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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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李中原李中原 律師律師
為華人社區提供更強大的法律服務為華人社區提供更強大的法律服務﹐﹐CY LeeCY Lee 律師事務所團隊律師事務所團隊(CY Lee Le(CY Lee Le--

gal Group, PLLC)gal Group, PLLC) 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立辦公室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立辦公室﹐﹐負責人李中原負責人李中原(Daniel(Daniel
Lee)Lee)為法學博士及資深出庭辯護律師為法學博士及資深出庭辯護律師﹐﹐精通家庭法精通家庭法﹐﹐法律學術淵博精闢法律學術淵博精闢﹐﹐可替可替
民眾解決生活上的法律疑難雜症民眾解決生活上的法律疑難雜症﹒﹒李中原律師畢業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李中原律師畢業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UT Austin)(UT Austin)﹐﹐並取得德州南方大學法學院並取得德州南方大學法學院(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 Thur(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 Thur--
good Marshall School of Law)good Marshall School of Law)法學博士法學博士﹐﹐李中原獲得休士頓李中原獲得休士頓20172017最佳律師認最佳律師認
證證﹐﹐獲獎無數獲獎無數﹐﹐熟諳刑事事故熟諳刑事事故﹑﹑車禍意外車禍意外﹑﹑人身傷害人身傷害﹑﹑家庭法家庭法﹑﹑離婚官司離婚官司﹑﹑子女監子女監
護扶養護扶養﹑﹑商業和房產糾紛領域商業和房產糾紛領域﹐﹐20072007年開始執業年開始執業﹐﹐將近將近1010年的法律訴訟經驗年的法律訴訟經驗﹐﹐
經歷豐富經歷豐富﹒﹒歡迎來電預約諮詢歡迎來電預約諮詢﹐﹐西語及英文專線西語及英文專線832832--632632--46394639﹑﹑中文專線中文專線
972972--963963--02150215﹑﹑281281--498498--43104310 或電郵或電郵﹕﹕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
comcom﹐﹐地址地址﹕﹕11122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77072﹐﹐總辦公室總辦公室 13051305 PrairiePrairie
St SteSt Ste 3003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0277002﹐﹐詳情請至官網詳情請至官網www.LeeLegalGroup.comwww.LeeLegalGroup.com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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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快樂童年》》快樂的紡織快樂的紡織 周六晚周六晚88時播出時播出

【VOA】美國總統川普的民調成績一向乏善可陳﹐但是﹐他的公眾形
象看來正在改變﹒幾家民調機構在川普在國會發表演講後進行的調
查都顯示﹐川普的得分有了重大的提升﹒
CBS/YouGov的民調結果是﹐76%的受訪者對他的這個演講持正面

看法﹐82%的人認為﹐這個演講有點“總統範”﹒
CNN/ORC的調查也差不多﹐70%的人表示﹐這個
演講讓他們對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更加樂觀﹒
這兩家民調機構過去對川普進行的調查結果大多
不好﹐對川普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平均在 45%以
下 ﹒ 美 利 堅 大 學 分 析 師 詹 姆 斯·瑟 伯（James
Thurber）指出﹐自從19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任
內開始進行民調以來﹐川普是所有總統中民調成
績最差的﹐不是之一﹒
維吉尼亞州的喬治梅森大學的分析師傑瑞米·梅
耶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的時候說﹐“這是我看到的
這個男人發表的最好的演講﹐我一直在非常密切
地觀察著他﹒（演講中）透出了妥協的味道﹑冷靜的
味道﹐和‘讓我們一起努力’的味道﹒這些是人們
過去很難在唐納德·川普的言辭中看到的﹒”
華盛頓兩黨政策中心的約翰·福捷讚同梅耶的觀
察﹒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已經習慣看到一個非

常富於戰鬥性的唐納德·川普﹒（但他這次講話的）調子要比以前更加
樂觀﹒他在競選中都講過這些話題﹐但這次做的要正面得多﹒”
在川普講話的時候他的聽眾（參加聯席會議的兩黨議員們）做出的反

應總體上看是涇渭分明﹐共和黨一邊不時地起立鼓掌﹐而民主黨一邊
卻非常冷淡﹐在整個講話期間﹐極少有人起立鼓掌﹒但是﹐非常明顯﹐
在講話的最後﹐會議大廳洋溢起兩黨一致的氣氛﹒當時川普呼籲所
有美國人“擁抱”他所說的“振興美國的精神”﹒
川普說﹐“我要求今天晚上觀看（演講）的人都要抓住這個時刻﹐相信
你們自己﹐相信你的未來﹐再相信一次美國﹒”
會後﹐共和黨人對川普的講話基本上是讚成的﹒眾議院議長保羅·瑞
安說﹐這是一個“很棒的”演講﹒副總統邁克·彭斯說﹐這個演講展示
了總統“寬闊的肩膀”和“博大的心胸”﹒
但是許多民主黨人依然對川普講話調子的變化是否能夠持久感到懷
疑﹒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對媒體表示﹐“他的演講總是完全
脫離現實﹒”
很多人都知道﹐說著容易做起來難﹒華盛頓兩黨政策中心的福捷對
美國之音說﹐“（川普的宏大計劃的）許多細節和實施措施對他來說仍
然有著相當的難度﹒”福捷表示﹐現在他需要做的是向大體與他站在
一起的共和黨人展示出一些領導能力﹐“但是﹐前面還有許許多多的
障礙﹒我認為﹐這才是他需要用智慧去做的事情﹒”
福捷估計﹐要真正推動川普的一些目標﹐比如廢除和替代奧巴馬的平
價醫保法和稅制改革﹐可能會需要幾個月﹐或許需要兩年﹒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節目介紹﹕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
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快樂童年﹐將在
3 月 4 日晚間 8 時﹐播出「快樂的紡織」主
題 ﹐邀 請 休 士 頓 喬 治 牧 場 歷 史 公 園
(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的項目負責
人Hannah Moses偕同仁﹐帶來古老手動織

