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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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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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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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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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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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厚義參觀陳納德基金會史料博物館
在「美南員工2016年聖誕聚會暨退伍軍人感恩儀式」上﹐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代表陳納德基金會休士頓分會表
揚曾參與抗戰的飛虎隊華裔老兵余厚義等20多名退伍軍
人﹐感謝他們對國家的偉大貢獻﹒隨後﹐李蔚華帶著余厚
義參觀陳納德基金會的小型史料博物館﹐並感念這些都
是與他相關的重要歷史事蹟﹒圖為李蔚華(左)與前聯邦
眾議員Steve Stockman(右)致贈賀狀表揚余厚義(中)辛勤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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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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面臨人民幣匯率下行的壓力﹐中
國在大量減持美國國債﹒從八月到九
月﹐中國共計拋售了 281 億美債﹒到十
月底﹐中國持有的美債數額降至1.12萬
億美元﹐是近六年來最低點﹒美國候任
總統川普從競選以來對中國的貿易和匯
率政策多有批評﹐有人猜測中國拋售美
債是對川普的回應﹒不過﹐路透社引述
未具名的中國經濟顧問表示﹐這樣的說
法並不可靠﹒
分析人士認為﹐北京大量減持美債是為
了購買人民幣﹐以避免人民幣匯率暴跌
引發市場恐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速度

減慢﹐北京連續出台政策遏制人民幣外
流的趨勢﹒目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已
降至八年來最低﹒
而自川普勝選以來﹐美國國債的利率就
一路走低﹒據美國銀行和美林公布的美
債指數﹐美債投資者從大選結束至今共
計損失了3.3%﹐因此中國在此前拋售美
債可能為自己避免了不少損失﹒本周
三﹐美聯儲提高了聯邦基金基準利率﹐分
析人士認為這將有助於提高短期國債的
投資回報﹒
中國大量拋售美債後﹐日本取而代之成
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

《《特別呈現特別呈現》》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立體中國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立體中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特別呈現特別呈現》》是中央電是中央電

視台紀錄頻道視台紀錄頻道（（CCTV-CCTV-99））推出的推出的

一個紀錄片放映時段一個紀錄片放映時段﹐﹐主要播放主要播放

國產原創紀錄片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一個立體展現一個立體

的中國的中國﹒﹒許多記錄片包括許多記錄片包括《《舌尖舌尖

上的中國上的中國》﹑《》﹑《春晚春晚》》紀錄片紀錄片﹑《﹑《我的我的

抗戰抗戰》》323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集大型歷史紀錄片﹑《﹑《南南

海一號海一號》》紀錄片紀錄片﹑《﹑《玄奘之路玄奘之路》》和和

《《同飲一江水同飲一江水》》等都是不同主題人等都是不同主題人

文風情的生活故事文風情的生活故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日下午周日下午22時至時至33時首時首

播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VOA】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川普在勝
選後開始走訪那些助他贏得大選的地
區﹐稱這是“答謝之旅”﹒星期四﹐川普在
答謝之旅的新一站賓夕法尼亞州赫爾希
鎮批評了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白宮發言
人﹐近期將公布新新聞發言人人選﹒
在賓州赫爾希鎮的集會上﹐川普批評了
總統奧巴馬的新聞發言人歐內斯特﹐他
說﹕“他（歐內斯特）可以把好消息說得像
壞消息一樣﹒就算是‘女士們﹑先生們﹐
我們今天徹底擊敗了ISIS’這樣的新聞﹐
由他說出來也會像個壞消息﹒”歐內斯特

在白宮每日記者會上對川普的一些主張
表示過懷疑﹒
川普將在接下來幾天公布他的新聞發言
人人選﹒
與此同時﹐川普繼續他的答謝之旅﹒他
周五將抵達佛羅里達的奧蘭多﹐星期六
前往阿拉巴馬的莫比爾﹒
在內閣和高級職務的人選上﹐川普正式
提名破產清算律師大衛·弗里德曼出任
以色列大使﹒美國目前對以色列地區的
基本政策是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
家和平共處﹐而弗里德曼對此曾表達過

反對意見﹒
星期四﹐川普還提名來自蒙大拿州的聯
邦眾議員瑞安·金克為內政部長﹒金克
曾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海豹突擊隊成員﹐
他主張公共土地繼續由聯邦政府擁有﹒
這個立場和一些共和黨人有沖突﹐他們
主張這些土地要私有化﹐或者把聯邦土
地交給各州管理﹒不過川普也不讚成把
公共土地交給各州控制﹒
金克主張在公共土地上增加化石能源的
開采﹐並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表達過懷
疑﹒很多環保組織反對金克的任命﹒
內政部在全美國有7萬雇員﹐管理著包括
國家公園在內的超過20%的聯邦土地﹒

川普批評現任新聞發言人川普批評現任新聞發言人 提名新內閣人選提名新內閣人選

中國救匯率拋美債中國救匯率拋美債 不再是美國最大債權國不再是美國最大債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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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年1212月月1515日日,,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赫爾希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赫爾希﹒﹒

紐約的證券交易所紐約的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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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丘鎮豪／編譯)聖誕節即將到
來，全城都充滿著過節的氣氛，休士頓主
流媒體ABC13透過臉書專頁，一起帶大家
看看在休士頓這個城市中最不能錯過的的
聖誕景觀吧！

普雷斯頓森林 (Prestonwood Forest)
普雷斯頓森林每年有成千的遊客來這

裡只為了一睹這美麗的耶誕景觀，在這的
居民引以為傲地佈置他們的住家，並選出
每年最美麗的造景，遊客表示當你在這，
你只需要和孩子們待在車上，放著耶誕歌
曲並一起享受著一杯熱巧克力就相當的幸
福！這個社區位於249高速公路旁，就在威
洛布魯克(Willowbrook)購物中心的北邊。

胡桃樹林 (Pecan Grove)
在胡桃樹林的居民們同樣的為了一年

一度的聖誕節準備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聖誕屋」，每一戶人家都想要為了遊客

們設計出最美的一幕。
The Bufkin Christmas Wonderland
每年的聖誕節，住在帕薩迪納(Pasade-

na)的住戶們都會全力以赴的佈置自己的住
家，從Beltway就可看到他們的房子了。人
們從各地來這裡就為了一睹他們的傑作，

其中包括火車上的聖誕燈飾以及這裡的聖
誕老人。

"Frozen" House in Atascocita
在今年，一戶住在Atascocita的人家決

定將自己的房子變成 「冰雪奇園」，就像
那部卡通片一般的奇幻場景。而這座奇園
就處於 Lake Malone Court，如果你是冰雪
奇緣這部卡通的影迷，那你更要去那裡一
賞這戶人家的傑作。

