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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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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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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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李海洋(Haiyang Li) 先生
創新與戰略管理領域世界級學者
曾於香港嶺南大學﹑德州農工大學等世界著名大學管理
學院任職
現任萊斯大學瓊斯商學院(Jesse H. Jone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
國際頂級期刊AMJ與SMJ編委
受邀擔任ITC午宴主講人

B8休城僑社
星期三 2016年10月12日 Wednesday, October 12, 2016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鼓勵選民積極參與公
共事務，由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與振興社區組織(Revi-
talize Communities)聯合舉辦的 「慶祝多元族裔融合拉力
活動 (Celebrate Diversity Rally Featuring Voter Registra-
tion, Voting In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Empower-
ment)，11日在美南新聞大樓前廣場舉行，現場協助選民
登記及提供多樣化選舉資訊，也有超級盃工作招募，聯邦
眾議員Al Green應邀出席，吸引各族裔代表參與支持。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最後一個月，為團結各族裔，號召
選民踴躍投票，參與選舉事務，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
蔚華、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執行董事Lore Breitmey-
er-Jones和振興社區組織共同創辦人Jan Taylor一起策劃
拉力活動，在德州選民登記最後一天做最後衝刺，順便慶
祝多元族裔團結。

李蔚華表示，這次的社區群眾大會，是為了呼應美國
總統大選，結合各族大家一起來共同推動參與政治活動。
他說，今天是最後一天選民註冊，同時現場也有超級盃
(Superbowl)工作招募，非常豐富。李蔚華說，國際區近
來取得很多進步，但政治參與這方面還有很大空間，以後
這類活動會繼續舉辦，尤其華人應該積極參與，無論是民

主黨還是共和黨，參與就是對候選人最好的態度，只有華
人在美國政治上的地位，經濟上才能夠進一步發展。

在亞裔助理譚秋晴陪同下，聯邦眾議員Al Green上台
致詞，他很開心看到各族裔聚在一起，他先是稱讚李蔚華
對於族群融合的貢獻，讓各族裔不分你我，團結在一起，
他對此表示感激，一番話贏得群眾掌聲。Al green表示，
國際區是族群多元性代表，該區域有英語、西語、越南語
及華語人口，這也是大家在這慶祝多元族裔的重要性；而
在民主選舉的時代，大家應該要積極參與民主政治，成為
民主政治的一份子。為美國未來努力。

該活動主席及策劃人Jan Tylor表示，這項拉力活動
主要是促進族群溝通和建立信任感，不分種族、黨派，強
化族群融合，一起慶祝多元族裔，另外也為政治參與盡一
分心力，現場幫助選民登記和選民資訊，提供一個平台讓
大家都能參與政治，希望大家都能盡情享受。

現場各族裔商會都到場支持，並且分別發表談話，希
望透過這類活動，讓休士頓各族裔相處更加融洽，無論屬
於哪個政黨，都能參與政治，為自己權益發聲。

現場除了選民資訊，也提供明年超級盃的工作招募，
吸引民眾前來詢問，各種食物卡車和熱門音樂播放，一起
慶祝族群團結，了解美國多元文化意義，支持參與政治。

慶祝多元族裔選舉拉力活動
號召選民不分政黨參與政治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11日舉辦10月商業午宴，以商業聯誼和國際論壇形
式，邀請眾多各行各業商務人士與僑界領袖參與，建立
中美商業合作交流平台，活動上，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
華邀請萊斯大學瓊斯商學院教授李海洋和Phenomenal

Products公司董事長Howard Partridge擔任主講人，針
對不同商業主題發表演說。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致詞表示， ITC幫助
孕育出眾多企業，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商業發展是國際
區內很重要的元素，休士頓更講求多族裔合作。李蔚華
提到，在 ITC旗下有兩大組織，第一是成立商業聯盟
(Business Federation)，有超過500個中小企業，企業之
間可互相合作， ITC內也有各族裔商會組織，共同促進
地方經濟。另外，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的推動，積極為政治活動籌款和號召群
眾運動，鼓勵社區參與投票。

主講人之一的萊斯大學教授李海洋以探討中國當前
的企業發展為題，分析中國目前經濟發展、企業的走向
和海外市場運作。李海洋以創新和策略管理見長，他認
為，未來創新市場趨勢不是把產品帶向中國，而是利用
創新科技，設置遠端市場，更為便利省事。

另一位主講人則是Phenomenal Products公司董事
長Howard Partridge，他是國際商業訓練教練也是暢銷
作家，他也是Zig Ziglar公司的商業教練，專門教導如何
在商場上展現自我，邁向成功。

演講一開始，Partridge就用極具幽默互動方式，以
「你今天來這的目的？」 與現場中小企業嘉賓互動，教
導聽眾在商場上正向思考，並以正面精神自我鼓勵，懂
得善用人脈，拓展商機。
活動上，各中小企業主互相交流，大家一邊吃飯一邊交
換意見，希望能有進一步合作機會，為休士頓本地經濟
發展，開創新局。

 



















ITC十月商業午宴
促進政治、地方經濟發展

午宴情形。(記者黃相慈／攝影)

活動共同主席及策劃人Jan Tylor(左起)、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
蔚華、聯邦眾議員Al Green與共同主席Lore Breitmeyer-Jones於
台上發表談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左四)、聯邦眾議員Al Green(左
五)和與會民眾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左一)、企業訓練教練兼暢
銷作家Howard Partridge(左二)、萊斯大學教授李海洋(右
一)等人於商業午宴上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綜合報道 10月7日，2016賽季F1日本大獎賽在著名的鈴鹿賽道結束兩節練習爭奪。由永樂國際F66獨家贊助的索伯
F1車隊征戰東瀛。在上午的第一節練習中，索伯車隊延續著夏休期以來的進步。兩位車手不僅雙雙領先竟敵雷諾車隊，納
斯爾還排在威廉姆斯車手馬薩之前。談到本周末的目標，納斯爾說：“上一站比賽我們距離積分區非常近。本周末的目標
當然是獲得積分。“

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0月8日淩晨2點45分，2018年世界杯預選賽歐洲區第二輪
，B組的葡萄牙主場6比0擊敗安道爾，C羅獨進4球，邊衛坎塞羅及單箭頭安德雷-
席爾瓦建功，安道爾的盧比奧及雷貝斯先後被罰下。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8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2016女排友誼賽，
瓦基弗銀行3-1卡薩爾馬焦雷，朱婷轟20分。

