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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周潔舞校驚艷落幕
“花季 舞季
舞季”
”
中美周潔舞蹈學校大型舞展暨
建校 20 周年慶典
周年慶典﹐
﹐
於 7 月 1 日 2 日在上海城市
劇院圓滿落幕﹒
劇院圓滿落幕
﹒該盛大舞展 2 場 1600 多名學
生﹐
共 70 個舞蹈作品 ﹐
40 名
“尋根
尋根”
”
華裔青少
年共 2400 多位觀眾與會
多位觀眾與會﹒
﹒上海市舞蹈學校
傾情獻演 休斯頓高曉慧校長榮獲傑出貢獻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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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白話》關注中美焦點

話題脫口秀

節目介紹

KVVV

節目內容：
司馬白話是一檔關注中美時事，了解海內外最新動態闡述中美焦點話題的
時事評論類節目。每期將從中國與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報導中挑選新
鮮火辣的熱點話題由司馬南老師進行評論。

播出時間：
周日下午5時至5時30分首播，周五晚間10時至10時30分及周六凌晨3時30
分至4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

主持人司馬南。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取消
川普擬取消奧巴馬時期
新建FBI總部
外國企業主移民項目 大樓計劃

︱川普女婿的妹妹在中國推銷投資移民項目時在中國
上海一家酒店放置的活動看板（2017年5月7日）

【VOA】川普行政當局星期一擱置了奧巴馬時
代的一項被設計用於鼓勵外國企業主在美國定
居並開辦公司的政策，表示移民官員已經處於
許多更重要工作的重壓之下。
這是奧巴馬時期的移民行政令被川普總統逆轉
的最新一起事例。被叫停的這項新政策距離生
效日期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按照目前被推遲的這個項目，希望建立或者投
資創業公司的外國人會被頒發“訪美證”進入
美國，這是讓外國投資者合法進入美國並擁有
工作許可的特別許可，獲頒這一許可的外國人
有機會最終成為美國公民。

先追溯一下這項政策的歷史，美國移民局網站
2017年1月17日正式公示一項“國際創業家條
款”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Rule”，也
就是外界俗稱的“創業簽證”。
實際上，美國國會從2011年起就有針對創業簽
證（Startup Visa）的法案，但是遲遲沒有獲
得通過。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這項計劃反對過
，也支持過。在反覆修改，重新提交並遊說之
後，2016年8月，奧巴馬終於動用行政令通過
“國際創業家條款”，並且移民局在其官網上
對“國際創業家條款”進行了公示。
原本經過4個月的公式後，國土安全部正式決
定推行“國際創業家條款”，並根據公示期間
民眾的提問和意見，對“國際創業家條款”進
行了一定的相應修改，降低了其中許多要求，
並計劃“國際創業家條款”在今年7月17日正
式生效。
奧巴馬政府曾經稱這一“訪美證”計劃是自由
裁量權的體現。但是川普總統一直對授予自由
裁量權的做法表示懷疑，並下令國土安全部廢
除他的前任留下的一些過於慷慨大方的政策。
國土安全部在星期一的聲明中表示，將推遲這
項政策的實施到2018年3月，並可能徹底取消
這一項目。

【VOA】美國總務管理局將於星期二宣布取消
一項歷時十年、爭議不斷的努力，不再推動修
建聯邦調查局的新總部。
采取這項行動的三年前，為找到一個新的可以
容納FBI一萬一千名總部雇員的安全園區，總
務管理局確定了華盛頓近郊的三處可能地點。
目前，上述雇員中只有約一半在賓夕法尼亞大
道上的埃德加·胡福大樓辦公，其余人員分散
在其他多處地點，導致該局運作成本上升，有
效實現目標更加困難。
目前位於首都華盛頓鬧市區的胡福大樓，還增
加了安全方面的憂慮。FBI警察在大樓外巡邏
，大樓四周環繞著沈重的混凝土花壇，不過居
民和遊客可以全天24小時路過這棟建築的大門
。
新總部大樓的一項既定目標是將安全等級提到
和五角大樓、中情局總部這類設施一樣，建立
起將公眾與實體建築分隔開的安全帶。
新FBI總部還將大大提升目前胡福大樓的工作
環境，該棟建築1974年投入使用，目前大樓高
層的一部分已架設起攔網，防止混凝土碎片落
到下面的人行道上。
不過，這項近20億美元的工程項目面臨國會的

抵制，截至目前國會為完成這項計劃的撥款還
遙遙無期，這項計劃還包括將胡福大樓所在地
點，移交給承建郊區新園區的有關開發商。
總務管理局已收到開發商競標，並正在評估如
何在三處可能地點中做出最終抉擇。與此同時
，川普總統家族和競標公司之間的關系，也日
漸引發關註。
這一過程中，據報的最終候選開發商之一是沃
瑪多公司，該公司掌門人曾為川普提供過咨詢
，並且同川普以及川普的女婿庫什納在其他房
地產交易中是合夥人。
FBI總部潛在地點的兩個州，即維吉尼亞和馬
裏蘭的國會議員，在這一決定正式宣布前對政
府提出批評。
維吉尼亞州民主黨籍國會眾議員傑裏·康諾裏
發推說：“聯邦政府叫停FBI新總部的報道，
表明川普與總務管理局、FBI以及沃納多公司
間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這是一個災難性消息
。衝突是有後果的。”
來自馬里蘭州的眾議院少數黨黨鞭斯特尼·霍
伊爾表示：“川普政府和國會共和黨人，正在
拿我們國家的安危冒險。”

︱一名媒體工作人員路經位於華盛頓的聯邦調查局
總部大樓。（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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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專題：
專題
：夏日炎炎
夏日炎炎，
，到水邊去
到水邊去！
！——大華府周邊夏日親水好去處大盤點
大華府周邊夏日親水好去處大盤點（
（上 ）
夏日來臨，暑氣漸濃。這個時節，玩水、親水，
自然就成為了每個家庭首選的消暑主題。不僅孩子們
能在水中找到無窮樂趣，大人們更可以結伴水畔，或
是干脆也投入水之懷抱，讓自己的身心體會一個清爽
的假期。
從本期開始，小編特別奉上專題，為大家精挑細
選出了華府周邊可供家庭或情侶做一次短途親水之行
的好去處，供讀者朋友們參考。酷暑炎炎，不妨輕裝
待發，去水中收獲喜悅和愜意吧！

馬裡蘭州大洋城（Ocean City）

大洋城之所以適合家庭度假，除了適溫的海水、細軟的沙灘、豐
富的海鮮這些必備因素之外，還在於它開發出了豐富多彩的海濱游藝
活動，小型嘉年華、奇異博物館、迷你高爾夫、各種水上項目等都能
夠極大地迎合各年齡段孩童甚至成人的需求，還有貨源充足、品牌多
元的奧特萊斯可以逛哦！
小貼士：目前正值海濱旅游旺季，Ocean City 的酒店住宿費用平
均約在 280 美元每間夜，定得越早價格越有優勢，一個四口之家如果
想做一次三日兩晚的旅行，花費約在千刀以上，所以建議想要前往
Ocean City 的家庭提前安排旅游計劃。
配圖：大洋城 1、2 來源：朱珊攝&網絡圖片

友，那選擇維吉尼亞海灘或許會讓您有重返伊甸園的感嘆，因為這裡
總體給人的感覺比較隨性，海水和沙灘的質量也很高。
除了戲水之外，距離海灘僅十幾分鐘車程的維吉尼亞水族館也非
常值得一去。另外如果細心觀察，在市內還能找到不少獨具風格的家
庭餐廳，可以體驗海味美食和雞尾酒。
小貼士：強烈建議貪睡的朋友們至少選擇一個清晨早起，因為不
僅能看到美麗的海上日出，還非常有機會見到成群結隊的海豚在不遠
處的海面上歡躍著向你問好哦！
配圖：維吉尼亞海灘 1、2 來源：朱珊攝&網絡圖片

維吉尼亞海灘（Virginia Beach）
大洋城（Ocean City）無疑是華府周邊王牌的家庭親水勝地，甚
至可以稱為美國中大西洋地區的一個度假重鎮，吸引著來自全美東多
州的游客在夏日前來旅行度假。根據官方統計，大洋城每年的游客接
待量高達 800-1000 萬人次，甚至在夏季，大洋城的人口可以短暫地躍
居為馬州第二大城市。
雖然大洋城距離華府中心地帶要 3 至 3.5 小時的車程，而且沒有大
高速直通，但是到過大洋城的人想必都不會後悔而歸。因為這裡擁有
綿長的海岸線，並且整座城市沿著海水呈長條形分布，最具特色的地
方在於如果選擇一個合適的高度，站在沙丘上可以左右兩側觀海，仿
佛置身於大海正中。

