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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客東北人秀川菜肉絲蕨菜﹑
美食美客東北人秀川菜肉絲蕨菜﹑
酸菜魚 周日晚 7 時 30 分播出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15.3 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第 32 集﹐
將由節目常客休士頓知名東北人餐館大廚王博秀廚藝﹐搭
配主持人翁大嘴﹐現場示範肉絲蕨菜和酸菜魚兩道家常川
菜﹐精彩內容﹐將於 4 月 16 日(周日)晚間 7 時 30 分播出﹐4 月
19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敬請準時收看﹒此外﹐憑文章報
導到東北人餐館用餐﹐可享九折優惠﹐歡迎民眾踴躍光臨﹐
品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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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前的今天 休斯頓因一句話而世界聞名
（本報訊）在人類浩渺的歷史長河中，對人類產生
巨大影響的每一個事件，每一個關鍵的時間點，都將會
被後人記載並紀念。 47 年前的今天 ，休斯頓因一句話
而轟動全球，直到今天，提起這句話，不少人都會聯想
到當年的這個耳熟能詳的傳奇故事。
1961 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向國會發表正式講
話，要求美國航空航天局在 10 年內把宇航員送上月球，
誓言要趕超前蘇聯，在月球競賽中獲勝。
1969 年 7 月 20 日，美國的阿波羅 11 號飛船成功登
月。第一個踏上月球土地的航天員尼爾•阿姆斯特朗發
出航天史上的經典之語：“這是個人邁出的一小步，但
卻是人類邁出的一大步。” 美國人信心大振。
1970 年 4 月 11 號，美國阿波羅 13 號飛船升空。兩
天後意外發生，阿波羅 13 號服務艙的氧氣罐發生了爆
炸。爆炸嚴重損壞了航天器。宇行員們面臨著生命維持
系統失靈的險情。
這場突如其來的爆炸，使得阿波羅 13 號的宇航員們
措手不及。就在這個時候，行動總指揮宇航員吉姆•羅
威爾（James lovell）在太空發出了航天史上著名的一句
呼救：“休斯頓，我們遇到了麻煩！” "Houston, we've
had a problem."。
如果再次細聽一下當年來自太空和休斯頓航天控制

中心的對話，仍然能感受到當時的危在旦夕的處境，但
是無論是行動總指揮宇航員吉姆•羅威爾還是地面指揮
人員，從他們的聲音和語調都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訓練有
素的沈穩。
事故的消息迅速傳遍世界，全世界數百萬人的人都
在密切關註這突如其來，隨時發生的險情。在休斯頓火
箭發射指揮中心及各部門的通力合作下，經過 4 天 4 夜
不眠不休的高強度的救援工作，憑借著羅威爾精準的算
術以及他與地面校準平臺的之間的成功傳輸，使得這次
險情得以化解，飛船最終成功進入返回地球的軌道，飛
船最終於 4 月 17 日平安返回了地球。全世界的關註者都
如釋重負，太空中心的工作人員也歡聲雀語，擊掌歡呼。
盡管阿波羅 13 號與月球失之交臂，但這次太空探險
和援救行動卻被稱為是“成功的失敗”。這段驚心動魄
的傳奇故事之後被好萊塢搬上銀幕《阿波羅 13 號》，
並由大牌影星湯姆•漢克斯領銜主演，票房不俗。
直到今天，阿波羅 13 號事件仍是人類探險歷史上最
偉大的救援行動之一，在休斯頓的太空中心參觀，置身
於太空中心的控制中心，仍然可以讓人想象到 47 年前
的今天，所有的太空專家和工作者凝神關註的的緊張表
情，當看到阿波羅 13 的太空船發動機，你不得不為太
空探險的偉大和勇敢所折服。( 照片取自 NASA 網站 )

休城社區

星期六

2017 年 4 月 15 日

Saturday, April 15, 2017

B4

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USPTO )知識產權法律講座
賴清陽律師為特邀講座嘉賓，，這是美方首次以中文辦理講座
賴清陽律師為特邀講座嘉賓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每年一度的海上油田科技大會
（OTC) 將於五月一日至五月八日在休士頓盛大舉行，今年中國
將有三百 多家廠商前來參加。一項由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
USPTO ) 主辦，休斯敦知識產權法律協會（ HIPLA ) 承辦的美國
知識產權法律講座將於五月四日（ 週四） 在休斯敦 GE Oil & Gas
( GE Oil & Gas at 4424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North, 77041,
Room 108, 1st Floor ) 舉辦。這是聯邦專利商標和專利局為了促進
中美法律知識的共享，並充份服務前來參加每年 OTC 大會的中國
商家們。本次講座特別邀請了母語為中文的知識產權律師，用普
通話為聽眾介紹相關法律知識及案例。
休士頓中美歐律師事務所博士，所長，賴清陽主任律師將作
為特邀嘉賓，為聽眾闡述美國知識產權法律的組成，以及中國企
業在海外參展、國際投資併購的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專利，商標，
著作權，營業秘密等法律問題。
賴清陽主任律師的演講，內容將包括：（ 一 ） 美國知識產權
分類概述。 （ 二 ） 中國企業赴美參展期間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
。 （ 三 ）知識產權評估簡介和盡職調查的注意事項。 （ 四 ）
專利訴訟流程與策略簡介。
賴律師也特別提及法庭禁令對參展中國企業的威脅包括：（
一 ） 留給中國企業應對法庭禁令的時間幾乎為零。 （ 二 ）原告
事先準備充份，申請法庭禁令成功可能性 大。 （ 三 ）一旦禁令
生效，中國企業會被勸離展會現場，相關產品必須立即下架，展
台可能被封閉撤銷，相關商業活動無法進行。
賴律師也將在演講中提到 「展銷會期間的特殊法律環境」，
包括： 美國當地聯邦法庭對中國企業的＂管轄權＂；美國聯邦法

庭對中國被告的訴狀送達程序； 單方面法庭禁令要求或者緊急法
庭禁令要求。
因此，中國企業赴美參展前的準備工作包括： 及時保護自有
知識產權庫； 篩選預判潛在法律風險； 選擇適合方式提前化解法
律風險； 收集他人侵犯自有知識產權的證據；為參展人員提供知
識產權法律講座和培訓； 掌握或者聯繫當地律師。
而 「評估知識產權」包括： 轉讓、許可或者相互授權； 技術
入股的股金額折算； 股份改造、併購、破產等； 設立質權；法律
糾紛和訴訟等等。
賴清陽律師表示： 石油業自 2014 年低迷至今，又重新上來，
隨著川普當政，德州州長 Perry 任能源部長，開放頁岩油的開採，
將為石油界帶來春天。 2017 年只是剛開始，2018 至 2019 號稱石
油春天將真正到來。屆時，將有石油開採廠商大批湧入，中國話
語權將再度奪回。
賴清陽博士是 Lai,Corsii & Lapus 律所（ 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
所 ） 的資深律師。數十年來，賴律師先後為包括鴻海，日月光，
友達，群創，奇美，玉皇化工，天津大無縫，及中鋼，中鼎，天
時，科瑞， 瑞奇鋼結構等大陸和台灣企業提供知識產權申請、訴
訟和投資服務，並撰寫和出版了＜ 美國商標經典案例解析＞,＜
美國專利訴訟流程與策略＞,＜ 美國 ITC337 攻防之道＞,＜ 美國專
利訴訟關鍵案例解讀＞, ＜ 電子書的億兆商機＞,等專著和文章。
其中，＜ 美國商標經典案例解讀＞ 一書被認定為中國法學院英語
專業教材，及山東大學法學院案例書。
USPTO 更將派出聯邦官員來協助演說，並提供服務，以及一
對一討論的機會。

圖為賴清陽律師接受本報記者訪問談 「 美國聯邦專利和
商標局（
商標局
（USPTO ) 知識產權法律講座
知識產權法律講座」」 並出示他所撰寫
及出版的法律專著。（
及出版的法律專著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美華協會和休斯頓大歌劇院的聯合聲明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大休士頓美華協會和休斯頓大歌劇
院的高級領導人於 2017 年 2 月 16 日進行了非常積極的會議，討
論了休斯頓大歌劇院 1 月份演出"尼克松在中國"歌劇的關切。 出
席會議的每個人都認為，面對面的對話對擴大我們的相互了解是
非常有益的。
休斯頓大歌劇院從非常個人的角度了解到無意粉飾和在表演
藝術中使用消極文化定型觀念的不利影響。休斯頓大歌劇院不贊

