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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加息25個基點 預計2017年加息3次
美國東部時間12月14日14:00（北京時間15日

淩晨3時許），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Fed

）在結束本年度最後壹次貨幣政策例會後宣布，將

聯邦基金利率（即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

0.5%-0.75%的水平，這是美聯儲自2006年6月以來

的第二次加息，上壹次加息發生於2015年12月，

加息幅度也是25個基點。反映美聯儲官員對於基準

聯邦基金利率預期的點陣圖預計，2017年美聯儲將

加息3次。

以下為美聯儲政策聲明（全文）

11月美聯儲議息會議以來，美國聯邦公開市場

委員會（FOMC）得到的信息顯示，勞動力市場持

續表現強勁，下半年經濟增長以溫和速度擴張。

（11月原文“從今年上半年的溫和擴張速度中復蘇

”）失業率有所下降，（11月原文“盡管最近幾個

月中失業率幾乎沒有變化”），就業增長已經穩定

。家庭支出壹直穩步增長，但企業固定投資仍然疲

軟。通脹自今年初以來上升（刪除“有所”），但

仍低於委員會2%的長期目標水平（11月原文“通

脹持續低於委員會2%的長期目標水平”），部分

反映了早些時候的能源價格以及非能源進口價格的

下降。基於市場的通脹指標已經略微上升但仍保持

低位（11月原文“已經上升但仍保持低位”），大

部分基於調查的較長期通脹預期在近幾個月總體而

言變化不大。

與美聯儲法定職責相壹致，FOMC委員會旨在

促進就業水平最大化和價格穩定。委員會預計，隨

著貨幣政策的逐步調整，經濟活動將溫和擴張，勞

動力市場指標將進壹步加強。隨著過去能源及進口

價格的下降等暫時性因素消退，以及勞動力市場的

進壹步加強，預計中期通脹將上升至 2%的水平

（刪除11月原文“通脹預期在短期內將維持低位，

部分由於能源價格早些時候的下跌”）。經濟前景

面臨的近期風險表現得大致平衡。委員會繼續密切

關註通脹指標，以及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

考慮到目前和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和通脹率，委

員會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定位0.5-0.75%

。（11月原文“在此背景之下，委員會決定將聯邦

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維持在0.25-0.5%。”刪去11月

原文“委員會認為，上調聯邦利率的理由已經持續

加強但暫時決定等待進壹步證據表明持續接近其政

策目標。”）貨幣政策的立場仍然保持寬松，從而

支持勞動力市場狀況的進壹步增強（11月原文“改

善”），以及通脹重新回歸2%。

至於未來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調整的時間和

規模，委員會將評估實際與預期的經濟條件相對於

就業最大化和2%的通脹目標的情況。委員會在評

估過程中，將考慮各種信息，包括勞動力市場狀況

指標、通脹壓力和通脹預期指標、金融和國際市場

發展的數據等。鑒於目前通脹率與2%的差距，委

員會將密切關註，實際和預期的通脹進展。委員會

預計，經濟狀況將以保證利率僅漸進式提高的方式

發展，在壹段時間內，聯邦基金利率可能保持在低

於預期的長期利率的水平。然而，聯邦基金利率的

實際路徑將取決於未來數據顯示的經濟前景。

委員會將維持美聯儲持有機構債券、機構抵押貸

款支持證券（MBS）和到期國債拍賣後再投資本金

的滾動投資政策。委員會預計，會維持該政策直至

聯邦基金利率水平的正常化取得順利進展。該政策

下，委員會將持有大量長期證券，有助於維持市場

寬松的金融環境。

FOMC貨幣政策會議中投票贊成的包括：主席

耶倫（Janet L. Yellen, Chairman）；副主席杜德利

（ William C. Dudley, Vice Chairman） ； Lael

Brainard；James Bullard；Stanley Fischer；Esther L.

George；Loretta J. Mester；Jerome H. Powell；Eric

Rosengren和Daniel K. Tarullo。無人反對。（11月

原文“Esther L. George和Loretta J. Mester反對”）

中美歐博弈市場經濟地位：美國有可能輸掉官司
綜合報導 經濟不景氣時，掄起貿易

保護大棒最容易，這壹點上歐盟匆匆向

美國看齊。

歐盟委員會壹向以決策難產、需要

通宵召開峰會而著稱，在當地時間12月

13日卻迅速通過壹條決議，規定可以在

未來對包括來自中國在內的廉價進口原

料產品征收更高關稅，且“自我放飛”

，效仿美國，不再遵守“從低征稅規則

”（lesser duty rule）。

而就在前壹天（12日），中國就美

國、歐盟對華反傾銷“替代國”做法，

先後提出世貿組織（WTO）爭端解決機

制下的磋商請求，正式啟動WTO爭端解

決程序。

區別在於，歐盟自覺法理吃虧，為

避免同中國發生正面貿易沖突而全面修

改、加強貿易保護工具，美國則仍堅決

將“市場經濟地位”同“替代國”問題

掛鉤——換言之，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

與否，與在反傾銷時是否繼續使用“替

代國”是完全兩回事，而美國選擇了繼

續蓄意捆綁。

“這將是下壹屆（特朗普）政府需

要來處理的事情。”美中貿易全國委員

會副主席歐玉琳（Erin Ennis）12日就中

方提起訴訟壹事發表聲明說。

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風

險部高級分析師李昕對第壹財經記者表

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或

有擡頭之勢，屆時壹些主要貿易夥伴，

如墨西哥和中國的貿易盈余或將出現下

降，可能引發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世

界經濟復蘇進程也可能受到貿易不振的

拖累。

他補充說，但是也應該看到，貿易

保護主義不壹定能夠給美國帶來預期的

收益：首先美國出口企業也將是潛在貿

易戰的受害者；此外，美國消費者將直

接為因回歸美國本土而失去成本優勢的

產品埋單。

歐盟的小算盤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於爾基· 卡泰寧曾

在今年7月訪華記者會上對第壹財經記

者表示，“最好把這個概念（市場經濟

地位）忘掉。”

