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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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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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秀娟羅秀娟(Julie Lin)(Julie Lin) 女士女士
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休士頓林西河堂共同會長休士頓林西河堂共同會長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副會長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副會長
台灣傳奇龍舟舞龍隊秘書長台灣傳奇龍舟舞龍隊秘書長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



【VOA】上星期美國申請領取失業補貼的人數下降到
近二十年來的最低水平﹐這是美國就業市場出現的一
個健康跡象﹒
美國勞工部星期四報告說﹐失業補貼申請人數減少了
2.8萬﹐全國的申請人數為23.5萬﹒經濟學家認為﹐這
項數字低於30萬就說明就業市場處於健康狀態﹒這
種狀態已經保持差不多兩年了﹒
ADP公司公布的另外一個報告說﹐私人企業在12月份
增加了15.3萬個工作﹐稍低於11月份﹒ADP公司是一

家跟蹤企業就業變動情況的咨詢公司﹒
幾年前﹐美國經濟處於衰退最嚴重的時候失業率高達
10%﹐但之後穩步下降﹐在去年 11 月份下降到 4.6%﹒
12月份的數字將於星期五公布﹒
彭博財經新聞社對經濟學家做了一個調查﹐他們的共
識是﹐12月份的失業率可能稍微回升到4.7%﹒大多數
的經濟學家預期星期五的就業報告將會顯示﹐12月份
美國全國的工作機會將會出現17.5萬的凈增長﹒

《《明星加油站明星加油站》》介紹養生獨門秘方介紹養生獨門秘方

BB22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明星加油站明星加油站》》((又名又名﹕﹕養生一點養生一點

通通))是結合大眾養生需求而打造的全新大型是結合大眾養生需求而打造的全新大型

健康養生類節目健康養生類節目﹒﹒每期節目邀請一位具有每期節目邀請一位具有

權威背景權威背景﹑﹑獨家觀點的醫學名家獨家觀點的醫學名家﹐﹐以大眾最以大眾最

關心的養生話題為中心關心的養生話題為中心﹐﹐通過深入淺出的通過深入淺出的

講解以及生動易懂的現場操作等方式講解以及生動易懂的現場操作等方式﹐﹐傳傳

遞養生智慧遞養生智慧﹑﹑介紹獨門秘方介紹獨門秘方﹐﹐每期都有實用每期都有實用

的健康知識讓您的健康知識讓您““一點就通一點就通”﹒”﹒養生一點養生一點

通通﹐﹐生活更輕鬆生活更輕鬆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三上午每周三上午1010點至點至1010點半首播點半首播﹐﹐

每周日凌晨每周日凌晨1212點半至點半至11點重播點重播﹒﹒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VOA】美國國會議員正式清點了選舉人
團的票數﹐驗證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川
普當選美國總統﹒
對選舉人票數進行清點是將 2016 年 11
月8日全國大選結果合法化的最後一步﹒
國會兩院星期五聯席點票﹐其間民主黨
人提出了抗議﹐但他們沒有獲得足夠的
支持﹐抗議無效﹒
對選舉人票的最後點票結果是﹕川普獲
得304票﹐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
獲得 227 票﹒七名選舉人投下了“抗議

票”﹐選擇其他候選人﹒點票完畢之後﹐
兼任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拜登正式宣布
川普勝選﹒
候選人需要獲得270張選舉人票才能贏
得總統職位﹒川普遠遠超過了這個門
檻﹐不過﹐如果按照全國範圍選民直接投
票的票數計算﹐克林頓比川普多出了近
290萬張選票﹒
川普和他的當選副總統麥克·彭斯將於1
月20日（星期五）宣誓就職﹒這是行政權
力交接的最後一步﹒

正式點算選舉人票後正式點算選舉人票後國會正式宣布川普國會正式宣布川普
贏得總統選舉贏得總統選舉

上周美國失業補貼申請上周美國失業補貼申請
減少到減少到2020年最低水平年最低水平11月月66號星期五號星期五﹐﹐美國國會兩院在美副總統拜登宣布美國國會兩院在美副總統拜登宣布““都結束了都結束了””聲中驗證共和黨聲中驗證共和黨

候選人唐納德候選人唐納德··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找工作的人找工作的人1212月月1212日在紐約一個招聘會上與招聘人員交談日在紐約一個招聘會上與招聘人員交談﹒﹒

星期日 2017年1月8日 Sunday, January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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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今年暖冬，德州休士頓天
氣較為溫暖和煦，為感受冬季氛圍，許多休士頓市民趁著假
期來臨，前往滑冰場，享受冰上競速的樂趣，體驗冬季滑冰
樂趣。

休士頓地區有三大滑冰熱門地點，包括全年無休的Gal-
lerica和Memorial City Mall室內溜冰場與位於休士頓市中心
綠色探索公園(Discovery Green)的戶外滑冰場地。三座滑冰
場各有千秋，深受市民歡迎。

休士頓Galleria購物中心內的滑冰場受市民歡迎，名列
全美十大滑冰場，並設有專業的滑冰空間、課程與冰上曲棍
球教學，現正熱烈招生中，民眾入場與租借滑冰鞋共15元，
即可一同體驗冰上嘉年華奇幻之旅。現場也邀請專業DJ Ice
Jamz現場放送音樂與民眾同歡。

工作人員表示，搭配熱門音樂助興，滑冰場可搖身一變
成冬季滑冰派對場地，歡迎全家大小一起同樂，度過愉快假
期。為因應民眾需求，即使逢元旦跨年長假期，也全天開放
不休息，從上午10時開放至晚間8時，
民眾除可享受購物季的逛街樂趣，有興
趣的人可至 http://www.iceatthegalleria.
com/查詢資訊，體驗冬季競速快感。

另一個室內滑冰場也深受民眾喜愛
，Memorial City Mall 的室內滑冰場同
樣位於商城內，交通便利且占地規模大
，也成了民眾逛街購物之餘的休憩場所
。Memorial滑冰場除了為滑冰專用場地
外，也提供市民租借場地和滑冰課程，
場內不定期舉辦冰上曲棍球比賽及大型
藝文表演，有興趣的加入滑冰行列的民
眾，可上官網 http://www.skatememo-
rialcity.com/查詢。

休士頓市中心唯一戶外發現綠地公園一年一度的溜冰盛
會則於日期登場，讓喜愛溜冰的民眾多一個新選擇，今年
「ICE Skating at Discovery Green」溜冰場將自11月底開放至

明年。滑冰場平日票價一人17元含冰刀租借。場邊不定期邀
請DJ現場放送音樂，及點心吧提供熱可可和比利時鬆餅，
邀請市民共度冬季美好時光。

溜冰盛增添娛樂性質，規劃不同主題，周一為 「廉價滑
冰之夜」、周二為 「社交之夜」、周三為 「與爵士約會之夜
」、周四為 「美商銀之夜」、周五為 「火熱之夜」、現場還
有專為孩童設計的兒童溜冰場，適合全家大小前往。

