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7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三
Wednesday, May 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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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中文學校 2017 年春季結業典禮
長青中文學校於上周日在中國城的 Strake
Jesuit College Preparatory 學 校 舉 行 2017 年 春
季結業典禮﹐為該校各年級共七班學生舉行頒獎
儀式﹒圖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處長
黃敏境（後排右三）﹐頒發信班得獎學生後﹐與該校
校長黃嘵明教授（後排左一）及該班老師﹐得獎同
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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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風》武術搏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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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節目介紹

大場面第一品牌
內容介紹：
《武林風》是中國電視界武術搏擊類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頂級欄目，由河南衛視於火力推出，由關
楓主持。新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中華武學的博大精深。繽紛雲集的武術套路、酣暢淋漓
的搏擊場面、深厚濃郁的文化底蘊、名星大腕的現場助陣，使得《武林風》迅速成為各類欄目中
關注的焦點、眾多武術愛好者追逐的熱點，如今已成長為中華武術搏擊類欄目中無可匹敵的第一
品牌。

播出時間：
每周五3點半至5點首播，每周一下午4
時半至5時半與周日凌晨4時至5時半重

圖1：節目花絮

播，敬請關注收看。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五角大樓同意為亞太美軍
增加80億美元軍費

圖2：節目花絮

清楚有多少資金可以馬上用於這項亞洲提案，
但是，他們指出，這筆資金需要五年時間分批

德州州長格萊格·阿伯特說，“德克薩斯強烈

到位。

支持合法移民。合法移民從我們建州伊始就是

在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並基本上

我們州的組成部分。但是合法移民和窩藏那些

特別是在朝鮮半島局勢越來

放棄了奧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後，

犯下危險罪行的人不同。”

越緊張之際。

川普政府還在打造自己的亞洲戰略。但是，分

他補充說，執法機構“不得自行挑選他們要遵

這項名叫“穩定亞太提案”

析人士說，考慮到川普總統目前與中國國家主

守的法律” 。

的計劃，最初由美國參議院

席習近平的關系， 在亞洲擴張軍力的任何計劃

共和黨領導的德克薩斯州立法機構上周在民主

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

都要讓北京放心， 這並不是針對北京的。

黨人、民權機構和代表該州一些大城市的警察

到國會其他議員、美國國防
部長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和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 （美國海軍圖片)。

國會工作人員的話說，目前還不

國對亞太地區更大的承諾，

John McCain）提出，後來得

︱圖：美國副總統彭斯2017年4月24日訪問美軍

《華爾街日報》援引美國官員和

司令哈裏·哈裏斯上將（
Harry Harris）的支持。 不過，支持者們還沒
有提供方案的細節，也沒有告知資金的來源。

德州新法
禁止非法移
民庇護城市

【VOA】五角大樓同意未來五年為亞太地區增

支持者們認為，這項提案類似2014年的“歐洲

加80億美元來加強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力量。這

信心保障提案”。 2014年，在俄羅斯入侵烏

些資金將用於提升美軍基礎設施建設，讓美軍

克蘭後，美國也在當年的國防預算中追加了34

【VOA】美國南部德克薩斯州的州長簽署一項

能夠開展更多的行動，並向亞太地區部署更多

億美元。

法律，禁止所謂的非法移民庇護城市，並威脅

的部隊和艦艇。

川普政府已經提出增加本年度的軍費，並提議

對拒絕遵照聯邦移民機構命令的警察局和警官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這項努力體現了美

為2018財年再追加540億美元。

處以罰款和刑事指控。

局長組織反對的情況下，批準了這部法律。這
部法律將於今年9月1日生效。

︱圖：德克薩斯州州長格萊格·阿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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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稱美投資移民恐生變：
中國投資者“趕末班車”
美媒称，北京房地产高管刘西玉(
音)2016 年承诺向加州的一个房地产开发
项目出资 50 万美元(约合 344.73 万元人民
币——本网注)，希望获得 EB-5 投资者
特别签证，这样他和家人就可以更多地
待在美国了。现在，在一系列欺诈和职
权滥用丑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誓
要收紧移民政策，开展新的审查，这促
使数以千计像刘西玉这样的中国申请人
寻求在更严格的规定落实到位之前获得
签证。
美国《纽约时报 》网站 4 月 28 日
刊登题为《美移民政策恐有变，中国
人慌忙申请“黄金签证”》的报道称
，中国富有家庭，近年来急于通过
EB-5 项 目 获 得 绿 卡 。 2016 年 的 大 约 1
万份投资者签证中，有 3/4 都被中国公
民获得。这个项目有时被称为“黄金
签证”，已经帮助美国的酒店、高速
公路、赌场和其他项目吸引了数以十
亿计的美元。
报道称，但它也引发了对滥用的担
忧 ， 包 括 4 月 洛 杉 矶 一 起 5000 万 美 元

(3.45 亿元人民币——本网注)欺诈案的调
查，这个案件涉及 100 多人，其中包括
中国公民。
该项目让特朗普面临两难困境，一
方面他誓言要收紧移民政策，另一方面
他也渴望促进就业的增长。
在中国，很多签证申请人都希望特
朗普从商业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他们说
自己赞成特朗普收紧移民的政策，但他
们表示要把重点放在非法移民而不是投
资者身上。
来自北京的企业家李静(音)在两年
前申请了投资移民签证，她表示，美国
让非法移民留下，却把通过合法手段寻
求签证的中国投资者拒之门外，这很不
公平。
李静在乔治亚州的一个高速公路项
目中投资了 50 万美元以便获得绿卡，以
便与她正在该州一所军事院校学习的儿
子在一起。她说，中国城市的房地产市
场很繁荣，所以人们出售房屋并用这些
钱来投资比较容易。
“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教育，”她说

。“中国的父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来为下一代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好东西
。”
报道称，EB-5 项目成立于 1990
年，它允许外国人及其直系亲属在美
国申请永久居留权，但他们需要在农
村地区或失业率高的地区投资 50 万
美元，至少产生 10 个工作岗位，或
者也可以选择在其他区域投资 100 万
美元。这个项目非常受欢迎，以至于积
压了 2 万多份申请，最长要拖五年绿卡
才能批下来。不过很多中国人说他们愿
意等。
23 岁的魏驰(音)两年前因雇主无法
办理工作签证而申请了 EB-5 签证。他父
母来自中国南方城市广州，他们提供了
50 万美元，让他在华盛顿投资了一座公
寓大楼。
报道称，魏驰是一名管理顾问，现
在靠留学生签证留在纽约，他说：“我
现在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
一些立法者也担心，EB-5 项目以农
村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令大城市获益

