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廣 告
星期五 2016年6月17日 Friday, June 17, 2016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華人或再遭擠壓 加州眾議會通過亞裔細分提案
（綜合報導）6月16日消息，備受關注的細分亞裔的

AB1726 法案最近在加州眾議會獲得通過，將於6月22日
在參議會進行表決。

該提案要求從2017年7月1日起，加州公共高等教育
系統和醫療系統要針對華人、印尼等亞太裔居民額外增加
附加表格及其他表格，對所在血統族裔詳細情況進行登記
。報道稱這些族裔包括孟加拉人、苗族、印尼人、馬來西
亞人、巴基斯坦人、斯裡蘭卡人、泰國人、夏威夷人和中
國人等。

這一提案將於6月22日在加州參議院教育委員會舉行
聽證和票決。

據報道，AB1726法案提出後，在整個加州的華裔社
區引起了強烈反彈，不少社區人士擔心，這項法案的最終
目的是要推翻加州平權法案，繼而像此前的SCA5法案一
樣，對加州公立大學亞裔入學比例起到消極影響。一些華
裔人士就此發起了抗議活動，他們認為法案的實際意圖就
是用它來孤立一些他們認為應該受到限制的族裔，如華裔

、韓裔等。
這項法案獲得了邱信福、羅達倫等

加州華裔州眾議員的支持，參與聯署
法案的羅達倫說，這些數據或許將為
加州高等教育方面立法的“公平平等
”提供基礎。

而加州參議員夏樂伯(Bob Huff)15
日表示，他本人不支持這個提案。很
多人擔心這個提案是反對華人的一個
提案，但他並不清楚為什麼會提出這

個提案，既然其它族裔都沒有被細分， 為什麼突然要細
分亞太裔？這是不公平的。他認為提案的起草者可能是想
要幫助其中一部分族裔，但是幫助了一部分族裔就會犧牲
另外一部分族裔的利益。

據媒體此前消息，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研究員張應
龍認為，將來該提案獲得通過，對華裔學生入學雖然不會
產生明顯的“種族配額”這樣的惡性結果，但是很有可能
在未來的教育資源提案中，會為了保護弱勢群體，而分走
一些華裔學生的教育資源。

據悉，早在去年的10月，加州州議員就曾提出過關
於細分亞裔族群的提案，該提案要求：州立大學和衛生機
構為至少10個亞裔族群搜集更詳細區隔的資料。該提案
經州參議院一致通過，州眾議院僅有一票反對。但加州州
長傑裡·布朗最終以此舉可能“鼓勵分化”為由，否決了
該案。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屆時民主黨將正式選出總統候
選人。

他盛讚桑德斯的競選過程令人 「不可思議」，並大力
感謝他的參與，凸顯經濟不公平及金權介入政治的過度情
況，並帶領年輕人參與整個過程；雖然希拉蕊和桑德斯在
初選過程中是競爭對手，但他讚美兩人都是愛國者。

歐巴馬還說，希拉蕊和桑德斯有共同價值觀，包括美
國是充滿希望、寬容大量、強大且讓每個孩子都享有公平
機會的國家，這也是團結民主黨人、讓美國偉大的價值觀
，如果大家團結在一起，不只會贏得11月的大選，也會
讓美國有更光明的未來。

（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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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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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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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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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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響螺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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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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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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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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f China’s increasingly 
assertive behavior in the region.
Twice in the last week, PLAN warships have sailed 
into or alongside Japanese territorial waters, including 
those around the disputed Senkaku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at’s sparked 
protests from Japan, one of 
America’s closest allies.
Warships from the U.S., Japan and 
India kicked off the sea portion 
of a weeklong joint exercise 
Wednesday in the Philippine Sea, 
not far from Japan’s southernmost 
islands.
The Navy describes the “Malabar” 
war games as “complex, high-
end, war-fighting exercises” 
designed to increase the ability 
of U.S., Indian and Japanese naval 
forces to operate together.
Malabar began in 1992 as a bilateral exercise between 
India and the U.S. but has expanded in recent years to 
include Japan.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n three years 
that the exercises have been held near Japanese waters 
and marks an important shift in Indian relations toward 
the U.S. and its allies.
India is embroiled in a long-running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and is wary of the PLAN’s increasing 
opera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Last week,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the U.S. Congress that a strong 
India-U.S. partnership “can anchor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from Asia to Africa and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Pacific.”

said Ivan Shi, head of research at Shanghai-based fund 
consultancy Z-Ben advisors.
Chinese regulators have been trying to revive flagging 
foreign investor interest after its equity markets nearly 
crashed mid-last year. Heavy-handed state intervention 
to prop up the market has done little to calm jittery 
investors.
But China now said sustained 
devaluation was coming to an 
end too - officials at the meeting 
repeatedly promis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more weakening the 
yuan against the dollar, which had 
led to volatility in financial markets 
across the globe.
China also agreed to limit steel 
production, which has been a sore 
point in external trade relations. The 
flood of low-cost Chinese steel on 
the global market has deeply hit foreign competitors 
and threatened jobs in steel companies the world over.
"To some extent, the worst is over," said Tian Yuan, 

an economist for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 
Beijing research center.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further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leaning 
towa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rogress in 
reducing excessive capacity will certainly continue."
But the two sides failed to reach consensus on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aluminum 
producers, which are among the 
industries exporting its products 
too cheaply to sustain fair 
competition.
"We didn’t agree on everything," 
said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But Kerr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health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bsolutely vital," he said. "It may 

well be the most consequential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nations in the world." (Courtesy, m.dw.com/en/
chinaAP, Reuters) 

The two-day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 a 
high-level meet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vering a range of regional and economic 
issues - saw China making key promises including  
giving the US a 250 billion yuan ($38 billion or 33 
billion euros) investment quota to allow the world’s 

number one economy a stronger foothold 
in the Asian giant’s domestic markets.
It’s the first quota to be granted to the US 
under the so-called Renminbi Qualifi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 program, and the 
largest one given to a single jurisdiction 
after Hong Kong.
In turn, the quota will help China push 
for wider use of the yuan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 although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was vague on details, such 
as the timeframe of implementation. The 
two countries are also to each select a 
bank to act as yuan clearing houses.
Some analysts say that the quota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that Chinese share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MSCI basket, whose indices are widely 
used as benchmarks for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s.
"But its implementation depends on how widely the 
yuan is used in the US and how much interest US 
investors have toward Chinese stocks and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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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pands U.S. Access To Domestic Stock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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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And Mouse” Game Now Routine With U.S. And China Ships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l) Meets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r)

The USS John C. Stennis

Chinese Warship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 and 
Philippine Secretary of National Defense 
Voltaire Gazmin (2nd right) tour the USS 

Stennis aircraft carrier. 

U.S. And China Officials Meet At The 8th 
Round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The nuclear-powered Stennis is nearing the end of a 
planned six-month patrol through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ts strike group includes four other surface 
warships and a Los Angeles-class attack submarine.
Hitchcock said Wednesday that PLAN warships had 

followed as close as three to four 
miles from the USS Stennis while 
it was operating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e said a PLA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ship had followed the 
Stennis group into the Philippine 
Sea last week. It was operating 
about seven to 10 miles from 
the carrier on Wednesday during 
the Malabar exercises, which 
are taking plac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Stennis’ commanding officer, 

Capt. Gregory Huffman, said the Chinese ships have 
operated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throughout and that the Stennis 
group has been able to conduct 
operations unimpeded.
That’s a good thing if it lasts, 
said Jeffrey Hornung, an East 
Asia security specialist with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USA, 
in Washington, D.C.
“The behavior the PLAN is 
exhibiting is not behavior that the 
U.S. Navy would engage in, nor is 
it behavior that we would expect 
other rule-of-law abiding nations 

China Shadows U.S. Warships
Amid Rising Tensions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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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U.S. commanders kicked off a major 
international naval exercise this week, they found an 
uninvited guest: A Chinese Navy warship.
But it was no surprise.
Warships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PLAN) have begun to routinely shadow U.S. Navy 
ships through much of the region.
U.S. commanders said Wednesday Chinese warships 
closely followed the powerful USS John C. Stennis 
carrier strike group from nearly the minute it entered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on a regular patrol in 
early March.
“We did see PLAN ships quite routinely throughout 
the South China Sea. In fact, we were in constant 
visual contact with at least one PLAN ship at any 
one time, 24/7,” said Rear Adm. Marcus Hitchcock, 
commander of the Stennis strike group.
That’s a major departure from recent years and seems 

to conduct. But it has come to be the norm for China,” 
Hornung said.
China claims nearly al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has used massive dredging operations to build at least 
seven artificial islands, some with military-grade 
runways and port facilities.
More than $5 trillion in annual trade passes through 
the waterway and U.S. and officials are concerned 
that China could use the islands to restrict air and sea 
navigation. China has said it won’t do that.
U.S. Defense Secretary Ashton Carter made a high-
profile visit to the Stennis while it w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pril to criticize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s 
and island-building campaign.
Taiwan and four other countries also claim par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based in 
The Hague is expected to rule soon on a legal challenge 
by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China’s claims in the region; 
China has said the tribunal has no authority and that it 
will ignore the ruling.

