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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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713-777-7233
832-277-7745

ZaZa Digital
98899889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312312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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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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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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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
續
七
年
獲CC

hhaannnneell1133
BBlluuee

RRiibbbboonn

殊殊
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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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飲
茶

時
間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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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AA112017年1月27日 星期五
Friday, January 27, 2017

11655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記者黃相慈／圖與文））美南新聞集團將於美南新聞集團將於
22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
場舉辦場舉辦 「「第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歡迎各族裔民歡迎各族裔民
眾共襄盛舉眾共襄盛舉。。

美南第美南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進入倒計時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進入倒計時（中新社）中國駐
紐約總領館和紐約帝國
大廈 1 月 26 日聯合舉辦
慶祝中國鷄年春節點燈
儀式。中國駐紐約總領
事章啓月、帝國大廈集
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凱

斯勒共同出席並致辭。
凱斯勒表示，十分榮幸再次與中國駐

紐約總領館聯合舉辦春節點燈儀式。帝國
大廈樓頂於1月26日至27日連續兩晚將以
“環球慶典”為主題，為慶祝中國新年點
亮紅金兩色的吉祥綵燈。大廈一層將舉辦
為期一個月的“歡樂春節”鷄年生肖櫥窗
展，主題為“錦鷄報曉”、“大吉大利”
和“金鷄納福”，希望給大家送上中國人
民的新春祝福。

章啓月表示，近年來，中國傳統佳節
——春節正成為全球慶典，不僅為各地華
人也為世界各國人民提供了慶祝往日成就
、面向嶄新未來的美好契機。 繼去年農曆
春節首次成為紐約公立學校的假日后，今
年紐約州參議院又通過了慶祝農曆新年決
議。這不僅是對亞裔文化與貢獻的認可，
也表明中美友好已深入人心，意義重大。

章啓月表示，2016“中美旅遊年”取
得可喜成果。紐約市接待遊客數量創歷史

新高，中國內地躍居紐約市第二大旅遊客
源國。日益密切的旅遊合作不僅豐富了中
美合作內涵、促進兩國人民交流和相互理
解，而且也為帶動兩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
的動力。中美人文交流已成為連接兩國人
民的重要紐帶和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

亮點。
章啓月隨后代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向

美東地區的華人華僑留學生、中資機構、
媒體朋友及各界民衆致以新年祝福，並向
中國文化部、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對外文
化集團公司等單位表示感謝。

慶慶中中國春節 紐約帝國大廈點亮綵燈綵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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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中國農曆雞年到來之際，英
國首相文翠珊26日通過視頻向全球華人拜年，她
指新年對於中英關係將是非比尋常的一年，並期
待再次訪華，她在短片中還首次展示了中文。

即將到來的雞年，是中英關係進入“黃金時
代”的第二個年頭，文翠珊繼承了前幾屆首相的
傳統，透過政府官方網站發放了春節祝福短片，
這也是她成為首相後首次發表農曆新年賀詞。

在賀詞中，文翠珊首先向在英國、中國以及
全世界慶祝春節的華人送去新年祝福，她說，從
北京的春節廟會，到香港的煙花表演，再到倫敦
的新年遊行，華人家庭和社區正歡聚一堂迎接農
曆雞年的到來。

新的一年對中英關係而言，將是非同尋常的
一年。 “我們雙邊關係的起點，比任何時候都要
堅固。在15個月前，習近平主席對英國進行了歷
史性國事訪問。我們獲得的中方投資，遠超過其
它歐洲主要國家。約有15萬的中國留學生在這裡
學習，五年間中國遊客數量也增加了一倍。同時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英兩國在緊
迫的全球性事務上一直攜手合作。2017年還有一

些重要的紀念日：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中英建
立大使級外交關係45週年。”

“我希望藉此機會，進一步加強中英兩國在
商業、外交、教育、旅遊和文化等領域的聯繫，
英國也在打造一個全新的面貌，將成為世界上最
對外開放的自由貿易國家。”她十分期待能夠再
次訪華，“去年我曾到訪中國杭州（參加二十國
集團峰會），那是我首次以英國首相身份訪問歐
洲以外國家，也是我首次與習近平主席會面。”

農曆雞年的寓意十分吉祥，象徵了許多我們
應該追求的美好品質：開放、自信、勤勞和領導
力。而“這些優秀品質我們並不陌生，因為在英
國的華人每天都會體現出來。”華人團體對英國
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也證明了了英國的實力
和成功有賴於人民的奉獻精神、文化的多元以及
強烈的公民精神。

在賀詞的結尾，文翠珊說“在張燈結彩，吃
餃子的時刻，我要真誠地祝福各位和你們的家人
，不管身在何方，都能幸福和身體健康。”她最
後首次用中文說出“新年快樂！”

英國首相文翠首秀中文 向全球華人賀雞年

（綜合報導）白宮發言人史派瑟（Sean Spicer）今天說，美國總統川普打算藉由對墨
西哥貨物課徵20%進口稅，資助他在美墨邊境築牆的經費。

築牆計畫意在掃蕩非法移民，而有關圍牆經費由誰出已引發美墨兩國的緊張，導致
墨西哥總統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na Nieto）今天取消下週訪美行。

法新社報導，史派瑟對記者說： 「這麼做我們一年可以收到100億美元，單單透過這
項手法就能輕易支付築牆所需。」

史派瑟針對這項提議的稅如何或何時徵收未進一步詳細說明，但他表示，這可能是
整體稅務改革方案的一部分。

美墨邊境築牆美墨邊境築牆 川普欲對墨貨物課稅川普欲對墨貨物課稅2020%%
（綜合報導）針對墨西哥總

統潘尼亞尼托取消下週訪美行，
美國總統川普宣稱，這是他們的
共同決定。

由於美墨對於誰將支付邊境
圍牆經費存有歧見，潘尼亞尼托

（Enrique Pena Nieto）稍早透過
推特表示，將不會參加原定31日
與美國總統的工作會議。

美聯社報導，川普在費城對
共和黨國會議員表示： 「墨西哥
總統和我自己同意取消原定下週

舉行的會談。」
川普說： 「除非墨西哥帶著

尊重公平對待美國，否則這類會
議將徒勞無功，而我想走不一樣
的路。我別無選擇。」

川普：墨總統取消訪美是雙方共同決定

（中央社）迎接2017年 「雞」年
將到，易術理財專家陶文表示，生肖
屬蛇的朋友運氣不錯，有貴人、偏財
；犯太歲屬雞的朋友，建議借力使力
，借用太歲能量，加上謹慎及行動力
，今年你會紅。

陶文並分享12生肖 「雞」年運勢
，以供讀者在新的一年持盈保泰、趨
吉避凶。

屬鼠的朋友，今年太歲貴人磁場
活絡，因此，人脈不僅就是錢脈，也
是事業興衰的命脈，建議廣結善傑、
把握機會。

屬牛的朋友，2017丁酉太歲星提
供選擇的智慧，但同時也給了原地踏
步的理由，沒有對或錯，只有是否要
更好。總的來說，屬牛的朋友今年上
半年的努力，下半年就會收成，且還
能在來年累積趨吉避凶的正能量。

陶文指出，屬虎的朋友，今年注
意避免口舌，慎選合作對象，同時要
大膽圓夢。老虎今年不缺好運勢，缺
的是享受美好計畫與心境，記得再忙
也要喝杯咖啡。

屬兔的朋友，今年時值歲破，然
而流年磁場中有 「智慧生財」、 「名

利雙收」正能量，因此，也是60年才
出現一次的絕佳轉運年，建議兔子今
年謹慎規劃、勇敢設定目標、按圖索
驥落實，才不會浪費60年才出現一次
的絕佳轉運契機。

屬龍的朋友，今年建議三思後行
，務實面對。龍子今年容易陷入凶吉
交參窘境，凡事多給自己3分鐘，思
考或猶豫都沒關係，且今年的謹慎與
辛勞，極容易在來年出現一鳴驚人的
表現。

屬蛇的朋友，今年人際關係不錯
、有貴人，尤其，時逢9年出現一次

的偏財年，多加把
勁，有機會升官發
財，也因此，機會
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只要做好布局，
將來並不遙遠，經

過雞年、狗年洗禮、沈澱後，豬年有
機會開始發酵。

屬馬的朋友，今年事業運很好，
是大利圓夢的流年，用對策略有機會
向上攀升，不過，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財富，記得衝刺事業時，別讓無止盡
的工作傷害身體。

屬羊的朋友，告別猴年的病符星
後，元氣大增，事業大好外，家庭運
更是理想，但由於太歲五鬼星當道，
建議多看、多聽、多讚美、少批評。

屬猴的朋友，今年太歲桃花星綻

放，極容易擁有一種人緣能量暴增的
感覺，這時若再廣結善緣，則人脈不
僅是錢脈，更是提升仕途的貴人金脈
。

陶文表示，屬雞的朋友，今年犯
太歲，雖說太歲當頭，無災必有禍，
但面對12年才一次的當家作主輪值，
屬雞的朋友其實就是今年的最佳主角
，建議借力使力，借用太歲能量，加
上謹慎及行動力，今年你會紅。

