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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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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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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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樂
公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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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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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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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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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駕校王朝駕校A K Driving School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地址﹕﹕96009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20120, Houston, TX, Houston, TX7703677036
熱線電話熱線電話﹕﹕832832--633633--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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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中國走遍中國》》傳播現代時尚活力中國元素傳播現代時尚活力中國元素

【VOA】白宮表示﹐美國總統奧巴馬計劃在1月20
日離任之前把更多的關押在古巴關塔納摩灣拘
留中心的恐怖分子嫌犯轉移到國外﹐他拒絕了候
任總統川普提出的停止釋放這些在押犯的要求﹒
關塔納摩拘留中心是2001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
後在前總統喬治·布什任內建立的﹒這裡關押的
是美國及其盟友在打擊中東和阿富汗基地組織
和其它恐怖團體過程中抓獲的嫌犯﹒
該中心曾成為人權活動人士批評的焦點﹒嫌犯
往往被羈押多年而得不到審判﹐當局為了從在押
人員那裡獲得有用的證據而對他們施以酷刑﹒

奧巴馬在 2009 年 1 月上任時就表示一定要關閉
這一設施﹒但是﹐他的努力受到國會的抵制﹒
現在關塔納摩拘留中心還剩下59人﹒被關押者
最多時有近八百人﹒
奧巴馬當局已經把一部分嫌犯送回他們的母國
接受起訴﹐把另外一部分送到第三國接受安置﹐
還有一些人未經審判而被釋放﹒
川普在漫長的競選中發誓要繼續保留這個拘留
中心﹒有一次﹐川普表示﹐他一旦成為美國三軍
總司令就準備“把一些壞傢伙關進去﹒”

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奧巴馬要在卸任前把更多關塔納摩嫌犯送往國外奧巴馬要在卸任前把更多關塔納摩嫌犯送往國外

這張關塔納摩灣拘留中心照片攝於這張關塔納摩灣拘留中心照片攝於20162016年年1212月月1111日日﹒﹒圖中所示為該中心已經廢棄的一部圖中所示為該中心已經廢棄的一部
分分﹒﹒崗樓已經空無一人崗樓已經空無一人﹒﹒目前目前﹐﹐這個曾經關押約這個曾經關押約800800名嫌犯的監獄裡只剩下名嫌犯的監獄裡只剩下5959人人﹒﹒

節目介紹﹕《走遍中國》是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
道的一檔品牌欄目﹑老牌欄目﹐創辦於 2002 年 9
月﹐2014 年榮獲中央電視台品牌欄目﹐綜合評價
全台排名第18名﹒ 2016年《走遍中國》欄目全新
改版﹒新版定位為“聚焦中國新變化的專題欄
目”﹐它關注發生在普通中國人身邊﹑展現正能量
的新現象﹑新風尚﹑新觀念﹑新事物﹐全面﹑真實地
反映中國人當前的生活狀態與精神風貌﹐深入﹑客
觀地展現富於創新﹑充滿活力﹑具有國際視野的當
代中國﹒ 突出國際視野﹐凸顯中國故事國際表
達﹒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每周二凌晨3點至3點
半首播﹐周四凌晨1點半至2點重播﹐敬請關注收
看﹒

【VOA】美國政府底下設的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1月4日宣布﹐根據一家美國公司此前提起的一項專利
侵權指控﹐對一些來自中國的弧鋒箭頭產品（Arrowheads with Arcuate Blades and Components Thereof）進行調
查﹒這些產品主要用於狩獵﹒
美國蒙塔那州Flying Arrow Archery公司去年12月2日向USITC提出申訴﹐指控美國進口和在美國銷售的部分
弧鋒箭頭產品侵犯該公司在美國註冊有效的專利權﹐請求USITC依照美國《關稅法》337條款啟動調查﹒中國
兩家企業﹑6名個人和美國德州的一名個人被USITC列為被告﹒
USITC將委派一名行政法官對這起案件進行聽證﹐行政法官會對被告是否侵權做出初步裁決﹐USITC有權對
初步裁決進行審議﹐並在啟動調查後的45天內設定完成調查的期限﹒
此前﹐USITC12月30日初步裁定﹐從中國進口的硬木膠合板給美國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性損害﹐美國政府將繼續
對此類產品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

中國箭頭產品被控侵犯專利中國箭頭產品被控侵犯專利美政府啟動調查美政府啟動調查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大樓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大樓﹒﹒

星期五 2017年1月6日 Friday, January 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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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聞集團將於2月4日上午
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 「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
園遊會」(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園遊會將
搭配休士頓超級盃觀光人潮，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打造多元文
化國際盛會。

有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美譽，每年都受到眾多當地機構和商家贊助，獲
得社區一致好評。今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將搭配第51屆超級盃美式
足球賽(Super Bowl)，展現 「雙節」加倍熱鬧氛圍，整個各族裔社
區全員動員，讓民眾體驗不同以往的多元文化盛宴。

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典是美南運行20年的傳統，今年為超
級盃做前導，不只增添節慶氣氛，更能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國際區
遊玩，促進觀光發展， 「希望擴大影響力，增加國際視野」。屆
時會設計餐廳指南(Restaurant guide)提供給遊客參考，讓數以千萬

計的遊客都能到國際區觀光。
活動到時除有大型舞龍舞獅、少林功夫、傳統中國藝術、精

彩中國、世界音樂舞蹈和魔術秀演出，各國年節小吃美食與文化
性、遊戲、搖滾音樂表演等攤位，同時還包括抽獎活動，襯托出
濃濃的過年氣氛，現場也會結合中國、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
、日本、薩爾瓦多、土耳其、印度、孟加拉、緬甸、柬埔寨、斯
里蘭卡、奈及利亞等國家的傳統舞蹈和文化展出，希望提升各國
國家形象，推廣多元文化。

