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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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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

元宵聯歡會與首屆年會
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元宵聯歡會日前在中國人活動
中心舉辦元宵聯歡會和第一屆年會﹐副總領事趙宇
敏參與出席﹐並參與榮譽會長證書和理事證書授獎﹐
會長張亦勤與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陳珂和執
行長范玉新一同見證﹐范玉新也致新春賀詞﹐現場也
有許多精彩表演﹐現場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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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國強少年中國強》》勵志少年才藝平台勵志少年才藝平台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 容內 容

介紹介紹﹕﹕

《《少年少年

中國強中國強》》是由中央電視台是由中央電視台CCTVCCTV與光線傳媒共同與光線傳媒共同

研發制作的大型勵志少年節目研發制作的大型勵志少年節目﹒﹒成長護航大使成長護航大使

何炅何炅﹑﹑劉濤劉濤﹑﹑張泉靈張泉靈&&推廣大使推廣大使TFBOYSTFBOYS﹐﹐集結集結2828

位位（（組組））超能少年超能少年﹐﹐一起見證一起見證0000後的超能表現後的超能表現﹒﹒

在綜藝節目進入大片時代的今天在綜藝節目進入大片時代的今天﹐《﹐《少年中國少年中國

強強》》的制作也有了進一步升級的制作也有了進一步升級﹐﹐不僅有來自香不僅有來自香

港港﹑﹑台灣台灣﹑﹑韓國等擁有多檔大型節目制作經驗的韓國等擁有多檔大型節目制作經驗的

團隊為節目保駕護航團隊為節目保駕護航﹐﹐光線傳媒還提出了打造光線傳媒還提出了打造

““電影範電影範””的電視大片概念的電視大片概念﹐﹐不管是節目的前導不管是節目的前導

宣傳片宣傳片﹐﹐還是正片播出後的反饋還是正片播出後的反饋﹐﹐都讓人感到節都讓人感到節

目的精致與大氣目的精致與大氣﹒﹒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五下午每周五下午33時時3030分至分至55時首播時首播﹐﹐周周

日凌晨日凌晨44時至時至55時時3030分及周一上午分及周一上午99時至時至1010時時

3030分重播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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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在內的
多名白宮高級官員周四在華盛頓近郊舉辦
的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CPAC）上發表
講話﹒在經歷了紛爭不斷的大選廝殺之
後﹐這項活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將
作為共和黨根基的保守派團結在川普政府
的周圍﹒
彭斯副總統向保守派發表講話﹐重申了對
川普這位美國三軍統帥的支持﹕“你們選擇
了一位永不言棄的男人當總統﹒他從不退
縮﹐他是個鬥士﹐也是個贏家﹒我向你們保
證﹐他永遠不會停止戰鬥﹐直到我們讓美國
再次偉大﹒”
彭斯是周四晚間的主要演講者﹒這場年度

會議通常是保守派攻擊民主黨的
舞台﹒但是隨著共和黨掌控白宮
和國會﹐今年的活動更像是一場將

重點放在團結共和黨以及讚揚川普的勝利
集會﹒
白宮特別顧問凱莉安•康韋﹕“當人們看到
川普時﹐他們真的應該想想﹐川普的所有經
歷﹐所有作為﹐以及他能夠做什麼事情﹒川
普與典型的政客不同﹒金錢﹑權力﹑名望﹑
聲譽﹐這些激勵著許多政客從政的東西﹐川
普早就全有了﹒”
白宮辦公廳主任普裏巴斯（Reince Preibus）
與首席戰略顧問班農（Steve Bannon）星期
四早些時候一起出席活動﹒有媒體報道暗
示兩人間一直不和﹒普裏巴斯與班農利用
此次機會向他們共同的敵人-新聞媒體發
起攻擊﹒
白宮首席戰略顧問斯蒂夫•班農﹕“他們是

商業公司﹑主張全球化人士的媒體﹐他們頑
固地反對川普總統提出的經濟國家主義的
議程﹒”
數以千計的人參加了這次大會﹐這給川普
政府提供了機會﹐使其能夠直接向共和黨
的根基傳遞理念﹑討論政治議題﹐並且重申
競選期間的承諾﹒
白宮辦公廳主任雷恩斯•普裏巴斯﹕“有些
目標需要花些時間去實現﹐我是說讓流失
的就業機會回到美國﹑讓人民口袋有更多
錢﹐這些都會實現﹒同時我們必須要緊密
團結在一起﹐確保川普總統任滿八年﹒我
們了解他﹐等這些目標達成時我們將會感
到非常驕傲﹒但這需要我們所有人共同努
力才能實現﹒”

白宮高官出席保守派大會力挺川普白宮高官出席保守派大會力挺川普

白宮辦公廳主任普裏巴斯與首席戰略顧問班農白宮辦公廳主任普裏巴斯與首席戰略顧問班農((左左))在白宮南草坪在白宮南草坪
並肩站立並肩站立﹒﹒

【VOA】中國在好萊塢再下一城﹒一家中國電線和電纜生
產廠家收購了獨立制片廠千禧年影業的控股權﹒千禧年
影業出產的電影包括《第一滴血》和《敢死隊》﹒睿康控股
星期四表示﹐即將出資一億美元收購千禧年影業的百分之
五十一的股權﹒
睿康的總部設在上海附近的江蘇宜興﹐由夏建統控制﹒夏
建統原先名不見經傳﹐但去年一鳴驚人﹐收購了英國經營
困難的阿斯頓維拉足球俱樂部﹐並宣布了使該俱樂部扭虧
為盈的雄心勃勃的計劃﹒
按照預計將在第二季度成交的交易條件﹐睿康將獲得千禧
年影業的多數股權及其300部影片的所有權﹒
千禧年影業出品武打片著稱﹒其中包括2008年的史泰龍
主演的《第一滴血》的第四集﹐《敢死隊》系列﹐以及《倫敦陷

落》﹒
中國投資者和好萊塢制片廠近年來不斷做出大交易﹒雙
方都希望在對方的影業界擴展業務﹒
中國公司希望通過收購美國制片廠獲得電影制作的專門
知識﹐加強中國在全球的文化影響力即軟實力﹒好萊塢則
在美國票房收入增長停滯不前之際覬覦中國強勁的票房
營收增長﹒
在過去的1年裏﹐中國公司跟美國一系列娛樂公司達成交
易﹐包括派拉蒙﹐索尼﹐Amblin Partners﹐迪克·庫克制片廠﹒
夏建統通過其聯合睿康集團擁有睿康控股公司﹒睿康控
股旗下的公司蓮花健康產業是世界第二大食品添加劑鈉
谷氨酸的制造商﹒

中國進軍好萊塢再下一城中國進軍好萊塢再下一城 睿康控股千禧年影業睿康控股千禧年影業

美國電影協會代表好萊塢主要制片廠美國電影協會代表好萊塢主要制片廠（（美國之音國符拍攝美國之音國符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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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華盛頓特區不得不去的旅遊景點大盤點（六）

0224HFXL

合多家媒體消息，華盛頓國家動物的小明星——熊貓寶寶在本週
二被送回中國成都老家，現在已經三歲半的熊貓寶寶經過長途飛
行16個小時，帶著美國民眾深深的不舍的關愛，健健康康地回家
了！
據悉，按照中美間關於大熊貓的協議，海外誕生的熊貓寶寶在國
外最長只能生活四年。華盛頓動物園方面的負責人表示，雖然還
不滿四歲，但現在是寶寶回家的最好時刻了。
寶寶乘坐的是一架由Fedex提供的專機，飛機上裝載了寶寶最愛吃
的食物，包括55磅竹子、5磅蘋果和2磅紅薯，因為它在飛機上的

大部分時間都會用來吃東
西。而且寶寶還有一張雙
人床那麼大的空間，可以
讓它完全舒展開身體，陪
同它的還有一名飼養員和
一名獸醫。
寶寶的新家是位於成都的
中國大熊貓保護與研究中
心，回到祖國後，寶寶將
加入到一個大熊貓繁育計
畫，並且有望在中國大熊
貓研究人員的幫助下，於5
到 6 歲時繁育自己的熊貓
寶寶。
配圖：寶寶 來源：網路圖
片