Everyone aboard the Stennis is aware 
of the Chinese ships shadowing the 
fleet, Lt. James Brigden, a launch and 
recovery officer, said.
“It’s always interesting to see our 
Chinese companion ‘in formation’ 
with the other ships. Their presence 
is always felt,” Brigden said. "We just 
try to treat it like another day, keep 
everybody focused on their jobs.” 
(Courtesy www.usatoday.com/story/
news/world) 

China is easing U.S. access to domestic stocks and bonds and has pledged to curb the flood of 
its steel on the global market in a two-day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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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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留歐派”女議員拉票時遭槍殺

日本北海道函館市發生
裡氏5.3級地震

（綜合報道）在佛州奧蘭多血腥屠殺49人的槍手馬丁日前被
曝光，他曾在小學和中學做出威脅公眾與同情恐怖分子的行為。
據報道，他10歲時就公然聲稱要用槍射殺所有學生；而“9•11”
恐襲發生期間，正就讀中學的他還高喊同情恐怖分子的言論。

據報道，馬丁這兩次行為均被校方懲罰並引起同學憤慨。
曾和馬丁一同就讀Marisopa Elementary School的萊斯莉‧霍爾

(Lesley Hall)向八卦雜志TMZ爆料表示，馬丁在自己上小學五年級
那年，曾對一群孩子們表示要槍殺所有在校學生。這些孩子向老
師報告後引起校方嚴重關切，馬丁也因此被停課兩周作為懲罰。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馬丁在上中學期間還曾贊揚制造“9
•11”恐怖襲擊事件的恐怖分子。他的一名高中同學表示，恐襲發
生的當天早上，學生們在電視上看到飛機撞上世貿大樓的現場直

播，而馬丁目睹恐襲後竟歡呼雀躍，大聲為恐怖分子喝彩。
這名學生回憶道，“馬丁正在笑，似乎在為恐襲發生在我們

國家而感到開心。”另一名學生說，“看直播時，馬丁正發表一
些十分粗魯的言論，包括：‘美國活該受此懲罰。’我覺得他這
麼做十分不妥。”這些行為在中學激起強烈憤慨，很多學生想要
和馬丁打架。還有人回憶稱，馬丁因此在“9•11”發生後不久被
校方停課或開除。

曾與馬丁同校的齊克爾(Robert Zirkle)說，“很奇怪，在9•11
事件以前他的人很隨和，但之後變了個人。”

據稱，馬丁就讀的中學名為Spectrum Alternative School，是一
所專門為成績不好和有行為問題的學生開設的特殊學校。

美“同性戀夜店殺手”被指10歲就曾揚言槍殺全校同學


























（綜合報道）英國脫歐公投倒數一星期之
際，主張留歐的反對派工黨女國會議員喬·考克
斯16號在英格蘭北部利茲附近遭到槍擊和刺傷
，送院搶救後不治。一名52歲男子被捕，槍擊
動機未明。受槍擊案影響，公投各方陣營隨即
暫停拉票活動。

事發後，多輛救護車和警車到場，封鎖現
場，搶救傷者。遇襲的工黨女國會議員考克斯
41歲，當時正准備在伯斯托爾與選民會面。

目擊者表示，考克斯准備接見選民時，有
兩名男子發生爭執，考克斯上前勸阻，豈料其
中1名男子突然拿出手槍，向考克斯開槍，並且
用利刀刺傷她，考克斯受傷倒地，滿身鮮血。

警員其後趕到現場，將開槍男子按在地上
制服。考克斯其後由直升機送院，送院搶救後
不治。

柯林斯·西約克郡臨時警察局長:“今天下午
一點前，巴特利及斯彭區國會議員喬考克斯在
伯斯托爾的市場街遇襲。我很遺憾地公布，她
傷重不治。案發後不久，一名男子在附近被穿
制服的警員拘捕，武器包括一把手槍也被找到
。”

據報槍手開槍時，曾大叫“英國優先”口
號，當局懷疑嫌犯的行凶動機，或與不滿考克

斯支持留在歐
盟的立場有關
。案發後，公
投各方陣營隨

即暫停拉票活動。極右政黨英國優先黨副領袖
弗蘭森對事件表示震警，稱“英國優先”是脫
歐派的常用口號，需要進一步確認事件詳情。

首相卡梅倫對槍擊非常關注，慰問考克斯
及其家人。他原定當晚到訪直布羅陀，出席留
歐造勢活動，受槍擊案影響，活動已經取消。

英國首相卡梅倫：“我們失去了一位巨星
，她是一位偉大的競選國會議員富有同情心。
這是正確的，我們都暫停這次公投的拉票活動
，所有人都會支持考克斯的家人和選民，在這
可怕的時刻。”

考克斯1995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曾在
國際慈善組織工作。她在2015年的大選中，當
選下議院國會議員。她一直表態支持英國留在
歐盟，最近數周多次參加留歐派宣傳活動。另
外，她也被視為敘利亞問題上最直言不違的國
會議員之一，曾批評英國政府不願意加強軍事
介入打擊IS。

鑒於英國工黨下議院議員考克斯遇襲身亡
，英國政府大樓下半旗致哀，多國政要都對事
件表示震驚和悲痛。

下議院議員考克斯遇刺身亡，英國下議院
大樓當天下半旗為考克斯致哀。工黨黨魁科爾
賓與國會議員在下議院大樓外放下蠟燭和鮮花

，悼念考克斯。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和英倫銀

行行長卡尼出席銀行家晚宴時，均
為事件致哀。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考克
斯為協助敘利亞內戰的難民而奮鬥
，這改變了當局的態度，推動了政
策的改變，她永不知道她改變了多
少人的一生。”

德國總理默克爾譴責襲擊，認
為這是一起悲劇，但她不希望把事
件牽扯到英國脫歐公投。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柯比對考克斯遇害表示
震驚，向她的親屬表達慰問。柯比表示，美國
關注在英國出現的暴力事件，相信英國警方和
執法部門有能力應對。

針對英國下周舉行脫歐公投，美國財政部
長雅各布盧16號表示，美英關系不會受到公投
結果的影響，不過在歐洲增長持續遲緩之際，
英國脫離歐盟會對全球經濟帶來衝擊。

雅各布盧16號在美國智庫就中美經濟關系
發表演說時，也回應了英國23號將舉行的脫歐
公投。他表示，公投結果並不會影響美英關系
，無論如何美國都會與英國合作，但對英國、
歐洲、全球經濟以及地緣政治穩定來說，英國
留在歐盟，能最好的符合各方利益。

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美英人民間的
特殊關系都會繼續，無論公投結果為何，但我

認為與其他國家隔離，為歐洲經濟制造摩擦，
即使對英國來說，也都只會導致負面的經濟後
果。”

雅各布盧表示，美國能在金融危機後，成
為全球經濟的亮點之一，就是因為具備可持續
性的經濟、就業和需求增長，在歐洲增長持續
遲緩之際，英國退出歐盟只會衝擊全球經濟。

雅各布盧：“我看到的是，歐洲要恢復任
何顯著增長，一直以來都很緩慢，這更不是一
個好的時間點去削弱它，全球經濟正如同我剛
說的，其增速仍不足以創造出，我們和世界其
他地區想要的機會。”

美聯儲主席耶倫也在前一天指出，英國脫
歐可能會衝擊全球金融市場，進而影響美國經
濟及貨幣政策走向，公投所產生的不確定性，
也是美聯儲本月決定不加息的考量因素之一。

為體現男女平等，加拿大下議院把國歌歌詞改了

（綜合報道）16日下午2點21分左右，日本北海道函
館市發生震度6弱(日本標准)的地震。據氣像廳稱，震源位
於北海道渡島半島東側的內浦灣，深度約10公裡。據推測
，地震震級為裡氏5.3級。此次地震沒有引發海嘯。

據北海道政府和北海道警方等表示，並未接到關於重
大災情的信息。北海道的泊核電站及青森縣東通核電站未
出現異常。函館機場、北海道新干線及其他普通鐵路也都
照常運行。

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機管理中心設立了官邸對策
室，負責信息收集。

日本氣像廳在記者會上稱“近期可能還會發生同等規
模的地震”，呼吁各方引起注意。

另據函館市的醫院介紹，該市川汲町的養老院一名八
旬老嫗在地震時頭部被墜落的物品砸中，被輕微割傷，目
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綜合報道）加拿大新上任的自由黨政府把施政重點放在對女
性更包容之際，下議院國會議員今天表決通過修改國歌歌詞，將原
本帶有性別意味的歌詞，換成中性字句。

路透社與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報道，這項法案
將把英文版加拿大國歌《喔，加拿大》（O Canada）歌詞中，“你
所有的兒子忠誠愛國”（Truepatriot love in all thy sons command）
改成“我們大家忠誠愛國”（True patriot love in all of us command
）。

這項由自由黨議員提出的法案，今天在自由黨掌控的下議院
（House of Commons）輕松闖關。

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去年 10 月當選後，把性別包容
政策列為施政重點，他任命的30位內閣閣員男女各半。

但有一些保守黨議員反對修改國歌歌詞，因為他們認為這麼做
並未和人民充分討論。前任保守黨政府2010年也曾提議修改國歌
歌詞，後因民眾反對而縮手。

加拿大國歌創作於1880年，原本只有法文歌詞，英文版並非
直接翻譯自法文，而是在1908年另外填詞，這些年來也曾略做變
動，1980年正式作為加拿大國歌。

今天表決通過後，議員們全體起立，用官方語言法文和英文合
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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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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佩珊 2016年6月17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以資產計算最大的兩間銀行均加快走出去步

伐。中國工商銀行16日宣佈，計劃以10億歐元投資設立中國—中東歐

金融公司，並以該公司為發起方牽頭設立中東歐基金。另外，中國建

設銀行則計劃在新西蘭設立分行。

工行10億歐元設中東歐基金

中東歐基金除了工商銀行外，捷克政
府擬出資2億歐元參與中東歐基金，

雙方已簽署合作備忘錄。路透此前報道
稱，剛剛卸任工行董事長的姜建清將出任
該基金的負責人。工行表示，雙方將共同
推動設立中東歐基金並開展相關合作。根
據雙方簽署的備忘錄，捷方將支持該基金
在捷克的投資經營，提供必要的投資指
引，推薦潛在的投資機會。

中東歐具備投融資需求
中東歐金融公司籌備負責人表示，當

前中東歐地區商業環境良好，投融資需求
較大，與中國存在經濟優勢互補，為雙方
的互惠發展創造了良好機遇。

另外，按資產計的第二大銀行建設銀
行公告稱，董事會批准在新西蘭設立分
行，並授權高級管理層辦理具體事宜。建
行董事長王洪章此前表示，相比其他國有
大行，建行過去國際化步伐較慢，但未來
將抓住企業“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機
遇，實現機構佈局全球化，實現2020年海
外機構覆蓋40個國家及地區，海外稅前盈
利的佔比大幅提高。

