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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不能任性 休斯頓超速罰單頻發的路段曝光
（本報訊）在休斯頓開車要想任性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候
駕駛人要面臨超速被罰的風險，休斯頓的一些街道、橋梁常常有
隱蔽的警方巡邏車，一旦駕駛人超速，警車就如同神兵天降，迅
速出現，特別是有些街道，是超速者的禁區，有時候哪怕僅僅超
速每小時一個或者兩個英裡，也會招致罰款的結局。同時，超速
也常常招致警察的注意，並由此發現更多的問題，包括車檢有無
過期，邊開車是否邊發短信等等。
休斯頓一些駕駛人總結了以下超速罰單最頻發的路段，重要
的是提醒大家，超速不安全。

Crosby
U.S. 90 from Beltway 8 to Interstate 10

Atascocita
West Lake Houston near Broncroft
Bellaire
It's ill-advised to speed anywhere in Bellaire.

El Lago NASA Road 1

Atascocita
Will Clayton Parkway east of U.S. 69

The Woodlands
Various spots along Woodlands Parkway
Cinco Ranch
Katy Freeway near Fry Road
Memorial Villages
Another general area where our readers like to stick to the speed limit.
Webster
NASA Parkway
Northwest Houston
Twin Lakes at Lakes on Eldridge
Clear Lake
Bay Area Boulevard near Bay Area Park
Southside Place
Bellaire Boulevard
Seabrook
Highway 146
Jersey Village
Jones Road
Jacinto City
Slow down through the entire city, readers advise.
Friendswood
FM 528 near Friendswood Lakes
League City
Egret Bay Boulevard at Clear Creek
Northwest Houston
Clay Road between Eldridge and Beltway 8
Friendswood
Blackhawk Boulevard
Deer Park
Center Street
Westchase
Eldridge near Dairy Ashford
Summerwood
Beltway 8 near West Lake Houston Park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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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
暨首屆“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火熱籌備中
歡迎中方企業和投資機構赴休斯頓對接優質美國創新項目
(本報訊)在中國科技部和休斯頓總領館的支持下，由美中創
新聯盟和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中美創新與投
資對接大會將於 5 月 15 日－17 日在美國休斯頓舉辦。本屆大會
新增 “創之星” 中美創新創業大賽初賽環節，其海選與籌備事
宜也在緊張有序地進行中。
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是美國南部地區唯一的專門針對中
國投資者和企業家的大規模投資盛會，旨在為中國投資者精准對
接美國創新技術和產品、積極推動中國與美南地區創新資源的接
洽與合作，構建政府支持的中美企業創新合作平台。2016 年首
屆對接大會得到了包括上海張江科技園、蘇州工業園、天津濱海
高新區等在內的頂尖科技園區以及 40 多家中美單位的積極響應
，也得到了中國科技部，休斯頓總領館，德州、佐治亞州政府和
休斯頓政府的大力支持。中美雙方有 400 名代表與會，就中美企
業創新合作、中美跨境孵化與加速、中美跨境投資等進行了研討
。大會從 600 多個美方項目中精選了 100 多個有意進入中國的項
目進行路演和對接，與中方機構進行了 300 多場一對一合作洽談
，達成初步合作意向 43 項。例如北大未名集團與 MD 安德森臨
床檢驗中心在北戴河合作共建臨檢中心；天津大通集團與貝勒醫
學中心在天津共建醫學機構；新奧集團投資 Arospec 無人機公司
；上海安翰科技與德州生命科學中心就安翰產品中 FDA 認證達
成初步合作意向。自首屆大會成功舉辦以來，美中創新聯盟先後
在 2016 年組織美國先進制造項目團、生命健康項目團和創新機
構負責人團回國對接，引進超過 20 個美國創新科技項目及企業
；也促成了包括休斯敦技術中心，德州醫學中心在內的多家美方
機構與中方機構的合作。
中美科技創新合作目前的突出特點有三個方面：一是科技創
新被置於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各級地方政府、園區、企業和機
構迫於轉型壓力，對鏈接全球創新資源，融入全球創新圈，與全
球創新資源互動合作的願望迫切，熱情高漲。但另一方面，國內
政府、園區和企業走出來，又遇到尋求合作又缺乏機制渠道和平
台的瓶頸。二是科技體制改革不斷加快深化，已承擔起實現創新
驅動發展以及經濟轉型的責任。三是中美科技創新合作已有一定
的基礎，正處於高速發展的階段。隨著國內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科
技投入的持續增強，在全球面臨的一些共同挑戰方面， 美國重
要科研機構和科學家對與中國合作的興趣增加。雙方以企業為主
體的創新合作優勢互補，需求強烈，潛力巨大。由於國內發展提
供的機遇，越來越多的在美華人投入到中美科技創新合作中，發
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雖然美國官方對與中國官方科技合作有
一定回避，但民間的合作願望還是很強勁，勢不可擋。

