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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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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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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人 物 風 采
花旗參教父許忠政一世情演講會

被同業譽為「花旗參教父
被同業譽為「
花旗參教父」」﹐並獲得眾多海內外獎項肯定
並獲得眾多海內外獎項肯定﹐
﹐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及總裁許忠政((右)上周六晚間於休士頓的 Hilton garden Inn 舉辦
創辦人及總裁許忠政
「花旗四十年
花旗四十年﹐
﹐種參一世情
種參一世情」」巡迴演講會
巡迴演講會﹐
﹐活動吸引上百名民眾入場
活動吸引上百名民眾入場﹒
﹒許
忠政不只與民眾分享創業甘苦與種參秘辛﹐
忠政不只與民眾分享創業甘苦與種參秘辛
﹐也給予民眾挑選人參基本
知識﹐
知識
﹐為回饋民眾
為回饋民眾﹐
﹐每位入場者均獲得許氏好禮福袋
每位入場者均獲得許氏好禮福袋﹒
﹒美南日報資深記
者黃麗珊(( 左) 於摸彩活動中
者黃麗珊
於摸彩活動中﹐
﹐幸運抽中大獎
幸運抽中大獎「「 傳家寶
傳家寶」」 野參禮盒
野參禮盒﹐
﹐開心與
許忠政合影﹒
許忠政合影
﹒
德州市委聯會 14 區前會長
大休士頓地區統籌協會前會長

THERE ARE GOOD NIGHTS, GREAT NIGHTS AND NIGHTS

WHEN LEGENDS are MADE

在這裡有美好的夜晚，精彩的
夜晚，和令人難忘的夜晚。
Greatland Tours provides
motorcoach services to LʼAuberge.
GREATLAND旅游公司提供公
車到LʼAuberge酒店服務。
Call for Details 713.777.9988
致電查詢 713.777.9988
Must be 21 to enter casino.
©2016 Pinnacl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GAMBLING PROBLEM? CALL 800.52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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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新發現
空姐新發現》
》 自然景觀和風土人情發現之旅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
《空姐新發現 》是由中國南
《空姐新發現
航集團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攜手
中央電視台發現之旅頻道﹐
中央電視台發現之旅頻道
﹐推出的第
一檔全原創節目﹐
一檔全原創節目
﹐該節目融匯了空姐
及明星嘉賓遊歷各國的切身體會﹐
及明星嘉賓遊歷各國的切身體會
﹐以
他們豐富的個人經歷和全球化視野
展開情節﹐
展開情節
﹐帶著觀眾深入南航國際航
線目的地的每一個精彩之處﹐
線目的地的每一個精彩之處
﹐去探尋
和發現那些鮮為人知的自然奇觀和

個 節 目 就 是 要 帶 觀 眾“ 不 走 尋 常
路”﹒ 中央電視台發現之旅頻道作為
國內唯一以人文探索﹑
國內唯一以人文探索
﹑科學揭秘類節
目為主的專業頻道的優勢﹐
目為主的專業頻道的優勢
﹐在這個節
目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目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

風土人情﹒
風土人情
﹒正如節目制片人所說
正如節目制片人所說﹐
﹐這
節目內容

節目內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
﹕每周六晚間 9 點 30 分至 10 首播
首播﹐
﹐每周五晚間 10 點 30 分至 11
點與每周日凌晨 12 點至 12 時 30 分重播
分重播﹐
﹐
敬請準時收看﹒
敬請準時收看
﹒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日本人大買川普面具同時擔憂美日關系

盾﹐但他的面具現在銷路更好了﹒但我還是要說﹐川普當美國總統對日本不是什么好消息﹒因此﹐我現
在真是感覺七上八下﹒
”
【VOA】唐納德•川普在美國後來居上,贏得驚人的選舉勝利﹐成為美國當選總統﹒川普的當選給太平洋 小川面具生產廠位於日本首都東京附近的埼玉縣﹒該廠專門生產逼真的卡通人物或政壇名人的面具﹒
的另一邊日本帶來了一項好生意﹐這就是川普面具熱銷﹒與此同時﹐日本人也擔憂川普政府的上台是否 它的面具是手工制作﹐
手工繪制﹒
會給日本帶來利益損害﹒
川普在本月早些時候戰勝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成為美國當選總統﹐讓很多日本人為未來感到
川普當選總統之後﹐大批的 擔憂﹒
川普面具訂單湧到面具玩具 川普這位房地產大亨在東京和日本各地引起憂慮﹒他聲言日本可以擁有核武器﹐要求包括日本在內的
制造商小川工作室生產廠﹒ 美國盟國為美國駐軍支付更多的費用﹐否則他就要撤走美國駐軍﹒另外﹐他還表示堅決反對跨太平洋夥
小川生產廠加班加點增加生 伴協議這一自由貿易協議﹒
產﹐
工廠工人為此疲憊不堪﹒ 雖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會晤美國當選總統川普之後表示﹐川普是“可以信賴的”﹐但現在日本人正在不
然而﹐面對這種生意上的大 安地等著看川普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說﹕
“我想﹐人們在戴上他的面具四處招搖嬉戲的時候﹐也經常開
好形勢﹐工廠廠長柳原貴大 玩笑說是要建一面‘墻’﹒即使是一個人膽小害怕被人責備﹐一旦戴上面具就可以四處開玩笑﹐聲言要要
還是憂心忡忡﹒他為川普成 建一面
‘墻’
來保護自己﹒我希望川普的很多言論會被人這樣拿來開輕松的玩笑﹒”
為美國總統之後的日美關系 小川面具生產廠在今年 5 月得到 200 個川普面具的訂單﹐也得到 200 個克林頓面具的訂單﹒但川普面具
擔憂﹒他說﹕
“我不認為有誰 訂單到了 10 月底翻了兩番﹐
達到 600 個﹐
而克林頓的則只是 450 個﹒
會想到川普會贏得選舉﹒盡
在
11
月﹐
該廠又獲得
400
個川普面具訂單﹐
而且訂單還在繼續增加﹒克林頓的訂單則只有 100 個﹒小川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 2016 年 11 月 17 日會見日本首相安倍
管 我 對 他 獲 勝 感 覺 心 理 矛 面具生產廠廠長柳原說﹐
預計川普面具在日本的訂單增加會持續到年底﹐
因為年底聚會的季節到了﹒

