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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

華裔醫師協會晚會
吳元之贈賀函表貢獻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The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CADAH) 上周六於珍寶海鮮城舉辦
一年一度的農曆新年暨獎學金募款晚會﹐州眾議員吳元之﹑
休士頓F選區市議員Steve Le和休士頓獨立學區第七區亞裔
教委宋嘉年(Anne Sung)均受邀出席﹐現場政商嘉賓雲集﹐超
過500人與會同歡﹒席間﹐吳元之代表頒發賀狀﹐表揚該協
會對社區貢獻﹐由會長趙耿偉與基金會主席闞若玫接贈﹒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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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拍賣十二周年暨保利香港拍賣五周年

北美徵集

諮詢電話 650-455-6612    email：polyusa@polyauction.com

休斯敦 / 3月8日(周三)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225 West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洛杉磯 / 3月3、4日(周五、周六)
Omni Dallas Hotel at Park West
1590 LBJ Freeway, Dallas, TX 75234

達拉斯 / 3月5-7日(請先預約)

Sheraton Parkway Toronto North Hotel & Suites
600 Highway 7 East, Richmond Hill, Ontario, L4B 1B2 Canada

多倫多 / 3月14日(周二) 蒙特利爾 / 3月16日(請先預約)

西雅圖 / 2月23日(請先預約)

Bar Building
36 West 44 Street, 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67

紐    約 / 3月8日(周三)

張大千  瑞士雪山  成交價： RMB 164,450,000                  任仁發  五王醉歸圖卷  成交價： RMB 303,600,000 (創2016年度全球中國藝術品成交紀錄)

徵集範圍：
中國書畫、古董珍玩、現當代藝術、
古籍文獻、珠寶鐘表等門類

2016年度保利拍賣系總成交額95億元  繼續領跑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  拍賣中國藝術品請首選保利  
中國拍賣行業概念股保利文化(3636·HK)   保利藝術品基金一路同行，為您提供多樣的藝術品金融服務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The Westin San Francisco Airport
1 Bayshore Highway, Millbrae, CA 94030

舊金山 / 2月25、26日(周六、周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755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3 Canada

溫哥華  / 2月22日(周三)

北京保利拍賣
官方微信

保利香港拍賣
官方微信



【VOA】最新民調顯示﹐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持度對於一個新任

的總司令來說處於有民調以來的最低點﹒這反映了他就任第

一個月的工作表現和美國選民中政治觀點繼續尖銳對立﹒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星期日在最近完成的這次調

查中說﹐只有44%的美國人支持川普的工作表現﹐48%則持不讚

成態度﹒接受調查的大約三分之一的人說﹐川普在白宮的表現

顯示﹐他並不勝任這個工作﹒

最近的另外兩個民調得到的結果相似﹒蓋勒普的調查說﹐川普

第一個月的支持度平均為42%﹒而昆尼皮亞克大學的民調顯

示﹐川普的支持度為38%﹐而持負面看法的比例為55%﹒

川普沒有立即對最新的民調做出反應﹒不過﹐他在二月初發推

文表示﹐“任何負面的民調都是假新聞﹐就像有線電視網

（CNN）﹑美國廣播公司（ABC）和全國廣播公司（NBC）在大選

期間進行的民調一樣”﹐它們都預測川普會輸給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希拉裏·克林頓﹒而11月8日的投票結果顯示﹐川普贏得

了顛覆性勝利﹒

川普上任後的頭五個星期情況並不順利﹒他不斷指責美國主

流媒體對他的行政當局的報道﹒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

選得到了共和黨人支持﹐而他簽署的旅行限令卻被聯邦法庭叫

停﹐遭到一次司法挫折﹒旅行限令主要是暫時禁止七個穆斯林

為主的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

全國廣播公司指出﹐川普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得到了美國選民

的負面的評價﹐而奧巴馬總統第一任內的民調支持度是在將近

三年後才下滑到50%以下﹒小布什總統第一任時的支持度是

在第四個年頭才降低到50%以下﹒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表示﹐川普是現代民調創立以來第一位上任

伊始選民支持度就低於50%的總統﹒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開門大吉開門大吉》》是是

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推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推

出的大型益智音樂綜藝出的大型益智音樂綜藝

類節目類節目﹐﹐20132013 年年 11 月月 11 日日

開播開播﹒﹒播出平台是中央播出平台是中央

電 視 台 綜 藝 頻 道電 視 台 綜 藝 頻 道

（（CCTV-CCTV-33）﹒）﹒節目的基節目的基

本形態為不同職業本形態為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普通選手不同年齡的普通選手﹐﹐透過透過““聽門鈴聽門鈴

猜歌猜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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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識別度的節目形態和遊戲

方式方式﹐﹐選手每次去按響的那個選手每次去按響的那個““門鈴門鈴””已成為節目的一個已成為節目的一個

標志性符號標志性符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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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方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互動方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

呈現呈現﹐﹐保證了節目收視率與品牌影響力的持續增長保證了節目收視率與品牌影響力的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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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

至至22時時3030分重播分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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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VOA】121名退役的美國陸軍和海軍上將星期一聯名敦促

國會充分保證對美國的外交和對外援助事業的撥款﹒與此

同時﹐美國總統川普即將推出他的第一份預算草案﹐計劃削

減國防以外的政府部門預算﹒

白宮預算事務官員星期一表示﹐川普總統將提議增加540億

美元的軍費開支﹐減少非國防部門的政府花費﹐其中包括對

外援助﹒

在這封寫給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瑞安﹑眾議院少數黨領袖佩

洛西﹑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

的信中﹐這些退役軍官表示﹕“與國防同時並進提高和加強外

交和發展對維護美國的安全至關重要﹒”

包括前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凱西﹑前美軍駐伊拉克和阿富

汗部隊總指揮官戴維·彼得雷烏斯和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將軍

安東尼·津尼在內的退役軍官在信中說﹕我們從服役中取得

的經驗得知﹐我們國家面臨的許多危機不能只靠軍事方式解

決﹒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千年挑戰公司﹑和平隊和其他

發展機構至關重要﹐它們能預防沖突﹐降低把服役軍人置於

險境的需要﹒”

