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7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三
Wednesday, May 24, 2017

人 物 風 采

陳灼剛(Leon Z.G. Chen) 先生
美國德州廣東總會主席
2017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發
起人之一

LIVE IN CONCERT
Free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Player Rewards Club or Table Games Pit starting May 10, 2017.
Contact 580.920.0160 ext:1069 for ticket information.
免費票在05/10/17可以在Choctaw 賭場兌換中心和賭桌服務中心索取
詳情請聯繫580-920-0160 分機1069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See Choctaw Rewards Club for details. All guests who are self-banned or
casino banned are ineligible to earn entries or claim prizes for this promotion.
Management reserves all right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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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藏密》

精彩
節目介紹

▲

還原電影背後歷史真相

KVVV

《電影藏密》海報

節目介紹：
電影藏密》是廣東衛視一檔關於“還原真實”的大型紀實類影視賞析節目，節目正是基於
觀眾對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興趣之所在，巧妙地把電影中的虛擬與生活中的真實融合
在一起，從電影情節中找出原型，從電影片斷中發現真實的歷史，再通過“藝術與現實”
的比照，在“藝術與現實”既融合又剝離的過程中，讓觀眾了解電影背後的真相。

播出時間：每周日上午10點至11點首播，每周六同一時間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印尼總統佐科星期五證實，他也將參加會晤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總統被授予
沙特最高平民榮譽

。印尼政府的一位發言人說：“我們把這看
作是一次重要會晤，因為這是美國新政府和
大陸的皇家大廳，在那裏

伊斯蘭國家之間首次就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

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幾分

，特別是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問題舉

鐘後，川普夫婦的車隊離

行會晤。”

開機場，沿著無人的街道

為了表達他們希望同華盛頓結成更緊密的聯

前往他們下榻的酒店。可

盟的迫切願望，沙特人還將主持一個社交媒

以看出，機場警備森嚴，

體論壇，川普星期天將通過這個論壇向穆斯

沙特阿拉伯對任何美國總統的首次出訪來說

除此之外，沙特人還將組織一個反恐會議，開

都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目的地。但是，川普卻

設一個“打擊極端主義思想”的中心。預計，

調需要團結一致共同打擊恐怖主義。

把它作為總統首次出訪的第一站。

在公司主管的論壇上將簽署一些重要的商業交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致歡迎詞的時候提到

川普的這個舉動尤為令人驚訝，因為就是他

易。

了川普的講話。他說，以色列也同樣致力於和

競選聲明，呼籲實施“穆斯林禁令”，之後
的平民榮譽。

上(2017年5月22日)。

林世界發表講話。

提出了“美國優先”的口號，而且曾經發表

︱沙特國王薩勒曼授予美國總統川普沙特王國最高

︱美國總統川普在耶路撒冷總統府的新聞發布會

包括配有武器的軍車。

他又頒布行政命令，試圖對六個以穆斯林為
主的國家訪美實施限制。
沙特阿拉伯和美國有著深厚、長期的能源和國

川普稱有罕見的
機會締造中東和平

平，並“向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內的所有
的鄰國伸出了和平之手。”
川普先前表示有意重啟以巴和談。雙方
的和談在2014年破裂。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對隨同川普總統出訪

【VOA】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王

防關系。它沒有被列在川普的旅行禁令名單上

宮內，沙特國王薩勒曼授予美國總統川普沙特

。川普在對這個中東國家為期三天的訪問中，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一表示，現在是給

進和平進程。

王國最高的平民榮譽。

將公布一項價值為1千多億美元的武器交易。

中東帶來安全、穩定與和平的“罕見機會”。

他說，“我認為總統表明他有意親自致力於這

當川普和其他美國客人在風笛演奏的音樂伴奏

沙特皇室邀請了穆斯林各國幾十名領導人同川

這是川普作為總統第一次抵達以色列進行訪問

一進程，假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層也願意

下進入王宮後，薩勒曼國王授予了川普阿薩德

普會面。

。

認真交往溝通的話。”

國王金質獎章。

訪問的第一天，川普將用大部分時間會晤薩勒

川普在抵達特拉維夫本古裏安機場後的歡迎儀

川普在星期一的活動安排包括會晤以色列總統

川普總統是在星期六抵達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

曼國王和其他王室成員，然後參加晚宴。星期

式上說，這個機會牽涉擊敗恐怖主義，而且，

裏夫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及訪問猶太人的

得，開始他作為總統的首次外國訪問。

天，他將會晤幾十位阿拉伯和穆斯林領袖，共

只有“共同合作”才能做到這一點。

聖地、耶路撒冷古城西墻。星期二，川普將與

川普總統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在機場受到薩勒

同舉行一個地區峰會，集中討論打擊極端主義

川普歷史性地從沙特阿拉伯直飛以色列。在沙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舉行會談。

曼國王的歡迎。國王和川普夫婦走入機場候機

的問題。

特訪問期間，他星期天在利雅得發表講話，強

的記者說，川普“感覺現在有機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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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國三大方式詳解
EB1A 傑出人才移民為何成首選？
美国媒体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在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三个月后
，美国人对移民和自由贸易的支持度
创下纪录新高。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
迁入地，美国绿卡是很多留美人士的
奋斗目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2016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中国一年内超过 55 万人移民他
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迁出地，而
美国和加拿大正是中国人移民的首选
地。2013 年全球取得美国绿卡的总人
数为 99 万 553 人，其中墨西哥以 13 万
6028 人 排 名 第 一 ， 而 中 国 则 以 7 万
1798 人居次。随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
缩小，有移民倾向的人越来越多。
纵观世界移民政策，美国移民方
式更加多元化，但对移民者来说如何
在众多移民方式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移民资深顾问针对时下最受青睐的
几大移民项目，为大家做出了详细解
答。
方式一：投资移民——简单直接与风
险并存

