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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附中恆豐專題講座銀髮換屋安排
休士頓師大附中﹑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與恆
豐銀行上周六聯合舉辦「住﹐妥善安排﹐樂享黃金
年華」社區服務專題講座﹐由周宏(左五)和鄭真針
對「認真與了解銀髮族即將面臨住的改變」﹑「未雨
綢繆面對事實接受挑戰」﹑「諮詢專業人士做周全

規劃」和「華人專案報導」等內容主講﹒圖為會員
合影﹒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
包括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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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快樂童年》快樂的魔術師
節目介紹

體驗魔術神奇奧妙

KVVV

節目介紹：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上周六已播出
最新一集「快樂的魔術師」，將在 5月17日上午9時30分至10時重播，該集主題邀請到魔術達人陳
大仁先生教孩子變魔術，錯過首播的觀眾，精彩內容，可鎖定重播時段。
陳大仁是專業的業餘魔術師，精通魔術戲法，平日除教小
朋友變魔術，15年間，他也義務給孤兒院、敬老院和學校
做魔術表演，本集小朋友嘉賓沃若、毛毛和思思都很喜歡
陳爺爺的魔術。想知道陳大仁會變什麼樣神奇有趣的魔術
，請收看周三上午9點半到10點重播。

主持人娟子(右二)與
小朋友合影。(娟子提供)

▲魔術師陳大仁(右一)與主持人娟子(右三)和小朋友嘉賓合影。(娟子提供)

川普為FBI選局長
罷免科米之事餘震不已

是我們想為FBI選擇的人。”

磁帶，不過事實是，總統暗指有錄音，然後白

司法部長塞申斯和他的副手羅森斯坦（Rod

宮不置可否。首先，我們必須確保這些磁帶—

Rosenstein）計劃星期六在華盛頓至少面試五

—如果存在的話——不會神秘地消失，所以我

名候選人，根據熟悉遴選過程的消息人士的說

要求，別人也要求，要把磁帶保存好，如果有

法，其中包括喬治·布什行政當局的司法部高

的話。”

一屆聯邦調查局

級官員愛麗絲·費舍爾（Alice Fisher），負責

民主黨人也指責川普試圖阻撓聯邦調查局調查

局長。

聯邦調查局維吉尼亞州裏士滿部門的特工亞當

所謂的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調查莫斯科與川

川普向空軍一號

·李（Adam Lee），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麥

普競選之間可能的聯系。有些人呼籲進行某種

專機上的記者說

凱布，紐約上訴法院法官邁克爾·加西亞（

形式的獨立調查。

：“我們可以迅

Michael Garcia）和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

川普在NBC的電視節目中也表示，科米在1月

速決定“。川普

Cornyn）。

份要求與他會面，以表達在聯邦調查局繼續工

下星期五將飛往

川普總統上星期做出有爭議的罷免詹姆斯·科

作的願望。但總統的說法與另一個人的說法不

中東和非洲，這

米的決定，這一舉動目前仍然在華盛頓引起議

相符。那個人在科米在白宮與川普一起吃飯後

是他以總統的身

論。兩黨都有議員批評川普上星期的行動，其

不久，與科米有過互動。

份首次出國訪問

中包括白宮在解釋罷免科米問題時改變說法，

美國前任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

。有記者問川普

也包括川普發推文警告科米不要對媒體爆料，

James Clapper），曾在奧巴馬手下任職，他

下星期五或者星

因為他們的對話可能被錄了音。

告訴ABC的“本周”節目：“當時我和科米局

期五之前是否可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左圖：美國總統川普。中圖：前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右圖：代理聯邦調
查局局長麥凱布。

▲

播出時間：周三上午9點半至10點重播。

星期天，一些議員敦促川普交出他和科米的任

長簡短交談過，他告訴我，白宮請他去，他感

以宣布新的局長

何對話錄音。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林

到不安。“不安“這個詞是我概括出來的。他

人選，川普回答

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NBC的“

不安，是因為這看起來潛在地有損於他和聯邦

說有可能。

會見新聞界”節目裏說，白宮必須澄清是否有

調查局的獨立性。”

【VOA】美國總統川普上星期解除聯邦調查局

川普正在考慮將近12個人，包括律師，執法官

任何對話錄音，“如果有任何這種對話的磁帶

星期日發布的“NBC /華爾街日報”的調查顯

局長科米的職務之後，行政當局正大力尋找新

員和議員。

，他們需要交出來”。

示，有29％的美國人贊成川普解雇科米，反對

的FBI局長人選，至少面談了8個候選人。

他說：“正在基本上審視他們的一生，他們是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民主黨人馬克·沃納

的有38%，而78％的美國人支持獨立委員會或

唐納德·川普周六表示，他可能在下周提名新

非常知名，很受尊敬，真正有才華的人。這就

（Mark Warner）說：“我完全不清楚是否有

特別檢察官來調查俄羅斯對美國選舉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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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得州簽署法案禁止政府
機構和警方庇護非法移民
美国最大移民州得克萨斯州再
次走到移民问题争议的前沿，州长
雅博特刚刚签署一项非法移民“庇
护城市”禁令，将对拒绝遵照联邦
移民机构命令的警察局和警官处以
罚款和刑事指控。得州也成为总统
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个通过该禁令的
州。
据美联社 8 日报道，雅博特没有
提前通知，便于 7 日晚在社交网络脸
书直播上签署了取缔得州庇护城市
的法案，将对违者处以重罚。州长
发言人约翰· 维特曼表示，他们选择
在社交媒体上签署，因为这是“大
多数人目前获悉新闻的渠道”。而
批评者则认为，此举是为了避免抗
议者。
“我很自豪地签署了这项法案
，意味着得州没有一个城市或政府
机构可以采取任何提供庇护的政策
。”雅博特 8 日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

，他作为州长的首要任务是公共安
全，“这项法案的通过将把危险的
罪犯置于我们的街道之外”。数十
名示威者 8 日在得州首府奥斯汀州长
官邸外抗议该法案的签署。
将于 9 月 1 日生效的新法案，对
违反的执法人员最高将处以每天 2.55
万美元罚款和一年刑期，以及革职
处分。此外，法案还允许警方查询
任何被扣留者的移民身份，包括逮
捕的犯罪嫌疑人，甚至是交通违规
者。
“庇护城市”主要指那些不愿
意配合联邦执法机构逮捕或拘留无
证移民的地区。白宫此前拒绝向
“庇护城市”提供联邦经费，特朗
普称这些城市“非常危险且非常糟
糕”。
《休斯敦纪事报》指出，尽管
得州没有城市宣称自己是难民庇护
所，但不少市长和警察局长均反对

