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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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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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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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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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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賓陳建賓 先生先生
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系副教授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系副教授
前台灣同鄉會會長前台灣同鄉會會長
現任台灣同鄉會顧問現任台灣同鄉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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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選舉人團星期一投票﹐維持大選結果﹐正式確認川普將

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

美國民眾自11月初就已經知道川普會在1月20號宣誓就職入主白

宮﹒不過美國大選不是由全國大眾票﹐而是由50個州以及首都華盛

頓的選舉結果而決定的﹒

每一個州獲得多數選票的候選人將贏得該州所有的選舉人

票﹐也就是贏者通吃﹔選舉人數量是根據州的人口分配的﹐

等於這個州的國會議員數量﹒全美國的538個選舉人星期

一在各州的州府投票﹒

綜合各州的選舉結果川普以306比232的選舉人票贏得大

選﹐遠遠超過當選總統需要的270張﹔不過民主黨候選人希

拉里.克林頓的大眾票比川普多將近2百90萬張﹒

克林頓贏得更多大眾票的原因是她在加州和紐約以較大的

優勢獲勝﹐而川普拿下了更多數量的州﹐因此獲得了更多的

選舉人票﹒這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五次﹑上一次是16年前發

生贏得大眾票的候選人沒有贏選舉人票的情況﹒

通常選舉人團投票只是走過場﹐但今年有所不同﹒

由於這次選舉競爭激烈﹑對立尖銳﹐克林頓支持者仍在反對川普當

選﹐很多人向306位共和黨選舉人發電郵﹐打電話﹐要求他們不要投

票給川普﹐轉而投希拉里.克林頓或投其他共和黨人﹒ 雖然這個可能

性不大﹐不過如果37個共和黨選舉人拒絕投票支持川普﹐轉投希拉

里.克林頓那麼就會出現269比269票的局面﹐需要目前由共和黨控

制的眾議院來決定勝負﹒

選舉人投票給一個沒有在本州獲勝的候選人﹐這樣的情況並非沒有

但是在美國政治中非常罕見﹐自1789年以來只發生過幾次﹒

美國新聞媒體采訪過的選舉人絕大多數表示他們準備支持本州的獲

勝者﹐只有一個共和黨選舉人﹑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克裏斯·蘇普倫公

開表示他不投票支持川普﹒

蘇普倫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像他這樣的選舉人還有更多﹒

不過蘇普倫拒絕透露他星期一會投誰一票﹒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或許還會有更多背棄選舉結果的選舉人﹒

美國的開國先父們辨論如何選擇總統時決定不采用大眾票選﹐擔心

這樣會導致暴民政治或者規模大的州對選舉結果有太多的控制﹒最

後開國先父們決定采用選舉人團制度﹐這樣就保證了最小的州也至

少有三張選舉人票﹒

目前有7個州和華盛頓市只有三張選舉人票﹒而西海岸的加利福尼

亞選舉人票居首﹐有55張﹒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土豆俠土豆俠》》是福州天之谷網絡科技有限是福州天之谷網絡科技有限

公司出品製作的三維動畫系列劇公司出品製作的三維動畫系列劇﹒﹒故事背景設在故事背景設在

現代社會現代社會﹐﹐講述了主人公土豆俠講述了主人公土豆俠———阿逗無意間—阿逗無意間

卷入江湖鬥爭卷入江湖鬥爭﹐﹐逐漸從一個普通土豆成長為大俠逐漸從一個普通土豆成長為大俠﹐﹐

並和燕十三並和燕十三﹐﹐姜無牙姜無牙﹐﹐小晴等夥伴小晴等夥伴﹐﹐一起揭破武林一起揭破武林

陰謀陰謀﹐﹐平息武林浩劫的故事平息武林浩劫的故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33時至時至33時時3030分首播分首播﹐﹐

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土豆俠土豆俠》》武林動畫伸張正義武林動畫伸張正義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選舉人團星期一投票 維持川普勝選結果

【VOA】匈牙利出生的美國著名電影演員莎莎·嘉寶（Zsa Zsa
Gabor）12月18日星期天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享年99歲﹒嘉寶
的出名﹐更多的是因為她的九次婚姻和在訪談節目中頻頻露
面﹒
據信嘉寶享年99歲﹐但她的確切年齡並不清楚﹒ 她參與演出
的電影《紅磨坊》﹐《觸摸邪惡》和《莉莉》等令人難忘﹒她在電視
連續劇中扮演的壞人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嘉寶在另一
方面給自己打出了更高的知名度﹐那就是她給人的印象是﹐一

個崇拜鉆石和皮草的和藹可親的社會名流﹐甚至在她炫耀其財
富的時候也顯得很可愛﹒
嘉寶曾在無數的電視訪談節目中露面﹐喜歡談論她的九次婚姻
和多次戀愛﹒ 她的九任丈夫包括演員喬治·桑德斯﹐酒店大亨
康拉德·希爾頓﹐以及外交官和百萬富翁﹒
她的特點是不管遇到誰都稱呼他們“親愛的”﹐因為她承認﹐她
記不住人們的名字﹒

美國著名影星莎莎·嘉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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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的反川普標語墻洛杉磯的反川普標語墻﹐﹐上面的標語上面的標語““1212月月1919日日﹐﹐票投希拉裏票投希拉裏””就是寄希望於就是寄希望於
選舉團翻盤選舉團翻盤﹒﹒其他標語有其他標語有““保持希望保持希望”“”“繼續工作繼續工作”“”“仇恨無法讓美國偉大仇恨無法讓美國偉大””

““愛戰勝恨愛戰勝恨”（”（20162016年年1111月月1212日日））

匈牙利出生的美國著名電影演員莎莎匈牙利出生的美國著名電影演員莎莎··嘉寶於嘉寶於19781978年拍攝的肖像照年拍攝的肖像照((資資
料圖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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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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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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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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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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Wednesday, December 21, 2016



BB44移民資訊

特朗普移民新政“殺傷力”難料 拿綠卡更難了？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全

球都在关注他上任后会推行怎

样的政策。而他此前对移民问题

的强硬态度，也让移民族群感到

焦虑。特朗普上台后是否会

以 “铁腕”方式推行移民新

政？这将对美国的移民族群造

成多大影响？对于打算移民美

国的外国人而言，原来的移民

路还行得通吗？

特朗普曾多次在竞选活动

中承诺，如果当选，他将会动

用总统行政权，对移民实施更

强有力的控制。比如说，大规

模遣返非法移民，主张在墨西

哥和美国之间建隔离墙，还要

建立一支“驱逐力量”，对那

些他所描绘的强奸犯、毒贩移

民实施刑事处罚。

虽然特朗普离走马上任还有

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是否会兑现

这些承诺尚未可知，但由此产生

的影响已十分具有“杀伤力”。

分析称，美国种族歧视根深

蒂固，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

露骨的种族歧视被掩盖起来，但

是平等的基础十分薄弱。特朗普

的言论，不仅是对美国“政治正

确”的违背，更是对美国“民权

运动”以来进步思想的伤害。

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一项

统计报告显示，大选结束后，多

起仇恨袭击事件相继发生，反对

非裔和反对非法移民的袭击事件

数量最多，而且通常发生在大学

等教育场所。

恐慌在不少移民社区蔓延。

其中，最担忧的是随父母非法移

民到美国的年轻人及孩童。2012

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对未成年

时被家长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

暂缓遣返”计划，允许在孩童时

被父母非法带到美国的年轻人避

免被驱逐出境并获得工作许可。

由于该计划只是行政命令而不是

法律，因此在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下显得非常脆弱。

这些移民美国的方法以后可

能行不通

特朗普在竞选时关于移民政

策的表态是为了吸引部分低收入

白人群体，执政后具体政策也许

会打“折扣”。不过，美国的移

民政策将来极有可能“收紧”，

对于打算移民美国的人来说，门

槛会越来越高。

外国人移民美国的途经有8

种：投资移民、嫁娶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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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庇护绿

