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節 目 剪 影節 目 剪 影

2017年1月7日 星期六
Saturday, January 7, 2017

休士頓論壇回顧2016國際重點新聞
「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 5日(周四)晚間7時30
分播出﹐休士頓論壇主持群常中政(中)﹑馬健(左)和李堅強教
授(右)帶觀眾回顧2016年過去一年全世界發生的重大新聞﹒
休士頓論壇去年5月底首播﹐節目主持陣容堅強﹐獲得社區廣
大好評迴響﹐帶觀眾掌握過許多全球重大時事脈動﹒趁著
2017年剛到來之際﹐本集節目回顧過去一年全世界發生的重
大新聞﹒包括「英國脫歐」﹑「川普當選」﹑「恐怖攻擊全球肆
虐」﹑「 台灣第一位女總統就任」﹑「 南海仲裁」﹑「 日本首相訪
問珍珠港」和「 中國全面禁止象牙交易等」﹐更新新聞動態﹒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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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00 — 下午 5: 00 

      週五：上午 9: 00 — 下午 5: 30 

      週六：上午 9: 00 — 下午 1: 00 

Houston Area: 
Main O�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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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美國地產協
會2017年最新的報導，德克薩斯
州繼續成為全美最為理想的生活
首選地，德州過去一年的新移民
數量仍然處於增加的趨勢。

2015 年的美國人口調查的資
料顯示，2015年德州在全美各州
的新移民增長數量排名為第二位
，當年共有553，030新移民入住
德州，德州2014年外來移民的淨
增長為 4%，有 107,689 人湧入德
州。

德州地產協會主席Vicki Ful-
lerton表示，由於德州多元的工作
機會和較高的生活質量，吸引更
多的外來人口來到德州，這也是

德州連續第三年每年的新增人口
超過5萬人。

其中，人口遷入做多的州包
括加州，弗羅里達州，路易斯安
納州，紐約，俄克拉荷馬。同時
，德州向外州遷出的人口數量也
位居全美第三位，包括加州，弗
羅里達州，路易斯安納州，科羅
拉多州，俄克拉荷馬。

2017 年德州新入住地區報告
首次顯示出大都市地區遷移的數
據 對 比 ， 2015 年 休 斯 頓 -The
Woodlands- 糖 城 ， 奧 斯
汀 -Round Rock， 達 拉 斯 -Fort
Worth-Arlington都是人口遷入排
名靠前的熱門地區。

最新人口調查報告最新人口調查報告：：德州仍是外來人口遷入的首選之地德州仍是外來人口遷入的首選之地

（本報編譯）位於
Woodlands的一名音樂教
師最近被發現對多名 14
歲以下的兒童進行性侵
，目前警方正在調查是
否有更多的受害人涉及
此案。

22 歲 的 音 樂 教 師
Bernardo Placencia 在 位
於 休 斯 頓 北 部 郊 區
30420 FM 2978的一所學
校（school of rock）開設

私人課程，已有兩年時
間。

去年 11 月 3 日有學
生家長向校方報告，反
映這名教師對學生有不
正當的行為，校方立即
通知警方進行調查。

當地警方證實這名
教師對學生實施性侵，
他之後在哈瑞斯郡的家
中被警方逮捕。

在校方的聲明中，

校方曾對所有的教師實
行犯罪背景的調查，但
記錄顯示，這位教師之
前沒有任何犯罪記錄。
校方還聲稱為教師進行
安全培訓項目，而且，
校方設計的教室和設施
都保持安全公開。

目前，這位教師已
經不在該校任教。

音樂教師開私人課性侵青少年音樂教師開私人課性侵青少年
家家長舉報警方調查

國會就職典禮聯合委員會（JCCIC）5日揭曉就職典禮入場
券，分為淺藍、深藍、紅、橙、黃、綠、灰等不同顏色，將於下
週一開始發放。 JCCIC主席布蘭特（Roy Blunt）指出，今年會
安排更多入口，但安檢會比往年嚴格。

法新社報導，入場券延續往年風格，只是邊框顏色不同，以
方便民眾根據不同顏色坐到對應區域。 JCCIC將於下週一、下週
二將入場券發到眾議員和參議會辦公室，再由他們把門票轉給選
區民眾。布蘭特說，今年委員會將發出25萬張入場券，但觀禮人
數預計有70多萬人，沒門票的50多萬人可在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的 「無票區」觀禮。

第58屆總統就職典禮委員會請柬，主要分為2.5萬元、10萬
元和50萬元三套節目，在1月17日至21日期間可以出席多種活
動。價錢愈貴，同川普（Donald Trump）和第一家庭成員距離愈
近。

今年的安檢也會更嚴格，所有人必須憑票入場，詳情會在下
週由國會警局發布。但安檢範圍將從康乃狄克大道延伸至獨立大
道，其中也會給抗議人群預留指定場地。

就職典禮週一發放
安檢將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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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現在的小偷
學會使用技巧欺詐受害者，特別是使
用他們學到的先進技術。 竊賊喜歡使
用4個常用的技巧欺詐受害者。 此主
題消息將作為提醒和警告所有的人都
小心存儲和保護你個人的信息，以防
止你成為未來的受害者。

1.長期停車: 有些人當他們旅行時
，他們存放他們的汽車在城市內的長
期停車場。不幸的是，有人闖入車裡
。 竊取他們在車內找到的信息。他們
將汽車駛入車主的家中，他們將偷取
一切他們可以帶走有價值的東西。 所
以如果我們要存放汽車在長期停車場
，我們不應該將註冊/保險卡，車庫
門遙控開關留在車裡。 因為小偷想要
使用這些他們可以在你車上找到的新

電子技術信息; 偷取/搶奪你的房子或
財產。

2. GPS：有人在他們在觀看足球
賽期間時，他們的車被竊賊偷了。他
們的車停在毗鄰足球場，特別分配給
足球迷的停車位。竊賊從汽車偷來的
東西包括車庫門遙控器，一些錢和一
個已顯著地安裝在儀表板上的GPS。
當受害者回家時，他們發現他們的房
子被洗劫了，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被
盜了。盜賊使用GPS來引導他們到受
害者的房子。他們然後使用車庫遙控
器打開車庫門，進入房子。盜賊知道
業主是在足球比賽，他們知道什麼時
間球賽結束，所以他們知道多少時間
他們有多少時間搶劫和清理房產。盜
賊可能開一輛卡車與他們到受害人的

房子; 搶奪他們可以帶走的一切東西
。如果你有一個GPS， 請考慮 - 不要
把你的家庭地址在 GPS 內; 放置你家
附近的地址（如商店或加油站），如
果你需要，您便仍然可以找到回家的
路; 如果你的GPS被盜, 但沒有人會知
道你住在哪裡。

