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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盛大成立
美國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成立大會 25 日上午
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盛大舉行﹐中國駐休斯
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中)﹑商務參贊陳振成與
僑務領事易川都參與出席﹐劉紅梅頒發多張證書
給該會理事團隊﹒圖為劉紅梅與總會長高緒春
(右)與理事長 Richard Qi(左)合影﹒(報導請見 B8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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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國歷史動畫啟發孩子眼界
節目介紹﹕
《中 華 上 下 五 千 兒童喜聞樂見的形式
《中
兒童喜聞樂見的形式﹐
﹐表現中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曾 經發生過
年》是介紹中國歷史的動畫 的許多有意義的事件和許多優秀人物
的許多有意義的事件和許多優秀人物﹐
﹐從而可以開闊他們的眼
片 ﹐上至盤古開天辟地
上至盤古開天辟地﹐
﹐下至 界﹐啟發他們的智慧
啟發他們的智慧﹐
﹐培養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
培養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
﹒
清朝康熙乾隆﹒
清朝康熙乾隆
﹒ 該片構思新
穎 ﹐以現代生活中兩個少年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
﹕
每周一至五下午 3 時至 3 時半首播
時半首播﹐
﹐敬請準時收看
敬請準時收看﹒
﹒
兒童毛毛﹑
兒童毛毛
﹑小奇及一部智能
電腦的參與﹐
電腦的參與
﹐根據史籍資料
按照時代沿革順序引出了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歷史畫面﹐
按照時代沿革順序引出了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歷史畫面
﹐再現了
中華民族五千年璀璨的文明﹒
中華民族五千年璀璨的文明
﹒ 可以說《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華上下五千年》
》是一
部向青少年介紹中國歷史的優秀作品﹒
部向青少年介紹中國歷史的優秀作品
﹒ 它通過動畫這種少年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奧巴馬重拾公眾生活 鼓勵年輕人參與公眾事務

目光﹐不理會華盛頓
的紛紛擾擾﹒身為
民主黨人﹐奧巴馬在
去年美國大選期間﹐
貶損了他的繼任者﹐
也就是轉任共和黨
政治人物的地產大
亨唐納.川普﹐表示他
臉書首席執行官馬克..劄克伯格在 2015 年 2 月 27 日參加位於加州臉書
臉書首席執行官馬克
不適合接下總統一
總部的會議((資料照
總部的會議
資料照))
職﹒但是在川普上
任以來﹐奧巴馬拒絕
針對川普的表現做
出任何評論﹒
奧巴馬曾經在芝加
哥大學擔任法學教
授﹐他的總統圖書館
也將座落於芝加哥
大學﹒當他和芝加
哥大學的人們打招
2017 年 4 月 24 日﹐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位於伊利諾州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學一個論壇﹐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位於伊利諾州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學一個論壇
﹐
對年輕領袖們發表講話﹐
對年輕領袖們發表講話
﹐
討論社區組織﹒
討論社區組織
﹒
呼的時候﹐他開玩笑
【VOA】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星期一回到公眾 項啟發﹐
“跟隨著我﹒
”
“ 我不在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么﹖”
生活﹒在他視為家一般的芝加哥﹐和大學 這位美國第 44 屆總統說﹐他希望“幫助並且 地說﹐
生會面﹒奧巴馬總統敦促這些學生﹐類似 為下一代拿下接力棒﹐勇往直前﹐做出預 但是﹐他並沒有對川普四年任期頭幾個月
於他擔任公職前一樣﹐成為社區活動人士﹒ 備﹒”他說﹐像所得不平等﹐氣候變化和刑事 不時引發爭議﹐表示看法﹒
奧巴馬說起自己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擔任 系統的不公﹐這些問題是“嚴重的﹐使人氣 在淡出公眾目光期間﹐奧巴馬和他的妻子﹐
前 第 一 夫 人 米 歇 爾. 奧 巴 馬 ﹐一 同 度 假 去
社區組織者的時候﹐他學到“眾志成城﹐尋 餒﹐但是並非無法解決﹒”
常人也能做出不同凡響的事情﹒”他說﹐這 奧巴馬自從三個月前卸任後﹐便淡出公眾 了﹒二月份﹐他被目擊到在航空業鉅子英

國維珍集團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位於加勒
比海的私人島嶼玩風箏沖浪﹒最近﹐奧巴
馬更是到了法屬玻利尼西亞﹐登上電影界
大亨大衛.格芬的豪華遊艇﹒遊艇上還有搖
滾巨星布魯斯.斯普林斯汀﹐電影明星湯姆.
漢克斯﹐和知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
奧巴馬夫婦也簽下了高達數百萬美金的合
同來撰寫回憶錄﹒
前總統的政治生涯從在芝加哥競選公職開
始﹐先是成為伊利諾州議員﹒主辦單位說﹐
星期一這種市民集會風格﹐正是奧巴馬為
了實現在“卸任後﹐鼓勵支持新一代領袖的
目標”﹒這些新領袖的動力是強化美國和
世界各地的社區﹒
奧巴馬在一月份卸任前不久﹐在芝加哥發
表了告別演說﹐要支持者持續地參與公共
生活﹒
他說﹐
“ 當 我 們 向 恐 懼 低 頭 時 ﹐民 主 會 屈
從﹒”
“當我們把民主視為理所當然的時候﹐
民主就會受到威脅﹒
”
接下來幾星期﹐奧巴馬將在波士頓領取肯
尼迪勇氣獎﹐在美國和歐洲發表私人性質
的有償演說﹐並且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同
出席在柏林地標勃蘭登堡門前舉辦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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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多眾所周知
欲移民應該如何處理個人資產？
美国是一个税很多的国家，准移民
在入关前，一定要将名下资产做最有利
于自己的申报规划，以免将来的麻烦与
遗憾。移民申请人针对个人情况，在移
民前做好财税规划，有助于规避移民前
后资产被重复征税的风险。

个人资产
一般来说，个人的资产分为三大块
：(1)流动资产；(2)不动产；(3)公司股份
。就美国的申报条款，主要是针对流动
资产的申报和交税。
(1)流动资产：在进关前可以进行
申报。钱进美国要光明正大，应该让

