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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藝術節Kickoff Party
各族裔總動員
美南新聞集團將於2月4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
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成為休士頓超級盃合作贊
助的多元文化盛會之一﹔在活動來臨之際﹐1月26
日晚間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辦大型
Kickoff派對﹐聯邦眾議員Al Green與各族裔社區
領袖皆出席﹐董事長李蔚華希望大家踴躍參與活
動﹐讓農曆春節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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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22廣 告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 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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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uston Area: 
M ain O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 arw in Branch  
713-2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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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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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a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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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 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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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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

的觀眾對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並

不陌生，他曾於1999 年至2005 年在

休士頓居住過六年，曾多次受邀在華

人社區的音樂會中演唱，也曾在音樂

社團中示範表演，如今睽別多年，他

在藝事上更加精進，這次在農曆新年

前來休巿演出「 尼克松在中國」 歌

劇五場，也抽空與休士頓藝文界朋友

餐敘，談他個人對「 尼克松在中國

」 歌劇的感受。

「 尼克松在中國」 這部歌劇，是

於1987 年10 月 22 日，在休士頓華生

劇院落成之時首演，記者曾恭逢其盛

，距今已三十年，故事是以1972 年美

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為場景，展開

一系列「美國人眼中看中國」的情節

。當時，（1972 年時） 尼克松夫婦對

中國並不了解，他對中國的印象就是

只知道中餐館的「Fortune Cookie 」，

該劇劇情部份是記實，部份則是虛擬

。袁晨野說： 該劇的編劇Alice 為了

寫這一齣劇，曾於1985 至1987 年 到

中國去實地學中國的歷史，文化，她

寫了三年，也讀了三年，（當然，她

所接觸的中國階層不是我們所能觸及

的），因此，她的歌詞寫的太棒了，

很多毛澤東與美國人的唇槍舌劍，交

鋒時，不是硬梆梆的語言，寫的極有

深度，人物把握的很好。

袁晨野個人是從2004 年起演唱「

尼克松在中國」 這部歌劇的，包括：

2004 年在美國聖路易士，06 年在芝加

哥，07 年在辛辛那提，08 年在科羅拉

多的丹佛市，10年在加拿大溫哥華，

11 年在多倫多，12 年在三藩巿，15

年在聖路易，16 年在新西蘭，17 年在

休士頓，雖在十個地方公演過，袁晨

野演的都是周恩來，（ 該劇主要角色

是尼克松夫婦，毛澤東，周恩來，季

辛吉，江青），袁晨野還是覺得極具

挑戰性。他花了很多時間找了很多資

料，甚至連周恩來伸手握的姿勢，他

都極深入的研究過，因此，他把人物

把握的很好。其中，最大的挑戰還是

歌劇中語言的發音，節奏，不僅歌詞

的拍子難背，美國人對咬字，發音要

求極為嚴格，（ 甚至遠勝歐洲歌劇）

，尤其起音，及最後的發聲方法不一

樣，他不僅自己下了極大的準備功夫

，到演出時，也不能完全仰

賴指揮，因為指揮也忙。

作為「 尼 」劇唯一的

中國演員，袁晨野也不諱言

該劇在佈景，服裝上有漏洞

，如歌劇中三十年代「 紅

色娘子軍 」 一段，為何手

臂上掛的是「 紅衞兵」？

還有既是紅色娘子軍，成人

怎麼可以戴紅領巾？在中國

只有少年才戴紅領巾的。

「 尼克松在中國」歌劇

演出，今晚（1 月 28 日）還

有一場， 詳情請看休士頓

大歌劇院的網址：www.

houstongrandopera.org

下為袁晨野個人的早年

經歷及演藝經歷----

早年經歷
袁晨野出生在一個音樂

家庭，父親是少年宮的音樂

創作教師，母親是少年宮的

聲樂教師，1980年——1982

年間，他在大連少年宮學習

手風琴並參加了綜合音樂班，學習

樂理、聲樂和作曲，1982年輸送到

瀋陽音樂學院附中，1985年考入中

央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

1996年，袁晨野獲得了赴美深

造的機會。 1996年旅美前，是中

央歌劇院 國家一級演員、文化部

直屬藝術表演團體演員應聘資格評

審委員、文化部優秀專家、中國音

協會員、全國青聯委員、國務院政

府特殊津貼獲得者。 2005年回國

任教。

演藝經歷
1994年，獲得了柴可夫斯基國

際聲樂比賽的金獎。 1996年出國

以前，在中央歌劇院工作了六年，

只唱過一次《茶花女》的主角，還

是中文版的，演出在天橋劇場。

1996年3月，袁晨野在肯尼迪藝術

中心為慶祝多明戈擔任華盛頓歌劇

院藝術總監的慶典音樂會上與多明

戈同台演唱威爾第的歌劇《唐•卡

洛》中的二重唱和柴科夫斯基的歌

劇《黑桃皇后》中的詠嘆調，並受

克林頓總統及夫人的邀請參加在白

宮舉行的慶典活動。並因此被邀請

赴美深造，他選擇了巴爾的摩的

pebody音樂學院。

1998年末，應中國交響樂團藝

術總監陳佐湟和PHILIPS唱片公司

邀請，參加新年音樂會並為飛利浦

錄製了歌劇詠嘆調和《黃河頌》的

激光唱片，受到了此次錄製工作的

導演——國際著名音樂製作人安娜•

貝瑞的很高評價，唱片界已開始承認

中國歌唱家的演唱實力。袁晨野與休

斯頓大歌劇院簽定合同，繼續他的國

際演唱生涯。

1999年，Philips唱片公司發行了

袁晨野同中國交響樂團錄製的激光唱

片，普獲各界愛樂人士好評。

2001年，他擔任主角之一的歌劇

《小婦人》在美國公共電視台（PBS

）播放，並由Ondine公司錄製成唱片

向全球發行。 2002年，袁晨野在英國

威爾士國家歌劇院新製作的歌劇《弄

臣》中出演劇名主角，並在英國八個

城市巡迴演出。英國廣播公司（BBC

）在慶祝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五十

週年的系列活動中，直播了全劇的演

出。

2002年，袁晨野在英國威爾士國

家歌劇院新製作的歌劇《弄臣》中擔

任主角，並在八個城市巡迴演出，英

國廣播公司（BBC）在慶祝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登基50週年的系列活動中直

播了全劇的演出。 《華盛頓郵報》曾

評論袁晨野“有罕見的聲音，演唱充

滿了樂感和智慧”，《紐約時報》也

稱他是“一位強有力的歌唱家”。

2004年12月，袁晨野應美國前總

統喬治•布什的邀請，在總統的家鄉

休斯頓，為總統的雕像揭幕儀式演唱

。 《華盛頓郵報》評論袁晨野“有著

罕見的聲音，演唱充滿了樂感和智慧

”。 《紐約時報》稱他是“一位強有

力的歌唱家。”

袁晨野除了活躍於國際歌劇及音

樂會舞台之外，也為廣大中國觀眾所

熟悉。他曾作為主要演員參加過兩次

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四次

“春節歌舞晚會”，三次“文化部春

節晚會”以及“新年音樂會”，“星

海音樂週開幕式”，“華夏世紀情”

音樂會，“第十五屆冬季奧運會開幕

式”（加拿大卡爾加里）等重大演出

活動。中央電視台先後為他拍攝了

《黃河頌》和《都塔爾和瑪麗婭》的

音樂電視，並為他出版了“名家教歌

”的VCD。他的北京獨唱音樂會，也

被中國錄音錄像出版社製成VCD和

CD發行。

著名歌唱家袁晨野來休巿演出歌劇＜ 尼克松在中國＞
平生第十次演出平生第十次演出，，仍覺挑戰性十足仍覺挑戰性十足,,今為最後一場今為最後一場

圖為著名歌唱家袁晨野圖為著名歌唱家袁晨野（（ 右七右七 ）） 昨在白先慎教授昨在白先慎教授（（ 右五右五），），歐陽美倫歐陽美倫（（左七左七
））的邀宴的邀宴，，在在 「「 姚餐廳姚餐廳」」 與休士頓藝文界人士歡聚與休士頓藝文界人士歡聚。（。（ 右起右起）） 李堅強教授李堅強教授、、
王建光王建光、、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梅路村梅路村、、男高音歌唱家王維國男高音歌唱家王維國、、歌唱家錢護壯歌唱家錢護壯、、程程
美華美華，，湯維藩湯維藩、、姚鳳北夫婦姚鳳北夫婦、、畫家張要武等人合影畫家張要武等人合影。。

