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88 BB11休城社區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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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表格﹐文宣畫冊﹐超市及零售業宣傳品﹒ 現特價中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新包裝
全新上市

國王牌
大豆油

休斯頓公司：Premier Vegetable Oils
9290 Baythorne Dr. #B, Houston, TX 77041

聯系人：Andy 909-569-9792, Anne 909-569-9659

餐館用油餐館用油餐館用油 第一品牌第一品牌第一品牌
美國制造
衛生安全
更耐炸
更健康

King soy Bean Oil
New Packaging

King Oil
各大餐館
各大餐館

批發批發

食品行
食品行

均有銷售
均有銷售

4號出口

星期三星期三、、四四
9：00A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將開10:3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832) 758-5886 (713)538-0048

星期三 2015年4月22日 Wednesday, April 22, 2015 星期三 2015年4月22日 Wednesday, April 2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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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現代汽車
Santa Fe Sport憑藉其絕佳
的品質以及超高的性價
比，連續三年被美國權
威汽車市場調查研究機
構－Kelly Blue Book網站

KBB.com評選為 「$25,000
以 下 十 佳 SUV」 。 Santa
Fe Sport 讓人印象深刻的
先進配備包括: 流體雕塑
造型設計，全景觀天窗，
加溫座椅，Blue Link現代
無線數據通訊系統，以及

現代汽車最引以為傲的全
美最佳保固計劃。KBB.
com 的汽車專家們經過最
嚴格的評選綜合考量後，
最終選出了十款最優異的
SUV，而 Santa Fe Sport 當

之無愧地再次名列其中。
北美現代汽車企業和

產品規劃部副總裁Mike O
’Brien 表示， 「2014 年
，SUV成為全國最為暢銷
的車款，Santa Fe 系列車
型也隨著這股熱潮，銷量

大幅增加 21%。今年，消
費者對SUV的需求依然旺
盛，市場形勢看好。San-
ta Fe Sport 在眾多 SUV 車
款中，憑藉其領先對手的
設計，優異的品質，出色
的實用性，以及先進的科
技配備，脫穎而出，為消
費者帶來最佳的駕駛體
驗！」

如果您想要找尋一輛
內部空間寬敞、科技配備
靈活多元的 5 人座 SUV，
那麼有著巨大的載貨空間
，卻又不至於因為體積過
大而顯得笨重的 Santa Fe
Sport將會是您的不二選擇
。它還配備各種最先進的
安全技術，並榮獲聯邦公
路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部 門
(NHTSA)整體安全五星級
最高評等，為您和您心愛
的家人提供全方面的保護
。另外，Santa Fe Sport 標
準配備了本級距最強悍的
4缸引擎: 也就是一具輸出
高達190匹馬力2.4公升燃
油直接噴注引擎。根據環

保署估計，公路油耗每加
侖高達27哩。想要更多馬
力 ？ 沒 問 題 ！ Santa Fe
Sport 2.0T 採用雙廢氣入
口渦輪增壓技術，馬力高
達264匹，性能媲美V6引
擎，還能兼顧節能省油的
要求，而環保署預估公路
油耗更高達每加侖25哩的
傑出成績，著實令人刮目
相看。

想了解更多現代汽車
的相關資訊，請上網站查
詢：
www.hyundaiusa.com
www.hyundaiusa.com/san-
ta-fe-models/

現代汽車北美有限公
司 (HYUNDAI MOTOR
AMERICA)位於南加州的
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
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現代轎車及運動型多用
途車由現代汽車美國公司
（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美國分銷，此外，在
全國超過八百個現代售車
行均有銷售，這些售車行

還可提供相關服務。所有
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
享有 「全美最佳保固計劃
」，包括新車有限保固 5
年60,000哩，動力系統有
限保固 10 年 100,000 哩和
24 小時路邊 緊 急 救 援 5
年不限哩數。

現代汽車現代汽車20152015 Santa Fe SportSanta Fe Sport榮獲榮獲KBB.COMKBB.COM頒發的頒發的 「「$$2525,,000000以下最佳以下最佳SUVSUV」」 Yes!Yes! 國際夜市五月拉開帷幕國際夜市五月拉開帷幕,,
豐富西區晚生活豐富西區晚生活 打造休斯頓第一個系列夜市活動打造休斯頓第一個系列夜市活動

休斯頓休斯頓8080--2020亞裔政權委員會年度晚宴唐城舉行亞裔政權委員會年度晚宴唐城舉行

Yes!International Nighi Market(Yes! 國

際夜市) 由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國際區 (International Man-

agement District)聯合主辦. 意在豐富中國

城, 國際區, Alief和Sharpstown居民休閒生

活之餘, 增進各民族, 各種族間的了解和認

識. 通過吃美食, 品文藝, 欣賞免費露天電

影和遊覽各國文化攤位, 以輕鬆娛樂的心

態增進感情,了解. 從五月 29日週五和 30

日週六兩天每天晚上五點到11點, 連續四

個月, 每個月的最後一周的週五週六, Yes!

國際夜市將會陪同大家一起度過休斯頓

的炎炎夏日, 成為大家日常

娛樂生活的一部分.

食品攤位不僅有華人耳熟能

詳的各種美食, 還有印度傳

統菜, 現代菜, 韓國小吃,日

本料理, 拉丁美食和南非等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不容易吃

到的食物. 甜品, 冰淇淋, 飲

料也會屆時供應.

德州最大戶外 LED電影品目

將會首次亮相 Yes! 國際夜

市. 主辦方會準備桌椅供

大家坐下來吃美食, 品美

味. 同時也建議當日前來

的民眾可自帶折疊椅或塑

料布, 毯子. 把現場當做野

營一樣, 跟家人, 朋友一起

邊吃美食邊欣賞電影.

時間: 5月 29日, 30日週五

週六連續兩天, 每天5pm 到 11am.

地 點: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國際貿易中心與美南新聞大樓的

廣場內)

入場: 免費 購買食物等夜市攤位產品請備

好現金

攤位預定: 318 237 1986 或 832 399 1335

也可通過網絡填表進行預定

VIP 座位預定: 318 237 1986 或 email 到

yesinternationalnightmarket@gmail.com

網 址: http://www.yesinternationalnight-

market.com

(休斯頓/孫雯訊)休斯頓 80-20 亞裔政權委
員會(Houston 80-20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c-
tion Committee,以下责责PAC)年度晚宴于19日
週日唐城舉行. 國會議員 Al Green, 亚裔商会主
席Linda Toyota, 張文華法官, 前奧斯汀委員會成
員 Jennifer Kim,福遍學區候選人張晶晶, 州議員
Hubert Vo, Hon.Ron, 華裔聯盟會長孫盈盈以會
員皆出席了本次晚宴.

本報記者採訪了為華裔爭取權利幾十載的
PAC责责人黃登陸(Peter Hwang), 他表示,在德州
,各市長,法官,郡長,市審計長,小至政党選區主席
都是公職人員,民代例如州議員,市議員,學區委員

代 表, 鎮 鄉 代 表,MUD, Municipal district board
trustee,都是有任期正式的Elected Official.都是正
式選舉一票一票選出來的.但每一選舉難易不一.
有的甚至兩三票也可當選.每一位公民手中的一
票都極為重要. 因為華裔長期以來對政治和選舉
的不甚熱衷, 導致了我們失去了很多本應該屬於
我們的權宜. 比如說,休斯頓的中文選票政策, 學
區的選舉等等, 都是關乎我們每個人權利和利益
的事情. 只要多一些華裔參與進來, 助選或者只
是了解一下這裡面是怎麼回事, 就會知道, 在美
國這個法治極為健全的國家,我們自己可以改變
很多事.

休斯頓華裔聯盟(Houston Chi-

nese Alliance)剛于 4月 12日進行

了年度報告會和隆重正式的換屆

投票選舉。

作為成立不到一年卻寫下了許

多輝煌戰績的年輕組織，休斯頓

華裔聯盟主辦和參與過許多關乎

華裔權益與利益的活動。 包括家

庭安全防衛講座，美國法院知識

論壇，休斯頓 80-20

推 薦 候 選 人 晚 宴,

Candidate Forum，

美南電視台中期選舉

專題，為增加 Cy-

press 兇殺人懸賞額

度捐款，5月參加地

方選舉等，用服務華

裔社區的一腔熱忱在

幫助華人解決問題的

同時也傳播了正確知識與積極力量。

選舉投票，法律與文化講座，為權益受

到侵犯的華裔提供咨詢服務，支持和鼓勵

華裔參與大休斯頓地區乃至全美的政治事

務是休斯頓華裔聯盟(HCA)的宗旨。

在本次改選會議上，休斯頓華裔聯盟主

席孫盈盈表示：我們歡迎一切熱心華裔權

益事業的朋友加入我們，只要您認同HCA

的宗旨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普通會員，參與

到我們的各項事務中來。如果您想有在各

項事務中投票的權益 -- 比如說這次改選，

今天一共25位有投票權的會員到場，一年

$50的會費會作為我們的公共事務開銷之用

。我們有專人管理財務，一切透明。

更多休斯頓華裔聯盟信息請登錄http://

hcaus.org 查 詢 或 郵 件

到 hcatx2014@gmail.com

華裔聯盟主要負責人在晚宴上合影華裔聯盟主要負責人在晚宴上合影

華裔和各少數族裔的政界精英合影華裔和各少數族裔的政界精英合影. (. (左一左一))黃黃
登陸登陸, (, (左三左三))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 (Al Green, (右三右三))福遍學區福遍學區66號號
候選人張晶晶候選人張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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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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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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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512) 490-6777,1-888-688-8821Austin
9800 N. Lamar Blvd.,  #110 AUSTIN, TX 78753

