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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3 今晚 7 時 30 分《生活》節目主持人
黃梅子(左一）採訪 2018「文化中國 四海同春」晚會組
委會楊萬青博士(左二)﹑華星藝術團藝術總監徐利
(右二)﹑贊助商盛諾一家休斯頓經理邱澄(右一)﹒29
日(周一)晚 8 時﹐30 日(周二)下午 1 時 30 分重播﹐敬請
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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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治

各種痛症﹑
頸椎病﹑
坐骨神經痛﹑
面神經麻痺﹑
肩周炎﹑
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
戒煙﹑
戒酒﹑
減肥﹑
增加腫瘤病人體質﹐
減少化療副作用﹒

女性專治﹕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女性不孕症（原發﹑
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
生育期﹐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
失眠﹑
盜汗﹑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馬順梅 LC 00203
佟大山 LC 00143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代煎中藥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 煌 廣 場 內）
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Tel:(713)271-0488(O)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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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固廢行業散小弱狀況待突破
企業並購將加速
600 億至 700 億噸。
“目前電子廢棄物等
諸多廢棄物產生量並未納入
統計範圍，如果都統計上，
我國固體廢物實際產生量每
年高達100億噸。堆存量方
面，還未包括冶煉廢物、粉
煤灰等數量，若這些數據都
統計上，估算我國每年固廢
堆存量超過 1000 億噸。”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固體
廢物汙染控制技術研究所所
長王琪在第十壹屆固廢戰略
近段時間以來，固廢政策的接連出
臺以及企業並購的密集展開，使得固廢
行業再次引發市場關註。數據顯示，我
國每年產生固廢 100 億噸，堆存量超過
1000 億噸。包括危廢、環衛在內的固廢
細分領域的市場空間正在加速釋放。
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固廢處理行
業整體呈現散、小、弱的特點，處理規模
小、處理能力滯後等仍是明顯痛點。隨著
行業市場化發展進程加快，企業並購將進
壹步提速，合作共贏成大勢所趨。
固廢政策接連出臺市場空間加速
釋放
繼2017年系列固廢政策出臺之後，進
口固廢新環控標準近日發布，並將於3月正
式實施。與此同時，固廢細分領域也迎來
多個利好政策。住建部近日印發的《住房
城鄉建設部關於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
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就明確要求北京、
天津、上海等46個重點城市形成垃圾分類
示範片區，逐步建立差別化的收費制度。
我國固體廢物產生量持續增長，固
體廢物汙染防治形勢日漸嚴峻，已經引
發廣泛關註。去年 11 月發布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固體廢棄物汙染環境防治法〉
實施情況的報告》(下稱《報告》)顯示，
我國每年產生畜禽養殖廢棄物近40億噸，
主要農作物稭稈約 10 億噸，壹般工業固
體廢物約 33 億噸，工業危險廢物約 4000
萬噸，醫療廢物約 135 萬噸，建築垃圾
約18億噸，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約2億噸。
我國歷年堆存的工業固體廢物總量達

論壇上表示。
隨著環保督察力度、政府監管力度
的持續加強，以及相關政策的密集發布，
固廢產業的巨大需求正在快速釋放，其
細分領域市場空間釋放更是突出。業內
預計，僅危廢和環保行業，市場空間將
分別達 2000 億元。
環衛市場因其輕資產特征、納入政
府財政預算及保障城市基本功能而現金
流穩定，市場表現活躍。據 E20 數據中
心統計，目前已經有 5000 家以上的企業
進軍環衛市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
服務升級、機械化率提升，環衛行業仍
將持續保持增長態勢。”僑銀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丹華表示。
生活垃圾分類及無害化處置潛力同樣
巨大。上述《報告》指出，固廢中的生活
垃圾治理情況首當其沖。城鄉結合部的
“垃圾圍城”現象比較突出。相比城市環
境，農村更是薄弱環節，全國只有43%的
村莊實現了生活垃圾集中收運，壹些地方
還出現城市垃圾“上山下鄉”，使農村成
為垃圾集聚地。農業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化
利用存在諸多問題和困難，有近40%的畜
禽糞汙沒有得到有效處理和利用。
“近年來，多個文件要求分出來的
垃圾要分類處理，這將催生出大量細分
領域市場機會，包括廚余垃圾處理廠、
大件垃圾處理廠、裝修垃圾處理廠等。”
E20 研究院執行院長、北大環境學院 E20
聯合研究院副院長薛濤表示。
處置能力仍然滯後

運營管理尚存短板
雖然在固廢治理領域，國家不斷出
臺政策，從頂層設計引導固廢行業規
範、健康和持續發展，但從具體督查
的反饋來看，生活垃圾、滲濾液、建築
垃圾、餐廚垃圾處置問題仍然突出，在
工藝技術、運營管理和監察督查等方面
仍然存在短板。
中國環境保護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
李喜聯指出，雖然近年來我國農村生活
垃圾處理工作實現快速推進，但是總體
的生活垃圾處理規模仍然不足、處理能
力仍然滯後，投資額度大、運營成本高、
汙染控制難等問題，嚴重制約了村鎮生
活垃圾處理。由於小規模垃圾填埋廠削
減汙染負荷非常有限，還要占用土地，
並造成填埋廠場地汙染，因此亟需解決
垃圾小型化處理技術和經濟性的難題。
填埋場作為目前垃圾的終端處理方
式也面臨諸多痛點。住建部市政公用行
業專家委員會專家、全國環境衛生標準
化技術委員會委員陳朱蕾指出，近年來
即將或者已經進入成熟期的老舊垃圾填
埋場問題突出。老舊填埋場不僅存在惡
臭、溫室效應、甲烷爆炸等填埋氣汙染
與安全隱患，而且占地面積大、滲濾液
汙染、土地利用價值很低等問題也亟待
解決。另外，填埋堆體自然降解過程極
慢，潛在的汙染可能持續 50 年以上，這
個漫長的過程嚴重制約了垃圾填埋場的
再利用。
在桑德集團董事長文壹波看來，目
前，我國垃圾分類有兩個痛點，壹是源
頭分類，二是終端處置。有的地方推行
很久仍然無法提升分類效率，有的地方
在小區分類了，離開小區卻又倒進壹個
車裏送到填埋場。垃圾分類、源頭分類
看起來比較簡單，但要從源頭到終端、
從社區到市場將邏輯理通，就需要政府
支持、群眾參與、市場機制等各項因素。
而在中環信環境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CEO 錢雲才看來，危險廢物從產生到處
置，從經營到監管，從行業分析到產業
規劃，缺少完整、詳實、實時的數據作
為支撐，盡管各省都在提出“物聯網+
危廢”的概念，但真正實現危險廢物管