如果你只把維吉尼亞海灘當做一個度假城市，那你就小看它了！
維吉尼亞海灘還是維州最大的城市，終日十分熱鬧。同時，這裡還是
各類旅游雜志的心頭愛，總是能在各種“全美浪漫海灘”、“夏日絕
美海灘”等排行榜上看到維吉尼亞海灘的身影。如果您定居在華府，
一定不能錯過這裡。
維吉尼亞海灘向來以吸引情侶度假而著稱，小巧精致海岸線的確
不得不令人贊嘆頗具浪漫情結。維吉尼亞海灘距離華府中心地區車程
約 3 小時，這裡沒有馬州大洋城的喧鬧和雜亂，比較適合享受安靜的
度假氛圍，甚至更適合年長一些的人感受夏日親水。不過像其它海濱
城市一樣，維吉尼亞海灘也有不少的迷你高爾夫、家庭自行車等游藝
項目供游客選擇。如果是本就追求自然或是希望享受二人世界的朋

2017 全 美 安 全 州 大 排 名 ， 馬 、 維 兩 州 均 領 先
不管在哪裡生活，安全都是第一位需要考
慮的因素。美國這麼大，並不是所有地方都足
夠安全，甚至有些州的某些地區還非常危險。
每年關於全美各個州的安全指數都是人們所普
遍關心的話題，近日，美國知名網站 WalletHub
重磅推出了“2017 年全美安全州大排名”，幾
乎綜合了全部與安全生活息息相關的指標，極
具參考價值。值得華府民眾慶幸的是，馬裡蘭
州和維吉尼亞州在整體榜單中排名較為靠前。
據悉，WalletHub 今年的排名共分析了 37 項
安全指標，並將這些指標劃分為 5 大安全類別，
分別從個人和住宅安全、財產安全、道路安
全、工作場所安全、應急准備 5 個方面對全美 50
個州進行了評分，再綜合各
類排名情況，評選出安全系
數最好的州和最不安全的大
州。
根據榜單顯示，今年全
美最安全的 10 個大州依次
為：福蒙特州、緬因州、馬
塞諸薩州、明尼蘇達州、新
罕布什爾州、華盛頓州、康
涅狄格州、羅德島州、猶他
州和夏威夷州。而全美
2017 年最不安全的 10 個大
州則依次為：密西西比州、
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馬
州、南卡羅來納州、密蘇裡
州、阿肯色州、蒙大拿州、

南達科他州、弗羅裡達州和德克薩斯州。
雖然未進入最安全州前十名，但維吉尼亞
州的綜合排名是第 11 位，馬裡蘭州的安全指數
排在全美第 14 位，總體來講，華府還是比較安
全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維吉尼亞州和馬裡
蘭州在工作場所安全這一類別中的排名尤其突
出，分別為第 2 名和第 6 名。
另外一些比較安全的州還有俄勒岡州、紐
約州、新澤西州、印第安納州、北卡羅萊納
州、愛荷華州、亞利桑那州、威斯康辛州、加
利福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等。
配圖：安全州 來源：網絡圖片

生活資訊：
生活資訊
：馬州無保險司機將受重罰
司機駕車需要購買保險，這在美國
是非常普遍的常識，為了使一些司機不
會無保險駕駛，給他人造成麻煩，馬裡
蘭州推出了更為全面嚴格的立法，要求
州內所有司機必須購買保險，否則一旦
發現，將面臨超出保額很多的罰款。
根據馬州新法規定，每一位司機上
路必須購買相應的保險，如果交通警察
要求您路邊停車進行檢查，司機必須同
時提供駕照、車輛注冊證明和保險證
明。如果您沒有攜帶保險證明，將被罰
款 50 美元，但如果您根本沒有購買汽車

保險，罰款額將更高。
但考慮到有些司機在受到處罰後便
會立刻前去購買保險，州議會也出台了
相關的豁免政策，即允許您出示新購買
的保險來免除高額罰款，只給予合理的
處罰。此外，為了使汽車保險不給一些
低收入居民造成過重的經濟負擔，馬州
鼓勵保險公司來通過減少保險內容來盡
量降低保險價格，如保險中的“人身傷
害保護（PIP）”一項就可以被免除，免
除後的保險依然有效並且更經濟實惠。
配圖：汽車保險 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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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eria重大搶案
Galleria
重大搶案 囂張嫌犯搶走價值
囂張嫌犯搶走價值20
20萬手錶
萬手錶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大型精品購物中心 Galleria 10 日發生一起重大搶案，才兩分
鐘時間，一名盜賊盜走多支價值超過 20 萬的手錶，不過，犯案過程全都被監視錄影器拍下，警察
正在追查作案嫌犯。
事發在本週一，從監視錄影器上顯示，這名歹徒從停車場大門走向梅西百貨(Macy's)，他先拿
出了斧頭敲碎百貨大門，再進店裡搜刮。從監視器上可以看出來，歹徒是有計劃犯案。
警方表示，他一進門就先往店內最貴的手錶下手，試圖多次竊取昂貴名表。警方說，他得手

監視器拍到嫌犯敲破百貨商店大門。
監視器拍到嫌犯敲破百貨商店大門
。 (取自 ABC
ABC13
13))

後將手錶全部放在一個袋子裡，就從同一個大門揚長而去。
警方研判，這名囂張歹徒應該也涉及其他休士頓地區多起精品竊盜案。警方目前並未公佈更
多細節，隻公布嫌犯穿著全身黑色裝扮。
阻止犯罪(Crime Stoppers)為追緝歹徒，提供 5000 元懸賞，民眾有任何進一步訊息或消息都可
以連繫(713) 521-4600，協助逮捕嫌犯。

嫌犯正在竊盜貴重手錶。
嫌犯正在竊盜貴重手錶
。 (取自 ABC
ABC13
13))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88 月 26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
26日登場
日登場 教育專家帶您前進名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由麥當勞贊助，美南
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與國際
貿易中心主辦，休士頓東
北總商會和休士頓政大校
友 會 協 辦 的 2017 第 七 屆
升 學 教 育 展 (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
將於 8 月 26 日(周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在夏
普 斯 堂 國 際 高 中 (Sharp去年休士頓升學教育展剪綵。
去年休士頓升學教育展剪綵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登場，現場設有升學機構諮詢攤位、多場升學輔導講座、SAT 與 ACT 考試制度分析及大學入學詳
細資訊，歡迎學生、家長踴躍出席。
「教育是成功的起點」(My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my Success)，一年一度的美南麥當勞
升學教育展為滿足莘莘學子對美好前景的願望，提供了強大助力，該教育展年年舉辦，獲得社區
廣大迴響。今年教育展邁入第七屆，邀請教育專家和多家升學教育機構共襄盛舉，為學生和家長
提供大學入學標準和最新訊息，互動交流優質平台。
今年休士頓教育展比以往更豐富，特別從往年 10 月改其至 8 月，配合學生暑期作息，現場並
有多場講座和現場諮詢，幫助華裔青少年和學生家長了解美國大學的招生制度、錄取標準和選校
絕竅。
主要討論課題分為 「課外活動、社區義工的記錄在申請大學時有什麽作用」、 「高中階段如
何規劃」、 「SAT 和 ACT 有什麽區別」、 「AP 課程有什麽用」、 「如何申請獎學金和助學金」、
「各個大學的申請時間和錄取時間有什麽講究」、 「選擇專業和你的高中成績有什麽聯系」、
「本州大學和外州大學如何比較」、 「高中的排名對大學的錄取有什麽影響」、 「Rice University
是如何招生的」等主題作分享。
今年教育展有別於去年，亮點包括 「議題內容針對性強」，當天活動將圍繞 8-12 年級的高中
選課，學期規劃、參加有價值的活動和比賽、大學申請流程，和大學訪談，有很多議題，每個議