路透社說﹐目前美國的軍費開支約為每年6000億美元﹐而用

於美國國務院和外援項目的國際事務經費為每年540億美

元﹒

百名退役軍官敦促國會保證美國外交和外援撥款百名退役軍官敦促國會保證美國外交和外援撥款

20172017年年22月月2424日日﹐﹐美國總統川普在馬裏蘭奧克森希爾參加保守派政治行動美國總統川普在馬裏蘭奧克森希爾參加保守派政治行動
大會上講話大會上講話﹒﹒

BB22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國會大廈美國國會大廈((美國之音常曉拍攝美國之音常曉拍攝))﹒﹒

川普上任首月﹐民調支持度創歷史最低

星期三 2017年3月1日 Wednesday, March 1, 2017



BB33醫生專頁
星期三 2017年3月1日 Wednesday, March 1, 2017



BB44移民資訊

总统川普22日获得一个新称号——

“首席驱逐官”，因为他让他的国土安全

部长凯利颁布了与欧巴马时代截然不同的

移民政策，核心内容是大规模逮捕并遣返

非法移民，并加快他们离境的速度。

川普移民新政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

目前约有23个国家不接受美国递解出境

，包括中国、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伊朗

、伊拉克、利比亚等，墨西哥不在其中。

由于这些国家拒绝接受美国遣返非法移民

，因此，过去3年以来，已有超过8000名

有犯罪记录的移民获释。为了清除驱逐出

境的障碍，凯利和国务卿蒂勒森被指示

“惩罚那些拒绝接受被驱逐者的国家”，

包括拒绝向这些国家的公民签发签证等。

《纽约时报》22日称，按照备忘录，

海关人员可以将非法入境者直接送到墨西

哥，不论他们是否为墨西哥籍。这意味着

更多无证移民将被关押或遣返回墨西哥等

待听审，而不是在美国本土被释放。“此

举势必激怒墨西哥。”报道称，川普只有

得到墨西哥允许后才能这么做。曾负责对

美磋商移民问题的墨西哥官员古斯塔夫说

，这将违反墨西哥法律和有关遣返移民的

国际约定。他强调，墨“只有义务接收被

遣返的墨西哥人”。

据《纽约邮报》21日报道，蒂勒森和

凯利将于周三起访问墨西哥。文章称，比

起对欧洲和日韩的访问，对墨西哥的访问

是更复杂的。就在访问前一天，凯利命令

驱逐更多非法移民，他们中许多有墨西哥

血统。墨西哥前外长已经斥责新的移民驱

逐令是“敌意和不必要的侵略行为”。很

难想象墨西哥政府能够心平气和地跟美国

官员坐在一起，谈论在打击毒品方面进行

合作的话题。

来自中国的在美移民以合法身份进入

美国的居多，但一名匿名的加州律师说，

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以政治庇护或是

婚姻等方式获得合法身份，恐怕会成为下

一波驱逐的对象。另外，一些已取得合法

身份的华人，存在以小聪明享受政府福利

的情况，比如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去住政府

补助的老人公寓等，这也是移民执法的对

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

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川普在兑现其

竞选期间的承诺，呼应国内“白人草根”

