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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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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國際大事
鎖定休士頓論壇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川習會」6日在佛
州登場﹐備受矚目﹐趕上這全球關注的焦點話題﹐「休士頓論
壇」(Houston Asian Voice)當晚間7時30分評論這場世紀會
晤﹐帶觀眾一起了解川習會﹐節目由常中政﹑馬健和李堅強
教授主持﹒休士頓論壇每隔周四討
論國際焦點新聞﹐下一次節目播出將
是4月20日﹐可隨時關注本報節目預
告﹒



《《等著我等著我》》大型實現團圓夢尋人平台大型實現團圓夢尋人平台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中央電視台中央電視台《《等著我等著我》》國家力量全媒體公益尋人平國家力量全媒體公益尋人平

台台﹐﹐是中國唯一一檔利用國家力量為普通大眾實現是中國唯一一檔利用國家力量為普通大眾實現““團圓夢團圓夢””的的

大型服務類節目大型服務類節目﹐﹐央視網作為中央電視台獨家官網網站央視網作為中央電視台獨家官網網站﹐﹐搭建搭建

《《等著我等著我》》唯一官方網站唯一官方網站﹐﹐承擔尋人報名平台和線索提供平台承擔尋人報名平台和線索提供平台﹐﹐

目前由倪萍和舒冬擔任主持目前由倪萍和舒冬擔任主持﹒﹒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六每周六33點半至點半至55點半首播點半首播﹐﹐每周一同一時段重播每周一同一時段重播﹐﹐

敬請關注收看敬請關注收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美國就業市場今年首季表現亮麗美國就業市場今年首季表現亮麗

川習會談被稱進展川習會談被稱進展““巨大巨大””多有多有““共識共識””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五對記者說﹐他在海湖莊園同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談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川普說﹐與習近平和他的代表們談話“真的很有意思”﹒他相
信﹐雙方在解決雙邊問題方面會繼續取得進展﹒
川普說﹐“習近平主席與我一起發展起來的關系﹐我認為是極
好的﹒我們期待將來還會多次相聚﹒我相信﹐許多可能會很
糟糕的問題都將會消失﹒”
習近平說﹐川普行政部門的成員對他的接待很溫暖﹐雙方進
行了“長時間的深入溝通”之後﹐達成了“許多共識”﹒
習近平說﹐“中方會為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造福兩國和兩國
人民﹐並且福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盡到他們的歷史責任﹒”﹒
官員們說﹐預計川普和習近平將繼續討論朝鮮核威脅和貿
易﹐以及其它一些問題﹒
星期四﹐川普和他的內閣成員明確表示﹐他們希望給北京施
加壓力﹐讓它進一步約束朝鮮發展核武器的努力﹒
川普在空軍一號專機上對媒體表示﹐大約3100億美元的美國
對華貿易赤字是這次雙方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
川普說﹐“我們一直受到不公平待遇﹐許多年來﹐我們與中國

達成的貿易協定都很糟糕﹒所以﹐這是我們要討論的許多問
題中的一個﹒”
但是﹐川普看樣子還準備把這個問題與美國對朝鮮核武器項
目的擔憂聯系起來﹒他說﹐“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朝鮮﹒
這兩個問題在某些方面是聯系著的﹒他們確實是聯系在一
起的﹒所以﹐我們要討論貿易﹑朝鮮和許多其它問題”﹒ 不過
川普沒有具體說明﹒
中國給朝鮮提供朝鮮需要的幾乎所有石油﹑進口食品﹑消費
品和發展核項目所需要的原材料﹒
但是﹐中國對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軍國主義野心日趨厭惡﹒
金正恩上台已有六年﹐但還沒有訪問過中國﹒聯合國對朝鮮
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並沒能阻止其進行一連串導彈試射,
最近的一次是在這個星期﹒
川普與習近平的會談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領導人第
一次會晤﹒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宣布﹐川普總統欣然接受習近平主席的 邀
請﹐將在今後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五在佛羅裏達海湖莊園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五在佛羅裏達海湖莊園

【VOA】星期四﹐幾項有關美國就業市場的重要數據出現在公眾
的眼前﹐雖然參差不齊﹐但數據指向非常清晰﹐這就是2017年的
頭一個季度就業市場在繼續走強﹒
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公司ADP報告說﹐三月份美國私人企業增加
就業26.3萬個﹐大大超過專家預測的18.5萬個﹐也比二月份被大
幅下調的數字24.5萬增加了近兩萬個﹒之前報告的二月份數據
是29.8萬個﹒
參加ADP報告編制的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師馬克·讚迪指出﹐

“2017年伊始﹐就業增長勢頭強勁”﹒他說﹐就業增長的經濟領域
很廣﹐從建築業到制造業再到礦業等等﹒
制造業三月份增加就業三萬個﹐超過了二月份的2.8萬個﹒建築
業增加4.9萬個﹐弱於二月份的5.8萬個﹒商業服務行業增加5.7
萬個﹐餐飲﹑酒店因旅遊季節的到來而增加了5.5萬個職位﹒小企
業是就業市場的一個亮點﹐上個月增加了11.8萬個工作﹒

ADP研究所副總裁伊爾德馬茲說﹐“美國勞工市場第一季度收官
力度強勁”﹒
美國勞工部公布的上周申請失業補貼的數字也相當不錯﹒這項
數字上周減少了2.5萬人﹐經季節調整的數字為23.4萬人﹒這個
跌幅是一年來最大的﹒
領取失業補貼的人數減少通常意味著經濟在持續得到改善﹒這
個數字已經連續109個星期保持在30萬以下﹒經濟師們認為30
萬是一個門檻﹐低於這個門檻意味著就業市場處於健康狀況﹒
不過﹐專門跟蹤企業裁員情況的CGC公司周四報告了一個不好
的數據﹒報告說﹐三月份﹐美國企業宣布要裁掉43,310個工作﹐比
二月份大幅增加17%﹒這家公司的首席執行長約翰·查林傑說﹐
三月份裁員最集中的州是得克薩斯州和俄亥俄州﹐這兩個地方裁
員都在1.7萬左右﹒
但是﹐CGC 的報告對企業裁員大幅增加並沒有做出悲觀的解

讀﹒報告說﹐今年到
目前為止﹐美國企業
宣布的裁員人數有
12.62 萬人﹐與去年
同 期 相 比 低 30% ﹒
這也就是說﹐企業裁
員的力度在過去的一年中明顯減弱﹒
從具體的經濟部門看﹐就業市場也是在向好的方面發展﹒CGC
的報告說﹐今年第一季度﹐零售業裁員最多﹐已經公布的就有3.8
萬多人﹒但是﹐這個部門報告說﹐今年新增就業崗位超過 12 萬
個﹒
星期五﹐美國勞工部將公布三月份就業報告﹒專家預期﹐非農業
部門的工作將增加18萬個﹐比二月份的23.5萬個有所減少﹒失
業率將保持在4.7%﹒

星期日 2017年4月9日 Sunday, April 9, 2017

美國總統川普對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美國總統川普對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
認為經濟增長將能夠彌補預算缺口認為經濟增長將能夠彌補預算缺口﹒﹒
圖為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市一家商圖為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市一家商
店櫥窗上掛著店櫥窗上掛著““現在招人現在招人””的牌子的牌子﹒﹒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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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不得不去不得不去的旅遊景點大盤點的旅遊景點大盤點（（十一十一））——博物館篇（5）

全美最快樂居住地排名全美最快樂居住地排名，，特區晉身前十特區晉身前十
綜合多家美國媒體報道，電子商

務巨頭亞馬遜近日正式宣布，正在計
劃在維吉尼亞州建造第四個倉儲物流
中心，一旦建成，將為當地提供超過
上千個全職的工作機會。

亞馬遜方面表示，他們選定的新
址位於維州的弗雷德裡克郡的克拉爾
布魯克（Clear Brook），新址占地面積
將約達100萬平方英尺。

據維州州長麥考利夫發言稱，維
州和西維吉尼亞州均對亞馬遜的這一
項目表示出歡迎，而最終，維州在此
次選址中勝出，這主要有賴於良好的
商業氛圍、強勁的就業力和全球化趨
勢，而亞馬遜的入駐也將使維州整體
的經濟實力得到提升，特別是，新倉
儲物流中心的開設將給弗雷德裡克郡
和雪蘭多河谷一帶增加 1000 多個全職

