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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Richard QiRichard Qi 先生先生

冠軍地產投資公司負責人冠軍地產投資公司負責人
科爾設計建築公司負責人科爾設計建築公司負責人
休士頓東北同鄉會副會長休士頓東北同鄉會副會長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VOA】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他將在下周發表告別

演講﹐回顧他在擔任總統期間取得的成就﹐並為候任

總統川普接任後的國家走向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奧巴馬周一在發給自己的支持者的電郵中說﹐1月

10日他將在家鄉芝加哥對支持者發表演講﹐這是一

個“對這一段奇妙的旅程表達謝意的機會﹔是在過去

八年中大家一起打拼改善美國狀況而值得慶祝的機

會﹔是為我們將走向哪裏提供一些思考的機會﹒”

今年55歲的奧巴馬說﹐“2009年以來﹐我們面對了我

們應該面對的那些挑戰﹐經過這些挑戰我們變得更

加強大﹒其原因是﹐我們從來沒有放棄從我們建國

以來一直指導我們的信仰﹒我們堅信﹐只要我們團

結在一起﹐我們就能夠讓我們的國家變得更美好﹒”

從1796年喬治·華盛頓開始以來,歷任美國總統在離

任之際時都要向全國發表講話﹒ 奧巴馬也將將按

照這個長期形成的慣例發表告別演說﹒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周恩來在重慶周恩來在重慶》》是由王朝柱編劇是由王朝柱編劇﹐﹐董亞春導演董亞春導演3030

集人物傳記類電視劇集人物傳記類電視劇﹒﹒該劇由劉勁該劇由劉勁﹐﹐黃薇黃薇﹐﹐馬曉偉馬曉偉﹐﹐于小慧主于小慧主

演演﹒﹒該劇主要講述了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國共該劇主要講述了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國共

產黨同國民黨進行國共合作產黨同國民黨進行國共合作﹑﹑促蔣抗日的談判促蔣抗日的談判﹐﹐領導南方局領導南方局﹑﹑

國統區和南方各省黨的工作國統區和南方各省黨的工作﹑﹑軍隊工作軍隊工作﹑﹑統戰工作及宣傳文化統戰工作及宣傳文化

教育工作的故事教育工作的故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22時至時至33時首播時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周二至周六凌晨

44時至時至55時重播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周恩來在重慶周恩來在重慶》》人物傳記電視劇人物傳記電視劇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奧巴馬下周在芝加哥發表告別演說

【VOA】美國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的首位大中華區主
管陳葵在上任不到一年後﹐在上星期六宣布辭職﹔她
表示將追尋下一個夢想﹒而大中華區在她的帶領下﹐
也是亞太地區廣告業務增長最快的區域﹒
她在推特上說﹕“我已經順利協助將推特在大中華區
的廣告業務建立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區域﹐是時候去追
尋我的下一個夢想了﹒”她還說﹐大中華區是推特在亞
太增長速度最快的廣告市場之一﹐在過去兩年內﹐大
中華區廣告主達到大約400%的增長率﹒
今年4月推特宣布任命曾在解放軍任職七年的陳葵
擔任大中華區的總管﹒她曾在北京一家名為“冠群金
辰”的軟件公司任總經理﹐而冠群金辰是美國Com-

puterAssociates 公司與有中國公安部背景的金辰安全
成立的合資公司﹒
2005年後﹐陳葵又先後加盟思科﹑微軟﹐分別任中國公
司高級副總裁和華東區總經理﹒她掌管推特大中華
區業務之後﹐很多批評人士曾表達過對內容審查和監
控的憂慮﹒不過推特回應說﹐陳葵的工作重點在中國
開展廣告業務和維護開發者關系﹐並非吸引社交網絡
用戶﹒
目前推特雖然仍被中國封鎖﹐但它的廣告主不但有華
為﹑聯想等中國大公司﹐也包括了中國官方的新華社
和《人民日報》等﹒

推特首位爭議大中華區主管辭職推特首位爭議大中華區主管辭職

美國社交媒體推特美國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Twitter大中華區主管陳葵宣布辭職大中華區主管陳葵宣布辭職﹒﹒

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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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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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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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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美國部分州議會或將立法
嚴加限制難民和移民

在今年前11个月仅仅接受了9家

难民的蒙大拿州，同难民、移民和恐

怖主义相关的十多项法案已经在下个

月新立法会期之前提出。法案包括难

民安置机构必须有保险，用于起诉可

能出现暴力犯罪难民的开支并允许各

市镇要求停止在自己社区的难民定居

活动。

当选总统特朗普曾经宣扬要在

美墨边境建设高墙阻挡非法移民，

递解在美的非法移民并停止对难民

的安置，以加强联邦政府对他们的

审查。

部分保守派议员候选人利用特朗

普的说法并制订自己的竞选纲领。蒙

大拿州众议员辛克（Ryan Zinke）就

多次声称儿童恐怖主义分子可能溜进

美国。

印 第 安 纳 州 参 议 员 德 尔 弗

（Mike Delph）此前已经就非法移民

问题进行了数月的研究。他表示，大

选之后，美国政府的行动会消除各州

的移民问题。

但其它州的议员则不愿等待联

邦政府行动，而是要寻找方式，给

予各市镇在联邦安置过程中的发言

权。

蒙大拿州来自拉瓦里县（Raval-

li County）的众议员巴伦斯（Nancy

Ballance）说，难民接收问题该县的

巨大问题，人们希望看到立法。

该县附近的自由派基地米苏拉市

接受了该州的全部难民，并批准到今

年9月再接受150人，导致周围农村

地区居民紧张。

该州共和党参议员基南（Bob

Keenan）说，如果米苏拉愿意采取软

着陆项目，就让他们去干。但是，其

它地方不愿意将社区服务资金用于他

们的软着陆。

“會說中文收入翻倍”：
中文職業教育東南亞獲熱捧

江苏高职院校—东盟中学校长对话

会8日在江苏无锡举行。会上，已率先

试水“两地校际共建”的江苏多所职校

校长与东南亚各国中学校长和学生代表

就联合办学和各种形式的留学交流进行

了深入探讨。

“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会中文的当地员工收入比不会中文的高

出一倍多。”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国

际教育学院院长李传彬告诉记者，作为

“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职校，早在

2011 年，该校就在西哈努克港经济

特区设立了中国境外园区中的第一个

人才培训中心，“五年来，越来越多的

当地人为了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发展前

景，在培训中心学习中文和中国的职

业技术。”

