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BB11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2017年2月10日 星期五
Friday, February 10, 2017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老字號粵菜館－皇寶樓
地址位於糖城鬧市區六公路與Dulles交叉口﹐
家樂超市商場的鄰街
電話281-403-2222﹒
网址﹕www.kingbosugar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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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呈現特別呈現》》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立體中國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立體中國

【VOA】美國總統川普表示﹐他期待著美國
能與中國發展“惠及美中兩國的建設性關
系”﹒白宮星期三發表聲明說﹐川普在給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封信中表達了
這一願景﹒
這項聲明還說﹐川普對習近平上個月致信
祝賀他就職表示感謝﹒川普還進一步祝
願中國人民“元宵節快樂﹐雞年繁榮興
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星期四表示﹐中國
對川普總統來信表示感謝﹐中方願同美方
一道促進兩國合作﹐增進兩國關系﹒
他說﹕“我們高度讚賞川普總統對習近平
主席和中國人民的節日祝賀﹒中國高度
重視發展中美關系﹒正如習近平主席指

出﹐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
全球發展繁榮等方面肩負著特殊的重要
責任﹐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是中美
兩國唯一的正確選擇﹒中方願與美方一
道﹐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贏的原則﹐拓展合作﹑管控分歧﹒”
盡管美中兩國領導人自川普上任以來還
沒有通過話﹐但陸慷表示兩國一直保持著

“密切溝通”﹒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講座教授林和立
表示﹐他認為中國會把川普的來信看作一
種“晚到總比不到好的”顯示尊重的舉動﹒
他說﹕“因為習近平和川普都是喜好大刀
闊斧采取行動的民族主義者﹒我覺得川
普當局或許認為寫信比打電話更適合直

截了當地表達善意﹒”
林和立補充說﹐川普當局或許對與中國就
兩國間的貿易失衡﹑針對中國操縱貨幣的
指控以及南中國海爭議等問題進行磋商
持開放態度﹒
川普在競選期間經常批評中國﹐特別是在
貿易問題上﹐他提出了以美國為重點的經
濟願景﹒川普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進行了
電話交談﹐並質疑“一個中國”政策﹐引發
中國領導人的強烈不滿﹒
美國自1979年以來一直承認中國的官方
立場﹐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而川普質疑說﹐如果中國不在貿易上做
出讓步﹐美國為何要受這一政策的約束﹒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致信習近平川普致信習近平﹐﹐期待發展期待發展““建設性關系建設性關系””

節目介紹﹕《特別呈現》是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CCTV-9）推出的一個
紀錄片放映時段﹐主要播放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一個立體的中國﹒許
多記錄片包括《舌尖上的中國》﹑《春晚》紀錄片﹑《我的抗戰》32集大型歷
史紀錄片﹑《南海一號》紀錄片﹑《玄奘之路》和《同飲一江水》等都是不
同主題人文風情的生活故事﹒

播出時間﹕周日下午2時至3時首播﹐周一凌晨4時至5時﹐周四下午4
時至5時﹐敬請準時收看﹒

【VOA】美軍多位高級官員再次到國會山作證﹐
為川普政府即將向國會遞交2017財年軍費追
加報告搖旗擂鼓﹒
繼前一天到眾議院作證後﹐美國陸﹑海﹑空軍和
海軍陸戰隊的副參謀長星期三再到參議院軍
委會﹐並異口同聲地表示﹐目前美軍備戰能力
不足﹐包括軍隊規模太小﹑裝備不夠﹑人員培訓
不足﹐只有增加經費並獲得穩定的國防預算才
能恢覆應有的戰鬥力﹒
海軍陸戰隊副司令沃爾特斯(General Glenn
Walters)說﹐目前海軍陸戰隊的規模已經縮小到
了不能同時在兩個戰場上打大規模戰爭的程
度﹒

海軍作戰部副部長莫蘭上將（Admiral William
Moran）說﹐海軍航空兵 60%以上的 F-18 主力
戰機由於缺乏維修保養而不能升空飛行﹒
五角大樓官員們預計﹐川普政府可能會在下星
期向國會遞交2017財年的軍費追加報告﹐彌補
短期內的軍費不足﹒
據報道﹐五角大樓預計下星期會向國會申報為
本年度追加300億美元的軍費﹐用於添置新的
戰機﹑戰艦和增強軍隊的作戰演練﹒
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2017財年聯邦預算赤字
將達到5590億美元﹐國防預算大約占聯邦政府
總預算的20%﹒

美軍高官再聚國會要求追加軍費美軍高官再聚國會要求追加軍費

美國海軍稱艦隊規模不足應對各項挑戰美國海軍稱艦隊規模不足應對各項挑戰（（美國海軍照片美國海軍照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資料圖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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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這一周有著溫
暖天氣，讓人嗅到春天氣息，隨著下周西洋情人節即將
到來，周末活動也充滿甜蜜氛圍，包括情人節手藝品市
集和浪漫情侶划船之旅以及觀賞海龜的活動，都滿適合
情侶一起參與，為戀情加溫。

哈利波特服裝派對(Harry Potter Costume Party)：
哈利波特迷有福了！2月10日(周五)晚間10時有一

場服裝派對，書迷和戲迷可穿上最喜歡的學院服裝，化
身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中的主角，參加Avant Garden舉辦
的主題服裝派對，現場還可以預倒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
哈利波特迷，一起沉浸在神秘魔法之夜，現場也有各種
雞尾酒和小吃，入場門票 8 至 15 元不等，地址在 411
Westheimer Rd,Houston, TX 77006。

青少年詩歌寫作演繹作坊(Orbit Slams)：
熱愛詩歌寫作和表演的青少年朋友們機會來啦！這

周五晚間 6 時 30 分至 8 時，在發現綠地公園(Discovery
Green)將針對13-19歲熱愛詩歌的青少年舉辦詩歌寫作
演繹作坊。參與者可以一起練習詩歌寫作和朗誦，學習
如何成為專業詩人的寫作技巧，活動免費，歡迎報名參
加。

觀賞海龜(Sea Turtle Saturday)：

天氣晴朗，適合全家一起從事戶外活動。2月11日(
周六)上午8時至中午12時30分在蓋文斯頓(Galveston)海
邊，有一場海龜觀賞秀，現場有超過350隻海龜聚集在
此，可學習有觀海龜小知識，包括海龜的築巢、海龜研
究和海龜保護。有興趣的不妨相約到場看海龜，詳情與
收費請參考官網 http://www.galvestonnaturetourism.org/
Sea_Turtle.asp。