圖為圖為袁晨野在袁晨野在 「「尼克松在中國尼克松在中國」」 歌劇中飾歌劇中飾
演周恩演周恩來來

袁晨野在袁晨野在 「「尼克松在中國尼克松在中國」」 歌劇中飾演周恩來歌劇中飾演周恩來（（右一右一））

德州休士頓全僑歡迎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 委員長蒞訪晚宴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吳新興

將於 2 月 22 日蒞臨休士頓, 為表示僑界
歡迎之熱忱 , 我們非常榮幸有機會能做
此次全僑歡迎晚宴的籌辦與召集人。在
此誠摯邀請休士頓各僑、學、商界領袖
及朋友們共同參與。並希望各位榮譽職
先進、社團(僑校)負責人、校友會、各
僑團人士能多鼓勵貴會會友及親朋好友
們屆時參加 , 共襄盛舉，以展示休士頓
地區僑胞的歡欣與熱忱。在此特別感謝
各位僑界朋友們多年來的關懷及支持 ,
特此致意。

吳新興 委員長畢業於東吳大學英國
語文學系學士 ,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府系) 碩士 , 澳洲國
立墨爾本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系) 博
士。曾擔任交通部郵政總局人事處人事
佐理員 ,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政府系
助教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
研究員兼國際學術合作組 副組長 , 工商
時報財經要聞採訪組主任兼大陸新聞中
心主任 ,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
所副教授、教授兼所長 , 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副秘書長 , 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 中華民國駐菲
律賓特派代表(大使) , 南台科技大學行
政副校長 , 銘傳大學講座教授兼社會科
學院院長。

吳新興 委員長履新以來，走訪僑社
，拜訪僑民 , 親切問候，所到之處受到
熱烈歡迎。他表示無論僑民身在何處，
都心繫國家，血濃於水 ; 而僑務不分黨
派，僑務委員會永遠是僑民最溫馨的家
, 國家也都以僑民福祉為依歸。吳委員
長訂2月 22日至23日拜訪美南僑社，休
士頓各僑團於2月23日晚間假珍寶海鮮
樓舉辦歡迎晚宴，邀請僑胞踴躍參加。

日期 (Date) ： 2 月 23 日 星期四,
Thursday, February 23, 2017

時間 (Time)： 晚上六時半, 6:30 PM
地 點 (Place)： 珍 寶 海 鮮 樓 餐 廳

Ocean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Tel: 281-988-8898

餐費 (Dinner Ticket)： 個人贊助榮
譽票:$100

贊助席: 每桌 US$300.00 (十人一
桌) 將以收款日期先後安排桌次

主辦單位 (Organizers): 休士頓僑務
委員暨榮譽職人員

支票抬頭: Please Make Check Pay-
able to – Local Community Work
Mailing Address: Mrs. Francoise Shih,
Treasurer
815 Palm Grove Circle, Sugar Land, TX
77498
( 林 恂 Tel: 832-443-5770 Email: fran-
shih@gmail.com)

聯絡 (Contact): 劉秀美 Shelley Ding
Tel: 713-376-9029 Email:
dings852@gmail.com

陳 美 芬 Mei-fen Chen Tel:
281-380-1180 Email: Chin3619@aol.com

發 起 人 (Initiators): 葉 宏 志 William
Yeh 黎淑瑛 Shu-ying Hsu 甘幼蘋 Ceci-
lia Chang

劉秀美 Shelley Ding 宋明麗 Ming
Sung 陳美芬 Mei-fen Chen

休士頓台灣商會將於 2 月 2 日中
國新年之際，在國泰銀行大廳舉辦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盛邀休士
頓台商會會員及親朋好友光臨，相聚
國泰銀行歡慶新年新春，共謀合作發
展，通過交流，增進友誼，攜手繁榮
，探討 2017 發展共贏的新機遇。

屆時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將主持並
致歡迎辭和介紹現場嘉賓。國泰銀行
德州區總裁陳明華將作特別發言：1
、介紹商業地產貸款詳情，與您面對
面探討 2017 商業地產新挑戰；2、外
幣匯率變化對美中貿易商機何在；3
、如何獲取銀行支持得到進出口貿易

融資。歡迎現場提問，交流互動。
為 支 持 台 商 會 的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 ，國泰銀行除了提供場
地，還特別準備精美茶點招待現場嘉
賓，同時，現場嘉賓人人可獲國泰銀
行精美禮品，藉此機會感謝過去一年
，台商會及親朋好友給與國泰銀行的
大力支持和厚愛。

2 月 2 日 晚 的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時間：2 月 2 日週四晚
6 時-8 時；地址：國泰銀行營業大
廳 9940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 報 名 信 箱 tcchous-
ton@gmail.com 或 者 text to

281-216-1889.
國 泰 銀 行

成立於 1962 年
，其使命是為
逐漸成長華裔
社區提供金融
服務。座右銘
是： 『為所有
顧客敞開大門
』。國泰銀行
是第一家在美
成立和上市的華資銀行，目前國泰總
資產達 140 億美元。其營業地區自西
岸向東擴及到紐約州及麻薩諸塞州東

部、北邊到華盛頓州西雅圖、南部則
達德州；海外方面，銀行在亞太區三
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香港、台北及

上海、北京設有開戶分行和辦事處。

休士頓台灣商會將於 2 月 2 日中國新年之際
在國泰銀行大廳舉辦After Hours Mixer 各位黨員先進同志：

本分部訂於2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時，在
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辦本年度 「中國國民黨美國
休士頓分部年會」，會中將代表中央黨部轉頒
『資深同志獎章及獎狀。

另外，本分部委員3年一任任期即將到期
屆滿，本次年會中，就要辦理改選事宜，由全
體出席年會的同志選出下一屆委員及常務委員
，有熱情有能力願為本黨效力、為同志服務的
黨員只要有兩位以上同志連署推薦者，即可參
選。期盼本黨同志，踴躍出席年會，投下您神

聖的一票，選出熱心的委員們繼續為大家服務
。

敬謹邀請本地所有黨員在2月18日上午熱
烈前來僑教中心展覽室出席年會，併辦理黨員
報到繳交年度黨費十元。並請各同志介紹新黨
員加入本黨，另外如知道有尚未歸隊的失聯黨
員同志，請邀請他們歸隊，失聯黨員同志只要
將姓名、出生年月日等相關資料，就可以向黨
部提出查詢，辦理恢復黨籍，歡迎同志歸隊。
本次年會本分部備有午餐，同志們可以利用午
餐時間加強相互交流。

2017中國國民黨美國休士頓分部 年會



BB55休城工商

華美銀行連續第七年盈利創新紀錄
2016 年存貸款及總資產攀新高

全年盈利達 4 億 3 千 1 百 70 萬美元 每股獲利 2.97 美元 較上年度均增長 12%
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 股 票 代 號 EWBC， 於
NASDAQ 交易）1 月 25 日公佈 2016 年第四季
度及全年盈利報告，2016 年第四季度淨利達 1
億 1 千零 70 萬美元，每股獲利 0.76 美元；全
年淨利達 4 億 3 千 1 百 70 萬美元，每股獲利累
積達 2.97 美元。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表
示，這是華美銀行連續第七年盈利創新紀錄，
2016 年全年獲利和每股獲利較 2015 年均增長
12%。平均資產報酬率（ROA）達 1.30%；平
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達 13.1%。

