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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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 nnel1 3

B lue
R ib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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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糖城(Avalon)最好學區湖景房，院子大帶遊泳池。4房3. 5浴，精裝修，木地板。
Clements 高中。售價$629,900.

2. 米城(Heritage Colony) 兩層樓房，2850尺，4房加書房，3.5浴，步行到學校及
超市。僅售$325,000.

3. 糖城91年建二層樓，3房2.5浴，新空調系統，花崗巖臺面，定制櫥櫃，超大後
院。2490尺。售$216,000。

4. 福遍區3房2.5浴，主臥樓下。高屋頂，正式客廳和餐廳，保養如新，走路到小學
和高爾夫球場。售$288,000

5. 近醫學中心公寓房，2房2浴2層，步行到輕軌 - 附加車庫 - 更新所有電器，小
區2遊泳池 - 俱樂部會所 - 涼亭 - 網球 - 公園。僅售$153,500。

6. 福遍區有鐵門社區，驚人的兩層大宅，湖景，現代廚房裝修，木地板，高屋頂，獨
特陽臺。5-6房3.5浴，3880尺。僅售$ 279,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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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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捞商直营店 

~.海参专家 .

鼎海堂
百佳专柜

联系电话：281-455-5555 . 713-918-9999

热烈庆祝国内直邮开通!
 百佳柜台确认样品付款  中国分公司发货  三天内到货

2 周年店庆海参特价大酬宾

地址: 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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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距離美國大選已不到2週，
根據美國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今年美國大選的
總支出較上一屆呈現縮水，為歷年來首見下滑
，另據金融時報報導，美債波動率指數週三跌
到近2年新低，顯示金融市場有低估美國大選
結果與聯準會（Fed）貨幣走向可能出現意料
之外的風險，值得投資人留意。

根據美銀美林證券的美債一個月期MOVE

波動率指數，該指數8月底還有71.2點，但到
週三已跌至 56.8 點，創 2014 年 12 月以來新低
。

此外，據美國 「競選經費研究中心」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統計數據顯示，
近二、三十年來，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及國會參
眾兩院競選支出首度出現下降趨勢。 《華爾街
日報》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及其他候選人開始利用非傳統選戰方式，
大量透過網路和社群媒體進行免費宣傳。

總統大選的競選支出減少現象尤其明顯。
截至今年9月，川普投入1.9億美元打選戰，較
2012年同期的同黨候選人羅姆尼少了1.1億美
元。親川普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super
PAC）投入的花費也僅為羅姆尼相關團體的1/
3，截至9月共花費3,380萬美元。

希拉蕊陣營截至9月的競選花費為4.005億
美元，此花費約為4年前歐巴馬的3/4。支持她
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則投入1.36億美元，較
歐巴馬的相關組織多出3倍。這也顯示出今年
來自外圍團體的資金較充裕，這要歸功於2010
年聯邦最高法院解除企業、工會及個人對外圍
團體的捐款限制。

美大選風險 市場高度關注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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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nsurance. Retirement. Long-term care.

人壽保險。退休計劃。長期護理。

SMRU1624095  業務代表的照片是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

© 2016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51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

成就今日 輝煌未來

主席內閣最高成就獎 (Chairman’s Cabinet)

主席委員會特優成就獎 (Chairman’s Council)

總裁成就獎 (President’s Council)

紐約人壽華裔市場部

恭賀下列業務代表榮獲各級銷售業績獎項!

Rick Alsagoff
562-256-3505
Long Beach, CA
CA Lic#0B23692

Esther Ming-Wei Aw
916-646-0310
Sacramento, CA
CA Lic#0C15780

張慕理
Daniel Chang
714- 255-5188
Fullerton, CA
CA Lic#0G26244

陳春梅
Chunmei (Katie) Chen
347-677-3388
Flushing, NY

江桂芝
Mary Chiang
713-771-9648
Houston, TX

周可貽
Corina Chou
770-458-9700
Norcross, GA

朱兆康
Dominic Chu
209-601-8787
Stockton,CA
CA Lic#0798145

崔潔
Joanna Cui
 650-996-7988
San Mateo, CA
CA Lic#0B43277

董瑩
Nancy Dong
718-938-8668
Flushing, NY

張惠瑛
Julie Duong 
610-449-8197
Havertown, PA

林郁子
Vivian Fu
760-918-9822
Carlsbad, CA
CA Lic#0727257

Shaun Hamada
808-529-6319
Honolulu, HI

何琪
Qi He
206-226-9982
Seattle, WA 

黃潔玲
Jieling Huang
617-254-0309
Waltham, MA

高進輝
Jeffrey Kao
808-529-6316
Honolulu, HI

李慧瑾
Julia Lin
408-685-2278
Cupertino, CA
CA Lic#0C56511

李威
Oai Ly
409-504-6572
San Jose, CA
CA Lic#0D77097

Maryam Saber Ghafouri
415-271-2040
San Mateo, CA
CA Lic#0H42327

Lisa Situ
866-966-1996
San Francisco, CA
CA Lic#0C73735

宋揚
Helen Song
408-452-6134
San Jose, CA
CA Lic#0C11934

蔡榮民
Toan (Benjamin) Thai
626-589-7133
Monterey Park, CA
CA Lic#0F80620

游碧榕
Bik Yung (Mary) Tsang
917-733-9315
New York, NY

王海鋁
Hailu (Lily) Wang
917-822-9111
Flushing, NY

王曉旭
Xiaoxu (Carla) Wang
646-515-1038
Flushing, NY

王新芳
Xinfang Wang
917-696-7810
New York, NY

黃朗平
Steven Wong
215-630-0114
Bala Cynwyd, PA

岳京生
Jingsheng Yue
770-220-3008
Duluth, GA

周江
Johnny Zhou
626-823-8693
Corona, CA
CA Lic#0B98413

周俏嬌
Qiaojiao (Tina) Zhou
917-698-2533
Flushing, NY

陳笑梅
Xaiomei Chen
770-605-3737
Atlanta, GA 

董亞蘭
Orchid Dong
626-356-7614
Pasadena, CA
CA Lic#0C34909

蕭朱玲
Julia Hsiao
408-863-0306
Cupertino, CA
CA Lic#0B43293

許喜仁
Helen Kho
646-227-8882
New York, NY

許珍茹
JennyKho
646-227-8881
New York, NY

劉健富
Joe Lau
928-344-2450
Yuma, AZ

林裕竣
Clifton Lin
310-326-9600
Lomita, CA
CA Lic#0E07588

林穎華
Winny Lin
415-309-7300
San Mateo, CA
CA Lic#0E31564

陳國煌
Kenny Taing
310-994-9112
Cypress, CA
CA Lic#0823828

王莘
Grace Wang
425-462-4948
Bellevue, WA

王晶
Jing Wang
617-331-7820
Waltham, MA

王亞亞
Yaya Wang
301-404-2884
Bethesda, MD

尹斌
Benjamin Yin
678-595-5555
Atlanta, GA 

袁斐
Fei (Fanny) Yuan
703-628-2608
Bethesda, MD

廖彬淳
Benson Liao
626-912-0688
Rowland Hts, CA
CA Lic#0B11311

宋曼萍
Evelyn Tai
954-958-4246
Sunrise, FL 

王欣
Xin Wang
713-628-0868
Houston, TX

王勇
Yong (Steven) Wang
206-251-8880
Bellevue, WA

甄曉萍
Xiaoping (Emily) Zhen
646-309-3799
Brooklyn, NY

陳奇志
Qizhi Coco Chen
626-616-2189
San Dimas, CA
CA Lic#0J22900



government have adapted to technology, the report said. 
China released in July 2015 a proposed cybersecurity 
law that gives almost total access to users' data in cases 
in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Following that, the government also planned to deploy 
police officers in Internet companie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ict censorship 
laws.
By the end of 2015, the country's 
anti-terrorism law was passed, 
requiring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technic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 such as 
decryption, during investigations of 
terrorism-related cases.
Ma also raised question of what 
Alibaba would be willing to do when 
the time comes that the company 

was asked by government to share users' data.
 Ma t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 it would comply 
with the law, which means that they will surrender 
information as required by law but they will not share 
users' data with government.
Ma's remarks raised concerns on the potential misuse 
and abuse of technology, the report said.

"Without some level of transparency and oversight 
and clear boundaries, I worry deeply for citizens' 
rights and the ability for this technology to be abused 
as simply another method to identify and monitor 
Chinese individuals who dare to not agree with 
authority figures," Jason Ng, a technology researcher 
with Citizen Lab, said. (Courtesy http://en.yibada.
com/articles) 

Alibaba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Jack Ma 
has called on Chinese officials to use big data in its 
campaign to curb criminality, during a televised speech 
addressed to about 1.5 million Chinese security and 
legal officials on Friday, Oct. 21, a Bloomberg report 
said.

The magazine added that without the awareness of 
loyalty to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re was a 
danger policies would never be adhered to outside the 
walls of Zhongnanhai, the nerve centre of the party and 
central government.
The salutation “core of the leadership” often 
represented the power of final approval or veto, Chen 
said.
On the day after the Tribune article was published, 
General Liu Yazhou, the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PLA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and a prominent 
“princeling” [from a revolutionary family],
argued for the 
party’s pressing 
need for a 
“mature and 
strong core of 
the leadership”.
“We must 
strengthen our 
recognition 
of the core 
and staunchly 
support the 
authority of Xi 
and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Liu wrote in a propaganda 
journal Dangjian run by the party’s Central Publicity 
Department.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
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been granted new 
political power,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referring to 
him as the “core” of its leadership at the close of a key 
meeting in Beijing on Thursday.

The move gives him 
greater influence 
over the looming top 
reshuffle of the party 
late next year.
In a communiqué 
released after the 
end of the four-day 
sixth plenum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e party called 
on all members to 

“closely unite around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Analysts said the “core of the leadership” often 
represented the power of final approval or veto.
The communiqué said the party’s national congress 
would be hel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7 in Beijing”.
The term “core” was used by late leader Deng 
Xiaoping in 1989 to describe Mao Zedong, himself 
and his handpicked successor Jiang Zemin.
Analysts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arlier that 
Jiang was described as the “core” in various official 
documents and coverage, signalling his unchallenged 
personal authority in the party.
Xi’s immediate predecessor, Hu Jintao, was only 
referred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but never officially 
called “the core” of the leadership.
The plenum also adopted two new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senior cadres, and vowed 
to resolutely address election fraud. Four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mplicated in corruption probes 
were also formally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at the 
plenum, according to Xinhua.
Related

Official publication says China needs Mao-
like strongman leader, and that Xi fits the bill

Call to elevate president’s status comes 
ahead of crucial meeting of top leaders

China needs a strongman leader of the calibre of Mao 
Zedong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fits the bill, according 
to a media outlet affiliated to the Communist Party.