奧巴馬給拉美和加勒比海年輕領
袖的信息
【VOA】美國總統奧巴馬周六給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個地區的 1000 多名年輕領袖發出了一個涉
及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的信息﹕
“不要把事情往最壞處想”﹒
奧巴馬在秘魯首都舉行的市政廳式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並回答了對美國總統易手後前途感到擔憂的年
輕聽眾的提問﹒
奧巴馬呼籲他們保持樂觀態度﹒他的建議是﹐
除非他們有盼望﹐
否則沒人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奧巴馬說﹕
“我認為﹐對世界各地的每個人來說﹐不要過急作出判斷非常重要﹐但是要給這位新當選的總
統一個機會﹐
使他組建自己的團隊﹐審核各項議題﹐並確定他們未來要采取的政策﹒”
他還說﹕
“你如何競選和你如何執政不總是一致的﹒”
美國總統和來自其它國家的領導人正在利馬參加每年一度的亞太經合會議－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
峰會﹒
如無意外﹐這是奧巴馬主政白宮 8 年期間第 52 次﹐也是最後一次出訪﹒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秘魯首都市政廳發表講話

醫生專頁

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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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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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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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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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D.D.S., M.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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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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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人律師解讀移民法
提醒中國學生勿逾期居留
近日，美国 NYIS 法律事务联
手北卡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NCSU,CSSFA)，举办了一场关于
移民法的讲座，律师周红为大家深
度解读了最新签证和移民动向，现
场解答了各种身份、移民问题，慎
重提醒学生学者失去身份后不要逾
期停留。
周红自 2003 年开始为北卡州执
业律师。因为讲座现场学生比较
多，她首先着重讲解了 F1 签证和身
份的内涵，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纯粹
的非移民身份，要求申请时一定不
能有移民倾向。
学生(F1 签证)即将毕业一般要
申请 H1B 工作签证。H1B 是短期工
作签证，持有者可以在美国工作三
年，然后可以再延长三年，6 年期
满后如果签证持有者的身份还没有
转化，就必须离开美国。申请者提
供的学位证明以及工作经验的资料
千万不要造假。

在申请 H1B 转换身份过程中，
就有一个专业实习(OPT)的身份空
档 期 (Cap-Gap)。 这 是 因 为 ， H1B
的新名额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而
申请 H1B 新名额最早的日期是每
年的 4 月 1 日。即使移民局批准了
H1B 申 请 ， 最 早 也 要 到 10 月 1 日
才可能生效。假定学生 F1 身份 6
月到期，那么申请 H1B 就有两个
月的宽限期，到 8 月份就没有身
份了。这样，8 月到 10 月 1 日之间
就有一个身份空档期，又因为 6
月 1 日基本就知道随 机 的 抽 签 结
果了，若抽签被选中，6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之间学生身份 就 会 自 动
延期。如果没有抽到签，那就需
要 回 到 中 国 离 境 申 请 H1B， 再 重
新入境。
周红律师提醒同学们，在 4 月
1 日到 10 月 1 日之间要特别注意自
己的身份，要和学校相关方面保
持联系，确保自己的合法居留身

份，不要让任何危及身份的事情
发生。如果逾期停留，其后果可
能有：
1. 三年内禁止入美：在美国境
内逾期停留超过 180 天不满 1 年，
在被驱逐出境之前离开美国，从离
境的那天开始，3 年内禁止入境；
2.十年内禁止入美：在美国逾期停
留超过 1 年，在被驱逐出境之前离
开美国，从离境的那天开始，10 年
内禁止入境；3.进一步影响到延期
或者改变身份申请，不能在美国调
整身份。
周律师说，每年年初很多人意
识到要开始准备 H1B 的申请了都会
非常紧张，有人形容它是一场战争，
因为必须在 4 月的第一个星期准确
无误把 H1B 申请递出去。她有一个
客户形容这关乎于身家性命，如果
是因为律师的错误或者是申请人的
失误导致申请被退回来了，就会失
去一年的机会。

美投資移民對華排期變長
中國留學生成重要客戶
美国 EB-5 投资移民近年大热，
吸引众多中国投资客，使得该原本
为快速获得绿卡途径的项目，已出
现中国出生申请者需超过两年的排
期。业内专家指出，等候时间加
长，使该项目在中国的热度有放缓
趋势，而父母为下一代、尤其是赴
美留学的子女办理投资移民数量则
大增。在华人中广为使用的社交通
讯软件“微信”，成为 EB-5 从业者
吸引客户的必备工具。
当地时间 11 月 1 日在纽约曼哈
顿举行的美国亚裔地产协会“东
方遇见西方”地产峰会上，EB-5
投资移民项目也成为峰会一大主

题。EB-5 投资移民项目推出以来，
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占绝大多数，
近年来的大热也使其开始出现排
期 ， 中 国 出 生 者 排 期 到 2014 年 3
月 ，已不再是马上获得绿卡的快
捷方式。
专精投资移民的移民律师曾晖
指出，目前中国申请者从找律师开
始着手准备，到拿到 EB-5 绿卡，所
需时间从几年前的数月已延长到目
前三到四年。曾晖指出，进入新财
年后，EB-5 排期并未随新财年名额
的放出而大踏步前进，可见积累的
申请者仍数量巨大，未来加速希望
不大。

曾晖因此指出，等候时间的加
长，使其对普通的想迅速获得绿卡
的中国投资者吸引力下降，但近年
来美中国留学生数量剧增，而 H1B
工作签证抽签形式的严峻，使得
EB-5 投资移民的客户逐步转向留学
生群体，已占近半，不少家长在子
女刚来美上学时便未雨绸缪，开始
为其办理 EB-5 绿卡。曾晖分析，近
期 EB-5 项目的改革呼声日盛，目前
提出的改革草案包括修改“目标就
业区”(TEA)的定义，增加最低投
资额，增加资金来源审查等，未来
EB-5 投资移民门槛必将更高，审核
也更严。

