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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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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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 SeyboldKelsey Seybold福邊郡兩家新診所正式開幕福邊郡兩家新診所正式開幕

Kelsey SeyboldKelsey Seybold 福 遍 郡福 遍 郡
兩家新診所開幕大會于兩家新診所開幕大會于55月月
2828 日週四舉辦日週四舉辦..福遍區人力福遍區人力
資源負責人資源負責人Omar ReidOmar Reid出席出席
并做出重要講話并對并做出重要講話并對KelseyKelsey
SeyboldSeybold 診所對全民醫療事診所對全民醫療事
業所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業所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美南新聞作為唯一華人媒體出席開幕餐會美南新聞作為唯一華人媒體出席開幕餐會
,, 并接受并接受OmarOmar先生囑託先生囑託,, 為在美華人推廣與科為在美華人推廣與科
普大眾醫療意識做出努力普大眾醫療意識做出努力..

從 左 至 右從 左 至 右)) 福 邊 學 區 新 任 理 事福 邊 學 區 新 任 理 事 Addie Heyliger, Jim Rice,Addie Heyliger, Jim Rice,
Kelsey-SeyboldKelsey-Seybold醫療服務助理醫師醫療服務助理醫師 Tony LinTony Lin博士博士,,福邊學區理事福邊學區理事K.K.
P. George, Kelsey-SeyboldP. George, Kelsey-Seybold前任主席前任主席Eric PetersonEric Peterson博士博士,,福邊郡福邊郡44區委區委
員員 James PattersonJames Patterson與大福遍地區經濟委員會主席與大福遍地區經濟委員會主席Jeff WileyJeff Wiley合影合影..

((從左至右從左至右))唐城議會成員唐城議會成員 Himesh Gandhi,Bridget Yeung Kelsey-SeyboldHimesh Gandhi,Bridget Yeung Kelsey-Seybold醫療醫療
服務主理主任服務主理主任Tony Lin, Kelsey-SeyboldTony Lin, Kelsey-Seybold前任主席前任主席Eric PetersonEric Peterson博士與大福遍地博士與大福遍地
區經濟委員會主席區經濟委員會主席Jeff WileyJeff Wiley合影合影..

Kelsey-SeyboldKelsey-Seybold福邊郡醫療中心有最專業福邊郡醫療中心有最專業
多背景的醫生為病患提供最周全的醫療服務多背景的醫生為病患提供最周全的醫療服務..

福邊郡醫療中心全貌與寬敞明亮的大樓內部福邊郡醫療中心全貌與寬敞明亮的大樓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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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我們每天花很多時間
來呵護自己的臉，卻很少關註自己的腳！腳是
人體的第二個心臟，腳出了問題絕對不可以小
視，要趕快去看足科醫生。尤其是糖尿病人，
在美國約有一千萬個糖尿病患者，而足部疾病
是百分之二十糖尿病患住院治療的主要原因，
且下肢毛病是最常見而需要手術的疾病。大約
三分之二非創傷性下肢截肢是發生在糖尿病患
者身上。所以，對於糖尿病足的問題，絕不可
等閒視之或疏略它。糖尿病人如果穿對鞋，則
可以大大減低截肢的風險性。糖尿病足的臨床
癥狀有以下幾項：足部或腳趾潰瘍，起因於創

傷、組織缺血或異物刺激，此外，末梢神經病
變引起的感覺喪失會讓病人無法及早察覺受傷
，進而惡化傷口。還有一種癥狀是穿通性潰瘍
：蹠骨頭載重異常會導致胼胝形成或足底潰瘍
，這種潰瘍常沿著一條狹長的隧道蔓延到跗骨
蹠骨關節處，通常需要截肢方可痊癒。還有的
糖尿病足是由於傷口感染，感染大都是多細菌
性的，起因於足部的小創傷或微細的皮膚裂縫
，導致血液循環不足和免疫機能受損。糖尿病
足除了積極治療糖尿病之外，改穿糖尿病鞋、
襪和鞋墊對於改善糖尿病足有很大的功效，穿
對鞋可以保住腿，避免截肢。

位於黃金廣場的足康寧就是專門為您提供各種
糖尿病鞋、襪、鞋墊以及各種醫用健康鞋、足
弓矯正鞋、特別舒服運動鞋、餐館工作鞋等醫
用鞋，由足科潘醫生主理和指導，讓您的健康
生活從腳開始！足科潘醫生的診所和足康寧連
在一起，潘醫生有幾十年足科行醫經驗，專業
細致、經驗豐富，尤其擅長治療糖尿病足，為
糖尿病人量腳打模定製糖尿病鞋墊。下樑不正
上樑歪，腳痛還會引起腰痛背痛等一系列毛病
，而一雙好鞋可慢慢糾正很多毛病，比吃藥更
管用。還有一些顧客沒有什麽病痛，就是腳超
大或超寬或異型，在一般的商店根本買不到鞋

，這些朋友也可以來足康寧定製鞋，無論您是
什麽樣的腳，足康寧都可以讓您的腳舒服起來
！請趕快來足科潘醫生主理和指導的足康寧選
用糖尿病鞋、足弓矯正鞋和醫用健康鞋。 (憑此
文章買鞋可獲10% OFF)

Dr Pan潘先樣足科醫生診所&足康寧
地 址 ： 9896 BELLAIRE BLVD. #H TX

77036（黃金廣場）
電話：(713) 270-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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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糖尿病足糖尿病足

足科潘先樣醫生足科潘先樣醫生（（右右））和足康寧經理和足康寧經理MandyMandy
（（左左）。）。

人動手術人動手術。。清乾清乾
隆白瓷觀音隆白瓷觀音

足康寧有幾百種醫用健康鞋可供您選擇足康寧有幾百種醫用健康鞋可供您選擇
潘醫生在為病潘醫生在為病

超級舒服運動鞋超級舒服運動鞋

下樑不正上樑歪下樑不正上樑歪！！健康人生從腳開始健康人生從腳開始！！

甲溝炎甲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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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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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優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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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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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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新華社報道，，66月月11

日日2121時時3030分許分許，，重慶東方輪船公司所屬重慶東方輪船公司所屬

旅遊客船旅遊客船““東方之星東方之星””號在由南京駛往重號在由南京駛往重

慶途中慶途中，，突遇龍捲風發生翻沉突遇龍捲風發生翻沉。。據初步統據初步統

計計，，事發客船共有事發客船共有456456人人，，其中旅客其中旅客405405

人人。。事件發生後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國務院高度

重視重視。。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批示軍委主席習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要求

國務院即派工作組趕赴現場指導搜救工國務院即派工作組趕赴現場指導搜救工

作作，，湖北省湖北省、、重慶市及有關方面組織足夠重慶市及有關方面組織足夠

力量全力開展搜救力量全力開展搜救，，並妥善做好相關善後並妥善做好相關善後

工作工作。。同時同時，，要深刻吸取教訓要深刻吸取教訓，，強化維護強化維護

公共安全的措施公共安全的措施，，確保人民生命安全確保人民生命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立即批
示交通運輸部等有關方面迅速調集一切可以調

集的力量，爭分奪秒抓緊搜救，把傷亡人數降到最低
程度；同時及時救治獲救人員。

李克強代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率國務院
副總理馬凱、國務委員楊晶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即赴
現場指揮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交通運輸部已啟動一
級應急響應，協調多艘船舶在現場搜尋。湖北、湖南
省主要負責人已緊急趕赴現場組織開展搜救工作。目
前，搜救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中。

一上飛機就開緊急會議
據新華網報道，李克強一上飛機就召開緊急會

議，聽取交通運輸部、衛生計生委、水利部、氣象
局、安監總局等部門和解放軍、武警部隊負責人匯
報，詳細了解情況，部署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他強
調，人命大於天。要以對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
度，爭分奪秒，調集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採取一切
可以採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價做好人員搜救和相關
處置工作。李克強提出如下要求：當前第一位的是救
人。要調集國家最強的搜救力量包括搜救船舶、切割
機、供氧設備等裝備和一批潛水員等專業人員，以最
快的速度向事件現場集中，潛水員一旦趕到要立即下
水搜救，盡可能搶救出更多的生命，減少傷亡。

動員沿途群眾參與搜尋
為搜救創造一切條件。沿岸、航道、公路、飛

機都要為搜救力量開綠燈，確保暢通無阻，建立水、
陸、空綜合搜救大平台；全力救治被救人員。要調集
專業醫務人員，使生還者得到及時救治，同時動員沿
江、沿途人民群眾全力參與搜尋。

