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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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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董事長王朝旅遊董事長
王朝旅遊創辦人王朝旅遊創辦人
王朝旅遊在休斯頓開業王朝旅遊在休斯頓開業 2020年年,,是一間美國是一間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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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廣 告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 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 ouston Area: 
M ain O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 arw 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 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 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 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 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 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星期六 2017年1月21日 Saturday, January 21, 2017



BB33德州新聞

（本報訊）第 51 屆橄欖球超級腕比賽
（Super Bowl）2 月 5 日在休斯頓即將登場，
預計休斯頓將迎來 50 萬人的外地球迷 , 1200
名全美的媒體機構成員 , 義工人數將達到 2
萬人。

為了準備這次重大的體育賽事，休斯頓
市政府不惜投入大量資金，希望利用此次機
會，努力提升休斯頓的城市形象，就連休斯
頓布什洲際機場也新增了不少的美味餐廳，
以迎接即將大量湧入的外地球迷。

本次超級碗的主辦權是休斯頓 2013 年競
標獲得的，這也是休斯頓第三次舉辦超級碗
的盛事。第一次是 1974 年 Bayou City 舉行，
2004 年是在 Reliant Stadium 舉行。

除了基礎實施和體育場館改造外，休斯
頓還在外地客流量最大的休斯頓布什洲際機
場新增了高檔飯店，其中有墨西哥特色的餐
廳 Hugo's Cocina，並且由著名的大廚 Hugo 
Ortega 主理。

同時，在機場內部新開張的飯店還有
American Express Centurion Lounge，以家常
隨意的特色而受當地人歡迎的餐廳有 Hubcap 
Grill，家庭式早餐飯店 Klub 也將在休斯頓布
什洲際機場最繁忙的轉機樓出現，豐富的可
供選擇的飯菜將讓乘客在旅途中徒增快樂。

以下是休斯頓布什洲際機場各個轉機樓
的主要美食餐廳。
Terminal A:
•Mockingbird Distil lery & Smokehouse 
(American): 位於登機口 A12
開放時間 6 a.m. to 10 p.m. 
•Jetbox Market (sandwiches): 位 於 登 機 口
A1-A15. 
開放時間 5 a.m. to 9 p.m. 

Terminal B: 
•Cafe Adobe (Tex-Mex): 位 於 登 機 口

B85-B88. 
開放時間 6 a.m. to 9 p.m. (Menu)
•Bullritos (Tex-Mex): 位於登機口 gates B1-
B31. 
開放時間 6 a.m. to 9:30 p.m. (Menu)
•Ray's BBQ Shack (barbecue): terminal food 
court
開放時間 5:30 a.m. to 9 p.m. (Menu)
•Re+BarNo9 (burgers): 位於登機口 B88.
 開放時間 5:30 a.m. to 9 p.m.
•Whataburger (fast food): 位 於 登 機 口 B1-
B31. 
開放時間 6 a.m. to 9:30 p.m. 

Terminal C
•Pink's Pizza (pizzeria): near gate C43. 
開放時間 6 a.m. to 10 p.m. (Menu)
•The Local at IAH (pub fare): near gate C23. 
開放時間 6 a.m. to 9 p.m. (Menu)
•Umaizushi (Japanese): near gate C45. 
開放時間 6 a.m. to 10 p.m. (Menu)
•Pizza Vino (pizzeria): near gate C23. 
開放時間 5 a.m. to 9:30 p.m. (Menu)

Terminal D
•Houston Burger Company (burgers): near 
gate D6
開放時間 5:30 a.m. to midnight. (Menu)
•Peet's Coffee & Tea (coffee): near gate D6. 
開放時間 5 a.m. to 10 p.m. 

Terminal E
• L a  T a p e n a d e  M e d i t e r r a n e a n  C a f é 
(Mediterranean): near E1. 
開放時間 6 a.m. to 9:30 p.m. 
•Republic (international): near E16. 
開放時間 5 a.m. to 9:30 p.m. (Menu)
•Zori Bistro (Asian): near E24
開放時間 5 a.m. to 9 p.m. (Menu)

迎接超級碗 休斯頓布什機場新增美味餐廳迎球迷

星期六 2017年1月21日 Saturday, January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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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名作家姚嘉為女士叫好又叫座的演講 「從
鄉愁到越界」後，美南作協很榮幸又邀請到著名
作家陳瑞琳女士來為文友們分析及介紹北美新移
民女作家群及她們的作品。

關注及研究北美新移民作家多年並發表論文
無數的陳瑞琳女士認為：北美新移民女性創作的
突出特點，首先表現在女作家們更看重“人”的
本源意義，即“人”在這個世界所承擔的各種角
色。其次是，在她們的創作中，有意識地保持了
自己所處的“邊緣地帶”的心理距離，攜帶著母
體文化的深刻影響與異域體驗的激蕩與碰撞，從
而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寫作空間。她們的創作，除
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開對生命旅程的探討
，同時也為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前景尋找著與世
界文壇接軌的表現方式和創作技巧。

陳瑞琳認為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特別貢獻：
一是正面書寫異域生活的文化衝突；二是站在海
外的新角度，進行獨特的中國書寫；前者為“離
散”的經驗，後者為“回歸”的反思。其共同的

特質，是因為心靈自由和超越的想像力，使她們
的體驗可以深入到歷史和人性的深處。

陳瑞琳：美國華裔作家，評論家。現任美國
王朝文化傳播公司負責人，國際新移民華文作家
筆會會長，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兼任國內
外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出版有域外散文集《走天
涯》、《“蜜月”巴黎》、《家住墨西哥灣》、
《他鄉望月》等，編著北美新移民作家首部小說
專輯《一代飛鴻》以及《當代海外作家精品選讀
》，並出版有學術專著《橫看成嶺側成峰》及
《海外星星數不清》等。多次榮獲海內外文學創
作及評論界大獎。

歡迎文友們踴躍參加這又一場，難得的文學
饗宴！

因正值農曆年前，作協將準備豐富年點助興
，大家相互拜個早年，祝雞年行大運。

講員: 陳瑞琳女士
時間: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
地點: 僑教中心203室

離散與回歸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淺談北美新移民女作家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將迎來新的一年。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謹定於二O
一七年二月四日,星期六下午六點假珍寶海鮮酒樓舉辦第四十九屆年會暨新春聯歡。讓我們
各科系的校友一起共聚一堂迎接農曆新春金雞年的來臨,互相報喜聚舊,分享和回憶當年的生
活趣事以及母校的近況。同時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休士頓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黃壽萱博
士主講〝網路黑客威脅下的生存之道〞。網絡是現代人不可缺的交流管道, 但是網絡黑客卻
想盡辦法要騙取網民們的錢財、個資。如何避免上當受騙或個人資料被盜用? 讓我們一起來
聽聽成大校友黃壽萱博士為大家帶來網路科技的資訊和提供的建議。與會並有精彩的娛興
節目和抽獎。歡迎更多成大新,舊校友和校友之友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分享母校新里程碑的
喜悅與光榮。餐券每人$35,學生(成大學友)每人$20。

