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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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

1212月月1717日召開全僑美南園遊會籌備大會日召開全僑美南園遊會籌備大會
各界引頸期盼各界引頸期盼﹐﹐由美南新聞集團舉辦的一年一度新年園遊會由美南新聞集團舉辦的一年一度新年園遊會﹐﹐
將搭配休士頓超級盃運動元素將搭配休士頓超級盃運動元素﹐﹐於明年於明年22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時至55
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第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上周三美南上周三美南
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四右四))與各族裔領袖召開會議與各族裔領袖召開會議﹐﹐討論園遊會討論園遊會
各項合作事宜各項合作事宜﹐﹐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感受國際性的嘉年華歡感受國際性的嘉年華歡
樂氣氛樂氣氛﹒﹒

節 目 預 告節 目 預 告
KVVV

全 球 拍 品 徵 集 2017

12月10-11日 | 舊金山
Marriott San Francisco Airport Waterfront
1800 Old Bayshore Highway, Burlingame, CA 94010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12月17-18日 | 洛杉磯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225 West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12月14日 | 休斯頓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12月8日 | 溫哥華 徵集以預約形式進行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755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3, Canada

免費估值 |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 +1 (408) 828-8855/+1 (650) 737-2201 | rlin@polyauction.com.hk | cs@polyauction.com.hk 



【VOA】美國國會兩院的情報委員會星期一決定對有關俄羅斯

干涉美國總統大選以幫助川普獲勝的指控展開調查﹒另外一

項調查是圍繞俄羅斯通過網絡攻擊影響美國大選投票結果的

指控展開的﹒

這個調查等於是對川普周末稱中情局的結論是“可笑的”評論

做出的回應﹒中情局說﹐俄羅斯參與網絡攻擊目的是為了幫助

川普獲勝﹒川普在周一繼續對中情局的調查結論進行抨擊﹒

就在下個月入主白宮之前﹐川普對中情局多次諷刺挖苦﹒國會

兩院共和黨領導人麥康內爾和保羅·瑞安都川普的做法也表示

不滿﹒他們同意參議院和眾議院分別由各自的情報委員會主

導由兩黨參加的調查﹒

麥康內爾說﹐“俄羅斯並不是我們的朋友﹒”他說﹐調查應該根據

“俄羅斯並不希望我們好”的概念進行﹒瑞安說﹐眾議院的調查

“不應該對川普的勝利產生疑問﹐但是外國對美國大選的干涉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俄羅斯的染指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在談到國會調查俄羅斯涉嫌幹預美國大

選的時候說﹐“考慮到這個問題事關重大﹐後果嚴重﹐國會的審

查顯然是有理由的﹒”但是川普發言人米勒聲稱中情局有關俄

羅斯的結論是企圖使川普當選非法化﹒

歐內斯特還說﹐“支持候任總統川普的國會共和黨政界人士都

知道這件事﹒他們如何在政治策略和他們的愛國主義之間進

行妥協﹐是他們必須要做出解釋的﹒”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周恩來在重慶周恩來在重慶》》是由王朝柱編劇是由王朝柱編劇﹐﹐董亞董亞

春導演春導演 3030 集人物傳記類電視劇集人物傳記類電視劇﹒﹒該劇由劉勁該劇由劉勁﹐﹐黃黃

薇薇﹐﹐馬曉偉馬曉偉﹐﹐于小慧主演于小慧主演﹒﹒該劇主要講述了周恩來該劇主要講述了周恩來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進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進

行國共合作行國共合作﹑﹑促蔣抗日的談判促蔣抗日的談判﹐﹐領導南方局領導南方局﹑﹑國統區國統區

和南方各省黨的工作和南方各省黨的工作﹑﹑軍隊工作軍隊工作﹑﹑統戰工作及宣傳統戰工作及宣傳

文化教育工作的故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故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22時至時至33時首播時首播﹐﹐周二至周二至

周六凌晨周六凌晨44時至時至55時重播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周恩來在重慶周恩來在重慶》》人物傳記電視劇人物傳記電視劇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國會兩院決定對俄染指美國大選展開調查

【VOA】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星期二將
提名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執行官雷克斯.蒂勒森為國
務卿﹒
川普在推特上說他將於星期二早晨宣布他決定的國
務卿人選﹒
蒂勒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他任職同一家石
油公司長達41年﹒川普稱讚他是一個“世界級的人物
和談判者﹒”
人們原來以為川普可能會選擇其他人﹐比如前馬薩諸
塞州州長羅姆尼﹐因為蒂勒森在參議院共和黨人當中
的支持度可能不夠高﹒不過羅姆尼星期一晚上已經
證實他將不會得到提名﹒
資深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說﹐蒂勒森與俄羅斯總統普

京的關系令人關注﹒
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表示與普京關係友好並不是他
所希望的國務卿人選所具有的特點﹒
蒂勒森今年在得克薩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承認他與
普京認識15年﹐關係非常好﹒
蒂勒森帶領埃克森美孚與俄羅斯企業簽署大型的石
油開采生產協議﹐普京在 2013 年授予蒂勒森友誼勳
章﹒
川普任命的國務卿人選要經過參議院批準﹐按照現在
的參議院結構﹐如果所有的民主黨人都投反對票﹐有
兩名或更多的共和黨人加入他們的行列就可以否決
川普提名的人選﹒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蒂勒森握手俄羅斯總統普京與蒂勒森握手（（資料照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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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星期二或提名埃克森
美孚CEO蒂勒森為國務卿

美國候任總統川普美國候任總統川普20162016年年1212月月99日在密西根一次集會上講話日在密西根一次集會上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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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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Wednesday, December 14, 2016



