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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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22日 星期日
Sunday, January 22, 2017

KVVV
美食美客美食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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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美客今晚首播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第31
集﹐今晚將由金山日本料理(Kaneyama)的壽司師傅Ja-
son一同與主持人翁大嘴帶來幾道店內最有特色的日式
開胃菜烤鮭魚沙拉(Baked Salmon)﹑胡椒鮪魚(Pepper
Tuna)﹑日式黃尾魚玉米餅(Yellowtail&Taco)和日式拉
麵﹐精彩內容﹐將於1月22日晚間7時30分播出﹐敬請準
時收看﹒



【VOA】美國最具盛名的電影公司之一派拉蒙影
業（Paramount Picture）將獲得兩家中國電影公
司的高達10億美元的現金投資﹒
維亞康姆公司（Viacom Inc.）旗下的派拉蒙影業
跟中國上海電影集團公司和華樺傳媒達成三年
期協議﹐期間將投資派拉蒙制作的所有電影﹒
派拉蒙影業公司在美國電影業的地位猶如其以
群星環繞雪山的標志﹐一直處於好萊塢頗似霸
主的寶座上﹐產出有像《教父》﹑《阿甘正傳》和

《變形金剛》等經典影片﹒
中國首富王健林的萬達自 2012 年起已相繼將

AMC 電 影 院 線（AMC Theaters）與 傳 奇 影 業
（Legendary Entertainment）等影視企業﹐但中資
進入美國的六大電影制片公司還是第一例﹒王
健林曾經說﹐他看中的就是好萊塢的六大公司﹐
但是派拉蒙不賣給他﹒他在接受中國官方媒體
采訪時說﹕“但他們不賣給我﹐還沒有到他能夠
信任到賣給你的程度﹒”
對於中國大舉進軍好萊塢﹐一些美國國會議員
擔心﹐好萊塢會逐漸淪為中國政府政治宣傳的
工具﹒

美食美客金山日式料理美食美客金山日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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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33美食廚藝節目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美食美客」」第第3131集集﹐﹐將由將由

金山日本料理金山日本料理(Kaneyama)(Kaneyama)的壽司師傅的壽司師傅JasonJason

一同與主持人翁大嘴帶來幾道店內最有特一同與主持人翁大嘴帶來幾道店內最有特

色的日式開胃菜色的日式開胃菜「「烤鮭魚沙拉烤鮭魚沙拉」」(Baked Salm(Baked Salm--

on)on)﹑﹑胡椒鮪魚胡椒鮪魚(Pepper Tuna)(Pepper Tuna)﹑﹑日式黃尾魚玉日式黃尾魚玉

米餅米餅(Yellowtail&Taco)(Yellowtail&Taco)和日式拉麵和日式拉麵﹐﹐精彩內精彩內

容容﹐﹐將於將於11月月2929日初二晚間日初二晚間77時時3030分播出分播出﹐﹐

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有興趣的觀眾﹐﹐本集首播時間是本集首播時間是11

月月2222日晚上日晚上77點半點半﹐﹐11月月2525日周三下午日周三下午33點點

半重播半重播﹐﹐精彩內容精彩內容﹐﹐敬請準時關注敬請準時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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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總統唐納德•川普將在美國
東部時間1月20日正式就職﹒對於這位頗
具爭議的商人總統在就職後會有哪些舉動﹐
中國與世界其它國家一樣都在觀望之中﹒
川普此前曾威脅要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
施加高額關稅﹐還誓言將把中國列為匯率操
縱國﹒中國官方媒體則威脅說﹐如果川普展
現出想要動搖中美貿易關系的意圖﹐中國將
對此采取嚴厲的反制措施﹒
美國企業在中國有大筆投資﹐一旦美中兩國
全面打響貿易戰﹐這些美國企業將成為易受
攻擊的對象﹒賈慶國認為川普提名的政府
要員中有許多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

不大可能支持美國與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展開貿易戰﹒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
院院長賈慶國說﹕“（中美兩國）可能都要采
取完全新的措施﹐去重新談判雙方的經貿關
系﹒所以我覺得﹐（川普）這麽做的可能性不
大﹐因為它的後果太嚴重了﹒”中國美國商會
政策委員會主席萊斯特•羅斯認為﹐中國的
態度目前還難以判斷﹒他說﹕“當面臨著不
確定性時﹐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會準備好
回應措施﹒有一些措施已經出台﹐比如關於
反傾銷調查的措施﹐還有一些還在制訂中﹐
這就帶來了不同的可能性﹒”
與貿易立場相比﹐中國在對台灣問題上的立

場更為強硬﹒去年11月﹐川普當選後罕見
地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了電話﹐打破了中美
台之間的外交慣例﹒此後﹐川普在推特上和
接受采訪時都表示﹐美國沒有必要被“一個
中國”政策所束縛﹐而是應該將其作為籌碼
與中國談判﹒中國外交部已多次表示抗議﹐
堅持台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底線﹐不可動
搖﹒伴隨著川普就職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
中國的經濟2016年第四季度的數據也已出
爐﹐6.8%的增長並未消除外界對中國經濟前
景的擔憂﹒如果川普堅持貿易保護主義的
立場﹐將給面臨著樓市降溫﹑經濟結構轉型
壓力的中國﹐蒙上新的陰影﹒

川普就職後川普就職後 中國經濟面臨新的不確定性中國經濟面臨新的不確定性

進軍好萊塢進軍好萊塢 派拉蒙開始拿中國錢派拉蒙開始拿中國錢

唐納德唐納德··川普宣誓就任美國第川普宣誓就任美國第4545任總統任總統（（20172017年年11月月2020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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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的派拉蒙片廠正門洛杉磯的派拉蒙片廠正門（（美國之音國符拍攝美國之音國符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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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
南國際電視頻道 15.3 美食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第31集，今晚將由金山

日本料理(Kaneyama)的壽司師傅Jason
一同與主持人翁大嘴帶來幾道店內最
有 特 色 的 日 式 開 胃 菜 烤 鮭 魚 沙 拉
(Baked Salmon)、 胡 椒 鮪 魚 (Pepper
Tuna)、日式黃尾魚玉米餅(Yellow-
tail&Taco)和日式拉麵，精彩內容，將
於1月22日晚間7時30分播出，敬請
準時收看。

為讓觀眾品嘗精緻爽口的日式料
理，美食美客特地前往金山日式料理
店出外景，由具有16年料理經驗的壽
司師傅Jason用最新鮮的食材，為觀眾
帶來清爽無負擔的生魚片輕食，搭配
精通日本菜的主持人翁大嘴介紹下，
觀眾一飽眼福之餘，也可以輕易學會
幾道美食。

第一道烤鮭魚沙拉是店內新創的
頭抬料裡，有三樣精緻日式生魚片小
點，可隨顧客喜好做更換。首先先將
其中一樣鮭魚包裹蟹肉棒，淋上美乃
滋，包覆錫箔紙，放進烤箱裡烤數分
鐘；第二樣沙拉則選用新鮮黃瓜絲和
生菜，非常爽口；第三樣日式木卷，

則是把黃瓜削皮切成條， 一樣
捲上蟹肉棒和酪梨，口感清爽
紮實，整道頭抬不只好吃，擺
盤又講究。

第二道胡椒鮪魚則是用新
鮮鮪魚，先灑上黑胡椒微烤到
表皮有炙烤風味，搭配柚子醋
(Ponzu sause)以及蘿蔔絲吃起來
風味十足。第三道也是利用新
鮮黃尾魚與生洋蔥、生菜和番
茄搭配，用墨西哥玉米餅包覆
著吃，日式創意料理，口感特
別，深受美國人喜愛。