2008年正式奠基的西哈努克港经

济特区，经过8年多的建设，已成为在

柬建设最大、就业人口最多的经济特

区，成为中柬两国合作的样板工程。

“由于发展迅猛，特区对中柬两国

的人才需求都极为迫切，特别是当地员

工的中文和职业培训，成为特区发展的

痛点。”李传彬说，基于这样的需求，

今年9月该校与西岗特区有限公司签

约，在已有培训中心的基础上，共建

以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为

目标的西哈努克大学，“这将是一所四

年制本科大学。”

?作为中缅职教留学生合作项目的

中方学校之一，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从2015年开始接收缅甸留学生，该院

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杨丽表示，在经过

一年多的“试水”后，“今年7月底，

报名到我校留学的学生人数已增至200

人。这让我们有信心继续扩大留学合作

项目，甚至于考虑境外办学。”

据杨丽介绍，商科、化工和机械管

理等科目成为东南亚留学生的首选，

“当然，优质的中文教育也是学生关注

的重点，学好中文可以有更多的职业选

择。”

23岁的印度尼西亚学生洪晶晶，

从去年起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中文，她坦言，“在中国的学习为我打

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同学和老师对我们

都很热情。现在，中国和印尼的商业往

来很频繁，希望毕业后，能够成为一名

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

資深移民律師解讀I-601A 擴大豁免規則

I-601A临时豁免扩大规则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在联邦公报公

布，给那些无法在美国调整身份

的人-若选择走领事程序、会受到

三年或十年不得再入境惩罚（3/

10 year bar）-带来希望。

2013年 I-601A扩大豁免最终

规则将于2016年8月29日生效，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此项目

的监管部门）宣布，新的表格将

于同日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

局网站 uscis.gov/i-601a 刊登。所

以申请人应在 2016 年 8 月 29 日

之后，才能按新的扩大规则递交

申请。

从那日起，移民签证申请已

获批，并向国务院交付移民签证

手续费或已被抽签移民抽中的申

请人可以开始递交I-601A的申请

文件。

2013年I-601A法令的立意

2013 年扩大 I-601A 豁免法

令，旨在允许在美国非法居留超

过180天（3年禁令）或一年（10

年禁令）的非法移民提前申请豁

免，如果他们离开美国、其美国

公民身份的父母或配偶（直系亲

属）生活将遭受极端困难的话。

虽然申请人仍需离境回母国的美

国领事馆进行领事作业程序，但

因豁免在申请人离去前已裁定，

所以他/她不用接受三年或十年不

得再入境的惩罚，移民签证面谈

将会成功。

在此之前，这类申请人在离

开美国、回母国准备面谈，只有

当移民签证被拒后，才得以递交

I-601豁免申请。在提交豁免申请

后，申请人需在美国境外等待，

且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出结果。

新规通过的重大意义

根据目前签证配额的限制，

预计10年期间内可授予签证的申

请人为十万人，这个扩大规则极

为重要，因为它给予那些在黑暗

隧道里看不到光明，并被律师和

非律师诱惑而采取不必要移民风

险的无证移民带来一束光明。

经常这些申请人现在“接受

的移民路”赢的几率很低，同时

还可能将他们置于比先前还差的

法律境况和经济条件。

此外，过去I-601A豁免计划

提供的正面结果是令人吃惊的。

从2013到 2015会计年度共有66,

290个申请案得到批准，26,745个

案件被拒（成功率为71.25%），

单以2015会计年度而言，34,310

个案件得到批准，13,069个案件

被拒（成功率为72.4%）。下面

从法律角度，具体谈及I-601A豁

免计划细则内容。

1.扩大申请人的资格类别以

及家人身份状态

新规则的重要性在于给“每

个人”而不仅是美国公民的直系

亲属带来希望。只要符合其中一

种类型的条件，同样可以成功地

赢得移民签证。这些类别包括：

所有的亲属移民案件、职业移民

案件和多元化（抽签移民）案

件。

举例来说，偷渡入境的人

士，如果被公司或其它组织担

保 ， 也 许 可 以 通 过 I-601A 来

豁免非法居留，完成职业移民案

件。

新规则不止扩大申请人的资

格类别，而且还扩大了符合资格

的家人身份界定。以往是局限在

美国公民身份的父母或配偶，现

在扩大到持绿卡身份的配偶或

父母。如果他们的生活将遭受极

端困难，申请人也可提交临时

豁免。

例1：约瑟夫于2005年非法

入境、进入美国，一直从事厨师

工作。他的现任雇主于2011年透

过劳工纸担保他，在2012年得到

批准，他在2013年提交 I-140外

籍员工申请。2015年，约瑟夫的

父母透过约瑟夫的姐姐（美国公

民）申请移民来美，成为美国的

永久居民。

在 I-601A 扩大规则出台之

前，约瑟夫想完成他的职业移民

案件，必须离开美国、进行I-601

的程序。在扩大规则出台后，基

于他持绿卡的父母生活将遭受极

端困难，他可以在美国境内就递

交I-601A豁免申请。一旦豁免申

请获批，他不用接受十年不得再

入境的惩罚，回母国的美国领事

馆进行正常的移民签证面谈即

可。

2.家属能够陪同主申请人受

益

虽然规则中对家属的操作程

序不是很明确，但如果他们“陪

同或跟随（accompany or follow

to join）”主申请人，可包括在

I-601A的福利中。这一点是非常

明确的。

一份新的I-601A申请表格将

于近期出台，说明这个程序。新

的表格将问及衍生的配偶或子

女，规则指出这些当事人必须提

供—他们是批准移民签证主要申

请人的衍生受益人——资格证

据，或抽签移民签证计划的衍生

受益人的证据。

例2：玛丽于2003年没有经

过边境检查、进入美国。她的哥

哥在2004年成为美国公民，并以

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F-4类别为