卡、赴美产子。那么，特朗普

上台后对于移民来说会哪些影

响呢？

一、外国人在美出生也难获

绿卡？

目前看来，特朗普一旦真的

对移民政策实施强硬手段，最先

被开刀的很可能是通过赴美产子

获取美国国籍的人。

根据美国现有法律，外国人

在美所生子女可获美国国籍，在

年满21岁后就可以替父母和兄弟

姐妹申请移民身份。很多移民正

是利用这一规定，先在美产子，

等待多年后通过子女申请移民，

然后再替其他非直系亲属申请赴

美团聚。

但特朗普上台后这一状态或

将改变。他曾表示，美国公民出

生地原则对非法移民有最大的吸

引力，要推翻在美国出生便是美

国人的政策。

二、留学移民机会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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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政府于2015年公布了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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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的人能够无限期留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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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思想“不合格”=一票

否决

特朗普认为移民不会充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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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断绝你的移民之

路。

2016网易金翼奖颁奖典礼盛

大启动

作为教育行业内最受关注的

年度颁奖盛典之一，以“教育的

未来”为主题的 2016 年网易金

翼奖颁奖典礼将于 12月上旬在

北京举行。届时，全球教育行业

精英汇聚一堂，共同聚焦“教育

的未来”这一主题。欲知教育的

未来是什么样子？ 敬请点击关

注。

英私立學校擬提供1萬個免費名額
助貧困生入學

据英国广播公司12月9日报

道，英国私立学校计划给贫困生

提供1万个助学名额，给负担不

起学费的贫困家庭提供更多的机

会。

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ISC)

表示，若政府为每个名额补贴

5550英镑(约合4.82万元人民币)

的教育费用，剩余部分将由学

校自行承担，那么总费用预计

为8000万英镑(约合6.95亿元人

民币)。该计划将面向中小学生，

申请的学生需要进行学术能力

测试，但是关于具体的家庭如

何受益、测试如何进行尚未有

定论，该计划只有在政府批准

后才可执行。

据以往受助学生的反映，该

计划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5

岁的萨莉?莱斯(Sally Rice)如今

是一家工作咨询公司的高管，20

世纪90年代时，她接受了朴茨

茅斯高中的教育援助，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因为这所私立学

校，她得以受教于杜明翰大学。

全面的教育、高尚的职场道德与

发散思维都使其在之后的工作中

得到迅速晋升。

电子设计师卡尔?帕克(Carl

Parker)，于1993年至2000年在一

所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援助，他将

此视为“此生无价之经历”。他

认为学校的文化使他学会集中，

更加热爱学习。

另一位受助学生多米尼克?

希尔(Dominic Hill)则表示，他

“完全享受”在私人学校上学的

时光，如果他没有得到资助，就

只能在家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

那么他便会失去很多现有的机

会，也丧失学习技能的机会。

该计划是为了迎合政府的需

求，让负担不起私立学校学费的

学生能有更多机会。同时私立学

校也能得到免税的特权树立慈善

的形象，每年至少能节省开支

1.5 亿英镑(约合 13.04 亿元人民

币)。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表

示，在部长们认为需要额外帮助

的地区，私立学校也会助力建设

新的免费学校。

加拿大明年的移民人數即將公布
當地人憂丟工作

11月，加拿大移民部长

麦家廉（John McCallum）就

将公布2017年加拿大预计接

收的移民人数。最近几个月

以来，他一直在向媒体透露

将会增加移民人数。今年到

目前为止，自由党政府共接

收移民26万人，但明年会在

此基础上有大幅度增加。

而根据加拿大咨议局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

10月初的一份报道表示，到

本世纪末，加拿大人口需要

增加至1亿人，以维持其国际

地位和经济增长，大幅增加

移民将会能够缓解加拿大人

口老龄化等问题。

当地人抱怨移民抢走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在加拿

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

下，许多加拿大人抱怨加拿

大接收的外国移民或者是外

国工人抢了他们的工作机

会，这种抱怨是否有事实根

据呢？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

道，加拿大联邦政府实行的

外籍工人项目主要由4部分组

成，一是高端人才比如科技

人才、教授、公司高管等；

二是住家保姆；三是季节性

工人比如农场工人和海产品

加工厂的工人；四是地区性

短缺工人，比如几年前阿尔

伯塔省火热的油砂矿石油开

发带动经济一片火热、那时

招工难是各行各业雇主们遇

到的普遍问题。

在第一种外籍雇员方

面，这里基本上不存在抢本

地人饭碗的问题；因为正是

因为公司企业在加拿大国内

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才会费

时费力的从国外招聘所需要

的高端人才。

第二种和第三种外籍工人

类别，这两个类别的外籍工人

从事的是本地加拿大人不愿意

干的活，比如基本上不会有在

加拿大出生的本地人愿意从

事住家保姆的工作，所以这

种活差不多是被从菲律宾招聘

的外籍工人垄断了，而且绝大

部分是菲律宾女性。

至于第三种外籍季节性

工人，加拿大农业收获季节

的季节工和海鲜加工厂的季

节性工作工资低、累人、一

年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有工

作，所以雇主们招收不到足

够的季节工是个长期性和普

遍性的问题，这方面也不存

在外籍工人抢夺加拿大人饭

碗的情况。

在第四种、也就是因为地

区性人手短缺而招聘外籍工人

方面，确实出现过一些加拿大

人想工作但工作机会却被优先

提供给外国工人的情况。

政府鼓励出售移民配额

加拿大经济发展部长在

10月12日表示，联邦自由党

政府的移民计划遭到了来自

担心失去工作的加拿大人的

阻力。

部长Navdeep Bains 表示

新移民会为加拿大创造就业

机会，并且他敦促人们不要

将移民视为一个社会问题，

而是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关

键推动力。

Navdeep Bains 要求商业

界帮助销售移民配额，增加

加拿大的繁荣和机会。政府

需要告诉加拿大人，新移民

将为国家带来竞争优势。

Navdeep Bains 在渥太华

经济峰会上表示，“事实上，

仍然很多加拿大人不赞同移民

政策。我们想带来更多的移

民，因为这对经济是有好处的，

但我们仍然受到很大阻碍。”

一些对移民政策消极地

看法可能是因为加拿大一些

地区的失业率很高。加拿大

人认为新移民的到来会让他

们失去工作。

然而，Navdeep Bains 指

出，“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变

对话的方式，我们需要表明

这不是一个社会政策，而是

一个经济政策。这对我们的

经济议程、创新议程很重

要。如果有合适的、积极的

移民到来，他们将为加拿大

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

多的机会。”

此外，Navdeep Bains 还

举了很多移民成功的例子。最

后他表示，“我们需要与加拿

大人交流。我们得向他们解释

移民政策是一件好事，这是

一个竞争优势，能为我们的

经济带来真正的增长。”

