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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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春節文藝晚會歡樂春節文藝晚會
原汁原味蒙古草原風情原汁原味蒙古草原風情

內蒙古民族藝術團＂歡樂春節＂大型文藝晚會15
日在史坦福中心熱鬧登場﹐吸引超過千名中外觀
眾﹐前來欣賞原汁原味內蒙大草原的「 內蒙古藝
術團 」精彩絕倫演出﹐為美南地區人民帶來不同
以往的新春獻禮﹒專業演員展示草原壯闊風情下
所產生的藝術形式所傾倒﹐一整晚目不暇接﹐掌聲
不斷﹐演出相當成功﹒圖為演出結束後全體演員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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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頓地產協會有關 MLS 的“最火爆地產指
數”顯示出休斯頓市場呈現的顯著變化以及鮮明對比，這項指
標是根據 MLS 上休斯頓不同地區最近售出的房屋多項指標對
比，其中包括平均售價，成交量等，並且將 2016 年至 2017 年
整體狀況和 2015 至 2016 做了對比。

 其中有一個現象值得關註，房價變化最大的是位於蓋文斯
頓郡的La Marque.市，該市平均房價2015至2016年為$98,144，
到了 2016 年至 2017 年，該地區平均房價升至 $138,379，價格
出現了 41% 的大幅增長。整體而言，該地區低價位房屋的成
交量出現了 7.2% 的增幅，而且這種趨勢還在持續當中。

相反，跌幅最大的則是 Polk County 北部地區 , 該地區
房價出現了 35.5% 的大跌， 2015 至 2016 年為 $98,144，到了
2015 年至 2016 年，該地區平均房價為 $86,864，2016 至 2017
年房價跌至 $56,063。

此 外， 其 他 休 斯 頓 周 邊 地 區 包 括  Montrose, Memorial 
Villages, Rice/Museum District, West University 以及 Bellaire area 
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房價下降。

漲跌各現 看看休斯頓市場的房價變化

Memorial Villages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5-January 2016): $1,890,827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6-January 2017): $1,517,437

Percent change: -19.7

Garden Oaks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5-January 2016): $531,484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6-January 2017): $490,152

Percent change: -7.8

Montrose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5-January 2016): $680,914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6-January 2017): $660,883

Percent change: -2.9

Heights/Greater Heights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5-January 2016): $529,824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6-January 2017): $530,652

Percent change: 0.2

Rice Military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5-January 2016): $514,549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6-January 2017): $478,129

Percent change: -7.1

Spring Branch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5-January 2016): $372,088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6-January 2017): $379,243

Percent change: 1.9

Katy North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5-January 2016): $181,193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6-January 2017): $188,610

Percent change: 4.1

East End Revitalized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5-January 2016): $233,768
平均房價 (February  2016-January 2017): $248,024

Percent change: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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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休士頓台灣同鄉會與台灣人傳統基金會聯合主辦
的228七十週年紀念音樂會將於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晚
上七點於休士頓浸信會大學（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的
Belin Chapel展開序幕。音樂會的內容包括鋼琴演奏（陳奕
伶）、長笛表演（蔡淩恬）、大提琴（吳箴）與小提琴（黃
瑞森）演奏、獨唱表演（李佳蔚）、以及亞悅三重奏與舞蹈
。此活動為免費入場，請欲參與的來賓通過下列三種方式先
行 註 冊 ： 1. 前 往 活 動 報 名 網 站 （www.taahouston.org/
228Concert）；2. 前往台灣人活動中心（5885 Point West
Dr. Houston, TX 77036） ； 3. 來 電 Mary Yang

（832-715-7779）。六歲以下的孩童謝絕入場。此活動的總
名額為370位，請欲參加的來賓盡速透過上面任一方式與我
們聯繫。活動當日於六點三十五分開始入座；預先報名的座
位將保留至活動當日六點五十分，於後將開放自由入座，並
不再保留名額。文史靜態展的部分將於二月二十日至二月二
十八日展於台灣人活動中心。

音樂會地址：Morris Cultural Arts Center, 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TX 77074

文 史 靜 態 展 地 址 暨 連 絡 電 話 ： 5885 Point West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1-5885

「228」 七十週年紀念音樂會暨文史靜態展

休士頓美南大專校聯會風雅集很榮
幸邀請到著名的資深房屋檢驗師白釗民
先生來為我們介紹及討論有關德卅房產
局的各項檢驗規定外，並將特別著重講
解及回答我們必須知道的對木造房屋的
基本認識、常見的地基問題、蟲害問題
及閣樓問題。

地基問題：從如何辨認地基問題，
如何預防地基問題，到修理地基問題的
不 同 方 法 如 Piling, Cable Lock 或 Bell
Bottom Pier均將做詳細解說。

蟲害問題：從地下性白蟻、乾材性
白蟻到一般常見蟲害如蜘蛛、蟑螂、螞

蟻的驅除與防治。
閣樓問題：從閣樓通風的重要性，

霉菌的處理與防治以及如何避免鼠患等
。

白釗民先生於 1974 年畢業於政治
大學企管系。1982年來美。1983年開始
學習木結構房屋之保養、裝修與建造。
1991年開始學習住宅房屋檢驗。1993年
開始學習不動產投資。1995年開始學習
木結構房屋之白蟻控制。

白釗民先生目前服務於 Expertise
Building Inspections, Corp; Expertise Re-
alty Group LLC;Expertise Property Man-

agement LLC; Expertise Construction
LLC; 以 及 Expertise Capital Partnership
LLC.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次由風雅集提供的免
費講座，並利用機會向專家學習如何保
養自己最重要的資產。

有問題請聯絡風雅集召集人鄧嘉陵
832-526-7373 或email llc@jccaa.org

日期： 2017年2月26日星期天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 僑教中心展覽室
講員：資深專業房屋檢驗師白釗民

先生

向專家學習如何保養我們的房屋資產
休士頓美南大專校聯會風雅集主辦

金雞抱曉, 萬象更新. 又是一年新來到. 元宵節是團圓的日子.我們
同鄉會邀請大家歡聚一堂增進同鄉情誼,共慶元宵佳節.屆時其他社團
僑領和領館都將前來團聚同樂.

新年伊始, 祝大家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心想事成, 雞年吉祥.
活動內容：聚餐, 吃元宵，抽大獎, 看演出 , 猜燈謎, 做遊戲.

同時我們還會開展美食競賽, 給老鄉們一展手藝的機會. 屆時由參會者
投票決定優勝者. 優勝者將獲得精美獎品.

日期：2017年2月19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5點 – 9 點
地點：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元宵活動 | 2017山西同鄉元宵聯歡會

由巨星馬特戴蒙、令人矚目的女星景甜、
和華裔超級巨星共同領銜主演古裝奇幻歷險大
片由傳奇娛樂和環球電影公司共同出品的鉅製
“長城”（THE GREAT WALL）訂明天 2 月
17 日在美國上映。這部由著名中國導演張藝謀
（“大紅燈籠高高掛”、“英雄”、“十面埋
伏”）執導的古裝奇幻歷險大片是他的第一部
英語作品，也是有史以來完全在中國境內拍攝
的最大型電影。

“長城”講述的是一支精英隊伍在全世界
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上，為保護人類生存進行
最後決戰的故事。這個故事以古老中國的奇幻
世界為背景，在這個世界裡，修築長城的目的
是為了防禦名叫饕餮，生性兇殘，狼吞虎嚥的
怪獸。

奧斯卡金像獎得主馬特戴蒙（Matt Damon
）在片中飾演身經百戰的僱傭兵和射箭高手威
廉加林（William Garin），被由精銳戰士組成的
秘密部隊無影禁軍俘虜。在一望無際的軍事要
塞 Fortress City 中，他們為保護全人類，在史上
最偉大的防禦建築萬裡長城上與超自然能力決
一死戰。在這場戰役中，威廉加林還得到由佩
德羅帕斯卡（Pedro Pascal）（Netflix “Narcos”
、HBO “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飾
演，聰明過人的西班牙硬漢和劍術高手 Pero
Tovar 的鼎力相助，並成為他倚重的左右手；和
兩度得到奧斯卡提名的威廉達佛（Willem Dafoe
）(“野戰排“（Platoon）、”我和殭屍有約”
（Shadow of the Vampire）、“布達佩斯大飯店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飾演的陰險罪

