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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亚杯华人篮球赛第六周精彩赛况
二零一六年大华府地区王亚亚杯华人
篮球赛于十一月十二日晚在马里兰州
Rockville 的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高中体育馆进行了第六周的比赛。
第六周比赛的前两场是 A 组和 B 组两
个小组循环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由于这两
场比赛的胜负决定着好几个队在小组里的
排名，许多观众早早地来到了球场观战。
CYC-U18 队和 GWU 队之间的比赛基本上
是年轻人之间奔跑速度和弹跳高度的比
拼。一边是 CYC 队的高中生，一边是 GWU
队的大学生。全场比赛都在奔跑，拼抢。
CYC-U18 队率先得分，而且很好的防住了
GWU 队的进攻。可惜的是 CYC-U18 队投
篮及上篮命中率都不高，一直没能把比分
拉开。急得两位教练在场下大喊大叫，可
是却干着急，使不上劲。好在 GWU 队面对
对方严密的防守无计可施，得分不多，每次
把比分追近，但始终没能反超，最终以九分
之差败北。CYC-U18 队名列 B 组第二，而
GWU 队只得到 B 组第五，被挤出来锦标赛
的前八名（两个组的前四名进入前八）。
第一次参加王亚亚杯华人篮球赛的篮
协希望青年队在小组赛中六战皆负，名列
小组最后。但是小组赛的成绩并没有影响
到全队的气势。在季后赛的第一场，篮协
希望队的对手是科堡华人社区（CCA）队。
CCA 队在当晚的第一场比赛中以小比分负
于 Nonsense Brothers（不讲理兄弟队），队员
的体力受到一些影响。篮协希望队发挥队
员年轻的优势，进攻和防守的速度都很快，
几位高大球员内线进攻频频得分，慢慢把
比分拉开，最多时领先十一分。但 CCA 队
利用下半时刚开始的时候，对方主力队员
在场下休息的机会，展开了猛攻，短短的几
分钟内，多次投篮命中，几乎把比分追平。
篮协希望队赶快把全部主力换上，稳住了
阵脚。之后两队比分交替上升，直到最后
一分钟，篮协希望队才依靠主力王向峰的
多次罚球命中而以两分的优势取得了建队
以来第一场胜利。

第 六 周 最 精 彩 的 一 场 比 赛 当 属 Evil
Colonials 队和 CYC-U18 队之间的比赛，胜
者进入前四名，负者则只好在第五到八名
四个队中争夺第五了。EvilColonials 队队
伍整齐，后卫，前锋，中锋，各司其职，防守
和进攻都很有章法。而 CYC-U18 队依靠
的 是 年 轻 ，能 跑 能 跳 ，防 守 拼 命 。
EvilColonials 队在对方严密防守下虽然不
怎么丢球，但是命中率却不高，比分大部分
时间领先，却也无法拉开。 CYC-U18 队依
然是命中率低下，经常是投篮，不进，抢到
篮板球，再投，仍然不进，再抢到篮板球，再
投，仍然不进 . . . 在比赛的最后五分钟，比
分一直停留在 29:31。最后阶段，CYC-U18
队只好祭出犯规战术，而 Evil Colonials 队
关键时刻不手软，几次罚球全都命中，艰难
地赢下了比赛，昂首进入前四名。一直司
职计分台工作的张立强，苏新专两位在这
么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结束之后也终于可
以松下一口气了。
此次比赛的冠名赞助商王亚亚女士在
华府从事金融保险工作已有十余年，勤恳
服务于华人社区的她一向热心支持当地的
各项公益活动，所以此次比赛也得到了她
的热心赞助。今年将是王亚亚女士连续赞
助这一赛事的第七个年头。
大华府地区王亚亚杯华人篮球赛半决
赛的各场比赛将于下个星期六，十一月十
九 日 下 午 6：30pm 继 续 在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高中进行。欢迎广
大篮球爱好者前往观赛加油。
下面是第六周比赛结果：
CYC-U18 胜 GWU
46:37
Nonsense Brothers 胜 CCA
41:37
AZN Ballers 胜 Riverside
55:39
UG-Champ 胜 AU
32:23
CYC-Sr.胜 Hunan Delight
90:33
Evil Colonials 胜 CYC-U18 36:31
Lanxie-Hope 胜 CCA
45:43
Drake Hope II 胜 Nonsense Brothers
46:40