The Gullo House in Magnolia
Tony Gullo 是一位汽車的經銷商，他

每年都會將他自己的家園打造成總共5公畝
大的聖誕樂園，他也為了討小朋友們歡心
將自己打扮成聖誕老人。這個樂園位於
Old Hockley Road 上，遊客們表示： 「如
果你是一個熱愛聖誕節的人，那來這裡就
來對了！」

Green Tee Terrace in Pearland
如果你的位置和Pearland非常的近，那

千萬不要錯過Green Tee這個社區，因為在
這裡可以看到好幾十戶的人家正在展示他
們的聖誕佈置作品，期待一下吧！

Santa's Wonderland
我們都知道 Santa's Wonderland 並非專

屬於休士頓，但是聖誕節慶就不得不提到
它。但記得在出發前先上網買票，在1月4
號前你都可以計畫去趟College Station一賞
由百萬個燈飾設計出了美景。

橡樹河豪宅區(River Oaks)
許多住在橡樹河豪宅區的人們都將佈

置這件大事交給專業的設計師們，在這個
美麗的家園伴隨著美麗的聖誕燈飾，如果
經過這裡，別忘了前往 River Oaks 大道以
及Inwood Drive，你不會想要錯過的！

Constellation Field
在 Constellation Field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Sugar Land Skeeters 的故鄉，特別是在棒球
季的時候，人們總是紛紛前往。但是在這
個特別的節慶，這裏就是聖誕的主場。這
著名的棒球場將轉身一變成為充滿聖誕氣
息的冰雪樂園，今年會展示出什麼不一樣
的火花，讓我們一探究竟！

Candlelight Park
Candlelight Park是另一個因為耶誕節擺

設而著名的一個景點，在每一年遊客們都
充滿興奮地來這裡觀賞出色的耶誕燈飾。

聖誕來了！ 休士頓前10名的聖誕景點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再一周就是聖誕
節，本周末聖誕節氣氛更為濃厚，動物園燈展
、聖誕交響樂和聖誕村等，都給大家興奮歡愉
心情，期待年底溫馨時刻來臨。

動物園燈展：
每年聖誕季動物園的燈展都吸引大量遊客

前來參觀，今年也不例外。活動一路開放至1月
15日截止，超過兩百萬顆燈泡將徹底點亮休士

頓夜空。燈展夢幻璀璨，遊客
可一邊喝著熱可可，一邊觀賞
著五顏六色的聖誕燈飾，路上
也有展攤賣熱騰騰的堅果和薑
餅人等美味食物。官網建議民
眾可在晚間7時至8時至到反射
池(reflection pool)，現場會有樂
隊演奏聖誕頌歌。動物園燈展
周一至周四從晚間 6 時至 10 時
，周五至周日從開放至11時。
休士頓聖誕交響樂：
趁著節日來臨，聽些溫暖應

景的聖誕樂曲也是不錯選擇。
為了慶祝聖誕，休士頓交響樂
團將於本周末連續三天在市區
的Jones Hall帶來亨德爾《彌賽

亞》今年休士頓的首演，在節日季
演奏《彌賽亞》也是休斯頓交響樂
歷年來的傳統，這部巴洛克時期的
大型清唱劇深入人心，尤其是大合
唱 「Hallelujah」部分，幾百年來被
世人傳頌。演出時間自周五、周六
晚間8時，周日下午2時30分，購
票訊息請洽官網。

任天堂遊戲展：
懷念復古的電玩遊戲總是最讓

人 回 憶 起 兒 時 記 憶 。 這 周 末 來
GameGuys Warehouse 一起重溫那
些年的美好回憶吧。任天堂遊戲展
將展出休士頓藝術家們對任天堂遊
戲中的各種新潮創作，創作媒介多
樣，錯過可惜。免費入場，周日開放自中午12
時至晚間6 時。

Bayou Bend聖誕村：
每年聖誕季Bayou Bend都會化身成為一個

星光熠熠的聖誕村，吸引眾多遊客前來觀賞玩

耍。成片的樹、雕塑、花園、大橋、房屋都被
各類彩燈環繞，還有聖誕精靈、聖誕老人、馴
鹿亮相。遊客們還可以逛展攤，品小吃，參加
有趣活動。此活動會一直持續到1月，具體開放
時間請參考官網 https://www.mfah.org/a/christ-
mas-village-at-bayou-bend/。

周末飄聖誕氣息周末飄聖誕氣息 溫馨時刻提早來臨溫馨時刻提早來臨 著名賞燈景點橡樹河區路樹纏繞萬盞燈泡著名賞燈景點橡樹河區路樹纏繞萬盞燈泡，，美不勝收美不勝收。。
((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Prestonwood ForestPrestonwood Forest社區住戶花心思社區住戶花心思，，充滿節慶的聖誕燈充滿節慶的聖誕燈
飾飾。。((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動物園聖誕燈飾漂亮吸睛動物園聖誕燈飾漂亮吸睛，，適合全家大小參觀適合全家大小參觀。。((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Bayou BendBayou Bend聖誕村充滿聖誕彌撒感覺聖誕村充滿聖誕彌撒感覺。。((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台灣台中烏日聖母宮媽祖廟師姐，
師兄一行四人，自今年5 月28 日來休士頓後，今年12 月10 日再
來休士頓，除了到德州附近各市參訪外，兼看將來建聖母宮，萬
年基石香火之地，作一些有利於本地人的事業。

台中烏日聖母宮媽祖廟媽祖乩身義女---通靈仙姑，1962
年出生於台灣高雄市的一個平凡家庭，學歷不高，從小體弱多病
。但很玄的事，她一拿起經文，即能朗朗上口，不需特別指導，

也因此與神道之間有無形的聖靈的感應。也在32 歲這一
年，經老師指導正式入道。33 歲時，聖母托夢到台北
「松山慈幼宮 」，要她拿香火每天供養三聖母娘。34

歲時在禪坐之中，聖母顯靈，顯法相雕神尊，於是她在
35 歲時，從台北搬到台中，發揮濟世救人的事業。

從35 歲至55 歲，她都在台中，歷經20 年光陰，她
看遍了生離死別，及種種磨練，她終於走上了聖道的宗
旨及目標。

當下的聖母宮位於台中烏日，繼續不懈怠的為台灣
百姓懸壺濟世。也因為聖母的靈感，2015 年休士頓華僑陳銘鋒
，朱瑞華等人到台中烏日聖母宮，結下了好緣。才有今年5 月
28 日她們首度造訪休士頓，因而有十多年的理想，在海外神道
證道之事，有了初步的芻形。

通靈仙姑表示：當下台中烏日的聖母宮媽祖廟雖不是很大，
但台灣知名的如大甲鎮瀾宮，新港奉天宮，北港朝天宮，台北慈
幼宮，宜蘭南方澳，以及北港武德宮------這些百年大廟，對
烏日的聖母宮，都有認同感，大家友誼交流，在建宮，度化眾生
上, 一步一腳印走到今天。

