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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20 周年特別节目
为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美南国际电视

STV现场面对面已于28日播出「香港回归20
周年特别节目」﹐由美南着名主持人邓润京
(左)主持﹐分两阶段访谈﹐后半段节目邀请美
南江苏总会会长陈韵梅(中)﹑全美华人协会
休斯顿分会会长乔凤祥 (右)上节目一起讨
论﹒



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將對所有飛抵美國境內機場的外
國民航航班加強安全檢查，但目前暫時不擴大
對隨身攜帶筆記本電腦的限制。美國國土安全
部部長凱利星期三說，新的措施將在今後幾個
月內逐步實施。
這項新措施，旅客將受到更嚴格的篩檢，個人
隨身攜帶的電子物品將受到更仔細的檢查，飛
機以及航站樓的四周將加強保安，同時還將部

署更多能聞到炸
彈和化學物品的
嗅探犬。
美國國土安全部
部長凱利說：“
我們的敵人無時
無刻不在尋找藏
匿炸彈、招募內

部人士和劫持飛機的新手段。
我盡力和更多的人討論航空安
全的問題，與我們的國際夥伴
會談，與業界領袖交流。我還
和私營領域的利益攸關者見面
。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現在
必須在全球範圍提高航空安全
標準。
國土安全部目前不打算擴大不
準隨身攜帶筆記本電腦的禁令
。自從有情報說，伊斯蘭國組
織策劃在筆記本電腦裏安放炸
彈之後，從8個非洲和中東機
場飛往美國的航班今年3月起

禁止隨身攜帶筆記本電腦上飛機。
美國一直考慮把這項禁令擴大到從歐洲機場飛
往美國的航班，但是受到一些航空公司的反對
。商務旅行者把電腦和其它電子物品視為必需
品。
新的安檢措施將適用於105個國家的280個飛
機場。每天有大約32萬5千人次從這些機場飛
往美國。

外國航空公司有120天的時間落實新安檢措施
，但是被要求在21天之內開始加強對電子物品
的檢查。
美國國土安全部說，航空公司如果不能按期實
施新措施，將受到額外安全限制，包括可能被
罰款或不準在美國機場降落。

【VOA】臉書公司創始人紮
克伯格星期二宣布，臉書用
戶達歷史新高，全球20億人
經常使用臉書。經常使用的
定義是在30天內通過網頁、
移動通訊設備登錄和瀏覽臉
書，或使用臉書的通信APP
。
2004年在大學宿舍裏創建臉
書的紮克伯格說，臉書正在
朝著“連接世界，讓世界聯
系更緊密”的方向繼續前進
。臉書的最大競爭者包括基

本在中國使用有大約8億9千萬用戶的微信，有
大約3億3千萬用戶的推特和據估計有2億5千多
萬用戶的色拉布(SnapChat)。
為了在發展中國家擴大用戶群，臉書推出的
APP使用更少的數據流量，更小的帶寬，並使
用太陽能無人飛行器來擴大能上網的地域。臉
書自從2012年達到10億用戶之後，現已在美
國和加拿大以外的地區新增加了7億5千萬用戶
。
臉書首席產品開發官考克斯說，臉書正在仔細
研究其產品如何被使用，紮克伯格一直在美國
展開“聆聽之旅行”。他還說，臉書公司希望
它的產品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對人們有益的功能
，同時阻止被濫用於會導致令人遺憾結果的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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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和筆記本電腦正在通過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安檢系統    
     (2017年5月17日)。 

︱臉書公司創始人紮克伯格。

《北京青年》全新愛情考驗

生活洗禮勵志電視劇

《北京青年》海報。

▲

▲《北京青年》劇照。

美國對飛抵境內機場
航班加強安檢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節目介紹：

《北京青年》是由北京鑫寶源影視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完美影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出品的電視劇，趙寶剛和王迎共同執導，李晨、馬蘇、杜淳、王麗坤、姚笛等領銜
主演。該劇講述土生土長在北京的四個堂兄弟，何東、何北、何西、何南，這四個
北京青年，為了各自的理想而努力工作，經歷愛情考驗和生活洗禮的勵志故事。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五下午2時至3時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4時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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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推翻了下