布機﹐介紹古代紡織技術及知識﹐精彩內
容﹐觀眾請準時收看﹒

播出時間﹕3月4日(周六)晚間8時播出﹐3
月8日(周三)上午9時30分到10時重播﹒

【VOA】美國副總統彭斯星期三表示﹐盡管一份修正後的
旅行禁令將在今後幾天內出爐﹐但川普總統仍將繼續為
他最初簽署的那份旅行禁令進行辯護﹒
彭斯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一檔早間新聞欄目上
說﹕“川普總統決定不僅要在法庭上為最初的那份旅行
禁令進行辯護﹐因為我們仍然認為這完全是在他總統權
限範圍之內﹐而且也要利用法律賦予他無可爭辯的權威
再簽署一份新的旅行禁令﹒”
聯邦法院要求凍結實施川普1月27日簽署的旅行禁令﹒
那份旅行禁令暫時禁止伊拉克﹑伊朗﹑利比亞﹑索馬裏﹑
蘇丹﹑敘利亞和也門七個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同時還
暫停了美國接收難民的項目﹒
美國法院接到了20多起針對該旅行禁令的司法訴訟﹐美

國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在華盛頓州提起的訴訟中作出了
維持凍結旅行禁令的裁決﹒
旅行禁令剛做出後很多機場出現一些混亂﹐一些美國永
久居民﹑也就是美國“綠卡”持有者也被禁止入境美國﹒
彭斯說﹐修正後的旅行禁令會在幾天後出台﹒
川普政府表示﹐新的旅行禁令對象將不包括美國永久居
民﹐這將使挑戰這一禁令的難度更大﹒
一名白宮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新的旅行禁令可能會在
星期三簽署﹒但川普政府一名高級官員對CNN表示﹐
為避免川普首次國會演講的積極反響受到不利影響﹐他
會推遲簽署新的旅行禁令﹒
川普星期二晚上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
講﹐演講普遍得到好評﹒

彭斯彭斯﹕﹕川普仍將努力辯護首份旅行禁令川普仍將努力辯護首份旅行禁令

美國副總統彭斯美國副總統彭斯﹒﹒

美國總統川普在國會聯席會議上講話美國總統川普在國會聯席會議上講話﹒（﹒（20172017年年22月月2828日日））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川普的公眾形象因國會演講而開始改觀川普的公眾形象因國會演講而開始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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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燒 烤 大 賽 (World's Championship
Bar-B-Que Contest)：

休士頓牛仔節(Houston Rodeo)即將到來，
自3月2日(周四起)至3月4日(周六)連續三天在
休士頓NRG體育場提前舉辦一場大型世界燒
烤冠軍爭奪戰，用德州最著名的 BBQ 烤肉，
迎接這項畜牧盛事到來。活動將有超過250隻
隊伍同台較勁，各自帶來自己的獨門烹調技術
和秘密武器，呈現最道地的德州烤肉。門票每
人15元，3至12歲每人五元，購票均可獲得一
份免費牛肉燒烤三明治，詳情時間請至官網查
詢。

駱駝和鴕鳥賽跑(Camel and Ostrich Races)：
賽馬、賽狗，甚至賽鴿不稀奇，但駱駝和

鴕鳥賽跑可就沒看過了。3月3日(周五)下午5
時30分和周六下午4時30分，在Sam Houston
Race Park裡，將上演這場趣味十足的沙漠動物
競賽，這些動物在專業的騎乘師訓練下，大夥
一起比較高下，看誰跑得快。此為付費活動，
成人七元，4至12歲每人四元，4歲以下免費
。想一睹這少見又有趣的駱駝和鴕鳥競速比賽
， 歡迎到場同歡。

寵物市集(DogPop Market)：
愛狗人士請看過來，本周六在Yuppie Dog

(2203 Durham Dr, Houston, TX 77007)晚間5時
至9時將舉辦寵物市集，現場有各式各樣的狗
兒商品和其他寵物用品，現場也有音樂、食物

餐車、各式冰飲品等，免費入場，趕快帶著愛
犬來逛逛，為牠挑選新玩具吧。

第一個星期六藝術市集(First Saturday Art
Market at The Hight)：

在休士頓的高地村，每個月的第一個周六
上午11時至下午6時都有一場 「星期六藝術市
集」，現場有食物餐車、生活用品、手工藝品
和繪畫等各式商品，現場也邀請樂團演奏，讓
大家一起度過愉快的周末，歡迎藝術愛好者到
場挑選。

藝術品交換會(Art Swap)：
同樣與藝術有關，周六在 Lawndale Art

Center上五10時至下午2時，有一場藝術交換
會，大家可帶自己珍藏的藝術品參加活動，不
只互動交流外，也可從當中尋寶，以物易物方
式，換得喜愛的藝術品。

俄羅斯早春市集 (Russian Spring Pop-Up
Market)：

除了寵物市集吸引人，3月5日(周日)在俄
羅斯文化中心(Russian Cultural Center)中午 12
時有一場俄羅斯早春市集，現場販售許多俄國
傳統文化商品，包括珠寶首飾、衣飾、手工藝
品等，現場也有販賣俄語二手書和故事叢書，
歡迎趕快到場淘寶選購。地址在2337 Bisson-
net St, Houston, TX 77005

春意盎然 周末戶外活動多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春天腳步近，春意盎然，戶外活動增加，這周末有燒烤大

賽、駱駝與鴕鳥賽跑、寵物市集、藝術市集和俄羅斯早春市集等，趁著好天氣到戶外走走逛
逛吧。

牛仔節的燒烤大賽烤肉味飄香。(取自網路)

賽駱駝無奇不有，趣味橫生。(取自網路)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
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快樂童
年，將在3月4日晚間8時，播出 「快樂的紡織」
主題，邀請休士頓喬治牧場歷史公園(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的項目負責人Hannah Moses
，帶來古老手動織布機，介紹古代紡織技術及知
識，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