通靈仙姑表示：這次回台籌備建廟之事，她將寫一本書，

介紹過去二十年的傳道歷程，並將來休巿建聖母廟，立下萬年基
石香火，並作一些有利本地眾生的事。

媽祖信仰是台灣普遍的民間信仰之一，由於早期漢人移民多
來自中國福建閩南地區渡海而來。且台灣四面環海，因此海神媽
祖成為台灣人最普遍信仰的神明之一，無論是大小街莊，山海聚
落，還是通都大邑，都可看到媽祖廟，僅台灣一地，就有媽祖廟
510 座，其中有廟史可考的40 座，內建於明代的3 座，建於清代
37 座。

希望在台灣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媽祖文化，能早日在美洲大陸
上紮根，與本地的信眾結緣！

台灣媽祖來休士頓參訪台灣媽祖來休士頓參訪1212 天天
並籌建聖母宮的萬年基石香火並籌建聖母宮的萬年基石香火

本處將於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比照美國聯邦政府機構放假乙日，領務
收發件亦暫停，另將於12月27日（星期二）恢復上班及領務收發件。

國人倘於前述假日遇有重大急難事件需緊急協助，請撥打本處緊急聯絡電話:
832-654-6041求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敬上

經文處聖誕節休假公告

12月11日，HCA（休斯敦華裔聯盟）迎來了新年聯歡會。
大家濟濟一堂，相聚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來自HCA理事會，
HCA政論微信群，龍舟隊，及各界的朋友們，難得地相約到一
起，舊雨新知，交流甚歡。

聚會一開場，由HCA曹青樺會長致辭。曹會長回顧了近三
年來HCA的發展歷程，誠懇表達了HCA致力於促進休斯敦廣大
華裔參政議政及爭取權益的宗旨。我記住了他說的這句：“休斯
敦僑界需要一支為這樣的目標時刻準備著的組織，這就是HCA
致力扮演的角色”。

開場白後，年會在主持人陸峻和華蔣蔚的幽默調侃中，進入
輕鬆時段。大家一邊就餐，一邊欣賞年會組織者們精心籌備的現
場表演。精彩紛呈的節目包括：小朋友蓮表演的傣族舞，馬濤音

樂室帶來的葫蘆絲合奏和揚琴
演奏，還有休斯敦歌王蔡毅和
他的樂隊帶來的專業級演唱，
隨後是休斯敦國劇社何丹妮老
師表演的傳統京劇《鳳還朝》
，以及虞曉梅女士和曹青樺會
長合作的現代京劇《紅燈記》選段。
對了，還有獲“超級寶貝全美冠軍”
的功夫小丫王臻真“嗬嗬”有聲的功
夫表演。每一位表演及伴奏者都非常
投入和熱心，我們必須為他們鼓掌。
在節目表演的間隙，大家或者抽獎，
或者擊鼓傳花，始終興致高昂。不少
與會的新朋友在自我介紹時感概，來
休斯敦這麼久，難得認識這麼多熱心
社區公益的朋友，能在這麼融洽的氣

氛中坐到一起，很希望能攜手做些有意義的事
情。來自聖安東尼奧的前市議員戰婉瑜女士也
應邀參加了聚會，並即席發表講話，她表示：
華人應該繼續努力參政議政，德州各個城市的
華人可以加強聯繫，分享好的經驗，互相支持
和幫助。

年會的壓軸表演是 HCA 龍舟隊和理事會
PK表演“千手觀音”。這個可以吐槽一下，與其說是表演，不
如說是擺Pose，當然，不能怪我們（我也在其中奉獻了很關鍵的
兩隻手），我們可是零準備即興發揮啊。

近3個小時的聚會，大家懷興而來，興盡而歸。 3小時的歡
聲笑語，給華裔聯盟這3年的發展作了一個圓滿的小結。作為這

個集體的一員，我想說：這一年，I have a good time。最後，感
謝眾多籌備這次聚會的義工們，包括主力策劃及現場佈置曹乃寅
、華蔣蔚、徐華、陸芸，等等。正是因為有了他們這樣願意為華
人社區無私奉獻的義工，華裔聯盟才能一天天發展壯大，才能不
斷為社區做更多實實在在的事情。（文：陳幹，攝影：王燁）

華裔聯盟迎新年聯歡會小記華裔聯盟迎新年聯歡會小記

圖為媽祖通靈仙姑與信眾合影於台中烏日聖母宮圖為媽祖通靈仙姑與信眾合影於台中烏日聖母宮。。

圖為媽祖通靈仙姑圖為媽祖通靈仙姑（（ 中中 ）） 與其夫婿與其夫婿（（ 左二左二），），與本地信眾與本地信眾（（
左起左起）） 朱瑞華朱瑞華，，陳銘鋒陳銘鋒，，羅舜光合影於下榻的羅舜光合影於下榻的 「「 希爾頓花園旅希爾頓花園旅
館館」」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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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5 Commerce Park Dr. #500, Houston, 77036

⼤宅

建材

D A Z I  F L O O R I N G  W A R E H O U S E

經銷美國和歐洲⼀線品牌地板,品質卓越終⾝質保 !!!

限時特價,數量有限
Engineered Wood Floor 實⽊複合地板 包⼯包料

想知道更多感恩⽉促銷嗎？ 快來電諮詢吧 ！

$4.69起

$2.49起

更有各種線條，隔⾳墊，地板膠，⽔泥，中國城周邊，現貨現提

12.3mm Laminate Floor  複合地板 包⼯包料

 （713）899-8926 - Ella
營業時間 周⼀⾄周六 9am-5pm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廣 告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BB55廣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星期日 2016年12月18日 Sunday, December 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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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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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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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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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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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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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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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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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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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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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12月18日 Sunday, December 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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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語有雲： 「一朝天子一
朝臣」， 「一處鄉村一處例」。更
何況是改朝換代的新的歷史條件之

下，很多己成立法的法則也可以去改變，更何況是懸而
未決的議題呢。筆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乃因為鑒於美國
候任總統特朗普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等因素，因此美國奧巴馬已經放棄了在明年任期結束前
，促使美國國會批准TPP的想法。

據日本放送協會報道，美國總統副助理羅茲日舉
行電話記者會宣佈，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十一月十
九日起在秘魯召開，屆時，奧巴馬總統將與加盟TPP的
各國領導人會晤。在會晤中，奧巴馬將從經濟和安全保
障兩個方面強調，TPP的重要性。
但據多家媒體報道，鑒於候任總統特朗普和共和黨反

對TPP，奧巴馬已經放棄了在明年一月任期結束前促使國會批
准TPP相關法案的想法。

目前看來TPP生效面臨重重困難，加盟國中已有意見表示
，如果特朗普決定脫離TPP，應該考慮推進除美國以外的其他
經濟合作協定的談判進程。美國白宮高級官員近日表示，奧巴
馬政府已清楚認識到，現今美國政治局勢的變化，TPP的前景