Analysts said 
the call was an 
attempt to raise 
Xi’s status to the 
equivalent of the 
“Great Leader”.
The exhortation 
was made by 
Peoples’ Tribune, which is affiliated with party organ 
People’s Daily and came just ahead of a key meeting 
of top officials this week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leadership reshuffle next year.
The article, published on October 18, also echoed 
praise from senior politicians earlier this year, calling 
for Xi to be named “the core”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 
a term that carries strong political meaning.
China needed a strongman politician so the nation 
could again rise to greatness amid a time of strategic 
challenges and risks, it said. Xi, as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was widely regarded by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as such a leader, orlingxiu in Chinese, it said.
“There is no longer such salutation as ‘leader’ after 
Mao,” said Chen Daoyin,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Mao’s brief successor Hua Guofeng was once called 
“Wise Leader”, but no one used “leader” to address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or Hu Jintao, Chen said.
The post-meeting state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6th Plenum ends Thursday may shed light on whether 
Xi could have a new salutation and by extension, his 
political stature in years ensue, Chen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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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uniqué released after the end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s sixth plenum referred to President Xi Jinping 
as the ‘co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Photo: 
AP)

President Xi Jinping, left, former 
presidents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at the grand parade mark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n September 
3, 2015. Photo: Reuters

Official publication People's 
Tribune says China needs                                                                                                      

Mao-like strongman leader, and that Xi 
fits the bill. 

Alibaba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Jack Ma delivers a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Computing Conference 2016 at Hangzhou Yunqi Cloud Town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on Oct. 13 in Hangzhou. (Photo : Getty Images)

Bomb Making Materials: Jack Ma 
Says That Collected Data Could Help                                                      
Authorities Gather Information And 

Catch Potential Terrorists

Chinese cybersecurity measures proposed in July 2015 
would give the government almost total access to users' 
data in cases in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ands Xi Jinping’s                   
Political Power, Anointing Him ‘Core’ Leader

Jack Ma Urges Chinese Govt. To Use Big Data To Deter Crime

Term Often Represents Final Approval Or Veto Power, Analysts Say

On Saturday, Oct. 22,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mmission for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 published 
Ma's speech on its WeChat account.
In his speech, Ma discussed the 
streamlining of police duties using big 
data and through 
data capabilities, 
he urg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system 
similar to what 
authorities use in 
Spielberg's film, 
"Minority Report," 
where government 
has the ability 
to thwart illegal 
activities.
The Alibaba 
founder cited an example on how 

data can help authorities gather information and 
catch potential terrorists. He said that it could be an 
indication that a person may be a bomb maker if he 
buys a timer, a high-pressure cooker, gun powder, or 
steel ball bearings all at once.
But the surveillance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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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合 報 導 ） 維 基 解 密
（WikiLeaks）釋出1份遭駭備忘
錄 ， 揭 露 美 國 前 總 統 柯 林 頓
（Bill Clinton）如何透過 1 名幕
僚從其工作獲利數千萬美元，這
名幕僚也為柯林頓家族慈善基金
會工作。

在 2011 年備忘錄中，柯林
頓的顧問班德（Douglas Band）
曾說，他個人從 「營利」活動中

提供這位美國前總統超過 5000
萬美元，他當時是基金會領導人
。

班德詳述他代表柯林頓個人
及基金會營利的作為，並稱這個
活動網絡為 「比爾柯林頓公司
（Bill Clinton Inc.）」。

這 些 訊 息 竊 自 波 德 斯 達
（John Podesta）的電子郵件帳
戶 ， 波 德 斯 達 在 擔 任 希 拉 蕊

（Hillary Clinton）競選總幹事前
曾在基金會中扮演領導角色。

波德斯達拒絕證實電郵真偽
，美國情治單位認為這些電郵由
俄羅斯駭客竊取以干擾美國總統
大選。不過波德斯達或希拉蕊競
選陣營至今尚未對這些電郵真實
性提出挑戰。

維基解密出手 揭比爾柯林頓公司營利細節

距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不到兩周，民調落後
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當地時間26日罕見暫
停競選活動，出席了位於首都華盛頓的特朗普國
際酒店的開業剪綵。雖然競選團隊表示這有助於
突出特朗普經商優勢，但批評意見認為他在借競
選便利免費為自家企業大打廣告。

當天正式開業的特朗普國際酒店位於華盛頓
核心區，距離白宮不到一英里，由華盛頓地標建
築老郵局改建而成。

特朗普在致辭中強調了自己的經商優勢、發
掘項目的潛力和搞定問題的能力，認為酒店的建
成符合 「低於預算、提前完成」兩個原則，政府
也應以同樣的精神做事。

但美國媒體普遍認為，總統大選已進入白熱
化階段，特朗普暫停競選為自家酒店站台的做法

頗為罕見。有媒體分析稱，特朗普此舉有打廣告
之嫌，酒店能免費得到媒體曝光度。一些共和黨
人士擔心，民調持續落後的特朗普已將一部分注
意力轉向 「後大選」時代，為家族生意鋪路。

針對特朗普酒店開業，白宮發言人厄內斯特
當天奚落了一番。他承認從地理上看酒店距白宮
不遠，但表示從某種程度而言，特朗普距離白宮
「真的很遠」，這取決於從哪個角度看問題。

希拉里 26 日在競選活動中指責特朗普所謂
「美國優先」的口號很虛偽，理由是特朗普酒店

在建造過程中通過僱用非法移民來降低成本，酒
店內很多產品都是海外製造。

特朗普位於荷里活星光大道的榮譽星星標誌
，星期三遭人用鐵槌破壞，目前洛杉磯警方正對
此事展開調查。

特朗普為自家酒店剪綵惹議

（綜合報導）究竟誰把愛滋病病毒帶進
美國？英美等國研究人員26日在英國《自然
》雜誌網絡版發表報告說，新的科學證據顯
示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這一病毒就已在美
國部分地區傳播，所謂的愛滋病 「零號病人
」加埃唐．迪加並非愛滋病病毒進入美國的
「罪魁禍首」。

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的研究人員在紐約發現並記錄了法裔加
拿大空少迪加出現特殊病症的狀況。迪加曾
與多名男同性戀者發生過性關係，他1984年
病逝前透露了數十名性伴侶的名字，幫助科
學家追蹤了愛滋病在美國的散布狀況。公共
衛生史學家、此份研究的兩位主要執筆人之
一馬凱表示： 「迪加是史上最被妖魔化的病
人之一。」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曾把迪加標記為 「患
者 O」， 因 為 他 是 「加 州 以 外 的 病 例」
（Outside-of-California）。隨着時間的推移
，上述字母 O 演變成了數字 0，迪加被稱為
「零號病人」，後來由於部分媒體誤讀，迪

加很長一段時間裏被公眾視為第一個把愛滋
病病毒攜帶到美國並將其傳播開的人。

但來自英國、美國和比利時的研究人員

重新檢視了美國一些診所在上世紀70年代末
收集的超過2000份血清樣本，它們都來自男
同性戀者。團隊在其中3個來自三藩市以及5
個來自紐約的樣本中找到足夠多的愛滋病病
毒 「基因痕跡」，對它們展開了詳細的基因
測序。研究人員對比測序結果後發現，這 8
個樣本中的愛滋病病毒與加勒比地區的愛滋
病病毒毒株樣本、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早期
在海地發現的病毒毒株樣本類似，這些病毒
毒株已具備不同的基因特性。這意味着愛滋
病病毒大約在1970年代就已開始在三藩市和
紐約傳播和變異，並且可能是經由加勒比地
區傳入。

馬凱說，迪加在上世紀70年代初還只是
個青少年，不太可能擁有活躍的性生活，更
不可能與數百人發生性關係。研究人員對迪
加血液樣本的分析結果也表明，他血液中的
愛滋病病毒毒株只是當時美國出現的典型病
毒毒株，並非這一病毒傳播的特殊 「源頭」
。

參與研究的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沃羅比
指出，迪加只是和許多人一樣，在愛滋病引
起注意前就受到病毒感染了。

美愛滋病 「零號病人」 脫污名
1983年6月，紐約舉行關注愛滋大遊行\資料圖片

（綜合報導）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彭斯（Mike Pence）搭乘的競選飛機今天降落紐約市拉
瓜迪亞機場（LaGuardia Airport）後滑出跑道，無人員傷亡，川普事後致電關心。

根據路透社，電視實況轉播畫面顯示，彭斯在雨中站在飛機附近，與警方和官員談話，周圍
可見緊急車輛。

競選陣營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事後打電話關心彭斯。發言人在電子
郵件聲明中說： 「川普先生確實聯絡彭斯州長，他很高興機上大家都平安。」

微軟國家廣播公司（MSNBC）報導，當時機上約有30人，包括彭斯妻女。
飛機飛自愛阿華州道奇堡（Fort Dodge），彭斯在當地參加競選活動，但由於紐約天候不佳，

在愛阿華州起飛時間延誤約2小時。
報導還說，彭斯已取消出席今晚曼哈頓川普大樓（Trump Tower）募款活動。

彭斯座機滑出跑道川普致電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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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首9月淨利潤升1.19%

中通快遞擬美上市籌14億
採同股不同權形式 成為美國今年最大IPO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快遞公司中通快遞（ZTO Express）擬赴美國上市，融資14億美元，將成

為今年迄今最大規模的美國IPO，也是阿里巴巴2014年250億美元IPO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據

悉，中通快遞也如阿里巴巴，將以同股不同權形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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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共發行7,210萬股美國存託股票（ADS），當地時間
周四在紐交所交易，每股發行價定在19.50美元，高於

之前的指導區間16.50-18.50美元。公司稱計劃用IPO所得
資金中的7.2億美元來購買更多卡車、土地、設施和設備。
這次IPO使總部位於上海的這間公司市值超過120億美元。

