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區 剪 影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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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暴力﹐要安全」大遊行
休士頓首次1015反暴力犯罪大遊行﹐於上周六下午在休
市Galleria區域的精華路段Westheimer及Post Oak 十
字路口的交叉路口舉行﹐現場百人以上的僑胞﹐大家放下
工作趕來參加﹐並穿上主辦單位準備的T 恤﹐一起為反對
暴力發聲﹐擁護華人權益﹒本次遊行主要的口號是﹕“反
對暴力﹐要安全”﹔訴求針對華裔的暴力犯罪﹐呼籲各縣檢
察官履行職責﹐懲治罪犯﹐並且抗議非裔饒舌歌手YG 的
單曲＂遇見劫匪（Meet the flockers)"教唆搶劫華人﹔另
外﹐聯署向白宮請願﹐徹底禁止＂遇見劫匪＂在市面上流
通﹐並調查其行為是否違法﹒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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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10月31日萬聖節即將來臨，
因應這西洋鬼節到來，除各大零售業和超市都應景的販賣南瓜和
萬聖節搞怪變裝服飾外，各地針對萬聖節慶祝活動包括 「不給糖
就搗蛋」 (Trick-or-Treat)討免費糖果、鬼屋探險、撿南瓜活動、
變裝派對和殭屍遊行等都精彩可期。知名地產網站Zillow搭上節
慶話題，針對最佳 「不給糖就搗蛋」 城市(the 20 best cities for
trick-or-treating in 2016)，前三名依序為費城、聖荷西(San jo-
se)和舊金山，德州上榜城市為13名的達拉斯和排名16的奧斯汀
，休士頓並未進榜。

雖然為了 「不給糖就搗蛋」 活動而到別的城市旅行機率不大
，大多數的人都還是在住家附近討免費糖果，Zillow網站仍以社
區居住品質、治安安全性及人口年齡比例等房產選擇要點，票選
全美20大最適合 「不給糖就搗蛋」 的城市，給予今年想找個滿
意的討糖果城市的民眾，不妨考慮趁這時候來個旅行。

這份排行榜針對社區居住品質，例如每棟房子間鄰近距離，
犯罪率和社區人口比例含較多的10歲以下孩童，越安全及和諧
的社區獲得越高的得票率，越適合舉辦討免費糖果活動，萬事節
氣氛也較濃厚。根據這些要素，費城榮登全美最佳萬聖節 「不給糖就搗
蛋」 城市，加州的聖荷西排名第二，舊金山排行第三，其他第四名至第
十名依序則是密爾瓦基、洛杉磯、鳳凰城、丹佛、波特蘭、西雅圖和紐
約州的哥倫布市(Columbus)；德州則僅有達拉斯和奧斯汀進榜，分佔第
13與16名。

儘管休士頓並未進榜，但休士頓各地萬聖節慶典活動還是非常豐富
多彩，整個10月都有不給糖就搗蛋、鬼屋探險、撿南瓜活動、變裝派
對和殭屍遊行等慶祝派對。適合親子同樂的萬聖節歡慶活動，休士頓動
物園則將於10月21日上午9時至下午1時提供老少咸宜的 「Zoo Boo」

萬聖節派對。現場有萬聖節節日專區，包瓜撿南瓜、 「不給糖就搗蛋」
討糖果活動以及變裝比賽遊行，適合全家大小同歡。詳情可參考動物園
官網查詢。

另外， 10月22日下午3時至7時在Jesse H. Jones Park & Na-
ture Center也有免費討糖果、搞鬼遊戲和變裝派對等等著小朋友來體
驗，一起感受萬聖節熱鬧氛圍。其他周末萬聖節活動可至365 Things
to do in Houston網站。這項萬聖節排行榜Zillow列出每個進榜城市最
佳討糖果社區名稱，有興趣的可至 http://www.zillow.com/blog/
trick-or-treat-index-2016-206558/查詢。

全美最佳 「不給糖就搗蛋」 城市
德州達拉斯、奧斯汀進榜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奈及利亞
公共建設高峰會議 (Nigeria Infrastructure
Summit 2016)將於10月28日上午9時至下午
2 時 在 Marriot Houston Westchase(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 TX 77042)舉行。現
場除有奈及利亞經濟貿易、健康、電力、農
業、交通等基礎建設主題探討，奈及利亞副
總統Yemi Osinbajo教授也會出席該項學術盛
會。

該活動由位於喬治亞洲亞特蘭大的奈及

利亞領事館與奈及利亞經濟發展組織(NIED)
聯合舉辦，活動主要提供美國與奈及利亞商
業社區和組織，藉由這個商業和投資高峰會
，能有一個交流互動平台，並尋找合作發展
機會，另外也可以多了解奈及利亞當前的經
濟建設環境和前景。

活動最大看點是奈及利亞副總統Yemi
Osinbajo教授將蒞臨現場，休士頓市長透納
(Sylvester Turner)、德州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美國房屋和都市發展、農業和健康

部門等政府首長都受邀出席。現場也有奈及
利亞經濟貿易、健康、電力、農業、交通等
基礎建設主題探討，演講者將針對房屋建設
、農業建設、健康和能源方面給予最新資訊
，現場也有銀行代表解說商業財務資訊，晚
上7時則有頒獎晚會，有興趣者歡迎踴躍參與
。

高峰會需收費，個人100元、公司行號
200元，活動需事前RSVP，註冊請至www.
niedgroup.org。

奈及利亞公共建設高峰會10月28日舉行
奈國副總統受邀出席

 













Zillow網站針對社區安全要素，票選20大全美最佳
討糖果城市。(取自Zillow)

全美知名的迪士尼世界園內充滿萬聖節氣氛和變裝人潮。(記者黃相慈／攝影)

奈及利亞副總統Yemi Osinbajo教授將出席在休
士頓舉辦的奈及利亞公共建設高峰會議。(主辦
單位提供)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節目
今晚再訪資深科學家牛博士談 「2016 諾貝爾獎與健康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 「 安穩保險 」 負責人楊德清主持的 「
美麗家園」 節目，自十月五日訪問資深科學家牛博士之後，今晚將
談更精彩的話題： 「 2016 諾貝爾獎與健康」 ，內容包括：1，
2016 年醫學生物學諾貝爾獎為什麼授予大隅良典？2.什麼是細胞自
噬？3. 細胞自噬有實際應用的產品嗎？ 4.什麼是細胞智能營養？5.
現在我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為什麼會有營養缺乏？6.什麼是美國
的飲食指南？ 7. 為什麼我們很難獲得細胞健康所需的營養？ 8.健康

管理與細胞營養的關係是什麼？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 「 細胞自噬 」 ，牛博士說： 細胞自噬

，細胞刁亡，都是細胞自我保護，細胞自我清潔功能，透過 「冬眠
」 ，細胞器更新，亦即通過食物營養結構，把細胞秘鎖打開，這種
細胞智能，洽能增加細胞 「抗氧化」 功能。請鎖定今晚七時半的
15.3 台 「 美麗家園」 節目，明天（ 周四 ） 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

