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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23 #411 #66A #DRB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貴妃雞(半隻)
五福拼盤
椒鹽大蟹或酸子大蟹
三菇海參
椒鹽鮮尤
清蒸龍利魚
黑椒啤酒雙龍蝦
XO醬蒸帶子（８片）
精美甜品

貴妃雞(半隻)
雲耳炒蓮藕片
九層塔炒蜆
京都排骨
薑蔥雙龍蝦伊麵
荷葉大蟹飯
清蒸游水魚
椒鹽豆腐
ＸＯ醬炒貴妃蚌
精美甜品

魚翅羹
貴妃雞（一隻）
太極鵝肝
牛油軟殼蟹（三隻）
黑椒啤酒雙龍蝦
椒鹽排骨
海參鮑菇扒菜膽
清蒸游水魚
瑤柱蛋白炒飯
精美甜品

十人套餐價$388
(送龍蝦)

八人套餐價$198
(送魚翅羹)

萬事如意（雞絲火腿魚翅湯）
金玉滿堂（油泡帶子蝦球）
大紅大紫（北京片皮鴨）
百福駢臻（黑啤雙龍蝦）
龍鳳呈祥（鮑魚海參）
橫財就手（髮菜好市豬手）
喜氣盈門（京都排骨）
花開富貴（酸子大蟹）
春回大地（瑤柱扒豆苗）
年年有餘（清蒸海上鮮）

農曆年套餐$388

◆特價午餐買三送一
(週一至週五)

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

海港海鮮酒家海港海鮮酒家Harbor SeHarbor Seafood Restaurantafood Restaurant
地址：117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電話：281-564-4288 傳真：281-568-5772 誠徵企枱多名

農曆新年期間
加拿大大龍蝦 特價
每磅 $16.95

兩只小龍蝦
$21.95

十人套餐價$288
(送魚翅羹)

Katy Creek Ranch Plaza 商鋪獨家招租商鋪獨家招租 Pre-Leasing

位置佳﹕
Walmart Neighborhood Shadow,
小學對面﹐5 Mins to 99號公路
商鋪招租面積28,750 平呎,
2000平呎獨棟 Built to Suit

租金$32.00/平呎/年, NNN: $8.57/平呎/年
誠招﹕超市﹐學校﹐醫生﹐會計﹐餐廳

王王 迪迪
DavidDavid WangWang
專業商業專業商業地產經紀地產經紀

電話﹕+1 346 204 0267
微信﹕weixindavidw
電郵﹕dwang004@gmail.com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專業商業地產經紀

工廠﹑庫房
商場買賣﹑招租﹑管理

商鋪買賣﹑簽約
餐飲生意買賣

本報記者陳鐵梅整理報導

““三八三八””國際婦女節的歷史國際婦女節的歷史
設立國際婦女節的想法是最先產生於設立國際婦女節的想法是最先產生於

2020世紀初世紀初，，當時西方各國正處在快速工業當時西方各國正處在快速工業
化和經濟擴張階段化和經濟擴張階段。。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
廉的工資使得各類抗議和罷工活動此起彼廉的工資使得各類抗議和罷工活動此起彼
伏伏。。 18571857年年33月月88日日，，美國紐約的製衣和美國紐約的製衣和
紡織女工走上街頭紡織女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
和低薪和低薪。。儘管後來當局出動警察攻擊並驅儘管後來當局出動警察攻擊並驅
散了抗議人群散了抗議人群，，但這次抗議活動促成了兩但這次抗議活動促成了兩
年後的年後的33月第一個工會組織的建立月第一個工會組織的建立。。

接下來的數年裡接下來的數年裡，，幾乎每年的幾乎每年的33月月88
日都有類似的抗議遊行活動日都有類似的抗議遊行活動。。其中最為引其中最為引
人注目的是在人注目的是在19081908年年，，當時有將近當時有將近1500015000
名婦女走上紐約街頭名婦女走上紐約街頭，，要求縮短工作時間要求縮短工作時間
，，增加工資和享有選舉權等增加工資和享有選舉權等，，並喊出了象並喊出了象

徵經濟保障和生活質量的徵經濟保障和生活質量的““麵包加玫瑰麵包加玫瑰””
的口號的口號。。首次慶祝婦女節是在首次慶祝婦女節是在19091909年年22月月
2828日日，，當時美國社會黨發表了一項宣言當時美國社會黨發表了一項宣言，，
號召在每年號召在每年2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舉行紀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舉行紀
念活動念活動。。這樣每年的慶祝活動一直持續到這樣每年的慶祝活動一直持續到
19131913年年。。 19101910年年，，第二國際在丹麥哥本第二國際在丹麥哥本
哈根召開首屆國際婦女會議哈根召開首屆國際婦女會議。。會上德國婦會上德國婦
女運動領袖克拉拉女運動領袖克拉拉••蔡特金倡議設定一天蔡特金倡議設定一天
為國際婦女節為國際婦女節，，得到與會代表的積極響應得到與會代表的積極響應
。。次年次年33月月1919日日，，奧地利奧地利、、丹麥丹麥、、德國和德國和
瑞士等國總共超過一百萬人舉行各種活動瑞士等國總共超過一百萬人舉行各種活動
慶祝國際婦女節慶祝國際婦女節。。 66天之後的天之後的33月月2525日日，，
紐約發生了著名的三角工廠火災紐約發生了著名的三角工廠火災，，火災吞火災吞
噬了噬了140140多名製衣女工的生命多名製衣女工的生命，，這其中大這其中大

多數是意大利和猶太移民多數是意大利和猶太移民。。而惡劣的工作而惡劣的工作
條件被認為是導致如此重大傷亡的主要原條件被認為是導致如此重大傷亡的主要原
因因。。這場火災後來還對美國的勞工立法產這場火災後來還對美國的勞工立法產
生了重要影響生了重要影響。。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洲歐洲
的婦女們也於的婦女們也於19131913年年33月月88日走上街頭日走上街頭，，
通過舉行和平集會等形式反對戰爭通過舉行和平集會等形式反對戰爭。。

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活動後來還證明是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活動後來還證明是
俄國革命的前奏俄國革命的前奏。。 19171917年年33月月88日日，，當時當時
的俄國婦女舉行罷工的俄國婦女舉行罷工，，要求得到要求得到““麵包與麵包與
和平和平”。”。 44天后天后，，沙皇被迫退位沙皇被迫退位，，俄國臨俄國臨
時政府宣布賦予婦女選舉權時政府宣布賦予婦女選舉權。。十月革命成十月革命成
功之後功之後，，布爾什維克的女權活動家亞歷山布爾什維克的女權活動家亞歷山

德拉德拉••科倫泰說服列寧將科倫泰說服列寧將33月月88日設為法日設為法
定假日定假日。。蘇聯時期蘇聯時期，，每年都會在這天紀念每年都會在這天紀念
““英雄的婦女工作者英雄的婦女工作者”。”。不過在民眾中不過在民眾中，，
節日的政治色彩逐漸減弱而演變成類似西節日的政治色彩逐漸減弱而演變成類似西
方的母親節和情人節之類向女性表達尊敬方的母親節和情人節之類向女性表達尊敬
和愛意的機會和愛意的機會。。至今至今，，這天仍是俄羅斯的這天仍是俄羅斯的
法定假日法定假日，，男性會贈送禮物給婦女以祝賀男性會贈送禮物給婦女以祝賀
她們的節日她們的節日。。