犯巴拉德（Ballard）。
長期被囚禁在城堡中的巴拉德不但密謀逃亡，
而且策劃在逃亡過程中盜取戰士最精密的武器
。

張藝謀為了拍攝“長城”，召集了東西方
電影界最堅強的演員和攝影陣容，以少見的環
球聯手製作方式，創造出規模難得一見，不容
錯過的空前鉅製。

華裔超級巨星的陣容包括香港紅星劉德華
（“十面埋伏”、“暗戰”、“無間道”）。
他再次與張藝謀導演合作，在“長城”中飾演
術士王軍師，是常駐城堡的科學家兼歷史學家
。林更新（”步步驚心“、“智取威虎山”）
飾演鷹軍將領陳將軍。台裔加拿大籍演員彭于
晏（“戀香”、“黃飛鴻之英雄有夢”）飾演

虎軍將領吳將軍。黃軒（“激浪青春”、“黃
金時代”）飾演騎兵隊將領鄧將軍。鄭愷（中
國紅火電視綜藝節目“奔跑吧兄弟”主持人）
飾演王軍師的特使沈大人。陳學冬（“小時代
1.0”三部曲）飾演御林軍軍官。

“長城”堅強的演員陣容還包括兩位中國
流行音樂巨星 – 鹿晗（EXO 男團）飾演士兵
彭勇。他是熊軍將領邵將軍的部下，必須在怪
獸入侵時克服恐懼，奮力掙扎，證明自己的勇
氣。 “長城”也是王俊凱（中國男團 TFBOYS
主唱）的第一次職業性演出，他在片中飾演少
年皇帝宋仁宗，在 17 歲的年紀就必須面對空前
考驗。

“長城”將在 3D 和 IMAX 銀幕放映，也
將在 2D 影院上映。

大導演張藝謀最新鉅獻“長城”2 月 17 日全美上映

（本報訊）2017年2月17日下午2
點，州立農業保險工資將頒發$13,000
的“好鄰居好公民”特別獎金給中華文
化服務中心的財務知識及購房輔導項目
。這些項目為休斯頓市民提供免費財務
知識講座、購房指導講座、個人信用輔
導等多方服務。這些服務為休斯頓中低
收入的市民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幫助，促
使他們實現自給自足和經濟獨立。在
2017年間，州立農業保險公司給予文化

中心的獎金將幫助到600名客戶。
許多參與財務知識及購房輔導項目

的客戶由於不充足財務信息、低收入、
缺乏個人信用記錄、及語言障礙等因素
，在過去時常被排擠在主流財務服務的
範圍之外。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致力於幫
助這些客戶克服這些阻礙，獲取必要的
知識和技能，累計財富，減少借債，合
理且有效的使用財務服務資源。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自 2004 年來累

計受益於此項獎金總額達到$95,300，並
且自 2002 年來獲得實物捐贈。除為文
化中心提供獎金之外，州立農業保險公
司同時提供市場專員為中心客戶介紹房
屋保險、安全等多方重要資訊。

如需了解有關由州立農業保險資助
的財務知識及購房輔導項目，請聯購房
項 目 經 理 ， Katherine Tong，
713-271-6100 x 128 或 郵 件 kather-
ine@ccchouston.org

州立農業保險公司資助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贊助資金將用於文化中心財務知識及購房輔導項目贊助資金將用於文化中心財務知識及購房輔導項目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豐富
海外華人華僑精神食糧的＂中國文化
2017 迎春書展＂活動，於本周四（ 2 月
16 日） 晚間在中國人活動中心隆重揭
幕。這項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與中國影視
聯合舉辦的活動，獲得中國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孫壽山副局長一行及中國駐
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都趕來出席活動，
場面極為盛大。現場擠滿了愛書人。

此次書展展出了近兩年出版的一千
餘種新書，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圖書和
影像製品。其中書籍包括了： 生活、少
兒、文學和工具四大類為主，圖書售價
為書後的人民幣價格乘以0.3 後的美金
價格，因為好書太多了，當天即有不少
民眾在現場大量採購。甚至還嫌裝書的
塑料袋太小，會受到讀者如此熱烈晌應
，是主辦單位始料所未及的。

為了此次書展，孫壽山副局長特別親自率
領了中國國際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總局代表團來
休斯頓參加此次書展，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出版
界對海外僑胞的厚愛，也看到了文化中國對中
國文化的宣傳力度。

天津出版外貿公司總經理劉躍進先生首先
在儀式上對孫壽山局長一行表示熱烈的歡迎及
感謝！他說： 「中國影視」 在休士頓開辦 16
年多，尤其對此間第二代的華人， 「為好書找
讀者，為讀者找需求的書」，該書局生存十幾
年，離不開大家的支持，幫助。他特別推崇 「
中國影視」 王惠萍老師，她曾任 「天津出版局
學校校長」，做的有聲有色，對中國文化作出
極大的貢獻。

孫壽山副局長也在開幕致詞中表示：圖書
是不同文化與文明之間進行交流對話的重要媒
介，相信豐富的中國圖書能讓當地讀者觸摸到
中國文化的脈膊，感知中國發展的現狀，進一
步的認識中國，讀懂中國。天津巿出版對外貿
易公司和＂中國影視＂書店的合作是中國出版
企業＂走出去＂的一次成功嘗試，也為美國的
中文讀者提供更加豐富的中國圖書。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也指出：圖書
是文化最便捷載體，促進中華文化發展，深度
，廣度前所未有。全球華人同根同種，中國文
化、中國文字是大家共同的文化之根。他同時
也提到中國在本地，有150 多家企業，有150 億
資金投資，提供三千個就業機會，剛在休市舉
辦的球衣退役儀式的姚明，更是 「中美友好的
民間大使」！

當天出席的國會眾議員席拉.傑克森. 李的代
表羅玲女士，還向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孫壽山副局長和＂中國文化2017 迎春圖書展＂
頒發賀狀，及王惠萍老師，感謝他們讓中文讀
物走進休士頓，豐富了在美華人的精神生活。

當天休斯頓華文媒體協會及德州雙語記者
公關協會及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執行
長范玉新等人，也向孫壽山副局長頒發恭賀狀
及獎牌，場面極為熱烈。

當天出席的貴賓包括：中國國家新聞出版
廣電總局孫壽山副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
領事。

國會議員Sheila Jackson Lee特別助理，亞裔
顧問兼代表羅玲女士。

國會議員Al Green亞裔代表譚秋晴女士

天津出版外貿公司總經理劉躍進先生
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休斯敦華文媒體協會鄭直先生。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陳珂先生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
中國影視王惠萍老師
休斯 頓大學終身教授鄒雅莉女士
著名影視演員陳燁
金城銀行CEO 總經理 Joe Huang
恆豐銀行執行總裁吳綺娜女士
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女士
會計師黃亞靜 女士
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先生
石山地產 MR. & Mrs. Birney

為好書找讀者，為讀者找需求的書
＂中國文化＂中國文化20172017 迎春書展＂迎春書展＂1616 日隆重開幕日隆重開幕

圖為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孫壽山副局長圖為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孫壽山副局長（（ 中中 ）） 與主辦方及出席貴與主辦方及出席貴
賓合影於大會上賓合影於大會上（（ 左起左起）） 「「 天津出版外貿公司天津出版外貿公司」」 總經理劉躍進先生總經理劉躍進先生、、
「「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執行長范玉新博士，，董事會主席陳珂先生董事會主席陳珂先生，，李強民李強民

總領事總領事，，中國影視王惠萍老師中國影視王惠萍老師，，休斯敦華文媒體協會鄭直先生休斯敦華文媒體協會鄭直先生。（。（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出席書展開幕式的貴賓合影出席書展開幕式的貴賓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State FarmState Farm 保險公司昨向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捐贈＂好鄰居好公保險公司昨向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捐贈＂好鄰居好公
民＂特別獎金儀式上合影民＂特別獎金儀式上合影。。後排為後排為State FarmState Farm 代表代表，，由文化中心主由文化中心主
席李雄席李雄（（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執行長華啓梅執行長華啓梅（（ 後排左一後排左一））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BB55休城工商