除有新鮮美味的生魚片料
理，店內拉麵也是一絕，提供
醬油拉麵、豚骨拉麵、辣味增
拉麵、日式擔擔麵都是最近新
推出，湯頭濃醇，麵條 Q 彈有
勁；老闆表示，拉麵全天候套
餐，搭配小菜沙拉，用料實在
，每 10 磅大骨熬成湯，一天只
提供15碗拉麵，受顧客歡迎，也很划
算。日式咖哩也符合亞洲口味，歡迎
前來品嘗。

精彩內容，請鎖定本節目，今晚
7 時 30 分首播，1 月 25 日周三下午 3

時30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金山日
式料理供應正宗日式生魚片、壽司和
日本菜，服務親切，營業時間為一周
七 天 ， 地 址 9527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63， 電 話
713-784-5168。

美食美客金山日式料理美食美客金山日式料理 開胃菜拉麵一絕開胃菜拉麵一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周四)晚間7時30分播出，節目討論過去
兩周，兩岸和國際發生的新聞重點回顧，包括蔡英文出訪、遼寧號繞台和中華民國國民黨主席選舉，以及川普
即將在本周五就職，節目由常中政、馬健和李堅強教授主持。

節目上針對近期國際關注焦點，邀觀眾一起討論，包括 「蔡英文過境」：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過境休士頓
訪問中美南4友邦，休士頓僑胞熱情在下塌飯店大陣仗迎接； 「遼寧號繞台」：中國航母遼寧號艦隊日前進入
西南防空識別區，穿越台灣海峽，繞台一圈，政治警告意味濃厚，引來兩岸關注； 「國民黨主席選舉」：國民
黨主席選舉開打，表態參選人數黨史最多，形成一場大亂鬥；另外， 「川普就職」：川普周五正式就職，吸引
全球矚目。

錯過此次播出，下次播出時間為2月2日，可持續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外，也可藉由網路直播，
Youtube 搜 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 或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或撥打現場直撥電話281-498-0109，一起關心國際脈動和社區焦點。

休士頓論壇帶您關心新聞脈動休士頓論壇帶您關心新聞脈動

主持人翁大嘴主持人翁大嘴((左左))與壽司師傅與壽司師傅Jason(Jason(右右))。。((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日式黃尾魚玉米餅日式黃尾魚玉米餅((左左))及烤鮭魚沙拉及烤鮭魚沙拉((右右))。。((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胡椒鮪魚胡椒鮪魚((上上))和日式豚骨拉麵和日式豚骨拉麵((下下))。。((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於近期成立的美南山東商會昨
（ 1 月 21 日）上午與美亞海外服務平台在希爾頓酒店隆重舉
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當天，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周振成商務
參贊，紀文華領事，美南山東同鄉會終身會長豐建偉醫生，現
任會長馬欣博士，下任會長房文清會長，金王集團美國石油公
司總裁黃雲忠博士等人均出席了昨天的簽約儀式。

會上，由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博士與美亞海外服務平
台創始人宋天儒正式簽訂協議，由馬欣會長，房文清會長，豐
建偉會長及周振成參贊，黄雲忠博士現場見證。

豐建偉會長在儀式上致詞：對領館周參贊對美南山東商會
，美亞海外服務平台的支持表示感謝。馬欣會長也對新來的周
參贊介紹，美南山東同鄉會，成立近三十年，是來自中國大陸
與台灣的僑胞共同組成，大家不分彼此，團結和諧，多年來都
為山東同鄉會這個大家庭無私奉獻，盡一己之力，這種愛鄉愛
土的情懷，同鄉間的團結一心，為僑界所僅見。領館商務組周
參贊，表示他在國內一直在外經貿部服務，對商務活動嫻熟，
希望此兩會的締約，打造一個連接美亞高端科技，企業併購，
人才智慧交流的平台。

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博士表示：該會現正在為今年2
月 25 日即將舉行的美南山東同鄉會大型年會全力以赴，今年
該會將舉辦一系列的環保，納米，醫學，石油的系列講座，以
促進商貿，學術交流的平台。

美亞海外平台的創始人宋天儒表示，美亞的目標就是要為
美國特別是大休斯頓地區的醫生，工程師，教授，專家學者，

企業家與中國（特別是山東地區）之間的溝通搭建一座溝通合
作的橋樑。
美亞海外服務平台簡介

美亞海外服務平台創立於2016年，是一個致力於對接中
美之間石油、醫療、科技、政府、商務投資收購的高端互聯網
海外服務平台。平台集海外創業創新、海外企業加速孵化，海
外企業併購，海外人才引進，海外先進技術對接，海外中企投
資拓展，海外醫學醫療交流等多個業務於一體，其總部設立於
美國擁有“石油之都，醫療之都，航天城”美譽的全美第四大
城市休斯頓。

美亞平台立足於先進的互聯網+手段，充分整合引進歐美
特別是美國業內頂尖的石油、醫學、能源、科技、政府政策專
家聯手打造權威、高效、值得信賴的海外創新、人才引進、科
技對接服務品牌。平台倡導“源於海外，智惠中國”的理念，
利用先進的互聯網+手段，實現業務流程的規範化、高端化，
讓企業，投資機構，科技園區，醫療單位，政府部門輕鬆獲得
海外最高端的知識、智力、技術和人脈資源。

美亞平台的設立符合了國家“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走
出去”的戰略發展理念，獲得了駐美、加等總領館的強力支持
，平台將立足於中華商會、美南山東同鄉會、萊斯大學校友會
、德州奧斯丁校友會，德州農工校友會等眾多同鄉會、行業商
會以及各名牌大學校友會，致力於將平台打造成一個連接美亞
的高端科技、企業併購，人才智慧的交流橋樑！

美南山東商會與美亞海外服務平台
昨在希爾頓酒店隆重舉行簽約儀式昨在希爾頓酒店隆重舉行簽約儀式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與德州中

文教師學會(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Texas, CLTA-TX)及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合作

辦理的「2017年德州中文教師研討會 (2017 Houst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PD workshop) 」於 2017年 1

月15日 (星期日) 在休士頓聖湯瑪斯大學舉行，共計

吸引了近百名華語教師報名參加。

研討會當天適逢休士頓馬拉松活動，聖湯瑪斯

大學周邊多數道路因被劃為比賽路線而封路。雖然

因此造成出席的不便，但依然不減參與教師的熱情

，大家準時抵達會場，展開一整天的訓練及交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也十分重

視這項活動，特別於上午9點蒞臨為開幕致詞。研討會更首

度邀請到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主席Desa Dawson 進行專題演講

，這次的研習會是她擔任主席以來的第一項活動，足見她對

華語教育的重視。

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每年會在德州不同的城市舉辦年會和

各種教師研討會，今年研討會移師到休士頓舉行，由多位資

深的大學教授、校長和老師擔任培訓講師，師資陣容堅強。

除了休士頓地區的華語教師踴躍參與外，更有教師遠從達拉

斯、奧斯汀及奧克拉荷馬等地前來參加。本次研討會除了提

供增進華語教學專業技能的機會，也提供給美南地區華語教

師一個交流教學經驗，建立人脈的平台。

2017年德州中文教師研討會 講師陣容堅強

紅棉曲藝社慶新春，將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五日下午一時至六
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一一八室社址舉行卡拉OK知音良朋聯歡。