成這種做法，力求促進對所有文化的尊重理解。
OCA-GH 了解到嚴格和高度專業的訓練和歌劇職業所需的
獨特的聲樂能力，並且從非常小的合格藝術家小組成員中有一個
維持藝術標準的水平。
休斯頓大歌劇院將邀請有興趣的社區成員參與一個新的諮詢
小組，根據需要提供指導，在規劃未來作品時避免引起可能的敏
感文化問題。

休斯頓大歌劇院和 OCA-GH 致力於共同參與和教育休斯頓
的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青年關於歌劇的藝術形式。 我們期
待著將更多的兒童及其家庭引入歌劇和表演藝術，不僅可以作為
一種娛樂形式，而且還可以作為自我表達的手段，也可能導致職
業性的可行發展，並增加專業領域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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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聯合唱團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
四月廿二盛大演出
音樂家簡介

林欣瑩,女高音
國立台北教育大学音樂系畢業，從事音樂教育經年.曾參加
臺灣教育部實驗合唱團、 首都歌劇合唱團、洛杉磯洛聲合唱團
、 南加州火鍋隊合唱團、Houston Masterwork Chorus 以及小學合
唱團指揮,疊聲合唱團首席女高音及音樂指導,並經常接受邀請擔
任 女高音獨唱演出.
陳奕伶伴奏
陳奕伶，台灣嘉義人.馬里蘭大學音樂藝術博士與新英格蘭
音樂院鋼琴演奏碩士.於就讀台北藝術大學期間擔任文建會歌劇
工作坊之專屬鋼琴伴奏，1995 年赴加拿大參加維多利亞音樂節，
榮獲明日之星特獎。1999 年獲選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年度樂壇
新秀, 受邀於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舉辦獨奏會，1996 年赴美，

演出足跡包括波士頓交響樂團，哈佛大學，新英格蘭音樂
院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音樂廳。曾任教新英格蘭音樂院先
修班，馬里蘭州郝爾大學，及休士頓大學.2010 年初春陳奕
伶與好友創立了亞悅三重奏，以紮實的古典根基搭配新穎
的節目，活躍於各式慈善與文教活動
吳箴,大提琴
吳箴是亞悅三重奏的大提琴手，曾在台灣及德卅地區
的交響樂及室內樂團擔任大提琴手及獨奏.除了樂團演出，
她常與作曲家合作演出新的作品及編曲.演奏之外，她同時
也致力於大提琴教學.
在萊斯大學碩士學位之前，吳箴的音樂教育始於光仁
音樂班，而後東吳大學音樂系。她並曾參加羅斯托波維奇的大師
班及科羅拉多州的亞斯本音樂節.
除了私人工作室之外，吳箴也任教於休士頓青年交響樂團和

休士頓中華公所Chair the 2017年度國慶籌備會
休士頓中華公所訂於本月廿三曰下午三時，在僑教中心二樓 203 室，舉辦 2017 年度國慶籌備會正
，副主任委及財務長的選舉活動。敬請有興趣的僑界社團及先進們，盛情出席參與及捧場。只要有五
個社團聯署，即可成為候選人。出席社團及負責人，當以在僑教中心登記在案的為主。

女高音李琳“歲月留聲”獨唱音樂會

王維國音樂室將於 2017 年 4 月 29 號星
期六晚上 7 點 30 分在休斯敦浸會大學柏林
音樂廳舉辦女高音李琳“歲月留聲”獨唱
音樂會。
李琳是王維國音樂室一位優秀的女高
音，憑著對音樂的愛好，對歌唱的熱情和
執著，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學習聲樂，孜孜
不倦，勤力苦練，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
在這場音樂會中，李琳將為大家演唱
六組十七首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中國藝
術歌曲，中國民歌和四首外國藝術歌曲。
音樂會以一組描寫祖國草原風光，塞北大
自然美景的歌曲“我愛你，塞北的雪”，
“天路”和“七月的草原”開始;接下來兩
首愛情藝術歌曲：“望月”和“蘆花”;上
半場最後一組曲目是中國非常著名的雲南
民歌“小河趟水”，山東民歌“沂蒙山小
調”和江蘇民歌“茉莉花”。音樂會下半
場開始是三首 60 年代中國著名的電影插曲
“誰不說俺家鄉好” “山歌好比春江水”
，“一朵鮮花鮮又鮮”，分別選自電影
“紅日”，“劉三姐”和“阿詩瑪”;然後
是三首英文歌曲“So Deep Is the Night”

音樂會的最後兩首歌曲是“桃花紅，杏花
白”和“我的祖國”，“夢想家”，“想
想我”和女聲三重唱“乘著歌聲的翅膀”
。
參加演出的還有音樂室兩位優秀的男
高音侯勤農和吳亞飛，曲目包括“古老的
歌 ” 和 “The Night Of The Night”; 李 琳
的好友劉小蓉和邵筌一起演唱“乘著歌聲
的翅膀;李琳的舞友朱漢波，陳逸紅，王瑄
，楊琦和尤鳳娟將為“茉莉花”伴舞;還有
男聲小合唱“啊，朋友再見！
音樂會還特別邀請了休斯敦樂團參加
演出，他們將會演奏一首著名的樂曲“姑
蘇行”，由休斯敦著名的指揮家蕭楫老師
指揮李琳的最後兩首歌曲“桃花紅，杏花
白“和”我的祖國“也將休閒敦樂團伴奏
。李琳，現就職於 HPE（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Cyber Security）網絡安全部門
。她的團隊負責用人工智能算法從集合來
的大數據機器日誌中洞察不正常的用戶行
為，預測未知的病毒入侵，以保護公司網
絡系統的純淨。在她二十二年的惠普經歷
中，李琳做過企業構架設計師（企業架構

休士頓社區大學. 他的學生在德州各種音樂比賽中有傑出的表現
，她組成的大提琴學生合奏團 Cellissimo 經常活躍於休士頓地區
的社區服務活動.

愛心贈書寄真情 書香濃濃送溫暖
國僑辦“華星書屋”圖書 4 月 22 日舉行
中國國務院僑辦和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多
年來向全世界華人華僑多個圖書館大量捐贈
圖書雜誌和音響作品，並相繼設立“華星書
屋”和“華星影庫”。中國人活動中心（華
助中心）“靳寶善圖書館”自成立以來，每
年接受來自國務院僑辦贈送 1000 多冊各式圖
書，如今共計約 2 萬冊。這些書籍和刊物使
休斯敦華僑華人得以看到祖(籍)國各行業的
最新信息及影視作品。
2017 年中國國務院僑辦圖書捐贈儀式將
於 4 月 22 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隨

師），項目
經理（認證
項目經理）
和大數據構
架師。惠普
之前，李琳
曾在匹茲堡
藍十字與藍盾協會做了四年健康保險系統
的研發。李琳就讀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軟
件專業，畢業後又獲得中科院軟件所碩士
學位。
李琳和先生王建榮自 1994 年一直住在
兀蘭。他們有兩個陽光向上，關係親密的
兒子 - 凱文 25 歲，切斯特 21.兩個兒子和
先生都熱衷於高爾夫球。
李琳將會用她美妙的歌聲給各位來賓
和朋友帶來一個美好的夜晚。
音樂會免費入場，歡迎大家光臨。
2017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晚 7 點 30 分
休斯敦浸會大學貝林教堂和演奏廳
地 址 ︰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請勿攜帶 8 歲以下兒童。

