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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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安全警民對話會頒發華埠衛士匾額
休斯頓警察局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19日晚間聯合舉辦“社
區安全警民對話會”﹐主要希望加強華人社區治安安全﹐讓休
斯頓警察局官員聽取華人華僑的意見﹒另外﹐前不久一位中
資企業駐休斯頓的辦事處女員工被殺害一案﹐短時間內成功
破案﹐﹐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為休斯頓警察局以及破案警員
頒發《華埠衛士》匾牌﹒領館也表示﹐華僑在美遇到任何困
難﹐可以隨時和總領館聯系﹐總領館設有專線24小時為僑胞
服務﹒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VOA】美國總統川普領導的行政當局開始執政第一周﹐星期一

川普預計將會晤眾議院議長瑞安﹐並簽署一系列政令﹒

白宮沒有詳細說明政令所涉及的議題﹒

川普在競選期間保證將推翻前總統奧巴馬簽署的一些政令﹒當

選後川普提出了其行政當局最初幾天將采取的計劃﹐包括發出通

知﹐美國計劃退出12國《跨太平洋合作夥伴貿易協議》（TPP）﹐並

且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

川普的計劃還包括與移民和國家安全有關的政令﹒川普已簽署

的一項命令﹐表示他將迅速推翻奧巴馬標志性的醫保計劃﹒

白宮說﹐川普總統將在1月31日會見墨西哥總統恩里克·培尼亞·
涅托﹐討論移民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改革問題﹒川普還計劃不

久會晤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

在川普會見墨西哥和加拿大領導人之前﹐他星期五將在白宮橢圓

形辦公室會見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特蕾莎·梅表示﹐她希望重點

討論脫歐後的貿易談判問題﹒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20172017年第年第

2121 屆美南國際農曆屆美南國際農曆

春節園遊會暨國際春節園遊會暨國際

藝術節藝術節((Texas Inter((Texas Inter--

national & Luna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New Year Festival))

即將在即將在22月月44日舉行日舉行﹐﹐今年搭配休士頓超級盃觀光人今年搭配休士頓超級盃觀光人

潮潮﹐﹐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舞台表演媲美國際藝術節舞台表演媲美國際藝術節﹐﹐

打造多元文化盛會打造多元文化盛會﹒﹒

在此之前在此之前﹐﹐為讓觀眾先感受氣氛為讓觀眾先感受氣氛﹐﹐美南特地在本周二集周三兩美南特地在本周二集周三兩

天天﹐﹐播出去年第播出去年第 2020 屆園遊會回顧屆園遊會回顧﹒﹒去年園遊會首次進軍主去年園遊會首次進軍主

流流﹐﹐聲勢浩大聲勢浩大﹐﹐邀請包括休士頓市長邀請包括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聯邦眾聯邦眾

議員議員Al GreenAl Green等外交領事代表等外交領事代表﹑﹑社區僑領及主流政要等百位社區僑領及主流政要等百位

政商名流出席剪綵儀式政商名流出席剪綵儀式﹐﹐約約7575個展銷攤位及數十個多元族裔個展銷攤位及數十個多元族裔

表演節目表演節目﹐﹐人潮洶湧人潮洶湧﹐﹐吸引數萬民眾參與盛會吸引數萬民眾參與盛會﹒﹒趁著園遊會即趁著園遊會即

將到來將到來﹐﹐一起來回顧這場盛會一起來回顧這場盛會﹒﹒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11月月2424日日﹑﹑2525日晚間日晚間77時時3030分至分至88時時3030分播出分播出20162016

美南園遊會精彩回顧上下集美南園遊會精彩回顧上下集﹒﹒

BB22美南電視介紹

20162016美南園遊會精彩回顧美南園遊會精彩回顧((下下)) 晚間晚間77時時3030分播出分播出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執政第一周將簽一系列政令推行新政

【VOA】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星期二與美國
汽車制造業三巨頭的首席執行官們見面﹐敦促
他們在美國擴展他們的生產制造工作﹐而不是
在海外﹒
川普在個人推特上說﹕“我想要新工廠開在美
國﹐造出來的汽車在美國賣﹗”
此次與通用汽車﹑福特以及菲亞特-克萊斯勒
公司領導者們的會面是川普連續第二天號召
頂尖企業的領導者們前往白宮進行會談﹐以促
進為美國的制造業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川
普在他宣誓就任第45任美國總統前幾周﹐批
評美國汽車制造商們在墨西哥擴展業務﹒當
這些制造商宣布在美國增加就業的計劃後﹐川
普對他們表示讚揚﹒
川普已經對商界領袖們發出警告﹐他會爭取讓
國會批準對那些將制造業移出美國卻又將其

商品銷往美國的企業征收“大額邊境稅”﹐稅率
或將達35%﹒川普還承諾將大規模削減政府
監管和賦稅﹐以便吸引美國公司留在美國﹒
預計﹐川普在一系列推翻前總統奧巴馬支持的
重大政策的連續行動中﹐星期二還要簽署行政
令﹐推進有爭議的“吉斯通 XL”和“進入達科
他”輸油管建設項目﹒
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經過長時間環境評估以
後﹐奧巴馬否決了這個項目﹒該項目是修建一
條很長的輸油管﹐將加拿大的頁巖油穿越美國
腹地﹐輸送到墨西哥灣附近的煉油廠﹒奧巴馬
得出結論說﹐在爭取確保批準旨在減少危險的
碳排放的全球氣候變化協議之際﹐吉斯通項目
會有損於美國的努力﹒

“進入達科他”輸油管計劃從美國中西部的北
達科他州一直鋪設到伊利諾伊州﹐該項目受到

常駐巖石修克斯部落及其支持者的抗議﹐他們
說這條輸油管會威脅那裏的飲用水和土著美
國人的文化遺址﹒目前還不清楚﹐川普的行政
令是否會影響美國陸軍去年做出的為這條輸
油管尋找另一條路線的決定﹒
制造業在美國這一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經濟
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自2000 年以來﹐因
制造自動化以及制造商為了尋找更為廉價的
勞動力而將工作崗位移至海外的因素﹐這一行
業中已經有500 萬個工作崗位流失﹒墨西哥
的汽車制造工人的收入僅僅約為他們美國同
行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
目前有1230 多萬美國工人從事制造業工作﹐
這一規模已經不小﹒然而當前每10名美國工
人中﹐不足一人在工廠工作﹐這一比例在1960
年時為四分之一﹒

