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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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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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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第21屆新年園遊會倒數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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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多元族裔社區領袖數十人參與
並擔任籌備委員會成員﹐特此感謝﹐希望能有更多社區代
表加入﹒圖為籌備會成員召開第一次大會時大合照﹒

園遊會預告園遊會預告



【VOA】美國當選總統川普上星期六表

示﹐在1月份出任總統前﹐為了避免出

現任何利益衝突問題﹐他有意解散其

慈善基金會﹐但並沒有給出關閉基金

會的時間表﹐目前該基金會正在接受

紐約州的調查﹒

自從 11 月 8 日川普贏得總統選舉以

來﹐他在美國和海外的龐大商業利益

以及他的基金會受到日益增多的審

查﹒

川普星期六在一份聲明中說﹕“基金會

多年來向無數值得捐助的團體﹐包括

支持退伍軍人﹑執法官員和兒童的團

體﹐捐獻出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做出了

很大貢獻﹒”

聲明說﹕“不過﹐為了避免與我的總統

角色發生哪怕是表面上的任何沖突﹐

我決定以其他方式繼續推行我對慈善

事業的強烈興趣﹒”

紐約總檢察長艾瑞克·施奈德曼10月

份下令﹐川普的慈善基金會立即停止

募捐﹐因為基金會沒有在紐約州登記

向公眾募捐﹒

在此之前﹐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系列報

道提出﹐川普基金會有不當行為﹐其中

包括使用其資金解決與川普企業有關

聯的法律糾紛﹐還包括他到底捐獻了

多少金錢﹒

川普說﹐他指示他的律師采取必要步

驟解散這個慈善基金會﹒

施耐德曼辦公室發言人艾米·斯皮塔

爾尼克星期六對路透社說﹐在州政府

調查期間﹐川普不能關閉這個基金會﹒

她說﹕“川普基金會仍在接受紐約州的

調查﹐在調查結束前﹐不能合法解散﹒”

斯皮塔爾尼克不肯就調查預計結束的

日期發表評論﹒

川普將於1月20日宣誓就職﹒

《《開講啦開講啦》》是中國首檔青年電視公開課是中國首檔青年電視公開課﹒﹒節目邀請節目邀請““中國青年心中的榜樣中國青年心中的榜樣””

作為演講嘉賓作為演講嘉賓﹐﹐分享他們對於生活和生命的感悟分享他們對於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給予中國青年現實的討給予中國青年現實的討

論和心靈的滋養論和心靈的滋養﹒﹒每期節目由一位名人傾情演講每期節目由一位名人傾情演講﹑﹑與十位新銳青年代表與十位新銳青年代表

進行交流對話進行交流對話﹐﹐300300位大學生作為觀眾現場分享這場有思考位大學生作為觀眾現場分享這場有思考﹑﹑有疑問有疑問﹑﹑有價有價

值觀值觀﹑﹑有鋒芒的思想碰撞有鋒芒的思想碰撞﹒﹒現已播出第三季現已播出第三季﹒﹒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六晚間周六晚間99時時3030分至分至1010時時3030分首播分首播﹐﹐周日凌晨周日凌晨11時至時至22時重時重

播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開講啦開講啦》》名人開講分享心路歷程名人開講分享心路歷程
砥礪人心好榜樣砥礪人心好榜樣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稱計劃解散川普基金會

【VOA】以色列繼續批評美國棄權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色
列停止建造定居點的決議案投票﹒以色列駐美國大使朗.
德爾默爾指責奧巴馬政府在上星期的投票中“拉幫結夥”
對付（ganging up against）以色列.
德爾默爾星期一接受CNN采訪時說﹕“令人氣憤的是美國
實際上參與了幕後勾結﹒我認為這是非常悲哀的一天﹐是
令人蒙羞的一幕﹒”
德爾默爾說以色列政府有美國政府行動的“明確的證據”﹐
並且願意與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分享這些證據﹒他說如

果川普政府要向美國人民展示這些證據﹐以色列不會反
對﹒
聯合國安理會上星期五投票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以色
列立刻和徹底停止在被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包括東耶路
撒冷的一切定居點活動﹒”
在安理會享有否決權的美國決定投棄權票﹐使得這項決議
案得以通過﹐這是1979年以來的第一個譴責以色列定居點
政策的決議﹒

以色列繼續就安理會決議指責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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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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在他在佛羅里達的別墅會見美國上將們之後對記者揮手致意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在他在佛羅里達的別墅會見美國上將們之後對記者揮手致意（（20162016年年
1212月月2121日日））

約旦河西岸的一個猶太人定居點約旦河西岸的一個猶太人定居點（（資料照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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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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Wednesday, December 28, 2016



