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 風 采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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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先(Tracy Wang) 女士
哈瑞斯縣選民宣導服務處華裔宣導員
提早投票11月4日截止﹐大選日11月8日
提醒選民踴躍前往投票所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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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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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
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 第28
集，本集由精通日本料理的翁大嘴主持，邀請
Masa's Sushi & Robata Bar 負責人兼壽司師傅
Masa現場用簡單的食材，示範海苔壽司捲(Su-
shi rolls)和壽司手卷(Sushi hand roolls)作法，人
人都可以輕鬆上手。精彩內容，請鎖定新時段，
11月6日(周日)晚間7時30分播出，敬請準時收
看。

壽司是許多民眾必吃也最耳熟能詳的日本料
理之一，新鮮的海鮮食材搭配香Q的醋飯，擄獲
不少饕客芳心。Masa說，最早壽司是一種高級
昂貴的食物，最早在京都是給宮廷的人享用， 大
概在300多年前，壽司走進平民百姓家庭生活。
壽司真正普及起來是在江戶時代，現在有一種
「江戶前」 壽司是壽司最早前身。江戶是地名，
現東京灣，當時人們在東京灣附近採新鮮魚貨和
海鮮，所以就用海鮮來作壽司，而日本人發現將
醋加入飯中，可加速魚的發酵，成就壽司飯誕生。

Masa提到自己成為壽司師傅的辛苦過程，他先是在大阪學
壽司12年，當學徒過程長又艱辛，都一定挨過揍，他記得，當
時師傅讓他去學選魚、看魚和切魚，都是邊流淚邊學成。12年
學完後，為了要向一位很有名，連續兩年在日本拿到握壽司冠
軍的大師傅學習，而來到美國闖蕩。從那之後又過了10年，總
共長達20年的時間，終於成為真正受肯定的壽司師傅。

接著，Masa也教觀眾如何做壽司飯，他說，只要能把飯做
好，80%可稱上是好的壽司傅。首先米要用乾米，第一次洗稍
用點力，第二次從洗一遍，第三次要把從底下把米撈起來，對

米要和善，千萬不能用力，用力米就會碎，這樣反覆洗五遍，
最後一次水不要倒掉，浸泡20分鐘，米洗好後，把水瀝乾，一
杯米加1.1的水，煮飯時可放昆布滋味更好，煮50分鐘。另外
，醋的比例是5：3：1，五杯醋、3杯糖和一杯鹽。

Masa也示範手卷和壽司包法，一定要把作壽司當作一種藝
術，才會樂在其中。美食美客自11月6日起調時段，周日晚間7
時30分首播，周三下午3時30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Ma-
sa's Sushi & Robata Bar位於Woodlands，地址4775 W Pan-
ther Creek Dr #430, The Woodlands, TX 77381， 電 話
281-298-5688，有興趣的人可到現場嘗手藝。

《美食美客》Masa壽司手卷輕鬆做 周日晚間7時30分播出

(記者黃相慈／整理報導)隨著美國大選倒數計時，許多候
選人加緊腳步，趁著提前投票和選舉最後一周，趕緊作最後宣
傳衝刺。今年競選哈瑞斯縣地方檢察官的Kim Ogg，擁有28
年的法律實務經驗，並曾出版著作對抗德州幫派，成為執法黃
金教條。為積極向華裔社區拉票，Kim Ogg也大篇幅在美南日
報登選舉宣傳廣告，並獲得幾十個組織和個人背書支持，並呼
籲選民11月4日提早投票截止日前及11月8日大選日前往投
票。

Kim Ogg取得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學士，並獲得休士
頓南德州法學院法律士，她把律師視為一輩子的志業，也是刑
案受害者的辯護者，這些理由讓她成為這個職位的最佳人選。
在她的領導之下，地方檢察院可徹底執行一切職務，給哈瑞斯
縣公民免於受犯罪暴力和竊賊之害。

Kim Ogg 曾出版過著作對抗幫派，這本著作 「德州幫派：
合法的手冊」 在2000年由德州地方與縣檢察院出版，成為官
方發展和執行對抗取締幫派的黃金教條。

Kim計劃阻止休士頓幫派犯罪，她在1994年至1999年
於市政府反幫派特別小組擔任主任時建立法律政策，任內年
間幫派犯罪下降40%。在Kim的領導下，哈瑞斯縣地方檢察
院執行特別的部門，處理幫派的刑事訴訟案件。他們採用收
集真實生活中幫派報導，使用科技和合法手段起訴這些幫派
份子。Kim的降低幫派犯罪計劃非常簡單， 「什麼是可以預
測的就是可預防的」 ，防患於未然概念，因為幫派犯罪數字
整體來說比個人犯罪還不尋常，所以Kim認為只要能掌握幫派
犯罪的規律性，就可以減少對公眾的威脅。

Kim Ogg競選今年地方檢察官，她奉獻她的一生致力於保
護哈瑞斯縣民。Ogg是土生土長的休士頓人，有28年法律實
務經驗，她是哈瑞斯縣地方檢察院重罪起訴部門主管，在她的
管理下，休士頓減少40%的幫派暴力。從1999年到2006年間
，她擔任阻止犯罪(Crime Stoppers)執行董事讓犯罪紀錄降低
，也逮捕上千筆暴力重罪案。

地方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簡稱DA)是美國縣一級司

法管轄區的法律部門最高級公務員，負責代表政府提出刑事訴
訟。根據各州法律的不同，地方檢察官可由所在司法管轄區的
公民選舉產生，也可由所在司法管轄區的行政長官委任。

哈瑞斯縣(Harris county)地方檢察官負責監督大約600名
副檢察官和助理檢察官，一年有超過6800萬的預算。哈瑞斯
縣地方檢察官是公共安全政策領航者，足以影響執法單位和法
院將近24億稅收。

Kim Ogg及支持擁護者呼籲，選民請在11月4日提早投票
截止日前及11月8日大選日前往投票，維護選民權益。

 

















Kim Ogg競選哈瑞斯縣檢察官
呼籲選民踴躍投票

Kim Ogg競選哈瑞斯縣地方檢察官。

主持人翁大嘴(左)與壽司師傅Masa(右)。(記者黃相慈／攝影)

Masa(右)示範如何包手卷。(記者黃相慈／攝影)

簡易的壽司和手卷。(記者黃相慈／攝影)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 「 J Kitchen Wholesale 」 負責人金成先生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每個家庭的廚房及廁所是家中消
耗最厲害的所在，而重新裝修房子，也多半從廚房，廁所下手
。由 「 安穩保險」 負責人楊德清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
自從在美南電視播出後，廣受僑界大眾的喜愛，更由於每次的
節目主題切中每個人居家生活關心的話題，有愈播愈盛之勢，
今晚七時半，楊德清將訪問 「 J Kitchen Wholesale 」 的負責人
金成先生，談廚房與廁所櫥與櫃的訂做及翻新。

金成先生在節目中提到很多舊房子，不是實木的，用了十
幾二十年，潮氣上來了，很多櫥櫃腐蝕掉，而他的公司專業訂
做實木櫃門，根據他的說法，櫃子的正面，一定要用實木，而