她申请身份。他们的父母（玛丽

哥哥的直系亲属）于2005年进入

美国，成为永久居民。即刻为玛

丽递交申请，但该申请因玛丽在

2007年结婚，而绿卡持有人只能

为成年未婚子女提交申请，而自

动作废。

如今，玛丽的哥哥为她递交

的家属移民I-130排期已到，虽然

玛丽的丈夫也是无证移民，但在

扩大规则之下，玛丽现在可以基

于她父母的极端困难，递交

I-601A豁免申请，同时她的丈夫

也可以提交这类申请。如果豁免

申请都得到批准，那么玛丽和她

的丈夫可在母国的美国大使馆或

领事馆完成她的F-4案件面谈。

3.对接到最终命令人给予解

救的途径

虽然新规则没有扩大目前

I-601A不合资格的理由，只豁免

了“在美国非法居留”一项。而

对那些犯有不合资格的罪行、诈

骗、虚假陈述等人士，仍不能享

受此项福利。

但是不管怎么说，新规则为

那些有最终不得再入境令、驱逐

令，或移送出境令的人，给予解

救的途径。

1）对有最终命令的人士，

美国国安局（DHS）已经明确表

示，因只为申请I-601A豁免，将

无法让他们把案件重新打开。但

新规则允许有最终命令的人，递

交I-212表格-即允许有驱逐出境

令或移送出境令的人申请重新入

境；如果获得批准，可以再递交

I-601A的豁免文件。如果 I-601A

豁免也被批准，难申请人很可能

在海外会有个成功的移民签证面

谈。

2）对案件仍在移民法庭审

理的人，允许向法院申请把案件

行政关闭，并递交I-601A豁免的

申请，这个程序仍将继续在新规

则中使用。

3）对在递交 I-601A之前或

I-212审理期间，他们的最终命令

被美国国安局重新恢复的人则没

有资格现在递交此类申请；而如

果已被移送出境，或之前有非法

居留过，但又非法入境，如果确认

他们受到INA 212（a）（9）（C）

永久不得入境惩罚法条的人，他

们I-601A的豁免可自动被撤销。

这可以透过第一个举例得到

最好的说明，约瑟夫是职业移民

类别的申请人，在他非法工作期

间，于 2013 年被移民执法局逮

捕，于2015年被一位移民法官判

移送出境令，他没有上诉。现

在，他有资格在美国递交I-212重

新入境的申请文件，经批准后，

再递交I-601A豁免文件，如果两

份都被批准，他先前的移送出境

令和在美非法居留的问题，不会

在领事馆面谈时对他不利。

其它相关改变

其它与2013年规则的相关改

变包括：1）美国国安局删除其

先前坚持的要求 – 倘若移民局

“有理由相信”申请人可能会在

签证面谈时，因其它不符资格的

理由，会遭领事馆拒绝，可以拒

绝I-601A豁免案件；2）国安局并

删除申请人不能在2013年 1月 3

日之前安排移民签证面谈的需求。

删除这些要求的原因是：许

多批评家认为规定不公平，指出

“有理由相信”过于主观，而且

美国移民局常太严格，只因怀疑

就拒绝申请案，而不是以适当的

法律来裁定判决。

美国国安局在最终规则同意

删除这个标准，因为最终决定通

常是由务院在面谈时决定及海关

和边境保护局在入境关口的决

定，任何由美国移民局对其它不

得入境的评估只会导致申请人产

生更多的困惑。

综上所述，新的I-601A扩大

豁免规则是奥巴马总统对人在美

国的无证移民提供的解决方案，

成功横跨连接希望以人道主义来

解决美国移民制度以及认为存在

行政越权的人士认知，希望能继

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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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新聞

（本報訊）美國德克薩斯州2日發生一
起中毒事件，造成4名兒童身亡，另有6人
住院搶救，目前尚未脫離生命危險。

據此間媒體報導，中毒事件發生在德
克薩斯州阿馬裏洛市的一所民宅。消防人
員2日凌晨接到報警後趕到事發現場，最初
以為是一氧化碳中毒，但實際上可能是有
人用水沖刷房間內噴灑的殺蟲劑時，殺蟲

劑遇水後產生磷化氫所致。目前，詳細死
因尚未公佈。

報導說，4名兒童可能是因吸入有毒氣
體磷化氫而不治身亡。磷化氫可造成呼吸
衰竭，嚴重時可導致肺水腫。

最早到達事發現場實施救援的10名警
察、消防及醫務人員已被要求留院觀察，
但他們尚未出現相關癥狀。

（本報訊）由Atlas Van Lines每年所做的移民流動趨
勢分析報告顯示，2016年，德州的外來人口遷入速度開始
出現緩慢，遷入的人口和遷出的人口比例基本持平。
在過去的一年內，德州 Atlas 移民家庭遷入的比例為
53.5%，該公司記錄的家庭遷出數量為5571，遷入狀況為
6402，基本持平。

盡管流入的移民數量稍微多於流出的數量，但這是德
州首次出現的移民遷入比例低於55%，這個數字也是該公

司用來決定德州的移民遷入和遷出的數量的比例。
在去年的十二月份，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字顯示

德州在2015年七月到2016年七月的人口遷入數量高
於遷出的數量，但德州的人口增長率從往年的2%下
降至1.58%，在全美各州的人口增長率排名為第十名
。

Atlas公司將移民遷入率低於55%的州稱之為“平
衡”的移民趨勢。一些州包括Alabama, Maine, North
Dakota 和Rhode Island 在2016年都是從移民遷入
州轉化為人口遷徙平衡州。

整體而言，Atlas公司在2016年對75,437美國加
拿大內陸地區進行的一系列分析後得出的結論。
2016年，人口遷入做多的州分別為
- Idaho
- Oregon
- North Carolina
- Tennessee
- Alaska
- Washington
- Michigan
- Washington, D.C.
- Florida
- New Hampshire
2016年，人口遷出最多的州分別為
- Wyoming

- Nebraska
- Illinois
- Delaware
- Louisiana
- Connecticut
- New York
- West Virginia
- Indiana
- South Dakota

進出持平 2016年德州的外來人口遷入速度趨緩

德州德州44名兒童中毒身亡名兒童中毒身亡
另有另有66人住院搶救人住院搶救

全美21州明年將提高最低工資
（本報訊）2017年，最低工資最高的州將是馬薩諸塞

州，為11美元(每小時)，將比今年增加1美元，華盛頓州
也將在2016年9.47美元的標準上再進行提高，而其他最
低工資較高的州還有：亞利桑那州(10美元)、加利福尼亞
州(10美元)，康涅迪克州(10.1美元)、俄勒岡州(7月漲至
10.25美元)和佛蒙特州($ 10美元)。此外，馬裏蘭州也將
在7月上調最低工資為9.25美元。

