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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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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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聯誼會日前在錦江酒家上海聯誼會日前在錦江酒家
辦新春聯歡辦新春聯歡

休士頓上海聯誼會於日前錦江酒家舉辦新春聯歡﹐席
開16 桌﹐把「錦江酒家」全包下了﹐連包廂都排滿了座
位﹐160 多人歡聚一堂﹐一晚上歌舞不歇﹐貴婦群﹐美女
群一整晚大秀歌藝與舞藝﹐使大家彷彿又回到熱情開
放的十里洋場﹒圖為為「上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左
三）與出席貴賓在會上合影（ 右起）「西南管理區」主
席李雄﹐「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
專家協會」會長宋蕾﹐總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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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嬰兒掩護偷奶粉 一團夥被抓

塞車成為城市首患 
城市駕駛成本提高

美國製造業主管說
          工廠不缺飯碗
缺技術工

（本報訊）最近 Baytown 警方正在追查至少有 8 位犯罪團夥涉
及利用嬰兒為掩護來盜竊嬰兒奶粉的連續作案，據警方稱，這類盜
竊案件從 1 月 17 日已經開始。

在最近被抓獲的案件中，6 名嫌疑人在位於 4900 Garth Road 的
Walmart 商場一共盜竊價值超過 500 美元的奶粉。

警方稱，一些盜竊嫌疑人在作案時有的負責放風，有的有物品
遮擋商場內的攝像監控，同時另外一些女性涉案人推著嬰兒車，在
嬰兒的物品包裹中放置盜竊的奶粉。

 這家商場已經多次發現相同的盜竊事件，並且竊賊還有可能在
其他城市的 Walmart 商場實施連續盜竊。

由於 Baytown Walmart 在嬰兒商品區專門設置工作人員防盜，因
此盜竊團夥的行為很快就被發現，並向警方報告。

這家商場目前已經有價值超過 3000 美元的奶粉被盜竊，警方稱，
盜賊將這些盜竊的奶粉在網上以便宜的價格出售。

警方指出，這是一個規模龐大的黑市，一旦涉及該類犯罪，就
會被指控團夥作案的罪行。

警方希望有線索的社區民眾一旦發現此類違法行為，呼籲迅速
向警方舉報 ，電話 281-427-TIPS

（本報訊）道路資訊和駕駛服務供應商
INRIX 20 日公布最新研究，美國第二大城洛
杉磯名列 2016 年全球交通最壅塞城市榜首，
分析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包括：美國經
濟穩定、主要大城市周邊持續都市化、就業率
增加和汽油價格偏低。

總部位於華盛頓州柯克蘭的 INRIX 20 日
公布 2016 年《全球交通計分卡》研究報告，
分析了全球 38 個國家 1064 個主要城市的塞車
情況，其中不包括中國和日本。結果發現，富
裕已開發經濟體中，美國交通最壅塞，全球 10
個塞車最嚴重城市，美國占 5 個。

 近兩年，休斯頓人口每天增長僅 100 人，
從日漸堵塞的高速公路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絕大多數民眾票選交通問題為休斯頓最嚴
重的問題。

之前 KHOU 新聞曾對“休斯頓最嚴重的
問題”發起問卷調查，88.7% 的民眾認為交通

為休斯頓最嚴重的問題。也有 50% 的調查顯
示，休斯頓的交通問題是最重要的城市問題，
其次是犯罪，占 11%；洪澇排名第三，占 6%。

盡管在休斯頓往期的民意調查中，犯罪和
交通一直交替著為人們所關註的重點。但今年
交通的選票遠遠高於犯罪，這也是經濟飛速發
展帶來的直接問題。

至今，休斯頓民眾對此持樂觀態度，有過
半的民眾認為休斯頓仍然在朝正確的方面前
進。

研究指出，塞車也為美國全國駕駛人帶來
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去年塞車平均使美國
每名駕駛人浪費 1400 美元的油錢和時間，全
美國駕駛人年損失近 3000 億美元，其中紐約
年損失最大，平均每名駕駛人 2533 美元；洛
杉磯年損失 97 億美元居次，平均每名駕駛人
2408 美元。

美國總統川普邀請二十多位製造業 CEO
到白宮座談，再度宣示要兌現他的競選支
票，就是把流失的製造業工作機會，從中
國、墨西哥等國家搶回來，不過部份企業主
管反應，美國工廠職缺很多，不過找不到有
技術的工人，政府應該著重高科技領域的職
業訓練，這點，川普倒是鮮少提到。

一名 CEO 在座談會上反應，美國製造
業工作機會有得是，缺的是技術工人。不過
川普對美國就業市場的認識，顯然沒那麼深
入，他只是一個勁的宣示要把貿易對手國透
過不公平競爭搶走的工人飯碗，再搶回來。

川普不知道問題不在沒有工作機會，而
是工廠找不到有技術的工人，一個 CEO 說，
他的廠現在有五十個學徒，其實如果找得到

夠格的工人，他提供五百個職缺都沒問題。
不過，根據他的經驗，美國高中畢業生，數
學和英文程度都不夠好，技術手冊對他們來
說都太難了。

在聽到 CEO 的心聲之後，川普說，他
贊成加強製造業的職訓，不過也沒說打算怎
麼做。白宮幕僚事後透露，川普要求下屬明
天就提計畫。

川普上任一個月來，已經好幾次邀請企
業主管座談，應邀者對於川普願意麵對面聽
取他們的意見，都非常感激，陶氏化學的
CEO 透露，企業界對川普的親商政策都很
期待，部份人士認為他或許是美國有史以來
最企業界最友善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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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於本周三
（2 月 22 日）上午自達拉斯飛 抵休
士頓訪問，在短短不到12 小時的停留
時間內，他拜訪了各僑社，其中最盛
大的莫過於當天晚間在珍寶樓舉行的
全僑公宴，五百多人歡聚一堂，德州
州長因州議會正召開，無法前來，乃
派代表送來褒揚狀及歡迎賀函二份，
而哈里斯郡及休士頓巿也分別派代表
哈里斯郡郡法院刑事庭第 8 庭法官
Jay Karahan , 及休士頓市市長辦公室
貿易及國際事務聯絡經理Paul Cuclis,
而福遍郡也由 「The George Founda-
tion 」 的 Director of Community En-
gagement Dee Koch 女 士 及 余 素 馨
（Sue Chiang ) 女士 帶來賀狀，及歡
迎文告。