理的信息化者卻寥寥無幾。發達的信息
化技術與危險廢物管理的粗放形成了鮮
明的對比。
行業散小弱待突破
企業並購將加速
業內人士還指出，當前，固廢企業數
量龐大，但規模效應和產業引領性均不夠
理想，小企業的抗風險能力、服務能力偏
弱。此外，在市場化過程中，大量多元化
公司(非專業公司)進入固廢管理行業，出
現了許多“曬太陽”設施和問題設施。
“全國危廢從業企業近 3000 家，持
證企業平均資質規模不足 3 萬噸/年，十
大龍頭企業的市場占有率甚至不到10%，
危廢處理行業整體呈現散、小、弱的特
點。此外，目前危廢行業的產能利用率
低，市場存在缺口。”東江環保股份有
限公司總裁李永鵬指出，目前危廢行業，
技術設備薄弱，產能利用率不足 30%，
整體呈下降趨勢；無害化處理能力不足，
特別是焚燒、填埋的能力不足。
環衛行業中的企業也很分散。根據
E20 數據中心實時跟蹤的資料顯示，目前
行業中共有5000家左右的環衛企業，但其
中初步形成規模的企業僅有壹兩百家。
“很多小規模的環衛企業在市場化
的進程中競爭力低，將在未來 3 年內被
大量擠出或並購，環保領域由於固定資
產配比不高，所以行業集中度的提高進
程會比其他領域更快。”薛濤表示。
事實上，自 2017 年以來，國內固廢
巨頭不斷通過橫向、縱向並購拓展市場
和延伸產業鏈，向綜合化服務商發展；
行業內部，跨行業、跨國的並購已經形
成壹種常態。而在專家看來，這種並購
趨勢在 2018 年仍將加速。
李喜聯認為，未來十年，固廢處理產
業將迎來大發展的時代，固廢環保企業也
會在競爭中加速成長，形成“群雄並起、
強者愈強”的競爭態勢。同時，固廢產業
的市場規模將不斷放大，市場也將進壹步
細分，任何壹家企業都無法掌握每壹個細
分領域的技術或市場，無法滿足所有產業
鏈的極致化需求，因此，固廢企業之間的
合作共贏也將是大勢所趨。

B13

上海探索監管新模式：
進口服裝通關時間進入讀秒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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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上海出
入境檢驗檢疫局與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
區管理委員會共同宣布，
為自貿區浦東機場綜合
保稅區（以下簡稱“綜
保區”）內進口服裝質
量誠信企業試行質量安
全監管新模式。
該模式以風險管理
為核心，以信息化追溯為
手段，以精簡通關時長為
目標，進壹步將誠信企業
的進口服裝通關時間縮短
至讀秒時代。據上海出入
境檢驗檢疫局副局長施健
透露，未來，綜保區進口
服裝誠信企業的法檢商品
查驗比例將由原先的
100%下降至 5%；采樣送
檢等中斷式、侵入式檢驗
比例從 30%下降至 5‰，
平均通檢時長從 2017 年
年初的 10 天以上，縮減
至目前的讀秒放行。
據悉，進口服裝是
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主要
貿易商品之壹，區內有多家國際知名企業
落戶。2017 年，機場綜保區共進口服裝
4000余批次，近20億元人民幣，較2016
年增長40%以上，目前，有不少企業策劃
在自貿區設立亞太分撥中心。
相關部門將通過引入合格保證、采
信、驗證等方式，減少抽樣、檢驗等侵
入式或中斷式監管方式；同時，檢驗檢
疫部門將結合企業質量信用等級，鼓勵
誠信企業綜合運用物聯網、移動終端等
載體，建立進口商品質量安全追溯體
系，建立起以“事中事後監管”為主的
閉環式質量安全監管模式。
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表示，
“合格保證”的模式，將提升常規進口
商品的通檢效率；“第三方采信”的模
式，加強對高風險商品的前置監管；而
“風險監測”的模式，將對重點管控產
品、重點企業開展事中事後監管。
當日，有服裝企業表示，新政實施
後，在大幅縮短通關時效的同時，大幅度
降低了該公司勞動力成本。企業(貨主)作
為質量安全責任主體，將更加註重行為自
律，更加重視誠信建設與質量管理。
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表示，將探索對
重點企業開展貿易全樣本數據的實時采集，
指導企業開展進口商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

時事圖片

西班牙小鎮狂歡面粉大戰 民眾變
民眾變“
“粉人
粉人”
”

以色列群鳥歸巢遮天蔽日場面壯觀

墨西哥民眾為寵物祈福
大街上都是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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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
川普
：願意就通俄門宣誓作證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華
盛頓----路透社 1 月 25 日訊) --美國總統
川普週三表示，他願意接受特別檢察官羅
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詢問。穆
勒正在調查有關俄羅斯幹預 2016 年美國大
選的指控。
川普在白宮對記者說：“實際上，我
很期待，”。他在接受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前局長穆勒 (Mueller) 的詢問時說。
“我願意發誓。”
盡管川普曾承諾與穆勒的調查進行合
作，因為白宮和國會的一些人對調查的可
信度持懷疑態度，川普本人也在迴避是否
會回答問題。
據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律師一直在
與穆勒的團隊討論具體事宜。特朗普說:
“我希望盡快安排。”
不過，川普表示，確定一個會面日期

將“取決於我的律師和其他一些因素”。
當被問到他是否認為穆勒會公平對待他時
，特朗普回答說: “我們拭目以待。”
白宮負責回應穆勒調查的律師泰•科
布(Ty Cobb) 在一份聲明中說，川普在前往
瑞士達沃斯的行程前，匆匆向記者發表了
講話。科布說，川普強調他仍然致力於配
合調查，並期待著與穆勒會面。
科布說，穆勒的團隊和特朗普的私人
律師正在製定會議的安排。
消息人士周三早些時候對路透社表示
，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邁克•龐
貝(Mike Pompeo) 在內的美國高級情報官員
曾受到特別法律顧問團隊的質疑，他們認
為川普是否試圖在俄羅斯調查中妨礙司法
公正。
這樣的質疑進一步表明，穆勒進行的
是：俄羅斯對選舉的幹預以及川普的競選

檔案照片：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 年 7 月 7 日在德國漢堡舉
檔案照片：
行的 G20 峰會上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峰會上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 (Carlos Barria/檔
Barria/檔
案照片//路透社
案照片
路透社))

聯邦調查局說，
聯邦調查局說
，特工開槍打死了人
特工開槍打死了人，
，但沒有說為什麽
但沒有說為什麽。
。

活動可能串通的刑事調查，包括調查總統
在調查過程中所採取的行動。
在周三對記者的講話中，川普重覆了
過去的聲明，稱競選活動和俄羅斯之間沒
有勾結，“沒有任何不法行為”。克裏姆
林宮否認了美國情報機構的結論，即俄羅
斯利用黑客和宣傳手段幹擾了競選活動，
試圖推動川普的競選優勢。
川普週三否認了《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的一篇報道，稱去年他曾
向時任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的安德魯
•麥凱布(Andrew McCabe)提問，後者是他
在 2016 年投票支持的。據報道，麥凱布
(McCabe)擔心公務員會因其政治傾向受到
責難。
“我想我沒有違法。我不知道這有什
麽大不了的。”川普對記者說。

羅伯特 • 穆勒
羅伯特•
穆勒（
（Robert Mueller）
Mueller） 召集了所有的明星
律師團隊，
律師團隊
，受命調查川普與俄羅斯是否有非法聯繫
受命調查川普與俄羅斯是否有非法聯繫。
。

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舉行的第二屆年度婦女遊行中 ，
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舉行的第二屆年度婦女遊行中，
示威者舉著特別檢察官羅伯特•
示威者舉著特別檢察官羅伯特
•穆勒
穆勒（
（Robert Mueller）
Mueller）標
語牌。
語牌
。關注他對美國總統川普與俄羅斯關系的調查
關注他對美國總統川普與俄羅斯關系的調查。
。 (攝於
2018 年 1 月 20 日。 Brian Snyder/路透社
Snyder/路透社))

2018 年 1 月 24 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華盛頓白宮與市長
們的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
們的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
。 (Yuri Gripas/路透社
Gripas/路透社))