為讓孩子了解日常生活中相關知識，這次由
來自休士頓喬治牧場歷史公園的項目負責人
Hannah Moses與她的同事帶來古老手動織布機，
講解古老的織布技術，讓孩子了解古代的織布方
法，如何將羊毛和棉花變成織布線，與如何清理
棉花上的雜質。

參加錄影的小朋友杜沙海闊和咪咪都大開眼

界，首次接觸到古代紡織技術，認識古人如何用
礦物質做料染布，把紡好的線染成五顏六色，孩
子們增加見聞，佩服古人的智慧與發明，娟子說
，很喜歡這種貼近生活的知識性主題，未來會多
策劃這樣的主題，讓孩子學習新知。

想要知道節目中更多有趣的互動和更多與生
活相關的故事嗎？請準時收看本周六美南國際電
視15.3頻道播出的快樂童年之快樂的紡織。

本集播出時間是3月4日晚上8時到8時30分
，3月8日周三上午9時30分到10時重播，每月
兩次，隔周播出。精彩內容，敬請準時關注。節
目也誠招贊助商，歡迎有興趣的商家踴躍冠名贊
助支持。

快樂童年手動織布機快樂童年手動織布機 學習古代紡織技術學習古代紡織技術

休士頓喬治牧場歷史公園的項目負責人休士頓喬治牧場歷史公園的項目負責人Hannah Moses(Hannah Moses(右三右三))與同事帶來古老手動紡織機的與同事帶來古老手動紡織機的
故事故事，，讓主持人娟子讓主持人娟子((左四左四))和小朋友都大開眼界和小朋友都大開眼界。。((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本報訊）大專校聯合唱團訂於4 月22 日演出
，目前已進入精益求精階段，各項要求指標已達專
業標準，指揮張廖莉娜，身兼音樂藝術總監，責任
重，壓力大，全體團員均繃緊神經，全心投入，務
使充份詮釋每首歌曲的音樂性及文學性，這場高水
準的合唱音樂會為休士頓愛樂者翹首以待。合唱團
除了在休士頓首演之外，10 月中旬將返台巡演三場
，指揮張廖莉娜老師也為這場音樂會多次返台接洽
，她本人的音樂才華及任事負責的態度，為台灣音
樂界所讚賞，3 月份她應邀將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合
作演出，同時也為合唱團回台演出做熱身及宣傳。
好在大專校聯合唱團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更有
總聲部長詹硯文老師帶領及各聲部長的配合，校聯

合唱團屆時將以最佳演出呈現給觀眾。
張廖莉娜簡介

台灣台中人.1981 年畢業於東海大學音樂系，在
學期間隨邱玉蘭、栗愛蓮老師習聲樂，師事 Sarah
Briggs 學習鋼琴，並隨William Zimmerman 學習合唱
指揮. 爾後投入政壇擔任台中市第十屆市議員服務社
會，同時擔任台中市西區獅子會會長，並兼職雙十
國中與曉明女中教師與中國醫藥大學合唱團指揮。
在議員任期屆滿後，獲美國休士頓萊斯大學全額獎
學金繼續鑽研，獲聲樂碩士學位。在Rice University
期 間 ， 隨 Virginia Babikian、 Thomas Jaber、 Brian
Connolly 與 Anthony Addison 等學習音樂藝術. 除多
次擔綱領唱外，並在大師級課程中演出. 張廖老師從

事音樂教學工作與舞台藝術演出逾三十五年，她做
事嚴謹，態度認真，休士頓地區多場大型音樂會皆
出自其總策劃. 除擔任行政工作外，她更是一位出色
的聲樂家，經常應邀在各音樂會中演唱，並曾擔任
休士頓大歌劇院特約演唱藝術家，其歌聲清澈明亮
，委婉動人，更難得的是她對樂曲精湛的詮釋，總
帶給愛樂者深沈的情感觸動，頗受音樂界推崇. 今年
三月間，張廖老師應邀與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合作演
出. 本著對音樂的熱忱，她曾先後指揮休士頓狂飊合
唱團、中華合唱團、休士頓兒童合唱團、雅歌樂集.
現任台聲合唱團與美南大專院校合唱團指揮。

大專校聯合唱團指揮張廖莉娜
應邀返台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聯合演出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將於4月22日星期六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第
二十四屆中文演講比賽，今年演講的主題是 「動物」. 參賽者可自由選擇與主題相關的題目.例如:
“我最喜歡的動物”, “我最愛的寵物”,“動物與我”, “我理想中的寵物”, 或“寵物帶予我的快樂
” 等等. 華裔子弟六至十八歲 和非華裔人士六歲以上皆可參賽,詳情請看附件的報名表及比賽規章.

會長黃春蘭表示舉辦中文演講比賽，目的是以發揚中華文化、鼓勵海外下一代和非華裔人士學習
中文,並希望透過演講能將學習中文生活化，增進中文演說自信心，以及促進中美多元文化之交流. 請
大家多多鼓勵您周圍對學習中文有興趣者來報名參加比賽, 所有參賽者都將獲贈獎杯一座和 T恤一件
, 各組前三名還有獎金和獎狀喔！請踴躍參賽！謝謝!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臺美人獎學金基金會（TASF）

提供美國地區臺灣移民子弟獎助學金申請
（ 本 報 訊 ） 臺 美 人 獎 學 金 基 金 會

（TASF）提供美國地區臺灣移民子弟獎助
學金申請，2月10日公佈2017年總金額5萬
美元、20個清寒獎學金名額的申請方法。前
兩年已獲得TASF獎學金的學生也可繼續獲
得總金額達9.5萬美元的協助，以完成大學
學業。基金會並說明首次 「返臺暑期實習生
」計畫。