建行：抓住機遇實現全球化
建行2015年年報顯示，截至去年末，

該行在境外設有28家一級機構，各級機構
總數逾130家，覆蓋25個國家和地區，基
本完成在全球目標國家的機構佈局。

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迪士尼樂園16日正式開幕，品
牌策略及市場諮詢顧問公司Prophet就中國消費者進行
的最新研究發現，知名的品牌是影響消費者選擇主題公
園第三個重要因素，僅次於榜首的主題公園“遊樂設施
和景點”，以及第二位的“有趣及刺激程度”。

4年後中國入場人數超美
中國的主題公園市場正蓬勃發展，在2012年至

2013年間，中國有12個主題公園及1個全新水上樂園開
幕，而樂園的入場人次更突破一億。有業內專家預計，
中國的主題公園入場人數將在2020年超越美國。

繼萬達集團在5月31日於南昌東南部開放“萬達
城”，為15個“萬達城”項目首個開放的主題樂園。適
逢上海迪士尼度假區16日於上海浦東開幕，萬達集團董
事長王健林曾表示，相對於旗下主題公園的規模，迪士
尼的品牌將不會是其對手，令這場迪士尼與萬達之爭更
趨緊張。
Prophet香港辦公室高級合夥人Jay Milliken表示，

這項調查結果顯示迪士尼的品牌影響力已推動中國內地
遊客，為了獲得迪士尼主題公園的體驗，而前往更遠的
地方旅行及促進消費。

48%人去萬達城意慾減
根據Prophet的訪問調查顯示，受訪者表示主題公

園的“品牌影響力”是影響其選擇的重要因素
（19%），僅次於“遊樂設施和景點”（29%）以及
“有趣及刺激程度”（26%）這兩個因素。低入場費是
當中最不重要的一環，稍勝於離家距離的影響力。

約48%受訪者指出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區開幕後，他
們前往萬達城的可能性會減退。迪士尼深入民心的品牌
形象，已成為全球崇拜的樂園品牌。相反，萬達缺乏明
確的品牌戰略，及令人信服的理由鼓勵消費者前往其主
題公園。
這次調查在6月9日至13日進行，訪問了300名年

齡由18至55歲的中國消費者，以冀更深入了解中國內
地主題公園遊客的消費行為。

調查指品牌為主題公園致勝之道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外

最新公佈， 5月份的合約物
業銷售額約為 172.65 億元
（港元，下同），而相應的
樓面面積約為113.7萬平米。

今年 1至 5 月，集團累
計合約物業銷售額約為
721.35億港元，相應的累計
樓面面積約為 469.48 萬平
米。
集團5月份在長春市收

購了一幅地塊，應佔樓面面
積約462,359平米，應付土地
出讓金約為人民幣 6.56 億
元。
另外，中國海外宏洋5

月份實現合約銷售額26.50億
元，合約銷售面積30.7萬平
米。截至2016年5月底，累
計認購未簽約額8.22億元及
認購未簽約面積 70,500 平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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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泰君安證券16日公告稱，期貨
子公司國泰君安期貨收到中證監會調查通知書，因未
能有效履行資產管理人職責。
公告引用調查通知書原文稱，“因你公司未能有

效履行資產管理人職責，根據《期貨交易管理條例》
的有關規定，我會決定對你公司立案調查，請予以配
合。”國泰君安表示，將與國泰君安期貨全面配合證
監會的相關調查工作，同時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履行信
息披露義務。

中證監立案查國泰君安期貨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16日發佈
《關於營造良好市場環境促進有色金屬工
業調結構促轉型增效益的指導意見》。
文件指出，要嚴控新增產能，嚴厲查

處違規新建電解鋁項目，依法依規退出和
處置過剩產能，全面調查掌握有色金屬重
點品種的環保、能耗、質量、安全、技術
等情況，並完善主要污染物在線監控體
系。

不符合法規企業要限期整改
對不符合法律法規、產業政策和相關

標準的企業，要立即限期整改；未達到整
改要求的，要依法依規關停退出，同時在
省級人民政府或其部門的網站上公告，接
受社會監督。
要引導不具備競爭力的產能轉移退

出。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適時調整發展戰
略，主動壓減存量產能，實施跨行業、跨
地區、跨所有制的等量或減量兼併重組，
退出部分低效產能。

須接受政府及社會監督
對不符合所在城市發展規劃且不具

備搬遷價值和條件的企業，鼓勵實施轉
型轉產；具備搬遷條件的企業，支持其
退城入園或實施環保改造後向有條件的
地區搬遷。
政策支持方面，文件明確完善用電政

策，繼續實施差別電價政策；完善土地政
策，產能退出後的劃撥用地，可以依法轉
讓或由地方政府收回；加大財稅支持，落
實好兼併重組稅收政策；調整進出口有關
政策，支持符合行業規範條件的企業開展
銅精礦、錫精礦等加工貿易。
此外，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大對

有色金屬行業的融資支持。支持符合條件
的有色金屬企業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在資
本市場進行股權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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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宣佈，計劃以10億歐元投資設立中國—中東歐金融
公司。 資料圖片

中東歐地區商業環境良好 與中國經濟優勢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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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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刀鋒戰士”殺女友案
被打回重審 7月將宣判

綜合報導 南非著名殘奧會冠軍、“刀鋒戰士”奧斯卡· 皮斯托瑞斯

殺害女友案經最高上訴法院裁決，被定性為謀殺，並打回到北豪登省高

等法院重審。從13日開始在經歷了三天的審理後，該案已經審結，有望

于7月宣判。

2013年情人節淩晨，皮斯托瑞斯向躲在家中洗手間門後的女友利

瓦· 斯滕坎普連開4槍，將其打死。事後，他宣稱誤把女友當成入室搶劫

者打死。在經過了一番馬拉松式的審理後，北豪登省高等法院主審法官

馬西珀 2014 年宣佈採信了皮斯托瑞斯的關鍵證詞，判定為誤殺而非

謀殺，僅判其入獄5年。

對此，公訴人和受害者家人紛紛表示不滿，此案被提交最高上訴法

院。最高上訴法院研究後認定原判決不妥，皮斯托瑞斯對著洗手間內的

人開槍，不管門後是誰，其謀殺罪名都應該成立。最高上訴法院要求北

豪登省高等法院重新審理，並以謀殺罪名量刑確定刑期。本週，在經過

了三天的審理後，主審法官馬西珀重新就一些細節問題展開審理，並將

酌情確定具體刑罰。

在此次審理過程中，利瓦的父親、73歲的巴裏· 斯滕坎普首次出庭

作證。這位含著眼淚、渾身發抖的老人表示，要原諒這位田徑名將對他

而言“非常困難”。“這件事毀了我們。”巴裏說，“他必須為他的罪

行付出代價。”皮斯托瑞斯的辯護律師在庭上表示，法官應該根據正確

的事實判罰，不應該受到外界觀點的左右。

根據南非的法律，謀殺罪的最輕量刑為入獄15年。因為前面皮斯托

瑞斯已經在監獄裏服刑，加上身有殘疾，分析認為此次對皮斯托瑞斯的

判罰可能會低於15年。不過，公訴人內爾表示，皮斯托瑞斯並沒有悔罪

的表現，其刑期不應低於最低量刑標準。他還指出，皮斯托瑞斯的律師

過分強調他個人的情況，其實這些本就無關緊要。

埃及民航部：
埃航失事客機主體殘骸已被定位

綜合報導 埃及民航部在其網站發表聲明說，上月 19 日在地中

海海域失事的埃及航空公司 MS804 航班客機主體殘骸已被搜救艦

定位。

聲明說：“目前，埃及方面事故調查委員會已獲得部分定位圖，搜

救隊以及船上的調查人員將在搜救海域繼續對多處殘骸進行精確定位，

並繪製地圖。”

聲明還強調，目前有關事故原因的調查仍在繼續，不排除包括恐怖

主義襲擊、技術故障等在內的各種可能性。

由巴黎飛往開羅的埃航MS804航班客機于開羅時間 5月19日淩晨在

地中海上空從雷達上消失，機上共載有 66人。埃及軍方 20日宣佈，搜

救團隊在埃及亞歷山大港以北 290公里處海域發現失事客機部分殘骸、

乘客遺骸和遺物。

埃及民航部發表聲明說，法國海軍參與埃航MS804航班客機殘骸

搜尋的一艘水道測量船“可能接收到了失事客機其中一個黑匣子發

出的信號”。

綜合報導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

警方逮捕了前政府公共工程部副部長洛

佩斯，警方稱他當時正在一個修道院內

埋藏鉅額現金。

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安全部長裏東多

在新聞發佈會上透露，警方收繳的 160

疊現金裝在幾個袋子中，包括四種外

幣：美元，日元，歐元和卡達貨幣，總

金額超過 850萬美元。每疊錢有的用塑

膠袋熱封，有的上面蓋有銀行封件戳。

此外還有美元兌換日元的銀行憑證，六

塊勞力士等品牌名錶，還有一枝槍證過

期的突擊步槍和子彈。

據介紹，洛佩斯當天淩晨開車前

往羅德里格斯將軍市的法蒂瑪修道

院，將錢扔進修道院圍墻後再進入院

中。有附近居民發現後撥打報警電

話，警方立即趕到現場。布省安全部

長說，洛佩斯當時曾想賄賂警察以免

被捕，但遭到拒絕。

在基什內爾政

府 執 政 的 12 年 期

間 ，洛佩斯一直在

公共工程部工作，

目 前 是 南 共 市 議

員 ，其最後一次在

國家反腐敗辦公室

宣誓申報的凈資產

是 200萬比索，並聲

稱自己沒有美元存款。洛佩斯還曾在

2008年被指涉嫌“非法致富”，該案件

尚未結案。

在基什內爾政府不少高官遭腐敗起

訴的形勢下，洛佩斯案曝光震動當地政

壇。

當天，庇隆黨和勝利陣線國會黨團

紛紛發表聲明表示，在國內外，現任或前

任官員，無論其政治派系，不申報其實際

資產的行動都應予以強烈譴責，因為這至

少意味著逃稅，欺詐政府公共管理部門，

非法致富或未履行公務員職責。

一些勝利陣線領導人承認洛佩斯醜

聞對其黨派形象造成重大損傷，並指出，

該黨派之所以在去年的大選中落敗，正

是因為有洛佩斯這樣的人。

阿根廷司法部門已開始對案件進行

調查，並以涉嫌洗錢和攜帶槍證過期武

器對洛佩斯提起指控。由於這一案件的

高度政治性，警方已對洛佩斯採取特別

保護措施，將其從警察局囚室押往安保

措施更加完善的監押場所。

專家：難民危機讓歐洲面臨道義與利益相悖困境

綜合報導 在北京發佈的一份研究報

告指出，難民危機暴露出歐洲一體化在

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救助難民，讓歐洲

面臨道義觀與現實利益相悖的困境。這

場百萬大軍逃奔歐洲的難民危機，在不

久的將來給歐洲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會

逐漸顯現。

由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和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共同舉辦的《歐洲難民危

