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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鳳祥博士履新接任

國際華人交通協會總會會長
(本報訊)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ICTPA)日前在美國休
斯敦舉辦30周年年會﹐休斯敦市市長透納宣布﹐當日為
該市“國際華人交通協會日”﹒德州南方大學交通系終身
教授喬鳳祥博士擔任新一屆總會長﹒新任國際總會會長
喬鳳祥（中）和來自全美各地六個分會﹐以及大陸﹑台灣﹑
香港的代表共切30周年生日蛋糕﹒（美中信使報攝影記
者盧耀輝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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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視您的

事業發展
無論你正要開始新的職業生涯，還是希望作出改變，一個

公司能否為你提供成功所需的工具和資源非常重要。金融

服務公司並非都一樣。他們提供的產品、幫助、持續的

培訓和營銷大有不同。做為萬通互惠理財的銷售代理公

司，MassMutual Texas Gulf Coast將提供您具有競爭

性的薪資與福利，其中包括：

•  全面的專業職場培訓

•  營銷計劃和工具，以及持續的支持，以幫助您建立業務。

•  無限的事業發展機會

•  萬通互惠理財廣泛的產品和銷售工具

MassMutual Texas Gulf Coast，您將代表一家圍繞客

戶需求而建立的，名列財富500強，並擁有160多年歷史的

公司。讓您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萬通互惠理財金融集團(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是指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簡稱「萬通互惠理財」)
及其關係企業與業務代表處。地區銷售代理商並非萬通互惠理財旗下公司或相關企業。財務代表為獨立外包員工，並非萬通互惠理
財、其旗下公司，或代理公司之員工。 代理機構管理人員並非萬通互惠理財的管理人員。理財服務代表為獨立締約人，而非萬通互
惠理財、其子公司或與其締約之總代理機構之員工。保險產品由萬通互惠理財（Springfield, MA 01111) 以及其旗下公司 C.M. Life 
Insurance Co. 和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 (Enfield, CT 06082) 發行。萬通互惠理財於2016年財富500強（FORTUNE® 
500（中名列76。(財富雜誌, 6/15/2016)。CRN201705-192417

人壽保險+退休服務/401(K)計劃+傷殘收入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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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說，美方為英國曼
徹斯特星期一發生自殺爆炸襲擊後有關敏感信
息泄露“負全部責任”。
蒂勒森星期五首次正式訪問倫敦時表示，美國
在英國官員抱怨各種美國刊物中出現的信息後
對這些信息的泄露表示“遺憾”。
蒂勒森說，“總統一直提出非常強烈的譴責，

並呼籲立即對那些被認定應對向公眾泄漏這些
信息負責的人進行調查和起訴。”
信息泄漏導致英國暫時不再與美國分享關於爆
炸事件的情報。但是，在川普總統和英國首相
特裏莎.梅談話之後很快恢覆信息共享，川普承
諾未來的信息將受到保護。
川普在星期四發表的聲明中誓言要將信息泄露
問題“一查到底”，並要求司法部對此事展開
全面審查。
蒂勒森星期五說，“我們兩國之間存在的特殊
關系肯定能承受這種不幸的事情。”
蒂勒森還與英國外交大臣鮑裏斯·約翰遜一起
，對自殺爆炸襲擊中的22名遇難者表示悼念。
蒂勒森說，“即使在我們的盟友和朋友哀悼之
際，正義之火在我們所有人的心中都熱烈燃燒
。我們將趕走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
他說，伊斯蘭國“以一個滿是青少年的音樂會
為目標”的決定，只會讓我們加緊努力，擊敗
戰場上的聖戰者。
蒂勒森說，“我們不會允許他們或任何恐怖組

織在不受打擊的情況下傳播暴力和仇恨，我們
將阻止他們招募新的追隨者，無論是在地面上
還是利用互聯網。”

【VOA】在事件發生後不到24小時，格裏格·
詹姆斯星期四就以微弱多數擊敗民
主黨對手---詩人和歌手羅布· 基
斯特。 共和黨人因此繼續占有被他
們控制了20多年的蒙塔納州唯一的
聯邦眾議員席位。
詹佛爾特競選班子起初發表聲明否
認記者本·雅各伯斯有關他被打的
陳述。 但是詹佛爾特在與支持者慶
祝勝利的時候表示了道歉。
他說： “昨天晚上我得到了一個教
訓。我需要在這裏說出我的心裏話
，我只是請你們再耐心等一下。如
果你犯了錯，你就必須認錯，那是
蒙塔納的方式。 昨天晚上我犯了一

個錯誤，我采取了一個無法收回的行動，我對
於所發生的事情並不感到自豪，我不應該以那
種方式做出回應，我因此表示歉意。我不應該
那樣對待記者。本·雅各布先生，對不起。
總部在英國的《衛報》的記者本·雅各布斯星
期三在推特上說， 詹佛爾特“剛剛把我抓起來
摔倒在地，打壞了我的眼鏡“。雅各布斯在詹
佛爾特競選總部采訪時遭到粗暴對待。 當時距
離議員選舉只有幾個小時。農業州蒙塔納有很
多共和黨支持者，詹佛爾特事先就被認為很有
可能勝選。
蒙塔納州在事發之前已經啟動提前投票程序，
有三分之一的選民已經投了票。
星期四是蒙塔納州的特別選舉日。原眾議員瑞
安·津克被川普總統任命為聯邦內政部長，這
一席位因此空缺。

KVVV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

︱共和黨候選人格雷格·詹佛爾特贏得蒙塔納州聯邦眾議員
     席位後準備上台感謝支持者。（2017年5月25日)

《明星加油站》
介紹養生獨門秘方

明星上節目暢談養生秘訣。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明星加油站》節目花絮。

美國務卿：美方為曼徹斯特

爆炸案泄密負全責 打記者的美眾議員

候選人勝選
贏後當眾道歉

節目介紹：《明星加油站》(又名：養生一點通) 是結合大眾養生需求而打造的全新大型健康養生類
節目。每期節目邀請一位具有權威背景、獨家觀點的醫學名家，以大眾最關心的養生話題為中心，通
過深入淺出的講解以及生動易懂的現場操作等方式，傳
遞養生智慧、介紹獨門秘方，每期都有實用的健康知識
讓您“一點就通”。 養生一點通，生活更輕鬆。

播出時間：每周三上午10點至10點半首播，每周五
晚間10時半至11時，每周日凌晨12點半至1點重播。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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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庇护城市”的