BB44移民資訊

全球移民調查：
澳大利亞生活質量獲贊

据报道，移居澳大利亚的海外人

士非常看重澳大利亚的生活质量。在

最新出炉的调查中，共有45%的受访

者认为澳大利亚的气候十分宜人。同

时，澳大利亚在67个接受调查国家

中的整体排名为第16位。

在此次调查中，有29%的受访者

对澳大利亚的旅游潜力表示满意。然

而，这一数字却比40%的全球平均值

低得多。除气候吸引人外，受访海外

人士还为澳大利亚的环境质量打了高

分。据悉，共有50%的受访者认为澳

大利亚的环境质量非常好，远高于

28%的全球平均值。

在澳生活居住成本相对

高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在

居住成本及职业前景满意度

方面排第10位。报告显示，

对比每周工作41.4小时的全

球平均值，海外人士在澳每

周只需工作 38.6 小时。然

而，在澳海外移居人士却更

担心失去工作。共有59%的

受访者的工作安全感低，高

于56%的全球平均值。

教育质量获普遍赞赏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的家庭生活

指数排名十分靠前，排名第7位。仅

有2%的海外人士认为澳大利亚的教

育机会不足，未能提供广泛的教育资

源。这一比例在全球范围内高达

31%。

此外，64%的受访海外人士认为

澳大利亚教育能够支付得起，高于

45%的全球平均值。同时，澳大利亚

的教育质量还获得了84%受访者的赞

赏。

同在调查报告中，有近半数在澳

养育孩子的海外移居者对自己孩子的

健康表示满意，而这一数字远高于全

球平均的30%。此外，90%的受访者

还对孩子的安全表示满意。

按揭不需收入證明
加拿大銀行如此優待外國人

加拿大政府为了揭制房价上涨，

近年来一再要求银行收紧按揭贷款，

以防止国民为了买房过度借贷，但是

最新披露的资料显示，本国大银行在

对待外国人，包括留学生，买房申请

按揭贷款时，却实行一套完全不同的

标准：不需要提供收入证明！不需要

证实收入来源！

根据《环球邮报》独家披露，丰

业银行（Scotiabank）和蒙特利尔银

行（Bank of Montreal，简称BMO）

内部文件显示，丰业银行指示负责贷

款的职员，只要首付款达到50%，就

不需要确认外国客户的收入来源。

而在 BMO，客户只要首付够

35%，就可以申请最高200万元的按

揭贷款。

同时，这两间银行对于来加不满

5年的新移民申请者，只要首付够

35%，都无需提供收入证明。

BMO还规定，批准外国人和有

学签的留学生在申请按揭时，账户上

要有相当于一年按揭供款的资金。

这种做法显然是银行为了吸引外

国人和新移民，方便他们贷款而设计

的，而本地加拿大人在申请按揭时，

仍需要提供收入证明。

批评人士指出，这对本地人不公

平，不但方便外国人获得贷款，更助

长了地产投机。

不理联邦监管机构警告

联邦金融监管机构（OSFI）在今

年7月曾发布一份公开信，要求各大

银行和金融机构严加把关，严查买家

的收入情况以及受雇情况，避免贷款

申请人用假收入证明申请贷款而最终

因难以偿还被迫违约的情况发生。

OSFI也指出，如果不能确认资

金的合法来源，银行很容易卷入非法

洗钱交易。

而《环球邮报》的调查发现，在

OSFI提出警告后的两个月里，这两

家大银行仍然没有要求收入证明。

有关调查源于该报

近日披露的一宗温哥华

华人集资炒房逃税事件，

地产商顾某（Kenney Gu）

利用来自中国大陆的资

金向加拿大银行贷款买

房，而银行在收到首付

后并不要求申请人提供

收入证明即发放巨额贷

款，顾某得以依靠银行的

融资炒卖房产牟取暴利。

《环球邮报》记者 Kathy

Tomsonlin 在披露华人炒房事件

中发现，加拿大两间大银行在向

外国买家发放按揭贷款时，实行

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回应《环球邮报》的报道

时，BMO作出声明，称该行逐

一评估每一位客户的情况，并考

虑各种因素。但是声明没有说明

其对新移民和外国买家的收入证

明标准，也没有就该行是否优待

外国买家作出回应。

丰业银行在其声明中称，这

确实是该行收入证明规定的一个

例外，但是银行在其他方面更加

谨慎，包括要求全面评估房价。

针对银行的作法，有要求匿

名的银行雇员透露，外国买家只

要电汇一笔汇来满足一年供款额

的要求，或者向亲戚朋友暂时借

一笔钱到账户上，就可以轻易贷到款。

这位银行雇员本人也中国移民，

他说，在温哥华，很多客户这样做，

只要投入一小笔金额，就可以获取暴

利。这样的贷款已经占据按揭市场的

很大份额，甚至已经失控。

《环球邮报》也调查了其他三间

大银行以及汇丰银行（HSBC）对待

外国买家和新移民的按揭申请标准。

皇家银行（RBC）、道明信讬（TD

Canada Trust） 、 帝 国 商 业 银 行

（CIBC）以及汇丰银行都回复了一

份声明，表示谨慎对待按揭审批，但

是也没有具体说明对待外国人和留学

生的收入证明要求。

華人感歎赴美生子不值:
孩子待遇不如非法移民

赴美产子在中国大陆

孕妇中风靡，很多人的出

发点就是为了孩子，未来

能享受低价且高品质的教

育。其实这股风潮大约

20年前就在台湾孕妇中

流行过，现在当年的宝宝

们都到了读大学年纪，但

加州大学规定，本州学生

和外州学生的学费相差三

倍，但旅居外国多年的学

生和家长，如何才能确认

加州居民身分，而享受州

内学费标准？简言之，当

年在美国出生的人，长年

不在加州居住，既便有公

民资格，也不能享有加州

居民的学费优惠；但讽刺

的是，16岁以前来美的

加州非法移民，却可享有

加州居民的学费优惠。

来自台湾的陈太太多年前

赴美产子，后来又陪孩子

在美国读了几年小学，最

后全家返台。现在儿子已

经读高中，陈太太已考虑

孩子读大学问题。她知

道，孩子虽然是美国公

民，但加州大学只对本州

居民提供优惠学费，她和

儿子常年不在美国 ，是

否被定义为外州居民而无

法享受州内学费？陈太太

表示，如果无法享受州内

学费，不如留在台湾读

书。学费比美国便宜太多。

居住杭州的王同学出

生在美国，刚满月就回到

中国，现在在杭州读小学。

王同学的父母表示，加州

大学是孩子将来的目标。

但目前还不清楚，长期居

住国外的孩子，将来读加

州大学是否会遇到问题。

加州大学认定外州还

是本州学生，有详细的认

定条件。简言之，就是两

条规定：第一是否居住在

加州，第二条是居住在加

州意图（intent）。加州

大学将25岁以上的学生

当做成人，要独立担当证

明的义务。 25岁以下的

学生，则需父母承担证明

义务。

根据加大规定，学生

或父母（之一）必须本人

（physical presence）在加

州连续居住至少366天。

此外，父母还需证明自己

有意向（intent）住在加

州，而不是住满366天即

可。只有满足了上述两条，

才有可能被认定支付州内

学费。

如何证明自己在加州

有意向居住？可证明材料

包括：家长在加州居住以

来的报税表，包括在加州

之外的收入都在加州报

税。此外还有驾照、汽

车在加州注册、在加州

注册选民、在加州获得

营业执照或专业证书等

都可以。

此外，将加州的居住

地址作为所有纪录中的长

期 地 址 （permanent ad-

dress）、学生在放假时依

然居住在加州、在加州的

银行有活期或定期存款账