的就業機會，這是州
政府最樂於看到的事
情。

據悉，新的倉儲
物流中心將是亞馬遜
在維州建設的第四處
倉儲物流中心，其余
三 家 分 別 在 切 斯 特
市、彼得堡市和斯特
林市，目前已經幫助
維州解決了超過3500
名全職工人的就業。
同時，亞馬遜在馬裡
蘭州的巴爾的摩和塞
西爾郡也建有倉儲物
流中心。並且亞馬遜
還 宣 稱 ， 在 未 來 的
18 個 月 ， 他 們 將 在
全美創造超過百萬的
就業機會。

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
在眾多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博物館中，猶太

人大屠殺紀念館是極為特殊的一座，卻也是絕
對不應該錯過的一座，它帶給人們的觸動並不
是來源於物質，而是來自於精神，更能夠使游
客在悲壯與恐怖的情感感染下，引發深思，幾
乎每一個參觀了這間紀念館的人都表示非常震
撼。

顧名思義，這所紀念館是美國為了紀念二
戰中猶太人大屠殺而成立的，屬於官方管理，
館藏了眾多與猶太人大屠殺相關的歷史文件和
資料、以及實物展品。它的建立和開放，就是
為了通過真實的記錄、展覽和講述，讓種族滅
絕這種巨大的人文慘劇不再在世界歷史上重
現。

這座紀念館在華盛頓的博物館中相對年
輕，成立於1993年4月22日。館藏包括超過
12750件珍貴文物、4900萬頁的檔案文件、8
萬多張真實的歷史照片以及1千多小時的影片
資料等等，幾乎全程記錄了從1933年到1945
年間，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以及在整個德國
納粹控制的歐洲地區所建立的猶太人集中營中
的實際情況。

紀念館共分三層，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

好選擇從任一層開始瀏覽。紀念館中
間一層是最具教育意義的，館內的許
多圖片和講解都需要仔細閱讀，可以
使游客明白猶太人大屠殺的經過和始
末，以及納粹對猶太人迫害的演變過
程。最令人震撼的是館內還設有模擬
的管制區，可以讓游客身臨其境地體
驗到猶太人遭受迫害的境遇。而入館
後，每位游客還可以領到一個曾經受
到迫害的猶太人的介紹，讓您的體驗
更加真切和直觀。

在二戰期間，有將近六百萬猶太
男女和兒童遭到殺害，這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
例也可能將是絕無僅有的一次針對某一種族的
人為滅絕和屠殺！相信作為一名熱愛和平的現
代人，我們都應該銘記歷史，杜絕悲劇重演。

TIPS：
紀念館常年免費對公眾開放，但是請注

意，在每年的3月到8月，您需要提前預定門
票才能免費進館，具體的方式建議您參見紀念
館官網的索票說明：https://www.ushmm.org/
information/visit-the-museum/admission-tick-
ets；

紀念館基本就在國家廣場後身，您依然可
以乘坐地鐵在史密森尼站下車步行即可到達；

請您至少安排2個小時的時間，館內需要
細細品味和閱讀的展覽較多；

另外您可能會在旺季遭遇在館外排隊等候
入館，但通常只要您提前訂好了參觀券，在工
作人員的安排下，等候的時間不會超過15分
鐘；

請注意，無論您在館外等候還是在館內參
觀時都需保持肅穆，絕對不要嬉戲打鬧。

菲 利 普 斯 美 術 館
（The Phillips Collec-
tion）

菲利普斯美術館堪稱
“美國第一間現代藝術博
物館”，位於華盛頓特區
最有藝術氣息的杜邦三角
地帶，是一家口碑非常不
錯的藝術博物館，如果您
是個現代藝術愛好者，則
千萬不能錯過。

這間藝術館收藏了超

過 4000 件藝術作品，藝
術類型涵蓋了法國印像主
義、美國現代主義、以及
現當代藝術等等，創建人
鄧肯•菲利普斯旨在通過
展示這些作品，鼓勵人們
欣賞新的、具有挑戰性的
藝術表現形式。館藏中有
很多大師名作，甚至不乏
畢加索和梵高的畫作，非
常值得一覽。館內還設有
咖啡廳、禮品店和露台，
整個博物館並不太大，卻

內容豐富，並且不定期舉辦特別展覽。
TIPS：
搭乘地鐵紅線到杜邦三角站從Q街出口出

步行即可到達；
這間博物館的門票為12美元，如果您在

華府旅游的時間並不十分充裕，免費的博物館
還參觀不過來的話，則可以不考慮這裡。

幸福快樂是每個人的共同追求，但影響
幸 福 的 因 素 卻 多 種 多 樣 ， 每 個 人 價 值 觀 不
同 ， 對 幸 福 的 要 求 也 千 差 萬 別 。 但 是 有 一
點，卻實實在在地對人們的幸福感產生著普
遍的影響，那就是——居住地。研究發現，
居住在哪裡，對人們實現幸福至關重要。那
麼生活在美國，究竟哪些城市或地區讓居住
者感到更加幸福和快樂呢？

近日，由 WalletHub 所做的一項調查就評
選出了“2017 全美最快樂居住地”，給出了
人們期待已久的答案。而其中尤其令人開心
的是，首都華盛頓特區晉身前十，是一處快
樂的居住地。

據悉，WalletHub 的這份調查沿襲了一貫
的傳統，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疾病防控中
心及各方資源得來的數據，對幾項人們公認
的與居住地和生活相關的指標進行考量，將
全美所有知名的大城市分別進行打分，最終
綜合出其中表現最為優秀的地區。

WalletHub 的考量指標主要包括：最低和
最高的充足睡眠率、最低和最高的居民抑郁
症患病率、最長工作時間、收入增長、肥胖
率、居民參與運動的比率等等。

據榜單結果顯示，排在全美最快樂居住
地前十名的地區分別依次為：加州的弗裡蒙
特、加州的聖荷西、加州的爾灣、加州的舊
金山、南達科他州的蘇福爾斯、加州的亨廷
頓海灘、加州的聖地亞哥、加州的奧克蘭、
加州的聖羅莎和首都華盛頓特區。

而全美最不快樂的十個居住地分別依次
為：密歇根州的底特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
蘭、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阿拉巴馬州的伯
明翰、俄亥俄州的托萊多、喬治亞州的哥倫
布、阿拉巴馬州的夢貝爾、路易斯安那州的
什裡夫波特、北卡羅萊納州的費耶特維爾和
新澤西州的紐瓦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全部快樂的地
區都在加州，而比較起來，南部一些州的大
城市明顯不太快樂。

華盛頓特區在評比中得到了 65.14 的綜合
成績，人們在情感和身體健康方面的整體情
況排在全美第 13 位，收入及就業也表現良
好，位居全美第 6，而社區及環境稍差，只排
在第 65 名。

維州的維吉尼亞州海灘、裡士滿，馬裡
蘭州的巴爾的摩等地都在評選之列，可排名
都不甚理想。

亞馬遜擬在維州新建大型倉儲物流中心亞馬遜擬在維州新建大型倉儲物流中心，，增上千工作機會增上千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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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
視STV15.3 「全球時評連線」單元，除定期與
華府資深媒體人劉屏連線評論國際時事外，9
日(周日)晚間9時，台灣時間10日(周一)上午10
時將越洋連線正積極角逐國民黨主席的台灣前
副總統吳敦義，由美南知名主持人常中政訪問
，讓吳敦義談談國民黨主席的選情和台灣目前
的政黨政治走向。

這次由台北市旅遊業職業工會主席馬潮牽

線，在美南報業傳媒董事長李蔚華積極促成下
，周日晚間將越洋連線台灣前副總統吳敦義，
由於日前台灣媒體民調顯示，吳敦義獲45%黨
代表支持，屆時將由常中政主持，讓他談談黨
主席選舉與國民黨未來走向等政治議題。