级法院的判决，允许总统特朗普提出

的新版移民限制令部分生效。该限制

令于美国东部时间29日晚8点开始实

行。伴随着移民限制令的实施，美国

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日前也都收紧了

签证和航空安全政策。

谁不能进入美国？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

对外国人能否进入美国的判定将取决

于是否与美国实体(如学校和公司)或

美国人有“善意的关系”。

媒体举例称，宾馆预订并不会构

成行政命令下的“善意关系”，但是

学者被邀请来发表演讲可以免除限制

。

如果来自利比亚、叙利亚、索马

里、伊朗、也门和苏丹的人无法证明

这种关系，那么他们会被禁止90天内

进入美国。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会

被禁止120天。报道称，2017财年美

国有50000个难民额度，截至28日，

美国政府今年已经批准了49009名难

民的申请。

颁布新签证申请条件

此外，美国国务院在 28日宣布

，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

丹、叙利亚和也门 6 个穆斯林居多

国家的签证持有人，必须有政府所

规定的亲属在境内才能入境。新规

定据称从美东时间 29 日晚间 8时生

效。

媒体引述美国国务院发给外交使

节的新规副本说，美国政府所列的密

切的亲属关系为父母、配偶、子女、

成年儿女、女婿、媳妇或兄弟姐妹，

但亲密家庭不包括祖父母、孙子女、

阿姨、叔叔、姑母、姑父、侄女、侄

子、外甥、外甥女、表兄弟姐妹、姻

兄弟、姻姐妹、未婚夫，和任何其他

家庭成员。

新规定也明确指出，签证持有人

同美国任何个人的关系“必须是正式

、有文件证明，并且是通过普通的过

程建立的，而不是为回避行政命令

而建立的。”

这些国家的商业或专业人士也

必须出示正式的文件，新规让学生

与记者等豁免受限，理由是此类签

证持有人同美国个人与实体的关系

已列明在他们的签证中。

对抵境航班实施更严格安检

另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

28日宣布，为了防止恐怖袭击，

将对所有飞抵美国的航班实施更

严格的安检标准。若航空公司和

机场加以配合，就不必禁止乘客

随身携带体积大于手机的电子设

备上飞机。

报道指出，这是美国国安部10

年来最全面提升安检措施，新措施

将涉及105个国家，约280个机场，

180家航空公司，每天2100架次航班

和约32.5万名旅客。

新措施主要包括，全面加强乘客

安检、加强个人电子设备检查、提升

飞行器周边和乘客区域的安全标准、

使用更先进的安检设备以及扩大警犬

安检范围等。

美国国安部没有列明实施新

安检措施的时间表，称将要求航

空公司分阶段达成短期和长期目

标。预料新措施须在夏季结束前

落实。

新版移民限制令生效 签证和航空安全政策收紧

因Mavni 计划于 2016 年被

取消，导致至少2000已经签约

的洛杉矶华人身份无着落，将

面临被遣返，“讨说法”的请

愿书将于29日晚，由特朗普亚

太顾问团在洛杉矶的成员之一

王湉，递交至总统手中。

通过服役于军队获得美国

身份源于“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军 事 资 源 ” (Military Acces-

sions Vital to the National Inter-

est，MAVNI)项目，Mavni 项目

起始于2008年小布什政府期间

。该计划主旨是招募合法的非

绿卡非公民在美外籍人士入伍

，被招募者需具有军队需要的

重要技能，比如某领域保健专

家或某语言专家等。一旦被招

募，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Mavni主要面对的是大学本

科或更高学历的毕业生或某一

领域特别优秀的在校学生。起

初每年招募1000人，需在军队

服役一年，至2014年每年扩招

至5000人，而服役年限也变更

为4年。

在2016年期间，奥巴马政

府曾经提出DACA计划，即年

轻的非法移民也可以被招募，

引起反对，而MAVNI则于2016

年9月被中止不再招募新人。

至于已经签约的、处于过

渡期的人，遭遇了大麻烦，陷

入身份尴尬的境地。特朗普亚

太顾问王湉说“在这些处于尴

尬境地的人中，大约有我们

2000左右的华人，他们已经签

约，有的还卖了房子带着家属

迁徙到服役区域。而MAVNI政

策的改变，使得这些人既失去

了之前留美的合法签证，又难

以继续服兵役以获得新身份，

他们被‘卡’在这里，不知何

去何从。他们向国防部了解情

况，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

法。他们很可能面临被遣返。

他们(面临麻烦的华人群体)联系

到我，希望能协助维权，我只

能帮助他们向总统请愿。”