——鉴于特朗普在农村地区获得的政治
支持，分析人士指出，他可能会对这个
说法很敏感。
报道称，有些人建议不要取消该项
目，而是将投资的最低金额从目前的 50
万美元提高到 135 万美元(约合 930.76 万
元人民币——本网注)。其他人则认为应
该鼓励在农村投资，为他们留下一部分
签证。
特朗普政府对该项目的未来仍然保
持沉默，不过一些分析师认为，鉴于他
在房地产业方面的背景，特朗普可能会
支持该项目。
“这可能是他们唯一愿意接受的移民

项目，”康奈尔法学院的移民发教授史蒂
芬· W· 耶尔-勒尔表示，“如果设计得当，
它可以为美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
律师表示，由于预计特朗普政
府会修改这个项目，过去几个月里
，来自中国投资者的申请数量出现
了飙升。
北京移民律师顾欧文(音)说：“很
多人担心这将是他们获得更好交易的最
后机会了。”
房地产高管刘西玉表示，他将继续
等待签证，但他说：“如果特朗普总统
真的想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他必须让中
国投资者走进门。”

H-1B 中簽者莫掉以輕心
律師提醒：移民局審查趨嚴
美国不少协助留学生申请 H-1B
的律师事务所都表示，今年的中签率
不错。但移民律师提醒，今年特朗普
强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H-1B
签证审核的过程会更加严格，呼吁雇
主、雇员做好准备。
2018 年度的 H-1B 工作签证抽签
已经四月初完成，移民局表示，今年
申请件数略为下降，约 19.9 万份申请
，比去年的 23.6 万份，减少近 4 万份

。这也是近五年来，首次 H-1B 工作
签证申请人数下降。律师王崧峰表示
，今年所在律所的硕士学历申请者，
几乎全部都抽到，而学士学位申请者
，也只有一位没有抽中。
他表示，不要以为抽到 H-1B，
就可以放松心情。“这只是确定移民
局会进一步审查申请者提交的文件。
”他指出，特朗普在 4 月 18 日签署的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行政命令，

就强调未来美国政府仅核发 H-1B 签
证给该领域中最具备高度技巧的外国
人才，而不是透过 H-1B 签证制度，
让美国公司轻易取得廉价外籍劳工，
进而剥夺美国劳工的工作机会。
他指出，预计今年移民局会随机
到公司所在地进行抽查，了解员工是
否真的在该公司工作；雇主发的薪资
，是否达到 Prevailing Wage 的标准
；也会审视员工是否确实为高学历，

欧盟敦促各国取消
申根区内部边境检查
据西班牙《欧华报》援引《世界报》
编译报道，欧盟委员会日前表示，申根区
内部边境管制或将延长六个月，并要求有
关各国在 11 月之前全面取消为应对难民而
实施的临时出入境检查。
欧盟委员会要求奥地利、德国、丹麦
、瑞典、挪威等国逐步向难民开放边境，
转而采取其它安全措施。其中，挪威虽然
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属于申根区。
欧盟委员会主管移民、内部事务
与公民事务专员表示：“我们将会提
出具体切实的步骤，在六个月内让申
根区重新运转起来，逐步取消申根区
内部边境管制，在边境线和交通要道
上合理部署警力进行检查，达到同样
的安全等级。”
据悉，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怖袭击发生
以后，欧盟委员会于当年 12 月起草了《申
根边境法(修正案)》，欧洲理事会和欧洲
议会表决通过后，于今年 3 月 18 日发表在
《欧盟官方公报》上，4 月 7 日，该修正案
正式生效，欧盟全面加强申根区外部边境
管控，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

与此前的《申根边境法》相比，该修
正案最大的变化是，对所有出入欧盟的人
员实行全面而系统的检查。而在此之前，
这种彻底的检查只针对进入欧盟的非欧盟
公民。也就是说，4 月 7 日以后，人员通过
申根区的海、陆、空边界，无论入境还是
出境，无论欧盟公民还是非欧盟公民，都
必须接受全面系统的检查。受该法案影响
，巴塞罗那埃尔普拉特(El Prat)机场严查护
照，排起了长队。
出于安全担忧，欧盟内部多国均在申
根区内部设置出入境检查。涉及奥地利和
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之间的边境，德国和
奥地利、丹麦之间的边境，瑞典边境的厄
勒海峡大桥(Oresund)，以及挪威与丹麦、
德国、瑞典接壤的边境。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 蒂默曼斯
(Frans Timmermans)表示：“在我们的共同
努力下，欧盟外部边境现在更加稳固和安
全。我们一样可以通过努力重现内部边境
的安全和自由移动。因此，六个月内，我
们会彻底恢复申根区，取消任何内部边境
管制。”

或具备特定技术或智能。联邦官员在
到访期间，也会了解公司的招聘过程
，是否优先招聘美籍员工。
据了解，移民局可能针对的公司
包括成立时间较短，雇用人数少的企
业。由于这些公司提供给移民局的数
据较少，容易被怀疑。第二是企业中
H-1B 劳工占总员工数一半或以上，
移民局会对这类企业在招聘时，是否
有以“美国优先”进行调查。

第三类就是大量外包企业，不少
印度软件外包企业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由于这类企业占据了大量的 H-1B
名额数量，会成为调查目标。
律师王崧峰表示，虽然这是一直都
有的规定，只是今年的访查或会更多。
他呼吁雇主一定要在合法合理的
范围内，聘用所需之外移劳工，为自
己的公司加分。如有需要，应尽早与
律师事务所联络。