假婚移民事發
中國留學生或遭加拿大遣返
通过婚姻移民也许是最快捷

的，但也是加拿大查得最严的，

一旦当事人被认定为假结婚，就

算以后是真的婚姻，也难以挽回

被遣返结局。

法院文件称，现年33岁的

刘女士于2004年2月来加拿大留

学。当时她的学生签证在4年内

有效。

为了能尽快取得加拿大身

份，2006年6月，刘女士与一名

加拿大人假结婚，她给中介3万

元，而假丈夫获得了少量酬金

后，担保她移民。

2007年9月，刘女士成为加

国永久居民。2010年4月，刘女

士与假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2012年4月，刘女士再次步入婚

姻殿堂，这次是真的，她为第二

任丈夫生了一男一女。

然而，边境服务署（CBSA）

从一开始就怀疑她的婚姻有假，

一直没有放弃调查。2013年3月

和5月，刘女士不得不两次到移

民与难民委员会（IRBC）出席

听证会，为她第一次的婚姻做

证。但是IRBC并不相信她的证

词，还是向她发出驱逐令（Ex-

clusion order）。这意味着她必

须离境12个月。

刘女士不愿离开加拿大，于

是到移民上诉部门（IAD）上

诉，这次她承认了第一次婚姻做

假，并解释从假婚到否认都是律

师摩森（David Molson）的安

排。摩森因违反职业道德，现

已失去律师资格。

刘女士在听证会上的悔过表

现和育有子女的现实，获得移民

上诉部门同情，随后裁决刘女士

可以继续留在加拿大。

然而，移民部认为刘女士造

假后反而获得好处，会鼓励更多

人向政府部门说谎，这对遵纪守

法的申请者不公平，于是到联邦

法院上诉。

联邦法官津恩（Russel Zinn）

在4月底作出判决，移民部上诉

成功，这意味着刘女士需要离

开加拿大。理由是移民上诉部

门把她两个孩子的未来看得太

重，忽略了其它因素。比如，

刘女士的学生签证完全可以让

她留在加拿大。然而，她却在

学签还有2年有效的时候选择了

假结婚。

有20多年经验的多伦多华

裔移民顾问林达敏告诉大纪元，

刘女士可以考虑到高一级法院

（联邦上诉法院 Federal Court

of Appeal）上诉。每个案子的情

况都不同，高一级法院不一定受

理这类案子，但如果法院受理这

个案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作出

判决，那么移民部就要推迟驱逐

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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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樣的留學生
回國後就業更受國內雇主歡迎？

日前发布的“海外留学

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

60%的留学生在海外获得硕

士学位。参加调查的留学生

中，约54%的人在海外有实

习、打工或工作经历，但9

成左右的人已回国或者欲回

国就业。正在国内和海外工

作的留学生中，就读计算机

科学、机械和生物等专业的

就业率相对较高，而留学生

中就读金融、商业管理和语

言文化的人最多。

本次调查中，59.3%的

留学生在海外获得硕士和双

硕士学位。这部分生源主要

有两部分:一部分在国内高

考失利转向海外求学，并在

海外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

一部分是国内名校的中学

生，高中阶段就出国留学；

还有一些是国内知名高校理

工科专业，出国读研成为一

种传统，一个班级有过半毕

业生在海外深造。

无论在国内学业如何，

调查发现，受访者普遍认

为，在海外获得硕士学位回

国工作才能有一定的职业竞

争力。而留学生中读商科的

最多，文科其次，理工科最

少，可是在就业机会上则秩

序相反，理工科机会最多。

受访的留学生中在海外

有实习经历的占53.9%，有

过工作经历的占40%。拥有

美国MIT学士学位和伯克利

大学硕士学位的前程无忧

COO简思怀表示，海外实习

兼职带来的收益在求职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学习专业知

识之外，留学应该开阔眼

界，加强独立生存和与人相

处的能力。

事实上，毕业生就业难

已是全球性问题。一些欧洲国

家对聘用外国雇员还需多交

税，获得“工作签证”的机会

更是难上加难。受访留学生

中已有八成在国内工作或正在

国内找工作。根据对187名

在读留学生的调查，92.2%

的人有学成回国工作的打算。

但另一个事实是，留学

回国找工作也非易事。当中

国学生奔向海外留学，外国

学生却热衷到中国寻找工

作。如果缺少招聘信息，对企

业的人才需求不能理解，又

没有人脉关系，仅凭国外学

校的文凭，留学生并不比中

国数量庞大的毕业生有优势。

那么，“海归”怎么才

能更好地适应国内生活呢？

1.理性接受现实。“海

归”应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

足，不要好高骛远。未来若想

更好地发展，还需不断地重

新学习。要知道，只有与环

境彼此接纳之后，才能发挥

自身所长，获得更多的认可。

2. 摘掉“镀金”光环。

“海归”不妨先摘掉海外

“镀金”归来的光环，用

“归零”的心态重新审视自

己和环境。放弃心中的优越

感，打消不切实际的欲望，

转而脚踏实地、认真用心地

做好每件事。在人际交往方

面，要多观察国人的相处之

道与人际技巧，多与同事、

朋友交流，尽快融入集体。

最難就業年的求職心曆路程，
很實用

陈 X -2009 级英国本科，学业完

成攻读硕士， 13 年 9 月底毕业，

TopOffer2014 届学员，经历了所谓最

艰难2014求职季，遇到了很多困难也

同时获得了 3家外资的 offer，分享一

些经验给想回国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同

学们。

以下干货内容来自求职总结，将按

知识点提炼给大家，同时结合了求职导

师给的专业建议:

