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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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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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wai Piano Gallery :
地址： 2542 Garden Road, Pearland, TX 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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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Katy七湖小區，優質學區，交通方便緊鄰westpark和99兩條高速公路。社區環境優美，2層別墅。建
於2010年，2375尺，3房2.5浴室，高檔裝修，僅售$26.3萬。自住投資均可

2. Cypress休斯頓西北區，好學區，一層別墅，2007年，面積1550尺，3房2浴室。交通便利，小區環境優
美，售價$15.5萬。投資房最佳選擇。

3.糖城riverstone，德克薩斯州2014，2015年連續兩年最暢銷小區。福遍好學區，生活便利。環境優美，
小區配套設施完善。2011年，面積3440尺，4房2.5浴室，瓦屋頂豪宅。後院私家遊泳池。售價$59萬。
一次性投入，長久享受。

4. Pearland梨城，一層小別墅，交通方便，近醫學中心，downtown，1996年，近期全新裝修，1500尺，
4房2衛，售價$13萬。自住投資均可。

5. 糖城優質學區，Dullas高中學區房，交通方便，近59號和6號兩條高速。全新豪華裝修，新屋頂，新
空調熱水器，一樓木地板，廚房廁所大理石臺面。一層半戶型，1980年，2400尺，4臥室3浴室，
一樓二樓雙主臥。售價$26.9萬。

6. 醫學中心優質condo 2房1.5浴 近貝勒醫學院，萊斯大學，MD Anderson。公交車直達醫學中心。
面積1,060尺，僅售$ 12.5萬

7. 米城Missouri city，湖景全新房，格局寬敞，采光亮，4房3.5浴，最佳選擇，售價 $ 29.9萬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15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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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雅虎證實遇駭 5億用戶資料遭竊
（綜合報導）美國網路業巨擘雅虎公司

（Yahoo）表示，2014年時公司網路遭到攻
擊，駭客取得至少5億用戶的資料，這次攻
擊可能 「有國家支持」。

法新社報導，雅虎發布聲明說： 「根據
還在進行的調查，雅虎相信與至少5億用戶
帳戶有關的資訊遭竊。雅虎正就此事與執法
機關密切合作。 」

路透社報導，據公司表示，失竊的用戶
資料可能包括姓名、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
碼、出生日期和部分密碼等，但可能不包括
支付卡資料或銀行帳戶資訊。

美國威瑞森通訊（Verizon Communica-
tions Inc.）今年7月以48億3000萬美元，收
購雅虎公司的核心網路事業，包括雅虎搜尋
引擎以及電子信箱。

公司希望用戶不要隨意下載或點擊鏈接
。沒有更新郵件密碼的顧客也要及時更新。

根據雅虎公司22日聲明，被竊取的賬戶
信息包括姓名、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
出生日期，密碼等，但可能不包括支付卡資
料、銀行賬戶資訊或未受保護的密碼。

雅虎在聲明中說：“公司正在密切與執
法部門合作，目前在來自國家支持的黑客對

科技業進行的網絡攻擊已越來越普遍。”另
外，雅虎公司表示，已持續通知個人信息被
盜的客戶以及他們的賬戶已受到保護。

雅虎還建議說，如果大家從2014年來沒
有換過郵箱密碼，盡快更新郵箱密碼。雅虎
還提醒說，要確保沒有過任何可疑活動。

雅虎證實黑客竊取信息的時間點甚為敏
感，美國威瑞森通訊今年7月以48億3000萬
美元收購雅虎公司的核心網絡事業，包括雅
虎搜索引擎以及電子信箱。雅虎現任執行長
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正努力在
明年初完成這項交易。

8月，一位名叫“Peace”的黑客在網上
論壇上要價1,900美元出售2億雅虎用戶的用
戶名和密碼。 Peace之前曾出售過從Myspace
和領英(LinkedIn Corp., LNKD)盜竊的數據。
雅虎發言人當時說，該公司知曉這件事，並
在調查事情的真偽。

Verizon週四稱，該公司兩天前獲知雅虎
被黑客入侵的事件，但對其影響知之甚少。

Verizon稱，隨著調查繼續推進，該公司
將從 Verizon 的利益視角進行評估，包括消
費者、客戶、股東和相關社區的利益視角。 雅虎表示，客戶不要隨意點擊鏈接，也不要打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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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按摩美容學院
Bright Education Institute License#3452

*全美承認
*按摩執照-聯邦考試培訓
*600小時學時證書
學校有多家下屬按摩店/床腳店，
可以作為學生邊工作,邊上課的教學基地
*醫師助理證書 (800 小時學時)
*美容，永久脫毛，瘦身執照
*申請及更新各州執照

學生宿舍,設備齊全

中文電話：954-789-1736
754-222-6673

6890 W. Atlantic Blvd. Margate, FL 33063
info@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www.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100% 學生通過聯邦考試

(99%學生一次通過）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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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Xi Congratulates 
First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po

cultural cooperation.
She called for deeper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respect for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enhance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boosts to cultural innovation 
so that people in various countries could benefit more 
from modern civilization.
Before the opening, Liu met with attendees from 
Nepal, Afghanistan, Cambodia, Morocco, France 
and Japan, urging them to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ore than 1,500 representatives from 86 countries, as 
well as fiv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re attending the expo.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LANZHOU, Sept. 20 (Xinhua) –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first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po, which began in the 
northwestern city of Dunhuang Tuesday.
On behalf of himsel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Xi congratulated the expo on its opening day 
and extended a warm welcome to all attendees.
Hailing the "glamorous Dunhuang culture," Xi said the 
host city was a major Silk Road hub 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met.
Also, noting that the ancient trade route was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Xi said th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po will provid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Xi lauded coexistence, mutual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in cultural 
fields.
He said efforts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mmon progress are 
important to driving society forward.
He called for more cultural exchanges, 
promotion of cultural equality,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s 
to cultural cooperation to "let more 
people benefit from the rich and colorful 
culture created by humankind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Vice Premier Liu Yandong, who read 
out the letter at the opening, suggested 
a new mechanism for state-to-state 

China’s first space station will meet a fiery end next 
year when the 8.5-tonne module comes crashing down 
to Earth, amid concerns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of the craft.
The Tiangong-1 space station was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11 and currently orbits Earth at an 
altitude of 230 miles (370km).
But in July, amateur astronomers suggested China 
had “lost control” of the satellite, after Chinese media 
reported the country’s space agency had struggled to 
get in contact with it.
Officials have now confirmed that after four and a half 
years in orbit, Tiangong-1 (meaning Heavenly Palace) 
is expected to plummet to Earth in late 2017.
Speaking at a satellite launch for the space station’s 
successor in the Gobi Desert in northern China, 
officials from China’s manned space programme said 
the craft had ended its service in March this year having 
“comprehensively fulfille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Wu Pi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manned space 

engineering office said: “Based on our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most parts of the space lab will burn up 
during falling.”
According to Space.com the less than precise landing 
time indicates the operators had lost control of the 
unit, as if they were still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it, 
they could steer it to “a guided re-entry over an empty 
stretch of ocean at a specified time”.
Like other lost satellites, it’s likely that the free-falling 
station will burn up on its way back into Earth and 
come back down in smaller chunks of molten metal 
rather than with a big crash.
However, some denser engine parts are unlikely to burn 
up completely and could potentially cause problems on 
the ground.
Harvard astrophysicist Jonathan McDowell told the 
Guardian the announcement suggested the doomed 
craft would now re-enter the Earth’s atmosphere 
naturally, making it near impossible to predict where 
any debris will fall.
“You really can’t steer these things,” he said. “Even a 
couple of days before it re-enters we probably won’t 
know better than six or seven hours, plus or minus, 
when it’s going to come down. Not knowing when it’s 
going to come down translates as not knowing where 
it’s going to come down.”
“There will be lumps of about 100kg or so, still enough 
to give you a nasty wallop if it hit you,” he added.
He said that even small changes in atmospheric 
conditions would be enough to nudge the craft “from 
one continent to the next”.
But according to Chinese news agency Xinhua, Ms Wu 
said the space station’s re-entry was “unlikely to affect 
aviation activities or cause damage to the ground”.
“China has always highly valued the management of 
space debris,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tests on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and cleaning,” Wu said. 
Tiangong-2, China’s replacement for the space lab, 

was successfully launched aboard a Long March 2F 
rocket on 15 September from the Jiuquan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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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ger performs at the "Meeting in Dunhuang" Gala of the first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po held in Dunhuang, northwest China's Gansu 
Province, Sept. 21, 2016. (Photo/Xinhua) 

Photo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China's Long March 2F rocket carrying the Tiangong-1 
module, or "Heavenly Palace", blasts off on September 29, 

2011. (Photo/AFP/Getty)

Artists take a curtain call after "Meeting in Dunhuang" Gala of the first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po held in 
Dunhuang, northwest China's Gansu Province, Sept. 21, 2016. (Xinhua/Fan Peishen)

China's Space Station 'Out Of Control' 
-- On Crash Course To Earth

‘Natural’ Re-entry To Atmosphere Mean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Know Where Debris Will Land

Launch Centre in north west China. (Courtesy www.
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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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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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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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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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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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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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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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迪士尼最新一部公主系列動畫
片《海洋奇緣》年底即將上映，迪士尼網上商店
日前推出一款片中造型的兒童道具服，卻引來不
尊重太平洋波利尼西亞島嶼文化的批評。迪士尼
已將這套服裝下架，並對造成冒犯感到抱歉。

雖然距離電影首映還有幾個月，日前在迪士
尼的專屬網上商店 disneystore.com 已經搶先推出
《海洋奇緣》的周邊產品。這款模仿由男星狄維
莊遜配音的影片男主角的兒童道具服，每件售價
約50美元，長褲和長袖的膚色布料上，印着滿滿
的藍色圖案，讓兒童穿上之後彷彿雙手與雙腳都
有刺青。袖子與褲管內側還加有軟墊，穿起來之
後彷彿有着健壯肌肉的特殊效果。

有網友在推特發文指出，這樣的兒童道具服
欠缺文化尊重， 「我的文化不能被拿來當道具服
」。也有網友發文寫道，非常期待這部電影，但
雖然片中男主角人物非常的酷，但 「別人的皮膚
並不是道具服」。