今年大會將秉持初心，繼續為希望在美國投資合作的中方企 右，參會代表總人數在 500 人
業和機構尋找適合並且有意向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創新技術及企 以上。
截止至發稿前，大會已確認有包括中國中車，海爾集團，江
業。大會將通過“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初賽、中美合作主
題報告、創新投資對話和中美企業 B2B 商務對接等多元化的形 蘇省產業研究院，中國石油等知名企業報名參加本次大會；此外
式充分發揮其專業對接中美雙邊資源的作用。大會主辦方還將組 ，湖北省、河南省、哈爾濱市也確認將組織企業團參與大會和商
織參會人員參觀休斯敦技術中心，休斯敦衛理醫學研究院和德州 務對接。
更多大會信息及報名方式，敬請登陸
醫學中心創新中心。部分參會人員還將於 18 日赴奧斯汀參觀創
www.uschinainnovation.org/ucis2017
新機構和企業，於 19 日赴硅谷參加”創之星”硅谷分賽區並參
大賽相關信息以及注冊，請登錄 www.uschinainnovation.org/
觀硅谷創新機構。
本屆大會新加入的“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單元，吸引 innostars/.
關於美中創新聯盟（UCIA）
了大批美國本土優秀的新興科技創新企業參加，為中國企業和資
美中創新聯盟（US China Innovation Alliance，簡稱 UCIA）
本能更好地與美國技術資源對接打下了更堅實的基礎。中小型企
業是美國創新產業中堅力量，他們急切需要價廉高效的生產線支 於 2015 年成立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是一個致力於中美創
撐，以及堅實的資本和豐富的市場資源來支持企業發展。大賽將 新合作的非營利機構。美中創新聯盟的主要活動包括主辦年度中
充分發揮平台作用為中美企業尋求共同利益增長，建立技術發展 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美國創新
支持平台。大賽與德州醫學中心（TMC），休斯頓技術中心 項目中國路演等，通過連接與加強地方和國際機構的合作，帶動
（HTC）, 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資本工廠（Capital 聯盟成員和合作伙伴參與國際資金對接，創新交流和研究開發，
Factory）等美國知名創新機構合作，在全美範圍征集有與中國企 從中美互動開始，促進國際性的技術發展和資本流動。
近年來，我國始終高度重視科技創新與國際合作，並且在推
業合作意向的優質創新項目。大賽分為“海選、初賽、半決賽、
決賽”四個階段，海選預期征集 200-300 個項目，通過第一輪評 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響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倡議等工
審選出 100-150 個項目參加初賽，並參與大會的 B2B 商務對接 作上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與顯著成效。但我們仍應該看到，目前
。大賽領域涵蓋醫療健康與生物技術，先進制造與新材料，可再 國內創新資源還不豐富，國內對創新資源的旺盛需求和創新資源
生能源與環保科技，信息與通訊技術以及農業技術與食品安全五 的相對匱乏成為目前阻礙創新驅動快速發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因
大板塊。入圍半決賽的項目將由中美評審在 5 月 16 日位於休斯 此，在近階段，通過與創新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開展有效的國際
頓的大會初賽現場選出，並參加在國內舉辦的半決賽。半決賽將 創新合作，充分利用和引進這些國家的創新資源，優勢互補，對
分別在北京、鄭州、蘇州、武漢、寧波五個城市舉行。參與半決 於緩解國內創新資源緊缺，推動創新資源流動和合理配置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本月初剛剛結束的習川會也為中美科技合作奠定了
賽的團隊還有機會赴中國其他城市進行更多商務對接。
大會擬邀請中方約 150 家相關領域實業公司（主要是醫療器 正面的基調。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誓言擴展互利
械、數字醫療、生命健康、生物醫療、IT、互聯網、新能源、環 合作，鞏固已建立起來的關系，深化友好合作，推動中美關系向
保、新材料、先進制造、現代農業領域有投資收購國外高技術公 前發展，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司意向的龍
頭企業）、
投資公司和
創新載體的
約 200 名 參
（本報訊）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將於 5 月 10 日(週三)下午 1-3 時，在文化中心體育館舉辦 「慶祝母親節敦親睦鄰
會代表赴美
聯歡會」，聯歡會有文化中心養生班及各社團表演太極、唱歌、舞蹈、等等精彩的節目，多位僑社名人歌唱，和精
，美方高技
美抽獎禮物，來慶祝母親節。免費入場，歡迎各界朋友前往觀賞。文化中心前台備有入場券，歡迎至文化中心前面
術企業和機
櫃台免費索取，憑入場券在當日入場時領取禮物一份，入場禮物有限，先到先得，送完為止。詳情請洽:
構 150 家 左
713-271-6100 分機 205。

2017年中华文化中心五月母親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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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5/05 Diversity Summit
（本報訊）第 17 屆年度多元高峰會
將於 2017 年 5 月 5 日在 Sugar Land Marriott 廣場，16090 City Walk，Sugar Land
，TX 77479 舉行。今年的主題是“通過
包容和領導建立共同點”。自 2001 年以
來，每年的多樣化峰會聚集了來自公共
和私營部門的與會者，以促進工作中的
多元化和包容性（D＆I）, 並鼓勵企業
和各公司行號，運用其中的交流心得，
以提高業務績效。

活動將開始於上午 9 時，發言人萊
斯大學瓊斯商學院院長 Peter Rodriguez
博士，將分享他對包容與權力交集點的
看法。另一位主要演講者是德克薩斯大
學新聞學教授 Robert Jensen 博士，會中
將分享他的研究 “種族與性別：權力和
認同感”。
午餐主題演講將由德州大學 Chief
Diversity Officer, Greg Vincent 博士 進行
演講。此外，午餐時間將會提供企業和

社區多元化領袖獎。
國際教練聯合會休斯敦分會將大會
全天為會議與會者提供免費的職業輔導
課程。下午多元高峰會將舉行包容性領
導，衝突管理，LGBTQ 同盟和供應商多
元化會議。
會議註冊是每人 85 美元，學生，非
營利和商會會員將有折扣。請訪問 http:
//www.diversitysummit.org 了解更多信息
和註冊信息。

慈濟基金會義診

（本報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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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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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羨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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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重於治療!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不要忘了為我們的健康起
而行!!
無限感恩！

免費
邀請大家與會
2017 年 04 月 23 日（星期日）
上午 09:30 – 中午 12:00
慈濟德州分會静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Phone:
Tel: 713-270-9988

日期:
時間:
地點：

~~~~~~~~~~~~~~~~~~~~~~~~~~~~~~~~~~~~~~~~~~~~~~~~~~~~~~~~~~~~~~~~~~~~~~~~~
~~~~~~~~~~~~~~~~~~~~~~~~~~~~~~~~~~~~~~~~~~~~~~~~~~~~~~~~~~~~~~~~~~~~~~~~~

健檢項目:









量血壓
膽固醇測量 (請午夜後禁食)
血糖測量 (請午夜後禁食)
身體質量指數 BMI
身高, 體重
C 肝炎篩檢
大便潛血檢測
醫師諮詢:
心臟科
內科/家庭科
牙科
眼科
婦科/不孕科
腎臟/高血壓科
中醫
 物理治療諮詢

