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16年11月30日 星期三
Wednesday, November 30, 2016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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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美客美食美客》》休士頓名廚丁德忠休士頓名廚丁德忠
師傅教大家輕鬆做包子師傅教大家輕鬆做包子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15..3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美食美客」」第第2929集集﹐﹐該集邀該集邀

請休士頓廚藝精湛請休士頓廚藝精湛﹐﹐錦江飯店與家樂小廚負責人丁德忠師傅教大家做錦江飯店與家樂小廚負責人丁德忠師傅教大家做

菜菜﹐﹐在節目上示範素菜包子和上海生煎包在節目上示範素菜包子和上海生煎包﹐﹐在主持人翁大嘴搭擋講解在主持人翁大嘴搭擋講解

下下﹐﹐用簡單食材和做法用簡單食材和做法﹐﹐教大家輕鬆做出好料理教大家輕鬆做出好料理﹒﹒精彩內容精彩內容﹐﹐將於新周將於新周

日時段日時段1212月月44日晚間日晚間77時時3030分播出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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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俄亥俄州立大學周一早上發生襲擊事件﹐一名襲擊者駕車沖入人群並持刀刺傷行人﹒據當地的

哥倫布市警方透露至少有九人在襲擊中受傷﹒

嫌疑人被警方擊斃﹒哥倫布警局局長吉姆•雅各布斯表示“必須要考慮”這是一起恐怖襲擊事

件﹒一些美國媒體報道說這名嫌疑人被認定為一名索馬裏裔的年輕男性﹒

醫院方面表示傷者中有八人沒有生命危險﹐但有一人傷勢危急﹒

俄亥俄州立大學校長邁克爾•德雷克起初表示有傳言說還有第二名嫌疑人存在﹐但德雷克之後表

示警方搜索了事發區域並相信只有一名襲擊者﹒

德雷克表示他尚未了解襲擊者的身份及其發動此次襲擊的動機﹒他說﹐這是一起蓄意襲擊事件﹐

因為嫌疑人開車沖過馬路牙﹐撞擊人行道的行人﹐然後又走出汽車﹐並用一把屠刀傷人﹒

俄亥俄州大起先發布了有持槍者仍在校園作案的警報﹐並且敦促學生們“就地躲避”﹒警報現已解

除﹐事發地點已經安全﹒

在周一舉行的記者會上﹐雅各布斯提到了此前與俄亥俄州哥倫布市有關聯的一起恐怖主義案件﹒

在那起案件中﹐來自索馬裏的歸化入籍的美國公民阿卜迪拉赫曼•謝赫•馬哈茂德被控向恐怖分子提

供物資支持﹐他在2015年從敘利亞返回美國後被當局逮捕﹒

在襲擊事件發生時﹐該校索馬裏學生會成員蘇亞德•奧斯曼在校圖書館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嚇壞

了﹐每個人都嚇壞了﹒”

這所學校的一名教授表示他周圍的教職工和學生都“受了驚嚇”﹒

俄亥俄州州長卡西奇在推特上表示為俄亥俄州立大學禱告﹐並希望該校全體人員註意安全﹐聽

從現場應急人員的指示﹒

位於哥倫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學主校區有近6萬名學生﹒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今日今日

關注關注》》是中文國際頻道的新聞評論欄目是中文國際頻道的新聞評論欄目﹐﹐緊密跟蹤國緊密跟蹤國

內外熱點新聞事件和重大題材內外熱點新聞事件和重大題材﹐﹐邀請國內外最權威邀請國內外最權威

的專家的專家﹐﹐梳理新聞來龍去脈梳理新聞來龍去脈﹐﹐分析新聞背後的故事分析新聞背後的故事﹐﹐

預判新聞事件的影響和發展趨勢預判新聞事件的影響和發展趨勢﹒﹒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有興趣的觀眾﹐﹐周一至周五上午周一至周五上午1010時時3030

分至分至1111時首播時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周二至周六凌晨22時時3030分至分至33時重時重

播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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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關注今日關注》》評論新聞評論新聞 追蹤國內外熱點新聞事件追蹤國內外熱點新聞事件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俄亥俄州立大學襲擊事件至少致九人受傷

節目內容節目內容 節目內容節目內容

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園襲擊案
兇手身份確定
【VOA】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警方說﹐俄亥俄州立大學校

園發生襲擊事件﹐襲擊者駕車沖入行人﹐然後開始用刀行兇﹐這起事

件造成至少九人受傷﹒

嫌疑人被警察開槍打死﹒哥倫布市警察局長吉姆·雅各布斯說﹕

“我們必須將此視為一次‘恐怖襲擊’﹒”

俄亥俄州立大學確認了襲擊者的身份﹐他是大學一年級學生阿

卜杜勒·拉紮克·阿裏·阿爾坦（Abdul Razak Ali Artan）﹒哥倫布的索

馬裏社區成員對美國之音索馬裏語組說﹐這名男子是索馬裏裔﹐大約

20 歲﹒

醫院負責人士說﹐八名受傷者沒有生命危險﹐但有一人傷勢嚴

重﹒

俄亥俄州立大學校長邁克爾·德雷克說﹐最初有傳言

說還有第二名嫌疑人存在﹐但警方搜索了事發區域並相

信只有一名襲擊者﹒

德雷克校長說﹐他不願意揣測作案動機﹒他說﹐這是一起蓄意襲

擊事件﹐因為嫌疑人開車沖過馬路牙﹐撞擊人行道的行人﹐然後又走

出汽車﹐並用一把屠刀傷人﹒

俄亥俄州立大學警察局局長克雷格·斯通（Craig Stone）說﹐在襲

擊開始幾分鐘後﹐一名校警就趕到現場﹐擊斃了嫌疑人﹒有關官員

說﹐這位警察名叫阿蘭·霍魯克（Alan Horujko）﹐他因為之前收到一

個求救呼叫而恰好在案發地段﹐目睹了襲擊的發生﹒

學生們說﹐事件發生時﹐他們躲在教室和辦公室裏﹐把椅子堆起

來堵住門口﹒

事件正在發生時﹐俄亥俄州立大學索馬裏學生會成員薩阿德·奧

斯曼（Suad Osman）從學校圖書館對美國之音索馬裏語組說﹕“我們

嚇壞了﹐每個人都嚇壞了﹒”

這所學校的一名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周圍的教職工和學生

都“受了驚嚇”﹒

位於哥倫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學主校區有近6萬名學生﹒

在周一舉行的記者會上﹐雅各布斯提到了此前與俄亥俄州哥倫

布市有關聯的一起恐怖主義案件﹒在那起案件中﹐來自索馬裏的歸

化入籍的美國公民阿卜迪拉赫曼•謝赫•馬哈茂德被控向恐怖分子

提供物資支持﹐他在2015年從敘利亞返回美國後被當局逮捕﹒

今年9月﹐一名索馬裏裔美國男子在北部的明尼蘇達州的一個

購物中心用刀紮傷了10人﹐隨後被一位下班的警察開槍擊斃﹒有關

官員說﹐嫌疑人曾問受害者他們是不是穆斯林﹒

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和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著美

國最大的索馬裏裔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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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1111月月2828日發生槍擊事件日發生槍擊事件﹐﹐警方封鎖現場警方封鎖現場﹒﹒((資料圖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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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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專頁
星期三 2016年11月30日 Wednesday, November 30, 2016