在西方國家在西方國家，，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期間正常舉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期間正常舉行，，但後但後
來一度中斷來一度中斷。。直到直到19601960年代年代，，隨著女權隨著女權
運動的興起才又逐漸恢復運動的興起才又逐漸恢復。。聯合國從聯合國從19751975
年國際婦女年開始年國際婦女年開始，，每年於每年於33月月88日舉辦日舉辦
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商會2月11日在糖城家樂超市舉辦聯誼
新春團拜暨品嚐美酒大會

味全食品公司及味全食品公司及BevcoBevco酒商酒商，，免費提供台商會會員品嚐美酒免費提供台商會會員品嚐美酒、、美食美食

休士頓台灣商會理事林重光夫婦休士頓台灣商會理事林重光夫婦
品嚐品嚐BevcoBevco酒商美酒後馬上認購酒商美酒後馬上認購
數量不少的美酒數量不少的美酒

休士頓台灣商會副會長周政賢與前會休士頓台灣商會副會長周政賢與前會
長王敦正互相交流長王敦正互相交流

休士頓台灣商會秘休士頓台灣商會秘
書呂明雪大力推薦書呂明雪大力推薦
糖城家樂超市蔬果糖城家樂超市蔬果

糖城家樂超市經理糖城家樂超市經理KevinKevin 徐徐、、王揚歡迎休士頓台北王揚歡迎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陳福生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陳福生、、王仁杰秘書王仁杰秘書、、科科
技組長游慧光參觀糖城家樂超市技組長游慧光參觀糖城家樂超市

酒商酒商BevcoBevco業務代表業務代表Siri VannSiri Vann，，為台商會友介紹為台商會友介紹
不同紅酒的特性口感及免費品嚐不同紅酒的特性口感及免費品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陳福生夫婦與吳宜凱秘書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陳福生夫婦與吳宜凱秘書、、
吳伯父一起參加台商會新春團拜暨品嚐美酒大會吳伯父一起參加台商會新春團拜暨品嚐美酒大會

糖城家樂超市經理糖城家樂超市經理KevinKevin 徐徐、、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副會副會
長周政賢夫婦與前會長王敦正夫婦等品酒聯誼長周政賢夫婦與前會長王敦正夫婦等品酒聯誼

休士頓台灣商會友在新春團拜暨品酒大會上休士頓台灣商會友在新春團拜暨品酒大會上
享用味全食品公司準備的美食享用味全食品公司準備的美食



BB22新聞圖片 BB77小說連載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星期二 2016年3月8日 Tuesday, March 8, 2016 星期二 2016年3月8日 Tuesday, March 8, 2016

新加坡將舉辦燈光節新加坡將舉辦燈光節 燈光裝置燈光裝置““照亮濱海灣照亮濱海灣””

新加坡新加坡““照亮濱海灣照亮濱海灣””(i Light Marina Bay)(i Light Marina Bay)燈光節舉辦媒體預覽燈光節舉辦媒體預覽，，各式燈光各式燈光
裝置經驗亮相裝置經驗亮相。。據悉據悉，，本屆燈光節將與本屆燈光節將與33月月44日開幕日開幕，，持續至持續至33月月2727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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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認為該葡萄酒廠或為當地大莊園所有考古學家認為該葡萄酒廠或為當地大莊園所有，，住住
戶通過種植葡萄戶通過種植葡萄，，生產葡萄酒謀生生產葡萄酒謀生。。

世界最大太陽能飛機更換電池後在夏威夷試飛

美國夏威夷卡帕裏美國夏威夷卡帕裏 ，，世界最大太陽能飛機世界最大太陽能飛機““陽光動力陽光動力22號號””更換電更換電
池後進行試飛池後進行試飛。。此次試飛員為德國飛行員此次試飛員為德國飛行員Markus ScherdelMarkus Scherdel。。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那一個配比這些花袁 沒的玷辱
了好名好姓遥 "一面説袁一面命他倒
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

抿嘴而笑．這一日袁寶玉也不大出
房袁也不和姊妹丫頭等廝鬧袁自己悶
悶的袁 只不過拿着書解悶袁 或弄筆
墨袁也不使喚衆人袁只叫四兒答應．
誰知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丫

頭袁 見寶玉用他袁他變盡方法籠絡
寶玉．至晩飯後袁寶玉因吃了兩杯
酒袁眼餳耳熱之際袁若往日則有襲人
等大家喜笑有興袁 今日卻冷清清的
一人對燈袁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
們去袁又怕他們得了意袁以後越發來
勸袁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袁似乎
無情太甚．説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

了袁橫竪自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
們死了袁毫無牽挂袁反能怡然自悅．

因命四兒剪燈烹茶袁自己看了一回叶南華經曳．正看至叶外篇．掌
篋曳一則袁其文曰院

故絶聖棄知袁大盜乃止袁治玉毀珠袁小盜不起袁

焚符破璽袁而民樸鄙袁掊斗折衡袁而民不爭袁殫殘天
下之聖法袁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袁鑠絶竽瑟袁
塞瞽曠之耳袁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曰滅文章袁散五
採袁膠離朱之目袁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袁毀絶鈎繩而棄規
矩袁彰工蛰之指袁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此袁意趣洋洋袁

趁着酒興袁不禁提筆續曰院
焚花散麝袁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袁戕寶釵之仙姿袁灰黛
玉之靈竅袁 喪減情意袁 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 彼含其

勸袁則無參商之虞矣袁戕其仙姿袁無戀愛之心矣袁灰其靈竅袁無才
思之情矣．彼釵袁玉袁花袁麝者袁皆張其羅而穴其隧袁所以迷

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袁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睡去袁一夜竟
不知所之袁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袁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與度外袁便推他説道院"起來好生睡袁看凍
着了遥 "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廝鬧袁若直勸他袁料不能
改袁故用柔情以警之袁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
日夜竟不回轉袁自己反不得主意袁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忽見寶
玉如此袁 料他心意回轉袁便越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袁便伸
手替他解衣袁剛解開了鈕子袁被襲人將手推開袁又自扣了．寶玉
無法袁只得拉他的手笑道院"你到底怎么了钥 "連問幾聲袁襲人睜
眼説道院"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袁你自過那邊房里去梳洗袁再
遲了就趕不上．

慕容婉沉寂了片刻袁幾不可聞的嘆了一氣袁往林一身邊靠了靠袁伸手抱着林一的
手臂院"姐姐不用傷心袁以後姐姐有婉兒了浴 "

"恩袁婉兒以後就是我的親妹妹袁姐姐一定會像公子一樣好好的照顧婉兒的浴"傷

心钥小的時候她會袁後來漸漸長大了袁她就知道袁傷心根本就是浪費生命遥就像老院長
説的袁傷心並不能讓自己幸福袁人只有有了理想袁並爲之而奮鬥袁才能獲得人生的價
値和意義遥 "恩浴 "