綜合報道 休斯敦火箭隊在季前賽延續勝勢。哈登得到26分、15次助攻和7個籃板，戈登投中5個三分球，包括終場前56.3
秒的三分球幫助球隊反超，火箭隊在NBA中國賽上海站以123-117擊敗新奧爾良隊。火箭隊在季前賽中收獲3連勝。

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 10 月
9 日， 2016 年
中國網球公開賽
進入決賽日，在
男雙比賽中，西
班牙組合納達
爾/布 斯 塔 6-7
（6）/6-2/
10-8 險勝索克/
托米奇，奪得男
雙冠軍，納達爾
成為中網曆史上
首個既在單打奪
冠，又在雙打奪
冠的男球員。

體育圖片



【VOA】颶風馬修侵襲加勒比海後﹐到美

國大西洋沿海地區後強度減弱﹐卻也造

成將近1000人死亡﹐美國陸海空部隊人

員和裝備陸續抵達海地﹐參與颶風“馬

修”造成災難後的營救工作﹒

海軍梅薩維德號兩棲運輸艦10月9

日抵達海地水面﹐艦上的海軍陸戰隊人

員和直升機隨即開始向災區運送食品﹑

藥品等救災急需品﹒

海軍硫磺島號兩棲攻擊艦和艦上幾

百名海軍陸戰隊員也在 10 月 8 日出發﹐

預計 10 月 13 日抵達海地﹐參與人道救

援﹒

此外﹐美國空軍 115 人也已抵達海

地﹒

美國國際開發署上星期宣布向海地

提供150萬美元援助﹐但是聯合國星期一

緊急呼籲國際社會向海地提供 1 億 2 千

萬美元援助﹒

海地上星期遭受四級颶風“馬修”的

襲擊﹐近 1 千人喪生﹐近 20 萬人無家可

歸﹐上百萬人需要得到緊急救災物資﹒

節目介紹﹕《開講啦》是中國首檔青年電視公開課﹒節目邀請“中國

青年心中的榜樣”作為演講嘉賓﹐分享他們對於生活和生命的感悟﹐

給予中國青年現實的討論和心靈的滋養﹒每期節目由一位名人傾

情演講﹑與十位新銳青年代表進行交流對話﹐300位大學生作為觀眾

現場分享這場有思考﹑有疑問﹑有價值觀﹑有鋒芒的思想碰撞﹒現已

播出第三季﹒

播出時間﹕周六晚間9時30分至10時30分首播﹐周日凌晨12時至1

時30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B2美南電視介紹

美軍海陸空軍參與海地颶風賑災

《開講啦》名人開講分享心路歷程
砥礪人心好榜樣

美韓展開大規模海上聯合軍演

【VOA】美國和韓國海軍10月10日星期一開始在

韓國周邊海域展開大規模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以

應對兩國軍方所說的來自朝鮮越來越大的安全挑

戰﹒

美軍派出里根號核動力航空母艦戰鬥群參與

這次演練﹒兩國參與軍演的軍艦有幾十艘之多﹒

反潛機﹑戰鬥機和直升機也將加入軍演行列﹒

美國海軍在一份新聞稿中說﹐這次聯合軍演將

包括反潛和反水面艦艇﹑防空和反制水雷等多項

操練﹒韓國海軍稱﹐聯合軍演還包括模擬挫敗朝

鮮特種部隊在日本海和黃海穿越海上邊界線發動

攻擊﹒

有報道說﹐這次美韓聯合軍演可能還會首次操

演韓國的大規模懲罰報覆作戰理念﹐在面臨朝鮮

即將發動核攻擊時﹐對朝鮮領導人和核設施實施

先發制人的打擊﹒

平壤當局過去幾

個月裡實施了兩次核

試驗和多次彈道導彈

試驗﹐並不斷對韓國﹑日本及其盟國美國公開發出

威脅﹒為了遏阻平壤﹐美軍上個月派出戰略轟炸

機飛抵三八線附近上空﹐美國和韓國還正式決定

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中國對美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做出了強烈反

應﹒中國國防部9月29日稱﹐中方將對這一部署采

取必要措施﹐並強調﹐“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此前﹐中國官方報刊還對首爾發出警告﹐稱可

能跟俄羅斯一道針對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采取

一些料想不到﹑美國和韓國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

美韓這次海上聯合軍演一共舉行六天﹒美國

海軍稱﹐演習的目的是確保美韓軍事同盟隨時準

備好戰鬥﹒

《美國之音》全球重點要聞報導

星期三 2016年10月12日 Wednesday, October 12, 2016

主持人撒貝寧﹒

該集邀請NBA洛杉磯湖人明星後衛柯比分享人生故事﹒

美國海軍陸戰隊2016年10月9日在海地向災民提供援助（美國海軍陸戰隊照片）

美國里根號2016年10月9日在東中國海準備美韓海上聯合軍演（美國海軍照片）

and is likely stay on in Australia after graduating at the 
end of the year.
“My main preference would be to continue to stay 
in research, but I am also looking at career fields 

outside of polymer 
research,” she said. 
“This research is 
go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said 
Qiao. “One is killing 
the bug, the other is 
treating cancer.”
That sinking feeling: 
‘superbugs’ may 
be multiplying in 
China’s tap water 
due to world-low 
hygiene standards, 
scientists say
Her group is also 

examining the use of polymers as a drug carrier 
for cancer patients as well as the treatment of other 
diseases.
A key project at the moment is the synthetic transplant 
of cornea in the eye, which involves the use of 
polymers grown from the patient’s own cells in the lab 
to replace the damaged cornea.
The operation has already been tested multiple times 
successfully on sheep, and Qiao hopes to begin the first 
human trials in Melbourne within two years, working 
with the Melbourne Eye and Ear Hospital. (Courtesy 
http://www.scmp.com/week-asia/society/article) 