FBI 特工休城執勤中
不慎開槍釀禍
【 美 中 頭 條 編 譯 報 導/ 鄧 潤 京 】
（休斯頓,德克薩斯州(KTRK)1 月 25 日
訊）聯邦探員正在調查休斯頓東北部發
生的一起致命的槍擊案。 1 月 25 日淩
晨 4 點剛過，第一個電話就響了。
聯邦調查局（FBI）隨後發布了一
份簡短聲明：“聯邦調查局正在休斯頓

東北部的（7300 block of Elbert Street）
街區的一個家中執行任務。”在過程中
，有個人受了致命傷。 FBI 的證據反應
小組正在現場。就像任何與事件有關的
槍擊事件一樣，槍擊事件審查小組將調
查此事。
被槍殺的男子在約翰遜醫院（LBJ

Hospital）去世。他的身份尚未公開。
聯邦調查局特工仍在現場。
Courtney Fischer 正在現場蒐集有關
調查的最新信息。她將在上午 11 點對
ABC13 目擊新聞進行實時更新。
聯邦調查局說，特工開槍打死了人
，但沒有說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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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領館昨舉行總領事官邸音樂會
為全場嘉賓呈現 「 來自春天的問候
來自春天的問候」」

圖為五位演奏者最後登場，表演民樂合奏＜ 花兒與少年＞ 。（
圖為五位演奏者最後登場，
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為了迎接下月即將來臨的中
國農曆新年 -- 春節，中國駐
休士頓總領館將於二月七日晚
六時至八時在總領館辦公樓舉
行春節招待會，另一項活動，
就是昨（1 月 26 日 ）晚在總
領事官邸舉行的 「官邸音樂會
」，中外嘉賓百餘人歡聚一堂
，靜聽中國的音樂名家演奏，
為大家呈現一場音樂的盛宴，
直至演奏會結束，還依依不捨
，如夢初醒。
當天的演奏會包括了魏詩
維的古箏獨奏----＜ 漁舟唱
晚 ＞ ，魏詩維年紀輕輕，卻
頗有大將之風，古箏中美樂傾

瀉而出，景物和音色同樣引人
注目，事後問過演奏者魏詩維
此古箏絕技練了多少年了？告
知 「一輩子」！實在令人嘆
為觀止。
其他如彭晨的二胡獨奏＜
新賽馬＞ ，動感十足，抓緊
全場觀眾的神經，隨波濤起伏
，相當緊湊精彩，還有朱珠的
鋼琴獨奏＜ 採茶撲蝶＞,閻亦
修的竹笛獨奏＜ 揚鞭催馬運
糧忙＞,劉銳的中提琴獨奏＜
波凱里尼小步舞曲＞,張淑娟
的琶琶獨奏＜ 送我一支玫瑰
花＞,李玲玲的揚琴獨奏＜ 鄉
村抒懷＞,都各有其特色，充
溢了濃濃的中國情，最後由全

體演奏者李玲玲，魏詩維，閻
亦修，彭晨，張淑娟登台，表
演民樂合奏＜ 花兒與少年＞
更是精彩至極，中間還穿插了
曾是武漢雜技團魔術師，雜技
演員涂永珍的魔術表演，將整
晚的氣氛帶至高潮。
音樂會主人中國駐休士頓
總領事李強民以主人的身份致
歡迎詞，他表示中國新年將屆
，故呈現一場精彩的音樂會給
大家致以佳節的
問候。回首過去
一年，中美關係
大幅進展，也感
謝在座各位的協
助。

總統川普將支持符合條件的DACA移民改革案
依親移民將僅限於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將影響數百萬人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當民主黨在全美各地響應 DACA 抗議
者的示威時，美國政府被迫關閉 3 天，目前的政府運作依賴臨時
預算法案，可能造成美國政府動盪不穩。 出於這個原因，川普
總統似乎正在與 DACA 新教徒的請求進行談判，並發布修訂後的
移民計劃。 根據白宮今天公佈移民法改革條件，指總統川普將
支持符合條件的改革案。這些條件提供幼年非法入境美國的 180
萬名 「追夢人」取得公民身分的機會，同時將強化邊界安全，並
對依親移民加以限制。據高層官員報導， 「這有點像總統的底線
」。部分法案細節將交由國會議員決定， 「如果符合實際，他就
會簽署；如果不切實際，他不會簽」。
白宮已表明，相關法案必須涵蓋這 4 項要素，不會同意
降 低 標 準 的 法 案 通 過 。 白 宮 提 出 的 條 件 如 下 ： 1) 追 夢 人

（Dreamers）: 原本僅 70 萬名依據 「童年抵達者暫緩驅逐辦法」
（DACA）辦理登記而不致被驅逐出境的移民，現在放寬為 180
萬名。人數增加的部分是符合保護條件但起初並未登記的移民。
將準許 「追夢人」10 到 12 年內取得公民身分，但他們須符合若
幹仍待訂定的工作與教育條件，且不能有犯罪紀錄。2) 邊界安全
: 設立 250 億美元信託基金，作為在毗鄰墨西哥的南部邊界建造
圍牆並在毗鄰加拿大的北部邊界改善安全的費用。設立信託基金
可確保未來的國會無法收回這筆錢。同意增加支出以聘用邊界守
衛、移民法官和其他執法人員，全面更新聘雇制度和薪資等級。
川普預估這方面經費約 50 億美元，但白宮表示，這可以進一步
討論。立即驅逐自南部或北部邊界非法入境的移民，即使他們不
是墨西哥人或加拿大人亦然。這是針對經常穿越墨西哥抵達美國

昨晚出席音樂會的還有國
會議員席拉. 傑克森. 李，以及
著名的社團代表如 「美中友
協」 李娟會長夫婦， 「休士
頓深圳姊妹市協會」 會長吳
華昌，段文小燕等人， 「美南
報業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
朱勤勤夫婦， 「美南山東同
鄉會」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
等百餘人。

圖為五位演奏者最後登場，表演民樂合奏
圖為五位演奏者最後登場，
＜ 花兒與少年＞ 。（ 記者秦鴻鈞攝 ）

邊界的中美洲移民。3) 依親移民: 依親移民將僅限於配偶和未成
年子女，至於父母、成年子女和兄弟姐妹則不適用。4) 終止多元
移民綠卡抽籤: 終止綠卡抽籤制度。這項制度是提供給低移民率
國家的申請者，每年為此發出多達 5 萬張簽證。
華府智庫 「移民政策研究所」（MPI）指出，這項變革每年
會減少發出至少 28 萬 7700 張綠卡。
這項變革不溯及既往，即目前等候中的移民申請案仍將依據
舊制審查。雖然條款和條件贊成 DACA 的要求，但它仍然支持川
普總統的移民候選人符合他的要求，使美國再次偉大。 除此之
外，依親移民政策嚴重損害了家庭移民計劃的利益; 如果這個依
親移民政策在未來得到批准和執行，數百萬人將會受到影響和傷
害。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風雅集 說明會
(本報訊)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
校友會風雅集將於二月三日，星期六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每年一度的風雅集說明會。（僑教中
心 地 址 在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會員免費，非會
員十元。風雅集歡迎所有僑界人士參
與，共襄盛舉 。
上午十一點開始報到繳交年費，