路透引述熟悉中通財務情況的人士稱，此次發行價約為
中通2017年預期每股盈餘（EPS）的27倍。海通證券的估
計，相比之下，順豐速運、圓通速遞、申通快遞和韻達快遞
的股價是每股盈餘的43倍至106倍。美國聯合包裹（UPS）
和聯邦快遞（FedEx） 的股價分別是2017年預期EPS的17.8
和13.4倍，但這兩家公司的成長速度要慢得多。

賴梅松持股28%擁80%表決權
中通快遞為雙層股權架構，公司創始人賴梅松在IPO之

後雖僅持股28%，但將擁有80%表決權。賴梅松的持股大多

數為B類普通股，而該公司在美國發行的新股屬於A類股
票。B類股表決權效力是A類股的10倍，但中國市場並不允
許雙層股權架構。

在美國市場規則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美國華平投資集
團、高瓴資本（Hillhouse Capital）和風投公司紅杉資本等
中通的現有股東，亦將獲得更大空間和靈活度來退出投資。
而在中國，上市之後一到三年內投資資金都會被鎖住。

另外，隨着對人民幣貶值憂心日益濃厚，在紐約IPO
的話，中通快遞進行國際併購時就能以較穩定的美元計價
股票進行交易。

阿里巴巴包裹量佔中通75%
阿里巴巴用中通快遞交貨，今年上半年阿里巴巴的包裹

量就佔中通快遞75%。下月光棍節活動預計銷售會超越去年
同期的紀錄高點143億美元。

■中通快遞擬赴美國上市，融資約14億美元，將成為今年迄今最大規模的美國IPO，也
如阿里巴巴，將以同股不同權形式上市。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偉昉）中國內地銀行
業陸續公佈第3季業績，建設銀行27日公佈該行今
年首9個月錄得淨利潤1,946.70億元（人民幣，下
同），歸屬於股東的淨利潤為1,938.35億元，分別
較上年同期增長1.35%及1.19%。年化平均股東權
益回報率（ROE）17.16%，比去年同期降低2.29個
百分點。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利息淨收入3,158.02億
元，較上年同期降低7.34%。淨利差為2.09%，淨
利息收益率為2.26%，均較上年同期下降0.38個百
分點。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923.14億元，較上年同
期增長4.09%。經營費用為1,178.44億元，較上年
同期減少158.18億元。成本收入比較上年同期上升
0.04個百分點至24.12%。

不良貸款餘額為1,797.27億元，較上年末增加
137.47億元。不良貸款率1.56%，較上年末下降
0.02 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於 9 月 30 日為
15.36%，一級資本充足率13.54%，核心一級資本

充足率13.37%，均滿足監管
要求。

重農行27日亦公佈，今
年首9個月錄得淨利潤63.13
億元，同比增幅8.94%。基本
每股盈利0.67元，同比增長
0.05元。淨利息收入145.40億
元，同比下降2.54%。手續費
及佣金淨收入16.26億元，同
比增幅46.31%。不良貸款餘
額28.71億元，較上年末增加2.41億元；不良貸款
率0.96%，較上年末下降0.02個百分點。

國壽首三季淨利跌60% 符預期
另外中國人壽宣佈，今年首三季淨利為135.28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的338.37億元跌
60%，主要受投資收益下降及傳統險準備金折現率假
設更新的影響。期內淨利跌幅與公司此前發出盈警預

測的相符。

投資勁增 平保上季多賺15.4%
另外，中國平安公告指，第三季度淨利潤157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136億元增長15.4%。第三季
度已賺保費970億元，同比增長24.68%；期內投資
收益320億元，同比增49.53%；三季度稀釋每股純
益0.88元，同比增17.3%。

■圖為內地的中國建
設銀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國9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大
幅回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跌跌不休，
且投資者擔憂十八屆六中全會收官、國家隊維
穩力度或有所減弱，A股26日持續走弱，滬綜
指盤中險失3,100點，最終收跌0.13%；深成
指與創業板指分別下探0.26%、0.09%。

中國9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
長7.7%，低於市場預期，且較8月大幅回落。
同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跌31個基點，離岸人
民幣匯率早盤一度跌破6.79關口，創有數據以
來新低。分析人士認為，市場對美聯儲12月升
息預期愈發一致，在加息動作確定前，美元料
維持強勢，人民幣匯率或考驗6.80。

A股三大股指全線低開，其中滬指跌
0.12%，午後滬指最低下探至3,100.39點，
3,100點整數關口岌岌可危。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3,112點，跌3點或0.13%；深成指報
10,788點，跌28點或0.26%；創業板指報
2,182點，跌2點或0.09%。兩市人氣再度跌
至冰點，共成交4,539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滬市成交1,82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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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年同期增長1.35%及1.19%。年化平均股東權
益回報率（ROE）17.16%，比去年同期降低2.29個
百分點。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利息淨收入3,158.02億

元，較上年同期降低7.34%。淨利差為2.09%，淨
利息收益率為2.26%，均較上年同期下降0.38個百
分點。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923.14億元，較上年同
期增長4.09%。經營費用為1,178.44億元，較上年
同期減少158.18億元。成本收入比較上年同期上升
0.04個百分點至24.12%。

不良貸款餘額為1,797.27億元，較上年末增加
137.47億元。不良貸款率1.56%，較上年末下降
0.02 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於 9 月 30 日為
15.36%，一級資本充足率13.54%，核心一級資本

充足率13.37%，均滿足監管
要求。
重農行27日亦公佈，今

年首9個月錄得淨利潤63.13
億元，同比增幅8.94%。基本
每股盈利0.67元，同比增長
0.05元。淨利息收入145.40億
元，同比下降2.54%。手續費
及佣金淨收入16.26億元，同
比增幅46.31%。不良貸款餘
額28.71億元，較上年末增加2.41億元；不良貸款
率0.96%，較上年末下降0.02個百分點。

國壽首三季淨利跌60% 符預期
另外中國人壽宣佈，今年首三季淨利為135.28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的338.37億元跌
60%，主要受投資收益下降及傳統險準備金折現率假
設更新的影響。期內淨利跌幅與公司此前發出盈警預

測的相符。

投資勁增 平保上季多賺15.4%
另外，中國平安公告指，第三季度淨利潤157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136億元增長15.4%。第三季
度已賺保費970億元，同比增長24.68%；期內投資
收益320億元，同比增49.53%；三季度稀釋每股純
益0.88元，同比增17.3%。

■圖為內地的中國建
設銀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國9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大
幅回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跌跌不休，
且投資者擔憂十八屆六中全會收官、國家隊維
穩力度或有所減弱，A股26日持續走弱，滬綜
指盤中險失3,100點，最終收跌0.13%；深成
指與創業板指分別下探0.26%、0.09%。

中國9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
長7.7%，低於市場預期，且較8月大幅回落。
同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跌31個基點，離岸人
民幣匯率早盤一度跌破6.79關口，創有數據以
來新低。分析人士認為，市場對美聯儲12月升
息預期愈發一致，在加息動作確定前，美元料
維持強勢，人民幣匯率或考驗6.80。

A股三大股指全線低開，其中滬指跌
0.12%，午後滬指最低下探至3,100.39點，
3,100點整數關口岌岌可危。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3,112點，跌3點或0.13%；深成指報
10,788點，跌28點或0.26%；創業板指報
2,182點，跌2點或0.09%。兩市人氣再度跌
至冰點，共成交4,539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滬市成交1,82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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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總統訪日不忘批美 強調自己“不是美國的狗”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羅德裏戈·

杜特爾特近日出訪日本，臨行前和抵

達後繼續猛批美國，強調自己“不是

美國的狗”。

在馬尼拉機場登上飛機前，杜特

爾特舉起壹張菲律賓報紙，壹條新聞

的題目是《美國稱杜特爾特引發國際

焦慮》。

這是分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美

國助理國務卿丹尼爾 · 拉塞爾 24 日訪

問菲律賓時所說的話。拉塞爾稱，杜

特爾特先前的壹系列言論不僅在美國

等國家引發憂慮，也在經濟界引發憂

慮。

杜特爾特回應道：“拉塞爾說：

‘杜特爾特的言論在經濟界引發憂慮

。’那好，妳們就打包走人。我向妳

保證，我們會恢復過來。”

杜特爾特說，這場嘴仗是美方最

先挑起，以不遵循“人權”“法治”

為理由，對他領導的大規模掃毒行動

說三道四。

“妳們知道，不是我率先挑事，

而是他們，拿人權說事。美國國務院

、(美國總統貝拉克· )奧巴馬、歐洲聯

盟。他們然後說：‘我們要停止給妳

們的援助。’”

講到這裏，杜特爾特爆了壹句粗

口，接著說：“不要把我們當成妳們

的狗。好像我是壹條拴著鏈子的狗，

妳們扔出壹塊面包，扔到我夠不著的

地方。”

他再壹次批了美國駐菲律賓大使

菲利普· 戈德堡：“妳應該註意妳的嘴

。”杜特爾特競選總統期間，戈德堡

以人權問題批評杜特爾特。兩人“結

下梁子”，杜特爾特上任後多次猛批

戈德堡。

杜特爾特就任總統後，對菲律賓

的傳統盟友美國顯示強硬態度，對美

國幹涉他領導的大規模掃毒行動表達

強烈不滿，表示要中止與美方壹系列

合作，包括南海巡航、聯合軍演，甚

至警告將與美國“分道揚鑣”。

他稍後解釋，“分道揚鑣”不是

斷絕外交關系，而是擺脫美國對菲律

賓對外政策的影響。他 24日接受日本

媒體采訪時稱，菲美仍是軍事同盟，

“不必擔心盟友關系有變化，我不需

要與其他國家結盟”。

他在機場還談起他第壹次去美國

時的簽證經歷，表示自己並非如媒體

報道的那樣，因為簽證被拒而對美國

心懷怨恨。“我第壹次去美國，(美方)

領事問我為什麽去美國。我說，我去

看女友。他問我：‘妳要是決定跟女

友結婚並且不回來了怎麽辦？’我說

：‘領事先生，即使妳發給我壹堆終

身簽證、給我 5萬美元，我也不會再

去。我要待在菲律賓。”

杜特爾特當天乘飛機抵達日本。

日本共同社報道，他會見了在日菲律

賓僑民代表，接著批美國。

他還為強力掃毒辯解，說菲律賓

有400萬吸毒者，“我必須做些什麽”

