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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在國際郵件中截獲 792 只活螞蟻 國內無天敵

長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發布消息，
長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發布消息
，該局郵檢辦事處近日從壹來自法
國的入境郵件中，截獲活體螞蟻 792 只及蟻卵百余粒
國的入境郵件中，
只及蟻卵百余粒，
，經鑒定為工匠收
獲蟻。
獲蟻
。這是湖南口岸首次截獲大批量活體螞蟻
這是湖南口岸首次截獲大批量活體螞蟻，
，也是近年來全國口岸單
次截獲活體螞蟻數量最多的壹起案例。
次截獲活體螞蟻數量最多的壹起案例
。

撿到手風琴即興演奏
伊拉克士兵戰場

“伊拉克小姐
伊拉克小姐”
”選美比賽
佳麗穿 T 恤牛仔褲秀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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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釋放了兩大最新信號
五大機構讀出了不同的意味

美聯儲公布了 5 月 FOMC（聯邦公開
市場委員會）會議紀要，仔細琢磨紀要內
容可以發現，對於市場最為關註的加息及
縮表（縮減資產負債表），美聯儲釋放了
最新信號。
首先，會議紀要淡化了美國今年壹
季度疲軟的 GDP（國內生產總值）數據
和 3 月份的通脹數據，稱之為“可能是
臨時性的”，這說明美聯儲對於美國經
濟的復蘇還是很有信心的，壹個季度表
現稍微不太好而已嘛，咱們走著瞧。
其次，會議紀要明確指出“只要未來
經濟增長符合預期，今年開始縮表是合適
的”。太明顯了嘛，只要美國經濟不出現
大問題，今年縮表是勢在必行的，加上前面
說到美聯儲對於美國經濟的信心很強，換
言之，在他們心裏，縮表是逃不了的。
最後，會議紀要認為“很快再次收緊
貨幣政策”將是合適的，翻譯給妳聽就
是，“我們6月份還是打算要加息的。”

民幣對美元匯率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
而有“逆襲”的趨勢。
美聯儲今年 3 月加息時，中國央行
隨行就市擡升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因此
並不排除 6 月美聯儲加息可能同樣使得
央行擡高貨幣市場利率。但從中國央行
壹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來看，中國央
行可能會放緩上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的
進程，同時，即便央行提高公開市場利
率也並不壹定會使得資金面進壹步緊張。
紀要公布後，美股攀升，美元指數走
所以中國投資者應平靜對待可能發
低，現貨黃金在短期上揚後回吐全部漲幅。 生的美聯儲6月加息事件及縮表的表態，
那麽各大機構的專家們對於這兩個 市場也並不應該過於擔心加息、縮表對
新信號怎麽看？對中國又有啥影響呢？ 於中國的影響。
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
從此次紀要釋放的信號來看，美聯
儲 6 月份加息和今年內開始縮表都將是
大概率事件。
至於縮表方式，美聯儲為了保持金
融市場的穩定以及經濟復蘇的勢頭，可
能並不會采取大規模拋售債券的方式縮
表，而是選擇采用停止到期債券的再投
資的方式。同時，目前美國的經濟勢頭
並未出現大幅走熱的局面，當前美國的
宏觀經濟環境也並不支持激進式的縮表。
同時，隨著中美經濟走勢方向不再
背離，中美貨幣政策方向不再背離，加
上美國總統特朗普並不希望美元過度強
勢以及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有效調控，人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高
玉偉：
美聯儲的會議紀要給出了明確的政
策信號，第壹是很快會加息，6 月份加
息的概率進壹步上升，第二是縮表，在
今年內會推進，下半年或者是四季度都
有可能會有縮表的動作。
當然，加息是有前提條件的，如果
經濟符合預期的話才會比較順利的加息，
所以今年二季度美國經濟運行情況值得
關註。若二季度和壹季度壹樣出現疲軟
特征的話，加息會謹慎壹點，若二季度
轉好，那加息就是大概率事件。
美聯儲已經連續執行了三次加息動
作，美元已經經歷了壹個走強過程，市