德內政部長欲推“主導文化”
強制移民德國化遭轟
在德国大选选战日渐升温之际
，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日前抛出
的一份具有十项标准的德国“主导
文化”(Leitkultur)清单引发德国朝野
各界强烈质疑。
4 月 30 日出版的德国《星期日图
片报》刊登了对德迈齐埃的专访。
德迈齐埃在文中建议，应当对“何
谓德国的主导文化”展开广泛讨论
。
德迈齐埃同时给出了自己对
“德国主导文化”的十项定义，当
中包括“报出自己的名字”、“见
面握手”、“露出自己的面孔”以
及崇尚教育的价值、对在竞争中取
得成绩感到自豪等。德迈齐埃定义
的“主导文化”还涉及“我们是受
到启蒙的爱国者”、对一些地点和
历史事件具有集体记忆等内容。
德迈齐埃警告称，对于那些来
到德国并有望留下来的人，如果拒
绝掌握上述“主导文化”，甚至排
斥这种文化的话，“那他们恐怕就
很难成功地融入了”。
尽管在专访中并未直接点出某

一族群或宗
教的名字，
但德迈齐埃
在十项标准
中的第一项
所使用的排
比句“我们
是一个开放
的社会。我
们露出自己
的面孔。我
们不是蒙面
罩袍(的穿戴
者)”指向性已十分明显。
上述言论发表后，同时引发了
来自执政联盟内部和反对党的强烈
批评。
与德迈齐埃所在的基民盟联合
执政的社民党副主席舍费尔-京贝尔
批评德迈齐埃的做法是“一场令人
难堪的表演”。基民盟前秘书长波
伦茨则指出，强制推行一种“主导
文化”在德国《基本法》(即宪法)中
没有法律依据。
在德国大选战鼓已擂响的背景

下，反对党自民党主席克里斯蒂安·
林德纳认为德迈齐埃此时提“主导
文化”实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认
为，德国的“主导文化”应该就是
《基本法》，因为这是对所有人都
开放的。
绿党主席西莫内· 彼得直斥德国
“需要的不是讨论‘主导文化’”
，而是拥有一套“能够促进移民融
入、调查极右翼组织网络、严肃对
待伊斯兰极端主义危险分子的国内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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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大學調查報告：：休斯頓未來人口趨勢和全美吻合
萊斯大學調查報告
（本報訊）由萊斯大學 KINDER 城市研究機
構做出的第 36 屆休斯頓地區調查報告顯示，休斯
頓繼續保持多元族裔特色，但同時族裔之間的不
同觀點和隔閡也依然相對存在。
此次調查也是在美國總統川普新執政團隊上
台後，同時也伴隨著大量對移民，特別是非法移
民的批評議論後進行的。
該年度調查包括對 1629 名來自哈瑞斯郡，福
遍郡以及蒙特格瑞郡的電話問詢，力求全面反映
不同族裔，年齡和性別構成，顯示出休斯頓多元
族裔人口趨勢和經濟生活等各個方面的狀況。
據統計數字，1980 年，休斯頓白人族裔占城
市總人口比例為 63%，20%為非裔人口，16%為
西裔人口。而在最近的人口調查中，休斯頓 40%
以上的人口為西裔人口，三分之一為白人，非裔
比例佔 18%，亞裔比例為 8%。
調查顯示，未來三十年，休斯頓人口構成比
例將會發生更大變化，哈瑞斯郡 20 歲以下人口將
由西裔占主體，
而 65 歲 以 上 的
人口中，白人所
佔據的比例最大
。專家指出，休
斯頓未來的人口
趨勢和美國未來
的人口趨勢亦步
亦趨。
此次萊斯大
學的調查主要包
括三個問題：
首先，如何
認為移民對美國
經濟的貢獻大於
他們的所獲？有
63%的調查民眾
對此持正面的觀
點，認為移民的
貢獻大於索取，
這 個 結 果 比
2010 年 的 45%
的比例大有增長
。
同時，80%
的調查者也同意
非法移民可以通
過正當的渠道來

申請美國公民，條件是能夠以英文交流並且沒有
犯罪記錄。
由於近年來警務人員射殺非裔人員的案件不
斷發生，今年的報告主要是調查不同族裔和警務
人員的關係，95%的白人表示在遇到突發事件後
，願意打電話尋求警方的幫助，而非裔僅有 75%
的被調查者願意和警方進行接觸。
調查中也顯示，非裔和警務人員的關係仍存
在顯著隔閡，低於 50%的非裔和白人在調查中對
兩個族裔之間的關係持積極態度。在選擇居住社
區方面，白人族裔對遷入以拉丁族裔或是非裔為
主的高質量學區和低犯罪率社區表示猶豫。
此外，針對教育和就業問題，族裔之間的觀
點分歧也體現在去年總統大選中川普的支持者以
及希拉里的支持者當中，超過一半的川普支持者
宣稱，沒有高學歷依然可以在當今的商業經濟中
取得成功，而贊成這個觀點的希拉里支持人當中
的比例僅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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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西班牙火山葡萄園島嶼震撼景觀

西班牙蘭薩羅特，
西班牙蘭薩羅特
，攝影師 Karolis Janulis 航拍蘭薩羅特風光美景
航拍蘭薩羅特風光美景。
。
這裏壹道獨特的風景線就是火山葡萄園，在黑色的火山灰上種植葡萄
這裏壹道獨特的風景線就是火山葡萄園，
在黑色的火山灰上種植葡萄，
，
這裏的景象更像是在月球上。
這裏的景象更像是在月球上
。細細的火山灰在成片的圓圓的魚鱗坑裏
細細的火山灰在成片的圓圓的魚鱗坑裏，
，
滋潤著坑底的葡萄秧子。
滋潤著坑底的葡萄秧子
。這裏的葡萄酒味道格外好
這裏的葡萄酒味道格外好，
，因為它是用火山灰
裏長出來的葡萄釀成的。
裏長出來的葡萄釀成的
。

重重 9克
0 美元
2 拉估價達 200萬
世界最大心形鉆石將拍賣

加拿大魁北克壹小鎮遭遇洪水
民眾出行靠劃船

加拿大魁北克加蒂諾遭遇洪水襲擊，
加拿大魁北克加蒂諾遭遇洪水襲擊
， 過膝的大
水給當地民眾的生活帶來不便。
水給當地民眾的生活帶來不便。

瑞 士 日 內 瓦 ， 世 界 最 大 心 形 鉆 石 ——92 克 拉 的 D 色 無 瑕 疵 "La
Legende"鉆石即將由克裏斯蒂拍賣行拍賣，
Legende"鉆石即將由克裏斯蒂拍賣行拍賣
，估價達 2000 萬美元
萬美元。
。