葯物使用諮詢
 肺炎注射(請帶保險卡)
 頭髮義剪
~~~~~~~~~~~~~~~~~~~~~~~~~~~~~~~~~~~~~~~~~~~~~~~~~~~~~~~~~~~~~~~~~~~~~~~~~

協辦單位:
HEB
光鹽社

維護亞裔平等教育權利
4/22 AACE主席趙宇空將來休斯頓舉辦維權講座

近年來華人的孩子在申請就讀美國的好大學時所面臨的種種
不平等待遇越來越明顯。 為維護亞裔平等教育權利，休斯頓華
裔聯盟（HCA)邀請了美國亞裔教育聯盟 （AACE）主席，知名
華人社會活動家趙宇空先生前來休斯頓舉辦維權講座。 講座將
於 4 月 22 日（星期六）在休斯頓智勝學院舉行。歡迎休斯頓各界
人士以及華人家長前來聆聽趙先生的講座並和趙先生進行面對面
的交流。 此次講座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美國關於大學錄取的相關法律和最高法院的相關判決
2、哈佛以及其它常春藤名校對亞裔孩子的歧視
3、我們聯合亞裔社團對哈佛大學舉行申訴的歷程和社會反

響

4、針對亞裔孩子的種
族歧見，以及我們根據事實
和數據所進行的駁斥
5、亞裔教育聯盟對大學錄取的立場
6、亞裔教育聯盟的繼續抗爭：上書最高法院，申訴耶魯等
大學
7、最高法院費舍爾 2 判決的影響是什麼？
8、川普上台之後對亞裔爭取平等教育權益的影響
9、AACE 新的抗爭策略和行動

以下是關於此講座的詳細信息：
時間： 2017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10：30
地點：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 TX 77063
本講座免費對公眾開放，但座位有限，需要事先報名登記
。 報名鏈接： https://goo.gl/forms/lBijKnKd5OgRzclz2 或者撥打
電話，832380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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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矯正牙科彭莉矯正牙科博士表示：
兒童牙齒錯合畸形的防治要趁早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敦煌廣場的「
現代矯正牙科 」彭莉牙齒矯正專科博士，積
多年服務經驗，於日前語重心長的表示：兒童
牙齒錯合畸形的防治要趁早！
彭莉醫師說： 兒童錯合畸形，俗稱地包
天、暴牙、牙齒不齊等，是兒童最常見的口腔
疾病，發病率高達 60~70%。 很多家長對兒童
錯合的矯治時機的選擇存在誤區，認為娃娃的
牙齒亂沒關係，反正大了也可以醫，結果錯過
最佳時機，影響兒童的生長發育、面容面貌。
彭莉醫師說： 兒童牙列發育要經過 3 歲到
18 歲長期過程，經歷乳牙列期，混合牙列期、
和恆牙列期。這個期間，各種因素都會影響娃
娃的咬合發育，造成牙齒排列和面部美觀的問
題。如果錯合發生的越早，造成的危害就越
大。所以原則上，錯合的預防和矯治要早，治
病在＂未病＂。另一方面，由於生長的特性，
兒童的生長發育最快，骨的生長改建最活躍，
所以出現了問題，在兒童矯治比成年後容易，
效果也要好。兒童的錯合畸形要早治。
對於兒童錯合的矯治時機，彭醫師指出有
幾個關鍵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是三歲半左
右，這時可以治療乳牙的反合（ 地包天 ） 和
咬指、吮頰、開口呼吸等口腔不良習慣； 第
二個時間點是六歲左右，這時可以做咬合誘

導、繼續口腔不良習慣矯正、開始早期頜骨功
能矯治；第三個時間點是九歲左右，這時繼續
做頜骨功能矯形治療、治療換牙的問題，治療
牙發育不良；第四個時間點是小孩子乳牙換完
大約 10 到 12 歲左右，這時要做錯合畸形的綜
合性矯治，俗稱＂戴牙套＂。對於嚴重的骨性
畸形，則要等到成年那是 18 歲後做手術治療。
彭醫師表示：由於錯合畸形的複雜性，矯
正的時間並非一致，但，原則上說，錯合畸形
的管理要做到＂趁早＂和＂及時＂，基本上從
兒童三歲半開始矯治，一直到 18 歲。
彭莉矯正牙科博士，為美國 Saint Louis 大
學牙齒矯正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學士； 美
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 美國西南區牙齒矯正
協會會員； 大休士頓區牙齒矯正協會會員，
二十年牙齒矯正經驗，並為前香港大學牙齒矯
正系榮譽講師。
「 現代矯正牙科 」 專治成人及小孩各類
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夜磨牙，唇裂，顎裂
病人 ----- 包括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
牙齒美容。小孩除上述治療外，還包括不良口
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夜磨
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 現代矯正牙科」 最近又新增：洗牙、
補牙、假牙、拔牙、家庭牙齒、全科牙醫等等，

圖為彭莉矯正牙科博士攝於診所內。（記者秦鴻鈞攝）

由專科牙醫為您服務。 營業時間：每周一，
三，五，日。
「 現代矯正牙科 」 位於中國城「 敦煌廣

場」南面一樓，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C- 315, Houston , TX 77036, 電話：713-9811888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母親節大放送
消除關節疼痛，延緩骨質疏松，六周見效
濃 情 五 月， 感 恩 母 親， 美 國 貝 佳 天 然 藥 業（Best in
Nature）母親節大方送。該公司以從未有過的特大優惠感恩母
親們付出的一切：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120 粒新包裝買 3
送 1（120 粒），加送 1 瓶蝦青素；買 6 送 2（120 粒），加送
2 瓶蝦青素；買 12 送 4（120 粒），加送 4 瓶蝦青素。此外，

【骨精華】120 粒新包裝 【骨精華】60 粒經典包裝

原有【骨精華】60 粒經典包裝買 6 送 1，加送 1 瓶蝦青素；
買 12 送 3，加送 2 瓶蝦青素。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上市十年來，好評如潮。用戶遍
布歐美、中港臺及全球各地。在北美超過 500 家參茸行，及
眾多門戶網站熱銷，如 Amazon、文學城、萬維網等。【骨精
華】在同類產品中脫穎而出，其四大優勢是：
一、美國專利，權威認證。【骨精華】美國專利號 US
Patent # 6838440，是骨科學界的一項創舉，被國際骨關節炎
學會主席 Dr.Roland 譽為“緩解疼痛、消除炎癥、修復關節、
防止骨松”的新型骨保健品。哈佛醫學院等臨床證明效果卓
著。
二、快速修復，消除疼痛。【骨精華】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
膠質（Kolla2），讓關節吃飽，有效消除退化性與風濕性關節
疼痛、腫脹、無力、積液、響聲、五十肩、網球肘，從根本
上清除骨質增生或骨刺產生的條件。
三、雙效合一，延緩骨松。既補骨膠質，又補鈣。【骨精
華】將 II 型骨膠質 Kolla2 與鈣有機結合，增進鈣吸收率，大
幅提高骨密度，避免骨質流失，全面防止骨質疏松、腿腳抽
筋、腰肌勞損、牙齒松動、骨折，同時避免鈣在人體內的無

益積聚而導致的腎、膽結石。
四、 科 學 配 方， 六 周 見 效。 采 用 美 國 專 利 生 產 工 藝，
嚴 格 選 用 4-8 周 幼 禽 胸 軟 骨， 冷 處 理 提 取。 市 面 產 品 僅 用
Glucosamine 或豬皮、牛骨等提取 I 型、III 型骨膠質，要四、
五年才有微效。【骨精華】同時富含 II 型骨膠質（kolla2），
保證六周起見效。
【骨精華】擁有上百個真名實姓成功見證，2017 年 4 月，
浙江於旭東醫生的母親骨刺增生，膝關節疼痛腫脹，無法正常
上下樓與多行走，服用貝佳藥業【骨精華】後痊愈。她把這產
品推薦給親朋好友，用過的人都說好。2017 年 3 月，路易斯
安納州虞女士再次訂購【骨精華】，虞母骨質疏松，時長腰背
酸痛，幾次骨折，用【骨精華】後，減緩了腰酸背痛的現象 ,
再也沒有骨折過，虞女士每年這個時候都為父母買夠【骨精華】
的全年用量。
【 骨 精 華 】 由 貝 佳 天 然 藥 業（Best in Nature） 生 產，
符 合 美 國 GMP 標 準，FDA 規 範， 安 全 無 副 作 用， 請 登 錄
www.1688best.com，或電北美免費電話 1-888-902-1688，
909-839-2880，北美各大參茸藥房母親節大方送進行時，歡
迎洽購。

華盛中文學校復活節撿蛋活動
四月是休斯頓春意盎然的季節。4 月 15 日 16
日，迎著大好春光，華盛中文學校的全體師生舉
辦了趣味十足的復活節撿蛋活動。復活節撿蛋活
動是華盛中文學校每年一次的傳統活動，分別以
兩種形式交替進行，即一年在校外，通常是找一
個公園，設置很多的遊園項目，當然復活節撿蛋
活動必不可少；另一年則學校小規模舉辦，雖然
規模小，但趣味不減。舉辦此活動的目的在於活
躍校園生活，給孩子們提供親近大自然的機會。

圖為三年級下午班的孩子們展示戰果。他們收
獲頗豐，心滿意足。希望孩子們收獲的不僅僅
是小小的復活節彩蛋，還有老師的叮囑和中文
的精髓。加油孩子們。
此次活動主要由學校家長會策劃準備。早在
一個多月之前，家長會各位成員就對活動安排及
各項細節進行了周密有序的部署，從組織家長老
師捐贈彩蛋，到裝糖果和最後現場的監控工作，
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無私的奉獻是保證活動順利
進行的前提。
因為學校是周六，日兩天的課時，所以撿蛋
活動分兩天進行。為了不影響教學進度，活動安
排在兩節課中間。先由家長會的誌願家長在學校
草坪上撒彩蛋，再逐次按班級進行撿蛋活動。所
有學生按照班級分組，即確保學生安全，避免擁
擠 ，也保證大家撿蛋的數量相對平均。可見家長

這個小姑娘是來自中文班四年級的晏俞清。她
手捧糖果，甜美的小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笑容。
每一個孩子都是一朵可愛的花朵，在中文學習
的道路上逐步成長。畢業季，成長的道路上不
要忘記感恩老師。

圖為三，四，五年級的孩子們歡呼著奔向彩蛋。中文學校的可可老師用專業相機記錄下這一精彩的瞬間。老師眼中的孩子們，朝氣，健康。願
每一個孩子在華盛的大家庭快樂成長。
會成員在細節考慮上可謂煞費苦心。現場還有老
師家長維持秩序，和孩子們一起分享快樂時光。
華盛中文學校，原本就是一個快樂的大家庭。
學前班的孩子們，年級雖小勢頭可不弱。老
師一聲令下，他們雀躍著奔向彩蛋。他們是中文
學校的啟蒙軍。中文學習對他們來說，是一條漫
長而艱辛的道路。華盛中文學校的學前班從興
趣入手，結合兒童心理，寓教於樂，通過簡單的
拼音基礎，朗朗上口的兒歌，還有內容豐富淺顯
易懂的故事，開啟少兒學中文的大門，引領孩子
認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二年級的孩子，也算年級較小的。草坪上
留下他們奔跑的身影和快樂的笑聲。經過一段
時間的中文學習，他們在逐步進步中獲取更多的
知識。學以致用，是華盛中文老師教學的重點。
從詞組到簡單的造句，他們在老師的幫助下邁
向更高的臺階。
三四五年級的孩子是華盛中文學校的主力
軍。他們興奮地展示自己的戰果，每一顆彩蛋裏
凝聚了老師的期許和祝福。在華盛的大家庭漸
漸成長的這群孩子，不僅收獲了中文的知識，也
吸取了中華禮儀的精髓。他們謙遜，堅韌不拔，
勇於上進，在中文學習中遇到任何瓶頸，都不輕
言放棄。中文學習是一條不平坦的道路，對於這
些生長在美國的 ABC 來說，更是難上加難。為這
些孩子的堅持和努力點個贊。
五年級的孩子是學校裏的學霸師哥師姐了。
他們依然稚氣的臉上多了一絲沈靜，但是尋蛋過

圖為五年級的小學霸們專註尋蛋。身為五年級的大孩子，稚氣中多了一絲沈靜。在華盛中文學