屬狗的朋友，由於太歲六害星氣
勢頗旺，建議具備隨機應變的情緒管
理能力，以及未雨綢繆的萬全準備，
發揮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的精神
，2017年的辛勞，2018年必定發。

屬豬的朋友，今年的太歲驛馬星
提供理想的活動能量，不論出國遊學
，還是外語學習，都值得著手進行。

12生肖雞年運勢大公開持盈保泰看這裡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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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恐怖分子謀劃恐襲德國杜塞計劃曝光 險些成真

綜合報導 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德

法警方去年6月破獲的壹個敘利亞恐怖

組織原本計劃在德國北威州州府杜塞爾

多夫市鬧市區發動多起恐怖襲擊。調查

人員透露，恐襲活動原本計劃在周末進

行。

2016年 12月 19日，突尼斯人阿姆

裏在柏林西部中心地帶的布萊特施德

廣場（Breitscheidplatz）沖撞當時拜訪聖

誕市場的人群，造成12人死亡，另有48

人受傷。

而德國司法部門最新公布的消息

顯示，德國北威州首府杜塞爾多夫市

也險些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另外壹個

目標。據稱，有四名敘利亞人已經將

襲擊杜塞爾多夫的計劃制定的非常詳

細。

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襲擊預謀者

甚至已經訂好了在壹周內的哪壹天發動

襲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最近公布的決

議顯示，該院已經批準延長涉案IS恐怖

組織成員的拘留期限。

最高法院公開的文件透露了去年12

月中旬的調查進度。其中寫道：“行動

計劃已經深入展開”。四名嫌犯將發動

襲擊的日期定為壹個周五或周六，“因

為杜塞爾多夫的老城區在這幾天的人流

量很大。”

聯邦最高法院透露，恐怖組織計

劃先派出兩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同時

在市中心平行的兩條街引爆炸彈。然

後會在老城區的四個出口中的每個出

口安排兩名手持 AK47 的恐怖分子。

“他們的任務是盡可能多的射殺逃跑

中的平民，在子彈用光後引爆自己身

上的炸彈。”