國務院成立由副總理馬凱任總指揮的搜救指揮
部，統籌協調有關部門、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地方搜
救力量，有序施救，科學施救；立即設立前方指揮中
心，保障現場搜救人員順暢作業、抓緊搜救；認真細
緻搞好善後工作。做好乘客家屬心理撫慰和情緒疏
導；確保應急救援資金及時到位，做好各項救援保障
工作；成立事件調查組，盡快查明事件原因；及時發
佈救援進展的權威信息。做到信息準確、快速、充
分、透明，讓群眾放心。

氣象局：無法有效監測龍捲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針對湖北沉

船事發時是否出現龍捲風的問題，中國氣象局2日發
佈最新分析結果稱，事發時段當地出現龍捲風，風力
12級以上，龍捲主體位於江面，水平尺度不足1公
里，龍捲持續時間約15至20分鐘。氣象專家表示，
由於龍捲風屬於小尺度天氣系統或小概率事件，其時
間、空間隨機性較強，目前絕大多數的氣象探測設備
和探測系統都無法有效監測、追蹤龍捲風的發生發
展。未來4天，事故地點天氣情況平穩，不過7日將
再遭中到大雨襲擊。

氣象監測顯示，6月1日21時06分，監利縣出現
瞬時最大風速每秒9.2米，22時03分，監利縣東南方
向靠近長江邊的尺八自動氣象站（距出事點約35公
里）瞬時最大風速每秒16.4米。21至22時監利站雨
量64.9毫米。 國家氣候中心氣候監測室高級工程師
周兵表示，湖北容易出現龍捲風與其特殊地形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紅、記者 梁珊
珊、馬琳 武漢、北京報道） 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
堂在“東方之星”監利沉船事件新聞發佈會透
露，截至2日傍晚，官方已調集4,000餘軍民投入
搜救，湖北省軍區司令員陳守民稱“現在最重要
力量是潛水員”，他表示軍方漏夜空運90餘名潛
水員到救援現場，增強搜救力量。

楊傳堂現場發佈救援數據稱，目前官方有5
艘打撈船、4,000 餘軍民投入搜救，包括解放
軍、武警官兵、消防官兵、預備役和公安幹警、
當地的各級幹部和群眾。搜救力量方面共投入14
艘海巡警、11艘航標警、7艘公安警、46艘衝鋒
舟、2艘港航警、17艘社會船舶和15艘漁船，共
計110多艘。截至2日下午6時，從救援現場共救
起落水人員14人，確認已有5人遇難，其身份正
在確定。兩艘 50 噸級打撈船以及 100 噸、160
噸、350噸打撈船各一艘正趕往現場。

陳守民表示，“現在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潛水
員。”先期到達的有13名海軍工程學院潛水員，
抵達後即救出兩名被困船底的乘客。陳守民透
露，有90名潛水員從武漢乘坐直升機運往沉船事
故現場，廣州軍區亦將派出50名蛙人，最終能擔
負潛水員工作任務人員將達183人。陳守民同時
希望通過媒體向家屬表達，無論希望大小，解放
軍會把被困的乘客當做自己的父母親和兄弟姐
妹，拚盡全部力量開展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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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袁巧重慶報道）記者從重慶相關部門了解
到，沉沒的“東方之星”號客輪於1994年建造，船齡21年，中間曾
進行翻修，但尚未達到內地的30年客船強制報廢年限。重慶東方輪
船公司一位前高層告訴記者，“東方之星”原由重慶東風船廠設計，
第一次設計長度是60多米，由重慶川東造船廠打造，後因各種因素
又在重慶船廠第二次加長。

事故發生後，重慶海事局、旅遊局等相關部門已下發通知，要求
當地遊輪公司進行安全自查。

曾被評為“部級文明船”
“東方之星”是長江普通旅遊客船，隸屬於總部在重慶萬州區的

重慶東方輪船公司。輪船身長76.5米，型寬11米，型深3.1米，最大
高度18.6米，總噸2,200。有4層客艙位於水位線以上，1層機艙位於
水位線以下。輪船核定經營範圍為南京至重慶省際普客，核定乘客定
額為534人，設有一等艙客位44人，二等艙客位184人，三等艙客位
306人。

重慶東方輪船公司是經營長江旅遊客運的國內高級船務公司，為
重慶市國有重點水運企業，公司有多艘國內豪華遊輪。其法定代表人
為姜照，註冊資本金4,160萬元人民幣，1981年10月30日工商登記成
立。該公司客輪均為重慶“市級文明船”，涉事的“東方之星”客輪
還曾被交通部評為“部級文明船”。

“東方之星”沉船事故發生後，重慶海事局、重慶市旅遊局第一
時間向重慶各大遊輪公司下發通知，要求遊輪公司排查自身隱患。據
了解，重慶多家遊輪公司已在2日一早召開了緊急安全會議，並組織
人員對旗下遊輪進行安全大檢查，要求船長嚴格按照海事局頒佈的
《船舶安全管理體系》操控船舶，同時加強對船員的安全教育和培
訓，確保在行遊輪平安抵達目的地。

“東方之星”21歲未屆報廢年限

沉船時沉船時吹吹 級龍捲風級龍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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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救援指揮李克強在救援指揮
部現場部現場。。 何芯何芯攝攝

■■軍方星夜空運軍方星夜空運9090餘名潛水員到餘名潛水員到
救援現場救援現場，，增強搜救力量增強搜救力量。。圖為圖為
潛水員在現場進行搜救潛水員在現場進行搜救。。 新華社新華社

■■逾逾44,,000000軍民進行搜救軍民進行搜救。。圖為在指圖為在指
揮部現場待命的武警戰士揮部現場待命的武警戰士。。 何芯何芯攝攝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6月3日（星期三）4 香港新聞

普選方案鐵定6．17提交
特首：中央不可能“退讓” 議員應冷靜判斷

1. 中央在政改問題上有權有責。根據香港基本法，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需得到三分之二立

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已根據基本法

作出“8．31”決定。

2. 中央官員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清楚表達政改立場，香港落實普選的前提一定要根據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選舉方式不能夠相提並論，故中

央在特首普選問題上不存在“退讓”的可能性。

3. 立法會有70名議員，即使日後有27位反對派議員一致接受的方案，不代表可取得共三分

之二大多數議員通過。若這次方案遭否決，社會要思考香港將來落實普選的可能性有多

高。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陳庭佳陳庭佳））香港香港
特區政府將於本月特區政府將於本月1717日向立法會提交日向立法會提交
2017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決議案以進行審年特首普選方案決議案以進行審
議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22日日
強調強調，，特首普選工作一環扣一環特首普選工作一環扣一環，，方案方案
必須在立法會休會前表決必須在立法會休會前表決。。他表示他表示，，會會
於未來兩周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約見於未來兩周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約見
議員議員，，爭取議員支持方案爭取議員支持方案。。

譚志源譚志源22日出席立法會日出席立法會20172017年行政年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方案小組委員會會議後表長官產生辦法方案小組委員會會議後表
示示，，普選方案內容目前毋須修訂普選方案內容目前毋須修訂。。他又他又
說說，，過去兩年的討論已很充分過去兩年的討論已很充分，，而當方而當方
案獲通過後案獲通過後，，當局最遲需在明年第一季當局最遲需在明年第一季
通過本地條例草案通過本地條例草案、、第二季開始進行選第二季開始進行選
民登記和訂立附屬法例民登記和訂立附屬法例、、第三四季選出第三四季選出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然後在然後在20172017年第一季普選年第一季普選
特首特首，，工作一環扣一環工作一環扣一環，，又強調不會延又強調不會延

遲表決遲表決，，必須在立法會休會前表決必須在立法會休會前表決。。
據悉據悉，，普選方案會以決議案形式提普選方案會以決議案形式提

交予立法會交予立法會，，每個議員只可作一次每個議員只可作一次1515分分
鐘的發言鐘的發言，，也不能提出修正案也不能提出修正案，，預計會預計會
審議審議1717個至個至1818個小時個小時，，很可能會延至很可能會延至
1818日才表決日才表決。。不過不過，，立法會秘書處已取立法會秘書處已取
消原定在消原定在1919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和交通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和交通
事務委員會會議事務委員會會議，，特區政府也取消要求特區政府也取消要求
財委會於當日加開兩節會議財委會於當日加開兩節會議，，以騰出更以騰出更
多時間多時間。。

譚志源又說譚志源又說，，自己會和林鄭月娥於自己會和林鄭月娥於
未來兩周繼續爭取議員支持普選方案未來兩周繼續爭取議員支持普選方案，，
以不同形式包括私下與議員會面以不同形式包括私下與議員會面。。被問被問
到重點游說對象到重點游說對象，，他說主要是已公開表他說主要是已公開表
態不會支持方案的議員態不會支持方案的議員，，包括醫學界梁包括醫學界梁
家騮家騮。。特區政府消息說特區政府消息說，，當局希望本周當局希望本周
內與議員會面內與議員會面，，但要視乎議員的時間但要視乎議員的時間。。