多年豐富的領事認證經驗，為您提供更加安全
可靠的專業服務。

王朝旅遊擁有二十幾年平臺搭建、經驗積
累，在客戶和業內都贏得了良好的口碑。

請聯系王朝旅遊
地 址：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

大通銀行後面地鋪 #A14
電話：（713）981-8868。 
微信 WeChat：aat713

個體經營者收到 1099 表如何報稅？
凡繳納社會保險稅者，大多數人都受僱於他

人。他們的雇主從其薪資中扣除社會保險稅，加
上金額相同的稅款，將稅款寄給國稅局 (IRS) 納
稅，並向社會保險署申報薪資。但是，自僱者必
須直接向國稅局申報收入並納稅。若你以獨自或
合夥經營方式，經營行業、企業或其他專業工作，
你屬於自僱者。在你申報聯邦所得稅的同時， 還
應向社會保險署申報你的收入。這些申報都體現
在 1040 稅表中。

繳付社安稅和 Medicare 稅
如果您受僱於他人，則您和您的雇主各自最

多為您 118,500 美元的收入繳付 6.2% 的社安稅，
對所有收入繳付 1.45% 的 Medicare 稅。如果您是
自僱人士，則您須支付僱員和雇主的應繳稅款，
即為您最多 118,500 美 元的淨收入繳付 12.4% 的
社安稅，對所有淨收入繳付 2.9% 的 Medicare 稅。
如果您的收入超過 200,000 美元 （已婚夫婦聯合
申報者超過 250,000 美元），則您必須額外支付
0.9% 的 Medicare 稅。

有兩種所得稅扣除額可以減少你的稅款。
第一種，從你的自僱淨收入中減去社會保險

稅總額的一半。這種方法與稅法對僱員的處理方
法類似，因為雇主所承擔社會保險稅的份額不被
視為僱員的薪資。

第二種，可在國稅局 1040 表上扣除你的社
會保險稅的一半。但是，在決定你的調整後總收
入時，該扣除額必須從總收入中扣除。它不能為
分項扣除額，並且不得列入附表 C。

若你既有薪資又有自僱收入，則首先繳納
薪資稅。但只有你的總收入高於 $118,500 時，
方適用這一規定。例如，若你 2016 年的薪資
是 $30,000，自僱收入是 $40,000，則你需要為薪
資和經營收入繳納相應的社會保險稅。但是，
若你 2016 年的薪資是 $78,000、經營淨 收入是
$40,700，則不必為超出 $118,500 的收入繳納雙重
社會保險稅。你的雇主將從你 $78,000 的收入中
代扣 7.65% 的社會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稅。你必
須為自僱收入的前 $40,500 繳納 15.3% 的社會保
險和聯邦醫療保險稅，並為其餘的 $200 淨收入
繳納 2.9% 的聯邦醫療保險稅。

工作積分
你需要工作並繳納社會保險稅到一定年限後

才能領取社會保險福利。你需要工作的年限取決
於你的出生日期，但任何人都不需要工作超過 10
年 (40 個積分 )。

在 2016 年，若淨收入達到 $5,040 或以上，
便可獲得年度最高的四個積分，即本年期間每
收入 $1,260 即可獲得一個積分。若淨收入低於
$5,040，你仍然可以使用稍後介紹的可選性方法
來獲得積分。

社會保險涵蓋的所有收入都將被用於計算你
的社會保險福利。所以，請依法申報你的所有收
入。

 計算淨收入

需要繳納社會保險稅的淨收入，是指你從行
業或生意中獲得的總收入減去許可的營業扣除額
和折舊額以後的收入。

有些收入不列入社會保險，因此在計算淨收
入時不應將其包括在內：

比如：（1）股息和債券利息，但股票和證
券交易商除外； （2） 貸款利息，但貸款公司除
外； （3）房地產租金，除非你是房地產商或主
要為住戶的方便，而定期提供服務除外；（4）
來自有限合夥企業的收入

可選性方法
若你的實際淨收入低於 $400，仍然可以通

過可選性申報方法，將其計入社會保險涵蓋的收
入。若你有農業收入、非農業收入或二者兼有，
你可使用可選性方法。若你申報非農業收入，在
你的一生中，只能使用該可選性方法五次。申報
農業收入時，使用可選性方法不受限制。

作法如下：
（1）若你的農場自僱總收入不超過 $7,560，

或你的農場淨利潤低於 $5,457，你可申報農場總
收入的三分之二 (2/3)( 不得低於 0) 或 $5,040，以
較低者為準。

（2）若你的非農場自僱淨收入低於 $5,457，
且亦低於你的非農場總收入的 72.189%，而你在
此前 3 年的 2 年中的自僱淨收入至少為 $400。

（3）你可使用農場和非農場申報方法，並
可申報農場和非農場自僱實際淨收入中較低者，
但是，你申報的金額不得低於純粹的非農場自僱
實際淨收入。若你使用兩種方法計算淨收入，你
申報的金額不得超過 $5,040。

特別說明：若你是農民，則每年均可以使用
可選性申報方法，並且前一年的實際淨收入不需
要至少達到 $400。此外，其他農場總利潤、農場
和非農場淨利潤可能每年變化。

如何申報收入
若任何一年的淨收入為 $400 或更多，則必

須在 4 月 15 日之前完成以下聯邦納稅表：
（1）Form 1040(U.S.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 – 美國個人所得稅申報表 )；
（2）Schedule C (Profit or Loss from Business 

– 經 營 損 益 ) 或 Schedule F (Profit or Loss from 
Farming – 農業損益 )，視情況而定；以及

（3）Schedule SE (Self-Employment Tax –
自僱稅 )

你可以從國稅局的網站獲得這些表格，網址
為 www.irs.gov。將納稅申報表和附表連同你的
自僱稅交到國稅局。即使你不需要繳納任何所得
稅，也必須填寫 1040 表和附表 SE，以繳納自僱
社會保險稅。即使你已經開始領取社會保險福
利，也應如此。

家族企業報稅方法
家庭成員可能一起經營企業。例如，夫妻可

以經營合夥企業或合營企業。若你們合夥經營一
家企業，則即使你們共同申報所得稅，也應該在

單獨的自僱申報表 ( 附件 SE) 中各自以淨收入申
報自己的經營利潤及各自所佔份額 ( 例如 50% 和
50%) 。另外，若夫妻實質參與某家共有企業並提
交共同所得稅申報表，則可以選擇作為合格的合
營企業 ( 而非合夥企業 ) 納稅。夫妻雙方均須單
獨提交附表 C 或 C-EZ。

個體經營者的費用減免
在計算淨收入時，需要減免一些正常的經營

費用，比如：汽車的費用，包括用於生意的里程
數，修車費用，車保險，收費高速的費用，停車
費等等。還有使用 Home Office 家庭辦公室的相
關費用（按照使用面積比例計算）：地產稅費用，
用於租房的費用，維修及水電費用等。還有請專
業人士服務的費用，辦公室添置設備及必要用品
的費用，等等。

關於報稅的任何問題，請聯絡以下會計師事
務所：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wang & Associates CPA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 華埠大樓內 )
辦公電話：832-308-0499
手機電話：713-256-8682
稅季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AM-5：

30PM；週六：11AM-3PM
Email: cpatx100@gmail.com
或者 service@hwangcpallc.com
網址：http://hwangcpallc.com/

王朝旅遊：專業辦理全球
認證、公證和簽證服務。

王朝旅遊一直專業代客辦理全球簽證，包
括商務、旅遊、探親，訪友等各種類型簽證及
代辦全球認證、公證服務。

王朝旅遊提供超過全球多種簽證類別，簽
證辦理服務 , 包括中國、加拿大、臺灣、歐洲、
巴西、日本、俄羅斯等多種簽證。為客人提供
簽證辦理服務，專業、方便、快捷。

客戶如擁有中國護照及持有綠卡，需要辦
理簽證，我們都可以快捷方便地為客戶辦理全
球簽證。如果是中國護照沒有綠卡的申請人，
我們也可以代辦商務和緊急醫療簽證。王朝旅
遊簽證服務部由多名簽證人員組成，每天都會
前往各國的使領館送簽、查詢簽證最新變動信
息，以確保我們的簽證申請順利快速地辦理出
來。簽證作為出境旅行最重要的環節，決定了
你的是否能出行的關鍵。王朝旅遊的宗旨是為
客戶提供最專業的簽證代辦服務，保證客戶最
快最省心地拿到目的地國家的簽證，為客戶的
順利出行奠定了基礎。

王朝旅遊提供全球認證、公證代辦服務，
包括各類文件認證：委托書、兒童領養證、、
聲明書、授權委托書、結婚證書、出生證明認
證、結婚證認證、建在證明等等等。我們有著

