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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川普政府誓言繼續為旅行限令上訴川普政府誓言繼續為旅行限令上訴

【VOA】新版旅遊禁令引起不滿聲浪﹐白宮新聞秘書斯
派塞確認﹐川普政府計劃就兩名聯邦法官阻止執行針
對六個穆斯林為主國家的新版旅行限令的裁決提出上
訴﹒
在周四與白宮記者的每日通報會上﹐斯派塞稱這些裁
決“有瑕疵”﹐並確認白宮計劃上訴﹒川普總統誓言如
有必要﹐將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
該禁令本應在星期四到星期五時的午夜生效﹒但是﹐
兩個州的聯邦法庭發出臨時限制令﹐暫停執行總統再
度試圖落實的旅行限令﹐限制來自以穆斯林為主國家
的人進入美國﹒
夏威夷的聯邦法官沃森指出﹐川普及其團隊在11月當
選總統之前和之後發表的針對穆斯林的言論是暫停執
行這一限令的理由﹒
馬裏蘭州的一名聯邦法官也參考了川普在簽發另一個

命令時的言論作出暫停執行旅行限令的裁決﹒但該裁
決僅適用於行政命令的禁發簽證部分﹐而不適用於難
民計劃部分﹒
川普政府說﹐旅行限令是保護國家免受恐怖主義威脅
所必需的﹒限令規定在四個月內禁止接納任何來自伊
朗﹑敘利亞﹑也門﹑利比亞﹑索馬裏和蘇丹的難民﹐並在
三個月內禁止對來自這些國家的人發放簽證﹒
在奧巴馬總統執政期間擔任司法部民事司移民訴訟辦
公室助理檢察長的移民律師弗雷斯科認為﹐川普的旅
行禁令很難在上訴法庭﹑甚至最終在最高法院勝訴﹒
但是他認為總統禁止人們入境的法定權力“對國家絕
對至關重要”﹐不應該被他所謂的“一個不合理的旅行
禁令和不合理的聲明”削弱﹒
他說﹐“如果你認為有人是危險的﹐就不要發給他們簽
證...沒有理由你現在不能這樣做﹐用不著明確的禁令﹒”

蒂勒森蒂勒森﹕﹕對朝鮮的對朝鮮的““戰略耐心戰略耐心””已經到頭已經到頭
川普總統川普總統33月月1515日在田納西州的一次集會上對支持者講話日在田納西州的一次集會上對支持者講話﹒﹒

【VOA】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表示﹐美國對朝鮮的
“戰略忍耐”政策已經結束﹐針對平壤的軍事行
動是一個選項﹒
蒂勒森星期五在首爾做出上述強硬表態﹒他
說﹐朝鮮必須明白﹐確保其經濟繁榮前途的唯一
途徑是”放棄發展核武器和彈道導彈等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
蒂勒森在和韓國外長尹炳世舉行的聯合記者會
上說﹐美國正在構建“全面能力”﹒
韓國是蒂勒森亞洲之行第二站﹒
蒂勒森星期四在東京表示﹐防止朝鮮擁有核武
的20年外交努力失敗後﹐“顯然現在需要新的解
決辦法”﹒
蒂勒森說﹐他來該地區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同日
本﹑韓國和中國就其他解決方式交換意見﹒
蒂勒森在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舉行的聯合記者
會上說﹕“朝鮮及其人民無需害怕只希望與朝鮮
和平相處的美國以及地區鄰國﹒基於這一點﹐

美國呼籲朝鮮放棄核武和彈道導彈項目﹐未來
不要進行挑釁”﹒
蒂勒森還保證﹐美國捍衛日本等盟國的決心毫
不動搖﹒
蒂勒森此行的最後一站是中國﹐日程包括會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蒂勒森國務卿星期四說﹐中國在孤立朝鮮放棄
核武項目的努力中作用非常重要﹒他敦促中國
徹底落實聯合國意在向朝鮮政府施壓的制裁決
議﹒
蒂勒森說﹕“我們將同中國就中方可能考慮采取
的進一步行動舉行磋商﹐這些行動可能有助於
改變朝鮮對未來核武需要的態度“﹒
日本和韓國支持美國的做法﹐對朝鮮施加更大
的外交和經濟壓力﹒日本和韓國是美國軍隊的
接納國﹐並已處於朝鮮導彈射程之內﹒美國海
軍第七艦隊發表的聲明說﹐三個盟國星期三在
目前南北分治的朝鮮半島東部和日本北部地區

舉行演習﹐加強協同作戰能力﹒
蒂勒森同習近平的會談還將為習近平和美國總
統川普預計四月初在佛羅裏達舉行的峰會做準
備﹒
此次隨同蒂勒森出訪的只有一名記者﹐而不是
傳統上跟隨國務卿的多家媒體組成的大規模記
者團﹒
傾向保守的網站《獨立評論報》記者厄恩·邁克
派克﹐被挑選陪同蒂勒森出行﹒星期三在專題
記者的不斷追問下﹐國務院代理發言人馬克·托
納說﹐麥克派克由決策小組挑選﹐目的是嘗試一
下處理有關國務卿報道傳統方式以外的新方
法﹒
托納試圖向提問的記者保證﹐媒體將“有接觸蒂
勒森的廣泛渠道“﹐托納說﹐在允許媒體采訪的
過程中﹐將允許23名記者到場﹐其中包括17名
美國記者﹒
有記者問﹐其他記者不得接觸蒂勒森時﹐邁克派

克是否可以接觸蒂勒森﹒托納沒有做出肯定答
覆﹒
托納說﹕”我不知道是否能向這位記者提供額外
接觸的機會“﹒
國務院原來表示﹐蒂勒森將不帶記者同行﹐因為
他乘的飛機太小﹒蒂勒森後來改乘波音737﹐這
個型號的飛機可以容納一些隨行媒體記者﹒隨
行記者的費用要由媒體自負﹒

星期日 2017年3月19日 Sunday, March 19, 2017

蒂勒森國務卿和韓國外長尹炳世在首爾舉蒂勒森國務卿和韓國外長尹炳世在首爾舉
行聯合記者會行聯合記者會((20172017年年33月月1717日日))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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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不得不去不得不去的旅遊景點大盤點的旅遊景點大盤點（（九九））——博物館篇（2）

美國航空航太博物館（維州分館）
上一期我們介紹了史密森尼美國航空航太

博物館，今天我們介紹的是上一期這所博物館
的分館 Steven F. Udvar-Hazy Center，它位於
北維吉尼亞州的Chantilly，臨近杜勒斯國際機
場，也是一處非常值得參觀的航空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內最大的特色是只有一個展覽
大廳，廳內陳列有上千架飛機。從最早的紙
質飛機，到太空船，還有許多美軍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中繳獲的戰鬥機，應有盡有，相信
所有飛機迷到了這裡都可以大飽眼福！

此外，這座博物館中還有一架真實的從
NASA 退役的載人航天器——James S. Mc-

Donnel Discovery太空船。這架航
天器從1984年開始投入使用，共
完成了39項太空任務，繞地球飛
行了 15000 萬英里，在太空中停
留365天，共搭載過184名宇航員
穿梭于地球與太空之間。直到
2012 年，這架太空船才正式退
役，並被光榮地安置在史密森博
物館，供所有太空愛好者們參
觀。這所太空館內還有眾多的衛
星、火箭、宇航用品等展出，航
太知識非常豐富。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這座
博物館還曾是《變形金剛 2》的
電影拍攝地，其中一架堪稱“鎮

館之寶”的戰鬥機還曾在電影中扮演了非常
重要的角色，深受小朋友們的喜愛。博物館
還設有 IMAX 影院、紀念品店、美食廣場，
保證您擁有一次便利又完美的參觀體驗。

TIPS：
博物館每天開放時間為上午 10 點到下午

5點半，參觀是完全免費的；
全程的參觀大約需要1到2個小時；

如果您沒有觀看 IMAX 電影的打算，小編建
議您可以在下午 4 點以後入館參觀，因為這
座博物館只能駕車前往，需要15美元的停車
費，但每天下午 4 點以後停車費全免，等於
您可以真真正正地免費參觀，何樂而不為
呢？

配圖：飛機博物館、航
天器 來源：博物館官網

美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
館

美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
館也是一座由史密森尼學會
管理的著名博物館，亦是前
來華府旅遊不得不參觀的博
物館之一。