校學習了五六年，他們有更深的中文基礎和運用能力。為你們堅持學習的精神鼓掌。中華文化
的傳承是每一個老師最大的心願。
程中的那份童趣依舊。在華盛中文學校學習了
五六年，他們有更深的中文基礎和運用能力。讓
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承和發揚光大，是每一個華盛
老師的衷心願望。畢業季，成長的道路上不要忘
記感恩老師。
再次感謝為復活節撿蛋活動付出辛苦的家
長會成員以及家長誌願者們，你們的努力換來了
開心和收獲的一天。

本學期的教學活動已經進入尾聲。秋季招
生工作即將開始。學校為滿足糖城家長和孩子
的需要，從下學期開始決定擴大招生。從原來的
周六半天周日全天到周六日兩個全天。除了中文
課重頭戲，還新增設了各種內容豐富的才藝興趣
班，供大家選擇。華盛中文學校，嚴把教學質量，
將成為糖城家長和孩子的首選。
我們期待你加入華盛中文學校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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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陶瓷紅木家具在敦煌廣場聯合展出，大優惠！
（本報記者黃梅子）日前，大
型陶瓷紅木家具聯合展在敦煌廣場
二樓生活良品隔壁展出，優惠大酬
賓！這個展銷是由景德鎮陶瓷研究
所派往海外巡展的，在瓷都景德鎮
有上千家窯廠、瓷廠，但只有一家
是正宗——景德鎮陶瓷研究所，被
業界譽為當代官窯。這裏研制出來
的高檔瓷器不是中央國家機關專用
就是外事國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
視為“國瓷”。 此次展銷有數十件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的大師作品，工
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嚴，大
氣磅礴，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
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勢恢弘的
紅木家俬，難得的是老撾大紅酸枝
木、越南黃花梨、印度小葉紫檀等
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茶臺、大
型沙發組、餐桌組、大型床架、民
國古董貴妃床等。還有各種玉石茶
盤、小型果盤、平安扣、鎮紙、手
把件、翡翠手鐲、白玉手鐲等，應
有盡有。本次精品展特別值得推薦
的是大型玉雕，有用整塊翡翠雕成
的半人高的觀音像、一米高的白玉
觀音像、獨山玉雕、和田玉雕，件
件都是精品，品味不亞於國內官家
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有好幾套瓷桌
椅，有八人套組、六人套和四人套，
根據您家院子的大小選上一套，安
放在您家庭院中，馬上就能感覺到
一股濃濃的中國古典風。而且瓷桌
椅耐風吹日曬，只要用水一沖洗，
光亮如新。每次景德鎮瓷器展一來，
瓷桌椅很快就搶購一空，這一次展
出帶來好幾套，先到先得，請勿失
良機。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
人張老板和王老板也梁先生是古董
瓷器和玉器專家，為感謝海外華人
華僑和熱愛中國精品的人士的關
愛，可以對您收藏的古董免費鑒定。
感興趣者可以直撥王老板的手機電
話 346-308-1860。此次展銷也帶來
一些民間古玩精品出售。歡迎您的
光臨。
4 月 22 日至 5 月 8 日展出，每天上
午 9:30 至晚上 10：30，天天營業。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
品展
地 址：9889 Bellaire Blvd
#261,Houston , TX 77036（ 敦 煌 廣
場生活良品隔壁）
電話：346-308-1860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古典家具

翡翠觀音

瓷桌椅

“富貴手” — 手脫皮怎麼辦？

到目前為止，導致手掌脫皮的原因還不完全清楚。但是，
1）人體缺乏維 C 的時候，就會出現手脫皮現象。2）人體缺
少水的時候，皮膚的代謝過快也會造成脫皮。3）人體所需的
酸堿平衡不正常時也會出現脫皮。但是，如果以上所說的情況

都不屬於你，你的手仍然常年脫皮出現嫩肉，還會痛，這種情
況就要考慮是否有細菌感染。種類如下：
1）手癬：是個由真菌感染引起的皮膚病，有手癬的患者一般
伴有腳氣，具傳染性。主要症狀是起水泡、脫皮，一年四季均
可發病。伴有瘙癢，時間長的會出現乾裂，搔抓後會流血。
2）汗皰疹：主要是汗管堵塞引起的。主要表現為，水泡，脫皮。
發病有季節性，一般春夏多發。
3）手部濕疹：多發生在指背及指端掌面，可蔓延至手背和腕
部，界限不清或小片狀皮損，常因手指活動而有皸裂，常受繼
發因素影響而頑固難治。
目前，西醫的治療方法一般是內服抗組胺類藥物，外用皮
質固醇製劑和焦油類製劑等。但收效甚微，病情有反復。
中醫認為，手掌脫皮症與 “鵝掌風”相類似，其發病主
要是由血虛血燥、皮膚失養、燥熱生風所致，治宜養血潤燥、
疏風止癢。因此，治療上應避免各種外界刺激，如熱水燙洗，
暴力搔抓，過度洗拭等。
治療：主要以疏通汗腺導管抗真菌為主，止癢，殺菌，修
復受損細胞。治療宜用各種抗真菌外用藥。目前，在加拿大熱
銷的《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的首選。它溫和、細膩、無激素，
無刺激，活血化瘀、軟堅散痂，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病變細胞。

是目前治療各種皮膚病的良藥，一試便知！請聽聽患者是什麼
說的：
病例：我叫 Stephen，本地出生、長大的“老外”。我有一雙
手掌脫皮、出水的富貴手。從上中學開始，長期治療，長期復
發，加拿大醫生開的皮膚病藥都用遍了，從來沒有徹底好過。
由於我喜歡學習中文，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在一次教堂禮拜
上，一位中國朋友向我介紹了“劍牌”皮膚病霜，說是純天然
的。我以前用過的所有皮膚病藥都是含有激素的西藥，不含激
素的中藥沒有用過。由於中藥是純天然的，所有我很有興趣，
馬上到中國城買了一瓶。當晚抹了此藥，第二天醒來，手掌就
舒服很多了。出水的地方也幹皮了，脫皮的地方顏色變淺了，
我當時非常興奮。隨後一天三次塗抹此藥。5 天后基本上痊癒，
又按照藥店的要求鞏固了一個星期。現在，60 多天過去了，
我的手掌完好無損，再也沒有復發過。這是我的手掌脫皮以後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我覺得：中國的中藥就像中國的成語
一樣，很特別，真的很神奇！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告知：美國，加拿大
的所有城市的朋友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售價 $38。廣告圖
片及銷售網站見第 C2 版。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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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薩斯州芭蕾加盟亞美舞蹈團 4 月 29 日晚 8:15pm
在米勒劇場舉辦的第 15 屆美輪美奐的“東西方舞蹈薈萃”
免費入場

亞美舞蹈團表演開朗、奔放的新疆舞，展示能歌善舞的新疆
民族。

亞美舞蹈團首次將裊裊聖潔的藏族女子群舞“ 天浴”搬上休斯頓舞臺。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亞美舞蹈團的老師

Yanni Su 編創的“舞墨 ”，由 Saranna
Zhang，Serena Hou，Tiffany Yan 和 Angela Ling 表演。

國家標準舞專家 Stefan Golubovic 與他的舞伴將作精
彩表演。

休斯頓觀眾好眼
福，Texas Ballet
Theater 從達拉斯
遠道而來加盟“東
西方舞蹈薈萃”，
他們將表演兩支芭
蕾， 由 藝 術 總 監
Ben Stevenson O.B.
E . 編導。

Yanni Su 為美舞蹈團團員 Jenny Xu ，Clarise Trinh ，Erika
Zhou ，Chloe Trinih ，Isabella Mao 編排細膩優美，婀娜多
姿的“傣家姑娘”。

於曼曼老師為亞美舞蹈團的團員 Megan Teo，Jessica Shyi，Emily Wang 編排的“傣源”。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
內科、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主講嘉惠僑界人士

慈濟德州分會於 3 月 25 日上午 10 時舉辦「高血壓的預防及治療」健康講座，內科、腎臟與高
血壓專家謝春醫師應邀來幫助僑界人士認識有著「沉默殺手」之稱的高血壓 , 慈濟德州分會執
行長黃濟恩 ( 右一 ), 活動負責人 AMY 何師姊 ( 左二 ), 孫秀蕊 ( 右三 ) 等師姊贈送感謝紀念品
給謝春醫師 ( 右二 ) 後合影。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 , 活動負責人 AMY 何師姊等師姊感謝謝春醫師帶來的醫療信息。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謝春醫師幫助僑界
人 士 明 白「 高 血 壓 的
誤 區 」； 如 高 血 壓 沒
有 不 適 症 狀， 所 以 可
以 不 需 要 治 療； 憑 感
覺 服 藥， 頭 暈 吃 藥、
頭不暈就停藥的不規
律 服 藥； 一 測 量 發 現
血 壓 正 常， 就 停 藥；
以 保 健 食 品、 理 療 儀
器來取代降壓藥。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介紹謝春醫師是腎臟與高血
壓專家。

僑界人士踴躍提問、謝春醫師一一解答

謝春醫師談到，降低血壓的健康生活方式有：減輕體重
減少腹圍、健康飲食、減少鈉鹽攝取、有規律的體力活
謝春醫師介紹血壓及高血壓的定義，以及高血壓對人體 動、戒菸、減少酒精攝入、減少咖啡因攝入、紓減壓力、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與慈濟師姐聆聽謝春醫師高 的危害、如何藥物治療，並幫助僑界人士了解應如何去 常量測血壓定期就診和家庭朋友的支持等，都對降低血
控制、處理。
血壓的預防及治療講座。
壓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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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H1b工作簽證申請數量創三年最低
美國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17
日宣布，在從 4 月 3 日開始的前五
個工作日內，移民局共收到 199,
000 份占名額的 H-1B 工作簽證申
請,今年的申請數目創三年最低。
在 2016 年 4 月的前五個工作日，
移 民 局 收 到 236,000 份 占 名 額 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2015 年 4 月
的前五個工作日，移民局收到 233,
000 份占名額的 H-1B 工作簽證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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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
，今年 H-1B 申請的名額已在四月
