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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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牛仔節盛大登場
德州一年一度的畜牧盛事﹐2017年休士頓第85屆牛仔節

(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於 3月 7日至3月26
日為期三周在NRG體育場盛大登場﹐上周六3月4日已在市
中心市政府鄰近區域舉辦大規模遊行﹑馬拉松和BBQ烤肉大
賽等系列活動揭開帷幕﹐熱鬧迎接牛仔節到來﹐民眾可到場
體驗西部風情牛仔文化﹐感受德州畜牧業發達﹒(圖取自
K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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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拍賣十二周年暨保利香港拍賣五周年

北美徵集

諮詢電話 650-455-6612    email：polyusa@polyauction.com

休斯敦 / 3月8日(周三)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225 West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洛杉磯 / 3月3、4日(周五、周六)
Omni Dallas Hotel at Park West
1590 LBJ Freeway, Dallas, TX 75234

達拉斯 / 3月5-7日(請先預約)

Sheraton Parkway Toronto North Hotel & Suites
600 Highway 7 East, Richmond Hill, Ontario, L4B 1B2 Canada

多倫多 / 3月14日(周二) 蒙特利爾 / 3月16日(請先預約)

西雅圖 / 2月23日(請先預約)

Bar Building
36 West 44 Street, 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67

紐    約 / 3月8日(周三)

張大千  瑞士雪山  成交價： RMB 164,450,000                  任仁發  五王醉歸圖卷  成交價： RMB 303,600,000 (創2016年度全球中國藝術品成交紀錄)

徵集範圍：
中國書畫、古董珍玩、現當代藝術、
古籍文獻、珠寶鐘表等門類

2016年度保利拍賣系總成交額95億元  繼續領跑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  拍賣中國藝術品請首選保利  
中國拍賣行業概念股保利文化(3636·HK)   保利藝術品基金一路同行，為您提供多樣的藝術品金融服務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The Westin San Francisco Airport
1 Bayshore Highway, Millbrae, CA 94030

舊金山 / 2月25、26日(周六、周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755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3 Canada

溫哥華  / 2月22日(周三)

北京保利拍賣
官方微信

保利香港拍賣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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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國會的幾位重要的共和黨籍議員祝賀川普行政當局周

一推出修改過的旅行限令﹐而一位民主黨籍議員和幾個人權組織則

批評這個新限令“是種族主義和反伊斯蘭的”命令﹒修改版中對六個

人口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實行的旅行限制仍然引起爭議﹒

反應兩極化是預料之中

的﹒眾議院議長保羅·瑞

安讚揚新限令說﹐它推進

了“保衛美國我們的這個共同的目標”﹒ 共和黨籍參議員

林賽·格雷厄姆說﹐他認為新限令與早前推行的老限令不

同﹐它不會被視為一個宗教禁令﹐相信能夠通過法律審

查﹒前一個行政令在受到法律挑戰後被法官叫停﹐修改版

的目的是克服這些問題﹒

格雷厄姆說﹐他認為新版“禁止的是那些來自政府審查不

利和國家管理混亂的個人﹒”

民主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強烈表達了他與共和黨同事間

的尖銳分歧﹒他說這個新限令針對穆斯林﹐這是分裂我們

的一個行動﹒”

桑德斯說﹐“這並不是關於保護美國人安全的做法”﹒“一

個尊重我們的宗教自由傳統的總統不應該使用仇恨﹑反伊

斯蘭的言論來為這個限令制造理由﹒”

國際救援委員會是一個為40個國家提供人道援助﹐並在美國28個城

市安置接受過審查的難民的一個組織﹒它認為新限令對六萬名接受

過審查的難民是一個威脅﹐這些人有可能被滯留在危機區﹒

國際救援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說﹐“這個限令鎖定的不是那些構成最

大安全危險的人﹐而是那些最沒有力量為自己伸張權利的人﹒”“這

個限令並不會增加我們的安全﹐而是會給那些圖謀在美國搞破壞的

極端分子送去的一份禮物﹒”

國際救援委員會還讚揚了美國的難民安置項目﹒它說﹐這個項目被

認為是“世界上最成功﹑最安全的項目”﹒該組織說﹐自從美國在

1980年設立這個難民安置項目以來﹐還沒有一例帶來死亡的恐怖襲

擊是由一個難民發動的﹒

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川普的修改版禁令是“在新的包裝之下

仍然是同樣的仇恨和恐懼﹒”國際特赦組織的聲明還警告說﹐這個禁

令把“反穆斯林的仇恨溶於政策之中﹐這將在成千上萬的家庭中再次

引起極端的恐懼”﹒

在另一方面﹐伊拉克官員對新禁令把其從原禁令中的被禁國家名單

中剔除表示歡迎﹒

伊拉克外交部發言人賈邁爾對美聯社表示﹐禁令修改本把巴格達從

被禁名單中拿掉“將會加強”美國與伊拉克在打擊伊斯蘭國極端分子

方面的合作﹒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說﹐在拿掉伊拉克之前﹐國務院在伊拉克政府合作

下對伊拉克公民審查情況進行了檢查﹒通過這次檢查﹐雙方認為﹐公

民審查情況正有所改善﹒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20152015 年深圳衛視年深圳衛視

全新一季全新一季《《男左女右男左女右》》正式改正式改

版版﹐﹐由優質大叔黃健翔和國由優質大叔黃健翔和國

民女神柳岩主持民女神柳岩主持﹐﹐節目定位節目定位

為大型全明星兩性觀點互動為大型全明星兩性觀點互動

話題秀話題秀﹐《﹐《男左女右男左女右》》節目內節目內

容以男女明星觀點互動容以男女明星觀點互動﹑﹑答答

題競技為主題競技為主﹐﹐輔以遊戲互動輔以遊戲互動﹐﹐旨在在輕鬆愉快的氛圍裡解讀兩旨在在輕鬆愉快的氛圍裡解讀兩

性關係性關係﹐﹐引領兩性文明價值風尚引領兩性文明價值風尚﹒﹒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五上午每周五上午88點半至點半至1010點首播點首播﹐﹐每周六晚間每周六晚間11點至點至

22點半重播點半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全明星兩性真人互動話題秀全明星兩性真人互動話題秀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VOA】華盛頓郵報三月六號星期一報道說﹐美國交通