其中，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緬因州和華盛頓州
在十一月選舉中就已上調了最低工資，而基於生活成本的
增加或政治因素，其他州也會陸續採取加薪措施。

據悉，在21個州中，有19個州的加薪預計將在明年
年初生效，2個州將在明年7月1日生效。

自2009年以來，聯邦最低工資一直維持在7.25美元
，但各州和地區需要提高最低工資的呼聲越來越大。在21
個州中，大部分最低工資都在遵循聯邦的7.25美元，有的
甚至更低。

地方政府也有權設定
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據
CNN報導，華盛頓州錫
塔克(SeaTac )的最低工資
為15.35美元，西雅圖則
為15美元。

2017 年，加州一些
城市將會提高最低工資，
如沙加緬度將為10.50美
元，山景城 (Mountain-
view)和森尼維爾(Sunny-
vale)將為13美元。

根據地區和雇主的規
模，紐約州也將在新年前夕將最低工資提高到9.70美元至
10.50美元之間。

不過，當選總統川普提名的勞工部長、快餐公司首席

執行官普斯德(Andrew Puzder)長期以來一直是提高最低工
資運動的批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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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
黎，當地出
現霧霾天氣
，埃菲爾鐵
塔開啟隱身
模式。

水城威尼斯罕見嚴重缺水
貢多拉船擱淺陷淤泥

意大利威尼斯，由於罕見
“低潮”，“水城”威尼斯的海
平面降至低點。不少河道河床暴
露，導致主要交通工具貢多拉船
陷在淤泥中。

墨西哥北部發生壹起交通事故造成11人死亡

這是12月29日在墨西哥奇瓦瓦州拍攝的交通事故現場。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29日清晨發生壹起大
巴車與貨車相撞事故，造成11人死亡、9人受傷。

法國巴黎遇霧霾天法國巴黎遇霧霾天
埃菲爾鐵塔開啟隱身模式埃菲爾鐵塔開啟隱身模式

日本機場廁所現貼心服務
配備“手機衛生紙”

日本成田機場廁所裏的手機清潔紙。日本壹電信公
司推出壹款專門清潔手機屏幕的清潔紙。讓人們在上廁
所之余給自己的手機做個“潔面”服務。

東海商品交易中心深耕農產品
真正吹響服務“三農”號角

從第壹個產品掛牌交易，到第四個
產品掛牌，掛牌產品的交易金額就已突
破500億元……作為浙江省首家定位產
業電商的現貨交易平臺，東海商品交易
中心上線不到半年，卻已交出了壹份令
人矚目目的“成績單”。

“1年立框架，2年打基礎，3年見
成效，5年有大的發展”，東海商品交
易中心董事長葉偉勇經常用這句話概況
東海的發展步伐，而在未來5年，該中
心的掛牌商品將達到50個，年交易額將
突破萬億元。

創新交易平臺模式
實實在在服務“三農”
說到東海商品交易中心，可以知道

的是，2016年7月28日才正式上線的東
海商品交易中心，是交易平臺的壹支
“新軍”。

雖說“新軍”，而其成立的背景亦
帶著“發展產業電商、服務實體經濟”

的使命。東海商品交易中心是經浙江省
政府批準設立，由中國供銷集團、浙江
省興合集團、中國茶葉拍賣交易服務有
限公司等共同出資組建，是浙江省首家
定位產業電商的現貨交易平臺。

其實，東海商品交易中心還是供銷
社打造“網上供銷社”重要平臺之壹。

“我來給東海當個推銷員。”在此
前召開的浙江供銷社系統產業電商推進
會上，浙江省供銷社副主任沈亞平自稱
“推銷員”，向該省各縣市的百來位供
銷社主任推介起東海商品交易中心來，
期冀加快浙江產業電商平臺建設步伐，
提升為農服務能力。

緣何平臺定位涉農商品交易？在
東海商品交易中心董事長葉偉勇看
來，這有著時代的必然性，也有農產
品行業的痛點所在。“農產品產銷信
息的不對稱，常帶來量價關系的不平
衡，不能以銷定產；農產品急需向訂單
式、電商化轉變流通渠道；農產品加工

企業在擔負資金壓力的同時還面臨著信
用風險……”

而東海商品交易中心的“出世”，
就有著解決行業痛點的使命。

葉偉勇說，東海商品交易中心要搭
建壹個“交易價格作為生產風向標、增
強農業企業的融資造血能力、提高交易
信用安全度”的產業電商生態系統。

2016年4月，東海商品交易中心推
出了現貨(約期)交易模式試運行。買賣
雙方同時參與、同時報價，買賣雙方信
息透明、報價充分，產生的價格指導農
產品的以銷定產，實現訂單農業。同
時，東海商品交易中心依托銀行搭建的
第三方貨款收付系統可為交易參與者的
資金安全保駕護航。

令人欣喜的是，這樣的平臺和模式
已得社會的認可。2016年12月16日，
隨著“哐”的壹聲鑼響，新疆紅棗正式
在東海商品交易中心掛牌交易。這是東
海商品交易中心上線以來掛牌交易的第
四個產品，此前掛牌交易的安化黑茶、
山羊絨、香菇成交金額已破500億元，
平臺效應正逐漸顯現。

此外，為幫助農業企業更好融資，
東海商品交易中心配套設立了興合小貸
公司和興合金服公司，旨在打通融資及
在線金服，並聯合金融機構打造多層次
商品融資平臺。“此前交易中心與某山
羊絨企業簽約4000萬質押融資協議並已
部分成功放款，這筆貸款有效緩解了合
作企業的資金壓力。”該中心常務副總

經理孔德錢說。

造平臺公信力
鑄行業“清流”品牌
中國的大宗商品現貨交易市場曾

經歷了壹次由快速發展到理性發展的
時期。

公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大宗商品
現貨交易市場交易品種包括農副產品、
大宗工業原料、石化產品等100多個品
種。但快速發展也讓大宗商品現貨交易
市場滋生紊亂，整個行業良秀不齊，有
的甚至違法違規，嚴重擾亂市場正常
秩序。這讓葉偉勇愈發深刻地感受到
了肩上的使命與擔當，而在其領導下
的東海商品交易中心，立誌做壹股行
業“清流”。