在今年11月24日的漢堡中歐峰會上

，歐盟貿易總司副司長佩特裏西奧尼

（Mauro Petriccione）也發聲稱，“我們

正在廢止‘市場經濟地位’這個概念。

”歐盟自身的律師團長久以來傾向於認

為，在替代國問題上，中國的司法地位

更加有力。而如中國向WTO申訴並獲得

成功，中國有權依據高額關稅損失對美

歐實施等額報復。然而歐盟內部存在著

包括歐盟鋼鐵企業等遊說團體的強烈訴

求，在這種氣氛推動下，歐洲議會曾在

今年5月12日通過壹項非立法性決議，

反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德國慕尼黑經濟研究所（IFO）的數

據指出了在這壹問題上歐洲部分群體為

何要“夾帶私貨”：如果中國得到市場

經濟地位，歐盟對華的反傾銷稅有可能

降低17%~28%，這將直接影響到歐盟的

生產和就業。

此後歐盟決定其行事的優先權邏輯

是：先充實歐盟自身的貿易保護工具，

再履行其WTO義務。

在以往，歐盟在反傾銷方面具有市

場經濟體和非市場經濟體兩個名單，11

月9日，歐盟委員會向歐洲議會及歐盟

理事會正式提交修改後的反傾銷法律制

度提案。其中，歐盟委員會計劃引入全

新的反傾銷計算方法，不再區分市場經

濟或非市場經濟題，只要是出現了國家

幹預所導致的“市場扭曲”，就可以進

行反傾銷訴訟。

與此同時，歐盟方面認為，此種應

對足以履行其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議定書》第15條規定所承擔的義務。

法國駐華大使顧山對第壹財經記者

表示，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上月訪

法時，中法在壹項聯合聲明中陳述了法

國關於這壹問題的立場，即法國支持歐

盟符合WTO框架下的國際承諾，包括關

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第15條，法國在

原則上支持當前歐盟建立壹個有效、透

明、對各國中立的貿易救濟機制。

顧山還表示，這壹問題現在已經不

是法國而是歐盟層面關註的問題，歐盟

成員國將權力上交給歐盟，在決定作出

後，法國會履行相應責任。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則在上個月的壹

次記者會上表示，中方認為，提案取消

“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體現了歐盟

履行第15條義務的意願，中方對此表示

肯定。“但中方感到遺憾的是，歐委會

提出的新方法以‘市場扭曲’的概念和

標準替代‘非市場經濟’的概念和標準

，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替代國’做法

，只是在變相延續原有做法而已。這壹

方法既沒有全面、徹底地履行第15條義

務，也與世貿組織規則不符。” 陸慷表

示。然而不僅如此，在13日，歐盟又追

加了壹項貿易保護措施，即當認定對歐

盟出口的原材料價格被人為壓低後，即

可對上述產品征收更高懲罰性關稅，拋

棄了“從低征稅規則”。

從通常意義上而言，“從低征稅規

則”指的是以傾銷幅度（dumping margin

）和損害幅度（injury margin）中的低者

，作為確定反傾銷稅依據的做法。比如

在2011年歐盟“對中國玻璃纖維反傾銷

案”中，傾銷幅度為9.6%，損害幅度為

7.3%，最終歐盟確定反傾銷稅為7.3%。

然而在廢除了“從低征稅規則”後

，如證明存在成本/價格扭曲，歐盟可以

按照傾銷幅度全額的關稅進行征收，這

也是歐盟內部壹些國家長期推動的，令

歐盟向美國看齊的結果。以冷軋板卷為

例，由於歐盟存在“從低征稅規則”，

其對中國征收的關稅為21%，而美國則

平均征收高達265%的關稅。

美國的風險
與歐盟變相延續原有做法相比，美

國的回應更為直接。實際上，需要註意

的是，美國早在2006年就開始布局，以

發起“雙反”調查（“反傾銷”伴隨

“反補貼”）的方式未雨綢繆。

根據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經

濟學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

究員伯恩（Chad Bown）的計算，截至

2015年，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對中國產

品發起的反傾銷調查，都伴隨著反補貼

調查。這其中至關重要的壹點是，任何

有關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變動，即停

止“替代國”計算方式，僅能影響在對

華反傾銷方面的新調查，而並不影響美

國發起包括反補貼在內的其他臨時貿易

壁壘。伯恩還以2013年為例指出美國這

壹做法的具體影響。當年，中國出口到

二十國集團（G20）國家的產品只有7%

被征收反傾銷關稅或存在其他臨時貿易

壁壘；而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中大概僅

有9%受到美國反傾銷進口關稅或其他臨

時貿易壁壘的限制。

因此，如美國承認中國的“市場經

濟地位”，並取消“替代國”做法（即

關稅下降50%），中國對美出口是否會

出現大幅增量呢？伯恩指出，這其中存

在大量假設，是無法給出確切預測的。

然而，如果美國同中國在“市場經

濟國家”問題上無法達成政治解決，美

國則有可能因中國實施報復，而喪失其

出口收入並讓美國工人丟掉工作。

具體而言，中國在WTO啟動爭端解

決程序將耗時2~3年，伯恩指出，美國

有可能輸掉官司。當美國輸掉官司，卻

又拒絕修改相關反傾銷程序的時候，中

國可以在WTO的授權下，對美產品提高

關稅，來彌補因美國將中國認定為非市

場經濟體國家所產生的關稅損失。

與中國要價的籌碼
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12月12日在

《人民日報》刊發署名文章指出，所謂

“市場經濟國家”標準，是個別成員冷

戰時期的國內產物，世貿組織164個成

員中有此國內立法的寥寥無幾，屈指可

數。產能過剩更是全球性問題，需要世

界各國共同應對。這些與如期徹底履行

世貿組織條約義務沒有任何關系。

而需要看到的是，即便對華友好派

在內的美國學者、商業界領袖所給出的

解決之法也是壹條折中之路：他們敦促

特朗普政府結束使用對中國的非市場經

濟國家（NME）計算方式，並在具有爭

議的行業中使用新的方法論；甚至是使

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作為下壹屆美國

政府同中國談判的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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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退伍老兵貢獻感恩餐叙
隨著年底聖誕節來臨﹐在這溫馨團聚的時刻﹐美南新聞董事長
李蔚華15日於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辦「美南員工2016
年聖誕聚會暨退伍軍人感恩儀式」﹐同時﹐李蔚華也代表陳納
德基金會休士頓分會表揚曾參與抗戰的飛虎隊華裔老兵余厚
義(Lewis W. Yee)等20多名退伍軍人﹐感念他們對國家的偉
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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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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irchina.us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2016年冬季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经济舱$85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2月31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8585 Commerce Park Dr. #500, Houston, 77036

⼤宅

建材

D A Z I  F L O O R I N G  W A R E H O U S E

經銷美國和歐洲⼀線品牌地板,品質卓越終⾝質保 !!!

