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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宏武協會武術錦標賽及獎學金24日登場
休士頓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右)與副會長羅茜莉(左)將

於3月24日(周五)至26日(周日)在Marriott Westchase Ho-

tel舉行「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與「宏武傑出青年獎學

金」頒獎典禮﹐錦標賽24日接受現場報名﹐25日賽制正式開

始﹐頒獎典禮26日上午舉行﹐歡迎武術名家踴躍參加﹐有興

趣的民眾可付費入場觀賽﹒

活 動 預 告活 動 預 告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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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上周五美國政府官方公布美墨邊界9米圍牆

的招標公告﹐美國政府呼籲人們就建造美墨邊界圍

墻提出建議﹒這是川普總統在就職典禮後下令采取

的首批官方行動之一﹐

廣納諫言的呼籲由美國海關和邊界保護局發布﹐這

是朝建造數百億美元圍墻項目所邁出的第一步﹒該

機構正在尋求設計師和建築商的競標﹒這些人準備

建造圍墻施工計劃的原型模型﹐按比例縮小﹐每個約

10平方米﹒今年晚些時候﹐有關方面將根據它們最

後決定如何以及由何人建造這道圍墻﹒

如官方文件所說﹐成品規格明確指出﹐這道圍墻將是

一項大規模建造項目﹒政府要求由混凝土建造的這

道圍墻高9米﹐向地下延伸2米﹐而且“外形壯觀”﹐能

夠抵禦幾乎任何襲擊﹐例如“大錘﹐汽車千斤頂﹐鎬﹐

鑿﹐電池操作的沖擊工具﹐電池操作的切削工具或者

氧/乙炔焊炬”的襲擊﹒

川普作為總統候選人時曾經把建造圍墻視為其競選

主題之一﹒他說﹐他希望建造一個“高大﹑漂亮的圍

墻”﹒政府的招標反映了這個願望﹐它宣布圍墻完工

後要令人賞心悅目﹐至少在北邊或者面對美國的圍

墻要這樣﹒

上星期五﹐官方公布了兩份非常詳細的招標公告﹐每

份長130多頁﹒一份提出建造一個堅實的混凝土圍

墻﹐另一份提出建造一個有透明出口的類似結構﹐這

很顯然是為了便於邊界警衛使用﹒圍墻的規格提

到﹐在某些情況下﹐受當地地形的影響﹐完工後的圍

墻的在些地段可能要矮於9米﹒

這兩種圍墻都必須集成多種功能﹐避免人們攀越圍

墻或用鉤子鉤住圍墻頂﹐而且必須具有讓車輛和行

人可以通過的電控門﹒

劇情介紹劇情介紹﹕﹕該劇根據中國傳奇女作家張該劇根據中國傳奇女作家張

愛玲經典小說愛玲經典小說《《傾城之戀傾城之戀》》改編改編﹒﹒由中國由中國

中央電視台改編電視劇中央電視台改編電視劇﹐﹐陳數陳數﹑﹑黃覺黃覺﹑﹑王王

學兵和劉一含等人主演學兵和劉一含等人主演﹒﹒故事背景在上故事背景在上

海和香港海和香港﹐﹐描述上海大戶人嘉千金白流描述上海大戶人嘉千金白流

蘇與多金瀟灑單身和范柳原的愛情故蘇與多金瀟灑單身和范柳原的愛情故

事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四至周五晚間周四至周五晚間88時時3030分至分至99時時 3030分首播分首播﹐﹐周五至周六凌晨周五至周六凌晨55

時至時至66時重播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張愛玲改編愛情故事張愛玲改編愛情故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VOA】美國著名慈善家和億萬富翁大衛·洛克菲勒星期

一在睡眠中逝世﹐享年101歲﹒洛克菲勒家族的姓氏被認

為是對美國資本主義的定義﹒

大衛·洛克菲勒曾任大通曼哈頓公司(the Chase Manhattan

Corporation)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他是19世紀標準石

油(Standard Oil)帝國的創始人﹑傳奇式人物約翰·洛克菲勒

活到最後的一個孫子﹒

大衛·洛克菲勒一生堅定支持以美國為基地的全球資本主

義﹐從而保持了家族的財富與聲譽﹐但他也心懷慈善﹐設法

接濟窮人﹒

他曾說﹕“美國資本主義給更多的人帶來更多的好處﹐超過

歷史上任何時候﹑超過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其他制度﹒問

題是要確保這個制度盡可能得到誠實和有效率的管理﹒”

洛克菲勒批評那些尋求以各種方法避稅的億萬富翁﹒他

努力做到把家族財富用於慈善目的﹐包括為藝術和環保項

目提供資金﹒

1973年﹐洛克菲勒在擔任大通銀行首席執行官期間﹐在前

蘇聯首都莫斯科和中國開設了美國銀行界在這兩個共產

黨國家的第一個辦事處﹒

他曾說服卡特總統允許伊朗國王 1979 年來美國治療癌

癥﹒美國的這一舉動導致德黑蘭爆發美國人質危機﹒

大慈善家億萬富翁大衛大慈善家億萬富翁大衛··洛克菲勒去世洛克菲勒去世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億萬富翁和慈善家大衛億萬富翁和慈善家大衛··洛克菲勒在洛克菲勒在19811981年年44月月3131日拍下的照片日拍下的照片﹒﹒

美國招標在美墨邊界建造高9米的圍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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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邊界圍欄處可以看到新墨西哥州的桑蘭德公園從美國邊界圍欄處可以看到新墨西哥州的桑蘭德公園﹐﹐((20172017年年22月月2626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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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除颁

布“旅行禁令”等与移民相关的行政令

之外，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

也开始加强打击非法移民。

在2月，更有ICE执法人员直接走进

位于加州帕萨迪纳市的法院，执行逮捕

任务，这也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据《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报道，在洛杉矶县担任近15年辩

护律师的Octavio Chaidez表示，在2月，

正当他和其客户走出位于帕萨迪纳法院

的法庭后，有4名男人直接从长凳上跳起

，并走向他们。这些人，首先询问了他

客户的名字，随后便拿出了徽章。

据Chaidez称，当时这些执法人员，

首先问“你是某某先生？”接着等到其

客户回答“是的”。之后，这些执法人

员，便亮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展示徽章

表示，“我们是来自联邦移民和海关执

法局”，接着他的客户就被逮捕了。对

此，Chaidez指出，在过去15年里，他从

来没有见过有ICE的执法人员在法院执

行逮捕任务。

对此，ICE发言人凯斯(Virginia Kice)