這場難得的越洋連線，完整播出將會在美
南國際電視的 「全球時評連線」單元及休士頓
論壇裡播出，敬請準時關注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帶您一起關心重點時事新聞動態。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STVSTV
獨家越洋連線台灣前副總統吳敦義獨家越洋連線台灣前副總統吳敦義

台灣前副總統吳敦義台灣前副總統吳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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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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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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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政論主持人常中政將越洋訪問台灣前美南政論主持人常中政將越洋訪問台灣前
副總統吳敦義副總統吳敦義。。












事實真相與心理健康【【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 熊雅麗熊雅麗
實習心理諮詢師實習心理諮詢師

三周前我們家買了隻兩個半月大的小狗，三周以來的生
活壓力絕不亞於增添一個孩子的壓力。一年前老公提議養狗
的時候我是完全反對的，原因有二：一是我打小就不喜歡養
各種小動物；二是有那麽點兒潔癖，無法想像家裡經常出入
一隻狗的衛生狀況。由於接受了將近一年的思想工作，再加
上心存一切為了孩子的動機，我輕鬆答應了這樁養狗事宜。
但是至此我對狗狗的習性了解及如何養狗的準備工作為零。

小狗到家的當天晚上，先是大人孩子們跟她嬉鬧玩耍，
然後我為她上食上水。看著小狗食完喝完，我在狗籠內及狗
籠外各鋪上一張尿墊，期待著她籠內睡覺籠外解決拉撒問題
。結果呢，關進籠子後她不停嚎叫，半小時後我忍無可忍放
她出籠，接著她開始拉撒，當然沒有拉在我鋪好的紙尿布上
。我開始抓狂，這眼前的有狗生活，與我的期望簡直大相徑

庭，原來狗狗被關進籠子會這麽嚎叫，而且隨地大小便！
同是三周前，我接診了這樣一位真實存在的病人：白人

，男性，59歲，因為大量服藥自殺未遂被家人送進醫院。他
與妻子結婚37年，育有四個子女都已成家立業。進行個人諮
商時，他說自己工作了39年，上周才意識到自己銀行的帳號
裡只有100塊錢！

他想把自己1997年的卡車換輛新的，沒錢；他想坐飛機
去加州探訪唯一的親哥哥，沒錢；他想每周末跟孩子們的聚
餐時候由他全部買單，沒錢。總之，想幹的事情都需要錢，
達不到理想，幹脆不活了。我問，你們夫婦倆都工作了多年
，錢到底去哪兒了？他答，養孩子，旅遊啊。哦，我說，孩
子都養大了，你還希望聚會時繼續為他們買單，那可是25人
的大家庭！他說，我喜歡為他們花錢，我想讓他們都高興，

他們高興我才高興。他又說，我時常感到焦慮，因為總是在
擔心別人的問題，比如，看到病友的狀況，真的希望我能多
為他們做點兒什麽！

從心理諮詢師的角度看，這個病人有“焦慮障礙”，
“抑鬱症”，“依賴共存證”，及“低自尊”，所有這些症
狀都可以追溯他的童年經歷。但是簡單說來，他跟我犯了一
樣的毛病，就是忽略了事實的真相。記得心理大師佛洛姆說
了一段很普通的話，大意是我們越是了解事實，處理問題就
越是得心應手；對事實了解的越少，思維越混亂，虛假，錯
覺和幻想只會讓人不知所措。我之前毫無知曉養小狗跟養孩
子是一樣的，需要教，需要訓練；那位病人也不知道自己真
實的經濟能力和心理能量，最終栽倒在事實的真相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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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odlands Arts  Festival 吸引大批民眾參與
現場輕鬆歡愉 225 位傑出藝術家展出精品

本報記者 韋霓 攝
藝術節攤位沿著優美的運河一路展開。

(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 來自全美各地的藝
術家，本周末雲集於休士頓西北區的 Woodlands，為
休士頓呈現一場大型的藝術饗宴，舉辦地點就位於
Woodlands 市中心的綠地公園，沿著優美的運河一路展
開。藝術節吸引大批民眾參與，現場一片輕鬆歡愉的
氣氛。

好看的、好聽的、好吃的、好玩的應有盡有，今年
共有 225 位傑出藝術家展出他們的藝術精品，包括水
彩畫、油畫、攝影、水晶、陶藝、數位藝術、玻璃藝術、
珠寶首飾、皮革藝術、金屬藝術、雕塑、木雕、紙雕等，
甚至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玻璃與黏土結合的特殊創作。
除了視覺藝術外，現場還有樂團表演、兒童活動、美

食、啤酒等。在「美食家」舞台，名廚們現場展示美
食的藝術，香味瀰漫。

來自堪薩斯城的 Steven Graber 表示，今年是他第
六次參加，他非常喜歡這個藝術節，除了舉辦場地風
景優美外，主辦單位組織工作做的極為成功，非常有
條理，參加名眾的熱情反應等，都讓他願意排除萬難
來參展。

藝術節至週日晚上六點結束，民眾仍可現場購票（$ 
17，多次進出）。12 歲及以下兒童可免費入場。停車
資 訊， 請 瀏 覽 http://www.thewoodlandsartscouncil.org/
shop。

現場樂團演出。

Randy OB’rien 結合玻璃與黏土，在華氏二千多度
的高溫中鑄造，展出全世界唯一的創作。他花了十年
時間才克服所有困難，經歷成千上萬次的失敗，最後
才完成滿意的作品，背後的精神與呈現出來的作品，
都讓人驚嘆。

Steven Graber 的水彩畫意境很美，每幅畫都像訴說
一個故事，帶著真摯與詩意。

紙雕藝術家 Jennifer Ivory 所作的蝴蝶栩栩如生，三十年的藝術生涯裡，
創作出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紙昆蟲與蝴蝶。 Fred Mertz 的攝影，帶有油畫般的風格。

來自西雅圖的 Corky Storer 帶來鐵金屬藝術，每個
作品都經過高溫與不斷的錘鍊，圖中是他的作品亞
洲鐘，聲音非常清亮。

用松針編織出的藝術，充滿細膩的精神。 皮革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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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已超過七年的港珠澳大橋，快
進入尾段工程，它三方面的人工島，
經已加固 ，不過有香港議員質疑，

這項世紀工程能否如期完成。為此，近日有廿多名立法會
議員，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到港珠澳大橋工地，視察
香港接線海堤、連接線高架橋面及香港口岸人工島的旅檢
大樓。港珠澳大橋香港工程管理處長李偉彬，向議員解釋
接線海堤被指崩塌的事件，及承建商在事發後事後進行加
固工程。至於涉及多少款額，李偉彬指承建商尚未有交代
。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田北辰表示，據他從工程界了
解，懷疑人工島填海工程前期勘探不足。他對工程能否如
期在今年年底完成存疑，又表示寧願要工人安全，工程完
美，即使推後完工日期，也在所不惜。

港珠澳大橋籌建至今，一直備受注目。此被譽為 「世紀工程」
的跨海大橋落成後，將接駁香港北大嶼山、澳門及珠海，大大縮短
「兩岸三地」陸路交通時間，方便市民商旅日常往來。根據三地政

府當局最新推算，大橋將於2017年具備通車條件。較早前就有報道
指大橋海底隧道一段道路，快將合龍貫通，實現工程項目重要的裡
程碑。

我遠離香港經已44 年，不過大約每隔兩年，皆會返港探親訪
友，而近年每次來往香港機場的途中，或在飛機上俯瞰香港時，都
會看到那條尚未完成的港珠澳大橋。看著這長長的橋樑，在感覺它

工程偉大的同時，也想到這條 「鬼橋」背後的血汗與淚水。
因為自它動工以來的2500 多個日子中，經已有11 位中外工友
在工程中喪生、幾十人因工傷殘。日前又發生意外，工作台突
然塌下，5名工人遇事，2 死3傷1失蹤。對於今次港珠澳大橋
發生奪命的工業意外，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於電視