情人節手工藝品市集(Heart Stroll)：
下周就是充滿浪漫氣氛的情人節了，還沒想好給另

外一半準備什麼甜蜜禮物的民眾，這周六下午5時至9
時，在 Silver Street Studios(1501 Silver St, Houston, TX
77007)有情人節手藝品市集，現場有許多珠寶、手工藝
品、糖果、攝影作品、雕塑、繪畫等出售和展出，此外
，也建議可以送情人專用的照相框架，擺放兩人愛的合
影。

情侶划船(Couples Kayak Tour)：
下周二就是情人節了，Bayou City Adventures上午

11時在Buffalo Bayou Park策劃和舉辦了一場浪漫的情侶
划船之旅，讓愛侶們盡情享受愛的甜蜜。划船的路線將
沿著休士頓美麗的天際線進行，全程水路長7.65英哩，
預計3個半小時划完，活動需自費，僅限成年人參加，
一起來為戀情增溫吧。

迎接情人節 周末充滿浪漫氛圍充滿浪漫氛圍

情侶划船活動為戀情加溫情侶划船活動為戀情加溫。。((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觀賞海龜可了解棲息地知識觀賞海龜可了解棲息地知識。。((取自網路取自網路))【本報訊】21屆新年
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已於
2月4日成功落幕，感謝大
家的積極參與及對本公眾
平台的關注與支持，美南
將會更加的努力，將最前
線、實用、精彩的信息帶
給大家。

凡於當天參加新年園
遊會，或於 2 月 4 日 23 時
59分之前關注本微信平台
的朋友都可參與抽獎活動
。所有獲獎嘉賓請於周一
至周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周四至周五上午 9 時
至下午 5 時之間前來美南
新聞傳媒集團前台領獎。
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如果您是園遊會當天
參與的門票抽獎，會根據
您留下的手機號碼與你聯

繫。如果您是微信關注自
動抽獎，請在微信後台留
下您的聯系方式，會與你
聯繫確認獎項。請在指定
時間前來領獎。再次恭喜
以上中獎者！

今年國際藝術節中獎
名單：

紅包獎 (所有紅包都
是秉著公平公正的原則，
隨機抽取)：
紅包100元：

GIRISH TEMBE
紅包50元：

Shumin Cao、Cherry(
已領)
紅包20元：

小凡、名流時尚造型
、 Huidan Liang、 Robert
Byerly、Wang Jeffery(已領)

紅包10元：

angelina、 伍 惠 珍 、
Tina(已領)、Laura run(已
領)、Lishan Huang(已領)、
Chong Zhang、David Chi-
ang 、 Picheng 、 Maggie
Lea、Mike Yen
紅包5元：

Chunlai Li、 weizhang
、Lara、Zz(已領)、Kevin
、強、TIGER、Sally、陳
建林、龍舌蘭、李志維、
Winnie Wang、Liya、Hua
Zhu(已領)、Qiyun Zhu、
Jenney Ling、Sanmansa Hu
、Juile Hsu、JIE、Kelly
紅酒獎：

Li Li、 Amy Liu、
Ping Wang、 lu changfeng
、Hank、江山如畫、Tra-
cy Pham、Victor Hu、Yao
Dong、 Jia Fan、 Richard
Cheng、Hong Quan Xu(已

領)
SUN TV 電視盒子：

彭渤、Sunny
時尚折疊燒烤爐：

莉莉、漢融☆漢言☆
韓同偉、dingcheng、Lily
《大鬧天竺》電影票，每
人2張 (此電影目前已下映
，作為補償，每人將獲得
一的雞年吉祥布偶)：

清信士、袁（潤澤）
旭、Jun F Xiong(已領)
長榮航空旅行袋：

王磊、唐澤江
長榮航空飛機模型：

仲崇國
長榮航空商務紀念品：

Amy Chan
蘭花一盆：

何瑞庭(已領)

【本報訊】朋友，你還相信愛情嗎
？在慶祝“情人節”之際，休斯敦幸福
讀書會與美南浙江同鄉會將於2月12日
下午 3 時至 5 時在休斯敦華助中心(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聯合舉
辦華文作家盛林“愛的超越—我的書，
我的人生”分享會。屆時，盛林和她的
先生菲利普將分享他們的跨海越山的愛
情故事。並與特別嘉賓互動交流 ，共同
探討愛的真諦。之後，與聽眾簽書留影
。歡迎大家前來分享購書支持！

盛林，杭州人，浙江作家協會會員
，曾在杭州日報工作，當過十年記者，
十五年編輯，杭州日報資深記者、高級
編輯。盛林從十九歲開始，在《西湖月
刊》、《江南》、《小說月報》、《讀
者文摘》、《浙江日報〉、《杭州日報
》、《世界日報》等報刊發表散文、小

說、報告文學，近百萬文字。 2009年，
盛林與美國人菲里普結婚，移居美國，
開始了異國生活。七年中，她勤奮寫作
，寫下了百萬字的博文、百萬字的紀實
小說。盛林文筆輕松、行文活潑、思維
敏稅，出手快捷，受讀者喜愛，有人稱
她為現代新三毛。 盛林已出版作品： 1
、《嫁給美國狼》（美國洛杉磯世界日
報，十八萬字，2013年出版。） 2、
《嫁給美國》（譯林出版社，十六萬字
。2014年出版。） 3、《洋婆婆在中
國》（譯林出版社，十七萬字。2014年
出版。） 4、《因為愛，飛往美利堅》
（哈爾濱出版社，二十萬字。2015年出
版。） 5、《騎越阿爾卑斯山》（中國
友誼出版公司，二十五萬字。2016年10
月出版。）

2121屆國際藝術節中獎名單屆國際藝術節中獎名單
作家盛林 「愛的超越—我的書，我的人生」 分享會2月12日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會長 程
清鈺表示，休士頓中文學校聯
誼會將於2月18日（週六）下
午 1:00pm-5:00pm 在僑教中心
舉辦本年度的冬季教師研習會

。特別邀請到姜丁允老師和李
秀真老師來分享。姜丁允老師
將會分享"兒童華語文數位教學
教案"，姜丁允老師對教授幼兒
很有心得，教學內容豐富有趣

。 另 一 位 主 講 人 是 在 Cinco
Ranch High School 任教的李秀
真老師。李老師的教學經驗豐
富，有多年在 CollegeBoard AP
中文的 閱卷經驗。李老師將會

分享“如何幫助學生準備AP中
文考試“。歡迎想對 AP 考試
有進一步了解的老師及家長們
參加。

請大家一定要把握這次的

研習機會。聯誼會將頒發研習
證書給參加者。

報名費: 會員/非會員分
別為 $15/$20,

請email中英文姓名及地址

電 話 至 ： fangling@ccchouston.
org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將於2/18日下午1時到5時舉辦"冬季教師研習會”

德州聖安東尼奧市Trinity大學舉
辦 2017 年亞洲國際藝術系列,其中包
含電影播放,古典音樂演出,地方戲曲,
與專題演講。參與的藝術家來自海峽
兩岸地區,包含了休士頓台灣書院（電
影播放）, 廈門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台
南藝術大學

鋼琴伴奏研究所,河南理工大學音
樂學院,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小提琴教
授,與
Trinity 大學音樂系教授. 2017 年亞洲
國際藝術系列除了在Trinity大學舉辦
之外,也會在其他城市舉辦。其中一場
主題為”東西方音樂之美”的音樂會,
將於2月12號禮拜天下午四點在休士
頓僑教中心禮堂舉行.

