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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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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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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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 東北人東北人」」迎佳節來臨及集體會迎佳節來臨及集體會
餐季節餐季節 今年特以東北菜今年特以東北菜﹑﹑川菜川菜﹑﹑
淮陽菜饗客淮陽菜饗客
地址地址﹕﹕8400840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3677036
電話電話﹕﹕（（713713））--750750--9222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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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快樂童年》》快樂學語言快樂學語言 周六晚周六晚88時播出時播出

【VOA】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他的任內
最後一次針對國家安全發表的講話
中感謝軍隊維護美國安全﹐他還不
點名地批評了當選總統川普呼籲禁
止穆斯林以及他在競選中支持使用
水刑的觀點﹒
奧巴馬總統星期二在佛羅里達州坦
帕的麥克蒂爾空軍基地向軍人們發
表講話說﹕“在過去八年裡﹐沒有任
何一個外國恐怖組織能夠成功地策
劃和襲擊了美國國土﹒”
奧巴馬總統補充說﹐這並不是說恐
怖組織沒有襲擊美國的企圖﹐他告
訴軍人們﹕“這一切要歸功於你們﹒”
在發表講話之前﹐奧巴馬總統會見

和感謝了麥克蒂爾空軍基地的美國
中 央 司 令 部（U.S. Central Com-
mand）和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的 指
揮官﹒奧巴馬闡述了他對於反恐戰
爭狀況的評估﹐當他提到基地組織
頭目本拉登已經被消滅﹐現場爆發
出熱烈的掌聲﹒奧巴馬自豪地提到
當他上任時有18萬美軍駐紮在伊拉
克和阿富汗﹐現在這個數字已降低
到了 1 萬 5 千﹒他說美國在戰爭區
域減少部署地面部隊是策略方向的
轉變﹐也就是更多地依賴打造更強
大的國際聯盟和依賴當地合作夥
伴﹐目的是減少美國的傷亡和資金﹒
奧巴馬總統指出對伊斯蘭國恐怖組
織的戰鬥取得了重要成果﹒他說﹕

“最關鍵的一點是我們削弱了伊斯
蘭國的勢力﹒”他說美國為此付出的
代價也遠遠低於前任政府﹐兩年的
花費為100億美元﹒

奧巴馬說盡管反恐取得了重大成
就﹐但是這項工作還沒有完成﹒他
指出近年來﹐國家遭遇的傷亡最慘
重的襲擊是國內﹑多數是受網絡影
響成為極端分子的個人造成的﹒
奧巴馬總統說他領導的政府反對使
用酷刑﹐包括水刑﹒他說﹕“維護我
們的價值觀﹐遵守法治不是軟弱的
表現﹒這是我們最強大的力量﹒”
當選總統川普在競選期間曾表示他
要更嚴厲地對待恐怖分子和他們的
親屬﹐並且說他支持使用水刑 ﹒
奧巴馬總統說﹐古巴關塔那摩灣拘
留中心早已應該關閉﹐他說這個拘
留中心的存在是美國的一個汙點﹒
他呼籲國會通過新的授權使用軍事
力量打擊伊斯蘭國的立法﹒
奧巴馬不點名地批評當選總統川普
禁止穆斯林的立場﹐他說反恐戰爭
不是反伊斯蘭的戰爭﹒

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奧巴馬主張反恐政策應符合美國價值觀奧巴馬主張反恐政策應符合美國價值觀

內容介紹﹕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
綱主持的兒童節目「快樂童年」﹐本周六12月10
日(周六)晚間8時播出﹐節目搭語言潮﹐以「學語
言」為主題﹐特別邀請對中文具有高度興趣的﹐非
常想學好中文的Stephen老爺爺﹐小朋友輪流教
他中文﹐現場大家也交換學習英文心得﹐非常歡
樂﹒精彩內容﹐觀眾請準時收看﹒

語言是邁向成功的敲門磚﹐也是取得多個機
會的關鍵﹒節目上邀請Stephen老爺爺學中文﹐
他的美式中文發音逗得現場小朋友捧腹大笑﹐但
孩子們也很積極的教導他﹒錄製該集的韓明希﹑
韓明朗﹑方圓都玩得非常開心﹐韓明朗小朋友表
現特別活潑積極﹒他們也現場教導娟子英文﹐互
動溫馨融洽﹒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本集播出時間是12月
10日周六黃金時段晚上8點到8點半﹐周三上午
9點半到10點重播﹐每月兩次﹐隔周播出﹒精彩
內容﹐敬請準時關注﹒

【VOA】美國國會山的聖誕樹星期二下午在
國會大廈的西草坪上點亮﹒這棵高達24米
的恩格爾杉樹是愛達荷州送來的禮物﹒
美國空軍樂團在現場奏起聖誕頌歌﹒美國
國會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和來自愛達荷的
五年級學生伊莎貝拉·吉拉德在音樂中點亮

了聖誕樹﹒儀式舉行的時候天氣寒冷﹐雨霧
朦朧﹒
伊莎貝拉是從大約兩百名小學生中競賽勝
出來參加點亮聖誕樹儀式的﹒
樹上的懸掛的手工裝飾物有1.8萬件﹐另外
還點綴著重達九公斤的閃光飾品和幾千只

燈泡﹒
今年的聖誕樹是從愛達荷州的佩艾特國家
森林中挑選出來的﹒
這棵聖誕樹在每天夜幕降臨後點亮﹐一直持
續到1月1日﹐然後就作為肥料處理掉了﹒

美國國會山點亮了聖誕樹美國國會山點亮了聖誕樹

星期五 2016年12月9日 Friday, December 9, 2016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美國國會山聖誕樹美國國會山聖誕樹1111月月2121日抵達現場日抵達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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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槍友匯Nancy)一夜西風驟雨，帶來節日的寒意，休
斯頓槍友彙在這細雨繽紛的冬月，熱情高漲的迎來了第六屆公益
安全知識講座。

節日的歡樂里也總會充斥著隱隱的安全問題，出門購物，遠
行度假，親朋聚會等，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小擔心小糾結，
怕壞人趁機溜門撬鎖，為非作歹。為了能讓大家盡量避免不快，
開心過節，在12月4日這天，休斯頓槍友匯特意請來了NRA認
證教員曾衝（青春尚在）老師為華人鄉鄰們上了一堂NRA著名
犯罪預防課之一“拒絕成為受害者”（Refuse To Be A victim簡
稱RTBAV）,為大家分享各種安全策略以應對突發狀況並降低自
己成為受害者的風險。其核心思想在於，雖然我們不能控制犯罪
分子的行為，但是能採取積極的策略盡量避免自己成為犯罪分子
的目標。長期以來，該課程講授的安全策略與技巧在全美各地被
各級執法機構廣泛採納。迄今已有超過十萬人從中直接受益。

