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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713-777-7233
832-277-7745

ZaZa Digital
98899889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312312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敦煌廣場#312﹐山水眼鏡對面）

˙KYLIN TV 代理
˙CLEAR INTERNET

七天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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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訂購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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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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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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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ung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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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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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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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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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aty好區，近2000呎，一層樓房。最佳投資房！可以收租每月$1500，
4房2浴，好地段，優秀學區。僅售$167,000。

2. 2800呎，米城 Heritage Colony。兩層紅磚房，漂亮及高檔室內裝修，
大理石，木地板等，僅售$326,000。

3. 糖城好學區，一層樓房，近2000呎。3房2浴，格調好，房況條件佳，實
木地板，全新熱水器，Clements高中，僅售$249,500。

4. 糖城最好學區房！Avalon社區，2000年建，2724呎，3房2.5浴，院大
景佳，Clements高中！僅售$375,000。

5. 醫療中心，2房1.5浴Townhouse,安全社區，帶游泳池及網球場等，僅
售$129,900。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金牌地產經紀金牌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1515年地產經紀經驗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Annie Miu（地產助理）
廣東話832-716-4656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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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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周一傍晚發生
的德國柏林聖誕集市貨車衝撞人
群事件，是歐洲旅遊業遭受的又
一記重創，令近年來吸引着越來
越多遊客的柏林備受打擊。法國
尼斯、去年 11 月的巴黎，以及
今年3月的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襲
擊事件，已打擊赴歐洲的旅遊需
求，尤其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的
遊客。

「聖誕集市是柏林等德國城
市的一大景點，而這次襲擊無疑
將對今年底前的到訪遊客數量構
成衝擊。」Euromonitor 旅遊分
析師格茨說道。

分析了每日 1600 萬筆訂位
紀 錄 後 ， 旅 遊 模 式 預 測 機 構
ForwardKeys 表示，從 2015 年 11
月中至 2016 年 10 月中期間，到
歐洲旅遊的中國人訂位已下滑
7.7%。ForwardKeys 周二表示，
出於對歐洲安全的憂慮，今年迄今至柏林
的訂位已減少 6.6%，但過去兩個月柏林的
訂位出現回升，同比增長11%。

柏林是德國失業率最高的地區之一，
旅遊是推動當地經濟的主要動力，在該市

購物街區及購物中心的銷售中佔到40%左右
。柏林擁有超過60個聖誕市集，城市的歷
史、精彩的夜生活以及以歐洲一國首都而
言相對低廉的消費成本，都是近幾年來協
助推升遊客數量的要素。

德國及歐洲其他地區的當局對周一的

襲擊作出回應，表示他們會加強聖誕集市
和元旦活動的安保措施，將會部署更多警
力以及更頻繁的巡邏。出於對受害者的尊
重，柏林的聖誕集市周二將繼續關閉。警
方也表示，他們在接下來幾天會設置更多
安全屏障。

歐洲旅業歐洲旅業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再添陰霾 華客卻步華客卻步
(( 記者黃記者黃

相 慈 ／ 圖 與相 慈 ／ 圖 與
文文)) 各界引頸各界引頸
期盼期盼，，由美南由美南
新聞集團舉辦新聞集團舉辦
的一年一度新的一年一度新
年園遊會年園遊會，，將將
搭配休士頓超搭配休士頓超
級盃運動元素級盃運動元素
，，於明年於明年22月月
4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時
至下午至下午55時在時在
美南新聞大樓美南新聞大樓
廣場舉辦廣場舉辦 「「第第
2121屆國際農曆屆國際農曆
新年園遊會新年園遊會」」
(Texas Inter(Texas Inter--
national &national &
Lunar NewLunar New
Year FestiYear Festi--
val)val)，，號召各號召各
族裔社區參與族裔社區參與
，，預計讓與會預計讓與會
人士都能感受人士都能感受
國際性的嘉年國際性的嘉年
華歡樂氣氛華歡樂氣氛。。

美南第美南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22月月44日舉行日舉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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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名嫌疑人被捕 疑似“難民身份”入境
據法新社報道，德國警方稱，12月19日晚間柏林發生的貨車沖撞人群事

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目前，德國官方尚未就此事究竟屬於恐

怖襲擊或意外事故給出定性。圖為當地民眾燭光悼念遇難者。

另據警方證實，襲擊發生時卡車駕駛室有兩人，其中坐在副駕駛座的壹

名波蘭公民已經身亡，另壹作案嫌疑人逃離現場，此後在事發現場附近被捕

目前警方正在對被捕者進行審問，尚未透露任何與此人身份相關的信息，僅

表示此人可能是駕車者。

德新社引述安全圈內人士稱，被捕者可能是在今年2月以難民身份進入

德國，由於他曾經用不同的名字進行登記，因此還不能確定其具體身份。但

他可能是壹名巴基斯坦人或阿富汗人。此前德國《世界報》曾報道稱，被捕

嫌疑人來自巴基斯坦。

但柏林內政部長蓋瑟爾(Andreas Geisel)此前曾強調，警方仍在就這起事件

的性質展開調查：究竟是恐怖襲擊，還是交通意外？目前仍沒有定論。德國

內政部長德邁齊埃也拒絕立即使用“襲擊”壹詞來為本次事件定性，但同時

指出有許多跡象顯示本次事件可能是壹次“襲擊”。

柏林市長穆勒和內政部長蓋瑟爾將在當地時間周二中午召開新聞發布會

，向公眾介紹調查工作進展，柏林警方和消防局以及聯邦檢察院的代表也將

出席這場發布會。在此之前，警方和消防局不會再就事件背景做出表態。

肇事卡車被劫持？
據法新社報道，德國警方稱，12月19日晚間柏林發生的貨車沖撞人群事

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目前，德國官方尚未就此事究竟屬於恐

怖襲擊或意外事故給出定性。圖為事發後，柏林警方派出大批警力將事發市

場周邊全面封鎖。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波蘭媒體TVN 24引述肇事車輛所有者、波蘭運輸業者祖拉夫斯基(Ariel

Zurawski )稱，事發當天下午四點便於該車司機、他的壹名表兄弟失去聯系，

其電話始終無法接通。祖拉夫斯基表示無法相信自己的表兄弟會發動恐怖襲

擊，他認為卡車是遭到他人劫持。但柏林警方則表示，懷疑肇事車輛是在波

蘭的壹處工地上被盜。

德國司法部長馬斯表示，聯邦檢察院已經介入本案調查。

柏林警方呼籲民眾留在家中，不要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布萊特施德廣場

，保障救援車輛通行。此外警方呼籲大家不要傳播謠言。這些推特信息均以

德英雙語發布。

柏林警方還要求民眾不要在互聯網上散布事發現場的視頻，以保護遇難

者及其家人的隱私。

目擊者說法
壹名現場目擊者、三個月前才抵達德國的敘利亞難民對德國之聲表示，

事發時聖誕市場即將關閉，人們起初聽到玻璃破碎的巨大聲響，但並未意識

到發生何事，直到看到有人哭泣，臉上帶有血跡，人群才四散奔逃。他同時

表示，柏林警方反應迅速，在事發之後幾分鐘便有警車抵達現場。

在首都中心發生的這次嚴重事件震撼德國各界，包括總統高克、總理默

克爾和外長施泰因邁爾在內的多名政界高層均表示震驚，並向死者及其家人

表示哀悼。總理發言人賽博特通過推特表示，默克爾與內政部長德邁齊埃和

柏林市長穆勒(Michael Müller)保持密切聯系。

此次事件令人聯想起今年7月法國尼斯的壹次襲擊事件。7月14日法國國

慶日當天，壹名31歲的突尼斯裔法國人駕駛壹輛重型卡車在尼斯海濱大道沖

撞人群，造成至少84人死亡。

在12月19日的柏林事件發生後，法國迅速作出回應，加強全國境內聖誕

市場的安全措施。該國內政部表示，所有安全力量都進入最高戒備狀態。捷

克也作出了類似決定。

特朗普：“伊斯蘭恐怖分子屠殺基督徒”
盡管德國官方尚未對柏林周壹晚間發生的事件正式定性，美國當選總統

特朗普依然認定這是“恐怖襲擊”。他發表聲明稱，“‘伊斯蘭國’和其他

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分子持續在基督徒的社區和宗教場所屠殺基督徒，這是

他們全球聖戰的壹部分。”

特朗普還發布推特稱，柏林事件以及此前發生在土耳其和瑞士的襲擊均

顯示，“情況越來越糟。文明世界必須改變想法。”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19日晚間，俄羅