有意願參加2/4/2017年會者,請於一月三十日前email: nchuaah1@gmail.com 或連絡趙婉
兒713-480-4885；葉宏志713-779-3388

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第四十九屆年會暨新春聯歡

I.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新
一年的春節又將臨、值此祝福各會員闔
府康泰、福星高照！身体健康、雞年萬
事如意！

II. 2017第一季度、1、2、3月慶
生會謹定於2月4日(星期六) 上午10:00
到中午12:3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為慶祝農曆新春、元宵節和會員慶生將
於會場為會員提供午餐。並安排有精彩
的歌唱和舞蹈表演節目。還有豐富的獎
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壽星劵和非壽星
劵兩種。請憑有效會員証於2月7日之
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到僑
教中心102室向徐驊先生登記領取入場
劵。慶生會當天憑票和會員証入場。1
月31日後恕不再分發入場劵。

III. 2017 年 2 月25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2月7日星期二開始接受報名收費。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 於指定
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713)
784-9049預約報名繳費。收費 2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8: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8:45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 上午Sam Houston遊船。乘搭遊船從旋轉盆地的M / V Sam Houston pavilion，在610橋下往東到Washburn隧道再回來。旅程沿途有導
遊講述介紹港口基礎設施，航道上的船隻和歷史遺跡。中午中式自助餐。
• 下午參觀海倫花園。是一個華麗,設置有各種植物和花卉，和水池的花園。園林一年中不同時間盛開的花朵。是拍攝照片美好的地方
。4:30回到僑教中心。

IV. 1/17/2017参觀SAS鞋廠和聖安東尼藝術博物館團體照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2017年年22月份通告月份通告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2017年春節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於本周三（ 1 月 18 日 ） 在總領館辦公
樓舉行春節招待會，招待美南地區的華人華僑，文化界，留學生
，中資機構人員及來自各地友好人士。美國政要也紛派代表帶來
賀狀，包括州長代表陳中，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代表羅玲女
士； 國會議員Al Green 代表譚秋晴女士，以及國會議員Pet Ol-
son 的代表張晶晶女士，他們在李大使演講後逐一頒贈。

李強民大使首先在招待會向大家拜年，祝福大家吉年吉祥！
李大使說：2016年是新中國成立67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
年，是非凡的一年、難忘的一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帶領下，中國繼續按照“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昂首闊步、奮力
前進。我們不能忘記，十三五規劃綱要在這一年正式通過，中國
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衝刺階段。
我們不能忘記，中國奧運健兒在巴西奧運會上奮勇拼搏、勇創佳
績，神舟飛船再次搭載中國宇航員進入太空，與中國天宮二號實
驗室完成對接，鮮豔的五星紅旗在外空高高飄揚。我們不能忘記
，美麗的杭州西湖在二十國集團發展史上留下深刻的中國印記，
人民幣在這一年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一道構成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 。我們也不能忘記，中國始終
堅持和平發展，堅決捍衛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在國際社會贏得
更多尊重與喝彩。我提議，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對中國在2016
年取得的成績表達由衷的祝賀！

朋友們，在過去的一年，在中美雙方共同推動下，中美“不
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逐步推進
，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流日益密切。美南地區與中國在經貿、科
技、人文等領域的合作走向深入。 2016年，美國是中國第二大
貿易夥伴和最大出口市場。中美經貿關係不斷開拓新領域，邁上

新台階，繼續在雙邊關係中扮演“壓艙石”的關鍵作用。再過
兩天，美國新舊政府即將更替。中美關係正處在承前啟後的關
鍵階段，新當選總統特朗普上台後，中美關係面臨新的形勢和
許多不確定因素，可能有機遇，也可能有挑戰。正如習近平主
席向特朗普當選總統強調指出的，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穩
定、促進全球發展繁榮方面肩負著特殊的重要責任，擁有廣泛
的共同利益，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

朋友們，春節是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海內外華人共同的節
日。每逢佳節，我們都會更加思念海峽對岸的同胞。台灣民進
黨當局自去年上台以來，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
屬一個中國，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給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勢頭帶來嚴重衝擊。前不久，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
文利用赴中美洲之機“過境”休斯敦和舊金山。中方已多次表
明，反對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同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接觸和往來。我們要求美國政府恪守一個中國政策、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和美方有關承諾，不與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
方接觸和往來，不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以實際行
動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和平穩定。為中華民族和平統一大業
和偉大復興做出更大貢獻！

過去的一年裡，我們隆重舉辦了慶祝新中國成立67週年文
藝晚會、升旗典禮和國慶晚宴，接待了國務院僑辦裘援平主任來
訪，舉辦了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系列活動。中國人活動
中心等華人社團獲得國內僑務部門表彰，部分僑胞代表獲邀回國
參訪交流。這一年也有一些令人傷感的事情。幾位華人社區領袖
因為健康原因離開了我們，一些地區針對華人的犯罪活動有所突
出，一名中資企業中方員工不幸遇害。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發生的
美國歷史上最嚴重槍擊事件，警示我們在美國生活需要加強防範

。總領館時刻關心著我們的華人社區，盡可能為廣大僑胞提供幫
助、做好服務。希望你們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團結一致把我們
的華人社區建設得更紅火、更和諧。

朋友們，2017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中國共產黨將召開第十
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的“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要繼續發力，
我們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越來越近。在中美各界共同
努力下，我們對中美關係的前景充滿信心，對美南地區與中國的
交流合作充滿信心。在新的一年，讓我們“擼起袖子加油幹”，
不僅實現個人的更好發展，同時也為祖（籍）國的強盛、中美新
型大國關係建設和我們華人社區的繁榮發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貢
獻！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十八日晚舉行2017年春節招待會
美方政要派代表送來賀狀美方政要派代表送來賀狀，，李強民大使發表賀節致詞李強民大使發表賀節致詞

公共安全市政廳會議19 日晚在文化中心舉行警察局長Acevedob主持會議
休斯敦總領館和休巿警察局主辦，並由西南區管理委員會共同贊助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公共安全市政廳

