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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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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ITC鼓勵弱勢族群學生優異表現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主席李蔚華(右三)﹑振興社區組織
共同創辦人Jan Taylor(右二)及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合
作﹐日前於ITC舉辦一場教育交流餐敘﹐慶祝Inspired for
Excellence Charter Academy學校學生的優秀表現﹐邀請
約50位學生與各領域的傑出人士交流互動﹐並讓這些精
神導師分享經驗﹐鼓勵學生努力用功學習﹒聯邦眾議員
Al Green亞裔助理譚秋晴(右一)也到場頒發褒揚狀給主辦
單位和餐點贊助商Jerry Built漢堡店(左一﹑左二)﹐感謝對
社區的貢獻﹒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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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被喻為 「爭
議性最大」 ，選舉戰線耗時長達快一年的美國
大選，8日普選日進入尾聲，選舉結果在當晚揭
曉。今年選民參與提早投票(Early Voting)踴躍
，使用提前投票和郵遞投票(Ballot by Mail)的選
民人數創歷史新高，使得普選日當天投票情形
較為冷清，不過仍有許多選民趕至投票所，把
握最後機會，投下神聖一票。

2016年期中選舉，除兩黨總統候選人希拉
蕊和川普搶進鋒頭外，德州地區哈瑞斯縣地區
也有聯邦眾議員、州眾議員、市議員、學區教

委和學區理事等地方選舉值得關注。例如競選
連任的州眾議員第137選區的吳元之(Gene Wu)
、第149選區的武修伯(Hubert Vo)、捲土重來
競選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學區理事的宋嘉年
(Anne Sung)等都與亞裔社區關係緊密；另外，
第9選區聯邦眾議員Al Green同樣爭取選民支
持，尋求連任。

選舉最後一天，鄰近中國城各主要投票所
投票人潮較為分散，未出現大排長龍情形。位
於Town Park路上的Collins小學，截至下午2
時左右，累積超過200投票人次，另一個位於

Stroud路上的Bush小學，到下午左右，也是上
百位的投票人數。哈瑞斯縣選務工作人員表示
，今年提早投票和郵遞選票人數創新高，光是
哈瑞斯縣就有近100萬人在這期間投票，正是
投票日自然人數降低。實際走訪中國城鄰近的
投票所，整體投票率呈現平平狀態，大多以美
裔或墨裔與非裔選民居多。

不過，為服務各族裔選民，哈瑞斯縣選票
採多語言政策，投票機上很明顯可看出提供英
語、西語、越南語和華語等字樣，選民不會有
語言上的障礙，方便操作，投下正確選票。中

華文化服務中心與美華協會(OCA) 為團結亞裔
族群，鼓勵亞裔投身公共事務和積極投票，也
派義工於Collins小學外提供問卷供選民填寫，
維護選民權益。

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也在昨晚大選日當
晚舉辦 「大選之夜」 現場評論節目，邀請休士
頓多位名嘴及對政治熱中的僑界人士參與討論
，提供選民最新資訊。普選日上午7時開門，
晚上7時關閉。查詢開票結果可上http://www.
harrisvotes.com/。

提早投票夯 中國城兩投票站普選日投票率平平

華裔夫婦返美投票：投票是公民義務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耗時已久的美國大選終於在8日普

選日落幕，今年選舉熱度高，哈瑞斯縣
參與提早投票和郵遞投票的人數創新高
。儘管許多人早早就完成投票，導致普
選日當天投票情形較為冷清，但還是有
華裔選民積極行使公民權益，千里迢迢
從台灣飛回休士頓，把握最後投票機會
，投下神聖一票。擔任導遊的華裔選民
蕭鴻圖夫婦，以行動證明華人不再是
「沉默的族群」 ，特地從台灣飛回休士

頓投票。蕭鴻圖說，投票是公民權利和
義務，再怎樣都要回來一趟。他也呼籲
華人踴躍投票，維護自己的權益，才能
為華人發聲。圖為蕭鴻圖夫婦拿著 「已
投票」 (I Voted)貼紙，開心合照。

Galleria滑冰全年無休
體驗冬季競速

美華協會與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合作設立亞裔選民調查表問卷攤位。
(記者黃相慈／攝影) Collins小學普選日零星選舉人數。(記者黃相慈／攝影)投票機設有四種語言，方遍各族裔選民操作。(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天氣進入冬季，正是前

往滑冰場，享受競速樂趣的
時刻。休士頓各地滑冰場近
日湧現人潮，大人小孩全副
武裝在冰宮自由穿梭，體驗
冬季競速樂趣。其中，休士
頓最知名的Galleria購物中心
內的滑冰場全年無休，受市
民歡迎，名列全美十大滑冰
場，並有專業的滑冰空間、課程與冰上曲棍球教學，目前課程熱烈開放報名中，為
因應民眾需求，滑冰場天天開放不休息，方便民眾使用。 滑冰體驗每人入場費11元
，租借滑冰鞋4元共15元，現場還有DJ播放音樂，相當熱鬧。有興趣的民眾可至官
網http://www.iceatthegalleria.com/查詢相關滑冰資訊，大人小孩一同清涼一夏。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河南同鄉會創
始人，多年的老會長，美國全國陳式太極拳總
會會長，陳家溝陳式太極拳第十代宗師陳照奎
先生弟子，文體美藝術聯盟創會會長，休斯頓
華人華僑僑領程進才大師，於2016 年11 月 6
日下午4：50 左右，因病情惡化，搶救無效不
幸在美國休斯頓逝世，享年63 歲。程先生的仙
逝，是整個太極拳界的一大損失，太極巨星隕
落，全僑及同道哀痛悼念，追思儀式將於本周
六下午一時至四時在永福殯儀館舉行。

程進才先生，字良清，一九五三年出生於河
南溫縣，常年旅居美國，現任美南河南同鄉會
會長，美國文體藝術聯盟主席，美國全國武術
總會顧問，美國太極拳總會顧問，國際陳式太
極拳推廣中心負責人，中國河南省焦作太極拳
研究會名譽會長，焦作巿武術協會副會長。美
國＂世界功夫報＂發行人。程進才先生為陳式
太極拳在美國乃至全球傳播發展做出了卓越貢
獻！

程大師出國前就在中國太極拳界馳名，曾多

次被焦作市聘為武術教練，及河南省武術協會
委員。1994 年旅居美國後，首先主導成立了＂
國際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並多次率隊參加
各類大型武術比賽，曾數度在國內外各類大型
武術比賽上擔任裁判。在休斯頓，程進才大師
幾乎就是太極拳的象徵。他教授過的弟子高達
數千人，在全美國培養了眾多陳式太極拳老師
，程進才大師得到廣泛的認同：