側面，側板則用三合板即不會裂掉。
金成先生在節目中還介紹花崗石檯面，以及所有Wood

Cabinet 的應用，如大理石不能在櫥房用，以及花崗岩硬度比大
理石多，以及櫥櫃安裝當中應注意的事項，以何為標準？Mar-
ble 應如何保養？金成先生在節目中皆有詳細的解說。金成先生
的店名 「JK Granite & Cabinet LLC 」 就在中國城八號公路邊
上， 「 長江飯店 」 隔壁，非常好找，歡迎參觀。地址：6601
W. Sam Houston PKWY S. #A ,Houston TX 77072,電話：
713-270-0006，或手機：832-618-2378

中國山東東營市能源企業家商務訪問團
上周五晚與休士頓企業家舉行洽談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美國休斯頓西
南紀念醫院副院長豐建偉博士與中美歐聯合律
師事務所東主賴清陽大律師共同舉辦的一場迎
接山東省東營市田青雲副市長帶隊的能源企業
商務訪問團歡迎茶會，於上周五（10 月 28 日
） 晚在豐建偉博士宅邸舉行。共有東營市政府
及山東各重要企業的領導及本地知名企業的代
表八十人與會。

茶會的主人豐建偉博士首先在茶會上致歡
迎詞，欣喜在金秋時節，迎來故鄉的嘉賓。他
並介紹休士頓是全美的能源之都與醫學中心，
其中的標杆教授就是我們山東同鄉會的現任會
長馬欣教授。豐醫生也提到東營巿有他年輕時
的美好夢想，東營市之有今天，都是東營的百
姓共同奮鬥，打造東營成為中國的能源之都。

「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會長馬欣博士也在會
上致詞，代表休士頓的山東老鄉，向來自家鄉
的代表團致歡迎詞。他說： 美南山東同鄉會在
休市有30 年歷史，是休巿規模最大，最有影響
力的社團之一。過去十年，家鄉的政府領導、
企業家們陸續抵休訪問。山東玉皇集團，天時
集團的領導還擔任同鄉會的榮譽會長，與國內
來往密切。

訪問團的領隊，東營巿副市長田青雲在會
上介紹東營市位於山東省北部，地處渤海之濱
，北靠京津，南連山東半島，是環渤海地區的
重要節點，區位條件十分優越。尤其東營市是
1983 年才開發的城巿，短短三十年間，，全市
生產總值，公共財政收入，乃至人均GDP, 人均
財力皆居全國地級市前列。東營巿更是中國第

二大油田的發祥地和主產區，勝
利油田80% 的油氣地質儲量和
85% 的油氣產量集中在境內。
是中國東部沿海後備土地資源最
多，開發潛力最大的地區，海岸
線長413 公里，素有＂魚米之
鄉＂和＂東方對蝦故鄉＂的美稱
。

東營巿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
，打造製造業升級版，如今全市
超過百億企業32 家，過500 億
企業集團5 家； 12 家企業入圍
中國企業500 強，17 家入圍中
國製造業500 強。2015 年，石
油化工、鹽化工、精細化工等三

大板塊分別佔化工
生產業銷售收入總
量 的 65.6% ,，
9.9 %,，和 24.5%
。2015 年，東營市
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達到每年 7000 萬
噸，全市現有規模
以上石油化工企業
133 家，其中2015
年銷售收入超過百
億元的企業共14 家
，多個原油加工體
系外，精細化學品
，油田化學品，生
物化工等專用領域
具較突出的特色。

展望未來，東
營不斷加大對外開
放 步 伐 ， 也 力 爭
2020 年建成億噸大
港，建機場，區域中心空港，市內實現半小時
經濟圈，多條高速公路接入國家高速公路網，
打通鐵路大動脈，＂十二五＂時期，全市完成
進出口619億美元。

當晚的茶會上，還有賴清陽律師介紹他所主
持的 「 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所」 的重要成員外
，還作中資企業收購美國企業的戰略簡介，當
晚上台致詞的還有中石油美國負責人李少林，
玉皇集團美國總裁姚超良， 「蘇通 輪胎」 負責

人賀廣生，楊芝素女士，萊斯大學教授、2016
年青島石墨烯研討會共同主席樓俊先生等人致
詞。

當晚出席洽談會的還有休斯頓美南報業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休斯頓大商會主任沈健
生，中海油美國負責人張吉星等人，並由休斯
頓華語電台負責人，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美
齊女士主持。

圖為山東東營巿能源企業商務訪問團與本地企業家舉行座談會現場。
（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由楊德清先生（ 左 ）主持的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
目，今晚訪問櫥與櫃訂做及翻新專家金成先生（ 右 ） 。（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主辦人豐建偉副院長夫婦（ 中 ，右四），賴清陽大律師（ 右二 ），以及美
南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 右一 ），大會主持人美齊（ 左四 ）合影於東營市副市
長田青云（右三 ）贈送的巨幅國畫 「 富貴吉祥」 牡丹花前。



【VOA】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若幹候選人都對國際貿易協議提出批

評﹐並威脅可能從亞洲撤走美國軍隊﹒亞洲地區的許多觀察人士不

相信這會發生﹒他們認為﹐美國的海外利益始終未變﹐下一屆總統仍

見面臨負責的問題﹒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

里·克林頓一直在指責自由貿易政策﹐尤其是有待通過的“跨太平洋

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這是因為公眾對幾十年美國喪失

就業機會日益不滿﹒

然而﹐TPP也會給美國企業更多進入亞洲市場的機會﹐抗衡中國

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

貿易之爭

克林頓擔任國務卿期間讚成TPP﹒她在2012年時說﹐TPP是“貿

易協議中的黃金標準”﹐但是在競選總統期間改變了立場﹒

川普一直對中國持非常嚴苛的立場﹐指責北京操縱貨幣匯率﹐以

圖在貿易中獲取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川普威脅要對中國商品征收懲

罰關稅﹒經濟學家認為﹐這樣的策略可能引發兩敗俱傷的貿易戰﹒

克林頓對中國踐踏人權及其在南中國海日益咄咄逼人的主權聲

索行動提出更多批評﹒據估計﹐那片海域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同時也

是一條重要的國際貿易航道﹒

北京外國語大學政治學教授謝濤認為﹐

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對中國的公開指責會在

大選之後降溫﹐涉及的問題會通過正常外

交渠道加以解決﹒他提到﹐1992年比爾·克

林頓競選總統時曾把中國領導層稱做“北

京屠夫”﹒

謝濤說﹕“看看他就任總統後的情況﹐可

以說開端挺糟糕﹐但是1994年他決定把中

國的人權問題跟貿易脫鉤﹐美中關系就變

得一帆風順﹒”

朝鮮問題

在應該如何應對朝鮮日益增長的核威

脅的問題上﹐希拉裏·克林頓表示支持現行

的遏制政策﹐即與韓國和日本維持強有力

的軍事同盟﹐同 時和中國一道加強對金正

恩政府的經濟制裁﹒

川普表示﹐他會要求朝鮮的主要經貿夥伴中國迫使朝鮮停

止核項目﹒

北京不願意嚴格執行制裁措施﹐擔心會導致中朝邊界的不

穩定﹐或者金家政權的倒台﹒這樣的局面可能會導致產生韓國

控制並與美國結盟的的統一朝鮮﹒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還批評美國的軍事盟友韓國

和日本﹐說他們沒有為美國的駐軍承擔足夠的資金負擔﹒川普

提出﹐如果日韓等亞洲盟國不同意為美國保護他們的行動分擔

更多的費用﹐就將撤走駐軍﹐讓他們自行開發核武器﹒

不過﹐首爾的韓國國立外交學院教授金鉉旭對川普的說法表示

懷疑﹐認為這不過是一種靈活的談判立場﹒他預計﹐不論誰當選下一

屆美國總統﹐都會希望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強大軍事存在﹒

金鉉旭說﹕“我認為不管誰當選總統﹐同盟關系是堅實的﹒當然﹐

根據每位候選人的亞洲政策﹐特別是根據他們對盟友韓國的政策﹐可

能會有一些矛盾﹑調整和微調﹐不過我認為﹐同盟本身非常牢固﹒”