機專題研究報告》發佈會在北京舉行。

這份報告由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

員趙俊傑編撰，全面論述歐洲正在面臨

的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危機。這份報

告已列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國家智

庫報告”系列。

趙俊傑分析，目前評估難民危機給

歐洲社會帶來什麼樣的深遠影響為時過

早，因為危機還未結束，來年是否還會

掀起另一波難民潮很難說。救助難民，

歐洲正面臨道義觀與現實利益相悖的困

境。

在談及難民安置問題，報告稱，由

於歐盟的一部分政策及指令不具有強制

性法律約束力，致使在貫徹落實中被成

員國打折扣或拒不執行。這種現象既說

明成員國與歐盟的政策意見不一，往往

奉行國家利益至上主義，同時又表明歐

盟的權威性和權力有限。

報告分析，申根協定的實施是歐

洲一體化的一大成果，它取消對歐洲

內部邊界的管控，允許簽約國公民自

由流動，對降低歐洲國家邊界管理成

本，促進人員往來和貨物流通，優化

生產資源的配置，都起到了明顯的推

動作用。但當歐洲難民危機最嚴重

時，歐盟一些成員國恢復對邊境的管

控，甚至關閉邊界的做法，暫時緩解

了本國難民潮，卻違背了歐盟法規定

的人員自由流動原則，威脅到申根協

定，讓歐洲人最引以為傲的人員和貨

物自由流動受到限制，引發歐洲社會

的普遍擔憂。

報告稱，難民問題是一項複雜的社

會工程，同樣，安置難民也是一個經濟

學問題，因為難民的成本核算非常高，

接收國政府需要投入鉅額資金。歐盟目

前已根據歐洲難民危機的嚴重程度，計

劃未來兩年內投入 100億歐元用於難民

安置工作。

以德國為例，報告稱，德國作為歐

盟難民接收大國，2015年接納難民的花

費就已超過 100 億歐元，政府表示在

2016 年還將花費 100 億歐元應對難民問

題。德國每安置一個難民，在衣食住行

及管理等方面的成本開支，一年就需要

花費約13000歐元。

歐洲難民危機的影響有多大？趙俊

傑認為，首當其衝的當屬難民危機帶來

的經濟影響，難民危機使歐洲社會不堪

重負，歐盟財政面臨短缺，拖累歐洲經

濟的復蘇和增長。此外，難民危機使歐

洲社會福利制度深受挑戰，有可能迫使

不少成員國修改福利政策，引發社會的

動蕩。

從外交層面，趙俊傑認為難民危

機還帶來了外交博弈。面對突如其來

的難民大潮，歐盟及德法等國在接納

安置難民的同時，還從外交層面展開

攻勢，試圖通過標本兼治從源頭上

遏制住難民潮。在展開外交攻勢的同

時，歐美國家還採取軍事手段來介入

敘利亞事務，試圖控制住敘利亞混亂

的局面。

報告分析，不言而喻，歐洲的確面

臨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難民危機。

這場百萬大軍逃奔歐洲的難民危機，在

不久的將來給歐洲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

會逐漸顯現。

綜合報導 第一眼，

你可能以為這些都只是

風景照，但仔細觀察，

就會發現其中竟融入了

美女模特。

近日，德國人體彩

繪藝術家約爾格•杜斯

特 瓦 爾 德 （Joerg

Duesterwald） 推 出 新

作，將裸體模特融入

到背景中，幾乎令人

難以發現。

杜斯特瓦爾德利用

巧妙的佈局，惟妙惟肖

的人體彩繪技術，讓模

特完美融入到背景中。

煙囪旁的雕塑、牧

場的柵欄、樹根、路障

等。如果你眼夠尖，才

能發現這些隱藏在農場

中的美女。

這些相片的拍攝過

程十分複雜，只有確保

相機的精確位置和角

度，才能拍攝出來。

阿根廷前政府高官
在修道院埋藏鉅額現金被捕

你能找到她嗎？
美女藏身農場 成“隱形”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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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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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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tw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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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s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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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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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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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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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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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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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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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奧蘭多槍擊案發生

第二天，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國會

商討控槍法案以及如何讓恐怖分

子嫌犯更難以獲得槍支。歐巴馬

表示，許多人已有控槍“共識”，

認為國會應當致力於在不違反

《美國憲法修正案》的情況下減

少槍支暴力。此外，他在奧蘭多

槍案發生後首次要求國會採取具

體措施控槍。

據報道，歐巴馬表示，與恐

怖主義有關的人不能被允許買槍。

他還提到了目前在國會審核的

“無法飛行，無法買槍”（No

Fly，No Buy）法案，稱在此名

單上的恐怖分子嫌犯將無法買槍，

能夠有效阻止他們發動襲擊。

美國副總統拜登、來自國務

院、五角大樓和國家安全情報局

的國家安全顧問也參加了這一會

議，商量如何打擊恐怖主義。此

次會議在奧蘭多槍擊案前就已安

排好，槍案令這一會議更加重要。

歐巴馬再次強調，“我們的

目標是摧毀‘伊斯蘭國’（IS），

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但我們要

全力以赴。”

今年 1 月，歐巴馬通過行政

令繞過國會推行槍支改革，加

強購槍人的背景審查範圍和力

度，但是這個行政命令受到數

十個州的聯合抵制。不僅是在

政府層面，美國社會對控槍也

沒有一致意見。奧蘭多槍擊事

件後，控槍的聲音再起，尤其

是要求控制“攻擊性武器”的

呼聲最高，但是也有民眾對此

並不熱心。

控槍是美國社會立場最為分

裂的議題之一，除了意識形態之

外，利益集團活動等都是控槍舉

步維艱的關鍵因素。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明

確規定“人民持有並攜帶武器的

權利不可侵犯”，這成為幾十年

來美國控槍措施難以逾越的障

礙，控槍如此之難，禁槍就更不

可能。

12 日的大規模槍擊發生在佛

羅裏達州，而佛羅裏達是美國擁

有槍支最多的州。2015 年，佛羅

裏達州核準的持槍者超過 138萬，

比 2011 年增加了一倍。而佛羅裏

達州對槍支的態度嚴重缺乏共

識，致使該州無法出臺嚴格控槍

措施。

據當地媒體報道，在佛羅裏

達州購買半自動武器比購買手槍

還要容易。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比

爾•納爾遜認為擁槍的權利不是

絕對的，應該對擁槍、持槍的權

利加以限制。而該州共和黨聯邦

參議員馬克•盧比奧則明確表

示：“這是恐怖主義的威脅和挑

戰，更為嚴格的控槍措施也阻止

不了這起悲劇的發生。”

奧蘭多警方被批反應慢
槍擊兇手前妻稱遭家暴

美國佛羅裏達州奧蘭多市一家夜總

會淩晨發生的槍擊事件震驚全美，針對

警方在與槍手交火後對峙3小時才攻入夜

總會的做法，一些警界專家認為，這樣的

應對策略過於“拖遝”，可能貽誤事件

處置、傷亡控制的最佳時機。

對此，奧蘭多市警察局長約翰· 米納

在記者會上解釋說，槍手奧馬爾· 馬丁在

襲擊過程中確曾表示效忠極端組織“伊斯

蘭國”，並在劫持人質後試圖和警方談

判。警方不得不“重新評估現場局勢”。

輿論
奧蘭多警方遭批“反應遲緩”
阿富汗裔美國人奧馬爾· 馬丁攜帶一

支突擊步槍、一把手槍和“其他裝置”

來到奧蘭多市“脈動”夜總會門前。他

起初在店外開槍，與一名警察交火。在

另外兩名警官趕到現場後，雙方交火持

續。而後，馬丁進入夜總會內一個衛生

間，劫持多名人質。

一些專家說，馬丁進入夜總會前，

現場狀況尚處於“活躍槍手情境”，如果

警方此時能夠立即對事件加以處置，哪怕

只有一兩名警察，情況都可能不同。

按這些專家的說法，從以往大規模

槍擊案汲取的教訓看，即便冒著巨大風

險，警方也必須迅速進入事發現場，以

遏止槍手威脅、挽救更多生命。

“我們生活的世界已經不同，”專

門研究槍擊事件應對策略的前特警隊員

克裏斯· 格羅內克說，“（及時採取）行

動（的效果）絕對勝過無所作為。”