3.手機：有一位女士在她的手提
包/手機被盜後丟了她家人銀行所有
的錢。這位女士現在改變了如何在她
的手機上列出她的名字的習慣。 她的
手提包，包含她的手機，信用卡，錢
包等，被盜。 二十分鐘後，當她從一
個付費電話打電話給她的丈夫時，告
訴他她的手提包/手機被盜。她很驚
訝，她的丈夫告訴她說：“我收到你
的短信詢問我們銀行賬戶的PIN號碼

，我在幾分鐘前回答了你的短信。 當
他們衝到銀行，銀行工作人員告訴他
們所有的錢已經被從銀行帳戶領出。
小偷實際上已經使用被盜的手機在聯
繫人列表中發短信給她的丈夫，並騙
取pin號碼。 在20分鐘內，小偷從他
們的銀行帳戶中取出所有的錢。

4. 道德教訓：a. 不要披露您與列
表中聯繫人的人員之間的關係。 避免
使用像“家”，“親愛的”，“丈夫
”，“親愛的”，“爸爸”，“媽媽
”; b. 更重要的是，當通過短信詢問
敏感信息時，要通過回撥確認短信信
息準確無誤。c. 此外，當你的朋友或
家人發短信，在某個地方與他們會面
，一定要回電，以確認該消息來自他
們。 如果你沒有聯繫到他們，要非常

小心去“家人和朋友” 們會面。
5. 來自購物中心的欺詐消息： 一

個女士在當地一家購物中心購物，她
把錢包放在購物車的兒童座位上，她
從貨架上找一些東西 時，她的錢包被
偷了; 她給店員報告她的錢包被偷了
。 回家後，她收到了一個來自購物中
心 警衛的電話，說他們已經找到她的
錢包，雖然沒有錢，仍有她的個人文
件。 她馬上去購物中心計劃取回她的
錢包，但保安告訴她，他們根本沒有
打電話給她。 當她回家的時候，她的
房子被打破了，並被盜。 盜賊知道，
通過打電話欺騙她說他們是購物中心
警衛的電話，他們可以把她從她的房
子騙出去，然後有足夠的時間搶劫她
的房子。

請注意：不是所有的小偷都是愚蠢的

為服務居住在達福地區鄉親，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訂於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
下午2時至4時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地址：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達福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
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敬請攜帶相關文件，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現
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相關文件，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roc-taiwan.org/ushou）領務組項
下查詢與下載，或電話詢問（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
心（電話：972-480-0311）。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將於2017年1月21日赴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為服務居住在奧斯丁鄉親，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訂於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下午2

時至4時在奧斯丁香雲寺（I. B. P. S. Austin；地址：6720 N. Capital of Tx Hwy, Austin, TX 78731）辦

理行動領務服務。奧斯丁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

，敬請攜帶相關文件，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相關文件，

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roc-taiwan.org/ushou）領務組項下查

詢與下載，或電話詢問（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奧斯丁香雲寺（電話:

512-346-6789）。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將於2017年2月25日赴德州首府奧斯丁市辦理行動領務服務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106年1月1日在休士頓舉辦「2016年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頒

獎典禮，共有7位休士頓「海外青少年文化志工(FASCA)」的成員獲獎。

休士頓地區由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頒發服務獎章證書及總統

祝賀信，黃處長致詞時表示看到休士頓FASCA成員熱心參加慶祝雙十國慶的各種活動，令人

印象深刻。莊主任恭賀獲獎志工，並強調海外青年是台灣未來的主力之一，是僑界未來的希望

，希望未來大家能繼續學習及服務社區，並傳揚台灣文化。頒獎典禮中，每位獲獎學生除分享

他們參加FASCA以及各種社區活動的心得感想之外，也感謝僑教中心和諮詢導師許健彬、王

美華及劉家玉老師們的教導，以及父母家人的支持和鼓勵。他們表示，藉由參加各式各樣的課

程和活動，他們傳承和分享優良的文化、服務社區和人群、培養責任心，同時也認識許多新朋

友，改變了自己的個性、增進了領導能力和溝通技巧；不僅獲益良多，也擁有許多美好的回憶

。幾位家長也分享他們的經驗、感謝和感動，現場洋溢溫馨的氣氛。

休士頓地區青年文化大使協會休士頓地區青年文化大使協會(FASCA)(FASCA)學員學員
獲美國總統志工獎獲美國總統志工獎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將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六點，假珍寶樓(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舉辦39週年年會暨新舊會長、理事交接典禮。由於休士頓台大校友會過去幾年展現的強大凝聚力與活力，現任
台大李書行副校長決定將共赴盛宴並發表演講，希望能讓休士頓校友們了解母校的近況與各項發展外，並願意持續地支持
母校。承襲往年傳統，本次的年會將會有校友及特別來賓們的精彩演出，包括休士頓台大熱舞社的精彩舞蹈、休士頓台大
K歌社的熱情勁歌、休士頓台大合唱團的民歌組曲、猜謎、抽獎等活動。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歡迎校友或非校友們踴躍地報名參加年會，更歡迎大家帶家人和朋友們一起來感受我們休士頓台大
人的熱情，共度一個不一樣的春節。大家可以趁這機會和同學或是好友們一起訂桌，我們也會依照賓客的需求將安排座位
，以方便各位敘舊聊天。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將把年會的大部分盈餘捐回給母校，校友亦可於現場捐款給母校。年會晚宴的
票價為$50(VIP)、$40(Regular)、$25(兒童或學生)、不佔位幼兒免費。購票請連絡郭原宏(warren.kuo@gmail.com)、林婉珍
(832-541-9655)、劉美玲(mkaster321@gmail.com)、陳著釧(rosachenhsu@gmail.com)。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2017年年會

親愛的校友會會員:
您好！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自2010年起，每年舉辦全球校友年

會，以凝聚華岡人感情，迄今已舉辦了七次年會，受到校友的支持與
肯定。2017年全球校友年會承奧地利校友會熱情接辦，即將在明年7
月5日至7月19日於世界音樂之都－維也納舉行。我們極力邀請您、
熱切期盼您，與我們一同前往維也納，共享這個專屬於您、我的華岡
人盛大歡聚！
隨函謹附2017年全球校友年會暨旅遊活動簡章及報名相關資料，我
們由衷希望您不僅詳細地閱讀，更重要的是：馬上提筆、上網、來電
、傳真，以任何您最方便、最迅速的方式，立即完成2017全球校友年
會報名！校友總會衷心獻上這難得的邀約與誠摯的企盼：