南亞局勢

兩位候選人在辯論中就如何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打敗伊斯蘭國組

織激烈交鋒﹐然而幾乎沒有將關注阿富汗的局勢﹒美國15年前軍事

介入阿富汗﹐但是那裏的局勢依然危險﹒

美國2014年年底正式結束在阿富汗的戰鬥行動﹐不過﹐接近1萬

名美國軍人依然駐留在阿富汗﹐作為國際部隊的一部分參與反恐行

動和執行訓練任務﹒

預計﹐隨著更多的阿富汗安全部隊得到訓練﹐部署到各地﹐這些

美國軍人將撤離﹒不過﹐塔利班去年逼退了阿富汗軍隊﹐又占領了新

的地盤﹒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領導人最近在卡塔爾舉行多輪談判﹐沒有

能夠達成任何和解﹒據報道﹐有美國外交官參與談判﹒

此外﹐阿富汗和美國領導人依然在對巴基斯坦的關系上保持審

慎﹐盡管許多塔利班領導人在巴基斯坦藏身﹒

巴基斯坦最大的英文報紙“消息報”專欄作家穆沙拉夫·紮伊迪

說﹕“我擔心﹐不論是克林頓還是川普當選總統﹐我認為美國都將繼續

試圖弄清楚在阿富汗做什麼﹐怎麼做﹒部分原因是華盛頓對巴基斯

坦固有的偏見﹒”

川普和克林頓都沒有提向阿富汗增派軍力﹒

【本 報 訊】「休 士 頓 論 壇 」 (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11月3日晚間7時30

分直播﹐政治議題為茶餘飯後的焦點﹐

本集將針對近來最熱門三大新聞主

題﹐以「攻佔媒體頭條的三個女人」的
勁爆話題作探討﹐節目由名嘴常中政

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教授李堅強主

持﹐並邀請 Humble EL Dorado MUD

會長黃登陸擔任嘉賓﹐一起與觀眾關

注熱門新聞話題﹒

近來﹐除美國大選如火如荼倒數計時﹐

各國的女性政治人物新聞版面也相當

精彩﹐三個女人近一周來攻占各大媒

體頭條﹒希拉蕊「電郵門」風暴再起﹐

FBI 局長決定重啟調查﹐在大選關鍵

時刻投下震撼彈﹔南韓總統朴槿惠深

陷「閨密門」風爆﹐首爾萬人抗議要她

下台﹒而在台灣﹐洪秀柱赴大陸「洪習

會」﹐人尚未出發即已遭到黨內大老批

判﹐國民黨路線分歧浮上檯面﹒

播出時間﹕節目 11 月 3 日周四晚間 7

時30分播出﹐隔天11月4日周五下午

1時晚間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B2美南電視介紹

《休士頓論壇》佔媒體頭條的三個女人
周四晚7點半直播

《美國之音》全球重點要聞報導

節目主持人馬健(左)﹑常中政(中)與上集節目來
賓王尚先(右)﹒

觀察人士﹕美國新總統不會改變對亞洲政策

星期三 2016年11月2日 Wednesday, November 2, 2016

節目主持人馬健(左)﹑常中政(中)與李堅強教授(右)﹒

在北京一個咖啡館觀看美國大選總統辯論的學生（2016年9月27日）

WASHINGTON, U.S. - Asian stocks got off to a 
shaky start on Monday morning following news of a 
revived FBI investigation into Democra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illary Clinton's email server while she was 
U.S. secretary of state, with just over a week left for 
the November 8 election.
The news sent U.S. stocks tumbling and the dollar 
taking a hit on Friday. The dollar was slightly higher 
against the yen and the euro during Asia trade on 
Monday, as the U.S. currency gained some ground 
following Friday's selloff.
This sell-off filtered through to Asia.
MSCI’s broadest index of Asia-Pacific shares outside 
Japan hit a six-week low on Monday before recovering 
up 0.2 percent. It is set to end the month down 1.6 
percent.
Japan’s Nikkei, which touched a six-month high on 
Friday, slipped 0.4 percent on Monday, but remains 
poised for a monthly increase of 5.5 percent.

South Korea's Kospi 
also shed 0.4 percent, 
to 2,010.41. Hong 
Kong's Hang Seng, 
first declined, but then 
rose 0.2 percent to 
23,003.08 while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fell 0.4 percent 

to 3,092.20.
Australia's S&P/ASX 200, however, added 0.7 percent 
to 5,322.70. Benchmarks in Taiwan and Singapore also 
fell.

On Friday, Wall Street and the dollar closed lower, 
after FBI Director James Comey sent a letter to the 
U.S. Congress informing it that the bureau is again 
reviewing the probe into Clinton's private server. The 
timing of the letter, so close to the presidential polls, 
was criticised by top U.S. Justice Department officials.
Meanwhile, the Mexican peso, closely affected by 
developments in the U.S. election race, was nearly 
unchanged at 18.96 a 
dollar midday in the Asia 
session compared with late 
Friday in New York.
Market players cautioned, 
however,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FBI's 
move are far from clear 
and that the peso, seen as 
the best barometer of the 
market's perception on the U.S. election, could slip 

a feasibility study 
on a China-EU Free 
Trade Area, to send 
a signal to jointly 
fight against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boost stable growth 
of two-way trade.
Michel said that 
Belgium will 
stick to free trade 
and is committed 
to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areas including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inance and insurance.
Brussels is ready to deal with issues related to the EU's 
WTO obligations in a positive and pragmatic manner, 
Michel said, vowing to facilitate negotiations on the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China's top legislator Zhang Dejiang also met with 
Michel, earlier on Monday. Zhang said the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opes to beef up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Belgian federal parliament, 
enhance dialogues on issues such as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atify agreements 
on judicial cooperation.
Pledging to enhanc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politics, diplomacy, economy and culture, Michel said 
that his China trip would help to strengthen bilateral 
trust and friendship.(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
com/english/2016) 