超半數英國人反對收緊移民

新法案，认为会加重警方负担。维
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言人特
里· 伯克指责该法案让警察代替移民
官员歧视查问的民众，“我们将在
法庭上对这一法案进行反击”。得
州民主党众议员布兰科批评雅博特
不理反对声音，一意孤行。
在美国围绕非法移民问题的辩
论中，被视为“难民安置中心”的
得克萨斯州一直处于最前线。该州
据估计有 150 万非法移民，接收难民
人数位居全美之首，还拥有与墨西
哥最长的边境线。2015 年巴黎恐袭
事件后，得州就率先采取法律行动
拒绝安置叙利亚难民；2016 年 9 月底
，在联邦当局拒绝为进入该州的难
民进行安全调查提供资金后，得州
宣布从联邦难民安置计划中退出。
福克斯指出，佛罗里达州和路易
斯安那州预计将仿照得州，考虑下一
步禁止“庇护城市”的官方对策。

澳大利亞擬推付費“父母簽證”

不該將留學 繼續收緊移民政策
生拒之門外
绝大部分伦敦人认为，英
国不能将海外学生拒之门外
。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人对
移民政策收紧说不。
由《旗帜晚报》特约的
YouGov 民 调 显 示 ， 超 过 三 分
之二英国人认为，英国政府
若希望收紧留学生是错误决
定。
民调发现，伦敦市民普
遍相信，收紧海外学生申签
资格或签证权利，将对英国
大学学界有害而无利。民调
结果与特蕾莎所声称的“事
实”明显相反。首相特蕾莎
希望，以加大在英国深造的
海外学生人数限制，来达到
部分限制移民的目的。长久
以来，特蕾莎也拒绝将留学
生人数排除在“净移民”人
数之外，坚决一起计算。
伦 敦 一 众 NHS 医 疗 机 构
也适时发声，呼吁政府正视
脱 欧 对 NHS 带 来 的 影 响 。 目
前 ， NHS 系 统 里 空 位 多 ， 找 人
难。英国政府若坚持限制欧
国劳工，本来已深受请人压
力 的 NHS 将 更 加 举 步 维 艰 。
传统上，英国是欢迎海
外学生的国家，接受留学生
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除美国
以外)。
不少校长和高等教育专
家不约而同指出，如果政府
限制留学生心意已决，很多
专为留学生提供的入门课程
将面临关闭，例如预科和语
言课等等，导致学校遭受巨

大的损失。
有高等院校办学专家指，
怀疑留学生是“得不偿失”。
伦 敦 商 企 联 合 团 体 London First 负 责 人 Will Higham 表
示，脱欧对英国的伤害，其
实已经见于多个领域，尤其
对英国教育业引以为傲的
“伟大的出口成就”伤害巨
大。
“英国票投脱欧以来，
来英深造的国际学生人数暴
跌 3 万人，英国的经济和社会
因此损失重大。”
最近一份商业行情报告
指出，海外学生每年为伦敦众
大 学 带 来 高 达 23 亿 镑 收 益 。
YouGov 抽 样 采 访 伦 敦 居
民 发 现 ， 少 于 25% 受 访 者 认 为
政府应该收紧留学生人数。
约 44% 受 访 者 认 为 政 府 应 该
“维持原判”：既不鼓励增
加留学生数目，也不收紧。
42% 受 访 者 认 为 ， 若 收 紧 留 学
生申请，对英国大学有负面
影 响 。 只 有 20% 受 访 者 认 为 收
紧 会 改 善 现 状 。 YouGov 民 调
还发现，在受访的保守党支
持者中，只有约有三分之一
人支持收紧。
有反对人士认为，收紧
留学生赴英只是特蕾莎和保
守党又一空头承诺：措施纯
粹重复了砍减海外学生的目
标，而这个目标从未被实现
过。而且，除了学校，社会
各界都在担心政府“行差踏
错”。

继去年年底开始面向中国公民发
行十年多次签证以后，澳大利亚政府
又于上个月宣布废除实行约 20 年的
457 签证，并在本月透露拟推“父母
签证”。澳政府在签证方面“花样不
断”，但日益收紧的移民政策却未出
现任何松动迹象。

推“父母签证”帮移民子女
“看孩子”
据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
大利亚政府 5 日公布一项最新政策
——推出“父母签证”，即支付最高
2 万澳元的签证费，移民父母便可在
澳大利亚居住 10 年。该项目每年开
放 1.5 万个名额。
报道称，只有子女是澳大利亚公
民或永久居民，还有“符合条件的新
西兰公民”可以为父母担保申请此类
签证，但移民父母无法享受任何福利
。子女需要承担父母的医疗保健费用
，并按法律规定为父母购买私人保险
，并担任其父母在澳大利亚额外医疗
费用的财务担保人。签证持有人不允
许在澳工作或享受福利，也不得在 10
年以后重新申请，更没有获得永久居
留权的途径。
澳大利亚政府希望移民父母通过
该签证赴澳，能够帮助承担起家庭责
任，减轻“幼儿园、托儿所等设施的
负担”，“爷爷奶奶可以使用这些签
证，在爸爸妈妈去上班的时候，帮助
带孙子。”
据报道，申请人可以申请 5000 澳
元的 3 年签证者 1 万澳元的 5 年签证
，之后还可以用同一价格单独再续签
5 年——即 2 万澳元可以让父母在澳
居住 10 年。父母签证目前包括年迈
父母签证、付费父母(临时)签证和永
久性付费父母签证三类。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在下周的联邦
预算案中正式公布这款签证，如果通
过议会批准，新签证将从 11 月开始
签发。

澳人优先，取消“低端签证”
4 月 18 日，长期给澳大利亚带来
“低端移民”的 457 签证正式宣告结
束。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澳大
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当天宣布，澳大利
亚取消广受外国人欢迎的 457 工作签
证项目，将用一个新的临时签证项目
替代，并要求申请者具备更好的英语
水平和工作技能。不过，任何已经通
过 457 签证项目来到澳大利亚工作的
外籍人员将不会受到影响。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特恩
布尔表示：“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
但事实仍然是澳大利亚的工人必须对
澳大利亚的职位享有优先权。我们不
再允许 457 签证成为通往本该属于澳
大利亚人的工作的护照。”
他在脸书上宣称“改革有一个简
单的重点，澳洲人的工作，澳洲人的
价值观”。但他否认这一签证政策改
革是为了响应极右翼政党的要求。
澳大利亚的 457 临时工作签证于
上世纪 90 年代实行，原本旨在增加
外籍商务人士和高度熟练的技工，签
证持有者工作满两年可以申请绿卡。
澳大利亚雇主给予申请人的工资不能
低于每年 53900 澳元(约合人民币 28 万
元)。根据澳大利亚移民部门 2016 年
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 1200 万劳动者
中，有 9.6 万人持 457 签证在该国工作
。457 签证持有者中，来自印度的占
1/4 左 右 ， 英 国 人 和 中 国 人 分 别 占
19.5%和 5.8%。
《悉尼先驱早报》援引澳大利亚
商业理事会首席执行官韦斯塔科特的