表示，被拘捕的嫌犯是一名曾被判贩毒

罪的墨西哥公民。

据悉，在过去几周内，不断有位于

加州、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和科罗

拉多州的检察官和律师称，有联邦移民

和海关执法局的执法小队，直接走进法

院内部，或者埋伏在法院外围，对非法

移民执行逮捕行动。而这些执法官员，

有的穿著制服，而有的身穿便服执法。

而ICE官员辩解称，只有在没有其

他办法的情况下，他们才会选择进入法

庭执法。但是，仍然有不少检察官、律

师指出，ICE官员若增加出现在法院的频

率，将令许多愿意作为证人出庭的无证

客，打消出庭作证的意图，最后可能会

令起诉的案件更难判刑。

凯斯表示，ICE曾指示执法人员尽可

能避免在“敏感地点”(包括学校、做礼

拜的场所，及医院)进行逮捕，但不包括

法院。她表示，执法人员往往会在逮捕对

象试图进入法庭之前对他们进行拘捕。

针对最近为何来自ICE的执法人员，

进入法院执法的频率增加时，凯斯指出，

由于越来越多的本地执法机构，拒绝ICE

将嫌疑犯暂时拘留在县监狱的请求。

凯斯指出，在过去几年里，大部分

的嫌犯均是由本地执法机构暂时拘押，

然后再转交给ICE，但现在许多执法机构

不再遵守ICE的请求，而这些人都有严

重的犯罪史，若被释放到街上，将对公

共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

另外，她表示，执法人员在法院执

行行动更有利，她指出，嫌犯在进入法

院之前，必须要通过金属探测器，因此

，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武装。

最近，ICE执法人员，已经在波特兰

、及南加州的法院内逮捕了几名嫌犯，

而他们都曾被定罪的重罪犯，包括性犯

罪、贩毒和醉酒驾驶。

美國無證移民在法院被捕

移民局執法惹爭議 美国移民局于15日发布公告

，通知2018年H1B签证的正式受

理时间为4月3日，今年的H1B申

请暂停加急处理服务，H1B总名额

不变，律师表示，特朗普上任并

没有改革签证相关申请规定，但

是对于员工和雇主的审核势必更

加严格。

移民局公告显示，H1B项目允

许美国的公司临时雇佣外国员工

，担任需要高度专业化知识，或

者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工作，国会

将H1B名额上限设定为6.5万人，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拥有高级学位

豁免(advanced degree exemption)，

名额仍旧为2万人。

美国法律政治学者张军指出

，“今年H1B总体的名额没有增

加，所以情况不会比去年乐观，

然而实际工作中的情况显示，由

于前几年可以抽中H1B的情况比

较困难，不少学生对此有不同程

度上的心灰意冷，在学生们有回

国或者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很多

学生选择不留在美国发展，做出

这种选择的人士数量在增加，或

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H1B抽

签压力。”

曾经有评论指出，特朗普上

任或为H1B政策带来改变，张军

对此说道，“特朗普反对美国公

司雇佣外国员工，除非是特别有

必要的H1B持有人，此次H1B申

请政策没有改变，但是H1B的审

查势必更加严格。

在H1B的申请阶段，移民局或

许会更加严格的审查公司资质是否合

乎标准，学生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公

司的职位是否和学生的专业背景一致

等。”成为数量众多的H1B申请人

中的幸运儿，抽中H1B后，也同样

面临着一系列审查工作，张军指出，

“相关审查从前几年已经开始，H1B

抽中后的审查今年势必会进一步加强

，抽中H1B后，移民局会到部分公

司上门核查，H1B的一部分申请费，

即是请移民局前往雇主公司进行核

查，核查有可能在H1B申请之前，

但是更多的是在H1B抽中之后的某

一个时间。对此，雇主和H1B申请

人都要非常明确，工作中申请人的

职责、工资等数据，需要和所提交

的申请一致。另外公司对于H1B的

公共文件一定要随时都可展示，按

照相关规定，任何的民众假如想要

看公司的相关外国工人雇佣文件，

公司都要随时可以展示出来，可能

在实际生活中，上门去查看文件的

公众比较少，但是一旦移民局登门

，公司一定要立即出示。”

另外张军也建议H1B申请人

未雨绸缪，为抽不中H1B做好准

备，可以选择再次回归校园继续

学习，从而参与以后几年的抽签

，同时张军也提醒相关人士，在

申请入学前一定要仔细核查学校

信息，不要误入挂靠学校，以免

祸及自身。

美國H1B即將開始申請
律師表示審核將更加嚴格

纽约市议长马丽桃 (Melissa

Mark-Viverito)周三(15日)表示，市

议会或将出台部分法规阻止移民局

出席部分庭审活动，或禁止纽约市

警局警员询问纽约客的出生地。

据纽约每日新闻网报道，马

丽桃称这是希望缓解纽约无证移

民过于恐慌的现象，目前部分无

证移民因恐惧被遣返，而拒绝出

席庭审、让孩子退课甚至拒绝进

入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因为他们

觉得许多信息都会成为自己非法

进入美国的证据。

一名家住史坦顿岛不愿透露姓

名的居民表示，自己的丈夫上个月

被移民局逮捕，现在她对所有的政

府人员都感到恐惧。“执法人员带

走了我们家唯一的顶梁柱，我现在

很无助，很绝望。”她如是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明显

而剧烈的恐慌，”纽约市本杰明·

卡多佐法学院(Benjamin N. Cardo-

zo School of Law)移民司法主任马

考维(PeterL. Markowitz)说，“部分

人甚至都不愿乘坐地铁，他们现在

都不知道谁是真正值得信任的。”