教師工資始終是近年來全美各地普遍關注的話題，許
多地區都曾出現過教師因對薪資不滿而出現的抗議或
罷工活動。最新的一項全美教師工資大排名也已新鮮
出爐，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哪個州的教師們日子過得更
好一些。而值得慶倖的是，馬里蘭州和維吉尼亞州的
教師們似乎都還待遇不錯，薪資水準雙雙入圍了全美
前十高。
據悉，這項排名由 GOBBankingRates 所做，是根據
2015年美國勞工統計局職業就業統計資料得出的，範
圍非常廣泛，涵蓋全國的小學、中學和高中教師們，
但這項評選只考慮了普通教師們的平均工資，對於一
些特殊教育機構的從業人員和教師們的特殊薪資
並未考量。
據榜單結果顯示，馬里蘭州的公立學校教師平均
薪資能夠達到65257美元，排在全美第8位，其中
高中教師的平均薪資可達到66080美元，但是總體
來說，馬州教師們的薪資差異也比較大，不同地
區不同學區的教師們薪資最高可相差13000美元。
維吉尼亞州的教師平均薪資為63493美元，排在全
美第 10 位，其中費爾法克斯郡教師們的薪資最
高，平均值可達到66084美元。
排在全美教師工資最高的十個州還依次有：阿拉
斯加州、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亞州、
麻塞諸塞州、新澤西州、羅德島、伊利諾州。

而全美教師薪資最低的州是密西西比州，平均薪資僅
為 42043 美元；其他幾個同樣教師薪資比較低的州還
有：南達科他州、北卡羅萊納州、奧克拉荷馬州和亞
利桑那州。
此外，這項研究還指出，擁有教育學位的人依然是在
高等教育擁有者中薪資水準比較低的人群，全部平均
下來薪資僅有45000美元左右。
另外還值得指出的是，這項排名不包括首都華盛頓特
區。
配圖：教師薪資地圖 來源：GOBBankingRates網站

全美教師工資大排行，馬、維兩州前十高 惜別！熊貓寶寶乘專機被送回中國

華 盛 頓 國 家 大 教 堂
（Washington National Ca-
thedral）

華盛頓國家大教堂又名聖
彼得與聖保羅教堂（the Cathe-
dral Church of Saint Peter and
Saint Paul），是華盛頓特區最
為宏偉的教堂建築，也是美國
聖公會華盛頓教區主教所在
地。

相信參觀過這座教堂的朋
友都會有一個感覺，那就是這
座教堂實在太大了。是的，華
盛頓國家大教堂是世界第六大
且美國第二大的哥特式教堂，
連鼎鼎大名的巴黎聖母院都比
它小。同時它在華盛頓也是第
四高的建築，最高尖頂達391英尺。這座教堂
始建於1907年，雖然與那些古老的教堂相比可
謂非常年輕，卻也已經超過了百年。並且由於
這座教堂曾經為艾森豪、雷根和福特3位總統
舉辦過送葬儀式，還是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

生前最後一處演講地，
所以在美國人心中具有
非常特殊的地位和歷史
意義。

大教堂的參觀也可
以帶給遊客美的享受。
教 堂 內 部 不 僅 寬 敞 宏
偉，還必不可少地擁有
色彩鮮豔的彩色玻璃，
各種精緻的浮雕、滴水
咀、卷形花邊以及新奇
的動物雕塑，再配以兒
童小教堂，令整座建築
群氣勢恢宏，極具文化
和歷史底蘊。

大教堂目前除了會
對信徒定期定時舉辦禮

拜和唱詩等宗教活動外，還經常承接各類文藝
演出，並且開展各種主題的文藝活動，具體可
登陸大教堂的官方網站 http://cathedral.org/進
行詳詢。

教堂的花園也是值得參觀的，許多當地人
都為教堂花園感到驕傲。同時大教堂還提供登
頂服務，在教堂高處可觀望整個華府，風景獨
好。

TIPS：
大教堂收取成人12美元的入場費，並且在

每天上午的 10 點 15 分有
導遊和講解；但小編建議
您可以等到周日再去哦，
因為周日入場費免費，且
講解開始於下午1點，不
管是從經濟划算還是時間
寬鬆各方面都更合適；

大教堂有自己的停車
場，所以您完全不用擔心
在擁擠的華盛頓市區找停
車位的問題，不過停車要
收費，依然是周日免費，
平日裡一般停兩個小時要
17美元。

配圖：華盛頓國家大教堂
1、2 來源：網路圖片

華盛頓肯尼沃斯公園和水生
植物園（Kenilworth Park and
Aquatic Gardens）

說起肯尼渥斯公園（Ke-
nilworth Park） 和 水 生 植 物 園
（Aquatic Garden），想必很多
在華府居住了許久的朋友都不一
定熟悉，但它卻是華盛頓特區一
處非常值得一去的公園。

該公園位於華盛頓首府的東
北部，在馬利蘭州邊界的Ano-
costia河附近，是美國國立公園中唯一種植了水
生植物的公園。其實這座公園在華府人心中還
有一個更具代表性的名字——華盛頓荷花園。顧
名思義，荷花就是這裡最美麗的水生植物。這裡
的水生植物園共有45口池塘和70英畝的沼澤
地。到了每年夏天，這裡的荷花爭相開放，那幅
美景正應了那句“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
樣紅”。

自1882年開始，這裡便對外開放，因荷花而
遠近聞名，但當時這裡還是一座私人公園，接待
量有限，據說在上世紀20年代，這座公園格外受
歡迎，當時的美國總統加爾文．柯立芝與夫人還
常常光臨此花園。直到1938年，美國聯邦政府將

公園購買，使之正式成為美國國家公園之一。
這裡設有沿著沼澤地供遊客行走的步道，人

們可以穿梭於各個池塘之中，當然相機是必不可
少的。而除了滿眼鮮花，您可能還會在這裡見到
青蛙、松鼠、烏龜、各種鳥類、乃至昆蟲等，絕
對帶給您滿滿的自然體驗。

另外這裡還有一處中心舞臺，每年不定期會
有一些少數族裔在這裡舉辦賞花主題活動，如小
編就曾趕上過一次這裡的“韓國日”，有身穿朝
鮮族服飾的亞裔在這裡載歌載舞，映著美景非常
熱鬧。此外，公園還有一處遊客教育中心，您可
以到那裡去瞭解公園的歷史和植物知識。

TIPS：
公園完全對遊客免費開放，並且擁有寬敞的

停車場，最好的觀光時節當然是夏季，但一年四
季這裡都有著不同的美景；

公園的具體位址是：Anacostia Avenue &
Douglas Street NE，Washington, DC 20019，值
得注意的是，第一次駕車前往並不太好找，很容
易走過，因為公園沒有特別像樣兒的大門或入
口；

據小編觀察，網上有很多遊客都為大家提
出建議，最好是趕上早晨，或至少是上午到公
園參觀會更為愜意，因為那時的蓮花開得更為
清爽飽滿。

配圖：荷花園1、2 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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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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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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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府特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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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121屆國際藝術節中獎者請盡快領獎屆國際藝術節中獎者請盡快領獎 33月月11日截止日截止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國際油價
走勢波動，目前處於下跌趨勢，有助旅遊業售票
商機，尤其全美1月至5月屬旅遊淡季，淡季不
用人擠人，各家航空公司機票價格也絕對令人滿
意。休士頓旅遊業者表示，休士頓旅遊產業景氣

前景看好，旅行社都會推出不少優惠方案，鼓勵
消費者刺激觀光。

國際油價回跌，有助於運輸業者外，對航空
業者來說，也會將成本反映在票價或附加費用上
，降低的費用以吸引民眾，提高大眾消費力，有

助於觀光旅遊產業復甦。
休士頓占地利之便，原本就屬

交通運輸的中樞轉運站，近年來
隨著直航興起，不只便利海峽兩
岸的華人前來休士頓遊玩，休士
頓也有許多班機直飛南美洲和歐
洲等地，對想出國遊玩或返鄉探
親的民眾都相當便利。王朝旅遊
負責人葉美蓮(Lynn Ip)說，休士頓
旅遊業後勢看漲，除了直航助力
，主要也是消費型態改變，民眾
愈來愈捨得花錢，旅遊業者也順
勢推出各種優惠方案，選擇性多
元且超值。

葉美蓮說，通常5月12日以前
是旅遊淡季，5月13日至8月25日
期間為旺季，全美旅遊業都會相

當忙碌，機票價格漲幅相對大。葉美蓮也建議，
一般選定出發日，出發前3個月就可以開始查詢
票價，所以趁淡季現在訂票正是時候。

許多航空看準休士頓地理位置和旅遊商機，
長榮航空(Eva Air)開放直飛台北、國航(Air China)
直飛北京，其他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聯
合航空(United Airlines)、達美航空(Delta Airlines)
都有直飛日本東京，大韓航空(Korean Air)也早就
直飛首爾，其他休士頓來回倫敦和曼徹斯特等歐
洲城市，直航都不成問題，消費者受惠利多。

