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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713-777-7233
832-277-7745

ZaZa Digital
9889 Bellaire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312﹐山水眼鏡對面）

˙KYLIN TV 代理
˙CLEAR INTERNET

七天營業

歡迎

團隊訂購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等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Apple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iPAD 3
iPAD Air
iPAD Mini
New iPAD Mini
Mac Book Air
Mac Book Pro

Samsung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免費拔火罐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16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

諮詢熱線：
713-271-0168

御 足 軒
專精：腰、腿、腳跟各種疼痛脹麻

各種跌打損傷後遺症
頸椎疼痛、肩項疼痛專業：

七天營業：早上10：00-晚上12:00

清靜高雅
獨一無二的足療全部雅間
（夫妻間和單人間）

誠徵熟練男女按摩師

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中國疑難雜症名醫郭金銘祖傳中葯秘方，現煮現泡

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現推出特價 99元/6次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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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連
續
七
年
獲Cha nnel1 3

B lue
R ibbon

殊
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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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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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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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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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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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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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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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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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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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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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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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Piano Gallery :
地址： 58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57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KAWAI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廠家直營店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ReGrand Opening
盛大開業 巨大折扣

（綜合報導）怪獸級颶風馬修（Matthew）在海地奪走上百人性命後
，如今直撲美國東南部的佛羅里達州而來，佛州與毗鄰各州都嚴陣以待
，大約300萬居民面臨必須緊急撤離家園避難局面。

美國總統歐巴馬已宣告佛州與南卡羅來納州進入緊急狀態，佛州與
毗鄰各州公路上都塞滿車輛，人們爭相前往內陸地區，以躲避這個重創
加勒比海地區的颶風。

法新社報導，官員警告，這個4級颶風凶猛而危險，海岸地區將出現
高達兩層樓的巨浪，強風的威力足以拔起樹木，甚至是吹垮屋頂或整棟
房屋。

加勒比海島國海地遭馬修侵襲兩天後仍一團混亂，內政部長約瑟夫
（Francois Anick Joseph）表示，至少有108人喪生，南部一個城鎮就有多
達50人罹難，據稱當地的海岸線面目全非。據路透社報導，海地死亡人
數更高達136人。

馬修今天侵襲最新目標巴哈馬群島，吹垮許多房屋的屋頂，吹倒許
多樹木，並導致停電。在當地機場工作的氣象人員也不得不逃命。

馬修向佛州推進途中威力再度增強，國家颶風中心（National Hurri-
cane Center）今天又將之由3級颶風升級為4級颶風，在1至5級的分級中
已是第二強。

國家颶風中心表示，馬修是幾十年來侵襲這個地區的最強風暴，可
能帶來高達5.5公尺的巨浪，將近兩層樓的高度，而被強風吹到空中的碎
片可能射穿建築與汽車。

據氣象人員預測，馬修今晚或明天清晨就將非常接近或籠罩佛州的
東部中央海岸地帶。佛州州長史考特（Rick Scott）警告，這個殺手颶風
風速高達時速240公里，殺傷力非常可怕。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史考特對疏散地區的150萬居民喊
話說： 「情況嚴重，如果你們必須撤離而沒有撤離，這個風暴會要你們
的命。時間不多了。」

單是佛州就有150萬海岸地帶居民收到撤離命令，南卡羅來納州和其
他沿岸各州還有超過100萬人也奉命離開家園避難。喬治亞州有6個濱海
的郡也實施強制撤離，當地有約52萬居民。

據氣象頻道（Weather Channel）報導，美國因馬修颶風來襲進入警
戒狀態的地區共有超過1200萬居民。

資深颶風專家馬斯特斯（Jeff Masters）表示，馬修的強風對卡納維爾
角（Cape Canaveral）地區尤其構成嚴重危險，當地甘迺迪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和附近基地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設施和裝備將面
臨威脅。

怪獸颶風撲佛州 300萬居民大撤離

由美南新聞集團出版發行的
「2016年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
，現已全面發行，為來訪休斯頓遊
客提供實用的旅遊資訊，豐富多彩
內容，值得人手一本珍藏，有興趣
的讀者，歡迎到報社免費索取，民
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 281-498-
4310或直接至本報社11122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詢
問。（路透社）颶風來臨，商場物品被搶購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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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bring about a more robu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which in turn will support the growth 
and stability of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is milestone also reflects the ongoing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Fu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evolving process, and the inclusion of the 
Renminbi in the SDR basket shows once again that the 
Fund stands ready to adapt to change.”
In addition, the Board also decided today that effective 
October 1, 2016, the value of the SDR will be the 
sum of the values of the following amounts of each 
currency:

U.S. dollar   0.58252
Euro   0.38671

Chinese yuan 1.0174
Japanese yen 11.900

Pound sterling   0.085946
These currency amounts are calculated such that the 
value of the SDR in U.S. dollar terms is the same under 
the new basket as the value of the SDR prevailing 
today, and that, at the average exchange rates for 
the three-month period ending today (July 1 through 
September 30, 2016), the share of each currency in the 
value of the SDR corresponds to the weight approved 
by the IMF Executive Board on November 30, 2015.
The Board’s decision on the amount of each currency 
in the SDR valuation basket is the final step toward 
implementing the results of the latest review of the 
method of valuation of the SDR. (Courtesy https://
www.imf.org/external) 

China's Xiamen Airlines Opens
First Direct Route To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nly carriers like Delta Air 
Lines or Hainan Airlines 
serve the flights from Seattle 
to Chinese cities such as 
Beij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efore Xiamen's 
new Shenzhen service.
Kazue Ishiwata, airline 
service development 
director for 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id that Xiamen's Seattle-
Shenzhen new route stands out partly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two high-tech cities are linked by 
a direct route.
"Xiamen is not the biggest airline in China. There's 
Air China, China Eastern, China Southern and Hainan 
already in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and other cities," 
Ishiwata said. "So it benefits a new entry carrier to 
begin service in a city where there aren't other airlines 

to compete with on the route."
A Boeing 787-8 Dreamliner, 
with four first class seats, 28 
business class seats and 236 
economy class seats, will fly 
three times a week in the new 
route between Seattle and 
Shenzhen. The airline will 
offer complimentary WiFi 
for first and business class 

customers, the report said.
But aside from Seattle, Xiamen has also opened its 
North American flight between Vancouver and Xiamen 
in July, while its long-haul service between 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Fuzhou (FOC) will begin on 
Feb. 15, 2017.
The route between Xiamen and Los Angeles will begin 
in mid-2017, which is part of the airline's strategy to 
gain advantage in China. (Courtesy http://en.yibada.
com/articles)

order. It is also one of China's largest carriers.
The latest move by Xiamen, which is China's only 
airline with an all-Boeing fleet, came at a time when 
tourism and business activity between U.S. and China 
is growing at a fast pace.
A recent study by Boyd Group International predicted 
that annual U.S. arrivals from China will more than 
double, from 2.4 million 
in 2015 to over 6.5 
million in 2020. The 
report added that in 
that period, more than 
23 million Chinese will 
visit the U.S.
Shenzhen is the country's 
first economic zone and 
home to some of China's biggest tech firms such as 
telecom equipment maker Huawei, Internet tech firm 
Tencent Holdings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operate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Xiamen Airlines, a subsidiary of state-backed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has inaugurated its first direct U.S. 
route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Seattle-Shenzhen flight 
on Monday, Oct. 3, CNBC has reported.
It is the first long-haul route between Xiamen and the 
US as well as the first nonstop direct international 
service between Shenzhen and the US, the airline 
said. Xiamen is located in Fujian province on China’s 
southeast coast along the Taiwan Strait. Shenzhen 
is located just north of Hong Ko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Xiamen Airlines will fly a Boeing 787-8 on the route.
“The launch of the Xiamen-Shenzhen-Seattle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leaders in 2015,” 
Xiamen Airlines chairman and general manager Che 
Shanglun said.
“On the heels of these events, a Fuzhou-New York 
and a Xiamen-LA service will also be initiated,” Che 
said. The Fuzhou-New York route is to start Feb. 15, 
2017. The Xiamen-Los Angeles route will also launch 
in 2017.

The Xiamen-
Shenzhen-Seattle 
service is Xiamen 
Airline’s sixth 
long-haul route, 
joining existing 

city pairs Xiamen-Amsterdam, Fuzhou-Sydney, 
Xiamen-Sydney, Xiamen-Melbourne and Xiamen-
Vancouver.
"Shenzhen is known as the 'Silicon Valley' of China, and 
this new destination will be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both business and leisure travelers to experience 
our shared values," Port of Seattle Commissioner Fred 
Felleman said during a ceremony welcoming the first 
Xiamen flight at 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Xiamen's arrival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 region's 
status as a business and tourism hub, Felleman added.
Xiamen, a member of the SkyTeam airline alliance, 
has more than 140 Boeing aircraft and 30 more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has officially 
accepted the Chinese renminbi to be included in 
the bank's group of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 
currencies, the bank announced on Saturday, Oct. 1,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published by foreignpolicy.com.
China's currency will now join the IMF's elite club of 
the world's strongest national tenders, after years of 
liberalization, the report said.
The group of currencies with Special Drawing Rights 
uses a pseudo-currency to supplement countries' 
official reserves when needed. The value of the 
pseudo-currency is determined by the strength of each 
currency in the basket which includes the dollar, the 
pound sterling, the euro, the Japanese yen and now the 
Chinese renminbi.
For China, inclusion in the SDR basket is significant 
as a reward for China's efforts to open up its economy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fluence but it is more 
symbolic in terms of market movement.
The IMF's inclusion is also important as it is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 country is opening its doors 
to business and allows its economy to be subjected to 
the same forces of demand and supply that affect the 
American, European, Japanese, and British economies.
The IMF now believes that China is increasingly 
allowing market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renminbi.
"The inclusion into the SDR is a milestone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is an 
affirmation of the succes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ult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country's central bank, said in a statement.