份的第一周之內被全部用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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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第二次抽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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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通常會
在四月到五月
間陸續發放收
據。
4 月 3 日.移
民局在官網上
宣布，將嚴格
采取措施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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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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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31 日，移民局還取消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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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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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也不能申請加急
服務。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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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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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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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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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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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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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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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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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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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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俄羅斯小姐出爐 21 歲姑娘摘桂冠

俄羅斯莫斯科，
俄羅斯莫斯科
， 第 25 屆 “ 俄羅斯小姐
俄羅斯小姐”
” 大賽落幕
大賽落幕，
， 新科
“俄羅斯小姐
俄羅斯小姐”
”新鮮出爐
新鮮出爐。
。來自斯維德洛夫斯克州的 21 歲的波
麗娜·波波娃在 50 名佳麗中脫穎而出
名佳麗中脫穎而出，
，成為 2017 年“俄羅斯小
姐”，
”，並將代表俄羅斯參加今年的
並將代表俄羅斯參加今年的“
“世界小姐
世界小姐”
”大賽
大賽。
。

尼泊爾古城巴德崗慶新年
尼泊爾新年是尼泊爾人特別是紐瓦麗人（
尼泊爾新年是尼泊爾人特別是紐瓦麗人
（加德滿都
谷地原住民）壹年壹度的盛事
谷地原住民）
壹年壹度的盛事。
。

瑞士 662 人扮
人扮“
“流浪漢
流浪漢”
” 紀念卓別林誕辰

瑞士 Corsier sur Vevey，
Vevey， 662 人裝扮成
人裝扮成“
“ 流浪
漢”聚會
聚會，
，紀念卓別林 128 周年誕辰
周年誕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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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京人公租房離農民工有些遠
申請條件高不可攀
高米店家園公租房項目申請現場，
由於排隊者眾多，現場工作人員（右壹）
在向申請者說明：“不在第壹次序就不
用排隊了！”
壹邊是壹眼望不到頭的申請長龍，
壹邊卻是農民工申請者的缺席。在“好
政策”與“高門檻”之間，農民工們正
面臨著壹種尷尬。
4 月中旬，北京市首次試點面向
“新北京人”（穩定就業的非京籍無房
家庭）開展專項配租，在 400 套公租房
源中單獨劃出 30%面向“新北京人”配
租。但由於購房資格、配租次序等門檻，
農民工們並沒有出現在申請隊伍中。
申請現場難覓農民工
面向京籍無房家庭和“新北京人”
開展專項配租試點的馬泉營家園和高米
店家園兩個公租房項目，完成意向登
記。其中有 120 套房源面向“新北京人”
配租，共有 1382 戶“新北京人”登記申
請，但在申請現場，《工人日報》記者
並沒有看到農民工申請者。
中午，李新明請了半天假，來到位
於北京市南五環外的燕保· 高米店家園，
此時，公租房申請隊伍已經排到了百米
開外。3 個多小時之後，他終於來到了
中間位置。
李新明是隊伍中為數不多戶口在外
地農村的人，來北京 11 年了，目前在大
興區壹家教育機構從事培訓工作，壹家
三口在南四環外租了壹套兩居室的房
子，每月租金 3500 元。“雖然規定只能
住 3 年，還不能續租，但不會有房東把
妳趕來趕去。”對他來說，來排隊的最

大動力是租金相對便宜。
高米店家園公租房項目位於大興區
景明路，每套建築面積 58.10 平方米至
61.95 平方米，租金標準是每月 37 元/建
築平方米，也就是每套租金2300元左右，
比市場價格便宜了 1000 多元。
但對很多打工者來說，這仍然是個
巨額數字。現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登
記兩天來，他還沒接待過農民工申請者，
“就算搖上了，房租交得起嗎？”
申請過程繁瑣和偏遠的交通位置也
成為攔路虎。按規定，申請者需提交身
份證、戶口簿、婚姻證明、就業證明、
配租申請表等，準備材料很麻煩。
張明（化名）是混雜在隊伍裏的代
辦，壹單 500 元，可以幫跑所有程序，
“肯定沒有農民工，它有壹套篩選機制，
農民工早就被排除在外了，況且離市區
和產業園那麽遠，他們去城裏打工也不
方便。” 張明說，高米店家園距離地鐵
要走 1 公裏多。
“房源少是大問題，30 套跟沒有差
不多。”李新明對搖上號沒啥信心，不
過他認為這是個好政策，畢竟北京以前
沒有針對非京籍外來工的公租房。
“租不起房就回老家”
農民工在北京租房有多難？陳豐對
此有著 21 年的切身經歷，眼下也正為此
犯難：因為在北京租房越來越貴，他手
下有三分之壹的農民工流失。
1996年，16歲的陳豐從重慶老家來北
京打工，從事搬家工作。最早的落腳點是
位於北京南城菜戶營附近的城中村。
“10 平方米的小平房，上下鋪，住

五六個人，壹人 10 元。”城中村留給陳
豐的印象就是臟亂差，散發著惡臭的垃
圾桶、坑坑窪窪的路面、低矮的平房、
幾十戶共用的公共廁所和洗澡間。
隨著城中村改造的推進，農民工住
進了半地下室。2000 年，陳豐搬進了中
關村雙榆樹壹處半地下室，“租金漲到
了 300 多元每間，四周都是封閉的，常
年沒有陽光，冬天還特別冷。”
“後來地下室也沒法住了，因為政
策規定每戶限制人數，攤到每人的租金
就漲了。”2005 年，陳豐又搬到了北京
市西北五環的肖家河。那時最讓他開心
的是，進京 10 年，他終於可以在屋裏做
飯了。不過上班的時間成本很大，騎車
單程近兩小時。
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調查，農民
工的住房狀況普遍較差，城鄉接合部、
城中村、居民樓地下室、經營場所是農
民工租房的主要居住地，80%以上是臨
建房或簡易房，建築密度大、安全隱患
高、衛生條件差。
到現在，五環邊的村子逐漸蓋起高
樓，農民工又面臨著“無房可租”的狀
況。春節回來，陳豐的同事已經有三分
之壹回老家了，“順義村子裏的平房都
要 1000 多元壹個月了”。
如何在城市“住有所居”
陳豐也聽說了首次面向“新北京人”
的公租房項目，但他認為，農民工很難
達到申請條件。
根據北京市住建委公布的申請條件，
非京籍申請人需年滿 18 周歲且不超過 45
周歲，具有購房資格，其家庭成員至少

有壹人在項目所在區或城六區工作，所
處行業符合北京市產業發展需要，未列
入產業禁止和限制目錄。
不僅如此，面向非京籍申請人配租
的 120 套房源，還設置了如下配租次序：
第壹次序，在項目所在區工作滿壹年且
單位在所在區註冊的非本市戶籍申請人；
第二次序，其他符合條件的非本市戶籍
申請人。
僅“購房資格”和“配租次序”這兩
項，就把大量進城務工人員拒之門外。
“具有購房資格，就是說公租房
申 請 人 需 提 供 連 繳 60 個 月 的 個 稅 證
明 ，或連繳五年的社保證明，對大部
分農民工而言是不現實的。”張明
說 ，農民工或沒有社保，或不是連續
繳 納 ， 而 且 幾 千 個 人選 30 個，農民工
應該是最後的選擇。
這也從現場工作人員那裏得到了印
證，“如果不在大興區工作就不要排了，
前面排在大興工作的外地戶籍申請者早就
超過了 30 個，第壹次序是選大興區的。
妳可以報名，但肯定是排不進去的！”

那麽，人數眾多的農民工究竟如何
才能在大城市裏“住有所居”？
“將農民工納入公租房保障範圍迫
在眉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衛民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要因城施
策提供不同類型的政策性住房產品，而
公租房正是解決大城市外來務工人員階
段性住房矛盾的重要形式，吻合農民工
相對高的就業流動性和比較低的家庭置
房率。
劉衛民認為，農民工在北上廣等
大城市的購房、租房困難更大，更應
該加大投放規模和速度，優化投放地
點，依據產城壹體化、職住平衡原則，
在產業園區、軌道交通方便的地方加
大公租房配建，既能激發農民工的申
請熱情，又能解決後續運營問題，形成
可持續運營。
“可以從金融支持、加大土地供
應等方面為農民工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如低息貸款、公積金提取簡化等，促
進新市民實現‘住有所居’。” 劉
衛民說。

昆明海關為雲南特色產品出口歐洲實行便捷通關
綜合報導 記者從昆明海關獲悉，昆明海關現
場業務處對雲南企業通過中歐國際班列出口歐洲的
特色產品金屬矽提供快捷監管通關服務，支持雲南
特色產品走出國門，促進雲南企業與歐洲及世界其
他國家的經貿物流合作。
據昆明海關現場業務處處長楊濱介紹，此次通
過中歐鐵路昆蓉歐快線出口歐洲的金屬矽共計 18
個鐵路集裝箱，總重 432 噸，價值 66 萬美元，經成