户、在加州被雇用、在加

州申请贷款或奖学金等均

可证明。

不过很多学生或家长

都满足了上述条件，但如

果学生假期期间立刻回去

中国或台湾，则会被认为

在 加州居住并 不连 续

（inconsistent），因此学

生来年可能会被取消州内

学生收费资格。此外，如

果在其他国家或州有纳税

纪录、在其他州有驾照、

有用其他国家的永久居住

资格等，都将会导致州内

学生资格被取消。

根据加州大学规定，

本州学生就读加大每年费

用大约1万5000元，外州

学生和国际学生的费用则

高达4万多元。不过对于

16岁以前来美的非法移

民，加州不但允许他们只

交州内学费，甚至可以申

请加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和助学金。一些留学生喟

叹：当初何必合法申请学

生签证，还不如偷渡来算

了。

留学生赵同学在加州

一所私立高中读书三年，

学费和生活费每年超过5

万元，后来考上尔湾加

大，每年学费将近 5 万

元，再加上生活开销，

四年读下来花了近30万

元。国际学生学费是加州

学生的三倍，而且不能申

请任何加州政府提供的奖

学金或助学金。虽然她申

请加大之前已经在加州住

了三年，但不算本州人，

不能享受本州学费。

但加州政府对 16岁

以前来美的非法移民却提

供各种政府资助。他们可

以免费就读加州公立中小

学，就读加州的公立大学

还可以享受州内学生的学

费，此外还可以和加州合

法居民的孩子一样申请政

府出资的经济资助。

那些赴美产子后被带

回中国的小孩，虽然贵为

美国公民，但将来想要就

读加大，必须提供一系列

资料，满足一些要求，才

能被认定为加州居民，享

受州内学生学费。赵同学

表示，加大的保护很严

格，她并不知道身边同

学到底谁是非法移民。不

过考虑到自己交了三倍的

学费，而且不能享受任何

资助，毕业后更要为自己

的身分发愁，能不能抽签

抽中H1B签证等更是听

天由命。而16岁之前来

美的非法移民不但享有学

费优惠和资助，甚至因欧

巴马政府暂缓遣返而不必

担心身分问题，她喟叹，

合法移民待遇还不如非法

移民，也算是美国的怪相

之一。

加拿大稅務竟然這么重！
被指是給政府打工

加拿大人交纳的税款，比用在吃、

穿、住上的所有必需开支还要多！

很多家庭在做预算时可能已经知道

了这个冷酷的现实，而菲沙学会（Fras-

er Institute）的最新报告也证实了这一

点。

报告中的这句话最让人沮丧：“显

然，交税已经成为家庭预算中最大的一

笔开支，而且税金的增长幅度，大于其

他任何一项开支的增长。”

根据菲沙学会的2016年加拿大消

费者税务指数，加拿大人缴交的税金不

仅有收入税，还纳入了与薪水、销售、

酒类和燃料等相关的所有税目。

政客们每年都在这份税收清单上增

加新的条目，而且这份税目清单只会越

来越长。

据统计，在1961年，加拿大家庭

平均用三分之一的收入纳税，用于住房

和食物的开支超过收入的一半。

现在，我们要用将近一半的收入来

缴税，而三分之一收入用在生活必需开

支上。

换言之，加拿大人赚的钱，交给政

府的部分，比自己吃住用的还要多。

菲沙学会的报告指，本国家庭

2015年平均交税高达34,154元，其中最

大的一笔是收入税10,616元，其次是工

资税和医疗税7,160元，购物时支付的

销售税和货劳税为4,973元，物业税或

地税为3,832元。

其它类别的税种包括盈利、酒类或

烟草、燃油、自然资源以及进口关税，

总共是7,573元。

报告称，2015年所有看得见和隐

性的税收占到平均家庭收入的42.4%，

平均收入为80,593元。

相比之下，加拿大家庭去年衣、食、

住、行的平均花费是30,293元，占收入

的37.6％。

报告给加拿大人留下了这样一个

疑问：到底是政府为我们工作？还是

我们在为政府工作？回答显然更倾向

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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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來後 薪資多少是好？
面临多方压力

最近一则新闻报道中谈到，

娜娜出国前曾在北京一家杂志社

工作，税前月薪 15000 元。两年

前，她决定辞职去英国读研究

生。没想到回国后，应聘企业为

其开出的月薪仅为8000元。因对

薪资有所不满，娜娜最后选择了

创业。这引发了人们对“海归就

业”“海归对工作的期望”等问

题的讨论。

回国后，大多数海归首先要

考虑的是就业问题。若单从客观

的就业形势来说，海归在回国后

将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据了

解，201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

总数为52.37万人，回国人员总数

为 40.91 万人，较上一年增长了

12.1%；2016年，高校应届毕业生

近770万人。这些数据，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就业形势的严峻。

谭彦星曾就读于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服装设计专业。他说：

“由于我对纸媒比较感兴趣，回

国后便向一些知名杂志投递简历。

记 得 当 时 到《GQ》 杂 志 面 试

时，我发现有许多海归前来应聘

这一岗位，这是我没有意料到的

事。后来我才了解到，现在几个

海归争夺一个岗位的现象是很常

见的。”

王杏凌（化名）曾就读于日

本京都立命馆大学日语教育专

业。她说：“近些年来，海归

的数量逐年增加。招聘企业难

免应接不暇，甚至产生‘审美疲

劳’。当出现‘僧多粥少’的局

面时，往往不是海归在挑选企

业，而是企业在衡量是否招收这

名海归。”

除了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一些海归在择业问题上还要与父

母“斡旋”。

李慧珠曾留学于韩国，3个月

前刚回国。在就业问题上，她曾

与父母产生过分歧。她说：“在

回国前，我曾在韩国工作了近 1

年。回国后，父母担心我的就业

前景。父母认为刚回国对工作不

要有太高的要求，担心我因‘钻

牛角尖’而错失了好的机会；而

我更倾向于找一份令自己满意

的、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回国找

工作时，我在如何平衡好自己的

想法与长辈的指导性意见这一问

题上，耗费了不少精力。”

来自各方的压力让不少海归

感到“喘不过气来”，然而像这

样“不尽如人意”的事儿还有不

少……

还曾“水土不服”

回国后，一些海归遇到了

“水土不服”的情况。相比于国

内应届毕业生，海归对国内的职

场环境并不熟悉，缺乏在国内实

习的经历；而国内企业在招聘时

对这一点又非常“敏感”。在同

等学历和同等技艺水平下，企业

更倾向于招收本土求职者。这一

“短板”使得一些海归难以顺利

找到满意的工作，或者说没有令

其满意的职位提供给他们。

“回国初期，面对生活环境

的转变，我一时觉得难以适应。

我从来没有在留学地实习过，

缺乏工作经验。所以在回国就

业时，我发现自己的工作能力

弱于大多数高校应届毕业生。”