美國亞拉巴馬大學犯罪學副教授亞

當· 蘭克福德對大規模槍擊事件有研究。

他說，3個小時的時間長度不同尋常，一

般“從執法人員所需的回應時間可以預

測（事件的）死傷人數”。

他舉例說，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

哥倫拜恩中學槍擊案中，警方在與槍手

短暫交火後劃出一片警戒區，靜待特警

小組到來。不幸的是，45分鐘後，特警

突入學校，兩名槍手已經殺害了 12名學

生和一名老師。

在質疑警方應對遲緩的同時，專門

研究槍擊事件應對策略的前特警隊員格

羅內克也提醒說，以往大規模槍擊案的

教訓表明，儘早逃離現場比就地找地方

躲起來更有助於“保命”。

警方稱需先嘗試與槍手談判
至於緣何與槍手對峙 3小時才攻入

夜總會，奧蘭多警察局長約翰· 米納給出

的解釋是，一般來說，當事件從“活躍

槍手情境”轉入“人質危機”後，執法

人員通常會先嘗試與劫持者談判。

米納說，由於馬丁劫持了人質，警

方不得不“重新評估現場局勢”。他說，

馬丁在夜總會衛生間裏撥打了 911報警

電話，聲稱“效忠極端組織‘伊斯蘭

國’”。而後，警方談判專家介入，試

圖與馬丁對話，“我們確實有一個危機

談判人員小組和嫌疑人對話，試圖盡可

能多地獲得資訊”。

“槍手撥打報警電話時冷靜而鎮

定，”米納說，“整個過程中他沒有提多

少要求，大部分時間是我們在提問。”

談判中，馬丁提到了“爆炸物和炸

彈”，這促使米納最終下達強攻進入夜

總會的命令。當地時間淩晨 5時左右，

警方利用控制爆破和裝甲車推倒夜總會

外墻，攻入店內。馬丁隨後在與警方的

交火中被擊斃，至少30名人質被救出。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官員威索帕

爾說，12日公佈的 50名死者名單中包括

槍手馬丁本人，但槍手不算遇難者，所

以槍擊案實際遇難者是49人。

奧蘭多市長戴爾同時在記者會上發佈

了死者身份確認進展情況。目前，49名死

者中的48人身份已經確認。截至當地時間

早上8時，半數死者家人已獲通知。

目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已將槍擊案

定性為恐怖襲擊並已主導相關調查。美

國佛羅裏達中部地區檢察官本特利上午

說，目前正在調查有無其他涉案者，整個

槍擊案調查仍處於早期階段。

另據此間媒體報道，在馬丁 12日淩

晨停泊在夜總會停車場的汽車裏，發現

了第3件槍械和一些阿拉伯語文件。

現年 29歲的馬丁在美國出生長大，

他的父母是阿富汗移民。馬丁製造的這

起槍擊案是美國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

槍擊案，也是自“9· 11”以來美國死傷

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

動機
槍手曾有一個“警察夢”
槍手奧馬爾· 馬丁的前妻西托拉· 優

素菲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馬丁情緒非常

不穩，她頻繁遭遇家暴，拳腳相加可謂

家常便飯。

奧馬爾· 馬丁的父母從阿富汗移民到

美國。馬丁在紐約出生，在佛羅裏達州

長大，沒有犯罪前科。

優素菲與馬丁通過網路結識。優素

菲在科羅拉多州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初

見馬丁時，“他是個正常人，關心家庭，

喜歡開玩笑也喜歡找樂子”。

兩人相處融洽，2009年登記結婚。優

素菲說，馬丁希望成為一名警察，他有朋

友是執法人員。英國《衛報》援引優素菲

的話報道，馬丁曾在未成年人管教所工

作，為實現“警察夢”積累經驗。

在馬丁的相片中，可以看到他身穿

印有紐約警察局（NYPD）字樣的T恤。

不過，馬丁很快發生變化。優素菲

說：“我發現他情緒不穩定。我看到了

他的另一面，他會無緣無故地發瘋，從那

時候起我開始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優素菲說，馬丁會和他的父母吵嘴

動手，但她是馬丁日常生活中的唯一親

人，自然承受了最多的拳腳。

“他開始虐待我，經常施虐，不讓我

和家人聯繫，把我變成‘人質’。”優

素菲說，父母非常擔心，趕來“解救”

了她。

前妻稱槍手並無極端傾向
美聯社報道，文件顯示優素菲與馬

丁的婚姻持續了兩年，但優素菲堅稱，

她和馬丁的婚姻只持續了4個月。

優素菲說，她所認識的馬丁有宗教

信仰，會做禮拜，但並沒有極端傾向。

行兇前，馬丁從夜總會撥打了 911

緊急電話，宣稱效忠極端組織“伊斯蘭

國”，但美國反恐部門認為，槍擊案可

能與“伊斯蘭國”無關，馬丁在電話裏

的宣誓效忠應該是他第一次這樣表態。

對此，優素菲持相同看法。

優素菲說，血案原因是馬丁的精神

疾病，無關任何恐怖組織。

不過，“伊斯蘭國”再次發表聲明，

宣稱對奧蘭多市夜總會槍擊事件負責。

“伊斯蘭國”使用的“宣言”電臺在一

份公告中說，奧馬爾· 馬丁是“伊斯蘭國”

在美國的鬥士，他發動了襲擊，造成逾

百人死傷。

此前一天，支援“伊斯蘭國”的媒

體“阿馬克新聞社”在血案發生後隨即

通過手機即時通訊軟體發佈消息稱，奧

蘭多夜總會槍擊案“由一名‘伊斯蘭國’

戰士實施”。

“阿馬克新聞社”的消息沒有提供相

關證據或具體說明消息來源，引發質疑。

觀察
奧蘭多槍擊案撕裂美國社會
佛羅裏達州奧蘭多發生美國歷史上最

嚴重的槍擊案。在當下美國特有政治生態

中，在距大選不到5個月的時點，槍擊案

在政治方面引發“喧嘩與騷動”。循著

2016年大選相似的軌跡，這一槍擊案再度

分化美國政治，撕裂著美國社會。

“分化點”之一，美國走向“更包

容”還是“更設防”？

半年多時間內，美國相繼發生南加州

和奧蘭多兩起重大槍擊案，其製造者或多

或少與移民相關，且都有“激進傾向”。

但是，假如因此而對特定族群、特

定地區來源人群進行防範並推而廣之，

美國甚至可能在社區間建立無形的

“墻”。民調顯示，宣揚“建墻”、禁

止穆斯林入境的共和黨總統競選人特朗

普，在巴黎恐襲、南加州槍擊案後支援

率飆升。這凸顯美國的“外來恐懼”並

非空穴來風，且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奧

蘭多槍擊案後，特朗普重申這一主張，

試圖借槍擊案再次激活部分人心中的

“恐懼”。

特殊情況下，言辭激烈會博眼球並

成熱門話題，但保守派的“設防”難贏

得更廣泛的響應。它不僅可能激化族群

矛盾，甚至適得其反。“設防”必將增

加社會隔閡、強化部分群體的邊緣化傾

向。

如果“邊緣化”加劇，極端組織勢

必擴大其發展成員的土壤，獲得更大的

社會心理空間，將可能防不勝防。

“分化點”之二，美國需要“強力

反恐”還是“常規反恐”？

奧蘭多槍擊案發生後，特朗普說歐

巴馬政府反恐不夠強硬。保守派代表人

物之一、美國常駐聯合國前代表博爾頓

撰文說，歐巴馬政府反恐是“怠惰、沒

準備的”，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

斯蘭國”武裝“緩慢、隨便地進攻”給

了他們時間和機會。

“9· 11”之後，美國反恐已經 16個

年頭了。但奧蘭多槍擊案再次表明，美

國仍未走出“越反越恐”的怪圈。美國

以反恐為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以及現

在敘、伊進行的反恐，都插入了干預主

權、推翻政權的“附加使命”，結果造

成一些國家社會“結構性的崩潰”，成

為“伊斯蘭國”崛起和繁衍的契機，導

致“結構性的回擊”。

總之，奧蘭多槍擊案繼續分化美國

政治，撕裂著美國社會，但“左”“右

”爭吵中達成妥協一致，似乎是個不可

能完成的任務。

不能讓恐怖分子買到槍
歐巴馬與國會商討控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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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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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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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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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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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6月17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第四屆中國國
際新材料產業博覽

會和第二十七屆哈爾濱國際經濟貿易洽談
會前日在黑龍江哈爾濱“合璧”啟幕，
“哈洽會”上專門設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展區，不少帶有北方特色的“非遺”技藝
和作品在此登場。圖為16日工作人員在
“哈洽會”上展示滿繡技藝。

■文/圖：新華社

搞笑視頻教授英文

澳洲青年成中國網紅

六百載東昌府毛筆盼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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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潮鑽婚夫婦”紅爆網絡

今年是中國民主革
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周年，同時16日又
是黃埔軍校建校92周
年紀念日。旨在從黃埔
精神視角反映孫中山先
生歷史功勳的黃埔軍校
學員及親屬後代書畫作
品展16日在遼寧瀋陽開展，近20位黃埔老人及後代
的40餘幅作品在此展出，集中體現黃埔人反對“台
獨”、維護國家統一、完成孫中山先生未竟事業的
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老兵書畫展宏揚黃埔精神

在江西省景德鎮市
浮梁縣浮梁鎮新平村的
山頭上，矗立着一座美
輪美奐的圓形陶瓷宮
殿，另一座已封頂的姊
妹宮正進行瓷器製品粘
貼工作。兩座姊妹瓷宮
的主人是86歲的余二妹。余二妹介紹，瓷宮整體外形
參考了福建土樓的樣式，內部分三層，每層400平方
米。瓷宮外牆壁上貼着一圈陶瓷碎片，“千年瓷宮萬
年藏”的大字鑲嵌在正門上方，下面分兩層放置十八
羅漢的陶瓷雕塑；內部牆壁上佈滿陶瓷嵌片，青花、
粉彩等瓷板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贛八旬嫗自建兩姊妹瓷宮