晚宴總召集人劉秀美首先在晚宴
上致歡迎詞，她表示很榮幸代表休士
頓僑界熱烈歡迎遠道來的貴賓： 僑委
會吳新興委員長，光臨全美第三大城
休士頓，世界的能源之都，醫學中心
，政治及工商的重鎮。

劉秀美說：休士頓的僑胞很有福
氣，有大家長黃敏境處長，有經文處
的官員，以及僑教中心的莊主任，李

副主任； 感謝他們不斷地拓展國際關
條，提昇台灣形象，重視服務僑胞。
還有我們的老朋友閻樹榮副處長，他
過去曾擔任僑教中心副主任，這次也
陪同委員長同來，回來看大家。

劉秀美也強調，休士頓有很多社
團，雖然功能不同，但支持中華民國
，愛好自由，民主，和平，人權的心
是不變的。我們以台灣的民主成就為
榮，今晚在座的貴賓及僑領，更是不
斷的協助政府發展外交，經貿，文化
，教育及僑務。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介
紹吳委員長過去曾任僑委會副委員長
及海基會副秘書長。今天下午還拜訪
了傳統僑社中華公所。

吳新興委員長表示： 因為當天
晚上九點半就必須離開休士頓返國，
參加明天的立法院院會，他在休士頓
停留還不到十二小時，這次他來美國
訪問，紐約停留二天，華府一天，達
拉斯一天，過去八個月來，他曾飛地
球七圈，28 萬公里。在地球的每一個
角落，都有僑胞。 「僑胞 」 是國家
國力的延伸，是國家最寶貴的資產。
他表示： 我以委員長身份，謝
謝你們多年來堅定的支持政府

。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我們的國家在過去，現在，未來，
都會面臨很多考驗，我們也在戰後重
新建立起來，過去六十年，我們經歷
了颱風，地震，水災，我們是世界第
17 大經濟體，我們培養了很多人才，
有些人在美國各行業出人頭地，我以
各位在海外打拼的成就為榮，希望各
位僑胞回台灣投資，觀光，讓我們僑
委會知道 「僑委會 」 成立的價值。

當晚的司儀，僑界著名的宋秉頴
律師也在晚宴上介紹吳委員長學，經
歷豐富，遍及媒體、學界及外交政治
方面。他是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所碩士。澳洲國立墨爾本
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博士。是拿全額獎
學金的。

在媒體方面，於1989 年左右，擔
任工商時報財經採訪主任及大陸新聞
中心主任。在學界方面，他當擔任國
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南
台技術大學副校長。在政治外交方面
，他曾任海基會副秘書長。於2000 年
至2003 年任僑委會副委員長。也曾任

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大使。
當天的晚宴由葉宏志，劉秀美，

黎淑瑛，甘幼蘋四位僑務委員及僑務
諮詢委員宋明麗，陳美芬任發起人，

共有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
，美南大專校聯會，各大華資銀行，
及社團，個人近五十個單位所組成。
場面極為盛大。

休士頓全僑歡迎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蒞臨晚宴
五百餘人與會，德州州長送來兩份賀函祝賀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美南地區最大的社團--- 美南

山東同鄉會2017 年年會，將於今天下午四時起，在鳳凰海

鮮大酒家舉行。下午四時至六時是茶話會，，晚間六時起

年會，晚宴。預計將有一千多人與會，是僑界少有的盛會

。

為了準備這次年會，同鄉會鄉親們動員了極大的人力

，物力，準備了豐盛的晚宴，精彩的文藝演出，以及獎品

眾多的抽獎活動，目前餐券已售磬，誠摯邀請山東父老鄉

親和各界人士蒞臨年會晚宴。

根據山東同鄉會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表示： 今晚蒞臨

的貴賓，包括德州第22 區國會議員Pete Olson, 商會會長李

少林，玉皇化工的姚總，Rigid 公司的 CEO ,Bowen Lo,

Rocky Lai, Andy Lai, 天時美方的CEO Morgan Zhang, 天津大

無縫劉總，AIG 美方的CEO, 各大銀行董事長，及中國駐休

士頓總領事李強民-----等人，預計這將是一場冠蓋雲集的盛

會。

為了今晚的年會，多位會長，理事投注極大心力在場地

佈置（ 燈光、音響，背景、投影） 還請了LED專家作了大

屛幕的設計，再加上美齊會長負責的精彩餘興節目，預計

將帶給所有與會者盡興且難忘的夜晚。

美南山東同鄉會2017 年會今天下午起隆重舉行
政要嘉賓雲集，節目精彩豐富，逾千人歡聚一堂

圖為年會的圖為年會的 「「 鳳凰海鮮大酒家鳳凰海鮮大酒家」」 的千人大廳的千人大廳，，已擺下已擺下
了迎賓陣容了迎賓陣容。。

圖為哈里斯郡及休士頓市政府會皆派代表送來賀狀給委員長吳新興圖為哈里斯郡及休士頓市政府會皆派代表送來賀狀給委員長吳新興（（ 右二右二
），）， 為哈里斯郡法院刑事庭第為哈里斯郡法院刑事庭第88 庭法官庭法官Jay Karahan (Jay Karahan ( 左二左二）、）、及休士頓市及休士頓市
長辦公室貿易及國際事務聯絡經理長辦公室貿易及國際事務聯絡經理Paul Cuclis (Paul Cuclis ( 左一左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全僑公宴發起人贈送德州風格的紀念品給吳委員長圖為全僑公宴發起人贈送德州風格的紀念品給吳委員長（（ 右四右四）（）（
右起右起）） 為晚宴發起人甘幼蘋為晚宴發起人甘幼蘋、、葉宏志葉宏志、、陳美芬陳美芬、、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夫婦黃敏境處長夫婦、、劉秀美劉秀美、、黎淑瑛黎淑瑛。（。（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美 國 華 人 石 油 協 會
（Chinese American Petro-
leum Association, 簡稱 CA-
PA）即將舉辦 2017 年美國
華人石油協會第一次午餐
與學習活動。

活 動 主 題 是 「」 (In-
troduction to Unconven-
tional Reservoir Character-
ization)