休斯頓孫中山先生誕辰150 周年座談會
周日上午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今年是世界偉人，中國革命杰出的先
行者孫中山先生150 周年誕辰紀念日。一項由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
合校友會與全美華人協會於周日（ 10 月 16 日）上午十一時起，在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舉行，與會演講者包括大學教授，社團負責
人及各大學校友會會長十餘人，大家各以不同的觀點與視角，來共
同緬懷以中山先生為杰出代表的無數志士仁人，主辦人黃華首先介
紹活動的宗旨和重大意義，她指出這些志士仁人在一個多世紀以來
，在推翻滿清，肇建民國，抵禦日寇，建設國家等各個方面，為振
興中華做出的可歌可泣的艱辛奮鬥。演講中還指出，作為台海兩岸
的最大公約數，繼往開來的中山精神，是實現兩岸和平的重要基石
。

演講在喬鳳祥會長介紹與會嘉賓後正式開始，首先由休斯頓大
學（ 城中） 國際關係和東亞政治副教授李堅強，以 「 紀念孫中山
，圖解中華之振興」 為題，從歷史介紹孫中山事蹟，他說：當時中
國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帝國主義。李教授記得1988年在 美國讀研
究生時，當時他的日本教授問他： 「什麼時候中國可趕上美國？」
該日本教授估計要200 年，而當時中國僅有一條高鐵----從北京
到天津的80 多公里，而如今，李堅強教授說：很多硬體，中國已接
近西方，中國有舉世無雙的高鐵，軍事方面中國大量建設海軍。李
教授提到孫中山的民生建設思想----"中國今日苟欲圖強，必先致
富＂，強大的經濟是國防的基礎，民生和社會公正的保障。

休斯頓大學知名教授白先慎談 「 孫中山的民主精神 」 ，在國
父說 「 華僑為革命之母」 的年代，當時的華工，華商受歧視，大家
都希望有一繁榮富強的中國。在美華人歷經1882 年美國 通過 「 排
華法案 」 ，1961---1965 年美國內戰，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外國
人首當其衝，一直到1943 年廢除 「 排華法案 」 ，到2011--2012
年，美國參，眾兩院，為 「 排華法案」 道歉，此事件加州的趙美心
出力甚多。白教授也提到印尼在90 年代排華，是因為經濟危機，當
時美國底特律汽車工人，因失業 「 排華 」 ，活生生把中國人用棒球
棒打死，最後法律輕判，全美亞裔組織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後該案
不了了之。還有 「 陳果仁事件」 ，都是對華人不公平的對待。白教
授透露： 當年的 「 辜汪會談 」 ，就是美國 「 百人會 」 促成的。白
教授認為： 海外華人在兩岸之間，在中美之間，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對第一代移民來說，一邊是婆家，一邊是娘家，我們很小心遵守
美國的法律，不希望兩邊吵架。

休士頓炎黃堂會長黃孔威，以美東美西中山大
學校友會的代表身份發言，介紹孫中山與中山大學
關係密切，其黃姓宗親不僅推薦孫中山加入 「 洪門
」 ，也在孫中山被關 「天使島」 時，花500 美元將
其保釋，又花了5000 美元請律師，帶孫中山在美
跑了30 多州，也籌款幫孫中山買六架飛機，孫中
山在美國華僑內給予其支持者甚多。

萊斯大學學生學者聯誼會副會長林子寒以 「 兩
岸和平 」 為主題，孫中山說 「革命尚未成功，民
眾仍需努力」 ，這 「民眾 」 乃指全世界所有華人
，兩岸和平，是必然的選擇之態度，兩岸人民應作
的是保留革命先烈奮鬥的成果。昨天舉行 「反針對
華人暴力」 遊行，就是兩岸同胞在和平關係，在生
活上，大家互幫互助。

休大學生代表林潼表示： 孫中山在中華民族搖
搖欲墜的時代，乃有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創建，今日中華
民族崛起了，我們更應發揚孫中山先生說的： 「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 ，我們學生作為炎黃子孫，應以復興中華民族為使
命。

萊斯大學學生代表李鈺談留學生如何理解孫中山，孫中山曾是
留美學生（ 中學 ）。美國在1880 至1890年建了十萬公里鐵路，
1960 年建了40 萬公里鐵路，孫中山作為留學生，在中國修了16 萬
公里鐵路，並給予40 年路權，40 年後收歸國有。

休大學生會代表林潼表示： 華僑為什麼要支持國家革命？---
渴望國家變得民主，富強。大家滿腔熱血，報效國家。於是成立會
黨，新軍，而十月十日武昌革命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時
15 個省市，脫離清政府獨立，孫中山先生值得我們晚輩向他致敬。

全美華人協會沈廣強先生表示： 孫中山先生，大陸尊他 「 革
命的先行者」 ，三民主義的 「民族主義」 ，就是國族主義。 「 民權
主義
」 是人民政治力量，立足點平等。 「 民生主義」 是解決吃飯，穿
衣問題，也是 「 三民主義」 的中心思想，今天的建設成就，顯示孫
中山先生精神不死。

前 「 全美山東同鄉會」 總會長孫鐵漢表示：目前中國的GDP 已
超越美國，中國強對海外華人有很大作用。孫中山為中國統一的榜

樣。
德州 「 和統會」 會長鄧潤京表示：我們這次在南京，蘇州，北

京舉行全球和統會議，（ 包括圖片展、書展、畫展），在國內對孫
中山誕辰150 周年非常重視， 「 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以及國民
黨主席洪秀柱，收到帖子都非常高興，大家一致期望 「 和平、奮鬥
、救中國」 ！

圖為由楊德清（ 左 ） 主持的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今
晚七時半將訪問Sam Niu 牛博士（ 中 ） 及其夫人Lucy 韓女士
（ 右）談 「2016 諾貝爾獎與健康 」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參加休斯頓孫中山150 周年座談的成員合影。（ 前排右起） 為發言者李成純
如女士，白先慎教授，沈廣強先生，主辦人黃華，喬鳳祥，孫鐵漢，鄧潤京等人合
影。（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在國際貿易中心（ ITC ) 的研討會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