33歲的古拉希2010年來到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教英語，當時只打
算待3個月。沒想到之後對呼和浩特愈
加喜歡，後來更開辦了自己的英語培訓
機構。
古拉希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中國的

網絡紅人。他說，自己幾年前已註冊微
博。但今年1月他上傳視頻，講他教學
生如何使用“Play（玩）”這個英文單詞，
因生動的表情才真正走紅網絡。古拉希
說：“在視頻發佈當晚我只有50位關注

者，到第二天早晨就有12萬位關注者
了，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了。”古拉希現
在經常以課堂發生的趣聞、生活中的經
歷、當前熱門話題，用中英文穿插的形
式講述故事，目前他的微博有超過74萬
名關注者，絕大多數視頻都有上千個
讚，評論及轉發量也非常多。

最近他上傳一段視頻，怒斥一些在
中國的外國人，稱他們在中國輕鬆地生
活、掙中國人的錢、交中國女朋友，卻
抱怨中國的種種不好。古拉希希望這些

外國人端正態度，並要心存感激。他還
以深圳30多年的變化為例，說明中國飛
速發展的成就在世界屈指可數。
古拉希現在已在呼和浩特定居，娶

了一名蒙古族姑娘為妻，育有一個漂亮
女兒。
古拉希對記者說，呼和浩特對他有

太多的幫助，這裡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
值，更願意成為中國人的“開心果”。
在這裡教英語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他
的激情所在。

在河北石家莊新百
廣場和新天地商城外牆
懸掛的巨大LED屏幕
上，近日正播放一對結
婚64周年的鑽婚夫婦
浪漫照片。這組照片被
傳到網上後，被人民
網、新華網等多家網站
轉載，引發眾多網友評
論、點讚，這對耄耋老人也被網友們親切地稱為
“最潮鑽婚夫婦”。
照片中的老夫婦家住邯鄲，今年的5月21日是

他們結婚64周年的紀念日。為慶賀鑽婚，上月王力
金老人帶着老伴兒共同奉獻了一場溫馨感人的“時
裝秀”。更讓網友稱讚的是，照片風格跨度大，英
倫風、街頭風都有，但兩位老人都能輕鬆駕馭。

■河北新聞網

東昌府毛筆，這種非物質
文化遺產是山東聊城一絕。由
浙江、湖北經運河傳承而來，
至今已延續600多年。然而，
東昌毛筆第26代傳承人孫金

龍對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表示，
該筆製作工藝面臨傳承危機，
盼能引起世人重視，使其得以
保護和發揚。

一支筆可寫五至十萬字
據孫金龍介紹，東昌毛筆

在元朝已有製作，明代中葉至
清道光年間為興隆時期，從業
者達千餘人，風光一時。而孫
金龍從16歲起開始學習毛筆
製作技藝，至今已有48載。
東昌毛筆選取優質的黃鼠狼尾
作為原料，製作工藝極為嚴
謹，工藝達72道工序。“一
支普通的東昌毛筆能寫五萬到
十萬字。”
談到東昌毛筆的傳承，孫

金龍慨歎最初老師和學徒原來

加起來有40人，到如今，村
裡只剩下自己一人了，目前僅
有兩位女兒跟着他學習製作工
藝。雖然也有許多人表達想要
拜師學藝的意願，但孫金龍覺
得所有報名者條件都不夠，他
希望能夠有十五六歲的孩子從
基礎開始學起。
“東昌毛筆作為聊城非物

質文化，並沒有得到太多的重
視。目前，東昌毛筆由於是家
庭作業，產量較少，市場面臨
困境。自己一個人的傳承力量
是有限的，希望今後政府能夠
加大保護與支持力度，使技藝
能夠一直傳承並發揚下去。”
這是孫金龍最大的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奕霞
山東報道

滿 繡 技 藝

澳洲青年戴維‧古拉希在中國當外教已近7

年。他經常在微博（DavidHohhot）上傳自己製

作的英文搞笑視頻，幫助網友們學習英語，人

氣高也成為了網絡紅人（簡稱網紅）。近日古

拉希在受訪時稱，他在中國實現了自己的人生

價值，且樂於成為中國人民的“開心果”。

■新華社

■自從今年1月上傳
搞笑學英語視頻
後，古拉希的微博
一夜間關注者人數
從50升到12萬，現
在已達 74 萬關注
者。 網上圖片

■黃埔老人和後代參觀畫
展。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余二妹建造的第一座瓷
宮。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兩位老人拍攝的“時裝
秀”受到網民稱讚。

網上圖片

■孫金龍感歎難找繼承人繼
續製作東昌府毛筆。圖為他
在製作毛筆情景。

記者 殷江宏攝

■澳洲青年戴維·古拉希
近期在中國成為網紅。
他表示，在這裡教英語
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
他的激情所在。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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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檢方加速調查樂天涉鉅額資產交易
傳喚相關人士

綜合報導 韓國檢方表示，已經

掌握了樂天集團籌集鉅額秘密資金

的情況，繼對樂天進行全面搜查後，

開始正式進入資料分析階段，並同

時傳喚公司相關人士協助調查。此

次韓國檢方對樂天集團搜查力度之

大、範圍之廣、速度之快可謂史無

前例。

據報道，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檢

察廳特殊 4部及尖端犯罪搜查 1部從

下午起開始傳喚樂天集團相關人士

進行調查。據悉，調查對象包括樂

天集團的“控制塔”——政策本部

及子公司的財務負責人等。

韓國檢方對樂天集團總部及樂

天酒店、樂天購物（百貨商場、瑪特、

電影院事業本部）等 17處進行了全

面的搜查，獲得了大筆資料並扣押

了大量物品。

首爾小公洞樂天集團總部扣押

的物品足足裝滿了 2輛 1噸貨車。除

了檢方通常在搜查時使用的印有檢

方標誌的藍色箱子外，還有大量快

遞箱子及一般物品保管箱，扣押物

品之多可見一斑。

從楊平洞樂天家庭購物及會長

辛東彬位於平倉洞的住宅中扣押的

物品也裝滿了7-8輛1噸貨車。

另外，韓國檢方還掌握了樂天

子公司間的大量資產交易資料。檢

方相關人士表示：“樂天旗下公司

之間出現非正當的資金交易，這也

可以看做是集團高層幹部貪污、瀆

職的表現。”

在執行搜查任務過程中，檢方

調用200余名檢察官和調查官，以保

障電腦硬碟、記賬本、資金交易內

容資料等不被洩露或流失。並在隨

後的週末就開始傳喚相關相關人士

協助調查。

據悉，調查的核心是樂天籌集的

秘密資金規模及使用去處，將以負責

資金管理的財務相關負責人為中心展

開。據檢方推測，樂天集團貪污瀆職

的整體規模或在3000億韓元左右。

此外，作為李明博執政期間受惠最

大的企業，借此事件，外界再次對樂天

集團一些不光彩的往事進行批判。

樂天集團在韓國前總統李明博執

政期間非法改變第二樂天世界地皮用

途、開拓啤酒進出口事業等行為引起

業界同行不滿。更有爆料稱，當時會

長辛格浩為獲得第二樂天世界經營許

可權，曾對政界人士進行鉅額賄賂。

日本經濟低迷難止
“安倍經濟學”選戰效應堪疑

綜合報導 在上一回日本眾議

院選戰中嘗到甜頭的安倍陣營，

如今在鼓點漸密的參議院選舉前

哨戰中，毫不遲疑地再度主打

“經濟牌”。

連日來遊走各地的選前造勢

中，安倍及其高層同僚紛紛高唱

“安倍經濟學”主旋律。

然而，“經濟牌”此番能否

再度唬住日本選民，仍處懸疑之

中。其中最顯而易見的“不安定

因素”，便是日本經濟的基本面

至今並未走出低迷態勢。日本財

務省與內閣府發佈的今年二季度

法人企業景氣預測調查顯示，全行

業大企業信心指數為負 7.9，較上

次調查時大幅下滑，係連續兩個

季度呈現負值，且為 2014年二季

度受消費稅增稅影響出現兩位數

負值低位以來的最低值。

引人矚目的是，日本大企業

本屬“安倍經濟學”對外顯示效

應的高光領域，尚且如此景況欠

佳；那些廣受在野黨派和社會輿

論關注的中小企業境遇，更是

“不堪直視”，其信心指數繼續

走低，滑落到負16.9的低谷。

日本共同社本月初實施的有

關今夏參議院選舉走向的首次全

國電話民調顯示，近六成受訪者

對“安倍經濟學”持否定式看法，

包括 46.5% 認為應予以重考，

11.5%認為應徹底轉向。

安倍日前在地方的選舉造勢

活動中高調辯稱，“安倍經濟學”