喜歡曲藝的朋友請勿錯過這次以曲會友的機會。全體社員誠
意邀請您們出席。更歡迎各界蒞臨指導。請自備唱碟。茶點招待
，不設門券。

紅棉曲藝社新春聯歡

左起左起:: 前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會長張志榮前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會長張志榮、、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楊采七會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楊采七會
長長、、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 Dr.Dr.
Hans StocktonHans Stockton、、萊斯大學葉萌教授萊斯大學葉萌教授、、全美外語教學協會主席全美外語教學協會主席 DesaDesa
DawsonDawson、、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出席簽約儀式代表合影於出席簽約儀式代表合影於 「「 美亞海外服務平台美亞海外服務平台」」 視頻前視頻前（（ 右起右起））
美南美南 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博士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博士，， 「「美亞海外平台創始人美亞海外平台創始人」」 宋天儒宋天儒
，，金王集團美國石油公司總栽黃雲忠博士金王集團美國石油公司總栽黃雲忠博士、、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
、、下任會長房文清下任會長房文清，，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博士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博士。（。（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圖為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博士圖為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博士（（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昨天上午與美昨天上午與美
亞海外服務平台創始人宋天儒亞海外服務平台創始人宋天儒（（ 前排左二前排左二））正式簽訂協議正式簽訂協議。。由由（（
後排右起後排右起））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博士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博士，，總領館商務參贊周振總領館商務參贊周振
成成，，山東同鄉會終身會長豐建偉醫生山東同鄉會終身會長豐建偉醫生，，下任會長房文清及金王集下任會長房文清及金王集
團美國石油公司總裁王雲忠博士團美國石油公司總裁王雲忠博士（（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共同在現場見證共同在現場見證。。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BB44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7年1月22日 Sunday, January 22, 2017

希望之城設定新目標尋求治癒第一型糖尿病
超過 5000 萬美元的私人捐款以 6 年內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為目標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1月29日辦理
「2017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活動說明記者會

加 州 DUARTE – 希 望 之 城（City of 
Hope）的糖尿病與新陳代謝研究所設定了在 6
年內治癒第一型糖尿病（T1D）的新目標。由
於 Wanek 家族和不具名人士的慷慨解囊，希
望之城將在未來 6 年內投入超過 5000 萬美元，
以創新研究尋找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的良方。

這筆捐款將在希望之城成立 Wanek 家族第
一型糖尿病研究計劃。希望之城在糖尿病研究
方面不但歷史悠久，並有創新成果。Arthur D. 
Riggs 博士在 1978 年成功以人工方式合成胰島
素即受益於希望之城的研究。直到今天，全美
仍有約 150 萬第一型糖尿病（T1D）和 2700
萬第二型糖尿病（T2D）患者使用胰島素。

這個研究計劃的經費由全世界最大住房
傢俱製造商 Ashley Furniture Industries 的業主
Wanek 家族帶頭捐助。

這項研究將在希望之城成立一系列高度集
中的計劃，通過將包括免疫療法，胰島細胞移
植研究，和預防身體抗拒釋放胰島素的細胞等
手段加以整合的方式，尋求治癒第一型糖尿
病。

“希望之城以超然的地位接受挑戰，”希
望之城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Robert W. Stone 表
示。“這要歸功於希望之城 40 年來對糖尿病
的先驅治療和研究成果。”

“對於 Wanek 家族的慷慨解囊，希望之
城感激不盡，因為這筆捐款讓希望之城能夠繼
續推動對第一型糖尿病的研究，而此研究成果
的影響，將遍及全世界。” Stone 表示。“我
們希望更多民眾能夠參與 Wanek 家族和希望

之城的努力，讓我們與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的目
標日益接近。”

“通過希望之城科學家的研究，民眾對糖
尿病的了解和糖尿病的治療方式都起了革命性
的變化，”Ashely Furniture 首席執行官，家族
發言人 Todd Wanek 表示。“直到今天醫生和
科學家仍然繼續對這個複雜、多面向的疾病進
行系統性的了解。”

“家族全體都對希望之城信心十足，相信
他們一定會是為每天與第一型糖尿病作戰，
總數超過 100 萬的美國人找到治癒良方的機
構，”Wanek 表示。

希望之城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的目標將集中
在對治療兩種糖尿病都極為關鍵的 3 大項目：

• 免疫調節 – 希望之城已經著手研究
免疫系統在糖尿病患者身上所扮演的角色，包
括 T 細胞調節和以幹細胞為根據的療法，也許
能夠逆轉患者人體對胰臟中的小島細胞進行自
律攻擊，即第一型糖尿病的成因。希望之城的
Bart Roep 博士先前在荷蘭 Leiden 大學醫學中
心工作時，在推出通過註射疫苗刺激免疫系統
對抗上述狀況，達到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目的臨
床試驗第一期上扮演主要角色。希望之城目前
正草擬計劃，在日後推出更大規模的第二期臨
床試驗。

• 胰島細胞的擴增和替換 – 第一和第
二型糖尿病的成因都是因為胰島細胞的故障和
死亡。研究人員將著重於進一步強化、替換、
和複製胰島細胞，以延長胰島細胞的壽命。臨
床糖尿病、內分泌與新陳代謝部教授兼總監；

替換研究和細胞療法部總監；小島細胞移植
計劃總監；糖尿病和新陳代謝研究院副院長
Fouad Kandeel 醫 師（M.D.， Ph.D.） 表 示。
Wanek 家族研究計劃將針對糖尿病患者胰島細
胞的功能障礙尋找創新的治療方式。

• 預防糖尿病併發症 —第一和第二型
糖尿病患者都會併發心臟、腎臟、神經和眼睛
疾病加速惡化的情形，以致發病率和死亡率大
增。科學家將從遺傳的角度設法阻止或逆轉併
發症的產生，尋找預測併發症的方法，進而預
防併發症的發生。

負責帶領上述研究工作的希望之城傑出糖
尿病研究人員與教授包括：

Chan Soon-Shiong Shapiro 糖尿病研究傑
出講座教授，糖尿病免疫部創始總監兼現任
教授 Bart Roep 博士將帶領 Wanek 家族研究
計 劃； 其 他 參 與 者 包 括：Arthur D. Riggs 博
士 , Samuel Rahbar 糖尿病和藥物發現講座教
授，糖尿病和新陳代謝研究所所長，兼希望之
城 Beckman 研究所榮譽所長 ; Fouad Kandeel; 
Rama Natarajan 博士 , 糖尿病研究全國企業產
品工業教授；糖尿病併發症和新陳代謝部教授
和總監，也是癌症計劃分子與細胞生物學成
員； Debbie C. Thurmond 博 士 , Ruth B. and 
Robert K. Lanman 教授和分子和細胞內分泌部
創始總監 ; 和 Defu Zeng 醫師，糖尿病免疫部
教授，兼血液學和造血幹細胞移植部教授。

希望之城 (City of Hope) 簡介
希望之城是癌症、糖尿病和其他致命疾病

的獨立研究和治療中心。希望之城獲得全美癌

症研究所（NCI）最高認可，被指定為全國僅
47 所綜合癌症中心之一，也是國立全面癌癥網
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創始會員之一，所提供的研究和治療方案造
福全球病患。希望之城位於靠近洛杉磯東北
的加州 Duarte，在南加州各地設有 community 
clinics（社區診所），並列名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癌症治
療 的“ 全 美 最 佳 醫 院。” 創 立 於 1913 年 的
希望之城由於自身研究成果卓越，成為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diabetes 和 numerous 
breakthrough cancer drugs（ 骨 髓 移 植、 糖 尿
病和無數治療癌症創新藥物）方面的先驅。
欲 知 希 望 之 城（City of Hope） 詳 情， 請 在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或 Instagram 上 追
蹤。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四週年堂慶
1 月 22 日 ( 本週日 ) 上午 10:00  誠摯地邀請您來參加