如1994 年被載入中國新華社出版發行的 「
中國民間武術家名典」 之中，1998年列入 「 美
國華裔名人年鑒」 ，2001 年載入 「 休士頓僑社
名人排行榜」 並於同年12 月 9 日，被休斯頓市
長宣布該日為＂程進才大師陳式太極拳推廣日
＂。2002 年，程進才大師被載入 「ASIAN
MARTIAL ARTS 」 一書，2005 年被休市巿長
Bill White 授予＂榮譽公民，親善大使＂封號。
2009 年又被（ SBS 國際傳媒集團） 評選為武
術行業中的精英人物，2009 年 7 月 31 日美國
國會議員Al Green 將在白宮掛過的美國國旗授
予美國武術團團長程進才大師； 2013 年被休斯

頓巿長Annise Parker 行文宣佈該日為程進才大
師太極拳日； 2013 年12 月被中國文獻出版社
，作為封面人物記載於＂中華文化傳承經典＂
一書。2014 年1 月 3 日程進才大師被＂華人年
鑒＂聯合評選為十大新聞人物之一。程進才還
多次被主辦方宣布為世界十太極拳名人名家，
並應邀在開幕式和閉幕式作世界太極拳名人名
家表演，被中國各家媒體廣為報導。

程進才大師擁有許多＂Super Fans ＂，包
括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前第一夫人希拉里、
NBA巨星姚明，Calvin Murphy 等，對他都慕名
已久。

程進才大師的追思儀式將於本周六（11 月
12 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在 「 永福殯儀館」 舉行
。一時至二時為報到，攝影展。二時起正式追
思儀式開始，包括誦經，親友及各同鄉會，文
體藝術聯盟，僑界代表，家鄉及外地唁電，瞻
仰儀容等，至下午四時送火葬場火化遺體。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黃以法率領的活泉團隊，談（ 身心靈的盛宴）及龍飄飄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楊德清主持的 「 美麗家園」 節
目，今晚很罕見的訪問了以黃以法長老率領的 「 休斯頓活泉基
督教會 」 的團隊代表：園藝博士鄔貴新，以及劉雪松，曾燕等
教會的弟兄，姊妹，談（ 身心靈的盛宴），及將於本周日（11
月 13 日 ）上午11：30 在 「 活泉基督教會」 舉行的 「 人生車
站」 龍飄飄音樂佈道會。

黃以法指出：健康是人的基本權利。現代人的健康觀是整
體健康。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不僅是軀體沒有疾病，還要
具備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良好和有道德＂。因此，現代人的健
康內容包括：軀體健康、心理健康、心靈健康、社會健康、智
力健康、道德健康、環境健康等。如果要得到究竟的健康，就
必需明白健康是由靈性、心理、身體三者共同下手才能得到。
＂身＂是指身體（body ), 是我們眼睛可以見到的肉體。＂心＂
指的是心識（mind ),能思考的，有情緒的這個心識。＂靈＂通
常說是＂靈性＂（spirit )。

黃以法長老也介紹了本周日（11 月 13 日 ） 有幸邀請到了
旋風歌后龍飄飄來擔當我們的嘉賓，分享她信仰的心路歷程。

龍飄飄與鄧麗君齊名，80 年代的台灣歌后，紅遍東南亞的
女歌王，有 「 東南亞賀歲天后」 之稱。龍飄飄曾是華語世界最
具本土代表性的暢銷女歌手，已經出版了90 多張流行專輯和二
張福音詩歌專輯，其代表作有＂夜來香＂，＂午夜香吻＂，＂
夜上海＂，＂花飄飄水飄飄＂，＂舞女＂等，足跡踏遍53 個國
家，曾在東南亞宣傳，造成萬人空巷的景象。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啟頭，她因著信靠耶穌改變了她的一生。
過去她是為生活而唱，如今她卻為生命而唱，我們真誠邀請您
來聆聽她的故事與音樂。11 月 13 日（ 星期日）上午11：30，
地址：9917 Clodine Rd. ,Richmond, TX 77407

另外黃以法教授和園藝博士鄔貴新也將和大家談談＂蟲蟲
色機＂，教大家如何解決病、蟲害的方法。

太極巨星隕落，全美陳式太極拳總會會長程進才大師逝世！
僑界及同道沈痛悼念，追思儀式將於本周六下午舉行

圖為楊德清（前排左）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今晚七時半
將訪問由黃以法長老（ 前排中）率領的 「 活泉 」 團隊，包括園
藝博士鄔貴新（ 前排右），及教會弟兄，姊妹（後排左起 ）曾
燕，劉雪松，鄔太太。（記者秦鴻鈞攝）



【VOA】在大選年﹐人們的焦點往往是總統候選人﹑他們的競選綱領

和活動﹒但是在大選前幾個月﹐大規模的總統交接的準備工作已

經在幕後悄悄展開﹒這種權力過渡進程發生在白宮﹑競選陣營以

及各個政府機構中﹒

美國的總統過渡交接要確保國家治理不出現中斷﹒喬治城大

學政治學教授斯蒂芬·韋恩說﹕“總統過渡的整個理念就是﹐過渡到

勝選候選人的政策方向時要保持穩定﹒”

公共服務夥伴組織（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的總統交接

中心（The Center for Presidential Transition）在協助今年的候選人做

好從勝選後首日就能治國的準備﹒

總統交接中心的大衛·伊格爾斯說﹕“總統交接總是涉及面廣﹑

過程複雜﹐這個期間對國家來說是一個脆弱時期﹒但是我們覺得﹐

如果管理策略得當﹐總統交接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政府可以更有

效率﹒”

參與總統交接的團隊會搜集信息﹐篩選新政府內閣和其他政

治崗位人員名單﹐並且與白宮協調合作﹒

交接過程的設計機制就是不受競選期間

敵對情緒的影響﹒

韋恩教授說﹕“選舉讓人們產生分歧﹐但是

選舉結束後大家就得團結起來﹒政府仍然要運作﹐民眾仍然需要

政府的服務﹒”

一個平穩的過渡也意味著各個機制運行良好﹒

韋恩說﹕“所以幫助新任人選接任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你不喜

歡他﹐沒有投票給他﹒”

他說﹐2008年﹐從共和黨人小布什總統到民主黨人巴拉克·奧

巴馬的那次過渡交接是最好的一次﹒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說﹐奧

巴馬及其團隊在那次交接中受益很多﹒

白宮新聞發言人橋什·歐內斯特說﹕“我認為這確實反映出奧

巴馬總統及其團隊決心秉持專業精神並踐行民主的承諾﹒”

國會於1963年﹑也就是肯尼迪總統時期通過了第一個《總統

交接法》﹒但是由於肯尼迪總統被刺殺﹐後來林登·約翰遜接替總

統職位並贏得大選﹐第一個正式的總統交接程序直到1968年尼克

松成為總統時才發生﹒

節目介紹﹕《浴血堅持》以 22 集的篇

幅﹐講述主力紅軍長征時﹐留守在蘇區

的紅軍在陳毅等指揮員的領導下﹐堅

持三年遊擊戰的血與火的歷史﹒

該劇將通過對陳毅﹑項英﹑曾山等老一

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形象的精心刻畫﹐

藝術的再現三年遊擊戰爭這一段艱苦

卓絕的革命歷史﹐歌頌紅軍戰士不怕

艱難困苦﹑永葆旺盛鬥志的革命樂觀

主義精神和大無畏精神﹒同時﹐該劇

也將反映紅色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

對革命的理解與無私的支持﹒

播出時間﹕周二至周五下午2時至

3 時首播﹐周三至周六凌晨 4 時至 5

時﹐敬請準時收看﹒

B2美南電視介紹

《浴血堅持》革命戰爭歷史大戲
氣勢磅礡

《美國之音》全球重點要聞報導
美國總統交接﹕延續與穩定

2014年美菲間的軍演在菲律賓馬尼拉北部卡帕斯鎮舉行﹒(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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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美國總統入主白宮﹐交接象徵延續與穩定﹒