限時特價,數量有限
Engineered Wood Floor 實⽊複合地板 包⼯包料

想知道更多感恩⽉促銷嗎？ 快來電諮詢吧 ！

$4.69起

$2.49起

更有各種線條，隔⾳墊，地板膠，⽔泥，中國城周邊，現貨現提

12.3mm Laminate Floor  複合地板 包⼯包料

 （713）899-8926 - Ella
營業時間 周⼀⾄周六 9am-5pm

星期六 2016年12月17日 Saturday, December 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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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頓新上任的警
局局長Art Acevedo本週表示，他希
望今後休斯頓的警務人員都能夠配
備便攜式照相機，對現場進行自動
的攝像記錄，以替代過去需要其他
警員手動錄影的做法。

本週一，休斯頓警局局長 Art
Acevedo在接受當地媒體《休斯頓紀
事報》採訪時表示，目前警方面臨
的首要任務就是提升辦案的透明度
並且建立警方與社區的信任度。當
警員配備了隨身攝像機之後，所採
取的執法行動都會自動記錄其中，
而且使用起來更加簡單便利。

休斯頓警局局長Art Acevedo剛
剛上任兩週時間，他以前在達拉斯

警察局任職。
警方對有關隨身照相機的配備

問題一直引起輿論熱議，特別是今
年七月份，由休斯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公佈的警方錄像，顯示出一
名38歲的Alva Braziel被槍殺一案，
引起社會廣泛批評。

18分鐘的錄影內容從街道上商
店的監控鏡頭開始，讓人產生疑問
的是，警方隨身照相機拍攝的錄像
內容卻顯示38歲的Alva Braziel已經
被槍殺倒地。

影片中警員走進已經躺倒在地
上滿身是血的死者，並且死者還手
持一把手槍，根據案情，死者作為
犯罪人員不允許攜帶任何槍械。

休斯頓市政2015年底已經同意
和 Watchguard 公司達成 340 萬美元
的合同，購買4100個隨身攜帶照相
機。第一批在今年四月已經投入使
用。其中有 100 萬美元來自哈瑞斯
郡的財產沒收資金，其中90萬美元
用於警方的照相機裝備項目。

提高執法透明 增進警民互信
休斯頓新上任警局局長提出全面裝備隨身照相機

（本報訊）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本週發出警告，德州的Brownsville成為茲
卡病毒的重災區，提醒居住在當地的居民
或是遊客都要倍加小心。

去年的十一月份，德州健康服務局的
報告德州首例茲卡病毒由蚊蠅傳染的病例
，並且受是2015年起茲卡病毒疫情於中南
美洲快速擴散，其中巴西甚至出現超過4,
100例新生兒小頭畸形，新生兒小頭畸形

被懷疑與茲卡病毒相關，世
界衛生組織與美國政府都提
出緊急因應措施.

在2016年1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CDC）發布了受影響的國家名單，
包括強化注意事項，建議孕婦考慮推遲旅
行的旅行指南。其他國家的政府或健康部
門也很快發出類似的旅行警告，而哥倫比
亞，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薩爾瓦

多，牙買加建議女性推遲懷孕，直
到更多的人知道其中的風險。

目前，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發布了針對該地區被確認存在茲
卡病毒的提醒通知，儘管還沒有明顯的傳
播證據，但是毫無疑問，該病毒對懷孕女
性會產生極大健康威脅。

同時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還指出
，在德州Brownsville有過短期旅行的男性
，或者和當地居民發生過性關係的男性
（沒有採取安全措施），都應考慮至少要
等待六個月之後，再讓自己的伴侶懷孕生
育。

美國疾控中心發布首個茲卡病毒警告區
居住或旅行在德州Brownsville要小心

12 月 15 日電來自北極的“極
地漩渦”本週侵襲美國並向東移
動，給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帶來
嚴寒天氣，至少 4000 萬民眾的生
活在未來幾天受到威脅。

“極地漩渦”將給美國帶來
致命的酷冷溫度，除了抽打中西

部和東北部的狂風，局地甚至可
能有暴風雪和凍雨。一些地方會
遭遇近年最冷的 12 月。至少 4000
萬民眾將在未來兩天收到狂風寒
冷天氣警報。

美國國家氣象局稱，已被惡
劣天氣蹂躪的北部平原和中西部

地區首當其
沖本週再次
承受第一波
寒流襲擊，

第二撥寒流將在16日和17日進入
美國中部，預計南北達科他州本
週末的風寒溫度將降至“危及生
命的”零下43攝氏度。

氣象預測中心表示，這個週
末，整個美國北部，從太平洋西
北到緬因州，南至德克薩斯、阿

肯色和弗吉尼亞州，都將低於正
常平均溫度。隨著寒流逼近，一
場蔓延的風暴將給從羅基斯到大
西洋中部地區帶來大量降雪，造
成“冰天雪地”的景象。丹佛、
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底特律
、克利夫蘭、水牛城和雪城等城
市都必須處理高達 15 厘米的積雪
。主要交通樞紐，如丹佛和芝加
哥則可能面臨暴雪，給民眾出行
帶來不便。

全美大降溫 4000萬民眾受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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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 士 頓/秦 鴻 鈞 報 導) 全 美 亞 裔 地 產 協 會 休 斯 頓 分 會
(AREAA) 和在CCIM和 RealNex贊助之下, 於2016年12月14日
從上午8點到上午11:00在位於5430 Westheimer, Houston, TX 的
HESS Club Houston召開主題為 “在美國總統選舉後房地產市場
的走勢， 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場和新技術的影響” 的早餐研討
會。