東西方音樂之美
休士頓僑教中心禮堂
2 月 12 號(禮拜天)下午四點 免費

入場
休士頓僑教中心音樂會曲目

1. Ballade No.4..........Chopin
蕭邦敘事曲第4號
2. Theme and Variations Op.10
No.6............Tchaikovsky
柴可夫斯基主題與變奏作品10第六首

3. Don Quichotte a Dulcinee.......Ravel
I. Chanson romanesque
II. Chanson epique
III. Chanson a boire
拉威爾三首唐吉柯德組曲
4. 雨夜花
5. Shakespeare Songs, Op.23.......Roger
Quilter
郭爾特作品23,五首莎士比亞選曲
6. 春江花月夜
演出者介紹
古曉梅

古曉梅是目前臺灣唯一獲得俄美
雙博士文憑 (Moscow Conservatory &
University of Kentucky)的
鋼琴家。 2008年於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舉行獨奏會，為少數登上國際舞臺之
臺灣鋼琴家。

古曉梅演奏足跡遍及香港，俄國
，中國，美國，加拿大，義大利，瑞
士。曾與莫斯科音樂院交響樂團、俄
國 Dubninsky 市交響樂團、美國肯德
基州立大學交響樂團、廈門大學藝術
學院交響樂團和廈門愛樂交響樂團等
合作演出協奏曲。個人獨奏演出包括
: 臺北國家音樂廳，俄羅斯 Zubov 青
少年鋼琴比賽開幕音樂會，美國Ar-
kansas, Missouri，Texas 等州慈善音樂
會， 夏威夷國際人文藝術研討會，中
國哈爾濱音樂廳、廈門鼓浪嶼音樂廳
、美國肯塔基州Lexington市立文化局
Christ the King Cathedral 系列音樂會
、臺灣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系列音
樂會等。以室內樂演奏家身分，曾在
俄羅斯史克裡亞賓博物館, Alexandrov
、Vladimir 等城市巡迴演出。曾錄製
Susuki教學CD，由臺北指揮家室內樂
團發行及法國音樂專題，由臺灣故宮
博物院發行。 2013年譯作 – 托爾斯
泰“藝術論” 並附個人鋼琴演奏CD
由臺灣遠流出版社出版發行。

曾經接受臺灣東森電視臺、臺灣

僑委會宏觀電
視 臺 節 目
“Taiwan Out-
look” 、 佳音

廣播電臺、臺灣中央廣播電臺(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臺北愛樂廣播
電臺、台中古典音樂電臺、臺灣飛碟
電臺、臺灣教育部電子報、臺灣“觀
察” 雜誌、福建日報、海峽晨報、廈
門廣播電臺 90.9等媒體專訪。

除音樂專長外，古曉梅取得俄國
文化部俄語鑒定證書。曾於臺灣國際
音樂節、臺北中正文化中心、臺北世
貿科技展覽會、廈門大學藝術學院國
際鋼琴大師班等活動擔任翻譯 (英語
及俄語)。她亦曾為表演藝術雜誌撰寫
樂評。曾任教於臺灣政治大學斯拉夫
語系、臺灣國防大學語言中心及擔任
臺灣中央廣播電臺俄語組節目主持人
。

現為廈門大學藝術學院音樂系鋼
琴教授及鋼琴教研室主任.
李佳蔚

現任美國德州三一大學 (Trinity
University)音樂系專任副教授 / 終身
職. 華人唯一一位在美國教授聲樂的
專任副教授.

臺灣省高雄縣人, 1993 年國立藝
專音樂科聲樂組畢業, 1995 年赴美直
攻碩士, 1998 年獲得卡耐基美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聲樂演奏
碩士文憑 (M.M.), 2003 年獲得俄亥俄
州立大學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聲
樂博士 (DMA). 在諸多名師指導下, 曾
獲得或入圍國內外大小獎項, 其中包
括Uma Cooper聲樂大賽第三名, Wil-
liam Byrd 聲樂大賽決賽, 以及聲協新
秀. 2001年之際於林肯中心Alice Tully
廳舉行首演. 其合作過歌劇院及交響
樂團為:

國家交響樂團 (臺灣), 臺北市立交
響樂團(臺灣), 長榮交響樂團(臺灣), 高
雄市立交響樂團(臺灣), Austin Sym-
phony Orchestra (Texas), San Antonio
Symphony Orchestra (Texas),Southern
Texas Lyric Opera (Texas), Lyric Opera

San Antonio (Texas), Martina Arroyo
Opera Program (New York), Kent Op-
era (Ohio), North Jersey Symphony
Orchestra (New Jersey), American
Singers’ Opera Project (New York)
和 Southpoint Theate (Texas).

知名男低音 Paul Plishka 曾評論
“…他擁有與一般男中音所沒有的特
質, 使他的表演特別打動人心.”, 知
名男中音Mark Rucker也評論 “…他
的音色非常適合威爾第及普契尼的歌
劇, 其戲劇及音樂的張力遠超忽想像
”

李博士演出遍及台灣, 美國, 歐洲
以及中國大陸. 最近演出歌劇包括
Tonio (I Pagliacci), Scarpia (Tosca),
Ford (Falstaff), Don Giovanni (Don
Giovanni), Germont (La Traviata),Mar-
cello (La Boheme), Angelotti (Tosca),
Danilo (Die Lustig Witwe), Falke (Die
Fledemaus), Monterone (Rigoletto),
Bhaer (Little Women), Ottone (L’in-
coronazione di Poppea), Alfio (Cavalle-
ria Rusticana) 以 及 The Count (The
Ghost of Versailles). 值得一提的是 在
Cavalleria Rusticana, 與世界知名女高
音, Carol Vaness, 分別飾演男女主⻆角
.除了聲樂演出外, 李博士於2002年擔
任Kenyon學院助理教授一職, 2003年
受聘於德州 Trinity University, 為該系
最年輕的專任教授, 主要教授聲樂, 聲
樂教學理論, 語韻學, 及聲樂文獻研究
. 其學生曾多次榮獲美國聲樂比賽多
次獎項 （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比賽,
Barry Alexander國際聲樂大賽, 及美國
聲樂教師協會聲樂比賽), 並經常受邀
於世界各地獨唱演出（紐約卡奈基音
樂廳, 費城交響樂團, 奧地利薩爾茲堡
音樂節, 義大利佛羅倫斯聲樂節, 美國
Santa Fe 音樂節及義大利 Amalfi Coast
Summer Festival).