2017中國文化大學全球校友年會，與您在維也納，相聚！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 唐彥博 敬邀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
誠摯邀請您參加2017年全球校友年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
育組與德州中文教師學會(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Tex-
as, CLTA-TX)及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
究中心合作辦理的 「2017年德州中文
教 師 研 討 會 (2017 Houst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PD workshop) 」將於
2017年1月15日 (星期日) 在休士頓聖
湯瑪斯大學舉行。研討會首度邀請到

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主席Desa Dawson 進行專題演
講。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
敏境處長也十分重視這項活動，將蒞
臨為開幕致詞。

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成立十年來致
力於在德州推廣中文教育，不僅積極
與 州 教 育 廳 (TEA-Texas Education

Agency)溝通協調，制定中文教師審核
標準。並陸續於州內幾個大城市舉辦
教師培訓講習會，希望能盡快培訓出
對教育有熱忱、且具有高水平、高素
質的中文教師，以解決各獨立學區想
開中文課程但又找不到合格中文教師
的困窘。

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每年會在德州
不同的城市舉辦年會和各種教師研討

會，今年研討會移師到休士頓舉行，
由多位資深的大學教授、校長和老師
擔任本次教師培訓講師，師資陣容堅
強。除可增進華語教學專業技能，也
是建立華師人脈連結的好機會。全程
參與教師培訓者，將發給結業證書
(Certificate)，研習費用單據亦可抵稅
。歡迎中文老師以及有志在中文教育
領域發展的各界人士踴躍參與，報名

方式及詳細課程內容請上德州中文教
師學會網站http://clta-texas.org/。

日期：2016年12月21日
發稿單位：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

組
發稿人：鍾慧
電 子 郵 件 ： houcul@houstoncul.

org

2017年德州中文教師研討會 現正接受報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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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優惠機票價
休斯頓來回亞洲和中國特價機票

歡迎洪秀柱餐會本月 17 日舉行
祈請僑胞慷慨解囊，救黨救國

親愛的朋友，
有關一月十七日在珍寶樓 (Ocean Palace) 擧行的「歡迎洪秀柱餐會」，目前已有 45+ 桌，我們

還在繼續接受報名，更歡迎您能包桌贊助，有許多人因為有其它的既定行程而無法參加，若您願意
贊助，也可用支票捐款：

支票擡頭 Pay to：　Dr. Sun Yet Sen Studies Association
地址 Mail to：　5406 Linden Rose Lane, Sugar 

Land，TX 77479
有意願參加餐會者１）請回電郵報名；２）

電話聯絡 , 甘幼蘋 281-620-5557，駱健明 832-
878-4184

時間：1/17/2017（週二）晚 7:00pm
餐費：每人 $30
地點：珍寶樓 (Ocean Palace)
            @Hong Kong City Mall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感謝您的熱情支持！

欲知詳情，請聯系王朝旅
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
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
通銀行後面地鋪 #A14
Address：6918 Corporate 
Dr .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1-8868
微信：aat713

中國張健五行幣 強勢登陸美國巿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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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數貿五行幣中國人民銀行推出
五行幣是什麼？
①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銀行，不同的是，您獲得的

利潤是銀行的 N 倍。
②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原始股票，不同的是股票有

漲有跌，而它只漲不跌，只賺不賠。
③五行幣是什麼？

圖為中國張健五行幣強勢登陸美國巿場。本周二推廣者尚淑麗（左一），趙秀芝（右四）等一干人在中國人活動
中心拉起橫幅慶賀。（記者秦鴻鈞攝）

答：五行幣不是拆分盤，不是互助盤，更
不是資金盤。它可以讓你的財富倍增，它可以
讓您的財富在短短的幾個月裏翻到 N 倍！

④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失敗者的最佳平臺，可以讓

您東山再起。
⑤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成功者的永恒階梯，可以讓

您錦上添花！
⑥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 40 後的養老金，50 後的退休

金，60 後的保險金，70、80、90 的創業業基金
平臺！

⑦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殘疾人的理想選擇，它可以

讓您不健全的軀體同樣收獲健全的人生財富！
⑧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草根創業者的平臺，讓有誌

者雄鷹展翅。
9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所有具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

們的實現財富夢想的最佳的金融理財平臺！！
10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你分享給朋友，

也讓他和你一樣賺，賺了友情賺
財富的超級平臺！

《五行幣動態受益》
推薦獎 5000*0.5*2=5000 幣
對碰   5000*0.25=1250 幣
註冊獎 5000*0.1*2=1000 幣
合計：7250 幣

王朝旅游：优惠机票价 

休斯顿来回亚洲和中国特价机票 
 
 
 
 

 
 
 
 
 

出發地 出發日期 到達城市 回程日期 錢已含稅 

休斯頓 

來回 

12 月 26 日 
2017 年 5 月 5 日 

台北 
6 月票 

(7 月 25 日- 8 月 25 日 
回休斯頓+ $350) 

$478 
新加坡 $579 
胡志明 $576 
馬尼拉 $566 
上海 

 
6 月票 

 
$690 

昆明 
廣州 
成都 

暑假 6 月 3 日 

北京 

7 月 15 日 

$1150 
暑假 6 月 4 日 7 月 5 日 
暑假 6 月 10 日 7 月 29 日 
暑假 6 月 17 日 8 月 18 日 

 

 

 

 

 

 

 

王朝旅遊推出特價 NASA 門票 

NASA 休斯頓太空中心 

原價$29.95/人 

優惠價$23/人 
欲知详情，请联系王朝旅游。 

地址：中国城精英广场内，敦煌广场侧，百利大道大通银行后面地铺#A14 

Address：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电话：713-981-8868 

微信：aat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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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2017 年會

野花牌（APIARIO Silvestre）綠蜂膠
血管清道夫、微循環保護神

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
友會第四十九屆年會暨

新春聯歡

美 國 華 人 石 油 協 會（Chinese Ameri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簡稱 CAPA）將於 2017
年 1 月 21 日 星 期 六 下 午 5 時 至 9 時， 假 珍
寳 樓 海 鮮 餐 廳（Ocean Palace Restaurant 地
址 :11215 Bellaire Blvd., #D01,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988-8898）舉行 2017 年度
年會， 選舉 2017 年度會長，副會長，財務長，
並進行理事會和董事會任職期滿成員的改選
( 選舉權只限 CAPA 的會員 ) 。CAPA 主要負

責人將在年會上報告 2016 年度各類活動的成
果，包括科技交流、業務及財務狀況。我們真
誠地邀請 CAPA 會員和各界朋友光臨我們的年
會。 除了美味的晚餐外，將進行有關石油界
常識的有獎問答遊戲，並有多項獎品為參會者
提供享受抽獎的樂趣。有關晚會詳細信息，請
參閱 CAPA 網站。

 有 意 參 加 CAPA 年 會 的 朋 友 們 請 預 先
在 CAPA 的網站上註冊（網址：http://www.

capaus.org）。提前在網站上註冊的費用是：會
員和家屬每位 $20.00；學生會員 $10.00；非會
員 $40.00。網上註冊將於星期五，2017 年 1 月
20 日中午關閉，以便統計出席人數。現場臨
時註冊者，將額外收取 10 美元費用。

 請註意，CAPA 年度會員資格的有效期限
到當年的 12 月 31 日為止（終身會員不包括在
內）。有關會員資格問題請與陳劍雄博士 (Dr. 
Jianxiong Chen dejavu.ustc@gmail.com ) 或 施

名剛 (Kim Shih lalakeem@gmail.com) 聯繫。關
於 CAPA 年會註冊的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CAPAUSAEVENT@gmail.com.

