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節 目 預 告節 目 預 告

2017年5月27日 星期六
Saturday, May 27, 2017

《《快樂童年快樂童年》》京劇水袖奧妙京劇水袖奧妙
今晚今晚88時播出時播出

美南國際電視網美南國際電視網1515..33台台﹐﹐娟子策劃擔綱主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持的兒童
節目節目﹐﹐將於將於 55月月2727日日((本周六本周六))晚間晚間88時播出時播出﹐﹐該集主題該集主題
邀請到精通京劇藝術的邀請到精通京劇藝術的LucyLucy來和小朋友介紹這傳來和小朋友介紹這傳
統的中華國粹文化統的中華國粹文化﹐﹐並與娟子穿上戲服並與娟子穿上戲服﹐﹐實地演練京實地演練京
劇橋段劇橋段﹒﹒精彩內容精彩內容﹐﹐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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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0日，為慶祝美國五月的亞太裔傳統月，休斯頓
公共圖書館（Jungman Library）特意舉辦以亞裔文化為主題的藝
術教育宣傳活動，包括雙語故事會，兒童手工，文藝節目。旨在
通過文化交流，達到族裔了解，社會和諧。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休斯頓華星藝術團受邀表演，以“文化中國”為題的一組舞蹈、
聲樂、器樂等精品節目，讓各族裔的家庭和小觀眾感知中國，分
享中國文化的多彩繽紛。

休斯頓公共圖書館舉辦亞洲節慶祝活動
OAEC華星藝術團受邀表演

《《勇者的心勇者的心》》 表演表演：：Wenson TangWenson Tang 、、Crystal TangCrystal Tang 曾在曾在 Dance Showcase ReDance Showcase Re--
gionalgional上獲得雙人舞第一名上獲得雙人舞第一名，，總排名第二總排名第二。。

古箏獨奏古箏獨奏《《隨想曲隨想曲》》 表演表演：：Michelle ZhangMichelle Zhang 曾在斯坦福大學國際音樂節上榮獲了好音樂獎曾在斯坦福大學國際音樂節上榮獲了好音樂獎
學金學金。。

《《魚兒躍魚兒躍》》 表演表演：：Kate WangKate Wang 美麗的傣族姑娘像一隻可愛的孔雀般舞蹈美麗的傣族姑娘像一隻可愛的孔雀般舞蹈，，
通過她優雅的舞姿來表達她內心深處的喜悅和愛通過她優雅的舞姿來表達她內心深處的喜悅和愛。。此舞蹈獲得了此舞蹈獲得了 20172017
Dance Stopper RegionalDance Stopper Regional 1010歲少年舞蹈組的第一名以及歲少年舞蹈組的第一名以及Star BoundStar Bound 20172017 ReRe--
gionalgional第一第一。。

《《小烏鴉小烏鴉
愛媽媽愛媽媽》》
表 演表 演 ：：
Xinyu JiXinyu Ji歌歌
曲講訴了曲講訴了
可愛且懂可愛且懂
事的小烏事的小烏
鴉為年邁的媽媽叼來了蟲子並親自餵鴉為年邁的媽媽叼來了蟲子並親自餵
食食。。藉此教育了小朋友要熱愛藉此教育了小朋友要熱愛、、關心關心
媽媽媽媽。。

《《家鄉家鄉》》 表演表演：：Laura FengLaura Feng 清澈的溪流清澈的溪流
，，湛藍的天空湛藍的天空，，白色的綿羊在翠綠的草白色的綿羊在翠綠的草
地上漫步地上漫步，，這就是我可愛的家鄉這就是我可愛的家鄉！！

《《中國年畫中國年畫》》 表演表演：：Julia BiJulia Bi 此舞蹈贏得了此舞蹈贏得了20172017 ShowstopperShowstopper舞蹈大賽第舞蹈大賽第
三名三名。。《《竹管樂聯奏竹管樂聯奏--中國風情中國風情》》 表演表演：：Serena LiSerena Li

《《蟲兒飛蟲兒飛》》 表演表演：：Betty ZhouBetty Zhou、、Huangsinuo FangHuangsinuo Fang 黑黑的天黑黑的天
空低垂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隨亮亮的繁星相隨，，蟲兒飛蟲兒飛，，蟲兒飛蟲兒飛，，你在思念誰你在思念誰
。。天真爛漫的童聲天真爛漫的童聲，，卻隱隱透出一絲憂傷與孤單卻隱隱透出一絲憂傷與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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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美國南部成立的第一家浙江同鄉會，兩年以來，在全體
理事的努力下，浙江鄉親以此為平台，增進了旅美浙江人的聯絡
往來。同時在融入社區，努力為鄉親和家鄉辦實事、辦好事，特
別是在輸出海外優秀人才、商貿、傳統文化交流、友好城市互動
等方面積極推動。

回顧過去兩年，美南浙江同鄉會成功地舉辦了成立大會，浙
江省海外人才對接，秋季BBQ燒烤，進出口法律講座，理財貸
款講座等一系列活動。在協辦2015浙江省（休斯敦）海外人才
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會中，美南浙江同鄉會理事團隊，非
常出色地完成了對接和接待工作。為此次人才洽談會良好的現場
交流和後勤保障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我們可以看到旅居美國南部的浙江藉僑胞，身在異國他鄉，

融入多元社會，奮力拼搏，樂善好施。其中不乏各種感人之舉，
是我們旅居美國的鄉親們學習的榜樣。更有許多鄉親在服務社區
和僑胞中默默奉獻著，都是我們同鄉會的驕傲。

美南浙江同鄉會的會務在不斷拓展，是鄉情把我們連結在一
起！感謝海內外各級政府、各界人士、朋友、鄉親們的大力關心
和支持。展望未來，我們要繼續發揮紐帶和橋樑的作用。努力開
拓、增進會務，為促進中美友好合作和家鄉的經濟發展，科技、
文化、商貿的交流以及城市互動合作多作貢獻。

時值浙江美南同鄉會成立兩週年，為加強浙江同鄉凝聚力、
合作和交流，茲定於5月28號在珍寶樓2層舉行兩週年慶典，屆
時請本會會員偕同家眷光臨。活動中我們將為大家提供美味的食
品，豐富的表演節目和精美抽獎禮品。週年迎新喜氣洋，自娛自

樂樂翻天。
地點：珍寶樓2層， 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X 77072
時間：05/28/2017, 6:30PM
票價：$35 (學生和小於18歲者 $20, 5歲以下兒童免費）
聯繫人：張立成 (832) 282-4822， zjsouthusa@gmail.com
支持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休斯頓總領事館；浙江省外事

僑務辦公室；浙江省歸國華僑聯合會， 及休斯頓各大社團。
特別訂製家鄉菜，物超所值的浙商 coupon, 最大獎價值超

$1000, 晚會總共價值萬元獎品等著大家！

美南浙江同鄉會茲定於5月28號
在珍寶樓2層舉行兩週年慶典!

食品安全衛生對我們社區的影響
日期: 2017 年 6 月 4 日,

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時
地點: 華僑文僑服務中

心 203 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主辦單位: 全僑健康日
主辦團隊

您對食品安全衛生的重
要性認識有多少? 您是否了
解不安全不衛生的食品不只
威脅您身體的健康還會禍延
三代。你知道最近那些廳飲
業沒有通過衛生局的檢查?不
通過的項目是什麽? 在那裹
可以找相關的資訊? 如何可
以知道那些地方可以去? 不
乾不淨吃了沒病? 我們社區
的食品讓人吃了安心嗎? 請
來參加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
今年為您舉辦以"Town Hall
Meeting"的方式講解,討論。
我們邀請到以下專家為您分
柝及解答疑問:
• 資源回收 – 休士頓美國
華人環保與安全協會會長、

陳天生先生
可以回收的物品有哪些?資源
回收好處和重要性。
• 買飲食業安全保險的通過
條件 – 經營保險業、常中
政先生
飲食業購買保險必須具備那
些條件? 飲食業僱主對員工
或消費者所負的責任有那些
? 在那些情況和條件下保險
公司給予足夠的賠償。消費
者有那些權益。
• 衛生局對食品安全的檢
查 – 休士頓衛生局資深檢
查員督導,徐俊義先生政府為
我們做了什麽? 如何監督餐
飲業的品質、食品的安全？
• 社區發展/房地產的觀點
–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
李雄先生
食品安全衛生對社區發展和
房地產的影響。
• 食物設施 – 美而廉蛋糕
店業主,王明先生
食品安全的心得、如何改進
提升食物的品質。

主辦單位: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2017年6月3日截止
頒獎典禮時間: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頒獎典禮地點: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TX 77042
比賽資格:美南華裔子弟15歲(含)以下，以年齡分為以下三組:
少年組:12~15歲
兒童組:8~11歲
幼兒組:5~7歲
作品規格：11”x 15”
比賽主題：美麗的美國(Beautiful America)
*自由民主的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不僅是世界最美麗的