【VOA】

美國政府官

員否認﹐國務

院和聯邦調

查局曾提出

過任何交易﹐以變更希拉里·克林頓電郵的

等級﹐來換取該局更多特工被允許派駐海

外﹒

國務院副發言人托納說﹕“我們否認任

何有關交易的說法﹐即通過將某個電郵等

級升級﹐來換取聯邦調查局官員派駐巴格

達的新名額”﹒

在國務院星期一每日簡報會的記者密

集提問過程中﹐托納稱﹐任何有關提出過這

種交易的影射都是一種“侮辱”﹒

依據今天早些時候公布的聯邦調查局

官員面談總結﹐該局一位官員對調查人員

說﹐國務次卿帕特里克·肯尼迪曾向聯邦調

查局施壓﹐要求解密克林頓任國務卿以來

通過私營服務器所發的一份電郵內容﹒

報道援引肯尼迪的話說﹐降低存檔的

電郵分類等級﹐可能會使這份電郵“永遠也

看不到了﹒”這裡所指電郵與2012年對美

國駐利比亞班加西外交使團駐地的襲擊事

件有關﹒4名美國人在圍困事件中喪生﹐其

中包括當時的美國大使克裏斯托夫·史蒂

文斯﹒事件發生後﹐批評克林頓的保守派

人士激烈攻擊克林頓﹐說她涉嫌無視安全

警告﹐並且進行掩蓋﹒

希拉里·克林頓的主要對手﹐共和黨總

統提名人唐納德·川普﹐星期一在社交媒體

平台推特上﹐稱新公布的有關文件內容簡

直“難以置信”﹐並說這是“確鑿的腐敗”證

據﹒

聯邦調查局則在聲明中說﹐肯尼迪與

該局一位官員的討論中沒有提出任何交

易﹐那名官員的姓名在發表的文件中被濾

除﹐此人後來已退休﹒

克林頓總統競選班子發言人羅比·穆

克說﹐聯邦調查局和國務院有關班加西電

郵問題的彼此對話﹐只是有關保密等級問

題無數日常爭執的其中一例而已﹒她對媒

體說﹕“一個部門內官員圍繞保密等級之爭

很平常”﹒

節目介紹﹕《購時尚》欄目作為中央電視台第一檔大型原創時尚消費

真人秀節目﹐節目以“時尚重塑自我﹑自信改變人生”為宗旨﹐通過時

尚消費提升時尚氣質﹐成為一代人共同面對的課題﹐所以﹐《購時尚》

追求的就是﹐陪伴觀眾﹐將生活習慣﹑生活技巧提升為生活藝術和生

活哲學﹐培養熱愛生活的一代人﹒

節目不僅邀請了數十多位國內時尚界頂尖的服裝設計師﹑造型

師﹑彩妝師﹑攝影師﹑專業媒體人士﹑禮儀專家﹐還在節目中引入心理

專家環節﹐組成豪華的專家團隊﹐在關注選手外在改變的同時﹐關注

選手的生活狀態和內心需求﹐造型專家給予選手的外在改變結合心

理專家給予選手的心理輔導﹐內在與外在雙管齊下﹐全方位重塑選

手形象﹐真正實現節目的宗旨“時尚重塑自我﹐自信改變人生”﹒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節目首播時間是每周日下午2點至3點﹐

每周一清晨4點至5點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B2美南電視介紹

希拉里·克林頓電郵爭議再起

《購時尚》時尚重塑自我
自信改變人生

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影響著美國經濟
【VOA】美國這次大選的結果對經濟的影響

令人關注﹐也充滿不確定性﹒一位研究人

員說﹐大選對經濟的影響正在增加﹒

數據顯示﹐股市在大選期間更加動

蕩﹒另外一些研究顯示﹐消費者和企業主

管面對著不確定性推遲了購買﹑決策和投

資﹒不過﹐在如何衡量政治不確定性對總

體經濟影響的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看法﹒

民意測驗結果顯示﹐共和黨和民主黨都

有可能控制參議院﹐共和黨人有可能繼續

控制眾議院的多數黨地位﹒民調結

果還顯示﹐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克

林頓在支持率方面領先﹒

研究機構宏觀經濟顧問公司的約爾·
普拉肯說﹐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和民主黨候

選人克林頓在管理經濟﹑稅收和其他問題

上的主張大相徑庭﹐投資者因此在密切註

視大選形勢﹒

普拉肯說﹐克林頓獲勝的可能性增加

時﹐股票價格就上漲﹐反之則下降﹒

衣阿華大學金融教授阿特·杜爾涅夫

說﹕”政治對金融市場的影響遠遠超過 10

年﹑20年或30年以前﹒”

普拉肯說﹐不確定性還影響到消費者﹐

而消費者開支占美國經濟活動的三分之

二﹒他說﹕“買汽車﹑買房子﹑創業﹑管理企

業﹑做出投資決策﹐他們在考慮這些決定時

如果對形勢不能肯定﹐自然就會觀望﹐等到

形勢明朗時再說﹒”

《美國之音》全球重點要聞報導

節目內容﹒

節目錄製現場﹒

2016年10月9日﹐美國第二場總統候選人辯論﹒

星期三 2016年10月19日 Wednesday, October 19, 2016

2016年9月8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在北卡夏洛特市的約翰
遜·史密斯大學競選集會上（檔案照）

"It is any astronaut's dream and pursuit to be able to 
perform many space missions," Jing, who turns 50 
during his time in space, told a briefing Sunday.
China was exclud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mainly due to U.S. concerns over 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s strongly military character. Chinese 
officials are now looking to internationalize their own 
program by offering to help finance other countries' 
missions to Tiangong 2, which, at 60 tons when 
completed, would still be considerably smaller than 
the 420-ton ISS.

China In Space By The Numbers 
$2.2Bn
China's estimated annual spending on space programs
• 181 Chinese satellites in space
• 11 Chinese people have travelled in space - often 
known as taikonauts
• 2003 The year of China's first crewed space mission
• 2020 The year China plans its own space station
Courtesy DNSS/UCSUSA/CNSA

China's space program also opened a fourth spacecraft 
launch site at Wenchang on the island province of 
Hainan in June. It was inaugurate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ewly developed Long March 7 rocket that 
was hailed as a breakthrough in the use of safer,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uels.
China is developing the Long March 5 heavy-lift 
rocket needed to launch the Tiangong 2's additional 
components and other massive payloads.
A source of enormous national pride, China's space 
program plans a total of 20 missions this year at a 
time whe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programs are 
seeking new roles. (Courtesy Fox News)

Doctors Praise China's Pledge To
Stop Harvesting Inmate Organs

the head of China's transplant system acknowledges.
"People have concerns about whether the organs will 
be allocated in a fair, open and just way," Huang Jiefu, 
director of the China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 
Committee said, according to state media.
Low donation rate
China has one of the world's lowest rates of organ 
transplants, with 10,000 procedures each year.
The country launched a voluntary donation scheme in 
2010 but between that year and 2013 only 1,448 people 
donated organs -- a drop in the ocean compared with 
around 300,000 people in need of organ transplants 
each year.
And just 0.6 people out of every million citizens have 
signed up to donate their organs when they die.
To plug the shortfall, China has relied overwhelmingly 
on organs from death row prisoners.
Technically, their organs can only be use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such as if no one collects the body, 
the inmate gives consent or their family agrees to the 
medical use of the body.
However, observers both in and outside China have 
questioned whether prisoners have the free will to give 
their consent and say it's become an unwritten policy 
that prisoners' organs can be used to ease the shortage.
Even with the new rules, it's likely that death-row 
inmates will still supply organs for transplants.
Huang said that prisoners will still be qualified 
to donate, but their organs will be registered in a 
computerized donation system instead of being traded 
privately, according to official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 China Daily.
Skepticism
Phelim Kine, deputy director, Asia Division, Human 
Rights Watch in New York, says he's "extremely 
skeptical" about whether China can really end its 
reliance on prisoners' organ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opacity of China's prison and death penalty 