BB44移民資訊

澳大利亞首次對外發10年簽證
中國公民專屬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18日透

露，澳大利亚总督彼得· 科斯格罗

夫已于近日签署法令，对该国

《1994移民法》进行修订。根据修

订后的法律，澳方将对中国公民实

行10年多次“常旅客签证”。这是

澳大利亚首次对外国公民发10年多

次签证，现阶段只对中国公民实施。

根据新法令，澳大利亚将为

来澳从事旅游、商务活动的中国

“常旅客”签发此签证，以减轻

有需要的旅客申请签证的负担。

持该签证者可在10年有效期内多

次入出境，每次最多可在澳停留

90天。该签证收费标准现为1000

澳元（约合5100元人民币），并

将视情调整。

申请人需按要求在指定医疗

机构体检，不得是结核病患者，

并在澳境外提出申请。同时，签

证持有人还需遵守一些要求，包

括24个月内累计在澳不得超过12

个月；不得在澳就业；在澳学习

培训不超过3个月；在澳期间不可

申请转换其他种类签证；在签证

允许的停留期满前离境；在个人

信息发生变化2个工作日前报告移

民与边境保护部等。

中国驻澳大使馆提醒希望办

理此类签证的中国公民留意澳大

利亚驻华使馆网站公布的具体实

施时间和方案。

2015年访问澳大利亚的中国

游客人数已超过100万，中国已成

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海外游客来

源国。新推出的10年签证目的是

进一步简化中国公民进入澳大利

亚的程序，以吸引更多“回头客”

来澳旅游或进行商务活动。

澳聯邦頒457簽證修正案
求職期限縮短至60天

据澳洲网报道，在澳

洲 联 邦 工 党 党 魁 肖 盾

(Bill Shorten)多番敦促联邦

政府收紧针对临时技术移

民的457 签证政策后，联

盟党政府终于以实际行动

作出了回应。移民部长

都 顿 (Peter Dutton) 于 16 日

宣布一项相对较温和的修

正案，计划将 457 签证持

有者在澳洲找工作的最长

期限自目前的 90天缩短至

60天。

综合澳洲金融评论、

《澳洲人报》、澳新网报道，

相对于工党提出的457签证

政策调整方案，联邦政府

的调整方案更加温和。移

民部长都顿宣布，相关政

策调整是对现有457签证政

策的补充，并非绝对意义上

的新政。

根据联邦政府的调整

方案，457签证持有者在辞

去前一份工作后，需在 60

天内找到新工作，否则

需重新申请工作签证，而

当前的求职期限为 90天。

此外，都顿还表示，457签

证持有者的权限也将被收

窄，他们仅被允许为具备

相关资质的雇主工作，而

且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

金。

457签证政策的其他调

整还包括，457签证持有者

申请技术类工作所面临的资

格要求将更加严格，如申请

电工或管道工工作时，457

签证持有者必须在抵澳后60

天内取得相关执业资格，而

且在取得执业资格前不得从

事相关工作。

都顿表示，这些调整

是为了降低本土失业者

在求职过程中所面临的

竞争压力，同时也可保

护签证持有者免受剥削。

他说：“很多持 457 签证

来澳工作的技术型人才

为澳洲的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联邦政府重视

他们的付出，但在有本

土工人适合某份工作的

情况下，澳洲政府有责

任确保本国公民的求职

优先权能够享有政策上

的 保障。”此外，他还

透露，457 签证修正案有

望在 19 日后正式实施。

特朗普當選總統 對想要移民的中國人有何影響
特朗普在随后于纽约发表的

获胜演讲中称，他将成为“最开

明、最好的”美国总统，承诺将

让美国人民的收入翻倍，并让美

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

那么，这位70岁的老人上台执

政，对于想要移民美国的中国人

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

美国是中国人移民海外的首

选国家

根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

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2015)》，

截至2013年，中国已经上升为第

四大移民输出国，中国海外移民

存量已达933.4万人。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

显示，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墨西哥

人和印度人的移民美国大军，人

数超过200万，占美国人口的5%。

美国不仅是中国移民存量最

多的国家，也是中国移民首选目

的地国。

胡润研究机构和汇加顾问集

团(Visas Consulting Group)最近的

一次调查显示，约80万资产达

150万美元的中国人计划在海外

投资房产并移民外国，占调查对

象的60%。目前，资产达150万

美元的中国人群的数量为134万

人。

胡润百富公司总裁兼首席研

究员胡润强调：“今年的趋势正

在超出移民范畴，更多与全球资

产配置有关。中国富人们现在的

主要目标是在将三分之一的财富

布局海外，购买房产和国外存款

是优先选择。”

国人移民美国的途径主要有

八种：投资移民、嫁或娶美国公

民、留学移民、作为杰出人才和

国家利益豁免、受聘跨国公司做

经理、亲属移民、申请庇护获得

绿卡、赴美产子。

影响这些人移民目的地意向

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投资条件、

移民政策、税收、医疗服务、签

证和中国移民的适应难度。

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取向对

中国人移民美国会产生哪些影响

呢？

当选总统前，特朗普曾多次

在竞选活动中承诺，将收紧移民

政策，并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

他承诺要建立一支“驱逐力量”，

对那些他所描绘的强奸犯、毒品

贩子移民实施刑事处罚。特朗普

建议将现有的5000名美国移民和

海关执法局人员增加至1.5万人。

在距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17

天的时候，特朗普在美东宾夕法

尼亚州葛底斯堡发表政策宣讲，

陈述他若当选，就任百日之内准

备用新政来“颠覆旧建制”，其

中包括遣返200多万“犯罪的、

非法的移民”，被遣返后重新偷

渡到美国的那些人将被投入监

狱，而且要设定最低刑期。

而据此前英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移民官员们称，近3.9万名

中国公民因违反美国移民法正等

待被驱逐出境。所以，特朗普上

台后，中国非法移民的日子恐怕

是不会好过了。

赴美生子“福利”或消失

美国在国籍问题上实行出生地原

则，即凡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婴

儿都将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这是

造成近些年中国赴美生子热潮的

主要原因。

而特朗普认为，美国公民出生

地原则对非法移民有最大的吸引

力。他曾表示，要推翻在美国出生

便是美国人的政策。某些保守派人

士也认为这一原则是美国成为“非

法移民聚居地”的根本原因。

根据美国现有法律，非法移

民在美所生子女，在年满21岁后

就可以替父母、兄弟姐妹申请移

民身份。无数非法移民正是利用

这一规定，先在“地下”等待多

年，然后通过子女“漂白”身份，

再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申请尚

留在原居住国的亲人来美团聚。

目前国内赴美产子的人数非

常惊人，2008年，约4200名中国

妈妈以游客身份在美国产子，到

2012 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 1 万

人。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妈

妈赴美产子热潮继续高涨。

如果特朗普上台后真的在出

生地原则上做出调整，势必对想

要和正在准备赴美产子的妈妈是

一个巨大的打击。

留学生毕业后拿绿卡愈发困难

留学移民也是外国人移民美

国的主要途径之一。美国为了吸

引人才，也对留学生申请绿卡开

辟通道，留学生可以找一个雇

主，然后申请H-1B签证，获得

H-1B签证后，就可以申请绿卡。

H-1B签证是特殊专业人员/临时

工作签证，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

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的员工，属

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持有H1B

签证者可以在美国工作3年，然

后可以再延长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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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是，2015 年 12 月 31

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一项法规

提案，新法规让目前持有工作签

证并处在绿卡申请排期程序内的

约10万人能够无限期留在美国。

这意味着，只要在相同或相似领

域工作，留学生们就可以无限期

地留在美国。

然而，特朗普认为美国劳工

的就业机会不应被外国的劳动力

所取代。他倾向于通过收紧H-1B

政策来保护美国公民的工作岗

位。也就是说，留学机会不变，

但是毕业后留美工作的机会可能

会减少。但这也意味着一旦找到

工作，竞争人数减少，留学生移

民成功的概率会有所提高。

移民美国得考“思想政治”