，新移民政策充分体现出他是强调“美国

第一”“白人至上”的民粹主义者。移民

遣返也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

但不会像美墨之间那么严重。

“下一个驱逐的会是谁？”德国《南

德意志报》22日称，尽管川普的“限穆令

”被法官禁止，受到国内外抗议，但他仍

执意加强移民政策。现在是驱逐无证移民

，下一次甚至会是欧盟移民。

而面对川普的反移民新规，欧洲主要

国家政府22日并没有发声。“欧洲无法

大声批评美国”，德国新闻电视台称，实

际上，欧盟国家自己也因移民问题受到各

方批评。最近，德国政府加大驱逐非法难

民的力度，遭到反对派批评。德国、法国

和荷兰等国今年将举行大选，执政党形势

不佳，民间反移民和难民的呼声很高，使

得欧洲国家也不敢轻易为移民说话。《柏

林日报》22日称，川普的驱逐非法移民新

规对欧洲右翼政党是一个推动力，意义深

远。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选

择党等，都在加大限制移民和驱逐难民的

宣传，民调高涨，欧洲面临“川普化”。

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公布的民调

显示，79%的美国人都赞成为无证移民提

供入籍或身份合法化的道路，只有16%赞

成递解。美国法律人士称，川普的新移民

政策将和“限穆令”一样，遭遇法律挑战

。时殷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凯利说

法令“即时生效”还不行，相信美国国会

、法院、媒体、民间团体都会出现反弹、

波动。而川普的移民政策可能给白人草根

带来一些经济利益，但最终将造成社会的

广泛分裂。

“移民政策对美国人来说是个两难的

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

所长达巍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打击非法移民也许有助于改善社会治安或

提高白人草根阶层就业率，但美国的活力

也来自移民，川普的移民政策和他的经济

政策如出一辙，而美国“关上门”到底好

不好，能否就此增加效率、增加国家长远

的竞争力，这是需要观察和研究的。达巍

表示，川普推新移民政策下一步会有几大

看点：一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

盾可能激化，联邦政府能不能去那里抓非

法移民、给不给这些地方政府增加安全预

算都将引起关注；二是会导致美国与墨西

哥等非法移民多的拉美国家外交关系恶化

；三是会发生一些煽情的故事，就像当年

小布什政府遣返古巴非法移民小埃连，引

发全国性关注那样的事。

墨西哥不滿美移民新政
中國移民或成下一個驅逐對象？

美国将提高投资移民计划的金额，

由过去27年以来的最低限额50万美元增

至130万美元。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分

析，此举或令打算移民美国的人转到其

他国家，如相对较廉宜的加拿大。华人

移民顾问黄国为认为两者难以比较，有

意移民者应看自身情况作决定。

黄国为表示，美国沿用EB-5的投资

计划已多年，近年在中国很是火红，无

论是移民或留学，均以美国为首选地。

美国联邦政府借这些外资刺激经济发展

，申请投资前往偏远地区由50万美金至

80万美金，大城市将会更高。如今最低

金额提高使审查资产过程宽松，富裕人

士给予子女这笔金钱便可以申请移民，

而且批淮过程较快。

黄国为指出申请人获得2年有条件

绿卡身份，在美国参与投资项目，只要

在期限内创造10个工作职位，便能够正

式取得绿卡。当地有众多律师或中介机

构通常集资进行大型项目，吸引个别申

请人成为小股东，但重大决策仍由大股

东掌控，小股东缺乏话语权。

黄国为说，过去有成功投资项目，

申请人因此获得移民资格，又能从生意

赚得盈利，但也曾出现不少欺诈个案，

使申请者未能圆移民梦。虽然美国投资

移民计划不失为移民良好方法，但选择

投资项目需小心谨慎，用多些时间搜寻

有关背景，或与可靠的顾问寻求意见，

避免蒙受损失。

黄国为称，相对于美国来说，加拿

大移民更能吸引有移民意向的中国人。在

加拿大联邦政府已取消投资移民计划，只

有魁北克省继续实行，由于求过于供，审

批时间长，除了沙省外其他省份要求英语

水平，这对于许多中国富豪来说，并不容

易过关，于是寄望于前来留学的子女申请

移民，然后申请父母团聚。

黄国为称，这类海归的子女可以通

过工签方式留在加拿大开设公司，生意

属于合情合理，便可以申请移民。好处

是不注重资产审查，难度是要从零开始

做生意，或收购公司自行营运，只要能

创造就业、保留工作职位或技术转移等

，便有机会成功取得移民资格。

美提高投資移民金額
華裔顧問稱加國更吸引移民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向多达

290名中国投资客，诈取1.6亿美元投资

的芝加哥男子塞思(Anshoo Sethi)，当地

时间21日在芝加哥联邦法庭中，由法官

李约翰(John Lee)判处三年徒刑，此外，

李约翰命令塞思必须要另外归还受害者

880万美元。

从2013年2月爆出的芝加哥会议中

心投资移民EB5诈欺案，缠讼达四年，

主谋塞思诈骗290名投资者1.45亿美元投

资和1100万美元管理费用，这起事件成

为美国EB-5投资移民进入中国以来最大

一次丑闻，更可称为是美国投资移民史

上最大的骗局。

2016年1月12日，塞思在法庭上认

了汇款诈欺罪，此罪最高可判20年刑期

。今年1月份开庭时，塞思曾向所有投

资人及其家人公开道歉，他说，他的盲

目野心，造成大家的损失，无法原谅。

现年33岁的塞思所涉及的投资移民诈骗

案，主要因他创办芝加哥会议中心公司(A

Chicago Convention Center, LLC)，宣称要

耗资9.1亿美元，兴建旅馆和会议中心。

芝加哥会议中心推出时，打着投资

移民换绿卡名号，并获得包括当时伊州

州长奎恩等政治人物背书，而成功招募

了290位中国投资者入场。

然而塞思不仅挪用这笔款项私用，

同时从2011年 1月到2013年 2月的签证

申请中，对知名旅馆品牌参与工程、施

工地点的估价、政府资金、芝加哥市税

金增额融资条款、工程开发、使用投资

人的行政费，提出不实声明和误导来诈

骗投资人，也欺骗联邦国内安全部的公

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

经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SEC)2013年

控告塞思后，2014年双方已和解此案，

塞思交付托管并被SEC冻结的1.47亿美

元投资本金，已如数还给中国投资人。

至于受害人缴付的中介费、行政费

约1000多万美元，根据检察官报告，部

分被用来支付塞思女友的整型费。法官

21日判决，塞思在三年徒刑外，还需归

还受害投资人880万美元的费用。

290中國客綠卡夢碎芝加哥
EB5投資詐欺案主嫌判3年

据《侨报》综合报道，美国《西

雅图时报》专栏作家杰里· 拉治(Jerry

Large)撰文，关于西雅图实施《排华法

案》的一系列资料，显明了当前的

“移民癔症”绝非新现象。

文章称，当国家遭遇经济困境或

感觉受到威胁时，反移民的瘙痒就会

变成难忍的皮疹。如果我们认为过去

的史实能映射当下的局面，那么在令

一整个族群遭受全国性的不安之前，

我们或许需要冷静一下。

特里什 · 哈克特 · 尼古拉 (Trish

Hackett Nicola)每周都在钻研移民史。

她在国家档案馆西雅图分馆做志愿者

，与另外4人一同整理数千箱关于早期

华裔移民的资料。

这批资料由移民及归化局编撰，

它们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排华法案

》。该法案旨在阻止华人劳工及有华

人血统的人移民美国。尼古拉表示，

法案原本仅实施10年，但是国会不断

更新之，并且一次比一次严格。

如果您的家人于1882年至1943年

期间来美，您就必须持有特殊的身份

证件，证明您可在美合法居留，无论

您是否为美国公民。与此同时，每次

您出国或回国，都要被仔细盘问，并

被强制证明身份。

尼古拉说：“虽然人们正在开始

了解日裔美国人遭遇了什么(指二战期

间他们被关押进集中营)，但是他们几

乎不知道华人的境况。”

这项法案是受到华人移民将夺走

白人劳工就业岗位的担忧所刺激。尼

古拉说：“华人可以以低薪工作。他

们其实并不希望以低薪工作，但他们

没有太大的意见。”

一些美国人担心他们迥异的习惯

、语言和着装风格会引来偏见。移民

往往被贴上罪犯、吸毒者和赌徒的标

签。

该法案禁止任何华人移民成为公民

，并禁止大多数华人女性出国。而其他

的法律则禁止华人与非华人通婚。

这些资料略微提及了那些不公正

，但它们主要是关于旅行限制。

国家档案馆西雅图分馆馆长苏珊·

凯伦(Susan Karren)指出，人们只要回

美国，即便只是去加拿大温哥华走一

趟，都会被仔细盘问，问及他们的住

所、亲戚和邻居。这些细节证明了当

时他们遭受的艰辛。她说：“如果我

的资格甚至取决于知道邻居的完整姓

名，也许我就会被困在边境了。”

