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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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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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體育報導關注體育賽事
美南國際電視台15.3體育報導節目﹐由主持人鄭帥帥
(左)與固定嘉賓Chris Mouton(右)聯手呈現﹐提供熱愛運
動的球迷精準且詳實的一周體育報導﹐包括NBA火箭
隊﹑德州美式足球與休士頓太空人等相關體育賽事資
訊﹒節目採現場直播﹐12日晚間7時30分播出移動長
城火箭隊前球星姚明即將在2月3日火箭對戰芝加哥公
牛的賽事上﹐榮耀舉辦11號球衣退役典禮﹐節目也講解
目前全明星賽投票概況﹐希望大家密切關注﹒體育報導
將為觀眾持續關心體育資訊﹒本節目每個月的其中一
個周四播出﹐請持續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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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VOA】川普的國家安全副顧問近日在華盛頓的
一個研討會上說﹐川普上任後首先要完成的是
加強經濟和國防建設﹐以實現裏根政府時期“以
實力謀和平”的戰略﹒
在華盛頓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星期二（1 月 10
日）舉辦的有關權力交接的研討會上﹐被川普提
名為國家安全副顧問的國際安全分析家K.T.麥
克法蘭（KT McFarland）被問到川普政府的執政
重點時說﹐川普將做出政治決定﹐比方說﹐改革
公司法﹐振興美國經濟和加強美國的國防建設﹒
她說﹕“美國過去15年的外交並不是那麽快樂的
事﹐如果我們有機會再次建設我們的國防﹐就像
弗林中將所說的‘以實力謀求和平’﹒這是裏根

總統所說的﹐他是特別選用了這樣的說法﹒這
不是通過投降或是征服來謀求和平﹐而是通過
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外交力量和道德力量﹐所
有這些加在一起﹒我們現在有機會再來一
次﹒ ”
她解釋說﹐加強國防建設的目的就是不要用它﹒
她說﹕“我們加強國防建設﹐這樣我們就可以不
要用它﹒這是威懾力量的本質﹐這是通過‘實力
謀求和平’﹒不是說﹐建立了軍事力量﹐你就要
用它﹐你加強國防建設﹐這樣沒有人來尋求戰
爭﹐這也是裏根政府的戰略﹒”
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湯姆·卡頓
（Tom Cotton）在被問到川普政府上台後﹐應該

怎麽做時也表示﹐加強國防建設應該是新政府
的重中之重﹒卡頓還表示﹐新政府應該重新審
視美國的核武政策和核武庫存﹒
麥克法蘭還談到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美
國的價值觀﹑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以及美國
的盟友架構﹒她說﹐這些新政府都不會拋棄﹒
美國和平研究所的這次研討會主要探討了川普
執政後﹐美國在全球應當扮演的角色﹒ 美國國
務卿約翰·克裏（John Kerry）﹑美國現任國家安
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川普提名的國家
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前國務
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前
國家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

等均有出席﹒
研討會上﹐有專家指出﹐沒有美國的領導﹐世界
可能不會更有序的運轉﹒奧爾布賴特說﹐美國
應該繼續領導世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單
獨擔當此任﹐美國可以和其他國家一起領導世
界﹒因為在競選中的言論﹐川普被認為有可能
領導美國走向孤立主義的道路﹒
研討會還談到新政府上台之初可能遇到的考
驗﹒專家們認為﹐朝鮮﹑伊斯蘭國都有可能給川
普政府帶來挑戰﹒

《《特別呈現特別呈現》》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

立體中國立體中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特別呈現特別呈現》》是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是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CCTV-CCTV-99））推出的一推出的一

個紀錄片放映時段個紀錄片放映時段﹐﹐主要播放國產原創紀錄片主要播放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一個立體的中展現一個立體的中

國國﹒﹒許多記錄片包括許多記錄片包括《《舌尖上的中國舌尖上的中國》﹑《》﹑《春晚春晚》》紀錄片紀錄片﹑《﹑《我的抗戰我的抗戰》》

323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集大型歷史紀錄片﹑《﹑《南海一號南海一號》》紀錄片紀錄片﹑《﹑《玄奘之路玄奘之路》》和和《《同飲一同飲一

江水江水》》等都是不同主題人文風情的生活故事等都是不同主題人文風情的生活故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日下午周日下午22時至時至33時首播時首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VOA】奧巴馬總統星期四表示﹐他將立刻
終止優惠古巴人的庇護政策﹐就是所謂“濕
腳﹐乾腳”（wet foot, dry foot）政策﹐這個政
策允許所有沒簽證但踏上美國土地的古巴
人都留在美國﹒
奧巴馬總統在一份聲明中說﹐這個執行了
20年的政策是在一個不同時代的產物﹒
奧巴馬說﹕“我們采取這個步驟就是把古巴
移民和其他國家的移民同等對待﹒”
奧巴馬總統稱這是與古巴關系正常化的重

要一步﹒
奧巴馬說古巴已經同意將以接收美國海岸
警衛隊在海上截獲的古巴人一樣接收那些
未經許可抵達美國的古巴人﹒
奧巴馬總統說﹐國土安全部也將終止一項允
許在第三世界國家服務的古巴醫務人員進
入美國的項目﹒
奧巴馬總統說他們今後將和其他國家公民
一樣向美國大使館申請庇護﹒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1995年批準了“濕腳﹐乾

腳”政策﹐當時試圖逃離的古巴人返回後可
能遭遇嚴酷的對待和進一步的壓制﹒

“濕腳﹐乾腳”政策簡單來說就是在海上被截
獲的人將被遣返回古巴﹐踏上美國陸地的人
則被允許留下來申請居留﹒
古巴長期以來批評這項政策鼓勵很多古巴
人不惜冒生命危險偷渡美國﹒
2015年美國和古巴恢復了外交關系﹒
盡管對古巴的貿易禁運仍然在繼續﹐不過華
盛頓和哈瓦那之間的敵對已經大幅降低﹒

奧巴馬將終止優惠古巴人的庇護政策奧巴馬將終止優惠古巴人的庇護政策

川普顧問談新政府執政重點川普顧問談新政府執政重點﹕﹕加強經濟和國防建設加強經濟和國防建設
一些古巴人乘橡皮筏試圖抵達美國佛羅里達州一些古巴人乘橡皮筏試圖抵達美國佛羅里達州（（資料照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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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宣揚中華文化，普及美
學知識，搭配目前正在休士頓美術館展出的 「帝王品味-國
立故宮博物精品展」，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與館方合作，將
在1月22日(周日)下午2時舉辦一場藝術講座，邀請著名水墨
畫家與國際藝術策展人劉昌漢主講 「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術
美學」，帶領民眾鑑賞東西方美學差異。

「帝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精品展」正在休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 houston)展出，展期將至1月29日截止，
現場展出高達160多件故宮博物院稀世珍寶與藝術收藏品。
趁著展出期間，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首次與館方合辦講座，
希望提供社區不一樣的藝術氛圍，讓民眾在欣賞同時，透過
專家角度詮釋，更能了解東西方美學藝術精髓。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表示，2017年開春第一
個活動充滿藝文氣息，主要希望能宣揚藝術文化，提升大家
藝術審美觀。尤其，感謝 「帝王品味」故宮展的華裔聯繫人
，僑務委員甘幼蘋牽線下，促成講座順利舉辦。

鄧曉林說，這次邀請著名水墨畫家劉昌漢擔任主講人，

他具有相當豐富的策展與中西美學經驗，劉昌漢將以 「從故
宮藏品談東西藝術美學」為題，透過幻燈片演講輔助，對比
東西方繪畫、瓷器、書法等收藏品。鄧曉林說，藉由劉昌漢
的專業分析，大家在一窺中華文物之美的同時，也可以有不
同的角度思考。