美国国税局知道，你有充备的现金，
并且都是在移民前报过税的，移民后
可随时汇过来，不需再解释资金来源
，防止轻率操作使正钱变成黑钱。在
将来移民美国后，再与保险规划师讨
论如何将此部分资金转换成未来合理
合法的免税收入。
(2)不动产：自住屋方面，自住屋通
常没有要求申报，除非，是在公司名下
或在信托内。如无租金收入和转让发生
，暂时不用担心。在美国自住屋若是住
满两年以上，在发生转让买卖时夫妻两
人可获减免 50 万美元增值税。至于商业
不动产方面，可以考虑将赚钱的商业不

动产在来美国前先卖掉，等移民美国后
再买回来。
(3)公司股份：需慎重处理，移民前
应妥善安排。如果夫妻同时都要移民，
则更要在移民前做好安排。股票或公司
权益，可考虑在移民前将赚钱的先卖掉
，以避免美国的高税率，等移民后再重
新买回，有垫高成本及其他税务上的好
处。赔钱的资产股份则可考虑于移民来
美后再卖，有抵税的优惠。

赠与税
美国有赠与税，但以下几种情形则
是例外：

例外一：资金、股份等资产在夫
妻之间是没有赠与税的，包括同性婚
姻。
例外二：直接汇入学校账户为小孩
交学费或替他人支付医药费的情形，没
有赠与税。
例外三：外国人赠与、非美国公民
赠与，并且地点发生在国外，多大金额
都不需要缴赠与税。只是在额度超过 10
万美金时需要向国税局申报，但并不涉
及纳税。

之前，应避免成为美国的税务居民。美
国税法在对居民的认定与移民法对居民
的认定不尽相同。
尽管投资人在没有拿到绿卡前，
但 因 在 美 国 上 年 度 停 留 时 间 超 过 183
天，或者在前三年度加权计算下停留
美 国 时 间 超 过 183 天 ， 都 有 可 能 被 认
定为美国税务居民，因此要向国税局
报税。
一旦在取得绿卡前即被认定为税
务居民，那么在投资移民之前所做
的税务筹划范围就变得相当狭窄，
避免成为税务居民
也就是说可以做的规划选择变得少
另外要提醒民众的一点是，在移民 了许多。

纽约教育局：无身份家长无须担心子女学校申请
纽约市宣布 2017-2018 免费学前班
(Pre-K)首轮录取通知书将于本月 20 日寄
出，家长需在 5 月 9 日前接受录取安排
。针对无证移民家长担忧身份问题而未
及时为子女递交学前班申请的问题，教
育局强调无证移民子女可无障碍申请免
费学前班，家长可参与第二轮申请。
由市长白思豪推动的免费学前班教
育(Pre-K)于 2014 年正式实施，申请人只
需居住在纽约市，并且出生于 2013 年
即可免费申请。首轮申请的录取通知书
将于 4 月 20 日开始寄出，学童家长需要
在 5 月 9 日前接受录取结果。
对于接到首轮录取结果的家长，教

育局提醒家长及时接受录取安排，并带
子女前往学校进行提前登记注册
(Pre-register)。针对如何进行提前登记注
册，教育局提醒家长在确定接受录取通
知后，应与子女一起带齐三项资料前往
学校登记。所需资料包括：孩子的出生
证明或护照、孩子的疫苗注射记录(Immunization Records)以及有效家庭地址
证明。
同时，教育局特别提醒家长应在 5
月 9 日前及时接受录取安排，如没有在
截止日期前完成录取确认，即使收到录
取通知书，子女学位仍会被提供给等候
名单上的家庭。

针对无证移民家长因担忧身份问题
，而没有及时为子女递交学前班申请的
问题，教育局方面再次强调无身份家长
大可不必因身份问题而担心子女学校申
请。“学前班是一个政府的免费教育项
目，因此并未限制申请人的身份。只需
满足居住在纽约、并出生于 2013 年即
可。而家长在申请时候不会被要求提供
身份相关资料，所以无需担心。”教育
局学前班招生专员表示。
根据纽约市教育局资料显示，目前
纽约市五区范围内约有多所学校与早教
中心仍有名额空缺，可供第二轮学前班
申请。

苦等 8 年，被 EB-5 項目害苦的中國人有望拿回本錢
受害者与被告以 1.5 亿美元赔偿
达成和解
在美国所有 EB-5 欺诈案中，佛蒙特
州杰伊峰度假村(Jay Peak Resort)开发案
最受人瞩目。时隔八年，杰伊峰度假村
投资移民项目终于被揭下了面具。
负责审查杰伊峰度假村的资产接管
人 迈 克 · 戈 德 堡 (Michael Goldberg) 称 ，
1.5 亿美元将用于赔偿 42 名承包商、513
名债权人，以及 169 名投资人。
戈德堡详细说明了这笔赔偿款将如
何分配：6700 万美元用于赔偿投资者，
他们投资的生物医学研究设施从未动工
；1960 万美元用于美国本土酒店的增建
；250 万美元为律师费用；1530 万美元
支付给杰伊峰的第一批投资者，他们投
资了电车小屋；220 万美元用于满足现
存的承包商留置权；1000 万美元将存入
有息托管账户，以备赔偿 20 名柏克山
(Burke Mountain)项目投资者，受此案影
响他们无资格申请美国绿卡；660 万用
于支付柏克山项目的承包商及柏克山酒
店项目的其他债务；510 万美元用于支
付剩余杰伊峰项目和柏克山酒店的过期
债务；100 万美元将用于分别支付给柏
克山项目的两位投资人各 50 万美元，他
们的 I-526 有条件绿卡申请在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行动前已经被拒绝。
佛蒙特州州长斯科特说，尽管这一
结果不能抚平这起蓄意欺诈案带给受骗
者们的伤痛，但这的确是一个鼓舞人心
的消息。