 2016 年度的 CAPA 會長李怡德博士 (Dr. 
Eddy Lee) 和董事會主席史大昌博士 (Dr. Tai-
Chang Shih) 代表 CAPA 誠懇邀請你與我們共
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謹定於二 O 一七年二月四日 , 星期六下

午六點假珍寶海鮮酒樓舉辦第四十九屆年會暨新春聯歡。讓我們各科系

的校友一起共聚一堂迎接農曆新春金雞年的來臨 , 互相報喜聚舊 , 分享

和回憶當年的生活趣事以及母校的近況。同時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休士

頓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黃壽萱博士主講〝網路黑客威脅下的生存之

道〞。網絡是現代人不可缺的交流管道 , 但是網絡黑客卻想盡辦法要騙

取網民們的錢財、個資。如何避免上當受騙或個人資料被盜用 ? 讓我們

一起來聽聽成大校友黃壽萱博士為大家帶來網路科技的資訊和提供的建

議。與會並有精彩的娛興節目和抽獎。歡迎更多成大新 , 舊校友和校友

之友踴躍參加 , 共襄盛舉 , 分享母校新裏程碑的喜悅與光榮。

有 意 願 參 加 2/4/2017 年 會 者 , 請 於 一 月 三 十 日 前 email: 

nckuaah1@gmail.com; 或 連 絡 趙 婉 兒 713-480-4885； 葉 宏 誌 William 

Yeh 713-779-3388 

大量臨床實踐表明，綠蜂膠能使心臟收縮
力增強，呼吸加深及調整血壓，降低血糖，調
節血脂，淨化血液。科學研究發現，蜂膠對高
血脂、高膽固醇、高血液粘稠度有明顯調節作
用，能預防動脈血管內膠原纖維增加和肝內膽
固醇堆積，有效清除血管內壁積存物，從而軟
化血管、保護血管，改善血液循環狀態及造血
機能。

綠蜂膠中富含的類黃酮能淨化血液，保護
細胞免受氧化應激的破壞；由於它具有抗菌作
用，故能使組織不受病原體的侵犯；此外，類
黃酮也具有抗過敏以及鎮痛、止血、消炎等作
用。

黃酮類物質早已引起國內外醫學界的廣泛
重視。研究表明有些黃酮類化合物可以活血化
瘀、清理血管、改善血液循環。黃酮類化合物
的抗菌、抗毒素、抗氧化作用，能夠淨化血液，
減少自由基的損傷，預防過氧化脂質形成，排
除體內毒素。富含黃酮類化合物的野花牌綠蜂
膠被科學家們譽為 " 血管清道夫 "、" 微循環的
保護神 "。常食富含黃酮類化合物的綠蜂膠，
不僅可以改善微循環、保護血管、增強體質，
還可以使肌膚細膩，青春常在。 

有趣的是，高加索地區的百歲老人多是養
蜂人，他們每天吃一定量的蜂蜜殘渣，殘渣中
含有很多花粉和蜂膠，這使他們具有充沛的精
力、健康的身體和超常的壽命。

微循環與人的健康長壽有非常密切的關
係。現代醫學證明：人體衰老、高血壓、高血
脂、糖尿病等疾病都與微循環有密切的關係。
由於微循環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被當代醫學
稱為人體的第二心臟。

人體的任何器官、任何部位都必須有一個
健康的微循環，否則就會出現相應的病變。

當心腦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心悸、失
眠、頭暈、頭痛；

當消化系統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腹

痛、腹脹、食欲不振；
當腎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腰酸、腰痛、

發生水腫；
當皮膚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皮膚粗

糙，出現瘀斑、褐斑；
當肌肉微循環發生障礙時，就會四肢無

力、全身酸痛。
堅持服用天然、無毒，而又富含超量黃酮

類化合物的綠蜂膠，是保持良好的微循環的理
想方法，對于美容養顏、延緩衰老、保持體力、
健腦強身，以及改善血循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義。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
藥品監管局註冊 #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 北美亞太
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 :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

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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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收藏清倉，最后两周機會！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藏友們的特好消息！剛剛
過去的一個月裏，收藏家傅氏夫婦將他們在好運大
道的三十年藏品低價清倉，現在還有部分尾貨，最
后两个周末以超低價繼續清倉甩貨，存貨不多，對
老東西有興趣的朋友請抓住這難得的最後機會。

傅氏夫婦因退休並移居奧斯丁，所以忍痛低價
出售他們三十年精心收藏的各種瓷器、景泰藍、木
雕、根雕、竹雕、中式家具、玉器等上萬件收藏品，
因為東西好價錢便宜，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很多
藏品就與愛好收藏的新的有緣人結緣了。目前，還
有少量尾貨以更便宜的價格清倉，基本上就是半賣
半送。

傅氏夫婦的收藏都是 30 年前在中國大陸淘來
的，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很多人經歷了文革，
覺得家裏的老家具、老器物土氣，所以把老家具扔
掉或者賣廢品。傅先生夫婦是臺灣人，非常熱愛中
華文化，本身就是古董收藏家。他們剛剛好趕上了
八十年代的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時代造就的機緣巧
合，他們有緣從國營的北京、上海等文物商店花很
低的價錢買到了很多真正的古董。1989 年他們買下
了休斯敦中國工藝品公司，生意擴大，那些年傅先
生夫婦每年都在大陸各地跑，收購了很多老貨，每
個月都要從中國發一個貨櫃到美國，把這些中國古
董銷售到美國的波士頓、洛杉磯、西雅圖等地的美
國百貨公司、古董店，傳播中華文化。

傅氏收藏有中式老家具、根雕、景泰藍、瓷器
等老物件；也有整片從墻上鑿下來的壁畫、字畫，
還有西藏的唐卡、轉經筒、紅花描金的藏傳佛教家
具和用具。

傅先生說，購買古董文物，並不能簡單地看作
是一種投資手段，更重要的是文物和美學價值，文
物是需要被展示、閱讀和研究交流 的，其本身給人
帶來的精神力量才是其真正價值的體現。收藏的關
鍵在於了解歷史、理解藝術。收藏是一個學習研究
的過程， 只有平衡得了心態，經受得起時間，才會
有真正的收獲。