王杏凌说，“一开始，我甚至

不清楚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工

作。相对来说，日语教育专业

的就业面比较窄。当老师、在

教育机构工作是比较好的出路，

但我对这些工作都不感兴趣，

所以决定从事其他行业。然而

在找工作时，专业不对口曾给我

带来不小的烦恼。”

一些海归对工作

的期望与现实之间存

在着不小落差，这也

是“水土不服”的一

种表现。王子龙曾就

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统 计 学 专 业 。 毕 业

后，他在新加坡工作

了5年，于去年回国。

“ 不 少 海 归 在 择 业

时，会先计算其所付

出的留学费用，以此来决定自

己的薪资期望，但很少会思考自

己能为公司带来什么价值。”王

子龙说，“而且他们对国内经

济环境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认

为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经验就一定

更胜一筹。但其实，现在国内

有不少产业正在逐渐缩小与国外

的差距，有的甚至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

理智看待薪资

那么在择业时，一些海归又

是如何看待薪资问题的呢？

李慧珠说：“回国后，我选

择到北京工作。当时我曾应聘上

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但他们给我

开出的工资却非常低，并不像在

‘招人才’，这让我十分恼火。

北京的生活成本高，求职者对薪

资有较高的期望是很正常的事。

虽然说薪资并非是找工作时最重

要的标准，但总不能连自己都养

不活吧。”

“择业时，薪资并非最重要

的因素。比如，在时尚行业，有

许多前来应聘的海归宁愿不要工

资也要进入该行业的大企业中，

目的是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平

台。”谭彦星说，“而且工作的

起薪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它不

是静止不变的。只要海归有‘真

材实料’，能为公司持续做出贡

献，自然会有许多提高薪资的机

会。”

一些海归曾有过海外工作经

历，这为他们回国找工作提供

了不少帮助。谭彦星说：“在英

国留学时，我曾在伦敦塞尔福里

奇百货公司做过销售。这份工

作让我了解到各个品牌的关系

网，锻炼了我的社交能力，还

为我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由

于有过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回

国后我很顺利地找到了与时尚行

业相关的工作。”

当谈到海归这一身份对就业

起到的作用时，李慧珠说：“其

实，招聘单位并不会太在意求职

者是否是海归。而海归若是一味

地端着‘架子’，反而会适得其

反。海归这一身份只是有可能成

为一个加分项，而不会成为影响

就业的主要因素。能否顺利就业

的关键，最终还是要落到个人能

力、知识储备等方面。”

留學生海外過感恩節
在中西文化交織中談感恩
恰逢感恩节

最先想到亲人
“妈妈，听得到吗？”

这是感恩节当天晓彤（化名）

和她妈妈视频通话的开场

白。晓彤现在美国明尼苏

达大学读大三。在感恩节

到来时，她最先想到的是

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打个电

话。“我每次和爸爸妈妈

视频总会以这句作为开场

白。对我来说，感恩节也

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就是

和父母视频通话，把身边

的一些趣事分享给他们。”

晓彤说。

张傲然现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读硕

士。感恩节除了想到远在国

内的父母，她还特别感谢一

直陪伴着自己的男朋友。

“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实

习机会，压力特别大，脾气

也不太好，但是我男朋友都

会开导我。在找实习、学习

上，他都给了我很多建议和

帮助，陪我度过了一段难熬

的时光。”张傲然说：“此

时此刻最想感谢的就是亲人

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谈

到感恩节我并不会像西方人

那般感谢‘主’赐予自己食

物。”

除了父母、恋人，留学

生在感恩节一般还会想到曾

给自己帮助的人。孙名莹现

在纽约福特汉姆大学读本

科。当问到感恩节最先想到

的是谁时，她说：“除了父

母，我想到的就是曾经帮助

我渡过学习难关，助我顺利

考过雅思的那位老师，还有

我在国外特别要好的几个朋

友。”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

留学生对于“感恩”的理解

普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更

多地显现出“亲亲之爱”的

儒家思想。亲近关系排在最

靠前的是父母、兄长、爱

人，然后是师长朋友或其他

人。在这个源自西方的感恩

时节，在地球另一端的学子

同样遵循这一先后顺序。对

于西方的感恩节，大部分学

子并不会入乡随俗，也大多

不会遵从当地的节日仪式。

节日聚会

盐焗鸡代替烤火鸡
当美国感恩节来临时，

海外中国留学生会怎么度

过这个节日呢？团聚是必

不可少的。今年感恩节，

张傲然是和美国的基督徒

朋友一起度过的。她去了

当地朋友家过节。“我的

朋友认为一切都是‘主’

给的。他们在吃饭前会祷

告，感谢主给他们食物。”

张傲然说，“他们很热情

、善解人意，不会强迫我

加入他们一起祷告，但是

我也会尊重他们的宗教习

惯，在他们祷告完后说一

声‘阿门’。”张傲然学

会了融入到当地人的节日

习俗中，同时她也没有忘

记在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

节日向父母表达感谢。“毕

竟这个节和感恩有关，我用

了半个月的实习工资给爸

妈买了礼物，表达自己对

父母的感激。妈妈看到我

送的礼物后很欣慰，她用

微信回复我‘终于花到你

挣的钱了，我们一直想把

你培养成一个自立的人，

现在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了’。”张傲然把她和母

亲 的 聊 天 截 图 发 给 了笔

者，母亲言语间透露出的

是满满的欣慰和自豪感。

孩子能用劳动所得孝敬父

母，对于父母来说这是最

大的欣慰。

孙名莹今年过了一个中

西结合的感恩节。“我去年

是在一个外国朋友家里过的

节日，那是我第一次过感恩

节。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做火

鸡，也算是学习了怎么过感

恩节、怎么做当地地道的节

日食物。今年，我是和另外

两个中国留学生在自己家过

的感恩节。我们一起做了一

顿中餐，盐焗鸡代替了火

鸡，还做了一些爆米花、苹

果派。我们并没有做美国感

恩节中的特色食物，而是换

成了习惯的中餐，更加符合

我们口味。”孙名莹说，

“我们聚餐比较随意，就

是聚在一起聊天，这种方

式让人更放松。之后我还

借着感恩节的契机发微信

对我的朋友表达了感谢，

感谢他们在我悲伤和沮丧

时的陪伴，帮我度过了最

艰难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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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6年12月11日，法國西南部多爾多涅省蒙蒂尼亞克，法國總統奧朗德出席“高仿”
的拉斯科洞穴壁畫落成典禮。拉斯科洞穴憑借大量栩栩如生的舊石器時代的壁畫而聞名，可以追溯到
兩萬年前。由於旅遊開發過度對洞穴造成了破壞，法國政府打造了這個“高仿”的拉斯科洞穴，以保
護洞穴原古跡。