在批評聲浪當中，也有網友指出，迪士尼的
兒童道具服只是代表一個動畫片的角色，而不是
代表某個文化， 「這是一部動畫片，並不是紀錄
片。」

迪士尼在聲明中說： 「《海洋奇緣》團隊都
很在意對太平洋島嶼文化的尊重，這部影片就是
由此得到靈感，我們的服裝冒犯了一些人，我們
都感到很懊悔。」

被指不尊重異域文化 迪士尼道歉

（綜合報導）
美國非裔民眾遭警
方槍殺事件頻傳，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
夏洛特警方前天將
一名非裔男子誤認
為嫌犯，加上他持
有手槍，所以被開
槍射殺，但家屬聲
稱死者手上只有一
本書。最後民眾上
街示威抗議，引發
警民嚴重衝突，連
兩天轉為暴動，1
名示威者遭槍擊命
危，州長目前宣布
當地進入緊急狀態
。

不過和平示威變調，轉為血腥暴動，數百名
示威者與警方對峙，更有暴民轉而丟擲石塊、縱
火，破壞旅館、辦公室、餐廳和汽車窗戶，甚至
趁火打劫，警方連番發射橡皮子彈、催淚瓦斯和
水柱驅散人群。

警方指出，43歲的史考特（Keith Scott）當時
持槍又不理會警察的命令才遭槍擊。但家屬和目
擊者堅稱，他當時僅手持1本書。夏洛特警方最新
回應則是，不打算公布案發影片，但會持續深入
調查。

北卡暴動進入緊急狀態
拒公布美警殺非裔影片

（綜合報導）美國洛杉磯市警局今天
否認明星布萊德彼特（Brad Pitt）因為虐待
孩子遭到調查的報導，表示當局並未接獲
對他的此類指控。不過，據報導連聯邦調
查局（FBI）都已介入調查。

多家媒體20日報導，布萊德彼特曾在
怒氣爆發時，對6個孩子中的至少1人施以
言語和肢體暴力，導致明星妻子安潔莉娜
裘莉（Angelina Jolie）訴請離婚。

警方發言人蓋薩達（Lorenzo Quezada
）告訴法新社： 「根據我們的紀錄，我們
並未接獲報案對布萊德提出任何指控，我
們也未對布萊德彼特進行任何調查。」

洛杉磯郡兒童與家庭服務局（Depart-
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也提
出澄清，否認曾向任何媒體證實布萊德彼
特被控有前述行為。

不過，英國 「每日郵報」（Daily Mail
）報導，今晨有人看到警車出現在布裘兩

人在好萊塢山莊（Hollywood Hills）的豪
宅。據信布萊德彼特仍住在該處，而安潔
莉娜裘莉與孩子則在馬利布（Malibu）租
屋居住。

報導說，聯邦調查局也已介入調查，
因為事情發生在國際飛航途中。

據娛樂網站TMZ報導，消息人士據報
告訴當局，小布上周可能在私人噴射機上
喝茫，對孩子大呼小叫、 「動手動腳」，
飛機降落後還繼續怒氣沖沖地叫罵著。

報導說，兒童與家庭服務局接獲匿名
檢舉後，洛杉磯警方已對布萊德彼特展開
調查，這是獲報虐童案件後的正常程序。

41歲的安潔莉娜裘莉數天前以無法協
調的分歧為由，訴請與52歲的小布離婚，
並爭取6個孩子的監護權。

布裘自 2004 年起結緣相戀，2014 年 8
月在法國完婚，生下3名子女，還領養了3
個孩子。

傳小布對孩子施暴 聯邦調查局介入調查

（路透社）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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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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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召開新
聞發佈會。 海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近日，地處上海繁華商
圈南京西路上的上海中信泰富廣場
內部近20家商舖關停，惹得外界一
度猜測商場要關門。不過，商場負
責人目前已經回應，稱所謂關閉的
說法是謠言，內部商舖的關閉只是
在調整，未來會引入更多女性品
牌。
作為上海高端零售業代表，上

海中信泰富廣場曾匯聚了眾多奢侈
品店舖，亦是滬最早的奢侈品零售
商場之一。但最近很多人卻發現這
家商場接連關閉近20家商舖，特別
是商場四層關了約10家商舖，令整
個樓層如同空置。其他沒有關門的

店舖也生意清淡，店員甚至要站在
店外招攬客人。由於此前淮海路的
太平洋百貨因租約到期關店，導致
其他商場的一舉一動都令市場格外
敏感，一時間，有關上海中信泰富
廣場要關門的謠言四起。
不過目前商場負責人和商場所

屬的區商務委紛紛闢謠，稱關門之說
純屬謠言，商場今年業績不差，現在
正在慢慢地轉型調整中。上海中信泰
富副總經理朱培樑表示，商場滿舖其
實可以輕而易舉做到，但不想品牌格
局定位混亂，因此最近調整了一些店
舖，之後方向是女性購物中心，同時
會引入一些符合定位的餐廳、免稅店
以及VR體驗館等新店。

滬中信泰富廣場澄清關門傳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內地今年以來面臨資金流出壓力，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官員在

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有客觀數據支持跨境資金流出壓力確實在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也有所緩

解。另外，面對中概股紛紛回歸A股同時，外管局官員表示，希望中概股回歸是按照實需的原則。

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說，從國
際收支數據看，根據國際上比較通行

的跨境資本流動衡量標準，今年一季度中
國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1,233億美
元，比去年四季度減少26%，二季度逆差
比一季度進一步收窄60%。

有能力保持跨境資金流動穩定
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去年12月逆差

894億美元，今年一季度、二季度月均逆差
都不足300億美元，7月份受英國脫歐及季
節性因素等影響反彈到317億美元，8月份
又回落到95億美元。
從外儲餘額的降幅來看，今年2月以

來已明顯收窄。另外，今年3月以來中國進
口企業的外幣跨境融資餘額在持續回升，

顯示出境外融資資金重新流入。她稱今年
資金流出壓力在緩解，對人民幣貶值壓力
也有緩解，並強調中國有能力保持跨境資
金流動合理均衡穩定。
外管局經常項目管理司司長杜鵬在同

一場合指出，今年以來，外匯局繼續開展
貨物貿易專項核查，同時加強與海關、稅
務等有關部門的密切配合，目前沒有發現
有異常資金大規模流出或流入的情況。
問到中國企業走出去及中概股回歸是

否影響外匯供求時，外管局資本項目管理
司司長郭松表示，企業“走出去”加快對
外匯供求肯定產生影響。過去資本項下順
差的主要來源是FDI（外資直接投資），
而去年FDI和ODI（中企海外投資）有100
億美元的逆差。另外，QDII總額度900億

美元早於去年3月份已用完，目前外管局正
在協調相關部門去申請新的額度，但在新
額度獲批前將維持現狀。

防中概股以套利為目的回歸
談到中概股回歸，郭松說，“中概股”

的集中回歸可能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形象產
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外管局堅持實需原
則，對真實需要，如需要支付對價，還是支
持的，但要防止以套利為目的之所謂中概股
的回歸。他強調，外匯局將支持正常合規的
跨境併購和“中概股”回歸，並在這個過程
中維護國際收支的平衡。
外管局綜合司（政策法規司）副司長

徐衛剛則強調，希望中概股回歸是按照實
需的原則，並防止以套利為目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騰訊公司首席運營官任宇昕22日在騰
訊全球合作夥伴大會上透露，騰訊平台成
就了30家上市公司，註冊創業者超過600
萬，實現合作夥伴總收益達160億元人民
幣。未來五年，騰訊將以六大開放體系與
合作夥伴攜手共創萬億新生態。

或向創業者分享AI技術
對於騰訊開放平台未來的發展思路，

任宇昕表示，一是希望能夠給合作夥伴們
帶來更多的跨界交流合作；二是希望給合
作夥伴帶來與海外創業者的交流合作；第
三，希望利用騰訊自己在新技術方面的積
累，給開放平台帶來更多技術合作和商業
發展機會。
對於 VR與人工智能（AI）等新技

術，任宇昕表示，騰訊希望在技術成熟、
產品體驗達到要求的時候，把騰訊的VR
平台和方案推出市場，並推出VR開放平
台。同時，他強調，騰訊過去所積累的所
有AI技術已廣泛應用在騰訊產品中，從
社交媒體、內容平台，到廣告搜索以及其
他創新產品，目前也在思考通過開放平台
向創業者們開放騰訊自己積累的 AI 技
術。

中國為全球第二大創投地
騰訊研究院和騰訊開放平台22日發佈

了《2016創新創業白皮書》，其中列出中
國TOP50創業活力城市分佈圖，北京、上
海、深圳躋身“第一梯隊”。白皮書還
稱，中國已成全球第二大創投聚集地，僅
次於美國。

這本長達160頁、近10萬字的白皮書
採集了權威的行業及騰訊公司數據，從創
業經濟、全球創業形勢、中國雙創局面、
2016騰訊開放戰略及開發者生態、互聯網
創業驅動機制五個維度，全面分析了全球
創新創業現狀及未來圖景，以及中國“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推進成果。

■2016騰訊全球合作夥伴大會在福州召
開。 蘇榕蓉 攝

騰訊擬推VR開放平台

中國走資壓力緩解
外管局：中概股回歸按實需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聯國際
與巴基斯坦最大商業銀行之一的國
民銀行宣佈，雙方將密切合作，未
來五年在巴基斯坦發行350萬張銀
聯卡，支持中巴兩國經貿合作和人
員往來的支付需求。
銀聯國際的新聞稿指出，雙方

未來五年將在巴大規模發行銀聯借
記卡和銀聯預付卡，這些卡片可以
在全球160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聯網絡
使用，且全部支持網上支付功能；
同時，雙方還計劃在年內開通國民
銀行旗下所有1,000多台ATM受理

銀聯卡，持續拓展銀聯卡在巴基斯
坦的使用渠道。
目前，銀聯卡已可在巴基斯

坦 70%自動櫃員機（ATM）和
95%的POS終端使用，多家當地
機構累計發行了超過270萬張銀聯
卡。在“一帶一路”涉及的60多
個國家和地區，已有近50個國家
和地區可以使用銀聯卡。其中，
哈薩克斯坦近七成ATM和逾五成
商戶受理銀聯卡，俄羅斯有超過
30萬家商戶和4萬多台ATM可以
使用銀聯卡。