場對於進壹步加息有比較好的預期，可 麽程度，什麽時候開啟，什麽樣的節奏，
能不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比較大的沖擊。 這些關鍵問題都會跟市場溝通。
從加息來看，中國公開市場操作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研究室副 率很難避免不跟隨美聯儲的加息動作，
主任肖立晟：
如果美聯儲加息的話，中國公開市場利
美聯儲公布的信息基本在預期之內， 率可能會隨行就市的小幅跟隨，過去幾
市場已經有 6 月份加息的預期。在會議 次加息的情況都是這樣的，這個利率之
紀要公布後，美股上升，但美元指數還 間的聯系還是會存在。
是下跌。從這個角度看，對中國的影響
縮表的影響可能復雜壹些，縮表初期
相對有限，因為美元指數下跌意味對美 對中國影響小，縮表後期對中國的影響會上
元需求下降，資本流出的吸引力下降， 升，要密切關註美聯儲縮表的具體做法。
短期來看對中國影響很小。
另壹方面，會議紀要對於縮表的態
德銀首席經濟學家Joseph LaVorgna：
度跟之前有些變化，不過總的來看，年
預計美聯儲會在 6 月和 9 月各加息壹
底會縮表。但紀要也反映了美聯儲對美 次，隨後在 12 月的 FOMC 會議上給出有
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因為美聯儲不 關縮表的清晰前瞻指引，並在明年 1 月
知道美國今年壹季度經濟下降是暫時波 正式啟動縮表。
動，還是經濟復蘇的不穩定信號。
美聯儲縮表就如同最初開展量化寬
松壹樣都是在做壹種試驗，力求不要幹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 擾到市場。鑒於市場已經討論了縮表壹
未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變化方向是 段時間並有了心理準備，預計縮表不會
很明確，就是美聯儲對經濟的看法比較 造成意外效果。
正面，下壹步加息的概率比較大，加息
美聯儲可能采取逐步縮表的方法，
方向也很明確，但是不是就在 6 月加息 以此可以保證美聯儲投放到市場上的債
不太肯定，但 6 月加息的概率比較大。
券總額比例相當，不會時大時小從而對
同時，縮表方向也很明確，就是在 市場形成幹擾。因為美聯儲資產負債表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進行縮表，更早的 上到期的資產總額也在逐年下降，例如
話就不太可能了。
明年會到期 4250 億美元的債券資產，到
因為美聯儲此前明確表示過，在正 2019 年會降至 3500 億美元，而到 2020 年
式縮表前要跟市場充分溝通，縮表到什 則只有 2000 億美元。

中國衛星導航產業規模三年內將超 4000 億元人民幣
綜合報導 “2020 年我國衛星導航產業的規模
將超過 4000 億元人民幣，北鬥系統將拉動 2400 至
3200 億元規模的市場份額。”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
理辦公室主任冉承其在此間表示。
第八屆中國衛星導航學術年會在上海舉行，國
內外衛星導航系統主管部門領導、衛星導航領域專
家學者、衛星導航應用企業代表 3000 余人參加了年
會。期間，與會專家紛紛表示，作為國家重大基礎
設施，北鬥如今與雲計算、大數據等新興技術更加
廣泛融合，正在催生壹系列新的應用。
冉承其稱，當前，北鬥系統已為亞太地區用戶

提供穩定可靠的時空信息服務。根據計劃，我國今
年下半年將發射 6 至 8 顆北鬥三號全球組網衛星，
2020 年建成世界壹流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近年來，北鬥系統應用在農業、林業、漁業、
警用裝備、防災減災等各行業領域不斷深化。目前，
全國已有超過400萬輛營運車輛安裝北鬥兼容終端，
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營運車輛動態監管系統。利用北
鬥短報文功能傳輸各類參數信息，有效解決了我國
偏遠地區地面通信公網無法有效覆蓋的問題。
“通過北鬥與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
等新技術的深度融合，已不斷催生出新應用和新業

態，為大眾生活帶來更顯著的便利。”冉承其說。
在本屆年會上，共享單車 ofo 小黃車與北鬥星
通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在北鬥定位芯片、單車定位
技術等方面開展合作，推出北鬥智能鎖，實現車輛
精細化管理，推動建立共享單車行業定位技術新標
準，使人車互聯更加緊密、更加智能。
業內人士表示，在北鬥高精度定位技術的支持
下，當前困擾大家的單車定位不準、人找車、單車
亂停亂放難管理等難題有望得到解決。
冉承其還表示，北鬥已在諸多民生領域實現跨
界融合，各類高精度數據服務產品已廣泛應用於輔

助駕駛、精準農業、駕考駕培、邊坡監測、智慧房
管等 10 余個典型場景。
目前，以融合為特征的“北鬥＋互聯網＋其他行
業”新模式，正在構建以北鬥時空信息為主要內容的新
興產業生態鏈，並成為北鬥產業快速發展的新引擎和助
推器，推動著生產生活方式變革和商業模式的創新。
本屆年會上，我國首個自主研制的“米級快速
定位北鬥芯片”正式推出，北鬥系統應用正式進入
米級定位時代。
冉承其介紹，截至 2017 年 4 月，北鬥導航型芯
片模塊銷量已突破 3000 萬片，高精度板卡和天線銷
量已占據國內市場 30%和 90%的市場份額，並輸出
到 70 余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壹帶壹路”沿線國
家和地區已達 30 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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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ADY.
A R E YO U ?

We know table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At L’Auberge, we’re bringing
the greatness back to tables, with 20X odds, $20,000 limits and the most generous comps in town.

COME AND GET

/LAubergeLC

@LAubergeLC

I T

@LAubergeLC

Must be 21 to enter casino. ©2017 Pinnacl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GAMBLING PROBLEM? CALL 800.52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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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巔峰對決：
人機巔峰對決
：柯潔 vs AlphaGo
【華府新聞日報訊】去年三月 AlphaGo 打
敗韓國圍棋天才李世石之後，人類就期待當今
圍棋第一人柯潔與 AlphaGo 進行一場終極對
決。AlphaGo 這回終於放發出戰帖，挑戰圍棋
發明國的圍棋第一人柯潔，他也是目前世界排
名第一的棋士，他已接受了谷哥（Google）的
邀請，下週將與 AlphaGo 一決勝負。
雖然，這場比賽勝負幾乎可以預測，仍有
幾件事情值得關注。
一、時間和地點
比賽訂於 5 月 23 日至 27 日，下週二至週
六。場地也值得注意：中國烏鎮，一個古色古
香、風光浪漫、情調無限的城市，也是世界互
聯網會議的場所。
二、規則
三場比賽。即使一方勝了前兩場，第三場
比賽仍將依規定進行。每場比賽每一方限時三
小時。
三、獎品

