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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馬文化藝術學者、中國扶貧基金會項目顧問
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客座教授、美國休斯敦國際區美中文化交流大使
北京奧運會馬術紀念章設計人、中國馬術協會會徽設計人
速度賽馬練馬師、馬心理師、《語者馬》小說作者

12/01/2017 to 12/31/2017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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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建川普火車站以色列建川普火車站 引發爭議引發爭議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耶路撒冷(路透社)——在川
普總統(Donald Trump) 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之後，為感
謝他，以色列想要給一個火車站用川普的名字命名為“Trump
station”。但計劃修建火車站的地點可能就像美國總統的宣言那
樣，同時引起巨大分歧。

以色列交通部長以色列• 卡茨(Israel Katz)周三說，他在耶路
撒冷舊城的西墻附近選擇了一個擬議中的地鐵站，該地點處於巴
勒斯坦人心目中自己未來首都的中間地帶。

“我決定給西墻站命名……”卡茨在一份聲明中說:“在美
國總統川普勇敢地和歷史性地決定承認耶路撒冷為猶太人和以色

列的首都之後，”他做出了這一決定。
位於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之間的高速鐵路的地下擴建計劃仍

在籌劃中，交通部發言人表示，至於其他部門仍需批準。
川普總統12月6日決定推翻美國幾十年來對該城市的政策，

這一決定激怒了巴勒斯坦領導人。
“以色列極端主義政府正試圖與時間賽跑，企圖將事實強加

於耶路撒冷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成員末賽爾•
尤瑟福（Wasel Abu Youssef）告訴路透社。

川普總統表示，他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只是承認
了現實。但是，巴勒斯坦人和大多數世界大國都表示，他破壞了

長期以來的立場，即耶路撒冷的地位必須通過未來的談判來解決
。

中國外交部一位女發言人表示，擬議中的地鐵站和地下擴建
項目仍需得到各政府規劃委員會的批準，目前並沒有給出最終批
準的日期。她說，她不知道大約7億美元的鐵路附加費將從哪裏
來。

以色列認為耶路撒冷全部都是首都。 巴勒斯坦人希望東耶
路撒冷 - 其中的聖殿是伊斯蘭教的第三大清真寺 - 阿克薩
（Al-Aqsa） - 是被佔領的西岸和加沙地帶的首都。

分歧引起的爭端隨著川普總統的宣言而變得更加激烈。

副總統彭斯旋風訪問阿富汗副總統彭斯旋風訪問阿富汗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

潤京】2017 年12月21日美國
副總統邁克•彭斯抵達阿富汗
巴 格 拉 姆 空 軍 基 地 (Bagram
Air Field) 。在那裡他探望美
國在當地的駐軍並發表講演。
根據白宮官方網站的消息，副
總統彭斯的講演回顧了 2017
年川普總統領導的政府所取得
的成績。

其中包括：
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已

經創造了將近170萬個新的就
業崗位。

制造業增加了15.9萬個工
作崗位。

另外還有57000人的工作

崗位在采礦和伐木中被創造出
來。

失業率是近 17 年來最低
的。

在過去的兩個季度中，
GDP 增長超過了 3%，而這個
數字在2016年為零。

最根本的是，盡管媒體基
本上忽略了這一點，但美國經
濟卻在全速前進。更多的增長
意味著更多的公民能夠負擔得
起自己的住房、送孩子上大學
、並為他們的退休做些儲蓄。

在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
美國人正在重返工作崗位。看
看你周圍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什麼是所謂的稅制改革？

減稅是川普總統在競選時
所承諾要做工作的核心: 管理
一個更負責、更民主、更不急
於在工薪家庭和小企業徵稅的
政府。
除了減免個人所得稅外，這項
法案還將使美國公司在與外國
競爭對手公平競爭的平台上恢
覆美國經濟的主導地位。

在聖誕節之前，副總統邁
克•彭斯出人意料地訪問了駐
紮在阿富汗的美國軍隊，感謝
他們為阿富汗提供的服務。副
總統還會見了阿富汗總統加尼
（Ashraf Ghani），討論阿富
汗與美國的安全夥伴關系。

以色列交通部長以色列以色列交通部長以色列•• 卡茨卡茨（（Israel KatzIsrael Katz））於於20162016年年99月月44日日
抵達耶路撒冷每週內閣會議抵達耶路撒冷每週內閣會議。。路透社路透社/ Ronen Zvulun // Ronen Zvulun /檔案照片檔案照片

俯瞰耶路撒冷舊城的俯瞰耶路撒冷舊城的““石圓頂石圓頂”” （（Dome of the RockDome of the Rock））
（（圖左圖左））和和““西墻西墻”（”（Western WallWestern Wall））((圖右圖右))，，20172017年年1212
月月66日攝日攝。。路透社照片路透社照片

巴勒斯坦人觀看電視直播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發表講巴勒斯坦人觀看電視直播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發表講
話話，，川普總統的背後是副總統彭斯川普總統的背後是副總統彭斯。。在在20172017年年1212月月66
日日，，川普總統宣佈美國政府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川普總統宣佈美國政府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
都都。。 此宣言使得中東的局勢變得更加不穩定此宣言使得中東的局勢變得更加不穩定。。 路透路透
社社//阿馬爾阿馬爾•• 阿瓦德阿瓦德