战争升级，美国各个城市也找到越来越

多的创造性方式反击。最新一例来自科

罗拉多州丹佛，它通过法律，保护仅有

轻罪、其最高刑期不超过365天的合法

移民避免被递解，那一条款正是联邦政

府递解的起点。

据msn.com报道，该市的解决方案

就是对一系列轻罪减刑，将最高惩罚降

低到低于365天。那种做法将轻罪及其

犯人排除在移民执法当局的雷达之外。

那并非保护移民的创新方式，但它却非

常及时地出现，直接对应总统特朗普的

严打移民措施。那一立法既不影响严重

犯罪处罚，也不保护无证移民。根据联

邦法律，在美国的合法移民因为商店盗

窃或擅自闯入等轻罪，只要刑期超过一

年，就可能被递解。那就意味着即使有

了绿卡或学生签证的人，也可能因为那

种轻罪而被报告给移民执法官员并遭递

解。

最近几十年来，数万名合法居民因

为轻罪被递解。但在过去几届政府，移

民执法当局通常允许轻罪肇事者脱身。

但是到了特朗普政府，不管是否在美合

法居住，移民都感觉到递解威胁超过以

往任何时候。丹佛市议会22日晚上通过

前述法案，丹佛市长汉科克说，该市通

过修改法律向联邦政府发出信息：它不

会努力破坏移民制度。提出修改法律的

那名市长说，他们要维持家庭团圆，不

让人们因为关闭时间待在公园等轻罪而

遭到递解。

过去，丹佛市法律中的几乎所有地

方犯罪最高刑期都超过一年。但根据新

立法，超过一年的罪名只有7项，包括

暴力攻击和多次家庭暴力。包括商店盗

窃、擅自闯入、首次或第二次家庭暴力

、简单攻击在内的罪名最高刑期都是

300天。在公共场所撒尿和违反宵禁等

规定者面临60天监禁惩罚。汉科克表示

，过去四个月来，白宫发布一系列正在

严重破坏我们移民制度的行政命令，对

我们的社区有实在影响。“我听到很多

人有道理地表示担心，丹佛要采取行动

，保护本地人民的权利，维护我们的城

市安全、欢迎外人并保持开放。”他说

。

丹佛是全美同特朗普政府行政命令

做斗争的几十个城市和州之一，多州和

城市向法庭提出反对那些严打移民和限

制旅行的行政命令，后者受到暂时搁置

。针对禁止政府剥夺对庇护城市拨款的

法庭命令，司法部长塞申斯发表备忘录

，首次提出庇护城市的官方定义：违反

要求地方和州政府同联邦官员分享移民

国籍或身份的联邦法律者为庇护城市。

塞申斯已采取措施，扣押9个司法

管辖区的联邦资助，但那些地方都在抗

争，说他们遵守法律。作为23日公布的

联邦预算案的一部分，司法部正在推动

修改联邦法律，迫使地方根据联邦要求

拘留非法移民嫌疑，新法律将阻止不同

国安部合法要求合作的城市得到资助。

尽管丹佛根据要求会通知移民和海

关执法局(ICE)待从监狱释放的移民，它

也是拒绝为ICE关押符合释放条件囚犯

的城市之一。汉科克在推动保护移民的

政策时，却不说丹佛是个庇护城市。他

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你们可以用任何名

字称呼我们的城市，但那个说法没有法

律意义。

美國打擊移民措施嚴苛
地方政府出臺創造性對策

合法移民会反对非法移民吗？近期

，一群初代华裔移民反对庇护城市政策

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一政策的目

的原本是为了保护无证移民。关于此事

的报道也显示，合法和非法移民在对自

由移民法律的态度上存在广泛的冲突

。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16年全

美亚裔选后调查发布的新数据显示，大

部分亚裔对无证移民持支持态度。这一

调查结果源自从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7年3月3日的一份全国性调查，覆

盖人群超过4000名亚裔。这次调查没

有询问有关庇护政策的问题，不过，调

查的问题中包含是否认为无证移民也应

该获得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以及他们

能否有考取驾照的机会等。

调查发现，58%的亚裔表态支持立

法应给予美国的无证移民获得公民身份

的机会。在驾照问题上，也有54%的受

访对象认为应该允许无证移民有获得驾

照的资格。根据来源国家的不同，亚裔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所区别。比如，

超过60%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和日本的

移民都支持无证移民获取公民身份，而

在越南和中国两国的移民中，对此持支

持态度的比例仅为46%和4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党派的倾

向可能会是这些发现背后的原因之一。

印度和日本移民最支持无证移民有获取

公民身份的资格，他们同时也比其他亚

裔群体更支持民主党。相反，相比其他

亚裔群体，来自越南和中国的移民支持

民主党的可能性更小。实际上，越南裔

更加支持共和党，不过只有少部分华裔

(17%)是共和党人或者倾向共和党，他

们更倾向无党派(41%)或者民主党(42%)

。

另一个关于这些差别的解释在于这

些群体在种族歧视上的不同经验，比如

越南裔和华裔在购房或者租房、与警察

的接触以及在遭受陌生人的骚扰和威胁

时受到歧视的可能性要小一些，这也许

能从某个方面说明他们为什么对类似无

证移民这样的边缘化群体支持更少。

不过，从整个亚裔群体上来说，他

们大部分还是支持对无证移民提供更多

保障措施，不管是公民身份也好，还是

获取驾照也好。

那些出生在海外的移民对这些政策

要相对保守一些，比如，在是否支持给

无证移民公民身份上，对此表示支持和

反对的海外出生的华裔移民占比基本持

平。而就所有海外出生的亚裔移民来说

，53%对此持支持态度，只有36%表示

反对。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将收入水平、

教育程度和性别列入考量后，发现更保

守的是海外出生、较年长的和支持共和

党的，而出生在美国本土、更年轻的和

民主党人则更有可能支持这种政策。不

过就算在相对保守的群体中，也不会对

那些旨在保护无证移民的政策产生强烈

的反对态度。

也许这些发现会有其重要的意

义，毕竟现在美国的亚裔中，七分

之一都是无证移民，而且华裔、印

度裔和韩裔是美国增速最快的无证

移民群体。

多數亞裔支持無證移民
獲取美公民身份

美国入籍人数激增
律师称等待时间将超过6个月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最新报告，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USCIS)在过去12个月收到的入籍申请数量激增30%。律师称，现在