這座博物館最早啟用於

1910年，至今已經有100多年
的歷史了。它在美國幾乎家
喻戶曉，更加令人津津樂道
的是，在 2009 年上映的美國
冒險戲劇電影《博物館奇妙
夜2》更是選擇了這座博物館
為拍攝地，影片中曾大量出
現以博物館裡的實際館藏為
藍本的電影角色，給人留下
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這所博物館不僅自身歷
史悠久，展出的展品也無不
詮釋著自然歷史的變遷，展
品多達一億兩千萬件，從恐
龍化石到各種保存完好的珍
貴動物標本、珍稀礦石等應有盡有。如這裡
的展館分別介紹了人類的起源、世界文化的
發展、古代和現代的哺乳動物變遷、非洲歷
史和文化發展等等，另外還有鳥類、兩棲動
物、爬行動物、昆蟲、海洋生物、恐龍、寶
石和礦物質展廳，幾乎涵蓋了自然界的方方
面面。

館內最有特色的當屬展出的“希望之
鑽”，即泰坦尼克號上幾乎人盡皆知的“海
洋之心”，以及各類寶石和礦石，可謂該館
的點睛之處。此外，館內還設有探索展廳，
並陳列了隕石等稀有
展 品 ， 讓 人 大 開 眼
界 。 館 內 還 設 有
IMAX 影院，票價也
通常不到 10 美元，十
分親民。一進入場館
內，幾乎以原始比例
複製的大象模型就足
以讓小朋友們興奮起
來，一定要帶家人一
起去看看哦！

TIPS：
如果您想比較全

面地參觀這座博物館，大概需要半天到一天的
時間，所以請您務必計畫好行程，通常博物館
在下午5點後就不再允許遊客入內了，參觀則
是完全免費的哦；

搭乘華府地鐵在Smithsonian站下車步行到
國家廣場左側就能看到博物館了；

博物館還會不定期地舉辦一些短期的特
色展覽，如自然攝影展等等；

不過遺憾的是，國家化石展廳目前因裝
修暫時關閉，預計將在 2019 年才能再次開
放。
配圖：自然博物館1、2 來源：網路圖片

大華府文化多元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而馬里蘭州的蒙哥馬利郡，更是多元族裔共同

和諧繁榮生活的典範。每年一些文化雜誌或網

站都會對美國多元城市進行測評，馬州的幾個

大城市一直是這些測評中的常客。近日，根據

個人財務網站Wallethub最新的一次“全美最文

化多元城市排行榜”表明，蒙哥馬利郡有四個

城市都榜上有名。

據悉，Wallethub 的研究人員們對全美 501

個最大的城市進行了全面考量，並且主要評測

了以下三個方面：族裔的多元性、語言的多元

性和居民出生地的多元性。他們對每一項都分

別進行了打分，以100分為最高分，再最後綜合

三項的得分，從而評選出哪些城市的文化多元

指數最高。

根據榜單顯示，排在文化多元性最高的前

十個美國城市分別為：澤西城（新澤西州）、

德國鎮（馬里蘭州）、蓋瑟斯堡（馬里蘭

州）、銀泉（馬里蘭州）、春穀（內華達

州）、紐約（紐約州）、奧克蘭（加利福尼亞

州）、聖荷西（加利福尼亞州）、洛克維爾

（馬里蘭州）和肯特（華盛頓州）。

其中上榜的馬州四個城市都位於蒙哥馬利

郡，其中蓋瑟斯堡更是連續三年都穩居在前三

甲之內。

而與之相對的，排在全美文化最不多元的

十個城市分別為：帕克斯堡（西維吉尼亞

州）、克拉克斯堡（西維吉尼亞州）、沃特敦

（南達科他州）、海裡（佛羅里達州）、如特

蘭（佛蒙特州）、詹姆士城（北達科他州）、

百瑞（佛蒙特州）、本寧頓（佛蒙特州）、拉

哥尼亞（新罕布什爾州）和米爾斯市（蒙大拿

州）。

配圖：蓋城 來源：Patch網站

馬州四市獲評“全美最多元城市”，蓋城蟬聯三屆三甲
Wallethub 關 於 “ 全

美文化多元”城市的研
究向我們闡述了一個事
實：馬里蘭州，擁有著
全美最為多元的文化氛
圍。而根據 Wallethub 的
考量標準，其中一項是
關於居民們的原始出生
地，分析人員們進而發
現，馬里蘭州，也是全
美非美國出生的居民比
例最大的州之一，馬州
居民中居然有高達15%的
人不是出生在美國，並
且隨著大華府地區新移
民的不斷遷入，這一數
字還在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

根據Wallethub的資料顯示，馬里蘭
州有15.27%的居民出生在美國以外的國
家，在州內出生的人口只占到47.25%，
連一半都不到。

此外，華盛頓特區和維吉尼亞州在
居民出生地多元化方面也非常突出。華
盛頓特區非美國出生的居民人口比例也
高達 14.26%，而本地出生的居民只有

35.83%；維吉尼亞州非美國出生的居民
比例占到12.22%，本州出生的居民也已
經少於一般，只有49.54%。

而全美擁有最多非美國出生居民的
州當之無愧當屬加利福尼亞州，加州有
27.4%的居民都出生在國外，但是加州本
州出生的居民比例卻依然佔據主導，為
超過半數的54.81%。

配圖：美國 來源：wtop網站

延伸閱讀：馬州15%的居民不是美國出生？

B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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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府特約版
星期日 2017年3月19日 Sunday, March 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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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牛仔節疑發槍擊事件 嫌疑犯在押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易經是中
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不只被儒家尊為 「五經」之首，從易經中
更可表現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思維。為讓對易經理論衍生出的風水
、八字、面向和占卦有興趣的人有交流平台，休士頓華美易經學
社於去年5月創立，在創會會長方鮀生和榮譽會長衍易領導下，
成立近一年，目前擁有40多名社員，透過講座和討論會推廣，
希望能普及易經推廣，讓更多人認識傳承中華瑰寶。

易經迷人之處在於不僅體現中華文化的思想，更融合日常生
活醫藥、武術、科學、藝術和做人道理等內涵，首屆會長方鮀生
表示，華美易經學社創立宗旨主要在於奠定基礎，希望大眾認識
了解易經，肩負普及化使命。該會現有理事團隊10人，每年改
選五位，兩年任期。

榮譽會長衍易是休士頓知名易學風水師，從小跟著祖父學習
易經，國學造詣深厚，經常開班授課，正因為衍易的高知名度，
為該社帶來許多社員加入，衍易也成為名符其實的最佳幕後推手
。

衍易說，許多人存在刻板印象覺得易經深奧難懂，但在她來
看，易經應該是 「容易的經」，所以希望在她的講解下，幫大家
打基礎，用淺易的教學，教授正統易經，讓大家讀任何風水八字

相關的書，更容易理解。
目前華美易經學社已舉辦不少交流

活動，除了衍易講解易經概論、流年風
水和易經面對面等講座，也邀請蔡亞麟
博士談論氣功與能量醫學，期間也舉辦
戶外郊遊聯誼情感，獲得社區一致好評
。

下屆會長、副會長談駿頤表示，因
為衍易老師的 「三分鐘學風水」短片在
網路迴響大，為了能擴大教學資源，方
便社員在任何時刻都能自主學習，將在
5月6日年會上，宣布易經網路教學的
使用方式，未來會採付費優惠制，不只
較能控管品質，也鼓勵大家先透過網路
課程學習了解後，加入討論會更能融入。

針對網路教學，衍易也說這是未來趨勢，她希望朝三大目標
發展，第一，希望設計具有高中國文程度就可看得懂的 「容易的
經」(易經)。第二，短片大約3分鐘至10分鐘，讓許多沒時間閱
讀的學員，能藉由影像方式輕鬆學易經。第三，希望藉由網路教

學拋磚引玉，畢竟易經不同人教學會有不同解釋，鼓勵大家可以
尋找原文出處，讓更多人延伸不一樣想法，研究中華文化。

儘管華美易經社會務蒸蒸日上，社員聚集各界精英，但方鮀
生還是感概，社員平均年齡偏高，他歡迎更多有志青年加入研讀
易經，一起探索易經奧妙。

(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 休斯頓警察局3月16日(週四)上午
召開新聞發佈會，針對週三晚間在休斯頓牛仔節(Houston Ro-
deo)發現的子彈外殼情況進行說明，目前有一名嫌疑犯在押。