这些移民记录取自西雅图的移民

局旧址，于1991年被送入档案馆。虽

然在这几箱资料中收集信息是困难的

，但是志愿者让各个家庭及历史学家

轻松地寻找某个人或某段历史成为了

可能。

尼古拉于2015年开设了一个网站

，发表她发现的尤为有趣的资料。

文章作者在文末写道，我们应当

学到一些关于法律被用作歧视工具的

史实。若是以史为鉴，我们或许就可

以更清楚地了解现在。

《排華法案》證明“移民癔癥”
絕非新現象

据葡萄牙《葡华报》援引《每日

新闻》编译报道，葡萄牙对待外籍人

士的税收政策有优惠，吸引了上万外

籍人士到葡萄牙工作和生活。去年申

请非居民身份工作的外籍人士增长了

44%，从2015年的7414人增长至10684

人。

正如其他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一样

，葡萄牙建立了专门的税收优惠制度

，以吸引高价值的专业人士或拥有大

量资本的外籍人士到葡萄牙居住和工

作。葡萄牙政府对待外籍人士的税收

优惠政策(RNH)是在2009年建立，2010

年正式开始实施，2013年进行修订。

主要条款大致包括：在葡萄牙从

事高附加值产业的外籍人士，可以享

受在十年之内上缴20%个人所得税的

优惠政策；如果是在外国工作拿收入

，则十年之内享受葡萄牙个人所得税

豁免政策；如果是退休人士，其养老

金不是葡萄牙本国发放，则十年之内

享受个人所得税豁免政策，并且不存

在双重征税。这一税制，从金融危机

时开始实施，对于个人尤其具有吸引

力。对于拥有一定财产的人和普通退

休人员颇具吸引力。

例如一对法国夫妻皮埃尔和马尔

格特之前一直生活在瑞士，最后决定

搬家到葡萄牙。他们在里斯本Chiado

买了一套房子，申请加入非居民身份

。因为两人已经退休，他们在葡萄牙

可以享受无需支付养老金个人所得税

的优惠。此外，葡萄牙吸引他们的地

方是温暖阳光的气候，生活成本低，

房产性价比高，很适合养老度假。

丹尼斯· 格林是住在葡萄牙的英国

人，是Eurofinesco公司的顾问。他知道

有许多退休到这里居住的北欧人士，

因为这里的气候与北欧相比实在好上

太多。另外，他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开始加入RNH身份。一来是他

们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制度，二来是他

们觉得里斯本很适合工作和生活，甚

至有不少人把葡萄牙看作是未来新的

硅谷。

葡萄牙这个政策自2013年以来开

始受到外籍人士的关注，在2009年到

2013年之间平均每年的申请为100人左

右，到2013年猛增至1000人，到去年

为止税务局共收到13678份申请。值得

注意的是，自 2016 年 8 月起，申请

RNH身份必须通过税务局官方门户网

站。

申请的基本条件包括在近五年内

没有在葡萄牙居住，在葡萄牙税务局

申请税号，在税务局官方网站进行申

请等。

葡萄牙稅收政策優惠大
吸引上萬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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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分歧 美青少年情緒悲觀

（本報訊）根據最新的消息，今天下午，

休斯頓位於西南高速（Southwest Freeway）以

及 8 號路（ Beltway 8）交界處的居民區發生

一起搶劫事件，同時，執行公務的兩名休斯頓

警員在追捕中被疑犯開槍致傷。

根 據 警 方 的 報 告， 今 天 下 午 1 點 30

分， 在 位 於 休 斯 頓 西 南 區 的 8700 block of 

Sterlingame，兩名休斯頓警員遭到槍擊並被送

往當地醫院。

休斯頓警局局長 Art Acevedo 在推特中稱，

一名嫌犯仍在逃離，請當即居民請提高警惕，

盡量避免外出，最好滯留在自己家中。

從媒體直升機在空中拍攝的畫面看，案發

地點已經有大批的警力聚集，並且還出動了警 

犬協助破案。

目前，兩名受傷的警務人員已經被分別

送至休斯頓醫療中心的兩家醫院 Ben Taub 

Hospital 和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

截止目前一名嫌犯已經被警方擊斃，其中

一名受傷的警員傷勢嚴重，一名嫌犯繼續在

逃。

兩警員被射傷 警方提醒西南區居民安全 

（本報訊）最新調查顯示，13 至 17 歲的

青少年對國家陷入分裂而產生的政治迷茫和

悲觀情緒，與他們的父母一樣。

川普總統當選在成年人中形成鴻溝，也

在青少年中製造分裂，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明

天的選民，他們今天的政治態度將影響到

2020 年總統大選，甚至是明年的中期選舉。

如今 8 成的受訪青少年認為，美國人在國家

最重要的價值觀問題上存在分歧，6 成人擔

憂，美國走在錯誤的方向。

事實上多數年輕人都對未來持樂觀情

緒，56% 的青少年認為，美國的好日子是在

將來，而 52% 的成年人認為，美國的好日子

是在過去。

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他們與政治觀

點不同的人有許多共同點，四分之三的人已

形成自己的政治傾向，29% 的人表示要成為

民主黨，23% 要當共和黨，24% 是選擇獨立

派或其他政黨。

對川普持正面印象的青少年不到三分之

一，與對希拉蕊．柯林頓持正面印象的人差

不多，但欣賞希拉蕊的人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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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風暴““DorisDoris””登陸英國登陸英國 卡車被刮倒樹木折斷卡車被刮倒樹木折斷

風暴風暴““DorisDoris””登陸英國登陸英國，，大風將卡車刮倒樹木大風將卡車刮倒樹木
折斷折斷。。圖為英國劍橋郡壹輛卡車被大風吹翻圖為英國劍橋郡壹輛卡車被大風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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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奇爾馬克國奇爾馬克，，英方在奇爾馬克壹廢棄的地下發現了壹塊大麻類植物種植地英方在奇爾馬克壹廢棄的地下發現了壹塊大麻類植物種植地。。據估計據估計
這批大麻價值約這批大麻價值約124124萬美元萬美元（（約合人名幣約合人名幣851851萬萬）。）。現場逮捕現場逮捕33名相關人士名相關人士。。據悉據悉，，這塊這塊
地方是上世紀地方是上世紀8080年代建造的年代建造的，，為了保護政府官員和地方政要免遭核威脅為了保護政府官員和地方政要免遭核威脅。。目前已經不屬於目前已經不屬於
國防部國防部，，但是這個地方依舊完好無損但是這個地方依舊完好無損。。

