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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談台巴斷交看兩岸政策走向
美南國際電視 STV
STV15
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
﹐
關
注新聞時事與各類議題﹐
注新聞時事與各類議題
﹐
6 月 15 日(周四
周四))由常中
政(右二
右二))﹑
馬健((左二
馬健
左二))和李堅強
和李堅強((右一
右一))主持
主持﹐
﹐
邀請
來賓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左一
來賓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
左一))﹐
一
起評論最近震盪台灣外交的「
起評論最近震盪台灣外交的
「巴拿馬斷交
巴拿馬斷交」
」議題
議題﹐
﹐
並就巴拿馬與中國建交延伸至兩岸政策﹒
並就巴拿馬與中國建交延伸至兩岸政策
﹒(詳文
見週日 B4 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KVVV

廣 告
星期六

2017 年 6 月 17 日

Saturday, June 17, 2017

B2

廣告
星期六

2017 年 6 月 17 日

Saturday, June 17, 2017

B3

休城社區

星期六

2017 年 6 月 17 日

何美玥國策顧問昨訪問本報

Saturday, June 17, 2017

B4

並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馬健專訪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率領企業領袖訪
問團赴美國華府出席 2017 年選擇美國投資高峰
會的總統府國策顧問何美玥，昨由 「台北經文
處」黃敏境處長及經濟組徐炳勳組長，政務組

何仁傑組長， 「台塑」 美國公司副總吳堯明先
生陪同，一行來本報訪問，受到本報系董事長
李蔚華先生的熱烈歡迎，並接受美南電視主持
人馬健的電視專訪，談及此行的任務，希望達
成的目標； 介紹隨
行團員； 介紹台商
在美國南部州的投
資計劃； 台美雙方
在產業鏈的互補，
相互依賴的關係。
何團長一開始
即 強 調 ， 「今 年 1
月蔡總統過境休士
頓的時候曾明確表
示，美國是臺灣最
重要的盟友與朋友
，期盼增加對美國
的投資與貿易。今
天率領臺灣企業界
來訪，主要目的就
是要增進雙邊聯繫
」。何團長提到德
州是台商在美的投
國府國策顧問何美玥（
國府國策顧問何美玥
（ 右二 ) 來本報訪問
來本報訪問，
， 受到 「 美南報系傳媒集團
美南報系傳媒集團」」
資重鎮，台商在德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 右一 ） 的熱烈歡迎
的熱烈歡迎。
。旁為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
州的直接投資，加
長（ 中 ）， 「台塑 美國公司 」 副總吳堯明先生
副總吳堯明先生（
（ 左二 ）（
）（記者秦鴻鈞
記者秦鴻鈞
上德州貨品及服務
攝）

出口到台灣所創造的就業
機會超過 4 萬個。還有幾
個正在進行投資評估的案
子，正式啟動後將進一步
推動台灣與德州的雙邊經
貿關係。但從另一方面來
看，台灣市場對德州業者
也是充滿著商機，例如規
劃中的台灣離岸風力計畫
圖為國府國策顧問何美玥（
圖為國府國策顧問何美玥
（ 右二 ） 昨（ 6 月 16 日 ） 在 「 台北
，也吸引此地美商前往尋
經文處」」 黄敏境處長
經文處
黄敏境處長（
（ 左二 ）， 「 台塑美國公司
台塑美國公司」」 副總吳堯明
找合作夥伴。
先生（
先生
（ 左一
左一）
） 的陪同下
的陪同下，
，到 「 美南電視 」 接受主持人馬健
接受主持人馬健（
（右
根據統計，2016 年台
一） 的訪問
的訪問。（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灣自德州進口總值達 42 億
企業夥伴，能夠在 「互補、互利」的基礎上，
8,700 萬美元，出口總值則為 23 億 3,500 萬美元
共同推動進一步的雙邊經貿合作，並讓這樣的
，德州享有順差達 19 億 5,200 萬美元。台灣是德
聲音從地方傳達到聯邦政府。
州在全球的第 9 大出口市場，德州出口產品以半
這次陪同前來的台灣廠商有台灣中油公司
導體及半導體製造設備最多，合計占 67%，化
、遠東集團、長春集團、李長榮集團、華邦、
學品則是另一項重要出口產品。工業產品之外
友嘉集團、中鋼、鴻海、漢翔、長榮航空及中
，台灣也自德州進口不少農產品，棉花金額達
鼎公司等公司。
5,000 美元，冷凍牛肉及核果各有 2,500 萬美元。
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也表示台美之
顯見台灣對於德州農產品出口有一定之貢獻。
間緊密的經貿及投資關係，共創造及支撐 33 萬
何團長也特別強調， 「貿易順差、逆差不
個美國就業機會。台美企業在全球供應鍊中，
是問題，重要的是雙方的合作能否為對方在全
特別是在資通訊技術產業部門(ICT sector)無可
球的市場競爭上，拓展更多的商機，並為對方
取代的策略聯盟，提供了美國品牌與產品行銷
的勞動市場創造更多更優質的工作機會。」
全世界的入口，從而支持川普總統 「買美國貨
何團長期許與台商有長期合作關係的美國
(Buy America)」的施政主軸。

總統府國策顧問何美玥介紹

圖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何美玥（ 左三 ）昨在 「 台北經文處
圖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何美玥（
台北經文處」」 黄敏
境處長（
境處長
（ 右三
右三）
） 的陪同下
的陪同下，
，出席記者會時攝
出席記者會時攝。（
。（ 右起 ） 「 台
北經文處 」 副處長林映佐
副處長林映佐，
，僑務委員甘幼蘋
僑務委員甘幼蘋，
，劉秀美
劉秀美，
，經濟組
組長徐炳勳。（
組長徐炳勳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何美玥與小
英在扁朝時期就同在內閣，彼此並不陌生
，當時她是少數立場接近民進黨、綠營可
以信任的財經官員。民進黨在野後，她依
然活躍產業界，高雄市長陳菊在 2008 年
就率先邀請她擔任高雄銀行獨立董事迄今
，目前何美玥仍有日月光、金寶、友達等
上市公司獨董身分；另外，由生技大亨林
榮錦成立、在香港掛牌的澳優乳業，何美
玥也擔任獨董職務。
雖然何美玥沒入閣，對經濟人事還是
有一定影響力。經濟部政務次長沈榮津就
是何美玥的愛將，去年還因此把原定的次
長龔明鑫擠到國發會副主委；前陣子從工
業局長調到中小企業處處長的吳明機，也

是何美玥人馬。
何美玥大概是歷來最積
極參與政務的國策顧問了
，蔡總統憂心經濟、打算
多開類似的產業會議，也
很符合她一貫的行事作風─ 「開外掛」去
處理事情、解決問題，體制外的比體制內
的受重視，副的比正的更重要。總統的確
需要有經濟幕僚，但這麼一位大顧問扮演
的角色是什麼？恐怕政府官員要好好揣摩
一下了。
台灣到美國商業領袖代表團團長
何美玥曾擔任總統辦公室的國家政策
顧問，並擔任東亞關係協會科技交流委員
會主席。 她還是先進半導體工程有限公
司，友達光電，金寶電子，高雄有限公司
等多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何美玥公務員由經濟事務部（MOEA
）工業發展局副科技專員到副主任等職
。 她後來擔任政府的幾個重要職務，其