芬蘭舉行年度最大規模寵物狗展

“赫爾辛基優勝者”寵物狗比賽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壹名女士帶著愛犬在賽場邊休息。壹年壹度的
“赫爾辛基優勝者”寵物狗比賽是芬蘭規模最大的寵物狗比賽和展示活動。今年的比賽於12月10至11日
在赫爾辛基展覽中心舉行，共有數百個品種約1.7萬只寵物狗參加了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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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剛興建完成的全球最長
隧道於11日起，有定期鐵路列
車通行，往來蘇黎世和盧加諾之
間。據悉，瑞士聖哥達基線隧道
今年6月1日正式開通，這條全
球最長與最深的鐵路隧道讓列車
可在17分鐘內穿越阿爾卑斯山
心臟地帶，歐洲鐵路運輸效率與
經濟聯系由此提升。圖為2016
年11月14日，列車在試運行。

瑞士全球最長隧道通車瑞士全球最長隧道通車
1717分鐘穿越阿爾卑斯山心臟地帶分鐘穿越阿爾卑斯山心臟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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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貝西貝西
克塔斯主場外克塔斯主場外1010日發生恐怖日發生恐怖
襲擊襲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來
到醫院到醫院，，慰問受傷警察慰問受傷警察。。

日歐EPA談判進入沖刺：TPP黃了

日本又搭“新爐灶”

日本與歐盟從12月12日起在東京
舉行經濟夥伴關系協定（EPA）首席談
判代表會議，將圍繞歐盟所要求的開放
奶酪、意面等農產品市場的問題進行最
後磋商。根據談判的進展情況，歐盟貿
易委員馬爾姆施特倫與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將舉行部長級會議，爭取今年年內達
成規定自由化基本框架的“大致協議”
。

眼看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
）因為“死黨”美國的退出可能“黃了
”，日本趕緊另起爐灶，將目光轉向另
壹個夥伴歐盟，急尋新的出路。

爭取年內出結果
日本與歐盟之間的EPA談判實際已

經歷壹場為時不短的拉鋸戰。自2013年
4月正式啟動以來，雙方舉行數輪談判
，分歧層出不窮，原定在2015年年底前

達成大體壹致協定的計劃至今未能實現
。

今年年初，歐盟方面還曾因為不滿
日本為簽署 TPP而怠慢與歐盟之間的
EPA談判，壹度建議將春天的定期首腦
磋商降格為非正式首腦會談。

然而，半年之後，雙方態度已然截
然不同。相比之前，日歐雙方力推EPA
談判達成的意願明顯更為迫切。

據共同社報道，為推進與歐盟計劃
在今年年內大致達成協議的EPA談判，
日本政府於上月16日設立相關閣僚會議
，並在次日召開首次工作組會。“此舉
旨在展示加快對歐盟談判、重視自由貿
易制度的強烈姿態。”共同社如是稱。

在此之前，日本經濟產業相世耕弘
成在與歐洲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會談時
曾指出：“日本有著強烈意願，決心在
年內結束談判。”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棺
義偉日前也做出類似表態，稱政府內閣
的壹致目標是在今年年底與歐盟簽署
EPA。

對此，歐盟方面同樣頻頻釋放積極
信號。10月，歐盟召開峰會，力爭與日
本簽署EPA正是其中的重要議題。此後
，峰會通過的總結性文件寫明，“為了
與日本在年底前達成政治協議，將要求

歐盟委員會繼續積極推進
談判”。這是歐盟峰會首
次在總結性文件中寫入對
日協定的目標期限，被認
為是顯示出歐盟想要早日
簽署協定的意圖。

上周，歐盟貿易委員
馬爾姆施特倫在談到相關問題時，更向
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我們已非常
接近談妥”，並對年內或明年年初達成
共識表示期待。

TPP外的重要出路
“日本過去主攻TPP，希望在亞太

建立壹個由日美共同制定規則的自由貿
易區。目前來看，TPP已經無望，日本
不可能從美國這壹最好的盟友那裏得到
想要的經濟回報，因此日本希望推進日
歐EPA的談判速度，從歐盟這裏找補回
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
研究室主任呂耀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時分析認為，這是近來日本方面對日歐
EPA談判頗為上心的重要原因。

12月 9日，日本國會表決通過了
TPP批準案及相關法案。但不少悲觀的
聲音認為，由於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已
表明將於明年 1月就任當天宣布退出
TPP，因此協議生效難度較大。對於此
前在TPP上花費不少精力的安倍政府而
言，美國的態度反轉無疑如同當頭壹棒
，也迫使其不得不另尋他路。

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孟
曉旭向本報記者指出，其實日歐經濟夥
伴關系壹直是日本謀求的壹個方向，是
其擴大對外經濟合作框架的重要組成部

分。“日本原本想要打造美日歐三大經
濟圈，現在TPP面臨風險，歐盟對於日
本的重要性就更為突出。”孟曉旭指出
，目前，日本與美國、中國之間的經濟
合作形勢都出現壹定問題，作為第三大
經濟合作夥伴，歐盟自然成為日本推動
國內經濟增長、擴大海外經濟市場的壹
個重要出路，也是目前看來最有希望的
選項。

此外，近來韓國政局震蕩讓年底的
中日韓首腦會談成為泡影，這也使日本
想在會談中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FTA）談判的念頭“打了水漂”。
“現在多邊模式不成，日本就著力於
EPA這種雙邊模式。”呂耀東指出，鑒
於上述現狀，未來壹段時間，日本在區
域經濟合作方面的壹個總體意向就是以
日歐EPA打頭陣。

以讓步力促談成
那麼，開足馬力的日本能否如願將

久拖未決的日歐EPA談判送上快車道，
直至終點？

雙方之間的分歧依然存在。據悉，
日歐EPA談判的主要爭論點是歐盟要求
日本對奶酪等乳制品、意面等小麥制品
以及用於制作火腿等的冷凍豬肉、使用
砂糖的巧克力等降低關稅並擴大進口配
額。同時，在公共采購領域，歐盟要求
日本較小的地方政府和鐵路公司對歐盟
的企業開放物品采購市場。然而，日本
政府認為如果對部分品種作出超過TPP
的讓步，可能成為導致TPP重新談判或
改為日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導火索，
因此計劃謹慎應對。

“日本國內壹直非常保護農業，安
倍政府在農業保護政策方面能否克服國
內阻力，做出讓步，這是壹個關鍵。”
孟曉旭說。

分析普遍認為，這次日本方面或將
為了力促日歐EPA談判達成而做出壹定
調整或妥協。“日本的態度可能會松動
壹些，畢竟TPP沒戲了，日本現在國內
經濟增長並不順利，安倍政府面臨較大
的經濟壓力，因此會在貿易尤其是外貿
方面有所動作。”呂耀東說。