以上核心思想及下述課程概要由曾衝老師親自編寫，本人負
責如實抄錄給大家：
1. 個人安全基本策略

該部分講授在各種情況下如何加強人身安全。比如，避免使
用半封閉式自動取款機以免突發遭受圍堵而無法脫身、電梯內盡
量站在靠近控制面板處、隨身攜帶假錢包以應對劫匪、如何選擇
合適的個人防衛訓練課程等等。
2. 住宅安全基本策略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研究，如果犯罪分子闖入住宅時家中正巧
有人，將有三分之一的概率演變成嚴重暴力犯罪。住宅安全策略
部分就是針對這些情況，討論如何增強住宅的安全性以將潛在的
犯罪分子拒之門外。常用技巧包括使用合適的室內和室外燈光、
有陌生人敲門時積極應答並避免透露自己的身體狀況、使用加長
的門樞螺釘來加固門、安裝合適的報警系統和監控設備、設立安
全房以應對闖入、使用汽車鑰匙上的聲音按鈕進行報警等等。
3. 汽車安全常見技巧

該部分主要分享一些知識以識破路上遇到的汽車騙局。比如
遇到有人“善意”提醒你的車胎破了時不要立刻停車而是繼續開
到安全的地方；遇到路怒不要理會，要適當避讓但不要停車；上
車前註意養成觀察後座的良好習慣；緊急情況下可以使用沒有服
務的舊手機撥打911等。
4. 旅行安全注意事項

旅行安全主要講授一些長途旅行時注意的安全事項。比如住
旅館應避免10樓以上的房間，因為萬一發生火災，一般消防車
很難直接進行高層救援；在機場注意行李箱要有明顯的個人標識
以免掉包、公共場合交談避免透露任何私人信息等等。
5. 高科技犯罪預防

該部分主要提供一些方案以應對互聯網黑客行為和常見電信
詐騙等。常見事項包括連接公共無線網絡時不要登陸銀行賬號等
以免數據包被黑客劫持、不在電話裡透露任何付款信息或者隱私
、使用手機照相時關閉位置服務以避免透露自己的準確位置等等
。

6. 個人防衛器材的選擇
該部分主要提供一些參考以選擇

適合自己的個人防衛器材。對不熟悉
槍支的朋友可以選擇經濟而頗具威力
的電擊槍、辣椒水噴劑等等（須注意
相關法律法規）。必要情況下靈活運
用身邊的物品進行自衛，比如使用口
哨發出響聲引起周圍人的注意、使用
汽車鑰匙按鈕報警等等。

課程結束寄語：保持警覺，養成
良好的安全習慣，防患於未然。記住
四 個 A 開 頭 的 單 詞 ： “Alert-
ness-Awareness-Avoidance-Action”
（警覺-發覺-避免-行動）便能大大
降低受害風險，達到“You can RE-
FUSE TO BE A VICTIM”（您能拒絕
成為受害者）的目標。

講課期間，大家積極提問互動，
女槍友金麗還拿出自己在 Academy 買
的電擊槍為大家做演示，聽眾們紛紛
拍照，詢問型號價格，大家認為槍要
買要練，其它一些防身小工具也要常
備並熟悉。

場外陰雨連綿，休斯頓槍友匯的
外勤義工們頂寒冒雨為大家辛苦站崗
放哨。內勤、迎賓和技術組的義工們
擺桌椅，掛帷幕，調設備，來賓登記
，沏茶遞水也忙得不亦樂乎。特別要
感謝“華夏學人協會”的會長魏波先
生，不僅支援我們講座場地和音響設
備，還親自上陣為我們安裝調測。天
冷人暖，看到大家齊心協力忙裡忙外
，我望著窗外細雨，站在2016年的邊
際，回首悉數小伙伴們一起攜手走過
的足跡，透過雨霧依然清晰。

2015 年 7 月，舒海濤老師開堂授
課第一講；8月，Jack Liu,Gary Ho等6
位警官全副武裝帥氣登場，傾囊相助
第二場；2016年3月，TXcowboy（周
浩）老師聲情並茂長槍分解，並揭開
了百人摸槍大練兵的序幕；6 月，由
Nemo（周艦航）老師為大家進行了手槍專題詳細講解；10月，
Nemo老師再次披掛上陣為大家諄諄教誨武器基楚知識。今天是
第六次公益講座，我們還會有第八次，第十次。 。 。槍友們一
起去靶場打槍練精準，打paintball練團隊協作，打USPSA練實戰
反應速度，劃龍舟弘揚龍的精神！相攜一路走來，辛苦艱難並著

開心快樂。大家一起賣T卹，湊資金，你捐錢，他捐水。 。 。
從沒有人計較個人得失，因為，大家心裡都是懷著同一個美好的
願望，願我們海外華人，團結互助，文武雙全，自立自強！
2017，金雞報喜，休斯頓槍友匯，熱情歡迎你！

第六屆公益安全知識講座

講課老師曾衝教官講課老師曾衝教官

Diversity TalkDiversity Talk之前錄影畫面之前錄影畫面。。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
網 15.3 頻道脫口秀節目 「多元對談」(Diversity
Talk) 將於12月9日周五晚7時30分現場直播，
現場將聚焦在移民權益，以 「How the presi-
dent's executive order will effect immigrants」為主
題，分別探討犯罪率、詐騙案和健保政策如何與
移民生活息息相關，邀請檢察官至現場參加問與
答，敬請準時收看。

隨著總統歐巴馬任期即將卸任，移民政策改
革卻遲遲未有動靜，美國政府日前又宣布暫緩推

動歐巴馬 2014 年提出的移民遣返赦免案，配合
總統當選人川普主張的第一步。 「多元對談」重
視多族裔移民權益，關心社區與國家議題，這次
直播將邀請多位哈瑞斯縣檢察官與觀眾一起參與
討論，歡迎民眾到場與來賓現場面對面。

該集多元對談(Diversity Talk)播出時間為 12
月9日周五晚間7點半至8點半在美南國際電視
台STV15.3頻道，敬請準時收看，了解更多新聞
時事和社區要聞。

