公司儘速完成滑行

道整修，強化桃園國際機場排水能力。如果有工
程介面、河川整治及區域排水工程，市府水務局
將與桃機公司共同處理；至於已進行部分的埔心
溪治理計畫，已向水利署爭取流域6年 「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埔心溪大新路段的整治經費，以保護
居民及機場安全。

不少網友對淹水事件留言 「桃機淹水問題已
經很久了」、 「國家門面的問題」，甚至批評桃
園還推什麼亞洲矽谷， 「看到會淹水的機場，誰
還敢貿然投資」；不過，也有人緩頰指 「桃機歸
中央管」，期盼中央、地方妥善配合，共同解決
問題，建設大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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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禁捕區保護龍王鯛 交通部報政院處理

馬永成重出江湖 投身新網路媒體

民進黨部主委聯誼會長 三雄角逐

評病情未被採信
陳順勝促中監另請高明

陳昭姿：若中監技術拖延 扁行程照走

兼顧礦業與環保 經部環署將設溝通平台

中型巴士接送員工 國道起火驚魂
苗栗縣消防局2日指出，1輛載送電子工廠員工上下班的中型巴士，1日深夜行經國道1號
南下造橋路段，突然起火燃燒，所幸車上5人及時逃出，無人傷亡。（苗栗縣消防局提供）

（中央社）前總統陳水扁4日想前往凱達格蘭基金會餐會迄
未獲回應，陳水扁民間醫療小組副召集人陳順勝今天說，病情評
估不被中監採信，此後不再做病情評估與計劃，請中監另請高明
。

外傳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監獄決議，陳水扁4日可回台北市民

生東路老家，但出席晚間餐會是政治活動 「礙難同意」。
陳水扁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陳昭姿說，醫療小組與志工將4

日陳水扁從高雄到台北，從台北到高雄過程沙盤演練，醫師陳順
勝會從高雄帶隊並全程陪同。

陳順勝受訪表示，為陳水扁看病是醫師應盡義務，他會繼

續醫病關係，但病情評估已不為中監採信，此後不再病情評估與
計劃，請中監另請高明。

他說，陳水扁的醫療過程與人權受人為干擾，也無法獨立
自主執行，他為醫療專業尊嚴表達最嚴正抗議。

台北降豪雨
北台灣強降雨，升級豪雨特報，北北基桃要特別注意。中央氣象局2日上午發布台北市、
新北市、基隆市和桃園市豪雨特報，新竹縣市也發布大雨特報。

（中央社）民進黨地方黨部主委聯誼會會
長，這次傳出台北市黨部主委黃承國、台南市
黨部主委顏純左、新北市黨部主委余天有意角
逐。黃承國說，大家的共識是協調、推舉出人
選，不傷感情。

民進黨縣市、勞工暨海外黨部新任主委昨
天聯合宣誓。原訂宣示典禮後要產生的主委聯
誼會會長，因為新北市黨部主委余天缺席，將
另期舉辦。

據指出，包括台北市黨部主委黃承國、新
北市黨部主委余天、台南市黨部主委顏純左等
人，都有意角逐聯誼會會長。

顏純左今天受訪說，他的確有意願擔任聯
誼會會長，而昨天的會議結論傾向由較資深的
主委來擔任聯誼會會長，以交換經營黨部經驗
；有人提到余天也有意擔任聯誼會會長，不過
，由於余天昨天處理父親後事，沒有到場，所
以聯誼會將擇期再召開，屆時大家再討論出產
生會長的辦法。

黃承國說，大家昨天的共識是用協調、推
舉方式產生聯誼會會長，比較不傷感情，否則
就失去聯誼會原有的精神。

余天今天接受媒體訪問表示，他並不清楚
此事，等他將父親後事辦完再說。

（中央社）前總統陳水扁
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陳昭姿今
天說，如果中監採技術拖延，
「醫療小組就會照樣執行原來

的計畫」，陳水扁會尊重醫療
小組安排規劃與支持者在一起
，這是陳水扁心願。

她說，截至晚間為止，扁
家未接獲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監
獄任何通知，但醫療小組與志
工晚間已沙盤演練 4 日到陳水
扁民生舊居與出席凱達格蘭基
金會餐會過程。

陳水扁希望出席 4 日凱達
格蘭基金會餐會，一度傳出中

監決議，陳水扁 4 日可回民生
東路老家，但不能出席晚間餐
會。

陳昭姿受訪說，截至晚間
為止，她與陳水扁兒子陳致中
聯繫結果，的確還沒收到中監
通知。

陳昭姿表示，今晚醫療小
組與志工也將 4 日當天，陳水
扁從高雄到台北，從台北到高
雄的過程沙盤演練，醫師陳順
勝會從高雄帶隊並全程陪同。

外傳陳水扁4日可回民生
東路老家，但不能出席晚間餐
會。陳昭姿表示， 「如果這部

分是真的，醫療小組無法接受
」，當初安排重點是感恩餐會
，要讓陳水扁感受支持者的溫
暖。

她說，主要重點放在餐會
，附加行程才是民生寓所參訪
，如果中監允許附加行程，不
支持主行程，中監須提出非常
充分的理由， 「我們是用醫療
的報告交給中監，中監必須用
醫療的報告來回覆我們」。