共同社此前也有報道指出，由於特
朗普宣稱將退出TPP，安倍政府考慮延
後處理日歐EPA談判中無法達成協議的
領域，以“大致協議”的形式匯總在大
方向上已談妥的領域，並將其作為政治
成果。

事實上，除了日歐EPA談判之外，
日本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還在為自己
尋找更多渠道。據日媒報道稱，目前日
本正在談判的主要協定還有日中韓、印
度及東盟等16個國家參加的東亞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

孟曉旭認為，未來日本在區域經濟
合作方面或將從兩個方面尋求突破，
“壹類是經濟形勢較好、市場較大的貿
易對象國，另壹類則不是以賺錢或提振
經濟為目的，而是尋找與其戰略關系比
較密切，能夠提供戰略扶持的國家，例
如今年6月生效的與蒙古簽署的經貿夥
伴關系協定。”

美否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不願放棄某種制裁手段
綜合報導 美國和中國壹些經濟學家認為，美

國否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關鍵原因是不願意
放棄與反傾銷相關的制裁手段。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15周年之
際，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
中國將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在此關鍵節點，奧
巴馬政府卻表示，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時
機還不成熟。11月23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第27屆中
美商貿聯委會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希
望美方在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
條義務等議題上認真對待中方關切。但美國商務部
長普利茲克在當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向中國賦予
市場經濟地位的時機仍不成熟”，美國不打算調整
反傾銷稅計算方法的國際貿易規則。

在12月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美國
在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的立場，白宮
新聞發言人歐內斯特在回答時將“球”踢給了美國
商務部，稱這應該是商務部的事，應由讓商務部的
專家仔細審視中國經濟之後作出決定。

當選總統特朗普也指責“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
家，中國應該按規則行事”。12月8日，在他的
“感謝之旅”艾奧瓦站壹次集會活動中，特朗普正
式宣布提名現任艾奧瓦州州長布蘭斯塔德為下壹任

美國駐華大使，這被解讀為他重視中美關系的壹個
積極信號。但特朗普並未聽從布蘭斯塔德“不要在
艾奧瓦說中國壞話”的告誡，在集會講話中稱：
“美中關系是我們必須改善的最重要關系之壹。但
中國導致了美國幾乎壹半的貿易赤字，美國將中國
認定為非市場經濟，這是大事。中國不按照規矩辦
事，而現在到了中國服從規則的時候了。”

有美國經濟學家反對美國政府的這種做法。美
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弗雷德·伯
格斯滕（Fred Bergsten）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
在線記者采訪時稱，美國應該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
地位，但奧巴馬政府當前不會這樣做。美國政府就
此進行了不少討論，包括鋼鐵產能和國企補貼等問
題，都影響了奧巴馬政府作出這壹決策。

伯格斯滕是美國總統貿易政策和談判顧問委員
會的成員，曾擔任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對於特朗
普政府今後會不會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伯格
斯滕稱，他“對此非常存疑”。 伯格斯滕分析說
，與往屆美國政府相似，特朗普政府的權力中心也
是在白宮，在經貿問題上，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的
聲音都不會超過白宮。特別是特朗普是位很有個性
的總統，他會傾向於插手任何壹起貿易事務，將介
入每壹單談判和經貿決策。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中國經濟
問題專家杜大偉（David Dollar）則對中國青年報·
中青在線記者表示，這個復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答案
。杜大偉說，特朗普上臺後，應該會在貿易和貨幣
政策上采取壹些強硬的措施，中國也會對此進行報
復，“希望這種強硬和報復都會是輕微的，而不會
上升至貿易戰。”

在杜大偉看來，市場經濟地位的象征意義大於
實際意義，特朗普在競選時談到的壹些政策，比如
向中國商品征收45％的關稅，則要重要得多，且可
能使中美經貿關系在特朗普任期內陷入停滯甚至倒
退。杜大偉2009年至2013年任職美國財政部駐華
經濟與金融特使，此前在世界銀行工作過20年，
並於2004年至2009年任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局
長。

在美國未明確表示立場之前，在華盛頓訪問的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預測，奧巴馬政府不會承
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謝國忠對中國青年報·中
青在線記者表示，在幫助特朗普當選的力量中，有
壹股力量持有壹種“零和”遊戲的觀點，即全球化
使美國及西方的中產階級邊緣化和貧困化，這導致
了亞洲的中產階級掘起。這股力量的政治影響力還
在上升，特朗普任命的白宮首席策略師斯蒂芬·班

農就是持這壹觀點的重要人物。
謝國忠判斷，在此情況下，奧巴馬政府及隨後

的特朗普政府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可能性
幾乎為零。謝國忠還表示，WTO機制已經變得十
分脆弱，世界進入了壹個以雙邊貿易談判為主的時
代。通過貿易和增加出口或人民幣貶值等方式來促
進中國經濟增長，這條路走不通。

謝國忠強調，雖然中國沒有多少手段來打貿易
戰，但作為壹個大國，中國不應該過分擔憂美國和
西方國家是否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中國不要
依靠別人，而應堅持改革開放，因為如果中國成為
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其他國家都會希望與中國建立
良好的關系，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中國也應堅
定地支持全球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增強居民的消
費能力。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曾表示，承認中
國“市場經濟地位”與履行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
條義務、棄用“替代國”做法是兩個問題，不可混
為壹談。美方不應繼續以“市場經濟地位”之名推
卸本應承擔的國際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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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reach of China,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over the last decade. China’s thirst for assets in metals, 
energy, agriculture, and other sectors is reflected in today’s post.
In the data visualization shown below, every attempted Chines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 overseas over $100 million is sorted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Showing over 1,250 attempted transactions (excluding bonds), this 
list includes both successful and failed attempts in order to help visualize 
the ebb and flow of Chinese investments up until mid-2014.
This informative and highly detailed data was compiled and visualized by 
South China Post (there is an even more detailed interactive version hosted 
on the company's website.)
The largest successful transaction was in 2012, when state-owned CNOOC 
bought Canadian oil and gas giant Nexen for $15.1 billion. With the crash 
in energy prices, just years later the Chinese parent company is looking at 
enormous writedowns exceeding $5 billion on its Nexen assets.
Chinalco,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alumina miner, bid for some of Rio 
Tinto’s assets in 2008 in what would be the second largest M&A transaction 
on the list, but the deal eventually fell through.
Chinese investments rose over 50%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12, hitting 
a high of over $14 billion in 2014. (Courtesy http://www.visualcapitalist.
com) 
Related