特朗普认为移民不会充分的

融入美国文化，他建议开展“思

想政治”认证测试，以确保“对

的”人移民到美国。所谓“对的

人”，就是那些认同美国价值

观、热爱美国人民的人。

这其实也是特朗普想要收紧

移民政策的一种表述。也就是

说，如果移民官认为你在思想认

识上“不合格”，即便只是主观

的臆测，仅凭这一项就可以断绝

你的移民之路。

解讀新西蘭移民新政：
中國移民受影響最大

新 西 兰 移 民 部 长 Michael

Woodhouse 突然宣布，将收紧移

民政策，父母团聚类别签证临时

关闭，英语要求也更加严格，对

此，梅西大学社会学教授 Paul

Spoonley表示，受影响最大的还

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政府宣布，将暂时关闭父母

团聚类别签证，未来两年内不再

接受新的申请，家庭团聚签证数

量也将从每年5500个名额减少到

2000个名额。“申请父母团聚类

别的大多是中国移民，因此中国

受此次新政影响是最大的。”梅

西大学社会学教授Paul Spoonley

说道。

2015 年，新西兰共发放了

5739个父母团聚类别名额，在过

去的10年里，这项签证每年发放

的数量都在4401到6364个名额之

间。根据新西兰移民局向Herald

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新西兰居留

计划下，有近11000名 50岁以上

的移民都来自中国。

Paul Spoonley表示，家庭团

聚移民最大的来源国就是中国，

父母团聚类别中中国也占到了

50%。“我不认同在这一类别下

发放的签证名额过多，但如果整

体数量减少，那么相关的类别也

应该有所调整。我比较担忧的还

是英语要求提高这一项，我担心

移民来源国对这项政策的解读会

产生误解。”他说。

Paul Spoonley称，在20世纪

90年代，我们曾推出过相似的政

策，亚洲国家会认为这种要求是

对他们的一种排外。

据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是

新西兰永久移民中最大的来源

国，占了17%，印度占了16%，

而英国则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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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回國這些“功課”不可少
找工作需提前規劃

要回国啦，要成为海

归啦。学子往往需要做好

两方面的准备。既要处理

好生活杂务，比如退房、

卖掉或送掉家具等；另一

方面则还要为回国求职做

准备。

在与学子时代告别的

时刻，忙乱、琐碎但是非

常值得怀念。

多花点心思

和陪伴自己的“小窝”

道别

张霄毕业于新加坡莱

佛士艺术设计学院。他于

2000年左右回国，现在北

京创业。大学四年里他都

是在外面租房子住。在租

房子前，他认真比较了几

家待租的房屋，权衡再三

才选定。房主是一个老太

太，儿女都不在身边，就

把家里空的房间租了出去。

“这间房子离学校比较近，

平时上学很方便，并且老

太太人非常好，这也是我

当初选择租这儿的原因。”

张霄说道。

比较幸运的是，张霄

租住的这个房子家具齐全，

所以他并没有花费很多心

思在购买家具和出售家具

上面。当初住进这个房子

的时候，只带着一个行李

箱，装着自己的生活必需

品。当张霄要回国的时候，

在处理租住的房子、购买

的家具上并没有花费太大

的精力。

“当我准备退租回国

的时候，老太太非常不

舍。”张霄说，毕竟和老

太太有4年的感情，就像

是亲人一样。“我回国的

时候，老太太还送我去了

机场。”张霄说。

吴崇迅曾于英国埃塞

克斯大学就读研究生，和

张霄不太相同的一点是，

他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吴崇迅研究生毕业准备回

国的时候，直接办理了退

宿，并且很快就办好了。

“当初选择住宿舍就是考

虑到了退宿方便这一因素，

这点相较于在外面租房子

住的同学，更有优势。”

吴崇迅说。他按照学校的

规章制度，简单、便捷地

办理好了退宿手续，结束

了他在国外的研究生生活。

不管是在外租房还是

住在学校宿舍，都需要考

虑到将来退租的情况，提

前规划总是没有坏处。

虽然是旧物

却可以帮到学弟学妹

提前了解有哪些平台

可以处理一些难以带回国

的物件是非常有必要的。

吴崇迅在住校的几年时间

里，积攒了不少书籍、小

电器等难以带回国内的物

品。他是如何处理的呢？

吴崇迅说：“我一般就直

接转卖了。”实际上，一

些二手家具用品非常抢手。

“尤其是电饭煲。我到英

国之后，发现电饭煲很难

买到。我跑遍了整个伦

敦，才买到一个。”吴崇

迅说，“毕业时，我想把

这个电饭煲卖掉，没想到

很快就被低年级的同学买

走了。”

据吴崇迅介绍，在他

们学校，有一个供华人学

生买卖东西的二手交易平

台。中国学生平时需要买

卖东西，都会在上面发布

信息。“有了这个平台后，

大家买卖二手物品更加方

便了。”吴崇迅说。

但这些平台都需要自

己平时就有所关注，要是

在回国前才来寻找的话，

会非常不方便。并且决定

卖掉哪些二手物品也需要

在回国前就计划清楚，以

免有所遗漏。

回国找工作

也需提前规划

海归在回国的时候会

面临学位认证的问题，他

们一般都会在处理妥善

后，才去找工作。但如果

这样的话，就比较迟了。

吴崇迅说：“其实学位认

证没有什么复杂的，先打

听好需要什么材料，然后

按照这些要求准备好材

料，按着流程走就可以

了。为了等这个而耽误工

作是非常不值得的，完全

可以先找工作再说。”

韩赟儒从哥伦比亚大

学运作管理专业博士毕

业，现在麦肯锡咨询公司

工作。据她介绍，她是先

找到了这份工作才决定回

国的。“我还在国外的时

候，就向一些自己心仪的

国内公司投递简历。”韩

赟儒说，“直到找到一份

满意的工作，我才动身回

国。”因为在回国前已有

所准备，所以回国后稳稳

当当，没有因为找工作花

费大量的精力。

吴崇迅说：“我一直

有一个创业梦，所以我在

回国前，没有考虑太多找

工作的问题，也没有做一

个详尽的职业规划，而是

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创业

的准备上。”

吴崇迅说，他回国前

还是在职业规划上有些欠

考虑。他表示，在回国前

还是要多关注国内的就业

现状，认真做好准备，以

便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海归在回国前夕，

会非常忙。不仅要退掉租

住的房子，处理多年来积

攒下的小物件，还要为回

国求职、工作做一些准备

功课。虽然忙碌，但是每

个环节都不可缺少。为了

能够顺利回国，这些回国

前的“功课”一定要认真

准备。

海歸換工作是一場冒險嗎？
不滿和無奈是重要緣由

对工作的满意度低，是

海归换工作的主要原因。他

们对自身的期望较高，回国

后不愿意从基层做起。可事

实上呢？他们对国内的职场

环境和工作并不熟悉，缺乏

在国内工作的经验；而国内

企业在招聘时又对这一点非

常“敏感”。同等学历和同

等技艺水平下，企业更倾向

于招收本土的求职者。

这一“短板”使得海归

难以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

或者说没有令其满意的职位

提供给他。

丁绍棠曾在澳大利亚西

悉尼大学留学，于2004年底

回国，现在北京工作。他

说：“我在国外学的是国际

金融专业，回国后我先是就

职于一家规模较小的投资银

行。但我却希望能够去一些

大型国际投行锤炼自己，比

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国际

金融公司等。”大多数海归

在择业时都渴望更高、更广

阔的平台。而当这种期望难

以实现时，他们往往会采用

不断跳槽的手段来接近自己

的预期目标。

海外受教育的经历，使

得大多数海归会优先选中外

资企业。但国内商业局势近

年来变化很大，外资企业自

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当

出现企业被收购、企业人事

策略调整、中国区业务终止

等情况时，海归就只能想一

想是否换一份工作了。“回

国后我选择到荷兰银行上

班，并在那里工作了3年。

但后来苏格兰皇家银行整体

收购了荷兰银行，并拆分了

其在中国的业务。在那个阶

段，公司处于一个非常动荡

的状态，我们的团队也因此

解散了。而我也只能抱着遗

憾从公司离开。那次换工作

令我感到相当无奈。”丁绍

棠感慨道。

好事还是坏事？

报酬增加，“损失”的

是踏实

刘亚鹏(化名)曾就读于法国国

立高等先进技术学校，回国后

他已经换过好几份工作了。

换工作确实是海归获得

更高薪酬的一个途径。但是

更多人的目标却不止于此。

“换工作给我带来的最大好

处并非是薪酬方面的提升，

而是职业技能、资源积累等

方面的收获。比如，在前几

份工作中积攒下来的工作技

能、经验以及资源等，依旧

能够在新的工作中发挥重要

作用。”刘亚鹏说道。

但也有观点认为，频繁换

工作会使得海归离其目标越来

越远，原因是企业在招聘时会

考虑到员工的忠诚度。对于这

样的说法，刘亚鹏认为：“有

个别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考虑

到这个因素。但现在大部分企

业在招收员工时，一般都采用

内部互推的方式。而有经验的

员工大多有过好几次更换工作

的经历，所以现在企业也很少

关注求职者是否更换过工作、

换过几次工作。”