傅太太說，古董從收藏到再次問世，對於藏家
來說，往往不是經年累月坐等升值的過程，而多是
喜悅與辛酸糾葛並存的過程。比如有些作品未得善
存，在購藏之前已面目全非，痛心於此，他們總會
傾盡全力將其修復裝潢；有些作品則是讓人尋覓良
久、魂牽夢縈，即便囊中羞澀，他們也要節衣縮食
將其入篋，以免相思之苦。在傅氏夫婦看來，再華
美的生活不過是一日三餐飯，所謂“弱水三千只取
一瓢”，對於他們來說，收藏並不完全是一種生意，
而是一種理想和情懷。過了六十耳順之年後，他們
的心態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像過去那樣執念，而是
開始學會放下。全美國幾處古董生意讓他們感覺到
心力交瘁，精力也大不如前。所以決定拋售休斯敦
的古董倉庫， 低價出匣換手，忍痛割愛，只願每一
樣器物都能得其所，與有緣人結緣。

2017 年 1 月 7 日至 16 日為最後的尾貨清倉時
間，傅氏收藏品將全部超低價清倉，一件不留。願
有緣人盡快去與您喜愛的藏品結緣。這些藏品中有
瓷器，年代從清中葉的古董到新中國 70 年代不等；
景泰藍，全是大型器，全部是晚清民國時期的精

品；中式家具尤其值得推薦，件件都是硬木：紅木、
酸枝、花梨、紫檀、綠檀、黃楊木等名貴木料；大
型根雕、木雕、石刻等文物都是從福建、河北等地
三十年前收購來的真品。每件藏品都是唯一的，機
不可失，時不再來！

地 址：9931 Harwin Dr, suite 178, Houston, 
TX77036( 自 9931 鐵 門 進 入 直 行 到 底， 在 Floral 
Mirage 旁邊 )

電話：512-865-0068; 626-818-5355

佛像 銅器 藏傳佛教家具 雕花屏風

木雕

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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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吳堯明副總裁夫婦、老協會長趙婉兒、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
婦、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僑務委員葉宏志、甘幼蘋、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參與休士頓全僑熱烈
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

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溫馨舉行

休士頓歡樂歌唱班會長陳德新 , 副會長王妍霞等
在中華公所主辦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
娟，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黃敏境處長夫
人邱瓊慧、秘書俞欣嫻出席休士頓
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

休士頓東吳大學校友會校友李迎霞僑務促進委員、
林國煌、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施建志副組長夫婦參
與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

台灣傳奇金俊家、僑務委員甘幼蘋、羅茜莉、
劉美玲等志工在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林西河堂在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 僑
務委員劉秀美、葉宏志及僑界人士踴躍選購 .

陳先生夫婦、翁珮珊等志工在元旦園遊會設水
果攤服務大家

華人福利會周宏等志工在元旦園遊會設
小吃攤服務大家 .

中華保健中心理事周宏、陳玉蕊等志工
在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娟及 2017 年共同主席
陳慶輝、丁方印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參加休士頓全僑熱烈
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

馮氏貿易公司東主馮啟豐夫婦為參加中
華公所主辦元旦園遊會僑界人士服務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園遊會（下）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休士頓客家會」 代表合影於園遊會攤位前。

美南地區青少年文化大使協會頒獎後合影。

元旦園遊會上台灣同鄉聯誼會攤位。「 休士頓林西河堂」代表在攤位前合影。

（ 左起） 「 台北經文處 」俞欣嫺秘書、黄敏境處長
夫婦、「 台塑」 吳堯明副總夫人周照照女士、「 科
技組」 組長游慧光在園遊會上。

續聘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 左 ） 與黃敏境處長
（ 右 ） 合影。

前「中央社」駐休士頓特派員馬寧（ 右 ） 與「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
處長（ 中 ），「 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 左） 在園遊會上巧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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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一 個
畢生難忘的婚禮，必定是每對新人夢
寐以求的事情。要籌備一個完美的婚
禮，除了考慮所花的時間金錢之外，
用真誠的心去配合新人的預算要求更
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為您創造一個夢想婚禮是本公司
一貫的服務宗旨。 既然您的終身伴侶
已找到，就讓餘下的工作交給我們，
為您諦造一個心目中完美而充滿甜蜜
回憶的婚禮。

我們擁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
新人籌備婚紗禮服造型、新娘化妝及

髮型造型、專業司儀、專業婚禮統籌
服務、全面攝影錄像、婚紗攝影、証
婚服務等... 由您選用我們服務開始起
，必定令你得到最窩心及全面服務！

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何需煩惱
。

就讓我們為您預備！
我們重視細節, 因為細節就是決定

婚禮成功的關鍵。
如有的話, 或許你是時候跟我們聯

絡, 看看我們的專業團隊能否為你解決?
恭喜你們已經準備好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喜日子好

好籌備。婚宴場地，婚宴膳食，新人
禮服，花卉擺設等等… 假如你毫無頭
緒怎樣去籌備自己的大日子又或你們
無瑕去計劃一切? 作為你的婚禮統籌，
我們都可以在你指定的資源給你最好
的專業意見和安排。 我們明白彈性對
新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具備了
不同服務以供選擇

立即就聯絡我們作進一步了解吧!
我們樂意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給你。

Contact: Kachun Lee
Phone: 832-618-6262
Email: Wed4You2016@gmail.com

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Wed44YouYou為您籌謀一切為您籌謀一切

你在準備婚禮時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1:: 千頭萬緒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又不想馬虎了事
33:: 想法太多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4:: 希望家長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國家利益豁免（NIW）新要求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6 年 12 月 27 日，歲末
，美國移民局行政上訴辦公室
（AAO）針對國家利益豁免公
佈新案例（Matter of Dhanasar
， 26 I ＆ N Dec. 884 （AAO
2016），提出國家利益豁免申
請三項新要求。

所謂“國家利益豁免”，
是指具有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
或具有特殊才能的申請人，如
能證明其移民申請符合美國
“國家利益”，則可由以自己
提出申請及並豁免其勞工類程
序。

絕大部分職業移民的申請
人均需雇主的支持，且需要繁
冗的勞工證程序。勞工證的存
在是美國為了防止外國勞工衝
擊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勞
工證程序需要雇主公開招聘，
以證明沒有美國人符合條件。
一旦找到符合條件的人，即使
申請人實際上更適合這個職位

，勞工證申請也會被拒絕。
舊案例的要求是：第一，

申請人所從事的工作與國家利
益具有內在的聯繫;第二，申請
人的工作會對美國國家利益在
全國范圍內具有影響;第三，申
請人如果被要求按照勞工證程
序申請綠卡，將會對美國利益
帶來負面影響。