王朝旅遊經理Michelle表示，趁春季來臨，
最適合出外走走的季節，目前大韓航空直飛首爾
來回只要550元，國航往返北京約669元，長榮
機票較顯波動，但比起旺季過千的票價，只需要
600 元至700 元，以上票價都已含稅，心動不如
馬上行動，現在訂票趕在5月12日前出發，省錢
又可避開人潮。

另外，為方便華人返鄉旅遊，現在業者出奇
招，推出0元機票回上海，只要參加旅遊團，可
提供消費者不需花一毛錢就可飛往上海，讓想返
鄉的華人多一項選擇，詳情請洽王朝旅遊。

【本報訊】21屆新年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
已於2月4日成功落幕，感謝大家的積極參與
及對本公眾平台的關注與支持，美南將會更加
的努力，將最前線、實用、精彩的信息帶給大
家。

凡於當天參加新年園遊會，或於 2 月 4 日
23時59分之前關注本微信平台的朋友都可參與
抽獎活動。所有獲獎嘉賓請於周一至周三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周四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午5
時之間前來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前台領獎。地址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如果您是園遊會當天參與的門票抽獎，會
根據您留下的手機號碼與你聯繫。如果您是微
信關注自動抽獎，請在微信後台留下您的聯系
方式，會與你聯繫確認獎項。請在指定時間前

來領獎。再次恭喜以上中獎者！
今年國際藝術節中獎名單：
紅包獎 (所有紅包都是秉著公平公正的原

則，隨機抽取)：
紅包100元：
GIRISH TEMBE(已領)
紅包50元：
Shumin Cao(已領)、Cherry(已領)
紅包20元：
小 凡 、 名 流 時 尚 造 型 、 Huidan Liang、

Robert Byerly、Wang Jeffery(已領)
紅包10元：
angelina( 已 領)、 伍 惠 珍 、 Tina( 已 領)、

Laura run(已領)、Lishan Huang(已領)、Chong
Zhang、David Chiang(已領) 、Picheng 、Mag-

gie Lea、Mike Yen
紅包5元：
Chunlai Li、weizhang、Lara、Zz(已領)、

Kevin、強、TIGER、Sally、陳建林、龍舌蘭、
李志維、Winnie Wang、Liya、Hua Zhu(已領)
、Qiyun Zhu、Jenney Ling、Sanmansa Hu(已領)
、Juile Hsu、JIE、Kelly

紅酒獎：
Li Li、 Amy Liu( 已 領)、 Ping Wang、 lu

changfeng、Hank、江山如畫、Tracy Pham、
Victor Hu(已領)、Yao Dong、Jia Fan、Richard
Cheng(已領)、Hong Quan Xu(已領)

SUN TV 電視盒子：
彭渤(已領)、Sunny(已領)
時尚折疊燒烤爐：

莉莉、漢融☆漢言☆韓同偉、dingcheng、
Lily

《大鬧天竺》電影票，每人2張 (此電影目
前已下映，作為補償，每人將獲得一的雞年吉
祥布偶)：

清信士、袁（潤澤）旭、Jun F Xiong(已
領)

長榮航空旅行袋：
王磊、唐澤江
長榮航空飛機模型：
仲崇國
長榮航空商務紀念品：
Amy Chan
蘭花一盆：
何瑞庭(已領)

淡季機票快搶淡季機票快搶！！百元機票往返亞洲是時候百元機票往返亞洲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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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訪休士頓 親切形象凝聚藍綠僑心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關心休

士頓僑社，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40 分在僑民處
副處長閻樹榮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陪同由達
拉斯飛抵休士頓，展開 10 小時的密集僑社拜
會行程，僑務委員劉秀美、葉宏志、黎淑瑛及
甘幼蘋，僑務顧問陳美芬、僑務促進委員王妍
霞及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林西河堂主席林羅
秀娟、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總會长嚴杰等數十
僑團代表專程前往機場歡迎，由於吳委員長在
2000 年至 2003 年擔任僑委會副委員長時，任
內曾訪問休士頓，對此間僑社並不陌生，舊友
重逢更為融和歡愉。

首先吳委員長在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
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陪同
下，與休士頓台灣商會以及休士頓各大台資企
業負責人座談，休士頓臺灣商會會長梁慶輝代
表歡迎並向委員長說明該會運作情形，休士頓
台資企業包含亞洲化學、COBN、中油、中鼎
等三十餘家台資企業以及該會各前會長亦參與
座談，吳委員長鼓勵休士頓台商事業有成後
「鮭魚返鄉」，返台投資五加二產業，利用台
灣豐沛科技人才及資源發展事業，立即獲得在
場台資企業熱情迴響。在結束座談後，吳委員
長一行旋即前往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
及德州潮州會館本頭公廟拜會，德州越棉寮華
裔聯誼會天后廟特別鋪設紅氈，會長翁作華、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及該會理監事群於天后廟
前歡迎，同時會館內備置豐盛茶點招待，吳委
員長向天后娘娘上香為僑社祈福，為國家祈
福，對於該會堅守自由民主普世價值，堅定支
持中華民國台灣之心意，吳委員長特別予以肯
定。旋即吳委員長一行轉往德州潮州會館本頭
公廟拜會，該會秘書長林國雄、理事長徐耀德
及理事群親自迎接並陪同上香，吳委員長感謝
該會於去年南台灣地震對台灣熱情捐輸賑災，
並且表示自己母親是潮州人，所以來到潮州會
館像來到自己的家，立刻受到在場理事熱情歡
呼與掌聲，吳委員長請該會館繼續支持自由民

主的中華民國台灣。在結束潮州會館行程，吳
委員長轉往休士頓中華公所拜會，該二位公所
共同主席丁方印、陳慶輝偕所屬 24 僑團負責
人及代表逾 30 人熱烈歡迎，吳委員長致詞中
表示，僑務政策有持續性、連貫性、一致性，
服務對象不分黨派、藍綠，並感謝傳統僑社堅
持、堅定支持中華民國支持臺灣，吳委員長熱
情與與會僑團代表交流，各僑團代表對吳委員
長親民形象留下深刻印象。

在緊湊拜會行程間，吳委員長特別與休士
頓臺籍僑團負責人休士頓臺灣同鄉會前會長楊
明耕、台灣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台灣松年
學院院長許勝弘、台灣文化導覽核心志工張世
勳僑務顧問、陳逸玲僑務促進委員等休士頓臺
灣同鄉會等數十位鄉親會晤話家常，吳委員長
全程以台語與鄉親交流，讚譽台灣同鄉會鄉親
對台灣的熱情令人感動，經常在各地默默為台
灣付出，是台灣最佳的民間外交大使，期勉鄉
親與僑委會一起，讓台灣走向世界，讓世界看
見台灣，針對僑胞擔心蔡英文民調下降，他花
了不少時間特別說明蔡英文正推動的多項改
革，一例一休爭議、年金改革、長期照護服務
等。吳新興也強調，僑委會對僑胞不分藍綠、
不分老僑新僑，都一視同仁。鄉親們暢所欲
言，談出對臺灣的關心和對政府的建議，與會
台籍僑領對於委員長親切和藹、服務溝通之理
念，關心台籍僑團發展，留下深刻印象。

晚間，休士頓僑界於珍寶海鮮樓歡宴吳委
員長，休士頓地區各僑團不分藍綠，不分黨派
包含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中華公所、各大專
院校校友會、各地台商會、世華婦女會、中
文學校等僑團約 470 人出席該場僑宴，哈里斯
郡 Harris County 民選法官 Jay Karahan 特別代
表郡長出席、休士頓市政府國際貿易事務辦公
室主任 Paul T.Cuclis，糖城 Methodist 醫院副
理事長 Sue Chiang 以及 George Foundation 主
任 Dee Koch 亦出席餐會歡迎，晚宴中吳委員
長以中文、台語、廣東話、英語四種語言等向