著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國僑辦捐贈給中國
人活動中心“華星書屋”大量圖書不僅可以
幫助休斯頓僑胞近距離的了解祖國各方面的
發展，也起到“信息共享，攜手共進”的作
用，同時也豐富了休斯頓僑胞的業餘生活。
捐贈儀式時間：4 月 22 日（週六上午）
11:00am
地點： 中國人活動中心（休斯敦華助
中心）
地址：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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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豐銀行 Spring 分行喜迎十周年慶 , 賀客盈門
2017 年 4 月 14 日 , 恒豐銀行 Spring 分行舉行了十周
年慶祝活動 , 恒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 , 率部分董事會
成員以及總行部分管理人員 , 同 Spring 分行的員工以及分
行客戶一起 , 共同慶賀分行成立十周年。
恒豐銀行 Spring 分行成立於 2007 年 4 月 16 日 , 分行
開立初期 , 在 Long Point 的一個小型商業中心 , 員工只有
5 人 ,2012 年 , 為更好的服務韓裔社區 , 更多的為中小企
業客戶提供更方便的服務 , 為了給客戶提供舒適的服務環
集體合影：從左至右：Spring Branch 經理 Linda Yi , 董事： 境 , 搬遷至位於臨近 H MART 韓國超市的 PLAZA, 目前
錢武安先生，副董事長：張瑞生先生，董事：筍丁藩先生， Spring 分行所在地是恒豐銀行自地自建 , 整個分行占地面
韓裔社區代表：Mr. Gihoon Kim , 董事長：吳文龍先生， 積近 1Acre, 員工已增加至 9 人。自地自建的 Spring 分行 ,
董事及總經理：張永男先生，董事：陳文全先生，第二排： 環境舒適 , 員工服務熱情周到 , 得到了該地區客戶的一致
從左至右：副總裁 / 貸款專員：Saeromee Kim , 市場部副 好評。
總裁：Sook Kim
在今天的十周年慶祝活動中 , 恒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
感謝長久以來客戶給予恒豐銀行的信任和支援 , 因著這一
信任與支持 , 恒豐銀行才能持久的在專業領域裡能夠服務
大眾 , 服務韓裔社區。同時 , 吳董事長報告了恒豐銀行除
休士頓外 , 在達拉斯的 Carrollton 和 Harry Hine 都設有分
行 , 這兩個分行的主要業務也是服務於韓裔社區和民眾。
特別來賓代表 Mr.Gihoon Kim , 也感謝恒豐銀行長期
以來對於韓裔社區支持和幫助 , 並期望能長久的保持這種
彼此服務與合作的關係。
韓裔社區代表 Mr. Gihoon Kim 感謝恒豐銀行對於韓裔社
恒豐銀行自 1998 年建行以來 , 經過 19 年兢兢業業的
區社區的支持和幫助
辛勤耕耘 , 至目前止 , 已成長為資產超過 14 億 , 具有 18 個

吳文龍董事長及部分董事會成員與 Spring Branch 員工合影
經營網點 , 擁有一支 220 人的專業員工團隊 , 經營版圖涉及德州 , 加州 , 內華達州 ,
所在城市及地區遍及休士頓 , 達拉斯 , 拉斯維加斯 , 南加州地區的工業市和阿罕伯拉
市。 目前正穩步的向大型社區銀行邁進。
我們將以我們對工作的熱忱 , 對客戶的誠信 , 對專業的堅持 , 持續為廣大客戶服
務 , 並持續支持社區建設 , 已盡社區銀行應盡之社會責任。

翰林教育學院乒乓北美晉級積分賽夏令營開始招生啦！

在翰林團隊的精心策劃下，我們學院又一專項訓練營 - 乒
乓北美晉級積分賽夏令營正式上線啦！
關於翰林和翰林乒乓
翰林教育學院一直以 ‘高起點、高規格、高師資’作為宗
旨，旨在以全新的教育理念、一流的硬件設施和雄厚師資打造
立足美國本土學生、服務國際學生的國際化教育機構。
作為翰林教育學院的最熱門的課程之一，我們的乒乓北美
晉級積分賽班從開班到現在，一直受到家長和小朋友們的歡迎。
翰林的乒乓專業教練曾培養多名乒乓球選手在全美乒乓球選拔
賽中以優異成績被選中並代表美國參加世界比賽！
關於本次夏令營

翰林教育學院 2017 年乒乓北美晉級積分賽夏令營為
期十三周，
5/29/2017 - 8/24/2017
小朋友可以選擇在夏令營期間任意時間加入或退出。
翰林教育學院 2017 年乒乓北美晉級積分賽夏令營日
程安排如下， 除了每天的乒乓北美晉級積分賽課的時間
外，我們也提供了很多的興趣課程供小朋友們在非乒乓課
時選擇。
關於報名對象
我們歡迎從零基礎到有積分的孩子們參加我們本次的
夏令營，從 K-12 年級均可報名參加。( 也歡迎喜歡乒乓
的成年人加入 )。
關於交通，著裝和午餐
翰 林 的 校 車 提 供 Richmond/ Houston/ Katy/ Sugar
Land/ Bellaire/ Medical Center 多條線路的校車接送。
參加翰林教育學院 2017 年乒乓北美晉級積分賽夏令
營的小朋友可以選擇自帶午餐，我們會提供微波爐和冰箱
為小朋友加熱和儲存食物。同時我們也會小朋友們提供午餐，
$3.25/ 餐，葷菜素菜共 16 種，小朋友每天可根據自己的口味
任選。
如果是幼兒園的小朋友需要午休，請帶好自己的睡袋。
翰林教育學院 2017 年乒乓北美晉級積分賽夏令營每天都
有戶外運動和拓展運動，請家長們給小朋友們穿運動鞋，並
每天穿翰林的夏令營服裝。( 每位小朋友贈送 2 件 )
對乒乓感興趣的小朋友們還在等什麼呢？ 這個夏天，跟
著翰林一起來學乒乓吧！
* 除了乒乓專項夏令營外，翰林教育學院還為有不同需求

的小朋友們提供國際象棋北美晉級積分賽專項夏令營、 鋼琴
強化夏令營、強效英文專項夏令營、數學專項夏令營、繪畫專
項夏令營和全項夏令營，有興趣的小朋友和家長們歡迎添加我
們的微信，或致電來咨詢更多詳情！ ( 點擊本頁面下方作者查
看其他夏令營的詳細內容介紹 ) 同時，我們平時的 after school
和周末學校也有乒乓球的課程安排，已經等不及夏令營的小朋
友和家長們可以現在就來報名參加咱們的乒乓球課哦～
學校網址 : hanlin-usa.com
電話 : 713-340-9388
Email: hanlinacademy@outlook.com

「2017 年美南獎學金」即將於 4 月 30 日截止接受，如具申請
資格將於今年 2017 畢業高中學子，敬請把握最後報名時間 !
【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 2017 年「美南獎學
金」申請活動己於 2017 年 2 月初起開始接受報名
申請，將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截止。截止日期將
以郵戳、郵件或繳交的日期為準。如尚未申請或
遞交申請學子，敬請把屋最後報名時間，儘速辦
理申請。有關具體申請方式及資格要求 , 請洽美
南銀行公關 Ling Chuang ( 莊幃婷 )713-272-5045
，或 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美南獎學金」自 2005 年起由美南銀行特
別設立和主辦，主要獎勵對象以應屆高中畢業生
為主，期許借此獎學金設立目的表彰成績優秀學
生 , 獎助弱勢族群學子，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用 ,
爭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和成為所有學生取得優
異成績的動力，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10 多
年來獲得本地商界僑團人士肯定與支持。
「美南獎學金」名額共設五位 , 每位獎金美

STV15.3 粵語天地
（今日廣州新面貌）
＜本報訊＞週日 4 月 16 日下午三時，15.3 美南電視之粵語天地節目，
主持黎瓊芳邀請了休斯頓大學的張錦芳教授和梁毓熙教授分析中國的經
濟變化，他們亦介紹一位剛從中國廣州工業大學來的社工講師胡芳博士，
為大家介紹近期的廣州新面貌，並分享在中國的生活點滴，分析廣州的
變化和最佳的旅遊景點。由經濟和民生的角度去探討中國的發展和社工
的學術交流，三位教授用閒談的方式 ，將近期最受歡迎的中國省份帶到
觀眾面前。
此節目又于下週二上午十時重播，也可在這兩個時段上網同步收看。
http://www.ustream.tv/itv-programing
對此集內容有提問，可電郵 conniekflai@hotmail.com 或
Monitcheung@gmail.com

金 1000 元。申請者並不局限于是美南銀行客戶，
但舉凡應屆高中畢業生、清寒優秀學子已拿到入
學許可者均可申請。「美南獎學金」評審標準將
由該行的獎學金評審委員負責，在每年的申請者
中根據所提供的在校課學業成績、課外社區服
務相關證明資料、其他活動比賽的得獎資料、兩
封介紹信教師推薦信、學生自我介紹信兩頁、及
學生本人在校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況，例如：

演講比賽，運動比賽，學校樂團等、和家庭經濟
狀況財務證明 ( 收入 ) 等。評選資格獲獎學子，
於 2017 年 5 月初公佈，並將以郵寄通知。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成立於 1997 年，
多年來以專業的知識、優質的服務品質，提供客
戶多元化的理財需求。作為一家社區銀行 , 美南
銀行擁有高度多元化的族群客戶和豐富的文化
資源，為盡應有之社會責任，回饋社區。