申請人須為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人，其
父母或祖父母來自臺灣、需提供家庭低收入
證明，並積極參與臺美社區活動或文化傳承
。符合條件的高中應屆畢業生或大學一年級
新生、GPA在3.0以上的全美青年皆可申請
，將錄取20名，每人2500美元。 2017年申

請截止日期是 3 月 29 日，歡迎上網 www.
TAScholarshipFund.org下載文件申請。

「返臺暑期實習生」計畫：名為 「臥虎
計畫」（Crouching Tigers）的返臺暑期實習
生活動為期六週，從6月底到8月初，TASF
將選派和贊助5名美國大學大二以上青年參
加（TASF 以往受獎學生經申請、口試等嚴
格篩選挑出）。 TASF將贊助學生們來回機
票及保險並與臺灣教育部共同資助 「臥虎計
畫」，而臺灣教育部也會資助他們在臺的食
宿費用。

檢送獎學金申請及返國暑期實習生計畫
宣傳單各一份，敬請參考並週知僑界。

（本報訊）角聲社區中心主辦， 『華埠心理健康課程』-- 情緒管理，在3月18日(週六)上
午10時至11:30於角聲社區中心舉行。由施梁國冰師母主講，講座內容： 「正面認識情緒，可
以增加自我了解並有效控制和管理情緒」。講座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致電留言角
聲 輔 導 中 心 713-270-8660， 或 網 上 報 名 www.cchchouston.org。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3月18日角聲辦《情緒管理》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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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財富是累積出來的！在 「理財
」 的過程中，您需要一個投資教練，給您作完整、長遠的計
劃，要採取行動完成，並定期檢查、調整。投資顧客蕭雲祥
如是說！

蕭雲祥先生將於明天（ 3 月 4 日 ）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在他美南銀行大樓一樓的辦公室，舉行 「投資座談會」 討論
以下主要主題：（一）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時代建立一個安
穩的退休計劃，保本、增值、減稅、風險管理。
（ 二 ） 小型企業應如何建立商業及稅負規劃，保障、獎勵、
招聘、商業傳承。

（ 三 ） 中國國內資金需如何在美國投資與分配渠道、政策、
趨勢。

明天的演講除主辦人蕭雲祥演講外，還特邀兩位嘉賓，
包括AIG 德州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晴女士（ CPA, MBA,
LUTCF ) 及AIG 副總裁兼全美銷售總監郭鑫愷先生（ TEPR,
J. D ) 歡迎各界踴躍前往聆聽此一珍貴的座談會，因座位有限
，請提前預約。

座談會地址：6901 Corporate Dr. , # 128, Houston , TX
77036 , （ 美南大樓後門進入第一間）聯繫人： 蕭雲祥
713-988-3888，顏琦 713-261-8794

低利率高風險時代的 「 投資座談會」
蕭雲祥主辦，明天（ 3 月 4日）上午舉行

（ 本 報 訊
）岩石上的牧
羊人，是舒伯
特為女高音，
豎笛及鋼琴所
創作的三重奏
經典傑作。

全 曲 分 為
三個段落，歌
詞 採 用 詩 人
Muller 和Varn-
hagen 的詩歌創
作。 戲劇的氣
氛，豐富的詩
情。是文學與
音樂最美好的
結合。

聲樂演唱及豎笛演奏都要求極具挑
戰性的技巧，和豐富多變化的音樂性。

首段以抒情的田園風，描述一個牧
羊人在山岩上，徜徉於大自然間，聆聽

著山谷的回響。
次段以幽暗的音色，呈現冬季的凄

涼及牧羊人孤獨的心情。
第三段轉變為活潑愉快的花腔，牧

羊人盼望著大地春回，重拾蓬勃盎然的

生氣！
演出時間：三月十四日，晚上 7 時

30分
地 點 ： Emerson Unitarian church

1900 Bering Drive

休士頓僑界知名音樂家 女高音馬筱華和豎笛演奏家黃奕明 以及鋼琴家Roy Wylie
將於三月十四日合作演出舒伯特的精典名作：岩石上的牧羊人( Shepherd on the rock )

（本報訊）
時間：3-18-2017 SAT 3-7PM, 選手

登錄時間2：30PM

地點：中國人活動中心（5905

sovereign dr.Houston TX 77036）

贊助與報名電話：713-2960301 陳

會長

報名方式：將姓名，年齡，

性別短信發到以上號碼（僅

限健康人士）

說明：為促進餃子文化的推

廣，為餐館老闆儲備麵點師

聯絡方式。提高廚藝愛好者

在和麵，拌餡，擀皮，包餃

技能。在天津同鄉會活動期

間舉辦《休斯敦包餃子比賽

》。承辦方提供：和好的面

，拌好的餡和擀麵杖一直。

選手需參賽前確認洗手。

比賽內容：擀餃子皮速度賽：在

3分鐘內擀出最多的餃子皮，計算總

數 （每個合格品1分）

包餃子速度賽：5分鐘內包出最

多的餃子皮，計算總數 （每個合格品

3分）（合格品是指餃子皮不能過厚

，餃子不能包漏）

根據總分排出前三名。

獎項及獎品：比賽設一等獎，二

等獎，三等獎三個級別，優勝者獲證

書，一等獎獎金100，二等獎獎金80

，三等獎獎金50

鳴謝：TXY-TECH.INC
休斯敦包餃子比賽

鋼琴家鋼琴家Roy WylieRoy Wylie豎笛演奏家黃奕明豎笛演奏家黃奕明 女高音馬筱華女高音馬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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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55廣 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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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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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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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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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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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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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7年3月3日 Friday, March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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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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免費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3 
       ~ 水果接枝種植篇~ 

   

Organic Gardening – 3                            
Fruits planting                                   

      

3-11-2017  Saturday        日期: 3月 11日星期六                           
9:00AM-10:30AM            時間:早上 9:00-10:30 

 
seats are limited  座位名額有限 

class is available at no cost  (免費講座) 
 