吳建民說：「我們特有的『金融橋樑』策
略使華美銀行在中美跨境金融領域中獨樹一
幟，領先同業，為多項產業類別的客戶提供全
面專業的金融服務。此外，我們在美國主要城
市的發展佈局也持續推動銀行穩健成長。」

吳建民指出，2016 年全年華美銀行存貸款
表現優異，並再創新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總貸款達 2 百 55 億美元，較 2015 年的 2
百 37 億美元增長 18 億美元或 8%；總存款達 2
百 99 億美元，較 2015 年的 2 百 75 億美元增長
24 億美元或 9%。2016 年的成長得益于均衡且
多元化的貸款項目以及核心存款的強勁增長。
其中，核心存款較 2015 年增長 16%。

吳建民說：「在較高的利率環境中，華美
銀行的整體財務規模穩步成長，這得益于銀行

多元化的資產和融資組合，對利息的調控以及
淨利息收入的成長。展望 2017 年，我們對華美
銀行的前景充滿信心，並將持續貫徹穩健進取
的經營策略，進一步加強盈利能力。」

盈利表現概要：
• 獲利穩健增長 – 2016 年第四季度盈

利達 1 億 1 千零 70 萬美元，較同年第三季度的
1 億 1 千零 10 萬美元增長 60 萬美元；每股獲
利 0.76 美元，與上季度持平。2016 年全年盈利
達 4 億 3 千 1 百 70 萬美元，較 2015 年的 3 億
8 千 4 百 70 萬美元增長 12%；全年每股獲利累
積達 2.97 美元，較上年亦增長 12%。

• 盈利能力穩固 – 2016 年第四季度平
均資產報酬率為 1.27%，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為 12.9%，平均有形股東權益報酬率（ROTE）
為15.3%；2016年全年平均資產報酬率為1.30%，
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13.1%，平均有形股東
權益報酬率為 15.7%。

• 淨利息收入及總收益增長顯著 – 2016
年第四季度淨利息收入達 2 億 7 千 2 百 70 萬美
元，較同年第三季度增長 1 千 8 百 60 萬美元
或 7%。2016 年全年淨利息收入較上年的 2 億
4 千 6 百 90 萬美元增長 2 千 5 百 80 萬美元或
10%。總收益達 3 億 2 千 1 百 50 萬美元，較同
年第三季度增長 6%，較 2015 年增長 10%。

• 總資產創新高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總資產達 3 百 48 億美元，較同年第三

季度的 3 百 33 億美元增長 15 億美元或 5%，較
2015 年增長 8%。 

• 總貸款屢破紀錄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總貸款達 2 百 55 億美元，較同年第三
季度的 2 百 48 億美元增長 7 億 5 千 2 百 70 萬
美元，年化增長率達 12%，第四季度貸款增長
主要來自商業貸款和商業地產貸款。 2016 年全
年總貸款較 2015 年增長 8%。

• 總存款再攀新高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總存款達 2 百 99 億美元，較同年第三
季度的 2 百 86 億美元增長 13 億美元，年化增
長率為 18%，第四季度存款增長主要來自無息
存款和貨幣市場存款。其中，無息存款佔總存
款比率為 34%。2016 年全年存款較 2015 年增
長 9%。

• 資產品質優良 – 貸款損失準備金基本
穩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總貸款的 1.02%
為持作投資（Held-for-investment, HFI），同
年第三季度為 1.03%。非獲利資產降至 1 億 2
千 9 百 60 萬美元，佔總資產的 0.37%；上季度
為 1 億 3 千零 80 萬美元，佔總資產的 0.39%。
呆帳消除比率（Net Charge-offs）由同年第三
季度年化平均貸款額的 0.37% 下降至年化平均
貸款額的 0.13%。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華美銀行普通股每股有形權益達 20.27 美
元，較同年第三季度增長 2%，較 2015 年增長

12%。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 8.52%，第一
類資本比率（CET1）為 10.9%，總風險資本比
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 12.5%。

管理階層表示，預期 2017 年銀行將繼續成
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 2017 年 2 月 15 日派
發 2016 年第四季普通股股息每股 0.20 美元，
股東將依其至 2017 年 2 月 1 日的持股份數獲派
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
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
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3 百 48 億美元，在
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 130 處服務網絡，
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
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
在大中華地區，我們在香港、上海、深圳和汕
頭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
台北、廈門及廣州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
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
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
七時。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
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
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 2016 年第四季度及全
年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
eastwestbank.com 查閱。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即日起至二月中，晚餐及周末一律八折優待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為了迎接即將來臨的中國新年及「 超

級盃」（Super Bowl ) 即將在休士頓舉行，屆時數十萬人將湧入
休士頓觀球賽，休士頓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將自即日
起至二月中，中國新年和 Super Bowl 期間，晚餐及周末的價格，
在原來的價格上有 20% OFF,( 即原價 $ 25.95 ,  現在只要 $20.95，
兒童價格以此類推。（ 但除夕，初一，初二不包含在此次活動
之內 )。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日式海鮮自助餐廳，交通方
便，四通八達，菜色精美，口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愛，
也是華人全家團聚，宴請親友的最佳去處，Tokyo One 是陪您
歡度終生難忘的春節假期，及與配偶，情人歡度別具意義的「 
情人節 」（二月十四日 ) 的最佳去處。

Tokyo One 位於八號公路邊，（近 Westheimer )，地址：
2938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 電話：（713）
785- 8899

國泰萬通金控公司公佈 2016 年第四季及全年業績

紐約人壽宣佈公司歷史上最高的紅利
多元化經營模式的強力優勢繼續為參與性保單持有人服務 , 儘管處於低利

率的環境，2017 年仍將分派 17.7 億美元的紅利
公司還宣布參與性互惠收入年金的第一次紅利分派

［本報訊］國泰銀行之控股公司國泰萬
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CATY）今日
公佈 2016 年第四季盈利為四千八百萬元，
每 股 淨 利 達 0.60 元，2016 年 全 年 淨 盈 餘 為
一億七千五百一十萬元，每股淨利達 2.19 元。

 業績摘要：
· 2016 年第四季稀釋後每股淨利為 0.60

元，較 2015 年同期的稀釋後每股淨利 0.51 元
增長 17.6%

·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除 持 有
待 售 的 貸 款 外， 總 體 貸 款 額 在 年 內 增 至
一 百 一 十 二 億 元， 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的
一百零二億元增加十億元，增幅達 10.2%

·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總 資 產
額 增 長 至 一 百 四 十 五 億 元， 較 2015 年 的
一百三十三億元增加十二億元

國泰銀行首席執行長兼總裁戴斌表示：
「2016 年 第 四 季 期 間， 除 持 有 待 售 的 貸 款
外，總貸款金額增加一億九千一百萬元至
一百一十二億元。2016 年的貸款增長額為十億
元，全年增長率為 10.2%。2016 年第四季期間，
總存款額增至一百一十七萬元，較第三季增加

七億三千六百萬元。2016 年全年總存款額增加
11.1% 至十二億元。同時，我們於 2016 年 11
月增加股息由每股 0.18 元增至每股 0.21 元，
增幅為 16.7%。」

國泰萬通金控公司執行主席鄭家發表示：
「我們正繼續進行收購遠東國民銀行的母公司
SinoPac Bancorp 的交易，並預期於數月內完
成。」

FDIC 會員
平等房屋貸款機構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

代碼：CATY）的附屬機構。國泰銀行成立於
1962 年，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
服務。國泰銀行的總部設於洛杉磯，並在美國
本土的加州、紐約州、伊利諾州、華盛頓州分
行、德州、馬里蘭州、麻州、內華達州及新澤
西州設有超過五十間分行。國泰銀行另在香港
設有分行，及於台北及上海設有代表處，服務
大中華市場。國泰銀行在福布斯雜誌 2016 年
美國最佳銀行排名中名列第十二位。國泰銀行
網站 www.cathaybank.com。FDIC 保險的保障限
於提供予國泰銀行美國境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紐約，2016 年 11 月 16 日 —— 美國最大的互惠人壽保險
公司紐約人壽 (New York Life) 今天宣佈 2017 年將向參與性保
單持有人分派創記錄的 17.7 億美元紅利，比 2016 年預計分派
的紅利增多 5.4%。這將是紐約人壽連續第 163 年支付保單持有
人紅利。儘管連續五年的低利率和美國不穩定的經濟成長，紐