美菲聯合軍演有限繼續舉行
【VOA】雖然美國與菲律賓的年度

“肩並肩”聯合軍演（Balikatan）繼續

舉行﹐但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取消

了美菲在西菲律賓海進行的兩項主

要 聯 合 軍 演 —— 兩 棲 登 陸 演 習

（Phiblex）和海上戰備暨訓練聯合演

習（CARAT）﹒

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紮納稱﹐

美菲兩國間的聯合軍演將限制在反

恐﹑人道主義救援﹑災難應對﹑工程

項目以及民間行動的範圍內﹒

杜特爾特今年10月曾表示將執

行美菲兩國間簽訂的《強化防務合

作協議》﹒洛倫紮納也確認了總統

的說法﹐並稱他上周參加了內閣會

議﹐討論與美國開展合作的利益問

題﹒

“肩並肩”聯合軍演（Balikatan）

每年夏天在菲律賓舉行﹐包括陸海

空三個軍種的訓練﹐而兩棲登陸演

習（Phiblex）和海上戰備暨訓練聯合

演習（CARAT）主要針對的是海軍

的訓練﹒

杜特爾特是在10月兩棲登陸演

習（Phiblex）開始前宣布這一變化

的﹐稱今年的演習將會是最後一次﹐

原因是“中國不喜歡”﹒杜特爾特最

近不斷強調要實行“獨立的外交政

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而與中國

和俄羅斯更加親近﹒

and plug-
in hybrid 
electrics.
“Chevro le t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best 
model lineup 
in the brand’s 
history in 
China,” Alan 
Batey, GM North America president and head of 
Global Chevrolet, said in a statement. “In the coming 
years, we will roll out breakthrough products with 
technologies that improve safety, performance and fuel 
efficiency for our customers.”
GM said most of the new vehicles will be made in 
China by the company’s SAIC-GM joint venture, with 
many refined for China by the automaker’s Pan Asia 
Technical Automotive Center joint venture. GM said 
at least five vehicles debuted this year, including the 
Malibu XL, the Malibu XL Hybrid, the new Cruze, a 
Cavalier family sedan and the sixth-generation Camaro 
muscle car.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market for Chevrolet and 
overall is GM’s largest sales market. Last year, Chevy’s 
China sales fell 9.7 percent to 612,024, which GM said 
mainly was due to model changeovers. Chevrolet sales 
this year through September in China totaled 346,920, 
down nearly 21.6 percent from the same months in 
2015.
GM began selling Chevy in China in 2005 through 
SAIC-GM. GM has sold more than 4 million Chevys 
in China and now has more than 600 dealers in more 

than 200 cities.
“As a relatively young brand in China, Chevrolet 
is reaching more and more customers every day,” 
Chevrolet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Tim Mahoney said 
in a statemen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dditional 
exciting, never-before-available products in China, we 
expect the brand’s recognition to grow.”

Last year, GM said through 2018 that it would invest 
$14 billion in new vehicles,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nd other areas of the business in China. It also 
announced in 2015 that it would invest $5 billion to 
strengthen the Chevy brand in global growth markets, 
including China.
GM China officials earlier this year said the automaker 
plans to launch 13 new or refreshed vehicles in 2016, 
part of a plan to launch more than 60 new and refreshed 
vehicles through 2020. GM said 40 percent of those 
vehicles would be SUVs and multipurpose vehicles.
GM also has big aspirations for its Cadillac luxury 
brand in China. It has said it will launch 10 new or 
redesigned Cadillacs through 2020. (Courtesy http://
www.detroitnews.com)

DETROIT — Most Buick vehicle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2016 could be imported from China and 
Europe, according to two sources familiar with parent 
General Motors Co.’s plans.
Only two of Buick’s future US models, replacements 
for the mid-size LaCrosse sedan and the large Enclave 
crossover, are expected to be built in North America,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who did not want to be 
identified because their companies work with GM.
The increasing tendency of US car makers, including 
Ford Motor Co., to shift more vehicle production to 
plant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is a hot-button topic 
in current contract talks with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We do not comment on future product speculation,” a 
Buick spokesman said Tuesday.
Buick is planning to shift production of the compact 
Verano sedan from Michigan to China in late 2016, the 
sources said. Production of the mid-size Regal sedan is 
likely to shift from Canada to either China or Europe 
in 2017, they added.
Buick is also planning to add two new US models from 
overseas plants: the compact Cascada convertible, 
which will be imported early next year from Europe, 

and the compact Envision crossover, which will be 
imported from China in late 2016.
News of the US arrival of the Buick Envision, which 
went into production last year in China, was reported 
Monday by Automotive News. Buick unveiled the 
Cascada earlier this year at the Detroit auto show.
The subcompact Encore crossover is currently imported 
from Korea. Production is eventually expected to shift 
to China, the sources said.
In Detroit, Cindy Estrada, head of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GM department, said the automaker would 
be “tone deaf” to import vehicles from overseas 
“after the sacrifices by US taxpayers,” as well as 
union concessions, to create a profitable GM after a 
government-funded bailout in 2009.
The LaCrosse is being redesigned next spring, with 
production moving to Hamtramck outside Detroit.
The Enclave is slated to be redesigned in early 2017. 
Production is expected to remain in Lansing, Michigan.
China is the largest market for the Buick brand, with 
sales last year of 919,582 vehicles, more than four 
times the 228,963 vehicles that Buick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rtesy http://nypost.com)
Related

GM Plans 20 New, Refreshed Chevys
In China Through 2020

General Motors Co.’s Chevrolet brand said Wednesday 
it plans to introduce more than 20 new or significantly 
refreshed vehicles in China by the end of 2020 as part 
of its growth plans for one of its global brands.
The Detroit automaker said nearly 30 percent of the 
vehicles would be SUVs and almost half would be new 
entries for the China market. The offerings also include 
vehicles with turbocharged engines, diesels, hybrids 