In 2010, China 
applied to join 
the SDR but 
was rejected 
by the IMF 
because it said 
the renminbi was 
not widely used 

i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or traded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exchanges at that time. In Aug. 2015, the 
IMF extended the SDR currency basket window to 
Sept. 2016, giving China more time to implement 
liberalization reforms.
A week after the IMF released its progress report in 
Aug. 2015, China allowed the renminbi to "float" for 

three days and like 
other currencies, 
allow demand 
and supply 
to determine 
its value. But 
the value of 
the renminbi 
decreased as the 
value of Chinese 
stocks dropped.
China also 
announced in 
Sept. 2015 the 
opening of it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to foreign 
central banks, allowing the U.S.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o make bets on the value 
of the renminbi.
In Oct. 2015,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nounced 
that it is planning to remove the caps on deposit rates, 
offer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 market-based rate 
of return, in contrast with the one determined by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renminbi's inclusion in the 
SDR basket does not mean that it will be replacing 
the dollar as the world's standard currency. The IMF 
decision does not also ensure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not refrain from meddling in the economy to keep 
the currency strong or stop massive stock losses.
"We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over the long-term as they hope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Chinese yuan but progress is 
likely to be gradual and bumpy," a team from BMI 
Research said in a recent research. (Courtesy www.
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Press Release From The IMF
September 30, 2016
IMF Launches New SDR Basket Including 
Chinese Renminbi, Determines New Currency 
Amounts
The Chinese renminbi (RMB) will be included in SDR 
basket as fifth currency starting October.
IMF 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 says SDR 
basket expansion reflects the ongoing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s a significant change for the 

IMF.
Toda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the new 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 valuation 
basket including 
the Chinese 
renminbi (RMB), 
and the new 
currency amounts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value of the SDR during the 
new valuation period.
As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IMF on 
November 30, 2015, effective October 1, 2016, the 

RMB is determined to be a 
freely usable currency and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SDR 
basket as a fifth currency, 
along with the U.S. dollar, 
the euro, Japanese yen, 
and the British pound ( see 
Press Release No. 15/543). 
The Board also decided at 
that time that the weights 
of each currency would be 
41.73 percent for the U.S. 

dollar, 30.93 percent for the Euro, 10.92 percent for the 
Chinese yuan, 8.33 percent for the Japanese yen, and 
8.09 percent for the Pound sterling.
To mark the launch of the new SDR basket, Ms. 
Christine Lagard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MF, 
stated: “The expansion of the SDR basket is an 
important and historic milestone for the SDR, the 
Fund,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t 
is a significant change for the Fund,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euro that a currency 
is added to the basket.
“The Renminbi’s inclusion reflects the progress made 
in reforming China’s monetary, foreign exchange, and 
financial systems, and acknowledges the advances 
made in liberalizing and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its financial market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se efforts, with appropriate safeguard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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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

A Xiamen Airlines Boeing 737 parked at Dalian Airport. 
(Photo : Getty Images)

Flight Attendants Of Xiamen 
Airlines

The Xiamen Flight Team

IMF Officially Includes Chinese Renminbi
In SDR Basket Of World Currencies

Additional Routes Being Plan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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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律師精辦政治庇護和各類移民。其出人意料的辦案和勝訴記錄歸
功於他的知識素養、技能、經驗和責任心。他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
地上庭經驗，同時精通於撰寫各類上訴狀，為客戶爭取最大權益。

達拉斯總部辦公室
6161 Savoy Dr., S# 400,

Houston, TX 77036
11133 N. Central Expy, S# 201,

Dallas, TX 75243

休士頓分部辦公室

Tel: 972-978-2961 / 214-646-8776 / 832-789-1997 Fax: 817-977-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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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司法部5日
透 露 ， 一 名 美 國 國 家 安 全 局
（NSA）承包商僱員因為涉嫌盜
取最高機密信息，於今年8月被聯
邦調查局（FBI）拘捕。此人與
「棱鏡門」泄密者斯諾登在同一

家NSA承包商工作，美國媒體稱
，他可能偷走並外泄美國政府用
來侵入中國、俄羅斯等外國政府
網絡的機密代碼。

美國司法部對 51歲的哈羅德
．托馬斯．馬丁三世提出刑事控
訴，指控他竊取政府財產，未經
授權擅自移除或留存機密檔案。
如果罪名成立，馬丁將可能因竊
取機密材料被判最高1年徒刑，因
竊取政府財物被判10年徒刑，即
最高被判處11年徒刑。 訴訟
書透露，馬丁曾供職於國安局承
包商博思艾倫漢密爾頓公司。博
思艾倫協助打造和運作國安局大
部分敏感的網路行動，曾經僱用
過大名鼎鼎的斯諾登。

司法文件顯示，FBI於今年8
月27日搜查了馬丁位於馬里蘭州
的住宅和車庫。馬丁的鄰居表示
，FBI探員到場那天非常大陣仗，
約20餘名全副武裝持長槍抵達，
現場傳出一聲巨大的砰聲（可能
是眩暈手榴彈的聲音），嚇壞了
附近的居民，還以為是第三次世
界大戰開打。當局在馬丁家中進

進出出約11個小時，最後他雙手
戴着手銬被帶走。

FBI稱，在馬丁家中和車內發
現了大量屬於美國政府的 「高度
機密信息」文件，其中數碼檔案
至少有幾TB，包括6份2014年被
歸類為 「最高機密」的文件。涉
及的政府財產價值超過1000美元
（約7800港幣）。根據美國政府
的分級和定義， 「最高機密」一
旦泄漏， 「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
嚴重破壞」。

《紐約時報》稱，馬丁被懷
疑盜走了國安局用於侵入俄羅斯
、中國、伊朗以及朝鮮等國電腦
系統的源代碼。FBI還透露，馬丁
最早是自願接受調查，一開始否
認拿走過這些文件，但後來承認
。

馬丁的動機目前尚未查明。
不過，就在馬丁被捕的同月，國
安局精英黑客團體的一套機密網
絡工具被一個自稱 「影子經紀人
」的黑客團體在互聯網上公開拍
賣。這套黑客工具含有美國政府
黑客摧毀外國防火牆的惡意軟件
。知情人士9月曾向路透社表示，
當局認為可能是一名操作員不小
心將代碼留在遠程電腦上，被俄
羅斯黑客發現。也有華府官員認
為，可能是 「內鬼」故意犯案。
訴狀沒有提及馬丁與黑客組織之

間有關係。
馬丁已於 8 月 29 日首次在巴

爾的摩出庭，其後一直被關押。
司法部此前一直沒有披露法庭文
件，直到《紐時》5日通知當局將
刊登相關的報道，才匆匆公開文
件。

馬丁的律師稱，起訴並不意
味着馬丁被確認有罪，目前還沒
有證據表明馬丁叛國。馬丁所居
住的小磚房門口還插了美國國旗
，其妻稱丈夫 「是個好人」。

這是斯諾登事件曝光後再次
發生泄密事件，對國安局和博思
艾倫無異是另一次令人尷尬的打
擊。國安局已進行了大量工作加
強內部安保，如果出現第二起類
似事件，對國安局將是一次 「毀
滅打擊」。

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說，總
統奧巴馬 「很嚴肅地對待」政府
承包商僱員竊取機密文件事件。
博思艾倫聲明表示將全力配合調
查，涉事員工已被開除。

斯諾登在推特分享相關報道
並寫道：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他們沒有用《間諜法案》起訴
他？這值得注意。」斯諾登被美
國政府控訴違反《間諜法》和叛
國罪。

黑客拍賣NSA工具 美NSA外判員工竊密被捕

（綜合報導）威力強大的颶風馬修
（Matthew）橫掃加勒比海地區，至少已
造成140人喪生，罹難者幾乎都是海地人
，而東南部半島偏遠地區的災情還不明朗
，使這個美洲最窮國家再受重擊。

英國廣播公司（BBC）與路透社報導
，海地民防部門表示，已有108人因颶風
來襲喪命，其中許多死於被傾倒的樹木壓
到，飛舞的碎片擊中，或因河水暴漲而溺
斃。

不過，據內政部、一位市長和其他地
方官員向路透社表示，海地各地另有28人
喪命，使死亡總數增至136人。與海地同
處一島的多明尼加共和國也有4人喪生。

死 傷 最 慘 重 的 地 區 是 第 布 隆 半 島
（Tiburon）一帶的城鎮與漁村，當地是
海地風景最美的地區之一。颶風 3 日和 4
日兩天直接掃過這個半島，挾帶時速達
230公里的強風和豪雨，海水湧入內陸，

風雨夷平許多房屋。
在 災 情 慘 重 的 海 岸 城 市 羅 契 巴 托

（Roche-a-Bateau），中央政府代表拉飛
爾（Louis Paul Raphael）表示： 「我從未
見過這種慘況。」

海地因災情嚴重，當局已延後預定9
日舉行的總統大選。

海地相當貧窮，政府疲弱無力，許多
人生活狀況欠佳，因而特別容易因天然災
害受害。2010年規模7的大地震來襲，重
創首都太子港（Port-au-Prince），造成
多達20萬人喪命。

強震後，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又不慎
將霍亂傳入海地，至少造成9000人喪生，
染病的多達數十萬人。泛美衛生組織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今天
表示，由於洪水可能污染水源，已加強準
備以防再度爆發霍亂疫情。

颶風奪上百命 窮國海地困境雪上加霜

（綜合報導）2016年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今天揭曉，最快台北時間下午
5時宣布。

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由突尼
西亞 「全國對話四方集團」（Na-
tional Dialogue Quartet）獲獎，得獎
原因是，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後，對
建立突尼西亞多元民主做出決定性貢
獻。

醫學獎、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得主
3 日、4 日和 5 日陸續公布後，7 日公
布和平獎贏家，經濟學獎得主將於10

日揭曉，文學獎的宣布時間將比往年
晚一些，延至10月13日才公布。

以下為諾貝爾和平獎你可能也想
知道的一些數字：

1.根據諾貝爾獎官網，從1901年
至2015年，諾貝爾
和平獎已頒發96次。

2.其中，有2次為3人獲獎。
3.共有16位女性獲獎。
4.巴基斯坦的馬拉拉．尤沙夫賽

（Malala Yousafzai）為有史以來最年
輕的諾貝爾獎得主，她因爭取孩童權

利，17歲獲得2014年諾貝
爾和平獎。

5.最年長和平獎得主
是波蘭的羅布拉特（Jo-
seph Rotblat），以高齡 87
歲於1995年獲獎。

6.有 3 人贏得諾貝爾和平獎時身
陷囹圄：1935年的德國和平主義記者
奧西艾茲基（Carl von Ossietzky）、
1991年的緬甸反對派領袖翁山蘇姬、
2010年的中國大陸異議人士劉曉波。
翁山蘇姬2012年6月16日得以前往奧

斯陸發表獲獎演說，距離獲獎已超過
21年。

7.一人拒領和平獎，他是越南共
產黨領導人之一黎德壽（Le Duc Tho
）。他於1973年與時任美國國務卿季
辛吉（Henry Kissinger）雙雙獲得諾

貝爾和平獎，但他認為越南尚在戰亂
中，並對諾貝爾獎的偽善而不屑領取
，因此拒絕接受獎項。

8.諾貝爾和平獎平均獲獎年齡是
62歲。

諾貝爾和平獎即將揭曉 趣味數字報你知

（路透社）



大陸經濟 A9

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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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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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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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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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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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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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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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上海實體商業
關店、撤櫃情況

2016年 2月：力寶廣場LV淮海旗艦店關店

2016年 7月：樂購大渡河店停止營業

2016年 7月：上海環球港撤櫃，一樓空置
率達22%

2016年 7月：世博源一樓手錶配飾櫃枱發
生撤櫃

2016年 7月：太平洋百貨淮海店證實明年1
月關店

■孔雯瓊整理

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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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實體零售店不景，在網購出現後這種情形更普遍，就算是

實體商業領跑全國的上海亦不能避免掀起一股老舊商場遭淘汰的洗

牌潮，除了老牌百貨宣告關店之後，一批開業不久的購物中心也正

經歷大規模撤櫃。不過同時，有一些實體店卻在淘汰賽中站穩了腳

跟。有分析指出，變化是永恒，不變只能被淘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上海報道

老牌百貨店中，太平洋百貨淮海店
終於證實了關店一說，據太平洋

官方承認，這家坐落在上海黃金商圈的
老牌外資百貨，已經確認於明年1月租
約到期後熄燈。雖然太平洋否認了關店
是因為經營狀況不佳，但該百貨內長期
人氣清淡卻是有目共睹。

太平洋淮海店證實關店
家住淮海路附近的白領顧小姐向記

者表示，印象中太平洋百貨好多年裡都
沒有什麼變化，當周邊已經有很多新形
態商場林立起來的情況下，這裡無論是
格局還是商業形態都和她讀書期間相
仿，顯得有些老氣橫秋。