system, the 
massive profits 
in organ 
peddling and 
corruption 
make it "near 
impossible," he 
says.
"Many Chinese 
citizens would 
be unconvinced 
about voluntarily signing away their organs, even for 
altruistic (reasons)."
Such fears are not unfounded, given the flourishing 
underground trade in organs and even corpses.
Last month, local officials in southern China were 
found to have bought and sold dead bodies to fulfill 
cremation quotas in a "body snatching" scandal across 
two provinces.
And earlier this year, authorities jailed a 12-member 
gang that recruited donors online and smuggled their 
kidneys by disguising them as seafood shipments.
There are tentative signs that attitudes are beginning to 
chang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1,500 people 
have donated organs -- more than the total between 
2010 and 2013.
The government has set up a website to make it easier 
to become a donor but it's still something that few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discuss with their families. 
Surveys have suggested that financial incentives, 
including payment of funeral and medical bills might 
help.
Liu Teng, a 24-year old audio engineer from Beijing, 
says it's something he might consider.
"I want to help those in need and I feel like it would 
be a continuation of my life," he says. (Courtesy http://
www.cnn.com/2014/12/05/world)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at we go to.”
China is believed to perform more execution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though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disclose how many.
The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health, Dr. Huang Jiefu, 
publicly acknowledged in 2005 that China harvested 
executed inmates’ organs for transplant, and a paper 
he co-authored six years later reported that as many as 
90 percent of Chinese transplant surgeries using organs 
from dead people came from those put to death.
Huang has also responded to a report earlier this year 
that a Canadian patient apparently received a kidney 
from an executed inmate by announcing that the doctor 
and the hospital in question were suspended from 
performing more transplants.
A key impediment is that members of a donor’s 
immediate family have the right to veto any transplant 
once the person is dead. There is also a traditional 
aversion to the removal of body parts from the dead 
and a fear that donated organs could be exploited for 
monetary gain.
Dr. Philip O’Connell, the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of 
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 told reporters later that 
he would work with doctors supporting reform in any 
country.
“The options are that you completely isolate someone, 
which means that generally their practices get 
compounded, or you engage with them and you tell 
them your point of view and explain why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m to change,” O’Connell said. “That 
is, I think in the simple terms, what we’re doing.” 
(Courtesy www.cbsnews.com/news) 
Related

Why China Has Struggled To End Organ 
Harvesting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Like many Chinese, Beijing bank clerk Zhou Keran 
shudders when asked if he would donate his organs 
should he die.
"I would never. There's an old saying that our parents 
give us everything -- from our bodies to our hair -- and 
we have to show obedience to our family."
China said on Thursday it would end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on January 1 and 
while the move has been welcomed by human rights 
groups, it's hard to see how China can wean itself from 
the controversial practice if the views of people like 
Zhou are anything to go by.
Traditional beliefs regard the body as sacred and it 
should remain intact after death.
What's more, even if people are prepared to donate, 
there are fears that their body parts may be traded for 
profit and end up on the black market.
Thus making a quick switch from organs supplied by 
death row inmates to a system based on altruism will 
be tough without a major shift in attitudes -- something 

Surge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athered at a 
conference in Beijing on Monday in China’s latest 
effort to fight persistent skepticism about whether its 
hospitals have stopped performing transplants with the 
organs of executed prisoners.
Doctors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Montreal-based Transplantation Society who were 
invited to the conference by China praised Chinese 
officials for reforms they have made in the transplant 
system, including a ban put in place last year on using 
organs from executed inmates.
Doubts persist that China is accurately reporting 
figures or meeting its pledge given its severe shortage 
of organ donors and China’s long-standing black-
market organ trade. By its own figures, China has one 
of the lowest rates of organ donation in the world, and 
even the system’s advocates say it needs hundreds of 
additional hospitals and doctors.
While China suppresses most discussions about 
human righ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tate media 
have publicly talked about their commitment to ending 
a practice opposed by doctors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due to fears that it promotes executions and coercion.
In a sign of the issue’s symbolic importance to China, 
the conference took place in an ornate, chandeliered 
ballroom inside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 
building next to Tiananmen Square that typically hosts 
foreign leaders and ceremonial Communist Party 
events.
Doctors at the conference Monday described meeting 
patients and visiting hospital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said the recorded usage of drugs given to transplant 
patients lined up with China’s reported numbers of 
transplants.

Dr. Jose Nunez, an 
adviser on organ 
transplants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ld 
the audience that 
he believed China 
was building 
the “next great” 
system.
“You are taking 
this country to a 
leading position 

within the transplantation world,” he said.
Others offered praise for Chinese officials, but stopped 
short of saying whether they could confirm China had 
stopped using executed inmates’ organs.
“It’s not a matter for us to prove to you that it’s zero,” 
said Dr. Francis Delmonico, a longtime surgeon and a 
profess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t’s a matt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lfill what is the law, just as it is in 

China has launched two men into orbit in a project 
designed to develop its ability to explore space.
The astronauts took off from the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re in northern China.
They will dock with the experimental Tiangong 2 
space lab and spend 30 days there, the longest stay in 
space by Chinese astronauts.
This and previous launches are seen as pointers to 
possible crewed missions to the Moon or Mars.
An earlier Tiangong - or Heavenly Palace - space 
station was decommissioned earlier this year after 
docking with three rockets.
It will take the astronauts about two days to reach the 
orbiting laboratory where they will live for a month. 
They will spend this time analysing plant growth in 
space and giving themselves ultrasounds to scan their 
bodies' performance.
The astronauts will spend the next month conducting 
experiments on the Tiangong 2.
In a congratulatory statement to the astronauts carried 

by state media,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he hoped they 
"vigorously advance the spirit of space travel".
He added that the mission would "enable China to take 
larger and further steps in 
space exploration,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up China as a space power".
China has poured significant 
funding and efforts into its 
space program, and plans 
to launch at least 20 space 
missions this year.
The astronauts on this latest 
mission were Jing Haipeng, 49, who has already been 
to space twice, and 37-year-old Chen Dong.
China was exclud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due to concerns over the military nature of its 
space ambitions.
China has since embarked on plans to create its own 
permanent space station, expanding Tiangong 2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by sending up additional modules. 
It is expected to be fully operational by 2022.
Authorities said last month that its predecessor, 
Tiangong 1, was due to crash back to Earth in 2017.
The two Chinese astronauts began the country's 
longest crewed space mission yet for a 30-day stay 
on an experimental space station as China steadfastly 
navigates its way to becoming a space superpower.
Ahead of the launch, one astronaut shouted: "We are 
ready! Please give instructions!" in front of dozens of 
people dressed in colorful dress representing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in footage shown prominently on 
Chinese TV.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manned 
space program, Gen. Zhang Youxia, replied: "Proceed!" 
followed by blaring marching music as the astronauts 
boarded a bus to take them to the launch pad.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only 

countries that have independently launched humans 
into space, and while the others have more experience in 
manned space travel, China's military-backed program 

has made methodical 
progress in comparatively 
short time.
The launch is China's 
sixth manned mission, the 
previous longest being about 
two weeks.
For this mission, the 
astronauts will dock their 
spacecraft with the Tiangong 

2 station within two days, conduct experiments in 
medicine and space-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test 
systems and process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launching 
of the station's core module in 2018. A fully functioning 
space station is on course to begin operating six years 
from now and slated to run for at least a decade.
Zhang declared the launch a success 16 minutes 
later. Defense Minister Fan Changlong then read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President Xi Jinping 
calling for China's astronauts to explore space "more 
deeply and more broadly."
Since China conducted its first crewed space mission 
in 2003, it has staged a spacewalk and landed its 
Yutu rover 
on the moon. 
The Tiangong, 
or "Heavenly 
Palace," space 
stations are 
considered 
stepping stones 
to a mission to send a rover to Mars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Administrators suggest a crewed landing on 
the moon may also be in the program'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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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s carry fresh organs for 
transplant at a hospital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The Long March-2F carrier rocket carrying China's 
Shenzhou 11 spacecraft blasts off from the launch pad at 
the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in Jiuquan, northwest 
China's Gansu Province, Monday, Oct. 17, 2016. (Photo/
Xinhua via AP)

Astronauts  Jing Haipeng, 49, and 37-year-old Chen 
Dong wave goodbye to the crowd.