在王湉准备提交的请愿书

中，提到了这些人目前面临的

困境，“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新

政策，使得已经签约的人获得

身份的过程无限期延长”。按

照之前的计划，他们服役前必

须 经 过 一 个 培 训 过 程 (Basic

Combat Training， BCT)。这个

过程完成后可以获得身份。而

新的政策在“通过”BCT之前

，增加了不同部门介入审查等

项目，使得看似简单的培训变

成很可能最终无法完成的过程

，而这些人将不能正常进入服

兵役阶段，也难以获得身份。

华盛顿邮报也刊发了标题

为：“五角大楼曾经答应服役

就给他们身份，而到今天可能

是帮助他们被遣返”。面对该

群体中千名华人的迫切需求，

王湉说，29日晚上会参加总统

特朗普的晚餐，他会把大家的

请愿书递交到总统手上。

“服兵役换身份”被取消？
2000名洛杉矶华人讨说法

今年 4 月，新西兰移民局发布新政

，将年薪 48859 纽币设定为技术移民申

请的硬指标，并称新政将于 8 月中旬生

效。大家一片哀嚎的同时，也忙着准备

材料，想赶在新政实施前递交 EOI。但

天有不测风云，天维网收到商业创新就

业部的最新一份文件显示，新政实施前

的最后一次 EOI 筛选的日期是 2017 年 7

月 19 日。

不仅如此，雇主担保工签也越收越紧。

5月份数据显示，个别申请中心的拒签率竟

高达50%。这让广大留学生开始担忧，未来

移民之路越发难了？

旧政策下，EOI还有最后两次机会

商业创新就业部的这份文件是移民局发

给移民官关于技术移民的操作指示，最核心

的内容是现有移民政策下EOI筛选的截至日

期是2017年7月19日。

移民局网站公布的EOI抽取最新日期是

6月21日。截止到7月19日，在现有政策下

，申请人还有两次EOI抽取的机会。一次是

7月5日前，另一次是7月19日前。因此，

已经符合160分条件但还没有递交EOI的申

请者可以考虑尽快递交。

某留学移民的顾问表示，根据这份最新

指示，EOI应该越早递交越好。“虽然说从

现在到7月19日还有2次机会，但由于EOI

后还有一个预评估，并不是所有EOI都会收

到邀请函。因此，申请者需要跟自己留出足

够的时间来应对这些情况。”