BEIJING, Oct. 31 (Xinhua) -- China and Belgium 
agreed on Monday to expand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investment, new energy an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his meeting with visiting 
Belgian Prime Minister 
Charles Michel,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lled 
on both sides to properly 
handle issues regarding 
respective core interests 
and major concerns, 
and expand cooperation 
in such key areas as 
manufacturing, new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ervices.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explore cooperation in high-
end technology and industries with high added value, 
Xi said, urging Belgium to tak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boos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Europe and Asia-Europe logistics industry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Xi in 
2013,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t aims to build a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network connecting Asia with 
Europe and Africa along ancient trade routes.
"China appreciates and welcomes Belgium's 
willingness to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wishes that Belgium becomes an AIIB 
member country as soon as possible," Xi said.
Xi said that he hoped Belgium would urge the 
European Union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15 of the Protocol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due time.
WTO obligations 
require that the EU 
ends its "surrogate 
country system" 
by Dec. 11, 2016, 
under which costs of 
production in a third 
country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products from non-market economies.
Michel is on an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from Sunday 
to Tuesday, as the two countries celebrate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ir diplomatic ties.
He recalled Xi's state visit to Belgium in 2014 and 
Belgian King Philippe's return visit last year, vowing 
to cement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diversified areas, 
including investment, innovation, aviation, new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Belgium is committed to boosting EU-China ties 
featuring mutual trust and mutual benefit, he added.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a series of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n Monday afternoon including two 
treaties on 
extradition and 
criminal transfer, 
and a letter of 
intent on opening 
flights between 
Shanghai and 
Brussels.
In the talks with 
Michel,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urged 
Brussels to relax 
restrictions on 
high-tech exports to China, and called for stronger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security.
He hoped Belgium would promote China-EU 
negotiations on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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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greets Belgian Prime 
Minister Charles Michel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Oct. 31, 
2016. (Photo/Xinhua)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L, front) and Belgian Prime 
Minister Charles Michel 
review  the troops before 
their talks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Oct. 31, 2016. 
(PhotoXinhua) 

FBI Director James Comey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meets with members of the 
Belgium delegation with Belgian 
Prime Minister Charles Michel 
before their talks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Oct. 31, 2016. 
(Photo/Xinhua) 

Zhang Dejiang (R),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meets 
with Belgian Prime Minister Charles 
Michel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Oct. 31, 2016. (Photo/Xinhua)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4th L) 
holds talks with Belgian Prime Minister 
Charles Michel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Oct. 31, 2016. (Xinhua/Wang Ye) 

Oil prices also fell on news of the reopened 
FBI probe of Hillary Clinton's emails.

China, Belgium Seek Stronger
Cooperation As Belgian PM Visits Beijing

Asian Markets Rattled By FBI's
Latest Probe Into Clinton Email Server

further depending on the presidential poll results.
Mexico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vulnerable to 
Republican Donald Trump's protectionist policy as the 
country sends 80 percent of its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 upswing in the markets is tied to expectations that 
Hillary Clinton will win the U.S. presidential race.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polls, the gap between Clinton 
and Republican nominee Donald 
Trump has closed considerably, 
prompting investors to buy the 
Japanese currency, a haven asset 
traditionally sought out in periods 
of geopolitical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
In a recent ABC News/Washington 
Post poll, Clinton's lead over 
Trump shrank to 1 percent by 

Sunday from 12 percent just about a week ago.
The possibility of a Trump win spooked the markets, 
as the Republican is considered a loose cannon and his 
views on economic policy are unclear.
In addition, dealers are nervously awaiting a series of 
key events this week, including central bank policy 
meetings in Japan and the U.S. as well as the release of 
U.S. jobs figures on Friday.
Oil prices also fell - dragging energy firms lower - 
following the failure last week of OPEC to hammer 
out details of an agreement to cut output in the face of 
a global supply glut.
The lack of a deal in Vienna on Friday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ability of the group to deliver the reductions 
and came just days after OPEC member Iraq and non-
member Russia said they felt they should be exempt.
European markets also looked set for a shaky start, 
with financial spread better CMC Markets expecting 
Britain's FTSE 100, France's CAC 40 and Germany's 

DAX to all open down 0.1 percent.
On Friday, Europe’s index of 
leading 300 shares closed down 0.35 
percent; Germany’s DAX slipped by 
0.19 percent and the STOXX 600 
fell 0.27 percent.
Investors have some important data 
releases this week on their radar, as 
well as earnings from big companies 
such as Sony and Honda.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U.S. Election Uncertainty Worries Asian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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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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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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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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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醫生專頁
星期三 2016年11月2日 Wednesday, November 2, 2016B6時事剪影

GTTP
時事剪影

小
簡體

Scdaily houston/GEDN

CJ
大話經濟

小
簡體

Scdaily houston/GEDN

大話經濟

星期三 2016年11月2日 Wednesday, November 2, 2016

伊拉克政府軍解放舒拉鎮 繳獲大量武器

10月30日，伊拉克政府軍軍官在舒拉鎮檢查從“伊斯蘭國”武裝分子處繳獲的武器。伊拉克政府軍29日
宣布解放了被“伊斯蘭國”占領的摩蘇爾南部舒拉鎮。

各國慶祝萬聖節 扮鬼惡搞花樣百出

津巴布韋遭遇嚴重幹旱

如此魔性 日本洗腦神曲《PPAP》創世界紀錄

最近，日本流行“洗腦神曲”《PPAP》創吉尼斯世界紀錄。不是因為它太洗腦，而是由於它是進入美國
公告牌(Billboard)百大單曲榜當中，歌曲時長最短的壹首歌。據報道，《PPAP》的長度只有45秒，不過幾乎所
有的人，壹聽完就會唱。據悉，此前入圍吉尼斯世界紀錄的公告牌百大歌曲中時長最短歌曲，是1964年的壹首
歌，長度只有壹分零二秒。演唱《PPAP》的PICO太郎出席頒獎認證儀式時，對於這種最短歌曲也有吉尼斯世
界紀錄感到相當驚訝。他說，“世界進入了21世紀，真是什麽事情都會發生”。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30日，英國倫敦，當地民眾
化妝參加“萬聖節狂歡跑”，“僵屍新娘”奔走街頭。

當 地 時 間
2016 年 10 月 30
日，愛爾蘭戈爾韋
，當地民眾參加萬
聖節遊行，巨型人
偶亮相街頭。

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東北約160公裏的芒特達爾文鎮附近，特林津迪水庫幾近幹涸。受厄
爾尼諾現象影響，津巴布韋正面臨自1992年以來最嚴重的幹旱，農作物生產、畜牧業和居民用水
受到嚴重影響。津巴布韋副總統姆南加古瓦28日說，國內各水庫水位已接近或處於歷史最低點，
幹旱應急預案已經啟動，具體措施包括對城鎮限制供水、確保農村基本用水、開挖更多水井等。

愛爾蘭民眾參加萬聖節遊行
巨型人偶現身街頭

全球汽車產業整合的大潮興起

日系車企能抱團

綜合報導 日系車企喜歡抱
團合作，這成為其有別於其他
派系車企的壹大特征。

在日本汽車制造協會的牽
頭下，豐田、本田、日產、三
菱、鈴木以及馬自達六大車企
曾匯聚於2015年第 44屆東京
車展的相關研討會上，呈現壹
派祥和的景象。壹年後，這壹
陣營發生新變化，六大車企巨
頭中有四家兩兩結盟。

原本就存在合作關系並為
日產汽車公司代工的三菱汽車
公司，與日產汽車公司關系正
進壹步升華。近日，日產汽車
公司宣布成功收購三菱汽車公
司34%的股份，成為後者最大
的股東。三菱汽車將加入日產
汽車和雷諾汽車的全球性聯盟
，成為其新成員。隨著三菱汽
車的加入，該聯盟2016年汽車
總銷量將達到1000萬輛。

自2012年起，豐田汽車公
司連續四年蟬聯全球銷量冠軍
。然而，隨著競爭加劇，在今
年上半年冠軍寶座被大眾奪走
的豐田汽車公司，日前也新添
了盟友。同在10月，豐田社長
豐田章男和鈴木會長鈴木修在
東京聯合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宣布兩家企業要在研發新能源
汽車、汽車安全與信息技術上
尋求合作。豐田章男認為，在
變化的汽車工業環境中協作很
有必要。