和您分享神牽引我們走過的路徑
都滴滿了脂油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3527 Highway 6, #190, Sugar Land, TX 77478
(281) 433-0517

www.rolcc-houston.net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自 2006 年起合作辦理「海外華裔青
年英語服務營」，至 2014 年客家委員會加入合辦，迄今已累計約 2 萬
名臺灣偏遠地區學童受益，甚受海內外各界肯定，本 (2017) 年將賡續
辦理，預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國、愛爾蘭、南非及貝里斯
等地區 420 名華裔青年志工回臺服務，美南地區分配名額為 35 名 ( 含
客籍 5 名 )。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以就讀 11 年級以上且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年滿 17 足歲，但未滿 25 足歲 ( 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 )，且
未曾參加過該營活動之海外華裔青年，並以英語為母語、能簡單中文
溝通、身心健康、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活，且具高度從事志願服
務者，為優先錄取對象。

活動時間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29 日止，為期 4 週，包括第 1
週由教育部安排英語教學訓練，第 2 及第 3 週則前往臺灣偏遠地區學
校實地從事英語教學志願服務，第 4 週由僑委會安排寶島參訪活動。
主辦單位負擔學員在營隊期間之膳宿及團體交通、行政等費用，另為
每位學員投保新臺幣 400 萬元意外險及新臺幣 40 萬元醫療險。學員則

需自行負擔僑居地至臺灣之往返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
療費用及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宿及其他等費用；全程參與前 3 週服
務活動之學員，將由僑委會核發 80 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時間自 2 月 1 日起至 2 月 28 日止，線上報名網頁亦同步
開放，有意申請者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gov.tw）/ 國內
研習資訊專區或英語服務營隊網站（www.aidsummer.net）下載活
動簡章及相關報名表件，並於報名期限內完成線上申請手續及備齊
相關文件於 3 月 1 日前寄 ( 送 ) 達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辦理報名 ( 逾期恕不受理 )。詳情
請電：713-789-4995 分機 113。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為鼓勵美南地區華裔青年子弟加入志
工服務行列，將於 1 月 29 日下午 2 時假中心 106 室舉辦活動說明記
者會，會中除報告活動內容及報名程序外，另邀請 2016 年參與英語
服務營之志工進行服務心得分享，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學生及
家長們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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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Sunday, January 22, 2017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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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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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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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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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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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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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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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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又一年 戾氣充斥天下亂
伊斯蘭國頻挑戰 世界和平夢難圓

2017翩然而至，除夕倒數之夜，世人
祝願世界和平，往年例牌順口講，今番冀願望成真。

2016世界大亂，戾氣充斥，敘利亞內戰生靈塗炭，難民湧
入歐洲，導致歐盟國家不勝負荷，講人道有愛心的德國首當其
衝，打亂社會秩序，難民搞事惹來國民反感，的確是好人難做
。

歐洲變天，IS孤狼式恐襲殺入歐洲，搞到七國咁亂，昔日
標榜民主自由的法蘭西等國，人心惶惶，似無寧日。更大劑者
，老英脫歐公投玩出火，歐盟自貿體制現解體危機，多個國家
極右排外勢力抬頭，乘民怨欲奪政權，民粹主義、鎖國思維加
劇醞釀。
至於花旗美國，總統大選殺出個口沒遮攔的狂人特朗普，搞外
交當做生意，除像歷屆總統一樣打遏中國外，更可怕係冇按遊

戲規則亂出牌，勢製造天下緊張。現在的Trump擺明惡形惡相。日本
安倍更敗壞，復闢軍國主義，無反省侵華歷史，不好好向德國學習，處
處與中國為敵，早有其戰犯外公岸信介之影子。

台灣小英尚未承認九二共識，且有去中國化之輿論行動，被中國大
陸認定她與民進執政黨，有棄統走獨之路，固而採取不少封殺台灣行動
，令台灣呈現一片不景氣氛，凡有血性的華人炎黃子孫，都應注視局勢

走向。
香港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今天中國國力增強，國民及海外華人地

位提升，小撮港人卻無認識到國家進步，未感受到國家對港澳眷顧，
特別係部分年輕人無珍惜當下，任人擺佈，動輒暴力，宣揚港獨，良
可浩嘆。

聖誕與元旦期間，斷斷續續的假期特別多，放假前總想將辦公室案
頭上的瑣事和雜件清理好。送舊迎新，回顧這年，看看即將退換並填得
滿滿的日程表，為人生烙下了不少的印記。有越洋的合作、朋友的情誼
；許多的記憶；忙碌中有歡笑，夜雨中有依傍，滿足而快樂。

直至一月中旬，手機仍不時傳來各方親朋好友發來的祝福，節日的
心情仍舊徘徊不已。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又一日，年初、年中，到年底，轉瞬間就過
去了。記憶中，過去一年，好像並沒有實實在在的三百六十五日，彷彿
只過了三十多天而已。但，的的確確，掛曆又該換上新的一幀了。

以前說的：“快樂不知時日過”，現在可沒這調兒了，不快樂或不
怎麼快樂，時日都如飛掠過，只因繁忙耗日，勞累分神，來不及為任何
事作反應，日子已然被甩在後頭，不能回望，只因前方仍有大堆事情要
解決。

社會步伐急迫匆忙，不斷把人向前推，不少人的生活，都跟“忙碌
”劃上等號，“得閒死唔得閒病”，乃是粵人對忙碌生活的體會。一年
到頭，得個“做”字。不賣力拚搏，焉能換取生活所需？柴米油鹽、子
女學費、房貸借款、衣食住行……，哪一項不要錢？

生活過得不容易，能挺進新的一年，你我也算很有本事了。舊的一
年，看來也不必回首，一字以概括之：日本人選的是“金”字，台灣人
拿“苦”字形容，馬來西亞人揀了“貪”字，香港人得個“亂”字——
真是各有傷痛，可見日子並不稱心。然而，咬牙打拚，邁進新的一年，
又是另一輪奮戰。

日子固然不容易過，但在新年伊始，仍是希望大家在不怎麼順心如
意的日子裡，能有平和的心境以應對。流光易逝，善用何懼逝；日子難
過，奮力總能過。

一陣急景殘年，總算捱完2016年。年來的生活不過不失，雖則工
作順利，寫作成績也過得去，但總體感覺上人生並沒多大突破。

本文其實截稿在舊年，於今卻刊登在新年之後，為的是在美南日報
這個平台上，每週才跟大家見面一次，而要寫要講的內容卻多如天上繁
星，真的是分配不下。 2017年，我有好多寄望，包括要讀一定數量的
書、要減一定重量的脂肪和要想開拓另一個寫作天地。

每年都要換抬頭日曆，偏愛每天一個小格子可記事的設計。日曆立
在桌上，一月一版，翻過去之後，再美的圖畫都是給別人看的，便成次
要。用紅色筆把約會記在日曆上，使容易看到，提醒沒記性的自己。春
去冬來，換新日曆之時，會順道翻一翻日曆，看看這一年相約的都有誰
。不為酬謝親友，不為點名回約，只是一個下意識的習慣。
來到2016的最後一天，例牌回顧一下，還是有個小小的驚喜：