會議議程包括：Jeff Fisher博士談論選舉後商業房地產的趨勢
。選舉勝利後第一個100天的主要任務包括：撤銷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 提升對國內能源生產的限制; 取消對聯合國氣候變化的付款
程序與撤出巴黎協議; 開始驅逐兩百萬非法外國人及南部邊牆基
金建設。未來影響包括：減少監管 - 以及由於減稅可能帶來更
大的經濟增長; 更高的支出 導致就業增長和對辦公室的需求。增
加國防開支及對Obamacare的改變可能對醫療產生短期負面影響
。特朗普貿易政策的保護主義立場有可能產生進口負面影響。財
政刺激可以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 美元走強應進一步提高購買力
。增加的高利息成本，學生貸款的增加; 一些首次購房者的負擔
增加，很可能使單戶家庭的需求減弱。積極的移民政策革命可能
會減少人口增長和家庭形成。通貨膨脹可能隨著利率的增加而增
加。

Ted Jones博士談論房地產和經濟的前景。即將發生的稅收變
化包括：•公司減稅•美國海外公司利潤匯回•奧巴馬保險
3.8％投資所得稅減免•資本利得稅減免•中產階級稅制改革 -

有些成功，有些失敗。增加更多工作機會•
零售行業增加•辦公室和 A 類公寓問題•入
門級購房者返回•高端購房者後退•至12月
26日通貨膨脹潛力增多 + 4.9％•商業房地產
市場銷售冷卻。

Mark Kingston 論新工業和服務技術和經
濟的前景。新技術將對傳統產品和服務進行
革命性的變革; 人們正在競爭高質量，低成本
，高效率和易於使用的產品和服務。創新設
計和創意服務在未來發揮主要作用; 海外競爭
可能比以前更嚴重，包括機器人和自動化生
產。這意味著高水平的教育是新技術市場戰
鬥的關鍵因素。 低成本的勞動和勞動密集型
工作最終將通過高技術發展來消除。 美國應
該為近期技術影響的快速影響做好準備。

此時銀行利息將很快增加 由於潛在的利
息增長，到2016年12月15日，它已經導致美
國股票價格下降了約1％; 並且未知的影響是美國可能在2017年
增加利率3次。美國海軍繼續聲稱在南海巡航，聲稱隨時準備對
中國開戰。 這兩個因素可能會對房地產市場產生意想不到的影
響，並放慢中國對房地產投資的支出。 一般來說，不穩定的政
治環境會制約經濟增長，破壞房地產開發趨勢。 因此，2017年

仍有許多未知的經濟影響因素。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林富桂女士表達她的意見

：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很多變數; 特別是取決於特朗普將於2017年
發佈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全美亞裔地產協會(AREAA) 將更多地
關注政策變化和市場趨勢，在許多方面幫助會員準備迎接充滿挑
戰的市場。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召開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召開 總統選舉後房地產市場的走勢總統選舉後房地產市場的走勢
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場和新技術影響的早餐研討會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場和新技術影響的早餐研討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德州藝人福音團契李水蓮
牧師聖誕佳節特邀資深藝人紀
寶如來美國巡廻佈道，歷經波
士頓，紐約，於昨天飛抵休士
頓，並將在今，明兩天，在生
命河靈糧堂，台福基督教會及
活泉基督教會作三場佈道會。
紀寶如昨天在休士頓華文媒體
記者會上表示： 她這次來是
來講述 「我的生命故事」。

這位從小時候五歲半即開
始演童星戲的紀寶如，共演了
二百多部連續劇，30 多部電
影，及出了四張唱片。18 歲
那年遇到生命的初戀情人余龍
（ 名歌星余天的弟弟），和
他結婚，生了三個兒子。曾賺
上億元，紀寶如31 歲時， 因

為 「神話 KTV 」 的一場大
火，帶走余龍的生命，留下三
個孩子，和二，三千萬的債務
。為了生活，她到酒店當大班
，她酗酒，喝到酒精中毒，她
鬱悶，打駡，自殺，整整八，
九年，她在死亡的幽谷裡走不
出來，直到 12 年前，黃瑪俐
為她祝福，禱告，改變了她的
一生。她參加 「台灣優質生
命協會」，這些年來，共照顧
了五千多位安養院的老人，七
百多位智障兒，她把躁鬱症的
孩子帶到教會，四年後孩子完
全康復。她的第二個兒子吸毒
，14，15 歲時還賣毒，她屢
勸他不聽，乃報警抓他，關了
二年八個月，信主之後，兒子
與她的關係改變。

紀寶如說： 信主之後，
生命真正改變，換一個想法，
才能改變你與家人的關係。這
次同來的還有紀寶如的妹妹紀
麗如，她現在在歌仔戲演小生
的角色。紀寶如在休士頓的三
場佈道分別為：
（一）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
堂
日期：2016年12月17日 星期
六
時間： 晚 7：30
地址： 3527 Highway 6, #190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281-433-0517
聯絡人：莫思危牧師
（二）美南台福基督教會
日期：2016年12月18日 主日
時間： 上午 9點45分

地 址 ： 12013 Murphy Road,
Houston. TX 77031
電話 : 281-879 8080
聯絡人: 白添成牧師
（三）活泉基督教會
日期：12月18日 主日
時間：上午 11點30分
地址：9917 Clodine Rd,
Richmond, TX 77407
電話：281-923 3660
聯繫人：黃以法長老

邀請您！到您家附近的教
會參加！

我們很歡喜您來到我們當
中！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
電話：917-774 8832
負責人：李水蓮牧師（康

嘉欣）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牧師李水蓮聖誕佳節特邀
資深藝人紀寶如以資深藝人紀寶如以 「「愛愛，，逆轉勝逆轉勝」」 為主題作三場佈道為主題作三場佈道