百盛慘淡經營虧損倍增
當然，在中國有10年歷史的太平洋

百貨並非唯一一家正在面臨時代抉擇的
百貨店。進入中國市場已有22年、有
“外資第一店”之稱的百盛亦處於最艱
難時期。百盛近日通過公告已經發出盈
利警告，預計今年上半年虧損將較去年
同期增加超過 100%。其實早在 2012
年，百盛就率先在上海宣佈關閉百盛上
海虹橋店，此後5年間全國範圍內陸續
關店達12家之多。
而尚在營業的上海幾家百盛，從實

際情況來看依然不盡人意。同樣坐落在
淮海路商圈上的上海百盛淮海店，近年
來雖然重新裝修過還調整過佈局加大餐
飲比例，但據百盛的某店家透露，百盛
淮海店目前來看營業額不如從前的六分
之一，全天沒有進賬的情況也時有發
生。記者實際走訪來看，店內餐飲部分
和售貨櫃枱間距過近，許多消費者亦感
覺在此用餐環境不夠理想。上述店家稱
百盛已經垂垂老矣，跟不上現代人消費
習慣。

久光來福士靠品牌食糊
不過，情況並非一面倒。在一批老

牌實體商業倒下的同時，仍然有一批和
它們同齡的店屹立不倒，這些擁有“長

壽”生命周期的實體店，正是通過內部
不斷調整品牌租戶來站穩腳跟。
已經走過13個年頭的上海來福士廣

場堪稱業界標杆，作為中國最早的購物
中心之一，該商場內客流一直很旺，就
算是工作日時段也人頭湧動。目前該購
物中心的回報率達到8%，跑贏一線城
市絕大部分購物中心的回報率。要知道
正常的商業地產投資回報率在3%-5%，
到8%的可謂少之又少。

上海來福士的生存之道就是針對品
牌的運營效果和周期，會不斷主動地進
行不同程度的調整。十多年前來福士或
許是服飾品牌居多，但如今餐飲和美容
保健各佔25%，兩者相加已經佔去半壁
江山。來福士內部人士透露，商場的定
位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順應市場作出相
應調整：最初主打年輕品牌，如今是輕
奢牌子唱主角，商場的定位規劃中就曾
明確需要每隔三年進行一次品牌大調
動，每年還需要精修微調各類商戶。

進入上海市場超過12年的上海久光
百貨亦是“年久”而又業績突出的商
場，據其母公司香港利福國際集團發佈
的2015年年報顯示，在利福旗下多個百
貨銷售衰退的情況下，唯獨上海久光表
現突出，全年銷售達到9.7%的增幅，收
入近20億元人民幣。上海久光的特點同
樣是擅長積極調整商戶和品牌，去年還
曾大刀闊斧進行過品牌變動，依靠品牌
和產品的改善從而成為上海熱門的購物
點之一。

上海的商業形態巨變還影響到超市。超
市出現分化：原本被譽為零售巨頭的一些大
型超市和大型賣場陷入生意冷清的局面。
反觀佈局在社區內的小型便利店生意

超好，有些甚至出現一個社區附近出現多
個同品牌便利店情況，且生意都非常不錯
現象。
零售巨頭之一的樂購日前在上海關閉一

店，意味着零售業大洗牌也波及到大型綜合
超市，雖然樂購稱關店是出於公司商業運營
及策略的調整需要，但業內評價稱這是一種
低效產能被淘汰的結局。
其實，除樂購之外，沃爾瑪、家樂福在

內地也都遭遇到相似情況：2016年初沃爾
瑪宣佈全球關269店，而在中國已關10店。
家樂福2016年在中國已關3店，綜合影響力
亦大不如前。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三家零售巨頭

在選擇關閉大型超市的同時，都不約而同地
在佈局社區便利店。併購樂購的華潤萬家目
前正在大力發展社區超市樂購express，上海
地區選址主要是位於內環線以內的社區商業
街。
而沃爾瑪則在中國發力社區型購物中

心，計劃2年內增設約115家門店。家樂福
的轉型中亦提及重點佈局便利店概念。
這些曾經的零售三巨頭無一例外地開始

弱化大型超市和大型賣場概念，反而走起一
些體量更為輕便的社區超市路線。

商業格局洗牌波及大型超市

■“外資第一店”百盛處於最艱難時期。
孔雯瓊攝

■創新實體商
業輩出，合生
匯 廣 場 主 打
“智能”。

■世博源正在面臨商戶撤櫃現象。

■太平洋淮海店停業前打
折甩貨。 孔雯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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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上海實體商業
關店、撤櫃情況

2016年 2月：力寶廣場LV淮海旗艦店關店

2016年 7月：樂購大渡河店停止營業

2016年 7月：上海環球港撤櫃，一樓空置
率達22%

2016年 7月：世博源一樓手錶配飾櫃枱發
生撤櫃

2016年 7月：太平洋百貨淮海店證實明年1
月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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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實體零售店不景，在網購出現後這種情形更普遍，就算是

實體商業領跑全國的上海亦不能避免掀起一股老舊商場遭淘汰的洗

牌潮，除了老牌百貨宣告關店之後，一批開業不久的購物中心也正

經歷大規模撤櫃。不過同時，有一些實體店卻在淘汰賽中站穩了腳

跟。有分析指出，變化是永恒，不變只能被淘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上海報道

老牌百貨店中，太平洋百貨淮海店
終於證實了關店一說，據太平洋

官方承認，這家坐落在上海黃金商圈的
老牌外資百貨，已經確認於明年1月租
約到期後熄燈。雖然太平洋否認了關店
是因為經營狀況不佳，但該百貨內長期
人氣清淡卻是有目共睹。

太平洋淮海店證實關店
家住淮海路附近的白領顧小姐向記

者表示，印象中太平洋百貨好多年裡都
沒有什麼變化，當周邊已經有很多新形
態商場林立起來的情況下，這裡無論是
格局還是商業形態都和她讀書期間相
仿，顯得有些老氣橫秋。

百盛慘淡經營虧損倍增
當然，在中國有10年歷史的太平洋

百貨並非唯一一家正在面臨時代抉擇的
百貨店。進入中國市場已有22年、有
“外資第一店”之稱的百盛亦處於最艱
難時期。百盛近日通過公告已經發出盈
利警告，預計今年上半年虧損將較去年
同期增加超過 100%。其實早在 2012
年，百盛就率先在上海宣佈關閉百盛上
海虹橋店，此後5年間全國範圍內陸續
關店達12家之多。
而尚在營業的上海幾家百盛，從實

際情況來看依然不盡人意。同樣坐落在
淮海路商圈上的上海百盛淮海店，近年
來雖然重新裝修過還調整過佈局加大餐
飲比例，但據百盛的某店家透露，百盛
淮海店目前來看營業額不如從前的六分
之一，全天沒有進賬的情況也時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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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售貨櫃枱間距過近，許多消費者亦感
覺在此用餐環境不夠理想。上述店家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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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

久光來福士靠品牌食糊
不過，情況並非一面倒。在一批老

牌實體商業倒下的同時，仍然有一批和
它們同齡的店屹立不倒，這些擁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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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走過13個年頭的上海來福士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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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同程度的調整。十多年前來福士或
許是服飾品牌居多，但如今餐飲和美容
保健各佔25%，兩者相加已經佔去半壁
江山。來福士內部人士透露，商場的定
位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順應市場作出相
應調整：最初主打年輕品牌，如今是輕
奢牌子唱主角，商場的定位規劃中就曾
明確需要每隔三年進行一次品牌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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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上海市場超過12年的上海久光
百貨亦是“年久”而又業績突出的商
場，據其母公司香港利福國際集團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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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銷售衰退的情況下，唯獨上海久光表
現突出，全年銷售達到9.7%的增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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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是擅長積極調整商戶和品牌，去年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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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一。

上海的商業形態巨變還影響到超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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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零售巨頭之一的樂購日前在上海關閉一

店，意味着零售業大洗牌也波及到大型綜合
超市，雖然樂購稱關店是出於公司商業運營
及策略的調整需要，但業內評價稱這是一種
低效產能被淘汰的結局。
其實，除樂購之外，沃爾瑪、家樂福在

內地也都遭遇到相似情況：2016年初沃爾
瑪宣佈全球關269店，而在中國已關10店。
家樂福2016年在中國已關3店，綜合影響力
亦大不如前。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三家零售巨頭

在選擇關閉大型超市的同時，都不約而同地
在佈局社區便利店。併購樂購的華潤萬家目
前正在大力發展社區超市樂購express，上海
地區選址主要是位於內環線以內的社區商業
街。
而沃爾瑪則在中國發力社區型購物中

心，計劃2年內增設約115家門店。家樂福
的轉型中亦提及重點佈局便利店概念。
這些曾經的零售三巨頭無一例外地開始

弱化大型超市和大型賣場概念，反而走起一
些體量更為輕便的社區超市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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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諾獎法國化學家：
分子機器具有“無限可能性”

綜合報導 分別來自法國、美國和荷蘭的三

位科學家讓-皮埃爾· 索瓦吉、弗雷舍· 斯托達特

和貝爾納· 菲爾林 5日因在分子學領域的研究而

共同獲得2016年度諾貝爾化學獎。他們的研究成

果為發展“納米機器”即超微型機器奠定了基礎

。現年 71歲的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超分子工程

科學院教授讓-皮埃爾· 索瓦吉是這項研究的先驅

者。他對獲獎感到“非常意外”，同時也“相當

欣喜”，並認為沒有比獲得諾貝爾獎“更酷的獎

勵”。

據此間媒體報道，獲獎當天，索瓦吉在答覆

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提問時稱，他自我感覺像是一

百多年前首次實現人類飛行夢想的萊特兄弟。當

時人們還對為何發明飛行器心存疑問，“但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波音和空客。”報道說，索瓦

吉從生物界獲得靈感，率先提出了“納米機器”