都、阿拉山口二次轉關出境，目的地為荷蘭鹿特
丹，是繼咖啡、建築用金屬構件之後，雲南企業通
過中歐班列出口歐洲的第三種產品。
自 2015 年 7 月昆蓉歐快線首趟班列開行至今，
為確保出口貨物及時通關，昆明海關現場業務處為
企業“量身定制”壹系列通關監管服務措施：提前
主動走訪相關進出口企業，制定有針對性的便捷通
關方案；簡化通關手續，對班列貨物實行預約通

關，采取“上門查驗”的形式，大幅度減少貨物中
轉環節，確保貨物通關手續隨到隨辦，降低企業運
營成本；優化監管流程，強化與檢驗檢疫部門的協
作配合，在啟運地壹站式完成查驗和放行手續，最
大限度地縮短班列貨物通關時間。
截至 2017 年 4 月 15 日，昆明海關共監管雲南企
業通過中歐國際班列進出口貨物 334 票，總貨值
1109萬美元，重量1.6萬噸，共計668個標準集裝箱，

主要進口貨物為食品、飲料、啤酒、精油香皂、泥
煤、機床零部件等，主要出口貨物為咖啡豆/粉、
金屬腳手架配件、金屬矽等。
相關企業負責人表示，以昆明為起點的中歐班
列的順暢運行，加快了雲南企業融入國家“壹帶壹
路”的步伐；而昆明海關的“便捷通關”和“貼心
服務”更為企業縮短了通關時間，降低運營成本，
對於支持雲南特色產品走向世界發揮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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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Warns Of Super-Mighty Preemptive Strike

Has The ‘Carl Vinson Lie’ Damaged
South Korea’s Alliance With The U.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SEOUL, South Korea - The failure on part of its
strongest ally, U.S. to deliver on its word of protecting
South Korea by deploying a strike group led by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 has left South Korea
confused.
The country, that is headed to the poll on May 9 is
question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leadership
and his strategy for unpredictable neighbor North
Korea, more seriously.
While many mocked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rump's "Carl Vinson lie," many others are measuring
the possible repercussions of the mix-up.
Two weeks back, Trump said he was sending "an
armada" to Korean waters to potentially deal with
threats from Pyongyang.
However, the strike group has been a no-show so far.
But North Korea’s threats, followed by America’s
counter threats have not ceased.
The constant war-like situation leaves South Korea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 even as the nation has been
torn apart internally following its former President
Park Geun-Hye’s impeachment and ouster.
Many are now questioning South Korea’s blind
alliance and trust in U.S. and its guarantee of the
nation’s security.

whatever Trump says.”
South Korean media ran bold headlines, calling it
Trump's "Carl Vinson lie," and speculated that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leaders must have had a good
laugh at its absence.
The Carl Vinson strike group, a powerful military
backing from the U.S., consisting of a carrier air
wing, two guided-missile destroyers and a cruiser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ordered to sail north after
leaving Singapore on April 8.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warning and a show of military might to North Korea
- to silence its ambitions of launching another nuclear
test or worse, a nuclear missile on either South Korea,
Japan or the U.S.
South Korean media now likened Trump’s bluff of
directing a robust defense against threats to North
Korea’s show of force, where "fake missiles" are
parad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the North Korean capital.
One media report questioned, "Like North Korea,
which is often accused of displaying fake missiles
during military parades, is the United States, too, now
employing 'bluffing' as its North Korea policy?"
How it all started
After attacking the Syrian regime, provoked by a
chemical attack and then dropping the ‘Mother Of
All Bombs’ in an ISIS region in Afghanistan - an allpowerful seeming America, citing its might, warned
North Korea against doing something aggressive.
Trump declared that the USS Carl Vinson carrier group
was being deployed to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s latest nuclear test has yet to materialize.

President Trump declared that the USS Carl Vinson carrier
group was being deployed to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U.S.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in the Sunda
Strait, Indonesia, on April 12.

Speaking to the medi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ong
Joon-pyo, who is currently trailing in the polls said,
“What Mr. Trump said wa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South Korea. If that was a lie,
then during Trump's term, South Korea will not trust

than 3,000 miles southwe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over 500 miles southeast of Singapore.
While the revelation earned the U.S. mockery from
Chinese people - Trump’s team finally confirmed on
Wednesday that the USS Carl Vinson may finally be
heading north.
The White House had to deal with the embarrassment
of not being clear about the carrier group’s whereabouts
and still making several threats to North Korea through
the week.
U.S. officials insist that it's now on its way to the Sea of
Japan, known in South Korea as the East Sea.
While questions remain over the efficacy of the tactic
over time - many have said that if Trump's initial
declaration was a bluff, it appears to have worked as
the much anticipated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didn't
materialize.

He said, “We are sending an armada. Very powerful.
We have submarines. Very powerful. Far more
powerful than the aircraft carrier. That, I can tell you."
So when the media learned that the carrier group was
never actually steaming towards the peninsula, but
rather heading to joint exercises with the Australian
navy - the administration was faced with several
questions.
The U.S. Navy published photos showing that the socalled strike group was actually sail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rough the Sunda Strait between the