約人壽所分派的紅利自 2012 年以來增長了 35%。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Ted Mathas 說 :“紐約人壽能在連年

的歷史性低利率的情況下於 2017 年向我們的保單持有人分派
出創歷史新高的紅利，證明了我們互惠經營模式的價值。與我
們保單持有人的長期利益一致，我們能夠通過我們在謹慎管理
下強勁增長的投資業務為我們的核心壽險業務補充更多收益。
這個成功執行的策略使我們能夠年復一年在任何經濟循環周期
中分派紅利。在 2017 年我們仍將分派紅利。”

獲取紅利是與互惠人壽保險公司合作所獲得最明顯的好
處，此外，紐約人壽的保單所有人還享有公司經營策略所帶來
的其他優勢，包括穩健的投資理念以及得以利用業界最大、培
訓最好、成就最高 * 的業務代表團隊。我們公司難能可貴的優
勢在於我們能在發放歷史上最高紅利的同時維持其不可超越的
財務實力。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紐約人壽宣布最大的紅利分派

時，我們仍能將我們的盈餘增長至歷史新高體現出我們堅實
可靠，能為投保的家庭和企業提供安全保障。”Mathas 先生
還補充道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6 年底末達到 230 億盈餘，
這是一個歷史新高 , 也正是公司能夠獲得四大評級機構目前
授予任何人壽保險公司最高評級的因素之一。全美僅有兩家
公司獲此殊榮 .

今年也是紐約人壽第一次給互惠收入年金分派紅利。根
據業內消息來源 **，紐約人壽一向為收入年金領域的領導者。
Mathas 先生還說 :“延伸我們的互惠結構，造福於那些尋求終
生收入保證的退休人員和將要退休的人，表明了我們拓展受
益群體，讓更多的人擁有我們的產品并受益於我們互惠結構
的努力。我們期待更多尋求退休收入解決方案的消費者能夠
體會到我們參與性收入年金的優勢。”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是一家《財富》100 強公司，成立於 
1845 年，是美國最大的互惠人壽保險公司

***，也是全球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之一。紐約人壽享有
四大信用評級機構目前授予任何人壽保險公司的最高財務實
力評級 : AM Best(A++)，費治 (AAA)，穆迪投資者服務 (Aaa)，
標準普爾 (AA+)****。

紐約人壽總部位於紐約市，其旗下公司提供人壽保險、退

休收入、投資和長期護理保險。New YorkLife Investments***** 
提供機構資產管理服務。紐約人壽的其他附屬公司提供各類證
券產品和服務，以及零售共同基金。請造訪 www.newyorklife.
com 以瞭解更多資訊。

* 紐約人壽是百萬圓桌會議（MDRT）的美國會員中領導
者。百萬圓桌會議（MDRT）是金融專業人士的最高協會，是
一個由來自 72 個國家超過 503 家公司近 49,508 名世界領先的
壽險和金融服務專業人士組成的國際性獨立協會。

** 來源：LIMRA International，美國個人年金銷售調查，
參與者報告，固定即時和延遲收入年金，2016 年第二季度報
告結果。 （固定即時收入年金包括定期年金）。年金是由
紐 約 人 壽 的 全 資 子 公 司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and Annuity 
Corporation 發行的。

*** 根據 2016 年 6 月 17 日《財富》雜誌的「保險行業《財
富》500 強企業：人壽保險、健康保險（互惠）」報告的營業
收入。有關方法，請參閱 http://fortune.com/fortune500/

**** 截至 2016 年 8 月 9 日獨立評級機構的各自評級。
***** New York Life Investments 是 New York Lif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ldings LLC 及其子公司 New York Lif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C 所使用的服務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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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入對行，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相信，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不想發財，沒有人不想成功。可現實
是，如果你入錯了行，你永遠都不可能成功。
馬雲曾經說過：“沒有一個時代比現在好。在
人類歷史有過三次重大革命。工業革命，英國
花了 50 年時間發展起來了；技術革命，美國
花了 50 年時間；而今是人類歷史的第三次革
命，互聯網時代剛剛開始 20 年，接下來 30 年
才是關鍵。”

所以，抓住時代的脈搏，抓住機遇，選對
行業，太重要了！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創
業的，大多數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行業，好的
項目，好的團隊，自己加入其中，一切就進入

良性的運行當中，一切都在掌握中。這樣風險
可以控制到最小，而收益可以最大化。現在，
就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學習 3-6 個月，就能
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薪達到 10 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的電
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如
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 GPA 不夠
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
次被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 LaneCert 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 培訓
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
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
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
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
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
統計，Cisco 互聯網專家 CCIE 只有 1 萬人，
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 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

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時
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
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
事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
勢！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
其一，Cisco 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
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
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
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
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導
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學
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
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采
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被充
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教學質量
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

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
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
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雇傭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只有這一次，你，
想要抓住嗎？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 CCIE，
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
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
即將開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
工作辦身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
機會，世界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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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唱 《快樂屬於永不服老的這一輩》《愛在天地間》 《我們在一起》歌唱組 指揮 : 李甫華

古柏公寓 (Goldberg Towers) 春節晚會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喀秋沙》( 女聲二重唱 )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 ( 越劇 ) 
劉蝶來  李竹勤 二胡獨奏《春江花月夜》 饒煒光

集體舞 《我愛中華》 舞蹈組 男聲獨唱 《紅高梁》《大長今 》 酈朝松集體舞 《秧歌扭起來》  舞蹈組

詩歌合唱 《照我本相》《何等朋友 , 我主耶穌》 詩歌班 指揮 : 朱榮湘

《太極扇》   謝合超

 這是美國人 Lee, Daniel 所繪的中國十二生肖
人形圖，極富想像力和趣味性。

北一女校友會與休士頓美術館合辦講座
劉昌漢主講：「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術美學」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 右起） 美術館 此次故宮「 帝王品味」精品展的大贊助商伯尼先生及伯尼麗香夫婦，演講會贊助
單位僑委會代表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主辦人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及主講人劉昌漢在演講 後
合影。

圖為主講人劉昌漢先生（右），和現場英譯陳逸玲女士（左）。

演講中不乏令人笑開懷的一剎 ---- 故宮的藏品毛公鼎，翠玉
白菜，肉形石，剛好組成「 酸菜白肉火鍋」 （ 見圖 ）

（右起）為主辦人北一女
校友會會長鄧曉林及休士
頓美術館代表陳女士，贈
送紀念品給主講人劉昌漢
先生。

圖為美國畫家 Catherine Carl ( 左） 所繪的「慈
禧畫像 」，曾在美國世界博覽會展出。

東西藝術比較：（ 左 ）為西方雕塑藝術，從寫實出發，透視，
解剖，光線，入世色彩濃厚。（ 右 ） 為東方藝術，注重佛
教的眾生平等，物我如一，強調感性，諸法皆空，自由自在。

當天前來聽講的聽眾十分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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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㠶 楊楚楓合撰）早
在2016年11月，移民局和國土
安全部就正式在Federal Regis-
ter網站公佈了這份題為《Re-
tentionof EB–1,EB–2,and EB
– 3 Immigrant Workers and
Program Improvements Affect-
ing High-Skilled Nonimmigrant
Workers 》的“最終規定”(Fi-
nal rule)。該“最終規定”將在
公示後的60天，即2017年1月
17日川普正式入主白宮之前生
效。鑑於該“最終規定”，將
會對與職業移民及非移民簽證
類別的相關規定，作出改變。
故對於這些新規將會產生的影
響，進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該新規的最大影響在於：將
對通過職業移民途徑申請綠卡
的外籍高技能員工，產生深遠
影響。具體兩大亮點如下:一、
H-1B 簽證失業外籍員工，將
有60天“寬限期”，這樣外籍
員工即使丟了工作，也不會因
失業就丟掉身份；