國家，也是無數遊客夢想踏足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美國其實也
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風景名勝。我們通常會聽到的就是夏威夷、
黃石公園、大峽穀、尼亞加拉大瀑布、白宮、金門大橋、林肯紀
念堂、好萊塢、自由女神像、迪士尼、拉斯維加斯和優勝美地國
家公園等。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麼美麗的國家裡，然而有多少國家的美
我們是見過的？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從宏偉的高山到神秘的森林
，從廣闊草原到現代的城市景觀，美國擁有著一些世界上最好的
國家公園以及世界級的嘴炮景點，他們不僅美麗。而且令人難以
置信。今天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邀請臺灣鄉親子弟，拿起你的水
彩、蠟筆或是彩色筆，畫出你心目中美麗的美國。

競賽各組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狀及獎金如次(如人數不足，按
說明4辦理)

少年組:第一名100元，第二名50，元第三名25元
兒童組:第一名100元，第二名50元，第三名25元
幼兒組:第一名100元，第二名50元，第三名25元
報名表自即日起，請向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索取
如有任何比賽相關問題，請與會長賴李迎霞聯絡
電 話 ： (832)643-5830； e-mail： gulfsouthinvestments@gmail.

com
或理事洪良冰聯絡電話：832-818-6688 email:nancygri@aol.

com
報名費:每件作品美金10元(支票Payable to:TBAA)
郵寄地址:TBAA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收

5800 Ranchester#200 Houston,TX 77036
說明：1.所有參賽者請將作品連同報名表（敬請點擊下載表

格）和報名費，在6月3日前，親送休士頓僑教中心(賴李迎霞、
洪良冰收)。

2.參賽者如蒞臨6月10日頒獎典禮，將獲得主辦單位贈送之
紀念品一份。

3.前三名優勝者將由本會送繳參加全美(臺聯會)繪畫大賽。
4.各組參賽5人（含）以下，取優勝者二名；參賽6至10人

，取優勝者三名。
5.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件，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保留其內

容及圖像使用權，其權利包含︰刊物印製，提供報章及電子媒體
刊載，各項與臺灣同鄉聯誼會相關活動展示之用。 (退件視情況
而定)

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青少年繪畫比賽Youth Drawing Contest
即日起接受報名

休士頓新聞界健將
，桃李滿天下的楊秉禮
老師（ 前 排中，坐者，
旁為其夫人） ，自今年
年初宣佈自他服務近二
十年的 「美中信使報 」
退休後，日前他又電郵
休士頓眾好友，表示他
將於本月底定居洛杉磯
，並於上周日（ 5 月 21
日 ）晚間在 「歡樂小棧
」 邀宴眾好友。由於上
周日釋行浩師父出城，
不及參加，乃於 5 月 25
日（ 本周四 ）中午，在
釋行浩功夫學校再聚餐，與程滿意、江震遠、楊俊義夫婦、釋行浩師父，羅榮華、黃順桃眾好友，留下這張珍貴的
大合照。

休市新聞健將楊秉禮即將定居洛杉磯
休士頓眾好友再為他舉行送行餐會休士頓眾好友再為他舉行送行餐會

圖文：秦鴻鈞

I.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本年第二
季度、即 4,5,6 月慶生會謹定於 6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1:00 假晚晴公寓大廳
舉行。 當天有兩個主要的專題講座。
入場劵分有三種:壽星劵(含免費晚餐
餐盒),自費餐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
參加劵。可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
。或領取免費參加劵。屆時還有豐富
的獎品抽獎助興。以上入場劵皆可參
加抽獎。請於5月9至5月30日,每週
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到僑教
中心 102 室營養午餐部向徐驊先生登
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1）醫學講座：心房顫動與中風
的防治。主講：全美知名心臟科華人
醫生豐建偉。
心房顫動是最常見的一種心律不整。
除了容易發生在年紀較大的病人外,其
他如有高血壓,心衰竭,糖尿病.甲狀腺
機能亢進等病人,也是心房顫動好發族
群。病人可能有心悸,胸悶,呼吸困難,
喘,頭暈等症狀出現、也可能發生昏厥

的現象。心房顫動發生時,因心房組織
快速不正常放電、無法正常且有效的
收縮,容易造成器官的栓塞,而導致中
風。心房顫動的病人發生腦中風的機
會是正常人的四倍以上。我們邀請到
全美知名心臟科醫生豐建偉為你講解
心房顫動的症狀，如何預防和治療。
請勿錯失良機。

2）專題講座：如何建立和保持
好的信用。主講：國泰銀行的信用專
員。

許多亞裔美國人為了不負債而用
現金付款。他們認為沒有信用與良好
信用可以劃上等號。他們認為這是正
確的觀念嗎?一旦建立了良好的信用,
能享受到許多優惠,像是汽車保險或是
房屋保險的保費會比較低。為此國泰
銀行的信用專員特為大家講解其重要
性。

II. iPad 和 iPhone 第三級,課程以
LINE為主。將於6月21日至7月21日
開班。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9:30

至 11:30上課兩小時。需要有
初級班基礎。每班人數有限
。有興趣的會員請速到僑教
中心102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
。

III. 國畫班: 每週一上午
9:30 到 11:00 在僑教中心 104
教室上課。老師呂子敬國畫
大師是專科出身、有數十年
的國畫繪畫經驗、教學包括
工筆畫和寫意畫。在呂老師
的指導之下,讓學員的國畫將
進步神速。

IV. 書法班：每週一上
午11:00點到12:30在105教室
上課。我們有幸邀請到休士
頓著名的書法家江震遠先生
為本會義務教學。江震遠老
師對書法頗有深入的研究。對中國獨
具傳統特色的文房四寶,文字的分解更
是有深厚的認知。書法是一種藝術,不
單止是目有成熟的審美體系。而且更

要了解依循漢字的結構規律，變化組
合。江震遠老師將會帶給大家更多學
習書法的教材,典故和理論。

V. 陳式太極班 : 太極巨星陳進
才得意門徒有二十多年教學經驗的張

可良老師指導。每週六下午一點到三
點有興趣的會員可到僑教中心 205 室
向班長繳費報名上課。

VI. 5/18海豚遊船之旅團體照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017年年66月份通告月份通告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培養海外華
裔青年獲得實用知識與生產技能，發展
農、工、商、家政等事業，促進當地繁
榮，特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使華
裔青年返回僑居地工作，貢獻所學，一
展長才。第36期海青班今年首度開辦秋
季班，計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24所學
校42班參加招生，預計開設電機、自動
控制、文創設計、精緻農業、動物科學
與畜產、休閒事業管理及應用化學等相
關類科。

招生對象係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當
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灣出境
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 「僑居身分」
者，具高二肄業以上，年齡40歲以下之
華裔青年。

費用：學生免繳交學費，但需自行

負擔在學期間醫療保險費或全民健康保
險費、雜費、膳費、宿費、實習材料費
及往返機票旅費等。

申請時間：自6月1日至6月30日，
開學日期為9月20日。

申請方式：將資料檢核表、申請表
一式2份，2吋照片一張、切結書、海外
學生基本資料卡、僑居地居留證件影本
、畢(肄)業證書及成績單影本等送交休士
頓僑教中心，報名申請表等相關資料可
至僑務委員會僑生服務圈(http://ocs.ocac.
net)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項內下載使用，
詳情亦可洽僑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 電 話 ：
713-789-4995，分機：113，電子郵箱：
hccc@houstonocac.org

僑務委員會第36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秋季班將於6月1日至30日申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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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收穫的季節。本月十四日下午，在糖城福
遍教會，華盛中文學校師生家長歡聚一堂，舉行了氣
氛隆重而熱烈的結業典禮。

華盛中文學校自創建以來，歷經十六載春秋，自
去年秋季學期喬遷新址，除了周日全天教學以外，增
加了周六半天，華盛以嶄新的面貌、更豐富的中文才
藝課程選擇，優質的師資力量、最上乘的教學質量贏
得了糖城家長和社會的一致好評和認可。

結業典禮於十四日下午兩點正式開始，首先由馬
校長致辭。精良的師資團隊離不開教導有方的領導。
馬校長從課堂走上領導崗位，勤懇敬業，任勞任怨。
從學校的統籌部署到細微小節，從指導教學到和各方
的交流協調。全校同仁在馬校長的帶領下，齊心協力
，穩步壯大。校長的發言對一年的工作進行了總結，
對所有無私奉獻的老師們、理事們、家長義工們表示
最衷心地感謝，也對華盛今後的發現給予了殷切地期
望。

首任校長、前任劉霆理事長是學校發展的核心人
物。她在有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多少年來心系學校，
為學校的發展提出了很多指導性的建議，做出了非凡
的貢獻。