China’s Small Universities Gaining Popularity And 
Excelling by Global Standards

have particular reasons for being disqualified. Nearly 
half of the diplomats in the ministry are known to be 
alumni of this school. No doubt the CFAU students’ 
average gaokao (Chi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score is no way inferior to that 
of Tsinghua or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other good example of small-
scale powerful university that has 
a similar nature with the CFAU 
is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most of its graduates are engaged 
in research rather than field. The 
school selects few elite talents.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PPSUC) is one of the 
best small universities that train 
students into police officers. Every 

student can work in the police system after graduation. 
One of the best thing about this university is that 
students can find a job upon graduation.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is among the most selective medical colleges 
and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medical school 
in China. It takes pride in being establish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1917.
These schools are the result of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effort to strengthe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power, and they are similar with the Grandes Écoles 
of France that do not have large student bodies but 
select few hundred elite students each year. But 
what’s different is that these Chinese schools belong 
to various fields and they are not concentrated in 
Beijing. Perhaps this is why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rated higher than Korean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urtesy Asia Today 
via Huffington Post)

Related
Small, Yet Influenti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When thinking of the “best” universities in China, your 
mind will automatically jump to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Obviously, 
that’s because these two institutions 
are ranked as the top two in China. 
However, these aren’t the only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re quite a number of small, 
yet influential universities that 
cultivate excellent graduates wh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many fields.
[One of the best small, yet 
influenti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clude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It’s hailed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diplomats.” See 
photo below.]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China’s leading internet 
portal Sina on Thursday, one of the best small-scale 
universities in China is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CFAU), which is crowned as “Cradle of 
Chinese diplomats.” It has 9 faculties that select few 
elite students. That’s why it’s not so hard for them to 
enter the Foreign Ministry after graduation unless they 

One of the countries' small universities,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is gaining recognition as an 
influential school for study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well as other schools for police training and medicine.
The C.F.A.U. is located in Beijing and has about 2,000 
students. Most of China's diplomats are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Also called the "Cradle of China's Diplomats," the 
C.F.A.U. has a str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gram. 
It has 9 faculties and a select few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of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The strong subjects of CFAU are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Over 
the past 50 year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as turned out nearly 20,000 students, who have 
excelled in the fields of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have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diplomacy."
Another small university that is well-equipped to 
train police officers is th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P.P.S.U.C.). Graduates of the 
school enter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e university has a law school,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literatur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criminolog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traffic 
control, and forensic science. There were several 
graduates who went overseas as U.N. peacekeepers.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is a small 
school but is 
considered the 
best medical 
school in 
China. It was 
establish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1917.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used American methods 
and standards in building the school. The design of 
medical training is similar to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s 
approach to Chinese medical education would 
inevitably follow the general patterns for reforming 
U.S. medical education advocated in the 1910 Flexner 
report and most fully embodied i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would be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and adhere to 
Western standards."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She is only 25 and yet, she may have already mad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medical discoveries of our time.
Scientists in Australia this week took a quantum leap 
in the war on superbugs, developing a chain of star-
shaped polymer molecules that can destroy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without hurting healthy cells. 
And the star of the show is 25-year-old Shu Lam, a 
Malaysian-Chinese PhD candid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ho has developed the polymer chain in 
the course of her thesis research in antimicrobials and 
superbugs.
A polymer is a large molecule composed of several 
similar subunits bonded together. Polymers can be 
used to attack superbugs physically, unlike antibiotics 
that attempt to kill these bugs chemically and killing 
nearby healthy cells in the process.
“I’ve spent the past three and a half years researching 
polymers and looking at how they can be used to kill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or superbugs, she toldThis 
Week in Asia, adding the star-shaped polymers work 
by tearing into the surface membrane of the bacteria, 
triggering the cell to kill itself.

'Superbugs' could cost US$100 trillion and millions of 
lives globally by 2050
Using the polymer, bacteria doesn’t exhibit the same 
resistance as it does to antibiotics and can still be killed 
after multiple generations of mutations, Lam’s PhD 
supervisor Professor Greg Qiao said.
“The components of the polymer can also be tweaked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said 
Qiao, who also leads the Polymer Science Group 
and is a professor of macromolecular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s School of Engineer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lists superbugs as 
a key threat to human health, having adapted to 
become resistant to all forms of antibiotics.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as called a 
meeting this 
month to address 
the superbug 
explosion.
“We think 
superbugs will 
cause around 10 
million deaths per year by 2050,” Lam said.
Lam’s breakthrough with Qiao on polymers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research journal Nature 
Microbiology.
However, Lam’s research is still in early stages, 
according to Qiao, and much more work needs to be 
done to verify the best formula and structure, as well 
as to reduce the dosage and further test toxicity before 
the substance is completely safe for the human cell.
“Even with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it would 
take at least five years to go to the first human test, 

because many resources and work are needed for its 
commercialisation,” he said.
Lam is to submit her PhD thesis in two months and 
says she hopes to continue to work in research, rather 
than opt for medical 
training like her 
father, who is a 
paediatrician.
Doctors alarmed as 
nightmare superbug, 
resistant to every 
antibiotic, is found in 
first US patient
“I think my career 
will be mainly 
focused on research 
in the medical field,” 
said Lam, who 
has already begun 
pursuing her passion 
in polymer research during her four-year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As an undergraduate, she would come to our group 
for summer work when she had time,” Qiao recalled 
of Lam.
These days when Lam finds the rare downtime 
between researching polymers, she likes to watch 
TV and explore the city. “Being in Melbourne, I have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food and really like exploring 
new cafes and brunch places, so I spend a lot of time 
trying new food and walking around when I’m not 
working,” Lam said.
Lam moved to Australia for her foundation studies after 
finish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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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are getting education from 
competitive global schools. (Photo : Getty Image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delivering 
a congratulatory speech dur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ceremony of the CFAU in 
September 2015. (Source: The websit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rofessor Greg Qiao

Shu Lam

25-Year-Old Malaysian-Chinese May Have Just Solved 
The World's Superbug Problem

PhD Candid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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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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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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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6年10月12日 Wednesday, October 12, 2016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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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加勒比海國家海地造成重創後，颶
風“馬修”日前襲擊美國。盡管其強度已
經有所減弱，但強大的風力仍足以構成危
險。目前，“馬修”已在美國4個州造成
至少 17人死亡。圖為當地時間 10月 9日
，北卡羅來納州居民在超市內購物。