李博士近年來受邀於臺灣, 中國
及美國各大學院校舉行大師班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heaton Col-
lege, St. Olaf College, Keny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Uni-

versity of Puget Sound, Kent State Uni-
versity,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中
山大學,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私立實踐
大學, 私立東海大學, 上海音樂院, 中
央音樂院, 雲南藝術學院, 北京大學歌
劇研究院）. 2005年六月, 李博士被美
國聲樂家協會 (NATS) 遴選為聲樂教
授培訓計畫 (NATS Intern) 的十二個
教授成員之一. 2007年七月, 應義大利
暑期音樂節 Amalfi Coast Summer Fes-
tival 之邀請擔任聲樂指導. 值得一提
的是, 李博士以多年的教學經驗以及
參考歐美著名音樂節的模式, 於 2009
年八月在台灣成立了國際亞太青年歌
劇坊.

李博士多年來研究英國十九世紀
聲樂作曲家及其作品. 他的博士畢業
論 文 “Gerald Finzi, Thomas Hardy,
and Finzi’ s song cycle “Before and
After Summer” 曾被多次引用並現已
收藏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及密西根州立
大學. 除此之外, 李博士於2011年走訪
中國各大音樂系所並開始研究中國民
歌與西方聲樂的差別, 此研究已經在
眾多學術研討會議上發表. 同時他也
應中國音樂教育期刊以及歌唱藝術期
刊之邀請定期為其撰寫聲樂相關文章.

2月12號僑教中心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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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強烈要

求美國公司留在美國，強調外國操作

匯率，增加邊界稅和切斷福利，作為

拯救美國債務的主要措施。在特朗普

以 “購買美國産品、僱用美國人”

持久攻擊進入墨西哥的福特汽車之後

，福特董事長比爾•福特最終宣佈取

消墨西哥建廠計劃以及在美國國內新

建工廠。 與此同時，美國聲稱“所有

貿易壁壘的根源都是匯率操作”。美

國想要將匯率向美元貶值引導，從而

恢復針對開拓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它

包括海外汽車市場，特別是在中國的

汽車市場：福特2016年在中國市場的

銷量為127萬 2700輛，同比增長14%

。加上福特旗下高檔車林肯在內，

2016年福特車在中國的銷售創歷史新

高。對於福特來说，願意購買在歐洲

和日本賣不出去的福特車的中國是重

要的客戶。如果中國掀起抵制福特車

運動，很可能動搖福特的經營支柱。

德國等歐洲車在日本的銷售勢頭

表現良好，而美國車在國外是僅在中

國等部分國家受歡迎的局部性地商品

。 對美國企業來说，引導美元貶值的

目的應該是針對美國産品的出口，保

衛美國市場。匯率是保護主義的道具

，如果美元貶值，美國産品在中國的

銷售額也會增加。

對美國企業的出口産品退稅，向

進口産品征稅; 美國正討論向貿易逆

差較大的貿易對象國增加“邊境稅”

。估計中國會成為首個對象，但墨西

哥、德國和日本也會增加“邊境稅”

。 此外，特朗普行政命令第5條要求

財政部制定出一套新的“政府負擔”