回国前：

回国之前要做好脚踏实地的心理

准备，国内的机会很多，但是好的工

作实在是狼多肉少，所以最好不要一

开始就只盯着最想去的行业和顶级的

公司，这样很可能简历关就会挂的一

败涂地，另外回国找工作是走校招流

程，一般都要经历简历，笔试，2-3轮

面试后才会发OFFER，会有一个长期

的心理煎熬。

求职前期：

英国的同学们都是9月初SUBMIT

毕业论文，然后一般都会去欧洲玩再回

国找工作，建议交完论文就火速回国开

始找工作。9月底，很多知名企业的宣

讲会就会陆陆续续在各大高校开始了，

为了方便跑宣讲会，招聘会和面试，最

好是直接在目标城市找工作。

宣讲会是需要参加的：

首先是很多公司（尤其是股份制商

业银行银行）在宣讲会上都会收简历，

有的甚至会安排小型面试，对于这种公

司没去宣讲会的同学简历是很难过的。

其次就是听宣讲能够帮助你快速了解公

司，对于自己很感兴趣的公司要准备好

问题去参加，宣讲会结束后带着问题去

问HR，顺带可以要张名片，很多公司

去完宣讲就会知道自己想不想继续申请

了。

求职：

外资银行&投行

外资银行有汇丰，渣打，花旗，

星展，大华，法兴等。待遇方面星展最

高，发展个人觉得汇丰渣打花旗比较

好，岗位的话最好是去GLOBALMAR-

KETS。

顶级名校的同学回国后可以继续申

请大行的，但是没有特别outstanding的

基本上简历不太会过了，另外就是可以

报一些相对好进的部门，Wealthmanage-

ment，Risk，Operation等，特别注意的

是网申一开始就最好把申请递了，不要

等到deadline再投出去，这样基本石沉

大海。

咨询

咨询分几个领域，战略咨询：麦肯

锡，波士顿，贝恩，ATK，Booz，LEK，

RB，摩立特等；IT 咨询：埃森哲，

IBM，四大等；人力资源咨询：韬睿惠

悦，美世，Aon等；市场研究咨询：益

普索，尼尔森，特恩斯等；内资咨询：

正略钧策，北大纵横，和君咨询

战略咨询公司除了麦肯锡有自己

的笔试题，其他的一般都是Pretalk+2

轮 Case Interview，Pretalk 一般是简单

过一下简历，问一些常见的OQ，然后

会考一个market sizing的小型案例。后

面2轮案例面试就需要硬货了，一般

至少需要准备100-300个小时才能成功

斩获咨询的Offer（国内很多小伙伴都

是从大一大二就开始练CASE了），所

以对于没有很早就开始准备咨询面试

的同学们，可以不用在这条路上花太

多时间。

人力资源咨询，如TW等的招聘流

程跟外资银行比较像，都是SHL+电面+

Case Interview，准备的过程中也可以多

看看应届生的帖子。内资咨询如正略钧

策，笔试是行测题，后续的面试就是

HR和Manager分别面一轮。

四大&快消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包括 PWC，

DTT,EY和 KPMG，快消包括宝洁，联

合利华，欧莱雅，箭牌，百威啤酒等。

岗位四大主要是审计，税务和咨询，快

消就是管理培训生。

申请四大简历一般不会是大问题，

四大的审计网申通过率较高，最好也是

做一版对口的简历，需要的是500强相

关的实习背景，课外活动和GPA很重

要。

总结：

其实找工作是场硬仗，每一个同学

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目前人才市场竞

争十分激烈，留学生同学更是不占优

势，所以，不仅要在低年级阶段提升

实习背景，同时也要在求职季有一个好

的准备，或者找到学长请教专业人士给

自己一些指点。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同时利用科学的求职方法，才能让你离

梦想更进一步，小编在这里介绍一下指

导机构。

申論熱點：海歸就業遇尴尬
又是一年毕业季，面临

求职大军的茫茫人海，留学

归国的学子再次面临尴尬。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11月发

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

皮书》调查显示，八成海归

月薪低于1万，高薪不再成

为留学归国人员面对的现实。

【评析】

留学生就业遭遇尴尬，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海外留学“镀金

热”回归理性。一方面是不

断壮大的出国人群，一方面

是日益加剧的海归就业竞争

压力。因为出国门槛降低了，

国内外教学质量差距的缩小

也导致海归的价值相对下降

第二，光环褪去，优势

仍在。高层次稀缺人才备受

国内市场欢迎，普通海归回

国后也能享受到一系列特殊

待遇。例如：回国留学生购

车有免税政策，办理户口有

优势，可申请各种政府创业

就业奖金，在创业方面也有

很多便利，很多留学生创业

园提供一条龙服务。

第三，中国人才的流动

态势一定是‘大出大进’。

出国留学人员与留学归国人

员仍将长期保持在高增长状

态。这种情况下，海归们更

需要认清形势、调整心态，

不是凭借海归的身份而是凭

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向市场

“要价”。

[启示]

(一)从整体上看，海归

回国就业仍偏爱北上广深等

一 线 城 市 。 2013 年 ， 有

41.6%的海归在北京就业，

14.2%在上海就业，8.7%在

广东就业，再加上江苏、浙

江和山东，这六个省市集聚

了81.4%的海归。

(二)海归的就业领域也

高 度 集 中 。 2013 年 ， 有

48.5%的海归进入金融及相

关服务业工作。其他吸纳海

归就业较多的行业包括：教

育、科研(9.1%)、新一代电

子信息技术(8.7%)、文化创

意产业(7.4%)、政府和公共

事业(6.9%)。

(三)从统计数字可见，

海归的求职期望仍然较高，

并且反映出很多留学生出国

选择专业的盲目性。有的单

纯考虑来钱快或者热门的专

业，导致了回国就业的扎堆，

对就业不利。

[措施]

解决海归就业难问题可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理性出国积极提高自

身的知识技能，理性选择专

业不盲目跟风，这样才不会

被激烈的就业市场淘汰;

第二、国家科学制定海

外人才引进管理办法，面向

多层次海归，建立多元化、针

对性强的相关政策，应成为国

家未来人才引进工作的重点;

第三、地方政府与企业

落实就业政策，不能有就业

歧视现象出现，一些用人单

位看不起海归，认为他们眼

高手低，应该给予公平的政

策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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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馬裏邦特蘭，幹旱的土地上散布著羊的屍體。當地遭遇幹旱
天氣，牲畜生存受到威脅。

多米尼加男子海唱105小時不停歇
打破世界紀錄

多米尼加表演者Carlos Silver在聖多明哥連續
唱歌105個小時不休息，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成
為不休息唱歌時間最長的人。

法國巴黎民眾在巴黎大皇宮中央大廳溜冰，
大廳頂部是玻璃，廳內燈光交錯十分美麗。

也門戰事持續 兒童患營養不良瘦成“皮包骨”

也門荷臺達地區壹家醫院的營養不良癥監護病房內的患病兒童。根據聯合國糧食計劃署最新的報告顯示，超
過1410萬也門人面臨食物短缺。糧食計劃署也門項目負責人特本·迪尤對媒體表示：“也門整個壹代人正在因為
饑餓而陷入困境。” 巴西監獄舉行聖誕節慶祝活動巴西監獄舉行聖誕節慶祝活動

囚犯盛裝變身演員囚犯盛裝變身演員 巴西裏約熱內盧巴西裏約熱內盧，，NelsonNelson
HungriaHungria監獄舉行監獄舉行““明亮的監獄明亮的監獄
””聖誕節活動聖誕節活動，，囚犯盛裝參演囚犯盛裝參演
聖經劇作聖經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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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皇宮變身溜冰場巴黎大皇宮變身溜冰場
彩燈交錯景致美麗彩燈交錯景致美麗

黃金快要跌破成本價 可以抄底嗎？
綜合報導 近日，美聯儲公布2016

年度最後壹次利率決議，決定調高聯邦
基準利率25個基點。此消息壹出，國際
金價遭到重挫，並創下11個月以來新低
。目前，倫敦金現最新報價為1135美
元/盎司，已經接近黃金生產成本。

機構大多看好黃金短期投資機會
對此，國金證券認為，市場對2017

年美聯儲加息3次的預期不足，直接推
升了美元創下了2004年以來的高點，之
後黃金也隨之創下了今年3月以來的低
點。短期來看，在本次議息會議後，至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正式上臺前，
或缺乏進壹步支撐美元的利多因素，美
元料技術性回落，這將為金價的短期反
彈提供機會。

中信建投證券也看好短期內的黃金
投資價值，並給出了三點理由：

1）從趨勢上看，康波周期下短期經
濟企穩和加息預期或將抑制金價，但美
國經濟的宿命終將走向類滯脹階段；

2） 商品屬性上，黃金邊際生產成
本約1100-1200 美元，成本支撐不容
忽視；

3） 配置需求上，央行購金需求旺
盛，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另外，人民
幣貶值也將支撐國內金價。2

4） 配置需求上，央行購金需求旺
盛，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另外，人民
幣貶值也將支撐國內金價。

雖然機構大多看好黃金的短期投資
價值，但對於國際金價的長期走勢卻並
不樂觀。其中，中金公司表示，隨著美
國、歐洲經濟的逐步回暖，且美國再次
進入加息周期，2017年下半年黃金或仍
將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經濟形勢回暖帶
來的是黃金ETF吸引力下降，由此帶來
的ETF堅持或是2017年全年金價持續承