CAPA很榮幸的邀請到
前雪佛龍公司資深地球科
學家 Mamdouh A. Shebl 博

士前來為大家講授有關頁
岩油和頁岩氣儲層地質、
岩石地球物理和化學性質
及其與流體相互作用方面
的問題，並討論如何與其
他非常規資源開發團隊成
員共同合作。
日期和時間： 2017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至十二時
地點：休士頓 「恒豐銀行
大樓」十二樓會議室（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can First Na-
tional Bank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需借助保安乘電梯進
入12樓。

費用：每位五美元。
網上預約：由於 「華

人石油協會」準備為大家
提供午餐，而且會場座位
有限，為了統計人數，以
及維持會場的安全舒適，
請預先在 CAPA 的網站上
登記。如沒有預先登記臨

時參加，無法保證一定會
有位置，先到先有。網上
預約登記截止日期是3月17
日晚上12點。

CAPA註冊和網上付費
的 網 站 是 （Register and
pay online at）: http://www.
capaus.org

有關活動的問題，如
有問題，請與王淼博士聯
繫 （miaowang82@yahoo.
com ; 469-288-1785）。

2017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一次午餐與學習活動

美南銀行社區講座
【休士頓報導】美南

銀行2月份的社區服務免費
專題講座 「花卉果樹寒流
霜害之預防及善後措施」
於2017年2月18日(周六)上
午特別邀請休士頓著名園
藝專家俞希彥老師負責主
講，吸引了不少愛好園藝
的同好朋友前往參與。

講座中，俞希彥老師
提到就去年的寒流之後，
大多數木瓜樹幹都有腐爛
現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死了沒有為例。他說
，只要把木瓜樹爛了的地
方修剪掉就可以，木瓜樹
的新芽就會慢慢長出來，
到了 7、8 夏季就有果實了
。

他同時強調，想要果
樹長的好，現在開始每月
固定施肥直到 10 月為止即
可。至於要如何施肥呢？
俞希彥也立即告訴大家所
謂的 「懶人施肥法」，他
說，用 「雞糞」施肥是最
簡單，只要灑撥薄薄一層
在果樹樹下四周即可，而
最好的施肥時間是在下大
雨之前後。如果沒有遇到
大雨而又想施肥。他說，
那就是施肥前後最好多澆
水。

當有人提道由於去年
2016 年底的一波連續兩天
的冷氣團讓美南地區一向
溫暖冬天氣溫在一日內的
遽降，到了夜間氣溫僅有
華氏 19～23 度(零下攝氏 6
度)超低溫。導致很多室外
庭院蔬果及花卉等植物因
瞬間的變化處的低溫冰凍
世界，園內的果樹因寒害
而凍傷，結實纍纍的水果
受到霜害而造成果實畸形
、生長停止導致落果現象
時。俞希彥老師即於現場
展示教大家如何修剪受傷
乾枯的果樹樹枝及如何助
長果樹在以次的寒害後的
保養，以及在寒流來襲期
間花卉果樹防寒的包裹及
預防，和己受到寒害植物
的善後的處理等。並舉例
一一說明。

2小時演講中，俞希彥
老師無私的與大家分享，
他從事庭院設計及植物栽
種四十多年的寶貴經驗及
心得，並且回應現場聽眾
們所提的各種有關種植的
疑難雜症。並於講座結束
後特別個別回應現場聽眾
們帶來自家蔬果果問題及
親自教授如何養植等問題
，讓大家受益匪淺。

許多園藝愛好者向俞希彥老師提到去年的寒流之後許多園藝愛好者向俞希彥老師提到去年的寒流之後、、
導致很多室外庭院蔬果及花卉等植物受損害的問題導致很多室外庭院蔬果及花卉等植物受損害的問題((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22月份的社區服務免費專題講座月份的社區服務免費專題講座、、
特別邀請休士頓著名園藝專家俞希彥老師負責主講特別邀請休士頓著名園藝專家俞希彥老師負責主講 「「花花
卉果樹寒流霜害之預防及善後措施卉果樹寒流霜害之預防及善後措施」」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斯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副會長賴李迎霞休斯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副會長賴李迎霞((右一右一),),馮啟豐馮啟豐、、陳瑩於陳瑩於22月月2222日在日在
珍寶海鮮餐廳熱烈歡迎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蒞休訪問珍寶海鮮餐廳熱烈歡迎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蒞休訪問。。((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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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小肥羊」火鍋舉行春夏大酬賓
任點任食一周七天，午晚餐皆有優惠

（ 本報記者秦鴻鈞）喜歡吃火鍋的人
天大的好消息！內蒙古「 小肥羊」 火鍋
店即日起舉行春夏大酬賓，任點任食一周
七天，原價 $21.99 元，現特價午餐（ 周
一至周五 ）僅 $15.99 元，晚餐及周末，
一律 $19.99 元，另外老人及小孩還可另
享優惠，凡 9 -12 歲兒童和 65 歲或以上
老人，工作日午餐，每位 $12.99 元，晚
餐及周末每位 $15.99 元（ 須出示 ID ), 限
時一個半小時進食時間。這項活動自即日
起至 10 月 31 日止。

春天來了！「 小肥羊 」的春羊肉，
最令人難忘，那食質特別細膩，好吃的「 

春羊 」 肉，堪稱人間極品。他們火鍋所
採用的上乘的新西蘭羊肉，及上乘的安格
斯牛肉，打著「 不用蘸小料的火鍋 」 招
牌，八年來在休士頓打出一片天。因為他
們改變了吃火鍋的傳統模式，也改變了許
多人的進食習慣，60 餘味藥材熬製的鍋
底，濃湯，是訣竅，這種不需蘸料「 涮 
」 火鍋，涮出美味與健康。再加上上等
牛、羊肉，由他們進行了精細加工後，才
送到顧客面前，每一盤肉均來自牛羊的不
同部位，口感細膩，香氣四溢，令每一位
食客大塊朵頤，欲罷不能！

「 小肥羊 」 這種「 任點任食」 活

每位
9-12岁儿童和65岁或以上老人工作日午餐每位$12.99
晚餐&周末每位$15.99（须出示ID）限時一個半小時

仅限休斯顿门店：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 771-1153;
5901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57
(713) 975-0687;