此次結業典禮，我們還非常榮幸地邀請到領事館
僑務組房組長和張領事。他們的大駕光臨體現了領事
館對學校工作的認可和大力支持！僑務組房組長在發
言中宣布，華盛中文學校被授予“中文教學示範學校
”，並贈予十萬人民幣用於對中文教學的資助。我們
用敬業和專業換來此殊榮，這一刻讓我們把掌聲送給
為華盛的發展付出辛苦勞動的老師們、家長們和孩子
們！

精彩紛呈的文藝演出，由AP 中文班孩子的“三
句半”開始。謝斌老師一直是AP中文班的資深老師
。學生們用詼諧生動的表演表達對中文學校的眷戀和
對老師的感恩。活潑的演出，引得大家捧腹大笑。華
盛中文學校是個快樂融洽的大家庭。雖然他們離開學
校了，但是中文學習的道路並沒有停止。相信這些在

華盛成長起來的孩子們，在人生中會凝記這段難忘的
學習時光。他們收穫的不僅僅是中文知識，還有勇於
向前和不屈不饒的精神。祝福這些將要離開學校的孩
子們。

學前班的孩子們，用稚嫩的兒歌表演唱展現了他
們的天真和可愛。他們是中文學習的啟蒙軍。兒歌，
拼音，小故事，簡單的認讀……他們懵懵懂懂走入中
文學習的大門，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充滿好奇，也困難重重。如何寓教於樂，引發少兒學
習中文的興趣，是學前班方佳老師最傷腦的事情。五
六年的經驗摸索，針對學前班孩子年紀小的特點，她
把教材融合生活裡的小常識，也引用很多生動有趣的
小故事。學得開心，潛移默化灌輸中文的思維是教學
的重點。

精彩的節目一次次把氣氛推向高潮。小小魔術師
的表演，帶大家進入魔幻的奇妙空間；古詩串燒展現
了華盛孩子們深厚的文化底蘊；青春律動的舞蹈盡顯
華盛孩子的熱情和奔放；配樂詩朗誦“媽媽的愛”表
達了華盛孩子的感恩和感謝之情……禮堂裡歡聲笑語
，掌聲雷動。

典禮的最後，進行了各種獎項的頒發。這是各路
小學霸展現才華的時刻。獎杯是他們智慧和勤奮的結
晶。

2017秋季學期報名工作已經開始，為滿足糖城家
長孩子的需要，學校決定擴大招生。從原來的周六半
天週日全天到週六、週日兩個全天。除了中文課重頭
戲，還新增設了各種內容豐富的才藝興趣班供大家選
擇，同時，今年暑假學校還將拉開主題夏令營的序幕
。各種有趣的活動一定有一項吸引您。另外，為了方
便家長，更好地服務糖城社區，完善我們的報名註冊
工作，從秋季學期開始，我們採用了方便高效的全新
網上報名系統， 請登陸華盛網站註冊報名、查詢具
體詳情。 http://www.hschineseschool.org

華盛中文學校將以最熱誠的服務，最上乘的教學
質量迎接你們的到來！

華盛中文華盛中文學校學校20162016--20172017學年結業典禮勝利閉幕學年結業典禮勝利閉幕
華盛中文學校華盛中文學校““百字大關識字競賽百字大關識字競賽””二等獎頒獎二等獎頒獎

華盛中文學校華盛中文學校APAP班的學生用精彩的表演班的學生用精彩的表演““三句半三句半”，”，拉開文藝演出的序幕拉開文藝演出的序幕

華盛中文學校華盛中文學校““百字大關識字競賽百字大關識字競賽””一等獎頒獎一等獎頒獎

週日一年級的孩子在進行朗誦表演週日一年級的孩子在進行朗誦表演““落葉落葉”。”。他們的演出稚嫩可愛他們的演出稚嫩可愛，，惟妙惟肖惟妙惟肖。。

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第一家冷暖氣配件供應商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第一家冷暖氣配件供應商
Discount AC已隆重開業啦

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第一家冷暖氣配件供
應商Discount AC已隆重開業啦。

我們提供各種冷氣，暖氣的主機及配件
。歡迎批發、零售。價格合理公道。無論您
是專業的維修工，還是喜歡自己動手的行家
，都可以在我們這裡找到您心儀的部件。我
們熱忱歡迎新老客戶到店裡參觀，交流，選
購我們的產品。我們有專業的團隊為您解答
您的問題，為您提供專業的技術質詢及安裝
服務，讓您的購買更放心，更滿意。

我們的產品從空調主機，暖氣等到普通
家庭用的各式配件應有盡有。庫存包括溫度
調試器，各式型號銅管/管道，卡鎖管，90
度/45度可調整彎頭，卡扣領，擋板風門，
冠層通風口，房頂通風蓋，通風管道隔版，
冷氣外機水泥板，排水盆，隔熱過渡箱，隔
熱增壓箱，PVC塑膠管道與接頭，B通風系
統，各種住家型號空氣格柵，隔熱箱出風口
，空調專用膠帶/管道膠，煤氣鏈接管，空
調清洗劑，空調保養劑，TXV，普通/重載
電容器，空氣隔熱軟管，接觸器，壓縮機保
護器，水感應器自動開關，風扇電機，鼓風
機電機，氟利昂，空氣過濾網/空氣淨化網
，固定吊帶等配件。如果您在店裡挑選這些

產 品 時 有
任 何 問 題
， 我 們 店
裡 的 專 業
人 士 可 以
馬 上 解 答
， 同 時 我
們 的 普 通
產 品 均 有
退貨/保修
條 款 ， 讓
您 購 買 更
放心。

我們是優質空調品牌Trane（特靈空調
）代理商。大家認識到的Trane應該是在各
大空調品牌中最受認可和最受信賴的名牌，
但它不僅僅是個好牌子，每一台機器壽命在
經過漫長的歲月考驗中不斷地證明自己曾經
挑戰世界最高標準的檢測。自 1913 年成立
以來Trane始終致力於為客戶提供高效節能
的采暖，通風和製冷空調系統。

我們同時也是美國空
調老字號鈑金專業產品
Mitchell Metal 直銷商 ，

精工各式商業/住家空調管道，管件，排氣
，通風產品。所有產品已鍍鋅鋼，不銹鋼和
鋁專業打造。

炎炎夏日，讓我們為您提供滿意的涼爽
幸福生活。
Discount AC
138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Phone: 281-818-8555
Email: Natalie@DiscountACsupply.com

（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於本月易主，新老闆為了迎接
一年一度的國殤長假，在不改
原價的基礎上，新增了很多高
檔，高價位 「單點店 」 品質
的 高 檔 名 菜 ， 如 羊 排 ，
Dungeness Crab 螃蟹，Scottish
三文魚，就連壽司的品質，都

是單點店的壽司品質，再加上
該店原有的招牌菜色： 避風
塘蟹、大龍蝦，什菜撈麵，海
鮮炒飯，XO 醬炒蜆，雪蟹腳
，生蠔，牛仔骨，烤三文魚，
烤 秋 刀 魚 ， 炒 三 文 魚 下
巴----- 等等名菜，讓你陪
家人一個既高檔又開心的假期
，遍嚐經典名菜，令您今生難

以忘懷。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

城的日式海鮮自助餐廳，交通
便捷，四通八達，菜色精美，
口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
愛，也是公司員工聚餐，宴請
親友，全家團聚的最佳去處。

Tokyo One 美食如林，讓
您食指大動，開懷大吃。該店

還供應各式酒類和飲料，是今
年國殤長假最理想的去處。

Tokyo One 在八號公路邊
， 近 Westheimer Rd. 地 址 ：
2938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 電 話 ：
（713） 785- 8899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即日起至二月中，晚餐及周末一律八折優待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為了迎接即將來臨
的中國新年及「 超級盃」（Super Bowl ) 即將
在休士頓舉行，屆時數十萬人將湧入休士頓觀
球賽，休士頓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將自即日起至二月中，中國新年和 Super Bowl 
期間，晚餐及周末的價格，在原來的價格上有
20% OFF,( 即原價 $ 25.95 ,  現在只要 $20.95，
兒童價格以此類推。（ 但除夕，初一，初二
不包含在此次活動之內 )。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日式海鮮自
助餐廳，交通方便，四通八達，菜色精美，口
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愛，也是華人全家
團聚，宴請親友的最佳去處，Tokyo One 是陪
您歡度終生難忘的春節假期，及與配偶，情人
歡度別具意義的「 情人節 」（二月十四日 ) 
的最佳去處。