如果申请入籍，等待时间都要超过6个月。

根据DHS公布的最新数字，USCIS在过去12个月收到的入籍申

请数量创新高，2016财政年总共收到了97.1万份申请，而在2015年

财政年这个数字为73.8万。因为技术问题和申请费用的增加，USCIS

的入籍处理程序因此变得更加复杂，申请时间延长，但是人们入籍

的热情依然很高。截止2016年底，大约有63.7万份申请不得不延期

处理，在2015年这个数字为38.9万。

亚太正义促进中心(AAAJ)称，在去年总统选举过后，AAAJ处理

的入籍申请数量激增。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该中心还雇用了临时工

作人员帮助洛杉矶县的亚太裔移民来申请入籍。根据AAAJ提供的资

料，南加州有超过30万亚太裔移民符合资格入籍，其中有超过一半

居住在洛杉矶县。2016年总统选举前一年，AAAJ收到请求帮助入籍

的电话有2700个，从2016年4月至今，AAAJ已经收到将近5000个电

话。

移民律师黄子虔25日在接受采访时说，入籍审批最近一段时间

的确慢了下来，从前要等半年左右，但现在绝对要等超过半年的时

间。他说，其中有很多原因，最明显的解释就是大家都想从移民系

统中解脱出来，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就不会受到美国移民局和边防局

的骚扰，如果只是绿卡，那仍然是外国人，但只要成为公民，法律

上就有很大差别。

入籍人数激增，国土安全部等部门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

黄子虔律师认为政府不会因此而增加人手加快审批程序。他说，移

民局增加人手也不会增加处理公民案件的人手，新招的人手都是边

防人员，一般不会增加服务人员的人数。

美“入籍纽约”开放注册
中签者可免费考公民
当地时间5月22日，旨在帮助经济有困难的纽约居民成功入籍

美国公民的“入籍纽约”项目第二轮已开放注册，州长葛谟宣布，

一年内以抽签形式为州内1500名符合条件的永久居民提供725美元的

入籍申请费以及免费入籍协助。

“入籍纽约”项目通过抽签形式，为符合入籍资格且收入在联

邦贫困线300%以下的持绿卡居民提供725美元代金券，用以支付入

籍申请费；此外，该项目还将与非营利机构和小区组织等合作，为

移民提供免费入籍资格审查、法律咨询、英文班课程和入籍考试准

备。

葛谟表示，纽约故事由来自世界各地、希望为自己及其家庭寻

求更美好生活的移民撰写， 纽约州欢迎移民，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实

力。他指出，纽约州府2016年7月推出“入籍纽约”项目后半年内

，帮助超过3200名纽约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其中包括2250名低收入

移民。2016年有约960人注册参与抽签，389人获得入籍申请费，并

于12月向联邦政府提交申请。今年第二轮抽签，将发放多达1500张

代金券。联邦政府对年收入在贫困线150%的入籍申请者免收入籍费

，“入籍纽约”项目将为符合入籍资格、收入在贫困线150%至300%

之间的申请者，提供免费入籍机会。

只要个人年收入低于36180美元，即日起至7月28日，可登录网

站或拨打热线，提供个人信息后参加抽签；中签者可获725美元入籍

代金券。将通过邮件、短信或电话方式通知，中签者需在30天内前

往指定的新美国人办公室机会中心，完成下一步入籍申请，在通过

入籍考试和面试后，即可成为美国公民。若中签者没有使用代金券

，或未到中心提交入籍申请，所获的代金券将自动作废。

2016年超过60万外国人
签证过期后滞留美国
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报告，2016年有超过

60万的外国旅客持合法签证进入美国，但在签证过期后仍滞留美国

。

这些签证过期滞留者虽然只占据了2016年通过航空和海港到达

美国的5000万游客中的1.25%，但是这类非法移民占据了美国1100万

非法移民的40%，他们非法滞留的情况被墨西哥穿越南方边界的非法

移民所掩盖。

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逾期滞留美国的人数。2016年1月，国土安全

部第一次报告了美国签证逾期滞留的情况。5月22日的报告给了政府

官员和移民研究人员第二年的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滞留者国家和

签证类别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需要移民署官员进一步的审查。

特朗普政府将会使用这些数据来寻找和捕获那些逾期滞留者。

国土安全部说他们会提供这些滞留者的日常和最新信息给移民和海

关执法部门，这个部门是美国国内负责执行移民法的机构。这份报

告说：“查明逾期滞留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移民执法以及处理

移民福利申请至关重要。”

据报道，2016年，在签证过期后共有739470名外国人仍在美国

滞留一段时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美国留下来。2016年9月30日

，2016财年结束时，这个滞留者的数字降到了628799人。到一月份

，这个数字下降到54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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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不僅是一個
飲食文化豐富的適於生
活的城市，同時，休斯
頓也是一個充滿活力和
注重健康的城市，在市
中心廣場、在學校、在
社區都能看到人們戶外
健行跑步的身影，休士
頓的體育水平在全美居
前， 足球有聯賽業績顯
赫的─休士頓 「動力」
隊 （Houston Dynamo
）；有美式足球聯盟（NFL）隊伍休士頓 「德
州人」 隊(Houston Texans）；休士頓NBA火
箭隊(Rocket) 更是因姚明和林書豪的先後加盟

而名氣遠揚；休士頓太空隊(Astros) 曾是德州
第一個角逐職業棒球世界盃聯賽的全國聯盟
冠軍隊伍；休士頓航太隊(Aeros) 也是全美曲
棍球的佼佼者。

健康
城市

：休斯頓的體育和戶外水上運動

除了專業的運動場地，
休斯頓戶外公共運動設施也
相對齊全，市內提供超過上
百英里健行跑步的道路和自
行車道。休士頓市內有超過
200座公共和私人高爾夫球
場。熱愛垂釣的人更是熱衷
休斯頓的湖光水色，這裡有
180萬公畝的湖泊和80萬英
里長的河溪供垂釣者享受。

此外，休斯頓因為有環
城的水牛河 (Buffalo Bay-
ou) ，水上泛舟成為休斯頓
人的傳統項目。

• 水牛河獨木舟比賽
休斯頓從1972年開始舉辦的年度水牛河獨木舟比賽是德
州最大的賽事，也是全美第五大賽事。出發的地點位於
市中心的Sesquicentennial Park ，這項探險運動每年吸
引了800只獨木舟愛好者參加角逐，詳情請參考活動網
址： http://buffalobayou.org/

休斯頓除了26英里的水牛河划船水
道外，由德州野生動物和生態管理局設
計的多個水道也可滿足不同的皮划艇愛
好者的需求，包括在Beaumont供孩子
們練習的長度為4.8英里的Cooks Lake
to Scatterman Paddling Trail, Brazoria
County 的35.4英里的Stephen F. Aus-
tin Paddling Trail ，以及Columbia Bot-
tomland 等等。
以下是最熱門的皮划艇獨木舟愛好者的
喜愛線路：
• Bayou City 探險