BB44移民資訊

澳大利亚2016全国读写算数统考(NAPLAN)报告13日正式出炉，移民背景学生在多个科目中

的学术能力均优于英语背景学生，其中在3年级阅读科目中，移民背景学生还首次超过英语背景

学生，且在全年级数学科目中的表现均优于英语背景学生。

澳洲移民背景學生能力出衆
多科目表現優異

据澳洲网报道，澳大利

亚 2016 全国读写算数统考

(NAPLAN)报告13日正式出炉，

移民背景学生在多个科目中

的学术能力均优于英语背景

学生，其中在3年级阅读科目

中，移民背景学生还首次超

过英语背景学生，且在全年

级数学科目中的表现均优于英

语背景学生。

学生学术能力保持稳

定
综合《澳洲人报》、澳广

网报道，这份年度报告显示，

在过去12月来，澳洲学生的学

术能力相对较为稳定，但较

2008年已取得显著改善。不过，

9年级学生的写作能力再次下

滑，且自2011年以来一直呈下

滑趋势。同时，在低年级NA-

PLAN考试中，女生的阅读能

力明显优于男生，但男生在数

学科目的表现普遍优于女生。

报告称，在阅读科目上，3年

级女生的学术能力普遍优于男

生，两者相差20个点，而去年

差距 18.2 个点，2008 年相差

15.1个点。5年级学生的阅读能

力同样表现出这一性别差异，

但在9年级后，女生与男生在

阅读能力方面的差距开始收

窄。相比之下，男生在数学科

目上的表现则实现全年级领先

于女生。

整体而言，首领地、维州

与新州学生的学术能力依旧领

先其他各州。不过，在阅读、

语法与标点用法上，首领地学

生领先全澳。

移民背景学生能力出

众
报告还显示，3年级、5年

级、7年级与9年级非英语背景

学生的学术能力均优于同级英

语背景学生，且自2008年以来

一直保持这一趋势。

在阅读科目上，澳洲学生

的学术能力相对较为复杂。9

年级移民背景学生的学术能力

逊于英语背景学生。不过，在

2014年和2015年的NAPLAN报

告中，移民背景学生的阅读能

力均优于英语背景学生。而在

5年级和7年级阅读科目上，英

语背景学生的学术能力依然优

于移民背景学生。但在3年级

阅读科目上，非英语背景学生

的学术能力首次超过英语背景

学生，成绩领先2.9个点。

不过，报告指出，很多移

民背景学生都来自重视教育的

家庭，这些学生常会接受课外

辅导，而且学术能力最高的学

生往往会选择就读重点中学。

伯明翰：改革势在必

行
对此，联邦教育部长伯明

翰(Simon Birmingham)表示，这

份报告表明教育改革势在必

行。他说：“澳洲不能任由当

前的教育状况再持续下去，我

们必须集中精力进行教育改

革，采取更多措施改善学生的

学术能力。”

不过，联邦反对党教育事

务发言人普利贝尔舍克(Tanya

Plibersek)指出，弱势背景学生

与优势背景学生在学术表现上

的差距是不可接受的。她说：

“几乎所有拥有弱势背景的学

生，他们的学术表现均逊于那

些出身富裕家庭或高档社区的

同伴。”

另 据 不 久 前 经 合 组 织

(OECD)公布的评估报告显示，

澳洲9年级学生在数学、阅读

以及科学科目上的表现均出现

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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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聯邦頒457簽證修正案
求職期限縮短至60天

据澳洲网报道，在澳洲联

邦工党党魁肖盾(Bill Shorten)

多番敦促联邦政府收紧针对临

时技术移民的 457 签证政策

后，联盟党政府终于以实际行

动作出了回应。移民部长都顿

(Peter Dutton)于 16日宣布一项

相对较温和的修正案，计划将

457签证持有者在澳洲找工作

的最长期限自目前的90天缩短

至60天。

综合澳洲金融评论、《澳

洲人报》、澳新网报道，相对

于工党提出的457签证政策调

整方案，联邦政府的调整方案

更加温和。移民部长都顿宣

布，相关政策调整是对现有

457签证政策的补充，并非绝

对意义上的新政。

根据联邦政府的调整方

案，457签证持有者在辞去前

一份工作后，需在60天内找到

新工作，否则需重新申请工作

签证，而当前的求职期限为90

天。此外，都顿还表示，457

签证持有者的权限也将被收

窄，他们仅被允许为具备相关

资质的雇主工作，而且没有资

格领取失业救济金。

457签证政策的其他调整

还包括，457签证持有者申请

技术类工作所面临的资格要求

将更加严格，如申请电工或管

道工工作时，457签证持有者

必须在抵澳后60天内取得相关

执业资格，而且在取得执业资

格前不得从事相关工作。

都顿表示，这些调整是为

了降低本土失业者在求职过程

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同时也

可保护签证持有者免受剥削。

他说：“很多持457签证来澳

工作的技术型人才为澳洲的发

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联邦政府

重视他们的付出，但在有本土

工人适合某份工作的情况下，

澳洲政府有责任确保本国公民

的求职优先权能够享有政策上

的保障。”此外，他还透露，

457签证修正案有望在19日后

正式实施。

加拿大最大移民詐騙案：
上千宗中國移民造假曝光

想在温哥华找中介办移民的

人不在少数，一些黑中介正是看

中这点，专门诈骗华人的钱。一

宗被称为加拿大史上最大的移民

诈骗案浮出水面，2016年 10月

28日（周五）三名列治文女士被

指在上千宗中国人移民加拿大申

请文件中造假来骗取永久居留权

和公民身份。

涉嫌参与华裔无牌移民顾问

王洵（Xun Wang，译音）商业

骗案的 3个华裔女职员周五出

庭，包括姜文（Wen Jiang，译

音，下同）、吴明昆（Ming

Kun Wu）、马锦（Jin Ma）等3

人，分别被控蓄意误导、伪造文

书、税务造假等12项控罪。

检控官要求法官判3人入狱

3年，其中一人或将被遣返。辩

方律师指她们已向移民部认罪，

要求减刑至两年少一天，并可家

中服刑。主谋王洵被叛7年监禁。

事情起因是在2010年间，埃

德蒙顿(Edmonton)移民局发现有

63宗枫叶卡更新申请都来自一个

家庭地址，随后加拿大边境服务

管理局派人突袭了主谋 Xun

Wang所经营的移民顾问公司：

New Can Consultants and Wel-

long Investment.

指3人已牟取过百万元利益

检控官麦克唐纳（Bonnie

MacDonald）告诉法官，她们都是

王洵在大温开设New Can Consul-

tants （Canada） Ltd.和 Wello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td.两家

无牌移民顾问公司的职员，也都

是无牌移民顾问，她们涉嫌分别

为上百客户在更新枫叶卡或入籍

时造假，牟取超过百万元利益。

麦克唐纳指，王洵指示包括

姜文等人为客户造假的手法令人

惊讶，包括:

把客人护照寄至中国盖上假

出入境章；

谎报护照遗失重新申请新护

照；

利用假公司、假雇主文件甚

至在校纪录，替许多“太空人”