之所以能查處恐怖組織，主要還是

因為其中壹位男子自首。警方剛開始時

對他的可信度曾表示懷疑。德國司法機

關的報告顯示，調查人員在評估了多個

臉書帳號的信息後，“基本上確認”了

他的說法。

據媒體此前報道，德國柏林警

方 基 本 確 認 在 逃 的 突 尼 斯 人 阿 尼

斯 · 阿姆裏就是柏林襲擊事件的制

造者。

根據德國檢察部門掌握的信息，壹

位名為薩雷（Saleh.A）的嫌犯今年 30

歲，他曾於2016年 2月1日向法國巴黎

警方自首。調查人員通過他了解到了其

同謀的動向。2016年6月2日，警方在德

國北威州、巴符州和勃蘭登堡州的難民

營中分別逮捕了三名男子。他們是馬霍

（Mahood B 據稱當時 25 歲）阿普德

（Abd Arahman A. K. 31歲）和哈姆紮

（Hamza C. 28 歲）。法國警方於2016

年秋季將薩雷移交德國。

根據去年6月就被公開的消息，此

次襲擊任務的指使者直接來自所謂“伊

斯蘭國”（IS）的高層。如今新的細節

浮出水面。其中顯示，薩雷曾經在敘利

亞的拉卡（Rakka）市與伊斯蘭國的多名

領導層成員會面，接手了此次襲擊任務

和具體行動方案。壹位曾經生活在杜塞

爾多夫的德國IS分子起草了壹份標有多

個地點的地圖。據稱，薩雷從2015年 3

月進入德國後就開始了進壹步制定襲擊

計劃的行動。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最新決議還顯

示，嫌犯曾於2016年2月10日在德國海

德堡市進壹步討論行動的細節。據稱，

薩雷曾打算在那裏與阿普德會面，後者

的任務是制造自殺炸彈背心。兩人會面

原本打算討論“如何儲藏炸藥，並將其

運往杜塞爾多夫”。但到了兩人碰面的

時間時，薩雷已經向警方自首。他說，

阿普德和哈姆紮“不僅僅是想要發動

襲擊，而是已經下定了決心”。據薩雷

表示，馬霍當時也做好了“隨時”成為

自殺式襲擊者的準備。

德國司法機關表示，當前的調查進

度是：已經傳召了57名證人，“其證詞

有部分相互沖突的地方，所以有必要進

壹步傳召證人。”3名同謀手機中的數據

還未得以完全評估。到目前為止，法

國、荷蘭、比利時、阿爾及利亞和土耳

其已經提供了司法調查上的協助。另外

調查人員還有可能尋求美國和約旦方面

的協助。

意大利遭雪崩酒店被埋人數或達35人

無生命跡象
綜合報導 意大利救援組織報告稱，該國中部的壹處滑雪度假賓館

遭到雪崩掩埋，目前賓館內的失蹤人數或為35人，所有人被埋超過24

小時，賓館內暫無生命跡象。

警方援救工作負責人對當地媒體表示，事件造成許多民眾喪生。早

些時候官方機構表示，事發當時名為裏戈皮亞諾（Rigopiano）賓館內有

20名旅客和7名工作人員。

救援人員在被掩埋的酒店前實施營救行動。雪崩發生時，酒店內有

大約30名客人和工作人員，他們目前仍下落不明。

兩名賓館旅客幸運躲過壹劫，是因為二人在雪崩發生時剛巧離開

賓館前往不遠處停的汽車內取東西，因此雖然被冰雪掩埋，但沒有

被困在坍塌的賓館建築內。其中壹名旅客表示，自己的妻兒雪崩時

都在賓館中。

救援人員表示，目前被埋在雪下的賓館建築裏沒有人員生還的

動靜。

當地積雪嚴重阻斷道路，救援工作難度極大，積雪厚度超過2米。

事發時雪崩的沖擊力巨大，且直接沖擊到位於山腳下的裏格皮亞諾

賓館，整個賓館建築被推移10余米。

裏戈皮亞諾賓館位於阿馬特裏切地區附近的阿布魯佐山區低窪處。

該地區連續遭遇震級達5級以上的嚴重地震襲擊，使得曾在去年就因地

震受損的當地再次遭到重創。據稱，地震時，遠在150公裏外的首都羅

馬也能感受到持久而清晰的震感。

西非聯軍向賈梅下最後通牒後通牒

岡比亞局勢趨緊
綜合報導 因岡比亞總統賈梅拒絕向

已宣誓就任的新任總統巴羅移交政權，西

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的部隊限

定賈梅在當地時間20日中午前離開總統

辦公室，向巴羅交權，否則將發起軍事行

動。

去年12月，岡比亞舉行了總統大選，

現年51歲的巴羅在選舉中以45.54%的選

票當選總統。此次大選是岡比亞自賈梅

1994年發動軍事政變上臺後的第五次總

統選舉。賈梅於1996年當選總統，並在

2001年、2006年和2011年的總統選舉中

獲得連任。賈梅宣布不接受選舉結果，要

求重新舉行大選。

本月晚間，賈梅在岡比亞首都班珠爾

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全國進入為期90天

的緊急狀態，並禁止包括巴羅在內的任何

人宣誓就任岡比亞總統。18日晚，由賈

梅控制的岡比亞國民議會通過決議，將賈

梅的總統任期延長3個月。

當選總統巴羅如期在位於達喀爾

的岡比亞駐塞內加爾大使館宣誓就任

岡比亞總統。聯合國安理會當天壹致

通過決議，要求

岡比亞進行和平

有序過渡，在當

天將權力移交給

當選總統巴羅。

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雷斯與巴羅通

電話，祝賀其宣

誓就職，支持巴

羅及其政府在岡

比亞促進民主、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努

力。

據俄羅斯衛星新聞網報道，塞內加爾

軍隊發言人恩迪亞耶證實，塞內加爾軍隊

以及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的部隊已進入岡

比亞境內，向首都班珠爾挺進。尼日

利亞、加納、多哥、馬裏等國也已派兵

參加軍事幹預。

法新社消息說，西非聯軍的軍事行動

目前暫停，以便地區國家進行最後的

斡旋。消息透露，最後談判在幾內亞總

統阿爾法· 孔戴的主導下進行。

中國外交部和駐岡比亞使館提醒中國

公民近期暫勿前往岡比亞，在岡中國公民

和機構密切關註形勢發展，及時了解岡政

府公告，加強安全防範和應急準備，減少

外出，特別是避免前往人員密集場所和敏

感地點，隨時聯系中國駐岡比亞使館更新

在岡中國公民登記信息。

岡比亞位於非洲西部，是歐洲遊客濱

海度假的熱門目的地。英國廣播公司消息

稱，因近期局勢緊張，有上萬名岡比亞人

逃至鄰國塞內加爾避難，壹些遊客也中斷

假期回國。巴羅目前仍在塞內加爾國內，

他表示在軍事行動結束之前不會返回班珠

爾。

綜合報導 捷克泡泡

藝術家馬捷· 科德什用壹

個巨型肥皂泡裝下275人

和壹輛轎車，打破自己3

年前創造的吉尼斯世界

紀錄。

科德什把壹個長約

11米、寬約7.5米的長方

形框架浸泡在裝滿肥皂

液的槽中。

框架被提起後，拉

出壹個巨大肥皂泡，把

站在框架內的學生和車

包裹在內。幾秒後泡泡

破裂。

據悉，這些學生身

高均超過 1.56 米，符合

創造這項世界紀錄的規

定。

3年前，科德什用壹

個泡泡裝了214人。

對 WiFi 過敏？
英國女子失去居所工作

幾乎無處可逃
綜合報導 互聯網現今幾乎覆蓋全世界，但英國壹名女子，偏偏

對無線上網（WiFi）有過敏反應，令她失去居所和工作，幾乎無處

可逃。

據悉，由互聯網和手機訊號發射站發出的WiFi訊號會產生電磁

場，43 歲的治療師欣克絲聲稱她對電磁出現過敏反應，會劇烈抖

震、出現灼痛紅疹和頭痛，為此，她需搬到朋友花園下的儲物棚棲

身，遠離那些“有害的”信號。

她說，起初的癥狀比較溫和，每當把連接手機的無線耳機放在

耳朵上，10分鐘後便有灼痛感覺，而壹旦打開計算機以無線方式上

網，便會感覺很疲倦，被迫要以插線方式上網。

她後來發現附近的手機天線桿由 2G 提升至 4G，而新遷來

的鄰居則在墻邊放置了 BT 訊號樞紐，令她被迫遷出租住 17 年

的居所。

不過，電磁過敏現時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確認的病癥，並

認為沒有科學根據把欣克絲的癥狀與電磁場釋放的物質扯上

關系。

捷克 275 名民眾擠進巨型肥皂泡
創吉尼斯世界紀錄創吉尼斯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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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下周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
美媒猜測三人幾率最大

綜合報導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

表示，他将在下周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以填补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 斯卡利

亚留下的空缺。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签署了5

份行政命令。随后，他向在场媒体宣布上述

消息。特朗普表示，他心中已有数名优秀的

候选人，他将选择一位真正伟大的最高法院

大法官。特朗普近日与美国会参议院多数党

领袖米奇· 麦康奈尔、少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

、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 格拉斯利以及副主

席帕特里克· 莱希等人举行会谈，听取他们

的意见。会谈前，舒默明确表示，他不会支

持特朗普提名的人选。

美国最高法院共设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

的9名大法官。2016年2月，前大法官斯卡

利亚去世，留下一个空缺。他的离世也打破

了最高法院自1991年以来一直是5名保守派

大法官和4名自由派大法官的构成格局。

时任总统欧巴马在斯卡利亚去世后欲提

名继任人选，但碍于共和党的阻挠，提名事

宜一直拖到欧巴马任满也未见进展。

据美国媒体披露，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

托马斯· 哈迪曼、科罗拉多州的尼尔· 戈萨奇

以及阿拉巴马州的威廉· 普赖尔三名保守派

法官获提名的几率最大。

哈迪曼现任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戈

萨奇现任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普赖尔现

任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有消息称，特

朗普在过渡时期曾在纽约分别约见过三人。

特朗普稱將下令調查大選“投票欺詐”行為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

普近日稱，將下令對去年美

國大選中存在的“投票欺詐

”行為展開調查。

特朗普通過社交網站公

布了上述消息。他稱，在去

年的大選中，存在壹人在兩

個州登記投票，以及冒用死

者身份登記投票等“投票欺

詐”行為。他將下令就此展

開調查。特朗普還稱，根據

調查結果，將加強管理投票

程序。特朗普在去年11月8日

贏得大選後曾表示，大選投

票中存在大規模欺詐行為。

他稱，欺詐行為存在於民主

黨對手希拉裏選票占上風的

弗吉尼亞州、新罕布什爾州

和加州。不過時任歐巴馬政

府表示，沒有證據能夠證實

特朗普的指稱。

美國新總統重啟“基石”輸油管項目

加拿大官方大喜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新

官上任三把火”之壹，便是於近日

簽署行政命令，重啟美國與鄰國加

拿大之間的“基石”(Keystone XL)輸

油管道項目。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

魯多當天作出回應，對特朗普這壹

決定表示歡迎。

特魯多對傳媒表示，他已與特

朗普通過兩次話，每壹次都表達了

對“基石”項目的支持。他說，自

己多年來壹貫支持這壹項目，因為

它能帶來經濟增長，並為阿爾伯塔

人創造就業。

特魯多稱，相信“我們能夠以

更安全、更負責任的方式將資源引

入市場，同時符合我們的氣候變化

目標”。

縱貫美加的“基石”輸油管項

目由總部設在阿爾伯塔省卡爾加裏

的橫加公司(Trans Canada)提出，計

劃從加拿大西部油砂礦基地阿爾伯

塔省鋪設管線，南下直通美國境內

，全長約1900公裏。工程建成後預

計每天能將80萬桶油砂運往美國德

州。2015年11月，歐巴馬政府迫於

環保壓力否決了該項目。但特朗普

在競選總統時就曾表示，不排除重

啟這壹項目。

特朗普上臺前夕，加拿大輿論

便密切關註加美關系發展動向，亦

不乏擔憂。特朗普此令壹出，除特

魯多外，加拿大外長、自然資源部

部長，以及阿爾伯塔省省長等亦紛

紛表態，稱特朗普的決定有助於創

造就業並鞏固加美經濟合作。

對於本月早些時候自己曾公開

表示阿爾伯塔省的油砂必須被逐步

淘汰，今天正好身在阿爾伯塔省的

特魯多也解釋說，自己當時“失言

”了。但他補充說，長遠而言，為

了對抗氣候變化，全球都要擺脫對

石油的依賴。

加拿大主流媒體均重點關註了

“基石”項目重啟之事。《環球郵

報》認為，此舉意味著特朗普踏出

了強化加美關系的紮實壹步。但由

於特朗普也宣稱“基石”項目的壹

些條款仍需再議，加拿大廣播公司

分析認為，這壹項目看來也並非板

上釘釘；而現在球已踢到了加拿大

壹邊。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近日采取了潛在的全面行動，旨在批

準兩個具爭議性的原油管道項目、加速項目

評審程序以及提振美國鋼鐵制造商。

特朗普簽署了五項旨在推進 Keystone

XL和Dakota Access原油管道項目的行政命

令，這兩個項目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政

府時期停滯。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表態支持上述兩個管

道項目，他的支持使共和黨團結壹致，同時

引發了環境團體和民主黨人的強烈反抗。

其中兩項行政命令將重啟並可能加速評

審程序。

另外三項行政命令旨在簡化基礎建設項

目的執照核發程序、加速對此類項目的環境

評審程序，以及要求所有在美國建造的管道

使用美國鋼材。

前總統歐巴馬曾於2015年11月否決國務

院擬向Keystone核發的壹份執照，Keystone

需取得該執照才能建設橫跨加拿大與美國的

原油管道，此前對該項目的冗長評估已花費

逾七年時間。Keystone 開發商 TransCanada

Corp. (TRP)發言人曾說，該公司仍希望建設

管道。完成之後，Keystone每天將輸送最多

83萬桶原油，絕大多數是從加拿大的油砂地

區輸送至內布拉斯加的斯蒂爾城，該城已有

管道通往墨西哥灣的煉油商。

美國新防長給北約盟友吃“定心丸” 稱將履行承諾
綜合報導 新上任的美國特朗普

對北約的意義提出質疑，在不久前

的采訪中稱其“過時”。新防長馬

蒂斯則試圖安撫北約盟友，表示將

“堅定不移地履行對北約的承諾”

。美國新任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 )在同北約秘書長施托爾滕貝

格(Jens Stoltenberg )通電話時強調了

他與這壹軍事聯盟的緊密關系。美

國五角大樓發言人達維斯(Jeff Davis)