水牛公園（ Buffalo Bayou Park）可以提供旅遊和租賃業務來體驗水上運動, 孩子們還可以在這裡
參加培訓學習和活動。

相關網址：http://bayoucityadventures.org/
• SouthWest Paddlesports
從1993年開始的Spring地區開設的水上划船運
動項目，不僅可以划船，還可以找到在獨木舟
上垂釣的地點。
相關網址：http://www.paddlesports.com/
• 1097 Watersports
在 Lake Conroe, 你可以駕駛水上摩托艇泛舟在
寬大的湖面上，這裡提供各種租船遊玩的業務
。網址：https://www.1097watersports.com/
• Let’s Go Sailing
位於Seabrook的Clear Lake，從衝浪到遊艇都
可以享受其中的樂趣，Let’s Go Sailing
還有更多的項目可供選擇，網址
http://lets-go-sail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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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瑤族人深山采粽葉迎端午湖南瑤族人深山采粽葉迎端午

湖南汝城九龍江的瑤湖南汝城九龍江的瑤
族人集體走進深山內采粽族人集體走進深山內采粽
葉葉、、包粽子包粽子，，迎接即將到迎接即將到
來的端午節來的端午節。。圖為瑤族人圖為瑤族人
集體走進深山采粽葉集體走進深山采粽葉。。

““貓奴天堂貓奴天堂”！”！日本壹公司請來喵星人為員工解壓日本壹公司請來喵星人為員工解壓

日本東京日本東京，，壹家公司的壹家公司的ITIT辦公區的貓們和辦公區的貓們和““工作狂工作狂””作伴作伴。。這這
家企業從家企業從20002000年起推出年起推出““貓咪政策貓咪政策”，”，員工可將貓咪帶來上班緩和員工可將貓咪帶來上班緩和
緊張氣氛緊張氣氛。。報道稱報道稱，，目前目前，，辦公室有辦公室有99只貓咪只貓咪，，看著貓咪睡在自己看著貓咪睡在自己
的旁邊的旁邊，，讓員工忍不住直呼讓員工忍不住直呼““超治愈超治愈”。”。據悉據悉，，FerrayFerray公司不僅特公司不僅特
別開設推特帳號別開設推特帳號““曬貓曬貓”，”，如果員工領養流浪貓如果員工領養流浪貓，，還可享有還可享有50005000日日
圓的津貼圓的津貼。。不過不過，，可愛的貓咪也免不了可愛的貓咪也免不了““闖禍闖禍”，”，偶爾貓咪在電話偶爾貓咪在電話
上上““走秀走秀””時會不小心切斷來電時會不小心切斷來電，，或關掉電腦電源或關掉電腦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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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行工資最高？
去年IT業平均工資首超金融業居首位

國家統計局今天發布2016年平均工
資主要數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司
首席統計師孟燦文進行解讀。數據顯
示，2016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
繼續保持增長，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
術服務業平均工資水平首次超過金融業
排名各行業門類首位。

——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

本同步
在經濟運行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的

背景下，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
資繼續穩步增長。2016年，全國城鎮非
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7569
元，比上年增長8.9%，增速比上年回落
1.2個百分點，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
6.7%。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
資為42833元，比上年增長8.2%，增

速比上年回落0.6個百分點，扣除物價因素
，實際增長6.0%。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
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

——經濟結構調整中工資增長格局
有所變化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
進，我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新舊動能
轉換加快，對相關行業工資增長產生了
明顯影響。以城鎮非私營單位為例，
2016年，工資增長呈現三大變化。

壹是去產能工作取得進展，部分行
業市場價格回升，企業效益改善，工資
增長情況有所好轉。采礦業由上年下降
3.7%轉為增長1.9%，黑色金屬冶煉和
壓延加工業由上年微增0.8%轉為增長
7.4%，增幅擴大了6.6個百分點。

二是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
施，壹些新材料產業和裝備制造業行業
平均工資增長不僅高於全部行業的平均

增幅，也超出本行業上年同期增幅。其
中，化學纖維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儀
器儀表制造業平均工資分別比上年增長
12.3%、9.2%和9.7%，增幅分別擴大
7.4、1.0和1.1個百分點。通用設備制造
業和專用設備制造業增幅雖然相對較低
，分別比上年增長7.9%和6.1%，但增
幅分別擴大1.8和0.5個百分點。

三是隨著現代服務業的蓬勃發展，相
關行業工資增幅大多高於平均增幅。其
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
長9.3%，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增長9.7%，教育業增長11.9%，衛生和
社會工作業增長11.9%，文化、體育和娛
樂業增長9.8%，均超過8.9%的平均增幅
。

——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
業平均工資躍居首位

隨著信息技術產業持續快速發展，

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平均
工資得以快速增長，2016年平均工資為
122478元，比上年增長9.3%，平均工資
水平首次超過金融業排名各行業門類首位
。金融業工資水平退居次席，主要受銀行
業高管限薪以及股市低迷等因素影響，
2016年平均工資為117418元，比上年僅
增長2.3%，增幅排各行業門類第二低位
。

——私營單位工資水平與非私營單
位仍有較大差距

從工資水平看，2016年城鎮私營單
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42833元，相當
於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的63.4%，二
者之間工資差距明顯。從增長幅度看，城鎮
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比上年增長
8.2%，低於城鎮非私營單位0.7個百分點
，但比上年1.3個百分點的差距有所縮小
。

銀行資金利率倒掛？真相並不像妳想的那樣
最近，網上沸沸揚揚炒作所謂“中國銀行資金

利率倒掛、銀行被迫不願放貸、將嚴重影響實體經
濟”，雖然其背後的數據和邏輯缺乏金融專業的嚴
謹性，但是其推導過程和結論值得市場和政策制定
者重視，特別是現在的利率水平和期限結構到底對
實體經濟利弊如何？

先從技術角度分析壹下所謂的“利率倒掛”現
象：2017 年 5 月，銀行間市場的 1 年期 Shibor
(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 上海銀行間
同業拆借利率)為 4.3137%，高於 1 年期 LPR
(Loan Prime Rate， 貸款基礎利率)的4.30%。從
專業角度解讀，Shibor是上海同業拆解利率，屬於
貨幣市場利率價格，1年期的Shibor實際使用範圍
很小、僅限於系統性大銀行間的拆借；而壹年期貸
款利率LPR則是直接關系到廣大企業融資成本定價
的基準利率，是眾多信貸員心中的窗口利率，已經
屬於信貸市場利率。媒體拿兩者相比較，多少有些
“關公戰秦瓊”的意味；但是，從金融專業角度，
從貨幣市場向信貸市場的傳導機制，又讓這種倒掛
多少帶有了“利率市場化”的前瞻性意味。

回顧過去二十年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歷史，
貨幣市場利率的基準壹直是以“七天回購利率”為
代表的短期利率水平，市場對壹個月以上的貨幣市
場利率關註少，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國債、國開行債
券為基準的“收益率曲線”覆蓋了三個月、半年和