兩個人裹在被窩里袁説了一宿的話袁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的睡着遥 而這一夜袁紅
珠在外面聽見里面嗡嗡的説話聲袁也是一夜未眠袁總覺得心里空落落的遥

年初三的時候袁簡單就回來了遥一進莊子衣服都沒來得及換袁就來了慕容婉的院
子遥 "小姐好些了嗎钥 "

"好的多了袁算算時間都五天沒有發作了浴 "林一倒了一杯熱茶遞給簡單遥
"眞的钥 "簡單聽了眼睛一亮袁也不去接茶盞袁直接走到慕容婉的身邊袁給慕容婉

診起脈來遥
"簡大夫怎么也不在家里多待幾天钥"簡單擔心慕容婉袁林一是知道的袁只是自從

跟了過來照顧慕容婉的病袁他就很少回城了袁醫館的生意也都沒有過問了袁這好不容
易過年袁才回去這么幾天就回來了袁林一是怕時間長了簡單的家里人雖然忌憚着慕
容王府袁但是難保心里不會有意見啊遥

簡單卻像是沒有聽見袁面露喜色院"甚好袁甚好浴 只要再過兩個月袁體內的餘毒就
能清除乾凈了遥 "

紅珠正幫忙拾掇簡單的藥匣子袁突然聽簡單這么一説袁身子楞了楞袁狐疑的看了
簡單一眼遥

林一見狀急忙上前院"簡大夫的意思是説袁婉兒的瘟疫袁再有兩個月就能痊癒了
么钥 "林一故意將 '瘟疫 '兩個字説的重了些遥
簡單這才驚覺一時失了言袁嘿嘿笑了兩聲院"是啊浴最多兩個月就能康復了袁不過

即使瘟疫康復了袁也要再調養個三兩月的袁才能把身體完全調養好浴 "

其實簡單不這么説袁慕容婉也會要求儘量在這里多住些日子袁最好永遠都不用
再回王府遥反正父親和繼母都不樂意見到她袁而哥哥袁只要簡大夫回去吿訴王府的人
自己的瘟疫已經好了袁那么哥哥就能到這里來看自己了遥

"簡大夫的意思是説袁兩個月以後婉兒就不用隔離了袁可以出去了钥"慕容婉中毒

這么多年袁雖然有上好的補品養着袁但是身體底子基本上是毀掉了袁想要將來不依靠
補品袁像正常的小姑娘那樣快快樂樂健健康康的袁還必須要多多鍛煉體能才行遥而鍛
煉的計劃林一心里早就已經擬定了浴 就先從最基礎的廣播體操開始浴

"麗兒遥 "高煒面色凝重地説道院"前段時間袁朕不但冷落了你袁還冷
落了皇兒遥 由於國事太忙袁更加忘了給皇兒取名字袁想起來就覺得噎"

"皇上袁皇兒一定能諒解他父皇的苦心遥 "弘德夫人用兩根手指按

住高煒的薄唇袁嬌嗔道院"取名的事情等以後再説也不遲呢遥 "

高煒抓住弘德夫人的柔荑袁冷靜地説道院"朕想好了袁下個月初三便
是黃道吉日袁不但給皇兒賜名袁還要讓麗兒你正式認陸郡君爲乾娘遥 朕
見你們也算是投機袁正好也能給陸郡君作伴袁你看如何钥 "

弘德夫人咬着唇袁深吸一口氣袁強忍着喜悅袁佯裝着平靜地俯身説
道院"臣妾叩謝皇上遥 "

"好了袁讓乳母抱走皇兒吧遥 "

"是遥 "弘德夫人羞怯地説道院"皇上今晩是否留宿鏡殿钥 "

"哈哈哈遥 "高煒打趣地説院"難不成夫人還想趕朕離開钥 "

"臣妾不敢遥 "弘德夫人將手中的嬰兒遞給剛剛走進來的乳母袁然
後笑着説道院"不過臣妾倒有一條建議遥 "

"哦钥 怎么説钥 "高煒笑問遥
"聽陸郡君説袁皇上最近國事繁忙袁所以臣妾懇請皇上暫時移駕徽

光殿袁待事情處理妥善之後袁再來鏡殿也不遲啊遥 "

"這個噎"高煒驚訝地盯着眼前的女人遥
"其實臣妾眞的很想念皇上遥 "弘德夫人蹙着眉袁説道院"可是臣妾

更心疼皇上的身子袁臣妾不能因爲一己私欲而壞了皇上的龍體遥 "

"嗯遥 "高煒點了點頭袁而後在弘德夫人的臉頰上輕輕一掐袁壞笑地
説院"果然沒有讓朕失望袁好袁朕接受夫人的建議遥 那夫人早些休息遥 "

"是袁臣妾恭送皇上遥 "弘德夫人笑着俯身遥
高煒留戀地看了穆麗一眼袁然後頭也不回地離去袁本來以爲皇上會

在鏡殿留宿的韓欒更是不解袁不過眼看皇上眉心的憂鬱沒之前濃烈袁心
里也舒心不少袁看來也只有這弘德夫人才能揣測聖意啊遥

"夫人袁皇上噎"拿着香爐走進來的琉璃不解地問道院"這噎不會是
情况又有變化钥 "

"一切自有我掌控遥 "弘德夫人恢復本色袁冷冷地笑道院"好了袁你把
香爐拿走吧遥 "

"可是噎"

"沒有什么好可是的袁我這么做只會讓皇上更加傾心于我袁我決不
能再有半點差錯袁要一點一滴地恢復在皇上心中本來的面貌遥 "

"奴婢知道了遥 "琉璃陰冷地笑道院"夫人聖明遥 "

第一卷 召喚師的崛起 第三十章 雪狼傭兵團
溫暖的風從耳邊呼嘯而過袁周圍的景物快速的褪去了袁此刻的夏

如風袁把魅影仙踪用到了極致遥這是她第一次和大靈師級別的交鋒袁所
以不敢有一絲的放鬆遥

大靈師與靈師果然是天差之別袁 靈師都無法捕捉到她的腳步袁可
大靈師卻依舊能跟上來袁雖然距離有些遠遥然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袁魅
影仙踪是金階靈技袁對體內靈力的消耗很大袁若靈力被消耗光袁她就只
能束手待斃遥

"該死的袁我什么時候被如此的追殺過钥 那群老狗們袁等到我下次
再歸火雲城袁便是他們付出代價之日遥 "

眼中劃過堅定袁夏如風的腳下加快了速度袁再次把後面的人給甩
的遠遠的遥

"家主袁我們就這樣追下去嗎钥"雲家的一個長老微有些氣喘袁他沒
想到袁一個小輩可以和自己的距離拉的如此大袁那個身法靈技袁眞有如
此厲害嗎钥

"追袁必須要追上袁若給她時間袁十年之內袁她定然會超越我袁到時
候我雲家就危矣遥 "