題都具有參考價值。Rice University 的招生辦公室主任會親
臨現場，談談他們是如何招生的。
另外， 「分享嘉賓具備經驗」，特邀請 「哈佛爸爸、升
學導師」的洪仁鼎老師與同學和家長一起分享 「名校生成長
之路」，洪仁鼎不僅先後將自己的孩子送入 「哈佛大學」、
「紐約大學」等高校，在過去幾年中也幫助很多學生申請到
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麻省理工
學院、美國西點軍校、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等美國名校。
近年來，洪老師創辦 My CollegeTRAK 升學指導平台，旨在
幫助 8—12 年級的學生，如何有效地度過高中四年，邁入理
想的大學。洪仁鼎將親臨休士頓與同學和家長分享他的理念
。
其他，教育展也提供 「高中生義工機會」，這是給申請
大學加分的指標之一，在本屆教育展上，將提供給 10-12 年
級學生，9 小時的義工機會。在過程中，和名校生近距離接
觸，所有與惠學生都會頒發 「義工證書」，可為申請大學作
為加分條件。
特別的是，今年 Q&A 時間也更加精采豐富，將邀請名
校生與家長現身說法，參與學生可把握機會發問，他們將分
享學習、申請、挑選學校、準備文件等如何前進美國名校大
學的心得分享。
今年教育展海報。
今年教育展海報
。
今年照例由麥當勞達拉斯教育展領頭，將於 7 月 22 日(
周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 4 時在 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900 Coit Road, Plano, TX 75075)率先登場。
休士頓則於 8 月 26 同一時間在夏普斯堂國際高中(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活動免
費入場，主辦方提供免費的午餐和引入部分大學的資訊介紹，宛如有趣、教育類的小博覽會。由
於現場容量有限，請抓緊時間免費註冊活動免費入場，提供免費午餐，歡迎踴躍報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bBXcjZ，連絡電話：832-448-0190 鄧潤京，電子郵箱：davidtang@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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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山東同鄉會、鑽石客戶集團、金潤律師事務所
昨共同舉辦理財和法律講座
圖為昨天出席山東同鄉會主辦理財法律講座的主講人「
圖為昨天出席山東同鄉會主辦理財法律講座的主講人
「鑽
石客戶集團」
石客戶集團
」 總裁盧克
總裁盧克.. 且斯曼
且斯曼（
（ 右 四 ） 該公司 另外二
位代表 Michael A. Sitzman （ 右三
右三），
），Charlie's
Charlie's Gao ( 右二 ）
，主講人陳文律師
主講人陳文律師（
（ 右五 ） 及主辦單位代表
及主辦單位代表（
（ 左起 ） 美
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
，
美南山東同鄉會 Chuck 張 ， 前會長李守棟
前會長李守棟，
， 孫鐵漢
孫鐵漢，
， 現任
常務副會長修宗明。（
常務副會長修宗明
。（ 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美南山東同鄉會、鑽石客
戶集團、金潤律師事務所共同舉辦的理財和法律講座，於昨天
（ 7 月 15 日） 下午一時起在中國城（ 原福祿大樓 ）一樓會議
室舉行。講座的主題包括：
‧ 怎樣減少風險而讓退休收入翻倍
‧ 企業老闆怎樣大幅減少交稅
‧ 降低成本，為公司重要員工提供報酬的替換退休/ 激勵計
劃
‧ 雇主為員工申請 H-1 B 和綠卡須知
‧ 怎樣準備跨國高管 L-1 工作簽證和 EB 1 C 綠卡
首場由鑽石客戶集團總裁盧克‧ 且斯曼主講，他使用大量
圖表和文字，向大家介紹企業如何節稅以及個人的退休計劃。經
過統計數字對比，大家意識到有詳細理財規劃的企業和個人，在

節稅和創造財富方面，更有優勢。昨天陪同他參與講座的還包
括該公司的 Michael A. Sitzman 和 Charlie's GAO , 他們昨天演講
的內容包括：
在這個時候，很多退休人員面臨不確定因素。很多人都覺得
在經歷退休後，股票牛市必須因為低利率和潛在的通貨膨脹上
漲影響而修改。最新研究表明，從您的股票提取您的基金率應
保持在 3％以下，以確保退休人員不短缺錢。這就意味著一百萬
美元只提取 3 萬美元。你的回報率不好，但是我們有更好的方式
讓你的財務狀況更好！
市場驅動的資產可以提高回報率。我們一直向客戶展示如何
大幅提高退休收入，同時降低風險。
在固定資產在市場調整之外，我們在市場調整期間為客戶提
供更多的退休收入，幫助客戶能夠更好的回收資產。我們展示
一個案例，其中客戶退休現金流量改善了 50％，將其每年 97,
000 美元的退休回收基金改變為超過 138,000 美元。請今天聯繫
我們，讓我們向您展示您自己的潛在影響能力。
聯 絡 人 ： 1. Luke Cheatham President.Diamond Client Group:
713-402-3861 (Direct).lcheatham@financialguide.com
The Woodlands Office： 1575 Sawdust Rd, Suite 150 The Woodlands, TX 77380
2. Michael A. Sitzman, CRPC. Advanced Sales Specialist .The Diamond Client Group .MassMutual Greater Houston
Greenway Plaza Office:3 Greenway Plaza, Suite 1800 Houston, Texas 77046 .713-402-3806 (Direct) 832-319-1579(Direct)
msitzman@financialguide.com
3.Charles Gao Financial Adviser . charlesgao@rocketmail.com
陳文律師向大家介紹了 H1 B 簽證申請技巧， 包括雇主要按
照標準工資發給申請人， 工作職責要符合申請職位的要求，採
用非全職職位申請 H-1 B 以解決年收入低於標準工資的問題。同
時， 根據實際辦案經驗和現行法律的要求，她也介紹了增加 H1

B 中籤率的一些方
法。另外， 陳律師
介紹了 L-1 跨國高
管工作簽證和 Eb 1
C 綠卡申請。 Eb 5
投資移民排期停滯
，在傳說中的 Eb 6
新公司投資綠卡剛
剛擱淺以後， L-1
跨國高管工作簽證
和 Eb 1 C 綠卡申請
，依然是投資移民
最可靠快捷的方式
。不僅僅是現有的
跨國公司高級主管 圖為陳文律師在講座上向大家介紹了 H1
， 在校學生希望短
B 簽證申請技巧
簽證申請技巧。（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期內申請到綠卡，
陳律師也建議有條件的申請人回國在國內公司工作一年， 滿足
L-1 跨國高管工作簽證和 Eb 1 C 綠卡“申請人須在國外公司工作
一年以上”的要求， 再回來申請 L-1 簽證 Eb 1 C 綠卡。就現在
的排期看， 這種“曲線救國”的安排， 相比當前排期很長的 Eb
5 綠卡申請等待時間短， 而且一步申請到位永久綠卡。陳律師也
呼籲山東同鄉會和會員企業為老鄉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和申請
H-1B 的機會。
(陳文律師事務所)Law Offices of Chen & Associates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8 Houston, TX 77036
Tel: 832-495-7889 Fax: 713-773-1626 .E-mail:lawyerjchen@yahoo.com . Website: www.niwlawus.com ;

總領館昨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辦 「 健在證明
健在證明」
」
新到任副總領事王昱也蒞臨現場

圖為總領館新到任的王昱副總領事（
圖為總領館新到任的王昱副總領事
（ 左 ） 與中國人活
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
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
（ 右 ） 昨攝於
昨攝於「
「 健在證明
」 辦理會現場
辦理會現場。（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昨天（ 7 月 15 日）下午一時
至四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 休斯敦
華助中心辦理 「健在證明」，三小時內
，共有七十多位長輩前往辦理 「健在證
明」。
由於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已於本
週二轉館到駐紐約總領事舘擔任副總領
事，同時，王昱副總領事到任，於昨天
（ 7 月 15 日） 首次出現在中國人活動中
心辦理 「健在證明」 活動現場，並與僑
胞們見面。

王昱副總領事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辦
理 「健在證明 」 現場接受記者訪問時
表示： 辦理 「健在證明 」 是國家對海
外華人華僑關心的具體行動。不只休斯
敦，還有達拉斯，聖安東尼奧，凡領館
轄區的八州，連亞特蘭大也舉辦多次。
這是匯集美南地區華人華僑同胞們的便
民舉措。節省了大家的時間及費用，也
少了千里萬裡奔波。他們前來的工作人 圖為 總領館昨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辦理
總領館昨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辦理「
「 健在
員不多，但採 「便捷，高效」 原則，手
證明 」 現場
現場，
，昨天共有七十多位長輩前往辦
續簡短，有效。在現場的人皆有目共睹
證。（ 記者秦鴻鈞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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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雪萍商業事務所 為您解困排難
專精地產稅與保險 提供專業解決方案