，而美國等國無權幹涉。說到這個話

題，他又爆粗口。

杜特爾特 24日接受日本富士電視

臺采訪時，特別被問及對美方頻頻爆

粗口的話題。他直言不諱，承認自己

“當然是”特意這樣做，因為這樣做

才能引起對他及其言論的關註。

科學家從深空收到罕見信息
猜測為外星人發送

綜合報導 科學家們聽到了大量來

自深空的罕見信息，他們認為這些信

息可能是外星人發送的。

據英國《獨立報》網站 10月 25日

報道，對來自極小的壹組恒星的罕見

光脈沖信息進行的最新分析似乎表明

，這些信息可能是壹些地外智慧正在

努力告知我們他們的存在。

這份新的研究報告說，科學家們

在壹次太空觀測中發現，在250萬顆恒

星中，只有234顆擁有這種獨特的光脈

沖信號。這份研究報告發現，它們中

有極小的壹部分似乎表現奇特。

報道稱，科學家們難以對這些奇

特表現進行明顯合理的解釋，所以他

們認為這些信號可能是來自外星人的

訊息。

EF· 博拉與 E· 特羅蒂爾在報告中

說：“我們發現，這些監測到的信號

與此前壹份報告所預測的(地外智慧)信

號形態完全壹致，所以我們也認同這

壹假定。”

魁北克拉瓦爾大學的這兩位科學

家說：“只有壹小部分恒星發出了這

種信號，而且它們都集中在壹個很小

的光譜範圍之內，其光譜類型與太陽

相似，這壹切也與地外智慧假定相壹

致。”

報道稱，這份報告發表在《太平

洋天文學會叢刊》上，名字叫《在壹

個類似太陽系的壹小部分恒星中發現

了壹種奇特的周期性光脈沖信號》。

據印刷出版前的網上版本，報告最初

擬定的名字是《可能來自地外智慧的

信號》。

不過，科學家們明確表示，還需

要進行進壹步的研究，以證實或推翻

這壹假定。還需要在不同的設備上對

這些相同的信號進行觀測，以推翻所

有的其他解釋。

報道稱，今年為尋找外星人成立

的、受到包括斯蒂芬· 霍金和馬克· 紮

克伯格等人在內支持的“突破聆聽”

計劃的科研人員說，這些信息使人深

受鼓舞。不過他們也說還需要做進壹

步的工作，才能“明確認定”這些信

息來自外星人。

“突破聆聽”計劃的科研人員在

壹份聲明中說：“博拉和特羅蒂爾在

每壹萬個中才發現壹個擁有異常光譜

的恒星顯然值得進壹步研究。不過，

超常規的論斷需要超常規的證據。”

他們說：“將這些大致的信號確

認為地外文明的活動還為時尚早。對

地外高級生命證據的尋找有國際上公

認的標準，要求它們能得到獨立團體

使用自己的望遠鏡加以證實，同時還

需要所有自然解釋都被排除，這樣才

能將地外生命作為解釋。”他們說：

“需要進行細致的工作，排除虛假的

肯定信息，排除自然的和儀器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要使用兩個以上獨立

望遠鏡的觀測結果來加以證實。”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近

日在議會下議院表示，英國脫離歐盟

不會破壞 1998年簽署的北愛爾蘭和平

協議。

英國通過今年 6 月舉行的全民公

投決定脫離歐盟，但北愛爾蘭的大多

數民眾在公投中反對脫歐。北愛爾蘭

新芬黨領袖麥吉尼斯曾表示，英國脫

歐後，北愛爾蘭有可能發動公投，並

考慮重新“劃定邊界”，實現北愛爾

蘭與愛爾蘭的統壹。

特雷莎 · 梅 26 日在議會接受質詢

時表示，沒有任何理由相信英國脫歐

會破壞北愛爾蘭和平協議，1998年簽

署的和平協議是政府向北愛爾蘭人民

作出的堅定承諾，英國政府將壹如既

往堅定維護北愛爾蘭的和平。

1998年 4月 10日，時任英國首相

布萊爾、愛爾蘭總理埃亨和北愛爾蘭

八個主要黨派領導人達成壹項旨在結

束長達 30年流血沖突的歷史性協議，

就結束沖突及決定北愛未來前途等原

則問題作了規定。當年 5月 22日，這

項協議在北愛爾蘭全民公投中獲得通

過。

特雷莎· 梅表示，英國在確保成功

脫離歐盟的同時，必須保證國家的統

壹。國家的統壹是英國過去保持繁榮

的基石，對未來的成功也至關重要。

本周，特雷莎· 梅承諾，將在北愛

爾蘭、蘇格蘭、威爾士三個地方政府

與英國脫歐事務部之間設立直接聯系

機構，讓這三個地區在脫歐事務上獲

得更多發言權。她強調，三個地方政

府可以對英國退出歐盟協議的相關條

款提出意見，但決不允許它們私下與

歐盟協商進而破壞英國的整體談判策

略。

英國首相稱
英國脫歐不會破壞北愛爾蘭和平協議

北約多國表示將參與組建部署在中東歐的多國部隊
綜合報導 北約近日舉行成員國國防

部長會議。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會

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多個北約國家表示

將參與組建部署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的

多國部隊。

此次防長會議主要討論落實北約華沙

峰會的成果。北約成員國領導人在 7月的

華沙峰會上決定加大在中東歐的軍事存在

，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共部署 4個營的

多國部隊。其中，美國、德國、英國和加

拿大將分別承擔在波蘭、立陶宛、愛沙尼

亞和拉脫維亞駐軍的領導責任。駐軍計劃

將於明年開始實施。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北約其他壹些成

員國表示將參與該計劃。阿爾巴尼亞、意

大利、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將參與加拿大領

導的駐拉脫維亞營。比利時、克羅地亞、

法國、盧森堡、荷蘭和挪威將參與德國領

導的駐立陶宛營。丹麥和法國將參與英國

領導的駐愛沙尼亞營。羅馬尼亞和英國將

參與美國領導的駐波蘭營。

會上，北約防長還討論了加強在黑海

地區的軍事部署以及網絡防禦、戰略指揮

等議題。

法國加萊難民營拆除行動結束

接待中心“爆滿”
綜合報導 法國拆除西北部加萊市郊

叢林難民營行動結束。加萊市長布沙爾表

示，“難民營已清空”的說法言之過早，

只能說“拆除行動今晚結束”。法國內政

部宣布，總共5596名移民得到安置。

有報道稱，負責接待叢林未成年兒童

移民的加萊接待中心當地時間 26日晚間

已經“爆滿”，據當地協會表示，數十名

兒童無處可去，當晚可能“露宿街頭”。

據了解，法國政府清空加萊叢林難民

營行動26日進入第3天，計劃當晚把所有

非法移民遷出，完成“空營”計劃。法國

內政部 26日稱，三天轉移移民行動，總

共有5596名移民得到安置。

前來視察清場工作的加萊市長布沙爾

表示，“我們還不能宣布叢林完全清空了

，只能說拆除難民營行動結束”。他表示

，仍有 1500未成年兒童和 450婦幼在叢林

帳篷旁邊政府設施當中，數百移民被疏散

到附近地區。

當地時間 26 日下午，下加萊省行政

長官宣布，叢林難民營“今晚清空”。據

悉，法國當局自 24日起開始拆除這座被

稱為“叢林”的難民營，並用大巴車把

6400到8100名非法移民分散安置到不同省

份的收容中心。

拆除行動起初順利，但當地時間 25

日中午開始有人四處點火，引燃塑膠帳篷

和車輛，4名阿富汗籍非法移民被傳訊。

據路透社報道，有難民放火燒帳篷與避難

所，其他難民則帶著他們少量的家當逃離

。據悉，黑煙在鄰近加萊的難民營上方形

成滾滾烏雲，當地仍留有高達4000名難民

，當局持續疏散居民，並拆除他們的臨時

居所。

當地官員指出，26日晚應可清空營地

，所有人都能獲得安置。她說，有些非法

移民有燒掉自己住過地方的“傳統”，當

局曾告訴他們不要這樣做，但還是有人做

。據了解，加萊市郊難民營存在超過 20

年，拆除之後，還有許多問題待解決，諸

如區分難民和非法經濟移民、詢問難民留

在法國申請庇護的意願、將符合資格的未

成年人送往英國與親人團聚等。

部分非法移民擔心，離開加萊、被安

置到其他地方，距離英國似乎越來越遠，

但就居住條件來說，收容中心都比塑膠帳

篷好得多。壹名蘇丹人在報道說，“摧毀

叢林是好事，沒人想住在那裏，要送我去

哪兒都好，隨便”。法國庇護中心負責人

昂立(Pierre Henry )表示，接待 1500 人的

中心滿員了。在被問及壹些兒童今晚是否

要露宿街頭，他稱，“很遺憾，但很可能

。”另據法新社消息，英國模特莉莉· 科

爾(Lily Cole)26日在倫敦千喜橋率眾抗議

，呼籲英國政府為更多法國“叢林”難民

營拆除行動的兒童提供協助。

科爾與大約 100名手持標語牌和大型

紅心標識的示威者站在聖保羅大教堂前，

敦促英國當局立即安置更多加萊難民營的

兒童。

發起示威的奧拉喬耶柏 (Remi Ola-

joyegbe)說：我們與加萊所有無依無靠的

孩子們站在壹起，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

遭遇令人無法接受，同時我們促請英法兩

國政府，加快安置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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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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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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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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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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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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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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Friday, October 28, 2016

綜合報道 距離本屆美國總統大選

最終投票日期（11 月 8 日）還有不到

20 天，投資者們正對不確定性表現出

擔憂。

最新的一份重磅分析來自于知名美

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

tion），並得到了許多媒體的報道。密歇

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賈斯

汀· 沃爾弗斯（Justin Wolfers）和達特茅

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埃裏克 ·

茲特維茨（Eric Zitzewitz）21 日在學會

網站發表題爲《金融市場如何看待 2016

年大選？》的論文。兩位作者分析了 9

月 26日第一輪大選辯論以及川普“錄像

門”曝光後金融市場的反應。

論文說到：“在辯論期間，美國、

英國和亞洲股市上漲，原油價格走高，

墨西哥、韓國和加拿大等貿易夥伴國的

貨幣兌美元走強，美國股市未來預期波

動率大幅下降。”論文還說：“10月 7

日至 9日那個周末，關于川普的一個錄

像帶被曝光，使得許多共和黨人放棄支

持川普。這期間的市場走勢大致相同。

希拉裏當選可能性上升、股市上漲、波

動性下降，墨西哥和加拿大貨幣兌美元

升值。”