圖為圖為（（ 左起左起））德州藝人福音團契牧師李水蓮德州藝人福音團契牧師李水蓮，，資深藝人紀寶如資深藝人紀寶如
，，及紀寶如之妹紀麗如及紀寶如之妹紀麗如，， 昨合影於記者會上昨合影於記者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全美亞裔地產協會本周三召開圖為全美亞裔地產協會本周三召開 「「總統選舉後房地巿場的走勢總統選舉後房地巿場的走勢」」 早餐研討會早餐研討會
現場現場，，有有150150 多人參加多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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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會計師協會上周六舉行研習班
了解川普總統上台後全國性減稅細則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
協會於上周六（12 月 11 日 ） 在恆豐銀行舉
行一整天的「2017 年最新公司企業報稅進修
班」研習課程。由全美知名的德勤會計師事
務所（Deloitte & Touché ) 兩位資深傑出的會
計師 Charlie Wang, 及 Vivian Peng 主講，針對
2017 年公司企業報稅最新稅法相關資訊並透過
AICPA 最新的「 企業公司稅法 」培訓影集，
讓會員在觀後以問答方式，深入淺出了解最新
法規，凡來此進修的會計師還可獲得八小時的
會計進修學分，當天已吸引了近百名會計師前
來研習。

根據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的會長譚秋晴
表示：由於 2017 在川普總統上任之後，在財稅
政策上將會將會依其政見實行全國性減稅，而
他所主張的企業減稅，將透過企業所得稅的最
高稅率降低，消除大多數商業稅，終結企業延
遲繳納境外所得等都是當日研習的重要課題。

譚秋晴會長還透露，該會將於明年一月

十四日將再在恆豐銀行十二樓舉行一場專講「 
個人報稅」 的一整天培訓班，敬請期待。或電
會長譚秋晴（713-498-2879）報名。

「小廚娘」將於下周一（ 12 月 19 日）在糖城 正式開張
推出雙椒鷄，小廚娘粉蒸排骨，涼拌鯽魚等特色菜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挾著在
Montrose 一帶經營川菜店的優勢，
「 小廚娘」 雄心勃勃的要把她的獨
家特色菜，推廣到全美，下周一在
糖城即將正式開張的「 小廚娘 」餐
廳， 就是他們決心在美「遍地開花 
」的第一步。

「小廚娘」 經典菜色甚多，最
值得一提的莫過於老闆娘羅莉最拿
手的特色菜，如雙椒雞，小廚娘粉
蒸排骨，土雞湯，涼拌鯽魚 -----
- 等菜。羅莉的手藝出色，其作出
菜色味道的層次感非旁人能及，只
有真正識貨的老饕們能查覺其真功
夫。「 小廚娘 」 的開設，也為糖
城原本不多的中餐館巿場，又打了
一針強心劑，糖城的居民又多了一
個品賞佳餚，一飽口福的好去處。

「 小廚娘」 在糖城六號公路與
59 交口往西行，在 90 號公路之前
的六號公路上。地址：636 hwy 6, 
suite #100, Sugar Land TX 77478, 餐
廳營業時間為每天上午 11 時至晚間
9：30，餐廳電話：281-242-1131

圖為上周六會計師企業公司新稅法研習會現場。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圖三） 為位於糖城六號公路近 90 號公路，HEB 超市旁棟購物中心內的「 小廚娘 」 正門口。

（ 圖一） 為「小廚娘」(Cooking girl ) 的特色菜
「 雙椒雞」。

（ 圖二）為「小廚娘」（Cooking girl ) 的特色菜
「 小廚娘粉蒸排骨」。

圖為會計師協會會長譚秋晴（ 右立者 ）在研習會上講話。（ 記者秦鴻鈞攝 ）

三十年收藏清倉，本周末最後機會！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藏友們的特好消息！剛剛
過去的一個月裏，收藏家傅氏夫婦將他們在好運大
道的三十年藏品低價清倉，現在還有部分尾貨，本
周末以超低價繼續清倉甩貨，存貨不多，對老東西
有興趣的朋友請抓住這難得的最後機會。

傅氏夫婦因退休並移居奧斯丁，所以忍痛低價
出售他們三十年精心收藏的各種瓷器、景泰藍、木
雕、根雕、竹雕、中式家具、玉器等上萬件收藏品，
因為東西好價錢便宜，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很多
藏品就與愛好收藏的新的有緣人結緣了。目前，還
有少量尾貨以更便宜的價格清倉，基本上就是半賣
半送。

傅氏夫婦的收藏都是 30 年前在中國大陸淘來
的，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很多人經歷了文革，
覺得家裏的老家具、老器物土氣，所以把老家具扔
掉或者賣廢品。傅先生夫婦是臺灣人，非常熱愛中
華文化，本身就是古董收藏家。他們剛剛好趕上了
八十年代的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時代造就的機緣巧
合，他們有緣從國營的北京、上海等文物商店花很
低的價錢買到了很多真正的古董。1989 年他們買下
了休斯敦中國工藝品公司，生意擴大，那些年傅先
生夫婦每年都在大陸各地跑，收購了很多老貨，每
個月都要從中國發一個貨櫃到美國，把這些中國古
董銷售到美國的波士頓、洛杉磯、西雅圖等地的美
國百貨公司、古董店，傳播中華文化。

傅氏收藏有中式老家具、根雕、景泰藍、瓷器
等老物件；也有整片從墻上鑿下來的壁畫、字畫，
還有西藏的唐卡、轉經筒、紅花描金的藏傳佛教家
具和用具。

傅先生說，購買古董文物，並不能簡單地看作

是一種投資手段，更重要的是文物和美學價值，文
物是需要被展示、閱讀和研究交流 的，其本身給人
帶來的精神力量才是其真正價值的體現。收藏的關
鍵在於了解歷史、理解藝術。收藏是一個學習研究
的過程， 只有平衡得了心態，經受得起時間，才會
有真正的收獲。

傅太太說，古董從收藏到再次問世，對於藏家
來說，往往不是經年累月坐等升值的過程，而多是
喜悅與辛酸糾葛並存的過程。比如有些作品未得善
存，在購藏之前已面目全非，痛心於此，他們總會
傾盡全力將其修復裝潢；有些作品則是讓人尋覓良
久、魂牽夢縈，即便囊中羞澀，他們也要節衣縮食
將其入篋，以免相思之苦。在傅氏夫婦看來，再華
美的生活不過是一日三餐飯，所謂“弱水三千只取
一瓢”，對於他們來說，收藏並不完全是一種生意，
而是一種理想和情懷。過了六十耳順之年後，他們
的心態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像過去那樣執念，而是
開始學會放下。全美國幾處古董生意讓他們感覺到
心力交瘁，精力也大不如前。所以決定拋售休斯敦
的古董倉庫， 低價出匣換手，忍痛割愛，只願每一
樣器物都能得其所，與有緣人結緣。