說，馬蒂斯已明確表示，美國在尋

找盟友的過程中首先將目光聚焦歐

洲。國防部長特意在他就職的第壹

天與北約秘書長通了電話，以強調

他對北約的重視。

分析稱，現年66歲的美國防長

馬蒂斯的這壹做法，進壹步表明了

他對特朗普言論的不同意見。這位

美國新總統在進行總統宣誓之前，

上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稱北約是

“過時”的產物。同時他再次批評

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太少分擔聯盟的

財政負擔。達維斯證實，美國國防

部長馬蒂斯將參加定於2月份舉行的

北約國防部長會議。

馬蒂斯在同英國國防大臣邁克

爾· 法倫(Michael Fallon)通電話時也

強調美國將“堅定不移地履行對北

約的承諾”。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

達維斯說，馬蒂斯還重申了美英之

間“無與倫比的緊密關系”，稱兩

國之間的國防關系是“美國安全的

基石”。

相愛卻不能接觸：
女子對老公過敏
真愛無悔廝守壹生

綜合報導 美國明尼蘇達州壹名女子因為

罹患壹種怪病，讓她對很多味道產生過敏，

其中包括自己深愛的丈夫，兩人不僅無法共

處壹室，甚至不能有身體接觸。即便如此，

他們仍通過視頻溝通，分秒不離不棄。

29歲的約翰娜患了壹種名為“肥大細胞

活躍癥”(Mast Cell Activation Syndrome)的罕

見疾病。她與丈夫史考特結婚後病情更嚴重

，導致她免疫系統失調，開始出現嚴重的皮

疹、偏頭痛等癥狀，幾乎對任何東西都會過

敏，甚至連聞到史考特味道也會過敏。

只能通過視頻聊天見面
夫妻倆的生活方式因此起了劇變，他們

必須住在樓上樓下不同的房間。

曾經長達壹年多的時間，約翰娜只能將

自己關在房間裏，每天和老公通過視頻

交談、見面。

由於體質特殊，約翰娜房間的門窗

都需密封，還要長期打開空氣過濾器，

否則可能會發生致命的過敏性休克。

兩人唯壹外出的機會就是去醫院覆

診。但對約翰娜來說也十分痛苦，她對

街上的煙味有劇烈反應，甚至對披薩的

味道都會過敏。每壹次要出門到醫院前，史

考特都得用最快的速度將約翰娜抱進車裏。

真愛無悔 決定廝守壹生
美國媒體去年開始報道兩人的故事，面

對罕見怪病，約翰娜說，他們在婚禮當天向

對方許下承諾，無論生命中發生任何事，都

要相愛到死才會分離。

即使她到90歲時仍罹患這個病，仍會向

丈夫忠於誓言，依然愛著他。

史考特依然是不離不棄，每天傍晚都會

回家替約翰娜準備專屬她的晚餐，然後通過

視頻與她談心。

他表示，願意和妻子壹同面對往後的治

療生涯，更期待能夠迎來她病情好轉的壹天

，這壹份情意感動了無數人。

舞出美麗人生：
15歲胖女孩跳芭蕾 追求夢想不停歇

綜合報導 芭蕾舞者的身材壹般都是纖細修長，但

美國壹名15歲少女，用自己的堅持與努力，打破這項刻

板印象，獲得無數網友的掌聲。

據報道，美國特拉華州壹名15歲女孩莉茲有著豐滿

身形，但她的芭蕾揮鞭轉動作卻相當靈活，毫不費力壹

口氣就能完成11個揮鞭轉。網友大贊充滿信心、懂得欣

賞自己美的莉茲，稱其是現代女性的榜樣。

莉茲表示，很多網友留言表示她對於不同身材的人

來說，是壹種啟發，這些評論上她更有自信心。

雖然莉茲提到重量不是決定成敗的要素，最重要的

是自己對舞蹈的熱情，也希望自己的例子能夠啟發更多

人，讓女性不要被刻板印象所束縛住。

對於相同體型的女生，常會在追求夢想的路上遇到

阻礙，莉茲建議，只要是為了想得到的壹切，比別人多

付出兩倍的努力，向看不起的人證明誰才是錯的。如果

真的是自己所熱愛的事情，就不要讓任何人阻止妳。

特朗普下令推進兩項爭議性原油管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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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調查韓國總

統樸槿惠幹政醜聞的獨立

檢察組，就三星電子副會

長李在镕涉嫌行賄及作假

證供，此前向法庭申請拘

捕令，首爾中央地方法院

指獨檢組的證據不足及核

心事項尚有爭論，本月駁

回申請。

韓獨檢組發言人表示，

不會因為申請被拒而放棄

調查，SK集團是下個調查

目標，但有分析指出，李

在镕的拘捕令不獲批，將

收窄獨檢組的調查範圍。

據報道，李在镕涉嫌

向樸槿惠及其“閨蜜”崔

順實承諾提供 430 億韓圈

（約 2.82 億港元）賄款，

換取政府支持三星物產與

第壹毛織合並，協助李在

镕繼承三星集團，至今已

提供逾250億韓元。

此外，李在镕涉嫌在國會聽證會作虛

假陳述。首爾法院前日審問李在镕近4小

時，三星派出6名律師與檢方辯論，法庭

決定不批出拘捕令。獨檢組表示難以接受

法庭的裁決，發言人李圭喆指獨檢組與法

庭的法律見解有分歧，未提及是否再申請

逮捕李在镕。

據悉，李在镕離開法庭後，返回拘留

中心等候裁決長達18小時。得悉法庭決定

後，李在镕身穿大衣及手持購物袋，在警

衛護送登車離開，他面露微笑，未響應記

者提問。

向崔順實提供資金涉及16家大企業屬

下的53間公司，對三星的調查已近尾聲，

獨檢組下個調查對象是SK集團。樸槿惠被

指在2015年與SK集團子公司SK Innovation

會長金昌根單獨會談，要求後者向崔順實

控制的體育財團捐款，兩人也談及赦免SK

集團會長崔泰源。

青瓦臺前高官安鐘範此前在憲法法院

作證時，聲稱曾按照樸槿惠指示，研究赦

免崔泰源，他其後接獲金昌根的短訊，稱

“絕不忘記這個天大恩惠”。

除SK集團外，樂天也涉嫌與樸槿惠非

法交易，取得免稅店經營權；獲赦免的CJ

集團會長李在賢，也疑涉及不正當交易。

輿論批評法庭屈服於傳媒壓力及擔心

拘捕李在镕會損害經濟，駁回拘捕令是對

三星太仁慈。

報道稱，如果法庭批出拘捕令，不但

方便獨檢組向李在镕偵訊，也有助調查樸

槿惠涉貪案。商界人士則擔心多間韓企卷

入幹政醜聞，獨檢組申請拘捕李在镕只是

開始。隨著越來越多韓企被列為調查對象，

韓企聲譽將大受打擊。

安倍發表施政方針演說 為提議修憲將在國會深化討論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眾院全體會議上發表施政