Diversity TalkDiversity Talk聚焦移民權益聚焦移民權益 今晚今晚77點半現場直播點半現場直播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59 號公路與糖城的交
界處馬路邊，綠樹環抱間，有一處頂著明黃色琉璃
瓦的中國建築群，很是引人注目。這裡是休斯敦著
名的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中國熊大酒家，經過
重新裝修和精心籌備，12月9日Grand Opening重
新開業了。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緊靠鬧市區，車水馬
龍，待走近則感覺清幽雅緻、匠心獨運，門口是相
連的兩口小小池塘，裡面養了幾百條2尺來長的五
彩錦鯉，配上黃色的琉璃瓦、紅色的門廊，濃濃的
亞洲風很是迷人。走過迷你型的九曲橋，推門進到
店堂裡，裡面則別有洞天、豁然開闊，占地13000
尺的店堂分為好幾個功能區，整個飯店可容納500
人同時就餐，是休斯頓最大的Buffet店。最精妙的
是門外的池塘也通到店裡，靠牆鑿有一條小溪，金
光閃閃的錦鯉歡快地在水中遊動，潺潺的流水聲像
音樂一樣美妙動人。餐廳四處擺放著姿態各異的盆景，在這裡感
覺天人合一、恍若仙境。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是一家老字號名店，在45號公路旁
還有一家分店，兩家店都占地面積巨大，外觀為中國庭院建築，
布局和裝飾則為中國庭院式風光，令人印象深刻。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花了2年的時間重新裝修，任何一個細節都力求完
美。裝修風格既亞洲風又添加時尚現代元素，餐廳整體大氣開闊
，使之多了一份東方的神秘感和貴氣，橙紅色的暖光讓餐廳變得
朦朧溫馨。整個餐廳分成好幾個功能區，有適合商務聚會可容納
一百多人的大party room，也有適合小型家庭聚會的可坐15人的
小包房。餐廳面積雖大，但私密性卻很好，靠牆的小溪潺潺的流
水聲可以很好地掩蓋情侶的綿綿私語和姐妹淘之間的碎碎念，營
造出一種溫馨私密的氣氛。店裏到處都掛著巨大的電視機，一邊
吃飯一邊和三五好友聊天吃飯，簡直就是神仙過的日子。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有好幾個大Buffet Bar，中式、日式
、美式各式美食，超過100種菜餚任您選擇！南北川菜、美式牛
排、日本壽司，想吃就吃！ 看上去，自助餐廳應該沒什麼很大
區別，都是食客自己隨便拿東西吃，但實際上根據餐廳標準的不
同，檔次也有很大的差別。這不光表現在菜色品種的豐富多樣性

上，也表現在食材的新鮮程度上
。美國的中式自助餐廳一般都是
中西合璧式的，既有西餐也有中
餐 還 有 日 本 壽 司 ，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可算是很全面的自
助餐廳了，各種口味的顧客都可
以在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找
到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使顧客真
正做到滿意而歸。

新張期間，如果您是跟朋友
或家人一起去 China Bear Chi-
nese Buffet 吃飯，one free buffet
with purchase of one or more buf-
fet (limited one per party)每桌有一個人可以免費，如果您是兩個
人去，那就太划算了，第二個人免費！還等什麽，趕快去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去大吃一頓吧！

中餐（週一至週五）11:00Am ---4:30Pm
成人：$9.99元
晚餐（週一至週五)3:30Pm---9:30Pm

成人：$12.99 元；小童（3-6 歲）：$5.99 元；兒童（7-11
歲）：$7.99元。

週末和節假日，全天$12.99元
外賣：$4.99元/每磅；海鮮、壽司和鐵板燒：$7.49元/每磅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地址：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77477
電話：281-240-8383

China Bear Buffet新張優惠 每桌可有一人免費

【本報訊】正逢年底購物季來臨，為
增添購物氣氛和新增最新資訊，知名模特
兒和電視真人秀節目 「亞特蘭大嬌妻」
(The Real Housewives of Atlanta)演員辛西
亞貝利(Cynthia Bailey)將於12月9 日(周五)
晚間7時至10時在Aloft飯店大廳主持一場
時尚購物秀，提供購物新體驗，並展示她
的 眼 鏡 設 計 品 牌 與 妹 妹 Malorie Bai-
ley-Massie自營客製化手飾。

協助宣傳此活動的振興社區組織共同
創 辦 人 (Co- Founder of Revitalize Com-
munities) Jan Taylor，她鼓勵大家到場感受
新形態的購物體驗，她認為這會是一個全
新的商業形式，能刺激本地經濟成長，同
樣讓年輕的非裔企業家能有一個平台展示
自己的商品。Jan Taylor鼓勵亞裔社區一同
參與，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也可藉由這
個機會提升商業國際多元性，文化融合讓
美國更好。

有興趣的民眾歡迎到場參與，活動時
間在 12 月 9 日晚間 7 時至 10 時，地點在
Aloft Hotel Lobby， 地 址 為 5415 Wes-
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6。

亞特蘭大嬌妻Cynthia Bailey時尚購物秀 全新購物體驗

活動宣傳海報活動宣傳海報。。(Jan Taylor(Jan Taylor提供提供))

China BearChina Bear店招牌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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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松/休斯頓報道）活力是生命的展
現，魅力是文化的代言，青春是人生的春天，
美麗是自我的名片。這便是躍動生命活力，展
現中華文化，提倡青春永駐，彰顯美麗自我的
世界華裔小姐大賽的主旋律。

世界華裔小姐大賽是首個在中國註冊備案
並由：中國僑商聯合會、廣東省僑聯指導；廣
東省僑聯青年委員會、廣東省僑界仁愛基金會
、廣東省客屬海外聯誼會、廣東國際華商會、
廣東睿志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南方書畫院主辦
；廣州睿志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世界華裔小姐
大賽組委會承辦；廣州華裔華商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東方猶太理財服務平台、深圳市翠竹珠
寶首飾有限公司[3] 、北京新羽星願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廣州市君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廣東
博美雕塑公共藝術有限公司、遼寧聖璽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英國卓藍雅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溪秀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廣州紀萊熙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協辦的國際頂級文化賽
事品牌，主要服務於全球華人華僑，為促進全
世界華裔族群大團結而創立。已成為世界獨樹
一幟的新時代選美品牌。

據統計，華裔人口的比重已經占到了世界
人口的近1/5，這表明華裔人口具有相當大的覆
蓋率。 “如何讓世界更了解中國？”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不變的話題。本屆世界華裔小姐大賽
再次接過接力棒，以賽事為平台，秉承華裔族
群的精神及氣派，更多展示當代華裔女性積極
、時尚、博愛的內心感受，彰顯“健康向上、
開拓創新”的大賽宗旨，並致力於藉由華裔小
姐的獨特文化魅力，打造一張價值非凡的時尚
名片，向世界展示華裔獨有的美，華裔唯一的
魂！此外，以助力慈善公益事業為己任，通過

比賽選拔具有華裔女性獨有的溫雅含蓄、雍容
自信、天然靈動的優秀華裔女性代表，並通過
她們將美麗、和平、友誼、愛心在全球傳播並
發揚光大，讓世界領略華裔族群的優秀品質。

