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2017年3月18日 星期六
Saturday, March 18, 2017

方鮀生方鮀生 先生先生
現任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現任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
現任華美易經學社首屆會長現任華美易經學社首屆會長
現任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副會長現任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副會長
師大附中校友會創會會長師大附中校友會創會會長
台商會會員台商會會員



BB22廣 告
星期六 2017年3月18日 Saturday, March 18, 2017



BB33德州新聞

無力回天 RadioShack 關閉休斯頓 5 家店面

墨西哥危險  美國務院警告不要去度假

（ 本 報 訊 ）
總部位於美國德
克薩斯州福特沃
斯 (Fort worth) 的 
RadioShack 在 經
歷了 2015 的破產
之後，目前仍無
法改變其經營不
善的殘局，近日
該公司又宣布下

個月將關閉休斯頓的 5 家店面。
此次預計四月份關閉的休斯頓地區的店

面 包 括：5804 Kirby Dr., 5858 S. Gessner Dr., 
3212 Hillcroft, 5419 Bellaire Blvd. and 2920 Gulf 
Fwy。並且商家近期將在網站上打出所有清倉
銷售商品的目錄。

據 稱， 位 於 5804 Kirby Dr 的 店 面 將 在
三 月 的 最 後 一 個 星 期 天 關 閉。The Bellaire 
和 Gessner 店 面 的 關 閉 時 間 為 3 月 28 日， 
Hillcroft 店則在 3 月 31 日關閉。目前公司沒有
透露這五家員工的安置問題。

曾經是美國老牌的電子產品專業零售商
RadioShack，其銷售的產品種類包括無線通

訊、電子部件、電池和配件以及其他數碼技術
產品和服務。公司在全國設有 4100 多家商店，
是已有 95 年歷史的老字號連鎖品牌。在鼎盛
時期，RadioShack 在休斯頓地區的店面多達
80 多家。

但 在 電 商 逐 漸 發 達 的 今 日，2015 年
RadioShack 在風雨中苦苦掙紮後依舊宣佈破
產，被拋售的零售店數量在 1500-2400 家之
間。RadioShack 為了改善經營，做過多方面的
努力，包括改變 Logo 等，但仍不奏效。

之 前， 美 國 無 線 巨 頭 Sprint 稱， 接 盤
RadioShack 部分零售店，用來銷售 Sprint 旗下
產品，並同時保持 RadioShack 此前的產品和
服務。

美國國務院已發出警告，勸阻全國各地大
學生不要選擇到墨西哥度假，因為當地日益猖
獗的犯罪行為導致美國人旅行變得更加危險。 

墨西哥曾經是最受歡迎的春假目的地之
一，但一直深受當地暴力犯罪案件的困擾。國
務院在最新的這份旅行警告中指出，在墨西哥
各州已發生了多起針對美國公民的暴力犯罪行
為，包括謀殺、綁架、劫車和搶劫案件。 

該警告取代了去年四月發布的註意事項，
尤其對墨西哥 31 個州的 14 個發布了出行警
告，包括以往流行的春假目的地巴哈加利福尼

亞蘇爾州、格雷羅州和納亞裏特州。 
該警告稱，2015 年格雷羅州已連續三年成

為墨西哥最暴力的州，而格雷羅的許多地區都
存在無政府組織，在該州最受歡迎的海濱城市
阿卡普爾科經常會遇到獨立武裝組織設立的路
障，雖然有時候並不針對外國人或遊客，但這
些都是不穩定和不可預知的危險因素。 

阿卡普爾科已取代北部邊境城市華雷斯
（Ciudad Juárez）成為墨西哥最血腥的毒品戰
爭中心，一個販毒集散地就坐落在格雷羅太平
洋海岸公路上，雖然有很多遊客，但同時也有

很多毒販黑幫前往當地買賣毒品。這也是格雷
羅州最大城市的不幸，2014 年曾發生了 43 名
學生集體失蹤的案件，暴力案件頻發和社會的
動蕩已讓這裏臭名昭著。在 2009 年，該城市
仍吸引了多達 3 萬名美國春假度假者，但僅僅
兩年後，這個數字已下降至僅有 500 人。 

據美國最大旅行社的年度調查顯示，盡管
去年美國赴墨西哥旅遊人數下滑了幾個百分
點，但到目前為止，墨西哥仍是美國最大的旅
遊目的地。盡管美國已對阿卡普爾科和卡波聖
盧卡斯地區的旅行發布警告，但墨西哥的旅遊

業仍在蓬勃發展。2016 全球十大旅行目的地，
墨西哥排名第九，國際遊客人數達到 1144 萬
人次，比去年增長了 9.9%。 

美國國務院稱，平均每年有數百萬美國人
出行墨西哥，每天有超過 15 萬人穿越邊境。
同時，墨西哥政府已投入大量資源保護主要旅
遊目的地，一般來說，在這些地區不會看到太
多類似邊境地帶與毒品有關的暴力和犯罪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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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聚》是一檔由美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美國肖邦
國際藝術中心，中國大連千品國韻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推出的
訪談類欄目，以美南電視台作為播放平台，由美國美南電視台，
中國大連海歌菲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中國大連鑫澤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中國大連菲達影視聯合錄製。由美國肖邦國際藝術中心
，中國大連千品國韻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冠名播出。旅美音樂
家吳曉萍，愛心企業家，大連千品國韻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玫女士擔任該欄目製片和主持。

《萍·聚》的定位是一檔音樂藝術類訪談欄目，邀請的嘉賓
主要包含：一，中、美各地在音樂藝術（包含影視，戲劇，樂器
、繪畫、書法等）方面表現突出且有巨大潛力兒童及青少年。二
，美國當地各族裔，具有族群特色的音樂文化傳承人。三，在中
國音樂領域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家和作曲家。四，中、美兩國對音
樂文化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各界人士。五，喜歡音樂，對音樂藝術
情有獨鍾的愛心企業家。

欄目第一期將定於2017年3月20日（下周一）晚間七時
半與各位觀眾見面，次日（周二）中午一時至一時半重播。之後
每月一期，每月第三週的星期一傍晚七時半黃金時段播出。中國
國內的省級衛視及市級電視台及視頻門戶網站也將進行轉播。