斯駐土耳其大使安德烈· 卡爾洛夫在土耳

其首都安卡拉遭槍擊身亡，震驚國際社會

。俄羅斯外交部視之為恐怖襲擊，並稱卡

爾洛夫遇害問題將被提交到聯合國安理會

審議。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就此發表特別聲

明稱，這起恐怖襲擊是對土耳其人民的攻

擊，“我懷著恨意譴責謀殺俄羅斯大使安

德烈· 卡爾洛夫的行徑。”埃爾多安稱，

這起恐怖襲擊旨在破壞土俄兩國開始正常

化的關系，“這起悲劇發生後，反恐鬥爭

問題上應更加團結，將會加強安全措施。

”當地時間20日淩晨，土耳其外長恰武什

奧盧赴莫斯科，參加俄羅斯、土耳其、伊

朗三方外長會談。他在抵達莫斯科後表示

，代表土人民和政府就俄大使遇害向俄方

表示慰問，並稱土總統和全國人民都為此

感到悲痛。他表示，土俄雙方將盡全力不

使這壹事件影響兩國關系和雙方在反恐鬥

爭中的團結。

卡爾洛夫遇刺後，聯合國安理會和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後發表聲明對此予以

譴責。美國國務卿克裏也發表聲明，譴責

卡爾洛夫遇刺事件。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

就此事在推特上發布消息稱，“今天我們

在土耳其、瑞士、德國三地遇到恐怖襲擊

，而這只能說明事態變得越來越嚴重。文

明世界必須改變思考。”

加拿大外長迪翁表示，加拿大對俄駐

土大使遇刺表示最強烈譴責，並向卡爾洛

夫的親友以及俄羅斯人民表示最誠摯慰問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通過推特發文

譴責卡爾洛夫遇刺事件是“可惡行徑”，

並向其家人和俄羅斯人民表示慰問。

德國外交部在其社交網站主頁發表聲

明稱，“我們對於針對俄羅斯駐土大使的

謀殺行為表示最強烈的譴責。我們向他的

家人、友人和同事表達慰問。”

俄外長：殺害俄大使目的是破壞俄土關系正常化進程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 拉

夫羅夫表示，殺害俄駐土大使安德烈· 卡

爾洛夫的目的在於破壞俄土關系正常化的

進程。他還表示，即將於舉行的俄羅斯、

土耳其和伊朗外長會晤中，將采取措施使

謀殺俄駐安卡拉大使的雇主和組織者們謀

劃出的計劃無法實現。

他表示：“正如俄總統普京在與土耳

其總統埃爾多安的電話會談中，以及在自

己的電視講話中所說的那樣，我們相信，

策劃這壹野蠻行徑者的主要目的是破壞俄

土關系正常化的進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

為了阻止在敘利亞有效打擊恐怖主義。這

壹目的不會得逞。”

拉夫羅夫還表示：“我們將舉行早就

計劃的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外長會晤。

我剛剛與我的同事梅夫呂特∙恰武什奧盧

通過電話，他已經抵達莫斯科。”

他補充稱：“並且我相信，在這個會

晤上我們將采取措施，以使犯罪雇主和組

織者們謀劃出的計劃不能實現。”

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爾洛

夫12月19日在安卡拉出席某展覽開幕式時

遭到槍擊身亡。槍手身著西裝領帶進入展

廳，被誤以為是大使的保鏢。事發後警方

在交火中將槍手擊斃。俄外交部將事件定

性為恐怖襲擊。

德卡車沖撞事件引關註德卡車沖撞事件引關註
法國加強全國聖誕集市安保法國加強全國聖誕集市安保

綜合報導 法國內政部表示，將加強全國聖誕集市安保。此前德國柏林

聖誕市集19日發生卡車沖撞人群事件造成12人死亡，50余人受傷。

當地時間12月19日晚20時左右，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布賴特沙伊德廣

場聖誕市場遭壹輛貨車闖入。截至當晚23時，事件已至少造成12人死亡、

50余人受傷。目前，德國官方尚未給出事件定性。

“法國和德國的合作將會繼續，壹刻不停，以保證民主戰勝挑戰我們價

值觀和自由的人，”內政部在聲明中稱。“所有的安保力量將保持最高警戒

。聖誕集市的安保工作將立即加強。”
德國內政部長：
柏林貨車撞人事件或為恐怖襲擊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19日晚間，德國柏林壹

個聖誕市場發生貨車沖撞人群事件。目前這起事

件已經造成至少12人死亡、48人受傷。德國內

政部長稱，這起事件或為壹起恐怖襲擊。

德國當局尚未對19日發生的這起事件定性

，警方此前稱事件或為“恐怖襲擊”。德國內政

部長德邁齊埃則表示，現在還不想用“襲擊”來

形容這起事件，“但很多事情都指向這個方向”

。目前，圍繞此次事件的調查仍疑團重重。貨車

的副駕駛在事發後當場死亡，警方在事發地附近

抓獲壹名疑為貨車駕駛員的男子。有德國媒體稱

，貨車車主是波蘭人，本應從波蘭駛往意大利，

事發當天只是在柏林稍作停留。

法國尼斯在今年7月曾發生類似的卡車沖撞

人群事件，該事件後被定性為恐怖襲擊。柏林的

這起事件發生後，法國也隨即加強了安保措施。

柏林聖誕市場血案牽動德國柏林聖誕市場血案牽動德國
嫌犯疑似嫌犯疑似““難民難民”？”？

19日晚間，壹輛重型卡車沖向柏林聖誕市場的人群，至少造成12
人死亡，48人受傷。目前仍未最終確定，本次事件是否為恐怖襲擊。
警方正在對壹名被捕嫌疑人進行審問。德新社引述安全圈內人士消息
稱，該名嫌疑人可能來自巴基斯坦或阿富汗，今年2月以難民身份進
入德國，但這壹說法尚未得到官方證實。

當地時間12月19日晚，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布賴特沙伊德廣場
聖誕市場遭壹輛貨車闖入。截至當晚23時，事件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數十人受傷。圖為事發後，柏林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區動物園壹帶
被警方全面封鎖，戒備森嚴。

德新社報道稱，事件發生在周壹(12月19日)晚間八點左右，有人
駕駛壹輛帶有波蘭牌照的重型卡車在柏林西部中心地帶的布萊特施德
廣場(Breitscheidplatz)沖撞人群，該地比鄰柏林著名購物區選帝侯大街
(Kurfürstendamm)。有報道稱，卡車先是駛上人行道，然後高速沖向人
群密集的聖誕市場，並繼續行駛了50至80米距離。目擊者稱，卡車
當時沒有打開前燈。柏林警方20日淩晨稱，事件造成12人死亡，另
有48人受傷，部分傷勢嚴重。

國際社會譴責國際社會譴責
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遇刺事件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遇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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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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道 隨著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 川普組

建內閣的工作接近尾聲，曾在競選時爲老爸“加

分”不少的美國新任“第一女兒”伊萬卡· 川普

將在新政府中扮演何種角色成爲各方關注焦點。

媒體猜測，伊萬卡可能將代替繼母行使“第

一夫人”的社交職責；另外，川普過渡團隊成員

說，如果讓伊萬卡在白宮任職，川普可能不會觸

犯禁止公職人員任人唯親的相關法律。

分擔“第一夫人”職責

按美聯社的說法，往屆美國總統女兒所起的

作用較爲有限，而伊萬卡卻有可能刷新外界對

“第一女兒”的認識。

川普先前證實，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職後，

妻子梅拉尼娅和小兒子巴倫不會立即隨他搬進白

宮，而會暫時留在紐約，等巴倫念完現在這個學

年。

有消息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

盡管梅拉尼娅也會扮演好“第一夫人”的角色，

但考慮到她不會常住白宮，伊萬卡可能會替她分

擔部分“第一夫人”的社交職責。

美聯社報道，由“第一女兒”充當“白宮女

主人”的角色並非沒有先例。譬如，前總統哈

裏· 杜魯門任職期間，當妻子貝絲在密蘇裏老家

逗留時，他們的女兒瑪格麗特曾暫行“第一夫人

”職責。

老爸心中“最愛”

伊萬卡現年35歲，模特出身，是川普與第

一任妻子的孩子。她與丈夫、地産商賈裏德· 庫

什納育有3個孩子。

她還是川普集團的執行副總裁，有屬于自己

的服裝和珠寶公司。

伊萬卡的兩個兄弟先前坦言，伊萬卡是川普

最喜歡的孩子。盡管在競選期間，川普與第一任

妻子所生的三個子女都出任了他的競選顧問，但

川普本人更願意讓各方關注伊萬卡，而且明確表

示如果自己入主白宮，希望能有女兒相伴。

川普競選期間，伊萬卡曾公開表示自己關注

兒童保健、氣候變化等議題。

擔任公職引關注

伊萬卡曾在川普競選團隊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父親競選成功後，她還出席了川普過渡團隊的

重要會議，在川普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也在

場。

如今，伊萬卡和丈夫庫什納將在川普內閣中

擔任何種角色成爲外界關注焦點。而且，川普本

人前不久證實，在他出任總統期間，他旗下的商

業帝國將交由自己的兩個成年兒子和公司高管打

理。這也讓各方更加好奇伊萬卡今後將以何種身

份“幫襯”父親。

1967年，美國國會通過《反裙帶關系法》。

但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說法，這部法律禁止

公職人員對親屬在政府部門中的“有報酬任命”