與會僑胞問候，並表示他上
任後蔡英文總統曾希望他前
往各國訪問時告訴僑民，中
華民國僑務政策在中華民國
憲政體制下持續前進，僑務
委員會是全球僑胞的家，蔡
英文政府對全球僑胞的服
務，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獲得在場僑胞熱烈的掌聲，
休士頓僑胞聚集的哈里斯郡
郡長 Ed Emmett、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n 特別送來文告表示歡迎，吳委
員長在黃處長、莊主任、閻副處長及 4 位僑務
委員葉宏志、黎淑瑛、劉秀美、甘幼蘋、陳美
芬僑務顧問陪同下逐桌敬酒致謝，與會僑胞更
紛紛爭相與委員長合影留念，休士頓僑胞對對
吳委員長在訪美緊湊行程中，仍專程在休士頓
停留 10 小時關心休士頓僑界發展，深表感動，
宴畢吳委員長在休士頓僑界歡送下搭機返回台
灣結束相關訪美拜會行程。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 ( 左七 ) 關心休士頓僑社，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40 分在僑民
處副處長閻樹榮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陪同由達拉斯飛抵休士頓布希國際機場，台北經文處林
映佐副處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僑務委員劉秀美、葉宏志、黎淑瑛
及甘幼蘋、僑務促進委員王妍霞、王美華及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林西河堂主席林羅秀娟、大
專校聯前會長洪良冰、龍岡公所前會長關紫紅等數十僑團代表專程前往機場歡迎。( 記者黃麗珊
攝 )

吳新興委員長 ( 右六 )、僑民處副處長閻樹榮
( 左一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委劉秀美一行旋即前往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拜會，德州越棉
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特別鋪設紅氈，會長翁作
華、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楊桂松、副理
事長江鎮煖、李明德及該會梁偉雄、梁肖玲等
理監事群於天后廟前歡迎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吳新興 .( 記者黃麗珊攝 )

吳新興委員長 ( 左六 )、僑民處副處長閻樹
榮 (左一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僑委劉
秀美一行轉往德州潮州會館本頭公廟拜會，該
會秘書長林國雄、理事長徐耀德、副會長馬克
通及高永年夫婦、許益明、王國燦、謝禮明等
理事群親自迎接並陪同上香，吳新興委員長
感謝該會於去年南台灣地震對台灣熱情捐輸賑
災，並且表示自己母親是潮州人，所以來到潮
州會館像來到自己的家。( 記者黃麗珊攝 )

吳新興委員長前往休士頓中華公所拜會，該二
位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陳慶輝 , 陸忠秘書長
偕所屬 24 僑團負責人及代表逾 30 人熱烈歡
迎，吳新興委員長 ( 右五 ) 致詞中表示，僑務
政策有持續性、連貫性、一致性，服務對象不
分黨派、藍綠，並感謝傳統僑社堅持、堅定支
持中華民國支持臺灣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委葉宏志、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僑民處
副處長閻樹榮參加盛會。( 記者黃麗珊攝 )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僑教中心李美姿
副主任、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總會長嚴杰、陳清亮 , 僑委葉宏志、
黎淑瑛、僑務顧問陳美芬 , 台灣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秘書陳秋
喜等僑團代表專程前往休士頓布希國際機場歡迎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委員長吳新興 ( 左七 )、僑民處副處長閻樹榮 ( 左二 )、. 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 記者黃麗珊攝 )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年3月份會員通告

大專校聯合唱團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 音樂會四月廿二日登場
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是休士頓僑社頗負盛

名的社團，由本地22個來自台灣的大專院校及
北一女校友會組成，除了促進各校友會之間的
聯誼並參與社區慈善文化交流等活動。為獎勵
本地區華裔子弟及留學生，每年頒發獎學金給
在學術專業、領導才能、社會服務、課外活動
及音樂方面表現傑出的青年學子。

2017年是該社團成立30週年，早在兩年前
開始籌劃一場合唱音樂會以茲慶祝，並為該社
團音樂獎學金募款。成立之初，就吸引了休士
頓合唱愛好者122人加入組成 『校聯合唱團』
，團務行政工作由林宏正先生擔任，並聘請名
音樂家張廖莉娜女士擔任指揮，其， Wendy

Lam 他聲樂老師詹硯文、林欣瑩、鋼琴老師
陳奕伶、張瑀宸都加入了團隊陣容，從2016年
3月開始每週六下午在玉佛寺的青年活動中心
練唱三小時，所有演唱的曲目都經過審慎的評
估，包括語言的多元性，曲目涵蓋創作於不同
時代、地域、人文的音樂風貌；或懷古、或思
鄉、或憶往；咏嘆愛情、歌頌友情、讚美生活
，可說是清楚勾勒出融入異鄉卻不忘初衷的遊
子情懷，這場音樂會的主題清晰而明確，一群
愛樂者以歌聲傾訴了在異鄉似水年華中合唱音
樂帶給人們慰藉、鼓勵和喜悅的成果，值得聽
者細細品味。演唱的曲目有：聽雨、願、上山
、 Texas Medley 、 You Raise me Up、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豐年祭、
永遠的故鄉、十八姑娘、笑之歌
、校園民歌組曲、永遠的朋友；
另外還有男女聲獨唱、弦樂演奏
。
演出時間：2017年4月22日(星期
六)晚上 七時
地 點 ：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贊助券聯絡電話：林宏正(713)
669-9483，

Wendy Lam(281)370-9404，
Aileen Teng (832)526-7373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美南河南同鄉會2017 年春節聚會
，於昨天（ 2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起，在中國人活動
中心大禮堂舉行，共有河南鄉親兩百多人參加。當天出席的貴賓
包括：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 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
群，新聞領事高樺，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以及各
社團及各同鄉會代表。

與會貴賓們也逐一上台致詞，向大家拜年。中領館僑務組組
長房振群在致詞時，特別提到中國在去年的多項成就，如中國的
奧運健兒揚威國際，以及杭州的20 國峰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也提到河南省2016 年在中國31 個省巿區當中名列第五位，
成績優異。他希 望2017 年，河南同鄉會發揮好的橋樑作用，也
期待個人事業上更進步。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也在會中向全體河南老鄉拜年，他說：
他生在廣州，四歲來美國，他的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廣州人，

他說休市有很多人來自中國各地的僑胞，
他們同時為中美兩國奉獻。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表示：
河南同鄉會在僑社什麼事都衝在前面，幾
次為江蘇及安徽的災區募款，都付出相當
大的力量。國會議員Pete Olson的代表張晶
晶女士，也在會上表示她與河南同鄉會有
深厚的感情，這次他帶來國會議員Pete Ol-
son 的祝福。

河南同鄉會會長張燕曉也在會上介紹
該會2016 年的活動，如2016 母親節糖城的
公園內聚會，以及8 月 15 日與美南商會聯盟的合作。張燕曉會
長也提到該會去年對江蘇鹽城及安徽的捐款，充份體現同鄉會友
愛互助及凝聚力的精神。而老鄉張培林也宣讀了海南省海外交流

協會的賀信。最後是聚餐，中國武術中心舞獅表演及抽獎，餘興
表演至下午三時左右結束。

美南河南同鄉會2017 年迎新春聚會
昨天上午舉行，二百多位河南老鄉出席

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即3 月 11 日、4月 8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請到僑教中心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
有 2016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
也將停寄活動通告。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II. 誠徵願意為本會服務的義務英文老師。有興趣的人士請電
(713)784-9049。
III. 講座:年長者如何保護好自己的財務。3 月 9 日上午10:00僑
教中心102室。我們邀請到專家為大家講解年長者如何保護好自
己的財務。美國老年人經濟壓力越來越大，醫療保健和基本開支
不斷上升。老人的退休金越來越少，社會保障金的退休收入不足
。此外，信用卡，債務，信用報告的錯誤，身份盜竊等，也可以
迅速搞垮了美國老人幾十年精心打造的信用評分。通過講座可以
使大家懂得保護好自己財務的重要性，並了解相關的保護財務知
識。請電徐先生登記以便統計人數。
IV. 免費身體健康檢查: 三月十四日、星期二早上九點半到十二

點半、地點在僑教中心。您知道您的血壓，血糖，和膽固醇的指
數嗎? 要保持身體健康、了解這些指數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生活
流動診所免費為您檢查血壓丶血糖和膽固醇。膽固醇檢查當天早
上需空腹驗出的指數才正確。
V. iPad 和 iPhone 第二級。將於3月22日至4月21日開班。共
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9:30 至 11:30上課兩小時。需要有初級班
基礎。每班人數有限。有興趣的會員請速到僑教中心102室向徐
先生繳費報名。
IV. 陳式太極班 : 由二十多年教學經驗的張可良老師指導。每週
六下午一點到三點有興趣的會員可到僑教中心205室向班長繳費
報名上課。
VI. 2017年3月25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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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含早點、午餐、司
機 午餐、小費 、瓶裝水、意外保險、和門票。凡己報名、而改
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l0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
席恕不退費。請隨身帶備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
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收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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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午8:45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 上午---海豚遊船之旅。乘搭一艘有棚蓋的噴氣驅動船(沒
有螺旋槳)的海豚安全的旅遊船。這艘船將帶我們沿着Galveston
海上遊覧並到近距離觀看海豚在自然棲息之地,拍攝海豚的生態
。並參觀沿着海港的購物街商店。
• 中午 --- 中式自助餐。
• 下午 --- 觀賞春天萬花盛開時期德州象徵的Bluebonnet。參
觀海倫的花園(Helen's Garden)。這是一個華麗,設置有各種植物和
花卉，和水池的花園。園林美化保存良好，一年中不同時間盛開
的花朵。是拍攝照片美好的地方。
• 下午5:30 --- 回到僑教中心。