方針演說。今年是日本《憲

法》實施70周年，安倍提出為

了提議修憲將在國會深化具體

討論。

這是2012年12月安倍第二

次上臺執政後發表的第五次施

政方針演說。

安倍在演說伊始稱關於天

皇退位，專家會議將公布論點

整理，他希望朝野各黨能順利

地開展審議，“在平靜的環境

中定妥方案”。

安倍指出今年各國領導人

易人或將使國際局勢發生重大

變化，在外交上關鍵是要“保

持定力”。同時，他還提出作

為“自由貿易的旗手”將構建

基於公平規則的21世紀型經濟

體制。他稱“將在世界的中心

盡到那樣的責任”。

安倍晉三表示日美同盟是

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礎，稱之

為“不變的原則”，表明了欲

與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盡快舉

行會談和鞏固同盟。

鑒於去年年底與俄羅斯總

統普京舉行了首腦會談，安倍

稱將朝著簽署和平條約的方向

“切實邁進”。關於陸上自衛

隊在南蘇丹參與的聯合國維和

行動（PKO），他表示將為世

界的和平與繁榮盡可能作出貢

獻。

安倍呼籲朝著下壹個70年

為擬定提議修憲案而推動討論，

提出“建設成怎樣的國家，為

了向國民提出方案，在國會憲

法審查會深化討論”。

安倍介紹了通過推進“安倍

經濟學”連續三年實現了基本工

資上漲和全國有效求人倍率超過

1倍的成績。他還強調將努力實

現到2020年使全年訪日外國遊客

達到4000萬人次以及向國會提交

寫入全國農協聯合會（JA全農）

改革等內容的相關法案來加快農

業領域的改革。

考慮到向本屆國會提交新

設從嚴規定“合謀罪”構成條

件的“恐怖活動等準備罪”的

《有組織犯罪處罰法》修正案，

安倍還提出了加強2020年東京

奧運會和殘奧會的反恐工作。

安倍還提到了電通公司員

工過勞自殺問題，指出最大的

挑戰是“工作方式改革”。他

強調將努力實現同工同酬，糾

正長時間勞動。

潘基文回國後頻現尷尬瞬間 被指“不接地氣”
聯合國前秘書長、下屆韓國總統

選舉潛在候選人潘基文返回韓國後，

出席了壹系列活動，為其可能參加的

選舉造勢。不過，在美國住了10年的

他回國後似乎有些“水土不服”，頻

頻被媒體拍下尷尬瞬間。

潘基文的反對者認為，這些尷尬

瞬間顯示出他高高在上、脫離民眾，

而壹些支持者則表示他只是尚未適應

韓國的生活。

【被指“不接地氣”】
《韓國時報》報道，潘基文抵達

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後，就開始遭遇難

堪。在數以百計媒體記者和支持者包

圍下，他走進壹家便利店，拿了壹瓶

法國產飲用水。這時，身旁的助手向

他提出建議，他立即改變決定，換成

韓國牌子。

接下來，潘基文走到自助購票機

前，準備購買地鐵票。令人意外的是，

潘基文把兩張面值1萬韓元的紙幣重

疊起來，塞入投幣口內。正常情況下，

購票者壹般會把兩張紙幣先後投入。

這壹瞬間剛好被媒體記者拍下。

返回韓國次日，潘基文又曝出

“打小抄”傳聞。他前往國立公墓顯

忠院祭拜，並在留言簿上留言。這時，他

從口袋裏拿出壹張小紙條，把上面事

先準備好的話抄在留言簿上。

潘基文前往京畿道壹處殘疾人社

區訪問，又因“餵粥事件”遭到批評。

電視新聞畫面顯示，潘基文當時穿著

圍裙給壹名老婦人餵粥，卻不小心把

粥灑在對方臉上，引發爭議。

他的最近壹次尷尬瞬間發生在17

日。當天，潘基文前往韓國前總統盧

武鉉的家鄉慶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

這壹次，潘基文又在留言簿上出錯，

把盧武鉉壹句名言中的“世界”壹詞

誤寫成“社會”。

【需要“適應時間”？】
潘基文的這些尷尬瞬間被媒體曝

光後，在野黨陣營和反對者抓住這些

“把柄”，對他展開批評。反對者認

為，潘基文不會使用自助購票機，顯

示出他不接地氣、脫離民眾。

在野黨共同民主黨議員鄭鐘來

（音譯）則在社交媒體上發出潘基文

在盧武鉉家鄉寫錯話的照片，嘲諷潘

基文“如果這太難就帶上小紙條”。

不過，潘基文的支持者和壹些媒

體則認為潘基文的這點事不值壹提。

韓聯社電視臺說，潘基文出現這些小

狀況是因為“他尚未適應這些”。

潘基文近日負面新聞不斷。就在

他返回韓國前壹天，美國檢察官指控

他的弟弟潘基祥和侄子潘周賢涉嫌參

與壹起行賄案，行賄金額為50萬美元

（約合346萬元人民幣）。針對此事，

潘基文表示抱歉。

不久前，潘基文本人也卷入壹起

賄賂傳聞。韓國《時事周刊》去年12

月以多名未公開身份的人為消息源報

道稱，潘基文在盧武鉉政府任外交通

商部長官時收受商人樸淵次大約20萬

美元賄賂。2007年初就任聯合國秘書

長後，他再次收受樸淵次送到聯合國

總部所在地美國紐約市的3萬美元。

潘基文多次否認受賄，並要求

《時事周刊》道歉和撤稿。他還向韓

國媒體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指

認韓國媒體有關他“受賄”的報道歪

曲事實。

（中央社）國發會今天公
布12月景氣對策信號，燈號續
呈綠燈，為連續第6個月綠燈，
綜合判斷分數較 11 月增加 2 分
至 28 分，是 2014 年 9 月以來最
高分，今年 「有機會、期待」
看到黃紅燈。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今
天公布 105 年 12 月景氣概況。
國發會經濟發展處處長吳明蕙
表示，燈號續呈綠燈，為連續
第6個月綠燈，綜合判斷分數較
11 月增加 2 分至 28 分；對比
2014 年 8 月的 29 分，是 2014 年
9月以來最高分。

她說，主因是機械及電機
設備進口值由黃紅燈轉呈紅燈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綠
燈轉呈黃紅燈所致；而且景氣
指標中的領先指標及同時指標
都連續10個月上升，其中領先
指標累計增幅 2.5%，同時指標
累計增幅 8.8%，顯示景氣穩步
復甦。

媒體聯訪詢問， 「今年是
否看到黃紅燈？」她說， 「有
機會、期待」，但是沒辦法預
測今年何時出現，要等統計數
據出來。

國發會公布去年 12 月景氣
對策信號的9項構成項目中，計
有5個綠燈，包含 「貨幣總計數
M1B 變動率」、 「股價指數變
動率」、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
率」、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
、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
」。

並有1個黃紅燈，即 「製造
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綠燈轉
為黃紅燈；以及 1 個紅燈，即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

率」由黃紅燈轉呈紅燈。
但是也有2個黃藍燈，分別

是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
率」、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營業額變動率」。

吳明蕙進一步分析， 「機
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

的 11 月增值 12.3%，12 月增幅
為35.7%、近36%，是很快的，
進口的增加代表因為出口衍生
進口需求，另一個代表要做投
資，這2方面都正向表現； 「製
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則是跨
過門檻值，所以轉為黃紅燈。

但是她也說，有兩個項目
亮黃藍燈，持續不是很理想，
但是觀察其中的 「非農業部門
就業人數變動率」，失業率有
在改善，也是好的消息，未來
景氣可期待是穩定復甦； 「批
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
率」則與之前政府推動消費提
振措施，使得對比基期比較高
有關。

她呼籲，展望未來還有外
在風險因素要關注，包含美國
總統川普上任後相關政策推動
，還有英國脫歐的後續程序要
怎麼執行，以及法、德接著有
選舉將進行，並要看歐盟會否
進一步分裂。

12月景氣燈號連6綠 今年拚見黃紅燈

（中央社）中央銀行依照往例，在今天、小
年夜公布通貨發行餘額達新台幣2兆3446億元，
續創新高，較105年增加1107億元，或4.96%。

所謂通貨，就是在民間流動的現金，也就是
民眾口袋裡的現金。央行發行局局長施遵驊表示
，儘管今年農曆春節假期僅6天，相較去年的9
天短，但106年通貨發行額年成長1107億元，較
105 年的 1071 億元還多；至於增幅由 105 年的
5.04%微降至4.96%，則與比較基期有關。

施遵驊說明，106 年通貨增加金額擴大至
1107億元，有兩大因素。首先、105年起經濟逐
季攀升，帶動民眾薪資所得好轉；其次、根據氣
象預報，除夕起春節連假有3天的好天氣，民眾
外出旅遊、購物需求也會增加。

此外，主計總處最新上修去年第4季經濟成
長率概估數，由原估值 2.37%調升至 2.58%，是
104年第2季、7個季度以來的新高。

新台幣發行餘額2.34兆 續創新高

（中央社）連漲數月的不鏽鋼價
漲勢趨緩，由於農曆年季節因素，需
求減緩，加上印尼政府有條件出口紅
土鎳，國際鎳價走軟，唐榮2月報價
每公噸下跌新台幣1000元，估2月中
後鎳價可能回升。

唐榮開出2月內銷產品報價，300
系冷、熱軋不鏽鋼產品每公噸調降
1000元，冷軋產品每公噸基價約7萬

4200元，熱軋每公噸基價6萬9700元
；200 系冷、熱軋不鏽鋼產品每公噸
調降1000元，冷軋產品每公噸基價約
6萬4800元，熱軋每公噸6萬900元；
400系價格平盤。

唐榮表示，華人農曆春節，大陸
不鏽鋼廠已不再進口鎳原料，加上原
本禁止紅土鎳出口的印尼政府有條件
開放，使得供給大於需求，國際鎳價

滑落至每公噸 9700
美元，比 1 月均價
的 1 萬 1100 美元便
宜1400美元。

唐榮決定 2 月
各系列產品每公噸
調降基價1000元，
主要是唐榮希望穩定市場價格，不希
望下游經銷商客戶的庫存損失太多，

因此決定2月減少接單量；預估農曆
春節過後，恢復正常生產後，鎳原料

需求將增加，價格可望回升到每公噸
1萬美元之上。

（中央社）線上購物正夯，但消基會近半年就收到341件網購申訴案，且近5成5發生
退換貨糾紛，甚至遭賣家封鎖；呼籲政府研擬糾紛止付機制，並規範網拍平台業者負責確
認賣家信用與履約能力。

消保法對於通訊交易的消費者有7天猶豫期的保障，即可在收到商品或接受服務的7天
內退回商品，或用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不需要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

不過，消基會統計，去（105）年8月1日到今年1月20日已接獲341件網購申訴；其中
42%的消費者因收到瑕疵品、仿冒品或與訂單不符的商品申訴。

消基會並說，其中23%的消費者遭遇退貨糾紛，包含要求負擔退貨運費，或是無法退費
只能轉為店面購物金等情況。25%的消費者被賣家拒絕退貨。更有29%的消費者收到商品後
找不到賣家，或被賣家在通訊軟體中封鎖，退換貨無門。

消基會舉例，申訴案件中就有人網購衣物後要換貨，被要求負擔未滿額的出貨運費、
匯款手續費、國際運費，以及寄回衣服的運費。

消基會再舉例，還有一位申訴人許小姐被告知不能退回現金，只能拿到購物金，在下
次使用。

消基會質疑，拍賣網站業者提交易平台，也可能居中收取交易相關費用，例如商品刊
登費、交易手續費、拍賣底價設定費用等；可是有的賣家卻不需要用真實姓名註冊，只有
手機號碼就能認證開店，糾紛發生時，恐怕消費者找不到有心逃避責任的賣家善後。