Awty International School
“猜燈謎，慶元宵”遊園會

（休斯頓報道）休斯頓私立 AWTY 國際學校
慶祝中國新年，總導演龐嘉瑤老師匠心獨妙，舉
辦“猜燈謎，慶元宵“遊園會，近百位華洋學生
歡歌樂舞大合唱，中文歌曲串燒，精彩紛呈。上
千位初中部，高中部青少年，機智搶答燈謎，不
管有沒有猜對，人人有獎，既熱烈又盡興，一個
個都玩嗨了！同時也領略中國人過年，風雅鬥智
的人情習俗。

AWTY是全美第一大的國際學校，全校學生
近 1600人，來自54 個國家。二月六日上午，近
百位中文部學生載歌載舞，字正腔圓的大合唱，
“愛“與”蝴蝶飛呀“等中文歌，青春洋溢的曲
風，帶動全場師生，輕快地擺動身體，場面壯觀，
充滿歡樂的氣氛。李稹樂，何筱，潤溦 Neufer，
Jackson Meyer, Kabir Samlal, Max Paul 六位領

猜燈謎的青少年們。

學校樂隊主管Mr. Peguero帶領初中，高中部團員助陣，曲音悠揚，
氣勢宏偉雄壯。

獎品臺豐富的獎品，琳瑯滿目，排列在四張長方形大桌子上
面，青少年兌獎踴躍。

舞青少年，動作活潑靈巧，散發著
滿滿的正能量，帶來視覺上的震
撼。

彌漫整個會場的歌聲，遼亮
優美，青春飛揚，蔡瑞德 , 周棣棣, 
Jeremy Jason, Adriana Morales, 
Beatriz Gras 等五位歌曲領唱青
少年，以接唱的方式，傳送愛與美
的力量，寬闊會場上反復的響著：”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
個同心圓，… ，向天空大聲地呼
喚，說聲我愛你！… 給你最亮的
星星，說聲我想你。“

化身為美麗的小蝴蝶，梅琪
琪， Isell Marin, Caroline De La 

Garza 等幾位小女孩，迎著歌聲，在會場奔跑，“蝴
蝶飛呀，就像童年在風裏跑，感覺年少的彩虹，
比海更遠，比天還要高，…，打開夢想的天窗，讓
那成長更快更美好。“

拿著五彩氣球的 Nathaniel Black, Maxime 
Elefteriou 等幾位小男孩，隨著歌聲，放開手中
的白線，讓氣球飄向天空，自由飛翔，整個畫面，
美麗得無以倫比。

四位主持人臺風穩健大方，談吐輕松詼諧，
分別是高中部學生蔡瑞德，Adriana Morales，初
中部學生周棣棣，Joey Georges。透過中英文交
替，向大家介紹元宵節的意義：“正月十五，元宵
佳節。是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這天晚上，人們
吃元宵、賞燈、猜燈謎。張燈結彩，熱鬧非凡。”
同時通過精心制作的精彩幻燈片，師生們可以

看到中國人如何過年，熱鬧而溫
馨。

學校校長 Lisa Darling，高中
部校長 Sam Waugh，初中部校長 
Tom Beuscher，以及多位學校主
管，老師，先後來到會場，一起歡
度中國新年，同時也感受到學生搶
答謎題的火熱場景。

龐嘉瑤高聲宣布“猜燈謎”遊
戲規則以後，每個孩子摩拳擦掌，
大展身手，快速拿下謎題，跑到獎
品臺兌換獎品。何筱和吳旻兩位
高中生負責核對答案，答對的可
以向義工家長領取獎品，沒有答
對的，也可以拿到金幣巧克力，人

人有獎，皆大歡喜，笑逐顏開。慷慨熱
心的中國家長們提供了豐富的小獎品，
小吃，裝飾品，琳瑯滿目，中西合璧，都
是孩子們的最愛。

終場壓軸曲目，由陣容龐大的學校
樂隊演出，最受學生喜愛的樂隊負責
主管 Mr. Peguero 帶領，指揮八，九，十
年級以及“管樂隊”的團員演出“中美
序曲”（A Chinese American Overture 
composed by Rob Grice）不論氣勢磅
礴，或是優雅輕快，都是扣人心弦。為
整個慶祝新年活動壯大聲勢，在營造
最熱烈氣氛的同時，畫下美麗的句號。

中文部主管龐嘉瑤，和羅雪梅，鄭
泰榕兩位老師，利用課內，課外時間，
教導練習，經過三個多月，完成節目籌
劃，教學排練。為了有別於去年，今年
的新年活動采取猜燈謎，慶元宵的方
式，讓學校師生過一個“很不一樣”的
中國新年。讓眾人耳目一新，會後反響
更是出奇熱烈。

如此大型的遊園會活動，絕對少不
了義工家長們的幫忙。同時是兩位學
生家長的龐嘉瑤老師，一馬當先，為人
表率。秋航，王曉霞和 Greg 夫婦，沈燕
源，金曼，何濤， 茍伊貝 ,  王育紅，
楊湘莉，梅濤， Annie,  Vivian，嚴鴻娟，
Michelle，王曉華，孫麗輝， Heidi 等人。十多位
外國爸爸媽媽 Petie，Monica, Jennifer, Mariam, 
Connie, Christine，Katy，Tammy，Carol，Nicolas, 
Wim 等，從頭到尾，鼎力幫忙，令人感念。移居加
州的萬婧，不時地傳來精神的支持。春節活動現
場，臺上臺下裝點的一片喜氣洋洋，最為醒目的
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室內運動場上，還有近千個
謎題，都靠著義工，一個個掛上去。

猜猜看：“兩只腳，一樣長，酸甜苦辣一起嘗”，
“什麼東西放到冰箱也是熱的”，“什麼樣的人
死了，又可以復活”，“哪個字母是個動物”，“哪
個季節最危險”，“左邊一個太陽，右邊一個太陽，
站在太陽上，反而不見光，（打一個漢字）”；諸
如此類，益智又有趣的猜謎遊戲，受到所有參與
師生的喜愛。答案分別是，筷子，辣椒，演員，蜜蜂，
秋天，暗。

Awty 國際學校是具有近 60 年歷史和經
驗，是休斯頓頂尖的私立學校。作為休斯敦唯

一的﹑也是全美第一大的國際學校，Awty目前
共有來自54個國家的從三歲到12 年級的學生
近 1600人。Awty 國際學校開設 IB 大學預科課
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學生通過考
試後，可以獲得國際承認的 IB 大學入學證書，邁
上了通往世界各著名大學的臺階。作為世界級的
國際學校，Awty 學校的辦學宗旨是培養學生成
為未來全球競爭中的成功者。友好開放的教育
環境，獨特有效的教育方法，多元化的語言文化
環境，激勵了所有學生最大限度地去開發他們的
潛質和才能，發揮他們的聰明和才智。

學校外文系的成績和發展是Awty 的驕傲。
外文系向學生提供包括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
文和中文在內的十多種外語課程。其中，中文
部的發展最令人矚目：從十年前的 5個學生，發
展到今天的 170 多個學生，共 20 個不同班別，
一躍而成為僅次於法文和西班牙文的第三大語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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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同鄉會十五周年慶典暨新春大聯歡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 湖南同鄉會會長吳安萍 ) 喜鵲登枝迎新
歲，金雞起舞報佳音。在 2017 新年佳節到來
之際，休斯頓湖南同鄉會迎來了十五周年喜慶
的時刻。自 2002 年成立以來，休斯頓湖南同
鄉會促進了休城湖南同鄉之間的交流與聯誼，
及與休斯頓地區其他同鄉會、社團及協會之間
的友好合作，為家鄉與美國雙邊的文化、商務
和其他交流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湖南同鄉會成
立的十五年是紅紅火火，蒸蒸日上的十五年！
十五周年到來的時刻是休城湖南老鄉們載歌載
舞，一齊歡慶的時刻！ 

二月三日晚，休斯頓湖南同鄉會成立十五
周年慶典暨湖南老湘新春大聯歡迎來了兩百多
名三湘大地來的湖南老鄉們，休城迎來了幾位
湖南來的國家一級演唱家與演奏家們，他們帶
來了精彩的節目，與老鄉們朋友們一起共度新
春佳節，給我們帶來藝術的享受！新老會長交
接完美順利！老會長吳安萍將接力棒交給了新
任會長鄢旎女士。老湘們朋友們歡聚一堂度過