對於開春首發活動藝文氣息濃厚，鄧曉林表示，除會持
續推廣中華傳統文化，提升大家藝術水平外，2017年也將有
一系列豐富多元的各類型活動，包括即將來臨的4月份大型
年會，或是與僑胞活息息相關的醫療糾紛講座，以及8月炎
炎夏日邀請校友們一起製作味增、綠茶和焦糖結合的特殊食
材冰淇淋，希望廣邀各界好友一起同樂，共襄盛舉。

鄧曉林說，校友會是個組織架構，目的在於聯繫交流情
感，同時也是個良好的資訊溝通平台，希望將活動觸角延伸
，不只是獨惠於校友而已，還能服務休士頓社區。

有興趣參與藝術講座以及日後的各項活動，歡迎聯繫鄧
曉林832-814-8194，講座可容納近200人，中英雙語演講，
請踴躍參與。

北一女校友會藝術講座
劉昌漢主講東西方美學差異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
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
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

提供全面即時
的第一手新聞
和生活訊息，
2017 年全新上
線，帶領休士
頓華人媒體發
展進入新紀元
。

「今日美國
」 網 站 (www.
today-america.
com)升級原有
美南新聞網站
，以 「展現最
真實全面的美
國生活，提供
最強大的實用
的資訊平台」

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成為全方位的
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美國教
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給讀
者最在地的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大
的記者團隊，用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
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
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STV15.3、ITC、美南
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另外，美南麥
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與專
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
利讀者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15.3頻道每周七天，持續每天24
小時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
、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
美南自製休士頓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
且多樣化，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可透過網站欣賞
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美南麥當勞教育展和春
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

相關資訊，持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國」，或輸入 「www.today-amer-

ica.com」網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掃描微信公
眾號 「今日美南」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國今日美國20172017全新上線全新上線 讓今日與眾不同讓今日與眾不同

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二維碼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二維碼。。

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國網站。。

知名水墨畫家劉昌漢知名水墨畫家劉昌漢((左三左三))將受邀主講東西方美學藝術差異將受邀主講東西方美學藝術差異。。((鄧曉林提供鄧曉林提供))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期許宣揚中華文化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期許宣揚中華文化，，提升民眾美的鑑提升民眾美的鑑
賞力賞力。。((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華夏學人
協會昨（1 月 14 日 ）晚，在中國人活動
中心舉行2017 年會，並舉行新舊任會長
交接儀式，由會長魏波將會長重任交給
新任會長羅雪梅，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休士頓副總領事趙宇敏負責監交，成
立於 1992 年的華夏學人協會，已走過
26 個年頭，羅雪梅是該會第26任會長。

會長魏波，首先透過電腦屏幕，介
紹2016 年度工作總結，包括：2016 年3
月 20 日舉行報稅講座；4 月 24 日舉行
「中小企業如何貸款融資」 講座，由林

起湧主講 「財產評估及減免申請 」 講
座； 接著由楊德清主持及主持 「投資
諮詢研討會」； 5 月 27 日由警官作 「安
全講座 」，以及12 月 4 日與 「槍友會
」 合辦講座： 「拒絕成為受害者 」；
以及6 月 25 日與安徽同鄉會合辦講座：
「安徽抗戰 」，由張興華教授主講；以

及戶外活動如： 春季露營和釣魚活動；

10 月份有200 人參加的郊遊野餐；6 月
25 日乒乓球團體比賽；以及 11 月 5 日
「恆豐盃」 網球比賽，為了教大家如何

欣賞 「Super Bowl 」，下周還有一場如
何欣賞橄欖球的講座。魏波會長特別提
到該會用力最深的是籌辦 「國慶綜藝晚
會 」 每次都籌備半年，動員超過上百位
義工。

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趙宇敏在年
會上致詞表示： 他是於 2014 年 8 月來
休士頓的，第一個參加的活動就是華夏
學人協會，歷經方一川，魏波等會長，
看到那麼多優秀華人支持這個會，使該
會愈來愈好，為該會增添力量，添火加
柴。趙副總領事說：2017 將是一個成果
豐碩的年份，除了＂十三五＂規劃順利
開局，秋天還有＂19 大＂的召開，中國
國內的繁榮昌盛，給海外華人華僑一劑
強心劑，中國人日子愈來愈好，全球中
國人都能迎來一個成功的2017 。

新任會長羅雪梅致詞表示： 能擔任
第26 任會長，身肩重擔，也感覺非常榮
幸。她個人在十年前進入理事會，十年
當中見證了各老會長為華夏所作的貢獻
。她將為 「華夏學人協會 」 盡一分心
力，祝更多的朋友加入，給華夏添磚添
瓦，出錢出力。

緊接著餘興節目正式開始，由名節
目主持人張黎波，劉良子主持。節目有
劉良子的女生獨唱 「美麗家園 」，民樂
團民樂表演 「喜洋洋」 ， 「步步高」，
「正月里來是新年」，以及朱安琪的豎

琴表演，以及黃華副會長主持的抽獎，
以及舞蹈，獨唱，古箏藏族歌舞，以及
由黃華主持的猜成語等遊戲。

當天共有會員及眷屬一百多人參加
，以及近二十項精彩的抽獎，包括價值
$400 元的 Mini IPad, 百元現金獎，電磁
爐及湖南腊肉等精彩獎品。

休士頓華裔會計師協會2017年最新個人報稅進修班
分別由顧螢，吳佳玲兩會計師主持個人所得稅講解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華裔會計師協會繼上個月
的講座後，昨天（1 月14 日 ） 再在恆豐銀行12 樓 「社區活動
中心」 再舉行一場以 「個人所得稅」 為主的進修班，課的內容
包括： 個人收入，退休計劃； 各種形式的收入，以及各種形式
的可減免項目，各種報稅的到期日，以及各種與個人稅有關的項
目，如Small Business等。稅務局查帳項目，報稅應注意那些事項
？以減少被查稅的機會。當天，該會會長譚秋晴還安排兩位會計
師顧螢和吳佳玲分別負責上午及下午問答解說的部份，有五十餘
位休市著名的會計師都參加了這項為期一整天的進修課程。

這兩位會計師顧螢及吳佳玲簡介如下：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稅務準備專家, 會計師顧螢Ying G. Sun在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從事稅務準備的工作，你可以信任Liao Kin &
Company P.C.公司的註冊會計師: Ying G. Sun。Ying G. Sun幫助
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和周邊社區的納稅人和小企業處理繳稅業務
。 無論您是德克薩斯州休斯頓還是其周邊的個人或本地企業，
Liao Kin & Company公司的註冊會計師都有多年為處理IRS稅務
的寶貴經驗。孫太太是公司的管理合夥人，在她17年的財務和
會計從事中，她為客戶提供商業建議，稅務戰略規劃，會計系統
諮詢，保證服務和國際控制諮詢意見。 她的客戶散佈在不同的
行業，包括批發分銷，零售店，國際貿易，工程，房地產，建築
，製造，交通和非營利組織。她從聖托馬斯大學獲得MSA。 她

是AICPA和德克薩斯州註冊會計師協會的
成員。 只要你聯繫稅務申報專家 Ying G.
Sun，她將很樂意幫助您利用她的專業知識
來處理您的報稅申報業務。聯繫地址和電
話：Liao Kin & Company P. C.: 9889 Bel-
laire Blvd.， Ste 214,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8668。 Ying G. Sun， CPA
和其他稅務準備專家將幫助您準備稅務，
稅務計劃，簿記，房地產和信託稅等等。