大賽已成功舉辦八屆，在全球具有廣泛的
影響力，增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交
流，全面展現並成就了眾多優秀華裔特別是華
裔女性的美好夢想。以《美好世界 絢麗生活》
為主題的世界華裔小姐大賽，將通過一系列賽
事活動，弘揚華裔女子“內藏修養，外展形象
”的魅力內涵。大賽期間，更有眾多精心策劃
的主題推廣及分賽區活動，足跡遍布世界各地
，使地球村的歡聲笑語，像燦爛的陽光，蕩漾
在華夏大地。華夏文化的歷史底蘊豐厚且香醇
，其根本精神在於吐納吸收，和諧包容。既具
備自我創新的尚美能力，又富涵貫通中西的尚
美雅量。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多元文化已
經滲透到了中華傳統文化之中，從國外流傳出
來的選美比賽也成為了國內的一種時尚潮流。
選美標准在重外表的同時，亦重才、重識、重
善、重德，這與國際標準日漸趨同。在廣袤的
中華大地上，中華沉澱了五千年的我們得以與
世界的、時尚的文化達成完美的結合，向世界
展示中華傳統的悠久之美，為中國引進世界時
尚流行的風采。正因如此，世界華裔小姐大賽
應運而生。世界因女性而多姿多彩，女性因魅
力而美麗無限！相信隨著這一美麗賽事的年年
舉辦，華裔小姐必將以她獨特的風姿，吸引來
自世界五大洲的期待眼神。

隨著世界進入“互聯網+”時代，互聯網與
傳統行業的深度融合，充分發揮了互聯網在社
會資源配置中的優化和廣泛作用。以創新為己
任的世界華裔小姐大賽在今年的盛事中也融合

了“互聯網+”、遊艇等許多新興元素。
“在線下的海選和活動中，參賽的選手可

以通過 YY 直播、網易 BOBO 直播等在行業內
領先的網絡視頻直播平台展現自我風采，成為
互聯網時代的人氣女王。”梁健怡表示，與此
同時，大賽將為攜手合作的商家共創商機，快
速傳播提高品牌知名度，透過移動互聯網媒介
不斷發布賽事新聞，引導廣泛關注的人群與大
賽互動分享，為合作方品牌強勢植入市場，深
入推廣企業社會形象。
優雅動人的小提琴韻律，美女畫師神奇的速畫
，“水中麗人”的精彩表演……與新聞發布會
同期舉行的遊艇名流派對，盛裝亮相的百名
“世界華裔小姐”佳麗與來賓們登上奢華的遊
艇體驗與分析。 “以往在沙灘、海島上舉辦選
美大賽，依然沒有脫離地面，今年的大賽則融
入了遊艇等水上運動的概念，既豐富了賽事'海
陸空'立體平台，又在大眾群體中推廣普及健康
高尚的水上運動和生活方式。”潘垚坤表示，
世界華裔小姐大賽是綜合性的文化平台，遊艇

同樣是水上生活的載體，兩者的完美融合可以
實現共享共贏。因此，據主辦方介紹，參加此
次大賽廣東賽區選拔的模特新人，要求喜歡健
康運動，有愛心，除了體現傳統中華民族傳統
美德，還要能代表新時代創新創業精神，十佳
選手將可獲得國際專業職業培訓，可獲得價值
6.8萬元的摩托艇、水上飛人、滑水等水上運動
培訓，不但有補貼加大賽獎勵，還可直接簽下
月薪從5000到最高80000元的經紀約。

在全球約5000萬華僑華人中，自古以來成
為中國海上貿易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廣東
省，就有2000多萬海外僑胞。華僑文化、僑鄉
文化早已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走出
國門的無數華僑華人，是廣東通往世界的橋樑
，是世界了解廣東的紐帶。”禦金龍集團主席
、廣東省遊艇行業協會執行會長、2016世界華
裔小姐(廣東賽區)組委會名譽主席、總顧問潘垚
坤如是說。繼 2016 世界華裔小姐大賽於今年 3
月在廣州宣布啟動後，作為歷屆大賽“制高點
”的 2016 世界華裔小姐大賽(廣東賽區)將正式
鳴笛啟航。

“搭美麗之台，唱經濟大戲”，迄今已連續
成功舉辦八屆的“世界華裔小姐大賽”，是首
個在中國註冊備案的國際文化賽事。 “世界華
裔小姐大賽不僅是全球華裔女性的舞台，也是
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展示全球化背景
下中國改革發展進程的平台，拉近了中國與世
界的距離，讓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國。 ”中國亞
太資產及產權交易所創新科技成果交易委員會
主任，中國科技創新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廣州
市科技創新協會會長梁健怡在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本屆世界華裔小姐大賽(廣東賽區)將秉承
“智慧、美麗、創新、慈愛、公益、展望全球
”的核心理念，宣揚嶺南佳麗的秀美與智慧，
塑造美麗“新星”形象。通過融合東方獨有的
美麗形象與走向世界的中國品牌，向全球華人
展示中國各行業各領域的創新創業成果。

『智美創新 慧聚全球』 2016世界華裔小姐大賽（廣東賽區）

廣東電視台廣東電視台、、南方電視台南方電視台、、深圳電視台深圳電視台、、中新社中新社、、網易網易、、新浪等在內的新浪等在內的
近近2020家主流媒體應邀到現場進行採編報導家主流媒體應邀到現場進行採編報導（（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參賽選手新聞發佈會展示才藝參賽選手新聞發佈會展示才藝（（圖片來自網路圖片來自網路））

參賽選手合影留念參賽選手合影留念（（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一年一度的墨西哥灣
國際龍舟賽本週末就要在
糖城舉行，今年已是第十
三屆。本屆龍舟賽強手如
雲 ，共有五十多支隊伍
參 加 。 分 為 competitive
組，社區組，公司組等。
去年的社區組冠軍華裔聯
盟 HCA 今年聯合了休斯
頓槍友匯，將派兩支隊伍
參加共計22支隊伍的社區
組比賽。兩隊幾個月來已
經進行了緊鑼密鼓的訓練
，爭取能再次取得佳績，
摘金奪銀。

龍舟節是弘揚中華傳
統文化的節日，也會有很
多表演項目，適合闔家大
小一起前來。

HCA 華裔聯盟歡迎
各媒體的朋友前來觀戰助
威～

比賽時間： 10/8 週
六 8:30- 4:30

比 賽 地 點 ： 糖 城
Brooks Lake (1 Fluor Dan-
iel Drive, Sugarland, TX
77478)