如 果 柯 潔 擊 敗 AlphaGo，
3:0 或 2:1，他將獲得 150 萬美元
的獎金。（去年三月與李世石
對打五場的獲勝獎金是 100 萬
美元。）
四、AI 大會
在 AI(人工智慧)大會上，
AlphaGo 的創始公司深沈（DeepMind）將與中
國 AI 專家就 AI 的未來進行交流。深沈創始人
之一的 Demis Hassabis 表示，這場比賽是更大
的 「未來的圍棋 高峰大會」中的一部分。峰
會將吸引 Google 和中國的 AI 專家，除了與柯
潔的賽事外，還將舉辦一些實驗比賽，其一
是，圍棋雙打賽，甲棋手與 AlphaGo 對陣乙棋
手與 AlphaGo；另一項是，五位棋手一隊與
AlphaGo 對弈(這應該是在測試 AlphaGo 倒底強
過人類多少?11 段？13 段?)。
五、準備
AlphaGo 是 利 用 深 入 學 習 （Deep Learning）掌握圍棋的幽玄機隱。該系統可以自我
對弈、 自我學習。一天下個千、萬場比賽也
是易事，更不會累、不會緊張，AlphaGo 是不
需要準備的。人類的最後希望（已是非常微弱
的希望）柯潔要如何調適自己以備戰呢？細節
未知。僅知的是，中國圍棋協會會為柯潔提供
一個安靜的環境。

金大俠

六、信心
去年三月份，AlphaGo 以 4:1 將李世石打
敗，AlphaGo 已是圍棋至尊。但是，排名第一
的柯潔曾說，他有信心打敗 AlphaGo。八個月
後，去年 12 月 29 號到今年 1 月 4 號七天中，
Master（AlphaGo 升級版在網上的化名）在網
上挑戰所有圍棋高手（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柯
潔），七天中下了 51 場棋，50 場勝，1 場平
手，那 1 場平手的棋，還是因為對手陳耀燁的
電腦出了些問題，突然無法連線上網，所以以
和棋視之。這 50 場勝棋中還包括與柯潔下的
三盤棋。（圍棋實戰實務上，如果兩位棋手的
勝差達到四盤，代表這兩位棋手的棋力已經有
了明顯差距，已在不同水平了……）之後柯潔
在微博上寫下： 「新的風暴即將來襲。我從
(2016 年)3 月份到現在研究了大半年的棋軟，
無數次的理論、實踐，就是想知道計算機到底
強在哪裡。昨夜輾轉反側，不想竟一夜難眠，
人類數千年的實戰演練進化，計算機卻告訴我
們人類全是錯的。我覺得，甚至沒有一個人沾
到圍棋真理的邊。但我想說，從現在開始，我
們棋手將結合計算機，邁進全新的領域達到全
新的境界。新的風暴即將來襲，我將盡我所有
的智慧終極一戰！」
七、AlphaGo 會與中國發展的圍棋 AI 對弈
嗎？

不會。Google 已經明確表示。Google 認為
AI 之間互相比賽，不是這麼重要。
（中國科技巨頭 Tencent 已開發了深入學
習 的 圍 棋 AI， FineArt， 也 可 以 打 敗 職 業 棋
士。據稱，中國自行開發的圍棋 AI 也將在峰
會上露面。）
八、AlphaGo 不器？
除了下圍棋外，AlphaGo 還能做什麼？根
據深沈，AlphaGo 的算法學習、深思熟慮可以
應用到一般的用途，例如，與視頻遊戲公司合
作，製作出更多可以擊敗最強人類的 AI。也
將嘗試將其研究用於醫學，如治療糖尿病和癌
症。
Hassabis 提出： 「在去年三月人機大戰之
後，AI 使人類的行棋更有創意，尤其是專業
棋士和業餘棋友仔細研究 AlphaGo 的行棋模
式、非人類下法，而使棋思大開，棋力有所增
長。」中國九段棋士周睿羊： 「AlphaGo 讓我
們感到自由自在，行棋無限可能，現在每個人
都在嘗試以前沒有嘗試過的棋路與風格。」
AlphaGo 獨孤求敗，它有多強，沒有人知
道，可以確定的是，它已打開人類在 19 路枰
上的視野。
不少人更懷疑的是：AI 會是挽救人類於
水火的未來戰士，還是毀滅人類的終結魔鬼？
《2017 年 5 月 18 日於華府》

國泰銀行曾翁若梅女士榮獲2017
國泰銀行曾翁若梅女士榮獲
2017年艾利斯島傑出移民獎
年艾利斯島傑出移民獎

國泰銀行曾翁若梅女士獲頒
2017 年艾利斯島傑出移民獎
（攝於艾利斯島美術館
攝於艾利斯島美術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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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府 新 聞 日 報 訊 】
【 2017 年 5 月 18 日 洛 杉 磯
訊】國泰銀行執行副總裁兼首
席零售業務行政總監曾翁若梅
在本月十三日，於全美少數族
裔組織聯盟第三十一屆年會
中，獲頒艾利斯島傑出移民獎
殊榮。此獎項旨在表彰以其智
慧、勇氣及關懷為弱勢社群無
私奉獻的人士；得獎者在體現
美國精神同時，努力不懈延續
其族裔的傳統文化。
曾 翁 若 梅 表 示 ： 「當 我 看
到往屆的得獎者名單時，一方
面我實在受寵若驚；另一方面
我對能獲全美少數族裔組織聯
盟頒授此獎項感到自豪。我感