【本報休士頓報
導】憑藉著多年的
經驗，常常能輕易
地解決某些人的難
題，與她合作的客
戶都是長期的合作
關係，如同朋友一
般，這就是盧雪萍
商業事務所的寫照
。盧雪萍商業事務
所專精於地產稅、
地產、與保險，是
政府認可的專業顧
問，提供專業解決
方案，為顧客解困
排難，主要即是因
為盧雪萍(Binh Luu)
熟悉各種法令與規
盧雪萍(Binh
盧雪萍
(Binh Luu)熟悉各種法令與規定
Luu)熟悉各種法令與規定，
，許多 定，許多讓別人頭
讓別人頭痛的問題，
讓別人頭痛的問題
，她卻能迎刃而解
她卻能迎刃而解。
。
痛的問題，她卻能
迎刃而解。
德州曾多次被商業雜誌評選為全美商業環境最友好的州，不對
個人收取所得稅，對企業的稅收也不高。然而，德州的地產稅率卻
比其他州的稅要多出不少，地產稅的徵收主要以兩個因素為衡量的
標準，一是房子的估價，二是稅率。房子的估價由政府內的專門部
門、以及最近當地房屋買賣的價格為參考評估。地產稅是由地方政
府徵收，收入為地方政府所有，並無統一的稅收標準，即便在同一
州之內，不同縣市可能有不一樣的稅率。無論是自住或是商業投資
，想要獲得最佳的地產稅費，盧雪萍商業事務所都能提供諮詢與幫
助。
盧雪萍表示，很多人在購買房產時缺少一點對未來整體的規劃
，可能會釀成致命的誤算，因為，房產買下來就會有很多開支跟著
來，如地產稅、保險、管理費用等。若是投資房產，還要考慮房產
收入所得稅、estate 稅等等，都需要事先在考量之中。若沒有考慮到
這些支出，有可能會面臨突然的開支而無法應付。
房地產稅有多少呢？
用簡單的公式來表示，購買價 X 當地稅率=購買者要交的房地

產稅。若是賣方沒把他享有的自住減免申請去掉，那買方可受惠，
但購買後第二年，買方要按自己的條件自行向政府部門申請，經過
審批，買方才擁有自己的受惠名額。在德州，夫妻是共同體，故只
有一間房產自住的可以受惠，商品房產沒有這份優惠。
房地產購買價，是買者給自己的房產定下的巿場價，故地稅局是按
這個來估價提稅的。法規是這樣定下的，法規並不會因為某人買了
房子而更改，所以購買時要多方考量，到時才能從容應付。
在房子的保險方面，許多人付了一生積蓄買下房地產，然而，
卻為省一千多元的房屋保險費而不買保險，這應該算是冒險投資。
因為，在德州有時會有颶風來襲，偶爾可能會引起火災，萬一房子
燒了，誰要來幫助您呢？您要住哪裡呢？您能再打拼十年、二十年
再次買一棟房屋嗎？千萬不要因小失大。
在人壽保險的部分，盧雪萍擅長於幫人在某個預算之內，做到
最大價值的發揮。舉例來說，曾經有位朋友買了其他公司的人壽保
險，在言談中無意說及，盧雪萍即熱心地為他分析評估，最後不但
省了錢，還增加許多益處，讓這位朋友相當開心。
而過去的人壽保險與新的人壽保險也不一樣，差別在哪裡呢？
1. 過去舊人壽保險在受保人去世後，家人才領取保金，在需要
用錢時沒錢用…
2. 新型人壽保險有多項保障，包括人壽、長期護理、重病、危
病的保證。盧雪萍推薦這份保單，很多顧客都很高興地受保，低保
費、高保值，因病領取保金賠償時免交保費，保金賠償付給本人，
由您自己支配，現行是免交所得稅。
3. 新人壽保險保單可用多處：備用基金、教育基金、養老基金
、長期護理基金
重、危病基金。以上人壽保險保單是有保証金的，請大家放心購買
。
盧雪萍表示，要確保全家人得到保障，最簡單、最有效的辦法
之一就是購買人壽保險。人壽保險是為自己的福利而支付金額，您
有權力支配自己的保金。萬一未來生重病時，也為自己贏得一個很
好的解決方案，同時不會給家人帶來負擔。此外，每個人都有離開
的一天，那會需要許多的開支，如果能得到保險的保障，家人就不
需要擔心沒有能力應付開支，他們也可以運用保金，繼續過著正常
生活。
您想擁有一份多用處和保障的保險嗎？為您自己和您的家人請
聯 繫 盧 雪 萍 商 業 事 務 所 ， 位 於 1175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電話 281-798-4318。

房產買下來會有很多開支跟著來，如地產稅
房產買下來會有很多開支跟著來，
如地產稅、
、保險
保險、
、管
理費用等，
理費用等
，都需要事先考量
都需要事先考量，
，才不會面臨突然的開支而
無法應付。
無法應付
。

新型人壽保險有多項保障，包括人壽
新型人壽保險有多項保障，
包括人壽、
、長期護理
長期護理、
、重
病、危病的保證
危病的保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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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DENTAL
亮珍牙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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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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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曠世絕倫唐滌生

楊楚楓

這個夏天我夫妻二人之所以返回澳門一行，
實在擔負有極大的歷史意義。首先是我倆就
讀之婦聯小學畢業 55 週年。次為我們濠江中
學畢業 50 週年。另有文化藝術深遠意義的是， 今年 2017
年，是粵劇泰斗唐滌生大師的 100 週年誕辰。為此，當今粵
劇女先師白雪仙的弟子陳寶珠，與雛鳳鳴粵劇團的女花旦
梅雪詩，特於 7 月 13 日，專誠一連七日，演出唐滌生先生
的著名粵劇 「蝶影紅梅記」 。
粵劇 「蝶影紅梅記」曾於 1958 年在澳門清平戲院演出
。當年我跟大姐少芳，雖然是少小的粵劇迷，但因為僅僅是 12 歲及
10 歲，父母沒有花上十元八塊金錢，來給我們欣賞。我倆只能透過
澳門綠邨電台的舞台實地現塲轉播，來吸收唐滌生大師的豐富文化
素養。 59 年後的今天，聽到唐滌生的遺作品 「蝶影紅梅記」有上演
的一日，男主角更是由我們的兒時偶像 「戲迷情人」任劍輝的愛徒
陳寶珠領軍，我們又怎會失之交臂？ $1000.00 一張入場卷，我們也
毫不考慮，早於今年 4 月之初，便已從美國德州上網買下，以遂兩
人心意。
粵劇泰斗唐滌生在粵劇的歷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作
品獨樹一格，可以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今年適逢是他的
誕辰一百週年，港澳有許多團體，舉辦了很多文化劇團活動，來記

念這一位粵劇界的名人。我在澳門的電視台澳視一個晚上八時的特
別播映的《澳門人·澳門事》的節目中，聽到節目主持人介紹：
唐滌生是近代首屈一指的粵劇編劇家，他曾經為很多的粵劇名
伶包括薛覺先、任劍輝、白雪仙等人，量身打造了許多膾炙人口的
經典名劇，四十二歲的他， 正值是人生最意氣風發的時候，1959 年
時卻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於劇場之內，一代巨星的殞落，是粵劇界
一件黯然的遺憾。唐滌生在他的編劇生涯二十年裡面，一共寫了四
百四十六個劇本，而且很多都是普羅大眾耳熟能詳的經典劇目，例
如《牡丹亭驚夢》、《紅樓夢》、 「再世紅梅記」 、 「紫釵記」、
「火網焚宮十四年」 「雙仙拜月亭」《帝女花》等，他對粵劇界的
貢獻，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今年 2017 年，唐滌生旗下之女花旦白雪仙為慶祝自己的九十華
旦，特別舉辦了一個人之 「從藝展覽」，命名為“九十芳華帝女花
”。她將壽紀與一齣首本戲連在一起，實際上是將自己的藝術生命
與劇作家唐滌生連在一起。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唐滌生在港猝逝，白雪仙在報刋上發
表署名的詞曲《立盡斜陽》中有句是：“知音雲亡，琴心破碎，不
願再立紅毹上……高山流水今絕響。”這時，四十出頭的仙姐， 因
演《帝女花》等唐氏力作，而紅得發紫，卻因追念故人而表示“不
再立紅毹上”，說到做到，她與任姐做了個決定，就是解散仙鳳鳴