伊拉克慶祝阿舒拉節
火炬表演流光溢彩

伊拉克納賈夫
民眾慶祝阿舒拉節
，夜晚街頭舉行火
炬表演。

德國路德維希堡

舉行巨型南瓜歐

洲錦標賽。

世界板栗錦標賽在英國舉行
選手互擊板栗

英國紹斯威克，第51屆世界板栗錦標賽在當地舉行。參賽選手要用自己手中的板栗設法擊碎對方的板
栗，擊碎對方板栗數量最多者獲勝。

颶風“馬修”已致全美17人死亡
數百萬戶停電

德國舉辦巨型南瓜錦標賽
巨型“瓜王”亮相

沙特石油部長：
對11月30日前達成產量協議感到樂觀

綜合報導 沙特石油部長 Khalid
al-Falih稱，沙特準備好解決任何石油價
格方面出現的問題，對11月30日前達
成產量協議感到樂觀。受此言刺激，布
倫特油價盤中明顯上漲。11月底，壹年
壹度的OPEC峰會將在維也納舉行。

日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辦的
第 23 屆 世 界 能 源 會 議 上 ， Khalid
al-Falih發表主旨演講稱，將在未來兩天
內與俄羅斯石油部長會面，在幾周之內
與俄羅斯石油委員會見面。

《華爾街日報》曾在7日援引知情
人消息稱，OPEC 秘書長 Mohammad
Senusi Barkindo計劃與俄羅斯能源部長
Alexander Novak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
能源峰會間隙進行磋商。他也將在峰會
上會見Khalid al-Falih，以決定這壹歐
佩克最大產油國的產量上限。

俄羅斯原油產量近幾個月來壹直處
於或接近蘇聯解體以來的紀錄最高水平
。但俄羅斯總統普京曾表示，應考慮加
入OPEC的限產協議。

Khalid al-Falih今日還說，沙特希
望石油產量上限能夠考慮利比亞和尼日

利亞的實際情況。“畢竟，這是壹個周
期性行業。”

今年4月走馬上任的Khalid Al-Fa-
lih此前就提到，應當允許伊朗、利比亞
、尼日利亞以合理的最大產量水平生產
。“按照我們將要凍結的產量水平，
OPEC成員國之間的產量差距正在收窄
。”近日，沙特不斷釋放向伊朗妥協的
信號。《華爾街日報》近日報道稱，沙
特 副 王 儲 薩 勒 曼 (Mohammed bin
Salman)近日似乎大幅改變立場，上個月
派 遣 石 油 大 臣 Khalid al-Falih 參 加
OPEC會議時交給他壹個艱難的任務：
和競爭對手伊朗達成協議，但不能削弱
該王國爭取原油市場份額的能力。

這和他之前下達的指令大相徑庭。
薩勒曼此前否決了今年來和歐佩克達成
石油產量協議的嘗試，因擔心伊朗產量
在西方解除制裁後不斷上升。

《華爾街日報》9月底援引知情人
稱，OPEC官員計劃周三討論壹項在壹
年時間內削減3.5億桶石油產量（合每
日減產近100萬桶）的提議。沙特阿拉
伯已提出承擔大部分減產任務，產量將

從8月將近1060萬桶/日的紀錄高點削減
40萬桶/日，沙特將同意產量凍結在該水
平壹年。這項提議將令伊朗增產空間稍
有擴大，提議要求該國將產量凍結在
370萬桶/日，其目前產量維持在360萬
桶。

而根據上周在阿爾及爾達成的協議
，由14個國家組成的OEPC組織將把每
日3320萬桶的原油產量減少1%-2%。
這是該組織八年來首次同意限制產量。
油價隨後走高，美國原油期貨價格周四
突破每桶50美元，自9月28日歐佩克達
成協議以來累計上漲逾13%。

華爾街見聞此前分析稱，如果沙特
和伊朗想要達成協議，以防止下壹年石
油產量供給過剩導致油價下跌，他們只
有兩個月的時間來解決60萬桶/天的產
量差距。這壹差距表明，在OPEC達成
協議之前，他們還有多少工作要做。

在Khalid al-Falih開始發表講話之
後，布倫特油價盤中短線上揚，自
51.56美元升至51.88美元附近。

美企三季度業績有望走出低谷
綜合報導 美股新壹輪財報季本周

拉開帷幕，分析師預計標普500成分股
第三季度凈利潤同比降幅有望顯著收窄
，壹旦業績超預期，不排除恢復正增長
的可能性，與此同時，美企第三季度收
入可能出現2014年底以來的首次同比
增長。盡管業績下滑的趨勢有望結束，
但華爾街機構對美股第四季度前景仍高
度謹慎，總統大選和美聯儲加息成為高
懸在美股頭頂的兩柄利劍。

能源股業績料成定海神針
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標普500成分

股盈利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下滑，收入連
續七個季度下滑。盡管分析師預計第三
季度企業盈利可能延續下降趨勢，但降
幅有望收窄至1.6%，同時企業收入可
能增長2.5%，成為2014年第四季度以
來的首次同比增長。壹旦有大企業業績
超預期，標普500企業第三季度的實際
業績表現將更好。在第二季度前，分析
師曾預期當季美企盈利下滑6.2%，而
實際盈利降幅還不到3%。

事實上，美企最終業績表現如何將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源板塊的表現。
Zacks的報告預計，能源板塊第三季度
盈利可能同比下滑66.6%，剔除該板塊

，標普500整體盈利將溫和增長0.3%
。盡管能源企業仍面臨諸多挑戰，但同
期基數效應的影響已經弱化，今年第三
季度美國油價平均接近每桶45美元，
與去年同期相差不多。

其他行業板塊中，Zacks預計交通
運輸、汽車板塊盈利將出現兩位數的下
滑，由於成本上升，航空公司的盈利降
幅可能最為顯著；科技板塊盈利預計同
比下滑2%，收入下滑1%，其中最大
的拖累因素來自蘋果，預期該公司第三
季度盈利可能下滑21%，收入下滑9%
；建築、零售、公用事業和金融板塊盈
利則都有望實現增長，其中金融板塊增
幅可能達到4%。

多重風險仍令市場承壓
通常而言，業績扭虧為盈應伴隨著

股市走強，但展望第四季度，多數機構
認為在美國總統大選和美聯儲加息等重
量級風險事件的沖擊下，市場波動性將
加劇，回調風險上升。

眼下美國總統大選步入最後沖刺階
段，兩黨候選人正面交鋒，選情依然膠
著，這給市場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花
旗預計希拉裏勝出的幾率為60%，而
如果特朗普勝出，標普500指數可能回