謝國泰銀行多年來十分支持我
投身服務社區。現在我的社區
服務包括擔任華人策劃協會的
董事會副主席、天主教贖世主
聖 麥 可 學 校 及 Gift of Life, Inc. 的
董事會主席，以及法拉盛文化
藝術協會的副總裁。」
曾 翁 若 梅 指 ： 「這 些 非 牟
利組織協助新移民及弱勢社群
實現美國夢。我深信施比受更
有福，而每個人都有需要別人
幫忙的時候；你的一點點付
出，或許已能深深改善別人的
生活。這正是我活躍於這些組
織的原因。」
艾利斯島傑出移民獎始創
於 1986 年 ， 為 眾 議 院 及 參 議 院

官方認可之獎項，每年的得獎
者均會被錄入國會記錄中。
全美少數族裔組織聯盟曾
嘉勉不同背景的傑出美國人
士，包括七位美國總統、諾貝
爾獎得主埃利維瑟爾、諾曼施
瓦茨科普夫及科林鮑威爾將
軍、法官桑德拉奧康納、國務
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康多莉
扎賴斯及希拉裡克林頓、鮑伯
霍伯、穆罕默德阿裡、法蘭仙
納杜拉，以及羅莎帕克斯。這
些得主均為國家作出重要的慈
善和人道貢獻。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

公 司 （ 那 斯 達 克 代 碼 ：
CATY ） 的 附 屬 機 構 。 國 泰 銀
行 成 立 於 1962 年 ， 提 供 全 面 的
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服務。
國泰銀行的總部設於洛杉磯，
並在美國本土的加州、紐約
州、伊利諾州、華盛頓州分
行、德州、馬裡蘭州、麻州、
內華達州及新澤西州設有超過
五十間分行。國泰銀行另在香
港設有分行，及於台北及上海
設有代表處，服務大中華市
場 。 國 泰 銀 行 網 站 www.cathaybank.com 。 FDIC 保 險 的 保
障限於提供予國泰銀行美國境
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美東華商會 6/10 舉辦講座
談住家房屋裝修相關之法規
蒙郡政府官員蒞會講解//歡迎參加
蒙郡政府官員蒞會講解
【華府新聞日報訊】美國華商聯
合會美東分會（以下簡稱美東華商
會）訂於六月十日（星期六）上午十
時到十二時於馬州 PCC 舉辦講座，再
次邀請到蒙郡市政府官員蒞會講解，
講解主題為 「談住家房屋裝修」相關
之法規，誏你知法不犯法，並保障自
己的權益。
美東華商會會長何鴻溢，日前召
開了常務理事會，會中向大家報告再
次邀請到蒙郡市政府相關部門的總監
Diane S.Jones 女士及顧客服務部門之
經理人 Simin Rasolee 女士，為講座的
主講貴賓。

何鴻溢表示，就是因為去年所舉
辦的講座叫好又叫座，直接嘉惠於僑
胞，受到歡迎與肯定，因此今年再次
邀約，但是主講主題不同。
6/10 之講座，地點於馬州波多馬
克 社 區 中 心 （PCC) 11315 Falls Rd
Potomac MD 20854，時間為六月十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到中午十二
時。
這項講座主題為；住宅裝修相關
法規，內容包括籬笆（圍牆）、檔土
牆、太陽能電池板、裝修地下室、加
蓋陽台、室內消防灑水裝置、露天陽
台、電錶電板以及鄰居問題、等等增

建裝修、及更多相關問題的法條。講
解主題所包含的內容，和每一位僑胞
所居住的房屋習習相關。假若您府上
正想改建增建裝修住房，這是了解相
關法規最佳時機，假若您從事建築裝
修公司，這也是直接向市政府主管機
關請教的大好機會。歡迎大家偕伴一
同來參加。
6/10 講座現場，歡迎提問，現場
亦將提供礦泉水及面包。而一向支持
華商會活動的資深顧問何謂澧，也於
常務理事會中再捐款資助活動經費。
何鴻溢會長表示，參加這項講座
免費，但是時間寶貴又有限，希望來

參加的人守時。美東華商會，歡迎公
司行號、商家之負責人合夥人或個人
企業申請入會。 這項講座為統計人
數，歡迎事先報名或是回覆 E--mail
留下大名及電話及參加人數。

相關諮詢電話請洽；美東華商
會 會 長 何 鴻 溢 240--751--0886
或 榮 譽 會 長 陳 惠 青
202--255--8666 或 副 會 長 何 瑞
恩 301--792--8888 或 秘 書 長 黃
怡 芬 703--942--5282 或 回 覆
E--mail ; uscbaerc@gmail.com
（陳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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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ent Measures To Be Implemented To Halt Cross-Border Abductions Of Young Women

China And Vietnam Declare War On Human Trafficker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raffickers: "Women are not commodities, and
they should not be marketed. We will deepen
practical cooperation on law enforcement with
Vietnam to crack down on such crimes."