被問到有何被問到有何““板斧板斧””爭取反對派議爭取反對派議
員支持員支持，，譚志源說譚志源說，，只希望議員能為了只希望議員能為了
數百萬名選民手上將會有的一票數百萬名選民手上將會有的一票，，重新重新
考慮立場考慮立場，，回心轉意回心轉意，，也相信香港市民也相信香港市民
可在這階段多發表意見可在這階段多發表意見。。

他又表示他又表示，，現在社會上似乎沒有人現在社會上似乎沒有人
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普選方案一定會獲通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普選方案一定會獲通
過過，，事實上有不少人開始覺得方案獲通事實上有不少人開始覺得方案獲通
過比較渺茫過比較渺茫，“，“我們也覺得我們也覺得（（方案能方案能
夠夠））通過立法會機會不太高通過立法會機會不太高。。我不能說我不能說
會否有奇蹟出現會否有奇蹟出現，，奇蹟本身就是奇蹟奇蹟本身就是奇蹟，，
所以會盡力爭取所以會盡力爭取，，謀事在人謀事在人，，成事在成事在
天天。”。”

政府新聞處2日發出新聞稿，表示特區政府2
日已向立法會作出預告，擬在本月17日立

法會會議上動議有關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
案，內容與《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報告及
方案》所載的議案草擬本一致。梁振英2日出席
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時，再主動就香港政改問題
重申以下三個基本事實：

第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央在政改問題上有權
有責。根據基本法，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需得
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全
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去年8月
31日作出決定，也是根據基本法這一條。此外，
《聯合聲明》指出，行政長官在當地－即是香
港－經過協商或選舉後由中央政府任命。

暗諷反對派空有理想 不可行
第二個基本事實是，中央官員日前與立法會

議員會面時，已清楚表達對政改的立場，不存在
所謂“退讓”的可能性。梁振英指出，中央十分
重視、亦十分希望能夠在香港落實普選，但前提
一定要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行政
長官的提名權專屬提名委員會，基本法沒有“公
民提名”的機制。
對於社會上有言論稱中央到最後會讓步，就

像上一次修改立法會選舉方式一樣，梁振英強
調，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選舉方式不
能相提並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並不一樣，
行政長官需經中央任命，立法會議員不需要，而
且行政長官需為中國公民，但部分立法會議席不
一定由中國公民出任。
第三個基本事實是，立法會有70名議員，

即使日後有一個方案獲27位反對派議員一致接

受，不代表可得到其他立法會議員支持，取得共
三分之二大多數議員通過。若這次的方案遭否
決，便需思考本港在若干年後能夠落實普選的可
能性有多高。
梁振英說，政治是可行的藝術，每個人對政

治問題上都有很多理念，政治光譜可以很闊，但
最重要的是哪些可行，“‘泛民’議員堅持他們
的一套，先不說他們是不符基本法，拿到立法會
投票，是否可得到三分之二的大多數（議員支
持）？這就是可行（與否）的問題。”

重申日後如修改 再行五步曲
反對派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說的“8．31”決定是長
期有效，曲解為通過方案等於要“袋一世”。
梁振英強調，近日部分評論不符李飛主任講話
的原意，中央有關部門已即時澄清。他重申，
基本法有關條文仍然有效，行政長官選舉辦法
日後如需修改，會繼續進行五步曲，不存在通
過方案後就不可以修改。
梁振英重申，特區政府會如期向立法會提交

方案，目前距離表決方案尚有兩個多星期，立法
會議員和市民毋須急於作出結論，“這件事是大
事，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冷靜、客觀，掌握所有
的事實，可以在這段時間讓我們知道的事實和法
律、憲制的規定沉澱一下，然後作出一個理性的
判斷。”他並強調，只要通過政府提出的特首普
選方案，將來經提名委員會提名的2名至3名候
選人，需要得到500萬合資格的選民投他多數
票，故此不得不重視香港社會在政治、民生、經
濟上的普遍訴求，這將會是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
重要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陳庭佳）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預告在本月17

日提交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決議案進行審議表決。特首梁振英 2日重申，中央在

香港政改問題上有權有責，中央官員日前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清楚表達立場，他

認為不存在所謂“退讓”的可能性。他又反駁反對派宣稱普選方案“袋住先”等

於“袋一世”的謬誤，強調特首選舉辦法日後可再走“五步曲”作出修改，呼籲

立法會議員和市民冷靜、客觀，掌握所有事實再理性判斷。

梁振英重申三個基本事實

譚志源約晤梁家騮談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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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2日表示，希望與領
導“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私下
約見表明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和醫學界議員梁家騮，作最後游說。個
別反對派議員表示會和特區政府一道盡力謀共
識，梁家騮和多名反對派議員則死撐到底，質疑
會面意義。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提醒
反對派珍惜溝通機會，避免錯失普選良機。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2日在立法會向記者聲
稱，普選方案有“篩選”，中央繼續“鐵板一
塊”是不能說服任何一名反對派議員支持，質疑
譚志源提出游說有何作用，但私下會面具體決定
仍需與其他反對派政黨討論。
被點名約見的梁家騮歡迎有關溝通，但他仍

認為，方案會將高民望的參選人排拒在外，仍會
反對。他又聲言擔心否決方案後會被“秋後算
賬”，但相信國家越來越強大，祖國已較文明，

會依法辦事。
公共專業聯盟立法會議員莫乃光2日就稱，

中央官員已表明方案無修改空間，不明白特區政
府為何此時還約議員討論。

湯家驊：政府未放棄 我未放棄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2日出席一個公開

場合後回應稱，雖然大局已定，但亦應盡最後努
力，在不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下，透過對話尋求共識，強調“特區政府未放
棄，自己亦未放棄”。他稱現在“袋住先是否袋
一世”，如何增加提名委員會認受性，中央應作
更明確說法。葉國謙認為，特區政府必須盡最大
努力通過方案，譚志源提出有關安排合適。他提
醒反對派，若錯失今次機會，起碼要10年後才
再有普選，延後表決只會增加更多不明朗的因
素，對社會沒有好處。他又表示，政治一日的變
化可以很大，不排除表決前有突破性轉變。

■■香港特首梁振英香港特首梁振英22日日
表示表示，，他認為普選方案他認為普選方案
不存所謂不存所謂““退讓退讓””的可的可
能性能性。。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譚志源強調譚志源強調，，香港特首普選工作一香港特首普選工作一
環扣一環環扣一環，，普選方案必須在立法會休普選方案必須在立法會休
會前表決會前表決。。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與香港立法會議員交
流時，表明特首普選制度是要把反對派中的
“死硬派”排除在外，即使他們僥倖當選，
中央也堅決不予任命。特首梁振英2日重
申，根據《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央享有
行政長官的任命權，而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也有別於其他民主國
家的市長選舉。

梁振英2日在行政會議前，被記者問
到王光亞表明阻止“死硬派”參選特
首，是否影響了選舉的公平公正。梁振
英表示，特區行政長官有別於民主國家

的市長，因為特區是在“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下，有高度
的自治權，包括有本地的全部財政權、
立法權、政治制度及社會制度等。

梁振英強調，在《聯合聲明》和基
本法下，中央享有行政長官的任命權，
中央必須信任這個行政長官才會向他授
權，才可讓行政長官通過行使其權力，
讓香港這地方有高度自治。這也是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跟任何其他國家的
地方首長的產生辦法，以及該地方跟中
央或一個聯邦政府關係不同的很重要一
點。

香港選制有別於西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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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北市長朱立倫
昨天喊出節電要有氣魄，節電率
要達3%，超越行政院2%目標，9
月22萬盞路燈全部換成LED燈，
全台第1。

朱立倫昨天出席市府 「電癮節
」記者會，宣布啟動 「新北市智
慧節電計畫」，以落實環保、響
應節電目標，建構新北市成為智
慧綠能節電的標竿城市。

朱立倫表示，節電是一種現代
公民道德，目前行政院推動節電
率2%計畫，做為全台最大的城市

，新北市節電要更有 「氣魄」，
努力達到3%的目標。

他表示，要達到節電目標要用
對方法，包含有效運用智慧科技
、選購有節能的電器產品、推動
1 萬名志工旗艦計畫及全民參與
，最後還要落實節能教育，讓學
生、孩子都能成為節電小尖兵、
節電大使。