4月的新政内容显示，8月14日之后将

实施技术移民新政。但移民咨询中心告诉天

维网记者，新政下EOI重新开放的具体日期

还没有确定，还需要等待移民局进一步的消

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移民局暂停接受

EOI的真空期至少要从7月19日持续到8月

14日。

最新一次EOI，中国移民数量排第二

移民局6月21日公布的EOI数据显示，

最新一次EOI一共有708位主申请人入选。

其中653人是境内申请者，41人是海外申请

。

从申请人的国籍来看，印度申请人数最

多，占整个申请数量的33%。其次是中国人

，占比为16%。

不少移民中介反映，移民局最近频频出

现大动作，就连一向批准率很高的雇主担保

工签也被收紧了。移民局公布给持牌移民小

组的5月份雇主担保工签数据显示，Auck-

land Central签证中心审核的雇主担保工签拒

签率高达50%。

不仅如此，不少网友说，雇主担保工签

的批准时间被大大延迟了。原本一个月就能

批下来的工签，现在要等2个月，甚至3个

月的时间。

雇主担保工签的全称是post study work

visa-employer assisted work visa。在新西兰

毕业后的留学生，可以获得一年开放性工作

签证(Post-study work visa–open)。这个签证

到期后，可申请由雇主担保的工作签证，签

证时长一般为2年。申请该签证最重要的一

个条件是持有与所学学历背景相关的工作

Offer。

这类签证被留学生视为移民的关键途径

。一直以来，这类签证的批准率都很高。移

民局的处理时间也很短，一些运气好的人甚

至在递交申请资料后的第三天就获批了。

但5月的拒签率竟高达50%，让不少留

学生担忧，这难道又是移民局在暗示什么？

未来留学生的移民之路会不会变得更难？

对此，殷浩解释道，就他了解到的情况

来看，移民局内部确实在进行调整，即严格

加强审核程序。“就移民部长透露出来的信

息看，现在新西兰的工作签证持有者已经达

到了8万人。这个数字处于历史高位，因此

新西兰会加强工签的审核。”

殷浩说，雇主担保工签原本是相对容易

获批的，现在移民官主要加强了以下几方面

的审核。

1.学历等级和工作不匹配

很多申请者被拒签是由于学历等级跟工

作内容不匹配。比如一个商科研究生去一家

规模较小的保健品做销售，移民官就会质疑

工作等级相对学历来说太低了。

2.课程内容和工作内容不对口

这一点算是模糊地带，现在移民官对这

方面审核得非常严。现在移民官不仅要看学

历名称，还要看严格对比学习课程内容与工

作内容是否相匹配。

如果一个学习商科的人，学习的课程绝

大部分跟会计相关，但工作内容却更偏向管

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被移民官质疑。

3.工资

现在，移民官更会去参考不同学历和工

作类型所对应的薪资标准，如果相差很大，

就容易被质疑。

4.雇主信息

如果担保申请人的公司是才成立不久的

，那么移民局会要求雇主提供年报、GST等

信息。

新西兰现行技术移民
只剩最后两次机会

美国国会没有将2016年底到期的H-2B工作

签证进行延期豁免，全美H-2B签证的人数将减

少至6.6万人。虽然今年春天国会通过了将H-2B

签证名额加倍的办法，但是国土安全部并没有采

取行动。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John Kelly)表示，

他们还将咨询劳动部以确定释放的名额。凯利说

：“每一个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有自己的观点，但

我必须要说，这关乎到美国人的工作。” H-2B

签证是发给非农业外国工人的临时工作签证，它

要求工作的性质必须是季节性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临时工并没有占据美国人

的工作。相反，他们为美国公民创造了更多的高

薪水职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主任佩里

(Giovanni Peri)说：“我不认为那些说要保护美

国人工作的人认真读过经济，他们没有研究过地

方经济是如何发展的。” 佩里说持H-2B签证的

工人做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他们是对高薪水工作

的补充。当你减少了其中一种工作，也就无法创

造另一种工作更多的岗位。美国的失业率在4%

，佩里认为让这些失业的人做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是不现实的。

2010年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显示，许多美国

商人在没有H-2B项目的情况下无法运营。如果

没有H-2B签证，三分之一的企业会面临倒闭或

缩小规模。2011年保守主义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

报告显示每增加100个H-2B工人会为美国人增加

464个工作岗位。

持有H-2B工作签证的人主要从事海鲜肉品

处理，酒店服务，高尔夫俱乐部和嘉年华服务等

工作，这些工作美国人通常不会去做。这些工作

通常是临时性的。此外，申请H-2B签证的程序

是昂贵而繁琐的。雇主必须要证明他们需要这些

员工，同时雇佣一位H-2B员工要支付大约2500

美元申请费。这会让雇主确认这些岗位无法雇佣

到美国人后再选择雇佣H-2B员工。

外国人H-2B工作签证申请受挫
美国人反而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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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一 個
畢生難忘的婚禮，必定是每對新人夢
寐以求的事情。要籌備一個完美的婚
禮，除了考慮所花的時間金錢之外，
用真誠的心去配合新人的預算要求更
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為您創造一個夢想婚禮是本公司
一貫的服務宗旨。 既然您的終身伴侶
已找到，就讓餘下的工作交給我們，
為您諦造一個心目中完美而充滿甜蜜
回憶的婚禮。