美国投资移民也称 EB-5，投资移
民申请流程相对简单，拿到绿卡后就
可实现全家移民，一直是国人移民美
国的首选途径。投资数目一般在 100
万美元，如果移民地所属贫困地区或
失业率高的地区投资可以在 50 万美
元。尽管投资移民优势明显，但同样
存在投资风险。例如在投资项目筛选
上，就要谨防投资项目作假的现象。
对于中国移民来说，一旦富人成为美
国公民，还须向当局缴纳高额的产业
税，以投入到美国社会福利等。随着
美国投资移民项目新政策即将拉开序
幕，是否涨价，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由于 EB-5 申请量的不断增加，排
期较长的问题无法避免，如果家里有
即将超龄的孩子，也不太适合此类移
民。
方法二：亲属移民——至少也得等 10
多年
获得美国绿卡的人，可以为自己
未成年子女、父母申请美国绿卡，而
获得美国公民后，条件更加优越，父

母、未成年儿女不用说，还可以为成
年子女、兄弟姐妹申请美国绿卡。不
过，兄弟姐妹申请美国绿卡的政策有
可能要取消，申请提交材料要抓紧，
怎么也要等 10 来年。
方式三：作为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
免——移民首选捷径
“EB”是美国一个很大的移民
类 别 ， 指 的 是 “Employment-Based”
，一般称为“职业类”移民。EB-1 是
EB 类别中的“第一优先”，因此，
EB-1 也被成为“杰出人才”移民类别
。杰出人才移民是美国职业移民列表
的第一优先级别，没有排期，不需要
投资，没有语言、学历、管理经验等
要求，一步到位获永久绿卡，最快 15
个工作日获批。是美国移民局最欢迎
的移民方式，也是美国移民的捷径之
选。
“EB-1A 杰出人才移民”一般发
给那些“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
、或体育五大领域中具有特殊才能、
取得很高成就，并享有国家级或国际

性声誉，且其成果和贡献在该领域得
到广泛认可的杰出专业人才”。看似
门槛很高，其实不然，移民局并没有
对申请行业有限制，各行业的杰出人
才都可以申请，并且是有据可循，有
道可走的。不管申请人所在什么行业
，处于什么职位，只要能证明自己
“杰出”就可以申请 EB1A,零成本移
民美国。
张小姐是某国内知名保险公司的
销售经理，在申请美国移民时，因担
心自己达不到行业杰出标准，打算通
过 EB-5 投资移民拿到绿卡，于是向
顾问做了相关咨询，通过了解客户背
景后分析认为，以张小姐的自身情况
，申请 EB-1A 杰出人才的把握是非常
大的，完全不必通过 EB-5 投资移民
的方式就能拿到美国绿卡，于是建议
客户申请 EB-1A。
顾问分析，张小姐目前所在公
司是国内知名的保险公司，其本人
也是行业内知名的销售达人。张小
姐所在公司在业内名列前茅，其在

任职后对公司的销售贡献也是非常
可观的，为公司做出了卓越贡献。
除此之外，张小姐在国内几家知名
媒体都有过个人报道，等于对其个
人成就进行了说明。
此外，张小姐在公司职位重要，
经过调查其薪资高于同行不少。这又
为其申请 EB-1A 提供了另外两条标准
。深入调查后，发现她还写过关于销
售的书籍和文章，这也为申请杰出人
才拿到了加分项目。
张小姐在听了顾问的分析后，决
定完全交由金北方为其办理省钱省时
省力的 EB-1A 杰出人才移民。不出所
料，在金北方 EB-1A 项目团队的集体
努力下，张小姐递交的 EB-1A 申请于
4 个月后就拿到了批复。
由此看来，其实普通人也可以
移民美国，而条条大路通美国，何
不让 EB-1A 助你一臂之力呢？EB-1A
杰出人才移民，相比投资移民又操
作简单风险低，是目前首选的移民
美国方案。

H1B 中签不保证拿得到
律师表示学历过高也会被拒
H1B 工作签证抽签目前已尘埃落定，几
乎所有人都已知道自己是否抽中。今年 19 万
人抽取 8.5 万个名额，虽然竞争不如去年激烈
，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得不另寻出路。但律师
提醒，抽中并不意味着会保证拿到，还要根
据所学的专业和工作内容来审核，并非抽中
的人每人都能最终拿到签证，且今年不能办
理加急处理，等待时间变长，但在此期间如
果学生签证到期，不用担心变成非法移民。
律师表示，很多人 H1B 遭拒，是学历过高
(over qualified)或所学专业和职位不符所致。
去年抽中 H1B 签证的张同学，本以为高

枕无忧，但等了近两个月，移民局突然要求他
补充材料，补充完毕后，依然没有结果，最终
他要求加急处理，但没想到却等来了移民局的
拒绝信。移民局认为，相对于他所申请的职位
，他的教育水平过高。张同学在某网站担任数
据处理工作，大学的专业是数学和统计，并有
经济学的副学位(minor)。本来他所学的专业和
职位还算相关，但多次向移民局解释，移民局
依然认为他学历过高，认为网站不需要数学专
业的学生。张同学申请行政复议，但等待了半
年后，移民局继续拒绝了他的申请。张同学只
得另寻方法留在美国。

律师王婧表示，很多人以为抽中了就可
以高枕无忧，但其实每年抽中了却被拒绝签
发 H1-B 的人并不少。通常如果移民局认为申
请较为可疑，会通知申请者补充申请材料，
移民局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清单，要求申请
者提交何种文件和材料，以便审核。如果补
充材料依然不能说服移民局，将会拒绝申请
。王婧表示，申请 H1B 遭拒后，依然可以申
请行政复议，但耗时会比较长，通常都会数
个月。
在一家华人公司工作的赵先生表示，他
第一次申请 H1B 就被拒绝，理由是学历过高