壹年的期限，對資產價格和信貸市場的影響更大。
因此，商業銀行是否是由於短期利率上行而“惜貸”，
還要看短期的貨幣市場利率、壹年期左右的無風險
利率（例如國債收益率）。

過去壹年來，雖然債券市場實際收益率持續震
蕩走高，短期貨幣市場利率水平卻穩中有降，並不
支持“央行刻意提升貨幣市場利率、並傳導信貸市
場、實現實質加息、打壓貸款增速”的邏輯基礎。
說白了，局部利率倒掛並不是央行加息的前兆，也
不是銀行真的鬧“錢荒”，更多的還是監管風暴和
金融去杠桿帶來的銀行階段性行為模式。對於普通
投資者而言，更值得探討的是大面積的商業銀行貸
款“糾結”，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和實體經濟的影響，
比如說股市結構性調整多少源於資金價格上漲？而
對於各級政策制定者，則應盯緊CPI、PPI、M2和
GDP幾個關鍵性實體經濟指標，確保供給側改革
穩中求進。

首先，最應關註跟老百姓生活相關的通貨膨脹
水平CPI。顯而易見，銀行貸款增速下降在現階段
不會引起CPI上漲，甚至連市場壹致看多的2017
年豬肉價格近期都出現了意外下降。全很難說貨幣
政策對消費品生產沒有影響，只能說中國消費市場
處於消費升級和消費細分的大潮，普通老百姓最關
心的基本生活品價格穩定與“Shibor、LPR”倒掛
並無關系。

其次，還要關註企業融資成本、PPI、特別是
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金融市場從業員
都知道，中央之所以要發起監管風暴，就是我國金
融市場長期存在的“二元經濟”現實：“Shibor、
LPR”只有4%到5%的水平，但是又有哪家民營
企業可以享受到呢？全世界範圍內沒有壹個國家，
能依靠傳統的商業銀行體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
融資貴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金融供給側改革就
是要充分利用中央和地方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通過
擴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培育多樣化的金融中介機構
，從根本上釋放民營經濟的活力，實現各具特色的
省域經濟和縣域經濟結構性產業升級轉型。今天我
們討論貨幣市場利率和貸款利率倒掛，就是金融結
構轉型“推動”商業銀行業務轉型的特殊現象，是
中國金融混業大潮來臨的先兆，動的是傳統商業銀
行模式的奶酪，跟中小企業融資水平沒啥直接影響
。

最後，還要關註壹下貨幣市場利率波動對M2
和GDP的影響，也就是經濟硬著陸的風險。研究
近期中央深化改革的多項舉措會發現，在金融領域
就是要改變傳統發放貨幣資源的“大水漫灌”形式，
疏通資本中介，將資金註入中小企業的實體經濟
“毛細血管”，培育金融機構服務最後壹公裏的
“滴水慢灌”。唯壹值得擔心的是，中央加速推動
多層次資本市場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是否會讓習慣

了“躺著掙錢”的商業銀行消極怠工，讓習慣了
“無風險套利”的債券市場挾持GDP增速逼迫
“央媽”擴大貨幣投放。

在我看來，商業銀行局部困局並不能改變中央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心，對商業銀行體系高
杠桿資金風險的系統性排除，首先是肅清灰色的非
法融資渠道，強調金融服務“脫虛入實”。隨著人
民幣兌美元匯率的穩定，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面臨
的經濟下行壓力逐漸緩解，壹季度GDP增速超預期、
M2增速也隨著房地產調控趨勢性回落，中央對金
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要求越發迫切，如何利用現代金
融手段，服務國家經濟戰略、降低金融市場系統性
風險，是監管風暴的最終目的。

總之，“依然在路上”的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
“不忘初心”，旨在用現代金融手段創造政策環境，
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監管風暴有利於金融固本
清源，但也要把握節奏，培育直接融資的市場化機
構做大做強。事實上，壹年期“Shibor、LPR”倒
掛的同時，壹個月以內的貨幣市場利率早就“悄然”
走低，央行已經在通過期限結構調整緩解系統性金
融機構的資金壓力，也就是給這些金融“大象”們留
出了轉身的時間窗口。



HOUSTON [May 24, 2017] –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HCC) is about to become one of the firs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nation to 
use Apple’s newly released Swift curriculum, an 
educational model that will provide the tools to teach 
future app developers how to work in the thriving iOS 
community.
The official announcement of the new HCC/Apple 
partnership took place at 2:00 p.m.   on Wednesday, 
May 24, 2017, at the Houston Public Library’s Julia 
Ideson Building,  550 McKinney in downtown 
Houston.
Speakers at the event  included HCC Chancellor Cesar 
Maldonado, Lisa Jackson, Apple’s Vice President of 
Environment and Social Initiatives,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d Bob Harvey,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The goal of this initiative is to shorten the gap between 
computer science training for minorities and wome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to provide the latest iOS 
training for developers.
A recent study cited Houston as one of 19 world 
knowledge capitals becau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ideas and innovation in the city. Maldonado describes 
this alliance between HCC and Apple as one that 
brings innovation to the classroom.
“This partnership is one that will benefit our community 

by making computer coding easier to understand while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that are transferable across platforms.” Maldonado 
says. “It will benefit Apple by providing developers 
who are trained specifically for the needs of the iOS 
community.”
At the announcement, dignitaries unveiled information 
on how community members can access this academic 
program and become future app developers.
The event was live-streamed on hccs.edu/livestream.

About HCC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HCC) is composed of 15 
Centers of Excellence and numerous satellite centers 
that serve the diverse communitie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by preparing individuals to live and work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society. HCC is one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singly-
accredited, open-admission, community colleges 
offering associate degrees, certificates, workforce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learn 
more, visit www.hcc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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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ongressmen Heading To China In August To Review The Country’s Growing Film Industry
US Congressional Leaders Bound For China