，而且沒有明確指出相關規定是否適用于由總統

任命的白宮工作人員。川普首席顧問凱莉安娜·

康威說，《反裙帶關系法》可以約束內閣成員，

但或許在涉及白宮工作人員時可以允許有“特例

”，“因爲總統有權任命自己的職員”。

川普組閣將接近尾聲
第一女兒伊萬卡角色引關注

綜合報道 美國候任總統川普已挑選共和黨

衆議員穆瓦尼（Mick Mulvaney），出任白宮預算

局長。穆瓦尼是激烈的赤字鷹派，有紀錄顯示他

曾力推聯邦政府全面削減開支，以平衡預算。

49歲的穆瓦尼來自南卡羅萊納州，剛當選

第4個任期，是曾把前衆院議長金裏奇推下台的

強硬右派衆院核心小組的共同創辦人。作爲白

宮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長，穆瓦尼將負責把川

普的預算提交國會，預料預算會兌現川普的競

選承諾，把可負擔的醫療法案廢除、廣泛減稅

、以及增加公共工程和其他項目的開支。

川普在聲明中指出：“我們目前負債近20

兆美元，但穆瓦尼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領袖，他

深信自己有辦法管理我們國家的財務，並使我

們免于陷入債台高築的窘境。”

穆瓦尼則表示，他很期待與國

會合作，打造“友善美國勞工及企

業”的政治環境，他指出：“在我

們的稅務和財政支出曆經八年的失

控後，川普政府將在華府重建健全

的預算和財政體質。”

穆瓦尼的提名尚需要國會通過

。他的提名可能纾緩財政保守派的

憂慮，但也可能與川普出現不一致

，因川普曾承諾爲運輸、軍方和退伍軍人保健

撥出額外開支，但無提供如何支付的細節。川

普亦曾暗示，由于利率極低，政府可以爲很多

支出項目承擔新的債務。

穆瓦尼將領導協調聯邦法規，負責廢除歐

巴馬政府規條。川普一直批評歐巴馬總統的一

些行政命令，由涉及氣候變化、管控華爾街、

以至保護在美國非法居留的移民兒童不等。

川普提名赤字鷹派穆瓦尼
出任白宮預算局長

綜合報道 美國官員說，西南邊境地區逮捕

的無證件移民數量再次接近2014年夏季危機時

期的水平，尤其是家庭和兒童偷渡人數大增。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 News）報道，美國

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官員說，來自中美洲、海地

和古巴移民數量大批增加導致這次偷渡潮。在

邊境地區尋求庇護的人數也驟然上升。

報道說，10月和11月抓獲的偷渡客數量比

去年同期增加一倍。

另一方面，2017財年頭兩個月在西南邊境

地區抓獲的偷渡家庭和兒童相當于上個財年全

年被逮捕偷渡人數的三分之一。

新上任的邊境巡邏主管摩根（Mark Morgan

）在最近的國會聽證會上說，“邊境巡邏機構

要投入大量資源接納並處理這些人。……有時

大量資源都是用于專業兒童照料機構。”

他說，人道主義活動正在幹擾涉及國家安全

任務的執法能力。“我說的是大量資

源和特工都被安排去照料”這些人。

盡管歐巴馬政府盡力說服人們

不要做這種冒險，包括到薩爾瓦多

、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發起信息戰

，同時大肆宣揚遣返行動，當地仍

有很多兒童和家庭踏上偷渡來美的

危險旅程。

來自危地馬拉的無人陪伴偷渡

兒童數量最大，其次爲薩爾瓦多和

洪都拉斯。

兩年前無人陪伴的未成年數量

給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及聯邦其它機構造成設施

、資源和其它方面的巨大壓力。

2014年5月和6月，無人陪伴兒童數量分別達到

10,578人和10,620人。那是發生在偷渡邊境高峰期

的溫暖月份，而秋冬季偷渡人數通常都比較少。

今年11月，邊境巡邏逮捕7,406名偷渡兒童

，比11月上升10%。邊境巡邏上個月還逮捕15,

573個偷渡家庭，稍低于2014年6月的最高峰16,

330個家庭，但遠遠超過當年5月12,772個家庭

的曆史第二高。

美墨邊境近2月抓獲偷渡人數加倍
接近兩年前危機時期

綜合報道 明年1月就不再是美國“第一夫人”的米歇爾

日前接受了知名主播奧普拉的專訪。據英國廣播公司(BBC)12

月16日報道，米歇爾在離開白宮前最後一次專訪中不點名談

了對川普當選的看法，她說白宮需要一個“成年人”，而現

在，美國的前景“已經改變”，“感覺不到希望”。

奧普拉對米歇爾的專訪下周一才會在美國CBS電視台播

出。現在播出的僅僅是預告片。BBC說，米歇爾的丈夫美國

總統歐巴馬在總統競選過程中以及任職期間總是釋放那種充

滿“希望”的信息，但米歇爾接受采訪時遠沒有丈夫那樣

“樂觀向上”。談及川普當選，米歇爾對奧普拉說，“美國

的前景已經改變，現在我們就是那種沒有希望的感覺。”

報道稱，米歇爾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非常活躍，一

直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 克林頓，並與川普對著幹。她

呼籲譴責川普在競選運動中的“仇恨的語言”。反過來，

共和黨人指責她花費太多時間爲希拉裏助選。

雖然沒有點川普的名，但米歇爾在采訪中反複說，白宮

裏需要“一位成年人”，表示這個國家的總統需要提供穩定

和鼓勵。她說，“如果入主白宮的是個成年人，當危機來臨

，他會告訴你，‘嘿，一切都會好的，想想那些我們擁有的

美好，看看未來，看看我們一起正打造的東西......”

“所有這些對我們的孩子來說非常重要”，米歇爾說

，讓他們保持專注，感受到自己的努力不會白費，他們的

生命也沒有被浪費。可是如果沒有這種希望，我們該怎麽

辦？”米歇爾說，她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民衆想起

歐巴馬所帶來的影響會心生感謝。米歇爾在美國的政治舞

台上是一位異常受歡迎的人物。蓋洛普數據顯示，其受歡

迎度高達64%，遠超川普、希拉裏以及她的丈夫歐巴馬。

奧普拉曾在2007年公開支持歐巴馬，但在2012年沒能

如此高調支持他。今年11月，奧普拉還在鼓勵選民支持希

拉裏。她對美國選民說，“你不需要喜歡她(希拉裏)……但

你是喜歡民主還是想要一位只會煽動的政治家？

米歇爾上節目
談川普當選

感覺美國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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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聞

安倍擬於2017年初訪俄
為改善關系“營造氛圍”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本月20日在東京發表演講時

表示，有意於2017年早些時候

訪問俄羅斯。他說：“希望進壹

步為改善關系營造氛圍。”

據報道，安倍還就15日和

16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的

會談說：“向著和平條約邁出了

重要壹步，對此深有感慨。”

此外，安倍還就計劃於26

日起赴夏威夷與美國總統奧巴馬

共同訪問珍珠港壹事說：“這將

向世界展現和解的巨大力量。希

望成為壹次歷史性的訪問。”

據了解，日本媒體 17、18

兩日實施的日本全國電話輿論調

查結果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較

11 月下滑 5.9 個百分點，降至

54.8%。另有逾五成的受訪者對

日俄首腦會談“不予肯定”。另

壹方面，針對安倍晉三將於本月

下旬訪問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壹事

，85.3%的受訪者表示“肯定”

，10.9%表示“不予肯定”。

2015

年
大
湄
公
河
地
區
發
現163

個
新
物
種

綜合報導 世界自然基金會19日發表

聲明說，2015年在大湄公河地區發現163

個新物種，包括9種兩棲動物、11種魚、

14種爬行動物、3種哺乳動物和126種植

物。

最引人註目的物種是：在老撾北部喀

斯特地貌的石灰巖中發現的頭頸鱗片呈彩

虹顏色的蛇；在泰國普吉島發現的壹種蜥

蜴，頭背部隆起的角類似傳說中的龍。此

外，科學家還在柬埔寨和越南發現了壹種

體型微小、能夠放在指尖上的青蛙。

聲明說，這些物種面臨的最主要威脅

是棲息地被破壞，而偷獵和非法野生動物

交易也對該地區野生動植物造成巨大威脅

，許多物種可能在被發現之前就已滅絕。

世界自然基金會大湄公河地區野生動

物項目負責人吉米· 博拉說，在該地區非

法野生動植物市場上，許多收藏家重金求

購最稀有、最獨特和最瀕危的動植物。要

保護野生動植物，加強打擊盜獵、關閉非

法動植物市場和虎、熊飼養場等措施非常

關鍵。

大湄公河地區包括柬埔寨、老撾、緬

甸、泰國、越南和中國雲南省，區內生物

多樣性令人驚嘆。

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統計，在1997年至

2015年間，在大湄公河地區發現2409個物

種。

安倍擬再赴美會晤特朗普
就TPP等議題交換意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在討論於2017年

1月下旬訪問美國，並與美國當選總統特

朗普舉行會談。日本政府希望以特朗普剛

就任總統後的1月27日前後為方向進行協

調，使安倍在華盛頓與特朗普會晤。

報道稱，除了再次確認維持日美同盟

關系為之外，圍繞特朗普顯示出退出意向

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安倍被認

為希望向美方表達自身的想法。

據了解，11月17日，安倍在紐約與特

朗普舉行了非正式會晤，雙方曾壹致同意

盡快再次舉行會談。

特朗普預定2017年1月20日舉行總統

就職儀式，安倍考慮在其上臺1周後就舉

行首次日美首腦會談，借助這壹罕見的速

度向海內外顯示穩固的日美關系，同時構

建個人間的信任關系。

在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特朗普壹直聲

稱要調整與同盟國的關系，例如要求日本

全額承擔駐日美軍的駐紮費用等。安倍認

為，維持穩固的日美同盟不但有助於亞太

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同時也符合美國的國

家利益，因此，希望與特朗普確認同盟的

重要性。

菲總統“棄美親中”？
專家：中國是搬不走的鄰居

綜合報導 “菲總統棄美親中之路越走越遠？”

