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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女性獲沙特女性獲““新權新權””
不用再和男性分開用餐不用再和男性分開用餐

沙特阿拉伯胡拜爾沙特阿拉伯胡拜爾，，沙特民眾在餐廳用餐沙特民眾在餐廳用餐。。近年來近年來，，沙特逐漸沙特逐漸““解解
綁綁””了壹系列針對女性的限制了壹系列針對女性的限制。。繼獲準從軍繼獲準從軍、、入場看球賽以及被解除旅入場看球賽以及被解除旅
行限制後行限制後，，沙特女性又將獲得壹項沙特女性又將獲得壹項““新權新權””———不用在餐廳和男性分開—不用在餐廳和男性分開
就餐就餐。。

索馬裏首都壹酒店警察與武裝分子交火索馬裏首都壹酒店警察與武裝分子交火
窗前布滿彈孔窗前布滿彈孔

意大利羅馬壹個古老的地下大教堂意大利羅馬壹個古老的地下大教堂
““整容整容””後對外開放後對外開放

經修復的教堂終於得以被經修復的教堂終於得以被
呈現在世人面前呈現在世人面前。。這座建築建這座建築建
於公元於公元11世紀世紀，，位於通往古羅位於通往古羅
馬 的 門 戶 馬 喬 裏 港馬 的 門 戶 馬 喬 裏 港 (Porta(Porta
Maggiore)Maggiore)附近附近。。它最初的用它最初的用
途是壹個謎途是壹個謎。。19171917年年，，人們人們
在挖掘附近的鐵路線時發現了在挖掘附近的鐵路線時發現了
它它。。它的布局被認為是羅馬已它的布局被認為是羅馬已
知的知的、、最早的著名的大教堂布最早的著名的大教堂布
局的建築實例局的建築實例。。在瑞士基金會在瑞士基金會
EvergeteEvergete的資助下的資助下，，這個地下這個地下
大教堂得以修復大教堂得以修復。。據報道據報道，，在在
這次修復工作中這次修復工作中，，工作人員修工作人員修
復了左側教堂中殿的整個北墻復了左側教堂中殿的整個北墻
。。遊客可於每月第二個遊客可於每月第二個、、第三第三
個和第四個星期日預訂參觀地個和第四個星期日預訂參觀地
下大教堂下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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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收窄非回暖信號
明年車企要做好“過冬”準備

近日，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以下簡稱

“中汽協”)公布了11月全國汽車產銷數

據。數據顯示，11月，我國汽車銷量

245.7 萬輛，同比下降3.6%，環比增長

7.6%。其中乘用車11月份銷量為205.7萬

輛，同比下降5.4%，環比增長6.7%。

“盡管從數據上來看，11月的銷量降

幅有所收窄，但是這並非是車市的回暖信

號。”中汽協會副秘書長陳士華強調，“降

幅收窄主要是因為零部件商對國六標準零件

供應充足，車企的生產節奏加快。因此各方

對於未來車市的前景不要過於樂觀。”