銀聯國際擬五年在巴發卡350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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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召開新
聞發佈會。 海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近日，地處上海繁華商
圈南京西路上的上海中信泰富廣場
內部近20家商舖關停，惹得外界一
度猜測商場要關門。不過，商場負
責人目前已經回應，稱所謂關閉的
說法是謠言，內部商舖的關閉只是
在調整，未來會引入更多女性品
牌。

作為上海高端零售業代表，上
海中信泰富廣場曾匯聚了眾多奢侈
品店舖，亦是滬最早的奢侈品零售
商場之一。但最近很多人卻發現這
家商場接連關閉近20家商舖，特別
是商場四層關了約10家商舖，令整
個樓層如同空置。其他沒有關門的

店舖也生意清淡，店員甚至要站在
店外招攬客人。由於此前淮海路的
太平洋百貨因租約到期關店，導致
其他商場的一舉一動都令市場格外
敏感，一時間，有關上海中信泰富
廣場要關門的謠言四起。

不過目前商場負責人和商場所
屬的區商務委紛紛闢謠，稱關門之說
純屬謠言，商場今年業績不差，現在
正在慢慢地轉型調整中。上海中信泰
富副總經理朱培樑表示，商場滿舖其
實可以輕而易舉做到，但不想品牌格
局定位混亂，因此最近調整了一些店
舖，之後方向是女性購物中心，同時
會引入一些符合定位的餐廳、免稅店
以及VR體驗館等新店。

滬中信泰富廣場澄清關門傳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內地今年以來面臨資金流出壓力，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官員在

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有客觀數據支持跨境資金流出壓力確實在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也有所緩

解。另外，面對中概股紛紛回歸A股同時，外管局官員表示，希望中概股回歸是按照實需的原則。

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說，從國
際收支數據看，根據國際上比較通行

的跨境資本流動衡量標準，今年一季度中
國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1,233億美
元，比去年四季度減少26%，二季度逆差
比一季度進一步收窄60%。

有能力保持跨境資金流動穩定
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去年12月逆差

894億美元，今年一季度、二季度月均逆差
都不足300億美元，7月份受英國脫歐及季
節性因素等影響反彈到317億美元，8月份
又回落到95億美元。

從外儲餘額的降幅來看，今年2月以
來已明顯收窄。另外，今年3月以來中國進
口企業的外幣跨境融資餘額在持續回升，

顯示出境外融資資金重新流入。她稱今年
資金流出壓力在緩解，對人民幣貶值壓力
也有緩解，並強調中國有能力保持跨境資
金流動合理均衡穩定。

外管局經常項目管理司司長杜鵬在同
一場合指出，今年以來，外匯局繼續開展
貨物貿易專項核查，同時加強與海關、稅
務等有關部門的密切配合，目前沒有發現
有異常資金大規模流出或流入的情況。

問到中國企業走出去及中概股回歸是
否影響外匯供求時，外管局資本項目管理
司司長郭松表示，企業“走出去”加快對
外匯供求肯定產生影響。過去資本項下順
差的主要來源是FDI（外資直接投資），
而去年FDI和ODI（中企海外投資）有100
億美元的逆差。另外，QDII總額度900億

美元早於去年3月份已用完，目前外管局正
在協調相關部門去申請新的額度，但在新
額度獲批前將維持現狀。

防中概股以套利為目的回歸
談到中概股回歸，郭松說，“中概股”

的集中回歸可能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形象產
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外管局堅持實需原
則，對真實需要，如需要支付對價，還是支
持的，但要防止以套利為目的之所謂中概股
的回歸。他強調，外匯局將支持正常合規的
跨境併購和“中概股”回歸，並在這個過程
中維護國際收支的平衡。

外管局綜合司（政策法規司）副司長
徐衛剛則強調，希望中概股回歸是按照實
需的原則，並防止以套利為目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騰訊公司首席運營官任宇昕22日在騰
訊全球合作夥伴大會上透露，騰訊平台成
就了30家上市公司，註冊創業者超過600
萬，實現合作夥伴總收益達160億元人民
幣。未來五年，騰訊將以六大開放體系與
合作夥伴攜手共創萬億新生態。

或向創業者分享AI技術
對於騰訊開放平台未來的發展思路，

任宇昕表示，一是希望能夠給合作夥伴們
帶來更多的跨界交流合作；二是希望給合
作夥伴帶來與海外創業者的交流合作；第
三，希望利用騰訊自己在新技術方面的積
累，給開放平台帶來更多技術合作和商業
發展機會。

對於 VR與人工智能（AI）等新技

術，任宇昕表示，騰訊希望在技術成熟、
產品體驗達到要求的時候，把騰訊的VR
平台和方案推出市場，並推出VR開放平
台。同時，他強調，騰訊過去所積累的所
有AI技術已廣泛應用在騰訊產品中，從
社交媒體、內容平台，到廣告搜索以及其
他創新產品，目前也在思考通過開放平台
向創業者們開放騰訊自己積累的 AI 技
術。

中國為全球第二大創投地
騰訊研究院和騰訊開放平台22日發佈

了《2016創新創業白皮書》，其中列出中
國TOP50創業活力城市分佈圖，北京、上
海、深圳躋身“第一梯隊”。白皮書還
稱，中國已成全球第二大創投聚集地，僅
次於美國。

這本長達160頁、近10萬字的白皮書
採集了權威的行業及騰訊公司數據，從創
業經濟、全球創業形勢、中國雙創局面、
2016騰訊開放戰略及開發者生態、互聯網
創業驅動機制五個維度，全面分析了全球
創新創業現狀及未來圖景，以及中國“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推進成果。

■2016騰訊全球合作夥伴大會在福州召
開。 蘇榕蓉 攝

騰訊擬推VR開放平台

中國走資壓力緩解
外管局：中概股回歸按實需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聯國際
與巴基斯坦最大商業銀行之一的國
民銀行宣佈，雙方將密切合作，未
來五年在巴基斯坦發行350萬張銀
聯卡，支持中巴兩國經貿合作和人
員往來的支付需求。

銀聯國際的新聞稿指出，雙方
未來五年將在巴大規模發行銀聯借
記卡和銀聯預付卡，這些卡片可以
在全球160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聯網絡
使用，且全部支持網上支付功能；
同時，雙方還計劃在年內開通國民
銀行旗下所有1,000多台ATM受理

銀聯卡，持續拓展銀聯卡在巴基斯
坦的使用渠道。

目前，銀聯卡已可在巴基斯
坦 70%自動櫃員機（ATM）和
95%的POS終端使用，多家當地
機構累計發行了超過270萬張銀聯
卡。在“一帶一路”涉及的60多
個國家和地區，已有近50個國家
和地區可以使用銀聯卡。其中，
哈薩克斯坦近七成ATM和逾五成
商戶受理銀聯卡，俄羅斯有超過
30萬家商戶和4萬多台ATM可以
使用銀聯卡。

銀聯國際擬五年在巴發卡350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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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欲無限期當自民黨總裁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壹個黨內機

構近日召開會議，首次就自民黨總裁、

首相安倍晉三延長任期壹事展開正式討

論。會上，壹些人提議把黨總裁擔任期

限由現在的 6年延至 9年，更有人提出

“黨總裁任期不設限”的意見。

安倍有意延長任期的想法在自民黨

內引發爭議，不少黨內重量級人物紛紛

表示反對。

有意“超越黨章”
根據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現行章程，

總裁任期每屆三年，只能連任壹次，即

最長可連任 6年。這壹黨章同時規定，

自民黨總裁是首相的“當然候選人”。

根據現在的規定，安倍的自民黨總裁任

期將於 2018年 9月結束。這意味著，他

的首相任期屆時也將期滿。

“最長首相”政治夢
連日來，安倍欲延長任期的話題引

發激烈討論。安倍的黨內支持者為了幫

助他實現“日本戰後任期最長首相”的

政治夢，專門成立了“黨和政治制度改

革實行本部”，討論修改黨章事宜。

“黨和政治制度改革實行本部”由

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擔任本部長。他

20日主持會議，首次就延長黨總裁任期

壹事進行黨內正式討論。會上，安倍的

支持者提出延長自民黨總裁任期的兩種

方案。第壹種方案是，把現在的“兩屆

6年”更改為“三屆 9年”。如果采取

這種方案，意味著安倍將擔任首相至

2021 年，從而實現其“出席 2020 年東

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目標。第二種方案

則是“無限期擔任”。

高村正彥表示，“黨和政治制度改

革實行本部”今後將主要就上述兩種方

案展開討論。如果進展順利，希望能在

明年完成修改黨章的目標。

日本共同社上月發布的壹項民意調

查結果顯示，52.5%的受訪者反對延長

自民黨總裁任期。分析人士認為，民調

結果是給安倍希望通過穩固政權、讓自

民黨總裁任期延長論“走上軌道”的想

法潑上了壹盆冷水。

野心惹爭議
高村正彥在近日的會議上同時強調

，這次討論修改黨章、延長黨總裁任期

並非是為安倍壹人設計。

不過，這番表態似乎並未能平息自

民黨內的反對聲音。針對安倍欲延任期

的野心，不少黨內重量級人物紛紛表示

反對。反對者包括被視為下屆首相有力

競爭者的外相岸田文雄，前首相小泉純

壹郎的兒子、“政壇新星”小泉進次郎

以及前地方創生擔當大臣石破茂。

石破茂在自民黨內有壹定威望，曾

擔任防衛相、地方創生擔當相、自民黨

政務調查會長和幹事長等職，壹度被視

為“安倍接班人”。石破茂表示，他反

對修改黨章以達到延長任期的目的，也

反對成立專門機構就此事進行研究。他

強調，應把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

作為重點，不可本末倒置。

日俄外長在紐約舉行會談
為普京年內訪日鋪路
綜合報導 訪問紐約的日本外務大臣

岸田文雄於本月近日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

夫舉行了會談。兩國外長在會談中確認將

從速做好俄羅斯總統普京預定於今年 12

月訪日的相關準備工作。

據報道，在此之上，岸田還強調，

“必須做好切實推進簽署和平條約的準備

工作”。雙方壹致同意，為了讓包括北方

領土問題在內的和平條約商簽工作取得切

實進展，岸田將在普京訪日之前訪問俄羅

斯，再次與拉夫羅夫舉行會談，開展日俄

首腦會談的準備工作。

另外，雙方還決定俄羅斯第壹副總理

舒瓦洛夫將爭取於 11月訪日，舉辦旨在

推進日俄間經濟合作的“貿易經濟政府間

委員會”會議。此外，鑒於兩國還將為協

商懸而未決問題等而舉行副外長級“戰略

對話”，雙方決定今後將協調相關日程。

紮克伯格夫婦捐贈30億美元

用於攻克人類疾病
綜合報導 美國社交網站臉書

CEO馬克·紮克伯格和夫人普拉西
裏·陳21日在舊金山宣布壹項名為
陳·紮克伯格科學(The Chan Zuck-
erberg Science Initiative)的新倡議
，二人將在未來10年內捐贈30億美
元，希望在本世紀末用於治愈、預防
和更有效地對抗人類疾病，為孩子們
提供壹個更美好的未來。