的設想。他解釋說，這就好比一種可以根據溫度

、光線變化，通過可控方式運動的組裝分子。這

樣的系統其實在生物細胞中大量存在，並且作用

於一切重要的生物活動進程中。

索瓦吉依據其發現，於1989年首次成功地將

兩個環狀分子合成了鏈形結構。這種結構被命名

為“索烴”，又稱“分子結”，即一個機械互鎖

的分子，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互鎖的大環分子。

據索瓦吉介紹，其研究目標是為了製造合成

分子，通過設計令其具備某些特性。這些微小物

體可以成為分子機器，類似於旋轉式發動機或線

性發動機，而且能夠伸縮自如。

後來，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弗雷舍· 斯托達特

在索瓦吉的研究基礎上合成了“輪烷”，即將一

個環狀分子套在一個線型分子上而形成的內鎖型

超分子結構。斯托達特還發現，環狀分子能夠以

線型分子為軸運動，並基於“輪烷”創造出了

“分子升降機”和“分子肌肉”。

在此研究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第三人則是荷

蘭格羅寧根大學教授貝爾納· 菲林加。他在世界

上首次設計了能夠朝着一個特定方向旋轉的分子

馬達，並在此基礎上製造出一個“四輪驅動的納

米汽車”。

據諾獎評選委員會介紹，分子機器在開發新

材料、新型傳感器和能量存儲系統等方面具有很

大潛力。索瓦吉本人也認為，憧憬一下藉助分子

化學技術可以製造具有特殊功能的材料和機器。

這一領域可謂充滿“無限的可能性”。

安理會稱葡萄牙前總理古特雷斯有望成為下任聯合國秘書長

綜合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5日宣布，葡萄牙

前總理安東尼奧· 古特雷斯有望成為下一任聯合

國秘書長。

當天，安理會對十位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

進行了閉門的“帶顏色的”投票，即以顏色來

區分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與十個非常任理事

國。這是安理會在新一任秘書長遴選過程中首

次使用“帶顏色的”投票，此前的 5輪閉門投

票都沒有區別顏色，而只分為“鼓勵”、“不

鼓勵”和“無意見”。按規定，候選人如果遭

常任理事國反對，將不可能當選。

10月份的安理會輪值主席、俄羅斯常駐聯

合國代表丘爾金 5日中午在其它安理會成員的

陪同下宣布，在經過六輪摸底投票後，安理會

今天有了一個清楚的人選，“他的名字是安東

尼奧· 古特雷斯”。丘爾金稱，安理會將在6日

進行正式投票，“我們希望他能夠被鼓掌通過

”。據聯合國外交人士透露，古特雷斯當天的

得票數是13票“鼓勵”，0票“不鼓勵”，2票

“無意見”。在前五輪的投票中，古特雷斯的

得票數均為第一。

現年 67歲的古特雷斯生於葡萄牙里斯本，

1995年至 2002年任葡萄牙總理，2005年至 2015

年任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根據《聯合國憲

章》，秘書長首先由安理會推薦，然後由聯合

國大會任命。如果安理會 6日正式投票決定古

特雷斯為人選，他還需經聯合國大會任命方能

成為第9任聯合國秘書長。

此前，按照地區輪換原則，包括俄羅斯在

內的部分國家認為下任秘書長應該來自東歐。

同時，走過70年歷程的聯合國也面臨諸多會員

國要求一位女性秘書長的呼聲，在參選的13位

候選人(3人退選)中，共有7名女性。

現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任期將在今年

年底屆滿，新一任聯合國秘書長將在 2017年 1

月上任。

沃洛金當選新一屆俄國家杜馬主席
綜合報導 俄總統辦公廳原第

一副主任維亞切斯拉夫· 沃洛金 5

日當選第七屆俄國家杜馬(議會下

院)主席，並且成為俄聯邦安全會

議成員。

據俄國家杜馬發布的消息，

沃洛金是“統一俄羅斯黨”推舉

的國家杜馬主席候選人，該黨在

今年9月舉行的第七屆國家杜馬選

舉中，贏得了 450個議席中的 343

個議席。

與沃洛金一同競選的另一位

候選人德米特里· 諾維科夫，由俄

羅斯共產黨推舉。

最終，沃洛金以 404票支持勝

出。沃洛金參加競選前擔任的俄

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一職，由

俄國家原子能公司總經理基里延

科接任。

沃洛金在當選國家杜馬主席

後表示，在今後一段時間，新一

屆俄國家杜馬的首要工作是研討

社會和經濟領域的議題，特別是

通過高質量的立法落實普京總統

2012 年提出的一系列社會保障計

劃。據俄媒體報道，這些社保計

劃的主要內容包括保障教育、醫

療從業人員的收入和保障低收入

人群的生活。

同日，俄總統普京發布命令

，任命沃洛金為俄聯邦安全會議

成員。俄聯邦安全會議由多位俄

政府部長、議會領導人以及俄總

統駐各聯邦區代表組成，是受總

統領導、討論國家安全問題的機

構。

教育部發留學預警點名美兩學校：涉嫌恐嚇中國學生
綜合報導 據新華社電教育部

近日發布 2016年第 2號、第 3號留

學預警，提醒赴美留學人員注意

美國 ITT技術學院和舊金山灣區利

佛山谷特許預科高中。

預警顯示，美國教育部8月25

日 宣 布 禁 止 ITT 技 術 學 院

（ITTTech）招收新生，主要原因

是該校經濟狀況窘迫，主要收入

依靠申請聯邦政府貸款；學校教

學管理混亂，無法達到認證標準

。據了解，ITT技術學院是一所私

立贏利性教育機構，由 ITT教育服

務公司創辦於 1946年，在美國 38

個州設立了 130個校園，可頒發副

學士、學士和碩士（僅限商科）

學位，部分校園可招收國際學生

。另據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消息

，美國舊金山灣區利佛山谷特許

預科高中涉嫌欺詐我留學生，已

被美多個部門調查。利佛山谷特

許預科高中目前由當地一家教育

公司“三谷學習公司”代管。

據調查，利佛山谷特許預科

高中在辦學過程中存在違規行為

，涉嫌超額收取國際學生學費，

蓄意隱瞞國際學生數量，提前將

國際學生趕出學校，甚至威脅、

恐嚇、辱罵中國學生等各類問題

。為避免我留學人員遭受不必要

的損失，教育部提醒我赴美留學

人員和留學中介服務機構關注以

上信息，建議留學人員慎重申請

到這所學校就讀，留學中介機構

停止代理這所學校的招生，以免

自身權益受到影響。

綜合報導 美國雅虎公司去年應美國政府情報

機構要求，秘密開發了一項定製軟件程序，用於搜

索所有用戶收到的實時電子郵件信息，以提供給美

國情報官員。這一消息的曝光引發外界關於公民隱

私的擔憂。

“前所未見”
按三名雅虎公司前員工和一名知情人士的說法

，雅虎公司遵從美國政府的一項機密要求，依照美

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指示，開發定製軟件

程序，檢查了數以億計的雅虎郵箱賬號。

這些不願公開姓名的消息人士說，眼下暫不清

楚情報機構官員具體想要獲得什麼信息，只知道他

們要求雅虎根據一系列關鍵字展開搜索，搜索目標

可能是郵件中的某句話，也可能是郵件附件。

按路透社的說法，美國通信和網絡公司向情報

機構移交大量用戶數據的情況已非罕見，但一些政

府前官員和監控專家表示，他們此前從未見過如此

廣泛的實時網絡信息收集令，也從未遇到過要求某

個公司開發一種電腦程序的指令。這是類似事件首

次“浮出水面”。

“我從沒遇到過基於‘關鍵詞’進行實時監視

的情況，”曾在監控事務上為通信和網絡公司辯護

的代理律師阿爾貝· 吉達里說，“對於一家電子郵

件服務提供商而言，要實現起來難度很大。”

“令人失望”
隨着“稜鏡門”等事件曝光，美

國當局微調了關於搜集公民信息的監

控計劃，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公民隱

私權。

一些《涉外情報監視法》專家表

示，雅虎公司至少可以從兩方面質疑

去年收到的政府指令：一是這項指令

的寬度；二是是否有必要編寫一個特

定程序來實時搜索所有用戶的電子郵

件賬號。

“雅虎公司沒有對這項大範圍監

控指令提出質疑，這非常令人失望，

用戶期望科技公司能夠站在法庭上抵抗從事‘間諜

活動’的要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律師帕特里

克· 圖米在一份聲明中說。

不過，還有一些專家則為雅虎公司遵守指令的

做法作出辯護，表示沒有任何條文禁止涉外情報調

查法院責令公司就特定搜索項目而非特定賬號進行

搜索。且隨着科技公司加密能力的日益增強，它們

很可能從情報機構收到更多類似指令。

惹怒高管
按雅虎公司前員工的說法，遵照當局秘密指令

的決定由該公司首席執行官瑪麗薩· 邁耶做出，此

舉當時引起若干高層管理者的不滿，導致其首席信

息安全官亞歷克斯· 斯塔莫斯在去年6月離職。他隨

後加入“臉書”公司從事高級安全工作。

消息人士說，儘管斯塔莫斯沒有公開表明離職

原因，但他曾告訴下屬，自己因為公司“做出傷害

用戶安全的決定而離開”。雅虎公司向路透社發表

簡短聲明稱：“雅虎是一家遵紀守法的公司，遵守

美國的各項法律。”但該公司拒絕作出更多評論。

美國國家安全局則表示，有關問題應由美國國家情

報總監辦公室回答，而後者拒絕對此作出回應。

有專家指出，除雅虎公司外，美國國家安全局

和聯邦調查局很可能還接觸了其他網絡公司並提出

類似要求，因為情報官員“顯然”不清楚調查目標

具體使用了哪些郵箱賬號。

對此，美國另外兩大電子郵件服務提供商谷歌

和微軟公司 5日分別表示，沒有進行相關的郵件搜

索。“我們從未收到這樣的要求，如果有的話，我

們的回復將非常簡單，就是‘門兒都沒有’，”谷

歌公司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

微軟公司發言人則發表聲明稱：“我們從未對

電子郵件展開類似雅虎被曝的那種秘密檢查。”但

該公司拒絕透露是否曾收到相關要求。

哈議會通過禁止涉恐宗教團體在哈境內活動法案
綜合報導 哈薩克斯坦議會全

體會議當地時間5日在哈首都阿斯

塔納召開，通過了關於禁止與恐

怖主義和極端組織有關聯宗教團

體在哈境內活動的法案。

哈薩克斯坦阿克托別市和阿

拉木圖市今年 6、7月分別發生嚴

重恐襲。

哈通社引哈國家安全委員會

副主席卡勒卡巴耶夫的話稱，在

這兩起事件的後續處理過程中，

執法機關反映“法律體系中針對

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行為的懲處

條款，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完善”

。此間媒體透露，為加強打擊極

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哈薩克

斯坦國安委事後奉總統納扎爾巴

耶夫指示，總結和吸取國際國內

的反恐經驗與教訓，對涉及“極

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行為、武器銷

售和管理、人口流動等問題”的

相關條款進行了修改和完善。

哈議會官網消息稱，新法律

修正案在5日當天的議會全體會議

上獲一致通過。根據新通過的法

案，哈薩克斯坦將進一步加強對

武器彈藥銷售和使用的管控，其

中政府機關和民眾對槍支、彈藥

的存儲、流通等，將得到專門監

督和管理。此外，對於與境外恐

怖主義和極端組織有涉的個人和

團體，將進一步加強處罰力度，

“有關聯的宗教團體將被禁止在

哈境內活動”。與此同時，法案

還針對忽視反恐安保的相關責任

團體和法人，制定了相應懲處措

施。中亞五國經濟發展不平衡，

社會、歷史、文化和宗教因素錯

綜複雜，又加之南鄰阿富汗，反

恐一直是該地區重要議題。哈薩

克斯坦系該地區最大國家，其反

恐形勢近期趨緊。

雅虎被曝監視用戶電子郵件
提供給美國情報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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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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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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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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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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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大華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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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9：00～下午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9：00～下午5：00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星期五 2016年10月7日 Friday, October 7, 2016