了一個熱熱鬧鬧，快樂難忘的十五周年慶典與
春節！休斯頓湖南同鄉會成立十五周年慶典暨
湖南老湘新春大聯歡喜慶熱鬧，圓滿成功！ 

活動成功的背後凝聚著同鄉會理事老鄉及
朋友們的奉獻，贊助與辛勤付出。衷心感謝以
下贊助商與理事朋友們： 鄢旎，胡蓉，何亮，
周江堰，鄧鐵，賈茜，王超文，黃令儀，吳安
萍，鄧鐵，孟蘇，劉娟，張明，黃河，陶翔，
李異寧，廖貽助，羅雪梅。老鄉理事與朋友們
的慷慨贊助與捐獻是我們活動成功的堅強後
盾！

主持組的賈茜，胡暢，郭遜敏 , 陸俊積極
合作，串臺詞，背對聯，特別是郭遜敏編寫臺
詞到淩晨，勞苦功高，辛苦了，感謝你們！ 
賈茜除了組織主持的任務，還有編輯程序冊的
繁重任務，她辛勤的設計換來了精美漂亮的大
聯歡程序冊，辛苦了，衷心感謝！ 

活動當天的舞臺布置及排桌收費是一項繁
重的任務。負責舞臺布置的理事劉娟，張明夫

婦早早取了氣球來到餐
館，掛燈籠，裝幻燈，
排座位，收餐費，賣獎
券，抽獎等等，忙裏忙
外。活動結束後又留下
來收拾舞臺，做最後的收尾工作，忙到最後才
離開，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幸苦你們了，衷
心感謝！ 

秘書長李白亮負責註冊，紅包，準備贊助
嘉賓的感謝狀，任勞任怨，活動當天又負責收
餐費，認真負責，說話太多，嗓子都啞了，辛
苦你了，衷心感謝！ 

副會長廖貽助也提前來到餐館，與劉娟一
起分配餐桌，調整座位，收費等，任務繁雜，
活動結束後又留下來收拾舞臺，幫忙最後的收
尾工作，忙到最後才離開，認真負責，辛苦了，
衷心感謝！理事李炳林也是早早到了餐館，熱
心幫忙排桌等，辛苦了，謝謝你 !

副會長胡蓉及老王擔任接待演員的任務，
演藝組來到休士頓，他們熱情接
待，迎來送往，演員們都住在胡
蓉家，接待任務繁重，辛苦了，
感謝你們！

鄧鐵負責每桌的紅酒，從商
店買來 30 瓶紅酒，搬進餐館又分
配到每桌，辛苦了，衷心感謝！

接任會長鄢旎女士幫忙取橫
幅，做賀匾，聯系元老理事題詞
等，辛苦了，感謝你！

我們的網站理事劉澤文積極
配合，設計網上報名表，大大地
便利了老鄉報名參加活動，辛苦
了，衷心感謝！

毛謙與劉娟負責抽獎，認真

細致，財務長柳海鷹，副會長王曉芬積極幫忙
賣獎券，辛苦了，感謝你們！ 

有演出任務的理事們，毛謙，陳毓玲，魯
小兵，孟蘇，陶翔，李異寧積極花時間排練，
雪梅積極編寫三句半，又幫孩子們排練，大家
精彩節目，呈現舞臺，獲得觀眾的熱烈掌聲與
叫好聲，特別是毛謙，帶病堅持演出，辛苦大
家了，衷心感謝！

我們湖南同鄉會舉辦的這次活動受到老鄉
及社團朋友們的一致贊許！最後合唱難忘今宵
的時候老鄉們都依依不舍，不願離去。 這次
活動的成功舉辦，我們同鄉會的紅火興旺，及
在僑社中好的聲譽，都與我們理事老鄉們的支
持，奉獻，進取分不開的。

祝願湖南同鄉會越辦越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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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後所有演員與出席貴賓合影，（ 二排中 ） 為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內蒙古民族藝術團“歡樂春節＂燃亮休巿舞台

男女聲二重唱「敖包相會」。

開場大型歌舞「 贊歌」。

CCTV 舞蹈大賽冠軍的朱虹等人表演的舞蹈
「 盅碗舞 」。

呼麥：「 四季草原」。 女子長調演唱「 遼闊的草原 」。

朱虹表演獨舞「心之韻」。 男生獨唱，烏力吉圖演唱「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 舞蹈「 鄂爾多斯」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演出） 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雜技團演員表演雜技
「高車踢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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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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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程序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理
一些事務。如: 需要委託國內的親屬
或朋友處理自己在中國的房產，銀行
賬戶，商業文件，法律訴訟文件，需
要辦理單身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
，或到中國辦理收養手續等等。通常
這些文件需要經過領事認證程序。

領事認證是一國的外交、領事機
關在公證文書上證明公證機關或認證
機關的最後一個簽名和印章屬實。辦
理領事認證的目的是使一國出具的公
證文書能為另一國有關當局所承認，
不致因懷疑文件上的簽名或印章是否
屬實而影響文書的域外法律效力。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為了相
互便利文書往來而在外交領事實踐中
逐漸形成的國際慣例。國際交往的發
展伴隨著各類文書在世界各國間的大
量流動，但各國關於出具公證書、商
業證明等的形式和要求卻不盡相同。
領事認證制度通過一環扣一環的連鎖
認證方式，由一國駐外外交或領事機
構確認最後環節的印章和簽字屬實，
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國內有關部門和
機構接受，不致因有關機構懷疑文書
本身的真實性而影響其在當地的使用
，從而涉外文書能夠在各國間順利流
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託書、聲明
書、法律訴訟文件、健在（生存）證
明、無配偶聲明書、近照證明、護照
複印件與原件相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
公證員（地保官）公證，再到州政府
取得證明公證員公證資格的文件，最
後拿到領事館進行認證。整個過程需
要兩到三個星期的時間。

辦理委託書公證需提供：1、委
託書文本；2、與委託事項相關的權

利證明原件或複印件(如存摺、股票開
戶憑證等)；2、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
，還應提交結婚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
復印件。 3、涉及房產轉讓的，應提
交房產證原件或複印件。 4、本人的
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寄養委託書公證需提供 1、
委託書文本；2、親屬關係證明等(證
明父母和子女關係，如兒童出生證)
。 3、父母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
份的證明。

辦理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本
；2、與聲明事項有關的權利證明等
。 3、辦理放棄繼承權聲明書公證的
，應提交被繼承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
與被繼承人親屬關係證明，以及所放
棄房產或財產證明。 4、本人的護照
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
本；2、有婚史的，應提交離婚證或
離婚調解書或離婚判決書原件及復印
件；喪偶的，應提供原配偶死亡證明
原件及復印件; 3 、本人的護照和在美
合法身份的證明.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於 12 月 23 日大幅調漲申請費
。綠卡延期的申請費（I-90）從$365
漲 到 $455，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
簽證申請費從$325漲到$460。親屬移
民(I-130)申請費從$420調到$535。遞
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I-131）
申請費也從$360調到每份申請$575。
職業(勞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從
$580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綠卡調
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請費從$985漲
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括指紋費)。拿
到婚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卡

，申請費則從$505漲到595(不包括指
紋費)。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380
漲到$410。指紋費$85 不變。公民入
籍的申請費由$595漲到$640（不包括
指紋費)。投資移民申請費 I-526 從
$1500漲到$3675。投資移民臨時綠卡
轉成正式綠卡，I-829申請費$3750不
變。投資移民區域中心 I-924 申請費
從$6230 調漲到$17,795。移民局還提
出一項新的收費，將I-924A的投資移
民區域中心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移
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2010年11
月。
2.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 2016 年 12
月15日起，全面實行辦理護照、旅行
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請人需要提前
登錄“中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預
約 ” 網 站 （http://ppt.mfa.gov.cn/ap-
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證時間
。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提示打印
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間攜帶相關資
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本人來館遞
交申請。除遺失護照急於回國的臨時
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請人有其他
極特殊情況無法在線預約的情況外，
總領館不再受理未經預約的護照、旅
行證申請。
3. 自 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有效
期 B1/B2、B1 或 B2簽證的申請者，
必須在首次前往美國旅行前登記。所
有申請者的登記維持兩年有效，若旅
客的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過
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失效。登記
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
期和護照及其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息
。
4. 2016 年 11 月 18 日，美國移民局在
聯邦公告上宣布，對於已獲 I-140 申