將由下屆美國總統和國會決定。
美國《華爾街日報》說，奧巴馬政府原

本打算，如果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莉贏得總
統選舉，他們將在選舉結束後，與共和黨高層
整體合作，來一起推動國會批准TPP。但鑒於

特朗普贏得選舉和共和黨高層的最新表態，奧巴馬政府已不再
對TPP生效抱有希望。

報道認為，今次TPP未能獲得國會批准，對奧巴馬來說，
，是一次“慘痛的失敗”，這也將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信譽
和影響力。

前後經過五年多的談判，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
、墨西哥、越南、馬來西亞等十二個國家，去年十月就TPP協
議達成一致，今年二月正式簽署協定文本，但協議還需獲得各
國立法機構批准才能生效。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說，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
奈爾九日表示，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他不會把TPP議程繼續推
進。TPP的命運將取決於新總統。而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稍
早前也表示，他不會繼續推進TPP表決進程。

據《環球時報》報道，去年十月，以美國為首的十二個國
家經過五年多的談判，就TPP達成一致，並在今年二月正式簽
署協定文本，祇等獲得各國立法機構批准後就能生效。但隨著
美國國會批准TPP的可能性由於特朗普的當選變得渺茫，一些
媒體開始預測“中國將成為贏家”。

“亞太地區的貿易秩序天秤正在向中國傾斜”，《韓國經

濟》報道稱，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很有可能廢除TPP，中國這邊
傳出了與東盟和韓日澳等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談判的消息。有消息稱，在秘魯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
” (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上，中方將再次推動盡快簽署
RCEP。

有專家認為，隨著TPP可能因為美國新總統上台而胎死腹
中，亞太國家正將注意力重新轉向RCEP，甚至有可能使日本
改變態度加入RCEP。英國《金融時報》稱，中國正再次努力
推進“抗衡TPP的RCEP”，特朗普的當選，使中國得以順理
成章地推動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紐約時報》稱，特朗普帶來的政治不確定性，給予美國
的盟友和對手都帶來了壓力，較小的國家在美國和崛起的中國
之間，將面臨更艱難選擇，“如果美國的支持顯得不太有把握
，那麼中國會變得更有吸引力”，“這種倒戈相向，將破壞該
地區相對親美的統一局面，使北京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例如
在南海爭議地區。”

筆者的看法是：中國推動RCEP與美國主導的TPP，這是
一對平行博弈，並非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我們不要掉入西方
輿論的設置裡，美國總統競選時說的和上台後做的，常常是兩
回事， 其實即使在今天，特朗普新政仍未定型，特朗普的亞
洲政策和對華政策仍然是一個謎。

但我可以確定特朗普上台後會推行的政策，不會跟奧巴馬
一樣，可能面臨很大變動，但美國政策的變動，不一定對中國
有利，而一切都要等他上台後才能驗證。

胎死腹中TPP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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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親民鬍鬚曾
楊楚楓楊楚楓

在中國百家姓中，由開首的 「陳
李張黃何、歐周胡馬麥、史廖林白蔡
....」尚未見到曾姓名字，可見曾姓不
屬中國大姓人家。不過在香港過去20
年間，香港官場中，有4 位曾姓人氏
人，都是位列高官，威名多年，令人
羨慕。他們就是兄長為香港第二位特
首曾蔭權、次弟是前任警務署長曾任
培。第二對兄弟班是兄長為上任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胞弟是上任文化局長
曾德誠。另外還有一個便是當時得令
的曾姓猛男，他就是剛辭任香港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港人愛稱他為鬍鬚曾
，為的是他平日作風平實，樂於親民
。

12 月 12 日，隨著選委會選舉結
果塵埃落定，下屆特首選舉隨之揭幕
，被視為大熱人選的財政司長曾俊華
昨已請辭，但他未明言是否參選，只
說未來一段時間，會作負責任的決定
；至於另一大熱人選政務司長林鄭月
娥，昨日未有公開亮相，有傳她將於
下周辭職參選，連同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周四舉行參選造勢大會，特首選
戰可能出現3位政務官出身互撼的格
局。
其實曾俊華辭職的消息，早已流傳多

時，。根據《基本法》第48條，若主
要官員辭職，需由特首建議中央免除
有關官員的職務。上屆參選特首的唐
英年於11年9月28日辭去政務司長一
職，他當時亦未表態是否參選，國務
院於2日後批准其辭職請求，並任命
接任的司長，曾俊華今番請辭，估計
亦需相若時間處理，待國務院批核才
能辭職。

早前盛傳被中央亮 「紅燈」的曾
俊華，昨結上紅色領帶，傍晚時分於
政府總部會見傳媒，但他只宣讀聲明
，未有回應提問。他感謝兩位前特首
董建華及曾蔭權的提攜；他並向公務
員致謝，他讚揚公務員是一支中立、
高效及優秀的團隊，雖然面對社會環
境與以往不同，但頂著壓力做好工作
；他最後感謝全港市民，指自己1982
年與家人回流加入政府，見證香港回
歸的重要時刻，落實 「一國兩制」及
「高度自治」。

曾俊華為備戰蓄勢待發，消息指
他已在香港灣仔租用辦公室作為競選
辦，並獲多位前高官助選，估計他辭
職，將令其他潛在對手加速行動，政
圈有傳林鄭月娥將於下周辭職參選。
林太日前指出：梁振英突然宣布放棄
連任，她本人 「不能不重新考慮是否
參選特首」，故令外界關注其動向，
有政界人士認為，林太在公務員圈子

人緣一般，而背後遊說她落場的人只
是出於利益，並非真心支持，認要她
要獲150 個提名 「入閘」並不容易。
另有政界中人認為，梁振英放棄連任
後，林太突改口風，相信是 「有人」
遊說她出選， 「呢個人可能係 『阿爺
』，因為傳佢(林太)係中央 Plan B 屬
意人選」，至於有傳部分 「梁營」將
過檔協助林太競選，該政界中人說，
「阿爺未有落order，相信有部分人係

自動過檔，覺得(林太)似乎似樣。」
另一邊廂的葉劉淑儀，如無意外，她
將於周四下午在會展舉行參選造勢大
會，消息指她將公布政綱，競選團隊
亦已預備競選口號。葉太透露曾俊華
昨親自來電，通知她已向中央辭職，
她感謝對方如此有禮貌，並指對曾俊
華辭職不感意外，亦不會影響其部署
，她自言並非機會主義者，強調為港
人服務的決心很堅定,立法會前主席曾
鈺成昨無回應會否支持曾俊華參選特
首，亦未有與對方討論助選或 「埋班
」問題，但承認曾與曾俊華及葉劉淑
儀討論管治問題。他又說，曾俊華與
林鄭月娥都是有政治智慧的人，若兩
人參選，對選舉有建設性；他又指政
府有完備制度，若兩位司長同時辭職
，亦可確保運作正常。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
為，難確定曾俊華辭職是否已獲中央
開 「綠燈」，他估計 「撐曾」選委已
取得一定數目議席，曾俊華認為有一
定勝算，故不論中央開 「紅燈」或
「綠燈」，其參選去意已決，亦希望