吳佳玲 Chialing（Nancy）吳女士也是
Liao Kin & Company P.C 公司的合夥人; 她
於2009年加入公司。目前她是該公司的高
級經理。在從事公共會計之前，她在私人
公司擔任會計師和系統分析師。

Nancy為個人，商業實體，信託和非營
利組織提供財務報告以及聯邦和州稅的稅
務申報服務。憑藉她豐富的經驗，她幫助
國內和國際客戶，從事稅務規劃和解決復雜的問題。她還為石油
和天然氣行業從事證明和認可證明服務和提供財務會計諮詢服務
。

Chialing（Nancy）吳女士服務於各種行業，包括批發/零售

分銷，石油和天然氣，房地產，專業服務和非營利組織。教育與
證書: 紐約，紐約市紐約大學MBA; 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工
商管理學士; 註冊會計師（CPA）和德克薩斯註冊會計師協會會
員。聯繫地址和電話：Liao Kin & Company P. C.: 9889 Bellaire
Blvd.，Ste 214, Houston，TX 77036 電話: 713-771-8668。

華夏學人協會華夏學人協會20172017 年會年會
昨晚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盛大舉行昨晚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盛大舉行

華夏學人協會昨在華夏學人協會昨在20172017 年會上舉行換屆交接儀式年會上舉行換屆交接儀式，，由會長由會長 魏波魏波（（右右
））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羅雪梅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羅雪梅（（ 左左 ），），由中領館副總領事趙宇由中領館副總領事趙宇
敏敏（（中中）） 監交監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五十餘位華裔會計師昨參加了為期一整天的休士頓五十餘位華裔會計師昨參加了為期一整天的 「「 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進修課程並合影進修課程並合影。。
（（前排右六前排右六））為該協會會長譚秋晴為該協會會長譚秋晴。（。（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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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練氣˙風水生基】秘訣講座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

身命健康、無病延壽、平安幸福是人生第一要
素。百病皆生於氣，氣是生命的泉源。醫經云 : 
「人氣源於腎，腎強命長、腎虛命短」。【地
氣】源於風水，好的風水能旺身、旺財、旺氣
機。【天氣】源於日、月、星、辰，吸取日月
精華，才能提昇正能量開發潛能。國際明師親
自點傳 ! 教您道家正法，天、地、人三才秘訣，
得真法受用終身 !

涂金盛老師，傳道家絕學 41 年，弟子遍
佈全球受益無數人。親臨休士頓舉辦兩場免費

講座， 1 月 21，22 日 ( 六、日 ) 下午 2-5 點，
講座地點 : 中華文化中心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免 費 入 場 626-400-9699 
請瀏覽官網 www.MasterTu.com

風水練氣能改變生命磁場，提昇生命正能
量。住在凶煞風水，會造成丁、財兩失，腫瘤
惡疾、家庭失和、事業衰敗，不可輕忽。好的
風水，能心想事成、家庭和諧、兒女成器、健
康長壽。住家風水不論好壞都有生氣方，如何
在生氣方營造生基。練氣養生掌握【氣路】；
靈龜八法打通奇經八脈揭秘。風水掌握【水
路】( 馬路 )；調整龍門八局、破解消亡破絕水，
消水破大財，亡水絕人丁。宅屋分五行，金、
木、水、火、土、五形屋，何形最旺 ? 何形最
凶 ? 屋形除了帶給人吉凶禍福，並且影響身、
心、靈，如何化解 ? 涂老師道家絕學法奇門風
水為您揭秘 !

涂老師傳功 41 年濟人無數，一門一法絕
不保留，將數千年道家養生哲學公開傳有緣。
練氣祛病不是比手畫腳、盲目呼吸、打坐 ? 人
體痛點反射疾病訊息，不可盲目點按，輕則造
成傷殘，重則死亡，坊間已有多例。現場特別

一水相連兩岸情

孫東玲（cindy孫）
國畫牡丹展

分析 : 穴道反射痛，如何虛實補瀉、順逆行氣、
陰穴治陽病、陽穴治陰病。時辰八剋開穴、點
穴秘訣點穴神功寶典，涂老師著作揭秘。

涂老師全球傳功數十年來，桃李滿天下，
受益無數人，一點不保留，傳您『靈龜八法』，
開通奇經八脈。『道家法奇門風水』，提昇生

命能量，抵抗惡疾延長壽命。
講座會後將有短期班 1/23 開課 , 由涂金盛

老師親自傳授，請把握機會。現場將展出涂老
師著作、養生 dvd 數十套，傳家養生寶典，彩
色圖文並茂 , 的精髓功法心法大揭秘，現場收
藏或網購。

圖解 : 涂老師為美國著名搖滾樂歌手
JerryGarcia 家族調整風水 , 多年來財旺

身旺 今年再度邀請涂老師為其增旺風水 . 圖
為 [ 法奇門生氣圖 ] 興旺家宅。

我們從小就知道在祖國東南的福建省對面
有個臺灣省，那裏的人民與我們同文同種同根
同源同血脈。但由於歷史的原因，所有與臺灣
有關的事情在那個年代往往有一種神秘感。我
第一次與臺灣有近距離之感是在 1984 年夏天
去廈門市參加全國催化學術會議。在特殊的年
代，廈門是前沿陣地。但自從 1981 年 9 月 30
日葉劍英委員長正式發表關於大陸和臺灣實現
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後，原來的前沿陣地就成
為旅遊景點。我們饒有興趣地去參觀了原來的
炮臺。從炮臺處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小金門和更
近的大旦二旦等島嶼。我們一同來參觀的人們
紛紛議論，真沒有想到那些島嶼與廈門有那麼
近，有人說遊泳好手都可以從廈門遊過去。我
們北方來的會議代表多數不會遊泳，於是一位
代表說將來祖國統一了，我們坐船一會就可以
過去旅遊了，與在廈門旅遊沒有兩樣，那該多
好呀。

在我的腦海中，臺灣是個風景秀麗人文薈
萃的地方，他們的語言文字與我們一樣，只是
他們仍然用繁體字。我們讀繁體字沒有問題，
許多古典小說就是用繁體字印刷的。但我真正
能有機會與臺灣同胞直接交流和交往的是我在
1987 年去英國讀博士研究生期間。我入劍橋大
學三一學院不久就認識了一位臺灣同學，這位
同學後來成為我在劍橋讀書期間的摯友。在剛
開學不久的眾多新生中，我們倆很快找到了對
方。雖然剛開始我們相互用蹩腳的英語交談，

特別是有別的新生在場時也是出於禮貌，但每
當有機會只有我們倆的時候，我們心照不宣地
同時轉換成用中文交談。我驚奇地發現他的中
文口語發音比我要好得多，後來熟悉之後，他
還糾正我的發音。我們很快成為要好的朋友，
在我心裏從來沒有想過他是臺灣來的，反正感
覺到與他交往非常自然，非常親切，非常順
暢。我們在一起總有許多共同的話題。他可以
像歷史老師一樣講彩陶文化和青銅器文化，也
可以像文學家一樣講楚辭和唐詩宋詞，還可以
像哲學家一樣講儒家文化和王陽明哲學。我至
今記得他娓娓動聽地講述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雖然是學理工
科的，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知識，熱愛，理解
讓我自嘆不如，同時我也欣然地從他身上感受
到了臺灣與祖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血脈。在
學期間，我還結實了不少來自臺灣的同學，我
們在劍河上撐船，在草地上野餐，與來自大陸
的同學沒有任何區別。我們在一起有時喜歡談
論文化歷史，時事政治，風俗習慣，繁體字與
簡體字等等。我們有時還開玩笑地說我們祖國
的統一大業在海外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