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角聲社區中心和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所舉辦的 「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
」 於上周六上午十點半起，在Crown Plaza 舉行，共有170 多人參加，音樂和演講交融，藉著歌聲唱出人生的希望
，再加上國際知名的腦神經腫瘤研究專家翁維鈞教授的抗癌演講，使得這每年一度的聖誕音樂饗宴，幫助扶持了眾
多癌友及其家屬，在社區中播下了無數愛心和希望的種子。

音樂會由主持人甘幼蘋致詞開始揭開序幕，她說： 今天的聖誕音樂饗宴及餐會是集結大家的愛心，激發勇氣，
燃升抗癌生命的希望。同時我們有分享，有美食，精美禮品摸彩-----,相信這將真愛相隨的音樂饗宴，我們從售
票的快速及愛心贊助，就知道這是神給大家的祝福和力量。

在角聲社區中心主任呂寧華致歡迎詞後，節目正式開始。首先由 「希望之音」 癌友關懷合唱團演唱 「小伯利恆
」， 「愛的真諦」，及 「祂名稱為奇妙」等三首合唱曲。

甘幼蘋介紹：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是由一群抗癌士、家屬和癌症關懷志工所組成，藉著歌聲唱出人生
的希望，讓音樂譜成亮麗生命。帶來醫治、安慰、歡樂、信心、愛心和永生的盼望。該合唱團成立四年來，幫助扶
持眾多癌友和家屬，在社區中播下愛心和希望。每月兩次歡聚練唱，平日關懷，探望重病癌友，也激勵了無數癌友
、家屬和社會人士。

當天的節目還有陸國儀女聲獨唱 「真是奇妙，奇妙的生命」，小組合唱 「有一天」， 「袮的愛不離不棄」，
趙珮的長笛獨奏，女高音馬筱華和男高音黃奕明牧師二重唱 「詩篇23篇」及 「祈禱」，由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
處長夫人邱瓊慧鋼琴伴奏，最後由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演唱 「活出愛」。

當天還由國際知名的腦神經腫瘤研究專家，翁維鈞教授主講 「非凡的生命」，他說： 現代醫療科學可以預測和
治療疾病，但是能夠根治還是人，重要的是人的意志力和信心。

最後由 「希望之音」 共同創辦人，顧問沈廖惠美女士致謝詞，她感謝在我們當中忍受癌症治療的痛，把祝福帶
給抗癌的朋友，盡情陪伴家人---- 靠著上頭來的人陪剛強的人，她並向每一位贊助者，支持者，及給我們溫暖愛
心的人致謝，她更謝謝 HEB 提供今天抽獎的禮物。

當天還供應豐富美食，由Crown Plaza 提供，其間還穿插精采的摸獎。

由角聲和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主辦
「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 上周六盛大舉行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與休士
頓美術館合辦一埸藝術講座，主講
人是休士頓著名的水墨畫家和國際
藝術策展人劉昌漢先生. 這是多年來
首次由華裔社團與休士頓美術館聯
合主辦的活動，公開開放給休士頓
市民. 演講廳可容納近兩百人. 將以
中文，英文雙語配合幻燈片演講. 機
會難得，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劉昌漢1947年出生於上海，後
移居台灣。先後隨胡念祖、劉文煒
、黃君璧等名師學畫。在台灣國立
藝術專科學校求學期間，劉昌漢跟
隨李石樵學油畫，同時跟任博悟學
水墨。1971年劉昌漢赴西班牙留學
七年，在皇家藝術學院精研璧畫.

1978年移居美國芝加哥。現居住在
休士頓。

一批來自台灣國立博物院的精
美文物, 目前正在美術館展出. 這是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首次到休士頓.
傳說中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以幽
雅深邃的內涵，呈現豐厚與多姿的
樣貌，讓大家可以一窺中華文物之
美，也給此地人士帶來讚嘆。經由
休士頓美術館 「帝王品味」華裔社
團聯絡人甘幼蘋女士聯絡洽談. 劉昌
漢因此以此為題，以他多年融合中
西美學的經驗，帶領大家來品味東
西方不同美學的藝術。
演講活動內容:

主講人︰劉昌漢

講題︰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
術美學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heir Revelation
of East- West Aesthetics of Art

主辦單位︰休士頓北一女校友
會與休士頓美術館

地點︰休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 Houston)

American General Conference
Room, The Audrey Jones Beck
Building

5601 Main Street at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05

時間︰1/22/2017 2 PM
詳情請洽 曉林 832-814-8194

劉昌漢美術館開講----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術美學
圖為 「 希望之音」 合唱團在音樂饗宴上演唱的情景。（ 記者秦鴻鈞攝）

會中頒獎給所有表演者及鋼琴伴奏會中頒獎給所有表演者及鋼琴伴奏，，才使音樂會成功完成才使音樂會成功完成。（。（ 左一左一）） 為希為希
望之音共同創辦人望之音共同創辦人// 顧問沈廖惠美女士顧問沈廖惠美女士，（，（ 右二右二）） 為大會主持人甘幼蘋女士為大會主持人甘幼蘋女士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BB55廣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星期五 2016年12月9日 Friday, December 9, 2016



BB66廣 告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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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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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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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12月9日 Friday, December 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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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工商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光鹽社健康講座

SHOP中小企業論壇

• 本論壇將介紹小型企業健康保險計畫(Small Business Health 
Options Program, SHOP)，並將解釋如何申請並加入小型企業
健康保險，小型企業稅務補貼如何運作，如何與保險相關人員
合作，以及各種相關資源分享。

• 主講：
– 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 - 休斯頓區辦事處副區長 Mark Winchester
– Gulf Coast Workforce Board-Workforce Solutions業務經理Susan Dixon
– CMS醫療保險計劃運營部門達拉斯地區辦事處 Michael Coulter

• 地點：恆豐銀行12樓會議室(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036)。 有任何問題請致電713-988-4724光鹽社聯繫。

主辦單位：光鹽社，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恆豐銀行
協辦單位：VNTeam Work, KAAH, 

主題 : 大腸癌的知識以及預防
 

講員 : Huyhn, To Nhu
 

時間 : 12 月 10 日 , 星期六 , 下午 2:00-4:00 點
 

地點 : 光鹽社辦公室 (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隨著飲食習慣的改變，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
地區民眾，大腸直腸癌的發生率急速增加，大腸癌早期並無症狀，但可以藉
由定期接受篩檢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為治癒率很高的癌症。根據統計，早
期的大腸癌如果妥善治療，存活率高達 90％以上。據歐美國家經驗，每一
至二年糞便潛血篩檢約可下降 18％至 33％的大腸癌死亡率。本次講座 MD 