活动截止日期：10/31/2017

美南山東同鄉會
年會茶話會今天
下午舉行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美南山東同鄉會年會將於
2 月 25 日（周六）於鳳凰海鮮酒家（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舉行。跟去年的模式相同，
我們今年在年會晚宴之前還將繼續安排茶話會活動，
給贊助廣告的企業和商家提供登臺介紹自己業務的機
會，給老鄉們提供一個充分認識和交流的時間。茶話
會（4:00-6:00pm）對商家（在我們年會畫冊上做整
頁廣告的）和老鄉們免費開放，歡迎想在茶話會上和
年會畫冊上展示自己生意的企業和商家贊助參加。茶
話會時間安排：

4:00-4:30pm：簽到，自由交流時間；
4:30pm-5:30pm：企業 5 分鐘簡介時間；
5:30-6:00pm：自由問答時間
請欲參加介紹的商家準時到達茶話會現場。茶話

會中間我們將安排豐富的抽獎活動，獎品包括紀念版
的風箏，景德鎮瓷器，水晶飾品等，歡迎大家準時參
加。 

無 論 您 已 經 參
加了或是即將參加
年長者醫療保險，
請準備好您對醫療
保險的疑問，歡迎
您參加三月十八日
在文化中心舉辦的
「年長者醫療保險
(Medicare) 問 答 講
座」保險經紀人鄭
帥帥將詳細為您解
答。您若對年長者
醫保完全不了解，除了講座中討論的資訊以外，
您可和主講人約談，作全盤的認知。  講座時間 : 
三 月 十 八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10 時 至 12 時； 地
點 :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 多功能廳，9800 Town 
Park, Houston, Texas 77036. 

有關年長者醫保請聯絡經紀人鄭帥帥，
電話 : (832) 748-8130

圖為主講人鄭帥帥

年長者醫療保險‘問答’講座
三月十八日在文化中心舉行

動，原則上是限二人以上堂食，最好是一
大群知己好友歡聚一堂，盡情享受多種原
料，聚集於一鍋，一鍋煮天下的樂趣。該
店歡迎八人或十人以上來電預約桌位，並
有多間貴賓房可預定。

這 項 特 價 優 恵， 僅 限「 小 肥 羊 」 
休 士 頓 二 家 門 店：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位於中國城 ） 電話：
（713） 771- 1153 及 Westheimer 店：5901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57, 電話：
（713） 975-0687

聯合航空宣布 Terminal C North 新聞

（本報訊）上週四聯合航空公司特為將於下
個月完工，位於布希國際機場新建設的 Terminal 
C North 舉行了介紹餐會，招待德州地區聯合航
空公司忠誠顧客及新聞記者。總共約有五百位嘉
賓到場見識了此一嶄新設施的機場。

聯合航空公司總裁斯柯特．柯比談到新
Terminal C North 基礎設施將會是提高飛行經
驗的最好榜樣。

圖由左至右：業務經理Mr. Tyagi, 鄭雅文、張錦娟、
鄭雅如攝於活動當日。

當天正好也
是 美 國 新 任 總
統 川 普 在 華 盛
頓 接 見 聯 合 航
空公司執行長奧
斯 卡．慕 尼 奧。
Terminal C North
總共佔地面積為
二十六萬五千平
方呎，造價約為
二十七億七千萬
美元，由聯合航空
公司與休士頓機
場共同合作建造。
預計將在三月中
旬開始使用。

Terminal C 
North 在聯合航

空公司和休士頓機場系統管理公司合作下於
2015 年 5 月破土動工。由機場系統管理公司支
付 八千五百萬美元，而聯合航空公司支付其餘
部分。舊的 Terminal  C 將拆除作為機場系統管
理所計畫改造米奇利蘭 International Terminal 
，也就是我們所知 Terminal D 的一部分。

不同於舊有一排排擁擠的候機座位，
Terminal C North 它設有桌椅與IPAD 供公眾方

便使用，IPAD 也可用
於訂餐點、飲料甚至
於購買禮物。如您輸
入您的航班，還能提
醒您飛機起飛時刻。
新的 候機室建有由天
花板直下的落地大型
玻璃窗戶，讓燦爛的
陽光透入也讓航空愛
好者能欣賞著外面飛
機起落的英姿。整個
建築物的電器設施、
廚房、機械設施均設
於地下層，使候機室
有著更大更寬敞舒適
的空間。

這將是布希國際
機場第一個提供 IPAD
供搭機乘客免費使用
的候機室外，更在餐
點上由聯合航空與機
場餐點集團 OTG 結合
了休士頓當地出名餐
廳，讓您在候機時也

能嚐到休士頓的美食佳餚。
OTG 集團提到，將投資近 $120 百萬美元改

進 C 、E 及 B 候機室餐點的提供及新穎的設
施。並將提供 8000 台 IPAD 供候機乘客使用。C 
south 及 E 將會在 2017 年中完工，B 則尚未有
預定完工日期。

當天將近五百位嘉賓出席，除了有 OTG 屬
下 餐 廳：Vida Taqueria、Pala、Bambam、Olio 及
Ember 所提供的佳餚美酒外，更提供有超炫
的 360 度 攝 影、Living Blue Carpet 攝 影 背
景、Social Media Wall, 同時也由宴會策劃公司
Houston Event Planning 公司，特別安排有Jazz

樂團餘興節目外，還有悠揚的樂曲，由王逸心女
士彈奏的中國古箏和由薛雪女士的琵琶聯手合
奏的中外名曲獲得嘉賓們熱烈的掌聲。

該招待會從設計到執行皆由華裔青年鄭雅
文所領導的 Houston Event Planning 所策劃與
提供，在經過約四個月無數次與聯合航空公司、
建設公司及休士頓機場系統管理公司的溝通，終
於有著當天熱鬧開心的介紹活動。據鄭雅文說
明當天總共動員將近兩百員工，各司其職，整個
活動順暢的流程及熱鬧的氣氛贏得與會中外人
士一致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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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諾普記憶睡眠產品，讓你睡個好覺！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人一生有三分之一的

時間是在床上度過的，但是很多人花大量的錢
去吃補藥、買衣服、健身，但卻吝嗇於購買睡
眠產品。尤其是節儉的華人，很多人一輩子就
買一個床墊一個枕頭，直到床墊出現使用過度
的明顯跡象：塌陷、凸起、內芯暴露等情況，
還舍不得扔，繼續湊合著用。結果，睡一覺後
早上起來，不是感覺神清氣爽精力充沛，而是
身體僵硬、麻木、周身不適。