會議於1 月 19 日晚間六時至八時在文化中

心大禮堂舉行。出席大會的包括： 中國駐

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副總領事劉紅梅，

警察局長Art Acevedo, 十幾名警長，德州州

議員Gene Wu, 市議員Bob Labster，休市西

南區管理委員會李雄，李成純如等代表，

以及文化中心華啟梅，方宏泰等人，中資

企業，留學生代表及五百多位居民，因為

每個人都認真，關心個人和商業公司的安

全。在總領事李強民的開場演講後，李強

民總領事授予警察局長Art Acevedo" 華埠

衞士＂的巨大奬牌，感謝及高度讚賞警方

高效率的破案工作，以偵破謀殺中國石油

公司年輕女工作人員的謀殺案。李強民大

使，Art Acevedo 局長與破案隊長和兩位警

官在獎牌前拍照，獲得了大量的掌聲和讚

譽。

當晚，有十人以上提問，警察局長

Acevedon 回答每個問題，也有總領館劉紅

梅副總領事解釋，回答保護中國人的安全

問題，現場也有翻譯詳細解釋內容。警察

局長Acevedo 說： 休士頓目前尚缺1145 名

警察，巿長與市議會將撥款四億美元作為

聘請警察，以保護休士頓的安全。休士頓

警察必須巧妙有效地工作。Acevedo 說：我

不是在這裡保住我的工作，我在這裡作我

的工作，我會盡一切可能打擊犯罪和消除

犯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公共安全巿政

廳會議，警方要求人們一起工作，並使用

高質量的監督系統來監測犯罪份子以減少

未來的犯罪。除了上述問題外，會議小組

還為所有居民編寫了預防犯罪準則; 它們在

下面列出以供參考：

搶劫是當強盜跟隨某人離開銀行，提

款通道或ATM，並在稍後停車時搶劫他們

或他們的車輛。保護自己的正確方法是隨

時查看可疑車輛，特別是汽車頭朝外停的

車, 黑窗車，沒有前車牌或可疑的司機。不

要顯示你和你有錢。 經常檢查你的後視鏡

，看看有沒有汽車跟著你; 如果是，請在開

車到警察局時打911。不要開車回家，因為

強盜可以使用你的車牌號碼找出你的家庭

地址，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跟你，你必須要

打電話911。

此外，父母和孩子在上學時都需要警

惕。 不要獨自行走，不要回答陌生人的問

題或乘坐陌生人。 問孩子總是走你所有熟

悉的路線，不要走捷徑或好奇走新的路線

。 換句話說，不要讓任何機會陌生的綁架

孩子。

圖為李強民總領事夫婦圖為李強民總領事夫婦，，副總領事劉紅梅及政要代表羅玲副總領事劉紅梅及政要代表羅玲，，
譚秋晴在春節招待會上譚秋晴在春節招待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李強民總領事圖為李強民總領事（（ 左二左二））頒發＂華埠衛士＂巨大獎牌頒發＂華埠衛士＂巨大獎牌
給警察局給警察局Art AcevedoArt Acevedo（（ 右一右一），），並介紹破案警官和兩並介紹破案警官和兩
位警員在獎牌前拍照位警員在獎牌前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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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勝 2017 春季班如火如荼進行中

陳啟華眼科醫生經驗豐富
以最新科技提供全面性服務

（休士頓 / 秦鴻鈞）在休市開業二十九年，
眼科醫生陳啟華博士以仁心仁術，經驗豐富，
獲得中外人士的一致推崇，尤其是不諳英文的
華人長輩，幾乎所有的大小手術，都是陳醫生
動的。陳醫生以一頓溫柔、慈藹、體貼的心，
陪病人度過手術前後的恐懼掙紮，他精湛、準
確、利落的醫術，更使病人在感激之余，充滿
了生命重見光明的喜悅。陳啟華醫生，來自香
港，有一點廣東腔國語，娶的是臺灣太太，陳
太太，溫柔賢淑，待人有禮。女兒陳恩寧小姐，
還是 2014 年華埠小姐。每一位來到陳啟華眼科
看病的病人，都如沐春風，充滿信心，即使動
了大手術，也比別人好得快。

29 年來，陳啟華陪著僑界一起成長，也陪
著許多長輩，一起去面對人體老化，代謝的一
些必然現象，白內障、青光眼、老花、近視、

斜視，以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等……
在陳啟華眼科醫生西南區及糖城區的兩個

眼科中心內，陳啟華醫生以豐富的經驗，最新
的科技，為您提供最完整的全面性眼科服務。
除了上述一般眼科疾病外，陳醫生在割雙眼
皮，眼袋方面更有獨到心得，尤其近來采用最
新最新進鐳射激光治療近視，更有重大突破。
對於一千二百度以下的近視及四百度以下的散
光都可妙手回春，令病人大開眼界。許多受困
於深度近視多年的患者更深深感到鼻子沒有負
擔，不須到處找眼鏡就可以享受美好世界的特
權，這是近視患者，尤其是運動愛好者一大福
音，有興趣的讀者，請盡快電話預約。

陳啟華眼科，多年前已擴大營業，增設配
框配鏡部門，讓窮人患者可經一趟診治，即可
驗光配鏡，配鏡片一次完成，節省再找眼眼鏡

行往返時間，同時在該次訪治配鏡更可得到優
待，歡迎華人朋友多加利用。

在談到眼睛的保健上，陳醫師建議有糖尿
病、青光眼的病人，定期檢查，以免耽誤了病
情。陳醫師的開眼手術精湛，已有不少人向記
者提及，表達對陳醫生的感激之情，連陳醫生
開刀房的護士，她們自己及家人動手術，都指
明找陳醫生，可見大家對他的信賴。

陳啟華眼科醫生的兩間 OFFICE 分別為：
休 士 頓 西 南 區 7737 S.W. FWY,#850，

Houston, TX 77074(59&Beechnut) 
電話：713.271.1227
糖 城 地 址：4675 Highway 6. #B,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281.277.1610

寒冬已經漸漸離我們遠去，新的學期開始
了。在這個萬物復蘇的季節裏，同學們認真的
學習精神，澎湃的學習熱情，讓每一位老師與

工作人員也都充滿了幹勁兒和能量。智勝學院
將竭誠幫助每一位同學在新學期的學習生活中
取得更大的進步。

現在，智勝 2017 春季班正在如火如荼的進
行當中，盡管已經開學了，依舊不停地有家長
詢問報名事宜希望讓孩子中間插班。可能有些
同學  秋季學期因為校外校內活動太多太忙，
一時疏忽了對文化課的 復習和強化，導致成
績可能不是太理想。沒有關系，現在補習也為
時不晚。尤其 5 月份要進行這個學年的期末考
試，同學們應當盡早進行知識的儲備，為年終
考試做好 充足的準備。