十年是雲林最保守的估計袁如果他的話被夏如風聽見袁肯定是嗤
之以鼻遥十年超越他钥他也太看的起自己了吧钥畢竟夏如風不覺得袁自
己超過一個雲林袁還需要十年時間遥

火擎天和雲林的想法是一樣的袁 他們都不願放任她繼續成長下
去遥

"不行袁 這樣下去靈力消耗的太快了袁"夏如風感受到後面追來的

氣息袁嘆了口氣袁拿出來一個藥瓶袁打開瓶蓋袁隱隱可見里面白色粉末袁
她立刻仰頭呑了下去袁體力靈力再快速的增長着遥

這是二品低級的復靈散袁能夠快速恢復靈師消耗的靈力袁可曾經
火兒幫忙在火山採摘的藥材袁只夠煉製五瓶藥散袁她學習時廢棄了四
瓶袁總共僅剩下一瓶成藥遥

但爲了保命袁她顧不了那么多了袁只是金階靈技太消耗靈力袁恐怕
以她靈師級別的靈力根本支持不了多久遥

天色漸漸復明袁一夜的時光便在他們的追逐中淡去遥

王鴻運咧嘴一笑院"以後出來遊玩袁還是別帶上你了遥 不然袁漂亮姑娘
哪里肯朝我們幾個看袁都盯着你才是眞的遥 "説着袁還遺憾的搖搖頭袁大有 "

旣生瑜何生亮 "的感嘅遥
葉書懷等人都哈哈笑了起來遥
畫舫離岸邊還有一段距離袁若是不揚聲説話袁聽的並不清楚遥 在寧汐

這一邊袁只見幾個公子哥兒嘻嘻哈哈的笑成了一團遥 而且有意無意的都在
看她遥 那些目光倒也沒有猥瑣的意思袁只不過袁寧汐可沒興趣被當成猴子
一樣觀賞遥

"爹袁我們回去吧 "寧汐低低的説道遥
寧有方點點頭應了袁和其他的廚子打了聲招呼袁便領着寧汐退出了人

群遥
張展瑜也跟着退了出來袁笑着説道院"師傅袁汐妹子袁我送你們回去遥 "

寧有方正要搖頭袁 不知怎么的又改了心意院"也好袁 若是來不及趕回
去袁就在暉兒的屋子里睡一晩好了遥 "

張展瑜笑了笑袁點頭應了遥 心里卻打定主意袁就算再遲也不能在容府
里留宿遥

一路走回容府袁已經是亥時了遥 寧汐匆匆的洗漱一番就上床睡下了遥
明明身體疲乏很累袁可神智卻異常的清醒遥

一會兒是邵晏微笑的面孔袁一會兒變成了張展瑜柔情的一瞥袁再然後
又變成了立在船頭的容瑾噎噎

這個晩上過的袁眞是一團混亂
算了袁別在這兒胡思亂想了遥邵晏是拒絶來往戶袁可以不去考慮遥張展

瑜是敦厚可靠的師兄袁維持兄妹的情意最合適遥 至於容瑾噎噎
寧汐一想到那張似笑非笑的面孔袁 心里陡然一顫袁 莫名的又嘆了口

氣遥
到底該怎么定位容瑾袁她一直沒細想過袁也不敢去細想遥總之袁旣然注

定沒有可能袁還是保持距離爲好遥 等以後搬出容府了袁見面的機會自然就
更少遥 時間一長袁就會慢慢疏遠了遥

就算噎噎容瑾對她有些微的好感袁也會很快的消散遥張敏兒王嬌嬌楚
雲柔那樣的名門貴女才有資格和他並肩站在一起遥

至於自己袁還是腳踏實地的過自己的小日子好了遥
寧汐模模糊糊的睡着了袁可睡的並不踏實遥 所以袁當窗欞被輕輕的敲

響時袁寧汐立刻就醒了遥 渾身的鷄皮疙瘩都冒了出來袁不自覺的抓緊了被
子院"誰钥 "

窗外響起了一聲輕笑院"寧汐袁是我遥 "

那聲音慵懶中帶着一絲平日沒有的溫柔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袁她想聽
不出來都不行遥

寧汐心里稍定袁一股無名的怒氣忽然涌了上來袁隨意的將衣服披在身
上袁躡手躡腳的走到了窗子邊袁低低的説道院" 深更半夜的袁你不回去睡
覺袁跑這兒來做什么遥 還有袁你是怎么進來的钥 "

隔着窗子袁容瑾的聲音低沉迷人院"你該不會忘了這是哪里吧 "

是啊袁這是容府遥門鎖自然難不住容瑾噎噎咦钥不對袁阮氏明明反鎖了
門的遥 容瑾又是怎么進來的钥

寧汐蹙着秀眉袁壓低了聲音問道院"你該不是翻墻進來的吧 "

冰
伊
可
可

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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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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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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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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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美味佳餚

Meetings Underway For China's 4th Legislative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hadowing the standoff between the FBI and Apple
over access to an encrypted iPhone used by one of
the San Bernardino attackers is the question: What
will China do? If Apple creates unique software that
allows Washington access to the phone, does that
open the door for Beijing to make similar demands
on the company and all other foreign technology
firms operating in China? As Sen. Ron Wyden of Ore-
gon argued, “ This move by the FBI could snowball
around the world. Why in the world would our govern-
ment want to give repressive regimes in Russia and
China a blueprint for forcing American companies to
create a backdoor? ”
Certainly, China watches U.S. statements and policy
very closely. An early draft of China ’ s counterterror-
ism law included provisions requiring the installation
of backdoors and the reporting of encryption keys. In
the face of criticism from the US government and for-
eign technology companie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ational People ’ s Congress, defended the
provisions as in accordance with “ international com-
mon practices, ” adding that it was common for the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to request tech firms to disclose encryption
methods. The final law, passed in December 2015,
was much more ambiguous about what type of de-
mands
the gov-
ernment
would
make on
technolo-
gy com-
panies,
but it is
clear that
Chinese leaders are more than happy to exploit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rhetorical cover.
Yet we should be clear that what happ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very little impact on what
China ultimately decides to do. Beijing, like
governments everywhere, want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for law enforcement and national
intelligence reasons. The desire for data may only

intensify under Xi Jinping
’ s leadershi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ppears
increasingly worried
about domestic stability
and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within the
country ’ s borders. For
foreign companies,
refusal to cooperate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increasingly lead to a loss
of market opportunities.
Faced with competing pressures across the many ju-
risdictions that they operate in, there are no easy op-
tions for the companies. Any resolution will be politi-
cal, not technical. The ideal outcome is a multilateral
agreement that embraces privacy and the strongest
encryption possible, but also allows government ac-
cess to data for legitimate purposes.
The most workable solu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in fact involve sidestepping the question about
whether governments (or companies) should be able
to break encryption. As a recent report from the Berk-
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Univer-
sity argues, there are now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genera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ars, ther-
mostats, surveillance cameras and hundreds of devic-
es other connected devices) and the metadata (time,
location, address, but not content) produced by cell
phones a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This data can
be made available to law enforcement through estab-
lished legal procedures, while leaving the encryption
that protects phones and other devices alone.
This approach could be standardized across the At-
lantic. Governments would leave encryption alone,
but share other measures to collect data. With Priva-

cy Shield, the new agreement
that regulates the transfer of
data by companie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EU, and re-
ports that the U.S. and UKare
negotiating a new treaty that
would allow easier access for
law enforcement to data,
there are promising sign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trans-Atlantic agreements

about how information might be shared across nation-
al borders.
China, however, remains the hard case.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Beijing would be willing to forgo ac-
cess to encrypted data on a phone, and, given cultur-
al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little hope for rules and
standards shared across the European, Chinese,
and American economies. China and Apple seem to
have reached a temporary détente. Beijing has so far
not made any further public demands on Apple, and
the Chinese marke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e
company ’ s future, with revenues growing to $12.5
billion in 2015.
Yet Beijing has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it expects for-
eign companies to follow its rules if they want to con-
tinue selling in the Chinese market. As China ’ s cy-
ber czar Lu Wei said in December, “ As long as you
don ’ t harm China ’ s national interests or Chinese
consumers ’ interest, we welcome you and your
growth in China. ” Apple is likely to be pushed, unwill-
ingly, into forking its products, creating separate, less
secure products for Chinese users. While this will be
a bitter pill for Tim Cook and Apple to swallow, given
their promises to defend the privacy of all users, it is
likely to be the price of continu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Courtesy //www.defenseone.com/ideas)