李蔚華也感謝社區過往給予的支持，來成就這些活動，園遊
會將規劃近18至19個節目，展攤也會有近百個，歡迎贊助商大力
支持，一般展攤兩個450元、食物展攤兩個550元，目前一般展攤
將有折扣，希望一起為宣傳休士頓努力。詳細資訊中文請洽Ange-
la Chen：713-517-8777或angela_nwe@yahoo.com或英文請洽Jen-
nifer Lopez：281-983-8152或jenniferitc@gmail.com。

21屆新年園遊會系列報導
農曆新年園遊會倒數 擴大國際視野

2017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倒數計時。

大型遊戲之夜(Giant Game Night)：
6日周五從下午5時至晚間9時在Memorial

City Mall 將舉辦 「bigger than life」 遊戲之夜，
屆時將會有下棋、疊疊樂、擲沙包、瘋狂四子

棋等多種有趣遊
戲，活動免費，
歡迎大家來參加
；適合全家大小
一起同歡，遊戲
之餘還可以逛街
購物，樂趣多多
。

青年作家工作坊
(Young Writers
Workshop )：
7日周六上午10

時 30 分 至 11 時
30分在發現綠地
公園將舉辦青年
作家工作坊，對
寫作有興趣的大
小朋友，可學習
如何正確表達自
己的思想以及練
習寫作技巧。活
動由 「Writers In
The Schools」 帶

來休士頓唯一對兒童與青少年免費公開開放的
寫作工作坊，一共只有25個名額，名額有限，
敬請把握。

美 術 館 演 奏 會 (ROCO Gallery
Concert)：

本周末連續兩天River Oaks室
內管弦樂隊將在休士頓美術館為大
家帶來現場演奏。此次演奏時間自
周六日下午3時開始，為了配合目
前正在休士頓美術館熱展的 「De-
gas: A New Vision」 畫展，透過現
場樂隊的烘托下，看相應畫展更別
有一番風味。活動免費，只需購買
美術館入場門票。

蓋文斯頓美食周 (Galveston Res-
taurant Week)：

從 1 月 8 日周六開始一直到 1
月22日，蓋文斯頓將舉辦第6屆年
度餐館周，屆時將會有數家餐館以
相對便宜的價格為人們提供上等美
食，花費視時段大約 20 元至 35 元
不等，具體餐館和價格請參官網，
http://www.galveston.com/galvrw/
。

農夫藝術集市&領養流浪狗(Farm-
ers & Artisans Market)：

周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4 時，將在 Southern
Star Brewing Company舉辦農夫&藝術集市，民
眾可挑選本地生長的新鮮蔬果以及精美手工藝

品，順道品嘗一杯當地啤酒公司釀造的手工啤
酒。除此之外，屆時還將有一個領養 Mont-
gomery County收容所的流浪狗活動，有興趣的
朋友們不要錯過啦。

多樣性周末活動 歡迎2017年到來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新年伊始，2017年的第一個周末，休士

頓照例有非常多樣化的活動，包括遊戲之夜、音樂會、寫作工作坊、美食
周等，帶大家歡迎新年到來。

發現綠地公園周六將舉辦青年作家工作坊發現綠地公園周六將舉辦青年作家工作坊，，喜歡寫作的朋友不要錯過了喜歡寫作的朋友不要錯過了。。((
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趁著美食周趁著美食周，，來品嘗道地生蠔吧來品嘗道地生蠔吧。。((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
院校聯合校友會獎學金，今年
將分七類進行甄選分發。即日
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
年從政獎學金。其主旨在鼓勵
有志從政的青年爭取在立法機
構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國
會、州議會議員的辦公室，都
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
terns) 。這些實習生的職位，是
提供年輕人親眼目睹、親身參
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佳良機；
同時，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物
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金，
名額至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
元。申請者必須是在大學或研
究所(包括法學院)的學生，并
且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
州州議會或休士頓市議會中任

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
已舉辦二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
，開放給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
請。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領
導才能、社區服務、與課外活
動來甄選得獎者。今年校聯會
傳統獎學金名額至多六名，每
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
，金額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
友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
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
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
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
學金，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
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
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是

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
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
學金，金額每名一仟元。是夏
尚權先生及台灣大學校友夏慧
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
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
、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
生為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
兼優、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
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
生為紀念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
及夫人所設，名額三名,金額每
名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
生為紀念其父親林瑞發先生而

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
元。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
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劉林買女
士所設，名額二名，金額每名
一仟伍百元。

＊中原大學校友朱比南女
士為紀念其父親朱鎔堅先生，
母親朱孫蘊玉女士及其弟弟朱
喜賢先生所設，名額二名，金
額每名一仟伍百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
士為紀念父親王財興先生及夫
人王袁杏月女士所設，名額一
名,金額一仟五百元。

* RLC基金助學金 ，名額
及金額未定，依需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
兼優、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
大學的NorthBrook高中十二年

級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
下列校友提供：

＊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
士為紀念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
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
仟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
獎學金，申請者必須是有志上
大學主修音樂的十二年級高中
生，或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的
學生。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
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
士為紀念其父母親謝文治教授
及夫人所設，名額一名，金額
二仟元。