節目上表示，工人將安全繩扣在工作台，結果工作台墮海時，工人
無法逃生，猶如 「死亡扣」。他認為事件是管理當局工程出錯，他
批評香港路政署責無旁貸，怎麼會如此草率來處理安全繩呢？又為
什麼在施工期間，沒有加強巡查及監管，以至工業意外發生後，來
不及火速搶救。周聯僑指出，因為法律問題，港珠澳大橋工程延遲
動工，那是事實，政府及承建商有趕工壓力，也是可以預期，但強
調不能因為趕工造成防備意外的工序有所馬虎！以至無端犧牲員工
性命；而現時香港法庭對工程安全事故罰則太輕，工會斥安全事故
罰則太輕 ，港珠澳大橋意外頻生，香港路政署有責任。他慨嘆一聲
， 「幾萬蚊便賠償一條人命！真是人命似蟻，建造商又怎麼會把傷
亡人命放在眼內？」。

香港勞福局長蕭偉強發表網誌，提及年初至今發生多宗致命工
業意外，導致10名工人死亡，多名工友受傷。據處方初步調查所得
，意外成因相當程度上與未有做足安全措施有關。勞工處於今年首
兩個月，共發出174張 「暫時停工通知書」及348張 「敦促改善通
知書」，並提出317項檢控。

此外，是次工業意外發生後，網絡上的討論有過分冷血的言論
出現，有人竟然著眼於今次意外的工人族裔和外勞問題。為的是死
者為尼泊爾人，而非香港人。但他也是正正常常的一個人體，唯一
不同的是他是香港外勞，這是因為香港建造業工人不足，才向境外
輸入。人命就是人命，理應無分貴賤，外勞工人的背景重要嗎？每
位工人背後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親愛的人。看到他們的家人傷心欲

絕，沒有誰比誰的生命較重要。
這項港珠澳大橋恰似大白像工程！不但浪費金錢，還令到香港

政府因為它的建造動用一大筆公帑，因而公然推搪香港真正有需要
的民生項目，遲遲不能落實；大橋工程更不知浪費了多少人力，甚
至賠上性命。

香港建造業工人確實需要工作機會，但若然工人不能得到適當
的工業保障，承辦商漠視安全，只求追趕進度，最終只會奪去寶貴
生命。再說，我們只知香港段的工程狀況，境外的工程狀況，中國
內地珠海那邊的施工情況又怎樣呢？我們更無法得知、又無法想像
。政府可不要只懂好大喜功，視人命如草芥，否則，這樣的政權，
最終會被民眾唾棄。

一座城巿要有進一步的發展，搞好交通配套，拓展交通運輸，
實是理所當然。此座港珠澳大橋的設計，為廣東省珠江三角州及港
澳城市的經濟發展，將會帶來莫大的助益。而三地官商共同攜手 合
作，更能發揮大橋效益。大橋雖然落成有期，但相關交通安排細節
似乎依然有待討論。較早前，政府文件就透露大橋香港段部份路線
將實行 「右上左落」行車安排，避免車輛經過中港交接位置時，需
要高速切線造成意外。由於安排涉及修訂香港相關交通法例，在社
會引起一些熱切討論。

現時距離大橋具備通車條件尚有一些時間，交通業界、政府當
局及其他持份者正好利用這期間保持溝通，就通車後的交通安排、
通關等細節交流意見，務求令大橋的效率、人流、車流及安全等都
合乎業界、政府及鄰近社區的期望，達到預期的經濟效益。

港珠澳大橋基建快將完成。大嶼山 「橋頭經濟區」一帶商業及
社區配套發展正如火如荼。相信只要大橋交通及通關等營運細節安
排洽妥，予業界及出入境市民方便快捷的體驗，我相信大橋必能夠
有效促進香港及珠三角西岸經濟活動，使各方得益。

血淚斑斑話大橋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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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母親要尊嚴 親生母親也要尊嚴
楊楚楓楊楚楓

約 在 半
個 多 月 前 ，
中 國 足 球 隊
擊 敗 南 韓 ，

有打入下屆世界杯的希望，舉國歡騰。更大的意
義，是擺脫恐韓症，國民歡欣若狂，把是次勝利
提升到 「報復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的勝利」。

為了保護自己的祖國，中國國民激情四射，
我完全可以理解。諷刺的是，你可以維護祖國母
親的尊嚴，但卻無法維護自己親生母親、那個和
你有血源關係、恩深似海的媽媽的尊嚴。

這是近日中國網上最熱爆的新聞，山東青年
於歡護母殺人案。

於歡母親為民營企業家，欠了非法高利貸，
催債人上門收爛數，初則口角，繼而動武，甚至
作出極端侮辱行為，包括最令人憤怒的是 「收債
人把他自己下體，摩擦到女性欠債人的面部上去
」，我再寫下去，便成為色情橋段的了。

在場的於歡見到母親受如此凌辱，忍無可忍
，先是高聲喝止，但不為這批黑幫份子所動，於
歡情急之下，拿起一把水果刀，便刺向收債人，
結果捅死了一人，傷了3人。法院最初認定這是故
意傷害罪，於是判於歡無期徒刑，此一於歡冤案
，結果引爆全國輿論怒火。

這件山東聊城“辱母殺人案”現今持續發酵
，內地網民群情洶湧，在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社
區, 也備受關注。案子所以引發轟動，是早期消息
披露時，焦點在於“犯罪人”於歡，殺死了正在
侮辱自己母親的催債人，後被法院一審判處無期

徒刑，內地輿論和眾多網民通過發聲，普遍地表
達對此不平之事的怨憤。祖國母親有了尊嚴，親
生母親又如何呢？今次代母殺人案件，揭露出中
國內地的錢債鏈 及借貸機制，亟需要大力改革。

網路上輿論矛頭直指中國司法冷酷不公、公
安和黑社會相互勾結，毫不作為，欠債人被討債
人圍困被辱毆打長達五小時，其間曾報警求助，
但警方來到現場，只逗留了不到5分鐘，拋下一句
「要帳可以，不可以打人」便離開。正由於警察

的不作為，才引起兒子拔刀護母。
案件擺明就是一宗冤案，背後離不開官黑勾

結，討債的黑社會和公檢法是同一鼻孔出氣，所
以法律和公權力的天秤，從來沒有站在受害人一
邊。今次輿論鬧大了，最高人民法院也正覆檢這
個案件；想想也覺欷歔，市民一股熱血維護祖國
母親的尊嚴，要保障國家安全；但國家安全很空
泛，空泛到一個程度，國家安全了，人民的家卻
不安全；祖國母親受到保護，自己家中的母親卻
任人魚肉。如果愛國後卻不能保家，為甚麼我們
還要一腔熱血的整天反韓反日反美反英？

不過案情持續有新披露，包括當事人可能牽
涉高達數十億元的非法集資。而媒體早期披露的
案情細節，亦被指語焉不詳，引致讀者無限和極
端想像。甚至有指有關報道，主要根據是二審律
師報告，有在二審前製造輿論，導向和壓力之嫌
。

姑勿論如何，現場真相和深層次問題，定要
釐清，相信仍需要時間，但內地存在已久的非法
集資、民企借貸困難和牽涉黑社會的追債手法等

等，再次被推
到輿論浪尖。

據 內 地 媒 體
南方周末報道

，於歡今年廿二歲，母親蘇銀霞是山東一位民營
企業家，因資金周轉不靈，向某地產公司老闆借
款135萬元，約定月息10%。蘇銀霞此後陸續歸還
現金184萬元，並以一套價值70萬的房屋抵債，還
欠大約17萬無力歸還，因此遭受到十多個有黑社
會背景的人員暴力催債。

報道又稱蘇銀霞此前曾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
線，但沒有得到幫助。案發前有人報警求助，但
警員到來後看一下，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
不能動手打人”就隨即離開（後有媒體澄清警員
沒有離開，只是走向門外圍觀群眾問話）。情緒
崩潰的於歡試圖往外衝喚回警員，被催債人攔住
。混亂中，於歡在接待室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
其中一位催債人杜志浩後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
兩人重傷，一人輕傷。

該案涉及法律、經濟、社會、司法、倫理等
多層面問題，反映了目前中國在經濟急速發展中
，存在著經濟法律滯後、行政和公安傲慢和不作
為、對公民人身保護不足、法律無法懲治惡人和
彰顯人性等的混亂。在鋪天蓋地的網民和輿論壓
力下，山東省高級法院已受理上訴，最高檢察院
已派專人到山東調查。