受骗投资人超过 700 名 开发商曾
来华吸金

被称为美国史上 EB-5 投资最大骗局之一的佛蒙特州杰伊峰度假村(Jay Peak Resort)欺诈案有了最新进展。
近日，美国佛蒙特州州长菲尔· 斯科特(Phil Scott)宣布了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该案的受害者与被告方以 1.5 亿
美元赔偿达成和解。这一消息给追讨资金的受骗投资者们带来一线希望。历经时间之久，诈骗金额之多，涉及
投资人之广泛，使得杰伊峰度假村诈骗案备受瞩目。而这些受害者中有几十位投资者来自中国。他们的经历再
一次提醒那些渴望通过 EB-5 投资获取绿卡的国人，越是听上去美好的事情，越是隐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佛蒙特州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
地区，北与加拿大魁北克省接壤。时间
回溯到 2008 年，那个时候，金融危机的
阴影也降临到了佛蒙特州北部地区。两
个 美 国 商 人 —— 阿 里 尔 · 奎 罗 斯 (Ariel
Quiros) 和 威 廉 · 斯 滕 格 (William
Stenger)——宣称要在该地兴建度假村项
目，以帮助佛蒙特州摆脱金融危机，重
振经济，而他们建项目的钱将全部来自
于外国投资者。
按照两人的规划，他们不仅要建造
一个滑雪度假村，而且还要创立与生物
医学研究有关的公司，开办一家生产窗
户的工厂，延长当地机场的跑道，并且
还要建酒店、建会议中心，甚至要打造
一个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室内山地自
行车运动场。
这个听上去无比宏大的规划，其实
是一个空中楼阁的幻景。
据了解，涉案开发商阿里尔· 奎罗
斯和威廉· 斯滕格以及他们名下的多家
公司，以编纂虚假材料、隐去关键信息
等造假方式，向超过 700 名 EB-5 外国投
资人筹集了超过 3.5 亿美元的资金，并
称资金将用于修建杰伊峰度假村的设施
及与生物医学研究有关的工程。但事实
上，这些项目从未动工。这些被骗的投

资人来自英国、中国、南非、日本、越
南等多个国家。
一位佛蒙特州当地的资深记者揭穿
了杰伊峰度假村的真相：”这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庞氏骗局，开发商先是用投资
人的钱买下了度假村，然后他们利用新
投资人的钱来回报老投资人，以制造赚
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在这起“庞氏骗局”中，有超过 2
亿美元已被挪作他用，另有 5000 万美元
被开发商奎罗斯用做个人开销，支付其
个人的收入税，甚至用来购买纽约川普
大厦的物业等，而 EB-5 投资人对此毫不
知情。
2016 年 4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对杰伊峰度假村涉案开发商提起诉讼，
杰伊峰度假村的所有者阿里尔· 奎罗斯
和前总裁比尔· 斯特恩格被指控通过
EB-5 签证项目非法募集并挪用外国投资
者资金 2 亿美元。
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该项
目涉案人员提起民事诉讼，而对奎罗斯
和斯特恩格的刑事调查还在进行中。瑞
杰金融集团也被指控，原因包括以下方
面：该集团一名员工在奎罗斯的指示下
，转移投资资金用以购买杰伊峰度假村
；瑞杰金融集团对员工监督不力，且不

遵守自身监督流程。
杰伊峰度假村项目的欺骗历史长达
八年，包含多期工程，牵扯的移民中介
也较多。其总裁斯滕格曾和佛蒙特州州
长彼得· 舒姆林(Peter Shumlin)在 2013 年
到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和越南的胡志
明市举办推介会，吸引中越两国的投资
移民。
杰伊峰度假村案的联邦公诉人高柏
说，这些投资者“或许是这场欺诈案最
大的受害者。他们既没有拿到绿卡，也
失去了投资”。

案件分析：投资者急于求成掉进
陷阱
据美国官方发布的 2016 财年 EB-5 签
证统计报告(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显示，在此期间，中国人获得
了 7516 张 永 居 绿 卡 ， 占 比 75.6% 。 在
2014 财年，通过该项目获得永久居留签
证的申请人中，有 85%来自中国。然而
，有不少申请者的投资移民之路走得并
不顺畅，甚至遭遇虚假项目、蓄意欺诈
。
由于 EB-5 投资移民法案将在 4 月 28
日到期，大量的中国申请者出于对政策
有变的担忧，正在“跑步递案”，然而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却被不良中介或开
发商利用，不仅资金被骗，绿卡也变得
遥遥无期，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洛杉矶移民律师华强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投资移民市场鱼龙混杂，尤其
是区域中心的项目存在很多欺骗现象。
区域中心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一个私募基
金管理人，负责帮申请人寻找合适的投
资项目，但很难保证区域中心将钱真正
投到项目上去，所以存在一定的风险。
很多诈骗案件中，投资款都被募资者用
来中饱私囊。
对于项目是否可靠和可信，华强认
为可以在投资前对项目进行考察和调研
。一旦项目烂尾，申请人的投资款也就
跟着打水漂了，可以找当地的专业人士
，比如侦探、律师或者会计师去实地考
察一下，花一两万美元出具一份第三方
的风险报告评估。舍小利，保大钱。
有读者可能会困惑，佛特蒙州杰伊
峰度假村的开发商还曾与该州州长赴中
国和越南举办项目推介会，为何却是个
诈骗团伙？对此，华强强调，拉一名美
国当地的政府官员来为项目备案或者讲
话，声称项目具有政府背景，是很多中
介惯用的伎俩，但是所有的区域中心都
是私营的，声称有政府背景的都是扯虎
皮拉大旗，目的在于以政府出面骗取投
资者的新任，打消投资者的顾虑和疑问
。事实上，在美国，政府不会为这样的
项目做任何担保，而出席相关活动、参
与邀约、合影或送贺信不过是因为政府
有义务支持有利于本市的投资，并不代
表政府官员可以为投资者保障项目安全
，因此，投资者们千万不要因为政府的
参与而对项目本身的可靠性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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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獨樹一幟 休斯頓劇院區匯聚精粹
（本報訊）休斯頓作為全美第四大城
市，不僅以能源之都，世界醫療中心，太
空中心而全球聞名，更以多元文化和藝術
在全美大都市中獨樹一幟。
在位於休斯頓市中心的劇場區，分布了
大小規模的文化和娛樂中心，佔十七條街
之廣的劇院區，在此地擁有九個世界級的
表演團體及五種多功能的表演場所。而且
擁有四大演出劇場，Jones Hall, Wortham
Theater Center, Alley Theatre 和 Hobby
Center . 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休斯頓當地經
濟和人口的不斷發展，藝術創新也成為休
斯頓當地發展的重要標誌。
此外，在劇場藝術表演區，還有大量
的各種娛樂、音樂藝術、餐飲、水族館等
休斯頓市民喜愛的場所。
艾利劇院 (Alley Theatre) 成立於 1947
年，是休斯頓劇院區的核心，也是美國最
著名的非盈利劇場之一，該劇院有世界頂
尖公認的藝術指導 Gregory Boyd 率領的藝
術表演公司，創造出古典、現代以及經典
的表演藝術。1996 年摘下最優秀地區劇院
公司的東尼獎。