＊大專院校音樂獎學金基
金提供，名額一名，金額二仟
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

兼優、家境需求補助、大學物
理系的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
金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
念丈夫馬驥驃博士所設，名額
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
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
麟先生為紀念其妻范增瑩女士
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
、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
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
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
六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
舉行頒獎儀式。有關各類獎學
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請
見校聯會網頁 http://www.jc-
caa.net 或電詢獎學金召集人
鄭 大 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2017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 2月28日申請截止

一通簡單問候的電話, 聯線美國
總統當選人Trump 和台灣總統蔡英文
, 震驚全世界的媒體, 把幾乎被遺忘的
臺灣問題如數家珍的報導, 同時一個
中國的政策和原則終於重新被檢驗，
過去台灣被邊緣化, 無理的被打壓的
歷史再次浮上臺面。

Trump 常常說出不按牌理出牌的
言語，讓很多傳統思維的專家或是左
派的分析專員不知如何是從, 只好推
出抱持著等Trump 上任後再聽其言觀
其行的緩兵對策. 其實, 從Trump 所命
定內閤成員的過去作風, 我們可以判
測他將是不同於過去, 而且是確定以
美國為重心的本土思維，走向使美國
再一次強大的決心. 他施政方向不再
以金錢祕密外交為幌, 不會以買辦式
的經貿作為臣服於國會遊說團體的索
求, 而犧性美國利益. 不再受制於一個
中國政策的虛偽前題重新調整美中貿

易層次.
在這突然來不確定的喜訊

, 台灣如何把握動盪的情況下
與美國合作而且不被中國嚇昏
不知所措且能脫殼而出。

依照 Trump 的貿易邏輯,
他決定退出 TPP, 改以一對一,
國與國直接對談的方式作貿易談判,
不再考慮從事多邊國家費時矛盾的經
濟貿易政策, 若是臺灣政府能把握時
機. 直接的跟美國作生意, 無形中提昇
了台灣的能見度,也符合了臺灣蔡英文
政府放眼國際的貿易取向.

作為一個臺裔美國籍的中小企業
雇主, 多年來在美國自由經濟市場的
製度下, 平穩的發展, 願提出兩個方案
來配合Trump 讓美國再強大的經濟政
策也同時帶給臺灣得益的局面.
1. 投資美國: 結合全美國成功的臺籍
企業家及各類專業人士組成諮詢顧問

團平台, 透過臺灣經濟
部商務組並配合與美
國各州的商務局及當
地商會尋找適當的投
資事業, 有計劃的導引
臺灣企業或在中國的
臺商轉美國投資設廠,
幫忙臺灣企業公司作可行性研究, 減
少開創期的摸索和爭取當地政府的獎
勵效益.
2. 回饋臺灣: 設立傑出人士基金會, 結
合台美企業人士和美國頂尖的學術研
究機構, 及各行業的研發部門, 爭取臺
灣人才進入研修訓練, 學成後, 回歸為

臺所用, 帶領下階段提昇臺灣與世界
競爭的能力.
或許很多政治觀察家對Trump 未來的
政策仍持觀望態度, 要等一月二十日
Trump 就任以後才明朗化但一般的企
業家應可判定Trump 的經濟政策是以
經領政的實力導向. 這是一個改變傳

統思維的時代, 也是看好美國的機智.
希望我們把握機會, 未來的四到八年,
參與讓美國更加強大的行列, 自然臺
灣的國際地位會水漲船高, 臺裔美人
可以增加財富提昇地位,讓我們一起建
造美國臺灣你我三贏的局面.
楊明耕

投資美國, 回饋臺灣
粥是中國人飯桌上再平常不過的東西了，中醫強調食補，注重食材的屬性，在不同的

時節，選擇合理的食材來煲粥，可以對身體起到很好的調養作用。
光鹽社於2017年1月7日下午2點到4點於華人聖經教會舉辦健康講座，邀請超過30

年臨床經驗的劉青川中醫師主講 「中醫粥的食療與時辰養生」。
劉青川中醫師出身於醫學世家。1982 年畢業於著名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學系。曾從師川

蜀名老中醫，並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及中醫函大教學。來美二十餘年作為資深的德州執照
中醫針灸師，對內、婦、兒、外諸科疾病及腫瘤癌症的輔助治療都有豐富的臨床經驗。

如有疑問, 歡迎致電光鹽社詢問：713-988- 4724
主題： 「中醫粥的食療與時辰養生」
主講： 劉青川中醫師
時間： 2017年1月7日下午2點到4點
地點：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光鹽社健康講座 「中醫粥的食療與時辰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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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松編譯）聖誕節剛
剛過去，當人們還沒有在慶祝節
日的氣氛當中回復過來的時候，
一起槍擊兇殺案不幸的在Katy地
區發生了。根據美國媒體報道：
Katy警方正在調查一起殺人案，
12 月 24 日聖誕節的平安夜，被
害人 Chris Battelli 與他的朋友們
在一家酒吧里聚會，當他走出酒
吧來到停車場坐到自己車裡的時
候，不幸被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
開槍擊中頭部，當場死亡。

警方接報警後及時趕到案發
現場，隨後根據線索逮捕了此案
的嫌疑人 Earl Semien 52 歲、男
性。該名犯罪嫌疑人被指控一級
謀殺罪成立，警方表示：對他的
調查還沒有結束，仍然還有很多
的疑點在他的身上。目前為止還
不清楚此人的殺人動機是什麼。
需要更多的人出來指認他，警方
認為還有其它的案件在這名犯罪
嫌疑人的身上。

這是 Katy 地區自 2016 年以
來第一號殺人案，此類的案件在
Katy很少會發生，表面上看Earl
Semien 是一名冷血殺手，他為
什麼要殺人？這個疑問始終遺留
在 Chris Battelli 家人和朋友們的
心中。

