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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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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大吉開門大吉》》益智音樂綜藝節目益智音樂綜藝節目
按門鈴猜歌完成夢想按門鈴猜歌完成夢想

BB22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開門大吉開門大吉》》是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推出的大型益智音樂是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推出的大型益智音樂

綜藝類節目綜藝類節目﹐﹐20132013年年11月月11日開播日開播﹒﹒播出平台是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播出平台是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

（（CCTV-CCTV-33）﹒）﹒節目的基本形態為不同職業節目的基本形態為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普通選手不同年齡的普通選手﹐﹐透透

過過““聽門鈴猜歌聽門鈴猜歌””按響門鈴通過猜歌闖關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家庭夢按響門鈴通過猜歌闖關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家庭夢

想想﹐﹐是是《《開門大吉開門大吉》》最獨特最獨特﹑﹑最具識別度的節目形態和遊戲方式最具識別度的節目形態和遊戲方式﹐﹐選手選手

每次去按響的那個每次去按響的那個““門鈴門鈴””已成為節目的一個標志性符號已成為節目的一個標志性符號﹒﹒20152015年年66

月月﹐﹐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改版升級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改版升級﹐﹐節目在視覺符號節目在視覺符號﹑﹑內容設計內容設計﹑﹑互動方互動方

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呈現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呈現﹐﹐保證了節目收視率與品牌影響力的保證了節目收視率與品牌影響力的

持續增長持續增長﹒﹒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五上午每周五上午88時時3030分至分至1010點首播點首播﹐﹐每周六凌晨每周六凌晨11點至點至22時時

3030分重播分重播﹒﹒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和當選總統唐納德·川
普星期四分別發布感恩節視頻﹐向美國民眾
表示節日祝福﹒他們在視頻中都呼籲美國
民眾在總統大選之後團結一致﹒奧巴馬希
望美國人記住﹐他們同屬一個國家﹐同為美
國人民﹒

他說﹕“我代表奧巴馬家族﹐代表米歇
爾﹑瑪莉亞﹑薩莎﹑外婆﹑（愛犬）阿博和珊妮﹐
祝福大家感恩節快樂﹒和大家一樣﹐我們與
朋友家人度過這個節日﹐吃火雞﹑看橄欖球
賽﹒我們相互感恩﹐感謝神給予我們的一

切﹒我們還會深思﹐是什麼將我們真正連結
在一起成為美國人﹒這在此時尤為重要﹒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個紛紛嚷
嚷﹑熱血澎湃﹑有時還充滿分歧的大選季﹒
畢竟﹐我們在選舉中通常會強調相互間的不
同﹒我們在一場‘我們’對陣‘他們’的較量
中一較高下﹒我們關註自己所支持的候選
人﹐而不是我們共享的一些理念﹒但是在大
選後的短短幾周﹐感恩節提醒我們﹐無論我
們有多少分歧﹐我們仍然是一個國家﹐它所
承載的意義大於我們自身﹒”

在大選期間曾與奧巴馬總統和民主黨
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針鋒相對的當選總統
川普在視頻祝福中也希望美國民眾彌合分
歧﹒

川普說﹕“我們非常有幸能稱這個國家
為我們的家﹒這就是美國﹕她是我們的家﹒
我們在這裡成家立業﹑照顧親人﹑關心鄰里﹑
實現夢想﹒我在這個感恩節祈禱﹐我們開始
彌合分歧﹐帶著共同的目標和決心﹐團結一
致﹐讓國家向前邁進﹐更加強大﹒”

奧巴馬和川普感恩節發視頻祝福奧巴馬和川普感恩節發視頻祝福籲民眾團結籲民眾團結

紐約梅西百貨公司感恩節大遊行中紐約梅西百貨公司感恩節大遊行中﹐﹐帕丁頓熊形狀的氣球飄揚帕丁頓熊形狀的氣球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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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提名兩位女性為內閣級官員川普提名兩位女性為內閣級官員【VOA】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星期三提名兩位女性擔
任他的新政府的內閣級別的官員﹒

南卡羅萊納州州長妮基·黑利周三獲得川普提
名擔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倡導“特許學校”的
貝特西·德沃斯被提名為教育部長﹒

黑利是印度移民後代 ﹐今年44歲﹐是美國目前
最年輕的州長﹒這是她任州長的第二個任期﹐但她
在外交政策方面沒有多少歷練﹒ 貝特西·德沃西來
自密西根州﹐是“美國幫助兒童聯合會”的主席﹐這
個組織大力推動擴展“特許學校”和“教育券”項目﹐
讓學生使用納稅人的錢去上私立學校﹒

黑利和德沃西的任命都需要參議院批准﹒
川普列舉了黑利7次到海外為卡羅萊納州進

行貿易談判作為選擇任命她的理由之一﹒

川普在聲明中說﹕“黑利州長
以行動證明她能夠把不同背景﹑
不同黨派的人團結到一起﹐能夠為自己的州﹑為國
家的利益而推動重要政策的實施﹒”

川普說他任命的教育部長德沃斯將領導美國
進行教育改革﹐提高美國的教育質量﹒

一些教育改革人士大力推動“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s）﹐認為這種學校比大規模的公立教
育要好﹐能夠讓貧困家庭的孩子有機會在更注重個
性化的學校接受教育﹒但是﹐美國最大公立學校的
教師工會“全國教育協會”主席莉莉·埃斯克爾森·
加西亞抨擊說﹐德沃斯“多年來所作的﹐更多的是削
弱公立教育﹐而不是幫助學生”﹒加西亞說﹐德沃斯
的做法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資助私立學校﹒

共和黨籍的黑利州長在黨內初選階段中並不
支持川普﹐但是川普最後還是贏得了共和黨的黨內
提名﹒黑利起初支持的人選是佛羅裡達州的國會
參議員魯比奧﹐後來又轉而支持德克薩斯州國會參
議員克魯茲﹒

就在投票之前不久﹐黑利表示她對川普和希拉
裡.克林頓都沒有很大的熱情﹐不過她表示還是會投
給川普﹒

黑利批評過川普提出的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
的建議﹒奧巴馬發表最後一次國情咨文時﹐黑利代
表共和黨做出回應﹒她在這次講話中表達了對川
普風格的不滿﹒她說﹐“有些人覺得要有所改變就
非得發出最大的聲音不可”﹒

川普則說黑利“在移民問題上比較弱”﹐他還在
3月份發推文說﹐“妮基·黑利令南卡的民眾蒙羞﹒”