"MORE FREEDOM, NOT LESS"
Foreign companies have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law, 
saying it will harm business and trade. The list of 
critical sectors covers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es, 
including tele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e, and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requirements for 
"secure and controllable" products could exclude 
foreign technologies.
Other provisions 
require companies 
to store personal 
and business-related 
data on servers 
located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authorities dur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Such requirements have 
raised concerns that foreign tech companies may 
have to disclo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backdoor access to continue doing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More than 40 companies 
petitione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in August 
calling for the law to be amended, though contentious 
provisions remained in the version passed this week.
China has gradually expanded its online controls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Last year, it passed a broad and 
vaguely word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at critics said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quash 
dissent. Rights groups have raised similar concerns 
about the law passed on Monday.
"Despite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concern from 
corporations and rights advocates for more than a year, 
Chinese authorities pressed ahead with this restrictive 
law without making meaningful changes," Sophie 
Richardson, China Director at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in a statement Monday. "The already heavily 
censored internet in China needs more freedom, not 
less." (Courtesy http://www.theverge.com/2016) 

BEIJING, China - A new cybersecurity law has been 
adopted by China and according to Beijing, the law, 
albeit controversial, will help lower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cybercrime in the country’s virtual space.
The law, that has come into question by foreign trade 
bodies is set to affect businesses the most.
Reports from China quoted a parliament official as 
confirming that the law will take motion in June 2017 
and that it is an “objective need” of the country.
Foreign analysts have pointed out that several IT 
companies will be locked out of servers deemed 
“critical” and will be bound to store crucial data for 
security in servers native to China.
The law will not allow users to put forward a variety 
of facts online, including anything that disturbs 
‘national honour,’ disturbs ‘economic or social 

order’ or targets 
‘overthrow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law 
will require 
companies to 
verify a user 
entering their 
site making 
anonymity 

extinct.
Chinese researcher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Patrick 
Poon, stated, “This dangerous law commandeers 
internet companies to be de facto agents of the state, 
by requiring them to censor and provide personal data 
to the authorities at a whim.”
China already has one of the most rigid internet 
censorship plan for its citize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law will further complicate 
security requirements.
An official o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Yang Heqing supported the bill with the 
argument that the internet was bedded with national 
security of China and cybercrime posed a great threat 
to the nation.
He said, “China is an internet power, and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faces the greatest internet security 
risks, urgently needs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network 
security legal systems.”
However, in August, more than 40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d signed a petition, opposing the bill, and 
sent it to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urging him to 
speak against the bill.
The Chinese Parliament has ensured that it would not 
be interfering with foreign companies.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James Zimmerman, has termed the bill as 
“vague, ambiguous, and subject to broad interpretation 
by regulatory authorities.”
China’s Director of Human Rights Watch, Sophie 
Richardson stated, “Despite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concern from corporations and rights advocates for 
more than a year, Chinese authorities pressed ahead 
with this restrictive law without making meaningful 
changes.”
Meanwhile,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bureau of 
cyber security for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Zhao Zeliang, stated, “The law fits international 
trade protocol and its purpose is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China’s cybersecurity requirements 

are not being used as a trade barrier.”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China's New Cybersecurity Law Draws 
Criticism From Tech Companies 

And Rights Groups
Legislation aims to combat hacking and 

terrorism, but  critics say it will only strengthen 
Beijing's censorship regime.

China this week passed a cybersecurity law aimed at 
combatting hacking and terrorism, though as Reuters 
reports, critics say it would strengthen the country's 
censorship regime and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foreign tech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there. The law 
was passed on Monday and is set to go into effect in 
June 2017.
The 
legislation 
requires 
agencies and 
companies 
to improve 
their network 
defense 
systems and 
calls for 
security reviews in so-called "critical" sectors. It 
also tightens China's already expansive censorship 
program by holding companies accountable for 
any unapproved information that they allow to 
spread online,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hich notes that many of the law's other provisions 
formalize practices that were already in place.
Government officials say the law is necessary to thwart 
growing online threats. "China is an internet power, 
and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faces the greatest 
internet security risks, urgently needs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network security legal systems," Yang Heqing,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tells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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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one of the most rigid 
internet censorship plans.

China Will Institute Controversial Cybersecurity Law

GM Plans To Sell Buicks Made In China To Americans

Law Is Due To Take Effect In June Of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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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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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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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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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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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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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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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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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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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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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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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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6年11月4日，韓國首爾，壹千多名民眾在首爾市政廳制作泡菜，準備捐給窮人過冬。

探訪美國大選“第壹村”
總統選舉投票從6名村民開始

11 月 5 日
在美國新罕布什
爾州拍攝的迪克
斯維爾山口村景
色。迪克斯維爾

山口村的6名註冊選民將在當地
時間 11月 8日零時開始投票，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由此
開始。

當 地 時 間
2016 年 11 月 6 日
，希臘塞薩洛尼基
，媽媽們當街哺乳
鼓勵公共場合哺乳
現象，慶祝世界母
乳餵養周。

韓國千人集體做泡菜
將捐給窮人過冬

希臘媽媽當街哺乳
紀念世界母乳餵養周

巴基斯坦民眾乘車回家過節
人擠人再現開掛場面

當 地 時 間
2016 年 11 月 6 日
，巴基斯坦萊溫德
，民眾乘坐巴士回
家慶祝宗教節日，
車頂擠滿人。

英鎊弱勢局面短期難以扭轉
對人民幣匯率影響有限

綜合報導 回顧6月份以來的外
匯市場，英鎊無疑是表現最差的主
要幣種。僅在10月份，英鎊貶值幅
度就超過了6%。加上脫歐公投之後
連續數月的跌勢，英鎊自6月份以
來已經貶值超過了16%。

投資者對英鎊貶值帶來的沖擊
高度關註。斯特拉頓街資產管理公
司首席投資官安迪·希曼表示，與部
分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相比，英鎊貶
值的幅度更令人擔憂。對比近期巴
西、俄羅斯和南非貨幣的強勢表現
，英鎊相對上述新興市場國家貨幣
的購買力下降幅度高達40%至50%
。

英國國家統計局近期公布了壹
系列超預期的宏觀經濟數據，雖然
這些數據向好，但並沒有扭轉英鎊
弱勢局面。希曼表示，弱勢貨幣推
動出口對於英國來說絕非只有積極
效果。當前，大量企業面臨更高的
國際借貸成本和進口成本，同時消
費者也開始感受到通脹對其可支配
收入的侵蝕。上述負面因素將在未
來進壹步展現。花旗銀行日前發布
匯率展望強調，通脹回升可能影響
實際收入和消費，加之未來投資的
不確定性，花旗將2018年英國經濟
增長預測從1.7%下調到1.3%。英
鎊貶值的核心驅動力在於脫歐風險
。事實上，自6月份以來，脫歐風
險已經成為各方預測英鎊匯率的主

要變量。然而，經過4個月的連續
貶值，脫歐風險依然沒有被市場完
全消化。希曼表示，至今依然不能
判斷驅動英鎊貶值的脫歐風險已經
完全呈現出來，未來需要高度關註
脫歐之後的公共債務和赤字可持續
性問題。當前，受脫歐風險影響，
英國國債收益率不斷攀升。同時，
英國政府壹改此前的財政緊縮政策
，不斷釋放出未來秋季預算將加大
財政刺激的訊號。