休斯頓警察局(HPD)稱，在最初報告沒有發現槍擊的證據
之後，警官最新發現了一顆9毫米子彈外殼。當局說，現場并
沒有武器被發現，但這顆彈殼讓他們有理由相信，這
裡曾有槍擊事件發生。目前，警員正在調查嫌疑犯和
彈殼之間是否有關聯。

嫌疑人名叫Raymond Nathan Colbert，17歲，被
指控逃避逮捕的輕罪。根據法庭記錄，科爾伯特
(Colbert)在星期三晚上11:30左右被捕。法院週四裁定
，Colbert的保釋金為5,000美元。

警察稱，科爾伯特在警察接近他時試圖逃跑。
HPD警監D.W. Ready稱，基於星期三晚上收集的報
告顯示，科爾伯特與開槍嫌疑人的描述相符。警方仍
在進行進一步調查，以確定被拘留人是否是在牛仔節
槍擊事件的真兇，調查結果也將及時公告。

休斯頓牛仔節官方也於週四審查安全程序，以確
保牛仔節運營環節中沒有任何漏洞和安全隱患存在。

休斯頓牛仔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Joel Cowley 表

示，確保遊客的安全是休斯頓牛仔節的首要任務，我們將繼續
與休斯頓警察局，哈里斯縣警長辦公室和德克薩斯州公共安全
部密切合作，以監測情況。

休斯頓警察局呼籲民眾，任何目擊者請聯絡713-308-3600
或提供匿名信息至滅罪熱線713-222-TIPS。

華美易經學社會長方鮀生華美易經學社會長方鮀生((右起右起))、、榮譽會長衍易和副會長談駿頤榮譽會長衍易和副會長談駿頤。。((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社團巡禮四社團巡禮四：：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 淺談易經普及化淺談易經普及化

警方希望民眾提供匿名信息警方希望民眾提供匿名信息。。((取自取自HPD)HPD)牛仔節發生重大槍擊案牛仔節發生重大槍擊案。。((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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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小型企業的稅務規劃』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腸保健康，遠離大腸癌

時間：	 2016 年 3 月 25 日 ( 週六 )	上午	10:00
地點：	 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Member	
FDIC）
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連絡電話：Ling	Chuang		713-272-5045
主講人 :	詹煥彩	(		詹煥彩會計師事務所負責
人、休士頓前會計師協會會長 )	

每年的一到了稅季，4 月 15 日的報稅日
就是許多小型企業業主最頭痛和深感心痛的時
候。舉凡醫生、律師，會計師及各行各業高所
得的專業人士等，都必須在稅季節結束前將
自己過去一年辛苦所得統計出來上報給稅局
（IRS）繳納稅款。因此，每年一到稅季期間，
不少小型企業主和社會大眾都會想進一步了解
如何充分利用政府稅法中有關小型企業業主的
優惠政策，特別是有關美國政府鼓勵小型企業
業主自己設立的退休計劃的方案等，有效減少
所得稅支出，同時也可為自己的將來退休後即
使不必依賴政府的補助，也能擁有優質的生
活。

再者，對於新移民來美的投資者創業當面

大腸癌是世界範圍內最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之一，占
胃腸道腫瘤第 3 位，以 40 ～ 50 歲年齡組發病率最高，而結
腸癌的復發率為 30% ～ 50%。世界流行病學調查發現，結腸
癌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發病率最高，居惡
性腫瘤的前二位，且發病率呈上升趨勢。中國人的大腸癌發
病率明顯低於北美地區，而移民到北美地區的第一代即可見
到大腸癌發病率上升，第二代基本接近北美地區的發病率。
大腸癌的發病和環境，生活習慣、尤其是飲食方式有關。一
般認為高脂肪飲食和纖維素不足是其中主要病因。

綠蜂膠是大自然進化中賜予人類的天然抑癌因子：矛和
盾的鬥爭貫穿了整個自然進化過程，癌基因與抑癌基因、致

癌因子與抑癌因子調節生物進化。大自然中的植物為了防
病，會分泌出珍貴的抗病免疫物質，聰明的蜜蜂能夠分辨出
其好壞，將之採集回來，精心釀成蜂膠，作為自己唯一的“藥
品”。蜜蜂在五千萬年的進化長河中，憑藉神奇的蜂膠抗擊
了細胞變異和癌變，從而生生不息。綠蜂膠是蜜蜂的抑癌基
因產物，是本世紀人類發現的最好的天然抑癌因子。

綠蜂膠對結腸癌細胞有直接殺傷的作用：歐美和日本等
國的科學家發現綠蜂膠中的 CAPE、Artepillin C、terpenoids
等活性物質對結腸癌細胞具有直接的抑殺作用，其抗腫瘤效
果不亞於常規的化療藥物 5- 氟尿嘧啶，而同時沒有後者的
副作用，從而有效協助治療腫瘤 , 抑制腫瘤的轉移或復發。

綠蜂膠使腸癌患者生存時間顯著延長、生活質量明顯改
善：日本和歐洲的實驗均發現，綠蜂膠可使實驗性移植結腸
癌鼠的生存時間顯著延長達 47%—130%。巴西、中國的臨床
研究發現，綠蜂膠能延長晚期結腸癌患者的生存期達 24% 以
上。同時，綠蜂膠減輕了大腸癌患者疼痛、消瘦、衰弱、食
欲不振、貧血等徵候，顯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

綠蜂膠是一種癌基因抑制劑：人類大腸癌表現 COX-2
基因過度表達引起大腸癌的出現。紐約大學 Gaynor 博士發
現綠蜂膠是最好的天然 COX-2 酶抑制劑，能夠抑制大腸癌
組織中癌基因的表達，起到防治大腸癌的作用，而同時它沒

臨人生地不熟的困惑時，在萬事開頭難情況下
有可能因為缺乏對於當地民情的了解和勿略了
企業營運時必要注意事項，或者更是不清楚複
雜是美國稅法，以至在企業經營中蒙受不必要
的損失。亦或者您的事業已經蒸蒸日上，但是
越來越複雜的財務管理導致於可能制約了企業
的發展。我們最常聽到的是小型企業或個人想
向銀行借貸，或面臨稅務審計時因缺乏某些資
料或正規的財務報表而阻礙了發展。

美南銀行有鑒於此，特於本年度（2017）
報稅季期間，與休士頓客家會聯合舉辦一場關
於『小型企業的稅務規劃』免費講座。將邀請
休士頓前會計師協會會長，著名會計師事務所
詹煥彩會計師負責主講。講座中將為大家講解
有關 2017 年新稅制及小型企業主應如何從政
府的稅法中為企業在合理範圍內從節稅、省稅
的財務規劃中做出理最佳選擇，與合理的避稅
等，以免造成日後更多的損失。

詹煥彩是位資深會計及稅務的專業人員，
平時熱心社區公益活動、義務為民眾提供有關
會計稅法的專業知識，多年來於社區中舉行多

次有關財務會計稅法免費講座，深受民眾歡
迎。

美南銀行（member	FDIC）一向以服務社
區為宗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資訊，本
行隨時舉辦講座，提供民眾最及時及專業的訊

息。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場備有茶點招待，
並開放民眾提問，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
躍參加。時間在 2016 年	3 月 25 日（週六）上
午 10:00，地點在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
連絡電話：	 Ling	Chuang		713-272-5045

有藥物 COX-2 抑制劑的不良反應。作為天然 COX-2
酶抑制劑，綠蜂膠成為藥物治療的最佳輔助品，倍受醫
學界的重視和歡迎。

近幾年，大腸直腸癌已躍升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 3
位，這與國人飲食習慣西化，飲食內容趨於高蛋白、高
脂肪、低纖維有關；許多人談癌色變，但事實上有六至
七成癌癥是可預防的，只要平常在飲食控制方面多下點
功夫，癌症就不容易找上你！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品監管局註
冊 #10328566522•國際 GMP Site License#300909•全球
HACCP 質量認證 BR13/7429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 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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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同源會國家藝術競賽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同源會」全

國會長敖錦賜（Ed Gor）昨天宣布一個針對
2016-2017 學年全國藝術比賽裁判團。100
多年來， 「同源會」尋求更好的社會福利和
實現平等和正義，鼓勵美國愛國主義。 中
美博物館，位於洛杉磯聯合車站對面，旨在
致力於通過研究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持續不斷
的貢獻，促進中國美國人對美國的更深刻的
理解和欣賞，維護和分享歷史，豐富多樣的
遺產。