智勝學院的春季課程依舊聘請了原班人馬
任教，英語教學一直是智勝學院的強項，語言
的東西，教材教法都很重要。如何引出孩子自
己 的思想，這就要看老師教學技巧高不高明
了。來自休斯頓頂級私立高中 St.John’s 的老
師 Mr. S 本期依舊傾力為學生教授 7-12 年級的
英文。有很多同學在上過他的課程以後找到了
讀書寫作的樂趣，更有家長向我們反映孩子 進
步很大，在 Mr.S 的指點下學校的英文課輕松拿
了 A。

對於高年級的同學來說，SAT 考試無疑十
分重要。智勝學院專門聘請了 極富經驗的專
業教師 Ms.N 擔當 SAT 英文的教學。Ms. N 這
位優秀的女教師不僅英文教學經驗豐富，更兼
任休斯敦作家協會的副主席。她的課程形式新
穎，內容豐富，尤其對於寫作更是很有自己的
心得，不少之前曾參加過智勝的同學都在她的
幫 助下寫出漂亮的文章，取得了優異的 SAT 

考試成績。
對於那些遺憾沒辦法來參加智勝春季課程

的同學，暑期班是個大好機會。智勝學院的暑
期課程將依舊聘請原班人馬任教。針對 3-6 小
年 級的同學們，我們準備了內容豐富有趣的全
天 camp。對於高年級的同學，則有英文數學科
學等各種豐富課程幫助大家全面提高。有意向
的家長可參閱我們的網站查看課程老師介紹，
有問題也可來電或郵件咨詢。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合影。

許氏參業代理北海道干貝昆布

日本代表團來美推廣優質海味

【風水生基˙改變磁場】秘訣講座

［本報訊］日本北海道漁業協同
組合連合會，應北美地區榮譽代理許
氏參業集團邀請，特別組團來美參訪，
推廣日本北海道特產的干貝與昆布。

創業四十三年的許氏參業集團，
是全美唯一華人自產自銷規模最大的
花旗參產銷企業；近年來更本著誠信
服務的宗旨，為消費者提供許多優質
的健康產品與珍貴海味。自與北海道
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合作，致力推廣
北 海 道 的 干 貝 與 昆 布， 由 於 品 質 優
越，多年來獲得市場熱烈迴響。今年
該會特別由該會總經理大谷內優 Yuu 
Oyauchi 領隊組團前來北美地區考察。
許氏企業將配合以最實際的優惠回饋
來答謝消費者的支持。

干貝又稱江瑤柱，性平味甘鹹，
蛋白質豐富，且含有少量的碘，有滋
陰、生津、調降血壓、強健體力、改
善腸胃消化不良或腹脹不適等有益。
乾貝食味鮮甜，軟滑而且容易消化，
可作主菜或配料，煲粥飯湯加入少許，
份外鮮甜味美。北海道地理環境優良，
水質特別清澈，出產的干貝具有新鮮、
芳香、美味等特色，其生產佔世界市
場首位，達八成以上。

昆布 Konbu 是生長在寒帶海域的
一種海藻，市場上所食用的昆布約有 
90 % 是產自北海道。顏色呈灰黑色，
為細長昆布中產量最多的一種。肉厚
味美，燉煮後仍能保持鮮味及韌度，
口感中稍微帶有一點甜味。昆布含熱

量低，其中礦物質豐富，是牛奶的 23
倍；鈣約是 39 倍。昆布是調整酸性體
質的最佳天然鹼性食品，可預防高血
壓腦中風及甲狀腺腫大。除此以外，
昆布還含有豐富的食物纖維，可促進
腸內活化、吸收胃內水分，輕鬆達到
減肥的效果。

現代人講究飲食均衡雖已蔚為潮
流， 但 年 節 將 至， 大 魚 大 肉 在 所 難
免。北海道的干貝與昆布是最天然健
康的食品，消費者應多加採購食用，
方 才 符 合 健 康 又 美 味 的 原 則。 詳 情
請 洽 1-800-826-1577 或 上 網 www.
hsuginseng.com

涂金盛老師，傳道家絕學41年，弟子遍佈全球受益無數人。
親臨休士頓舉辦兩場免費講座， 1 月 21，22 日 ( 六、日 ) 下午
2-5 點，講座地點 : 中華文化中心 9800 Town Park Dr.Houston, 
TX77036 免費入場 626-400-9699 請瀏覽官網 www.MasterTu.
com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身命健康、無
病延壽、平安幸福是人生第一要素。百病皆生於氣，氣是生命

的泉源。醫經云 : 「人氣源於腎，腎強命長、腎虛命短」。【地
氣】源於風水，好的風水能旺身、旺財、旺氣機。【天氣】
源於日、月、星、辰，吸取日月精華，才能提昇正能量開發
潛能。國際明師親自點傳 ! 教您道家正法，天、地、人三才
秘訣，得真法受用終身 !

    【道家練氣 ˙ 風水生基】風水練氣能改變生命磁場，
提昇生命正能量。住在凶煞風水，會造成丁、財兩失，腫瘤

惡疾、家庭失和、事業衰敗，
不可輕忽。好的風水，能心想
事成、家庭和諧、兒女成器、
健康長壽。住家風水不論好壞
都有生氣方，如何在生氣方
營造生基。練氣養生掌握【氣
路】；靈龜八法打通奇經八脈
揭秘。風水掌握【水路】( 馬
路 )；調整龍門八局、破解消
亡破絕水，消水破大財，亡水
絕人丁。宅屋分五行，金、木、
水、火、土、五形屋，何形最旺 ? 何形最凶 ? 屋形除了帶給人
吉凶禍福，並且影響身、心、靈，如何化解 ? 涂老師道家絕學
法奇門風水為您揭秘 !

  涂老師傳功 41 年濟人無數，一門一法絕不保留，將數千
年道家養生哲學公開傳有緣。練氣祛病不是比手畫腳、盲目呼
吸、打坐 ? 人體痛點反射疾病訊息，不可盲目點按，輕則造成
傷殘，重則死亡，坊間已有多例。現場特別分析 : 穴道反射痛，
如何虛實補瀉、順逆行氣、陰穴治陽病、陽穴治陰病。時辰八
剋開穴、點穴秘訣點穴神功寶典，涂老師著作揭秘。

    涂老師全球傳功數十年來，桃李滿天下，受益無數人，
一點不保留，傳您『靈龜八法』，開通奇經八脈。『道家法奇
門風水』，提昇生命能量，抵抗惡疾延長壽命。

講座會後將有短期班 1/23 開課 , 由涂金盛老師親自傳授，
請把握機會。現場將展出涂老師著作、養生 dvd 數十套，傳家
養生寶典，彩色圖文並茂 , 的精髓功法心法大揭秘，現場收藏
或網購。