紮克伯格夫婦當天在加州大學舊
金山分校米遜校區威廉姆·如特中心
做出上述陳述。這項科學倡議把科學
家和工程師們聚在壹起，研究並創建
新的方法和技術，對抗人類疾病。

畢業於舊金山分校醫學系、現在
是小兒科醫生的普拉西裏在演講時流
下眼淚。她說：“作為壹名兒科醫生
，當我告訴家長我們對壹些疾病還無
能為力時，我親身經歷了和他們壹起
面對壹生中最艱難的時刻。”

普拉西裏表示，設立這項科學倡

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孩子們有個更美
好的未來。

紮克伯格說，過去兩年，他們夫
婦廣泛接觸了許多科學家，堅定了對
科學和工程結合起來攻克疾病的理想
，誓言要解決影響人類健康的重大疾
病如心臟病、癌癥、傳染病和神經疾
病等。

這項倡議的第壹個計劃便是投資
6億美元創建壹個生物中心(Biohub)
，用於舊金山灣區三所世界知名學府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伯克利分校
、斯坦福大學之間跨學科的專家學者
合作，包括工程學、電腦科學、生物
學和化學等學科。

生物中心設在舊金山分校米遜
校區附近，另壹分部設在斯坦福大
學內。來自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的神經
科學家科瑞·巴格曼擔任這項科學倡
議的主席，斯坦福大學生物學家斯蒂
芬·誇克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生物

學家喬·德瑞斯共
同擔任生物中心負
責人。

即日起，中心
將開始兩個研究項
目，壹個為細胞地
圖 (CellAtlas)， 有

了這份地圖，全世界的科學家將因此
獲悉那些控制人類主要器官的不同類
型的細胞。另壹個為傳染病倡議
(The Infectious Disease Initiative)
，致力於研究新的疾病治療方法，以
對抗如埃博拉、寨卡和艾滋病等。

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也出席了
當天的活動。蓋茨極力贊賞紮克伯格
夫婦的決定，稱贊二人的遠見和慷慨
正激勵著年輕壹代慈善家，為人類做
出更美好的事情。

去年12月，紮克伯格夫婦迎接
他們的第壹個女兒馬克斯誕生後，宣
布捐出99%的臉書股份成立陳·紮克
伯 格 倡 議 (The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致力於健康、教育、科學
研究和能源等研究，提升人類生活品
質。在此之前，紮克伯格夫婦向普拉
西裏曾經做過實習醫生的舊金山總醫
院捐贈了7500萬美元。他們還在非
洲和印度捐贈了教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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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近年來已成

為“代孕天堂”，但隨著越來

越多人濫用代孕服務，印度政

府有意禁止商業代孕，不過，

這卻引來當地窮人和不孕夫婦

的強烈抗議。

印度在 2002年宣布商業代

孕為合法行為，結果開啟了龐

大的新產業，每年代孕產業的

收入高達數億美元。

然而，因為太多人濫用代

孕，包括壹些夫婦拋棄他們不

想要的孩子，尤其是女嬰或是

天生殘疾的嬰兒，印度政府在

2012年立法規定，禁止同性戀

夫婦或是單身人士雇傭印度婦

女為他們生孩子，去年更是禁

止國內女性為海外客戶提供商

業代孕服務。如今，印度想要

進壹步全面禁止商業代孕。

印度外交部長蘇什瑪指出

，禁止商業代孕是為了要保障

婦女的福利。“很多所謂不孕

夫婦其實在濫用貧窮婦女的子

宮。這種現象很令人擔憂，因

為女娃或殘疾嬰兒在出生之後

便被遺棄的情況經常發生。”

不過，許多印度窮人並不

希望政府禁止商業代孕，因為

這是他們擺脫貧窮困境的唯壹

途徑。印度各地目前有 2000多

家生育診所，每年有約 2000名

貧窮印度婦女通過這些生育診

所成為代孕媽媽。在印度通過

代孕生孩子的費用大約為 2 萬

至 3 萬美元，而同樣的服務在

美國可能需要付出十倍的價錢

。古吉拉特邦阿納恩德鎮壹家

私人醫院的生育專家帕特爾警

告，全面禁止商業代孕而非立

法規劃代孕產業可能會帶來反

效果。

“想要禁止任何東西，只

會迫使它走入地下。人們會想

方設法去尋找代孕，屆時情況

就會比現在更糟糕。” 帕特爾

說。

在新條例下，只有結了婚

的印度夫婦能夠使用代孕服務

，而即便他們選擇使用代孕，

代孕婦女必須是他們的親人，

而且不能接受任何報酬。不過

，此法律必須先由印度國會通

過。

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小組簽署部分撤軍協議
綜合報導 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小組

（烏克蘭、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俄羅

斯）當地時間 21日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

克結束例行會談，就烏克蘭沖突雙方從

“接觸線”部分地區撤出軍隊和裝備簽署

框架性協議。

“經過 3個月的努力，今天成功地就

從‘接觸線’撤軍達成協議。”歐安組織

特別代表薩伊迪克在會談結束後向媒體表

示，撤軍暫時只涉及頓巴斯地區的 3個村

鎮。

薩伊迪克對文件簽署給予高度評價。

他說：“這是向前邁出的非常重大的壹步

。期待文件簽署的並不只有俄羅斯和烏克

蘭，還有德國和法國。”歐安組織將監督

雙方武裝力量的撤出。

另據俄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三

方聯絡小組 21日所簽署的從頓巴斯地區

“接觸線”撤離的協議將立即生效。該報

道稱，文件共兩頁，規定沖突雙方將從盧

甘斯克集鎮、佐羅托耶和彼得羅夫斯卡耶

三個居民點撤軍。根據這份文件，頓巴斯

地區撤軍的條件是 7天內遵守“安靜制度

”。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小組下輪會談將

於10月5日在明斯克舉行。

2014年 4月，烏克蘭東部地區爆發武

裝沖突。同年 9月，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

小組與烏東部民間武裝在明斯克達成停火

協議，但沖突並未完全停止。2015年 2月

，新明斯克協議簽署。協議各方就烏東部

地區政治安排達成壹致，但協議並未得到

有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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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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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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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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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9月23日 Friday, September 23 2016

綜合報道 19日上午紐約曼哈頓切爾

西爆炸案嫌犯艾哈邁德· 汗· 拉哈米新澤

西 Linden與警方交火後受傷被捕，市長

白思豪聯合市警總局局長中午在曼哈頓

市警總局火速召開記者會，向媒體發布

了這一消息。

19日下午 1點半，在紐約市警總局

，市長白思豪聯合市警總局長奧尼爾，

共同舉行記者發布會，宣布已成功逮捕

與9月17日3起爆炸案相關的嫌犯，在發

布會上，市長白思豪也是高度贊揚了紐

約警方的高校破案效率，市警總局局長

奧尼爾也表示，在接下來的一周，紐約

警方將最大戒備，以保證整個紐約市的

安全。

奧尼爾說：“感謝英勇的新澤西

Linden警方，我們抓獲了這名叫作艾哈

邁德· 汗· 拉哈米的危險嫌犯。在抓捕過

程中，有兩名新澤西的警員受傷，我們

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康複。”

白思豪說：“我剛才接到總統奧巴

馬的電話，他希望我能告訴大家他非常

贊賞紐約民衆的頑強適應能力，你們完

全不懼怕面對這樣的恐怖襲擊，在事件

發生後，你們很快就恢複了正常的生活

，奧巴馬總統再次贊揚了你們中第一時

間衝上前線的人們。在過去的幾個小時

我們一直在獲取更多的情報，根據我們

現在獲得的證據，我們完全有理由確信

，這是一次恐怖襲擊事件。”