十一點四十五分提供免費簡單午餐招
待，十二點半以大銀幕影片回顧去年
的活動，緊接著預報下一年度的活動
項目，之後有多項娛興節目表演，兩
點正開始精彩的帶動跳 , 生動有趣。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
雅集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以各種極
其創意性的活動會友，目的是要給予
我們大家良好的機會去提高我們的生

活品質。
活動的節目包羅萬象，其中包括
短期和長期的旅遊，以各種研習會來
學習新的事物，參觀及參與各種動態
和靜態的演出展示。進而結交新的朋
友，建立互聯網，分享知識和嗜好，
增長見識，享受人生 ！
下年度的活動項目有 : 二月參觀
海洋水族館，三月的園藝講習和春頌

藝術之遊，四月份參觀古董秀場和文
藝座談會天南地北談創作。五月份有
海邊賞鳥一日遊和時髦服裝搭配設計
研習會，六月份有精彩的大型乒乓球
賽。七月份有電腦軟體操作講座。八
月份辦美食教室系列， 八月二十八日
至九月十五日，旅遊去內蒙海拉爾等
三大草原，十月份萬聖節一日遊， 十
二月份參觀聖誕燈區盛會。

凡大專校聯會的連續會員，年費
十五元，新會員年費二十元非大專校
聯會的連續會員，年費二十元，新會
員年費二十五元報名將於元月三十一
日截止。詳情可查大專校聯會的網站
: www.jccaa.com 聯 絡 人 ： 孫 雪 蓮
713-385- 4343, 鄧 嘉 陵 281-9800186 ，鄭昭：changsm@yahoo.com or
E-mail: llc@jcc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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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大校友會40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40屆年會
屆年會
【本報訊】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四十週年
年會及會長交接典禮訂於二月十日星期六於
珍寶海鮮樓舉行。年會除了貴賓演講，還有
趣味活動，會長交接典禮，精美晚餐，娛興
節目及豐富抽獎。娛興節目有樂團，拉丁舞
，小提琴，熱舞，吉他雙重奏，義大利民謠
等等。獎品包括最近很受歡迎的 Echo Alexa , 台大紀念品及琳琅滿目的獎品。
令人興奮的，校友會今年特別邀請到
Mr. Don Schneider,培養領導能力的專家，美

國公司高層經理及總裁的教練顧問， 有 25
年多豐富經驗，曾經與 Fortune 500 公司合
作，其中包括 Baker Hughes, Bechtel and Jacob Engineering 等。主講”平衡的人生”，
曾經參與過 Mr. Schneider 的課程者，都感
受到莫大的鼓勵及共鳴。
另外我們特別準備了精美禮物贈送給校
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請大家邀請親朋好友，踴躍參加，共同
慶祝難能可貴的四十周年里程碑及舊曆新年

！

貴賓票價 $50，普通票 $40，學生 $20
。兒童六歲以下免費。請參閱附上彩色傳單
。現金或支票 payable to “NTUAAH”。晚
會 5 點 45 分入席，晚宴 6 點 30 分開始。
購票從速，請於二月一日前聯絡
于方勻 katyyuyuyu@gmail.com
謝元傑 leifhsieh@gmail.com
劉美玲 mkaster321@gmail.com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APA)2018年年會現定於2月17日下午在珍寶樓海鮮就舉行
【本報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hinese Ameri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簡稱 CAPA）將於 2018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五點至八點半，假珍寳樓海鮮餐廳（Ocean Palace Restaurant 地
址:11215 Bellaire Blvd., #D01,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
281-988- 8898）舉行 2018 年度年會， 選舉 2018 年度會長，副
會長，財務長，並進行理事會和董事會任職期滿成員的改選(選
舉權只限 CAPA 的會員) 。CAPA 主要負責人將在年會上報告
2017 年度各類活動的成果，包括科技交流、業務及財務狀況。
我們真誠地邀請 CAPA 會員和各界朋友光臨我們的年會。 除了
美味的晚餐外，並有多項獎品為參會者提供享受抽獎的樂趣。
有關晚會詳細信息，請參閱 CAPA 網站。
有意參加 CAPA 年會的朋友們請預先在 CAPA 的網站上註冊

（網址：http://www.capaus.org）。提前在網站上註冊的費用是
：會員和家屬每位$20.00；學生會員$10.00；非會員$40.00。網
上註冊將於星期四，2018 年 2 月 15 日中午關閉，以便統計出席
人數。現場臨時註冊者，將額外收取 10 美元費用。
請注意，CAPA 年度會員資格的有效期限到當年的 12 月 31
日為止（終身會員不包括在內）。有關會員資格問題請與施名
剛 (Kim Shih lalakeem@gmail.com) 聯繫。關於 CAPA 年會註冊的
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CAPAUSAEVENT@gmail.com.
2017 年度的 CAPA 會長陳家杰博士 (Dr. Jeff Jiajie Chen) 和董
事會主席博士馬龍 (Dr. LongMa) 代表 CAPA 誠懇邀請你與我們
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玫瑰花的春季修剪及栽培
美南銀行英文講座(中文口譯)
【本報訊】時間：2018 年 2 月 3 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 A.M.
地點：美南銀行一樓社區會議中心 (Member FDIC)
位址：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281-685- 5566 Jennifer
微信 ID：chouhwa
對於向來熱愛玫瑰花的華人朋友們，開春後一直都是一年中
最忙碌的時節，尤其今年經過冬天酷寒霜凍之後，庭院裡滿目瘡
痍、慘不忍睹。除了忙著挑選品質優良的新苗外，還要替院中已
長大的玫瑰花疏欉、修剪。美南銀行為了滿足各位華人朋友們的
需求，特地透過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 ，邀請玫瑰實踐園
藝專家－Baxter Williams 巴克斯特‧威廉姆斯先生，蒞臨美南銀
行一樓的社區會議中心，指導大家如何在春季適當且正確的修剪
玫瑰枝葉。此次講題是種植玫瑰花的重頭戲，各位華人朋友千萬
不要錯過。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Baxter Williams 巴克斯特‧威廉姆斯先生，自 1967 年開始栽
種玫瑰以來，已有超過 50 年在休士頓本地種植玫瑰花的豐富實
際經驗。不僅在自家後院種有 500 株以上的各色玫瑰，目前也擔
任休士頓玫瑰協會(HRS)副總裁。該協會創始於 1959 年 8 月，至
今已擁有超過 700 名成員，是全美最大的地方玫瑰協會。
休士頓華人玫瑰協會(Houston Chinese Rose Society～HCRS)
，是隸屬於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及美國玫瑰協會(ARS)
下的一個非營利組織。協會這次很榮幸再度邀請到熱心慈善的
Baxter Williams 巴克斯特‧威廉姆斯先生，於 2018 年 2 月 3 日 (
星期六) 上午 10 點，蒞臨美南銀行一樓的社區會議中心，專為華
人舉辦第四次免費玫瑰英文講座。
前幾次講座已涵蓋種植玫瑰花的入門基礎、玫瑰花各式品種
的區別認識，以及如何培育出更健康的玫瑰花。本次講座將免費
指導各位花友春季玫瑰的修剪重點，以盆栽玫瑰作現場示範。並

且請來資深園藝專家俞希彥
老師，同步中文口譯，以期
解決各位華人朋友們對於培
育玫瑰的疑惑難題。年近八
十 、 熱 心 又 和 善 的 Baxter
Williams 老先生，演講一向
深入淺出、語多幽默，非常
叫座，機會難得，請勿錯過
。講座現場備有茶水、點心
招待，礙於教室場地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及入座，以免向隅。
也歡迎同好們加入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及休士頓華
人玫瑰協會(HCRS)，一同切磋研習種植美麗芳香的玫瑰，不僅
僅侷限於 Knock Out 的品種選項，期許更進一步推廣僑社華人共
同來熱愛玫瑰！