澳洲中國買家“看房遊”
火爆 年輕人最愛學區大宅
据《澳洲日报》报道，在中国
国庆黄金周期间，有多达 6 亿人远
离了拥挤的城市外出度假，数据显
示有 600 万人出国旅行，其中包括
一些准备购买奢华物业的买家，他
们购房大多用做投资或度假屋。
在悉尼，这类房屋通常坐拥海
湾美景，方便上顶尖私立学校，而
价格可能高达数百万澳元，而且很
少会公开上市销售。
房地产促销员刘先生(Arron Liu)
表示，他在澳洲为潜在的中国买家
安排的“看房游”，这项活动越来
越受到欢迎。“我一般会带他们到
墨尔本或者悉尼，观光还是其次，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看房。”他说。

苏富比的 Realty 公司用价值 100
万澳元的劳斯莱斯幻影轿车载送中
国买家在悉尼看房，请他们到 Century Restaurant 品酒用餐，该公司打
算在明年增加直升机游览。“我们
用非常漂亮的车子载送他们，带他
们到很棒的餐馆用餐，真正提供他
们喜爱的 VIP 体验。”该公司的常
务董事帕利耶说。
部分在售房产专门为了黄金周
开放看房，通常是每周两次，这样
一来，就会有更多潜在买家可以看
到，如果他们有意购买，可以再飞
回来参加拍卖。
帕利耶的太太露露是该公司的一
名主管，她会说流利的普通话，上海

话和广东话，吸引投资者购买。“有些
人不一定是为了资本收益而买，而是
因为这里的生活方式。”她说。
帕利耶太太向一名中国买家展
示了 Neutral Bay 附近一栋可以饱览
悉尼港美景的豪华3卧室海滨公寓，
该公寓设有一个长长的露台，可以
俯瞰海港，还设有船棚，酒窖，水
上网球场甚至一个私人码头。
帕利耶表示，像这位买家这样
的老手喜欢比较小的度假公寓，而
年轻人则喜欢买全家都可以住的大
房子。“靠近私立学校的房子对中
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希
望孩子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
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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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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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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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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特蕾莎梅首相也在慢慢收回这样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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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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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找工作實習經曆可加分
实习是学生从象牙塔走向
社会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积
攒经验、提前熟悉职场的有效
途径。那么，海归在求职中，
曾经的实习经历是否可以帮上
忙？中外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
异，海外实习经历，是否会为
求职加分？
课业压力
实习需要挤时间
很多国内大学生，在大一
大二的时候，会利用课余时间
进行实习从而积攒经验，为未
来的求职奠定基础。但是国外
大学的课程安排十分紧凑，课
业压力较大。所以在留学期间
实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付豪曾在悉尼大学留学，
如今已经回国，正处在求职过
程中。他表示，在留学期间，
几乎没有时间实习，因为学校
规定，留学生每个学期必须要
修满 4 门课程。而且国外大学
的课程难度从大一至大四不断
递增，年级越高，课业压力越
大。学生只能更多地将重心放
在学业上，若同时兼顾求职或
实习，则会非常辛苦，也容易
顾此失彼。
崔怡婧同样在悉尼大学留
学，今年回国并已找到了工
作。她十分认同付豪的观点。

崔怡婧的本科专业是社会学。
“在国外，尤其是澳洲，没有
什么专业比文科专业压力更大
了。”她说：“一个学期有 3
个月，但是我们几乎每周都有
论文要写。”并且，国外的大
学大多没有补考制度，如果这
门课程没有通过，就意味着你
得交钱重修。
但是，课业忙，就真的没
有机会实习么？
付豪表示，尽管在上学期
间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实
习，但是不少同学会利用寒暑
假的时间，回国或者在当地寻
找实 习 机 会 。 而 崔 怡 婧 则 认
为，时间是挤出来的，即使课
业压力大，也总是有机会实习
的。她在上学期间，几乎过着
学校、实习地点、家三点一线
的生活，把休闲和娱乐的时间
压到最少。崔怡婧坦言，在大
学期间，她很少出去玩，去的
地方十分有限。
积累经验
实习为求职加分
实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是进入职场的一次预演，是正
式进入职场前的热身，同时也
是证明自身能力的一个机会。
但是回国求职的海归，在国内
找工作时，其海外实习经历有

时能够给自己加分，有时却不
易被用人单位认可。由于海外
实习的环境、公司制度等与国
内有很大的差异，因而海外的
实习经历能否证明求职者的能
力以及对行业的熟悉度，还是
个问号。
付豪认为，海外实习经历
是否能够加分得具体分析。比
如法律类的实习，由于国内的
法律体系同国外的法律体系不
尽相同，如果拿着海外的实习
经历回国求职，会存在不被认
可的风险。“但是商科类的实
习，就我个人而言，在求职中
还是比较能加分的。”他说，
“因为海归比较倾向于就职于
外企，而审计等职位以英文为
工作语言，所以海归比较占优
势。”付豪在海外留学期间，
曾在一家地产公司实习，所做
的工作是进行数据分析、市场
分析，从每一个小区到每一个
楼盘都需要进行数据分析，了
解判断每个区域的优势和劣
势。付豪表示，这样的实习提
升了他的综合分析能力，积累
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使其成长
了不少。
不同于付豪，找到了与所
学专业对口的实习机会，崔怡
婧学的是文科，她的实习内容