12 月 17、18、19 日三天為最後的尾貨清倉時
間，傅氏收藏品將全部超低價清倉，一件不留。願
有緣人盡快去與您喜愛的藏品結緣。這些藏品中有
瓷器，年代從清中葉的古董到新中國 70 年代不等；
景泰藍，全是大型器，全部是晚清民國時期的精
品；中式家具尤其值得推薦，件件都是硬木：紅木、

酸枝、花梨、紫檀、綠檀、黃楊木等名貴木料；大
型根雕、木雕、石刻等文物都是從福建、河北等地
三十年前收購來的真品。每件藏品都是唯一的，機
不可失，時不再來！

地 址：9931 Harwin Dr, suite 178, Houston, 
TX77036( 自 9931 鐵 門 進 入 直 行 到 底， 在 Floral 
Mirage 旁邊 )

電話：
512-865-0068; 626_818-5355

佛像 銅器 藏傳佛教家具 雕花屏風

木雕

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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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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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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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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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BB77休城讀圖

世界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休士頓分會
上周日晚舉行會員大會暨聖誕餐會

 所有新當選理事與留任理事合影。
所有抽中花旗參禮盒的幸運兒與贈獎者伯尼先生（ 後排右一），莊麗香（ 前
排中） 夫婦合影。

（ 後排左起） 工商婦女會前會長鄭昭，方海妮，
周宏，（前排左起） 胡小蓮與趙婉兒，賴李迎霞
在大會上。

「 北一女校友會」 的李莉穎（ 左三 ）以最高票當選新理事。

現任會長羅茜莉（ 左 ） 與夫婿吳而立（ 右 ） 在大
會上高歌一曲。

「KELLER WILLIAMS 」公司的著名房地產經紀 Ada Wang 
( 中） 也幸運抽中大獎。（ 左） 為工商婦女會副會長羅
秀娟，（ 右 ）為新當選理事吳展瑩。 僑界名人王姸霞表演卡拉 OK 演唱。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美南曰報 2016 年聖誕聚餐聯誼
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Daniel 周、余厚義、周偉立等退伍軍人出席 12 月 15 日美南曰報 2016 年聖誕聚餐 .

退伍軍人休士頓同源會前會長周偉立應邀參加美
南曰報 2016 年聖誕聚餐

熱情舞蹈團以娛佳賓們 . Nicole 邱、Sherry 為參加美南曰報 2016 年聖
誕聚餐聯誼佳賓們報到服務 .

John 夫婦、傅德瑞、Diana Casanova、
傅曉薇同歡 .

美南日報董事長李蔚華與佳賓交流 .

主持人 Joe Taylor 與 AL Green 聯邦國會議員助理 ,
會計師協會會長譚秋晴相見歡 . 名房地產經紀人劉妍、王飛雪參加盛會 .  

美南日報董事長李蔚華、社長朱勤勤夫婦參與 2016
年聖誕聚餐 .

退伍人婦女團體活動出席美南曰報 2016 年聖誕聚餐聯誼 .

美南日報董事長李蔚華、社長朱勤勤夫婦歡迎余厚義、關振
鵬律師、會計師協會會長譚秋晴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參加
2016 年聖誕聚餐聯誼。

星期六 2016年12月17日 Saturday, December 17, 2016



BB88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6年12月17日 Saturday, December 17, 2016

2017年01月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A 表為最終綠卡排期表，
B 表為綠卡遞交排期表。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
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2 年 10 月 15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
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3 年 09 月 08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5 年 12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4 月 08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
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
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6年08月01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6 年 08 月
01日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
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 年 03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
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4 年 05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9 年 08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4年6月15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
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
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01 月 08 日中國大
陸2010年01月08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03月22日中國
大陸2015年03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06 月 08 日中國
大陸2010年06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03月01日中國大
陸2005年03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3 年 11 月 22 日中國大
陸2004年01月22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1 月 01 日中國大
陸2011年01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11月22日中國
大陸2015年11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2 月 08 日中國
大陸2011年02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08月22日中國大

陸2005年08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4年07月01日中國大
陸2004年07月01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配偶與21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
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
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將於12月23日大幅調漲
申請費。聯邦公告10月24日公
佈，將於12月23日正式調漲移
民申請費用。綠卡延期的申請
費（I-90）將從$365 漲到$455
，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簽證申請費將從現在
$325 漲 到 $460。 親 屬 移 民
(I-130)申請費將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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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費將從
$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
綠卡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
請費將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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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於2016年4月份前五
個工作日內共收到236,000份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選出了
65,000 個常規申請和 20,000 個
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移民局將從
2017 年 4 月 1 日 起 接 受 新 的
H-1B工作簽證申請。
3. 美國最高法院6月23日作出
判決，奧巴馬總統通過行政法
案推行移民改革的方案因為 4
票對 4 票的平票結果，未能得
以通過。奧巴馬總統於2014年
11月20日晚發表講話，正式宣
布通過行政命令展開移民改革
，使超過 500 萬非法移民受益
。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條：
第一、加強邊境管理，打擊非
法入境，加速遣返有犯罪記錄
的非法移民。 2、加快和簡化
高科技人士和企業家的移民程
序。 3、解決當前非法移民的
問題。並承諾在短期內，將會
推出兩個延遲遞解出境計劃。
1.符合以下要求的父母：孩子
是美國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