藝術比賽規則: 藝術比賽開放給從幼兒
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比賽條目將被放置在
四部門評估。必須提供藝術品的書面描述，
並在提交後必須與參賽表格同時提交。藝術
品的描述可以打在單獨的紙上並裝訂到報名
表上。 1區：K年級 (幼兒園) 至3年級（僅
述標題，說明可選） 2區：4年級至6年級
（說明必須為 50 字以內）3 區：7 年級至 9
年級（說明必須為100字以內）4區：10年
級至12年級（說明必須為150個字以內）。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是原創的，只限於學生的
徒手圖畫。藝術品的尺寸必須為18“長 x 24
” 寬, 二維圖畫。可接受的介質包括油，水
彩，丙烯酸，蠟筆，鉛筆等圖畫。藝術品不
能包含受版權保護的圖畫角色，如小熊維尼

，寵物小精靈等，或任何第三方的權利，不
得違反任何美國或國際版權法。每件作品必
須附有原件或複印件的正式報名表格以及藝
術作品的描述。還必須有寫在藝術品背面的
學生的姓名和地址。每個學生只允許有一個
條目。

獎項和榮譽: 獲獎作品將於2017年5月
公佈，頒獎儀式將在大洛杉磯區舉行。 在
未來宣布頒獎儀式的日期和地點。 獲獎者
的選拔將由獨立裁判小組進行評估。獲獎作
品和一些入圍作品將在洛杉磯，舊金山和其
他地區展出。裁判團將從每個部門中選出第
一，第二和第三名優勝者。 此外，兩個大
獎將是從所有條目中選擇。 獎學金獎項是
：兩（2）大獎 - 每個$ 500; 四（4）個第一
名 - $ 300; 四（4）個第二名 - $ 200; 四（4
）個第三名 - $ 100。

請發送條目到: 中美博物館 - ATTN：
藝術競賽, 125 Paseo de la Plaza，Suite 300,
Los Angeles，CA 90012。“在收到每個條目
後， 「同源會」將擁有並保留所有使用條目
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展覽，分發，複製和
使用條目圖像。獲獎條目 將不會返回。 根
據請求，未獲獎的參賽作品將被退回，請向
與條目一起提供的信息聯繫人和地址聯繫。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為
一志願藝術組織及非牟利業餘團體，
純粹是促進廣東粵劇曲藝，並向中外
人士介紹及推廣中國文化藝術。

藝苑訂於 4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二時，在曉士頓中國人活動中心禮堂
，舉辦”敬老 同賞花田會”粵劇粵曲
節目，免費招待各界及社區長者。 連
日來由音樂領導容健民，和各音樂師
傅伍元勳,徐松煥,王漫雲,李兆光,容華
清及藝苑成員們積極的排練，務求以
最好的演出獻給觀衆。 ”藝苑”亦多
謝各界商號及善長們，支持這極有意
義的活動。

未有登記索取入場券的長者朋友
們，請速致電聯絡索取入埸券。
聯 絡 查 詢 電 話 : 昌 美 蓮
(713-259-1170)

葉婉珍 (832-613-2828)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天津同鄉會 2017 新春聯歡會暨
318 餃子宴於昨天下午四時起，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共有
貴賓及天津同鄉近二百人與會，中領館由僑務領事易川率夫人
出席，國會議員Pete Olson 也由代表張晶晶女士出席並贈送紀
念品。

當天的包餃子比賽，共有必位參賽，只見一聲令下，參
賽者左手開弓，動作迅如閃電，大家拼命爭取在三分鐘撖皮五
分鐘包餃子速度比賽，經由評委王姸霞，鄧潤京，李秀蘭,陳
鐵梅----- 等人的評審，選出第一名劉勛真，而張長梅，方
立平兩人同獲第二名。由易川領事頒獎，每人獲獎狀一張及獎
金一百元（第一名 ）及五十元（ 第二名 ），第一名的得獎者
劉勛真率先捐出獎金，緊接著另二位第二名也陸續捐出獎金給
會裡，作為會費，共促德州天津同鄉會的發展。

當天還舉行天津同鄉會新舊會長交接，由楊曉白會長交棒
給陳亭會長，而由易川領事負責監交。陳亭會長感謝大家這一
周來每天六點半至十一點半為今天的餃子宴包餃子，也希望在
會長任內與全體理事組織更多活動。楊曉白會長也感謝在她第
二屆會長的任期內，全體理事無私的奉獻。易川領事在致詞時

不忘提醒大家，希天津同鄉會加強與祖
國的連繫及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的昇化而
努力。Pete Olson 的代表張晶晶更表示這
場餃子宴是趣味橫生，其樂融融！

會中還由易領事頒發感謝狀給楊曉白
會長，以及李博副會長，楊月梅理事，

劉勛真理事等人，在迎春活動中獲頒卓越貢獻獎。
當天還有精彩的餘興節目，包括 「男生五重唱」小組表演

男生四重唱＂冰山上的來客＂並由 楊萬青博士在旁作手風琴伴
奏；劉牧先生的薩克斯管獨奏＂天路＂； 程明芳表演京劇選段
＂貴妃醉酒＂； 酈澤泉的笛子獨奏；中山中文學校表演新疆舞
蹈{ 西域風情 }； 以及魯瑂的女高音獨唱 { 我愛你，中國 }；
楊俊義老師率弟子金仲賢的功夫表演---- 等等精彩的節目。

天津同鄉會2017 新春聯歡會昨熱鬧舉行
現場並有包餃子比賽及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言雪芬戲曲之家 敬老敬老 同賞同賞 花田會花田會

圖為天津同鄉會新春聯歡會上頒獎給包餃子大賽的優勝者圖為天津同鄉會新春聯歡會上頒獎給包餃子大賽的優勝者，，包括包括：：
第一名劉勛真第一名劉勛真（（ 左三左三），），第二名張長梅第二名張長梅（（ 右二右二 ））及方立平及方立平（（ 左二左二
），），由總領館易川領事由總領館易川領事（（ 右三右三 ）） 及會長楊曉白及會長楊曉白（（ 左一左一 ），），及新任及新任
會長陳亭會長陳亭（（右一右一）） 負責頒獎負責頒獎。（。（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德州天津同鄉會交接德州天津同鄉會交接，，由楊曉白會長由楊曉白會長（（ 左左 ）） 交棒給陳亭會長交棒給陳亭會長
（（ 右右））由總領館易川領事由總領館易川領事（（中中 ）） 監交監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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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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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香港人, 有投票權， 你支
持哪位候選人？

香港特首選舉進入直路，由政商界
及學者等組成的 「未來@香港」就特首選舉進行民意調查
顯示，43.9%受訪者支持曾俊華，較林鄭月娥的27.6%領先
16.3個百分點，胡國興則僅12.7%，不過，若按中央對特首
四大標準評分，曾俊華與林太各在其中兩項標準佔優。
「未來@香港」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於本月1至7

日，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1,014人，被問及若有投票權的投
票意向，3位候選人的支持度排名，依次為曾俊華(43.9%)
、林鄭月娥(27.6%)及胡國興(12.7%)。根據交叉分析，曾俊
華在各年齡組別均得到最多的支持，若區分受訪者的政治
傾向，表明是泛民主派及本土自決派的受訪者最支持曾俊
華，而林鄭月娥則在自稱建制派的受訪者中得到最多支持

。
對於中央對特首提出的四大標準，林鄭月娥與曾俊華各有兩項

標準領先，其中在 「愛國愛港」和 「中央信任」兩項條件中，林太
分別獲7.19分及8.13分居首；而曾俊華在 「有管治能力」和 「港人
擁護」兩項條件中，分別獲6.61分及7.04分排第一。

調查亦同時問及受訪者對3位候選人就五項施政範圍的評價，
結果顯示，46.5%受訪者認為林太在 「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互
理解和尊重」做得最好，其餘四項包括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及
「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等，則較多被訪者認為曾俊華做得最好。