基本与专业无关。她表示，这
些专业不对口的实习经历，尽
管在求职简历上不会为她增色
多少，但是在个人经历和阅历
上却让她收获很多。“实习让
我的眼界开阔起来，多干一件
事的人总比少干一件的人积累
到更多的经验。”崔怡婧说。
提升能力
不止实习一条路
事实上，提高能力、锻炼
自我的途径，并非实习一条
路。
杨姗姗曾在东日本国际大
学留学，回国不久，就在天津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虽然她的
简历上实习一栏是空白，但她
在大学期间参加的众多校外活
动，为她的求职加分不少。比
如日本大地震时，日本政府针
对福岛县 3 个灾区开设了免费
热线，杨姗姗就负责接听福岛
地区民众来电，为他们进行心
理疏导。她平时也会兼职做前
台接待主管，还成立了书法
班、组织过联欢会，等等。这
些活动让公司看到了杨姗姗的
交际协调及组织能力，因此她
很快获得了心仪的工作。
对于崔怡婧来说，实习可
以提高自己的能力，但是在实
习期间，一定要有所思考，才
会有所成长。“分配给你的任
务，你要要求自己尽最大限度
做好，在这个过程中会学到很
多东西。”崔怡婧实习时曾经
做过一个有关搜索引擎最优化
的项目。在这个项目里，崔怡
婧需要创建网页，建立越多的
网页就能拥有越多的用户。
“我的任务量是 200 页的网页
创建，而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完成 300 页或者 400 页网页创
建。”
海归在课业紧张、学业
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往往无
法同时进行实习，因而会错
失通过实习检验自己、证明
自己的机会。但其实证明自
身能力的途径不只是实习一
种，海归若想回国求职取得
成功，提升自身的实力才是
硬道理。

Wednesday, November 23, 2016

B5

海歸就業不能依靠身份標簽

而要靠實力說話
2015 年，中国输出了留学生
52.37 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
数为 40.91 万人。他们中，有些人
从选择出国到回国就业，都是父母
的“提线木偶”，留学钱没少花，
用人单位对海归却越来越挑了，有
的明确设定学制等门槛，起薪也不
再那么体面。
近年来，“海归就业难”不时
进入公众视线。留学花费动辄数十
万甚至上百万，海归的就业质量却
有些让人失望。每月数千元的起
薪，显然让一些家庭“高投入高收
益”的想象落空。当角色扮演背离
角色期望，出国留学“值与不值”
便成为一个纠结的问题——这一场
以教育之名的社会交换，不可避免
会触动许多家庭关于名誉和利益的
敏感神经。
当下的中国，逐渐从身份社会
向专业社会过渡。用人单位在招聘
的时候，不仅在乎求职者的“出
身”，也在乎求职者的综合素质。
同样的“海归”身份，不同的求职
者在就业市场的待遇却有着鲜明的
反差：有些求职者不仅拿上了高
薪，还年纪轻轻就评上了教授甚至
博导；有些求职者不受待见，拿着
“不够体面”的月薪，让自己和家
人都感受到失落和挫败。
“海归就业难”从直接原因上
归咎于海归的社会声誉下降甚至遭
遇“污名化’,从根本原因上归咎
于出国留学的功能异化。一方面，
在功利和算计的裹挟下，出国留学

成为一种“洗白学历”“贴金”的
做法，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另一
方面，海外高校鱼龙混杂，既有世
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也有生源、
师资都不怎么样的一般大学，甚至
还有通过招收留学生来圈钱的“野
鸡大学”。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
大众教育转型，“教育改变命运”
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拉长，大学
生就业难是一种普遍现象，“海归
就业难”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求
职的过程，也是用人单位和海归社
会互动的过程；如果海归没有特殊
的技能和本领，又怎么赢得用人单
位的“另眼相看”？
在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看来，出国留学能达到投机取巧的
目的。以一年制授课型硕士为例，
别人要花两三年的时间拿到的学位
你花一年就拿到了，其“含金量”
难免会引发用人单位的质疑。“海
归就业难”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用人
单位更加理性、务实的产物，他们
不再迷恋“海归”的标签，而是更
加看重求职者的真才实学。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
只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
的预备”。在“海归”符号价值不
断下降的今天，海归要想“赢得尊
重、发挥作用、实现价值”，显然
不能依靠身份标签，而是要靠实力
说话。那种“根底浅”“腹中空”
的海归，“高投入低收益”看似偶
然，实则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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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將至 俄羅斯玩具廠加緊生產節日裝飾品

紐約搭建大型聖誕樹
美國紐約洛克菲勒中心搭建大型聖誕樹，工人們利用腳手架和吊車
構建聖誕樹景觀。

伊拉克摩蘇爾激戰持續
IS 武裝破壞考古遺址
俄羅斯克拉斯諾雅茨克，“Biryusinka”玩具廠生產聖誕節日裝飾品。這家玩具
廠，成立於 1942 年，主要生產裝飾性玻璃球，在聖誕節期間，其產品在世界各地的
聖誕樹上都可以見到，特別是在莫斯科的克裏姆林宮更為普遍。

印度林業人員鉆鐵籠子下井
解救被困井下母老虎
伊拉克尼姆魯德，摩蘇
爾收復戰持續，距離摩蘇爾
30 公裏的尼姆魯德考古遺址
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
裝破壞。
近日在印度拉賈斯
坦邦 PREMPURA，林業
人員在倫滕波爾國家公
員救出壹只被困井中的
雌性老虎“閃電”，並
將它放回自然保護區。

大話經濟

特朗普的“冰與火之歌”：
銀行股狂飆科技巨頭失意
綜合報導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似乎正在重
塑全球金融市場格局。僅是美股市場就出現了“冰
火兩重天”的詭異情形。
壹周內，今年來春風得意的科技股跑輸大盤，
亞馬遜和臉書股價暴跌近 5.5%，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也下挫 4.5%;而此前被投資者冷落的銀行股
卻大放異彩，美國銀行更壹周暴漲逾 18%。這背後
究竟存在什麼邏輯?
記者采訪多方機構發現，有幾大因素助長了銀
行股——特朗普對於降稅、擴基建的政策倡議助推
了經濟增速回暖的預期；對於去監管的言論利好危
機後受到嚴格監管、盈利空間收窄的銀行業；12 月
美聯儲加息在即、收益率曲線走峭都利好銀行利潤
率。
相比之下，科技股板塊此前估值已然不低；降
稅預期對於已經享受較低稅率的科技企業而言，利
好力度顯然不足；市場更擔憂特朗普可能會修改美
國現行貿易和移民政策，從而導致科技公司業績出
現下滑。
科技股遭遇拋壓
壹周以來，科技股是標普 500 指數中唯壹錄得
跌幅的成長股板塊，平均下挫近 1.7%；而工業股
平均漲幅 5%，金融股則暴漲近 10%。
五大科技巨頭——亞馬遜、臉書、微軟、谷歌