话称，政府作出决定，让澳大利亚人
从事低端工作，就必须重振过去被忽
视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对话咨询
公司总监史蒂芬森称，目前尚不清楚
新签证政策的内容，这种不确定性将
使澳大利亚的商业活动变得更加复杂
，增加澳公司的运营成本。

首次对外国公民发十年多次签
证，现阶段只对中国公民实施
去年年底，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发
布消息称，从 2016 年 12 月 12 日起，
澳大利亚将对持有中国护照并在中国
大陆申请的申请者开始试行十年“常
旅客”访客签证。这是澳大利亚首次
对外国公民发十年多次签证，现阶段
只对中国公民实施。
十年“常旅客”访客签证允许
持有者在十年有效期内多次入出境
，每次最多可在澳大利亚停留 3 个月
，签证持有者在任何 24 个月期间累
计在澳停留不能超过 12 个月。目前
此签证仅开放在线申请，收费标准
为 1000 澳币。访客签证持有人可赴
澳旅游或从事商务活动等，商务活
动以外的工作不被允许。此外，澳
大利亚一般只允许申请人持有一种
签证。若将来申请其他签证，如学
生或工作签证，十年“常旅客”签
证将会失效。这也是澳大利亚首次
在签证申请时使用非英语类语言进
行签证申请。
据了解，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
重要的海外游客来源国。2015 年访问
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人数已超过 100
万，总消费金额约 355 亿元人民币。
12 月 12 日生效的十年“常旅客”访
客签证将进一步简化中国公民进入澳
大利亚的程序，以吸引更多中国人来
澳旅游或进行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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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在休斯頓】
正值採捕季 墨灣蟹螯香

家住墨西哥灣，休斯頓得
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讓這裡的
許多居民練就了一身捕捉螃蟹
的好本領，而且老少皆宜，季
節也不受嚴格的限制，春夏秋
都可海邊捕螃蟹，黃金季節當
屬八、九、十三個月，蟹螯飄
香，把酒臨迎來自加勒比海的
風，有一種特別的異域風情。
捉螃蟹要早起，最好是沒
有明媚月光的夜晚，提前準備
好垂釣許可證（Fishing License
），捕捉螃蟹的工具包括帶掛
鉤 的 線 （Crab Line） 、 網
（Crab net)、 抄 網 、 夾 子 、 手
套，誘餌可以用雞腿、雞脖、
魚，但都必須要提前密封暴晒
，臭到讓人窒息，雞腿容易購
買，也是常用的誘餌。還記著
要帶上準備裝戰利品的 Cooler
、水、防蚊噴液、防曬霜、帽
子。總之，捉螃蟹的過程是個
體力活，事先都要做好蚊蟲叮
咬，濕熱高溫的防御准備。
休斯頓最受歡迎的捕捉螃
蟹的地點是在 Galveston，不少
線路包括
(1) 從 Seawall Blvd 往 East
Beach 開，一路上很多地方都好
釣。
SeaWall Blvd 與 17th Street 的
相 交 處 ： 1701 Seawall Blvd,

Galveston, TX 77550
(2) 1923 Boddeker Rd,
Galveston, TX 77550
(3) 131 Bayshore Dr, Baytown, TX, TX 77520
（4） 520 Pleasure Pier
Blvd, Port Arthur, TX 77640
(5) 101 Parkview Rd,
Surfside Beach, TX 77541
（6) Kemah Bridge 下面也
有很多螃蟹。
我們常去的線路是從 59 號
路 南 下 ， 行 至 小 鎮 wharton 轉
60 號南，繼續南下，最終目的
地 為 Matagorda 附 近 ， 靠 近
Matagorda Bay 沿 線 。 (S Gulf
road, Bay city TX 77414)，給人
的感覺是人少蟹多。
抓螃蟹雖然技術難度不大，但
考驗的是耐心，是和螃蟹的時
間較量，誘餌發出的巨大臭味
，也彷彿和水波一同蕩漾而發
出信號，是螃蟹的最愛。不一
會兒，綁有雞腿的鬆弛的繩線
就會逐漸繃緊、拉直，但此時
僅僅是個試探，螃蟹狡猾，一
旦此時收線就會聞風而逃，正
確的做法是欲擒故縱，放線代
替收緊，讓螃蟹踏踏實實地吃
上它的美味，之後在乘其五迷
三道的狀態下，開始收攏繩線
，下一步需要使用抄網非常關

鍵，左手和右手的配合一定要
到位，但實踐證明，左右手的
互動往往會慢上半拍，讓螃蟹
如風般的疾馳逃脫，因此，如
果有一位搭檔專門負責抄網，
勝算會更大。
抓螃蟹的手法多樣，有人
採用垂釣，有人選擇專業蟹籠
，沒有耐心的就直接下網打撈
，也有釣友坐上皮划艇到深水
一試身手，總之各有各的樂趣
。
而更令人賞心悅目的事情
是，幾個小時的捕抓作業結束
後，等待你的就是一鍋熱氣騰
騰，香氣撲鼻的德州藍蟹，配
上加冰的啤酒，陽光下坐在高
大的皮卡車的擋板上，不時吹
來一股墨西哥灣的風，愜意而
滿足。
滿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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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在民間！
高手在民間
！泰國大叔用陽光烤雞

近日，
近日
，在泰國碧武裏府
在泰國碧武裏府，
，小商販西拉·素他拉用太陽能裝置制作烤
雞。西拉·素他拉用壹個巨大的鏡面板反射太陽光
素他拉用壹個巨大的鏡面板反射太陽光，
，反射光產生的高溫
很快把夾在鐵架中的雞肉烤熟。
很快把夾在鐵架中的雞肉烤熟
。

馬車和法拉利比誰跑得快
意大利奇葩賽事

英國浴場關閉 20 余年後首開放
青年男女花樣跳水秀泳姿

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
，有這樣壹個奇葩的賽事
有這樣壹個奇葩的賽事，
，法拉利跑車和兩輪馬車比賽
法拉利跑車和兩輪馬車比賽，
，看誰跑得快
看誰跑得快。
。作為古代與
現代交通工具的代表，馬車和法拉利跑車的比拼
現代交通工具的代表，
馬車和法拉利跑車的比拼，
，形式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形式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因為結果其實並沒有
什么懸念。
什么懸念
。雖然比賽規則對於馬車更有利
雖然比賽規則對於馬車更有利，
，法拉利車手 Fabio Barone 需要給馬車先讓出半圈的
領先優勢。
領先優勢
。不過
不過，
，沒過多久跑車就追了上來
沒過多久跑車就追了上來。
。最高時速可以高達 325 公裏的法拉利 458 跑車
跑車，
，風
馳電掣壹般地從馬車旁經過，
馳電掣壹般地從馬車旁經過
，車後揚起壹片沙塵
車後揚起壹片沙塵。
。