Common ancestry

Abducted Vietnamese women prepare to
return home at Dongxing port,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on the ChinaVietnam border. [Photo/China Daily]
Police in China and Vietnam will strengthen exchanges
of intelligence and evidence, and conduct joint
investigations and exercises in a bid to smash large
cross-border human trafficking rings, according to a
top government official.
Chen Shiq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said border management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inspections will be intensified to cut off the traffickers'
channels.
Officers will also focus on improving cooperation in
case investigations, collection of evidence, the capture
and repatriation of suspects, and victim rescue and
rehabilitation.
The ministry said a huge economic imbalance coupled
with loopholes in social management have resulted in a
large number of Vietnamese women, mostly from poor
rural areas, being kidnapped and illegally transported
to China for forced marriages or to work as prostitutes.
Chen Jianfeng, director of the anti-human trafficking
office at the ministry'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promised tougher measures against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s more
than 1,300 kilometers long and there are few
natural barriers. Many people liv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have common ancestry, so
cross-border marriages are common, while locals
frequently mov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thout checks.
The conditions in the subtropical region allow
gangs to move young Vietnamese women across
the border under the pretext of providing jobs as
nannies or servants, and in industry.
The ministry declined to release statistics, but said the
number of women trafficked fell slightly last year, as a
result of intensified efforts by the countries to combat
such crimes.

A Vietnamese woman waits to be repatriated at
a temporary hostel in Anqing, Anhui province.
[Photo/ China Daily]
Last year, police from both countries conducted a
special three-month exercise that targeted traffickers.
Figure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show that Chinese
police uncovered 184 cases of human trafficking
and arrested 290 suspects, including 29 Vietnamese

nationals.
The exercise also smashed 61 criminal gangs,
leading to the rescue of 207 Vietnamese women
and one child.
"We still face a tough task fighting cross-border
human trafficking because of the huge profits
available to the gangs, and a lack of awareness
among poor, ill-educated women," Chen Shiqu
said.
He added that the large economic and so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mean
many Vietnamese women who are keen to work in
China or move to the country in search of wealthy
suitors are targeted and tricked by traffickers.
"These women often have low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heir judgment is poor. They are eager to come
to China to become rich, or to marry a rich man,"
he said.
Chen Jianfeng said the traffickers usually target
rural women in their 20s and 30s.
"Some criminals have even established illegal
cross-border marriage brokers who tell the women
that they will live in a big city and marry a wealthy
man," he said.
According to Chen Shiqu, the victims are often
sold in China's rural areas as brides for poor
villagers, or forced to provide sexual services in
underground prostitution dens in coastal or border
areas, including the provinces of Guangdong and
Yunnan, and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Yin Guohai, an officer with the ministry'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said Chinese gangs
collaborate with their Vietnamese counterparts to
conduct trafficking, and members are allotted different
tasks to form a complete chain of interest.
Jin Yulu, a police officer at the Ruili checkpoint in
the Dehong Dai and Jingpo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nan, said Vietnamese traffickers search for local
women, and then arrange for them to illegally bypass
border checkpoints by taking them along hidden roads
in forested or mountainous areas, although a number
also enter China illegally by river.
Upon arrival, the traffickers transfer the women to

their Chinese accomplices, who provide lodgings,
contact agents and then transport them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price for each woman usually ranges from 60,000
to 100,000 yuan ($8,700 to $14,490), based on age,
appearance and nationality, he added.
Earlier this month, 13 men were arrested in Yunnan
and charged with cross-border trafficking. They are
accused of bringing 27 Vietnamese women into China
for forced marriages between July 2014 and April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Kaiyuan people's court in
Yunnan's Honghe prefecture.
Ten of the defendants are accused of kidnapping the
women from the border area and selling them at prices
ranging from 33,000 yuan to 100,000 yuan each in
rural areas of the provinces of Hunan, Shandong and
Hebei.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

China To Accelerate Shantytown Redevelopment

China To Deliver 18 Million New
Homes To Run-Down Urban Area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nvironment for relocated families. Meanwhile, fund
management will be strengthened to control the costs
as local governments will be urged to make the best of
earmarks and prevent embezzlement.

Premier Li Keqiang walks among the houses
in Shandong's “Shantytown.”
China is expected to secure the full delivery of a threeyear, 18-million new homes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run-down urban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by the end
of 2017.
The matter was recently deliberated at a State Council
executive meeting presided over by Premier Li
Keqiang.
Li called for greater endeavors to get all pieces of
the preparations together. He defined the campaign
as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a strong push t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development outlooks.
“Our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as the campaign has achieved
fruitful outcomes and a set of good practices,” he said.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invested 1.48 trillion
yuan (US$215.25 billion) in 2016 to build 6.06 million
new homes for shantytown redevelopment, 60,000
more than the year’s target. In 2015, the number was
6.01 million.
In hi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delivered in March,
the premier vowed to revamp 6 million housing units
for shantytown redevelopment this year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rental housing and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subsidized housing. He also promised better delivery
of financial compensation combining multiple means
for relocated families while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to lift living standards.
From January to April this year, the country had
completed 36 percent of the year’s goal by starting
construction of 2.19 million housing units.
Wednesday’s meeting decided to make solid progress
of new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n quality and speed on
par with last year. New phases of existing projects are
to be finished as early as possible.
More relocated families will be compensated in
monetary form, especially in third and fourth-tier
cities to help sell inventories of residential complexes.
Amenities and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schools and
hospitals will be improved to nurture a comfortable