請批准，但還在等待簽證名額的外
籍員工，可以申請為期一年的工作
許可，並且可以延期。如果失去工
作，最多有 60 天的寬限期。正式
法案將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生效。
原文鏈接為：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
documents/2016/11/18/
2016-27540/retention-of
-eb-1-eb-2-and-eb-3-immi-
grant-workers-and-program-im-
provements-affecting-
high-skilled
5. 移民局於2016年4月份前五個工
作日內共收到 236,000 份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通過抽籤選出了
65,000個常規申請和20,000個留給
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申請。移民局將從 2017 年 4 月 1 日起
接受新的H-1B工作簽證申請。估計
名額依然會很快用罄。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
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
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
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
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
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
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
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
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
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
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
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
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
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

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
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
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託書
。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
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
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
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 五:9:
00AM-5:00PM, 週 六:10:00AM-1:
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
鏈接中收看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日前
簽發的移民禁令，遭到聯邦第九巡迴
上訴法院判決 「暫緩執行」。美國之
音報導，川普為了避免陷入冗長的司
法戰，決定下星期將簽發一項新的行
政命令，以取代先前備受爭議的移民

禁令。
美國司法部在一項聲明中表示，

川普打算簽發其他的行政命令，是為
了有效保障國家安全，而不要在冗長
的法律訴訟中糾纏，而犧牲了國家安
全。

川普在星期四的記者會中，仍然
忍不住抱怨了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他說，法院做了一個 「非常糟糕的
裁決」。

川普先前在一月二十六號所簽署
的行政命令，暫時禁止伊朗、伊拉克

、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
與葉門等七個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
家，他們的國民入境美國，命令有效
時間為九十天。命令同時規定，在行
政命令簽發之後的一百二十天之內，
禁止難民入境，而敘利亞難民，則是

無期限禁止入境。
這項行政命令簽發之後，引發廣

大爭議，並引發人權團體訴訟，果然
遭到法院裁定 「暫停執行」。

換個角度再戰 川普下週將再簽發新移民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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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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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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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軍方訓練金雕抓捕
非法飛行無人機

法國軍方在位於該國西南部蒙德馬
桑（Mont-de-Marsan）的空軍基地訓
練金雕抓捕非法入侵的無人機。

波黑大規模排水發電波黑大規模排水發電 導致巨型人工湖完全消失導致巨型人工湖完全消失

這個湖中的水平面通常可以調節以用於發電並避免下遊的莫斯塔爾這個湖中的水平面通常可以調節以用於發電並避免下遊的莫斯塔爾
市出現洪水市出現洪水。。此次排水是今年此次排水是今年11月進行的月進行的，，發電公司稱需要在幹燥發電公司稱需要在幹燥、、寒寒
冷的季節維持發電量冷的季節維持發電量，，這壹時期電量需求超過以往平均值這壹時期電量需求超過以往平均值。。但湖水完全但湖水完全
被排幹被排幹，，湖裏的生命全部消失湖裏的生命全部消失，，讓當地人特別是漁民非常吃驚讓當地人特別是漁民非常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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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南部發生壹起火車相撞事故盧森堡南部發生壹起火車相撞事故，，造成造成11人死亡人死亡，，多人受傷多人受傷。。據據
介紹介紹，，當地時間早當地時間早88點左右點左右，，壹列客運火車在盧森堡南部貝唐堡撞上另壹列客運火車在盧森堡南部貝唐堡撞上另
壹列貨運火車壹列貨運火車。。警方稱警方稱，，事故發生地靠近盧森堡和法國邊境事故發生地靠近盧森堡和法國邊境，，客運火車客運火車
來自法國東北部蒂永維爾來自法國東北部蒂永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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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汽笛長鳴中，

75006/5次中歐班列平穩駛出山

西太原，2臺具有中國完全自

主知識產權的大型礦用挖掘

機搭乘該班列，踏上前往俄

羅斯列索西比爾斯克的“遠

嫁”之旅。

這趟中歐班列由31輛敞車

和10輛集裝箱組成。列車從山

西現代物流樞紐——中鼎物流

園始發，經滿洲裏，開往俄羅

斯列索西比爾斯克，全程運行

6000 公裏，其中國內 2491 公

裏，國外3509公裏。列車將於

2月20日抵達滿洲裏，預計3月

初到達列索西比爾斯克。

班列運載貨物為山西太重

集團生產的WK—20型大型礦

用挖掘機，該型挖掘機每臺重

約800噸，高13.54米，壹鏟鬥

就可挖掘礦石20立方米，是名

符其實的“巨無霸”。這也是

該型挖掘機首次進入俄羅斯市

場。

由於體型巨大，2臺“巨無

霸”被分解為200多個包裝件，

這些包裝件既有重量不足1噸的

輕泡件，也有寬度5米左右的超

限件，形狀極不規則。為讓這

些部件平穩乘車，太原鐵路局

與太重集團相關技術人員針對

每個包裝件定制化設計裝載方

案，並采取集裝箱內加固等方

法，保證每壹個部件都平穩牢

固。

太原鐵路局營銷處副處

長蘇海春稱，該局在全國中

歐班列開行中首次采用了集

裝箱與敞車混裝的形式，對

重量 3 噸之內、適合裝箱的

貨物采用 20 只 20 英尺集裝箱

裝運，其余貨物采用敞車裝

運。

據了解，通過中歐班列到

俄羅斯列索西比爾斯克，不僅

運輸時間要比走海運縮短20天

左右，而且可以有效避免海水

侵蝕、晃動碰撞造成的貨物損

耗，因而成為中俄雙方客戶的

首選運輸方式。

太原鐵路局相關負責人表

示，這趟中歐班列的開行，是

該局服務“壹帶壹路”建設的

壹次具體實踐，更為山西企業

走出國門，為“中國制造”走

向世界開辟了壹條新的更加便

捷的通道。

跨省賣鹽尷尬現狀
遭遇地方保護主義還是違背鹽改政策？

綜合報導 據報道，鹽業體制改革

落地實施四十多天以來，多省份查扣

外地食鹽。鹽業定點生產企業認為，

自己的公司跨省賣鹽合理合法，依據

是去年底工信部聯合發改委下發的

《關於加強改革過渡期間食鹽專營管

理有關工作的通知》。通知規定，省

級食鹽批發企業可以跨省備貨，省級

以下食鹽批發企業可以在省內跨區備

貨。取得批發許可的食鹽定點生產企

業，可以通過自建物流系統等方式，

開展食鹽銷售經營活動。

既然拿得出依據，中央鹽業體制改

革要壹定程度上引入競爭機制，有條件

地激發食鹽市場活力。各地鹽業主管部

門為何查扣食鹽定點生產企業運來的食

鹽？

查扣山東肥城精制鹽廠30噸食鹽的

河南新野縣鹽業局表示，查扣這些食鹽

的法律依據是《食鹽專營辦法》和《河

南省食鹽管理條例》。已經取得省級食

鹽批發許可的企業跨省賣鹽還需要哪些

行政許可？符合哪些條件能在外省賣

鹽？山東省鹽業管理局鹽政稽查總隊副

總隊長遲小結說，除了取得省級批發資

質之外，具備以下幾個條件，外省鹽就

能進入山東市場：要開展經營，按照585

號文件規定，要履行告知義務。把企業

的主要信息要告知要開展業務的省級鹽

業行政主管機構。另外，要求銷售的鹽

產品質量有保障，並且符合搞銷售地區

的食鹽加碘的濃度規定。

而壹些食鹽定點生產企業的營銷人

員卻表示，外省鹽即便符合國家規定的

上述條件，依然會被鹽業管理部門以各

種理由查扣，“我們以前都賣的是淮鹽

（江蘇本地食鹽），我賣的淮鹽什麽手

續都沒有也沒人管，賣唐山鹽就有人

管。上海的公司在南京賣被查，上海的

質量各方面做得很好，還有中鹽、久大

都被查扣了。”

在肥城精制鹽廠河南區域負責人陳

先生看來，各地鹽業局之所以這麽做，

是因為鹽改引入的競爭機制打破了當地

鹽業公司的壟斷地位。河北唐豐鹽業

公司江蘇區域負責人祁正兵持同樣的

觀點，“利益就是鹽的價格。2016 年

12月份鹽的價格是 5150塊錢壹噸，我

們的鹽過來後賣到 3000塊錢壹噸。牽

扯到利益，價格懸殊太大，它的鹽也

賣不掉了。”