阿裏呼籲對制假售假加重刑罰：
“像治理酒駕壹樣治理假貨”

綜合報導 “制假售假成本太
低，是當下社會假貨困境的最重要
因素。只有讓制假售假龐大鏈條上
的每壹個犯罪分子受到應有的刑事
處罰，才是中國從世界工廠走向自
主創新，引領未來發展的可行之路
和必經之路。”2017年2月27日，
阿裏巴巴集團向全社會公開呼籲完
善法律法規，嚴格執法、加重刑罰、
加大打擊制假售假的執法力度。

為此，阿裏巴巴“不惜成為制
假售假者最恨的人”。

阿裏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
芳在當天舉行的“2017年度打假工

作交流會”披露了壹組數據：2016
年全年，阿裏巴巴平臺治理部共排
查出4495個銷售額遠大於起刑點
（5萬元）的制售假線索，截至目前
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經有刑事
判決結果的僅33例，比例不足1%
。

通過平臺治理大數據模型體系
主動防控、權利人舉報、消費者投
訴、神秘抽檢等方式，阿裏巴巴篩
查認定4495條線索；執法機關接收
1184條；公安機關能夠依據現行法
規進行刑事打擊的只有469例；截
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經

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
另壹組數據更令人驚愕，阿裏

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決
書，發現已判決案例涉及47人，其
中判緩期執行的有37人，比例高達
79%。例如東部某省壹個銷售假冒
品牌女性內衣案件，法院認定其涉
案金額達200多萬，屬情節特別嚴
重，判決結果為判3緩4。

阿裏巴巴建立了壹支2000人的
專業隊伍、每年投入超過10億元、
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和數據模型對制
假售假進行主動防控。但企業沒有
執法權，只能發現問題、下架商
品、向執法機關報送線索，然後等
待執法和司法機關處理。由於現行
法律規定中對制假售假的處罰依據
相對模糊，執法機關對案件定性
難、定量難，立案後進入司法程序
更難。“最終結果是刑事打擊力度
不足，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極低，無
法有效遏制制假售假在線下的泛濫
和平臺間的流竄。”鄭俊芳說。

阿裏巴巴打假特戰隊總監葉智
飛提到壹個案例：2015年，阿裏輸
出線索聯合公安打掉壹個制售假LV

案，並抓捕了制假者；壹年後，在
和公安配合打掉又壹個制假窩點時
發現，這次與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
壹批制假者。

鄭俊芳認為，根治假貨亟待嚴
格執法、加重刑罰，“否則打假就
像個篩子，違法犯罪的人笑死、痛
恨假貨的人急死、執法辦案人員累
死、消費者哭死。”她以酒駕入刑
為例來說明對制假售假嚴格執法加
重刑罰的必要性。酒駕入刑曾向全
社會清晰傳達信息：酒駕者必承擔
嚴重後果，其震懾作用正是酒駕行
為得到遏制的關鍵。

阿裏巴巴呼籲：我們希望全社
會形成治理酒駕壹樣的共識和力度
來治理假貨。讓假貨在中國絕跡，
必須全民喊打，人人盡責。

阿裏巴巴表示，如果刑事處罰
比例不足1%的事例壹再發生，從根
本上治理假貨也就無從談起。嚴格
執法、加重刑罰，讓每壹個犯罪分
子無法逃避應有的刑事處罰，讓制
假售假者不再心存僥幸，才是消費
者權益得以維護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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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廣州科技創新委員
會發布，2017年該市全社會研發
投入（R&D）將超過590億元（人
民幣，下同）占 GDP 比重超過
2.7%，財政科技投入達到108億
元以上，並計劃設立海外辦事機構
。

廣州市科創委副主任詹德村表
示，2017年，該市將加快建設國
際科技創新樞紐，重點建設科技創
新走廊和珠江創新帶，形成“壹區
十九園”的格局，並盡快在矽谷、
波士頓、特拉維夫等科技創新城市
設立海外辦事機構。同時，將壯大
科技創新企業規模，目標凈增高新
技術企業超過1000家，新增科技
創新企業超過2萬家，總量達到15
萬家，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規模以
上工業總產值比重超過47%。

據了解，該市將按照“專業化、資本
化、多元化”的原則打造創新創業孵化服
務體系，重點在生物醫藥、計算科學應
用、智能制造等領域，培育國際化、專業
化、標識化的龍頭標桿孵化器，並鼓勵眾
創空間發展，到2018年全市眾創空間達
到150家。

詹德村稱，搞研發就是創造GDP，廣州聚集
了大量的高校和創新企業，在這方面是很有潛力
。

數據顯示，2016年，廣州高新技術企業凈增
2820家，是2015年凈增量的10倍多，增速居全
國副省級以上城市之首，凈增量居全國各大城市
第二，僅次於北京；新增新三板掛牌企業203家
，累計347家，均列全國省會城市第壹。全年新
增科技企業孵化器73家，累計192家，增長率達
61%，孵化總面積840萬平方米。

綜合報導 扶貧小額信貸是中國眾多扶貧舉措
之壹。到2016年底，中國累計發放扶貧小額信貸
2833億元（人民幣，下同），共有740萬貧困戶受
益。

扶貧小額信貸是中國為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量
身定制的扶貧貸款產品，主要是為貧困戶提供5
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擔保免抵押、基準利
率放貸、扶貧資金貼息、縣級建立風險補償金的
信用貸款。

令成千上萬貧困戶受益的扶貧小額信貸，手續
簡便，貧困戶不需要向銀行提供抵押或擔保；成本
低，基準利率放貸，享受財政貼息；期限長，貸款

最長期限可達3年。扶貧小額信貸是支持有意願貸
款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用於發展產業，增加收入，不
能用來蓋房子、娶媳婦、還債以及用於吃喝等與增
收脫貧無關的支出。