在美國境內居住滿5年；正式
登記且無犯罪記錄。 2.符合
條件的孩子：入境日期將從
2007 年 6 月 15 日推遲到 2010
年1月1日。該計劃一經頒布
，便引發強烈反響。包括德
克薩斯州在內的 26 個州指責
奧巴馬總統繞過美國國會，
大赦非法移民，並向德州地方
法院起訴政府，要求暫停實施
該移民法案，該訴求得到地方
法院法官的支持。聯邦第五巡
迴上訴法院於2015年11月裁定
維持下級法院的判決。最高法
院於今天作出最後裁決，未予
通過。
4. 根據 2015 年 12 月 18 日通過
的綜合撥款法案 (omnibus ap-
propriations bill)，L-1 和 H-1B
申請的附加申請費大幅漲價。
漲價只針對50個僱員以上並有
超 過 一 半 的 僱 員 是 H-1B,
L-1A或者L-1B非移民簽證身
份的公司。 L-1申請的附加費
將從$2,250 漲到$4,500，H-1B
申請將從$2,000 漲到$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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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美國編譯) 根據媒體最新發布的
消息，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機構在位於德
州的美墨邊境本週四查獲一輛載有32位非
法移民的冷凍大貨車，並當場逮捕兩名男
子。

該事件發生在本週四的午夜，在聖安
東尼奧南部160英里的地方Falfurrias的邊境
入關檢查處，一輛大卡車在接受警犬檢查

時，發現問題後提出警示並需要接受再次
檢查。

邊境檢查執行人員於是打開車門，發
現在冷凍卡車中隱蔽處藏有32名非法移民
，同時，這些非法移民完全不知道如何在
車內打開車門，這部卡車的駕駛人當場被
逮捕。

當這部卡車在接受邊境檢查時，另外

有一輛卡車也進入檢查站，但駕駛人神色
慌張，經過盤問，海關邊境官員認定這輛
車主和上一輛車的車主為同夥，於是，第
二輛車主也被逮捕。

目前，被捕兩男子都面臨非法偷渡等
罪名等待進一步審理。

冷凍大貨車藏匿32位非法移民偷渡 兩司機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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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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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wi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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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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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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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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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接受Nippon TV電視臺采訪，期間與日本贈秋田犬“Yume”玩耍。

敘 利 亞

阿勒頗舊城

，敘利亞政

府軍宣布將

失守4年之久

的阿勒頗收

復。據悉，

敘利亞政府

軍投入兵力

3.5 萬人。而

這座千年古

城在戰火的

摧殘下已經

淪為廢墟。

新疆7旬老人養150匹野狼
夥食費壹年花掉100多萬

新疆昌吉州吉木薩爾縣車師古道，71歲的楊長生在這裏搭起棚舍，養了150多只野狼，整日與群狼

朝夕相伴，樂此不疲。

英國南方鐵路公司

的工人於當天舉行24小

時的罷工，導致部分火

車運營線路停擺，大量

旅客出行受到影響。南

方鐵路公司還將於12月

16日舉行第二次24小時

罷工。

英國鐵路工人罷工英國鐵路工人罷工
部分火車線路停擺部分火車線路停擺硬漢也柔情硬漢也柔情

俄總統普京逗秋田犬壹臉溺愛俄總統普京逗秋田犬壹臉溺愛

敘政府軍歷時4年終奪回阿勒頗 千年古城淪為廢墟

危地馬拉向太平洋投擲大量人工魚礁危地馬拉向太平洋投擲大量人工魚礁

以保護海洋生物以保護海洋生物
危地馬拉危

地馬拉城南部 65
公裏處海岸，工
人向太平洋中拋
下大量混凝土制
作的礁石。以保
護受過度捕魚和
汙染影響的海洋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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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星期六 2016年12月17日 Saturday, December 17, 2016



BB1212醫生專頁
星期六 2016年12月17日 Saturday, December 17, 2016



BB1313醫生專頁
星期六 2016年12月17日 Saturday, December 17, 2016



clean energy to China's grid, which Apple says will 
offset some of the other sources used by its operations 
and those of its immediate suppliers Foxconn, Lens, 
Catcher and Solvay.
China provides plenty of opportunity for such 
initiatives. The country is the world's largest investor 
in renewable energy, pouring a record-breaking $102.9 
billion into wind, solar and other projects in 2015, 
according to a U.N. report published in May.
Like other companies, Apple uses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s, in which it buys renewable energy from 
wind or solar energy developers, and then sells the 
energy back to the grid at a wholesale price. In exchange, 
Apple receives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which it 
applies to the non-renewable energy it uses to power 
some of its operations.
Other tech companies like Facebook (FB, Tech30) and 
Google (GOOG) are also chasing the 100%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Google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it will 
hit the renewable energy milestone in 2017. Microsoft 
(MSFT, Tech30) said it has been 100% powered by 
renewable energy since 2014. (Courtesy http://money.
cnn.com/technology/apple-wind-turbine-china-
investment) 

Zhang Yi, CEO of Guangzhou-based market research 
firm iiMedia Research, however, said that a country's 
GDP cannot be compared to the company's output, 
although Alibaba's business model has mad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nterprises, both in China and overseas.
"In the past decade, the e-commerce model has 
been playing a major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n the marketplace, but it will 
focus more and more on how to better integrate online 
and offline sectors in the future, which will reshap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landscape," Zhang said.
Last Friday, on Singles' Day, Alibaba's Tmall posted a 
daily sales volume of 120.7 billion yuan. At least 235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94 brands joined this year's 
Single's Day online shopping event, breaking its sales 
record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yuan, according to its 
statement.
According to Liu Dingding, an independent industry 
expert, Alibaba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next five 
years since the "growth ceiling" in online retail has not 
yet been reached.
"Meanwhile, Alibaba is helping creat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jobs, which could also be seen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Liu noted.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of 27 percent. With the sales from this year's Singles' 
Day, also known as Double 11, more than tens of 
billions is expected to be added in its daily GMV.
Alibaba said in the statement that by combining the 
countless individual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world 
doing business with them, a "new economy" can be 
created based on the company's current growth rate, 
that that can equal the GDP of an economy next to the 
U.S., China, the E.U. and Japan.