在采訪中，幾乎所有的鹽業主管

部門都不認可這種觀點。河南省鹽業

管理局的壹位工作人員稱壹些食鹽定

點生產企業，為降低企業運營成本、

搶占市場，將食鹽轉賣、再批發給沒

有資質的企業或個人，增加了實質上

的食鹽批發企業數量，違背國家不再

新增食鹽批發許可證的規定。這是多

地查扣食鹽的真正原因，“比如壹個

生產企業委托代理商銷售給他幾百噸

或幾十噸，再批發給其他零售商戶，

中間企業是否相當於有實際批發行為？

但他沒有批發資質。生產企業如果大

批量銷售給個體工商戶，再銷售給零

售商，屬於食鹽批發行為。如果不對

這種銷售模式進行規定，可能出現很

多的批發企業無法監管。”

山東省鹽業管理局鹽政稽查總隊副

總隊長遲小結進壹步解釋，這些食鹽定

點生產企業為了搶占市場，以加盟、授

權經營等形式廣設轉代批點，違背國家

鹽改政策。“（食鹽定點生產企業）到

處召開所謂的招商會，以加盟、授權經

營的形式，廣設轉代批點，並以保證金

和押金等名義，收取大量的預收貨款。

這與國家的鹽改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法規

相違背，即便（與代理加盟商）簽了協

議合同，也有可能無法正常開展經營。

但廠家收了大量的預售貨款，可能給帶

來壹定的經濟損失。”

而很多鹽業定點生產企業則稱，如

果說嚴格按照四種銷售模式，由鹽廠與

零售終端直接銜接起來，對於食鹽這種

特殊的商品恐怕很難執行。中國鹽業協

會秘書長宋戰京表示，“讓制鹽企業自

己直達銷售終端，像這種商品終端多

了，壹個縣幾千個上萬個零售超市，要

是壹家壹家的去跑？這個方面的問題我

們也在琢磨這種商品的屬性應是哪壹種

銷售方式。”

對於查扣行為，鹽企與主管部門分

歧較大。究竟是食鹽生產企業在鉆政策

過渡期的空子，還是管理部門打著執法

的招牌，在保護地方利益？江蘇省鹽務

局曾表示，對於外地食鹽，省鹽務局壹

直都持開放態度。另壹省級鹽業管理部

門的負責人也表示歡迎外省鹽進入本地

市場。但這位負責人直言，省內食鹽定

點生產企業要想走出去，壹定會遇到地

方保護主義，這毫無疑問。

中國鹽業協會秘書長宋戰京坦言，

鹽改政策落地過程中遇到的這些問題，

與法律法規正在修訂當中有關。“權威

的解釋目前沒有，現在這些問題不好斷

定是否違規。改革剛開始，各種各樣的

問題出來很正常。”

宋戰京表示，目前，鹽業協會方面

在密切關註市場動向，抓緊研究已經暴

露出的問題，並采取相應措施。

中歐班列運送中國“巨無霸巨無霸”
““遠嫁遠嫁””俄羅斯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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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drug supply 
last summer, 
causing 
hundreds of 
unsuspecting 
drug users 
to overdose. 
The DEA 
confirmed 
more than 400 

seizures of carfentanil across eight US states from 
July through October. So lethal, an amount smaller 
than a poppy seed can kill a person, carfentanil was 
researched for years as a chemical weapon and used 
by Russian forces to subdue Chechen separatists at a 
Moscow theater in 2002.
New data from DEA laboratories suggests the supply 
of furanyl fentanyl is now surging. DEA labs identified 
44 samples of furanyl fentanyl 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of 2016, up three-fold from the prior quarter.
Though Beijing has said US assertions that China 
is the top source of fentanyls lack evidenc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eepened cooperation as the 
US opioid epidemic intensifies. Beijing already 
regulates fentanyl 
and 18 related 
compounds,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widely abused 
domestically. Since 
2016, China has 
arrested dozens 
of synthetic 
drug exporters, 
destroyed eight 
illegal labs and 
seized around 
2 tons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Committee.
Websites On Servers Abroad
But the battle against rapidly evolving synthetic drugs 
is complicated by the deeply global nature of the 
narcotics trade and the deeply national nature of law 
enforcement. Some online drug vendors host their 
websites on servers abroad to thwart police. All benefit 
by submerging their illicit packages in the vast tides of 

list of controlled substances.
Usually, the process can take nine months. This time, 
it took just four.
The DEA and US State Department have pressed China 
to make carfentanil a controlled substance. Although 
Beijing has said US assertions that China is the top 
source of fentanyls lack evidenc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deepening cooperation as the American 
opioid epidemic intensifies.
US opioid demand is driv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a 
new class of deadly synthetic drugs, made by nimble 
chemists to stay one step ahead of new rules like this 
one.
As soon as one substance is banned, others proliferate. 
After Beijing tightened its focus on fentanyls late last 
year, the AP documented how Chinese vendors began 
to actively market alternative opioids , like U-47700.
“We don’t think their scheduling actions will end 
with just these four,” Baer said"It shows China's 
attitude as a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Yu Haibin,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Committee,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It will be a 
strong deterrent."
He added that China is actively considering other 
substances for sanction, including U-47700, an opioid 
marketed as an alternative to banned fentanyls. China 
said the March 1 ban will also apply to carfentanil's 
less-potent cousins furanyl fentanyl, acryl fentanyl and 
valeryl fentanyl.
The U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called 
China's move a potential "game-changer" that is 

likely to have a big impact in the 
US, where opioid demand has 
driven the proliferation of a new 
class of deadly drugs made by 
nimble chemists to stay one step 
ahead of new rules like this one. 
After China controlled 116 synthetic 
drugs in October 2015, seiz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mpounds on 
that list plunged.
"It's a substantial step in the fight 
against opioid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said Russell Baer, a DEA 
special agent in Washington. "We're 
persuaded it will have a definite 
impact."
Legally used as an anaesthetic for 
elephants and other large animals, 
carfentanil burst into the North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Nor did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bservers said the deployment, if confirmed, would 
be seen in Taiwan as a sign its relationship with 
Washington was stable.
Lo Chih-cheng, the 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aiwan’s rul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said such a move by Washington would have 
“substantive significance” to -Taipei. Lo said the US 
had rarely stationed marines to protect its missions 
in countries without diplomatic relations unless the 
situation there was risky.
“If the relations are not stable,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 
US to ¬invest in a costly project like this,” Lo said.
The AIT has said its personnel would be moved to the 
new office compound in Neihu district some time this 
year.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marines guards at the 
new compound would wear a military uniform, as their 
counterparts do in US embassies in other countries.

AIT spokeswoman Sonia ¬Urbom yesterday said she 
would not discuss specific security matters for the 
facility.
Yen Cheng-sheng,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id Washington had increased 
its defence commitments to Taiwan as part of its Asia-
Pacific strategy.
Yen noted that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d signed into law the 2017 National Defence 
Authorisation Act, which authorised the Pentagon to 
conduct senior 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The posting could mean there will be more obvious 
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but it is far from the US stationing troops in 
Taiwan.”
Beijing might be “uncomfortable” with marine guards, 
Yen said, but because of Trump’s agreement on the 
one-China policy, it would not make the matter a big 
issue with Washington.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
politics and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