很多知名法律界人士和權威學者出面聲援。
不少人提出一個問題：你要一個眼見母親被羞辱
並有可能進一步受傷害的孩子，在警員棄而不理
的情況下，如何面對歹徒能夠“正確處理衝突”
？著名文史學者易中天教授說：“這個社會，不
該總是對壞人太好，對好人太壞，於歡無罪。”

中國法律對政治上“維穩”非常嚴厲，言論

稍為對政府、執政黨不敬、過火，便馬上鐒鐺入
獄，甚至人間蒸發一年半載。但在其他經濟和社
會問題的容忍度，卻很寬鬆，民間貴利冇王管，
對“非政治”方面有錢有勢的惡人，往往採取息
事寧人的態度。這是造成社會和人性冷漠、民眾
缺乏正義感和互助精神、價值觀被嚴重扭曲……
等弊端的重要原因。可幸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已
不願意繼續沉默，選擇發聲表達意見，最終將會
改變時代的流向。

據筆者所悉，在內地一些企業家朋友，因在
銀行正常舉債無門，被迫轉向高利貸借錢，最終
導致破產或遠走他國。中國民營企業在過去三十
年貢獻八成的經濟增長和就業，但只貢獻兩成的
國企卻壟斷了銀行八成的貸款。民營企業要發展
往往只能靠非法集資或高利貸借款。

中國法律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最高為銀行同
類貸款利率的4倍，這實際是變相容許甚至鼓勵民
間高利借貸。目前內地銀行五年以上的貸款利率
為年4.9%，即高利貸者可以“合法”向借款人收
取近20釐的利息。試想一家正常運作的企業，如
何能夠長期支付這樣高昂的資金成本？不出事才
怪。

更有甚者，不少放高利貸集團都有黑社會背
景，而且相當部分資金來源可疑。民營企業一旦
還不起錢，黑社會惡勢力無法無天暴力討債，一
些地區公檢法故意不作為，就成為順理成章之事
。

“欠債還錢”固然是天公地道，但中國法律
對保護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不足，也缺乏民間追
債的刑事和民事合理法律規範。這個問題已經提
出很多年，是人大亟需立法完善的時候了！可惜
人大會議又剛好完結，不知立法又要等到何年何
月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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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已曾制作一連串叫好又
叫座的作品，包括首次
執導的獲獎影片《雙城
故事》(1991)，以及由他
的 UFO 電影公司出品的
《風塵三俠》(1993)、《金
枝玉葉》(1994) 及《甜蜜
蜜》(1997) 等。其中《甜
蜜蜜》曾破天荒囊括香
港電影金像獎九項大獎，
16 年後才被平此紀錄，
電影並獲選為美國時代周刊年度十大電影之
一。

導演 許宏宇：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
學院一級榮譽學士畢業，曾到美國 Syracuse 
University 做過半年的交換留學生。2007 年剪
接陳可辛執導的《投名狀》正式加入剪接師行
列，其後參與多部華語作品包括黃建新執導的
《建國大業》(2009)、陳德森的《十月圍城》
(2009)、陳凱歌的《趙氏孤兒》(2010)、陳可辛
的《武俠》(2011)、《親愛的》(2014)、爾冬升
的《我是路人甲》(2015)、《三少爺的劍》(2016)
及曾國祥的《七月與安生》(2016) 等。更曾為
奇洛李維斯執導之好萊塢電影《太極俠》(Man 
of Tai Chi)(2013) 及成龍主演的中美合拍電影
《絕地逃亡》(Skiptrace) (2016) 擔任剪輯工作。
2010 年他憑《十月圍城》成為了香港電影金像
獎史上最年輕的剪接提名者，至今共獲三次香
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剪接提名及兩次金馬獎最佳

剪輯提名。《喜歡你》是他首次執導之長片作
品。

他更深得陳可辛導演賞識，陳導曾對他謂：
“從投名狀的 wunderkind( 神奇小子 )，到武俠
的成熟技藝。看著你這幾年不停的進步，我還
欠你一個金像獎。”

本片更是選作為第七屆（北京國際電影
節）“北京展映”的開幕影片。4 月 8 日，影
片監制陳可辛、許月珍以及導演許宏宇，將攜
主演金城武、 周冬雨、孫藝洲、奚夢瑤等主
創，空降首映現場，與觀眾做面對面的交流。
這也是金城武首次亮相北京國際電影節。

電影《喜歡你》是一部充滿溫馨以及輕松
的愛情喜劇，適合闔家觀賞，不同的人生經
歷，卻有不一樣的感觸，特殊的創意美食帶入
愛情故事，無疑的將給予世界更多的“愛”以
及溫暖，就在 2017 年 5 月 5 日全美同步上映，
請影迷們拭目以待。

（林莉婷  翻譯自 Enroll America）上週五 (3/24) 美國上議院預計將對“美國醫療保
險法”（AHCA）進行投票，以取代“平價醫療法案” （ACA）; 然而，眾所皆知，投票
被取消，議長保羅·賴恩說：“平價醫療法案 ( 歐巴馬醫保 ) 仍然是當今的法 律，現在我
們將繼續其餘的議程 ...” 國會亦不打算繼續廢除或替換平價醫療法案的工作。 

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呢？我們現在可以繼續關注一直以來都是是最重要的事情 - 確
保我們社區的每一 個人都能獲得優質，並且負擔得起的健康保險。除了下一個開放申請期
限之外 (2017 年 11 月 1 日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希望確保潛在消費
者知道他們可能仍然符合特殊申請期（Special Enrollment Period）的覆蓋，我們希望當
前的消費者能最妥善地利用他們目前的醫療保險。 

我們同時想傳遞在奧斯丁的公共政策優先事項中心（CPPP）的安妮敦克爾伯格的訊
息： 

“我們讚揚認可平價醫療法案的國會議員們，不論是哪一個政黨的，德克薩斯州
已經比其他州的居民有更多 沒有保險的民眾。德克薩斯州根據“平價醫療法案”（或
Obamacare）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醫療保險涵蓋。今日的投票更保護了數以百萬計的德克薩
斯居民的醫療保健。”

我們過去的付出並沒有白費，平價醫療法案對提升民眾的醫療品質有直接的影響。我
們感謝每個重要 成員的支持，並且期待著比以往都能更持續的改善德克薩斯州的醫療保健
狀況。

平價醫療法案最新訊息 德州亞裔一起來 ~
遠離大腸癌、腸保健康一輩子 !  

什麼樣的創意美食，能讓霸道總裁喜歡
你？！由 Well Go USA 國際傳媒，北美院線獨
家溫馨發行，最新愛情輕松浪漫式喜劇《喜歡
你》將於 2017 年 5 月 5 日全美浪漫上映。喜
歡和討厭你在兩方拉扯之前，美食當前你會怎
麼選 ? ！男神金城武自帶食材上門要求周冬雨
做菜，到了夜晚反客為主倒頭就睡，搞得周冬
雨抱怨說“這個人白天吃我的，晚上睡我的”，
甜度再創新高，單單喜歡不僅夠甜，賴著還特
別的香…

該片是由陳可辛監制，許宏宇指導、金城
武、周冬雨，聯袂主演，楊佑寧、孫藝洲、林
誌玲、張國柱，聯合力挺。近日首度曝光一款
“賴定你”預告片，男神金城武以霸道汪汪總
裁之氣勢，真是追愛有一套，以吃為主賴著不
走，傻傻呆萌大廚周冬雨變身懵懂少女直呼，
真心的“累”。