陳昭姿表示，國宴邀請
「已經給64餐會正當性了」，

4日餐會正當性高，且對陳水扁
的身心健康有幫助。

雷雨影響桃機航班 航廈淹水停電
2日暴雨雷擊，桃機地勤作業暫停，雖在上午11時06分解除，但加上大屯山VOR遭雷擊受
損，共計影響104航班，相關淹水及停電，也在搶修中。圖為機場外道路出現黃色泥水。

（中央社）前總統陳水扁
時代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
成重出江湖，將擔任新網路媒
體 「上報」副社長； 「上報」
將由資深媒體工作者謝忠良任
總編輯，資深媒體工作者王健
壯任董事長。

這樣的組合引起外界關注
，馬永成今天受訪表示，他認
識謝忠良、王健壯20幾年，大
家是老友；大家討論半年，想
說 「看看有沒有可以一起合作

的可能」。
馬永成說，新媒體編務他

不擅長，他不參與，而是負責
編務以外的社務、經營管理與
平台行銷等工作。

馬永成接受媒體訪問時提
到，他這10年沒參與政治工作
，不要把他想成是從政治圈跳
來。大家都曉得紙媒發展有些
侷限，都在嘗試網路媒體工作
，希望找到長久經營模式。

知情人士說， 「上報」

由一些企業家，集資約新台幣
1.5億元到2億元成立，編採人
員編制約40人，將以調查採訪
與專題新聞為主；訂於 7 月 1
日試營運，7月15日上線。

謝忠良曾任壹週刊副總編
輯，當時謝忠良帶領的記者群
曾報導過多起扁家相關案件；
馬永成則曾是陳水扁親信；這
樣具 「衝突性」的組合，也讓
「上報」未營運，先引發關

注。

（中央社）龍王鯛在綠島遭大卸八塊，立
委要求綠島劃禁捕區，交通部長賀陳旦今天在
立法院答詢時表示，下午報行政院處理。

賀陳旦日前到秘魯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觀光部長會議，今天應邀到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報告。

賀陳旦答詢有關龍王鯛事件，及民進黨立
委葉宜津要在綠島劃設保護區時說，這突顯台
灣生物在觀光資源得到的重視不夠，下午就會
報行政院處理。

葉宜津一上台就非常生氣，她說，綠島龍

王鯛事件發生時，就要求交通部立即在綠島劃
設禁捕區，但至今卻做不到。

觀光局長謝謂君回應，事件涉及農業法令
，已請台東縣政農業局研議處理。

葉宜津對謝謂君的答覆很不悅，她說，觀
光局可依觀光發展條例禁止破壞，劃設禁捕區
，並可依法最重罰行為人新台幣500萬元，不
去做就是無擔當。

葉宜津說，如果交通部連劃設綠島禁捕區
都做不到，還談什麼觀光永續經營，她要求賀
陳旦一定要對龍王鯛事件表態。

（中央社）兼顧礦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經
濟部礦務局主任秘書徐銘宏今天表示，經濟部
與環保署將設立一個溝通平台，立委與公民團
體所提6大訴求可至溝通平台討論。

民進黨立委林淑芬、時代力量黨立委高潞
˙以用˙巴魕剌上午偕同地球公民基金會、惜
根台灣協會等團體召開記者會表示，肯定環保
署長李應元宣示明年將停止亞泥新城山礦場在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開發，但國家公園採礦只是
礦業問題的冰山一角。

林淑芬等人表示，礦業問題以開發制度向
礦業權人極度傾斜、審查程序充滿漏洞嚴重危
害國土保安、公眾利益，亟待新政府的政治決
心與全民關注，推動礦業制度的大改革。

林淑芬等人提出6大訴求，全面檢討並修

正礦業法、礦區環境基礎調查資料上網公開、
擴權展限進行環評與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查、
啟動礦業政策環評、清點刪除各目的事業法的
採礦後門條款、落實原住民族土地諮商同
意權。

徐銘宏回應表示，近5年來申請新設的礦
區已經減少，廢止與撤除也減少，盼兼顧礦業
與環保能夠永續發展；實質補償不是完全補償
而是核定實質損失才能認定補償；水泥產業，
近年來藉由大理石的總量管制，逐年降低水泥
產量。

他說，推動公民參與、徵詢部落意見，礦
法部分看怎麼配合檢討；另外呼應李應元主張
，經濟部與環保署將設立一個溝通平台，包括6
大訴求可以透過這個平台，與相關機關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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