目前，《萍·聚》已錄製完成前6期的欄目，我們會在不久
的將來逐一奉獻給喜愛音樂藝術的觀眾朋友們。

在前三期欄目中，我們將回顧前不久在休斯敦落幕的美南
肖邦第二屆國際鋼琴大賽的總決賽。第一期，我們將跟隨鏡頭來
到比賽現場，欣賞一場由中美“小鋼琴家”們聯袂獻上的聽覺盛
宴，了解選手們比賽的台前幕後。在第二期欄目中，參加比賽的
中國選手和家長們被邀請參加休斯敦音樂學院舉辦的國際鋼琴藝
術節，走進美國當地學校，交流人文禮儀及才藝展示。藝術節期
間，選手們聆聽了世界著名鋼琴大師的大師班課，還欣賞了數場
精彩絕倫的鋼琴音樂會，最值得一提的是選手們有幸欣賞到年過
97歲鋼琴泰斗級鋼琴大師Abbey Simon的精彩演奏及大師講座。
連續幾天的大師課，音樂會及一對一鋼琴課讓選手們感到獲益匪
淺。第三期節目中我們將看到，中國的選手和家長們參觀了美國
南部的著名景點和自然風光。乘船遊覽聖安東尼奧，欣賞聖安東
尼奧河美麗的美景；參觀奧斯汀行政廳，遊覽休斯敦知名的
NASA宇航中心；遊覽休斯敦市中心，以及著名的Galleria購物中
心等等，每天品嚐不同國家的美食，半個月的美國之行可謂是豐
富多彩。

第四期欄目中，我們將帶您了解中國獅子聯會特有的一種

傳播慈善理念方式——“獅
愛音樂”。欄目邀請到了中
國獅子聯會多位獅愛歌曲詞
、曲作者，談論他們創作獅
愛歌曲時的心得體會，以及
獅愛音樂在獅子會發展過程
中起到的作用。這里特別要
介紹一下的是，旅美音樂家
，節目主持人吳曉萍女士也
是一位傑出的“獅愛文化”
傳播者，她所創作的二十餘
首獅愛音樂被廣為傳唱，由
劉國璞作詞，吳曉萍作曲的
兩首獅愛作品《我相信》、
《獅路》在美國西雅圖舉行
的國際獅子大會的“龍之夜
”晚會上唱響，由劉國璞作
詞的獅愛作品“大海”“獅
路”，曲朝陽作詞的“大愛
無疆”榮獲全國原創歌曲金
獎。由李揚作詞的“讓心快
樂”張平作詞的“感恩”，
王澄波，屈長利作詞的“盛
開在心底的鮮花”，黃剛及各位主席聯合作詞的“愛的傳遞”等
等獅愛作品均在社會上廣泛傳唱，並贏得了獅友們的一致好評。
近十年以來由於吳曉萍女士對獅愛文化的特殊貢獻，被授予“國
際獅子總會會長”獎章，“中國獅子聯會會長”獎章，“中國獅
子聯會大連首席代表勳章”以及“中國獅子聯會十年百佳會員獎
”等等，她被大家稱為“獅愛文化的傳播者”，“獅愛文化形像
大使”。

第五期欄目中，我們有幸邀請到了遼寧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劉世虎院長，一起暢談中國民族特色的音樂作品。劉世虎，中國
音樂家協會會員、遼寧省音樂家協會理事、大連市音樂家協會副
主席、音樂教育委員會主任、大連市政協委員、九三學社大連市
委員會文教衛主任、遼寧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生
導師。 20多年來,共發表各類音樂作品300多部件,40多次在全國
、省、市重要音樂作品評選中獲獎。代表作《紅蓋頭》、《兵丫
》。劉院長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有更多的中國民族樂器在好萊

塢大片中出現，讓全世界的人都聽到如此美妙的“國樂”。
做客第六期欄目的嘉賓是被譽為“小鄧麗君”的戴韓安妮

。訪談的地點選在了陽光明媚、海風習習的大連海濱——棒棰島
。吳曉萍女士和小安妮一起暢聊了對音樂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安
妮小時候學習音樂的趣事以及未來的夢想。她們的話題無時無刻
不在圍繞著一個人，她們心中的女神。 。 。 。 。 。鄧麗君。
相信小安妮的歌聲會帶你重新回到那個“甜蜜蜜”的年代。 。
。 。 。文化的傳播，永遠水遠山長。虛空不盡，遍處華夏精神
！為張玫，吳曉萍的每一次創舉禮讚！她們都為成為一個更美麗
更動人的自己而堅定的行走著，讓萍聚這個欄目成為美國休斯頓
及中國大連的一個文化客廳，中國大連座客美國休斯敦，美國休
斯敦座客美麗的中國大連。

《萍·聚》，簡單的兩個字，卻代表著一種美好的夙願，讓
我們把一切美好的音樂文化藝術匯聚於此，讓我們有緣相聚，把
最美的藝術展現給大家。
敬請期待！

中國大連千品國韻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中國大連千品國韻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董事長董事長，“，“萍萍..聚聚””欄目製片人主持欄目製片人主持
人張玫女士人張玫女士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 「中美文化講壇 」邀請
到鋼琴家鄒南茜女士於三月十八日（ 下周六 ）下午三時，蒞臨
萊斯大學 Shepherd 音樂學院 Duncan 音樂廳（ Duncan Recital
Hall ) （ 地址：6100 Main, Houston TX 77005 ) 為休士頓愛樂者

演奏蕭邦夜曲及詼諧曲。本音樂會 為免費入場，請向中美寺索
票。預約 專綫：281-495-3100

另一場演奏 3 月 19 日（ 星期日） 下午三時，在亞洲協會德
州中心舉行，地址：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預

約 網 址 ： www. AsiaSociety.org/Texas, 預 約 專 線 ：
713-496-9921

鄒女士在五歲就開始接受音樂教育, 她曾獲得墨爾本大學音
樂學院獎學金攻讀取得了音樂碩士學位; 之後她任教於澳洲墨
爾本、莫納什、臥龍崗等大學, 並於澳大利亞及海外等地從事
專業演奏,極受好評。鄒女士也曾在中國、台灣舉行過多場獨
奏音樂會,並在上海音樂學院、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等授課。她

最近擔任“Rewrite”的首席鋼琴家,這是一個專注於以音樂為療
癒藝術的非營利樂團, 經常把她的音樂獻給老弱窮苦的人,她目前
在籌劃一個無年齡限定的鋼琴比賽來推廣音樂的普及性。

鄒南茜教授鄒南茜教授 「「蕭邦之夜蕭邦之夜」」 夜曲及詼諧曲演奏會夜曲及詼諧曲演奏會
33 月月1818 日及日及33 月月 1919 日兩場日兩場，，可向中美寺索票可向中美寺索票，，免費入場免費入場

美南電視下周一晚七時半開播音樂藝術類訪談節目[ 萍‧ 聚 ]
由旅美音樂家吳曉萍女士主持由旅美音樂家吳曉萍女士主持，，周二午間一時至一時半重播周二午間一時至一時半重播