Indonesia islands of Sumatra and Java - which is more

According to Yang Moo-jin,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I understand strategic ambiguity
for military authorities. However, it's different (for a)
political leader. Trump,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all used this
to raise tension and pressure North Korea. Strong
nations' power comes from transparency, not the
opposite. How does the U.S. expect South Koreans to
trust the U.S. when its leader bluffs and exaggerates?
South Koreans' feelings were hurt considerably by
remarks by the leader of a close ally."
However, Trump’s initial statement about deploying
the strike group is what led to the tense situation on the
peninsula in the first place.
For months, both allies and enemies knew that North
Korea might launch a missile in a show of power on
the Day of the Sun, as the country marks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Kim Jong Un’s grandfather's birth, the
country’s founder.
Following Trump’s warning, North Korea's deputy
ambassador to the UN was prompted to warn that the
U.S. was risking nuclear war with its actions on the
peninsula.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on Wednesday

defended the President’s assertions vehemently in a
media briefing, often losing his cool.
He told reporters, “We have an armada going toward
the peninsula. That's a fact.”
He argued that the president's statement was accurate
because the ships would eventually get to the water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Japan.
North Korean threats get stronger

However, in all the drama and bluff,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issued a warning on Thursday to the
United States.
Pyongyang has warned of a "super-mighty preemptive
strike" a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the
U.S. was looking at ways to bring pressure to bear on
North Korea over its nuclear program.
The Rodong Sinmun,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North's ruling Workers' Party said, “In the case of our
super-mighty preemptive strike being launched, it will
completely and immediately wipe out not only U.S.
imperialists' invasion forces in South Korea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but the U.S. mainland and reduce
them to ashes.”
Addressing reporters in Washington, Tillerson said,
“We're reviewing all the status of North Korea, both
in terms of state sponsorship of terrorism as well as
the other ways in which we can bring pressure on the
regime in Pyongyang to re-engage with us, but reengage with us on a different footing than past talks
have been held.”
In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threat, South Korean pilot
Lieutenant Colonel Lee Bum-chul addressed reporters
following a meeting of top officials called by South
Korea's acting president, Hwang Kyo-ahn.
Bum-chul said, “We are conducting a practical and
more intensive exercise than ever. Through this
exercise, I am sure we can deter war and remove our
enemy's intention to provoke us." (Courtesy www.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d Promised "An Armada" -- But It Never Arrived.
Now South Korea Doubts His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On North Korea

So. Kore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So. Korea Will Not Trust What Trump Say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S Carl Vinson and “armada” not close to Korean
Peninsula: report. Mockery and anger prevail in South
Korea over USS Carl Vinson 'bluffing'

(CNN)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he was
sending "an armada" to Korean waters to potentially
deal with threats from Pyongyang.
But its no-show has caused some South Koreans to
question his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regarding their
unpredictable neighbor in the north.
And as the country prepares to vote for a new
president on May 9, the claim could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
"What Mr. Trump said wa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South Kore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ong Joon-pyo t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f that was a lie, then during Trump's term, South
Korea will not trust whatever Trump says," said Hong,
who is currently trailing in the polls.
South Korean media also seized on the conflicting
reports on Trump's "armada" -- led by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One newspaper
headline
called
it Trump's "Carl
Vinson lie," and
speculated
that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leaders
must have had a
An Hee Jung, a candidate for the good laugh at its
upcoming South Korean presidential absence.
election, speaks during a debate Meant to present
in Seoul, on Feb 8, 2017. PHOTO: a robust defense
REUTERS

against a potential nuclear test by Pyongyang, the
report likened the bluff to North Korea's shows of
force, where "fake missiles" are parad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the North Korean capital.
"Like North Korea, which is often accused of
displaying fake missiles during military parades, is
the United States, too, now employing 'bluffing' as its
North Korea policy?" it asked.
Sending the armada
In the face of antagonism from North Korea last week,
Trump had said the USS Carl Vinson carrier group was
being deployed to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are sending an armada. Very powerful," Trump