国宇曾就读于澳大利亚

中央昆士兰大学，他认为：

“如果只是希望在薪酬待遇

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那么换工作确实能够帮助他

们实现这一诉求。但这一做

法并不适合所有人，需要仔

细斟酌。实际上，在每一份

工作中，能否学到东西才是

最重要的。就我个人的经验

而言，频繁地换工作并不好。

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时间地待

在一个行业内、一个公司里，

兢兢业业，也未尝不是一个

好的选择。”

跳槽为何又后悔？

对新单位和新领域缺乏

研判

换工作既有可能帮助海

归达成他们的目标，但也可

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在换工

作的过程中充满了未知，难

以预料的情况非常多，每一

次都是在冒险。

刘亚鹏说：“我曾经在

法国兴业银行获得过一份不

错的工作。但工作时间久了，

有些倦怠，便想换一份更好

的工作。我辞掉了兴业银行

的工作，跳槽去了‘路透金

融’上班。但没过多久，路

透社便被加拿大汤普森集团

收购了。在收购后的初期，

企业内部一团糟，连工作都

难以展开。当时我感到非常

后悔，怪自己做决定过于草

率。吃一堑，长一智。

国宇曾出于兴趣而选择换

工作，但是在换工作前他并没

有仔细、全面地考虑好。因

此，那次换工作的经历给他带

来了不愉快的回忆。“我工作

涉及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行

业前景非常不错，我对此非常

感兴趣，便辞掉工作，与人一

同创业。但在那之前，我对于

那个行业以及合伙人的了解很

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自己与合伙人在性格、价值观

以及奋斗目标等方面都存在较

大出入，难以磨合，闹得非常

不愉快，最终不欢而散。”他

惋惜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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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7日，西班牙
維辛達裏奧，西班牙國民警衛隊拘捕壹名
疑似“伊斯蘭國”成員。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7日，泰國華
富裏，壹年壹度的猴子自助餐節舉行，三塔
寺的猴子們盡情享用美食。猴子自助餐節於
每年11月份的最後壹個星期日舉行。泰國
華富裏被稱為猴城，該節日主要是為了感謝
猴子們為這座小城帶來了大批遊客。

當地時
間 2016 年
11 月 27 日
，瑞典耶夫
勒，瑞典今
年將象征聖
誕精神的稻
草山羊再次
被燒掉，這
已經是瑞典
人 第 30 次
燒掉聖誕山
羊了。

比利時推出空中聖誕大餐
雪橇餐桌距地面50米

近日，比利時布魯塞爾為了迎接聖誕節，推出了壹道特別的空中聖誕大餐。參加用餐的食客
們坐在壹架特制的雪橇車形狀的餐桌上，起重機將餐桌舉至距離地面50米的高空。

當地時間11月
27日，古巴進入為
期9天的國悼期，
追悼已故革命領袖
菲德爾·卡斯特羅。
圖為古巴哈瓦那，
在古巴國家圖書館
的大樓上，掛著巨
幅的菲德爾·卡斯特
羅的照片。

西班牙抓獲壹名極端組織嫌疑人西班牙抓獲壹名極端組織嫌疑人

泰國猴子自助餐節泰國猴子自助餐節
猴群樂享美食調戲遊客猴群樂享美食調戲遊客

瑞典小鎮燒掉稻草聖誕山羊慶節日瑞典小鎮燒掉稻草聖誕山羊慶節日

古巴進入為期古巴進入為期99天國悼期天國悼期
悲傷籠罩哈瓦那街頭悲傷籠罩哈瓦那街頭

國際油價大跌近2美元
因OPEC減產會議前不確定猶在

綜合報導 美國原油周五下跌近4%，
因不確定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是否將達
成減產協議，此前沙特稱不會出席OPEC
和非OPEC國家周壹討論減產的會議。

布蘭特原油下滑1.76美元，或3.59%
，收報每桶47.24美元。美國原油期貨跌
1.90美元，或3.96%，收報46.06美元。
油價在盤後交易中擴大跌幅，低見45.88美
元。

美國原油本周上漲0.13美元，交投區
間為45.77至49.20美元。布蘭特原油本周
上升0.20美元，交投區間為46.85至49.96
美元。兩份原油合約在美國感恩節假期後
和周末前交投疏落。

OPEC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告知OPEC
，沙特將不參加周壹舉行的 OPEC 與非
OPEC產油國討論限產會議，因沙特希望首

先聚焦在OPEC內部達成共識。“沙特不
參加周壹會議的消息令油價最初被拋售，
”Tyche Capital高管Tariq Zahir說，“必
須達成重大的減產，必須是能令市場信服
的行動。”俄羅斯知情人士向路透表示，
俄羅斯仍計劃出席11月28日在維也納舉行
的較低級別的準備會議，OPEC部長級會議
將在11月30日進行。交易商，沙特阿美1
月向壹些亞洲顧客的原油供應將上升，這
也為油市蒙上陰霾。10月中國原油日進口
降至1月來最低，增加市場利空基調。

但分析師表示，除了擔心下周OPEC
協議的命運外，油市基本面沒有什麼變化
。

多數分析師預計，OPEC會議將達成某
種形式的減產，但不確定措施力度是否足
夠提振油市。

伊朗對OPEC月底會議達成限產協議感到樂觀
綜合報導 伊朗石油部長尚甘尼在伊朗石油部通訊社

SHANA上稱，伊朗樂觀認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下周
的會議上能達成石油限產協議，並計劃宣布其限產決定。
“仔細研究了阿爾及利亞能源部長(Nouredine Bouterfa)
今天提出的有關各國產量的建議，”尚甘尼與Bouterfa會
面後在周六稱。SHANA報導，Bouterfa稱阿爾及利亞建
議OPEC成員國每日減產110萬桶，非成員國每日共減產

60萬桶。“如果OPEC成員國...同意，油價明年可能達到
50-55 美元，明年年底達到 60 美元，”報導援引
Bouterfa的說法稱。“我們將在11月30日OPEC會議上
闡述我們對這項提議的觀點，”尚甘尼稱。“總體趨勢和
公開聲明顯示，OPEC能就產量和市場管理達成可行的協
議。”“如果我們能達成壹致，那麼我樂觀認為油價將上
升，這也是世界經濟需要的。”

TPP：美國“不玩了”，日本能扛起大旗嗎？
綜合報導 隨著特朗普當選第58屆

美國總統，歷經數年達成的TPP協議充
滿變數。當地時間11月21日，特朗普
通過視頻闡述了他的“百日新政”，他
在視頻中表示，自己的議程基於壹個簡
單的原則，“把美國放在第壹位”，而
計劃中的第壹項便是他將會在上任的第
壹天發布總統行政令，退出TPP，並稱
TPP對美國是個“潛在的災難”。

TPP被視為歐巴馬的重要政治遺產
。在其任上最後壹次參與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APEC）期間，美國總統歐巴馬為
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展開了
最後努力。當地時間11月19日中午，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秘魯利馬會晤其他11
個參與TPP國家的領袖。

白宮方面稱，歐巴馬先向其他11國
元首說明，美國會繼續大力支持貿易，
強化與亞太地區發展關系的承諾。歐巴
馬表示，要贊揚已成功完成TPP立法工
作的成員國，同時敦促其他成員國繼續
共同努力，推進TPP以及其他能實現共
同目標的政策。