盡早表態，向中央顯示實力；他又說
，相信林鄭月娥亦有意參選，估計與
其他潛在參選人，會在未來一至兩周
內表態。曾俊華較葉劉淑儀更快去馬
是 「有著數」，亦較另一黑馬林鄭月
娥更快出手，有利爭取選委的支持。

現年 65 歲的曾俊華加入政府 34
年，他在喇沙書院讀書，13歲舉家移
民到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建築
學，之後在哈佛修讀公共行政碩士時
，認識當時同樣在美國讀書的前特首
曾蔭權，於1982年回流返港，加入公
務員行列，回歸前，曾擔任港督彭定
康私人秘書，回歸後，又曾出任海關
關長，更是在任時間最長的財政司長
。

雖然曾俊華主要在財金部門任職
，工作主要是管數，但他在任逾9年
，卻不時被批評錯估財政盈餘，最誇
張一次，試過低估逾一千億元，多年
來為香港累積估少逾四千億元。庫房
長期水浸，但他任內，就做了一份報
告，預警香港將來有結構性財赤，更
成立未來基金、房屋儲備金等，不亂
花公帑。至於任內9份預算案中，最
矚目的是2011年，效發澳門政府，向
全港市民派錢，不過有關措施，原來
建議注資入市民的強積金戶口，但引
起萬千香港市民反彈，惹來 6,000 人
上街遊行，要求他下台，最後與建制
派議員會面後，曾俊華終於讓步，改
為向每名18歲以上的永久性居民派錢
，每人 6,000 元，成為香港歷史上，
最為哄動的一次財政措施。

擔任問責官員多年，曾俊華每次
都以幽默的一面，化解外界的批評，
包括落區諮詢時，被掟雞蛋，特首嚴
詞追究，但他卻說笑指 「醫生都叫我
唔好食咁多蛋，今日好彩無著靚西裝
。」另外，在回應前上司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批評他任職司長以來係
「hea 做」，曾俊華又稱， 「司長呢

個位都重要，如果真係hea到10年，
我都幾有天才。」加上其形像親民，
因 「鬍鬚」的外形，常被人與薯片品
牌比較，他亦不介意，經常親身參與
支持本港活動，包括到球場支持香港
足球，又入場支持本地拳王曹星如等
，可謂善用社交媒體，建立形像，故
近年民望不斷上升。
去年他到北京出席亞投行成立儀式，
獲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動握手，隨即引
起揣測，之後更盛傳他有意參選特首
。

外貌官仔骨骨的曾俊華，亦是
「武林高手」，他擅長耍西洋劍，又

學過白眉、洪拳等中國功夫，算是武
功了得的高官。不過， 「幾鋒利的刀
，都有生鏽的一日」，曾俊華曾於任
內，試過心臟病發，他於09年美國公
幹回港後不適，當晚入院後，發現 3
條血管閉塞，要立即接受 「通波仔」
手術，之後康復，今更想再上層樓，
作為港人的我，身處萬裡海外，亦撰
稿為他造勢，盼望他好夢成真！



BB99休城工商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出席貴賓與安徽同鄉會部份理事合影。  出席貴賓與安徽同鄉會部份理事合影。與會貴賓（ 左起） 「 上海聯誼會」 會長陳皙晴、KW Southwest 地產經紀劉姸，國
泰銀行業務開發專員王吟昭，女企業家宋蕾等人合影。

與會貴賓（ 右起） 張文華法官，劉紅梅副總
領事，「女企業家協會」會長宋蕾，國泰銀行
專員王吟昭，「上海聯誼會」 會長陳皙晴。

「安徽同鄉會」 會長范玉新（ 左） 
與出席貴賓「 山東同鄉會」 會長馬
欣（ 右 ）在大會上合影。

（ 左起） 新任會長方勝、與貴賓中領館副總領事劉紅
梅，法官張文華在餐會上。

出席該大會的各社團代表，貴賓合影（ 右起）「 山東同鄉會」 
會長馬欣，「 女企業家協會」 會長宋蕾，「安徽同鄉會」 新
任會長方勝，劉紅梅副總領事，地產經紀劉姸，華美銀行資
深總裁林起湧。

安徽同鄉會新舊會長交接，由范玉新（ 左一）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會長方勝（ 右一 ），而由
劉紅梅副總領事（ 左二），與張文華法官（ 
右二）監交。

新會長方勝的桌位客人舉杯互祝。

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
上周日舉行成立四周年晚會暨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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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華人社區無私奉獻的義工，華裔聯盟才能一
天天發展壯大，才能不斷為社區做更多實實在
在的事情。（文：陳幹，攝影：王燁）

2016 華盛中文學校謝師宴 -- 感恩 歡樂 融合
12 月 11 日傍晚，華盛中文學校師生及家長

在 CHINA BEAR buffer 店歡聚一堂，共度歡樂
時光。

華盛中文學校的謝師宴是每年的傳統項目。
感恩是中華名族的傳統美德，學校在教導學生
學會感恩的同時，也給廣大家長朋友提供和老
師交流溝通的良機。

謝師宴上，華盛師生家長歡聚一堂，大家
一邊品嘗豐富可口的美食，一邊交流探討，場
面十分快樂融洽。為了增添氣氛，現場還設置
了很多有趣的節目，中文課的孟靜老師和吉它
班的徐偉毅老師聯手演繹了深情款款的吉它彈
唱，將餐會帶入了美輪美奐的音樂世界。平日
裏嚴謹的老師化身為歌壇皇後，華盛的老師們
用多才多藝征服了在場的觀眾。宴會還精心設
置了獻花環節，孩子們手捧鮮花，獻給最敬愛
的老師，溫馨和感動的氛圍彌漫著會場。一朵
朵嬌艷的玫瑰，表述著孩子們的心聲：老師您
辛苦了 ! 請接受我們最誠摯的謝意 ! 見證孩子們
的成長和中文的進步是每一個老師最大的欣慰 !

謝師宴的成功舉辦，凝聚了家長會、理事
會、教務會及大量家長義工的汗水。在此學校
感謝這些一直為學校的發展默默付出辛苦的家
長朋友們 ! 學校的成長離不開你們的支持、推廣
和參與 !