扶貧小額信貸政策出臺後，中國各地紛紛
參與。在人口大省——河南，當地政府想方設法破
解貧困群眾“想貸不能貸”的難題。貧困戶提出貸
款申請，10個工作日內就能拿到貸款，最快的7天
即可。當地政府總結經驗說，金融之水要流向嚴重
缺水的貧困地區需要水渠，其“堵點”，不在於
“水”，而在於“水渠”不暢，急需建立貧困地區
金融資源配置體系，才能將金融“活水”引向扶貧

對象。
中國的另外壹個人口大省——四川努力破解貧

困戶不敢貸的難題。當地政府幫助貧困戶選準發展
項目、協助確定貸款額度，有針對性提供技術服
務，提高項目成功率，再通過扶貧龍頭企業和農民
專業合作社提供技術幫助和產品銷售幫助、確保產
品賣得脫和有效益。

四川的近鄰——甘肅保證扶貧小額信貸是真正
的“窮人貸款”，只貸給全省建檔立卡貧困農戶，
而且應貸盡貸，銀行對農戶免抵押、免擔保，財政
全額貼息，解決了窮人貸不上款、貸不起款的問
題，破解了貧困戶在脫貧致富、發展產業中的資金

瓶頸。
官方表示，扶貧小額信貸瞄準了貧困戶發展生

產的薄弱環節，將金融活水引入貧困地區，調動了
貧困戶創業增收的積極性，同時也增強了其市場意
識、風險防範意識和信用意識，激活了貧困戶內生
發展動力。

但扶貧小額信貸工作也存在著地區間推進不平衡
等問題。工作推進最快的省放貸412億元、貧困戶獲
貸率61%，推進較慢的省放貸不足8億元，貧困戶獲
貸率不足6%。下壹步，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將加強指
導和監測評估，解決已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
提高貧困戶獲貸率，促進扶貧小額信貸健康發展。

扶貧小額信貸令中國740 萬貧困戶受益



the past years, but most of all, thank you for your 
commitment to helping this great event to continue to 
grow." 

4th Year, we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many people, 
sponsors, vendors and all the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played such a vital role in the  successful events in 

started with the parade at 9 am and ended up with rock 
show until 11 pm with nearly 35,000 Houstonians 
participating throughout the day. Food, marching 
bands, corvettes , martial art , dancers, musicians, 
singers and live band from start to finish were added 
as good ingredients to the successful event. “Chairman 
Bill” was tirelessly walking around supervising the 
entire event as if the “Beautiful Saturday” was totally 
under his command.
From the producers of the event: "As we enter into our 

under tension due to the maritime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up until current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came to power.
But it's not just the two countries who are claiming 
ownership over the resource-rich area. Other claimant 
countries include Vietnam, Malaysia, Brunei and 
Taiwan.
Despite both countries still asserting their claim, 
Philippine Foreign Affairs Undersecretary Enrique 
Manalo told the press that the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not be included on the agenda of this 
year's Southeast Asian summit.
As China expresses its high hopes for deepening its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ASE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continue to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s of this partnership.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On Saturday, February 25, 2017, Houstonians were 
treated to the newest Mardi Gras celebration in the 
area, the 4th Annual Houston Creole Heritage Festival 
&  Mardi Gras Parade 2017 at Discovery Green. The 
lively and colorful event celebrated the diversity of our 
community and included a full day of live music, food 
and dancing, all in the name of preserving the heritage 
of the Creole and Cajun culture. 
Presented by Houston Shop Ministries Inc, this Mardi 
Gras festival and parade showcased the harmonic 
convergence of Creole/Cajun food, music, creativity, 
eccentricity, neighborhoods, and the culture’s overall 
joy of living.

Follow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in southwest Houston,  Tv 
Houston co-organized another spectacular event for 
the  Houston Creole Heritage Festival &  Mardi Gras 
event.
APSARA SALON presented models in extravagant 
Mardi Gras-themed costumes on the stage by FEMA 
for the lively and colorful event.
Beauty Quee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re 
showcased by Sangeeta Dua, Executive Director and 
Host of Diversity Tv Talk show.Fun. The all day event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aid that Ramon 
S. Ang, president of San Miguel Corp., had expressed 
interest in this Chinese investment in PH.
Chua said that investors could choose if they want to 
set up the park in the north or in the south, citing a 
sourc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Ang is part of the business delegation that accompanied 
Duterte in his visit to China. He has not yet responded 
to confirm his partnership with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for China's plan on building the industrial 
park.
Zhong Shan, the new commerce minister of China, 
will visit the Philippines by invitation from Jose Sta. 
Romana, the Philippines' ambassador to China.
Romana said: "The new commerce minister will come 
and the talks would proceed on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Related
China Expresses Support for the Philippines 

in Role as ASEAN Chair

According to Zhao Jianhua,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Philippines, China is considering to build an 
industrial park in the Philippines in order to boost the 
local employment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the 
country.
Zhao said during an investment forum: "In the Asean, 
we have already built eight Industrial parks but we 
haven’t built any in the Philippines yet. We will work 
with Philippine authorities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etting up an industrial park here. This is to help 
boost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create more 
jobs."
China's interest in building an industrial park in the 
Philippines is to improve China-PH ties under 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is pursuing a 
softer approach when it comes to resolvingterritorial 
disputes, which previously strain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ancis T. Chua, the chair emeritus of the Philippine 

With 2017 as the 5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ASEAN and the China-ASEAN year of tourism 
cooperation, China expressed its support for the 
Philippines in executing its role as the current rotating 
chair of the ASEAN.
Liu Yandong, Chinese Vice Premier, will visit the 
Philippines next month, following the visit of Zhong 
Shan.
“The Chinese vice premier would come in Mid-March. 
The President (Duterte), I think, is invited to go to 
China fo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 May,” Romana 
added.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also 
expressed China's high hopes in deepening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member countr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ways regards ASEAN 
as the priority of it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said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
China is planning to work with the ASEAN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on policies; alignment of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to deepen all-around 
cooperation that covers trade,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It also plans to fully implement the third Five-Year 
Action Plan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he 
ASEAN and to materialize the outcomes of the 
upgraded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During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dialogu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last Sept. 2016, 
Premier Li Keqiang and the leaders of the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greed to upgrade and elevate 
China-ASEAN cooperation,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to 
consolidate mutual trust and highlight cooperati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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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onsidering To Build An Industrial Park
In The Philippines