Anderson 的 To Nhu 女士將針對大腸癌的普查及預防為民眾建立腸道保健相
關知識，讓我們從飲食及生活習慣著手，進行腸癌預防，並釐清民眾對腸癌

篩檢之迷思，以期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To Nhu 女士於 University of Texas 獲得醫療保健政策及管理碩士學位。目前於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擔任教育專員。

 
本次講座備有現場中文翻譯，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蟲蟲的危機 & 我的菜生病了 

 

Vegetable’s Clinic  
-Bugs & Diseases  

      

12-10-2016  Saturday        日期: 12月 10日 星期六                           
9:00AM-10:00AM              時間 : 早上 9點-10點 

 
seats are limited  座位名額有限 

class is available at no cost  (免費講座) 
免費報名專線: 713-486-5902 (翁珮珊 Ivy) 

* 只接受電話報名參加*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 Wellness Center-Southwest  

 

( is located at same shopping plaza as Kim Son Restaurant ) 
 地點: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 

( 位於10623百利大道金山飯店同一商場內)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Come Grow With US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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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休城工商

（ 本報記者秦鴻鈞）以「 服務」 取勝
的原日產 LEXUS 車行華人代表 Danny Hou 
侯先生，本月份加入梅賽德斯 -- 賓士車（ 
Mercedes - Benz of Sugar Land ) 糖城店，為該
區的華人介紹汽車史上的「 經典 」 名車 --
--Mercedes - Benz。

提起賓士車，所有的人皆竪起大姆指。
開過的人有一籮筐的心得，沒開過的人對它
充滿了期待與神往。它為何稱為汽車史上的「 
經典 」 之作？它創始於 1886 年，是史上的
第一部車。歷經 130 年，它仍是汽車類的先
軀，無人能出其右，召回率最低，且被「Peter 
Dealer Rater.com 」 評為西南區最高評分，
在 Danny 侯服務的賓士車糖城店，專門為中

國客人大開方便之門，從銷售
（Danny 侯負責 ）到交車，都
是以「 中文 」 服務，中國人
到此購車，應無任何語言問題，
各款名車，任您開，任您挑選。

開 車 行 家 只 要 一 踩 Benz 
車的油門，就為車行的穩定及
機械的緊實而嘆服不已。開過
Benz 車的人，對此車駕駛的經
驗更是無與倫比，給駕駛人最
大的安心，信心，及對車子本
身的信任度。

Benz 車的造型極具份量，
一見即為車中「經典」 之作。
如 Mercedes GLC 性能和工程贏
得了來自電機趨勢的頂級 SUV 
獎；還有很多 2017 新款車，如
2017 Mercedes- Maybach S 650 
Cabriolet  ，全世界僅 300 個模

型，只有 75 輛汽車運往美國，更是愛車的行
家專注，爭取的對象。

       在 Mercedes- Benz 的糖城店，還有很
多賓士車的 優質二手車出售，也都是外觀耀
眼，保養，性能良好的二手車，歡迎喜購二手
車的人士前來試車，選購。

賓士車行糖城店唯一的華人代表 Danny 
Hou 侯 先 生 的 直 播 電 話 是：（281） 207-
1584，Danny 侯 先 生 的 手 機 是（832）361-
9088， 他 的 E- Mail 是：dhou@mbsugarland.
com, 該 糖 城 店 的 地 址：1562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exas 77478（59 號公路
與 6 號交口以北，Town Center 路旁）

東西書記中心新開業，專作年終簿記、每月財務報表
提供最專業的會計服務，前 20 位客戶有特別優惠

 （ 本報記者秦鴻鈞）由 Peggy 女士主持的「 
東西書記中心」 於上月在休士頓成立，專作各種
簿記、財務顧問、專作員工薪水、及專作員工稅
及公司營業稅的書記中心，Peggy 不必天天去你公
司上班，但能把你公司的帳如年終簿記、每月財
務報表，整理得清清楚楚，漂漂亮亮。

Peggy 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多年後，又在著
名台資企業擔任會計，對公司，企業的帳務經驗十
分豐富，現成立「 東西書記中心」 以電腦作業，合
理的收費，且保密負責送件速遞，並專作餐館及各
種生意的報稅簿記。Peggy 女士，做人誠懇，做事
實在，徹底，專業經驗豐富，是您生意之路上的好

幫手，好顧問。
「 東西簿記中心」 上月才剛開幕，為了鼓勵客

戶踴躍前往，前 20 名客戶有特別優惠。
她的辦公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至

下午七點，電話：（832）270-7244，（ 若電話無
人接聽請來信）：peggythebookkeeper@gmail.com ,
「 東西書記中心」的地址：11014 Francoise Blvd., 
Houston ,TX 77042

圖為「 中西書記中心」 的負責人
Peggy 女士。

圖為賓士車糖城店的華人代表 Danny Hou 侯先生攝於該車行
正門口。（ 記者秦鴻鈞攝）

評分最高，召回率最低
華人代表 Danny 侯
現加入賓士車糖城店

「好運健康中心 11 月 25 日慶生會剪影」

11/25 好運中心慶生會，大家替所有十一月份壽星唱生日快樂歌。

“回憶”二部合唱，呂佩琳老師指導，與好運中心廖老闆合照。

舞蹈：“路邊的野花不要采”由雷老師指導。

劉玉梅老師鋼琴伴奏會員閻方云女士唱黃梅調“訪英台”，和劉如雪女士唱“感恩的心”。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星期五 2016年12月9日 Friday, December 9, 2016



BB1010綜合經濟

休城讀圖

美南銀行慶祝聖誕節員工聚餐
本報記者 黃麗珊 報導

總經理 GARY OWENS（左 6）和達拉斯區經理 Hohammed  Younus（左 7 )、加州市場開發負責人 Shafiq  Khan （左 8）
與達拉斯同仁合影

美南銀行客服部經理陳蔚奇 ( 右 5) 與一樓大
廳存款部同仁、糖城分行員工合影

美南银行總經理 GARY OWENS（左起）
與獲得 15 年的傑出員工服務貢獻獎同仁
BETSY REESE  林佩珊、JACK KUO 郭子斌、
CATHERINE LIANG  梁欣、 TINA TING  鄭婷
婷合影

網路銀行同仁等其他部門員工們合影

美南銀行董事會理事們合影
後排：Mr. Ed Malm 夫婦 ( 左一、三 ) 、副董事長謝坤增 ( 左
二 )、董事長李昭寬 ( 左四 )、黃泰生、王秀姿夫婦子右一、
二 ) 前排左起：Michael Hong 夫婦、Sean Hou 夫婦