休城工商

星期六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
校友會 風雅集 說明會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
雅集將於二月三日，星期六，在休士
頓華僑文教中心大禮堂舉行每年一度
的風雅集說明會。（僑教中心地址在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會員免費，非會員十元
。風雅集歡迎所有僑界人士參與，共
襄盛舉 。
上午十一點開始報到繳交年費，
十一點四十五分提供免費簡單午餐招
待，十二點半以大銀幕影片回顧去年
的活動，緊接著預報下一年度的活動
項目，之後有多項娛興節目表演，兩
點正開始精彩的帶動跳 , 生動有趣。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
雅集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以各種極
其創意性的活動會友，目的是要給予
我們大家良好的機會去提高我們的生
活品質。活動的節目包羅萬象，其中
包括短期和長期的旅遊，以各種研習
會來學習新的事物，參觀及參與各種
動態和靜態的演出展示。進而結交新
的朋友，建立互聯網，分享知識和嗜

好，增長見識，享受人生 ！
下年度的活動項目有 : 二月參觀
海洋水族館，三月的園藝講習和春頌
藝術之遊，四月份參觀古董秀場和文
藝座談會天南地北談創作。五月份有
海邊賞鳥一日遊和時髦服裝搭配設計
研習會，六月份有精彩的大型乒乓球
賽。七月份有電腦軟體操作講座。八
月份辦美食教室系列， 八月二十八日
至九月十五日，旅遊去內蒙海拉爾等
三大草原，十月份萬聖節一日遊， 十
二月份參觀聖誕燈區盛會。
凡大專校聯會的連續會員，年費
十五元，新會員年費二十元
非大專校聯會的連續會員，年費
二十元，新會員年費二十五元
報名將於元月三十一日截止。詳
情可查大專校聯會的網站: www.jccaa.com 聯 絡 人 ： 孫 雪 蓮
713-385- 4343, 鄧 嘉 陵 281-9800186 ， 鄭 昭 ： changsm@yahoo.
com or E-mail: llc@jcc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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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發佈 2017 年
第四季度及全年財報
【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集團
（East West Bancorp, Inc.，股票代號 EWBC，於 NASDAQ 交易）1 月 25 日公佈 2017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盈利
報告，2017 年第四季度淨利達 8 千 4 百 90 萬美元，每股
獲利 0.58 美元；全年淨利達 5 億零 5 百 60 萬美元，每股
獲利累積達 3.47 美元。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表示，華美銀
行 2017 年全年獲利再攀新高，較 2016
年增長 17%，強勁的獲利增長來源於
支出與信貸成本的有效管控。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總貸款創新高，
達 2 百 91 億美元，較 2016 年同期的 2
百 55 億美元增長 35 億美元或 14%；總
存款創新紀錄，達 3 百 22 億美元，較
2016 年同期的 2 百 99 億美元增長 23 億
美元或 8%。
吳建民說： 「華美銀行 2017 年的
淨利差增加 0.18%，是由於貸款持續
增長、存款組合多元化，以及利率上升
環境所產生的影響，這也是該行保持強
勁獲利能力的主要因素。2017 年，華
美 銀 行 平 均 資 產 報 酬 率 （ROA） 達
1.41%，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達 13.7%。」 在《富比士》（Forbes
）發佈的 「2018 全美百強銀行榜」 中
，華美銀行名列第五位。他感謝 3,000
多名員工群策群力再次為股東們帶來豐

厚的收益。
吳建民表示： 「華美銀行一直致力於建立並擴展與
客戶的雙贏關係。年復一年的財報成長體現我們以客戶
為中心的服務理念，以及獨特的金融橋樑商業模式所創
造的優勢。未來，我們將持續增加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
投資，更進一步加強銀行結構和系統，確保審慎的風險
管理，並繼續保持卓越營運。」

糖尿病與中醫治療
潤元堂國醫館
糖尿病是一種嚴重危害人們身體健康的慢性代謝性疾病。近年
來，發病率呈爆炸性速度增長。據中美兩國的官方統計，兩國人口
中至少有 10%的成年人患有此病，而且這個比例還在快速遞增。糖
尿病的臨床表現主要以血液和尿液中的糖分超標為特征。糖尿病的
治療，降糖當然是第一要務。西藥降糖藥能很快地降糖，中藥方劑
和針灸治療也有明顯的降糖作用。西藥的效果立竿見影，但不能停
藥，故一般需要終生服藥；中醫療法，見效略慢，要達到穩定的療
效，一般需堅持治療幾個月，但幾個療程後，即可停藥，血糖一般
不會反彈，這對早期患者尤為如此。糖尿病的一個主要致病原因是

過食和肥胖，另外，過度的精神壓力也是原因之一，對此，中醫特
別是針灸對減重消脂，減壓放松有著顯著的療效。
對糖尿病的治療，往往有個誤區，即人們過度地把註意力集中
在了降糖，降糖固然重要，但糖尿病的危害並不在於居高不下的血
糖值，而在於糖尿病的並發癥，主要包括血管病變和神經病變。血
管病變典型的有眼底血管病變和心血管病變，所以冠心病往往伴隨
糖尿病而發。神經病變典型的有糖尿病足，病人兩足漸漸失去了知
覺，有些病人早上起來要猛力踢墻才能感覺他腳的存在。 還有，糖
尿病足的病人小腿皮膚會出現頑固的潰瘍，發展下去西醫只能截肢

，別無他法。糖尿病的並發癥是每一個糖
尿病人都繞不過的宿命，只是遲早的問題
。西醫對治療並發癥幾乎沒有太有效的方
法，但中醫在這方面有其獨到的優勢。比
如冠心病，如果中醫治療得早，完全可以
避免病人手術加裝支架，避免出現生命危
險等。至於糖尿病足，病人失去的知覺可
以很快用針灸恢復，頑固的皮膚潰爛也能
很快收口，只要堅持治療，病人絕對不會
被截肢。所以，中醫對治療糖尿病並發癥有西醫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對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質量，延長壽命有很大的幫助。
潤 元 堂 國 醫 館 （ 位 於 Gal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77057，電話 832-818-0707）對治療糖尿病引起的各
種並發癥有豐富的經驗和卓越的療效。比如，神經炎知覺缺損，一
般一次便能見效，經過階段性治療後，療效便可鞏固。下肢頑固性
潰瘍，傷口多能很快愈合，患者的體力會有明顯的改善。很多病人
一開始只能顫顫巍巍地走路，能恢復到一日行走五至十英裏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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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的海參第一品牌海參專家［鼎海堂］
推出世界最頂級深海野生岩刺參陪您過春節