圖為河南同鄉會全體會長圖為河南同鄉會全體會長，，及義工在會上合影及義工在會上合影。（。（ 前排中前排中 ）） 為會長張燕曉為會長張燕曉，，旁為副旁為副
會長楊德清會長楊德清（（ 前排右七前排右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校聯合唱團團長林宏正校聯合唱團團長林宏正（（左五左五）、）、指揮張廖莉娜指揮張廖莉娜（（左四左四））及及
總聲部長詹硯文總聲部長詹硯文（（左三左三））及各聲部長女高音林欣瑩及各聲部長女高音林欣瑩（（左一左一））
女低音劉若君女低音劉若君（（左二左二））男高音湯維藩男高音湯維藩（（左六左六））男低音張天鵠男低音張天鵠
（（左七左七））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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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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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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於 1 月 20
號上台以來，美國股市便節節上升
，經過一個多月的盤整後，三大股

票指數再創歷史新高。代表美國 500 家大企業的標普
500指數，在兩周之前，市值首次突破20萬億美元。若
回顧去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前，不少“專家”估計如
特朗普當選，美股會下跌10%以上。但事實卻完全相反
，美國總統大選後三個月以來，美股已上升起過13%，
是美國近30 多年以來的一次最長的升市，而且勢頭隆
隆，至今似乎仍未有結束的跡像。難怪近日跟一些股民
朋友談起，人人眉飛色舞，笑逐顏開，咸稱：天降總統
特朗普於世，掀動股市火車頭，動力非凡，雞年伊始，
便已有不少油水入袋。

股市並非人人可以身歷其中，一定要具備一定的流動
活動資金，才可以 「進可攻、退可守」。眼前造成美國股市氣
勢如虹，全因為特朗普的政見主張“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 他極力推動採取減稅、放寬監管和改善基礎建設等措施，
集中力量搞好美國經濟，這項決定，似乎頗得人心。而受惠新
政最多的美國項業里，以金融、工業、原材料板塊的公司企業
的升幅最大，金銀等貴價金屬和能源板塊也有所反彈，通貨膨
脹較預期增加。在美股升勢影響下，歐亞股市最近表現亮麗，
中國內地各金融類股如內銀、中人壽、平保等愛股，近兩月上

升幅度更超過兩成。
坦白而言，美國跨國企業和富人都是很有財富，不過資金卻

集中在富人手上，一般老百姓都是比較“窮”。據統計，美國
最大的50家跨國企業約有2萬億美元存在美國境外，他們之所
以把公司及個人財富留在海外，是因為海外盈利匯回美國，要

付聯邦所得稅，最高稅率近40%。因此美國企業都不願把海外
盈利回流美國，甚至不少索性遷冊歐洲等稅制較優惠的地區。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也曾作此承諾，將回歸美國本土的企業徵
收稅率，大幅降至10%，這當然對美國股市有利，造成減稅吸
資金回流。

中國互聯網企業在應用創新能力上，己超越美國同行，並在
本國市場建立起外資難以逾越的鴻溝，但在重要的科技研發和
國際品牌建立方面，與美國跨國企業比較，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以蘋果(AAPL)為例，一六年第四季iPhone手機銷量，在全球
智能手機市場佔有率，僅為18%，但是iPhone的獲利，卻佔行
業總量92%。

根據美國Canacord Genuity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在
智能手機領域賺錢的製造商只有四家：蘋果、三星、黑莓、So-
ny，領跑的蘋果佔行業整體利潤9成多，三星比重跌至個位數，
黑莓和Sony各佔1%左右，其他LG、微軟等更出現虧損。中國
華為是一家非常優秀的生產銷售通訊設備、交換網絡、服務方
案解決公司，但在手機研發和盈利方面仍遠落後蘋果。

蘋果存在海外的現金高達2千億美元，如要匯回美國要交稅
約8百億，蘋果當然不肯就範。但如特朗普主導大幅減低企業所
得稅，美國跨國企業如蘋果等數以千億的海外便有望回流。新
政府在稅務改革、鼓勵企業回國設廠、投資基礎建設、放寬金

融業監管……等政策取向，筆者認為會從多方面支持美股繼續
上升。

特朗普上任已有一個多月，在內政外交方面，狀況不斷、爭
議不斷。他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被法庭
裁決停止執行，提出上訴又遭駁回，特朗普被弄得灰頭土臉，
但他並不氣結，反而揚言要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他任命祇23
天的國家安全顧問佛林，因與俄羅斯駐美大使有不當接觸，最
終被迫辭職，反映美國朝野政治中強烈的反俄意識。

特朗普曾宣稱北約是過時產物，但執政後又表示美國堅定支
持北約。他似乎傾向撤銷對俄羅斯的制裁，任命親俄的原艾克
森美孚石油公司總裁提勒森當國務卿，但美國聯合國大使卻表
示取消制裁，應與烏克蘭和平協議掛鈎。特朗普曾主動挑起
“一中政策”的爭議，不了解此是中國不可討論的問題，及後
再轉為支持，被美國媒體譏為他才是正式的 「紙老虎」。

美國總統掌握的權力非常巨大，但其“民主制度”設計着眼
於防止“壞人”做壞事，也防止“好人”犯錯誤做壞事。雖然
當權者錯誤決策無法完全避免，但是一切運作必須依法行事，
加上有來自各方面的制衡和監督，“三權分立”政制的監督平
衡設計，似乎在美國這個泱泱大國中，正發揮功能。中國人民
在這一方面，可以看得清楚透切，也許應有些體會感受矣。

特朗普性格高度自信、自傲和自負，經常堅持己見又不按常
理出牌，但個人權力再大也無法隻手遮天。特朗普的內政外交
新政爭議連連、反對聲浪不斷，但有一點獲得美國人肯定的是
，他正極力設法爭取企業把工作回流美國，為美國人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這是他的政策重中之重，目前並已初見一些效果。
是造成他目前氣勢不俗的一個關鍵數字。

美股升勢不可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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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警襲民案 彰顯香港法治
楊楚楓楊楚楓

前年香港進行 「佔中」運動期間
晚上，有七位高低級不同職位的警務
人員，將香港公民組織一位曾姓男子
拉到街角電箱附近，對他進行拳打腳
踢。幸好整個過程，被香港無線電視
台記者詳細拍攝下來，因此受害人得
以告上法庭。經過一年多的法律訴訟
， 「七警案」終於有了結果，七位執
法者被告襲擊他人導致身體傷害罪名
成立，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消息公佈之後，在港澳地區、中
國大陸，以至海外華人社會，均引起
極大迴響。有人認為裁決體現公義，
有人對七警被判有罪憤憤不平。香港
警察員佐級協會發表聲明，對判決表
示非常遺憾，並表示會向受影響的同
事及其家人，提供適切援助。不過，
聲明指出，香港的司法制度是維持公
正社會的基石，不能被動搖，作為執
法者的警察，更要守衛住香港的司法
制度。

警務處長盧偉聰致函全體警務人
員，表示對裁決感到非常難過。他和
管理層明白同事們的憂慮及失落感受
，信件也提到香港是法治之地，而他

期望各同事能夠謹守崗位，使香港警
隊，繼續成為一支專業及團結的隊伍
。

毆打平民事件發生在香港史無前
例，曠日持久的70 多天的佔領行動中
，再加上少數衝動甚至違法的示威人
士和趁機搞事的壞分子，令負責維持
治安的警員飽受壓力，結果七警一時
失控，採取私刑對付滋事者。他們被
判有罪是經過公平審訊。法官判詞一
絲不苟，值得所有替被告不值的人仔
細閱讀。