據被害人的家屬介紹說：當
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Chris

Battelli 酷愛棒球比賽，也是個業
餘的棒球運動員。當他成年後服
役於美國空軍，還曾參加過伊拉
克戰爭。他非常熱愛他的家人和
朋友門。今年聖誕節的早晨，許
多他的生前好友和家人們一起來
到他停止呼吸的案發地點，插上
了一枚十字架和鮮花。以此來悼
念這位優秀的年輕人。他的父親
James Battelli 回憶說：我的兒子
是一個很善良、友善、無私的年
輕人，他還有很多的願望沒有實
現，他曾表示要賺更多的錢來照
顧家人。許多朋友和親人聽到這
個噩耗後都感到非常的震驚，為
失去一位好朋友和好兒子感到萬
分的惋惜和悲痛。

另一位被害人的親屬也表
示：Chris 兩年前曾在一家位於
Katy的換油中心工作，是一個很
能幹的傢伙，很受老闆和同事的
喜愛。曾與 Chris 一起工作的同
事說：他根本沒有仇敵，這種悲
劇根本不應該發生在他的身上。
那名殺人惡魔為什麼要殺害他？
這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想知道的答
案。我們都非常的懷念 Chris，
讓他在天堂永遠的安息，我們為
他祈禱祈福，上帝保佑 ！目前
此案，警方仍然在深入的調查當
中。（信息來源www.abc13.com
）

聖誕節平安夜一名美退伍軍人遭槍擊身亡 Katy 警方深入調查中

謀殺謀殺ChrisChris的兇手的兇手Earl Semien(Earl Semien(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被害人父親被害人父親 James BattelliJames Battelli 講述兒子被害的經過講述兒子被害的經過（（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被害人被害人Chris BattelliChris Battelli 少年時的照片少年時的照片（（圖片來自網路圖片來自網路））

被害人被害人ChrisChris生前與家人合影留念生前與家人合影留念（（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父親父親James BattelliJames Battelli 與兒子與兒子ChrisChris 一起慶祝聖誕節時的合一起慶祝聖誕節時的合
影影（（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死者親人和朋友在死者親人和朋友在ChrisChris被害的地點舉行悼念儀式被害的地點舉行悼念儀式（（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ChrisChris 生前被害的酒吧生前被害的酒吧（（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Chris BattelliChris Battelli 曾經參加過伊拉克戰爭曾經參加過伊拉克戰爭（（圖片來自圖片來自
網絡網絡）） ChrisChris 的家人聽到噩耗悲痛欲絕的家人聽到噩耗悲痛欲絕（（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民國106 年元
旦升旗典禮於元旦日當天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心
前廣場舉行。在台灣傳奇舞龍隊一場精彩的舞龍
表演序幕後，升旗典禮正式開始，由 「榮光會
」護國旗進場後，全體肅立，唱國歌，全體全神
貫注的看中華民國國旗冉冉升空。

升旗典禮主辦人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
生首先致詞。他說： 我們今天前來紀念中華民國
的開國紀念日，緬懷 中山先生和先賢先烈的犧
牲奮鬥精神，國仇家恨，無以言表，才有有志之
士揭杆而起，推翻滿清，北伐，抗戰，勵精圖治
，今天我們在萬里之外，祝福我們的祖國，國運
昌隆。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在典禮上致詞
表示：今天是中華民國106年的開始，中華民國
的歷史就是一部自由，民主，法治的奮鬥史，尊
重基本人權，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這也是我
們與美國強而有力的基礎。去年的一月十六日，
我們選出了華人世界第一位女總統，蔡總統也向

全民宣告，她正努力的一步步走向改革。去年，
是政府施政打椿的年，而2017 是積極建設的一年
。黃處長說： 過去幾個月來，中共對我們的分化
，打壓，威脅，恫嚇不斷，而政府對兩岸關係的
發展，絕對以最大善意，尊重歷史，希望謀求兩
岸的發展。政府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期望中
國大陸能有新的思維，新的作法，讓兩岸能理解
，溝通。找到造福兩岸人民的模式。希望能有
「2017----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早起，一起

奮鬥，一起許願，不分藍綠，迎接很多挑戰，讓
我們發展的更好 ，而自由，民主制度是我們的最
大的價值。

而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向全體一起來僑教
中心舉辦開國紀念日的僑胞們致意，她說： 今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應團結僑社，致力於中華民國
永續發展。

升旗典禮在 「重型機車俱樂部 」 的喇叭齊
鳴聲中 圓滿結束，全體進入僑教中心大禮堂參加
元旦園遊會。

中華民國106 年元旦升旗典禮
於元旦日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民國 106 年
元旦園遊會的重頭戲，就是頒發一系列獎狀，
感謝狀給僑社有功人士。包括：（ 一 ） 頒發僑
委會新聘及續聘僑務榮譽職人員給續聘僑務促
進委員： 賴李迎霞、陸忠、陳逸玲等三人，由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代表頒發。

（ 二 ） 頒發僑委會慶祝中華民國105 年國慶有
功個人及團體獎狀給： 休士頓僑界慶祝雙十國
慶籌備委員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
士頓成功大學校友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
分會，亞裔退休人學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
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休士頓同源會、重型機車俱樂部、
休士頓文化大學校友會、休士頓龍岡公所、休
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休士頓中華青少年聯誼會
、中華黄埔四海同心會美南分會、中華表演藝
術學會、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休士頓榮光
聯誼會、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儀隊、休士頓青
年文化志工大使協會、休士頓華人西畫協會、