慈濟基金會義診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將於 2017 年 4 月 23 星期日上午 09:30 – 中午 12:00 舉辦今年度春季免費社區健康日活動 .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請到了社區術德兼修的各科醫師如下提供醫學諮詢：
心臟科醫師：張少歐、豐建偉、施恵德等醫師
家庭 / 內科醫師：汪家成、Kaisen Fang 等醫師
高血壓、腎臟科醫師：謝春醫師
不孕 / 婦科：鐘正芳醫師
眼科：Dr.Hoa To
牙科：Ted Sheng 等醫師
中醫 / 針灸：葉羡敏、Pemg-Yun Wang、王顧毓芬等醫師
物理治療師：林琬真
藥劑師：王佩榮
社會服務諮詢：周宏
在醫師諮詢之前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也邀請了 H.E.B. 藥劑師 Stephen Au 以及十多位註冊護士為大家量血壓、
血糖、膽固醇檢測、量身高、身體質量指數 (BMI) 做為諮詢前數據的參考。
光塩社也在場提供 C 型肝炎檢測 , 大便潛血檢查。
需要肺炎預防注射的民衆請帶保險資料 ( 卡 )。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也提供為參加健檢者義剪 , 它會讓您看起來更年輕和漂亮。另外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也準
備了一些結緣品與健檢者結緣。
慈濟基金會歡迎您 , 讓我們一起為照顧我們的健康努力加油 .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擴大徵求義工

胡芳博士，張錦芳教授，梁毓熙教授，主持黎瓊芳

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擴大徵求義工志願者。
凡十五歲至二十歲的青少年，經過面試甄選後，自六月三日起至八月十八日止 , 於每週一至
週五「暑期夏令營中文課程」或每週六「暑期班成人中文課程」義工，歡迎有興趣此項服務的
青少年，請在 2017 年 5 月 15 日以前 ，向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報名面試。報名地址是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洽詢電話 : (713)271-6100 分機
163。E-Mail : chineseschool@ccchou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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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努力，只要學習
3-6 個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薪
達到 10 萬美金！你會相信嗎？說實在的，剛
開始我也不信，但我去 LaneCert 電腦工程師培
訓學校采訪了劉校長以後，我徹底地信了！為
什麽？因為劉校長自己就是受益於這個項目，
現在為 AT&T 工作，年薪二十多萬。在工作
之余，他也將這個項目推廣到華人社區，希望
有更多人受益。
劉校長是東北人，小時候家裏窮，他最大
的夢想就是每天都能吃上飽飯，所以他拼命學
習，希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事實證明，知識
確實能夠改變命運！ 1983 年他考上成都電子
科技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沈陽百花電器集
團設計電視機。一邊工作，劉校長堅持一邊學
習進修，在遼寧大學讀 MBA 課程。1998 年的
一天，他在遼大的校園裏遇見了梁先生，當時
梁先生在推廣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劉校長
剛開始不相信世界上有這麽好的事兒，只要學
習 800 個小時，就能找到年薪 10 萬人民幣的

工作！要知道，那個時候全國的
月平均工資才一兩千塊人民幣！
Too Good To Be True!（ 太 好 了
以至於不像真的！）可他轉念一
想，多學點東西有什麽不好呢？
於是，劉校長抱著半信半疑的態
度參加了梁先生的互聯網專家培
訓課程，幾個月以後他順利通過
考試拿到了 Cisco 互聯網專家證
書， 馬 上 就 被 一 家 深 圳 公 司 錄
取，年薪十萬人民幣！
嘗到了甜頭的劉校長一直在不停地學習、
挑戰自我，他的 Cisco 互聯網專家證書越考越
高級，從初級的工程師到現在的專業技術架構
師，他的人生也一次次地攀上新的高峰，2004
年他技術移民加拿大獲得免試通過。從沈陽到
深圳，從深圳到北京，從北京到加拿大，從加
拿大到美國，劉校長說他受益於 Cisco 互聯網
專家培訓項目，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這個項
目如此之好，卻沒有幾個人知道。美國人有做
這個培訓的，但他們采用全英語教學，並且不
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所以去華人去美國學校
很難學出來拿到證書。劉校長說，學會了這門
技術，有了 Cisco 互聯網專家證書，那可真是
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劉校長開辦的 Lanecert.com 電腦工程師培訓學
校，總部位於達拉斯，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
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 GPA 不
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
次被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LaneCert 培訓機構的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
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
英人才。實際上，電子高新技術區域一直人才
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 CCIE 這
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計，Cisco 互聯
網專家 CCIE 只有 1 萬人，而這種高新技術人
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Lanecert 培訓機構作
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
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
事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
勢！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
其一，Cisco 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
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
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
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
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導
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學
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
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采
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被充
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教學質量
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
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
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
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雇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惰、安
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
好，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

曼諾普記憶睡眠產品，讓你睡個好覺！
（本報記者黃梅子）人一生有三分之一的
時間是在床上度過的，但是很多人花大量的錢
去吃補藥、買衣服、健身，但卻吝嗇於購買睡
眠產品。尤其是節儉的華人，很多人一輩子就
買一個床墊一個枕頭，直到床墊出現使用過度
的明顯跡象：塌陷、凸起、內芯暴露等情況，
還舍不得扔，繼續湊合著用。結果，睡一覺後
早上起來，不是感覺神清氣爽精力充沛，而是
身體僵硬、麻木、周身不適。
其實，床墊最多只能用 10 年，一般來說
5-7 年就要考慮更換，這樣才能保證睡眠質
量。 養生三大事，一睡眠，二便利（排毒），
三飲食。三件事中睡眠排第一，睡以安神為
主，神以心安為主。戰國時名醫文摯對齊威王
說：“我的養生之道把睡眠放在頭等位置，人
和動物只有睡眠才生長，睡眠幫助脾胃消化食
物，所以，睡眠是養生的第一大補！人一個晚
上不睡覺，其損失一百天也難以恢復。”要想
睡眠質量好，好的床墊、枕頭非常重要。最近

幾年，記憶睡眠產品開始流行，但市場上各種
品牌良莠不齊，好的牌子貴得離譜，便宜的牌
子沒效果。最近剛剛登陸休斯敦的 Manope 曼
諾普記憶棉產品，就是性價比非常好的睡眠記
憶產品。曼諾普記憶棉有床墊、枕頭、餵奶枕、
坐墊、寵物墊、腰靠、旅行脖枕、多功能枕、
汽車頸枕、抱枕、美腿枕、多功能棍、浴室墊
等五大類上百種產品。每個類別都有各種顏色
和尺寸。尤其值得推薦的是 Manope 曼諾普記
憶 棉 床 墊， 從 Twin、Full 到 Queen、king、
Cal King，各種尺寸一應俱全，按照軟硬度來
說，則分為軟、舒適、中等、硬、超硬等五個
等級，厚度則從 8 吋到 14 吋都有，所以，任
何人都可以找到您滿意的床墊。尤其是對於腰
椎間盤突出或頸椎病的患者，也許只需要換一
個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床墊和枕頭，從此您
就能高枕無憂。
為什麼記憶棉睡眠產品具有如此神奇的效
果你？因為記憶棉又叫做慢回彈性太空材料，