中包括教務部長，行政院部長，經濟發展
局局長（自更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她在台灣工業，技術和外貿政策發展
等領域具有廣泛的專業知識。此外，她擔
任台灣加入世貿組織時的工業部門主要談
判代表，同時領導了我們政府經貿團隊在
亞太經合組織和世貿組織進行的重大雙邊
貿易談判，使台灣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廣泛
的貿易夥伴。她也是製定台灣“自由貿易
港口”政策的關鍵推動力，並概述台灣發
展為知識型經濟的計劃，這是台灣現代經
濟轉型的重大里程碑。
鑑於她對工業和國際經濟與貿易事務
的廣泛而深入的了解，何美玥女士於 2006
年被任命為總統辦公室的國家政策顧問，
就經濟發展問題提供諮詢意見。何美玥在
她的印象深刻的背景下可以看出，他是經
濟，貿易政策和工業發展方面的高素質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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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國與巴拿馬建交座談會
由德克薩斯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主辦、休士頓地區僑學界社團協辦
的慶祝中國與巴拿馬建交座談會，將
於 6 月 18 日（星期日）12:00~2:00PM
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 舉行。屆時
將邀請相關專家及學者就巴拿馬的政
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等方面

向與會者進行講解，同時就中巴建交
的背景及歷史意義做主題發言。慶祝
中國與巴拿馬建交座談會地點設在
ITC 二 樓 （ 地 點 ：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新華社北京 6 月 13 日電（記者郝
亞琳）外交部長王毅同巴拿馬共和國

副總統兼外長德聖馬洛 13 日在北京舉
行會談並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
拿馬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
公報》，主要內容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
，根據兩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茲決
定自公報簽署之日起相互承認並建立

華夏學人協會金融理財及移民講座將於66 月 1717日舉行
華夏學人協會金融理財及移民講座將於
日舉行
移民身份和金融理財是我們華
人在美國生活的兩個重要問題。對
這兩方面缺乏了解使得我們的發展
受到了本不該有的限制。怎樣盡快
擺脫移民身份對我們的束縛？如何
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合理合法的辦
理移民簽證和身份轉換，合法身份
轉換以後如何規劃自己的財富配置
是很多華人移民的困惑，怎樣合理
配置資產放心退休，怎樣在投資當
中合理合法的避稅，怎樣安心投資
陌生的市場和怎樣面對生活突如其
來的經濟打擊，這些都是我們華人
移民美國的重要議題。
華夏學人協會將於六月十七號周六
在恆豐銀行舉行金融理財及移民講
座。此次活動有幸邀請到資深金融
理財師方濤和休斯頓著名律師鄢旎
主講。
方濤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曾
任聖安東尼奧學生學者聯誼總會的
會長，從事理財行業已經有十多年
了。工作中發現很多華人不善於理

財，因此發起了安心理財，通過講
座等各項活動，傳播正確的理財觀
，以提升我們華人的經濟地位。
鄢旎律師作為蘇力&鄢旎律師
事務所的主任律師，具有十餘年的
豐富辦案經驗。鄢旎律師的移民專
欄在世界日報，美南新聞和美中信
使報每週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
移民路路通節目每月第二和第四個
星期一下午 5:30（11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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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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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的嘉賓主持和以及華夏學人協
會，北大校友會，湖南同鄉會和美
南電視的法律顧問，經常在各大高
校，公司，社區舉辦法律講座。
主辦單位華夏學人協會成立
20 多年以來，一直努力促進中美
兩國的科技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
民的相互了解與合作，弘揚中華文
化。華夏每年舉辦的活動：年會，

大使級外交關係。
兩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
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發展
兩國友好關係。
巴拿馬共和國政府承認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
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拿馬
共和國政府即日斷絕同台灣的“外交
關係”，並承諾不再同台灣發生任何
官方關係，不進行任何官方往來。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巴拿馬共和國政
府的上述立場表示讚賞。

我們和孩子一起成長
子女教育及申請大學和醫學院的經驗分享

各類講座與體育比賽，春秋兩季的
郊遊野餐，慶祝中國國慶大型綜藝
晚會，迎新年晚會，等等，都已成
為休斯敦華僑華人生活中的傳統活
動項目和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受到
當年，我們懷著夢想和希望來到了 假在加卅矽谷的一家公司做計算機專業
廣泛的歡迎與好評。這次活動受到 這個陌生的國度，十年、二十年過去了 的暑期實習生。
恆豐銀行的大力支持，作為協辦單 ，在我們逐漸融入到這個群體中時我們
方勝 - 大女兒方帥，普林斯頓畢業
位的恆豐銀行服務於華人社區多年 感悟到如何讓我們的下一代健康、快樂 ，現就職於紐約一家軟件公司；小女兒
，在給與客戶優質服務的同時，回 、幸福的長大，比我們自身更重要，這 方圓，芝加哥大學大一的學生。
報社會，經常參與和支持社區活動 是一個大工程，這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汪宏正- 兒子汪瑞迪，2008 年斯坦
，為促進和幫助華人在海外的生活 ，在這裡我們的老鄉以他們的親身經歷 福大學畢業，2013 年約翰霍普金斯醫學
作出了重要貢獻。
來和我們分享他們是如何伴隨著孩子的 院畢業，現任芝加哥眼科醫院眼科醫生
講 座 時 間 ： Saturday 成長、幫助孩子申請大學、申請醫學院 。
10am-12pm,June 17,2017
的。
左祥生 - 女兒魏嘉雯，2015 年 MIT
講 座 地 址 ： 12th FL,American
這次的討論會將先由以下幾位家長 畢 業 ， 現 為 賓 州 大 學 醫 學 院 MSTP
First National Bank,9999 Bellaire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體會和感悟，然 （MD/PhD）二年級學生。
Blvd,Houston,TX 77036, 恆 豐 銀 行 後大家提問，一起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時間： 6/18/17 星期日下午 2:00
12 樓
互通有無！
地點： 中國人活動中心 130 大廳
活動還將提供小餐點以及幸運
承寧 - 女兒陶思源，哥倫比亞大學
主辦方：安徽同鄉會
抽獎！活動免費，獎品驚喜，座位 大一學生，主修計算機，輔修美術。暑
聯繫人：鄭秀耘 832-538-8025
有限，請大家抓緊報名預留坐位。
報 名 ： https://docs.google.
com/forms/d/...iewform?usp=sf_link 位 淡 大 校 友 。 今 年 僑務榮職人員、學生心得座談會及晚上的姚餐廳惜別會。
的接待計劃將由孫
學生們將於 7/5 日星期三（BR52)抵達，7/12 日（7/13 清晨)
雪 蓮 、 王 孟 瑜 負 責 長榮班機離開。學生資料及 7/5-7/12 活動行程請有興趣接待的
協調， 我們希望能 校友與孫雪蓮連絡。
找到六個接待家庭,
往年接待家庭均為義務性質，校聯會今年計劃每天提供 20
每
家
接
待
兩
名
學
生
元的補助。
休士頓美南大專院校校友聯合會多年來均負責 「台灣青年萬
搭橋計劃工作會議已於 6/11 上午 11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
馬奔騰計劃」之接待家庭工作，今年名稱改為 「台灣青年搭僑計 ，更希望台大、清華、及淡大校友能各推一個家庭負責接待。
接待家庭職責包括機場接送及每日僑教中心接送並供應早餐
行，如您願意作為接待家庭請連絡孫雪蓮
281-385- 4343.
劃」，共 12 名學生參加，其中包括一位清華，兩位台大以及一
. 希望接待家庭能參加 7/6 日處長邀宴及 7/12 日下午接待家庭、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會 2017
2017年台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資訊
年台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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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活“
演活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的藝人姚煒 分享她生命的改變
見證耶穌基督如何引導她 進入一個全新和榮耀的生活