“我們的宗旨是‘發展產業電商，
服務實體經濟’，要在當前參差不齊的
交易市場中做壹股清流，在創新發展的
道路上堅持正確方向，搭建產業客戶的
交易與融資平臺，並配套倉儲、物流、
保險等增值服務，穩打穩紮地與業界共
建平臺。”葉偉勇不止壹次地強調這壹
定位和使命。

於細微處見真知。據悉，東海商品
交易中心雖身為浙江省政府批準成立的
交易平臺，但仍堅持通過市場化的運作
不斷增強平臺的公信力。

“產業電商面向的是產業客戶的大
宗貿易，他們對於產品價格的波動更敏
感，對品質的要求也更嚴苛。”東海商

品交易中心交收管理部總監王維慶說，
品質是價格的基礎，而品質的評定需要
標準來支撐。

因此，交易中心在選定掛牌產品時
首先考察其是否具有國家或者行業認可
的質量標準，並相應引入權威的第三方
機構進行檢測背書。同時，東海商品交
易中心還聯合幾十家國內領先的倉儲物
流企業共同設立開放的公共交收倉庫，
凡是符合交收標準的品牌產品均可入庫
參與交收。

流動性是交易市場在運行初期普遍
面對的問題。為了解決該問題，交易中
心積極出臺優惠政策，引導產業客戶參
與。在寒冬來臨前，東海商品交易中心
推出的山羊絨成衣交收贏得了市場的矚
目。

壹步壹腳印。在規範合理的操作
中，東海商品交易中心的成績也漸漸被
市場所認可。目前，與東海商品交易中
心簽約的產業電商服務機構已達70余家，
市場服務網絡遍布全國20余個省份。

憧景未來，葉偉勇信心滿滿，“投
資機構已經嗅到了奶酪的味道，向我們
拋出了橄欖枝。未來東海商品交易中心
將立足浙江，大力推進各業務領域的務
實合作，依靠業界的共建共享最終服務
全國。未來5年，我們的掛牌商品將達
到50個，涵蓋農林牧漁、農用物資、塑
料化工、金屬礦產四大品類，年交易額
將突破萬億元，融資規模和商品交收額
雙雙達到100億元！”

港媒：中國嚴打資本外流 或涉新加坡賭場
綜合報導 出於對大筆資金可能違反中國嚴格

的資本控制通過賭場從中國流到新加坡的擔憂，北
京嚴打資本外流的工作可能將波及到新加坡。

據報道，就在全球都在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
性，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正在奮力對抗數十億的資
本流失之時，中國銀聯可能在新加坡賭場被濫用，
導致大量資金外逃。

報道稱，這些擔憂主要是集中在壹家賭場的

“名勝娛樂”票券項目，這個項目能夠讓持有銀
聯銀行卡的人買到賭博籌碼——中國人民銀行的
高級官員對本報記者說，這種購買屬於非法行
為。他說：“有中國銀聯標識的銀行卡肯定不能
在賭場使用。”

中國人民銀行負責監管中國銀聯的運營。
報道稱，不清楚這個票券項目能夠帶來多少收

益，但根據宣傳材料顯示，該項目是海灣金沙酒店

2015年2月開始運營的。
宣傳材料上寫著：“該項目旨在讓使用中國銀

聯、威士和萬事達卡信用卡或借記卡的會員能夠購
買名勝娛樂票券，並且把票券作為購買賭博籌碼的
支付方式之壹。”

海灣金沙酒店為該項目辯護，稱符合中國銀聯
卡的使用條款。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全球宣傳和企業事務

部副部長羅恩·裏斯說：“海灣金沙的名勝娛
樂票券項目旨在為客人提供更多的便利性，
方便他們購買眾多商品和服務。我們對於成
為銀聯網絡的壹部分很滿意，銀聯讓中國顧
客能夠在世界許多國家的多個地點購買商品
和服務。海灣金沙的名勝娛樂票券項目符合
中國銀聯卡的使用條款。我們期待繼續提供
這種便利服務。”



A large par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ould be 
shrouded in thick fog from Tuesday to Wednesday, the 
national observatory said. Other provinces including 
Henan, Shandong, Anhui and Jiangsu would also be 
affected.
Airports in those regions are bracing to suspend flights 
and highways might also be closed.
The observatory warned drivers in affected regions to 
slow down and airports, highways and ports to take 
necessary safety measures.
Heavy smog back to choke northern China over 
three-day New Year holidayThe red alert for fog is 
being issued as Beijing and other surrounding regions 
continue to reel from severe smog, with air quality 
index going off the charts in some areas on Sunday.
An orange alert for smog is still in effect in norther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Hundreds of flights in those 
regions were suspended on Sunday. (Courtesy www.
scmp.com/news/china)
Related

What Exactly Is Causing China’s Toxic 
Smog?

As thick, choking, toxic smog continues to envelop 
large parts of China, long-suffering Chinese residents 
have raised the question of what exactly is causing the 
terrible air pollution.
Have the country’s eco-friendly wind farms slowed air 
circulation, making it harder for smog to disperse, and 
has switching to natural gas contributed more harmful 
particles to the air than the use of coal?
These are the burning questions that Chinese social 
media users have raised over the past few days  as 
residents across northern China endure the smog that 
is laying siege to a seventh of the country.

An orange alert is the second-highest level on 
a four-tier warning system. Heavily polluting 
vehicles and trucks carrying construction waste 
are banned from roads and some manufacturing 
firms have cut production.
Kindergartens,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in 
Zhengzhou, the provincial capital, were to be 
closed today. Similar measures were taken in 
Xian, the ca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vealed on Sunday that some businesses had 
broken rules about cutting production during 
smog alerts.
People complained about the severe pollution on 
social media. “Taking a fresh breath of smog, it 
has a familiar smell,” one user said on China’s 
version of Twitter, Weibo.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 closely related to 
our daily life will not be solved by the ina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other Weibo 
user wrote.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Related

China’s Airports Brace For Disruption
As Red Alert Raised For Severe Fog

Flights may be affected, highways closed as Beijing, 
Tianjin, Hebei and other regions to be shrouded in 
thick fog with visibility falling below 50 metres
Travellers to northern and eastern China are set to 
face massive disruptions in air and road traffic as the 
country on Tuesday issued a red alert for severe fog.
The red alert – the highest level in China’s three-tier 
system of yellow, orange and red warnings for fog – 
means visibility may fall below 50 metres within two 
hours.