、蘋果跌跌不休。雖然周二（11 月 15 日）科技股
有所反彈，但走勢仍被標普 500 指數遠遠甩在身後
。
科技股的頹勢，最直接的觸發因素就是——投
資者希望將收益變現。有交易員對本報記者表示，
投資者正在拋售之前漲幅居前的股票，以科技股為
主，以此換得資金買入近期開始發力、估值更低的
股票，例如金融股，金融股自特朗普當選後漲幅高
達 11%。
大選前，標普 500 指數中的科技公司今年以來
平均漲幅高達 11%，估值已經高企的科技股失去了
吸引力。11 月 8 日，標普 500 指數科技板塊 12 月
期的市盈率為 20 倍，而標普 500 整體市盈率僅 18
倍。
另壹個解釋是，矽谷和特朗普之間似乎存在壹
種緊張態勢。
特朗普曾經在 2 月大選拉票時表示，消費者應
該抵制蘋果公司。蘋果股價自大選結果出爐以來便
下挫近 3.6%。同時，他指責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
利用他麾下的《華盛頓郵報》幫助亞馬遜牟利。此
外，特朗普主張收緊移民和貿易限制，這讓重視高
技能移民且業務來自海外市場的科技企業倍感警惕
。
科技公司需要雇傭大量高端程序員，本土人員

力量供不應求。因此，科技公司大多全球招聘，大
量科技人才依托於 H1-B 工作簽證得以進入各大矽
谷壹線公司。2016 年，美國共收 H1-B 簽證申請
23.6 萬份，遠超過 6.5 萬份上限，並且科技公司對
海外人員的需求正持續增加。而特朗普公開表示反
對 H1-B 美國工作簽證計劃，並呼籲美國企業應從
美國本地雇傭非熟練工。此舉將大大限制高端人員
流入，並降低科技公司的研發效率。
此外，特朗普始終強調貿易限制政策，這可能
會傷害那些海外營收占比較大的大型科技企業。尤
其是例如臉書、亞馬遜等大型跨國企業。根據
FactSet 預測，臉書近壹半的營收來自於美國和加
拿大以外的地區，而標普 500 指數中的大多數企業
只有 30%的利潤來自美國以外地區，
不可忽視的是，稅收的潛在變化也打擊了科技
股股價。特朗普主張為企業減稅，其稱希望將企業
稅率從 35%降至 15%，但市場預計，科技板塊可
能是其中受益最少的。
根 據 EvercoreISI 過 去 12 個 月 的 測 算 ， 標 普
500 指數中科技股的有效稅率為 23.6%，而工業企
業為 29.9%，原材料企業為 27.3%。可見科技企業
降稅的邊際空間遞減。
先鋒基金美股研究主管斯特林（CraigSterling
）表示，“如果所有公司的稅收都下降，那麼對於
當前享受低稅率的公司必然是利空。”
15 日科技股股價小幅回暖，市場情緒有所緩和
，然而分析師們表示，科技股股價在中長期內做到
強力反彈似乎很難。
銀行股化身“成長股”
與科技股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銀行股近期可謂
“枯木逢春”。

債王格羅斯：前方不存在新的特朗普牛市
綜合報導 債王格羅斯稱，特朗普的
任期將不會超過 4 年，在特朗普任職的
四年中，大公司和華爾街將把持權力，
而在民粹主義浪潮中選出特朗普的工薪
階層將繼續苦苦掙紮。前方不存在新的
特朗普牛市，警惕低稅收帶來的高赤字
將提高利率和通脹，它或導致低盈利和
高市盈率。
格羅斯在其最新投資月度報告中稱
，在通過投票將希拉裏擠出白宮的過程
中，他們無意中讓特朗普從側門溜了近
來。特朗普的任期或將只有四年，但這
四年對於失業和低工資的美國工薪階層
來說，確實有害的。因為特朗普的政策
所包括的更強大的國防和基建支出，配
合以振興私營企業的低公司所得稅，將
繼續有利於資本，而非勞動者，有利於
市場而非工資，它其實是現狀的延續。
格羅斯隨後列出壹些特朗普的政策
，如稅收減免和公司稅率下調等。格羅
斯認為，這不會帶來任何改變，雖然格
羅斯也承認即使是希拉裏上臺，情況也
不會好到哪裏去：
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代表這當前的大
公司的利益，即傾向於市場而非薪資，

傾向於華爾街而非普通市民。這是為什
麼美國公民乃至全球公民試圖重新獲得
失去的薪資增長的努力是徒勞的。現階
段在政治說客的影響下，無論是共和黨
還是民主黨都不會有足夠堅定的政策，
去代表他們的利益。
格羅斯認為，無論誰是總統，都不
能影響美國經濟的未來。目前美國的大
公司正在對抗結構性問題，如老齡化、
機器代替人力、反全球化和杠桿率過高
的資產負債表。公司關註的是底線，而
不是公共福利。政府必須介入，不是通
過以增加工薪階層的成本為代價的減稅
，來增加企業利潤，而應有效地成為最
後的雇主。
格羅斯稱，正如《經濟學人》所指
出的那樣，投資者正在面臨著壹個沒有
任何贏家的情況。除非工薪階層在 GDP
的份額逆轉下行趨勢，資本在 GDP 的份
額達到頂峰，否則全世界的民粹主義者
，將會在未來的每次選舉中否認建制派
，並且間接促成壹些不利於增長的貿易
、移民政策。而在特朗普的情況中，低
稅收政策很有可能會不利於 GDP 增長，
而非促進 GDP 增長。全球民粹主義將是