滑冰場平日票價一人17元元含冰刀租借，場邊不定期邀
請DJ現場放送音樂，也有點心吧提供熱可可、熱咖啡和比
利時鬆餅等，邀請市民共度冬季美好時光。

休士頓市府提醒，在冰上運動切記安全第一，所有年齡
在六歲以下的孩子到溜冰場上活動，必須有成年人在旁，並
戴上經過認證的冰球頭盔，遵守場內規範。

冬季滑冰競速樂趣多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2017年剛到，休士頓正式進入冬季
模式，溫暖和煦的氣溫不復在，休士頓自1月6日(周五)起氣溫下
降到攝氏1度，夜晚最低氣溫更只有零下2度。氣象專家表示，寒
冷低溫將持續至周日，接近冰點的氣溫，民眾可要注意保暖和做
好禦寒措施。

休士頓開啟真正冬季模式，潮濕的天氣讓人感受寒冷冬天的
威力。由於對流旺盛，這幾天都有降雨可能。休士頓許多地區包括
Brookshire and Katy都可見樹枝末稍結冰奇景。

KHOU氣象專家表示，寒冷天氣持續至周日，但比起周五零下冰
凍刺骨溫度，將會回升至8度，但入夜也僅有3度，還是讓人只想賴
在被窩裡。天氣會在下周一回暖，回到15度，有太陽照射的好天氣，
周三更會回升到26度，只是將伴隨65%的降雨機率，民眾外出雖不用

禦寒，但還是要攜帶雨傘。
低溫來襲，不只民眾需要禦寒，家中後院的花草樹木同樣需要照

顧，栽種達人黃以法表示，植物保暖首重 「衣物覆蓋、修枝和堆肥」
三步驟，無論是果樹、花卉、蔬菜瓜果，最直接方式，以棉布、報紙
、床單和塑膠布加以覆蓋，都可幫助植物禦寒。另外，室內使用電暖
氣設備，也要小心為要。

寒冷低溫持續至今天寒冷低溫持續至今天 下周溫暖降雨機率高下周溫暖降雨機率高

這幾天接近零下低溫這幾天接近零下低溫，，樹枝末梢都結冰樹枝末梢都結冰。。((取自取自KHOU)KHOU)

GalleriaGalleria商場的大聖誕樹搭配滑冰人潮商場的大聖誕樹搭配滑冰人潮，，節慶氣氛濃厚節慶氣氛濃厚。。((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冬季滑冰樂趣多冬季滑冰樂趣多。。((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本報訊)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將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六點，假珍寶樓(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舉辦39週年年會暨新舊會長、理事交接典禮。由於休士頓台大校友會過去幾年展現的強大凝聚力與活力，
現任台大李書行副校長決定將共赴盛宴並發表演講，希望能讓休士頓校友們了解母校的近況與各項發展外，並願意持續地支
持母校。承襲往年傳統，本次的年會將會有校友及特別來賓們的精彩演出，包括休士頓台大熱舞社的精彩舞蹈、休士頓台大K
歌社的熱情勁歌、休士頓台大合唱團的民歌組曲、猜謎、抽獎等活動。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歡迎校友或非校友們踴躍地報名參加年會，更歡迎大家帶家人和朋友們一起來感受我們休士頓台大人
的熱情，共度一個不一樣的春節。大家可以趁這機會和同學或是好友們一起訂桌，我們也會依照賓客的需求將安排座位，以
方便各位敘舊聊天。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將把年會的大部分盈餘捐回給母校，校友亦可於現場捐款給母校。年會晚宴的票價為
$50(VIP)、 $40(Regular)、 $25( 兒 童 或 學 生)、 不 佔 位 幼 兒 免 費 。 購 票 請 連 絡 郭 原 宏 (warren.kuo@gmail.com)、 林 婉 珍
(832-541-9655)、劉美玲(mkaster321@gmail.com)、陳著釧(rosachenhsu@gmail.com)。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第三十九屆年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山東同
鄉會昨（一月七日，周六） 上午九時半在
希爾頓旅館二樓 Rio Grande 會議室舉行理
事會，原本是投票選舉新年度會長，四十
餘理事全到齊了，後經數位前任老會長孫
鐵漢，李莉穎，李守棟，美齊，豐建偉，
馬欣上台致詞，說明同鄉會卅多年來和諧
，團結的傳統，投票後將使會造成兩造對
立，兩位會長競選人分別為前後任會長，
房文清任本屆會長，修宗明任下屆會長，
並任美南山東商會會長。長達二個多小時
的會議終於圓滿落幕，一上午緊繃的選舉
氣氛，化為全體的開心大合照。

會後，由新任會長房文清作東，全體
前往 「友家 」魯菜館餐敍，全場一片圓滿
，和諧氣氛。

美南山東同鄉會昨天上午舉行理事會美南山東同鄉會昨天上午舉行理事會
推舉房文清任會長推舉房文清任會長，，修宗明任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任美南山東商會會長

(本報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2017年1月6日，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就中石油駐休斯敦代表處一名員工日前在
休斯敦一居民區內遭槍擊遇害案向休斯敦警察局長艾特·阿
斯維多（ART ACEVEDO）表達高度關切。

李總領事表示，中國政府對海外中國公民安全高度重視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密切關注日前發生在休斯敦的這起中
國公民遇害案，敦促休斯敦警方全力偵辦、盡早破案。同時
，總領館要求警方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加強對當地中國人社
區的安全保護力度，努力減少和嚴厲懲治針對中國人的各類
犯罪活動。

阿斯維多局長表示，休斯敦警方致力於維護包括中國人

社區在內的當地社區安全。警方對這位中國公民不幸遇害感
到難過，對該起案件非常重視，目前正在全力偵辦，將及時
向中方通報進展。警方願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和中國人社
區合作，共同提高休斯敦中國人社區整體安全水平。

2016年12月26日晚，中石油駐休斯敦代表處一名女性
員工在休斯敦市區西部其租住小區內遭槍擊身亡。事件發生
後，中國駐美國使館、駐休斯敦總領館高度重視，崔天凱大
使、李強民總領事向受害人家屬表示慰問。駐休斯敦總領館
多次向警方交涉，要求警方全力偵破案件，並積極協助辦理
相關善後手續。就中國公民遇害案敦促美國警方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就中國公民遇害案敦促美國警方

圖為昨天上午出席理事會所有理事圖為昨天上午出席理事會所有理事，，在會後合影在會後合影。。
圖為新任會長房文清圖為新任會長房文清（（ 右立右立 ），），新任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新任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 左左
立立），），與老會長豐建偉醫生與老會長豐建偉醫生（（中中），），在在 「「友家友家 」」 餐會上合影餐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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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后的積極生活”支持小組
主題：找到適合且安全的健身活動

時間：2017 年 1 月 14 日（週六）下午 2-4    主持人：安德森醫院 講師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77036 

* 從 2017 年 1 月開始，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2:00-4:00，光鹽社與安德森癌症中心合 作舉辦“癌症后的積極生活”支持小組。 每月都設計有不同討論話題及體能活動， 詳情請見