（ 本報記者秦鴻
鈞 ）美國最早最大
的海參捕撈商，德州
的海參第一品牌海參
專 家 ----- 「 鼎 海
堂 」 以推出世界最
頂級深海野生岩刺參
而聞名於世。該公司
的野生海參均來自美
洲無汚染海域，在美
國衛生局 FDA 嚴格監督下，天然曬乾，自然淡乾，無任何
添加物。為什麼大家都推薦吃海參？海參的營養價值究竟有
多高？請看以下的解說--海參是世界上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無膽固醇
的營養食品，倍受中老年人的青睞。海參中的營養成分不僅
豐富，而且均衡、合理，是難得的天然營養滋補品。
1、海參壁的營養
營養成分：蛋白質、DHA、EPA、海洋性脂質。
功效：膠原蛋白，美容養顏;18 種以上氨基酸，號稱“精氨
酸大富翁”!提高免疫力，消除疲勞;防止健忘性老年癡呆，
延緩衰老。
2、海參筋的營養
營養成分：海參素、海參粘多糖、維生素及多種礦物質
營養。
功效：海參筋是海參的營養中的精華，營養價值是海參壁的
4-5 倍，海參內筋一直被韓國、日本及臺灣用於強身健體之
神物。
3、蛋白質

18 種以上氨基酸，可促進機體細胞的再生和肌體受損
後的修復，提高人體免疫力，延年益壽消除疲勞。膠原蛋白
中的甘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精氨酸含量極為豐富，生血
養血，美容美白，使肌膚保持光滑及富有彈性，延緩機體衰
老等功效。
4、海參粘多糖
海參內含有粘多糖和海參糖氨聚糖，是海參的營養中最
重要的成分之一，另外所含有的硫酸低聚糖為海參獨有，品
質優於鹿茸和魚翅。抗癌防癌，平衡血糖，增強抵抗力，延
緩衰老，抗病毒，抗輻射等，針對糖尿病、高血糖、陽痿、
甲亢、血栓、關節炎、骨質疏松、皮膚病等疾病有很好的治
療作用。
5、海參素
海參素也稱作海參皂甙，存在於海參體內，也是海參的
營養成分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的分子結構類似於皂甙，
藥用保健價值極高。有抗腫瘤，抗菌作用，抗疲勞，促進性
功能，提高免疫力與造血功能，針對腸炎、胃炎、肝炎、陰
道炎、腦炎等各種炎癥及各種癌癥有很好的輔助治療作用。
6、EPA 和 DHA
EPA，屬於不飽和脂肪酸，是人體不能合成但又不可缺
少的重要營養素，降低血液粘稠度，增進血液循環，消除疲
勞。預防腦血栓、腦溢血、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有很好的療
效。DNA，被譽為“腦黃金”，是大腦視網膜的重要構成成
分。對兒童智力發育，保護神經元、促進大腦發育有益及有
成人提高免疫力、增強記憶力及預防老年癡呆等作用。
7、礦物質
幫助調節體內酸碱平衡、肌肉收縮、神經反應等。海參
的營養成分中還含有多種對人體生理活動有益的微量元素，

如鈣、鉀、磷、鐵、錳鋅硒等等，增強免疫及預防骨質疏松
、提升食欲、提升造血功能、提升人體生命代謝等作用
8、維生素 B1、B2
維生素 B1 以輔酶形式參與糖的分解代謝，有保護神經
系統的作用;還能促進腸胃蠕動，增加食欲。維生素 B2 是水
溶性維生素，為體內黃酶類輔基的組成部分，人體內維生素
B2 的儲存是很有限的，因此每天都需要飲食提供。它參與
體內生物氧化與能量代謝，是機體組織代謝和修復的必須營
養素，還具有抗氧化活性。
「 鼎海堂」 現正招聘國內及美國達拉斯、奧斯汀總代
理。低投資，高回報，並有強大的品牌後臺支持，歡迎來電
洽 詢 。 合 作 電 話 ： 281-455-5555， 加 盟 批 發 電 話 ：
713-918-9999， 「鼎海堂」 休斯頓百佳超市專櫃：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來來餃子館」 休市獨家全天供應早點

並有九種口味水餃、
並有九種口味水餃
、鍋貼
鍋貼、
、小籠湯包
小籠湯包，
，百吃不厭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位於 「 百佳超巿
」 旁的 「 來來餃子館 」 是休士頓獨家全天
供應早點的麵食店，專門供應北方特色早點，
包括： 煎餅果子、油條、甜鹹豆腐腦、大米

粥、鍋巴菜、雞湯餛飩、咸菜、煎蛋、茶蛋、
豆漿、大蔥油餅、牛肉夾餅、手抓餅、油炸糕
、牛肉麵、海鮮麵、榨菜肉絲麵、鍋貼、以及
九種口味 水餃（牛肉： 白蘿蔔，芹菜； 豬肉

：六種 口味：包括白菜、薺菜、芹菜、韭菜
、茴香、蝦仁； 以及素菜的菠菜蒸餃、花素
蒸餃 ，另外還有山東著名的鮁魚水餃，都是
大家的最愛，百吃不厭，除了堂吃，這些早餐
、麵食，很多人都 to go ，買回家，天天吃都
不厭倦。
「 來來餃子館 」 的台灣特色小炒，也是
他們的一大賣點，別家吃不到的口味，如：
三杯雞、三杯小卷、熏雞、熏鴨、韭菜豬紅
、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香辣孜
然魷魚圈、干鍋肥腸、紅燒肉、紅燒蹄膀、
風吹肉、梅菜扣肉、酸菜肚片、龍蝦、蝦卷

、九層塔炒螺肉、九層塔炒蜆、椒鹽蝦、香辣
魚片、鹹蛋苦瓜、三杯大腸、五更腸旺、客家
小炒、台式炒米粉、炸臭豆腐、海鮮蒸蛋、紅
燒三文魚頭----- 等等，都是百吃不厭的名
菜，值得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職業婦女
工作忙碌，買幾道菜帶回家，既省去洗切炒煮
的時間，精力， 「 來來餃子館 」 令您全家樂
呵呵，視 「 美食」 為人生一大享受。
「 來來餃子館 」 , 每周七天營業（ 上午
八時半至晚間九時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百佳超巿旁 ），電
話：（713） 271-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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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回家過年！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在敦煌廣
場最後三天
最後三天大甩貨，出價就賣，快去撿漏！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古玩玉器在中
國城敦煌廣場二樓生活良品隔壁展銷，因老板要回中國過春節，
租約馬上到期，最後三天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 以上
，出價就賣！
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是歷代官窯所在地。此
次展銷的幾百件景德鎮瓷器件件都是精品，其中就有著名工藝美
術大師曹文選的幾件佳作，曹文選是瓷藝大師王錫良的弟子，王
錫良是當代瓷藝名家，“珠山八友”之一，景德鎮第一位“中國
工藝美術大師”，他的作品在拍賣會上能拍出幾百萬的高價。但
王錫良年事已高，沒有新作品問世，所以他弟子的作品現在在市

越南黃花梨寫字台

場上炙手可熱。此次展銷就有王錫良弟子曹
文選的幾件作品，這幾件作品工藝高超，做
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
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
錯過。
此次精品展帶來不少氣派恢弘的紅木家
俬，各種越南黃花梨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
、書桌、大型沙發組、餐桌組等。黃花梨家
具已經被識貨的藏家買走了好幾套，出價就
有機會，請大家抓住機會！尤其值得推薦的
是兩組大型根雕茶臺，以整棵樹根
雕刻而成，天然遒勁、古樸生動，
茶臺設計巧妙，排水管道隱藏其中
，與家人朋友一起品茗賞木，實乃
人生一大享受！各種中型茶盤、小
型果盤、平安扣、鎮紙等，各種黑
檀木茶盤，玲瓏瓷茶具等也應有盡
有。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
金絲琺瑯描金開光瓷板畫、景德鎮
陶瓷名家的各種作品、蘇繡名家精
品刺繡等均屬上品，讓你愛不釋手
。整個精品展上萬件精品前所未見
，等你收藏。因老板要回家過年，場地租約只有幾天
就到期了，現跳樓大甩貨，最後幾天，每天從早上 9
點到晚上 9 點，全天營業開門，出價就賣！折扣最高
達 90% off 以上，機會難得，不可錯過這個撿漏的大
好時機。
春節就要到了，華人都喜歡在節日期間走親訪友，
不管您是送給美國友人還是華人親朋，景德鎮瓷器絕