川普與美汽車製造三巨頭會面川普與美汽車製造三巨頭會面﹐﹐促其增加崗位促其增加崗位

福特汽車公司執行主席和總裁在北美國際汽車展上福特汽車公司執行主席和總裁在北美國際汽車展上
（（20172017年年11月月99日日））

川普總統在國會領袖和家人的陪同下在國會大廈總統廳將內閣人員的任命川普總統在國會領袖和家人的陪同下在國會大廈總統廳將內閣人員的任命
正式簽署成為法律正式簽署成為法律((20172017年年11月月2020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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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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中國人“綠卡夢”碎 華人移民屢遭詐騙當警惕
近日，《美国侨报》报道

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对加州一名律师提起诉讼，指控

他欺诈意向移民到美国的中国投

资者办理EB-5绿卡。声明说，来

自南加新港滩的律师弗朗西斯科

和他的“PDC资本”公司4年来

诈骗131名中国投资人超过7200

万美元，把资金从一个项目挪到

另一个项目，其中950万美元以

上未照约定开咖啡馆或疗养院，

而是拿来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与

买游艇。

事件频发引关注

从留学求职转换身份，到投

资移民取得绿卡，都是一些中国

人实现“美国梦”的途径。据美

国《世界日报》报道，近年随着

美国H-1B签证(特殊专业人员/临

时工作签证)的配额限制，投资移

民项目中的EB-5成了许多中国人

的寻求目标。EB-5是美国移民法

中针对海外投资移民者所设立的

移民签证类别，旨在通过外国投

资者的投资和就业职位的创造刺

激美国经济的发展。

美国证监会的诉状指出，从

2013年至2016年9月，弗朗西斯

科以投资EB-5项目的名义向主要

为中国人的投资客户吸金，并挪

用大量投资金作为PDC投资集团

营运费，或用作个人开销。美国

证监会请求法官制止弗朗西斯科

与PDC投资公司继续以EB-5签证

投资移民名义吸金，并把资金退

还投资人，同时请法官冻结弗朗

西斯科资产。

自EB-5投资移民签证面向中

国以来，类似被骗案件便不断发

生。最大的一次丑闻当属2013年

曝光的“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

在该案件中，商人塞思涉嫌布下

投资移民骗局，受害人多达294

名，其中有250人来自中国，涉

案金额包括1.45亿美元的投资费

用和1100万美元管理费用。“由

于区域中心投资的项目越做越

大，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被诈骗，

因此引起了美国证监会的重视。”

美国政治法律学者张军律师说，

“用不实的承诺让投资人看到一

个办理绿卡的捷径，或者办理无

风险的说法，这些年在美国是有

增无减的。”

华人在海外屡遭诈骗已经成

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受骗方式也

“五花八门”。微总部创新基地

董事长徐德清表示，“除了投资

移民绿卡诈骗以外，现在对中国

大陆来说，包括网络代购、月子

中心也存在诈骗现象，但投资移

民和留学中介诈骗现象是比较严

重的。”“我所了解的纽约诈骗

有一批男人钓鱼式地找中国女

人，以‘绿卡’为诱饵明码标价

进行‘假结婚’，再反过来实施

一系列诈骗；还有一些‘保媒拉

纤’的犯罪集团，例如所谓的婚

介公司、网络单身俱乐部，这里

产生了很多以绿卡为目的的假结

婚，美国已经加大了打击力度。”

纽约罗斯李根律师楼合伙人、法

学博士孙澜涛律师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这样说。

屡遭诈骗须自省

通过中介申请达到海外移民

目的是大多移民申请者的首选。

“我看过很多中国大陆移民机构

的广告，感觉夸大其词，把美国

的愿景描述得跟天堂一样。”孙

澜涛表示，“多读读负面的东西

是有好处的，中介往往有水分地

进行宣传。要多了解实际移民的

标准，最好到当地切实去了解相

关律师机构是否可信，一定要提

高警惕。”

市面上的投资移民项目鱼龙

混杂，并没有机构专门统计过真

正的数量，也很难获知成功率。

然而，移民对于获取签证的迫切

和盲目，往往是其遭受诈骗最为

主观的原因。对此，徐德清表示，

“受诈骗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爱

走捷径、想占小便宜，希望多快

好省地办好移民、留学名校。”

张军解释说，“美国是一个

多民族国家，确实存在一部分专

门针对移民牟利的群体。不少移

民想在美国尽快找到生存的途

径，‘致富心理’也比较重。因

此，这些针对移民的群体便利用

其语言不通、不了解当地文化等

特点下手。加之中国移民的构成

也在变化，有钱人很多，对这一

批人行骗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以EB-5 的设计而言，盖旅馆、

商场、医疗院所、投资连锁店

等，都是可行项目，然而，有太

多不法分子抓住中国人急于拿到

绿卡的心理，并利用有钱人的特

点，预设陷阱、存心诈骗。中国

人因此往往成了盲目投资的“冤

大头”。

在美国，移民的两个主要途

径是家属移民和职业移民。这两

种移民方式对大部分移民申请者

来说并非易事。除去这两种方式

以外，能够让移民申请者再次燃

起“希望”的就是美国的政治庇

护和难民绿卡。孙澜涛把它称之

为移民申请者的“一线天”。

“不法律师往往利用这‘一线

天’把他们转变成商机，乱用法

律为自己谋取利益，这违背律师

的职业道德。”孙澜涛说道，

“另一方面，中国很多移民申请

者为求美国绿卡，编造寻求政治

庇护的谎言，这种不当行为应当

受到谴责。”

规避“地雷”要防备

“很多人通过中介机构办理

移民事务的时候，盲目相信对方

的项目和律师。殊不知，这个项

目和律师实际上是移民项目的合

作方，这种律师实际上并非专门

为移民服务。作为移民来说，他

应当为自己的移民项目单独请一

个律师。”上海刘和王律师事务

所创始合伙人、美国耶鲁大学法

学博士刘南平表示说，“必须由

本人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必须

要有自己的律师，这个观念要扭

过来。政府、律师和项目机构等

文件的签发要向本人所聘请的律

师征求意见，这样，风险控制就

会更加有效。”

在谈到如何有效避免华人

遭受诈骗时，张军表示说：

“关键就是不要有先入为主的

观念。”他解释说，“由于国

家法治环境的不同，从众心理

和找捷径的心理是各国新移民

的普遍心理。在一个国家发展，

你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法

律和风土人情，这个本身也是

对移民本身的一个要求。再就

是不要迷信所谓权威。美国是

一个联邦制国家，移民由联邦

政府管理，州长和市长并没有

处理移民的权利，因此，移民

公司邀请权威等社交活动并不

说明什么。”张军说，“无论

是办理移民或是其他法律事务，

一定要货比三家，在了解的过

程里，申请者会有比较公正的

判断。”