Tokyo One 位 於 八 號 公 路 邊，（ 近
Westheimer )， 地 址：2938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 電 話：（713）
785- 8899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經常到「 Lucky Land 」來的遊客，
會驚喜的發現，每隔一段時間，「Lucky Land」 總會增加許
多動人的風貌。如為了迎接元月廿八日農曆春節的來臨，
「Lucky Land」 在門口進口處放置了巨大的金鷄報喜，以迎
接雞年的來臨。還將在春節時免費供應遊客銅錢，按照中國
的習俗，將銅錢丟入面前的許願池許願，以求來年風調雨順，

事事順利，幸福安樂。「Lucky Land」 現雖仍在試營業期間，
中外遊客前往者甚眾，不論周末，周日，總見大批的遊客全
家出動， 它儼然已成了大休士頓地區中西文化的薈萃之地。

還記得中國西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蹟「兵馬俑」嗎？
千年前的文物湧現眼前，還不必出國就可看見，的確是令人
嘆為觀止。在休士頓心臟地帶的 Airline Dr. 路上的「Lucky 
Land 」，是一家籌劃多時的古蹟遊樂園，也是休士頓新推出
的旅遊景點之一。

在「Lucky Land」內，您可看到與西安幾乎完全一樣的
「兵馬俑」全景，令人竚足再三，遙想當年秦皇陵寢的陪葬
情形，園內還有少林十八銅人，中國的大熊貓，以及中國式
的噴泉，亭台樓閣，花卉園林，是值得您細細品味，賞玩的
旅遊勝地。

「Lucky Land 」還推出二十個中國風味設計的攤位，供
大家周末到此設攤，不論是賣食品還是玩具，文物，遊人如
織中將商機無限。每次周末（ 周六，周日） 兩天，僅收 $75 
元，歡迎大家把握良機，洽詢電話：（281）795- 2255, 713-
449-0605（中文专线）

「Lucky Land 」將自即日起至二月份正式開幕前 " 免費
＂招待大家入內參觀，遊覽，歡迎大家把握時機，利用節、
假日全家到此一遊，享受中西文化薈萃的喜悅。「Lucky 
Land 」地址：8705 Airline Dr. Houston TX 77037

「Lucky Land」金雞報喜迎春節，送幸運銅錢擲許願池
中西文化的薈萃，今年二月份正式開幕前“免費＂進場

圖為「 Lucky Land」 為迎接即將來臨的雞年春節，在進口
處放置了巨大的「 金雞報喜」。（ 記者秦鴻鈞攝 ）

「 Lucky Land 」進口處的許願池因為春節的即將來臨，佈
置的美崙美奐，充溢了喜慶佳節氣氛。（ 記者秦鴻鈞攝）

「 Lucky Land」 負責人李太太（ 
左二） 與亞裔代表 Steven 梁（ 左

一），著名功夫大師王雲洋（ 右二） 
等人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遊人們全家出動與活動布偶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Tokyo One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日式海鮮自助餐
新增高檔名菜與您共度國殤長假新增高檔名菜與您共度國殤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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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建築與創新，如
同兩大巨輪不斷向前滾動，日新又新的房屋一
而再呈現於大眾眼前，讓人讚嘆，如果看過史
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Stately Homes)所建造的
房子，都會讓人打從心裡欣賞，箇中原由即是
這個公司以真誠的態度行事，結合專業菁英團
隊，為客戶打造高品質的房屋。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開創於2006年，
公司成立之後，在新興的Houston Heights, Rice
Military, 和 Montrose 區建造了許多定制住宅，
同時也總體規劃建造了 Wood Creek Reserve 和
Weston Lakes社區，在休斯頓地區有著極為豐富
的建設管理、與開發經驗，為休斯頓地區多家
知名房地產開發公司提供房屋建造、管理、和
項目開發的服務，在業界建立非常好的口碑，
這些年來，始終是休斯頓地區各房地產開發公
司的首選建商之一。

無論是房屋定制、還是舊房翻新，又或大
型社區建設開發，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都

可以提供品質優、價格合理的服務。史迪
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曾以優異的客戶服務
度，贏得 2016 年“Pulse of the City News
Award”獎 ，獲得最高客戶滿意度評選。
也藉由5 星的評級，擠身為獲獎的菁英團
體，吸引更多房地產商的青睞與合作。

在建造家庭住宅方面，由史迪利建築
開發管理公司所興建的房屋，可以看出非
常講究精緻的細節，為客戶提供的，都是
最新的建築用品、建築方法，呈現諸多的
特色，一眼望去，便可感受經典的風格，
伴隨著優雅，還帶著些許溫暖的感覺，而這些
都是組成一個家庭所需的重要元素。

在商業建築方面，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
司建造各種商業的建築，包括休閒俱樂部、小
型辦公空間、小型零售中心、退休生活設施、
或輕型商業工作空間，其商業建築團隊將會依
照與客戶擬定的計劃，按時並按預算執行每個
步驟。

無論是獨立屋的建造，或是
大面積的土地項目，史迪利都
歡迎攜手合作。若是有人正在
籌劃著要建造一個自己規劃的
家，或者想要建立一塊小區，
史迪利皆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制定土地計劃、預算、和工作
流程，從整地開始，處理所有
的雜物和清理工作、道路開發
、下水道、水管、排水、街道
鋪路、和其他需要的方方面面
。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推出新的地
產項目定制開發服務，可以根據客戶的需
求，定制專屬於您的地產項目，同時還可
以幫客戶做全方位的一條龍服務，從項目
選址、設計、到政府部門建設許可審批、
和建築建設貸款審批，讓客戶在不用提供
大量資金的情況下，也可以輕鬆擁有和管
理自己的房地產公司。

如果有人在到處買房投資收租、在為
找不到租客和高昂的物業管理費而發愁、
或是想轉手物業又不願意折價過高，史迪
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將為您解決這些問題
，其定制項目就可以保證客戶有穩定真實
的租金收入，又可以保證客戶在轉手出售
物業時，還會獲得可觀的投資回報。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表示，我們公司
專業從事房地產開發和建設，安全、穩健、效
率高是我們地產項目定制開發的服務宗旨，無
論是房屋定制還是舊房翻新，又或是大型社區
建設的開發，我們都可以做到最好，我們為與
休斯頓精英房地產專家在設計、行銷、和融資

建立合作關係而感到自豪。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以為客戶提供專

業、高價值、和優質服務為基礎，從選出理想
的地段、確保融資、設計您的家、到高品質的
建設，完整的為客戶服務。想進一步了解詳情
的讀者，可電洽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中
文 ： Steven 832-690-8281。 英 文 ： Ted
281-224-1626。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 真誠結合專業
從事房地產開發與建設 為客戶做全方位一條龍服務

想多了解詳情的讀者可洽史迪利建築開發管想多了解詳情的讀者可洽史迪利建築開發管
理公司理公司，，中文中文Steven (Steven (右右))，，英文英文TedTed。。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以優異的客服贏得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以優異的客服贏得20162016
年年““Pulse of the City News AwardPulse of the City News Award””獎獎

看過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看過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Stately Homes)(Stately Homes)所建造的房子所建造的房子，，會讓人打從心裡欣賞會讓人打從心裡欣賞
，，以真誠結合專業以真誠結合專業，，為客戶打造高品質的房屋為客戶打造高品質的房屋。。

伊娃伊娃（（左左））和鮑伯和鮑伯（（右右））

思科網絡工程師培訓開課了思科網絡工程師培訓開課了，，
零基礎都可以學零基礎都可以學，，十萬年薪不是夢十萬年薪不是夢！！

鮑伯保險鮑伯保險———最佳組合—最佳組合：：
美國保險經紀美國保險經紀++華語助理華語助理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生活，每個人都離不開保險
，汽車保險、房屋保險、醫療保險這些都是必買的保險，如
果有長遠規劃，還要買人壽保險，如果是自己做生意，那要
買的保險就更多了。總之，每個人都要買保險。可是，要怎
樣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保險經紀？很多中國人買保險首先考
慮到的就是保險便宜，其實又便宜又適合您的保險才是性價
比最好的保險。市面上的華人保險經紀這麽多，到底找誰好
呢？我今天為您推薦鮑伯保險，這是一個最佳組合的保險經
紀：美國資深保險經紀鮑伯+華語助理依娃。

鮑伯保險是TWFG保險公司在memorial-spring的分行，
位於10號公路旁的大華超市一帶，老板鮑伯做保險這一行已
有十多年了，經驗豐富，信譽卓著。他還開有一家二手車行
，所以他特別懂車，能根據客戶要投保的車的型號和價值給
出最適合的投保建議，當客戶出車禍要理賠時，又能幫客戶
爭取到最大的利益。美國人的作風是誠實守信，所以他的客
戶非常信任他，只要找他買過保險，就會把所有的保險都轉
到他這兒，大家口口相傳，他的客戶也越來越多。鮑伯說，
紮實的專業知識外加廣闊的人際關系是做好保險這一行的關
鍵要素。一定要熟悉保險的整個流程，包括精算、核保與理
賠。雖然美國保險業歷史悠久，已經取得了人們的信任，人
們的保險意識很強。美國的保險業也非常發達，保險種類齊