英國曼徹斯特，
英國曼徹斯特
，部分修復的維多利亞浴場
部分修復的維多利亞浴場。
。當天是維多
利亞浴場 20 多年來首次對外開放
多年來首次對外開放。
。

大話經濟

“在尼日利亞，公司有 3 名員工被
授予酋長頭銜。”談到海外建設，中
國鐵建中土集團副總經理呂晶告訴本
報記者，尼日利亞阿布賈—卡杜納鐵
路(阿卡鐵路)是第壹條按照中國技術標
準設計施工的海外鐵路，中國技術、
中國工人獲得了當地的充分認可。
2016 年 7 月，阿卡鐵路通車運營
，標誌著中國鐵路技術“走出去”邁
出關鍵壹步。就在 3 個月後，亞的斯亞
貝巴—吉布提鐵路（亞吉鐵路）開通
運營，成為中國在海外首次采用全套
中國技術標準修建的跨國電氣化鐵路
。在“壹帶壹路”建設中，中國技術
正在融入沿線國家，為當地民眾帶去
便利，獲得世界認可。
◆ 規劃先行
推動基礎建設
4 月 21 日，壹列滿載著 1007 噸糧
食的列車自吉布提車站發出，駛過吉
布提—埃塞俄比亞邊境，直達埃塞糧
食存儲基地。列車之下，是由中國鐵
建中土集團建設的非洲首條電氣化鐵
路——亞吉鐵路。
“這條鐵路的建設開創了以鐵路
全產業鏈走出去的‘亞吉模式’。”
呂晶向記者介紹，這是中國在海外建
設的第壹條集技術標準、設備采購、
融資、施工、監理、運營和管理於壹
體的全產業鏈“中國標準”電氣化鐵
路。“從鐵路前期規劃到後期發展，
我們都做好整體方案，當地政府非常
歡迎。”亞吉鐵路也因此成為中國技
術走向國際的典型示範。
其實早在 10 年前，中土集團就為

埃塞俄比亞做了全國鐵路網的規劃，
並獲得對方的認可。呂晶拿出了壹本
約 5 厘米厚的非洲鐵路網規劃集，這本
厚厚的規劃，不僅為每個國家設計了
縱橫交織的鐵路幹線，還對其後期的
沿線發展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方案。
“綜合各國經濟發展訴求、政治
考量、資金情況和與其他國家的互聯
互通情況，我們會做出壹套切合當地
實際的發展方案。”在呂晶看來，規
劃先行，可以更好地推動當地基礎建
設，促進長遠發展。
不僅僅是非洲，在“壹帶壹路”
沿線的亞歐國家，中國鐵路技術“走
出去”同樣取得了實質成果。
安伊高鐵是中國在海外建成的首條
高速鐵路，但安伊高鐵在投標文件中
對設計有明確要求：全部設計采用國
際鐵路聯盟和歐洲等國際標準。
對此，負責項目電氣化工程設計
的中鐵第五勘察設計院(以下簡稱鐵五
院)做好精心準備。鐵五院相關負責人
向記者介紹，面對全英文的各類國際
標準書籍，項目總體組硬是在最短時
間內“啃”了下來，用 45 天就交出無
可挑剔的投標報價文件並壹舉中標。
鐵五院董事長、黨委書記湯友富
對中國高鐵技術“走出去”充滿信心：
“安伊高鐵在土耳其的成功實踐，說
明中國技術正在被世界同行認可。隨
著‘壹帶壹路’建設的持續推進，我
們要進壹步堅持融合、吸收、消化、
再創新，中國技術能走得更穩、更好、更
遠。”
◆ 融入當地

共享建設成果
“從投標、初步設計到施工配合、
建成通車，整整 6 年時間。我們付出了
巨大努力，也收獲了諸多成果。”談
到安伊高鐵，湯友富對本報記者說，
作為首個由中國企業在海外建成的高
速鐵路項目，中國技術克服了許多難
以想象的困難，也積累了許多寶貴經
驗。“其中最寶貴經驗就是，中國技術要
‘走出去’，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既要
‘鉆進去’，更要‘融進去’。”
歐洲標準註重過程控制，中國標
準註重結果運用。設計理念、工作習
慣、審核流程的不同，曾讓設計工作
壹波三折。鐵五院相關負責人回憶說：
“158 公裏的高鐵線路，有 90 多公裏
的反復修改設計。壹次，業主對壹個
變電站位置的變更，我們的設計人員
修改設計前後有 10 余次。”
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設計人員
堅持“感情融進去帶動技術融進去”
的工作理念，有意識地把中國高鐵設
計實踐中的好經驗、好做法與當地分
享，用事實展示中國技術的先進性和
適用性。隨著壹個又壹個技術問題的
解決，土方越來越多地開始接受中國
的設計理念，認同中國的技術實力，
他們對鐵五院設計師表示，“原來我
們推崇德國的技術，現在覺得中國人
很棒。”
在融入當地生活的同時，中國企
業更加註重承擔社會責任，讓中國技
術為當地百姓帶去實實在在的好處。
亞吉鐵路連接著埃塞俄比亞和吉
布提兩國首都，被當地百姓稱為友誼
之路、民生之路、繁榮之路。呂晶向
記者講了壹個有趣的小故事：“埃塞
俄比亞有壹個小夥子，因為家裏窮，
女朋友家壹直不同意他們結婚。後
來 ，小夥子經過培訓，到亞吉鐵路來
工作，女方家竟然很愉快地同意了他
們的婚事。”
據呂晶介紹，亞吉鐵路大量雇傭
當地員工，提升當地就業水平。項目
上場中方員工累計 1000 余人，埃塞當
地員工 1.5 萬多人，吉布提當地員工
3000 多人。同時，公司還組織當地員
工到中國進行 3-5 個月的技能培訓。
“這些員工回國後都成了骨幹。”呂
晶說。