壓的傳導因素。
黃金主題基金今年以來全部盈利
對於壹般投資者而言，想要參與黃

金的投資，購買黃金主題基金會是壹個
比較好的選擇。除了門檻低之外，操作
也比較簡單方便。

雖然今年下半年尤其是特朗普當選
以來，國際金價下跌了許多，但受益於
上半年黃金的大漲，今年以前成立的黃
金主題基金今年全部取得了正收益。

從業績上看，博時黃金ETF D今年
以來表現最好，且近半年的業績回撤也
比較小。但該基金僅限博時基金官網銷
售，在其它的代銷平臺（如天天基金網
等）均無法購買。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博時黃金ETF和
國泰黃金ETF為場內交易型基金，需在
股票交易軟件內輸入代碼購買，兩只基
金目前均有小幅折價的情況。

其中最為方便購買的是排名第四的
博時黃金ETFI，該基金為存金寶對接基
金，可在支付寶及螞蟻聚寶APP內購買
，非常方便。比起其它的黃金主題基金
，該基金不但門檻較低，僅需1元起購
，而且還沒有手續費，適合短期投資。
另外還具備金生金功能，即購買壹年之
後每10g黃金將產生0.1g黃金的利息，
相當於每年有1%的額外收益。

其余基金方面，華安易富黃金ETF
聯接C免申購費，持有超過30天免贖回
費；匯添富黃金及貴金屬的基金說明中
表示該基金還會配置除黃金外的其它貴
金屬；上表中標註為Lof的基金均支持
場內場外份額轉換及場內T+0交易；易
方達黃金ETF聯接A/C、博時黃金ETF
聯接A/C和國泰黃金ETF聯接為今年成
立的基金，未在上表中列出，目前均可
在場外申購。

綜合報導 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
統，美國政治氣候出現微妙變化，沙特
將重新評估其對美經濟策略，其中就包
括是否改變其國家石油公司阿美石油的
上市地點。事情源於美國通過的“9·
11”法案及沙特對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
上臺後美國對其態度轉變的擔憂(特朗
普是“9·11”法案的堅定支持者)，近
期雙方在中東地區問題上也爆發矛盾。
據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沙特正在評估法
案的影響，密切觀察白宮的表態，並已
經暫停了其主權基金的投資計劃。截至
今年4月，沙特在美持有多達7500億
美元的美國國債及其他美元資產。

“9·11”法案重創美沙關系
今年9月美國國會強行通過“9·11

法案”（《對恐怖主義資助者實行法律
制裁法案》， The 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該法
案允許“9·11”恐怖襲擊事件幸存者
和遇難者親屬起訴沙特政府。奧巴馬曾
以國家利益為由否決了“9·11法案”
，認為這將開創壹個危險的“先例”(
破壞主權豁免原則，卷入海外訴訟)。
但隨後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以壓倒多數推
翻了奧巴馬對“9·11法案”的否決。
鑒於9·11事件19個劫機者中有15個
是沙特籍，美國國內要求調查沙特與此
恐襲事件聯系的呼聲壹直很高。今年7
月，美國會公布了長達 28 頁的涉及
“9·11”事件的涉密調查文件，根據
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文件和備忘
錄，壹些劫機者在美期間可能與某些和
沙特政府有聯系的人或組織“有過接觸
”。但白宮同日強調，文件不會改變美
方的既有立場，沒有證據顯示沙特或該
國高官在知情情況下向“9·11”襲擊
者提供了支持。
伊朗核協議及中東戰局令雙方心存芥蒂

去年7月，伊朗核問題六國(美國、
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與
伊朗終於達成了歷史性的全面解決伊朗
核問題的協議，將伊朗視為地區最大競
爭對手的沙特對此並不滿意。雖然上月
歐佩克達成了歷史性的限產協議，但沙
特伊朗兩大產油國的貌合神離昭然若揭
，雙方更是在也門和敘利亞暗自“較勁
”。近期沙特可謂諸事不順，敘利亞戰
局吃緊，而也門戰事則面臨軍備支持問
題，本周美國國防部表示，出於對沙特
領導的聯軍空襲造成也門平民傷亡的擔
憂，將限制對沙特的軍售，令雙方的關
系出現裂痕。自奧巴馬出任總統以來，
美國對沙特阿拉伯的軍售已經超過

1100億美元，創下兩國結盟71年以來
的最高紀錄。

阿美石油上市地點成疑
按計劃，沙特國家石油公司阿美石

油將在明年或者2018年首發上市，募
集資金預計將超過1000億美元，成為
史上最大 IPO，承銷商有望獲得10億
美元的天價回報。此前的紀錄是阿裏巴
巴的250億美元，承銷商收獲了2.612
億美元承銷費。

阿美石油的原油儲量遠遠超過任何
公司，截至2015年，阿美的原油儲量
達2616億桶，排名第二的埃克森美孚
儲量為132億桶、雪佛龍的以63億桶
儲量排名第三。考慮到沙特此次計劃發
行阿美石油5%的股份，這個石油“巨
無霸”的市值可達2-3萬億美元。目前
全球最大市值公司是蘋果的6180億美
元，谷歌母公司Alphabet以5550億美
元緊隨其後，而埃克森美孚的市值“僅
”3770億美元。

沙特此前已經與包括紐交所、倫交
所在內的多家交易所就上市問題進行了
溝通，如今沙特方面擔心“9·11”法
案實施後本國資產將會受司法判決的影
響，這也令阿美能否在紐交所上市成為
疑問，雖然紐交所是綜合條件最合適的
。現在沙特的對美投資策略也正成為雙
方外交關系角力的重點。2

沙特此前已經與包括紐交所、倫交
所在內的多家交易所就上市問題進行了
溝通，如今沙特方面擔心“9·11”法
案實施後本國資產將會受司法判決的影
響，這也令阿美能否在紐交所上市成為
疑問，雖然紐交所是綜合條件最合適的
。現在沙特的對美投資策略也正成為雙
方外交關系角力的重點。

此前多位國會大佬曾暗示希望大選
後能對“911法案”進行適當軟化，其
中就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
奈爾(Mitch McConnell)，當時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希拉裏是贏得大選的最大熱
門，如今特朗普成為了當選總統。特朗
普曾炮轟奧巴馬否決“9·11”法案，
認為這是其執政期間最差的決定之壹，
並揚言只要當選總統，會在第壹時間簽
署批準“9·11”法案。

特朗普的能源政策也令沙特頭疼，
競選時他曾表示將增加本土原油生產，
並限制原油進口。沙特能源部長法利赫
上月曾警告稱，若特朗普上任後不再從
沙特進口石油，美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將
受到損害，並指出特朗普將明白“禁止
任何產品的貿易都是不健康的”。對此

特朗普首席能源顧問，大陸資源首席執
行官哈姆(Harold Hamm)上周在標普全
球普氏能源展望論壇表示，2017年美
國原油產量不會從當前水平大幅增長，
如果美國全力投入原油生產，產量可能
翻番至2000萬桶/天，言外之意美國完
全能自給自足。