“德國之聲”稱，杜特爾特表示將“不理會”“南

海仲裁裁決”，他還直接喊話美國：“我們不需要

妳的錢，中國可以給很多”。路透社19日引述菲律

賓財長多明戈斯的話稱，作為尋求與北京建立更密

切關系的壹部分，杜特爾特總統已爭取到中國主導

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貸款，為菲政府“史無前

例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多明戈斯透露，亞投行

行長金立群上周在馬尼拉會晤他時確認，亞投行將

與世行和亞開行合作向馬尼拉治洪項目和菲高速大

巴運輸系統項目分別提供4.7億美元和7.56億美元貸

款。今年10月杜特爾特簽署菲加入亞投行的協議，

本月該協議獲得參議院批準。菲參議院議長皮爾特

爾15日稱，批準亞投行協議是菲參議院今年最顯著

的成就。

“從TPP轉向RCEP”，韓國紐西斯通訊社19日

稱，菲律賓政府宣布，希望中國主導的RCEP能夠明

年達成最後協議，並正在說服新加坡也加入其中。

此前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TPP最堅定支持者。作為

2017年東盟輪值主席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訪新

期間公開主張要盡快推動RCEP達成協議，並宣傳

TPP無用論。杜特爾特稱，如果菲加入TPP將是壹個

錯誤，他對特朗普宣布廢除TPP表示高興，因為TPP

會成為亞洲的麻煩制造者。

“鑒於當前的美菲關系和亞太局勢，這是地緣

政治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嗎？”《華盛頓郵報》稱，

菲律賓防長最近說，馬尼拉將不再歡迎前往南海執

行巡邏任務的美國軍艦。杜特爾特現在不顧美菲100

多年的軍事合作而加強與中國的關系，再加上杜特

爾特的激烈言辭，這表明美菲軍事關系急需修補。

報道稱，美菲軍事合作關系歷史悠久，由於菲律賓

戰略位置重要，特朗普政府仍將繼續維持美國在菲

律賓的駐軍。然而，這是否能與杜特爾特想與中國

發展密切關系並行不悖呢，目前還不清楚。

許利平說，從美中菲三角關系看，菲律賓目前

進壹步向中國靠近，在新的結構下，中菲關系走向

健康的軌道。對菲律賓出任東盟主席國，某種程度

能讓東盟按照既定的正確軌道發展，減少外界幹擾

。本來RCEP以東盟主導，但過去受外界因素幹擾，

遲遲沒有如期談成，受地緣因素影響比較大。許利

平表示，對未來中美兩國來說，在東南亞還是有雙

邊互動的過程，中國最大優勢是自己是本地區搬不

走的鄰居，且東盟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目標與路徑

與中國壹致。美國不是本地區的力量，且實力相對

下降。未來中美更多的是在東南亞圍繞安全領域相

互博弈。

綜合報導 最近，在日本相模原市壹
處度假村內，壹塊造型獨特的石頭在遊客
中間走紅。

據在兩年前最先發現這塊石頭的壹名
攝影者稱，遠遠望去，這塊天然形成的巨
石頗似壹張閉著眼睛冥想的獼猴臉。

這塊石頭高3.5米、寬4米，矗立水間
，頗有禪意。特別是站在其對岸的橋上遠
遠望去，會更覺形似。

當地旅遊觀光部門壹位負責人表示，
今年恰逢猴年，希望這塊奇石能遊人們帶
去壹份聖誕節的驚喜。

日本奇石似“冥想獼猴”走紅

水間矗立禪意足

（中央社）物流業台驊國際投控明天由上櫃
轉上市。台驊表示，台驊將持續以發展全方位物
流服務為核心目標，其中大陸的內貿物流占營業
比重將由今年的17%升到明年的20%。

台驊董事長顏益財表示，台驊未來制定出4
大工作方向，包括結合海外400家代理網路開發
國際型客戶；開發中歐鐵路業務，繼續發武漢、
成都和慶站業務；建構內貿物流業務，建構倉儲
及配送一體化體系；及發展第三方跨境物流。

台驊總經理萬心寧表示， 「內貿物流」是台
驊明年的重點工作，主要是台驊今年年初已於中
國大陸地區提供B2B倉儲配送服務的 「聯宇達方
物流」及提供末端宅配B2C物流的 「賽澳遞物流
」納入合併個體。內貿占營收的比重要由今年的
17%增加到明年的20%。

其中台驊併購的 「聯宇達方」主要為全球大
型企業提供中國地區的倉儲管理及配送服務，今
年度聯宇達方營運表現十分穩健，主要客戶為民
生用品的漢高(Henkel)、化學纖維的英威達(Invis-
ta)，貨量持續增加，且英威達的客戶非常獨特專
一，法人估計明年的營業額可望再增加25%。

萬心寧指出，預期在集團積極在中國發展進

口物流及各事業群業務整合下，可持續引入新客
戶，成為國際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最佳的供應鏈管
理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大幅節省客戶個別找尋
倉儲和配送代理商的麻煩，預計可擴大集團在倉
儲配送事業的營運比重，並進一步提升獲利貢獻
度。

另外在B2C的宅配物流方面，萬心寧說，賽
澳遞主要於上海地區為電子商務平台及電視購物
業者服務末端宅配物流，由於這類型產業花費人
力成本及倉租成本較一般B2B的物流業者高，中
國大多數的快遞及宅配業者的營運皆處於虧損中
。

她說，賽澳遞物流於併購後，雖然經過集團
對財務、人員及服務品質做體制調整，服務品質
獲得電商平台的品質認證，但目前配送的單量仍
未達經濟規模，截至目前仍處於虧損。

不過賽澳遞在雙十一期間(11月11日到16日)
為阿里巴巴配送逾20萬件以上的物流訂單、為中
國最大書店新華書店旗下電商平台—文軒網配送
超過10萬件的物流訂單以及為特色電商平台以及
電視購物業者配送較平日2到3倍的物流訂單，
11月賽澳遞的營收較10月成長46%。

台驊轉上市 將強化中國大陸物流業務

（中央社）遠傳電信攜手愛立信，引進5G原型機，今天進行現場測試，下載速度高達5Gbps以
上，等於下載一部25GB藍光影片，只需要30幾秒。

遠傳電信與愛立信合作的5G實驗室繼9月展示全台最快，下載速度達1Gbps的Gigabit LTE技術
後，12月雙方再度合作，引進5G原型機，在向NCC申請在15GHz高頻短期測試許可下，於板橋遠
東通訊園區內進行室內及室外場域測試，這也是在台灣第一次使用5G設備於室內、外進行的測試。

遠傳今天邀請國立交通大學教授林一平、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林根煌、國立東華大學校長趙涵捷
、及工研院資通所組長丁邦安、副組長楊東安等學者專家前往實驗室參觀並分享測試結果，同時針
對各方專業交換意見，並討論未來5G技術合作。

在現場展示中，5G原型機的下載速度達到驚人的5Gbps以上，以此速度下載一部25GB藍光影片
，時間只要30幾秒，同樣一部影片，以Gigabit LTE (1Gbps)下載需要3分20秒，如果以目前台灣市面
上最快的遠傳4.5G(337Mbps)下載更要10分52秒才能完成。

5G有多快？ 藍光電影下載只要30秒
（中央社）行政院主導的

「亞洲．矽谷」執行中心 25
日將在桃園揭牌，國發會副主
委龔明鑫表示，除向美國矽谷
借將外，也投入新台幣113億
元，期望 2025 年物聯網產業
全球市占率提升至5%。

行政院主導的 「亞洲．矽
谷」計畫，全力推動物聯網
(IOT)產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
新創業生態體系，要讓台灣成
為亞太青年創新與創業的發展
基地。

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今天
受訪表示， 「亞洲．矽谷」執

行中心 25 日將在桃園舉行揭
牌典禮，下午會邀請物聯網產
業的專家演講。

龔明鑫指出，預計從明年
度起投入經費113億元，希望
在 2025 年將台灣物聯網產業
全球市佔率提升至 5%，並促
成100家新創事業設立和培育
3家台級系統整合公司的目標
。

為強化台灣及美國矽谷兩
邊的連結，國發會向美國矽谷
民間借將，龔明鑫指出，台灣
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投資
長邀請到美國矽谷天使投資人

、創新橋資本管理公司管理合
夥人翁嘉盛擔任。

龔明鑫解釋，技術長吳聰
慶則在 30 年前至矽谷創辦晶
片廠愛特梅爾（Atmel），曾
任公司技術副總裁；法制長是
太穎國際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謝穎青，專攻數位科技，將負
責建立物聯網國際標準，排除
創新創業法制障礙。