◆ 標準對接
促進互聯互通
“壹帶壹路”在連接傳統基礎設
施建設的同時，還通過數據的聯通、
信息的聯通、技術的聯通實現相關國
家的標準對接，用“軟聯通”促使
“硬聯通”的高效運轉，讓各國都能
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
老撾、斯裏蘭卡、吉爾吉斯斯坦、古
巴，這些國家都在使用中國的地面數字
電視標準，中國的數字音視頻編解碼技
術標準（AVS）正逐步走向海外市場。
“中國的科技企業和科研工作者壹
定要積極參與壹些國際會議和國際標準
的制訂。只有這樣，中國的產品才能更
好融入海外市場。”上海大學通信與信
息 學 院 王 國 中 教 授 從 2002 年 起 參 與
AVS 標準研發，他認為，隨著中國“壹
帶壹路”倡議的春風，AVS 這樣的中國
自主標準也將迎來更好的前景，未來，
他們將進壹步把AVS標準推向全球。
“其實，各國工程建設標準背後
的基本原理都是壹樣的。”呂晶向記
者介紹，以鐵路技術為例，中國和歐
洲對鐵路設計有不同的技術標準，但
隨著工作的深入，技術人員們發現，
無論是中國標準還是歐洲標準，不存
在本質上的差異。“中國標準絲毫不
比歐洲標準低，而且我國鐵路建設得
多，實踐經驗豐富，標準的實用性、
適用性更強。”
中國的技術標準也在實踐中不斷
得到印證。“很多情況下，我們都
會把中國標準與當地情況進行結合。”
呂晶向記者講述了壹個生動的案例：
在修建阿卡鐵路時，最初談判結果
是要“采用中國標準（不低於國際
通用標準）”。在實際執行中，來
自意大利的監理公司發現，采用中
國標準實際測算與國際標準結果壹
樣，從這之後，合同才改為“采用
中國標準”。
“通過中國標準與國際標準的對
接，技術的輸出門檻會降低很多，才
能更好地實現設施聯通和互聯互
通 。 ”呂晶說，“中國技術的海外
應用為中國標準敲開了國際化的大
門 ，而標準對接為中國技術走出去增
添了壹雙翅膀。”

中加研究與創新合作論壇舉行
探討創新產業優勢互補

推動基礎建設 中國標準“花開”世界

綜合報導 第六屆中國加拿大（安大略）研究與創
新合作論壇在多倫多舉行。
來自中加雙方的政府官員、
創新機構專家、技術公司高
管及科技投資者近 500 人齊
聚壹堂，探討如何利用互補
優勢、攜手創新。
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何
煒表示，相信中加雙方今後
有更多機會攜手共創綠色和
創新型的世界。他亦表示，
若中加兩國能簽訂自由貿易
協議，到 2025 年雙邊貿易
額在 2015 年基礎上翻壹番
的目標就更易實現。
安省研究創新與科學廳
廳 長 莫 偉 力 （Reza Moridi
）介紹了安省創新科技產業
環境及優勢，並期待進壹步
擴大安省與中國在科技創新與產業
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中國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司
長吳遠彬表示，相信通過這壹論
壇，雙方可增進相互了解，拓展合
作思路，交流合作經驗，建立多層
次合作的密切關系，進壹步推動雙方研發
及產業化合作進程。
北京市海澱區副區長、中關村科技園
區海澱園管委會主任李長萍對記者表示，
中關村有 1.2 萬家高新技術企業，且面臨轉
型發展的需求，亦有迫切的國際化意願。
安省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環境及清潔
能源等多領域具有優勢，這與中國高精尖
產業的結構方向非常契合。她鼓勵加方企
業多與中國企業在技術、知識產權等方面
展開合作，實現互惠共贏。政府部門願為
企業合作發展搭建更好的平臺。
由加拿大安大略省研究創新與科學廳和
中國駐多倫多總領館聯合舉辦的這壹年度論
壇，提供了預先安排的“壹對壹合作夥伴會
晤計劃”，以協助探索信息與通訊技術、生命
科學、清潔技術及風險投資領域的合作機會。
來自多倫多的參會者哈尼夫·蒙塔澤裏
（Hanif Montazeri）所在的enersion公司從
事利用工業廢熱等進行制冷的新型技術研究和
推廣。他對記者表示，自己在論壇上感受到機
遇良多，期待能尋找到來自中國的合作夥伴。
上個月剛與莫偉力訪華的安省研究創
新 與 科 學 廳 助 理 副 廳 長 格 雷 戈 瑞·伍 頓
（Gregory Wootton）對中國創新產業的
發展速度及專註度印象深刻。他認為，環
境和清潔技術，以及創新技術產業化應是
加中創新產業領域合作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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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somware" Attacks Could Still Halt Computers Across The Globe

29,000 Chinese Institutions Hit By Monday's Cyberattack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is
May
12,
2017
photo shows
a
display
panel with
an error can
be seen at
the
main
r a i l w a y
station in Chemnitz, Germany. Germany’s
national railway says that it was among
the organizations affected by the global
cyberattack but there was no impact on train
services. Deutsche Bahn said early Saturday
that departure and arrival display screens at
its stations were hit Friday night by the attack.
(Photo/ AP)

Highlights From Monday's Global
"Ransomware" Attack
LONDON (AP) — The latest on the global extortion
cyberattack that hit dozens of countries on Friday (all
times local):
----- 4:50 a.m.
Chinese state media say more than 29,000 institutions
across China have been infected by the global
"ransomware" cyberattack.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s that by Saturday
evening, 29,372 institutions had been infected along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vices. It cited the
Threat Intelligence Center of Qihoo 360, a Chinese
internet security services company.
It says universit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ere
among the hardest hit, numbering 4,341, or about 15
percent of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es attacked. Also
affected were railway stations, mail delivery, gas
stations, hospitals, office buildings, shopping mall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Xinhua says the system used by PetroChina's gas
stations was attacked, meaning customers could not
use their cards to pay. Most stations had recovered.
----- 4:45 a.m.
Japanese companies say they are working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a global "ransomware"
cyberattack.
Nissan Motor Co. confirmed Monday some units had
been targeted, but it had responded and there has been
no major impact on its business.
Hitachi spokeswoman Yuko Tainiuchi said it was
experiencing email delays and file delivery failures and
suspected the cyberattack was at fault, even though no
ransom was being demanded. Programs were being
installed to fix the problem.
Broadcaster NTV reported 600 companies and 2,000
computers in Japan had been affected. Overall the
attack has created chaos in 150 countries.
The initial attack, known as "WannaCry," paralyzed
computers that run Britain's hospital network,
Germany's national railway and other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worldwide in what's believed to
be the biggest online extortion scheme ever.
----- 2:30 a.m.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is
urging businesses
to update computer
security
after
two
hospitals
were affected by
a
"ransomware"
cyberattack that has hit dozens of countries.
The director-general of Indonesia's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Ministry says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malware locked patient files on computers at the
affected hospitals, both in the capital Jakarta.
Local media reported Monday that patients arriving
at Dharmais Cancer Hospital on the weekend were
unable to get queue numbers and had to wait several