綜合報道 周二晚，2016年美國大選

的副總統辯論將在美國佛吉尼亞州的朗

沃德大學(Longwood University)舉行。共

和黨副總統提名人邁克 - 彭斯 (Mike

Pence)和民主黨副總統提名人蒂姆-凱恩

（Tim Kaine）將展開副總統間的激烈角

逐。

1.誰是副總統候選人？

希拉裏競選搭檔蒂姆-凱恩現年58歲

，曾擔任過裏士滿市市長、弗吉尼亞州

州長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堪稱民

主黨內的“重量級人物”。凱恩能夠說

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因此將幫助希拉

裏在贏得拉丁裔選民並推行少數族裔政

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川普副手、現任印第安納州州長邁

克-彭斯也毫不遜色，這位現年57歲的共

和黨人被認爲是強硬的社會保守派人士

。印第安納州位于美國中西部的傳統工

業地區，選擇他作爲競選搭檔將有助于

特朗普贏得這一地區選民的支持。

2.首位亞裔女主持

這次的副總統辯論將首次迎來一張

亞洲面孔，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記者、新聞頻道主播伊萊恩-基

哈諾（Elaine Quijano）將擔任這場副總

統辯論的主持人。基哈諾是菲律賓裔美

國人，她會是美國曆史上首位主持大選

辯論的亞裔美國人。

3.辯論流程

副總統辯論一共分爲九個部分，每

個部分 10分鍾。每個部分開始之前，主

持人會向兩位候選人發問，兩位候選人

分別有 2分鍾時間陳述觀點。剩余時間

主持人會帶領候選人對該問題做深入討

論。

4.副總統辯論要討論哪些議題？

凱恩和彭斯兩位候選人已經做好了

充分的准備，過去幾天二人都各自找人

進行過多場模擬辯論。在明天的正式辯

論中，凱恩表示將繼續就希拉裏在上次

辯論中陳述的主張進行細化，並且就川

普表現出的政策弱點進行攻擊。彭斯稱

將把辯論重點放在攻擊希拉裏的曆史醜

聞上，同時也將就自己的政策觀點進行

陳述。

5.其他黨派有無機會亮相？

總統辯論委員會要求候選人在五個

全國性民調中獲得 15%的支持率才能進

入最後的電視辯論。因此，美國自由黨

總統候選人加裏-約翰遜以及綠黨總統候

選人吉爾-斯坦均均無緣上場。據民調顯

示，兩人的支持率加起來只有16%。

6.今年的美國大選總統辯論收視如何？

上周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

收獲了曆史最高收視率，有足足 8400萬

觀衆收看，打破了1980年吉米-卡特對陣

羅納德-裏根辯論創下的8千萬收視紀錄。

而據尼爾森收視率調查數據，史上

收視率最高的副總統辯論爲 2008年現任

美國副總統約瑟夫-拜登對陣共和黨前副

總統候選人薩拉-佩林，當時有6990萬觀

衆收看了這場辯論。

大選副總統辯論將“開唱”
辯論會首次迎來亞洲面孔

綜合報道 維基揭秘創始人阿桑奇原

本打算于當地時間 4日，在厄瓜多爾駐

英大使館陽台上露面，發表演講。然而

就在 3日下午，維基揭秘方面在社交網

站上發布更新消息稱，由于收到“准確

信息”，出于安全考慮，他們決定取消

公開演講，阿桑奇會在當地時間 4日上

午通過視頻的形式，在“維基揭秘”成

立10周年慶祝活動上講話。

外界推測阿桑奇可能會在此次講話中

爆料針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的

不利信息。美國共和黨支持者、總統候選

人特朗普競選得力助手羅傑· 斯通還在網

上稱，“希拉裏馬上要完蛋了”。

實際上，早在 7月，維基揭秘網站

就曾曝光民主黨內部大批郵件，揭露了

民主黨競選黑幕，直接導致民主黨全國

委員會主席辭職，希拉裏的支持率還一

度受到不小的影響。阿桑奇還說，自己

在政治立場上與希拉裏相左，他曝光這

些文件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希拉裏當上總

統。 由于阿桑奇之後曾誓言將繼續抖出

有關希拉裏的猛料。

而有報道稱，希拉裏方面對于阿桑

奇也早已“氣急敗壞”。媒體 2日爆出

，希拉裏擔任國務卿期間在與團隊討論

如何讓阿桑奇閉嘴時曾認真提議，“我

們爲什麽不用無人機把他炸死”。維基

揭秘 3日在社交網站上貼出了這句話以

及這篇報道的鏈接。希拉裏競選團隊則

表示拒絕對這一報道進行評論，並稱這

是川普團隊試圖轉移焦點的伎倆。

“維基揭秘”創始人阿桑奇
欲發重要聲明 或針對希拉裏

綜合報道 針對川普可能多達 18 年

沒有繳納聯邦所得稅的報道，那名共和

黨總統候選人星期一說他“出色地利用

”稅法，“盡量合法少交稅。”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News）

報道，川普在科羅拉多州普韋布洛

（Pueblo）舉行的競選集會上說，“作爲

商人和地産開發商，我合法利用稅法爲

自己服務。那對我的公司、我的投資者

和我的雇員有利。……說實話，我精明

地利用法律，並經常在選舉中說，我有

信托責任不要超過法律要求多交稅。換

句話說，盡量合法少交稅。就像我剛才

告訴你們的，我痛恨他們花費我們稅金

的做法。”

《紐約時報》星期六報道，那名共

和黨總統候選人在 1995年的報稅表上宣

稱虧損 9.16億美元，可能導致它隨後 18

年避免繳納聯邦稅。

川普及其盟友沒有對那一報道提出

爭議，而是聲稱川普作爲公司老板要求

它盡量少交稅。它星期一說，1995年他

上報的虧損是美國曆史上“最殘酷的經

濟下滑”時期出現的。

他星期一還說，“盡最大努力減少

稅負是我的工作，那讓我再投資于社區

、工人和建設令人著迷的資産，促使他

們社區高速增長並幫助我們的就業提供

者和幫助小企業。”他說，“媒體現在

著迷的是 1990年代所謂的報稅，那是在

我們國家曆史經曆了最殘酷的經濟下滑

結束時。”

他繼續說，“地産開發商在 1990年

代初期經曆的條件幾乎和 1929年大蕭條

時期一樣糟，遠遠超過 2008 年大衰退

。……公司、就業和機會失去了，生命

被毀，因爲數萬人失業。部分最大最強

的公司絕對破産。但我從來沒有。”川

普接著問，“你們是否爲我驕傲？”普

韋布洛聽衆對他的提問報以掌聲。

回應多年不交聯邦稅報道
川普稱出色利用稅法謀利 綜合報道 戰略核潛艇內部到底什

麽樣？對我們普通人來說可是非常神秘

的。近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

大衛· 馬丁和制片人瑪麗· 沃爾什，獲准

深入了一艘“俄亥俄”級戰略核潛艇

“肯塔基”號，揭開了美國戰略核潛艇

的神秘面紗。

“ 肯塔基”

號是一艘“俄亥

俄”級戰略核潛

艇， 1991 年正式

服役。以下部分

內容爲美國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記

者大衛 · 馬丁和

“肯塔基”號戰

略核潛艇艇員的

相關對話。

記者：這艘

潛艇實在是太大

了，有兩個橄榄

球場那麽長，其

中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是用來放導彈的。

艇員：我們的潛艇可以攜帶極具

威力的導彈。

記者：和美國在廣島投下的原子

彈相比呢？

艇員：比那顆的威力大得多。這

些都是導彈發射管，而這些是導彈。我

們的船員就在發射管之間的隔間裏睡覺

，每個隔間裏可以安置 9名船員，他們

可以在這裏休息。

記者：他們就在導彈發射管之間

睡覺？

艇員：是的，他們就在導彈發射

管之間睡覺。

艇員：放馬桶蓋都必須“輕手輕腳

”

美軍戰略核潛艇內部曝光 艇員睡在導

彈發射管間_圖1-4

水手們表示，跟隨潛艇出海，最重

要的就是每一個動作，都要輕手輕腳，

因爲即使最輕微的聲響也會被敵人察覺

到。

記者：如果關門聲音大了一些，

就完蛋了？

艇員：沒錯，摔門的話就死定了

。放馬桶蓋的聲音大一些，也會讓你完

蛋。潛艇生活的基本一點就是，你做任

何事情都要非常安靜。

戰略核潛艇內部曝光
艇員睡在導彈發射管間

綜合報道 華裔鄭氏夫婦購二手車

，以爲和經紀談好了價格，但簽下合同

後才發現竟要多付超過萬元。鄭太太認

爲遭車行欺騙，于 3日來到福建同鄉會

尋求法律支持。

家住布魯克林的鄭氏夫婦上周三下

午前往位于Bayridge的一間車行選購二

手SUV。據鄭太太描述，英文不佳的他

們當時受到了一位華裔經紀人的熱情接

待。鄭太太表示，在和經紀人口頭談好

了 20900元的價格後，經紀人提供了兩

個購車方案讓他們選擇。

鄭氏夫婦隨即選擇了貸款購車，每

月只需支付433元，分6年還清即可。貸

款不需要任何背景審查，以及信用證明

文件。鄭太太在看不懂英文條款的情況

下，按照經紀人的指示簽完了長達數十

頁的合同文件。鄭先生爲了感謝經紀人

的幫助，便贈與他百元小費。

經紀人隨後迅速交車，但卻遲遲不

肯把合同副本交給鄭氏夫婦。在鄭氏夫

婦的再三要求下，經紀人才交出合同。

鄭先生回家後覺得事有蹊跷，便將合

同交給懂英文的弟弟檢查。經過仔細核對

，鄭先生的弟弟發現，所簽合同竟比談好

的價格高出了1萬5000元。鄭先生的弟弟

說，這些合同上隱藏的收費就是針對不懂

英文的消費者，常常有華裔因此上當。律

師戴禺提醒：“消費者在購車時要仔細閱

讀合同，以免掉入消費陷阱。數字比較大

的借款通常有三天的無條件反悔期，但購

車貸款卻不包含在內，因此在簽合同時要

特別注意附加條款。”

紐約華人購二手遭騙 還贈百元小費

A8大陸社會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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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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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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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邵老師(832)600-3938(短信) (281)313-2965 微信：amys3938

華夏交通安全講習學校

◇ 課堂學習：國語授課，中英文對照課本及考試。
上課時間：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 8:30AM-3:00PM (2016年7月份無課)
上課地點：5855 Sovereign Dr, Unit D科技廣場（原中華文化中心)

◇ 駕駛學習許可 (筆試Permit Class) Certificate Issued Same Day
Tue or Sat需報名 ◇ Teen Driving：每月開新班，需報名

◇ 陪伴出庭：協辦定購駕駛記錄和聯絡法庭，所有服務酌情收費

服務僑社超二十年

政 府 註 冊 撤 銷 交 通 罰 單 降 低 車 輛 保 險

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

*特別歡迎新來賓,初駕者,TEENAGE免學費試聽.*

amyshaorealt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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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創客“不懂為什麼”掘金
爭取最大融合價值“南寧圈”吸55萬粉絲

中國有超過1,000萬個微信公眾號，能盈利的不到

1%，而他卻做到了年營收超千萬；人人都說傳統媒體

瀕臨死亡的邊緣，而他卻偏偏要在傳統媒體上花重金

“放大招”。“不懂為什麼，就是突然想打個廣告”迅

速讓他從一個區域自媒體人火遍全國。他便是廣西天脈

傳媒CEO、擁有55萬粉絲的微信公眾號“南寧圈”創

客甄妙，他說，媒體作為傳播媒介，是永生的，其價值

是無處不在的，關鍵看你用什麼方法去玩兒。而用創意

實現媒體間的相互融合，以實現媒體價值最大化，就是

甄妙的“玩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河南報道

“不懂為什麼，就是突然想打個廣告”這個
無厘頭、又有點“任性”的廣告文案在

5月份刷遍內地各大媒體平台。5 月25 日，自媒
體地域類大號“南寧圈”花了40萬元(人民幣，
下同)承包了《深圳晚報》的頭版廣告，並迅速
以“不懂為什麼”體而走紅，不僅引得各大品
牌爭相模仿，更是讓“南寧圈”迅速從廣西走
向全國。“南寧圈”創始人甄妙日前來到河
南，與河南自媒體圈同行分享了其“不懂為什
麼”廣告文案的由來以及其創業經歷。