(713) 988-8282,1-800-878-6868Houston
9889 Bellaire Blvd, A-115 HOUSTON, TX 77036

(972) 960-2000,1-800-878-2828Dallas
4100 Spring Valley Rd., #202 DALLAS, TX 75244
(405) 842-2919,1-800-688-0988Oklahoma
1601 NW Expressway,  #101  OKLAHOMA CITY, OK 73118

六福旅行社
 US A Gateway

世界各大航空公司特惠機票指定總代理
快速、便利，提供網路立即訂購及全球特廉機票服務

中國國內特廉機票20%~50%折扣價

保證成行
Land Price Only

明星假期
Majestic Vacations 800-219-8858

$798/每人
$688/每人
$888/每人

$1,099/每人
$99/每人
$99/每人

澳洲-悉尼、黃金海岸8天超值之旅
歐洲-大不列顛7天精華遊
歐洲-西班牙、葡萄牙浪漫9天風情遊

歐洲-法瑞意11天精華遊
大江南、黃山、歙縣古城9天五星團 
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大小石林9天

■ 歐洲/澳洲團2人成行，單人/小童需補差價。■中國團僅限華僑參加(18歲以上，2人一房)單人/小童/其他國藉亦需補差價。
(行程內容皆不包含國際機票)

Norwegian Breakaway 2013 新船

8天百慕達$559起+Tax/內艙每人(紐約來回)、8天巴哈馬$599起+Tax/內艙每人(紐約來回)

8天夏威夷$1,099起+Tax/內艙每人(檀香山來回) 10天波羅的海$749起+Tax/內艙每人(哥本哈根.丹麥來回)
Pride of America

挪威號郵輪特賣CRUISE
ONLY

夏季特惠
Summer Sale明星假期2013

Norwegian Star

www.majestic-vacations.com
2013年最新行程請上網查詢，兩人保證輕鬆成行，歡迎公司或學生團體估價保證最佳團體優惠批發價！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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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LLE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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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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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5$127.94

44.99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第一年）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29.99/月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最新優惠

$29.99/月

$29.99/月

$14.99/月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1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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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瓜達爾港是國家主席
習近平此次訪巴的重頭戲之一，其位於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
省海岸，自從中巴兩國2002年開始合作建設以來，已成為世界矚
目的焦點。巴方日前表示，瓜達爾港將於今年4月開始運行。中
巴各方及專家普遍認為，該港全面運營後將帶動貧困落後的俾路
支省積極發展，有利於巴經濟發展及國內局勢穩定，其可望成為
地區樞紐港，激活巴地緣優勢，全面促進巴經濟發展。

瓜港扼數條重要航線“咽喉”
瓜達爾港緊扼從非洲、歐洲經紅海、霍爾木茲海峽、波斯灣

通往東亞、太平洋的數條海上重要航線的“咽喉”。該港於2007
年3月建成後，由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通過國際招標中標後負責
運營，租賃期為40年。但是，瓜達爾港之後的運營並沒有達到巴
基斯坦政府預期的效果。在經過重新評估後，巴基斯坦政府在
2013年把瓜達爾港經營權轉交中國公司。據內地媒體報道，目前
瓜達爾港在中巴政府雙方推動下，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準備上
馬，包括瓜達爾的疏港公路、國際機場、發電廠，包括瓜達爾的
LNG（液化氣），以及飲水廠等等。
俾路支省首席部長拉薩尼近日稱，俾路支省政府致力於實現

瓜達爾港全面運轉，提高港口經貿活動水平。瓜達爾港經濟活動
增多將帶動該省經濟發展，增加人民福祉。

俾省資源開發 民眾未受惠
不過，儘管瓜達爾港開發前景廣闊，但專家提醒，其仍面臨

着地緣因素牽制、基礎設施不足、安全局勢不穩等不利因素。
資料顯示，俾路支省是巴國最大的省。其位於巴西部，北接

阿富汗，西鄰伊朗，南臨阿拉伯海。俾路支省有非常豐富的礦
藏，但同時，俾路支省民眾的生活水平卻長期低下，強大的部落
勢力曾抱怨俾省資源開發沒有直接惠及當地民眾，並多次發生過
破壞重要基礎建設，對援建該省的外國人發動恐怖襲擊。
有專家指，近年，該省恐怖主義與當地教派衝突、種族衝突

和政治衝突和反美、反印、反伊朗情緒相結合，形成恐怖主義本
土化的新特徵，俾路支問題已成為影響巴國內社會穩定和經濟發
展的重大問題。

據中通社報道，習近平在演講中指出，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誼是肝膽相照
的信義之交，休戚與共的患難之交，堪稱國與國友好相處的典範。這次

訪問期間，雙方同意將中巴關係提升為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一定位
是中巴全天候友誼和全方位合作的鮮明寫照。

共同發展 惠及巴國人民
習近平強調，中巴兩國都肩負着民族振興的歷史重任，致力於強國富民

的偉大夢想。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緊密攜手合作，發揮兩國傳統友好優
勢、地緣毗鄰優勢、經濟互補優勢，共享機遇，共迎挑戰，共謀發展，不斷
充實中巴命運共同體的內涵，更好造福兩國人民，促進地區穩定繁榮，為打
造亞洲命運共同體發揮示範作用。

第一，中巴要守望相助，深化戰略合作。要保持兩國高層經常互訪和會
晤的傳統，就重大戰略性問題加強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
題上相互支持。

第二，中巴要弘義融利，實現共同發展。要發揮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對兩
國務實合作的引領作用，以走廊建設為中心，以瓜達爾港、能源、基礎設施
建設、產業合作為重點，形成“1+4”合作佈局，讓發展成果惠及巴基斯坦全
體人民，進而惠及本地區各國人民。

未來5年為巴培訓千名漢語教師
第三，中巴要心心相印，堅持世代友好。2015年是中巴友好交流年，要

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慶祝活動。要鼓勵兩國青年一代多交往、多交
流。中國將在未來5年內為巴方提供2,000個培訓名額，並幫助巴方培訓1,000
名漢語教師。
第四，中巴要風雨同舟，共對安全挑戰。中方將同巴方加強配合，共同

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為兩國經濟合作和共同發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第五，中巴要勇擔責任，加強國際協作。要就國際和地區形勢保持戰略

溝通，在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上加強協調和配合，一道推動阿富汗和解進
程，共同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

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開放型經
濟體系，努力為亞洲和世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空間。中方希望同“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加強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合作平台，為地區可持續發展提供新
動力。

構建中巴命運共同體
強調兩國是信義之交患難之交 議會演講贏逾50次鼓掌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1日在巴基斯坦議會發表題為《構建中巴

命運共同體 開闢合作共贏新征程》的重要

演講，強調構建中巴命運共同體，是中巴

兩國政府和人民從兩國根本利益出發作出

的戰略抉擇。其間，議員們50

多次拍擊桌子和鼓掌，對演講內

容表示認同和支持。

最高夥伴關係前所未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鐵桿朋友”中巴20日發表聯
合聲明，宣佈成為全天候戰略合作夥
伴。國際問題專家指出，目前，中國
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僅巴
基斯坦一家，是最高夥伴關係。“全
天候”就意味着：不管任何時刻、不
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雙方都在政
治、經濟、安全等大大小小的國際事
務中有緊密的關係。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與中國建交的

172個國家中， 54個與中國確立了正式
“夥伴關係”，而“全天候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就巴基斯坦一個。中國社會科
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高
程指出，這不僅是外交的措辭，更體現

中國跟巴基斯坦國家關係與其他國家關
係比起來，是“鐵哥們兒”。

專家指出，其實中巴以前也有“全
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樣的提法，
只是雙方沒有寫入正式的文件中，這次
因為是兩國元首首次共同簽署，並發表
相關聯合聲明，對雙方來說都有重要意
義。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戰略研究中心常

務副主任、著名南亞問題專家馬加力表
示，中國的“夥伴”按關係的密切程度
和力度一般可以分為：合作夥伴、全面
合作夥伴、戰略（合作）夥伴和全面戰
略（合作）夥伴。“全面”指的是合作
領域，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
等；“戰略”則意味着合作層次更高，

從整體上、全局上、核心利益上都具有
一致性。
新華社文章指，中巴在過去幾十年

中，關係非常密切友好，合作非常默
契，在所有問題（如台灣問題、西藏問
題、反恐問題、對美關係等）上，巴基
斯坦都站在中方的角度考慮，雙方互相
支持，是國家關係的典範。
高程向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介紹，