美國副總統邁克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於彭斯於20172017年年1212月月2121日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日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
軍基地軍基地(Bagram Air Field)(Bagram Air Field)的一個機庫中與美國在當地駐軍拍攝照的一個機庫中與美國在當地駐軍拍攝照
片片。。譜爾譜爾//曼德爾顏曼德爾顏//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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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水手海上漂流波蘭水手海上漂流77個月獲救個月獲救 僅有壹只貓陪伴僅有壹只貓陪伴

壹名波蘭水手在印度洋上漂流壹名波蘭水手在印度洋上漂流77個月個月
後後，，於聖誕節當天在法屬留尼汪島海岸獲於聖誕節當天在法屬留尼汪島海岸獲
救救。。5454歲的歲的Zbigniew ReketZbigniew Reket來自波蘭來自波蘭，，
他在印度洋漂流了七個月之後被法國海岸他在印度洋漂流了七個月之後被法國海岸
警備隊救起警備隊救起。。ZbigniewZbigniew當時乘著壹艘破當時乘著壹艘破
船船，，船上只有壹只貓陪著他船上只有壹只貓陪著他。。

印控克什米爾漁民印控克什米爾漁民 毯子蓋頭靜待魚兒上鉤毯子蓋頭靜待魚兒上鉤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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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由於鄱陽湖水位下降至枯水位，位於都昌縣水域的“千眼橋”露出水
面，這是該石橋大修後經過水淹首次露出水面。據當地文物保護部門勘測，石橋總
長2657米，橋身石材全部采用花崗石，橋面寬0.82米，有900余個孔，故稱“千
眼橋”。據了解，該橋修建於明代崇禎年間，被稱為“全國最長的湖中石橋”，是
江西省重點保護文物。圖為航拍位於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腹地的“千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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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稅下月開征！
不對居民個人 排汙費退出歷史舞臺

2018年1月1日，中國第壹部推進生

態文明建設的單行稅法——《環境保護

稅法》正式實施，這也意味著施行了近

40年的排汙收費制度將退出歷史舞臺。

普通居民是否要繳環保稅？各地征

收標準是否壹樣？“費改稅”會給企業

帶來哪些變化？中新網對此進行了梳理

解讀。

個人要不要繳環保稅？
《環境保護稅法》規定，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領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

其他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汙染物

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為環

境保護稅的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法規定

繳納環境保護稅。

也就是說，普通居民沒有被列入征

稅範圍，不用繳納環保稅。據地方媒體

報道，河北、江西、安徽等地稅務部門

有關負責人均明確表示，居民個人不繳

納環境保護稅。

什麽時候開始繳稅？
中新網記者從國家稅務總局獲悉，

環境保護稅第壹個征收期在明年4月份

左右，不是說1月1日之後就開始申報納

稅。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

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

環境保護稅“按月計算，按季度申報”，

申報期與具體納稅義務發生的時間是兩

回事。

施正文說，計稅是從1月1日開始，

但申報是從4月1日到15日，在這半個

月時間內，企業要去申報納稅。

對哪些汙染物征稅？
《環境保護稅法》明確，大氣汙染

物、水汙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被列為

應稅汙染物。

應稅大氣汙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壹氧化碳、氯氣等，應稅水汙

染物包括總汞、總鎘、總鉛、石油類、

動植物油、甲醛等。

值得註意的是，根據環保稅法所附

《環境保護稅稅目稅額表》，噪聲指工

業噪聲。這意味著，建築施工噪聲和交

通運輸噪聲等沒有被納入征收範圍。

根據《環境噪聲汙染防治法》，環

境噪聲，是指在工業生產、建築施工、

交通運輸和社會生活中所產生的幹擾周

圍生活環境的聲音。

其中，工業噪聲，是指在工業生產

活動中使用固定的設備時產生的幹擾周

圍生活環境的聲音；建築施工噪聲，是

指在建築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幹擾周圍生

活環境的聲音。

具體繳多少？
根據《環境保護稅法》，環境保護

稅稅額既有上限，又有下限。大氣汙染

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汙染當量1.2元至12

元，水汙染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汙染當量

1.4元至14元。

汙染當量，是指根據汙染物或者汙

染排放活動對環境的有害程度以及處理

的技術經濟性，衡量不同汙染物對環境

汙染的綜合性指標或者計量單位。

如，工業噪聲方面，超標分貝不

同，每月征收的稅額也不壹樣。例如，

超標1-3分貝，每月350元，超標16分貝

以上，每月11200元。

各地繳稅標準壹樣嗎？
根據《環境保護稅法》，各省份在

大氣汙染物、水汙染物的具體適用稅額

上有壹定的自由裁量權。也就是說，各

地的具體繳稅標準可能會不壹樣。

“這相當於給了地方較大的裁量權，”

施正文說，“《環境保護稅法》提到了三個因

素，即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汙染物排放

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地方

根據這三個因素來確定具體適用的稅額，

不同省份之間差距很大。”