To Challenge Hollywood Movie Quota

American Businesses Welcome New 
U.S. Ambassador - Upbeat O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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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five-year 
deal on the amount 
of Hollywood films 
allowed into China 
up for review, a 
convoy of U.S. 
congressmen will 

head east in August to review the country’s growing 
movie market.
The Washington, D.C.-based U.S.-Asia Institute will 
lead about a dozen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n the 
trip, which comes at an important time in the crossover 
between show business and a country with more than 
1.3 billion potential customers.
The most recent quota — negotiated between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2 — allows 34 American films to be 
distributed in China each year, with 14 of those films 
designated for 3-D or IMAX. This deal expired in 
February, but the guidelines have remained in place 
until a new agreement is set.
And despite a one percent drop in revenue (to $6.5 
billion) for American movies in 2016, China is still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Hollywood to fill its 
theaters. Disney’s “Zootopia” was the top international 
draw at the Chinese box office last year, and second-
biggest movie overall, raking in more than $225 
million, according to Box Office Mojo.
In a phone interview with TheWrap, Chris Fenton — 
a trustee of the U.S.-Asia Institute and president of 
Los Angeles and Beijing-based DMG Entertainment 
— said the August trip is aiming to “create the best 
backdrop possible” for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China.
“This is much bigger than the quota negotiations, 
this about sort of setting the ton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llywood and China] moving forward,” 
said Fenton. He added the group will be visiting
Shanghai, Beijing, and the headquarters of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With the link between China and Hollywood growing 
tighter, the quota is likely to expand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China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Hollywood, 
evident in the joint investment agreements Paramount 
has with Shanghai Film Group and Huahua Media — 
wh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financing of films like 
“Jack Reacher: Never Go Back” and “XXX: Return of 
Xander Cage.”
Also, China is building new theaters at a rapid rate, 
and can’t fill them with just local content. To that end, 
China has an unofficial goal of having about half its 
box office coming from homegrown films.
But due to a weak local slate last year, China softened 
its quota restrictions and allowed in 38 Hollywood 
films to bolster its revenu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stands allowing more 
imported films is better than the alternative of a much 
smaller box office. This seems to give Hollywood 
more leverage, as China’s appetite for movies grows 
and theaters keep being built — Chinese consumers 

tend to prefer Hollywood content.
Members of Congress have raised alarm about the 
Chinese market’s importance –and its investments 
in companies like AMC — making it so Hollywood 
movies won’t cast Chinese villains and won’t address 
its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other concerns. On the 
other hand, movie studios have plenty of challenges 
and need the Chinese market, so it’s a delicate spot for 
politicians. (Courtesy http://www.thewrap.com/) 

Related
Chinese Film Executive 
Calls U.S. Lawmakers'                                     

Concern About Hollywood 
Investments "A Joke"

Huayi Bros. president Wang Zhonglei says, "I don’t 
think there’s a desire to control American movies," 
while others have refused to comment on the issue or 
Donald Trump's threats of trade sanctions.
The only political concerns among film executives 
interested in Hollywood-China dealmaking remain 
questions about China’s annual foreign-film quota and 
its requirements for receiving official co-production 
status.
What they’re not worried about are American 
Congressional suspicions that increas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Hollywood is a way for the country's 
Communist Party to affect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film industry.
In September, 16 U.S. representatives penned a joint 
letter noting their concerns that recent deals, such as 
Wanda Group’s acquisitions of AMC Entertainment 
and Legendary, were in the service of "China’s efforts 
to censor topics and exert propaganda controls on 
American media."

Wanda's Qingdao Movie Studio
"I’ve seen those reports, but they’re a joke," said Huayi 
Bros. president Wang Zhonglei, speaking toTHR’s 

S c o t t 
Roxborough 
at the U.S.-
C h i n a 
Film & TV 
I n d u s t r y 
Expo at L.A. 
Live last 
week. "America has surely experienced this before: 
About 20 years ago, the Japanese came over to invest 
in their industries in order to grow their market — not 
for government reasons. China is the same way. I don’t 
think there’s a desire to control American movies.”
But unlike with Japanese companies, no deal involving 
a Chinese company can take place without the express 
authoriz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en an 
expo attendee pressed Wang on Washington, D.C.’s 
concerns over a Chinese agenda at the state level, 
the exec’s response drew laughs. “I didn’t realize 
Washington also made movies,” he snarked. “It’s true 
that the government approves or encourages industries 
to go abroad, but there’s no way there’s an agenda."
Wang’s comments were downright forthcoming 
compared to some of his fellow expo speakers when it 
came to opining on possible U.S. countermeasures on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Back in November 2016 when reporters questioned 
a panel of top execs from both countries, including 
Alibaba Pictures president Zhang Wei and Lionsgate 
co-COO Brian Goldsmith, about how Sino-Hollywood 
pacts might be affected by Donald Trump’s promises 
to levy trade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only one person 
spoke up.
"That candidate’s not going to win," said producer and 
Phoenix Pictures chairman and CEO Mike Medavoy, 
just before the panel’s moderator, China Film Co-
Production Corp. general manager Miao Xiaotian, 
hastily drew the session to a close. (Courtesy www.
hollywoodreporter.com/news/)

Iowa Governor Terry Branstad testifies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his nomination to be 
U.S. ambassador to China,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on May 2. (Photo: 
Visual China)
(Beijing) – After getting a surprising boost from an 
upbeat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presidents, business tie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eading economies could improve further still under
Terry Branstad, the newly approved U.S. ambassador 
to China, business leader said.
The Senate on Monday voted overwhelmingly to 
approve Branstad as the new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ix months after his name was first floated by 
then-incom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that time, 
observers said Branstad’s extensive related experience 
could help to bridge what many worried might b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a China-wary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s the long-serving governor of the central U.S. state 
of Iowa, Branstad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dating 
back to 1985 when a Chinese delegation—including a 
then-31-year-old Xi Jinping — made a
visit to study the state's agricultural practices. Since 
then, Branstad has been a strong supporter of trade in 
Iowa's agricultural goods with China, and describes Xi 
as an “old friend.”
“Terry Branstad is very familiar with China, and we’re 
sure he understands the kind of changes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needs, as well as the immense benefits 
both sides can realize from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fairness and reciprocal treatment,” said William Zarit, 

chairman of the Beijing-based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his arrival.”
The other major China-based American Chamber in 
Shanghai also welcomed the confirmation.
“His confirmation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for U.S.-
China commercial ties, and it will help bolster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said Ken Jarrett, president of 
AmCham Shanghai.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ambassador once he arrives in China.”
(Courtesy www.caixinglobal.com)

Related
Who Is Terry Branstad? 
New China Ambassador                                                                         

Is A Longtime Friend Of China's 
President Xi

Iowa Governor Terry Branstad, who holds the longest 
governorship in U.S. history, resigned Wednesday and 
became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U.S. ambassador to 
China. He has a long-standing and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dates back 
to 1985. More than 30 years ago, Xi, then a young 
agriculture officer, visited Iowa during Branstad’s first 
term as governor.