川普和黑利上周在紐約見了面﹒川普最近一
直在會晤可能進入新政府擔任重要職位的人選﹒

川普已經提名雷恩斯·普利巴斯任白宮辦公廳
主任﹐斯蒂夫·班農任首席策略師﹐阿拉巴馬州國會
參議員塞申斯任司法部長﹐共和黨籍國會眾議員蓬
佩奧任中央情報局局長﹒

近年來多數當選總統都會在12月份才決定國
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和司法部長這幾個重要
的內閣職務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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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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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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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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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第67屆一年一度休士頓感恩
節大遊行於24日上午9時在市中心盛大登場，休士頓各行各業
與各族裔團體全體總動員，透過別具特色的遊行隊伍，一起慶
祝這溫馨熱鬧的感恩節，吸引爆滿市民參與。

休士頓感恩節大遊行開始於1949年，一直是休士頓節慶中
最有特色的傳統之一。今年遊行照例由HEB主辦，分別由奧
運金牌游泳選手曼紐(Simone Manual)和金牌體操選手拜爾斯
(Simone Biles)領軍，率領精采萬分的遊行隊伍慶祝感恩節，堪
稱最熱鬧的遊行。隊伍從市政府出發，沿著市府前的Smith St.
、WalkerSt.、MilamSt.、Pease St.、Louisiana St.、ClaySt繞行，
最後回到Dallas St，受到眾人歡迎。

今年遊行慶祝主題展現休士頓精神，並聚焦在家庭團聚和
和樂氛圍。今年有一個新創舉，由休士頓大家長市長透納(Syl-
vester Turner) 表 演 「全 市 民 一 起 唱 」 (Mayor’ s Citywide
Sing-a-Long)，透納帶領參加遊行的市民，一起演唱 「世界現
在需要的是愛」(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市長在
舞台上載歌載舞，引起民眾歡呼且拍手叫好，炒熱現場氣氛。

當日花車遊行展現多元文化，除有新式花車、軍樂隊及高
空氣球加入巡遊行列，各市府機關，包括休士頓市警局、消防
局和各級學校也使出渾身解數，休士頓四川自貢冬季夢幻彩燈
展也組團參加遊行，將最經典的夢幻城堡造型燈飾表現出來，
非常華麗。休士頓魅力文化、服裝、以及各式美食，在遊行活
動中一覽無遺。

感恩節大遊行盛況空前感恩節大遊行盛況空前 市長透納舞台上載歌載舞市長透納舞台上載歌載舞

樂儀隊表演樂儀隊表演。。((楊笑／攝影楊笑／攝影))

明年第明年第5151屆超級盃也加入遊行陣容屆超級盃也加入遊行陣容。。((楊笑／攝影楊笑／攝影))

HEBHEB感恩節大火雞裝飾感恩節大火雞裝飾，，超吸睛超吸睛。。((楊笑／攝影楊笑／攝影))

休士頓市府遊行隊伍休士頓市府遊行隊伍。。((楊笑／攝影楊笑／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今年的德州
文藝復興節(Texas Renaissance Festival)在小鎮
Todd Mission舉行，將於11月27日落幕，本周
是最後一個周末，還沒感受16世紀的復古城鎮
，體驗中古世紀的文藝復興節慶的民眾，把握
最後一天，錯過只能再等一年。

德州文藝復興節，是休士頓當日受歡迎的
傳統慶典，每年秋季這個時候盛大舉辦，平均
吸引超過50萬遊覽人次，今年已邁入第42屆。
自去年開始，不只有白天中古世紀歐洲主題表
演， 「午夜過後」(After Dark)盛宴，更提供具

有中古特色的表演、飲食和服裝秀，該宴會需
額外收費。

德州文藝復興主辦單位表示，德州文藝復
興活動希望老少咸宜，各個年齡層的都能融入
節慶氣氛，鼓勵大家都穿著符合中古世紀主題
的服裝一起慶祝，現場會針對各個年齡層舉辦
的變裝比賽，還有超過400個攤位販售與主題表
演，希望大家都能玩得開心。

今年慶典一樣是八個周末，每周都有不同
主題慶典，遊客可感受不同歐式中古世紀風情
，包括 「慕尼黑十月啤酒節」 (Oktoberfest)、

「1001 夢 」 (1001
Dreams)、 「海盜歷
險」 (Pirate Adven-
ture)、 「萬聖節前
夕 」 (All Hallows
Eve)、 「羅馬酒神
節 」 (Roman Bac-
chanal)、 「蠻 族 入
侵」 (Barbarian Invasion)、 「蘇格蘭高地舞」
(Highland Fling)與 「聖誕頌歌」(Celtic Christmas)
。

主辦單位鼓勵家長帶小孩同行，現場除慶
典表演，也有露營場地開放，全家一起享受快
樂周末時光，感受中世紀歐式風情，票價詳情
請至http://www.texrenfest.com/查詢。

德州文藝復興節今天落幕 把握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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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角聲、希望之音
《癌友關懷 聖誕音樂饗宴》 

光鹽社呼籲華人捐助衣服 
2016 Winter Clothing 
Drive News Release

希望之星，金城銀行及光鹽社代表，呼籲大家捐助冬衣

休士頓角聲和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
將 於 12 月 3 日 星 期 六 10:30 至 1:30 在 Crowne 
Plaza, 909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舉辦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音樂餐會的宗旨
是集結愛心，激發勇氣，燃昇抗癌生命的希望。

音樂餐會節目豐富多彩：女高音演唱家馬
筱華和名指揮家黃奕明牧師重唱，聲樂家陸國
儀獨唱，名長笛手趙珮的演奏，另有《希望之
音》合唱團的女聲小組和混聲合唱。非凡的生
命分享主講者是安德森癌症中心神經腫瘤部門
前任主席翁維鈞醫師。翁醫師是國際知名的腦
神經腫瘤研究專家、教授，且己身是經歷癌症
復發成功的抗癌者，結合其學術、醫療和己身
抗癌經歷來演講。太精彩了！萬分感謝各位大
師的愛心共襄盛舉。還有美食佳餚，精美禮品
摸彩……這將是歌韻飛揚，真愛相隨，一生難
遇的隹美音樂饗宴！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是由一群抗癌勇
士、家屬和癌症關懷志工所組成，她（他）們