政
政海
海 董建華出售東方海外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今次返港澳探親訪友的時候，我曾走到九龍培正道及窩打老道交界的上
海銀行的隔壁，去尋找 47 年前慶相逢酒樓的蹤跡。慶相逢酒樓是上世紀
七十年代業績最佳的香港食肆，它之所以大名遠播，全因為該店的老闆階層，全是當年香港赫赫有名的
富豪，好像吳耀慶、陳日新。及香港警務界的高官，如藍剛、葛栢等。我之所以進入該酒家工作，是因
為家父吩咐我在移民美國之前，務必要到大酒家內學藝，掌握一定的灑樓管理技術。因此對於在慶相逢
工作的日子，我至今仍是念念不忘。
不過，格外叫我難以忘懷的，是 1972 年的一個夏日午間，慶相逢酒家內正客似雲來之際，突然有
大批食客，餐飲正進行期間，競然集體離開餐廳，坐電梯跑上天台去。斯時酒家內一位黎主任著我馬上
跑過去:瞭解一下發生何事？我飛步上到天台時:見到遠處香港昂船州海面，火光熊熊，黑煙密佈。聽到
食客反映： 一艘名叫 「海上學府」的海上巨型郵輪，不知何故，突然發生火警，而且是多頭起火，所
以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更糟的是火災現場是在一艘世界頂級的海上大郵輪上，香港消防局即使出動十幾
艘救火船，也是杯水車蘄，無濟於事。我跟慶相逢酒家內的食客及員工,眼光光地看著 「海上學府」的
海上巨型郵輪，毀於一旦。
那個年代，大多數香港市民都知悉： 這艘海上郵輪是屬於 「世界船王」董浩雲的資產 。船王有意
把它改造成海上學府，暢遊世界 ，招聘各地學生 ，造就學界精英。可惜停泊在香港期間，竟發生此一
離奇火災，遂令讓船王心血，毀於一旦。我親眼目睹此一幕，也為之心痛不已。而船王董浩雲之子蕫建
華之名字及其輪船公司 「東方海外」的大名 ，也在此一刻，公佈於華人世界中。
當然，25 年後的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蕫建華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位行政長官，董氏大名，
更傳遍整個華人世界。
北京時間 7 月 9 日晚間，香港上市企業“東方海外國際”（簡稱東方海外）發佈公告，宣布控股股
東董建華家族——持有 68.7%集團股權—— 已同中遠海運控股公司，達成共識，中遠海運以每股 78.67
港元（約合 10.07 美元）的價格，向董建華家族收購手中持股。據 7 月 7 日收盤價格每股 60 港元來看，
中遠海運以每股 31%的溢價向董建華家族收購持有股權。據推算，董建華家族將因此套現 338 億港元。
交易完成後，成立於 1947 年的東方海外，預料將同中遠海運，進行合併，屆時中遠海運將在全球航運
市場中，佔有 11.5%的份額，並躍升為全球第三大航運企業。而在拋售旗下資產後，曾經以亞洲船王而
聞名的董建華家族，也將徹底退出發蹟的航運業舞台。至於董建華家族後續動向，各界保持高度關注。
今次交易之所以速成，有其經濟發展的新趨勢：2005 年 7 月到 2008 年 5 月間，在景氣增長加持下，代表
航運業榮枯指標的波羅的海綜合指數（Baltic Dry Index, BDI）從谷底的 1,804 點升至 11,440 點。繁榮的
商品交易與國際貿易，為全球航運業乃至造船業，帶來了罕見的榮景。在看好後續增長動能的情況下，
業者紛紛通過舉債手段，來擴大行業產能，從造船業到航運業:均迎來了史上最大多頭行情。
然而，金融危機降臨，使得行業風向發生變化。 2008 年 5 月，BDI 指數從 11,440 點開始下跌，在指
數探底的同時，航運業也因之前的非理性擴張而陷入一波深不見底的修正。自 2015 年 7 月至今，BDI 始
終在 750 點至 1,250 點之間震盪。截至 7 月 7 日，BDI 指數落在 825 點，貿易需求低迷，也讓供需失衡的

劇團，徒此息影凡五十多年，未改初衷。時人將唐白之交，比作古
代俞伯牙和鍾子期之交。因鍾之死，俞摔碎了琴，表示“知音不在
不復彈”；仙姐則是知音不在不復唱，忍教“高山流水成絕響”！
其人風義，直追古賢（當然，這也包括半生與她共同進退的任姐）
，可貴可敬！
白雪仙一直視唐滌生為知音，更視為恩人——一九五三年，二
十六歲的她雖然已經入行十多年，從在薛覺先的大班覺先聲做梅香
開始，一直未算大紅大紫，除在陳錦棠的錦添花劇團擔任過短期的
正印花旦外，長期處在二幫花旦位置上。大抵是自信心不足之故，
覺得自己的唱做遠未達正印花旦的水準，而主動請辭錦添花的正印
，甘當二幫，時人稱白雪仙之為“幫花王”。
五三年八月，慧眼識珠的唐滌生，組建由名聲極盛的任劍輝、
陳錦棠、梁醒波、靚次伯、鳳凰女等作台柱的鴻運劇團，通過幾番
長談，指出仙姐的長處，應去除其自信心不足的心理，令她盡速上
位擔正，坐正。唐氏先後為之編了《富士山之戀》及《大明英烈傳
》，在當時粵劇一片淡風中，大收特收。 “鴻運”的班牌火紅了，
正印花旦白雪仙也由此晉身上粵劇團一線老倌行列，並形成了任、
白、唐組成的“鐵三角”，一直到六年後唐氏猝逝。當時唐氏在觀
看任白主演，他新編的《再世紅梅記》時昏迷不治。這自是仙姐
“再不立紅毹”的主因。

航運業，陷入衰退之中。
面對這波因產能過剩而看不見盡頭的衰退
，越來越多因財務槓桿過高的航運業者，宣布
破產。 2015 年 9 月，就在 BDI 指數跌破至 1,000
點關卡的兩個月之後，希臘籍的散裝乾貨船運
商 Global Maritime Investments Cyprus 和日本籍散
裝船運商第一中央汽船，接連宣布破產。到了
2016 年 8 月，韓國最大海運企業韓進海運，也正
式宣布破產。
面對全球貿易持續萎縮，不僅航運業經營
陷入波段低谷，景氣傳導效應，也順勢向產業
鏈中上游蔓延，與航運密切相關的港務、倉儲
、貨櫃運輸等勞動力密集產業，也持續疲軟。
因景氣低迷而衰退的航運業，正因“去化過剩
產能”而陷入一場你死我活的產業整併旋渦。
作為全球最大的轉口樞紐之一，低迷的貨
運需求，無疑給香港航運業帶來極大的衝擊。
據香港港務局統計，2016 年香港集裝箱（TEU
）吞吐量，為 1,963 萬，同比下跌 2.2%。這是自
2003 年以來，香港 TEU 吞吐量，首次低於 2,000
萬。
低迷的景氣，也給東方海外帶來了巨大虧
損。今年 3 月，東方海外公佈 2016 年全球業績
，股東應佔虧損達 2.19 億美元。珠三角地區港
口城市的崛起，已給香港航運樞紐地位，造成
極大的壓力，後續如何定位其在區域經濟中的
位置，才是香港航運業能否持續增長的首要考
量。
在全球航運業產能過剩之際，香港的港口
競爭優勢，正因大陸內地港口城市崛起而衰退
。在外部環境持續惡化，且香港定位仍舊模糊
的情況下，商人出身的董建華家族，最終做出了止損的決定，通過將旗下控股產業，售予中遠海運來確
保家族資產價值，也延續東方海外未來的發展潛能。
然而，董建華家族的這項決定，隱約意味著香港航運樞紐地位的凋零。對身為全球航運樞紐的香港
而言，董建華家族這項舉措，無疑是一記警鐘。作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自由港，如何延續香港的樞紐地
位，恐怕將關係到香港未來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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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有餘，
決心有餘
，認知不足
認知不足：
：