執法人員執法犯法，行使私刑，
無論甚麼情況，都絕對不能姑息，必
須依法懲處。假如被判罪的警員及其
律師不滿裁決，他們可以提出上訴。
這宗案件與其他由法庭過去的案件，
在處理上沒有分別，都是法官按證據
依法獨立裁決，完全不存在任何政治
考慮。不過事後有人、有團體出口辱
罵判決的法官，甚至出言恐嚇法官，
這是在做損害香港司法的事，香港律
政司必須跟進，事態嚴重者，應該逮
補及判刑。

守護香港司法制度這個核心價值
，是對警隊上下必須謹記及遵守的原
則。七警案一方面顯示是有個別警員
犯法，但另一面顯示有其他警員為了

維護法治，提供大量證據上法庭，大
家平心靜氣地思考一下，事實上，沒
有後者對案件的詳細調查和蒐集證據
，律政司怎樣能對涉案被告提出檢控
？法官又怎樣可以依法定罪？

此外， 「七警案」罪成的主要證據，
是無綫電視新聞部拍攝的影片。這段
片能夠出街，顯示香港又一核心價值
、新聞自由的可貴。令人遺憾的是，
香港無線電視台高層，對有份拍攝及
播出影片的新聞員工的專業精神，並
不讚賞，甚至對旁白用的一些字句，
還加以斥責。因而令到整個新聞部有
不少員工，在事後離職及被調職。這
明顯地說香港新聞自由持續受壓，是
香港未來令人憂慮的一個問題。

不過，雖然事件令到香港蒙羞，
但同時亦顯示出司法制度之成功及可
貴，這絕對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地方，
是以實際的行動告訴大家，那管你是
甚麼地位、甚麼職業、甚麼背景……
只要是違法，就會的到應得的懲罰！

我明白，在不少事件上，法庭的
判決會令社會出現爭議。然而，就算
我們不同意，不認同，也需要接受。
因為，這是法治社會的根本，整套制
度是以平等的原則去定立，是故在原

審之外，還會有上訴的機制。假如，
任何人不滿判決，應該按這程序而行
。我們的社會，已經充斥著很多掛著
幌子，滿口歪理、拆磚亂擲、失去理
性的暴徒。

有香港某些政客，不滿七警案判
決，胡亂切線說香港法官 「亂港亂國
」。大陸 內地更有官二代、紅二代，
揚言要買兇打法官。前中共陝西省軍
區政委蔡長元之子、 「紅二代」蔡小
心曾在微博轉貼一篇關於7警案判決
的評論，並附上審理該案的區域法院
法官杜大衛的照片，留言稱 「我願意
為實施毆打英籍 『法官』杜大衛雜種
的人士出資一萬元人民幣，說話算數
」。有關言論獲不少 「愛國網民」和
應，稱 「香港是中國的土地，不能讓
洋鬼子胡作非為」。

據悉，蔡小心自稱是 「抗美援朝
戰史學者及軍史作家」，擁有逾90萬
微博粉絲，他轉貼的評論，主要針對
杜大衛的英籍身份，當中提到 「香港
回歸這麼多年，法院還控制在英國人
和英國制定的遊戲規則下，出廳(庭)
還得帶(戴)著金毛狗似的假髮，這不
是治外法權是甚麼？」評論又指，全
國人大及中國政府 「不能以港人治港
為借口，對此亂港亂國的行為坐視不
理」。蔡隨後還發出多條微博，稱
「放心，未來將加速收回香港司法權

等許可權，不會拘泥於 『五十年不變
』」，並貼出多名網民的照片，指

「有大約 50 頭港獨分子(或支持港獨
分子)過來咬我了」。

蔡的言論吸引數百名網民留言，
當中反應兩極，有人大表支持，稱
「支持愛國人士眾籌把這個狗官五馬

分屍」、 「時(事)過境遷，有些該撕
毀的協議條款就該撕毀，書呆子治國
可不行」；有人則表示， 「你真捐一
萬看看，嘴炮。向司法獨立亮劍，相
應的挺快。」另有人質疑，蔡的言論
公然教唆犯罪可能觸犯法律，已向網
警及公安部舉報。

香港大律師陸偉雄認為，即使發
貼文者及有關行為在內地發生，惟因
目標對像是香港法官，已屬干預香港
司法制度，有可能已觸犯香港法律。
他表示，有關言論已犯法，觸犯包括
「有犯罪意圖取用電腦」、 「協助或

教唆另一人犯罪」或 「藐視法庭」等
。他承認，因事件在內地發生，港方
搜證及拘捕有困難，但港警及內地公
安有協作調查機制，雙方或會互相聯
繫跟進。

另一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若
有人只在內地網絡上發表言論，而沒
有實際行動不屬違法，但若有人在香
港因襲擊導致他人身體受傷則屬刑事
罪行，如證實是有人教唆，涉事者亦
干犯刑事罪行，不過，若涉事者沒有
踏足香港，則不能以香港的法例拘捕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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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歡迎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蒞臨晚宴（下）

 圖為美南銀行的代表包桌出席晚宴。

圖為委員長敬酒到「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桌，與該會代表合影。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圖為「 中華航空公司 」 的代表在晚宴上。

閻樹榮副處長（中）與多年好友相見叙歡。（左）為梁慎平
院長（右）為賴江椿委員。

圖為「 歡樂歌唱班」的成員在晚宴上。（前排中） 為鐵大鵬、
洪家鶴夫婦，及王姸霞（後排中） 、陳德興夫婦（右後一、
前一）。

圖為糖城「The George Foundation 」代表余素馨（ 後排中） 
，「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 」主席趙婉兒（ 後排右二） 與「 
同源會 」 代表合影。

五百多位嘉賓蒞臨現場的熱烈場面。

僑務委員葉宏志（ 右 ），劉秀美（ 左 ）頒發州長送來的褒揚狀及歡迎賀函給僑委會委
員長吳新興（ 左二 ），（ 右二 ）為「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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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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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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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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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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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解碼：14個熱點城市房價停漲
多地發力收緊房貸

經過四個月的樓市調控後，1月份

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漲幅近14

個月來首次收窄，全國房價走勢步入

平穩定通道。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

示，1月，壹、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價格環比基本止漲，三線城市走勢總體

平穩。

房價持續趨穩回落
環比上漲城市數量減少
與2016年12月相比，1月份70個大

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價格下降的城

市有20個，上漲的城市有45個，持平的

城市有5個。結合近6個月的數據來看，

房價上漲的城市數量處於繼續減少態

勢。

在 70城新建商品房環比價格變動

中，最高漲幅1.7%，最大跌幅0.5%。而

在去年12月的環比價格變動中，最高漲

幅為1.2%，最大跌幅為0.4%。“這反映

了1月份房價最高漲幅在擴大，最大跌

幅也在擴大。”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

究總監嚴躍進告訴記者。

分城市來看，壹、二線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價格環比基本止漲，三線城市走

勢總體平穩。

“1月份，壹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價格環比繼續持平；二線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價格微漲0.1%，漲幅比上月回落0.1