助她的家人; 這種自幼清貧的困難也發
展出了她堅強的性格。 她的母親非常
嚴格地教育她，並希望她過正常生活。
不久後，媽媽因病離世，臨終前把弟妹
都交託給姚煒照顧。於是姚煒小小年紀
就兼負母職，煮飯和照顧弟妹們，漸漸
養成了大家姐的風範。
姚煒小時候會幫裁縫爸爸把珠片釘
在衣服上。後來也跟老師學唱歌，一次
有一位學生因病不能上台，老師就推薦
姚煒代唱。在這次的演出中姚煒得到經
理的賞識，從此就踏上舞台和東南亞成
了歌星。及後, 她又有機
會與周潤發拍連續劇和
後來拍許多電影; 更憑著
拍攝白先勇的小說 “金
大班的最後一夜” 紅遍
東南亞，攀上了事業的
最高峰。在電影頒獎禮
上，姚煒原以為自己一
圖為姚媁向大家分享她生命的故事。（
圖為姚媁向大家分享她生命的故事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定會得到最佳女主角，
但最終竟然落敗。 “ 我
煒致力於宣講福音，引導朋友和人們相信耶穌基督; 包括許多著
還記得大家都離開後，我獨自站在舞台上，當時 名歌手; 並在朋友和人們相信耶穌基督後，給這些朋友們帶來豐
覺得好孤獨，失落，成名後使我以為自己很了不 厚的祝福 。歡迎休士頓的各界人仕踴躍參加下列的姚煒見證聚
起，但一下子卻跌到了最低點。”不幸的是，她 會, 讓她告訴你她生命的故事並欣賞她唱的歌曲。
最終失去了她的職業生涯，失去了婚姻。最終她
休士頓信義教會信仰路德教會, 日期：6/17 週六晚上 7 點,
自殺了。 自殺獲救之後，她沉迷於賭博，並嘗試 地 址 ： 4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TX 77401; 電 話 ：
在自己選定的生活中找到幸福。
832-540-6802 聯絡人：談俊峰牧師美南台福基督教會; 日期：
2008 年，姚煒和她的朋友一起去了以色列， 2017 年 6 月 18 日週日時間：上午 9 點 45 分; 地址：12013 Murphy
在那裡她相信耶穌基督，在約旦河受洗。 她改變 Road，Houston。 TX 77031; 電話：281-879 8080 聯絡人：白添
成為基督徒後 ， 她的生活徹底改變了 。 3 天后 成牧師; 活泉基督教會, 日期：6/18 主日中午 11 點 30 分, 地址：
，姚煒回到香港，她的朋友邀請她打牌，姚煒感 9917 Clodine Rd，Richmond，TX 77407. 電話：281-923 3660 聯
圖為傑出藝人姚煒昨晚在 「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演講的情景
演講的情景。（
。（ 記者 覺不舒服。然而，姚煒之後就不再打牌。現在姚
絡人：黃以法長老。
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資深藝人姚煒女士於 2017 年 6 月 16
日在 2401 S. Dairy Ashford Road，Houston TX 77077 休士頓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舉行音樂 - 生命 - 見證會, 主題是：光輝的背後。
在見證會中, 名影星姚煒，除獻唱多首懷舊金曲外，更分享了人
生的高低起跌，以及如何在約旦河受洗成為基督徒的經歷。
姚煒出生於五十年代的上海，經歷了中國最動盪的大躍進時
代; 姚煒一家六口非常貧窮，連吃飯也成問題; 後來爸媽逃難到香
港，把姚煒和弟妹寄養在舅父家裡。當姐姐姚煒和兄弟 3 人單獨
在上海, 他們痛苦生活了兩年。後來她和弟妹獲得批准到香港與
父母團聚 。
在香港，他們的財政環境惡劣，全部七個家庭成員住在一個
很小的房間裡; 這些困難的情況讓她不能上學。 她需要盡全力幫

【免費
免費】
】華夏學人協會金融理財及移民講座今舉行
移民身份和金融理財是我們華人
在美國生活的兩個重要問題。對這兩
方面缺乏了解使得我們的發展受到了
本不該有的限制。怎樣盡快擺脫移民
身份對我們的束縛？如何以最快最有
效的方式合理合法的辦理移民簽證和
身份轉換，合法身份轉換以後如何規
劃自己的財富配置是很多華人移民的
困惑， 怎樣合理配置資產放心退休，
怎樣在投資當中合理合法的避稅，怎
樣安心投資陌生的市場和怎樣面對生
活突如其來的經濟打擊，這些都是我
們華人移民美國的重要議題。

華夏學人協會了解大家的需要，
將於六月十七號周六在恆豐銀行舉行
金融理財及移民講座。此次活動有幸
邀請到資深金融理財師方濤和休斯頓
著名律師鄢旎主講。
方濤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曾任
聖安東尼奧學生學者聯誼總會的會長
，從事理財行業已經有十多年了。工
作中發現很多華人不善於理財，因此
發起了安心理財，通過講座等各項活
動，傳播正確的理財觀，以提升我們
華人的經濟地位。
鄢旎律師作為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的主任律師，具有十餘年的豐富
辦案經驗。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世
界日報，美南新聞和美中信使報每週
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
節目每月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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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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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華
夏學人協會，北大校友會，湖南同鄉
會和美南電視的法律顧問，經常在各
大高校，公司，社區舉辦法律講座。

主辦單位華夏學人協會成立 20 多
年以來，一直努力促進中美兩國的科
技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
解與合作，弘揚中華文化。華夏每年
舉辦的活動：年會，各類講座與體育
比賽，春秋兩季的郊遊野餐，慶祝中
國國慶大型綜藝晚會，迎新年晚會，
等等，都已成為休斯敦華僑華人生活
中的傳統活動項目和正常生活的一部
分，受到廣泛的歡迎與好評。這次活
動受到恆豐銀行的大力支持， 作為協
辦單位的恆豐銀行服務於華人社區多
年，在給與客戶優質服務的同時，回

報社會，經常參與和支持社區活動，
為促進和幫助華人在海外的生活作出
了重要貢獻。
講 座 時 間 ： Saturday
10am-12pm, June 17, 2017
講 座 地 址 ： 12th FL,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 TX 77036, 恆豐銀行 12 樓
活動還將提供小餐點以及幸運抽
獎！活動免費，獎品驚喜，座位有限
，請大家抓緊報名預留坐位。報名請
點 擊 鏈 接 ： https://docs.google.com/
forms/d/ ... iewform?usp=sf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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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不舒服，
身體不舒服
，

應該去看中醫還是西醫
潤元堂國醫館
一個很多人都關心的問題
是：我身體不舒服，到底是應
該去看中醫還是西醫？這個問
題很重要，也很大。筆者認為
，要從診斷和治療兩個方面區
分來看。一切疾病，當然以診
斷為先，人們當然想知道“我
到底病了沒有，或者我得了什
麼病？”。對於診斷，中醫和
西醫的方法其實都有參考價值
。以筆者的觀點，應該先找中
醫全面評估一下自己的身體狀
況，中醫有“望聞問切”四法
。 “望” 是望診，古云“望
而知之謂之神”，望診是中醫
診斷的最高境界，優秀的中醫
師往往看你一眼就能判斷你身
上很多的問題，比如你臉部的
氣色，你的舌苔等等，都可以
反映出身體的狀態；“聞”是
聞診，古云“聞而知之謂之聖
”，這“聖”比起“神”來低
了一檔，但也很重要，比如病
人呼吸的氣味，體味等等也是
可以提示身體狀況的；“問”
當然是問診，這個是很基本的
，古云“問而知之謂之工”，
雖然沒有達到神聖的地部，通
常問診不能省略，畢竟不是所
有的中醫師都達到了“－望便
知”的水平；最後這個，“切
”，就是切診，它包括切脈，
經絡觸診等。切脈大家都很熟
悉，很多人心目中這是中醫診
斷標誌性的一個方法，但臨床
實踐中，經絡觸診往往會揭示
很多其他診斷法不易察覺的問
題，對診斷很多早期病變有非
常重要的意義。以前北京有個
老中醫，一生研究經絡觸診，
他就發現了人身上有些特殊穴
位，用於早期腫瘤診斷，效果