華盛中文學校自秋季學期喬遷新址以來，
以嶄新的面貌、優質的師資力量、最上乘的教
學質量贏得了家長和社會的一致好評和認可。
學校穩抓中文教學的同時，還增設了豐富的才
藝課程。中文課程從學前班至 AP 中文。才藝
課程設有演講、辯論、小學英文閱讀寫作、

SAT 英文、SAT/ACT 數學、心算速算、新加
坡數學、德州小學數學競賽、初中數學競賽 、
GT 預備、素描與水彩、卡通與吹畫、趣味繪
畫與創意手工、國際象棋、籃球（NBA 球員
任教）、吉他、國學（免費）等。成人班設有
攝影、繪畫、吉他等課程。下學期學校還將新
添機器人，西班牙語、小學奧數競賽、丙烯
彩畫等有趣實用課程，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
要。具體內容請登陸華盛網址查詢詳情 www.
hschineseschool.org。您有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
聯系 info@hschineseschool.org。

2016 春季學期報名工作已經開始，最後享
受報名註冊費優惠時間為 2017 年 1 月 8 日（周
日）下午 2 點至 4 點。1 月 14 日 /15 日春季學
期開學，新學期新氣象，選中文學校一定選最
好的 ! 華盛中文學校大家庭，期待您的加入！

華裔聯盟迎新年聯歡會小記

12 月 11 日，HCA（休斯敦華裔聯盟）迎來
了新年聯歡會。大家濟濟一堂，相聚在中華文
化服務中心。來自 HCA 理事會，HCA 政論微
信群，龍舟隊，及各界的朋友們，難得地相約
到一起，舊雨新知，交流甚歡。

聚會一開場，由 HCA 曹青樺會長致辭。曹
會長回顧了近三年來 HCA 的發展歷程，誠懇表
達了 HCA 致力於促進休斯敦廣大華裔參政議政
及爭取權益的宗旨。我記住了他說的這句：“休
斯敦僑界需要一支為這樣的目標時刻準備著的
組織，這就是 HCA 致力扮演的角色”。

開場白後，年會在主持人陸峻和華蔣蔚的
幽默調侃中，進入輕松時段。大家一邊就餐，

一邊欣賞年會組織者們精心籌備的現場表演。
精彩紛呈的節目包括：小朋友蓮表演的傣族舞，
馬濤音樂室帶來的葫蘆絲合奏和揚琴演奏，還
有休斯敦歌王蔡毅和他的樂隊帶來的專業級演
唱，隨後是休斯敦國劇社何丹妮老師表演的傳
統京劇《鳳還朝》，以及虞曉梅女士和曹青樺
會長合作的現代京劇《紅燈記》選段。對了，
還有獲“超級寶貝全美冠軍”的功夫小丫王臻
真“嗬嗬”有聲的功夫表演。每一位表演及伴
奏者都非常投入和熱心，我們必須為他們鼓掌。

在節目表演的間隙，大家或者抽獎，或者
擊鼓傳花，始終興致高昂。不少與會的新朋友
在自我介紹時感概，來休斯敦這麼久，難得認
識這麼多熱心社區公益的朋友，能在這麼融洽
的氣氛中坐到一起，很希望能攜手做些有意義
的事情。來自聖安東尼奧的前市議員戰婉瑜女
士也應邀參加了聚會，並即席發表講話，她表
示：華人應該繼續努力參政議政，德州各個城
市的華人可以加強聯系，分享好的經驗，互相
支持和幫助。

年會的壓軸表演是 HCA 龍舟隊和理事會

PK 表 演“ 千 手 觀
音”。這個可以吐
槽一下，與其說是
表演，不如說是擺
Pose，當然，不能
怪我們（我也在其
中奉獻了很關鍵的
兩只手），我們可
是零準備即興發揮
啊。

近 3 個小時的
聚會，大家懷興而
來， 興 盡 而 歸。3
小時的歡聲笑語，
給華裔聯盟這 3 年
的發展作了一個圓
滿的小結。作為這
個集體的一員，我想說：這一年，I have a good 
time。最後，感謝眾多籌備這次聚會的義工們，
包括主力策劃及現場布置曹乃寅、華蔣蔚、徐
華、陸蕓，等等。正是因為有了他們這樣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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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跟13位矽谷大佬開和解大會：氣氛有點尷尬

綜合報導 北京時間12月15日早間

，美國侯任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Don-

ald Trump）及其過渡團隊在紐約特朗普

大廈（Trump Tower）會見了 13位美國

科技界大佬，以期與矽谷達成和解。

此次會面是特朗普當選後首次與美

國最有價值的壹些企業高管面對面交談

。會議進行了約90分鐘，部分對媒體開

放，部分為閉門會。在本次大選過程中

，今天圓桌會成員的參會大佬們絕大多

數支持希拉裏，有些甚至曾公開反對特

朗普，還和他有過隔空“罵戰”，因此

會議現場氣氛難免有些尷尬。

除了13位大佬外，圍坐在壹張長方

形大桌子上的還有特朗普的過渡團隊成

員，以及特朗普的兒子、女兒等。特朗

普向這些科技公司負責人表示：“我在

這兒是想幫助妳們做得更好。”

此次圓桌的邀請來自矽谷惟壹公開

支持特朗普並為他站臺、捐款的富豪投

資人彼得· 提爾（Peter Thiel）、特朗普

的女婿Jared Kushner和未來特朗普政府

的幕僚長Reince Priebus。

特朗普有意和解

《華爾街日報》消息稱，特朗普的

過渡團隊發出的新聞稿表示，會議現場

討論的議題包括創造就業、中國、削減

稅收、歸還海外資產、教育、基礎設施

、取消限制美國企業在國外從事商業活

動的規定等。

此次會議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

以開放和多元為主要精神的矽谷毫不掩

飾對特朗普的厭惡情緒，特朗普對矽谷

也是屢次公開聲討，其中就包括職責矽

谷未幫助執法部門繞過蘋果手機的加密

門檻、把大量產品制造工作放在國外等

。矽谷對於特朗普上臺後對移民、貿易

限制等方面政策也感到擔憂。因此，對

雙方來講，此次會議都可以說是壹個重

要的和解機會。

特朗普的語氣也是前所未有的緩和

。會議剛開始，特朗普就向科技大佬們

表示：“我們希望妳們各位繼續進行這

了不起的創新。世界上沒有人能像妳們

壹樣……任何我們能幫到妳們的地方，

我們都會盡量幫妳們。妳們可以打電話

找我的人，也可以打電話給我，都壹樣

。我們這裏沒有正式的高低層級。”

矽谷的讓步
此前與特朗普公開對撕最狠、並暗

示想把特朗普用自家火箭送上太空的亞

馬遜創始人兼CEO傑夫· 貝索斯，此次態

度緩和，並表示會議頗有成效。他表示

：“我分享的觀點是，特朗普政府應該

把創新作為其重要支柱之壹，這將能夠

在全國範圍內、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和

制造等各行各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大選期間，貝索斯指責特朗普不公

布納稅申報單，特朗普則批評貝索斯將

旗下《華盛頓郵報》作為影響企業稅收

政策的工具，還說貝索斯有壟斷嫌疑，

因為他“控制了太多”。

在會前，就有行業分析師替貝索斯

道出了他心中的無奈。Wedbush Securi-

ties的分析師Michael Pachter表示，貝索

斯這次去開會是對亞馬遜的股東們負責

，盡管這看上去將很像“為電視真人秀

特供的卑躬屈膝場景”，但“貝索斯必

須參加，因為他和他的公司曾被（特朗

普）點名，他必須體面地去，並保護他

的股東們。”