是上世紀 1970 年代美國宇航局（NASA）為
了要減輕宇航員離地升空時所承受的巨大壓
力，而特別研發的一種壓力吸收材質。這種材
質對溫度極為敏感，能均勻分布身體重量。
1980 年代，美國宇航局向公眾公開這一材質，
從此這種慢回彈性太空材料才擴大到民用領
域，剛開始只應用於橄欖球頭盔等高大上的運
動器材，最近這 10 多年才開始走入尋常百姓
家，成為睡眠和家居產品，造福大眾。記憶棉
具有解壓性、慢回彈、感溫性、透氣、抗菌及
防蟎的特性，延長深層睡眠時間，改善睡眠質
量。經過技術加工後，記憶棉床墊還能根據人
體的各個部位的不同溫度提供合適的軟硬度，
從而讓人得到更好的放松。記憶棉床墊也能夠
吸收並分解人體的壓力，而一般的床墊會對人
體有一個反作用力，那麼脊椎和關節就會受到
床墊的擠壓，使人感覺酸痛和麻痹，而記憶棉
床墊則沒有反作用力，使人全身血液通暢，睡
得舒適。當您躺在舒適的 Manope 曼諾普記憶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夠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
們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
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的機
會， 你， 能 抓 住 嗎？ Cisco 互 聯 網 專 家 培 訓
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即將開
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
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
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
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棉床墊上，枕著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枕頭，
當床墊和枕頭受壓下陷時，不會出現強烈的反
彈力，而是當壓力去除後慢慢恢復原狀，這樣
可以很好的將人體與床墊接觸點的壓力均衡分
散，睡眠更加舒適。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產品剛剛登陸休斯
敦，在好運大道設有專賣店。所有產品均按工
廠價直銷，新張期間每周六再折上折優惠，所
有產品在工廠價基礎上再 60-80% Off， 憑此
文章還可再得 10% Off( 限購一件產品 )。
白居易有首著名的睡眠詩：“老眠早覺常殘夜，
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銷諸念息，世間無境
可勾牽。”可惜他那個時代沒有記憶棉產品，
否則他肯定要買上一套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
床墊和枕頭，睡個好覺！
Manope 曼諾普記憶棉產品專賣店
地址：7800 harwin Dr, Houston, TX77036
網址：memoryfoamdepot.org
電話：346-352-3908；832-858-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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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若當選 全力以赴打贏2018九合一選舉
美南國際電視常中政獨家越洋專訪吳敦義 董事長李蔚華參與問答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政論節
目休士頓論壇，繼日前越洋訪問國民黨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瑜獲得
迴響， 周四晚間 9 時，再度越洋連線同是參選人的中華民國前副
總統吳敦義，由美南著名政論主持人常中政主持，美南新聞董事
長李蔚華也參與提問，讓吳敦義從參選契機開始，談到如何打贏
2018 年國民黨地方選舉，完整內容將在休士頓論壇播出。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吳敦義正積極角逐國民黨主席選舉，日前
台灣媒體民調顯示，吳敦義獲 45%黨代表支持。這次由台北市旅
遊業職業工會主席馬潮牽線，在美南報業傳媒董事長李蔚華積極
促成下，成就這場越洋專訪。吳敦義感謝美南僑界好友關心台灣
國內國民黨選舉情況和政經情勢。
談參選國民黨主席原委：
常中政先就吳敦義參選國民黨主席的契機和原委做提問，吳
敦義說，去年 9 月底，應邀參加在波士頓舉行的全美台灣同鄉聯
誼會年會，順道訪問美國其他幾個大城市，包括休士頓、紐約、
華府、洛杉磯和舊金山，會會老朋友，當時要做嚴謹思考，因此
沒有表態。但回國後有很多黨內先進、老長官和老朋友，寫信或
當面告知要他挺身而出。
其中，他對一些鼓舞的話印象深刻，他表示，受黨 40 年栽
培，不論從北中南都有長時間各八年歷練，不論黨務、議會和行
政，從地方到中央，都奠定非常好的成績。如今，當黨面臨嚴重
低潮，尤其遭到執政黨無情清算和打擊後，黨需要有能力的人帶
領團結。他因為有這樣的閱歷、歷練和績效，受到這樣的勸說，
希望帶領無論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義不容辭，
大家團結起來的決心。
國民黨證所稅開徵及退休軍公教慰問金政策不得民心：
接著，提到馬政府執政，卻在地方選舉失去大部分縣市，總
統大選又潰敗，究竟問題為何？吳敦義表示，他認為國民黨執政
遭遇挫折，主要是在民生政策上失去民心，舉凡油電雙漲，導致
物價上漲，讓尤其家庭主婦和低收入的民眾引起反彈。再者，證
所稅開徵引起波瀾，選民對於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發放疏失等問題
，讓一些對國家有貢獻的軍公教藍軍選民引起不滿，自然導致票
源分散，一些泛藍選區在地方和總統選舉上，藍軍拒絕投票，或
投反對票，都是後來總統大選失利的原因。
洪秀柱一中同表政策，朱立倫被迫換柱：
至於當初國民黨總統敗選，是否與洪秀柱一中同表政策，導
致 「柱下朱上」有關？吳敦義表示，當初洪秀柱登記參選時，國
民黨啟動 「防磚條款」要篩選洪秀柱是否有雄厚選民基礎，可參
選總統的資格。後來洪秀柱支持率飆高，是因為有一些民進黨支
持者自動把票投給她，但宣布參選後，民調就掉到個位數。接著
，洪秀柱主張 「一中同表」，使得單一選區的立委對黨中央強烈

抗議，所以不得不換柱，換柱以
後，前主席朱立倫必須挺身而出
， 「柱下朱上」，陣前換將，造
成 2016 總統選舉重大挫折。
吳批：蔡政府不知飲水思源，去
中去蔣喪心病狂：
李蔚華在此也提出自民進黨
執政後，海外華人對國家認同是
最關心的，他有什麼看法？吳敦
義批評，蔡政府上台後有幾件事
做得不好，第一，他認為蔡政府
想討好勞工，但不如預期，反得
到反效果。他舉例， 「一例一休
」政策失敗，勞工有挫折，拿不
到合理加班費，業者也增加成本
和負擔，物價也上漲。其二：蔡
政府毫無道理清算中國國民黨黨
產、搞鬥爭；第三：拼命去中華
圖：前總統吳敦義
前總統吳敦義((左)，接受美南董事長李蔚華
接受美南董事長李蔚華((右二
右二))與常中政
與常中政((右一
右一))專訪
專訪。
。(截圖
截圖))
民國化、去蔣化，他狠批執政黨
「飲水而不思原，感恩而不圖報
國民黨黨員結構比較明顯就是外省朋友比例高，尤其是 「黃復興
」，反而還恩將仇報。
」的同志們，轉戰一生，加入過抗戰、古寧頭戰役，撐過八二三
吳敦義說，如果沒有老蔣總統領導中華民國打贏八年對日抗 炮戰，這些黃復興同志保家衛國，忠於國民黨， 「我們不能挑剔
戰，哪有台灣光復？如今中華民國能實現自由民主法治社會，經 ，反而要歡呼他們」。
濟逐步繁榮，老蔣總統的 「光復台灣」、 「故宮博物院國保送回
只是，這次選舉有 2000 名黨代表領表，徵收新黨員加入新
台灣」、 「把在北京跟上海的中央銀行和中國銀行數百萬兩黃金 血，找新黨員入黨，一方面可讓黨年輕化，也讓自己有黨員支持
平安送到台灣」發行新台幣，並且讓學術和國學薪火相傳以及民 ，這樣的制度很健康，卻遭人誣衊成 「人頭黨員」，這些做法完
國的一些政策執行，都是真正實現光復台灣、建設台灣，讓成為 全合法化，不應遭汙名化，非常惡質，無的放矢的指控，非常不
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成果。這些偉大的歷史貢獻，民進黨享 道德。
受成果，卻對於蔣介石總統沒有應有的尊重，喪心病狂把先總統
蔣公像打碎，不面對歷史真相，不感恩圖報，對此，他嚴正的譴 國民黨主席應大公無私，才能打贏 2018 九合一選舉：
責。
而吳敦義是黨主席參選中民調最高的一位，若當選後，如何
帶領國民黨打贏 2018 年九合一地方重大選舉？吳敦義最後總結
吳批：洪秀柱一中同表背離民意：
，2018 年會是一個嚴酷的考驗，在執政黨大量的清算鬥爭國民黨
對於洪秀柱提出的一中同表造成黨內爭議，常中政也提及詢 ，黨產也被清算，幾乎連黨工薪水和退休給付都受到挑戰，這些
問，國民黨兩岸關係應如何主張？吳敦義說，洪秀柱的主張完全 都必須嚴肅以對。
背離絕大多數民意，他改編毛澤東的 「沁園春，雪」詩詞重申，
今年的環境跟明年的選舉比以往更嚴峻，黨主席一定要大公
台灣現階段政治， 「一國兩制，或統或獨，都為台海掀波濤，俱 無私，縣市長是單一候選人，必須找單一的領頭羊，議員是多席
往矣，數當前明路，和平最好。」他指出，兩岸最重要和平基礎 次及多位當選，所以在多選區提名適合人選，一定要考慮人品、
應維持在 1992 年達成的 「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學養、節操、品德，過去從事工作經驗，絕對不能是曾經背叛國
民黨的人，選擇提名人選是否是忠貞黨員要列入考慮。總之，品
國民黨主席選舉，招收新黨員不應遭污名化：
德操守，能力、黨德，還要忠於國民黨。他強調， 「做最好的準
常中政提問：黨員年齡偏高，國民黨的黨員結構，如何與年 備，做最壞的打算」，全力以赴，希望帶領國民黨打贏 2018 年
輕世代有聯繫，如何做一個全國代表興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說， 九合一選舉。

休城讀圖

汝楨藝苑 . 言雪芬戲曲之家四月八日舉辦
敬老同賞花田會演出

演畢節目 齊晚宴切蛋糕慶祝

藝苑眾師傅（左至右）：徐松煥、王漫雲、伍元勛、言雪芬、容健民、容華清、
李兆光

昌豪光、梁鳳玲《文姬歸漢》

陳康妮、陳月媚《無情寶劍有情天》

藝苑同仁大合影

言雪芬和昌美蓮、葉婉珍謝幕

朱沛豪、鄒麗芬《釵頭鳳》

演出敬老同賞花田會的折子戲棧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全女將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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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移民排期, 職業移民大幅前進
A 表為最終綠卡排期表，B 表為
綠卡遞交排期表。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
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
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 年 02 月 08 日, 第二優
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
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4 年 10 月 01 日, 第三優
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
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6 年 03 月 08 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6 月 01 日，第五
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
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7 年 03 月 15 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7 年 03 月 15 日