全，人們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一款險種。另外
要註意的是，保險代理人法律意識一定要強，
註意保護客戶的隱私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因為
保險代理業務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關於人的業
務，建立信任關系非常重要。

鮑伯保險的華語助理伊娃則是一個天生極
具親和力的女性，她來自中國，所有非常理解
老中們的思維方式，她知道華人客戶的關註點
在什麽地方，總是耐心地替客人找到最便宜同
時也是性價比最好的險種。伊娃原來在 State
Farm 和 TWFG 都做過，比較下來她更喜歡
TWFG的商業模式，所有她來到鮑伯保險，也

就是TWFG保險公司在memorial-spring的分行。伊娃說，華
人都很精明，所以能夠把華人客戶照顧好了，所有族裔的客
戶都不成問題了。通常來說，買保險是在同一家保險公司買
好幾樣保險就能得到多重折扣，但是，鮑伯保險的優勢是，
只要你的保險都是找鮑伯保險做保險代理人，即使不是在同
一家保險公司投保，也能得到多重折扣！

TWFG的特點是代理多家保險公司，可以幫客人比價，
並且根據客人的特點，比如汽車保險，有的公司要求多年美
國駕齡才能得到優惠，而有的公司則要求多年駕齡就能得到
優惠，這裏面就有技巧。又如有的保險公司要求信用分數高
，而有的保險公司則無此要求。所以，看似簡單的報價，其
實有大奧妙。而鮑伯保險總是能在最短時間內報出性價比最
好的保險推薦給您，只是一個電話而已，您還等什麽呢？趕
快撥打832-303-8212和832-436-7714給伊娃，免費咨詢！
鮑伯保險
TWFG Insurance (Memorial –Spring Branch Agency)
地址：1439 Blalock Rd, Houston, TX77055
中文專線：832-303-8212；832-436-7714
網址：www.twfg-msb.com
電郵：eva@twfg.com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相信，這
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想發財，沒有人不
想成功。可現實是，如果你入錯了行
，你永遠都不可能成功。所以，抓住
時代的脈搏，抓住機遇，選對行業，
太重要了！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創業的，大多數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
行業，好的項目，好的團隊，自己加
入其中，一切就進行良性的運行當中
，一切都在掌握中。這樣風險可以控
製到最小，而收益可以最大化。現在
，就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學習3-6
個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

年薪達到10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
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剛進
駐休斯敦，5月21日已經正式開課了
！剛一開學就有十來個休斯敦的學生
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只恨自己早不
知道這個機會！是的，如果你曾經選
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GPA不夠理想
，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
屢次被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
在了解了LaneCert.com的Cisco網絡工
程師培訓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
不會再是問題！

據LaneCert的劉校長介紹，Lan-
eCert培訓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
業培訓機構，其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
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
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
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
不應求。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
員更為突出。全美統計，Cisco互聯網
專家CCIE只有1萬人，而這種高新技
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
cert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CCIE培訓
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
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

專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

能要打退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
很難學。其實，事實完全相反！這也
正是LaneCert最大的優勢！零基礎，
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
，Cisco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
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
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
二便是速成但是保質，幫助你在3到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
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
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

Cert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在考試技
巧上有獨到之處！如果您實在擔心自
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Cert承諾免費
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
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僱傭
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只有這一
次，你，想要抓住嗎？ Cisco 互聯網
專家培訓 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
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
業培訓學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
習。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
工作辦身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
，請來 Lane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
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將回報給
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
ton, TX77072
電話：832-539-3333；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多元高峰會執行董事方宏泰頒獎給午餐會主多元高峰會執行董事方宏泰頒獎給午餐會主
講人德州大學講人德州大學Chief Diversity Officer GregChief Diversity Officer Greg
VincentVincent博士博士，，午餐會主持人午餐會主持人KTRKKTRK新聞主新聞主
播播Erik Barajas(Erik Barajas(右右））觀禮觀禮。。

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
在在Sugar Land MarriottSugar Land Marriott 旅館隆重舉行旅館隆重舉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多元高峰會執行董事方宏泰等頒獎多元高峰會執行董事方宏泰等頒獎 「「企業多元化企業多元化
冠軍冠軍」」 給給ChevronChevron總經理總經理Lynn ChouLynn Chou周玲瑩周玲瑩。。

April DayApril Day女士榮獲女士榮獲 「「社區多樣化冠軍社區多樣化冠軍」」 獎並在獎並在
儀式上發表感言儀式上發表感言。。

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午餐會予企業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午餐會予企業
多元化冠軍多元化冠軍ChevronChevron總經理總經理Lynn ChouLynn Chou周玲瑩周玲瑩，，多多
元化遺產獎元化遺產獎Frances TarltonFrances Tarlton及社區多樣化冠軍及社區多樣化冠軍AprilApril
DayDay在糖城萬豪旅館合影在糖城萬豪旅館合影。。

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午餐會與會佳賓們和休士頓台北經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午餐會與會佳賓們和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歡聚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歡聚

德州大學新聞學教授德州大學新聞學教授Robert JensenRobert Jensen
博士主講他的研究博士主講他的研究 「「種族與性別種族與性別：：權權
力和認同感力和認同感」」 。。

美南國建會顧寶鼎會長美南國建會顧寶鼎會長、、黃初平副會長於黃初平副會長於55月月55日歡迎日歡迎
350350多人參加多元高峰會盛會多人參加多元高峰會盛會

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美南國建會第十七屆年度多元高峰會 在在Sugar Land MarriottSugar Land Marriott 旅館隆重舉行旅館隆重舉行、、顧寶鼎顧寶鼎
會長會長、、黃初平副會長黃初平副會長、、前會長林欣慧及義工們合影前會長林欣慧及義工們合影

美南國建會顧寶鼎會長美南國建會顧寶鼎會長（（左一左一））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
敏境處長敏境處長（（左二左二））出席午餐會出席午餐會。。

BB77休城讀圖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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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頒發 「「進階級進階級 」」 前三名前三名。。

頒發頒發 「「高階級高階級 」」 前三名前三名。。

20172017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頒獎典禮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頒獎典禮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入門級入門級 (Level(Level 11):): 11 熊文暘熊文暘,, 22 袁加盛袁加盛,, 33 侯玠甫侯玠甫
基礎級基礎級 (Level(Level 22):): 11 Ivy Zhu,Ivy Zhu, 22 林杰強林杰強,, 33 李英傑李英傑
進階級進階級 (Level(Level 33):): 11 徐傑寧徐傑寧,, 22 鄭婧媛鄭婧媛,, 33 連燕月連燕月
高階級高階級 (Level(Level 44):): 11 胡鶴馨胡鶴馨,, 22 陳雨萱陳雨萱,, 33 王希鎔王希鎔
流利級流利級 (Level(Level 55):): 11 陳翰陳翰,, 22 王世傑王世傑,, 33 謝天麟謝天麟
精通級精通級 (Level(Level 66):): 11 王書煜王書煜,, 22 谷懷中谷懷中

20172017 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受獎人名單如下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受獎人名單如下：：

由由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左三左三 ），）， 「「教教
育組育組」」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 右二右二 ），）， 「「 僑務諮詢委員僑務諮詢委員
」」 王敦正王敦正（（ 左二左二 ），），共同頒發共同頒發 「「入門級入門級」」 前三前三
名名。。

頒發頒發 「「 流利級流利級 」」 前三名前三名，（，（ 右三右三 ）） 為第一名陳為第一名陳
翰翰。。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右右 ））
頒發頒發 「「 精通級精通級 」」 第第
一名王書煜一名王書煜（（左左））。。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左左
）） 頒發頒發 「「 精通級精通級
」」 第二名谷懷中第二名谷懷中
（（右右）。）。

全體得獎者與頒獎貴賓合影全體得獎者與頒獎貴賓合影（（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 教育組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 「「 台北經台北經
文處文處 」」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

百利高中是本屆比賽的大贏家百利高中是本屆比賽的大贏家，，該校得獎學生該校得獎學生（（ 第二第二、、三排三排）） 與與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 教教
育組育組 」」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黄敏境處長黄敏境處長，，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夫婦合影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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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移民局本月不接受快表排期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

了雙表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
排期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
的 排 期 表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得綠卡。根據AC21條款
，在遞交 I-485 申請後，符合條件的
申請人和配偶以及21歲以下的孩子都
可以取得工卡和回美證，雙表排期的
出現大大增加了申請人及其家人的便
利，是非常利好的消息。但是由於最
近名額緊張，移民局明確表示，即使
國務院依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移民
局不接受快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
照慢表接受申請。
移民排期表（Visa Bulletin）