人力長為台大電機系教授
、中華電獨董蔡志宏，將串連
培訓人才引導至創新創業。行
政長則是前台北市政府顧問黃
瓊雅。

亞洲矽谷25日揭牌 美台5長聯手拚物聯網

（中央社）主計總處日前下修明年全年經
濟成長率預測至1.87%，國發會年底都將提出明
年經建目標，國發會主委陳添枝指出，目前仍
在行政院討論，預計GDP增幅成長超過2%的經
建目標。

陳添枝今天表示，主計處明年經濟成長率
預估是1.87%，而國建目標為一個區間，且政府
要展現企圖心，目標值會比主計處預估值要高
，因此最低不能低於2%，預計下週對外公布。

陳添枝指出，國建目標已在日前完成，也

呈報給行政院，但由於要反應未來4年施政項目
，所以行政院還在討論中。

國發會日前也宣布，106年的經建目標會如

期發布，目前正在研編新的四年經建計畫（106
到109年），未來仍將循過去發布方式，繼續發
布四年計畫目標及年度經建目標。

明年GDP增幅成長國發會：目標超過2%

興航第三次強制協商興航第三次強制協商 上午舉行上午舉行
台北市勞動局台北市勞動局2121日上午舉行復興航空第三次勞資強制協商日上午舉行復興航空第三次勞資強制協商，，興航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興航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

（（前右前右））步入北市府準備參與會議步入北市府準備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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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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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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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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88大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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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Come Grow With 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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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昭通人黃帆，在北京每年淨收入達30萬元（人民幣，下

同），回到家鄉發展後，帶領周邊貧困戶成功脫貧；劉艷和丈夫在外

打工多年，回鄉創辦養殖合作社，吸收貧困鄉親、殘疾人在養殖場就

業，幫助他們走出貧困……昭通市屬雲南省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而

當年紅軍經過的“鎮彝威”革命老區（鎮雄縣、彝良縣、威信縣）更

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區。近年，一些打工族選擇回鄉創業，通過創辦合

作社，不僅闖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還帶動鄉里鄉親一起脫貧，在致

富路上聲威大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昭通報道

龍艷養殖合作社位於昭通鎮雄縣五德鎮
大山中，養殖場2014年創辦至今，成

功帶動了當地1,000餘人改善了生活，其中
幫助400餘戶貧困戶成功脫貧。龍艷養殖合
作社創辦人是劉艷和丈夫，此前夫妻倆都是
在浙江打工多年的農民工。
劉艷說，在外打工期間，自己一直有着

一個創業夢。2014年她終於回到了家鄉，通
過土地流轉的方式創辦了這家養殖專業合作
社，註冊資金300萬元，投資規模1,000萬
元，佔地1,200畝。劉艷說，自己創辦這個
合作社，一來圓了自己的創業夢，二來是想
實實在在地給家鄉父老脫貧創造機會。如
今，養殖場固定58名員工中有貧困戶38
人、殘疾貧困戶5人，務農人員月工資3,300
元，年均純收入可達到4萬元。

辭任代課老師 帶頭種植天麻
彝良縣出產的天麻聞名天下，現在更加

成為助力當地群眾脫貧的“利器”。楊洪述
在未種天麻前是一名代課老師，現在是昭通
彝良縣原生態天麻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
為帶動更多的鄉親致富，楊洪述辭去了代課
教師的職務，在海子村民小組整合閒散林地
2,500多畝，輻射帶動周邊10多個村民小組
500餘戶群眾發展天麻種植，常年解決150
多人的就業問題。

楊洪述介紹，對於加入進來的貧困戶，
合作社以賒銷的形式提供天麻種植種苗，待天
麻成熟後再以高於市場價收購，然後減去之前
的種苗價格，讓貧困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脫
貧。“一般來說每畝地可以收入3萬元，利潤
可以達到2.5萬元。”楊洪述說，2015年合作
社社員戶均天麻種植收入已經超過10萬元。

放棄北京生意 搞起林下養殖
威信縣舊城鎮松林村博宇生態養殖專業

合作社理事會會長黃帆講得一口標準的普通
話，原來他曾是一名“北漂”，在北京打拚
十多年，還在當地有了石材產業，發展得不
錯。2015年他把北京的產業轉讓後回到家鄉
創辦了合作社，搞起了林下生態雞
養殖。
黃帆採用“階梯控制”來管

理養殖場，這樣一來保證產品有
連續性，二來保障農戶得到持續
的收入。今年以來，他的合作
社採取“支部+合作社+貧困
戶”的發展模式，堅持以建檔
立卡貧困戶為主，帶動貧困戶
共同發展。目前，該合作社已
建成雞苗孵化室1個，雞棚35
個，林下生態雞6,500餘隻，
雞和蛋月銷售額達5萬餘元。

“合作社”一詞多次在雲南昭通脫貧工作中出現，它帶動農戶集體脫
貧致富，越來越得到大家的認可。據介紹，到目前為止，昭通市825個貧困
村已實現農民專業合作社全覆蓋。

據了解，合作社始於上世紀初期，新中國成立後普遍實行了合作化道
路，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合作社銳減。現在，因
為薄弱的經濟基礎和艱難的自然環境，昭通再次選擇合作社，民眾抱團應對
貧困。

昭通市下轄10縣1區，其中10個縣是國家級重點貧困縣，全市共有85
個貧困鄉鎮，825個貧困村，111.95萬貧困人口。“鎮彝威”革命老區建檔
立卡貧困人口佔雲南省貧困人口的近1/10，脫貧任務更是繁重而艱巨。雲

南將在“鎮彝威”革命老區投資153.7億元（人民幣，下同）進
行脫貧攻堅，幫助老區貧困人口脫貧。

為此，昭通編制了《昭通市鎮雄彝良威信革命老區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三年行動計劃(2016—2018年)》，擬
實施6大類58大項建設項目。在省人民政府批准98.82
億元的基礎上，增加農村戶表改造、通村公路、易地
扶貧搬遷等資金34.9億元，發動群眾自籌20億元，
總投資達153.7億元。截至9月底，2016年“鎮彝
威”革命老區建設項目到位資金44.09億元，佔年度
計劃的122.5%，完成投資30億元，佔年度總投資的
68.04%。

■楊洪述曾是一名代課
老師。 記者譚旻煦攝

■回鄉圓創業夢的劉艷。
記者譚旻煦攝

■放棄北京生意返鄉的黃
帆。 記者譚旻煦攝

■■龍艷養殖合作社成功帶動了當地龍艷養殖合作社成功帶動了當地
千餘人改善生活千餘人改善生活。。 記者譚旻煦記者譚旻煦攝攝

逾八百貧困村 合作社全覆蓋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6年12月23日（星期五）2 中國專題

雲
南
老
區﹁鎮
彝
威﹂

致
富
路
上
震
聲
威威

打
工
族
回
鄉
創
業
辦
合
作
社
助
脫
貧

雲南省昭通人黃帆，在北京每年淨收入達30萬元（人民幣，下

同），回到家鄉發展後，帶領周邊貧困戶成功脫貧；劉艷和丈夫在外

打工多年，回鄉創辦養殖合作社，吸收貧困鄉親、殘疾人在養殖場就

業，幫助他們走出貧困……昭通市屬雲南省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而

當年紅軍經過的“鎮彝威”革命老區（鎮雄縣、彝良縣、威信縣）更

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區。近年，一些打工族選擇回鄉創業，通過創辦合

作社，不僅闖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還帶動鄉里鄉親一起脫貧，在致

富路上聲威大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昭通報道

龍艷養殖合作社位於昭通鎮雄縣五德鎮
大山中，養殖場2014年創辦至今，成

功帶動了當地1,000餘人改善了生活，其中
幫助400餘戶貧困戶成功脫貧。龍艷養殖合
作社創辦人是劉艷和丈夫，此前夫妻倆都是
在浙江打工多年的農民工。
劉艷說，在外打工期間，自己一直有着

一個創業夢。2014年她終於回到了家鄉，通
過土地流轉的方式創辦了這家養殖專業合作
社，註冊資金300萬元，投資規模1,000萬
元，佔地1,200畝。劉艷說，自己創辦這個
合作社，一來圓了自己的創業夢，二來是想
實實在在地給家鄉父老脫貧創造機會。如
今，養殖場固定58名員工中有貧困戶38
人、殘疾貧困戶5人，務農人員月工資3,300
元，年均純收入可達到4萬元。

辭任代課老師 帶頭種植天麻
彝良縣出產的天麻聞名天下，現在更加

成為助力當地群眾脫貧的“利器”。楊洪述
在未種天麻前是一名代課老師，現在是昭通
彝良縣原生態天麻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
為帶動更多的鄉親致富，楊洪述辭去了代課
教師的職務，在海子村民小組整合閒散林地
2,500多畝，輻射帶動周邊10多個村民小組
500餘戶群眾發展天麻種植，常年解決150
多人的就業問題。