安全管理局最近出台了關於機場安檢的新規定﹐明確

說明﹐那些選擇不接受電子掃描的機場旅客﹐將在機

場由同一性別的安檢人員進行徹底的拍打式檢查﹐包

括身體的各個部位﹑胸部﹑臀部等敏感部位也包含在

內﹒在檢查時﹐將有另外一名和乘客同一性別的安檢

人員同時在場﹒乘客佩戴的頭巾﹑頭飾也都在檢查範

圍內﹒

美國機場安檢出台新規定美國機場安檢出台新規定

20172017年年33月月66日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新旅行限令美國總統川普簽署新旅行限令﹒﹒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在丹佛的國際機場在丹佛的國際機場﹐﹐旅客排隊等候檢查通行旅客排隊等候檢查通行（（20162016年年1111月月2323日日））

旅行新令反應﹕美國兩黨涇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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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2017年美国H1B签证申请在即，但

近来不断有2016年H1B抽中者被要求补

件后收到被拒通知(Denial Notice)的消息

，在留学生群体中扩散，很多人认为受

特朗普移民政策所累，更多人担心今年

申请更加困难。为此，《侨报》记者走

访了几位专业律师，他们均表示，目前

H1B政策并未改变，希望大家不要听信

移民政策收紧的各种传言。2017年H1B

申请季即将到来，申请者应做好充分准

备及时递件，今年H1B申请收件的截止

日期是4月3日。

在某公司担任文职工作的徐燕表示

，公司去年有10多人申请H1B，仅3人

抽中，她就是幸运者之一。之后收到了

移民局要求补件的通知，她按要求递交

了所需的材料，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等待

后，未曾想日前却接到了经移民官重审

后被拒的通知。通知列出了四条理由，

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职位专

业性(Specialty Occupation)，即移民局认

为现有的材料无法证明所申请的职位是

一个需要特定领域本科以上学历才能从

事的职位。徐燕说，移民局认为她申请

的职位高中以上学历即可，而她是研究

生学历。虽然上诉成功几率只有5%，但

她还是决定上诉。

有人因OPT过期 只好回国

“我的情况稍好一些，因为OPT在

今年4月后才过期，目前还可留在美国

，还可以参加2017年的抽签，我的一位

同事也收到被拒通知，因为OPT过期，

只好回国。”徐燕说：“近来，我不断

听到有人收到被拒通知。我的一位朋友

在一所大学做行政方面的工作，他学的

是社工，跟我同样的理由被拒。大学和

非牟利机构跟我们不一样，是免抽签的

，全年都可以申请，我以为他们会容易

些，没想到也被拒。我们都在想，这是

不是特朗普上台后造成的。”

特朗普对高学历移民持欢迎态度

移民律师汤学武表示，虽然特朗普

上台后对移民法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

很大。之前有关于H1B各种利空消息传

出，什么提高最低年薪门槛、取消硕士

学位优惠政策、转换抽签机制等，引起

了留学生们的恐慌。其实目前是政策没

变。应该说，作为生意人，特朗普对高

学历的移民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大家不

必紧张。

移民律师刘汝华分析，H1B抽中后

被拒的原因常见有几种：职位专业性、

雇主不满足要求、雇佣关系不足，其中

绝大多数被拒是第一个原因。一般来说

，公司规模不大，申请的职位专业性不

强的，容易被拒。文职工作，一定会比

STEM类的容易被拒。比如你在一个小

公司申请会计(accounting)职位，移民局

就有可能认定小公司只需要簿记(Book-

keeper)而不需要会计。再如行政管理工

作，需要的更多是经验，而不是学历。

再有，如果一个公司人员流动性过大，

每年都有很多人申请H1B，也会引起移

民局的注意。

2016年申请被拒，是否会影响2017

年的申请呢？刘汝华表示，理论上不影响

，但申请同样的职位难度增加，递交材料

时要克服移民局认定的理由。他强调，目

前H1B的政策没有变化，希望大家不要听

信传言，抓紧时间，准备好今年的申请。

仔细阅读指南 每个步骤都不能错

每年移民局都会提供85000个H1B

名额，其中有65000个分配给美国大学

及同类别学校毕业的本科生，2万配额

给研究生及更高学历申请者。2016年移

民局收到申请材料233000份，本科生抽

中率为30%，研究生为40%，今年可能

差别不大。

汤学武表示，移民局每年都会发出

指南，希望申请者仔细阅读，每个步骤

都不能有闪失。过去就曾发生过因材料

没有按移民局要求的顺序排放，而没有

进入抽签程序的案例。如交律师处理，

应找有经验的律师。

汤学武特别提醒申请者，由于今年

4月1日恰逢周六，所以，今年收件截止

日期延到4月3日。

美移民律師：H1B政策未變
申請者應提前做準備

澳大利亚一位学者指出，澳大利亚

最有价值的进口物不是商品或服务，而

是人口。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退休

年龄，移民潮已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

经济发展动力。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首席利率策略师

扎罗德•克尔(Jarrod Kerr)在合著的一

份关于移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报告中谈

到，人口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

之一。

他表示，从人口统计学来说，随着

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发达国

家将要经历一场“剧变”。在西欧和日

本的大部分地区，出生的人口远少于数

目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有限的劳动力对

经济的贡献远远赶不上婴儿潮那一代所

创造的辉煌，这势必会造成经济增长和

通货膨胀方面的双双下跌。

克尔说，退休的婴儿潮一代终会花

光他们的储蓄，这就意味着银行的钱款

也会相应减少。不过，在澳大利亚，每

年都会输入大量移民，这就意味着对于

年轻人来说，经济可以实现稳定供应，

从而填补婴儿潮一代退休后的经济缺口

。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3到 2014年期间，澳大利亚接纳

了47.8万名移民，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26.5岁，全部为青壮年。克尔告诉澳联