調3%至5%，美元兌新興市場國家貨
幣匯率將上漲1.6%。

華爾街分析師表示，如果特朗普勝
出，生物科技、國防、石油和天然氣以
及壹些非大型銀行金融板塊有望上漲，
但考慮到特朗普對自由貿易協定持負面
態度，這可能意味著制造業和出口商的
日子會不好過。如果希拉裏勝出，美國
股市整體會走強，可再生能源和基礎設
施板塊的表現會更為突出，但醫藥板塊
可能面臨負面沖擊。

在9月議息會後，美聯儲主席耶倫
表示多數美聯儲官員認為加息理由增強
，如無意外，年底前將加息壹次。考慮
到美聯儲年內僅剩下兩次議息會議，其
在12月中旬采取行動的可能性較大。
上周標普500指數出現三周以來的首次
下跌，穩定派息類的防禦股表現最差，
公用事業板塊全周跌幅高達3.8%，反
映出更多投資者開始計入加息的風險。

高盛首席美股策略師考斯汀在最新
發布的報告中表示，隨著企業削減回購
規模，以及大選臨近導致市場波動加劇
，投資者對美國股票的青睞度將下滑，
令市場承壓。他指出，盡管受美國國債
收益率走低和標普500指數近期反彈的
驅動，外國投資者買入美股興趣可能重
燃，但大選仍將帶來顯著的下行風險。

受邀ACD領導人峰會
馬雲為亞洲經濟建言
綜合報導 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

馬雲近日受邀在亞洲合作對話（ACD）
第二次領導人峰會發言，面對亞洲34個
ACD成員國的首腦及代表，馬雲從壹個
企業家和互聯網的角度，為亞洲經濟發
展提供了自己的建議。

馬雲說，亞洲占了世界60%的人口
，平均經濟增速超過5%，在全世界的
經濟不景氣當中亞洲是最大的亮點和發
動機，更重要的是，整個亞洲在與貧困
的鬥爭中做出的貢獻是無以倫比的。

馬雲分析了互聯網新技術的未來，
提出未來三十年是技術和產業結合的應
用革命關鍵期，針對壹些人對互聯網和
新技術的“恐懼癥”，他表示，不是技
術奪走了工作，是過時落後的思想減少
了就業；不是互聯網沖擊了各行各業，
是對互聯網的無知沖擊了各行各業，
“新技術不是消滅就業，而是創造更多
就業”。馬雲說，未來的數據時代是亞
洲的新機遇，因為未來不是比拼肌肉，
而是比拼大腦，小企業、小國家只要有
開放的思想和全球化的理念，就能夠成
功。他建議亞洲國家大力支持中小企業
的發展，特別是為中小企業建設好基於
互聯網的基礎設施，使小企業能夠和大
企業壹樣獲得同樣的支持。

馬雲建議，在未來30年，每個政府

都應該出臺特殊的政策支持30歲以下、
雇員少於30人的企業。“我們相信，這
些年輕人和中小企業將給我們帶來精彩
的未來。我相信未來新技術將是年輕人
和小企業的機會。”

馬雲同時還表示，未來亞洲不僅僅
在經濟上會引領世界的發展方向，亞洲
的文化也將引領到世界的方向。西方國
家的發展是由知識和科技驅使的，而東
方國家是由智慧和本能驅使。西方國家
是由競爭驅使的，妳加入或者共同戰鬥
，而東方文化更加包容。所以世界應該
變得更加包容和寬容。

泰國國家總理巴育對馬雲“傑出視
野和理念”表示高度贊賞，特別贊賞馬
雲“關心的是如何讓所有人都能從發展
中受益，並能享受到公平競爭之下的繁
榮。”巴育認為亞洲各國應該認真考慮
關於推動中小企業發展的建議。

馬雲是ACD領導人會議上致辭的唯
壹壹位中國企業家，會議由泰國總理巴
育主持，34個國家的首腦和代表參加了
當天的峰會。

ACD是目前唯壹面向全亞洲的官方
對話與合作機制，旨在促進泛亞交流與
合作。ACD成立14年來不斷發展壯大，
為增進亞洲各國間了解、合作與友誼發
揮了積極作用。目前共有34個成員國。



B4移民資訊

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加拿大華人身上被貼標籤多 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該如何應對
当下，贴标签似乎已经成为