The two men have kept in touch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Most recently, the Republican governor 
met with Xi during a meeting at the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in 2013. A year earlier, 
Branstad hosted a state dinner at the 
Iowa Capitol for Xi, who then was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He also met Xi on a 
visit to China in 2011.
“I had told Donald Trump on several 
occasions, ‘Don’t say anything bad about 
China when you’re in Iowa,’” Branstad 
told NPR in January. “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there.”
Branstad, now 70, served four consecutive 
terms—six in total—in the Hawkeye 
State. Photos of Chinese diplomats on 
a visit to Iowa were displayed behind 
Branstad as he was sworn-into his new 

role at the Iowa State Capitol earlier Wednesday. 
“There’s no better job in the world than being governor 
of the state that you love,” Branstad said before he gave 
his official resignation Wednesday. “But sometimes 
we’re called to serve in ways that we never imagined.”
The U.S. Senate confirmed Branstad’s appointment 
Monday in an 82-13 vote. Supporters of the Branstad 
appointment view it as Trump’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a healthy U.S.-China relationship.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in a statement welcomed 
Branstad to the role.
Branstad first became governor in 1982, held office for 
four years and left government for 12 years. In 2010, 
he returned and again won reelection four years later.
Lieutenant Governor Kim Reynolds, a Republican, 
took over as Iowa governor on Wednesday, and became 
the first female to hold that role in her state. (Courtesy 
www.newsweek.com/) 

Chinese companies such as Wang Jianlin's 
Dalian Wanda Group have spent much of the 
last few years agreeing to acquire American 
firms (including several major Hollywood 
players) at eye-popping prices, but getting 
those deals across the finish line has not 
been easy.

Terry Branstad, the newly approved U.S. ambassador to 
China.

China Vice President at the time ,Xi Jinping, 
left, is welcomed by Iowa Governor Terry 
Branstad in the governor's office before the 
state dinner at the Iowa State Capitol in Des 
Moines on February 15, 2012. (Photo/Reuters)

HCC And Apple Unveil Historic 
Academic Development Program

Iowa Governor Terry Branstad attends a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four other U.S. governors in Seattle, 
Wash., Sept. 22, 2015. Branstad was 
nominated as U.S. Ambassador to China last 
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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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體市海灘散心看海豚秀
夏日愜意時光

李蔚華獲市府頒發賀狀李蔚華獲市府頒發賀狀
表揚卓越貢獻表揚卓越貢獻(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國殤日(Memorial Day)

長假期剛結束，許多人選擇在德州境內或休士頓鄰近城
市度過周末。夏日到來，天氣漸漸炎熱，位於德州東南
部墨西哥灣沿岸的聖體市(Corpus Chrisit)成為長熱門度
假景點，遊客在海灘及碼頭濱海步道愜意散心，或造訪
水族館與海洋生物互動，輕鬆生活。

位於休士頓西南方的聖體市為該州第八大城，雖然
車程比起蓋文斯頓(Galveston)較遠，是全美第五大港口
，擁有知名列星頓號航空母艦博物館(USS Lexington
Museum)、北灘(North Beach)及德州州立水族館(Tex-
as State Aquarium)，是許多德州居民戲水最佳聖地。

其中，列星頓號航空母艦是二次大戰時服役的航空
母艦，也是電影珍珠港拍攝地點之一。軍艦上有許多戰
機和二戰遺跡、文物展示，吸引觀光客朝聖。而航空母
艦所在地北灘更是當地最知名的沙灘，碧海藍天晴朗天
氣，搭配海天一線自然景觀，周圍的餐館酒吧播放熱情
奔放拉丁音樂，充分讓人自在放慢腳步。

而位於市中心的港口濱海步道(Corpus Christi Ma-
rina)，有許多私人船舶和遊艇停靠站，海濱步道提供遊

客輕鬆散步，特別造景的白色涼亭和椅子也呈現自在美
感，而當地也是墨西哥裔知名歌手莎麗娜(Selena)紀念
碑所在地，吸引許多遊客拍照留念。

另一個知名的景點莫過於德州州立水族館，占地
6.3英畝，展覽區包括亞馬遜河水中生物、海豚、水母
、水獺、潮間帶、鱷魚和熱帶樹林鳥類和沼澤區生態等
，海豚灣(Dolphin Bay)有可愛逗趣的大西洋寬吻海豚秀
以及水下觀賞區、鯊魚魟魚餵食秀以及野生動物表演展
區，靜態和動態展示一應俱全，教育性質濃厚，適合全
家大小參觀，寓教於樂。

近期加勒比海旅程(Caribbean Journey)展區開放，
民眾可近距離觀賞鳥類、紅鶴和熱帶雨林生態，並有
4D電影院播放鯊魚紀錄片教育下一代生態保育知識。
由於園內部份生物是動物救援而來，園方也加強宣導動
物救援的知識和鼓勵募捐，宣導救助更多野生動物。

對抗夏暑，HEB贊助的親水公園(HEB Splash Park)
園內有各樣水槍和遊樂設施，可讓孩子安全玩水，清涼
一夏。還沒造訪此地的民眾，趕快趁著周末，來聖體市
走走逛逛，吹吹海風，享受海灘時光吧。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及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及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ITC)主席李蔚華主席李蔚華，，深耕深耕

社區社區3737年年，，對亞裔社會貢獻良多對亞裔社會貢獻良多，，無論是在經濟發展無論是在經濟發展、、媒體傳播或教育文化領媒體傳播或教育文化領
域有卓越貢獻域有卓越貢獻，，獲得休士頓市政府認可獲得休士頓市政府認可，，頒發表揚感謝狀頒發表揚感謝狀。。感謝李蔚華經營美感謝李蔚華經營美
南國際貿易中心和美南新聞的重大奉獻南國際貿易中心和美南新聞的重大奉獻。。該表揚賀狀由市議員該表揚賀狀由市議員Michael KuboshMichael Kubosh
代表頒發代表頒發。。

港口海濱步道港口海濱步道，，有白色涼亭和椅子有白色涼亭和椅子，，非常舒適非常舒適。。

北灘上可遠眺軍艦邊戲水北灘上可遠眺軍艦邊戲水。。 水族館新開放的加勒比海展區水族館新開放的加勒比海展區。。

海豚灣有可愛的海豚表演海豚灣有可愛的海豚表演。。

第九屆第九屆““豐田杯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
由STERLING MCCALL TOYOTA支持

和贊助的第九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
標賽日前在徐建勛律師創辦的休斯頓“德
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落下帷幕。來自大休
斯頓地區的大約50名少年乒乓球愛好者進
行了百余場的激烈角逐，最後分別決出了
四個組別的名次。在休斯頓有著良好口碑
的許旭東&陳永芳診所也給予了此次比賽大
力支持。賽後STERLING MCCALL TOY-
OTA公司的Steven Ye先生及許旭東，陳永
芳二位醫生分別向此次比賽的優勝者頒發