涂老師應邀德州為美國石油大
王 後裔 , 調整住家風水 , 生基
佈局 , 頑疾消除 , 無限感激。
右圖 : 道家法奇門 風水能量秘
圖安鎮旺宅

許氏副總裁許恩偉 ( 圖中 ) 歡迎日本北海道漁業協會訪問團

星期六 2017年1月21日 Saturday, January 21, 2017



BB66休城工商

2017《歡樂春節》文藝晚會 2 月 15 日上演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本報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P.R.China)、德克薩斯美中文化基金會 (Texas American–Chinese 
Cultural Foundation) 主辦，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 (Inner Mongolia Ethnic 
Art Theatre) 主演的《歡樂春節》 文藝晚會將於 2017 年 2 月 15 日在
Stanfford Centre 盛大上演。來自萬裏之外的內蒙古草原的長調、蒙古
族歌舞、雜技、呼麥、馬頭琴等原汁原味的內蒙古藝術，將於中國農
歷春節期間在德州休斯敦、奧斯汀、聖安東尼奧，奧克拉哈馬市和小
巖城連演五場。視聽盛宴，名家薈萃，2017 休斯敦 《歡樂春節》 特
色文藝春節晚會將給你帶來不一樣的感受。

《歡樂春節》 文藝晚會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的
特別支持，休斯敦承辦方是內蒙古同鄉會，共同承辦為國際華裔女企
業家及專家協會和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大休斯頓地區各社團組織和工
商企業將積極協辦，共襄盛舉。

演出時間：2017 年 2 月 15 日 7:00PM
演出地點：Stafford Centre,10505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票價：$15, $25, $30, $50, $100
購票地點：惠康超市 , 中國城郵局 , 華夏中文學校 , 長城書店 , 周

潔曉慧舞蹈學校，世界名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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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召開社區安全警民對話會、參加人士休斯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帶領警察局有
關辦案及維持治安人員及市議員、州眾議員等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呼籲華人在美國生活要註意安全

社區安全警民對話會於 1 月 19 日下午 6 時
在文化中心大禮堂盛大舉行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西 南 區 管 委 會 主 席 李 雄（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大力支持社區安全警
民對話會

美南福建同鄉會黃穗初前會長、
唐宗法會長等出席社區安全警民
對話會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和副總領事劉紅梅頒發休斯頓警察
局華埠衛士匾牌，由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代表接受。

不久前一位中資企業駐休斯頓的辦事處
女員工被殺害一案、破案警官由中國駐
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休斯
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轉發華埠衛
士匾牌

休斯頓警察局局謀殺案組長 Bobby 
Dobbins 講述中資企業駐休斯頓的
辦事處女員工被殺害破案經過

德州南方大學教授喬鳳祥向休斯
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提出有
關治安問題

國會議員 Al Green 助理譚秋晴歡迎休斯頓
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能多和華裔社區
互動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在社
區安全警民對話會表示努力最短期內
聘用 600 名員警及降低休斯頓犯罪率

宋蕾、劉妍、方勝與休斯頓警察局警
官們互相交換治安意見

方 宏 泰、Catherine Le(Al Green 助
理 )、Grace Huang, 敖錦賜夫婦、
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啓梅等共同探
討提高中國人社區安全水平

 出席的僑社貴賓及社團代表。（前排右起） 方一川，「僑
務組」房振群組長，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等人。  餘興節目表演現場熱鬧情景。

華夏學人協會年會及餘興節目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當晚有近二十項精彩的抽獎獎品，包括價值 $400 元
的 Mini IPad, 百元現金獎，電磁爐及湖南臘肉。

年會交接儀式後，全體 2017 年新理事合影。

會長魏波，介紹 2016 年度工作總結。 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趙宇敏致詞： 
他是於 2014 年 8 月來休士頓的，第一
個參加的活動就是華夏學人協會。

新任會長羅雪梅表示： 
她將為「 華夏學人協會 
」 盡一分心力，祝更多
的朋友加入，給華夏添
磚添瓦，出錢出力。

該會準備了豐富的年會晚餐。 當晚的節目主持人張黎波（ 右 ），劉良子（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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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一 個
畢生難忘的婚禮，必定是每對新人夢
寐以求的事情。要籌備一個完美的婚
禮，除了考慮所花的時間金錢之外，
用真誠的心去配合新人的預算要求更
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為您創造一個夢想婚禮是本公司
一貫的服務宗旨。 既然您的終身伴侶
已找到，就讓餘下的工作交給我們，
為您諦造一個心目中完美而充滿甜蜜
回憶的婚禮。

我們擁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
新人籌備婚紗禮服造型、新娘化妝及

髮型造型、專業司儀、專業婚禮統籌
服務、全面攝影錄像、婚紗攝影、証
婚服務等... 由您選用我們服務開始起
，必定令你得到最窩心及全面服務！

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何需煩惱
。

就讓我們為您預備！
我們重視細節, 因為細節就是決定

婚禮成功的關鍵。
如有的話, 或許你是時候跟我們聯

絡, 看看我們的專業團隊能否為你解決?
恭喜你們已經準備好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喜日子好

好籌備。婚宴場地，婚宴膳食，新人
禮服，花卉擺設等等… 假如你毫無頭
緒怎樣去籌備自己的大日子又或你們
無瑕去計劃一切? 作為你的婚禮統籌，
我們都可以在你指定的資源給你最好
的專業意見和安排。 我們明白彈性對
新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具備了
不同服務以供選擇

立即就聯絡我們作進一步了解吧!
我們樂意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給你。

Contact: Kachun Lee
Phone: 832-618-6262
Email: Wed4You2016@gmail.com

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Wed44YouYou為您籌謀一切為您籌謀一切

你在準備婚禮時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1:: 千頭萬緒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又不想馬虎了事
33:: 想法太多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4:: 希望家長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EB-5投資移民將大幅提高投資門檻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7年1月13日，美國移民局在聯邦公報
上公佈了EB-5投資移民的改革草案。根據該草
案，EB-5目標就業區域（TEA）最低投資門檻
從50萬美元上漲到135萬美元，標準投資門檻
從100萬美元上漲到180萬美元。這一法案正在
徵求公眾意見，公眾意見必須在2017年4月11
日前提交。該法案草案的原文鏈接是：https://
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7/01/13/
2017-00447/eb-5-immigrant-investor-pro-
gram-modernization

近年來，由於其他類別移民政策的緊縮,在
美申請投資移民的人數逐年增加。美國移民法
將投資移民設立為職業移民的第五優先, 每年分
配一萬個名額，其中三千個名額保留給農業地
區和失業率高的經濟落後地區的外籍投資人。
當前投資移民的基本要求