其中，京津冀和周邊省份普遍對大

氣汙染物和水汙染物確定了較高的稅

額。北京市應稅大氣汙染物適用稅額為

每汙染當量12元，應稅水汙染物適用稅

額為每汙染當量14元，均按《環境保護

稅法》規定的稅額幅度上限執行。

會不會增加企業負擔？

國家稅務總局相關負責人向中新網

記者表示，環境保護稅是環保部、財政

部和稅務總局共同推進的，按照“稅費

平移”的標準，把過去的排汙費直接轉

為環保稅。當然，政策的設計總體來講

不以收錢為目的，主要是為了刺激環境

保護意識、提振環境保護的自覺性。

環境保護部法規司負責人介紹，通

過排汙費改環保稅，有利於提高執法剛

性，減少地方政府幹預，內化環境成

本。環境保護稅按排放量征收，多排多

繳，少排少繳，有利於促進企業提升環

保水平，減少汙染物排放量。

環境保護稅歸地方還是中央？
12月27日，國務院印發《關於環境

保護稅收入歸屬問題的通知》，明確環

境保護稅為地方收入。

通知指出，為促進各地保護和改善

環境、增加環境保護投入，國務院決定，

環境保護稅全部作為地方收入。

現行的排汙費是實行中央和地方1：9

分成。財政部稅政司司長王建凡此前指

出，考慮到地方政府承擔主要汙染治理

責任，為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擬將環

保稅全部作為地方收入，中央不再參與

分成。

打擊收單亂象 央行劃定條碼支付安全框架
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發布了《條碼支

付安全技術規範（試行）》和《條碼支付受理終端

技術規範（試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實施。

當前條碼支付業務主要存在兩類亂象，壹是商

戶準入門檻降低，部分市場機構利用條碼可遠程發

送、不受專業受理終端限制的特點，在商戶拓展過

程中未履行“了解妳的客戶”義務，通過“壹證下

機”等方式違規發展商戶，加劇了套現、二清、外

包管理不到位等收單亂象。

二是部分機構在開展條碼支付業務時，在定價

和市場推廣策略中采取傾銷、交叉補貼等不正當競

爭手段，濫用本機構及關聯企業的市場優勢地位，

排除、限制支付服務競爭，導致支付行業無序發展

和不公平競爭。

因此，《規範》要求為特約商戶提供條碼支付

收單服務的，應執行銀行卡收單業務管理相關要

求，切實履行商戶管理、交易風險監測等收單主體

責任，強化對收單外包機構管理。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

渺對記者表示，央行此次提出的關於條碼收單等相

關要求，只是重申《銀行卡收單業務管理辦法》等

已有制度，並非新的更高的要求。“對條碼支付進

行規範，是近年來央行加強支付清算市場亂象整治

工作的延續，也在支付清算領域防控金融風險的具

體舉措。”

另外，《規範》強調、重申了市場主體的特約

商戶管理。由於條碼支付的特約商戶與銀行卡收單

的沒有多大差異，甚至從商戶側看，條碼的技術風

險容易造成商戶結算資金的損失。

中國支付清算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蔡

洪波表示，特約商戶管理目的在於排除“壞商

戶”，防止“不法支付”，特別是由商戶作為

主謀或者幫兇參與的詐騙、洗錢、欺詐等犯罪

活動，更好地維護條碼支付業務參與各方的合

法權益。

蔡洪波還指出，目前部分機構的跨行交易

時未通過央行跨行清算系統或清算機構，而是

直連處理條碼支付業務，變相實現跨行清算的

功能。因此央行在《規範》中要求銀行業金融

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開展條碼支付業務涉及

跨行交易時，必須通過人民銀行清算系統或者

合法清算機構處理，支付機構還應符合相應的

業務資質要求。

銀行網絡金融專家關鐵軍認為，此次《規範》

強調存量業務應加快遷移到合法清算機構處理。

“換言之，包括條碼在內的任何形式的支付活動，

都必須回歸支付清算體系。”

北京網絡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金

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鷂對中國經濟

網記者表示，《規範》的發布、落實能夠嚴守金融

安全底線。

趙鷂指出，通過統壹、規範條碼支付業務開展

的支付創新能夠為人民群眾提供安全便利的金融服

務，更有望將中國在移動支付、移動金融方面的領

先優勢輻射海外市場，形成有中國支付清算行業話

語權的國際標準與監管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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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遊覽古蹟後，夜間
變身到極現代化的東方水城
蒲下，感受現代化的大連。
大連人以時尚出名，所以這
裡有很多時尚美麗的東西值
得欣賞，包括青年人愛去的
消遣地東方水城、在大連國
際會議中心大劇院旁廣場燈
光騷。大連國際會議中心大
劇院是世界上施工難度最大
的建築之一，亞洲第一座全
金屬劇院，世界上唯一一個
從中空建起的劇院。夜間整座建
築會轉換顏色，加上每晚有場燈
光騷，燈光與噴水系統結合，形
成水在跳舞，吸引了不少市民和
旅客觀賞。

東方水城位於大連鑽石港灣
人民路延伸東港北部，達沃斯會
議中心東側，由國際知名的法國
A.R.C建築設計事務所設計，海昌
集團斥資 50億元人民幣投資建

設。東方水城以歐洲威尼斯水城
為參考藍本，結合自身所固有的
地域文化，將海水引入項目綿延4
公里的人工運河之中，保持“歐
洲水城精神”，其建築以新古典
主義歐式經典建築群為主，展現
威尼斯風情的一面，同時加入大
連人喜歡夜生活消遣的店舖，小
食、飲品、文創工藝，街頭表演
都有，成為年輕人蒲點。