China is adding the deadly elephant tranquilliser 
carfentanil and three related synthetic opioids to its list 
of controlled substances from the start of next month, 
China’s 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Commission said 
on Thursday.
The U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called 
the move a potential “game-changer” that is likely 
to reduce supply of key chemicals driving a surge of 
overdoses and deaths among unsuspecting drug users 
in North America. After China controlled 116 synthetic 
drugs in October 2015, seiz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mpounds on that list plunged.
“It’s a substantial step in the fight against opioid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said Russell Baer, a drug agency 
special agent in Washington. “We’re persuaded it will 
have a definite impact.”
Some 5,000 times stronger than heroin, carfentanil is 
so potent it has been used as a weaponand is considered 
a potential terrorism threat. Dealers 
cut fentanyls into heroin and other 
drugs to boost profit margins.
Beijing already regulates fentanyl 
and 18 related compounds. China 
said it was also placing carfentanil’s 
less-potent cousins furanylfentanyl, 
acrylfentanyl and valerylfentanyl 
under control. All are prevalent in 
the US drug supply, Baer said.
In October, Associated Press 
identified 12 Chinese companies 
that offered to export carfentanil 
around the world for a few thousand 
dollars per kilogram, no questions 
asked.
That same month China began 
evaluating whether to add carfentanil 
and the three other fentanyls to its 

corps and it will be in Taipei as well,” Young 
said.
This will be “a symbolic expression” of the 
US’ commitment to its friends in Taiwan, 
Young said.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proposed 
marines unit would wear a military uniform 
as their counterparts do when protecting US 
embassies in other countries.
Marines are posted at 148 US diplomatic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 have 
been no such deployments at the AIT since 
Washington switche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o Beijing in 1979.
Since Taipei and Washington severed 

diplomatic ties in 1979, there have been no US Marines 
stationed at the AIT office, because the US maintains 
only unofficial ties with Taiwan.
Having US Marines posted at the new AIT compound 
would likely be seen here as an indication of warm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he AIT yesterday said that it would not discuss 
specific security matters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its 
facility.
However, the new compound “is a demonstration of 
our ongoing and continuously deepening commitment 
to Taiwan,” AIT spokeswoman Sonia Urbom said.
“As is the practice at AIT’s current location, personnel 
detailed to AIT will provide security for the office 
compound, i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authorities,” she 
said.
She said the projected completion date for the new 
facility is the middle of this year.
“We will beg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locations 

after the project has been 
completed,” she said.
Young’s speech wa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a US Marine 
guard detachement at the 
Neihu site has been mooted.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an an advertisement in the 
Taipei Times and the China 
Poston April 19, 2008, 
seeking contractors to build 

quarters for US Marine security guards at the Neihu 
compound.
On April 21, then-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Tom Casey told reporters in Washington that the 

Taiwan’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re set to 
become closer as Washington reinstates marines as 
guards at the new compound of its de facto diplomatic 
mission in Taipei, a move likely to irk Beijing, analysts 
said.
In a seminar in Washington on Wednesday, Stephen 
Young,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 – the US embassy on the island in 
the absence of official ties – said Washington would 
send marines soon to guard the new compound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 once it is 
completed and AIT personnel are moved to the site in 
Taipei’s Neihu District (內湖). The retired diplomat 
made the remarks at a speech at a conference held by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a Washington think tank, to 
discus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aiwan policy.
Young, who served as AIT director from 2006 to 2009, 
said he had pushed strongly for a marine security 
detachment for the ¬Taipei mission and was “proud to 
say that it is the case today”, 
according to Taiwan’s Central 
News Agency.
The AIT has said that it will 
make the move to Neihu 
sometime this year.
“We made sure when we 
were designing our new office 
building that we were going 
to build a very nice marine 
house for our guys there,” 
Young said of the new facility.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they deserve it for their own 
purposes, “but because when you go around the world, 
a marine house is the social center of any diplomatic 

procurement announcement did not indicate anything 
more than in seeking a contractor, as the US wants to 
give bidders a “full range of options.”
The notices “included the broadest possible kinds of 
elements that might be included” in the new facility, 
Casey said.
The Marine Corps Times newspaper in April 2009 
reported that the US Marine Corps had included the 
new facility on a list of new US embassy buildings for 
a meeting with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on security, 
but the meeting ended before the Taipei facility was 
completed.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an an advertisement in 
the Taipei Times and the China Poston April 19, 2008, 
seeking contractors to build quarters for US Marine 
security guards at the Neihu compound.

On April 21, then-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Tom Casey told reporters in Washington that the 
procurement announcement did not indicate anything 
more than in seeking a contractor, as the US wants to 
give bidders a “full range of options.”
The notices “included the broadest possible kinds of 
elements that might be included” in the new facility, 
Casey said.
Hu Benliang,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he move showed the “duplicity” 
of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given tha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d pledged to honour the one-China 
policy, which recognises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What Trump says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asures and 
policy that he is pursuing. Both sides are still engaged 
in a power play [over Taiwan],” Hu said. “But in order 
to contain China, [Washington] just cannot give up the 
Taiwan card.”
In Beijing,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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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AIT Director Stephen Young said marines would be deployed to 
the facility. (Photo/CAN)

Marines On Guard At U.S. Embassy In Paris, France

 The site of AIT's new office compound in Taipei. 
 (Photo: CAN)

US drug enforcement officials say China’s move will reduce 
the supply of key chemicals driving a surge of overdoses 
and deaths in North America.  Photo: AP

U.S. Poised To Use Marine Guards At 
'De Facto' Diplomatic Mission In Taipei

China’s Latest Drug Ban A ‘Game-Changer’
In The Battle Against U.S. Drug Trade

Deployment  W ould  B e  W elcomed  B y Taipei,  S ay  A nalysts,  B ut  S een  I n  A   D ifferent  L ight  I n Beijing

U.S. Drug Enforcement Officials Hail Beijing’s Move
To Add Deadly Tranquilizer Carfentanil To Controlled Substance List

For decades before being 
discovered by drug dealers, 
the deadly opioid carfentanil 
and substances like it were 

researched as chemical weapons 
by the U.S., U.K., Russia, Israel, 
China, the Czech Republic and 

India, according to publicly 
available documents. They are 

banned from the battlefield 
under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Dealers cut carfentanil and other 
dangerous compounds into heroin 
to boost profits. 

Policemen prepare to incinerate 
drugs on the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 on June 26, 2012 in 
Shenyang, China. Drug use in 
China has rapidly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ChinaFotoPress/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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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te commerce shipped or sent by courier from 
China.
One example of the kind of global co-ordination 
needed to take down synthetic drug barons is the case 
of Zhang Lei, whom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designated a drug kingpin in 2014. China shared 4 221 
clues with 58 countries and areas in the hunt for Zhang, 
Chinese drug control authorities said on Thursday. 
Zhang was sentenced to 14 years in Chinese prison last 
year, according to one of his lawyers, Fan Renzhong.
In October, the AP identified 12 Chinese companies 
willing to export carfentanil around the world for a 
few thousand dollars a kilogram, no questions asked. 
That same month China began evaluating whether to 
ban carfentanil and the three other drugs. Usually, the 
process can take nine months. This time, it took just 
four. Goo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ffective 
early warning systems to track the emergence of novel 
drugs helped speed the process, Chinese drug control 
officials said on Thursday.

China's action is "a hopeful sign of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said Jeremy 
Douglas, a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in Bangkok. "But having 
legislation is a first step. The law will need to be 
enforced effectively."
Offers for carfentanil from Chinese vendors were 
scarce on Thursday, but the AP quickly secured five 
offers to export furanyl fentanyl to the United States. 
Some vendors also pushed U-47700.
"One news I just got is that the carfentanil and furanyl 
fentanyl etc opioid analogs will be controlled in China 
on March 1 effective," one vendor called Ete wrote in 
an email. "So if you need them pls make it before that 
day. After that day it will be unavailable."
The vendor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from AP.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and http://www.scmp.com/
news/china/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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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ty International School
“猜燈謎，慶元宵”遊園會

本報記者 黃麗珊 報導

中文部主管龐嘉瑤老師是遊園會的靈魂人物，一手精心
策劃活動，給全學校師生帶來非常特別的中國新年。

張開翅膀的小蝴蝶，漂亮優雅，美不勝收。

李稹樂，何筱，潤溦 Neufer，Jackson Meyer, Kabir Samlal, Max Paul 六位領舞青少年，充滿青春活力。

初中部校長 Tom Beuscher（左起）開心的走到臺上，和兩位初
中部主持人 Joey Georges，周棣棣進行互動，並請二人告訴大
家如何用中文說“新年快樂！”。

高中部兩位主持人蔡瑞德，Adriana Morales 神情愉快，表現出色。

五歲小蝴蝶 Isell Marin
翩翩起舞，輕靈曼妙。
Isell 是 Awty 課後中文
班最小的學生之一。學
中文才半年，但聰明伶
俐，水平已直追高年級
的同學。

遊園會最美麗的一支隊伍，八位 10,11 年級中文部學
生擔任工作人員，穿梭會場，提供各種協助，他們是
Alejandra（ 左 起 ）, Doreen, Katherine, Abigail, Carol, 
Kara, Joey, Jackson。

高中部校長 Sam Waugh 興致盎然的看
著謎題。

手持氣球小男孩，淘氣逗趣，人見人愛。

近千個謎題，垂掛在會場，開放給學生進
行搶答，覺得有把握的題目，搶先拿下謎
題，就可以到獎品臺兌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