社：“这就是为什么在澳大利亚我们有

更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更高的利率以

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会变得更强大的

原因，移民是我们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洛

维(Philip Lowe)，同时也是一名移民声

援支持者，他在2月24日拒绝了一项关

于通过削减移民数量使房价更加经济实

惠的提议。

克尔表示，民粹主义和反移民政治

家的存在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构成了巨

大威胁，如果中断这股移民潮，整个经

济发展动力将会有所改变，这也会削弱

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潜力。

澳學者稱澳大利亞最重要
進口不是商品而是人口

纽约市罪案数量不断降低，市长白思豪

(Bill de Blasio)和市警总局局长欧尼尔

(James ONeill)1日在皇后区阿斯托利亚114

分局宣布，现代化CompStat 2.0犯罪数据显

示治安持续改善，枪击案明显大减。欧尼尔

还再次申明，纽约警方不会询问移民身份，

更不会配合联邦针对性的移民执法。

欧尼尔表示，市警去年2月开始采

用现代化CompStat 2.0数据，经过一年

，上月发生 6630 起罪案

，比去年同期减少709起

。除了20起谋杀案比去

多了两起，强奸案、抢

劫案、重攻击案、入室

盗窃、重窃案和窃车案

都有不同程度减少，上

月的枪击案数量下降了

35.5%更是代表显著的进

步，市地铁警局(Transit

Bureau)和房屋警局(Hous-

ing Bureau)的罪案数量也都下降。“我

们绝不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是会继

续打击任何暴力犯罪；小区驻守巡逻也

在打击罪案上起到关键作用。我们会一

如既往地确保所有纽约客的安全。”

针对近期联邦执法和递解行动引起

无证移民恐慌，欧尼尔1日再次声明，

纽约市警不会配合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

局(ICE)的针对性执法，也不会询问和调

查受害者、报案人等的移民身份，更不

会主动向移民局透露受害者的移民身份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公众安全。”

白思豪感谢欧尼尔和全体警员努力

让纽约市持续为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

他表示，纽约市有约50万无证移民，犯

罪比率非常低，他看到的都是移民对当

地的贡献。市警也致力为所有纽约客创

造良好治安环境，这是过去20多年越来

越安全的原因之一。“不管其他地方怎

样，纽约市不会因为联邦的行动而改变

我们的规定和工作方式。”他还承诺，

到2019年所有警察都将配备随身摄像头

，以便让执法更加有效和透明化。

白思豪和欧尼尔指出，目前有170

项罪行被定为“暴力和严重”罪行(Vio-

lent and Serious Crimes)，一旦定罪会导

致警方和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合作执行

递解程序。这类罪行并非一成不变，在

持续商讨中。

紐約市長表態新政：
保護公眾安全 不詢問移民身份

目前投资移民中介公司鱼龙混杂、乱

象丛生，部分公司利用某些人急于移民的

心理，夸大宣传、恶意诱导，让不少投资

者掉入“画饼移民”的陷阱。业内人士称

“移民的水很深”，移民中介市场属于轻

资产模式，业务外包甚至挂靠在其他有资

质的移民中介名下操作，无资质中介在高

利润驱使下依然会铤而走险。

中介只说成功 风险含糊其辞

记者来到朝阳门附近一家移民中介

，这家中介公司是在一栋办公楼内，中

介公司占据了一层。在公司内挂着多个

外国国旗，墙上还贴着多个移民项目简

介。一名负责接待记者的工作人员先填

写了一张资料，其中包括个人的基本信

息、移民意向、收入情况以及家庭情况

。记者大概填写后，一名自称是移民顾

问的人进到屋子内，询问起来记者的具

体意向。

“目前是想移民到哪个国家，之

前咨询过其他机构吗？”记者称想移

民美国，是初次了解移民情况，并没

有和其他机构接触过。这名工作人员

开始向记者介绍美国的优越性和政策

的宽裕，对方向记者推荐了美国的投

资移民EB-5方案，这是美国移民法中

针对海外投资移民者所设立的移民签

证 类 别 ， 简 称 “EB-5” (Employment

Based Fifth Preference)，是美国基于就

业的移民类别第五类，此类签证从

1991年起实行，美国政府并于 1993年

在 EB-5 移民法规中特别增设了一种

“区域中心”移民方案，将移民申请

条件中对“须直接创造十个就业机会

”的规定放宽为“直接或间接创造十

个就业机会”，使EB-5 成为美国所有

移民类别中，申请核准时间最短、资

格条件限制最少的一条便捷通道。

“美国的EB-5方案是非常宽松的，

对于人员没有任何要求，我们只需要按

照政策选对项目，把钱转过去，按说是

没有问题。”该名工作人员拿出一些资

料，称其为“成功案例”，让记者了解

一些。记者看到其中都是申请美国移民

的市民信息，投资金额均在50万美元以

上。这些案例中都显示申请移民的人已

经顺利移民。

当记者向其询问是否能成功移民，

是不是有风险时，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您要是说风险，我们和您解释之

后，您自己会比我们还清楚。按说我们

这里都是非常好的项目，而且是有很多

成功案例的。”这名工作人员顾左右而

言他，并未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

记者又向其询问，如果有风险，是不

是能够返还投资款。工作人员仍是没有正

面回答，他称：“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不

管是做什么，这个您肯定清楚。不过，我

们的项目是通过专业人员审核通过的，在

同类机构中肯定是佼佼者。在投资方面，

我们也有专业的人员帮着您做资料的对比

和分析，可以完全放心地投资。”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几家中介，情

况大致相同。中介公司员工只是向记者

推荐项目，而闭口不谈风险。只要记者

向其询问风险和返还投资款，工作人员

则用其他事由含糊过去。

新政策将出台 移民风险加大

据了解，侨外集团联合美国移民

基金(UFIS)调研并撰写的《2017年美国

投资移民与资产配置趋势报告》指出

，2016财年(2015年 10月—2016年 9月)

美国政府共签发9947张投资移民EB-5

签证，其中 7512张发放给了来自中国

的申请者，占比达到 75.52%。然而，

特朗普上任后对非法移民与工作移民

的种种举动，使得民众对美国的移民

政策持审慎态度。1月 12日，美国移

民局公布EB-5法规建议稿，提出方案

为EB-5最低投资额50万美元或将最高

涨价至135万美元。

1月24日，美国新上任的参议院司

法委员会副主席与另一位参议员共同推

出新提案，要求直接关停美国投资移民

。美国EB-5区域中心法案经历过2016年

9月30日—12月9日的第一次短暂延期

之后，又再次随着通过的临时决议案顺

利“搭车”，按现例原封不动地继续延

期至2017年4月28日，给有意向移民美

国的人士以更多的时间赶搭50万美元移

民班车，一时间国内移民中介机构红火

起来，有的移民公司甚至提出移民服务

费打6折等。

中介收服务费仅为利润零头

记者了解到，投资移民的主要花销

除了投资款之外，还有相关手续费用、

签证费用以及律师费等。对于移民中介

公司而言，收取的服务费有5万元至6万

元人民币。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资深人

士于先生认为，移民中介收取的服务费

可以说是办理一位投资移民所获取利润

的零头，移民中介从区域中心得到的返

点，即返还的佣金占据了移民中介公司

大部分毛利，至于具体能拿到多少钱，

依据移民中介公司跟区域中心和项目方

谈判的结果而定。据了解，佣金数额最

低在3.5万美元，甚至更高。

投資移民中介閉口不談風險 知情人：移民的水很深

星期三 2017年3月8日 Wednesday, March 8, 2017



BB55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許 旭 東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陳 永 芳
醫學博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ity住院總醫師