为避免欺诈，华人要选择具

有资质的专业团队来帮助鉴别，

有资质、可信赖的律师所和移民

公司的正规申请程序都会受到法

律的保护。EB-5的骗局过去有、

现在有、未来也一定还会有，因

此，选择有经验和信誉的中介代

理机构来帮助申请者在各方面进

行审核管控，才能尽可能把投资

风险降到最低。

美媒關注中國媽媽赴美産子：
中國人對美國仍幻想

美媒称，中国的中产阶级正

在享受经济爆发式增长所带来的

红利，在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

次调查中，有96%的中国人认为

自己的生活比父辈强。尽管如

此，每年仍然有数量不详的中国

“生育旅行者”跨过大洋来到美

国生孩子。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

12月30日报道，2016年4月一个

寒冷的上午，索菲娅在惠蒂尔医

学中心出生。她是一名健康的女

婴，如果她愿意，未来她将可以

在美国生活。

她的妈妈，来自上海的特雷

西，给了她这种选择机会，一个

可以接受全球最好的教育、安全

的童年、享受无需排长队等候的

可靠医疗保障的机会。

特雷西说：“我到这里来是

为了给我的孩子更好的选择机

会。”她要求不使用她的姓氏，

因为美国官员正在打击前来美国

生孩子的行为。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享受经

济爆发式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在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次调查

中，有9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

生活比父辈强。尽管如此，每年

仍然有数量不详的中国“生育旅

行者”跨过大洋来到美国生孩

子。在美国，他们能找到接受现

金的月子中心、中国助产师、司

机和医生。

一个人如果对其造访美国的

目的撒谎，可能被起诉签证造

假，但生育旅行本身并不违法。

不过，批评人士指责这种行为是

通过不公正地利用移民体系为孩

子获得公民身份。部分是由于受

到这些指责的影响，美国各级官

员都在探索打击月子中心的办

法。

据生育旅行者说，这种行为

的继续存在表明，中国人对于美

国仍然拥有许多幻想。

在加州里弗赛德县定居下来

的生育旅行者凯莉说，有些人仅

仅是对美国感到好奇，想探索一

下在美国生活的可能性。同样不

愿透露姓氏的凯莉说：“中国发

展极快。但中国人仍然认为美国

是梦想之地。”

电影中有关美国

的描述助长了规模日

益扩大的中国中产阶

级的美国梦。而对中

国的未来日益失去信

心又使得更多的人考

虑到美国生孩子。据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

目前中国人最担心的

是食品安全、污染问

题和收入差距。

据保守智库移民研

究中心估计，每年有近

3.6 万名中国人在美国

生孩子。不过，该中心负责人杰

茜卡· 沃恩说：“这纯属猜测。”

沃恩说，生育旅行者将美国的公

民身份当成了一个安全网，虽然

他们并未纳税，但可以享受美国

的福利和免费医疗。她认为，政

府应该要求通过生育旅行在美国

出生的孩子头5年在美国生活才

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不能允许

孩子生下来后就被带回自己的国

家。

但也有许多人像特雷西一样

想留下来。她们的理由大多出自

中国的不足，而不是美国的自

由。特雷西说，在上海，楼房又

高又现代，但租金很贵。城市很

漂亮，但空气并不干净，食品也

不安全。机场建得非常气派，却

并不方便。人们总是在评价、比

较，根据她的衣着、住的房子、

生活的社区、孩子上的学校来评

价她。美国的生活则完全不一

样。“这里的人不是那么喜欢竞

争，不会总想穿得比别人漂亮，

用的东西比别人好。我甚至不需

要化妆。”