旅美音樂家旅美音樂家，，美國美南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發起人美國美南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發起人
，，中國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中國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萍萍..聚聚””欄目製欄目製
片人片人，，主持人吳曉萍女士主持人吳曉萍女士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杰會長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杰會長((右二右二))、、張世曉副會長張世曉副會長((右一右一))、、金虹財務長金虹財務長((左左
一一))誠摯地邀請所有會員誠摯地邀請所有會員、、朋友和贊助商以及你們的家人朋友和贊助商以及你們的家人44月月99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到時到[[熊熊
溪先鋒公園溪先鋒公園]]參與我們舉辦的春天野餐參與我們舉辦的春天野餐。。((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APA)誠摯
地邀請所有會員、朋友和讚助商以
及你們的家人到 「熊溪先鋒公園
(Bear Creek Pioneers Park)」參與我
們舉辦的春天野餐，一起享受美味
燒烤和戶外活動。

野餐時我們準備了燒烤（BBQ
購自Goode專門服務店）、色拉、
水果、零食和飲料。將為成年人舉
辦高爾夫和排球比賽，同時也為孩
子們準備了呼啦圈，飛盤和跳繩等
遊戲。

時間: 2017年4月9日（星期日
）上午11點至下午3點

地點: 熊溪先鋒公園6號亭；熊
溪路邊Bear Creek Pioneers Park, Pa-
vilion 6 (by Bear Creek Drive)；風雨
無阻(Rain or Shine)
公園地圖: 見附圖。活動當天，進入

公園後會有指示牌張貼在馬路邊。
活動安排:
• 早上 11 時至中午 12 時：登記參
加活動和領取午餐劵 （同時在現場
我們也接受新會員的入會註冊）
• 中午12時至下午1時：午餐時間
。憑餐券領取購自Goode 專門服務
店的午餐。因為野餐時間有限，請
務必準時到達。
• 下午1時至3時：自由活動
- 成年朋友可以參加排球或高爾夫
球比賽活動。
- 兒童們的遊戲包括有跳繩，飛盤
和呼啦圈等。
網上報名和費用:
• 2017 年 4 月 2 日之前在網上註冊
報名：成人午餐券：會員每人$10；
非會員每人$15，兒童午餐券每人$5
。

• 2017 年 4 月 2 日之後在網上註冊
報名：成人午餐券：會員每人$15；
非會員每人$20，兒童午餐券每人$5
（價格不變）。
• 網上報名截止日期︰2017年4月
7日，星期五，下午10時
注意事項:
• 請在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官方網站
http://www.capaus.org上報名和支付
款項
• 請各位家長在活動期間照顧好你
的孩子，並註意安全。
• 如果您只想來和親朋好友見面，
享受一段輕鬆的時光，不需用餐，
歡迎您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不需要
繳任何費用。
如有問題請聯絡：
向靜jing.xiang6@gmail.com
戴柏青dibal@sbcglobal.net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20172017年野餐會通知年野餐會通知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光鹽社
於3月11日上午10時至上午11時在該
社辦公室舉辦 「食品安全及衛生」健
康講座，營養師李曉芸為僑界人士解
說食品安全有關注意事項。

由於有關知識的傳播，越來越多
僑界人士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李
曉芸就藉著講座機會協助僑界人士建
立食品安全的概念.她談到,雖然美國
食源是世界其中最安全的,但食源性疾
病仍然是公共衛生的問題。每年有高

達4800萬的美國人罹患食物性疾病，
有 12 萬 8000 人患食物中毒而住院，
其中3000人更因食物中毒而喪命。

此外，食源性疾病還可能造成腎
衰竭、關節炎或是腦部神經線損傷等
長期疾病，所以食品安全非常重要。
食源性疾病的症狀可能在20分鐘內或
六個禮拜後才會顯現，患食物中毒時,
主要症狀是腹瀉，其他症狀包括噁心
、嘔吐、腹痛和發熱，若是有這些症
狀就要馬上看醫生。最易受食物中毒

是癌友、少過五歲的小孩
、孕婦、糖尿病者、年邁
長輩、免疫力低者。

對於預防食源性疾病的
作法，從採購、儲存和料
理準備等，都必須要確保
食物品質的安全，像是將
生肉和其他食物分開儲放
，並且選購易腐壞食物要
盡快回家以便冷凍或冷藏
；保持食材、雙手、料理
工具、料理台的清潔，避
免交叉污染；在烹調的過
程中應將食物煮熟煮透、
沒用完的食材要妥善冷藏

等。
在料理前的清洗步驟則是

，一、先用肥皂和流動的溫水
清洗 20 秒。二、使用紙巾或
乾淨的布擦拭檯面、並且使用
過後的布應用洗衣機的高溫功
能來清洗，在準備料理蔬菜及
肉類時，若有使用餐具、砧板
等，應先清洗過後再行使用，
不要混在一起使用。料理完後
也要以熱肥皂水清洗使用過後
的工具。

對於食材的清洗，蔬果可
以三比一的比例加入些許白醋
和三倍的水來清洗，可除去大
部分細菌。李曉芸也提醒僑界
人士不要清洗生肉、雞蛋，避
免肉汁上的細菌飛濺至廚房其
他地方，而雞蛋則是因外殼有
天然油質保護層，可以防止細
菌滲入。

烹調食物時應注意時間與溫度的
掌控，讓食材得以均勻加熱、充分煮
熟，食物烹煮後要保持華氏 140 度，
確定食品達到一定的中心溫度後才起
鍋，民眾可利用食物溫度計來掌握溫

度，且能保持食物的安全；而在室溫
下，熟食存放時間不應超過兩小時，
最好立即存放在冰箱內，而華氏40度
至 140 度更是 「食物溫度危險區」，
食物不可在這個範圍內留置超過四小
時。

以下食物要丟棄:發黴變質的食物
。凸漲或損壞的罐頭。寧藏在冰箱內
超過24小時的海產。存放冰箱內超過
了3-5天的生紅肉。存放冰箱內超過
2 天以上的生家禽。存放冰箱內 3-4
天以上的剩菜。

休士頓光鹽社3月11日舉辦 「食品安全及衛生」 健康講座
營養師李曉芸為僑界人士解說食品安全有關注意事項 “高血壓”對我們身體的

影響，有著 「沉默的殺手!!
」之稱。

我們對 「高血壓」這
個名稱並不陌生。在社區
中相聚時，高血壓也是大
家常提及的話題。去看醫
生時血壓必量；去參加社
區的健康日，量血壓更是
少不了的項目。住過醫院
的人，也都親身體會到，
血壓不但要量，而且還要
定時或不定時地量。血壓
的重要性與我們的健康、
生命及生活品質息息相關
；是值得大家關心的課題
。

什麼是血壓？高血壓
代表什麼？要如何去控制
處理它？或與它和平共舞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
很榮幸地邀請到腎臟與高

血壓專家，謝春醫師，來
為大家介紹與講解高血壓
的預防及治療；除了它對
身體的危害及目前的藥物
治療，他也將談談常見的
錯誤觀念，以及相關可行
的非藥物治療，諸如運動
、飲食等等。