遊遊““北方明珠北方明珠””大連大連

大連地處黃渤海之濱，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冬無嚴寒，夏無酷暑，

素有“ 北方明珠”、“浪漫之都”之稱，是中國北方沿海重要的經濟、

金融、貿易、港口、工業、旅遊城市。今次的東北遊，來到大連，吃盡海

鮮，並且現代與古代相交融，遊覽東方水城及日俄戰爭遺址，齊齊認識大

連這個城市的面貌。 文︰吳綺雯攝︰焯羚

現代現代與與古代古代交融交融

大連市，舊稱旅大市，別稱鯤城、濱城，舊名達爾尼、青泥窪，位於中國遼東半島南
端，東瀕黃海，西臨渤海，所以盛產海鮮，市內有很多海鮮店，大連酒樓、酒店餐

廳多以海鮮入饌等，你可以品嚐各種的海鮮，如鮮蝦、海參、螄蚶等。這兒的海鮮還輸送
香港的，證明其海產大有市場。來到大連不食海鮮是損失，有些港客便在上機前買海膽、
海參帶回香港。

“露天博物館”主要是“旅順口日俄戰爭遺址”的
東雞冠山北堡壘、戰壕、望台炮台和二龍山堡壘景點。
當年東雞冠山北堡壘是沙俄1898年3月侵佔旅順後，於
1900年1月修建的東部防線中一座重要的功守兼備的堡
壘，是日俄戰爭中雙方爭奪的重要戰場之一。

堡壘呈不規則的五角形由沙俄始建，採用混凝土和
鵝卵石灌製而成，外部覆蓋有2米厚的沙袋和泥土；內
部結構複雜，由指揮部、士兵宿舍、彈藥庫、暗堡、側
防暗堡、暗道、炮陣地、雷道、樓梯井等組成。堡壘周
長496米。堡壘四周挖有6米深、8米寬的護壘壕，壕
外山坡架設高壓電網。1904年日俄戰爭中，日軍為攻
此堡壘，曾傷亡900多人。

東雞冠山北堡壘有一個炮口洞，陽光照射下出現特
殊效果，是一個“摩登美女”的剪影，被當地人稱為
瑪格麗的頭像。為殘酷的戰爭帶來一份平和雅致，成為
一道風景。

而二龍山堡壘是清政府於甲午戰爭前，先後經歷了
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戰火。1894年在中日甲午
戰爭旅順保衛戰中，清軍統領姜桂題率4營兵力防守，
在此指揮清軍英勇抵抗日軍的侵略而青史留名。

1904年日俄戰爭中，俄軍將堡壘擴大面積至3萬平
方米，備50門炮，由沙俄一個加強營駐守，日、俄在
此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激烈戰鬥，並以日軍攻克該堡壘
而告終。

日俄戰爭遺址日俄戰爭遺址出出現現““摩登美女摩登美女””

大連市的歷史及藝術類博物館之一的旅順博物館位
在列寧街，館舍建築為文藝復興時期折衷主義風格，博
物館分為主館與分館，分館一層為通篇的《大連古代文
明》的三個展室，二層為《中國箸文化展》、《絲綢之
路文物展》。現有藏品六萬餘件，主要是大連、新疆文
物及著名的歷史藝術類文物，其中不少有極高的歷史文
化價值，分20個門類，分設鼻煙壺藝術陳列廳、琺瑯工
藝陳列廳、古代貨幣陳列廳、古代陶瓷陳列廳、木乃伊
陳列廳、新疆文物陳列廳、漆器工藝陳列廳、日本書畫
藝術陳列廳等20個陳列廳。

博物館前廣場上豎有中蘇友誼紀念塔，周圍種有大
量櫻花，塔基用花崗岩砌成，呈正方形，長寬各22米。
為雙重月台，周圍是石雕欄杆，四面階梯。在12角形塔
身下部，雕有高達1.2米的20個神態各異的中蘇兩國人
民群像。塔的尖端用雪花石雕刻一朵盛開的蓮花，托
中蘇友誼徽和一隻展翅欲飛的鴿子，象徵中蘇友誼
和兩國人民的團結，塔的周圍栽有78株四季常青的龍
柏。

旅順博物館賞歷史藝術文物

夜遊東方水城感受時尚大連

■■大連海產大連海產
豐富豐富

■■中蘇友誼塔中蘇友誼塔
■■旅順口風雲展覽館展出的戰爭用旅順口風雲展覽館展出的戰爭用
過的武器過的武器。。

■■旅順口風雲展覽圖旅順口風雲展覽圖

■■東雞冠山北堡壘東雞冠山北堡壘

■■側防堡壘側防堡壘的一個炮口的一個炮口
出現出現““摩登美女摩登美女””

■■旅順口日俄戰爭遺旅順口日俄戰爭遺
址址——東雞冠山北堡壘東雞冠山北堡壘

■■遊人遊覽東雞冠山北堡壘遊人遊覽東雞冠山北堡壘

■■戰壕戰壕

■■炮台炮台

■■旅順博物館內大鐘旅順博物館內大鐘
來自台灣來自台灣

■■旅順博物館入口旅順博物館入口

■■北堡壘紀念塔北堡壘紀念塔

■■東雞冠山側防堡壘東雞冠山側防堡壘

■■大連大劇院及燈光騷非常悅目大連大劇院及燈光騷非常悅目

■■大連東方水城是年輕人消遣的地方大連東方水城是年輕人消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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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婦女協會維州分會美華婦女協會維州分會（（OCAW)OCAW)
二十週年慶二十週年慶//四十餘人歡聚場面熱鬧溫馨四十餘人歡聚場面熱鬧溫馨