在簡短的自我介紹環節中，蘋果公

司CEO蒂姆· 庫克的話有些耐人尋味，他

對特朗普說自己很期待“和妳探討我們

能做什麽，來達到妳期望的成果”。曾

幫希拉裏競選籌款的庫克頗有些事已至

此，只能勉強合作的意味。

Facebook 公司首席運營官（COO）

謝麗爾· 桑德伯格表示，她“期待討論就

業”。特斯拉CEO伊隆· 馬斯克說自己

“期待在美國擴大制造的版圖”。

科技政策或維持現狀
目前科技屆說客、律師和分析師普

遍的觀點是，特朗普政府管理下，矽谷

的主要目標將維持現狀。在過去8年奧

巴馬執政期間，整個美國科技界發展突

飛猛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各種聯邦政

策優惠，包括自由貿易、相對寬松的反

壟斷措施等。

特朗普顯然也清楚大佬們的擔憂，

因此在會議開始就表示自己將執行“公

平的貿易協議”，並將“讓妳們更容易

地進行跨國交易，因為現在有很多限制

、很多問題”，他表示：“如果妳們有

什麽主意，那就太好了”。而特朗普壹

直以來都是反對包括TPP在內的貿易協

定的。

絕大多數參會企業都拒絕透露會議

討論的內容細節。集體會議結束後，庫

克和馬斯克還單獨留下，與特朗普進行

單獨會談。

同樣在12月14日當天，特朗普的轉

型團隊宣布，馬斯克和Uber的CEO特拉

維斯· 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已經

加入壹個為特朗普提供商業和經濟政策

建議的獨立團隊。

特朗普的策略及政策團隊最早只有

IBM的羅睿蘭，之後又加上了百事集團

的總裁兼CEO Indra Nooyi。

尷尬的會場氣氛
值得壹提的是，會議剛開始有壹部

分內容是對媒體公開的，攝影師們就捕

捉到了各位大佬臉上難以掩飾的尷尬表

情，可想而知現場的氣氛有多麽凝重。

美聯儲加息 股票、房地產成為失意者
綜合報導 美聯儲沒有意外，在聯邦利率

期貨認為美聯儲將100%加息時，耶倫給出了加

息25個基點，調高未來壹年利率預期的標準答

案。利率上行、美元走強，市場按部就班。

本周，意大利最大的銀行裕信銀行宣布大

規模的重組計劃，這家曾經的宇宙大行要裁員

1.4萬人，同時要籌集130億歐元以補足資本金

。此前，歐洲銀行業的壞消息不斷，每壹則壞

消息公布後，往往跟隨銀行股價的暴跌。但在

裕信銀行這樣龐大的重組計劃宣布後，整個歐

洲銀行業的股價反而出現攀升。而事實上，在

過去的壹段時間內，歐洲銀行股的表現相當不

錯。最近的壹則對基金經理的調查顯示，大家

對銀行股的青睞度上升到了數年來的高點。

同樣在本周，中國債券市場哀嚎遍野，利

率上行的同時，傳言甚至醜聞也不斷出現。很

多人認為“錢荒”2.0即將重演。壹時間，傳言

與辟謠齊飛，但我們也知道，肯定有人已經出

了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所以，當我們把這些事情放在壹起時，其

實得出的結論是相同的。利率開始上行，得益

者是吃利差的商業銀行，因為其利差將會上升

，但失意者是長期吸食低利率的資產，比如股

票，又如房地產。如果壹個升息周期會超過兩

年，那麽未來的壹段時間，市場的整體頭寸會

出現怎樣的調整，值得我們考量。總體來說，

過去壹段時間的市場寵兒，可能會被冷落，反

之亦然。同時需要考慮的是，如果債券和房地

產市場出現問題，那麽市場會否出現類似危機

的景象，而壹旦這樣的景象出現，利率是否會

重新回到低位?另壹個問題是，利率與匯率仍

將保持聯系。美元相對強勢，將是大概率事件

，但對不同貨幣，其影響是不同的。歐洲本就

希望自身的貨幣走弱，其更加需要的是經濟復

蘇。中國希望貨幣保持平穩，人民幣太弱會觸

發進壹步的資本流出。而對其他市場來說，商

品出口國的日子會相對好過壹些，因為利率上

行背後代表著通脹預期的上升，其匯率反而可

能走強，但存在經常項目逆差需要外債來度日

的國家，其匯率的壓力則會大壹些。

美聯儲加息後歐股普漲
分析指歐央行加息時機成熟

綜合報導 美國東部時間14日

，市場關註已久的美聯儲加息終於

塵埃落定。加息25個基點的決定出

臺次日，歐洲主要股指紛紛上漲，

德國DAX指數更創下年內新高。歐

洲專家分析指出，考慮到美聯儲明

年或將采取多次加息，加上歐洲央

行本月議息會議已開始縮小單月QE

規模，歐元區2018年左右逐步退出

QE、告別零利率的時機已趨向成熟

。據路透社報道，美聯儲14日宣布

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

基點至0.50-0.75%，且美聯儲已暗示

，2017年還將加快升息步伐。

到15日下午臨近收盤時，德國

DAX指數上漲0.92%，創下11362點

的年內新高。與此同時，法國

CAC40指數漲 0.99%至 4818.27 點，

英國富時100指數漲0.61%至7007.59

點。與歐洲股市相比，歐元行情則

隨美聯儲加息而應聲下跌。當天壹

度跌至1歐元兌1.0421美元的低位。

在美聯儲加息和美國總統即將

更叠的背景下，歐洲專家預計，歐

元區或將正式迎來加息的時間窗口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總編

輯羅伯特· 沃德表示，美聯儲此次加

息25個基點的決定符合此前市場預

期。他預計，明年開始的“特朗普

經濟學”有可能在當年觸發更加激

進的加息通道，從而擡高美國國債

收益率。

本月較早前公布的歐洲央行議

息會議決議已縮小了每月資產購買

計劃(即QE)的規模。位於柏林的德

國經濟研究所(DIW)所長馬塞爾· 弗

拉茨舍爾表示，這向金融市場發出

了清晰的信號——在避免利率突然

上升的情況下，未來歐洲央行已有

逐漸退出量化寬松的可能性。

慕尼黑ifo經濟研究所所長菲斯

特認為，美聯儲加息決定是“朝著

正確的方向邁出了壹步”。他表示

，歐洲央行本來早就應該為逐步退

出當前的零負利率政策做好準備，

“因為明年歐元區通脹率將(和美國

壹樣)出現上升是可以預見的。”