“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與“全面戰略
合作夥伴”不同，是更高層次的友好關
係。“全天候”就意味着：不管任何時
刻、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
幻，雙方都在政治、經濟、
安全等大大小小的國際事務
中有緊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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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
問巴基斯坦期間，絲路基金、三峽集團與
巴基斯坦私營電力和基礎設施委員會在伊
斯蘭堡共同簽署了《關於聯合開發巴基斯
坦水電項目的諒解合作備忘錄》。該項目
是絲路基金2014年底註冊成立後投資的首
個項目，標誌着絲路基金開展實質性投資
運作邁出了重要一步。
據中新社報道，絲路基金與三峽集團

合作，支持巴基斯坦開發水電等清潔能
源，“首單”將投資於卡洛特水電項目，
將採取股權加債權的方式：一是投資三峽
南亞公司部分股權，為項目提供資本金支
持；二是參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牽頭的銀
團，向項目提供貸款資金支持。這是絲路
基金首個對外投資項目。

另據中國證券網報道，國家海洋局局
長王宏20日與巴基斯坦科技部常秘卡姆蘭
互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海洋局與巴
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關於共建中巴聯合海
洋研究中心的議定書》。
雙方將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設立中巴聯

合海洋研究中心，共同申請“絲路基金”
支持，由中國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和巴基斯坦國家海洋研究所共同建設，推
動雙方在海洋科學研究、海洋衛星遙感技
術應用、海洋災害預防與管理、海洋環境
與生態保護等領域的務實合作。

絲路基金“首單”敲定
聯合開發水電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主席習近平2121日在巴基斯坦議會發表重要演講日在巴基斯坦議會發表重要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習近平2121日在伊斯蘭堡接受日在伊斯蘭堡接受
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授予的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授予的
““巴基斯坦勳章巴基斯坦勳章”。”。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21日
在伊斯蘭堡出
席中國援巴議
會大廈太陽能
光伏發電項目
揭 牌 儀 式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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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民意吶喊八成民意吶喊：：普選普選““大過天大過天””
民調印證民心 挺依法落實 促議員通過

民記調查：85%冀立會按民意通過
在政改方案公布前夕，多個公開民調均顯

示，香港社會各界支持落實普選的民意更加響亮。
民建聯日前公布的民調發現，84.9%受訪者認為立
法會應按照大多數市民的意願，決定是否通過落實
2017年普選特首；60.9%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所制定的普選
方案。

工聯調查：82%盼“一人一票”
工聯會在今年2月3日至9日訪問近3,495名市

民，並於日前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有82%受訪
市民希望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有76%被者
訪者贊成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

港島聯調查：90%撐2017普選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日前公布最新的民意調查

發現，90%市民希望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有66.5%受訪市民認同特首普選辦法，應按照
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原
則制定；有68%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按民意投
贊成票。

九龍社聯調查：逾七成挺順民意通過
九龍社團聯會日前公布的最新調查也顯示，

逾七成市民認為立法會應順應民意通過政改；超過
六成被訪者同意政改應按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進行。

新社聯調查：逾八成欲投票選特首
新界社團聯會則在第二輪政改諮詢期結束

後，在3月至4月間先後進行了3次電話隨機抽樣
調查，分別訪問了409人、610人及328人，3輪調
查都顯示，逾八成受訪者希望能夠“一人一票”選
特首，並分別有65.8%、66.6%、72%支持特首選
舉必須按香港基本法進行。同時，分別有55.7%、
58.2%及60.4%受訪者，認同政府應以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為基礎。

港大民調：56%支持政府方案
事實上，在過去半年，多個民調均顯示支持

落實特首普選的民意看漲。早在去年違法“佔領”
行動期間，《明報》就委託香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進行民調，發現53%受訪者支持特區政府最終提
出的政改方案。至今年1月，56%受訪者支持先落
實特首普選。

新論壇民調：52%支持方案通過
新論壇今年2月民調顯示，52%受訪者支持政

改方案，持相反意見者只得28%。香港研究協會3
月公布民調亦發現，52%受訪者希望政改方案獲得
通過，寧願原地踏步的僅得27%。

港青聯調查：77%倡按主流民意表決
香港青年聯會今年4月的調查也發現，76.7%

受訪者認為立法會議員在表決政改方案時，應跟從
多數民意，同時有45.1%人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按照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自香

港特區政府展開首輪政改諮詢以來，香

港不同機構或組織的民意調查均顯示，

有八成至九成受訪市民均支持2017年落

實特首普選，並要求立法會議員根據民

意投票，反映了港人對落實普選的渴

望。在政改方案公布前夕，多個民調都

顯示，支持通過以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為基礎的政改方案的比率，持

續上升至穩佔六成或以上。特首普選是

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一步，倘政改方案

因反對派的阻撓而被否決，香港民主發

展的步伐將停滯，政治爭拗勢將加劇，

無論經濟民生都會受到影響。政改方案

能否獲通過，將是香港未來發展向好還

是向壞的重要關鍵。

為了普選“三人組”可以去到幾盡？
由“有商有量，

實現普選”的首階段政
改諮詢，到“2017 機
不可失”的第二輪諮

詢，香港反對派不斷杯葛政改諮詢，
“閂埋道門”拒絕溝通，但特區“政
改三人組”一直全力以赴，不單“走
勻”十八區的區議會，收集地區民情
民意，又落區派發宣傳單張、多次搭
建溝通平台，包括舉辦政改晚宴、政
改早餐會等，並約見各個政黨，冀盼
反對派回心轉意，順應民情通過政改
方案，讓香港能夠如期在2017年實
現普選特首。

200多場活動“走遍”十八區
2013年12月4日，特區政府正式

開展首階段為期 5 個月的公眾諮詢
（見表）。“政改三人組”一直以
“客隨主便”原則，先後出席200多
場政改活動，包括政改論壇及座談會
等，最終合共收穫13萬份建議書。
其間，“三人組”更走訪了十八區區
議會，聆聽各區區議員意見，並粉墨
登場為政改拍攝宣傳片，又推出名為
《來自普選的理》系列短片，全面做
好教育宣傳。

“三人組”也非常重視與立法會
的溝通，不斷建構溝通平台，包括去
年3月18日至26日在特區政府總部
先後舉行4場政改諮詢早餐會，邀請
不同黨派議員，與特區官員及中聯辦
法律部部長劉新魁、副部長劉春華直
接交流。隨後，當局又舉辦了4場政
改晚宴，並應反對派要求舉行幾場座

談，邀請中聯辦法律部官員出席，讓
立法會議員與中聯辦官員有直接溝通
的機會。

21問責官員 巡遊落區催谷
臨近首階段政改諮詢結束，“三

人組”趁着香港基本法頒布24周年
的“大日子”，在去年4月4日聯同
問責團隊合共21名問責官員，參與
巴士巡遊，落區介紹政改諮詢。

不過，反對派堅持杯葛特區第二
輪政改諮詢，甚至發動違法“佔
中”，試圖拉倒所有根據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所制定的政改方
案，令香港市民憂慮香港政改“凍過
水”。惟“三人組”依舊全力以赴，
做好諮詢。今年 1 月 7 日，“三人
組”以“2017機不可失”為主題，四
出宣傳政改方案，致力爭取民意支
持，包括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馬不停蹄走訪各個區議
會、多次到港鐵站、商場、酒樓派發
傳單及聽取民意，並不斷約見立法會
不同政黨。第二輪諮詢已於上月7日
結束，合共收到逾10萬份意見書。

“儘管不樂觀”林鄭定奮戰到底
“三人組”之首、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在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時就表
明心跡，強調“儘管現時一點也不樂
觀，儘管‘泛民’議員都不斷在公開
場合說，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提出的任何政改方案，他們都會
否決。但是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會
堅持到最後一刻”。 ■記者 李自明

■■香港不同機構或組織的民意調查均顯示香港不同機構或組織的民意調查均顯示，，有八成至九有八成至九
成受訪市民均支持成受訪市民均支持2017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年落實特首普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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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特區““政改三人組政改三人組””一直全一直全
力以赴力以赴，“，“走勻走勻””十八區十八區，，收收
集地區民情民意集地區民情民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改重要事件簿
2013年10月：特首梁振英宣布成立“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小組由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領導，成員包括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2013年12月4日：特區政府發表諮詢文件，就2017年特首和2016年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正式展開首輪公眾諮詢，並於2014年5月4日結束。
2014年6月20日：違法“佔中”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舉辦所謂“622民
間全民投票”，聲稱約78萬人參與。
2014年7月1日：學聯及“學民思潮”發動所謂“預演佔中”，最終數百人被
捕。
2014年7月15日：特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區2017年特首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特區政府同時發表《二零一七年
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報告》。
2014年8月：“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舉辦“保普選、反佔中”大遊行，19.3
萬人上街“反佔中”。同月，大聯盟公布共接獲超過150萬個簽名，支持“保和
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行動。
2014年8月21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等中央官員，在深圳出席多場政改座談會，期間單獨和反
對派議員會面。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
法的決定》，正式確定香港可以從2017年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
官，並為普選行政長官的具體方案定下清晰而明確的框架。
2014年9月28日：違法“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宣布
違法“佔中”啟動。自此，示威者相繼違法霸佔金鐘、旺角、銅鑼灣等地的交通
樞紐長達79天，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秩序。
2014年10月：“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宣布，為期3天的“還路於民”撐警簽
名行動，共收集逾80萬個簽名。
2015年1月6日：在違法“佔領”慘淡收場後，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在政制發展
“五步曲”的憲制程序以外，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提交《近期香港社會及政
治情況報告》。
2015年1月7日：特區政府發表《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正式開展為期
兩個月的政改第二輪公眾諮詢，並於3月7日結束。
2015年4月22日：第二輪諮詢結果及政改方案正式公布，並將有關的決議案交
立法會審議。