楊洪述介紹，對於加入進來的貧困戶，
合作社以賒銷的形式提供天麻種植種苗，待天
麻成熟後再以高於市場價收購，然後減去之前
的種苗價格，讓貧困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脫
貧。“一般來說每畝地可以收入3萬元，利潤
可以達到2.5萬元。”楊洪述說，2015年合作
社社員戶均天麻種植收入已經超過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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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理事會會長黃帆講得一口標準的普通
話，原來他曾是一名“北漂”，在北京打拚
十多年，還在當地有了石材產業，發展得不
錯。2015年他把北京的產業轉讓後回到家鄉
創辦了合作社，搞起了林下生態雞
養殖。
黃帆採用“階梯控制”來管

理養殖場，這樣一來保證產品有
連續性，二來保障農戶得到持續
的收入。今年以來，他的合作
社採取“支部+合作社+貧困
戶”的發展模式，堅持以建檔
立卡貧困戶為主，帶動貧困戶
共同發展。目前，該合作社已
建成雞苗孵化室1個，雞棚35
個，林下生態雞6,500餘隻，
雞和蛋月銷售額達5萬餘元。

“合作社”一詞多次在雲南昭通脫貧工作中出現，它帶動農戶集體脫
貧致富，越來越得到大家的認可。據介紹，到目前為止，昭通市825個貧困
村已實現農民專業合作社全覆蓋。

據了解，合作社始於上世紀初期，新中國成立後普遍實行了合作化道
路，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合作社銳減。現在，因
為薄弱的經濟基礎和艱難的自然環境，昭通再次選擇合作社，民眾抱團應對
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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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脫貧攻堅，幫助老區貧困人口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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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三年行動計劃(2016—2018年)》，擬
實施6大類58大項建設項目。在省人民政府批准98.82
億元的基礎上，增加農村戶表改造、通村公路、易地
扶貧搬遷等資金34.9億元，發動群眾自籌20億元，
總投資達153.7億元。截至9月底，2016年“鎮彝
威”革命老區建設項目到位資金44.09億元，佔年度
計劃的122.5%，完成投資30億元，佔年度總投資的
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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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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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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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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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2016 High Lander
終於等到零利息

（10 月 20 日起）

Bella 張
(281)223-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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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記者日前獲悉，廣東省金融

辦出台《廣東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關於進一步促進小額貸款公司規

範發展的意見》，從明年起，港、澳資企業參與設立小額貸款公司與省內

企業要求一致。據悉，新《意見》實施後，香港資本若在粵註冊小貸有限

責任公司，門檻將從擁有10億美元的年度總資產，降為只需準備3,000萬

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所涉金額減少為原來的約1/230，門檻可謂大幅降

低。

港資粵設小貸公司門檻將大降
免除10億美元年度總資產要求 註冊資本低至其1/230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日前從中國
最高人民法院獲悉，最高人民法院與公安部加強合
作，在雙方前期對被執行人出入境證照進行信息共
享的基礎上，已經實現失信被執行人出入境證照與
身份證號碼的自動綁定，堵住了“老賴”利用出入
境證照購買飛機票、火車票的通道，使“老賴”
(欠債人)出行全面受限。
據介紹，中國法院與有關部門密切協作對失信被

執行人進行聯合信用懲戒以來，由於執行法院一般只
掌握被執行人的身份證信息，中國鐵路總公司和中國
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春秋航空公司只能根據

執行法院提供的失信被執行人身份證號碼限制其購買
火車票、飛機票。而實際生活中，失信被執行人利用
出入境證照進行購票的情況常有發生，有關部門無法
對其進行識別和攔截，導致對失信被執行人的信用懲
戒措施未能發揮應有作用，這不僅極大破壞了失信被
執行人名單制度的統一實施，也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嚴
肅性。

綁定身份證號碼
為堵塞上述漏洞，解決信用懲戒的短板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與公安部加強協調對接和軟件研發。

2016年11月14日，網絡查詢出入境證照的功能上
線運行，實現了被執行人出入境證照的信息共享。
此後，最高人民法院積極開發系統功能，利用出入
境證照網絡查詢系統對失信被執行人出入境證照進
行自動查詢並與身份證號碼自動綁定，而後推送給
中國鐵路總公司和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
司、春秋航空公司。12月10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的推送信息，中國鐵路總公司和中國民航信息網絡
股份有限公司開始正式限制失信被執行人利用出入
境證照購買飛機票和列車軟臥、高鐵和動車一等座
以上車票。

“老賴”用出入境證照購票將受限

明年1月1日實施的《意見》中，首條措施提及港澳資企業參
與設立小額貸款公司將與省內企業要求一致。根據廣東省金

融辦官網文件，目前省內企業註冊小貸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
不低於3,000萬元人民幣，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不低於
5,000萬元人民幣。註冊資本上限為2億元人民幣。

經批准可利用資本市場融資
而目前沿用的管理辦法中，則要求投資小貸公司的境外機構

最近1個會計年度末總資產原則上不少於10億美元，此外還需財
務穩健，資信良好，最近2個會計年度連續盈利。

換言之，如香港資本想在廣東小貸領域開設有限責任公司，
門檻將從擁有10億美元的年度總資產，降為只需準備3,000萬元
人民幣的註冊資本，按匯率換算後所涉金額減少為原來的約1/
230，門檻可謂大幅降低。

《意見》同時表示將放寬股東持股比例，拓寬小額貸款公司
投融資渠道，部分達到評級企業經批准可以利用資本市場融資。
業內評估稱，此舉突破非常大。

有望“破局”高利率市場
廣東金融學院教授丁俊峰認為：“港澳資本運營比較成熟，

而且境外融資成本較低，如果港澳資本進入廣東後以合理利率營
運，可以在利率過高的內地市場開闢新局面。同時還可為小貸市
場高利率‘破局’，促進國內小貸融資市場規範。”他也提醒
稱，港企如要進入小貸領域，需注意目前內地信用環境透明度不
及香港，在個人徵信體系也尚未完善。

■■由於內地大型商業機構審批程序由於內地大型商業機構審批程序
較嚴格和繁瑣較嚴格和繁瑣，，不少小微企業找小不少小微企業找小
貸公司借錢資金周轉貸公司借錢資金周轉。。圖為廣州某圖為廣州某
金融機構服務台金融機構服務台。。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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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香
港生活指數高昂已是不爭事實，不少
從外地來港工作人士均深有同感。不
過有人力資源機構發表全球外派僱員
生活費用最高昂城市榜結果顯示，香
港的最新排名跌出十大，由去年第九
位跌至第十一位，亞太區排名就由第
三位跌至第五位，落後於4個日本城
市 (見表)。日本東京則是自 2012 年
來，再次重奪全球榜首席位。調查機
構表示，主要是由於日圓匯率在進行
調查期間相對強勁，令多個日本城市
進入十大，因而令香港排名下跌。

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 ECA In-
ternational 每年均會進行兩次主要調
查，以協助企業計算生活費用津貼，
令僱員派駐海外時的消費力獲得保
障。調查針對全球超過450個地點，比
較外派僱員普遍會購買的一籃子同類
消費品及服務，惟不包括住房租金、
公用事業費用、買車費用及子女學費
等通常由另外的福利津貼支付之生活
費用。
ECA International 的最新調查報

告顯示，在全球外派僱員生活費用最
高昂城市排名中，香港從去年的第九
位跌至第十一位，跌出十大之列。

ECA International 亞洲區域總監
關禮廉指出，香港過去5年在榜上的排
名一直攀升，從2011年的第六十位上
升至今年的第十一位，上升了四十九
位。至於從亞太區層面來看，這次香
港在榜中由第三位跌至第五位，落後
於4個日本城市包括東京、橫濱、名古
屋和大阪，這是由於日圓匯率在進行
調查期間相對強勁之緣故。
東京是今年全球外派僱員生活費

用最昂貴城市，較去年上升十一位，
亦是自2012年以來，首次重奪全球榜
首席位。關禮廉解釋，對於派駐人員
到日本的企業來說，若要維持這些員
工的消費力，便要提供更高的津貼，
因而使派駐成本上升。
相反，日本企業如果把員工派駐

到日本以外地區，則只需付出較低生
活津貼，便足以保障他們的生活水
平。中國內地方面，上海是去年亞太
區外派僱員生活費用最高昂城市，今
年下跌六位，排第七位，全球則排行
第十三位。緊隨其後的是排第八位的
北京 (全球第十五位) 、之後則是廣州
(全球第二十五位) 和深圳 (全球第三十
二位)。榜內14個內地城市中，有13個
保持在榜內頭50名內。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6年12月23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記者日前獲悉，廣東省金融

辦出台《廣東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關於進一步促進小額貸款公司規

範發展的意見》，從明年起，港、澳資企業參與設立小額貸款公司與省內

企業要求一致。據悉，新《意見》實施後，香港資本若在粵註冊小貸有限

責任公司，門檻將從擁有10億美元的年度總資產，降為只需準備3,000萬

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所涉金額減少為原來的約1/230，門檻可謂大幅降

低。

港資粵設小貸公司門檻將大降
免除10億美元年度總資產要求 註冊資本低至其1/230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日前從中國
最高人民法院獲悉，最高人民法院與公安部加強合
作，在雙方前期對被執行人出入境證照進行信息共
享的基礎上，已經實現失信被執行人出入境證照與
身份證號碼的自動綁定，堵住了“老賴”利用出入
境證照購買飛機票、火車票的通道，使“老賴”
(欠債人)出行全面受限。
據介紹，中國法院與有關部門密切協作對失信被