sewer system. Shantytowns provide low-level housing
in cities and efforts would be made to help residents
lead new and better lives in multi-storied buildings, the
premier said.
Shantytown renovation,
which is to remedy what
historically had not be
done in improving local
people’s welfare,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also to
help build a healthy and
stable real estate market,
Li told local officials.
The premier stepped
into the 32-square-meter
house of Zhang Shirong,
77, who has lived there
with her husband for 42
years. Zhang has to put
on three or four quilts in
Premier Li Meets with shantytown dwellers in Jinan, capital of East the winter. She is afraid
China's Shandong, capital of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April 21, to burn coal after getting
2017. Li assured residents that efforts are underway to better their lives. a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from a coal[Photo/Xinhua]
fueled stove several years
“We want the families that move into their new homes ago.
to enjoy their new lives as early as possible,” Li said.
Wang Guilan, 87, had been living in a 19-sq-m shanty
A follow-up plan will be made to grant stronger house for 56 years. Wang suffers from high blood
support in fund, financing and adequate supply of land pressure and heart disease, and her family was unable
for the shantytown redevelopment program from 2018 to afford a bigger apartment. She asked the premier
to 2020, the last step to build new homes for about 100 when her family could move into a new home. Local
million people who used to live in shantytowns and officials said a date has been set for next year, and Li
urban villages.
told Wang the promise will be kept.
Shantytown redevelopment has played a bolstering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by boosting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cluding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has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s.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a lasting
effort. We have many people who are yet to move to the
cities and start new lives. We should remain unrelenting
in our efforts to live up to the people’s expectations,”
Li added. (Courtesy www.shanghaidaily.com/nation)

Related
Premier Li Keqiang called for rebuilding shantytowns
to help improve local residents’ welfare and make a
stable and healthy real estate market, during a visit to
Shandong province on Friday.
On the third day of his inspection of the province,
Li visited the shantytown along Jingshiyilu Street in
Huaiyin district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Jinan. The
area is part of Jinan’s plan to renovate old towns this
year, and more than 4,700 families will benefit from
the renovation project.
Surrounded by skyscrapers, the area is crammed with
shabby houses that have no access to heating 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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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inspects a
shanty town residence in Jinan, capital of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April 21, 2017.
Zhang Shirong, 77, has lived in the unheated
house with her husband for 42 years. [Photo/
Xinhua]
On Friday, Li also visited researchers of crystalline
materials, business startups as well as compile r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books at Shandong University.
The premier started his Shandong tour on Wednesday.
On Thursday, Li visited Jinan Steel and Iron Group, a
subsidiary of Shandong Steel Group.
As the company is cutting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more than 20,000 workers have to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posts. The country will remember the workers’
contribution, their legal rights will be ensured and
no one will lose their job, Li told workers.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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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周刊 「 談天說命 笑悟人生 」 主筆徐慕平老師
上周六在文化大學校友會午餐會談 「 命理風水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南周刊 「談天說命 笑悟人生
」 專欄主筆徐慕平先生，上周六（5 月 27 日 ） 在文化大學校
友會午餐會與校友們暢談命理風水。尤其是 「風水 」，他一語
道破： 風水理論，說的都是：人與其四周環境、自然界互動之
關係。
在開講以前，他先回答常常有朋友在問的一個問題：老師，
我現在想要買房子，我又相信風水，可是我又不想花太多錢去請
人看風水，老師有什麼建議嗎？
徐慕平的建議是：
一，根據我下面的风水建議，去找尋你喜歡滴、各種各樣條
件符合的房屋！
二，找到后，亳無猶豫就下 offer,以搶到那棟心目中的房子
！
以我的經驗，一棟值得購買的房子出現在市坊上，是不會太
久的！
三，搶到房子后，馬上找我去看風水！
告訢你們一個好消息，在我看過房子中，真正因為風水的原
因
而不能購買居住的...不超過 1/3！
假如不幸的，你所中的房屋，我不建議你購買居住的話！
你的財物損失，也不超過$100.00。
不信的話，趕快去與你的房地產經紀人確認！
四，再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在今年內的 6、7、8 三亇房
地產買賣旺季月份中！
我會幫你看 3 棟房子的風水！只收你看一棟房子风水的價格
$500.00。
（房子面積在 3000 呎以內，離中國城半個小時車程以內）
條件是：你必須答對我一個風水上的問題。
問題是：在我演講中，第一個要避免的風水狀況是什麼？
答案就是 「路沖」！