，且职位和他专业相关性不强。经过律师的
精心准备后，他申请了行政复议，大约半年
后，才终于拿到了 H1B 签证。但他表示，这
期间内心的忐忑和煎熬，不堪回首。
王婧表示，由于今年移民局不接受加急
申请，因此大家都只能慢慢等待。H1B 每年
10 月 1 日开始生效，在此期间如果学生签证
或者实习期(OPT)到期，也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不必担心身份过期后变成非法移民，或者
留下非法停留的纪录。但如果没有确认拿到
移民局发来的正式 H1B 通过表格，最好不要
离开美国。

新西兰面向华人冷知识有种工签只有中国人能申
新西兰华人店铺被抢，有可能是与店内货架的
摆设方位有关；虽然移民政策趋紧，但新西兰还有
一个只有中国人才能享受到的特殊移民类签证……5
月17日，新西兰华人社区服务中心(华社服)联合各界
，把这些“冷知识”介绍给华人企业主。
当天的会议是由华社服联合Albert-Eden地方议
会、ATEED(奥克兰旅游活动及经济发展部)、警方
以及移民局相关人士联合举办。
在当天的会议上，Mr Roskill警局的警长Dylan
HANNAH-JONES 以及华裔警官邓瑶林女士也为大
家出谋划策，分享了不少防盗抢的经验。
长期以来，Dominion Rd 一直是治安问题的
“重灾区”，入室盗抢、砸车等治安案件频发，在
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业主都苦不堪言。而由于亚裔面
孔一直给人带来的温和形象，许多华裔业主成了被
频繁骚扰的对象。
在当天的会议上，邓警官也给出了一些切实有
效的建议。她表示，犯罪分子选择一些便利店、酒
铺下手，也是有“理论依据”的，跟店内的货物、
货架等摆设方位有很大关系——这跟风水无关，而
是警方长期总结出来的经验。
邓警官表示，通常不法分子会选择那些方便拿
、现成的现金和值钱货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便

利店劫案中，烟草是被抢重灾区)；另外，便利店位
置一定是便于不法分子“快进快出”的，并且只有
极小的机会会被别人发现或者认出。
“很多业主觉得店里装了监控就万事大吉了，但
很多人从没意识到，装监控也有讲究。”邓警官说，
“不少人把监控录像放在很高的地方，但是有什么用
呢，俯拍店内根本照不到脸，只能照到头顶特征。”
所以警方建议，正确安装监控设备的高度应该
以能看清人的面部特征为宜，同时尽可能地覆盖更
多可视面积。
导致盗窃频发的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视
觉盲区过多。比如有一些酒铺，货架非常高。这就
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作案的机会。
此外，你可能未曾想过，你在窗外贴的打折信
息以及促销海报很可能也是让不法分子盯上你的原
因之一——邓警官说，不法分子在作案时一定是心
虚的，贴满海报的落地窗挡住了外面的视线，外面
的人根本不知道店内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不法分子
更容易盯上这样的店。
综合以上种种，警方给小企业主提出了以下几
点建议：
1、没有遮挡的窗户——让外面可以一眼看清室
内，增加不法分子暴露行动的心里压力；

2、收银机钉在前台——时刻在人们的视线以内；
3、明亮的灯光——不给不法分子带来任何“容
易得手”的心理暗示；
4、降低货架的高度——理由同上；
5、在盲区使用“鱼眼”镜、减少盲点并调整合
适的监控角度和高度——宗旨就是千方百计地增加
不法分子犯罪时的心理压力，让其暴露在公共视野
之下，可以有效避免相当一部分的盗抢案件发生。
在当天邓警官还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卡片——
身高辨识卡。在抢劫案件发生时，不少受害者由于
紧张，不太可能注意到一些犯罪分子的细节。而这
个卡片上有相应的身高刻度，可以将它贴在门口。
这样如果不法分子进入店中被监控录像拍到时，身
高信息就一目了然了。邓警官表示，商家们可以向
警方申请这个身高辨识卡。
在 警 方 发 言 的 最 后 ， 警 长 Dylan HANNAH-JONES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在人身安全受到
威胁时，是可以以“恰当的武力”来进行自卫的。
但总体而言，警方依然建议大家在遇到危险时不要
逞英雄，以身外之物换自身安全。
移民新政后，雇主招人看这些
新西兰移民局的移民经理和移民官也参加了这
次会谈，为当地雇主在招人方面提供帮助。

4月新西兰移民局出台了技术移民新政，从8月
份开始，48859纽币的年薪就会成为移民硬指标。另
外，技术性工签划很可能会被分为高中低三等，低
等工作签证将不能担保配偶和孩子。
而这些变化或将影响到未来雇主的招人情况。
对此，移民官为雇主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
议和帮助。
现在新西兰有两种技能短缺名单，分别是长期
技能短缺和短期技能短缺。移民官Jassie Zhao跟现
场的雇主解释道，“假如你雇佣的职位不在其中一
种名单内，那么就需要进行劳动力市场评估。”
据移民经理说，劳动力市场评估(Labour Market Test, LMT)的最新叫法为 skill match report。
LMT的主要功能是测试雇主是否真实地试图雇佣新
西兰人。一般来说，LMT需要完成3个步骤：
在大型的报纸或网站上刊登此职位的招聘广告
和猎头公司签订合同
和工作与收入局联系
对此要求，现场有雇主马上就提出疑问，是不
是一定要三个步骤全部走完？移民官解释道，“实
际操作来说，你提交的资料越详细越全面，相关部
门在审批的时候就越快，通过的几率也就越大。”
中餐厨师等特殊人才最长可以申请3年工作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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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著稱的德州 不失高貴和奢華
高貴氣派的德州大亨三日週末豪華
版 （The Texas Tycoon weekend
package）
德州以大著稱，不僅代表著奔放和
熱情，同時也不失高貴和奢華，三天豪
擲 1.5 萬美元，你就能體會到德州石油
大亨的生活，這項週末三天豪華版包括

住在頂級休斯頓人酒店（Houstonian
Hotel）的神殿套房，配套牛仔服飾，
髮型設計，私人舞蹈授課，礦泉保養按
摩，美食酒會，獲贈名貴牛仔靴，乘坐
私人直升飛機等等。
預約電話 713-680-2626.