仍在半道上，雖知很多人對其效

果尚無切身感受，但停下來就會

回到幾年前的狀態，所以要繼續

提擋，讓引擎全力運轉。

而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黨首岡田

克也，則直指“安倍經濟學”已然

路盡途窮，若再轟油門將會“空中

解體”，應謙虛地承認政策之誤。

連日來的各地選舉造勢中，安

倍陣營將為其經濟政策表功的話題

重心，集中在已經創出若干新的就

業人數，以及國家與地方財政稅收

的總體增加等方面。而在野黨陣營

則針鋒相對，指新增就業多屬收入

低、欠穩定的非正式就業，正式就

業比例卻明顯降低；並指新增稅收

中很大比例來源於消費稅增稅等因

素，當不得真。

而“安倍經濟學”效應中最

受此間輿論詬病的，依然在於貧

富分化問題。今年4月底進行的一

項媒體民調顯示，57%的受訪者認

為安倍政權的經濟政策導致日本

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此間經濟智

庫最新發佈的測算亦顯示，安倍

上臺執政以來，日本大企業與中

小企業的盈利業績差距急速拉

大，到去年已達總計 19萬億日元

規模，為 2012年時的近兩倍，創

下歷史最高紀錄。而具體影響到

普通家庭的，則是收入增長追不

上稅收增速，個人消費一蹶不

振，日常儲蓄減少，以及低保戶

數再創新高等等。

此間有專業分析認為，隨著今

年以來的日元升值，日本大企業的

業績也開始遭受影響。在此情形下，

至今未能得到政策恩惠的中小企業，

更存在業績“失速”之憂。

在這種種低迷背景下的“安

倍經濟學”高調祭出，究竟還能

在多大程度上說動日本普通選民，

目前仍屬未知之數。

馬首家清真航空公司被吊銷執照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首

家清真航空公司Rayani Air

在吉隆坡被民航局和馬來

西亞航空委員會吊銷“航

空營業許可證”和“航空

服務執照”，結束了短短 6

個月的營運。

民航局發表聲明稱，

該局針對Rayani Air進行了

全面調查，包括行政和安

全稽查後，決定吊銷其

“航空營業許可證”。

民航局指出，隨著

“航空營運許可證”被撤

銷，Rayani Air必須在接獲

吊銷通知的 14 天內歸還航

空營運許可證給民航局總

監。

聲明表示，民航局與

交通部及馬來西亞航空委

員會密切合作，以確保馬

來西亞航空業的安全。

與此同時，馬來西亞

航空委員會也在同一時間

吊銷 Rayani Air 的“航空

服務執照”，並指出，調

查發現 Rayani Air 違反航

空服務執照的條例，缺乏

繼續以商業模式經營航空

公司所需的財務和管理能

力。

聲明說，“從今天開

始，Rayani Air不能以民航

公司的身份繼續營業”。

Rayani Air是馬來西亞

第一家清真航空，于 2015

年 12 月營業。期間，該航

空公司多次被投訴，如取

消航班後卻沒有給予乘客

通知和替代航班，以及無

故延遲航班，甚至使用手

寫登機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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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歲月”號客輪沉沒兩年多

後，打撈工作最終於 12 日啟動。如果進展順

利，沉船有望在今年7月整體打撈出水。

2014年 4月 16日，載有 476人的“歲月”號

客輪在韓國全羅南道珍島郡屏風島以北海域意外

進水並最終沉沒，僅有 172人獲救。事故造成包

括 4名中國乘客在內的 295人遇難，迄今仍有 9

人下落不明。

兩年多來，不少遇難者家屬一直要求韓國政

府打撈沉船，以期找到下落不明人員的遺體。去

年8月，中國上海打撈局企業聯合體

與韓國海洋水產部簽署了“歲月”號打撈合

同，赴韓國實施“歲月”號打撈工程。

“打撈工作已於今天下午 2時開始。”遇難

者家屬代表鄭相旭(音譯)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打撈工作進行的同時，鄭相旭和多名遇難者家屬

在不遠處的漁船中焦急張望。

根據打撈計劃，今後幾天的重點是抬吊

船頭，而這也被視為這次打撈工作最具挑戰性

的部分。抬吊船頭完成後，打撈人員將進行船底

安裝托底鋼梁等一系列高難度工程。

韓國海洋水產部表示，在水深45米的海底，整體

打撈長達 145米的船體，工程難度非常大，這在全世

界都還沒有先例。一名參與打撈工作的造船工程師今

年4月表示，這次打撈工作的成功率估計在80%左右。

去年 11月，韓國大法院以“間接故意殺人”為由，認定

“歲月”號船長李俊錫犯有殺人罪，維持對其二審無期徒刑的

判決。

同時，韓國大法院還當庭駁回了其餘 14名船員的上訴請

求，認定大副姜某、二副金某和輪機長樸某等人犯有“遺棄致

死傷罪”，維持二審對他們18個月到12年的有期徒刑判決。

內政部：4千合作社有限度供非社員使用

陸委會：公文現階段仍稱對岸中國大陸

希望合唱團赴陸遭阻 陸委會盼勿政治化

避免逾期受罰 實價登錄開放預先申報制

（中央社）對於希望合唱團赴中國大陸演出
遭到取消，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希望
陸方不要把政治考量帶到藝文活動的交流中，以
避免傷害兩岸人民情感。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今天舉行例行記者會，面
對媒體詢問希望合唱團到大陸演出遭到取消一事
，邱垂正作上述表示。邱垂正並說，希望合唱團
到大陸演出，是很單純的文化藝術表演，可增加
兩岸人民互相了解。

他呼籲對岸，不要把政治的考量帶到藝文的
交流活動中，讓民間交流活動能順利展開，避免
傷害兩岸人民情感。邱垂正強調，文化藝術表演
能豐富兩岸之間文化內涵，有助兩岸關係良性發
展。

媒體追問，前總統馬英九今天表示，自己任

內8年沒發生這樣的事情，馬英九指出， 「這是
有針對性的」。對此，邱垂正回應， 「周子瑜事
件是在馬前總統的任內，社會自有公評」。

至於外界有說法認為，政府若透過海峽交流
基金會承認 「一中原則」，將有助兩岸兩會（海
基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復談。

邱垂正表示，兩岸兩會協商談判機制，政府
還是會配合兩岸互動的整體情勢以及兩岸協議監
督條例立法的進程進行相關準備工作以及適宜的
推展。

針對兩岸啟動民間二軌對話的部分，邱垂正
說，兩岸多層次的交往態勢，有助增進相互了解
。陸委會認為，未來 「全民參與多軌並進」的兩
岸交流，可以體現在不同的交流面向上，讓各層
面都能發揮溝通對話的功能。

蔡總統校閱儀隊
總統蔡英文（前中）16日出席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舉辦的 「黃埔建軍
92週年校慶」 ，蔡總統首次以三軍統帥身分校閱儀隊。

（中央社）合作社法 「故宮
條款」去年修法通過後，內政部
今天進一步通過 「合作社業務提
供非社員使用辦法」草案，讓全
國 4000 多個合作社為發展需要
，可有限度提供非社員使用。

合作社法修法源由是國立
故宮博物院過去自行把國家文物
複製品與餐飲銷售與服務業務，
委託自家消費合作社，於民國
90年到97年間甚至把新台幣1.7
億元盈餘私自分配給員工，引發
社會譁然。故宮遭指自肥、規避
營業稅，面對內政部與審計部亟
欲追回款項，仍堅持依法辦理，
促使立法委員提案修法。

內政部表示，合作社法繼
去年完成近 66 年來最大幅度修
正後，內政部進一步於部務會報
通過 「合作社業務提供非社員使

用辦法」草案，讓全國 4000 多
個合作社為發展需要，可有限度
提供非社員使用，以維持合作社
生存發展與競爭力提升。

內政部說，合作社業務原
規定不得提供非社員使用，缺乏
適應社會快速變遷彈性應變機制
，影響合作社生存發展，經參酌
國際合作事業潮流趨勢，配合法
規鬆綁政策，開放合作社業務可
有限度提供非社員使用，以利國
內合作事業發展。

根據 「合作社法」新修正
條文，政府、公益團體委託代辦
業務除了經主管機關許可， 「非
社 員」使 用 不 得 超 過 營 業 額
50％。如果為合作社發展，需要
提供 「非社員」使用業務，限制
不得超過營業額30％。

內政部說，這次訂定重點

，除規定合作社得提供非社員使
用業務項目、業務範圍及業務限
額，對合作社提供非社員使用的
業務收益，規定應全數提列為公
積金及公益金，不得分配社員；
合作社解散後，應優先捐贈合作
事業發展基金，以取之社會，用
之社會，協助政府推展合作事業
用途使用。

另外，內政部也明確規範公
益金應供社會福利、公益事業及
合作事業教育訓練與宣導用途使
用，不得移為他用，引導合作社
正確使用公益金。

內政部說， 「合作社業務
提供非社員使用辦法」草案，將
依法制作業程序近日發布施行，
期望透過辦法實施，為合作社營
造友善發展環境，讓合作事業更
蓬勃發展，造福社員。

（中央社）針對綠營立委提案要求軍
方增設 「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陸委
會副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名稱要稱呼
中國或大陸，將尊重學術機構的專業考
量，但陸委會內部文書仍稱對岸中國大
陸。

民主進步黨籍立委王定宇15日在立法
院提案建議國防部增設 「中國軍事事務研
究所」，列席的國防部軍政副部長李喜明
雖認同有必要，但建議名稱應該改為 「大
陸」或 「中國大陸」。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兼發言人邱

垂正今天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對中央社詢
問對於 「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的名稱有
何建議或看法時表示， 「尊重學術機構專
業的考量，我們沒有意見」。

邱垂正隨後又補充，但就陸委會本身
而言，在公文書的部分， 「現階段都還是
使用中國大陸」。

至於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在15日的記者會上反駁陸委會主委張小月
的 「鄰居說」，大陸國台辦並指兩岸民眾
是 「一家人」。邱垂正對此表示，張小月
的說法是基於善意，盼別做過多的闡述。（中央社）內政部今天表示，實價登錄申報方式從今年7月

1日起將增加新管道，民眾可以在申辦不動產買賣登記案前，先
預為申報不動產成交案件資訊，減少逾期申報受罰的風險。

內政部統計，實價登錄制度從民國101年推動至今，全國共
有627件裁罰案件，其中498件為逾期申報案件。依規定，逾限
申報案件將被裁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的罰鍰。

內政部長葉俊榮下午在部務會報聽取 「實施實價登錄預申
報」報告後表示，為減少民眾逾期申報受裁罰，將新增 「預申報
」方式，讓申報人可事先於線上申辦系統登錄，與申報買賣登記
案件時併同送件，於登記完畢後，只需至網站確認是否完成申報
，能有效避免因錯過申報時間而受裁罰的機會，對有買賣不動產

的民眾來說，相當方便。
內政部指出，依 「平均地權

條例」第 47 條、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1，及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規定，買賣
案件應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30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
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故實價登錄申報的起始時間為登記
完畢日，截止時間為登記完畢日後30日。