The gathering of nearly 3,000 delegates in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comes amid slowing growth
in China's economy and tension over competing terri-
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underway until
March 16.
Following Are Highlights From The Session

Delegates to the ceremonial legislature, which rou-
tinely endorses ruling party plans in near unanimous
votes, praised the work report delivered by Premier Li
Keqiang at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Li an-
nounced the government was trimming its economic
growth target to between 6.5 and 7 percent, down
from "about 7 percent" last year, and promised to
open oil and telecoms industries to private competi-
tors in sweeping industrial reforms.
Authorities are struggling to reassure the public and
global markets about their ability to steer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following a plunge in stock

prices and protests by laid-off workers.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trying to shift away from
a heavy emphasis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to growth
driven more by consumer spending. Growth rate last
year declined to a 25-year low of 6.9 percent.
"If the 6.5 to 7 percent growth should be solid and re-
al, I think it's very acceptable," said Liu Gexin, a dele-
gate from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southwest.
Others were more breathlessly enthusiastic. "It's an
exhilarating re-
port. It's a mobi-
lization order,"
said delegate
Zhu Liangyu
from Beijing. "I
completely
agree with it."
Li also said the
party's reform
plans require it
to cut the domi-
nance of state
companies that
dominate industries from banking and telecoms to oil
and steel and give entrepreneurs a bigger role. He
promised to open electric power, telecoms, transpor-
tation, oil, natural gas and municipal utilities to private
competition.
Premier Li Keqiang has pledged "full support" for
Hong Kong's embattled chief executive and said Bei-
jing is convinced the city will "maintain long-term pros-
perity and stability."
In his speech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at
started Saturday, Li made no mention of rec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turbulence in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Also, without mentioning recent elections in Taiwan
that were seen as a setback for Beijing, Li said China
would stick to its major policies on Taiwan. That in-
cludes opposing the island's independence and insist-
ing that it agree that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re
part of a single Chinese nation to be unified eventual-
ly, something the island's president-elect Tsai
Ing-wen has so far refused to do.
Along with safeguarding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

ritorial integrity," China also wants to maintain "the
peaceful growth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safe-
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Li said.
China and Taiwan split amid civil war in 1949.
Tibetan delegates to the congress wore two pins, one
representing the past leaders since Mao, the other
one showing current leader Xi Jinping. The displays
of allegiance by Tibetan delegates at this high profile
political event come as ten-
sions continue to simmer in the
country's Western minority re-
gions.
The Chinese premier on Satur-
day did not mention such ten-
sions but said China would
"stick to the Chinese way —
the right way — of managing
ethnic issues."
An advance copy of the budget
to China's national congress
says the government will in-
crease national defense spending by 7.6 percent in
2016, the smallest increase in six years. It reflects
slowing growth i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
my and a drawdown of troops as Beijing seeks to
build a more streamlined, modern military.
The figure in Saturday's report comes a day after the
spokeswoman for the legislature, the National Peo-
ple's Congress, said China would boost defense
spending by about 7 to 8 percen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being trimmed to 2
million troops from 2.3 million but will still be the
world's largest standing military. China's plan to
spend 954 billion yuan ($146 billion) on defense
spending this year is still less than one-third of what
the U.S. is proposing to spend this year.
In his speech to delegates, Premier Li Keqiang (pro-
nounced "Lee kuh-chiang") pledged to boost con-
sumption in areas such as elder care, health services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linking of offline services
with Internet users.
As China's population ages, demand for elder care is
projected to grow as is the need for better medical
services. Meanwhile,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and

the country's Internet giants have pour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to an array of mobile platforms that connect
smartphone users with movie ticketing, food delivery,
restaurant reservation and flight booking servic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pes such services can
help drive domestic consumption, which swelled as a
percentage of GDP from 36.8 percent in 2005 to 44.5
percent last year.

Li says China needs to fix its en-
vironmental problem: "We must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where
the sky is blue the earth is
green and the water runs clear."
Outside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where he was speaking,
the air in Tiananmen Square is
still a light hazy gray, although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Friday,
when Beijing was smothered by
the worst pollution so far in
2016. The city's levels of the

dangerous PM2.5 particles were above 400 micro-
grams per cubic meter in some places, more than 16
tim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fety level.
Li's speech opened China's parliament session, the
main event on its political cal-
endar.
Premier Li Keqiang pledged
to push forward with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emphasizing two govern-
ment plans, Internet Plus to
incentivize Internet and
e-commerce-related busi-
nesses and "Made in China
2025" to upgrade China's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In the past year, China has
cut millions of tons of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in steel,
glass and aluminum and oth-
er inefficient heavy industries. (Courtesy finance.ya-
hoo.com/news/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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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Watching the
FBI-Apple Battle Very Clo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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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delivers his work report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annual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Saturday, March 5,

2016.(AP Photo)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Hostesses, who facilitated the
transportation of delegates arriving by
bus, pose for photos on Tiananmen

Square near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during a meeting ahead of
Saturday's opening session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Friday,
March 4, 2016. The political conclave

comes as China's leaders are being tested
by new challenges including an economy
that has slowed to a 25-year low, global

uncertainty over the country's
tumultuous stock markets and currency
movements, and tension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P Photo)

If The U.S. Government Relents On Its Insistence
On A 'Backdoored' iPhone, Beijing May Not

--Delegates Praise Chinese Leaders' Economic Plan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delegates from Tibet wear pins
depicting five current and former

Chinese leaders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re

experiencing a
demographic shift
towards an older
population, but
nowhere is the
situation as

extreme as it is in
China.

iPhone Privacy Supporters Rally At Apple Store Over iPhone Order.