無論是親屬移民還是職業移民，
每年能夠拿到美國綠卡的人數都有一
定的名額限制。由於申請移民的人數
往往超過此名額限制，申請人需要等
候排期。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在每個月的上旬或中旬公佈下
個月的排期表。

要了解排期表先要了解兩個概念
，優先日期（Priority Date）和截止日
期（Cutoff Date）。優先日期是指美
國政府最早收到親屬移民申請或職業
移民申請的日期。親屬移民申請的優
先日期是指移民局收到 I-130 親屬移
民申請的日期。職業移民申請的優先
日期是指美國勞工部收到勞工證申請
（ETA 9089 或以前的ETA 750申請表
）或者移民局收到 I-140 職業移民申
請的日期。申請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
女的排期日與主申請人相同。

美國國務院每個月在移民排期表
上 公 佈 的 日 期 叫 做 截 止 日 期
（Cut-off Date），截止日期通常是往
前，但有時也會出現停滯或倒退的情
況。

判斷自己的排期是否排到，要看
自己的優先日期是否早於截止日期。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若受益人在美國
境 內 ， 就 可 以 向 美 國 移 民 局 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同時可申請

工卡和回美證．如果受益人在美國境
外，就可以通過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
家簽證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辦
理領館程序。國家簽證中心收到足夠
的資料後，將把案件轉到美國駐中國
的大使館或領事館開始移民簽證的程
序．

國務院在每個月公佈移民排期時
，對其進展程度往往有一個大致的估
計，某些優先排期的進展會加快或減
慢，甚至可能會停滯或倒退。十月一
日是每年財政年度的開始，所以通常
在九月份常常會出現名額嚴重不足的
情形，排期也相應的大幅倒退。在十
月一日新的財年開始後，名額就會得
到緩解。
審理進度表(Processing Time)

審理進度表由美國移民局每半個
月公佈一次。移民局在全美有五個審
理中心: 加州審理中心(California Ser-
vice Center)，內州審理中心(Nebraska
Service Center)，德州審理中心(Texas
Service Center)，佛州審理中心(Ver-
mont Service Center)，和全國審理中
心(National Benefits Center)又稱為密
州審理中心(Missouri Service Center)。
還有很多的地區辦公室，例如休斯敦
就有一個地區辦公室．每個審理中心
和地區辦公室都有各自的審理進度。
移民排期和審理進度又是相互聯繫的
．比如，移民局經過正常的審理進度
審理批准公民的兄弟姐妹 I-130 申請
之後，會把該案件轉到美國國務院下
屬 的 國 家 簽 證 中 心 （National Visa
Center）等待移民排期．排到後會通
知申請人進行下面的程序．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在
官網正式宣布，已經收到超過65,000
個H-1B常規名額和
20,000個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
以上學位的H-1B申請。換句話說，
今年H-1B申請的名額已被全部用完
。移民局會先抽取留給在美國獲得碩
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兩萬個名額，沒

有被抽中的在美國獲得碩士或以上學
位的申請將會被放到常規申請中，繼
續參與第二次抽籤。移民局將拒絕那
些沒有被抽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
和所有申請材料，並會附上一封解釋
信。
2.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將
嚴格採取措施來打擊H-1B簽證的欺
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子郵
箱，鼓勵美國勞工和H-1B簽證持有
人舉報可能存在的H-1B欺詐行為。
此外，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對
H-1B 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對
僱傭H-1B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工
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H-1B。
3. 3月31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機程
序 員 （Computer Programmer） 的
H-1B 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
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
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專業的
申請人申請H-1B工作簽證設立更高
門檻。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這還
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H-1B工作簽
證的難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4. 移民局3月3日表示，因H-1B案件
積壓嚴重，移民局將於 4 月 3 日起，
暫停加急服務。加急服務可能暫停 6
個月左右。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的
H-1B 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而
延期或者換雇主，從 4 月 3 日起也不
能申請加急服務。
5. 移民於 12 月 23 日大幅調漲申請費
。綠卡延期的申請費（I-90）從$365
漲 到 $455，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
簽證申請費從$325漲到$460。親屬移
民(I-130)申請費從$420調到$535。遞
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I-131）
申請費也從$360調到每份申請$575。
職業(勞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從
$580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綠卡調
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請費從$985漲
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括指紋費)。拿

到婚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
卡，申請費則從$505漲到595(不包括
指紋費)。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
$380漲到$410。指紋費$85不變。公
民入籍的申請費由$595漲到$640（不
包括指紋費)。投資移民申請費I-526
從$1500漲到$3675。投資移民臨時綠
卡轉成正式綠卡，I-829申請費$3750
不變。投資移民區域中心I-924申請
費從$6230調漲到$17,795。移民局還
提出一項新的收費，將 I-924A 的投
資移民區域中心年度登記費設為
$3035。移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
是2010年11月。
6.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起，全面實行辦理護照、旅
行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請人需要
提前登錄“中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
在線預約”網站（http://ppt.mfa.gov.
cn/ap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證
時間。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提示
打印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間攜帶相
關資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本人來
館遞交申請。除遺失護照急於回國的
臨時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請人有
其他極特殊情況無法在線預約的情況
外，總領館不再受理未經預約的護照
、旅行證申請。
7. 自 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有效
期 B1/B2、B1 或 B2簽證的申請者，
必須在首次前往美國旅行前登記。所
有申請者的登記維持兩年有效，若旅
客的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過
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失效。登記
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
期和護照及其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息
。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
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
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
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
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
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
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
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
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
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
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
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
託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
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
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
ton Tx 77036 聯 繫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com 週一到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
鏈接中收看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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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印度走進印度““光輝特快光輝特快””列車列車(Tejas Express)(Tejas Express)，，該列車擁有該列車擁有2020節車廂節車廂，，分分
高級商務艙和普通艙高級商務艙和普通艙。。將配備大量的車載設施將配備大量的車載設施，，包括包括 LCDLCD 屏幕屏幕、、重新設計重新設計
的座位和閉路電視系統等的座位和閉路電視系統等。。其中商務艙座椅背後安裝了智能娛樂系統其中商務艙座椅背後安裝了智能娛樂系統。。據報據報
道說道說，，印度高鐵印度高鐵““光輝特快光輝特快”” 即將在孟買至果阿路線上行駛即將在孟買至果阿路線上行駛。。

開戰開戰！！烏克蘭民眾街頭烏克蘭民眾街頭““打群架打群架””互扔枕頭互扔枕頭

法國壹沙灘上住法國壹沙灘上住3030余頭野牛余頭野牛 遊人遊人““望牛興嘆望牛興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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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受訪者認為
第壹份工作對職業生涯重要

畢業季臨近，壹年壹度的“春招”

也已接近尾聲。大多數應屆畢業生都將

迎來人生中第壹份真正意義上的工作。

面對第壹份工作，有的人心懷期待，也

有人充滿顧慮。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

聯合問卷網，對2004名受訪者進行的壹

項調查顯示，47.9%的受訪者第壹份工作

“專業不對口”，82.6%的受訪者認為第

壹份工作對職業生涯重要，44.9%的受訪

者找第壹份工作時最看重薪資，33.9%的

受訪者認為日後轉行很難，壹定要入對

行。

受訪者中，00後占 1.1%，90後占

23.8%，80後占51.4%，70後占17.6%，

60後占4.9%，50後占1.1%。

47.9%受訪者的第壹份工作“專業
不對口”