大話經濟

揭秘全球首架 787 夢想商務機

收費 50 萬元/小時

預定。在亮相之前，這架 787 曾
進行了長達 2 年半的客艙內部設
計和裝潢，並由法國頂級設計師
操刀。經過漫長的準備，才使得
“夢想商務機”剛在香港亮相，
就被稱為“世界上最完美的公務
機”。
“過去對公務機的概念有壹
種偏差，認為這是壹種豪華的富
人用的東西，但其實它的核心在
於時間和效率，所以我們給公務
機的定義是：為高端商旅人士提
供的壹種更為便捷的交通方式，
以提高工作效率。”張鵬說。
2016 年底刷爆朋友圈的壹篇
文章《王健林的壹天》，王健林
24 小時內去了兩個國家、三個城
市，飛了 6000 公裏，簽約 500 億
合同，這是只有乘坐公務機才可
能實現的行程。王健林所乘坐的
是灣流 G550。
跟灣流 G550 壹樣，787 也絕
非“花樣文章”，它的實用功能
更為強大，該飛機擁有 30 座，連
續 飛 行 18.5 小 時 ， 基 本 是 全 球
“壹站直達”，特別適合大型團
隊的商旅出行。
張鵬表示：“現在我們正在
考慮進壹步提升自己，在世界上
提升名號的問題。這個時候，打
造壹個‘真正出色’的、‘超越
國際水準’的產品至關重要，因
為世界級的產品就是壹個世界級
的品牌的基礎。”
為打造這個“真正出色”的
“世界級”產品，金鹿公務從海
揭秘
乘坐787夢想商務機50萬/小時 航範圍內選用最好的飛行員和服
2016 年 9 月 19 日，全球首 務人員，並且專門制定了七星級
架 787 夢想商務機在香港正式加 的服務標準。
“我們為客戶提供的是壹對
入金鹿公務機隊，開始接受包機
近日，亞洲最大的公務機公
司“金鹿公務”推出“香港=大
溪地夢想之旅”。除了免費享用
當地最頂級五星酒店 7 晚的總統
套房外，乘客將可乘坐全球唯壹
的 787“夢想商務機”，由香港
直飛往返大溪地。
2016 年 9 月 19 日，這架 787
夢想商務機在香港正式加入金鹿
公務機隊，220 平米寬敞的內部
空間，萬米高空享受到四季酒店
的美食，在臥室裏欣賞全世界只
有 4 頂的 Primrose Tiara 王冠，
這架 787 壹亮相就被稱為“世界
上最完美的公務機”。
“公務機的本質是效率工具，
而我們的運營也是‘Anytime，
Anywhere’ ， 只 要 我 的 客 戶 有
需要，我們就會安全、快捷、舒
適的把他們送往世界各地。過去
我們曾經服務過前任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金融大亨索羅斯、通用
汽車總裁，以及沙特、阿聯酋、文
萊王室等等，而這架787夢想商務
機也是服務於類似的高端商旅需求
。”近日，金鹿公務董事長張鵬在
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說。
在張鵬看來，由海航集團引
進並交由金鹿公務管理運營的這
架 787 夢想商務機是金鹿公務戰
略升級的壹個契機。面對正在恢
復的全球公務航空市場，金鹿公
務欲打造壹種全新的商業模式，
目標劍指全球公務機老大。

壹的‘旅行管家’服務，與普通
航班的客艙空中服務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我們還包括制定行程、
生活建議等，相當於是負責客戶
商旅出行的助理。”張鵬說。
據了解，能在這架飛機上服
務的乘務人員不叫空姐，而叫“旅
行管家”，這在業內也是首創。
“旅行管家”不光要有曾經
在 5 星級航空公司服務頭等艙的
成功經歷，熟練掌握壹門外語，
而且還必須能通過金鹿公務給這
架飛機特別制定的七星級的服務
考核。旅行管家還要求具有較高
的審美品位，設計創造力，且有
壹項以上高雅品味專長(茶道、插
花、品酒等)；對美食及酒類有豐
富的認知。
“公務機運營其實只是交通
方面，而‘旅行’則是從妳走出
家門那壹刻就開始。今後我們就
是要以‘旅行’為範疇，把每次
旅行都服務到像壹個藝術品壹
樣。”張鵬說。
當然，787 的服務價格也不
菲。公務機在對外服務時是按小
時計價，灣流 G550 的收費標準
約為 10 萬元/小時，而 787 夢想
商務機則達到約 50 萬元/小時。
但盡管如此，現在“夢想商務機
”的飛行排期還是排到了 6 月份
。
模式
布局“微笑曲線”兩端
目前在國內，大部分的公務
機公司還是以傳統的“托管”模
式為主。所謂托管，就是公務機
公司幫助公務機的所有者運營公
務機，飛機所有人提出飛行需求，

公務機公司執行，公務機公司收
取托管費來獲得收入。
相比於包機來說，托管利潤
率較高。壹個流行說法是，公務
機壹年“養機費用”大概是 2000
萬。根據張鵬的說法，托管費只
是其中壹小部分，而維修、加油
費用是客戶另外掏的，所有費用
加起來，大概是這個數字。
以金鹿公務為例，在其 90 余
架公務機當中，2/3 的飛機屬於
托管，其余為公司自有，通過對
外包機來獲得收入。
不過，無論是利潤率較高的
托管模式還是包機模式，在公務
機產業鏈中都處於“微笑曲線”
的最底部。“盈利高點其實都在
微笑曲線的兩端，比如維修、地
面代理、FBO、技術咨詢、公務
機租賃買賣，國內大部分企業其實
都沒有能力同時做。”張鵬說。
為實現全產業鏈布局，2012
年金鹿公務、大新華航空技術與
灣流公司簽署公務機 MRO（即
英 文 Maintenance， Repair &
Operations 的縮寫）合資項目，
標誌著中國第壹家專業的公務機
MRO 誕生，這也是灣流公司在
全球區域內的首家合資企業。而
自 2010 年起，金鹿公務也開始
進入 FBO 領域，經營著中國最大
的FBO網絡，並單獨成立了地面
服務公司。另外，他們也擁有中
國最優秀的二手機交易團隊。
不斷擴展上下遊產業鏈的金
鹿公務並未放松對於基礎業務的重
視，市場份額、托管飛機數量年年
增長。“但其實托管和包機業務是
客戶的入口，就像做百貨，利潤其
實不在百貨本身。”張鵬說。
除了提供硬性的設備服務之
外，金鹿公務還將目光瞄準附加
值更高的軟性服務類產品。
“公務機運營更多將成為公
司業務中的壹部分，而不再是全
部，今後高端定制商旅產品等軟