經歷打雜負債 成“移動創意庫”
T恤、休閒褲、運動鞋似乎是自媒體人的穿

着“標配”，當甄妙走上演講台時，記者還是
被他的“童顏”驚到了，小小的個子、黑黑的
皮膚、圓圓的臉龐再加上不太標準的南寧版普
通話，如果是在台下，記者肯定把他當成是個
初出茅廬的90後“小鮮肉”。甄妙也意識到這
一點，因此一上台便自侃到，我不是小鮮肉，
我是個“80後”“老臘肉”，出來創業已經有
11年了。
甄妙說，在這10多年裡，他做過廣告民

工、打過雜、踩過工地的腳手架、雨中送過噴
繪、夏天睡過工地的水泥地、一邊哭着做事一
邊被客戶罵是常有的事，父母反對、家裡也不
理解。“沒有睡過一天安穩覺，哪怕大年三十
都在工作，前幾年還背負了幾百萬的債務。”

但甄妙卻不急不躁，因為他創業的初衷不
是為了錢，“當同學已經月薪好幾千的時候，
我還在過着每個月幾百元的生活，父母很急，
說我不會做生意。”或許正是因為甄妙這種不
急功近利、沒有心機的態度，能夠將自己的
“創意”充分發揮出來。他被稱為“移動創意
庫”，大家總喜歡找他出點子、做創意。

吃傳統媒體虧 賺傳統媒體錢
三年前，他做起了微信公眾號“南寧

圈”，用“接地氣”、“好玩”的內容一年一
年聚攏了當地55萬粉絲。當然，更重要的原因
是，彼時甄妙正在吃傳統媒體的“虧”：花幾
百萬承包的戶外廣告屏無人問津。而自媒體可
謂是“資金零門檻”，允許甄妙在最少投入的
基礎上最大地發揮其創意優勢。
當“南寧圈”在廣西有了名氣之後，甄妙

又一頭扎進傳統媒體。甄妙說，媒體的價值無
處不在，要想獲得價值的最大化，必須通過
“融合”。甄妙最早是與當地的南寧日報社開
始合作的。他的廣告不僅提升了“南寧圈”在
當地的影響力，更是直接提升了南寧日報社旗
下報紙頭版的廣告收入。2016年當他決定帶領
“南寧圈”進軍全國時，甄妙選擇了與《深圳
晚報》合作，他表示：“深圳是創業之城，有
着開放的互聯網氛圍，我希望能在深圳完成我
的二次創業。”

當“南寧圈”開始火的時
候，不少人希望能夠投資。但
甄妙卻都拒絕了，“我不喜歡
虧欠，我覺得拿了別人的錢，
就一定要賺錢，若虧別人的
錢，就會覺得很不自在。”
甄妙說，我心中的天使

VC，可能錢不是主要的，最關
鍵是他有足夠的行業閱歷和成熟

先進的管理經驗，“老實說，我
自認為有優秀的創意、設計、策
劃及執行力，但是我唯獨缺少的
是管理，這也是目前我遲遲不敢
接受風投的原因，如果有風投具
備足夠的管理智慧，我願意把這
個時間提前。”
在甄妙看來，融資就是一

場不可逆的局。“在我內部的

管理、流程乃至標準足夠成熟
前，我都不能輕易去想這事，
而我一旦開始融資，就是不可
逆的一場局，我就沒有機會再
慢慢摸索了，我必須在最短的
時間內一擊即中並達到最優效
果，把本賺回來，這樣以後即
使再虧，也不會覺得對不起投
資人。”

甄妙是個理想主義的創業
者。“自媒體人接廣告要站着，
不要跪着”，這是他的原則。
當“南寧圈”做到20萬粉

絲的時候，不少客戶找到甄妙要
做廣告，但又質疑自媒體的傳播
效果，因此常常會說：“給你
300塊(人民幣，下同)、500塊，

先試試吧”。對於這些“小
錢”，甄妙全部拒絕。但他越是
不接單，廣告主就越好奇，到後
來反而更好做。 “如果客戶覺
得你就是收錢了事，他根本就不
會尊重你，你如何樹立自己的品
牌？你要相信專業的態度更能帶
來長久的收益。”

甄妙要放長線釣大魚。甄妙
的訣竅是，先把自己做出品牌和
氣勢。
“南寧圈”在本地最有名的

兩家報紙先做了兩個頭版廣告，
大概花了有60萬，“看起來很
貴，但卻為‘南寧圈’帶來了
100萬的廣告量。”

營銷訣竅：拒絕小錢 打造氣勢

心路歷程：認清弱點 審慎佈局

■甄妙與河南自媒體同行分享
“不懂為什麼”廣告文案的由
來。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不懂為什麼”體
的出現，讓不同商戶
爭相模仿。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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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死亡的邊緣，而他卻偏偏要在傳統媒體上花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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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讓他從一個區域自媒體人火遍全國。他便是廣西天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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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厘頭、又有點“任性”的廣告文案在

5月份刷遍內地各大媒體平台。5 月25 日，自媒
體地域類大號“南寧圈”花了40萬元(人民幣，
下同)承包了《深圳晚報》的頭版廣告，並迅速
以“不懂為什麼”體而走紅，不僅引得各大品
牌爭相模仿，更是讓“南寧圈”迅速從廣西走
向全國。“南寧圈”創始人甄妙日前來到河
南，與河南自媒體圈同行分享了其“不懂為什
麼”廣告文案的由來以及其創業經歷。

經歷打雜負債 成“移動創意庫”
T恤、休閒褲、運動鞋似乎是自媒體人的穿

着“標配”，當甄妙走上演講台時，記者還是
被他的“童顏”驚到了，小小的個子、黑黑的
皮膚、圓圓的臉龐再加上不太標準的南寧版普
通話，如果是在台下，記者肯定把他當成是個
初出茅廬的90後“小鮮肉”。甄妙也意識到這
一點，因此一上台便自侃到，我不是小鮮肉，
我是個“80後”“老臘肉”，出來創業已經有
11年了。
甄妙說，在這10多年裡，他做過廣告民

工、打過雜、踩過工地的腳手架、雨中送過噴
繪、夏天睡過工地的水泥地、一邊哭着做事一
邊被客戶罵是常有的事，父母反對、家裡也不
理解。“沒有睡過一天安穩覺，哪怕大年三十
都在工作，前幾年還背負了幾百萬的債務。”

但甄妙卻不急不躁，因為他創業的初衷不
是為了錢，“當同學已經月薪好幾千的時候，
我還在過着每個月幾百元的生活，父母很急，
說我不會做生意。”或許正是因為甄妙這種不
急功近利、沒有心機的態度，能夠將自己的
“創意”充分發揮出來。他被稱為“移動創意
庫”，大家總喜歡找他出點子、做創意。

吃傳統媒體虧 賺傳統媒體錢
三年前，他做起了微信公眾號“南寧

圈”，用“接地氣”、“好玩”的內容一年一
年聚攏了當地55萬粉絲。當然，更重要的原因
是，彼時甄妙正在吃傳統媒體的“虧”：花幾
百萬承包的戶外廣告屏無人問津。而自媒體可
謂是“資金零門檻”，允許甄妙在最少投入的
基礎上最大地發揮其創意優勢。
當“南寧圈”在廣西有了名氣之後，甄妙

又一頭扎進傳統媒體。甄妙說，媒體的價值無
處不在，要想獲得價值的最大化，必須通過
“融合”。甄妙最早是與當地的南寧日報社開
始合作的。他的廣告不僅提升了“南寧圈”在
當地的影響力，更是直接提升了南寧日報社旗
下報紙頭版的廣告收入。2016年當他決定帶領
“南寧圈”進軍全國時，甄妙選擇了與《深圳
晚報》合作，他表示：“深圳是創業之城，有
着開放的互聯網氛圍，我希望能在深圳完成我
的二次創業。”

當“南寧圈”開始火的時
候，不少人希望能夠投資。但
甄妙卻都拒絕了，“我不喜歡
虧欠，我覺得拿了別人的錢，
就一定要賺錢，若虧別人的
錢，就會覺得很不自在。”
甄妙說，我心中的天使

VC，可能錢不是主要的，最關
鍵是他有足夠的行業閱歷和成熟

先進的管理經驗，“老實說，我
自認為有優秀的創意、設計、策
劃及執行力，但是我唯獨缺少的
是管理，這也是目前我遲遲不敢
接受風投的原因，如果有風投具
備足夠的管理智慧，我願意把這
個時間提前。”
在甄妙看來，融資就是一

場不可逆的局。“在我內部的

管理、流程乃至標準足夠成熟
前，我都不能輕易去想這事，
而我一旦開始融資，就是不可
逆的一場局，我就沒有機會再
慢慢摸索了，我必須在最短的
時間內一擊即中並達到最優效
果，把本賺回來，這樣以後即
使再虧，也不會覺得對不起投
資人。”

甄妙是個理想主義的創業
者。“自媒體人接廣告要站着，
不要跪着”，這是他的原則。
當“南寧圈”做到20萬粉

絲的時候，不少客戶找到甄妙要
做廣告，但又質疑自媒體的傳播
效果，因此常常會說：“給你
300塊(人民幣，下同)、500塊，

先試試吧”。對於這些“小
錢”，甄妙全部拒絕。但他越是
不接單，廣告主就越好奇，到後
來反而更好做。 “如果客戶覺
得你就是收錢了事，他根本就不
會尊重你，你如何樹立自己的品
牌？你要相信專業的態度更能帶
來長久的收益。”

甄妙要放長線釣大魚。甄妙
的訣竅是，先把自己做出品牌和
氣勢。
“南寧圈”在本地最有名的

兩家報紙先做了兩個頭版廣告，
大概花了有60萬，“看起來很
貴，但卻為‘南寧圈’帶來了
100萬的廣告量。”

營銷訣竅：拒絕小錢 打造氣勢

心路歷程：認清弱點 審慎佈局

■甄妙與河南自媒體同行分享
“不懂為什麼”廣告文案的由
來。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不懂為什麼”體
的出現，讓不同商戶
爭相模仿。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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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自民黨總裁任期有望延長
或可連續三屆參選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黨政治制度改革執

行總部”5日舉行了第二次幹部會議。就現行黨

章規定最長“連任兩屆共 6年”的總裁任期，確

認將在本月內舉行的下次幹部會議上以延長至

“連任三屆共 9年”或廢除多屆連任限制的方案

為主進行討論。

據報道，幹部會議上任期延長的具體方案若

得以基本決定，則將舉行以全體議員為對象的改

革執行總部會議並開始聽取意見。之後若能在自

民黨總務會等獲得批準，接著將於明年 3月 5日

在黨大會上修改黨章。這樣壹來

，2018年 9月迎來總裁任期屆滿

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可能連續

三屆參選。

自民黨高層表示，總裁任期自建黨以來曾階

段性變更。並解釋稱，以“連任三屆共 9年”保

留任期限制，將更容易獲得包括外相岸田文雄和

前幹事長石破茂等“後安倍時代”接班人在內的

黨內理解。與上次會議相同，在 5日的執行總部

幹部會議上沒有出現反對任期延長的意見，也沒

有出現“連任三屆共 9年”和“撤銷多選限制”