在臺灣當局決定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半年多
後，幾位來自臺灣的同學就與我們籌劃大陸海
外留學生訪問臺灣的代表團。經過精心策劃和
多方協調，我們最後確定由劍橋大學的七位同
學組成一個訪問臺灣的代表團。因為它是自從
兩岸隔閡以來的第一個大陸人訪問臺灣的代表

團，自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註。當這個新聞
於 1989 年 4 月初在臺灣各大媒體第一次公布
後，在海峽兩岸引起了重大反響，大家普遍認
為這是個為推動兩岸人民交流和了解的非常有
意義的訪問。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原來
計劃的 6 月初訪臺行程推遲至 9 月上旬，但仍
然是第一個訪臺代表團。代表團成員在臺灣一
周的參觀訪問成為媒體時時刻刻跟蹤的頭條新
聞。但讓我們同學最感動的是兩岸整整隔閡了
四十年之後，人民之間的交往和交流沒有任何
隔閡，相反地處處感到中華文化歷史的深厚淵
源，處處感受到臺灣同胞的熱情友好，處處感
受到血濃於水的兩岸情懷。

我們從英國來美國後，在三個不同的州居
住和生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所到之處都很
快結實了不少來自臺灣的朋友。我們高興地看
到在最近二十五年，兩岸在九二共識和一中
原則的政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各種層面上的往
來。文化方面的交流當然是最自然的，我們本
來就享有共同的文化歷史傳統等等。在經濟方
面，兩岸具有極大的互補性和互惠性。僅舉一
例，我的那位劍橋同學在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到
臺灣供職於一家高科技大公司。後來公司派他
到上海的臺資企業工作。他們一家在上海工作
和生活了近二十年，兩個女兒都在上海長大直
到高中畢業，上海是他們真正的家。在旅遊方
面，大陸遊客成為臺灣旅遊業最具有決定性的
成分，臺灣同胞去大陸旅遊也受到歡迎。教育

浩 瑛

方面的交流和互動也是迅速成長。
兩岸在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包括民間的交

流和互動進一步增進了相互了解，相互友好和
相互依賴。這個趨勢是不會逆轉的，也不會因
為某些政治人物的操作而改變的。作為海外
華人華僑，我們真誠地希望看到兩岸的熱絡互
動，同時也願意為進一步推動兩岸關系的發展
而盡一份力量。

於 1 月 28,29,30,31 春節期間在中國

城福祿大樓三樓，

地址：61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77036

電話：713 378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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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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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7年1月15日 Sunday, January 15, 2017



BB66醫生專頁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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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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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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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逝去的 2016 年，絕對是西方巨
星殞落的一年，多位對全球流行音樂文
化影響深遠的重量級人物均先後離世，

繼大衛寶兒(David Bowie)和Prince分別於1月及4月撒手塵寰
後，英國殿堂級歌手佐治米高(George Michael)亦於日前逝世，
終年53歲。由於三人在樂壇均有極高成就，而且同樣在毫無
先兆的情況下發布死訊，故此不少樂迷都將他們相提並論。

此外，荷李活老牌女星莎莎嘉寶(Zsa Zsa Gabor)，也接著
心臟病發，在比華利山寓所逝世，終年99歲。

她的丈夫Frederic Prinz von Anhalt情緒激動地表示，莎莎
嘉寶在朋友與家人陪伴下逝世， 「個個人都在她身邊，她不會
孤獨終老。」莎莎嘉寶曾主演三十多部電影，包括 1952 年
《 紅 磨 坊 》 (Moulin Rouge)、 1953 年 《Lili》 及 1958 年
《Touch of Evil》等電影，不過，最精彩的反而是她一生結過
9次婚，並稱呼每個人作 「Darling」！莎莎嘉寶出生於匈牙利

，家庭富裕，1936年當選匈牙利小姐，二次世界大戰時遠赴美國，拋
棄第1任丈夫、土耳其外交官Burhan Belge。

進身荷李活不久，她就嫁給酒店大亨希爾頓(Conrad Hilton)，兩人
育有一女Francesca、亦是莎莎嘉寶九段婚姻的唯一孩子。可惜Francesca
在2015年1月在洛杉磯逝世，終年67歲。同Hilton離婚後，莎莎嘉寶
1949年嫁給英國影帝George Sanders，並稱George是她一生至愛。

除了上述3人，莎莎嘉寶的丈夫仲包括有紐約商人Herbert Hutner
、石油商人Joshua Cosden、Barbie設計師Jack Ryan、離婚律師Michael
O’Hara、墨西哥人 Felipe de Alba 及 Frederic Prinz von Anhalt。當中與
Felipe de Alba只結婚一日就宣布離婚； 莎莎嘉寶與現任丈夫Frederic於
1986年結婚，是她9段婚姻最長的一段。

回頭再看去年聖誕節，西方樂壇極之不快樂。天後麥當娜網上爆粗
：“媽的，二〇一六年現在可以滾開了嗎？”她痛悼佐治米高在聖誕猝
逝，也惋惜年內西方樂壇多位巨星離世。樂迷認定二〇一六年受到詛咒

，帶走了一個又一個樂壇傳奇。
佐治米高“一歌成讖”，每年聖誕都響徹他的

《最後聖誕》，最終以身殉歌了。有指他因心臟病
猝逝，有指他因私生活不檢點。西方巨星的台上台
下活動很精彩，他們賣的是歌藝，沒有責任教粉絲
做人，雖然東方傳統文化難以接受，但音樂是“國

際語言”，好歌自有歌迷欣賞。
佐治米高的經典中經典《Careless Whisper》，香港梅艷芳、甄妮與

蔡國權同時期皆看中這首歌，香港同時出現三個版本：梅艷芳《夢幻的
擁抱》，難忘她的中性打扮，大褸墊寬膊；甄妮《忍痛說謊》MV，由
青澀的任達華任男主角；還有蔡國權的《無心快語》，三個版本各有風
格。

上世紀 九十年代初，公開同志身份之前，佐治米高曾與麥當娜、
華倫比提鬧出三角戀；“性感尤物”波姬小絲回憶錄曾自揭與佐治米高
拍拖，都不曾吻她，不久，佐治以事業為重分手了。佐治米高因關注愛
滋活動，曾與已故英國王妃戴妃傳出緋聞。米高向朋友透露，與戴妃很
談得來，甚至互訴心事，當時戴妃與查理斯王子的婚姻已亮紅燈。

西方樂壇芸芸巨星中，紀念佐治米高理應要加多一筆的是：八十年
代，米高與Andrew Ria geley組成的Whami，紅遍全球。一九八五年四
月，Whami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演出。外國組合在中國舉行演唱會，是
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當時票價五元人民幣，以當年生活水平而言。
屬“昂貴消費”，但仍吸引一萬五千人捧場。文革剛過後，中國逐漸開
放改革，Whami的經理人自爆那次開騷，是經過一年半與中國政府多
次商討爭取得來的。

在中國開騷後，Whami亦在香港紅館亦舉行過兩場演出，全場爆
滿。但米高不但遲大到，而且唱不夠一小時兼全晚播MV，遭粉絲狂駡
不夠專業。

縱使佐治米高跟大衛寶兒及Prince份屬不同年代出道的音樂人，作
品風格亦南轅北轍，然而三人也有共通點：拒絕被定型。佐治於八十年
代初與Andrew Ridgeley合組Wham!，憑《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走紅，加上《Careless Whisper》及《Last Christmas》等名作，更令
他們迅速紅遍全球。不過，他卻選擇逃離較安穩的 「舒適區」，在高峰
時期決定作個人發展，放棄年輕美男形像，改走成熟粗獷路線，結果首
張個人專輯《Faith》取得空前成功，開拓了另一條音樂道路。