家庭及子女冒充人在加国，以此

帮客户向移民部更新枫叶卡或申

请入籍。

据统计，王洵约为1,200个

客户在更新枫叶卡或入籍时造

假，牟取逾千万元利润。

除入狱外另加罚款5到10万元

控方指，姜文等3个人都赚

了几十万元的佣金，但她们没有

向加拿大税局（CRA）申报，甚

至还领取了数万元的退税及儿童

福利金。

麦克唐纳强调，这是她印象

中加拿大最大的移民诈骗案，不

但伤害本国移民制度，同时损害

纳税人利益，综合12项控罪最

重刑期，她要求法官判3个被告

入狱3年，另罚款5到10万元不

等。其中姜文因只有永久居民身

分，或将被遣返。

明年一月续审

法官在听取控方求刑后，裁定

将全案押后到明年一月继续审讯。

姜文、马锦的代表律师约翰

逊（Chris Johnson）在庭外接受

记者访问时说，她的当事人当初

都以为王洵移民公司为合法，加

上她们已向移民部认罪，又是有

年幼孩童的母亲，要求减刑至两

年少一天，并可在家中服刑。

吴明昆的代表律师米克尔森

（Brian Mickelson）也表示，他

的当事人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

了沉重代价，虽然她们所犯罪行

非常严重，但毕竟不是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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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海歸就業

多數海歸專業與工作不匹配

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近

日在北京举行。在论坛上发布了一项调

研报告。调研主要面向回国发展的各类

留学归国人员，其学历涵盖从高中、本

科以至博士多个层次。研究问题涉及其

行业分布、薪酬水平、回国原因以及职

业规划等。此次调查共收到 820份问

卷，其中，被调查者中，女性居多，

占到近70%，在年龄方面，主要集中在

26-35岁。受访者学历多为硕士，主修

专业以商科占主导。

留学生为什么选择回国就业？

报告显示：家庭因素，尤其是父母

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出国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调查发现，海归人员的父母学历

水平相对较高， 44.8%取得了本科学

历，17.7%取得了研究生学历，甚至有

4.7%取得了博士学位。

海归选择回国就业主要原因排在首

位的是“情感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占

43.7%。随后分别是“国内整体经济前

景好，政治稳定”，“国外形势不利于

外国学生就业”，分别占 37.1%，

23.4%。此外，国内的社会网络，海归

政策，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也是海归回

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看重所选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

务

被调查者选择目前工作城市的理由

排在第一的是“经济发展快”，超过半

数被调查者选择这一项。“基础设施配

套齐全”、“产业基础好”、“公共资

源集中”、“有较好的人脉关系”依次占

35.9%、31.0%、30.7%、27.3%。比起生

活环境是否舒适优美，被调查者更看重

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是否完善齐全。此

外，选“相关人才政策吸引”有17.6%，

说明政府的人才政策起到一定作用。由

于现在一线大城市房价高企，租房和生

活成本也令人不堪重负，6.8%被调查者

选择了“房价等生活成本较低”。

相当数量海归专业与工作不匹配

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目前是基层员

工，而成为高层管理人员的被调查者只

占总数4.7%。22.4%为基层管理人员，

11,2%为中层管理人员。

在税后月收入方面，被调查者的收

入范围集中在 5000-10000 元区间，占

46.9%。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占11.3%，

16.6%能达到10000-15000元之间。而低

于5000元的人数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所学”与“所用”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距。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被调查

者认为工作内容与海外所学的匹配程度

一般，而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

“不怎么匹配”。15.1%认为工作内容

与海外所学非匹配。认为“完全不匹配”

的人较少，占7.4%。

海归就业劣势有哪些？

经过多年的海外历练，留学人员拥

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网络，掌握着

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商业模式，富于

创新精神、饱含创业热情，在创新创业

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社会

发展、推动创新创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较为突

出的劣势。

不熟悉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

新生代海归就业群体的主要劣势，此次

受访者中间，有超过半数的海归缺乏职

业生涯整体规划，不明确自己未来的发

展方向。调查发现，近四成被调查者希

望得到资深HR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现

场培训或讲解，从而了解企业招聘时的

要求和行业干货，并且还希望通过笔试

和面试模拟训练提升求职能力。他们希

望得到更多的求职指导和职场经验分享。

招聘时间不稳定对海归求职不利

为更好地了解企业对海归型人才的

需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海

威时代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

企业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

涵盖在京的80家企事业单位，类型涵

盖民营、外资、国企、海归创业民营、

事业单位，涵盖十多类行业。

调查显示，受访单位对求职者是否

符合单位需要最为看重，主要考察求职

人员是否具备与岗位相关的工作技能及

专业知识。求职人员的解决问题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影响力，说服

力，人际网络技能，时间管理技能等能

力也是用人企业的重点考察标准。

从近期的企业用人需求来看，有

52.6%的受访单位表明将在下一年度招

聘更多的毕业生，但仍36.8%的单位表

明下一年度招聘的大学生人数将保持不

变或减少。因此，毕业生面临较大就业

压力。而用人单位招聘时间的不稳定，

明显对海归求职不利。

哪些企业倾向于招聘留学生？

大部分受访企业在招聘时更倾向于

使用海归，仅39.5%的企业在招聘时没

有明显区别，这表明海归群体在回国就

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优势。此外，从不

同类型单位对招聘海归的倾向性来看，

事业单位在招聘时对海归人士没有任何

偏好。而随着单位性质的变化，国企、

外资/合资企业、民企、海归创业民营

企业和其他单位如NGO对海归的偏好

逐渐增加。

调查显示， 82.5%的单位均在一定

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待遇。

如20%的单位认为海归员工在本单位的

晋升途径更快捷，17.5%的单位本单位

海归员工的工作岗位更核心等。

其中， 50%的国企表示会让海归

员工进入更核心的岗位，外资企业对海

归员工的特殊待遇相对分化，相比之

下，更倾向于招聘海归的单位，如民营

企业、海归创业民营企业则会为海归员

工提供更丰富的优惠待遇。

企业对人力资源机构的信任和利用

不足

报告显示，单位现有发布招聘信息

的渠道主要通过国内的媒体、本单位的

网站、本单位的社交媒体、国内的大

学、员工的人际网络、海外媒体等媒

介。其中，国内的媒体和本单位的网站

为最主要的两个选择，比例高达

52.5%。其次为本单位的社交媒体和国

内的大学，比例各为40%。而通过国内

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海外的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进行招聘信息发布的单位比例