但特朗普的此番表態，無異於宣布
TPP的命運兇多吉少。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很快針對特朗普
有可能放棄TPP的前景表示，“失去美
國的TPP沒有意義。”

特朗普要把TPP丟進垃圾桶
數年來，TPP始終是亞太乃至全球

貿易的壹大焦點。TPP也被稱作“經濟
北約”，是目前重要的國際多邊經濟談
判。TPP由APEC成員國中的新西蘭、
新加坡、智利和文萊四國於2002年發起
，原名“亞太自由貿易區”，旨在促進
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

2010年，TPP談判啟動。歷時５年
多的談判，2015年10月5日，美國、日
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12個國家就
TPP達成壹致。今年2月4日，美國、日
本、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
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
加坡和越南12個國家正式簽署文本。但
TPP要正式生效，還需要上述12國立法

機構批準。
根據規定，TPP將在所有12國批準

60天後生效。若12國兩年後未能全部通
過協定，則將在至少６國（需占TPP成
員國總體GDP的85%以上）批準60天
後生效。

區域貿易協定近年來熱度高漲,持續
地對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產生
沖擊。多年來，歐巴馬政府始終傾註著
資源和心力不懈推動TPP談判。作為美
國主導的區域性協定的代表，該協議覆
蓋近8億人口和近40%的全球GDP，本
可能是歷史上達成的最大的貿易協議之
壹。事實上，TPP還發揮著超越經濟的
政治和戰略意義。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副研究員唐奇芳撰文指出，TPP是美國
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壹個重要抓手。
它以開放美國市場這壹頗富吸引力的預
期為誘餌，強化與日本等傳統盟國的捆
綁，加緊拉攏其他亞太中小經濟體，卻
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排除在外。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多次對TPP
開火，稱之為"壹場潛在的災難"，它對美
國制造業的打擊是致命的，將會擴大美
國的貿易逆差，重創美國的就業環境，
是對美國人民的背叛。特朗普揚言，自
己上任後將實行壹系列貿易保護政策，
其中之壹便是將TPP丟進垃圾桶，甚至
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

事實上，早在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在
大選中勝出之前，TPP的前景已經不太
樂觀。2016年8月，民主黨候選人希拉
裏公開表示反對TPP，她稱：“我現在
反對它（TPP），（總統）選舉結束後
也將反對它，就任總統後還將反對它。
”

日本急當TPP“繼承者”
不過，面對美國大選結果帶來的變

數，日本仍孜孜不倦地繼續推動TPP。
11月10日，日本國會眾議院在全體會議
上批準了該協定。

“君子豹變。如果為了國家和民眾
，可以舍棄面子。這是我們作為領導人
應該有的姿態。”據《讀賣新聞》報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15日上午在參議

院TPP特別委員會上如此表示
。他稱，如果TPP不能生效，
則地區支軸將毫無疑問地轉向
RCEP（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系協定）。安倍試圖向特朗普
呼籲，放棄TPP在戰略上得不
償失。

事實上，此前在美國大選
結果未定前，安倍晉三曾押寶
希拉裏會獲勝。而特朗普當選
後，安倍"著了急"。17日晚，安倍晉三
在紐約與特朗普會晤約90分鐘，成為特
朗普勝選以來會晤的首名外國領導人。
“首相和外務省是不是太著急了。”日
本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幹事長野田佳彥表
示，“現在的美國總統是歐巴馬。歐巴
馬在任時就會晤特朗普有違國際禮儀。
只稍微見了壹面，就說（特朗普）是
‘可信賴的領導人’，這是真的嗎？”

安倍之所以如此專註於成為美國主
導TPP的“繼承者”，凸顯了這項貿易
準則對於日本政府的重要性。對日本而
言，TPP事關區域經濟壹體化問題，事
關日本經濟發展，更是事關日本地緣政
治利益的重要杠桿。

此前，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
算，日本可能成為TPP最大的受益者。
若該協定得以充分實施，將會在2030年
之前給日本帶來1250億美元額外收入，
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
。而對美國來說，TPP將為其帶來每年
3570億美元的進口額，使其GDP增長
0.5%。

2012年末，安倍晉三重掌日本大權
，承諾要擺脫通縮，重振經濟。然而，
這壹承諾至今為止也沒能實現。“安倍
經濟學”提出了“三支利箭”：寬松的
貨幣政策，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和包
括TPP、放松管制和促進創新等在內的
壹攬子增長戰略。如今，寄望TPP實現
經濟增長出現變數，“安倍經濟學”或
難以為繼。11月18日，APEC峰會期間
，安倍晉三與秘魯總統庫琴斯基發表共
同聲明稱，在全球面臨不確定風險之下
，12個環太平洋國家會繼續推動協議，

雙方"將致力於各國努力讓TPP協議順利
通過，並且讓TPP協議正式生效"。

日本《朝日新聞》也引用日本央行
行長黑田東彥的話說：“TPP是壹個具
有裏程碑意義的協議，如能簽署，將極
大地有利於日本經濟；反之，如果協議
未能通過，則意味著協議可以帶來的巨
大利益無法實現。”

而與日本的態度相反，有些國家已
經決定放棄TPP。據路透社報道，越南
總理阮春福11月17日在國會宣布，因
美國中止將TPP提交國會審議，越南政
府將停止尋求推動國會批準TPP。

中國的機會來了？RCEP再受矚目
隨著TPP前景暗淡，包括亞太自貿

區（FTAAP）在內的其他亞太地區區域
經濟壹體化倡議也獲得了更多關註。

當地時間11月15日，馬來西亞國
際貿易和工業部長穆斯塔法穆罕默德表
示，如果確認TPP協定無法落實，馬來
西亞將尋求其他選項。目前，馬來西亞
關註的是推動RCEP談判。

RCEP，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
協定”由東盟10國發起，邀請中國、日
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
同參加（“10＋6”），是旨在通過削
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16國統壹市
場的自由貿易協定。此前估算顯示，
RCEP達成後，覆蓋總人口將達近35億
，約占世界人口的壹半；GDP總量約20
萬億美元，占全世界近30%；貿易總額
約10萬億美元，占世界的30%。

11月16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朱莉
畢曉普說：“我們認為TPP是美國在我
們地區存在的重要經濟表現，如果不能
推進，那麼創造的真空最多可能由

RCEP填補。”
對此，中國外交部曾於18日表示，

希望與有關各方在秘魯APEC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期間共同商定下壹步行動，推
動亞太自貿區進程不斷取得進展。中方
願同各方壹道，在充分考慮本地區經濟
發展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基礎上，秉承開
放、包容、透明的精神，繼續致力於推
進亞太地區經濟壹體化進程，努力為亞
太和全球經濟的發展註入新動力。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
通則分析認為，眼下TPP雖然難以推進
，但對RCEP的前途未必有利。

“美國不搞TPP，意味著美國更堅
決地不搞區域合作，更堅決地要破壞地
區經濟合作。”閻學通在接受媒體采訪
時表示，美國雖然沒有搞區域合作的能
力，但是其破壞區域合作的能力是巨大
的。1991年，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
提出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就因美國遭遇挫
折。