朱立倫會後受訪表示，全民一
起來節電，希望每1戶1天省下1
度電，每1店家1天能省2度電，
政府機構都能智慧節能，再加上

工廠等耗電戶都大量節電，努力
達到節電率 3%，比行政院 2%的
目標更高。

他表示，全市22萬盞的路燈，
9 月可全部換成 LED 燈，這是全
台灣第 1 座城市這樣做，也一定
要這樣做，才能夠達到真正的節
電目標。

有媒體詢及對核電的態度時，
朱立倫表示，一定要努力做，如
果不節電，就變沒有選擇，只有
透過這樣努力的目標，才能夠大
家一起來，真正達到非核家園。

（綜合報導）民進黨總統
參選人蔡英文投書美媒談對中
關係。府方人士昨天說，全篇
未提 「維持現狀」，僅說台灣
應鞏固對美關係，沒談如何鞏
固兩岸關係，但兩岸關係就是
台美關係重要基礎之一。

蔡英文正在美國訪問，她昨
天投書華爾街日報指出， 「一
個更穩定一致且可持續的對中
關係」將是她的施政重點，這
需要跟中國領導階層以及跟台
灣人民，都建立開放的溝通管

道。
府方人士昨天質疑指出，蔡

英文在華爾街日報的投書中全
篇未提 「維持現狀(status quo)」
，更沒說要如何維持現狀，令
人質疑她的說法為何前後不一
？是 不 是 國 內 與 國 外 有 所 不
同？

府方人士強調，蔡英文的文
章指出台灣應鞏固對美關係，
沒談到如何鞏固兩岸關係，但
兩岸關係就是台美關係的重要
基礎之一。

府方人士說，美國國務院東
亞助卿羅素（Daniel Russel）去
年4月即表示， 「台美關係近年
來很具建設性，其中兩岸關係
的進展具有很大貢獻」；美國
國務卿東亞副助卿董雲裳（Su-
san Thornton）上週也說 「穩定
處理兩岸關係，已經成為台美
緊密合作中的重要因素」，但
蔡英文的文章顯然刻意忽略了
這項重點中的重點。

（中央社）美國國務院助卿查爾斯‧芮福金昨天在台北表示
，美台在智財權議題上是長期的夥伴，雙方將啟動 「智慧財產暨
創新共同工作計畫」，盼保護新興創業家的創意，增加工作機會
。

為帶動台灣創新能量發展，經濟部邀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媒體實驗室來台在TAF空總創新基地舉辦 「未來城市工

作坊 Future City Workshop」，昨天下
午美國經濟暨商業事務助理國務卿查
爾斯‧芮福金（Charles H. Rivkin）與
行政院長毛治國共同出席開幕典禮。

芮福金致詞時表示，對在座的年輕
世代而言，當前世界已經產生了很多
變化，在這個 「靠自己創造」的現代
社會裡，年輕人只做一個創業家並不
足夠，大膽做夢的同時，也需要來自

四面八方的支援。
而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業家計畫已經協助產生了130

家以上的公司，相信在座者一定很興奮即將參與其中。
芮福金鼓勵新興創業家要有 「一定可以」的精神，他以TAF

空總為例，表示這裡以前是空軍總司令部，但今天變成了創意基
地。

他進一步指出，為對新興創業者打造好的環境，美方與其他
經濟體合作保護智慧財產權，讓他人無法輕易剽竊原創構想；在
這方面，美方很高興能夠與台灣在智慧財產權保護議題上，成為
長期而且理念相同的夥伴。

因此芮福金表示， 「我很高興地宣布，我們將啟動智慧財產
暨創新共同工作計畫」。希望未來進行的政策不僅是用來保護創
意，也可以產生收益，進而增加工作機會。

他說，青年成長在網際網路及通訊科技的環境中，必須要開
發這些潛力讓年輕人創業，發布他們的作品，與他人建立人際網
絡，找尋資金來源，最終獲致成功。

最後他舉愛迪生的名言， 「我從來沒有失敗過，我只是發現
了一萬種不成功的方法。」，鼓勵大家所需的只是一點幫助，相
信透過TAF空總創新基地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合作計畫，未來一
定能夠得到最好的支援。

保護創意 台美啟動智財權創新合作

蔡英文投書 府：未提如何鞏固兩岸關係

謝長廷謝長廷::面對外交面對外交 台灣應團結別內鬥台灣應團結別內鬥

宏達電股東會宏達電股東會王雪紅向股東致歉王雪紅向股東致歉
宏達電宏達電22日舉行股東常會日舉行股東常會，，由董事長王雪紅主持由董事長王雪紅主持，，由於股價直直落由於股價直直落，，致詞時向股東致詞時向股東

致歉致歉。。

邱豐光邱豐光：：護童專案護童專案 101101年已取消年已取消
北投區文化國小發生女童割喉案後北投區文化國小發生女童割喉案後，，校安議題引起議論校安議題引起議論。。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右右））

22日在議會答詢時表示日在議會答詢時表示，，目前未打算恢復護童專案目前未打算恢復護童專案；；警察局長邱豐光警察局長邱豐光（（左左））也說也說，，護護
童專案在民國童專案在民國101101年就已取消年就已取消。。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6月3日（星期三）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六一兒童節前夕，由河南省通訊器材商會舉辦的
“關愛少年童心”公益慈善捐贈儀式在濮陽市范縣高
碼頭鎮第一小學舉行，該商會為高碼頭鎮第一小學捐
贈了文具、體育器材以及米麵油等物資。
據范縣教育局辦公室副主任劉柱京介紹，高碼頭

鎮第一小學是河南省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全免費寄宿
制小學，426名學生大部分為留守或者出身於單親家庭
的兒童。學校有16名老師，負責照顧學生的飲食起
居。學校正常經費來源於國家“兩免一補”政策和當
地財政部門撥付的辦公費用。

■記者 王長虹、靳中興，通訊員 楊儀蘭 濮陽報道

河南唯一免費寄宿小學獲捐助河南唯一免費寄宿小學獲捐助

西沙沉船瓷器碎片或來自泉州

2日是農曆四月十六，距端午賽龍舟
還有半個多月，廣東省揭陽市揭東區錫場
鎮潭王村為新造的二條龍舟舉行傳統的下
水儀式。據悉，這次新造的兩條龍舟為
51橈大龍舟，長約28米，寬約1.4米，
可坐54人。

■新華社

日前，考古工作人員在對海南珊瑚島一號沉
船遺址水下考古現場進行發掘時，發現沉船遺址
以石質建築構件為主要堆積，還發現有少量青花
和白釉瓷器碎片散落在遺址表面，記者了解到，
沉船上散落的瓷器有可能來自福建泉州。

參加今次考古任務的泉州市博物館水下考古
研究中心主任張紅興表示，今次在沉船遺址上發
現的清晚期瓷器與泉州德化窯生產的陶瓷很接
近。據其介紹，永樂群島珊瑚島海域發現的沉船
比較淺，約2米多深，珊瑚島有很多“溝”，大
量的石構件、瓷器碎片就散落在“溝”裡“溝”
外。張紅興說，陶瓷碎片均為青花瓷，瓷器不是
太高端，屬日用品，年代為清朝晚期。他認為跟
泉州德化古窯生產的陶瓷很相近，基本可以判
定，出自泉州德化窯。
另外，就此前媒體報道同船被發掘的石構件

來自泉州一事，張紅興表示，這些石構件，主要
是青石和灰白花崗岩，但沒有頗為明顯的特徵，
比如刻有文字之類，比較難考證，具體來源還在
進一步考證中。 ■記者黃瑤瑛泉州報道

“新龍下水”

近日，湖南中南大學一組禮儀隊“高顏值”畢業
紀念照走紅網絡，十多名身着禮儀制服、旗袍和清爽
運動裝合影的女大學生着實令人驚艷。
“走紅照展現了我們的外在美，但對於我們而

言，更加重要、更加優秀的東西是大學四年在中南大
學商學院學習到的專業知識和大學文化。”中南大學
禮儀隊現任隊長張世娟表示。“招募學生成立禮儀
隊，一方面可以為學校接待工作提供服務，另一方面
則可以鍛煉學生的能力。”中南大學商學院有關負責

人表示，高等教育
培養的人才應當專
業知識過硬、綜合
素質強，學校禮儀
隊和其他社團組織
實際上是鍛煉學生
綜合素質的試驗
場，是學生的第二
課堂，是另外一種
教育模式。 ■紅網

大學禮儀大學禮儀隊隊““高顏值高顏值””畢業照走紅畢業照走紅

2日，湖北武漢中外烏龜混戰，把人類都驚呆了。
魯先生的家是村裡離湖水最近的一戶，近日，他在湖
邊發現27隻烏龜，撿回去後一夜間就死了3隻，之後
也陸續發現死龜。奇怪的是水質清澈沒有異味，不太
可能是水質污染導致的死亡。
專家表示，這些烏龜大量地上岸和死亡是中外烏