這使各方對未來公共債務可持
續性產生質疑。希曼強調，即使未
來英國成功脫歐，英國重新主導經
濟政策、遠離歐元區經濟困境的態
勢也無助於解決投資者的上述疑慮
。由於英國公共債務以本幣為主，
不排除未來英國赤字困境進壹步刺
激英鎊下探。

展望未來英鎊走勢，花旗銀行
認為，近期英國“硬性脫歐”風險
不斷上升，同時脫歐憂慮帶來的負
面影響將逐漸反映在經濟數據上。
預計未來3個月內，英鎊對美元匯
率跌至1.14的水平；未來6個月至
12個月內則有可能穩定在1.20的水
平。瑞銀財富管理則認為，未來對
美元匯率將下跌至1.10至1.20的水
平。摩根士坦利表示，預計英鎊對
美元匯率在四季度和明年年初進壹
步走弱。匯豐則認為未來12個月後
英鎊將跌至1.1美元。

各方認為，近期英鎊的大幅貶
值對人民幣匯率影響有限，人民幣
匯率未來還將保持相對穩定狀態。
瑞銀財富管理英國投資辦公室負責
人余修遠表示，英鎊貶值對人民幣
匯率沒有直接沖擊。渣打銀行認為
，自今年2月份以來，中國政府強
調市場力量在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
成中的作用。近期這壹機制的運轉
也穩定了市場的預期和信心。市場
預計，未來人民幣將保持相對穩定
。

同時，希曼強調，近期人民幣
的波動不足以引起市場的過度擔憂
。如果將各國利率差異考慮在內，
與今年6月份相比，英鎊、瑞典克
朗和墨西哥比索對美元貶值幅度分
別超過16%、5.5%和3.7%，而人
民幣受中美利差支撐貶值幅度只有
0.45%左右。

英媒稱中國收獲英國脫歐“金色果實”：英企很便宜
綜合報導 英國脫歐或許震驚了世界

，但卻讓中國商人侯衛軍(音)有了決定對
愛丁堡環保項目的壹筆2000萬英鎊投資
的信心。尚未到過英國的侯先生說：
“傳統看法認為英國脫歐是壞事，但我
對英國及其政策有信心，它現在能夠更
加靈活，走自己的民主道路。”

據英國《泰晤士報》網站11月3日
報道，他的樂觀評估讓脫歐支持者聽來
頗為悅耳，這種看法似乎會得到因為英
鎊貶值和英國的高質量聲譽而興奮的中
國投資者的附和。壹位中國金融投資者
在上海的中國境外投資大會告訴壹位英
國企業家：“我們為英國脫歐感謝卡梅

倫，因為這為我們提供了與妳們這樣的
企業合作的機遇。”

復星創富投資管理公司高級總監許
春濤也認為英國脫歐是機遇。復星創富
的母公司是中國最大和最有購並能力的
私營企業之壹，在預計脫歐公投將得到
通過的情況下，復星集團在7月份大舉
收購足球冠軍聯賽俱樂部狼隊。許春濤
說：“我們認為價格是便宜。如果我們
能夠做壹點促進它的事情，幫助它上升
，會有很大的潛力。”

英中貿易協會主席沙遜勛爵在這次
由英國政府贊助的大會上說：“中國人
懂得討價還價。”他說，比起日本以及

其他目前在英國擁有以歐盟市場為服務
對象的企業和制造業工廠的外國投資者
，中國暴露在英國脫歐下的風險敞口要
小壹些。沙遜勛爵的家族曾在上海創立
和平飯店。他說，中國投資者“感興趣
的是發現高價值的工程專長、醫療專長
和創意，然後把它們帶回中國以提升本
國企業在價值鏈中的地位。就這壹點而
言，除了目前東西的價格便宜了20%以
外，壹切都不會因為英國脫歐而有任何
改變”。上海高級官員尚玉英說：“在
黃金時代我們需要結出金色的果實。”

InvestUK公司董事長魯帕特·蓋瑟
說，中國日益富有的父母決心讓他們的

獨生子女獲得全部的事業優勢，他們將
讓兩國共同受益。InvestUK公司發起了
壹項10億英鎊的教育債券，以籌措低成
本資金用於發展英國的廉價住房。蓋瑟
說：“這是壹個吸引投資進入英國的全
新方式，把外國留學生作為主要資金來
源。”今後4年每年有多達125名富有
的中國學生將每人投資200萬英鎊，以
換取永久居留權和抵扣學費的獎學金。

總部在萊斯特的可穿戴技術公司的
創始人馬克·伯恩斯坦說，中國不再只是
英國公司的市場，它還是壹個重要的資
本來源。可穿戴技術公司將為其安裝有
可洗滌Wifi網絡的工業服裝在中國尋求

授權經營的合作夥伴和投資。他說，據
信美國和中國的企業估值要高得多，
“因此他們認為英國的企業很便宜”。

許春濤對於有關他的公司正在認真
投標競購英國國家電網的報道輕描淡寫
，但表示公司正在把目光瞄準英國的時
尚、奢侈品和基因技術公司，並且可能
考慮進行另壹宗體育收購。據彭博社2
日報道，另壹家中國綜合企業萊茵達體
育發展公司計劃收購南安普頓俱樂部隊
。許春濤說：“我們始終把目光放在英
國，但我們正在等待，我們是獵人。我
們並不著急。如果機遇出現，我們將抓
住它。”

日本經產大臣訪問俄羅斯
經濟之外日俄想談什麼？

綜合報導 進入11月，日俄關系似乎突然
升溫。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經濟產業相世
耕弘成近日到訪俄羅斯。稍早前，俄羅斯聯邦
委員會（議會上院）主席馬特維延科訪問日本
，並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行會談。

高層互訪 大談經濟
11月3日，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日本經濟

產業相世耕弘成與俄羅斯能源部、經濟發展
部部長相繼會談。據日本共同社消息稱，雙
方同意在1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訪日前優先將
大約30項合作具體化。

世耕在會談伊始強調：“必須努力取得
與日俄首腦認真討論兩國關系未來相符的成
果。”俄羅斯聯邦經濟發展部長烏柳卡耶夫
則表示：“這將成為歷史性的日子，希望開
展有助於解決商業具體問題的工作。”

另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日本政府正遊
說該國公司投資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項目。壹
名日本政府官員表示：“經濟合作基本以私
營領域為主，政府正在招攬公司。”

英國《金融時報》轉引俄羅斯官員
表述稱，日本是對俄轉讓高技術的首選
夥伴；俄羅斯也把這個東方鄰國看成本
國農業、漁業產品的壹個潛在市場。壹
時間，日俄經濟合作似乎大踏步往前邁
進。

經濟開路 意在領土
“日本推動經濟合作是想給俄羅斯

壹點甜頭，讓俄羅斯看到日本的經濟實
力，誘使俄羅斯在南千島群島問題上向
日本讓步，從而壹舉解決北方領土問題
，簽訂和平條約。”外交學院國際關系
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事實上，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
早在10月13日“日俄戰略對話”時，