研究结果显示，未来随

着全球资产配置趋势的加

强，投资移民的选择将更趋

多元化。

2016年，全球移民行业

跌宕起伏，前所未有的一系

列事件，如美国当选总统特

朗普或将推行移民法改革、

移民政策引发英国脱欧、匈

牙利国债移民叫停等，不断

地冲击人们的神经。

盘点2016年，根据世贸

通的研究报告，有“十大移

民事件”最为行业和投资人

所关注。

1、美国EB-5区域中心

临时法案再度延期。虽然中

间曲折不断，但“美国EB-5

区域中心临时法案”又一次

在无任何变化的前提下，正

式搭便车临时延期到2017年

4月28日。受美国大选等因

素影响，围绕EB-5法案改革

的声音未曾中断过，TEA重

新定义、投资额增长等诸多

议题仍在国会激烈讨论中。

2、特朗普或推史上最

严移民政策。特朗普在竞选

时表示，移民政策需要避免

新移民与美国人争抢工作机

会，将暂停接收一些国家的

移民申请，同时提出了移民

政策的十大目标，被称为史

上最严的移民政策。

3、高盛集团首次涉足

EB-5投资项目。由高盛参与

投资的纽约帝国奥特莱斯购

物中心美国EB-5 投资移民

项目，一经推出，便备受瞩

目。这是 EB-5 法案自 1990

年立法以来，高盛参与投资

的第一个 EB-5 项目。EB-5

投资人第一次有机会与高盛

共同投资获取全家美国绿卡。

由此，EB-5融资已不再是美

国中小开发商的专利通道，

美国大型投资机构或基金也

开始涉足EB-5融资领域。

4、加拿大移民多项政

策公布。加拿大政府2016年

公布并实施多项新政策，联

邦配额、魁省配额、团聚类

别的配额均有所增加，而技

术移民则增加额外加分项，

并放宽技术移民条件，并将

有望在2017年实施新的规定。

5、欧洲土地投资成为

移民投资新热点。2016年，

欧洲庄园及庄园地产、土地

成为中国移民投资关注的投

资品种。随着欧洲国家投资

移民政策的放宽，投资人从

单纯的房产投资，转而关注

具有土地投资概念的投资移

民项目，如葡萄牙可建庄园

的农业地产，塞浦路斯可开

发的建筑用地项目等。

6、移民政策引发英国

脱欧。2016年，大量难民涌

入欧盟国家，难民危机给欧

盟社会安全、经济带来巨大

压力。同时，大量东欧公民

涌入英国，抢占了英国的社会

福利、就业机会，引起英国

的不满，爆发了英国全民公

投，选择脱离欧盟。大量

想移民英国的投资人抢先

在英国正式脱欧之前，移民

英国。

7、塞浦路斯特许入籍

计划政策放宽。2016年9月

13日，塞浦路斯政府宣布再

次更新塞浦路斯特许入籍计

划法案，将投资入籍法案规

定的最低投资额降至200万

欧元。由于塞浦路斯属于欧

盟国家，又是英联邦国家，

获得塞浦路斯公民身份就等

同欧盟公民，并可以欧盟公

民身份在英国正式脱欧前曲

线移民英国。

8、菲律宾退休移民再

受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

特于10月18日至21日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杜特

尔特上任后进行的首次国事

访问。21日上午，杜特尔特

在北京东方凯悦大酒店会见

了部分中国知名企业家，中

国领先移民机构世贸通集团

受邀参会。杜特尔特的中国

之行不仅使中菲关系得以缓

解，菲律宾退休移民计划也

再度受到投资人关注。

9、英联邦投资入籍项

目受热捧。包括中国在内的

101个税务管辖区参与CRS(

共同申报准则)，实行涉税

金融账户的信息自动交换。

在此背景下，拥有全球避税

功能的英联邦护照项目，包

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基茨

和尼维斯、多米尼克、瓦努

阿图等受到全球投资者的关

注。多米尼克总理曾两度来

华推广快速入籍项目。

10、匈牙利国债移民叫

停。2016年11月，匈牙利总

理府部长宣布关停国债移民

计划。欧洲置业移民自2012

年推出以来，塞浦路斯、葡

萄牙、希腊、西班牙等国相

继放宽置业移民政策，投

资人大举购买不动产获得移

民身份，市场发展过快，导

致房价波动加大。

2016年“十大移民事件”
將使投資移民更趨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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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休斯頓美國超級碗 街頭藝術家都拼了

邊境毒品走私依然猖獗  海關兩天查獲毒品 61 磅

（綜合報道）為迎接即將到來的美國超級碗，休斯頓可謂全市總動員，從體育場館的布置
到街道社區的裝飾，走在市中心，不時能看到美國超級碗的宣傳廣告，讓人感受到濃濃的節日
氣氛。

同時，為迎接美國超級碗的盛大節日活動，位於中城區 2800 block of San Jacinto 的街道上，
一個超過 60 英尺高，180 英尺寬高大建築上，休斯頓的著名街道藝術家 Boileau 正創造出一幅
大型壁畫。

這幅超過 5 層樓高的壁畫，其主題是一位上帝般偉岸的巨人手持一個橄欖球，並塑造出一
個動感充滿力度的姿態，Boileau 在一個升降梯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辛苦工作，他這樣做的目的

是為休斯頓的美國超級碗創造一個別具一格的街道風景。
這項壁畫工程從 2014 年開始動工，他和另一位法國街頭藝術家一同致力完成，期間使用了

數百灌的噴塗顏料，在高溫的夏季創作更是非常艱苦。
Boileau 之前有許多在休斯頓進行大型壁畫創作的經歷 , 包括 2015 年在休斯頓大學城中區校

園的壁畫創作。
據悉美國超級碗之後，此幅的型壁畫的墻面將清洗恢復至之前的狀況。

（綜合報道）一直以來，美墨邊境的毒品走私十分猖
獗，目前，隨著美國海關和邊防的稽毒力度和檢測手段的
加強，毒品走私者更是變換花樣，采取更為隱蔽的方式偷
運毒品。

近日，美國邊境巡邏官員就在德州的 Presidio 查獲一起
價值超過 200 萬美元的毒品走私案，涉案金額創下記錄。

在案發現場，一位 24 歲的男子駕駛一部尼桑車企圖在
安檢路口過關，在第二道檢查時被發現車輛異樣，最後在
通過 X 光照射檢查後查出 40 磅的毒品。而上次在 2004 年
被檢方查獲的毒品數量為 38 磅，該男子將毒品藏匿在卡車
的車輛的前後部位。

而事發的第二天，一名 26 歲的男子駕駛大眾汽車在試
圖通過海關時被發現有異常狀況，於是海關官員緊急關閉
通道，並在該男子車上發現 21 磅的冰毒。

兩天兩起案件被邊防官方查獲的冰毒一共 61 磅，價值
超過 200 萬美元。

邊境毒品稽查的官員表示，毒品走私依然十分猖獗，
此次破獲的毒品數量創下了記錄。兩名走私販毒男子將面
對司法的指控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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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大雨引發山洪泥石流暴發秘魯大雨引發山洪泥石流暴發

秘魯喬西卡秘魯喬西卡，，近期大雨引發當地發生山洪與泥石流近期大雨引發當地發生山洪與泥石流。。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未未
收到人員傷亡情況的報告收到人員傷亡情況的報告，，清理工作持續進行中清理工作持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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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委內瑞拉加拉加斯，，為應對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為應對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委內瑞拉總統馬委內瑞拉總統馬
杜羅於杜羅於20162016年年1212月月1212日宣布廢除停止流通日宣布廢除停止流通100100面額的玻利瓦爾紙幣面額的玻利瓦爾紙幣。。
時隔壹月時隔壹月，，面額面額500500、、50005000和和2000020000的新版紙幣正式面世發行的新版紙幣正式面世發行。。

菲律賓舉辦環球小姐泳裝秀菲律賓舉辦環球小姐泳裝秀 眾佳麗長腿吸睛眾佳麗長腿吸睛

菲律賓宿霧島拉普拉普市菲律賓宿霧島拉普拉普市，，20172017環球小姐參賽佳麗參加泳裝環球小姐參賽佳麗參加泳裝
展展，，舞臺上走秀舞臺上走秀，，秀美麗大長腿秀美麗大長腿。。20172017環球小姐大賽將於環球小姐大賽將於11月月3030
日在菲律賓帕賽城舉行日在菲律賓帕賽城舉行，，8686名佳麗將角逐冠軍頭銜名佳麗將角逐冠軍頭銜。。

動態市盈率679倍
中石油緣何走出新高

本周“兩桶油”連續創出階段新
高，為兩市帶來了新氣象。以中國石油
為例，經過250個交易日的“磨底”行
情，已逐步打開向上的通道，且開始獨
立於大盤走勢。

盤面
“兩桶油”股價創階段新高
大盤當天走出深V行情；以往與其

走勢趨同的中國石油卻走出了另類行
情 ，股價上漲 1.55%，報收於 8.52
元，不僅突破去年高點，且繼續向新
高挺進。

昨天中國石油繼續創出階段新高，
盤中漲至8.7元，沖高回落至8.54元，
漲幅0.23%，有望收復2015年12月以
來的股價高點8.95元。

中國石化的股價還要強勢，其股價
已經突破 6元，同樣沖高回落至 5.99
元，漲幅0.5%，開始挺進18個月前即
2015年8月高點6.21元。

從 年 線 看 ， 大 盤 去 年 年 漲
幅-12.31%，今年年漲幅則為0.17%；
中國石化年漲幅則分別是 9.07%和
10.72% ； 中 國 石 油 年 漲 幅 則 分 別
是-4.79%和7.42%。去年雙雙跑贏大
盤，今年股價漲幅也都開始領先。