美國華人儲備子女大學學費的行為悖論
〔麻省春田市訊〕2017 年 7 月 6 日——根據萬通互惠理財
(MassMutual) 大學學費規劃與儲蓄研究，由於意識到子女接受大
學教育的重要性和相關費用的高昂，美國華人家庭為支付大學費
用平均儲蓄 29,219 美元。該金額比美國平均水平 19,124 美元多
出 53%，並在參與此項研究的所有族裔中高居榜首。
此項研究受萬通互惠理財（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簡稱 MassMutual）委託，調查美國不同族裔對於
規劃和資助子女大學教育的態度和需求，並分析文化背景對家庭
決策的影響。研究顯示，美國華人的行為模式獨樹一幟且發人深
思。
重視教育的文化在美國華人中根深蒂固。他們對子女學習成
績的關切在所有參與此項研究的族裔中排名最前。此項研究所調
查的美國華人家長多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職場人士，普遍認
可教育的價值，堅定不移的相信良好的大學教育對子女未來的成
功至關重要。
在中國文化裡，為子女提供最好的資源被視為家長責無旁貸
的義務。這一文化觀念進一步促使華人父母們為子女作出奉獻：
支付子女大學費用被他們列為最優先的三項財務目標之一。美國
華人家庭不僅擁有大學學費的最高平均儲蓄，他們還計劃為子女
的教育提供最多的資助。超過 40% 的華人家長聲稱他們計劃支
付至少四分之三的大學費用，而僅有 25%的美國家庭打算資助同
等份額。 「對許多美國華人家長來說，支付子女的大學費用不僅
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值得驕傲的成就。」萬通互惠理財全美亞
裔市場總監 Candy Chan 解釋道， 「因此家長在孩子一出生就開
始學費儲蓄的現象很普遍。」
儲備足夠的資金以免退休後需要工作以及盡量儲備最多的資
金對於美國華人也極其重要。這個族裔所擁有的一個顯著特徵就
是他們往往獨自擔負所有責任。在所調查的族裔中，美國華人是

唯一一個將 「個人儲蓄帳戶」列為大學學費首要來源的族裔，而
其他族裔優先倚重的則是大學贊助的獎學金。
然而，美國華人對於其他支付大學學費的選項似乎缺乏了解
。與其他族裔類似，最為人所知的是個人退休帳戶 (IRA) 和 529
計劃。但美國華人對於其他方法比如終身壽險和 Coverdell 帳戶
的認知度明顯較低—這顯示了雖然美國華人很有決心資助子女的
大學學費，但他們可能對可利用的金融工具並沒有全面瞭解。
「中國諺語說： 『四兩撥千斤。』明智的規劃將更有效地幫
助實現財務目標。」Candy Chan 說， 「我們敬佩美國華人家長
對子女的承諾和奉獻精神，同時也在此為他們的家庭提供關於財
務計劃的諮詢和建議。」萬通互惠理財為美國華人的大學學費規
劃和支付提供三項實用的建議：
1. 優先和平衡財務目標。試圖同時為自己退休和子女教育
儲蓄可能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理財專業人士將以客觀角度分析
，協助優先和平衡財務目標、使財務規劃更輕鬆、投資策略更優
化。
2. 瞭解可用的選項。支付大學費用有許多方式——例如，
傳統的大學儲蓄計劃、補助金、獎學金和投資。如果擁有壽險保
單例如終身壽險，其保證的現金價值增長也能成為大學學費資金
儲備 1。請瞭解所有可用選項的利弊以作出最明智的決定。
3 .
善用免費工具。大學教育的費用在不同情況下可能相差
迥異。計算可能產生的大學費用和相對的每月儲蓄額非常複雜。
目前市面上有一些免費的網絡計算工具能夠根據客戶的個人情況
和需求，計算大學費用和每月的儲蓄金額，比如萬通互惠理財的
網上大學學費儲蓄計算器
藉由萬通互惠理財大學學費規劃與儲蓄研究所獲得的獨家見
解，以及多年來在華人社區的服務經驗，萬通互惠理財繼續致力
於幫助美國華人家庭製定理財計劃，迎接更美好的未來。請造訪

萬通互惠理財大學學費規劃計算器（網址：www.massmutual.
com/planning/calculators/college-savings-calculator） 或 聯 絡 當 地
萬通互惠理財的專業理財代表以瞭解更多資訊。
調查研究方法
萬通互惠理財大學學費規劃與儲蓄研究由萬通互惠理財委
託 New American Dimensions, LLC 於 2016 年 12 月進行，旨在調
查美國不同家庭對於規劃和資助子女大學教育的態度和需求。在
定性調查方面，本研究以英語及各族裔語言對 5 個族裔小組（西
班牙裔/拉丁美洲裔、美國非裔/黑人、美國華人、美國韓裔和美
國亞洲-印度裔）進行了 22 個小型焦點團體訪談。在定量調查
方面，本研究以英語進行了 20 分鐘的網路問卷調查，收集了 1,
750 份答卷；在調查問卷總數內，5 個不同族裔的受訪者分別各
完成 150 份問卷。該研究對擁有 5-15 歲子女並承擔子女經濟責
任的 30-64 歲男性和女性均進行了定性和定量的調查。調查對
象也符合最低家庭收入要求（50,000 美元以上）並且參與其家庭
的經濟決策。全部調查結果根據 2010 年美國人口普查的族裔分
佈進行加權，以代表該年齡及收入階層的美國家庭。
萬通互惠理財簡介
萬通互惠理財是一家領先的互惠人壽保險公司，為其會員和
保單持有人的利益經營。萬通互惠理財提供各種金融產品和服務
，包括人壽保險、殘障收入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年金、退休計
劃和其他員工福利。關於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massmutual.
com。
如果保單在被保險人死亡前終止，透過貸款或使用部份退保
現金價值將會降低保單的現金價值和死亡福利，增加保單失效的
可能性，並可能需承擔納稅義務。

問與答：
問與答
：我需要設立遺囑和信託嗎
我需要設立遺囑和信託嗎？
？
問：在美國我需要設立遺囑嗎？
答：遺囑，是一種法律文件，該文件
表達在當事人他或她過世後如何分配
其所擁有資產的意願，以確保當事人
死亡後，遺囑方才可以有效執行。遺
囑通常具有以下三個作用：轉移財產
、選擇遺囑執行人、為未成年子女指
派監護人和受託人。
如果你沒有立下遺囑，那麼由政府按
當地法律來分配你的財產，很可能你
的財產不能根據你生前的願望進行分
配。未留下遺囑者，或留下不具時效
性法律的遺囑，這可能會給家人帶來
極大的壓力和困擾，造成家庭內部的

矛盾或摩擦。若你生前已設立遺囑，
應該定期審核，以使所立遺囑能夠符
合個人財務、願望和相應的法律，來
決定其財產分配。
問：為什麼有了普通遺囑還要設
立信託？答: 信託在遺產規劃的過程
中也是至關重要的，其使用往往是與
遺囑相結合的。有時遺囑認證既昂貴
又費時， “生前信託”可以用來避免
或減少遺囑的複雜性。在信託裡的財
產可以包括房產，銀行賬號，股票，
或其他資產（比如汽車，珠寶，日常
用品）。一般情況下，你可以委任自
己為受託人，這樣你就可以在生前仍

保留對財產全面控制的權力。你還需
要指定繼任受託人（個人或機構），
根據你的指示在你去世或喪失能力時
管理和分配財產。
問：遺囑信託與普通遺囑有何不
同? 答：遺囑信託與普通信託相比，
有以下三點優勢：1、個人收入和資
本所得稅的節省: 受益人可通過家庭
成員內拆分所獲得財產帶來的個人收
入，來降低稅率。 2、信託結構可以
更有力度地在以下情況下保護財產受
益人的利益：如受託人破產，前配偶
家庭財產糾紛、 有人質疑您的遺囑，
或有任何人就遺囑起訴您的財產受益

人。 3、適合特殊需求的受益者: 如果
遺囑信託受益人有賭博或揮霍無度的
傾向，可用於只確保他們獲得財產，
但不能控制其份額。此外，遺囑信託
可以用於幫助保護殘疾受益人，以確
保他們能獲得應有的保護。由於遺囑
和信託是複雜的法律文件，需要經驗
豐富的專業人員諮詢進行此類文書的
起草。如果你本人或親戚朋友需要辦
理遺囑和信託，請找元臣律師事務所
。
美 國 元 臣 國 際 律 師 事 務 所 （Nguyen
and Chen LLP）致力於提供快速、精
湛的綜合法律服務。元臣擁有十多名