總經理 GARY OWENS 與獲贈 10 年傑出員
工服務貢獻 Huei-Min Kung 合影

貸款部門同仁們合影

歲末聖誕感恩餐宴主持人，左
起：Ly, Anita 與財務執行長林佩

珊（右）合影

Note and Closing Dept 全體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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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6日收到美國送來的壹份“年終大禮”——美方承諾，將在本

月下旬歸還美國海軍在日本沖繩縣占據的近6萬畝土地。這是1972年以

來美國歸還日本土地“最慷慨”的壹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7日報道說，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國防部長

卡特6日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宣布壹項決議：美國將歸還本國海軍

自二戰以來占據的日本沖繩島約6萬畝土地。這些土地的部分區域長期

用作美軍叢林戰戰術訓練場，其官方名稱為“北部訓練場”。

CNN說，美日將在本月21日和22日進行正式交接，美駐日大使卡羅

琳· 肯尼迪和駐日美軍司令傑瑞· 馬丁內斯將軍將出席相關儀式。

CNN說，美國此舉是1972年以來歸還日本土地最多的壹次。事實上，

圍繞這片土地的相關談判始於上世紀90年代，已持續20年。分析認為

，這充分說明美日兩國戰後防務關系的復雜性，凸顯日本高度依賴美國

保護的事實。卡特的日本之行正是為鞏固美日同盟關系。特朗普當選美

國總統後，日本壹度十分擔憂美國新政府會疏遠這種關系。

不過，即便日本收回土地，美軍仍對這壹區域享有相當程度的使用權

——日本政府同意在該區域建造6個直升機停機坪，鋪設道路，允許美

軍在此繼續訓練。

美聯社說，駐日美軍人數5.2萬，加上其他非軍方工作人員及家屬，

總人數達10萬，僅沖繩駐軍就占據壹半。近年來，沖繩美軍滋擾當地民

眾的事件頻發，雙方矛盾急劇惡化，“將美軍全部趕出沖繩”的呼聲日

益強烈。

特朗普外交政策轉向？

美東時間10月19日，在美國總統大選第三場電視辯論中，特朗普在

回答稅收政策問題時突然轉到外交話題。他表示，像日本、韓國、德國

和沙特等國既然受到美國保護，美國就應該要求它們付錢。他還稱，希

拉裏總是贊揚那些國家是“好盟友”，導致很難向這些國家要錢。

將日本沖繩島6萬畝土地還給日本，是否意味著美國對日本的保護減

弱？日本將在沖繩享受更大自主權？後續美國是否會向日本收錢？這壹

切是否意味著特朗普時期美國外交政策將轉向？我們拭目以待。

歐佩克減產難阻中國繼續儲油歐佩克減產難阻中國繼續儲油
儲量遠不及發達國家儲量遠不及發達國家

綜合報導 近期，歐佩克達成減產協議，著

實令油市“激動”了壹把。

截至12月6日收盤，紐約商品交易所2017

年1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收於每桶50.93

美元，盡管較前壹交易日小幅下挫0.86美元，

但該收盤點位仍比壹周前（11月29日）的45.23

美元大幅上漲12.6%。而2017年2月交貨的倫敦

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收於每桶53.93美元，離55

美元關口相去不遠。

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石油進口國之壹，中

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約為60%，這也意味著，

壹旦國際油價大幅波動，將可能對我國經濟產

生壹定的影響。不過，在2016年9月中國原油

進口量達到歷史次高的情況下，緊接著10月份

進口環比意外大跌12.92%，至2879萬噸，這也

引發市場的擔心：中國自2015年以來進口量持

續增加的策略是否會發生改變？

盡管價格波動，多位專家在接受《每日經

濟新聞》記者采訪時仍分析表示，這並不會影

響中國原油進口的步伐。最近公布的壹期（10

月）中國原油進口量雖然降至1月份以來的年內

最低水平，但這應該與原油庫存增加關聯度更

高，而不壹定是跟近期油價的走勢相壹致。

卓創資訊成品油分析師劉孟凱告訴記者，

現在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減產執行情況依

然備受質疑。即便歐佩克能切實執行減產協議

，即每天減產120萬桶，並由此在壹定程度上推

高原油價格，但總體上依然不會改變中國加大

原油進口的大趨勢。

油價波動非進口決定性因素
從近些年的總體趨勢來看，中國原油進口

量是持續增加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原

油進口量為3.34億噸，同比增長8.8%，較10年

前已增長1倍多。原油大舉進口的背後，是中國

原油對外依存度急劇攀升。2009年，該數據首

次突破國際公認的50%警戒線；2011年，又進

壹步達到55.2%；2015年，在首次突破60%關口

後達60.6%。

今年以來，我國原油進口量繼續提升。目

前已公布的今年前10個月的原油進口量數據顯

示，中國1~10月份進口原油3.12億噸。

記者註意到，今年以來，除 1月進口量

2669萬噸與10月2879萬噸以外，其余8個月的

月進口量均超過3000萬噸。其中，今年9月原

油進口量曾攀升至3306萬噸的高點，約808萬

桶/日，同比增幅18%，為去年12月以來的最高

水平。商務部外貿司副司長支陸遜在近期舉辦

的“第五屆中國國際石油貿易大會”上表示，

中國穩定的進口市場，對平衡全球油氣市場具

有重要作用。

上周，歐佩克8年來首次達成減產協議的消

息，將國際油價推至每桶50美元以上。有機構

分析，後期油價還會攀

升至60美元。由於原油

價格走高會造成進口成

本上升，這是否會對中

國大量進口的策略造成

影響呢？

中國石油大學工商

管理學院副院長郭海濤

對記者表示，原油的價

格並不是中國進口原油

數量的決定性因素。“前些年，高油價的時候

，中國的進口增速依然很快。”郭海濤認為，

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高，從價格上來說，油價

上漲，相應的經濟負擔較以往會稍微增加壹些

。不過，與兩年前相比，50美元甚至更高壹點

，實際上都不算真正的高油價。

再從供給的角度而言，郭海濤表示，即便

歐佩克減產，但全球市場供給仍然是充足的，

中國在進口量上仍有保障，也能夠滿足國內的

需求。劉孟凱表示，即便歐佩克切實履行減產

協議，所減少的部分產量也極有可能會被其他

產油國或者頁巖油等資源補充，不會對中國原

油的進口造成太大影響。

石油儲備建設仍需加強
當然，也有壹些學者認為，高油價會放緩

中國進口原油的腳步。如能源研究機構ECRG

研究和產品開發部主管肖恩· 萊文認為，中國擁

有確保石油供應安全的其他戰略。當前，中國

的石油儲備充足，且對石油的需求有所放緩。

“如果歐佩克減產導致油價大幅攀升，由於庫