王青（化名）今年上大四，在北京

某二本院校讀金融學專業。今年2月考

研失敗後，王青加入了浩浩蕩蕩的找工

作“大軍”。“大多數金融專業的對口

崗位，對學歷的要求都是研究生起步，

有些甚至要求本科、研究生均在985、

211院校就讀。”在專業對口的範圍內

沒能找到合適工作的王青，擴大了找工

作的範圍，“只要有資格投簡歷，都會

試試看”。最終，王青找到了某互聯網

公司財經板塊的運營崗位。

調查中，47.9%的受訪者第壹份工作

“專業不對口”，44.3%的受訪者“專業

對口”，7.9%的受訪者表示不好說。

張揚曾就讀於北京某高校化學專

業，春季研究生畢業後，到了某化學研

究所工作。對於第壹份工作，張揚覺得

很滿意。“我本科和研究生讀的都是化

學相關專業，很多以前學到的知識現在

都派上了用場”。此外，張揚還表示，

研究所的工作相對單純，工作環境比較

舒適。

而王青覺得，壹份工作很難用

“滿意”或“不滿意”進行單方面評

價。“每個人都想找到好工作，但不可

能完全如意。所以我們最後選擇的工

作，往往是自己可選範圍內相對滿意的

那壹個”。

調查顯示，51.9%的受訪者對自己的

第壹份工作表示滿意，17.7%的受訪者不

滿意，30.4%的受訪者覺得壹般。

44.9%受訪者找第壹份工作時最看
重薪資

調查中，82.6%的受訪者認為第壹份

工作對職業生涯重要，其中24.1%的受

訪者認為非常重要。

“第壹份工作是職業生涯的‘起跑

線’。”深圳某互聯網公司HR董晨康

表示，在篩選簡歷時，如果求職者非應

屆畢業生，其工作經歷往往比學歷更受

關註。“學歷只能提供壹個人的基礎信

息，是保障能力的壹條底線；而工作經

歷卻更能體現出壹個人真正的水準和潛

力”。董晨康坦言，如果求職者曾在規

模大、發展快、知名度高的公司工作，

則容易受到更多的青睞。相反，如果求

職者曾經工作的公司較小，HR會進壹步

了解其任職期間具體的工作成果，“也

可能直接淘汰”。

已經參加工作3年的高哲鋒（化名）

目前是壹名公務員。入職時，他想要先

工作3～5年，再嘗試換工作，豐富自己

的經歷。可當他提出辭職的想法時，卻

遭到了家人的普遍反對。“父母覺得，

現在的工作既體面又穩定，盲目辭職屬

於‘沒事找事’”。

面對第壹份工作，畢業生心中都懷

有不少期待。數據顯示，薪資（44.9%）、

職位（40.1%）和工作環境（36.6%）是

受訪者最在意的影響因素。其他因素依

次有：能否讓自身成長（35.4%）、公司

和單位的名氣（32.1%）、是否有晉升機

會（27.2%）、自己對工作是否感興趣

（26.9%）、工作城市（26.8%）、能否

解決戶口（18.2%）、工作地與住所的距

離（17.6%）、團隊活力（14.3%）、工

作的自由度（12.7%）、工作夥伴的水平

（12.4%）和親戚朋友的建議和態度

（7.7%）等。

“看各種招聘廣告時，最先關註的

始終是薪水。”王青覺得，無論工作環

境、工作壓力怎樣，“高薪酬”的工作

都具有足夠的吸引力。

董晨康則覺得，畢業生在選擇第壹

份工作時，不必把“掙大錢”作為第壹

要務，應該更多地關註工作對自身成長

的幫助。“工作收益不能只靠錢來衡

量。有些崗位或許薪水並不算高，但卻

能讓妳學到寶貴的實操經驗，在行業內

積累人脈。這些都是比‘高薪水’更加

長遠的收益”。

44.6%受訪者覺得應該“騎驢找馬”，
33.9%受訪者認為壹定要入對行

找工作時，張揚主要通過校園招聘

會投遞簡歷、聯系單位。“壹般參加校

內招聘的單位，用人需求相對較大。校

招也自動過濾掉了有壹定工作經驗的競

爭者，所以應聘成功的概率會變高”。

對於尋找工作的渠道，50.7%的受訪

者通常選擇人才招聘市場，45.7%的受訪

者選擇在線招聘網站或App，44.2%的受

訪者通過朋友熟人介紹，32.1%的受訪者

參加校園招聘。其他渠道還有： 公司網

站（18.3%）、微博微信（12.0%）、線下

實體中介（9.1%）和實習（6.0%）等。

張揚覺得，第壹份工作的“起點”高

低並不重要，但“方向”盡量不要出錯。

“至少應該想清楚自己打算朝哪個方向發

展，哪怕起點不高，也能逐步積累”。

高哲峰則認為，應該在入職前適當

了解公司單位的層級架構，找壹份晉升

渠道相對順暢的工作。“相比於常年待

在大公司的基層，能在小公司裏壹展身

手也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對於第壹份工作，不同人有著不同

的態度。調查中，44.6%的受訪者覺得應

該“騎驢找馬”，先找到壹個，再考慮

換更好的；33.9%的受訪者認為日後轉行

很難，壹定要入對行；29.0%的受訪者覺

得應該“壹步到位”，第壹份工作就要

找到滿意的；22.3%的受訪者表示要順其

自然；22.0%的受訪者認為平臺很關鍵，

壹定要找到“大舞臺”；15.6%的受訪者

表示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小壹點的公司

反而更容易“出頭”。

“無論什麽工作，都應該擺正心態，

壹步壹個腳印。”董晨康建議剛參加工

作的大學生們，不要好高騖遠，努力在

現有的崗位上作出成績。“比起職位頭

銜和公司背景，妳自己真正作出的工作

成績，才是個人能力的最好證明”。

受訪者中，27.8%的人工作10年以上，

30.8%的人工作5~10年，22.9%的人工作

3~5年，12.1%的人工作1~3年，3.3%的人

為應屆畢業生，1.9%的人尚未畢業。

杭州前4月進口規模持續擴大 出口增速放緩
綜合報導 據杭州海關統計，2017年1-4月，杭

州市（含省級公司，下同）實現進出口總值1541.6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下同）增長

19.9%；其中出口 1015.9 億元，增長 6.6%；進口

525.7億元，增長57.6%。

杭州前4月外貿呈現出進口規模持續擴大，出

口增速放緩的態勢。1-4月，杭州市進口規模占浙

江省進口總值的27.0%，比重同比提高2個百分點。

在4月份出口低於同期浙江省1.8個百分點的影響下，

1-4月該市出口增速較壹季度放緩1.5個百分點。

大宗商品方面，大宗商品進口增長迅猛，但進口量

呈下行趨勢。1-4月，杭州市鐵、銅、錳、鉻四種礦砂

進口量分別增長1.8倍、77.7%、28.8倍和109.1倍。但

從單月來看，大宗商品進口量呈回落態勢。如4月份杭

州市進口鐵礦砂363.4萬噸，同比下降8.1%，環比則減

少18.2%；進口金額同比增長34.2%，環比下降13.8%。

此外，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快速增長，勞動密集

型產品出口比重下降。1-4月，杭州市出口高新技

術產品141.1億元，增長9.5%，占浙江省同類產品

出口總值的37.4%，占該市出口總值的13.9%，比重

同比提高0.4個百分點。

海關統計專家指出，傳統勞密行業發展滯緩，

新型貿易業態發展放緩，去年基數較高等多重因素

影響了今年杭州市出口的增長。

以傳統勞密行業出口支柱行業紡織業為例，

1-4月，杭州市出口紡織品129.3億元，下降1%，拉

低同期該市出口增速0.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新

型貿易發展也不容樂觀，1-4月，杭州市最主要的

外貿綜合服務平臺“浙江壹達通”出口下降28.9%，

拖累該市出口增速3.1個百分點。再加上去年同期

出口增長7.6%的高基數，多重壓力推高了今年杭州

市出口持續快速增長的難度。

因此，海關專家建議，要抓住“後峰會、前亞

運”的發展契機，積極開拓“壹帶壹路”沿線國家

市場，充分利用部分“壹帶壹路”沿線國家的成本

和資源優勢加快“走出去”，推動產能國際合作；

同時繼續大力發展信息經濟，全力推動重大核心基

礎產業發展，鼓勵引導全產業鏈協同發展，不斷提

高杭州信息經濟的競爭力和對外貿出口的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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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t Gave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Two Years To Implement The Change

Taiwan Makes History As It Becomes First
Asian Nation To Legalize Same-Sex Unions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Growing U.S. Issue

Six Houston Men Charged In International
Scheme To Steal Trade Secrets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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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Civil Code stated that only a man 
and a woman can agree to marry. Taiwan’s 
top court found that the country’s Civil code 
violated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TAIPEI, Taiwan - In what came as a huge victory, 
not only for Taiwan’s LGBT activists, but also for 
the whole of Asia, a Taipei court charted history on 
Wednesday.
The country’s top court ruled in favor of allowing 
same-sex marriage, paving the way for Taiwan to 
become the first nation in Asia to legalize same-sex 
unions.
Becoming Asia’s beacon for LGBT rights, Taiwan’s 
top court found that the country’s Civil Code, which 
states that only a man and a woman can agree to marry, 
violated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The court has now give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two 
years to implement the change.
The court said, authorities will now either enact 
or amend relevant laws within two years, failing 
which same-sex couples could have their marriages 
recognized by submitting a written document.
Taiwan’s LGBT activists, who have fought for decades 
for marriage equality, inspiring similar struggles across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were thrilled at the decision 

and celebrated with the new, engagement-inspired 
tagline, “Taiwan says yes!”
The court further added in its ruling, “The need, 
capability, willingness and longing, in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enses, for creating such permanent 
unions of intimate and exclusive nature are equally 
essential to homosexuals and heterosexuals,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the freedom of marriage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and safeguarding of 
human dignity.”

Two of the court's 15 justices filed dissenting opinions 
and one recused himself in the case.
Now, activists in Taipei want to focus on shaping how 
legislators interpret the ruling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same-sex couples and families.
In a statement, Wayne Lin, chairperson of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an influenti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e decision was a 
“milestone” for Taiwan.
In a news release issued after the ruling, Wayne Lin of 

the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urged lawmakers to 
move without “hesitation” to amend the civil code to 
guarantee full equality.