簡單吧！只要參加過我的演講會，聽過我的美琪電台演
講，或者看過我在美南新聞週刊的
「談天論命，笑悟人生」的朋友們！都知道滴］
現在，言歸正傳，開始與大家聊聊關於購買房屋，最好
能夠避免的風水狀況！
每年的 5 月份驪歌響起來了， 「青青校樹 萋萋庭草
欣霑化雨如膏筆硯相親晨昏歡笑---------------任憑士農工商去去建樹 前行後繼 提攜同上康莊 」
學生們從各個學校畢業了！
小學畢業上中學；中學畢業上高中；最大的變化應該是
高中畢業啦。上大學，以美國人的習慣也就是要離開家庭、
父母親，去大學住宿上課！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孩子們的教育，可以是父母親最大的，最重要事項！
畢業了，換成上一級別學校，代表著階段性的教育完成
。
圖為文化大學校友會會長丁方印（
圖為文化大學校友會會長丁方印
（ 左 ） 在演講後頒贈感謝狀給徐慕
而必須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教育環境！
平大師（
平大師
（
右
）。（
記者秦鴻鈞攝
）
換學校，也就意味著換住家地址！
因為美國的學區制度，是根據你的地址！
梯，樓梯！
你所住家地址的所在地，來決定你小孩子可去的學區學習！
十四，房屋附近（100 英呎之內）不可有，寺廟、教堂，墳
這也就是說五月份是房地產的旺季的開始！
地、球坊、學校、夜總會、酒吧、等等大型人群聚散的坊所！
有人要買房子了，根據陰陽理論，就一定會有人賣房子的！
第一個路沖！
那我們今天就來談談，購買房子時最好要避免的下面的幾種
我比較喜歡用這個 「沖」字！
的狀況：
也有人寫 「衝」，橫衝直撞的 「衝」！其實也對啦！
在我多年的看風水的經驗累積！
在紫微斗數中，假如有好的吉星照過來，我們就說是 「照」
下列幾種狀況，是絕對要避免的.....
，
一，路沖！射煞！
假如說有凶星照過來，我們就說是這個 「沖」了！
二，大門正前方，有大樹、煙囪、巨石柱子！
路沖，說簡單一點就是所謂的丁字路口！你家的大門或者是
三，房屋後面有低陷的形勢，或有流動的物質，如車輛、流 後面，左右，被一條直直的馬路上的車子衝過來！一下子就沖向
水！
你的大門口，或者是房子的前後左右，任何一個方向！
四，房屋的正前方叫作 「明堂」， 「明堂」不可積
有什麼坯處嗎？
水，更不可向外傾斜而直出！
因為車子一直沖你而來，對於住在房子裡面的人，壓力是不
五，房屋的前方不可過於靠近馬路、流水！
可想像的大！尤其是正沖的，住在丹竹位置房間的人，絕對是受
六，房屋的宅基形勢要平坦，不可低於路面！
不了的！
七，進入房子的大門，不宜直接看到廚房、廁所及
當然路沖裡面，還有一些講究！現在是風水淺談！
樓梯！
我們就不去深入探討了！
八，整個房屋的正中央，也不宜是廚房、是廁所、
遇到這種路沖，怎麼辦？
是樓梯！
這就是我所說的，幾乎不能解沖的一個風水狀況！假如不能
九，有 2 樓或樓上的房屋，廚房上面的房間，最好 立即搬走的狀況之下...
不要住人！
可以種一排植物。（種竹子最快速）！
十，車庫上面的房間，也不適宜住人！
可以也可以設置一個 「石敢當」，就是大石柱子擋一下！
十一，座位或者是床位，應該避開上方有橫樑跨壓
可以點一盞明燈，醒那些疲勞的駕駛人，或是是驚醒那些酒
！
醉駕車的！避免讓他們的車子衝入你的房中！
十二，住宅下面，或者是距離很短的地方，有高速
同樣的， 「射煞」又稱 「天斬煞」，又是一個不易化解，最
通道、地鐵、河流、高壓線、或者天橋、環路的狀 好避開的凶神惡煞！
圖為命理風水專家徐慕平大師（
圖為命理風水專家徐慕平大師
（ 中，持感謝狀者 ），
），在演講後與出席講座
在演講後與出席講座 況！
徐大師的演講，校友們極感興趣，對於現有房子有以上風水
十三，高層樓使用電梯的大廈，大門口不可正對電 缺失的校友們，也發問頻頻，希望找到破解，補救的辦法。
的文化校友合影。（
的文化校友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城工商

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博士談保健
在於即早就醫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報記者秦鴻鈞）於 2014 年出來開業的 「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
博士，早在開業之前，已在醫學的領域內埋首三十年，1 年上北京醫科大學
（ 即北京大學醫學院 ），87 年畢業後又繼續讀到博士，之後一直在中國行
醫，2002 年來美，在貝勒醫學院研究 「內科 」，2014 年出來開業，是中國
城內僅有的幾位內科醫生之一。
栗醫生主治：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腸胃，甲狀腺疾患，
關節炎，年度體檢，婦科檢查，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外傷，急診，
外科小手術等。
這些年來，栗醫生看的最多的 「內科」病症，如一些現代病甲狀腺，糖
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這些病如不好好控制，很容易造成血管病變或心
臟梗塞，腦中風，因此 「即早就醫」 ，把疾病控制住，是對治疾病的良方。
而如何避免這些煩煩的疾病，栗醫師認為：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避
免疾病首要條件。如：（ 一 ） 健康的飲食，如蔬菜，蛋白質，米飯以 1/2,
1/4, 1/ 4 的比例攝取，任何一項多或少都不好。 （ 二 ） 運動： 多作有氧鍛
鍊，至少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時以上。（ 三 ）合理的喝水： 不要喝含糖飲
料，不要買商業果汁，水果以吃為主，勝於榨汁。（ 四 ） 煙，絕對要戒，
有百害而無一利，抽煙易造成呼吸道感染，甚至罹犯肺炎，肺癌。（ 五 ）
酒要少喝，（ 六 ）健康的心理： 很多人對心理健康並不重視，當造成心理