了人们最喜欢使用的认知事物的

方式。贴标签的认知方式简单粗

暴，有可能会导致偏见甚至歧

视。而华人群体，也一直对贴标

签十分排斥。然而，在信息爆炸、

文化多元的社会背景下，贴标签

也可以成为一种低成本的认知事

物和展示自己的方式。华人群体

被加拿大社会贴标签了吗？如果

是，华人群体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为什么喜欢给别人贴标

签？

事实上，贴标签是人在社会

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理解事物的方

法。举例来说，虽然随着近些年

中国国力增强，外交姿态开化，

华人在世界各地留下的足迹也越

来越多，但是在华人的印象里，

依然普遍存在着“德国人很严

谨”、“法国人很浪漫”、“女

性都不会开车”、“黑人跑得都

很快”和“四川人都爱吃辣”等

长久存在的标签化的概念。

对西方社会而言，贴标签的

现象一样普遍。虽然一些标签化

的思维会随着对陌生事物的深入

了解而逐渐转化，但人类喜欢给

不同人群和社会现象贴标签的理

解方式却无法轻易改变。从本质

上讲，贴标签可以帮助人们在理

解社会时节约成本——用最少的

时间与精力，初步了解一个群

体；同时，贴标签可以满足人类

的心理需求——当人类对陌生事

物或群体产生认知时，哪怕这种

认知是有偏差的，人依然可以从

中获得安全感。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在不

断给他人贴标签的同时，也很乐

于给自己贴上标签，以帮助别人

更快地了解自己。比如说，许多

人在介绍自己时喜欢给自己贴上

“苹果粉”、“五毛党”、“动

漫控”、“军事迷”等标签，这

样便省去了许多口舌，可以通过

短短几字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情

况，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于人群中

找到同类。而在信息内容冗杂、

更新频率极快的当代社会中，人

类所接触到的事物与人群远比过

去要多，对这些事物和人群的理

解方式也更加“简单粗暴”，因

此贴标签的现象也久越发普遍和

严重。

加拿大一直以来以包容多元

文化、社会宽容程度高而著称。

依据权威统计组织 Social Prog-

ress Imperative提供的数据，加拿

大的文化宽容度在世界各国中高

居第二位。而加拿大的各种现象

显示，加拿大社会是一个很喜欢

贴标签的社会，加拿大人也很愿

意以贴标签和被贴标签为乐。互

联网上有非常多的加拿大人利用

自己和他人的标签化形象开玩笑。

比如，加拿大人很喜欢给美

国人贴上粗鲁、盲目爱国的标签

并取笑他们，同时也十分喜欢拿

国民爱道歉、天寒地冻等加拿大

的社会文化或自然特征来进行自

嘲。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

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

在今年的一项研究显示，70%的

加拿大居民认为加拿大社会存在

很普遍的贴标签现象。在某种程

度上，正是由于加拿大社会包容

各种族，并鼓励这些种族保持自

己的特有文化而非像美国一样鼓

励“文化熔合”，才使得加拿大

社会的不同种族的文化特征更容

易被标签化。

华人被加拿大标签化了吗？

加 拿 大 统 计 局 （Statistic

Canada）2011年进行的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全部人

口构成中，亚裔比重达 14.2%，

仅次于欧裔，是加拿大的第二大

种族。而其中，中国大陆人口达

140 余万，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4.5%，人口总数超过加拿大的原

住民、非裔、拉丁裔和其他族裔

居民。而这一统计数据，还未算

进大量因工作、学习等原因在加

拿大长期居住，但并未移民的华

人。而在华人集中居住的大温地

区，华人居民更是占据了整个地

区人口总数的近两成之多。因此

可以说，华人是目前加拿大社

会，尤其是大温社会中所无法被

忽视的重要群体。

那么，在如此喜爱贴标签的

加拿大社会之中，华人是否“享

受”到了被贴标签的“待遇”呢？

毫无疑问，华人是拥有自己的标

签的。以成龙为代表的华人动作

明星在好莱坞的成功，在九十年

代为华人赢得了一枚“功夫”的

标签。而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乒坛

的强盛，又在不知不觉间使西

方社会产生了“华人都是乒乓悍

将”的错觉。

许多并不擅长乒乓球的华人

都有过被外国人以“你们中国人

都很会打乒乓球”为理由而邀请

教学乒乓球的尴尬经历。而就加

拿大，尤其是大温地区而言，随

着时间推移，中国人的形象似乎

变得越发单薄。自90年代以来，

大量华人移民迁居温哥华，并带

来了投资温哥华房地产的风潮。

伴随着大温地价的一路飙高，华

人似乎因在房地产市场的频繁活

动而被贴上了“炒房族”的标签。

各路分析人士和政要对华人

购房者似有若无、含沙射影的批

评，更让华人群体感觉自己背上

了“大温房价上涨元凶”的恶

名。《加西周末》记者尝试在搜

索引擎Google.ca的新闻页面输入

关键词“Chinese”和“Vancou-

ver”，在 Google.ca 返回的前 40

条结果中，共有20条和房地产交

易有关，而另外20条消息的关注

点则非常分散，囊括了各种不同

题材的社会新闻。

换言之，搜索引擎显示，近

期五成的同华人有关的本地新闻

集中于房地产题材。倘若将华人

和本地政府要员的名字作为关键

字一同搜索，则会得到更为集中

的结果。在华人和 BC 省长简蕙

芝（Christy Clark）一同出现的

新闻中，有八成涉及房地产；而

在温哥华市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的相关搜索结果中，

亦有四成新闻集中于房产话题。

从某种程度上，搜索引擎所提供

的结果验证了华人被打上“炒房

族”标签的事实。

而大温的华人圈子中，也由

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对标签抵触甚

至恐惧的情绪。毕竟，和“功夫

明星”、“乒乓高手”一样，

“炒房”只是部分华人的行为，

并不能全面的代表华人群体。何

况，相比起功夫和乒乓，“炒房”

似乎带有扰乱市场规律的意味，

而因此并没有那么光荣。

有穆斯林因少数极端者而被

打上负面标签例子摆在眼前，华

人群体对标签的反感绝对不无道

理。不过，穆斯林群体的例子有

其独特性。穆斯林群体因为特定

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而被和恐

怖主义联系到了一起，因此社会

对穆斯林的标签化造成了相对消

极的后果。然而，宏观来讲，作

为一种人类用于认识社会的基本

行为方式，贴标签却不一定会导

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与不公平待

遇。

佛罗里达大学传播学院的罗

杰斯教授（Ronald Rodgers）接

受《加西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贴标签（Labeling）、刻板印象

（Stereotype）、偏见（Prejudice）

与歧视（Discrimination）等行为

虽然互有类似之处，但也各有区

别，因此不可一并而论。贴标签

的行为有可能衍生出歧视行为，

但不是所有贴标签行为都最终指

向歧视、偏见等消极结果。

罗杰斯教授还介绍，贴标签

既是人类基础的社会行为，也被

作为一种策略在战争、政治和商

业等领域广泛应用。比如美国在

1937年出版的经典军事著作《宣

传的艺术》（The Fine Art ofPro-

paganda）之中所归纳的，贴标签

既可以将某特定人群或事物同社

会普遍认可的负面概念联系，以

使得大众对这一人群或事物产生

负面想法；也可以相反的手法，

促使大众对某一人群或事物产生

正面的想法。简单说，就是标签

可以是坏的，但也可以是好的。

标签化社会中华人何去何从？

在北美从事市场营销工作近20年

的某公司市场部主管霍华德

（Andrew Howard）对《加西周

末》记者表示，当代社会下，任

何希望被他人了解的人群和事物

都无法避免被贴上标签。在这样

的前提下，华人作为少数群体被

西方主流社会贴上标签，也是在

所难免的事。然而，霍华德认

为，但在信息迭代如此迅速的当

下，标签化也是帮助他人迅速认

识自己的常用市场策略。如果因

恐惧被歧视而全面否认标签化，

似乎略显悲观。

澳洲投資移民
中國富人佔七成缺多元性

中国富人瞄准了澳洲政府欲吸引国外创新

投资者和企业家的机会，占据了此类签证申请

者总数的七成以上。这样的情形加剧了人们对

该移民项目可能会对经济有所拖累的担忧。

据澳洲人报报导，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

ty Commission）报告表示，对澳洲移民吸纳量分

析发现，企业创新和投资项目（Business Innova-

tion and Investment Program）由于缺少多元化使

其受到质疑，仍需更多数据来判断该项目是否在

浪费纳税人的钱。

报告提到，企业创新和投资项目 2014-15财年

批准了 6484 名移民，大多数是小企业。2010 年

时，超过93%由移民投资的小企业雇佣了4名或少

于 4名员工，而这些小企业大都是已有的零售或

服务行业，远不能带来企业创新。

报告认为：“（其中）超过 70%的移民来自

中国。多元性的缺乏降低了企业创新，和投资项

目创建的全球联系的可能性。”