Mermon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rmon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ity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Tel : 713-995-8886   Fax : 713-270-9358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Address : 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 

隨 到 隨 診

週一至週五: 8:00am-4:00pm
週六 : 8:00am-2:30pm

主
治

移民
體檢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Medicaid 

D03FA_Welcome許旭東3567B_16

休城工商

( 圖 / 文 蓋 軍 ) 由 地 產 開 發 商 Novel 
Creative Development 在 2015 年 底 推 出 的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推出後立即受到大量買主
青睞。

The Ivy Lofts 項目負責人吳小姐對來賓表
示：方便獨到的地點（Location）和別具一格
的精心設計以及非常方便的一站式的社區服務
是這個項目最吸引人的主要特色；銷售價格更
是這個項目的賣點，你只需投入小量資本就能
輕松的擁有五星級的家。

The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所在的位置位
於休斯頓市中心東部（East Downtown），開
車到 Downtown 僅有 1 分鐘，距離世界上最大
的德州醫療中心僅有 10 分鐘車程，並且 4 分
鐘駕駛就可到達休斯頓大學，讓因工作和讀書

帶來的交通困擾不再成為
問題。

如果您是一位體育迷，
那 麼 居 住 在 Ivy Lofts 將 徹
底讓你近距離全方位的感
受美國體育的魅力，近在
家門有三大著名球場 ---
NBA 豐 田 中 心， 休 斯 頓
Dynamo 足球隊主場 BBVA 
compass stadium，太空人隊
主場 Minute Maid Park。此
外，這個區域還近鄰大型
會 務 中 心（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同
時，市中心彙聚了休斯頓

的博物館區，大型專業演出劇場，戶外劇場，
Hermann Park 公園區等都是閑暇和周末活動的
好去處。

此外，在城市別的區域無法複製的一個特
色是，TheIvy Lofts 擁有獨特的城市風景線，
（Downtown view），享有星空觀景臺，讓生
活品味顯現卓越超群。

不俗設計和一站式社區特色
The Ivy Lofts 項目為客戶設立了一種全新

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樓有超過 1.5 萬平方英尺
的商業門面，包括餐廳、超市、酒吧等；設計
了戶外遊泳池、燒烤區、健身房、SPA、綠地
花園、會議室、休息廳、舉辦活動聚會的場所，
更吸引人的一大亮點是，在 27 層還有一個住
戶可攜友共享的觀景臺，燦爛星空和璀璨輝煌

的都市夜景都可盡情欣賞，讓住戶真正能夠做
到足不出戶，社交休閑兩不誤，吃喝玩樂、生
活品味盡在 The Ivy Lofts。”

The Ivy Lofts 微型高層住宅在德州是第一
家，目前的戶型面積有四種：

第 一 種 是 Studio 戶 型（1 bed+1 bath），
位於 2 樓至 22 樓，面積 396-488 平方英尺。
價格 16 萬起。

第二種是 600 平方英尺以上，多出一間書
房，也可做為臥室使用，價格 26 萬起。

第三種是 2 bed+2 bath，位於 17 層以上，
價格 39.9 萬起。

第四種是 Penthouse 風格（頂樓套房）3 
bed+3 bath，面積 1200-2000 平方英尺，價格
在 59.9 萬到 100 萬。每戶都有至少一個免費的
車位，2 房以上 2 個車位，每一個單位均有陽
臺。在配套設施上，The Ivy Lofts 開發商在每
個房間都安裝了 Smart home 智能遠程控制系
統，住戶可以通過手機 Smart phone APP 開 /
關門、調節空調溫度、監控室內寵物和防盜，
就算在外地旅遊出差也能做到時時遠程控制。

在空間的設計和利用上，The Ivy Lofts 堪
稱典範，處處精心是該房屋的最大特色，可以
收放遙控的床、餐桌、隱藏式的儲藏間、洗衣
機、烘干機、用來收納規整的吊櫃，每戶都安
裝了 LED 高效燈源，節能環保。高大上的德
國 BOSCH 綠色家電產品，日系超省電、高效
率分離式空調系統空調 Daiken，都給人一種簡
約但不失豪華氣派，質樸又充滿現代城市的高

迎新春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新年開門紅

科技元素。
目前，The Ivy Lofts 的戶型銷售目前正在

熱賣當中，有興趣自住或者投資的人士，請盡
快和項目銷售部門聯系，以預先選擇自己理想
的樓層和戶型。辦公室工作時間每周七天，上
午 10 點到晚上 7 點，7 點之後需預約。

電話： (713) 489-5638
王小姐 電話：832-278-8091

中國農曆新年到來之際，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 1 月 21 日舉辦了盛大的 open House 迎新活動，當天的現場火爆，不僅有中國傳統的舞龍舞獅，還有令人激動的巴拿馬之行抽大獎互動活動，
吸引了大量的買主和商家前來，再次帶動了新年的銷售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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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類居住地拓展越來越廣，讓許多野生動物面臨生態浩劫，許多極地地帶的動物
更是在氣候及居住地的壓力、人類掠殺瀕臨絕種。日前俄羅斯國家航空為提倡拯救“阿穆
爾豹”推出777-300彩繪飛機，並命名為“烏蘇裏克號”或“豹機”，希望可以喚起人
們對於豹的繁殖與重視。

瑞典耶夫勒瑞典耶夫勒，，瑞典瑞典
8080 歲老奶奶熱愛健歲老奶奶熱愛健
身身，，身材結實線條明身材結實線條明
星宛如中年少婦星宛如中年少婦。。

瑞典瑞典8080歲奶奶愛健身歲奶奶愛健身 秀肌肉線條秀肌肉線條

中國大工匠在哈薩克斯坦
東部小鎮與世界對話

哈薩克斯坦東部，阿克托蓋小鎮。
躋身世界前五的哈薩克斯坦最大銅礦選
廠項目，於日前竣工！

“感謝項目總承包商中國有色金屬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色股份），也特
別感謝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為我們提供了
資金貸款”。“這座金礦的主人”哈薩
克斯坦銅業公司（哈銅）總裁諾瓦丘克
在竣工儀式上強調，項目的成功投產得
益於同中國夥伴富有成效的合作。