二、I-140 職業移民綠卡
申請一旦通過移民局批准，即
使屆時雇主撤銷申請，或者公
司倒閉，都不會影響職業移民
綠卡申請的有效性。

接下來作為美國元臣律師
事務所的資深移民律師 Earvin
Chionglo 將為大家簡要概述該
最終法案，及其對職業移民和
非移民簽證類別的預期影響：
1.確定優先權日期
對 於 不 需 要 永 久 勞 工 證 的
I-140 移民申請，例如根據基
於職業移民一類優先（EB-1）
和國家利益豁免（EB-2）類別
提交的申請，案件的優先日期
，一般為其I- 140的提交日期
。該新規定也與DHS在確定優
先權日期的現實做法想吻合。
拿到了優先日，也就意味著進
入了排期。只要 I-140 已經被
批准，外籍員工就能夠保留這
一優先日，即使在等待排期期
間更換了雇主，由新雇主重新
提交一份 I-140，也能繼續使
用原優先日不需要重新開始計

算排期。前提條件是國土安全
部，沒有因為簽證欺詐等原因
撤銷外籍員工的I-140。
2. 保 留 已 獲 准 的 移 民 簽 證
（I-140）申請的優先權日外籍
勞工獲准 I-140 申請後所得到
的優先日期，是決定其等候移
民簽證號碼的重要根據。優先
權日將會一直有效，除非因簽
證欺詐、偽造材料等行為而被
撤銷 I-140 批准。該規定將會
增強已獲准的 I-140 簽證申請
人員在工作上的可變動性。這
也將會提高獲准的 I-140 簽證
申請人員在升職、更換雇主以
及追求其他僱傭機會方面的能
力，且不會擔心因此丟掉他們
在移民簽證中的排期位置。
3.職業移民簽證申請的保留。
為了提高第一類優先（EB-1）
，第二類優先（EB-2）和第三
類優先（EB-3）類別中已批准
I-140 申請的外籍員工的工作
可變動性，除了那些因未到優
先權日而無法獲得LPR狀態的
某些外籍員工的工作的可變動
性。以往雇主通過提交 I-140
表格為外籍員工申請職業移民
（即“綠卡”），但如果雇主
由於公司倒閉等其它原因，撤
銷外籍員工的移民申請，外籍
員工綠卡會受到影響。根據該
“最終規定”，外籍員工的職
業移民 I-140 表獲批准後，即
使雇主由於公司經營原因，提
出撤銷對外籍員工的綠卡申請
，無效。綠卡申請人仍可保留
已批准的移民申請狀態。另外
，在I-140批准後的180天或者
I-485身份調整遞交後的180天
后，雇主公司一旦倒閉或停運
，外籍員工已經批准的 I-140
也不會被自動撤銷，這將為外
籍員工更換雇主或尋求其他就
業機會提供了很大的靈活性。
4.允許部分合條件非移民簽證
人士合法留美
由於對可能簽發的移民簽證數
量有法定限制原因，對於那些
無法取得移民簽證且已獲准
I-140 申請的高級非移民工作

人員，該“最終規定”允許
E-3（澳洲公民工作簽證）,
H -1B,H-1B1（智利和新加坡
公民工作簽證）,L-1（跨國經
理人簽證）或O-1（特殊人才
簽證）等非移民簽證人士，在
符合特定條件下（包括寬限期
內）可合法留在美國，申請工
作簽證，由國土安全部（DHS
）自行頒發就業許可。
這些特定條件包括：
1．這些簽證的持有人，是已經
批准的職業移民（I-140）申請
的主受益人；
2．在優先時期未排到官方的移
民排期時；
3．他們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證
據，來證實DHS會為他們簽發
工作簽證。
5.10天非移民寬限期

最終規定為E1、E2、E3、
L1等投資和企業僱員的相關簽
證，以及 TN 北美協約國簽證
等分類中的個人設定了兩個、
共10天的寬限期，這會為次類
別的受益人離開美國或其他行
動提供合理的時間。
6.60天非移民寬限期
對於某些高技能非移民僱員如
H-1B、L-1（跨國經理人）、
O-1（特殊人才）、E類簽證(
不適用於中國公民)以及TN簽
證(不適用於中國公民)的外籍
員工及其附屬簽證家屬，在其
授權有效期結束之前結束工作
時，該（Final rule）最終規定
為其在授權有效期內提供了連
續60天的grace period（“寬限
期”），以便他們可以更容易
地尋求新就業來延長他們在美
國的合法身份。這也許是本次
提案中影響範圍最廣、受益人
最多的一條細則。目前，持有
非移民類工作簽證的外籍人士
，一旦失去工作就會立即失去
有效身份，這條細則大大緩解
了一失業就要盡快離境的尷尬
局面。

另外，這一寬限期也有利
於美國雇主對現有的以及新聘
非移民工作人員在用工上的調

整。
7.H-1B執照
“最終規定”將目前國土安全
部（DHS）關於例外要求的政
策編入其中，即如果該執照是
全面履行職責相關專業所需的
，則 H-1B 簽證申請的批准將
取決於受益人是否擁有該特定
執照。如果申請人能夠證明該
外籍員工在獲得 H-1B 身份之
前由於某些技術原因而無法獲
得所需的執照，則該規定允許
臨時批准其他合格的無執照外
籍員工的 H-1B 申請。另外，
“最終規定”還明確了對於那
些沒有獲得執照的、工作在一
個允許在持有高級執照及監管
人員的監督下進行工作的州的
外籍員工需要提交以支持批准
其H-1B申請的證據類型。

仔細觀察這些新的規定，
很明顯國土安全部（DHS）和
美國移民局（USCIS）正在採
取措施來使得職業移民和非移
民簽證外籍員工在更換雇主方
面更加的靈活。在“最終規定
”的這些新規則之前，職業移
民制度的各個方面經常被批評
為促進契約勞工的製度。職業
移民常常會在轉換雇主方面遇
到困難，究其原因多是擔心失
去優先權日期、撤回批准的申
請，並被迫離開美國。通常情
況下，H-1B 工作人員常常因
為喪失合法移民身份而被迫終
止並被迫盡快離開美國。所以
該“最終規定”上的這些改變
收到了熱量的歡迎。

移民局方面表示，本次
“最終規定”主要是為了改善
基於就業的移民或非移民簽證
申請的流程，增加尋求高技能
外國僱員的美國雇主的確定性
，提升高技能外國僱員生活的
穩定性和工作的靈活性，增加
相關政策應用的透明度和一致
性。這些變化的最重要目的是
提高美國雇主僱傭和留住高技
能僱員的能力，同時為這些僱
員尋求晉升、獲取橫向職位或
者更換雇主提供更多選擇。

美國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
資深律師 Earvin Chionglo 指出
，對於使用 L1、H-1B 較多的
華人或留學生而言，“最終規
定”中新增的60天寬限期將是
極大的利好。由於目前 H-1B
沒有寬限期，離職後必須在發
薪日最後一天離境；而有了寬
限期後，情況將會大不同。
H-1B 高技術人才可充分的利
用這一時間，繼續在美國找其
他工作；這也會給美國雇主更
容易的協調現有及新招的非移
民員工提供了寶貴的時間。

本文主要作者：陳帆律師
：元臣國際的創始人之一，也
是該所主任律師。他具備紮實
的法學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
。陳帆律師曾在德克薩斯州哈
里斯郡政府、州上訴法院實習
工作，並在全美知名律師事務
所供職多年。他畢業於北京外
交學院，休斯敦大學法學院，
是美國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出庭律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他為
幾十家中國企業（大型國企、
央企、上市公司、行業頂尖私
營企業等）在美國提供綜合性
的法律服務。您有任何公司或
個人移民、勞工、合同、投資
、併購等法律問題，可與陳帆
律師聯繫。