China Curbs Overseas Investment 
As Yuan Continues Slide

Following a flood of outbound investment, China is cracking down on 
capital outflows as a weakening currency adds to concerns over capital 

flight.
On Nov. 28, officials of four 
government agencies confirmed 
plans to "tighten screen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following a 53.3-percent surge in 
foreign deals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the year, the official English- 
language China Daily has reported.
The government briefing for state 
media came three days aft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that 
China's cabinet-level State Council 
planned to impose "strict control" 
with review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So far this year, non-financial 

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ODI) of U.S. $145.9 billion (1 trillion yuan) 
has eclipsed China's in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by about U.S. 
$50 billion (344 billion yuan).
FDI has grown by a relatively slight 4.2 percent,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C)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four agencies stresse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sticking 
with its "opening up" and "going out"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outbound 
investment while "guarding against risks."
The joint statement wa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the MOC,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SAFE).
Last week, the agencies repeated that there was "no change" in government 
policies, but added that they ar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tendency of 
'irrational' overseas investment in some areas." 
The second joint statement named outbound investments in real estate, 
hotels, cinemas,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as "examples of this tendency,"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The assurances on overall policy appeared to be aimed at heading off 
speculation that China will back away from its ambitious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 programs to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routes throug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o Europe.
In September, the MOC said that Chinese companies had signed nearly 
4,000 engineering contracts in 61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with a 
combined value of U.S. $69.8 billion (480.3 billion yuan)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e year.

Capital Flight Under Scrutiny
While these deals may not be a principal target, related investments that are 
driven partly by exchange rates and plans to take capital out of China are 
expected to come under scrutiny.
Last Thursday, an unidentified SAFE official also told Xinhua that four 
categories of investments would be subject to a crackdown on suspicion 
of capital flight.
Included are newly established firms investing abroad "without real 
business," investment by a company exceeding its registered capital, 
investments unrelated to a company's mai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of 
capital from suspected illegal asset transfers or underground lending, the 
official said.
"Major economic indicators in the first 10 months, including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suggested the economy is stabilizing," 
Xinhua said on Nov. 25, although it was never reported to be not stabilized.
"This is just standard business," said Rawski. "The fluctuations that happen-
-you don't see them in the statistics, but you do see them in the discussions."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yuan last month and the effort to stem capital 
outflows are signs that the government at least has misgivings.
While there may not be clear solutions, officials have sounded a hopeful 
note about the trends in capital flows.
Image Of Economic Growth
China's political image abroad may also be a key consider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both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capital 
to project an image of economic strength overseas at a time when it is 
struggling to slow a decline in economic growth.
The image-building was on full display in state media coverag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meetings with leaders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during his 
visit to Lima, Peru for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summit meeting last month.
"I believe capital that has flown from China will return in the future," said 
PBOC deputy governor Yi Gang in an interview with Xinhua.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with permission of Radio Free Asia.) 

A joint statement wa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the MOC,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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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丘鎮豪、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上周六複選投票(runoff)結
果出爐，角逐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第七區學區委員(Board Trustee)的宋嘉
年(Anne sung)以些微差距險勝
，順利當選。宋嘉年將在明年1月12日的教育委員會議上宣誓就職，成為
休士頓獨立學區歷史上首位亞裔學區教委。

宋嘉年在期中選舉以約47%的第一高票，但未過半的得票率，與另一
名候選人John Luman進入複選，順利在複選以些微差距，險勝27票；因
為票數接近，John Luman表示將提出驗票申請。

宋嘉年曾就讀於Askew Elementary、TH Roger，畢業於百利高中，並
且在哈佛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她的教育資歷背景豐富，曾是 「為美國而教
」 (Teach For America)的會員，在休士頓獨立學區任擔任物理教師。她也
獲得2011年Wisdom High School的年度教師，現任GRAD Houston計劃

的首席策略長與副總裁。
雖然在三年前競選學區教委失利，捲土重來後順利當選，宋嘉年表示

非常興奮，感謝選民支持。她表示，就一個前休士頓獨立學區的學生而言
，非常感恩曾經在這裡學習過，而現在有了這個機會來服務這裡，她認為
是個無比的榮耀，也希望能在這裡給予學生們那些曾經的經驗。

日前接受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訪問，宋嘉年希望能爭取更多教育權
利和改革教育方針。並且有效審核經費、為孩子準備更多就學和就業機會
、讓學校領袖陣容更堅實與發展全方位的合作夥伴，結合教育與其他產業
，回饋社會。身為台灣客家子弟，宋嘉年也期望代表華人發聲。

休士頓獨立學區教委4年一任，宋嘉年將在明年1月12日的教育委員
會議上宣誓就職。

宋嘉年勝選 HISD史上首位亞裔教委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聖誕節腳步接近，除了街上能感受節慶
氛圍，教會也展開各式各樣的聖誕佈道會，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格外溫馨。
曉士頓中國教會於上周五、六兩天晚間，連續演出兩場 「意料之外」 (Unex-
pected)聖誕音樂劇，敘述兩位男女主角如何走過生命中意料之外的人生故事；
精彩演出吸引眾多教友觀賞，溫暖人心。

接近歲末，曉士頓中國
教會年年都會籌劃演出
，歷年的音樂聖誕劇觸
動了許多人心靈，獲得
一致好評。今年這場
「意料之外」 聖誕音樂劇由李黃慧筠擔任編劇及導演，講述了一名年輕的女孩和小型生意的老闆如何

走過了他們人生中的意料之外的情形，以及這樣出乎意料的事情如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演出者
用音樂、戲劇、錄影等形式來講述這個故事，同時使用中英兩種語言，方便民眾觀賞聆聽。

節目一開始先由合唱團演唱 「聖誕是一年最佳良辰」 、 「鈴兒聲揚」 和 「那是星光之夜」 歡樂
聖誕組曲，接著話劇登場，章節以 「我能怎樣」 、 「意料之外」 、 「超越時空」 、 「新生命」 等演出
人生錯綜複雜的意外喬段；話劇也搭配 「意想不到的人生」 錄影見證，放映兩段罹患重症的勇士，如
何與神交流的真實故事。最後，眾人合唱 「我蒙救贖」 ，場面浩大，讓人感受到滿滿的聖誕溫暖，並
提早預祝佳節愉快。

曉士頓中國教會自1975年成立，一直致力於傳揚基督福音，該教會是一個多元文化、多語言、
無宗派的福音教會。12月24日將於下午5時30分至6時30分舉辦平安夜聚會，燭光晚會則是晚間7
時30分，聖誕節當天上午9時15分有英文和中文聯合崇拜，歡迎教友踴躍參與。

亞特蘭大嬌妻時尚購物秀
促進商業交流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知名模特兒和電視真人秀節目 「亞特蘭大嬌