緩解無證移民恐慌
紐約或出法規約束移民局

一名李姓华裔男子，2015年 9月14

日从中国电汇50万美元给“太平洋质子

治疗中心”(Pacific Proton Therapy Re-

gional Center, LLC)，作为投资移民费用

，然而18个月过去，去年持学生签证到

美国念书的李姓男子，却一直没有收到

任何申请进度或处理通知，多次向加州

代理询问，对方都以“不要担心，没有

问题”为由而搪塞推诿。

李姓男子6日透过律师查询，赫然

发现这家EB-5区域中心，早在去年6月

就被美国证监会(SEC)以诈欺罪提控，并

被加州联邦法庭冻结资产，并要求解释

资金去向。

据《世界日报》报道，目前此案件

有新进展，美国联邦证监会(SEC)控告

“太平洋质子治疗区域中心”(Pacific

Proton Therapy Regional Center)负责人刘

姓夫妇，利用EB-5投资移民涉嫌诈骗50

名中国投资者，并滥用吸收到的三分之

二资金案，双方已在2月24日达成和解

。但被告是否能依照法官指示，在本月

17日以前将近2700万美元汇进一个指定

账户，作为解决全案的基金，备受关注

，因有义务出任受害人的律师表示，被

告虽然在海外有钱，但在美国剩下的钱

不多。

协助受害人查询全案的芝加哥律师

温道夫(Kevin Wendorf)近日受访时表示

，证监会之前就打赢这宗官司，让法官

同意被告必须偿还所吸收的近2700万美

元，但被告在美国没有什么钱，因此全

案一拖再拖。

据了解，太平洋质子治疗区域中心

计划原打算在洛杉矶县蒙地贝娄市兴建

质子治疗中心，该项目是2014年10月开

始向中国投资客吸收资金，但过了18个

月后因为没有动静，经证监会向联邦法

院提起诈骗诉讼。

SEC去年6月向洛杉矶联邦法院送交

申诉书，指被告刘查理(Charles C. Liu)以

及王心(Xin "Lisa" Wang，均音译)夫妇，

和他们的公司“太平洋质子治疗区域中

心”，利用EB-5投资移民区域中心计划

，向中国50名投资者吸取2700万美元投

资，夫妻宣称钱将用于建设和经营新癌

症治疗中心，并将透过质子束辐射帮助

南加州肿瘤患者。

SEC提出诉讼的同时，并要求冻结

被告资产及相关公司运作。至少有50名

中国投资客受害，但迄今无人出面提控

。

SEC在申诉书说，刘氏夫妇在中国

设立的一个网站表示，该投资项目获得

美国政府支持，并附上美国前总统布什

及加州前州长史瓦辛格相片，伴随着看

来像是支持质子治疗的一般信件，而非

专门针对他们的EB-5投资项目的信件，

且信件上注明的日期，其实是在该投资

项目启动前。

针对受害人该如何求偿损失的本报

查询，证监会发言人13日并未正面答复

，只以“全案仍在法院待决”作答。

根据证管会公关卡拉汉(Kevin Calla-

han)13日提供的资料，由法官卡尼(Cor-

mac J. Carney)签字的两造和解最新文件

，要求之前的初步禁制令等法律文件，

不得阻止刘氏夫妇将26，967，918美元

汇到代表他们的律师楼 Sills Cummis&

Gross P.C。的银行账户。钱汇进账户后

的24小时内，律师须提供书面证明及文

件给证管会及法庭。而在法庭有下一个

指令出来前，该笔钱不得动用，以便最

后是用来转给SEC作为双方可能的和解

金额。

美國投資移民詐騙案和解
賠償金限期匯入指定賬戶

亚美公义促进中心、工资正义中心近

日在亚裔青少年中心举办讲座，帮助新移

民了解有关工作、移民方面的权益。亚美

公义促进中心的律师指出，新总统特朗普

上台后，一系列针对移民的政策引起亚裔

小区的恐慌，除递解无证客之外，绿卡持

有者因滥用或误用福利的问题，同样有被

驱逐的可能，另外其内阁提出削减亲属移

民名额，这些都与华人小区息息相关，希

望大家关注并警惕。

活动当天的内容分为劳工法和移

民法两部分，其中劳工法方面，专业

人员就工资支付形式、最低工资标准

、医疗保险等方面进行讲解。主讲人

员指出，根据最新一份针对圣谷地区

华裔劳工的调查显示，工人们待遇低

的首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作为雇员

有哪些权利。另外对于无证客来说，

为了担心被报复或者失业，遇到不公

待遇也选择保持沉默。

在特朗普的施政方针下，工作场所

突击检查会日益增多。如果无证客所在

的工作地点遇到了移民搜查，首先不要

告知任何政府官员自己的移民状态信息

，尽量保持沉默，或者说要和律师谈话

。不要提供伪造的文件，不要说谎，可

以提供驾照等不包含移民状态信息的身

份证明文件。

移民法方面，亚美公义促进中心的

律师John Trang表示，全美1100万无证

客中，有犯罪记录的大约在100万至200

万之间，有严重犯罪记录的仅有3%。此

前特朗普表示要优先驱逐犯罪的无证客

，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如此，

很多仅仅是被控诉，还没有审判或者认

罪的无证客，也被逮捕进入递解程序。

这些情况引起小区恐慌。

Trang 表示，诸多无证客平时安分

守己的工作、生活，躲在小区中不去

打扰别人，但现在同样生活在被驱逐

的恐惧中，他希望大家了解自己的权

利，遇到移民部门上门检查，除非他

们有法官签名核准的逮捕令，不要给

他们开门，在和律师商量之前有权保

持沉默。

美無證客如何應對移民搜查？
律師籲了解相關權利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大力遣返有刑事

重罪的无证客，而为无证客提

供住处的屋主恐会受牵连。纽

约法律援助处(The Legal Aid So-

ciety)移民律师史蒂文(Steven Sac-

co)11 日在艾姆赫斯特的移民论

坛指出，若房东主将房屋租给

有刑事重罪的无证客，一旦被

查实，恐因非法窝藏犯刑事罪

者而惹来麻烦。

国会众议员孟昭文主办此讲

座，她表示由于对特朗普移民行

政令引起小区恐慌，不少民众致

电该办公室表达担忧被遣返。她

为此邀请四名律师和一名小区人

士，为无证移民解答相关问题。

史蒂文表示，当房东为犯有

刑事重罪的无证客提供住处时，

若被举报和查实，可被认定为窝

藏无证客，屋主很大机会被认定

刑事犯罪，甚至有被递解的可能

。“ICE对于要逮捕的无证客居住

在一起并不在意，但为他们提供

住处，无论是无偿还是有偿，都

有很大可能性认定为有窝藏罪犯

的刑事罪。”