標準，符合標準的要如何拒簽無證移

民，如何遣返綠卡持有者，都要拿出

一套辦法。

特朗普想要從無證移民手中奪回

福利、為國庫省錢作為他的政績。因

此，騙取美國福利的無證移民、甚至

綠卡持有者要小心，特朗普政府不會

繼續讓你賺美國福利的空子。 美國

有一大批新移民，其中包括一些綠卡

持有者，在中國有豪宅、有退休金、

還有一大筆存款，卻在美國裝窮，说

自己沒房、沒車、沒收入，然后以

“低收入”的身份騙取“白卡”，享

受美國的健保福利。

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針對無證移

民的動作表明了他不想讓這些福利的

蛀蟲繼續占美國的便宜，他已經責成

財政部針對無證移民、甚至綠卡持有

者制定出新的“政府負擔”的標準，

一旦些綠卡持有者被新的標準定義為

美國政府的“負擔”，沒入境的會被

拒簽，已入境的則會立即遣返。

洛杉磯華人律師劉龍珠也證實了

這一點，表示特朗普行政命令第5條

要求財政部拿出一份如何從綠卡福利

中省出一筆錢的報告，制定出一套新

的“政府負擔”標準，符合標準的要

如何拒簽，如何遣返，都要拿出有效

計劃。特朗普還要求社安部拿出新的

社安標準、國務卿拿出新的難民標準

，甚至月子中心騙取美國福利的也要

拿出“吐出來”的處理辦法等，所有

這些大動作都證明特朗普正在千方百

計地為國庫節流省錢，來填補美國財

政赤字的窟窿。 根據特朗普推出的

政策，那些冒領美國福利的人將會被

翻倍處罸，例如，如果你騙取了美國

政府3000元的福利，就要翻倍罸款至

6000 元，加上向美國政府撒謊自己

“低收入”的罸款5000元，總計要為

占美國福利的便宜支付1.1萬元的罸

款，外加最高6年的牢刑。

特朗普採取多種經貿措施 開拓海外市場填補財政赤字

紅棉曲藝社慶新春，於上周日（ 二月五日 ） 下午一時起，在中國人活動

中心118 室舉行卡拉 OK 知音良朋聯歡，一群粵曲的愛好者歡聚一堂，大家以曲

藝會友，現場一片曲樂飄揚，台上的演唱者逐一登台，唱盡人生的悲歡離合，

令人欲罷不能。圖為這些以曲會友的粵曲愛好者在演出現場合影：（ 右起 ）雷

艷芳、王頌慈、關小仙、陳彥綾、莫俊龍、甄明珠、袁麗媚、凌舜華。

紅棉曲藝社新春聯歡

圖文：秦鴻鈞

台北市文山區明道國小扯鈴隊

一行16人在陳顯榮校長的率領下於

2017年2月1日抵達休士頓，展開為

期9天的德州交流巡演之旅。

明道國小扯鈴隊成立已經將近

30年，透過扯鈴隊的訓練，可以加

強學童體能及手眼協調能力的訓練

，專注力的培養及意志力的鍛鍊，

更可以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與默契

，是一項值得大力推廣的文化技藝

活動。

此次明道國小巡演城市包含：

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以

及休士頓。2月1日深夜抵達休士頓

當天，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

宜組長特別到機場歡迎這群小小嘉

賓。小朋友天真稚嫩的臉龐，推著

幾乎與身高差不多的行李箱，還沒

進行扯鈴表演，可愛指數已經破表

。在駐休士頓教育組安排下，明道

國小扯鈴隊2月7日搭機離開休士頓

當天，仍把握僅有的機會與休士頓

中文沉浸學校 (Mandarin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MIMS)進行示範教學

及教育交流。當天晚上駐休士頓辦

事處黃敏境處長也特別安排德州

BBQ風味餐招待這群明道國小鈴隊

的同學作為鼓勵。

明道國小扯鈴隊新春德州巡演可愛指數破表明道國小扯鈴隊新春德州巡演可愛指數破表

((後排立右三後排立右三：：明道國小吳麗秋主任明道國小吳麗秋主任、、右四右四：：明道國小陳顯榮校長明道國小陳顯榮校長、、右右
五五：：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記者陳松/休斯頓報導）樂視
雲計算有限公司致力於創建和共享圍
繞生活、商業、社會的全球雲生態，
打造垂直整合的EaaS（生態即服務，
Eco-as-a-Service）雲模式，重構產
業鏈價值。樂視雲圍繞 VaaS（Vid-
eo-as-a-Service，視頻即服務），面
向 IaaS、PaaS、SaaS 啟動全雲佈局，
在全球範圍內提供6大VaaS場景：雲
資源（CDN、雲存儲）、雲視頻（雲
直播、雲版權、雲點播、視頻處理）
、雲應用（雲媒體、雲新聞、雲快遞
）、雲發行（視頻發行平台、互動直
播運營平台）、雲營銷（視頻整合營
銷、場館大屏營銷）、雲數據，樂視
雲 21 款 VaaS 產品形成國內最大的視
頻雲產品系列。

基於覆蓋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750個CDN節點、30Tbps出口帶寬
，樂視雲實現全年千萬場雲直播、日
均億級終端動態加速、實時高清千萬
級並發，覆蓋數十億用戶。此外樂視
雲全面支持 4K 、360度全景、VR實
時直播、H.265 等新一代視頻技術，
是全球首個基於產業鏈垂直整合、全
面開放的跨行業、全終端視頻雲服務
生態系統創立者。

目前，樂視云成功服務於除樂視
外上萬家企業客戶，如熊貓 TV、戰

旗 TV、快手、人人網、鳳凰網、百
度視頻等互聯網企業；在廣電領域，
樂視雲先後與中國藍TV 、天府TV、
四川網絡廣播電視台等廣電企業建立
開放型戰略合作，促進新型全媒體產
業融合；樂視雲發行渠道覆蓋樂視視
頻、樂視超級手機、樂視超級電視等
樂視全屏，以及 Facebook、YouTube
、中國藍TV、華數、CIBN國廣東方
等全球互聯網、廣電、戶外眾多渠道
；樂視雲官方網站服務十餘萬家互聯
網客戶、創業企業及開發者，且數量
持續快速增長。在全球化戰略上，樂
視雲與微軟、英特爾、愛立信、戴爾
及全球主要運營商展開深入戰略合作
，全面加速全球化的雲生態建設落地
。

2016 年 3 月 3 日，樂視云成功完
成A輪融資，融資金額為10億元人民
幣，成為全球雲計算產業中首輪融資
金額最大的公司。未來，樂視雲將持
續為用戶、行業及社會創造前所未有
的生態價值。

商業直播解決方案：首創大型現
場活動直播，4K高清畫質，高臨場感
的視覺享受，高效的直播團隊，具有
大型演唱會、賽事直播及在線教育行
業成功經驗。世界領先的3秒超低延
時直播服務，自適應網絡變化，保證

穩定直播，全網用戶訪問智能調度，
保證流暢播放。 PC、移動端、TV、
戶外大屏幕、一雲多端、多屏交互直
播互動體驗。高效視頻直播，實時性
可達5秒以內，業內領先的網絡傳輸
技術，性能提高一倍。適用於Flash、
H5、移動端全應用分享接入。直播流
接受和分發等完整的服務方案。解決
方案的組成：行業需求---拍攝---
上傳---轉碼---存儲---分發---
播放。

行業應用場景：政府新聞發布
會 --- 庭 審 現 場 --- 教 育 行
業---K12 直播---培訓直播---景
區直播---演唱會直播---婚慶直
播---戶外活動直播。拍攝設備：專
業廣播級攝像機---高清攝像頭---
手機---電腦及其它視頻採集設備。
通過網絡雲端和編碼器再發送到顯示
器、雲直播平台、雲端控制器、直播
管理、切換台管理。發行的渠道通過
直播頻道、大屏幕顯示、PC、App、
微信、微博、網站、Facebook、You-
tube等視頻分享平台播放。

商業化直播解決方案：全網推行
和發行婚禮、生日、論壇等內容屬性
比較強的直播，可以自助接入視頻發
行平台，提供多渠道發行機會。產品
的亮點：極致直播體驗，4K 畫質、

VR、無人機直播、多語言、無卡頓
現象的發生。全渠道發行，上千合作
渠道、覆蓋 4.7 億活躍用戶。生態重
磅資源注入，樂視生態跨屏發行，包
括近萬家LEPAR、1000萬超級電視、
1500萬超級手機用戶覆蓋。強大的數
據分析能力，有效反饋傳播效果。

廣告解決方案：基於樂視生態多
年營銷的實踐積累，為廣告行業提供
全開放、全平台、全生態、全球化的
廣告營銷解決方案。可將廣告輕鬆推
送到電視、手機、平板電腦、VR 終
端、汽車屏幕、戶外大屏幕、輕鬆實
現廣告內容全屏直播。此外，通過樂
視生態傳播渠道完成全網傳播，迅速
提升品牌知名度。卓越的視頻技術，
為廣告行業提供全方位的視頻技術保
障。雲端實時多碼率轉碼服務，低延
時、低卡頓、支持海量用戶同時在線
觀看。品牌的傳播：為企業品牌推廣
提供一站式生態解決方案，達到品效
合一的傳播效果。產品發布會：基於
樂視生態全終端、全屏幕、全網推廣
平台輕鬆將產品發布會推廣到世界的
每一個角落，全力打造爆款產品。明
星演唱會傳播：實現明星演唱會線上
直播觀看，增加明星的人氣，大幅提
升經濟的收入。為廣告行業提供全平
台、全屏幕、跨地域的綜合視頻營銷