1) 投資形式
投資人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或收購一家陷於困
境的公司，對其進行整頓；或收購一家已存在
的生意，對其加以擴增。新的商業企業可由一
個人投資，也可由兩個或兩人以上的投資者聯
合進行投資。

2)投資金額
投資金額要達到一百萬美元。在人口少於兩萬
的農業地區或失業率高達全國平均失業率百分
之一百五十的經濟落後地區的投資金額可以降

至五十萬美元。
3）資金來源

外籍投資人的資金形式包括現金，設備，存貨
，存款、政府公債以及證券等。同時，申請人
需要證明，所投入資金來自合法途徑。證明注
入資金來源合法的資料包括：外國企業財務報
表、公司或個人的報稅單或其他有關資料。

4) 員工要求
必須僱用至少10名全職合法員工。美國設立投
資移民項目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
，增加就業機會。所謂全職員工，指的是每星
期工作不少於35小時的員工。不過，法律並不
要求該企業在剛建立時就僱傭10名員工。因此
外籍投資移民申請人可以先制定出投資計劃，
清楚說明公司如何發展，如何在兩年內僱用至
少10名員工。十名員工可以是美國公民、綠卡
持有人及其它持有合法工作許可的外籍人士，
但不包括申請人本人或其配偶及子女。這十名
員工也不能是合同製的僱員。

5）臨時綠卡
為了防止欺詐和濫用，移民法規定，符合條件
的申請人只能獲得為期兩年的臨時綠卡。在兩
年期滿之時，申請人必須提出足夠的材料，才
能轉換成永久綠卡。這些證明材料包括：聯邦
報稅表，以證明確實創立了新的企業；經過會
計審計的商業報稅表，以證明注入了足夠的資

金；其他材料，如銀行存款證明，各種收據、
合同書，海關報關單，提單，保險等，還有員
工的薪資證明等，以證明確實僱傭了十名員工
。如果移民局認定投資人符合法律的要求，將
批准投資人和配偶及子女的永久居留權，即獲
得正式綠卡。

6）多人投資
如果有兩位以上的移民投資人，每位投資人都
必須符合投資移民的要求， 即投資一百萬美元
，並僱傭十個全職員工，或在農業地區或失業
率高的地區投資五十萬美元，並僱傭十個全職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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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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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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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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s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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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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7年1月21日 Saturday, January 21, 2017

馬來西亞吉隆坡春節氣氛漸濃馬來西亞吉隆坡春節氣氛漸濃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壹商場內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壹商場內，，具有中國元素的裝具有中國元素的裝
飾喜迎華人傳統新年的臨近飾喜迎華人傳統新年的臨近。。

丹麥老夫婦中歐元彩票大獎丹麥老夫婦中歐元彩票大獎
狂攬狂攬11..1414億歐元獎金億歐元獎金

丹麥丹麥OelstedOelsted，，Leif SommerLeif Sommer夫婦領取夫婦領取““歐元彩票歐元彩票
大獎大獎”（”（Euro JackpotEuro Jackpot））11..1414億歐元獎金億歐元獎金。。

旅
居
海
外
大
熊
貓
幼
仔
在
西
班
牙
誕
生

旅
居
海
外
大
熊
貓
幼
仔
在
西
班
牙
誕
生

首
次
公
開
亮
相

首
次
公
開
亮
相

班牙馬德裏班牙馬德裏，，旅居西班牙大熊貓旅居西班牙大熊貓““花嘴巴花嘴巴””誕下的誕下的
雌性大熊貓寶寶雌性大熊貓寶寶““ChulinaChulina””對公眾亮相對公眾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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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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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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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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報告顯示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超65%
中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

