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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s’ Day sales at Alibaba hit 
new high

Trade at Alibaba, China’s leading 
e-commerce platform, reached 168.3 billion 
yuan (25.4 billion U.S. dollars) on Saturday’s 
shopping promotion.Alipay, Alibaba’s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handled 1.48 
billion paym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41 
percent more than last year....  
双十一”再创惊天交易额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今

年“双十一”交易额在11月12日午后便
已超过去年全天交易总额，达到创纪
录的180亿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6.6
元——本网注），意味着这个世界第一
大购物节很可能将再创惊天交易额。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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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出访 脸上有光
Trump Asia Trip: 
Red Carpet Like Nobody ever seen

众院通过税改法案
House Passes Tax Bill

（中央社华盛顿16日综合报导）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
员今天通过近代最具雄心的税务改革法案，让主张减税的
总统川普获得第一步胜利，但现在要轮到参议院讨论相关
法案，而要在参院过关将更为困难。
法新社报导，川普
亲赴国会对共和党
众议员发表谈话，
敦促他们让减税法
案通过终点线后，
众院以227票对205
票表决通过这项税
改法案。民主党议
员批评这项法案是
图利富人和企业，
全都投下反对票，
共和党也有13位议员倒戈。
美国国会自共和党总统雷根的时代以来就未曾彻底修订税
法，众院通过的这项法案虽然不像雷根1986年推动的全面
税改法案涵盖那么广，但比起其后至今的税改行动都更具
雄心。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白宫发布声明说，川普
赞扬众院通过这项「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他表示：「我们承诺给予美国人民历史性减税，这
是迈向实现承诺的一大步。」
众院表决通过虽然让共和党和川普朝向一个世代以来最重
大的税法改革迈出重大一步，但亟盼获得1月上任以来首项
重要立法胜利的川普还得期待参院也通过。
这项法案标榜要降低美国企业和家庭的税率，但有些共和
党议员对内容表示关切，忧心减税可能导致国债飙增。
路透社报导，这项法案将把个人和家庭的税率级距由7级简
化为4级，并将企业税率由35%降至20%，据估计这将使得联
邦赤字在今后10年间增加将近1.5兆美元
不过，税改法案在参议院前路多艰，主因共和党在参院只
以52比48席略占多数，表决时共和党议员跑票不能超过两
票，而且还面临多项政治障碍，包括关于联邦赤字、健保
和减税利益分配的考量。
下周逢感恩节假期，据料参院要到假期后才会有决定性的
行动。

甫结束亚洲行返回华府的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发表讲
话，大谈亚洲之行的成功，特别是在获得各国共同合作面对
北韩核威胁，以及贸易领域大有斩获。
结束近两周的亚洲访问行程，川普（Donald Trump ）今天下
午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先是宣扬上任10个月来的每一次出访
行程的成功，然后细数这次亚洲行每一站的丰硕成果，从日
本、南韩、中国到越南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
领袖会议，以及菲律宾，无一遗漏。
川普表示，此行有三大核心目标，一是联手国际共同对抗北
韩核武与飞弹威胁、二是倡议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
洋区域」（Indo-Pacific）、三是推进公平、互惠的贸易框
架。
他指出，此行他要求所有国家支持美国在北韩议题的立场，
明确表明不会允许这个扭曲的独裁政权绑架全世界当作核勒
索的筹码，各国同意经济制裁北韩，采取切断与北韩贸易往
来、限制与北韩的金融联系，或是驱逐境内的北韩外交官员
与劳工等各  项制裁措施。
在谈到贸易时，川普表示，「美国被占便宜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他和各国领袖谈到美国贸易逆差严重的问题，寻求推
进自由、互惠的贸易关系，获得各国认可。
他强调，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非常坦率的对话」，他
向中国表示，中美贸易必须真正公平公正的进行。
总结这场亚洲行，川普不改狂人口吻说，「美国回来了」，
未来从没有如此光明过。

周四一早，美國廣播公司（ABC）旗
下的電台女主持 Leeann Tweeden 投下
重磅炸彈，指控現任參議員 Al Franken 
(D-MN) 性騷擾，在一次慰問駐軍的演
出活動中不但強行舌吻，並且在她睡
著的時候摸她的胸部。
2006年12月，Tweeden隨團去慰問
阿富汗駐軍，同行的就有55歲的Al 
Franken。她說自己本來是主持，但是
Franken寫了一個兩人小品邀請她出
演，”故意”安插了接吻一幕，而且
執意要彩排。

排練過程中，她說Franken抓住她的
頭，強行接吻，而且直接就把舌頭伸
進她的嘴裡。她立刻把Franken推開，
並且警告他如果再這麼做就不會客
氣。
正式演出時，她故意扭頭，以防Fran-
ken故伎重演，而且在日常活動中也刻
意避開他。但是Franken開始報復，時
不時羞辱她一下。
她說經過兩周的旅行和演出之後已經
很累了，上了軍用飛機很快就睡著
了，軍用頭盔和背心都沒來得及脫

下。她說自己並不知道Franken在飛機
上幹了什麼，回家之後接到隨行攝影
師發來的CD，才在裡面看到這張照
片，頓時感到無比尷尬和羞辱。

Tweeden說自己的父親是越戰老兵，
當時的男友（現在的丈夫）是空軍飛
行員，所以她再累也願意參加慰問演
出。2006年的這一次，是911恐襲之後
她第八次去中東慰問駐軍。同行的有
鄉村音樂歌星，達拉斯牛仔隊的啦啦
隊員等人，但是領銜的是笑星Fran-
ken。
Tweeden當時是電視主持人和模特，慰
問演出中她的本職工作是主持人，因
為 Franken 的盛情邀請，她最終答應表
演小品。
民主黨參議員 Al Franken 來自明尼蘇達
州，在2008年的競選中一夜成名，因
為他僅僅以225票的微弱優勢贏了大選
（總票數288萬5千）。選舉之後官司
不斷，投票作弊的指控也一刻沒停，
但是Franken最終成功上任。幾個月之
後，歐巴馬健保驚險通過參院，一票
都不能少，其中就包括Franken的關鍵
一票。
以區區225票的微弱優勢贏得參議員席

位，使得這場選舉成了Every vote counts
的經典寫照。
從政之前，Franken任職著名的Saturday 
Night Live (SNL)節目創作人兼演員。

Franken參議員發表聲明，說不記得
接吻這件事，但是面對照片他無法否
認，只是解釋說那是在開玩笑，同時
向受害者道歉。幾個小時之後，他又
宣布支持參院調查自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好萊塢大腕韋恩
斯特特大性醜聞曝光之後，Franken參
議員還多次痛扁性騷擾行為，這是他
一個月前在臉書上發帖，稱讚站出來
指控韋恩斯特的女性有勇氣。
大潮之下，多位名人已經在社交網絡
呼籲Franken參議員辭職。
參院多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交
通部長趙小蘭的老公）呼籲調查Al 
Franken，但是目前為止還沒有表態他
是否應該辭職。這和上周他的態度截
然不同：阿拉巴馬參議員候選人，Roy 
Moore法官，被控38年前性騷擾，雖然
離大選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同是共和
黨的McConnell瞬間就呼籲Moore應該
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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