其實，佐治音樂事業的發展軌跡，在Prince和大衛寶兒身上早已有

跡可尋。Prince的事業高峰一個接一個，全因敢於多變，從不原地踏步
；而大衛寶兒有 「樂壇變色龍」之稱號，就更加毋須多作介紹了。不少
樂迷紛紛透過社交網站留言，悼念3位巨星相繼離世之餘，並感激他們
在世時，展現出獨特的男性魅力，可見在樂迷心目中，三人的地位亦絕
非粹純的音樂人，而是不同時代男性的代號。

自2011年便與佐治拍拖的髮型師Fadi Fawaz透露，去年聖誕節當天
早上到佐治的牛津郡戈靈市住所找他， 「我們打算食聖誕午餐，我上門
叫醒他，原來他已走了，安詳地躺在床上。大家不知他為甚麼死去，最
近所有事變得複雜，但佐治期待聖誕節到來，我也是。現在所有事都毀
了，我希望大家記住一直以來的他──他是一位美好的人。」米高的死
訊確是突然，他已計劃明年 「復出」，包括推出新碟，在Facebook最
後帖文也稱正為有關他的紀錄片《Freedom》埋尾，該片將在今年3月
播出，但朋友透露，他私下曾說不會再上台表演， 「佐治是完美主義者
，對於音樂有非常高的要求」。

佐治鄰居均說，他近年很少出街，附近酒吧經理則稱， 「他的樣子
有很大改變，大隻了很多，並戴上眼鏡，對自己的樣子感到不自在。他
只是不再像佐治米高，令人很傷感。」另有鄰居說，佐治平安夜沒有像
往年般出席子夜彌撒，只見外賣食品送來，沒有賓客出現，懷疑他只是
孤單一人或與管家度過平安夜。據悉，有人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其站在
窗旁觀望屋外的聖誕蠟燭巡遊。佐治近年只透過Twitter與樂迷接觸，
堅稱自己身體 「很好」，6月25日53歲生日時也無露面。《每日電訊
報》昨引述消息指，佐治浮沉於海洛英毒癮，曾因吸食過量毒品數度緊
急送院，而佐治經理人稱他死於心臟衰竭，那是海洛英吸食者常見症狀
。另有報道指，佐治死前數周還與朋友舉行通宵派對，他當時沒有異樣
。

佐治的唱片在全球賣逾8,000萬張，估計擁有1.05億英鎊(約1.8億
美元)財產，原來他一直低調行善，在其離世後才陸續公開，他見到一
對不育夫婦上電視遊戲節目，希望贏錢接受治療，知道他們需要1.5萬
英鎊(約1.8萬美元)，遂透過製作單位匿名捐錢給他們。佐治有次去餐
廳，知道一名女侍應是護士學生及欠債，他給了對方5,000英鎊小費。
佐治也將其部分唱片版權費，分別捐給兒童慈善組織及愛滋病組織。佐
治一直受其性傾向困擾，直至1998年因在一公廁內，企圖與臥底警察
性交被捕，被迫公開是同性戀者，他之後解釋隱瞞性傾向，是當年外界
認為愛滋病與同性戀有關，他不想母親擔心。近日有報道指，佐治沒有
子女，其遺產或贈給一班契仔契女。

巨星殞落的一年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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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故宮風波乍起
楊楚楓楊楚楓

香港早前獲國家有關部門批准，將與
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在香港西九文化區
城內，建設香港故宮博物館。中華文化源
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央在香港今年迎來
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在芸芸省市中，選
擇在香港建館，足證對香港的關愛之情。
由於西九文化區蹉跎多年，難得獲國家提
供千件國寶級文物珍品在此展出，普羅市
民都大表支持，期盼將來大開眼界，一睹
珍貴藏品。香港建故宮實在不容再蹉。

奈何香港有反對派總要無風起浪，他
們深明民意所在，不敢大鑼大鼓批評，於
是又打 「程序牌」，宣稱當局未有按法例
諮詢公眾，繞過立法會監察，摒棄行之有
效的機制云，勢要 「公審」政府，撈一把
政治油水。這群策動 「佔中」、包庇 「港
獨」的政客，一邊衝擊香港法治、動搖
「一國兩制」，一邊卻指責政府沒有諮詢

，破壞體制，雙重標準令人咋舌。
必須釐清是，西九計劃十多年來已歷

盡大小諮詢，社會共識就是打造一個世界
級文化博物及藝術展覽群，今次故宮博物

館獲得西九文化管理局董事局支持，建館
費用 35 億全由香港賽馬會全額承擔，根
本無必要再走一次城市規劃諮詢。說到底
，爭議的根本不在於故宮或諮詢程序，而
是反對派為反而反的劣根性，企圖將魔爪
伸入文化藝術領域。

西九管理局將就博物館設計營運及展
覽方向等，展開公眾諮詢，惟有學生不問
情理司法覆核政府，一心推倒故宮方案。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錯失兩地文化合作共
融的大好良機。

不過從今次小故宮的出現，反映出今
時今日香港政局的困局。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香港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在北京和北京故宮博物館簽署合作
協議，宣佈由馬會斥資35億，資助在西九
文化區興建 「香港故宮博物館(港故館) 」
，預計2022年落成，今次建築設計，由著
名建築師嚴迅奇負責。這消息使原本平靜
的長假期，投下燃燒彈，雖然已刻意在聖
誕節前，及立法會休會期間來公佈，但仍
引來一些泛民及本地文化人士極之不滿！

西九管理局深夜發表聲明，承認管理
局在去年六月，已委約建築師嚴迅奇，就
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進行前期研究，包括
在原本興建大型表演場地的地段，可否容

納多用途展覽場館和一間博物館，提出
可能的設計概念，並就項目技術事宜和
費用估算，向政府和管理局提供資料。
管理局其後在十一月，正式委任嚴迅奇

為設計顧問。西九管理局強調，相關工作
必須在保密基礎上進行，在政府內部、西
九文化區管理局，以及嚴迅奇的建築師事
務所，僅必須知道項目的人士知情。

聲明又說，董事局在去年11月批准委
任嚴迅奇及其事務所，擔任項目的設計顧
問，嚴迅奇必須在該次董事局會議前開展
工作，就技術事宜和估算費用向政府及管
理局提供資料，以供持份者討論。

筆者也曾參觀過北京及台北的故宮，
確實走一天也看不完，台北的有六十多萬
件各式各樣的文物，北京的更有超過一百
五十萬件文物，而北京的故宮更有近六百
年歷史，是橫跨明清兩代二十四位皇帝的
皇宮，在全世界所有皇宮中排名第一。我
絕對同意由北京故宮長期安排些精品在香
港展出，肯定對港人及旅遊業也帶來裨益
。可是，這個 「港故館」的落實過程則充
分反映了現今香港管治方面的困局。林鄭
會親身到立法會內會和議員過招，一番唇
槍舌劍，在所難免.以林鄭的作風肯定會硬
拼泛民議員，不幸加上她是疑似下屆香港
特首參選人，又好像是A版梁振英，更令
討論蒙上政治陰影。

西九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爭議，其
中一重點就是為何不經諮詢，無需招標，

就將工程的建築顧問服務協議，單一批給
著名建築師嚴迅奇先生。

根據廉政公署公營機構的防貪指引：
「所有採購均應以公開、公平和具競爭性

的方式進行」， 「確保(承辦商)名單上的
承辦商獲得平等的報價機會」， 「應從名
單上選取足夠數目的公司參與競投」，很
明顯，林鄭欽點嚴迅奇已嚴重違背上述基
本防貪原則。