休斯頓的夜景別有情趣，休斯
頓旅遊局提供古典英式的雙層露天
的觀光車，讓乘客一覽休斯頓市中
心璀璨的高樓夜景，同時，沿途的
路線有歷史區包括市場廣場、市政
大廳、環城河 Buffalo bayou，金融
區、劇院區以及歷史上有名的景點
，出發的時間為周四周五週六晚上 7
點發車，地點位於休斯頓市中心水
族館，遊覽持續時間為一個小時。
座位有限，需要提前預約。

Houston Polo Club 8552 Memorial Dr. | Houston, TX 77024
休斯頓城市夜景遊覽 20%優惠價格 時間：02/24/2017----12/31/2017 見（優惠券）

此外，休斯頓
高大上的活動還包
括打馬球，佔地 26
畝的環境優美的馬
球場，從 1928 年到
今日，這項貴族運
動在休斯頓從未停
止，每週末超過 60
位高手在此比拼，
其中不乏國際頂尖
選手，1998 年休斯
頓馬球俱樂部被譽
為美國馬球協會銀
盃獎，這也是美國
最悠久的獎項。

時事剪影
星期三

2017 年 5 月 24 日

Wednesday, May 24, 2017

B6

哥倫比亞洪水肆虐 動物園被淹

近日，暴雨導致哥倫比亞考卡河泛濫
近日，
暴雨導致哥倫比亞考卡河泛濫，
，引發的洪水和泥石流已造成數人
死亡，
死亡
，數千人受到影響
數千人受到影響。
。

園方期盼熊貓寶寶
日本上野動物園大熊貓或懷孕

在漢景帝陽陵裏修陶俑
文物太多人太少修不過來

日本上野動物園的雌性大熊貓“
日本上野動物園的雌性大熊貓
“真真
真真”。
”。園方介紹
園方介紹，“
，“真真
真真”
”從本
月 16 日左右開始出現食欲減退
日左右開始出現食欲減退，
， 臥地休息時間延長等懷孕的征兆
臥地休息時間延長等懷孕的征兆。
。不
過，因為在排卵時也會出現同樣的體征變化
因為在排卵時也會出現同樣的體征變化，
，因此有可能是假懷孕
因此有可能是假懷孕。
。

漢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第壹個鼎盛時期，在“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觀念影響下，漢代的陶俑制作
非常發達，出土漢俑的數量、種類及其精美程度在中國古代雕塑史上都是數壹數二的。

大話經濟

國內航線將不能用護照坐飛機

出入境人員受影響最大

綜合報導 據報道，最近網上有消息
說“以後國內航段不能用護照坐飛機
了 ”，引發網友關註，這到底是真的還
是謠傳？記者從多地從機場了解到，消
息是屬實的，而且壹些機場已經開始執
行。
網上所說的“今後國內航段不能直
接使用護照乘機”的規定，實際上是民
航總局頒布的新版《民用航空安全檢查

規則》中的壹項。
記者了解到，南京祿口國際機
場 、合肥新橋機場等機場已開始實行
這項新規。那麼，這壹新規會給乘客
帶來不便嗎？合肥市民張先生是做外
貿生意的，經常乘坐國際內航班，原
來壹本護照就走遍天下，現在還要帶
身份證。“我是做外貿的，國內航班
不能用不太方便，因為護照跟身份證

壹樣，都是可以證明身份的，為什麼
不能呢？我覺得這個新政策造成壹些
不太方便的地方。”
東航江蘇公司地面服務部經理王
闖說，這項新規主要涉及三類人群。
影響最大的，就是需要出入境的人
員 。無論妳是去旅遊還是出差，如果
行程中包含中國內地的航段，妳就得
隨身攜帶身份證。“國內和國際的證
件劃分很清楚，比如南京飛廣州，然
後再轉布裏斯班或墨爾本，原來拿壹
本護照及有效簽證就可以，現在要把
身份證也帶著。”
涉及這項新規的另壹類人群則是
長居海外的留學生和華僑，由於長期
在境外生活，有人的身份證已經過期
或者根本就沒有身份證。過去，這類
人群只要出示護照，就可以乘坐國內

航段，但現在依據安檢“新政”，他
們壹旦回國，將被國內航班“拒載”。
還有壹部分人群，則是無法出示身份
證的。比如有些人因辦理相關其他手
續，身份證暫時不在身邊，或者是身
份證遺失的。
不過王闖表示，這部分人群不用擔
心。機場公安有辦臨時身份證的，有些
居民忘記帶身份證或遺失，到公安這邊
出示壹下有效證件，是可以補辦臨的，
有臨時補救的方式。
合肥新橋機場安檢站旅檢中心壹科
隊長胡昌勝也提醒旅客，持護照等證件
將不能作為有效乘機證件使用。根據新
版民用航空安全檢查規則和相關規定，
凡是乘坐國內航段旅客有效乘機身份證
件過期的，不予放行。中國境內公民使
用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往來臺灣通

行證，乘坐國內航班的旅客，包括國際
聯程的國內航段，應當同時提供居民身
份證或者民用機場公安機關簽發的乘坐
民航飛機臨時身份證明。因此，在這裏
提醒廣大旅客，乘坐民航班機時，盡量
攜帶居民身份證件。
有航空業內人士分析認為，新政
的實行，可能會對於壹些國內的航空
公司帶來影響。比如，中國旅客要從
南京前往澳大利亞的布裏斯班，他可
以搭乘國內航空公司的班機從南京到
廣州，然後再飛往布裏斯班，也可以
搭乘香港班機從南京到香港中轉前往
布裏斯班。前壹條路線，乘客需要同
時帶著身份證和護照，後壹條路線，
乘客只需要護照。那麼，在其它條件
都類似的情況下，乘客可能更願意選
擇境外航空公司的線路。