Apple CEO Tim Cook Reflects On The Privacy
Issues Facing His Company

木耳，别名黑木耳、

木菌、光木耳。真菌学分

类属担子菌纲，木耳目，

木耳科。另有形状相似的

白木耳。是野生又可以人

工培植，种子实体耳状、

叶状或杯状，薄、边缘波

浪状，宽 3-10厘米，厚 2

毫米左右，以侧生的短柄

或狭细的附着部固着于

基质上。色泽黑褐，质地

柔软，味道鲜美，可素可

荤，营养丰富。养血驻颜，

令人肌肤红润，容光焕

发。并可防治缺铁性贫血

等，具有很多药用功效。

木耳生长在朽木上，没有

枝叶，受湿热余气而生。

各种树木都能生木耳，它

的良毒也由木性而决定。

生长于栎、杨、榕、槐等

126种阔叶树的腐木上，

单生或群生。常屋瓦状叠

生。目前人工培植以椴木

和袋为基体。自然界的生

物有“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的规律，中医学认

为，“天人合一”，人生活

在大自然中，也要顺应这

个规律。黑木耳色泽黑

褐，质地呈胶质 状透明，

薄而有弹性。味甘，性平，

能益气强生、活血、止血

效能。褐色子实体略呈耳

状、叶状或杯状，湿润时

半透明，干燥时收缩变为

脆硬的角质至近革质。可

用于一般的食物，潮湿地

带比较多。主要分布于黑

龙江、吉林、福建、台湾、

湖北、广东、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等地。

（中国菜谱网）跳跳鱼肉质肥美，煮出来的汤汁更是浓厚甘醇，乳白色状若凝乳，高胶原蛋白，是美容养颜的好补品。跳跳鱼体含水量很大，所以滋味特别鲜嫩，其捕捉也很难度很高，在广东沿海一

带广受欢迎，当地孕妇在产期是一定要捉一些跳跳鱼炖补来调理身体的。木耳清脆爽口，清炒、爆炒、炝炒都劲道十足。清爽的口感不同于大有大肉的腥腻，让人觉得清爽又不寡淡。调些鲍鱼汁让

木耳入了鲜味，蔬菜特有的清新口感会越发卓越。木耳也很百搭，放点山药、青椒、鸡蛋都很好吃。清肺的佳品，时不时的来点，对身体非常有益，还能降低胆固醇。

舌尖上的中国

木耳 香菜 食盐 花生油

1.香菜，洗干净，沥干水。

2.泡好的木耳沥干水。

3.把香菇倒进去爆香。

4.放上一小勺盐。

5.放点鲍鱼汁

6.放上一点鸡精。大火，继续翻炒。

責任編輯：XX

步脚

炝炒木耳

1、香菇木耳要提前浸泡。

2、炒的时候，建议先过趟热水。

3、稍微在油锅里翻动，放上佐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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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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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城

六
號
公
路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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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加州大學學費再次上漲

中國留學生看法不同

綜合報導 美國資訊技術

創新基金會日前公佈的調查顯

示，美國超過三分之一的技術

創新者都是移民。

美國資訊技術創新基金會

調查發現，美國的科技創新者

中有35.5%是在國外出生的，

另有10%的技術創新者在美國

出生，但雙親至少一方來自其

他國家。

研究員亞當斯表示，人們

可能認為技術創新是由輟學的

天才創業者推動的，比如比爾

•蓋茨和扎克伯格。事實上，

在美國的大型公司中，工作多

年的高學歷移民才是科技創新

的主力。

研究發現，在美國本土出

生的創新者中有8%是亞裔、非

裔、西班牙裔、印第安人和其

他種族的人。這些人群佔美國

人口的32%。

研究者稱，這項研究強調

製訂更加靈活的移民政策以及

加強STEM(科學、技術、工程

和數學)教育的必要。“我們需

要加強和擴大移民渠道，允許

高學歷STEM人才到美國工作

，包括那些在美國大學就讀的

外國學生，他們畢業後通常都

很難在美國合法生活”。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

日表示，將從今年10月1日起在其官方

外匯儲備數據庫中單獨列出人民幣資產

，以反映IMF成員人民幣計價儲備的持

有情況。

IMF表示，這反映了中國通過市場

化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同時

有可能提高各國在外匯儲備配置過程中

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

這一變化將在IMF于2017年 3月底

公佈的 2016 年第四季度調查中反映出

來。

IMF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

調查以統計總量的形式列出成員所持有

的外匯儲備貨幣構成。目前，美元、歐

元、英鎊、日元、瑞士法郎、澳元和加

元屬於調查中單獨列出的貨幣，所有其

他貨幣則合併列示。

綜合報導 近日，統計報告指

出，目前南加州大學的學費再一

次上漲，甚至在全美私立大學中

，已經超過了哈佛大學的學費水

準。同時，作為全美中國留學生

人數最多的高校之一，中國留學

生對這一狀況的觀點卻是見仁見

智。

現已從南加州大學(USC)金融

工程專業順利畢業的呂同學對這一

現象表示不滿。他認為：“我並不

認為南加大的教育品質與學費數量

相匹配，尤其是對於我們國際學生

來說。在我周圍，我幾乎很少聽說

哪個中國學生拿到了學校的獎學金

，而且來到這裡留學後，我多少有

些失望。我原本以為美國的私立大

學都是小班授課，學生與教授的關

係非常緊密，但讓我所失落的是，

我們工程學院的學生仍然是大班授

課，教授的時間也是很難平均到每

個學生身上的。”

然而，目前就讀于USC工商

管理專業的唐同學則表示，學費

有所上漲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畢

竟私立學校需要經營。眼下通貨

膨脹，且放眼望去，幾乎每一所

私立學校的學費都在上漲。所以

這只能反映出教育行業的一個趨

勢，並沒有什麼可指責的。相反

，最近新出爐的美國大學排名，

USC仍然穩居25名，所以可以說

還算是對得起這學費的。

一年前畢業于USC的常同學現

已在北京一家證券公司就職。她表

示：“近來，很多人會吐槽USC說

學費太貴，品質反倒沒有那麼好，

但我還是秉持比較現實的觀點，畢

竟USC是被很多中國企業所認可的

名校，對於日後希望回國找工作的

同學們來說，是有極大幫助的。至

於品質究竟如何，我想大家每個人

心目中的判斷標準都不一樣。我的

觀點是，無論學校的品質如何，在

職場中，與能力相比，學歷僅僅是

一塊敲門磚。”

美三分之一
技術創新者
都是移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外匯儲備數據庫

將單列人民幣資產

今年國家財政赤字率3%創歷史新高

為減輕企業負擔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

中披露，2016年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要

加大力度，擬安排財政赤字 2.18 萬億

元，比去年增加5600億元，赤字率提高

到3%。

這一赤字規模將創1949年新中國成立

以來之最，赤字率也首次碰觸了歐盟所

謂“3%的國際警戒線”。

當前緣何要擴增赤字？
財政風險如何？
為何擴增赤字？
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李克強在報告中指出，適度擴大財

政赤字，主要用於減稅降費，進一步減

輕企業負擔。

國家資訊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院主任

牛犁表示，提高赤字率是目前經濟穩定

的需要。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國內外一系

列不確定性，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

國內經濟面臨的矛盾和困難也很突

出，需要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來穩定

經濟增長。

同時，中央今年提出加快推進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

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

降成本、補短板。牛犁表示，這些措施

都需要加大財政補貼支援的力度，例如

企業破產重組、安置下崗工人、資產處

置等都需要財政補貼，財政支出壓力變

大，提高赤字率也是為了給結構性改革

創造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積極財政政策進一步擴張力度，突

出標誌就是更大力度減稅降費。根據政

府工作報告，2016年5月1日起，將全面

實施營改增，試點範圍擴至建築業、房

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並將所

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

範圍，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同時，將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