對于投資者來說，提前預估重要政

治事件對市場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論

文說，“當英國選民投票選擇退歐時，

一些人看到金融市場的反應後表達出後

悔情緒。這顯示出提前預估反應的潛在

益處。”

兩位學者在論文中抛出了一個重要

結論：“我們預計，市場參與者認爲川

普勝出可能使標普 500指數、英國和亞

洲股市的市值減少 10%-15%，可能使油

價下跌 4美元，將可能導致墨西哥比索

下跌 25%，並可能使得股市預期波動性

明顯升高。”

論文還認爲此次大選存在一個“例

外”。兩位學者此前參與的研究中曾發

現，1880年以來幾乎曆屆大選期間，股

市都因共和黨獲勝而上漲，因民主黨勝

出而下跌。但作者們認爲 2016年的情況

將會打破這一規律。

兩位作者沒有直接分析希拉裏勝選

將如何影響市場。他們分析稱，由于第

一輪辯論後希拉裏獲勝概率上升 6個百

分點，標普 500指數期貨上漲了 0.71%。

作者認爲，這意味著市場人士認爲標普

500指數的市值將因希拉裏當選總統上升

12%（按獲勝概率變爲 100%計算得出）

。論文說：“無論是從絕對數值上看，

還是與之前政治事件對股市走勢的影響

相比，12%的差距都是相當大的。”

基于類似思路，作者分析了全球其

它地區股市、大宗商品以及外彙市場。

結論是：“金融市場預計希拉裏當選後

美國和國際經濟總體上要比川普當選更

健康。”

不過，這篇基于政治事件研究的論

文在樣本上略顯單薄。作者僅僅選取了

第一輪辯論以及川普“錄像門”期間的

數據，而未提及對希拉裏不利的事件。

比如，“郵件門”一度對希拉裏選情造

成拖累，但近來較少被公開提及。此外

，論文雖然分析了川普貿易保護主義政

策可能導致的不利影響，但未提及希拉

裏對于自由貿易協定態度反轉。她先是

支持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等自

由貿易協定，後來又表示反對。

這並非研究機構第一次得出明顯對

希拉裏有利的結論。評級機構穆迪旗下

市場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今年 8月

發表的研報表示，川普的經濟政策可能

引發“長期衰退”。該機構還稱，希拉

裏的政策將帶來“某種程度上更強勁的

美國經濟”。隨後，川普政策顧問、加

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Irvine）經濟學教授皮特· 納瓦羅（Pe-

ter Navarro）對穆迪的分析做出反駁。此

外，撰寫報告的穆迪首席經濟學家馬克·

詹迪（Mark Zandi）被指是希拉裏的公

開支持者，曾向其競選團隊捐款。

比起學術界和分析機構，專業投資

者表達的觀點要略顯“淡定”一些。CN-

BC早前報道說，對于投資者而言，最重

要的問題是大選結果可能如何影響他們

的投資組合，以及他們是否應該對此采

取措施。報道稱，全球經濟放緩、歐盟

內部分裂以及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導致

今年波動性大幅上升，因此這些擔憂是

合理的。11月大選的意外結果確也可能

引發金融市場波動。

傳統的看法是，市場更加青睐共和

黨人，尤其是共和黨總統，因爲他們通

常會爭取減稅並放寬監管。不過，川普

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共和黨候選人。雖然

承諾減稅，但他對貿易和安保協議的態

度可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不利影響。另

一方面，報道認爲希拉裏也有可能給市

場造成衝擊。如果希拉裏勝選，能源和

醫保類股票可能受到顯著影響。許多人

認爲，她對高頻交易員金融交易稅的支

持可能嚴重傷害市場情緒。

路透社在第二輪辯論前所做的調查

顯示，大部分策略師認爲，希拉裏最終

勝出會對年底前的股市表現更爲有利，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她的政策立場比川

普的更加爲人所知。畢竟，市場真正厭

惡的是不確定性。

金融市場之所以高度關注美國大選

，甚至出現所謂“大選周期”，主要是

因爲市場和選情都受到經濟形勢的影響

。經濟形勢的好壞可以影響大選結果，

而白宮易主又意味著美國經濟政策的變

化——這才是金融市場消化的關鍵因素

。此前的分析已經表明，川普和希拉裏

已經抛出的經濟政策藍圖均存在缺陷，

並不能徹底解決美國經濟面臨的關鍵問

題，如債務高企、增速低迷。

實際上，金融顧問們並沒有將太多

時間浪費在分析候選人政策聲明或擔心

市場如何做出反應上。他們正在告訴客

戶，別再試圖將大選看作不利因素並參

與到市場反應當中，這樣做弊大于利。

CNBC 援引分析人士的觀點說，理

性的方法是，接受“你不知道誰將勝選

”，以及更重要的“你不知道市場會對

大選結果如何作出反應”。換句話說，

投資者應該對大選結果導致金融市場大

幅波動的可能性做好准備，但不要浪費

時間試圖去搞清楚事態最終如何發展。

據《福布斯》報道，美國卡勒金融

集團（Kahler Financial Group）創始人裏

克· 卡勒（Rick Kahler）說：“對于一個

多樣化的投資組合或者美國股市，我不

認爲希拉裏或是川普勝出會帶來任何長

期的不同。”

他說，鑒于本屆大選不可預測的本

質，投資者情緒比平時緊張是意料之中

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投資者的擔憂要比

其它選舉時更加明顯。與平常一樣，讓

你的投資組合免受選舉影響的最好辦法

是“別管它”。

金融市場青睞希拉裏而非川普？

這可能是個偽命題

綜合報道 目前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剩

最後兩周的時間，而“野獸日報”（Daily

Beast）星期一則再爆料稱，川普曾在位于曼

哈頓的豪華酒店裏舉行“充滿可卡因的性愛

派對”，並要求許多模特參加，而這些模特

最年輕的居然只有15歲。

自由派媒體“野獸日報”星期一刊

登報道稱，兩名曾參加過川普派對的男

子爆料稱，川普經常會在毗鄰中央公園

的“the Plaza酒店”舉行派對，川普在

1988年到 1995年之間曾擁有這座著名的

豪華酒店。

其中一名爆料人是紐約的時尚攝影

師，他透露稱，川普會包下酒店的一個

豪華套間許多天，並邀請年輕的模特和

自己富有的好友參加派對。“派對上經

常會有戲劇性的一幕：那些男人向模特

們丟出金錢和毒品，在權力的誘惑下，

這些女孩無法拒絕，沒有人會給家裏打

電話，然後喊‘幫幫我’。” 這名要求

匿名的攝影師說。

攝影師稱，當時仍處于第二段婚姻

中的川普允許參加派對的人吸食毒品，

而他自己也會遊走在不同的房間，和女

孩們搭讪。

另外一名名叫安迪（Andy Lucchesi

）的男模特透露，他從沒看見川普吸食

過可卡因，但是他有自己的”毒品“：

性愛。安迪說：“許多 14歲左右的女模

特看起來像 24歲，我從來不會問她們的

年紀。”

截止星期一晚間，川普團隊尚未就

這份報告做出回應。

川普目前面臨競選危機，目前至少

有 12名女性表示川普對她們有過不正當

性接觸。其中兩位女性告訴《紐約時報

》，川普對她們進行了性侵。其中一位

女商人說，1978年，川普在一架航班上

觸摸其胸部，並將手伸進她的裙子。

還有兩名參加選美的參賽者爆料稱，

川普曾闖進後台更衣室，觀看女性裸體。

川普競選團隊發表了一份書面聲明

，稱紐約時報的報道是“虛構“，並說

該報道試圖在大選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抹黑川普。

川普遭爆料曾頻繁
舉行性愛毒品派對
未成年女模也參加

綜合報道 聯邦調查人員星期二說，

加州一輛旅遊大巴很可能是因爲輪胎太

舊、過度磨損、遠遠低于安全標准而出

車禍。那輛 1996 年大

巴星期天撞上大卡車

，造成 12名乘客和大

巴司機共13人死亡。

據全國廣播公司

（NBC News） 報 道

， 屬 于 USA Holiday

的那輛大巴星期天早

晨撞上大卡車之後，

還有 30多人受傷。

國家交通安全委

員會（NTSB）官員說

，對 1996 年 MCI 大巴

的輪胎初步檢查發現，幾只輪胎磨損嚴

重，低于安全標准。

NTSB成員韋納（Earl Weener）在記

者會上說，“根據輪胎狀況，那輛汽車

不符合商業車輛安全檢查標准，應當退

出服務。”

磨損嚴重的輪胎影響汽車和道路的

摩擦力。韋納說，NTSB將繼續調查汽車

狀況和那名司機的曆史，確定車禍的原

因究竟是什麽，但他說至少需要一年時

間才能查清全部情況。

那輛旅遊大巴從加州 Thermal 的紅

土賭場（Red Earth Casino）返回洛杉矶

時出車禍。加州公路巡警邊境科主管埃

貝 爾 （Jim Abele） 說 ， 司 機 維 茲

（Teodulo Elias Vides）在撞車之前沒有

踩刹車。

醫院官員說，那輛大巴上沒有安全

帶，多數乘客被從座位上甩出受傷。

加州12名遊客為何成冤魂
大巴輪胎太舊或許為主因

綜合報道 盡管全球經濟和政治面臨

的不確定性持續，但富豪們對房地産市

場仍有信心。英國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

輿觀（YouGov）與全球豪華房地産獨立

經紀商網絡平台Luxury Portfolio Interna-

tional對來自12個國家、消費能力排名前

10%的 5000多名富豪進行網絡調查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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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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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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歲女兒
人生的第一個
生日，媽媽肯
定不能缺席；
5歲女兒應該
慢慢有點懂事
了，希望她能
記住媽媽；18
歲女兒長大成
人的日子；25
歲應該成家立
業，有自己的

新生活了，媽媽應該可以不管她了。
來自安徽蕭縣的林小姐，今年26歲，2年

前被診斷出患有惡性腫瘤——骨肉瘤，並已經
擴散。今年年初，卻突然發現自己懷孕了。醫
院強烈建議墮胎，否則可能會造成她的病情加
重。可面對醫生和身邊人的勸阻，她最終選擇
生下孩子。