龜為了搶奪地盤發生
混戰，兩個物種在一
起就會爭搶資源。對
此，網友們紛紛表示
自然界的適者生存真
是可怕了，腦袋太小
想不來。 ■人民網

中外烏龜混戰中外烏龜混戰 屍橫遍野屍橫遍野

■■中外烏龜混戰中外烏龜混戰，，屍屍
橫遍野橫遍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今年65歲的村民黃世江表示，他從小
就生活在這裡，對這片楠木非常熟

悉，以前楠木共有13棵，後來因為雷
擊，導致其中5棵死掉。

胸徑長到2米需上千年
黃世江說，前年春天，外地木材老闆李先

生等人來到村裡，想買這8棵樹。李先生承
諾，如果村民幫助他們偷偷將金絲楠木樹運
走賣掉，他就給林坎宅子22戶人家每戶修建
一棟二樓一底的磚房，這在當地算是“豪
宅”了。然而村民們卻集體回絕“這些楠木陪
伴我們太久了，不能簡單用金錢來衡量價

值。”
內口村黨支部書記冉遠江說，金絲楠木

在當地被認為“樹王”，村民對楠木非常尊
敬。現存最大的古樹其實不是最老的，最大
一棵（胸徑約2.5米）已經被雷擊中死亡。

重慶工藝美術行業協會副會長劉國軍表
示，楠木屬樟科，種類很多，用於建築及傢
具的主要是雅楠和紫楠，是國家二級保護植
物，產地範圍較小，主要分佈於四川、福
建、貴州、湖北和湖南等亞熱帶地區高海拔
陰濕山谷、山窪及河旁。金絲楠木的生長年
齡和土壤與周圍環境關係密切，長到胸徑2
米多，需要上千年。

據悉，為了保護剩下的8棵千年古樹，
當地政府及林業部門將徵求氣象等部門意
見，對楠木群安裝防雷設施。

曾屬皇室用品 象徵權力
據悉，金絲楠木過去屬於皇室用品，用

於建造宮殿或者製作棺材，是權力的象徵。
金絲楠木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其具有保存久
遠、帶有香氣等特徵，是少見的木材。

今年5月31日，在南京一次拍賣會上，
備受矚目的金絲楠木頂箱櫃（乾隆兒媳婦鈕
祜祿氏的嫁妝），以2,000萬元人民幣成交。

重慶酉陽兩罾鄉內口村有一處金絲楠木
群，共有8株，最小的胸徑1米多，最大的
胸徑達2.1米，6人才能合抱。這8棵古樹在
當地頗有名氣，村民對楠木十分尊敬。兩年
前，外地木材老闆李先生來到村裡，承諾如
果可以買下這8棵古樹，就給村裡22戶人家
每戶修建一棟“豪宅”，然而卻被村民們集
體回絕了。 ■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金絲楠木胸徑達到金絲楠木胸徑達到 22..11
米米。。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最大的一棵金絲楠
最大的一棵金絲楠

木木。。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一號沉船水下發掘一號沉船水下發掘
的文物的文物。。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中南大學禮儀隊畢業照走紅網中南大學禮儀隊畢業照走紅網
絡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6月3日（星期三）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A股水漲船高 中東“土豪”淘金
阿布扎比投資局獲批向中國股市投資近百億

人行：大額存單利率市場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人民銀行網站

2日公布，為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制定了
《大額存單管理暫行辦法》（簡稱《辦法》），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大額存單採用標準期限的產
品形式。個人投資人認購大額存單起點金額不低
於30萬元（人民幣，下同），機構投資人認購大
額存單起點金額不低於1,000萬元。大額存單期限
包括1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1年、18個
月、2年、3年和5年共9個品種。

《辦法》公布，大額存單發行利率以市場化
方式確定。固定利率存單採用票面年化收益率的
形式計息，浮動利率存單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
利率（Shibor）為浮動利率基準計息。大額存單自
認購之日起計息，付息方式分為到期一次還本付
息和定期付息、到期還本。發行人應當於每期大
額存單發行前在發行條款中明確是否允許轉讓、
提前支取和贖回，以及相應的計息規則等。

今年3月12日，人行行長周小川在十二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宣布：今年放開存款利率上限
是大概率事件。5月10日，人行將存款利率上浮
區間上限由基準利率的1.3倍調整為1.5倍。5月18
日，發改委發布《關於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重點工作意見》，稱要“適時推出面向機構及個
人發行的大額存單”。當時內地媒體已引述知情
人士透露，人行將針對部分銀行開放政策試點，
個人門檻為30萬元，企業門檻為1,000萬元。分析
認為，在利率市場化和連續降息的雙重作用下，內
地商業銀行今年的經營壓力將進一步加大。

中石化將提前3月完成油品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中石化集團2日在北京召開油

品質量升級工作視頻會，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快
成品油品質升級工作方案》要求，全面部署新一
輪油品質量升級工作。會議要求所屬煉廠比國家
規定早3個月完成升級項目，並同時在旗下6家煉
化企業提前布局13個升級“國六”項目。
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家七部委聯合4月28日

發布方案，要求加快清潔油品生產與供應。中石
化要求旗下煉廠加快節奏，確保按國家規定的時
間節點供應國五油品。考慮到為後續銷售環節油
品置換預留時間，所屬東部地區煉廠將在今年10
月1日前完成，所屬其他地區煉廠將在明年10月1
日前全部完成，普通柴油硫含量不大於10ppm
（相當於國五標準）的品質升級項目在2017年10
月1日前完成。中石化已有70%汽油產能、40%車
用柴油產能達國五標準，並將實施33個國五油品
升級專案。目前，正率先推進燕山石化、武漢石
化、鎮海煉化、天津石化、上海石化、石家莊煉化
等6家企業的相關油品質量升級專案，包括建設及
改造13套烷基化、異構化裝置。

被認為是全球前三大主權財富基金之一的ADIA
是一家全球性投資機構，資金來源主要是阿

布扎比的石油收益。據報道，ADIA尋求將35-50%
的資金投資美國，20-35%的資金配置歐洲，
15-25%的資金瞄準新興市場。近年來，該基金再度
將目光轉向新興市場。阿布扎比媒體The National
援引ADIA高層觀點指，儘管其中一些新興市場國
家去年承受了明顯的壓力，但中國政府正在持續改
善經濟，並準備在全球資本市場施加更大影響力。
資料顯示，此前ADIA曾經四次獲得QFII額

度。分別在2009年1月、2012年6月、2013年1月
和2014年5月獲得2億美元、5億美元、10億美元
和15億美元額度。加上本次最新獲得的15億美元
額度，ADIA累計獲批47美元額度。Wind資訊統計
顯示，從A股上市公司2015年一季報來看，ADIA
是柳工、銅陵有色、四川九洲、順絡電子、中海發
展、中金黃金、華海藥業、錦江股份、中國交建的
前十大流動股東。
另外，近日有消息指，央行近期對特定銀行進

行PSL(抵押補充貸款)操作，以提供基礎貨幣釋放流
動性，受此利好提振，即便A股2日再現“打新”

狂潮，大市依然頑強上攻。
市場消息稱，央行新一輪PSL期限可能為3至

5年，規模或擴至1.5萬億元以上。有分析認為，
PSL等新型貨幣工具正是央行未來對基礎貨幣投放
的主要渠道，此輪PSL的效果相當於兩次降準，不
但利於經濟穩增長，亦提振了投資者對股市的預
期。基於此，2日雖然迎來六月的首批新股申購，
但整體資金面影響不大，央行繼續暫停公開市場操
作。天信投資認為，PSL操作顯示了管理層呵護市
場的決心，所以做多仍是投資者的一致訴求，建議
及時關注近兩個月以內比較滯漲的板塊，尤其對有
政策預期的滯漲板塊應大膽吸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裘毅

上海報道）A股行情高漲，繼續吸引全球

投資者入市淘金，今次迎來的是中東“土

豪”。彭博消息指，阿布扎比酋長國主權

財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資局(ADIA)稱，再獲

准向中國股市投資15億美元(約91.84億

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據日本媒體報道，在天量的內地個人投資者的
推動下，上海股市交易量已經超越紐約成為全
球第一，尤其今年4月，單月成交額更是達到
紐約股市的2.1倍。
《日本經濟新聞》刊文稱，據世界交易