元 臣 美 國 總 部 地 址 ：
11200WestheimerRd,Suite
120，Houston,TX77042.
聯繫律師：陳帆
電 話 ： 832-830-8318 或
832-767-0339
傳真：832-767-0669
電郵：info@nguyen-chen.com
網址:www.nguyen-chen.com
元臣加州洛杉磯辦公室的地址
：Address300
SpectrumCenterDriveSuite400,
Irvine,CA
92618（約見律師需提前電話預
約）
聯繫律師：包鴻濱
預 約 電 話 ： 317-847-0115 或
832－830-8318

郵 箱 地 址 ： hbao@nguy-
en-chen.com
元臣加州矽谷辦公室的地址：
2225E.BayshoreRd.
Suite200，PaloAlto,CA
94303（約見律師需提前電話預
約 ） http://www.mitbbs.com/
ym_article/ChenLaw/317.html
聯繫律師：包寧
預約電話：(650)320-1798
傳真：(650)320-1799
郵 箱 地 址 ： nbao@nguy-
en-chen.com
辦公地址：2225E.BayshoreRd.
Suite200，Palo
Alto,CA94303
北京聯繫人：AnnieChen
電話：86-13601081129
電 郵 ： anniechen@nguy-
en-chen.com
上海聯繫律師：陳律師
電話：86-21-68866151ext124
電郵：overseas-invest@co-ef-
fort.comFanChen
ManagingPartner
Nguyen&Chen,LLP
11200WestheimerSuite120
Houston,Texas77042
(832)
830-8318or(832)767-0339
(832)
767-0669(fax)
fchen@nguyen-chen.com<
mailto:fchen@nguyen-chen.com
陳帆主任律師
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Nguy-
en&Chen,LLP)
事務所地址：11200Westheimer
，Suite120,Houston,TX
77042.
電 話 ：
832-830-8318or832-767-0339
傳真：832-767-0669
電 郵 ： fchen@nguyen-chen.
com;info@nguyen-chen.com
網址:www.nguyen-chen.com
個人微信：chenlaw2011
元臣微信：NCLAW2011

1月17日起出大事了-美移民局再放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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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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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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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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十余名馬來西亞十余名““小醜小醜””搭乘輕軌搭乘輕軌 為癌癥兒童募款為癌癥兒童募款

加拿大向中國歸還數件流失文物及化石加拿大向中國歸還數件流失文物及化石

被加拿大查獲的包括被加拿大查獲的包括
壹對古建築木構件及兩件壹對古建築木構件及兩件
魚化石在內的中國流失文魚化石在內的中國流失文
物完璧歸趙物完璧歸趙。。向中方歸還向中方歸還
文物的交接儀式在加拿大文物的交接儀式在加拿大
首都渥太華舉行首都渥太華舉行。。圖為加圖為加
拿大政府向中方歸還的壹拿大政府向中方歸還的壹
件件20092009年查扣的年查扣的22..22億年億年
前的中國魚龍化石前的中國魚龍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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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人在室外冰水中沐浴紀念東正教主顯節俄羅斯人在室外冰水中沐浴紀念東正教主顯節。。主顯節是俄羅斯族主顯節是俄羅斯族
的傳統宗教節日的傳統宗教節日。。在洗禮節那天人們除去教堂祈禱外在洗禮節那天人們除去教堂祈禱外，，還要到江河裏破還要到江河裏破
冰取冰取““聖水聖水”，”，有的人還要跳進冰窟窿裏洗壹洗有的人還要跳進冰窟窿裏洗壹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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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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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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加大，誰在歡喜誰在憂？

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小幅趨穩，

個人購匯熱情明顯下降。國家外匯管理

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以來個人

日均購匯環比和同比均有所回落。匯率

波動加大背景下，企業則努力為資產保

值增值“想法子”，有的企業“吃果

子”，“坐收”數千萬匯兌收益，也有

的“挨板子”。

“穩”：百姓購匯理財趨緩
每年年初是五萬美元個人購匯額度

重啟之時，計劃出國留學、旅遊的市民

通常會在此時換匯以備使用，壹些想買

外幣理財的投資者也會集中購匯。不過

近期美元大幅貶值，使得今年的情形有

些“不壹樣”。

“年初到現在，居民購匯較去年同

期大幅下降。”壹家大型股份制商業銀

行外匯交易主管告訴記者，美元走弱加

劇了大家的觀望心態，個人投資者都在

調整自己的“錢袋子”。同時銀行按照

有關部門要求加強了用匯真實背景審

核，部分虛假換匯打了“退堂鼓”。

上海市民李女士因孩子在美國留

學，近日用手機網銀換了五萬美元。

“現在只是要先填壹份《個人購匯申請

書》，但換匯與過去壹樣，不存在障

礙。”李女士說，五萬美元不夠用也不

需要找親友幫忙。只要能提供學費證

明、生活費用證明等真實材料，想換多

少外匯都可以。

記者註意到，《個人購匯申請書》

要求寫明預計用匯時間。按照規定，如

果到期不用或者沒有出境記錄，居民應

及時到銀行結匯，否則就是違規。

“個人購匯下降說明大家對這壹政策

的理解比較準確，情緒也保持了基本穩

定。”外匯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說，對於

虛假申報、騙匯、欺詐、洗錢、違規使用

和非法轉移外匯資金的個人，將列入“關

註名單”，不僅購匯受到限制或者被禁止

購匯，還將納入個人信用記錄。

“喜”：出口企業收入增加
“人民幣適當貶值對出口企業是好

事，我們合同都是按美元計價，這等於

掙的錢多了。”賽輪金宇集團財務中心

資金管理部部長鄧穎告訴記者，比如前

壹陣人民幣快速走低，壹筆1000萬美元

的出口輪胎訂單結匯時就增加了102萬

元收入。

過去幾年，受人民幣持續升值影

響，國內以出口為導向的諸多外貿企業

承受重壓。特別是紡織、服裝、家具、

玩具、造船等制造行業的國際競爭力被

大幅削弱，市場份額不斷下滑，日子難

過。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

表示，盡管人民幣匯改的初衷不是刺

激出口，但人民幣對美元走低客觀上

會增加其匯兌收益，有助於提振部分

外向型行業。有測算顯示，人民幣每

貶值1%，紡織服裝行業銷售利潤率可上

升2%至6%。

回顧過去壹年，人民幣對美元即期

匯率從去年1月4日6.50左右，到12月

最低觸及 6.9666，最大 7.2%的貶值幅

度，足以讓許多出口企業“笑開顏”。

近日首批公布2016年業績的隆鑫通

用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凈利潤增長

12.6%，其中，僅匯兌收益就高達7777

萬元。華西股份19日發布最新業績，預

計2016年利潤暴增5.9至6.2倍，其中壹

個重要原因就是“受人民幣匯率貶值的

影響，匯兌收益好於預期。”

“忙”：企業加大自身外匯管理
與個人購匯降溫相對應的，是近期

企業近期到銀行結匯的升溫。

壹位手握上億美元的外貿企業財務

總監告訴記者，近日他到銀行結了壹大

筆外匯，原因是“眼看著人民幣對美元

反彈，怕美元走得更低，見好就收”。

而在之前的半個月裏，他壹直在推遲結

匯時間，同時竭力償還外幣債務。

事實上，“何時結匯”只是匯率波

動帶來的問題之壹，大部分企業由於貿

易的雙向性、資金和債務的多元化，都

得在財務安排上忙碌不已。尤其是因人

民幣走低而頻頻“吃虧”的企業。

對航空、房地產行業以及涉及較多

海外施工項目的工程企業而言，由於持

有大量美元債務，人民幣對美元走低，

相當於要償還的錢增加。

業內人士表示，為了減少匯兌損失，

許多企業從2016年開始大幅增強了對匯

率的重視程度，壹些上市公司甚至將外

匯管理上升到董事會層面，並制定了壹系

列政策，力爭在匯率波動中少“吃虧”。

從近日發布的上市公司業績預告看，

雖然特定行業還是因匯率變化受損，但

與2015年相比，企業普遍“賠的少了”。

寶鋼股份、中金嶺南等均表示通過對美

元負債的有效管理，實現了全年匯兌損

失較同期大幅減少。

“對企業來說，最關鍵是不要對賭

匯率走勢。隨著1月人民幣對美元的大

幅反彈，壹些企業可能正在品嘗苦果。”