非常的好，可以早於西醫發現
潛在的問題，所以古云“切而
知之謂之巧”。做完了中醫檢
查，不放心可以去做西醫檢查
，事實上我們很多人每年都做
西醫的普查，這應該是好事。
中醫檢查比較定性，西醫比較
定量，大部分時候用儀器測量
的數據為依據。
問題的關鍵在於，面對檢
查結果，你該做什麼，這是很
多人會迷茫和犯錯的地方。筆
者認為，在不過度治療的前提
下，先應該找中醫治。中醫呢
，先應該做針灸，不行再用藥
，實在中醫治不好的大病，再
找西醫，吃藥手術都可以用。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如果你找
對了中醫，光靠針灸就能解決
你大部分的日常問題，再配上
藥，可以對付你大部分的疾患
。如果治療得早，很多常見病
，甚至大病，都不會發展到不
可收拾的地步（也許急症除外
）。可惜很多人，把這個順序
給弄顛倒了。一生病，先找西
醫，如血糖高，血壓高，不管
三七二十一先吃上西藥，可那
西藥只治標，不治本，一吃便
是一輩子（中藥絕對不用吃一
輩子），而病依然在發展。更
有甚者，上來就開刀切了這個
，換了那個，或植點什麼高科
技的東西在體內。最後等人快
不行了，才走頭無路，找到了
中醫，你說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到了最後，面對一個殘缺不
全的軀體，就算扁鵲再世，華
佗下凡，也恐怕回天乏術啊。
下面，我們來談談上述建
議的依據。先舉個例子，我們
時常見到這樣的情況，一個人

說，我不久前剛做了全面的
（西醫）體檢，所有指標全都
正常，言外之意是他很健康，
可以高枕無憂一段時間。真是
這樣的嗎？近年來，生命科學
領域有個新興學科，叫“系統
生物學”，故名思議，現代科
學開始意識到生物體是個系統
，不是一堆獨立的零件的簡單
組合（中醫五千年前就知道人
體是個系統）。雖然系統生物
學還處在萌芽階段，離臨床應
用還很遠，但有一個非常有意
思的概念已經形成了，那就是
生物系統都有很大的“冗餘度
”。冗餘就是多重備份的意思
，這是一種提高體係可靠性的
方法，比如你設計一套工業裝
置，為之配備了三套發電機，
而體系靠一套發電機就能工作
了，多出來的發電機當然是為
了頂替損壞的電機的。這種有
冗餘設計的系統有一個共同的
特點，那就是除非所有的電機
全部損毀，否則你很難從體係
是否在運轉來判別其是否出了
問題。人體中所有的體系，小
到幾個相關聯的基因，大到整
個臟器，都有很大的冗餘度。
這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當
你西醫化驗單上出現問題的時
候，你的髒器已經把它的全部
儲備損耗得差不多了。這就是
為什麼很多很多慢性病是治不
好的，因為從它們被查出來的
第一天起，已經太晚了，餘生
你只能維持症狀了。什麼糖尿
病，冠心病等都是這樣的。那
你也許要問，西醫查不出臟腑
冗餘度的損傷，你中醫就行？
中醫當然也查不出來。拿上面
發電機的例子，中醫也查不出

幾台發電機已經壞
了，但中醫卻可以
根據整個體系的運
轉和負荷情況做出
判斷說哪種情況
（比如超荷載運轉
）發電機壽命會變
短，並有一系列的
方法來改善體系的
運作狀態。這是中
醫的高明之處，也
是西醫的短板所在
。
再舉個例子。
我們很多人都有過
這樣的經歷，你人
不舒服，甚至很不
舒服，你去看西醫
，結果化驗單來了
說你一切正常，醫
生說你沒事，回家
吧。你哭笑不得，
你明明感到很不舒
服，怎麼說沒事呢
？這個時候你如果
找的是中醫，你絕
對不會失望，一定
會得到一個滿意的
何巧莎執業中醫師、
何巧莎執業中醫師
、馬劍鵬貝勒醫學院教授
馬劍鵬貝勒醫學院教授、
、執業中醫師竭誠服務
執業中醫師竭誠服務。
。
解釋和有效的治療
，讓你身體恢復良
）還是只有 5%的健康（快得病 的，有誰聽說過西醫怎麼“調
好的狀態。這就是上面這個冗 了）？中醫卻沒這個問題，中 理”身體的嗎？而現實生活中
餘度的具體體現。你感覺不好 醫用我們先輩的智慧，創造了 ，有幾個人的身體是不需要調
，這痛那麻的，是肌體已經在 陰陽平衡學說，可以連續無縫 理的呢？
向你發出明確的警告，表明你 地描寫你到底有多平衡，或多
在這篇小文裡，我們簡單
的髒器備份已經在消耗了，你 不平衡。比如你實，是多實， 闡述了遇到健康問題時選擇中
自己也感覺到了，但偉大的現 你虛，是多虛等等。中醫的這 醫和西醫的一些大家共同關心
代醫學它沒有這個概念來描寫 套理論為臨床治療和調理提供 的問題，希望給讀者朋友到來
你的健康程度，除非化驗單說 了一個切實可以操作的理法依 幫助。我們潤元堂國醫館以病
你有問題，否則你就是健康的 據。所以中醫在預防疾病上， 人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服務
（不是黑，就是白）。西醫沒 即古云之“上工治未病”上， ，診所位於 Galleria 附近, 2000
有一個參數來描寫你到底有多 具 有 無 與 倫 比 的 優 勢 。 這 裡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健康，是 95% 的健康（很健康 “調理”這個詞，是中醫特有 TX77057，電話 832-8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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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醫學美容新趨勢

張玫醫生專欄

—PRP 自血抗衰技術

（本報記者黃梅子）不知
大家注意到沒有？很多女明星
凍齡甚至逆生長，一點皺紋都
沒有，皮膚越來越水噹當。其
實，衰老是自然規律，任何人
都無法避免。這些明星其實都
打了針，也就是做了醫學美容
。醫學美容的神奇功效就在於
，確實變美了，但別人卻不知
道究竟變美在哪裡。其中最值
得推薦的就是 PRP，PRP 的意
思是 Platelet-rich plasma 富血小
板血漿，它利用自體細胞再生
原理，抽取求美者的自體血液
，製作出富含血小板的高濃度
血漿。每立方毫米 PRP 裡含有
約一百萬單位的血小板（或者
全血濃度的 5-6 倍),PRP 的 pH
值 為 6.5-6.7( 全 血 的 pH 值 =
7.0-7.2)。它含有促進人體細胞
再生的 9 種生長因子，將這些
血漿注射回皮膚表皮層與真皮
層之間，使富含有自體生長因
子的高濃度血小板血漿，發揮
調節皮膚結構，修復老化、受
損皮膚組織，促進毛細血管再
生的作用，從而達到改善皮膚