豐田與鈴木這兩家汽車企
業合作範疇，或許不僅局限於
上述公布的內容。豐田汽車公
司國際公關部公關室室長酒井
良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豐田與鈴木未來還將開始探
討資本等層面的合作，並不排
除豐田收購鈴木的可能性。不
過，這與日產汽車公司收購三
菱汽車公司的情形不同，三菱
汽車是在排放造假後陷入困境
，日產汽車及時伸出援手，而
豐田與鈴木則是從未來獲得更
好發展的出發點而選擇聯手，
尤其是發展新能源領域需要大
量資金投入與技術支持，抱團
更有利於提升競爭力。

在低成本小型汽車方面表
現突出的鈴木，曾經先後投入
到美國通用汽車以及德國大眾
兩大汽車巨頭懷中，其中與通
用汽車合作始於1981年，直至
2006年美國遭遇金融危機，通
用才不得不將鈴木股份賣出套
現，雙方合作的時間長達15年
之久。經過三年尋覓之後，鈴
木於2009年“嫁入”大眾豪門
。然而，六年聯姻過程中，雙
方恩怨不斷。大眾指責鈴木從
其他制造商處采購柴油發動機
的行為違反了協議，鈴木則抱
怨大眾在經營方面的幹預侵害
了鈴木的獨立性。最終，鈴木
支付39億美元從大眾手中回購
了公司全部的股權。經歷過兩

次“跨國婚姻”
失敗的鈴木，最
終選擇了與自己
同樣流淌著日系
血統的豐田汽車
。與其他派系車
企相比，日系車
企顯得相對保守
與謹慎，在制定
經營戰略時往往
經過層層嚴謹的
核查，耗時較長
時間，但壹旦制
定目標之後，整
體計劃實施較為
通暢，這從日系

車企的采購體系也可見壹斑。
在共同奔向新能源汽車、

智能化汽車的路上，日本汽車
制造商寄望通過加快整合資源
，降低成本搶占到新壹輪發展
契機。無論是日產汽車與三菱
汽車，還是豐田汽車與鈴木汽
車，皆加快在節能與新能源汽
車等領域的布局。日產聆風純
電動車以及三菱插電式混動在
全球新能源汽車領域都名列前
茅。豐田則在混合動力技術上
遙遙領先，至今混合動力汽車
銷量已突破900萬輛，且在混
合動力汽車基礎上加快推進氫
燃料汽車的步伐，而鈴木也加
快在混合動力系統布局，該企
業 SHV （smarthybrdvehicle）
智能混合動力系統，集成了發
電機和啟停技術，配備壹塊容
量更大的電池，提高車輛的燃
油效率。除了技術共享之外，
日產汽車與三菱汽車，以及豐
田汽車與鈴木汽車在市場上也
存在互補。三菱汽車在泰國等
東南亞市場占據的份額，以及
鈴木汽車在印度的渠道優勢，
這也正是日產以及豐田所希望
拓展的新市場。

全球汽車產業整合的大潮
興起，車企巨頭抱團提升競爭
力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向來團
結的日系車企，自發從市場需
求出發，通過深度整合對全球
車市發起新壹輪攻勢。

技術路線圖加速智能網聯：
無人駕駛十年內爆發?

綜合報導 智能網聯汽車相對新能源汽車設計的
行業更多，從交通運輸到通信效率到人工智能等等
，是跨交通、電子和汽車等多個行業的跨界能力整
合。

“路線圖更多是對智能網聯汽車行業的肯定，
路線圖僅是開始。” 10月30日，記者從知情人士
處了解到，相關部門正在醞釀智能網聯汽車的國家
級聯合創新中心，以推動智能網聯汽車行業的發展
。

10月26日，受國家制造強國建設戰略咨詢委員
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委托，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組織
逾500位行業專家歷時壹年研究編制的節能與新能
源汽車技術路線圖正式發布。

其中智能網聯汽車路線圖顯示：智能網聯汽車
市占率實現2020年駕駛輔助與部分自動駕駛市占率
50%，2025年高度自動駕駛市占率15%，2030年
完全自動駕駛市占率10%。

“這肯定對行業有導向作用，推動產業化體系
的建設。”中國瑞典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總監陳超卓
對記者表示。

據悉，隨著技術路線的發布，智能網聯汽車新
壹輪的布局已經啟動。

整合智能網聯行業
智能網聯汽車的國家級聯合創新中心將把相關

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推動智能網聯汽車的發展。
知情人士透露，創新中心的模式就像國家動力電池
創新中心。

今年7月，為了破解電池的續航、壽命、價格三
大難題，成立國家動力電池創新中心，以促使國內
動力電池技術提升。相對於新能源汽車，智能網聯
汽車涉及到的行業更廣泛，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更多
。“智能網聯汽車相對新能源汽車設計的行業更多
，從交通運輸到通信效率到人工智能等等，是跨交
通、電子和汽車等多個行業的跨界能力整合。”上
海國際汽車城（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上海
智能網聯汽車與智慧交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常務副
主任陳海林認為，從這點而言，此次路線圖的發布
，將成為未來行業整合，推動智能互聯汽車技術瓶
頸突破的關鍵步驟。

陳超卓認為，“雖然目前發布的技術路線圖並
沒有什麼極端之處，基本與目前智能互聯汽車的技
術和發展方向吻合，透露出國家要大力發展智能互
聯汽車及其相關技術的信號。”中國汽車工程學會
理事長付於武認為，隨著技術的推進，車企在無人
駕駛技術上的突破，將會是壹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路線圖是產業啟動信號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理事長、
上海智能網聯汽車與智慧交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技
術委員會（下稱“研究中心”）主任付於武認為，
智能網聯給產業帶來了壹個重要的發展機遇，這將
成為下壹個技術關口。而技術中心的確認，將成為
下壹輪技術關口突破的臨界點。

“就像10年前的新能源汽車市場壹樣，無人駕
駛產業化也將在5-10年內形成爆發期。”陳海林認

為。
“智能網聯汽車快速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

全國汽車標準化委員會工業標準壹部副主任楊立新
認為，從車聯網到互聯網汽車到自動駕駛無人駕駛
，已成為汽車行業正在面臨的重大革命。工業和信
息化部裝備工業司副司長瞿國春也認為：“智能網
聯汽車是全行業的發展方向。”

實際上，就在路線圖發布的同時，10月28日，
研究中心在上海成立。研究中心由同濟大學、上海
電器科學研究所和汽車城共同合資成立。陳海林透
露：“該中心的目的是，爭取在3到5年內成為國家
級技術中心。計劃到2018年建成國內領先、具有國
際影響力的智能網聯汽車與智慧交通前瞻共性技術
協同創新、標準規範研究制定、產品技術檢測認證
和科技成果孵化轉化的功能型公共平臺。”

而在此之前，國際汽車城已經建成國內首個國
家級智能網聯汽車（上海）試點示範區封閉測試區
（下稱“封閉測試區”），將使車企有機會在模擬
100種復雜道路狀況下進行測試，從而使車企開發的
無人駕駛車更貼近中國道路狀況，推動我國無人駕
駛時代的實現。