“該項目完成後將極大提高哈銅在
世界行業中的地位。”阿克托蓋銅礦選
廠項目經理陳正海告訴記者，這個項目
實際是從土耳其公司手上接過來的。
“土耳其公司在幹了兩年之後，哈銅發
現其進度過慢根本無法在限期內投產，
就轉而找到了我們。”

來自墨西哥的施工現場西方管理公
司主管弗朗西斯科對項目質量也贊不絕
口，“我參與過世界上許多國家著名工
程的建設施工，可以非常確定地說，中
色股份阿克托蓋銅選廠絕對是世界壹流

水準，堪稱裏程碑式的項目”。

“當地的年輕人可以在這裏找到很
好的工作”

阿克托蓋銅礦探明儲備逾17億噸，
為世界級大型銅礦，也是哈薩克斯坦最
大銅礦。該礦廠計劃年產量3700萬噸礦
石，產品主要銷往中國。項目投資總額
為21億美元。

2016年12月6日，該項目順利通過
哈國家驗收。哈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驗
收儀式上說，“非常高興聽到這個消
息，適逢哈薩克斯坦獨立25周年之際，
我們完成了這項偉大的工程。這是東哈
州南部唯壹的壹項巨大工程，當地的年
輕人可以在這裏找到很好的工作。”

據項目人力資源部哈方主管桑都加
什介紹，“該項目施工期間為當地提供
了近2000個工作崗位，其中直接就業崗
位700余個。此外，還提供間接工作崗
位1200余個。”

21歲的哈薩克小夥兒謝利科是個中

佼佼者。他最先是從水管工做起，後又
負責翻譯，現任職項目綜合部副經理。
謝利科在介紹自身經歷時仍略帶靦腆，
“父母非常感謝中國企業為我提供這
樣的工作機會。由於工資待遇高出當地
企業很多，說起來我的很多朋友都不相
信。”

談及項目結束後的打算，謝利科
說，“如果中色股份在哈薩克斯坦還有
項目，我壹定會繼續跟著幹。如果沒
有，我在這裏積累的工作也足以讓我去
任何壹個大型項目裏從事相關工作。”

像謝利科這樣滿懷信心的哈國員工
並非少數，對於他們來說，該項目業主
哈薩克斯坦銅業公司透露的壹則消息無
疑屬於“利好”。“我們與中方夥伴之
間的合作非常愉快。雙方仍有合作意
向，目前正在就此進行研究。”該企業
新聞發言人馬科斯特對記者說。

中國大工匠與優質產能
“這是哈近年來實施的投資額最大

的項目之壹，也是中哈產能合作框架下
的標誌性項目。”其建成投產將極大推
動哈薩克斯坦工業進程和經濟發展，是
“壹帶壹路”倡議與哈“光明之路”新
經濟政策成功對接的示範工程，也是互
利合作成功的又壹體現。中國駐阿拉木
圖總領事張偉表示。

該項目總工程師張有為指出，從這
個項目中積累的經驗令中色股份在相關
領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由於這是壹
個世界級的項目，“工程做下來之後，
今後無論世界上哪個國家都要對我們刮
目相看了”。

據負責人事工作的嚴非介紹，張有
為曾在國內參與和負責了許多著名的大

型項目，“可算是國家的‘大工匠’”。
而托起這些“大工匠”與世界進行對
話的大背景則是中國冶金工業的快速
發展。

中色股份副總經理秦軍滿說，“有
色冶金工業是中國的優質產能，擁有多
項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和設備，
在中哈產能合作的號召下，我們有信
心，也有決心為兩國共同發展經濟添
磚加瓦。”

哈薩克斯坦銅業公司總裁諾瓦丘克
表示，“哈中兩國地理毗鄰，有著天然
的合作優勢，而‘絲綢之路經濟帶’倡
議更為雙方搭建了便利的合作平臺，作
為壹名企業家應抓住這壹難得機會”。

綜合報導 很多學者認為消費疲弱和過度依賴
投資與出口是近期經濟增長減速的主要原因。中國
經濟失衡問題，主要表現為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
消費對GDP的增長貢獻有限，已引發市場對中國
經濟長期增長是否可持續的擔憂。據官方數據顯示
，2014 年中國消費 GDP 占比由 1980 年代初的
70%降至約 50%，其中家庭部門消費占比降至
40%以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過度投資已導致經
濟運行低效率。

然而中國經濟失衡程度或許並未如官方數據顯
示的那般嚴重，消費支出低估掩蓋了中國消費者的
實際購買力。中歐國際商學院教授朱天和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教授張軍的壹項研究結果顯示（2014年）
，官方數據低估了中國實際消費至少約10%，其
中住宅服務消費占據較大比例。逾80%的城鎮居
民和90%的農村居民擁有自住房。官方數據利用
建築成本測算上述住宅的估算租金，導致其住宅服
務消費被低估約4%。此外，個人消費作為企業支
出報銷和避稅的做法較為普遍，入戶調查所得的個

人收入和支出壹般也會顯著低報。
我贊同朱、張二人的結論。若修正中國消費被低

估了10%，則中國經濟結構與其他東亞經濟體在類
似發展階段的經濟結構大致相當。這並未改變壹個
事實，即過去數十年間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體壹樣，
采擇投資和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同時相對西方發達
經濟體而言居民消費水平較低。這說明中國經濟失衡
程度被擴大了，其並未對長期經濟增長構成嚴重威脅
。

近幾十年中國消費快速增長，目前已成為全球
第二大消費市場。2014年中國消費規模超過日本
GDP總量，目前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
消費市場，同時是增長最快的主要消費市場。幾乎
全部消費商品和服務都經歷過顯著的消費升級，尤
其是交通、通訊和娛樂休閑服務。目前中國是全球
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

國家已確定兩項長期經濟發展目標，壹是
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是2049年達到中等
發達國家水平。十三五規劃承諾，2020年中國