另外，近七成受訪者認為，中央官員不應在選舉前表示支持某

位候選人，一成三則
認為中央應表態，避
免當選人不獲任命。
「未來@香港」成員

李芝蘭說，對有逾五
成自稱建制派的受訪

者認同中央不應表態不感意外，認為港人十分重視 「高度自治」。
另一成員施永青直指中央做法錯誤，亦違反《基本法》的規定。至
於民調結果顯示 「中央信任」與 「港人擁護」兩項標準 「不可共存
」，施永青認為，若中央信任的人選不獲港人擁護，日後施政將遇
到阻力。 「未來@香港」召集人李華明說，過去董建華、曾蔭權及
梁振英參選特首時，投票前也是民望最高的候選人，現時曾俊華領
先林鄭月娥，明顯與以往幾屆選舉不同， 「至今冇見到有逆轉情況
，如果Carrie(林鄭月娥)當選，佢較低民望，呢個(施政)當然有一定
困難。」

另一調查機構進行的民調則有不同結果，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
6至12日以隨機抽樣訪問1,365人，被問及若明天舉行特首選舉，
40%受訪者表示支持林鄭月娥，37%支持曾俊華，胡國興的支持度
僅17%。

談一下因選舉而引起的民間花絮。蕭芳芳和周潤發是香港不同
時期的巨星，擁有跨世代的影迷，一言一行都是娛樂版的頭條新聞
。近期兩人的曝光，卻不是為了自己的事業(例如蕭芳芳的慈善基
金或周潤發有新片上演)，而是分別替兩位特首熱門候選人打氣，
這場星味十足的比併，成為沒資格投票的廣大市民茶餘飯後的最佳
話題。

蕭芳芳在短片中現身說法，表示16年前林鄭月娥有恩於她，因
為當年擔任社會福利署長的林太，落力替她的慈善工作，找到租金
便宜的地方。蕭芳芳認為林太 「接地氣」，多年來勤勤懇懇，處亂
不驚，行事果斷，值得支持。最後她抱拳眨眼，祝願林鄭月娥 「即
使滄海橫流，你亦要盡顯英雄本色」。息影多年的蕭芳芳，再度在

網上發揮令人眩目的明星光采。
一向找名人在 「拍住上」短片系列出現的曾俊華，今次卻在一

間平民荳品店中，偶遇幾乎是沒有港人不喜歡、並以 「野生捕獲」
他為榮的周潤發。兩人跟太太一起，四人見面交談，顯得非常熟稔
。周潤發支持曾俊華，就好像是支持一位平和、包容的好朋友，沒
有甚麼微言大義。

平心而論，兩位候選人都找到個配合自己競選工程的明星代言
人。蕭芳芳稱讚林鄭月娥的說話，除了 「接地氣」外，完全是後者
引以為傲的賣點。從感恩開始，到套用當年郭沫若讚美毛澤東的詞
句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蕭芳芳表達一份中國人有恩須報
的傳統，以及政治人物面對大時代變遷的豪情。這對部分老一輩的
港人，相信會有感染力。

相比之下，周潤發出場反映的是 「貼地」的愛港情懷。記得十
年前，周潤發獨自走到面臨清拆的天星碼頭，探望 靜坐人士，並
簽名支持保留天星碼頭。在佔中期間，他曾對學生表示同情。曾俊
華成功 「捕獲」這位 「民間特首」，肯定增加他在大多數港人，特
別是年輕人心中的好感。說句笑話，林鄭月娥要在民望上超越曾俊
華，恐怕要找另一位 「民間特首」劉德華來支持了！

特首候選人曾俊華昨在Facebook上載最新支持者短片，電影導
演杜琪峯在片中表示，香港需要休養生息，重新建立以前有希望的
香港，他有信心曾俊華能做到。杜琪峯指曾俊華曾任高官，但無官
員架子，去年年中有一次當他出席街頭會議時，即使被示威者投擲
雞蛋，也不會講傷害對方的說話，並以簡單方法解決， 「醫生建議
我不得多食點蛋。」他認為一個好的領導人, 應如此處理，而不是
撩事鬥非。

已在香港生活62年的杜琪峯說， 「應該要為香港搵番啲嘢，如
果個個都唔講真話……如果你覺得啱時都唔行出嚟，我驚我一世會
後悔。」他在片末向曾俊華表示， 「輸贏唔重要，你已經代表咗好
多香港人嘅聲音，喺我心目中，你已經贏晒。」

看香港特首競選人曾、林交鋒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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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跌落地獄 朴槿惠深宮自憐
楊楚楓楊楚楓

韓 國 總
統 樸 槿 惠 遭
彈 劾 下 台 後
， 立 刻 成 了

韓國“前總統”，法院裁定結果的首天，舉世各
國都在等著看她的反應。據報道，她當天形單影
隻地觀看憲法法院將自己解職的實況轉播，還致
電幕僚，確認自己沒有聽錯裁判結果。

法新社報道，有媒體指出，樸槿惠當夜孤清
清、冷冰冰、形單隻影地待在總統府寢室，觀看
憲法法院宣佈將她解職的電視實況轉播。《朝鮮
日報》報道，之前滿腹狐疑的樸槿惠，一邊觀看
電視轉播、一邊致電幕僚，確認自己有沒有聽錯
這項判決結果。

幕僚指出，對於是否接受法院裁定和怎麼走
下一步，當時樸槿惠還沒打算立即發佈聲明。
《朝鮮日報》引述一位不具名幕僚說：“這裁定
顯然讓總統驚呆了，她看起來垂頭喪氣、痛不欲
生的樣子”這名幕僚還說：“她自閉了好一會兒
。”

對於樸槿惠保持沉默，甚至沒有對國民發表
隻言片語。韓國政治圈人士分析，“這是樸槿惠
在委婉地對彈劾的決定表達強烈不滿。”

報道指出，樸槿惠昨天在青瓦台官邸看電視
得知憲法法院彈劾審判。韓國憲法法院代院長李
貞美宣佈罷免總統時，樸槿惠有些甚麼反應不得

而知。但八名法官以八票對○票，全體一致作出
這項結論，樸槿惠應該受到很大衝擊。

《朝鮮日報》報道，青瓦台幕僚和樸槿惠律
師團之前還堅定相信，“法院中，一定有一部分
法官會駁回彈劾案，讓樸槿惠可以逃出生天。”
現實的是：一張反對票都沒有！樸槿惠何解積弱
至此？

積極參與反對彈劾活動的自由韓國黨國會議
員趙源震，為了安慰樸槿惠，當天下午一時來到
青瓦台，但樸槿惠不願跟他會面，從這一點就可
以推測出，樸槿惠的心理狀態是何等沉痛。她的
確需要一段長時間，才可以平復心情。

韓聯社報道，憲法法院以全員贊成決定罷免
總統後，樸槿惠受到巨大精神衝擊。

樸槿惠方面一位相關人士接受韓聯社記者電
話採訪時表示，樸槿惠受到多方面的衝擊，需要
時間來平復自己的心情。當天的樸槿惠，彷如由
天堂跌落地獄一樣。

回顧一下這位被稱為 「韓國鐵娘子」的樸槿
惠的大半生：她出身等政治世家，為韓國已故前
總統樸正熙的長女，於二○一三年亦步亡父的後
路，成為第十八任總統及韓國史上首位女總統。
可惜她最終身敗名裂，未做夠一屆任期就被彈劾
下台，成為韓史上首位被彈劾罷免的總統。樸槿
惠曾說，“權力與地位，真的沒有什麼魅力，只
是看似美麗的泡沫”。如今她的權力夢想和抱負

，提前終止，化成了美麗的泡
影。在投票意見會公之於眾的
情況下，政治正確成為所有法
官們投出贊成票的關鍵。不是

誰出賣了樸槿惠，而是現代選舉政治下，民意裹
挾了人性。

樸槿惠一九五二年生於大邱市，畢業於韓國
名牌大學西江大學，獲得工程學位。她的父母皆
遭暗殺而死，母親陸英修於一九七四年遭日籍朝
鮮裔殺手文世光行刺，當時在法國深造的樸槿惠
，被父親樸正熙急召回國，代替母親擔任了五年
猶如第一夫人的角色。不時跟隨父親出入，被形
容為“總統公主”。

此時，崔順實一家，也步入樸槿惠的生命，
自創“永生教”並自命教主的崔泰敏，宣稱陸英
修報夢，要求他照顧樸槿惠。在獲取信任後，崔
泰敏成為樸槿惠的人生導師，其女兒崔順實亦成
為其閨中蜜友。一九七九年樸正熙遭暗殺，當年
廿七歲的樸槿惠，離開青瓦台。據刺殺樸正熙的
中央情報部長官金載圭透露，行兇是因不滿樸正
熙未能阻止樸槿惠與崔泰敏的密切關係。