中國建設銀行總行金融市場部研究員韓

會師說，任何匯率都有波動周期，見好

就收的人雖掙不了大錢，但在行情變化

中堅持得更長久。

2016年中國出境遊達1.22億人次 人均花費900美元
國家旅遊局直屬研究機構中國旅遊研究院和攜

程聯合發布《向中國遊客致敬——2016年中國出境

旅遊者大數據》報告。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出

境旅遊人數達1.22億人次，比2015年的1.17億人次

增長4.3%，繼續蟬聯全球出境旅遊人次世界冠軍。

出境遊消費方面，2016年中國出境遊花費達

1098億美元（約7600億元人民幣），人均花費900美

元。報告指出，雖然出境遊人數只占旅遊總人數的

3%，但是出境遊消費卻占到中國旅遊消費的16%。

厲害了！最高紀錄人均消費138萬元
報告指出，2016年，在中國居民收入增長和旅

遊消費升級的推動下，簽證、航班等便利因素的影

響下，中國出境遊持續走熱，超過65%的花費是出

境遊，35%是國內遊。

2016年，中國遊客去哪些國家旅遊花費最多呢？報告

顯示，2016年中國遊客花費總額最多的十大出境目的地

國家依次是：泰國、日本、韓國、美國、馬爾代夫、印

度尼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意大利、馬來西亞。其

中，距離中國較近的泰國、日本、韓國成為最大贏家。

報告顯示，從海外城市看，中國遊客花費總額最

多的十大城市依次是：首爾、曼谷、東京、大阪、新

加坡、清邁、倫敦、莫斯科、紐約、羅馬、悉尼。

這些出境遊中，哪些旅遊線路最土豪？報告稱，

人均花費最高的十大旅遊線路分別是：阿根廷、智

利、馬達加斯加、埃塞俄比亞、法屬波利尼西亞、

大溪地、墨西哥、巴西、肯尼亞、留尼汪(法屬)。

以南美線路為例，去年人均消費超過5萬元，遊客

量增長了200%。

報告還顯示，2016年中國網絡旅遊消費最高紀

錄是攜程旗下鴻鵠逸遊推出的“環遊世界80天”

旅遊團，人均消費138萬元。

女性更愛出境旅遊，70後80後是消費主力

1.22億人次的出境遊客，這些人是誰呢？報告顯示，

2016年出境遊人群中，56%是女性，44%是男性，女性

比例比男性高12個百分點。與其財富、體力相匹配，70

後和80後依然是出境遊的中堅力量，占比近50%。

不過報告也指出，越來越多的90後，00後，

以及時間最充裕的“銀發族”加入出境遊的隊伍。

2016年，中國最年長出境遊客年齡為101歲。

北京人均消費6203元，位居第壹
報告還發布了2016年排名前20位的出境旅遊出發

城市，分別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杭州、成

都、南京、天津、武漢、重慶、廈門、西安、長沙、

昆明、青島、沈陽、寧波、鄭州、南寧、大連。

報告指出，這其中包括16個“新壹線”城市，大

部分城市每年的出境旅遊人次都達到100萬至200

萬。出境旅遊人數增長速度最快的前10個城市分

別為珠海、南寧、合肥、鄭州、長春、昆明、深圳、

青島、重慶、西安。究其原因，報告指出，隨著國

際航班、簽證中心的新增和加密，市民不再需要去

大城市辦證和出發了，這些地區出境旅遊人數增長

速度都高於壹線城市。

這些城市中，哪些城市的市民出境遊平均花費

最高呢？報告數據顯示，2016年人均花費最高的十

大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長春、沈陽、貴陽、

昆明、西安、南京、成都、青島。其中，北京以

6203元位居第壹，其次是上海、長春、沈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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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vary widely. Often, the evening preceding Chinese 
New Year's Day is an occasion for Chinese families 
to gather for the annual reunion dinner. It is also 
traditional for every family to thoroughly cleanse 
the house, in order to sweep away any ill-fortune 
and to make way for good incoming luck. Windows 
and doors will be decorated with red color paper-
cuts and couplets with popular themes of "good 
fortune" or "happiness", "wealth", and "longevity". 
Other activities include lighting firecrackers and 
giving money in red paper envelopes. Among about 
one third of the Mainland population, or 500 million 
Northerners, dumplings (especially those of vegetarian 
fillings) feature prominently in the meals celebrating 
the festival. 
In recent times, the Chinese Lunar Festival is now 
celebrated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new year 
activities and events in Great Britain, Australia, 
Japan,Vietnam,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many 
others.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To Be Held In Southwest Houston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day, February 4, 2017, in front 
of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located at 
11122 Bellaire Blvd. in Southwest Houston. (Website: 
www.texaslunarfest.net)
This year we not only celebrate the annual 
Chinese Lunar holiday, but we also will celebrate 
our community's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exciting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s by performers representing 
count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we 
celebrate the impressive qualities of every  culture 
while celebrating the Asian Lunar New Year. For the 
past 20 years, community leaders and
volunteers have worked hard to promote the 
remarkable diversity and impressive leadership of the 
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while fostering friendship 
among all cultures. The success of previous festivals 
has proven our dedication and enthusiasm to expand 
above and beyond our former festivals.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a different animal or 
mythological beast represents every year in a twelve 
year cycle. The year of 2017 is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Since 1979,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not only built 
the largest Asian media complex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but has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broader 
community of southwest Houston with programs that 
respond to the growing ethnic diversity of this unique 
section of one of America's fastest growing cities.
We have initiated and bee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many community projects, programs and events that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lso known as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Chinese festival in modern 
Mainland China, celebrated at the turn of the traditional 
lunisolar Chinese calendar. 
Celebrations traditionally run from the evening 
preceding the first day (this year January 28, 2017), to 
the Lantern Festival on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calendar 
month.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falls on the new 
moon between 21 January and 20 February. In 2017, 
the first da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on Saturday, 
28 January, initiating another year of the rooster.
The New Year festival is centuries old and gains 
significance because of several myths       and traditions. 
Traditionally, the festival was a time to honor deities as 
well as ancestors.    Chinese New Year is celebrated 
i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ith significant Chinese 
populations,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officially as Lunar New Year), Macau, Taiwan, 
Singapore, Thailand, Cambodia, Indonesia, Malaysia, 
Vietnam, Mauritius, and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New 
Year is considered a major holiday for the Chinese and 
has had influence on th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s of 
its geographic neighbors.
Within China, regional customs and traditions 

include the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the 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s, the Texas 
African Summit, the ITC Education Institute and have 
aired many more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business-
related television programs on our digital television 
station, STV 15.3, as well as having hosted over 20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ed meetings and events at 
our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Southern News 
Group, now 
includes daily 
newspapers 
in major U.S. 
cities, a daily 
online newspaper 
edition, a digital 
television station, 
yellow pages, printing services and a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event complex.
The 2017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will highlight and recognize the multi-cultural 
diversity of our community with many diverse ethnic 
food booths, a series of ethnic displays, entertainment, 
world-class Shaolin Temple Wushu martial arts 
demonstrations, acrobats, lion dancers 
with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s to include Brazilian 
Dance, Vietnamese Martial Art, Philippine “Timikling” 
bamboo stick dance, Simone Gundy (featured artist 
on The Voice), South Asian Dance and a full-scale 
International Fashion Show. Many local dignitaries 
including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leaders in 
business and education will attend the event offering 
their full support. 
Activities are selected to compliment this great 
and exciting multi-cultural celebration with lively 
entertainment for the entire family. Thousands of 
visitors across the great State of Texas visit our festival 
every year. Last year's celebration drew over 20,000 
attendee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at 281-983-8154 or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 
Chen at 281-983-8160 or angela@scdaily.com.
The 21st Annual Texas Lunar Festival is host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Inc.,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and STV 15.3.