其實，床墊最多只能用 10 年，一般來說
5-7 年就要考慮更換，這樣才能保證睡眠質
量。 養生三大事，一睡眠，二便利（排毒），
三飲食。三件事中睡眠排第一，睡以安神為
主，神以心安為主。戰國時名醫文摯對齊威王
說：“我的養生之道把睡眠放在頭等位置，人
和動物只有睡眠才生長，睡眠幫助脾胃消化食
物，所以，睡眠是養生的第一大補！人一個晚
上不睡覺，其損失一百天也難以恢復。”要想
睡眠質量好，好的床墊、枕頭非常重要。最近
幾年，記憶睡眠產品開始流行，但市場上各種

品牌良莠不齊，好的牌子貴得離譜，便宜的牌
子沒效果。最近剛剛登陸休斯敦的 Manope 曼
諾普記憶棉產品，就是性價比非常好的睡眠記
憶產品。曼諾普記憶棉有床墊、枕頭、餵奶枕、
坐墊、寵物墊、腰靠、旅行脖枕、多功能枕、
汽車頸枕、抱枕、美腿枕、多功能棍、浴室墊
等五大類上百種產品。每個類別都有各種顏
色和尺寸。尤其值得推薦的是 Manope 曼諾普
記憶棉床墊，從 Twin、Full 到 Queen、king、
Cal King，各種尺寸一應俱全，按照軟硬度來
說，則分為軟、舒適、中等、硬、超硬等五個
等級，厚度則從 8 吋到 14 吋都有，所以，任
何人都可以找到您滿意的床墊。尤其是對於腰
椎間盤突出或頸椎病的患者，也許只需要換一
個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床墊和枕頭，從此您
就能高枕無憂。

為什麽記憶棉睡眠產品具有如此神奇的效
果你？因為記憶棉又叫做慢回彈性太空材料，
是上世紀 1970 年代美國宇航局（NASA）為了
要減輕宇航員離地升空時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而特別研發的一種壓力吸收材質。這種材質對
溫度極為敏感，能均勻分布身體重量。 1980
年代，美國宇航局向公眾公開這一材質，從此
這種慢回彈性太空材料才擴大到民用領域，剛
開始只應用於橄欖球頭盔等高大上的運動器
材，最近這 10 多年才開始走入尋常百姓家，
成為睡眠和家居產品，造福大眾。記憶棉具有
解壓性、慢回彈、感溫性、透氣、抗菌及防蟎
的特性，延長深層睡眠時間，改善睡眠質量。
經過技術加工後，記憶棉床墊還能根據人體的
各個部位的不同溫度提供合適的軟硬度，從而
讓人得到更好的放松。記憶棉床墊也能夠吸收
並分解人體的壓力，而一般的床墊會對人體有
一個反作用力，那麽脊椎和關節就會受到床墊
的擠壓，使人感覺酸痛和麻痹，而記憶棉床
墊則沒有反作用力，使人全身血液通暢，睡
得舒適。當您躺在舒適的 Manope 曼諾普記憶
棉床墊上，枕著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枕頭，
當床墊和枕頭受壓下陷時，不會出現強烈的反
彈力，而是當壓力去除後慢慢恢復原狀，這樣

可以很好的將人體與床墊接觸點的壓力均衡分
散，睡眠更加舒適。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產品剛剛登陸休斯
敦，在好運大道設有專賣店。所有產品均按工
廠價直銷，新張期間每周六再折上折優惠，所
有產品在工廠價基礎上再 60-80% Off， 憑此
文章還可再得 10% Off( 限購一件產品 )。

白居易有首著名的睡眠詩：“老眠早覺常
殘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銷諸念息，世
間無境可勾牽。”可惜他那個時代沒有記憶棉
產品，否則他肯定要買上一套 Manope 曼諾普
記憶棉床墊和枕頭，睡個好覺！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產品專賣店
地址：7800 harwin Dr, Houston, TX77036
網址：memoryfoamdepot.org
電話：346-352-3908；832-858-5288

寬闊型餵奶枕，適合於體型高大的媽媽們。
優惠價 20 元。

緊湊型餵奶枕，適合於體型嬌小的媽媽們。優惠價 20 元。 坐墊 背靠

寵物墊，每個 17.49 元，有 6 種顏色。記憶棉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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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同源會代表與老朋友 --- 陪同委員長前來的前僑教中心副主任閻樹榮（後排左二）
相見叙歡。（ 前排右一）為「同源會」會長陳慶輝，旁為二戰老兵余厚義。

圖為 Sue Chiang( 中）Dee Koch ( 左一 ） 代表「George Foundation 」頒發祝賀文告給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左二），旁為「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右二）及 Sue 的父親，
二戰老兵余厚義（ 右一）。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休士頓全僑歡迎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蒞臨晚宴（上）

委員長（左四） 與「台聯會王曉明夫婦（ 左三，左五），
蔡惟琛夫婦（前排右一，右二）等人合影。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 左二）到「林西河堂」桌，與林國
民（右一），林羅秀娟（右四 ) 等人敬酒。

委員長到「歡樂歌唱班」桌敬酒，與洪家鶴（左二），陳德
興夫婦（左四，左三）致意。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右）致歡迎詞，（左）為大會
司儀宋秉穎律師。

委員長（右三）與同源會會長陳慶輝（右二），余厚義（右
四） ，Joyce Woo Eng ( 左一）等人合影。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右三） 在僑務委員（右起）葉宏志，
甘幼蘋，黎淑瑛的陪同下至各桌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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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學生和內蒙古藝術家們
共同演繹“鄂爾多斯”

本報記者
黃麗珊 報導

J&H 的孩子們和內蒙古藝術家們於 2 月 15 日在史戴福中心劇場共同表演舞蹈 " 鄂爾多斯 "。

看 ! 孩子們的臉上洋溢著滿滿的自信和喜悅 !

有著蒙古血統的晚會主席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高曉慧校長。

頂碗舞 , 曾獲 2016 年 " 全美 Starqeust" 最高獎 ---"Apogee"

J&H 成人班的學員們於 2 月 15 日《歡樂春節》文藝晚會在史戴福中心
劇場表演 "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

久經沙場的小舞者們 , 隨便拍個照姿勢都那麼齊刷刷 , 美滋滋的 !