休士頓客家會、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頓松
年學院、休士頓環資社、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
委員趙婉兒、副主任委員陳美芬等人，由 「台
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代表頒發。
（ 三 ） 黃處長並代表頒發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150 歲誕辰有功人員給中華公所105 年共同主席
黃泰生、羅秀娟，104 年共同主席陳燦基、周彩
庭，及休士頓中山學術會會長甘幼蘋。
（四 ） 頒發熱心捐助僑生獎助學金僑委會感謝
函給劉秀美、甘幼蘋兩位僑務委員。
（ 五 ） 頒發僑委會青年文化志工大使、美國總
統志工服務獎 「銀質獎章」 給孫紀婕、哈婕琳
，及 「銅質獎章」 給許世杰、徐能能、吳凱玲
、陳維翰、方家瑞等人。其中獲 「銀質獎章 」
的同學為這一年服務時數達 175 小時以上，獲
「銅質獎章 」 的服務時數達100小時以上。當

天園遊會現場還有大專校聯會、美南銀行、休
士頓林西河堂、台灣同鄉聯誼會、休士頓客家
會等十餘社團在現場擺設小吃及用品攤位。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6106 年元旦園遊會上年元旦園遊會上
頒發有功個人及團體獎狀頒發有功個人及團體獎狀，，感謝狀感謝狀 中華民國106 年元旦升旗典禮於周日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頒發慶祝中華民國圖為頒發慶祝中華民國105105 年國慶有功個人及團體獎狀後合影年國慶有功個人及團體獎狀後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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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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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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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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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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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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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ch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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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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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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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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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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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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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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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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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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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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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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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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Come Grow With US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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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學界反對臺灣領導人蔡英文
拒不承認一中原則的宣言

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於 2017 年 1 月初
訪問中南美洲時將在美國過境停留，期間計
畫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可見蔡英文女士的所
謂“過境訪問”並不只是普通意義上的過境
停留，而是把這個機會當作一次政治訪問。

 
作為關心臺海兩岸和平發展，關心中華

民族未來的海外華人華僑，我們希望蔡英文
女士尊重全球華人的共同心願，尊重中美之
間互相達成的外交契約，遵守一個中國原
則，不要利用訪問美國的機會推動任何形式
的臺獨主張。為此，我們特做出如下宣言。

 
1，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任何個人、任何組織妄想分裂祖國的
圖謀，都不能被全體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華
僑所接受，也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人民
的譴責。蔡英文一向我行我素，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推行所謂“法理臺獨”，“文
化臺獨”，嚴重威脅兩岸 2008 年以來兩岸
共同構建的和平發展局面。我們對此表示強
烈反對和譴責 。

 
2，兩岸人民同宗同祖，血脈相連。臺

海兩岸的和平發展，不僅有利於兩岸人民，

而且有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更有利
於世界和平。歷史證明，臺灣當局任何挑釁
一中原則的行為，都不同程度地引起海峽兩
岸以至亞太地區的動盪和不穩定。我們呼籲
兩岸領導人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深化兩岸的
合作交流，進而把兩岸交流的層次提高到政
治對話的高度。

 
3，2008 年來，兩岸領導人尊重“九二

共識”，全面推動兩岸的經濟、文化、教育
和科技交流，使兩岸關係逐漸朝著穩定的方
向發展。尤其是 2010 年“兩岸經濟合作框
架協定”簽署以來，經貿合作更是勢頭良
好，臺灣經濟和社會總體也從中受益。這個
局面來之不易。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一個中
國原則，挑釁大陸底線，不但製造政治麻
煩，而且損害臺灣無辜民眾的經濟利益。我
們希望臺灣當局珍惜近年來的良好互動，不
要肆意破壞兩岸和平局面。

 
4，蔡英文和民進黨當局的“臺獨”主

張，直接為中美關係製造麻煩，因此也損害
廣大旅美華僑華人，包括臺灣同胞的利益。
一個健康的中美關係必須包含對中國核心利
益也就是臺灣問題的尊重。我們生活在美

國，為美國主流社會的經濟和科技發展做出
貢獻的同時，也建設自己美好家園。我們期
望中華民族團結向上，兩岸人民共謀發展。
我們不願意成為因臺獨勢力而損害中美關係
的犧牲品。

 
最後，我們鄭重指出，國家的統一，民

族的興旺，人民的幸福，是包括臺灣人民在
內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我們呼籲，全
體華人、兩岸人民團結起來，一起關心中國
和平統一大業，弘揚中華民族偉大文明，攜
手共建美好家園，為世界永久和平做出我們
的貢獻，以告慰我軒轅先祖！

 
 
（排名不分先後）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休斯敦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美中友好促進會
華夏學人協會
全美華人協會
華夏中文學校
湖南同鄉會
山東同鄉會

東北同鄉會
美南江蘇總會
安徽同鄉會
川渝同鄉會
上海聯誼會
美南浙江同鄉會
德州廣東總會
黃氏宗親會
河南同鄉會
沈陽同鄉會
內蒙古同鄉會
知青聯誼會
福建同鄉會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五邑同鄉會
休斯頓 - 南京友好協會
休斯頓 - 泰州友好協會
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
國際華人交通協會德州分會
南京地區中國校友休斯頓聯誼會
華中科技大學休斯頓校友會
德州南方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ONE-CHINA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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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升旗典禮暨園遊會（中）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 左起 ）「 中華公所 」 主席羅秀娟，黃泰生，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 周慧宜組
長，黃敏境處長夫人邱瓊慧，「台北經文處」 俞欣嫺秘書在園遊會現場。