年終總結，當然是屬於個人的，誰也沒有人能膨脹到可以代表這個
世界。西方搖滾天后麥當娜日前爆粗說，“媽的！2016現在可以死開
了嗎！”是的，2016國際形勢整體流年不利，包括多位影壇及樂壇巨
星殞落，同道惺惺相惜之情，自不待言。

人們總說，活到老學到老。學習帶給思想和心靈的長久滿足，遠勝
口腹和感官的片刻極樂。我常感恩，我比別人幸運，是因為努力之後會
有回報。當然，世上沒有一把尺子能量度付出與收穫的等值，只要你覺
得心理平衡就好。有人說，當你覺得走路很順暢的時候，其實正在走下
坡路。這是一個很生動的比喻。既如此，那就讓我們好好享受活在當下
，欣賞沿途風光綺旎，為明年的默默耕耘做好身心靈的準備吧。

2016，讓我明白到，沒有過不去的昨天，只有充滿希望的明天，否
極就會泰來，讓我們熱烈歡迎2017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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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梁振英施政報告
楊楚楓楊楚楓

1 月18 號，香港特首梁振英發表任內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這是1997香港回
歸中國以來，一份最長的《施政報告》。
超逾首任特首董建華、次任曾蔭權、與及
他本人4 次的《施政報告》。不過，梁首
份《施政報告》中出現最多的“我們”一
詞，漸被“政府”取代，而“國家”的出
現頻率漸增。

此次《施政報告》，全文3.45萬字、
共279段。比較回歸以來歷年《施政報告
》，最短的是2003年時任特首董建華髮表
的《施政報告》，全文僅1.3萬字共62段
。
此次報告中出現最多的字眼是“政府”
（282次）、“香港”（217次）和“發展
”（188 次）。 “ 文化”、“體育”和
“新發展區”等字眼，分別出現了40次、
31 次及 20 次，但有關字眼在 2016 年的
《施政報告》中，卻只被提及16次、9次
及8次。至於2016年大熱的“一帶一路”
，此次出現次數減半至21次。

梁振英歷來的五份《施政報告》，政
府的施政側重點，逐漸由民生議題，轉至

近年緊貼國家政策路線。樑上任後首份施
政報告，經常出現“我們”一詞，共194
次。但多年後“我們”逐漸消失，到2016
年僅提及11次。 2017報告則回升至60次
，集中出現在結語部分，報告將“我們”
意指“香港人”，提醒“我們”要惜福，
要齊心一意，亦要承前啟後，任重而道遠
。

取代“我們”的“政府”一詞，其出
現頻率，由2013年的151次，增至2017年
的 282 次，為近 5 年最多。房屋問題，是
現屆政府的重中之重，但提及“房屋”次
數，己從 2013 年的 55 次下跌至 2017 報告
的34次。 “ 國家”一詞，則由過往幾年
的十餘次，倍升至2017報告的38次。

報告強調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
部分，提醒港人有義務全面遵守《基本法
》，維護“國家”主權。梁振英花了6段
篇幅提及國家“十三五”規劃，指香港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本著“‘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的原則，機遇無限。他亦
不忘在尾段，提到自己未來會繼續奉獻香
港，奉獻“ 國家”。

梁振英之2014年《施政報告》，主打
紓困扶貧，政府推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和
宣布恆常化多個關愛基金項目，故報告多
現“家庭”、“津貼”和“關愛基金”等

字眼。 2015 年，佔領運動落幕，梁振英
在《施政報告》中，花了不少篇幅來批評
運動損害法治，點名抨擊港獨思潮。 “依
法”、“法治”和“基本法”等字眼出現
率與往年比較創新高。

另外，梁振英在2017報告結語中指，
他在5年前提出了全面具體的競選政綱，5
年間每年都有向社會報告政綱落實進度，
更認為“競選政綱的承諾基本上已經全部
落實”。

不過仍有部分的競選承諾落空，其中
他在政網提及“為中產家庭，延長自置居
所貸款利息扣稅年期至20年，免稅額由每
年10萬元（1港元約合0.129美元）增加至
15萬元”，但直至2017年1月18日，有關
上限仍是10萬元。

另一項是市民輪候公屋的時間。梁振
英競選政綱提到“確保家庭申請者及35歲
以上單身人士的平均輪候時間同為3年，
並縮短35歲以下單身人士的輪候時間”，
但現時按房屋委員會最新數字顯示，一般
人士仍需輪候超過4年，未能履行競選承
諾。

梁振英對是否再選特首不置可否。但
他回應稱過去5年“總算為香港人做了些
事”，認為日後，“只要香港用得著，國
家用得著，我會儘自己努力，繼續為香港
人做事”。有記者再追問梁振英會否承諾
“n屆不再選”，梁振英表示“只要有機
會，會以不同身份及不同崗位”服務市民
。

梁振英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並指出“基本上已經全部落實”競選政綱
。不過，一眾特首參選人，對施政報告
“彈多過贊”，其中前任香港法官胡國興
更指梁振英政府已屬看守政府，制訂太多
長遠政策，反令下屆政府施政有更多製肘
，而梁英亦應就推動政改失敗向公眾致歉
。另一名參選人葉劉淑儀亦批評梁振英在
處理行政立法關係上交白卷。

胡國興又指出，梁振英當年競選政綱
除了“迎難而上”，亦提到認真應付困難
、包容和協調分歧，以及聆聽不同意見，
尋求共識，可惜梁振英任內並沒有做到包
容、協調和聆聽不同意見。社會在其管治
下十分撕裂，主因就是政改失敗，誤導北
京推出“831 框架”。胡認為，如果梁振
英為此道歉，下屆政府將有更大空間重啟
政改。

胡國興表示，若自己當選行政長官，
一定會重啟政改，建立公平、公開、誠實
的選舉制度。另外，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批
評施政報告中，完全沒有提及如何修補香
港撕裂的情況，在全民退保的議題上，更
是沒有回應民意，以“交功課”形式處理
民間訴求是不責負任。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批評梁振英任內最
後施政報告，只總結民生工作，對香港深
層次矛盾隻字不提。他認為本屆政府為社
會帶來撕裂，報告沒有就此有思毫反省，
亦沒提供基礎予下任特首檢討如何修補裂
痕政府與民眾的撕裂。他對梁沒有把握最

後機會向市民道歉感到失望。
不過，民建聯主席李慧瓊稱剛發表的

施政報告是有承擔、有作為，認為梁振英
落實了穩中求變、適度有為的理念，對他
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努力作充分肯定
。她又指指政府提出多項建設性措拖扶老
助弱，如下調長者醫療券受惠年齡至65歲
、提高長者生活津貼上限等，令到受惠人
士及金額都有所提高。

另一名特首參選人葉劉淑儀就指，梁
振英任內對一國兩制的論述不夠高層次，
而且未有正面處理行政立法關係，她指若
未能妥善處理行政立法關係，一切也是徒
然。同時對於香港如何落實及發揮“一國
兩制”優勢，亦缺乏高層次的願景及論述
，稍為讓人失望。而葉劉淑儀所屬的新民
黨，亦批評施政報告中，未有提出任何支
援中小企措施，認為振興經濟力度不足，
而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亦變相要求雇主
承擔更多僱員的退休保障責任，政府應釐
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與強積金的功能。
葉劉淑儀認為，梁振英在土地房屋方面做
了很多工作，值得肯定，不過在強積金對
沖方面，她認為政府現時提出的方案，變
相要求雇主承擔更多財政責任，在目前經
濟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估計商界不易接
受，但她贊同長遠而言，強積金應走向公
積金及單一管理，方向正確。
至於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前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則未有評論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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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 18 日晚舉行春節招待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僑胞送給領館「僑胞之家 」 墨寶。