日本似乎就希望通過進行俄羅斯關註的安保
相關課題的對話，為領土談判準備條件。經
濟合作的背後，領土才是日俄多年來關註的
主題。多年爭論之下，雙方各有壹定讓步。
《日本經濟新聞》分析認為，日本政府采取
的基本方針是，在解決四島歸屬問題之後簽
署和平條約。其戰略是只要四島屬於日本壹
事得到確認，實際的歸還時間和形態將靈活
應對。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
任呂耀東表示，在領土問題上，俄羅斯認為
要先談和平條約，和平條約的簽訂和南千島
群島問題並不掛鉤。據日本共同社消息稱，
此次高層互訪是為俄羅斯總統普京12月訪日
鋪路。“為了普京訪日，日本方面從去年就
開始努力。”呂耀東說。可以說，普京12月
訪問日本將成為日本方面高度重視的壹次訪
問。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強調，日本擬繼
續努力，以使普京的東京之行在調整領土問
題等各方面帶來豐碩成果。但周永生認為，
日本方面的期待太高肯定會失望的。



B4移民資訊

英最嚴移民政策或波及留學生
英高校校長解讀

自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台

以来，其将推行什么样的移民政

策，一直牵动着众多人的神经。

曾有舆论分析，在号称“留学生

杀手”的特蕾莎?梅的带领下，

这届新上任的英国内阁将严控移

民。从日前英国内政部出台的政

策来看，这一猜测似乎成了现实。

在近日拉开帷幕的 2016年中

国国际教育展上，来自30多个国

家及地区，500 多所海外院校参

展。历年保持最大出展规模的英

国展团，本届亦携手华威大学、

利兹大学、伦敦国王学院、莱斯

特大学、伯明翰大学等70余家英

国知名院校精彩亮相。毫无意外

地，脱欧是否会对英国留学产生

影响？移民政策和学生签证等问

题备受中国家长和学生关注。

自 2011年起，英国净移民数

字呈破纪录冲顶态势，每年的非

欧盟净移民数平均高达16万人，

其中包括 8万的留学生。而在过

去的一年中，英国净移民总数创

历史新高，达到了34万人，其中

有一半来自非欧盟国家，远远高

于10万的目标，为使移民数字从

34万减至“合理水平”，英国政

府把严控移民作为重要议题。

10月 4日在伯明翰举行的保

守党会议上，新上任的内政部长

安珀?路德宣布英国即将出台史

上最严移民新政，在正式脱欧前

就开始大幅削减移民数量，学生

签证、工签等都将遭遇重大变革。

路德在其发表的演讲中表

示，政府正考虑“严格管理在低

质量课程中就读的学生”。尽管

路德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是“低质

量课程”，但她说道，政府将商

讨“我们的移民政策是否应该考

虑与学校及课程的质量挂钩”。

路德称留在英国的必须是“最聪

明最优秀的人才”。

此番演讲可以总结为移民政

策“三把火”，即：

1.对留学(课程)生签证实施分

级制度，以学校及课程的教育质

量为评判基准；

2.进一步缩紧工作签证口径，

从雇主和员工两方面严格把关；

3.引入一项 1.4亿英镑的“移

民控制基金” (controlling migra-

tion fund)。

面对徒然升高的留学门槛和

紧缩型移民政策，不少中国家长

及学生开始对英国留学持消极态

度。实际上此言一出，立即遭受

到了英国工商联合会、政府政客

以及教育界人士的批评。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校长Dom-

inic Shellard 直言： “这一次内

政大臣的发言立刻被英国公众评

为不明智的做法。” 2014 年，

德蒙福特大学在《纽约时报》和

《星期日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

南排名中攀升了32个位次，从第

86 上升至第 54 名，DMU 成为进

步最快的一所英国大学。据悉，

该校拥有中国学生将近 700名，

约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 2.5%。

校长 Dominic 反对学生签证等级

制，“实际上根据不同的课程质

量来分等级，并以此为理由拒绝

了很多国际学生来英国留学这种

做法也是不明智的。而政府也是

很快在舆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英国文化协会教育推广总监

Jazreel Goh女士也表示，“目前

针对赴英留学的签证，在中国这

方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还不存

在课程等级制这一说法。”

实际上，英政府内部已经陷

入紧张局面，政府官员也对于收

紧移民政策表示反对和担忧。有

官员表示随着英镑的下跌，人们

会越来越灰心，而且会影响财政

的正常运转。

的确，自脱欧之后，英国民

众的消费信心指数一路暴跌。英

镑跳水，经济下行，使得英国民

众开始丧失信心，稳定市场，拉

动经济，让消费者恢复信心对于

新组内阁至关重要。而大幅缩减

移民，对于拉动市场需求有直接

的负面效应，对于恢复经济会是

一个巨大冲击。Dominic 校长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虽然我

们现在看似对移民政策在有这样

一场讨论，政府在思考国际学生

到底会给我们英国的社会带来什

么样的价值，但是可以肯定的一

点是，所有的英国大学都在做出

努力，会以比以前更加热情的姿

态来欢迎国际学生来英国学习。”

以德蒙福特大学(简称DMU)

为例，自 2016年 6月 23号脱欧之

后，该校实际上不仅没有缩减国

际学生的招生计划，反而开始扩

展了名为“DMU Global”的实习

项目，预计为全校 50%的学生提

供海外实习机会，地点遍布全

球，这一诱人的机会足以吸引大

量国际学生。除此之外，DMU还

计划与中国国家汉办展开更加深

入的合作，在该校的孔子学院开

办足球项目。据 Dominic 校长介

绍，“去年十一月份习近平主席

访英的时候，我也非常有幸的见

到他，我了解到他对中国的足球

有很大的兴趣。DMU 在莱斯特

市，莱斯特市今年获得了英超冠

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中

国学生不仅在学校里学习知识，

还可以参与足球方面的一些培

训。他们结束课程之后可以回到

中国，也可以在英国加入一些职

业的球队。”

不难看出，尽管内政大臣高

调发表移民新政演讲，但“建

议”并不等于已经落实的“移民

条例”，尚没有直接影响留学生

群体的措施出台。而大幅修改签

证系统，需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

流程，不可能朝令夕改。目前英

国内政部官员和高校都在想尽办

法帮助留学生规避移民政策缩紧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通过各

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吸引国际学生

。正如 Dominic 校长所说：“不

管是我自己所代表的德蒙福特大

学还是其他所有的英国大学，可

以说现在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欢迎国际学生。”

新西蘭限制移民新政引擔憂
各行業“叫苦不叠”

近日，新西兰政府公布的限

制移民政策，有人担心可能会对

酒店行业和新西兰偏远地区造成

影响。

Business NZ 首 席 执 行 官

Kirk Hope表示，这一改变是积极

的，表明政府已经采纳了雇主对

于申请永久居留权员工技能要求

的关注。

雇主和制造商协会首席执

行官Kim Campbell认为，移民局

的政策变化可能具有相当意

义。“雇主和制造商协会支持

移民，特别是技术移民，但技

术移民必须应该符合工作需

求。”他说。

不过，酒店行业协会发言

人Rachael Shadbolt表示，此举引

发了民众担忧，新的技术移民

门槛提高，可能会难以吸引厨

师来到新西兰。“现在这种情

况下，恐怕只有时间会说明问题

了。”她说。

目前新西兰厨师行业存在严

重短缺， Rachael Shadbolt 说：

“如果新政对厨师职业产生影

响，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影

响会相当大。”