執行人進行聯合信用懲戒以來，由於執行法院一般只
掌握被執行人的身份證信息，中國鐵路總公司和中國
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春秋航空公司只能根據

執行法院提供的失信被執行人身份證號碼限制其購買
火車票、飛機票。而實際生活中，失信被執行人利用
出入境證照進行購票的情況常有發生，有關部門無法
對其進行識別和攔截，導致對失信被執行人的信用懲
戒措施未能發揮應有作用，這不僅極大破壞了失信被
執行人名單制度的統一實施，也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嚴
肅性。

綁定身份證號碼
為堵塞上述漏洞，解決信用懲戒的短板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與公安部加強協調對接和軟件研發。

2016年11月14日，網絡查詢出入境證照的功能上
線運行，實現了被執行人出入境證照的信息共享。
此後，最高人民法院積極開發系統功能，利用出入
境證照網絡查詢系統對失信被執行人出入境證照進
行自動查詢並與身份證號碼自動綁定，而後推送給
中國鐵路總公司和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
司、春秋航空公司。12月10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的推送信息，中國鐵路總公司和中國民航信息網絡
股份有限公司開始正式限制失信被執行人利用出入
境證照購買飛機票和列車軟臥、高鐵和動車一等座
以上車票。

“老賴”用出入境證照購票將受限

明年1月1日實施的《意見》中，首條措施提及港澳資企業參
與設立小額貸款公司將與省內企業要求一致。根據廣東省金

融辦官網文件，目前省內企業註冊小貸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
不低於3,000萬元人民幣，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不低於
5,000萬元人民幣。註冊資本上限為2億元人民幣。

經批准可利用資本市場融資
而目前沿用的管理辦法中，則要求投資小貸公司的境外機構

最近1個會計年度末總資產原則上不少於10億美元，此外還需財
務穩健，資信良好，最近2個會計年度連續盈利。

換言之，如香港資本想在廣東小貸領域開設有限責任公司，
門檻將從擁有10億美元的年度總資產，降為只需準備3,000萬元
人民幣的註冊資本，按匯率換算後所涉金額減少為原來的約1/
230，門檻可謂大幅降低。

《意見》同時表示將放寬股東持股比例，拓寬小額貸款公司
投融資渠道，部分達到評級企業經批准可以利用資本市場融資。
業內評估稱，此舉突破非常大。

有望“破局”高利率市場
廣東金融學院教授丁俊峰認為：“港澳資本運營比較成熟，

而且境外融資成本較低，如果港澳資本進入廣東後以合理利率營
運，可以在利率過高的內地市場開闢新局面。同時還可為小貸市
場高利率‘破局’，促進國內小貸融資市場規範。”他也提醒
稱，港企如要進入小貸領域，需注意目前內地信用環境透明度不
及香港，在個人徵信體系也尚未完善。

■■由於內地大型商業機構審批程序由於內地大型商業機構審批程序
較嚴格和繁瑣較嚴格和繁瑣，，不少小微企業找小不少小微企業找小
貸公司借錢資金周轉貸公司借錢資金周轉。。圖為廣州某圖為廣州某
金融機構服務台金融機構服務台。。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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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香
港生活指數高昂已是不爭事實，不少
從外地來港工作人士均深有同感。不
過有人力資源機構發表全球外派僱員
生活費用最高昂城市榜結果顯示，香
港的最新排名跌出十大，由去年第九
位跌至第十一位，亞太區排名就由第
三位跌至第五位，落後於4個日本城
市 (見表)。日本東京則是自 2012 年
來，再次重奪全球榜首席位。調查機
構表示，主要是由於日圓匯率在進行
調查期間相對強勁，令多個日本城市
進入十大，因而令香港排名下跌。

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 ECA In-
ternational 每年均會進行兩次主要調
查，以協助企業計算生活費用津貼，
令僱員派駐海外時的消費力獲得保
障。調查針對全球超過450個地點，比
較外派僱員普遍會購買的一籃子同類
消費品及服務，惟不包括住房租金、
公用事業費用、買車費用及子女學費
等通常由另外的福利津貼支付之生活
費用。
ECA International 的最新調查報

告顯示，在全球外派僱員生活費用最
高昂城市排名中，香港從去年的第九
位跌至第十一位，跌出十大之列。

ECA International 亞洲區域總監
關禮廉指出，香港過去5年在榜上的排
名一直攀升，從2011年的第六十位上
升至今年的第十一位，上升了四十九
位。至於從亞太區層面來看，這次香
港在榜中由第三位跌至第五位，落後
於4個日本城市包括東京、橫濱、名古
屋和大阪，這是由於日圓匯率在進行
調查期間相對強勁之緣故。
東京是今年全球外派僱員生活費

用最昂貴城市，較去年上升十一位，
亦是自2012年以來，首次重奪全球榜
首席位。關禮廉解釋，對於派駐人員
到日本的企業來說，若要維持這些員
工的消費力，便要提供更高的津貼，
因而使派駐成本上升。
相反，日本企業如果把員工派駐

到日本以外地區，則只需付出較低生
活津貼，便足以保障他們的生活水
平。中國內地方面，上海是去年亞太
區外派僱員生活費用最高昂城市，今
年下跌六位，排第七位，全球則排行
第十三位。緊隨其後的是排第八位的
北京 (全球第十五位) 、之後則是廣州
(全球第二十五位) 和深圳 (全球第三十
二位)。榜內14個內地城市中，有13個
保持在榜內頭50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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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s by appointing as Supreme Court president 
Wang Shengjun, an apparatchik with no legal training.
Mr Wang set about making sure the courts obeyed 
the three supremes doctrine. Since th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have reigned supreme over the other two 
supremes.

11. Chinese dream (中国梦) 2013 

The jury is still out on Chinese dream. It is the favoured 
slogan of Xi Jinping, who took over as paramount 
leader in early 2013. Even for hardened apparatchiks, 
it seems a bit vagu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Party have 
a problem: these slogans no longer resonate with the 
broader public or the political class that is supposed to 
be absorbing them," says Tom Kellogg, a China expert 
at 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in Washington.
"Xi Jinping has tried to change that with the Chinese 
dream. But that is problematic because other people 
can latch on to it, so you can have the Chinese dream 
of constitutionalism, or the Chinese dream of social 
harmony."
This slogan perhaps belongs in the same category 
as the UK Labour Party's "forward, not back" 2005 
election slogan or, even more reductively, "forward", 
the slogan of team Obama in last year's US election.
Essentially, the Chinese dream can mean anything to 
anyone. Mr Xi is likely to deploy many more technical 
slogans before deciding which to truly throw his 
weight behind.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Unveiled New 
'Four Comprehensives' Slogans 

Among other things, Xi's slogans call for a more 
prosperous China and deeper reforms.
State media celebrated the launch with a front-page 
editorial in the 
People's Daily 
that said it had 
"great weight".
Similar sloga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by his 
predecessors, 
including Hu 
Jintao's Three 
Supremes and 
Jiang Zemin's 
Three Represents.
Mr. Xi earlier had denounced political jargon as 
"empty words" during a speech five years ago.
However, he launched his leadership in 2013 with the 
idea of the "Chinese dream", a concept many say is 
still ill-defined.
Critics say the Communist elite's obsession with jargon 
alienates them from plain-speaking Chinese citizens.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has unveiled his 
new political theory, distilled into four slogans 
known as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The People's Daily summed up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as follows:

1.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2.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3. Comprehensively govern the nation 

according to law
4. Comprehensively strictly govern the Party.
The first three "comprehensives" are familiar territory 
for Chinese leaders, but the fourth seems a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being prosecuted by Mr Xi.
Some of the party's most senior leaders have been 
snared in anti-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Analysts say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establish whether 
the campaign is more concerned with corruption or 
simply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Mr Xi's political rivals.
Numbered slogans have been a mainstay of the 
Communists since the 1950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un by Mao Zedong 
included phrases such 
as "smash the four 
olds".
Other leaders have 
opted for less 
number-or ien ta ted 
slogans, such as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urtesy http://www.
bbc.com/news/world-
asia-china) 

Slogans That Have Changed China
China has marked over 120 years since the birth of 
former leader Mao Zedong. During his tumultuous 
three decades in power, Mao elevated political 
sloganeering to an art form. 
Although Mao's successors have shaken off many of 
his more extreme doctrines, they continue to deploy 
slogans at a dizzying rate. Following are samples of 
slogans that have transformed China over the years.

1. Let 100 flowers bloom (百花齐放) 1956 
The use of slogans is solidly linked to patterns in 
everyday Chinese speech, where short rhythmic 
phrases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clearest way of 
speaking.
These kinds of phrases are often represented by four 
characters in Chinese and have been deployed by 
leaders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Scatter the old world, build the new, from late 1960s 
(IISH/Stefan R Landsberger Collections) 
Mao often plundered classical Chinese works and 
employed rhythmic phrases to get his message across.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le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was borrowed from a phas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ended in 221 BC. 
Mao used it to indicate that criticism of the party 
would be allowed. But when the criticism came, it 
was widespread and vitriolic. Giant posters were hung 
criticising officials; students and lecturers openly 
denounced party policies.