不敢奢望未來 盼陪伴女成長
今年9月1日，林小姐在醫院剖腹產，

生下一女。隨即病情急劇惡化，醫生判斷她
堅持不了幾個月。在這種情況下，林小姐作
出了一個令人淚奔的決定——給剛出生的女
兒，在不同年齡段的生日，錄製一段她的
“生日祝福”。她說，即使未來有不測發
生，希望這些影像還能讓女兒記得媽媽的聲
音和樣子，她也可以像所有媽媽一樣，陪着
女兒度過每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對於未來，林小姐表示，不敢想太多。
因為目前對她來說，除了病情需要面對，還
有巨大的經濟負擔壓迫着她，今後如果還要
看病治療，不知道錢要從哪裡去借了。“我
現在就是希望自己的身體盡快恢復起來，堅
持下去，陪着女兒一起長大。等身體好一點
了，我再去選擇，看看什麼治療方式對我來
說最適合。”林小姐說。 ■《揚子晚報》

本月19日清晨5時24分11秒，郭川
獨自駕駛超級三體大帆船從美國

三藩市金門大橋出發，正式開啟終點為
上海金山的“金色太平洋挑戰”。

郭川最近一次與岸隊和親友通過衛
星電話聯絡，是北京時間10月25日15
時左右，郭川自述航行順暢，估計將於
11月5、6日抵達目的地上海。通話結
束後不久，岸隊觀察到帆船在美國夏威
夷海域出現航速減慢的狀況，於是嘗試
聯繫郭川，但郭川對衛星電話和互聯網
通信均無應答。此後，郭川持續失聯。

曾兩創航海世界紀錄
就美國海岸警衛隊中止對中國帆船

選手郭川的搜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
慷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外交部和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正密切關注有關事
態，國際海事救援中心等組織的海上搜
救仍在繼續。
郭川被稱為“單人不間斷環球航

海中國第一人”，他曾兩次創造屬於
中國人的遠洋航海世界紀錄：2013
年，郭川駕駛 40英尺帆船從青島出
發，歷時138天，完成單人不間斷環球
航行，創造了該級別無動力帆船單人
不間斷環球航行的世界紀錄；2015
年，郭川率領國際船隊駕超級三體船
成功創造了北冰洋（東北航線）不間
斷航行的世界紀錄。

2013年1月18日，郭川船長在成功繞過了南美洲最南
端素有“航船墓場”、“魔鬼角”之稱的合恩角後，寫下了
這麼一句話：“走的到的地方是遠方，回的去的地方是家
鄉。”而今，郭川的親人和900萬青島人正在等待他回家。

郭川是山東青島人，他的帆船名字叫做“青島號”。據
當地媒體報道，為了減輕對家人的思念，郭川在出發前就將
小兒子的笑聲編輯成音樂。在茫茫大海中，小兒子天真的笑
聲，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歌，最讓我安心。”

安徽省安慶市一幢樓房的外牆長時間處於“樓
梯狀態”，“玻璃間隙”留有一道道“樓梯”，遠
遠望去，別有一番特色，市民戲稱高手能從此爬上
屋頂。據悉，該項目為岳西“瑞城商都”，位於岳西
高速公路收費站東側，項目分佈直通市區的蓮雲快車
道兩側，西側緊靠岳西新汽車總站。

2013年5月1日，該項目一期工程正式破土
動工。2015年還舉行了盛大的說明會。隨着各種

該項目延期交房，被曝出商戶要求退款的消息。
2015年10月，中共安慶市委辦公室正式回應稱：
網友諮詢岳西縣瑞成商都延期交房要求退房款的
問題，岳西縣委已責成岳西縣房管局予以調查處
理。經調查，岳西縣瑞城商都金翠名園房產開發
項目前期企業因資金困難，造成工程建設緩慢。
關於部分客戶要求退房款的問題，開發企業已公
開承諾會予以兌付。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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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哈爾濱亞布力近日迎來一場大雪，積雪厚度達
四五厘米，這可樂壞了來自四川的大熊貓佑佑。見到白
雪，佑佑不停地撒歡、刨洞、打滾。 ■文 / 圖：新華網

安徽“樓梯”樓遭民眾調侃

聽兒笑聲解思念

郭川美海域失聯
中國總領館促續搜救

■郭川出發前對各界的關心表示感
謝。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郭川所駕駛的帆船。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正在挑戰跨太平洋極限航行新紀錄的中國職業帆船選手郭川在美國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聯後受到多方關

注。北京時間10月27日11時30分，郭川岸隊接到美國檀香山海岸警衛隊電話，乘坐某美國海軍兩棲攻擊

艦馳援郭川的搜救人員已經設法登上了三體帆船，但在船上沒有找到郭川。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要求美國

海岸警衛隊不要輕言放棄，目前海上搜救仍在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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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惡
化的林小
姐。
網上圖片

■未完工的“樓梯”樓。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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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樓梯”樓遭民眾調侃

聽兒笑聲解思念

郭川美海域失聯
中國總領館促續搜救

■郭川出發前對各界的關心表示感
謝。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郭川所駕駛的帆船。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正在挑戰跨太平洋極限航行新紀錄的中國職業帆船選手郭川在美國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聯後受到多方關

注。北京時間10月27日11時30分，郭川岸隊接到美國檀香山海岸警衛隊電話，乘坐某美國海軍兩棲攻擊

艦馳援郭川的搜救人員已經設法登上了三體帆船，但在船上沒有找到郭川。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要求美國

海岸警衛隊不要輕言放棄，目前海上搜救仍在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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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惡
化的林小
姐。
網上圖片

■未完工的“樓梯”樓。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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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政局處於關鍵路口
綜合報導 泰國自1932年以來施行國

王僅扮演象征角色的君主立憲政體，然

而，普密蓬國王在位 70年卻在泰國政壇

上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如今，70年來扮演國家領路人角色

的普密蓬已駕鶴西去，新君何時登基與

新憲何日簽署兩大問題膠著在壹起，風

向標似定未定……泰國政局正處於壹個

關鍵路口。

儲君確立權威需時日
和同樣是君主立憲制的英國女王和

日本天皇不同，普密蓬在泰國政壇上扮

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且經常在法治失

效、派系紛爭的情況下，運用他個人的

威望充當最有效緩沖劑和最高仲裁者，

甚至有時不得不超越憲法，救國於危難

之中。

普密蓬國王至高無上的權威，至少

來源於憲法之外的三大因素：他本人數

十年來勤政愛民的傾力奉獻和治理國家

的卓越才幹；民眾對他的尊崇；以及王

室與軍隊的結盟。前兩大因素是相輔相

成的。

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專家提提南指

出，普密蓬國王近乎“半神”的地位並

非壹蹴而就。“民眾看到，平日裏這位

國王幾乎日夜不停歇地工作，而每當危

急時刻無論情況多麽糟糕，民眾們都堅

信普密蓬國王能為僵局找到出路。當國

王收斂笑容時，民眾感同身受，因為他

們深知國王深鎖眉頭是為了讓民眾笑得

更從容。”