樸槿惠的弟妹樸志晚及樸槿令，曾於一九九
○年代向時任總統盧泰愚陳情，希望協助斬斷樸
槿惠與崔家關係，直言騙子崔泰敏迷惑姊姊。但
樸槿惠不肯，樸志晚慨嘆：“世界上真有比血還
濃的水。”

深受父親政治理念的影響，樸槿惠一往無前
地踏上政途，一九九七年加入韓國大國家黨（現
今的新國家黨），翌年首次當選韓國國會議員。
樸槿惠二○○六年在首爾參加市長競選活動時，

曾遭暴徒用美工刀割臉，但她反應冷靜，還一度
想繼續為黨內同志助選，最終她在醫院縫了十七
針。因此媒體賜給她一個“冰公主”的封號。

二○○七年，樸槿惠尋求競選總統卻不獲黨
內提名，但她未有放棄，終於在二○一二年當選
韓國第十八任總統，成為史上第一位女性入主青
瓦台，也是韓國首次有父女檔總統。

可惜樸槿惠被崔家團團包圍，崔泰敏的女兒
崔順實，更成為樸槿惠的閨蜜，種下日後“閨蜜
門”干政醜聞的禍根，導致最後的身敗名裂。

韓國憲法法院十日對總統彈劾案宣判後，根
據裁決結果，總統樸槿惠的處境，今後將大不相
同，她今後的待遇、住處等引人關注。韓國憲法
法院十日通過總統彈劾案，正式罷免樸槿惠。樸
槿惠下台後，她不會再享受總統禮遇，並將以嫌
疑人身份，接受檢方調查，及五年之內，不得擔
任公職。據報道，樸槿惠最擔心的是喪失任內依
憲法享有的刑事豁免特權，沒有“刑不上現任總
統”的擋箭牌，樸槿惠所涉種種罪行，將依據
“法律前面，人人平等”的原則而被追究刑事責
任。

根據《前任總統禮遇法》，樸槿惠若順利完
成五年總統任期，將享有與總統任內年薪一樣的
總統任後年薪。同時，韓國政府亦會替她聘請一
名私人司機及三名秘書，以及提供十年警衛服務
、辦公室和高級病房。但現今彈劾成立，除保留
縮短為五年的警衛服務外，其他禮遇將一筆勾銷
。這樣的結果，跟香港前特首曾蔭權的下場一模
一樣！這就是民主世界的優越之處，在極權國家
中，永遠也無法有這樣的政治運動的結果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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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著名僑領，全美知名心臟科華人醫生豐建偉
受邀出席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代表海外六千萬華人發聲（上）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豐建偉醫生（ 左 ） 在開會會場與「 中央電視台」 著名節
目主持人朱軍（ 右 ） 合影。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全國政協會議現場，（ 前排右四 ） 為豐建偉醫生。

兩會期間濰坊市委書記劉曙光，親
切接見了豐建偉醫生，並授予了濰
坊市首席醫學科學家。

豐建偉醫生攝於北京人民大會堂
全國政協會議現場。

美國四位代表榮譽參加兩會（左到右）休斯頓豐建偉，華盛頓
陳榮華，紐約陳清泉，聖路易斯朱一民。

豐建偉醫生在釣魚台國賓館致詞。 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張慶黎親自接見並共
進晚餐。

豐建偉醫生（ 左二 ） 與出
席代表在餐會上。

兩會期間原外交部李肇星部長及夫人邀請了
山東老鄉豐建偉醫生並贈送新年快樂的全家
福一書。

星期日 2017年3月19日 Sunday, March 19, 2017

西南區管委會主辦打擊犯罪人人有責

休士頓警察局 Midwest 分局警員們屢破大案由隊長 J.B. Dale、副局長 M.C.Prvost 及員警接受西南區管委會感
謝獎牌。

西南區管委會李雄主席、執行長李成純如率全體工作同仁向即將於 5
月份退修休士頓警察局 West Patrol Command 副局長 M.C.Prvost
獻花。

2 月 28 日休士頓西南區 8 號公路附近住宅小區發生警
察與竊賊相互交火，導致兩警受傷、一嫌犯當場被擊
斃、一在逃、受傷的警員，有 24 年資深經驗的 Ronny 
Cortez 傷勢較重，子彈嵌入其脊椎附近、可能造成終身
癱瘓、傷勢較輕的警員 Jose Munoz 及當天一起服勤的警
員 R.Kamperman 前來領取西南區管委會感謝獎牌。

休士頓警察局 Westside 分局反幫派小組成員由隊長
Captain Lee、副局長 M.C.Prvost 及員警接受西南區管
委會感謝獎牌。

休士頓警局新任華裔副警長 Henry Gaw、他辦公室永遠
為民眾敞開並盡力民眾解決治安的問題。

西南區管委會執行長李成純如主持 3 月 14 日在浸信會大
學打擊犯罪人人有責的活動。

對華埠治安相當關注的台商會由副會長周政賢、張世勳、李雄、張智
嘉、陳元憲、陳元華、吳宏傑、王慧娟、莊幃婷、Mike 李等出席盛會。

德州廣東總會商粵生會長、陳灼剛、余頌輝、Mike 李、王慧娟、
Mike Lester 等全力支持打擊犯罪的活動。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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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零售市場 民營油企將提速增長將提速增長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在