所聯合會（WFE）統計，進入2015年以來，
上交所的成交額急劇增長，截至前四個月，
總成交額達到6.59萬億美元，超越紐約股市
的5.69萬億美元，雄踞全球首位。特別是4
月當月，成交額更是達到紐約股市的2.1倍。
而在此之前，2014年的上海股市的全年成交
額只有6.09萬億美元，只有紐約股市的40%
左右，排全球第四位。剛過去的5月上海市
場交易量依然突飛猛進。

不過相較美國股市和中國股市，不難發現
美國的投資者以機構居多，採用的設備也更為
先進。而A股天量成交額背後的主要推手以散
戶居多，目前股市賬戶數超過了2億個，但部
分人用的還是券商營業廳提供的免費終端設
備。

滬市交易量超紐約全球居首

■22日滬深股市雙日滬深股市雙
雙大漲雙大漲，，滬指成功滬指成功
站上站上49004900點點。。

新華社新華社

南北車合併完成 中車下周復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備受

資本市場矚目的南北車合併換股事宜宣告收官，中
國中車已於日前正式成立。中國南車2日晚公告
稱，與中國北車合併的換股實施工作已完成，該公
司股票簡稱由6月8日起變更為“中國中車”，
“中國中車”股票將於本月8日復牌。

中國南車指，此次合併後新增A股股份共計
111.38億股，全部為無限售流通股，該部分股份將
於本周四起上市流通。合併完成後，南車集團將持

有中國南車34%股份，北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公司
持有30.5%股份，北京北車投資公司持股1.66%。
隨着此次合併換股實施完畢，南北車合併後的新公
司中國中車總股本也將達272.88億股。
根據公告，中國中車新領導班子亦已確立。中

國中車第一屆董事會通過，選舉原中國北車董事長
崔殿國為中國中車第一屆董事會董事長；原中國南
車董事長鄭昌泓、總裁劉化龍分任中國中車副董事
長；原中國北車總裁奚國華任中國中車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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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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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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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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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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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總統馬英九今天
與美國史丹福大學進行視訊會議
，馬總統將在致詞中說明兩岸關
係的和平穩定發展，已成為台美
關係中的重要因素，並與台灣對
美與對外關係形成良性循環。

馬總統今天上午將在總統府與
美國史丹福大學合辦 「紀念抗戰
勝利70週年系列活動」視訊會議
，會中馬總統將發表演說，並與
現場學者進行問答。

馬總統將在致詞說明中華民國
當年對日抗戰的艱辛過程，以及
我國對於二次大戰同盟國的關鍵
貢獻，並感謝美國在抗戰過程中
的全力協助。

馬總統將細數自二戰結束後，
台美如何共同捍衛台海安全，尤
其自他上任後雙邊關係的緊密發
展，並將說明兩岸關係的和平穩
定發展，已成為台美關係中的重
要因素，並與我國對美與對外關
係形成良性循環。

府方表示，馬總統將引牛津大
學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
）所著的 「被遺忘的盟友」書中
所述，二戰期間我國在武器裝備

相對落後的情況下浴血抗敵，不
投降、不妥協，孤軍牽制80萬裝
備精良的日軍，讓同盟國得以在
歐洲和亞洲兩個戰場取得最終的
勝利。米德認為，此即我國在二
次大戰中對盟國的重大貢獻。

馬總統將指出，今年紀念對日
抗戰70週年時，將會邀請羅斯福
總統之孫、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
、珍珠港事件後 5 個月、亦即
1942 年 4 月轟炸東京名將杜立德
將軍的後人、1944到1946年擔任
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
軍之孫，與人稱 「南京大屠殺的
美國女神」－曾拯救逾萬名中國
百姓、其中多數為婦女的金陵女
子學院代理院長魏特琳女傳教士
的孫女，前來參加紀念活動，當
面感謝他們先人協助我國對日抗
戰的卓越貢獻。

馬總統指出近年來台美關係緊
密發展，是 「台灣關係法」實施
36年以來最好狀態，雙方高層恢
復互信，過去兩年高層官員互訪
頻繁；美國對台軍售超過 183 億
美元，是近20年最高時期；雙邊
恢復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

）協商；美國政府將台灣納入免
簽證計畫。

馬總統強調，自上任後，就堅
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
台海現狀。而所謂 「現狀」，指
的是 「不統、不獨、不武」的現
狀，並在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與發
展。

府方表示，因此台灣海峽完全
改頭換面，由過去的 「戰爭熱點
」轉變為 「和平大道」。也由於
近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進展
，使得自冷戰以來，美國首次不
需要在兩岸之間選邊站，正如美
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
素（Daniel Russel）今年2月所言
「台美關係近年的發展非常有建

設性，正與兩岸關係的進展息息
相關。」；亞太副助卿董雲裳
（Susan Thornton）上周也公開強
調，穩定處理兩岸關係是近年來
台美關係得以密切合作的重要因
素。顯見穩定的兩岸關係，已替
海峽兩岸、美國及整個區域，帶
來的極大益處。

（中央社）法國核安專
家伊夫˙馬里格納克昨天說
，台電與法國 AREVA 簽約
核廢料境外再處理，可能導
致預算不斷追加質疑把錢投
到無底錢坑。

經濟部、原能會與台電公
司都表示，境外核廢料再處
理符合國際與國內相關規
定。

法國核安專家伊夫˙馬里
格納克（Yves Marignac）下
午出席民進黨籍立委田秋堇
等人舉辦 「核廢再處理」公
聽會表示，法國核電集團
AREVA 成為全世界唯一投
標台電合約的再處理商，但

這家公司瀕臨破產，質疑台
電公司可能把錢投到無底錢
坑。

伊夫說，法國這家再處理
廠因設備老舊，可能面臨更
新設備或關閉問題，他預警
，台電公司宣稱處理後的鈽
、鈾不回台，但根據法國放
射性核廢料與物質永續管理
相關計畫法規定，禁止法國
境內存在來自外國的核廢料
及來自外國經過再處理的核
廢料，台灣沒有任何政府單
位可保證，最高毒性的鈽與
鈾不會回到台灣。

經濟部核廢料處理專案辦
公室組長郭振基、原子能委

員會簡任技正陳文泉都說，
跨國境運送核廢料應符合國
際相關規定的要求，核廢料
再處理也要符合台、美與國
際原子能總署三邊的核子保
防協定與台美民用核能合作
協定規定。

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
運處副處長邱顯郎說，根據
現行規定，在符合核子保防
的情況下，核廢料可尋求國
外再處理的可行性。但伊夫
反駁說，台電打算再處理違
反國際社會對保防安全與核
安的重視。雙方數度交鋒。

（中央社）） 「生命沒有貴
賤之分，少輔院應是協助孩子矯
正、翻轉人生的地方，不該是踐
踏他們最後一絲尊嚴甚至是生命
的地方」，監委王美玉說，調查
少年的枉死，沒想到揭開少輔院
的悲慘世界。

桃園少年輔育院和彰化少年輔
育院日前分別發生院生死亡以及
院生遭到上手銬事件。監察院今
天彈劾桃園少輔院前院長林秋蘭
和彰化少輔院院長詹益鵬等4 名
官員。

查案監委之一的王美玉說，少
年的枉死讓監委決定立案調查，
沒想到調查揭開了少輔院的悲慘
世界， 「太多的謊言、粉飾太平
、官官相護，令人震撼」。

王美玉說，根據台大醫師的判
斷，少年死亡當天下午4 時多已

接近休克，卻沒有讓他戒護就醫
，林秋蘭號稱透過ipad大小的瞻
視孔問候少年，少年還點頭示意
，但一個小時後就斷氣了。林秋
蘭的問候不僅冷漠、無情、也不
是事實，因為從監視器畫面看到
少年當時已經奄奄一息，根本無
法回答。

王美玉說，少年死時身上帶著
傷口，院方說是運動傷害，但台
大醫生說不是運動傷害，是鈍力
撞擊。法醫說，解剖時，血中有
大片的膿汁，傾向毆打致傷、未
就醫，傷勢至少一周以上才會形
成膿胸。她質疑，少輔院隨時都
應該將他戒護就醫，怎麼會死在
禁閉室裡？

監委在查桃園少輔院的案子時
查到了彰化少輔院的案外案，王
美玉說，詹益鵬一開始強調用愛

的教育，否認有 「曬豬肉」的處
罰，後來不僅承認還一再更正，
最後承認 「曬豬肉」是習以為常
，真是聳人聽聞的凌虐少年事
件。

王美玉說，監委走訪桃少輔、
彰少輔、誠正中學時，看著孩子
一張張期待被被關心的臉龐，心
中無比難過，她不斷想著 「何處
是兒家？」

她說，生命沒有貴賤之分，人
權沒有尊卑之別，面對 7 成來自
單親、隔代教養的這群孩子，他
們的人生不應該只有 「卑微」兩
個字。少年輔育院理當是協助他
們矯正、翻轉人生的地方，不應
該是踐踏他們最後一絲尊嚴、甚
至是生命的地方。