"What should our 
policy be towards 
non-Marxist 
ideas? As far as 
unmistakable 
counter-
revolutionaries 
and saboteu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are concerned, the 
matter is easy, we 
simply deprive them 
of their freedom of 
speech," he said in a 
speech.
An anti-rightist 
purge took hold and 
intellectuals were 

denounced, jailed or sent to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Academics still argue over the campaign: was it a 
genuine attempt at opening up that went too far, or a 
cynical ploy to encourag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reveal themselves?

2. Dare to think, dare to act (敢想敢干) 1958 
The crucial sloga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 
two-year campaign where Mao encouraged peasants to 
join together in collective farms.
"Dare to think, dare to speak, dare to act" was the 
exhortation used by Mao to encourage the peasants to 
follow his lead.
But during the perio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llapsed. Mao's policies combined with natural 
disasters contributed to the deaths of up to 30 million 
people.
Despite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disastrous Great Leap 
Forward, Mao's supporters continued to use the phrase 
for years after.

3. Smash the four olds (破四舊) 1966 
If one slogan sums 
up the excess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was it. It exhorted 
young cadres to 
destroy anything 
regarded as "old" - 
loosely defined as 
old ideas, customs, 
culture, and habits.
Jennifer Altehenger, 
of King's University 
in London, says 
in Western minds 
this is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mages of youths 

destroying temples. But the movement escalated and 
many older people and intellectuals were physically 
abused; many of them di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rew up an endless stream 
of slogans, includi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which was 
very much the companion of "smash the four olds".
Mao encouraged attacks on virtually all forms of 
authority in an attempt to create permanent revolution. 
He was trying to reassert his authority afte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d seriously damaged his reputation.
The campaign, which formally ended in 1976, cos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ives. Some believe millions 
died in violence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4. Smash the gang of four (打倒四人帮) 1976 
After Mao's death, a power struggle broke out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leadership. 
Mao's designated successor, Hua Guofeng, took 

over all the 
formal roles of 
leadership, but 
faced opposition 
from Mao's wife 
Jiang Qing and 
three of her allies.
They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excess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ere quickly 
arrested and 
purged. 
Propaganda 
posters at the time 
portrayed them as traitors. The most famous featured 
caricatures of their faces with a red cross through it, 
stating: "Decisively 
Throw Out the 
Wang-Zhang-Jiang-
Yao Anti-Party 
Clique!"
Hua was himself 
usurped by Deng 
Xiaoping, who 
ushered in an era 
of reform. The four 
eventually went 
on trial in the most 
public bloodletting 
of any power 
struggle in modern 
China. 
The courtroom 
drama played out on TV, with particularly fiery 
exchanges involving Jiang Qing, who remained 
defiant even as her former allies denounced her. All 
were jailed for life. Jiang Qing died in 1991; she had 
apparently killed herself.

5. Reform and opening up (改革開放) 1978 

Deng Xiaoping was quick to set China on course for 
economic reform. First he quietly dropped references 
to "class struggle", the ubiquitous slogan printed in 
newspapers and hanging from banners for the previous 
12 years.
Instead, newspapers and posters were now filled with 
the "four modernisations", a pithy policy platform 
proposed in the 1960s but never enacted under Mao.
He also instituted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a, which allowed the leadership 
much more flexibility to deviate from Marxist dogma.
The overall motto for Deng's programme becam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was event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eamble 
of China's constitution: "Chines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the socialist road, 
persevere in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6. Seek truth from facts (实事求是) 1978

With a whiff of pragmatism, a slice of common sense 
and a frustrating vagueness, this is an established 
favorite of Communist leaders.
"It is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 but 
during the [late 1970s] reform period, it really takes 
off," says Dr Altehenger.
Phrases like this have forebears in debates going back 
to the 2nd Century BC, when legal experts framed 
such maxims as "follow the constancy of nature" and 
"comply with the four seasons".
In fact, Chinese "slogans" can be closer to chengyu - 
four-character phrases or series of phrases with a deep 
cultural meaning. In other words, an effective way of 
communicating.
"Seek truth from facts" is a good example. The phrase 
was deployed by Mao, possibly in the 1930s, so the 
new leadership could reuse it and claim legitimacy.
"Only if we emancipate our minds, seek truth from 
facts, proceed from reality in everything and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can we carry out our socialist 
modernisation programme smoothly," Deng said in a 
1978 speech.
Dr Altehenger says it is a broad concept and presumes 
that there is an objective truth. In reality, whoever is 
running the show can dictate its meaning.

7. Have fewer 
children, raise 
more pigs (少
生孩子多養豬 ) 
1979
A bizarre example 
from a slew of 
phrases connected 
with the one-child 
policy.
Such slogans were 
not necessarily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but have been 
daubed on walls 
by zealous local 

officials for decades.
More graphic slogans 
have included: "Induce 
labour! Abortion! 
Anything but an excess 
baby", "If one family 
has an excess baby, the 
whole village will be 
sterilised" and "One 
more baby means one 
more tomb".
As China's birth rate 
has steadily dropped, 
the one-child policy 
has been under constant 
scrutiny.
In a 2007 directive, and 
a 2011 campaign,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suggested softer alternatives to 
the more direct slogans. 
Their new approach suggested phrases such as: 
"Mother Earth is too tired to sustain more children."

8.Three represents
 (三个代表) 2000
Jiang Zemin's pet 
project during his 
10 years at the helm 
of Chinese politics 
was enshrined in 
the preamble to 
China's constitution, 
characterised as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Mr Jiang put it 
forward in a 2000 
speech, and further 
elaborated during 
a 2002 speech 
celebrating the party's 80th anniversary.
"The party must always repres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China," 
he said.
But unlike some of Mao's classically inspired phrases, 
there appears to be little deeper resonance.
Instead, it reflects Mr Jiang's background as an 
engineer. He was much more of a technocrat than an 
inspirational poet-warrior in the mold of Mao. 

9. Harmonious society (和諧社會) 2005
If the way to judge the success 
of a slogan is its inclusion 
in China's constitution, 
Hu Jintao must be waiting 
nervously. Deputies at China's 
parliament (NPC) first 
proposed for his harmonious 
society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nstitution in 2005, but he is 
still waiting.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measures of success. Dozens 
of policies, rules, regulations 
and reforms have flown from 
the initial harmonious society 
idea (or have been categorised 
under its umbrella). 
For example, massive projects to develop the western 
cities of Qinghai and Urumqi fall under its banner. But 
crackdowns on free speech and repression in Tibet and 
Xinjiang have also been put into the same family of 
ideas.
Mr Hu launched his platform as a deliberate response 
to the inequalities caused by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saying in a 2005 speech: "A 
harmonious society should feature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equity, justice, sincerity, amity and vitality."
However, perhaps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 the 
harmonious society has since been widely lampooned 
by Chinese web users. They use the Chinese word for 
"river crab", which sounds like "harmony", as a way of 
criticising the government without falling foul of the 
censors.

10. Three supremes (三个至上) 2007 
It might sound like a Motown group, but in Hu Jintao's 
mind it was a way of controlling an increasingly 
reform-minded judiciary.
"In their work, the grand judges and grand procurators 
shall always regard as supreme the party's cause, the 
people's interest, and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he said.
Mr Hu effectively shut down the discussion of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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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ear after the Hundred Flowers 
period started, Mao brought it to 
an end.

Deng Xiaoping (R) pioneered China's re-engagement with 
the West

Long liv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9)

The four were depicted as symbols 
of corruption

Fewer births, better births, 
develop China vigorously 

(1987)

Chinese Courtroom

The Chinese dream is everywhere, but what does it mean? 

Propaganda posters took a turn 
for the garish in the 2000s

Xi Jinping has followed his 
predecessors by issuing new 

political slogans in 2015.

Slogans and phrases can be 
found on billboards and wall 

spaces all across China.

A harmonious society 
should feature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equity, justice, 
sincerity, amity and 
vitality” Hu Jintao

Posters became a crucial way of 
communicating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Zedong (L) mastered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reshaped the country he helped  build.

Starting The New Year Off With A Catchy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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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2016年冬季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经济舱$85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2月31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aig.com/chinese

AIG美國國際集團 (美亞) ，是人壽保險及退休規
劃產業的全球領導者，目前正在招聘雙語人才來
加入我們不斷壯大且充滿活力的保險理財團隊。

AIG Financial Network 是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GL) 的銷售及

經銷單位，也是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AIG) 的成員公司。保單簽發公司

負責保險產品之財務責任。為方便您參考內容，本文件已由英文版本翻譯成中文版

本。所有投保申請及所有可能核發的保單或合約均僅以英文撰寫。您可以要求獲得

本文件的英文版本。若有任何差異，均以英文版本作為正式文本。

AGLC110385 HOU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2016 AIG 保留所有權利

AIG由衷地感謝您與我們一起締造佳績。 
在此佳節之際，我們送上最誠摯的祝福給您， 

並祝您新年快樂。

AIG全體同仁敬賀

佳節愉快!
祝福您在新的一年裡闔家平安， 

幸福滿滿，事業興旺!  

Jimmy Woo
胡烱洪
分行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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