消基會董事長游開雄說，消基會主張政府相關單位應儘速研擬網拍平台業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要求拍賣平台業者應負起確認賣家身份認證、履約能力的責任，
以及交易糾紛發生時，可透過第三方支付機制止付款項，建立一個良好的網購環境。

網購退換貨糾紛頻傳 消基會籲設止付機制

不鏽鋼漲勢趨緩 唐榮2月報價小跌

北市大執法北市大執法 66天查獲逾天查獲逾200200間賭場間賭場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春節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春節前 「「安城掃賭安城掃賭」」 大執法大執法，，1919日至今共查獲職業大日至今共查獲職業大

賭場賭場1010件件、、職業賭場職業賭場259259件件，，掃蕩易涉營賭場所掃蕩易涉營賭場所207207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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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鐵產業工會
今天表示，目前已經收到1000
份依法休假的連署書，預估明
天起到初三會有近千名員工依
法休假，盼3訴求可獲台鐵回
應。

為了抗議勞動條件不佳，
台鐵產業工會發起除夕至初三
依法休假活動，台鐵產業工會
秘書蕭農瑀今天指出，目前已
經收到1000份連署書，預估明

天會有千名員工響應依法休假
活動。

蕭農瑀強調，依法休假的
員工4大部分都有，主要集中
在運務人員，依法休假預計將
會造成部分列車延誤。

除此之外，蕭農瑀表示，
明天在台北、彰化跟高雄3地
將會同步展開百人誓師行動。
蕭農瑀說，將用行動來告訴鐵
路局與政府，他們不想再被奴

役，要討回他們的人力、休假
、加班費，討回他們被剝奪的
聲音與尊嚴。

台鐵產業工會的 3 項訴求
為人力補足至少3000人以上；
工時要合理：鐵路局應安排有
充足休息、符合人性的班表；
休息日與例假日必須要是完整
曆日0000-2400。

近千台鐵員工 春節期間擬依法休假

（中央社）法務部廉政署今天表示， 「食品安全廉政平台」在農曆春節前加強運作，保障
社會大眾食的安全。

廉政署統籌食安管理相關的衛生福利、財政、經濟、農業、環保等中央部會及縣市政府，
共27個政風機構，於民國104年4月10日成立 「食品安全廉政平台」；藉由建置跨域整合網絡及
導入廉政工作能量，協力貫徹落實食品安全管理機制，維護保障全民健康。

廉政署指出，廉政平台因應專案議題需要，成立衛福、財政等4個食安工作小組；農曆春節
前，各食安平台成員，特別加強邊境查驗異常廠商，及年節性需求產品等食安情資蒐報。

廉政署說，將持續建置黑心廠商資料庫並加強稽查、進行邊境管理專案等，掌控食安源頭
消彌不法，也要使第一線稽查人員，可以安心及公正的執行職務，確實落實食安五環政策，協
助建構優質食安環境，保障大眾食的安全。

食安廉政平台加強運作
維護年節食品安全

（中央社）司改會向檢評會調閱評鑑案檔案
遭拒，轉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北
高行表示，資料中有立委柯建銘自訴前總統馬英
九洩密相關等偵查中資料，駁回司改會之訴，可
上訴。

這起案件源於，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
會在民國102年12月23日，向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申請閱覽、抄錄、複製102年度檢評字第16號、
第18號及第19號評鑑案件檔案。

檢評會回復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評鑑所
得資料不得作為審議評鑑事件目的外使用，司改
會如欲調閱檢評會自其他機關所得的資料，請向
原機關調閱等語。

為此，司改會向法務部等提起訴願，但遭駁

回，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北高行調查，司改會向檢評會申請閱覽、複

製的檔案，是檢評會受理司改會及法務部，請求
進行檢察官個案評鑑事件相關資料。

檢評會向法官說，相關原始資料中，有部分
因為台北地檢署有案偵查中而由其調取；另從媒
體上得知，在台北地方法院，立委柯建銘提起自
訴案件控告前總統馬英九， 「有關洩密案件的原
始資料，有部分也在該案（檔案）中」等語。

北高行認為，這些資料（檔案）是偵查中資
料，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規定，檢評會自得拒
絕提供，司改會相關主張均無可採，駁回司改會
之訴。

司改會調卷遭駁 法院：有偵查中資料

（中央社）台北燈節2月4日至12日在中
華路兩側（北門至貴陽街）人行道、北門、中
山堂、西本願寺及西門紅樓舉行，警方將針對
周邊進行交管，提醒民眾改道行駛。

台北燈會移師台北市西區，安排各式活動
、展覽，台北市警方將視北門人潮聚集情形，
管制延平南路（忠孝西路-中華路1段9巷），
至於開閉幕、西城嘉年華大遊行則擴大管制範
圍。

燈會開幕活動管制時間為2月4日下午4時
至晚上8時30分；閉幕則為2月12日下午5時
至晚上9時30分，警方將管制成都路（西寧南
路-中華路）、漢中街（成都路-長沙街，內江
街至長沙街管制往北車道）。

至於2月11日舉行的西城嘉年華大遊行，
警方管制分兩階段管制，第一階段為當天中午

12時至晚上8時，管制中華路（忠孝西路-成
都路）、開封街及武昌街 (中華路-延平南路)
、洛陽街(中華路-忠孝西路16巷)、漢口街及
峨眉街（西寧南路-中華路)、延平南路（漢口
街至武昌街）。

第二階段為當天下午 5 時至晚上 8 時，管
制成都路（中華路-康定路）、康定路（成都
路-武昌街）及漢中街（成都路-長沙街，內江
街-長沙街管制往北）。

北市警表示，除了這些管制點，包括環河
南路/漢口路、康定路/內江街、康定路/桂林路
、桂林路/中華路、愛國西路/中山南路、中山
南路/忠孝西路及鄭州路/塔城街，則視交通狀
況實施彈性管制；期間也會加強取締，呼籲民
眾改搭大眾運輸前往。

台北燈節2月4日登場交管資訊看這邊

（中央社）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家寵物
店今天清晨發生火警，警消獲報後到場救援，救
出21隻貴賓犬，其中18隻已失去意識，在場警
消單手壓胸或口對口人工呼吸，救回這些毛小孩
一命。

消防局近凌晨5時獲報，縣民大道二段一家
寵物店冒出大量白煙悶燒，立即派員前往搶救。

警消滅火後，救出店內 50 隻玩具貴賓犬，
但29隻被濃煙嗆死及燒死，另21隻被救出，其
中有18隻被救出時已無呼吸或失去意識。

第一大隊小隊長唐健清見狀，請在場救護人
員和警以單手壓胸或施予口對口人工呼吸方式，

合力救回這些毛小孩一命。唐健清直接對一隻嚴
重缺氧的狗狗施予口對口人工呼吸。

唐健清表示，家裡曾養過一隻貴賓，看到貴
賓犬奄奄一息，十分不忍心，便立即實施急救。

第一大隊副大隊長黃炳松表示，初步勘查，
店內有一間裝有保溫燈照射的寵物飼養空間，初
判可能保溫燈過熱爆裂導致起火燃燒，詳細原因
還需進一步調查。

店主表示，店內寵物犬約有 10 多隻是自己
飼養，其餘是流浪動物團體從動檢所救出後寄放
，非常難過店內起火導致29隻毛小孩喪生。

寵物店大火 警消人工呼吸救回毛小孩

（中央社）高雄市楊姓慣竊潛入莊姓男子
家中行竊遭發現，打鬥過程中，楊姓男子持刀
刺死莊姓男子。最高法院維持高雄高分院見解
，依殺人罪、2 個竊盜罪判處有期徒刑18 年、
褫奪公權6年定讞。

楊姓男子另犯下5起竊盜案件，法官判處楊
姓男子有期徒刑1年10月、得易科罰金。

判決書指出，楊姓男子民國104年4月某日
，試圖用折疊刀打開莊姓男子住處大門，入屋
行竊；莊姓男子聽到異聲出外查看，與楊姓男
子拉扯。

打鬥過程中，楊姓男子拿出預藏的黑色摺

疊刀，刺向莊姓男子左、右乳房部位，楊姓男
子見莊姓男子倒下後旋即離開現場；莊姓男子
緊急送醫仍傷重不治。警方後來循線逮捕楊姓
男子歸案。

楊姓男子向法官供稱，還沒進屋就被莊姓
男子發現，莊姓男子還拿椅子要打他，他手上
有拿折疊刀， 「我感覺我的刀子有刺到他的身
體」，真的沒殺人故意等。

法官審酌相關事證認為，楊姓男子折疊刀
刃部位為10.5公分，但莊姓男子一處胸部傷口
深度12公分，另一處更有17公分到19公分，顯
見楊姓男子持刀刺入莊姓男子胸口力道猛烈程