方案，助力企業顯著提升品牌知名度
和銷量，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

廣電解決方案：幫助廣播電視用
戶構建雲媒體服務，零風險、低成本
、高回報。該方案的優勢：開發零成
本，基於公有雲為客戶提供視頻服務
，只需選擇平台提供模板即可建立網
站、App等全終端。不必花費高額的
資金購買服務器、帶寬等設備和服務
。不必招聘開發工程師和運行維護人
員，不必耗時測試，極大的降低了建
站和運行的成本。一鍵生成全終端，
模板自由組合。包含App、PC、H5、
TV 最大程度提升客戶建站的可視化
操作，支持全程可視化頁面的修改，
預覽頁面的效果。即使不懂代碼也可
以輕鬆修改網站樣式。千變模板擁有
插件式DIY服務，模板相同的情況下
，依然可以擁有個性化的頁面設置。
提升市場競爭力，輕鬆達到國內頂級
視頻網站或App產品體驗。通過雲端
配置可輕鬆改版，減少軟件升級帶來
的煩惱和用戶的流失。支持360 度全
景直播、點播功能，打造高質量全景
直播視頻，感受無死角身臨其境的逼
真欣賞體驗，增強用戶的粘性。

『卓越的行業解決方案』 樂視全生態雲直播平台獨領風騷

品牌傳播品牌傳播（（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新聞交易新聞交易（（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虛擬輪播虛擬輪播（（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新聞直播新聞直播（（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體育直播互動體育直播互動（（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在線教育在線教育((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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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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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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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休城工商

美南銀行 2017 年 2 月社區服務講座
『歐記健保何去何從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等

前往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密儀雷藏寺、
潮州會館本頭公廟、德州越棉寮天后廟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黄敏境處長於本 (106) 年 1 月 27
日農曆春節除夕晚間 8 時至翌 (28) 日凌晨 1 時偕僑教中心莊主任
雅淑、李副主任美姿、駐處何組長仁傑、俞秘書欣嫺及董主事凱
峯等同仁依序前往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密儀雷藏寺、潮州會館本
頭公廟、德州越棉寮天后廟等 4 個宗教團體及傳統僑社參加祈福
法會及敬香儀式，僑務委員黎淑瑛及劉秀美亦一同出席。黄處長
一行人首途前往中台禪寺出席祈福法會，與僑務顧問李雄及該寺
信眾們一起頌經、捻香並敲吉祥鐘祈求國泰民安，隨後前往密儀
雷藏寺上香，由蓮進法師及林秘書長誌銘接待。晚間 11 時抵潮州
會館本頭公廟，孫會長偉根率全體理事安排傳統舞獅熱烈迎接，
午夜 12 時前抵達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上香祈福，該會翁
會長作華及周理事長滿洪率理事及元老親自於廟門口迎接，張文
華法官亦蒞臨與會，該聯誼會首先以傳統舞獅表演迎春並安排上
香祈福，並依循越棉寮僑團傳統請黃處長代替天后娘娘蓋官印贈
予信眾，象徵天官賜福，在新的一年獲得玉皇大帝及媽祖娘娘庇
佑，現場信眾眾多，香火鼎盛，齊渡農曆新年並祈願世界和平、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 休 士 頓 報 導 】 美 南 銀 行（Member 
FDIC）有鑒於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就任後，對
於健保制度將有重大變革。因此，邀請常安保
險負責人常中政先生 ( 常安保險負責人、美南
國際電視台『常談天下事』主持人 )，於 2017
年 2 月 11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0 時在美南銀行
總行社區會議中心，地址 :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為民眾解惑說明 1. 川普

新政下的健保制度 。2. 如何運用 Health Saving 
Account (HSA) 節稅、儲蓄並省保費。常中政
是位資深保險財務專家，平時熱心社區公益活
動、義務為民眾提供保險專業知識，演講內容
多年來深受社區民眾歡迎。

隨著歐巴馬卸任 , 在他任內引以為傲的
『歐記健保』也面臨重大挑戰。川普上任將廢
除歐記 健保列位首要施政重點，全美上千萬

已獲得政府補貼民眾的健保將有何變動？美國
未來 健保制度又將有何新的面貌？ 同時，醫
療儲蓄帳戶 (HSA) 一向是共和黨極力推行的政
策，這項兼具節稅、儲蓄及省保 費的組合，
值得中、高收入者靈活運用。 

美南銀行（Member FDIC）創行至今，一
向以服務社區為宗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
的各類資訊，本行隨時舉辦各種多元化資訊免

費講座，如稅務、生活健康保健等的專業演講
等。提供民眾最及時及專業的訊息。此次講座
入場免費，現場備有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
問，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講座
相關資訊查詢電話，請洽：美南銀行公關莊
幃婷 ( Ling Chuang) 713-272-5045，或常中政
George Chang713-975-1088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 密儀雷藏寺

德州越棉寮天后廟潮州會館本頭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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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休城工商

「全福會」職場講座，明天上午在恆豐 12 樓舉行
邀請專案管理專家段曉暉主講：「目標管理的訣要」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推出年節假期，大餐桌，大團圓
新春佳節，合家歡聚，品佳肴，

大團圓。上海紅木家具公司，為您提
供精美紅木大圓桌，高貴典雅，讓合
家歡聚，更具濃厚節日氣氛。圓桌有
48",54",60",72" 不同尺寸，並配有桌上
轉盤，迎合大家的不同需要。還有玻璃
面圓桌，親朋相聚，更顯新春的團圓氣
氛。

除了大圓桌，上海紅木家具公司還
有多款長方形紅木餐臺，正方形早餐
臺，既有中式鑲貝殼餐臺，也有英式雕
花虎爪餐臺，可配座椅 4-12 人，供您
選擇。

此外，為喜歡茶道的朋友，該公司
還新進了一批精美的紫檀木茶枱，茶
椅，有方形，扇形兩種，為客人增加節
日品茶的樂趣。另還有紫檀木的客廳沙
發組合（十件套）, 高端大氣，古色古
香。