去產能獎補資金去年使用逾 418 億 主要用於職工安置
綜合報導 化解和淘汰過剩落後產能，是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去年，國家設立了工業
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主要用於化解過剩產能過
程中的企業職工安置和就業。很多人關心，去產能
獎補資金是怎樣分配的？獎補資金對去產能發揮了
什麼作用？記者就此采訪了有關部門和專家。
“淘汰過剩落後產能，是轉型升級必須要邁過
的壹道坎。”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2016 年，
中央財政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資
金規模為兩年 1000 億元。
按照報經國務院審定的資金管理辦法，根據鋼
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部際聯席會議審定的化解
產能目標任務、需安置職工人數等基礎數據測算，
2016 年中央財政撥付了各地方和中央企業基礎獎
補資金 307.1 億元。
在多項政策激勵下，2016 年化解過剩產能工
作，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全國壓減鋼鐵過剩產能
6500 萬噸以上，煤炭過剩產能 2.9 億噸以上，並對
70 萬職工實行了轉崗安置。
“在基礎獎補之外，去產能做得好還可獲得梯
級獎補資金。2016 年梯級獎補資金為 111.59 億元

，中央財政已撥付到位。”這位負責人說。獎補資
金的發放，與各省份、中央企業化解過剩產能任務
完成情況掛鉤。
專項獎補資金在設計上，采用“早退多獎、梯
級獎補”的方式，目的是鼓勵地方和央企多退、早
退產能。壹是對早退出的產能，按更高的標準給予
獎補；二是對超額完成目標任務的地區和央企，按
比例給予階梯式的獎補。“基礎獎補和梯級獎補加
到壹起，中央財政 1000 億元的獎補資金，去年已
經使用了 418.69 億元。”這位負責人介紹。
對於去產能做得好的地方，中央怎樣獎勵？國
務院在安排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時，根
據地方超額完成目標任務量情況給予梯級獎補。超
額完成 2016 年去產能目標任務量 5%以內的，按
超額比例給予獎補；超額完成 2016 年去產能目標
任務量 5%—10%的，按超額比例的 1.25 倍給予獎
補；超額完成 2016 年去產能目標任務量 10%以上
的，按超額比例的 1.5 倍給予獎補，梯級獎補比例
最高不超過 30%。
中央財政獎補資金，主要是用於職工分流安置。
5 月 10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透露：各地各部

門今年繼續狠抓落實，全國共退出鋼鐵、煤炭產能
3170 萬噸和 6897 萬噸，完成年度任務的 63.4%和
46%。
推動化解和淘汰過剩產能，關鍵是要把職工安
置好。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2017 年
中央財政將繼續支持鋼鐵、煤炭化解過剩產能，及
時撥付專項獎補資金，並做好對地方和中央企業的
督查工作，確保資金用於符合國家現行政策的職工
分流安置工作。”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地方和
企業要落實相關資金與措施，確保分流職工就業有
出路、生活有保障。
日前，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等 23 個部門
聯合發布《關於做好 2017 年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
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工作的意見》，強調要深入細
致做好職工安置和社會穩定工作，更好發揮獎補資
金對去產能的支持作用，確保職工有安置、社會可
承受、民生有保障。
意見明確，支持企業多渠道分流安置職工，挖
掘內部轉崗分流潛力，落實好穩崗補貼政策。同時
，加強對失業人員再就業幫扶，強化職業培訓、就

業服務和政策扶持，做好社會保障銜接。加大對困
難人員援助力度，重點加強對“4050”人員幫扶
，解決好零就業家庭問題，幫助特困地區和特困群
眾解決生活困難，發揮好社會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
底作用，確保沒有能力再就業人員基本生活。
“在中國經濟轉變增長方式的關口，要更加註
重培育新動能。新動能更強勁，落後產能去得也就
更容易。”會計審計專家張連起表示，中國經濟增
長的新動能蓬勃興起，新舊動能轉換正在加快。新
動能不但可以擠出過剩產能，還能創造出大量就業
崗位，成為分流轉崗職工的就業“容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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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stad
Confirmed
DPRK's Spy Agency Unit 180, An Elite
As
North Korean Cyber Warfare Group,
Ambassador
Revealed To Be Behind Hacking Attacks
To China
Former North Korean Computer Professor Alleges
North’s Spy Agency Was Behind Hacking Attacks

He explained that the hackers might be heading to
other countries as employees of trading firms or
overseas branches of North Korean companies or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Meanwhile, James Lewis, an expert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s said that
Pyongyang has previously used hacking for espionage
and political harassment against South Korea and U.S.
Lewis explained, “They changed after Sony by using
hacking to support criminal activities to generate hard
currency for the regime. So far, it's worked as well or
better as drugs, counterfeiting, smuggling – all their
usual tricks.”
Further, in a report submitted to Congress,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aid that North Korea likely
"views cyber as a cost-effective, asymmetric, deniable
tool that it can employ with little risk from reprisal
attacks, in part because its networks are largely
separated from the internet.”
Adding, “It is likely to us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from
third-party nations."

The U.S. Senate has confirmed Iowa Governor
Terry Branstad as the next ambassador
to China. China's President Xi has called
Branstad, 70, an 'old friend' after decades
of dealings with him on agricultural trade
during his long career in politics in Iowa.