發現
中石油行情出現歷史性拐點

北京青年報記者註意到，經過壹年
多的“磨底”，中國石油的行情開始出
現歷史性的拐點。中國石油於2007年
11月5日在A股上市，當日其股價壹度
超過 48 元/股（不復權），但是到了
2016 年 1 月 27 日其最低股價為每股
6.99元，累計跌幅近86%，之後中國石
油經過250個交易日的“磨底”行情，
逐步打開向上的通道。

市場註意到，中國石油歷年股價
走勢有兩個特點：第壹，除了 2009
年的小牛市和 2014 年下半年開始的
大牛市，股價在其余時間以下跌為
主。第二，中國石油的股價與滬指
走勢重合度較高。在上述牛市或小
牛市期間，中國石油股價盡管有所
反彈，但也是跟隨大盤上漲，走勢
與滬指高度重合。

這個拐點出現在去年 11 月底。
從2016年 11月 21日開始，中國石油
壹路震蕩上行，截至 1 月 17 日，累
計漲幅達到 15%，而滬指同期下跌
近 3%。從歷史數據來看，這是中國
石油上市以來首次出現較長時間的逆
市上漲。此前由於在滬指中權重較大
，它經常會在大盤重挫時成為護盤工
具，進而出現逆市上漲，但持續時間
均不長，比如2015年 7月初A股暴跌
之時，中國石油曾逆市上漲，但僅有
數個交易日。

質疑
中石油到底算不算妖股
同時市場對中國石油的強勢逆襲

充滿質疑。截至昨天收盤，中國石油
動態市盈率高達679.96倍。中國石油
算不算妖股？壹個超級大盤股如此高
估值，比小盤的創業板平均市盈率都
高出10倍。

如果將中國石油的動態市盈率多
角度觀察，便能發現其估值之高，讓
眾多投資者無法淡定。北青報記者昨
天註意到，在有數據顯示的創業板
551 只個股中，動態市盈率按照從
高到低進行排名，最靠前的第 20 只
個 股 為 潛 能 恒 信 ， 其 動 態 市 盈 率
680.51 倍，中國石油 679.96 倍的動
態市盈率，在創業板當中高居第 21
位。而在中小板 754家上市公司動態
市盈率排行榜中，中國石油的排名也
能躋身前 24 名。在兩市 2707 家上市
公司動態市盈率排行榜中，中國石油
排名為第 113 家。而在石油板塊 23
家上市公司動態市盈率排行榜中，中
國石油高居第 8名，中國石化則排名
第 21位，其動態市盈率僅為 18.65 倍
。同壹個板塊的兩家大藍籌公司，動
態市盈率居然相差36倍。

市場對此表示，中石油繼續拉大
盤，某隊又出手了。油價漲，油改繼

續；散戶少，匯金、證金都在裏面，所
以有題材，也好拉。

關註
散戶持續逃離中石油
截至昨天，中國石油仍是滬深市

場第壹股，總市值為 13828 億，較排
名第二的工商銀行，其總市值高出
1615億。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石油上市當
季發布的2007年年報中，股東戶數為
187.92萬戶；2008年壹季報中，增加
至 213.28 萬戶；隨後壹路下降，至
2012年壹季報大幅降至107.13萬戶；
在最新的2016年三季報中，中國石油
股東戶數已降至 58.44 萬戶，較 2008
年壹季報數據下降逾七成。市場認為
，從壹定程度上看，中國石油的股
東戶數持續下降，可以解讀為散戶持
續出逃，而主力機構則在主動或被動
收集籌碼。

市場註意到，即使在股價大漲
時，其股東戶數也在下降。在 2009
年的小牛市期間，中國石油股價累
計上漲逾三成，但中國石油 2009 年
末的股 東 戶 數 較 2008 年 末 下 降 了
41.51 萬戶，降幅超過兩成。2014年
至2015年的大牛市時，中國石油的股
東戶數也是下降的，中國石油2015年
半年報的股東戶數較 2014 年半年報
下降近 19 萬，降幅達到兩成。換言
之，在中國石油股價兩次上漲中，有
數十萬散戶逃離該股。

中國石油前十大股東上市以來也
發生了壹些變化。自其上市以來，其
年報前 十 大 股 東 合 計 持 股 數 量 為
1790.97 億股；經過近 9 年演變，前
十大股東合計持股數量為 1803.47 億
股；前十大股東持股總數微幅增加，
增幅並不明顯。前十大股東名單則變
化較大，2007 年年報與 2016 年三季
報 對 比 ， 中 國 石 油 集 團 持 股 量 從
1579.22億股降至1574.09億股，變動
原因與其無償劃轉6.24億股中國石油
A股給寶鋼集團（目前已和武鋼實施
聯合重組）有較大關系。而中國證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金公
司）、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
司（以下簡稱匯金資管）則在近年新
進中國石油前十大流通股東中。在中
國石油2016年三季報中，證金公司、
匯金資管分別持有 11.32 億股、2.06
億股，分別為第三、第五大股東。

分析
市場追捧混改主題拉動中石油股價
市場認為，中國石油近期股價的走

強，或許與市場對混改主題的追捧以及
國際油價反彈有關；從其基本面分析，
也能看出市場的追捧。

從財務數據分析，營收方面，從
2008年至2014年，中國石油的營業收
入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其中 2010
年、2011 年快速增長；隨後又步入
緩慢增長態勢，2015 年則出現負增
長。2016 年前三季，中國石油的營
業收入為1.15萬億元，同比降11.9%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方面
，2007 年中國石油的數據為 1345.74
億元，隨後幾年也基本維持在1000億
元至 1400 億元水平，直到 2015 年大
幅降至356.53億元，2016年前三季則
為17.24億元，同比降94.4%。

海通證券荀玉根此前認為，從籌
碼角度看，石油石化龍頭股（中國
石油、中國石化等）籌碼已高度集
中。回顧近 5 年來市場變化，傳統
產業中僅石化板塊漲幅落後。而且
石化 板 塊 催 化 劑 不 斷 ，關註油價
上漲、國企改革、“壹帶壹路”等
利好因素。