謝春醫師是腎臟與高
血壓專家，擁有美國內科
與腎臟專科文憑。1989 年
畢業於孫逸仙醫學院，在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醫院
實習及完成內科住院醫師
培訓，並在德州大學西南
醫學院完成腎臟專科訓練
。他目前担任於赫曼西南
紀念醫院等多家西南區醫
院主治醫師，擁有二十多
年臨床經驗。謝春醫師精
通英語、國語、和廣東話
。謝醫師經常參與社區健

康活動，他的熱心與醫術
大家都不陌生。

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
把關，請大家記得參與慈
濟德州分會三月二十五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的 「高
血壓的預防及治療」健康
講座。

日期：2017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
二時 (10:00AM-12:00PM)

主題：高血壓的預防
及治療

主講人：謝春醫師 (內
科、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
活 動 中 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 713-270-9988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 「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

休士頓光鹽社於休士頓光鹽社於33月月1111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111
時舉辦時舉辦 「「食品安全及衛生食品安全及衛生」」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營養營養
師李曉芸為僑界人士解說食品安全有關注意師李曉芸為僑界人士解說食品安全有關注意
事項事項。。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BB55休城工商

相由心生，善用祖先留傳下來的智慧
衍易工作坊實用面相班，下周日起開課

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們如何才
能在現代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在與各式各樣
的人交流互動中，保護自己，把握先機呢？
學會看面相，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面相學在中國流傳很久，見於歷史記
載的，就有 2600 多年。到衍易老師的網站
http://FengShuiProfessor.com/FaceReading，
可以看到許多歷史上有名的面相故事，都見
諸於正史，並不是毫無依據的民間傳說。

其實面相學也科學根據。英國倫敦大學
曾經統計過，5000 多種基因遺傳病中，至少
有 700 多種確定會表現在臉部特徵上。譬如
說：下巴的厚薄，與性情有關；兩眼的距離，
與學習能力有關。英國皇家學報指出，臉型
的寬窄，與攻擊性的強弱有關。大陸中醫學
院還做過統計，耳朵的長度與人的壽命長短
息息相關。這些都足以證明，面相學並不是

迷信。
心態產生情緒，情緒衍生表情，表情改

變面相；古話說：相由心生，就是這個道理。
從孩子的臉上，可以看到先天的遺傳；從成
人的臉上，還能看出後天的影響。古人論面
相流年，年齡從最難改變的耳朵開始，年齡
越大，觀察的部位就越會受到表情的影響，
因而顯露暗藏的心態。古人的智慧，由此可
見。

在職場上，如何跟對有前途的老闆，找
到能同甘共苦的合作夥伴，招募到合適的員
工；在談判桌上，如何判讀對方的虛實；
在感情上，如何選擇不讓自己後悔的人生
伴侶？第一步，可以由對方的面相作基本了
解！中國的面相學，是古人兩千多年經驗的
累積，由統計分析而得的知人之術。祖先留
傳下來這樣的智慧，我們棄置不用，多麽可
惜！

衍易工作坊的實用面相班，由衍易老師
親自授課，運用現代思維，演繹古人智慧。
每種面相特徵都有圖片說明，簡單易懂，活
學活用，是一門非常適合現代人的實用面相
學。

朋友，您常常有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困擾
嗎？衍易老師的實用面相班，可以幫助您學
會如何從面貌上了解對方潛藏的個性與特
質，在人生的戰場上料敵機先，做一個人生
勝利組。

上課時間是 3 月 26 日，4 月 2 日兩個
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6 點。想要報名，請
上 FengshuiProfessor.com 網站登記，或者打
832-202-5751 電話報名。這門課，一年只
開一班，想要上課的朋友，請把握機會，趕
緊報名。

無論您已經參加了或是即

將參加年長者醫療保險，請準

備 好 您 對 醫 療 保 險 的 疑 問，

歡迎您參加三月十八日在文化

中心舉辦的「年長者醫療保險

(Medicare) 問答講座」保險經

紀人鄭帥帥將詳細為您解答。

您若對年長者醫保完全不了

解，除了講座中討論的資訊以

外，您可和主講人約談，作全

盤的認知。  講座時間 : 三月

十八日 ( 星期六 ) 上午 10 時至

12 時；地點 :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 多功能廳，9800 Town 

Park, Houston, Texas 77036. 

有關年長者醫保請聯絡經紀人鄭帥帥，

電話 : (832) 748-8130

圖為主講人鄭帥帥

年長者醫療保險‘問答’講座
三月十八日在 文化中心舉行 （ 圖 文： 秦

鴻鈞）位於中國
城惠康廣場惠康
超巿正對面 , 授權
代理世界名牌化
妝品，香水的「名
家化妝品公司」，
是休士頓注重保
養 婦 女 的 最 愛，
尤其他們每年二
次 的「 大 贈 送 
」 促銷活動，是
大家絕不會錯過
的，名家「 資生
堂」保養品即日
起至 3 月 26 日止的「 大贈送活動」，即購買資生堂「美白系列」 或「 抗
皺保溼 」 系列 $85 元以上，即送送一套價值 $110 元的美白系列（圖右），
或抗皺保溼系列（圖左），多買多送，送完為止。敬請各界把握時機，先
購為快。「名家」(VITATIV) 的地址：9188 Bellaire Blvd, #K, Houston , TX 
77036, 電話：（713）270-1979

「名家」資生堂保養品大贈送
即日起至 3 月 26 日止

許氏日本靈芝功效顯著
返鄉孝親健康好禮首選   ［買大送小］優惠實施中

金城銀行以其優良營運及管理，連續榮獲鮑
爾財務公司 (BAUER FINANCIAL，INC) 最高五星評
級；同時依據投資銀行Sheshunoff & Co. 報告，
金城銀行2016 年的平均資產投資報酬率居所
有總行位於休士頓的華資銀行之冠。而依據聯
邦金融管理機構之銀行表現報告 (Uniform Bank 
Performance Report)，金城銀行2016 年的股東
投資報酬率於德州的華資銀行中亦是名列第一。

金城銀行2017年度股東年會已於三月十六
日下午在休士頓總行召開，會中除推選下一屆董
事會成員外，並發佈2016年之財務和營運報告。
董事長吳光宜先生首先感謝所有股東對於金城
銀行的一貫支持，並對全體董事、管理團隊以及
同仁們的努力致謝。吳董事長表示，金城銀行一
直秉持依照客戶財務上的不同需求，規劃並適時
提供合宜的金融產品，以服務客戶和社區。而為
了業務持續成長，銀行2017年計劃在洛杉磯地
區成立二家分行為南加地區的企業與社區服務，
其中第一家分行預計在 2017年上半年設立。位
於休士頓地區的 Champions 分行將於 2017年 4
月份遷到鄰近的新地點為客戶服務，相信將對西
北區的客戶提供更好的選擇。出席股東隨即在會
中推選現任的六位董事會成員(吳光宜、楊明耕、