故事大綱：刻薄冷漠的跨國酒店總裁路晉

德州農工大學與光鹽社合作，對德州亞裔族群實施免費大腸癌預防計畫。本計畫於 2016 年 
11 月開始在休士頓展開，預計對 850 名亞裔提供大腸癌預防與教育。 歡迎任何在台灣 ,中國 , 香
港 , 澳門出生的亞裔及其第二代來參加，在美國的身分不是問 題 (不需要有公民、綠卡或工 卡)。本
研究會評估參加者罹患大腸癌風險，並給予相關 大腸癌預防建議。這個研究計畫為期一 年，為感
謝參加者的協助，將分階段提供免費大腸癌檢測、免費醫療保險申請與使用協助、免 費個人大腸癌
預防電話諮詢﹐以及總共$75 元美金的 Walmart 禮卡。 報名條件 : 年齡在 18-75 歲之間，沒有
罹患過癌症，過去 一年內沒有做過糞便潛血測 試 (FOBT) 或糞便免疫化學測試 (FIT); 過去三年
內沒有做過糞便去氧核醣核酸檢查 (stool DNA test); 過 去五年內沒有做過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 
(Flexible Sigmoidoscopy)、雙重對比鋇劑灌腸檢查 (Double-contrast barium enema)、電腦 斷 
層虛擬大腸鏡 (CT colongraphy); 過去 10 年內沒有做過大腸鏡檢查 (Colonoscopy) ; 沒有參加過
我們之前的『腸保健康』講座 ; 可以聽、說、讀、寫中 文 ;有意願參加這個為期一年的計畫。 符合
報名條件者，請事先報名，講座時間為兩小時，目前講座有: 04/01/2017（星期六）下午 1:30-3:30﹐
地點為光鹽社 04/09/2017 ( 星期日）下午 1:30-3:30﹐地點為王朝廣場 04/15/2017 ( 星期六）下
午 1:30-3:30﹐地點為光鹽社。報名請洽光鹽社713-988-4724。

《喜歡你-This is Not What I Expected》美食帶入愛情，有創意夠浪漫！
不負眾望，將“討厭”這點發揮得淋漓盡致。
瑰蕾酒店廚師顧勝男也好不到哪裏去，她迷
糊、邋遢、莽撞，絕不是正常男人眼中喜歡的
對象。

路晉為收購酒店入住考察，大失所望之
際，卻意外被顧勝男臨時救場的美食打動。兩
人隔空點菜、鬥菜，雖未謀面，卻惺惺相惜。
然而現實裏，他們卻是彼此的災星，每次相遇
都雞飛狗跳，直到一次意外，兩人身份戳穿…

創意大廚呆萌夠活潑，男人看似不愛，其
實還是表裏不一，喜歡你 就要吃定你！

如果單純喜歡廚師的菜，那有沒有可能喜
歡廚師的人？

北美 5 月 5 日《喜歡你》告訴你
從…1999 – 心動 （那年的“心動”金城

武虜獲千萬粉絲的心）2003 – 向左走 . 向右
走，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兩個人看似無緣的
走入兩個方向，如果是有緣分最終還是會相
見）2005 – 如果 . 愛（歌神張學友的歌聲，
與男神金城武，同臺較勁，兩人無疑的成為該
片的焦點）2016 – 擺渡人（一個有情有義，
看似毫不相幹，卻是送你到達彼岸的人）2017 
– 喜歡你，有浪漫有溫馨，北美 5 月 5 日真
愛降臨…這些金典愛情題材的電影，不曾被影
迷們遺忘，並且深深地駐紮在你我心中

凡是有金城武演出的愛情電影，總會讓人
有想看的沖動，對嗎？

監制 陳可辛：當今華語影壇地位舉足輕重
的陳可辛是位著名導演及監制。早在 90 年代，

金城武與呆萌主持周冬雨聯袂主演，陳可辛監制，徐宏宇指導！ 5 月 5 日浪漫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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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雨紛紛還真是常有，有好幾次清明法會
都在下雨，今日雨中也有從休斯頓地區，Austin,San 
Antonio, 西雅圖，加州等外地 150 多人趕來參加清明
報恩，消災祈福法會。法會由普德精舍住持見曇法
師主持，從早上 9 點半開始，到下午 4 點半結束，
中午午齋，上下午各有中場休息。誦地藏經，蒙山
施食儀等經咒。在眾法師的帶領下的誦經共修能夠
更好地消除業障，借助立牌位來超度先亡，修福修
慧。按經上講，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業，無
不是罪。所以需要經常誦經，懺悔，來消除，減少
自己的業障。懺悔後同樣的錯就不能再犯，這才是
真正的懺悔。

500 多英畝的禪修中心有 30 畝以上的湖面，原
始森林，並緊鄰 Trinity 河，大草坪，風景也格外美
麗。

聯系電話 281-568-1568,936-365-2451
寶 塔 地 址：100 ChungTai Rd., Shepherd,TX 

77371

中臺禪寺國際禪修中心美國德州寶塔禪寺
清明報恩及消災超薦法會 4 月 2 日舉行

營改增之後，
和稅有關的難題，咋解？

為讓新納入營改增試點的1100萬戶納

稅人盡快適應新稅制，盡可能享受改革紅

利，稅務部門近期在全國開展了新壹輪政策

大輔導。日前，針對納稅人反映較為集中的

政策疑難點，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

司副司長林楓進行解讀，回應關切。

餐館經營外賣適用6%低檔稅率
稅收優惠延續，學歷教育服務享增

值稅免稅
近年來，網絡訂餐成為眾多消費者

的個性化選擇，很多餐飲企業正向外賣

業務模式轉變。但銷售外賣食品到底應

該像商品銷售那樣適用 17%的增值稅

率，還是與傳統餐飲服務壹樣享受6%的

低檔稅率？

“餐館、飯店等餐飲企業銷售外賣

食品，不屬於銷售貨物，不用按照17%

繳納增值稅。”林楓表示，根據營改增

後相關規定，提供餐飲服務的納稅人銷

售外賣食品，按照餐飲服務繳納增值

稅，其中的壹般納稅人，適用的是最低

的6%稅率。

這對餐飲企業的經營成本會有多大影

響呢？“我們每月外賣收入1萬多元，如果

按17%繳納增值稅1700余元，現在每月可

少繳1000余元。”漢堡王（北京）餐飲山

東淄博高新區分公司負責人張京說。

目前，我國對自來水銷售實行13%

的增值稅率。現實中，很多居民購買水

是通過物業公司轉售的。有物業公司提

出，轉賣自來水，只能取得3%的進項發

票，但如果按13%稅率繳稅，會存在增

值稅“高征低扣”，從而增加稅負。

“財稅部門已經註意到，並出臺了

專門政策妥善解決。”林楓表示，對提

供物業管理服務的納稅人，向服務接受

方收取的自來水水費，以扣除其對外支

付的自來水水費後的余額為銷售額，按

簡易計稅方法，依3%的征收率計算。

河北旅投世紀物業公司滄州分公司

財務總監董秀芳對著財務報表算起了賬：

政策出臺後到現在，8個月時間，公司

水費79796.09元，繳納2375元增值稅；

而按照之前計稅辦法，需繳10373.42元，

減負明顯。

為保證稅制轉換平穩，財稅部門從

行業實際出發，對營業稅時期的稅收優

惠政策原則上予以延續。以教育服務為

例，營改增後，原營業稅優惠政策已全

部平移為增值稅優惠政策，從事學歷教

育提供的教育服務，可以享受增值稅免

稅政策；對壹般納稅人提供非學歷教育

服務，還可以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按

照3%征收率計算應納稅額。

二手房原始發票丟失也可差額納稅
地產開發稅收降成本，促三四線城

市去庫存
“我前段時間賣房子，中介告訴我

差額交稅需要以前的購房發票，可是我

的發票怎麽也找不到了，中介說那就得

全額交。”有北京購房者表示，買房剛

滿兩年，之前買的時候挺貴，如果全額

交稅負擔太重了，希望稅務部門有辦法

幫助自己。

此次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首次涉

及自然人繳納增值稅，特別是二手房買

賣備受關註。林楓表示，納稅人轉讓不

動產，按有關規定差額繳納增值稅的，

如因丟失等原因無法提供取得不動產時

的發票，可向稅務機關提供其他能證明

契稅計稅金額的完稅憑證等資料，進行

差額扣除。

那麽，哪些資料能作為證明計稅金

額的依據呢？北京市稅務部門負責人告

訴記者，為減小營改增對個人房屋交易

的影響，可證明的材料包括：稅種標註

為“契稅”的完稅憑證或稅收繳款書、

契稅專用稅收繳款書、契稅完稅證等。

同時，稅務機關還可以采取房屋契

稅記錄查證手段查清計稅金額，包括：

調檔查詢庫存檔案中的票證底聯、房屋

管理部門調檔查詢辦理權屬轉移時收取

的發票或契稅完稅憑證記錄等。此外，

市稅務部門專門建立了契稅數據庫，可

即時查詢。

土地價款是房地產開發中的重要成

本之壹。對地產企業采取以銷售額扣除

土地價款後再計征增值稅，深受行業歡

迎。但土地價款到底包括哪些項目？很

多企業頗為關心。

林楓介紹，按照規定，土地價款既

包括土地受讓人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征地

和拆遷補償費用，也包括土地前期開發

費用和土地出讓收益等。地產開發企業

中的壹般納稅人銷售其開發的項目，在

取得土地時向其他單位或個人支付的拆

遷補償費用，也允許在計算銷售額時扣

除。

“我們項目平均每平方米售價可降

低105元，刺激了房屋銷量的增加。”