市場稱，目前 A 股國企改革、
新消費等題材股持續活躍，進壹步
確定成為市場新壹輪行情的核心主
線 ， 同 時 將 牽 引 大 盤 轉 入 春 季 行
情。從政策導向看熱點方向，混合
所有制改革則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
破口。目前國企改革主題已全面擴
散 ， 特 別 是 石 油 天 然 氣 的 中 國 石
油、中國石化等形成混改和盈利點
的共振，股價運行也明確轉向趨勢
交易狀態。



said Eric Altbach, vice president at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in Washington and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affairs.
"It’s a giant gift to the Chinese because they 
now can pitch themselves as the driver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Harry Kazianis, director of defense studies at 
the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nk tank 
in Washington, said Trump must now find an 
alternative way to reassure allies in Asia.
"This could include multipl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Japan, Taiwan and Vietnam 
should be approached first as they are key to 
any new Asia strategy that President Trump 
will enact,” he said.
Within the U.S. too,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the pullout from the TPP could hit some states 
hard that are dependent on trade with Asia, 
primarily on the West Coast.
The Seattle-based Washington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Trade said TPP could have 
created as many as 26,000 additional jobs 
across the state, with exports rising for 
products such as apples, salmon and wheat to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Vietnam.
Lori Otto Punke, president of the Washington 
trade council, called it “a shame to let go of all 
those benefits.”
Several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s also 
criticized the move, with farmers from states 
ranging from Illinois, Kansas and North 
Carolina disagreeing with the decision.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would need to "wage war" to bar China's access 
to the islands where it has built military-length 
air strips and installed weapons systems.
Tillerson was asked at the hearing whether he 
supported a more aggressive posture toward 
China and said: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nd 
China a clear signal that, first, the island-building 
stops and, second, your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also is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The former Exxon Mobil Corp (XOM.N)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did not elaborate 
on what might be done to deny China access to 
the islands.
But analysts said his comments, like those of 
Spicer, suggested the possibility of U.S. military 
action, or even a naval blockade, that would risk 
armed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an increasingly 
formidable nuclear-armed military power. It is 
also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the target of accusations by Trump that it is stealing 
American jobs.
Spicer declined to elaborate when asked how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enforce such a move against 
China, except to say: “I think, as we develop further, 
we’ll have more information on it.”
Tillerson narrowly won approval from a Senate 
committee on Monday and is expected to win 
confirmation from the full Senate.
RISK OF DANGEROUS ESCALATION
Military experts said that while the U.S. Navy has 
extensive capabilities in Asia to stage blockading 
operations with ships, submarines and planes, any such 
move against China's growing naval fleets would risk 
dangerous escalation.
Aides have said that Trump plans a major naval build-
up in East Asia to counter China's rise.
China's embassy in Washington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it 
could not guess what Tillerson meant by his remarks, 
which came after Trump questioned Washington's 
longstanding and highly sensitive "one-China" policy 
over Taiwan.
ALSO IN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based South China Sea expert Mira Rapp-
Hooper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alled the threats to bar China's acc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credible" and said it had no basis in 
international law.
"A blockade - which is what would be required to 
actually bar access - is an act of war," she add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gun to draw red lines 
in Asia that they will almost certainly not be able to 
uphold, but they may nonetheless be very destabilizing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vite crises, and 
convinc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unreliable partner."

Bonnie Glaser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ink tank called Spicer's remarks 
"worrisome" and sai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as 
"sending confusing and conflicting messages."
Dean Cheng, a China expert at the 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said Spicer's remarks showed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said it was significant that neither Spicer nor 
Tillerson had been specific as to what actions would be 
taken and this left open the possibility that economic 
measures - instead of military steps - could be used 
against China and firms that carry out island building.
Related

Japan Pledges Boats To Vietnam As China 
Dispute Simmer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R) and his 
Vietnamese counterpart Nguyen Xuan Phuc (L) review 
an honor guard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Hanoi, 
Vietnam January 16, 2017.REUTERS/Luong Thai 
Linh/Pool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n Monday 
promised Vietnam six new patrol boats during a visit 
to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which is locked in a 
dispute with China over the busy South China Sea.
Abe's stop in Vietnam completes a tour through an arc 
of a region where Japan stakes a leadership claim in 
the face of China's growing dominance and uncertainty 
over what policy change Donald Trump will bring as 
U.S. president.
"We will strongly support Vietnam's enhancing its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capability," Abe said, while 
emphasizing that the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should be settled through talk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China claims almost all th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which about $5 trillion worth of sea-borne trade passes 
every year. Vietnam and four other countries also 
say they have rights in the sea, believed to have rich 
deposits of oil and gas.
Tokyo has no territorial ambitions there, but worries 
about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reach into the sea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vowed on Mon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prevent China from taking over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omething 
Chinese state media has warned would require 
Washington to "wage war."
The comments at a briefing from White House 
spokesman Sean Spicer signaled a sharp departure 
from years of cautious U.S. handling of China's 
assertive pursuit of territory claims in Asia, just days 
after Trump took office on Friday.
"The U.S. is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protect our 
interests there," Spicer said when asked if Trump 
agreed with comments by hi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on Jan. 11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allowed access to islands it has built in the 
contested South China Sea.
"It’s a question of if those islands are in fact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not part of China proper, 
then yeah,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defend 
international territories from being taken over by one 
country," he said.
Tillerson's remarks at his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prompted Chinese state media to say the United States 

lanes. Japan has a separate dispute with China over a 
cluster of islet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 six new coastguard patrol boats had a total value of 
38.5 billion yen ($338 million) and Vietnam would get 
a concessional loan to pay for them, a Japanese official 
said. No timeline for delivery has been discussed yet. 
Japan had previously agreed to provide six old patrol 
boats to Vietnam.
Maritime security and trade have been themes during 
Abe's other stops - in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Australia.
Given the readiness of the Philippines under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to move closer to China and further 
from its traditional U.S. ally, Vietnam is one of fewer 
regional states showing potential readiness to confront 
China.
TRUMP QUESTIONS
Uncertainty over U.S. policy in Asia was amplified last 
week by comments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that China must stop building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at its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must not be allowed.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Vietnam also maintains a 
strong diplomatic track with China. China and Vietnam 
said at the weekend they had agreed to manage their 
maritime differences and preserve peace and stability.
Both Japan and Vietnam have also been strong 
supporter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free-
trade pact which looks to have stalled in the face of 
Trump's pledge to withdraw the United States.
In Hanoi, Ab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PP and 
other free trade agreements, but gave no further details.
"Vietnam now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said Ha Hoang Hop, a Vietnamese 
political analyst who has advised the government.
The delegation signed a number of business 
agreements, including energy and textile projects and 
a project to help with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Japan is Vietnam's biggest foreign investor after South 
Korea. (Courtesy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 