Unit 180 is part of North Korea's intelligence agency Reconnaissance General Bureau (RGB).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YONGYANG, North Korea - In a shocking new
revelation, a former computer expert from North
Korea has exposed the role played by Pyongyang's spy
agency in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yber attacks.
In the wake of the WannaCry attack that rattled
the world, affecting over 150 countries, security
experts had raised doubts about
North Korea’s intelligence agency
Reconnaissance General Bureau
(RGB) being behind the attack.
Now, Kim Heung-kwang, a former
computer science professor in North
Korea has stated in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that the cyber attacks
allegedly by North Korea, were
masterminded by Unit 180.
Unit 180 is a special cell that is part
of North Korea's elite cyber warfare
group, the Reconnaissance General
Bureau.
The attacks, Heung-kwang believes
were aimed at raising money
as dozens of countries impose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due to its

ever-expanding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at has not
only threatened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ut has
become a global threat.
According to Heung-kwang, "Unit 180 is engaged
in hac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breaching and
withdrawing money out of bank accounts.”
He further added, “The hackers go overseas to find
somewhere with better internet services than North
Korea so as not to leave a trace.”

Some officials in South Korea even claim to have
considerable evidence of North Korea's cyber attacks.
Ahn Chong-ghee, South Korea's vice foreign minister
said in a statement, "North Korea is carrying out
cyber attacks through third countries to cover up the
origin of the attacks and using thei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ccording to a former South Korean police researcher,
Yoo Dong-ryul, Malaysia has long been a base for
North Korean cyber operations.
Further, Michael Madden, an expert on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said Unit 180 was one among
several elite cyber warfare groups in the North Korean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n June 2016,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in Seoul accused
North Korea of hacking over 140,000 computers at 160
South Korean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lanting malicious code as part of a long-term
plan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a massive cyber attack.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Holds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Yang and Tillerson also exchanged views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such as the Korean Peninsula situation. (Courtesy
sino-us.com)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before their meeting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DC on 1 March 2017 Photo: Xinhu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 will closely coordin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prepare for the upcoming first round of the China-U.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to ensure its success,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said Saturday.
Yang made the remarks in a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Tillerson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ordinate with
China in preparation for the dialogue and he hopes th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alks will yield positive results.
Sinc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U.S.
counterpart, Donald Trump, held meetings in April at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China-U.S. relations,
guided by the consensus reached by the two leaders,
have mad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progress, Yang said.
Yang urged the two countries to continue high level
official contact and execute the 100-day pla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e called on both sides to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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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nfirmation came by a bipartisan vote of 82 to 13
Monday, with all 13 of the votes against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s nominee coming from Democrats.
Washington has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China to agree
to new sanctions on Pyongyang, which has conducted
dozens of missile firings and tested two nuclear bombs
since the start of 2016.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warned that a 'major,
major conflict' with North Korea is possible over its
weapons programs, although U.S. officials say tougher
sanctions, not military force, are the preferred option.

Location of the state of Iowa on the U.S. map.
Branstad says he intends to use his decades-lo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advance U.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The two met
in 1985 when Xi, then a provincial official, led an
agricultural trade delegation to Iowa.
Xi has called Branstad, 70, an 'old friend' after decades
of dealings on agricultural trade during his long career
in politics in Iowa, an important farming state.
Branstad is in his sixth nonconsecutive term as Iowa's
governor. With more than 22 years at the helm of
state government, he is the country's longest-serving
governor. He is due to be replaced in Des Moines
by Lieutenant Governor Kim Reynolds, who would
be the state's first female governor. (Courtesy www.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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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美南新面孔 展現新時代女性之美
（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以打造美南地區
健康華人新女性為主題的“尋找美南新面孔”
論壇，於 5 月 19 日下午在德州南方大學（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學生活動中心成功舉
辦。作為 2017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
美南賽區系列活動之一，本次論壇特邀鳳凰衛
視美洲台副台長曾世平女士、美國中國總商會
休斯頓分會會長李少林先生、德州南方大學中
國歷史系副教授羅傑.哈特博士以及南方大學孔
子學院中方院長、北京交通大學教授易曉女士
擔任主講嘉賓，通過主題演講和嘉賓討論的形
式，多角度的探討新時代女性之美，帶領現場
觀眾重新定義“美麗”新話題，美南地區華人
華僑近 70 人出席了論壇，反響熱烈。
美南賽區大賽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首先
致辭表示，本次論壇主要探討與美麗有關的話
題，希望為每一位美南地區的華姐，提供更多
的思考和全面的認識，讓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中
華小姐的真諦，讓更多的華人在美南賽場展示
屬於美南人獨有的獨立、自信和美麗。
鳳凰衛視美洲台副台長曾世平女士簡要介

紹了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的歷史。鳳凰衛視 2003
年發起中華小姐環球大賽，旨在“創立華人新
女性形象，向全球展示華人女性之美”，至今
已有 15 年曆史，以往美洲賽區有紐約、洛杉磯
、多倫多、溫哥華，此次新增休斯敦作為美南
賽區，方便美南地區的華人華僑積極參與到大
賽中來。
曾副台長介紹美洲賽區的選美標準，不同
於傳統常規的“林黛玉式”的審美，美洲賽區
的參賽者要“內外兼修”，不僅外形美，還需
多才多藝，通曉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文化等，
充分體現美洲賽區新時代女性的獨特魅力。
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會會長李少林先
生認為，健康、自信、善良、有修養是定義
“美麗女性”的新特質。主內的家庭主婦和職
業女性是女性個人能力在不同領域的體現，都
值得尊重。有人認為美國南方有些土，“紅脖
子、牛仔、大卡車”是一般人對美南的印象，
他希望藉由這次中華小姐大賽的平台，可以充
分展現美南華人熱愛美、追求美的生活態度，
同時也向美國展示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德州南方大學歷
史 系 副 教 授 Roger
Hart 教授，從歷史和
東西方文化角度講述
了美的不同。他說，
審美是相對的，中國
歷朝歷代對美的定義
不同，審美的標準也
在發生變化。在中國
古代，紅樓夢中的林
黛玉是中國人眼中的
美； 在 21 世紀的今
論壇主講嘉賓（
（左起
左起：
：易曉女士
易曉女士、
、羅傑
羅傑..哈特博士
哈特博士、
、李少林先生
李少林先生、
、曾世平女
天，對中國女性和世 論壇主講嘉賓
士
）
與主持人怡娜（
與主持人怡娜
（
右一）
右一
）
多角度探討新時代女性的“
多角度探討新時代女性的
“
美麗”
美麗
”
新標準。
新標準
。(記
界女性美的判斷都少
者楊笑／攝影)
者楊笑／攝影
)
不了自信、自強和自
立。從東西方文化角
求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在“追求極致的過
度看，中國審美中有對女性含蓄美欣賞的成分 程、不斷學習和接受新的調整”，非常有意義
，西方的審美是開朗、大方、直接。
。她會鼓勵她的學生參加選美，展現自我的同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兼北京交 時也會增加自信，學習到新的東西。
通大學易曉教授談到選美活動對大學教授來說
是一個新課題。她認為選美和職業和學科的追