纽约移民联盟(New York Im-

migration Coalition)移民宣传顾问的

李婷(Lvy Lee)呼吁，亚裔无证移

民要勇敢发声，维护自己的权益

。她身为无证客，七岁时跟父母

移民到美，受惠于奥巴马的“年

轻无证移民暂缓遣返”计划，深

知亚裔无证移民对移民法律的种

种误解，而亚裔不如其他族裔敢

于要求自己权利，经常使自己处

于不利的环境。

租房給無證客
房東恐犯刑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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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7 年度的牛仔節學生藝術拍賣

會，3 月 19 日在 NRG 競技場進行拍賣，從 30 萬

件藝術作品中評選出了 72 幅優勝作品，來自福遍郡

Clements 高中的冠軍 Andy Wei，亞軍 Anton Zhou

兩位華裔包攬了前兩名。

兩人是同班同學，也是八年的朋友。冠軍 Andy 

Wei 的畫作名為「Timeless」，拍得了 23.5 萬美元。

亞軍 Anton Zhou 的畫作名為「Southern Palate」拍

得了 22.1 萬美元，均打破了上一年度的紀錄。

2016 的競拍冠軍也是亞裔 Lucy Chen，這位休

斯頓年僅 16 歲的小藝術家在 2016 年度德州牛仔節

上為一位牛仔做了肖像畫，作品《娛樂者》在牛仔

節藝術品拍賣會上拍出了 $220,000 的最高價，打破

牛仔節拍賣的歷史紀錄。

牛仔節學生藝術比賽面向學前到 12 年級的學

生，分為初級、初中、高中三個組別，包括休斯頓

地區的 135 個學區。每年一月先從學區中選拔，再

從獲選的作品中評出最佳作品、金牌或特別獎三

類，而只有高中生的作品才可以參加最終拍賣。

主辦方表示，本次獲獎的 72 件作品一共籌得了

220 多萬美元的拍賣款，他們大概會將 190 萬美元

捐給牛仔節教育基金，而學生藝術家們也將獲得一

定數額的獎學金。例如，冠軍 Andy Wei 將獲得至

少 2.8 萬美元的獎學金，亞軍 Anton Zhou 將獲得至

少 1.4 萬美元的獎學金。

牛仔節拍賣學生藝術品 華裔連續兩年奪冠 

1. Timeless 
Andy WeiGrand ChampionFort Bend ISD

4.Morning Drink 
Joy ChungClass ChampionSpring Branch ISD

6.Pure Pride 
Joseph RogersClass ChampionPasadena ISD 

Colored drawing

2. Southern Palate - Anton ZhouReserve Grand ChampionFort Bend ISD

3. Glistening at the Four Sixes - Melissa SosaClass ChampionPasadena ISD

5. Flank Rider - Alexander ChulzhanovClass ChampionLamar CISDMonochromatic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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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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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當地猶太教徒抗議以色列征兵當地猶太教徒抗議以色列征兵，，拒絕拒絕
服兵役服兵役。。以色列士兵用水槍鎮壓示威人群以色列士兵用水槍鎮壓示威人群。。

動物員為珍稀雪豹修復斷牙動物員為珍稀雪豹修復斷牙 猛獸格外猛獸格外““聽話聽話””

澳大利亞墨爾本動物園為壹只弄斷牙齒的雪豹進行手術澳大利亞墨爾本動物園為壹只弄斷牙齒的雪豹進行手術，，修復斷牙修復斷牙。。

超溫馨超溫馨 芬蘭壹動物園北極熊母親帶幼崽看雪芬蘭壹動物園北極熊母親帶幼崽看雪

芬蘭壹野生動物園內，北極熊母親帶著她的幼崽第壹次在戶
外亮相。小北極熊第壹次在雪中玩耍，跟母親“求抱抱”。

互聯網金融用戶超過4億
平臺開始角逐科技能力

如果說“互聯網金融”直白的體現
了“互聯網+金融”這壹行業的業態，
那麼“金融科技”則體現了這壹新興業
態的核心與本質。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近日公布
報告，去年通過互聯網發生金融行為的
人數已經超過4億，其中互聯網理財人
數達9890萬人，這壹數據不包括余額
寶、微信支付等使用人數。

2015至2016年金融科技行業政策
頻出，監管不斷完善，政府、社會認可
度穩步提升。金融科技已經進入“智
能化”階段，如何提高“智能化”水平
成為各平臺的重要發力點。

中央定調安全可控
分類監管更加細化
在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明確提到抓好金融體制改革，穩妥
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有序化解處置
突出風險點，整頓規範金融秩序，築牢

金融風險“防火墻”。
總理還表示，“對守住不發生系統

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我們有信心和底
氣、有能力和辦法。”

無論是對傳統金融，還是近年來掘
起的金融科技，我們也稱之為新金融，
中央都表示我國的金融體系整體安全、
風險可控。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科技金融不斷
湧現出新的發展業態，而傳統金融也在
尋求轉型，二者既有競爭，又有融合，
共同為實體經濟、大眾投資提供支撐。

全國政協委員、央行副行長潘功勝
表示，互聯網金融的形態比較多樣和復
雜。其中，第三方支付的形態和規則已
基本明確，而在P2P方面，銀監會已經
對其發布了好幾個規則。潘功勝說，互
聯網金融當初的其它類別如股權眾籌、
互聯網保險、互聯網資產管理等，分類
規則制定還在進行之中。

尤其像互聯網資產管理這壹類互聯

網理財服務，經過幾年的發展，他的優
勢已經開始凸顯，和P2P相比，互聯網
資產管理平臺的投資更分散、資產更優
質，投資的投資收益有保障。

金融科技完成脫媒化
進入智能化階段
經歷過2016年的淘汰和洗牌，壹些

優質平臺逐漸凸顯，從規模、服務和技
術等方面都上了壹個臺階。與此同時，
行業完成了第壹階段——脫媒化的進
程，金融服務從線下轉到線上，打通了
流通渠道，服務了扁平化的人群，大眾
的接受度、使用率也越來越高。

根據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
心）近日公布的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
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
網民規模達7.31億，其中互聯網理財人
數達9890萬人，這壹數據不包括余額
寶、微信支付等使用人數。