Following Trump's executive order, 
Australia is now looking for ways to 
salvage the agreement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I've had conversations with Canada, 
with Mexico, with Japan, with New 
Zealand, with Singapore, Malaysia," 

the country's trade minister Steve Ciobo said 
on Monday.
"I know that there's been conversations that 
have been had with Chile and with Peru. So 
there's quite a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have 
an interest in looking to see if we can make a 
TPP 12 minus one work," he said.
Trump's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e pact 
is likely to position China as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ancho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could likely see Beijing step up its advocacy 
for an alternative pact first conceived b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doesn't 
include the U.S. and contains fewer measures 
to tackle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The U.S. is now basically in a position 
where we had our horse, the Chinese had 
their horse - but our horse has been put out to 
pasture and is no longer running in the race," 

Trump has formally withdraw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including 12 countries that border 
the Pacific Ocean in February 2016, a move 
that could se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rising.
In his first days in office, the president seemed 
determined on making good on his pledge to 
scrap the deal he denounced as a "job killer" 
and a "rape" of U.S. interest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is for a long 
time," Trump said as he signed the executive 
order in the Oval Office. "Great thing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what we just did."
"We're going to stop the ridiculous trade deals 
that have taken everybody out of our country 
and taken companies out of our country,"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 also said as he met with 
union leaders in the White House's Roosevelt 
Room.
Negotiated by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pact was aimed at establishing 
U.S. economic leadership in the region as part 
of his "pivot to Asia."
The agreement was set to cover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economic output and was targeted 
at deepeni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Japan, Malaysia, Vietnam and 
Singapore, as well as Brunei,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Canada, along with Mexico, 
Chile and Peru.

Trump Pulls U.S. Out Of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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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s an executive order on U.S. 
withdrawal from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while flanked by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L) and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Reince Priebus (R)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January 23, 2017. (Photo/ REUTERS)

An aerial photo taken though a glass window of a Philippine 
military plane shows the alleged on-going land reclamation 
by China on mischief reef in the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st of Palawan, Philippines, May 11, 2015. 
Photo/REUTER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R) and his Vietnamese 
counterpart Nguyen Xuan Phuc (L) review an honor guard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Hanoi, Vietnam January 16, 
2017.REUTERS/Luong Thai Linh/Pool

President Trump Shows The Signed Document That 
Shows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 TPP)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peaks as he holds 
official talks with his Vietnamese counterpart Nguyen 
Xuan Phuc (not pictured) at Phuc's Cabinet Office in Hanoi, 
Vietnam January 16, 2017. Photo/REUTERS)

China Will Gain After Trump Pulls U.S. Out Of 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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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編譯報道）總部位於休
斯頓的全球第二油田服務公司哈里伯
頓（Halliburton）週一宣佈，2016年
由於併購競爭對手貝克休斯（Baker
Hughes）以失敗告終，造成57億美
元巨大損失。

油氣行業正面臨金融危機以來最
嚴峻的挑戰，國際油價處於10多年來
的最低水平，哈里伯頓的CEO Dave
Lesar表示，這是他從業40年來前所
未見的衰退，公司遭遇的低迷甚至超
過了最悲觀的時期。

哈里伯頓併購貝克休斯以失敗而
告終，在2016年4月30日雙方約定
的獲取所有審批的最終時間到期後，
雙方決定不再繼續延期去尋求政府審
批，終止了這宗交易。

哈里伯頓2016上半年虧損約56.2
億美元，主要是收購貝克休斯失敗導
致賬面成本增加35.2億美元，此外還
有4.23億美元的其他費用支出。

近20個月以來，油價重挫約7成
，導致石油公司削減資本支出，第一
線的鑽探服務商首當其衝，受影響也

最大。哈里伯頓執行長Dave Lesar以
過一天算一天來形容當前艱難處境。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2016年
，哈里伯頓公司先後裁撤2.7萬個職
位，致使總員工較2014年高峰期減少
25%。哈里伯頓在聲明稿中表示，裁
員是大環境所逼，不得已而為之。

據顧問公司Graves 統計，油價暴
跌期間，全球能源業已裁員超過30萬
人。

德州油服巨頭Halliburton虧損57億美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農曆
春節將近， 休士頓內蒙古同鄉會新春聚餐
和團拜於21日上周六在Hibachi燒自助餐
廳舉行，會上除讓老鄉們交流聯誼，一起
慶祝新年外，同鄉會也宣傳即將在2月15
日登場的 「歡樂春節」 大型文藝晚會，希
望大家都能贊助及購票踴躍參與這難得的
精彩演出。

活動上，會長郭玉祥、副會長高曉慧
及秦曉雪、秘書長劉貴明和理事與數十位
全體會員一同出席，大家見面噓寒問暖，
互相祝賀新年快樂，倍感溫馨。會長郭玉
祥表示，感謝大家撥空參與這次迎新春團

拜聚餐，大家的團結讓休士頓
老鄉隊伍日益壯大，也感謝副
會長、理事們所作的貢獻。

由於歡樂春節晚會將邀請
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藝術團2
月15日於Stafford Centre演出
，組委會積極籌辦這次的盛會
，希望蒙古老鄉都能支持這擁
有表演藝術最高水平，結合蒙
古族草原文化的傳統文化表演
，並把它推薦給其他各族裔觀賞。不少老
鄉現場大方買票和贊助，並爭取各方主持
和幫忙，預祝活動能順利成功圓滿。

現場大家一邊吃著美食，一起交換訊
息和意見，提前恭賀新年，氣氛和樂，同
鄉會也預祝大家都能幸福安康，萬事如意
。

內蒙同鄉會迎新春團拜 宣傳歡樂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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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
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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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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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第二油田服務公司哈里伯頓全球第二油田服務公司哈里伯頓，，總部位於德州休斯頓總部位於德州休斯頓。。

副會長高曉慧副會長高曉慧((左起左起))、、會長郭玉祥會長郭玉祥、、秘書長劉貴明等人推廣歡樂秘書長劉貴明等人推廣歡樂
春節賣票事宜春節賣票事宜。。

會長郭玉祥與現場參與情況會長郭玉祥與現場參與情況。。

（本報訊）值此春節來臨之際，休士
頓大歌劇院正在上演當代作曲家亞當斯
(John Adams)的歌劇《尼克松在中國》
，來自北京的男中音袁晨野在劇中扮演周
恩來總理。