未來，但美國現在的民粹主義的方向搞
錯了。投資者必須謹慎，要明白低稅收
帶來的高赤字和通脹或導致盈利下降和
更高的市盈率。
以下是格羅斯月度投資展望全文，
由華爾街見聞翻譯，略有刪減：
川普狐貍已經進入了民粹主義者的
雞窩中，並沒有多麼神不知鬼不覺，它
只是美國中產階級對什麼可以使美國再
度強大的誤讀的結果。兩個建制派的候
選人我都沒有選，我對於美國選舉對他
們自己的做的事情覺得又驚奇、又好笑
、又困惑。壹個路透/Ipsos 在選舉日對 1
萬名選民的調查揭示出，美國民粹主義
運動中的巨大憤怒。幾乎 72%的調查者
同意：美國經濟被有錢有權者所控制。
我也算是他們中的壹個。但是在投票將
希拉裏趕出雞窩的同時，他們無意中讓
特朗普悄悄地從側門進來了。特朗普的
任期將只有四年，但這四年可能會給失
業者和低薪者帶來痛苦。這些人曾經給
特朗普席卷美國中西部，成就了共和黨
選舉的勝利。然而，當狐貍承諾提供工
作，使美國再次變得偉大，他關於更強
大的國防和基建支出的政策，配合上以

例如，漲幅最兇猛的當數美國銀行，自大選以
來暴漲近 18%，報收 20 美元，這是 2008 年秋季以
來的首次。盡管銀行股周二漲幅趨緩，但自大選結
果公布以來，銀行股漲幅劇烈。經濟增速加快、利
率提高、降稅、去監管的預期對於銀行業及其估值
而言是壹個根本性的轉變。大選前，市場始終認為
，銀行無法在低利率、低增速環境下脫穎而出。
令華爾街沸騰的消息無疑是，特朗普的過渡團
隊 承 諾 將 廢 除 “ 多 德 - 弗 蘭 克 法 案 ”
(Dodd-FrankAct)，甚至取消禁止銀行從事自營交
易業務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Rule)。
“機構們為這個消息而興奮，”擁有 20 年華
爾街交易經驗的資深投行人士馮磊告訴記者，“危
機後的嚴厲監管給銀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成本壓力。
”
此外，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美聯儲 12
月加息概率目前已攀升至 90.6%，12 月加息幾乎
板上釘釘，這也提升了銀行盈利預期。
當前的新局面也使得市場萌生了壹種新思路
——長期以來受到冷落並被與公共事業板塊同等對
待的銀行股，可能會再度成為“成長股”。有機構
認為，如果應驗，那麼銀行股估值就應該與整體股
市的平均估值拉平，填平折價。當前，大型銀行已
經更加接近內在價值。
美國銀行和花旗集團仍然折價交易，市凈率僅
分別為 0.83 倍和 0.74 倍，但年初時僅約 0.5 倍。摩
根大通目前市凈率為 1.24 倍。
不過話說回來，特朗普尚未正式上任，壹切政
策主張可能只是競選時的說辭，具體能夠在多大程
度上落實，仍然取決於屆時的變化，以及特朗普如
何任命其背後的班底。

振興私營企業的公司低稅
收政策，只會繼續利好於
資本，而不是勞動力，利
好於市場，而不是薪資，
它將會是當前狀況的持續。
例如，共和黨稅收改革的訴求重點
是：美國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公司所得稅
率 35%。事實並不是這樣。在標普 500
的 50 個最大公司中，美國公司的稅收是
最輕的，而不是最終的。特朗普的政策
看起來也傾向於向公司萬億美元級的海
外收益征收低稅，其邏輯是匯回的錢將
被用於本國的投資。很值得懷疑。上次
類似這樣的“赦免”在 2004 年被立法，
然而投資並沒有什麼回升。獲得免稅的
3620 億美元，大部分被用於支付股息、
公司獎金和股票回購中。蘋果或者任何
大公司可以相當低的利率融資進行投資
。壹些公司確實進行了投資，但最近幾
年來每年有超過 5000 億被用於公司股票
回購，以增加每股盈利，而不是用於增
加盈利和 GDP 增長。為什麼他們匯回任
何海外資金，以投資於實體經濟？
但是希拉裏政府又能做得更好嗎？
也許不能。無論是希拉裏代表的民主黨
和所有共和黨人都代表著當下大公司的
利益，偏向於市場而非薪資，偏向於華
爾街而非普通市民。這就是我們美國公
民和全球公民試圖重獲過去幾十年缺失

的真實薪資增長的努力是徒勞的原因。
在政治說客的影響下，目前任何壹個黨
派都沒有足夠強硬的政策。我認為，有
很多比兩黨大選提議更好的辦法，比如
說讓人們通過幫助別人來工作的凱恩斯/
羅斯福工作隊和肯尼迪式美國服務隊。
然而，沒有任何壹個候選人提到了類似
項目。我們可以通過類似“幫助美國”
工作項目補充福利，即使這樣的項目是
由政府組織的。
政府組織會比公司組織更有效嗎？
不見得，但是公司正忙於解決結構性問
題，如老齡化、機械化、反全球化和杠
桿率過高的資產負債表。恰恰與公眾福
利相反，他們關心的是底線。
民粹主義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
特朗普的勝利不會對民粹主義在未來幾
十年的發生造成影響。正如《經濟學人
》指出的那樣，投資者面臨著壹個沒有
任何贏家的境地。除非工薪階層享受
GDP 果實的份額逆轉下降趨勢，而資本
在果實中的份額達到峰值，民粹主義者
將在未來的任何壹場選舉否定建制派，
並間接促成部分不利於增長的貿易、移
民政策。
而在特朗普的情況中，低稅收將降
低 GDP 增速，而非提高。全球民粹主義
是未來的趨勢所在，但它在美國的方向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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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Leaders React

Donald Trump Announces He Will Withdraw
The U.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ASHINGTON, U.S. -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released a video message on Monday outlining
his executive actions after he takes charge of his
presidency on January 1, 2017.
In his first video message ever since he won the
elections, Donald Trump talked about his intentions to
withdraw the U.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describing the regional agreement as a
"potential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
In the brief clip posted to YouTube on Monday, the
president-elect said that “our transition team is
working very smoothly,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contradicting a wealth of media reports telling of chaos
in Trump Tower as Trump struggles to build a team.
He said that he was going to issue a note of i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calling it “a potential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
Instead he said he would “negotiate fair bilateral trade
deals that bring jobs and industry back”.
Hours before Trump’s announcement,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rned tha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would be “meaningless” without
US participation.
Speaking to reporters in Buenos Aires on Monday, Abe
conceded that other TPP countries had not discussed

Leaders of TPP member states and prospective member
states at a TPP summit in 2010.