■製表：記者 李自明

中央領導頻展誠意 盼港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自特區政府啟

動政改諮詢以來，中央政府法情理兼顧，一再展現
支持香港特區依法落實普選的誠意，同時強調堅守
底線的決心。多位國家領導人更表明，希望香港各
界從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出發，就政改問
題廣泛凝聚共識。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作出香港

政改決定時強調，中央會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嚴
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辦事，穩步推進2017年行政長官
由普選產生，是中央的一貫立場。希望香港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依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共同努力，達至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在去年政改首輪諮詢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全國“兩會”
參加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的審議時，已經提出了中
央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闡述了中央對
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原則立場。
“一個立場”是指，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據

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是中央的一貫立場。
“三個符合”是指，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
的實際情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特首要符合
愛國愛港標準。

去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赴京述職的特
首梁振英時，談及香港政改問題。習主席強調，中
央政府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推進政制發展，香港政制發
展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

習主席並提出香港政制發展要符合“三個有利
於”：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
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希
望香港各界從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出發，
就政改問題廣泛凝聚共識。
在今年政改第二輪諮詢期間，張德江委員長在

全國“兩會”參與全國政協港澳地區委員聯組會議
時，再次談到政改問題。張委員長重申，實現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的期望，也是廣大香港民
眾共同期盼，關鍵在於立法會能否通過特區政府提
出的普選法案。他強調，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
定的，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制定的任何制度、政
策，都必須以香港基本法為依據，必須維護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的權威。



BB66 BB33臺灣新聞3

精辦移民

周六照常服務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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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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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精辦留學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商 業 法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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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10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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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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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STANLEYSTANLEY＆＆ASSOCIATESASSOCIATES PLLC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

對商業糾紛及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

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Kai@stanley-Lawfirm.com
((281281)) 766766--79397939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樓上）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地產買賣﹑地產過戶﹑各式租約﹑

各類地產相關合約﹑貸款文件

H-1及L-1等各類工作簽證﹑傑

出人才及國家利益獲免等各種

職業移民﹐各類親屬移民﹐生活

擔保書及公民入籍等﹒
成立公司﹑跨國投資﹑爭議解決﹑

生意買賣﹑各式商業合約

各類遺囑﹑授權書﹑家庭信託﹑

無爭議離婚

房地產

商 業

遺囑﹑信託
及其它

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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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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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秉穎律師﹐法學博士
Amy P. Y. Sung

德州﹐紐約律師執照

Licensed by Supreme Court of Tex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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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sunglawyer@yahoo.com

Tel: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星期三 2015年4月22日 Wednesday, April 22, 2015

（中央社）立法院院會昨天
三讀修正通過森林法部分條文，
加重山老鼠罰則；如果竊取檜木
等珍貴木種，還可加重刑期 1/2
，併科贓額10倍以上、20倍以下
罰金。

現行森林法規定，竊取森林主
、副產物，依刑法規定處斷，相
當於普通竊盜罪，處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 500 元以
下罰金。行政院表示，考量拘役
或罰金沒一定程度警惕效力，常
有再犯之虞，提案修法提高罰

則。
三讀修正通過條文明訂，竊取

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
寄藏、故買或媒介贓物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3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金。
未遂犯也罰。

此外，檜木、牛樟、扁柏與肖
楠等台灣特有珍貴奇木及瀕臨絕
種樹種，因稀有性與高經濟價值
，更是山老鼠覬覦與犯罪對象；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李昆澤、
田秋堇等人提案加強罰則，以達

遏止效果。
三讀修正通過條文明訂，如果

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
運、寄藏、故買或媒介贓物者，
有結夥 2 人以上或僱使他人、或
滅罪跡等，罰則提高為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贓額 5 倍
以上10倍以下罰金。

三讀修正條文通過也增訂，如
果竊取的森林主產物是貴重木，
加重刑期 1/2，併科贓額 10 倍以
上20倍以下罰金。

（綜合報導）國民黨昨天
召開輔選策略會議，會中決議
現任立委蔣乃辛等 5 人將提報
中常會徵召，此外，現任立委
競爭民調未過5%等選區，協調
不成將進入初選，初選作業時
間24日公告。

國民黨近期陸續公布現任立
委選區競爭民調，台北市第六
選區蔣乃辛、台北市第八選區
賴士葆、新北市第九選區林德
福、彰化縣第二選區林滄敏、
花蓮縣選區王廷升達到徵召標

準。
國民黨中午召開輔選策略委

員會，會中決議，蔣乃辛、賴
士葆、林德福、林滄敏將提報
明天中常會徵召；花蓮縣選區
因有與友黨合作空間的可能，
暫不徵召；此外，台中市第 5
選區經過黨內協調，由現任立
委盧秀燕出線，一併提報徵
召。

與會者轉述，國民黨24日將
公告第一階段立委初選作業時
程，包括領表時間、哪些選區

進入初選；現任立委民調未贏
競爭者5%以上選區，會先協調
，協調不成進入初選。

目前民調顯示，現任立委未
達民調門檻5%者，包括羅淑蕾
、蔡錦隆、呂玉玲、張慶忠、
盧嘉辰等人。

此外，現任立委蔡正元表態
棄選的台北市港湖區參選爆炸
、新竹縣選區因前國民黨立委
徐欣瑩退黨，黨內人士指出，
這些選區也將進入初選。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籍立
法委員徐少萍昨天表示，為防堵
日本輻射地區食品進入台灣，衛
生福利部頒布措施又沒配套，業
者苦不堪言；衛福部說，接獲意
見後已與財政部關務署溝通，持
續改善。

徐少萍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
示，衛福部為防堵日本輻射地區
食品進入台灣，要求所有進口食

品都要在集中查驗區查核、抽樣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承辦人
員不足，貨櫃場空間有限，入關
程序拖延，部分生鮮冷凍商品可
能受影響，報驗業者苦不堪言。

徐少萍國會辦公室執行長林沛
祥表示，7日衛福部發布行政命令
後，已有 200 多個貨櫃卡在基隆
動彈不得。衛福部與關務署缺乏
橫向聯繫，沒效率的查驗手續影

響部分貨櫃中的生鮮食品鮮度，
增加業者費用。

食藥署長姜郁美表示，這幾日
關務署都非常配合查驗。集中查
驗，人力會較容易調度，接著會
處理關務署與貨櫃場間電子報關
（EDI）聯繫部分，讓溝通更順
暢。

防核災區食品 衛福部改善邊境措施

立委下波提名 藍徵召蔣乃辛5人

立院三讀立院三讀 加重罰山老鼠加重罰山老鼠

蔡英文屏東獲贈月琴蔡英文屏東獲贈月琴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左左））2121日到屏東進行請益之旅日到屏東進行請益之旅，，屏東縣長潘孟安屏東縣長潘孟安（（右右））特別特別

致贈致贈11把有蔡英文本人畫像的月琴把有蔡英文本人畫像的月琴。。

傳愛文芒果外銷擋貨 屏縣府澄清傳愛文芒果外銷擋貨 屏縣府澄清
近來網路傳言屏東的愛文芒果長疥蟲近來網路傳言屏東的愛文芒果長疥蟲，，農民大量灑農藥農民大量灑農藥，，外銷已擋貨外銷已擋貨，，現在都做現在都做

內銷內銷，，屏東縣長潘孟安屏東縣長潘孟安（（右右））2121日澄清日澄清 「「謠言謠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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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翠湖邊戲海鷗
昆明市翠湖邊戲海鷗

中俄邊境中俄邊境

海南省文昌海邊海南省文昌海邊

豫豫77旬翁自製旬翁自製““可食可食””牡丹花牡丹花

南京長髮女街頭乞討：“要買LV”

20日，吉林長
春朝陽區一步行
街，80後青年扮
成“豬八戒”賣
烤豬蹄，吸引了
不少市民的目
光，這種搞笑的
營銷方式也使得
豬蹄銷售火爆，
每日最多能賣幾
千隻。

■人民網

街頭乞錢的情景大多數人都見過，許多民眾
也會發善心，捐錢幫助這些無依無靠的人。但
是，近日，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新街口卻出現一

幕奇景，一名長髮女子衣着光鮮，邊滑手機邊向
民眾乞討，而乞討的東西竟然是“LV包包”。
有目擊者驚訝地表示，現場還真的有人給錢了。

在她的隔壁剛好有位
女生也在乞錢，
卻 只 求 “8 元
（人民幣，下
同）吃飯錢”，
這兩個人形成極
大對比，引發網友

熱議。
近日，有網友發出一

張照片，照片中的長髮女
身穿連衣裙，低頭看手機
熒幕，前方地上放着一個
板子，上面寫着“求好心
人給錢，我要買一個LV
包”，鐵盒內有錢；長髮

女身旁有一名女子跪地，面前的紙板上寫着
“求8元錢吃飯，太餓了”。

網友議論不斷
照片發出後，許多網友直呼不可思議，紛

紛表示“我也是愈來愈看不懂這個世界了”、
“我也是看醉了”、“改明兒我也去站，寫
‘我想去世界看看’，求給錢”；但也有不少
人認為，這應該是設計好的，想測試民眾的反
應。
更令人不解的是，求LV包的女子，行乞