藉著歌聲唱出人生的希望，讓音樂譜成亮麗生
命。分享音樂，帶來醫治、安慰、歡樂、信心、
愛心和永生的盼望。希望之音合唱團自成立四
年來，幫助扶持眾多癌友和家屬，在社區中播
下愛心和希望，每月兩次歡聚練唱，關懷探望
重病癌友，舉辦音樂餐會 ( 治療中的癌友免費報
名參加），激勵無數癌友、家屬和社會人士。

抗癌勇士、家屬朋友、善心的社會人士們，
期望您們來參加此盛會。歌美琴韻，動人心弦。
在抗癌人生路上有血有淚，有歌有愛，有信有
望。多溫馨寶貴！請來赴宴，您必收獲滿滿，
身心靈都得滋潤飽足。別錯失這千載難逢的美
宴。加油！抗癌鬥士！

歡迎治療中和治療後一年內的癌友免費報
名參加，社會人士購票入場（每票 25 元）愛心
贊助票 50 元。報名、購票、查詢請洽角聲社區
中心：713-270-8660 /281-495-5307 席位有限，
額滿為止，請盡早報名。

基督徒光鹽社在華人社區發起一年一度冬令捐衣濟貧活動已有十八年 , 今年將自 11 月初開始
至 11 月底結束。將在曉士頓中國教會 , 西區中國教會 , 凱蒂中國教會 , 明湖中國會 , 西北華人浸
信會 , 福遍中國教會等及中國城附近百利大道金城銀行和光鹽社 ( 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內 ) 諸地
點收集衣物。來自華人家庭衣服 , 大多狀況良好 , 今年衣物將用以幫助休士頓地區之慈善機構 – 
希望之星 ( Star of Hope)。 該機構位於休士頓醫學中心東側 , 專門幫助休士頓地區失業 , 無家可歸
的成人與孩童 , 提供飲食 , 衣物 , 醫療並訓練謀生技能。目前他們每天能幫助約一千人左右。據悉
今年本市失業率不低，需要較多衣物應急。 除此之外也應本市 “他是我鄰舍”慈善組織要求幫
助貧困西裔勞工。

光鹽社特此呼籲有心人士共襄盛舉幫助有需要民眾溫暖過冬。
光鹽社联絡電話 : 713-988-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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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55廣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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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醫生專頁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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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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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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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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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11 月18 日週五的夜晚電視新聞
，傳出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當天下午二時，一位女士在一家肉類加

工廠工作。當她完成所有工作安排，走進冰凍冷庫作例行檢查
時，突然，出現一個不幸的時刻，冷凍門不明原因，意外關上
了，她被鎖在裡面,淹沒在人們的視線中。雖然她向冰凍冷庫
竭盡全力地尖叫著，敲打著，可惜她的哭聲卻沒有人能夠聽到
，這是因為肉類公司的冷凍庫的牆壁格外深厚，為的是確保戶
外恆溫不會滲入。當天是周末前夕、又是一年度的美國感恩節
假期的前夕，這個時候，廠內大部分工人，都已經 「雞咁嘅腳
」趕下班了，沒有人能夠聽到在冰冷的房間里裡面發生的事。
那位倒運的女工，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力盡聲嘶地呼喊，仍舊
是沒有同事發覺。

3個小時後，當她頻臨死亡的邊緣， 終於有救星出現。工
廠內一位保安人員，最終打開了那度冰厚的雪櫃大門，奇跡般地救了她
出去。並召來救護車，護送她一起入醫院檢查。

近日因為美國總統大選已有答案，政治新聞可以暫時緩解，然而新
聞記者仍然要四處尋找消息，以便向市民交待。這位女工的 「死裡逃生
」的故事，正好被視為感恩節的花邊報導。大家感興趣的是：救人的保
安員，又怎麼會知道有人被困在華氏零下20 度的冰凍庫內呢？

這個保安欣然回答：冰庫的範圍，不是他巡邏的地段。也不是他的
日常工作。那樣他又怎麼會去開那門呢？他解釋說： 「我在這家工廠工
作了35年，每天都有幾百名工人進進出出，但你這位女士，是唯一一
位每天早晨上班向我問好，晚上下班跟我道別的人。厰內許多人，視我
為透明看不見的小人物。你永遠是與別不同。今天，你像往常一樣來上
班，簡單地跟我問聲 「你好」。但下班後，我卻沒聽到你跟我說 「再見
，祝你有個愉快的感恩節」。於是，我決定去工廠裡面看看。我期待你

的 「Hi, 」和 「再見」，因為沒見到及聽
到你的告別，這醒醒了我，您可能發生了
一些事。這就是為什麼我走遍廠內每個角
落來尋找的理由。」

這個女工聽後，激動得熱淚盈眶。而醫院內的醫護人員聽到，也為
之動容。記者除了把這件新聞向電視台發放後，並且同時放上 Face-
book 中去，不消半刻鐘，已有10 萬人稱讚！它向世人啓發：做人應該
謙虛，和尊重你周圍的人。同時每天去正面影響你周圍的人，因為你永
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感恩別人的幫助，感恩朋友來到自己身邊，
尊重他人！才能得到他人尊重...

其實人生在世，若是對自己成長的地方和現今生活的角落，懷著感
恩的心情，是反映人性美好的一面。這讓我想起，美國人民每逢11月
第四個星期四(今年是11月24 日）便迎來了重要的傳統民俗節日──感
恩節。感恩節是美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之一。感恩節的原意是為了感謝上
天賜予的好收成，感謝神的恩賜，也是一個闔家團聚的日子，人們在這
一天共享感恩節大餐，互道一年來值得感恩的事情，重敘親情和友情。

感恩節始於1621年。1620年的秋天，一群英國清教徒登上了一艘
重180噸，長90英尺的木製帆船──五月花號，遠涉重洋來到新英格蘭
普利茅斯港。在完成這次充滿危險的遠征後，這些虔誠的教徒無不衷心
感謝神的眷顧。

這些英國移民來到美國生活，人生地不熟，在印第安人的指導和幫
助下，這些移民得以在美洲生存下來。1621年，這些新移民和當地的
印第安人共同舉行秋收盛宴，感謝印地安人的幫助，也感謝神的眷顧。
這就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感恩節。感恩節是美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之一
。感恩節的原意是為了感謝上天賜予的好收成，感謝神的恩賜，也是一
個闔家團聚的日子。美國開發前，一無所有、逃避戰亂的移民，在第一
次農作物收成後，認為要感謝新世界給予他們溫飽和安穩的生活。這個
傳統由開國元首華盛頓於1789年正式宣布為國家節日。自此，這一習
俗就世代沿襲下來，並逐漸風行美國各地。1863年，美國總統林肯正
式宣布感恩節為國定假日。1941年根據國會動議案把感恩節日期改為