how to rescue the agreement if Trump carried out his
promise to withdraw.
Negotiated by President Obama, TTP is a deal that
involves 12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Japan,
Malaysia, Vietnam, Singapore, Brunei,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Mexico, Chile and Peru, and covers
40 percent of the world.
“Instead, we will negotiate fair bilateral trade deals that
bring jobs and industry back onto American shores,"
said Trump.
"The outlook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s
bleak,"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boss, James Pearson was quoted as saying on Tuesday.
As per reports, Donald Trump’s decision drew mixed
reactions from world leaders.
According to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Time will tell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congress engages
with the TPP or a evolved version of that agreement.
There is very strong support among the other 11 parties
to the TPP to ratify it and to seek to bring it into force.”
Similarly Deborah Elms, executive director, Asian
Trade Center expressed that Trump’s announcement
was “very depressing.”
In her words, “It means the end of U.S. leadership on
trade and the passing of the baton to Asia. At a time
of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can ill-afford
watching the largest economies turn inward.”
~
What 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 is a trade agreement
among twelve of the Pacific Rim countries—notably
not including China. The finalized proposal was
signed on 4 February 2016 in Auckland, New Zealand,
concluding seven years of negotiations. It is currently
awaiting ratification to enter into force. The 30 chapters
of the agreement aim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support the creation and retention of jobs; enhance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raise
living standards; reduce poverty in the signatories'
countries; and promote transparency, good governance,
and enhanced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The TPP contains measures to lower both non-tariff
and 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and establish a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e TPP began as
an expansion of 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SEP or P4) signed by
Brunei, Chile, New Zealand, and Singapore in 2005.
Beginning in 2008, additional countries joined the
discussion for a broader agreement: Australia, Canada,

Japan,Malaysia, Mexico, Peru,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of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negotiations to twelve. Current
trade agreements betwee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be
reduced to those provisions that do not conflict with
the TPP or provide greater trade liberalization than the
TPP.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considers the TPP
a companion agreement to the proposed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a broadly
similar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
On the other hand, Najib Razak,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supported Donald Trump’s decision saying,
“It i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right as the
democratically-elected next lea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the policy decisions he thinks right. I
am a strong supporter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open
regionalism in Asia Pacific.”However, He Weiwen,
vice president of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uggests that a refusal by the U.S.
to join the TPP would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push its
own deals such
a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While
China declined
to join the TPP,
feeling it was
designed to isolate
it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
wider implications
of the US going back on a trade deal that took seven
years to negotiate is likely to harm China in the long
term.
“The US leaving TPP is a problem of America rejecting
globalisation,” said Da Wei, an expert on the US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is a beneficiary of globalisation and
China is not willing to see the tide of globalisation
ebb.”
While some Chinese may be happy at what they see
as a political failure for the US, ultimately “China
disapproves of this, China is anxious about 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 Da said.
Trump’s wider trade rhetoric could damage US-

China relations, with his promotion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t the centre of his frequent attacks o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Da added.
Last week an editorial in the Communist partycontrolled Global Times warned “Making things
difficult for China politically will do him no good,”
referring to Trump.
Meanwhil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eemed
reluctant to give up on the TPP deal entirely.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who has just returned from a 25,000km
round-trip to Peru to reinforce support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agreement as a “strategic commitment.”
Mr Turnbull said it was up to Mr Trump and his new
Congress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at they believed
was in their nation’s interest. Donald Trump also
talked about energy, regulation, national security,
immigration and ethics reform in his video.
“On ethics reform, as part of our plan to drain the swamp,
we will impose a five year ban of executive officials
becoming lobbyists after they leav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 lifetime ban on executive officials lobbying
on behalf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Trump said,
reiterating a policy
his transition team
announced earlier
this month.
While talking
about immigration,
which remained
one of his
trademark
policies during
his candidacy, he
assured he would
not build the wall,
but instead an
executive action to investigate visa abuse.
“On immigration, I will direct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to investigate all abuses of visas programs that
undercut the American worker,” he added.
The video was created and distributed by the Trump
Transition Team, who are trying to fill over 4,000 jobs
within the White House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rump talked about his transition team stating,
“Tremendous talent — we’re seeing tremendous
talent. People that, as I say,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se are really great people. These are
really, really talented people.”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Russia, China To Push For
Free-Trade Area In Asia-Pacific Reg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eace and justice.
China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Russia to continue
high-level close contact, enhance mutual support and
consolidat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mutual trust in the
upcoming year, stressed Xi.
The Chinese president called on the two neighboring
nations to enhance synergy of thei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further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He also expressed hopes that both countries will
successfully organize the China-Russia Media
Exchange Year and other important people-to-people
LIMA, Nov. 19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and cultural exchanges.
Jinping on Saturday called for joint efforts by China
Putin, for his part, said the high-level relationship
and Russia to push forward the process of the Fre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global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peace and stability, noting both sides should maintain
Xi told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Vladimir Putin
close contact.
at a bilateral meeting that both sides should fully
Hailing good momentum of bilateral economic ties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at the 2014 APEC
and achievements they have scored in high and new
Beijing meeting and other meetings in recent years.
technology, the Russian president stressed that Russia
The FTAAP process was launched at the 2014 Beijing
is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hina to strengthen
meeting and a roadmap was endorsed. A colle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trategic study on the FTAAP was conducted
the EEU.
subsequently, as agreed by the APEC members, and
The two heads of state also made in-depth exchange
the result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economic leaders
of views on othe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by the end of 2016.
of shared concern, agreeing to safeguard peace and
Xi and Putin are currently in Lima, Peru's capital,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and other
attending the annual Asia-Pacific Economic
regions neighboring their two countries.
Cooperation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and
Related
related events.
Xi, Putin Seeking Enhanced
Delivering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APEC CEO Summit
China-Russia ties
earlier Saturday, Xi called for concerted efforts to
Lima [Peru], Nov. 20 (ANI): Chinese President Xi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TAAP, noting that it is
Jinping met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Vladimir Putin
a strategic choice concerning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ressed that Beijing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of the region.
Moscow to continue high-level close
Holding talks with Putin on the
contact, enhance mutual support and
sidelines of the meeting, Xi underlined
consolidat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the need for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mutual trust.
under the APEC framework in a bid to
The two leaders met Saturday on the
promote the bloc to contribute more to
sidelines of the annual Asia-Pacific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Echoing Xi's remarks, Putin said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reports
Russia an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Xinhua.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e meeting called for joint efforts by
in APEC and other multilateral
China and Russia to push forward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mechanisms.
with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process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 for China-Russia all-round meets
Vladimir Putin in Lima, Peru, Nov. Asia-Pacific (FTAAP).
strategic coordination, Xi said that it
19, 2016. (Photo/Xinhua)
Xi told Putin that both sides should
has not only promoted both countries'
fully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at the 2014
development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force of world