今年 1-11 月，中國汽車累計銷量

2311萬輛，同比下降9.1%。其中乘用車

累計銷量1923.1萬輛，同比下滑超兩位

數，達到10.5%。

盡管2019年車市負增長已成定局，

但今年車市究竟會以怎樣的形式收官，

明年車市走勢又將如何，車企應該對此

進行怎樣的布局和規劃？針對這些車企

和消費者關註的問題，記者近日采訪了

行業內的多名專家和學者。

撥開銷量“5連跌”的陰霾
新能源車市場機遇仍大於挑戰
已經連續4個月銷量負增長的新能

源汽車仍未走出陰霾。根據中汽協公布

的數據顯示，11月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

為9.5萬輛，環比增長27.1%，同比下降

43.7%，同比銷量創造“5連跌”。

作為未來汽車產業的發展方向和主要發

力市場，新能源汽車曾經以“火車頭”的角色

強勁拉動整體汽車市場向上增長。但如今，新

能源汽車的跌幅壹次比壹次大。截至目前，新

能源乘用車市場的跌幅已經逼近50%。

從細分市場來看，11月純電動車銷量為

6.6萬輛，同比下滑36%。其中A00級純電動

車市場成為11月純電動車市場銷量下滑的

“元兇”。11月A00級市場進壹步萎縮，同比

下滑幅度達到70%。在去年同期，A00級純電

動車市場的銷量卻是同比增長的。

“目前，在限購城市，由於消費者拿

不到牌照，因此導致新能源需求進壹步放

緩。而在三四線城市，人們對於新能源汽車

的認識和接受程度不高，新車需求也相對低

迷。”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

東樹分析稱，盡管越來越多的車企開始發力

純電動車市場，但目前的效果並不理想。

與此同時，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和燃

料電池汽車的銷量同樣不盡如人意。“相

較於純電動車而言，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

和燃料電池汽車處於市場發展的次要地位

。尤其是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價格偏高，

讓很多消費者望而卻步。”汽車行業分析

師劉誌超表示，目前車企仍無法有效應對

補貼退坡帶來的成本變化。此外，目前符

合國六排放標準的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型較

少，且二手新能源汽車市場的“低價沖擊

”也對新車的銷售造成了影響。據他分析

，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在補貼退坡後的調

整期仍將持續壹段時間。

事實上，上述場景也讓車企和消費者

對於新能源汽車的前景出現了壹些懷疑。

中汽協此前下調了2019年新能源汽車銷量

預期，由起初的160萬輛下降至150萬輛

。然而從目前市場表現來看，年銷150萬

輛也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盡管新能源汽車市場陰霾重重，但是

行業內的專家學者仍對其未來的發展前景充

滿信心。尼爾森汽車事業部《2019年新能源

市場及汽車需求研究報告》指出，由於補貼

退坡，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購買意向回落至

與2017年相當。但市場仍有較大增量，

“後補貼時代企業機會與挑戰並存”。

汽車行業分析師曹鶴直言：“雖說

我國新能源汽車市場正在經歷調整期，

但業內仍應該對這壹市場持有高度的信

心，新能源代表了未來汽車產業的發展

方向，且電動化在‘新四化’中位居首

要位置，這壹趨勢是不可逆的。”

12月3日，工信部發布了《新能源汽車

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征求意見稿)(

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闡述了中國新

能源汽車下壹階段的發展趨勢、總體部署、

戰略規劃等內容。征求意見稿指出，力爭經

過15年持續努力，我國新能源汽車核心技

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到2025年，新能源

汽車新車銷量占比達到25%左右。

崔東樹表示，征求意見稿預測的數

據意味著，2025年我國新能源汽車年銷

量將達到700萬輛的規模，“可見新能

源汽車市場擁有非常大的增長潛力”。

中信證券分析師徐舟持同樣的觀點，

他表示，征求意見稿在頂層設計層面為中

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發展定下了基調。據

他分析，即使新能源汽車在生產、銷售端

的補貼在逐步退出，但在使用環節大概率

會出現新的政策給予支持，包括基礎設施

完善、重點技術上的研發等。“這將大幅

調動消費者的購車積極性，從而助力新能

源汽車銷量提升，逐漸走出陰霾。”

“寒冬”過後是春天 消費變化孕育
新動能

前瞻產業研究院分析指出，2019年是汽

車行業接受“大考”的壹年。全球車市寒冬中

，車企不得不迎接新壹輪洗牌，無論是傳統車

企還是新造車勢力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

自2018年開始，全球範圍內已有多

家汽車制造商陸續宣布裁員。據彭博社

預計，未來幾年，全球各大主要汽車制

造商將裁減超過8萬個工作崗位。

“從外部環境上來看，從2018年至今

，飽受周期性因素及國際貿易形勢影響，汽

車市場需求明顯放緩，即便傳統巨頭也在艱

難前行。在行業內部，電動化的趨勢也在不

斷顛覆汽車市場，這樣的變革也在加劇崗位

數量的變化。”徐舟分析說。

裁員大潮的背後則是汽車銷量的下滑

。面對全球汽車市場下行，大部分制造商不

得不選擇全面收縮、或是部分市場裁撤生產

線，以減少成本損失，挽回部分利潤。

陳世華表示，雖然消費者已對國六

排放標準的認識增強，但是在經濟增長

放緩的大環境下，消費者欲望尚不夠充

足。“預估明年汽車產業仍會處於深度

調整期，依然會面臨較大壓力。”