個百分點；三線城市房價走勢總體平

穩 ， 環比上漲 0.4%，漲幅與上月相

同。”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

建偉解讀時稱。

70城房價同比漲幅近14個月首次
收窄

從同比看，壹、二線城市房價漲幅

進壹步回落。劉建偉介紹，壹線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漲幅連續4個月持

續回落；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

比漲幅連續2個月回落。

易居研究院根據統計局發布的數

據，對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數據

進行簡單算術平均，計算得知，2016年

1-11月份房價漲幅總體處於不斷擴大的

態勢，12月份漲幅呈現構築頂部的特

點。今年1月份房價同比漲幅出現14個

月來的首次收窄。

“受到去年全國大範圍政策調控影

響，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走勢已基本

進入穩定通道。”亞豪機構副總經理任

啟鑫說。

14個壹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價環比
停漲

再來看15個熱點城市的房價變動情

況，相比去年12月，統計局發布的1月

份15個熱點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

指數變動幅度並不大。

劉建偉認為，這些城市因地制宜、

因城施策實施房地產調控政策以來，市

場變化明顯，房價持續趨穩回落。1月

份，11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下

降，降幅在0.1至0.5個百分點之間；3個

城市環比持平；廣州環比上漲0.6%，漲

幅已連續4個月回落。

“壹線城市除廣州外全面停漲，可

以說是歷史首次。”中原地產首席分析

師張大偉分析，15個熱點城市中深圳、

無錫環比下降 0.5%，天津、上海、南

京、合肥、福州、廈門、濟南、鄭州、

武漢等城市也都出現了輕微下調。

春節後北京、天津等地收緊房貸
政策

熱點樓市全面降溫，與覆蓋幾十個

城市的調控政策不無關系，樓市調控趨

勢依然延續。

春節假期過後，北京再次收緊信貸

政策，除全面、嚴格落實房貸利率折扣

最高九折外，還調整了個人住房商業貸

款業務的規定，要求自2月8日(含)起網

簽生效的二套房貸款期限最長不超過25

年。隨後，天津、深圳等多地銀行先後

收緊信貸政策，將商貸利率最高折扣限

定在九折。

值得註意的是，本輪調控可謂多

角度發力，除了通過需求端的購買限

制、信貸收緊來“控房價”外，還從

源頭的土地市場入手，長遠遏制房價

上漲。

任啟鑫介紹稱，繼北京開始執行

“限房價、競地價、競自持”之後，天

津也開始加入這壹行列，報價達到上限

之後“拼自持面積”；廣州、深圳等多

個城市也在土地出讓當中實施限價；而

杭州、鄭州等地則是對於溢價率進行限

制。

據中原地產統計，截至日前，從

2016 年 9月 30 日來的壹系列樓市調控

政策已出現在28個城市，出臺各種房

地產新政接近80次。“在壹系列收緊

政策的指導下，預計2017年各大中城

市房價水平將維持穩中有降的水平”，

任啟鑫稱。

世界鐵礦石價格又現上漲行情
綜合報導 世界鐵礦石價

格又開始了新壹輪上漲行情。

鐵礦石價格即沖高至每噸94.86

美元，這是自2014年以來的最

高點，離100元關口只有壹步

之遙，破百似乎指日可待。

自去年以來，鐵礦石價

格不斷上漲，漲幅高達84%，

今年迄今又上漲了21%，遠遠

超過了高盛公司原先預測的

每噸50美元至60美元的價格

區間。根據德意誌銀行研究

員分析，由於中國正在實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鋼

鐵工業處在去產能過程中，

但鐵礦石進口卻增加了12%。

這預示著短期內鐵礦石價格

仍將堅挺。

受此影響，澳大利亞三

大鐵礦石供應商獲利頗豐，

股價也是水漲船高。力拓公

司在過去壹年裏出口收入增加

了62%，FMG集團的營收更是

驚人地增長了254%。必和必

拓公司僅去年12月份的盈利

就相當於2016財年總收入的

壹半。但是，該公司總經理

麥肯芝認為，考慮到世界經

濟和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

短期的暴漲很難持續，目前

公司最佳策略是利用當前充

足的現金流盡量減少債務負

擔。目前，必和必拓的債務

總額為201億美元，負債率為

24.3%。

對於今後鐵礦石價格走

勢，市場預測有所不同，看

法不壹。高盛大宗商品部專

家認為，2017年鐵礦石價格

表現將會疲軟。這主要是考

慮到巴西、澳大利亞等主要

礦山產能急劇擴大，對現貨

價格產生了較大壓力。相反，

摩根大通看法樂觀，預測今

年鐵礦石平均價格為每噸73

美元。從全球鐵礦石供應方

面看，2016年淡水河谷的總

產量約為3.4億噸至3.5億噸，

該公司打算到2018年將產量

提升到4億噸。由此不難看出，

未來鐵礦石依舊供大於求。也

正因為如此，不少市場人士

對當前鐵礦石價格持續攀升感

到疑惑不解。同時，不少貿易

商也有恐高情緒，認為當前

庫存增加，應以出貨和觀望

為妙。有分析師指出，雖然

鐵礦石港口庫存屢創新高，

但高品位鐵礦石存在供應短

缺問題。這也正是本輪鐵礦

石價格上漲行情的壹個重要

因素。

此外，世界鐵礦石價格

上漲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焦

炭價格的影響。自2016年初

以來，焦炭價格震蕩上行，

鋼廠因而更願意選擇高品位

鐵礦石。

總體來看，今年世界鐵礦

石價格仍將波動前行，特別是

未來受到匯率變化的影響較大，

還會有上下震蕩的行情出現。

綜合報導 全球貿易連續第五年增長緩慢，2016年顯現出自

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弱表現。世行最新壹期《全球貿

易觀察：2016年貿易發展》年度報告指出，新證據顯示，發達國家

政策不確定性與2016年貿易增長乏力之間存在聯系。經濟政策的不

確定性上升，是導致2016年世界貿易增長下降的壹個因素。

根據世行報告，初步數據顯示，2016年世界商品貿易增長僅略

高於1%，低於2015年的2%和2014年的2.7%。不過，服務貿易增長

率繼續保持相對韌性，在2015年下降後出現小幅回升。世行報告根

據對18個國家歷時30年的廣泛數據樣本分析發現，2016年發達國

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可能導致貿易增長率下降了0.6個百分

點，在造成2015年和2016年貿易增長率差異中占比約75%。

此外，雖然在過去幾年貿易增長緩慢或者集中於高收入國家，

或者集中於發展中國家，但2016年這兩類經濟體均呈現出貿易增長

疲弱的特征。

報告作者、世行經濟學家克裏斯蒂娜· 康斯坦丁尼斯庫、阿狄

忒亞· 瑪圖和米歇爾· 茹塔表示，歐洲和美國的政策不確定性拉低了

整體全球增長率，從而對貿易產生了負面影響。在不確定性增加的

環境下，企業可能會選擇推遲投資和出口決策，消費者可能會減少

支出。貿易協定解體可能也會增加政策的不確定性，對貿易增長造

成傷害。

報告還提出新的證據，將貿易增長放慢與生產率增長放慢聯系

起來，貿易增長緩慢反映出全球價值鏈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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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ketball in innovative ways," Yao told the People's 
Daily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Specifically, Yao said that the first steps in his reform 
program will focus on CBA league matches. By 
operating league matches in a market-oriented way, 
Yao aims to promote the brand and attract more 
audiences.
Yao said he hopes to change the way players are 
recruited for the national team. Previously, the country 
issued an administrative order to clubs and sports 
bureaus to select players. 
In the future, he plans to show more respect to players 
and invite them to join the national team so that they 
could be clearer abou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 insider close to the GAS told news portal 
sports.163.com that Yao may extend the calendar 
for league matches and shorten the time for national 
team training. Besides, he may restrict the number 
of "foreign players" to offer more chances to the 
local ones. Changes in the referee system and referee 
committee may be made to ensure fairness. 

To avoid conflicts of interest, Yao would sell his shares 
in the CBA side Shanghai Sharks before next season. 
Yao played for the club before he went to the NBA in 
2002 and bought the team in 2009. 
Amid widespread applaud for his appointment, some 
Chinese basketball fans expressed cautious optimism 
on the reform, saying that a full separation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the near term and the CBA 
cannot fully operate independently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Yao may need some time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commercial 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local 
authorities," said Su, adding that attracting talents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ports 
departments is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 
"A good athlete may not be a good manager. The 
reform will take some time, but it has a promising 
future," said Wang. (Courtesy http://www.globaltimes.
cn/content/)

Famer Yao Ming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CBA) represents a big step 
in breaking the association 
away from the official 
sports body and a milestone 
for the country's sports 
reform.
Yao, member of the 
Naismith Memorial Basketball Hall of Fame and 
former NBA all-star player, was unanimously voted 
CBA president on Thursday. 
Yao, 37, is the first non-government official to take 
the position. He was elected at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ssociation's decision-making, leadership and 
personnel appointments.
"Previously, officials from the Basketball Management 
Center under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GAS) were in charge of the CBA. Naming Yao Ming 
as the president means that the CBA will separate 
from the management center and begin to operate as 
an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Su Qun, editor-in-chief 
of the Basketball Pioneer newspaper, told the Global 
Times.
"Over the past years, match fixing and corrupt referees 
have stun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sketball. 
The separation means that the CBA will enjoy more 
freedom in its operations," said Wang Qi, the manager 
of the China Sports Industry Group. 
Both Su and Wang noted that Yao'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especially in the US, will serve as a 
diplomatic tool to help China spread its influence in 
the country and promote the awareness of Chinese 
basketball. 
As one of the sports icons of China, Yao landed in 
the NBA in 2002 as a first-draft pick by the Houston 
Rockets. He played for the Rockets for nine years and 
featured in NBA All-Star Games eight times. 
Yao also led the Chinese national basketball team to 
the quarterfinals in the Athens and Beijing Olympic 
Games. He was China's flag-bearer at the home 
Olympics in 2008.
Bold Reforms
"The transition in leadership is just a starting point. In 
the future, we will unite professional talent in all fields, 
especially those who work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wisdom and experience. We will 
adopt a different mind-set when considering further 
reform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y personal expectation is to help the national team 
regain its form at the 2019 FIBA World Cup and 2020 
Tokyo Olympics."
Hampered by a lack of domestic talent after the 
retirement of Yao,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lost all 
five group matches to finish 12th, its worst result, at the 
2016 Rio Olympics.
Yao, who began his career with the Sharks in 1997, 
was selected as the first overall pick by the Houston 
Rockets in the 2002 NBA draft after leading Shanghai 
to the CBA championship.
He also led Team China to eighth place, its best 
showing, at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while being 
voted an NBA All-Star eight times before retiring in 
2011 due to a foot injury.