第二頁具體介紹。參加此活動需 事先報名，參加者限於已經診斷有癌症且 不在進行放療 / 化療的女性病友。

2017 個人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重要注意事項

2017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的
開放申 請期限，從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開放申請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截止，1 月是 最後的申請機會，請民眾把握。 2013 年
開始實施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對美國社會造成几項重大影 
響。第一是，全國沒有保險的人群大幅度減少。2013 年大約
百分之十 八的美國人沒有健康醫療保險，這個數字到 2016 年
降低至百分之十 一。 除此之外，帶有既有存在病史的人，也
不需要擔心買不到健康保險 方案。年度體檢和癌症篩檢，消
費者不需要分擔費用。為了減輕中產 階級的每月保費付擔，
政府提供稅務優惠補助。如果你家庭 2017 年年 收入介於聯邦
政府貧窮線百分之百至百分之四百，大致可以獲得不同 等額
的政府稅務優惠補助 (APTC- advance payments of the premium 
tax credit)。請參考下圖的有關稅務補助的家庭收入最低要求金
額。 雖然 2013 開始的「交易市場」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
目前仍存在一 些問題。主要的問題有三方面，第一是德州政
府目前仍不願意實施 Medicaid Expansion. 因此造成大約八十萬
到一百萬的因收入太低，無 法獲得稅務優惠補助的德州人，
無法購買健康保險。第二，預計 2017 年的保費和自付額會提
高。但是相對的，政府的補助也會提高些，所 以鼓勵 2016 年
在「交易市場」購買保險方案者，即使該方案在 2017 年 仍有
效，仍然在開放期間上個人帳戶更新資訊，看看財務補助有無
改 變。第三點，一些健康保險公司可能退出「交易市場」，
不再您居住的 地區銷售健康保險方案。因此，消費者可選擇
的方案減少了。 2017 個人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重要注意事項 * 
2017 年申請日期 : 11/1/2016 起至 1/31/2017 截止 * 務必提供
交易市場帳戶的登入帳號 、密碼及電子郵件信箱 * 過去已有
Marketplace 保險者，若未於 12/15 之前重新選擇，保險將自 
動更新 ( 但保費可能增漲 ) * 某些保險計畫 / 公司將於 2017 年
終止，為了避免保險斷層，請盡快至 Marketplace 更新個人資
料並重新選擇保險 申請或更新醫保您需要準備的資料 1. 您的
個人信息：姓名和出生日期。 2. 有關您的家庭人數之信息 : 配
偶 , 住在一起的孩子 , 任何在稅單上屬於 您的撫養者的人… 3. 
居住地址和 / 或郵寄地址 : 你不能用郵箱 (PO Box) 地址當做
居住地址。 4. 您的申請表上每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SSN） 5. 
移民文件信息（這僅適用於合法移民） 6. 你將如何報稅的信息: 
你報稅時，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需要知道以下幾 件事情： • 如
果你結婚了，你是單獨或聯合報稅？ • 誰會作為你的撫養
者？ 7. 雇主及收入信息 • W-2 表和工資單上記錄的工資和
薪水 • 小費 • 自營業的經營淨收入 • 失業失業救濟金 • 社
會保障金，包括殘疾賠償（但不包補充保障收入 SSI ) • 贍養

費 • 退休或養老金收入，包括大多數 IRA 或 401K 提款 • 投
資收益，如股息或利息 • 租金收入 8. 預估 2017 年收入 9. 保
險計畫號碼（此僅適用於在您的申請家庭成員中目前有健康保
險 計劃者）包括州政府醫療補助 (Medicaid)，兒童健康保險計
劃 （ CHIP ）， TRICARE ，退伍軍人 (VA) 保健方案，Peace 
Corps, 或通過 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 10. 您的家庭成員中的雇
主資料 11. 完整的雇主所提供之健康保險資料 12. 你目前的保
險計劃的相關信息（這僅適用於任何人 2015 年有加入 保險交
易市場之保險計畫者）。 消費者常見問題： 既有資料不符合
問題 (Data Matching Inconsistency issue): 2015 未報稅 ;2015 報稅
收入與 2016 預期收入有落差 ; 移民身分未能確認 ; 身分證明文
件過期且尚未提交新證件。以上狀況皆可能導致稅務優惠 補
助 被取消或終止保險 保險終止問題： 1. 未在時間內提交文件
解決資料不符合問題 ( 身分、收入證明文件 )。 2. 未在規定時
間內繳保費以致保險公司解約。 3. 預計收入與 IRS 既有資料
不符以致稅務優惠補助被取消。 4. 未在時間內提交特殊申請
證明文件 ( 搬家、結 婚、舊有保險終止證 明 )。 常見的一些錯
誤訊息： 1. 拿稅務優惠補助 不能同時拿 earned income credit。
兩者不衝突，只 要符合要求，可以享受兩種補助。 2. 金卡是
醫療保險 , 不需擔心罰款。. 金卡不是醫療保險但是拿金卡 者，
往往是低收入者，所以可以獲免罰款。沒有所謂的「歐巴馬健
保方 案」，在「交易市場」銷售的健康保險方案都是由不同
的私人保險公司提 供的保險方案。因此建議看醫生時直接告
訴對方已購買的保險方案即 可。 3. 醫師不接受 「歐巴馬健保
方案」。沒有所謂的「歐巴馬健保方案」，在 「交易市場」
銷售的健康保險方案都是由不同的私人保險公司提供的保 險
方案。因此建議看醫生時直接告訴對方已購買的保險方案即
可。 4. 65 歲以上不符合在「交易市場」購買保險方案。一般
65 歲的美國公民 或持有綠卡至少四年者可以購買 Medicare。
Medicare 是一項健康保險 方案，但是如果一些年長者，並持
有綠卡不到 5 年者是可以在「交易市 場」購買，但是因為沒
有收入，享受不到稅務優惠補助。 光鹽社提供免費協助申辦
或更新個人醫療保險和政府保費補助，以及 低收入孩童和懷
孕婦女的 Medicaid/CHIP 醫療補助，有任何問題歡迎致 電光
鹽社 713-988-4724。 如需更多訊息，可上網請上 HealthCare.
gov/taxes/ 或致電 1-800-318- 2596 以了解。透過保險交易市
場申請健康保險的民眾將可得到免費的 稅務申報協助，其中
包括了免費的線上報稅軟體。更多詳細資料可上 網 IRS.gov/
freefile 或 IRS.gov/VITA 查詢。