日前在北京發布《國內外油

氣行業發展報告》。報告顯

示，2016年中國石油表觀消

費量為5.56億噸，同比增長

2.8%，增速較上年下降1.5個

百分點。剔除原油庫存變動

因素，實際消費增速約為

0.7%，消費增速大幅放緩。

與此同時，中國原油產量跌

破2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

超過65%。

成品油消費首次出現萎縮
經研院黨委書記、副院

長錢興坤在發布會上分析指

出，2016年是黑天鵝事件頻

發的壹年，也是國內外油氣

行業發生壹系列深刻變化的

壹年。全球油氣需求低迷，

供應過剩。中國原油產量跌

破2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

超過65%；天然氣消費繼續

放緩，市場發展嚴重滯後國

家規劃。

《報告》顯示，2016年，

世界能源行業經歷著油價暴

跌後帶來的動蕩與巨變，油

氣行業在再平衡進程中艱難

前行。世界石油供需寬松，

國際油價觸底反彈，市場再

平衡慢於預期。2016年，中

國能源消費總量為43.6億噸

標準煤（折合30.5億噸油當

量），增速1.4%，供給側改

革初見成效，能源結構進壹

步優化。

《報告》指出，2016年

全年成品油表觀消費量為

3.13億噸，較上年下降1%，

成品油消費首次出現萎縮。

其中，汽油表觀消費量為

11899萬噸，同比增長3.1%，

增速較上年放緩 7.9 個百分

點；柴油表觀消費量首次出

現負增長，估計全年柴油表

觀消費量為16330萬噸，同比

下降5.6%，增速較上年減少

5.7個百分點；煤油表觀消費

量3058萬噸，增長10.4%。

2017國際油價將實質性
回升

經研院副院長姜學峰在

發言中預測，2017年，世界

石油市場將重歸平衡，國際

油價將實質性回升。預計

2017年布倫特年均價為53美

元/桶至 58 美元/桶，布倫特

與WTI價差可能有所擴大。

2017年，中國石油消費低速

增長，對外依存度可能突破

65%；煉油能力將重回增長

軌道，產能過剩形勢更加嚴

峻；成品油供應過剩加劇，

可能出現大進大出局面；我

國油氣行業市場化改革將全

面深入推進，“三去壹降壹

補”的供給側改革仍是政策

調節的重點。

經研院副院長劉朝全預

測，未來5年，全球能源發

展進入新的轉型期，全球能

源消費增速放緩，能源消費

的多元化和清潔化程度不斷

提高。到2020年，全球能源

消費總量將達137億噸油當

量，年均增長1.5%左右。其

中煤炭年均增速0.2%，石油

1.4%，天然氣 1.5%，核能

1.8%，水能1.3%，其他可再

生能源9.6%。

清潔能源消費比重將持
續上升

《報告》預測，到2020

年，全球清潔能源消費比重

將達到 41.3%，比 2016 年上

升1.7%。其中天然氣比重上

升 0.5%，核能基本保持不

變，水能比重下降0.1%，其

他 可 再 生 能 源 比 重 上 升

1.3%。2020年前，油價在40

美元/桶至 80 美元/桶的範圍

內呈鋸齒形波動將是大概率

事件；油價運行的中值區間

為50美元/桶至 60美元/桶，

較2016年上移，但不會回歸

高油價時代。

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升

級、高耗能行業進入平臺期

以及能源供給側改革的推

進，中國煤炭消費將進入下

滑通道，天然氣需求增長還

需多方政策引導。預計2020

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約為

45.9億噸標準煤，其中煤炭

占壹次能源比重降至58.2%，

天然氣比重升至8.9%，非化

石能源比重升至15%。

阿裏巴巴組建全球首個“大數據打假聯盟”
將定期公布打假信息

在阿裏巴巴的倡議下，全球首個“大數據打假聯

盟”在杭州成立。阿裏巴巴與首期入盟的約20個創

始成員發布《共同行動綱領》，致力於依托大數據和

互聯網技術，讓打假更有力、更高效、更透明。

阿裏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花名“滅絕

師太”）認為，數千年來假貨綿延不絕，並且出現全球

化蔓延的趨勢，而傳統的線下打假方式顯然難以根除假

貨源頭，“線下假貨‘打而不絕、越打越多’，我們唯

有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有勝利的希望”，因此阿

裏巴巴願意貢獻自己十年打假的所有經驗、能力、技術

和資源，“與全世界打假者戰鬥在壹起。”

據了解，阿裏巴巴大數據打假聯盟采用定向邀

請制，首批入盟的成員包括Dulux、LV、施華洛世

奇、赫基集團、地素、資生堂等約20個品牌。

壹呼百應，約20個品牌成為聯盟創始人
毫無疑問，阿裏巴巴已經成為打假國際合作的最

重要力量，“大數據打假新兵器”也在實戰中不斷提

升威力。因此，當阿裏巴巴拋出組建聯盟的橄欖枝

後，國內外的品牌權利人表現異常踴躍，期待加入這

壹打假聯盟，以便更好地參與相關規則的制定。

作為聯盟發起人，阿裏巴巴不得不啟動“定向邀

請”，將“創始成員”名額約定在20家左右。最終，經

過審慎評估，Dulux、LV、施華洛世奇、赫基集團、

地素、資生堂、貝德瑪、安利、瑪氏、保樂力加、華

為、蘇泊爾、九陽、索尼、三星、西部數據（西數及

閃迪品牌）、佳能、福特等成為聯盟首期成員。

事實上，阿裏巴巴從未停止與品牌攜手共戰假貨，越

來越多的國際品牌都在尋求阿裏巴巴“打假中國隊”的協

助。截至2016年底，阿裏巴巴已與蘋果、Burberry、LV、

Cartier、Nike等逾1.8萬個國際品牌展開打假合作。

華為相關負責人認為，阿裏巴巴利用大數據開

展了積極有效的打假行動，是當之無愧的打假領頭

羊，“我們對大數據打假聯盟勾勒出的知識產權保

護藍圖充滿期待。”

打破陳規，構建知產保護新秩序
壹個令人非常無奈的現實是，假貨與社會發展

始終如影隨形。然而執法機構、品牌權利人等多股

力量並未形成長期合力，追蹤線索往往難以被各地

共享，導致打假變成“打地鼠”：

售假團夥打壹槍換個地方，黑工廠搖

身壹變東山再起，假貨黑產鏈始終難

以被斬斷。

基於此，阿裏巴巴借助“大數

據打假聯盟”成立之際，向權利人、行業協會、專

家學者、律師、知識產權代理機構以及致力於知識

產權保護的其他團體和個人發出倡議，共同構建大

數據時代的知識產權保護新秩序。

聯盟成立當天，鄭俊芳代表阿裏巴巴做出四大

承諾——持續提供大數據和技術支持、開放並持續

推動各方合作的打假生態、對聯盟會員提供阿裏巴

巴的優先服務、邀請聯盟會員參與阿裏巴巴相關政

策的制定與調整，“阿裏巴巴將與聯盟成員共享大

數據和技術能力，窮盡壹切手段、掘地三尺要把線

下假貨源頭根除掉。”

同時，首批入盟的約20家品牌也做出鄭重承

諾，願意持續投入打假資源、履行及時鑒定義務、

分享假貨識別知識並對消費者進行教育，以及積極

參與聯盟活動。聯盟成員發布《共同行動綱領》，

宣誓“從我做起，讓打假更有力；共享資源，讓打

假更高效；公布成果，讓打假更透明”。

浙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副總隊長王暉認為，阿裏

巴巴與公安機關開展了密切合作，大數據和雲計算技

術為公安機關對制售假行為實施全環節全鏈條查處、

開展源頭打擊提供了有力支撐，極大提高了公安機關

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打擊效能，“希望阿裏巴

巴繼續運用好大數據打假新兵器，為建立適應新時代

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新秩序做出更大貢獻。”

鄭俊芳透露，成立聯盟只是第壹步，接下來要

繼續用大數據賦能打假生態，凝聚最大社會共識，

同時定期公布打假信息。

公開資料顯示，僅在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

之間，依托阿裏巴巴大數據，執法部門已經關閉了

約675家假貨的生產、庫存和銷售點。

首期聯盟成員：
阿裏巴巴、Dulux、LV、施華洛世奇、赫基集

團、地素、資生堂、貝德瑪、安利、瑪氏、保樂力

加、華為、蘇泊爾、九陽、索尼、三星、西部數據

（西數及閃迪品牌）、佳能、福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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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said.“Big countries should treat small countries as 
equals and refrain from seeking hegemony. No country 
should start a war casually or break international law,” 
he said.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model for ties with the US 
was often met with scepticism under Barack Obama’s 
administration.
Xi also offered a defence of ¬globalisation in his 
UN speech, citing the progress that it brings despite 
its problems, such as the inequalities that accompany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s the right direction. Of 
course, we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 of problems like 
inequality, difficulties in governance,” he said.
“We need to address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But we 
cannot give up eating for fear of choking,” Xi added.
Other nations, particularly the US, have accused 
Beijing of adopting protectionist policies and limiting 
access to its markets.
Trump scored a stunning election victory in November 
riding a wave of popular sentiment that blames 
globalisation for increasing inequality.
He has repeatedly accused China of stealing US jobs 
and has threatened to slap tariffs on its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his speech, Xi also portrayed China as a 
champion of multilateralism. “China’s commitment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will not change … China 
will resolutely uphol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being the core of global governance,” 
he said.
Xi’s attitude towards the UN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at of Trump, who is a harsh critic of the international 
body.
In the wake of last month’s adoption of a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ondemning Israeli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Trump said the UN 
was “causing problems” rather than solving them.
Zhao Kejin,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ecialis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aid Xi’s speech signalled a more 
active approach for Beijing in shaping i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has in the past put forward a framework on 
ways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other major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and European states,” Zhao said.
“[Xi’s speech] means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ctive 
and balanced [in its foreign policy direction]… It 
won’t depend on just one country,” he said.
Jia Qingguo, an associate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said China 
still needed time to adapt itself to an increase in 
expectations from the world and more responsibility 
in global affairs.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told Xi it 
was “very reassuring to see China assuming such a 
clear leadership in multilateralism in today’s worl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defence)
Related

Xi warns against protectionism and promises 
that China will not embark on a currency war
Don’t Blame Globalization For World’s Ills, 

Xi Jinping Tells Davos
Amid rising fears of protectionism, President Xi Jinping 
used his keynote address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on Tuesday to insist that globalisation was not 
to blame for the world’s ¬economic woes.
Xi did not mention Donald Trump by name in his 
debut at Davos, but his remarks were read as a veiled 
response to threats by the US president-elect.