11月第四個星期四。感恩節的傳統食物，是火雞和南瓜餅。每年美國
總統赦免火雞一命的儀式，是正式由總統肯尼迪於1963年開始的。

美國人非常重視感恩節。除非事關重大，否則在海外工作的美國人
，都會在節日前趕回國與家人慶祝。接著感恩節的星期五也是假期。在
一連四天假期中，不少地方都會舉行盛大的遊行或其他活動。

近400年來，雖然美國社會發生很大變化，但在過傳統感恩節的時
候，美國人都會和家人一起度過，共享感恩節大餐，同時感謝神的恩賜
，讓自己能有豐衣足食的生活。美國各地也有很多慶祝活動，美國總統
也會按照習俗，赦免火雞。在這一天，美國各地教堂也都開放，向神的
慷慨恩賜表示感謝。

而就分享精神上而言，一些美國人也會邀請好友、單身漢或遠離家
鄉的人共度佳節，公民團體及慈善團體會在這一天提供食物給需要幫助
的人，尤其是無家可歸的流民們。

從18世紀起，美國就開始出現一種給貧窮人家送一籃子食物的風
俗。當時有一群年輕婦女想在一年中選一天專門做善事，認為選定感恩
節是最恰當不過的。所以感恩節一到，她們就裝上滿滿一籃食物親自送
到窮人家。

我一向欣賞美國(其實加拿大和其他地方都有)的感恩節。每年有個
機會讓國民緬懷前人的艱辛努力，和這塊土地的方方面面成就了自己一
代，真的很有意義。其實我的出生地澳門老家，能夠從一條曬漁網、咸
魚的小漁村，蛻變到今天的繁華國際大都會，世界博彩之都，又何嘗不
是值得我們深深感恩？

而生活在美國的我等華人，無論是從哪裡來，都應該感恩美國，因
為它胸襟開闊地收容我們，給予我們真正的自由、民主，容許我們一人
一票選舉國家領導人，更允許我們擁有宗教自由、可以公開批評上自美
國總統，下自市政祕書的政府公職人士，毋需擔心會被警察逮捕鞭打，
從而被判入獄。在美國，人人可以享有世界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
、博愛，這不禁使我想到中國的古話：滴水之恩，定當湧泉相報。這是
我一個移居美國43 年的港澳居民的由衷之言！也是作為對美國感恩節
的暇想 ！

美國 「火雞節」話感恩
楊楚楓楊楚楓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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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冀梁廣泛凝聚共識
楊楚楓楊楚楓

習近平日前在秘魯之行中，接見了梁
振英，聽取了他對香港近期形勢和特區政
府工作情況的匯報。之後習主席指出，中
央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希望
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繼續綜合施
策，廣泛凝聚社會共識，著力推動經濟發
展和民生改善，堅決維護國家統一，保持
社會政治穩定。同場的內地官員，包括中
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及中共中央辦公
廳主任栗戰書等。

梁振英其後會見傳媒交代會面內容，
他多次被問及有關連任問題時說，會面並
無談及特首選舉及連任問題，而是談論有
關特區政府及其工作。被問及獲習近平充
分肯定，會否對爭取連任充滿信心，梁振
英說， 「多謝主席對我肯定」，並推說連
任問題稍後再說。記者追問他是否不會在
短期內宣布競逐連任，梁振英說， 「我冇
諗住喺今日呢個會上向(習近平)主席提出
任何有關我個人嘅事情，亦冇諗住主席會
喺呢個問題上，同我就個人連任不連任問
題有咩講法。」

梁振英表示，習近平十分清楚及了解
香港情況，充分肯定他及特區政府的工作
，包括處理立法會宣誓引發的一系列問題

，並提到釋法的必要性及依法辦事，他引
述習近平強調，在 「一國兩制」下，完全
沒有 「港獨」的空間，不過，兩人無談及
就《基本法》23條立法，他重申今次會面
，主要是向習近平匯報香港最新經濟發展
情況，以及扶貧安老與房屋問題。

時事評論員林和立認為，習近平與梁
振英私下會面，有提到連任問題亦不出奇
，從近日人大釋法及北京輿論空群而出抨
擊 「港獨」等事件，反映習近平是需要一
個較強悍及 「好聽北京話嘅人」，以推行
較辣的招數，例如未來一年內，為 「23條
」立法等，而梁振英是一位無條件及忠實
的執行者，加上未有其他重量級人馬參選
，故他獲連任的機會稍為提升。

林和立又說，下屆特首人選要由7名
政治局常委共同決定，而習近平提出凝聚
社會共識，但這方面是梁振英的弱項，故
政治局常委一日未 「扑錘」，習近平發言
亦相當小心，沒有顯示其個人對梁振英的
評價，因此減少 「全力支持」等字眼，只
是公式化地表示， 「充分肯定」特區政府
工作，而梁振英雖暫時佔優，但一切需待
下月底常委決定才有分曉。

另一位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指，內地
官員談及香港問題時，過去較少用 「綜合
施策」這四個字，潛台詞意思是指，梁振
英的工作不全面， 「北京肯定梁振英喺政
治穩定上嘅工作，呢個北京要佢做，但並

非北京要梁振英工作嘅全部
，其他部分包括經濟發展，
社會團結同廣泛凝聚共識，
梁振英喺呢幾方面，係乏善

足陳，毫無落實。」他認為，北京不能任
由梁振英側重政治鬥爭，而忽略經濟及民
生等工作，使用 「綜合施策」一詞目的，
是 「防騎劫」，反映北京不想只把香港問
題聚焦在政治，甚至被人鎖死重點，否則
北京會變得被動。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
中央非常關注本港出現 「港獨」，受到宣
誓事件的激發， 「港獨」更成為重要課題
，故習近平特別在會面中提及。但他認為
，中央對梁振英是否應競逐連任，從會面
內容來看，沒有釋放任何訊息，他相信習
近平只是沿襲過去做法，既不過度讚賞，
亦不會讓人，覺得中央對特首有不滿，當
中並無弦外之音。民主黨和民建聯均不認
為，習近平的講話，代表中央支持梁振英
連任。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說，習近平指高
度肯定特首和政府工作，說法跟過往無明
顯分別，但反映中央非常重視香港。民主
黨黨團召集人涂謹申說，現階段凝聚社會
共識，是非常重要，認為對方目前是做不
到，希望政府在餘下任期內，能在有關方
面多下功夫