新案例的要求是：第一，
申請人的專業成就有重要價值
和國家性的重要意義（外國國
民的建議努力既有實質性的價
值，也有國家重要性）;這一條
包括了“舊案例”中第一，第
二條。
第二，申請人將對某領域起到
良好的推動作用（他或她有足
夠的地位推進所提議的努力）
第三，綜合而言，申請人被豁
免工作要求和勞工證程序將對
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幫助（平衡
起來，對美國放棄求職和勞工

認證的要求是有益的）。
根據我們律師事務所多年

的經驗，我們為讀者總結了準
備國家利益豁免申請的以下要
點：
1。申請人盡量提供獨立推薦信
。所謂獨立推薦信是指與自己
沒有工作關係或共同的學習經
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比
如在學術會議上因為學術討論
而認識的專家。或因為導師的
原因有過學術交流的專家。
2。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
的組織出具的推薦信。比如美
國國家實驗室。
3。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
證的證明文件。如果有來自世
界不同國家同行的引用會是很
好的證明。
4。已被批准的專利已獲得應用
或已經出售給企業。
5。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
責人或主要研究人員。

6。媒體報導。對導師和申請人
共同參與的項目的報導對申請
也有幫助。
7。申請人可參照第一優先的要
求準備材料，比如所獲得獎項
，媒體報導，對成員有學術成
就要求的協會會員證明，專業
論文評審和領取高薪，特殊津
貼等。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
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
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
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
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
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中信使報每星期
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第二和第四個星期
一下午5：30（11 - 1月下午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代
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新

的移民諮詢和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
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
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
和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
：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
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
民入籍等。商業法律：包括
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
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
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
務。蘇力和鄢旎律師事務所
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
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聯繫電話：713-779-4416
，傳真：713-583-9749。網址
：http：//solisyanlaw.com/電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一到週五：9：00 AM-下午
5:00，週六：10：00 AM-1：
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

可 在 此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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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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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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s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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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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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首都遭爆炸襲擊伊拉克首都遭爆炸襲擊 數十人死亡數十人死亡

伊拉克內政部官員伊拉克內政部官員11月月22日說日說，，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當天上午發生壹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當天上午發生壹
起汽車炸彈襲擊起汽車炸彈襲擊，，造成至少造成至少3535人死亡人死亡、、6161人受傷人受傷。。壹輛裝有炸藥的汽壹輛裝有炸藥的汽
車在巴格達東部薩德爾城爆炸車在巴格達東部薩德爾城爆炸，，除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外除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外，，周圍店鋪和市周圍店鋪和市
場也在爆炸中嚴重受損場也在爆炸中嚴重受損。。

圍觀世界各地圍觀世界各地““冰水冰水””中的中的20172017

送走了送走了20162016，，世界各地迎來了世界各地迎來了20172017。。
在這個寒冷的新年在這個寒冷的新年，，有壹群人卻選擇脫掉厚有壹群人卻選擇脫掉厚
重的大衣重的大衣，，跳進冰水迎接新年跳進冰水迎接新年。。

元
旦
假
期
臺
北
霞
海
城
隍
廟
香
火
旺民眾和遊客在臺北霞海城隍廟上香民眾和遊客在臺北霞海城隍廟上香。。霞海城隍廟是臺北最有名的月霞海城隍廟是臺北最有名的月

老廟之壹老廟之壹，，元旦假期到此上香的信眾絡繹不絕元旦假期到此上香的信眾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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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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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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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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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降成本減稅降成本減稅50005000億元億元 為何企業還覺得負擔重為何企業還覺得負擔重？？

隨著曹德旺對比中美制造業成本，

“降成本”在2016年年末引發諸多討論

與爭論。除了探討中國企業的負擔究竟

有多重外，亦有不少人生出疑問，“降

成本”位列2016年五項結構性改革任務

之列，這壹年來，成效究竟如何？

201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2017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深入推進“三去壹降壹補”，降成本仍

是五大任務之壹。

其實，企業的成本構成有諸多方

面，在降成本過程中，企業稅費清理尤

其重要。記者采訪相關財稅人士認為，

相比於“稅”，各種“費”加大了企業

成本支出，國家未來或將進壹步出臺相

關政策，加大降費改革力度。

降成本效果顯現，全年減稅或超
5000億

2016 年壹年，降成本成效究竟如

何？對此，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博士

給出了答案，他在解讀2016年1—11月

份工業企業利潤數據時表示，企業去庫

存、去杠桿、降成本成效繼續顯現，具

體表現便是單位成本有所降低。1—11

月份，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

的成本為85.76元，同比下降0.14元。

降成本跟減稅降費緊密相關。2016

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

工作報告時提出，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

減不增，2016年將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

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2016年以來，國

務院已經就減稅降費等降成本舉措進行

多次部署，各部門也出臺多項政策。

在減稅方面，2016年5月1日過後，

營改增在全國範圍推廣，實施半年多來

效果如何？2016年12月27日，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召開營改增媒體吹風

會。國家稅務總局總會計師王陸進介紹

稱，2016年 1—11月份營改增帶來的整

體減稅已達到4699億元。此前，財政部副

部長史耀斌在12月2日舉行的全面推開

營改增試點運行情況政策吹風會上表示，

預計2016年全年減稅超過5000億元。

具有說服力的不僅是5000億元這個數

字，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

全面實施營改增以來，減稅和持平企業比

例高達98.7%，增稅企業僅為1.3%。

此外，還可以從壹般公共預算收入

中尋求減稅成果。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

示，2016年9月單月全國壹般公共預算

收入中的稅收收入8243億元，同比下降

0.7%，這是該數據自2015年2月以來的

首次下降。

而在降費方面，繼2015年國務院降

低社保五險中的三個險種費率後，2016

年再次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和住房

公積金繳存比例。初步測算，這些措施

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

2016年降稅清費的舉措還包括：從

2月1日起，清理規範了壹批政府性基金

收費項目，預計每年可為企業減負約

260億元；從5月1日起，擴大18項行政

事業性收費的免征範圍；兩次降低電

價，合計可減輕工商企業電費支出負擔

470億元左右等。

應該說無論是減稅還是降費，壹系

列措施陸續出臺之後，企業的負擔應當

是減輕了。但是，現實中的企業為何卻

發出負擔高的感慨？

企業承擔了90%以上各種稅費
2016年末，曹德旺拋出中國制造業

綜合稅負高的觀點。曹德旺表示，“中

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

認為這是中國“現在制造業踟躕不前”