性服務類產品將成為新的收入增
長點。”張鵬說。
以“香港=大溪地夢想之旅”
為例，乘客可以選擇直飛或者再去
其他目的地，而金鹿公務則免費贈
送大溪地瑞吉酒店7晚總統套房，
也可滿足客戶的其他需求。
金鹿公務的這壹布局得益於
母公司海航集團的完整產業鏈布
局。新京報記者註意到，這家瑞
吉酒店系海航集團旗下。
“類似的資源還有很多，海
航集團的全產業鏈資源，是其他
人很難擁有的。”張鵬說，金鹿
公務剛成立的時候，大部分員工
來自海航，現在雖然外部引進人
員多了，但海航的基因已經根植
在這家公司。海航集團的背景，
明顯為金鹿公務在人才和文化上
提供了很大支撐。
布局
國內市場調整，戰略重點轉
向國際
近年來，海航集團在國際上
多方位擴張，獲取了很多優質
資源，而現在恰巧進入了壹個資
源的整合階段。金鹿公務就是以
此為依托，提出了“讓旅行成為
藝術”這壹全新的品牌理念，將
觸角擴展到高端商旅所需要的方
方面面。
金鹿進軍海外市場的戰略也
與母公司海航集團相壹致。
公開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地
區公務機市場自 2010-2012 年呈
跨越式增長，機隊年復合增長率
達 22%，自 2013 年開始增速放
緩至 4%。就在此時，國家提出
“壹帶壹路”的政策方針。
在國內步入調整階段的同時，
金鹿公務將目光轉向國際市場。
“國內公務機的周期性調整對全
球幾乎沒有影響，國際仍有機會，
而且當時國家提出了‘壹帶壹
路 ’，所以我們就決定進行戰略

調整，將重點從國內放到國際，
加速 國 際 化 進 程 ， 對 境 外 的 產
業鏈進行延伸。”張鵬說。目
前金鹿公務在全球公務機行業
排 名 前 五 ， 金 鹿 的 目 標 是 做到
全球第壹。
壹位航空業內人士表示，隨
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涉華政
務和商務需求都在提升，金鹿公
務向外發展的轉型思路其實針對
的也是這部分市場。對於金鹿公
務來說，在海外發展應以國際合
作為主，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夠
獲得海外公司在當地市場的品牌
影響力。
近幾年來，金鹿公務旗下出
現了壹批新成員：2016 年 7 月，
金鹿公務收購 Asia Jet，同年 12
月完成對全球第二大公務航空地
面服務公司 UAS 的控股。2017
年 4月，金鹿實現了在歐洲的布局
，在根西成立了 BAS Guernsey
。
Asia Jet 總部位於香港，自
2008 年創立以來已發展成為本地
領先的定制化商務航空服務公
司 。UAS 於 2000 年成立，擁有
休斯頓、約翰內斯堡、香港、迪
拜四個洲際總部，為 23 個全球旅
行目的地提供以公務飛行為主的
地面旅行保障服務。
事實上，787 夢想商務機也
是率先在國際市場投入運營。據
張鵬透露，金鹿公務常年會在中
東地區停放壹架飛機，目的就是
為了服務中東地區的客戶。
2016 年，金鹿公務的戰略轉
型初見成效，全球排名進入前五，
連續獲得“世界最佳公務機公司”
和“國際飛行安全獎”大獎，而且
取得了歷史性的盈利。
“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在不
久的將來，代表中國，成為引領
世界的高端商旅服務品牌。”張
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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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hner Companies Apologizes For Touting U.S.
Presidential Family Ties In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from decisions Trump makes with regards to the
government’s EB-5 program, which grants visas to
foreigners investing at least US$500,000 in designated
US projects. Kushner resigned from his position in the
company in January.
“In the course of discussing this project and the firm’s
history with potential investors, Ms Meyer wanted to
make clear that her brother had stepped away from the
company in January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project,” Kushner Companies said in a statement.
-----------------------------------------------------------------

January 05, 2015
Jared Kushner Pays $27M
For Jersey City Site
Developer earlier planned to put up pair of
A sign is seen outside an event where
Nicole Kushner Meyer, the sister of White
House senior
adviser Jared Kushner,
was promoting a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on May 7. (Photo: AFP)
A property developer owned by relatives of the
US president’s son-in-law and senior adviser Jared
Kushner has apologized for touting the Kushner
connection at an investor presentation in China.
Kushner’s sister, Nicole Kushner Meyer, took to the
stage at Beijing’s Ritz-Carlton hotel on Saturday as part
of a ¬tour of mainland cities to attract wealthy Chinese
investors into a New Jersey luxury development with
the chance of getting a US green card in return.
“In 2008, my brother Jared Kushner joined the family
company as CEO, and recently moved to Washington
to join the administration,” Kushner Meyer said at the
Kushner Companies conference,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Kushner family woos Chinese for New Jersey property
project with chance of US visa
The Beijing event promoting One Journal Square
sparked discu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whether
Jared Kushner’s family’s business would benefit

60-story buildings on One Journal Square lot
Jared Kushner’s Kushner Companie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KABR Group, paid $27 million for a vacant
Jersey City site jus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firm’s
planned 40-story residential tower.
The two-acre site at One Journal Square was at the
center of a long-delayed plan to construct two 60-story
towers holding 1,500 rental units and 150,000 square
feet of retail space. Kushner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he
will soon unveil plans for the site that “will help drive
the city’s continued renaissance.”
Multi-Employer Property Trust and Washington, D.C.based real estate firm Landon Butler were developing
the One Journal Square buildings, once expected to be
called the City Centre Towers. Plans were repeatedly
delayed after the Hotel on the Square was demolished
in 2009.
Kushner and KABR are also jointly developing the
tower at 30 Journal Square, the former home of the
Jersey Journal, and a 50-story residential tower at 65
Bay Street in downtown Jersey City.
-----------------------------------------------------------------