從目前來看，通過互聯網發生金融
行為的人數已經超過4億。可見，金融
科技正成為不可忽視的壹支金融力量。

作為擁有20年海內外投資經歷的
專業人士，吳雅楠很早就瞄準了互聯
網資產管理這壹領域，2014年，他選
擇跨界創業，成立了真融寶，主打互
聯網資產配置，以優選資產、分散風

險的理念為各類凈值的人群提供資產
管理服務。

“脫媒化—智能化—重構化”是吳
雅楠提出的“金融科技三階段”理論。
他認為，2017年金融科技發展已經進入
智能化階段，在這壹階段，人工智能對
金融領域的影響繼續深化。從個性化、
場景化入手，服務變得千人千面千時。

2016年招商銀行發布摩羯智投，廣
發基金去年就推出“基智理財”類智能
投顧業務，南方基金也上線了類似業
務，而華夏、匯添富等公司也在積極
籌備，不少基金公司還設立了專門的研
究小組在研發。

從2016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傳統銀
行、券商、基金公司開始布局智能投
顧。市場對於“智能化”的重視程度可
見壹斑。

“智能化”程度高低
將拉開平臺距離
業內人士普遍的觀點是，智能投顧

業務在國內仍處於起步階段，壹方面，
國內投資者的資產配置理念相對薄弱；
另壹方面，伴隨著各類參與者湧入這壹
行業，很多企業只是打著“智能投顧”
的旗號，國內真正做到智能化的企業屈
指可數。

吳雅楠說，真融寶的業務模式定位
是智能化財富管理，壹以貫之的理念便
是“金融是內核，但必須是科技驅動金
融”。

據悉，真融寶目前已經打造了“蜂
鳥”、“蜂巢”、“鋒芒”三大技術系
統。“蜂鳥”資產管理系統，將8大類
200萬條資產，根據各類資產的正負相
關、聯動強弱等特質，搭建優質的基礎
資產組合模型，進行了資產配置，達到
最優風險收益比，實現了風險分散和收
益最大化。

“蜂巢”安全系統，則在資金入口、
資產配置等方面均設置了多層風控手段，
為用戶資金保駕護航。

“鋒芒”大數據系統通過 7 個維
度、30個行業、細分千萬級標簽給用
戶畫像，並據此為用戶配置適宜的投
資組合。

除了真融寶的“蜂鳥”、“蜂巢”、
“鋒芒”系統，京東金融最近也研發了
天盾安全與反欺詐系統，該系統可以防
範電信詐騙、網絡黑客等問題。

此外，眾多P2P、互聯網保險、股權
眾籌公司等均在科技上大力投入人力、
金錢，期望能夠在同業競爭中占據高地
。而科技能力的高低，將決定企業的市
場地位，關系企業未來的發展。

綜合報導 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消費信貸
逐漸成為大眾關註的焦點。消費信貸是金融創新的
產物，而互聯網消費信貸產品因簡便快捷、利率較
低等優勢迅速被年輕群體所追捧。個人消費信貸的
誕生，是普惠金融配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的建立與完善、適應金融體制改革、金融國際化發
展趨勢的重要措施。

近幾年，卡卡貸不斷深耕個人消費信貸領域，
在行業中處於領先地位。據悉，卡卡貸是維信金融
科技集團旗下的移動互聯網貸款服務平臺，為信用
卡用戶提供信用卡余額代償服務，自產品上線起，

因方便快捷、利率較低等優勢迅速獲得市場的認
可。截止當前，卡卡貸累計下載用戶已超過800萬
人，累計發放貸款60億元。在風控技術上，卡卡
貸使用了公司自主研發的“八大風控引擎”和“蜂
鳥系統”，並融入了OCR文字識別、人臉識別、
自助授權、可信時間戳、電子簽章等多項技術；通
過全智能的決策系統實現了全自動化的審核和借貸
過程，能有效保護用戶信息。用戶通過卡卡貸微信
服務號或卡卡貸APP，在線提交申請信息、自助授
權獲取並驗證個人資料、授信審批，在成功獲取授
信額度後，即可用於代還信用卡。

近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
“金融改革與發展”記者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
長周小川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在普惠金
融發展潛力巨大，將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
發展，金融服務應該更多向普惠金融方向傾斜。
消費信貸作為普惠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消
費信貸是構建市場儲蓄向投資轉化機制的重要措
施。此外，發展消費信貸可以延伸貸幣政策和信
貸政策的作用範圍，是調整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的
有力工具之壹。貨幣、信貸政策都是在短缺經濟
中發揮促進生產作用的，而通過消費信貸可以使

貨幣、信貸政策延伸到消費領域，建立消費主導
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維信金科將會不斷將優質安
全的金融服務帶給消費者。

據悉，卡卡貸在夯實自身業務的同時，積極響
應監管要求，繼續為完善、凈化普惠金融市場而貢
獻自己的力量。未來，卡卡貸繼續深耕個人消費信
貸領域，加大力度與城商銀行深入合作，並持續走
差異化路線，利用產品的便捷性，運用手機客戶端
為用戶提供全程自動化的服務，通過定價上的差異
化對次優人群提供更優質的授信服務，續將優質金
融的服務回饋廣大用戶。

堅定普惠金融 卡卡貸續走可持續發展路線



China Connections
China’s Y&Z Education Organizes Sister 
School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and Nanning No. 33 
High School recently signed a sister school agreement.
The schools intend to establish a close cooperation 
including academic exchanges, student and faculty 
exchange. Nanning No. 33 High School started its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2014.
The two schools intend to establish a close cooperation 
including academic exchanges, student and faculty 
exchange. Nann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Program was hosted at Zhongshan No. 
1 High School. Principal Wang of Zhongshan No. 1 
High School and Superintendent Edward Conger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stated their 
commitment for a close cooperation.