J&H 的 " 鄂尔多斯 " 姑娘們



BB88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7年2月25日 Saturday, February 25, 2017

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注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
民法上認為應該將美國作為永
久居住地,通常在美國境外的時
間不能超過六個月.按照現有的
政策,如果出境超過三個月以上
,入境時很有可能會在護照上加
註.如果綠卡持有者有可能在境
外停留超過六個月,最好要申請
有效期為兩年的回美證(Reen-
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

證(Reentry Permit).外形很像護
照，一般兩年有效。第二次申
請通常一年有效。九一一以後
，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境超
過三個月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
詢出境事由。但持有白皮書一
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相對順
利。

美國移民局於 2008 年 3 月
5日公佈對回美證(Reentry Per-
mit)的新規定。凡申請回美證
(Reentry Permit)的人士，必須
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信息
提取程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
人進行背景調查。移民局強烈
建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完成此
程序。申請人應該至少提前兩
到三個月提出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申請。有特殊情形須
加速申請回美證的申請人，需
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明文
件，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
郵信封。移民法還要求在遞交
回美證的時候，申請人必須在
美國境內。
證 明 文 件 (Supporting docu-
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
國超過四到五個月,但是來不及
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
人士,則需要準備相關的證明文
件:
1. 證明親屬關係紐帶：有家人
或親屬定居在美國的證明。如
配偶的工作證明,報稅證明,子
女在美國的上學證明,成績單，
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
美國的雇主證明，美國生意的
執照等，報稅紀錄等。如果離
開美國的理由是被美國公司派
到海外，公司的證明信件和薪
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
產所有權證書，房屋貸款證明
，銀行流水，信用卡使用紀錄
，會員證，車輛的所有權證明
，車輛保險，房屋保險，健康
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
的與動機：如離境半年以上，
是否有回美證。是否有任何證
據證明此次長期離境的特殊理
由。例如，自身有疾病，照顧
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

住超過一年，又沒有有效的回
美證，怎樣才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
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
明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
逾期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
原因的證明材料。例如，如果
因健康的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
，需提供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
，例如病歷、醫院證明等。所
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
果是因直系親屬健康問題而無
法返回美國，須提供該親屬所
有相關的醫療記錄和親屬關係
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
與申請人面談。這一輪的面談
只是決定是否符合申請回美簽
證的要求。如果領事決定合符
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會寄一
個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
下來需要等待第二輪的面談。
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遞交的所
有材料後做出決定。在兩輪面
談中，都必須有證據證明逾期
逗留是因為返美受阻於無法控
制的特別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於12月23日大幅調漲申
請 費 。 綠 卡 延 期 的 申 請 費
（I-90）從$365 漲到$455，另
加指紋費。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
簽證申請費從$325 漲到$460。
親屬移民(I-130)申請費從$420
調到$535。遞交調整身份之後
的回美證（I-131）申請費也從
$360調到每份申請$575。職業(
勞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從
$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
綠卡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
請費從$985漲到每份申請$1140
(不包括指紋費)。拿到婚姻臨
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卡，
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 595(不包
括指紋費)。工作許可申請從每

份申請$380漲到$410
。指紋費$85 不變。
公民入籍的申請費由
$595漲到$640（不包
括指紋費)。投資移
民 申 請 費 I-526 從
$1500 漲到$3675。投
資移民臨時綠卡轉成
正式綠卡，I-829 申
請費$3750 不變。投
資 移 民 區 域 中 心
I-924申請費從$6230
調漲到$17,795。移民
局還提出一項新的收
費，將 I-924A 的投
資移民區域中心年度
登記費設為$3035。
移民申請費上一次調
整費用是2010年11月。
2.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2016
年12月15日起，全面實行辦理
護照、旅行證網上預約制度
。 申請人需要提前登錄“中
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預約
”網站（http://ppt.mfa.gov.cn/
ap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
證時間。預約成功後，需依照
網頁提示打印出所需文件，在
約定時間攜帶相關資料（含紙
質護照照片）由本人來館遞交
申請。除遺失護照急於回國的
臨時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
請人有其他極特殊情況無法在
線預約的情況外，總領館不再
受理未經預約的護照、旅行證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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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
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
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
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
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
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
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
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
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
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
可 在 該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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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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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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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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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雅加達洪水泛濫印尼雅加達洪水泛濫 民眾出行涉水行舟民眾出行涉水行舟

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在連續幾小時暴雨後遭遇洪水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在連續幾小時暴雨後遭遇洪水，，導致數以千計的導致數以千計的
民居被淹沒民居被淹沒，，汽車擱淺汽車擱淺，，民眾涉水出行民眾涉水出行。。

法國研發智能機器人勤雜工法國研發智能機器人勤雜工
體型與人相似體型與人相似

法國圖盧茲法國圖盧茲，，法國科研人員測試新研發的智能機器人勤雜工法國科研人員測試新研發的智能機器人勤雜工PyrenePy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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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遊郵輪遊價格皆現下跌

迪拜免費落地簽、突尼斯5人起免

簽、泰國免簽證費等，出境遊線路已

經成為市民的主要搶購對象。歐洲遊

在五壹後將進入旺季價格會明顯上

漲，如何抓住旺季前的優惠，搶購便

宜高性價比的線路成為老廣近期的主

要話題之壹。

2017廣州國際旅遊展覽會在中國進

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隆重開幕。據

介紹，本屆展會國際參展商比例達

66%。從今年旅展線路價格的變動看，

出境遊越趨成熟，出境遊價格和郵輪遊

價格都出現下跌。

55% 爆 款
集中在出境遊
線路

據悉，去

年歐洲遊價格

創下歷史新低，

英鎊大跌也帶

旺了英國遊的

大幅增長，迪

拜免費落地簽、突尼斯5人起免簽、泰

國免簽證費等，出境遊線路已經成為市

民的主要搶購對象。歐洲遊在五壹後將

進入旺季，價格會明顯上漲，如何抓住

旺季前的優惠，搶購便宜高性價比的線

路成為老廣近期的主要話題之壹。

從廣州市內旅行社上架的“旅展”