1228B04（陳惠青）美華婦女協會

【華府新聞日報訊】美華婦女協會維州分會
（OCAW),12/23週六，假座維州一家新開的中餐
館，舉行二十週年慶，包括歷任會長、會員及馬
州分會成員及幾位新朋友、等四十餘人歡聚同
樂，場面熱鬧溫馨。

年慶餐敍 ，由會長楊治華主持，前會長郭紅
及楊玉壇等人從旁協助，豐盛午餐，聖誕歌詠，
餘興摸彩，在全美組織中擔任通信副總裁的郭紅
則帶來禮物致贈出席餐會的歷任會長，由首屆會
長王美琪及現任會長楊治華等歷任會長合切蛋糕
祝賀二十週年慶，
更有令大家驚喜的
聖誕老公公的大駕
光臨，帶來高潮，
大 家 爭 相 合 影 留
念。

整個二十週年
慶，過程相當溫馨
愉快，僑界人士王
震華的太座王美琪
是該會首任會長，
當天他以家屬身份
出席，僑務顧問陳

惠青帶來僑委會的月曆也受到大家的喜愛與歡
迎。

美華婦女協會維州分會成立至今二十週年，
在歷任會長的苦心慹心経營下結合主流服務社
區，會務蒸蒸日上，今年更成功主辦了全美性會
議，展現了團隊團結合作精神，備受肯定。其輔
導促成的馬州分會會長ping Zhu 祝娉，也偕同數
位馬州分會成員與會同慶同樂。

美華婦女會維州分會會長楊治華服務電話
703–927-4415

兩岸時事論壇舉辦座談會兩岸時事論壇舉辦座談會 深入剖析台灣王炳忠事件深入剖析台灣王炳忠事件

1228B05兩岸時事論壇

【華府新聞日報訊】 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在馬裡蘭州洛城頂鮮中餐
廳舉辦研討會，就台灣新黨王炳忠、侯漢廷等
人遭到警調部門搜查和帶走事件展開討論。新
黨黨員、僑界人士謝啟宇應邀做了主題發言。
他說，王炳忠事件還沒有結束。民進黨政府還
會隔三差五、反反復復地威脅、打壓這些新黨
人士。

謝啟宇是應兩岸時事論壇之邀作主題發言
的。他說，我們把王炳忠等人遭到搜查和帶走
這件事稱為【1219綠色恐怖事件】。它的幕後
原因有三個，這就是調查局邀功、檢察官挾怨
報復、打壓反獨促統的行為。

謝啟宇說，在新黨初期興起之時，台灣調
查局內的風氣是很正的。局內百分之九十的人
反對李登輝的黑金政治，從業人員很多都是優
秀的、具有正義感的青年。那時司法部調查局
的局長都是【內升】的，也就是經歷了各種局
內崗位歷練的人才有可能升任局長。但是，蔡
英文當政後，荒腔走板，任用了一個毫無調查
工作經歷的人來當這個局長。你們說說，這個
局長能不效忠蔡英文嗎？

謝啟宇說，這裡還有檢察官挾怨報復的因
素。因為在周鴻旭案件中，王炳忠多次批評檢
察官辦案的瑕疵。周鴻旭被判【共諜】案，王
炳忠認識周鴻旭。以王炳忠的政治理念，結識
大陸的朋友太正常了。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這
次王炳忠被搜查和帶走，台灣調查部門說這是
周鴻旭案件的後續發展。在遭到搜查前的幾
天，王炳忠還在臉書上批評周鴻旭案件有什麼
不周密之初。這些都有可能招致檢察官的報
復。

謝啟宇說，王炳忠等人遭到搜查和帶走，
這是民進黨一系列打壓異己的行動之一。民進
黨已經宣布，1945 年至 1992 年期間，台灣就
是處於威權時期。這就是要把國民黨徹底打爬
下去，讓民進黨成為永續執政的力量。對於王
炳忠、侯漢廷等人敢於站出來，承認自己是中
國人，主張兩岸和平發展，民進黨相當恐懼。

謝啟宇說，大陸在不斷發展。而且現在資
訊是暢通的。面對大陸的經濟現狀，不少台灣
人認為去大陸發展何嘗不是一種選擇。而這一
點恰恰是新黨一貫的主張。新黨的這一主張一
開始在台灣並不是主流。然而，情況變了。大
陸歡迎台灣青年去那裡學習、就業和謀求發
展，對於那些到大陸的台灣青年以很好的待
遇。新黨支持大陸的這一政策，要在上海建立
一個服務處，為願意到大陸發展的台灣青年
人、商人提供服務。這又惹怒了民進黨。