金，停徵和歸併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

水利建設基金等免征範圍。將18項行政

事業性收費的免征範圍，從小微企業擴

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

根據報告，一系列減稅降費舉措，

今年將累計為企業和個人減少負擔5000

多億元。

在減稅降費的同時，積極財政政策

也將進一步顯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

院長劉尚希說，明顯標誌就是適當增加

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加大對民

生等薄弱環節的支援力度。

今年赤字規模2.18萬億元，就意味

著政府花出去的錢遠高於收入的錢，企

業和個人將得到更多政府資金支援，進

而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動力。

不過，增加財政赤字並不意味著財

政支出普漲，總理明確提出了“創新財

政支出方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要

求，提出“該保的一定要保住，該減的

一定要減下來”。

“壓線”赤字率是否有風險？
3%的赤字率仍處於安全區間
3%一直被歐盟等經濟體視為衡量一

國財政風險的警戒線之一。今年我國財

政赤字率達到3%，碰觸了歐盟警戒線，

是否意味著財政風險加大？

“我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

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這樣的安

排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安全的。”

李克強總理在報告中說。

牛犁表示，3%以內，包括3%仍舊

是一個安全的區間。同時，牛犁介紹，

在金融危機大背景下，歐洲許多國家的

財政赤字率一度高達10%以上，主要發

達國家的赤字率經常突破3%。

數據顯示，我國財政赤字率一直保持

較低水準。2012年至2015年，中國財政赤

字率分別為1.5%、2.1%、2.1%和2.4%。據

新華社報道，近年來受世界經濟週期性波

動的影響，主要發達國家的赤字率經常突

破3%，如2014年英國的赤字率為5.7%，

法國為4%，日本為8.8%。

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

師王遠鴻也表示，3%目前還處於大家達

成共識的合理範圍之內，財政風險並沒

有明顯加大。他認為，歐盟3%赤字率警

戒線的說法只是歐盟入盟的一個規定條

件，是當時大家討論認為比較安全的數

字線，“但並不是金科玉律”。同時，

中國與歐洲不同，歐洲國家有大量私有

經濟，政府可支配資源比較少，赤字大

可能導致政府破產等，但在中國，中央

和地方政府掌握資源較多，包括金融、

礦產等，抗風險能力強，相比較而言，

中國政府可以承受的赤字水準和債務水

準比歐洲政府高。

政府債務負擔加重是否不安全？
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可化解風險
牛犁表示，總體來說，當前我國的

負債水準是在安全、合理的區間內的，

我國負債水準在世界上處於中等水準，

遠比日本、波蘭等國家低。

王遠鴻也說，在當前情況下，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通過適當擴大債務，使

得財政、金融、生產等領域經濟下行風

險不被激發出來，可以有效穩定經濟，

為經濟平穩過渡創造條件。

同時，王遠鴻也表示，擴大赤字率

必須適度，短期內不能太快、太猛，在

擴大赤字率的同時，政府需要做的就是

化解風險，通過結構性的改革或制度性

的設計，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使得經

濟主體的活力激發出來，逐漸化解風

險。也就是說，在保持經濟穩定的前提

下，要保持增長，提高經濟效益，提高

經濟增長的品質。儘管經濟發展增速回

落，但品質提高，效益變好，並培養好

新的經濟增長點，隨著時間推移，矛盾

就自然而然消解了。

中國烹飪協會：中國餐飲業進入3萬億元新階段
綜合報導 中國烹飪協會 2 月 29 日發佈的

《2015年中國餐飲市場分析報告》顯示，餐飲市場

發展漸趨回暖，2015年全年實現餐飲收入32310億

元，同比增長11.7%，餐飲業正式進入3萬億元新

階段。

《報告》顯示，餐飲業發展呈現強勢回穩

跡象，餐飲業拉動消費作用增強。2015 年餐飲

收入佔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10.7%，比重

也繼續回升，且餐飲收入增速于 5年後再次恢

復至高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10.7%）的

水準。

在餐飲市場陷入困境時期，政府部門不斷打出

政策組合拳，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發展環境，降低

銀行卡刷卡手續費、營改增、兩證合一等利好政策

頻出，支援鼓勵發展大眾化餐飲。

而今，新三板、眾籌等模式已成為餐飲業的融

資沃土，大量的資本為餐飲業發展帶來了更多的發

展機遇和潛在動力。新三板之所以受到餐飲企業青

睞，一方面是新三板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風險承擔

與價格定位能力較強；另一方面在新三板掛牌可以

解決餐飲企業並不太高的融資需求，與餐飲企業的

正常發展相匹配。同時，眾籌模式也對餐飲創業者

和餐飲企業產生了積極影響。通過眾籌，餐飲企業

獲得了資金和客戶黏性，建立和擴大自身的資訊發

佈平臺，進行自主行銷推廣。

中國烹飪協會認為，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餐

飲業同樣進入理性回歸、滿足大眾需求、適應市場

變化、著力提升品質與效率的發展新常態。首先，

大眾化餐飲消費由於有剛性需求，增長比較穩定，

成為推動整個行業趨穩回暖的最大動力，有機餐

飲、快餐團餐、特色餐飲、農家樂等細分業態發展

迅速，具有較大發展空間；其次，房租、人力等成

本持續上升且無放緩跡象，成為新常態下的一個重

要特徵，餐飲企業盈利能力將成為檢驗企業健康發

展的唯一標準。此外，隨著科技水準的發展和基礎

設施的完善，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將

為餐飲業發展提供新機遇，並持續吸引週邊資本的

關注。

烹飪協會會長姜俊賢表示，餐飲業應在繼續研

究消費心理、消費結構、消費趨向等需求側問題的

同時，認識到中產階級將成為消費市場的中堅力

量，女性消費、“網際網路+”消費都在興起，飲

食的營養健康也越來越受到市場的關注。餐飲業要

把創新驅動放在核心位置，通過改進供給側，使更

多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涌現出來，促進餐飲經

濟發展。

《報告》顯示，隨著城鎮化發展成效的不斷顯

現，其功能配套需求將不斷提升，特別是作為民生

產業的餐飲服務將獲得巨大發展。在此期間，大型

連鎖餐飲品牌的屬地化覆蓋將具有可觀的市場空

間，並將在提升區域餐飲業發展水準方面發揮積極

的帶動作用。

《報告》還認為，2016年，“網際網路+餐

飲”的熱潮將繼續深入，第三方網路平臺對入網企

業的實名登記將是2016年政府有關部門重點加強監

管的領域。

年終獎多拿年終獎多拿11元多繳稅可達上萬元多繳稅可達上萬，，代表建議單獨設計稅率和算法代表建議單獨設計稅率和算法

（綜合報道）“很多人說，福建是‘有福
之地’、‘福’字當頭，但我說，‘福’來自
‘建’，是‘建’出來的!沒有‘建’，難得
‘福’。”3月7日上午，李克強參加十二屆全
國人大四次會議福建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妙解
“福建”二字。