相对较低，比例分别为30%和5%，这也

说明我国企事业单位在招聘的过程中，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信任和利用不足。

在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方面，

55%受调查的单位表示仅在招聘高层次

人才时会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展开合

作，即仅需猎头公司提供一定范围内

的服务。45%的单位尚未与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展开合作，其中32.5%的单位表

示将来存在合作的可能，而12.5%的单

位仍表示不需要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

各类型单位与专业人力资源机构的合作

有待进一步开发。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选择

出国留学和深造，留学生队伍越来越

壮大，回国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中国

市场大发展快，留学生很多看重国内

的机会还是愿意回来闯荡，可以说是

有人坚定有人愁，下面就来总结一下

海归回国就业或创业面临的挑战和机

遇：

机遇:

海外发展不一定比国内强：一线

城市的现有和潜在的发展机会：

半数以上的海归回国会选择”北

上广深”一线城市来求职就业，这些

城市无疑是大多数海归的首选。权威

机构数据曾经显示，美国留学回国的

人员中，49.34%的人期望在北京，上

海，广州和深圳地区寻找发展机会并

建立事业。

这个结果主要归功于两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是留学生自身因素，大多

数留学生出国攻读的都是以商科为主

的学校，他们看重大城市的行业多样

性，就业机会多，发展领域广，人脉

广，资源以及长远的职业发展背书

好，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

金融，新技术，零售等行业发达都成

为海归看重的因素。

另一方面，国内的大环境是从资

源到资金各个方面，都是往沿海以及

一些一线城市倾斜集中，而且大城市

的吸引力更强，国内以及跨国的业务

多，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多元化程度

高，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主观

推动因素也促进了海归在这些地方

大规模的落地生根，建立自己的人脉

和事业基础。留学生在海外也会常常

发现一个现象，白人和白人玩，黑人

和黑人玩，移民孩子和移民孩子玩，

中国人和中国人玩，很多海外华人的

工作其实直白的说也是中国人养着

中国人，圈子的束缚实在难以打破，

尤其是对于那些非移民国家，想要真

正融入实在非常困难。所以许多人还

是选择回国发展事业，因为他们看重

潜在的机会，发展的前景，决定回

国打拼，回国创业。有数据已经表

明，回国创业的主要原因就是以下这

些因素：

更广阔的独立与批判思维：

多数海外生活四年以上的海归，

由于渐渐受到长期海外生活环境的影

响，不知不觉中会在意识形态上受国

外的思想和文化的影响，逐渐出现更

为西化的思维和思想方式上的转变。

这些海归回到国内相对有着更为宽广

的视野，更独立和平等的交流意识，

以及对不同文化概念的理解也会更为

深入。

如果我们注意看一些跨国公司的

CEO或者管理层，会不难发现当中的

很多人是新加坡人或者有着丰富跨国

生活经验的人或有着多元环境下长大

的背景。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

跨国公司喜欢diverse background的员

工，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对于跨地

区和区域之间员工的 relocate也有益

处，更有助于公司的全球化发展。而

且有着多元文化生活经历的人，对东

方和西方的理解远比只在单一文化下

生活的人要深入，他们更能客观地看

待这中间的共通与差异，更会与不同

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交流

交往，这个技能在跨国企业中至关重

要。

出國時難 回亦難 到底該不該回國發展?
獻給那些 心癢癢

掙紮中又有選擇障礙症的小夥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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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布拉
格老城廣場舉
行枕頭大戰，
吸引數十名捷
克年輕人和外
國遊客參與。

墨西哥市場爆炸36人死亡
遇難者葬禮舉行

印尼雅加達壹名男
子耗時壹個月，用6000
余礦泉水瓶打造
了壹棵巨大的聖
誕樹，該聖誕樹
高達12米。

世界首條太陽能道路亮相法國 可隨時儲存能源

法國圖魯夫爾，法國建造的全世界第壹條太陽能道路舉行了揭幕儀式。法國環境部長羅亞爾女士主持了揭幕儀
式，這條道路的路面鋪設太陽能板，可隨時儲存能源，可供500萬人用電量。

墨西墨西
哥圖爾特哥圖爾特
佩克佩克，，煙煙

花市場爆炸遇難者葬禮舉行花市場爆炸遇難者葬禮舉行。。墨西哥中墨西哥中
部墨西哥州圖爾特佩克市壹處煙花爆竹部墨西哥州圖爾特佩克市壹處煙花爆竹
市場市場2020日下午發生大爆炸日下午發生大爆炸，，造成至少造成至少3636
人死亡人死亡，，另有另有7070余人有不同程度的燒傷余人有不同程度的燒傷
，，4848人下落不明人下落不明。。

捷克老城廣場舉行枕頭大戰捷克老城廣場舉行枕頭大戰
場面激烈羽毛紛飛場面激烈羽毛紛飛

印尼男子用印尼男子用60006000余個礦泉水瓶余個礦泉水瓶

打造打造1212米高聖誕樹米高聖誕樹

全歐搜捕在逃突尼斯嫌犯
柏林恐襲加深社會裂痕
綜合報導 壹些學者擔心，恐怖襲擊

將導致排外情緒和民粹主義甚囂塵上，
這才是歐洲面臨的最大威脅。柏林襲擊
事件很可能將改變德國人對難民的態度
，並讓境內極右勢力，特別是反移民反
穆斯林的德國選擇黨在明年大選中受益
。壹個早就被判定需強行遣返的人，因
為自己的祖國突尼斯不承認其公民身份
，因而得以合法滯留德國，並最終制造
震驚世界的柏林血案。諷刺的是，就在
對他的通緝令簽署當天，來自突尼斯的
身份證件終於到了。