Houston Creole Heritage Festival & Mardi Gras Parade 2017 At 
Discovery Green Delivers Global Beau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L) talks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Philippines Zhao 
Jianhua. (Photo /Getty Images)

Zhao Jianhua,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 a signing ceremony 
on Oct. 20, 2016, in Beijing, China. (Photo/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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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Would Boost Local Employment, Improve Bilateral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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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 休 士 頓 論 壇 」 (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3月2日(周四)晚間7時30
分直播，包括 「二二八」 事件與兩岸
省籍文化議題、台美軍事關係和國民

黨選舉等重點時事都將一併探討，節
目由常中政、馬健和李堅強教授主持
，並邀請台灣社社長楊明耕與中國國
民黨海外黨代表擔任特別來賓，精彩
內容，請準時收看。

本集觀看重點在於 「二
二八」 歷史事件簿，節目
上將討論 「中共為何紀念
228？」 、 「228是省籍
衝突還是日本與中國文化
的衝突？」 ，另外美陸戰
隊派駐AIT， 「台美關係
升級還是兩岸衝突升級？
」 ，以及白熱化的國民黨
主席選舉，到底是真民主
還是真鬥爭？這些熱門話
題都將在節目上有一番精
闢分析討論。
休士頓論壇去年5月底

首播，節目主持陣容堅強
，由休士頓名嘴兼主持人

常中政、馬健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
教授李堅強聯手主持，獲得社區廣大
好評迴響。內容涵蓋社區、兩岸、國
際時事主題探討，三人針對不同的時
事觀點和立場切入，也視主題而定，
邀請不同嘉賓提出專業看法，帶觀眾
掌握全球重大時事脈動。

本集節目首播時間是3月2日周
四晚7時30分，3月3日周五下午1
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休士頓
論壇，帶您一起關心重點時事新聞、
勁爆話題和社區動態。

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
外，也可藉由網路直播，Youtube搜
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 或 https://www.
youtube.com/channel/
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
也可掃描報上直播網站二維碼，手機
收看。現場直撥電話281-498-0109
。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德州Brazo Valley老年運動會
(Brazo Valley Senior Games)上周五為期三天在德州東部的大
學城(College Station)舉行，吸引上百名喜愛運動的銀髮選手
共襄盛舉。高齡82歲，每年都不缺席這項運動盛會的老年健

將陳傳長在籃球項目大獲全勝，奪得兩面金牌；可惜因賽程安
排因素，今年無法跨項參加拿手游泳項目。

熱愛運動的陳傳長，每年都準時向老年運動會報到，去年
在游泳項目拿回四面金牌，但今年主辦單位將游泳和籃球項目
安排在同一天，因賽程限制，他只好放棄跨項可得多面獎牌的
機會，但也不負眾望在籃球罰球比賽(Free Throw)以投20中
14的高命中率和另一個 「around the world」 技巧項目中均獲
得金牌優異成績。

自2008年開始參加此運動會不間斷的陳傳長說，至今已
累計超過50面獎牌。雖然這次無法參加游泳項目讓獎牌總數
銳減，籃球比賽也因為場地限制罰球成績不如預期，有點失望
，但他不服老，仍會繼續參加各項體育競賽，證明自己還是寶
刀未老。

他表示，年輕時就喜歡跑跑跳跳，大學時期是田徑隊、籃
球隊和排球隊選手。退休後有多餘閒暇時間，更熱愛參與體育
競賽，常年堅持體育鍛鍊，這也是他保持精力旺盛和強健體魄
的秘訣。

他感概，每年自己都是場上唯一華裔運動員，顯示華裔運
動風氣不盛。他說，運動可以帶給他莫大的成就感， 「就像是
一直有目標可以追求」 ；未來也會一直不間斷持續毅力參加，
紀錄自己精彩人生和練習成果。他堅定的說， 「只要有一息尚

存，就會參加到底」 。
不過，令人開心的是，以往家人不太支持，主要也是因為

安全考量，這次比賽難得有家人朋友作陪，尤其是妻子陪同參
加，儘管這次成績不滿意，有家人朋友一起助興，更加令人精
神振奮。

休士頓論壇剖析228歷史事件簿、台美關係
明晚7時半播出

上集節目花絮上集節目花絮。。掃描二維碼觀看直播更方便掃描二維碼觀看直播更方便。。

陳傳長老年運動會奪兩面金牌

8282歲的老年運動健將陳傳長歲的老年運動健將陳傳長，，在德州老年運動會中獲兩面金在德州老年運動會中獲兩面金
牌牌。。((陳傳長提供陳傳長提供))

這次有家人作陪參賽這次有家人作陪參賽，，陳傳長陳傳長((右右))精神振奮精神振奮。。((陳傳長提供陳傳長提供))

(本報訊)2017年2月25日，美南地區最大的華人社團美南
山東同鄉會新春年會盛大召開，近千余山東老鄉及社會各界人
士前來參加。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 (共和黨）和Al Green
(民主黨）同時前來祝賀，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及10余
位外交官也應邀出席，成為中美兩國主流社會、多黨派共同認
可的華人社團，創造了新的歷史。議員和大使高度認可並贊揚
美南山東同鄉會為促進華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所做的突出貢獻
。年會上，李總領事高度評介了馬欣會長過去兩年來為僑社建
設所做的努力，國會議員也為馬會長頒發了嘉獎狀。大家共同
祝願美南山東同鄉會在新任房文清會長和理事會的帶領下，繼
續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為促進中美友誼做出新的貢獻。
大會也為同鄉會終身會長豐建偉醫生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大會隆
重送行，這既是豐醫生的榮譽，也是美南地區華人的共同榮譽
。標志者美南山東同鄉會的領軍僑領得到中美兩國主流社會的
高度認可，成為海外華人在中美主流社會發聲的重要管道，為
維護華人利益和表達心聲做出表率和貢獻。