Choking smog continued to blanket a vast area of the 
mainland, disrupting schools and traffic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new year.
Nin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ncluding the area comprising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s well as Shan¬dong, Sha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were engulfed by heavy air pollution.
After pollution made Beijing’s air quality index 
(AQI) fly off the chart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residents got to breathe less toxic air for only a few 
hours before conditions got worse again on Monday 
nigh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gency.
Beijing recorded an AQI close to or above 500, the top 
of the scale, on Sunday. Cold air helped disperse the 
smog on Monday morning, but the effect was short 
lived.
The capital raised its orange alert for air pollution on 
December 30 and has extended it until Wednesday. 

Some critics 
believe the 
government’s 
measures taken 
to counter air 
pollution have 
instead worsened 
its problems, but 
scientists say this 
is not the case.
The burning of 
coal is the biggest 
factor contributing to northern China’s smoggy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Chai Fahe, a 
researcher with the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peaking at a press meeting organised b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Tuesday, Chai said 
emissions from burning coal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 the most developed regions in northern China 
– were five times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situation would worsen in winter, as many urban 
communities and rural families in those regions also 
relied on coal for heating, he said.
To reduce the country’s reliance on coal-fired power 
plants, the government set up large-scale wind farms.
Most of the wind turbines are located in grasslands in 
Hebei and Inner Mongolia to the north of Beijing, and 
sit across a major stream of cold air from Siberia.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near-surface wind speeds 
in Beijing had declined significantly, from 3.7 metres 
per second in the 1970s to just 3 metres per second 
presently.
Xu Dexiang, a researcher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s, said wind farms could 
indeed affect the movement of ground air, according to 
studies conducted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included research on particle matter less than 2.5 
micrometers in size as well as PM10 particles, whereas 
the new report focuses mainly on PM10. 
Studies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air pollution on 
health have been hampered by a lack of direct evidence, 
the paper said. The amount of particle matter less than 
2.5 micrometers in size was unclear between 2007 and 
2010 due to lack of monitoring data, said Wang Wuyi,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s 
health and environment committee. He added that 
China will be able to obtain comprehensive data on the 
PM2.5 particles across the country in 2016. 
However, reports have shown fine particles less than 
2.5 micrometer have become the fourth largest danger 
to public health, while the lung cancer mortality rate 
between 2004 and 2005 was 464.8%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1973 and 1975. Meanwhile, the recent report 
suggests that China can prevent an annual 200,000 
premature deaths caused by air pollution if it reduced 
the amount of PM10 fine particles in cities to 40 ug/
m3.
Related

China Reveals Multi-Pronged Air Pollution 
Battle Plan

China has vowed to use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tackle the country's air pollution,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action plan recently unveiled.
China aims to cut its total coal consumption to below 
65 percent of its total primary energy use by 2017, 
part of the country's efforts to accelerate adjusting 
its energy structure and increase clean energy supply, 
says the plan, the full text of which is publicized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fficial website.
New projects set to be constructed in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and both the Yangtze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s will be banned from 
setting up their own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t says.

By 2017, the total capacity of China's nuclear power 
reactors in operation will reach 50 million kilowatts, 
and the share of non-fossil fuel energy will be raised to 
13 percent in overall primary energy use, it adds.
Under the plan, the country is also eyeing a roughly 
20-percent cut in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industrial value added by 2017, compared to 2012. 
(Courtesy Xinhua)

In a recent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Lancet, Chinese 
experts claim that air pollution causes at least 
350,000 premature deaths in China every year, reports 
Guangzhou's 21st Century Business Review.
The article entitled, “China Tackles the Health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Lancet, the 
world's most authoritative medical journal, on Dec. 14 
last year, and was written by experts such as former 
health minister of China, Chen Zhu, and Wang Jinnan,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Institute and 
the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ased on two previous reports made by the World 
Bank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air pollution causes 350,000 to 500,000 
premature deaths on the mainland a year. The new 
figures a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a previous articl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 published in the 
Lancet in Dec. 13, 2012. 
The 2012 article, based on research from 488 
researchers at 303 institutes across 50 countries, 
suggested that air pollution with PM2.5 particles in 
2010 caused 1.2 million deaths and a loss of 25 million 
healthy years of life from the population. PM2.5 are 
airborne particles measuring less than 2.5 microns in 
diameter, which can pose health risks.

The previous report did not overestimate the number 
of deaths caused by air pollution, said Dr Yang 
Gonghua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report's authors. He said that it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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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lers to northern and eastern China face massive 
disruptions in air and road traffic as red alert for severe 

fog i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apocalyptic scene along Beijing’s 5th Ring Road 
during morning rush hour on Monday. Photo: Reuters

A cyclist rides along a street in 
Liaocheng, Shandong province, on 

Tuesday. Photo: Reuters

Thick Smog Covers Beijing, December 2013. (CNS Photo) 

A woman wearing a mask walks along a bridge in Tianjin 
on Monday. Photo: Reuters

The pollution disrupted traffic over the three-day New 
Year’s holiday. The toll station near the capital on the 
Beijing-Hong Kong-Macau expressway reported numerous 
stationary vehicles, making the highway around the station 
look like a car park. Several highways in Henan were closed 
due to low visibility, which had dropped down to as ¬little 
as 50 metres in some parts of the province.