我們擁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
新人籌備婚紗禮服造型、新娘化妝及

髮型造型、專業司儀、專業婚禮統籌
服務、全面攝影錄像、婚紗攝影、証
婚服務等... 由您選用我們服務開始起
，必定令你得到最窩心及全面服務！

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何需煩惱
。

就讓我們為您預備！
我們重視細節, 因為細節就是決定

婚禮成功的關鍵。
如有的話, 或許你是時候跟我們聯

絡, 看看我們的專業團隊能否為你解決?
恭喜你們已經準備好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喜日子好

好籌備。婚宴場地，婚宴膳食，新人
禮服，花卉擺設等等… 假如你毫無頭
緒怎樣去籌備自己的大日子又或你們
無瑕去計劃一切? 作為你的婚禮統籌，
我們都可以在你指定的資源給你最好
的專業意見和安排。 我們明白彈性對
新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具備了
不同服務以供選擇

立即就聯絡我們作進一步了解吧!
我們樂意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給你。

Contact: Kachun Lee
Phone: 832-618-6262
Email: Wed4You2016@gmail.com

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Wed44YouYou為您籌謀一切為您籌謀一切

你在準備婚禮時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1:: 千頭萬緒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又不想馬虎了事
33:: 想法太多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4:: 希望家長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今天我將要分享一個新想法，結
識一個新朋友!

未來會令人興奮、挑戰、恐懼嗎
？

80多個國家的代表，2000位政
、商、學、文界領袖，他們在中國大
連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第11屆新領軍者
年會期間，每天都會看到這帶著達沃
斯精神的字句。

新領軍者年會又稱夏季達沃斯，
與冬季達沃斯同是觀察世界經濟的重
要窗口。全世界的嘉賓從四面八方匯
聚在此，分享各種觀點，碰撞智慧火
花，以較少投入獲得較高產出的少有
現象。這個現像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讚譽為“施瓦布經濟學”。

為期3天的年會以“在第四次工
業革命中實現包容性增長”為主題，

圍繞這一主題和“推廣以人為本的技
術”、“引領持續再創造”、“創造
可持續系統”、“應對地緣經濟變化
”等議題開展200多場會議討論。在
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推動以人為本的經
濟進步的主張，奠定了本次新領軍者
年會的框架基礎。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開幕

式並發表特別緻辭，他在致辭中說，
中國是包容性增長的積極實踐者。近
年來，在世界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中，
中國經濟之所以保持平穩發展，一個
重要原因就是包容性不斷增強。我們
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
共享的發展理念，順應經濟全球化和
新工業革命大趨勢，在發展戰略上體

現包容，在體制機制上保障包容，在
政策舉措上促進包容，走出了一條具
有自身特色的包容性增長之路。

世界經濟論壇設立了地址在美國
舊金山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心。薄霧
隨風散去，朝陽踏浪而來。歷史是勇
敢者創造的，直面問題，找到解決問
題的思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

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
向，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包容性增長將
為世界經濟開闢出一條新路。

據了解，世界經濟論壇是推動公
私合作的國際組合織，致力於改善世
界狀況。論壇匯聚政界、商界等社會
各界重要領袖，共同製定全球、區域
和行業議程。

““施瓦布經濟學施瓦布經濟學””舞動舞動““包容性增長包容性增長””指揮棒指揮棒
賈振成

休斯頓
旅遊購物指南

由美南報業集團發行

現已出版
      歡迎免費領取
                                      領取地址：美南新聞總部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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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綠地集團執行副總裁張蘊、
Laox株式會社董事長羅怡文、中國駐
日本大使館參贊兼總領事王軍、千葉市
市長熊谷俊人等中日各界人士壹百余人
，壹同亮相坐落在日本千葉縣的“千葉
海港城”，出席了體驗型綜合休閑設施
——千葉海港廣場的開業典禮。

消費者漸趨理性
“商品+體驗”成時代新寵
在當日舉行的開業典禮上，Laox

株式會社董事長羅怡文表示，近年來，
中國消費者的消費理念在不斷地趨向
理智和成熟。未來的市場是互通的市
場、也是融合的市場。Laox將從單純
提供購物消費向體驗型消費轉型，將
遊客與本地人相“融合”，將商品與體
驗相“融合”，打造全新的旅遊觀光新
模式。