越南黃花梨大床和床頭櫃
對是上好的選擇，看上去高貴但實際花錢並不多，還有原裝的禮
盒包裝，真是太劃算了！
中國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古玩玉器大甩賣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61，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
敦煌超市生活良品隔壁)
電話：346-310-3558

皮膚瘙癢—
皮膚瘙癢
——尤其是老年人
—尤其是老年人（
（1）
老年人皮膚瘙癢是普遍現象，在
老人院尤為突出，嚴重影響老人的晚
年生活。老人院的醫生對此也束手無
策。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瞭解
皮膚瘙癢的起源。
皮膚——分表皮、真皮及皮下脂
肪。表皮的最外層為角質層，由於角
質層本身的吸水、屏障功能，以及角
質層中所含有的天然保濕因數即氨基
酸類、乳酸鹽及糖類等的作用，使角
質層保持一定的含水量，維持皮膚濕
潤。而皮膚的外觀與角質層的水分含
量有關。正常的皮膚角質層通常含有

10%-30%的水分，以維持皮膚的柔軟
和彈性。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皮膚
角質層水分含量會逐漸減少，而當皮
膚角質層的水分含量低於 10%時，皮
膚就會出現乾燥、緊繃、粗糙及脫屑
等。
冬季又冷又幹，皮膚乾燥、瘙癢
困擾著很多人，老年人首當其衝。專
家指出，皮膚乾燥與皮膚的失水有關
，但不是所有的瘙癢都由皮膚乾燥和
受冷引起，還可能與一些慢性疾病有
關。尤其是老年人，容易血虛、陰虛
，對氣候變化敏感或者一些有季節性

皮炎的人更容易皮膚乾燥。
探因：皮膚乾燥，與血虛、陰虛有關
1）。有些人的皮膚一到冬季就
特別乾燥，皮膚乾燥與皮膚的失水有
關。天氣寒冷使人體的皮脂、水分分
泌逐漸減少，冷風又可增加水分的損
失，皮膚明顯變得乾燥，尤其是老年
人因水分大量減少，皮膚屏障功能減
退，皮膚表層會顯得更粗糙。中醫上
認為皮膚乾燥是血虛、風燥的表現，
血虛不足，陰津虧損，因而生風發癢
。因此，血虛、陰虛的人更容易皮膚
乾燥。陰虛多致血虛，一些產後、月

經量多的人容易出現血虛。表現為睡
眠差、體質虛衰、五心煩熱等，常常
會引起皮膚瘙癢。此外，一些對氣候
變化敏感或者有季節性皮炎的人也容
易皮膚乾燥，瘙癢。
2）。乾燥、受冷，可引發原發
性皮膚瘙癢癥
每逢冬季，很多人在浴後或睡覺
時會感覺四肢和身上奇癢難耐，如果
吃了點“發物”，或飲酒、飲咖啡，
則更瘙癢難熬。專家介紹，冬季皮膚
瘙癢一般是因乾燥和受冷，引起原發
性皮膚瘙癢癥。此癥男女老幼都可發

病，老年人更為多見，但在檢查皮膚
時卻無任何原發性皮疹。
瘙癢病雖然不是什麼大病，可癢起來
會令人心煩意亂。嚴重影響人們的休
息、工作，甚至引起內分泌失調。
（待續）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
告知：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
友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售價$38
。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第 C2 版。
誠 征 代 理 商 。 免 費 電 話 ：
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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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H1B 工作簽證簡介
H1B 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作
的專業人士，如工程師、律師、會計、
研究員、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
等。H1B 由雇主申請，受益人最長可在
美國工作六年(已經提出綠卡申請的可提
出超過六年的 H1B 申請)，在此期間並可
變換雇主，轉換成其他簽證，或申請永
久居留（綠卡）身份。
H1B 適用甚廣，是企業或公司最常
申請的簽證，核準時間三至六個月不等
。H1B 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申請 H4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可以申請
入學，但一般情況下不可以在美國工作
。H1B 身份的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
可工作：H1B 持有人的 I-140 職業移民
申請已經獲得批準，而該 H4 配偶為主要
受益人或 H1B 持有人已經處於 H1B6 年
以後的延期階段。
H1B 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學學士
或以上的學位（專科加相關工作經驗也
符合條件）
2.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相關
3.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最低
工資標準的工資
H1B 工作簽證配額
2018 年的配額是 65,000,除去其中
基於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留給智利和新加
坡 的 6,800 個 配 額 ， 事 實 上, 只 剩 下 了
58,200 個名額給其它國家的申請人使用
. 另外,根據 2004 年 11 月 20 日通過新的
法律，每年增加了 20,000 個名額供獲得
美國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 H1B 申請案主要包
括三類：
(1) 現在是 H1B 的身份延期；
(2) 現在是 H1B 的雇主轉換；
(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
「非營利研究機構」 或是 「政府單位的
研究機構」 ； 比如醫療中心，大學等或
其附屬機構。
H1B 工作簽證快速申請
移民局自 2001 年 7 月 30 日開辦了一
千美元快速審理服務。申請人在自願的
情況下可以多付出$1,225 美元的“加急
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速審理案件，移
民局會在 15 天內決定是否批準,補件或否
決該申請。 如果移民局在 15 天之內沒有
作出決定，移民局承諾退回加急費。根
據我們律師事務所的經驗，移民局通常
在幾天之內就作出了審理結論。
何時申請

移民法規定雇主可以提前 6 個月提
出 H1B 的申請。因此，從 2018 年 4 月 1
日開始就可以提出開始工作日期為 2018
年 10 月 1 日或以後的 H1B 申請。這些申
請將使用 2019 財政年度(2018 年 10 月 1
日開始的)H1B 名額。但是所批準的 H1B
開始工作日期也將從 2018 年 10 月 1 日開
始。從過去幾年 H1B 工作簽證的名額使
用情況和就業形勢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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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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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移民消息
1.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
國移民政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
投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排期日趨冗長
。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審理時間
都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力對現
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派
專人去學校，工作簽證的任職單位調查
申請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情況是否與移
民局的申請信息完全一致。一旦發現有
任何不實情況，馬上取消簽證。公民申
請父母和公民申請兄弟姐妹的移民類別
也面臨被取消的風險。此外，美國移民
局還大大增加了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
息要求和審查力度。
2. 越來越多的 H-1B 工作簽證申
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據最
新統計數據，截止到 8 月 31 日，今年美
國 移 民 局 發 出 了 超 過 85,000 份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補件
通知，也被簡稱為 RFEs） ，較去年同
期增長了 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過
的新內容。與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買
美國貨，雇美國人”相呼應，美國移民
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 H1B 一級工資相
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鑒於 H-1B 申
請中所描述職責的復雜程度, LCA 中提交
的“一級”工資不符合要求。 “一級”
工資標準適用的情況是初級工作的內容
。而申請的工作復雜程度超過了勞工部
規定的“一級”工資標準中提到的“初
級”工作內容。而如果工作不夠復雜，
移民局又會以不夠“專業職位”而予以
否決。移民局是借機向申請人發出一個