People Walking Streets Of Beijing

Passengers walk at the Hefei Railway Station in fog-bound Hefei, 
Anhui province, on Tuesday. (Photo: Xinhua)

China’s Smog Knocks Two Years Off Life Expectancy: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Nin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Regions Still Plagued By Choking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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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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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五晚間7時30分，邀
請兩大族裔嘉賓宣傳即將到來的活動，包括 「休士頓克里奧傳
統節」 (Houston Creole Heritage Festival)及 「第68屆印度共
和黨日」 (India's 68th Republic Day)兩大節慶，豐富休士頓移
民生活，增加多元文化色彩。

多元對談自6月中旬播出後，獲得社區熱烈好評，該節目
內容包羅萬象，以移民角度為出發點，每集探討不同性質主題，包
括大選、時事、社區議題及經濟發展等，定期邀請不同專家學者分
享經驗，也會組成兩派不同聲音作辯論，並讓觀眾現場面對面參與
，更添現場感。

上周五邀請休士頓克里奧傳統節與第68屆印度共和黨日的主辦
單位來宣傳活動，休士頓克里奧傳統節將於2月25日上午9時至晚
間9時在市中心的發現綠地公園舉辦，克里奧主要是路易斯安那州
法國移民的後裔，結合紐澳良狂歡節(Mardi Gras)，將聯合舉辦慶

祝會和遊行。活動上除有一系列的歌舞、音樂表演，還有食物與遊
戲展攤，屆時將會精彩可期。

第68屆印度共和黨日則將在1月21日下午1時至8時在史坦福
(Stafford Center)舉辦，一起歡慶印度與全球文化，並有豐富的展覽
與比賽拿獎品，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到場同歡。

多元對談(Diversity Talk)播出時間為每周五晚間7時30分至8
時30分在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頻道直播，每周一下午1時至2
時重播。錯過這周播出的觀眾，下周請準時收看，可了解更多新聞
時事和社區要聞。

多元對談兩大節慶宣傳
豐富移民生活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前年第一屆舉辦就頗獲好評，讓
休士頓市民驚艷，來自中國四川自貢第二屆冬季夢幻彩燈嘉年華
(Magical Winter Lights)於去年11月18日在Gulf Greyhound Park
盛大展出，這次60%的美麗燈飾都是全新設計，搭配雜技團、多元
文化演出與更多豐富美食遊戲攤位，七彩絢爛的燈光3D藝術展，
再次造成轟動；燈展將展至1月8 日，在這周日落幕，還沒一睹奇
幻絢麗燈光展的民眾，動作可要加快。

該四川自貢冬季夢幻彩燈展為全美規模最大，由People Gen-
eration公司主辦，負責人成于思希望讓休士頓市民欣賞家鄉獨具特
色的燈展，今年彩燈展倡導東西合壁，結合休士頓多元化族裔特色
，除了原有的奇幻、歐洲、非洲、亞洲、大洋洲、美洲及原始恐龍
部落等主題外，主辦團隊用去年的經驗，今年燈展將更漂亮、新奇
，多增加互動性，讓遊客有全新體驗。

這次的看展亮點新增許多互動項目，包括 「鯨魚燈飾步道」 ，
遊客在經過燈飾步道時，地面的互動投影技術會呈現波紋狀，遊客彷彿置
身在海底隧道； 「歐洲風情」 遊客可坐進熱汽球燈飾拍照； 「恐龍樂園」
老少咸宜，深受小孩子喜愛； 「共同家園」 裡遊客可腳踏自行車燈飾讓燈
泡發亮，進而點亮美國版塊。除了觀燈，現場也邀請川劇變臉、倒立飛磚
、高車踢碗、舞獅、群車開屏和抖空竹等特技演出，都是來自四川自貢專

業雜技團，保證讓現場民眾眼睛為之一亮。另外，剪紙、書法、刻章和微
刻都是觀展焦點。

有興趣的民眾，平常日與非假日13歲以上成人票20元、4至12歲兒
童與65歲以上長者13元，周末及假日票價多加兩元，建議民眾可到官網
購票，詳細購票和活動情形，請洽http://www.magicalwinterlights.com/
。

主持人主持人Sangeeta Dua(Sangeeta Dua(左二左二))與克里奧節慶來訪嘉賓與克里奧節慶來訪嘉賓。。((記記
者黃相慈／攝影者黃相慈／攝影))

上周五錄製上下半場節目上周五錄製上下半場節目，，嘉賓聲勢浩大嘉賓聲勢浩大。。((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冬季夢幻彩燈嘉年華近尾聲冬季夢幻彩燈嘉年華近尾聲
把握最後一周把握最後一周

今年一樣不忘展現休士頓精神今年一樣不忘展現休士頓精神。。((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燈飾步道五彩繽紛讓人嘆為觀止燈飾步道五彩繽紛讓人嘆為觀止。。((記者黃相慈記者黃相慈
／攝影／攝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國張健五行
幣五億枚在中國即將售空，今天，五行幣
強勢登陸美國市場。五行為金、木、水、
火、土，代表我們五行系統，每一枚金幣
，上面有張健老大的頭像，金木水火土，
讓所有的中華兒女，用他們的愛國心，讓

中國強大，讓人民幣值錢。
這些五行金幣，既有收藏價值，又有

推廣價值。收藏的增值的價值，不出二、
三年，將以五倍、十倍，二十倍的增值尚
不可測，但推廣的價值，顯而易見。每推
廣一枚五行幣，公司贈送你$500 元人民幣

。每推廣一百萬元，公司送你一部寶馬車
及十萬人民幣。

發行張健五行幣，還有更深遠的意義
，讓中國人擁有的黃金數量更多，更值錢
，是每一位愛國人士，發揮愛國心，這是
推廣五行幣的意義所在。

中國張健五行幣 強勢登陸美國巿場

華夏學人協會將於 元月14 日晚間召開
2017 年年會，並舉行理事會交接，招收新會員

華夏學人協會定於2017年1月14日晚6點在中國人活動中
心召開2017年年會，屆時進行理事會換屆、招收新會員，和大
家一起慶祝新春佳節的到來。

這次年會將向大家提供美味的晚餐，精彩紛呈的文藝節目，
和豐富的抽獎獎品。年會特意邀請華夏學人會員以及華夏學人會
員的子女們表演他們的拿手節目。歡迎華夏會員以及所有新老朋
友們來參加年會！如果您沒有聽過華夏學人協會，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帶著獎品一樣歡迎您！

時間：2017年1月14日（星期六）6 – 9 pm

地點：中國人活動中心（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77036）

餐費：華夏會員及家屬每人5元；非會員每人6元；（3歲
以下免費）

聯 系 人: Wei Bo 713-205-1608; Luo Xuemei
713-882-3838

華夏學人協會的宗旨是：“以聯誼為基礎，廣交朋友，聯系
和團結旅美專業人士、各行業專家，為會員的專業成長服務；廣
泛與國內各界聯系，為祖國的科技文化事業作貢獻，為中美科技