妻」 (The Real Housewives of Atlanta)演員辛西亞貝
利(Cynthia Bailey)9 日(周五)晚間7時至10時在Aloft
飯店大廳主持一場時尚購物秀，提供購物新體驗

，並展示她的眼鏡設計品牌與妹妹 Malorie Bai-
ley-Massie自營客製化手飾。協助宣傳此活動的振
興社區組織共同創辦人(Founder of Revitalize Com-
munities)Jan Tylor 與合作夥伴休士頓足球節(The
2017 International Soccer Festival)等組織，代表美南

國際貿易中心(ITC)藉由這個機會提升商業國際多元
性。圖為Jan Taylor(中)展示美南新聞報導，促進交
流。

宋嘉年成為宋嘉年成為HISDHISD首位亞裔學區教委首位亞裔學區教委。。
((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意料之外演出片段意料之外演出片段。。((珊娜／攝影珊娜／攝影))

演出後演出後，，全體大合照全體大合照。。((珊娜／攝影珊娜／攝影))

曉士頓中國教會聖誕音樂劇曉士頓中國教會聖誕音樂劇
意料之外溫暖人心意料之外溫暖人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於周
日（12 月 11 日） 晚間五時起在休斯頓珍寶樓餐廳舉
行成立四周年晚會暨年會，共有安徽鄉親及各社團來
賓，貴賓近250 人與會。會中有卸任會長范玉新作一
年工作總結，新舊會長交接及介紹新一屆理事會成員
並頒發証書。

大會由安徽老鄉，國會議員Pete Olson 的華人代
表張晶晶與休市名主持人陸峻主持。他們首先介紹安
徽地靈人杰，出了很多名人，如古代的曹操、朱元璋
，近代的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汪洋以及明星趙
薇---- 等人都是安徽人。現任會長范玉新博士是醫
學人才，而即將上任的會長方勝更是資深科學家。

會長范玉新首先介紹當天與會的貴賓，包括中華
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劉紅梅，哈瑞斯郡民事
法官張文華，及國會議員Pete Olson 的亞裔代表張晶
晶，以及華美銀行林起湧，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廣
東總會徐松煥，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川渝同鄉會
李海濤，瀋陽同鄉會劉濤，以及王曉霞、劉妍、郭玉
祥、鮑玲、美齊，以及福建同鄉會------ 等多個社
團代表與會。

現任會長范玉新介紹2016年安徽同鄉會活動包括：
一月---同鄉會理事會2016 年第一次會議
二月---2016 春節聯歡會
三月---聯合舉辦Obamacare 與 Medicare 醫療講座
五月---聯合舉辦安全講座； 黃梅戲飄香休斯敦；安徽省海外
僑胞聯絡站掛牌。
六月--- 聯合舉辦抗戰講座； 安徽省僑聯會見同鄉會前會長；
電影首映＜ 遠方有個新世界＞
七月---張教授（ 張晶晶的爸爸 ）為安徽懷遠法院作報告；同
鄉會為安徽水災賑災捐教。

八月---省僑辦，省僑聯轉贈由安徽同鄉會為家鄉募集的救災捐
款。
九月---會長范玉新與趙美屏參加安徽省歸僑代表大會； 海外
僑胞故鄉行參訪團； 中國僑聯成立60！周年大令，省長並接見
他們。
十月---國際扶貧日，安徽同鄉會代表赴皖北泗縣貧困小學獻愛
心； 捐贈安徽金寨縣桐崗小學；參加中國國際徽商大會。
十一日---安徽同鄉會年度會長、副會長選舉，經過現場投票選
舉，原執行副會長方勝當選新一任會長，理事休斯頓五星地產總
經理施文蓉和摩根大通休斯頓區域經理Claire Jin 由於得票相當
，共同當選為副會長。
十二月--- 歡迎安徽省池州巿醫療訪問團，在范玉新博士陪同

下，參觀考察了世界赫赫有名的美國德州醫學中心，走訪了貝勒
醫學院，德州兒童醫院，德州Methodist 醫院，德州St. Luke's
醫院及MD 安德森腫瘤醫院等地，及舉行安徽同鄉會四周年慶典
。

當天並舉行新汩任會長交接，頒發聘書，由劉紅梅副總領事
及張文華法官監交。而新一任理事會成員也一一介紹出列，頒發
証書，並合影留念。而與會貴賓劉紅梅副總領事，張文華法官，
及張晶晶國會議員代表也一一上台致詞祝賀。在新任會長方勝致
詞及介紹同鄉會終生會員及感謝贊助商，並宣佈安徽之星獲獎名
單並頒獎。

會中還安排了石雪梅的女聲獨唱及亮亮的男聲獨唱等文藝表
演，以及副會長張經坤，施文蓉，Claire Jin 上台抽獎。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格蕾絲月子中心負責人Sophia 楊女士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根據美國憲
法修正案，凡是在美國領土降生的寶寶可
自動獲得美國國籍。隨著中國近年社會發
展程度越來越高，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到
美國生個美國寶寶非常流行。休斯頓格蕾
絲月子中心，到2017 年即將滿第五個年
頭。作為休斯頓首家公司化運作的月子中
心，也是口碑和巿場份額最大的月子中心

，該中心的負責人楊總（Sophia Yang) 今
晚將在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接
受主持人楊德清的訪問，談談我們所不知
道的許多知識和訊息，以及生孩子那些事
。

Sophia 楊將在節目中向大家介紹，
休斯頓和美國其他城市相比，有什麼明顯
的優勢？格蕾絲月子中心的主要產品有哪

些？赴美生子的行程怎麼安排？新一年，
格蕾絲月子中心下一部工作重點會是什麼
？以及美國月子中心離正規化路還有多遠
？

進一步詳情，請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半
，準時收看 「 美麗家園 」 節目，明天（
周四 ）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

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周日舉行成立四周年晚會暨年會

圖為美南電視圖為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美麗家園 」」 節目主持人楊德清節目主持人楊德清（（ 左左 ）） 今晚今晚
將訪問將訪問 「「 格蕾絲月子中心格蕾絲月子中心 」」 負責人負責人 Sophia YangSophia Yang 女士女士（（
右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安徽同鄉會圖為安徽同鄉會20172017年度理事會成員在大會上合影年度理事會成員在大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圖為安徽同鄉會會長交接圖為安徽同鄉會會長交接，，由會長范玉新由會長范玉新（（ 左一左一 ），），將會長重任交將會長重任交
給新任會長方勝給新任會長方勝（（ 右一右一 ），），而由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劉紅梅而由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劉紅梅（（ 左左
二二））及哈瑞斯郡民事法官張文華及哈瑞斯郡民事法官張文華（（右二右二））監交監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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