近日，德國聯邦檢察院發出歐洲通
緝令，懸賞10萬歐元尋找突尼斯公民阿
姆裏（Anis Amri）的線索，後者極有可
能是制造柏林血案的真兇。他在案發後
攜帶武器潛逃，警方警告其可能制造新
的襲擊。21日至22日上午警方特別行動
隊突擊搜查幾處懷疑阿姆裏藏匿的住宅
，但都無功而返。

德國官方證實阿姆裏是避難申請被
拒絕後無法遣返才獲準在德暫時居留的
，但德國情報機構已被輿論痛批“無能
”和“睡著了”，他們必須向公眾解釋
，為何這個在多個情報部門早有案底的
“伊斯蘭危險分子”能在秘密監視下溜
走，並成功得手，制造恐襲。

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因此面臨前所未
有的政治壓力。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
員貝施（Sophia Besch）指出，默克爾
不得不重新面對難民政策這壹棘手問題
。而在明年大選中，極右勢力被認為很
可能將從中受益。

嫌疑人本應在今年7月被遣返
19日晚八時，在柏林市西部的布萊

特施德廣場（Breitscheidplatz），壹輛
波蘭牌照貨車裝載著20噸鋼梁高速沖入
熱鬧的聖誕市場，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
死亡，送往醫院的48名傷者中，還有12
人傷勢嚴重。

在襲擊發生後不久，警方曾在現場
目擊者指引下抓捕壹名23歲的巴基斯坦
難民，但次日承認抓錯人並予以釋放。

在肇事卡車的駕駛室司機座位下，
警方發現了阿姆裏的錢包，內有兩份德
國地方政府簽署的庇護文件，該男子在
這兩份文件上登記的年齡和名字不同，
文件顯示他是突尼斯國籍，避難申請被
拒絕，但被允許留在德國。

但隨著調查的展開，阿姆裏的真面
目令人吃驚。

拘捕令列出了24歲的阿姆裏使用過
的6個不同身份。有調查顯示，此人在
不同地方進行難民登記時，至少曾使用
過12個不同的姓名和三個不同國籍，包
括謊稱自己來自埃及和黎巴嫩。

簽發阿姆裏難民證件的北威州內政
部周三下午召開記者會，確認阿姆裏本
來被安排在當地小城Emmerich壹所難
民營居住，但自去年12月以來下落不明
。

今年7月30日，德國巴登-符騰堡
州的拉文斯堡地方法院曾對阿姆裏做出
收監遣返的判決，但因突尼斯拒絕承認
其公民身份，導致他沒有合法旅行證件
，遣返不成滯留至今。

就在周三，突尼斯
當局為阿姆裏提供的旅
行證件送達德國。事發
後，突尼斯警方也找到
了阿姆裏仍在該國生活
的家人。

根據調查，阿姆裏
去年7月在德國登記申請庇護。在來德
國之前，他在2011年作為未成年難民進
入意大利，因在收容所放火等多種違法
行為，在到達成年年齡後被逮捕，並被
判處4年徒刑。2015年初獲釋後他本應
被遣送出境，但同樣因突尼斯政府對其
公民身份有分歧，導致遣返不成，去了
德國。

阿姆裏進入德國後很快就引起安全
部門註意，因為他與上月被捕的極端伊
斯蘭主義布道者瓦拉（Abu Walaa）有
聯系，警方直到今年9月還曾對阿姆裏
的電話進行監聽。瓦拉被認為是“伊斯
蘭國”恐怖組織在德國的頭號人物，幫
助該組織招募成員。

德國聯邦內政部壹名發言人21日確
認，德國安全機構內部有壹份549人的
“危險分子”名單，阿姆裏就在其中。
就在今年11月，德國聯邦及各州層面壹
次聯合反恐會議上，還曾談及阿姆裏。

美國官方證實，他早就被美國安全
機構列入“禁飛名單”。

當地時間周二（12月20日）晚，
“伊斯蘭國”通過其喉舌Amak通訊社
宣布，柏林襲擊案是壹名“伊斯蘭國戰
士”所為。

難民問題撕裂德國社會
為了祭奠柏林血案中的無辜死難者

，具有象征意義的勃蘭登堡門首次以德
國國旗的顏色被照亮。此前在比利時和
法國等國發生恐怖襲擊後，為表德國的
慰問和支持，勃蘭登堡門曾被多次打上
相關國家國旗的顏色的燈光。

德國政府領導人以及各教派神職人
員悉數參加了周二在案發地教堂舉行的
隆重哀悼活動，參加者呼籲在此艱難時
刻，德國更不能因為來自不同文化、擁
有不同信仰而分裂，從而讓恐怖主義得
逞。

但眼下，由恐襲引發的社會撕裂似
乎已不可避免。

德國政治學者Sophia Besch指出，
基於柏林恐襲，默克爾不得不重新面對
難民政策這壹棘手問題。在壹些人看來
，即使默克爾政府早已收緊難民收容政
策，但她去年夏天放開與匈牙利邊境接
納難民的決定，仍意味著其必須對如今
失去對難民危機的有效控制負責。

默克爾在柏林恐襲發生後的公開講
話中也承認，如果證實襲擊者是壹個在
德國尋求庇護的人，這對所有人來說都
會是個非常難以接受的事實。

壹些學者擔心，恐怖襲擊將導致排
外情緒和民粹主義甚囂塵上，這才是歐
洲面臨的最大威脅。柏林襲擊事件很可
能將改變德國人對難民的態度，並讓境
內極右勢力，特別是反移民反穆斯林的
德國選擇黨在明年大選中受益。

德 國 選 擇 黨 主 席 佩 特 （Frauke
Petry）說，她的黨在今年區域選舉中取
得的成功，已經反映出德國社會正從之
前對多元文化的寬容開始發生根本轉變
。

她強調，如果繼續否認默克爾的移
民政策與這些攻擊之間存在聯系，德國
將不得不為面臨更多攻擊做好準備。

在法國安全問題專家穆圖（Hu-
gues Moutouh）看來，歐洲如今已沒
有哪個國家能置身於恐怖襲擊的威脅之
外。他指出，歐洲政客應當從柏林事件
中汲取教訓——在展示良好政治願望前
，必須首先保護本國公民。他批評默克
爾在向難民開放德國邊境時，顯然低估