China's  Tiangong 2 Space Station

Chinese prisoners in Sichuan, 
western China. China has relied 
overwhelmingly on organs from death 
row prisoners for transplants. 

China's Shenzhou 11 Blasts Off On Space Station Mission – 
Country's  Longest Crewed Space Mission To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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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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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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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0月14日，英國溫莎，英國藝術家Henry Ward為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繪制肖像，紀
念女王在位六十余年。

當地時間
10 月 15 日，印
度瓦拉納西，當
地發生壹起踩踏
事故，造成至少
15 人死亡、50
多人受傷。

據悉，踩踏
事故發生在印度
宗教聖城瓦拉納
西的壹座橋梁上
，事發時有眾多
印度教徒聚集在
壹起參加宗教活
動。

英國民眾復原近千年前黑斯廷斯戰役 場面壯觀戰況激烈

當地時間10月15日，英國Battle，演員們扮成古代士兵的樣子，復原了1066年的黑斯廷斯戰役，紀念該
戰役950周年。

當地時
間 10 月 14
日，英國威
廉王子夫婦
參觀位於曼
徹斯特的國
家足球博物
館，威廉王
子當場秀球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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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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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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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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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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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夫婦曼徹斯特參觀足球博物館
威廉飛腳秀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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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星照耀好萊塢？美媒：美政府不應幹涉電影制作
綜合報導 外媒：中國的富豪們正在積極地收購好

萊塢的資產和影響力，從王健林買下AMC影院和傳奇
影業到馬雲10月早些時候宣布阿裏影業與斯皮爾伯格
的安布林合夥公司進行合作。這些生意得到了中國政府
的積極支持。這也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嗎？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近日以《好萊塢上空的紅
星》為題報道稱，至少有16位國會議員是這樣認為的
。這個兩黨團體說，最近的這些交易讓人“越來越擔憂
中國在試圖對美國媒體進行話題審查和宣傳控制。”

這些議員要求政府問責局對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進
行復審，該委員會的職責是確保商業協議不會威脅到國
家安全。

這可能是有用的做法，不過希望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盡管與中國的貿易面臨各種挑戰，美國監管者還是不

應該幹涉電影的制作。
如果像議員在他們的信中建議的那樣，將國家安全

的定義擴展到媒體和軟實力機構，那就會將經濟中很大
壹部分領域的投資都政治化。

報道稱，擔心中國試圖掌握媒體影響力是可以理解
的。還沒有其他政權有這樣的實力去在全世界範圍內
（包括在美國和其他開放社會）進行自我宣傳並封鎖或
收買批評。

不過，中國對好萊塢的影響力與其說來自其富豪的
支票簿，不如說來自其票房的誘惑，中國的票房很快將
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壹。

中國的審查機構對這個市場監管很嚴，每年只允許
進口34部外國電影，因此好萊塢的公司開始用朝鮮人
代替中國人來作為反派（《赤色黎明》），在電影中植

入中國產品（《鋼鐵俠》），並讓中國來挽救大局
（《火星救援》）。

報道稱，這種討好行為雖然令人可悲，但票房數字
已經說明了壹切。

數字也表明，讓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來限制中國在
美國的投資無益於遏制中國的影響力，這樣甚至還會傳
遞出有關美國對投資的開放度以及監管電影融資侵犯自
由表達權的錯誤信息。

報道稱，電影業是個競爭激烈的市場，並不像防務
承包商或發電廠運營商那樣具有即時的安全威脅。不喜
歡電影公司對中國態度的美國人可以把他們的娛樂資金
投到別處，資助那些不願討好中國的獨立項目。

對中國在好萊塢影響力的回應應該是更多的競爭，
而不是政府對媒體更多的控制。

泰國王室資產浮出水面
神秘權力左右王室巨額財富

綜合報導 諺語有雲，在黃金面前，
國王也要脫帽。伴隨著泰國國王普密蓬
的駕崩，王權交接問題頻繁被提及，與
此同時泰國王室的巨額資產也揭開了神
秘面紗，逐漸浮出水面。如果給各國現
存王室的財富畫張地圖，可以看到大部
分的財富重心均集中於亞洲、中東地區
，而以君主歷史著稱的歐洲王室相較而
言則頗顯“囊中羞澀”，這當中有君主
實權的作用，同時也大大影響著本國經
濟的走向。

最富有王室
根據《福布斯》去年發布的全球十

大最富有王室排行榜，普密蓬再度力壓
沙特、阿聯酋等壹眾“土豪王室”榮膺
“最富有王室成員”之位。事實上，泰
國王室的資產很可能遠不止《福布斯》
排行榜上的300億美元。據英國《金融
時報》估計，以股權計算，泰國王室資
產管理局所管理的財富至少達到400億
美元，是泰國最大上市公司泰國國家石
油公司（PTT）市值的兩倍以上。

在位70年的普密蓬同樣也是當今世
界在位時間最長的國王，比“超長待機
”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在位時間
還多了六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普密蓬
名下的財富也得到不斷增長。在泰國王
室財富的構成中，土地資產占據了大部
分：其中除了屬於王室而非國家所有的
王室住所，還有包括曼谷中央商務及購
物區在內的大量大型房地產，以及農業
和牧業用地等。截至2014年，泰國王室
資產管理局所持土地價值估計有1萬億泰
銖（約合290億美元）。

除了土地資產外，泰國王室資產局
還持有泰國最大的兩家公司泰國匯商銀
行（SCB）和泰國沙炎水泥（SCC）的大
筆股份，並通過附屬子公司CPB Equity
持有其他重要資產。據泰國學者育亞農
博士的報告，截至2014年底，這些主要
資產的合計價值約達1.4萬億泰銖（按照
當時的匯率計算，約合440億美元）。

值得註意的是，以上這些數字並不
包括泰國王室資產管理局在其他公司的
小規模持股在內；此外，泰國王室資產
管理局也不管理王室成員的個人資產。
據悉，普密蓬的次女詩琳通公主就持有
泰國暹羅典範購物中心25%的股份，這
些均未被納入王室資產計算當中。

財富與權力正相關
可以看到，除了第壹名泰國，富有

王室的前幾名也都被亞洲、中東包攬了
，常年位列泰國之後的則是身家為180
億美元的文萊蘇丹哈桑納爾·博爾基亞。
相比於冠亞的穩定，這份榜單上的三四
五名人選年年都有變換，但都是在同樣
幾個人之間輪流，分別是迪拜、阿布紮
比的酋長和沙特阿拉伯的國王。

與此同時，以悠久的王室歷史著稱
的歐洲則僅有位於歐洲中部的內陸袖珍
國家列支敦士登，以及摩納哥分別靠33
億歐元和10億歐元的財富數量位列第六
和第九。著名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的4.2億歐元身家可是連《福布斯》排行
榜的前十都沒進。值得壹提的是，歐洲
最窮的兩位君主均來自富裕的北歐國家
，分別是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
（個人財產約為1400萬歐元）以及挪威

國 王 哈 拉 爾 五 世
（ 個 人 財 產 約 為
1300萬歐元）。

中國社科院亞
太與全球戰略研究
院社會文化研究室
主任許利平在接受
北京商報記者采訪
時表示，王室財富
的多少與王室權力的大小是密切相關的，
以泰國為例，普密蓬在位70年間不僅僅
是作為本國崇高的象征而存在，更是泰
國軍隊的最高統帥，擁有著至高無上的
權力，對本國政經的影響力是巨大的；
再以文萊舉例，文萊蘇丹在本國的地位
相當於中國古代的皇帝，這種絕對實權
必然指向財富的囤積。“相較而言，歐
洲與日本的君主權力則是被限制在非常
小的範圍內，更多的是禮儀性的存在，
在沒有實權的情況下財富自然難以累積。”
許利平稱。