的傷害， 「憂鬱症」找上門才知嚴重。中國人常以看 「精神科」為恥，至延
誤病情，造成更大的傷害已太遲了，因此，栗醫生再三疾呼，要注意心理的
健康。其次，預防體檢的重要： 任何疾病是預防勝於治療，通過體檢，查出
有無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是給我們自身的警訊，好對症下藥。
第二，有疾病要在醫生的指導下積極治療，不要諱疾忌醫，造成嚴重的
併發症，更加難治。尤其一些糖尿病，高血壓，肝炎，痛風病人，應隨時對
自己的疾病採取警覺，經常量血壓，血糖，掌握身體變化的根源，知道應如
何吃，如何喝，以科學化的精神對待自己的身體。栗懷廣醫師在自己出來開
業之前，是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主治醫師，他非常關心病
人，視病人如親人，記者曾多次目睹，即使在下班時間，栗醫生還會親自接
電話，認真回答病人詢問如何服藥的細節，對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鉅細靡遺，
瞭如指掌。栗醫生還經常抽空參加社區的健康講座，對每一位僑胞，認真解
說保健的要點，把所學回饋僑社。這與有些醫生匆匆看完一個病人，分秒必
爭，忙著接下一個病人的態度迥然不同。從學驗俱優的栗懷廣醫生身上，我
們看到醫師 「濟世救人 」 的偉大使命感，而非僅僅是把它當作一個掙錢的行
業而已。 「黃金醫療中心 」每週七天看診，接受各種醫療保險。週一至週五
，為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六時，週六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週日接受預約。
「黃金醫療中心 」 的地址：9750 BellaireBlvd.,#180,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可以矯正腳部畸形
讓您再次緩解痛苦和享受活躍的戶外生活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隨著夏天來臨
，休斯頓天氣變熱，無論是遊覽海灘還是
公園，現在是在戶外享受更多戶外活動時
間的時候。然而，腳和腳踝痛，經常可以
阻礙戶外活動。Bunions ( 拇指囊腫) 是由
於行走的機製或僅僅由於遺傳傾向而隨著
時間的推移發生的大腳 趾關節的變化。保
守治療包括穿較寬的鞋子和使用鞋墊。
Hamme rtoes ( 錘狀腳趾) 的腳趾攣縮畸形
，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僵硬，使穿鞋子
變得困難和 痛苦。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 ( Houston MedicalClinic Foot & Ankle Center ) 獲得醫療委
員會認證的足部和腳踝專家陳彥旭醫生解
釋說：人們通常不知道腳部問題有手術解
決方案。 陳醫生將根據您的生活方式，為
您量身定做最佳治療方案。
有時可能需要進行手術作為修復畸形
或提供減輕疼痛服務。 陳醫生在腳和足踝
手術方面經驗豐富，並進行了數百次重建

手術。 根據您的情況和喜好，可以使用可
吸收的縫合線，因此不需要去除縫線，可
以獲得更好的美容效果。 陳醫生說：“病
人經常對此感到驚訝，因為治療經驗遠遠
好於他們的預期。” 根據畸形的嚴重程度
，患者可以立即使用特殊的鞋子行走，並
且在短暫的恢復時間之後恢復正常的活動
。
陳醫生是休斯頓訓練有素的足科外科
醫生，經歷了三年嚴格的住院重建腳踝手
術訓練和實踐。 他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
分校和加利福尼亞足科醫學院。 他由美國
足科醫學委員會獲得醫療認證，並曾經在
Hermann 西南紀念紀念市醫院工作。 此外
，他還關注肌肉骨骼疾病和運動醫學，他
也是前競爭級體操運動員，了解足科患者
和運動員的需求和關注。他也是健身和健
康的倡導者。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使用最新技術提
供全面的腳踝醫療和外科護理。 他們提供

專家診斷，並根據患者生活方式提供定制
的治療計劃。 術前首先探討保守和安全的
治療措施。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治療: 指甲/
皮膚問題，腳後跟疼痛，扭傷和骨折，腱
炎，腳和腳踝畸形，下肢神經障礙和糖尿
病足部問題。同一天也可以完成高科技激
光真菌腳趾甲的無痛治療程序，提供的服
務費用價格，合理公平是可承受的。
此外，休斯頓診所提供補充和替代療
法，包括物理治療，治療按摩和針灸。 陳
醫生還提供足部護理產品，包括皮膚和指
甲護理，健康指甲油，腳墊和矯形器。休
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位於敦煌廣場 E 棟二樓
E219A 房。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陳醫生僅
通過醫療預約的方式來看病人。 該診所接
受所有的主要保險計劃。欲了解更多信息
，請致電 713-272-6688 或訪問他們的網
站 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腳 踝 疼 痛 不
正常。請通過預約找到協助和緩解痛苦的
最好幫助！

圖為陳彥旭足科醫生攝於辦公室。（
圖為陳彥旭足科醫生攝於辦公室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 E 棟二樓的休斯頓診所入口櫃台
棟二樓的休斯頓診所入口櫃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