Yao said on Thursday that to avoid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 he will sell all his shares in the Shark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2017-18 CBA season.
The CBA also elected nine vice-chairmen to assist 
Yao, including Gong Luming, a former national team 
coach, and Liu Jingyuan, president of the CBA club 
Liaoning Flying Leopards.
Li Yingchuan,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the country's top sports body, 
said Yao's appointment as chairman will be another 
major step forward in the effort to separate sports 
associations from government control.
Tan Jianxiang, a sports sociologist a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aid, "The reform will make the 
CBA a full-fledged NGO so it can run independently 
with transparency."
(Courtesy http://www.chinadaily.com.cn/
sports/2017-02/24/)
Related

Yao Aims To Build Up CBA Brand Image, 
Attract More Audiences

Analysts said the appointment of Basketball Hall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shifts with regard to this 
rising Asian power will continue to measure which 
possibility -- opportunity or danger -- Americans 
believe is more the reality. (Courtesy http://www.ecns.
cn/2017/02-24)
Related
Majority Of Americans Fear U.S. Will Become 

Engaged In Another War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are still worri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come engaged in another major 
war in the next four years, said an NBC News/Survey 
Monkey poll released Wednesday.

Sixty-six percent of Americans are worried, with 
36 percent very worried and 30 percent somewhat 
worried, while a quarter are not too worried, and just 8 
percent are not at all worried, said the poll.
The survey also revealed that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62 percent)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its allies, even if it means 
making compromises with them, while 34 percent of 
Americans think the country should do what is best for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
Eighty percent of Americans said being part of NATO 
is good for the country, while 15 percent said it is bad 
for the country, it said.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hold favorable view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 percent say they have a very 
favorable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42 percent say they have a somewhat favorable view, 
according to the poll.
Overall, 61 percent of Americans consider Russia 
unfriendly or an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Only 7 
percent consider Russia to be an ally, and 28 percent 
consider the country friendly but not an ally, the poll 
said.
Dur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naugural address, he 
promised an "America First" approach to policymaking 
that would prioritize national interest in foreign affair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line from Feb. 13 to 
19, polling 11,512 adul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Courtesy  (Courtesy http://www.ecns.cn/2017/02-24)

Yao Ming, the former NBA star and newly appointed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has 
put reforming the domestic game's management at the 
top of his agenda.
China's only NBA Hall of Famer was chosen to head 
the country's basketball governing body by unanimous 
vote at the CBA's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n Thursday. 
He is the association's first chief drawn from outside 
government ranks.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basketball during his 14-
year athletic career, Yao is tasked with pushing reform 
of every aspect of the game, including professional 
league operation, youth cultivation and national team 
development.
"The most urgent need now is to reform the CBA 
league's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so we can guide 
the league to ...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and attention, 
while enhancing its influence," Yao said on Thursday.
Before the reshuffle, the CBA had been run by officials 
promoted from within government ranks who retained 
all major decision-making powers, from athletic 
operation to commercial development.

Yao, 36, who in 
2009 bought his 
hometown club, 
the Shanghai 
Sharks, said the 
reformed CBA 
will provide better 
operation and 
services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all clubs.
"Our attitude will be helping every participant benefit 
from the league operation so we can improve as a 
whole to boost the game's development at every level," 
he said.

year Gallup asked 
this question, when 
China's GDP was not 
even one-tenth of 
U.S. GDP. That year, 
64% of Americans 
saw China favorably. 
Impressions 
fluctuated strongly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until the 
televised crackdown 
on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in June 1989. Americans' favorable 
ratings of China plummeted to 34% late that year -- 
the lowest to date at that time. Notably, since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and 
trade with the U.S. expanded dramatically, China's 
favorable rating has fluctuated in a narrow range 
between 41% and 48%.
Majority Rate China A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The U.S. still boasts a GDP almost twice that of China, 
but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52%) believe China i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Less than one-
third (31%) believe the U.S. is the leading economic 
power, while another 16% choose Japan, India, Russia, 
or the European Union.
Attitudes on this question have not changed since 
2011, but longer term, belief that China i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has skyrocketed since 2000. 
Then, just one in 10 Americans named China as the 
superior economic power; now, a reliable majority 
do. This is likely attributable to China's impress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over the last 13 years -- its 
economy often growing by double digits over this time 
span --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ten underwhelming, 
crisis-ridden economy.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Concerns Americans
Though Gallup last year found that most Americans 
regard China as more friend than foe, many 
Americans regard China's military strength and 
economic power as a threat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U.S. Americans a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China's 

Half of Americans now view China favorably, the 
highest rating since 1989, found a Gallup released last 
Thursday.
This is up from 44 percent in 2016 and 41 percent in 
2012, found the Feb. 1-5 Gallup poll.
China's favorable rating by Americans was only 38 
in 1985 but registered 72 percent in Gallup's poll in 
February 1989, taken days after former U.S.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returned from a diplomatic visit to 
China. It had remained at the low 40s for most of the 
time since 1989, according to Gallup.
The six-percentage-point rise in China's overall 
favorability from last year is explained by increases 
among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Gallup said.
The poll found that 58 percent of Democrats and 53 
percent of independents view China favorably. Though 
only 38 percent of Republicans view China favorably, 
it is still up by 10 percentage points from 2016.
The U.S.-China relations have never been entirely 
smooth in the past decades due to tensions over Taiwan, 
nuclear arms, human rights and other incidents, and 
the election of Republican candidate Donald Trump 
as president adds more complexity to the relations, 
Gallup noted.
Though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unclear, 
"it may be helpful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o know 
that Americans are feeling relatively positively toward 
China right now, and thus may be less receptive to a 
hard-nosed approach to U.S.-China relations," Gallup 
said.

Many Still Wary Of China's Ambitions
Despite the announcement of historic reforms late 
last year that would shift China's economy to a more 
consumer-driven model, many Americans still see 
China in the same, mostly unfavorable, way they did 
in early 2013. Forty-three percent of U.S. adults say 
they have a very or mostly favorable opinion of China, 
while 53% see it very or mostly unfavorably.
Most analysts expect China to be the United States' 
foremost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ival in the decades 
to come. That is a dramatic shift from 1979, the first 

economy (52%) than 
its military (46%) as 
a "critical" threat to 
U.S. vital interests 
over the next 10 years, 
suggesting that, for 
now, U.S. residents 
see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through 
more of an economic 
lens.
Still, a plurality 
(46%) do see China's 

military -- which has the world's largest standing 
army, though its defense budget is less than one-
fifth that of the U.S. -- as a critical threat, down 
slightly from 51% last year, but elevated from the 
39% who held this view the first time Gallup asked 
this question, in 2004. Another 41% of Americans 
currently say China's military is "an important but not 
critical" threat to U.S. vital interests.
Bottom Line

John F. Kennedy in a 1959 speech noted that, "When 
written in Chinese, the word 'crisis' is composed of two 
characters -- one represents danger and one represents 
opportunity." Americans clearly see the potential for 
danger in China, in its looming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t the same time, China may also represent an 
opportunity. Unfavorable opinions of China have 
softened from lows observed dur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other tense moment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Most Americans, as has largely been the 
case since 2008, see China a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a tectonic image shift for a country 
once regarded as poor. And despite their generally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more Americans see 
China as a friend or an ally, rather than an enemy.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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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Ming Plans to operate league matches in a market-
oriented way.

Newly appointed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Yao Ming (left) gives a certificate of 
appointment to Li Jinsheng, one of the nine vice-chairmen 
elected to assist him, at the CBA's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last Thursday. [Photo/XINHUA]

Poll: Current Americans' View Of
China Most Positive In Three Decades

Yao Ming Named Chairman Of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Yao Says Reform Is Top Priority

Former U.S.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廣 告 BB1212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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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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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90
Genard Rd.

Be
ltw
ay
8

St
eff
an
i

Ge
ss
ne
r

Clay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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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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