謝 啟 宇 說 ，
【1219綠色恐怖事
件】是民進黨當局
使用【組織犯罪條
例】打壓反獨促統
的一次無恥勾當。
台灣法律規定，證
人 是 要 被 請 到 場
的，而且還要發給
六百元費用。王炳
忠、侯漢廷等人被
搜查和帶走，根本
不是這樣的。到王
炳忠那裡的十來個
警調人員手持【三
票一書】。這就是
傳票、搜索票和拘
押票，還有證人通
知書。由此可見民
進黨政府辦案之粗
糙。這些都說明，
當局已經把王炳忠
當 作 犯 罪 嫌 疑 人
了。還有，要王炳
忠去當證人，時間
是 當 天 上 午 八 點
半。怎麼早晨六點
半就去人家家門口
按鈴呢？傳喚犯罪嫌疑人，如果沒有證據，必
須在24小時之內放人。但是，傳喚證人就不
在此列。就看民進黨這些劣跡，憑什麼說台灣
還有民主？但是，台灣人集體智商低落，到現
在還相信台灣有民主，還在相信司法是正義的
最後一道防線。這裡，本人要告訴大家，司法
就是為政治服務的。

謝啟宇說，民進黨當局說王炳忠等人洩
密。台灣的王定宇、陳其邁公開說調查部門已
經註意王炳忠一年多時間了。請問，這個機密
是誰洩露的。你王定宇怎麼能知道檢調部門跟
蹤王炳忠一年多了，這是不是有關部門透露給
你的。如此洩密，該不該法辦？

謝啟宇說，民進黨搜查和帶走王炳忠等
人，意在警告他們幾位不要亂講。目的是要製
造寒蟬效應，封住台灣島內認同自己是中國
人、主張兩岸和平發展的這一群體的嘴。這對
兩岸關係是有影響的。對台灣所宣揚的民主自
由是有殺傷力的。新黨在為台灣的年青人鋪
路，民進黨不爽了。 【1219綠色恐怖事件】
在大陸也引起強烈反映。如果大陸在民眾情緒

上開始與台灣對立，這對民進黨的選票是有幫
助的。

謝啟宇說，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就是要
不畏強權，繼續發聲。我們就是要把理念帶到
民眾，把服務擴大到民間。

謝啟宇發言之後，與會者各抒己見。吳惠
秋說，如果大家都能像謝啟宇先生這樣，那就
會有更大更多的正能量。王炳忠等人被搜查，
這是蔡英文推動台獨在行動上的具體部署。蔡
英文這個人是有【堅持】的。她覺得【成事不
必在我】。她要把台獨的部署做好，她下台後
繼續有人來做。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給
予粉碎。

馬希平說，在未來的選舉中，泛藍陣營要
團結一致，不能讓民進黨漁翁得利。

黃裕鈞說，選誰不選誰，不要看政黨，而
要看他的政策主張。要選那些理念相同的人。

馬誠說，馬英九在執政期間，不承認自己
是中國人。這丟盡了我們馬家人的臉。現在，
他面臨司法糾纏的時候，又忽然成人自己是中
國人了。這是典型的投機行為。新黨王炳忠、

侯漢廷等人這次表現的非常好。面對高壓，坦
然自若，無所畏懼。真是好樣的。台灣的未來
就在他們身上。

郭能華說，一個政黨有沒有希望，主要看
它的青年構成，看它的新鮮血液。王炳忠、侯
漢廷等人都是新黨的年青人，都是促進中國統
一的力量。我們必須正告台灣當局，中華民族
的偉大復興和最終統一不是一句空話。

蔡德樑說，美國支持台灣，主要是因為台
灣有民主，有人權。這次王炳忠事件，對台灣
的民主和人權有著極大的灼傷。美國再要支持
台灣，還能拿這一點當理由嗎？民進黨的這種
行為對美台關係產生了毀壞效應。

兩岸時事論壇社長潘玲榮在最後的總結時
說，今天我們對王炳忠事件進行了深入的剖
析，看清了民進黨利用這次事件破壞兩岸關係
的本質，同時呼籲台灣民進黨政府停止對支持
兩岸統一的任何個人和團體進行政治迫害。

﹝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社供稿﹞

兩岸時事論壇舉辦座談會兩岸時事論壇舉辦座談會 深入剖析台灣王炳忠事件深入剖析台灣王炳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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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黃金廣場」 的
「津津有味」 （ 原 「小瀋陽」 舊址）開出滿堂

彩，週一中午，全店客滿，因為中國城再也找不出
第二家，像他們這麼 「平價」 ，平均六塊錢一道
菜，道道菜都是 「極品」，吃的大夥人仰馬翻，
意猶未盡。景況更勝當年 「小瀋陽 」 時代。

「津津有味」 的菜色強調純正、美味、健康
，該店東主劉汝成先生在廚房親自掌舵，嚴格控制
師傅們每一道出爐的菜，因此 「津津有味」 端出
來的每道菜亦如其名，無論是小炒或麵食，總會令
人驚艷不已，而大塊朵頤。

「津津有味」 的特色招牌菜包括： 特色烤
魚、八珍豆腐、黑蒜子牛肉粒、冰糖肘子、麻婆茄
子龍、麻辣香鍋、尖椒肥腸、乾扁尤魚絲、鹹蛋黃
焗南瓜- ---- 道道菜無論賣相和滋味皆可圈可點
，令人吃來齒頰留香。而且他們極懂食材與調味，
火候的奇妙組合，更相得益彰。如 「鹹蛋黃焗南
瓜」，南瓜是糖尿病患者之寶，一般人只知蒸煮，
而它們配以鹹蛋黃去焗，果然大受各界歡迎，無論
口感或食物的營養都是一流！還有尖椒肥腸更是該
店的 「特色 」 之一，因為這些肥腸都是經過高壓