Philippines and ChinaTowns all over the world. 
Based on the Lunar Calendar
The date of Chinese New Year changes each year 
because it is based on the lunar calendar. While the 
western Gregorian calendar is based on the earth’s 
orbit around the sun, China and most Asian countries 
use the lunar calendar that is based on the moon’s orbit 
around the earth. Chinese New Year always falls on 
the second new moon after the winter solstice. Other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also 
celebrate new year using the lunar calendar.
Originally tied to the lunar-solar Chinese calendar, the 
holiday was a time to honor household and heavenly 
deities as well as ancestors. It was also a time to bring 
family together for feasting. With the popular adoption 
in China of the Western calendar in 1912, the Chinese 
joined in celebrating January 1 as New Year's Day.  
China, however, continues to celebra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although in a shorter version with a 
new name–the Spring Festival. Significantly, younge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now observe the holiday 
in a very different manner from their ancestors. For 
some young people, the holiday has evolved from 
an opportunity to renew family ties to a chance for 
relaxation from work. 

Chinese History Comes Alive
Today, the spiri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lives on in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Website: www.texaslunarfest.net), the largest 
celebration of Asian and diverse cultures in the south 
central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held this year 
on Saturday, February 4, 2017,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rporate offices located at 11122 Bellaire 
Blvd. in southwest Houston. 
This year's Festival will have an international theme 
highlighting the many countries and cultures of the 
world and will include cultural displays, international 
food and vendor booths,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acrobats, lion dances, martial arts demonstrations, 
music and dancing by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carnival rides, games and door prizes for every age 
group. The festival's activities are carefully selected 
to complement this great and exciting celebration with 
lively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that reflects the many 
diverse groups living here in the Houston community. 

The Chinese New Year, Lunar New Year or Spring 
Festival, as it's been called since the 20th century, 
remain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and economic 
holiday in China, and today is celebrated by Chinese 
people and people of other cultures and ethnic origins 
all around the world. 
This most happy, joyful and ancient of all holiday 
for Chinese all started out of fear, according to 
centuries-old legend. While the origins of the New 
Year celebration varies from teller to teller, all legends 
include the story of   a terrible mythical monster 
who preyed all the villagers of the land. The lion-
like monster’s name was Nian (年) which is also the 
Chinese word for “year." The stories also all include 
a wise old man who counsels the villagers to scare 
off the evil Nian by making loud noises with drums 
and firecrackers and hanging red paper cutouts and 
scrolls on their doors because, for some reason, the 
Nian was very fearful of the color red. As legend has 
it, the villagers took the old man’s advice and the Nian 
was conquered. So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date, the 
Chinese recognize the “passing of the Nian” known in 
Chinese as guo nian (過年), which is shared with the 
new year celebrations.

Today, Chinese New Year is celebrated in China and 
i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ith significant Chinese 
populations,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u, Singapore, 
Thailand, Indonesia, Malaysia, Taiwan, Mauritius, The 

History Of Asian Culture Will Be Reflected At
The 21st Annual International Texas Lunar Festival Feb. 4th

Happy Lunar New Year 2017!!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anuary 28,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Lunar Festival Dragon Dance in the 1920's

Texas Lunar Festival In Amity Park, Houston, Texas, 2013

Performance at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in 
2004, in London's Trafalgar Square.

People purchase decorations for the upcoming Spring 
Festival in Aral City, northwest China's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Jan. 26, 2017.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falls on Jan. 28 this year. (PhotoXinhua)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2017 Plann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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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個合資格的定存或貨幣市場帳戶及每個家庭僅限獲一份鍍金金雞擺設。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有其他條件限制。請向金融服務代表查詢詳情。禮品將於開立帳戶當日贈送。獲贈禮品之價值會在開戶後的首年視為收入課稅，客戶需要作出申報。本行將核發列明禮品價值(含稅) 的1099-INT表。
禮品圖片僅供參考，並非100%代表實際的禮品。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2. 優惠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Yield - APY)適用於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立並符合上述年期的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開戶金額不可轉帳自現有的國泰銀行帳戶。上述的年利率自1/17/2017起生效，國泰銀行保留更改利
率權利。獲享優惠年利率，定存帳戶的最低結餘須為上述所定的開戶金額。於優惠期間續期的存款，只需存入最少$30,000新資金至該續期存款可獲享優惠。其他優惠利率不適用於此優惠。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被收取罰款。費用會影響帳戶收益。3. 優惠年利率適用於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於開設的個
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或商業貨幣市場帳戶，上述年利率保證至2017年8月18日 (需符合最低結餘要求)，之後帳戶將轉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的標準存款級別，並享受相關年利率。4. 您必須維持列明的每日結餘以獲享0.60%年利率，如每日餘額低於$ 25,000或超過$ 99,999.99，APY將低於0.60％， 
並會根據帳戶當日餘額層級轉換為相應的年利率。現在個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的存款級別及年利率：$9,999.99或以下，年利率為0.10%；$10,000 － $24,999.99，年利率為0.15%; $25,000 － $49,999.99，年利率為0.20%；$50,000 － $99,999.99，年利率為0.25%；$100,000 - 
$299,999.99，年利率為0.30%；$300,000 - $499,999.99，年利率為0.30%；$500,000 - $999,999.99，年利率為0.35%；$1,000,000 - $2,999,999.99,年利率為0.45%; $3,000,000 或以上，年利率為0.45%。上述的年利率自01/04/2017起生效，國泰銀行保留更改利率權利。若在賬單
週期內的任何一天精簡貨幣市場帳戶存款額少於$5,000，國泰銀行會在該帳單上收取$10.00每月維持費用。請向我們查詢商業貨幣市場帳戶現在的存款級別及年利率。若在賬單週期內的任何一天商業貨幣市場帳戶存款額少於$10,000，國泰銀行會在該帳單上收取$12.00每月維持費用。此帳戶有轉
帳限制。每月可有六次以支票丶預先授權或自動轉帳丶匯票丶銷售點支票卡丶電話和/或網上銀行提款/轉帳。超過六次限額後，每一次交易將收取超額提款費$10.00。5. 利率及年利率隨每日帳戶結存調整。與結存等級相應利率之利息於結算日全額支付。利率及年利率可能會於開戶後更改，我們有酌情
權決定有關更改並不作另行通知。費用會減少帳戶所得。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貨幣市場帳戶為利率隨存額調動5的儲蓄帳戶，帳戶結餘越高，所賺取的利率越高。

 現開設符合下列條件的帳戶，可獲贈鍍金金雞擺設一座1

及享受優惠年利率

*  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 2

  開戶金額 12 個月 18 個月 24 個月

  $30,000 - $99,999.99 0.80% APY 1.00% APY 1.21% APY
  或

* 	貨幣市場帳戶

您需維持之貨幣市場帳戶	
每日結餘4	

$25,000 - $99,999.99 之間
重要事項︰若每日餘額低於
$ 25,000或超過$ 99,999.99， 
APY將低於0.60%，並會根據
帳戶當日餘額層級轉換為相
應的年利率。

優惠年利率保證至
2017年8月18日3,4

0.60% APY

開戶金額

$25,000-
$99,999.99

優惠期間﹕2017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止

請參閱下列重要資訊

			
	

新年快樂

1-800-9CATHAY
1-800-922-8429
www.cathaybank.com

請即親臨分行查詢
如何獲贈雞年開運
陶瓷錢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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