《2016年度石化產能預警報告》中指出，

2016年中國新增煉油產能3000萬噸，總

產能達到8億噸，產能超過需求1.2億

噸，其中，國內地煉最集中的省份山東

地煉壹次加工能力達到1.44億噸/年，占

國內地煉的68%。

成品油產能持續過剩，民營加油站
將搶占更大市場份額

近日，記者走訪了有著超過20年成

品油零售經驗的車到加油董事長於暢

（原殼牌中國加油站業務董事總經理）。

他認為，隨著國內成品油產能持續過剩

和成品油消費量增幅的下降，未來兩年

內加油站高毛利水平（1500-2000元/噸）

還將持續。全國成品油零售量在未來的

3-5年內將會維持在3%左右的增長幅度，

汽油預計將保持5%-8%的穩定增長。在

現有成品油銷售總量不會高速增長的狀

況下，包括國有、外資及民營在內的所

有油企將面臨著壹個此起彼伏的競爭環

境。當所有玩家需要在壹個相對固定的

體量裏去爭奪獲取更大銷量及利潤的時

候，大家對於專業的加油站管理營銷需

求將會愈發迫切。

於暢認為，在未來5年內，兩桶油

和外資品牌的市場份額會受到民營油企

的擠壓。民營油企憑借重資產整合及輕

資產加盟模式、更靈活的營銷手段，以

及其自身更強烈的生存意識和狼性發展

策略，有機會將油站總數提升超過全國

油站總數的50%，並將油品銷量占全國

總量比例從現有的 20%增加到 30%以

上，增幅會超過市場平均增長水平。當

然行業高毛利的下降調整及其他政策性

變化也可能延緩或改變民營油企的發展

軌跡。

加油站資產整合提速，輕資產加盟
待破題

從壹些具有壹定規模的地方民營加油

站網絡、上遊民營煉化企業及跨界資本開

始布局加油站收購和租賃不難看出，加

油站資源整合開始加速。在品牌方面，部

分民營油企開始去兩桶油山寨版，打造自

有品牌。但重資產整合模式的挑戰在於，

目前行業利潤處於歷史高點，資產價格也

壹路攀升，如果整合方沒有建設品牌及運

營大規模加油站網絡的經驗與能力，將無

法釋放被收購或租賃油站的潛在價值，過

快的發展反而會使企業面臨投資回報率低

下及資金壓力的風險。

另壹方面，在國外比較流行的加油站

輕資產加盟模式，國內尚未出現成功案

例。究其原因，壹方面外資品牌在國內暫

無成品油直供能力，為維護其自身品牌價

值，其對輕資產加盟模式在國內的推進始

終持保守觀望態度，而兩桶油在全國範圍

內的現有網絡規模已經過大，大規模推廣

加盟模式可能會影響其已有直營業務。

於暢認為，民營油企在穩步發展重

資產整合、提升品牌及運營能力的同時，

誰能試水輕資產加盟模式並成功提速，

誰將會是未來幾年的最大贏家。

加油站營銷，價值釋放最大化是
關鍵

在今天的高毛利時代，民營油企都

在努力提升銷量及收益，但短期面臨著

人才及專業營銷能力的瓶頸。據車到統

計，民營油企裏油站站長及其以上的管

理人員中有超過5年以上從業經驗並受

過專業加油站管理營銷培訓的比例不超

過10%。因此，民營油企在品牌打造，

油站硬件升級，油品質量控制，員工績

效管理，數據分析及數字營銷等方面需

要更多借力外部第三方專業服務商，才

能抓住機遇，更快發展。

成油品市場這幾年的變化，確實是

越來越多吸引了資本市場的關註。除了

直接參與重資產油站資源整合、投資之

外，資本也在成品油行業生態圈內的各

類創新模式、互聯網創業企業中試水。

從2年前的加油站O2O導流/便捷支付/引

流汽車後市場，到成油品供應鏈線上整

合，再到SaaS平臺的CRM系統輸出，3

年內這個相對封閉的傳統行業湧現了上

百家的互聯網+創新型企業。無論單個

企業的成功與否，這些創業企業中有壹

些壹定會在長遠對這個傳統行業的變革

產生影響。但於暢認為，在短期3-5年內，

民營加油站管理者的主要痛點還在於專

業人員及營銷手段的缺失，特別是對新

的營銷手段的學習能力及營銷落地的執

行力。

目前民營油企油站數量占全國油站

數量的40%多，而成品油銷量只有20%

左右。如果民營成品油銷量在五年內達

到30%以上，意味著全國民營加油站年

利潤總額會比現階段增加400億元/年。

這個潛在價值能夠被最大化以及更早的

釋放，壹定需要借助整個行業的創新及

整體營銷能力的提升。

記者了解到，車到目前主要的業務

方向是為民營油企提供以增加銷量及利

潤為目的、結果導向的綜合服務。產品

及服務內容包括車到自主研發的CRM系

統、2年多來服務近千座加油站總結出

來的幾十套有效的數字化營銷手段、完

整的專業品牌輸出方案、結合國內外知

名品牌管理經驗為國內民營油企定制的

運營管理規範，及由資深行業專家領銜

的車到加油零售學院。

車到認為，只有以增量提效的結果

為導向，在提供數據分析系統及營銷工

具的同時，還能夠輸出培訓及執行落地

的線下能力，才能幫助民營油企最大化

的釋放加油站的潛在價值。車到經過2

年多發展，三輪融資，已在全國合作近

千座加油站，月活躍用戶過百萬，2017

年初已實現當期盈利。車到和民營油企

的合作為增量分潤，不會觸及到油企已

有利益，因此對油企更有說服力。而車

到這種獨特的業務模式也是基於其團隊

在過去十幾年積累的行業經驗及管理快

速擴張業務的能力。這種分潤模式下，

車到合作的油企半年內都實現了50%以

上的汽油銷量增長。這使車到有信心下

壹步提速，為更多的油企提供結果為導

向的綜合營銷解決方案，助力民營油企

未來5年的跨越式發展。

百度雲與央廣簽署戰略合作 共建音視頻服務平臺
綜合報導 百度雲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央廣視

訊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金橋正式簽署戰略合作

協議。雙方將從版權、播控、直播、分發等多個領

域展開深度合作，推動和促進雙方在音視頻領域整

體應用服務能力的建設。

出席本次簽約儀式的有百度副總裁尹世明，百

度雲副總經理傅徐軍、百度雲媒體雲事業部總經理

李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總編輯姜海清、央廣視

訊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田劍雲，央廣視訊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全華，上海金橋經濟技術開

發區管委會主任沈能、上海金橋經濟技術開發區管

委會副主任顧曉峰。

百度副總裁尹世明表示，隨著人工智能（AI）、

大數據（Big Data）、雲計算（Cloud computing）

ABC技術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音視頻產

業迎來爆發期，也為音視頻業務和內容版權帶來

革命性的變化。百度雲與央廣在業務領域、資源

能力、技術能力方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和相互支

撐作用。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總編輯姜海清在簽約儀式

上也指出，此次央廣與百度雲的跨界合作將是在國

家及新媒體擁抱互聯網大勢下的壹次戰略性創新，

雙方將以此次合作為契機，繼續深化合作，推動產

業發展。

百度雲背靠百度巨大的流量入口資源，以及領

先的行業技術解決方案。天像智能平臺，融合百度

ABC技術，為企業提供智能多媒體雲服務。而央廣

作為國家級媒體、豐富優質內容資源的整合方，在

音視頻版權、品牌與牌照方面優勢明顯。雙方將合

作共建面向市場的音視頻內容信息技術支撐平臺，

共建音視頻直播產品；央廣視訊為百度雲的媒體雲

產品中加入播控能力服務，提供給有需求的客戶；

同時借助百度雲智能推薦技術，探索建立媒資互聯

網分發的標桿。

作為百度旗下戰略級品牌，百度雲是國內領先

的智能雲計算服務平臺，基於百度17年技術積累，

同時也是百度技術的輸出平臺，全面開放百度的

ABC技術能力，推動人工智能和各行各業的結合。

其中天像智能多媒體是此次央廣合作的重要技術支

撐平臺。天像提供視頻、圖片、文檔等多媒體處

理、存儲、分發的雲服務，開放百度領先的人工智

能技術，如圖像識別、視覺特效、黃反審核等，讓

企業多媒體服務更聰明、更有趣、更健康。

央廣視訊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旗下的新媒體公

司，獨家代表中央臺運營移動網絡音視頻業務，整

合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雄厚的內容資源，是國內6

家獲得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手機電視集成播控牌

照的運營機構之壹。

互聯網技術的進步深刻影響著媒體行業的發展

變革。未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媒體擁抱ABC，百度

雲不僅推動廣播媒體的智能轉型，也將助力整個媒

體行業進入人工智能時代。

實拍摩蘇爾南部解放區實拍摩蘇爾南部解放區 市場商店恢復營業市場商店恢復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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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芬蘭索梅羅近日在芬蘭索梅羅，，
4242歲的歲的Johanna NordJohanna Nord--
bladblad 在厚度達在厚度達 4545 厘米厘米
的冰面下進行自由潛水的冰面下進行自由潛水
訓練訓練。。JohannaJohanna 是冰下是冰下
自由潛水自由潛水5050米的世界紀米的世界紀
錄保持者錄保持者。。她參與到這她參與到這
項運動中來的原因是因項運動中來的原因是因
為她需要從壹次騎行下為她需要從壹次騎行下
山的事故中恢復起來山的事故中恢復起來。。
在那次可怕的事故中她在那次可怕的事故中她
差點失去壹條腿差點失去壹條腿。。冰下冰下
潛水是比普通的潛水需潛水是比普通的潛水需
要更多的身體控制和心要更多的身體控制和心
理素質理素質。。

埃及出土巨型雕像殘塊埃及出土巨型雕像殘塊
或為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或為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在埃及首都開羅的在埃及首都開羅的

邁泰裏耶社區邁泰裏耶社區，，巨型雕巨型雕
像殘塊被起重機吊出水像殘塊被起重機吊出水
面面。。壹件重達壹件重達33噸的巨噸的巨
型雕像殘塊在埃及首都型雕像殘塊在埃及首都
開羅的邁泰裏耶社區被開羅的邁泰裏耶社區被
起重機吊起起重機吊起。。盡管巨像盡管巨像
上沒有發現銘文上沒有發現銘文，，但其但其
出土地點位於拉美西斯出土地點位於拉美西斯
二世神廟遺址的入口處二世神廟遺址的入口處
，，考古學家據此推斷它考古學家據此推斷它
屬於拉美西斯二世屬於拉美西斯二世。。此此
次發掘的殘塊是雕像的次發掘的殘塊是雕像的
軀幹部分軀幹部分，，材質為石英材質為石英
巖巖。。雕像頭部和王冠殘雕像頭部和王冠殘
塊已於上周出土塊已於上周出土。。經初經初
步鑒定制造時期在距今步鑒定制造時期在距今
30003000多年前多年前，，拉美西斯拉美西斯
二世是古埃及歷史上最二世是古埃及歷史上最
著名的法老之壹著名的法老之壹，，統治統治
古埃及的年代約為公元古埃及的年代約為公元
前前 12791279 年 至 公 元 前年 至 公 元 前
12131213年年。。他執政期間多他執政期間多
次發動大規模軍事遠征次發動大規模軍事遠征，，
並在國內大興土木並在國內大興土木，，留下留下
了阿布了阿布··辛拜勒大型巖窟辛拜勒大型巖窟
神廟等著名建築神廟等著名建築。。拉美西拉美西
斯二世的木乃伊被幸運地斯二世的木乃伊被幸運地
保存下來保存下來，，常年在埃及國常年在埃及國
家博物館展出家博物館展出。。



conference in Beijing.
Hua’s remark came as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Monday kicked off their annual military 
exercise, code named Key Resolve which runs through 
March 24, according to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The computer-simulated exercise between the two 
allies followed the launch on March 1 of the joint field 
training drill with the code name of Foal Eagle that 
will last by the end of next month.
The Key Resolve is U.S.-South Korea military exercise 
intended reinforce the presence of the U.S. armed 
force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imes of military 
conflict and repel possible attack from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During a recent press conference, China’s top 
diplomat Wang Yi has reiterated China’s stance on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alled o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to ease tensions in the region 
by suspending annual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that 
antagonize North Korea, in exchange for Pyongyang 
halting its nuclear program.