美南地區的華僑華人，留學生，文化人，中資機構人員 18 日晚齊聚總領館，參加

春節招待會。

 會計師協會本屆理事會成員合影，（ 中 ）為會長譚秋晴。

李強民總領事（ 左二 ），德州州長代表陳中（ 右二 ）與「 美國華裔餐飲協會」 

會長沙立（ 右一） 其妹（ 左一） 在招待會上。

東北同鄉會會長群，與山東同鄉會新任會長房
文清（ 左四 ）合影。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相見甚歡。（ 右二 ）為德
州共和黨區委浦浩德，（ 左二 ）為民主黨希拉
蕊的華裔助選人羅玲，旁為方一川（ 右一），
劉志恆（ 左一 ）。 （ 右起 ）李強民總領事與政要代表羅

玲，譚秋晴，張晶晶舉杯互敬。

李強民總領事致詞畢舉杯，為中美關係
的健康穩定發展，為僑社的團結和諧，
發展壯大，為在場的每一人事業興旺，
身體健康，闔家幸福，乾杯！

德州州長代表陳中（ 右 ）頒發州長賀狀給李強
民總領事（ 左）。

山東同鄉會代表在招待會上（ 右起 ），宋天
儒，李冰潔，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修宗明，
黃云忠在招待會上。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1 月 14 日下午 6 時
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新舊共同主席交接典禮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新任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陳慶輝、丁方印致贈熱心服務獎牌給 2016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
秀娟 ,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僑務委員葉宏志觀禮。

中華公所新任共同主席陳慶輝（右起）、丁方
印在駐休土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
佐（左三）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右三）監
交下，由前主席黃泰生（左一）及羅秀娟（左二）
手中接下主席印信。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 2017 年新任中華公所
共同主席陳慶輝、丁方印賀函及 2016 年休士頓中華
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娟嘉勉函，期望中華公
所在新任共同主席帶領下，會務蒸蒸日上。

休士頓中華公所 2017 年共同主席陳慶輝、丁方印將尋前人腳
步繼續服務僑社、並發揚光大。

2016 年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娟致贈感謝紅包給陸忠、
閻寶印、周圓、陳宛儀、金俊家、陳煥澤。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 , 感謝中華公所在元旦
升旗典禮時，全力支援，使整個升旗典禮盛大
而隆重，她謹代表僑委會深致謝意。

2016 年 . 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
泰生以英文致詞並回顧 2016 年在其
任內所舉辦各項活動。

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林
映 佐 副 處 長 致
詞 , 他代表黃敏
境處長感謝中華
公所在蔡英文總
統過境休士頓期
間 所 提 供 的 協
助，林映佐副處
長轉達蔡總統在
登機前，特別稱
許休士頓僑胞的
熱情，他代為向
中華公所所有成
員致謝。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交接典禮由秘書

長陸忠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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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論壇彰顯中國新型領導力 專家開出“中國方案”

“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論壇主席克勞

斯· 施瓦布1月10日表示，世界正以空前的

速度持續變化，在這關鍵轉折點，需要有

擔當有領導力的新模式來應對世界面臨的

新挑戰。多名世界政經專家日前在接受中

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都認為，在

全球治理體系力不從心之際，中國理應有

所作為，向外界提供更多“中國方案”。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有三大缺陷
從2016年持續爆出的“黑天鵝”事件，

到日益高漲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

都將世界經濟和安全局勢置於巨大的不確

定性之中，凸顯現行全球治理機制在應對

危機時已經顯得“力不從心”。

曾參與夏季達沃斯論壇議題設定的

南開大學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支

偉向記者指出，從今年冬季達沃斯論壇

將“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作

為論壇的主題來

看，如何構建壹

個有效的全球

治理體制，為

世界經濟的復蘇

提供壹個能夠惠

及各方的規則保

障，將是今年論

壇討論的核心議

題。

對外經濟貿

易大學國際經濟

研究院院長桑百

川在接受本報記

者采訪時說，從

二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八國集

團”（G8）機制到2008年後“二十國集

團”（G20），全球治理體制走到了當前

的“南北對話”階段。盡管參與治理的

國家越來越多，但當前機制已顯現出三

大缺陷。他向記者解釋這三大缺陷為：

壹是當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無法有效

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決策，治理機制仍由發達

國家主導；二是過度強調經濟自由化，忽

視全球經濟均衡發展；三是經濟全球化速度

已遠遠超過政治全球化的速度，多邊機構決

策體制無法真正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桑

百川認為，當前世界需要壹個強有力的國際

組織來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他強調

說：“中國理應有更多作為。”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

徐洪才在中新社主辦的“國是論壇”上

也向記者表示，中國可以在全球治理上

有所擔當的底氣，來自近40年經濟的持

續高速發展。徐洪才認為，當前支撐中

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比較堅實，2017年穩

健增長可期。他說：“中國經濟在（2016

年）三四季度以來有著恢復增長的強勁勢

頭，預計 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在

6.5%至6.6%之間，未來會延續2016年緩

中趨穩，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

主任趙萍研究員，認為中國參與全球治

理的底氣還來自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

獻，“在2013至2015年間，盡管中國經

濟面臨下行壓力，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平均達到26%” 。

中國應聯合他國參與治理
從15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到2016年主辦G20杭州峰會，中國已經

從世界經濟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央。彭支

偉認為，今年習近平主席親自率團參加

達沃斯論壇，充分體現了中國借助達沃

斯論壇這壹平臺，參與全球重大現實問

題的解決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積

極態度。

趙萍向記者表示，中國要在全球經

濟治理中扮演更積極、更重要的角色，但

不是要中國壹家來獨自擔當。她解釋

說：“中國應當聯合發展中國家和發達

國家，通過經濟外交發現彼此的共同利

益，在全球治理中發現共同的利益訴求

點，才能在世界舞臺上扮演好中國角色。”

為此，她認為，中國仍應以自身發展帶

動全球經濟增長，不斷增強經濟溢出效

應；同時，作為壹個貿易自由化倡導國

推動相關規則的修訂和建立。

彭支偉也指出，中國在 2014 年

APEC峰會上推動《北京反腐敗宣言》

的誕生，和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力促

中美率先批準氣候變化《巴黎協定》，

都顯示了中國有能力聯合其他國家參與

全球治理，推動重大的全球和區域性現

實問題的解決。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應“有守有攻”
面對當前世界市場失靈、全球治理機

制“力不從心”的現實，中國如何才能為

全球治理提供支持的“壓艙石”？多名中

國政經專家開出了自己的“中國方案”。

桑百川認為，中國應做好三件事：

堅定維護多邊體制的治理地位、推進

G20機制化以及將“壹帶壹路”倡議作

為區域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

平臺。他解釋說：“‘壹帶壹路’不僅

是中國對外發出的倡議，更應該被建設

成惠及各方共同發展的平臺，願意參與

進來的都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共商發展大

計。”桑百川認為，中國在參與現有全

球治理體系的同時，更應積極主動地向

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比如“壹帶

壹路”和亞投行等。他說：“未來，我

們應當向世界推出更多類似的平臺，這

將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

徐洪才則認為，中國應充分利用好

G20等多邊機制和主場外交的優勢。他

指出，2017年G20峰會將在德國舉行。

作為前任主席國，中國可在相關議題的

延續性上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今年中

國將主辦“壹帶壹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和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兩大國