hours while staff worked with paper records.
The ministry has announced specific measures that
organizations can take to counter the "WannaCry"
attack including a specific update to Microsoft
operating systems.
----- 12:20 a.m.
Microsoft's top lawyer is laying some of the blame
for Friday's massive cyberattack at the feet of the U.S.
government.
Brad Smith criticized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including the CIA and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for "stockpiling" software code that can be used by
hackers. Cybersecurity experts say the unknown
hackers who launched this weekend's "ransomware"
attacks used a vulnerability that was exposed in NSA
documents leaked online.
In a post on Microsoft's blog, Smith says: "An
equivalent scenario with conventional weapons would
be the U.S. military having some of its Tomahawk
missiles stolen."
Microsoft's lawyer says governments should "report
vulnerabilities" that they discover to software
companies, "rather than stockpile, sell, or exploit
them."
----- 10:30 p.m.
Britain'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er
has joined others in
warning that more
cases of "ransomware"
attacks may come to
light as a new work
week starts Monday.
The organization predicts that the problem could be "at
a significant scale" because some infected machines
haven't yet been detected, and existing infections can
spread within networks.
It said Sunday that a similar cyberattack could also
recur, though it did not have "specific evidence" of this.
The warning echoed that from Europe's policing
agency earlier Sunday. Europol that said the malware
has claimed some 200,000 victims across 150 countries
and that the numbers are still going up. Officials urged
organizations and companies to immediately update
their security software.
----- 8:45 p.m.
An executive at a cybersecurity firm that helped block
a global ransomware attack says new variations of the
malicious worm are circulating and researchers expect
one to develop that can't be stopped. (Courtesy https://
www.yahoo.com/tech)

Related
Ransomware’s Aftershocks Feared
as U.S. Warns of Complexity
The components of the global cyberattack that seiz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omputer systems last week
may be more complex than originally believed, a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Sunday, and experts
warned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malicious software could
linger for some time.
As a new workweek started Monday in Asia, there were
concerns the malicious software could spread further
and in different forms, with new types of ransomware
afflicting computers around the globe.
There were initial reports of new cases found over the
weekend in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resident Trump has ordered his homeland security
adviser, Thomas P. Bossert, who has a background in
cyberissues, to coordinate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spread of the malware and help organize the
search for who was responsible, 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Sunday.
The attack is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the experts tell
us that this code was cobbled together from many places
and sources,” according to 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who insisted on anonymity to discuss the government’s

cybersecurity plans.
The more potential
sources
of
the
malicious
code,
the harder it is for
investigators to run
down the trail of
possible perpetrators.
The source of the
An ambulance in London. attack is a delicate
Hospitals across Britain issue for the United
have canceled surgeries States because the
and turned away patients vulnerability
on
after the National Health which the malicious
Service was hit by a software is based was
large-scale ransomware published by a group
attack. (Photo/European called the Shadow
Pressphoto Agency)
Brokers,
which
last summer began
publishing cybertools develop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Government investigators, while not publicly
acknowledging that the computer code was developed
by Americ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as part of the
country’s growing arsenal of cyberweapons, say they
are still investigating how the code got out.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but increasingly it looks as though
the initial breach came from an insider, perhaps a
government contractor.
Copycat variants of the malicious software behind
the attacks have begun to proliferate, according to
experts who were on guard for new attacks. “We are
in the second wave,” said Matthieu Suiche of Comae
Technologies, a cybersecurity company based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s expected, the attackers
have released new variants of the malware. We can
surely expect more.”
The NSA is responsible
for global monitoring,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for foreign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purposes, a discipline
known
as
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in Japan found two
computers with the malicious software over the
weekend, according to reports by NHK, the national
broadcaster. One instance was found on a personal
computer in a hospital and the other on a private
citizen’s home computer. A hospital in Taiwan also
reported that one of its computers was compromised,
Taiwan’s Central News Agency said Sunday.
Five businesses in South Korea reported ransomware
attacks over the weekend,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s internet security agency, and a Korean
theater chain said late-night moviegoers on Sunday
alerted them when computer ransom notes appeared
on screens instead of programmed advertisements.
The spread of the malicious software, or malware, has
focused attention on several questions, including why
a software patch, issued by Microsoft in March, was
not installed by more users. But for many systems,
especially older systems, such patches are not installed
automatically — a fact the hackers took advantage of.
Microsoft has not said how it became aware of the
vulnerability, but it seems likely it was tipped off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Brad Smith, the president and chief legal officer of
Microsoft, said in a blog post Sunday that the attack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the tech industry,
consumers and governments.
Mr. Smith said that Microsoft had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for addressing vulnerabilities in
its software, and that customers must be vigilant.
But he said the latest attack showed the dangers of

A Deal For The North Korean Dictator That Guarantees His
Safety In Return For His Stepping Aside Is Being Considered

China Can Make North Korea’s Kim Jong-Un
An Offer He Can’t Refuse – Political Asylu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 o n g - u n
arrives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Ryomyong
residential area
in Pyongyang
on April 13. (Photo/AP)
Until recently, China put little pressure on its
troublesome neighbour North Korea, but propped
up its economy with food, fuel aid and trade. North
Korea’s acceleration of long-range nuclear-missile
testing is likely to change that. After years of failed
six-party talks und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ight
more years und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forlorn
policy of “strategic patience”,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re now approaching an inflexion point.
Some in the US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alk
of imminent military conflict. By contrast, in Asia,
the locus of any near-term conflagration, China urges
calm, Japan is increasingly nervous, and South Korea

last week elected a president who offers to resume the
“sunshine policy” of rapprochement with the North.
All parties recognise that the current North Korean
dictator shares the same overriding concern as did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survival of the regime,
or, in essence, his own safety and that of his family.
Brandishing nuclear weapons and long-range missiles
are Kim Jong-un’s sole ticket to ensuring that safety.
With or without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US or
others, China can
offer a deal to Kim
– a deal similar to
that which other
nations
have
China's President Xi Junping
given to dictators
(l)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 namely, a
Kim Jong Un (r)
guarantee
of
political asylum, if needed, or of his remaining in
power, in exchange for stopping all further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ing, while dismantling, over time, th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me.