Alibaba will need to go through the challenge of 
diverse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f Southeast Asia 
before they can achieve the same level of success that 
they have done in mainland China.
Marie Sun, an analyst at Morningstar Inc, an investment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firm, said: "Southeast 
Asia region includes several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government and culture, which could make Amazon's 
direct sales business model facing more challenge.
"Comparing Amazon to Alibaba, I think Alibaba's 
marketplace business model may be more suitable to 
Southeast Asia market, which is more fragmented and 
in early growth stage.”
Related

Alibaba Aiming to Reach Sales
Equal to Fifth-largest Economy in the Future

Chinese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is hoping to generate sales that is equivalent to the 
fifth-largest economy in the future, after establishing 
a new record at the recent annual Singles' Day online 
shopping event.
In a statement sent to the Global Times, Alibaba 
said that for the fiscal year 2016, the company has 
exceeded 3 trillion yuan ($440 billion) in annual 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GMV), a year-on-year increase 

Within one year, Alibaba Holdings, one of the 
eCommerce giants of China, has managed to build 
a footprint all ov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company is eyeing the region’s approximately 
620 million population, 250 million of which are 
smartphone users and technology-savvy.
Jack Ma, the Executive Chariman of Alibaba, 
just recently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Somkid 
Jatusripitak,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to 
help the country’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ucceed in online e-commerce. This fulfills the request 
of Prime Minster Prayut Chan-o-cha to Ma in the G20 
Summit back in September in Hangzhou.
The agreement promises training approximately 
30,000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10,000 entrepreneurs from China,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This was a result of over 
three months of discussions.
Ant Financial, an online payment services provider 
affiliate of Alibaba, invested in Thailand’s Ascend 
Money last month. Ascend Money offers 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and micro-loans to customers who 
are under-served by Thailand’s big financial firms
A study by Bain & Company, a global management 
consulting firm, indicates that Southeast Asia is lacking 
a solid regional payment and logistic infrastructure, 
both of which have been the main factors for China’s 
astounding growth in online retail.

Alibaba made a $1 billion investment deal to Lazada, 
a privately owned e-commerce company, that operates 
in six of Southeast Asia’s biggest e-commerce 
markets. This includes Singapore, Thailand, Malaysia, 
Indonesia,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This is said to 
be their largest overseas investment up to date.

Alibaba Builds Footprint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Region to Achieve Its Full Potential

Apple Signs First Wind Power Deal In China

BEIJING - Apple Inc announced it will partner with 
Goldwind, the world's largest wind turbine maker, in 
projects in China that will produce 285 megawatts of 
wind power.
This marks Apple's first foray into wind power and 
is its largest clean energy project to date, said Lisa 
Jackson, vice president of environment, policy and 
social initiatives at Apple.
According to Goldwind, a HK-listed company based 
in northwest China's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pple has purchased 30 percent of equity in 
four companies to run four wind power projects in the 
provinces of Henan, Shandong, Shanxi and Yunnan.
The four companies are under Beijing Tianrun New 
Energy Investment Co Ltd, a subsidiary of Goldwind, 
the announcement said.
"We've been very vigilant about the oversupply 
problem. So we work with Goldwind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ur projects we choose are in provinces that don't 
have a curtailment issue," Jackson said.
Apple is striving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its supply chain,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its total carbon footprint.

Over a year ago, Apple CEO Tim Cook 
announced that the company aimed to make 
its supply chain in China powered by 100 
percent renewable energy.
He promised 2,000 megawatts of clean 
energy in China alone and 4,000 megawatts 
around the world.
Apple started with a 40-megawatt solar 
power project in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in 2015, which generates enough 
power to cover all its offices and stores in 
the country.
It then backed three solar power projects, 
which can generate 170 megawatts of 
power, in North China's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last year.
The wind and solar projects are targeting 
upstream suppliers that do not have a direct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Apple, Jackson 

said.
"These projects will produce more than 900 million 
kwhs of power, equivalent to the amount of energy 
needed to power 690,000 Chinese homes," she said.

The clean energy will be added to the grid, so that 
suppliers can choose to purchase renewable power, 
she said, adding that, currently, they cannot purchase 
power directly from Goldwind.
Apple is also happy to see a number of its major 
suppliers, including Foxconn, Lens, Catcher and 
Solvay, commit to powering their Apple production 
with renewable energy.

All the financial backing, both by Apple and its 
suppliers, will result in the generation of about 1,400 
megawatts of renewable energy in China, Jackson said.
"We should help our supply chain become greener and 
more sustainable. So, instead of giving them fish, we 
want to teach them how to fish, just like what we are 
doing here today," she said. (Courtesy http://www.
chinadaily.com.cn/business)
Related

Why Apple is investing in wind turbines in 
China – Apple's latest deal in China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smartphones.
The tech giant Apple is investing in the Chinese wind 
power industry, turning to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to help it achieve its goal of getting 100% of 
its energ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The iPhone maker recently struck a deal to buy a 
30% stake in three subsidiaries of Goldwind, China's 
biggest wind-turbine manufacturer.
The companies aren't saying how much money is 
involved. But it's Apple (AAPL, Tech30)'s largest 
clean energy project to date and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wind power sector, Lisa Jackson, vice president 
of Apple's environment initiatives, told state-run 
newspaper China Daily.
Apple is investing in businesses run by Goldwind, 
China's largest wind-turbine maker.
Many Apple (AAPL, Tech30) products are made in 
China, and the country accounts for about one fifth of 
the company's sales.
Environmental group Greenpeace has warned that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uses a lot of energy in China, 
drawing on the country's high number of polluting coal 
power stations.
Apple's moves into renewable energy are an attempt 
to compensate for this. Last year, it announced a series 
of solar projects, including one in the mountains of 
Sichuan Province where the panels were designed so 
that the local yak population could graze among them. 
It's also pushing its Chinese suppliers to use more 
clean energy.
The new wind project will add 285 megawat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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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Campus 2 is an upcoming future headquarters of 
Apple Inc. in Cupertino, California. It is under construction 
and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Q4 2016, and start 
occupying in early 2017. The main building has solar panels 
on the roof of the main building. Roughly 80 percent of the 
campus will be green space and include several varieties 
of fruit trees. 

Goldwind's wind turbines at a wind farm. [Photo/stringer-chinadaily.com.
cn]

Alibaba founder Jack Ma speaks during a Conversa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t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Bangkok on Oct. 11, 2016. (Photo/Getty 
Images)

Members of Alibaba's staff take photos of the screen 
showing the company's sales figure during last Friday's 
Singles' Day event. (Photo : Getty Images)

Alibaba's astonishing growth and market predominance 
is making sales and delivery of TV sets to rural China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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