B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
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
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 年 10 月 01 日, 第二優
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
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 年 09 月 01 日, 第三優
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
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 年 06 月 01 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9 月 01 日，第五
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
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10 年 12 月 08 日 中 國 大 陸
2010 年 12 月 08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 2015 年 07 月 15 日
中國大陸 2015 年 07 月 15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2010 年 10 月 01 日中
國大陸 2010 年 10 月 01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 年 06 月 15 日中國
大陸 2005 年 06 月 15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4 年 05 月 08 日中國
大陸 2004 年 05 月 08 日
B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7 月 22 日中國
大陸 2011 年 07 月 22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 2016 年 04 月 08 日
中國大陸 2016 年 04 月 08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台
灣，香港)2011 年 09 月 01 日中
國大陸 2011 年 09 月 01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 年 12 月 01 日中國
大陸 2005 年 12 月 01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 香 港) 2004 年 11 月 15 日 中 國 大 陸
2004 年 11 月 15 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 21 歲以
上未婚子女
第二 A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
21 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21 歲以
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在
官網正式宣布，已經收到超過 65,000
個 H-1B 常規名額和
20,000 個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
以上學位的 H-1B 申請。換句話說，
今年 H-1B 申請的名額已被全部用完
。移民局會先抽取留給在美國獲得碩
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兩萬個名額，沒
有被抽中的在美國獲得碩士或以上學
位的申請將會被放到常規申請中，繼
續參與第二次抽籤。移民局將拒絕那
些沒有被抽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
和所有申請材料，並會附上一封解釋
信。
2.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將
嚴格採取措施來打擊 H-1B 簽證的欺
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子郵
箱，鼓勵美國勞工和 H-1B 簽證持有
人舉報可能存在的 H-1B 欺詐行為。
此外，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對
H-1B 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對
僱傭 H-1B 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工
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 H-1B。
3. 3 月 31 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機程
序 員 （Computer Programmer） 的
H-1B 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
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
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專業的
申請人申請 H-1B 工作簽證設立更高
門檻。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這還
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 H-1B 工作簽
證的難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4. 移民局 3 月 3 日表示，因 H-1B 案件
積壓嚴重，移民局將於 4 月 3 日起，
暫停加急服務。加急服務可能暫停 6
個月左右。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的
H-1B 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而
延期或者換雇主，從 4 月 3 日起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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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申請加急服務。
5. 移民於 12 月 23 日大幅調漲申請費
。綠卡延期的申請費（I-90）從$365
漲 到 $455，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 E, TN， O， P 等 工
作簽證申請費從$325 漲到$460。親屬
移民(I-130)申請費從$420 調到$535。
遞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I-131
）申請費也從$360 調到每份申請$575
。職業(勞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
從$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綠卡
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請費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括指紋費)。
拿到婚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
卡，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 595(不包括
指紋費)。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
$380 漲到$410。指紋費$85 不變。公
民入籍的申請費由$595 漲到$640（不
包括指紋費)。投資移民申請費 I-526
從$1500 漲到$3675。投資移民臨時綠
卡轉成正式綠卡，I-829 申請費$3750
不變。投資移民區域中心 I-924 申請
費從$6230 調漲到$17,795。移民局還
提出一項新的收費，將 I-924A 的投資
移民區域中心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
移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 2010 年
11 月。
6.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起，全面實行辦理護照、旅行
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請人需要提前
登錄“中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預
約 ” 網 站 （http://ppt.mfa.gov.cn/ap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證時間
。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提示打印
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間攜帶相關資
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本人來館遞
交申請。除遺失護照急於回國的臨時
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請人有其他
極特殊情況無法在線預約的情況外，
總領館不再受理未經預約的護照、旅
行證申請。
7. 自 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有效
期 B1/B2、B1 或 B2 簽證的申請者，
必須在首次前往美國旅行前登記。所
有申請者的登記維持兩年有效，若旅
客的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過
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失效。登記
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
期和護照及其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息
。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

鄢旎律師
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
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
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
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
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
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
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
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
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
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
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
託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
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
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
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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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星人福利！
汪星人福利
！墨西哥現狗狗冰激店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寵物犬正在吃冰激淩
寵物犬正在吃冰激淩。
。墨西哥城有
壹家專門為小狗提供冰激淩的店鋪，吸引了眾多顧客
壹家專門為小狗提供冰激淩的店鋪，
吸引了眾多顧客。
。

估價數千萬美元
天價鉆石耳環即將拍賣
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
，14
14..54 克拉的
克拉的“
“阿波羅藍
阿波羅藍”
”和 16 克拉的
克拉的“
“阿耳
特彌斯粉 ” 鉆石耳環即將在蘇富比拍賣行拍賣
特彌斯粉”
鉆石耳環即將在蘇富比拍賣行拍賣，
， 估價分別為
38003800
-5000 萬美元和 1250
1250-1800 萬美元
萬美元。
。

瑞士障礙賽選手穿越泥漿遭“
瑞士障礙賽選手穿越泥漿遭
“活埋
活埋”
”

近日，
近日
，2017 瑞士障礙賽在瑞士西部比雷
瑞士障礙賽在瑞士西部比雷（
（Biere
Biere）
）舉行
舉行。
。參賽選手
們在泥漿中妳爭我奪，頻遭
們在泥漿中妳爭我奪，
頻遭“
“活埋
活埋”
”樂在其中
樂在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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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兼並重組新政將提速落地
2020 年底形成 10 個巨無霸

綜合報導 在國企改革和去產能的大
背景下，煤炭行業兼並重組步入快車
道。記者了解到，有關部門要求加快出
臺促進煤炭行業兼並重組轉型升級的指
導意見，在兩年內分區域實施小煤礦兼
並重組，同時力爭到 2020 年底，全國形
成 10 個左右億噸級“巨無霸”。此外，
鼓勵企業之間通過股權置換、資源互保
等方式加強跨地區去產能協作。
地方政策落地期也漸行漸近，河南、
貴州等地煤企兼並重組措施已浮出水面，
產煤大省山西國資國企改革方案有望在
4 月底前出臺。這壹切讓資本市場預期
不斷升溫，不過有業內人士指出，受限
於管理體制、人員債務等諸多因素，大
型煤炭兼並重組尤其是跨區域的兼並重
組難度比較大，煤電、煤運、煤化、煤
炭科工等上下遊的結合更易於操作。
根據 2017 年政府工作報告，今年要
退出煤炭產能 1.5 億噸以上，更多運用市
場化 、 法 治 化 手 段 ， 推 動企業兼並重

組、破產清算。“化解過剩產能既要立
足當前，又要著眼長遠，將去產能與兼
並重組、轉型升級、優化布局等統籌考
慮、同步推進，不斷提升產業的整體素
質和核心競爭力。”國家能源局副局長
王曉林在日前召開的煤炭行業去產能穩
供應座談會上稱。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煤炭經濟研究院
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邢雷在接受
記者采訪時也表示，煤炭去產能面臨的
問題之壹就是當前煤炭產業集中度太
低，而小煤礦也存在著安全風險，需要
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先進產能，提升自
身的應變能力。
為此，這壹輪兼並重組大潮首先刮
向了小煤礦。按照分區域推進的要求，
對晉陜蒙寧等 4 個地區 30 萬噸/年（含 30
萬噸/年）至 60 萬噸/年（不含 60 萬噸 /
年）煤礦，冀遼吉黑蘇皖魯豫甘青新等
11 個地區 15 萬噸/年（含 15 萬噸/年）至
30 萬噸/年（不含 30 萬噸/年）煤礦，在

兩年內實施兼並重組；到期仍未實施重
組的，省級人民政府根據發展需要有序
引導納入去產能規劃。各地 30 萬噸/年
（不含 30 萬噸/年）以下煤礦，除已納入
技術改造專項規劃的，原則上不再實施
新增產能的技術改造。
與此同時，鼓勵優勢企業加大兼並
重組、打造大企業大集團尤其是億噸級
的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按照目標，
2020 年煤礦企業數量要壓縮到 3000 家，
5000 萬噸級以上大型企業產量占 60%以
上，其中億噸級的力爭在 10 家左右。
“去年全國範圍內煤炭產量突破億噸的
企業有 6 家，此前是 8 家。”中國煤炭工
業協會副秘書長張宏告訴記者。
國務院國資委此前也表態，央企將
在年內減少到 100 家以內，穩步推動企
業集團層面兼並重組，加快推進鋼鐵、
煤炭、電力業務整合，使專業鋼鐵煤炭
企業做強做優做大，電煤壹體企業資源
優化配置，其他涉煤中央企業原則上退
出煤炭行業。
據了解，目前央企煤炭總產能 8.46 億
噸，除神華、中煤及五大電力公司外，
不以煤炭為主業的央企產能約 1 億噸。
2016 年 7 月，中國國新、誠通集團、中
煤集團、神華集團出資組建的中央企業