魏東升新星舞蹈學院璀璨星匯
2017 年度匯報演出晚會 演出精采紛呈
【本報訊】5 月 21 日，Star Way Dance Academy （魏東升新星舞蹈學院）在休斯敦市中心的
Melinda Gong 曾獲多像芭蕾比賽獨 Midtwon Arts and Theater Center 舉 辦 了 璀 璨 星
舞獎牌，
舞獎牌
， 為晚會帶來了精彩紛呈的 匯-2017 年度匯報演出晚會。晚會展現了芭蕾舞，
芭蕾獨舞 Talisman
Talisman。
。 ( 攝影
攝影：
： Tracy 中國舞以及 Hip-hop 等多種舞蹈類型的劇目。
Star Way Dance Academy 由享譽中外知名芭
Feng)

蕾舞蹈藝術家魏東升老師與陳星老師在休斯敦糖城
地區開辦的舞蹈藝術學校。 魏東升老師 1987 年畢
業於北京舞蹈學院芭蕾舞表演專業，曾任中央芭蕾
舞團，亞特蘭大芭蕾舞團首席。並創辦亞特蘭大專
業舞蹈學校，每年都有優秀學生由於舞蹈特長被常
青藤學校錄取。其中魏老師所指導的芭蕾舞 “茉莉

藏族舞蹈”歡騰
藏族舞蹈”
歡騰”
” 讓觀眾眼前一亮
讓觀眾眼前一亮，
，欣賞到了不同於傳統的藏族 唯美的舞蹈 《水之靈
水之靈》
》演繹了水的柔美和力量
演繹了水的柔美和力量。
。(攝影
攝影：
：Tracy
舞蹈。
舞蹈
。(攝影
攝影：
：Tracy Feng)
Feng)

花”獲得多項中美大獎。
Star Way Dance Academy 堅持“一切為了孩
子”為宗旨，以專業的教學和誠摯的愛心培養優秀
的舞蹈人才；普及和提升舞蹈藝術素質。 目前 Star
Way Dance Academy 設有芭蕾，中國舞，幼兒啟
蒙舞蹈，成人舞蹈和 Hip Hop 等。

動感十足的 Hip Hop 舞蹈
舞蹈”
” Good is the new bad 和 Good
boy”。
boy
”。((攝影
攝影：
：Tracy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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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作家，不是你的選擇
作為一個作家，
不是你的選擇，
，而是 「 天命
天命」」 ！
范遷在 「 作協 」 談他從繪畫到寫作的心路歷程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美南華文寫作
協會」 周日（5 月 21 日 ） 邀請了當代重量級
作家兼畫家范遷，以 「交流」 的方式與大家分
享他從繪畫到寫作的心路歷程。
范遷先生是畫家，1953 年生，上海人，
1981 年來美，1983 年獲舊金山藝術學院碩士
，擅長油畫及雕塑。曾在歐洲遊歷多年，以賣
畫為生，看遍歐洲各大小博物館及美術館，九
十年代開始寫作，成為自由撰稿人，長期為海
內外各大報章雜誌撰稿。著有長篇小說 「 錯敲
天堂門」 、 「白房子藍瓶子」 、 「 桃子」 、 「
丁托雷托莊園」 、 「 風吹草動」 、 「 失眠者俱
樂部」 、 「 寶貝兒」 、 「 古玩街」 、， 「 天
堂口 」 、以及最新出版的 「 錦瑟 」 ，以及中
短篇小說集 「 見鬼」 ， 「 舊金山之吻」 等等
，成為海內外報章雜誌最受歡迎的作家。
范遷談寫作，他認為現在寫作不需要學院
派完整的理論，完全是個人的經驗，如美國
Henry Lee 的 「 北迴歸線 」 ，現在文學的潮流
有 「 極端」 的變化---- 主要是作者介紹自己
對外界的感受。他以張愛玲為例，他認為張愛
玲晚年最有份量的叫 「 小團圓 」 。他認為作為
一個作家不是你的選擇，而是 「 天命」 ，種種

不可知的因素把你推進這條路。他以中國農村
出身的二位作家為例： 一位是余秋華，寫詩，
從小腦癱，他寫 「 穿過半個中國」 ，另一位范
雨素，他們真正能寫作的時間不多，他們需要
謀生，寫作，完全為自己而寫，他們寫的東西
，范遷認為： 真誠，直觀，受到上天的啟發。
他們曾說： 「 有一天如果我不寫作，我不知道
自己還能作什麼？」 ，如今還有多少人照他們
一樣，在埋頭寫作？
范遷以他個人為例：他為什麼從繪畫轉向
寫作？1967 年時，他剛上中學，中國就爆發了
「 文化大革命 」 ，一批人 「 上山下鄉」 ，以
致他沒有受到正規的中文教育，但他一直畫畫
，喜歡畫畫，大學唸的是藝術系。他的轉變是
在歐洲時，看了這麼多博物館，從文藝復興到
映象派，抽象派到現代繪畫，看了這麼多作品
，他開始對自己繪畫的潛能產生懷疑，他還是
繼續畫畫，也寫了一些隨筆，感想，沒想到有
一天文學會成為他人生重要的一部份。
如今，他已寫 12 本書，大部份出版， 「 桃
子 」 他花了六個月的時間，而 「 錦瑟」 ， 「
寶貝兒」 兩本書，是他花了二年的時間寫的。
范遷說： 在我心目中，作家應有自己對世界的