存已經與需求相當，中國可能並不希望為此支

付較高的價格。”萊文表示。

不過針對我國石油儲備狀況，多位接受記

者采訪的專家表示，國際上壹些發達國家的石

油儲備量通常在90天以上，而我國還遠不及這

個水平。今年9月，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

2016年年初，我國建成舟山、鎮海、大連、黃

島、獨山子、蘭州、天津及黃島國家石油儲備

洞庫共8個國家石油儲備基地，利用上述儲備庫

及部分社會企業庫容，儲備原油3197萬噸。

該數據上壹次公布要追溯到去年12月，當

時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截至2015年中，

中國利用上述8個儲備庫及部分社會庫容，儲備

原油2610萬噸。這意味著，僅過大約半年時間

，我國石油儲備量就增長了22%以上。

郭海濤表示，石油儲備對石油市場發揮著

定海神針的作用。與國際上壹些發達國家儲備

量相比，中國目前還有壹定差距。所以不管油

價高低，都需要有足夠的大宗商品儲備。由於

目前的油價相對來說仍處於較低水平，所以還

是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建儲備油庫。

此外，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石油市場，不

斷提高應郭海濤表示，在油價波動時期，我國

應加緊推動能源結構優化、加快石油行業市場

化發展，通過不斷提高石油領域企業的競爭力

及運行效率，既提高石油生產能力，又促使企

業以市場為導向加快結構轉型，推動能源結構

調整。

石油需求或持續低速增長
未來中國原油進口走勢如何？

已公布的中國前10個月的原油進口數據中

，與今年9月份的高進口量相比，10月中國原

油進口降至1月份以來的最低水平，相當於至

680萬桶/日的水平。能源機構JBC表示，中國

10月原油進口降至1月以來最低水平，這是原

油庫存增速在連續提高之後開始出現下滑的跡

象，預計未來數月中國的原油庫存增幅將較今

年多數時候的水平有所降低。

不過，在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信息

與市場部副主任研究員祝昉看來，不能僅憑單

月數據變化就下此結論。他表示，原油進口數

量表現會受船期等多個因素的影響。舉例而言

，原本定的10月底到貨，可能由於壹些特殊情

況耽誤，在11月初到，這都會影響單月原油進

口量。此外，前10月的原油表觀消費還是保持

增長的。對於10月進口量下滑的原因，劉孟凱

表示，壹方面“三桶油”加工量下滑，對原油

進口減弱；另外由於國家檢查進口原油使用權

配額使用情況，地方煉廠進口原油減少。

能源研究機構EnergyAspects表示，預計未

來幾個月中國原油進口量回升，這已在油輪跟

蹤數據中有所體現，該數據顯示經水路運往東

方的原油數量激增。

而在需求方面，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

副院長劉朝全表示，未來中國成品油需求將保

持中低速增長，煉油能力持續增加，將拉動中

國石油需求保持增長態勢。未來中國石油需求

將保持2%~3%的低速增長，並在2030年左右達

到峰值。此外，惠譽旗下研究機構BMI也表示

，預計中國原油進口在2017年之前擴張4.1%，

上升至760萬桶/日的平均水平，而今年的數據

為730萬桶/日；此外，國內原油產量的持續下

跌、儲存設施的建設增多以及對汽車燃料需求

的上升，都將提振原油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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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香港上市公司集美

國際娛樂集團主席林英樂被菲律賓

爆料在當地涉嫌貪汙及破壞經濟行

為，被菲總統杜特爾特下令拘捕。

多家菲媒體5日進壹步稱，林英樂

11月29日已登機飛回香港。

菲律賓媒體援引移民局發言人

的話稱，林英樂上月29日登國泰航

班，從菲律賓飛往香港，至今沒有

記錄顯示他已返回菲律賓。菲國電

視臺ABS—CBN網頁刊登當地司法

部向移民局及警方發出的出入境監

視令，稱杜特爾特已發出口頭命令

，指示執法部門實時拘捕林英樂。

菲國警察總監德拉羅在接受當地電

臺采訪時稱：“我呼籲那些知道林

英樂位於哪裏或看到他的聽眾，他

是克拉克自由港芳踏那娛樂場網上

賭場的經營者，是壹名中國人，請

告知離妳最近的警察局”。

對此，香港警方發言人稱不評

論個案。至於林是否已進入香港境

內，發言人表示，基於《個人資

料 (私隱)條例》規定，未得當事人

同意，不會披露其個人資料。《明

報》稱，香港律政司網頁顯示，香港和菲律賓已簽署

移交逃犯協議及刑事司法協助令，但據了解，本港執

法部門尚未收到菲當局就上述案件要求協助。集美國

際娛樂澄清說，有關林英樂的事件乃私人事件，不會

嚴重影響或牽連集團，預期也不會影響集團正常業務

營運或任何其他當前或未來計劃。

菲律賓總統下令逮捕林英樂的消息傳出，全球賭

業界為之震驚。據澳門澳亞網稱，菲律賓認為林英樂

涉嫌賄賂及破壞經濟兩項罪名，其在菲律賓的所有賭

場也同時被下令查封。數據顯示，林英樂除了在克拉

克自由港經營芳踏那娛樂場外，還在北伊羅戈斯省經

營伊羅戈堡賭場。報道提到，克拉克自由港芳踏那娛

樂場及賭場，涉嫌經營壹個“未經許可”的網上賭博

公司，菲律賓移民局懷疑賭博公司非法聘用持旅遊證

件來菲的中國公民，違反居留條件在菲工作。11月24

日，移民局在該公司帶走1316名中國公民，其後證實

有912人的居留是合法的。而所謂“賄賂”則發生在

該事件之後，菲律賓司法部部長亞基雷稱，林英樂在

達義市的香格裏拉大酒店通過助理企圖賄賂他。11月

25日，林英樂的律師否認菲律賓的兩項指控，稱林英

樂在菲國的事業都是合法的，“林先生沒有理由賄賂

任何人”。澳亞網稱，現年55歲、人稱“積哥”的林

英樂，來自廣東偏遠且貧困的地區，18歲離開家鄉前

壹直幫父母耕田種地，生活十分清苦。他的人生轉折

點，是伴隨上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大軍南下香港後開

始的，拼搏30多年後，他壹躍晉身賭業大亨，號稱

“亞洲新壹代賭王”。林英樂購入香港集美遊輪後，

又在菲律賓擁有壹個經濟特區，買下了2.5公裏的海

灘。《明報》稱，林英樂在澳門、菲律賓及澳大利亞

博彩業有30年經驗，也從事房地產發展、酒店及度假

村等業務。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還顯示，林英樂擁有

香港身份證，在港擔任約20家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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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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