核廢料再處理 台法交鋒

監委查案 揭開少輔院的悲慘世界

（中央社）立法院院會昨天
三讀修正通過傳染病防治法部分
條文，民眾配合防疫工作可請公
假；未配合清除孳生源者加重裁
罰。

三讀修正通過條文規定，傳染
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
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必要者，
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

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並事先通
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到場者
，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防疫工
作。

三讀修正通過條文規定，未到
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
防疫工作；必要時，並得要求村
（里）長或鄰長在場。經通知且

到場人員，其所屬機關（構）、
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依
主管機關指示給予公假。

此外，考量大型陽性孳生源清
除急迫性，三讀修正通過條文條
文規定，屆期未能完成改善且情
節重大者，得按日連續處罰，必
要時並得命令停工或停業，加重
裁罰。

立院三讀 配合防疫可請公假

女童割喉案 警校園巡邏增至2千次

與美視訊與美視訊 總統將提台美關係緊密發展總統將提台美關係緊密發展

（中央社）內政部昨
天表示，發生北市女童割
喉案後，各縣市已出動逾
7000 人次警力執行校園安
全勤務，而配合各校申請
警方進入校園內部巡邏也
增至2712次。

北市發生女童在校園遭
割喉致死，引起社會震驚
，行政院長毛治國昨天召
開跨部會電話會議，要求
強化 「見警率」及學生心
理輔導，且指示除警察與
校方外，社會各界也需關
心校園安全環境。

內政部昨晚發布新聞稿
，婦幼安全維護與宣導一
直是警方非常重視的一環
，5月29日台北市發生隨機
殺人案，女童不幸身亡，
警政署已立即要求警察機
關再加強校園安全維護。

警政署表示，為嚇阻不
法行為並預防類似案件再

次發生，連日要求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警察
局加強校園安全維護，並
加強清查過濾監控轄內有
危害治安顧慮反社會人格
、社會邊緣人士或曾犯妨
害性自主罪、擄人勒贖等
治安顧慮人口，以減少社
會大眾恐慌。

根據警政署統計，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警察
局自5月29日起至6月1日
止，均已與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及各級學校召開
聯繫會議，共同研商強化
校 園 安 全 作 為 ， 並 已 至
1963 所學校重新進行校園
安全檢測，其中並有部分
提出排班巡邏與加裝廁所
警鈴等具體對策。

警政署指出，案發以來
已出動警力 7457 人次加強
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勤務，
且已配合學校提出的申請

，進入校園內部巡邏 2712
次，及清查過濾監控轄治
安顧慮人口共 2471 人，落
實關注。

內政部指出，為預防類
似案件再發生，將持續加
強 各 項 勤 務 作 為 、 增 加
「見警率」及強化各項犯

罪偵防與跨機關協調聯繫
，未來也會持續擴大對婦
幼安全的宣導，提高防範
並預防有心人士有可趁之
機。

內政部也呼籲全民關注
學童安全，如有發現可疑
人士在校園附近徘徊、行
跡可疑，請踴躍檢舉，同
步在校方導護和鄰里的巡
守隊的強化下，對周遭可
疑的人物提高警覺，必要
時通報警察，以減少治安
事件發生，讓民眾能生活
得更安心、安全和放心。

蔡英文抵華府蔡英文抵華府 僑胞熱情接機僑胞熱情接機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11日晚間抵達華府日晚間抵達華府，，碰巧遇上雷雨天氣碰巧遇上雷雨天氣，，上百名僑上百名僑

胞等待超過胞等待超過33小時仍展現熱情小時仍展現熱情，，高喊高喊 「「凍蒜凍蒜」」 、、小朋友獻花歡迎小朋友獻花歡迎，，蔡英文也蹲下蔡英文也蹲下
合照合照。。

民進黨團邀疾管署談民進黨團邀疾管署談MERSMERS應變應變
南韓南韓MERSMERS增增22死死，，確診也增至確診也增至2525人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右右））22日受民進黨日受民進黨

團邀請團邀請，，到立法院報告台灣如何防治與應變之道到立法院報告台灣如何防治與應變之道。。

蔡英文與記者玩自拍蔡英文與記者玩自拍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前中前中））走訪芝加哥千禧公園走訪芝加哥千禧公園，，與訪美記者團玩自拍與訪美記者團玩自拍，，

這是蔡英文訪美行難得的輕鬆時刻這是蔡英文訪美行難得的輕鬆時刻。。

（綜合報導）總統馬英九表
示，台灣不能自外於減碳的世界
趨勢，更要藉此機會向國際宣示
減碳決心，他並責成行政院研擬
具體政策，須於年底前提出台灣
版 的 「深 度 去 碳 途 徑 計 畫 」
（DDPP）。

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昨天表
示，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毛治
國與經濟部、原能會、環保署等
部會首長在總統府舉行會議，聽
取中央研究院提出 「擘畫台灣深
度減碳與永續發展藍圖」報告。

陳以信轉述指出，馬總統會
中宣示，在全球減碳工作上 「中
華民國不能缺席」，並責成行政
院 立 即 研 議 並 提 出 相 關 具 體
政策。

陳以信說明，聯合國預計今
年 12 月在巴黎所舉行的 「氣候
變遷綱要公約第 21 次締約方會
議（COP21）」中，將討論通
過 「深 度 去 碳 途 徑 計 畫 」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
ways Project, DDPP），要求世
界各國提出 「國家自主決定之預
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
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
）」計畫，希望在 2050 年達到
「零排放」目標。
馬總統會中強調，台灣不能

自外於減碳的世界趨勢，更要藉
此機會向國際宣示我國減碳決心
。馬總統立即責成行政院研擬具
體政策，須於年底前提出台灣版
的 「深 度 去 碳 途 徑 計 畫 」

（DDPP）。
陳以信指出，前天會中毛治

國指示為因應氣候變遷，已要求
經濟部針對 COP21 進行相關研
議，目標在年底之前，具體設定
台灣參與的階段、目標與執行政
策。也從需求面及供給面進行討
論，提出如何讓全台灣總量管制
的分階段作法，並持續推廣再生
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等。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主
任王寶貫指出，台灣為海島環境
，天然資源極為缺乏，當務之急
必須設定節能減碳的短、中期目
標及作法，推動深度減碳途徑計
畫，建立跨領域整合模型，進行
台灣永續發展途徑的轉型規劃。

（中央社）美國經濟暨
商業事務助理國務卿芮福金
（Charles H. Rivkin）昨天表
示，美方會努力在今年年底
前將 「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
協定」（TIFA）會議排上議
程。

芮福金在5月31日至6月3
日訪台，他除了出席多個活
動，也拜會政府相關部會及
工商界人士，就台美經貿合
作議題交換意見，他今天和
媒體茶敘時做上述表示。

自 102 年 3 月 TIFA 在台北
復談後，去年 4 月在美國華
府舉行，按慣例今年將在台
灣舉辦，預計將在台北舉行
，但 TIFA 日期遲遲未能敲
定。

芮福金昨天表示，他此次

訪台是為了擴大台美間的經
濟活動，投資是其中一塊。
美國是台灣最大的投資者，
台灣對美投資在過去15年內
成長 2 倍，美方會努力在今
年底前將TIFA會議排入時程
內，在TIFA架構下會談到投
資，不過目前沒有時間表。

美國關切台灣限制含萊克
多巴胺的美豬及美牛雜進口
，美國國務院經濟商業事務
局 官 員 卡 瑞 夫 特 （William
Craft），日前接受台灣英文
報紙 「中國郵報」訪問時說
，台灣要解決美國肉類進口
議題，才能加速加入由美國
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芮福金說，美國感謝台灣
對 TPP 的興趣，美方希望很

快就可以完成TPP談判，
TPP 是高水準的貿易協定
，任何想加入TPP的經濟
體要符合規定， 「這有時

候需要政治意志和下定決
心」。

他說他不會特別強調某個
領域的議題，整體來說，如
果有一天台灣被考慮可能成
為 TPP 成員，還有很多要克
服的議題。

芮福金說，他此次訪台是
擴大台美經濟合作，台美能
一起談網路開放與網路自由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裡面有
許多商機，而在經濟機會後
面，還有智慧財產權保護的
議題，網路是新的領域，台
美間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
。他相信透過資訊通信科技
產業，可以加強台美經濟合
作。

蔡英文投書 國民黨批無具體作法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
天表示，他提出 「南海和平倡
議」，希望用同樣概念處理更
複雜的南海爭議，提出後，美
國國務院已表示讚賞，國際社
會也得到許多注意，希望讓南
海回到和平合作之海。