新任六位董事會成員 : 楊明耕、黃國樑、吳光宜、曾柏樺、譚秋晴和 Al Duran  ( 由右到左 )

曾柏樺、黃國樑、譚秋晴和 Al Duran) 繼續擔任
金城銀行下一屆董事。

在黃國樑博士的積極領導且獲得董事會的
全力支持下，金城銀行在 2016 年的表現傑出，
在稅後純利、總資產額、總貸款額、總存款額以
及股東權益均達到創行3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
點。金城銀行全體行員將攜手同心，以〝深、速、
實、簡〞的企業文化，〝用心、誠懇、專業、周密〞
的服務態度，擴大服務社區的層面，並達到二、
三年內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的目標。榮獲五
星銀行評級更證明了金城銀行營運目標明確，領
導管理有方。

總經理黃國樑博士表示，金城銀行是社區
的銀行，具備彈性和便利，更瞭解客戶的需求，
能提供更專業和貼心的服務。金城銀行有 30 多
年社區銀行的經驗，管理團隊更秉持兢兢業業
的態度，努力為客戶提供量身訂做的存款和貸款
服務，希望能幫助客戶的業務蒸蒸日上。

有 關本 行 最 新 資訊 請 參 閱 網 站 www.
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行休士頓百利總行
的地址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 :713-777-3838。歡迎光臨惠顧。

［本報訊］許氏日本靈芝在美上市以來，
因其品質卓越功效顯著，一直受到廣大消費群
眾的肯定與歡迎。適逢母親佳節，許氏特別推
出天大優惠 -［買雙靈芝禮盒就送單盒靈芝］，
實為返鄉孝親健康好禮的首選。

靈芝為傳統中醫之珍貴藥材，自古以來一
直是帝王的養生保健聖品。靈芝的功效十分廣
泛，尤其對活化免疫系統，增強免疫力，抵抗
腫瘤細胞，抗過敏、降低化學性肝損傷等具有
顯著功效。而根據最新公佈的醫學實驗證明，
靈芝可改善阿茲海默症（俗稱老人失智症）的
記憶與認知功能，長期服用可達到減緩或逆轉
阿茲海默症的病態。但因靈芝是一種大自然裏
專門吸收及分解有機物的菌類，若環境遭到污
染或重金屬含量高，靈芝會加以吸收累積，成
分效果反而受到影響。

許氏日本靈芝採用日本靈芝原料，原料直
接由日本農場直接進口，不含雜質， 農藥殘

餘及重金屬， 消費者可放心使用。而靈芝最
珍貴的養分來自靈芝孢子體，但孢子體的外殼
堅硬，若沒有經破碎理有效成份無法釋放出
來，許氏日本靈芝採用日本的專利高科技破碎
技術，使孢子體經破碎處理，讓靈芝的有效成
份－靈芝酸得以釋放，含量是市面上同類產品
的十倍。同時原料採用靈芝子實體低溫冷凍乾
燥粉碎，保存 100% 功效，同以配以高濃縮提
純萃取粉使吸收率提高，功效快速。

本著回饋廣大消費者多年的支持，讓許
氏日本靈芝一直都是有口皆碑的熱銷品，此
次推出的優惠可說是前所未見。凡至許氏指
定特約經銷店購買 120 粒的許氏日本靈芝雙
靈芝禮盒，當場就送 60 粒的許氏日本靈芝一
盒，優惠期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止。詳情請洽
1-800-826-1577 或上網 www.hsuginseng.com

金城銀行召開股東年會
業務穩健成長，發佈亮麗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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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的東西物美價
廉，尤其是奢侈品，即使加上運費也比國內便
宜很多。不管您是送給家人禮物，或是海淘代
購，大家都知道每家快遞公司都有“首磅”價
格，“續磅”價格，還要考慮報關等因素。很
多人都經歷過郵寄貨物延遲到達或者需要補稅
等無可奈何的事情。所以說，找到一家靠譜的
快遞公司是何等重要。

9577 跨境物流今天隆重開業，開業大酬
賓，每磅只要 3.50 元，無首磅收費，這個價格
真是杠杠的，全休斯敦再也找不到比這個更便
宜的快遞了。9577 跨境物流的朱經理介紹說，
9577 跨境物流不但價錢便宜，而且也安全快
速，他們與致命跨境電商合作，信譽優質可靠
的海關清關公司幫忙清關，在收單時已經將百
分之 11.9 的海關稅預付給海關，所以清關時不
必等待，直接通過，國內是與中國郵政 EMS
和順豐快遞合作，所以速度快，只要 7-10 天
就可以寄達。真是又快又好！

不管您是做海淘代購或者是愛心郵寄給國

內的親友，不論是衣帽、維生素、嬰兒輔食、
化妝品、包包、小電子類、紅酒、花旗參、海
參、手機、平板電腦、奶粉，任何物品都無首
磅，每磅只要 $ 3.50 元！。

9577 跨境物流與知名跨境電商合作，每月
的運貨量巨大，所以可以用最優惠的價格回饋
客戶，價廉物美安全快速！無首磅直郵，國內
信譽卓著的中國郵政 EMS 和最大的快遞公司
順豐快遞送貨上門，提前報關不用等！一站式
查詢，隨時可以在網上追蹤貨品，安全放心靠
譜！開業大優惠，機不可失！

9577 跨境物流
地 址： 9730  Town Park Dr,  Suite 102，
Houston，TX 77036.( 育才學校隔壁 )
電話 ：281-506-0809
http://www.kjexp.com
Email:9577kjexp@gmail.com

朋友們來祝賀：開業大吉，恭喜發財！

9577 跨境物流開業，全休斯敦價格最低！
每磅只要 $3.50 元！

9577 跨境物流位於育才學校隔壁 老板夫婦

9577 跨境物流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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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休城讀圖

圖為福遍郡與佛山市代表在交接儀式及舞獅後合影。
福遍郡長 Robert Herbert ( 左 ），佛山市禪城區區長孔海文（ 右） 共同
主持贈送「 嶺南獅舞 」 銅鑄雕像揭幕剪綵儀式。

佛山巿禪城區代表團 16 日回訪德州福遍郡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 右起 ） 德州福遍郡郡長 Robert Herbert 
, 佛山市禪城區長孔海文 16 日（ 本周四 ） 
在福遍圖書館會晤。