APEC Beijing meeting and other meetings in recent
years.
The FTAAP process was launched at the 2014 Beijing
meeting and a roadmap was endorsed. A collective
strategic study on the FTAAP was conducted
subsequently, as agreed by the APEC members, and
the result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economic leaders
by the end of 2016.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Putin, Xi underlined the
need for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under the APEC
framework in a bid to promote the bloc to contribute
more to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For his part, Putin said Russia an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APEC
and other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He said that the high-leve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noting both sides should maintain close
contact.
The Chinese President called on the two neighboring
nations to enhance synergy of thei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further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The two leaders also made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on othe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of shared
concern, agreeing to safeguard peace and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and other regions
neighboring their two countries.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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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季犯罪率提高 華裔警官：提高警覺很重要
用人潮擁擠的失序下，容易引來偷兒參入其中伺機行竊， 「闖空
門」 入屋行竊的案件也會在此時紛紛激增， 「血拼日」 恐成歹徒
動歪腦筋的 「作案日」 。休士頓警局公共關係室華裔警官汪得聖
呼籲，歲末購物不能掉以輕心， 「提高警覺很重要」 。
汪得聖日前受邀參加由常中政和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李堅強
教授主持的 「休士頓論壇」 ，以 「假期安全須知」 和 「如何拿捏
開槍時機」 為題，提供重要的安全資訊，教導觀眾如何在歲末年
終來臨時，安心購物也注意人身財產安全，以及用槍時機的掌控
。
汪得聖說，雖然很多時候一些安全守則都是老生常
談，但事實上， 「財不露白」 ，隨身勿攜帶大量現今
和貴重物品，切忌邊走路邊講電話或低頭打簡訊，車
內不放至手提包或背袋，確實是降低犯罪機率的不二
法門。
再者，全家假期出遊容易引宵小光顧，竊賊會以撬
開門鎖或破窗方式強行進入屋內行竊。他建議，除了
通往外部的門應加裝可反鎖的門鎖外，也應該確保屋
內外環境燈光明亮，並設置警報器以確保安全無虞。
另外，隨著公開攜槍法案(Open carry law)今年 1 月
上路，加上許多搶案發生，華人開始擁槍為求自保。
汪得聖攜帶三把手槍於節目上作示範，他說，持槍者
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大家都需遵守槍支安全守則外，對槍枝操作也需要非
由常中政((中)、李堅強教授
由常中政
李堅強教授((右)主持的休士頓論壇
主持的休士頓論壇，
，日前邀請華裔警官汪得聖
日前邀請華裔警官汪得聖((左)
常熟悉，當個合法持槍者，否則，違法規定者將會被
談假期安全須知。
談假期安全須知
。(節目截圖
節目截圖))
罰緩及吊銷執照。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近來休士頓治安頻頻亮紅燈，
中國城鄰近區域更是接二連三發生街頭持槍搶劫、劫車竊盜等搶
案頻傳，使得民眾人心惶惶。尤其感恩節和聖誕節臨近，年底購
物季，民眾外出購物採買或假期出遊，都容易引來竊賊伺機行竊
，甚至尾隨行搶。為防止有更多搶案發生，休士頓警局提醒民眾
，年底購物季，民眾外出採購需提高警覺，留意周遭可疑人事物
，警方也會在購物季期間，加強購物區的巡邏密度。
中國城治安亮紅燈，街頭持槍搶劫、劫車竊盜等幾乎經常上
演，隨著年底購物季到來，民眾外出採購的機會大增，不只在利

華裔警官汪得聖呼籲民眾購物季提高警覺。
華裔警官汪得聖呼籲民眾購物季提高警覺
。(節目截圖
節目截圖))

黑色星期五人潮為患，
黑色星期五人潮為患
，提高歹徒犯案機會
提高歹徒犯案機會。
。(網路照片
網路照片))



各族裔全體總動員
迎美南園遊會超級盃雙節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年園遊會有
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 美譽，每年都受到
眾多當地機構和商家贊助，獲得社區好評。明年美南
新年園遊會將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搭配第 51 屆超級
盃美式足球賽(Super Bowl)擴大舉行，日前召開首次
會議，討論籌備會、宣傳設計、贊助商與各項活動事
宜，預計讓各族裔都能感受國際性的嘉年華歡樂氣氛
。
休士頓市長透納((右)與休士頓超級盃籌備委員會人士日前舉辦倒數計時
為迎接第 51 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將在休士頓舉行 休士頓市長透納
活動。
。(取自官網
取自官網))
，讓更多不同族裔社區都能感受超級盃嘉年華慶典， 活動
國際區將舉行超級盃慶祝活動，結合農曆新年過年氣氛，美 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國際區遊玩，促進觀光發展，相信活動會
南新年園遊會預計 2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新聞大 豐富多彩，希望各社區都能一起加入，慶祝兩個具代表性的
樓廣場盛大舉辦，整個各族裔社區全員動員，讓民眾體驗不 慶典。
明年第 21 屆新年園遊會活動細節仍在籌劃中，籌委會將
同以往的多元文化盛宴。
涵蓋超過
50 位各族裔領域人士，園遊會前也預計在 2 月 2 日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典是美南運行 20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於今年新年園遊會上派發紅包。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於今年新年園遊會上派發紅包
。(本報資
年的傳統，今年為超級盃做前導，不只增添節慶氣氛，更能 晚間舉辦 Kick-off 晚會，屆時內容將精采可期，請民眾隨時
料照片))
料照片
注意活動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