度；如果如楊姓男子辯稱是不小心，為何會2度
用力刺莊姓男子？

一審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依殺人罪判處楊姓
男子有期徒刑14年，檢察官不服提上訴。二審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認為楊姓男子犯罪手段
兇殘，犯後也未與莊姓男子家屬達成和解，原

審僅判14年徒刑顯屬過輕，改判為17年6月徒
刑、褫奪公權6年。

此外，楊姓男子還在103年12月、104年1
月偷竊機車及闖入早餐店竊取財務，這兩起犯
行與殺人罪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褫奪
公權6年。

行竊失風刺死屋主 慣竊判刑18年定讞

迎雞年迎雞年 書法家凌空大書書法家凌空大書1414米龍門聯米龍門聯
明天是小年夜明天是小年夜，，書法家陳世憲書法家陳世憲2525日在台南晶英酒店揮毫日在台南晶英酒店揮毫，，大書總長大書總長1414公尺的公尺的 「「龍門聯龍門聯」」 ，，

迎接金雞年的來到迎接金雞年的來到。。左左22演奏小提琴的小女孩是陳世憲女兒陳丹遇演奏小提琴的小女孩是陳世憲女兒陳丹遇。。

溫馨年菜愛心快遞溫馨年菜愛心快遞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前左前左22））2525日出席日出席 「「溫馨年菜溫馨年菜、、愛心快遞活動愛心快遞活動」」 記者會記者會，，謝謝社會各謝謝社會各

界踴躍捐助界踴躍捐助，，讓低收入獨居長者和經濟弱勢家庭能歡喜過年讓低收入獨居長者和經濟弱勢家庭能歡喜過年。。

澎湖慰勉春安工作執勤人員澎湖慰勉春安工作執勤人員
澎湖各界感謝春安工作人員的辛勞澎湖各界感謝春安工作人員的辛勞，，昨天深夜在低溫下兵分昨天深夜在低溫下兵分33路赴警消單位慰勉路赴警消單位慰勉，，致贈春安致贈春安

加菜金與慰問品加菜金與慰問品，，讓執協勤人員足感心讓執協勤人員足感心。。圖前左圖前左44為澎湖縣長陳光復為澎湖縣長陳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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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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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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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星期五 2017年1月27日 Friday, January 27, 2017
新聞圖片

西班牙舉行動物祈福儀式西班牙舉行動物祈福儀式 喵星人汪星人接受祝福喵星人汪星人接受祝福

西班牙馬德裏西班牙馬德裏，，在西班牙馬德裏的聖安東尼教堂中在西班牙馬德裏的聖安東尼教堂中，，民眾帶著他們民眾帶著他們
的寵物的寵物，，前來接受牧師祈福前來接受牧師祈福。。在西班牙在西班牙，，聖安東尼是動物的守護神聖安東尼是動物的守護神，，西西
班牙的許多地方每年都為其舉行慶祝儀式班牙的許多地方每年都為其舉行慶祝儀式。。前來接受祈福的既有貓貓狗前來接受祈福的既有貓貓狗
狗狗，，也有雪貂也有雪貂、、鸚鵡等等鸚鵡等等。。

菲律賓大馬尼拉地區發生火災菲律賓大馬尼拉地區發生火災
數座房屋被毀數座房屋被毀

菲律賓大馬尼拉比庫坦菲律賓大馬尼拉比庫坦，，當地發生火災當地發生火災，，導致數座房屋被毀導致數座房屋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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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驛站

想要收腹，4招抱球法，讓你輕鬆擁有平坦小
腹。快快行動吧！

希望平坦小腹的你是否仍寄希望於仰臥起坐?現
在，為你推薦一種更加有效的腹部運動——球
操。在靜止與滾動之間，不僅可以提高平衡能
力，更能雙倍刺激腹部肌肉，幫你練就無敵的緊
實小腹！

為什麼選擇球操？
很多鍛煉方法祇能運動表層肌肉，球操則不

同。用富有彈性的球進行正確的鍛煉，可以深入
腹部肌肉，收緊小腹。一段時間以後，你會感覺
到一條隱形的肌肉束自動收緊腹部，使小腹變得
緊實而又平坦。

在做球操時，為了保持平衡，必須集中精神、
努力控制肌肉，因此，你可以運動更多肌肉纖維，
尤其是那些深層的、穩定的腹肌。同時，這種鍛煉
方式也會刺激全身肌肉，使體形變得協調、緊致，

看上去更加苗條。
球操的練習時間？
保證一週鍛煉3次（每次鍛

煉間隔一天），每組動作練
習3遍。與球共舞並不會花費

太多時間，每次15～20分鐘就足夠了，所以一定
要堅持練習，才能達到最佳效果。

建議去專業的體育用品商店購買。當你坐在球
上，膝蓋成90度角時，這個球的尺寸對你而言就
是最合適的。

No.1：俯臥撐
1.面部朝下趴在球上，雙手著地。用雙手慢慢向

前移動，使球在身體下方緩慢滾動，直至脛骨。
（初學者祇需將球移至大腿下方）。

2.雙手分開，與肩同寬，保持身體水平，手臂與
地面垂直。

3.兩肘向外慢慢打開，胸部下沉，當上臂與地板
平行時，保持這個姿勢停頓數秒。（初學者彎曲
手肘，小臂著地，然後撐地挺直手臂。）重複8～
12次。

No.2：屈腿
1.仰面躺下，腿部伸直，抬起雙腿，腳跟抵住球。

2.下壓腳跟，收縮臀部，使臀部抬離地面，腳部
至肩部呈一條直線。

3.迅速彎曲膝蓋，使球沿臀部方向滾動;伸展雙
腿，將球滾回。放下臀部，回到起始位置。

4.如果要增加難度，臀部在整個動作期間不能著
地。重複10～12次。

No.3：四肢抱球
1.仰面躺下，腿部伸直，伸展雙臂，雙手握球。

同時抬昇雙腿與雙臂，頭部與肩部離地。
2.雙腳、雙手同時觸球後，將球夾在兩腿之間。
3.放下臂部與腿部，平躺在地板上。重複以上動

作，這次在四肢達到最高位置後，雙腳與雙手輪
流夾球。

4.放下手臂與雙腿，平躺在地板上。重複5～8次。
No.4：屈膝
1.面部朝下趴在球上，雙手著地。用雙手慢慢向

前移動，使球在身體下方緩慢滾動，直至脛骨。
（初學者祇需將球移至大腿下方）。

2.雙手分開，與肩同寬。收緊腹部、向前彎曲膝
蓋，使腿部與球處在臀部下方，保持1秒。

3.伸直雙腿，伸展身體，回到起始位置。重複
8～10次。

飲食營養與健康密切相
關，現在更多女性逐漸走出美容

院，把美麗重心放到日常生活當中，對飲食營養的要求更高了。下
面為愛美女性朋友介紹四款美容營養湯，讓大家收穫美麗與健康。

1、冬瓜薏仁排骨湯
功效：冬瓜原產印度，是營養價值很高的蔬菜。冬瓜多食用

可以利尿去濕、益氣耐老、美白肌膚有許多好處。薏米則更是我們
十分常見一道美容食材，常食可以保持人體皮膚光澤細膩，消除粉
刺、斑雀、老年斑、妊娠斑、蝴蝶斑，對脫屑、痤瘡、皸裂、皮膚
粗糙等都有良好療效。因此這道美容湯可以在連綿的陰雨天氣除祛
濕氣，提亮皮膚，還能讓我們變成水噹噹的白美人哦。

做法：準備薏仁、冬瓜各300克，排骨500克。先將所有的
材料洗淨，冬瓜去皮，切片待用。排骨放入滾水中汆燙片刻，去除
血水和腥味。湯鍋中放入八分滿的水，燒開後，放入所有材料，以
大火煮約20分鐘後，再轉為小火燉約1小時30分鐘。

2、桂圓紅棗銀耳湯
功效：桂圓的性溫味甘，益心脾，補氣血；具有卓越的滋養補

益作用。紅棗是補益治病的良藥和甜蜜適口的佳果，它味甘，性

溫，作用補脾益
氣，養血安神。
銀耳則有滋陰、潤肺、養胃、生津、益氣、補腦、強心之作用。不
光適宜於總共婦孺、病後體虛者，且對女性具有很好的嫩膚美容作
用。

因此桂圓紅棗銀耳湯具有滋陰補腎、益氣活血、潤肌膚、好
顏色之作用。是女人就應該多喝這道湯。

做法：銀耳三分之一朵，桂圓、紅棗各適量。
銀耳用冷水泡兩個小時，把泡開後 仍然緊縮的部分剪掉，洗乾

淨。
把桂圓紅棗銀耳放到電燉鍋裡燉三個小時，如果用天然氣的

灶的話就大火燒開再小火燉一個小時，燉出膠質來即可。
提醒：若是希望銀耳快些軟糯，可以在煮銀耳之前，往銀耳上

滴一兩滴油，拌一拌，會比較容易煮軟，因為，油能夠幫助銀耳溶
化。

3、牛奶木瓜西米露
功效：在選美王國委內瑞拉，美女們的肌膚總是那麼清新有

活力，據專家考證，這皆因她們非常懂得善用營養豐富的熱帶水果

——木瓜來保養肌膚。木瓜含有豐
富的木瓜mei，能幫助潤滑肌膚，
盡快排出體內毒素，並幫助溶解毛
孔中堆積的皮脂及老化角質，讓肌
膚顯得更明亮、清新。所以很多淨
化潔面凝膠都會含有木瓜酵素成