頒發僑委會青年文化志工大使及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成員。

黃處長（ 中 ）及莊主任（ 右一 ）頒發新聘及續
聘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 右起） 李迎霞，陸忠，
陳逸玲。

台灣傳奇舞龍隊表演。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在升旗典禮上致詞。

頒發熱心捐助僑生獎助學金僑委會感謝函給甘
幼蘋僑務委員（右一），劉秀美僑務委員（ 左
二 ）。

「 台灣傳奇 」展現舞龍絕技後與出席升旗典禮
貴賓合影。

前「 中央社 」特派員馬寧（ 左 ） 與老友們在
升旗典禮上合影。

（ 左起）「 中華公所」 主席羅秀娟，
黃敏境處長夫婦，「中華 公所」 主
席黃泰生，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共
切慶祝元旦蛋糕。

國航（AIR CHINA）2017 年
3/4 月休斯敦 - 北京航班大量取
消！請來電確認您的訂位不受
影響！另有 2/3 月特價機票促
銷，休斯敦 - 北京 / 上海往返 

$500( 含稅）！

休斯頓 全旅假期

國航（AIR CHINA）2017 年 3/4 月休斯
敦 - 北京航班大量取消！

請來電確認您的訂位不受影響！

TEL:713-568-8889

航空公司大減價
休斯頓 / 達拉斯飛北京 2/3 月特價機

票，快快快 !
往返只要 $500（含稅）! 

購屋者對地基修理應有之認識
購 買 曾 經

修理地基的房
屋前應瞭解地
基之現況及過
去修理之全部
細 節 , 瞭 解 過
去的修理資料
之所以重要是
因為地基修理
有可能對未來
產生下列幾種
影響 :

1. 未
來發現地基需

要修理或調整時的處理較為複雜 - 過去的地基
修理如果是局部性的 , 未曾修理過的部分自然不
受以往修理公司的保證條款之保障 , 如果未來在

未修理過的部分出現問題時 , 需要另外支付地基
修理費 . 過去的地基修理如果是全面性的 , 未來
出現移動時 , 當初的修理公司如果已經停業 , 同
樣需要另外支付費用請其它公司來做進一步的
修理 , 即使當初的修理公司仍然存在 , 該修理公
司為了結省保證條款之開銷 , 未必完全以屋主的
最大利益為考量 , 而屋主為了不放棄保證條款的
權益 , 時常被迫接受修理公司的意見 .

2. 每次修理地基或調整既存之地基樁柱
後都必然會帶來昂貴的表面修理費用 , 包括內外
牆体裂縫之彌補與油漆 ( 油漆時由於顏色不可
能調配到與原有顏色完全一致 , 時常需要全面重
新油漆 , 因而大幅增加成本 ), 破裂磁磚的更換
( 磁磚通常在兩三年後就無法配到尺寸及花色一
樣的 , 因而也經常使全面更換成為必要 ), 以及
變形門框的調整 .

3. 地基在修理前的移動 ( 包括下陷及上
昇 ) 以及在地基修理過程中所必然有的移動都

很可能損壞在地基中或地基下的污水系統 . 最常
見的情況有斷裂 , 接頭脫位 , 及下水管傾斜度被
改變而形成管內積水 , 這些損壞輕則使下水不
順暢 , 重則使地基下積水而造成地基問題惡化 . 
地基中或地基下的污水系統之修理由於涉及在
混凝土地基上鑿洞或是在地基下方開爬行隧道 , 
因而費用相當高 , 通常少則萬餘元 , 多則超過二
萬 .

在德州最常使用的住宅地基建造方式為一
次澆灌的混凝土地基 , 此種地基最常使用的修理
方式為 Piling,

Cable Lock, 以及 Bell Bottom Pier 三種 , 前
兩種方式都是將圓柱體的混凝土塊 , 利用房屋本
身之重量逐塊壓入土中 , 直到土壤對混凝土塊的
阻力大於房屋的重量時 , 混凝土塊不再繼續深入
而對房屋產生支撐作用 , 以此為基礎將房屋下沉
部份架高恢復水平 , 這兩種修理方式施工容易 , 

在修理當時確實可迅速達成目的 , 但往住因房屋
本身重量不足以將混凝土塊壓深至不受地表氣
候影響的深層土壤 , 修理過後地基仍可能連同
新按裝的支柱 (Piers) 一同緩慢下陷 . 第三種 Bell 
Bottom Pier 的修理方式是在事前先找出施工當
地不受地表氣候影響的土層深度 , 之後鑽出足夠
深度的長洞 , 洞的底端擴大面積成為鐘形以增加
支撐力 ( 因此名為”Bell Bottom Pier”), 之後在
長洞內置入鋼筋 , 注入混凝土 , 待混凝土乾固後 , 
以鋼筋混凝土的地下長柱為為基礎將房屋下沉
部份架高恢復水平 , 如果施工程序正確 , 可以永
久性的達成矯正地基下陷的目的 , 而且施工過程
中對房屋的干擾較少 , 破壞自然也較少 , 為最理
想的地基修理方式 , 但由於價格較高 , 以及施工
時在灌注混凝土後有一段等待乾固期 , 會對屋主
帶來一些不便 , 因而並沒有普遍受到市場的採
用 .

