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8月21日
August 21，2015A5 两岸三地

MAINLAND, HONG KONG & TAIWAN

本报编辑整理

香港八名”占中”学生被警方以多项罪名起诉
香港警方就去年非法“占领”行动前

夕，9月26日晚上多个激进学生组织冲击政
府总部事件正式提出起诉。被起诉的八名学
生分别涉嫌“参与非法集会”、“煽动他人
参与非法集会”、“普通袭击”、“袭警”
及“阻差办公”等多项罪名。

激进学生冲击政府总部事件被认为是非
法”占领”行动的导火索，香港警方要求被
起诉的八名学生下星期须到警察总部报到，
届时将被正式落案起诉。

释延鲁举报释永信 反被徒弟曝光有两名妻子
近日，释永信弟子释延鲁等人，组团上

京实名举报释永信，引起轩然大波。
而就在此时，自称释延鲁大徒弟的释恒

英，又联系上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出示了
一份写给师父释延鲁的信，称“你不光彩的
历史我很了解……若师傅依然迷途不返，我
将呼吁师弟们与你断绝师徒关系。”

释恒英称，信中所称不光彩的历史，指
的就是释延鲁有两个老婆的事。

油价五连跌后一箱油便宜34元
国家发改委18日宣布，自8月19日0时起下

调国内汽柴油价，汽油每吨下调210元，柴油
每吨下调205元。国内成品油价格自6月8号起
开始“五连跌”，一共降价每升0.67元，50升
油箱的车，加满一箱油已经省了约34元！

以房养老：仅12户签约 9成老人拟将房产留
给子孙

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每月领取“万八
千”养老金,终老时房子归保险公司处置,你愿
不愿意?

2014年7月1日起,中国保监会在北京、上
海、广州、武汉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试点,今年4月份,第一款“保险版”以房养老
产品推出。然而截至目前,仅有十余户居民愿
意成为“吃螃蟹”的人。

上海民政部门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0%的
老人拟将房产留给子孙,愿意倒按揭的不到
10%。而此前由华中师范大学发起的一项调研
显示,近99%的子女反对父母以房养老。

中国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接受调查”
中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公

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
栋梁正在 “接受组织调查”。现在还不清楚
杨栋梁被拿下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

7月财政支出增速远超收入
财政部网站12日披露最新财政收支数

据。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2.5%，而支出同比增长24.1%，财政支出
增速远超收入增速。

自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创1992年以
来新低之后，7月中旬公布的2015年上半
年财政收入增速更创新低（同口径增长仅
4.7%），而财政支出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财政收支增速匹配的压力仍然突出。

王健林成全球华人首富
据《2015瀚亚资本.胡润全球华人富豪

榜》显示，李嘉诚首次被大陆富豪超越，新首
富之位当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胡润表
示，“如果加上隐形富豪，应该有近5000位华
人财富达到20亿以上。”

不听劝坚持扶倒地大妈小伙反遭诬陷
8月11日晚，南京的小葛骑车经过和燕路

时，扶起一位倒地大妈，却被她咬定是肇事
者。李大爷说：“看到这中年女子被一汽车撞
倒，当时劝小伙别扶，我没有车我来扶不要
紧”。但小葛没听劝，好在周围群众证他清
白。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知 中 国

8月16日晚至17日，四川叙永县白腊苗族
乡遭暴雨袭击，引发山洪，部分房屋被冲毁，
山洪带来的泥石铺满街道，将大巴车冲击到
一边，山洪过后乡镇一片狼藉。截至19日晚8
时，洪灾已造成死亡13人，失联11人，其中待
确认身份1人。（图为被泥石掩埋的大巴）

另据悉， 8月12日，位于山西山阳县某村
村的陕西五洲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生
活区发生山体滑坡。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滑坡
土石量达130多万方。经救援，截至目前已有
14人获救，失踪人员增加至66人。 

（来源：《华西都市报》）

急聘叉车司机
机 场 仓 库 急 聘 男 叉 车 司 机 一

位 ， 年 龄 不
限 ， 有 无 经
验 都 可 以 ，
全 职 兼 职 都
可以。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乔 先
生：

626-986-9086，317-839-2358

中国即将举行抗战70周年大阅兵
以保障世界田径锦标赛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的

空气质量，北京市于8月20日起，将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制
度， 此外，9月3日0时至12时还将对本市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
制。

单双号限行 阅兵涉及区社会车辆将清移
新华网消息称，8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致首都市民

的一封信。信中表示，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日，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含检阅部
队）。

信中还说，“为确保纪念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我市将采
取相关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并视情况调整公共交通的运行时
间、线路和车次；此外，还将对纪念活动涉及的部分区域社会
车辆进行集中清移，并已安排了临时停放地点。”

谁将出席北京大阅兵
据韩联社8月20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外交安全首席秘

书朱铁基20日召开媒体吹风会，宣布总统朴槿惠将于9月2-4日
访问中国，出席中国政府3日在北京举行的抗战阅兵式。

8月17日，据俄新社、白俄罗斯新闻网消息，俄罗斯、白
俄罗斯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确定将派士兵参加中国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式。早前媒体曾报道，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已
确认参加阅兵式，并将派出方队。据哈萨克斯坦国际通讯社报
道，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三军仪仗队8月15日在驻地举行了启程
前往中国的最后一次队列操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大使馆称，总统奥朗德将不
会参加阅兵式。英国国防部也表示，该国军方不太可能派人参
加。而德国方面表示，总理默克尔未获邀请，该国将派大使代
表参加。