線路來看，55%的爆款集中在出境遊線

路。比如“【旅展】【經典】美國西海

岸深度驚奇(美麗舊金山、加州小鎮)十

天之旅”，4月10、17日，5月21日乃至

6月 4日出發價和春節假期相比優惠了

40%。

記者還從同程旅遊了解到，美國線

路方面，價格相比去年“旅展”有壹定

上浮，主要是出遊遊客增多，遊價“水

漲船高”，今年同期有2000元左右的上

調。據介紹，美國最新的移民政策並沒

有對赴美旅遊簽證帶來實質性變化的影

響，此次“旅展”上還推出了包團、拒

簽全退產品，足可見信心。

本屆“旅展”OTA企業也紛紛通過

擴大展位，全力推出價優質高的“心

水”線路，與當地傳統旅行社壹起惠及

廣州街坊。有旅行社還針對全國中老年

旅遊服務品牌和VIP俱樂部推出了專門

的線路，或者獨享的優惠及權益。

四大郵輪母港線路“搶客”
記者了解到，郵輪產品更為豐富，

優惠幅度更大，成為今年同程旅遊在旅

展上的壹大亮點。

相比往年，今年“旅展”將有廣

州、深圳、香港、廈門四大母港的郵輪

航次產品。

在價格方面，繼歌詩達、星夢、麗

星等郵輪公司推出“買壹送壹”等優

惠，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在旅展現場有

立減優惠，還送行李箱、船上消費券

等，郵輪產品也從三四月的航次，已經

提前預售到今年國慶期間的產品。有旅

遊業人士表示，“近年來華南郵輪母港

發展極快，在家門口乘坐郵輪以及提前

消費的習慣逐步形成，華南郵輪市場井

噴發展，也被各郵輪公司所看好。”據

悉，今年“旅展”上，還會推出人均最

高費用近29萬元的從北極到南極88天縱

貫地球的高端郵輪線路，該線路全球就

只有1條，而且全年只有1次機會從北極

的夏天到南極的夏天，穿越冰海、峽

灣、都會和雨林，從世界之巔抵達世界

盡頭。

歐洲線路全面漲價中東非價格相當
於壹次境內遊

記者了解到，今年歐洲線路市場也

出現了新的變化。據某華南出境產品負

責人介紹，相比去年，今年歐洲線路價

格均有千元以上的增幅，而報名歐洲旅

遊的人數增長高達1倍以上。

“從價格而言，歐洲線路起點在

7000元以上，選擇1萬元以上中端價格

的線路出遊也居高不下，市民歐洲出遊

更為深度和理性，放棄低價及走馬觀花

出遊，更多考慮出遊質量。”該負責人

表示，每年的3月至6月都是歐洲出遊看

花的旺季，不僅僅是荷蘭的郁金香，在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等城市，郁金香也

十分有名。

另據該負責人介紹，在傳統東歐

線路的基礎上，歐亞接壤的東歐線路

也非常受青睞，人均 2萬元以上，市

民報名熱情高漲。“另外北歐加冰島

線路也在人均 2萬以上，十分受市民

追捧。”

值得壹提的是，中東非線路今年加

入很多新航線，轉機或直飛都非常便

利，機票價格大幅下降，整體遊價也相

對降低。“相比往年動輒上萬的線路，

現在已經降到5000元左右，相當於壹次

境內遊，多條這樣的線路在旅展推出，

預計報名也將十分火爆。”

經濟生活大調查：90後50後信心最強，80後請振作！
每個人心裏都有自己的“小目標”，國家的

“大目標”能否實現，老百姓滿意不滿意、高興不

高興、幸福不幸福，是最重要的標準。

已經連續十壹年發布的“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

即將揭曉，“國是直通車”拿到的提前“劇透”顯

示，中國人的理財偏好、消費熱點、民生焦點都有

新變化，不變的是，人們的“幸福感”與“獲得

感”始終密切相連。

1 齊心奔小康：“壹老壹少”收入信心最強
什麽群體收入信心最強？2017年大調查結果有

些出人意料：16.06%的90後年輕人和13.37%的60

歲以上老人對自己的錢包鼓起來充滿信心。80後的

“中年人”，請妳們振作起來！！

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連續10年對“中國家庭收入

信心指數”進行打分，國人“收入信心”曾在2014年跌

入“低谷”，隨後在2015年強勢反彈沖上歷史高位。

值得壹提的是，十年來，人們的“幸福指數”

和“收入信心”壹直密切相關。

2財富新發現：保險成為國人投資首選

房子該不該買？股票該不該拋？錢往哪裏投？

業往哪裏創？

調查發現，中國家庭投資整體偏保守，不投資

比例達到了35.17%。在選擇投資的受訪者中，高達

40.85%的人首選保險。

此前的調查顯示，國人的理財偏好曾連續四年

首選基金類產品（2010-2014），在2015年出現“逆

轉”，徘徊在第四五位的理財產品逆襲成為熱門榜

首，2016年，保險成為新“黑馬”。除了買房子，

國人的投資偏好看上去的確不斷趨向保守、求穩、

抗風險的選擇。

3市場新發現：百姓旅遊消費意願持續升溫
老百姓願意為什麽買單？哪裏就孕育著財富和

商機；消費者對什麽不滿意，哪裏就是供給側改革

的方向；從旅遊到保險、從汽車到家電；哪些行業

會火爆？哪些行業會預冷？

大調查數據顯示，今年旅遊意願又以45.52%

的高比例絕對領先。大調查預測旅遊市場將更加

火爆。

以往大調查對文化娛樂市場的預測壹直很準，

比如去年大調查發現文化娛樂消費意願開始下降，

當年票房增速立馬下降到了個位數（3.73%）。今年

的最新結果顯示，文化娛樂消費意願降到五年來新低，

我們據此判斷，2017年文化娛樂行業上升動力不足。

4民生熱話題：超半數人工作壓力大沒時間鍛
煉身體

老百姓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幸福不幸福？大調查

用數據表達10萬家庭和7億網民真實的感受和期待。

去年，大調查發現，超過半數中國人日均休閑

時間不足2小時，今年，仍然有超過半數人表示

“工作壓力大，沒時間鍛煉”，53.97%的受訪者表

示工作壓力大，而沒有時間（59.07%）是制約他們

參加體育鍛煉的首要因素，不過，他們中34.13%的

人表示願意為養生保健產品和服務花錢。

看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重視健康，更要

動起來呀，時間擠壹擠總是有的！

5社會新焦點：經濟壓力是影響二孩生育意願
首要因素

霧霾、擁堵、二孩、房價……大調查聯合10

大互聯網公司和大數據研究院，通過數據挖掘民生

新焦點和社會治理新方向。

今年的調查發現，雖然二孩政策出臺已兩年，

24.15%的受訪者依然暫不考慮生二胎，經濟壓力是

首要原因。

隨著信息聯網，無形的“信用”概念也更深入人

心，調查顯示，38.75%的受訪者對周邊信用環境感到

滿意，36.57%的受訪者認為信用環境仍需改善。

6調查新亮點：從明信片入戶到大數據說話
“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是由國家統計局、中央