際性會議，可進壹步將中國的理念、元

素、方案融入國際規則中，推動各方形

成更多共識，扛起推動全球化的大旗。

趙萍建議，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具體

策略應“有守有攻”，既關註全球，也註

重實現自身的更好發展和本國利益的保護

機制。她指出，對外，隨著對外投資高速

增長，中國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多，如何保

護企業和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權益應引起重

視；對內，中國應利用好巨大的國內市場，

以市場換話語權。趙萍說：“如果能用好

世界第二大進口國、第壹大電子商務國的

這壹優勢，中國今後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扮

演角色時將增加壹個籌碼。”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

究員梅新育認為，參與全球治理，中國

應著力於經濟治理和安全治理兩方面。

他指出，在經濟治理方面，考慮到特朗

普上臺、美國貿易保護色彩日趨濃厚，

中國應堅持開放路線，堅持推進貿易自

由化、便利化；在安全治理方面，中國

應當沿“壹帶壹路”拓展。他還指出，

中國在向全球治理角色轉變過程中應註

意兩大問題：壹是軍事和海外事務的卷

入必須謹慎；二是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

發展和完善不能過度，應保證勞動力市

場的彈性和經濟生活的活力。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曹

建海則建議，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更應激

勵自身完善好內功。他指出，在全球制造

業轉型升級和“中國制造2025”規劃實施

過程中，都離不開人力資本的升級。中國

應持續加大科研、教育投資，放松過度管

制，並吸收全球人才為中國所用。

綜合報導 工信部發布了《新能源汽車生產企

業及產品準入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其中對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的準入要求有所提高，

並強化了新能源汽車產品的安全要求，建立“叫停”

制度。該《規定》將於今年7月1日起施行。

工信部政策法規司表示，近年來，新能源汽車

保有量快速增長，與此同時產品安全隱患和風險也

相應增加，2011年以來，我國發生了31起電動汽

車安全事故。

要求車企具備產品安全保障能力

《規定》中要求，申請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準

入的企業，應當具備生產新能源汽車產品所必需的

設計開發能力、生產能力、產品生產壹致性保證能

力、售後服務及產品安全保障能力，符合《新能源

汽車生產企業準入審查要求》。

按照《要求》審查條件有17項具體條款，其

中有8項為否決條款，只要超過2項未達標，則該

企業不被準入。

對此，目前已經拿到新能源乘用車生產牌照的

某企業內部人士稱，《規定》的審查內容增加，對

汽車的要求增加，意味著車企獲得新能源牌照的難

度增加，雖然該企業已經

拿到牌照，但後續擁有同

等條件的車企可能就被拒

之門外。

此前，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董揚曾透

露，提高準入門檻是未來的壹個必然趨勢，但這不

會對行業有較大影響。

同時，《規定》還要求生產企業建立新能源汽

車產品運行安全狀態監測平臺，按照與新能源汽車

產品用戶的協議，對已銷售產品的運行安全狀態進

行監測，並妥善保管運行安全狀態信息。

建立“叫停”制度
除了對進入新能源汽車領域的企業有準入要求

外，《規定》也對新能源產品和已進入新能源領域

企業做出要求，建立了“叫停”制度。

《規定》中明確要求，新能源汽車產品存在安

全等嚴重問題的，應當立即停止相關產品的生產、

銷售，采取措施進行整改。

針對生產企業，《規定》要求不能保持《準入

審查要求》，存在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

安全隱患的，工信部應當責令其停止生產、銷售活

動，並責令立即改正。

上述車企人士表示，“叫停”制度的建立對企

業是公平的考核，對企業的產品和研發能力是長期

的考核，這樣讓使用老舊技術的企業不能依靠劣質

和廉價的產品在市場上攪局。“當然，也會增加車

企的成本，但是從長遠考慮這些投入是值得的。”

新能源車企準入門檻提高 車存嚴重問題可立即停產

匈牙利男子健身放大招匈牙利男子健身放大招
冰湖中鑿坑泡澡冰湖中鑿坑泡澡

匈牙利尼賴吉哈佐匈牙利尼賴吉哈佐，，業余運動員業余運動員Elemer VitkaiElemer Vitkai在冰湖中鑿出壹個冰在冰湖中鑿出壹個冰
洞洞，，然後將自己浸泡在其中然後將自己浸泡在其中33到到44分鐘來鍛煉自己的體格分鐘來鍛煉自己的體格。。

韓國韓國““山鱒魚冰雪節山鱒魚冰雪節””場面壯觀場面壯觀 民眾咬活魚激動不已民眾咬活魚激動不已

韓國華川韓國華川，，韓國韓國““山鱒魚冰雪節山鱒魚冰雪節””開幕開幕，，現場垂釣比賽場面壯觀現場垂釣比賽場面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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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國達卡孟加拉國達卡，，世界穆斯林宣教大會最後壹天世界穆斯林宣教大會最後壹天，，抵達抵達
與離開的民眾聚集在達卡郊區與離開的民眾聚集在達卡郊區TonjiTonji火車站火車站。。這場穆斯林集這場穆斯林集
會是世界第二大穆斯林集會會是世界第二大穆斯林集會，，為期三天為期三天。。



financial industry are inclined to go directly to 
sophisticated shopping malls to have nightlife.

Meanwhile, those who are working for 
Internet companies often proceed home 
directly.
"It is natural for us to leave the office at 11 
p.m. because everything is changing rapidly 
in the Internet sector and we should always 
be ready," Ma Min, an employee handl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was 
quoted as saying by China Daily.
In 2016, JD Inc., an e-commerce firm led 
the list of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when 
it comes to requiring longer period of work 
daily.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which is JD 
Inc.'s arch-competitor, was listed on the third 
spot and Qihoo 360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was the second. The report, however, 
did not provide details on its figures.
A report from BBC said that long working 
period in China is a way of life regardless of 
industry. Chinese workers recorded an average 
of 2,000 to 2,200 working hours every year. 
Despite that, however, not everyone in China 
is happy about it.
In 2011, China's workforce numbered 764.1 
million from 135 billion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764.1 million figure, 405 million people 
are employed in rural China, while 359.14 
million Chinese are employed in urban 
areas, according to Statista. (Courtesy http://
en.yibada.com/articles/)

Shenyang, present-day Liaoning province, after an 
explosion on Sept. 18, 1931, near a Japanese built 
railway line in a rural village in the area.
Historians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to review 
this period had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the inciden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that lasted 14 years, it said.
The ministry did not offer a reason for the timing of 
the change. It only said it was following instructions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issued in 2015, when China marke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explicitly referred to the 
war as “an excruciating 14-year-long struggle” during 
a speech at a military parade to mark the victory in 
September 2015.
Japanese trooped marched in to northeastern China 
as early as 1931, which led to resistance from 
small pockets of 
guerrilla fighters.
An all-out war 
between Chinese 
resistance forces 
and invading 
Japanese troops 
did not break out 
until July 1937, 
when the Japanese 
military crossed 
the Lugou Bridge, also known as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 a southern suburb of Beijing.
Academic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two camps over 
how long the war lasted, with those opting for a 14-
year period growing more vocal amid fros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ong Yuanshu, a member to the top government 
advisory body from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 of 
Heilongjiang, proposed a revision to textbooks in 
2016 to recognize “Chinese people's sacrifice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To refer to it as an eight-year war is not historically 
accurate because it amounts to dismissing resistance 
fighters who began fighting in 1931, said professor 
Guo Dehong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Beijing. 
Related