癌症和吸煙： 

吸煙及其它吸食煙草

的方式導致多種癌症
梁峰 翻譯 提示： 根據最新的 CDC（美國疾病監控和防治

中心）十一 月的報告，戒菸可以減少得癌症或者死於癌症得風
險 吸煙是癌症和癌症死亡主要，可防治的原因 之一。在美國
百分之四十的癌症是和吸煙有關 的。根據最新的 CDC 生命健
康報告， 在任何年 齡戒菸可以降低患癌症或者死於癌症的風
險。吸 煙（包括其它吸食煙草的方式）不僅能造成肺 癌， 而
且可以引起口腔癌，咽癌，喉癌， 食道 癌， 胃癌， 腎臟癌， 
胰腺癌，肝癌，膀胱癌， 宮頸癌，結腸癌和直腸癌， 以及一
種白血病。 根據 CDC 的最新統計調查， 在 2009 年和 2012 年
之間， 美國每年大約 66 萬患者被診斷出癌症。這些病 例和吸
煙有關。每年 大約 34.3 萬患者死於和吸煙相關的癌症。 每十
個癌症死亡者中，有三個死亡是由於吸煙造成的。另一方面 在
吸煙防治方面已經有了進展。從 1990 年起， 美國減少了大 約 
130 萬由於吸煙致癌的死亡。 “當政府支持推廣全面的控制癌
症項目，包括戒菸和控制其 它吸食煙草的項目， 我們觀察到
這些項目對國民的益處和更少 的由於菸草致癌的死亡病例。
我們在這方面有了進步， 但是我 們的工作沒有結束。”Lisa 
Richardson 醫生說。她是 CDC 癌症 防治和控制中心的主任。 
儘管比起過去越來越少的美國人使用煙草，還有更多的工作 需
要在每個州，每個社區，甚至個人的層面開展去幫助美國人認 
識吸煙的危害以及如何戒菸。州政府和社區可以幫助： • 支
持全面的防癌項目，著重於防癌，教育 ， 篩檢，保健，患者
支持，全民健康 • 資助 CDC- 建議的全面吸煙控制項目 • 
提供更多幫助給需要戒菸的人群 • 保護不吸煙人群遠離 " 二手
煙 " 的環境，比如所 有的室內公共場所，和辦公樓，包括餐館，
酒 吧，和賭場。 如何減少吸煙引起的癌症？每個人可以做到： 
• 戒菸或者從不吸煙。在任何年齡戒菸都可以幫助你避免得癌 
症。諮詢家庭醫生如何戒菸或者打電話 1-800-QUIT-NOW，
或者 瀏覽 http://www.smokefree.gov 網站 • 鼓勵親朋好友以及
同事戒菸 • 教育孩子和未成年人關於吸煙和二手煙的危害 • 
房屋車輛 100% 無菸化，不允許任何人在兒童附件吸煙 • 了解
各種癌症篩選檢查和防癌疫苗的種類 需要更多了解如何戒菸和 
CDC 報告的細節，請瀏覽 CDC 相關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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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55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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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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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7年1月8日 Sunday, January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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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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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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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7年1月8日 Sunday, January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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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議多月的中國演唱天后王菲的演
唱會，在萬眾期待聲中，終於在中國
第一大都市上海開騷，最貴票價一萬

三千八百八十八元人民幣，有傳炒至二十萬元，甚至達一
百萬元，認真 「巴辣」，信不信由你。然而，要看這場騷
，也可以免費的。中國大陸就有二千一百萬名網民，安坐
家中，亦享受這場天后級的視聽之娛。海外歌迷，就難以
估計。
究竟甚麼是藝術大師？能夠披荊斬棘、開拓新路者，則可
以稱得上。在中外很多傳媒筆下，王菲就是王菲，沒冠上
“天后”兩字的。她今次上海的“夢幻一場”演唱會，由
本人綜合各方數據，可以說創下六項紀錄———
創紀錄一：過萬元門票，有人搶崩頭，更多人看免費網上
直播。

創紀錄二：票價最貴，藝術貢獻眞材實料。在八時半至十時半
的演唱中，秒秒鐘皆是戲肉，舞台上沒有舞蹈員，也沒有請演唱嘉
賓，王菲沒有講一句話，而是一口氣不停唱出三十首歌；其中更有
藝海遺珠的冷門歌。十時三十分，王菲揮揮手，拜拜，絕不“安哥
”，任由台下歌迷喚得聲聲震樓宇。

創紀錄三：最貴的VIP票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元人民幣，但附
送紀念品：印有FW標記的名牌袋及名牌頸鍊。即是說，除了價值
五千二百多元的禮品外，更可以坐最靚位欣賞王菲的演出。王菲對

VIP也眞夠朋友！
創紀錄四：母女同台唱和。王菲高歌《你快

樂所以我快樂》時，甜笑回眸，向台後一指，熒
幕播出嬌嬌女童童唱和音的畫面。兩母女世紀同
台，互指着對方呼應，全場尖叫。王菲還刻意選

出童童的英文歌《The Way》，請香港著名作曲家林夕改編為中文
版的《童殿》演繹，變了女唱母附，骨肉親情，盡情融匯在柔和歌
聲中。

創紀錄五：王菲化妝必然有新意，左眼一撇銀粉閃妝，五套服
裝換了十個造型。且在台上閃電換衫。門票八時開騷，三十五分才
開始。王菲穿白色長裙仙氣登場，左眼斜撇一道銀光，離地二十多
呎高台演繹《塵埃》。一曲旣罷，舞台全黑，阿菲火速換了第二套
戰衣，黑衫、桃紅裙、四吋高跟長靴，唱出《百年孤寂》。

創紀錄六：二千萬人看免費網上直播，可惜看不到後台天倫樂
。母女一唱一和，都說王菲有個“乖女兒”；兩個至眞。細女李嫣
也有捧場，三母女後台攬實合照，家姐竇靖童與細妹李嫣面貼面，
姊妹情深，王菲笑擁兩女，一臉幸福 。

《王菲幻樂一場二〇一六》，台前、幕後、網上，驚喜陣陣。
但願王菲一年一度天上來，不要叫歌迷等得太久！

於今王菲演唱會己曲終人散，然而菲一般的演唱會，仍然是個
唱話題不斷。世界樂壇新產品——菲一般的純粹演唱會。兩小時不
發一言，不講一字，一口氣唱了三十首歌……疲憊王菲，返到後台
，卻不停說話了，但亦只是講三個字——多謝您！

一向低調的王菲，現身慶功宴，感激台前幕後逾三百員工的盡
心盡力。她亦不介意素顏跟在場人士擁抱合照，並不停講：辛苦了
！辛苦了！一衆好友亦到後台祝賀王菲，劉嘉玲還上載了吻賀王菲
的照片。

菲一般的演唱會，讓二千萬粉絲免費網上欣賞……但有一個人
，他看網上直播，卻付出巨資的；且食飯都沒空，監察演唱會的運
作。聰明讀者粉絲猜到了，他就是謝霆鋒。

很多人不相信，霆鋒並無現身今次王菲演唱會，甚麼原因？他
早於兩天前已到現場檢查設施了，今次演唱會引進VR技術，由他
統籌——VR技術是“數字王國”負責的，霆鋒正是該公司大中華
區主席。有報道指，這是霆鋒送給女友王菲的禮物，問你冧未？亦
有說，王菲為男友“省招牌”。