不過，明年車市並不是泰坦尼克號面前

那令人絕望的“冰山”。在消費升級和汽車

技術革新的影響下，新的消費人群已經浮出

水面，新的消費動能也正在被孕育。

乘聯會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

25歲-55歲的青年、中年是汽車市場中的

主要購車群體。而80後及90後人群的比

例正在顯著提升。與此同時，女性用戶

的購車比例也在逐步提高。

“2002年夏利的出現，將乘用車引入了

家庭。2009年以來，私家車出現普及化浪潮

，因此近年增換購的比例逐年提升。預計明

年二次購車群體比例會進壹步擴大，將接近

首次購買汽車群體數量。”崔東樹說。

這樣的變化意味著購車人群將不再

是對汽車壹無所知的“小白”。他們對

選車購車有著自己的要求和標準，車企

在進行營銷和銷售過程中，要適當改變

策略，適應新的市場需求。

他提醒稱，目前中國中產階層人數已

突破1.09億人，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中產

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進入中產階層的

汽車消費不僅重視功能性，更關註情感、

品位、品質，並且願意為其支付溢價，對

汽車行業消費起到引領作用。”

這樣的趨勢變化無疑印證了“品牌

向上”和“品質向上”的重要性。“未

來，入門級車受到波動影響的可能性，

而中高端車消費群體的粘性和忠誠度會

進壹步提升，這將會加速車企品牌高端

化的步伐。”劉誌超說。

與此同時，近年來在“雙11”“雙12”等

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消費者的消費熱情很高

，車企恰逢其時制訂的營銷活動也收到了壹

定的效果。劉誌超提醒說，車企在維護好傳

統4S店銷售渠道的同時，應加強電商渠道

的建設和導流工作，“未來電商售車或將成

為新的‘淘金點’”。

銷量突圍戰背後的“過冬秘訣” 打
造體系能力才是王道

12月9日，中國社科院2020年《經

濟藍皮書》發布。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

濟學家祝寶良說，現在中國每100戶家

庭有33輛汽車，城鎮居民的家庭汽車保

留量是40%，農村大概是24%。這壹數據

表明，未來汽車市場仍有壹定的潛力。

事實上，為了順利度過車市寒冬，粘

合現有客源，並進壹步吸引潛在用戶，汽

車企業早已經制定了壹系列戰略布局。在

等待汽車市場整體環境回暖的同時，汽車

企業的突圍戰也已經悄然打響。

“我認為未來中國汽車消費市場潛力

仍然很大，不過中國消費者也愈發理性和成

熟。汽車增換購的整體占比將會進壹步提升

，消費者購買力將升級。”壹汽豐田汽車銷

售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水谷雅史告訴記者

，在消費者購車標準日益提升的情況下，壹

汽豐田加快了TNGA架構落地，豐富TNGA

架構產品序列。在造型、動力、操控和安全

四方面進行了升級提升，並進壹步關註消費

者在售後服務方面的感受和體驗。

長安馬自達則專註於在產品和品牌領

域深耕。長安馬自達汽車有限公司市場銷

售副總裁兼銷售分公司總經理及川尚人表

示，明年汽車市場銷量情況撲朔迷離。只

有推出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產品，並進行與

品牌調性相契合的營銷，才能讓消費者認

同汽車品牌。“未來，我們將通過行動，

建立馬自達品牌的獨特性。”

而在奇瑞捷豹路虎常務副總裁陳雪峰

看來，車市寒冬不會持續太久。“作為壹

個比較成熟的產業，在政策和經濟沒有急

劇變化的情況下，汽車產業不應該發生斷

崖式的下滑。我們認為應該是外部原因導

致整個汽車市場的終端客戶購買意願急劇

的停滯或者是延後，而壹段時間後，這種

購買意願就會逐漸回歸。”