第三大因素可以參考近半個世紀以

來普密蓬最倚重的心腹老臣炳· 廷素拉暖

的名言：“軍隊就像賽馬，而政府則是

來去匆匆的騎師，軍隊的真正主人是國

家和國王。”被無數軍官高官尊稱為

“炳爸”的這句名言，是全體泰國軍隊

對王室不二忠心的寫照。

而作為普密蓬第壹繼任者的哇集拉

隆功王儲長期在軍隊工作，任職泰國王

家空軍上將和王家禁衛軍第壹師禁衛團

團長，與軍隊關系也十分密切。

出生於 1952年的哇集拉隆功是普密

蓬國王和詩麗吉王後的長子，也是唯壹

的男性子嗣，於 1975年被普密蓬確立為

儲君。他年輕時曾先後在澳大利亞皇家

軍事學院和泰國王家指揮和參謀學院學

習深造。1982年曾前往美國的空軍基地

學習駕駛殲擊機。回國後，哇集拉隆功

經常在軍中開展飛行訓練，把所學知識

和技能傳授給空軍將士。

然而，儲君的權威性和民望與先王

有明顯差距，是不爭的事實。提提南認

為，哇集拉隆功王儲需要的是確立如同

他父王壹般的“道德權威”和“政治權

威”，並且在王權和“在泰國可實行的

民主”之間繼續保持平衡。

10月 13日晚間，泰國宮務處宣布普

密蓬國王逝世的消息之後，總理巴育轉

引哇集拉隆功王儲的話表示，準備和國

民壹起舉哀，等待合適的時機再繼位。

在先王已仙逝、新君未繼位的情況

下，15日主管法律的副總理威沙努宣布

，根據憲法和王位繼承法的相關規定，

樞密院主席炳· 廷素拉暖自動出任臨時攝

政王。

新憲法通過懸而未決
數日來巴育政府反復重申，王儲繼

位毫無問題，壹旦王儲繼位則攝政終結

。不過，頗為有趣的壹點

在於，威沙努也同時“詳

解”指出：臨時攝政王擁

有簽署和頒布新憲法的權

力，而尚未登基的王位繼

承人則無此權力，僅可代

表國王主持王室典禮或國

事活動。

這就涉及了眼下與王

位更叠大事同樣懸而未決

的另壹件要務——新憲未

獲禦準。

10 月 11 日，泰國制憲

委員會根據今年 8月底全民

公投通過的新憲法草案及

其附加問題，將增補版的最新憲法草案

提交給了巴育政府，巴育本來將在壹個

月內呈交國王禦準。然而，就在兩天後

，普密蓬國王逝世——新憲法可以說是

卡在了最後壹道程序上。

這部憲法禦準後，將取代 2014年政

變後采用的臨時憲法，成為泰國歷史上

的第 20部憲法。而根據巴育政府原定的

政治路線圖，2017年年底將根據該憲法

進行2014年政變以來的首次大選。

新憲法草案雖是巴育政府在國內外“還

政於民”的呼聲下擬定的，但基本反映

了現任政府的意願，有助於王室和巴育

政府能夠把控住未來大選的大局。

民心穩定不願起事端
從目前舉國齊心哀悼先王的基調，

可以對未來泰國政局的主旋律做謹慎樂

觀的評估：國王逝世當晚民眾即徹夜在

醫院外為其守靈、10月22日晚間近20萬

民眾自願聚集在皇家田廣場同唱《頌聖

歌》；數日來，外府不少民眾攜帶國王

畫像千裏迢迢來到大皇宮前、在烈日下

排兩三個小時只為悼念他們的君父……

從此前新憲法草案公投順利通過，到眼

下輿論和民眾壹致頌揚和緬懷先王，大

致可看出人心的走向——巴育政府執政

兩年來大體上穩定了政局和經濟，民眾

給現任政府投下信任票。普密蓬的逝世

並未彌合壹切派系分歧，但無論他信、

英拉的西那瓦家族，還是為泰黨民主黨

、黃紅衫軍，其政治影響力較前相比都

有所削弱，如果哪個派系意欲在國喪期

挑動事端、只會進壹步失去道德高地和

民心所向。此外，朝野上下早已厭倦了

街頭紛爭、也不希望因繼位問題而再起

事端。

當然，民眾和輿論界良好的意願是

壹方面，泰國下壹步的走向還要取決於

王室與其守護者巴育政府的選擇。政府

近期的相關表態並不明確，只是模糊地

向外界預示了幾個重要時間節點：先王

逝世半個月的10月28日或先王逝世壹個

月後，或將“盡快宣布新君繼位”；

“國喪期壹年後、將進行先王火化禮和

新君加冕禮”（按照泰國慣例，新君可

先繼位、壹年後再加冕）。

觀察人士預計，未來泰國政局可能

有三種時間表，主動權則握在現任政府

手中：其壹、或將於近壹個月內宣布王

儲繼位、新憲自然就由新君禦準、並按

照預定時間表於 2017年底進行大選；其

二、以國喪期壹年為由，其間選擇政府

認為萬事穩妥的時機、由臨時攝政王簽

署憲法、引導和輔助哇集拉隆功王儲在

既定軌道上行使王權，循序漸進地實現

王位的平穩過渡，並在合適時間再確定

大選時間；其三、以國喪期壹年為由，

壹年之內新君不繼位、攝政王也不簽署

憲法，並順水推舟地將原定 2017年底大

選的時間表向後再順延壹年。

巴基斯坦壹家智庫發布的研究報告稱，印度擁有的材料和技術能力足以

制造356到492枚核彈。

據印度報業托拉斯網站 10月 25日報道，伊斯蘭堡戰略研究所在壹份聲

明中說，“壹份突破性的研究報告揭示，印度擁有的材料和技術能力足

以制造356到492枚核彈。這與早前幾份研究報告對印度核彈制造潛力的

不屑形成了鮮明對比”。

聲明說，這份名為《印度無安全保護的核計劃》的研究報告，目的是了

解印度復雜的核計劃的各個方面，包括其歷史、規模、程度和能力。新

德裏將其核計劃置於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保護之外。

據報告的作者們說，有證據表明，印度的核計劃是發展中國家和《不擴

散核武器條約》非締約國中最大的沒有安全保護的核計劃。

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員會前主席安薩爾· 佩爾韋茲說，這項研究取得了新

的突破，為官員和研究人員提供了了解印度核武器制造能力的新視角。

菲提“分手”真心還是假意？
外媒：或是杜特爾特即興發揮

綜合報導 外媒稱，菲律賓總統 25日開始訪問

東京，這是他亞洲之行的最新壹站：在此行中，他

已經動搖了與美國的長期聯盟。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近日發表文章稱，杜特

爾特上周借訪問北京之機宣布與美國“分手”，盡

管菲律賓自1951年就與美國簽訂了安全條約。現在

，大家都在設法弄清這位直言不諱的新領袖到底是

什麽意思。

1.“分手”對美國的安全、外交和商業意味著

什麽？

杜特爾特作出具體承諾，比如取消與美國的軍演以

及要求美國從棉蘭老島撤軍。但到目前為止，兩國

政府都沒有宣布正式取消協議或合作。

僅僅杜特爾特說過的話就可能產生相應後果，

阻止美國對菲律賓事務的參與，這個國家是壹些美

國公司的大型後勤中心。美國和日本壹直是菲律賓

外國投資的主要來源。菲律賓美國商會高級顧問約

翰· 福布斯說，至少有三個美國商業和貿易代表團

的訪問被推遲或取消，至少有壹項提議中的業務流

程外包投資暫緩進行。

2.杜特爾特為什

麽如此出言不遜？

與他有多年交往

的人說，這是他壹貫

的行事風格。他在南

部城市達沃擔任市長

的 20多年裏壹直言辭

強硬，專橫獨裁。他直言不諱，愛搞惡作劇，喜歡

開壹些可能讓別人感到不得體或受冒犯的玩笑。

從政治角度看，他對美國的動機及其在菲扮演

的歷史角色心存懷疑：直到二戰結束，美國壹直對

菲實施殖民統治。此外，他似乎對於他認為的針對

個人的不尊重非常敏感，大概出於這個原因，華盛

頓對他血腥掃毒的批評刺痛了他。

3.杜特爾特的最終目標是什麽？

參加菲律賓 400人商界代表團與杜特爾特壹道

訪華的高管們說，“分手”之說似乎讓馬尼拉的其

他官員措手不及。這加強了壹種更普遍的印象：從

某種程度上，杜特爾特是在圍繞調整外交政策這個

核心主題即興發揮，而不是致力於壹個詳細計劃。

當然，馬尼拉尚未發表提議改變美菲政策的正式文

件。杜特爾特在訪華後壹周前往日本，這也值得註

意，因為這暗示他真心希望構建壹套更大的關系，

而不僅是成為依賴北京援助的衛星國。

4.美國及其盟友作何反應？

美國官員公開稱，他們仍在設法弄清所有這壹

切都是什麽意思。美國國務卿克裏對菲律賓外長亞

賽表達了擔憂，但相信兩國能“解決”矛盾。美國

負責亞洲事務的最高外交官拉塞爾訪菲時說，華盛

頓仍是壹個“可以信賴的”盟友，支持菲改善對華

關系的努力。

杜特爾特和菲商界要人似乎都充滿信心，認為

美國政府和美國公司在菲利益太大，不會因為受到

冒犯就離開。這種看法現在將得到驗證。

（中央社）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今
天回顧攸關勞工週休二日修法歷程表示，民進黨
團委屈不能求全，被逼下作最後回擊；批評國民
黨團要杯葛不用功；從沒想到關鍵時刻時代力量
這樣搞。

柯建銘晚間受訪對於攸關勞工週休二日的勞
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能否在11月8日完成三讀
一事表示，極大挑戰、困難度很高，立法院長蘇
嘉全明天上午10時將召集朝野協商，等朝野協商
時再談。

被詢及明天國民黨團不參加協商，柯建銘說
，國民黨團在野後，凡事都會挑戰民進黨，尤其
不當黨產條例草案通過後，國民黨團揚言採焦土
戰，並不是只有勞基法修法一案，因此勞基法修
法案不是民進黨說退回委員重來就可以解決，
「讓」不代表朝野可以和解、終結藍綠對立。

回顧這段修法歷程，柯建銘說，從來沒有想
到時代力量會占領主席台，而且是在關鍵時刻這
樣搞，民進黨團也想好好開會，但國民黨團搞占

領會議室、占領主席台，因此不得不應戰。
他以102年食品衛生管理法16個草案為例表

示，5月30日出委員會，31日三讀通過，根本沒
有確認議事錄，而且是衛環委員會單一委員會，
強調議事錄確定與院會三讀脫鉤的法案比比皆是
，國民黨團總召廖國棟主持的漁業法修正案，就
沒有確認議事錄。

柯建銘說，國民黨應在委員會與民進黨論戰
，民進黨在野打自由經濟示範區一案，利用冗長
發言、文鬥說明反對的理由，但國民黨開會不會
論述，要杯葛不熟稔議事規則， 「他們都不用功
，黨產條例講兩三條罵完後就退席」，沒有續航
力。

他說，不能老是說民進黨國會多數暴力，真
相是國民黨與時代力量不讓民進黨開會，民進黨
只有照議事規則走，民進黨昨天採取的策略是先
與國民黨溝通，釋出善意願意朝野共同勘驗議事
畫面，議事錄不確定也沒有關係，但委屈不能求
全，在被逼底下做最後回擊。

週休二日修法 柯建銘：委屈不能求全

（中央社）行政院發言人徐
國勇今天表示，若週休二日修法
三讀通過，將從明年元旦開始實
施，也就是今年剩下的3天國定
假，勞工仍可放假。

今年剩下的3天國定假分別
為 10 月 31 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
念日、11 月 12 日國父誕辰紀念
日與12月25日行憲紀念日。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今天為了

確認日前審查勞基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當天的議事錄，朝野再度
爆發衝突，衝突中確認議事錄，
但隨後議事就空轉、停擺一整天
。

媒體報導，若修法案在 11
月8日院會闖關三讀，11月12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12 月 25 日行
憲紀念日，勞工可能放不到假。

徐國勇表示，修法通過後，

施行日期應由明年元旦起，民眾
擔心假期被砍，但今年剩下的假
期還是可以放。至於 11 月 12 日
適逢週六、12 月 25 日適逢週日
，他表示將 「按照過往慣例處理
」。

勞動部表示，依勞基法第37
條實行細則的相關規定，國定假
日若遇例休或休息日，可以補假
。

7天假還有3天 政院：仍可放假

（中央社）內政部長葉俊榮今天公布第 1 屆
聽證主持人名單，包括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授杜文苓等9人；葉俊榮表示，這是政府運作重
要時刻，希望聽證可成為內政部重大政策決策的
助力。

為完備公民參與機制，落實程序正義理念，
內政部將對影響民眾權益甚鉅的重大政策決策過
程，推動導入聽證程序。

內政部經過公開接受各界推薦與自薦聽證主
持人選，並辦理遴選作業及徵詢意願後，葉俊榮
下午公布第1屆聽證主持人名單，並致贈聘書。

9位聽證主持人包括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授杜文苓、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林明昕、張文
貞、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陳立夫、政治大學法
律學系副教授傅玲靜，以及律師林三加、高烊輝
、蔡志揚、羅秉成。聘期2年，自今年11月1日
至107年10月31日。