德國“每日新聞”在線援引此

間經濟學界普遍觀點指出，歐央行

目前不太可能過快地進行利率上調

，最早應會在2018年上調利率。

綜合報道 2016年12月13日，福建泉州，晴冷天，北風起。眼下，正是福建泉州安溪縣光德村傳統柿餅曬制的最佳

季節，村民們將柿果去皮，擺在篩盤裏，放到屋頂的架子上晾曬。記者昨日通過無人機從空中俯瞰，驚訝地發現這是一

道亮麗而又獨特的風景線——滿村盡是“黃金屋”。事實上，除了從空中俯瞰，從地面仰望、在屋頂平視，這個時候的

光德村都很壯觀，也因此吸引了不少攝影愛好者造訪。曬柿是這裏的村民們代代相傳的傳統營生，每年立冬，村民們就

會到三明、漳浦以及安溪的福田、桃舟等鄉鎮采購柿子，運回家後再經過去皮、晾曬、捏制、出霜、儲存，一批柿子晾

曬完用時需要四五十天。柿餅是不少村民全年的主要經濟來源。“生柿收購價每斤1元多到3元不等，曬成柿餅後每斤可

賣10多元到20多元。”淩偉斌介紹，村裏的柿餅不愁銷路，村民們各自掌握的客源有批發也有零售，近年來，一些年輕

人還在網上開起了店鋪。金黃的屋頂下，真的曬出了村民致富的黃金屋。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12月13日晚間，智利經濟部長路易斯· 塞斯佩德斯出席當地出口商協會的一場晚宴，協會代表主

席當場贈送他一個充氣娃娃作爲賀禮，並娃娃的臉上有一張寫有“刺激經濟”卡片。部長收到後與之合照。這使得國內

民衆的不滿，女總統米歇爾· 巴切萊特在社交網站上發文批評部長。

綜合報道 12月14日，在法國首都巴黎，鴿子和海鷗從埃菲爾鐵塔下飛過。受工人

罷工影響，巴黎著名景觀埃菲爾鐵塔自13日起關閉，遊客只能在鐵塔下方的廣場遊覽。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2016年12月13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民衆在委內瑞拉銀行前

排隊取錢。

綜合報道 2016年12月14日，山東省濟南市，張莊一茶葉市場裏有一列退役的綠皮

火車，經過改造後變成了餐廳和豪華酒吧。其中軟臥車廂被改造成了酒吧，內部裝修十

分複古，設施豪華不輸星級酒店。



problems, including 
high debt ratio, 
overcapacity and 
financial leverages, 
and growing foreign 
uncertainties.
“The central bank 
has taken efforts to 
squeeze the bubble 
in the interbank 
bond market in 
recent months and 
we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step up risk scrutiny,” 
said Chen Long, an analyst with Bank of Dongguan. 
“From now on till early next year is key to keep risks 
of capital outflows in check.”
The joint actions of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regulators 
in dealing with “barbarians” in capital market 
suggested some kind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guided 
by the top leadership’s stability mindset, but a large 
reshuffle of regulatory regime is still not in sight in the 
short term.
In addition, China’s leaders have pledged to “curb 
property bubbles” and to “avoid big swings in the 
housing market”.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 that China will raise interest 
rate, the best tool I think, to contain it. It is set not to 
burst the property bubble, but tries to prevent it from 
bursting,” said Hong Hao of BOCOM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restriction largely stay in place,” he 
added.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economy)

As China's leadership implements reforms to increase the country's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reduce dependence on exports,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re profound. 
The chart below shows China’s domestic economy by the numbers for Jan-
Nov 2016.
(Courtesy Globaltimes 2016. Figures released on December 13, 2016,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show the domestic economy is stable, while experts say 
China has been "doing fine" this year.)

China In Transition

China Vows To Keep Yuan Stable In 2017
China’s leaders will try to keep the yuan on an even keel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financial risks” next year, 
according to an official statement released on Friday 
after three days of top-level closed-door meetings.
The priorities determined at the annual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come amid rising 
pressure on the yuan to depreciate and growing risks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s rate rise.
China would “keep the yuan exchange rate basically 
stable at a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level while 
increasing flexibility in the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China will also “put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to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to curb asset 
bubbles and to avoid any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according to Xinhua.

Xinhua did not specify whether “basic stability” 
referred to the US dollar or a group of currencies.
The yuan’s value against the US dollar has weakened 
to an eight-year low, but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relatively stable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cies.
China’s central bank has already sought to limit swing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aid on Friday morning that it had extended 394 billion 
yuan (HK$441 billion) in cheap loans to 19 lenders, 
signaling that it did want to liquidity to be too tight.
The move came a day after the Fed’s announcement 
sent government bond futures down to the daily limit, 
exposing the fragility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Leaders attending this week’s work conference also 
agreed to maintain “prudent and neutral” monetary 
policy next year, but take a “more proactive and 
efficient” fiscal policy, suggesting that Beijing could to 

increase its fiscal deficit.
The key messages from the meeting attend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mier Li 
Keqiang indica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be prepared to intervene in the markets 
next year, analysts said.

China may widen the 
daily trading band and                                                                                              

try to create a two-way movement 
in yuan.

--TAN YALING, CHINA FOREX 
INVEST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an Yaling, head of the China Forex 
Investment Research Institute, a Beijing-
based think tank, said the meeting highlighted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o control the 

pace of depreciation.
“China may widen the daily trading band and try to 
create a two-way movement in yuan,” Tan said.
BOCOM International managing director Hong Hao 
said many of the stated policy goals were conflicting 
and would involve a delicate balancing act in reality.
“It is hard to tell if they really want to achieve the real 
equilibrium in the yuan exchange rate, but such a move 
would be very costly,” he said.
China must sell US dollars if it wants to stop the yuan 
from falling too far but that would rapidly deplete it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Beijing has already burned through a large chunk of 
its US treasuries – so much so that it is no longer the 
biggest holder of US government debt.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forex analyst Han Huishi 
said the policy statement partly reflected Beijing’s 
fears about capital outflows and financial risks.

It is hard to tell if they really want to 
achieve the real equilibrium in the yuan 
exchange rate, but such a move would 

be very costly.
--HONG HAO, BOCOM INTERNATIONAL

China has stepped up capital controls in the month since 
Donald Trump’s win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outbound payments and 
investment.
In addition, China’s leaders have pledged to “curb 
property bubbles” and to “avoid big swings in the 
housing market”.
The Politburo meeting a week ago set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for 2017, when it felt the still complicated 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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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s China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control the pace of 
depreciation.

China Plans Stable Course For Yuan To Face Financial Risks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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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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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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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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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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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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