的原因之壹。曹德旺的言論再次將中國

企業稅負問題推向風口浪尖，引發關於

30%~40%“死亡稅率”的討論。

針對“死亡稅率”的說法，國家稅

務總局官網刊發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

研究所李萬甫的署名文章。文章稱，

“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

眾，並表示，“事實上，我國宏觀稅負

近些年來壹直穩中有降，特別是壹系列

減稅降負措施的陸續出臺，企業的稅負

大大減輕。”

壹位國稅系統人士告訴記者，企業

除了按照稅法要求應繳納的稅以外，還

要承擔壹些行政性收費，很多企業把應

繳的稅和壹些其他收費都合並作為企業

的“稅負”來計算，造成了企業整體負

擔可能較重。“比如，過去地方上修

路、舉辦壹些活動等，都要讓企業出壹

部分贊助費。這些都增加了企業的負

擔。現在政府強調給企業減負，已經減

少了很多行政性收費。對制造業來說，

主要就是增值稅。”

據記者了解，目前，中國企業需要

繳納10多種稅，其中企業所得稅和增值

稅是主要構成。李萬甫在文中就這兩種

稅的稅率進行了分析。我國企業所得稅

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稅

率，世界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126個國

家標準稅率平均為23.7%；我國增值稅

標準稅率為17%，還有13%、11%和6%

的低檔稅率，實行增值稅國家標準稅率

平均為15.7%。

除了稅，費也不少。據不完全統計，

目前涉及企業稅費的種類超過10種，包括

附加稅費、維護建設費、教育附加費、保障

費、防洪費和行政事業性收費等項目。

李萬甫認為，從稅負構成及承擔者

來看，我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

稅費，個人承擔的各類稅費占比不足

10%。壹方面是由目前我國以流轉稅為

主體的稅制結構所決定；另壹方面也使

企業對稅(費)負敏感，尤其是經濟下行

壓力加大、企業盈利能力變弱時，企業

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

前述國稅系統人士向記者表示，現

在的稅法使稅收的收繳更加規範，過去

可能存在壹些偷稅、漏稅的情況，還有

虛開增值稅發票、使用假發票等違法和

不規範的經營行為，現在依據稅法規

定，如果不按時繳稅，每天需繳納3‰的

滯納金。這些對企業來說都是不小的負

擔。此外，現在還加強了企業繳納社保

統籌基金的管理。嚴格管理之後，企業

想要逃避稅費就很難了。

成本下壹步該怎麽降？
我國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

增值稅作為流轉稅裏最主要的稅種，也

是占稅收收入最大的壹個稅種。

事實上，對於進壹步降稅尤其是降

低增值稅率，企業界的呼聲壹直很強，

甚至有觀點認為，“增值稅是最大負擔，

要讓社會真正感受到減稅，最好的辦法

是加快增值稅改革步伐。”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

主任楊誌勇撰文稱，要讓社會真正感受

到減稅，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快增值稅改

革步伐，簡並稅率並下調稅率。他建議

將增值稅的兩檔基本稅率17%和11%合

並為壹檔，並確定為11%以下的水平，

宜定為10%左右；兩檔低稅率13%和6%

合並為壹檔，並確定為低於6%的水平，

宜定為5%左右。稅率的大幅下調，可以

讓減稅政策更加明顯，讓積極財政政策

更加有力。

但也有壹位小型制造業企業的負責

人告訴記者，他們企業壹直繳納的增值

稅確實是企業主要的稅種。但是“對我

們來說，增值稅是價外稅，單單壹項增

值稅的調整對我們企業的稅負影響不

大。應該把不該企業承擔的壹些成本因

素去掉，比如公共設施建設、公共服務

等方面的費用應該由政府來承擔。另

外，應該把土地使用成本、能源成本、

環保成本、由企業承擔的社保費等降下

來”。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

為，“當前企業負擔重的問題，不僅僅

是壹個稅負的問題，是綜合負擔的問

題。宏觀方面，社保體制、金融體制等

都需要改革，而企業方面也需要提高附

加值，來應對難以避免的成本上升。”

劉尚希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壹方面

通過改革使企業有壹個更好的營商環境，

降低五險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同時通過金融體制改革降低融資成本，

通過物流體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通過

行政性壟斷的改革降低用人成本，通過

土地制度的改革來降低土地成本。另壹

方面通過企業自身不斷地創新，提升自

身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來擴大消化成本

的能力。

中國城市哪家強？上海競爭力繼續排第壹 香港第二
綜合報導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3日在港發

布2016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海繼續

排名第壹，香港及深圳則位居第二及第三名。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會長桂強芳在當日的記

者會上表示，本次發布的榜單是該機構歷時壹年、

對中國358個地級以上城市的綜合競爭力進行分析

比較後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表示，2016年香港經濟持續保持平穩增長，

在全球範圍內仍顯現出比較優勢，但社會內耗在壹

定程度上阻滯了香港經濟增長的速度。此外，在全

球經濟萎縮的背景下，深圳堅持創新驅動、轉型升

級及綠色低碳等發展方向，紮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GDP增速為 8.7%，

表現優異。

位列第四至第十名的

城市分別是北京、廣州、

重慶、天津、蘇州、杭州及南京。上海在該評比中

已是連續4年排名首位。

“綜合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社會、

環境和文化4個系統，由綜合經濟競爭力、人力資

本教育競爭力等10項壹級指標、50項二級指標和

216項三級指標等綜合計算而成。

該機構當日還發布了其它15項排行榜，包括6

項中國城市的分類榜單及9項全球國家與城市的分

類榜單。其中，全球國家(經濟體)競爭力排行榜中，

美國、中國及日本分列前三名；中國城市成長競爭

力排行榜中，深圳、天津及重慶分別位列前三名；

香港在全球最開放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三，在中國最

安全城市排名中位列第壹。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1998年在香港註冊成

立，是中國較早涉足城市競爭力研究領域的學術機

構，2002年推出第壹份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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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irby said when asked if he agreed with Trump 
allegations against China.
James Acton, co-director of the Nuclear Policy 
Program at Washingt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think tank, meanwhile, called 
Trump's North Korea tweet a bad move.
"This was a foolhardy tweet for Trump to send given 
the enormous challenges of constrain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I think this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comes back to haunt him."
Frank Jannuzi, a forme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who 
heads the Mansfield Foundation Asia dialogue forum, 
also said Trump's pledge could prove hollow.
"I worry... that it only emboldens the North, because 
they see it for what it is: empty talk," he said. "It lays 
down a red line. ... We don’t seem prepared to back 
up."