馬總統下午在總統府接見德
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魏爾胥
（Klaus-Peter Willsch） 訪 華 團
。德國國會友台小組成立於
1989 年，為德國國會正式承認
，享有與該國會對其他國家友
好組織完全相同的官方地位，
是台灣推動對德工作的重要友
台力量。

總統表示，德國人1969 年跟
歐洲國家進行北海大陸礁層的
訴訟案，對於大陸礁層的制度
有極大影響力，對北海油田的
開發也有直接影響；2012 年日
本、台灣和中國大陸在釣魚台
列嶼議題上發生激烈爭執，他
提出 「東海和平倡議」，強調
「主權不能分割、資源可以共

享」，8個月後和日本簽署 「台
日漁業協議」，解決 40 年來糾
紛。

總統說，一個星期前，他又
提出 「南海和平倡議」，希望
用同樣概念，處理更複雜的南
海爭議，提出後，美國國務院
已表示讚賞，國際社會也得到
許多注意，台灣主張用國際法
，包括聯合國憲章、海洋法公
約解決問題，保障自由航行和
飛越，使南海回到和平合作之
海。

總統表示，越南在南海占了
29個島，中國大陸占了13個、
菲律賓9個、馬來西亞5個、台
灣勉強算3個，雖然占的不是最
多，但太平島是南沙群島中唯
一有淡水的島嶼， 「我們並沒
有放棄主權」，但希望大家擱
置主權爭議，就資源做整體規
劃、分區開發，1970 年代歐洲
在北海經驗是可以參考的範例
。

總統也對德國人在戰後的努

力非常感動，德國人在 1972 年
簽的 「兩德基礎關係條約」，
提到雙方尊重對方的領土，但
卻沒有提到尊重對方的主權，
把主權和治權區分開來，是很
了不起的做法。

總統說，他在過去7年，改善
兩岸關係，其中一個理論基礎
就是 「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
不否認」；推展兩岸關係7年來
有許多成果，強調 「不統、不
獨、不武」，並中華民國憲法
架構下，推動 「一中各表、九
二共識」，簽署 21 項協議，台
海從戰場變成和平廣場。

總統也說，中華民國和德國
不同的地方在於，1949 年，東
、西德分別成立國家，分別有
自己的憲法，而 「我們在 1947
年制訂中華民國憲法，當時中
國還沒有分裂，因此始終有一
部全中國人民曾經通過的憲法
」，這是雙方最大的不同。

（綜合報導）行政院副院
長張善政昨天表示，台灣與美
國將推動 「台美數位經濟論壇
」，這顯示美方重視台灣在未
來國際推動數位經濟發展的角
色。

行政院發布新聞稿，張善政
昨天出席 「台北國際電腦展」
開幕典禮時，與美國務院助理
國 務 卿 芮 福 金 （Charles H.
Rivkin）就經濟部與美國共同宣
布發起的 「台美數位經濟論壇
」交換意見。

張善政表示，美國繼與日本
、歐盟、印度及韓國等重要貿

易夥伴建立數位經濟交流機制
後，將與台灣共同推動 「台美
數位經濟論壇」，這顯示美方
肯定雙方在資訊網路及數位經
濟相關領域的合作基礎下，已
發展出許多共同的利益，並相
當重視台灣在未來國際間推動
數位經濟發展的角色。

行政院對於設立 「台美數位
經濟論壇」表達肯定，總統馬
英九對這項計畫也樂見其成。

「台美數位經濟論壇」首次
會議將在今年下半年於台北召
開，由國發會主委杜紫軍及美
國務院國際資訊和通訊政策協

調 人 丹 尼 爾 ‧ 塞 普 爾 韋 達
（Daniel Sepulveda）大使率團與
會，會議形式包含政府間交流
、公私部門對話、企業間交流
等。

張善政另指出，為掌握網際
網路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趨勢
，行政院已規劃訂定 「網路智
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內容
涵蓋 「基礎環境」、 「透明治
理」、 「智慧生活」、 「網路
經濟」、 「智慧國土」等5大構
面，並透過全民協作方式，共
同擬定未來政府施政願景、目
標與策略方向。

總統責成政院提台版深度去碳計畫總統責成政院提台版深度去碳計畫

芮福金：努力在年底前舉行TIFA會議

南海和平倡議 總統：美國務院讚賞

合推數經論壇 張善政：美重視台灣角色

（綜合報導）國民黨文傳
會副主委楊偉中昨天表示，民
進黨主席蔡英文投書仍然只提
目標願景，沒有具體做法，並
沒有面對 「民進黨對外政策高
度不穩定且不確定」這個核心
課題。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昨天投書華爾街日報談其對外
政策與兩岸關係，提出 「一個
更穩定一致且可持續的對中關
係」將是她的核心目標，強調
需要跟中國領導階層 「建立開
放的溝通管道」，更說她的首
要工作將是 「建立透明的機制
， 以 強 化 兩 岸 的 互 信 與 合
作」。

對此，楊偉中昨天指出，
民進黨和蔡英文的問題從來不
在於 「願景」與 「口號」，而
在於缺乏讓人信賴、具體可行
的政策與做法。楊偉中強調，
民進黨執政的風險在於和大陸
當局的互信基礎薄弱，民進黨

應該提出的是強化民共互信基
礎的具體作為，而非空談原則
理想。

楊偉中表示，蔡英文的投
書並沒有面對 「民進黨對外政
策高度不穩定且不確定」這個
核心課題，仍然只提目標願景
但卻沒有具體做法。

楊偉中指出，民進黨如果
不接受 「九二共識」，就應該
負責任的提出替代性的方案，
不能永遠停留在 「程序性」和
「願景性」的口號。
楊偉中表示，2008年5月以

來，兩岸雙方是在 「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開展協商談判，累
積雙方的互信，國民黨從不認
為 「九二共識」是解決兩岸所
有難題的萬靈丹，但民進黨既
然把 「九二共識」視為毒藥，
就應該負責任的提出替代性的
方案，爭取選民支持並說服國
際社會，而不是模糊的談論
「維持現狀」、 「凝聚台灣共

識」。
楊偉中進一步表示，蔡英

文投書中所提 「四管齊下」的
對外政策，包括擴大對美合作
、參與國際社會、保護台灣經
濟自主性、增進與中國有原則
性的合作等，其實都是台灣社
會的全民共識，民進黨顯然還
沒真誠面對國際社會與台灣民
眾對該黨的疑慮，就是其兩岸
政 策 上 的 高 度 不 穩 定 與 不
確定。

楊偉中指出，民進黨內的
「知中派」早已提出許多具體

主張，希望扭轉民進黨在對外
政策上的善變形象，例如凍結
台獨黨綱、通過中華民國決議
文、正面宣示不再推動正名制
憲等等，蔡英文應該傾聽黨內
與台灣民間社會的多元意見，
以具體主張和具體行動化解疑
慮。

阻絕阻絕MERSMERS 陳福海巡視碼頭陳福海巡視碼頭
中國大陸出現輸入型中東呼吸症候群中國大陸出現輸入型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MERS））病例病例，，由於金門小三通交流頻繁由於金門小三通交流頻繁

，，縣長陳福海縣長陳福海（（右右22））22日到水頭碼頭巡視日到水頭碼頭巡視，，指示相關單位務必通力合作指示相關單位務必通力合作，，嚴謹對待嚴謹對待
檢疫工作檢疫工作，，阻絕阻絕MERSMERS於境外於境外。。

國民黨團盼服貿速過國民黨團盼服貿速過
中國大陸與韓國中國大陸與韓國11日簽署日簽署FTAFTA，，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廖國棟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廖國棟（（右右））22日在立法院舉日在立法院舉

行記者會表示行記者會表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遲遲沒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遲遲沒過，，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
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也受民進黨阻撓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也受民進黨阻撓，，影響後續貨貿協議影響後續貨貿協議，，呼籲儘速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呼籲儘速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議。。

中韓中韓FTAFTA 馬總統馬總統：：台灣不能再落後台灣不能再落後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22日出席日出席20152015年台北國際電腦展年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TAIPEICOMPUTEX TAIPEI））開幕典禮致詞時表示中開幕典禮致詞時表示中

韓韓FTAFTA於於11日正式簽署日正式簽署，，恐影響傳產恐影響傳產、、紡織紡織、、工具機工具機、、機械產品機械產品。。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協議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至今還卡在立法院監督條例至今還卡在立法院，，他呼籲立法院能加速審查他呼籲立法院能加速審查，， 「「台灣不能夠再落後台灣不能夠再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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