除以上餐廳，客廳的紅木家具外，
該公司 25000 尺的寬敞展示大堂，陳列
有各式睡房家具，辦公室家具，可整套
買，也可分件購，皆美觀舒適，質量上
乘。

上海紅木家具公司，是德州最大，
品種最全的紅木家具公司，具有 33 年
歷史，以良好的信用，優良的品質，享
譽休士頓社區。
該公司地址：3020 Fondren Rd.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75-8605
網址：www.rosewoodfurniture.us

圖為講座主講人段曉暉老師。

（本報記者秦鴻鈞 ）要實現個人（企業）的
成長，並非僅是“制定清晰的遠景目標”這麼簡
單，必須掌握一套通過提出問題、分析問題、採
取行動的方式來實現目標的系統流程，是一門將
戰略與實際、資源與流程相結合，以實現預定目
標的學問，學會如何將目標的三個主要流程——
人員、戰略和運營，有機地結合起來，以管理及
達成設置的目標。

休士頓全福會訂於明天（2 月 11 日 , 星期六）
上午十時起，在 恆豐銀行大樓 12 樓舉行全福會職
場講座，邀請（PMI ) 認證專案管理專家段曉暉老
師主講：「 目標管理的訣要 」。段曉暉老師將在

演講中指出：所有遠大目標的達成，都始於明確
可行的計劃，這就是「 目標管理工作術」，他將
談到： （ 一）「目標設定技巧 --- 執行力 100% 
！」，包括 14 項規劃工具，7 步驟架出行動階梯；
（ 二 ）「 團隊目標管理 -- 讓績效成長 」，包
括 12 個實戰問答，讓成果超越老闆期望； （ 三 
）「 個人人生藍圖 --- 美夢成真」10 張實做圖
表，讓夢想不再是空想。

MBO 目標管理： 如果你現在所做的事並沒
有向你的目標前進，那麼你就在遠離你的目標。

段曉暉老師是美國三藩市大學 MBA 美國專
案管理協會（PMI）認證專案管理專家（PMP）

30 年全面的企業管理經驗。歷任南京大陸產業投
資集團副總裁、杭州僑商協會副會長、優創科技
（中國）有限公司副總裁 / 金融應用事業部總經
理、新利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美國 Actel 
Corporation、Applied Materials Inc. 等著名企業高
級經理，是一位傑出的全球戰略計劃制訂者。任
內先後主持生產管理、企業再造、全球 IT 建設、
企業上市等重要責任，並建立、管理銷售渠道、
成功開拓市場。

該項講座為免費參加，聚會地點： 恆豐銀
行大樓 12 樓（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星期五 2017年2月10日 Friday, February 10, 2017

" 德州小型商業銷售稅和特許稅 " 專題討論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為鼓勵美國華裔 / 亞裔參與了解德州商業稅務 ,
由華美銀行 (East West Bank) 主辦 和 僑灣社協
辦的 " 德州小型商業銷售稅和特許稅 " 專題討
論會 , 活動於 2017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中
午 12 點 - 2 點在華美銀行 at Katy 舉辦研討會 , 
約 50 人參與出席 .
 
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和 Glenn Hegar 的華裔助理
Kevin Wu 特別邀請到德州主計長 Glenn Hegar
先生和他的團隊 執行助理 Mr.Jesus Veta, 審計
助理 Cissie Wong, 參加會議主講德州小型商業
銷售稅和特許稅的審計和執行 .