told Fox Business Channel's Maria Bartiromo. "We
have submarines. Very powerful. Far more powerful
than the aircraft carrier. That, I can tell you."
It turns out the carrier group was never actually
steaming towards the peninsula, but rather heading to
joint exercises with the Australian navy. US officials
insist it's now on its way to the Sea of Japan, known
in South Korea as the East Sea. It still hasn't arrived.
On Thursday, the US Navy announced it was extending
the Vinson's deployment by 30 days "to provide
a persistent presence in the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South Korea reacts
If Trump's initial declaration was a bluff, it appears to
have worked. The anticipated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didn't materialize.
But questions remain over the efficacy of the tactic
over time.
"I understand strategic ambiguity for military
authorities. However, it's different (for a) political
leader," Yang Moo-jin,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told CNN.
"Trump,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all used this to raise tension
and pressure North Korea. Strong nations' power
comes from transparency, not the opposite.
"How does the US expect South Koreans to trust the
US when its leader bluffs and exaggerates? South
Koreans' feelings were hurt considerably by remarks
by the leader of a close ally."
Confusion reigns
Trump's initial assurance, in the form of a strong

military
response,
telegraphed a robust
defense of the US'
stalwart alli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It
also
ratcheted
tensions
on
the
peninsula, prompting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North Korea's deputy shakes hands with acting South
ambassador to the UN Korean President and Prime
to warn that the US Minister Hwang Kyo-ahn in
Seoul. (Photo/REUTERS)
was risking nuclear war
with its actions on the peninsula -- any hostile act is
inherently a dangerous calculation when dealing with
an unstable actor like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later said a
mis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entagon and the
White House was to blame for the mixed reports.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however,
compounded the confusion, by doubling down on the
President's assertions.
"We have an armada going toward the peninsula.
That's a fact," he told a skeptical press corps during
his daily briefing on Wednesday, arguing that, in the
broadest sense, the president's statement was accurate
because the ships would eventually get to the water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Japan.
Meanwhile, the US and South Korean military are
currently engaged in joint training exercise at the
Kunsan Air Base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 has long objected to the two
countries' annual joint maneuvers.
"We've been tasked to do these yearly exercises

White House spokesman Sean Spicer holds a press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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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we always have to be ready to defe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we've been doing it obviously
for a while and we will keep doing it as need be," Lt.
Col. Steven Raspet told CNN.
Political thin ice
The bluff -- if that is what it was -- comes at a precarious
time for South Korean politics -- in less than a month,
the country will go to the polls to elect a replacement
for impeached President Park Geun-hye.
In addition to the comments about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made by Hong,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rom Park's ruling party, the confusion over the US'
response to the potential nuclear tests has led to
questions about how muc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knew about the location of the Vinson and its
group.
Questions about what this mea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lection, where Pyongyang's increased belligerence
has been a key election talking point, abound.
"Both South Korea and the US are in close cooperation
to deter North Korea's provocations and to pursu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 South
Korean Defense Ministry official said.
"The defense ministry has been and is closely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US military. However, it is
inappropriate for the ministry to go into details about
the (strength of the) US military operation."
Wounded pride
Some of Trump's comments have also rankled in South
Korea. He t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after getting a
primer on regional geopolitics from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 that the Korean peninsula "actually used
to be part of China."
South Kore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in a daily
briefing Thursday, announce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comments.
"The Ministry is in the process of checking facts with
both the US and China through various diplomatic
channels," the ministry's spokesperson Cho Junehyuck sai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equivocally
acknowledges that Korea was never a part of China in
its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that no one can deny
the fact," he added. (Courtesy www.krdo.com/news/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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