洗滌，不留一絲肥油，再

加上尖椒的搭配，更加鮮香可口。
「津津有味」的劉老闆，從過去在Katy 開設

「Cafe Asia 」 的經驗，視顧客如親人，為了慶祝
在中國城黃金廣場新張，特舉辦新開業酬賓，凡顧
客消費滿三十元者，送鹵鳳爪壹份； 凡消費滿四
十元者，送皮凍壹份； 凡消費滿五十元者，送孜
然雞架或肝尖壹份；凡消費滿六十元者，送鹹蛋黃
焗南瓜一份。同時，週末還推出特價乾鍋鴨頭，每
份才8.99 元，讓大家吃的盡興，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特價午餐
，從週一至週五，每天上午十點半至下午三點，三
十道名菜饗客，除了紅燒吳郭魚，豆瓣吳郭魚、蔥
爆牛、椒鹽蝦四道菜是$6.99 外，其它菜色一律
5.99 元，如尖椒肉絲、左宗雞、尖椒肥腸、火爆腰
花、溜肝尖、香辣魚片、魚香茄子、乾煸四季豆等
二十多道菜，吃的人不異樂乎。而他們的紅燒吳郭
魚更值得一提，無論中午，晚上，大大的一大盤，
才6.99 元，實在是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每週七天營業，從上午十時至
晚間九時半，該店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 15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95- 9982

純正美味健康純正美味健康 地道家鄉美味地道家鄉美味
「「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令人驚艷令人驚艷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原原 「「 小瀋陽小瀋陽 」」 舊址的舊址的，，新開張餐館新開張餐館 「「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從從 「「 跌打足療中心跌打足療中心 」」 到到 「「 王朝珍珠古董王朝珍珠古董 」」
羅榮華讓您活得內外交融，盡享美好人生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羅榮華
醫師在休士頓是一位家喻戶曉的 「救
星 」 級人物！不論年輕人，老人家
閃了腰，跌傷了腳，第一個想到的就
是羅榮華醫生，而非骨科大夫！這除
了證明中國數千年醫術有其獨到之處
，羅醫師個人 「濟世救人」的信條，
更是他在休士頓行醫八年（2009 年開
業至今），他廢寢忘食，將中醫外科
的絕技發揚光大的有力佐證！

最近，羅醫生在中國城的中心
點---- 「王朝商場」 一樓，開設了
一家 「王朝珍珠古董」，這又是雅愛
藝術的羅醫師另一大貢獻，該店標榜

了-- -- 送給情人、愛人、親人、父
母親大人，最實際的禮物就是珍珠！
一顆顆閃亮圓潤的珍珠，令人賞心悅
目，內外交融。一串串做工精美，設
計獨特的珍珠項鍊，令您立即出落的
有如仙女下凡，清新尊貴！

戴上它！記住你！
「王朝珍珠古董」 才開幕二個多

月，羅醫生各地的知交，好友都來捧
場，不僅買到外面買不到的好價錢，
每個拿到珍珠項鍊的人，都驚喜異常
，樂開懷。而這又是名醫另外一個目
的---- 讓您活得內外交融，身心俱
美！別看這一串串珍珠，它不僅美得

賞心悅目，更使每個拿到它，戴上它
的人，心情愉悅，也具很好的身心療
癒作用， 「王朝珍珠古董」 讓您活
得內外交融，盡享美好人生。

過完了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元旦
，農曆新年即將來臨。 「王朝珍珠
古董 」 是您今年聖誕節、新年購物
的首選，包準讓您的禮物受歡迎，令
獲贈者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王
朝珍珠古董」 的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28 , Houston TX 77036 , 電話
：（713） 981- 8881

圖為圖為 「「 王朝珍珠古董王朝珍珠古董 」」 負責人羅榮華攝於該店負責人羅榮華攝於該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巿名醫劉明
昇於日前返休探視
親友，好友聽聞，
紛紛與他相約餐敘
。餐桌上劉醫生健
談如昔，提起當年
在休市中國城行醫
，被非裔持槍打劫
並受重傷的往事，
仍歷歷在目。劉醫
師不似一般醫生道

貌岸然，
暇時，仍
會唱卡拉
0K， 歌
藝一流。
還為了幫
助朋友，
替他開餐
館 -- 「
兄弟飯店
」，劉醫
師 是 於
2013 年
受聘於美
國國防部

，前後派駐德州El
Paso ,夏威夷 Ho-
nolulu 及華盛頓州
西雅圖等陸空聯合
基地醫院，擔任醫
學審查委員會醫師
。現定居西雅圖。
談起休市中國城的
治安，劉醫師說西
雅圖幾乎見不到非
裔，西裔，但當地
房價高，普通一棟
二 房 的 Condo, 要
價在 60 萬至 80 萬
之間，令休巿人聽
了咂舌不已。圖（
一 ） 為劉醫生與
其夫人Sharon 及幼
子合影。圖（ 二）
為 劉 醫 生 全 家 （
中 ） 與休巿好友
（ 左起 ） 程美華
、湯為藩夫婦、陳
德新，本報記者秦
鴻鈞、梅路村合影
。