王菲上海演唱，霆鋒在香港收看。他戴着VR裝置，邊吃飯邊
看王菲演唱會網上直播，還留言：“監督VR都要食飯！”此際王
菲正唱着《你快樂所以我快樂》，情景聲交融，有化不開來的溫馨
。有粉絲曾抱怨霆鋒為何不到上海撐場，現在眞相大白了，做了
“王菲背後的男人”。完騷前，霆鋒再播另一條片，留言“監督
ing”，證明捧足全場。難怪二〇一四年兩人復合後，一直甜到漏。

章子怡網曬跟王菲後台合照，並留言：“感謝菲姐的歌聲，始
於《塵埃》終於《夢》——菲比尋常，又豈能幻樂一場。”因歌詞
有：這泡影衰老，要去了。這夢幻喧鬧，打擾了。人聚了散了，就
剛好……粉絲敏感，以為是阿菲退隱的心聲。湊巧，內地有雜誌封
面以王菲飲中藥補身作標題。不是秘密了，王菲習慣看中醫調理身
體的。今次開騷，特別開了一些中藥保健，因為冬天，以防感冒。
但演唱會前的記招，王菲曾台上聲明：“今次並不是最後一次演唱
會。”這亦說明了她不會退隱。但又有指阿菲因隔四年才開個唱，
開場歌曲唱到個別高音時未盡。其實這是演唱會的常態，熱身後，
越唱越舒展了。網上議論衆多，王菲交足功課做回自己，在除夕騷
上播出演唱片段，高歌迎新歲，應付裕如。

總的來說，今次王菲於上海開騷，譽滿中外，交足功課！

菲一般的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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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京官交待擔當香港特首條件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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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3 個月，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經已公佈
出來競賽的，已有胡國興、葉劉淑儀、曾俊華三
人，而林鄭月娥則是 「勒馬吳山志滿襟」，分分
鐘會公開露面， 「我不參選，難對蒼生」。

在此一刻熱鬧的競爭中，兩位京官步出台前
，向香港市民及海外華人，交待擔當香港特首的
政治條件。

首位是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他在接受《紫荊
》雜誌專訪時，解答有關中央對港政策的一系列
問題。我認為他的訪問，向港人傳遞非常正面的
訊息，並釋除了不少人在過去幾年積累的三個疑
慮。

第一個疑慮源自近年中國強勢崛起，成為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而香港經濟停滯不前，此消彼
長之下，不少港人得出香港對中國不再重要的結
論。部分愛國人士，更乘機勸告港人，要向 「一
國」傾斜，毋須堅持 「兩制」。幸好王主任今次
說出，梁特首從來沒有說過的話，就是 「香港需
要國家，國家也需要香港」。他進一步解釋，即
使中國的經濟規模已達至世界第二，香港依然在
中國發展過程中，發揮 「難以替代」的作用，尤
其是在 「開放」方面。 「一國兩制」的成功，正
是 「中國夢」的組成部分。只要 「一國」的原則
不被破壞， 「兩制」的差異，完全可以得到中央
的尊重和包容。

第二個疑慮是，雖然港人明白及接受 「港獨
」衝擊 「一國」的底線，不可接受，但中央會否
因此寧枉莫縱，不惜製造社會撕裂？在這方面，
王光亞強調：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是愛國的，而日
前中央政府向泛民人士發還 「回鄉證」，正正體
現中央政治上的包容。他以 「朋友」稱呼泛民，
並希望他們以積極和正面的心態，參與香港的建
設。這個善意，與早前梁特首一口氣就四位非港
獨泛民議員的宣誓提出司法覆核的戾氣，大有天
淵之別。

第三個疑慮與中央如何看待香港民意有關。
近年來，以強硬手段對付反對意見的特區政府，
予人印像是中央政策凌駕港人民意。今次王光亞
說得清楚， 「港人擁護」是中央對特首的四項要
求之一。同時，特首須 「全面、準確、客觀」地
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況，並以符合香港情況的方
法，向市民解釋及落實中央的政策。按照王光亞
的說法，梁振英近年來的執政表現，恐怕未能達
到中央的要求，固此中央政府暗示他下屆不必再
出馬角逐，實有必要。是從任何有志做下屆特首
的參選人，必須想辦法在選舉中，爭取港人的擁
護及 「團結港人」。

梁特首放棄角逐連任，令講了多次會退休的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立刻表示重新考慮參選。眾所
周知的政治現實是，只有中央屬意的人選，才能
在選委會中拿到逾半數票當選。因此，撇除不屬
建制派的胡國興，一般估計是民望最高的曾俊華
、有心有力的林鄭月娥和信心滿滿的葉劉淑儀，
都有機會獲中央垂青，登上特首寶座。此外，特

首黑馬的名單上，包括沒有因為
對頭人梁振英棄選而宣布大功告
成的曾鈺成、等待上帝指示的梁
錦松和堅持不評論是否參選的陳

德霖。
我想從中央決定讓梁振英棄選的角度，分析

兩位司長當選特首的機會。暫且不論兩人的民望
、能力和忠誠，他們的共通點，是梁振英領導班
子的最重要成員。日前，林鄭月娥毫不猶疑地自
稱，她是梁振英的 「最緊密的合作夥伴」，而她
會否參選特首的其中一個考慮，是梁特首的 「行
之有道、穩中求變的政策」可否得以延續。不過
，雖然中央的官方聲明高度評價及肯定梁振英的
工作，但我懷疑國家領導是否同意香港這幾年的
社會撕裂和政府民望低迷，與梁振英及其合作夥
伴的政策完全沒有關係，以致贊成一些人提出的
讓 「梁振英路線」延續下去。

記得上次習近平主席接見梁特首時，他對特
區管治團隊的期望，包括廣泛凝聚社會共識，以
及保持政治穩定。既然梁振英不再連任，中央可
以趁機大幅度更換管治團隊，並選擇一個毋須為
今屆政府政策負責，讓港人感到煥然一新的特首
。

上述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於一直與梁
特首保持距離的曾俊華身上。不過，習主席另一
個對特區政府的期望，是推動經濟發展和改善民
生。一個熟悉財經事務及民望高的人選，或者可
以彌補身為舊人的缺點。
無論如何，假如中央決定在現屆政府以外找個新
人做下屆特首，我不會感到奇怪。

另一位京官，是近期甚少露面的香港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在今年首日中央電視台播出的訪問
中談香港。他就 「港獨」現像指出 「一國兩制」

的 「三條底線」：不容許任何人從事危害國家主
權的活動、不容許挑戰中央的權力和香港基本法
的權威、不容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
動，破壞內地的社會政治穩定。這番話被香港傳
媒廣泛報道，而不少評論指中央是借張曉明之口
，重申其對 「港獨」絕不手軟的立場。

在訪問中，張曉明也說，從中央政府和內地
民眾來說，要充分尊重、堅定維護香港實行的制
度，不能干預純屬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事
務。上述聲明被不少香港傳媒忽視，但與其實沒
有新意的 「三條底線」比較，這更值得港人關注
。