粗糙，淡化色素沉著，去除細
小皺紋等嫩膚效果。做過 PRP
的人都感嘆它神奇的回春作用
，今年 20，明年 18 不再只是夢
想！
上世紀 90 年代初，瑞士醫
學專家在臨床研究中發現，富
含血小板的血漿在固定的濃度
和一定的 pH 值的影響下，能
夠產生大量健康皮膚所需的生
長因子。瑞士國家實驗室成功
地將 PRP 技術運用到各種外科
、燒傷科和皮膚科的治療上。
利用 PRP 技術促進傷口癒合，
治癒大面積燒傷、慢性潰瘍和
糖尿病引起的肢體潰爛等疾病
。同時發現，將 PRP 技術與植
皮相結合，能夠大幅提高植皮
的成功率。但當時，PRP 技術
還需在大型實驗室製作，需要
較為複雜的設備，同時也存在
生長因子濃度不夠、製作週期
長、易被污染、以及感染風險
等問題。 2003 年，經過一系列
努力，瑞士成功地研製出了
PRP 技術套裝產品，將從前所
需要的繁瑣配置濃縮在一個套

裝中，瑞士 Regen 實驗室製作
出了 PRP-Kit（PRP 速生套裝
）。從此，只需在醫院注射室
就可以製作出含有高濃度生長
因 子 的 PRP 血 漿 。 2004 年 初
，兩名全球著名的醫療整形教
授 ： 在 倫 敦 工 作 Kubota 醫 生
（日本籍）和 Otto 教授（英國
籍）將 PRP 技術應用於皮膚抗
衰老領域，開發出了 ACR 注射
整形美容技術，對整個皮膚層
進行全面調節和再生，起到了
修復損傷皮膚和再生的效果。
現代醫學認為，皮膚老化主要
原因在於皮膚各組織的細胞生
長能力及活力減弱，導致完美
皮膚所需的膠原蛋白以及彈性
纖維等物質的減少。隨著年齡
的增加，人的肌膚就會出現皺
紋、色斑、皮膚鬆弛、缺乏彈
性、天然抵禦力降低等問題。
儘管我們用各種化妝品來抵抗
氧化作用對皮膚的損傷，但是
在皮膚細胞自身失去活力的情
況下，外在的給養並不能跟上
皮膚本身老化的速度，同時，
每個人的肌膚狀況千變萬化，

“濕疹
濕疹”
”的剋星
的剋星----《劍牌
劍牌》
》皮膚病霜
是一種慢性皮膚炎症性疾病，是
由多種複雜的內、外因素引起的多形
性皮損和有滲出傾向的皮膚病。濕疹
的病因複雜，且難以確定。自覺症狀
瘙癢劇烈。病情易反復，可遷延多年
不愈。幾種典型濕疹有：
乳房濕疹：多見於哺乳婦女。乳頭、
乳暈及其周圍呈棕紅色皮損，邊界清
楚。
女陰及肛門濕疹：大小陰唇及附

近皮膚浸潤肥厚。較多發生紅斑、糜
爛，劇烈瘙癢，有時可見部分色素脫
失斑。肛門濕疹糜爛，瘙癢。
手部濕疹：易發於掌面、手背，
可侵及腕部和手指，常對稱發生，掌
面皮損為局限性淺紅，不同程度瘙癢
。
小腿濕疹：多發生於脛前或側面
，常對稱分佈。皮損多為局限性棕紅
色斑，有密集的丘疹或丘皰疹。等等

千篇一律的化妝品並不能提供
針對性的營養。而化學或物理
剝脫治療（如微晶磨削）只能
作用於皮膚的表皮層，注射填
充只能起到表皮和真皮間的暫
時填充，而且可能引起過敏、
肉芽腫和感染等，沒有從根本
上解決皮膚活力的問題，盲目
的表皮磨削甚至會極大破壞表
皮的健康。
PRP 的優點有以下幾點：
1，安全：自體的血小板血漿，
沒有排異反應，在熟練技術的
保證下少有並發症發生，因此
回輸後成纖維細胞非常容易成
活。 2、有效：皺紋和凹陷性
疤痕是由於真皮的膠原蛋白減
少所致，大量補充成纖維細胞
後，會持續不斷的產生的膠原
蛋白，從而可以有效補充真皮
層的厚度，恢復皮膚的彈性和
保水性，因此皮膚的皺紋和疤
痕就得以從源頭撫平。 3、持
久：充滿活力的細胞源源不斷
的產生膠原蛋白，保持了皮膚
的彈性及細嫩，效果自然更持
久。 4、自然：自體細胞除皺

。

濕疹的治療：長期以來，傳
統醫學界對濕疹沒有很好的根治
手段，大量的抗組胺類、激素類
的產品運用只是起到緩解症狀的
作用，且副作用極大，尤其是對
嬰、幼兒的發育有極大的影響，
極為痛苦。濕疹治療首先要尋找
濕疹的病因，隔絕致敏源；禁食易過
敏性食物。不外用刺激性止癢產品。
選用外用藥方面，應注意選用溫
和，無刺激性，無激素的外用產品。
“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的最佳選擇
。它是純天然中草藥精製而成，溫和
、細膩、無激素。能活血化瘀、軟堅
散痂，改善肌膚微循環，還能促進細
胞再生和修復病變細胞，從根本上解
決濕疹問題。

張玫醫生
後，可以完全參與自體的生理
代謝進程中，產生的膠原蛋白
也是機體需要的，通過直接增
強皮膚功能達到治療目的，使
得皺紋自然撫平。
PRP 自血抗衰技術適應症：
1 各種皺紋：額頭紋、川
字紋、魚尾紋、眼周細紋、鼻
背紋、法令紋、嘴角皺紋、 頸
紋。
2，全面部皮膚鬆弛、粗糙、暗
黃。
3，外傷、痤瘡等引起的凹陷性
疤痕。
4，改善炎症後色素沉著、黃褐

案例：我是一名廚師，歲數大，
記性不好，可“劍牌”皮膚病霜將永
遠記在我心裏。是它讓我擺脫了常年
濕疹的折磨。之前，我患濕疹多年
（從有記憶時就有）。平時，雙腿皮
膚總是起小丘疹，嚴重時有滲液，乾
燥、結痂、裂口，並伴有鑽心的癢，
夜裏癢得難以入睡，嚴重影響白天工
作。多年來，常常治療、常常復發，
一直不能根治，我已經絕望地認為濕
疹是不治之症了。為了治好我的病，
吃過、擦過的濕疹藥不知道有多少，
花了大量的醫療費，結果還是無濟於
事。前不久，在報紙上看到了“劍牌
”皮膚病霜廣告。說是純中藥配方，
而且還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我
相信加拿大政府，加拿大的藥品安全
世界聞名，來到加拿大最大的感觸就

斑。
5，毛孔粗大、毛細血管擴張。
6，眼袋、黑眼圈。
7，豐唇、面部組織缺失。
8，過敏性皮膚。
如果您想諮詢 PRP 以及其他醫
學美容項目，預約醫學美容手
術，請聯繫張玫醫生診所。
Family Medicine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J,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281-242-6889

是處處讓人放心。抱著再試一試的想
法我購買了一支。沒想到第一次塗抹
，不到兩個小時皮膚就不癢了，第二
天發現還有結痂。十天后皮膚光滑有
了彈性。接著又塗抹了 3、4 天，症狀
全部消失。至今兩個多月過去了，我
的濕疹再也沒有復發過，這是我以前
從來沒有看到過的現象。感謝“劍牌
”皮膚病霜給我的生活帶來了新的希
望。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
。可告知：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
的朋友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售價
$38。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第 C2 版
。
誠征代理商。免費電話：
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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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美玥國策顧問在休士頓

何美玥國策顧問（ 中 ）昨訪問本報
何美玥國策顧問（
昨訪問本報，
，並接受美南電視訪問
並接受美南電視訪問。
。圖為一行攝於本報入口大廳
圖為一行攝於本報入口大廳。（
。（ 右起 ） 電視專
訪主持人馬健，
訪主持人馬健
，經濟組組長徐炳勳
經濟組組長徐炳勳，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 「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
長， 「 台塑美國公司 」 副總吳堯明等人
副總吳堯明等人。
。