分，讓肌膚呈現純淨、細緻、清新健康的外觀。
做法：材料為熟木瓜，西米（小粒的易煮），牛奶，糖。
將適量的西米投入沸水中，以中小火煮致半透明，中間還留

有一點白即可，涼約5-6分鐘後，濾去煮西米的熱水（帶糊狀）。
將半透明的西米倒入一盤涼水裡沖一下，濾去涼水，放入鍋

裡，加上其它材料燒開即可。
提醒：早晚各吃一碗效果較好。
4、芡實蓮子百合湯

功效：芡實是用於健脾、祛濕、清熱的主要湯料，十分適
宜於春濕夏熱時養生調理用。現代藥理研究芡實中含有美容必須
的維生素 A、C、B，可刺激皮膚細胞的生長，促進新陳代謝。

做法：材料為芡實50克，蓮子30克，百合30克。加適量水共
煲45分鐘。

提 醒 ：
可依據個人口
味調入蜂蜜，
每日一小碗。

四四款款美美容容靚靚湯湯喝喝出出美美麗麗與與健健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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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ned from streaming the program without authority.
Red envelopes or hongbao are also an essential New 
Year element in China. But these days, hongbao have 
entered the digital era and people are full of enthusiasm 
about giving digital cash through Alipay and Wechat.
Alipay has kept pushing its previous year's plan 
encouraging users to collect five different styles of fu 
- good fortune.
Users could acquire the fu cards by scanning anything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fu on it, no matter if it's on a 
poster attached to your door or a physical red envelope.
A total of 200 million yuan will be distributed in 
various sums among users who have collected all five 
styles of fu cards. (Courtesy http://www.globaltimes.
cn/content) 

fireworks with 43.3 percent of respondents giving "air 
pollution" as the main reason.
Several cities and regions in China, including Shanghai 
and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have 
tightened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fireworks, requiring 
buyers to register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reducing the number of retailers during the upcoming 
Spring Festival.
Shanghai authorities only allowed seven outlets to 
sell pyrotechnics, beginning on Monday, over safety 
concerns, the Shanghai-based Labor Daily reported on 
Monday.
Must-See TV
Another routine for many Chinese is to watch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Spring Festival Gala. Traditionally 
broadcast on the eve of Chinese New Year, the gala 
is a necessity for most families.    Not all think the 
show is as attractive and interesting as it used to be, as 
with many netizens annually mocking the program and 
suggesting it should be canceled.
However, a webpage with the hashtag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on Sina Weibo has been viewed 10.36 
billion times with 46.62 million comments as of the 
press time.
The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released an 
announcement on Tuesday, saying that the institution 
has listed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calling it an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cultural product. Individuals or online performs are 

reception in Beijing.
Xi,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delivered his speech to a gather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greeting all Chinese i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abroad.
The reception was presided 
over by Li Keqiang. Other 
leaders including Zhang 
Dejiang, Yu Zhengsheng, 
Liu Yunshan, Wang 
Qishan and Zhang Gaoli 
were also present.
Addressing the event, Xi 
said China has made a 
good start to the country's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and taken 
various works to a new 
level in 2016.
Economic growth 
continued to rank among 
the top in the world. The 

first battles have been won in the final campaign 
against poverty.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have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major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reform and opening-up, he said.
China achieved breakthroughs in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 promoted rule of law, and advance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CPC, Xi added.
The country has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the president 
sai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great dreams, but also 
have a great spirit to work 
hard and endure hardship 
to realize such dreams," 
Xi said.
He called on the people 
to salute to those diligent, 

BEIJING, Jan. 26 (Xinhua) --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extended 
Spring Festival greetings to all Chinese Thursday at a 

brav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to heroes, model 
workers, veterans and all who contribute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In 2017, the CPC will convene it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setting out a new blueprint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said.
The president called on all Party members, the military 
and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unite closely arou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make new progresses 
to prepare for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stressed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highly values true 
affection and righteousness. He called for treating 
others with honesty and sincerity, and being open and 
above board in life.
Xi hoped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ll 
of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 can roll up their sleeves 
to work hard fo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all humanity.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2017-01/26) 

Excited to go home after a year of washing dishes 
at a Korean restaurant to supplement his son’s 
income from a factory job, he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wo hours early — but still ended up missing his 
train due to the crowds.
“During the trip, you sometimes look at your 
phone, get bored, sleep a bit, though you can’t 
really sleep well on the train, and just hold out 
until it’s over,” said a woman surnamed Qian who 
was about to embark on a 20-odd hour train ride to 
the distant southwestern province of Yunnan.
“But then,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crammed 
around you on the train that you can always chat 
to make it less boring.”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said in a release on 
January 4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journey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season would be expected to reach 
2.97 billion, with train passengers accounting for 12 
percent and 84 percent traveling by road.
Overseas trips have become another choice for more 
and more Chinese during the seven-day holidays.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arranged 111 overseas flights 
from Shenzhen on Tuesday and the company's number 
of passengers for overseas flights is expected to be 
18,000.

While many Chinese prefer to spend the holidays with 
families, some have to stand fast and remain at their 
posts.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officer, who asked 
for anonymity,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Wednesday 
that the Spring Festival is important for combat 
preparedness and they should be ready for any drill. He 
said that he has not gone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for 10 years.
Free Fireworks 
For those whose hometowns were previously besieged 
by heavy smog over winter, their memorie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routine may be altered a little, since 
some cities tightened regulations on fireworks over 
pollution concerns.
According to a message sent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on Wednesday, residents can set fireworks 
the whole day on Friday and Saturday and from 7 am 
to midnight from Sunday to February 11 within the 
Fifth Ring Road.
"Please set fewer or no fireworks in an effort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And if there is a red or orange alert on 
air pollution, fireworks will be banned.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read the 
message.
A poll released by a research center in Beijing showed 
that more than 15.7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would 
set fireworks, a decrease of 7.3 percent from last 
yea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residents would not set 

As millions of Chinese get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over the next two days to celebrate the Spring Festival, 
or the Lunar New Year, the whole country seems fully 
prepared for China's most important holiday, which 
falls on Saturday this yea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China Railway 
Corporation (CRC), a total of 9.49 million passengers 
took trains on Wednesday. On Tuesday the number 
was 9.19 million, showing an increase of 8.7 percent 
compared with 2016.
The CRC has arranged more trains and added 246,000 
seats for passengers in an effort to deal with the 
passenger flow peak.
Several passengers reached by the Global Times on 
Wednesday said that crowds in two railway stations in 
Beijing were not as large as expected and the quick 
security checks at entrances helped save time and 
smooth flow.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migrant workers are traveling 
to far-flung towns and cities to see their families and 
to celebrate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on the Chinese 
calendar, which falls on January 28 this year.
The demand for tickets is so high that some people 
spend days trying to snare seats on public transport for 
the annual mega migration. Qi Xi is one of the lucky 
ones.
Unable to nab a high-speed rail ticket to whisk him from 
Beijing to his hometown in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 
of Heilongjiang in just four hours, Qi will have to 
spend almost a full day on a hard, uncomfortable seat 
to reach his destination.
But he’s not complaining.
“My coworker who’s from Harbin still hasn’t been 
able to buy a train ticket and doesn’t know how else to 
get home, so he might just not go back at all this year,” 
Qi said, chain-smoking outside the station as endless 
hordes of passengers carrying rucksacks and suitcases 
streamed past.
Travellers taking part in the world’s largest annual 
human migration must be home by Friday to usher in 
the new year on Saturday.
Transport officials predict that Chinese passengers 
will make almost three billion trips during the 40-
day Lunar New Year period, including more than 2.5 
billion journeys by road,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High travel volumes mean that navigating stations can 
be as much of a nightmare as nabbing a ticket in the 
first place.
Without internet access or a smartphone, 65-year-
old Wang Wentai asked a more plugged-in friend to 
help him buy his train ticket back to Handan city in 
neighbouring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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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s of people wearing thick coats and clutching suitcases 
line up in freezing conditions at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in the hope 
of snagging a ticket home for China’s Lunar New Year.

Passengers walk on the station platform to get on a train 
at Beijing West Railway Station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ront R) shakes hands with 
members of the public at a reception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extending Spring Festival greetings to all Chinese 

people, Jan. 26, 2017.   (Photo/Xinhu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delivers a speech extending Spring Festival 
greetings to all Chinese at a reception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Jan. 26, 2017. This year's Spring Festival, or Chinese 
Lunar New Year, falls on Jan. 28. (Photo/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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