近年香港與內地關係緊張的原因，除了是少
數港人對內地遊客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感到不滿
外，還包括部分內地民眾、以至個別官員，對香
港制度有別於內地的微言。隨著中國強勢崛起，
民族情緒高漲，有人對香港維持本身的制度，並
抗拒內地的做事方式感到不滿，可以理解。早前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專訪，強調
只要 「一國」的原則不被破壞，中央是可以完全
包容和尊重 「兩制」的差異。兩位主管香港事務
的中央官員同期說類似的說話，反映中央藉此提
醒兩地官員和民眾，其對堅持一國之內、兩制共
存的決心。

因為內地民眾沒有權力干預香港事務，張曉
明相關聲明的主要對像是內地部門和官員。在這
方面，駐港的中央機構，包括中聯辦也須嚴格遵
守 「不能干預純屬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事
務」的指示。這其實是基本法第22條的規定。現
時中聯辦的工作，是否涉及純屬香港自治範圍的
事務，以及其角色將來會否改變，留待日後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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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功夫報」歡送總編輯楊秉禮老師榮退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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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來賓與楊秉禮老師（ 前排中 ） 在餐會上合影。 贈送楊老師（ 中 ） 江震遠所書寫的「 倬勳高德 」字畫。

楊秉禮老師（ 立者 ）在餐會上講話。
該報副社長程滿意夫婦（ 右 ）（左） 向楊老師
（ 中 ） 舉杯致意。

頒發獎狀給楊秉禮老師（ 右二 ），（ 右起 ）該報發行
人釋行浩，社長楊俊義，副社長程滿意，常務社長羅榮
華。 該報社長楊俊義（ 左 ） 向楊秉禮老師（ 右 ） 敬酒致意。  該報常務社長羅榮華（ 左 ） 舉杯向楊老師（ 右 ）致意。

楊秉禮老師（ 右一） 在餐會上與該報（ 右起） 
發行人釋行浩（ 程浩）、常務社長羅榮華、社長
楊俊義，來賓劉濤等人敬酒。

德州天后廟熱烈舉行慶祝下元寶旦、
地母娘娘及周倉將軍寶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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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志華、陳作堅、雲偉嘉元老 , 周滿洪理事長夫婦、翁作華會長、江伯母、楊贊榮副會
長、江鎮煖副理事長夫婦及僑界人士向天后娘娘上香 .

德州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向地母娘娘上香致敬。

德州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分享壽桃給馬小卿堂
主、周滿洪理事長、楊贊榮副會長、陳作堅及
僑界人士。

德州天后廟陳作堅、雲偉嘉元老 , 周滿
洪理事長、翁作華會長向周倉將軍獻仙
果、楊贊榮副會長、江伯母、江鎮煖副
理事長、周滿洪夫人及僑界人士祈福。

德州天后廟翁作華會長、楊贊榮副會
長、江伯母、江鎮煖副理事長向周倉
將軍獻仙果、周滿洪夫人及僑界人士
祈福。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主持 , 陳作堅、雲偉嘉元老 ,
周滿洪理事長、翁作華會長、江伯母、楊贊榮副會
長、江鎮煖副理事長及僑界人士向周倉將軍上香致
敬。

德州天后廟於西曆 2016 年 11 月 13 日 ( 農
曆丙申年十月十四日 ) 熱烈舉行慶祝周倉
將軍寶旦 .

德州天后廟陳作堅、雲偉嘉元老 , 周滿洪理
事長、翁作華會長向周倉將軍獻花、楊贊榮
副會長、江伯母、江鎮煖副理事長、周滿洪
夫人及僑界人士祈福。

德州天后廟陳作堅、雲偉嘉元老 , 周滿洪
理事長、翁作華會長向周倉將軍獻壽桃、楊
贊榮副會長、江伯母、江鎮煖副理事長、周
滿洪夫人祈福。

德州天后廟陳作堅、雲偉嘉元老 , 周滿洪理
事長、翁作華會長向周倉將軍敬酒。

德州天后廟於西曆 2016 年 11 月 13 日 ( 農曆丙申年十月十四
日 ) 熱烈舉行慶祝地母娘娘寶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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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雅等品牌大幅降價
進口化妝品血拼國產化妝品