“亞太地區商業的未來規則正在改
寫。唯壹的問題是，誰會寫他們？”美
國智庫機構"美國行動論壇"在壹份報告中
發問。

在20日的APEC峰會上，21國領導
人在最後宣言中強調，將致力於推動亞
太自貿區的最終實現，以此作為進壹步
深化APEC區域經濟壹體化的主要手段
。同時批準發布的《亞太自貿區利馬宣
言》再次承諾，亞太自貿區應建立在正
在開展的區域安排基礎上，包括通過跨
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等可能路
徑加以實現。



with his Chinese-American wife, Priscilla Chan, 
recently gave his baby daughter a Chinese name—
Chen Mingyu. He’s also hosted Chinese Internet chief 
Lu Wei at Facebook’s headquarters, and sits on the 
advisory board at Tsinghua University’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iven China's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the Internet, 
Facebook would probably have to submit itself to 
some form of censorship if it goes live in the country. 
Facebook says it hasn't received any takedown 
notices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ikely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in accessing the social network within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 The country stands to gain from 
working with Facebook, however; Chinese businesses 
use Facebook to reach markets outside of the country, 
which would ultimately benefit China’s own slowing 
economy. (Courtesy http://www.vanityfair.com/news)
Related
Facebook’s founder and CEO, Mark Zuckerberg, 
has signaled to Beijing that he’s willing to do what 
it takes to get into the country. People who know the 
company well think it will happen. “It’s not an if, it’s a 
when,” says Tim Sparapani, who was Facebook’s first 
director of public policy and is now principal at SPQR 
Strategies, a consulting firm. Facebook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but Zuckerberg said last year: 
“You can’t have 
a mission to 
want to connect 
everyone in the 
world and leave 
out the biggest 
country.”
A decade after Google’s hopeful but ill-fated entry into 
China, U.S. Internet companies may see the Chinese 
market as even more tantalizing—yet impenetrable.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has surged 
to some 700 million, and they represent a valuable 
untapped resourc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with 
saturated, highly competitive home markets. But the 
Communist Party’s attempts to control information 
have also grown more intense. In addition to the “Great 
Firewall” that blocks access to foreign websites, 
legions of human censors, many employed at Internet 
companies, police domestic blogs and social networks. 
And a U.S. company would now have to compete with 
China’s own Internet giants. WeChat, a messaging app 
from the behemoth Tencent, ha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users.
Zuckerberg clearly thinks China is worth the trouble, 
even if that means leaving some “Western values” at 
the door. Earlier this year, he traveled to Beijing and 
had a high-profile meeting with China’s propaganda 
chief, Liu Yunshan. Chinese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had a busy week 
in China back in late March 2016. After taking a brisk 
jog through Beijing’s smog-filled streets, he courted 
China’s top propaganda official in what Chinese 
media called a “rare meeting” with Communist Party 
propaganda chief Liu Yunshan in Beijing on Saturday. 
Zuck was in town to attend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but met with Liu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and how Facebook could 
potentially be integrated.
Despite China stepping up its Internet censorship—Liu 
recently warned Chinese Internet users against crossing 
the “baseline” when discussing politics online, and the 
country has called for a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the Internet, which activists warn could smother 
free speech—it appears Zuckerberg’s efforts are 
paying off and relations between Facebook and China 
are warming ever so slightly. In their meeting, Liu 
commended Zuckerberg for his “cooperative” attitude 
with Chinese regulations and “hopes [Facebook] 
can strengthen exchanges, share experiences and 
improve mutual understanding with China's Internet 

companies,” Chinese 
news agency Xinhua 
quoted Liu as telling 
Zuckerberg.
Zuckerberg has been 
currying favor with 
China for a while 
now, and with good 

reason. Since 2009, Facebook’s services have been 
blocked in the country, which harbors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720 million people, to be ex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tricted Internet access 
across social-media platforms over its concerns about 
commentary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on political anniversaries. China’s Internet is heavily 
censored by what is known as the “Great Firewall,”but 
Zuckerberg has been making strides to appeal to the 
country. He’s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and, along 

Mark Zuckerberg Has Met With China's Top Propaganda Chief

Security Council under George W Bush and Barack 
Obama.
“We don’t know who Trump’s advisers are. We don’t 
know who is going to be in his cabinet working on 
these issues. And I know the Chinese are trying to 
figure that out as well.”
But, as the dust settles on last week’s epochal political 
rupture, some are speculating that the reality TV star 
could be preparing an extreme makeover of US-China 
ties that would see the New York property mogul 
attempt to broker his most audacious ever deal with 
China’s authoritarian leaders.
Orville Schell, 
a revered China 
scholar who has 
been writing 
about the Asian 
country since 
the days of 
Mao Zedong, 
said that boded 
badly fo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o would be cast aside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it sought to forge a new friendship 
with Beijing.
“These sort of people will be roadkill in the way of 
his big leader machinations to reformat things [with 
China] and prove his acumen as a powerful and 
catalytic deal-maker,” he predicted.
Schell,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New York’s Asia Society, said he 
believed that, despite Trump’s fondness for China-
bashing, the incoming president might now embark 
on an astonishing overhaul of the Washington-Beijing 
relationship.
“This guy has just gotten in here and has literally pulled 
the whole edifice of Sino-US relations down,” said 
the academic, who is part of a 20-member taskforce 
that has been preparing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China policy to the new president. “It could recast 
things in a very interesting but unpredictable way.”
China’s leaders have offered a typically cautious public 
response to the tycoon’s stunning triumph.
“Facts have shown that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correct 
cho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reportedly told the 
American mogul on Monday in their first telephone 
conversation, hailing what he called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huge potential” for US-China 
relatio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 

As he began his march towards the White House, 
Donald Trump rallied his supporters around a number 
of common enemies, but none were bigger than China. 
China was accused of “raping” the country and stealing 
jobs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he, Donald Trump, 
intended to win back.
“I beat China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he told the 
crowd when he announced his candidacy. “I own a 
big chunk of the Bank of America Building at 1290 
Avenue of the Americas, that I got from China in a 
war,” he later bragged. But as the New York Times 
points out, what Trump presented as a victory was in 
fact more of a consolation prize.
In 1994 Trump was on the verge of bankruptcy and 
couldn’t find the money to make the repayments on 
a Manhattan property site. His salvation came from a 
number of Hong Kong property moguls, who agreed to 
buy the land, finance the development, and give Trump 
30% of the profits.
Eleven years later, the Hong Kong partners sold the 
property for $1.76 billion, and Trump reacted by suing 
them for $1 billion, claiming he hadn’t been consulted 
on the deal. After a four-year legal battle, a court ruled 
against Trump, but found he was entitled to 30% of the 
profits from two other buildings that had been bought 
with the proceeds of the sale: the Bank of America 
buildings.
Although not an outright victory, this saga did end 
quite favourably for Trump. But his dealing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much less successful. 
In 2008, for example, Trump signed a partnership 
with China Evergrande to develop a range of luxury 
accommodation. He brought along his daughter 
Ivanka to the signing ceremony as well, ThePaper.cn 
reports. The partners never developed any projects as 
Evergrande soon ran into a debt crisis (although it has 
rebounded to become the second biggest homebuilder 
in China in terms of sales).

Another false start 
came in 2013, when the 
Trump Hotel Collection 
(THC) agreed to 
brand and manage a 
development owned by 
China’s State Grid. This 

agreement fell through when State Grid was found 
to have a zoning problem with the project: it had 
acquired a permit to build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but then began building a real estate complex, 
Quartz reports.
THC is, however, still eager to expand its presence 

in China. At the 
recent Asia-
Pacific Premier 
Hospitality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CEO 
Eric Danziger 
announced that 
the company 
would be pushing 
further into the 
Asian market, 
with China the 
core of its growth. 
The group hopes 
to erect Trump Hotels in 30 of China’s biggest cities, 
ThePaper.cn reports, introducing its latest hotel brand, 
Scion, targeted to lower-tier cities.
Paving the way for this expansion is the conclusion of 
a decade-old legal battle that will finally give Trump 
the right to carry out construction in China under his 
brand name. The debacle began in 2006 when Trump 
applied for a number of trademarks across a range of 
business lines. His application for a Trump trademark 
covering construction work was reject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SAIC) 
because two weeks prior a local man named Dong Wei 
had applied for the same Trump trademark.
In 2009 Trump appealed against the SAIC ruling, 

taking his case 
to the Beijing 
First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which upheld the 
SAIC’s findings, 
and then to the 
Beijing Higher 
People’s Court, 
which again ruled 
against him in 