早前中国官媒曾报道，习近平也邀请了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9月赴京参加纪念活动。日媒此前报道称，安倍表示愿意访问中国，但
考虑到参加阅兵式可能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反对，倾向于避开阅兵，
在70周年纪念活动之前或者之后赴华访问。

这将是习近平2012年底上任以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首次阅兵，也是
首次邀请外国军队代表参加。

                                    （本报综合自新华网、德国之声中文网等媒体）

优学园小学生夏令营及课后班
我们的办学宗旨——知识与道德并重，能力

与品质齐升！                          
时间：夏令营  周一到周五8:00am -6:00pm；
           课后班  2:20pm-6:00pm                  
地点： 11590 Towne Rd, Carmel, IN, 46032                                                                              
联系方式: Tel: 3172703466  or  3172703467   
wechat：LindaIUPUI    
email：ulearningcenter86@gmailcom；
            shenmathclass@gmail.com                                   
优学园ULearning Center是一所以中文和数学

学习为主的暑期及课后活动中心Summer Camp & 
After School Program ( for 5 to 12 years old kids），是
大学教授、资深老师和诗人作家共同为孩子们构筑
的一个轻松愉快获取知识、益智丰慧、健康成长的
优秀学习乐园。

中国将接管美国在非洲
最大永久军事基地？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8月18日报道称，有

消息显示，非洲小国吉布提已下令美国撤出其
在该国奥博克军事基地，并将基地移交中国，
这在华盛顿引发重大关切。华盛顿目前在该国
拥有最大军事基地勒莫尼耶军营。

总部位于美国的《反击》双月刊17日发表
文章说：“在美国国务卿克里于2015年5月访问
吉布提第二天作出的上述表态令美国主导下的
和平世界深感担忧，因为除此之外，中国还展
开一揽子重要经济投资，让该国总统公开谈论
其来自亚洲新朋友的重要性。”

报道称，美国将失去其在吉布提一处军事
基地。这是美国在非最大永久军事基地，包括
4000名驻军和一支美国无人机编队。作为华盛顿
官方定点清除计划一部分，它们在该地区展开
轰炸行动。

吉布提这一“非洲之角”国家坐落在从印
度洋通往红海关键入口的战略位置上，位于通
向繁忙的苏伊士运河水路的门户，为内陆邻国
埃塞俄比亚提供港口

该报道进一步称，美国国防部为使用勒莫
尼耶军营每年向吉布提支付近6300万美元。该基
地也是全球最大无人机基地之一。

该报道还说，中国开出的价码丰厚得多，
即完成一项耗资30亿美元、从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通至吉布提的公路工程。

美国的《反击》双月刊的文章说：“（北
京）还将投资4亿美元用于对吉布提小得出了名
的港口进行现代化。”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8月19日，中国女兵亮相阅兵场。图为排练间歇，女兵们正对着镜子涂防晒
霜。（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登辉：“由衷感激日本人让哥哥进靖国神社”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安倍8月14日

就日本在二战时的行径表明歉意，其中特别
点出台湾在当时蒙受苦难。不过，前台湾地
区领导人李登辉在二战时期显然不觉受日逼
迫，不但认同日军行为，和他哥哥一起自愿
成为日本兵，甚至对日本将他哥哥奉祀在靖
国神社深深感激。

据媒体报道，李登辉新书《新台湾的主
张》月底上市，其中有相当篇幅是李登辉自
述的二战回忆。李登辉在新书中提到，当年
与哥哥自愿成为日本兵，“一心怀抱着为
国家挺身作战、光荣赴死的理想”。他还
说，“在军队里，有时被反覆掴掌，或被迫
洗丁字布，但我并不记得有什么特别严苛的
待遇。”李形容自己是“接受日本统治时代
教育，并且成为志愿士兵的台湾青年”。

李登辉提到，他的哥哥是日本海军陆战

队员，1944年在马尼拉之役负责断后，“不幸
为国牺牲”。2007年6月7日，他哥哥阵亡后的
62年，李登辉终于在靖国神社见到哥哥；李登
辉说，“我由衷感激日本人将哥哥奉祀在靖国
神社”。

早前报道：李登辉感谢日本殖民台湾 声
称钓鱼岛属于日本

据日本媒体报道，李登辉在日本访问时，
在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尖
阁列岛（钓鱼岛）属于日本。他同时没有否认
安倍首相到酒店看望过他。

李登辉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对于钓鱼岛的立
场时表示：“对于这一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多
次，尖阁列岛（钓鱼岛）是属于日本的领土，
不属于台湾。”

有记者提问：“战后70周年之际，你如

何看待当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李登辉
表示，当年日本对于台湾的统治，实行了近代
化的管理，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管理的分离，帮
助台湾建立了近代化管理体制。在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他声称，
台湾人是感谢日本的。 李登辉同时还表示，
自己这一次不会去靖国神社参拜。但是他对于
安倍首相积极推行安保战略表示欣赏。李登辉
说：“美国的力量正在变弱，他需要日本的支
援。而日本应该强化自己的防卫力量，不要过
于依赖美国。日本不要忘了自己的作用，要寻
求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姿态参与国际和平事
业。”

李登辉在记者会开始前，用日语读了一份
讲稿，除了介绍自己推进对于台湾的功绩之
外，还对台湾和大陆、台湾与日本的关系进行
了评说。                  （来源：铁血网） 李登辉（中）曾于2007年参拜靖国神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