他表示，在市場回暖的前期，奇瑞

捷豹路虎要把企業的“智造”體系進壹

步升級，產品品質進壹步提升，以更有

競爭力的產品去滿足消費者。

“明年奇瑞捷豹路虎的戰略是‘快

慢結合’，我們要在產品升級、技術導

入、服務提升方面快壹點，在市場占有

、銷量追求方面慢壹點，切莫心急，要

有足夠的耐心。”陳雪峰說。

事實上，壹汽豐田、長安馬自達和奇

瑞捷豹路虎只是車企銷量突圍戰中的壹個縮

影。目前車企都意識到，只有打造過硬的體

系能力，才能支撐銷量不斷增長。

“與歷年相比，今年乘用車銷量態

勢確實不容樂觀，但明年或仍將持續下

行態勢。車企們唯有進壹步提升自身產

品質量，節約體系運營成本，才能增加

‘過冬’籌碼。”徐舟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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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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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
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
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
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韓國回防高雄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12/16/2019 -12/22/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6 17 18 19 20 21 22-Dec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2/12/2019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體育報導 (直播) 城市一加一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36~41集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1~2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加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36~4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1~2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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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二       2019年12月17日       Tuesday, December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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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休斯敦國際董
事會於 12 月 12 日中午在國際區會議室召開月
會，會議由國際區李蔚華區長主持，董事會全
體成員出席。

會議批准會議批准20192019年年1010月月2424日舉行的會議記日舉行的會議記
錄錄；；接受檢查員報告和決定建議書以進行有關接受檢查員報告和決定建議書以進行有關
補充的公共聽證補充的公共聽證；；接收並考慮簿記員報告並批接收並考慮簿記員報告並批
准區域發票的付款准區域發票的付款；；接收環境與城市設計接收環境與城市設計//社社
區發展的更新和建議區發展的更新和建議；；考慮沿著考慮沿著 S.Dairy AshS.Dairy Ash--
fordford修剪樹木的工作順序修剪樹木的工作順序；；考慮更換水錶箱的考慮更換水錶箱的
建議建議；；接受並考慮對接受並考慮對Thomas TranThomas Tran在環球購物在環球購物
中心建立的中心建立的Art MuralArt Mural的支持的支持；；接收公共安全委接收公共安全委
員會的最新消息員會的最新消息；；接收國際貿易經濟發展委員接收國際貿易經濟發展委員
會的最新消息會的最新消息；；考慮增加董事會人數的決議考慮增加董事會人數的決議；；
接收執行主任的報告接收執行主任的報告，，以支持各項舉措和實施以支持各項舉措和實施
的的《《服務計劃服務計劃》。》。

公共安全委員會發來的國際區公共安全委員會發來的國際區1111月份的犯月份的犯
罪記錄報告罪記錄報告，，引起了全體董事會成員的注意和引起了全體董事會成員的注意和
警惕警惕，，為國際區的安全敲響警鐘為國際區的安全敲響警鐘。。

1111月份月份，，在國際區內發生了在國際區內發生了44起謀殺案起謀殺案，，
比上個月增加了比上個月增加了300300%%。。公寓大樓發生公寓大樓發生33起事件起事件
，，商業場所發生商業場所發生11起事件起事件。。

1111月份月份，，在國際區發生了在國際區發生了55起性侵犯事件起性侵犯事件
，，比上個月增加了比上個月增加了400400％％。。這些事件涉及未知這些事件涉及未知

的嫌疑人的嫌疑人，，目前沒有跡象表明有連續嫌疑犯目前沒有跡象表明有連續嫌疑犯。。
公寓發生公寓發生22起事件起事件，，住宅發生住宅發生11起起，，其它地方其它地方22
起起。。

1111月份月份，，在國際區發生了在國際區發生了3333起嚴重襲擊事起嚴重襲擊事
件件，，與上個月相比與上個月相比，，下降了下降了1717..55％％。。在這在這3333起起
事件中事件中，，有有 1212 起事件涉及家庭暴力起事件涉及家庭暴力，，其中其中 1414
起發生在公寓起發生在公寓，，而而1414起發生在商業物業起發生在商業物業。。

1111月份月份，，國際區發生了國際區發生了3636起搶劫案起搶劫案，，這比這比
前一個月增加了前一個月增加了2020％％。。商業物業發生了商業物業發生了2525起事起事
件件，，公寓發生公寓發生99起事件起事件。。白班劫案白班劫案88起起，，夜班夜班
劫案劫案99起起。。

1111月份月份，，在國際區報告了在國際區報告了7373起汽車盜竊事起汽車盜竊事
件件，，比上個月增加比上個月增加 33..99％％。。商業物業盜竊有商業物業盜竊有 4444
個個。。幾乎所有汽車盜竊事件都顯示在汽車中暴幾乎所有汽車盜竊事件都顯示在汽車中暴
露物品和露物品和//或未鎖門或未鎖門。。