2015. Undeterred, Trump refiled his application, and 
it was provisionally approved on November 13, just 
four days after his election win was announced. If no 
one objects during the 90-day notice period, the ruling 
will be carried.
After 10 years of legal wrangling, this may be 
indicative that, in China at least, Trump’s business 
interests are benefiting from his political ascendancy. 
According to NBC News the Donald has 20 ongoing 
trademark disputes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Of the 
53 registered trademarks under the Trump name i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that only 
21 are owned 
by Trump 
(trademarks 
for explosives, 
poker cards 
and condoms 
are among the 
32 owned by 
others).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if the Chinese 
courts rule in 

the future president’s favour in the ongoing cases. 
(Courtesy http://www.weekinchina.com) 
Related

Commentary
U.S. President-Elect Trump Could Be 

Preparing An Extreme Makeover Of US-China                                                  
Ties That Would Ditch The Status Quo And 

Broker A Ground-Breaking Deal With Beijing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Donald J Trump, China’s 
leaders showed resolve in crushing the Tiananmen 
protests with rifles and tanks; Hong Kong’s pro-
democracy movement is somebody else’s problem; 
and Hillary Clinton, who has spent two decades 
standing up to Beijing over forced abortions and the 
“shameless” persecution of feminists, is worthy of jail.
When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realized he was 
the new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they 
despaired.
“Trump symbolizes 
the collapse of 
civilization,” 
complained Woeser, 
a Tibetan blogger 
and campaigner.
China threatens to cut sales of iPhones and US cars if 
'naive' Trump pursues trade war
“As the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he favours ‘sweeping 
the snow from your own doorstep and not worrying 
about the frost on the roof of your neighbour’.”
China experts say Trump’s plans for what may b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are an 
unknown unknown.
“All we have heard from Trump at this point is political 
rhetoric,” said Paul Haenle, a veteran US diplomat 
who served as the China director of the US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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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Trump In His Reality TV Days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center, speaking with Mark 
Zuckerberg, right, the chief 
executive of Facebook, and Lu 
Wei, China’s Internet czar at the 
time, in 2015 at a gathering at 
Microsoft’s campus in Redmond, 
Wash. (Photo/CreditPool)

The founder of Facebook met LiuYunshan in March 2016                                                                             
amid concerns about China’s crackdown on internet users.

Donald Trump And China: The Deals Continue
President-Elect Wins A Chinese Trademark Ruling

Zuck’s Charm Offensive Aims To Get Facebook Off The Ground In China

Facebook’s founder praised China’s Internet progress 
and pledged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create 
a better cyberspace. Liu highlighted the no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ranslation was clear: a Chinese version of 
Facebook would definitely be censored. This year’s 
trip was something 
of a sequel. In 
2014, he hosted 
Lu Wei, minister 
of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t Facebook’s 
offices. President Xi 
Jinping’s book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just happened to be 
on ¬Zuckerberg’s 
desk.
This courtship hasn’t 
been without some 
awkward moments. 
When Zuckerberg posted a photo of himself cheerfully 
jogging through the polluted haze of Tiananmen Square 
this year, he was mocked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But 
overall he has made the right moves, says Cheng Li, 
director of 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hinese leaders 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personal relationships,” he says. “They 
think Mark ¬Zuckerberg is a friend of China. He’s 
successful. He’s very China-friendly. He has a Chinese 
wife. He speaks Chinese. So what else do you want?”
At Your Service
Facebook will still have to overcome Beijing’s 
suspicions that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ies could 
destabilize the Communist Party’s rule. Media outlets 
that described the Arab Spring as the “Facebook 
Revolution” didn’t do the company any favors. And 
documents leaked by the former intelligence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fueled Chinese suspicions that 
American technology companies had “back doors” for 
U.S.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But Facebook’s potential to help Chinese businesses 
go global could lead Beijing to see the company 
as a net positive. It already sells advertisements to 
Chinese companies for display outside the country, 
but launching a version of Facebook in China 
could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companies and overseas customers. 

Facebook Creates Censorship  Tool To Get 
Back Into China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s chief executive, has 
cultivated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s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He has paid multiple visits to the 

country to meet its top internet executives. He has 
made an effort to learn Mandarin.
Inside Facebook, the work to enter China runs far 
deeper.
The social network has quietly developed software 
to suppress posts from appearing in people’s news 
feeds in specific geographic areas, according to three 
current and former Facebook employees, who asked 
for anonymity because the tool is confidential. The 
feature was created to help Facebook get into China, 
a market where the social network has been blocked, 
these people said. Mr. Zuckerberg has supported and 
defended the effort, the people added.
Facebook has restricted content in other countries 
before, such as Pakistan, Russia and Turkey, in 
keeping with the typical practice of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ies that generally comply with government 
requests to block certain content after it is posted. 
Facebook blocked roughly 55,000 pieces of content in 
about 20 countries between July 2015 and December 
2015, for example. But the new feature takes that a 
step further by preventing content from appearing in 
feeds in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
Facebook does not intend to suppress the posts itself. 
Instead, it would offer the software to enable a third 
party — in this case, most likely a partner Chinese 
company — to monitor popular stories and topics 
that bubble up as users share them across the social 
network, the people said. Facebook’s partner would 
then have full control to decide whether those posts 
should show up in users’ feeds.
The current and former Facebook employees caution 
that the software is one of many ideas the company 
has discussed with respect to entering China and, like 
many experiments inside Facebook, it may never see 
the light of day. The feature, whose code is visible to 
engineers inside the company, has so far gone unused, 
and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Facebook has offered 
it to the authorities in China. (Courtesy http://www.
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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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
食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 第29集，再度邀請休士頓廚藝精湛，錦
江飯店與家樂小廚負責人丁德忠師傅教大家做菜，在節目上示範
素菜包子和上海生煎包；在搭擋主持人翁大嘴協助講解下，用簡
單食材和做法，教大家輕鬆做出好料理。精彩內容，將於周日新
時段12月4日晚間7時30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包子是用麵粉混合水後發酵過的麵糰內加餡蒸製而成，款式
非常多，生煎包則流行於上海、蘇州及其他將南地區的傳統小吃
。錦江飯店販售的小籠包和上海生煎包在當地非常出名，得到大
家一致好評，丁師傅不藏私，大方教觀眾在家輕鬆就可做出特色
家鄉小吃。

兩種包子做法都先從發麵開始，揉麵團使用一半高筋粉和韓
國麵粉，丁師傅做包子習慣放點食用鹼粉，加適當發酵粉，將麵
粉拌勻，揉成麵糰。接著用室溫水，加點油，揉合麵糰到油亮有
光，發時間大約半小時以上醒麵等待。丁師傅說，若發的時間不

夠，包餡料時或蒸的過程中容易過軟，不好膨脹。
素菜包子內餡有青江菜、豆腐干和香菇，先把豆腐干切成丁

，青江菜汆燙切碎，放點酒、糖，加點生薑末口感會更好，最後
加麻油攪拌均勻。生煎包則多包了豬肉餡，吃起來口感更豐富。

等待麵醒好後，將麵糰擀成長條，切小塊麵糰，再擀成圓形
薄片，把餡料包進麵皮裡。最後，素菜包子用蒸籠蒸，生煎包用
平底鍋，淋上少許油，將生煎包擺上，開中火並蓋上鍋蓋，煎至
底部焦黃，灑上黑芝麻和蔥花裝飾即可。

丁師傅說，初學者剛學如何包包子，不會包的太漂亮，但慢
慢學習，先從擀麵開始，熟能生巧，之後包子的形狀也會更顯漂
亮。詳細素菜包子和上海生煎包做法，請鎖定本節目，12月4日
周日晚間7時30分首播，12月7日周三下午3時30分重播，敬請
準時收看。錦江飯店地址99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95-0985，也歡迎到現場嘗手藝。

美食美客丁德忠師傅上菜 素菜包生煎包輕鬆做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 明 年 第 51 屆 超 級 盃 (Super
Bowl)在不到70天後即將休士頓
舉行，全美運動迷引頸期盼，休
士頓市民也興奮無比。為迎接大
量觀光潮，休士頓超級盃籌備委
員 會 (The Houston Super Bowl
Host Committee)公布超級盃舉辦期間的交通方案
，許多周邊主要道路將會提早封路。