continue on into secondary. And, obviously, because of 
many other reasons, I just wanted this school to come 
here and be part of Katy."
Salazar and two other moms, Manya Leach and Sandra 
Warner, did the leg work to find IL Texas and coax 
them into expanding into Katy.
"We live in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re in Houston and there's business 
done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Leach says. "How better 
to prepare children but to have them 
in a school where they're learning 3 
languages?"
Warner adds, "They also focus on 
the whole student. They focus on 
developing character, integrity, and 
qualities such as that. That really 
prepares the student to be a servant 
leader in a global community."
What's ironic, is that none of these 
women know if their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attend IL Texas. Parents can 
only apply, and then hope their child's 
name is chosen in a lottery. Parents are 
putting in applications right now for 
the 1,400 spots at each K-8 campus. 
The lottery in April will determine the 
students who will attend in the Fall.
IL Texas runs on taxpayer money. It's 
not free, per se, but parents don't pay 
a tuition. Conger says the expenses 
to the parents are required uniforms, 
food, and insurance on the Chrome 
Books that will be issued to all 
students in 4th grade and above.
IL Texas will be adding a high school 
in 2017. They expect that one campus 
to be located between the Katy's and 
Mission Bend's K-8 schools, so that no 
one will have to drive more than about 
10 miles to drop off their children. 
(Courtesy Fox 26)

Those parents’ requests have now become reality.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has broken ground 
last year and have now completed contruction on its 
first two campuses in Houston: one near Westpark and 
the other in Katy.
Already,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charter 
school network is booming in the suburbs of Dallas 
where it started. It currently has more than 5,000 
students enrolled in Arlington, Garland and Keller, 
and approximately 6,000 families on the wait-list, 
according to Conger.
The goal is to prepare children to compete globally. His 
own military experience taught him how languages are 
essential fpr that.
“Serving in the Marine Corps,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meeting other officers, the Americans are 
speaking English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are speaking 
two or three languages,” Conger said.
Both new campuses in Houston will open in August 
for students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eighth grade. 
Each will enroll about 1,400 students.
Charter schools receive public money but are run 
by independent boards. (Courtesy https://www.
houstonpublicmedia.org/articles/news)

Charter Schools: 
“A “Win-Win Option For Familie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Founder 
And Superintendent, Eddie Conger
Eddie Conger, founder and superintendent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said adding charter 
school options is a “win-win for families” during a 
school forum last year in Dallas.
And now, new charter schools have opened up two 
locations in the Houston area. Students in grades K-8, 
in Katy, and Mission Bend will now be able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charter school. 
"The mission of this charter school is to make sure 
we're preparing kids to be exceptional lead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ays Eddie Conger, 
Superintendent for IL Texas.
Students at IL Texas will learn English, Span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and also what is called "servant 
leadership."
"Too often leaders think they are emperors or kings," 
Conger explains. "We want ou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of humilit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erve and take care of others."
The ceremonial ground breaking for the new location 
attracted several Katy parents anxious to have new 
education options. Nancy Salazar says Katy ISD's 
bilingual programs don't go far enough.
"It's been a very good program," Salazar says, 
explaining that her children were in the bi-lingual 
program up to 5th grade. "But for me, I wanted them to 

significant, reflecting the effect of air-quality measures 
to fight pollution as well as energy diversification. 
The share of gas in the global energy mix is close to a 
quarter today but in China it is 6 percent and in India 
just 5 percent, which shows they have a large potential 
to grow."
The IEA also said global energy-relat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ere flat for a third straight year 
in 2016 even as the global economy grew, signaling 
a continuing decoupling of emiss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y.
The IEA stated: "This was the result of growing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switches from coal to 
natural gas, improvements in energy efficiency, as well 
as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 emissions from the energy sector stood at 
32.1 gigatons last year, the same as the previous two 
years, while the global economy grew by 3.1 percent, 
according to estimates from the IEA.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declined in the US and China 
- the world's two-largest energy users and emitters - 
and were stable in Europe, offsetting increases in mos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2016, renewables supplied more than half the global 
electricity demand growth, with hydroelectric power 
accounting for half of that share. The overall increase 
in the world's nuclear net capacity in 2016 was the 
highest since 1993, with new reactors coming online 
in China, the US, South Korea, India, Russia and 
Pakistan.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
com/) 

Houston is home to some high-profile charter schools, 
like KIPP, that tend to draw students from urban 
neighborhoods.
But the suburbs of Katy are drawing a different charter 
network. Some parents there wanted more programs 
for their kids to become bilingual in school. So they 
went online and found a charter school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They asked the school’s founder and superintendent, 
Eddie Conger, to open a campus here because his 
schools focus on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e 
languages of other culture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offers English, 
Span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but we want to also 
prepare them to be leaders, emphasizing servant 
leadership,” said Conger, a former principal with the 
Dallas school district.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become proficient in all three, 
including Mandarin Chinese before graduating.
“Mandarin Chinese is an important language, along 
with Spanish, for our kids to learn for us to be, as a state 
and as a country, to be competitive, both economically 
and other areas as well,” Conger said.

Further, speaking at the same conference, one of 
China’s top economic researchers pointed out the 
reasons why China doesn’t like protectionism.
Long Guoqia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RC), said 
that the country had been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trade protectionism since 2008, so it knows enough to 
oppose such measures.
Addressing the conference, Guoqiang note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e found that many countries 
had adopted some kind of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 
and China, as the biggest trading country, saw most 
of the protectionism against China. So we don't like 
protectionism.”
He pointed out further that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took a different approach, and "liberalised 
the markets for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China even discussed way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he added, some have 
wrongly attributed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to 
globalisation.
This, he said, was the reason why anti-free trade 
sentiment in advanced countries has been growing.
Guoqiang added, “Traditionally, such kind of 
(protectionist) voices are popular in countries with 
weak competitiveness. But you know,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the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a lot."
Further noting that the 
country ha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globalisation, 
but also consider how 
to avoid the pitfalls that 
come with it.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also needed to 
implement the measures, 
so there will likely be 
some problems in specific 

projects and in specific regions. If you compared China 
with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we are very ambitious to 
further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s liberalisation,” 
Guoqiang explained.
The three-day forum witnessed Chinese Vice Premier 

BEIJING, China - Even as a seni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official claims that China is 
set to remain a strong engine of global recovery, top 
Chinese economic research said that China doesn’t 
like protectionism.
Highlighting China’s ongoing economic reforms, 
speaking at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7 in 
Beijing, IMF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Zhang Tao 
said, “Steering its economy to a sustainable path will 
benefit China itself and the world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ao, the country, alongside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contributed over 70 percent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and will remain such a 
contributor.
He even pointed out that in 
2016, China’s 6.7-percent 
growth hit a 26-year low, 
it still outpaced most other 
economies and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30 percent 
of global growth.
For 2017, IMF has 
forecast that the world's 
economy would grow 3.4 
percent and will grow 3.6 
percent in 2018.
Tao called for a more inclusive and balance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said, “Resistance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ies need to be 
addressed.”