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

何美玥國策顧問（ 右二 ） 出席馬健
何美玥國策顧問（
出席馬健（
（ 右一 ） 主持的電視專訪
主持的電視專訪，
，與 「 台北經
文處」
文處
」 黃敏境處長
黃敏境處長（
（ 左二 ）， 「台塑
台塑」
」 吳堯明副總共同接受訪問
吳堯明副總共同接受訪問。
。

何美玥國策顧問（
何美玥國策顧問
（ 立者 ） 在 「 姚餐廳 」 的記者會上講話
的記者會上講話。
。

何美玥國策顧問（
何美玥國策顧問
（ 立者 ） 在 「 姚餐廳 」 的記者會上講話
的記者會上講話。
。

「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
黃敏境處長（
（ 右立一
右立一）
） 在 「 姚餐廳 」 的記者會上發表談話
的記者會上發表談話。
。

何美玥國策顧問（ 右 ） 與僑務委員
何美玥國策顧問（
甘幼蘋（
甘幼蘋
（ 左 ） 在記者會上合影
在記者會上合影。
。

在 「 姚餐廳 」 舉行的美南業界代表及記者會上
舉行的美南業界代表及記者會上，
，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黃敏
境處長（
境處長
（ 左一
左一，
，立者
立者）
） 正在致詞
正在致詞。
。

休城讀圖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歡迎午宴
暨SelectUSA投資高峰會台灣企業領袖團休士頓記者會

僑務委員劉秀美 、 甘幼蘋
僑務委員劉秀美、
甘幼蘋、
、 2017 台灣企業頜袖訪
美團長中華民國總統府何美玥國策顧問、
美團長中華民國總統府何美玥國策顧問
、 台北經
文處黃敏境處長、
文處黃敏境處長
、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金德、
陳金德
、SMS 陳天華董事長等歡聚一堂
台北經文處經濟組長徐炳勳 、 僑務委員
台北經文處經濟組長徐炳勳、
劉秀美、
劉秀美
、 2017 台灣企業頜袖訪美團長何
美玥國策顧問、
美玥國策顧問
、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
、 僑務委員甘幼蘋
僑務委員甘幼蘋、
、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
副處長就如何進一步強化及提升台美經
貿關係交換意見

2017 台灣企業頜袖訪美團長何美玥國策顧問以
台美合作共創雙贏分享大家。
台美合作共創雙贏分享大家
。SMS 董事長陳天
華、僑務委員劉秀美獲益良多
僑務委員劉秀美獲益良多。
。

.僑務委員劉
秀美、甘幼
蘋在姚餐廳
熱 烈 歡 迎
2017 台 灣 企
業頜袖訪美
團長中華民
國何美玥總
統府國策顧
問蒞休訪問

今天出席記者會的台灣
廠 商 有 台 灣 中 鋼 公 司、
司、
中油、中鼎集團、遠東
新世紀、漢翔航空、台
塑美國公司、友嘉集團
、亞東石化、華邦電子
、 長 春 集 團 以 及 Exxon
Mobil 台灣分公司等企業
代表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與舊識貿協研
考委員魏光勛相逢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金
德蒞休考察業務、
德蒞休考察業務
、 台塑吳堯明副總
裁等出席歡迎午宴

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
黃敏境處
長 歡 迎
2017 年 企
業領袖訪
美團到訪
德州休士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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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7月移民排期:中國大陸第三優先倒退近三年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2 年 01 月 01 日, 第
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
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 年 03 月 22 日, 第
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
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2 年 01 月 01 日, 第
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
它工人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6 年 07 月
15 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6 月 08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除中國大陸、印
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
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7 年 06 月 08 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7 年 06 月 08
日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
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2010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0 年
12 月 22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 年 09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5
年 09 月 08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11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0
年 11 月 01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 2005 年 07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05 年
07 月 08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2004 年 05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04 年
05 月 08 日

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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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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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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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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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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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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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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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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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寶房地產
Broker toprorealty.com

713-303-8123
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304
Missouri City, TX 77459

|

6260 Westpark Dr.
Suite 300-O
Houston, TX 77057

蔡毓深會計師事務所
FRANCIS Y CHOY PLLC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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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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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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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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 90 後小夥做剪紙婚床 寓意
寓意“
“鴛鴦戲荷
鴛鴦戲荷”
”

陽光穿透塵土恍若史詩大片
牧羊人夕陽中趕羊群
土耳其比特利斯 ， 牧羊人帶領羊群穿過內姆魯特
土耳其比特利斯，
山的高地，
山的高地
，夕陽穿過揚起的塵土
夕陽穿過揚起的塵土。
。

鄭州，
鄭州
，壹張長 2 米、寬 1.8 米、高 2 米 6 的“鴛鴦戲荷
鴛鴦戲荷”
”剪紙婚床亮相
剪紙婚床亮相，
，吸引了前來參觀的市民
吸引了前來參觀的市民。
。據了解
據了解，
，
“ 鴛鴦戲荷
鴛鴦戲荷”
” 剪紙婚床由劉廣磊
剪紙婚床由劉廣磊、
、 暢楊楊兩位民間剪紙藝人耗時十多天完成
暢楊楊兩位民間剪紙藝人耗時十多天完成。
。 作為洛陽剪紙藝術代表性傳
承人，
承人
，暢楊楊今年還不滿 26 歲，是壹名地地道道的 90 後。整個婚床由帳簾
整個婚床由帳簾、
、床上四件套
床上四件套、
、花饃等多個部分組成
，這些都是以前結婚時需要剪的壹些傳統主題物件
這些都是以前結婚時需要剪的壹些傳統主題物件。
。床上放的花饃來自河南省三門峽市
床上放的花饃來自河南省三門峽市，
，上面塑造的各種形象
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活靈活現
活靈活現。
。在中國古代
在中國古代，
，剪紙是壹項在婚禮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剪紙是壹項在婚禮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即便是在現代婚禮中
即便是在現代婚禮中，
，紙藝也可以
傳承成獨壹無二重要的婚禮配件元素。
傳承成獨壹無二重要的婚禮配件元素
。1991 年出生的暢楊楊出生於壹個剪紙世家
年出生的暢楊楊出生於壹個剪紙世家，
，從小受祖父母的影響
從小受祖父母的影響，
，12 歲
開始系統學習民間剪紙，
開始系統學習民間剪紙
，16 歲開始參加國內剪紙展覽賽事
歲開始參加國內剪紙展覽賽事，
，並多次獲獎
並多次獲獎。
。龍鳳
龍鳳、
、鴛鴦
鴛鴦、
、荷花
荷花、
、花饃等眾多象征
著美好的元素，
著美好的元素
，烘托出婚床所表達的主題
烘托出婚床所表達的主題，
，不斷吸引市民前來圍觀和拍照
不斷吸引市民前來圍觀和拍照。
。

“石頭宴
石頭宴”
”現身福州 惟妙惟肖誘人食欲

在福州南後街壹商店內，
在福州南後街壹商店內
， 由石頭構成的兩桌栩栩如生
由石頭構成的兩桌栩栩如生、
、幾
可亂真的“石頭宴
可亂真的“
石頭宴”，
”，吸引了許多市民和遊客前來
吸引了許多市民和遊客前來“
“品嘗
品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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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亞灣到布拉德維爾
中國核電“逆襲”出海
地處北部灣畔的廣西防城港與壹個
毗鄰英吉利海峽的英倫小鎮，雖相隔萬
裏，但壹條“龍”卻把這兩個項目和三
個國家聯系在了壹起，這就是中國自主
三代核電技術“華龍壹號”。
同樣采用“華龍壹號”技術，廣西防
城港核電4號機組常規島，英國近20年來首
個新建核電項目—欣克利角C項目（HPC）
主體工程，已分別在今年開工建設。
“小學生”的逆襲
“華龍壹號”是中國核電自主創新
和集成創新的集大成者，已成為中國與
高鐵齊名的“國家名片”。
2016 年 9 月 29 日，是中國核電發展
史上值得銘記的日子。中國廣核集團