不久，官方新華社發稿，補充了一些
梁振英沒有說的話，其中 「綜合施策」一
詞，吸引了香港及外界的注意。

一，內地官員談及香港問題，過去較
少用 「綜合施策」這四個字。不過，在國
際問題上，內地官員卻用過這個詞，而且

還提過一些類似的字眼，例如 「綜觀形勢
，準確決策」等。記憶所及，中國官員近
期使用 「綜合施策」一詞，也許是外交部
長王毅，在談及中東問題的時候。可見，
這次把 「綜合施策」一詞用在香港身上，
應該有某種含意。

二，內地人士提醒說， 「綜合施策」
和 「綜合施政」不同，雖是一字之差，但
內涵卻大大不同。顧名思義， 「綜合施政
」是指政府拿出來的具體措施，用到行政
工作之上。但 「綜合施策」則是不單具體
的措施，還包含策劃、構思的部分；換言
之，即使政府沒有做、未做、或者來不及
做的事情，也應該看得長遠，要有所策劃
，做好對策準備，不能臨急抱佛腳。這才
是北京的要求。

三，梁振英較強調自己在政治方面的
表現，政治穩定只是其中一部分，還有經
濟發展、廣泛凝聚共識等團結社會的部分
。眾所周知，梁振英除了拼命落實北京的
政治要求之外，其他部分卻是乏善足陳。
所以，內地政圈最近還流傳另一個詞，就
是 「防騎劫」，反映北京不想只把香港問
題聚焦在政治之上，甚至被人鎖死重點，
否則北京也會變得被動。

四，內地人士還特別點出，習近平接
見梁振英時，讓香港傳媒進場拍攝(過去則
按情況需要，有時只安排傳媒代表進場攝
影)，但卻只談一些風花雪月的話，完全不
是外界所猜測的 「會否釋放某些與特首選
舉有關的訊號」。其實，沒有訊號就是一
個訊號，告訴外界，北京不會在這個時候
，放出任何與下屆特首有關的訊號。

所以，這次接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北京沒有確定讓梁振英連任，至少不想外
界有這種感覺。而且，日後會否有訊號？
一切視乎情況而定，北京完全可以從心所
欲。

國家主席與香港特首在亞太經合組織
會議期間會面，是多年來的例行公事。今
次會面引起傳媒特別關注，自然是因為現
在距離香港特首選舉只有幾個月，而梁特
首尋求連任之心路人皆見，卻遲遲未公開
表態。這個 「等甚麼」的問題，從已宣布
參選特首的退休法官胡國興口中說得輕鬆
，但對梁振英而言，這是個不言而喻的政
治現實。

不過，新華社有關今次習梁會的報道
，與以往兩人會面後的報道，有點不同，
值得我們留意。例如，習主席對梁特首的
期望，首次包括 「堅決維護國家統一」，
而在一貫的 「保穩定，促和諧」方面，新
聞稿用的是 「保持社會政治穩定」。這些
用詞，顯示中央對涉及 「港獨」的香港政
治形勢非常關注，而梁特首在 「信得過」
方面，應該得到很高評分。

當然，香港的政治穩定，也要依靠新
聞稿提到的 「廣泛凝聚社會共識」，而香
港對國家最大貢獻的地方，依然是 「經濟
發展」。新聞稿也首次對特首用 「綜合施
策」這句詞語，相信是不想予人偏重政治
的印象。

經過上次特首選舉造成的嚴重建制內
部撕裂，我估計今次中央會謀定而後動，
例如等到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有結果後，再
作出誰人可以參選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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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Ms. Cunningham ( 左一 ）（ 為錢護壯老師的聲樂學生 ）的助陣演出，為音樂會增色不少。

中華音樂協會第五十五屆音樂會

圖為中華合唱團演出的陣容。團長陳遠珮（前 ）致詞。

演唱者近景特寫。 由指揮王佳雯（ 左一 ）帶領的成功演出。

台上台下都為這種以「 音樂故事」 為演出的方式而興味盎然。

曾任「 中華合唱團」 的團長及指揮的湯維藩（ 左一 ）也在音樂
會中指揮兩首曲子。  指揮王佳雯 （前排）講話。 指揮湯維藩（ 前排右） 在謝幕時接受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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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銷量續三個季度下滑
仍搶走全球手機91%營業利潤

綜合報導 壹項來自美國研究機構的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

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的總利閏達到了90億美元，其中

91%的份額被蘋果手機獲取。這意味著總銷量僅占壹成的蘋果手

機，卻獲得了全球九成的利閏。

報告顯示，蘋果手機在三季度營業利閏高達85億美元，占

據了全球智能機行業營業利閏91%的份額，創歷史新高。而利

閏排名2-4位的廠商均來自中國，分別是華為、vivo和OPPO手

機。

目前尚不清楚該報告是如何計算營業利閏的。壹般理解，

營業利閏是在主營業務利閏的基礎上，加其他業務利閏，減營

業費用、管理費用、材務費用後得出。 而蘋果自身公布上壹材

季的凈利閏是78億美元。

出具該項報告的研究機構Strategy Analytics的主管隋琳達

（Linda Sui）稱：“蘋果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營業利閏中獲得

了主導地位，它的最大化定價和最小化生產成本的能力是非常

令人印象深刻的，而iPhone將繼續為其創造驚人的利閏。”

今年第三季度，蘋果推出了兩款新手機，起步價為649美元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IHS的分析，蘋果手機的零部件成本為

224.90美元，這意味著蘋果手機仍然有著比較高的毛利閏。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蘋果銷量已連續三個季度下滑。根

據策略機構 Gartner 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今年三季度蘋果

iPhone智能手機的銷量為4300萬部，當季的市場份額縮減至

11.5%。

Strategy Analytics公司執行董事尼爾· 莫斯頓（Neil Mawston）

稱：“蘋果的銷量在三星Note 7失敗以後略有提升，但仍面臨

許多主要地區的消費者，如中國和歐洲，對iPhone的審美疲勞。”