王權下的經濟
在王室權力影響著自身財富的同時

，王室資產對本國經濟的影響也是因人
而異的。以泰國為例，該國王室財富最
為顯著的壹點便在於其規模之巨。2014
年時，泰國王室資產管理局所管理的資
產相當於泰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11%，如此規模下，哪怕不想左右本國
經濟發展軌跡恐怕都難。

許利平指出，泰國王室財富更多地
集中在傳統行業，這些行業的特征便在
於其壟斷性。通常情況下，壹旦重量級
的壟斷企業與王室往來密切，必將給新

興企業的進入和經濟發展造成阻礙，進
而影響本國經濟的發展。“歐洲的君主
由於實權極小，王權難以介入行業，因
而經濟能夠在壹個非常開放的環境中成
長，這也解釋了有著‘窮酸’王室的歐
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為何與此相反。”
許利平表示。

其次，在王室坐擁實權的情況下，
王室任何舉動都會影響本國經濟。以普
密蓬為例，從他身體狀況不佳的新聞起，
泰國貨幣泰銖便經歷了連續多日下跌，
至普密蓬逝世，泰銖甚至創三年最大跌
幅。另外，普密蓬的逝世將伴隨著30天
的國喪，這無疑將對本國旅遊業、娛樂
業等多項行業產生巨大影響。此後，泰
國還將經歷王儲繼位的問題，屆時對泰
國經濟的影響又將是巨大的。

許利平指出，其實當前媒體和機構
所羅列出的王室財富均屬於估計，並不
壹定準確，原因在於王室的資產屬於機
密，從未向外披露。當然，伴隨不透明
運作而來的壹個問題便是納稅，這進而
也影響了本國政府的收入。所以，無論
從何方面講起，王室的“存在感”於本
國經濟而言總歸是越弱越好。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高
盛
：：：：：：：：：：：：：：：：：：：：：：：：：：：：：：：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

利
率
若
漲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美
債
投
資
者
面
臨
虧
萬
億
美
元
風
險

綜合報導 周壹
，高盛警告債市投
資者，如果長期債
券收益率突然上漲
，那麽他們可能會
因此深陷苦海，而
且利率只需要出現
壹次適度的上漲，
就可能讓債券投資
組合慘遭屠戮。

高盛分析師計
算，根據彭博巴克
萊全球綜合債券指
數 （Barclays U.S.
Aggregate Bond
Index），如果利率
上漲1%，可能將引
發債券投資者損失
1.1萬億美元，這壹
規模史無前例。該
預估主要反映在美
元定價的投資級現
金債。由高盛Mar-
ty Young 引領的固
守分析師團隊在周
壹發布的報告裏表
示：
“我們預期利率

市場將會繼續出現
拋售，處於風險之中的美元久期名義
值將是前所未有的。”報告稱，由日
本央行、英國央行及歐洲央行施行的
資產購買已經推動美國企業債平均到
期時間在今年8月份升至新高，至
11.3年。而根據彭博巴克萊全球綜
合指數，今年10月中旬，全球債市
的有效平均久期增加至6.98年，較1
月份時的6.6年增加。

報告重申了其對長期美債收益率
可能會再未來幾個月裏突然走高的預
測，並指出長期美債收益率相對於
1.5標準差基本面而言價格過高。

高盛還表示，當前市場面對的久
期風險更加廣泛，尤其是對全球央行
和主權財富基金而言。

如果市場遭遇上述的利率震蕩，
那麼外國央行及主權財富基金將面臨
最大的潛在市價虧損，因為他們是這
類證券的大買家。但是，退休基金將
會看到其債務相應減少，這在某種程
度上抵消了利率上升帶來的影響。

上月，高盛下調美債在三個月內
的前景評級。高盛資產配置戰略團隊
對美國債券市場短期前景持“熊市”
態度，其擬將資產級別降為“持有量
不足（underweight）”，同時維持
其對現金“持有量過剩（overweight
）”的評級，部分源於美債市場面臨
的價值和貨幣政策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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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一直强调，接收移民

可对抗人口老化。不过，加拿大

政府 10 月 6 日发表的一份报告

称，移民不能解决人口老化问

题，只能起缓冲作用。

加拿大咨议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的这份报告分

析了移民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影

响，以及最终如何影响经济及社

会成本。报告说，接收更多移民

可以帮助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加拿

大经济的影响。然而，单靠人口

增长不能抵消人口老化带来的效

应。

该报告称，研究发现，如果

在 2030年结束前，每年接收移民

的数量逐步增加到40万，而且是

瞄准年轻的移民，加拿大的经济

增长速度将从目前的低于每年

2% 上升到 2050 年的 2.3% 。然

而，65岁及以上的加拿大人口的

比例仍将上升到约 20%；省政府

在卫生保健方面的拨款份额将保

持在 44%的水平。到 2060年，实

现医疗保健开支所需的省级收入

将有所改善。同时，老年金

（OAS）的支出将从 12%下降到

10%以下。

加拿大政府近年对移民系统

的大幅改革，体现了这一考虑，

政府 2008年推出的加拿大经验类

别计划，主要是吸引年轻的国际

留学生移民；2015年实施的快速

通道系统，通过打分的方式，使

年轻人更容易移民；对父母及祖

父母移民，大幅提高担保要求。

咨议局副总监斯图尔特（Mat-

thew Stewart）说：移民提供了重

要的劳动力来源，有助于长期

经济增长，但不会扭转人口老化

的趋势。“为了充分解决人口

老化对社会成本造成的巨大压

力，决策者还必须考虑其他解决

方案。”