福遍郡郡長 Robert Herbert ( 左二 ） 在儀
式上致歡迎詞。（左一）為該區國會議員
Pete Olson 代表張晶晶女士擔任現場翻譯。

儀式上還安排「 少林寺文化中心 」的舞獅表演。

佛山市禪城區區長孔海文（ 左二 ） 在儀
式上致詞。（右一）為主人福遍郡郡長
Robert Herbert 。

圖為佛山巿禪城區人民政府贈送給福遍
郡「嶺南獅舞 」銅鑄雕像。它將永遠
安置在福遍圖書館最顯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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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協進會 3 月 11 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
舉辦春季聯誼會及職業生涯規劃講座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美南國建會（ACAP）副會長黃初平、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台北經文處科
技組游慧光組長、會長顧寶鼎、處長黃敏境、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國會議員 Al 
Green 助理譚秋晴為職業生涯規畫講座共襄盛舉。

Keynote 講員明天、台北經文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美南國建會會長顧寶鼎、處長黃敏境、副會長黃初平、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職業生涯活動內容以提供青年學子聯誼平台，分享就業經驗為主，本年已是第 7 屆
辦理，吸引德州十多所約百餘學生共同參與。

美南國建會前會長林國強在職業生涯
規畫講座午餐時與學生交流。

朱辛為前會長現場與留學生針對求
職作交流討論。

美南國建會舉辦職業生涯規畫講
座、幫助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如何就
業。

美南國建協進會 3 月 11 日在僑教中心大禮
堂舉辦春季聯誼會。

職業生涯規劃講座當天活動內容以提供青年
學子聯誼平台，分享就業經驗為主。

美南國建協進會職業生涯
規劃講座、林彥豪講述履
歷表如何填寫。

美南國建會（ACAP）3 月 11 日上午
於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舉辦職業生涯
規畫講座備有豐盛午餐招待。

協辦單位台北經文處教育組鍾慧與孟慶
萱在春季聯誼會及職業生涯規劃講座交
流。

美南國建會（ACAP）副會長李怡德與
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作相關職涯輔導。

美南國建協進會職業生涯規劃
講座、谷玫儀分享在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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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7年04月移民排期
A 表為最終綠卡排期

表，B 表為綠卡遞交排期
表。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
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
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年01月15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

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
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4年08月15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
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6 年
03月01日。
第五優先：2014年05月22
日，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
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
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7年02月15
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7 年
02月15日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
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
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年03月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
有碩士或碩士以上
高學位人士或特殊
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4 年
05 月 01 日, 第三優
先為有技能工人，
專業人士和其它工
人
其 他 無 技 能 勞 工:
2009年08月01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6 月 15 日，第五優
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
、墨西哥和菲律賓
之外的世界其他地
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 他 無 技 能 勞 工:
有名額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
包 括 台 灣 ， 香 港)
2010 年 10 月 15 日
中國大陸2010年10
月15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
界(包括台灣，香
港) 2015 年 06 月 08
日中國大陸2015年
06月08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
界(包括台灣，香

港)2010 年 09 月 15 日中國
大陸2010年09月15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 2005 年 05 月 15
日中國大陸 2005 年 05 月
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2004 年 05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04 年 05 月
08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2011 年 01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1 月
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
台灣，香港) 2015 年 11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5 年 11
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
台灣，香港)2011 年 02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2
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 2005 年 08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05 年 08 月
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 2004 年 07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4 年 07 月
01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
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
民之配偶與21歲以下未婚
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
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
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
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 3 月 3 日表示，
因 H-1B 案件積壓嚴重，
移民局將於四月三日起，
暫停加急服務。這意味著
今年所有新的 H-1B 簽證
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加

急服務可能暫停 6 個月左
右。
2. 從 2017 年 4 月 1 日開始
就可以提出開始工作日期
為2017年10月1日或以後
的H1B申請。從過去幾年
H1B工作簽證的名額使用
情況和就業形勢看，2017
年的名額馬上告罄幾乎是
肯定的。而且，這兩年移
民局對H1B工作簽證的審
理有變嚴的趨勢。所以在
準備材料上要做好充分的
工作。另外，從程序上看
，勞工部要求在遞交勞工
條件申請前，必須先遞交
雇主的稅號證明。而且勞
工條件申請也通常需要一
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才能批
准，這些無疑給H1B工作
簽證的申請在時間上和程
序上都增加了難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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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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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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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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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
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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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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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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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蘇爾被毀清真寺下發現古亞述時期文物摩蘇爾被毀清真寺下發現古亞述時期文物

伊拉克北部城鎮摩蘇爾壹座被毀的清真寺地下隧道內拍攝的文物殘片伊拉克北部城鎮摩蘇爾壹座被毀的清真寺地下隧道內拍攝的文物殘片。。伊伊
拉克北部城鎮摩蘇爾拉克北部城鎮摩蘇爾，，這座清真寺這座清真寺20142014年遭到年遭到““伊斯蘭國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破壞武裝分子破壞，，武武
裝分子隨後在此挖掘逃生地道網裝分子隨後在此挖掘逃生地道網。。伊拉克考古學家近日在伊拉克考古學家近日在““伊斯蘭國伊斯蘭國””武裝人武裝人
員挖掘的這些地道中發現可追溯至古亞述時期的文物員挖掘的這些地道中發現可追溯至古亞述時期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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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聖保羅，兩名顧客在壹個街頭畫攤前選購畫作。巴西聖保羅市中心保利斯塔大街
有壹個別開生面的街頭畫市，每天前來這裏賞畫買畫的人絡繹不絕。

泰國迎來國家大象日泰國迎來國家大象日
大象享果蔬大餐大象享果蔬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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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剩產能如何去得又準又穩？
安置分流職工是關鍵