In considering his options, Kim must prefer the fate
of a previous ruthless dictator, Idi Amin, who died of
old age in Saudi Arabia, to that of Nicolae Ceausescu,
Muammar Gaddafi or Benito Mussolini – all killed at
the hands of their own people – or Saddam Hussein,
snuffed out after an American invasion. Indeed, China
set a precedent in providing asylum: it sheltered
Cambodia’s King Norodom Sihanouk, following the
king’s overthrow in 1970, and again in 1979 after
Sihanouk supported the genocidal Khmer Rouge.
A cornered Kim could use nuclear weapons on nearby
Seoul. China should wield the carrot of personal
protection instead of the stick of national punishment.
Only then can we hope to lure Kim out of the deep and
troubling hole that he continues to dig himself into.
As for the rest of his regime,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have used various forms
of reconciliation to heal societal rifts and rebuild. With
a push from China, if Kim’s family dynasty were to
step aside peacefully, a similar approach might become
possible as a prelude for the peninsula’s long-hopedfor reunification. (Courtes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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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ments’ “stockpiling of vulnerabilities.”
“Repeatedly, exploits in the hands of governments have
leaked into the public domain and caused widespread
damage,” Mr. Smith wrote.
So far, the main targets of the attack have bee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But neith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r
American corporations assume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ase.
Britain’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er said Sunday
that it had seen “no sustained new attacks” but warned
that compromised computers might not have been
detected yet and that the malware could further spread
within networks.
Monday could bring a wave of attacks to the United
States, warned Caleb Barlow,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reat intelligence for IBM. “How the infections spread
across Asia, then Europe overnight will be telling for
businesse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The cyberattack has hit 200,000 computers in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according to Rob Wainwright,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Europol, Europe’s police agency.
Among the organizations hit were FedEx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panish telecom giant Telefónica, the French
automaker Renault, universities in China, Germany’s
federal railway system and Russia’s Interior Ministry.
The most disruptive attacks infected Britain’s public
health system, where surgeries had to be rescheduled
and some patients were turned away from emergency
rooms.
A 22-year-old British researcher who uses the
Twitter nameMalwareTech has been credited with
inadvertently helping to stanch the spread of the assault
by identifying the web domain for the hackers’“kill
switch” — a way of disabling the malware. Mr. Suiche
of Comae Technologies said he had done the same for
one of the new variants of malware to surface since the
initial wave.
On Sunday, MalwareTech was one of many security
experts warning that a less-vulnerable version of the
malware is likely to be released. On Twitter, he urged
users to immediately install a security patch for older
versions of Microsoft’s Windows, including Windows
XP. (The attack did not target Windows 10.)
Robert Pritchard, a former cybersecurity expert at
Britain’s defense ministry, said that security specialists
might not be able to keep pace with the hackers.
“This vulnerability still exits; other people are bound
to exploit it,” he said. “The current variant will make
its way into antivirus
software. But what about
any new variants that will
come in the future?”
Among the organizations hit by the
cyberattacks were FedEx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panish telecom giant Telefónica, the
French automaker Renault, universities in
China, Germany’s federal railway system
and Russia’s Interior Ministry. The most
disruptive attacks infected Britain’s public
health system, where surgeries had to be
rescheduled and some patients were turned
away from emergency rooms.
Allan Liska, an analyst with Recorded Future, a
cybersecurity company, said a new version of the
ransomware he examined Sunday did not have the
kill switch. “This is probably version 2.1,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much more effective — assuming
security defenders haven’t spent all weekend
patching,” he said.
The Microsoft patch will help, but installing it across
large organizations will take time.
Microsoft has complained for years that a large
majority of computers running its software are using
pirated versions. The spread of hacking attacks has
made legal versions of software more popular, as
they typically provide automatic updates of security
upgrade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were bracing
themselves for new attacks.
“Please beware and anticipate, and take preventive
steps against the WannaCry malware attack,”
Indonesia’s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minister,
Rudiantara, who like many Indonesians uses only one
name, said Sunday at a news conference.
He confirmed that one hospital — Dharmais Hospital in
the capital, Jakarta, which
specializes in cancer
treatment — had been
afflicted by the malware,
but without major effects
on patients.
In
Britain,
fallout
continued Sunday. Two
opposition partie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Liberal Democrats, asserted that
the governing Conservative Party had not done enough
to prevent the attack. With a general election June 8,
officials have been racing to get ahead of the problem.
Britain’s defense minister, Michael Fallon, told the
BBC on Sunday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spending
about 50 million pounds, about $64 million, to
improve cybersecurity at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here many computers still run the outdated Windows
XP software, which Microsoft had stopped supporting.
A government regulator warned the N.H.S. in July
that updat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was “a matter of
urgency,” and noted that one hospital had already had
to pay £700,000, about $900,000, to repair a breach
that began after an employee clicked on a web link in
an unsafe email. (Courtesy https://www.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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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
休士頓論壇》
》僑胞看蔡英文就任屆滿周年
明晚77 時 30
明晚
30分播出
分播出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 與各類議題，將於 5 月 18 日(周四)播出最新內容
STV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關注新聞時事 ，探討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就職屆滿周年施政
成績，以及最近全球關注
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節
目由班底常中政、李堅強
教授和馬健主持，邀請休
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
濟學教授陳建賓和中國國
民黨海外黨代表陳煥澤擔
任嘉賓一起參與討論，晚
間 7 時 30 分直播，敬請準
時收看。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就
任即將滿周年，但推動政
策改革滿意度多數低於 3
成，施政滿意民調也不及
格，節目將就僑胞看蔡英
休士頓論壇主持班底馬健((左)、常中政與李堅強教授
休士頓論壇主持班底馬健
常中政與李堅強教授。
。
文就任屆滿周年： 「高舉

改革大旗，為何民調慘跌？」 、 「最會
溝通政府，為何陳情抗議不斷？」 、
「阿扁趴趴走，逼小英特赦？」 、 「拒
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如何解凍？」 、
「大陸一帶一路，台灣窮途末路？」 等
作分析。
節目也會特別討論才剛在北京落幕
的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約
30 個國家的數百名代表參加這場 2017 年
最大規模的國際峰會，重塑全球經濟格
局的關鍵性會議，台灣毫無意外的缺席
，對於兩岸未來發展是否有重大影響？
本集首播時間是 5 月 18 日周四晚 7 時
30 分，5 月 19 日周五下午 1 時至 2 時重播
，敬請準時收看休士頓論壇，帶您一起
關心重點時事新聞、勁爆話題和社區動態。
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 STV15.3 外，也可
藉 由 網 路 直 播 ， Youtube 搜 尋 Houston Asian