未雨綢繆，沙特逐漸調整投資策略
近兩年油價的暴跌讓原本充裕的沙

特財政捉襟見肘，為了逐漸擺脫經濟對
石油的依賴並實現經濟多元化，沙特在
今年4月推出了以“活力社會、繁榮經
濟、雄心國家”為主題的《願景2030
》經濟計劃，確定了“阿拉伯與伊斯蘭
世界的心臟、全球性投資強國、亞歐非
樞紐”等三大遠景目標。阿美石油上市
是《願景2030》的重要組成部分，募
集資金將支持其國內及海外的投資。

今年6月，沙特主權財富基金向打
車應用鼻祖Uber註資35億美元，這也
是Uber迄今為止獲得的單筆最大融資
。分析指出，沙特這筆投資看重了
Uber壹貫以來對於拓展交通模式的追
求及創新創業理念的推崇，並希望對提
升沙特女性就業率有所幫助。同月沙特
副 王 儲 薩 爾 曼 ( Mohammed bin
Salman)多次與矽谷的頂級風投會晤，
暗示準備進行更多類似於Uber的投資
。
美國政局變化令沙特重估對美經濟策略

9 月美國國會推翻奧巴馬否決
“911法案”的消息傳來，沙特開始調
整其投資方向。10月沙特決定與日本
軟銀合作成立1000億美元的科技投資
基金軟銀視野基金(SoftBank Vision
Fund)，沙特主權財富基金將投資450
億美元。該基金計劃10年內成為全球
科技領域最大的投資者，助力推進科技
革命。這樣壹來，沙特可以通過基金對
美科技公司進行投資，避免直接投資可
能造成的各種麻煩，同時借助基金與全
球頂級企業達成戰略合作機會也是沙特
所看重的。

現在看來沙特的決定是有遠見的，
其對軟銀的投資將部分轉化為軟銀對美
國的投資。

12月6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破例
高規格接待軟銀CEO孫正義，會唔會
特朗普向記者宣布，軟銀將向美國投資
500億美元，並創造5萬新的就業崗位
，而這筆錢將來源於軟銀視野基金。沙
特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之壹
，特朗普上任後雙方關系是否會發生微
妙變化，只有留待時間來揭曉了。

美國政局格局變化美國政局格局變化 令沙特重估對美經濟策略令沙特重估對美經濟策略



was conducted 'smoothly' after 'friendly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later 
said the U.S. regularly conducts close up surveillance 
in China's coastal waters, which China strongly 
opposes.
China has said the situation began when one of its 
vessels saw a piece of 'unidentified equipment' in the 
water and retrieved it for the sake of 'navigational 
safety.'
The incident raised fresh concerns in Washington and 
among Asian allies about China's stepped-up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hat critics call 
Beijing's aggressive responses to competing maritime 
claims in the region.
Brunei,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Malaysia all 
claim mineral and fishing rights in the region, and 
many of those claims overlap.
While Washington has taken no official stance on the 
rival sovereignty claims, the U.S. Navy has sought to 
protect the region's crowded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challenged 
China's efforts to boost its maritime presence with 
military hardware deployed in areas claimed by 
other regional governments.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Return that to me and I 
would do it every day; five 
or six criminals. That's for 
real,” Duterte said.
An official of the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the 
Philippines said the church 
‘totally opposed’ Duterte’s 
plan.
Father Jerome Secillano, 
Executive Secretary at 
its public affairs office, 
said, “The Philippines will 

be viewed as very barbaric. It’s going to make the 
Philippines the capital of death penalty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hief, Zeid Ra’ad 
Al Hussein, in a letter to the Philippine congress said 
that restoring death penalty would violate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ilippines Vice Chairman, 
Romeo Cabarde also criticised Duterte’s comments. He 
said, “Setting a quota for executions is just too much. 
One death is too much beca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lives.”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Duterte said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hare oil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the country, even 
though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would ba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Philippine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Perfecto 
Yasay in a statement said 
that ‘revitalising’ ties with 
China was one of Duterte's 
priorities and add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working to build "confidence 
and trust" with China.
"This we will continue to do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until such time that we achieve a trust level that will 
allow us to discuss the more sensitive issues in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I also wish to reiterate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tated in the past that he will not deviate 
from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ruling," Yasay said.
Meanwhile, Philippines' Catholic leaders and rights 
groups condemned Duterte’s plan to bring back death 
penalty to punish the criminals. Duterte has planned to 
execute “five or six” criminals daily as part of his war 
on crime that has killed 5,300 people so far.  
“There was death penalty before, but nothing happened. 

would purchase arms elsewhere. 
After years of sour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Duterte’s visit to Beijing a couple of months ago 
opened doors for various investments.
Under Duterte, Philippines has aligned with 
China, moving further away from its long-term 
ally, U.S.
Duterte bagged about $24 billion in investments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Hua Chunying also appreciated Duterte’s 
decisions except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He said, “China welcomes and appreciates the 
remarks by President Duterte, whose polic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meets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wo peoples and exemplifies the increasingly 

deepened mutual trust and amicab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hunying also said that China would be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Philippines to improve relations further 
and resolve disputes over South China Sea. He said, 
“Bilateral mutual trust keeps building up and pragmatic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runs in full fledge with 
fruitful results.”
Earlier, in a move to strengthen alliance with China, 

MANILA, Philippines - Philippines’ Defence Minister, 
Delfin Lorenzana said China has offered to provide 
small arms and fast boats worth $14 million to The 
Philippines to be used in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s 
war on drug and terrorism.
During a meeting with Duterte on Monday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China's ambassador Zhao Jianhua 
offered the aid and also pledged a long-term soft loan 
worth $500 million for other equipment.
After giving Christmas presents to wounded soldiers 
at an army hospital in Manila, Lorenzana said, “China 
has given us a list of military equipment and we will 
go through it to find out what we really need. We 
might get some small arms, fast boats and night vision 
goggles because $14.4 million is not that much. We 
will finalise the deal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a 
technical working team will soon go there to look at 
the equipment.”
Lorenzana also said that the weaponry would be 
available in the second quarter next year.
He adde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last night told the 
president, I know your problem in drugs so we would 
like to help you.”
The dea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materialised 
after a United States senator said he would block the 
sale of 26,000 M4 rifles.
Washington has been opposing Duterte’s anti-drug 
war cit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ut Duterte said he 

For Free: China Offers $14 Million In Small Arms 
And Fast Boats To The Philippines

– Will Also Provide $500 Million Long-Term Soft Loans 

Trump Had Asked China To Keep The U.S. Naval Drone
That It Seized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US. - Days after China seized a 
U.S. naval dro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it would return the drone without 
further escalating maritim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entagon spokesman Peter Cook said, “We have 
registered our objection on China's unlawful seizure, 
of a U.S. unmanned-underwater vehicle. Through 
direct engagement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we have 
secured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Chinese will return 
the UUV to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U.S. President-elect Trump’s comments on 
the issue suggested that were he in charge, he wouldn’t 
take the drone back.
Befor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incident, Trump 
tweeted, “We should tell China that we don’t want the 
drone they stole, back. Let them keep it!”
He further accused China of stealing in another tweet.
He said, “China steals United States Navy research 
dron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 rips it out of water and 
takes it to China in unprecedented act.”
The Pentagon said that the drone, known as an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 (UUV), was collecting 
unclassified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such as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other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U.S. naval operations.
As reported by U.S. officials, the Chinese ship 
refused initial requests to return the drone.
Yang Yujun, a spokesperson for China’s 
Ministry of Defence said they would return the 
drone in an ‘appropriate’ manner.
He said Chinese seized the dron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evice from harming the navigation 
safety and personnel safety of the ship in the 
past.”
“The U.S. military has frequently dispatched 
naval vessels to carry out reconnaissance and 
military measurements in China’s water. China 
resolutely opposes this and urges the U.S. side 
to stop such activities,” he added.