（簡稱中廣核）董事長賀禹至今清晰地
記得，在倫敦市中心壹個不足 100 平方
米的會議室裏，政企名流，人頭攢動。
在這裏，賀禹與英國能源大臣克拉克、
法國電力集團（EDF）總裁萊維共同簽署了
英國新建核電項目壹系列協議。協議包括
三個項目，其中欣克利角C、賽茲韋爾C由
EDF掌控，中廣核參股，而布拉德維爾B項
目則由中廣核控股，采用“華龍壹號”技術，
並以中廣核防城港二期項目作為參考電站。
這是中國的核電技術首次進入老牌
核電強國，這在中國核工業發展史上，
是壹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30 年前，法國人和英國人聯合為
中國建設大亞灣核電站。大亞灣是中國
大陸第壹座百萬千瓦級大型商業核電站，

承擔著中國核電高起點
起步的重任。那時，我
們連地板磚、水泥和電
話線都要進口，國產化率
僅為 1%， 我 們 從 零 起
步 ，是完完全全的小學
生。”賀禹自豪地說，“如今我們和法國人
聯合為英國新建核電站。從當年的小學生，
到現在平等的合作夥伴乃至領跑者，中廣核
實現了‘逆襲’。”
“挺進英國標誌著中國從核電技術
輸入國轉化為輸出國，我們當年的核電
夢終於實現了。”賀禹說。

哈薩克斯坦並不是唯壹壹個對中廣
核和“華龍壹號”表現出濃厚興趣的國
家，中廣核已與捷克、肯尼亞、泰國等
20 多個國家達成合作意向，目前正在穩
步推進“華龍壹號”的出口。
“出口壹座核電站，相當於出口 200
架飛機，其戰略意義和經濟價值是非常大
的。”賀禹表示，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廣
核不間斷地開展核電建設所積累的競爭優
勢、產業鏈整合能力、資金優勢和豐富經
驗，使中廣核有能力為目標市場國提供從
人員培訓、核電新項目建設、投融資到工
業支持等多個領域的綜合解決方案。

“華龍壹號”出口穩步推進
2017年6月8日，在阿斯塔納世博會中
國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哈薩克斯坦
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中廣核制作的“華龍
壹號”模型前駐足，賀禹向兩位元首介
紹了“華龍壹號”。自2014年以來，中
廣核與哈薩克斯坦已就“華龍壹號”進行
了多次深入溝通。

“黃金人”的逆襲
“低頭靠勇氣，擡頭靠實力。”在
中廣核總經理張善明看來，中廣核的
“出海”之路才剛剛開始。
張善明壹直珍藏著幾張照片。已經發
黃的相紙上，張善明稚氣未脫。這幾張照
片拍攝於1990年前後，是他在法國進行培
訓時所拍。

去杠桿提速 M2 增速下降 表外融資重回表內跡象明顯
綜合報導 金融體系強監管、去杠桿的政策作
用已經顯現。壹方面，金融體系降低內部杠桿對
M2 產生明顯下拉作用，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
數據，5 月末 M2 同比增長 9.6%，首次跌破 10%，也
創下歷史新低。另壹方面，監管趨嚴推動表外融資
重回表內，5 月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 1.11 萬億元，
高於市場普遍預期，與此同時，新增社會融資規模
則為 1.06 萬億元，低於新增人民幣貸款規模。
廣義貨幣（M2）的“跳水”引發市場廣泛關
註，對此，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這主要是金融
體系降低內部杠桿的反映。”該負責人稱，近些年
部分金融機構通過資金多層嵌套進行監管套利，在
體系內加杠桿實現快速擴張，累積了壹定風險。隨
著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落實以及監管逐步加強，金
融體系主動調整業務降低內部杠桿，表現在與同業、
資管、表外以及影子銀行活動高度關聯的商業銀行股
權及其他投資等科目擴張放緩，由此派生的存款及
M2增速也相應下降。5月份商業銀行股權及其他投資
科目同比少增 1.42 萬億元，下拉 M2 增速約 1 個百分

點。貨幣持有主體的變化對此也有所印證：5月末金
融體系持有的M2僅增長0.7%，比整體M2增速低8.9
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非金融部門持有的 M2 增長
10.5%，比整體M2增速高0.9個百分點。此外，5月份
財政性存款增加 5547 億元，較上年同期多增 3928 億
元，也暫時性地下拉M2增速約0.3個百分點。
估計隨著去杠桿的深化和金融進壹步回歸為實
體經濟服務，比過去低壹些的 M2 增速可能成為新
的常態。”他說。
表內信貸增速超預期、表外融資萎縮則從另壹方
面體現在監管壓力下，銀行已經對相關業務作出調整。
華泰證券首席宏觀研究員李超表示，在監管力度未出
現放松的情況下，企業通過銀行表外進行融資將會受
到抑制，社融新增規模中表內貸款所占比例也將會逐
漸擡升。5月份表內融資占比超過100%。除了表內和
信托貸款外，其他社融融資方式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其中委托貸款減少278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
少1245億元；企業債券融資凈減少2462億元。
有業內人士表示，M2 增速的放緩以及表外融

資下行可能都反映了市場對於未來貨幣政策、監管
政策等預期產生了短期超調的反應。而在各類數據
顯示金融市場“去杠桿”已經進入到下半場的當下，
市場對於下壹步的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是否調整也
愈發關註。
上述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在經濟發展新常態
的大背景下，應堅持積極穩妥去杠桿的總方針不動
搖。當然，也要註意加強監管協調，把握好政策的
力度、節奏，穩定市場預期，使結構調整總體平穩
有序。人民銀行將繼續根據經濟基本面和市場供求
變化，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把握好去
杠桿與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之間的平衡，為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
大部分市場人士認為，央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
策基調不會改變，不過，未來貨幣政策在推進去杠
桿時，也會更加註重力度和節奏，對宏觀流動性平
衡實現更好的把控。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佩珈表
示，從未來趨勢看，考慮到美聯儲加息政策落地以

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中國核電人才
匱乏，大亞灣核電站只有將人才送往法
國進行培訓。從 1989 年到 1990 年，大亞
灣派出了三批 115 人出國深造。
“ 每 人 的 培 訓 費 用 高 達 130 萬 法
郎，換算成黃金相當於壹個人的體重。
學成歸國後，這批人對於大亞灣核電站
的工程建設和安全運行發揮著黃金般的
作用，所以，我們被稱為‘黃金人’。”
張善明表示，“現在情況發生了逆轉，
我們正為英國培養核電人才。”
2016 年初，中廣核和伯明翰大學簽
訂合作備忘錄，包括為該校核工程本科
畢業生提供實習機會，資助其核工程、
物理系和核反應堆工程碩士生在中英兩
國的研究項目，並招聘該校相關專業的
畢業生等。2017 年初，中廣核與清華大
學簽訂人才培養協議，選拔推薦英國的
優秀人員赴清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為英國培養核能人才，這在 30 年
前我們遠赴歐洲培訓時是難以想象的。”
張善明說。