Zhang Gaoli delivering a keynote speech.
He pointed out the reforms carried out in China and 
reiterated China's stance in opposing protectionist 
policies.
He has also expressed Beijing's support for economic 
globalisation.
The agenda of the forum this year is said to be 
dominated by discussions on structural reforms, fiscal 
policy and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Related

China Economy Rises As
Carbon Emissions Drop

The decrease in the burning of coal in China has 
resulted in the country's carbon emissions being 
reduced by 1 percent year-on-year in 2016 while its 
economy grew at a rapid pace, according to the Paris-
based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n IEA press statement on Friday stated: "In China, 
emissions fell by one percent last year, as coal demand 
declined while the economy expanded by 6.7 percent."
The IEA has attributed this trend in lowering China's 
carbon footprint to several reasons. An increasing 
share of renewables, nuclear and natural gas in the 
power sector, but also a switch from coal to gas in the 
industrial and buildings sector that was driven in large 
part by government policies combatting air pollution.
The IEA also said the two-thirds of China's electricity 
demand growth, which was up by 5.4 percent, was 
supplied by renewables - mostly hydroelectric and 
wind - as well as nuclear. Five new nuclear reactors 
were connected to the grid in China, increasing its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by 25 percent.
Fatih Birol, the IEA's executive director, said: "In 
China, as well as in India, the growth in natural ga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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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conomic Growth By Country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charter schools has 
constructed its first two campuses in Houston: one near 
Westpark and the other in Katy.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Superintendent Eddie 
Conger (r), shown with former Texas Board of Education 
member Mavis Knight (l), has opened new charter schools 
in Katy as well as in west Houston. (Photo/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Opening Ceremonies For the Sister Schoo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and Nanning No. 33                                                                                  
High School recently signed a sister school agreement.

Long Guoqiang, vice president at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China’s 6.7 Percent Growth In 2016 Accounted For Over 30 Percent Of Global Growth

Student Curriculum Requires Mastery Of English, Span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IMF: China Remains Strong Engine Of Global Recovery

Charter Network Brings International
Focus To Katy And West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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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春天來臨，百花齊放，休士
頓王朝旅遊為讓當地民眾體驗德州春季風情，感受鮮少人知的
「花都」 風采，日前推出 「鬱金香花卉展2日遊」 ，共72人出
團共襄盛舉，受到社區好評。王朝旅遊計劃3月26日(周日)再
推出 「東德州賞杜鵑花一日遊」 ，將帶著民眾欣賞萬紫千紅的
杜鵑花園。

趁著德州野花季盛開期間，3月初北德州鬱金香花卉展登
場，北德州達拉斯有世界第一荷蘭以外的第二大鬱金香城之稱

， 500多萬株鬱金香迎風而開，絢麗奪目。這次由王朝旅遊負
責人葉美蓮(Lynn)親自帶團，帶領團員精神抖擻的集合出發，
大家漫步花海中，享受假日悠閒時光，不用遠渡重洋到也能欣
賞美麗的景色。

這些五顏六色的鬱金香綻放，讓參觀的人眼睛都亮了一起
來，大家沉浸在七彩花卉的氛圍中，不只充滿歡笑聲，許多夫
妻更是開啟 「浪漫模式」 ，紛紛作出貼心舉動。僑界人士宏武
協會會長吳而立與副會長羅茜莉也在眾人起鬨下，吳而立單膝
下跪作出求婚樣，獻出身上的鬱金香花束，讓妻子羅茜莉笑
開懷。

羅茜莉表示，結婚這麼多年老夫老妻，平常也沒有特別浪
漫舉動，但參加王朝的旅遊團，這次看到大片花海，自然心
曠神怡，心情輕鬆，自然就跟著有些 「搞笑」 的舉動，大家
開心一下也無妨。

除了欣賞花卉展，感受田園風光外，這次也安排了其他韓
式浴池按摩、三溫暖和桑拿等付費行程，大家玩的不亦樂乎
，完全放鬆身心。葉美蓮說，春季的德州其實非常漂亮，有
很多值得探訪的秘境景點，希望這些精緻簡約景點能吸引遊
客目光，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旅遊新體驗。

錯過這次的北德州花卉展沒關係，3月26日(本周日)王朝
旅遊繼續推出東德州賞杜鵑花一日遊，上午先參觀市區花園
洋房巡禮，下午參觀東德州古老小鎮盧比邁哲杜鵑花園，園
內收集超過5000多種原生種芳香落葉杜鵑，以及培育的各品
種杜鵑花。有興趣民眾每人收費50元，午餐自理，上午7時
45分集合，詳情請電洽713-981-8868。

鬱金香花卉展獲好評
續推東德州賞杜鵑花一日遊

鬱金香花海令人心曠神怡鬱金香花海令人心曠神怡。。((王朝旅遊提供王朝旅遊提供))

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右右))在花園裡作出單膝下跪向妻子羅茜莉在花園裡作出單膝下跪向妻子羅茜莉((左左))求求
婚的貼心舉動婚的貼心舉動。。((王朝旅遊提供王朝旅遊提供))

大片鬱金香花海大片鬱金香花海。。((王朝旅遊提供王朝旅遊提供))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市長
透納(Sylvester Turner)日前任命休士頓退役軍
人工程師印度裔Karun Sreerama擔任休士頓
公共工程與工程部(Houston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and Engineering, PWE)部門主
管，將遞補自上任主管退休後所造成的空缺，
新任命將於4月3日生效，成為該部門第一位
接掌的亞裔主管。

Sreerama為註冊工程師，具有土木工程
博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擁有28年經手海
內外數百萬美元資本項目經驗。休士頓公共工
程與工程部自上屆部門主管Dale Rudick退休
後出現空缺，在此期間，該部門由工程和建築
副總裁Carol Haddock管理，目前人事命令等

市議會通過，4月3日正式生效。
市長透納對於Sreerama研發的100天過

渡計劃印象深刻，透納說，他對公司文化和開
支很有一套，與市議會、鄰里間和工程領域的
互動合作良好，他非常懂得如何提升市民的生
活質量，絕對可以在前任主管建立的出色基礎
上有所貢獻，透納也感謝Dale Rudick的付出
，希望他能開啟人生新頁。