人口老化阻碍经济 增加政

府开支

咨议局的报告称，目前65岁

及以上的加拿大人占总人口的

16%。在未来 20年，这一数字将

继续上升到24%以上。随着婴儿潮

一代离开劳动力市场，加拿大的

劳动力供应增长将不足，经济增

长将受到限制。如果所有其他条

件相同，这人口年龄变化本身，

将导致经济增长从目前的2%的增

长率减缓到2050年1.6%左右。

人口老化不但影响劳动力市

场，同时也将对医疗保健及加拿

大退休收入支持系统造成重大压

力。如果在未来20至30年内，加

拿大在如何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方

面不作出重大改变，预计政府对

卫生保健的拨款份额将从今天的

37%上升到44%。鉴于各省政府已

经在面对巨额赤字，这种成本增

加带来的负担将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增加移民数量可减缓人

口老化的负面影响，但安置移民

也需要大量政府拨款。加拿大多

个研究发现，接收移民对加拿大

政府一直是亏本生意，这也是导

致政府大幅改革移民系统的原因

之一。新移民系统接收的移民能

否使政府扭亏为盈，还有待时间

来证明。

移民偏爱定居大城市 小城

吸引人才出新招

加拿大面对的人口老化问

题，主要出现在边远地区，因为

移民大部分在大城市落户。这些

流失人口的地区，已开始想办法

吸引及留住移民。

渥京通过省提名计划，让边

远地区能吸收移民。不过，加拿

大的人权宪章保障居民有迁移自

由，利用边远地区宽松移民政策

来到加拿大的人，绝大部分搬到

大城市去了。

按 CICnews 整理的数据，

2015年加拿大新移民定居的情况

是：安省 94.2%的移民定居在多

伦多、渥太华 – 加蒂诺、汉密

尔顿、基奇纳 – 滑铁卢、伦敦

或温莎；卑诗省 88.6%的移民定

居在温哥华、维多利亚或Abbots-

ford-Mission；亚伯塔省 84.8%的

移民定居在卡尔加里、埃德蒙

顿、Red Deer或Lethbridge；萨斯

喀彻温省 67.3%的移民定居在里

贾纳或萨斯卡通；马尼托巴省

83.2%的移民定居在温尼伯。

移民部长麦家廉（John Mc-

Callum）强调通过接收更多移民

来应对人口老化及劳工缺乏问

题，希望更多移民到人口下降的

地区定居。但他承认，政府没法

强迫移民在何处安家。

不过，一些小城镇已开始行

动。位于马尼托巴省的Morden目

前人口超过了9,000。其政府网站

称，他们的社区驱动移民计划

（Community Driven Immigration

Initiative）可帮助不符合省提名

移民条件的人移民，他们需要熟

练和半熟练工人。当地政府用低

社会成本及高就业率来吸引及留

住移民。

据 CICnews 报导，Morden 在

2011年的人口是7,800，其社区驱

动移民计划使当地及邻近的Win-

kler增加了3,000居民。

魁 北 克 小 镇 Saint-Lou-

is-de-Blandford为吸引移民决定推

出赠地活动，只要民众愿意到此

建屋落户，就能免费得到土地。

大西洋省分不但有留不住移民的

问题，本地居民也不断流失。今

年 7月，渥京与该地区的新不伦

瑞克省、爱德华王子岛、新斯科

舍省、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合作

推出大西洋增长战略计划，其中

包括一个明年开始、为期 3年的

移民试点项目，第一年计划为 4

省共增加 2,000 名省提名移民名

额，之后可能增加更多。

政府这次的做法，除了优先处理

有关的移民申请外，将扩展筛选

移民的技能范围，让企业参与招

募移民，改善移民的资历认证及

安居服务，目的是要留住已登陆

的移民。

入境美國說錯話
被關小黑屋 嚇壞中國留學生
赴美旅游、工作学习的华裔民众，对于有人入

关时被关“小黑屋”早有耳闻。日前就有两名中国

学生在通过美国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时，亲身经历“小黑屋”的遭

遇，出来后大叹“心里怕怕”。

今年刚毕业于爱阿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

versity)的中国留学生安迪(化名)，在成功拿到美国

工作签证(H1B)并回国探亲后，与来美游玩的表弟

一同搭乘海南航空公司的航班，于 27 日下午 1 时

左右抵达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不料在入境

安检时，由于问答环节有出入，两人竟双双被带

入俗称的“小黑屋”，经历了长达两小时之久的

盘查。

安迪表示，他刚拿到美国工作签证，但在校期

间也曾创业与合伙人共同经营一家中餐馆。此次同

行来美旅行的表弟英语不错，但在入关时被问到

“哥哥是做什么的”时候，他回答的“餐馆业主”

说法，与安迪申请的返美“工作签证”目的不符，

引起边检人员质疑。看到表弟深陷困境，安迪连忙

上前帮忙解释，结果连他本人也被边检人员一同带

进了“小黑屋”。

据安迪描述，两人被带进屋内后，便面对一系

列严格的问话与检查。在此期间，安检人员不仅将

安迪的所有物品，包括护照、随身档等全部检查了

一番，还向他提出“以前的学校、公司、此次来美

的目的”等问题并核对。边检人员并警告安迪：

“我们已掌握了你的全部资讯，如果你说的与我所

知道的不相符合，就会马上遣返你。”

安迪向本报记者表示，边检人员还拿走了他的

手机彻查，不仅像过去新闻报导中一样仔细检查了

他的微信，同时也查看了其他各类资讯，检查到邮

件时，看到安迪邮箱中发出的邮件全部被删除，边

检人员特别警惕地提问“是否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在得到安迪给出了“清理垃圾邮件是日常习惯”的

解释后才罢休，在检查结束后才将手机及其他物品

归还给他。

安迪感叹，来美国八年，却因误会第一次进

“小黑屋”，不仅被芝加哥海关询问了两个多小

时，还差点被遣返，五年内不得返美，这种经历让

他心里感到很后怕。

美國無證移民讀名校
還拿全額獎學金

4岁时随家人从墨西哥移民到德州奥斯汀

的格雷洛（Mizraim Belman Guerrero），以无

证移民的身份获得了乔治城大学（George-

town University）几乎全额的奖学金，本学期

只需要付 11.5美元学费就能和其他支付 3.3万

元学费的学生一样上大学。

外媒Circa.com报导，格雷洛是本学年以

公开无证移民身份，获得美国最古老的大学

之一、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顶尖综合

性私立大学乔治城大学的录取，而且还为他

提供了超过3万美元的奖学金。

对于一个GPA3.9分的高中毕业生来说，

格雷洛获得乔治城大学的奖学金并不让人奇

怪，但让很多人奇怪的是，他是无证移民学

生。不过，除了格雷洛之外，今年入读乔治

城大学的还有另外的26名无证移民学生。

作为跟哈佛、耶鲁、宾州大学一样，不会因

无证移民身份而把学生被挡在校门外的乔治

城大学，不仅为无证移民提供奖学金，而且

还在今年稍早推出了无证移民学生资源网

页，为有意申请该校的学生提供各类答疑和

参考信息。

而且，乔治城大学还有一个名为 Un-

docuHoyas的学生团体，请求校方在学校放假

期间开放宿舍，以确保无证学生不会因为害

怕被驱逐出境而被迫回家。

乔治城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该校秉持

天主教耶稣会的传统，在录取学生时不问移

民身份的悠久历史，并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全

额财务补助，以确保学生能够有足够的条件

上大学。

不过，此举遭到美国联邦移民改革总裁

斯坦（Dan Stein）的炮轰，称这是在“包庇

重罪”。斯坦说：“大学在明明知道这是无

证移民学生身份，是非法移民的时候，还帮

助他们在这里上大学，根据《移民法》，这

是窝藏重罪。”

不过，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一个法律

说，无证学生不能上私立大学。而且，就算

是公立大学，也在接收无证移民学生，只是

没有为他们提供财务支助。

根据美国大学学会，每年大约有65,000无

证学生高中毕业。而根据移民政策中心的数

据，其中 5%-10%的无证移民高中毕业生会继

续上大学，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学学费

太贵，让这些无证移民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

继续深造。

研究无证移民身份如何影响一个学生获

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类学家弗洛雷斯（An-

drea Flores）表示，私立大学填补了公共机构

和政府留下的空白。因为美国法律允许无证

移民身份儿童获得幼儿园至 12年级的教育，

但之后则不再提供任何帮助，而私立学校再

次为无证移民学生提供了“归属感”。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 傷 專 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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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h
way