免費報名專線: 713-486-5902 (翁珮珊 Ivy) 

***只接受電話報名參加***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 Wellness Center-Southwest  

 

 地點: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家庭診所 

( 位於10623百利大道, 金山飯店同一商場內, Suite C280 )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企業高管培訓班
Business Executive Training Program                                   

         聯合主辦                                       
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

    (Archie W. Dunham College of Business, HBU)                     
休斯敦基督徒年商協會

(Houston Chinese Christ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企業高管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決定著公司的戰略和發展前景, 他們是公司資源的管理者和企業成功的決

策者。该培训班针对不同層次企業管理人员而精心設计，使學员不但從理論和實務中得到良好装億，

更從僕人领袖所主導的企業文化中, 掌握美國主流企業文化與經营法规，學習成為職場和商場的才智

双全的實戰家和企業精英。同時，10 周的培训還將與學員們共享企業和人際資源，打造互惠雙羸的

新商圈。期待您的光临！

                                                        培训课程
（1）公司管理和團隊帶領（2）營销戰略及商業計劃（3）销售管理（4）财务管理及預算制定

（5）银行融资安排 （6）商業談判（7）就業法律和人力资源管理（8）僕人式领導

（9) SBA-如何赢得联邦合同（10）美國企業文化及創業精神

開课時間: 2017 年 3 月 4 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13 日止。為期 10 周。每星期六上午 9 时至

下午 12 时上课（早餐聯誼 8 时 15 分至 9 時）。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截止. 1 月底前將陸續發放錄取通知書。

(註:玆因報名踴躍,HBU 增加八名學員, 2 月 1 日開始, 名滿截止,恕不再延) 
授課地點: The Hinton Center of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at Executive Conference Room H113 or Auditorium 
注册费用: 每位學員須付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注冊學費 500 美元。

課程安排: 理論為本, 實務為重。5 人小组, 每期 25 人到 30 人。主要以中文授课。            
授課要求: 如有缺席，恕不補课和退费。缺席三次者無结業証書。

畢業証書: 顺利完成各项學業者, 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將颁發正式结業証書。

教師簡介:       Dr. Carrie Belsito,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Ming Burdett (陳明華),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Texas Reg. Mgr. of Cathay Bank    
                           Dr. Robert Bush, Associate Dean of Archie W. Dunham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rofessor of Marketing,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Fan Chen (陳帆), Co-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Nguyen & Chen, LLP 
                           Donna Fujimoto Cole, President/CEO/Owner of Cole Chemical & Distributing, 
                                   Inc., Hall of Fame by Greater Houston Women’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2009, 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s Joseph Jaworski Leadership Award in  
                                   2013, Houston Chronicle’s Distinguished Women of Houston in 2016 
                            John Howell, Founder/President of Tekmanna, LLC, Adjunct Professor of Archie  
                                   W. Dunham College of Business,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Roger I. Kung (孔毅), Global General Manager of Motorola, SRAM (1990-1994) 

 

 

                                    President of Asian Communication Service, Motorola (1995-2002)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CEO of E28 Limited (2003-2013), Member of  
                                    Advisory Board of Houston Chinese Christ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Rocky Lai, President of Rocky Lai & Associates Ltd., Principal Investor in Master 
                                   Planned Communities (Sienna/Riverstone) 
                            Nancy Li, President of Easto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c., The first lady of  
                                    Harmony Public Schools serving 35,000 students in the nation. 
                            Kenneth Li (李雄), Broker/Owner of Southwest Realty Group, Chairman of the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 Chairman of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Former City of Houston Planning  Commissioner 
                           David Liu (劉於獲), Vice President of Atlantic and Gulf Regions, Yang Ming  
                                   (America) Corp.(1982-2016), Board Director of HCCBA, Advisory Board of  CCB 
                            Dr. Yongli Luo (羅永立),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inance, Houston Baptist Univ.  
                            David Oakes, Owner & Operator of Chick-fil-A at Cypress Towne Lake &   
                                   Copperfield 
                            Michael W. Player, Adm. Director of McNair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Free Enterprise,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Pin Tai (戴斌), CEO, President of Cathay General Bancorp and CEO of Cathay  
                                   Bank 
                            Dr. Soner Tarim, Founder and CEO of Harmony Public Schools, Board member of 
                                   Texas Charter School Association 
                            Don J. Wang (王敦正), Chairman of New Era Insurance Company, Former  
                                    Chairman of  Metrobank, Board Member of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Dr. Michael R. Weeks, Dean of Archie W. Dunham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Daniel Wong (黃安祥), President and CEO of Tolunay-Wong Engineers, Inc.,  
                                   At-Large City Councilman in the City of Sugar Land (2002-2008), Trustee of  
                                   the Ford Be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Zhisu Yang, Founder, Owner and President of Sutong Tire Resources, Inc.                 
          
报名方法: 請上網 www.hccba.org , 點擊〝企業高管培训課程〞, 並下载 〝申請表及間卷調查” 。

填畢後請email至 davidyliu@outlook.com
聯络人: David Liu 713-443-8230

贊助 Sponsor     贊助 Sponsor 餐飲贊助            水果贊助

    
                                     At Cypress Towne Lake & Copper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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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即將到來，為了孩子們度過一個愉快
充實的假期，家長們一定早早 就開始為孩子
籌畫各式各樣的暑期安排了。請來智勝學院
吧，優秀的師資力量， 良好的學習環境，相
信一定會讓學生們學得開心，開學後校園生活
會是充滿信 心，表現優異。

本期智勝夏令營依舊為 2-12 年級孩子開
設 各類學術課程，盡心盡力為提高孩子的學
習能力而努力。期間各式英文、數學、物理、
化學、 生物、科學、計算機、演講辯論、美
術、實事、棋類、中文、西班牙語課程應有盡
有，一定可以滿足學生的需求。老師也均來自
休斯頓各個私立或公立學校，經驗豐富，幫助 
了很多智勝的學生找到了學習的樂趣。