進入2017年，國內化妝品行業迎來

降價潮，而進口化妝品品牌同時降價成

為行業壹道風景被外界關註。

對於降價的理由，參與降價的企業

均對記者表示，是為了迎合國家對消費

稅的調整。

在業內人士看來，消費稅在彩妝行

業占比重最大，國家提出降低消費稅利

好化妝品行業，企業此時降價也是為了

更好的抓住市場機遇搶占市場份額。

進口化妝品迎來降價潮
彼時，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宣布

自2016年10月1日起調整化妝品消費稅

政策，其中對普通美容、修飾類化妝品

免征此前30%的消費稅，而高檔化妝品

消費稅稅率降至15%，同時將進口環節

消費稅稅率下調為15%。

如今，距離降低消費稅政策實施3

個月有余，在跨入 2017年的時間節點

上，歐美品牌雅詩蘭黛、歐萊雅，亞洲

品牌愛茉莉太平洋中國幾乎同時發布降

價聲明，壹時間，降價潮在進口化妝品

品牌沸騰。

歐萊雅方面對記者表示，從 2017

年 1月 1日起，歐萊雅（中國）決定積

極響應國家政策，下調旗下蘭蔻、阿

瑪尼美妝、聖羅蘭美妝等品牌部分產

品的價格。

不過，對於降價幅度及細節，歐萊

雅表示不同的品牌降價的幅度不同，具

體細節不便公布。

記者也從雅詩蘭黛那裏得到證實，

從1月5日起，雅詩蘭黛下調部分彩妝和

香氛產品的建議零售價格。

雅詩蘭黛表示，此次調整共涉及

300多個單品，降幅最高達18%。其中雅

詩蘭黛品牌三大明星粉底降幅約7%至

10%，白金級奢寵臻采粉底液和沁水粉

底液分別降價70元和40元。倩碧持久遮

瑕粉底液 30ml（魔妝點點棒）降幅

16%，調整後建議零售價為295元；魅

可定制無瑕粉底液降幅18%；而芭比波

朗舒盈平衡粉底露SPF15 PA+下降8%，

流雲眉粉筆下調12%，新的建議零售價

為220元。

另外，韓國化妝品品牌愛茉莉太平

洋中國也在1月3日宣布降價，其降價幅

度最高達30%，愛茉莉太平洋中國舉動

引發行業內人士震驚。

愛茉莉太平洋中國發給記者的降

價聲明顯示，從 1月 15日起下調旗下

唇部和眼部化妝品、指甲油及彩妝產

品的零售價。而降價涉及蘭芝、悅詩

風吟、伊蒂之屋、雪花秀四個品牌

327 個單品，零售價下調幅度為3%至

30%。其中伊蒂之屋的小甜心透嫩唇蜜

售價下調 30%，雪花秀的采淡柔滑粉

餅價格下調5%，蘭芝明星產品水漾隔

離乳價格下調9%。

對於降價的理由，雅詩蘭黛、歐

萊雅和愛茉莉太平洋中國均對記者表

示，降價是響應中國財政部於2016年9

月 30日頒布的關於化妝品消費稅政策

調整方案。

愛茉莉太平洋中國表示，此次降價

將有助於促進國內

美妝市場的進壹步

發展，在提供最高

質量的產品和服務

給中國消費者的同

時，不斷優化消費

者的消費體驗，鼓

勵、刺激和活躍境

內消費。

值得註意的是，

調整消費稅政策已

經出臺3個月，而此時選擇降價，是否

另有隱情？

對此，雅詩蘭黛方面表示，產品定

價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包括運輸

倉儲、關稅、稅務、註冊費用等，公司

會定期評估不同品牌和市場的建議零售

價並適時對壹些產品的建議零售價進行

必要的調整。

同樣，愛茉莉太平洋中國也表示，

這麽大規模的調價是壹項非常復雜的工

作，涉及品牌、財務、生產、物流及運

營等各個方面，公司進行了大量、細致

的準備工作，“我們在制定這壹調價方

案時，始終遵循最重要的目標——積極

響應國家的消費稅政策，盡可能使消費

者體驗到更具性價比的產品”。

對於進口化妝品品牌集中降價行

為，日化品牌專家馮建軍在接受記者采

訪時表示，消費稅在彩妝行業內的稅負

最高，國家降低彩妝的消費稅對於化妝

品企業來說無疑是利好。隨著跨境電商

及海淘、代購等影響，國內外化妝品的

價格更加透明，它們選擇此時降價，也

是為了搶占中國市場份額。

降價背後為搶市場？
據國家統計局匯總前11個月的整體

數據顯示，2016年1月份至11月份，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00560億元，同比增

長10.4%；1月份至11月份化妝品零售總

額199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8.0%。

雖然全球經濟不景氣，但是國內化

妝品行業卻保持了增長，這從化妝品企

業的業績數據中則壹窺究竟。

根據歐萊雅2016年第三季度業績數

據顯示，公司第三季度實現營業額增長

速度是近 4 年來最快的，截至 9 月 30

日，歐萊雅集團營業額增長5.6%達61.5

億歐元（合68.2億美元）。

日本化妝品公司資生堂公布 2016

年前九個月業績顯示，在報告期內，

資生堂營收同比增長 5.4%達到 6227億

日元，且受益於香水許可權及舊工廠

的出售，凈利潤大漲 135%，達到 372

億日元，營業利潤同比增長17.1%，達

到387億日元。

此次降價搶盡風頭的韓國第壹大化

妝品企業愛茉莉太平洋集團，其發布的

第三季度財報顯示，2016年第三季度，

愛茉莉太平洋集團實現營收16543億韓

元，同比增長22.9%；營業利潤為2197

億韓元，同比增長16.7%。2016年前三

季度，愛茉莉太平洋集團共計實現營收

51333億韓元，同比增長22.1%；營業利

潤為9485億韓元，同比增長26%。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2016年，

進口化妝品品牌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業

績。而在夾縫中生存的國產化妝品品牌

卻表現壹般。

在日化專家於斐看來，化妝品企業

的核心價值感不強，只有產業鏈沒有價

值鏈。大家都在跟

風模仿，造成產能

增加庫存加大。隨

著產品更新換代，

去庫存成為必然。

於斐對《記者

表示，降價促銷是

化妝品企業去庫存

最有效的利劍，隨

著更多的品牌加入

到降價潮中，行業

洗牌也將提速。

而在中國品牌

研究院研究員朱丹

蓬看來，受世界經

濟整體不景氣影響，

高端化妝品品牌的日子在過去幾年中都

不好過，但隨著國內消費升級，大品牌

化妝品從原來的個體消費變成規模化消

費，降價雖然對企業來說減少了毛利

率，但在規模效應下，企業的盈利能力

也會增強。

在業內人士看來，在中產掘起之際，

降價是為了更好的搶占市場份額。同時，

降價必將縮小國內外化妝品的價格差距。

據壹位在2015年赴韓國考察的人士

對記者表示，愛茉莉太平洋旗下品牌伊

蒂之屋的某壹款產品，在韓國本土的價

格僅為90元，而國內的價格是300元，

同等產品不同價格曾令壹起通往韓國的

化妝品從業人員感到震驚，於是購買大

量的韓國化妝品回國銷售。

對於愛茉莉太平洋中國大手筆降價

壹事，在馮建軍看來，愛茉莉太平洋在

中國市場的銷售額2016年達到55億元，

是愛茉莉太平洋的第二大市場，隨著國

內消費者對韓國化妝品的青睞度越來越

高，愛茉莉太平洋需要抓住機遇，降價

也是為了滿足消費者對價格的心理平衡，

來吸引更多的粉絲加入。

在愛茉莉太平洋中國看來，價格調

整對利潤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壹定的影

響。但為了積極響應國家的消費稅政策，

並使消費者真正從中受益。

福州十二生肖壽山石雕吸眼球福州十二生肖壽山石雕吸眼球

在福州壹展館內，用壽山石雕刻的“十二生肖”作品吸引了眾多
前來參觀市民的眼球。據了解，壽山石位於中國“四大國石”之首，
除了大量用來生產千姿百態的印章外，還廣泛用以雕刻人物、動物、
花鳥、山水風光、文具、器皿及其他多種藝術品。

印尼壹渡輪起火 數十人死傷

印度尼西亞壹艘載有逾百名乘客的渡輪在雅加達附近海域起火，已造成23人死亡，另有17
人下落不明。事故還造成17人受傷，其中9名重傷乘客在醫院接受治療，其余乘客安然無恙。該
渡輪事發時載有超過200名乘客，渡輪出發15分鐘後起火，不久船艙內即濃煙彌漫，恐慌的乘客
爭奪救生衣，跑向甲板，部分乘客試圖棄船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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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market.
Zhu Baoliang, a government researcher at 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re, a think-tank affiliated with China’s 
economic planing agency, was quoted by Bloomberg 
as saying on Tuesday that China should allow a big 
yuan revaluation.
To be fair, their views are more academic arguments, 
and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ir comments will be 
accepted by China’s policymakers and lead to a change 
in stance over the yuan.
China’s central bank, meanwhile, is showing a 
reluctance to permit any dramatic fall in the value of 
the yuan.
The yuan exchange rate posted its biggest percentage 
gains in about a year in offshore trading on Wednesday 
over speculation that Beijing wanted a stable currency 
ahead of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inauguration.
Over the longer term, the Chinese currency weakened 
7 per cent against the US dollar last year – the largest 
decline since it reversed a 10-year appreciation in 
2014, despite the fact that Beijing had used nearly 1 
trillion dollars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o bolster 
the currency since 2014.
Zhu said China would face grim challenges from 
capital outflows in 2017.
“Yuan depreciation and capital outflows will greatly 
hinder China’s efforts to keep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carry on with economic reforms,” Zhu said.
Meanwhile, China’s moves to strengthen capital flow 
control run the risk of turning foreign investors away 
and “leading to more trade fric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said.
A trade war is loom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s 
Peter Navarro, the author of Death by China, had been 
named by Trump to head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China backflips on currency policy with 
controls to stem yuan’s outflow
Zhu said a more feasible approach was 
to let the yuan fall as much as the market 
permitted.
“There may be overshooting, but the market 
will gradually correct itself,” Zhu said.
By letting market forces determine the 
exchange rate, China “can avoid the loss of 
forex reserves and send a signal that it is a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he said.
Zhu, whose book provides a systemic 
analysis of the country’s financial risks 
stemming from an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 of the banking system, state 
enterprises and local government debts, is 
the latest big-name economist to question 