的鐵盒內，還真的有人給錢。網友不禁懷疑
“這世界怎麼了？”、“兩人誰是真的？誰是
假的？如果你遇到她們，會給誰錢？”但也有
不少網友認為是“在街頭做秀，兩個都不會給
錢”、“好手好腳，不能靠自己的勞動賺錢
嗎？”此事在網上爭議不斷。

■東森新聞網、聯合新聞網

對於賴城基自駕出遊的做
法，老伴魏曉軒自然

開心不已。她說，自己行動
不便30多年，沒想到老伴
退休後，還能帶她走天涯。
賴城基說，目前，他加

入了內地一個中老年床車
自駕遊QQ群，向群組裡其
他老年床車遊高手取經、
學習。“群友來自五湖四
海，都是退休在家、愛好
自駕窮遊的老人。目前，我
在對車子進一步打造，爭
取具備更多功能。”賴
城基說，這一切都是為
了明年穿越俄羅斯做準
備。

20日，在河南洛
陽舉辦的 2015 中國·
洛陽(國際)文化科技
創意展覽會上，現年
73歲的洛陽老人施燧
善用山東雜糧煎餅做
出的可食用“牡丹
花”，色彩鮮艷足以
以假亂真，引得眾人
駐足觀看。

“牡丹花的‘花瓣’是用山東煎餅做的，‘花蕊’是
用粉條和豆漿粉製成的，最後用軟糖將‘花蕊’與‘花
瓣’黏合在一起”，施燧善指着盆中盛開的“姚黃牡丹”
說，整朵牡丹聞起來就是山東煎餅的味道。隨後記者從
“牡丹花”下撿起一片兒“花瓣兒”入口，果真是酥脆的
煎餅。 ■記者金月展洛陽報道

21日，河南洛陽龍門石窟
景區商業街一角，一桌、一
椅，就是一位叫閆交生老人的
“辦公設施”。只見他用鉗子
夾住大米粒，用小刀在上面雕
刻，以筆着色，五六分鐘的時
間就雕出了一朵十分逼真的牡
丹花，“花瓣”間的層次清晰
可見。
跟記者交談間，閆交生還取出幾個“得意之作”，有

“盧舍那頭像”、“天堂遺址”、“偉人頭像”等。其
中，有一個米粒上雕刻了31個字，背面還雕有一對鴛鴦。

談及米雕，閆交生似乎總有聊不完的話，也有自己的
想法和期許。“米雕對我來說，不只是愛好，更是信念。
我想把自己雕刻的‘精品’保存起來，希望有生之年能建
一個微雕藝術博物館，讓更多的人了解微雕藝術。”閆交
生說。 ■大河網

豫翁米粒上豫翁米粒上““作畫作畫””欲建微雕博館欲建微雕博館

“八戒”賣豬蹄

重重慶慶
開開““床車床車””攜老伴遊中國攜老伴遊中國
66旬翁旬翁

■■兩名女兩名女
子在街上子在街上
行乞行乞，，一一
人要買人要買 LVLV
包包，，一人一人
只是求溫只是求溫
飽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車內空間合理利用車內空間合理利用

魏曉軒在車內用餐魏曉軒在車內用餐 前後座椅放平就是一張床
前後座椅放平就是一張床

■■賴城基改造的床車賴城基改造的床車。。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施燧善製作的可食用牡丹花足
以以假亂真。 網上圖片

■老人的米雕作品。
網上圖片

重慶合川區6旬老人賴城基，用輪椅、自行車、汽車組成

了10輪“床車”，帶着老伴3年時間行程3萬多公里漫遊大

半個中國，南到海南天涯海角，北到黑龍江漠河。而明年，

賴城基則打算帶老伴自駕遊俄羅斯。 ■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

■賴城基夫婦
在景點合影。
香港文匯報
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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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保建內地最大健康諮詢平台
“平安好醫生”助拓中高端保險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在遼寧省瀋
陽市舉行的2015年中國綠公司年會上，萬達集團董事長王
健林和阿里巴巴集團董事長馬雲兩位首富難得同台，兩人
一年半前的一場“賭約”再成焦點。馬雲再挑機王健林提
出O2O轉型的話題，問王健林：對轉型計劃，萬達將付出
多大代價？王健林回應稱，轉型肯定要付出代價，但我們
會將失敗的成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即使失敗也
無悔。

王健林出席年會主題論壇時澄清了一個外界的誤讀，
指出目前萬達的O2O轉型並非意味着從實體企業轉向互聯
網企業，而是用互聯網的手段和思維改造實體企業。他透
露，萬達近期正在開發互聯網金融產品，計劃今年內將向
萬達廣場內的商戶開始發放貸款，而短期內這一項目將只
針對萬達廣場商戶，並不設實體店。

萬達冀成中國最大發卡銀行
王健林說，這項基於萬達廣場商戶POS機的項目，將

於今年三季度開始為商場內的商戶陸續更換，通過雲POS
的研發和設計保障交易的安全性。他預計，2020年萬達將
掌握約40萬台POS機，屆時萬達廣場的會員數量或許達到
“三五億個”之後，將發放一種免費辦理、無年費的卡
片，用與商戶共籌的方式消化成本。並揚言，未來5-6年
萬達或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發卡銀行。

馬雲：轉型如拔牙有代價
在王健林演講結束後，馬雲質疑王健林O2O轉型的

話題，稱轉型如拔牙要付出代價，對此計劃萬達將付出多
大代價？

他說，其實O2O本身是個偽命題，是傳統經濟的想
像，未來經濟應是協同發展的，沒有任何一家純粹的互聯網企業可以活過
三年。他指出，互聯網不僅是上網那麼簡單，互聯網經濟不是虛擬經濟，
是將實體加上虛擬的經濟，做到這些的企業才是真正的贏家。

王健林回應稱，轉型肯定要付出代價，但我們會將失敗的成本控制在可
以承受的範圍之內，即使失敗也無悔。萬達會通過聯合其他投資者一起投
資，另外通過互聯網金融的方式吸引別的投資者來投入。

王健林更對馬雲直言：“別人老講你跟我搶首富，我跟你搶首富……其
實我們是好朋友，好哥們。”《華爾街日報》引述王健林稱，將於電子商
務和支付子公司聯合推出的財富管理產品，每年回報率約6%。在5至7年
後，當萬達廣場擁有更穩定租金收入和客流量後，該產品可被出售，利潤
將與投資者分享。

王健林在演講中又說，萬達集團的商業地產板塊正在由重變輕，未來
將加快對文化、旅遊、金融、電子商務等服務業投資，5年內實現萬達的
去房地產化。到2020年，服務業收入將佔萬達集團淨利潤超60%，其中
海外投資力爭達到20-30%。

集團副總經理兼首席保險業
務執行官李源祥表示，集

團的健康醫療產業以健康管
理、商保、醫保、信息為發展
的重點，會搭建為醫、藥與信
息的三合一網絡，提供線上健
康諮詢，同時會與線下不同的
健康醫療服務互相結合的。

在線問診日破2.5萬次
集團旗下首款互聯網健康

管理產品“平安好醫生”是手
機應用程式，提供平台予醫生
與用戶互動，提供專業而便捷

式的健康管理服務。
他指，截至第一季度，

“平安好醫生”已累積百萬級
註冊用戶，日在線問診量突破
2.5萬次，是行業新紀錄。李源
祥表示，自建的家庭醫生與專科
醫生團隊，預計年底可達到
1,000人，覆蓋兒科、婦科、內
科、外科等。

有利提升保單內涵值
被問到“平安好醫生”的

盈利貢獻，李源祥指，集團逾
4,000萬個壽險個人客戶，參考

一些海外的保險公司的經驗 ，
當壽險客戶把保險產品跟健康
管理服務相結合，對保單或者
業務的內涵價值有明確的提
升。他又稱，去年11月起，平
安健康用戶已可以通過微信服
務平台享用健康管理服務。

而“平安好醫生”的推出可

打造健康生態鏈，全面覆蓋用戶
病前、病重和病後的需要，對整
個平安集團的健康保險業務開展
有利。集團旗下平安健康險主要
於高端健康醫療領域，為企業客
戶僱員及中高端人群提供高端醫
療險保障及相關服務，市場佔比
最大，有4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平保21日於北京