了由此給德國和歐洲帶來的風險。
在柏林警察局長康德（Klaus Kandt

）召開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他為什麼
美國當局曾於11月警告美國公民回避屬
於恐怖襲擊高危目標的德國聖誕市場，
但德國當局卻沒有發出這樣的警告。也
有記者質問，聖誕市場四周為何未用混
凝土路樁構建路障，以防止類似襲擊。

警察局長的回答是，聖誕市場沒法
改造成城堡，而且除了聖誕市場，還有
許多難以防範的恐襲目標。

全德國共有2500個聖誕市場，僅在
柏林就有60個。近年來，德國還在致力
於向歐洲其它國家輸出其特色的聖誕市
場文化。安全專家多年來壹直警告，聖
誕市場可能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因為
這些市場通常都是開放式的，也沒有行
李檢查。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每條通往
市中心聖誕市場的道路上都放置了巨大
的裝滿混凝土的集裝箱，用以阻止汽車
開進市場。這是在布魯塞爾和尼斯遭到
恐怖襲擊後當地政府就制定的安全措施
之壹。

當地時間周三（12月21日），德國
警方宣布，將加強公共場合的視頻監控
系統。

柏林事件發生後，歐洲各國也迅速
采取應對措施。法國內政部宣布，再增
加三千名軍警維持公共場所治安，同時
在全法國各地增派3.6萬名軍人加強節
日保安。英國倫敦警方宣布在白金漢宮
衛兵換崗儀式期間對周邊區域實施封路
，並設置路障，以預防類似恐怖襲擊。
衛兵換崗儀式是倫敦最受遊客歡迎的旅
遊項目之壹。警方稱此舉是未來三個月
將采取的預防措施，而非基於可能受到
威脅的具體情報。

隱憂依然存在 德國經濟穩中有升能保持嗎
綜合報導 德國慕尼黑伊福經濟研究所日前公

布調查報告稱，德國經濟在年底強勁沖刺，明年上
半年將更加樂觀。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等機構都預
測德國經濟今明兩年將保持穩中有升。不過專家也
指出，英國脫歐公投、美國大選和歐央行量化寬松
政策等因素帶來的風險不容忽視。

商業景氣指數創近5年來最高
德國慕尼黑伊福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顯示，12月

份的商業景氣指數為111點，達到2012年2月以來
的最高水平。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最近發表報告
也認為，雖然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大選之後，全球
經濟充滿不確定性，但目前還不可能發生大的經濟
動蕩。德國出口前景將有所改善，“德國經濟仍在
提速期”。德國聯邦銀行的最新報告也說，“當前
德國經濟正處在良性增長軌道上”。基爾世界經濟
研究所維持德國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9%和明
年1.7%的預測。該研究所最新報告認為，盡管全
球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大，建築業投資和居民消

費將推動德國經濟增長。隨著全球經濟觸底回升，
2018年德國經濟將增長2%。2016年德國經濟在
制造業、批發業和建築業的景氣指數都表現良好，
內需已成為德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之壹。據統
計，今年1月至7月，政府共為21.4萬套住房頒發
了建造許可，比去年同期上漲26%，創下16年來
新高。

諸多外部環境風險不容忽視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經濟預測部門負責人斯特

凡·庫斯博士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孤立地看
，德國經濟處在理想的增長狀態，但德國的低利率
是由歐央行超寬松貨幣政策造成的。如果這種貨幣
寬松政策成為常態，對生產結構帶來的扭曲將非常
顯著，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都極易產生危機。庫斯
警告說，德國經濟當前受到了低利率的刺激，但是
不能因為增長數字好看，就忽略了外部環境的風險
，必須要做好防範。德國聯邦銀行的報告也指出，
德國經濟增長還受到諸多不利因素的幹擾：人口老

齡化使得勞動力增加主要靠移民，能
源價格上漲削弱了居民消費能力。德
國商報研究所主席波特·呂魯普認為

，在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全球
貿易活動的動能明顯減弱，而對美國和英國的出口
占德國總出口的15%。他預計德國出口明年只能增
長0.2%，到2018年會出現0.6%的負增長。

中德經貿合作帶來更多實惠
中德經貿合作是德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專家克裏斯蒂娜·奧托對
記者表示，在全球經濟不振的大背景下，中德經貿
呈現積極勢頭。根據聯邦統計局數據，今年前三個
季度德國對華出口增長了3.6%，而整體出口增幅
只有0.8%；德國從中國進口增長了0.7%，也高於
總體進口的0.3%。中國穩固地保持了德國在歐元
區以外最大貿易夥伴地位。

奧托女士指出，這得益於中國日益擴大的中產
階層和供給側改革取得的進展。從經貿商品種類看
，德國對華出口主要是汽車、汽車零配件、機械和
電子產品，進口主要包括汽車零配件、機械設備、
電子產品、紡織品等。可以看到中國的高附加值產

品增多，也說明中國制造業正向價值鏈上端轉移。
她說，中國市場將給德國企業帶來巨大機遇，中國
經濟開啟結構性改革，有利於提振世界經濟，德國
也將從中獲益。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經商處公參王衛
東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德經貿合作正在從傳統的雙
邊貿易向投資合作、創新研發、區域發展等更多領
域拓展。近年來中德雙向投資發展迅猛，成為推動
兩國經貿合作向前發展的新動能，也為德國經濟增
長發揮支撐作用。



having to build it from scratch ... a difficult challenge 
for a force reliant on 2-year conscripts for most of its 
personnel."
Schuster said China is planning for a fleet of four 
carriers by 2027-2029.
Even with the additional carriers, its carrier fleet will 
only be less than half the size of that of the US Navy, 
which boasts 10 carriers in service, another near 
commissioning and another under construction.
For now, though, the Global Times is pushing China 
to project power beyond the "first string" of islands 
around the country; an arc stretching from north of 
the Paracel Islands grou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ortheastward to encompass Taiwan, west of Okinawa 
and north into the East China Sea between the Koreas 
and China.
"As China's only aircraft carrier fleet now, it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and courage to sail farther," it said, "...
to the waters where Chinese ... fleets have never been."
And that would encompass waters of the Eastern 
Pacific. (Courtesy http://www.cnn.com)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Prowling The Pacific,
Sending A Message