休士頓論壇二維碼。
休士頓論壇二維碼
。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 或 https://
www.youtube.com/channel/
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也可掃描報
上直播網站二維碼，手機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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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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創新投資對接峰會昨天上午起全天舉行
多位政要出席大會開幕式並舉行合作簽約儀式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 美中創新聯盟」 自 5 月 14 日舉
行河南省科技項目對接座談會，及 5 月 15 日舉行”創之星”中
美創新創業大賽後，昨天（ 5 月 16 日 ）舉行正式 「 中美創新
投資對接峰會」 大會開幕式，中美政要佳賓雲集，美國國會議
員 Pete Olson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以及休斯敦
市長 Sylvester Turner, 都出席大會致詞，而由美中創新聯盟主席
Bernard Harris 首先致開幕詞。李強民總領事在大會上表示： 去
年在休斯敦已舉行了首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100 多個創
新項目進行了路演，進行了 300 多場一對一企業合作商務洽談，
對於促進中國與美南地區創新與投資合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已
成為中美之間科技創新領域合作的重要平台。這次第二屆創新大
會，得到了德州州政府和休斯市政府，以及德州旅遊及經濟發展
局，德州醫學中心，休斯敦技術中心，休斯敦衛理醫學研究院，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等 40 多家單位的支持和協助，表示最衷心的
感謝。李大使也提到了今年 4 月 6 日，7 日，中美領導人進行了
七小時的深入交流，此次會晤確認了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合作
、交流，保持密切合作，為中美未來關係注入極大的信心和動力
，也開啟了中美務實合作新時代。李大使說： 目前已有 154 家
中國企業在德州投資，投資金額超過 145 億美元。實際上，在整
個美南地區，中國企業投資已超過 208 億美元，創造近 5000 個
就業崗位。而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也在稍後的致詞中透
露，他將在今年 10 月率領本地的國際經貿代表團訪華。甫於去
年（ 2016 年） 上任的 Turner 市長透露，目前休斯敦與中國每
年雙邊貿易量已達 180 億美元。
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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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會秉持初心，繼續為希望
在美國投資合作的中方企業和機構尋找適合並且有意向進入中國
市場的美國創新項目。本屆大會新加入了“‘創之星’中美創新
創業大賽”初賽單元，從五個科技創新重點方向包括醫療健康與
生物技術，先進制造與新材料，可再生能源與環保科技，信息與
通訊技術以及農業技術與食品安全，召集了近 300 家美國本土的
優秀新興科技創新企業報名參賽，其中醫療健康方向的項目尤為
突出。經組委會組織專家評審和網絡路演篩選，近 70 家科技創
新公司參加了 15 日在休斯敦舉辦的“創之星”初賽環節，同時
在每個領域評選出了一家獨角獸企業，直接參加之後的系列回國
商務對接活動。會後，主辦方將分批次組織進入復賽的公司回國
參加復賽，並到北京、天津、武漢、成都、西安、哈爾濱、青島
、深圳、蘇州、寧波、常州等城市進行商務對接。
另外，大會通過中美合作主題報告、創新投資對話和中美企
業 B2B 商務對接等多元化的形式，組織了近 300 場商務對接會
議，在會場即達成 5 項合作並簽約，充分發揮了其專業對接中美
雙邊資源的作用。大會主辦方還組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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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中心創新中心。部分參
會人員將於 19 日赴硅谷參加”創之星”硅谷分賽區並參觀硅谷
創新機構。

本次大會有超過 150 家中方相關領域實業公司、投資公司
和創新載體的約 200 名代表赴美參加大會，其中包括中國中車
，海爾集團，舜宇光學技術，江蘇省產業研究院，中國石油等
在內的知名企業。此外，湖北省、河南省以及天津、哈爾濱、
鎮江等城市也組織了企業團赴美國參與大會和商務對接。同時
， 本 屆 大 會 也 與 德 州 醫 學 中 心 （TMC） ， 休 斯 頓 技 術 中 心
（HTC）, 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資本工廠（Capital
Factory）等美國知名創新機構合作，在全美範圍征集有與中國
企業合作意向的優質創新項目。據統計，美方有 150 家高技術
企業和機構出席了大會，共計近 500 人出席了本屆大會。
關於美中創新聯盟介紹：
美中創新聯盟（US China Innovation Alliance，簡稱 U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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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
美國創新項目中國路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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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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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響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倡議等
工作上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與顯著成效。但我們仍應看到，目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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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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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 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
五家獲獎公司負責人 15 日下午出爐
公司項目名單如下：
農業技術與食品安全－公司名稱：Organiponic 室內培育有
機農作物的農業科技公司
醫療健康與生物技術－公司名稱：Sensulin，LLC 緩釋胰島
素技術制藥公司
先進制造與新材料－公司名稱：Adaptive 3D Technologies
新材料 3D 打印技術公司
可再生能源與環保科技－公司名稱：Suntowater Technologies 收集空氣中的水分子轉化
純淨水的淨水公司
信息與通訊技術－公司名稱：Restream，Inc 多平台直播整
合媒體公司
第二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期間達成並 簽約的五項合
作協議：

圖為昨天上午出席 「 中美創新投資對接峰會
中美創新投資對接峰會」」 大會開幕式的貴賓
大會開幕式的貴賓（
（前
排左起）
排左起
） 休斯敦巿長 Sylvester Turner , 國會議員 Pete Olson , 中國駐
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
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
，大會主講人 Walter Ulrich（
Ulrich（Turnaround & InterInterim CEO ), Jon Nordby 等人
等人。（
。（ 記者奏鴻鈞攝
記者奏鴻鈞攝）
）

＂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獲獎者合影（ 左起
＂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獲獎者合影（
左起）
） 「 可再生能源和環
保科技組」」 Benjamin Blumenthal , 「 農業科技和食品安全組
保科技組
農業科技和食品安全組」」 An
Andrew Dewey , 「 先進製造與新材料 」 Walter Void , 「 醫療保健與生
物技術」」 Mike Marad , 「 信息和通信技術
物技術
信息和通信技術」」 ApostolosLerois 的代表
。（ 記者秦鴻鈞攝 ）

合作一：美中創新聯盟與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將建立全面
合作關系，美中創新聯盟將是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在德州的窗
口，連接美國，特別是德州以及周邊地區的創新資源與江蘇省的
產業資源。
合作二：美中創新聯盟與湖北省對外科技交流中心將合作舉
辦 2017 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復賽武漢站，重點關注新能源
產業，並持續幫助美國創新企業與湖北省企業對接雙贏的合作機
會。
合作三：美中創新聯盟與哈爾濱將共同推動美國與哈爾濱的
科技合作，重點關注醫療健康和農業技術。
合作四：“真如投資”與“維賽利斯（vesaliux）”共同成
立跨境加速器。致力於將更多海外優質醫療健康企業引入中國並
為他們提供更多發展空間和專業化服務，促進中國醫療健康產業
蓬勃發展。加速器將落戶於聯合諾華醫療健康產業園。
合作五：雙方將合作在美國休斯敦和中國鎮江設立中美中小
企業創新雙孵化基地，促進鎮江中小企業與美國中小企業直接、
深入的交流合作，幫助鎮江中小企業在技術、資金、市場准入三
個方面尋找美國創新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