來過智勝的孩子們肯定不會對 Mr. S 感到
陌生。他曾在休斯頓頂級私立高中 St. John’s 
任教多年，更擔任過學校的升學顧問，暑期 
Mr. S 將傾力 為學生教授 7-19 年級的閱讀寫

內蒙古「小肥羊」火鍋舉行春夏
大酬賓任點任食一周七天，

午晚餐皆有優惠

智勝暑期班充實一盛夏

佛光山中美寺
311青年活動
佛光山中美寺與 City of Stafford 聯合舉辦的【青年為世界

傳遞希望和尊重】現場音樂會，將於三月十一日星期六晚上七
點假 Stafford Center 隆重登場。

這場音樂會由青年主打，青年演出，藉此活動鼓勵更多的
年輕朋友一起來實行三好 :[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一同關
心我們的世界。擔綱演出的有知名網路明星 Kevjumba，網路歌
手 Clara C，Paul Dateh， Dan Matthews，並有本地青年團體
Kollaboration 及 One-up 的表演。

佛光山中美寺也將特別安排法師以梵唄讚頌為所有青年和大
眾祈福，傳遞愛、希望和尊重。

此外中美寺為表達對 City of Stafford 的警察和消防人員的
辛勞致敬。當晚也將邀請他們參與盛會接受表揚 .

由青年策劃，聯繫邀約演出團體，主持，推廣 - 極盡辛苦的
過程，直到具體呈現出來讓大眾欣賞，誠數難能可貴。中美寺
竭誠邀請社會大眾踴躍前來共襄盛舉。觀看這場精彩又有意義
的晚會。

音樂會憑票入場，購票請早以免向隅

網路購票 :www.youthrepresent.com
或 洽詢中美寺：

電話：281-495-3100
地址：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作和大學申請。Ms. N 主要負 責高年級英文部
分的教學，這位 優秀的女教師不僅教學經驗
豐富，還兼任休斯敦作家協會 的副主席，她
的 課程形式新穎，內容有趣，不少之前曾參
加過秋季和春季班的同學都在她 的幫 助下取
得了優異的 考試成績，進入了理想的大學。

而負責數學部分的 Mr.L 講課風趣幽默，
思路敏捷， 由淺入深，一直都受到廣大學生及
家長的喜愛，異口同聲稱贊他“超級棒”。今
年暑期， 他將在智勝教授 SAT 數學、Algebra 
及 geometry。同時，今年暑期班智勝特別為高
年級的同學開設了 AP Statistics 課程，感興趣
的同學千萬不要錯過。

負責小年紀教學的 Ms. S, Ms. R 和 Ms. H 
也都是具有幾十年教學經驗的優秀老師，她們
對於孩子不僅有耐心，更有愛心。她們準備的
學科材料 不但符合孩子們學習需求，更提高
孩子們對學習的興趣；全方面地向孩子們展示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
師合影。

著科學的魅力。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星期為

一 期，每星期周一到周五。第一期 課程 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 日 結束。此外，智勝學院暑
期班 說明會（Open House）將於 4 月 1 日 早
上 11 時在智勝學院上課地 點舉行。屆時各位
暑期班的授課老師會到場，為大家就暑期教學
大綱流程做簡 單的講解，說明會對師生溝通
以及學生選擇合適的課程至關重要，歡迎家長
和 學生一同前往。

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
詢。如果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
郵件咨詢。暑期班學生名額有限，希望廣大學
生家長盡早報名。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
平臺，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 本報記者秦鴻鈞）喜歡吃火鍋的人天大的好消
息！內蒙古「 小肥羊」 火鍋店即日起舉行春夏大酬
賓，任點任食一周七天，原價 $21.99 元，現特價午餐（ 
周一至周五 ）僅 $15.99 元，晚餐及周末，一律 $19.99 
元，另外老人及小孩還可另享優惠，凡 9 -12 歲兒童
和 65 歲或以上老人，工作日午餐，每位 $12.99 元，
晚餐及周末每位 $15.99 元（ 須出示 ID ), 限時一個半
小時進食時間。這項活動自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春天來了！「 小肥羊 」的春羊肉，最令人難忘，

那食質特別細膩，好吃的「 春羊 」 肉，堪稱人間極
品。他們火鍋所採用的上乘的新西蘭羊肉，及上乘的
安格斯牛肉，打著「 不用蘸小料的火鍋 」 招牌，八
年來在休士頓打出一片天。因為他們改變了吃火鍋的
傳統模式，也改變了許多人的進食習慣，60 餘味藥材
熬製的鍋底，濃湯，是訣竅，這種不需蘸料「 涮 」 
火鍋，涮出美味與健康。再加上上等牛、羊肉，由他
們進行了精細加工後，才送到顧客面前，每一盤肉均
來自牛羊的不同部位，口感細膩，香氣四溢，令每一
位食客大塊朵頤，欲罷不能！

「 小肥羊 」 這種「 任點任食」 活動，原則上是
限二人以上堂食，最好是一大群知己好友歡聚一堂，
盡情享受多種原料，聚集於一鍋，一鍋煮天下的樂趣。
該店歡迎八人或十人以上來電預約桌位，並有多間貴
賓房可預定。

這項特價優恵，僅限「 小肥羊 」 休士頓二家門店：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位 於 中 國 城 
） 電話：（713） 771- 1153 及 Westheimer 店：5901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57, 電話：（713） 
975-0687

每位
9-12岁儿童和65岁或以上老人工作日午餐每位$12.99
晚餐&周末每位$15.99（须出示ID）限時一個半小時

仅限休斯顿门店：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 771-1153;
5901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57
(713) 975-0687;

活动截止日期：10/31/2017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 2017 年年會盛大召開（中）