華美銀行 Tracy Shao、Glenn Hegar、浦浩德 Glenn Hegar 華美 Katy 銀行講話

研討會部分人照片

Glenn Hegar 、華裔助理 Kevin Wu

Jesus Vela 在華美 Katy 銀行講話

舉辦研討會核心人

Glenn Hegar、Cissie Wong、Jesus Vela

浦浩德、Kevin Wu

Cissie Wong 在華美 Katy 銀行講話



BB1010綜合經濟
星期五 2017年2月10日 Friday, February 10, 2017

新聞圖片

寶能系提出管寶能系提出管轄權異議 萬科股權之爭將何去何從？

有網媒報道稱深圳中院裁定鉅盛

華、前海人壽等增持萬科無效。昨

日，記者從深圳法院相關人士處獲

悉，此事只針對管轄權異議，不代表

最終判決，網傳的情況與實際有較大

出入。而據深圳羅湖區法院公開資料

顯示，目前萬科工會起訴寶能系等被

告的案件仍在審理中。

寶能系提出管轄權異議
2016年7月，萬科工會向深圳市羅

湖區人民法院起訴萬科主要股東鉅盛

華、前海人壽，以及其背後南方資

本、泰信基金與西部利得等資管計

劃，理由是被告人涉及未履行向國務

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書面報告的義務、

未嚴格按照《證券法》及《收購辦法》

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增持屬於

無效民事行為，損害股東利益。

萬科工會請求法院判令寶能方面

增持萬科股票的行為屬於“無效民事

行為”，具體訴求是，

在被告人改正前，不得

就萬科股票行使表決

權、提案權、提名權、

提議召開股東大會的權

利及其他股東權利。萬

科亦不承認、不接受寶

能方面在股東大會議案

的有效表決權及其他股

東權利等。

被告方深圳市鉅盛

華股份有限公司等不

服，並上訴至廣東省深

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就

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

的管轄權提出異議，希

望能將案件移送到廣東

省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原因主要是

訴訟請求所涉及標的金額已經達到

數百億元之巨，遠超羅湖法院級別

管轄範圍。

對於寶能系提出的管轄權異議，

深圳中院認為被上訴人萬科工會起訴

請求確認本案所涉繼續增持行為無效

並判令“改正無效民事行為”，以及

在改正前限制相關股東的權利，未提

出給付金錢的訴訟請求。同時，上訴

人鉅盛華的住所地位於原審法院轄

區，故原審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上

訴人深圳市鉅盛華股份有限公司、西

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關於本案應

由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的上訴主

張依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並駁回

此上訴，維持原判。

華潤退出打亂股權之爭各方計劃
在華潤與深圳地鐵的交易中，華

潤持有的 15.31%萬科股份每股作價 22

元。轉讓後華潤和其子公司中潤貿易

將不再持有萬科股份。交易總價為人

民幣37171195974元。

據知情人士介紹，早在2016年 12

月下旬，萬科、華潤和深圳市政府就

已經達成了有關股權轉讓的相關協

議。而據相關報道，華潤曾受到來自

國資監管層面的壓力，國務院國資委

就此作出“央企不與地方爭利”的明

確表態，要求華潤配合深圳市政府妥

善解決問題。

對於華潤將退出萬科，易居研究

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如

果華潤退出萬科，很大程度上和國資

委積極管制的態勢有關系，近期證監

會的態度，從政策管制方面是略偏袒

萬科方面的，所以華潤退出也是正常

的戰略調整。

而早在1月5日，萬科史上最嚴跟

投制度的修訂獲得董事會全票通過。

在目前萬科董事會中主要由管理團隊

和華潤方面董事組成的情況下，跟投

修訂議案獲全票通過被外界解讀為萬

科管理層目前已逐漸與原大股東華潤

達成了某種和解。

知情人士透露，華潤的退出在幾

個月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它打亂了股

權之爭各方的計劃和步驟。

1月 13 日晚間，“寶能系”也罕

見地在官網發聲明稱：歡迎深圳地鐵

投資萬科，願共同為深圳及萬科的發

展而努力，寶能看好萬科，作為財務

投資者，支持萬科健康穩定發展。

這意味著寶能、恒大從此前的咄

咄逼人之勢退居成了財務投資者。所

謂財務投資者，是指以獲利為目的，

通過投資行為取得經濟上的回報，在

適當的時候進行套現的投資者，相對

於戰略投資者而言往往並不介入公司

的具體管理事務。

監管風暴改變股權之爭各方力量
對比

萬科股權之爭的變局雖然源於華

潤的退出，但實際上早有端倪。萬科

股權之爭對主要的參與方而言，最大

的壓力還是來自監管層。去年12月以

來，萬科股權之爭所面臨的監管環境

發生了重大變化。監管環境的改變也

讓萬科股權角逐發生微妙的變化。萬

科股權之爭中的兩個重要角色，即寶

能系的前海人壽和恒大系的恒大人壽

均卷入這場監管風暴。

這壹輪的金融整頓風暴從 12 月 3

日開始。彼時，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第壹

次會員代表大會上，針對去年以來頻

頻出現的“野蠻收購”，在講話中脫

稿痛斥。“有的人拿著金融牌照，進

入金融市場，用大眾的資金從事所謂

的杠桿收購，實際上最終承受風險的

是廣大投資者。”

劉士余的講話震驚了資本市場。

劉士余的講話並未對其痛斥的野蠻人

“指名道姓”，也並沒有針對萬科股

權之爭。但資本市場人士普遍認為，

劉士余的講話無疑將對萬科股權之爭

的局面產生巨大的影響。

隨後，保監會下發監管函，對萬

能險業務經營存在問題，並且整改不

到位的前海人壽采取停止開展萬能險

新業務的監管措施。同時，保監會檢

查組進駐前海人壽、恒大人壽，對兩

家保險公司治理規範性、財務真實

性、保險產品業務和資金運用合規性

展開檢查。

保監會針對前海人壽和恒大人壽

的處罰，相當於是給萬科股權爭奪中

的兩個主角捆住了手腳，改變了各方

的力量對比。這將給萬科股權之爭的

局面帶來巨大的影響，監管環境的變

化將使得寶能系和恒大系不敢再貿然

出手，將為萬科管理層贏得寶貴的運

作空間。

董事會改選將決定萬科股權之爭
最終走向

在恒大和“寶能系”表態只做財

務投資者，深圳地鐵接盤華潤股份之

後，萬科股權之爭的局面開始變得明

朗。許多分析人士認為，萬科股權之

爭大局已定，等待的只是恒大和寶能

系何時以及以何種方式退出的問題。

去年12月，王石曾在壹次會議上

表示，萬科由壹家小型的國有公司，

改造成壹家股份制公司、壹家上市公

司，去年萬科的第壹大股東發生了變

化，到今天為止，股份的爭執仍未結

束。

多位觀察人士指出，萬科股權之

爭現在說結束還為時尚早。萬科股權

之爭恐怕要等到今年3月份萬科董事會

改選之後才能有最終的結果。

目前，寶能系、深圳地鐵、恒大

在萬科的持股分別為25.4%、15.31%、

14.07%，位列萬科前三大股東。而恒

大雖然明面上持股僅有 14.07%，但若

加上疑為其盟友者所持H股，恒大所

能控制的萬科股份可能超過 16%。另

外，股權之爭其他重要角色中，安邦

持股6.18%，萬科管理層通過金鵬資管

計劃持股4.14%，萬科企業股中心通過

德贏資管計劃持有3.66%，萬科工會持

股 0.61%，自然人劉元生持有 1.23%股

份。

華潤集團將全部股權轉讓予深鐵

集團之後，“寶能系”仍保持著第壹

大股東位置。但在總股份中，萬科管

理層若獲得深圳地鐵，以及劉元生等

持股比例較高散戶的支持，則可能超

過“寶能系”持股比例。從地鐵集團

的表態來看，其支持萬科管理層已無

疑義，這無疑有利於萬科管理層在3月

份的董事會改選中掌握主動權。

根據萬科公司章程規定的累積投

票制規則，要想在萬科董事會獲得席

位至少持股量在 8.4%以上，粗略測

算，“寶能系”或能獲得 3個董事會

席位，深圳地鐵、恒大、萬科管理層

能獲得1-2個董事會席位，安邦的持股

份額雖不能確保壹個董事會席位，但

其仍然能夠通過聯合其他股東推舉董

事。從目前的股份分布局面來看，並

沒有壹方能夠絕對控制董事會。

萬科股權之爭的結束最早也要等

到3月份的萬科董事會改選之後，非常

湊巧的是，保監會對於前海人壽、恒

大人壽的合規性檢查預計在 1月末完

成，並在3月完成報告。

保監會的檢查結論無疑將影響這

場董事會的改選，進而影響萬科股權

之爭的結局。而萬科股權之爭的各方

將如何合縱連橫還是選擇妥協退場，

將直接導致股權之爭的走向。在深圳

地鐵接盤了對萬科管理層有意見的華

潤，監管層劍指舉牌險資的情況下，

萬科管理層無疑在股權之爭中占據了

天時和地利。

危地馬拉數萬摩托車手上路危地馬拉數萬摩托車手上路 開始朝聖之旅開始朝聖之旅

危地馬拉危地馬拉城危地馬拉危地馬拉城，，約有約有33萬摩托車手參加埃斯基普拉斯朝聖之旅萬摩托車手參加埃斯基普拉斯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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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地最近流行壹種新的治療方法日本各地最近流行壹種新的治療方法，，將人裹在壹塊透氣的大將人裹在壹塊透氣的大
布中布中，，模擬母親子宮的舒適感模擬母親子宮的舒適感，，矯正姿勢和緩解身體僵硬矯正姿勢和緩解身體僵硬。。

印度舉行盛大集體婚禮印度舉行盛大集體婚禮
141141對新人喜結連理對新人喜結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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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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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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