觀點，對中國
處境的感想，
以及海外華僑
如何與世界有
所連繫。二、
三十年之前，
你不能想像網
路，手機對我
們生活有何影
響？他認為寫
作 者 不 能 離 生 圖為作家范遷
圖為作家范遷（
（ 桌前左三 ）周日在文化中心 「 美
圖為作家范遷（
（ 右一 ） 在 圖為作家范遷
活 太 遠 ， 也 不 講座上回答觀眾的提問
南華文作協」」 談其個人寫作的心路歷程
談其個人寫作的心路歷程。（
。（ 記者
講座上回答觀眾的提問。（
。（ 南華文作協
能 太 近 ， 應 保 記者秦鴻鈞攝 ）。
秦鴻鈞攝 ）
持一定距離，
賣了一本書------。 他說：一個國家的文化
才能靜下心來觀察我們的時代。如他的作品 「 素質高不高，不是在名牌包，汽車上，一個民
桃子 」 是寫中、越戰爭開始， 「 保衛邊境戰爭 族的優雅，睿智，修養，在於大眾對文學，藝
」 ，而 「新小說 「 錦瑟 」 是寫上世紀 40-60 術，人生的終極思考，否則陰影會籠罩，他舉
年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過日子的？我們現在 了很多英國大文豪，希臘荷馬，以及法國巴黎
是歷史的一部份，我們來美住了 35-36 年，我 ，西班牙等國為例。
們從未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 衝突 」 是整個
周日講座現場，到了很多范遷作品的讀者
小說的核心，當 觀察各種 「 衝突 」 的起因， ，他們無不為其活靈活現筆下人物的性格，徬
我常覺得小說自己會活起來。
徨與失落，困惑與掙扎，企盼與歡樂，而感受
而范遷也感覺今天寫小說者的孤寂，他說 到范遷對人，人性 及社會的敏銳的洞察力，如
： 現在在國內，大家寧可花幾千塊錢去吃 果沒有作者深厚豐富的人生閱歷及觀察，恐怕
個飯，買個名牌包，可是你要他花個幾十塊 無法如此精確的描繪出筆下人物對環境的身不
錢去買本書，卻是難上加難，他為了觀察讀 由己，無奈，與心情轉折。除了精巧生動的情
者的反應，曾在上海地下街某書店待了一天 節，范遷不脫泥帶水的簡練文字，一氣呵成的
，從早上十點至下午四點，整六個小時，才 氣勢，更增加了其作品的可讀性。

休市新聞健將楊秉禮即將定居洛杉磯
休士頓眾好友齊聚歡樂小棧為其送行

圖文： 秦鴻鈞
休士頓新聞界健將，桃李滿天下的楊秉禮老師（ 圖一，坐者左四 ）自今年年初宣佈自他服務近
二十年的 「 美中信使報 」 退休後，於日前休士頓眾好友又接到他的電郵，表示將於本月底定居洛杉
磯，邀大夥周日（5 月 21 日 ） 晚間在 「 歡樂小棧」 餐廳一敘。周日晚間的敘會極為熱烈，席開兩
桌，出席者除 「 美中信使報 」 的發行人謝忠，主編勞荊，還有 「 世界功夫報」 羅榮華，楊俊義夫
婦，河南老鄉王維國，程滿意，張燕曉，梅路村等多人。以及沛力廣告負責人陳朝暉（ 圖二， 右立
三）親筆書寫墨 寶相贈，場面十分熱烈。
送行餐會本周四中午十二時半還有一場，在中國人活動中心釋行浩功夫學校舉行。

光鹽社健康日活動
日期：06/03/2017 (Saturday) 星期六
時間：早上 10:00~下午 2 點
地 點 ： 華 人 聖 經 教 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exas 77036
光鹽社與華人聖經教會將聯合舉辦 「健
康日」 活動，訂 6 月 3 日（周六）上午 10 時
至下午 2 時舉行，地點在華人聖經教會，屆時
將提供社區各界人士免費諮詢，項目包括醫
療及營養諮詢、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Medicaid 及 CHIP 等保險申請諮詢、C 型肝炎快速篩
檢、發放糞便潛血篩檢、登記乳房攝影及子
宮經抹片檢查。
健康日將由數位內科、專科醫師及藥劑
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同時也有專業營
養師提供營養諮詢。
健康日設有護理站，將替民眾量測身高、體

重 、 BMI。 Christus Mobile
Clinic 將提供民眾測量血壓，血
糖, 以及膽固醇。當天光鹽社也
提供 C 型肝炎快速篩檢，並發放
大腸癌篩檢包，同時提供乳房攝影及子宮頸
抹片檢查登記，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查
非當日，報名後會再另行通知檢查日期。
這項健康日活動免費參加，藉此宣導社區注
意自我健康維護及早期篩檢的重要性。大多
數服務項目皆採用現場掛號登記方式，掛滿
為止。
欲量測血糖的民眾，請務必空腹。
健康日當天提供藥劑師諮詢，如欲諮詢藥
劑師請攜帶個人藥物。
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查非當日，報名
後會再另行通知檢查日期。
華 人 聖 經 教 會 地 址 ：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其他相關詢問請電光鹽社 713-988- 4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