以外的方案。會後，自民黨黨內幹部表示“連任

三屆共9年”預計將占據優勢。

受到第18號臺風“暹芭”正面登陸帶來的嚴重影響，濟州、蔚山、釜山

等韓國南部地區普遍受災。據韓國國民安全處當地時間 6日消息，截至

當天上午 11時，臺風已造成 7人死亡，3人失蹤，災情還在進壹步統計

核實中。

報道稱，統計顯示，508間民宅浸水，另有14間嚴重受損，198名災民

緊急轉移，7747公頃農作物受災，1050余輛機動車浸水，17處路面受損

，1350平方米京釜線鐵道路基流失，將近23萬戶家庭停電。

韓國國民安全處已緊急動員7838名消防人員和2200臺裝備，開展救災

工作，成功救援236名遇險人員，並為受災居民提供賑災物資。

韓國國務總理黃教安6日上午前往蔚山地區實地走訪了解受災情況。

面對農業人手銳減的困境，日本政府有意通過修法放寬相關限制，從而

引進外來人力進行填補。

據此間主流日媒透露，在 4日舉行的“國家戰略特區咨詢會議”上，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了將考慮容許相關特區在農業領域引入外勞的意

向。

在當天圍繞特定區域大膽放寬相關規制而進行的會議中，秋田縣大澙

村村長提出要求引入擁有專門技能的外國人，以解決日益嚴重的農業領

域人手不足問題。此外還有其他領域要求放寬規制的提案。

對此安倍贊為“實踐壹億總活躍社會的極其重要的提案”，表示其中

無需修改現行法規者立即著手討論，需要修改法規者，則考慮在下壹期

國會提出法案。

相關資料顯示，目前(以今年 2月份為時點)日本的農業就業人口，比

去年又下降了8.3%，僅相當於1990年時的四成左右。

日本現行法規制度不認可外來勞動力從事農業。然而其早年面對發展

中國家導入的農業“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在日本社會少子高齡化現

象日趨嚴重，以及偏遠鄉村勞動人口不斷朝大城市單向聚集的難解困局

之下，事實上成為壹種變相彌補農業勞力不足的渠道。不過此間也有指

出，這種“擦邊球”式的途徑，存在束縛外國人於惡劣條件下就勞的案

例，成為需要解決的課題。

安倍稱會就解散日本眾院作出“合乎時宜的判斷”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 5日的參院預

算委員會會議上就執政黨與在野黨內盛傳的明年 1

月將解散眾院舉行大選的推測表示“目前完全沒

有考慮”。但他表示“會作出合乎時宜的合理判

斷”。

報道稱，安倍和其內閣全體閣僚出席了 5日的

參院預算委員會會議，會上進行對2016年度第二次

補充預算案的總結質詢，繼眾院審議後再次啟動了

全面論戰。

安倍就修憲問題強調：“自民黨的修憲草案和

尋求進行國民投票是兩回事。如果說壹字壹句不修

改草案，就不會有絲毫進展。必須靈活應對。”

執政黨與在野黨內紛紛預計，以俄羅斯總統普

京 12月訪日時俄日爭議領土談判取得進展為契機

，明年年初或將解散眾院舉行大選。

日本民進黨黨首蓮舫指出“也存在外交問題有

了進展後解散眾院的猜測，把外交當作爭論點不合

理”。

韓民眾強烈抗議部署“薩德”
法律界擬訴部署違憲

綜合報導 韓國軍方9月30日說，東

南部壹處農田附近的壹個山中高爾夫球

場將是美國反導系統的新家。

據美國《星條旗報》網站 9月 30日

報道，此前的計劃是將這壹系統部署在

星州郡的壹個炮兵基地，結果招致長達

數月的抗議。新址也在同壹區域，但海

拔更高，也更偏僻。

報道稱，不過該計劃仍遭到當地居

民的強烈反對，人們擔憂該部署會對健

康和經濟造成損害，也擔心因此惹惱中

國這個地區大國和貿易夥伴。

“我們將會繼續為撤銷‘薩德’系

統的部署而戰鬥。”星州郡的抗議活動

領袖金鐘萬（音）說。

報道稱，毗鄰高爾夫球場的金泉地

區的居民在國防部官員前兩天來該地區

視察時也表示了憤怒。新址還招致新的

反對群體——圓佛教的信徒，因為新址

離他們的宗教聖地之壹不到半英裏。30

日，壹些信徒身著白袍在國防部前和平

示威。

而朝鮮則抓住了當地居民的擔憂心

理，聲稱該導彈防禦系統將是其核打擊

的主要目標。

俄羅斯衛星網 10月 1日報道稱，韓

美將於明年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

統，韓國壹些法律專家正打算以違反憲

法為由對此發起訴訟。

報道稱，韓國宣布將在慶尚北道

壹處高爾夫球場部署“薩德”系統。

這個高爾夫球場雖然隸屬韓國樂天集

團，但球場臨近城市金泉的居民威脅

稱，如果部署計劃

向前推進，他們就

要展開“全方位的

抗議”。

韓國壹些法律

人士擬議中的法律

訴訟可能會令韓美

部署“薩德”系統

的計劃再次受阻。

韓國壹個律師團體的成員金鎮炯表示，

他們準備挑戰政府的計劃，理由是部署

“薩德”威脅國家安全。“既然政府確

定要部署‘薩德’，我們的團體決定發

起違憲審查的法律訴訟。”金鎮炯說：

“部署會成為美國導彈系統壹環的‘薩

德’系統，將激起中國和俄羅斯的強烈

反應。這只會令東北亞地區緊張局勢升

級，並增加軍事沖突風險，根本不會有

助於朝鮮半島的和平。”

韓國憲法規定“所有國民享有生活

在舒適環境中的權利”，因此這位律師

對其團體的法律訴訟比較樂觀。他說：

“韓國政府部署‘薩德’的決定必須盡

可能地不與憲法沖突。而這壹決定違反

了憲法賦予的獨立決策權，還侵犯了民

眾的環境權以及健康權。”

另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 10月

2日報道，韓國將“薩德”系統部署地改

為星州高爾夫球場。雖然韓政府計劃明

年完成部署，但因當地民眾的反對聲強

烈，部署問題仍困難重重。

報道稱，星州高爾夫球場隸屬樂天

集團，韓軍計劃以京畿道內韓軍高爾夫

球場和樂天集團“對換”星州高爾夫球

場。韓國企業界人士說：“今年樂天集

團免稅店的中國遊客消費占營業額的

78%。樂天接受政府‘對換地皮’的提

議後，壹旦受到中國方面的報復，將給

樂天帶來很大的打擊。因此，樂天方面

會否接受政府提議，存在變數。”

印巴邊界交火後緊張關系再升溫

兩國互禁播電影
綜合報導 印度和巴基斯坦

的緊張關系再升溫，兩國軍隊當

地時間 1日又在克什米爾和查謨

（Kashmir and Jammu）邊界地區

交火。美國與聯合國敦促雙方克

制，立即采取措施緩和局勢。

巴基斯坦軍方 1日發表聲明說：

“從淩晨 4時開始，印度軍隊無

端在巴控克什米爾地區持續開火

長達四小時，巴基斯坦軍隊予以

反擊。”

印控克什米爾和查謨地區的

壹名官員則稱，雙方交火持續大

約兩小時，但沒有造成任何破壞

。兩天前，印度軍方聲稱在印巴

邊界“控制線”（LOC）對“恐

怖分子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

巴基斯坦對此作出強烈回應，其

防長恫言如果印度進行第二次打

擊，巴方將立即實施報復。

印度在巴基斯坦領土進行的這次

軍事行動令人擔心會激發壹場郁

積十幾年的仇怨從而引發更大的

武裝沖突，因此美國和聯合國立

刻呼籲雙方保持克制。

9月 18日，印控克什米爾地

區發生襲擊事件，四名武裝分子

攻擊印度陸軍基地，造成 18名軍

人死亡，大約30人受傷。

由於事發地點接近巴基斯坦

控制區，印度將矛頭指向巴基斯

坦，但巴方否認涉及，兩國關系

隨即陷入緊張。

9月 29日，印度出動特種部隊進

入巴控克什米爾地區展開“打恐

”突擊行動。

9月 30日，聯合國秘書長潘

基文發表聲明，呼籲印度和巴基

斯坦政府通過外交與對話，和平

解決包括克什米爾問題在內的事

務。他並表示，如果雙方接受，

他願意充當調解人。

印巴在克什米爾的沖突波及

兩國的電影業。印度電影制片人

協會（IMPPA）宣布禁止巴基斯

坦演員在寶萊塢工作之後，巴基

斯坦也做出反擊，禁止在全國電

影院放映印度電影。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今天出席國家政務研究
班、高階領導研究班聯合結訓典禮，她說，公務員
的效率，就是國家的競爭力；對在場高階文官，總
統說 「長官有肩膀，下屬就會拚，團隊就會強」。

蔡總統今天出席 「105 年國家政務研究班第 10
期及高階領導研究班第9期聯合結訓典禮」，她期
勉高階文官重視效率、責任及創新等三項觀念，並
盼全體公務員共同參與改革，讓台灣有更好未來。

她說，520後她所感受到的最大改變，就是 「我
的同事變多了」。從中央黨部的100多個人，到現
在政府裡面30萬名公務員，都是跟她一起打拚的工
作夥伴。

總統說，民主國家領導人以及政黨會隨選舉輪
替，但公務員總是默默支撐政府運作，確保政務穩
定以及政策延續，在座人士就是政府的骨幹；政府
有最好的人才，也有非常多的公務員懷抱著理想，
把自己的工作視為改變國家的志業。

她說，公務員的熱情和專業，不該被埋沒。政
府會通暢升遷管道，並檢討考核標準。行政院已開
始推動管考作業簡化，讓公務員可投入更多心力在
實際政策工作。

總統說，政府運作制度如果是朝 「防弊」方向
設計，會讓有心做事的公務員綁手綁腳，沒有辦法
幫社會興利。因此，政府也會讓審計相關等規定與
時俱進。

她提醒在座高階文官，第一個觀念是 「效率」
；國家有很多亟待解決問題，要走出經濟困境、要
加快社會安全網建構、要爭取更多外交空間。 「面
對這麼多的改革工作，時間並不在我們這邊」。

她說， 「公文多拖一天，可能一個投資案就跑
走了。政府的回應慢半拍，人民就會失去信心」。
做事要快、要準。如果流程太繁瑣，就大膽提出檢
討。 「公務員的效率，就是國家的競爭力」，她希
望高階文官們把這句話帶回去給單位的同仁。

蔡總統說，第二個觀念是 「責任」；若公務員
總是畫清界線、不能勇於任事，只是敷衍搪塞，人
民會對政府失望；各位都是高階文官，很多都是必
須做決定的人。她要提醒大家，該做決定時，要勇
敢承擔，該溝通時，要想辦法做好橫向聯繫。 「長
官有肩膀，下屬就會拚，團隊就會強」。

她說，第三個觀念是 「創新」；要依法行政，
但不是畫地自限。她希望全國的文官要以開放心態
，面對新的標準和新的變革；要鼓勵公務員，勇敢
提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想法 「同一張會議桌上，沒有
誰大誰小」。

蔡總統提到最近有位年輕公務員 「魚凱」，寫
了 「公門菜鳥飛」一書，提出很多公務改革建議；
她說， 「老鳥的經驗，加上菜鳥的勇氣」，一定會
為整個公務體系帶來改變的契機。

勉公務員 總統：長官有肩膀下屬就會拚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日前表示，公
務員 18%優存問題，可以先改革過去政務
和事務年資並計的特任官等領取高額優存
利息人員；年金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林萬
億今天說，調降利率是選項之一。

政府力推年金改革，蔡總統日前表示
，在提出改革方案之前，為了呼應社會改
革期待，只要有足夠共識且立即可做的部
分，行政立法部門應不待國是會議逕行改
革，例如黨職併公職，應立即有合理解決
；例如 18%優存問題，可以從過去政務和
事務年資並計的特任官等，這些領取高額
優存利息人員，先行著手改革。