舉辦平安健康醫療戰略暨平安好醫生上線發布會，平

安健康互聯網董事長王濤指，健康管理對集團來說是

一個新興的領域，不光是為保險能夠提供健康方面的

服務，同時幫助集團獲取高質量的互聯網用戶，集團

已就“ 平安好醫生”於平安壽險及平安健康險展開了

深入的合作，又指今年年底會給大家一個驚喜，相信

年底或可成為內地最大的一個健康諮詢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中銀香港21日宣布，在廣東、福建及天津三
個新自貿區成立之際，充分發揮中國銀行集團的聯動優勢，與9
家企業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或貸款合同，涉及金額逾18億元人民
幣，在新自貿區業務取得先機。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表示，內地自貿區擴容將擴
大跨境人民幣業務量及香港人民幣業務交易量，有利於香港離
岸人民幣中心的發展，並有助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

他表示，中銀香港將繼續積極參與新自貿區的發展，深化與
母行中國銀行的業務合作，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為企業客戶提
供最佳及最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務，貫徹落實中國銀行集團作為
“自貿區首選銀行”的戰略。

另外，渣打公布成功為台灣企業全興國際水產集團完成其子
公司友達貿易(福州)，對母公司的跨境人民幣付款，在福建自貿區
跨境人民幣支付交易拔得頭籌。

中銀與新自貿區9企簽貸款協議

■■李源祥稱李源祥稱，“，“平安好平安好
醫生醫生””的推出可打造健的推出可打造健
康生態鏈康生態鏈，，對整個平安對整個平安
集團的健康保險業務開集團的健康保險業務開
展有利展有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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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瀋陽舉
行 的 2015
年中國綠公
司年會上，
王健林和馬
雲兩位首富
難得同台，
再成論壇焦
點。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有加拿大“國寶”之稱的
世界頂級馬戲娛樂團體太陽馬戲團21日宣布，國際私募投資
公司德太集團（TPG）將收購其多數股權，內地民營投資集
團復星也將通過旗下管理的一隻基金收購其少數股權。外電披
露，交易估值約為15億美元。

太陽馬戲團未有披露交易的具體細節，僅表示馬戲團創
始人兼創意指導Guy Laliberté，仍將持有一定股份，並將繼續
為馬戲團提供戰略和創意指導。此外，魁北克儲蓄投資集團也
將購入少數股權。魁北克的商業精英Mitch Garber將擔任馬
戲團的董事長。這幾家投資公司將與太陽馬戲團携手，推動馬
戲團在中國市場的業務發展。

復星董事長郭廣昌於新聞稿表示，太陽馬戲團的表演令
人非常着迷，也代表着全球最高水平的快樂時尚產品和服務水
平。復星與馬戲團和TPG的團隊相識已久，深信與馬戲團的
合作，將有助於馬戲團在中國深度發展。

復星TPG投資太陽馬戲團



BB44 BB55臺灣新聞1

●●全新數碼全新數碼XX光減少輻射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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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臺灣新聞2

Licensed to practice in all Texas Cousts. Not Certified by TX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Alfred Valdez
律 師

林 志 豪
律 師

Andrew Whang
律 師

(of Counsel)
Manal Tellawi

律 師

LIN & VALDEZ L.L.P林志豪林志豪林志豪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Tel: (713) 339-4200
Fax:(713) 339-4299

☆跨國公司成立﹐併購﹐調查﹐文件審閱
☆L-1 跨國公司經理及專業人才身份證及綠卡
☆投資移民（直投及區域中心）規劃及申請
☆EB-5審慎評估﹐風險調查﹐投資審查
☆E-2投資簽證（臺灣﹑加拿大﹑新加坡適用）
☆H-1B工作簽證﹐PERM勞工證申請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

網址: linlawfirmusa.com; 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移民辯護及其他

車禍及醫事法律部

遺產規劃與信托 家庭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生前信托﹐成人監護權申請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收養﹐監護﹐改名
☆兒童撫養費

☆政治避難面談﹐上庭﹐移民法庭辯護﹐遞解程序
☆移民上訴﹐交保釋放﹐案件重開﹐翻案申請
☆212﹐601及各種境內﹐境外﹐及法庭豁免申請
☆移民犯罪﹐非法居留﹐取消遞解出境
☆17年經驗﹐數百成功案件

☆車禍﹐工傷﹐人身傷害﹐醫療疏失﹐用藥錯誤
☆藥物以及醫療用品產品責任追償
☆醫療研究與專業的國家利益豁免（NIW)與傑出人才的申請

特別介紹部門主任：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臺灣律師執照，畢業於陽明醫學

院，24年的資深內科與家庭醫師資曆，臺灣及中國醫師執照。臺灣明德醫院副院長，
前臺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醫事法權威。臺灣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以及法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
歡迎臺灣醫事法權威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加入本所為廣大僑民服務。
黃醫師在臺灣有超過2，000件董事法代理案件的經驗與記錄。將以他專業的醫療
及法律眼光，協助本所律師辦理及辦認傷害與責任，為客戶尋求最高的賠償。辦理
案件包括：

09/09/14 L-1申請批准
09/04/14 L-1申請批准
08/22/14 L-1申請批准
08/06/14 L-1申請批准
07/30/14 L-1申請綠卡批准
07/16/14 L-1申請批准
06/09/14 L-1申請批准
05/27/14 L-1申請批准
05/21/14 L-1申請批准
03/28/14 B-1跳過L-1EB-1C綠卡批准

03/04/14 L-1申請批准
12/16/14 L-1申請批准
11/18/14 L-1申請綠卡批准
11/04/14 傑出商業人才綠卡批准
10/04/14 L-1申請批准
10/04/14 另一L-1申請批准
09/11/13 L-1申請批准
09/05/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8/23/13 L-1申請批准
08/12/13 L-1申請批准

07/19/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7/01/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5/23/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5/20/13 L-1申請批准
04/22/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3/29/13 L-1申請批准
02/13/13 L-1申請批准
12/10/12 L-1申請批准
12/03/12 L-1申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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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府與日勝生再交手北市府與日勝生再交手
台北市府與日勝生集團針對美河市等聯開案台北市府與日勝生集團針對美河市等聯開案2121日在市府進行二次討論日在市府進行二次討論，，日勝生方面日勝生方面

由董座林榮顯由董座林榮顯（（左左22））率員前來率員前來。。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天
表示，今年抗戰勝利70週年將擴
大紀念，邀請德國商人約翰拉貝
（John Rabe）後代、杜立德將軍
遺族、何鳳山女兒等人參加，肯
定其貢獻。

馬總統下午在總統府接見中華
民國空軍子弟學校 「旅美加校友
聯誼會」回國訪問團。空軍子弟
學校民國23年創設，歷屆傑出校
友遍布社會各界，包括前行政院
長唐飛、劉兆玄、前考試院長關
中、前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涔等。

總統表示，今年是抗戰勝利70
週年，政府已開始籌備相關紀念
活動，去年 9 月舉行秋祭典禮時
特別播放緬甸遠征軍戰史及迎靈
紀實影片，表彰陣亡將士英勇功
績。

總統說，民國31年英軍部隊在
陷入日軍包圍的危急時刻，我國
的將軍孫立人及團長劉放吾所率
領的新 38 師 113 團前往解救突圍
，締造 「仁安羌大捷」，曾參與
該場戰役的英國退役陸軍上尉費
茲派翠克（Gerald Fitzpatric），到
處宣揚這段歷史，更將這段歷史

寫成書籍，感謝我國軍的英勇奉
獻。

總統說，抗戰初期，空軍相當
艱苦，直到美軍援華，才成功阻
擋日軍攻勢，他援引英國牛津大
學歷史學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 「被遺忘的盟友」
中的一段文字， 「中國抗戰是在
毫無勝算之下，奮戰到底的英勇
故事...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
家，牽制住全世界最高度軍事化
的80萬雄師勁旅，使同盟國能在
歐洲和亞洲戰場同時作戰，節節
勝利，奠基於中國與日本的纏鬥
不休」。

他說，這段話講到很多人的心
坎裡， 「巨流河」的作者齊邦媛
看了這本書幾乎落淚，把她的心
聲也寫出來了。

總統表示，針對抗戰勝利70週
年， 「中華文化總會」在去年選
定以空軍為主題拍攝紀錄片，並
計劃邀請在抗戰時期幾位重要外
籍人士的後代，包括南京大屠殺
，保護我國20萬國民的德國商人
約翰‧拉貝（John Rabe）的孫子
湯瑪斯‧拉貝（Thomas Rabe）

教授、1942年轟炸東京的杜立德
將軍的遺族、飛虎隊陳納德將軍
的外孫女凱樂葳（Nell Calloway
），以及於二戰期間在奧地利發
給猶太人數以千計 「生命簽證」
來華避難的何鳳山大使的女兒何
曼禮來台。

總統也提到華僑陳瑞鈿（Ar-
thur Chin）少校的故事。在 918
事變發生後，陳瑞鈿相當憤慨，
與另外13位華裔青年返國投身空
軍行列，抗戰初期表現卓越，與
僚機在對日抗戰期間曾擊落 6 架
敵機，後來被美國空軍英雄館列
為 「中 國 六 大 戰 鷹 」 （China's
Warhawk）之一。

總統說，他上任 7 年，努力改
善台灣內部經濟，打造和平的台
灣海峽，努力讓台灣人到國外能
受人尊敬、讓人感動，並讓中華
民國在世界上扮演 「和平的締造
者」、 「人道援助的提供者」、
「文化交流的推動者」、 「新科