綜 合 報 導 2016 年華
為手機銷售 1.39 億臺，同
比增長 29%，全球份額提
升至 9.3%。目前華為已開
始布局下壹代手機，嘗試
將人工智能引入智能手機。
2017 華為全球分析師
大會4月11日至12日在深圳
舉行。據介紹，2016年華為
消費者業務實現銷售收入
1798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44%，智能手機發貨量 1.39
億臺，同比增長29%，全球

份額提升至9.3%，位居第三。
智能手機當下正處於
創新瓶頸期。華為消費者
業務戰略 Marketing 部總裁
邵洋回顧說，1983 年摩托
羅拉開發出第壹款模擬手
機；1995 年諾基亞開發出
第壹款功能手機，2007 蘋
果開發出第壹款智能手
機 ， “ 也 許 是 2019 年 或
2020 年，下壹代手機將問
世，但下壹代手機什麽樣，
誰也不知道”。

目前，全球領先科技
公司紛紛布局人工智能，
例如蘋果公司著力在自動
駕駛和智能家居領域布
局 ，但不少中國手機廠商
仍將 2017 年策略重點聚焦
於攝像頭等硬件或線下渠
道建設。
邵洋認為智能革命將
改變各個領域，智能手機
也會向智慧手機轉型。為
在新的技術周期成為領導
者，華為堅持技術研發高投

入，2016年研發投入794億
元人民幣。
據了解，2016 年華為
諾亞方舟實驗室和加州大
學伯克利分校展開人工智
能基礎研究的戰略合作，
重點聚焦深度學習、機器
學習基礎理論、自然語言
處理、計算機視覺等人工
智能熱點課題的研究。
2016 年華為還發布了壹款
引入人工智能的手機作為
探索。

綜合報導 2017 年捷克
共和國——雲南省商務旅
遊合作論壇在昆明舉行。
雙方共同研討擴大旅遊合
作途徑，深化經貿往來和
旅遊合作。
捷克地區發展部部長
卡爾拉· 什萊赫托娃表示，
捷克非常重視開拓中國市
場並希望加強與雲南的商
務旅遊合作。期待通過此
次論壇，增進雙方了解，
加快推動昆明與布拉格開
通直航，深化捷克與雲南
之間的商貿往來和旅遊合
作。

確今年三家煤炭巨頭(河南能源集團、中
國平煤神馬集團、鄭煤集團)將改組為國
有資本投資公司。實際上，去年以來，
山東能源集團、兗礦集團等都成立了國
有資本投資公司。
貴州 為 化 解 煤 炭 行 業 過 剩 產 能 問
題 ，也調整相關政策推動煤礦企業兼
並重組，在“數量減半”基礎上，提
出重組後不得超過重組前煤礦產能之
和，且重組後規模不得低於 30 萬噸/年
的政策要求。同時，對積極開展兼並
重組已完成去產能關閉煤礦的企業實
施梯級獎補。
但多位業內人士都坦言，大型煤炭
兼並重組尤其是跨區域的兼並重組不可
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區之間、央企和省企
之間的管理體制、利益分配、人員債務
等諸多問題，難度比較大。
“十二五期間就在提跨區域重組，
但目前整合還主要是按照地域劃分。”
邢雷認為，相較之下，煤電、煤運、煤
化、煤炭科工等上下遊的結合更易於操
作，也有利於延伸產業鏈、實現融合發
展，提高企業綜合競爭力。值得註意的
是，在提高產業集中度的過程中應更多
使用市場的手段，例如交叉持股、資源
互保等。

2016 年，中國赴捷克
旅遊 人數達到了 40 萬人
次，創歷史新高。目前，
前往捷克旅遊的中國遊客
人數，每月增長速度在
10%-20% 之 間 ， 旅 遊 合 作
已成為中捷交流的亮麗新
名片。捷克亦是雲南省重
要的歐洲客源市場。
雲南省副省長陳舜
說 ，雲南正積極融入和服
務國家“壹帶壹路”發展
願景，推進與周邊國家的
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致
力於把雲南建設成為中國
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

心。捷克地處歐洲中心，
是“壹帶壹路”的重要沿
線國家，已經成為中國遊
客向往的旅遊目的地。雲
南希望雙方在旅遊資源開
發、旅遊市場營銷、基礎
設施建設、能源投資、生
物醫藥等方面進行深入合
作，實現互利共贏。
陳舜代表雲南省政
府 ，邀請捷克政府派代表
團參加將於 6 月舉辦的南
亞東南亞國家商品展暨投
資貿易洽淡會和將於 10 月
在昆明舉辦的中國國際旅
遊交易會。

捷克與雲南省研討旅遊合作
推動昆明起碼直航布拉格

華為手機全球份額升至 9.3% 布局下壹代智慧手機

煤炭資產管理平臺公司即國源煤炭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成立運行。當年的 8 月 16
日，新集能源控股股東國投公司就與中
煤集團簽訂股份無償劃轉協議，將其持
有的新集能源 30.31%股份無償劃轉給中
煤集團。這被認為是此輪供給側改革中
煤炭央企重組的首個案例，拉開了央企
煤炭重組的大幕。
今年以來，作為行業龍頭的中國神
華被曝出已經開展了壹系列並購活動，
並正在醞釀更大規模的整合重組，而近
期其豪氣分紅和人事頻繁調整更是讓這
壹預期升溫。同樣因人事調整被解讀為
兼並重組前奏的還有另壹煤企巨頭中煤
能源。
在煤炭央企兼並重組有望提速的同
時，地方兼並重組也是有所動作。根據
即將出臺的山西國資國企改革方案，今
後將用好用活 18 家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平臺，大力推動國有資源資產化、資本
化、證券化。山西證券研究報告指出，
這背後蘊含著資產註入和整合預期，山
西 7 大煤炭集團，同質化競爭非常明
顯，未來將借助上市公司平臺，橫向合
並打造行業龍頭。
而近日河南省國資委召開全省國有
企業改革發展暨國資監管工作會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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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4-14-17 Crisis On North Korean Peninsula

(Thursday 4-14-17) KIM JONG-UN ORDERS IMMEDIATE
EVACUATION OF NORTH KOREA'S CAPITAL CITY
PYONGYANG
Kim Jong-un,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as ordered the
evacuation of 25% of residents from Pyongyang and said
they are to leave immediately. 600,000 people are to be
urgently evacuated and it is thought that the evacuation

has been prompted by the strained tensions with the USA.
The bomb shelters of Pyongyang are not adequate enough
to accommodate all of the population of North Korea, so
600,000 individuals; many with criminal records are going to
have to leave the city so that others are able to use the bomb
shelters.
ROCKET CARRIER WITH 154 TOMAHAWK MISSILES

DEPLOYED TO KOREAN COAS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en said that a modified Ohio type rocket carrier is going
to carry 154 Tomahawk type missiles and this is said to be
joining the US Navy which has been deployed close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coast. The missile carrier will arrive at its
port of registration by 18 April.

North Korea 'Ready To Respond' To U.S. As
It Marks 70th Anniversary Of Ruling Part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illboards can be seen around the capital celebrating the
Workers’ Party, the backbone of the state. There have been
rumours that North Korea may use the occasion to flex its
military muscles. (Photo/ AP)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declared on
Saturday that his country was ready to stand up to
any threat 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he spoke at
a lavish military parade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th’s ruling party and trumpet his thirdgeneration leadership.
The parade, which featured thousands of goosestepping soldiers and military hardware including
missiles and drones mounted on trucks, kicked off
what is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North’s biggest
celebrations ever – an attention-getting event that is
the government’s way of showing the world and its

“Our revolutionary force is ready to respond to any
kind of war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want,” said
Kim, flanked by visiting Chinese official Liu Yunshan
and senior North Korean officials.
“Through the line of Songun [military-first] politics,
our Korean People’s Army has become the strongest
revolutionary force and our country has become an
impenetrable fortress and a global military power,” he
said, interrupted by applause several times.
Kim didn’t specifically comment on North Korea’s
nuclear or long-range missile capabilities and also
didn’t have anything to say about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 He spent most of his speech arguing that the
party has been successfully improving the lives of the
North Korean people in face of external threats since
the end of the 1950-53 Korean War and declared it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a military parade that followed, tanks, armored
vehicles, rocket launchers and a variety of missiles
mounted on trucks rolled by, while military planes flew
in formation above the square, forming the symbol of
the Workers’ Party of Korea – a hammer, brush and
sickle. Another group of planes formed the number 70
in the sky.