除了呼籲所有的紐約民衆保持機警

，時刻向紐約警方提供任何可疑線索，

白思豪還特別提到了在本次案件中發揮

重大作用的及時通訊交互系統，它讓所

有的紐約警員和應急單位都能夠無障礙

的及時交流。

白思豪說在過去的 48 小時內，紐

約警方一直保持著最高的警戒部署，

不僅僅是因爲上個周末發生的恐怖爆

炸襲擊，也是因爲正在進行的聯合國

大會系列高級會議，在接下來的一周

，紐約警方會維持高強度的巡邏，更

多的重裝特警會出現在重要交通樞紐

，將會有更嚴格的安全檢查，所有警

方單位都會出動，這一切都是爲了整

個紐約市的安全穩定。

FBI 官員 William F. Sweeney 在發

布會上也透露，在爆炸襲擊發生後，FBI

與紐約警方立即展開合作，聯邦反恐小

組通過查閱爆炸發生地周圍的監控錄像

尋找蛛絲馬迹，並且在現場進行細致的

地毯式的證據搜集，在過去的幾十小時

內，衆多證據都指向嫌犯艾哈邁德· 汗·

拉哈米。昨晚聯邦反恐小組在布魯克林

的高速路上攔截下一輛懷疑與犯罪嫌疑

人艾哈邁德 · 汗 · 拉哈米有關的車輛。

FBI 探員在調查和盤問車上 5名乘客後

，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在新澤西的線索，

並隨即展開追蹤。警方相信，爆炸現場

閉路電視上拍到的那個男子就是艾哈邁

德· 汗· 拉哈米。

在切爾西爆炸前，艾哈邁德· 汗· 拉

哈米將行李袋扔在了爆炸現場。此外，

閉路電視還拍到同一嫌疑人將用高壓鍋

制成的簡易炸彈留在了與切爾西爆炸發

生的地點相隔 4個街區的 27街。在獲得

足夠多的情報後，今早聯邦反恐小組發

布嫌犯艾哈邁德· 汗· 拉哈米的照片通緝

。隨後兩名新澤西 Linden的警員在當地

認出了嫌犯，嫌犯在暴露後與警方交火

但成功被抓獲。

William F. Sweeney還表示，本案還

在進行細致的偵查，在沒有完全弄清嫌

犯的社會關系前，案件小組不方便透露

更多詳細的消息，目前並沒有更多消息

證實該嫌犯屬于任何恐怖組織。雖然調

查人員還不確定嫌犯襲擊動機，但有報

道稱，五年前，嫌犯的父親和兩名兄弟

曾向新州法院提告，宣稱他們因爲是穆

斯林而遭到警方選擇性執法。

截止記者發稿爲止，嫌犯艾哈邁德·

汗· 拉哈米已經以多起蓄意謀殺和兩項非

法持有武器的罪名被控罪，雖然警方還

不確定嫌犯襲擊動機，但有報道稱嫌犯

曾長期承受歧視。

曼哈頓爆炸案嫌犯48小時落網
白思豪呼籲紐約民衆保持警惕

綜合報道 有肯尼迪家族成員透露，

美國共和黨籍前總統喬治•赫伯特•沃

克•布什將不會支持本黨總統提名人川

普，並計劃在 11月大選日投票給民主黨

總統提名人希拉裏。

報道稱，一段時期以來，在是否支

持川普或者希拉裏問題上，喬治•赫伯

特•沃克•布什試圖保持沈默，但是美

國前總統肯尼迪弟弟羅伯特•弗朗西斯

•肯尼迪的女兒凱斯琳•肯尼迪•湯森

德周一在其社交媒體臉譜網賬戶上發布

的一張照片泄露了“天機”。照片顯示

，凱斯琳與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握手，並附文稱“總統告訴我，他將投

票給希拉裏”。

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秘

書回複媒體郵件稱，“在大選日，

布什總統將于公民的身份投票，這

期間暫時不對總統大選做出任何評

論。”

自從兒子傑布•布什退出總統競選

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妻子

芭芭拉未再就大選發表過言論。另外，

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喬治•沃

克•布什也沒有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

會，在會上川普正式獲得共和黨提名挑

戰希拉裏。

如果老布什把票投給了希拉裏，意

味著他會加入由一些著名的共和黨人組

成的跨越黨派鄙視川普的陣營。這個陣

營中包括許多接近布什家族的人，比如

老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Brent Scow-

croft ，以及傑布•布什的高級助手 Sal-

ly Bradshaw 。

目前，川普和希拉裏的競選團隊都

沒有對此發表回應。

老布什“倒戈”？
將投票支持希拉裏當總統

綜合報道 隨著美國道路上進行測試

的自動駕駛汽車越來越多，聯邦交通部

當地時間 20日在華盛頓發布首份自動駕

駛汽車政策框架，規定新的自動駕駛汽

車或技術都應滿足 15個要點的安全評估

才能上路。

交通部當天說，自動駕駛汽車的出

現可能是自小轎車開始流行以來最偉大

的交通運輸業革命，美方希望通過推動

自動駕駛技術革新爲老年人、殘疾人等

群體使用汽車打開新的大門，同時進一

步降低能耗和空氣汙染。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局長羅斯

康德當天說，去年美國有逾3.5萬人死于

交通事故，其中 94%的事故與人爲操作

錯誤有關。由于自動駕駛汽車不會像人

一樣出現酗酒、注意力不集中等問題，

在滿足安全標准的情況下，自動駕駛汽

車有望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率。

盡管各州對其自動駕駛汽車的規定

擁有最終發言權，但交通部這一框架相

當于給各州提供了一份指南，目標是爲

自動駕駛汽車建立統一的全國性監管體

系，從安全設計、測試和上路等各環節

爲汽車制造商提供指導。這份政策並非

一成不變，將隨著新技術的發展而與時

俱進。

交通部列出的 15個安全要點包括數

據記錄和共享，隱私，車輛網絡安全，

耐撞性能，消費者教育和培訓，碰撞後

表現，聯邦、州以及地方法規，操作設

計，物體和事件的探測及響應等，只有

滿足上述要求，車輛才能上路。美國國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擁有對自動駕駛

汽車的監管權，有權召回存在安全隱患

的汽車。

美國行業組織、“讓街道更安全的

自動駕駛聯盟”在聲明中表示，支持聯

邦政府爲 50個州樹立統一的自動駕駛政

策標准，這有利于激勵創新，爲自動駕

駛車輛測試注入動力。該聯盟成員包括

谷歌、優步、福特、沃爾沃等研發自動

駕駛汽車的公司。上周，優步開始在匹

茲堡向顧客提供自動駕駛汽車載客服務

。

但外界對自動駕駛汽車安全性也有

一定憂慮情緒。今年 5月，一輛處于自

動駕駛開啓模式的特斯拉汽車在佛羅裏

達發生嚴重車禍，駕駛員和自動駕駛都

未能注意到一輛拖挂車的車身，未能及

時啓動刹車系統，導致特斯拉駕駛員死

亡。特斯拉官方回應稱，這是自動駕駛

行駛超過1.3億英裏以來第一起已知的導

致死亡的車禍。

美政府發布首份
自動駕駛汽車政策框架

綜合報道 涉嫌制造 9月 17日美國

紐約和新澤西州爆炸案的疑犯拉希米，

在逃跑兩天後，經過一場激烈的追逐及

槍戰，終于被美國警方逮捕。

拉希米全名艾哈邁德· 汗· 拉希米，

今年28歲，阿富汗裔美國人。美國警方

表示，拉希米目前被以二級非法藏有武

器和二級擁有武器爲非法目的起訴。此

外，警方認定拉希米與紐約市和新澤西

州爆炸案有“直接關系”。

“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這是恐怖行

爲。”紐約市長白思豪同日表示。

不過，拉希米犯案的動機、以及是

否有其他共犯等各種細節仍然不明。

被酒吧老板舉報

最早發現拉希米的人是新澤西州林

登市一家酒吧的老板貝恩。

貝恩說，當時他正在電腦上收看

CNN的新聞報道，擡頭看到正在酒吧門

口睡覺的拉希米，開始貝恩以爲這只是

一位“喝醉酒的家夥”，但再仔細看，

貝恩意識到此人可能正是被通緝中的嫌

犯，立即打電話報警。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公民，做了一

件每一個公民都應該做的事。警察與執

法部門才是真正的英雄。”貝恩接受

CNN訪問時表示。

在警方企圖逮捕拉希米時，他掏出

手槍開始射擊，導致其中一名警察胸口

中彈。緊接著，事一場警匪追逐戰，拉

希米開始逃跑，並且在射擊了一輛警車

導致另一名警察臉部中彈。

最後，在槍聲及喊叫聲中，拉希米

中了幾槍，最後被送往醫院。受傷的兩

名警察在急救後目前生命迹象穩定。

CNN報導稱，執法部門相信拉希米

就是這兩起爆炸案的“主要嫌犯”，但

從掌握到的證據中，仍不排除還有其他

的共犯。

接連策劃三起襲擊

目前警方正拼湊著周六在紐約及新

澤西發生的一連串爆炸事件，推測可能

是一連串規劃過的恐怖襲擊，且都與28

歲的拉希米有牽連。

第一起爆炸是周六早上，新澤西州

的海濱公園正在舉行海軍陸戰隊的慈善

路跑，一枚管狀炸彈爆炸，路跑活動因

此被迫取消，但是沒有造成傷亡。

第二起爆炸則發生在晚間 9時的紐

約曼哈頓切爾西地區，造成29人受傷。

執法人員封鎖現場，並在四個街區以外

發現了一個疑似造成爆炸的壓力鍋。

執法人員表示，壓力鍋連接著深色

的線路，並且用銀色膠帶連接到一個手

機上，裏頭還有一些滾珠、BB彈和金

屬片。一旁還有一張手寫的紙條，內容

提及了一些恐怖分子的名字、以及波士

頓爆炸案的疑犯等。

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發現，在爆

炸發生的40分鍾前，拉希米拖著一個行

李袋往 23街的爆炸現場前進。10分鍾

後，他又往拖著相同的行李袋，往27街

前進，這也是警方發現第二個未爆壓力

鍋的地點。

視頻中還發現，在拉希米離開以後

，有兩位男子移動過壓力鍋，但仍不確

定這兩位男子與爆炸案是否有關聯。

警方最後通過指紋確定了拉希米的

身分，遺留在爆炸現場的手機、壓力鍋

也都指向拉希米。

警方于是開始對拉希米全面通緝，

尤其鎖定他最後出現的地點，新澤西州

的伊麗莎白市，在那裏的火車站，警方

于周日晚間又發現一個炸彈背包裝置。

伊麗莎白市長伯勒維基表示，周日

晚間九點左右，有人在車站附近的垃圾

桶裏面發現一個裝有 5個爆炸裝置的背

包，在除彈隊試圖使用機器人解除炸彈

的時候，炸彈爆炸。

警方調查後確定，這些爆炸裝置也

與拉希米有關。

曾狀告警局宗教歧視

現年28歲的拉希米在阿富汗出生，

1995年，他跟著尋求政治庇護的父親來

到美國，並在2011年正式成爲美國公民

。

根據美國警方掌握的消息，拉希米

在過去五年間，頻繁往來阿富汗與巴基

斯坦。其中，他在 2011年 7月在巴基斯

坦娶了一位巴基斯坦婦女。2013年 4月

，他再次來到巴基斯坦並在那裏停留了

將近一年，返回美國前，還再次停留于

阿富汗。

他在返回美國回答海關詢問時表示

，這些旅程的目的都是探親。

拉希米的家族在新澤西州伊麗莎白

市經營24小時的美式炸雞店。2011年，

拉希米的家族曾經在法院告伊麗莎白警

察局，指控後者涉嫌“歧視與騷擾”穆

斯林餐廳。

紐約全城戒備

9月19日，年度的聯合國代表大會在

紐約展開，世界領袖齊聚于此。在爆炸案

之後，整個城市更是提高戒備層級，美國

政府及紐約州加派了1000名警力及國民

警衛隊在機場、地鐵、公交站巡邏。

“你將在這周看到非常可觀、前所

謂見的紐約警力。”紐約市長白思豪表

示。

盡管全城警力戒備，但爆炸案發

生後兩天，紐約的第一個上班日已經恢

複了正常。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周一說道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公民角色，