The One Journal Square property located in
New Jersey.
“Kushner Companies apologizes if that mention of her
brother was in any way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to
lure investors.”
While some US Congress members have been calling
for changes to, or full expiration of, the EB-5 program
for several years, legislation signed by Trump last
week keeps the program intact until September 30.
During her seven-minute speech at Shanghai’s Four
Seasons Hotel on Sunday, Kushner Meyer did not
mention her brother or Trump, talking instead about
her family’s history since her grandparents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refugees in the 1940s.
The roadshow events are jointly organized by Kushner
Companies, which Jared Kushner was associated with
until he joined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is year, and
mainland migration agency Qiaowai. Similar events
will be held at the InterContinental in Shenzhen on
May 13 and the Four Seasons in Guangzhou on May
14.
The EB-5 program has become more controversial
as uptake began to surge in recent years, particularly
among Chinese investors looking for a faster way to
secure US green cards relative to wait times for those
seeking visas based on job qualifications.
The program designates private entities including
property developers as “regional centr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create jobs with
the projects they
undertake
with
money
they
collect
from
foreign investors.
The investors and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in turn,
are eligible for
visas , which
can then become
green cards.
“The [EB-5 visa]
program, which
has been replete
with fraud and
abuse,
allows
foreign investors
to obtain a green Jared Kushner (left) and wife
card and eventuallyIvanka Trump and President
citizenship
inTrump.
exchange for a
US$500,000 or US$1 million investment that creates
at least 10 jobs,” Chuck Grassley, a Republican
Senator representing Iowa, said in a statement three
months ago.
“The lower investment level is intended to spur
investments in rural and high-unemployment areas.
However, the program lacks a reliable or verifiable
way to measure job creation. Furthermore, many of
the wealthiest areas in America have been inaccurately
designated as ‘high-unemployment’ in order to
allow investors to obtain a green card for the smaller
US$500,000 investment.”
Nearly 7,000 EB-5 visas were issued to Mainland
Chinese investors last year, making them the number
one nationality in the allocation, according to State
Department data. At 234, South Korean investors were
the second largest group. (Courtesy www.scmp.com/
news/china/society/article)

Chinese
“Green Cards”: A Win-Wi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origin. The threshold can be further lowered.
The five-year special visas Guangdong province has
issued to foreigners of local origins allowing multiple
entry-exits should be extended to all foreign talents of
Chinese origin.(Courtesy www.chinausfocus.com/)

Related
China Will Roll Out New 'Green Cards'
With Smart ID Chips For Foreigners
This Summer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nnounced on Monday that as part of its
reform plan permanent residence certificates
for foreigners will be renamed "foreigner's
permanent residence identity cards" and
embedded with machine-readable chips of
inform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cent decision to issue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ce Identity Cards” to
foreign nationals working in China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in facilit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talents. The change is not just in name, from the
previous “residence permit” to the present “residence
ID”. The new ID cards are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ID
cards for Chinese citizens in functions in everyday use.
Prior to this, the Chinese “green cards” were more like
long-term visas, unrelated to the correspond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well as conveniences they’re supposed
to bring.
Besides reforms at the national level,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dong have already made breakthroughs
since 2015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green card”
regime. In general, experiments have concentrated
on “through-train” “green card” issuance for highcaliber talents of foreign nationalities, points-based
“green card” issuance, transition from employmentbased residence permit to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
and permit issuance schemes incorporating market
mechanisms. There have been three major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green card” regime: The subjects of
service have expanded from system insiders, or state
sectors, to various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qualifying criteria have extended from position and
professional titles to tax contribution, and salaries;
and there has been more emphasis on providing
convenience for exit and entry as well as permanent
residence.
From 2004, when the permanent-residence permit
system was first adopted, to 2013, only 7,356 foreign
nationals reportedly received Chinese “green cards”.
In 2016 alone, 1,576 were reportedly issued, almost

tripling the previous year’s total. Take Beijing for
example. The city issued more than 1,700 “green
cards” from 2004 to 2015, fewer than 150 a year. In
2016, 460 were issued.

Hoping to attract even more of the right kind of
foreign talent, 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and
updating its "green cards" for the modern worl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nnounced on Monday
that as part of its reform plan permanent residence
certificates for foreigners will be renamed "foreigner's
permanent residence identity cards" and embedded
with machine-readable chips of information, just like
the identity cards given to Chinese citizens. Hooray!
The new cards will allow foreigners more easy access
to various social services in China, like purchasing
train and air tickets or doing business at banks.
The update is expected to be rolled out before
the end of June.
While Chinese "green cards" used to be incredibly

Considering the constant breakthroughs in Chinese
“green card” policies, application will be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and the cards’ functions will be
further enriched, and it will be easier for overseas
talents to work or conduct exchanges in China.
But the present system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We
therefore mak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Build an immigration bureau so as to improve our
country’s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Integrate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unify administration of visa, residence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for foreign nationals, and put
the bureau in charge of overseas talents introduction,
immigrant rights guarantee, and integration.
2. Set up service outlets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application, further propose, exempt them from the
requirement for pre-application stay in China,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hinese “green cards" functions
in talent introduction.
3. Offer mor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overseas
Chinese talents. The Zhongguancun area in Beijing has
issued “overseas Chinese cards” to foreign Ph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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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to come by, it seems that they are handing
them out to just about anybody nowadays, relatively
speaking at least. In 2016, 1,576 foreigners became
new permanent residents of China. That's up 163%
from the previous year, according to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ese "green cards" have gone to
investors, executives, tech experts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also been cracking down
on less-skilled laowai, introducing a ranking system
judging expats based on their "talent" and banning
non-native English teachers from teaching in some
regions. (Courtesy shanghaiist.com/)