在此之前，Sreerama於ESPA任職，擔任
總裁與執行長，在他的領導下，該公司與哈瑞
斯縣醫院區、哈瑞斯縣付費公路管理局、休士
頓市、Pearland、密蘇里市、萊斯大學、休士
頓大學、休士頓獨立學區、Aldine獨立學區和
德州交通部都有穩定的合約關係。

Karun Sreerama接掌休市府工程部首位亞裔主管

休士頓市長透納休士頓市長透納((左四左四))任命印度裔任命印度裔Karun Sreerama(Karun Sreerama(右四右四))首位部門亞裔主管首位部門亞裔主管。。(City of(City of
HoustonHouston提供提供))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德州東北同鄉會
將於本周日（3 月 26 日 ） 在珍寶樓舉行2017
年年度大會！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女士
和即將上任之新會長張玉誠先生及理事會全體
理事誠邀各界東北老鄉和僑界朋友們，踴躍參
與這每年一度的大聚會，大家歡聚一堂，共敘
鄉情。

今年的年會分為兩大部份，包括當天下午

三時半至六時在年會現場舉行的 「 德州華商企
業交流展覽會 」 ，今年的主題是： 「 中小企業
的創業和發展 」 。晚間六時至九時則為正式晚
宴。

據該會表示： 為了感謝僑界朋友們，推動
僑界企業事業的發展，並增加大家認識交流的
機會，德州東北同鄉會將一如既往，借年會之
際，繼續主辦德州華商企業交流展覽會，歡迎

各企業把握良機，參與交流。參加展會，與會
者一律免費進場，展位費用： 每一展位$100
（ 展出時間為當天下午三點半至六點）。聯系
人：張玉誠 （713）922-1718

當天晚間六時至九時的正式晚宴上，該會
為老鄉們準備了豐盛的佳餚美酒，精彩的文藝
演出 ，以及眾多的抽獎活動，歡迎各位老鄉積
極參與獻計獻策，共同把此難得的聚會辦成老

鄉們相聚，相識， 共敘友情和鄉誼的盛會。年
會餐券每人$30 ，VIP $50，年會報名： 李秀嵐
：（ 832 ）858-5899，王秀玲（ 713 ）979-
8242，尹波 （832 ）589-5955，取票地址：
7636 Harwin Dr. # 112,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人： Tracy ( 832 )782-0716。

歡迎年會贊助： 貴賓桌 $500，標準桌
$300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們如
何才能在現代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在與各式各樣的人交流互動中
，保護自己，把握先機呢？學會看面相，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

面相學在中國流傳很久，見於歷史記載的，就有2600 多年。
到衍易老師的網站http://FengShuiProfessor.com/FaceReading，
可以看到許多歷史上有名的面相故事，都見諸於正史，並不是毫
無依據的民間傳說。

其實面相學也科學根據。英國倫敦大學曾經統計過，5000 多
種基因遺傳病中，至少有700 多種確定會表現在臉部特徵上。譬
如說：下巴的厚薄，與性情有關；兩眼的距離，與學習能力有關
。英國皇家學報指出，臉型的寬窄，與攻擊性的強弱有關。大陸
中醫學院還做過統計，耳朵的長度與人的壽命長短息息相關。這
些都足以證明，面相學並不是迷信。

心態產生情緒，情緒衍生表情，表情改變面相；古話說：相
由心生，就是這個道理。從孩子的臉上，可以看到先天的遺傳；
從成人的臉上，還能看出後天的影響。古人論面相流年，年齡從
最難改變的耳朵開始，年齡越大，觀察的部位就越會受到表情的

影響，因而顯露暗藏的心態。古人的智慧，由此可見。
在職場上，如何跟對有前途的老闆，找到能同甘共苦的合作

夥伴，招募到合適的員工；在談判桌上，如何判讀對方的虛實；
在感情上，如何選擇不讓自己後悔的人生伴侶？第一步，可以由
對方的面相作基本了解！中國的面相學，是古人兩千多年經驗的
累積，由統計分析而得的知人之術。祖先留傳下來這樣的智慧，
我們棄置不用，多麼可惜！

衍易工作坊的實用面相班，由衍易老師親自授課，運用現代
思維，演繹古人智慧。每種面相特徵都有圖片說明，簡單易懂，
活學活用，是一門非常適合現代人的實用面相學。

朋友，您常常有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困擾嗎？衍易老師的實用
面相班，可以幫助您學會如何從面貌上了解對方潛藏的個性與特
質，在人生的戰場上料敵機先，做一個人生勝利組。

上課時間是3 月26 日，4 月2 日兩個星期天，下午2 點到6
點。想要報名，請上FengshuiProfessor.com 網站登記，或者打
832-202-5751 電話報名。這門課，一年只開一班，想要上課的
朋友，請把握機會，趕緊報名。

德州東北同鄉會2017 年度大會本周日舉行
包括下午的德州華商企業交流展覽會及正式晚宴

僑灣社敬邀華裔朋友參加免費午餐研討會
探討華裔如何關注美國政治和更有效發聲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僑灣社將於本周六（ 3 月 25 日 ）
上午十一時半至下午一時半，在糖城圖書館舉辦免費午餐研討會
，敬邀華裔朋友參加。會中將介紹德州共和黨運作結構和美國總
統特朗普新的政策，華裔朋友可以互動提出您的問題，並邀請您

的朋友參加，成為美國社區更有效的聲音！
當天研討會的主題包括： 德州共和黨的結構介紹，華裔如

何關注共和黨和華裔相同的價值觀，華裔如何關注美國政治和發
出更有效的聲音。及關注特朗普總統當選後，美國在經貿，移民

，邊境，醫改，槍支------ 等新的政策，都將影響華裔的
未來。
這場研討會是由 「 德州亞裔共和黨亞裔主任」 mr. Ste-

phen Wong, 及僑灣社會長和共和黨糖城巿委員浦浩德博士
所共同贊助的。
糖城圖書館(Sugar Land Branch Library, Conference Room,

）
地址：550 Eldridge Road, Sugar Land （ 即位於90 號公路

和Eldridge 路交口附近 ）。

相由心生相由心生，，善用祖先留傳下來的智慧善用祖先留傳下來的智慧
衍易工作坊實用面相班衍易工作坊實用面相班，，本周日起開課本周日起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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