(CNN) China's lone aircraft carrier is prowling the 
Pacific as the country seeks to assert its military might 
and build up its naval warfare capabilities.
The Liaoning carrier's J-15 fighter jets practiced air 
confrontations and air refueling in the Yellow Sea late 
last week before the ship and its flotilla of escorting 

frigates and destroyers headed into the open 
Pacific beyond Taiwan and Okinawa.
On Monday it headed to the South China Sea 
-- the site of regional tensions caused by China 
building fortifications on disputed islands.
It's a move that hasn't gone unnoticed by China's 
Asian neighbors.
Taiwan sounded a note of alarm, with its defense 
minister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vigilance
"The threat of our enemy is growing day by day. 
We should always be maintaining our combat 
alertness," said Taiwan Defense Minister Feng 
Shih-Kuan.
Japan's Defense Ministry, meanwhile, said it's 
the first time it could confirm the Liaoning, 
which China bought from Ukraine in 1998, then 

rebuilt and commissioned in 2012 as a training vessel, 
had gone into the open Pacific.
"We are taking notice of this event, which indicates 
China is expanding its ability to engage in maritime 
warfare," Japanes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said.
And it looks like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China's trying 
to make clear.
A warning for Eastern Pacific
China's state-run Global Times media agency published 
an editorial on Christmas Day, timed to coincide with 
the aircraft carrier Liaoning's maneuvers.
The piece called on China to build up its fleet of 
aircraft carriers, make them combat ready, sail them to 
Eastern Pacific and look to set up naval supply bases 
in South America.
The Global Times also said the drill is a sign the 
Liaoning's combat capability has been enhanced and 
its areas of operation expanded, and could soon include 

the Eastern Pacific, including off the US West Coast.
"When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fleet appears in offshore 
areas of the US one day, it will trigger intense thinking 
about maritime rules.
"If the fleet is able to enter areas where the US has 
core interests, the situation when the US unilaterally 
imposes pressure on China will change," the Global 
Times said.
The editorial called on China to speed up construction 
of homemade aircraft carriers "so as to activate their 
combat."

China is believed to have one new carrier near 
completion and another about to start construction, 
said Carl Schuster, a professor at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and former director of operations at the US 
Pacific Command's Joint Intelligence Center.
But China's ability to pose a long-range threat with 
aircraft carriers is a long way off, he said
A difficult buildup for China
"China has no corps of experienced naval aviators and 
aircraft carrier crewmen on which to build their carrier 
force," Schuster said in an email to CNN. "The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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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聖誕節假期剛結束，但對喜
歡搶便宜的買家來說，目前正在進行的 「節後清倉特賣」
(After Christmas Sales)也是許多民眾期待的歲末促銷。部分
店家特惠從26日持續至明年1月2日，許多民眾把握機會到
商場血拼，買氣依舊沸騰。

如果以為年終折扣在聖誕節過後就此打住，那可就大錯
特錯。現代人聰明消費，節後商家推出更多特賣策略，不少
人趁著長假期到賣場瘋狂血拼，許多零售買貨業和商家趁著
節後大幅減價，祭出比節前更誘人的折扣方案。看準商機，
各家購物情報網站也整理出節後特賣訊息，網路和零售商折
扣並進，方便民眾血拼掃貨。

根據US News網站指出，連鎖百貨業每年這個時候都
不缺席，梅西百貨(Macy's)在一些設計師品牌、家居商品和
配件折扣多；其他珠寶、內衣以及床具組也會有不錯的價格
。潘妮百貨(JC Penny)折扣至28日，視商品價格有7折起跳
不等的優惠；Bloomingdale全店至1月1日超過75折扣；
Neiman Marcus今年清倉商品額外也有特價，折扣可到4折
以上，聖誕相關商品、禮物、衣飾、包包、鞋襪配件等是購

買重點。
百貨業促銷，大型零售量販商店也搶占商機，沃爾瑪

(Walmart)推出大促銷，各式各樣商品下殺30%至60%不等
折扣，有的商品還有超過75%以上促銷，休閒外套最低一件
6.5元起跳、睡衣褲最低不到6元；3C產品祭出48吋高清平
面電視289元、知名蘋果平板電腦跌破199元，超優惠價格
，消費者隨時可出手。其他如標的百貨、Sear's等，也都推
出超過上百種商品六折以上清倉價，提供令人滿意的比率優
惠。

另外，休士頓商城各家名牌店也是打折賣，休士頓百貨
一級戰區Galleria Mall商家推出30%至70%不等比率折扣，
其他位於凱蒂市的Katy Mills和290公路上的Premium Out-
let都是買氣沖天，許多華人不只帶親友來感受年終血拼，也
讓他們添購一些行頭和伴手禮。

不過，節後清倉特賣固然吸引人，但退貨潮也開始湧現
，專家建議，買東西還是以 「是否需要」 為衡量標準，不要
因為便宜就隨便買，只會增加多餘的東西。商店人員也提醒
，有些商品最後特惠不能退貨，購買前一定要多加考慮。

聖誕節後清倉買氣沖天 最低2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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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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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將
搭配第51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Super Bowl)
，展現 「雙節」 加倍熱鬧氛圍，整個各族裔
社區全員動員，讓民眾體驗不同以往的多元
文化盛宴。

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典是美南運行20
年的傳統，今年為超級盃做前導，不只增添
節慶氣氛，更能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國際區遊
玩，促進觀光發展。屆時會設計餐廳指南
(Restaurant guide)提供給遊客參考，讓數以
千萬計的遊客都能到國際區觀光。