Retired Chinese admiral Yang Yi defended the seizure 
of the drone. He said, “If China needs to take it, we'll 
take it. America 
can't block 
us. He said he 
didn’t believe 
that matter 
could inflict 
military tension 
but added that 
the chances 
of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rose following 
Trump’s 
comments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other 
matters linked to 
China.
“It's natural for us to take possession of and research 
for a bit these types of things that America sends to our 
doorstep. The louder they shout, the more their protests 
ring hollow,” Yang said.

Analysts believed the inciden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military incident between U.S. and China since 
the 2001 mid air collision between a U.S. Navy 
surveillance aircraft and a Chinese fighter jet that led 
to the death of a Chinese pilot.
Additionally, Trump’s comments on Taiwan 
and questioning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have 
already inflicted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military 
powerhouses. He also threatened to declar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said he would force 
America-China trade policy, which he said led to 
greatest theft to American jobs.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d recently said that 
Trump could review Washington’s policy toward 
Taiwan, but he also warned that a shift in position would 
lead to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He said, “There’s probably no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at carries more significance and where there’s also 
the potential, if that relationship breaks down or goes 
into a full-conflict mode that everybody is worse off.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China Returns Underwater Drone, U.S. 
Condemns 'Unlawful' Seizure

China on Tuesday returned an underwater U.S. drone 
it seized last week in the international water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Pentagon spokesman Peter Cook said the transfer took 
place in the same area where China picked up the 
drone, which measures water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gradients.
'This incident was inconsistent with bo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ism for conduct 
between navies at sea,' Cook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U.S. has addressed those facts with the Chinese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channels, and 
have called on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omply with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to refrain from 
further efforts to impede lawful U.S. activities.'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said Tuesday th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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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aval Drone

The oceanographic survey ship, USNS 
Bowditch, is shown September 20, 
2002, which deployed an underwater 
drone seized by a Chinese Navy 
warship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cember 16, 
2016. (Photo U.S. Navy/Handout via 
REUTERS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 Hands

China Ambassador to Philippines: “We will help you build 
more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s.” 

Philippine President Duterte Speaks To His Country On The 
Perils Of Drug Use And Trafficking.

China Has Returned U.S. Drone It Seized

Duterte Willing To Share South China Sea Oil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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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聖誕佳節與跨年夜即將來臨，
發現綠地公園(Discovery Green)在今年冬季帶給民眾一個色彩
繽紛的花飾燈展 「Enchanted Promenade」 ，由法國藝術工作
室TILT打造數十株大型豔麗花朵燈飾佇立在街道兩側，吸引遊
客目光，活動展出至明年2月19 日，還沒有提前計劃，又不想
出遠門的民眾，不妨到市區走走，感受這如夢似幻的場景。

最近漫步在發現綠地公園的民眾不難發現，每到夜晚，總
會點亮數十朵19尺大型牡丹花飾，燈光從底部暈染蔓延整個
花蕊，五顏六色綻放，非常吸睛，更添加節慶熱鬧氛圍。花朵
旁也提供座椅供來往民眾休息，以便可好好欣賞這獨具特色的
花朵燈具，彷彿沉浸在夢幻國度中。

這充滿異國風情的燈飾展覽由來自法國的燈光藝術工作室
TILT打造，他們擅長將燈光藝術與建築物和空間概念所融合，
用LED燈千變萬化的特色，創造出不同凡響的視覺效果。他們
在世界各地都有展出經驗，足跡遍布歐洲和亞洲，這次是首次
來到美國展出。

有興趣的民眾，花朵燈飾點亮時間自每天的傍晚到晚間11
時，免入場費，適合全家人一起到現場漫步在步道上，享受周
圍奇幻花朵燈展的視覺饗宴，網站建議可從步道遠景拍攝，捕
捉燈展全景最佳角度。明年休士頓第51屆超級盃時間燈展點
燈時間將隨之調整，詳細資訊可至發現綠地官網查詢。

發現綠地花朵燈展
如夢似幻視覺饗宴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聞集團將於明年2月4日上午10
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 「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園遊會將配合休
士頓超級盃，並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打造多元文化國際盛會。上周
六已動員各族裔社團領袖召開全僑籌備大會，活動將精彩可期。

有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 (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美譽，每年都受到眾多當地機構和商家贊助，獲得社
區一致好評，這次籌備大會融合多元文化，包括聯邦眾議員Al Green
與亞裔助理譚秋晴、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ITC共同創辦人Glen
Gondo都名列共同主席，更有數十位多元族裔領袖擔任籌備會委員。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表示，農曆新年慶典已經舉辦20年，是美
南的傳統，今年尤其超級盃在休士頓舉辦，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提升
能見度。李蔚華也說，這次動員各族裔加入陣容，除了聯邦眾議員Al
Green是最大支持者，身為國際區區長，這次也會與李雄聯手打造國

際盛會，園遊會將更有看頭，可吸引遊客前來中國城遊玩，促進觀光
發展。

擔任共同主席的 Al Green也表示這將會史上最精彩、最棒的盛會
，休士頓可以帶來最充滿文化融合的 「超級新年盛典」 (SUPER Lunar
New Year)。

李雄則說，國際區與西南區互相緊鄰，大家一起在治安和各項發
展上合作幫忙，農曆新年對華人來說非常重要，這不僅是整個西南區
的事，更可以進一步推廣休士頓發展，希望大家都可以共襄盛舉。

李蔚華也感謝社區過往給予的支持，來成就這些活動，明年園遊
會將規劃近90個節目，展攤也會有近百個，歡迎贊助商大力支持，一
起 為 宣 傳 休 士 頓 努 力 。 詳 細 資 訊 中 文 請 洽 Angela Chen：
713-517-8777或 angela_nwe@yahoo.com或英文請洽Jennifer Lo-
pez：281-983-8152或jenniferitc@gmail.com。

(實習記者丘鎮豪／編譯)休士頓新任的消
防部長Sam Peña 12月19日在休士頓市政府
宣誓就職。而在Terry Garrison後暫時擔任消
防部長的Rodney West也在他的家鄉亞利桑
納州格蘭戴爾市（Glendale, Arizona）接受擔
任其他的職務。Peña即將成為美國第三大消
防部門的領導，其中包含4000名員工。

市長Sylvester Turner介紹這位新任消防
部長，並談到過去這一年的成就，他指出這新
任的消防部長以及警察部長都是被任命的，而
且是為了要修復休士頓的坑洞以及民眾的養老
金和財政問題。市長還提到這個都市必需要處
理大麻的問題以及助於清理社區。

Peña 於 1994 年在 El Paso
消防部門開始擔任消防隊，並
在此就職20年，他也曾經在單
位裡擔任護理人員、媒體發言
人以及醫療統籌，並且為搜救
隊的成員之一。Peña已經結婚
，並有兩個兒子以及一個孫子。

Turner表示會選擇Peña的原因是因為他
的多元、知識還有他過去的經驗。Turner強調
Peña之所以讓他信任是因為他對休士頓消防
部門表示承諾並有能力帶領這個團隊。(文取
材自Click 2 Houston)

五顏六色的花朵燈飾吸引人潮觀賞五顏六色的花朵燈飾吸引人潮觀賞。。((取材自官網取材自官網))