技與商機的創造者」及 「中華文
化的領航者」等；國家越受尊敬
，人民越受尊重，這是一個中華
民國總統必須要做的事。

（中央社）服役30年、
曾經偵蒐到中共潛艦的S-2T
型2206號反潛機，昨天完成
該機最後一次飛行任務，將
列為航空教育展示館的陳列
機。

原隸屬空軍屏東基地S-2T
型 2206 號機，前天由 4 位組
員完成該機最後一次飛行任
務，從屏東基地起飛，飛抵
空軍官校後，由正駕駛將該
機資料交予空軍官校校長張
延廷少將，完成交機和除役
，空軍預劃把S-2T型反潛機
作為今年 8 月正式開館的航
空教育展示館陳列機。

空軍司令部表示，2206號
機於 1985 年接收到今年 4 月
除役，守護臺海領空長達30

年，服役期間執行各項演習
及操演任務，更曾在距離臺
南安平外海 12.5 浬處偵蒐到
中共 「R 級」潛艦，隨即與
海軍艦隊執行聯合反潛任
務。

空軍表示，該機歷史輝煌
，因此奉國防部命令，特將
此機納入空軍官校航空教育
展示館永久保存，民眾將可
深入瞭解該機發展歷程功
績。

軍 方 從 1967 年 起 使 用
S-2A反潛機，而後陸續接收
S-2E 和 S-2G 等改良型，並
從1988年開始更換渦輪螺旋
槳引擎和偵潛設備，一直到
1993年為止，總共修改了27
架為S-2T。如今已成為中華

民國空軍陣容之中年紀最大
的機種，到去年10月仍有11
架在服役。

軍方自102年9月完成首架
P-3C反潛機接機作業，至今
已接收 8 架，依規劃到今年
底完成全數12架接機作業，
隨著 P-3C 陸續到位，S-2T
反潛機未來1、2年內將全數
除役。

現階段 P-3C 機戰備任務
，主要以執行台灣周邊海域
防空識別區（ADIZ）內之反
潛偵巡及聯合監偵任務。後
續軍方將依接機、換訓、情
報需求及現有能力等，採循
序漸進、分階段方式執行防
空識別區外航線，包括台灣
東南外海、東沙和南沙。

（中央社）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昨天在屏東表示，民進黨如果
取得執政，將在10個月內檢討兵
力組成，在募兵及徵兵間尋找最
好制度。

蔡英文的請益之旅昨天到屏東
，媒體問她贊不贊成徵兵制？她
表示，馬政府在執行全募兵制上
遇到困難，是因為沒有完整的規
劃，而且倉促成行，因此，面臨
徵兵不足。

她說，民進黨如果取得2016年
的執政，將會在10個月內就兵制
和國防能量整體檢討，募兵制遇
到困難要面對，要完全回到全徵
兵制不可能，希望透過社會討論
，尋找達到國防目標的最好制度
，務必要符合國防能量必須要精
實、服役訓練必須有助年輕人生
涯發展2個條件。

蔡英文也表示，大選時，希望
這個議題被理性討論，不應過度

成為選舉議題。她認為，現在募
兵制問題已經有選舉操弄現象。

蔡英文的請益之旅到屏東是第
7 站，潘孟安向蔡英文提到財政
收支劃分法屏東分配太少、重大
交通建設如高鐵希望能到屏東、
教育及醫療資源等問題，蔡英文
表示，如果執政這些都會被納入
政策討論，希望縮短區域和社會
的差距。

曾偵蒐中共潛艦 S-2T反潛機除役

蔡英文：執政後10個月內檢討兵力組成

（中央社）就南京大學
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專題
史」，陸委會昨天表示，中
華民國建國已 104 年，至今
屹立不搖，大陸及各界應正
視中華民國客觀存在及兩岸
分治現實。

媒體報導，南京大學 20
日舉辦 「中華民國專題史」
發行記者會，陸方新聞稿第
一段就強調 「中華民國史是
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始於
1912年，止於1949年」。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晚間對
此表示，有關陸方新聞稿中

對中華民國的敘述，與中華
民國持續存在的客觀事實不
符。

陸委會表示，中華民國建
國已 104 年，迄今仍屹立不
搖；政府在中華民國憲法架
構下，致力於政治、經濟、
文化及社會各項發展，使中
華民國成為成熟的民主國家
，並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發展
出與中國大陸不同的面貌，
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與肯
定。

陸委會指出，因歷史因素
，兩岸隔海分治超過60多年

，各有不同的制度與發展歷
程；政府認為，大陸及各界
都應正視中華民國客觀存在
及兩岸分治現實，務實透過
兩岸交流，相互尊重與理解
，才能有助於拉近兩岸人民
心理距離，並有利於兩岸關
係長遠發展。

「中華民國專題史」由中
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南京
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
任張憲文擔任主編，動員兩
岸四地70名學者耗時5年完
成。簡體字版由南京大學出
版社發行。

陸出版民國史 陸委會：中華民國屹立
石化總公司南遷 管碧玲批經濟部釋憲說

抗戰抗戰7070週年週年 總統邀抗戰有功後代參加總統邀抗戰有功後代參加

（中央社）對於經濟部說
「高雄市要求石化管線所屬總公

司南遷有違憲疑慮並宣稱要釋憲
」，立委管碧玲昨天指出，這非
適格作法，是 「睜眼說瞎話」。

高雄市要求石化管線所屬公司
應將總部遷到高雄，經濟部以有
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公司
經營的自由權，有違憲疑慮，還
說要提釋憲。

管碧玲昨天發布新聞稿並反駁
經濟部的說法。她說，經濟部並
不是適格的釋憲當事人，也不了
解釋憲程序，經濟部根本不適
格。

管碧玲指出，高市府依地方制
度法直轄市自治事項，第18條第

7 項第 3 款工商輔導及管理，以
及第11款災害防救法令賦予的權
限，要求與中油總公司南遷，使
地方政府在災害防治與管理上與
中油公司更緊密的聯繫與管理，
是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利，沒有違
憲。

她說，一般聲請釋憲，有3種
程序，包括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
即中油公司在遭受高市府裁處後
，可主張受到不法侵害，提起訴
訟並三審定獻後，始能聲請釋
憲。

或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由立
法院立委 1/3 提出釋憲聲請，而

此部分國民黨必須發動黨籍立委
連署。

第3條路，由經濟部主張高市
府的自治條例違反地制法，宣告
該自治條例條規定無效，再由高
市府提出行政訴願及訴訟失敗後
，再由高市府提出釋憲。

管碧玲說，上述3種方式，經
濟部都非主要申請釋憲當事人，
不是經濟部可單方提出聲請的。

管碧玲指出，經濟部在聽到高
雄市的訴求後，未主動與中油協
調總部南遷事宜，也不了解高雄
市提出自治條例方案與內容就直
指高市府違憲，令人失望。

總統談抗戰史總統談抗戰史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圖圖））2121日在總統府日在總統府，，接見中華民國空軍子弟學校接見中華民國空軍子弟學校 「「旅美加校旅美加校

友聯誼會友聯誼會」」 回國訪問團回國訪問團。。馬總統致詞時引述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馬總統致詞時引述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RanaRana
MitterMitter））的著作的著作 「「被遺忘的盟友被遺忘的盟友」」 ，，述說抗戰歷史述說抗戰歷史。。

蔣仲苓追思會蔣仲苓追思會 朱立倫致祭朱立倫致祭
前國防部長蔣仲苓追思會前國防部長蔣仲苓追思會2121日在聖家堂舉行日在聖家堂舉行，，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左排後左排後11））率黨務同仁致率黨務同仁致

祭祭，，並慰問家屬並慰問家屬。。

（綜合報導）國防部昨天表
示，103 年委託民間公司針對
「推動募兵制」滿意度所作的民

調，有6成的民眾感到 「滿意」
，國防部會持續達成目標。

國防部預計在105年底達成全
募兵制目標，民主進步黨籍立法
委員蕭美琴昨天在立院外交國防
委員會質詢時，提出中研院社會
所 「中國效應研究小組」日前進
行的民調，題目是 「請問您是否
贊 成 台 灣 為 增 強 軍 力 而 恢 復
徵兵？」

結果顯示，各年齡層都以壓
倒性幅度表示支持恢復徵兵，贊
成者至少都達到50%以上，其中
29 歲以下有 62%贊成，30 到 39
歲年齡層支持者高達70%贊成，
40歲到49歲則有62.8%贊成。

國防部今天表示，國防部103
年委託民間公司針對 「推動募兵
制」滿意度所作的民調，有6成
的民眾感到 「滿意」；目前國防
部按行政院核定 「募兵制實施計
畫」及驗證期程，持續努力達成
目標。

國防部表示，由於役男徵兵
役期逐次縮短為1年，扣除基礎
訓練及軍訓課程折減，服役時間
僅剩8至10個月，使得義務役兵
員甫訓練成熟即面臨退伍，戰力
難以銜續。

國防部指出， 「募兵制」先
進國家轉型過程，都需要一段期
間實施募、徵人力調節，例如美
國4年3個月、法國5年、英國7
年，以逐年增加募兵、減少徵兵
，至常備部隊均由志願役人力擔