休城僑社
星期三

2017 年 5 月 10 日

Wednesday, May 10, 2017

B8

母親節全家外出走走
花小錢就能討媽咪歡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迎接一年一度的母親節，為人
子女表孝心除花時間挑選母親節賀禮外，趁著難得的周末假
日，全家出外踏青，帶著媽咪享受專屬節慶，不用花大錢就
可以討媽咪歡心，也是不錯的母親節慶祝方式。
為歌頌母愛偉大，休士頓母親節系列活動提早開跑，5 月
12 日 ( 周 五) 上 午 11 時 至 晚 間 7 時 ， 在 中 城 區 (Midtown) 的
Bagby Park 有一場 「母親節市集」 (Mother's Day Market)，
現場將有許多專為母親節打造的手工藝品或飾品等在此地販
售，屆時會匯集許多本地藝術家及音樂表演，還沒想好要送
什麼禮物，不如全家大小一起來走走逛逛，挑選合適的禮品
吧。
挑選寵愛媽咪的母親節賀禮，不如送上應景花束，不僅
能表心意，也能即刻傳情。5 月 12 日(周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在 The Square at Memorial City Mall，將有 「母親
節花束示範」 (Mother's Day Flower Arrangement Demonstrations)， 邀 請 民 眾 一 起 來 向 休 士 頓 花 卉 學 校 (Houston
School of Flowers)學習如何包裝出最漂亮的母親節花束。活
動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同樣在周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為推廣亞裔傳統文化，舉辦 「亞
裔 文 化 遺 產 工 作 坊 」 (Asian Heritage Cultural Discovery
Workshops)，活動將有書法展示、剪紙、摺紙、太極功夫和
茶道示範。對亞裔傳統文化有興趣的民眾，入場費 25 元，可

全家大小一起來學習亞洲文化，寓教於樂，增進全家人情感
。
為歡慶 5 月亞裔傳統月，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同樣於周六上午 10 時至晚間 6 時舉辦亞洲節
(AsiaFest)，慶祝亞裔與太平洋島嶼文化遺產，現場將有許多
亞洲傳統表演活動，活動免費入場，適合全家大小一同參與
，帶著媽媽一同享用美味食物、餐車美食，欣賞文化藝品、
文化表演，感受藝術之美，共享佳節。
此外，想要送漂亮花束給母親的子女們，不少美資和華
資花店業者早已蓄勢待發，應景的花卉盆栽及絨毛布偶裝飾
品充滿貨架上，準備搶搭這一波母親節列車。
鄰近中國城的美資連鎖超市 HEB 的花卉部門經理華人
Judy 表示，除了母親節必備花款康乃馨搶手外，玫瑰、繡球
花、百合等大型花卉都滿受顧客歡迎，另外有顧客怕花易凋
零，偏好幸運竹、蘭花、桌型盆栽、吊籃等喜氣開花植物，
送禮自用兩相宜，詢問度都超高。
花卉新鮮供應最芬芳，為方便民眾購買，Judy 建議民眾
使用網購(Online order)方式下單，當天取貨最方便。但她也
說， 「當天現場購買其實最好」 ，因為天氣漸暖，賣場有冷
氣控溫，戶外室溫高，若提早購買，新鮮花卉易受高溫而枯
萎。 「到時現場會有各式各樣的花卉組合，民眾不需等待，
看中的就可直接帶走。」

母親節也可以帶媽媽參加花束包裝活動，
母親節也可以帶媽媽參加花束包裝活動
，送花表心意
送花表心意。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鄰近母親節，
鄰近母親節
，帶著媽媽享受戶外活動
帶著媽媽享受戶外活動，
，慶祝佳節
慶祝佳節。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
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
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
提供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2017 年全新上線，
帶領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進入新紀元。
「今日美國」 網站(www.today-america.com)升級原有美
南新聞網站，以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供最強大的
實用的資訊平台」 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成為
全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美國教
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給讀者最在地
的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 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
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
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
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
另外，美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
與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

者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 15.3 頻道每周七天，持續
每天 24 小時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
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
豐富的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
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
且多樣化，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
可透過網站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美南麥
當勞教育展和春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
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相關資訊，持
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另外， 「今日美南」 微信公眾號也開通，
眾多即時新聞每天推送，觀眾可掃描 「今日美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
今日美國網站二維碼。
今日美國網站二維碼
。
南」 二微碼，關注微信公眾號更方便快速，美
day-america.com」 網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
南國際電視和微信也會每星期定期舉辦抽獎，敬請隨時關注本 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
台，好禮大放送。
疑 問 可 電 洽 281-498-4310 或 直 接 至 本 報 社 11122 Bellaire
讀 者 只 要 搜 尋 「 今 日 美 國 」 ， 或 輸 入 「www.to- Blvd., Houston, TX 77072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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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國際科技合作休斯敦座談會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定於 2017 年 5 月 14 日 在
休斯敦奧姆尼酒店召開科技項目對接座談會，歡
迎河南省徐濟超副省長及教育、科技部門負責人,
鄭州市長等訪問休斯敦，並推動美南地區與河南
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開展創新合作，休斯
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陳宏生參贊等將出席
。
座談會也正在向科技界征集專家學者共同參
與到這一次的活動。報名參加座談會演講者請在 5
月 10 日前發送簡歷和項目介紹給總領館科技組黃
河領事。電子郵件：huanghe1976@hotmail.com
， CC:xinxin.li@uschinainnovation.org。 郵 件 標 題
： 『姓名』 -河南省國際科技合作座談會報名
感謝您的大力支持 ！
一、會議時間：2017 年 5 月 14 日上午 10:00
– 12:00
二 、 會 議 地 點 ： 休 斯 敦 奧 姆 尼 酒 店 （Omni
Hotel）二層 Colonnade Salon A 會議室（地址：4
Riverway, Houston, TX 77056）
三、會議議題：
1、科技項目合作簽約；
2、河南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情況及需求介
紹；