圖為「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負責人
白釗民。（ 記者秦鴻鈞攝 ）

白釗民專欄

美國專利【骨精華】新春大酬賓
消除關節疼痛，延緩骨質疏松，六周見效

金雞報春賀新禧，貝佳好禮送健康！貝佳天然藥業新春大酬賓，
【骨精華】買 6 送 1，再送【極品靈芝】1 瓶；買 12 送 3， 再送【極
品靈芝】2 瓶。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上市十年來，好評如潮，用戶遍布北美、
歐洲、澳洲、中港臺及全球各地，在北美超過 500 家參茸行，及眾多
門戶網站熱銷，如 Amazon、文學城、萬維網、淘寶等。【骨精華】
所含 II 型骨膠質（kolla2），采用美國專利生產工藝，嚴格選用 4-8
周幼禽胸軟骨，冷處理提取，異常珍貴，功效卓著。【骨精華】領先全球四大優勢：

一、美國專利，六周見效。【骨精華】美國專利號 US Patent # 6838440，突破
以往幾十年全球對骨保健的研究，是當代骨科學的一項創舉，被國際骨關節炎學會
主席 Dr.Roland 譽為“緩解疼痛、消除炎癥、修復關節、防止骨松”新一代骨保健品。

二、快速修復，消除疼痛。補償作用，讓關節吃飽，緩解及清除骨質增生、骨刺。
【骨精華】大劑量直接補充 II 型骨膠質（Kolla2），快速修復軟骨與結締組織，有效
消除退化性與風濕性關節疼痛、腫脹、僵化、無力、積液、響聲、五十肩、網球肘。
【骨精華】加強關節組織的抗拉張強度，補償骨質流失，從根本上清除骨質增生或
骨刺產生的條件。

三、雙效合一，延緩骨松。既補骨膠質又補鈣。【骨精華】將 II 型骨膠質
Kolla2 與鈣有機結合，確保鈣富集於骨骼組織周邊，增進鈣吸收率，大幅提高骨密度，
全面防止骨質疏松、腿腳抽筋、身材矮縮、腰肌勞損、牙齒松動、骨折，同時避免
鈣在人體內的無益積聚導致腎、膽結石。

四、科學配方，勁爆給力。 如上所述，市面產品僅用 Glucosamine 或豬皮、牛
骨等提取 I 型、III 型骨膠質，要四、五年才有微效，【骨精華】勁爆給力，保證六
周起見效！

【骨精華】擁有上百個真名實姓成功見證，其中，浙江虞臣義先生發來微信說，
家父患慢性關節炎、骨刺增生、膝蓋積水，平時常伴疼痛、腿腫，行動不方便，服
用貝佳【骨精華】，十天開始見效，各種關節隱疾好轉，現一直堅持服用，行走如常。
北京李健女士吃【骨精華】六周後，膝關節不痛了，她說，該產品確實不錯，推薦
家人一起吃。

【骨精華】由貝佳天然藥業（Best in Nature）生產，符合美國 GMP 標準，FDA
規範，安全無副作用，請登錄 www.1688best.com，或電北美免費電話 1-888-902-
1688，909-839-2880，北美各大參茸藥房新春大酬賓進行時，歡迎洽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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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央行貨幣政策今年將寬中趨緊

綜合報導 2016年，全球經濟仍然維

持了溫和增長勢頭，但增長仍處於低

位。在全球經濟可望比 2016年表現更

好、通脹預期有所擡頭以及風險仍存的

情況下，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如何表

現，引人關註。總體來看，2017 年全

球主要央行同步上調利率的可能性不

大，發達經濟體的政策分歧依然。

IMF在2016年10月份的《世界經濟

展望》報告中，預計世界經濟2016年將

增長3.1%，2017年，在包括俄羅斯和巴

西在內的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實現復蘇的

支持下，全球增長將加快到3.4%。而經

合組織對未來經濟活動的評估也較樂

觀。該組織認為，許多發展中國家以及

英國和法國都呈現增長加速的跡象。這

些跡象表明，2017年全球經濟將出現適

度反彈，改變2016年增長乏力的態勢。

未來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如何表現？

整體來看，2017年的貨幣政策有可能呈

現兩個特點：

其壹，從國際金融機構數據看，全

球流動性拐點已現端倪。總體而言，貨

幣政策相對於2016年而言可能偏緊，但

寬松基調無法徹底改變，尤其是歐洲、

日本兩大主要發達經濟體。因此，除非

通脹急劇上漲，2017年全球主要央行同

步上調利率的可能性不大，發達經濟體

的政策分歧依然。

美國已經加息兩次。在工資有增長

跡象、就業數據令人鼓舞和主要通脹指

標整體加強的支撐下，市場預計2017年

貨幣政策仍會收緊。但即便加息，總體

利率仍將處於較低水平。

歐洲央行雖然縮減了購債規模，但

仍決定將購債延至年底，因此“放水”