除了上述問題，事件的疑點還包括：
1.為何可偷步在落實計劃前幾個月，已交
嚴迅奇開展設計規劃工作？
2.為何指定要由 「本地」建築師負責工程
，政府不是經常強調香港是國際城市嗎？
3.為何一定要做過博物館設計才合資格，
政府不是經常強調鼓勵創意嗎？其他建築
師如有卓越建議和相關專業資格，為何不
可參與競爭呢？
4.退一萬步而言，就算我們不爭議林鄭所
定的建築師條件，難道她認識所有建築師
，知道世上只有嚴先生完全符合所有資格
嗎？
5.為何不按照一貫做法，進行公開招標，
諮詢公眾，再確定中標者，反而急於欽點
嚴先生呢？林鄭有否從數碼港單一批地事
件吸取教訓呢？

毫無疑問，嚴迅奇先生是行內翹楚，
資歷深厚，但要服眾，就應以公平、公正
和具競爭性的招標程序進行，不講後台，
不講關係，優勝劣敗，這是香港行之有效

的制度和精神。
林鄭月娥經常強調自己服務香港幾十

年，把 「市民利益」掛在嘴邊，今次事件
不單陷嚴先生於不義，更顯示林鄭越來獨
斷獨行，不顧程序，不聽異見，似乎林鄭
最大的問題，就是無視自己的問題。

就香港在北京及台北之外是第三個地
方興建故宮博物館，我本人是舉腳贊成，
除了有旅遊角度外，對香港人認識中華文
化及民族的歷史至為重要，尤其是年輕人
更缺乏對中國的了解及認同，甚至用公帑
興建我也支持！但由於此事要和內地眾多
部門商討，我估計政府為了要迅速拍板去
馬，所以用盡方法逃避正常的公開諮詢，
特別是西九的場地用途已諮詢多年，已把
一部份土地作大型表演場地。 而現在把
「港故館」放在這片土地，取消大型表演

場地，為防夜長夢多，用技術理由來解釋
「港故館」也符合原先場地的規劃，不用

公開諮詢，又動用馬會資金，不用立法會
批款，這些都被泛民批評，但最難解釋是
無需招標或公開比賽便直接交由嚴迅奇包
攬工程，為了快便真的可以無需任何程序
和規定？

這些舉動源自特區政府想繞過立法會
，怕公開諮詢，怕夜長夢多，是典型的管
治矛盾，我盼望今年七月一日上位的新特
首，要好好思考在未來如何解決香港的困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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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婦女工商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林琬真
和陳君鎮慈善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美雲
贊助三位中文演講優勝者赴台短期深造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世華婦女工商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林琬真找到
一位不願具名的成功大學校友踴躍捐輸機票、
陳君鎮慈善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美雲捐贈學
費、即將接任世華婦女工商協會美南分會會長
黃春蘭將接棒持續支持類似活動 .

現就讀普林斯頓大學的傅海靈（Marina 
Finley）赴台期間認真學習並準備今夏將
申請台北美國商會學習 .

世華婦女工商協會
美南分會 2013 年會
長林琬真主辦中文
演講比賽甄選出優
勝者、現就讀普林
斯頓大學的傅海靈
（Marina Finley）.

世華婦女工商協會美南分會 2013 年會長
林琬真主辦中文演講比賽甄選出優勝者、
現 就 讀 Seven Lakes 高 中 10 年 級 崔 初 夏
（Sudona Barton）.

世華婦女工商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林琬真和陳君鎮慈善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美雲贊助前
往台灣淡江大學進行短期深造、其中兩位同學傅海靈（Marina Finley）、崔初夏（Sudona 
Barton）.

休士頓華裔會計師協會昨舉行「個人報稅」研討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會計師協會「 個人報稅」 研討會位於恆豐大樓 12 樓現場。 會計師協會「 個人報稅 」 研討會會員上課情形。 會計師協會「 個人報稅 」 研討會會員上課情形。

會計師協會參加研討會成員合影。

 會計師協會本屆理事會成員合影，（ 中 ）為會長譚秋晴。

會計師協會「 個人報稅 」 研討會會員上課情形。 會計師協會「 個人報稅 」 研討會會員上課情形。 會計師協會參加研討會部份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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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將至物價或繼續走高
2017年CPI預計溫和上升