Gay rights activists hailed the decision, calling it a 
milestone for the region.
Ying Xin, executive director of Beijing LGBT Center 
said, “Without a doubt, Taiwan is walking in front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on this. This is significant for all 
of Asia.”
Meanwhile, Jay Lin, a father of two and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Queer Film 
Festival said, “People like me in the position of being 
in same-sex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 we need this 
law even earlier, even faster. And so everybody here 
and everybody who (is) supporting this law in Taiwan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all be rooting for us. And we 
will be giving a lot of pressure to the legislators to pass 
this law once and for all.”
For several years now, Taiwan has been seen as a 
leader o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rights.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region, Taiwan has taken 

steps toward equality, as Indonesia continues to arrest 
and flog gay people, Singapore criminalizes gay 
sex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nsifies 
crackdowns on LGBT organizing.
While gender and sexual minorities in Taiwan still 
face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school textbooks extol 
equality, gays and lesbians serve openly in the military 
and Taipei’s annual gay pride parade draws reveler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earth.
The country’s LGBT community credit this to 
Taiwan’s syncretic mix of cultural influences, from 
indigenous groups, to Dutch and Japanese colonizers, 
to folk practices carri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the groundswell of support for marriage 
equality has tested Taiwan’s reputation for tolerance, 
spurring a bitter backlash.
In 2016, the country witnessed religious groups 
mobilizing against marriage equality, claiming, 
contrary to evidence, that same-sex marriage threatens 
children and families.
Anti-gay rights campaigners, led by church groups 
resorted to inaccurate tropes about homosexuality, 
trying to link marriage rights to incest, bestiality and 
AIDS.Taiwan’s justice minister, Chiu Tai-san has 
stated at the last major court hearing on marriage 
equality that same-sex relationships are a “newly 
invented phenomenon” unlike “social norms and 
mechanisms formed by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over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Tai-san reportedly asked the court to consider how 
same-sex marriage might complicate the rites of 
ancestor worship and asked, “What are we going to 
write on the ancestral tablets if same-sex marriage is 
legalized?”
LGBT campaigners meanwhile believe that the ruling 
will bolster their fight more broadly. (Courtesy www.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New same-sex law in Taiwan brings new 
meaning to the Taiwan Strait.

Federal authorities Have raided a $1.6 million 
home in Houston's ritzy Hedwig Village area. 
Feds say company based in China set up 
operation in Houston to steal information.
Seven men - including six from the Houston area, 
have been charged in a conspiracy to steal high-tech 
trade secrets from an multinational engineering firm 
in Houston and share the information with a Chinese 
company.
The marine technology company targeted, which is 
unnamed in court filings, made a high-performance, 
naval-grade foam that is used for military and civilian 
use in oil exploration, aerospeace, underwater vehicles 
such as submarines and for stealth technology.
The string of arrests came the same day FBI and other 
federal authorities raided a $1.6 million home in the 
ritzy Hedwig Village area.
Among the arrests Tuesday were three people in the 
Houston area,  two in Washington, D.C. and one in 
Massachusetts. One Chinese national - an employee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 - was also charged 
with conspiring to steal trade secrets.
FBI RAID: Lawyer for company hit by 
FBI probe wants to question agents

A lawyer for Dannenbaum Engineering is questioning 

whether an FBI raid Wednesday of several of the firm's 
offices was a publicity stunt.
Federal agents descended on the Houston, Laredo, 
San Antonio and McAllen offices of Dannenbaum 
Engineering, a locally based firm headed by prolific 
political donor and former University of Texas System 
Regent James Dannenbaum.
FBI officials would not comment on the nature of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Dannenbaum Engineering, one of 
the state's premier firms for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Friday, Joel Androphy, counsel 
for Dannenbaum Engineering, accused an "FBI 
spokesperson" of referring to public safety threats as 
a way to up the media coverage of the incident. He 
later clarified he was referencing a statement published 
Wednesday in the San Antonio Express News from 
FBI spokeswoman Michelle Lee, in which she told 
the public there were no public safety threats in the 
locations the FBI was raiding.
"While we can't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work we are 
doing, there is no public safety threat at the locations 
where we are present," Lee wrote in an email.
"That's not an appropriate remark to make," Androphy 
said later to the Chronicle.
Androphy also 
q u e s t i o n e d 
whether federal 
e m p l o y e e s 
gave sensitive 
i n v e s t i g a t i v e 
information to 
news outlets. He 
added the firm 
will consider 
asking for a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and federal 
ethics probe into 
possible leaks.
"The FBI raids on the company offices raise some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the government's conduct 
and intentions in this evolving situation," Androphy 
wrote in the statement. "The FBI raids appear to have 
been orchestra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maximum 
news coverage in at least four Texas news media 
markets."
A statement issued Friday from the San Antonio FBI 
office said while it is standard policy for the agency 
to neither confirm nor deny the existence of an 
investigation, FBI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policy 
allows limited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for legitimate 
law enforcement and public safety purposes.
Information about law enforcement activity at 
Dannenbaum Engineering offices was not "leaked" 
or released proactively, the statement said. "Rather, it 
was carefully and thoughtfully provided in response to 
specific inquiries, some identifying concerns from the 
community that the 'evacuation' of public buildings,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FBI, may indicate a public 

safety threat," the statement said.
Androphy is a legal analyst for ABC13, the news 
outlet t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first to report about 
the raid in the Houston area. Agents took control of 
Dannenbaum Engineering's building at 3100 West 
Alabama on Wednesday morning and told employees 
to leave. 

FBI officers collect evidence from the 
Dannenbaum Engineering firm at 3100 
Alabama Street Wednesday, April 26, 2017, in 
Houston.
The case will be prosecuted in the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 civil forfeiture 
complaint was also filed in Washington, D.C. for 
properties officials say were used for or connected to 
illegal conduct.
Those arrested and charged include four U.S. citizens: 
Shi; Uka Kalu Uche, 35, of Spring; Samuel Abotar 
Ogoe, 74, of Missouri City; and Johnny Wade Randall, 
48, of Conroe; and Shan Shi, 52, who is listed in county 
records as one of the owners of the Hedwig Village 
home. Also charged Houston residents, Kui Bo, 40, a 
Canadian citizen, and Gang Liu, 31, a Chinese national 
with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Hui Huang, 32, who lives in China and works for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 identified in the case, is 
also charged.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 intended to sell syntactic 
foam to both military and civili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 part of a push toward meeting 
China's national goals of developing its marine 
engineering industry, according to federal official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rrests were announced by 
Dana J. Boente, the 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National Security along with officials from the 
U.S. Attorney for District of Columbia, the FBI's 
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Office 
of Export Enforcement, and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unit.
According to court documents, the manufacturer 
charged with attempting to steal trade secrets was 
the only shareholder for the company that had been 
incorporated in Houston. From 2012 to 2017,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 and the employees of its 
Houston-based company engaged in a systematic 
campaign to steal the trade secrets of a global 
engineering firm that is considered a leader in marine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Syntactic foam materials were developed in 
early 1960s as improved buoyancy materials 
for marine applications. Other characteristics 
led these materials to aerospace and ground 
transportation vehicle applications. Current 
applications for syntactic foam include 
buoyancy modules for marine riser tensioners, 
remotely operated underwater vehicles 
(ROVs),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s 
(AUVs), deep-sea exploration, boat hulls, 
and helicopter and airplane components.  
(Courtes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The defendants were attempting to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a technical product called syntactic foam, 
a strong, light material that can be tailored for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uses.
It's hard to put an exact dollar value on it, but trade 
secret theft is a massive underground market, powered 
in large part by Chinese interests.
A 2017 report by the bipartisan non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scribed the nation of 1.3 billion as the 
"world's principal IP infringer." Purloined trade secrets 
- in combination with more quantifiable thefts, like 
counterfeit goods and pirated software - cost the U.S. 
at least $225 billion per year, and possibly as much as 
$600 billion.
Less than a week before the most recent arrests, a 
Chinese man pleaded guilty in federal court on charges 
of economic espionage and trade secret theft. The ex-
IBM employee stole computer code with the intent to 
benefit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in many cases, one report found, U.S. companies 
don't even report such thefts, given the costs of 
pursuing redress and the possible negative impacts on 
stock prices. (Courtesy The Houston Chronicle) 

FBI officers collect evidence from the 
Dannenbaum Engineering firm at 3100 
Alabama Street Wednesday, April 26, 2017, in 
Houston. The FBI also raided the company's 
locations in San Antonio, McAllen, and 
Laredo. (Photo/Houston Chronicle) 

Joel Androphy, counsel for 
Dannenbaum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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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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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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IN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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