山東濰坊翔凱置業公司總經理李維鴻說，

營改增將拆遷補償等費用納入抵扣後，

公司稅負降幅達到33.35%。通過降價促

銷，公司去庫存化周期由2015年底11.5

個月縮短至2016年底6.9個月。

旅館自開發票立等可取
電子發票、網上申領發票等減輕辦

稅負擔
增值稅具有環環抵扣的特點，作為

抵扣憑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重要性不

言而喻。這給營改增後發票的使用和管

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保障納稅人及

時方便地開具和使用增值稅發票？

劉先生是中國市政工程華北設計研

究總院重慶分公司的業務員，因為業務

關系經常出差，開發票成了他最頭痛的

壹件事。“公司財務要求特嚴格，住宿

費開專用發票才給報銷。”

營改增後，小型住宿企業需到稅務

機關代開專用發票，無法現場為消費者

開票。“壹些大企業需要開具專用發票

抵扣稅款。我們只能先讓客人退房，代

開後再給客人郵寄過去，還得搭上郵寄

費。”河北武安市天外天商務酒店財務

部長冀彥斌說。

針對納稅人訴求，稅務總局從去年8

月起，在91個城市試點，允許住宿業增值

稅小規模納稅人自行開具增值稅專用發

票，當年11月將試點推廣至全國。“目

前，符合條件的住宿業小規模納稅人，都

可以自行開具專用發票了。”林楓說。

“以前我們每天都要為住宿業代開專

用發票上百份，現在不僅納稅人辦稅少跑

腿，我們窗口的負擔也減輕了。”武安市

國地稅聯合辦稅廳副主任杜鵑說。

而隨著互聯網經濟快速發展，壹些

電子商務企業因發貨地分散，額外承擔

著較高的郵寄紙質發票費用。不少企業

希望盡快推廣電子發票模式，節省經營

成本。

對此，稅務總局已在全國推行增值

稅電子普通發票，電子商務企業只需向

當地主管國稅機關申請即可。

“每天節約打印和郵寄時間兩小時，

全年節省郵寄費超50萬元。”山東卓創

資訊公司財務經理彭立穎表示，以前每

天要開具和郵寄300多張紙質發票，電

子發票的減負效果很好。

“申領增值稅電子發票的訴求比較

強烈。”山東淄博市國稅局貨勞科負責

人王振鑄介紹，推行壹年多來，全市納

稅人在線開具增值稅電子普通發票32.27

萬份、開具金額1.59億元。

此外，針對部分企業需要往返辦稅

廳申領增值稅發票的情況，稅務總局還

全面推行增值稅發票網上申領服務，實

現“鼠標壹點，發票到家”。

俄羅斯盧布低位運行 中俄最繁忙口岸板材進口勁增
綜合報導 黑龍江出入境檢驗檢疫局6日對外

發布，大興安嶺等林區商業性采伐全面停止，以及

俄羅斯盧布低位運行，拉動中國對俄羅斯板材進口

需求。2017年第壹季度，中俄最繁忙口岸黑河口岸

板材進口同比增加480%。

黑龍江省黑河市與俄羅斯阿穆爾州首府布拉戈

維申斯克市隔江相望，黑河口岸是黑龍江流域與俄

羅斯城市運輸距離最近、通關效率最高的口岸，具

有年進出口貨物150萬噸，出入境人員300萬人次

的通關能力，現已建成並開通的黑龍江浮箱固冰貨

運和客運通道，可以實現黑河口岸四季通關。壹江

之隔的俄羅斯森林資源極為豐富，壹直是中國木材

進口的重要貿易夥伴國，這為黑河發展木材加工業

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今年40歲的王欣是黑河市壹家木材加工企業

的負責人，他認為：“板材進出口業務數據的變

化，與兩個原因有關：壹是中國作為木材消耗大

國，同時又是林木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對木材

進口的依存度居高不下。尤其是中國大興安嶺等

林區商業性采伐全面停止後，為俄羅斯木材進口

提供了增長空間。此外，俄羅斯盧布低位運行，

進口板材利潤空間增加，拉動了俄羅斯板材的需

求。”

據黑龍江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公布信息顯示，

2017年第壹季度，黑河口岸共進口板材1834立方

米，貨值約24.57萬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總量

增長344.07%、貨值上升480.85%。

“此外，出於保護本國森林資源及擴大就業人

口的考慮，俄羅斯對出口原木征收高額關稅的同時

鼓勵半加工木材和深加工木制品出口，也導致口岸

進口板材量逐漸增加。”黑龍江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工作人員表示。



not follow precedent and send a personal Lunar New 
Year greeting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vanka made 
a surprise visit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with her five-year-old daughter, ¬Arabella Kushner.
Ivanka also posted a clip online of Arabella holding a 
Chinese puppet and singing a Lunar New Year song in 
Putonghua.

Then on Monday, Ivanka ¬posted a picture on 
Instagram of her celebrating her son Theodore’s first 
birthday by sharing Chinese “long life” noodles, with 
the caption: “Birthday tradition! #noodlesforlonglife.”
Analysts said Ivanka’s public displays of affec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were proving effective with the 
Chinese public.

“Ivanka Trump has quite a positive image among 
Chinese ,” Liu Weidong,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said.
“She caters to the emotional need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due to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Fud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essor Ren 
¬Xiao said Ivanka’s appointment to the White House 
could benefit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onald Trump obviously trusts his daughter and his 
son-in-law a lot,” Ren said. “The couple is likely to 
recommend a more respectful and careful approach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Courtesy www.scmp.com/
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

said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able" in 
resolving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including military action. In 
fact, the general position of China on 
the North Korea issue is same with 
the US, which is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But the US has 
wrongly judged the North Korea issue 
for a long time by thinking China 
should play a bigger role on the North 

Korea issue than the US. In fact, China’s influence on 
North Korea is not as large as that of the US.
In the meantime, the deployment of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 in  South 
Korea is also threaten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which China will never accept and is an issue expected 
to be discussed during the two-day meeting.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crucial in resolving both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and the THAAD issue. 
The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Xi is also expected 
to bring up issues concerning the benefits of Chinese 
Americans on the table, such as visa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During interviews with the Sino-US.com, 
many people said they hope the Xi-Trump meeting 
could help promote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so that 
Chinese Americans could draw a better picture for their 
future in the country. (Courtesy http://sino-us.com/) 
Related
Ivanka Trump – the US president’s new China 