1111月份月份，，在國際區有在國際區有2424起商業盜竊案的報起商業盜竊案的報
告告。。大多數入室盜竊發生在周三大多數入室盜竊發生在周三//週四週四（（77次次））
和星期一和星期一（（55次次）。）。最活躍的街道位於百利大最活躍的街道位於百利大
道道（（1010次次），），其次是比松內特其次是比松內特（（77次次）。）。

1111月份月份，，在國際區有在國際區有2121起發生在居住家庭起發生在居住家庭
的盜竊報告的盜竊報告，，比上個月增加比上個月增加1919..22％％。。大多數入大多數入
室盜竊發生在星期三室盜竊發生在星期三（（77，，星期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四和
星期五星期五（（33次次）。）。

休斯敦國際區召開董事會議休斯敦國際區召開董事會議 國際區國際區
犯罪記錄增加犯罪記錄增加 為國際區安全敲響警鐘為國際區安全敲響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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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分行遍佈休士頓
，達拉斯、內華達、洛杉磯地區的恆豐銀
行，於上周六晚間在蓋勒利亞區的Royal
Sonesta Hotel 舉行一年一度的盛大聖誕晚
會。共有休士頓及全美各分行代表近600
人與會。

恆豐銀行總經理張永男首先在晚宴上
致詞，介紹與會中外嘉賓，並介紹董事長
吳文龍出場致詞。吳董事長首先感謝所有
員工一年來的賣力工作，使銀行年收入增
加，稅前收入達三千五百三十萬元，股東
的股息為$2，員工獎金更高達11週的薪水
。吳董事長也報告了近三個分行的進度，

包括恆豐
銀行百佳
超市分行
，於今年
11 月 18 日
開幕，而
內華達州
的 Hen-
derson 分
行，也在
今年十二
月初開幕
，至此，
恆豐銀行
的營業網
點也上升
為20家，
分別在德
州，加州

，以及內華達州為廣大華裔民眾提供金融
服務。經過多方的市場考察，恆豐銀行預
計明年在加州至少再開一家。同時，本著
更多更好的服務於華裔社區，與創業者攜
手同行的原則，在未來，恆豐銀行將一如
既往的堅持這一原則，以期在大環境變化
的情況下，始終保持穩步發展，持續增長
的趨勢。

吳文龍董事長也在晚會上頒獎給工作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及三十年的傑出員
工。分別十年的：Zhang Sarah Yue Ming ,
Mei Sharon Hong , 她們皆為資深 teller,
Gou Amy G.H.(Harwin 分行經理，及副總裁

），Bailey Michael R (助理副總裁/ Compli-
ance / CRA )。十五年：為Huerta Leticia G.
(Internal Audit, 副總裁），NG Queenie K. (
副總裁/ Credit Manager )，Pai Jessica Min
Fen ( 資深貸款部助理）， 二十年： Kang
Teresa C. ( Sr. Receptionist ), Luong Hai Thi
(BSA 分析師 ），Ho Christine Su Er (AVP/
New Account Supervisor ), Chin T Jitera D.
(VP / Asst Bookkeeping Manager ), Michael
D. Klobosits ( SVP/ Internal Audit Manager )
；以及三十年： Hao Jennifer W. (SVP/
Closing Manager )等人。

當天並頒發每一位員工高達11週薪水
的獎金，由每一部門的主管代表上台領獎
。

晚會上並舉行員工表演才藝表演，從
Main Office 的快閃歌唱開場，一晚上共表
演九個節目。由恆豐銀行的全體董事擔任
裁判，結果，共選出前三名 「表演獎」 ：
第一名：恆豐銀行的服裝表演（Fashion
Show ), 第二名為 First Colony (Joywish You
), 第三名為Main Office 表演的快閃歌。節
目熱閙精彩，為晚會不斷製造高潮。

最受歡迎的莫過於抽獎節目。會場共
抽出116個獎項，其中最大獎$888.88元，
由幸運者 「International LIC Department 」
的Jade Wang抽中。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也
於當天晚間八時許趕至現場，陳處長登台
向在場的六百位來賓，熱情的致以佳節的
問候，及向恆豐銀行的業務致以誠摯的祝
福。