3、休斯敦創新機構、華人專家與河南開展創新合 負責人，有意與河南省企業合作或入駐河南園區
二、河南省及鄭洛新領導
作的建議；
一、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徐濟超 河南省政府副省長
4、科技項目對接討論。
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是中原地區的高 李華僑 河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副處級秘書
四、會議日程：（現場將配同聲傳譯）
科技產業中心，是國務院批准的第 12 個國家級自 王雪
河南省科學技術廳對外科技合作處調研
9:30-10:00 嘉賓簽到
主創新示範區，也是河南省體制、機制創新的重 員
10:00-12:00 河南省國際科技合作座談會
要示範基地。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依托鄭 常林朝 河南省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
1、河南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情況及需 州、洛陽、新鄉 3 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舉 文廣軒 鄭州市科學技術局局長
求介紹；
全省之力將其建設成為具有較強輻射能力和核心 任常山 洛陽市科學技術局局長
2、8-10 位華人專家、創新機構負責人做重點 競爭力的創新高地。
劉玫琳 新鄉市科學技術局局長
發言，每人 10 分鐘（發言人員另行通知）；
2016 年 5 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 程志明 鄭州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市長
3、與會代表補充發言和討論；
下發文件支持鄭州、洛陽、新鄉三個國家高新技 常繼紅 鄭州市航空港區管委會副主任
4、劉副總領事做總結發言。
術產業開發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鄭洛新 Dong Wei
河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醫療
12:00-13:00 商務午餐會
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是河南創新驅動發展的核心 政策辦公室主任
五、會議要求
載體，總體定位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原創新創 任武
河南省腫瘤醫院副主任
1、請在 5 月 10 日前將個人聯系信息發給總領館科 業中心，具體定位為開放創新先導區、技術轉移 葛紅
河南省腫瘤醫院放療科副主任
技組黃河。
集聚區、轉型升級引領區、創新創業生態區。
Feng Lei 鄭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
2、請擬發言人根據會議議題提前做好准備，務必
示範區以積極建設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
美南河南同鄉會聯系人 張燕曉 會長
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
區為統領，通過開放帶動、深化改革、政策引導 713-859-7223 alicesugarland@yahoo.com 楊 德
3、請著正裝，提前三十分鐘到會場。
和協同創新，廣泛彙聚國內外創新資源，不斷激 清 副 會 長 713-818-3507 yangdeqing@yahoo.
發言人報名條件：
發創新的活力和動力，把示範區建設成為在全國 com
1. 醫療健康、先進制造或農業科技領域的專家 有影響力的創新高地，加快構建中心帶動、周邊
學者
協同的引領、支撐全省創新發展的新局面，為建
2. 醫療健康、先進制造或農業科技的創業企業 設創新型河南提供強力支撐。
和企業走出來，又遇到尋求合作又缺 審在 5 月 16 日位於休斯頓的大會初賽現場選出，並參加在國內舉辦
乏機制渠道和平台的瓶頸。二是科技 的半決賽。半決賽將分別在北京、鄭州、蘇州、武漢、寧波五個城
體制改革不斷加快深化，已承擔起實 市舉行。參與半決賽的團隊還有機會赴中國其他城市進行更多商務
現創新驅動發展以及經濟轉型的責任 對接。
。三是中美科技創新合作已有一定的
大會擬邀請中方約 150 家相關領域實業公司（主要是醫療器械
基礎，正處於高速發展的階段。隨著 、數字醫療、生命健康、生物醫療、IT、互聯網、新能源、環保、
（本報訊）在中國科技部和休斯頓總領館的支持下，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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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材料、先進制造、現代農業領域有投資收購國外高技術公司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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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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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龍頭企業）、投資公司和創新載體的約 200 名參會代表赴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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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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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高技術企業和機構 150 家左右，參會代表總人數在 5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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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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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發稿前，大會已確認有包括中國中車，海爾集團，江蘇
在緊張有序地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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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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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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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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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省、河南省、哈爾濱市也確認將組織企業團參與大會和商務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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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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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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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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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大會
關於美中創新聯盟（U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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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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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創新聯盟（US China Innovation Alliance，簡稱 UCIA）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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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投資對話和中美企業 B2B 商務對接等多元化的形式充分發揮其專 2015 年成立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是一個致力於中美創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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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對接中美雙邊資源的作用。大會主辦方還將組織參會人員參觀休 的非營利機構。美中創新聯盟的主要活動包括主辦年度中美創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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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敦技術中心，休斯敦衛理醫學研究院和德州醫學中心創新中心。 投資對接大，“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美國創新項目中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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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參會人員還將於 18 日赴奧斯汀參觀創新機構和企業，於 19 日 演等，通過連接與加強地方和國際機構的合作，帶動聯盟成員和合
作伙伴參與國際資金對接，創新交流和研究開發，從中美互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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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硅谷參加”創之星”硅谷分賽區並參觀硅谷創新機構
本屆大會新加入的“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單元，吸引了
，促進國際性的技術發展和資本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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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我國始終高度重視科技創新與國際合作，並且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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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美國本土優秀的新興科技創新企業參加，為中國企業和資本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響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倡議等工作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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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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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取得了長足進步與顯著成效。但我們仍應該看到，目前國內創新
國創新產業中堅力量，他們急切需要價廉高效的生產線支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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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實的資本和豐富的市場資源來支持企業發展。大賽將充分發揮平 資源還不豐富，國內對創新資源的旺盛需求和創新資源的相對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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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作用為中美企業尋求共同利益增長，建立技術發展支持平台。大 成為目前阻礙創新驅動快速發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因此，在近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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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與德州醫學中心（TMC），休斯頓技術中心（HTC）, 美國機械工 ，通過與創新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開展有效的國際創新合作，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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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師協會（ASME），資本工廠（Capital Factory）等美國知名創新 利用和引進這些國家的創新資源，優勢互補，對於緩解國內創新資
機構合作，在全美範圍征集有與中國企業合作意向的優質創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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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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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賽分為“海選、初賽、半決賽、決賽”四個階段，海選預期征 剛剛結束的習川會也為中美科技合作奠定了正面的基調。中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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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 200-300 個項目，通過第一輪評審選出 100-150 個項目參加初 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川普誓言擴展互利合作，鞏固已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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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並參與大會的 B2B 商務對接。大賽領域涵蓋醫療健康與生物技 關系，深化友好合作，推動中美關系向前發展，更好造福兩國和兩
資源互動合作的願望迫，熱情高漲。但另一方面，國內政府、園區 術，先進制造與新材料，可再生能源與環保科技，信息與通訊技術 國人民。
以及農業技術與食品安全五大板塊。入圍半決賽的項目將由中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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