●去產能不只是簡單做“減法”，
還要大力發展先進產能

●去產能政府很重要，但更要利用
好市場手段

●去產能不是“去飯碗”，安置分
流職工是關鍵

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去產能成為壹

個熱議關鍵詞。今年去產能目標已定，如何去

得紮實有效，如何妥善安置職工，實現又準又

穩？采訪中，多地多部門有關負責人認為，要

充分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有效處置“僵屍

企業”，推動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清算，堅決

淘汰不達標的落後產能，嚴控過剩行業新上產

能。此外，去產能必須安置好職工，確保分流

職工就業有出路、生活有保障。

而在壹些去產能任務艱巨的地方，

政府和企業正努力探索創新，讓去產能

之路，走得平穩而又堅定。

升級過剩產能，向先進產能要效益
記者：去產能，涉及方方面面問題，

如何保證產能壓減順利推進？

山西省呂梁市市長王立偉：煤炭工

業是呂梁的支柱產業，穩住了煤炭就穩

住了呂梁經濟的基本面。根據最新精神，

呂梁把減量置換、減量重組作為提高先

進產能占比、優化產業結構的難得機遇，

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解

決好去產能涉及的重大問題。

同時，呂梁推進鋼鐵去產能，推動

鋼鐵企業優化升級，延伸鏈條。要把電

力去產能與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結合起來，

努力使呂梁的能源優勢、電力優勢轉化

為企業成本優勢、經濟發展優勢。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市長杜學軍：

去產能，不僅僅是簡單做“減法”，還

要通過大力發展先進產能，提高實體經

濟競爭力。

包頭積極調整鋼材產品結構，將創

新驅動、智能制造和服務型制造有效結

合起來。鼓勵包鋼集團開發適銷對路、

高附加值的產品，推進產品向中高端轉

型，提高有效供給水平，全市優質鋼、特

種鋼占比達到80%。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

企業壓減過剩產能，提升競爭優勢。

遼寧省阜新市彰武縣縣長楊敬忠：去

產能必然觸及相關行業企業的利益，影響

到壹個地區的短期經濟發展，從地方政府

來講，必須克服保守意識和數字情結，勇

於承擔化解過剩產能帶來的陣痛，妥善處

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積極開

展打擊“地條鋼”、處置“僵屍企業”等

各項工作，堅決淘汰壹批低端落後產能。

政府不是萬能的，市場手段才是好
手段

記者：去產能，政府很重要，但不

能只靠政府。用市場手段推進去產能，

政府和企業有什麽探索與嘗試？

杜學軍：包頭正在完善配套政策措

施，支持重點鋼企脫困發展。

壹方面積極爭取國家、自治區相關

政策，推動包鋼剝離辦社會，並參照周

邊省市鋼鐵企業土地使用稅等標準，結

合自治區的要求，調整鋼鐵企業稅額標

準，降低企業稅費負擔。

另壹方面，研究制定資源稅返還政

策，用於支持重點鋼鐵企業技術升級和

產業鏈延伸，將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鋼

鐵企業納入電力直供、多邊交易範圍，

支持鋼鐵企業與現有富余電力機組進行

重組、異地自備，努力降低用電成本。

晉煤集團董事長賀天才：去年，晉

煤特色現代能源產業體系加快構建，非

煤產業實現營業收入1323億元，占集團

總收入的比例達到87.7%，除煤化工產

業外，其他產業全部實現盈利。這樣，

我們推動去產能就更有底氣。此外，通

過市場化的手段，晉煤集團上市實現突

破，擁有了全國第壹家煤層氣全產業鏈

上市公司，這為產業管理升級、提質增

效，搭建起了更高的發展平臺。

楊敬忠：充分利用市場手段，壹方面

要利用現有價格機制壓減過剩產能的利潤

空間，減少擾亂市場行為；另壹方面要結

合特色優勢積極扶持產業轉型，全力支持

企業技改重組、引進先進技術，積極制定

出臺普惠制獎勵扶持政策，提高市場主體

轉型發展的主觀能動性，壯大壹批具有特

色差異、競爭能力的新興產能，實現更有

質量、更有效益的增長。

科學合理規劃，避免出現區域性失
業率大幅攀升

記者：去產能，做好職工安置是底線更

是難點。如何減少去產能對職工生活的沖擊？

杜學軍：去產能不是“去飯碗”，

安置分流職工是關鍵。在摸清涉及職工

情況的基礎上，包頭督促指導企業制定

並落實職工安置方案，細化做實職工安

置渠道，依法處理勞動關系，穩妥接續

社會保險，制定風險應對預案，以避免

出現區域性失業率大幅攀升。

去年，包頭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對去產能工作中涉及的2497名職工進行

了安置，其中對符合條件並申請離崗退養的

285名職工辦理了離崗退養手續，對其余

2212名職工進行了內部轉崗分流安置，包頭

市寶鑫特鋼有限責任公司對去產能工作中涉

及的398名職工全部進行了內部轉崗分流安

置，上述轉崗人員都按月足額領取工資。

賀天才：人員安置是大事，我們開展了

建企以來力度最大、範圍最廣的人力資源配

置重大改革，通過建立多渠道、多樣化的

冗員分流和轉崗、退出機制，在全年煤炭平

均售價、工資總額“雙下降”的前提下，有

力地保障了在崗員工工資水平的總體平穩，

保證了轉崗分流的順利進行。

商務部：去年中國新簽服務外包合同額突破1萬億
綜合報導 商務部服貿司負責人近日談2016年我

國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情況，全年新簽服務外包合同額

10213億元，首次突破1萬億元，增長20.1%；離岸服

務外包規模約占全球市場的33%，穩居世界第二。

該負責人稱，2016年，在全球投資貿易低迷的情

況下，我國服務外包繼續快速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日

益成為我國促進服務出口的重要力量，對優化外貿結

構、推動產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發揮了重要作用。

該負責人指出，2016年我國服務外包產業發展

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壹是規模快速發展，新簽合同額突破1萬億元。

全年新簽服務外包合同額10213億元人民幣（幣種

下同），首次突破1萬億元，增長20.1%；執行額

7385億元，增長17.6%。其中，離岸服務外包合同

額 6608 億元，執行額 4885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16.6%和16.4%。我國離岸服務外包規模約占全球市

場的33%，穩居世界第二，離岸外包執行額占我國

服務出口總額的1/4。

二是產業結構逐步優化，技術密集型業務占比提

高。借助於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等新

壹代信息技術，推動“互聯網+服務外包”模式快速

發展，服務外包企業穩步向高技術、高附加值業務轉

型。全年承接離岸信息技術外包（ITO）、業務流程

外包（BPO）和知識流程外包（KPO）執行額分別為

2293億元、809億元和1783億元，占比分別為46.9%、

16.6%和36.5%，同比增長11.4%、35.9%和15.5%。

三是企業專業服務水平不斷提高，創新能力穩

步提升。服務外包企業新增軟件能力成熟度

（CMM）等國際資質認證927項，單筆合同均價

527萬元，同比增長15.3%和5.6%。企業的技術能

力和專業服務水平不斷提升，正在由提供單壹技術

服務逐步轉向提供綜合解決方案服務，由項目承接

轉向戰略合作，由成本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四是服務外包示範城市集聚引領作用不斷增強。

示範城市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4564億元，同比增

長15.9%，占全國的93.4%。其中，京滬廣深四個城市

離岸外包執行額1385億元，同比增長21.3%，占全國

的28.4%，在技術、商業模式創新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引

領作用；2016年新增的10個示範城市離岸外包執行額

384億元，同比增長32.2%，高於示範城市及全國的整

體增速，成為服務外包產業新的增長極。

五是與主要發包市場合作加強，國際市場穩步拓

展。承接美歐日和香港地區等主要發包市場的服務外

包執行額3086億元，同比增長19.3%；承接“壹帶壹

路”相關國家服務外包執行額841億元，占我國承接

離岸外包的17.2%。離岸服務外包現已拓展至201個國

家和地區，業務遍布全球。通過承接離岸服務外包業

務，企業的研發能力不斷提升，推動技術、設計和標

準“走出去”，促進了國際經貿合作日益深化。

六是從業群體不斷壯大，吸納大學生就業穩步

增長。服務外包產業新增從業人員121萬人，其中

大學(含大專)以上學歷80萬人，占新增從業人數的

65.9%。截至2016年底，我國服務外包產業從業人

員856萬人，其中大學（含大專）以上學歷551萬

人，占從業人員總數64.4%。

該負責人表示，2017年商務部將堅持穩中求進

的工作總基調，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推進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會同有關部門優化服務外包產業