Jones Hall

Jones Hall 是為了紀念二十世紀的休斯
頓著名人物 Jesse Holman Jones 而建立
的，如今這座劇場已成為休斯頓交響樂團
以及藝術表演團體的演出舞臺，每年的演
出超過 250 場，出席的觀眾人數超過 40 萬。
Wortham Theater Center 是休斯頓最
大規模的藝術劇場，是休斯頓芭蕾舞團和
休斯頓大歌劇團的演出劇場，該劇場 1987
年建立以來，觀眾人數已經超過 800 萬人。
Hobby Center 2002 年面向公眾開放，
該劇場設計一流，燈光璀璨，是“星光下
劇團”的演出場地，星光下劇團 (Theatre
Under the Stars) 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性的
音樂劇團。同時，該劇場以演出大型的百
老匯劇目而出名，並且推動休斯頓當地都
市區中小型的藝術音樂團體的發展。
休 士 頓 大 歌 劇 團 (Houston Grand
Opera) 是 全 世 界 唯 一 獲 得 葛 萊 美 獎
(Grammy®) 、東尼獎 (Tony®) 及艾美獎
(Emmy®) 的歌劇團。
休士頓芭蕾舞團 (Houston Ballet) 在
1969 年創辦，是城裡最年輕的常駐職業團
體。

Wortham Theater Center

艾利劇院 (Alley Theatre)

Hobb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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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男子嘗試“
法國男子嘗試
“孵蛋
孵蛋”
” 3 周後奇跡發生了

法國巴黎，
法國巴黎
，法國行為藝術家 Abraham Poincheval 嘗試
嘗試“
“孵蛋
孵蛋”
” 3 周後成功孵化壹顆雞蛋
周後成功孵化壹顆雞蛋。
。
法國 44 歲的藝術家亞伯拉罕·伯安什瓦爾
伯安什瓦爾（
（Abraham Poincheval）
Poincheval）在 10 個雞蛋上坐了 3 星期後
星期後，
，
終於在18
終於在
18日成功孵化出第壹顆雞蛋
日成功孵化出第壹顆雞蛋。
。上個月
上個月，
，亞伯拉罕·伯安什瓦爾剛剛在巖石中度過了壹星期
伯安什瓦爾剛剛在巖石中度過了壹星期。
。從 3
月 29 日開始
日開始，
，他又在法國巴黎的美術館東京宮
他又在法國巴黎的美術館東京宮（
（Palais de Tokyo）
Tokyo）開始孵小雞
開始孵小雞。
。

老虎舔冰塊解暑似 大貓
巴基斯坦遭熱浪席卷

全球最大飛行器準備起航
再次跳起“
再次跳起
“電臀舞
電臀舞”
”

﹁
﹂

英國倫敦，全球最大飛行器 Airlander 10 再次準備起航。 Airlander10 中文譯稱“天空登陸
者”號（TheAirlander）是英國壹家公司推出的全球最大的航空飛行器，外形像是飛機、飛艇和直
升機的混合體，長達 91 米。憑著其酷似人類臀部的外型，被外界稱之為“飛天屁股”。這壹飛行器
的建造資費超過了 5000 萬美元。

巴基斯坦卡拉奇，
巴基斯坦卡拉奇
， 巴基斯坦各地遭熱浪席卷
巴基斯坦各地遭熱浪席卷，
， 氣溫高
達 45 攝氏度
攝氏度，
，動物園裏老虎舔冰塊解暑
動物園裏老虎舔冰塊解暑。
。

大話經濟

中國經濟穩健增長為世界經濟註入動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上調今
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其中中國經濟表
現亮眼是上調全球增速的主要原因之
壹。專家指出，在全球經濟面臨保護主
義抬頭、政策不確定性風險的大背景
下，中國經濟穩健增長為世界經濟保持
增長勢頭的貢獻不可小覷。
全球經濟增長提速
IMF 在當天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
報告》中預測，今年全球經濟預計增長
3.5%，較 IMF1 月份的預測值上調 0.1
個百分點。IMF 維持明年全球經濟增長
預期在 3.6%不變。

“預計 2017 年和 2018 年的經濟增
長改善有廣泛的基礎，”IMF 首席經濟
學家莫裏斯·奧布斯特費爾德在報告中說
。他認為，近期全球制造業數據和貿易
數據明顯改善，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全面
提速。“全球經濟增長勢頭似乎正在
加強，我們可能正處在壹個轉折點。”
IMF 報告認為，世界經濟從 2016 年
第四季度開始的加速勢頭有望持續。發
達經濟體經濟活動的增強主要受美國寬
松財政預期推升增速驅動，新興市場和
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活動預計也將顯著
增強。在大宗商品價格部分回暖支撐
下，面臨宏觀經濟壓力的大宗商品出口

國的經濟狀況有望逐步好轉，中國和其 、去杠桿等措施，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
新興經濟體雖然整體而言增長有望
他許多大宗商品進口國的經濟增長預計 持穩健增長，經濟結構轉型有望持續。 大幅回升，但壹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弱於
也將保持強勁態勢。
世行預計中國經濟今年將增長 6.5%，明 預期，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的大
年增速小幅放緩至 6.3%。
型經濟體增長前景減弱。
中國經濟穩健增長
世行報告還表示，穩定的經濟增長、
IMF 在肯定中國經濟轉型成果的同
IMF 將中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 服務業比重逐步提高、就業和工資增長保 時，也對中國經濟中期面臨的風險提出
分別上調 0.1 個百分點和 0.2 個百分點至 持穩健、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等因素，將 了預警。報告認為，從內部而言，經濟
6.6%和 6.2%。IMF 指出，2016 年中國 有望推動中國進壹步降低貧困人口。
增長依然嚴重依賴信貸擴張，這使得近
經濟增長好於預期，同時政策有望繼續
幾年企業債和地方債問題積累的風險更
支持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 報告說，
中期風險不可忽視
為復雜；外部因素而言，發達經濟體保
中國經濟轉型正在多個方面取得進展，
盡管世界經濟復蘇動能積聚，但中 護主義升溫可能導致中國所處的金融環
包括經濟活動從倚重工業轉向服務業， 期前景依然面臨重大下行風險。“世界 境收緊，增加資本外流壓力。
需求從倚重投資和出口轉向消費，服務 經濟增長正在提速，但尚未脫離風險，”
報告建議，中國采取宏觀經濟政策
業和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 奧布斯特費爾德說。
組合從根本上控制問題，如降低信貸增
重穩步提高。中國政府正努力引導中國
IMF 在 報 告 中 指 出 ， 保 護 主 義 升 速，減少預算外公共部門投資，同時增
經濟走上更加包容、環境友好和更可持 溫、美 聯儲加息步伐加快等因素將威脅 加對醫療、失業保險等方面的社會保障
續的增長路徑。
全球經濟增長勢頭，加大金融危機爆發 投入，加強金融風險監管等。
奧布斯特費爾德說，當前中國濟表 的風險。
IMF 同時呼籲，各國在推進國內政
現出強勁增長勢頭，經濟轉型也繼續穩
IMF 報告說，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 策改革的同時，加大在各領域的多邊合
步推進，如果中國繼續推進改革，IMF 僅威脅世界經濟增長，而且有可能導致 作，支持開放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同
有信心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 各國放棄全球合作，讓各國政策效力大 時推進全球金融穩定。
IMF 並不是唯壹壹家對中國經濟有 打折扣。
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布魯金斯學
信心的國際機構。世界銀行近日發布的
報告表示，美聯儲加快加息步伐可 會高級研究員埃斯瓦爾·普拉薩德表示，
報告也指出，中國經濟有序轉型是東亞 能引發全球金融條件收緊，美元大幅升 英國“脫歐”、部分西方國家民族主義
地區經濟保持穩健增長的重要因素。在 值，對全球經濟增長也帶來威脅。此 和民粹主義抬頭等因素對全球政策穩定
中期內，中國經濟轉型將為其他國家創 外，報告還指出，美國財政政策尚不明 帶來極大挑戰，也為全球貿易註入很大
造更多出口機會。
朗，對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影響仍存 的不確定性，將威脅全球經濟增長的質
世行報告說，隨著中國推進去產能 在較大不確定性。
量和可持續性。