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r
yA

shfo
rd

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海歸就業

留學生回國這些“功課”不可少
找工作需提前規劃

要回国啦，要成为海归啦。学子

往往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既要处

理好生活杂务，比如退房、卖掉或送掉

家具等；另一方面则还要为回国求职做

准备。

在与学子时代告别的时刻，忙乱、

琐碎但是非常值得怀念。

多花点心思

和陪伴自己的“小窝”道别

张霄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艺术设计

学院。他于 2000年左右回国，现在北京

创业。大学四年里他都是在外面租房子

住。在租房子前，他认真比较了几家待

租的房屋，权衡再三才选定。房主是一

个老太太，儿女都不在身边，就把家里

空的房间租了出去。“这间房子离学校

比较近，平时上学很方便，并且老太太

人非常好，这也是我当初选择租这儿的

原因。”张霄说道。

比较幸运的是，张霄租住的这个房

子家具齐全，所以他并没有花费很多心

思在购买家具和出售家具上面。当初住

进这个房子的时候，只带着一个行李

箱，装着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当张霄要

回国的时候，在处理租住的房子、购买

的家具上并没有花费太大的精力。

“当我准备退租回国的时候，老太

太非常不舍。”张霄说，毕竟和老太太

有 4年的感情，就像是亲人一样。“我

回国的时候，老太太还送我去了机场。”

张霄说。

吴崇迅曾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就读

研究生，和张霄不太相同的一点是，他

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吴崇迅研究生毕

业准备回国的时候，直接办理了退宿，

并且很快就办好了。“当初选择住宿舍

就是考虑到了退宿方便这一因素，这点

相较于在外面租房子住的同学，更有优

势。”吴崇迅说。他按照学校的规章制

度，简单、便捷地办理好了退宿手续，

结束了他在国外的研究生生活。

不管是在外租房还是住在学校宿

舍，都需要考虑到将来退租的情况，提

前规划总是没有坏处。

虽然是旧物

却可以帮到学弟学妹

提前了解有哪些平台可以处理一些

难以带回国的物件是非常有必要的。

吴崇迅在住校的几年时间里，积攒

了不少书籍、小电器等难以带回国内的

物品。他是如何处理的呢？吴崇迅说：

“我一般就直接转卖了。”实际上，一

些二手家具用品非常抢手。“尤其是电

饭煲。我到英国之后，发现电饭煲很难

买到。我跑遍了整个伦敦，才买到一

个。”吴崇迅说，“毕业时，我想把这

个电饭煲卖掉，没想到很快就被低年级

的同学买走了。”

据吴崇迅介绍，在他们学校，

有一个供华人学生买卖东西的二

手交易平台。中国学生平时需要

买卖东西，都会在上面发布信息。

“有了这个平台后，大家买卖二手

物品更加方便了。”吴崇迅说。

但这些平台都需要自己平时就

有所关注，要是在回国前才来寻找

的话，会非常不方便。并且决定卖

掉哪些二手物品也需要在回国前就

计划清楚，以免有所遗漏。

回国找工作

也需提前规划

海归在回国的时候会面临学位

认证的问题，他们一般都会在处理

妥善后，才去找工作。但如果这样

的话，就比较迟了。

吴崇迅说：“其实学位认证

没有什么复杂的，先打听好需

要什么材料，然后按照这些要

求准备好材料，按着流程走就

可以了。为了等这个而耽误工

作是非常不值得的，完全可以先找工

作再说。”

韩赟儒从哥伦比亚大学运作管理

专业博士毕业，现在麦肯锡咨询公司

工作。据她介绍，她是先找到了这份

工作才决定回国的。“我还在国外的

时候，就向一些自己心仪的国内公司

投递简历。”韩赟儒说，“直到找到

一份满意的工作，我才动身回国。”

因为在回国前已有所准备，所以回国

后稳稳当当，没有因为找工作花费大

量的精力。

吴崇迅说：“我一直有一个创业

梦，所以我在回国前，没有考虑太多找

工作的问题，也没有做一个详尽的职业

规划，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创业的

准备上。”

吴崇迅说，他回国前还是在职业

规划上有些欠考虑。他表示，在回国

前还是要多关注国内的就业现状，认

真做好准备，以便找到自己心仪的工

作。

海归在回国前夕，会非常忙。不

仅要退掉租住的房子，处理多年来积

攒下的小物件，还要为回国求职、工

作做一些准备功课。虽然忙碌，但是

每个环节都不可缺少。为了能够顺利

回国，这些回国前的“功课”一定要

认真准备。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欧美同学会

北京论坛暨 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

业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薛澜提出，海归创业人员应发挥整

合文化、吸纳全球英才和桥梁三大作

用。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国际

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

示，从1978年到2015年底，各类出国

留学人员累计达 404.21 万人，其中

221.86 万人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

展 ， 占 留 学 出 国 累 计 总 人 数 的

54.9%。2015 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到 52.37 万 人 ， 较 2014 年 增 长 了

13.9%，而同年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

数 40.91万人，比上一年增长 12.1%，

可见年度回国人数与出国人数两者之

间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在论坛的“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

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圆桌会议上，

薛澜指出：海归人员带回的不仅是技

术，还有更多的是管理经验和视野。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海归

创业人员能发挥三种作用：一是整合

文化，创立国际品牌最具挑战的是文

化融合，海归企业可将中国特色和国

际文化有机结合；二是吸纳全球英

才，包括很多非中国籍和非华裔的全

球英才来到中国为发展做出贡献；三

是桥梁作用，海归企业运用文化上的

优势，能够解决文化融合过程中所面

临的各种挑战。

八成留學歸國者月薪低于一萬元

三類海歸最吃香
海归人数15年增40倍

报告指出，自 2000年起，留学回

国的人数开始急剧增长，从 2000年的

9121人，增长到2014年的36万人，增

长了40倍。

截至 2014年，改革开放以来，留

学回国总人数达到 180.96万人，占留

学总数的 74.48%。这意味着，接近四

分之三的出国留学人员选择了学成回

国发展。

8成海归月薪低于1万元

与海外留学高昂的费用相比，

回国人员的就业收入水平并不乐

观。调查显示，留学回国人员中

73.5%的博士生、 86.6%的硕士生、

88%的本科生和 88.6% 的专科生月

薪都在 1 万元以下。其中， 32.8%

的 博 士 生 、 40.86% 的 硕 士 生 、

47.74%的本科生、 51.14%的专科生

月薪在 5000 元以下。

据统计，去年有将近 30 万留学

人员回国。“出去时千挑万选，回

国后千差万别。”业内人士认为，

国外留学经历，让海归视野广阔，

同时，也让他们疏离了国内“基本

国情”。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

中，留学生需要与本土毕业生进行公

平竞争。这也让中国家庭对于留学前

景的认识越来越清晰，选择更加理

性。”报告发布者、中国教育在线总

编陈志文说。

这几类“海归”最吃香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一项调查

也显示：海归供职以外企居多，占参

与调查人数的 32.7%；且多数为执行

层(占41.6%)或中层管理者(37.6%)，决

策层占15%。

业内人士总结，三类海归最为

吃香：一是“功能型”人才；二是

懂资本运作，了解东西方企业制度

的高端人才；三是保险行业的人

才，如精算师等。“有技能的海归

就业情况比较理想，他们在国外就

搞技术和研发，懂管理、懂技术，

又了解中西方的领先技术，广受欢

迎，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很缺乏，随

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会越来越

受到青睐。此外中国保险业亟待整

顿和发展，保险业急需有着国际保

险行业经验的高级人才。”施强留

学总经理助理沈俊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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