China is rewriting textbooks so its “eight-
yea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 now 

six years longer
On July 7, 1937,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exchanged fire with startled Chinese troops near a 
bridge outside Beijing, after a Japanese soldier was 
reported missing in the vicinity. The battle, known as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s widely viewed as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hich 
ended eight years later when Japan surrendered.
China’s state-run education system traditionally 
marked the incident (also known as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as the star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the war is known in China. 
The term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 was something 
that is drilled into the head of every student in China—

until Beijing decided recently that the war was actually 
six years longer than they had originally taught.
On Jan. 3, the Chinese education ministry issued a 
notice to its regional offices that every single mention 
of the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 must be replaced 
by the “14-year war of resistance” in official textbooks 
used by school kids from six to 15 years old, starting 
from the new semester in February. The notice first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and was confirmed on Jan. 
10 by Beijing News.
Officials with the ministry told the newspaper that the 
adoption of the phrase “14-year war of resistance” 
was first rai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back in October. The ministry began to update official 
textbooks two months ago and has already completed 
the process, but it didn’t provide a reason why.
So if the war was 14 years long, w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it?
On September 18, 1931, the Japanese troops staged 
a bombing of their own railway in Mukden, now 
known as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Shenyang. The 
explosion was so small that a train even managed to 
pass through the damaged section soon afterwards. 
But the incident was used as a pretext for Japan to 
occupy Manchuria, 
today’s northeastern 
Heilongjiang, 
Jilin, and Liaoning 
provinces, where 
Japan established a 
puppet state called 
Manchukuo in 1932.
The 1931 Mukden 

(Beijing) — China’s Education Ministry has ordered 
publishers to revise all history textbooks used at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o restate the date tha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egan.
The ruling will establish the war as 14 years long, 
starting on Sept. 18, 1931. The conflict, known in 
the West as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had been 
recognized as being eight years long, starting on July 
7, 1937. The war officially ended with the surrender 
of Japanese troops to Chinese forces on Sept. 9, 1945.
The move reflects a change in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period linked to World War II, although many 
Chinese historians and textbooks to date have argued 
the war with Japan lasted for eight years.
The ministry has issued a letter telling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to make the change in textbooks before the 
new semester starts in late February, af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a spokesperson sai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ss the 14-year history of Chines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fter the ‘918 
Incident’ in order to fully reflect the crimes Japan had 
committed during its invasion of China,” the ministry 
said in a written response to a recent Caixin media 
inquiry.

The 918 Incident refers to the attack of a Chinese 
garrison by Japanese Imperial Army troops in 

incident (aka the 9.18 incident) did mark the first 
step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but there 
was essentially no resistance from either the 
ruling Nationalist Party (the Kuomintang) nor the 
rebellious Communist Party. As the two parties had 
been engaged in a bloody civil war since 1930,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llowed a policy of non-
resistance, and even signed a ceasefire with the 
Japanese army in 1933 by allowing them to control 
more territory. At the end of 1936,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Communists finally agreed to a tactical 
alliance to fight against Japan.
When Japan’s new high-school history books in 2015 
toned down or ignored the country’s aggression during 

World War II, includ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Chinese 
state media was quick to cry foul. But 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ted at the time, Beijing has also been 
whitewashing its own history in official textbooks.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narrative, it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victory over Japan, downplaying 
the Nationalists’ heavy contribution. But one account 
by China historian Rana Mitter, for example, says 
that while the Nationalists had to take on a highly 
trained, well-equipped Japanese army in open battle, 
the Communists barely engaged the Japanese except 
in scattered guerrilla battles.
Chinese scholars and state media have cited (link in 
Chinese)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a 
small guerrilla force that included man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s evidence that the party had begun 
to resist 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as early as 1931. 
In fact, the party’s main military force was based 
in sou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and later 
retreated through western China to the northwest in 
an epic journey known as the Long March, facing 
no direct contact against the Japanese army en route. 
(Courtesy https://qz.com/881785/china) 

talk about Wall Street and Silicon Valley.
A site called U.S. Government Spending 
reported that before the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only one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n its defense and 
military.
However, the figure rose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o not less than 3.6 percent of its GDP.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41 percent of its GDP.
Meanwhile,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hared a chart prepared using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s well as from the U.S. 
Bureau of Economics Analysis.
It said that in 1990s, the U.S. government 
reduced its defense budget, but from 1990 to 
1995, it increased its share of military expenses 
while cutting out on its foreign allocation 
of GDP to defense, specifically in Russia.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Report: Internet Industry's 
Mounting Pressure in China                                               

Results in Longer Hours of Work for 
Employees

A latest report on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Chinese employees suggested those employed 
by Web companies are working longer than 
those who are hired by financial firms and such 
finding indicates mounting pressure on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The report, which was initiated by Smart 
Transportation Report 2016, revealed that 
employees of Internet companies recorded 
more than 10 hours of work in day on average, 
in contrast to employees in financial industry 
who leave their office by fiv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mart Transportation report was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Didi Chuxing, the 
country's biggest "car-hailing platform."
Also, the report implied a contrasting lifestyle 
between employees in Internet firms and 
financial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employees in the 

Jack Ma, founder of Alibaba Group, fault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14.2 trillion expenditures 
on war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an on its own 
people.
Ma's statement was made on Wednesday 
during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eld in 
Davos, Switzerland. The Chinese business 
mogul also said besides war,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has also invested too much on Wall 
Street.
Ma's opinion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came after 
he was thrown with a question on globalization 
and on his reaction now that the 45th President 
will lead America in the next four years. He 
said that irrespective of the good strategy, one's 
leader should instead spend on his own people.
"The money goes to Wall Street. Then what 
happened? Year 2008," Alibaba Group's 
chairman was quoted as repor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Business Insi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ipe out $19.2 trillion in 
U.S. income," Ma continued, adding, "What 
if the money was spent on the Mid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ing industry there?"
Ma then recalled that three decades ago, two 
companies that Chinese people spoke were 
Boeing and Ford. Today, however, the Chinese 

Alibaba's Jack Ma Says US Lost $19.2 Trillion In US Income 
For Spending Too Much On War Conflicts

China Rewriting Its Textbooks: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 Now Six Years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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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gou Bridge 
China’s state-run education system traditionally marked 
the incident (also known as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as the star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the war is known in China.

Chinese soldier defending the Lugou Bridge.

Japanese troops marching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1930's.

Students view exhibition of the 
battle at Lugou Bridge.

Jack Ma, founder of Alibaba Group, fault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14.2 trillion                                   

expenditures on war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an 
on its own people. (Photo : Getty Images)

Pressure, Chinese and Foreign, Drives Changes 
at Foxconn.

People visit the "Great Victory, Historic Contribution" 
exhibition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July 11, 2015. A total 
of 1,170 pictures and 2,834 artifacts are on display at the 
Museum of the War of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near Lugou Bridge, also known as 
Marco Polo Bridge, where Japan's full-scale invasion of 
China began 78 years ago. (Xinhua/Wang Quanchao)

Rewriting Of History - Getting I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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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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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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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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