國家統計局10日發布2016年12月份

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數據顯示，

CPI環比上漲0.2%，同比上漲2.1%；PPI

環比上漲1.6%，同比上漲5.5%，創逾5

年新高。

專家表示，雖然蔬菜價格走低影響

CPI增速回落，但是即將到來的春節將

大概率再度推高CPI漲幅；PPI出現了5

年來最強勢的壹次上漲是受到了進口大

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但其上漲空間

正在逐漸縮小，短期高點即將來臨。

溫和 菜價走低致CPI漲幅回落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國

慶表示，從同比看，2016年12月CPI漲

幅比上月回落0.2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

對比基數相對較高的影響，食品價格同

比上漲2.4%，漲幅比上月回落1.6個百分

點。其中，鮮菜價格漲幅由上月的

15.8%回落至2.6%，對CPI的影響減少了

0.30個百分點，是同比漲幅回落的主要

原因。

“CPI大部分項目都在繼續加速，

僅蔬菜壹項大幅走低，導致同比增速下

行。”廣發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郭磊表

示，菜價下行主要是天氣因素，暖冬導

致12月氣溫大幅高於往年，氣溫偏高導

致部分蔬菜出現降價拋售。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

2016年 12月非食品價格同比上漲2%，

漲幅比上個月上升0.2個百分點，是2011

年 12月以來首次上漲至2%。居住類、

服務類和能源類價格上漲較為明顯。受

原油等初級能源價格持續上漲，交通工

具用燃料類價格同比上漲至10.6%，漲

幅比上個月上升6.1個百分點，時隔5年

重新回到2位數增長。水電燃料價格也

有所上漲，同比漲幅為0.7%，已創2014

年9月以來的新高。

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CPI同比上

漲2.0%，漲幅比2015年擴大了0.6個百

分點。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的報

告顯示，從全年來看，CPI運行總體上

呈現出年初、年末較高，年中較低

的“U”字形走勢，這主要與食品價

格變化趨勢有關，即食品價格在年初

和年末漲幅均比較高，年中比較低。

此外，服務類價格近期走高，壹方面

反映了隨著老齡化加劇、農村轉移勞

動力減少和人口紅利衰減，中國勞動

力成本持續上漲的事實，另壹方面也

表明隨著經濟進入新階段以及經濟結

構的轉換，服務業快速發展，呈現出

“供需兩旺”的格局。

對於後市，多位專家認為，即將到

來的春節會推高食品價格，2017年1月

CPI漲幅將大概率高於2016年12月。連

平表示，雖然暖冬依舊是1月菜價的壹

個約束因素，但這壹點整體應該抵不過

節 日 因 素 ， 預 計 屆 時 CPI 將 上 漲

2.4%-2.5%。

顯效 PPI迎多年來最強勢上漲
繩國慶表示，從環比看，12月份

PPI上漲1.6%，漲幅繼續擴大。壹是受

匯率波動等多因素影響，進口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推升了部分工業品出廠價

格；二是工業生產和市場需求穩定增

長，去產能、去庫存政策的效果顯現，

供需關系逐步改善。從同比看，黑色金

屬冶煉和壓延加工、煤炭開采和洗選、

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有色金屬冶煉和壓

延加工、石油加工業價格同比分別上漲

35.0%、34.0%、19.7%、17.1%和16.6%，

漲幅比上月分別擴大12.8、5.4、13.5、

4.5和 7.6個百分點，合計影響PPI同比

上漲約4.2個百分點，占總漲幅的76%

左右。

對於PPI的走勢，郭磊表示，原油

系是上漲源頭之壹。石油加工和化工都

受到了原油價格的影響，12月布倫特油

價均值環比上行幅度達16.7%。黑色系

是另壹個上漲源頭。11月和12月鐵礦石

價格分別上漲26.5%和 4.0%。整治中頻

爐的影響對12月鋼鐵價格影響也比較明

顯。

對於後市，業內普遍認為PPI同比

將繼續上行。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分析

師姜超判斷，1月以來油價上行乏力，

煤價、鋼價繼續回落，1月 PPI環比或

零增長，但考慮到去年同期基數依然

較低，預計1月PPI同比漲幅繼續回升

至6.1%。

2016年全年PPI同比下降1.4%，降

幅比2015年收窄了3.8個百分點。連平

表示，PPI在9月同比轉正，只用了4個

月時間便上漲至5.5%，近4個月漲幅分

別為0.1%、1.2%、3.3%、5.5%，月度間

的差值分別為1.1%、2.1%、2.2%，呈加

速上漲特點。PPI的轉正反映市場需求明

顯回升，工業產品價格上漲有助於企業

利潤增長。但初級原料和工業中間產品

價格的過快上漲帶來PPIRM（工業企業

原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

加快，將加大企業經營成本。樓市政策

收緊，債市經歷震蕩之後，不排除閑置

資金流入工業品和消費品領域，推升相

關價格加快上漲。

預判 2017年或呈溫和通脹走勢
多位專家預測，2017年CPI將呈溫

和上漲走勢，PPI 有望在壹季度升至

高點，此後漲勢或將放緩。

郭磊判斷，從2016年四季度來看，

CPI和PPI的季度均值大約在2.1%和3.3%

的水平；2017年壹季度的CPI均值應略

高於 2016 年四季度，PPI 應顯著高於

2016年四季度。2017年的整體物價走勢

大概率是溫和再通脹。

連平認為，2017年，經濟運行將緩

中趨穩，經濟增長難以明顯回升，貨幣

投放平穩與流動性整體穩定，對CPI的

擡升作用十分有限。豬肉價格下行周期

逐漸結束，2017年二季度可能回升。但

豬周期的波動性明顯平緩，豬肉價格上

漲的幅度不會達到上壹輪那麽高。預計

2017 年全年 CPI 同比漲幅難有明顯提

升，物價運行整體溫和。此外，產業結

構調整難以顯著提振工業需求，PPI上漲

趨勢不會壹直持續，增長勢頭將逐步放

緩。預計 2017 年 PPI 同比漲幅顯著上

升，高點出現在壹季度，之後隨著翹

尾因素減弱及工業需求的趨緩，下半

年漲勢將有所放緩。但2017年PPI全年

平均同比將轉正，結束持續五年的負增

長局面。

社科院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

題組也預測，2017年第壹季度至第四季

度，CPI漲幅分別為2.0%、2.2%、2.3%

和 2.4%，呈現逐季上漲的發展態勢，

2017年全年CPI為2.2%，比2016年略微

增加0.2個百分點，依然處於溫和上漲階

段；PPI 分別為 0.9%、1.5%、1.9%和

2.2%，2017年全年PPI為 1.6%，比2016

年增加3.7個百分點。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

濟師祝寶良表示，從居民消費價格來

看，2017 年勞動力成本上漲會推動服

務價格上漲，豬肉價格高位企穩，蔬

菜、鮮果等食品價格受天氣等因素影

響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國際大宗商品

價格進壹步大幅反彈的動能不足，我

國產能過剩問題仍比較突出，價格難

以持續回升。因此，2017 年社會總供

給大於總需求的狀況沒有改變，物價

缺乏大幅上漲的基礎。

深圳港蟬聯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口
綜合報導 深圳市交委10日發布2016年深圳港

航十件大事，顯示深圳港連續四年排名全球集裝箱

港口第三。

數據顯示，2016年，深圳港完成集裝箱吞吐量

2397.93萬標箱，下降0.93%，連續四年排名全球集

裝箱港口第三，意味著深圳港口已從高速發展進入

穩定期。

去年深圳全港貨物吞吐量 2.14 億噸，下降

1.32%，其中，外貿貨物吞吐量1.80億噸，同比下

降1.78%；內貿貨物吞吐量3368.16萬噸，同比增長

1.2%；旅客吞吐量574.5萬人次，下降2.0%。截至

2016年底，掛靠深圳港的國際班輪航線236條。全

年安全引航2.64萬艘次。

同時，深圳港共有17家從事危險

貨物作業的碼頭和倉儲企業。2016

年，全港完成散裝及件裝危險貨物吞吐量1349.76

萬噸；完成集裝箱危險貨物吞吐量5.28萬標箱，同

比下降27.3%，未發生壹宗安全生產死亡事故。

同時，深圳港建成可停靠世界最大郵輪的碼頭

泊位。蛇口太子灣郵輪母港建成22萬噸級的郵輪

泊位、10萬噸級郵輪泊位及1萬噸級客貨滾裝泊位

各1個，800噸級高速客輪泊位12個。

當年，深圳還舉辦了第十屆泛太平洋海運亞洲

大會、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論壇及第五屆深圳

國際港口鏈戰略論壇，並取得了2017-2021年泛太

平洋海運亞洲大會的承辦權。

目前，深圳港與14個國際友好港口發表了深

圳宣言，將在港口新技術運用、清潔能源使用和港

口信息互聯互通等方面無縫對接、親密合作，形成

共贏共生的合作格局。

蘇丹攔截蘇丹攔截115115名試圖偷渡至歐洲的非法移民名試圖偷渡至歐洲的非法移民

蘇丹安全部隊蘇丹安全部隊11月月88日淩晨在首都喀土穆以北臨近沙漠地帶攔日淩晨在首都喀土穆以北臨近沙漠地帶攔
截數輛卡車截數輛卡車，，車上載有車上載有115115名來自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的非法移民名來自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的非法移民，，
其中有其中有3737名婦女名婦女。。被攔截時他們大部分未攜帶任何證件被攔截時他們大部分未攜帶任何證件，，經審訊經審訊
得知其目的地是歐洲得知其目的地是歐洲。。近年來近年來，，由於戰亂及邊境管理松散由於戰亂及邊境管理松散，，蘇丹蘇丹、、
埃及埃及、、利比亞三國交界地帶逐漸成為非洲移民聚集偷渡的重要地區利比亞三國交界地帶逐漸成為非洲移民聚集偷渡的重要地區，，
每年有數以萬計的非洲非法移民經該地區伺機偷渡至歐洲每年有數以萬計的非洲非法移民經該地區伺機偷渡至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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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都東京的男女老少身著傳統兜襠布日本首都東京的男女老少身著傳統兜襠布、、浴袍浴袍，，赤膊光膀參加壹年赤膊光膀參加壹年
壹度的新年冰浴儀式壹度的新年冰浴儀式，，希望借此凈化自己的靈魂希望借此凈化自己的靈魂，，給新的壹年帶來好運給新的壹年帶來好運。。