Xero 全 球 人 事 经 理 Andy

Burner 则表示，技术移民分数的

提高，对Xero公司吸引海外软件

开发人员来到新西兰应该不会产

生影响。“公司主要招募的都是

高素质人才，普遍分数都会达到

160或 165分。但是如果主申请人

还计划将父母接来新西兰，那么

这部分人可能需要考虑一下了。”

他说。

据悉，新西兰移民政策的改

变也导致当天下午几乎所有

NZX50上市股票都出现了下跌。

今年美六學者獲諾貝爾獎
都是移民

截至 11 日止， 2016 年诺贝

尔奖已颁发给六名美国学者，巧

合的是，他们都是移民。

瑞典皇家科学院已陆续宣布

今年的诺贝尔奖，截至 11日止，

美国计有六名学者获奖，分别是：

化学奖：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的 弗

雷泽。斯托达特爵士（Sir J. Fra-

ser Stoddart）

物理学奖：西雅图华盛顿大

学的戴维。索利斯（David J.

Thouless）、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

学的邓肯。霍尔丹（Duncan M.

Haldane）和罗德岛布朗大学的迈

克尔。科斯特利茨（J. Michael

Kosterlitz）

经济学奖：哈佛大学的奥利

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

理工学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罗姆

（Bengt Holmstr?m）

巧合的是六名学者都是移民，

斯托达特爵士来自苏格兰，三名

物理奖得主和哈特博士都出生在

英国，霍斯特罗姆则是芬兰移民。

对于这个巧合，斯托达特爵

士（Sir J. Fraser Stoddart）告诉

国会山庄报（The Hill Times）记

者：“我想这是在向全球发出明

确的信息，即科学是全球性的。”

斯托达特称赞美国的开放性

吸引顶尖科学家。他说：“只要

我们不会走入拒绝移民的时代，

美国的科学就会维持强大。”

“美国应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包括中东。”

五年前归化美国的斯托达特

表示，11月8日可能不会去投票，

因为：“我觉得很难处理这种情

况，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个

问题。”

斯托达特认为，在考虑移民

问题时要由多方面思考，美国之

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归功于其有

开放的边界。

他说：“今天（美国）的政

治领袖不是创造时代的人。我对

美国和苏格兰的政治感到不满，

如果我在德国，我会很兴奋去投

票，默克尔总理是一名合格的化

学家。”

得到物理学奖的霍尔丹博士

认为，对很多人来说，官僚的移

民过程是一个噩梦。

尽管移民程序复杂，这些科

学家相信美国的教育制度仍将继

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斯托达特说：“我认为美国

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全球是首屈一

指的，就科学的角度来看，几近

理想中的完美程度。”

霍尔丹说，顶尖科学家来到

美国是因其提供很好的研究系

统。“美国传统上会资助非常基

础的研究，不会考虑是否具有实

用性。”

中國購房者轉攻西雅圖
喜歡全部用現金交易

美媒称，在新税压力下，

来自中国的房地产买家最近从

加拿大的温哥华撤军，转攻邻

近的美国城市西雅图。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 9月

20日报道，温哥华是加拿大西

岸滨太平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简称 BC 省）的最大城

市，也是加拿大第三大的都会

区，华人是温哥华少数族裔当

中最大的族群。继上世纪80年

代出现过一波来自中国香港的

移民热之后，近年则出现中国

内地人的购房热潮，把温哥华

地区的房地产炒到当地的买家

难以负担也无法竞争的局面，

造成许多问题。

对外国购屋者额外征税

报道称，为了降低压力，

BC 省从今年 8 月初开始，对

外国人在温哥华都会区购买

住房征收额外的 15%的物业

转让费，尽管加拿大政府上

个月表示，现在要总结新税

对市场的冲击还言之过早，

但温哥华的独立住房的销售

量持续降低，豪宅的价格更

是大幅下跌。

温哥华住房市场降温和该

市南面的美国邻居——华盛顿

州西雅图的房市价格升温，形

成鲜明对比。西雅图今年 6月

的房价呈两位数的增长，是美

国20大城市的两倍，住房增长

11%，而其他 20个大城市的平

均增长只有5%。

温哥华消 西雅图涨

《温哥华太阳报》援引国

际房地产搜索网站居外网的数

据显示，今年 8月外国投资者

对西雅图房市的询问比去年同

期大幅上涨，而对温哥华房市

的查询则是比去年同期下跌

81%。这个互为消长之势已经

进行一段时间。

西雅图时报上星期出现

“西雅图成为中国住房买家在

美国的首选城市”的标题。西

雅图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表

示，最近他们看到外国置产者

突然大量增加，有些人打算搬

来西雅图地区，但也有些人只

是为了投资物业，有的购买之

后空置不住。

报道称，西雅图的普吉特

海湾地区的房价往往是吸引外

国购物置产者的最大诱因，尽

管近几年房价在飞涨，但和美

国西岸或其他国际大城市的房

价相比仍然偏低。

西雅图的华人房地产经纪

人指出，中国买家倾向于全部

用现金出价，他们刺激了这个

地区的房价上涨。这个做法让

卖家开心，因为现金交易省

心。但对当地买家来说，这些

中国买家是强劲的竞争对手，

形成威胁。

前车可鉴

报道称，有些地产经纪

人和卖家已经开始担心西雅

图地区将会步温哥华的后尘，

当地推动征收外国人房地产

税的官员指出，外国买家把

当地房产价格炒到本地长期

居民难以负担的高度，却经

常买屋不住，导致上市屋的

整体库存减少，房价一年飞

涨 30多个百分点。

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

协会指出，中国买家去年在华

盛顿州购买价值16亿美元的住

房，是中国买家在全美国购买

住房总额 270亿美元的百分之

六，仅次于加州、纽约州和德

克萨斯州。

据 居 外 网 站 的 数 据 显

示，中国买主对海外房产的

投资额，西雅图还排在多伦

多、墨尔本、悉尼和伦敦之

后。据房地产协会表示，华

盛顿州的外国购物者的投

资，中国人占 55%。而根据

居外网站的数据，中国买家

主要购买平均价格 120万美元

的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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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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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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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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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h
way

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r
yA

shfo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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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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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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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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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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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黃金心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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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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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海歸就業