和區域發展布局，建立示範城市有進有出的動態調

整機制，促進壹線城市提升創新能力和產業附加

值，推動勞動力密集型業務向二三線城市轉移；認

真總結示範城市發展經驗，研究將示範城市的優惠

政策向非示範城市地區推廣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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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SUV models and the first cars are expected to roll 
off assembly lin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Fayad said the plant will begin with a capacity of 
11,000 vehicles annually, with output ultimately rising 
to 40,000.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create 1,000 direct and 4,500 indirect jobs.
The vehicles are initially aimed at the Mexican market, 
but there are hopes of distributing elsewhere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future.
“This automobile will proudly carry a label that will 
say ‘Made in Mexico,’” Fayad said, “and that should 
be a cause for great pride for the people of Hidalgo.”
The United States now buys about 80 per cent of 
Mexico’s exports, but recent weeks have seen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mid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promises to build a wall along their border 
and force a renegotia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U.S. administration 
also has floated the 
possibility of a 20 per cent 
tax on Mexican imports to 
force Mexico to pay for the 
wall, though officials later 
walked that back as simply 
one of multiple options.
Fayad called the deal 
announced Wednesday a 
step down “a road toward 

North Korea’s nuclear blackmail will be curbed, if 
not checked, through effective sanctions imposed by 
China and the US. This could make the installation 
of a US-South Korea anti-missile shield (THAAD) a 
lower priority, given reduced tens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y the US won’t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What contributes to the likelihood of a grand deal 
boils down to good feng shui shared structurally by 
the two Pacific Rim superpowers. The US and China 
are separated by a vast ocean, but their economies 
are tethered by an increasingly wide range of mutual 
interests and dependence – and by two leaders who 
surprisingly share much in common. (Courtesy www.
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078764)

About the Author
Victor Nee is the Frank and Rosa Rhodes Professor 
at Cornell University. He is completing a decade-long 
study of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author of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Mexico has announced a 4.4 billion peso (US$212 
million) deal to assemble Chinese cars in the central 
state of Hidalgo, amid calls for the country to diversify 
economic ties as tensions have risen with the US, its 
largest trade partner.
Hidalgo Governor Omar 
Fayad announced the deal 
between Mexico’s Giant 
Motors Latinoamerica 
and Chinese state-owned 
automaker JAC Motors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the 
capital.
The plant in Ciudad 
Sahagun, about 65km 
northeast of metropolitan 
Mexico City, will produc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Xi’s “Chinese dream” 
both aim to achieve nationalist restoration.
Both men inherited the capital that launched their 
careers. Trump came into his financial capital from his 
father’s real estate business, and Xi was a princeling 
and heir to the political capital of his father, a respected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Both men used their inherited capital to launch 
ambitious careers in their own ways. Trump built a 
global brand, and far-flung real estate and brand-name 
empire. Xi turned to a political care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first serving as personal 
secretary to a powerful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nd 
then taking an unusual turn in assuming a job in Hebei 
( 河北 ) province, as a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a rural county. From there, 
he began a swift ascent 
from provincial leadership 
to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elite.
However, though Trump 
and Xi inherited their 
respective forms of 
capital, both believe they 
are self-made. Of course, 
similarities in personal 
background come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ump is impulsive in responding to 
perceived criticism. He is thin-skinned, and quick 
to hit back with insults and counterpunches vented 
through hyperbole. Xi, by contrast, is an engineer by 
training, and is methodical and detailed in his planning 
and political moves.
Trump, as the self-proclaimed consummate dealmaker, 
and Xi as the chemical engineer, see in their newfou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embarked on an 
unprecedented form of foreign policy, using his Twitter 
account to remake the world order. One pole of any 
emergent world order is China. Here, his provocations, 
including the phone call with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off-the-cuff remarks on rethinking the US 
stance on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campaign charges 
labelling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re nothing 
less than confrontational.
Yet, Trump has had what he describes as a very friendly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習近平).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 future 
of an uncertain US-China relationship?

Under the surface of Trump’s bluster and China’s quiet 
diplomacy are two countries led by men who have 
much in common. Both are nationalists seeking to 
restore their country’s greatness. Trump’s campaign to 

relationship an opportunity for a grand deal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is is, after all, what was behind 
their mutual invitations to visit each other’s countries, 
with Xir eportedly set to visit Trump at his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early next month.
The outline of a bilateral deal has yet to be negotiated, 
but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it will involve Taiwan, 
bilateral trade and national security.
How can Xi Jinping project strength in first 
handshake with Trump?
What will be the elements of a grand deal revitalising a 
stra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irst, 
that there won’t be a war between the two over shoa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he uninhabited Diaoyu, or 

Senkaku, islands, claimed 
by both China and Japan. 
Second, Trump will have the 
bilateral trade deal he wants 
from China, even while the 
Chinese economy gains 
momentum, stimulated by 
free-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Asia-
Pacific .
Taiwan will not become 
independent and, with 
other East Asian “tigers”, 
will move towards closer 
social and possibly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with the 

mainland. Taiwan’s economy is already closely linked 
with that of the mainland.
North Korea’s nuclear blackmail will be curbed, if 
not checked, through effective sanctions imposed by 
China and the US. This could make the installation 
of a US-South Korea anti-missile shield (THAAD) a 
lower priority, given reduced tens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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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s Economy Minister Ildefonso Guajardo holds the 
model of a car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in Mexico City to 
announce a new plant for JAC Motors. Photo: Reuters 

Location of the new auto plant in Mexico where Chinese 
cars will be assembled.

Mexico's Economy Minister Ildefonso Guajardo (center) 
addresses the audience, next to the General Director 
of Chori Co. Ltd Jun Hayami (left) and Hidalgo's state 
governor Omar Fayad,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in 
Mexico City to announce the new plant of JAC Motors.                             
(Photo/Reuters)

Donald Trump and Xi Jinping actually have much in 
common

Opportunity For Grand Sino-US Deal
As Trump And Xi Prepare To Meet

Mexico Signs Deal To Build Cars For China’s JAC 
– Will Create 5,500 Jobs As U.S. – Mex. Relationship Sour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s altern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Mexico would do well to try to boost trade 
with Latin America, Asia,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while also keeping its arms open to its northern 
neighbor.
“We are expressly working to present a series of 
options that do not limit us to one single path. ... We 
see (this moment) as a new niche of opportunity,” 
Fayad sai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world/
americas/article/2067403 and timesofindia.indiatimes.
com/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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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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