企业创新和投资项目“或许”带来了经济发

展，尽管幅度并不大。报告说，“实际上，目前

项目的设计具有风险，结果可能是负面的，如果

大多数收入和其它经济利益被项目投资者用掉，

纳税人不得不负担项目投资者一生的社会安全、

医疗和养老方面的费用。”

尽管中国人占企业创新和投资项目申请者的

70%，但只占 2013-14财年永居移民的 14%和技术

移民的 10%。数据显示，英国和新西兰仍是澳洲

移民最大来源国。中国出生的移民人口自 1996年

以来已翻了一番，达到40万。

報告顯示移民未搶美國人飯碗
也未影響其收入

综合外媒报导，根

据美国科学、工程及医

药学会（National Acade-

mies of Sciences, Engi-

neering, and Medicine）

21日公布的报告，美国

人并未因移民而减少了

工作机会。

过去 20年，美国移

民人数增长七成，来到

4,300万人，为总人口的

13%，每4名美国人中有

1 人是移民或其后代。

自 2001年以来，每年大

约 100 万移民合法进入

美国。

报告认为移民是

“不可或缺的经济增长

动力”，而且“如果没

有高技能移民的贡献，

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

变得黯淡”，因为移民不仅带来创新理念，还

为可能萎缩的行业带来劳动力，有助于确保持

续增长。

这份长达 550 页的报告是由 14 名经济学

家、人口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撰写，包

括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玛塔。蒂达（Mar-

ta Tienda）、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博尔

哈斯（George J. Borjas）、康奈尔大学经济学

教授弗朗辛。布劳（Francine D. Blau）等。报

告的重要结论如下。

长期来说，移民对美国本土出生劳工的整

体薪资及就业机会仅有些微到无的负面影响

（little to no negative effects）。

有些早期移民目前仍在低工资的劳动市场

挣扎，与新移民争取工作机会，收入不高。

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青少年或因移民而减

少工时，导致收入不高。布劳教授表示，经济

学家发现高中辍学的年轻人不容易找到工作，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没有任何迹象

显示移民是主要因素”。

高技能移民，特别是拥有科技方面专才的

移民，最近几年大量来到美国，对同样是高技

能的美国人带来“显著正面影响”，也造福工

薪阶层的美国人，因为他们有助创新和创造就

业机会。

对于移民是否增加政府预算的负担，布劳

教授表示，答案有点复杂。

刚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通常对美国的

税收贡献低于政府照顾他们的服务成本，

特别是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造成的财务负

担，主要是提供移民家庭孩子教育服务的

成本。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第一代移民每年造成

的支出成本约 570亿美元，然而第二代移民由

于有完善的教育程度和纳税能力，是政府税收

的强大支柱，每年的贡献约 300亿美元，到了

第三代，对美国的税收贡献更提高到2,230亿美

元。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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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h
way

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r
yA

shfo
rd

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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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2016中國海歸就業調查：
多數海歸專業與工作不匹配

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

近日在北京举行。在论坛上，中国与全

球化智库（CCG）发布了一份联合北

京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所开展

了一项调研报告。调研主要面向回国

发展的各类留学归国人员，其学历涵

盖从高中、本科以至博士多个层次。

研究问题涉及其行业分布、薪酬水

平、回国原因以及职业规划等。此次调

查共收到820份问卷，其中，被调查者

中，女性居多，占到近70%，在年龄

方面，主要集中在26-35岁。受访者学

历多为硕士，主修专业以商科占主导。

留学生为什么选择回国就业？

报告显示：家庭因素，尤其是父

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出国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调查发现，海归人员的父

母学历水平相对较高， 44.8%取得了

本科学历，17.7%取得了研究生学

历，甚至有4.7%取得了博士学位。

海归选择回国就业主要原因排在

首位的是“情感与文化因素的影响”，

占 43.7%。随后分别是“国内整体经

济前景好，政治稳定”，“国外形势

不利于外国学生就业”，分别占

37.1%，23.4%。此外，国内的社会网

络，海归政策，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

也是海归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看重所选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公共

服务

被调查者选择目前工作城市的理

由排在第一的是“经济发展快”，超

过半数被调查者选择这一项。“基础

设施配套齐全”、“产业基础好”、

“公共资源集中”、“有较好的人脉

关系”依次占35.9%、31.0%、30.7%、

27.3%。比起生活环境是否舒适优美，

被调查者更看重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

是否完善齐全。此外，选“相关人才

政策吸引”有 17.6%，说明政府的人

才政策起到一定作用。由于现在一线

大城市房价高企，租房和生活成本也

令人不堪重负，6.8%被调查者选择了

“房价等生活成本较低”。

相当数量海归专业与工作不匹配

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目前是基层

员工，而成为高层管理人员的被调查

者只占总数 4.7%。22.4%为基层管理

人员，11,2%为中层管理人员。

在税后月收入方面，被调查者的

收入范围集中在 5000-10000元区间，

占 46.9%。收入在 15000 元以上的占

11.3%，16.6%能达到 10000-15000 元

之间。而低于 5000元的人数占比超过

四分之一。

“所学”与“所用”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距。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被