墨西哥騷亂持續墨西哥騷亂持續 超超423423家商店被搶家商店被搶

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市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市，，
被哄搶後的商店被哄搶後的商店。。墨西哥墨西哥
零售和百貨商店協會稱零售和百貨商店協會稱，，
在抗議油價上漲示威演變在抗議油價上漲示威演變
而來的騷亂中而來的騷亂中，，全國八個全國八個
州中的超過州中的超過423423家商店被家商店被
搶搶。。墨西哥政府近日大幅墨西哥政府近日大幅
上調汽油價格上調汽油價格，，引發了社引發了社
會不滿會不滿，，導致墨西哥國內導致墨西哥國內
多個城市發生抗議多個城市發生抗議、、封路封路
和打砸搶事件和打砸搶事件。。



artificial islands it has 
buil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rning that any 
such attempt would 
force a “devastating 
confrontation” and both 
sides should “prepare for 
a military clash.”
On Wednesday, Tillerson 
told member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hat Beijing’s 
ongoing island-building 
strategy in the busy 
waterway — through 
which $5 trillion of 
trade passes annually 
— was illegal and “akin 
to Russia’s taking of 
Crimea.”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nd China a clear signal that, first, the island-building 
stops,” the former ExxonMobil CEO told the hearing. 
“And second, your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also is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Beijing claims sovereignty over almost 90%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mpeting with neighbors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Taiwan, Malaysia and Brunei, who 
also claim parts of the waterway. In a bid to bolster 
its presence, China has transformed seven reefs and 
islets through reclamation into artificial islands. The 
mini fortresses now host antiaircraft guns and other 
weaponry,according to recent analysis.
Although 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declined to answer a journalist’s question about 
possible responses to American naval incursions into 
the vital trade corridor, China’s notoriously strident 
state media pulled no punches.
“Tillerson’s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far from professiona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linked Global Times 
declared in an editorial on Friday. “If Trump’s 
diplomatic team shapes future Sino-U.S. ties as it 
is doing now, the two sides had better prepare for a 
military clash.”
The state-backed China Daily described Tillerson’s 
remarks as “a mishmash of naivety, shortsightedness, 

w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y other approaches to 
prevent Chinese access to the islands will be foolish."
"Tillerson had better bone up on nuclear power 
strategies if he wants to force a big nuclear power to 
withdraw from its own territories," the opinion piece 
said on the paper's English-language site.
It said Tillerson's statements were "far from 
professional."
"If Trump's diplomatic team shapes future Sino-U.S. 
ties as it is doing now, the two sides had better prepare 
for a military clash."
And the English-language China Daily adopted a 
similar position.
"Such remarks are not worth taking seriously because 
they are a mish-mash of naivety, shortsightedness, 
worn-out prejudices, and unrealistic political fantasies. 
Should he act on them in the real world, it would be 
disastrous," it said.
"What happened on Wednesday shows that if and 
when confirmed, Rex Tillerson needs to first acquaint 
himself with the ABCs of China-U.S.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at large."
“It is certainly no small matter for a man intended to be 
the U.S. diplomat in chief to display such undisguised 
animosity toward China,” it goes on to say.
China claims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energy-rich South 
China Sea despite the findings of the arbitration court 
in The Hague earlier this year which ruled in favor of 
the Philippines, rejecting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trategic waterway.
Besides the Philippines, Brunei, Malaysia, Taiwan and 
Vietnam also claim rights over the waters.
The official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mild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sman Lu Kang said 
on Thursday that “like the U.S., China has the right 
within its own territory to carry out normal activities.”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Has 
Provoked  Fury With His Hawkish Remark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ese Media Tells Rex Tillerson To

 ‘Prepare For A Military Clash’
China’s state media has responded forcefully to 
suggestions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that China should be barred from the 

BEIJING, China - Following Rex Tillerson's secretary 
of st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 during which he 
suggested a more aggressive strategy toward Beijing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Chinese state media 
expressed its displeasure.
The former Exxon Mobil CEO stated at his 
confirmation hearing before the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allowed 
access to the islands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y.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nd China a clear signal that 
first the island-building stops and second your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is also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Tillerson said, but did not elaborate.
In a warning to the incoming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influential Chinese state-sanctioned The Global Times 
said "unless Washington plans to wage a large-scale 

worn-out prejudices, 
and unrealistic political 
fantasies. Should he 
act on them in the real 
world, it would be 
disastrous [and] set a 
course for devastat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lthough Donald Trump 
has been fiercely critical 
of China during his 
campaign, his attacks 
have typically focused 
on alleged unfair trade 
practices that the U.S. 
President-elect claims 
have “stolen” American 
job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rade 
team has been stocked 

with outspoken China trade hawks, such as Peter 
Navarro and Robert Lighthizer.
Given that 
Trump 
campaigned 
on drawing 
down expensive 
military 
commitments 
overseas, many 
believed an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ould be limited to commerce, and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would be less of a hot spot 
than it has been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hich stepped up naval patrols in the region.
However, Zhu Feng,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Nanjing University, says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now remain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Washington’s 
Asia-Pacific security strategy. “The entir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 minefield,” he tells TIME. “There’s 
not one place to stick your foot.” (Courtesy http://time.
com/4634078/rex-tillerson-south-china-sea) 

biggest challenge to the U.S.-led world 
order since World War Two, and called for 
Congress to lift spending caps undermining 
military readiness.
China claims most of the energy-rich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which about $5 
trillion in ship-borne trade passes every 
year. Neighbours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also have 
claims.
China has reclaimed seven reefs in the 
area, building man-made islands with anti-
aircraft and anti-missile batteries, satellite 
images show.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to "wage a 
large-scale w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prevent Chinese access to the islands, the influential 
state-run Chinese tabloid, the Global Times, said on 
Friday.
"Tillerson had better bone up on nuclear power 
strategies if he wants to force a big nuclear power to 
withdraw from its own territories," the paper said.
The Philippines, which is seeking to improve ties with 
Beijing, said any U.S. action to drive China from the 
artificial islands would be its own prerogative, and in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Secretary Perfecto Yasay was replying to a 
question during a television interview about Tillerson's 
comments.
"They said that they would prevent China from doing 
or undertaking these kind of activity. If it wants to do 
that, they have the force to do so, let them do it," Yasay 
said.
China has built several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e Philippines, which an arbitration 
tribunal in The Hague last year ruled unlawful.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reiterated last 
month he wanted to avoid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and saw no need to press Beijing to abide by the ruling.
Yasay earlier said the Philippines wanted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Washington should 
be an "influential force" in Asia and help maintain 
balance there.
He said he hoped the new government in Washington 
would refrain from criticising countries, 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d over the Philippines' deadly drugs 
war, and he welcomed Tillerson's views that decisions 
and comments should be based on facts.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PanARMENIAN.Net - Outgoi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aid on Friday, January 13 he 
was confident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ould stick 
to the same peaceful principles on Asian security as 
the current one, despite hawkish comments from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cabinet picks, Reuters 
reports.
Referring to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Kerry told a 
university audience in Ho Chi Minh City that countries, 
big or small, should refrain from provocation and any 
dispute should be resolved peacefully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Kerry said he was "confident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same good faith with the 
policies that I just articulated."
His comments came after his nominated replacement, 
Rex Tillerson, said the United States must send a clear 
signal to China that its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ust stop and that its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must not be allowed.
On Thursday, Trump's pick to lead the Pentagon, 
retired Marine General James Mattis, said Russia, 
China and Islamist militants were presenting the 

John Kerry Confident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Stick To Peaceful Policies In Asia

Chinese Media Views Tillerson's Statements As Open Threat                  
To Country's Sovereignty I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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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goi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aid Friday that any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hould be resolved peacefully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Chinese Student Being Briefe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y

Rex Tillerson U.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shown in Congressional 

confirmation hearing.

Rex Tillerson, the former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ExxonMobil, testified during a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confirmation hearing to become U.S. 
Secretary of State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on 
Jan. 11, 2017. His assertions regarding a more aggressive 
U.S. strategy toward Beijing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has riled state media officials in China.

Chinese Ships On Naval Exercis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Suggests A More Aggressive
Strategy Required Towards Beijing In South China Sea Issue

Kerry's Remarks Followed Statements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Till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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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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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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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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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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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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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7年1月15日 Sunday, January 15,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