休士頓超級盃籌備委員會召開記者會，因應
盛大超級盃嘉年華在世中心登場，活動期間將會
大舉封路。主辦單位預計每天會有將近10萬人次
觀光客參加這場運動盛會，到時這數字恐怕還會
更高。

發現綠地公園(Discovery Green)和喬治布朗
會議中心(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將

會在1月19日後暫停開放，周邊道路包括Polk St
、 Dallas St, LaBranch St、 Avenidas De Las
Americas 和McKinney and Lamar 等街道都在 1
月26日至2月6日封街。

哈瑞斯縣縣長Ed Emmett表示，這是一個絕
佳的旅遊觀光商機，到時球員到此歡慶盛會，會
吸引大家聚集在休士頓一起慶祝。

屆時休士頓輕軌(Metro rail)會增長行駛時間，
近期將開放停車位申請，建議民眾可以先提前預
定停車位，方便到時參加活動。

超級盃倒數兩個月
活動期間市區多路段封路

主持人翁大嘴主持人翁大嘴((左左))和丁德忠師傅和丁德忠師傅((右右))一起教大家做包子一起教大家做包子。。((記者黃記者黃
相慈／攝影相慈／攝影))

焦香多汁上海生煎包焦香多汁上海生煎包((上上))與美味素菜包子與美味素菜包子((下下))。。((記者記者
黃相慈／攝影黃相慈／攝影))丁德忠師傅示範如何包餡丁德忠師傅示範如何包餡。。((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眾人期待超級盃到來眾人期待超級盃到來，，此為感恩節大遊行市府組成的超級盃花車此為感恩節大遊行市府組成的超級盃花車。。((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超級盃期間超級盃期間，，市區多個路段封路市區多個路段封路。。((取材自取材自KHOU)KHOU)

由STERLING MCCALL TOYOTA支持和贊助的第八屆”豐
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日前在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圓滿結束
。來自大休斯頓地區的近60名少年乒乓球愛好者進行了百余場
的激烈角逐，最後決出了名次。在休斯頓有著良好口碑的知名
家庭診所的許旭東和陳永芳兩位醫生，也支持和贊助了此次比
賽。賽後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的Steven Ye 先生
及許旭東，陳永芳二位醫生分別向此次比賽的優勝者頒發獎杯
並表示祝賀，並同參賽者合影留念。比賽的組織者王大志教練
也代表大家向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及 Steven Ye
先生本人，和許旭東家庭診所對大休斯頓地區少年乒乓球運動
長期以來的大力相助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

此次比賽獲獎選手名單如下：
A組 ：冠軍： 王犇 亞軍： 謝加文 季軍： 付安迪 殿

軍： 周棣棣
B組 ： 冠軍： 謝雨飛 亞軍：王玉堯 季軍： 宋德昌 殿

軍： 蘇頌恩
C組：冠軍： 魏天 亞軍： 劉陳賓 季軍： 陳奕洲

殿軍： 張傑瑞
D組： 冠軍： 徐為博 亞軍： 戚致遠 季軍：

Leonid 殿軍： 吳一冉
並列第五名: 肖子傑 王怡然 Shann 楊越
並列第九名： 湯家為 雍恩陽 唐菲菲 紀依夢 王昭 李

九成 呂振宇 羅皓
獲得優秀獎是： 章可風 何亮亮 孫可心 楊博文 楊涵

娜 錢奕明 紀依心 裴斯文 唐道遠 於峻豪 於峻祥 謝
博文 劉安迪 唐雲逖 溫舒旆

小額法院理賠與驅逐房客須知講座
時間：2016年12月3日， 周六下午2PM-4PM. 4PM-5:30PM 理

事會議
地點：Keller William Realty 公司糖城辦公室
1650 State Highway 6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報到須知： 停車場，有棚子的停車位都可以停。進門乘電梯上三樓
主講人：楊德清
主辦單位：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協辦單位：Alice 張地產，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夏學人協會，房屋

裝修房產消費群，商業地產群，TZLC地主群，房主地主群，房屋裝修
咨詢群，河南同鄉會, 房屋裝修活動群，QQ地產，金今地產

主講內容大綱：
1. 小額法院理賠的程序
2. 驅趕欠租房客的程序
3. 如何尋找好房客
主講人 楊德清 介紹：
畢業於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出國前從事科研和家電批發商業工作

多年，來美國14年來曾經從事地產投資與買賣，建造新房，小商
品進口批發，二手車交易，物業管理等多種行業，最近7年來成
立並專心經營安穩保險代理公司，經營汽車，房屋，商業，健康
，人壽等多種保險業務。任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會長，中國人活
動中心副執行長，聯合校友會副會長，河南同鄉會副會長。過去

曾多次通過小額法院收回了壞賬，並成功地驅趕過欠費房客。
講座內容純屬經驗與知識分享。講座免費參加，歡迎報名。
有問題請聯系：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會長，主講人：楊德清 713-952-5031(o)

713-818-3507(cell), yangdeqing@yahoo.com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秘書長 羅錚 (Annie) 281-300-0634 aluo-

home@gmail.com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 「金鈅匙地產貸款公司」 的執行長Sammy Wang女士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美國居，數不盡的買房賣房新鮮
事，再加上貸款，幾乎是每個人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由楊德
清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今晚將訪問 「 金鈅匙地產貸款
公司 」 的執行長Sammy Wang 女士，來給大家分享關於投資
策略和貸款知識和注意事項。

王女士於2005 年開始投入房地產行業，她是資深地產經
紀人，在明湖區是地產界的頂尖人物。除了地產主業外，她也
做很多社區服務工作，多年組辦明湖區的春晚活動，豐富社區
的文化生活。組織社區的姊妹們集團健身跳舞活動，提高大家
的生活質量。同時也熱衷奉獻於孩子們的教育。

當初王女士看到她的客戶貸款那麼的不容易，為方便服務
客戶，她從2006 年開始貸款服務。王女士也提到她多年從事
地產及貸款業成功的關鍵，在於 「 誠信 」 ，一位房地產經紀
除了對市場嫻熟外，市場分析各方面都瞭如指掌，很多人被騙
，是搞不懂當地的房地產情況，就糊里糊塗的投錢，待發現上
當時為時已晚。王女士說她個人擅長於condo, townhouse,
Single family, 包括裝修程度，位置，房價，從房產市場中找到

好的機會。
以及計算收入和支出； 預算空置時間及租金設置； 其策

略應為： 盡量貸款買房，回報率高。再買大房子之前，Cash
Out 自住房，利率低，可用此
基金再投資。

談到貸款，王女士說： 我們是Mortgage Banker , cosn-
bander, 貸款時間短，快。我們有很多的loan Program, Lend-
er, Warehouse for funding。她希望有更多的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加入她的團隊，同時也與各地產精英們合作，為我們
廣大的客戶服務。

王女士的 「 金鈅匙地產貸款公司 」 ，通常貸款，需要看
兩年的報稅，W-2, 二個月的工資單及ID.

其貸款產品：1% ,，3.5% ,，VA Loan, Conventional
Loan,最好20%
down for No PMI; 投資房25% -30 %for 最好的利率，而信用
分數在740 以上的能得很好的利率。報稅低，沒有兩年保稅記
錄，可以Pivate Loan, 很多英語不好，來美不久，管理房產不

方便的，建議可以找管理公司或者可以做Pivate Lender。
王女士也談到最近利率快速上漲，最終的結果可能會導致

房屋價格提高，進而房屋銷售放緩，價格增長和Refinancing
減速，估計Refinance 明年將會下降46%。詳情請洽 「 金鈅
匙地產貸款公司」 ：281-468-6368。

「 美麗家園 」 節目，將於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半播出。明
天（ 周四 ） 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

第八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

全體獲獎選手全體獲獎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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