國會議員 Pete Olson （ 後排中 ） 與秦鴻台（ 二排右三） 桌客人合影。（ 二排左五，
左四） 為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及其夫婿 Frank 房。

國會議員 Pete Olson ( 右二 ） 頒贈賀狀，由會長馬欣（ 右三 ） 代表接受。（ 右起 ） 中國駐休士
頓總領事李強民，國會議員 Al Green , 主持人豐建偉會長，美齊會長。

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致詞表示： 山東同鄉會走過 30 
年，如今已老中青三代同堂，台海兩岸同胞親如一家
人的和諧局面。

國會議員 Pete Olson （ 後排中 ），與「東北同鄉會」 代表合
影，（ 右三 ）為「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

山東籍留學生管慶光（ 右二 ）介紹其妻
子罹患重病，同鄉會理事自發捐款的感
人事蹟。旁為（ 右起 ） 山東商會會長
修宗明，主持人美齊會長及馬欣會長。

張思華演唱「愛在天地間」，及周潔曉
慧舞蹈學校伴舞。

德州廣東總會舞蹈團演出「吉祥如意」。

休巿社團活動首次兩黨的議員都出席了。（ 右起 ） 民主
黨國會議員 Al Green, 李強民總領事，共和黨國會議員 Pete 
Ol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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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228」七十週年紀念音樂會暨文史靜態展

鄉親們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觀看 [ 文史靜態展 ]。
文史靜態展的部分於二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八日展

於5885 Point West ,Houston,TX.77036的台灣人活動中心。

「228」七十週年紀念音樂會主持人 Mary, 休士頓台灣
同鄉會會長周建佑感謝郭奕伶 , 李佳蔚 , 蔡凌恬、黃瑞
森、張梓媗、馮蔚嵐、吳箴等音樂家、舞蹈者共襄盛舉。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人邱瓊慧，松年學院許勝
弘院長、僑委劉秀美、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前會
長陳清亮、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嚴杰總會長、宋明麗等鄉親們
及僑界人士三百多人參加「228」七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賴江椿夫婦、鄉親們及僑界人士在
休士頓浸信會大學的 Belin Chapel 參與「228」七十
週年紀念音樂會。

金城銀行楊明耕副董事長、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前會長
陳建賓及鄉親們於 2 月 25 日出席「228」七十週年紀
念音樂會。

 台灣同鄉會周建佑會長致謝詞 , 感謝參與音樂會
鄉親們、僑界人士及演出者 . 主辦單位精心策畫音
樂會並準備印有 228 字樣糕餅 , 結束後請參加音樂
會的僑界人士認購。

舞蹈家張欣怡編舞由張梓媗、馮蔚
嵐舞者演出 [ 落雨聲 ]。

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為這次「228」七十週年紀念音
樂會特別插花並寫了感言 .[ 枯木千瘡百孔 , 歷經三個
世代 , 受難犧牲者的熱血 , 如今依然感染我們 ( 紅布 ,
紅仔 ), 但求真相大白 , 公平正義的展現 ( 百合花錠開 ),
真深的相思 ]。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和台灣人傳統基金
會舉辦「228」七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亞悅三重奏黃瑞森小提琴、吳箴大提
琴、陳奕伶鋼琴演奏 [ 生命的頌歌 -
給我的母土 , 台灣 ], 藉著音樂會表達
對故鄉的思念。

聲樂博士德州 Trinity University
音樂系專任副教授李佳蔚男中音演
唱蕭泰然的 [ 永遠的故鄉 ], 馬洛提
的 [ 主禱文 ]。陳奕伶鋼琴伴奏。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長春會柯嫚妮、台商會前會長
吳本立、長春會江朝雄 , 李席舟等鄉親們於 2 月 25
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的 Belin Chapel 出席「228」
七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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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增長十二倍 完美影遊合體效益凸顯
綜合報導 完美世界發布了 2016 年度業績快

報，快報顯示，公司2016年全年營業收入為61.49

億元，較上年增加25.67%；營業利潤為11.8億元，

較上年同期增長 1,210.52%；利潤總額為 13.35 億

元，較上年增加498.95%；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凈利潤為11.66億元，較上年增加767.53%；實

現基本每股收益0.96元/股，較上年增加700%。

這是完美世界完成影遊業務全面重組回歸A股

之後，發布的首個完整年度的業績報告。此前，對

於完美世界影遊雙擎發展模式能否在短期內取得良

好效益，業界眾說紛紜。壹方面，雖然影遊聯動概

念是大勢所趨，但業界真正成功的影遊聯動案例確

實不多。在整個聯動發展模式還不成熟的情況下，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短期內影遊聯動還缺乏上升動