電視臺、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院聯合發起的，每年面向全國104個城市和300個縣

的10萬中國家庭，進行明信片入戶問卷調查。

今年，BAT等10多家互聯網公司和大數據研

究院加入大調查，“用大數據說話”，從百姓

收入信心、創業意願、生育意願、關註偏好、消

費偏好、投資偏好、出行偏好、旅遊偏好、餐

飲偏好、娛樂偏好、閱讀偏好、信用狀況、民生

困難、民生期待、幸福感等10多個維度進行聯合

調查、分析和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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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could 
agree no more.
"I am optimistic that the cooperative way will prevail. 
Keep in mind that if China and America are in conflict, 
then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divided," he said at an 
event hosted by the Committee of 100 and the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The peace and progress of the world depend on the 
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respect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and to modify the core interests 
in order to make cooperation possible," Kissinger 
said when marking the 5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CUSCR).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work 
together, where possible,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ould "open windows for reg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benefits to both counties," 
said Marc Grossman, former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Cohen 
Group.
Adherence to One-China policy is crucial
Many prominent specialists on Chinese affairs have 
also joined chorus of opposition to Trump's questioning 
Washington's "one China policy" before taking office.

pushed, according to the commerce minister.
He said that China will assess U.S. tariff policies 
and react accordingly. China will also act to protect 
Chinese companies as stated by regulation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minister said that China is the largest market for 
American goods in Asia.
U.S. companies have invested $80 billion in China, 
while Chinese companies have spent almost $50 
billion in the U.S., which created 100,000 jobs in the 
country.
Gao also explained that there were times in the past 
that both countries were able to resolve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He cited the case in 2010 when the 
U.S. senate accused China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correct option for the two 
countries," he said.
China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U.S.'s participation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carries on 
agreements from the G20 Summit in Hangzhou. 

(http://en.yibada.com/
articles/195694/20170222/)
Related

Constructive U.S.- China 
Relations To Stay Strong And 

Thrive In Long Run
"The U.S.-China relations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not only to themselves, but also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Ezra Feivel 
Vogel,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meritus at Harvard University, told Xinhua 
in fluent Mandarin in a recent interview.
Trump, one of the U.S. presidents with least public 
office experience, needs time to get familiar with 
foreign policy affairs, especially with the complexities 
of U.S.-China ties, Vogel said.
"Personally I think Trump has to choose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on major issues of domestic 
and global relevance, such as trade, investment and 
counterterrorism, to name just a few."

call with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last year.
China protested and said the Taiwan issue wa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ie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Trump later told President Xi during their telephone 
call that the US was committed to the one-China 
principle. Beijing considers self-governed Taiwan a 
breakaway Chinese province.
Yang was quoted as saying during his conversation 
with Tillerson that he hoped both countries would 
work according to “the essence of the two leaders’ 
conversation” and would strengthen high-leve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t all level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re was no reference to South China Sea in both 
statement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Tillerson has previously criticised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disputed waters and pledged to 
block China’s access to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In a recent press briefing, Chinese Minister of 
Commerce Gao Hucheng said that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not even think of engaging in 
a China-U.S. trade war.
He sai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resolve issues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look for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beneficial to both countries.
Gao said, "We recognize that 
cooperation will lead to win-win 
(for both sides), while confrontation 
will only result in mutual losses." 
No matter how U.S. policy on 
China shifts, Sino-U.S. trade ties 
will eventually return to a "win-
win" track."
"Cooperation benefits both, while 
confrontation can only hurt," he 
said.
President Trump made pronouncements that he intends 
to increase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by 45 percent 
and impose restrictions that will affect U.S.-China 
trade. These statements have created concern among 
world leaders.
Gao added, "If you review the history of Sino-U.S. 
trade ties, you can say that despite experiencing stormy 
conditions, we have always been moving forward."
However, China is also prepared to fight if they are 

threat that North Korea poses to regional stability”, the 
statement add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previously criticised 
China for not doing enough to rein in Pyongyang’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China this week suspended all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as part of efforts to enforce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gainst Pyongyang.
Tillerson and Wang also discussed economics and 
trade, potential cooperation on counterterrorism, law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rime, the statement 
said.
Yang was quoted by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as saying tha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reached consensus 
over safeguarding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i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greed on the need 
to address the nuclear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 
after a phone call between Chinese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ast Tuesday.
The call came after Tillerson met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for talks at the G20 ministerial 
meeting in Bonn, Germany, last week.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id Tillerson and Yang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he two sides also “agreed on the need to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 after a phone call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nth.
Trump angered China after a protocol-breaking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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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U.S. relations have had 
“stormy” times, but ties remain strong.

Chinese Commerce Minister Gao Hucheng said that a U.S.-
China trade war is not an option. (Photo : Getty Images)

The national flag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ave out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in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Jan. 5, 2009.  (Xinhua/Hou Jun)

Henry Kissinger,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China, U.S. Vow To Address North Korea Nuclear Threat

Chinese Minister Says China And U.S. Trade War Not An Option

Pledge Made During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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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president of both parties since 1971 has 
accepted this framework, and once that framework is 
studied, I do not expect it to be overturned ... To make 
Taiwan the key issu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dialogue 
is, in my view, unwise and not the most efficient way 
of proceeding," Kissinger said.
Michael Swaine, senior fellow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alled Trump's 
phone call with Taiwan leader "reckless action."
"It would serve absolutely no U.S. interest, and raise 
many risks, for Trump to entertain such a fantasy," 
Swaine said.
"A needless blunder that foolishly complicates U.S.-
China relations fails to advance U.S. interests, and 
calls into questioning the readiness of the Trump team 
to manage foreign policy," Avery Goldstein,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aid of Trump's Taiwan cal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hould not abandon long-
standing U.S. policy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warned 
a bipartisan report issued on Tuesday, calling such a 
move "exceedingly dangerous."
The U.S.-China relations are at a "precarious 
crossroads" and the two world powers could be on a 
"collision course," said the report by an expert task 
force convened by the Asia Socie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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