除了蘋果公司之外，其他任何壹家手機廠商其利閏占據手機行

業總利閏的比例都沒有超過2.5%。

該報告顯示，三家中國廠商——華為、Vivo、OPPO分別是

三季度利閏排名在蘋果之後的三家公司。“但第壹位的蘋果相

比，它們依然遠遠落後。”隋林達稱。

尼爾· 莫斯頓（Neil Mawston）稱，華為在今年三季度全球

市場中貢獻了2億美元的營業利閏，捕獲全球2.2%的市場份額，

位列第二，並第壹次成為世界上最賺錢的安卓手機供應商。

“高效率的供應鏈，靈活的產品和有效的市場營銷已經成

為華為強大盈利能力的主要驅動力之壹。”莫斯頓說道。

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vivo和OPPO手機也分別獲得了全球

2.2%左右的市場利閏。莫斯頓稱，vivo和OPPO是由於規範的定

價和亞洲出貨量的飛速增長帶來了相對健康的盈利。

隋琳達補充說道：“世界四大最具盈利能力的智能手機廠

商中有三家來自中國。華為、vivo和OPPO不僅在今年改進了他

們的智能手機產品陣容，還提高了他們的運營能力，並嚴格控

制擴大分銷成本。”Strategy Analytics的利閏報告還顯示，全球

智能手機行業收入在2016年第三季度表現平穩。安卓依然是整

體收入最高的操作系統，其次是iOS；微軟和黑莓平臺根本沒有

利閏；Tizen的數額下降到第五位。

另外，三星在所有安卓代工（OEM）廠商中的產量和價值

都處於領先，但由於Note 7的崩饋，華為的盈利能力超過了三

星。數據顯示，三星在利閏排名中只名列第九，利閏僅為1000

萬美元，占比為有0.1%。在此之前，三星長期占據著全球手機

利閏第二的位置。去年全球智能手機利閏份額顯示，三星占比

達到14%。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當三星把Galaxy Note7危機解

抉並推出新的旗艦機之後，會重新找回其之前的市場地位。

“廢鈔”升級 印度叫停櫃臺換幣 盧比創新低
繼禁止兩種大面值紙幣流通後，印度政

府又叫停櫃臺兌換“廢棄”的紙幣。印度盧

比匯率連創新低，成為這輪美元高漲風暴的

最大受害者。

當地時間本周四，印度財政部宣布，從

次日零點起，國內櫃臺不得兌換本月8日宣布

禁止流通的500盧比和1000盧比面值鈔票。根

據新規，部分使用這兩種鈔票支付的豁免情

況由下月3日延長至下月15日，但限制明顯更

嚴格，比如：目前豁免僅限於500盧比面值鈔

票，1000盧比面值的紙幣自周五起將只允許

存入銀行賬戶。此前規定個人和家庭支付水

、電、煤氣等公共設施的費用和欠款可豁免

，現在僅限於個人和家庭支付水電費。此外

，學費支付仍得到豁免，外國國民每周最高

換匯額為5000盧比。印度財政部稱，此次調

整規定也許可以鼓勵、推動國民將被廢鈔票

存入銀行戶頭。而且自公布禁止流通上述兩

種鈔票以來，這類鈔票的櫃臺兌換額呈下降

勢頭。

值得壹提的是，在印度財政部發布上述

新規當天，印度盧比又隨著美元大漲創新低

。華爾街見聞早前文章提到，自印度宣布廢

除兩種大面值鈔票後，盧比就走上了貶值的

不歸路，周四盤中印度盧比兌美元跌至

68.8600，創最低記錄，而後繼續下探，當日

最低觸及68.86886。金融博客Zerohedge援引分

析師評論稱，伴隨著美元走強而來的資本外

逃已經影響了印度盧比。其提到，周四稍早

印度政府官員稱，印度央行將采取適當措施

應對盧比貶值。本月8日印度總理莫迪（Nar-

endra Modi）宣布上述兩種面值鈔票不再是合

法流通貨幣，稱這是政府打擊猖獗的腐敗和

偽造貨幣行為的壹部分。但印度超過90%的交

易都是現金交易，壹下廢掉85%以上流通貨幣

的影響不言而喻。

華爾街見聞此前提到，換鈔進入第15天

，大部分取款機仍不能使用，銀行外許多人

排著長隊等待取錢和換錢，現鈔的提供速度

遠遠趕不上人們的需要。雖然印度央行行長

稱今年底就將恢復正常，只需“暫時忍耐”