”“我們不會感到害怕，這是讓我身爲

美國人深感爲傲的力量，在往後的日子

裏，這種堅毅是至關重要的。”

一個剛獲美國國籍的青年
為何非想在紐約搞爆炸

A8大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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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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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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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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歡迎新來賓,初駕者,TEENAGE免學費試聽.*

amyshaorealt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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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寡婦改嫁 家婆成唯一“嫁妝”
在重慶市巫山縣官陽鎮新民村，有一對特

殊的婆媳——95歲的婆婆鄧子蓮和65歲的兒
媳鄧生桂。街坊鄰居說，她倆更像母女。鄧生
桂的前夫是老人的養子。兩年多前，鄧生桂改
嫁，婆婆鄧子蓮成為鄧生桂唯一的“嫁妝”。
照顧老人，鄧生桂從未馬虎過。鄧子蓮欣慰地
說，老來有福，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鄧生桂20歲時嫁給了鄧子蓮的養子石德

安，成了鄧子蓮的兒媳。公公石之海去世
後，鄧生桂更是把婆婆當親媽一樣侍候。
2008年，鄧生桂的丈夫石德安不幸去世。
2014年，經熱心人介紹，鄧生桂認識了喪偶
的陳紹美。鄧生桂向陳紹美提出了建立新家
庭的唯一條件：不管改嫁到哪兒都得帶着婆
婆。

“婆婆和你，我都接過去。家有老人，是

一家子的福氣，我保證會和你一樣好好照顧老
人家！”當年陳紹美的一番話，讓鄧生桂至今
記憶猶新。改嫁那天，93歲的婆婆是鄧生桂
唯一的“嫁妝”。她拉着婆婆的手說：“你身
體不好，行動不方便，我就是你的枴杖。”婆
婆說：“你是我姑娘，這輩子都離不開你
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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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智能裝備製造業的核心，機械人產
業的發展無疑成為行業關注的焦點。

本屆“智博會”不僅匯聚各式移動、焊
接、激光等系列工業機械人，有顏值有才
華的餐飲、教育、通訊、安保等不同功能
的服務機械人也悉數登場。

自動食堂受歡迎
在另一個展位裡，記者彷彿看到了一

座全自動的食堂，所有流程均由幾台自動
打飯機來完成。記者端着食盤親身體驗，
發現完成整個買飯流程不到一分鐘，打飯
甚至只要3秒鐘。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種
自動打飯機已經面向市場銷售，在高校和
員工較多的企業、工廠都很受歡迎。

機械搬運應用廣
斬獲德國工業設計頂級大獎“紅點

獎”的嘉騰公司，展示了磁導航和慣性導

航的兩款搬運機械人——“大黃蜂”和
“小白豚”。在展示過程中，兩款機械人
按照規劃線路進行多次搬運實驗，毫無差
錯且安靜穩定。工作人員曲小姐表示，這
兩款機械人已在珠三角的傢具廠和華東的
汽車製造廠廣泛應用。

智能芯片作“大腦”
在華為展區，展出的產品是華為自主

研發的各種系統芯片和軟件平台。不足巴
掌大的芯片，安裝在一個簡易遙控車上
後，就可以實現手機遙控，前進、轉向、
倒車都十分靈活。華為負責人王先生說：
“將來會普遍運用在智能家居上，可以實
現手機實時監控所有家用電器。”

此外，現場還展出了能夠模仿人體動
作的Trops運動檢測機械人、智能早教機械
人等新奇有趣、功能各異的智能機器人，
讓採購商和觀眾嘖嘖稱奇。

來自中國的700餘名書畫家及學習書畫的中
小學生22日匯聚北京房山雲居寺靜琬廣場，共
同參與“書佛畫禪 抄寫石經”筆會。參與者以
房山石經精神為主題，紛紛揮毫潑墨進行創作。

抄 石 經 筆 會

■能夠模仿人體動作的Trops運動檢
測機械人。 記者帥誠 攝

■于桂馥和兄弟姐妹的新
舊合影。 網上圖片

■自動打飯機現場進行演示。
記者帥誠 攝

■華為進行芯片演示。
記者帥誠攝

22日在遼寧瀋陽和平區八經街道寶環社區
的活動室內，合唱團如期排練。排練開始前，
居民于桂馥翻包取歌譜時，兩張照片無意中被
帶了出來。一張是59年前的舊相，一張是最近
照的新相，相中之人正是于桂馥的兄弟姐妹，
而且新相拍照的姿勢跟當年一模一樣，讓合唱
團的夥伴和鄰居羨慕不已。

第一張照片是一張黑白的老照片，照片上7
個人都是孩子模樣，按着大小個兒，整齊地排
成了一排，照片下部寫着日期是1957年。“我
們家是一個大家庭，父母一共有7個孩子，3個
兒子4個女兒。拍這張照片時，我16歲。”于
桂馥說。

盼孝心代代傳
于桂馥的母親去世早，此後的日子裡是父

親含辛茹苦地把7個孩子拉扯大。因此，父親
的言行對孩子們的影響更大一些。在她的記憶
中，父親不僅善於言傳，而且還用自身行動教
導他們積極向上，踏踏實實地活出自己的價
值，為自己和家庭增光添彩。

于桂馥的父親96歲去世，如此高壽與兒女
們的悉心照顧和溫馨的家庭環境有關。兄弟姐
妹成年後輪流陪父親，一周7天，正好每人一
天，這樣老人每天至少有一個兒女陪在身邊。
父親生病後，兄弟姐妹們陪伴的時間更多了。

今年9月 3日是父親去世3周年的紀念
日，兄弟姐妹再
次聚在一起，聊
天中拿出了59年
前的照片，模仿
當初的情景又拍
了一張，此時，
于桂馥已經 75
歲，她希望孝順
老人的美德可以
一代代傳下去。
■《瀋陽晚報》

2016第二屆中國（廣州）智能裝備暨機

械人博覽會（下稱“智博會”）於本月22

日至25日在廣州舉行，現

場展出了應用範圍全面的

智能裝備。其中，一種

全自動打飯機吸引了全

場的注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文 /圖：中新社

■搬運機械人“大黃蜂”（右）
和“小白豚”。 記者帥誠 攝

六旬寡婦改嫁 家婆成唯一“嫁妝”
在重慶市巫山縣官陽鎮新民村，有一對特

殊的婆媳——95歲的婆婆鄧子蓮和65歲的兒
媳鄧生桂。街坊鄰居說，她倆更像母女。鄧生
桂的前夫是老人的養子。兩年多前，鄧生桂改
嫁，婆婆鄧子蓮成為鄧生桂唯一的“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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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

“婆婆和你，我都接過去。家有老人，是

一家子的福氣，我保證會和你一樣好好照顧老
人家！”當年陳紹美的一番話，讓鄧生桂至今
記憶猶新。改嫁那天，93歲的婆婆是鄧生桂
唯一的“嫁妝”。她拉着婆婆的手說：“你身
體不好，行動不方便，我就是你的枴杖。”婆
婆說：“你是我姑娘，這輩子都離不開你
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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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激光等系列工業機械人，有顏值有才
華的餐飲、教育、通訊、安保等不同功能
的服務機械人也悉數登場。

自動食堂受歡迎
在另一個展位裡，記者彷彿看到了一

座全自動的食堂，所有流程均由幾台自動
打飯機來完成。記者端着食盤親身體驗，
發現完成整個買飯流程不到一分鐘，打飯
甚至只要3秒鐘。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種
自動打飯機已經面向市場銷售，在高校和
員工較多的企業、工廠都很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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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德國工業設計頂級大獎“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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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的兩款搬運機械人——“大黃蜂”和
“小白豚”。在展示過程中，兩款機械人
按照規劃線路進行多次搬運實驗，毫無差
錯且安靜穩定。工作人員曲小姐表示，這
兩款機械人已在珠三角的傢具廠和華東的
汽車製造廠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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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為展區，展出的產品是華為自主

研發的各種系統芯片和軟件平台。不足巴
掌大的芯片，安裝在一個簡易遙控車上
後，就可以實現手機遙控，前進、轉向、
倒車都十分靈活。華為負責人王先生說：
“將來會普遍運用在智能家居上，可以實
現手機實時監控所有家用電器。”

此外，現場還展出了能夠模仿人體動
作的Trops運動檢測機械人、智能早教機械
人等新奇有趣、功能各異的智能機器人，
讓採購商和觀眾嘖嘖稱奇。

來自中國的700餘名書畫家及學習書畫的中
小學生22日匯聚北京房山雲居寺靜琬廣場，共
同參與“書佛畫禪 抄寫石經”筆會。參與者以
房山石經精神為主題，紛紛揮毫潑墨進行創作。

抄 石 經 筆 會

■能夠模仿人體動作的Trops運動檢
測機械人。 記者帥誠 攝

■于桂馥和兄弟姐妹的新
舊合影。 網上圖片

■自動打飯機現場進行演示。
記者帥誠 攝

■華為進行芯片演示。
記者帥誠攝

22日在遼寧瀋陽和平區八經街道寶環社區
的活動室內，合唱團如期排練。排練開始前，
居民于桂馥翻包取歌譜時，兩張照片無意中被
帶了出來。一張是59年前的舊相，一張是最近
照的新相，相中之人正是于桂馥的兄弟姐妹，
而且新相拍照的姿勢跟當年一模一樣，讓合唱
團的夥伴和鄰居羨慕不已。

第一張照片是一張黑白的老照片，照片上7
個人都是孩子模樣，按着大小個兒，整齊地排
成了一排，照片下部寫着日期是1957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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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4個女兒。拍這張照片時，我16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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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桂馥的母親去世早，此後的日子裡是父

親含辛茹苦地把7個孩子拉扯大。因此，父親
的言行對孩子們的影響更大一些。在她的記憶
中，父親不僅善於言傳，而且還用自身行動教
導他們積極向上，踏踏實實地活出自己的價
值，為自己和家庭增光添彩。

于桂馥的父親96歲去世，如此高壽與兒女
們的悉心照顧和溫馨的家庭環境有關。兄弟姐
妹成年後輪流陪父親，一周7天，正好每人一
天，這樣老人每天至少有一個兒女陪在身邊。
父親生病後，兄弟姐妹們陪伴的時間更多了。

今年9月 3日是父親去世3周年的紀念
日，兄弟姐妹再
次聚在一起，聊
天中拿出了59年
前的照片，模仿
當初的情景又拍
了一張，此時，
于桂馥已經 75
歲，她希望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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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知事不讓美軍填海建基地 被判“違法”
綜合報導 圍繞美軍普天間機