力。另壹方面，2016年8月完美世界發布的半年度

財務報告顯示，完美世界在2016上半年利潤僅有小

幅增長，這讓業界對完美世界的影遊雙擎概念並未

擁有十足的信心。

然而，2016 下半年，完美世界全面發力，

營收、利潤、每股收益等等均有大幅度的提升。

其中營業利潤較上年同期更是大增1,210.52%。這

讓完美世界交出了壹份堪稱完美的全年度業績報

告，也從壹定程度上打消了投資者對完美世界未來

發展的疑慮。

分析這份業績報告，完美世界之所以能有完美

的表現，很大程度上則歸功於完美世界兩大核心業

務的出色表現，以及完美世界對主營業務優秀的整

合與管理能力。

此前，完美世界遊戲和影視業務各自都有較為

出色的表現，但在整合過程中，影遊業務涉及多項

具體項目的合作與協調問題。完美世界憑借多年來

對於影遊聯動、泛娛樂發展的理解與堅持，對業務

的整合做出的充分準備，使得整個業務的重組順利

完成，也讓兩大核心業務繼續保持著較快的增速。

業績報告顯示，2016年推出的手遊《誅仙》

《倚天屠龍記》《射雕英雄傳3D》等新的遊戲產

品，均帶動了遊戲業務收入的增加及業績的提升；

在影視方面，公司不但出品了《娘道》《思美人》

《射雕英雄傳》《神犬小七第二季》《我的！體育

老師》《麻辣變形計》等精品電視劇，而且進壹步

拓展了綜藝欄目，參與投資制作的《跨界歌王》

《跨界喜劇王》等優秀的綜藝節目，也都取得了良

好的收益和口碑。

2016年，在全年營業收入同比僅增加25.67%

的情況下，完美世界的營業利潤卻較上年同期猛

增1,210.52%。這說明完美世界相關主營業務有著

極高的利潤率，在相關項目投資增加不大的情況

下，回報卻能成倍的增加。這再次證明完美世界

在影遊領域都具有極為敏銳的目光和成功的商業

運作方式，同時對於項目也有相當成功的管理模

式和成本控制能力。在影遊領域競爭日益加劇的

今天，完美世界的項目投資和運作能力還是值得

肯定的。

整體看來，在影遊合並的第壹年，完美世界不

僅沒有因整合而產生內耗，反而借助影遊聯動的概

念，帶動了整體業務的飛速發展。不僅如此，完美

世界旗下壹些新產品在推出過程中，由於影遊聯動

概念的帶動，讓受眾有了新的關註點，業績發展有

超出預期的表現，影遊合體的溢出效應正在逐步體

現。未來，隨著完美世界各項業務的快速穩定發

展，尤其是完美世界將優質影視與遊戲資源進行深

度整合步伐的加快，影遊合體的溢出效應無疑將釋

放更大的能量。2017，完美世界或許會交出壹份更

加出色的業績報告。

財經中國V論壇五問中國“智”造：
難在哪難在哪？？怎麽做怎麽做？？

由中國新聞社財經新媒體中新經緯

主辦的“財經中國V論壇：中國‘智’

造新機遇”在北京舉行。在這場“頭腦

風暴”中，與會者對中國制造如何轉型

為中國“智”造、中國經濟前景展望等

五大熱點問題給出各自的答案。

本屆論壇由中國新聞社財經新媒體

“中新經緯”主辦，封面智庫、《全球

化》雜誌協辦。論壇圍繞“中國‘智’

造新機遇”的主題，探討中國制造的未

來之路，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出謀劃策。

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能否確保6.5%？
“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預計將不低

於6.5%，壹季度經濟增速預計為6.8%。”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

才表示。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

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曹和平同樣認

為，今年第壹季度、第二季度中國經濟

增長會超過6.7%。

在徐洪才看來，2017年全球經濟以

及中國經濟的機遇大於挑戰。他舉例，

剛剛公布的 2 月份中國制造業 PMI 為

51.6%，持續7個月保持在榮枯線以上，

中國經濟呈現出溫和反彈。

徐洪才認為，消費方面，雖然存在

房地產市場回調、汽車消費下降等拖累

因素，但是以旅遊、高科技等為代表的

新興消費正穩步上升，他預計，今年消

費保持10%增速沒問題。2017年，全社

會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在8.5%至9.0%的增

速是可以期待的。

要徹底告別中國制造？
中國是世界第壹制造業大國，制造

業是我國經濟的根基所在，對於傳統的

中國制造業應如何看待？

“中國發展智慧制造並不是要甩

掉傳統制造做新智造。”曹和平認

為，要在傳統制造的基礎上，發展智

慧制造。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

院長王文在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中國

“智”造不是要替代和完全否認中國制

造，而必須要對自己的人口、國情，以

及我們復雜的社會現狀有壹個清晰的認

識。

王文認為，因為推行中國“智”

造，我們要告別世界工廠，要跟世界工

廠說再見，這個說法可能過於樂觀，也

過於脫離目前的實際。他表示，不要忘

記中國制造，不要忘記中國制造在過去

的三十多年，四十多年，甚至是半個多

世紀對於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掘起立下

的汗馬功勞。

中國“智”造難在哪？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張燕生指出，“中國從組裝到制造，從

制造到創新，到現在為止還談不上（中

國）智造。”

商務部國際經濟貿易合作研究院國

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為，中國

“智”造作為壹個完整的產業鏈，不可

能沒有知識的貢獻。但目前為止大部分

還是處於壹種“智”+“造”的關系，

遺憾的是智與造之間是中斷的，大量的

研發都在海外。

“中國制造業面臨的壓力既來自發

達國家也來自發展中國家。”中國國際

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全球

化》副總編王曉紅介紹說，歐美國家提

出了再工業化戰略、制造業振興戰略，

重塑新的制造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現

在有低成本優勢，中國目前要素成本全

面上升，面臨兩方面的擠壓。

如何轉型中國“智”造？
中國要想從生產制造轉向“智”造

和創新，張燕生給出的答案是發揮“雙

引擎”作用，促進大眾創業和萬眾創

新，放權給基層、青年、小企業。

在王曉紅看來，中國制造業唯壹的

出路就是靠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通過創

新驅動戰略，提高整體制造業的轉型升

級能力。

白明則認為，要使“智”與“造”

之間更緊密，可以將自主研發與引進相

結合，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二次創新。

海外並購能否實現中國制造轉型？
近年來，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走出

國門，在全球尋找並購機會，中國企業

並購進軍高端制造業，能否助力中國制

造轉型升級？

王曉紅認為，通過新壹輪跨國並

購實際情況，最主要的成功之處是獲

得了關鍵的技術研發設計和國際化人

才，以及國際化營銷網絡，這使我們

的制造業能夠迅速的走向國際市場，

從壹個加工制造商走向全球自主創新

的引領者。

“中國制造企業的海外並購是實現

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壹個非常重要的

渠道，但是壹個國家、壹個企業想單純

依靠海外並購來實現轉型升級並不可

靠，最終企業還是應該兩條腿走路，自

主創新加海外並購來實現轉型升級。”

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藍源資本研究院

副院長劉春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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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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