。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整個換鈔過程或將

至少需要持續到明年5月。《華爾街日報》指

出，假如莫迪真要打擊腐敗黑金，可不僅僅

是廢鈔這麽簡單。因為整個印度的政治活動

就是壹場龐大的現金活動。憲法不要求各黨

派公布小額捐款來源，政黨通常接受現金捐

助收買選民。印度宣布廢鈔後，機構紛紛因

此下調印度的經濟增速預期，匯豐銀行預測

印度整個完整財年的GDP增長會降低0.7到1

個百分點。但也有分析指出，此舉是有利於

經濟增長的，尤其是可以彌補財政赤字，為

經濟建設、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籌集資金，

防止未來兩年經濟下滑。

強勢美元強勢美元““狂奔狂奔””殃及全球貨幣殃及全球貨幣
美元扶搖直上美元扶搖直上

亞洲部分國家央行開始入市幹預
德國著名格林童話“花衣吹

笛手”的故事，如今在全球貨幣

市場上演。在寫給上證報記者的

壹封郵件中，法興銀行全球策略

師Kit Juckes對記者講述這樣壹個

著名傳說：花衣吹笛手用笛聲引

誘那些擾民的老鼠離開了城鎮，

但由於沒有拿到報酬，他便用同

樣的方法拐走了小鎮上的孩子們

。“世界上大部分貨幣都被債市

吹笛手引誘著不斷走向兌美元貶

值之路。”他寫道。

伴隨美聯儲11月會議紀要展

現出偏鷹派的基調，美聯儲在下

個月加息被認為已是板上釘釘。

美債收益率再沖階段高位，美元

指數也在接近10余年新高。非美

貨幣此刻猶如童話中的老鼠和孩

子，深受強美元“洗劫”之苦的

亞洲貨幣決策者再也坐不住了，

印度及馬來西亞等央行紛紛選擇

入市幹預。

美元在加息預期中扶搖直上
北京時間24日淩晨，美聯儲

公布的11月份貨幣政策會議紀要

顯示，多數美聯儲官員認為合適

的加息時機將很快到來。而美聯

儲主席耶倫近日已經在出席國會

聽證會時表示，美聯儲將很快接

近合適的加息時機。

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

美國10月耐用品訂單出現反彈，

而11月消費者信心跳升，這為美

聯儲加息提供了基礎。

根據CME集團的FedWatch工

具，截至23日，美聯儲在12月會

議上加息的可能性高達93.5%。

在強烈的加息預期助推下，

美債收益率節節高升。兩年期美

債收益率23日觸及2010年4月以

來高位，這為美元漲勢提供支撐

。北京時間24日19時17分，美元

指數報101.58點，小幅下滑不到

0.1%，但接近2003年 3月以來高

點101.91。Kit Juckes對此指出，

亮眼的耐用品訂單數據和對於特

朗普大手筆財政刺激的預期都被

視作是美債收益率走高的催化劑

。伴隨美債收益率在 2013 年至

2016年上半年之間下跌，壹些多

頭選擇離場。但持倉情況並不會

妨礙債券價格走低，這反過來卻

成了美元強勢的“燃料”。

“美元指數正在測試102點的

關口，上壹次接近這壹水平是在

2003年，我們預計在接下去的幾

個月中，該指數還會上漲約6%。

”他表示。

亞洲部分國家央行入市幹預
伴隨美元表現強勢，本月以

來除了英鎊，其他全球主要貨幣

對美元匯率幾乎全線下跌。截至

23日紐約交易時段尾盤，英鎊對

美元匯率上揚1.6%，但歐元對美

元匯率下滑3.9%，美元對日元大

漲7.5%。

新興市場更是重災區。墨西

哥比索、南非蘭特及巴西雷亞爾

等貨幣跌幅較大。截至23日，本

月以來，美元對它們的即期匯率

分別上揚9.4%、5%及6.2%。

在亞洲，美元對菲律賓比索

匯率已經沖破50，上壹次匯率達

到50附近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

發時。印度盧比則跌至紀錄低位

。彭博-摩根大通亞洲貨幣指數本

周觸及103.29點，為2009年3月份

以來最低位。

面對這種局面，印度、馬來

西亞央行已經入市幹預，包括菲

律賓、泰國央行在內的亞洲貨幣

首腦均已表態將入市幹預。

據外媒報道，印度央行在24

日早盤斥資約5億美元幹預匯市

，下午再次入場幹預。馬來西亞

央行則稱，將對在無本金交割遠

期外匯市場進行馬幣交易的個人

或銀行“立即實行監管幹預”。

該行上周五證實壹直於在岸市場

幹預匯市，以抑制馬幣跌勢。菲

律賓央行總裁泰譚柯23日表示，

若菲律賓比索對美元過度波動，

央行將毫不猶豫入市幹預。

而泰國央行表示，資本流動

和匯率波動將增加，貨幣當局需

要保留政策空間以因應該國經濟

可能面臨的更大不確定性。

根據路透發布的調查，目前

馬幣空頭倉位已經升至2015年10

月以來最高，韓元及印度盧比空

倉規模也都已經達到5月底以來

最高。

昨日早盤，離岸人民幣對美

元匯率壹度跌破6.96。當日，人

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 6.9085，較

上壹交易日下跌181基點，為2008

年6月以來首次跌破6.9關口。

自國慶假期以來，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開始新壹輪下行。統計

數據顯示，10月人民幣對美元匯

率中間價9次刷出6年來新低，累

計下跌1.29%。而 11月以來至昨

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亦

接連 9 次屢創新低，累計下跌

2.13%。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1日，美國紐約，美國民衆在SoHo區的特朗普酒店外集會，抗議特朗普的潛

在內閣名單。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19日，美國洛杉矶，一場關于“性感女神”瑪麗蓮· 夢露的遺物拍賣會舉行。在這

次的拍賣物品中，最吸引眼球的，莫過于夢露在1962年爲美國時任總統肯尼迪慶祝45歲生日所穿的那條肉色性感長裙，

以480萬美元(3305萬人民幣)天價拍賣。

綜合報道 波蘭華沙，數千名教師上街遊行，抗議政府教育改革。波蘭教育改

革將去除初中，只保留小學與高中。

綜合報道 2016年11月21日，遼甯省沈陽市，沈陽一商場現美日俄三國領導人

蠟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面部衰老皺紋重，一身正裝，身邊是“歐巴馬”與

“普京”。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2日，英國倫敦，倫敦牛津街隨處可見“黑色

星期五”打折信息，商家備戰“黑五”氣氛濃重。



LIMA, Nov. 19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Saturday called for joint efforts by China 
and Russia to push forward the process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Xi told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Vladimir Putin 
at a bilateral meeting that both sides should fully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at the 2014 APEC 
Beijing meeting and other meetings in recent years.
The FTAAP process was launched at the 2014 Beijing 
meeting and a roadmap was endorsed. A collective 
strategic study on the FTAAP was conducted 
subsequently, as agreed by the APEC members, and 
the result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economic leaders 
by the end of 2016.
Xi and Putin are currently in Lima, Peru's capital, 
attending the annual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and 
related events.
Delivering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APEC CEO Summit 
earlier Saturday, Xi called for concerted efforts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TAAP, noting that it is 
a strategic choice concerning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Holding talks with Putin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meeting, Xi underlined 
the need for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under the APEC framework in a bid to 
promote the bloc to contribute more to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Echoing Xi's remarks, Putin said 
Russia an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APEC and other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s for China-Russia all-rou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Xi said that it 
has not only promoted both countries' 
development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force of world 

peace and justice.
China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Russia to continue 
high-level close contact, enhance mutual support and 
consolidat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mutual trust in the 
upcoming year, stressed Xi.
The Chinese president called on the two neighboring 
nations to enhance synergy of thei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further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He also expressed hopes that both countries will 
successfully organize the China-Russia Media 
Exchange Year and other important people-to-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Putin, for his part, said the high-leve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noting both sides should maintain 
close contact.
Hailing good momentum of bilateral economic ties 
and achievements they have scored in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the Russian president stressed that Russia 
is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hina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EU.
The two heads of state also made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on othe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of shared concern, agreeing to safeguard peace and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and other 
regions neighboring their two countries. 
Related