charmer-in-chie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ay be bugging Beijing 
with his tweets but his daughter Ivanka is winning 
Chinese friends and is set to influence bilateral ties 
after her formal appointment to the White House.
Chinese analysts said the 35-year-old businesswoman, 
who confirmed on Wednesday that she would be an 
unpaid adviser in her father’s administr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counter her father’s 
combative approach towards Beijing.
The former model has been on a charm offensive with 
China, using her children to help woo the Chinese 
public.
In February, as observers wondered why Trump di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urged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on Thursday, 
invit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 visit China in a 
cordial start to their first meeting likely to broach 
sensitive security and commercial issues.
Trump has said he wants to raise concerns about 
China's trade practices and press Xi to do more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during his two-day 
visit to the Spanish-style Mar-a-Lago resort in Palm 
Beach, Florida, though no major deals on either issue 
are expected.
The two sides shoul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advance talks 
on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Xi 
said,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o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website.
"We have 
a thous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hos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April 6 and 7 at his Mar-a-
Lago resort,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Xi in 2013 
in Sunnylands. 
It will be the first encounter between Trump and Xi, 
and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o expect from the upcoming 
summit.
Setting A New Tone For China-US Relationship
Duri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s visit to 
Beijing in March this year, he said that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had been "a very positive relationship 
built on non-conflict, non-confront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This is what China 
has been repeatedly calling for and the true meaning 
behind the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which the US is somehow not willing to accept, for the 
US worries that following China’s proposal on some 
significant issues may harm the US interest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So, does Tillerson’s latest attitude on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represent a change in US policy on China? 
Not really. This is because Trump’s China-policy team 
has not yet formed and many of his China policies have 
not been finalized yet. As Bonnie Glaser, an expert 
from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put in an earlier interview with the Sino-US.
com, even if the US has admitted the idea of the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it didn’t mean 
Trump has set the tone for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As the upcoming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Xi is 

somehow a personal one, it will not be 
surprising if no joint announcements 
are made in the end. But what could be 
expected from the meeting is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ill agree on cooperation 
as the main way to resolve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near 
future.
But what needs to be clarified during 
the process is the bottom line in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one China policy”. Trump 
seemed to challenge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by 
questioning the “one-China policy”, but later he said 
he would adhere to the policy, which means a “time 
bomb” was remov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 principle critical to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the “one-China policy” is expected to be 
on the table again during the two-day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Xi.
Looking For New Areas Of Cooperation
Especially on the trade front, Trump has been blaming 
China for the US trade deficit and calling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since his campaign. Even 
at the eve of the Xi-Trump meeting, he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cy manipulation issue, 
raising concerns over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nlike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conflicts, a 
trade war between two countries, once ignited, results 
in double losses without any one party emerging as 
winner.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big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s hard to imagine.
Born a businessman, Trump knows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 the consequences of a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how to apply the trade art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China also 
have bargaining chips and knows how to play the trade 
game. Even if China makes concessions on the market 
entry threshold, it will still have enough strength to 
support its trade.
Exploring New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hen Tillerson visited South Korea last month, he 

The White House is 
reviewing options to 
pressure Pyongyang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including "secondary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banks and 
firms that do the 
most business with 
Pyongyang.
A long-standing 
option of pre-emptive 
strikes remains on the table, but despite the tougher 
recent U.S. talk, the internal review "de-emphasizes 
direct military action," the U.S. official said,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Analysts believe any military action would likely 
provoke severe North Korean retaliation and massive 
casualties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and among U.S. 
troops stationed there.
NO GRAND BARGAIN ON TRADE
On trade, U.S. labor leaders say Trump needs to take a 
direct, unambiguous tone in his talks with Xi.
"President Trump needs to come away from the 
meeting with concrete deliverables that will restore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here in the U.S. in those 
sectors that have been ravaged by China's predatory 
and protectionist practices," said Holly Hart, legislative 
director for the United Steelworkers union.
A U.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old Reuters that 
Washington expects to have to use legal tools to fight 
for U.S. companies, such as pursuin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suit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elcom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Mar-a-Lago 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U.S., April 6, 2017. REUTERS/Carlos 
Barria
"I don't expect a grand bargain on trade. I think what 
you are going to see is that the president makes very 
clear to Xi and publicly what we expect on trade," a 
U.S. official told Reuters,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rump has often complained Beijing undervalues its 
currency to boost trade, but his administration looks 
unlikely to formally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in the near term - a designation that could come with 
penalties.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

reasons to get China-U.S. relations right, and not one 
reason to spoil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Xi told 
Trump.
Trump accepted Xi's invitation to China later this year,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news agency cited officials 
as saying on Friday.
Xi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joined Trump and his 
wife, Melania, at a long table in an ornate candle-lit 
private dining room festooned with red and yellow 
floral centerpieces, where they dined on pan-seared 
Dover sole and New York strip steak.
Trump, a New York real estate magnate before he 
ran for office, joked before dinner: "We've had a 
long discussion already, and so far I have gotten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But we have developed a 
friendship - I can see that - and I think long term we are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The fanfare over the summit on Thursday was 
overshadowed by another pressing foreign policy 
issue: the U.S. response to a deadly poison gas attack 
in Syria. As Trump and Xi were wrapping up dinner, 
U.S. forces fired dozens of cruise missiles at a Syrian 
airbase from which it said the chemical weapons attack 
was launched this week, an escalation of the U.S. 
military role in Syria that swiftly drew sharp criticism 
from Russia.
In Beijing,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urged all parties 
in Syria to find a political settlement.
Trump and Xi were expected to get into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s about trade and foreign policy issues 
on Friday, concluding their summit with a working 
lunch.
Trump promised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to 
stop what he 
called the theft of 
American jobs by 
China and rebuild 
the country's 
manufacturing 
base. Many blue-
collar workers 
helped propel him 
to his unexpected 
election victory in 

November and Trump wants to deliver for them.
"We have been treated unfairly and have made terrible 
trade deals with China for many, many years.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we a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Trump told reporters ahead of the meeting.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mentioned by Xi, 
talks on which began during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administration and resumed under Barack 
Obama,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Trump is still finding his footing in the White House 
and has yet to spell out a strategy for what his advisers 
called a trade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He brought his top economic and national advisers to 
Florida for the meeting, including Defense Secretary 
Jim Matti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and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Even as we share a desire to work together, the United 
States does recognize the challenges China can present 
to American interests," said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lso in Florida for the meeting.
Trump's daughter, Ivanka, and her husband, Jared 
Kushner, who both work at the White House, also were 
among the dinner guests.
DIFFERING PERSONALITIES
The summit brings together two leaders who could not 
seem more different: the often stormy Trump, prone to 
angry tweets, and Xi, outwardly calm, measured and 
tightly scripted, with no known social media presence.
What worries the protocol-conscious Chinese more 
than policy clashes is the risk that the unpredictable 
Trump could publicly embarrass Xi, after several 
foreign leaders experienced awkward moments with 
the new U.S. president.
"Ensuring President Xi does not lose face is a top 
priority for China," a Chinese official said.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facing Trump and Xi is 
how to persuade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to halt 
unpredictable behavior like missile test launches that 
have heightened tensions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North Korea is working to develop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apable of hitting the United States.
Trump has threatened to use trade to try to force China 
to exert influence over Pyongyang.
"I think China will be stepping up," Trump told 
reporters on Thursday. Beijing says its influence is 
limited and that it is doing all i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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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arrived at 1:35 pm EDT (1:35 am HK), and was greeted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ho arrived ahead of 
the US president. 

China's Xi Urges Trade Cooperation In First Meeting With Trump
Xi Jinping shakes hands with Donald Trump during 
dinner at Mar-a-Lago estate. (Photo: Reuter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s hands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s he is accompanied by 
China's first lady Peng Liyuan during a dinner at 
the start of a summit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a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Photo/Reuter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welcom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first lady Peng Liyuan at Mar-
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U.S., April 6, 2017.(Photo/
Reuter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tend a dinner accompanied 
by first ladies Peng Liyuan 
and Melania Trump a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Photo/
Reuter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elcom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Mar-a-Lago 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U.S., 
April 6, 2017. (Photo/Reuters)

A glimpse of the Eau Palm Beach Resort & Spa 
wher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be staying 
during his two-day meeting with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Thursday and Friday. (Photo: Xu 
Yifan/Sino-US.com)

Ivanka Trump has taken on a formal role at the 
White House as an unpaid adviser in her father’s 
administration. Photo: Xinhua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Cui 
Tiankai (front centre), Ivanka Trump and Arabella 
Kushner attend the Chinese embassy’s Lunar New 
Year reception in Washington on February 1. Photo: 
Xinhua

Ivanka Trump will be an unpaid adviser to her father 
Donald Trump,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hoto: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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