GDP總量將較 2010年翻壹番
，期間年均增長6.5%以上。筆
者據此預測，2020年中國消費
支出將達到美國消費水平的

57%，2030年將達到美國水平的85%。
當前，應當通過深化改革促進中國消費的可持

續增長。首先，推動農業人口的城市化。中國勞動
力市場高度失衡，大量勞動力集中在生產力低下的
部門，這對消費造成了負面影響。2014年農業部
門就業人數占中國就業總人數的比例達29.5%，但
農業總產值GDP占比僅9.2%。中國人口中較大比
例從事農業生產抑制了GDP和家庭收入的增長。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顯著超過農村居民。2014年城
鎮家庭消費占中國家庭消費總額的比例達78%。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接近農村人均消費的三倍。目前
中國農民工數量超過2.7億人。盡管許多人在城市
已工作多年，但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工在城市定居較
為困難。2016年中國基於戶口的城市化率僅41%
，而基於居住地的城市化率達到57%。計劃中的
戶籍制度改革即將將上述福利覆蓋至農民工群體，
這將加速農村勞動力城市化步伐並顯著刺激需求增
長。

其次，積極培育老齡人口相關的消費需求。近

幾年中國人口迅速老齡化。據2010年人口普查結
果顯示，60歲以上人口比例達13.26%，65歲以上
人口比例達8.87%。未來幾年這壹趨勢還將加重。
據聯合國的壹項調查，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口
（定義為60歲以上）數量將超過4.4億人，占總人
口的比例超過40%。人口老齡化將增加醫療和養
老等高端服務以及老年娛樂和金融服務等其他方面
的市場需求。這壹新的需求來源應有助於支撐中國
下壹階段的經濟增長。當然，更加完善的社會福利
體系是人口老齡化能夠刺激消費並產生積極影響的
前提。

第三，改革社會福利體系以刺激消費。中國計
劃經濟體制下“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系的
倒塌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消費下滑背後的壹個
重要因素。計劃經濟下，城鎮居民的教育、醫療、
住房和養老實質上是免費的，那時的預防性儲蓄水
平較低。隨著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舊的經濟體制
逐步瓦解。許多居民不得不花錢購買之前由政府免
費提供的服務，增加了預防性儲蓄並降低了消費。
近年來，國家開始為城鎮和農村居民提供更為全面
的社會福利，包括教育補貼、全民醫保和養老補貼
等，更加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將降低居民儲蓄率並
釋放潛在的消費需求。

專家：中國步入消費黃金期



have a response about the White House’s policy toward 
Tibet, where Beijing quashed an uprising in 1959 and 
spent decades stifling the growth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movements toward independence.
Barack Obama repeatedly angered Chinese officials 
by meeting with the Dalai Lama, whom Beijing has 
accused of fomenting violence. Trump similarly 
anger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y having a phone 
call with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another region 
of contested sovereignty, though the president later 
accepted the “One China” policy.
Citing their experiences going into exile, Childers said 
that the women and girls on the team had survived 
worse tragedies, including separations from family, 
childhood journeys across mountains dressed only 
in ragged clothing, and growing up in a society 
dominated by men. But the rejection for a symbolic 
soccer tournament, she said, “is still kind of a tragedy 
for Tibet and for these players”. (Courtesy https://
www.theguardian.com/us-news/) 

Childers said the experience left her feeling 
“disgusted” and “ashamed of my country”, noting that 
it cost the team $3,520 – half its yearly budget – plus 
travel expenses simply to apply. “They weren’t trying 
to immigrate,” she said. “They were trying to play 
soccer.”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it could 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visa applications, and did not immediately 

weeks of paperwork, international flights and travel 
around India. Dallas Cup organizers had helped 
prepare a schedule of events and training, Childers 
met with consular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DC, and 
four players had tense, inconclusive visa interviews in 
Kathmandu for the price of $160 an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bulk of the team made it to Delhi, 
taking leave from schools and jobs, for the embassy 
interviews. Each one was rejected.
Yangdan Lhamo, one of the players, said she never 
thought the US would reject the team. “USA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 educated 
country, but they do so much to help uneducated 
people,” she said. “I feel very upset the USA rejected 
us.”
Lhamo and Chotso both said they still hoped to play in 
the US. “We really, really want to fulfill our dream. I 
still want to go,” Chotso said.
Lhamo added: “I still want to play there, because this is 
our only chance to represent our country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on Earth.”

Chinese market. That would be a very large slice out 
of their business pie," said the commentary, which did 
not carry a byline.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said last week it 
believed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told travel agencies in 
Beijing to stop selling trips to South Korea, intensifying 
fears of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neighbo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denied any 
knowledge of such an order.
If Beijing did choose to retaliate through trade, it could 
make significant dent. China is South Kore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with the latter exporting up to $142 
billion each year to the country.
Almost half of the 17 million people who visited South 
Korea last year were Chinese,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Limitations
The system isn't a panacea that would completely 
shield the US and its allies from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threat.
It's "aimed solely at defending South Korea against 
missiles from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US Forces 
in Korea.
The system could be overwhelmed if North Korea 
were to launch a series of missiles simultaneously and 
it's not effective against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launched from south, east or west of lower 
South Korea,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North 
Korea monitoring group 38 North.
THAAD can detect and track targets within a range of 
about 1,000 kilometers, the report said, which means 
it may not stop a potential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said in January 
that his country is in the final stages of developing an 
ICBM, which could reach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President Trump vowed that "it won't happen" in 
a tweet prior to his inauguration.(Courtesy www.cnn.
com) 

Fifteen players of a Tibetan women’s soccer team have 
been refused US visas as guests of a Texas tournament,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what policy Donald Trump will 
take toward the contested region.
The team, Tibet Women’s Soccer, had planned to 
take part in this spring’s Dallas Cup tournament for 
young players, and was invited by organizers to stay 
with local players in the tradition of several previous 
diversity programs, including a Catholic-Protestant 
team from Ireland and a Muslim-Jewish team from 
Israel.
On Friday, however, the players were told by US 
embassy officials in Delhi that they did not merit 
permission to take the 10-day trip.
“What they said is we don’t have strong reasons to go 
to Dallas,” said Jamyang Chotso, a team captain. “But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reason for them to reject us. [We] 
think the reason is they think we might run away when 
we reach there.”
“For a footballer, football is not just a game,” she 
added. “Through football I can represent my country 
and through football I can inspire our girls.”
Most of the players were about 18 to 20 years old, 
said Cassie Childers, the team’s coach. India does not 
recognize the players as refugees from Tibet, she said, 
but as legal residents of India; four players are Nepali 
citizens.