獎杯並表示祝賀，並同參賽者合影留念。
比賽的組織者王大志教練也代表大家向
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及 Ste-
ven Ye先生本人，許旭東家庭診所對大休
斯頓地區少年乒乓球運動長期以來的大力
相助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

此次比賽獲獎選手名單如下：
A組 ：冠軍： 王犇 亞軍： 舒沙 季

軍： 宋德昌 殿軍： 付安迪
B組 ：冠軍： 魏天 亞軍：劉陳賓

季軍： 楊傑瑞 殿軍： 柴裕華

C組：冠軍： 張傑瑞 亞軍： 劉陳
希 季軍： 徐為博 殿軍： 陳奕洲

D組：冠軍： 肖子傑 亞軍： 吳一
冉 季軍： 王怡然 殿軍： 溫舒旆

並列第五名:凌雲逸 湯家為 張蒙
悅 唐雲逖

並列第九名： 陳文軒 孫可心 錢奕
明 何亮亮 顧修如 曾禹 章可風 呂振宇

獲得優秀獎是： 施愛琳 Cyrus Ami-
ral 張愛梅 王昭 杜逸飛 岳靜宇 林楊
嶸 倪錫寶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美中創新聯盟
和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聯合主辦，由休斯敦
1898 俱樂部和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協辦的 「 休斯
敦與中國： 跨境創業與孵化」 座談會，將於今
年 6 月 6 日（ 下周二 ）晚間六時至八時在
Houston Technology Center ( 410 Pierce
Street , Houston , TX 77002 ) 舉行。

本次座談會特邀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創始
人兼所長王德祿先生做中國創新專題介紹，並
與休斯敦創新屆領袖和創業者在演講後探討休
斯敦創新資源與中國的合作機遇，誠邀休斯敦
及周邊創新企業負責人、科研項目負責人及創
新、創業各界精英參與。

除了專題演講，此次活動也借機與大家共
同探討新經濟時代下中美兩國的合作機會，推
動以得州為核心，美南地區與北京、天津、深
圳、廣州、成都、武漢等中國高速發展城市之
間的交流與合作。

本次活動由美中創新聯盟和長城企業戰略
研究所聯合主辦，由休斯敦1898俱樂部和中國
旅美專家協會協辦。

演講主題 Keynote Speech
此次王德祿先生到訪休斯頓，將他20多年

研究中國創新創業、推動中國創新創業的實踐
心得，凝聚成三個中國創新故事：中國創業故
事、中國IT故事和中國科技園故事。王德祿先
生將結合這三個故事，講述自己的創業故事、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五輪創業潮、中國創新創
業的經驗和態勢，分析創業者如何將偉大的想
法變成偉大的公司，創業過程中如何跨越死亡
谷，如何取得快速增長等問題；分享中國產業
轉型的形勢和機遇；並以中國科技園為代表，
將中國過去幾十年波瀾壯闊的創新歷程呈現給
大家。

主講人介紹 Speaker Introduction
王德祿先生，1993年創辦長城企業戰略研

究所，現任長城戰略咨詢董事長、長城企業戰
略研究所所長，是中國著名的企業戰略咨詢和
區域發展戰略高級專家。

1993 年以來，為中國民營企業尤其是高技
術企業的高速成長提供了大量的戰略和管理研
究服務，領域涉及發展戰略、技術創新、運營
管理等方面，為新希望、聯想、方正及勁牌公
司、神化公司等中國的新興企業提供咨詢服務
。長城所成立以來，為中國的創業環境的改善
做了大量的工作。

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介紹 GEI Organisa-
tion Introduction

1993 年 8 月 26 日由王德祿先生帶領合作
伙伴成立了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2003年
整合推出整體品牌“長城戰略咨詢”。 目前總
部位於北京,寧波、武漢、廣州、天津、成都、
濟南六地設有業務中心,擁有 300 多名高素質咨
詢師團隊。建立了超過 3000 人的龐大的專家顧
問網絡。

經過二十多年的咨詢實踐,形成了“企業-
產業-區域”咨詢業務軸心,全球化、創新化、
信息化、生態化四個業務方向。

1993 年以來,長城所為中國民營企業尤其是
高技術企業的高速成長提供了大量的戰略和管
理研究服務,領域涉及發展戰略、技術創新、運
營管理等方面,為新希望、聯想、方正及勁牌公
司、神化公司等中國的新興企業提供咨詢服務,
幫助他們年營收從千萬級爆發增長到十億級、
百億級。長城所成為推動中國創業環境改善的
先鋒智庫。

長城所高新區咨詢是全國第一品牌,為 98
家國家級高新區提供咨詢,先後承擔中關村、東
湖、成都、天津、廣州、長株潭、西安、珠三

角、中原等 11 家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發展規劃
。同時在寧波和武漢聯合當地政府分別成立了
區域智庫,為當地區域創新提供長期支撐,成為中
國在促進區域創新方面的領先智庫。

時間：2017年7月10日-12日
地點：蘇州國際博覽中心
報名表：2017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報名表(附件)
報名截止日期：2017年4月30日
補貼：受邀嘉賓享受部分交通補貼
聯系郵箱：FACPSU@163.com

內容：
迫切需要FinTech相關專家人才！
面向蘇州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服務業、現代農業等產業領

域，誠邀納米技術、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
新能源與節能環保、生物醫藥與醫療器械等產業領域，承擔過重
大科研項目的創新人才、擁有獨立知識產權和智力成果的創新創

業人才（團隊），以及在科技前沿領域有較高聲譽的國內外專家
學者，在業界有較高知名度的企業領袖和創業成功人士、風險投
資專家和國內知名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文化產業等高端服務
業人才來蘇共襄創新創業盛舉！

2997個創新創業項目通過“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平台落
戶蘇州，創業項目注冊資金234億元，引進國家“千人計劃”人
才97人，江蘇省“雙創計劃”人才161人，姑蘇創新創業領軍
人才265人，創業周已成為全球精英廣泛集聚、創業資源高度整
合、創新要素充分湧流的專業化優質引智品牌。

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期待您的加盟！

2017年（第九屆）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

美中創新聯盟邀請您6 月 6 日參加
休斯敦與中國： 跨境創業與孵化座談會

第九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於周日下午圓滿結束第九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於周日下午圓滿結束。。
圖為王大志教練圖為王大志教練（（ 後排右一後排右一）） 與所有獲獎學生與所有獲獎學生,, 與贊助人與贊助人 許許
旭東醫生旭東醫生（（ 二排右一二排右一）） 與陳永芳醫生與陳永芳醫生（（ 二排左一二排左一 ）） 及＂德及＂德
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負責人徐建勛律師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負責人徐建勛律師（（ 後排左一後排左一））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創始人兼所長王德祿先生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創始人兼所長王德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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