调查者认为工作内容与海外所学的匹

配程度一般，而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

者认为“不怎么匹配”。15.1%认为

工作内容与海外所学非匹配。认为

“完全不匹配”的人较少，占7.4%。

海归就业劣势有哪些？

经过多年的海外历练，留学人员

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网络，掌

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商业模

式，富于创新精神、饱含创业热情，

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

势，在中国社会发展、推动创新创业

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

也存在着很多较为突出的劣势。

不熟悉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

是新生代海归就业群体的主要劣势，

此次受访者中间，有超过半数的海归

缺乏职业生涯整体规划，不明确自己

未来的发展方向。调查发现，近四成被

调查者希望得到资深HR和中高层管理

人员的现场培训或讲解，从而了解企

业招聘时的要求和行业干货，并且还

希望通过笔试和面试模拟训练提升求

职能力。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求职指导

和职场经验分享。

招聘时间不稳定对海归求职不利

为更好地了解企业对海归型人才的

需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海

威时代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

企业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

涵盖在京的80家企事业单位，类型涵

盖民营、外资、国企、海归创业民营、

事业单位，涵盖十多类行业。

调查显示，受访单位对求职者是

否符合单位需要最为看重，主要考察

求职人员是否具备与岗位相关的工作

技能及专业知识。求职人员的解决问

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影

响力，说服力，人际网络技能，时间

管理技能等能力也是用人企业的重点

考察标准。

从近期的企业用人需求来看，

有 52.6%的受访单位表明将在下一年

度招聘更多的毕业生，但仍 36.8%的

单位表明下一年度招聘的大学生人数

将保持不变或减少。因此，毕业生面

临较大就业压力。而用人单位招聘时

间的不稳定，明显对海归求职不利。

哪些企业倾向于招聘留学生？

大部分受访企业在招聘时更倾向于

使用海归，仅39.5%的企业在招聘时没

有明显区别，这表明海归群体在回国就

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优势。此外，从不

同类型单位对招聘海归的倾向性来看，

事业单位在招聘时对海归人士没有任何

偏好。而随着单位性质的变化，国企、

外资/合资企业、民企、海归创业民营

企业和其他单位如NGO对海归的偏好

逐渐增加。

调查显示， 82.5%的单位均在一

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待

遇。如20%的单位认为海归员工在本单

位的晋升途径更快捷，17.5%的单位本

单位海归员工的工作岗位更核心等。

其中， 50%的国企表示会让海

归员工进入更核心的岗位，外资企业

对海归员工的特殊待遇相对分化，相

比之下，更倾向于招聘海归的单位，

如民营企业、海归创业民营企业则会

为海归员工提供更丰富的优惠待遇。

企业对人力资源机构的信任和利

用不足

报告显示，单位现有发布招聘信

息的渠道主要通过国内的媒体、本单

位的网站、本单位的社交媒体、国内

的大学、员工的人际网络、海外媒体

等媒介。其中，国内的媒体和本单位

的网站为最主要的两个选择，比例高

达 52.5%。其次为本单位的社交媒体

和国内的大学，比例各为40%。而通

过国内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海外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招聘信息发布

的单位比例相对较低，比例分别为

30%和 5%，这也说明我国企事业单

位在招聘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的信任和利用不足。

在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方

面，55%受调查的单位表示仅在招聘

高层次人才时会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展开合作，即仅需猎头公司提供一定

范围内的服务。45%的单位尚未与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展开合作，其中

32.5%的单位表示将来存在合作的可

能，而12.5%的单位仍表示不需要专业

的人力资源服务。各类型单位与专业人

力资源机构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开发。

意大利海歸"驛站夢"：
回國挖掘"社區消費"

“‘社区服务 low’是

一个不应该有的印象。在

意大利，社区是有人情

味、有品质、有生活的地

方。”31 日，穿着工作服

的张瑞睿在自己不足 40 平

方米的小店里，一边为顾

客取快递一边说。

留学意大利 11 年，回

重庆创业开家小店收发快

递。说起自己的经历，张

瑞睿笑称“当我妈妈知道

我要开快递驿站的时候，

都‘疯了’。”

张瑞睿说，近年来国

内电商发展非常快，收快

递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很多

社区便利店在卖商品的同

时，也会收发快递。“因

为中国快递员职业化程度

不高，在服务上也没有做

得那么到位。”在张瑞睿

看来，物流末端也是生活

场景，顾客在取快递时的

生活感受和情感认同不应

该被忽略，“多年国外生

活让我明白，社区便利店

里不仅只有商品，还有

‘人’。”

为了践行自己的生活

理念，今年 6月，张瑞睿和

丈夫在自家小区门口租下

了一间不足 40 平方米的小

店，一边收发快递，一边

售卖来自欧洲的日用品和

一些生鲜产品。

不同于其他社区便利

店，张瑞睿和郭宗兴的店

面称得上“别致”：收银

台前摆了一套小桌椅，只

要你愿意，可以坐下来喝

杯来自意大利的咖啡；店

里还摆放着来自罗马的银

杯、餐盘、茶具……

在 这 对 海 归 夫 妇 眼

中，这间小小的“驿站”

里，不只有“生意”。他

们想带来的，是一种生活

的“美学”。

“中国小区便利店对

于社区消费的理解就是卖

商品、赚差价，没有其他

附加值，所以小区里的客

人对这个店不会有情感认

同。”郭宗兴说，在中

国 ，社区场景 “ 太糟糕

了”。“邻里、社区服务

都很僵硬。这就是年轻人

不 喜 欢 社 区 消 费 的 原

因 ——因为不符合他们对

生活品质的认同。”

“意大利的社区就很

有人情味，是有品质、有

生活的地方。”意大利的

社区生活给张瑞睿和郭宗

兴留下深刻的印象。“例

如他们的咖啡馆，像重庆

小面馆一样到处是，但是

每个咖啡馆的装饰设计就

体现了主人的不同品味，

带着个性化的人文情怀和

生活美学。”

在专业人士称之为物

流末端的“最后 100米”，

张瑞睿和郭宗兴凭借店里

提供的综合多元生活服

务，慢慢成为小区的“流

量中心”，每天仅是收发

快递就有上百单。越来

越多的小区居民愿意平时

到店里逛一逛，和他们聊

聊天，顺手再买点什么

回家。

“我们希望从国外带回

来的不仅仅是‘海归’的名

头，还有我们学到的东西，

体验到的生活。我们想把这

些跟大家一起分享。”张瑞

睿说，她希望将来有一天，

自己这个小小驿站，能够成

为社区生活的一个纽带，

“在这里，不仅可以收发

快递、购买商品，还是大

家能够 一起喝咖啡聊天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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