場搬遷壹事，日本中央政府認為

拒絕撤回取消填海許可的沖繩縣

知事翁長雄誌“違法”並對其提

起了訴訟。日本福岡高等法院那

霸支部 16日認定翁長雄誌的做法

“違法”，宣布中央政府全面勝

訴。翁長在判決後表示將上訴。

報道稱，這是關於日本中央

政府和縣方對立的普天間問題的

首次司法裁決，必將對今後的有

關討論產生影響。翁長在法院宣

布判決後稱：“這壹判決踐踏縣

民的意誌，過分偏頗。對此非常

失望。”

另壹方面，日本官房長官菅

義偉則表示“對中央政府的主張

得到認可表示歡迎”。

針對該訴訟，預計日本最高

法院最快將在本年度內作出最終

判決。盡管雙方已確認將遵從最

終判決，但翁長計劃今後繼續進

行徹底抗爭，已開始研究其他的

對抗措施。此次裁判的審理對象

是作為翁長取消填海許可前提的

前任知事仲井真弘多批準填海造

地壹事是否違法。

判決就填埋的必要性提及

“普天間機場的噪音和危險狀況

十分嚴重，只能關閉加以改善”

，認為從駐屯的美海軍陸戰隊的

運用及世界形勢來看，應尊重中

央政府“不能遷至縣外”的判斷

。此外還稱搬遷至邊野古後，

“整體上沖繩的負擔將減輕”。

判決書認為，此前批準填埋時已

就環保做了充分審查，得出結論

稱“前任知事的許可未超出處理

權限，取消許可的翁長知事的做

法違法”。還指出翁長不服從中

央政府的要求也屬“違法”。

在普天間基地問題上，日本

中央政府壹貫持“邊野古搬遷是

唯壹解決辦法”的立場，與提出

搬遷至縣外的翁長持續對立。中

央政府 3月要求翁長撤回取消填

海許可的決定，但因翁長並未照

辦，故於 7月提起了訴訟。按照

《地方自治法》的規定需迅速進

行審理，遂由高等法院進行了壹

審。

日自民黨探討延長總裁任期
令瞄準“接班安倍”者為難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近日正式啟動了把

黨章規定最長“連任兩屆共六年”的黨總裁

任期進行延長的討論。倣佛象徵著首相安倍

晉三“獨大”體制壹般，其身邊人士等主張

發達國家主要政黨的黨首任期不受限制，為

在明年黨大會上修改黨章而切實營造環境。

這讓瞄準“後安倍時代”的接班者不得不重

新考慮戰略，交織著警惕與為難的情緒。

為了討論延長總裁任期問題，近日在黨

總部召開的“黨政治制度改革執行總部”幹

部會議上，深受安倍信任的總部長、副總裁

高村正彥向與會人士呼籲道：“讓我們為了

能在明年黨大會上提案而努力。”高村對統

壹意見展現出了強烈的信心。

黨領導層的壹名人士表示：“這不是為

了首相安倍而延長任期。讓長期政權成為可

能有助於實現堅實的外交。”官房長官菅義

偉也在記者會上旁敲側擊道：“應該會關註

國際社會等情況來決定方向。”

高村等從黨內所有的8個派係中選出執行

總部幹部。為了獲得黨內外的理解，執行總

部列出了討論壹般而論“脫離全球標準的”(

高村語)黨總裁任期應當如何這壹理由。

瞄準“後安倍時代”的外相岸田文雄、

前幹事長石破茂各自所在的岸田派、石破派

不滿聲連連。

岸田派壹名骨幹議員指出：“高村等人

的話不能照單全收。黨高層只是要營造延長

安倍黨總裁任期的趨勢。”

當天的幹部會議上，岸田派的前法相上

川陽子也指出“必須讓大家明白為什麼是現

在(來討論)”。石破派壹名議員表示讚同該意

見，稱“必須開展能讓國民接受的工作”。

不過，幹部會議上對於延長任期本身並

無不同意見，討論焦點似乎早早轉移到延長

至“連任三屆共九年”等具體內容上。瞄準

到 2018年 9月結束的安倍黨總裁任期，曾為

總裁選舉勾勒競選藍圖的岸田派和石破派出

現了“必須重新推敲戰略”(年輕議員語)的聲

音。

壹名曾任閣僚的人士批評道：“若急於

下結論，有可能被指責為‘因安倍獨大而有

恃無恐’。”石破也稱“自民黨不是只有國

會議員的政黨，也應該切實聽取地方組織等

的意見”，欲避免草率得出結論。

外星論者稱發現與日本古墓壹致的火星“建築”

綜合報導 幾名外星人獵手

稱，他們發現日本壹座從空中

俯瞰像鑰匙鎖眼的古墓和火星

上壹個“外星人建築”驚人地

相似，認為這是火星人曾經造

訪日本的證據。美國國家航空

航天局(NASA)隨後澄清這個所

謂的火星建築不過是自然形成

的壹座山而已。

日本古墳時代的墳墓以類

似鑰匙鎖眼形狀和感嘆號而聞

名，用於厚葬日本君王、王後

及重要王室成員，因此很多外

星論者認為這兩座極度相似的

建築是外星人曾經生活在地球

上的鐵證。

外星人搜尋組織成員泰勒

(Tyler)用谷歌地圖和谷歌火星

地圖分別定位了日本古墓和火

星“建築”。他説道，從火星

的“建築”上可以發現很多有

趣的東西。比如，這個火星

“建築”建在壹個非常偏僻平

坦的平原上，“建築”的兩邊

垂直到底部，像壹個感嘆號，

如同日本的古墓。對於 NASA

的回應，泰勒嗤之以鼻道，若

是自然形成，怎麼就剛好如此

像呢。

衝繩居民起訴日本政府
要求停建美軍機起降坪

綜合報導 圍繞橫跨日本衝繩縣東村和國頭村

的美軍北部訓練場直升機起降坪建設，建設現場

附近東村高江的居民等近日以“起降坪建成後美

軍飛機噪音會影響生活”為由，向那霸地方法院

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施工。

據報道，他們同時還申請了要求停止施工的

暫行處理。

訴狀中指出，在該訓練場現已建成的起降坪

，美運輸機“魚鷹”産生噪音，妨礙了周邊居民

的睡眠。居民方認為，若起降坪進壹步增加會導

致受害情況進壹步加劇。

原告團起訴後召開記者會，住在高江的伊佐

育子表示：“魚鷹壹旦開始訓練就會在村莊上空

來回飛行。低空飛行甚至會顫動建築物。我們是

為了誰才必須這樣犧牲自己的生活？”

在建設現場周邊，起降坪建設反對派和從日

本全國派赴當地的數百名防暴警察間連日發生推

搡，緊張狀態壹直在持續。

（中央社）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不當黨
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國家安全會議副
秘書長曾厚仁，以及多位駐外新任大使，今天在
總統府完成宣誓，由總統蔡英文監誓。

總統蔡英文今天出席總統府的 「新任行政院
、國家安全會議等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

宣誓人宣讀誓詞後，蔡總統向宣誓人握手祝
賀，儀式簡單隆重。

宣誓人員包括鄧振中、顧立雄、曾厚仁、駐
澳大利亞大使常以立、駐宏都拉斯大使黃榮國、
駐以色列大使季韻聲、駐斐濟大使邱太欽、駐薩
爾瓦多大使謝妙宏、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唐
殿文。

總統監誓 顧立雄與駐外大使完成宣誓

（中央社）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添枝
今天答復立委林岱樺要求 「亞洲矽谷南部園區應
設置高雄」一事表示，建議非常好，一起推動這
件事，讓軟體產業在高雄有個好的基地。

民主進步黨立委林岱樺晚間發布新聞稿表示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是總統蔡英文所提 「五大創
新產業」中的重要政見，林岱樺認為，以高雄的
經濟環境與產業特性，亞洲矽谷南部園區應設立
在高雄。

林岱樺認為亞洲矽谷是一個複合平台的新概

念，如何將知識經濟、人才培育、技術升級與物
聯網相互結合，將更有助於未來高雄的產值與競
爭力的提升。因此，政府推動亞洲矽谷除了要新
觀念外，更要考慮經濟區位的現實與投資效益。

林岱樺主張在擁有諸多生產要素與地理區位
的優勢下，在亞洲矽谷南部園區設立在高雄軟體
園區是必然選擇。林岱樺今天在立法院經濟委員
會質詢陳添枝此事，陳添枝說，這個建議非常好
，一起想辦法推動這件事，讓軟體產業在高雄有
個好的基地。

綠委促矽谷南園區設高雄 陳添枝：好建議

（中央社）外交部今天表
示，台灣路竹會與日本 「亞太
災害管理聯盟」，將在27日簽
署 「亞太共同緊急回應行動瞭
解備忘錄」，未來在重大災害
時合作救援。

外交部指出，台灣路竹會
長期致力海內外人道救援，會
長劉啟群去年8月 「蘇迪勒」颱

風襲台前，曾安排日方救災專
家來台就人道援助交換經驗，
決定增進合作關係。

外交部表示，參與協調促
成將簽署救災合作備忘錄，這
除顯示中華民國政府對人道外
交的重視，更體現了總統蔡英
文揭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締結
長期夥伴關係，參與人道救援

及醫療援助的政策指示。
「亞 太 災 害 管 理 聯 盟

（APADM）」為日本長期致力
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組織，由
「日本和風」（Peace Winds Ja-

pan，簡稱PWJ）理事長大西健
丞 （Onishi Kensuke） 倡 議 ，
2012 年獲日本政府支持成立的
跨國災害救援平台。

台日民間27日將簽救災合作備忘錄
（中央社）立法院今天初審通過證人保護

法中有關 「被告因犯罪所得或供犯罪所用之物
得聲請法院宣告沒收」規定刪除，適用已於7
月1日上路刑法沒收專章的規定。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下午初審通過證
人保護法第14條修正草案，刪除 「被告所有因
犯罪所得或供犯罪所用之物，檢察官得聲請法
院宣告沒收之」等規定，會議主席、民進黨立
委尤美女裁示，全案交付朝野協商，提報院會
處理。

尤美女會後受訪表示，證人保護法第14條
主要講刑事案件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過