的基調未改。

日本央行2016年祭出負利率後又修

改貨幣政策框架，長期收益率有所改

觀，雖有收緊貨幣政策嫌疑，但若經濟

增長和通脹水平無法達到預期，量化寬

松（QE）仍無法收手。近日，2017年日

本經濟增長評估被上調，與歐洲相仿，

但通脹目標仍無法樂觀。

“脫歐”後的英國央行，目前面臨

兩難，壹方面為了維持經濟增長，貨幣

政策需要保持寬松來應對2017年的不確

定性；另壹方面，通脹水平有上升跡象，

又使得央行有收緊貨幣政策的需求。

其二，貨幣政策在經濟復蘇中唱主

角的情況可能有所改變，但貨幣政策

不會也不甘退出視線。2016 年的 G20

峰會上，明確提出了運用多種政策組

合來提振經濟的主張，出臺更多財政

刺激措施，配合結構性改革的呼籲聲更

為響亮。

2016年，外界很多人認為主要央行

已經達到或接近政策上限，貨幣政策施

展空間已經不大，而經濟增長速度仍在

低位運行，展現出“新常態”，因此迫

切需要其他政策措施積極配合，以取得

更為理想的經濟增速。這壹看法也已經

引起各國政府人士的重視，G20峰會的

主張也體現了這壹趨勢。如果其他政策

措施配合有力，將改變貨幣政策唱主角

的尷尬。不過，央行仍會繼續發揮其在

提振經濟、控制通脹、平衡國際收支方

面的作用。

從各國情況看，美國總統特朗普執

政後，其政策取向目前被廣泛認為較現

在更為激進。如果美國新壹屆政府采取

太多刺激經濟的措施，經濟過熱的風險

就可能加大，有可能迫使美聯儲加快加

息進程，但是這種可能同時又會受到其

他因素的制約。

在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壹直呼籲

采取多種措施來提振經濟，但多次重申

仍將視經濟表現調整QE。而對於更多地

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其他國家也各有

打算。

至於新興經濟體，有國際機構和

分析人士認為，2017 年經濟表現會勝

過 2016年，壹些陷入衰退的國家或重

新復蘇，或衰退幅度有所縮小。新興

市場通脹的減退，使得貨幣政策施展

增添了靈活性。新興經濟體 2017年預

計將增長 4.6%，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前景顯著不同，其貨幣政策取向也會

有所差異。

對於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有很

多分析認為，PPI指數受翹尾因素影響，

在2017年上半年可能提高到3.5%左右，

從而提高通脹預期；美元受加息因素影

響有可能走強，從而使人民幣貶值壓力

難以輕易解除；抑制資產泡沫，避免金

融風險積聚等，都使得中國貨幣政策難

以比2016年更為寬松。

北京首套房貸利率收緊至九折 房貸收緊將成主流
“狼”終於來了。2016年年底有消息

稱，北京房地產交易中介已收到內部通知，自

2017年1月1日起，所有銀行貸款利率折扣

最低九折。1月3日，記者從多家銀行處獲

悉，自2017年元旦起，首套房房貸利率折

扣最低九折起。也有銀行表示，目前首套房

仍然實施8.5折的優惠利率，但很快將上調

至最低九折。

據報道，北京地區15家銀行的北京分

行簽署了壹份公約，其中包括擬對於個人

住房貸款業務約定貸款利率不低於銀行基

準利率的0.9倍。對此，當時多家銀行回

復稱，相關業務部門並未聽說過此公約。

而昨日，多家銀行向新京報證實，目前北

京地區已上調首套房基準利率至最低九折，二

套房仍然執行上調基準利率10%的政策。但也

有銀行表示，目前仍然實行8.5折基準利率，

“但9折是趨勢，很快將上調至九折”。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過

去兩三個月銀行的資金價格在快速上行，在

此種情況下，銀行再繼續執行8.5折或者更

低的折扣，利潤空間將越來越小，甚至接近

成本價，“所以銀行必須要回收折扣”。

調控政策則是此次房貸利率上調的另壹

因素。數據顯示，2016年1月到10月居民部

門新增中長期貸款（主要為居民按揭貸款）

為4.69萬億，相比2015年同期高2.26萬億，

創歷史新高，占同期新增信貸的比重高達

43.37%，相比此前最高值還高18個百分點。

“2016年全年各大銀行釋放的房貸數

量過高，後續將逐漸調控數量。除了提高

首付，就是運用資金價格規避非理性需求，”

張大偉說。

易居研究院研究總監嚴躍進持有同樣

的看法。“商業銀行也在積極落實房地產

收緊的政策，房貸利率提升背後也是執行

信貸收緊的導向，”嚴躍進認為，房貸收

緊將成為主流，北京之外的其他地區或將

效仿北京，適當降低房貸優惠。

張大偉則預測，房貸利率上調到9折只

是壹個開始。“後續隨著資金價格的上升和

樓市條例的深入，有可能提高到9.5折，或者

接近2014年四季度的狀態，2017年房貸利率

或回升到基準利率，”張大偉表示。

■ 分析

對購房者心理影響較大

房貸利率優惠的減少，無疑將帶來購

房成本的增加。

假設商業銀行貸款300萬元，按揭30

年、采取等額本息還款方式。當房貸利率

為8.5折優惠時，執行利率為4.165%，還款

總額為525.9萬元，每月需還款14609元；當

房貸利率為九折優惠時，利率為4.41%，還款

總額541.5萬元，每月需還款15041元。即貸

款300萬元的用戶在房貸利率上調至九折

後，還款總額增加15.6萬元，每月還款額

增加432元。

“目前看，這樣的變化對購房者有

影響，但並沒有那麽大，壹個月增加的費

用相當於加息的變化，整體而言對購房者

心理影響較大，”壹業內人士表示。

■ 延伸

深圳、上海房產市場平穩

2016年下半年，中國樓市壹路高歌猛

進，年底逐漸回歸理性。

據媒體報道發布的深圳規土委數據顯

示，2016 年 12 月，深圳新房成交均價

54946元/平方米，環比下降0.7%；12月深

圳壹手房成交數量 2161 套，環比下降

26.04%，新房房價已經跌回了半年前。

而去年11月底，上海樓市調控升級，

實行認房又認貸的政策。受政策影響，上

海樓市也回歸理性。

佑威房地產研究中心發布數據稱，上

海去年12月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為64.87萬

平方米，同比大降66%，環比增長7.5%；

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40479元/平方米，環

比下跌12.6%，同比上漲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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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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