聽過6位代表發言後，李克強說總體感覺是
“熱情高、干勁足、辦法多”。他說，在去年
國際國內形勢復雜艱巨的情況下，福建廣大干
部群眾始終表現出高度的韌性，在困難面前不
彎腰，在挑戰中搶抓機遇，使福建經濟建設和
社會發展穩步邁上新台階，走在全國前列。

“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中國改革
開放30多年的輝煌成就，就是廣大干部群眾干
出來的。福建的‘福’，也是福建廣大干部群
眾‘建’出來的!”總理說。

“去年我國各項經濟指標，唯一沒有完成
的就是進出口總額。福建去年進出口怎麼樣?”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省長於偉國發言時，李
克強插問道。

於偉國回答：“我們 2015 年的出口增長
0.7%，2016年1月出口額增長了1.7%。”

“那很不容易啊!”李克強說，在全球貿易
萎縮、我國外貿受到衝擊的情況下，福建依然
保持上升態勢，這一成績“難能可貴”。

“我看到，今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GDP增速目標是8.5%，要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兩

個百分點。”李克強說，“我們不片面追求
GDP，但也不能不要GDP。因為這畢竟是一個
綜合指標，反映投資、消費、淨出口，反映一
二三產的結構，也反映出經濟的質量和效益。
福建的自我加壓，不僅在推動自身發展，也是
為全國大局擔當重任。”

他說，福建人民長期以來就有吃苦耐勞、
勇於奮進的光榮傳統。要繼續保持在東南沿海
地區異軍突起的態勢。既要在內陸綠色發展，
也要推動海上經濟發展，繼續走在全國前列。

“希望福建‘建’字開路，在我國沿海地
區形成新的戰略支點。”李克強說。

“福建簡稱‘閩’。從字形上看，就是一
只蟲被框在裡面。要向上突破、破繭成蝶，上
面那一個突破‘點’，就是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李克強一番巧妙解釋，引發代表團一片笑
聲。

總理說，現在全國不同地區、行業經濟走
勢出現分化。因為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我國
傳統動能很難再像過去那樣“直線”上升。

“一些國家可能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出現經濟下行。要跨過去，並不是沒
有辦法。”李克強說，“管理學、經濟學裡面
有一個‘S型曲線’理論：當舊動能增長乏力的
時候，新的動能異軍突起，這樣的新動能就能
支撐起新的發展。”

去年4月，李克強曾在福建泉州一家機械公

司考察“中國制造 2025”
。7日的會上他重提那次考
察說，這家公司發展“智能
制造”，既是對傳統動能改
造，適應個性化定制、柔性
化制造的趨勢，實際上也是
在培育“新動能”。

“剛才有代表發言提到
正在探索‘物聯網’，還有
代表介紹武夷山區把原來的
污染行業升級為農產品、休閑旅游等綠色產業
，這些都是我在《政府工作報告》裡講的‘新
經濟’。”李克強說，“新經濟包含兩大股力
量，一是利用‘互聯網+’、‘雙創’等培育新
動能，二是要改造升級傳統動能。”

他進一步解釋，當前各區域行業分化確實
嚴重，但其中也蘊藏著希望和機遇。“為什麼
有的區域不行，而有的區域卻蓬勃發展?為什麼
有的行業面臨困境，有的行業卻充滿機遇?”李
克強說，“福建培育新動能、改造傳統動能已
經形成了一定態勢，希望你們加快新舊動能轉
換，‘破繭成蝶’!”

“我去年考察福建時專門去了嚴復故居。
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等著作，為
中國打開了一扇‘開眼看世界’的窗戶。”李
克強說。

當天會場設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李克強

指著門口一扇繡著鼓浪嶼圖案的屏風表示，發
展經濟、培育新動能，主要靠改革開放。福建
歷來有開放的傳統，在改革開放時期又走在全
國之先，“我們最早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其
中就有廈門”。

“福建經濟中民營經濟占2/3，福建人更是
‘足跡遍天下’，許多當地民眾信奉的媽祖文
化就包含著海洋精神。”總理說，“希望你們
連通珠三角、長三角，‘左右逢源’，形成一
個大的開放格局。同時凝聚各種力量，打造對
外開放的‘聯合艦隊’，抱團出海，做大做強!
”

李克強最後鼓勵福建要先行先試，在改革
開放和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上積累經驗。深
耕自貿試驗區這塊改革“試驗田”，提升對外
包括對台經貿、人文等交流合作水平，建設開
放型經濟新高地。

李克強妙解福建李克強妙解福建：“：“福福””是是““建建””出來的出來的！！






































































（綜合報道）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
長何寄華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建議，改
革現有年終獎計征個人所得稅方法，符合稅收
公平原則，也能為廣大納稅人所理解和接受。

“年終獎多拿一塊錢，可能要多繳上千塊
甚至上萬塊的稅。”何寄華認為現有年終獎計
征個人所得稅方法並不完善。

國家稅務總局於2005年出台了《國家稅務
總局關於調整個人取得全年一次性獎金等計算
征收個人所得稅方法問題的通知》（國稅發
[2005]9號），明確規定從2005年1月1日起，
納稅人取得全年一次性獎金，單獨作為一個月
工資、薪金所得計算納稅，但在計征時，應先

將雇員當月內取得的全年一次性獎金，除以12
個月，按其商數確定適用稅率和速算扣除數。
如果在發放一次性獎金的當月，雇員工資薪金
所得低於稅法規定的費用扣除額，還應將全年
一次性獎金減除“雇員當月工資薪金所得與費
用扣除額的差額”後的余額，再按上述辦法確
定全年一次性獎金（以下簡稱為“年終獎”）
的適用稅率和速算扣除數。

上述計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納稅人
的稅負，但對於年終計稅獎金處於稅率變化臨
界點邊緣的納稅人來說，卻存在著明顯的稅負
不公平現問題。即會出現年終獎多拿一元錢，
而最後納稅人要多繳上千元甚至上萬元的稅。

比如 18001 比 18000 元就要多納稅 1154.1 元，
54001元比54000元要多納稅4950.2元。

“這種不合理現像嚴重背離了國家稅收公
平原則。”何寄華認為，個人所得稅是國家稅
收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
會公平的一個重要工具，但現行年終獎個稅計
征方式確實存在不足，有待完善。

針對上述問題，何寄華建議：
一是科學界定計稅時間概念。年終獎是納

稅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取得的獎金，並非一個月
的所得，不能簡單按一個月的工資薪金來計算
，而應就年終獎單獨設計稅率和計算方法，這
樣一方面可以解決上述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不公

平問題，另一方面便於實際操作
，也更能為廣大納稅人所理解和
接受。
二是重新設計稅率和速算扣除數

。對年終獎可參照月工資薪金的稅率標准來進
行設計，但年終計稅獎金和速算扣除數應當以
年度為單位，具體稅率和速算扣除數如下：

按照改革後的年終獎計稅方法進行計算，
如年終計稅獎金為18000元，應繳納稅額則為
540元；年終計稅獎金為18001元，應繳納稅額
則為540.1元。

“後者稅前收入比前者多1塊錢，個人所
得稅多繳0.1元，符合稅收公平原則，也能為
廣大納稅人所理解和接受。”何寄華在建議中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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