"We may follow the dual-track approach of 
denuclearizing the peninsula on the one hand and 
establishing a peace mechanism on the other," Wang 
said.
“We think it is an objective, fair, reasonable and 

approach is required. Part of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to 
the region is to exchange views on a new approach."
On Wednesday,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Mark 
Toner said that Tillerson will have "substantive, hard" 
talks with U.S. partners in Asia on next steps i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Later this week, Tillerson will visit South Korea and 
China.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New York Times, 
Tillerson will warn Chinese offici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increase missile defenses in the region 
and target Chinese banks if Beijing does not constrain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ambitions.
In respons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reiterated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s 
proposal that North Korea should stop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s and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top joint military drills and seek talks instead.
Addressing a daily news briefing, Chunying said, “We 
welcome all part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proposals. As long as these 
proposals are conducive to ameliorating the present 
tens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re 
beneficial to maintain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China will have an open attitude."
Tillerson has however said that he expected China to 
do more.
He said, “We will be 
having discussions 
with China as to 
further actions we 
believe they might 
consider taking that 
would be helpful to 
bringing North Korea 
to a different attitude 
about its future need 
for nuclear weapons.”
During his visit, Tillerson would also have to lend 
stable support to a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that is 
submerged in political turmoil with the ouster of the 
impeached President Park Geun-hye.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Cho June-
hyuck said in a briefing that Tillerson’s visit to South 
Korea and Japan will b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the coordinated response of the three nations to th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He will also have to deal with the growing rift between 
Beijing and Seoul over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U.S.’s 
THAAD missile defence system.
Pyongyang and Beijing both continue to protest the 
controversial anti-missile system instalment.
In addition, he will have to deal with another daunting 
task - easing Chinese concerns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intent on waging a trade war, or confronting 
Beij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illerson has already drawn criticism for breaking with 
tradition and refusing to take journalists with him on 
his plane.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index.php)

China has urged South Korea and the US on Monday 
to act for the benefit of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ith the current peninsula situation 
being “highly sensitive and complicated,” according to 
a spokesperson fo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As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s in line with 
the benefits of many parties concerned in this region, 
we hope that the relevant parties could do things which 
could help to release the tension in this region and to 
maintai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is region, instead 
of the opposite,” said Hua Chunying during a press 

tradition and refusing to take journalists with him on 
his plane.
He is however, expected to take media ques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starting the job - in Tokyo and 
Seoul.
Overall, on behalf of the U.S., Tillerson will seek to 
address the recent nuclear tests conducted by North 
Korea in his talks with Tokyo, Seoul and Beijing. 
Further, reports have indicated that recent missile tests 
by the reclusive nation have reached a critical tipping 
point - with North Korea’s ballistic missiles edg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continental U.S.
Stanford University physicist Siegfried Hecker, who 
has estimated that North Korea has enough material 
for up to 25 nuclear weapons said,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a radical change has not been adopted is that in 
Washington there is a sense that the crisis is not yet 
here - it will happen if the North Koreans are able to 
reach the U.S. mainland with a nuclear-tipped missile. 
However, the crisis is here now.”
A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who spoke with reporters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ahead of the trip said 
that Tillerson will reportedly explore the option of 
imposing stricter sanctions on the isolated regime of 
Kim Jong Un.

Adding, that he will also examine interest in the region 
to impose penalties on a wider range of businesses that 
work with North Korean entities.
Further, Shen Dingli, an associate dean of Fudan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 U.S. will be looking for 
assurances that China shall conduct international trade 
on a fair basis, that China shall fully observe various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North Korea and 
that China will abide by international law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Cho June-
hyuck said in a briefing that Tillerson’s visit to South 
Korea and Japan will b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the coordinated response of the three nations to th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He will also have to deal with the growing rift between 
Beijing and Seoul over the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U.S.’s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Pyongyang and Beijing both continue to protest 
the controversial anti-missile system installment.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index.php) 
Related
TOKYO, Japan - Addressing his first ever news 
conference since assuming office, U.S. Secretary of 

TOKYO, Japan - For America’s top diplomat,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ho is on his maiden 
visit to Asia - the challenge is to calm nerves, reassure 
allies and deal with a problem that has threatened 
America for more than 25 years - North Korea and its 
monstrous nuclear ambitions.
Tillerson, who arrived on the continent on Wednesday, 
will be looking at adopting a fresh approach to deal 
with allies and enemies.
North Korea is, however, expected to precede all 
agendas and emerge as a core issue th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ill have to addres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e will also have to reassure Japan that the U.S. is still 
interested in Asia after it turned its back on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that Japan invested in 
heavily.
He will also have to lend stable support to a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that is submerged in political 
turmoil with the ouster of the impeached President 
Park Geun-hye.

In addition, he will have to deal with another daunting 
task - easing Chinese concerns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intent on waging a trade war, or confronting 
Beij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o far, in less than two months since assuming charge 
as America’s top diplomat, Tillerson has made two 
brief visits - to Bonn and Mexico City.
However, his Asia trip is set to emerge as one of the 
biggest early challenges for him.
He has already drawn criticism for breaking with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that American and its allies 

will look for a ‘new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Tillerson, who kicked off his first visit to Asia after 
assuming office, held a meeting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in Tokyo.
Tillerson said on Thursday that the escalating threat 
from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showed a clear 
need for a "new approach.”
He has, however, not detailed the steps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pursue to deal with the said 
threat.
In the joint news conference, Tillerson even repeated 
Trump’s campaign message that U.S. allies, including 
Japan, should pay more for hosting U.S. forces and 
other elements of U.S. protection.
However, Tillerson’s message was much milder. 
He underscored the "long-standing" U.S.-Japanese 
alliance and said, “While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is region can be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our role, and we welcome 
an increased Japanese commitment to thei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our alliance.”
On North Korea, he said that two decades of diplomatic 
and other efforts, including aid given to North Korea 
by the United States, had fail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enuclearizing Pyongyang.
Adding, “So we have 20 years of failed approach. That 
includes a period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1.35 billion in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as an 
encouragement to take a different pathway. In the face 
of this ever-escalating threat, it is clear that a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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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peaks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The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now deployed in South 
Korea.

Tillerson addresses a news conferenc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assuming office.

Landing in a region frought with challenges and issues, 
Tillerson will have his hands full in Asia.

Tillerson is reportedly exploring the option of imposing 
stricter sanctions on the regime of Kim Jong Un.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 shakes hands 
with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before their 
meeting at the foreign ministry's Iikura guest house in 
Tokyo, Japan, March 16, 2017. REUTERS/Toru Hanai 

The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illerson has held tal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in Tokyo and will visit South Korea and 
china later in the week.

America’s Top Diplomat To Deal With Many Issues On His 1st Asia Trip

Tillerson’s Asia Pivot: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And Calming Chinese Fears

China Urges ROK And US To Act For
Benefit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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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le thought, and we hope that relevant parties 
could take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China’s proposal 
and give constructive responses,” Hua said on Monday.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Key Resolve drill will conduct 
the first computer simulation of operating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battery, which local media outlets estimated 
would be deployed in southeast South Korea as early 
as next month.

China has also repeatedly expressed its opposition 
to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which the 
country regards as a threat.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Wang also called on 
South Korea to cease the deployment of the system 
and call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AAD an obvious 
mistake, which will not only hurt the interest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but also threaten the security of 
South Korea itself. (Courtesy http://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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