On the campaign trail last year, Trump threatened 
to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impose a 45 
per cent punitive tariff on ¬imports from China, and 
accused China of stealing jobs from American workers.
Chinese president presses pro-trade message in 
Switzerland before landmark Davos address
Xi promised on Tuesday to improve market access for 
foreign companies and said China had no intention of 
depreciating the yuan or launching a currency war.
Xi told the 3,000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lites at the 
Swiss ski resort that protectionism had to be opposed 
and the finger-pointing should stop.
“Those who push for protectionism are shutting 

China wants to lead efforts to build a “stable and 
balanced” framework for relations among the world’s 
major powers,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at the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Geneva.
His speech marked the end of a four-day diplomatic tour 
that ¬included an address against trade protectionism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the Swiss ski resort 
of Davos, and a state visit to Switzerland.
The trip came right before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is sworn into office and was viewed by analysts 
as an attempt to position China as a global leader amid 
suggestions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n the White House 
might lesson the US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Xi said during his speech on Wednesday that China 
was actively pursuing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with the US as a way of avoiding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while deepening -relations 
with Europe as well as Russia and the other nations 
in the so-called BRICS bloc – Brazil, India and South 
Africa.
“We need to push for the democrat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be shar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mselves inside a dark house. They have escaped the 
rain and clouds outside, but also missed the light and 
air,” he said. “A trade war will only lead to suffering 
on both sides.”
Xi said that even though globalisation had led to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development, there was “no 
point” blaming it for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o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ose who push for protectionism are 
shutting themselves inside a dark house. 
They have escaped the rain and clouds 

outside, but also missed the light and air.”
--PRESIDENT XI JINPING

Any efforts to try to prevent globalisation would not 
succeed, he added. There was “no justification for 
wiping out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ll together”, he 
said.
Xi’s appearance at the forum comes as doubts rise 
over the rol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lay i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rump, who 
is generally seen as an isolationist. Europe is also in 
disarray over Britain’s announcement of a “hard exi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gainst that backdrop, Xi prescribed innovation and 
structural reforms – as well as changes to financial 
governance – as cures for the world’s economic ills.
Calling for bet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e said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was a “hard-
won achievement”, and all signatories should stick 
to it. Trump, meanwhile, has said the concept of 
global warming is a plot by the Chinese to make US 
manufacturing uncompetitive.
Analysts said that apart from his allusions to Trump 
and assurance not to start a currency war, Xi did not 
cover new groun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
china/economy/article)

First, he said, "you will suffer" if climate change isn't addressed. 
Second, nuclear bombs could "get used by somebody," which 
would be "very bad." Thir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might 
collapse again."
"That's a lot to worry about," Brown sai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raised controversy over his recent 
dealings with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and his comments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However,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is 
not likely to follow suit.
The Californian leader released several statements pertaining to his 
continu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especially on the environmen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China," he said. "Whatever little 
differences we have, or whatever big differences, the fact is, we 
have one world. We have one space we're all connected by."
Brown was referring to the ongo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alifornia 
government and 
China on developing 
new approaches on 
renewable energy. 
The studies that 
are done with 
China could help 
the state deal with 
its challenges on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s 
resources.
Brown recently spoke at th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the 
Chinese embassy. He stated that working with China was at the 
"state's great interest."
"There will be a few side arguments in Washington," Brown said. 
"Don't worry. When it comes to California and China, we're on the 
right track, and we're going to stay there."
Joe Matthews, a writer for the San Diego Tribune, said that working 
with China will be better for the U.S. in many ways.
He wrote, "A sustained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ould 
produce new restrictions on the flow of money and people, with 
devastating results for California."
He added: "Our public universities rely both on federal funds 
from D.C.--and top-dollar, out-of-state tuition fees from Chinese 
students to subsidize the education of Californians. So any Trump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visitors--or retaliatory Chinese limits 
on overseas study and travel--could blow up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 business model."
Matthews suggested that President Trump should take more 
precaution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Courtesy en.yibada.com/
articles/ and LA Tim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ay seem eager to rattle nerves in China, 
whether it's a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Taiwan's leader or complaints 
about foreign trade, but California Gov. Jerry Brown does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that.
In another example of how the state plans to stand apart from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Brown went to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on Tuesday to speak at a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to reaffirm what he called the state's "great interest" in 
working with China.
"There will be a few side arguments in Washington," Brown said. 
"Don't worry. When it comes to California and China, we're on the 
right track, and
we're going to stay there."
California has collaborated closely on climate change with Chinese 
officials, who have studied the state's programs as they formulate 
their own. Brown said the state also has benefited from China's 
production of solar panels, helping to drive down the cost of 
renewable energy.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China," he said. "Whatever little 
differences we have, or whatever big differences, the fact is, we 
have one world. We have one space we're all connected by."
Brown's brief comments at the consulate weren't all rosy. Often 
preoccupied with existential threats , he told the audience that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ey "walk out of here with at least three things 
to worry about."

California Governor Defends China
Amid Trump’s Anti-China Sentiments

Xi Jinping Portrays China As Global Leader                                                                   
As Donald Trump Takes The Oval Office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anuary 21,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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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eopened its massive domestic market to California citrus growers in 
2014 after an almost 1.5 year trade embargo.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wants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China 
even if President Trump doesn't. (Photo/Getty Imag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s featured on a 
Shanghai magazine front cover, December 14, 

2016. (Photo/AFP)

President Xi Jinping pictur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Geneva last Wednesday. 

(Photo/EPA)

President Xi Jinping speaking at the UN’s headquarters in 
Geneva. (Photo/Xinhua)

Donald Trump has said he is against globalization.

Chinese President Tells UN In Geneva: China Wants To
Lead In Shaping Relations Between World’s Major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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