( 休 士 頓/秦 鴻 鈞 報 導)
2017年四月份以來，中國國內
國際市場出現諸多新熱點，如
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加速、房
地產重拾急升之勢、外匯儲備
猛增，股市急升、振幅加大，
國際石油、金銀、銅鋅等產品
價格或期貨價格保快速升幅，
世界主要股市屢創近幾年新高
等。人民幣升值有利有弊，總
體而言利大於弊；但升值預期
、預期波動及其引發的熱錢流
竄。 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的影
響，主要表現在消費、身價、
貿易和金融穩定等方面。在消
費方面，人民幣升值直接增強
了中國的購買力，中國居民旅
遊、購物的人數和人均消費額
均有望增加。儘管人民幣升值
削弱了中國的商品出口的競爭
力，但同時亦會促進世界各地
輸入中國的貿易。升值預期與
預 期 波 動 宜 引 起 關 注 回 顧
2017這一年，人民幣匯率呈穩
中有進趨勢。面對年初市場普
遍看跌的聲音，人民幣打了個
漂亮的翻身仗。 12 月 29 日，
201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中國

官方公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
間價較前一交易日上調 70 個
基點，定格在 6.5342，創下 9
月 12 日以來的逾三個月新高
。據 Wind 資訊數據顯示，全
年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較去年
末的6.9370大幅調升4028個基
點，漲幅達5.8%。而在今年年
初，市場上不少人看跌人民幣
預期，有人認為匯率會輕鬆跌
破7，甚至還有人預計會貶到
8塊多。對於留學生來說，匯
率對他們的影響頗大。如果聽
信年初看跌人民幣而換了美元
，可能就損失大了。舉例來看
， 換 3 萬 美 元 ， 按 照 現 在
6.5342 的匯率，需要人民幣
196026元，而若在年初換，按
照6.9498的匯率，則需要人民
幣208494元，多花12468元。

而本週 25 日聖誕節當天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調升
138 個基點，創三個月來新高
，在岸、離岸人民幣兌美元也
紛紛大漲。中國金融期貨交易
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
認為，近期人民幣大漲是受美
元指數走弱影響。外匯專家韓

會師表示，從交易的角度來說
，人民幣大漲是“假期效應+
年底效應”導致的。假期效應
是指離岸市場聖誕休假，市場
流動性較差，此時很小成交量
就能導致市場價格巨震。正因
為成交量低，行情易被扭轉，
美元下跌刺激了部分投資者的
購匯意願，反彈就會比較快。

“美國通過稅改，再
加上美聯儲加息，市場普遍覺
得對美元有提振，但是大家發
現效果並不明顯，就對美元後
市的走強持懷疑態度了。另外
，機構投資者年底十分謹慎，
不願意持有美元頭寸，這也是
人民幣快速拉升的因素之一。
”韓會師說。趙慶明預計，明
年美元還會繼續下跌，因此人
民幣存在上漲空間，預測在
6.2-6.7 之間。韓會師則表示
，明年可能不會像今年這麼升
值，預計維持在一個相對比較
寬的區間，即 6.5-6.7 之間，
再大一點可達 6.4- 6.8 之間。
要看外圍市場如何波動，若美
元明年很強，人民幣波動區間
會大一些。

2018年人民幣存在上漲空間機構和投資者需要謹慎
名醫劉明昇返休度假
與多年好友歡喜團聚

圖文： 秦鴻鈞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1月份會員通告
(本報訊) I. 2018年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即

1 月 13 日、二月份改在2 月 17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要
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心108 室辦理。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
動、只限會員參加。有意願參加本會活動請於以上日期申請成為
會員。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II. iPad、iPhone班 ：本會的iPad、iPhone班備有不同學習的
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两次, 每次兩小時。

iPad和iPhone基礎入門班: 將於1/3開班到2/2。每週三和週
五上午9:30 至11:30在僑教中心104室上課。課程為 逐步引導你
認識裝置的基本功能、如何操控裝置、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讓
裝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使用你的iPad和iPhone。每班
人數有限, 先到先得。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102室向徐先
生繳費報名。

III. 免費身體健康檢查: 1月25日星期四、上午九點半到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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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和膽固醇。當天早上請空腹作
以上的檢查。

IV. 旅遊專欄: 2018 年 1
月 20 日 星期六、一日遊。
將於 1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十
點到十二
點半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請 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
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 午
餐、小費、瓶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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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僑教中心後停車場登記上車。8:00準時出發、過時
不候。下午6:30 回到僑教中心。

參觀位於奧斯汀的德州紀念博物館。博物館內分有四个不同
的主題。一樓, 地質與古生物學: 展示144-66百萬年前, 恐龍化石
的收集, 蜥腳類動物, 化石動物和植物…, 還有來自北美其他地區

的幾個標本。二樓大廳展出包括有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科
學家在德州
西部發現Quetzalcoatlus northropi的飛行爬行動物36英尺的骨架
。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飛行動物之一。德州前立法委員的
EM Barron上校（1903-1969）在世界各地所收集的140件標本。
還有自然世界的寶藏。各種罕見的標本，具有詳細特徵的化石，
罕見的寶石。三樓, 德州野生動物館, 德州的淡水魚,各種植物和
動物。四樓,生物多樣性館等。

參觀19世紀雕塑家伊麗莎白·內伊博物館是一幢古典的建築
物。其所創建的工作室, 收藏了這位傑出女性展她的生活作品和
肖像收藏。

圖圖（（ 一一 ））

圖圖（（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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