10 省份已下調失業保險費率 官方強調不影響待遇
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費率政策加速落地。據記 夏、新疆、甘肅等 10 個省份印發通知，明確將失
者不完全統計，目前至少已有 10 個省份出臺政策， 業保險總費率由 1.5%降至 1%。
將失業保險總費率由 1.5%降至 1%。官方強調，降
低費率不會影響到失業保險金的發放和逐步提高。
多地下調失業保險個人費率
失業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中新
至少 10 地已降低失業保險費率
網記者梳理發現，此次下調失業保險費率，多數地
根據人社部、財政部今年下發的《關於階段性降 區主要是降低單位繳費費率，但也有不少地區同時
低失業保險費率有關問題的通知》，從2017年1月1 下調了個人繳費費率。
如，山西明確，從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失業
日起，失業保險總費率為1.5%的省(區、市)，可以將
總費率降至1%，降低費率的期限執行至2018年4月 保險總費率由 1.5%降至 1%，其中，單位部分由
30日。
1%降至 0.7%，個人部分由 0.5%降至 0.3%；山東
人社部失業保險司負責人近期在解讀中透露，全 提出， 單 位 費 率 由 1% 降 至 0.7% ， 個 人 費 率 由
國共有22個省份符合降低失業保險費率的基本條件。 0.5%降至 0.3%；河北也明確，企業和職工繳費
降低失業保險費率政策下發後，地方層面上迅 比 例 分 別 下 降 0.3 和 0.2 個 百 分 點 ， 分 別 降 至
速落實。據中新網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至少已有 0.7%和 0.3%。
失業保險單位費率降低，將進壹步減輕企業負擔，
山東、浙江、江蘇、河北、山西、遼寧、吉林、寧

而個人費率的下調，也會惠及廣大職工。如，河北經初
中新網記者註意到，有的地方在降低費率的同
步測算，降費率後，全省今年企業和職工將少繳納失業 時，還提高了失業保險金。如，吉林近日下發了
保險費近9億元，其中企業約5.4億元，職工約3.6億元 《關於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費率的通知》和《提高
。
失業保險金標準的通知》，失業保險金全省最高標
準由 1056 元/人/月提高至 1256 元/人/月；最低標準
確保失業保險待遇水平不降低
由 784 元/人/月提高至 960 元/人/月。
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費率，是否會影響廣大參保人員
享受失業保險的待遇標準？對此，人社部失業保險司負責
人表示，總體看，這次降低費率是在確保基金運行平穩的
基礎上作出的決策，能夠平衡好降成本與保發放之間的關
系，不會影響到失業保險金的發放和逐步提高。
上述負責人指出，據測算，將失業保險總費
率降至 1%後，壹些統籌地區將會出現收不抵支的
情況，但可以動用歷年滾存結余和省級調劑金解
決，確保失業保險待遇水平不降低和按時足額發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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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ons Remain High On Troubled Korean Peninsula

Huge Live-Fire Drill Held On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North
Korea’s Army - South Korea On Guard Against Provocatio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SEOUL, South Korea – Undeterred by threats and
constant saber-rattling between U.S. and North Korea,
Pyongyang last Tuesday celebrated the anniversary of
the country's military with a large-scale artillery drill.
The live-fire drill was said to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country's east on Tuesday and involved up to 400
artillery pieces, which may have been supervised by
the country’s leader, Kim Jong Un.
The South Korean military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live-fire exercises took place in the Wonsan region on
Tuesday afternoon.
It however, gave no details on what kinds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units took part in the drill.
The South Korean media however added that the
cannons, with a range of 30 kilometres, could reach
Seoul if brought to the front line.
The statement from the South Korean Joint Chiefs
of Staff said, “Our military is closely monitoring

North Korea Military Drills

the North Korean military's movements and remains
firmly prepared.”
North Korea's drills coincided with military exercises
held by US and South Korean navies in the Yellow
Sea, off the western coa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s a US submarine made a port call in South Korea
in what US officials said was a show of force amid
mounting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s the country commemorated the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th Korean army, which is an important date
in the country's calendar and is celebrated annually threats of the country conducting another nuclear test
or missile launch were high.
As the artillery drills were confirmed,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s Office said an emergency meeting
had been held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South Korean Acting Prime Minister Hwang Kyo-ahn
is said to have instructed his military to strengthen its
"immediate response posture" in case North Korea
does something significant.
South Korea’s Defense Ministry pointed out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North appears ready to conduct such
"strategic provocations" at any time.
Further, Tokyo also hosted envoys from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e U.S. for a meeting to discuss North
Korea's refusal to abandon its nuclear program.
Meanwhile, a report in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agency, citing an unnamed government source as
confirming that Pyongyang appeared to have deployed
a number of long-range artillery units in Wonsan, a
coastal North Korean area.
South Korean military has been “firmly maintaining
readiness” since the last week, when North Korea
intensified threats to the region and the U.S.
Speculations have been rife that the North might carry
out another nuclear test this week in a show of might.
Meanwhile, after the U.S. launched attacks on Syria
and Afghanistan, a pre-emptive strike from the U.S. on
Pyongyang too is feared.
American Pressure
On Tuesday, USS Michigan, a nuclear-powered Ohio
class submarine also pulled into the South Korean port
of Busan for a hull check.
The submarine is set to join the USS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for exercises in the Sea of Japan.