內政部說，相信透過這些瞭解聽證制度及相
關行政程序、具公正立場的主持人，可以確保聽
證作業落實嚴格性、公平性程序原則，進而讓聽
證成為內政部重大政策決策的助力。

（中央社）國民黨立委王育敏跟蔣萬安
在早上10時15分時，回到衛環委員會並占據
主席台，要求民進黨必須對早上的會議給出
交代。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今天確認日前審查有
關 「一例一休」的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當天議事錄，過程中藍綠爆發肢體衝突，主
席台的麥克風遭扯歪，會議室也留下滿地碎
紙。

召委吳玉琴在國民黨立委離開後宣布將
在 10 時 30 分重新開會，不過 10 時 15 分時，
國民黨立委王育敏、林為洲跟蔣萬安又回到
會議室並佔據主席台。

王育敏說，回來是要求民進黨必須給個
交代，尤其早上各黨團都有提案，但召委吳
玉琴居然不予以處理。

「以為可以船過水無痕嗎？」王育敏表
示，吳玉琴還有臉回來坐在召委的位置上嗎
？民進黨徹底違反民主，所以大家才會這麼

生氣，她們要待在主席台上，等民進黨給個
交代。

王育敏指出，身為執政黨難道不需要反
省嗎？民進黨不願意面對真相，是逼著在野
黨跟他們做長期對抗。

人民給民進黨多數立委在立法院，不是
要給他們實踐多數暴力。民進黨踐踏了在野
黨、人民，不要以為上午的會議結束就結束
了，現在還可以繼續開會。王育敏強調，沒
有這種事情。

蔣萬安也說，早上我們只是要登記程序
發言，要勘驗5日的錄音錄影，召委吳玉琴卻
不予以處理，未來衛環委員會還要開會嗎？
立法院根本變成執政黨的立法局。

除了國民黨立委之外，時代力量立委徐
永明、洪慈庸也仍留在會議現場。召委吳玉
琴則出面說，請王育敏跟蔣萬安讀懂議事規
則後，就離開會議現場。

藍委佔主席台 要求綠給交代

推動聽證內政部公布9位聽證主持人

新北中和分局揭牌成立
新北市長朱立倫（前排左5）及新北地檢署檢察長朱兆民（前左4）27日主持中和第

一及第二分局合併中和分局的揭牌成立典禮，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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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外界質疑前總統馬英九於 「馬習
會」時未提 「一中各表」，馬英九今天面對媒體
詢問時表示， 「我們辦公室今天已經發了聲明，
請參考」。

媒體追問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指
馬英九辦公室是黑機關，馬英九僅微笑，並未回
應。

馬英九傍晚參加台北市商業總會成立70周年
大會暨成立50年以上商業同業公會頒獎表揚典禮
，致詞時談到台北市長任內主張開放兩岸直航，
以及推動市政建設。

最近 「一中各表」引發國民黨內論戰，馬英
九辦公室在馬英九傍晚出席活動時，發出新聞稿
表示，馬英九於 「馬習會」出發前國際記者會、

會談中及會後國際記者會上，都一再重申 「九二
共識、一中各表」，請有心人士勿以訛傳訛，混
淆視聽。

馬英九辦公室說，馬英九一向主張， 「九二
共識」的核心內容就是 「一中各表」，這是過去
8年來兩岸和平的基礎，也是國民黨從1992年以
來的基本政策，在2005年 「連胡會」時獲得確認
，在 「馬習會」中，更被確認為兩岸共同的政治
基礎。

馬英九辦公室表示，馬英九24日在黨內餐會
的談話，是基於對國民黨的感情，重申自己20多
年來一貫立場，給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參考，不是
對任何人開戰。

媒體問一中各表 馬英九：已發聲明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辦公室今天發布聲
明表示，黨難當頭之際，希望國民黨能釐清歷史
，展現團結，重振黨魂，一致對外。他24 日的
談話是給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參考， 「不是對任何
人開戰」。

馬英九 24 日邀洪秀柱等人共商黨計，席間
談到 「洪習會」，馬英九說，九二共識、一中各
表不可分，未來在呈現時，應該保持原來方式。

他說， 「我馬英九講九二共識，沒講一中各
表，不會讓人覺得有問題，但有些人始終不講一
中各表，就會讓人家覺得有問題」。據轉述，洪
秀柱回應，九二共識不只有一中各表還有其他的
，不是還說兩岸要共同追求統一嗎？怎麼不講追
求統一？

馬辦今天下午發布聲明表示，馬英九一向主
張， 「九二共識」的核心內容就是 「一中各表」
，這是過去8年來兩岸和平的基礎，也是國民黨
從1992年以來的基本政策，在2005年 「連胡會
」時獲得確認，在 「馬習會」中，更被確認為兩
岸共同的政治基礎。

馬辦表示，馬英九 24 日在黨內餐會的談話
，是基於對國民黨的感情，重申自己 20 多年來
一貫立場，給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參考，不是對任

何人開戰。
馬辦指出，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來源

固然是1992年8月1日前總統李登輝在國統會第
8次全體會議上對 「關於一個中國涵義」決議文
所做的裁示，決議文第三點也有提到 「國統綱領
」。但 「九二共識」本身的內容就是上述那一段
文字，並未提到國家統一。

馬辦表示，這一點，馬英九在 24 日餐會上
拿出當年的 「關於一個中國涵義」決議文，逐字
宣讀，說明清楚，在場人士均已瞭解兩者的關係
。

馬辦表示，馬英九認為，國民黨的兩岸政策
是由多數黨員依據民意決定的。去年 「馬習會」
後陸委會做的民調顯示，如果 「一中各表」的
「九二共識」中的 「一中」是指中華民國，有

61%的民眾支持 「九二共識」，可見 「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不但是 「兩岸共識」，也是 「台灣
共識」。

馬辦也表示，馬英九去年和中國大陸國家主
席習近平會面前記者會、會談中，及會後國際記
者會上都一再重申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請
有心人士勿以訛傳訛，混淆視聽。

馬英九：盼黨一致對外 與洪談話非開戰

（中央社）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多位委員
今天質疑，政府黑手伸入退休基金，軍公教勞
的老本被拿去護盤；不過，多位基金管理人都
否認有護盤。政務委員林萬億也說，四大基金
沒有護盤。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今天召開第18次委員
會，討論 「基金管理」議題。

有委員質疑，每次台灣股市重挫時，為穩
定股市，政府宣布四大基金、國安基金進場護
盤，但這些基金都已岌岌可危，為何還有餘力
進入股市護盤？

也有委員說， 「政治黑手要滾出去」，軍
公教勞的老本，不能拿來當政治上的護盤。

年金委員會會後記者會，媒體詢問，四大
基金有沒有隨國安基金進出股市？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蔡豐清說
「沒有」。

台灣銀行副總經理陳鴻說，台銀操盤的，
一個是舊制勞退基金，一個是公保準備金；操

盤時，是依據專業，不會受外面任何影響，每
天早上要開投資決策會議，做出投資判斷。

陳鴻指出，如果說公保準備金或舊制勞退
基金，配合國安基金操盤， 「這句是完全不對
的」，因為操盤完全是依據專業判斷，除了每
二週有投資檢討，每天一早就開始收集資料，
做當天投資行為判斷， 「可以跟大家很堅定的
講，投資上都是我們專業判斷所做出的投資行
為」。

勞動基金運用局局長黃肇熙說， 「過去3
年來，我們國內的投資股票都領先大盤，若我
們真的要去護盤，不會有這種現象」。

年金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林萬億說， 「四
大基金異口同聲否認有護盤」。

林萬億說，大家變成順口溜，只要股市怎
麼樣，就說國安基金、四大基金要護盤， 「其
實四大基金若是逢低去買進，是他們厲害啊!這
不是護盤，這是賺大錢」。

退休基金遭質疑護盤 林萬億：沒有

（中央社）社會民主黨今天表示，民主進
步黨以人數優勢強行通過5日1分鐘通過法案
的議事錄，殘害勞工、 「從今天開始民進黨不
能再被信任」，不排除更激烈抗議。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確認5
日初審有關週休二日的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議事錄，過程中發生朝野立法委員肢體
衝突。

社民黨發布新聞稿表示，民進黨不惜違反
民主程序，執意要跟全台千萬勞工作對，徹底
違反選後謙卑溝通承諾。

社民黨發言人呂欣潔指出，民進黨罔顧國
會審查民主程序，對影響全國1012萬勞工的法
案連委員會公聽會都不開，只把企業主利益放
在眼哩，其他人連溝通機會都沒有，這種執政
黨還談什麼民主進步？

社會民主黨召集人陳尚志表示，勞工處於
低薪資高工時惡劣勞動環境，如果不改進，將
有更多社會問題。民進黨執政至今，各項改革
走得歪歪斜斜，卻把狠勁都發洩在砍勞工權益
，只為資方服務的政黨根本沒資格談謙卑與信
任。

議事錄確認社民黨：不排除更激烈抗議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
廖國棟今天表示，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應為相關
議事人員違法製作不實議事錄負責任，具狀向監
察院告發；林志嘉表示，堅守議事中立原則。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5日初審
查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引發爭端，
廖國棟上午率多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具狀到監
察院告發林志嘉涉瀆職。

國民黨團書記長江啟臣說，林志嘉未能保持
中立，未負起 「指揮監督」之責，反而指使、掩

護議事處與公報處等單位在議事稿中動手腳，恐
涉 「偽造文書」與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希
望監察院入調查，糾舉林志嘉不當作為。

他說，林志嘉就任以來，干涉委員會議事與
侵犯召集委員職權行使，前科累累，令人寒心，
呼籲林志嘉要超然，潔身自愛、自律自重。

林志嘉受訪表示，他堅守議事中立原則，可
理解國民黨團採取的動作，但絕對沒瀆職，維持
議事中立。

遭向監院告發 林志嘉：堅守議事中立

週休二日議事錄確認 藍委抗議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27日順利召開，會議主席吳玉琴上午9時7分宣布經表

決確認週休二日初審議事錄，國民黨團立委嚴正抗議。

朝野立委衝突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27日順利召開，會議主席吳玉琴上午9時7分宣布經

表決確認週休二日初審議事錄，引發朝野立法委員肢體衝突。

陳副總統出席郭金發告別式
「寶島低音歌王」 郭金發日前在敬老表演時驟逝，27日舉行告別式，副總統陳建仁

（前右）出席致哀，場面備極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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