明確的訊息，往後的 H-1B 簽證申請最
好還是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
請。
3. 移民局於 10 月 23 號公布新的舉
措，推翻 2004 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
策，即日起以審查新申請的方式嚴格審
查身份延期。根據以前的政策，在審理
H-1B 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如果和初次
申請沒有實質變化，可以繼續批準申請
。移民官只有發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
申請新問題的情況下，才可以作出不同
的決定。因此 H1B 延期相對而言比較容
易。而在新政策下，所有的延期申請，
必須重新嚴格審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
一樣。
4. 美國移民局 10 月 12 日宣布，對
I-129 申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申請人
必須將申請提交至對其公司總部所在州
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務中心。這個改變
將主要影響到 H-1B 及 L-1 工作簽證。
在此之前，I-129 申請的提交地點取決於
受益人的實際工作地點。另外，弗羅裏
達州、喬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
薩斯州的 I-129 申請轉到加州服務中心
處理。
5. 美國移民局於 10 月 3 日宣布，
恢復所有類別 H-1B 申請的加急處理服
務。
加急處理服務（premium processing）指的是，申請人需要繳納額外的 1,
225 美元的加急處理費用，移民局承諾
在申請遞交後的 15 日內給出處理結果。
處理結果可能是直接批準也可能是需要
補件。直接拒絕的情況鮮有發生。
6. 2018 年 2 月份的排期表，親屬
移民申請人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遞交最後一
步的移民申請,而職業移民申請人只可以
用慢表(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
請。美國移民局每個月會在 www.uscis.
gov/visabulletininfo 網頁上公布是否可以
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遞交身份調整申請。
7.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
事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
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
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期
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或
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
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
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在美國轉身
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8. 美國移民局於 2017
年 8 月 28 日宣布，自 10 月 1
日起，職業移民申請身份調
整（I-485）將需要面談。
9. 川普總統 8 月 2 日周
三發表正式聲明，支持由阿
肯 色 州 參 議 員 柯 頓 （Tom
Cotton） 和 喬 治 亞 州 參 議 員
普 度 （David Perdue） 提 出
的“加強就業改革美國移民
” 法 案 ， 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簡稱 RAISE。
）其主要條款如下：為了減
少低技能移民與美國勞工搶
飯碗，該法案提出將美國合
法移民名額在十年內刪減一
半，由每年 100 萬人減為 50
萬人。取消兄弟姐妹和成年
子女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
子女申請父母的親屬移民類
別。取消綠卡抽簽計劃。采
取類似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
“積分制”，註重申請人的語言能力、
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年齡、經濟實力
、過往成就及創業主動性來考慮綠卡申
請。
10.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
，將嚴格采取措施來打擊 H-1B 簽證的
欺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子郵
箱，鼓勵美國勞工和 H-1B 簽證持有人
舉報可能存在的 H-1B 欺詐行為。此外
，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對 H-1B 申
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對雇傭 H-1B
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工作地點和公司
地點不同的 H-1B。3 月 31 日，移民局
取消了計算機程序員（Computer Programmer）的 H-1B 申請資格。移民局
表示，計算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
自動認定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
專業的申請人申請 H-1B 工作簽證設立
更高門檻。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
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這還只是
一個開始。今後的 H-1B 工作簽證的難
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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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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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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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臺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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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法律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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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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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
傳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
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10: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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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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

美南山東同鄉會年會上周六盛大舉行（
美南山東同鄉會年會上周六盛大舉行
（下）

秦鴻台 （ 中 ）、
秦鴻台（
）、游雪峰
游雪峰（
（ 右三 ） 夫婦
夫婦，
， 與多年好友豐建偉會長
（左三
左三）
） 及該桌賓客合影
及該桌賓客合影。
。

州議員吳元之
（ Gene Wu )
也趕到現場，
也趕到現場
，
向全場致意。
向全場致意
。

唱將蔡毅表演壓
軸歌曲 「 怕你為
自己流淚 」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成人班的旗袍表
演＜ 癢 ＞。： 「 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 的美
女代表們在年會晚宴上合影。
女代表們在年會晚宴上合影
。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
（ 後排中 ） 與他的客人栗
懷廣醫師（
懷廣醫師
（ 後排右三 ）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由張連佑（ 右二 ） 等人組合的 「 清泉小集 」 演
由張連佑（
唱 「 外婆的澎湖灣
外婆的澎湖灣」」 、 「 我的一顆心
我的一顆心」」 等名曲
等名曲，
，
全場瘋狂。
全場瘋狂
。

「 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 的美女代表們在年會晚宴上合影
的美女代表們在年會晚宴上合影。
。

國會議員 Al Green 由代表譚秋晴女士
由代表譚秋晴女士（
（ 中 ）頒發賀狀
頒發賀狀，
，由 「美南
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
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
（ 右 ），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
（左）
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

「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的好朋友
的好朋友，
， 「 金城銀行
金城銀行」」 的 CEO 黃國樑
、王琳夫婦
王琳夫婦（
（ 後立者 ） 與該行員工在年會現場合影
與該行員工在年會現場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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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保險理財協會（AAIFPA）
休士頓會議在海港餐廳舉行

AAIFPA 成立於 2007 年 12 月 ， 是非盈利組織
是非盈利組織，
，
在全美有 9 個分會
個分會、
、 為大休士頓地區的保險金融
業者提供一個良好的專業知識交流平臺

海港餐廳東主王煒蘭 歡迎亞美保險理財專業協會
海港餐廳東主王煒蘭
（ AAIFPA
AAIFPA）
） 創始人之一陳文珊 、 休士頓分會
Dani Mai 會長

美國亞裔保險理財協會（AAIFPA
美國亞裔保險理財協會（
AAIFPA）
）休士頓分會舉行成立大會 50 多名
大 休士頓 地區保險與理財的從業人士參加了儀式

大休士頓地區會長 Dani Mai 在分會成立餐會中與會員合影

南加地區 保險理財業界高層人士黃海蒂
保險理財業界高層人士黃海蒂、
、休士頓蔡超
群、Nancy Lee 等共襄盛舉

休士頓保險公司資深經理蔡超群提到美國亞裔保險理財協會(AAIFPA)是全美首個亞裔保險
休士頓保險公司資深經理蔡超群提到美國亞裔保險理財協會(AAIFPA)
是全美首個亞裔保險
及理財專業會員組織。
及理財專業會員組織
。其作為非牟利性組織
其作為非牟利性組織，
，其宗旨是為其會員提供教育活動
其宗旨是為其會員提供教育活動，
，專業網絡
及參與社區等各領域的方案。
及參與社區等各領域的方案
。AAIFPA 透過各地方協會及盟友組織提供了一個推動專業課程
的平臺。
的平臺
。而 AAIFPA 的目標是成為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成員中間的橋梁
的目標是成為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成員中間的橋梁。
。並與此同時促進
保險業和理財服務業的未來發展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大休士頓地區會長 Dani Mai 與其合作團隊
與其合作團隊、
、將為亚
將為亚裔同
裔同
胞提供質優的服務

亞美保險理財專業協會 （ AAIFPA
亞美保險理財專業協會（
AAIFPA）
） 創始人之一陳文珊
、 希望銀行經理權成愛
希望銀行經理權成愛、
、 行員 Mimi 陳 交換保險理財的
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
，更好地為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社區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