這部歌劇於1987年10月22日，在
休士頓的沃瑟姆劇院中心落成之時首演，
距今三十年。故事以1972年美國總統尼
克松在中國訪問為場景。主要角色是尼克

松夫婦、毛澤東、周恩來、基辛吉、江青
。

袁晨野於1998年在休士頓大歌劇院
的比賽中得獎後，加入了休士頓大歌劇院
的工作坊(1998- 2001)，在歌劇中擔任要
角。之後他返回母校中央音樂學院任教，
並多次受邀在世界各地演出，擔任主角。

袁晨野在休士頓期間，曾受邀在華人
社區的音樂會裡演唱，也曾在音樂社團裡

示範表演，此地的愛樂者對他並不陌生。
睽別多年，如今他的藝事更加精進，因而
能在《尼克松在中國》裡擔任極具挑戰性
的角色。除了已經演出的兩場之外，本週
二、四、六的晚上還有三場。詳情請看休
士頓大歌劇院的網址：www.houstong-
randopera.org。

歌劇《尼克松在中國》，袁晨野參加演出

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第四十九屆年會暨新春聯歡
（本報訊）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將迎來新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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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母校新里程碑的喜悅與光榮。餐券每人$35,學

生(成大學友)每人$20。
有意願參加2/4/2017年會者,請於一月三十日前email: nch-

uaah1@gmail.com 或 連 絡 趙 婉 兒 713-480-4885； 葉 宏 志
713-779-3388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走過猴年的輝煌
，迎來雞年的歡暢！ 近日由太空城中華文化中
心，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和休斯敦華星藝術團
在著名的太空城(明湖)聯合舉辦了2017年新年
聯歡晚會並獲得圓滿成功！ 華人同胞們和各界
朋友們相聚在一起分享中國新年的快樂！太空
城中華文化中心旗下的紅扇舞蹈團和明星演藝
團以及其他華人社團如明湖合唱團，清泉小集

，華夏中文學校馬濤音樂
教室，MDS舞蹈學校，明
湖旗袍表演隊和特邀獨唱
董世奕等共同參與了演出
。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董
事長張玉明先生，美國山
西發展促進會會長張亦勤
女士，休斯敦華星藝術團
代表鐘玲女士共同為晚會
致詞，熱烈歡迎所有參加
晚會的華人同胞們和觀眾
朋友們並感謝全體演職人
員，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和贊助合作伙伴！

新年晚會在四位主持
人為大家送祝福的歡笑聲
中拉開了帷幕。首先登場

的是明湖地區的旗袍表演隊，她們的旗袍表演
非常完美，精美的唐裝，典雅的旗袍，玲瓏有
致的身材，優美的表演動作，贏得了全場觀眾
響亮的掌聲。北美金嗓子虞曉梅女士演唱的
《故鄉是北京》，歌聲優揚，飽含深情，千回
百轉的唱腔，穿透雲霄的超高音，把觀眾似乎
帶回到了久別的故鄉－我的北京，令人深深地
思念。紅扇舞蹈團在陶斐團長的帶領下，歷年

來一直強力支持明湖春晚！
她們精美的舞蹈，絢麗的服
裝，強大的陣容，優美的舞
姿展現了專業舞蹈團的大氣
魄！今年她們表演的《鬥笠舞》和《紅扇舞》
以獨特的風格和激情的舞蹈感染了會場中的每
一個人，贏得了觀眾們驚嘆的喝彩和熱烈的掌
聲！

眾多活躍在休士頓地區文藝舞台上的實力
派，重量極的藝術家們應邀參加了今年的晚會
演出！晚會獨特的策劃、編排和演員們才華橫
溢的表演相得益彰！晚會主持人憑著對觀眾的
一片熱情，用優美的嗓音和流利活潑的主持風
格為觀眾們帶來歡笑！ 明星演藝團嘹亮優揚的
歌曲聯唱、精彩動人的小品、裝誰像誰的彩裝
京劇、高潮迭起、掌聲連連，字正腔圓的唱腔
，大氣穩重的台風，深厚的藝術功底讓觀眾贊
嘆不已，大飽耳福，成為晚會的一大亮點。馬
濤音樂教室的《葫盧絲演奏》和MDS舞蹈學校
的表演，高難度的民族舞蹈，優美的舞姿，生
動的表情給觀眾留下深刻印像！明湖合唱團的
大合唱，清泉小集的歌與舞，特邀演員董世奕
的中西歌曲都為晚會增添了光彩，優雅雋永的
樂曲和嘹亮甜美的歌聲，贏得了全場觀眾響亮
的掌聲。本地社團的大力參與是每年春晚的重

要組成部分。 這也符合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一
貫宏揚中國文化的宗旨！今年第一次參加春晚
的明湖地區踢踏舞表演隊一鳴驚人！她們的表
演絢麗奪目，熱情奔放, 跳躍的舞步，燦爛的笑
容，高昂的精神氣，展現了明湖女性的力與美
！
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舉辦的新年聯歡晚會是由
台前幕後近百名的演員和工作人員聯手打造的
， 整場晚會洋溢著濃濃的節日氣氛。 新年晚會
不但體現了演員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也體現
了華語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融合！晚會的整
台節目經過精心的加工、提煉和編排，收到了
良好的舞台效果，也把演員們的表演藝術水准
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自成立以來，以團結與
服務華人為宗旨。成員多是華人專業人士，居
住於休士頓東南區的濱海衛星城。我們將繼續
加強與其他華人社團的聯系與合作，在服務華
人華僑，增進友誼，擴大華人影響力，豐富華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促進中美文化交流, 共建和
諧社區等方面繼續努力。

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歡歌樂舞迎新年

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董事長張玉明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董事長張玉明（（右二右二），），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會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會
長張亦勤長張亦勤（（右一右一））和休斯敦華星藝術團代表鐘玲和休斯敦華星藝術團代表鐘玲（（左二左二））共同為晚會共同為晚會
致新年賀詞致新年賀詞，，祝大家新年快樂祝大家新年快樂！！

袁晨野在歌劇袁晨野在歌劇““尼克森在中國尼克森在中國””中演周恩來中演周恩來。。謝幕時謝幕時，，左邊是尼克左邊是尼克
森森，，右邊是毛澤東和江青右邊是毛澤東和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