The USS Michigan, a nuclear-powered Ohio class
submarine.

Senior U.S. defense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the USS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is in the Philippine
Sea in waters south of Japan.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the USS Michigan is currently
on a routine deployment to the Indo-Asia-Pacific.
However, experts note that the USS Michigan is
not expected to take part in the joint exercises, but
it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is meant to send a strong
message to Pyongyang.
The 560-foot-long, 18,000-ton Michigan is one of four
U.S. Navy subs that is armed with tactical missiles and
equipped with superior communications capabilities.
It initially began service as a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loaded with nuclear missiles as part of the
U.S. strategic nuclear deterrent.
However, in the 2000s, the country’s Navy is said to
have converted four of the Ohio-class subs into landattack platforms armed with conventional weapons.
Experts have said that each of the four submarines can
carry up to 154 Tomahawk cruise missiles.
They are also outfitted to stealthily deploy up to 66
Navy SEALs or other special operations troops and
their equipment.
In the U.S., Trump held a briefing on the North Korean
situation with the U.S. Senat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confirmed.
Earlier on Monday, Trump called for “big reforms”
at the UN, criticizing its handling of recent events in
Syria and North Korea.
He however, softened the blow by adding that it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
He said, “You just don't see the United Nations, like,
solving conflicts. I think that's going to start happening

now.”
The same day, he also held a lunch meeting with
ambassadors of countries 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rump has also called for new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claiming that the status quo with the nucleararmed nation was unacceptable.
During the lunch meeting, Trump reportedly said,
“This is a real threat to the world, whether we want to
talk about it or not. North Korea's a big world problem,
and it's a problem we have to finally solve. People put
blindfolds on for decades and now it's time to solve
the problem."

On Monday, President Trump called for “big reforms” at
the UN, criticizing its handling of recent events in Syria and
North Korea.

Meanwhile, North Korean worker's daily, the Rodong
Sinmun ran an editorial on Tuesday, praising the army
on its birthday.
It claimed "America and its puppet war maniacs"
would suffer punishment with a pre-emptive strike
without warning from the land and air and sea if North
Korea was attacked.
Another government website, DPRK Today said
North Korea had an "invisible" nuclear submarine
missile, and the weaponry to turn U.S. aircraft carriers,
bombers and submarines into scrap iron.
The website also claimed that mainland America
would "be burnt to the ground.” (Courtesy www.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252941489)

Entire U.S. Senate Called To White House
For North Korea Briefing Wednesday Afterno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 speaks next to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during a bilateral meeting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Not Pictured) a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U.S., April 7, 2017.
(Photo REUTERS)

Top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ill hold a rare
briefing on Wednesday at the White House for the
entire U.S. Senate on the situation in North Korea.
All 100 senators have been asked to the White House
for the briefing by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ecretary of Defense Jim Matti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an Coats and General Joseph Dunford,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aid White House
spokesman Sean Spicer on Monday.
While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routinely travel to
Capitol Hill to address members of Congress on
foreign policy matters, it is unusual for the entire
Senate to go to the White House, and for all four of
those officials to be involved.
Wednesday's briefing was originally scheduled for a
secure room at the Capitol, bu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uggested a shift to the White House, congressional
aides said.
Washington has expressed mounting concern over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s, and its threats
to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sian allies.
Trump, who called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weekend, told U.N. Security Council
ambassadors on Monday that "the status quo" is not
acceptable, and said the council must be ready to
impose new sanctions.

Congressional aides suggested the briefing was being
held at the White House to underscore the message to
North Korea that Washington is serious about wanting
a shift in policy.
A senior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e flurry
of activity around North Korea was "not a part of
something choreographed" and cautioned against
over-interpretation.
Senators said they were happy to be hearing from the
White House.
"It's (the location) their choice," said Senator Ben
Cardin, the top Democrat on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 hope that we hear their
policy as to what their objectives are, and how we can
accomplish that hopefully without dropping bombs."
Republican Senator Lindsey Graham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telling senators it had a "red
line," if it has one. "By 2020, if nothing changes inside
of North Korea, they'll have the technology, they'll have
a breakthrough, to develop an ICBM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at can reach America. I hope this
president will say that's a non-starter," Graham said.
The briefing will take place at 3 p.m. EDT (1900
GMT).
Aides said they were working with the White House
to schedule a similar briefing fo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
us-northkorea)
Related
Xi, Trump Discuss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In Telephone Call

China's largest state broadcaster quoted Chinese
President Xi as saying that China strongly opposes
North Korea's provocative actions which are in
contravention o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resolutions, and hopes that all parties would
exercise restraint to avoid aggravating tension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are willing to communicate with all parties
including the US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ese President Xi said, reiterating
Beijing's goal of denuclearizing the region, which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ccording
to the CCTV report.
Monday's telephone call is the seco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leaders since their face-to-face meeting at the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earlier this month.
On Sun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told
reporters after meeting his Greek counterpart Nikos
Kotzias in Athens that "voices of peace and rationality"
are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tension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specially when hostile words and actions
aboun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gether at Mar-a-Lago in Palm Beach, Florida.
(Photo: AP)

The Entire U.S. Senate in sessio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US counterpart
Donald Trump on Monday morning discussed the
deteriorat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during a
telephone call, amid fears that Pyongyang's reckles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would lead to a wa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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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may not have the key to this solution, but it
has been making efforts to resume the peace talks.
Recently, we offered some reasonable proposals
supported b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Wang said.
Some experts say that the key to re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lies in whether the US can
change its tough stance on North Korea, as the US is
seeking closer alliance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to
curb China's fast-growing geo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China has lodged strong objections to the deployment
of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in South Korea, which Beijing
calls a severe threat to its security interest.
The US and its regional ally South Korea insist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is aimed at
protecting South Korea from being attacked by North
Korea's missiles.
On Monday morning, US President Trump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lso exchanged views
about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by telephone.
They agreed to urge the isolated country to refrain
from provocative actions,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Last week, a spokesperson for Nor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at Pyongyang was having a close eye
on the "US conspiratorial moves" against it, with its
troops being well prepared for a war with the US,
China's Xinhua News Agency quoted North Korea's
KCNA News Agency as saying.
The Nor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also
warned that an "all-out war" would break out if the US
took military actions, and that Pyongyang would "fight
back with nuclear attacks", according to the Xinhua
report. (Courtesy sino-us.com)