文化交流出力。”
華夏學人本著“團結、奉獻、參與、進取” 的原則，在社

區活動中發揮積極作用。華夏的目標就是全力為促進會員成長，
為推動中美科技文化交流，為弘揚中華文化貢獻力量。過去二十
四年，華夏學人協會以其高標准的工作態度，協調專業的組織體
系，和''華夏"人拳拳愛國的赤子之心，成功舉辦了歷屆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周年的大型綜藝晚會。成為休斯頓日益壯大的華
人社區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創刊於2008 年的
世界功夫報昨天（ 三日） 中午在 「 歡樂小棧
」 餐廳為該報創始發起人之一，總編輯楊秉禮
老師榮退餞行。餐會上該報的發行人釋行浩（
程浩 ），社長楊俊義，常務社長羅榮華，副社
長程滿意等人，及美南武林人士，休巿各媒體
皆到齊了，場面十分感人，他們頒發由江震遠
手書的 「 倬勳高德 」 字畫及頒發 「 八年攜手
風雨同行 」 等証書給楊老師，其中尤以該報發
行人釋行浩（ 程浩 ） 在餐會上的致詞最令人
動容，程發行人說：

尊敬的前輩-楊秉禮老師，尊敬的美南武林
同道，尊敬的媒體朋友，以及世界功夫報的各
位同仁：大家新年好！

曰月如梭，時光飛逝。創刊於2008年的世
界功夫報2017年己跨入了第十個年頭。兩個月
前，我們痛失了旗手和帶頭人程進才大師，他
的功夫、品德和貢獻值得我們永遠地學習和緬
懷。

今天我們的另外一位創始發起人之一，總
編輯楊秉禮老師榮休在即。因此我們懷著無比
崇敬的心情向我們居功至偉、德高望重的楊老
前輩表達我們的崇高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上世紀末，楊老在國內功成名就、離休後
來到美國，並於1999在休斯敦成立國際健身體
育舞蹈中心，積極推廣健美健身運動，熱忱地
服務僑社，並培養出了數位全美-國際-標准舞
的冠軍。在與楊老合作交流中，我們都深感要
創立一個自己的平台，以便更好地有針對性地
推廣中華武術功夫文化，更好地宣傳中華健身
養生的知識方法。於是於2008年在楊老師、程
老師兩位的帶領下，共同發起成立了世界功夫
周報。作為總編輯的楊老師每期從稿件的釆收
，文字編輯潤色，版式設計，到清樣校對都事
必躬親，用生花妙筆忠實記錄著美南各武術功
夫流派-特別是各會員組織的發展與貢獻，至今
已達434期。有道是，看似尋常最奇絕，成如
容易卻艱辛，周刊的每一期都凝聚著楊老的心

血智慧和汗水。
我們還利用世界功夫周

報，這一平台在楊老的帶
領下成功的舉辦了中華武
術健康日活動，以及系列
健身養生講座等來服務社
區。在這些活動中，楊老

也是既出謀劃策又親歷親為，既是老戰友
又是指揮員，貢獻良多。楊老待人真誠，
率先垂範，提攜後輩，在美南武林中特別
是在世界功夫報的同仁中享有崇高威望。
正可謂是德高望重，德藝雙馨！

論武學方面楊老出身功夫武術世家，
楊老的父親是民國初期的蒙古騎兵總隊的
武術教頭。楊老自幼，隨開封功力國術社
孫明學習功力門武術。1958年考入北京體
育學院體操武術系後，又師從張文廣、翟
金生等武術名家，並與同級好友門惠豐、
吳彬等隨張廣德、李永昌學練太極拳暨推手功
夫。上世紀八十年代又向溫錦銘、李天驥等數
十位傳統武術名家交往請教，其功力益加深厚
。

楊老在其專業競技體操和體育舞蹈方面更
是成就非凡。作為河南省體操隊的總教練培養
出全國和亞洲冠軍多人，並被省政府記一等功
嘉獎。同時，楊老還在健美健身、健身氣功等
領域也多有開拓-開創性貢獻。

論文學方面楊老國學功底深厚，對傳統武
術與功夫涉獵廣泛，又加之他本人好學-善思。
他在發掘推廣傳統武術，在競技體操、健身養
生等方面都著述頗豐，倍受業界的推崇。出版
中國健身氣功、功夫論文集50萬字。被譽為中
國健美之父。因此說楊老文武雙全，功成名就

是實至名歸的。
在世界功夫報過去的十年，作為總編輯的

楊老居功至偉，我們感恩在心。在世界功夫報
邁向下一個十年，我們仍然需要楊老的指導和
指教。美南功夫武術界仍然需要您的提點與提
攜。體斯頓僑界與社區的健身養生仍然需要您
的關愛與關心。期待楊老仍以前輩的目光關注
著我們，該批評時就批評，該出手時就出手！

讓我們共同舉杯衷心祝願楊老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幸福安康！

祝在座的諸位和家人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祝世界功夫報不斷成長！
楊秉禮老師也在餐會上回憶大家們幫助及

同行的攜手，扶持之情。釋行浩社長表示： 「
世界功夫報 」 今後將朝網絡報的方式繼續營運
。

「世界功夫報」 昨歡送總編輯楊秉禮老師榮退
該報今年跨入第十年，將成立網絡報繼續營運

頒發証書給楊秉禮總編輯頒發証書給楊秉禮總編輯（（ 中中 ）） （（ 左起左起）） 該報常該報常
務社長羅榮華務社長羅榮華，，副社長程滿意副社長程滿意，，社長楊俊義社長楊俊義，， 「「 美美
中信使報中信使報 」」 發行人謝忠發行人謝忠，，該報發行人釋行浩該報發行人釋行浩（（ 程浩程浩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楊德清返國奔母喪
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節目今起暫停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原定今晚將在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節
目訪問中國曲藝大師少芳的楊德清，於元旦日丁母喪，當晚立即

搭機返國奔喪， 「 美麗家園 」 節目短期內暫停播出。

圖為中國張健五行幣強勢登陸美國巿場圖為中國張健五行幣強勢登陸美國巿場。。昨推廣者尚淑麗昨推廣者尚淑麗（（
左一左一），），趙秀芝趙秀芝（（ 右四右四））等一干人在中國人活動中心拉起橫等一干人在中國人活動中心拉起橫
幅慶賀幅慶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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