Childers said that the team’s invitation to the 
tournament was “a dream come true” for the players, 
and their trip to the embassy was the culmination of 

as a threat to its own security.
"We will firmly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eserve 
our own security interest, and the US and South Korea 
must bear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Tuesday.
With North Korea upping the amount of missile and 
nuclear tests last year, the US and South Korea have 
publicly stressed the need to speed up the deployment 
of the technology.
It's designed to shoot down incoming missiles that 
threaten civilian populations, akin to shooting a bullet 
with another bullet in simple terms, experts say.
"Continued provocative actions by North Korea, to 
include yesterday's launch of multiple missiles, only 
confirm the prudence of our alliance decision last 
year to deploy THAAD to South Korea," Adm. Harry 
Harris, commander, US Pacific Command, said in a 
news release.
The decision to deploy THAAD in South Korea was 
made in July of last year,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has said it's committed to 
following through.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and South 

Korean Defense Secretary Han Min-koo spoke 
over the phone last week and agreed that 
THAAD should be deployed "ASAP."
Chinese objections
China has long opposed the deployment of 
the defense system so close to its own borders 
andhas called o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to 
stop the deployment.
One concern is that THAAD's advanced 
radar system could be used to spy on China's 
activities, rather than monitor incoming 
missiles from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Mark 
Tokola of the Korean Economic Institute of 
America.
China also worries THAAD would undermine 
i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an attack on its own 
soil, says Tokola, a former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at the US embassy in Seoul.
Beijing's displeasure has reportedly been felt 

Seoul (CNN)The first pieces of a US-built missile 
defense system designed to mitigate the threat of North 
Korean missiles arrived at the Osan Air Base in South 
Korea Monday night, according to the US military.
The announcement comes just a day after North Korea 
test-fired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into the Sea of Japan, 
also known as the East Sea.
China has voiced opposition to the proposed placement 
of the military hardware known as the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 which it sees 

by South Korean businesses, particularly Lotte, the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 which signed off a land 
swap deal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a site for the 
THAAD launch systems in late February.
In a fiercely-worded commentary published by China's 
official news agency, Xinhua, said the Lotte board 
would "hur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severe" if it went ahead.
"Lotte stands to lose Chinese customer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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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een players of a Tibetan women’s soccer team have 
been refused US visas as guests of a Texas tournament.

‘Through football I can represent my country and through 
football I can inspire our girls,’ says a team captain. (Photo/
Reuters)

If you plan to travel to Tibet, you need a Chinese visa and a 
Tibet Entry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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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Embassy Officials In Delhi Told 15 Players They ‘Don’t Have Strong Reasons To Go To Da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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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與社區建立良好警民關係，
提升警察執法效能，新上任的休士頓警察局長阿塞維多(Art
Acevedo)7日於休士頓警局中西分局(Midwest Patrol Station)召
開社區媒體會議，期盼加強警民互動和改善警局執法工作，並強
調族群多元性是休士頓最大的特色，休士頓警局將會盡最大的努

力維護社區治安，保護居民安全。
在獲聘擔任休士頓警察局長之前，阿塞維多

服務於奧斯汀警察局長近十年，阿塞維多表示，
執法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維護治安和維持社區良好
關係，休士頓是全美最具多元文化的城市，無論
是移民人口組成和各分局警員結構，新官上任，
他希望能與各社區領袖和各族裔媒體會面，了解
他們關於如何增進加強警局執法工作的想法。

對於近來穆斯林禁令的愈演愈烈，同樣身為
移民一份子，阿塞維多表示，這城市因移民而偉
大，多元文化造就休士頓與眾不同的地方，雖然
目前社會反移民色彩濃厚，但在這個文化融爐裡
，民眾安全永遠是執法第一優先，要讓他們知道
， 「警局站在他們這一邊」 ，透過警民共同合作
，社區才能有良好居住環境和和諧氣氛。

阿塞維多也在現場 「打卡」 (Check in)上傳推
特網站，他說，現在資訊發達，鼓勵民眾可以掌握休士頓警局推
特帳號和他個人帳號，持續追蹤社區治安近況和案情進度，他自
己也經常在推特網站上發布警局社區活動消息，表達對警察工作
支持。

會上也介紹警局團隊成員，中西分局局長James Dale表示
，整個西南區域充滿多元色彩，亞裔社區活躍，在這裡有越南、
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印度等，多元族裔豐富整個社區，同時
也帶來挑戰，希望未來能加強警民間的連結，一起為社區治安努
力。

不過，警力短缺一直是休士頓很大的問題之一，目前整個城
市僅有5000多名警力在值勤，比起其他大城市動輒萬人警員，
休城警力明顯不足，影響警察長時間加班耗損。休士頓警局積極
招兵買馬，招募新血加入警察行列，詳細的招募資訊，可至官網
http://hpdcareer.com/查詢。

為加強美南新聞讀者與休士頓警局的連結，近期也將會開闢
「阿塞維多專欄」 ，阿塞維多談休士頓治安和社區消息，與美南

讀者互動，讀者可隨時關注美南日報。民眾也可追蹤推特帳號
https://twitter.com/Houstonpolice 或 https://twitter.com/ArtA-
cevedo關注最新動態。

新上任休士頓警察局長阿塞維多召開社區媒體會議新上任休士頓警察局長阿塞維多召開社區媒體會議，，加強警民互加強警民互
動動。。((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城新局長加強良好警民關係 讚許多元移民文化

中西分局局長中西分局局長James Dale(James Dale(左四左四))、、休士頓警察局長阿塞維多休士頓警察局長阿塞維多((左五左五))與警員集與警員集
體合影體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
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
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

提供全面即時
的第一手新聞
和生活訊息，
2017年全新上
線，帶領休士
頓華人媒體發
展進入新紀元
。

「今日美國
」 網站(www.
today-ameri-
ca.com) 升 級
原有美南新聞
網站，以 「展
現最真實全面
的美國生活，
提供最強大的
實用的資訊平

台」 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成為全方
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美
國教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
給讀者最在地的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 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
」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
大的記者團隊，用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
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
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STV15.3、ITC、美
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另外，美南
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與
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
便利讀者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15.3頻道每周七天，持續每天
24小時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
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內容。網站上
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豐富且多樣化，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可透過網站
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美南麥當勞教育展和春
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

相關資訊，持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讀者只要搜尋 「 今日美國 」 ，或輸入 「www.to-

day-america.com」 網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
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
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國今日美國20172017全新上線全新上線 讓今日與眾不同讓今日與眾不同