林萬億今天在年金委員會會後記者會
指出，有500多位退職政務官，因為併計事
務官年資，導致有相對優渥的18趴優惠存
款；另外，黨職併公職約200人。

他說，這兩個部分從年金改革委員會
討論的議題中抽離出來，由行政院的專案

小組優先處理。
林萬億提到，調降利率是選項之一；

現行 「公務人員退休法」只訂有 「優惠存
款」文字，並未寫明 18%， 「意思是若把
18趴降到1%，也是合法」、 「大家來解釋
什麼叫優惠，比台銀（利率）多0.1%也是
優惠啊」、 「留一個尾巴在上面，就不違
法」。

他說，政務官退職金本來就比較高，
即使降低 18%，也不致影響到最低生活保
障、老年經濟安全問題。

至於黨職併公職部分，林萬億說，情
況比較複雜，扣除黨職年資後，部分人員
可能因退休年資不足，喪失領取月退休金
資格；如果有人因為這樣的改變，導致老
年經濟生活安全受影響，就年金改革的角
度來講，的確要慎重考慮，但是如果不涉
及老年經濟安全，就變成社會正義要優先
。

改革18趴 林萬億：降利率是選項之一（中央社）監察院今天通過彈劾前苗栗縣長劉
政鴻案，監委高鳳仙表示，劉政鴻雖有心想做事，
但手段不正確，縣府財務困難，劉卻挪用災害補助
款、調借社福基金支應，希望其他縣市引以為戒。

監委劉德勳、高鳳仙晚間召開記者會說明彈劾
劉政鴻案，監委以11比1通過彈劾，全案移送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

劉德勳和高鳳仙表示，此案是在地方巡查時經
民眾陳情而立案調查，經約談縣府相關人員、財政
部、主計總處等人員後，認為劉政鴻在接任縣長之
初就知道縣府財務狀況不理想，反而在97年起還大
幅擴張歲出，97年至103年間歲入歲出短絀金額合
計高達新台幣361.75億元，平均每年的財務缺口約
51億餘元，遠高於95年及96年的22億及18億餘元
，是造成苗栗縣政府財務危機的主因。

劉德勳說，劉政鴻為了讓預算平衡假象，違反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在 8
年間虛列無中央核定依據的補助收入預算共計 510
億餘元，其後實現數僅27億餘元；中央要求提出償
債計畫，劉政鴻前後提出3次計畫但都無法落實。

劉德勳進一步指出，劉政鴻為了符合行政院於

101年7月要求公債總額不得超過399億餘元的指示
，從當年開始大舉調用縣府轄下各種基金專戶資金
，不過，未歸還的金額卻逐年增加，到103年底已
高達 147.76 億餘元，基金專戶帳上應有資金僅餘
31.83億元。

到了 104 年初，劉德勳說，基金專戶資金已無
法再應付縣庫調度需求後，最終爆發無法支付員工
薪資及廠商工程款的財務危機。不過，更嚴重的是
，劉政鴻自101年底起違法留用中央對轄下鄉鎮公
所的災害補助款高達2.1億餘元，截至105年5月才
轉撥571萬餘元，有的災害復建款被留用長達1035
天，工程都已完工了，但是到監委調查時都沒有撥
給公所，漠視民眾生命安全。

高鳳仙表示，印象中劉政鴻很勤快、很有企圖
心，也想做事，但他的大問題就是手段不正確，要
求各局處去找錢，為了達到平衡歲入歲出要求各局
處虛列預算，而苗栗縣議會也沒有善盡把關責任，
最不好的是挪用災害補助款、甚至調借社福基金，
劉的局處首長曾反映沒錢，但縣長卻說 「哪會沒錢
，可以調社福基金」。

苗縣財務困難監委：劉政鴻挪災補款
司法院長副院長被提名人公聽會

立法院長蘇嘉全（右）6日在立法院，主持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被提名人公聽會，
邀學者專家及立委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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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勞工團體昨天集結在總統蔡
英文位於台北市敦化南路的寓所，抗議取消
7 天國定假日。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今天說
，身為社區成員，總統感到過意不去，特別
致函向鄰居們表達歉意。

工鬥等勞工團體昨天清晨集結總統蔡英
文位於台北市敦化南路的寓所大樓一樓車道
旁，高舉白布條，抗議民進黨提出的勞基法
修正草案取消7天國定假日，侵害勞工權益
。

今天有媒體報導，蔡總統致信給鄰居道
歉信指出，陳情人士造成大家的困擾，影響

居家安寧，導致鄰居不便，她向大家致上歉
意。她也指，將請總統府促請包商加緊趕工
，讓她早日進住總統官邸，避免事件再度發
生。

黃重諺今天受訪指出，這是昨天蔡總統
寫給社區鄰居的信函。主要是因為昨天清晨
部分民眾的陳抗，為社區民眾帶來相當困擾
，包括有情緒激動的陳抗人士阻擋車輛進出
，甚至撲身拍打車輛，讓上班期間出入的鄰
居不變更因此感到驚惶，不少社區民眾紛紛
提出抗議。身為社區成員，總統對此感到相
當過意不去，特別致函向鄰居們表達歉意。

勞團集結住所陳抗 蔡總統向鄰居致歉

（中央社）前副總統吳敦義結束美國行
返台，他表示，除非總統蔡英文有更高的智
慧能另闢蹊徑解除兩岸僵局，否則 「九二共
識、一中各表」，才是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
基礎，才可解除僵局。

吳敦義今天深夜結束美國訪問，他在桃
園機場接受訪問時表示， 「一中各表」從來
沒有路線問題，九二共識是在1992年建構成
的；是當時海基會跟大陸海協會，歷經多次
會談跟協商，發現我方說法某一、二個方案
跟大陸比較接近，因此草擬有關文書認證國
家認同結論，簽報前總統李登輝，內容指出
「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對於涵義各自

用口頭做不同表述」。

他談到，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是實實在
在發生在1992年兩會的函電，這也是辜汪後
來在新加坡會談打開僵局因素。

吳敦義說，總統蔡英文在競選總統時，
特別提到維持現狀，引起相當程度的肯定，
而蔡總統所提的維持現狀，應該是指前總統
馬英九所提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

他說，當兩岸發生僵局的時候，除非蔡
總統能有更高的智慧，另闢蹊徑解除僵局，
否則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與 「在中華
民國憲法下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
狀」，才是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支柱，也希
望能珍惜這兩個基礎，解除僵局。

吳敦義：解兩岸僵局 靠九二共識

（中央社）前苗栗縣長劉政鴻遭監察院彈劾，他在晚間發表聲明表示遺憾，但也問心無愧，期盼監
察院能再詳查。

監察院今天指出，前苗栗縣長劉政鴻在縣長任內無視財政明顯惡化，仍大幅擴張支出，逾越法定債
限，且不顧中央機關要求改進執意為之，監委認定有嚴重違失，通過彈劾劉政鴻。

劉政鴻晚間得知消息並未露面，僅透過書面聲明表示遺憾。
聲明指出，在現行財劃法分配不公平的制度下，身為苗栗縣長9年多任期中，謹記鄉親期待與託付

，建設苗栗以增加稅收，期間所有同仁薪資與各項工程款未曾有遲延或無法給付之情形發生。
面對監察院今天通過對他的彈劾，劉政鴻在聲明中表示 「遺憾，但也問心無愧」期盼監察院能再予

詳查。

遭監院彈劾 劉政鴻：遺憾但問心無愧

（中央社）台南去年爆發登革熱疫情長達6個
月失控，造成2萬2760例登革熱病例，112人死亡
，監察院今天通過糾正台南市政府，並認為台南市
長賴清德、衛生局長林聖哲等人應深切檢討。

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今天通過監察委
員章仁香、江綺雯及方萬富的調查報告並糾正台南
市政府。

調查報告指出，台南登革熱疫情長達6個月失
控，造成2萬2760例登革熱病例，112人死亡，疫
情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為該市歷年之最，並指陳賴
清德、副市長顏純左及林聖哲等人，在督導防疫人
員執行相關措施上，應予深切檢討。

調查報告共列出15項調查意見，包括針對台
南市政府在執行孳生源清除及化學防治上未確實、
無法有效並及早發現孳生源、化學防治用藥未依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指示、防疫指揮體系紊亂、社
區動員不足等10項缺失，並糾正其中5項，另有5
項要求疾管署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檢討研議改善措
施。

監委表示，104年我國登革熱疫情在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成立下，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資源，
並規劃提出整體防疫措施，對疫情控制確有助益，
然疾管署未能及早考量台南市政府防疫能量之不足
及疫情蔓延需要，及早成立，確有可議之處。

登革熱疫情失控監察院糾正台南市府

（中央社）監察院今天指出，前苗栗縣
長劉政鴻在縣長任內無視財政明顯惡化，仍
大幅擴張支出，逾越法定債限，且不顧中央
機關要求改進執意為之，監委認定有嚴重違
失，通過彈劾劉政鴻。

監察委員指出，劉政鴻無視於民國95年
苗栗縣政府短期公共債務比率31.55%，曾逾
法定債限，財政明顯惡化事實，自97年大幅
擴張歲出，97年到103年間歲出歲入短絀金
額高達新台幣361.75億元。

監委表示，100 年初苗栗縣政府公共債
務大幅超限時，不僅未積極清理債務，竟與
金融機構改訂契約，將透支額度由70億元提
高至 80 億元，且於 101 年 1 月大幅舉借債務
67億元，導致公共債務餘額於101年底增加
為 397.34 億元，於 102 年底再增加為 401.59
億元，103年雖降為398.1億元，但仍大幅逾
越法定債限，且違反逾債限不得再舉借規定
。

監委說，為造成預算平衡假象，違法要

求所屬虛列鉅額無上級核定文號的補助收入
預算，96年至103年間虛列無中央核定文號
之補助收入預算共計510.22億元，事後實現
數僅27.11億元，並將虛假平衡預算案送請苗
栗縣議會審議，該縣議會亦怠於監督，未核
實審核。預算違失雖經中央主計機關多次要
求改進，劉政鴻仍執意為之，未確依要求改
進。

監察院指出，苗栗縣因歲入不敷歲出造
成鉅額財政短絀，大舉調借縣府轄下基金專
戶資金支應縣庫調度，至103 年底調借未還
金額高達147.76億元，再因舉債超過法定債
限，亦無法再以基金專戶之資金支應縣庫調
借，導致104 年初爆發延遲發放員工薪資及
無力支付廠商工程款項，損及民眾權益，嚴
重戕害苗栗縣政府形象。

監委認為，劉政鴻除除造成鄉鎮（市）
公所財務運作窘境，亦有危及民眾生命財產
安全之虞，核有嚴重違失，依法提案彈劾。

無視財政惡化超限舉債 監院彈劾劉政鴻

蔡總統接見國際高階將領班學員
總統蔡英文（前右）6日上午在總統府接見國防部105年 「國際高階將領班第11期」 學員。

宋楚瑜說明任APEC特使
總統府宣布，由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前中）擔任總統蔡英文特使，出席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宋楚瑜6日召開記者會說明。

政院拍板長照法修法
行政院6日舉行院會，發言人徐國勇（中）會後出席記者會表示，院會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將調增遺產及贈與稅、菸酒稅菸品應徵稅額，作為長照特種基金的財源，草案將
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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