Beijing’s ongoing exchange rate policy.
He joined Yu Yongding, a former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member, who has argued for years that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stop intervening in the foreign 

China should stop its heavy intervention in the yuan 
exchange rate and allow a one-off devaluation of 
the yuan, according to the finance professor at the 
prestigious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uthor of China’s 
Guaranteed Bubble.
Zhu Ning has joined a small but growing group of 
economists in Beijing who believe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change its tactics with regard to the yuan.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Zh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s National 
Institute of Financial Research, said the current 
approach adopted b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 
namely using up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o prevent 
the yuan from falling sharply – was unsustainable.
“The yuan has lost more than 10 per cent [against the 
dollar] from its peak, but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have lost almost 25 per cent,” Zhu said. 
“What can China do if the reserves keep shrinking 
... if its reserves can’t meet current account payment 
requirements?”

Trade Council.
Such external challenges had come at a time when 
China’s financial risks at home were increasing, Zhu 
warned.
China’s currency curbs merely ‘temporary’ to stem 
yuan’s outflow, central bank chief says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was decelerating, its 
inflation rate was edging up, and the country’s overall 
debt, including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had reached 
a dangerously high level of about 250 per cent o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e said.
A lot of short-term debt had been borrowed to finance 
long-term investments, and the situation could turn 
ugly if the liquidity supply dried up, Zhu warned.
The bond market sell off at the end of 2016, caus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s rate rise and exposed grey-area 
bond market operations, had shed light on the risks i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he said.
All this required a comprehensive reform or overhaul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but Zhu said there would be no 
big changes until China’s top leadership reshuffle was 
completed at the end of 2017.(Courtesy http://www.
scmp.com/news/china/economy)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s."
China operates what is thought to be the largest internet 
censorship regime in the world, blocking thousands 
of foreign websites viewed as a threat by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Google,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and Instagram are all inaccessible.
“We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the app is in violation 
of local regulations,” said Carolyn Wu, an Apple 
spokeswoman. “As a result the app must be taken 
down off the China app store. When this situation 
changes the app store will once again offer the New 
York Times app for download in China.”
She declined to specify the violations or how the 
company was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has asked 
Apple to rethink the removal, the paper quoted a 
spokesperson as saying.
In 2016 Apple publicly rebuked the US government for 
attempting to force the company to unlock an iPhone 
that belonged to a suspected terrorist. The Apple CEO, 
Tim Cook, said at the time that complying with the 
government request would be “setting a dangerous 
precedent that threatens everyone’s civil liberties”.
The Guardian app was still available on the China 
version of the app store, as were the Chinese-language 
versions of the Financial Tim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Times’ website has been blocked in 
China since 2012 after the paper published an article 
detailing the wealth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and his family. Accessing the website, along 
with other blocked sites, while in China requires 
the use of special software designed to circumvent 
government internet controls. 
After the website was blocked, people instead turned 
to the New York Times app to read articles. Despite the 
app’s removal, users who had already downloaded it 
were still able to access NYT stories.
Rules published by China’s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in June 2016 ban apps from “publishing or 
disseminating prohibited information or content”.
Casting a wide net, the regulations state that apps 
cannot “engage in activities prohibited by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disrupting social order and viola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s”.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Apple 
has been forced to shut servic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ompany closed its book 
and film delivery platforms 
in April 2016 after China’s 
media censor intervened, and 
Chinese users trying to access 
the News app are greeted with 
the message: “News isn’t supported in your current 
region.”
China is Apple’s third-largest market, bringing in 
revenue of $8.8bn in the company’s fourth financial 
quarter, just behind all of Europe. But sales have slipped 
30% in the past year amid increased competition from 
domestic rivals.
The Apple CEO, Tim Cook, has made frequent trips 
to China in what many have called a charm offensive 
aimed at recapturing lost sales – as recently as 2015, 

Apple has removed the New York Times app from 
its store in China after a government request, in an 
example of how far the company will go to please the 
authorities in its third-largest market.
According to NYT, Apple removed both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language apps from the App 
Store in China on December 23 without warning. Apple 
compli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rder and removed the 
apps, although it was not immediately clear why.
"We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the app is in violation of 
local regulations," said Apple spokesman Fred Sainz.
"As a result, the app must be taken down off the China 
App Store. When this situation changes, the App Store 
will once again offer the New York Times app for 
download in China."
While Apple hasn’t specified the exact regulations that 
were violated in the case or revealed which government 
agency made the request - NYT said Apple was asked 
to reconsider the decision.
"The request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move our 
apps is part of their wider attempt to prevent readers 
in China from accessing independent news coverage 
by The New York Times of that country - coverage 
which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journalism we do about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Eileen Murphy, an NYT spokesperson, said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The paper also noted that other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were still live, suggesting that the paper 
was singularly targeted.
The NYT has faced a series of blow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ts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websites have both 
been blocked in the country for several years, and the 
company has struggled to obtain visas for new China-
based reporters.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that it believes the 
request was probably made under Provis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Informations 
Services regulations that were introduced in June 2016.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apps are prevented 

from publishing 
prohibited 
information and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disrupting 
social order and 
viol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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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Call For Central Bank To Chang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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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Removes New York Times App In China

Chinese 100 yuan banknotes are seen in a counting machine. 
(Photo: Reuters)

Tsinghua University finance professor Zhu Ning, who 
authored ‘China’s Guaranteed Bubble’, Photo: China Daily

China's Central Bank In Beijing

Experts: Use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o Prop Up Yuan Is Unsustainable

China’s Censors Ordered Apple App Removed For Violating Unspecified Local Regulations

revenue from China had been running ahead of 
European income.
In May 2016 Cook announced a $1bn investment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Uber and in October Apple 
established its fir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in 
Beijing. A second R&D base costing $45m is planned 
to open during 2017 in the southern city of Shenzhen.
A 2013 report to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that said, “China’s tactics for external 
censorship are a well-established pattern.”
Adding,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cks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means of news dissemination or the 

technical capacity to block content, economic “carrots 
and sticks” have helped co-opt foreign companies 
into hindering Chinese audiences’ access to the 
outlets’ content. For example, since September 2011, 
Apple has removed from its iPhone and iPad China 
store applications for iSun Affairs, NTDTV, and an 
overseas bookstore with works on Tibet, Xinjiang, 
and democracy. The only explanation, if any, that the 
app developers received from the tech giant was an 
unchallenged assertion that their content is “illegal” 
in China.”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
world/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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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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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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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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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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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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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 Remodel

星期日 2017年1月8日 Sunday, January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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