美國執照律師，並設有加州矽谷分所
和中國上海和北京律師團隊。元臣專
注於中美商事交易、民商事訴訟、維
權、職業和投資移民等業務。
地 址 ： 11200 Westheimer Suite 120,
Houston, Texas 7704
電 話 ： (832) 830-8318 Crystal Liu or
(713) 818-8866 Joanna Wang
電 郵 ： info@nguyen-chen.com or
jwang@nguyen-chen.com 網 址: www.
nguyen-c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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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來了出境消費熱了
300 億免稅品市場引多方角逐
暑期已至，出境遊升溫。近期，中
國國旅發布公告稱，旗下子公司中國免
稅品集團和控股的日上免稅行（中國）
有限公司，分別中標首都機場國際區免
稅業務第壹標段和第二標段。國內企業
加大對免稅品市場的布局，有助於推動
我國的高端消費回流。
免稅品市場迎來多項政策利好
近年來，中國的出境遊持續升溫，
到 2016 年已達 1.22 億人次，穩居世界第
壹。與出境遊升溫同步的，是境外消費
的快速增長，2016 年達到 1098 億美元。
在出境遊遊客的購物清單中，很重
要的壹塊是各種免稅商品（免關稅、進
口增值稅和消費稅），而這種購買行為
大都發生在各種口岸免稅店裏。
2016 年 上 半 年 ， 財 政 部 會 同 商 務
部、海關總署等發布公告，提出在廣州
白雲、杭州蕭山、成都雙流等 13 家機場
口岸，以及深圳福田等 6 個水陸口岸，
增設 19 家進境免稅店。隨後，各大機場
陸續開始招標。根據招標結果，中免聯
手日上拿下了首都機場，珠海免稅集團
中標天津濱海機場，深免集團則中標深

圳機場和西安機場。
“原來多數人是出境時買，增設進
境免稅店後，壹來可以提供出境時預
定、進境時提貨的服務，二來方便遊客
根據消費情況，進境時再補貨，起到拉
動消費的作用。”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
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說。
除了口岸免稅店，海南的離島免稅
業務也迎來多項政策利好。2016 年，財
政部發布通知，將離島免稅額度從 8000
元提高至 16000 元。2017 年初，免稅政
策再次調整，將鐵路離島旅客納入適用
對象範圍。
這些政策的效用正在逐步顯現。統
計顯示，今年上半年海口美蘭機場免稅
店銷售額超 10 億元，同比增長超 30%。
寡頭競爭格局有助於增強議價能力
在國內的機場免稅店中，北上
廣因為消費能力強，成為各方追逐
的熱點。
從招標結果看，中免＋日上的組合
是目前的大贏家。除了聯手拿下首都機
場，日上免稅行還在上海的浦東機場和
虹橋機場開設免稅店。國信證券的報告

認為，中免＋日上合計能占到國內免稅
品市場 75%以上的份額，形成了寡頭競
爭的格局。
網絡問答社區“知乎”上有壹個帖
子，問“機場免稅店買什麽東西劃算？”
答案包括“首都／浦東機場的雅詩蘭黛等
美妝產品，價格幾乎全亞洲最低。”曾
經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購買過某國際大牌
化妝品的上海白領曾小姐說，該品牌的
100ML 精華面霜，紐約機場要比浦東機
場貴 100 多元。
為何買部分國際化妝品，國內機
場免稅店反倒比國外便宜？“關鍵
原因是中國的市場規模大，消費能
力 強 ， 這 有 助於國內的免稅店和國際
供應商議價。” 日 上 免 稅 行 壹 位 高 管
告訴記者。
國信證券研究員曾光表示，很多人
擔心寡頭競爭會造成市場壟斷，實際上
消費者可以選擇在國內、機場口岸以及
境外等不同的消費場景購買商品，價格
是其中的核心因素。隨著市場集中度的
提高，國內的免稅運營商可以爭取到更
好的進貨價，從而保持終端銷售價格方
面的優勢，最大限度吸引遊客在中國口

岸消費。
免稅品市場吸引高端消費回流
雖然成長迅速，但國內的免稅品市
場規模和境外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財報顯示，2016 年中免的免稅商品
銷售收入為 87.80 億元，日上的銷售額在
100 億元以上。業內人士估算，國內的
免稅品市場規模接近 300 億元，與韓國
免稅龍頭樂天壹家相當，與世界第壹的
免稅店集團瑞士 Dufry（約 550 億元）相
距甚遠。
上咨市場咨詢公司高級顧問王月祥
表示，從世界範圍看，免稅品市場壹般
分為口岸(出入境)、離島和市內等多個
類別。但從國內的情況看，基本上是機

場口岸免稅店占據主流，離島免稅正在
發展，而市內免稅店所占份額很小。
2016 年下半年，上海最大的市內免
稅店經過遷址後重新開業。持中國護照
入境的中國旅客（年滿 16 周歲以上），
自入境之日起 180 天內，可憑護照在市
內免稅店購物。不過，據多位消費者現
場體驗的結果，市內免稅店不論商品種
類還是價格上，還不能和機場免稅店相
比。
曾光認為，未來隨著政策進壹步放
開，市內免稅店發展前景廣闊。因為機
場免稅購物有時間和場地的限制，但在
市內免稅店可以更加從容購物，從而與
機場免稅店形成良好的互補，共同吸引
國內居民的高端消費回流。

金磚國家探索與新興經濟體戰略對接推動金磚務實合作
舉行。
包括來自金磚五國在內的數十位專家學者以
“金磚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發展戰略對接”為主題，
就如何落實“金磚國家經濟夥伴戰略”和構建更廣
泛夥伴關系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
當前，經濟全球化正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
路口，國際社會面臨保持開放還是走向孤立的關鍵
選擇。十年來，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的
比重從 12%上升到 23%，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
過了
50%。加上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深度合作，
綜合報導 由中國公共外交協會、上海市政協
對於世界經濟的走向非常重要。
對外友好委員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中
與會專家認為，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
國企業走進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研討會在上海

體應共同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堅定維護多邊貿易
體制，繼續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反對壹切形式的保
護主義和排他主義，確保各國發展的權利平等、機
會平等、規則平等。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認為，當前金磚國家
面臨國際大環境帶來的嚴峻挑戰，金磚國家要順應
歷史潮流，把握國際大勢，加強協調和配合，金磚
五國和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要為南南合
作的進壹步推進做出突出的貢獻，更應成為全球化
的捍衛者和推動者。
印度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範安南表
示，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的了解並不充

分，需要有進壹步的研究和交流。金磚各國要找準自
身特色、精準定位，有效凝聚力量，推進務實合作。
在俄羅斯總統國家經濟與公共管理研究院研究
員安德烈· 薩哈洛夫看來，金磚國家間有非常多的
發展空間，與其他壹些國際機構也可以合作。他建
議利用現有的合作機制和合作理念，讓金磚國家之
間不僅在學術、商業、外交等方面加強交流，更擴
大社會各領域之間的交流。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海
冰稱，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歷史提供了壹個獨特的
合作機遇，所以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應該全力以
赴共同開發和共同努力，為自身提供更好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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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鑽石客戶集團
鑽石客戶集團、
、金潤律師事務所

昨共同舉辦理財和法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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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客戶集團總裁盧克且斯曼使用大量圖表和文字， 向大家介紹了企業如
鑽石客戶集團總裁盧克且斯曼使用大量圖表和文字，
何節稅及個人的退休計劃。
何節稅及個人的退休計劃
。

主講人鑽石客戶集團總裁盧克• 且斯曼
主講人鑽石客戶集團總裁盧克•
且斯曼（
（ 右四 ），
），金潤律所創辦律師陳文
金潤律所創辦律師陳文（
（ 右五 ）與主辦單位
代表合影（
代表合影
（ 左起 ）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
， 山東同鄉會 張
Chuck, 前會長李守棟
前會長李守棟，
，孫鐵漢
孫鐵漢，
，現任常務副會長修宗明等人合影
現任常務副會長修宗明等人合影。
。

鑽石客戶集團總裁盧克且斯曼使用大量圖表
和文字，
和文字
， 向大家介紹了企業如何節稅及個人
的退休計劃。
的退休計劃
。

透過盧克• 且斯曼解說
透過盧克•
且斯曼解說，
，經過統計數字對比
經過統計數字對比，
，大家意識到有詳細理財規劃的企業和個人
大家意識到有詳細理財規劃的企業和個人，
，在節稅和
創造財富方面，
創造財富方面
，更有優勢
更有優勢。
。

（ 前排左起 ）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
房文清，
房文清
， 孫鐵漢及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在講座上。
會長張玉誠在講座上
。