图为 Evil Colonials 和 CYC-U
CYC-U18
18 队比赛中

图为 AZN Ballers 和 Riverside 队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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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民医疗保险介绍
在上一期中为大家介绍了华府周边几
个州的 2017 年全民医保的开放申请时间。
本期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2017 年全民医疗保
险的税务补助和家庭收入等相关信息。大部
分州在 2017 年的收入标准相对于 2016 年有
所提高，家庭收入在以下范围的个人将会得
到政府不同程度的税务补贴。以下是关于华
府周边三个州的能够得到税务补助的家庭
收入标准。
2017 年马里兰州的家庭年收入标准是：
家庭成员 1 人，家庭年收入在$16,394 到$47,
520 之间；家庭成员 2 人，家庭年收入在$22,
108 到$64,080 之间；家庭成员 3 人，家庭年
收入在$27,821 到$80,640 之间；家庭成员 4
人，家庭年收入在$33,534 到$97,200 之间；
家 庭 成 员 5 人 ，家 庭 年 收 入 在 $39,247 到
$113,760 之间；家庭成员 6 人，家庭年收入在
$44,960 到$130,320 之间；家庭成员 7 人，家
庭年收入在$50,687 到$146,920 之间；家庭
成员 8 人，家庭年收入在$56,428 到$163,560
之间。
2016 年弗吉尼亚州的家庭年收入标准

是：家庭成员 1 人，家庭年收入在$11,770 到
$47,080 之间;家庭成员 2 人，家庭年收入在
$15,930 到$63,720 之间;家庭成员 3 人，家庭
年收入在$20,090 到$80,360 之间;家庭成员 4
人，家庭年收入在$24,250 到$97,000 之间;家
庭成员 5 人，家庭年收入在$28,410 到$113,
640 之间;家庭成员 6 人,家庭年收入在$32,
570 到$130,280 之间。
2016 年华盛顿 DC 的家庭年收入标准
是：家庭成员 1 人，家庭年收入在$25,306 到
$47,080 之间; 家庭成员 2 人，家庭年收入在
$34,250 到$63,720 之间; 家庭成员 3 人，家庭
年收入在$44,399 到$80,360 之间; 家庭成员
4 人，
家庭年收入在$53,593 到$97,000 之间。
19 岁以下的孩子（有同住父母最高收入
限制）将可以延续 MCHP。19 岁以上但未达
到 26 周岁的个人，即使还在校读书，已婚或
已有收入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加入父母的医
疗保险计划，前提条件是使用同一个居住地
址。补助会根据家庭年收入和人口数来决
定。
王亚亚金融服务公司将免费为您提供

私人医疗保险（无退税医保）、Obama Care
(含退税补贴)保险、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牙医保险的咨询和申请办理。您除了支付
同样的保险费以外无需支付任何手续费用。
您或许可以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或在各个
州的申请点申请购买医疗保险，但是您或许
无法得到有执照的专业保险经纪人的引导

和解释。我们将为您精打细算选择最适合您
和家人的计划，如果您有需要请尽早与我们
联系！欢迎来电咨询，电话：301-838-5511
或 301-838-5513。地址是 966 Hungerford
Dr., Suite 15B, Rockville, MD 20850。
（注：
本公司不办理 Medicaid，MCHP 等政府福
利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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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规划
遗产规划
财富管理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年金

Tel：301-404-5639
703-205-0337

www.hay-wanwong.myaxa-advisors.com

长期医疗照顾保险
伤残收入保险
529 教 育 基 金 计 划

公司退休计划
个人退休计划
Mutual Funds

Securities offered through AXA Advisors, LLC (NY, NY 212-314-4600),member FINRA, SIPC. Investment advisory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fered
through AXA Advisors, LLC, an investment advisor registered with the SEC.Annuities and insurance offered through AXA Network, LLC. AXA
Advisors and AXA Network do not provide tax or legal advice. Please consult your tax or legal advisors regarding your specific situation.
AGE-118030 (09/16)(exp. 09/18)
Future communication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公司与客户的信息交流将用英文或中文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

• 各类寿险
1 Issued by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and Annuity Corporation
Yaya Wang •定期寿险 •终生寿险
2 Securiti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fered through NYLIFE
2
1
Securities LLC, Member of FINRA and SIPC, and a Licensed
•灵活寿险
•浮动灵活寿险
Insurance Agency.
財務顾问^
3 3 Products available through one or more carriers not affiliated with New York Life,
3
• 医疗保险 和牙医保险 dependent on carrier authorization and product availability in your state or locality.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业务代表
^Financial Adviser of Eagle Strategies LLC, 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er
• 长期护理保险
+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 (MDRT), The Premier Association of Financial
纽约人寿证券公司注册业务代表
Professionals, is recognized globally as the standard of excellence in life insurance
2
sales performance in the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 大学学费筹措规划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etc.) for products from New York Life and
十五年以上专业经验
(C)301-404-2884
2 The
1
its subsidiaries are availa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2
•
各类年金
和投资产品
+
(O)301-838-5511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 紐約人壽及
百万圆桌协会终生会员
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 如有爭議, 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F)1-866-253-7188
• 共同基金投资 2
NYLIFE Securities LLC, Eagle Strategies LLC and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and

王亚亚

www.YayaWang.com

地址：966 Hungerford Dr, Suite 15 B, Rockville, MD 20850

Annuity Corporation are New York Life Companies.
SMRU 164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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