及監管政策持續強化帶來的負面影響，貨幣市場利
率仍將易上難下。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報告也稱，
過快地推進金融去杠桿可能使金融機構產生更大的
流動性壓力並進壹步推高市場利率和實體企業融資
成本。考慮到當前信貸增速依然保持在壹定水平，
而市場利率上升導致銀行業負債成本整體上升而息
差收窄，銀行業負債端缺口較大，使得商業銀行可
能面臨資產端減速甚至縮表的壓力，因此未來的貨
幣政策很可能更加註重宏觀流動性平衡的把控，既
防範金融市場爆發流動性風險，又防止企業融資成
本大幅顯著上升。
6 月份恰逢季末 MPA 考核時點，也被視為貨幣
政策特殊時期。央行在公開市場進行 300 億元 7 天
期、100 億元 14 天期、500 億元 28 天期逆回購操
作 ， 7 天、14 天、28 天期逆回購中標利率分別為
2.45%、2.60%、2.75%，均與上次持平。此前，央
行也在公開市場重啟了 28 天逆回購，並超量續做
中期借貸便利（MLF）。業內人士分析稱，央行不
斷加強投放力度，釋放了呵護市場流動性的信號，
也緩解了市場壹部分緊張情緒。不過，長期來看，
在目前的政策基調下，資金面長期仍會維持“緊平
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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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Calls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Join In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Premier Calls On Overseas Chinese To
Join In Innovat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EIJING, June 12 (Xinhua) -- Premier Li Keqiang
on Monday called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untry's innovation drive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China's economy is keeping steady growth with
positive outlook and the government has confidence in
delivering the annual development goals, Li said while
meeting delegates at the second overseas Chines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ngress in Beijing.
With a high growth rate, fast structural upgrading and
stable employment, China is showing its advantages
as a "hotspot" for investment and a huge market for
merchandise, Li told delegates.
He said the government has confidence in delivering
the annu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is capable of
maintaining a medium-high growth rate for the
economy.

offers policy support for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heir pursuit of innovation.
Li, who was in Germany for a two-day official visit,
made the remarks at a bilateral forum o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which is also attended by his German
counterpart, Angela Merkel.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peaks at a
bilateral forum o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which is also attended by his German
counterpart Angela Merkel, in Berlin,
Germany, June 1, 2017. (Photo/Xinhua)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peaks while
meeting delegates at the second overseas
Chines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ngress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June
12, 2017. (Photo/Xinhua)
As the government pushes forward reforms to give
the market a bigger say and reduce corporate taxes
and fees, overseas Chinese can use their advantages in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meets delegates at the second overseas Chines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ngress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June 12, 2017. (Photo/Xinhua)
capit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talent and business help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and make contributions
networks to engage in innov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to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More than 600 overseas Chinese from over 100
premier said.
He also urged overseas Chinese to join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ttended the congress on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economic cooperation Monday.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reduce the market threshold for Related
foreign investment, create a fairer and easier business BERLIN, June 1 (Xinhua) -- Chinese Premier
environment and open its doors wider, according to Li. Li Keqiang said here Thursday that his country
The premier said he also hopes overseas Chinese can

China follows the rul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reats 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nies equally,
said the premier, adding that Beijing is improving the
negative list management system and cutting red tape
so as to provide foreign companies an easier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China started employing the negative list approach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2013 in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FTZ), and expanded the trial
run to four regions in 2015.
The negative list model adopted at the Shanghai FTZ
is basically a catalogue of sectors in which foreign
investment is restricted. To all those industries not on
the list, overseas investors have equal access as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
english)

Commentary: China Building Global
Infrastructure Alongside Its Soft Pow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global economic order, drawing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more tightly into China’s orbit."
In their book,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ld China hands,
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ulury brilliantly walk us
through “how a nation, after a long and painful period
of dynastic decline, intellectual upheaval, foreign
occupation, civil war, and revolution, manage to burst
forth onto the world stage with such an impressive run
of hyper-development and wealth creation, culminating
in the extraordinary dynamism of China today.”
Things have taken a miraculous turn for the better since
that century of humiliation – a period of both Japanese
and Western intervention 1839 and 1949 when China
was subjugated to Western rule.

Wealth and Power

By Tom Watkins, Advisor, MichiganChina Innovation Center
While Detroit—the city that put the world on wheels—
celebrates the completion of 3.3 miles of rail, the
Q-Line, taking riders from the riverfront in downtown
Detroit to Mid-Town, China is interconnecting the
entire country with high speed rail lines and investing
nearly a trillion dollars in connecting the world.
Just a few short weeks ago – unnoticed by many
Americans – there were more foreign dignitaries and
leaders gathered in China than at any time there since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They assembled to

China's Silk Road Vision

hea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unleash hi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goal? To boost Chinese
influence by investing and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link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21st Century Connectivity
China has pledged to connect Central Asia with
Southeast Asia – reminiscent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 while also connecting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with a massiv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set to surpass
America’s Marshall Plan that rebuilt Europe after
World War ll. This bold plan is part of President Xi's
attempt to rein in the global leadership mantle that is
slipping away from the U.S.
Many see China expanding
its soft power in developing
future markets for its goods and
services. China’s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proclaims tha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ims at achiev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rather than seeking spheres of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President Xi is aiming to
use China’s wealth and industrial
know-how to create a new kind
of globalization that will dispense
with the rules of the aging
Western-dominated institutions.
"The goal is to refashion the

If Mao Zedong could come back for a day he would see
what the leader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accomplished
since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n October 1, 1949,
when he stood at the gates of Tiananmen Square,
proclaim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said Mao emphasized, "China has stood
up." With massive wealth and a rising military, China
has indeed stood up longer than many scholars thought
possible.
Today, Xi Jinping is presiding over a nation with
fuqiang or "wealth and power," after decades of
following the failures of Mao's revolution and Deng
Xiapong's warning to, "keep a cool head and maintain
a low profile. Never take the lead - but aim to do
something big."
Clearl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engages
sixty nations is "something big."
McKinsey, a global consulting company, call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its modern network of
railways, roads, pipelines, and utility grids a modern
day Silk Road that comprises more than physical
connections. "It aims to create the world’s largest
platform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including policy
coordination, trade and financing collaboration,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All the while,
America, with its re-found isolationism, sits on the

sidelines.
Few in the U.S. remember that China held the titl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during eighteen of the last
twenty centuries. Clearly the Chinese are not content
to remain the factory for the world. On multiple planes,
the Chinese are striving and succeeding in reclaiming
their status as a cultured, educated, innovative nation.
Many expect China to re-captur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title within a decade. In fact, some would
argue China has already passed this milestone.
The Chinese are coming also coming to Detroit.
Alibaba Group, the Amazon of China, will inaugurate
its effort to empower U.S. small businesses,
entrepreneurs and farmers to sell to 1.4 billion Chinese
consumers at “Gateway 17,” a small business summit
that will be held at Cobo Hall in Detroit, Michigan on
June 20-21.
Our leaders at the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level need
to find ways to assure China's continued rise does not
come at our demise, and to figure out ways to influence
and take advantage of China’s plans to integrate more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Confucius, reminds
us: “He who learns but does not think, is lost. He who
thinks but does not learn is in great danger.”
We need to rebuild the U.S. while staying connected
to the world.
Despite President Trump's assertion, building Great
Walls and becoming isolationists in a global economy,
where ideas and jobs can and do move around the
globe instantaneously, will no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Courtesy www.chinausfocus.com)

About The Author
Tom Watkins has had a lifelong interest in China sparked by a great fourth
grade teacher. He has worked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to build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ti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e serves on the
Michigan-China Innovation Center Advisory Board and is an adviser to the
Detroit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Follow him on twitter@tdwatkins88.
Email him@tdwatkins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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