產業化仍面臨幾道坎
雖然自動駕駛如火如荼，但是自動駕駛的產業

化之難，也成為業內共識。
今年5月7日，繼中國高雅寧車禍事故發生了4

個多月後，在美國佛羅裏達州中部的壹段高速上，
壹輛開啟Autopilot功能的特斯拉Model S與壹輛拖
拉機相撞，導致車內駕駛員在車禍中不幸身亡。不
斷發生的無人駕駛汽車安全事故，使無人駕駛能否
真正實現，成為普遍的質疑。

在國內，雖然除了沃爾沃XC90是量產車，已經
實現二級自動駕駛，其他產品仍處於在封閉測試區
進行各類智能輔助駕駛系統、主動安全輔助系統等
與無人駕駛相關的技術演示階段。

中國的道路狀況更加復雜，陳超卓認為，“無
人駕駛除了要求技術成熟，還受道路狀況、行人素
質等壹系列因素的制約。我國無人駕駛實現的阻力
更大在於軟件。即便硬件方面趕超了，在軟件方面
仍有‘壹代人’的差距。”“沃爾沃五年內能實現
三級無人駕駛，也就是說只要人在車內，車輛就能
實現無人駕駛；估計十年內實現四級無人駕駛，也
就是任何情況下車都能行駛。”陳超卓表示。

不過，即便沃爾沃第四級無人駕駛車輛在瑞典
實現了量產，很可能該車在中國道路上仍無法行駛
。“瑞典實現無人駕駛相對簡單，而中國道路交通
狀況比較亂。如車來了，行人去碰瓷，這種情況，
即便無人駕駛水平再高也避免不了。” 陳超卓表示
。上海國際汽車城(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榮文偉也感
慨：“中國路況與國外路況不同，能在美國道路上
跑的無人駕駛車，不壹定能在中國道路上跑；但能
在中國道路上跑的無人駕駛車，壹定能在美國道路
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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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西兰移民局宣布了

移民新政，计划将把今后两年批

准移民总数减少 5000人。让不少

同学措手不及，一时间朋友圈纷

纷被新政刷屏。

技术移民签证

新西兰移民局宣布了两项重

大变革：

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自

动被邀请移民的分数由 140分上

升至 160分（不论申请者是否拥

有工作合同）

申请者证明其满足最低英语

水平的方式发生变化

在 2016 年 10 月 12 日之后，

160 分或超过 160 分的候选人才

会被选中。这将能够保证 2016/

17 财年技术移民数量维持在目

标数量之内。此前 100分以上申

请者仍然有“理论上出线”的机

会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不成立了，

配额在 160分这个分数线上基本

就会用光，不足 160分的申请者

确实可以申请，但是入选几率基

本就是 0。

政府将 2016/17 和 2017/18 财

年的新西兰定居方案中技术和商

业移民规划设定为 50500-57500

人。“候选池”的入选分数会按

照新西兰居民计划整体的实现需

求而做出调整。技术移民申请人

的最低英语水平必须达到雅思考

试6.5分。

2016 年 11 月 21 以后移民局

还将认可托福、剑桥英语、PTE、

OET等英语能力测试成绩。

父母团聚类签证

新西兰移民新政施行后，父

母团聚类别签证被临时关闭，不

再受理新的申请，新西兰移民局

将不再从待选池中抽取新签证申

请，直到得到进一步通知。

家庭团聚签证数量将在

2016-2017 和 2017-2018 年度减少

至 4000，即每年仅能批准 2000份

申请。

根据政府每年最多 2000份申

请的新规，已经在系统中的申请

要至2017-2018财年结束才能被全

部清空。

在家庭类别中，PR申请者本

身就是可以连同配偶和未成年子

女共同获得新西兰居民或公民身

份的，这方面没办法限制。因

此，家庭类别中唯一可以进行

调控的就是降低父母团聚类别

的上限。

截止 9月底，2016-2017年度

已经有 1600份父母团聚类申请获

批，所以今年的名额仅余 400

席。当前，移民局手头上大约有

1100份申请，涵盖约 2000人。同

时，移民局发出的申请邀请中，

有约 950份还未提交申请，涉及

约 1600人。当这些人提交了申请

后，也将进入队列，小部分申请

可能会在 2017-2018 年度得到答

复，这主要取决于之前会有多少

份申请被拒绝，但预计大多数申

请仍将等到 2018 年 7 月 1 日，

2018-2019年度名额的开启才能被

审理了。

新西兰移民收紧政策，对哪

些人有影响？

1.低学历技术移民申请者

此次技术移民政策对在新西

兰就读低级别大专学历、从事较

低级别职业的申请人有重大影响

。新西兰技术移民打分制度主要

包括三大得分项：年龄、学历、

工作担保。以往学历不是很高的

西厨大专专毕业生，典型的申请

人可获得 20～29 岁=30 分；Lev-

el 5学历 = 40分；工作 = 50分，

总分120分。

原有EOI政策下，虽然不可

被自动选取 EOI，但以工作担保

排队中选只是时间问题。中选分

数提高后，按分数高低排队，低

级别学历的申请人在等待技术移

民 EOI 中选时将会等待更长时

间，或将被迫继续就读高级别学

历或东拼西凑拿小分。

原先新西兰技术移民的政策

是雅思均分 6.5 或有了一年英语

工作经验后就可以豁免雅思，

而如今的政策变更为所有技术移

民类别申请人要求提供总分 6.5

分或以上的雅思成绩，或申请人

持有本科学历【Bachelor’s De-

gree】、Level 8以上级别学历。

这对于很多低学历的移民者来说

无疑是一道门槛。

一部分送孩子去新西兰读书

的家长作为陪读一起来到新西

兰，本身没有很高的学历，为

了工作赚钱选择去读一个技能型

大专专业为以后技术移民做准

备，例如西厨就是大热门的专

业。一般只要通过学校内部的

语言考试就可以入学（相当于雅

思 5.5 的水平），语言要求很

低，工作一年后就可以顺利的

豁免雅思，而如今新西兰政府硬

性要求雅思要达到 6.5，这对这

些家长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不少

家长向留学君反映，如今的英语

水平明明已经足够应付日常生活

了，这个硬性指标让人感到无法

接受，而且就算雅思能达到 6.5

分，没有高学历的话打分想达

到 160 几乎不可能，如果移民

计划搁浅了对于自己和孩子都是

个很大的打击。

今年通过打工签证来到新西

兰的 jim 表示，当时来到新西兰

的时候自己的分数是 140分，本

来在试用期满了以后准备递交

EOI，但是新政策一出这 20分去

哪里凑？如今 jim 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现在的岗位上干足两年，

或者就是赶紧找到女朋友为自己

加分。对此 jim 表示，在岗位上

做足两年说不准 2年后又会有什

么变化，这项新政真的让自己感

到头疼。

2.年龄超过55岁的中国父母

此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新

西兰政府要降低父母团聚类的签

证，但是，今天新西兰移民部长

公开表示，这项政策主要针对的

就是中国人。由于目前等候排队

审批的人数多，虽说是降低实则

可以理解为关闭了。

新西兰移民部长表示，每年

申请团聚签证的一半是中国老

人，申请时承诺为新西兰做出

贡献，但事实上并没有兑现承

诺，反而是申请各种政府福利

和补贴，给社会造成了不小的

负担。

此次变更团聚签证对华人家

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少独自

在新西兰打拼的中国人原本是打

算工作稳定下来之后接父母过来

一起生活，然而如今申请关闭

了，导致无法和父母团聚，原本

的计划也都泡汤了，这让自己和

父母都感到十分失望。甚至有人

对留学君说，如果不能接父母一

起生活，那干脆选择回国，这好

过一个人孤单的留在新西兰。

总体来看，新西兰此次移民

政策的变更对于想要移民去新西

兰的中国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想要移民去新西兰的小伙伴一定

要好好研究一下移民政策，避免

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美媒：在美中國留學生
靠家庭資助投資買房成風潮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安居乐业是美国华人移民的传