時光飛逝，美南山東同鄉會已經走過30年的歷程，在歷
任會長和理事們的帶領下，團結奮進，繼往開來，逐步壯大，
不斷凝聚老鄉，服務社區，成為美國南部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社
團。目前，理事會成員已經發展到45位，其中有博士學位的

理事達30%，包括各類專業人士和企業家，來自大陸和台灣
，年齡跨度達40歲，實現老中青三代同堂，台海兩岸同胞親
如一家的和諧局面，逐步邁向“年輕化、專業化、主流化”的
目標。

近年來，在理事會的帶領下，每年山東同鄉會參與支持社
區活動達20余次，其中包括參與主辦休斯頓反暴力大游行，
為華人社區的健康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為配合以山東玉皇化
工集團、天時集團、金王集團、傑瑞、科瑞為代表的山東籍企
業在美南地區大舉投資，同鄉會充分發揮橋梁作用，協助企業
建立與當地政府、商界、僑界的密切聯系，為企業順利落戶起
到積極的作用。為此，新一屆理事會也特別成立了美南商會更
好的服務家鄉企業。過去兩年間，同鄉會接待了山東省孫偉副
省長、夏耕副省長帶領的商貿代表團，以及山東省、市各類代
表團近2百余人，為密切山東、德克薩斯州的經貿往來做出突
出的貢獻。2016年6月，山東籍留學生管慶光夫人罹患重病
，在休斯頓就醫期間，同鄉會的理事們自發捐款，提供各方面
的支持和貢獻愛心，充分體現了團結友愛的精神風貌。

美南山東同鄉會在新的歷史時期，將繼續保持昂揚向上的
精神風貌，為促進中美關系良好發展，為海外華人主流化做出
新的貢獻。

美南山東同鄉會：
搭建中美經貿與文化橋樑
歡送豐建偉醫生赴京參會

（休士頓/ 秦鴻鈞 ）從泰山之巔到渤海之濱，從孔聖先師到
孟子曾子，從孫子兵法到諸葛孔明，從蘇東坡，李清照到蒲松齡
，一直到近代的諾貝爾獎，山東人一樣沒缺席過，丁肇中，莫言
囊括了世界理工，文學的桂冠------過往的一切，全溶在2月
25 日晚間 「好漢歌 」 的歌聲中： 路見不平一聲吼哇，該出手
時就出手哇，風風火火闖九州哇！一群山東精英們在舞台上，借
梁山好漢的氣魄，叱咤齊魯風雲！

作為美南地區最大、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社團----- 美南山
東同鄉會於上周六（ 2 月 25 日）在休斯頓舉行2017 年年會，
不僅來自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及美南地區山東籍華人華僑和各
界社團僑領近千人出席，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 先生，及Pete
Olson 先生也出席大會，並頒發賀狀。

美南山東同鄉會歷屆年會無論在規模和標準上均居休斯頓各
華人社團之首。本次會議在內容上又創新高： 依托同鄉會龐大
的人脈資源和精英團隊，成立山東商會，專業服務在美華資企業
，尤其是來自山東的企業。希望以此為平台，為中美經貿往來和
文化交流搭建平台，幫助中國同胞尤其是山東老鄉在美國成立公
司並發展壯大。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先生首先在年會上給予肯定。他
說： 過去一年中，美南山東同鄉會團結廣大山東僑胞，為促進
山東與美國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他說，中美關係
的合作和發展離不開包括山東同鄉會在內的廣大僑胞共同努力和
支持，而中美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也有助於在美僑胞的共同利益

。
放眼全會，當晚年會上有二

大 「 亮點」 特別引人注目----
（ 一 ）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

的議員首次同時蒞會： 在美南山
東同鄉會終身會長、美國著名的
心臟病專家豐建偉醫生為代表的
山東同鄉會的推動和促成下，美
國國會眾議員共和黨Pete Olson
先生和民主黨Al Green 先生共同
出席本次盛會，為中美兩國之間
的友誼和世代友好，共襄盛舉。
這也是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個
黨派首次共同參與美南華裔社團
的活動，刷新了歷史紀錄。

（ 二 ） 豐建偉會長應邀出席
全國政協會議： 當晚，在李強民
大使的見証和主持下，在現任會長馬欣教授及新任會長房文清先
生、新上任的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先生、美國國會兩黨議員
和與會的近千山東老鄉熱烈祝賀和歡送豐建偉醫生回國出席 3
月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這不但是豐醫生個人的榮譽，也是美南
山東同鄉會和 20 萬休斯頓華人僑胞的共同榮譽。

當天的年會更是山東老，中，青三代共同打造的成果。從下

午四時的 「 茶話會 」 開始，數百人參與，熱潮不斷，一直到晚
間的文藝晚會，更顯示山東老鄉藝術的天份和編導，主持功力。
尤其獲得諾見爾文學獎的山東籍作家莫言，為此次年會發來的視
頻祝福，以及MD Anderson 著名得獎華裔血液病專家王魯華教
授和心臟病專家豐建偉醫生以及山東精英共同演唱的 「 好漢歌
」 更為全場帶來高潮，令所有與會者驚喜連連。

美南地區最大的華人社團美南山東同鄉會新春年會盛大召開

圖為中國駐休斯頓李強民總領事圖為中國駐休斯頓李強民總領事（（ 中中 ）） 上周六主持美南山東同鄉會上周六主持美南山東同鄉會
新舊會長交接新舊會長交接，（，（ 右右 ））為會長馬欣博士為會長馬欣博士，（，（ 左左 ））為新任會長房文清為新任會長房文清
先生先生。（。（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全體出席貴賓祝賀豐建偉醫生全體出席貴賓祝賀豐建偉醫生（（ 右四右四 ）） 將代表美國海外僑胞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將代表美國海外僑胞出席全國政協會議。（。（ 右起右起 ）） 共共
同主持人美齊會長同主持人美齊會長，，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李強民總領事李強民總領事,,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豐建偉醫生夫人豐建偉醫生夫人，，
馬欣會長馬欣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會長。（。（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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