will avoid remarks and actions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China’s efforts in this regard are perfectly 
obvious,” Geng told the news conference.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e have pro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relevant discussions o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have jointly passed several 
resolutions with other parties.
“This shows China’s responsible attitude.”
An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id it did not 
agree with Trump's assessment that China 
was not helping. "We would not 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BEIJING, China - China on Tuesday advised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gainst escalat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rough his tweets.
On Monday event, the president-elect, in response to 
North Korean dictator Kim Jong Un's announcement 
that his country was in the "final stages" of testing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at could someday 
target the United States, tweeted, "it won't happen."
He went on to accuse China of not doing enough to 
contain its ally - despite China's support for successive 
rounds of UN sanctions against Pyongyang.
“China has been taking out massive amounts of money 
& wealth from the U.S. in totally one-sided trade, but 
won’t help with North Korea. Nice!” his tweet read.
Reacting to the tweets,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his government’s efforts 
were “widely recognized,” and that “we hope all sides 

The incoming president has, so far, not revealed how 
his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deal with the mercurial 
North Korean dictator.
According to U.S. experts on the issue, he has 
essentially these options while dealing with the North 
– negotiate, impose additional sanctions, using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or take military action.
“Trump has yet to look deeply into the North Korean 
conundrum, and when he does he’ll realize there are 
only two choices: hit them or talk to them,” said Park 
Hwee-rhak, head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at Seoul’s Kookmin University. “No 
matter what you do, Kim will never give up his nuclear 
missile development. Thinking otherwise is belying 
reality.”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isolated country will not be able to "tip" its ballistic 
missiles with nuclear warheads anytime soon."
John Kirby said although at this point Kim Jong Un 
does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we do know that he 
continues to want to have those capabilities and the 
programmes continue to march in that direction."
Also reacting to Trump's tweet, Sou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rump’s comment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clear warning” to the North.
“Because of our active outreach, President-elect Trump 
and U.S. officials are clearly aware of the gravity 
and urgency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ministry spokesman Cho June-hyuck said at a briefing.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from the staff of recent administrations of the 
same party; Trump appears to be fine with 
reaching much further back. Then again, he 
has set a low bar for government experience 
among his administration picks —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and Secretary of 
Commerce nominee Wilbur Ross, for example, 
have no prior experience in government at all.
On an ideological level, Trump and Lighthizer 
are a natural match. Lighthizer is known as a 
colorful rhetorician and has long argued that 
protectionism on trade — using border taxes 
on imports to protect domestic industries from 
competition — is something that is entirely 
compatible with conservatism. He’s penned 
op-eds praising Reagan for disregarding the 
“utopian dreams of free traders” with his 

“pragmatism” on trade, such as his restrictions on 
importing steel and automobiles.
And in 2011, as Trump was considering a potential 
run for president, Lighthizer wrote an op-ed in the 
Washington Times defending Trump’s criticism of free 
trade and China.

“How does allowing China to constantly rig trade in 
its favor advance the core conservative goal of making 
markets more efficient?”
Lighthizer wrote at the time.
If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Lighthizer will be involved 
in renegotiating existing trade deals or helping craft 
new ones. Given his history on trade, it’s clear that his 
instincts will not be to eliminate all trade barriers in 
trade deals, but instead to find ways to shield at least 
some domestic industries from job loss. And by all 
accounts it seems he will share Trump’s inclination to 
focus on China.
What’s unclear is how much power Lighthizer will 
actually have in executing trade policy. Trump has 
indicated that his close friend Ross, the billionaire 
investor Trump has nominated for commerce secretary, 
will be playing a much larger role in trade policy than
commerce secretaries of the past. “Secretary Ross will 
be our administration’s leader on setting many of our 
trade priorities,”
Jason Miller, the Trump transition team spokesperson, 
told FT. This would essentially undercut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 that is, Lighthizer.
Complicating things even further is the fact that Trump 
has created two entirely new positions in government 
designed to deal with trade.
He’s named Jason Greenblatt, his longtime business 
lawyer, as hi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nd Peter Navarro, an early Trump 
backer and economist best known for his manifesto 
“Death by China,” has been selected to oversee the 
new National Trade Council.
“It’s a new world, and I don’t think we know how 
these individuals or offices are going to relate to one 
another,”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s Scott says.

Donald Trump on Tuesday named Robert Lighthizer, a 
former trade official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longtime skeptic of free trade, to head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
The USTR takes the lead responsibility for negotiating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represents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der President Obama, the office was
busy negotiating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he 
colossal free trade deal that would’ve strengthened ties 
between the US and 11 countries along the Pacific Rim 
by, among other things, drastically reducing tariffs on 
traded goods.
That deal is now considered dead — Trump has 
promised to withdraw from it on his first day in 
office. His nomination of Lighthizer, a career trade 
lawyer who has advocated for increasing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competitors rather than decreasing 
them, confirms his commitment to bucking free trade 
orthodoxy in Washington.
“Lighthizer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striking 
agreements that
protec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ctors of our 
economy, and has repeatedly fought in the private 
sector to prevent bad deals from hurting Americans,” 
Trump said in a statement. “He will do an amazing 
job helping turn around the failed trade policies which 
have robbed so many Americans of prosperity.”
While there seems to be some degree of ideological 
continuity among the trade-related picks so far, there 
isn’t a great deal of clarity regarding who will be doing 
what. There’s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bureaucratic turf wars in the coming months.
“It’s quite clear that the one thing that Trump clearly 
believes in is getting tough on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 and that means probably imposing tariffs 
on trade with China or Mexico or other countries,”
Scott says. But, he notes, the pick of Lighthizer “opens 
up a whole can of worms” about how that’s going to 
be done.

Lighthizer Is A Natural Pick For Trump
Lighthizer makes sense as a pick for steering the 
USTR. He was an early Trump supporter — always an 
asset for a candidate in the president-elect’s eyes. And 
unlike many of Trump’s picks for economic-related 
positions such as Steve Munchin, the banker whom
Trump has picked fo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Lighthizer has experience in government and expertise 
in his policy realm. In the 1980s, he had stints as a 
chief of staff on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and as 
the deput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nder Reagan.
The fact that Lighthizer’s last major government post 
was back in the Reagan era is striking. We’ve also 
seen that with K.T. McFarland, Trump’s choice for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ho hasn’t served 
in any governing capacity since 1984. Typically, 
incoming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draw prima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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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Lighthizer Is Trump's Choice For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South Koreans watch a TV news program showing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Photo/AP)

Li Baodong, China'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speaks during a UN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the situation in Syria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on July 19, 2012. (Xinhua/Shen Hong) 

Trump Accuses China Of Not Doing Enough To Contain Its Neighbor

Lighthizer Shares Similar Views To Trump On Trade — And Has The Expertise To Act On Them

One thing Lighthizer has going for him in terms of 
influence over policy is his knowhow. Simon Lester, 
a trade analyst at the libertarian think tank Cato, 
has argued that the fact that Lighthizer has the most 

technical knowledge of the bunch could give him a leg 
up.
(Courtesy 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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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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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