休城僑社
星期三

2017 年 4 月 26 日

Wednesday, April 26, 2017

B8

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盛大成立
增進中美商業貿易發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誠信為
本，惠源家鄉」 ，美國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
成立大會 25 日上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盛大舉行，該會是由在美南地區的遼寧，吉
林，黑龍江三省的經貿文化人士、企業和團
體組成的非盈利的民間社團組織，旨在促進
美南地區與中國東北三省及其它地區之間的
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增進美中的相互了
解與友誼，現場吸引眾多僑界人士與東北老
鄉出席共襄盛舉。
活動由該會理事劉濤主持，總會長高緒
春、理事長 Richard Qi、常務會長何景旭、
張宏及吳軍、常務副會長顧新成、秘書長辛
維克和副會長劉妍等人參與外，大休士頓合
作委員會亞太地區主任沈健生、美南報業電
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和高帝集團有公司
董事長陳建輝、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
事劉紅梅、商務參贊周振成與僑務領事易川
都出席同歡，同是大休士頓高科技、醫療、
文化、教育、經濟大聯盟共同創辦人，陳建
輝與李蔚華更共同為東北總商會捐款千元，
以示慶賀。
高緒春致詞感謝各界僑領和僑界社團的
贊助，他說，這麼多的貴賓到場，給商會極
大鼓舞和鞭策。他也提到商會成立宗旨，主
要是幫助和支持美國德州華人華僑經營創業
，盡早融入美國社會，為他們提供一個廣闊
的平台，協助找項目、找資金，扶持和幫助
中小企業進入良性循環；也會帶領休士頓所

有社團合作，群策群力，為中美建立新型的
合作關係，提升中國人在海外形象，把大夥
力量凝聚起來，以東北人特有執著和頑強，
把東北總商會辦得有聲有色。
Richard Qi 也代表理事會像各位來賓到
來表示衷心感謝，他表示，隨著經濟全球化
的進程，休士頓東北商人的經濟活動日漸活
躍，今日成立大會順應社會和時代要求，
「千呼萬喚始出來」 。他也說，這是一個東
北人大家的商業協會，更是所有海外華人商
業朋友的商業團體，一個互幫、互助、互惠
、互利，講誠信、做實事和接地氣的團體，
除了會特別邀請具代表性的東北精英學者、
企業家和各行各業傑出人士，也會邀請小生
意人、想創業的人一起參加，在這樣一個大
家庭，大家互相幫助、互通有無。
李蔚華致詞表示，非常興奮慶賀德州東
北總商會成立，歡迎該商會加入服務社區的
行列。他表示，目前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在文
化和經濟平台上不斷努力，文化上，東北同
鄉會過去在美南新年活動上給予支持，由衷
感謝。如何搭建一個美國跟國外，尤其是對
中國的關係很重要，李蔚華透露，目前拉瑪
大學(Lamar University)正進行 「千人美國護
理計劃」 及陳納德基金會合作辦理的航空學
校，這兩項項目馬上要展開，期許總商會加
入陣營，一定可以為中美兩國關係一起努力
。
代表大休士頓合作委員會，沈建生致詞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 ( 前左三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
前左三))、 高帝集團董事長
陳建輝((前右三
陳建輝
前右三))與理事群合影
與理事群合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提及，德州休士頓的前景，並表示東北總商
會成立是非常劃時代意義，尤其東北是中國
最早工業重鎮，東北三省也是中國農業基礎
，相信總商會的成立會為中美兩國帶來無限
發展。
劉紅梅致詞表示，東北總商會成立，為
各位僑胞，特別是普及東北三省的僑胞發揮
橋樑作用，為中美友好貢獻提供新的平台，
她代表中領館為總商會成立和僑領就職表示
祝賀。劉紅梅也提到日前習川會會晤的成功
，得到很高的評價，這次會晤不僅僅是建立
兩大國領導人工作與私人友誼，也為兩國發
展奠定基礎。中美關係發展在民間，希望東
北總商會，積極發揮橋樑紐帶工作，為東北
地區經濟發展和美南地區僑社和諧多做貢獻
。
該總商會的成立引起中國各省和僑界的
極大關注，共收到來自遼寧省僑務辦公室、
吉林僑務辦公室、黑龍江省僑務辦公室、江
蘇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等省市及全國各商
會的賀電及當地僑團賀信 32 份，共同祝賀美
國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的成立；尤其國會議
員 Al Green 也稍來賀函，恭祝總商會成立與
貢獻，由劉妍代為傳達賀函內容。
劉紅梅則頒發共 12 張證書給東北總商會
的理事成員，以示恭賀和表揚。希望藉由商
會這個平台，發展壯大在美國德州的東北華
商企業，發揮橋樑和紐帶的作用，匯集各方
資源，為家鄉貢獻近一份力量。

國會議員 Al Green 賀信
賀信。
。

大休士頓合作委員會亞太地區主任沈健生(中)代表頒發證書給理事
大休士頓合作委員會亞太地區主任沈健生(
長 Richard Qi(左
Qi(左)與總會長高緒春
與總會長高緒春((右)。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理事群合影。
理事群合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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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教育聯盟主席趙宇空在休斯頓舉辦維權講座
(本報訊)應休斯頓華裔聯盟的邀請，美國亞裔教育聯盟主
席趙宇空先生於 4 月 22 日來休斯頓舉辦了一場亞裔教育維權講
座。
這場講座是在德州議會剛剛就是否取消對 GT 的撥款，是
否減小對 UT Austin 自動錄取的數額等有關教育進行表決的情
況下舉行的。 近日有關的教育議題受到本地華人家長的普遍關
注。 這個講座辦的正是時機。
趙宇空先生在演講中首先以大量的數據展現出亞裔在常春
藤大學錄取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視。 接著他介紹了近年
來亞裔教育維權的一系列行動以及進展，特別是亞裔教育聯盟
所發起的對哈佛等幾所藤校的申訴。 趙宇空先生特別就去年最
高法院費舍爾 2 的判決談了他的看法。 他指出，雖然去年由於
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的去世而造成了那樣的判決，
但實際上最高法院在解決不看膚色的平等教育問題上的立場並
未後退，當然也沒有向前邁進。 今年由於一位保守派法官戈薩
奇進入最高法院，我們看到了新的希望。
趙宇空先生談到亞裔教育維權的心路歷程時，多次呼吁更
多的亞裔團結起來，一道維護教育上的平等權利。 趙宇空先生
談到了 Blum 先生正在推動的哈佛訴訟。 他指出，這一案子目