程中，自白或供出其他共犯，讓檢察官可以追
出其他共犯，這時候檢察官可以對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減刑或免除其刑。

她進一步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雖然自白
或供出其他共犯，但如果仍有犯罪所得，還是
要被沒收；但今年 6 月 22 日已修正公布刑法
「沒收」新制，並於7月1日施行，過去 「沒

收」僅及於被告，新制只要黑錢跑到哪裡，都
可以追討，刑法已有 「沒收」的規定，就把證
人保護法中重複的規定刪除，適用刑法沒收新
制。

立院初審刑事被告沒收制度不重複

（中央社）警察特考雙軌制引發爭議，考
選部今天在考試院會提出改革方案，建議未來
警察人員初任考試回歸專業化的單一考試制度
，並分兩階段由雙軌制過渡到單一制，以減緩
制度變革的衝擊。

不過，有考試委員質疑考選部的規劃並未
與內政部討論，且能否解決警察人力不足問題
，要求考選部再檢討。

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日前通過調
查報告，質疑國家考試制度僅有警察特考有內
外雙軌設計，應考科目迥異，恐難落實公平錄
取標準、取才指標。雙軌制錄取比例懸殊，引
發重大公平性爭議，亟待主管機關速謀妥策。

考選部今天在考試院會提出兩階段改革，
第1階段（106年度實施），暫時維持現行警察
人員考試雙軌制，在既有架構下進行修正，包

括調整一般警察特考四等考試應試科目，以
及建請用人機關調整內、外軌四等考試開缺員
額，降低2項考試四等考試錄取率差距。

考選部說，警察特考四等考試高錄取率原
因，是因用人機關提報需用名額均貼近警專應
屆畢業生人數所致，建議宜由用人機關未來提
報年度任用需求時，管控警察特考四等考試需
用名額上限為當年度警專畢業生之一定比例，

例如參考100年至104年警大應屆錄取警察特考
三等考試的錄取率65.98%，訂定四等考試需用
名額不得超過應屆畢業人數 70%，以增加合理
的競爭性。

考選部指出，第2階段（107年起），警察
人員初任考試制度單一化，報考資格不分警校
生或非警校生，無論考試方式、類科、科目都
採單一模式。

警察雙軌考制考選部建議改單一制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宣誓
「新任行政院、國家安全會議等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22日在總統府舉行，

近來備受矚目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前中）也同時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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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秋連假雙颱侵襲造成大規模
停水停電，行政院長林全今天指示經濟部研議
長期因應作法，包括提高管線設備抗災性、全
面檢視水電等基礎設施，及優先對關鍵、脆弱
環節進行強化。

林全在行政院會中強調，針對颱風未來造
成水電、停話及維生系統損害，希望能提高復
建時效，不要影響人民整體的生活品質，指示
經濟部研議。

他也表示，希望未來檢討水電及電信復建
機制，能將被動等待排除障礙再修復情形，改
為主動解決問題及排除障礙。

有關後續復原重建，林全指出，除高雄市
政府所提災害準備金、輔導協助養殖漁業，並
請金管會督促保險公司加速協助擱淺漁船等請
求支援項目外，另關於農業災害損失補助，請
農委會秉從寬、從速、從簡原則，協助農民加

速復耕復建；受損船隻漏油污染，請環保署加
速油污清除作業。

林全並感謝經濟部、台電、台水及電信等
單位第一線工作人員不眠不休進行搶修，迅速
協助民眾恢復正常生活；同時也感謝國軍積極
動員，協助疏散撤離及復原工作及第一線警消
救災人員，犧牲休假協助受災民眾。

此外，颱風莫蘭蒂造成台東縣部分村落災
情慘重，延平鄉紅葉村土石流，村民陷入困境
。

行政院政務委員吳宏謀昨天主持重建會議
，會中除協調經濟部國營會協助台東市、池上
、關山、鹿野、蘭嶼、綠島等地區推動電桿地
下化，並指示工程會23日前往受創嚴重的紅葉
部落及大武鄉愛國蒲部落了解搶災情形、部落
安全性，以及在地住民的重建需求。

颱風停水停電 林全指示研議長期因應

（中央社）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陸委
會副主委兼發言人邱垂正今天表示，由於法案
本質是監督行政部門推動兩岸協議，因此由立
法部門提案更具正當性，而民進黨團版草案已
可代表政府立場。

媒體日前報導，行政部門不提政府部門版
本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邱垂正22日下午在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例行記者會中作上述表示。

邱垂正說，目前立法院已有5個版本，民
進黨團版草案已可代表政府立場，對於草案具

體內容，未來在立法院審查時還可以充分討論
形成共識，行政部門也會尊重國會的權限及決
定。

他並表示，根據陸委會民調資料，有8成
以上民眾支持立法院應該早日完成兩岸協議監
督條例立法。

邱垂正說，監督條例未來通過後，可建構
兩岸協商準則、依據，有助雙方對話交流。陸
委會將持續積極推動立法，讓兩岸關係建築在
更完整的法治基礎上。

兩岸監督條例 陸委會：立院提案更正當

（中央社）對於社運團體訴求強化居住權保
障，內政部今天說，除推動計畫審議聽證制度外
，也將研修相關法律，並決定在聽證制度上路前
，社會有疑慮個案，不會有任何執行程序的推動
。

對於社運團體日前對強化居住權保障所提出
的訴求，內政部晚間指出，為保障民眾居住權，
正積極建構合理的計畫審議程序，將正當性、公
益性及必要性納入，並研修土地相關法律，擴大
保障拆遷戶的居住權益。

內政部指出，在兼顧地區發展及保障居民居
住權的原則下，內政部積極針對 「土地徵收條例
」、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都市更新條例」
、 「都市計畫法」等相關法令進行修訂。

為減少因各項公共建設計畫的推動，導致影
響民眾 「居住權」與 「財產權」等權益，內政部
說，未來將要求需地機關於研擬規劃興辦事業計

畫時，即應評估規劃計畫目標構想、實質內容、
可行性評估與效益、拆遷安置措施、開發期程與
經費，同時舉行說明會或公聽會，與民眾妥為溝
通說明；重大爭議涉及都市計畫擬定或檢討變更
時，除由需地機關先行舉行聽證，並將聽證結果
提供各級委員會審議的重要依據外，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時，認有必要時亦將舉辦聽證。

內政部說，推動聽證新制度，未來對於涉及
民眾權益的重大政策決策過程，將導入聽證程序
，同時強化資訊公開機制，強化公民參與。此外
，內政部也定調，在聽證制度及資訊平台尚未正
式上路前，不會執行對社會有疑慮的個案，以有
效維護民眾權益。

對於各界矚目的大埔案，內政部表示，正與
當事人進行廣泛與深度的溝通，取得當事人諒解
，未來將遵循合理法定程序，積極向前走，以原
地重建為唯一目標努力。

聽證制上路前 內政部：不執行疑慮個案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今天下
午前往基隆市參訪，有媒體詢問 「藍
營8個縣市首長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但傳出不同聲音」，馬英九僅說 「綠
營也有去」，便不再表示意見。

馬英九上午先前往新北市淡水區

，下午接著趕往基隆市，在文史工作
者陪同下，接連到二砂灣砲台、法國
公墓、民族英雄墓和劉銘傳隧道等地
參訪。

馬英九在二砂灣砲台受訪表示，
淡水和基隆在中法戰爭中都是主要戰

場，淡水的戰場決定戰爭的勝負，
「如果輸掉，我們現在大概講法文，

沒有人預測我們會贏，不但贏了，而
且贏得很漂亮」。

馬英九接著前往法國公墓，結束
行程後，準備步行到附近的民族英雄

墓，面對媒體詢問， 「現在觀光業蕭
條，藍營8個縣市首長前往中國大陸
訪問，希望能積極爭取您任內推動的
九二共識，但傳出不同聲音」看法，
馬英九僅回應 「綠營也有去」。

隨行人員接著以 「不好意思，今

天不接受訪問」，中斷媒體提問，途
中還有服飾店家拿出衣服請他簽名；
抵達民族英雄墓後，馬英九先在墓前
行三鞠躬禮，接著繞行一圈，時而仔
細端詳墓碑上文字，時而抬頭仰望。

（中央社）台南市議長補選風波不斷，不
只藍綠互批，代理議長郭信良今天更宣稱市議
會發出1張公文給行政院詢問相關問題，公文
章竟是他的，市議會將全面徹查。

前議長李全教被判當選無效定讞、喪失台
南市議員及議長資格後，佔有優勢的民進黨團
積極部署議長補選，且推出前議長賴美惠競逐
，還祭出黨紀，以防出現差錯。

處於劣勢的國民黨團，日前以缺席杯葛程
序委員會，使程委會無法成會討論臨時會及議
長補選事宜，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台南市黨部
昨天更互批，讓議長補選風波愈鬧愈大。

代理議長的副議長郭信良，今天突然召開
記者會發出聲明，他說，市議會20日發出一張
公文給行政院，內容是詢問代理議長是不是可

以不主持補選會議，而由議員互推或是由屆次
較多的資深議員擔任，公文上面蓋的章是代理
議長郭信良。

郭信良表示，他對這張公文毫不知情，根
本陷他於不義，他和這張公文無關，這件事讓
他發現議會有人故意以行政之便刻意干擾議長
補選，這種行為無法原諒，他已要求市議會全
面徹查是誰在搞鬼？

郭信良重申，他的態度非常明確，就是看
守的角色，協助議長補選順利進行，將議長職
位歸還給補選出來的議長，這是首要工作，也
希望所有主管不要有任何個人的小動作，以企
圖影響議長補選相關事項，也不要有假傳聖旨
情事，若查有屬實，一律調職查辦。

台南議長補選疑有人干擾 郭信良要徹查

反迫遷團體政院表訴求
反迫遷連線等團體22日到行政院前舉行記者會，手持 「六都一級拆除士」 人像手板，說明

六都層出不窮的迫遷狀況。

藍營赴陸訪問 馬英九：綠營也有去

蕭曉玲召開記者會談解聘案
北市廉委會建議市府撤銷前北市中山國中音樂教師蕭曉玲遭解聘處分，北市教育局已簽

報市府同意撤銷解聘處分，22日蕭曉玲（左3）在市議員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表達心情。

總統出席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研討會
總統蔡英文（中）22日出席 「2016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會議主題為

「轉型政治下的東南亞：共創以民為本新議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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