內政部說，為方便民眾申報，除現行實價登錄 「憑證申報
」、 「表單登錄，紙本送件」及 「臨櫃申報」3種申報方式外，
將增加 「預申報」方式，民眾可自行選擇適合的申報管道，申報
實價登錄資訊。

內政部指出，7月1日起，民眾可利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
證，至內政部地政線上申辦系統，辦理實價登錄預為申報，並將
申報書紙本連同登記申請書，送至地政機關辦理不動產買賣登記
，地政機關會在登記完畢後，將實價登錄預申報資料轉入正式資
料庫，就可完成實價登錄申報。

內政部也訂於6月21日、28日分別在高雄市及台北市辦理
實價登錄預申報宣導講習，向民眾及不動產業者解說預申報的流
程及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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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彈槍狩獵遭逮 監院促維護原民文化

避漁業紅牌 外交部爭取歐盟了解台作為

台豬輸美 梅健華幽默推薦故宮文物

建議開除楊偉中黨籍 嘉縣黨部主委證實

林全：不擴建電廠為前提 改變發電結構

學生志工未投保 監院糾正南市府南藝大
（中央社）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劉姓學生擔

任馬拉松賽志工，返校途中車禍身亡，無法獲
得保險理賠。監察院調查發現，台南市府疏忽
未於活動前檢查廠商是否投保，今天通過糾正
市府與南藝大。

監察委員江綺雯及包宗和調查此案，發現
台南市政府委託民間單位辦理古都馬拉松路跑
活動，卻疏忽監督契約履行，未於活動前檢查
廠商是否依規定投保，對志工保險流於形式，
衍生劉姓學生身亡理賠爭議。

監委指出，台南市政府連續2年擅自將教育
部體育署列為馬拉松活動指導單位，又對於監
察院調查本案的函詢公文置若罔聞，延宕回復
近半年之久，行事十分便宜草率，監察院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於今天通過糾正案。

監委表示，為瞭解本案陳訴人對台南市政
府指陳事項，監察院數度函詢並催辦，台南市
政府延宕回復近半年之久，台南市府怠忽職責
且貽誤公務，行事消極推諉，罔顧人民權益，
核有違失。

此外，監委指出，南藝大未審酌學生所參
與活動是否符合服務教育要旨，逕將活動列入

服務教育時數採計，而便宜行事，並於活動承
辦單位洽請該校提供學生相關保障時，亦未依
法維護學生權益，違反南藝大學生服務教育實
施要點第3點第2項第2款規定，難辭怠忽之咎
，有重大違失。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也討論通過，要
求教育部檢討改善。調查報告指出，教育部推
動 「服務學習」教育政策將屆10年時間，但至
今還有大專校院不瞭解服務學習的意涵，並常
將服務學習與志願服務相混淆。

監察院表示，根據教育部於此案後對全國
159 所大專校院的問卷結果，其中有 11 所學校
完全沒有服務學習相關規範，另有4所學校訂定
的要點名稱或內容，與服務學習精神有所出入
，並且還有3所學校的活動列計方式，為學生自
行尋找單位進行服務，所以學校不易掌握學生
參與的活動內容，也很難維護學生從事校外服
務時的人身安全。

監委表示，教育部應更多重視推廣服務學
習教育宣傳，並審慎研議相關審查督導機制，
確保學生受教權益並完善服務學習的教育
精神。

向校園毒品說不 高市警與教會攜手合作
毒品的危害相當嚴重，高雄市警方與教會攜手合作宣導，共同對抗校園毒品，防制青少年
遭到毒品危害，維護校園安全，勇敢向毒品說不。（高雄市警方提供）

馬英九記者會 說明香港錄影演講
前總統馬英九（圖）15日晚間在香港舉行的亞洲卓越新聞獎頒獎典禮，透過錄影發表演
說，為讓外界進一步了解演講內容，馬英九16日上午舉行記者會說明，並接受提問。

（中央社） 「你可以說台灣正在向美國出
口豬肉（開玩笑的）」，美國在台協會（AIT）
台北辦事處長梅健華（Kin Moy）今天幽默表示
，舊金山將展出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包括名
聞遐邇的 「肉形石」。

梅健華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貼文
表示，很少有美國人能像他一樣幸運，住在離
故宮不遠的地方，而全球一些最令人嚮往的藝
術寶藏就在那兒。

他說，很高興自明天開始，舊金山的亞洲
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將展開 「皇帝

品味：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這是故
宮文物睽違20多年後首次到美國展出，AIT非
常榮幸提供協助。

梅健華表示，展覽結合台灣最吸引他的兩
個面向，蓬勃文化和美味食物。

最近含瘦肉精美豬輸台議題引發熱議，梅
健華也開玩笑表示，展覽將呈現100件未曾出訪
美國文物，包括名聞遐邇的 「肉形石」，而舊
金山之後還將移師到休士頓展出。 「所以，你
可以說台灣正在向美國出口豬肉（開玩笑
的）」

（中央社）行政院長林全
今天表示，希望未來在不擴建
電廠前提下，減少尖峰時期用
電量，並擴充綠能建設，以改
變發電結構，這方面將多吸取
國外經驗，持續努力。

林全下午接見美國國務院
主管澳洲、紐西蘭及太平洋島
國事務副助卿暨 APEC（亞太
經濟合作會議）資深官員馬志
修（Matt J. Matthews）。

馬 志 修 7 日 晉 升 為
「APEC 大 使 」 （Ambassador

to APEC），過去曾派駐台北
，並在台學習中文，最近一次
訪台為去年11月。

林全表示，馬志修這次訪
台首要目的為參加 「台美全球
合作暨訓練架構-亞洲地區能
源效率研討會」，並擔任主講
人。馬志修很喜歡、熟悉台灣
，相信對未來台美業務交流會
有許多幫助。

他說，台灣非常重視能
源問題，為因應全球暖化現象
，已設定相關節能減碳措施，

但未來核能電廠除役後，如何
順利度過能源問題，是目前政
府面臨的挑戰，將努力尋求解
決方法。

馬志修表示，能源問題對
全球及台灣都是非常重要的議
題。這次會議，企業或政府方
面都有專家共同參與，實施節
能減碳不僅對經濟成長有幫助
，也對人類未來生活與環境具
重要關鍵性，希望台美間在
APEC會議有更多意見交流。（中央社）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今天表示，

歐洲聯盟恐祭出紅牌制裁台灣漁業；外交部說
將，會爭取歐盟了解台灣相關改進作為，以維
護國際形象及利益。

農委會主委曹啟鴻稍早表示，駐比利時官
員回報，歐盟準備對台灣祭出紅牌，將台灣列
為打擊 「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不合
作黑名單，對台威脅不小。

外交部傍晚說，將持續全力協助漁政主管
機關與歐洲經貿辦事處及歐盟相關方面密切溝

通，爭取歐盟方面了解相關改進作為，以維護
政府國際形象及漁業利益。

歐盟執行委員會去年以台灣非法捕撈
行為違反 「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漁業
捕撈規範」（IUU fishing），缺乏有效監督
、控管與遠程漁船監管機制，及未遵守區
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義務為由，對
台 灣 發 出 漁 業 黃 牌 警 告 ， 期 限 內 如 果 仍
未 通 過 審 查 ， 將 發 出 紅 牌 警 告 並 貿 易 制
裁 。

花蓮烏龍院廣場 公共藝術遭破壞
花蓮火車站前 「烏龍院漫畫主題廣場」 日前被發現部分公共藝術受損，縣府表示，此作品仍
在保固期限，已通知廠商儘速修復，將加強巡視，呼籲民眾發揮公德心。（中央社）巴布麓部落原住民於大獵祭期

間持散彈槍狩獵遭警查獲移送，監察院提出調
查報告，要求維護原住民狩獵文化，行政院、
內政部和原民會應審慎研謀改進策略。

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6月1日通
過並公布監察委員林雅鋒、章仁香、仉桂美提
出的調查報告，相關意見將分別送請行政院、
內政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等有關機關研處，調查報告提出7點意見。

監委指出，狩獵活動是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的一部分，政府積極維護原住民狩獵文化之發
展與傳承，避免該項文化因欠缺實踐空間而流
失，乃屬必要。

監委表示，原住民為狩獵目的而有使用自
製獵槍作為獵捕工具需求時，究得使用何種槍
枝，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未符法律明確
性原則，且內政部訂定的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2條第3款關於自製獵槍定義，又囿
於法規位階過低，存有是否逾越母法授權範圍
疑義，導致警察機關、檢察機關乃至司法審判

機關的見解，有相互歧異現象，不利於民眾遵
循。

監察院希望主管機關允宜審慎研謀改進策
略，倘繼續維持現行開放原住民自製獵槍政策
，亦宜增設專業機構槍枝檢驗機制，確保槍枝
使用者及他人的人身安全。對此，行政院宜正
視此一問題，儘速邀集各有關機關、團體共同
研商，研謀通案性的解決方案。

調查報告也指出，警方未依刑事訴訟法規
定，主動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具
原住民身分的嫌疑人辯護，核有怠失，相關違
失人員業經懲處在案，內政部警政署仍應引以
為鑑，加強宣導貫徹主動通知作為。

調查報告表示，原民會應積極透過輔導、
獎勵方式，使各部落本於傳統文化建立自律機
制，約束參與者行為。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嘉
義縣黨部主任委員顏文正今天
說，前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屢
次公開發言影響黨譽，民雄區
黨部考紀會通過，將建請黨中
央開除黨籍，20日需先經嘉義
縣黨部考紀會處理。

顏文正表示，楊偉中屢
次在電視節目或社群網站臉書
（facebook）發言惡意攻擊、
影響黨譽，地方上很多黨員不
滿，楊偉中戶籍所在地民雄區
黨部日前接獲檢舉，建議開除
黨籍。

顏文正說，民雄區黨部
考紀會上午通過 「建議開除楊
偉中黨籍案」，20日需先由嘉
義縣黨部考紀會處理，結果將
於21日轉呈國民黨中央考紀會
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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