Xi, Putin Seeking Enhanced
China-Russia ties

Lima [Peru], Nov. 20 (ANI):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Vladimir Putin 
and stressed that Beijing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Moscow to continue high-level close 
contact, enhance mutual support and 
consolidat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mutual trust.
The two leaders met Saturday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annual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reports 
Xinhua.
The meeting called for joint efforts by 
China and Russia to push forward the 
process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Xi told Putin that both sides should 

fully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at the 2014 

Russia, China To Push For
Free-Trade Area In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 relations, with his promotion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t the centre of his frequent attacks o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Da added.
Last week an editorial in th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led Global Times warned “Making things 
difficult for China politically will do him no good,” 
referring to Trump.
Meanwhil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eemed 
reluctant to give up on the TPP deal entirely.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who has just returned from a 25,000km 
round-trip to Peru to reinforce support for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agreement as a “strategic commitment.”
Mr Turnbull said it was up to Mr Trump and his new 
Congress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at they believed 
was in their nation’s interest. Donald Trump also 
talked about energy, regulation, national security, 
immigration and ethics reform in his video.
“On ethics reform, as part of our plan to drain the swamp, 
we will impose a five year ban of executive officials 
becoming lobbyists after they leav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 lifetime ban on executive officials lobbying 
on behalf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Trump said, 

reiterating a policy 
his transition team 
announced earlier 
this month.
While talking 
about immigration, 
which remained 
one of his 
trademark 
policies during 
his candidacy, he 
assured he would 
not build the wall, 
but instead an 

executive action to investigate visa abuse.
“On immigration, I will direct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to investigate all abuses of visas programs that 
undercut the American worker,” he added.
The video was created and distributed by the Trump 
Transition Team, who are trying to fill over 4,000 jobs 
within the White House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rump talked about his transition team stating, 
“Tremendous talent — we’re seeing tremendous 
talent. People that, as I say,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se are really great people. These are 
really, really talented people.”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WASHINGTON, U.S. -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released a video message on Monday outlining 
his executive actions after he takes charge of his 
presidency on January 1, 2017.
In his first video message ever since he won the 
elections, Donald Trump talked about his intentions to 
withdraw the U.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describing the regional agreement as a 
"potential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
In the brief clip posted to YouTube on Monday, the 
president-elect said that “our transition team is 
working very smoothly,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contradicting a wealth of media reports telling of chaos 
in Trump Tower as Trump struggles to build a team.
He said that he was going to issue a note of i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calling it “a potential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 
Instead he said he would “negotiate fair bilateral trade 
deals that bring jobs and industry back”.
Hours before Trump’s announcement,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rned tha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would be “meaningless” without 
US participation.
Speaking to reporters in Buenos Aires on Monday, Abe 
conceded that other TPP countries had not discussed 

how to rescue the agreement if Trump carried out his 
promise to withdraw.
Negotiated by President Obama, TTP is a deal that 
involves 12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Japan, 
Malaysia, Vietnam, Singapore, Brunei,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Mexico, Chile and Peru, and covers 
40 percent of the world.
“Instead, we will negotiate fair bilateral trade deals that 
bring jobs and industry back onto American shores," 
said Trump.
"The outlook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s 
bleak,"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boss, James Pearson was quoted as saying on Tuesday.
As per reports, Donald Trump’s decision drew mixed 
reactions from world leaders.
According to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Time will tell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congress engages 
with the TPP or a evolved version of that agreement. 
There is very strong support among the other 11 parties 
to the TPP to ratify it and to seek to bring it into force.”
Similarly Deborah Elms, executive director, Asian 
Trade Center expressed that Trump’s announcement 
was “very depressing.”
In her words, “It means the end of U.S. leadership on 
trade and the passing of the baton to Asia. At a time 
of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can ill-afford 
watching the largest economies turn inward.”

~
What 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 is a trade agreement 
among twelve of the Pacific Rim countries—notably 
not including China. The finalized proposal was 
signed on 4 February 2016 in Auckland, New Zealand, 
concluding seven years of negotiations. It is currently 
awaiting ratification to enter into force. The 30 chapters 
of the agreement aim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support the creation and retention of jobs; enhance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raise 
living standards; reduce poverty in the signatories' 
countries; and promote transparency, good governance, 
and enhanced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The TPP contains measures to lower both non-tariff 
and 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and establish an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e TPP began as 
an expansion of 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SEP or P4) signed by 
Brunei, Chile, New Zealand, and Singapore in 2005. 
Beginning in 2008, additional countries joined the 
discussion for a broader agreement: Australia, Canada, 

Japan,Malaysia, Mexico, Peru,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of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negotiations to twelve. Current 
trade agreements betwee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be 
reduced to those provisions that do not conflict with 
the TPP or provide greater trade liberalization than the 
TPP.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considers the TPP 
a companion agreement to the proposed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a broadly 
similar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
On the other hand, Najib Razak,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supported Donald Trump’s decision saying, 
“It i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right as the 
democratically-elected next lea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the policy decisions he thinks right. I 
am a strong supporter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open 
regionalism in Asia Pacific.”However, He Weiwen, 
vice president of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uggests that a refusal by the U.S. 
to join the TPP would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push its 
own deals such 
a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While 
China declined 
to join the TPP, 
feeling it was 
designed to isolate 
it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 
wider implications 
of the US going back on a trade deal that took seven 
years to negotiate is likely to harm China in the long 
term.
“The US leaving TPP is a problem of America rejecting 
globalisation,” said Da Wei, an expert on the US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is a beneficiary of globalisation and 
China is not willing to see the tide of globalisation 
ebb.”
While some Chinese may be happy at what they see 
as a political failure for the US, ultimately “China 
disapproves of this, China is anxious about 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 Da said.
Trump’s wider trade rhetoric could damag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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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meets with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Vladimir Putin in Lima, Peru, Nov. 

19, 2016. (Photo/Xinhua) 

Leaders of TPP member states and prospective member 
states at a TPP summit in 2010. 

Donald Trump Announces He Will Withdraw
The U.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World Leaders React 

APEC Beijing meeting and other meetings in recent 
years.
The FTAAP process was launched at the 2014 Beijing 
meeting and a roadmap was endorsed. A collective 
strategic study on the FTAAP was conducted 
subsequently, as agreed by the APEC members, and 
the result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economic leaders 
by the end of 2016.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Putin, Xi underlined the 
need for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under the APEC 
framework in a bid to promote the bloc to contribute 
more to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For his part, Putin said Russia an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APEC 
and other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He said that the high-leve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noting both sides should maintain close 
contact.
The Chinese President called on the two neighboring 
nations to enhance synergy of thei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further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The two leaders also made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on othe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of shared 
concern, agreeing to safeguard peace and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and other regions 
neighboring their two countries.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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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星期日 2016年11月27日 Sunday, November 2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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