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二維碼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二維碼。。

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國網站。。

（ 休士頓/ 秦鴻鈞綜合報導 ）甫於上月底在休士頓主持美
南山東同鄉會年會的豐建偉榮譽會長，在年會剛結束沒兩天，即
兼程趕往北京，出席三月三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揭幕的中國
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豐會長為今年受邀列席的海外39名
代表之一，也是美國五名代表之一，肩負海外六千萬華人華僑的
重托，在會議期間建言獻策，發出僑界聲音。

豐醫生對當地媒體表示：
“在海外工作、生活了二十五年，這是我第一次在人民大會

堂聽到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心非常感慨、感動、感恩。
”豐建偉說，雖然人在海外，但他一直關心著祖籍國的發展和進
步，心系著血脈同胞。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讓他真切感受到了這
是一份本著民心、民意、民求，處處為老百姓考慮、為了人民的
報告，“報告中沒有口號，都是非常實際、具體的事情。”豐建
偉表示。

據悉，像豐建偉一樣，受邀列席今年全國政協會議的海外僑
胞共計39名，他們肩負著海外華僑華人的重托步入會場。同時
，他們將在會議期間建言獻策，發出僑界聲音。

建言醫改 盼支持華人醫生回國服務政策可以更積極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了深化醫療、醫保、醫藥聯

動改革。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全部取消藥品加成，協調
推進醫療價格、人事薪酬、藥品流通、醫保支付方式等改革。

對此，豐建偉建議國家立法機構通過立法的方式強力切開在
醫院、醫生、醫藥三者之間存在的利益關系，形成公正、合理的
診療規範。同時還要規範藥品行銷行業，而在提升醫生價值方面
，可適當提高醫生診療服務費用。

在吸引海外華人回國服務方面，豐建偉建議：一、允許海外
華人在國內有執業的資格和多點執業的資格；二、通過PPP模式

，鼓勵公立醫院的人才團隊與海外專
家合作，在民營醫療平台上發揮作用
；三、給予稅收、物價政策上的支持
。

在醫學教育方面，豐建偉建議：
一、加大醫學院臨床教學比例，區分
臨床和科研，培養具備專業素養和人
文關懷精神的職業醫生；二、制定教
學醫院的准入標准和各科住院醫生的
培訓大綱，嚴格教學評估體系，落實
到每個臨床技能；三、完善畢業後繼
續醫學教育體系，對在崗醫生進行每
年的專業知識再培訓，保持及時的知
識技能更新；四、改革護理教育，大
力引進國外先進的護理教育理念和體
系，提升護士臨床工作能力、服務能
力和社會地位。

豐建偉 擔任休斯敦西南紀念醫
院(Southwest Memorial Hospital)副
院長，同時擔任"亞洲部"及"心髒血管
病部門"主任，是最受歡迎的醫師，
素有妙手仁心之稱，連續幾年榮獲"
最佳年度醫生"這一殊榮。豐建偉醫生也成為該院第一位獲得此
殊榮的華裔醫生，打破了該院一直由其他族裔壟斷該稱號的局面
。西南紀念醫院院長Mr.George Gaston 為豐建偉頒發榮譽證書
，是華人在美國醫學界留下一段傳奇佳話。

豐建偉副院長作為美國傑出華人代表受邀出席今年全國政協

會議，這是對豐建偉副院長二十多年來為提高海外華僑華影響力
，在他牽頭建立的各類協會組織中，為促進中美兩國在經濟、文
化及醫療領域的合作作出貢獻的高度認可！同時他也是休斯頓華
僑華人的驕傲！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 休士
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華學人聯誼
會第六十三屆獎學金頒獎典禮，於上周
六晚在 Royal Sonesta Hotel 舉行。今
年共有十五位學子獲得獎學金及助學金
，其中以劉書寧一人榮膺最高獎學金五
千元（ 由Mitchell and Priscilla Lou 提
供） 最受矚目。當晚，因劉書寧在學
校不及趕回，由其父親，休士頓著名的
「 中興牙科 」 劉興坤牙醫博士代為領
獎，受到全場的注目。

劉書寧，聖約翰學校的高中4年級
學生 - 一位優秀女學生，，將去耶魯大
學學習，享有和諧的生活方式。她的藝
術作品贏得了美國國家視覺提名和學術

金銀鑰匙，並已被列為休斯敦當代藝術
博物館和慶祝藝術選集。

作為年鑑編輯，她傳播她對藝術的
熱愛; 此外，她還擔任藝術俱樂部官員
和年度慈善藝術展的主任。 她非常關
心環境，領導聖約翰學校的學生環境聯
盟和贏得德克薩斯州環境創新大賽第一
名。

作為國際俱樂部的主席和團結理事
會的副主席，她熱愛多元化活動。 她
喜歡回饋，領導項目，為無家可歸的人
做三明治和為移植病人做飯。劉書寧在
社區服務委員會擔任董事服務社區，贏
得總統的志願服務金獎和Moran基金會
青年慈善家獎。

休斯頓著名僑領，全美知名心臟科華人醫生豐建偉
受邀出席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代表海外六千萬華人發聲

豐建偉副院長與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裘援豐建偉副院長與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裘援
平在人民大會堂合影留念平在人民大會堂合影留念。。

中華學人聯誼會第六十三屆獎學金頒獎典禮中華學人聯誼會第六十三屆獎學金頒獎典禮
劉書寧獲首獎劉書寧獲首獎，，其父劉興坤牙醫博士代為領獎其父劉興坤牙醫博士代為領獎

美國休斯頓著名僑領美國休斯頓著名僑領、、美南山東同鄉會榮譽會美南山東同鄉會榮譽會
長長、、全美知名心髒科華人醫生全美知名心髒科華人醫生 豐建偉受邀出豐建偉受邀出
席全國政協會議席全國政協會議。。

圖為中華學人聯誼會第圖為中華學人聯誼會第 6363 屆獎學金頒獎典禮屆獎學金頒獎典禮，，獲最高獎獲最高獎
（（$$50005000 元元））獎學金的劉書寧獎學金的劉書寧，，因在學校不及趕至因在學校不及趕至，，由其父親休由其父親休
士頓著名牙醫博士劉興坤士頓著名牙醫博士劉興坤（（中中））代表領獎代表領獎。（。（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圖為最高獎學金得獎者劉書寧圖為最高獎學金得獎者劉書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