A satellite image released by the 38 North website shows a
build-up of trucks, armoured vehicles, troops and horses at
the Mirim parade training facility in Pyongyang ahead of a
giant parade. (Photograph/Getty Images)

People practice for a parade in Kim Il-Sung Square in
central Pyongyang on Wednesday. (Photo Reuter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receives salutes from
honorary guards before inspecting thousands of soldiers
taking part in the display.

own people that the Kim dynasty is firmly in control
and its military a power to be reckoned with.
Kim walked down a red carpet and saluted his honour
guard before walking up to a podium to deliver a
speech laced with the fiery rhetoric that is commonly
us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coloured cards to spell out Kim’s name, and he
responded by waving to the crowd and holding the
hand of Liu, the visiting Chinese official.
The guest list was less impressive.
While no world leaders attended North Korean ally
China sent Liu, the Communist Party’s No5 leader,
not its head of state, or even vice-premier – the
normally isolated and quiet North Korean capital
has been flooded by tourists,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delegations ranging from ethnic Koreans living abroad
to obscure Russian and Mongolian groups dedicated to
studying North Korea’s political ideas.

An expert at the 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a security think tank in Seoul, Jin Moo-kim, said North
Korea revealed a new 300mm rocket launcher. It also
displayed drones and a KN-08 ballistic missile, with
an estimated range of 6,200 miles that the country had
shown off in 2012. Kim said the presence of Liu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North from revealing its most
provocative weapons.
Thousands of civilian marchers followed, holding

As the clock struck midnight on Friday, Kim marked
the anniversary by paying respect to both his late father
and grandfather at the Kumsusan Palace of the Sun in
Pyongyang, according to the North’s official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or KCNA.
Even though North Korean officials did not divulge
details of the celebration plans in advance, open-source
satellite imagery has been monitoring large-scale troop
activities at the Mirim military air base in Pyongyang.
Masses of Pyongyang citizens have for weeks been out
in public plazas across the city practicing their roles for
a torchlight parade in the evening.
For the finale, a stage was set up on a river running
through central Pyongyang for a late-night concert
featuring North Korea’s most popular musical group,
the all-female Moranbong Band. Tickets for foreigners
hoping to attend the concert were going for $114 a pop.
The spectacle promised to be the most elaborate since
Kim assumed power afte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Kim
Jong Il, in late 2011.

China’s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that Liu
told Kim that China was willing to work with North
Korea for a quick resumption of six-party nuclear
talks. The talks, which aim to end the North’s nuclear
program and also involve the US, South Korea, Russia
and Japan, stalled seven years ago.
Some foreign analysts believe the particularly strong
emphasis this year on mak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arty’s foundation such a lavish fete is a sign that Kim
is trying to build up his own stature along with that of
the party relative to the military.

A hotel worker waters a flower display laid for the country’s
big party. State media has reported that all workers will be
given an extra month’s salary. (Photo/AP)

Though Kim’s leadership and both institutions are
strong, the power balance among various government
organs in North Korea is a delicate one and maintaining
that balance is a key to keeping Kim’s regime solid and
unchallenged.
North Korea maintains its “military-first policy,”
which it says is necessary to counter threats from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officials have recently
stressed the role of the party in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the people, who are increasingly aware of
how far they lag behind their affluent cousins south of
the Demilitarized Zone and in economic giant China.
In the run-up to this year’s anniversary,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have been
launched and hailed with great fanfare in the state
media.
The projects include new hydropower plants and highrise apartments, but it is unclear how much of North
Korea’s lim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have been put
into improving the lot of the majority of its citizens
who are not fortunate enough to live in the relatively
developed and affluent capital. (Courtesy https://www.
theguardian.com/world/)

China Warns Against Force As North Korea Prepares Celebra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USS Carl Vinson Strike Group In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Military force cannot resolve tension over North
Korea, China said on Thursday, while an influential
Chinese newspaper urged the North to halt its nuclear
program in exchange for Chinese protection.
With a U.S. aircraft carrier group steaming to the area
and tension rising, South Korea said it believe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nsult it before any pre-emptive
strike against the North.
Fears have been growing that the reclusive North
could soon conduct its sixth nuclear test or more
missile launches in defiance of U.N. sanctions and
stark warning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 policy of
patience was over.
China, North Korea's sole major ally and benefactor,
which nevertheless opposes its weapons programme,
has called for talks leading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and
the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peninsula.

Whil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put North
Korea on notice that he would not tolerate any
provocation, U.S. officials have said his administration
was focusing its strategy on tougher economic
sanctions.
Trump has diverted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group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could take more than a week to arrive, in a show of
force aimed at deterring North Korea from conducting
another nuclear test or launching more missiles to
coincide with important events and anniversaries.
Speculation about U.S. military action grew after the
U.S. Navy fired 59 Tomahawk missiles at a Syrian
airfield last week in response to a deadly gas attack.
Wang warned that history would hold any instigator
to account.
"Whoever provokes the situation, whoever continues
to make trouble in this place, they will have to assum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Wang said.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Yun Byung-se told
parliament in Seoul he believed Washington would
consult Seoul if it was considering a pre-emptive
strik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bout 28,500 troops in
South Korea.

North Korea's Punggye-ri nuclear test site

North Korea experienced a 5.1 magnitude “seismic
event” after allegedly testing a hydrogen bomb
at 8:30 p.m. ET Tuesday, Jan. 6, 2016.(Graphic/
Canadian Press)

A Washington-based think-tank that monitors North
Korea, 38 North, said satellite images on Wednesday
showed activity around the North's Punggye-ri nuclear
test site on the east coast that indicated it was ready for
a new test.
South Korean officials said there were no new signs to
indicate a test was more likely, although they also said

the North appeared ready to conduct a test at any time.
An influential state-backed Chinese newspaper said
the best option for North Korea and its leader, Kim
Jong Un, was to give up its nuclear programme, and
China would protect it if it did.
"As soon as North Korea complies with China's
declared advice and suspends nuclear activities ...
China will actively work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a
denuclearised North Korean nation and regime," said
an editorial in the Global Times, which is pu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s People's Dail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underscored fears
about threats from North Korea, telling parliament
in Tokyo that Pyongyang could have the capacity to
deliver missiles equipped with sarin nerve gas.
A senior Japanese diploma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as putting "maximum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resolve issues peacefully while putting responsibility
on China to sway its old ally.
"We will watch what action China takes," the diplomat
said.
While Japan did not see a high risk of military action,
it expected to be consul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f it
decided to attack. North Korea has about 350 missiles
that can hit Japan.
"DAY OF THE SUN"
Score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gathered
in Pyongyang for
North Korea's biggest
national day, the
"Day of the Sun",
were taken to what
officials billed as a
"big and important
event" early on Member of North Korean
army's special operation
Thursday.
forces jumping from aircraft.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opening of a new street in the centre of the capital,
attended by leader Kim.
North Korea marks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state founder Kim Il Sung on Saturday. In 2012, it
tried but failed to launch a long-range rocket carrying a
satellite to mark the date and tested a newly developed
intermediate-range missile last year.
North Korea's official KCNA news agency said early
on Thursday that Kim Jong Un had guided training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of the army's special operation forces jumping from
aircraft.
On Tuesday, North Korea warned of a nuclear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at any sign of American aggression.
The North is technically at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after the 1950-53 Korean War ended
in a truce and not a peace treaty.

The North regularly threatens to destroy both countries.
U.S. officials said Trump was considering sanctions
that could include an oil embargo, banning North
Korea's airline, intercepting cargo ships, and punishing
Chinese banks doing business with it.
"There's a whole host of things that are possible, all
the way up to what's essentially a trade quarantine on
North Korea," one official,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old Reuters in Washington.
Customs data in Beijing on Thursday showed that
China's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had plunged
51.6 percent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in 2017 from a
year ago.
China suspended issue of permits for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on Feb. 18 as part of its effort to
implement U.N. sanctions.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poke by
telephone on Wednesday, just days after they met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scoring the
sense of urgency about North Korea.
Trump said on Twitter his call with Xi was a "very good"
discussion of the "menace of North Korea". He said
later on Wednesday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pared to
tackle the crisis without China, if necessary.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us-northkorea-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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