恆豐銀行聖誕晚會恆豐銀行聖誕晚會，，上周六晚盛大舉行上周六晚盛大舉行
包括達拉斯包括達拉斯、、內華達內華達、、加州近加州近600600員工與會員工與會

呂氏保險宣布歐記健保申請期
限已由政府延長到 12/18/19 早上
3AM(東部時間），不過按一般保險
事務所工作時間而言實際上是12/

17/19，對尚未處理或要改變計畫的
客戶，請把握機會在12/17前，電
（713） 988-6811 或 （713）
988-3636，以便辦好明年的保險！

呂氏保險辦公室另備有精美風景年
曆，歡迎領取， 呂氏保險的地址是
5855 Sovereign Drive, unit F.
Houston, 77036 謝謝！

呂氏保險歐記健保申請期限延期呂氏保險歐記健保申請期限延期
今為最後一天今為最後一天，，敬請各客戶把握機會敬請各客戶把握機會

圖為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科技廣場內的呂氏保險健保中心圖為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科技廣場內的呂氏保險健保中心，，協助民協助民
眾辦妥明年的健保眾辦妥明年的健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右三右三，，右二右二 ））來來
到現場到現場，，受到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夫婦受到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夫婦（（中中 ））熱熱

誠歡迎誠歡迎。（。（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吳董事長圖為吳董事長（（中中 ））頒發全體員工頒發全體員工1111週的獎金週的獎金。。由由
各部門主管代表領取並合影各部門主管代表領取並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圖為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右右66 ））頒發頒發1010年年，，1515年年，，2020年年，，3030
年的傑出員工獎後並與全體受獎者合影年的傑出員工獎後並與全體受獎者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夫人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夫人
李佳芬女士率團訪問休士頓李佳芬女士率團訪問休士頓

休士頓機場美國僑胞熱心支持韓國瑜能夠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休士頓機場美國僑胞熱心支持韓國瑜能夠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李佳芬女士有信心強調台灣一定會撥雲見日李佳芬女士有信心強調台灣一定會撥雲見日

韓國瑜競選辦公室發言人何庭歡和休士頓韓國瑜後韓國瑜競選辦公室發言人何庭歡和休士頓韓國瑜後
援會部份成員高呼加油口號援會部份成員高呼加油口號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士頓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和韓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士頓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和韓
國瑜競選辦公室發言人何庭歡互動國瑜競選辦公室發言人何庭歡互動

王妍霞王妍霞,,李迎霞李迎霞,,洪良冰洪良冰,,王秀姿王秀姿,,陳素樸祝李佳芬夫婿中華民陳素樸祝李佳芬夫婿中華民
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高票當選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高票當選,,有一位庶民好總統有一位庶民好總統

王妍霞王妍霞,,李迎霞李迎霞,,洪良冰洪良冰,,王秀姿王秀姿,,陳素樸陳素樸,,甘幼蘋甘幼蘋,,胡小蓮胡小蓮,,周宏周宏
,,邵梅五邵梅五,,黃泰生黃泰生,,王秀娟王秀娟,,周乃溟周乃溟,,郭蓓麗郭蓓麗,,周雲周雲,,楊國貞楊國貞,,梁柏梁柏
堅等休士頓韓國瑜後援會機場歡迎李佳芬女士一行到來堅等休士頓韓國瑜後援會機場歡迎李佳芬女士一行到來

韓國瑜競選辦公室發言人何庭歡韓國瑜競選辦公室發言人何庭歡，，不僅有女神稱號不僅有女神稱號，，更是更是
最仙幕僚最仙幕僚,,在休士頓機場和僑胞熱烈歡迎李佳芬女士在休士頓機場和僑胞熱烈歡迎李佳芬女士

王妍霞王妍霞,,李迎霞李迎霞,,洪良冰洪良冰,,王秀姿王秀姿,,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夫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夫
人李佳芬女士人李佳芬女士,,陳素樸陳素樸,,甘幼蘋甘幼蘋,,胡小蓮胡小蓮,,周宏周宏,,邵梅五邵梅五,,黃泰生黃泰生,,王王

秀娟等休士頓機場相見歡秀娟等休士頓機場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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