白天花朵燈飾也非常亮眼白天花朵燈飾也非常亮眼，，增添過節氣氛增添過節氣氛。。((取材自官網取材自官網))

休士頓新任消防部長宣誓就職休士頓新任消防部長宣誓就職

休士頓新任的消防部長休士頓新任的消防部長Sam PeSam Peñña(a(右右))在市長在市長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左左))陪同下宣誓就職陪同下宣誓就職。。((取材自取材自
KHOU)KHOU)

21屆新年園遊會系列報導
美南新年園遊會國際化 大力號召展攤贊助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哈里斯縣稅務司長邁克•蘇利文
（Mike Sullivan）在2016年12月19日醒納稅人評估其豁免房地
產稅的權益，並利用利用聯邦所得稅減免政策以節省您享用減少
物業稅錢的好處。哈里斯縣財產稅部門提示省錢稅方法: 當申報
退稅時，如何聲報豁免業主財產稅和扣除聯邦所得稅稅金, 以節
省您的報稅金錢與時間。

“2016物業財產稅支付稅日將於2017年1月31日到期，但
如果您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賬單，您可能有資格扣除
您2016年的聯邦所得稅，” 哈里斯縣稅務司長邁克•蘇利文說
。 “這個扣除意味著將您合格的免付財產稅稅金返還給納稅
人 - 還免付財產稅金給納稅人。 在我們處理您的納稅付款後，
您可以直接從網站打印您的稅務收據，使您在提交聯邦所得稅時

很容易申報您的納稅福利。
邁克•蘇利文說: “申報豁免房地產稅的權益是一種很容易

的節省財產稅方式。 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搬到哈里斯縣，我想
確保他們有適當的房地產稅豁免權益“。 “最常見的免稅是家
園 (一個人或家庭的住所，包括土地，房屋和附屬建築，並且在
大多數州都免於強制出售收債。)和超過65歲/殘疾人的豁免政策
。

哈里斯縣稅務司長邁克•蘇利文日醒納稅人評估您的帳單，
看看您是否有權獲得豁免，以確保和確認您豁免房地產稅的權益
。 您可以訪問www.hctax.net查看所有可用的豁免政策。

業主可以通過郵件，電話（713）274-CARD（2273），上
互聯網www.hctax.net或親自在哈里斯縣的16個稅務仲裁收集

者辦公室的任何一個辦公室支付他們的財產稅。 此外，所有物
業稅票都有QR碼，居民可以使用他們的智能手機付款。

所有納稅人都有責任支付房產稅。 如果業主有疑問或沒有
收到他們的稅單，請致電（713）274-8000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tax.office@hctx.net諮詢。在提交您的2016年納稅申報之前，請
諮詢專業的稅務顧問，以確定您是否有資格獲得此IRS扣除申報
豁免房地產稅的權益。

哈里斯縣稅務司長邁克•蘇利文說: 縣稅務司辦公室財產稅
部門維持超過160萬個稅務帳戶，並為包括哈里斯縣在內的71
個稅務實體收取財產稅。 稅務仲裁收集處收取超過60億美元的
財產稅。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將訪問 Sam Zanto 談地基修理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地基問題是
每個商業或住宅建築經常碰到的問題，房
子住久了，常發現牆壁與牆壁的接縫處，
出現空隙，而且還不止一 處，您就要當
心了，趕緊找地基專家前來檢查及修理。

今晚出席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
麗家園 」 的嘉賓，是休市AlfaFounda-
tion 的負責人Sam Zento 先生。他以他多
年從事地基修理的心得，與觀眾分享一些
他的心得。

Sam 表示： 一般土壤的濕度及樹根
對房屋的地基影響最大，而通常會出現問
題的多是10 至 15 年的房子。Sam 將在
節目中很大的篇幅介紹地基修理的過程，
及預防地基破裂的方法。有的已經矯正過
的地基，裂縫還是會有，通常像頭髮絲般
細的裂縫是正常，而像美國銅板一分錢
（ penny ） 厚度的裂隙則不正常，必須
加以注意。

Sam Zanto 負責的 Alfa Foundation

公司專門作商業或住家建築的地基修理。
而住家的客人更多。通常他們修好後會給
客戶一個保證期限（10 年或更多）的證
明，以示負責。Sam 個人的聯繫電話：
713-340-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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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斯縣稅務司長提醒納稅人評估豁免房產稅的權益
利用聯邦所得稅減免政策以節省您的物業稅錢

第七屆（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單打比賽
休斯頓迎新春“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單

打比賽將於2017年1月8日（星期日）在中國
人活動中心乒乓球俱樂部舉行。本次比賽是由
“美國西南紀念醫院副院長”、在休斯頓創辦
“黃金醫療中心”的美國著名華裔心髒科專家
醫師豐建偉博士贊助，美南山東同鄉會協辦的
。

祖籍中國山東的農家子弟豐建偉從小就刻
苦好學，憑著自己不服輸的個性，他一步一步
的默默努力，至今在心髒病專科領域醫療和研
究方面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就，獲得了無數的
美國醫學界授予的榮譽和獎項，被譽為華人在

美國拼搏奮鬥成功的楷模！豐醫生不僅醫術高
超，心懷仁心，對於公益事業也十分熱心，在
各類慈善活動中經常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贊
助組建華人籃球隊、成立乒乓球俱樂部，豐富
華人業余生活；他發起成立山東大學校友會，
為母校和山東省培養了近百名專家和學科帶頭
人；他擠出休息時間到各地義診、志願服務，
幫助安排患有先天性心髒病的中國貧困家庭孩
子到美免費手術等等。豐醫生一貫提倡中老年
人走出家門，積極參與力所能及的社會活動，
藉以增強體質，延年益壽。他喜愛乒乓球運動
，認為多打乒乓球能鍛煉和保持人體心髒的機

能，特別是對中老年人，乒乓球還能有助於訓
練大腦的快速反應能力，預防老年痴呆症。豐
醫生屢次贊助中老年人乒乓球比賽的目的就是
鼓勵大家多走出家門，積極參加乒乓球這種從
運動量和強度都非常適合中老年人的運動。

目前，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俱樂部正在
緊鑼密鼓的籌備這次比賽活動。負責人余鋒先
生表示，十分感謝豐建偉博士對休斯頓乒乓球
運動的支持，一定不辜負豐醫生的期望，組織
好這次比賽。本次賽事的參賽人員不分性別、
種族、居住地區，只要在2017年1月8日之前
年滿50周歲均可報名。比賽分三個年齡段進行

，分別是：50至59歲組，60至69歲組，70歲
以上組。參賽人員免交報名費，組委會提供免
費午餐和飲料。每個年齡組的前四名均頒發獎
金和獎杯。請符合條件的乒乓球愛好者踊躍報
名，報名時間截止2017年1月4日，人數限定
50人，以交簽名的報名表為准，報滿為止。

聯系人：余鋒 713-885-5476
熊長材 832-766-5566
房文清 346-777-8888

圖為美南電視圖為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美麗家園 」」 主持人楊德清主持人楊德清（（ 左左）） 今晚七時今晚七時
半至八時半將訪問半至八時半將訪問Alfa FoundationAlfa Foundation 的負責人的負責人Sam Zanto (Sam Zanto ( 右右
））談住房的地基修理及預防破裂的方法談住房的地基修理及預防破裂的方法。（。（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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