前已經在按部就班呈報最高法院。 進入最高法院議程後的各種
費用加起來大約每年兩百萬美元。 但這些高昂的法律費用不
是亞裔的捐款。 由此可見亞裔對這個有關亞裔切身利益的重大
維權行動的支持度還期待提高。 趙宇空先生用最新的數據告訴
讀者，盡管對藤校的申訴和訴訟還在進行中，但哈佛、普林斯
頓等大學已經明顯提高了錄取新生中的亞裔比例。 這說明維
權是多麼的重要，取得勝利的希望也是很大的。
在講座中趙宇空先生和與會者進行了熱烈的交流，回答了
與會者的若干問題。 有的與會者用自己親自經歷的一些大學錄
取中的不平等待遇說明教育維權的重要性。 有的與會者談到新
任教育部長狄弗斯以及新的教育部有關部門的新領導班子。 趙
宇空先生表示，希望新任教育部長狄弗斯明確禁止高等教育入
學政策采取種族配額、對亞裔設下較高的錄取標准等不平等做
法，對所有族裔報考大學的學生一視同仁。
趙宇空先生以及他領導的亞裔教育聯盟幾年來一直為亞裔
子女的公平入學奔走呼號。 他數次希望更多的亞裔加入這一
維權行動。 他希望某一位剛好在德州的“10%自動錄取”
（或者最新的比例）之外被拒絕錄取的亞裔學生站出來，作為
申訴人由他們提交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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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美萍長篇愛情小說《
趙美萍長篇愛情小說
《轉角遇見愛情
轉角遇見愛情》
》義賣會將於
義賣會將於“
“5、14
14”
”母親節舉行
(本報訊)母親節將至，美麗的愛情小說為這
個母親節帶來一股清泉，慈善的義賣活動讓這
個母親節格外溫暖。著名旅美作家趙美萍最新
長篇愛情小說《轉角遇見愛情》義賣會將於 5
月 14 日母親節當天下午 1 點在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舉行。讓我們一起度過一個意義
非凡的母親節。
2014 年，趙美萍的自傳《誰的奮鬥不帶傷
》在休斯頓舉行過一次盛大的義賣活動，將義
賣所得 1660 美元購買了數千冊圖書，捐給了安

作者趙美萍近照。
作者趙美萍近照
。

徽貧困地區的兩所小學，豐富了家鄉學童的精
神世界。移居休斯頓幾年間，趙美萍一直筆耕
不綴，最新出版的長篇愛情小說《轉角遇見愛
情》已在中國大陸舉辦大型簽書會，在美國德
州安徽同鄉會和幸福讀者聯誼會的積極推動下
，特選於母親節當天在德州休斯敦舉辦義賣會
，以母愛的名義舉辦新書義賣活動，當場簽名
售書，並將當天的所有義賣書款，再次捐給安
徽地區的貧困小學，用於資助寒門優秀學子和
改善學校教學設備。
“這是一部轉角遇見愛
的唯美史詩”、“這是
二次愛情的歷險與修煉
”、“這是趙美萍作品
的一次顛覆之作，題材
特別，著墨大膽，簡直
驚 世 駭 俗 ……” —— 以
上，是國內的書評家們
為趙美萍的新作、長篇
愛情小說《轉角遇見愛
情》所作的評論，無不
驚呼這是趙美萍作品的
一次飛躍和提升。休斯
頓著名作家、評論家陳
瑞琳老師如此評價《轉
角遇見愛情》：我的感
動並不是美萍至情至性
新書《
新書
《轉角遇見愛情
轉角遇見愛情》
》封面
封面。
。

安徽同鄉會4/29舉行燒烤活動

各位老鄉，各位朋友：
春回大地，天氣宜人，德州安徽同鄉會誠摯地邀請您參加 2017 年燒烤
聚餐活動！讓我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和老鄉們一起享用由理事
會為您現場制作的美味燒烤，有烤牛仔骨、豬排、羊肉、香腸、雞翅、大蝦
、雞胗、土豆、紅薯、玉米等美味，還有各種涼拌菜、涼面、鹵雞蛋和水果
等，並有各種游戲娛樂活動，這是一個放松心情、享受美好生活、認識新老
朋友的好機會，希望大家不要錯過哦！
此次活動免費。
時間: 2017 年 4 月 29 日，周六，10:00AM - 3:00PM
地點: Bayland Park – 6400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74
請點擊下面報名鏈接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iLCt9NDKhT-rhFGiynBEV6jBhAvsaB2aYYf2-a1b45WswrQ/viewform?c=0&w=1
期待與大家的見面！
安徽同鄉會 2017 理事會

的語言，而是主
人公對愛情的信
仰！這個世界已
經越來越遠離愛
情了，但是美萍
用她的故事告訴
我們：如果沒有
愛，活著還有什
麼意義？
《轉角遇見
愛情》究竟是怎
樣一部情感奇書
？這部愛情小說
與趙美萍的個人
經歷有哪些交集？若想得知她在創作過程中的
心路歷程，請來她的新書義賣會，她將解答讀
者的所有疑問。活動當天，主辦單位將備有點
心、水果、礦泉水等待客，歡迎朋友們互相轉
告，支持這場愛心活動。讓我們在愛心之路上
相互靠近，溫暖彼此。
主辦單位：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
幸福讀者聯誼會
時間：5 月 14 日（周日下午）1:30pm—3:
30pm
地點：休斯敦華助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
地 址 ：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趙美萍簡介：生於江蘇，長於安徽，從事
文字工作近二十年，曾為國內著名期刊《知音
》雜志社資深編輯、記者。2005 年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自傳《我的苦難，我的大學》，獲得
“QQ•作家杯”紀實文學大獎和最感人作品獎
。2013 年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修訂版自傳
《誰的奮鬥不帶傷》，獲得“2013 年風雲圖書
獎”、“2013 年中國影響力圖書獎”“2013 年
全行業優秀暢銷書獎”、“第二屆國際大雅風
華語文學獎”、江蘇省南通市“五個一工程獎
”等。2016 年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長篇愛情
小說《轉角遇見愛情》，被業界譽為“一部轉
角遇見愛的唯美史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