统，近十年来不断涌入美国的

中国留学生带来家庭资助的现金

买房、甚至投资移民的趋势。

纽约地产杂志《地产交易》

(The Real Deal)近日专文报道，

多年以来到纽约打拼的华裔移民

通过在华埠做工、租房，在等待

绿卡的漫长时间里逐渐提升收

入，用5到10年的时间赚钱、攒

钱买房，然后到法拉盛或长岛买

房，搬出华埠。但近十几年来，

年轻中国留学生在父母的帮助下

买房的趋势逐渐盛行。房地产经

纪公司(Douglas Elliman)的 Jenni-

fer Lo表示，不少华人学生家长

在签证拿下前六个月就开始与她

联系买房，考虑投资移民，“他

们可以在过来探亲时给孩子买下

曼哈顿上百万美元的公寓”，直

接跳过租房过程。

此外，虽然向亲朋好友借钱

买房在任何族裔都不罕见，但华

裔家庭根深蒂固的“家人帮助支

付首付”的意识，使得华裔年轻

人在房产市场上如虎添翼，不少

银行也从不懂华裔顾客需求变为

敢于给低信用的华裔新移民贷

款。一名 26岁的华裔女生就在

法拉盛用家庭给出的 28 万美元

付出首付，并拿到 30 万美元房

屋贷款买下 58 万美元的一家庭

房子。

纽约牙买加商改区行政主任

Rhonda Binda日前表示，以皇后

区的圣若望大学和皇后学院为

例，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用现金买

下皇后区的房产，也有不少家庭

从房价居高不下的法拉盛到牙买

加购屋，因此商该区也正在考虑

开发EB-5投资移民项目。

美國無證移民讀名校
還拿全額獎學金

4 岁时随家人从墨西哥移

民到德州奥斯汀的格雷洛

（Mizraim Belman Guerrero），

以无证移民的身份获得了乔治

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几乎全额的奖学金，本学期

只需要付 11.5美元学费就能和

其他支付 3.3 万元学费的学生

一样上大学。

外媒Circa.com报导，格雷

洛是本学年以公开无证移民身

份，获得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

一、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的顶尖综合性私立大学乔治城

大学的录取，而且还为他提供

了超过3万美元的奖学金。

对于一个GPA3.9分的高中

毕业生来说，格雷洛获得乔治

城大学的奖学金并不让人奇

怪，但让很多人奇怪的是，他

是无证移民学生。不过，除了

格雷洛之外，今年入读乔治城

大学的还有另外的26名无证移

民学生。

作为跟哈佛、耶鲁、宾州

大学一样，不会因无证移民身

份而把学生被挡在校门外的乔

治城大学，不仅为无证移民提

供奖学金，而且还在今年稍早

推出了无证移民学生资源网

页，为有意申请该校的学生提

供各类答疑和参考信息。

而且，乔治城大学还有一

个名为 UndocuHoyas 的学生团

体，请求校方在学校放假期间

开放宿舍，以确保无证学生不

会因为害怕被驱逐出境而被迫

回家。

乔治城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该校秉持天主教耶稣会的传

统，在录取学生时不问移民身份

的悠久历史，并致力于为学生提

供全额财务补助，以确保学生能

够有足够的条件上大学。

不过，此举遭到美国联邦

移民改革总裁斯坦（Dan Stein）

的炮轰，称这是在“包庇重

罪”。斯坦说：“大学在明明

知道这是无证移民学生身份，

是非法移民的时候，还帮助他

们在这里上大学，根据《移民

法》，这是窝藏重罪。”

不过，事实上，美国并没有

一个法律说，无证学生不能上

私立大学。而且，就算是公立

大学，也在接收无证移民学生，

只是没有为他们提供财务支助。

根据美国大学学会，每年

大约有 65,000无证学生高中毕

业。而根据移民政策中心的数

据，其中 5%-10%的无证移民

高中毕业生会继续上大学，其

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学学费

太贵，让这些无证移民无法获

得足够的资源继续深造。

研究无证移民身份如何影

响一个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类学家弗洛雷斯（Andrea

Flores）表示，私立大学填补

了公共机构和政府留下的空白。

因为美国法律允许无证移民身

份儿童获得幼儿园至12年级的

教育，但之后则不再提供任何

帮助，而私立学校再次为无证

移民学生提供了“归属感”。

美國亞利桑那州
推出更寬容移民法准則

亚利桑那州检察院 15 日与

移民权利团体，就该州移民法

中部分争议性条款达成和解，

要求执法人员不能仅因怀疑某

人是非法移民而延长盘问时间

或拘留对方。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

导，周四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布

诺维奇（Mark Brnovich）公布了

这项非正式意见，对该州执法人

员对待疑似非法移民的做法给予

限制，要求执法者不能因

怀疑某人可能是非法居民

，而断定其不具有合法移

民身份，甚至因此拘留对

方。

布诺维奇说，与移民

权利团体达成这份协议的

目的是希望找到合理的解

决办法，并保护州内纳税

人的权利，同时带动亚利

桑那州继续前进。

根据该州 2010 年通过的 SB

1070法案，当地执法人员如果有

正当理由怀疑某个人可能是非法

移民，他必须检查此人的移民身

份状态。

当时，州内居民对非法移民

可能导致贩毒活动的增加以及抢

走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产生恐

惧，为此，亚利桑那州通过了

SB 1070。

作为周四达成和解的一部

分，布诺维奇检察官公布了一

份还未形成法律效力的指导性

准则：执法人员不能仅为核实

某人的移民身份而延长扣留或

拘押对方的时间，或逮捕对方。

同时，执法者也不能把对方的

族裔和国籍作为怀疑对方的依

据，除非这些属于某犯罪嫌疑

犯的特征。在需要的时候，执

法者仍可要求对方出示他的身

份证件，但这不再是出于法律

的要求。

SB 1070于 2010年在亚利桑

那州众议院以 35：21 通过，在

参议院以 17：11 通过。多数人

认为这项法案的条款是合理的，

也有批评说法案涉及了联邦执法

权限并可能带来种族歧视问题。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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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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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海歸就業

就業創業不免碰壁 海歸向本土人才學習什么？

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就

业难的问题突出，鼓励创新的热

潮下，创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

存，海归在就业和创业的过程中

也不免遭遇碰壁。海归的光环今

非昔比，面对就业难、创业难的

困境，向本土人才取长补短，或

许能在国内市场更好地立足。

海归有优势也有劣势

可向本土人才取长补短

蒯治任 2005年从白俄罗斯归

国，在工作了 8年之后开始创立

自己的事业，在法律教育软件和

服务方面创业。他总结海归有 4

点鲜明优势：“第一，有国外市

场的参照优势；第二，有先进的

知识和理念；第三，相对丰富的

经历会给海归带来不一样的创业

和就业思路；第四，由于海归在

国外常常独立面对困难和孤独，

心理素质也相对更过硬。”