任。
國防部指出，行政院於103年

1 月 1 日核定調整基層士官兵
「志願役勤務加給」及 「外島地

域加給」，並於今年 4 月增設
「戰鬥部隊加給」及 「留營慰助

金」，使 「募兵制」更具備競爭
條件，

國防部統計，志願士兵招募
與留營率已有明顯成長，103年
志願士兵招獲 1 萬 5024 人，較
102 年成長約 4000 人；另 103 年
志願士兵留營率達 61.4％，較
102年留營率提升15.1個百分點
。今年迄今已招獲志願士兵4331
人，與103年同時期比較，增加
3258員。

（中央社）立委江啟臣
昨天表示，與台中市府爭取
補助豐原大道自行車道工程
，再度獲核定補助新台幣上
千萬元，盼速執行促觀光發
展。

台中市豐原大道自行車道
建置工程，因台中市府未妥
善掌控期程，預算執行績效
不佳，遭營建署收回補助金
。江啟臣與台中市府觀光旅
遊局仍持續爭取，營建署日
前核定補助1042萬元。

江啟臣表示，豐原大道自
行車道可串連現有的自行車
道，形成大台中地區的自行
車路網，環繞整個大台中市
工程完工後，可串連豐原學
區自行車道，提升通學、通
勤族的用路品質，強化台中
市自行車道系統完整性。

江啟臣說，再次爭取到預
算不易，希望台中市政府可
以儘速發包，確實執行預算
，吸引自行車旅遊，促進觀
光旅遊發展。

豐原大道自行車道工程，
範圍全長約 10.3 公里。北起
國豐路三段及豐勢路二段交
叉口，向南銜接豐勢路，約
1.13 公里達豐原大道；豐原
大道與豐勢路交叉口起至西
勢路路口，約5.6公里，可串
連潭雅神自行車道；北陽路
450巷路口則可連接旱溪防汛
道路，串連到金谿橋，銜接
旱溪防汛道路，騎乘長度約3
公里。

廢除禁閉 悔過室增醫療警監設備

（中央社）監察委員昨天
首度約詢阿帕契案相關人員，
監委表示，未來不排除會到陸
軍航空特戰部601旅實地勘查，
也不排除約詢國防部長高廣圻
和陸軍軍官勞乃成。

陸軍航空特戰部 601 旅軍官
勞乃成私帶親友入營引起軒然
大波，監委立案調查，上午首
度約詢阿帕契案件相關人員，
前航特部指揮官陳健財、601旅
長簡聰淵、陸軍司令部少將副
督察長黃國明等人今早都赴監

院報告。
約詢從上午 9 時 30 分進行到

11時30分。監委表示，上午是
一般性約詢，先請軍方簡報
大概狀況，後續才能針對相
關問題閱卷。

據了解，昨天上午的約詢內
容主要是釐清現役機種的界定
標準，究竟阿帕契直昇機的內
部是不是機密，以及相關管理
問題。還有此案究竟涉及洩密
、資安問題，還是純粹是軍中
風紀出現漏洞，也是監委約詢

重點。
不過，由於黃國明等人所提

供的資料不足，監委已要求補
件，也預計將下有一波的約詢
。監委將看後續狀況，不排除
約詢國防部長高廣圻以及勞乃
成本人。

至於是否會前往 601 旅實地
勘查，監委表示幾個查案監委
間還沒有確切討論，但是可能
性非常大，至於會查多久，查
案監委的共識就是 「不要拖太
久」。

（綜合報導）總統馬英九
昨天說，他上任後跟中國大陸
進行制度性協商，簽署 21 項協
議，也因此讓很多國家願意跟
我方打交道，現有140國給予免
簽證，與推動兩岸和解、開放
台灣有很大的關係。

馬總統下午在總統府接見美
國越柬寮華人團體回國參訪團
。訪問團成員由旅居美國南加
州越柬寮同鄉會、校友會、體
育會及文教團體負責人所組成
，皆為南加州越柬寮僑團重要
僑領，多年來堅定支持中華民
國，協助推展僑務工作，加強
政府與主流社會聯繫。

總統肯定越柬寮僑領一直對
中華民國有強烈支持與認同，
也很關心台灣，去年高雄發生

氣爆，捐了2萬2000美元。
總統談到，台灣境外觀光客

在他上任前，一年約371萬人，
去年達到991萬人，過去要增加
100萬名觀光客，平均要花13到
16年，但光去年1年就增加190
萬；台灣境外學生在他上任前
不到3萬人，現在超過9萬人，
其中，大陸學生從原本的800多
人到現在有3萬2000多人，增加
40倍。

總統說，兩岸過去鬥爭幾十
年，這幾年來逐漸和解，用和
平方式解決問題，他上任後跟
大陸進行制度性協商，簽了 21
項協議，訂2個共識，從兩岸直
航三通、共同打擊犯罪到教育
、衛生、食品安全交流，最重
要是簽了ECFA，讓台灣、大陸

產品更自由流通，減少雙方敵
意。

也因此，總統說，很多國家
願意跟中華民國打交道，現在
更有140個國家給予免簽證、落
地簽，超過99%國人常去的地方
都不需簽證，非常方便， 「這
跟我們推動兩岸和解、開放台
灣有很大的關係」，讓人家覺
得台灣友善、好客。

總統表示，台灣也和 13 個國
家簽打工度假協定，讓中華民
國變成國際社會的友善成員。

總統也期盼僑領，不但在僑
界發揮力量，希望他們回來多
了解國內發展情形，幫助國家
成長。

國防部民調國防部民調 66成民眾滿意募兵成民眾滿意募兵

豐原自行車道再獲補助 民代盼速執行阿帕契案 監委不排除約詢高廣圻

140國免簽 總統：與開放台灣有關

（綜合報導）立法院昨天
修法通過廢除軍中禁閉，國防
部表示，軍中原有 18 處禁閉
室調整為9處悔過室，已完成
醫療器材及警監設備等各項整
備。

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表示
，國軍在兼顧人權保障前提下
，對於部隊紀律維護絕不鬆動
。國防部將持續強化悔過室的
管理實務，並且透過複式督管
、緊急應變及救護等機制，有
效防杜危安事件。

國防部指出，為兼顧人道
作為及防止危安情事的發生，
悔過室每人可使用空間約為6
平方公尺，採單人單舖型式設
置床舖，並且在悔過室完成醫
療 器 材 及 警 監 設 備 等 各 項
整備。

羅紹和表示，國防部為使

懲罰制度更臻完備，特別邀請
學者、專家舉辦學術座談會廣
納意見，並召開 13 次研討及
審查會議，才完成懲罰法修正
草案的訂定，其中將禁閉、悔
過處分，合併為悔過處分。

他說，國軍原有 18 處禁閉
（悔過）室，均已完成硬體設
施改善，現調整為9處悔過室
，其中 7 處執行士兵悔過，2
處實施士官悔過。

國防部表示，國軍於102年
11月1日重新啟用禁閉（悔過
）室後，迄今年 4 月計執行 2
員士兵禁閉。

第一位為陸軍206旅林姓士
兵因與民眾金錢糾紛，肇生重
大法紀案件，單位人評會決議
執行禁閉懲罰，執行期間自1
月15日08時起至21日18時止
，共計7日。

第二位為烈嶼守備大隊機
步連黃姓士兵，因持有二、三
級毒品遭警攔檢查獲，該單位
依 「刑懲併行」原則，決議核
予 「禁閉七日」懲罰，執行日
期為1月29日08時至2月5日
08時，共計7日。

國防部指出，禁閉（悔過
）課程設計，舊制與新制差異
部分，僅基本教練由原4小時
修正為2小時（含警衛勤務）
，其餘課程內容概同，未有過
於輕鬆情形。

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表示
，針對違紀人員，除悔過懲虎
外，各級部隊主官可依據 「陸
海空軍懲罰法」，決定懲罰種
類；頑劣官兵可處以降階、降
級、罰薪、罰勤、悔過等處分
，還有懲罰法中訂定的處分方
式，重則可勒令退伍。

趙藤雄趙藤雄：：大巨蛋沒那麼複雜大巨蛋沒那麼複雜
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2121日表示日表示，，大巨蛋一切回歸理性專業大巨蛋一切回歸理性專業，，事實只有一個事實只有一個，，只要只要

大家平心靜氣大家平心靜氣，，大巨蛋問題非常容易解決大巨蛋問題非常容易解決，，沒這麼錯綜複雜沒這麼錯綜複雜。。

柯文哲推友善動物城市柯文哲推友善動物城市
北市府北市府2121日推出動物友善城市日推出動物友善城市1010大目標大目標，，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中中））除抱除抱 「「毛小孩毛小孩」」 現身外現身外，，也也

以印度聖雄甘地語錄為例以印度聖雄甘地語錄為例，，表示表示 「「一國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對待動物的態度一國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對待動物的態度」」 ，，隨後也與現場可愛小隨後也與現場可愛小
狗合照狗合照。。

總統接見美國越柬寮華人團總統接見美國越柬寮華人團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右右））2121日在總統府日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越柬寮華人團體回國參訪團並致詞接見美國越柬寮華人團體回國參訪團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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