留學生海外工作經曆是“寶” 回國發展需擺正心態
近年来，不少留学生在国

外完成学业后会借助国外提供

的毕业生工作签证，在当地工

作或实习一段时间再回国。那

么，这种海外工作经历会给回

国后的他们带来职场发展上的

帮助吗？海归又该如何充分利

用海外工作经历为自己回国工

作增添优势呢？

有海外工作经历

归来更受欢迎

随着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拥有

海外留学背景，想光靠一纸海外

文凭就在职场中占据优势变得越

来越难。相比一毕业就回国的海

归，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明显

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在谈到海外工作经历时，任

职于国内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人

力资源部门的李迪雅(化名)说：

“我们公司有海外工作经历的占

很小一部分，但是他们在公司中

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曾

在硅谷从事过技术研发工作，回

国后直接就成为了公司的技术骨

干。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在一

些技术研发岗位上，很需要有海

外工作经验的精英，所以会高薪

聘请一些有相关工作经历的海

归。”据李迪雅所说，海外工作

经历已经成为海归获得高薪职位

的砝码。

不仅私企看重海归的海外工

作经验，政府部门也很重视海归

的海外工作经验。张家港经济技

术科技人才局负责人王鹏说：

“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引进海内外

高层次人才，扶持他们在张家港

创业。因为我们做的是创新创业

的服务工作，所以要求引进的海

归有在国外从事相关研发、管理

的工作经历。因为创业不仅需要

技术，还需要创业者具备企业管

理、市场经营的经验。只有把技

术优势和良好的企业运营结合起

来，才能形成有效的创业模式。”

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之所

以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是因为

他们不仅在国外求学中获得了先

进技术，更有在海外工作和创业

的实战经验，回国后能更快、更

好地进入角色。

看中管理经验和人脉

国内企业盯牢海归

海外工作经历不仅仅是把

知识转化成实战经验的途径，

更是积累人脉、拓展视野的良方

妙药。

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统计

学专业的王子龙毕业后就留在新

加坡工作了 5年，去年回国后进

入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事

业保险部从事销售工作。他曾在

美国运通和安盛援助分别担任企

业销售经理和业务拓展经理。王

子龙说：“在新加坡 5年的工作

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世界 500

强公司的企业文化对我毕业后初

入社会的性格塑造产生了很深远

的影响。另外，我在新加坡工作

时主要负责的是亚太市场，客户

分布范围非常广。这段经历对我

回国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可

以凭借自己已有的市场经验有针

对性地去为潜在客户推广或开发

新产品。”海外工作极大地锻炼

了他的业务拓展能力。“在国外

工作的这几年，我学到了一些很

新颖的业务拓展方式。虽然国内

外市场环境差别很大，但之前的

工作经验可以帮助我结合中国市

场的特点去选择合适的业务拓展

方式。”王子龙补充道。虽然王

子龙回国工作才一年，但是截至

今年 9月中旬，他已经超额完成

了公司布置给他的销售目标。这

主要得益于他 5年来所积累的丰

富的海外工作经验。

王鹏的观点是：“丰富的海

外工作经历可以帮助海归时刻保

持对行业国际前沿动态的敏锐

度，而且在创业过程中，他们可

以将海外先进的适合国内企业的

管理理念引进来，帮助企业发

展。当海归创业时，海外工作经

历所积累的人脉资源也是巨大的

优势。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优势来

为自己的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

们所看重的就是海归的海外工作

经历到底能否为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

李迪雅对海归的海外工作经

历有着相同的看法，她说：“首

先，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具备

语言优势和国际化视野，并且能

够联系到国外的资源，对公司的

国际化体系业务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其次，我们公司引进的海归

通常在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工作

过，接触过一流的技术。他们过

硬的专业素质和实践技能对公司

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海外经历不是万能良方

回国发展还需摆正心态

海外工作经历固然能给海

归回国工作或创业积累经验，

但是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还

需要海归摆正心态，认清国情。

对此，王鹏给回国创业的海归

的建议是：多了解国内市场环

境和需求，不要过分依赖自己

的技术而忽视对市场和管理的调

研。他说：“海归回国创业，有

时进入某个行业的切入点并不

一定要全球顶尖的技术，而是

要有自己创新的东西，要有能

够在国内市场生根发芽的产品。

我们作为政府部门，可以帮助

有创业想法的海归牵线搭桥和

本土企业合作，将他们的技术

优势和本地企业的市场优势相

结合，形成强强联合。”

当问及如何把自己的海外工

作经历转化成回国工作的优势

时，王子龙说：“我觉得最主要

的还是心态。要抛却不切实际的

幻想，不要过分高估自己的留学

背景和海外工作经历，不要想着

凭此回国赚大钱，同时也不要妄

自菲薄，觉得回来跟国内衔接不

上，没办法适应国内环境。做生

意无论在哪儿，都有共通的地

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共通的

地方，利用好自己的优势，也要

不断学习，弥补短板。比如，我

虽然一直在做保险工作，但是不

同国家对保险的规章制度是不一

样的，各个地区的人们的保险意

识也不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了

解不同市场的需求，根据客户需

要向他们推荐保险产品。”

有过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

通常拥有开阔的国际化视野，

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但

是要想把这些转化成适应国情

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回国工

作或创业，还需要海归摆正心

态，认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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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台美容飞秒激光器、世

界首台飞秒薄膜太阳能装备、中国首

台拥有全面知识产权的全光纤飞秒激

光器……近日，在海归博士曹祥东创

立的企业内，记者见到诸多“宝贝”。

“宝贝”们其貌不扬，却有许多

相似特性：核心技术“中国造”，属

于高精尖“人士”，头顶“国”字号、

“首台”等傲人光环。

曹祥东现年 54岁，曾任德国西门

子等公司的高级技术主管，多次在美国

创立高科技公司，并研发设计世界第一

个超长距离波分复用传输系统，卖出

32.5亿美元的高价，在业界引起轰动。

2008年，借助华创会平台回国，

曹祥东在武汉创办了虹拓新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专注于飞秒光纤激光技术

的研究和产业化应用。

公司成立之初，身为董事长的曹

祥东许下心愿：在中国创造出更多颠

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8年来，成果

陆续问世。

曹祥东称，在国外从业和创业的

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核心技术的重

要性。创业，除了研发在全球、中国

领先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技术或产品

外，他更希望可以改变团队固有的创

新观念，培养一批真正理解创新含义

的创造者。

在他看来，创新不是邯郸学步，

也不是简单的改变或加工，而是沉下

心钻研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数年

来，他带领团队埋头苦战，取得五大

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形成几十项发

明专利。其中，飞秒激光核心技术之

一“超高精度色散管理技术”入选

OSA(美国光学学会)“全球六大新创

新技术”，这是亚洲公司首次入选。

“不是没有困难。”曹祥东坦言，

当一同起步的创业者事业蒸蒸日上，他

和团队却忍受着清贫和寂寞，为一些不

知道结果的技术绞尽脑汁时，他也有过

犹豫，“但从没想过放弃，我一直坚信

核心技术是一个企业的立足之本。”

让他感到幸运的是，中国创业氛

围日渐浓厚，鼓励创新、允许试错的

“创时代”给了他和团队很大的包

容。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国务

院侨办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承

担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研究，获“高新

科技企业”认定、湖北省重大科技创

新项目支持……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给他潜心研发提供了强大的后援，也

促使了一个个核心技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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