虽然海归有着独特优势，但

短板同样突出。“国内外环境有

所差异，就业环境、行业发展状

况、市场规则等都有很大不同。

许多海归刚回到国内时，对于市

场、行业不了解，对国内的为人

做事方式也不太习惯，这都是其

劣势，并可能成为阻碍。”杜成

尧说，他在英国生活学习了 6

年，目前在国内成立了一家贸易

公司。他认为，本土人才在这些

方面反而有优势，在精神面貌和

意志品质上也有值得海归学习的

地方，因此海归大可以向本土人

才取经。

就业难时放低姿态

面对批评虚心接受

面对就业困难时，学习本土

人才放低姿态，有助于海归走出

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宋立(化名)曾在美国留学，

回国之初，一直都找不到满意的

工作。海归的帽子不仅没有让他

感受到明显的优势，迟迟没有找

到理想工作职位反而让他心生挫

败感。他坦言自己用了不少时间

才把心态调整过来：“看到我在

国内的老同学，有的毕业之后找

不到理想的工作就退而求其次，

先从能做的工作做起。所以我后

来也学着放低要求和期望。”他

从小公司的财务做起，在经验积

累中寻求更好的机会，目前在国

内的一家银行工作。

海归一般有较高的自我定

位，许多海归因为难以找到与自

身期望的薪资、职位匹配的工作

而在就业过程中受挫。与之相

反，本土人才往往能够以更平和的

态度面对各种工作机会。“脚踏

实地，定位准确，心态平和。”蒯

治任如此评价本土人才。

“在就业的时候，海归不要

因为发达国家名校毕业的背景而

自视甚高，在薪资方面狮子大开

口，或是不接受基础工作。面对

上级或同事的批评和建议也要能

够做到虚心接受。”蒯治任说。

创业初要吃苦耐劳

团队中需个人奉献

海归和本土人才在行事作

风上各有千秋，往往海归注重

效率和权益，本土人才更能吃

苦和奉献。蒯治任也提到：

“国外可能更讲究规则和民主，

对自己的权益保护看得很重。

国内同事在就业或创业的时

候，更有奉献和学习精神。这

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蒯治任举例说，和他合作的

一个国内伙伴对财务知识不熟悉

就立刻展开学习，用 1个月的时

间就把财务的基础知识学明白

了；在他的创业项目进行中，需

要一门技术语言的支持，另一个

合作伙伴便从头开始学习。“他

们都不是专业出身，但是为了项

目，毅然决然地从头学起，牺牲

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天只睡三四

个小时，吃住都在公司。”蒯治

任说，这样的精神让人感动，更

值得学习。

“以前我总把自己定位于一

个专业型的人才，就像一颗螺丝

钉。但从他们身上，我学会承担

更多的责任和原本没有想过的任

务。”因此，为了项目，他也开

始主动地去学习没有接触过的设

计方面的知识，摸索工商、税务

等事务性的工作，在产品实现的

过程中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在国内职场，“洋墨水”早

已不再等于“金饭碗”。面对就

业和创业的艰难，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虚心学习本土人才精神，

有助于海归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

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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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归参加社交活动

时，交换名片来互相认识已不是

最便捷的方法，扫一扫手机二维

码、问候一句“学长”，就能达

成结识的目的。海归通过微信、

“朋友圈”进行着互动。

海归回国后想要尽快地融入

当地社会，就需要重新构建朋友

圈，拉近与外界的接触，尽快地

适应国内社会。那么海归回国

后，如何营造自己的朋友圈又延

伸出了一系列问题……

海归需要什么样的朋友圈？

“我的朋友圈里主要是和我

同龄的同学。但是我刚毕业没多

久，正在找工作，更需要学长们

提供一些指导。我现在要做财

经，我会主动结识更多财经、金

融界的人。这样会对我的工作带

来一些帮助。”毕业于英国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的蔡姝凝如是说。

部分海归表示，朋友圈的主

力是和自己拥有同样经历的海

归。而那些比自己年长的海归，

会提出很多作为过来人的建议，

帮助自己更好地工作与生活。

英国留学回来的林臻欣(化

名)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的朋

友圈里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学长，

是一家 500强企业的高管。他很

热心校友活动，从人生态度和一

些问题的处理，教会了我很多。

我认为朋友圈可以促进个人的成

长，这个比短期利益的变现更有

意义。”

朋友圈越大越好吗？

“也不是。朋友圈大小要合

适，朋友要适量，盲目交友只会

浪费时间。毕竟朋友是一个方面，

关键还是自身要具备相当的能

力。机会毕竟留给有准备的人。”

这是林臻欣的答案。林臻欣曾在

英国留学，目前在北京某国企从

事战略规划和内部管理方面的工

作。在外人看来，她外形靓丽、

性格外向，经常参与海归活动，

交友广泛。

然而，她说：“我原本不算

是很活跃的人。但回国后，由于

工作的原因，我需要对经济、科

技、管理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平

时会比较注意和互联网、管理、

金融等圈子里的人保持良好的关

系，获取新鲜资讯。”为此，她

开始主动地参加海归圈的活动，

认识了不少朋友。

与林臻欣相比，李思凡对于

朋友圈的看法则显得更为随性一

些。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朋

友不用很多，维系人际关系很累

的。”李思凡对于朋友圈的大小

并不在意。2015年，李思凡从英

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毕业回国，目

前在北京伟达公关公司实习。

李思凡的朋友不多，经常联

系的有五六个。大部分是同学，

还有一些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

认识的。在她看来，她的朋友都

是有趣而且积极向上的人。她坦

言，朋友帮了她很多。就连她现

在的工作都是朋友介绍的。她很

感谢自己的朋友，也很珍惜自己

的小圈子。

现在的社会是靠圈子生活

的，但生活需要多大的圈子，每

个人的看法都不甚相同。海归由

于其相似的经历，在相处中更易

产生共鸣，所以海归更在意朋友

圈。广结善缘或者守着小圈过着

小日子都是个人的选择。

主动融入朋友圈还是被动接

受？

“很多海归都需要半年的时

间来适应国内的环境。主动打开

朋友圈的局面是融入社会的必备

条件，真诚待人是最基本的准

则。”张翀两年前从美国圣约翰

大学毕业，现在从事金融行业。

他说：“朋友之间帮助都是

相互的。我之前在纽约，有个朋

友曾经无条件地帮助过我，所以

这周这个朋友从纽约过来，我跑

了大半个城市去接他。”张翀说。

对于海归而言，主动融入自己的

朋友圈更益于发展。

对于朋友圈即利益圈这个

说法，海归各执己见。有人认

为，交友不能以利益为出发点，

素不相识的人很难在短期内发

生化学反应(利益关系)。也有人

说，利益是一种纽带，会给自

己带来很多的附加价值。可以

确定的是，通过利益交到的朋友，

并不纯粹。

海归需要朋友圈，更需要朋

友。如果与社会脱节，难免会被

冠以“不接地气”的标签。大多

数接受采访的海归认为，应该积

极主动与他人结交。如果性格比

较内向的话，可以通过多参加、

组织一些活动，增加自信心，也

会锻炼自己的组织与沟通能力，

更好地适应国内环境。

星期三 2016年11月2日 Wednesday, November 2, 2016


	B-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