山東同鄉會常務副會長修宗明在開場中介
紹主講人及講題。
紹主講人及講題
。

全場來賓 ， 透過演說對企業如何節稅及個人的退休
全場來賓，
計劃更有心得。
計劃更有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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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Businesses In China Report Improved Profits
Despite Rising Concerns On Policy Environment: Surve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More foreign businesses in the country reported
improved profits and revenue growth in 2016, although
their concerns over new government policies to foster
Chinese national champions continue to mount, a
survey showed Wednesday.
“Halfway through 2017, American companies are
reporting an improved market environment for their
goods and services, but a difficult policy environment
that poses long-term challenges to the success of US
companies,” said the 2017 China Business Report
released by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AmCham Shanghai) in collaboration with
PwC. The report is based on a survey of 426 companies.
The survey included questions designed to measure
trends in company performance, challenges and
investment, as well as questions about trade policy,
hiring conditions and trends driving business.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most companies
improved in 2016, it said, citing the reason of
Chinese government’s mid-year stimulus which had
helped recharge the economy in the late 2016. 73.5%
of companies reported revenue growth in 2016,
recovering from the 61% recorded in 2015. Retail and
services performed better than manufacturing. More
companies were profitable, led by the non-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pharmaceutical/medical devices/life
sciences industries.
Although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upbeat sentiment in
the 2016 performance and revenue forecasts for 2017,
the underlying concerns about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China, such as market barriers and basic fairness,
continue to exist.
China uses government subsidies, licensing
requirements and procurement policies to prop up
Chinese companies in bid to cultivate Chinese global
champions. This is “to make it difficult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pete in China,” warned the report.
The chamber said its member companies welcome
challenges from agile and web-savvy domestic

competitors but called for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at favor domestic companies over foreign
businesses to stop. 40 percent of the surveyed believed
the U.S. government should use investment reciprocity
as a tool to gain greater market access in China for US
companies.
Despite the setbacks, the silver lining is that anxieties
that companies had over the past year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have subsided as most of President’s Trump’s
trade-focused election rhetoric did not become policy
and the US and Chinese leaders had a productive first
summit meeting in Florida.
During President Xi Jinping’s summit with his US
counterpart in Florida in April, a 100-day action pla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as adopted. And both countries had brought the
cooperation to a higher level by discussing resuming
the US beef exports to China during the China-US
Think Tank Symposium held in Des Moines, capital
of Iowa last month. China halted beef imports from the
US in 2003, while it is now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beef consumer after the US.
Member companies of the chamber admitted that USChina commercial relations have brought immense
benefits to both countries. “We welcome actions by our
governments to address longstanding market access
barriers and allow the bilateral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to realize its full potential,” the report wrote, noting
the “100-Day Plan” has brought some “early results”,
while urging the bilateral discussion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genuine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ourtesy http://sino-us.com/)

Related
US, China To Meet In Washington On
July 19th For Economic Talks
Senior U.S. and Chinese officials will meet to discuss
bilateral economic issues this month after threats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 use trade to pressure
Beijing to do more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weapons
programs, a U.S. official with knowledge of the
decision said.
The meeting of the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will take place in Washington on
July 19, and will be the first covering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in a new format for U.S.-China dialogue
agreed after a summit between Trump an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in April.
Trump pledged repeatedly 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 to take a tough stance on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deemed unfair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his
rhetoric softened after a friendlier-than-expected
summit with Xi.
Shortly after their meeting, Trump said he had told Xi
that China would get a better trade deal if it worked
to rein in North Korea, whose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Lately though, Trump, who met with Xi again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this week,
has appeared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that China - North
Korea's neighbor and main trading partner - has not
taken stronger action.
North Korea said it tested it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on Tuesday and experts
said it appeared to be of a type capable of hitting all
of Alaska, prompting renewed U.S. calls for global
diplomatic 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said it will propose new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test, but it is
unclear whether China and Russia will support these.
Unlike Washington, neither Moscow nor Beijing have
described the missile used in the test as an ICBM.
Trump vowed on Thursday to confront North Korea
"very strongly" after the latest missile test and urged
nations to show Pyongyang that there would be
consequences for its weapons programs. (Courtesy
sino-us.com)

Quake In North Korea Triggers Fears
Of Another Nuclear Weapon Detona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arlier in the day, North Korea threatened to turn
the U.S. into a 'pile of ash' i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ries to use force to stop Pyongyang's nuclear
programme.
North Korea’s state-run newspaper Minju Choson
warned that military interven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he U.S. to self-destruction.”

Pyongyang’s July 4 test launch of North
Korea'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e quake was very deep, 348.2 miles (560 km) below the seabed. Its epicenter was 125 miles
(201 km) southeast of the North Korean city of Chongjin.Early speculation pointed out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a man-made earthquake.
PYONGYANG, North Korea - A magnitude 6.0
earthquake struck off the coast of North Korea on
Thursday, sparking fears that Pyongyang had detonated
another nuclear bomb.
The quake that struck very deep, 348.2 miles (560 km)
below the seabed, had experts pointing out that it was
unlikely to have caused any damage.
The epicentre of the quake was 125 miles (201 km)
south-east of the North Korean city of Chongjin and
later in the day, experts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indeed
a genuine quake, not a man-made one caused by a
nuclear test, like in previous situations.
North Korea’s previous five nuclear tests caused signs
of artificial quakes, including in January last year,
when a man-made earthquake was detected near a
known nuclear testing site in the country.
The quake came amid heightened tensions surrounding
the country's weapons programme.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ervice, it
was a 5.1 magnitude quake that South Korea said was

49 kms (30 miles) from the Punggye-ri site where the
North has conducted nuclear tests in the past.
Experts explained that natural earthquakes create
different seismic patterns from ones caused by humans.
South Korea’s Defense Ministry also said there was no
indication that North Korea had carried out a nuclear
test.
According to Ik-hyun, any earthquake deeper than 43
miles normally causes little damage on the surface.
He explained that even if a ship was sailing over the
epicentre at the time of the quake, it wouldn’t have
noticed anything.
Experts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unlike in neighbouring
Japan, earthquakes are rar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Last year, on September 12, two quakes measuring 5.1
and 5.8 jolted southeastern South Korea, causing no
casualties.
Following Pyongyang’s July 4 test launch of it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nsions between
U.S. and North Korea have hit an all time high.

The threat came after U.S. successfully tested
its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gainst an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n the Pacific
Ocean near Hawaii and Alaska - a region that will be
vulnerable if North Korea indeed succeeds at launching
a nuclear attack on the U.S., as it has threatened.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Related
Earthquake Hits Off North Korea But
Experts Rule But Nuke Test
A magnitude 5.9 earthquake off North Korea today
jolted watchers of the country’s weapons development
but experts say it was not caused by a nuclear test.
First off, the quake was centered far offshore and
very deep while North Korea's past nuclear tests were
conducted on land.
According to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the quake
struck 187 kilometers (116 miles) southeast of the
northern port city of Chongjin. The epicenter was 559
kilometers (347 miles) below the seabed.
Analysts say North Korea needs to conduct another
atomic test explosion to perfect a nuclear-tipped
missile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continenta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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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walk by a screen showing the news
reporting about an earthquake near North
Korea’s nuclear facility, in Seoul, South
Korea, Wednesday, Jan. 6, 2016. South
Korean officials detected an “artificial
earthquake” near North Korea’s main nuclear
test site Wednesday,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nuclear-armed Pyongyang had conducted
its fourth atomic test. North Korea said it
planned an “important announcement” later
Wednesday. The letter read “5.1 Earthquake
near North Korea’s nuclear facility.” (AP
Photo/Lee Jin-man)
On July 4, Pyongyang test-launched it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North Korea’s five
previous nuclear tests caused signs of artificial quakes.
Cho Ik-hyun at South Korea’s state weather agency
said the depth shows it was a natural event, too deep
for a possible nuclear blast.
Natural earthquakes create different seismic patterns
from ones caused by humans. South Korea’s Defence
Ministry said there was no indication that North Korea
had carried out a nuclear test.
Cho said any earthquake deeper than 70 kilometers (43
miles) normally causes little damage on the surface.
Even if a ship was sailing over the epicenter at the time
of the quake, it wouldn’t have noticed anything, Cho
said.
Earthquakes are rar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unlike
in neighboring Japan. Two quakes measuring 5.1
and 5.8 jolted southeastern South Korea on Sept. 12,
causing no casualties. (Courtesy http://indianexpress.
com/articl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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