活動到時除有大型舞龍舞獅、少林功夫、傳統中國藝術、精
彩中國及世界音樂舞蹈演出，各國年節小吃美食與文化性、遊戲
、搖滾音樂表演等攤位，同時還包括抽獎活動，襯托出濃濃的過
年氣氛，現場也會結合中國、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日本、
薩爾瓦多、土耳其、印度、孟加拉、緬甸、柬埔寨、斯里蘭卡、
奈及利亞等國家的傳統舞蹈和文化展出，希望提升各國國家形象

，推廣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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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展攤450元、食物展攤550元，希望一起為宣傳休士
頓努力。詳細資訊中文請洽Angela Chen：713-517-8777或an-
gela_nwe@yahoo.com 或 英 文 請 洽 Jennifer Lopez：
281-983-8152或jenniferitc@gmail.com。

歲末清倉折扣大歲末清倉折扣大，，吸引購物人潮吸引購物人潮。。((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21屆新年園遊會系列報導
美南第21屆國際新年園遊會倒數38天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於今年新年園遊會上派發紅包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於今年新年園遊會上派發紅包。。((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楊德清將主講 「 保險常見的誤區」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主持人楊德清在過去五
個月，訪問了休士頓各行各業的嘉賓，在
今年的最後一週，楊德清應大眾要求，談
談他的本業----- 「 保險常見的誤區 」
，更令人深深感受到 「 隔行如隔山 」 ，
「 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 ！

在 「 汽車 」 保險方面，楊德清特別
提到（ 一）Limit: 在Liability 方面，至少
是三萬至六萬，即每次事故至少賠六萬，
每人至少賠二萬，但如一部車內坐了四個
人，就不夠賠了。因此他建議最好保五至
十萬元，才萬無一失，而且保費並不會增
加多少錢。這種Liability 保險，最高可買
到50 萬元。（ 二 ) 「 被別人撞了，而別
人跑了，或是撞人的人本身無保險」 的
保險，這種保險，大約只增加保費的
10%- 20%,但可以保障自己立於不敗之
地。（ 三 )全保：一般的人多為新車買全
保，舊車則可有可無。楊德清認為舊車買
全保相當便宜，且對自己有保障。

在 「 房屋」 保險方面：有分（ 1 ）

自住房，（ 2 ） 出租房，（ 3 ）空的房
子，（ 4 ）新建房，房子正在裝修四種類
型。其中 「 自住房」 又分為HOA , HO3
及HOB 三種。HOA 是房子實際折舊值保
，並設有保水方面損害。HO3,比 HOA
有改進。HOB 比HOA ,HO3 更好，有保
地基及水管破裂。 「 空的房子 」 ，因無
人在內居住，保險費較貴，通常分一個月
，或三個月，半年購買。 「 新建房，房
子正在裝修 」 ，楊德清表示： 裝修過程
中需買保險。

「雨傘保險」 : 是個人汽車，房屋險
Liability 的延伸，有買到一百萬，二百萬
，三百萬至一千萬的保障額。

「 商業 」 保險： 分責任險及財產兩
部份。 責任險（Liability) 是當別人告你
時。而 「財產」 險，分動產，和不動產兩
方面，不動產為房屋，冰箱，桌椅等，動
產包括： 生意中斷（ 意外因素： 如停電
，颱風、著火），以及員工傷殘險（ 工
傷 ）。

「 健康 」 保險：現今美國政策改變

，沒有正式美國身份，買不了保險。 「旅
遊型」 至2017 年1 月 31 日結束。凡在
2017 年 1 月 15 日之前購是的健康保險
，在2017 年 2 月 1 日生效，凡在2017
年1 月 16 日至 31 日購買的，2017 年 3
月 1 日生效。還有退稅補助（ 分金、銀
、銅、鐵 四種），楊德清今晚都會在節
目中詳加說明。現今的保險只剩，HMO
及PPO兩種，而HMO 很多大醫院（ 如
MD Anderson, Memorial Hermann ）都
不收，也是買健康保險前需要考慮的。

楊德清現為 「 安穩保險 」 負責人，
他經營的範圍包括了：汽車，房屋（ 自
住，出租），商業（ 餐館，工廠，按摩
，購物廣場，施工保險，倉庫，公寓，旅
館，辦公大樓，第三方責任險，職業責任
險 ），勞工，洪澇，契約，房屋保修，
大型活動，健康（ 奧巴馬健保，老年健
保，老年補充保險，訪問學者J1,J2健康
保險，旅遊保險，牙科眼科耳科保險），
人壽，意外，年金等各種保險業務。 「
安穩保險」 電話：（713）952-5031

2017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
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獎學金
，今年將分七類進行甄選分發。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其主旨在鼓勵有志
從政的青年爭取在立法機構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國會、州議
會議員的辦公室，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這些實習
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眼目睹、親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
佳良機；同時，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物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
金，名額至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必須是在大學或研
究所(包括法學院)的學生，并且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州州
議會或休士頓市議會中任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二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開
放給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領導才能、
社區服務、與課外活動來甄選得獎者。今年校聯會傳統獎學金名
額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友黃
登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
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校
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
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每名一仟元。是夏尚權
先生及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
，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
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
人所設，名額三名,金額每名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其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立
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劉林買女士所
設，名額二名，金額每名一仟伍百元。

＊中原大學校友朱比南女士為紀念其父親朱鎔堅先生，母
親朱孫蘊玉女士及其弟弟朱喜賢先生所設，名額二名，金額每名
一仟伍百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財興先生及
夫人王袁杏月女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一仟五百元。

* RLC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定，依需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
大學的NorthBrook高中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
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

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申請者必須是有志上大學

主修音樂的十二年級高中生，或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的學生。此
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其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
人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大專院校音樂獎學金基金提供，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大學物理系

的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馬
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
生為紀念其妻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
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 舉行
頒獎儀式。有關各類獎學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請見校聯會
網頁 http://www.jccaa.net 或電詢獎學金召集人鄭大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圖為美南電視圖為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美麗家園 」」 節目主持人楊德清今晚將介紹節目主持人楊德清今晚將介紹
「「 保險常見的誤區保險常見的誤區，，請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半準時收看請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半準時收看。。明明
天天（（周四周四））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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