中企進駐將積極帶動千葉區域經
濟發展

綠地集團執行副總裁張蘊稱，
2016年綠地集團攜手Laox正式進軍
日本市場，共同投資取得的大型綜合
商業設施“千葉海港城（CHIBA-
PORTSQUARE）”，已然成為了千葉
中央港地區標誌性建築。7月1日開幕
的體驗型綜合休閑設施“PortTown”

以及下半年各類配套娛樂設施會陸續開業。中資企業的進
駐，不僅將給千葉市當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壹站式購物場所
和娛樂休閑體驗，同時將給整個千葉海港城帶來更多的入
境和區域內外消費人流，為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促進整
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此間業界人士分析，去年訪日外國人數達到2000余
萬人，今年1至5月不到半年就已經突破1000萬人大關且
繼續保持高揚態勢。以前訪日旅遊消費主要集中在“爆買
”上，現在伴隨著“回頭客”的增加，正在逐漸轉為體驗
型的“無形消費”方式，如何更好地為日本旅遊市場提供
多方位服務，成為當前關註課題。

創業於1930年的Laox，是日本著名的老牌家電量
販店。2009年起，Laox並入國內知名零售企業蘇寧雲商
集團旗下，以日本國內免稅事業為基礎，不斷提高品牌價
值，壹躍成為日本最大規模的綜合免稅企業。伴隨著企業
的不斷轉型和與中國企業的合作，更多的中國品牌和中國
消費潮流將陸續走進日本。

全球孕嬰童品牌聚焦消費新需求
2017 CBME中國開幕在即

全球領先的孕嬰童展--第17
屆 CBME中國孕嬰童展、童裝展
（以下簡稱2017 CBME中國）將
於2017年 7月 19-21日在國家會
展中心（上海）拉開帷幕。2017
年中國母嬰產業繼續保持高速發展
，市場也持續處於白熱化競爭中，
孕嬰童消費者新需求和前沿理念不
斷湧現，為了幫助產業各方適應市
場變化，把握消費者需求新風向，
2017 CBME 將開設系列亮點新區
和行業活動。

全球品牌聚焦消費者新需求
尼爾森最新調查顯示2017年

第壹季度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達到
兩年來的峰值，以90後為代表的
新生代消費者對新品和消費升級意
願強烈。2017 CBME 中國展面積
增至239,732平米，將攜2,662家
展商和3,952個品牌與孕嬰童產業
各方深入挖掘並滿足消費者新需求
。

匯聚來自全球的3,952個品牌：
包括孕嬰童用品、車床、汽座及家
具，食品、保健品及零食，玩具、
教育及紀念品，童裝、嬰裝、童鞋
及配飾，孕裝、內衣及配飾等全品
類品牌將帶來全球領先新品。

非傳統母嬰商品新區：2017
CBME中國將開設活色生鮮、樂活
美媽、樂教體驗、樂享戶外系列亮
點新區，滿足孕嬰童市場備受關註
的新需求，通過非傳統母嬰商品為

產業帶來新的增長點。
10大國際展團：來自北美、澳

大利亞、西班牙、韓國、日本、新
加坡、英國、法國、香港、臺灣等國
家和地區的國際品牌將組成國際展團
集體亮相，CBME 秉承“帶進來，
走出去”的戰略，將為國內市場帶來
更多差異化、小而美的國際品牌。

Cool Kids Fashion 上海時尚
童裝展:與CBME中國同期舉辦的
全球時尚童裝盛會將帶來16個國
家（地區）的95+個時尚童裝品牌
。

將創新轉化為商品力
創新才能更好滿足消費者新需

求，2017 CBME中國將通過精彩
活動幫助企業將創新轉化為商品力
：

2017孕嬰童產品設計大賽：
展示從620個設計團隊/設計師中脫
穎而出出的20個設計團隊/設計師
的入圍作品設計，激發產業創新潛能
。

2017童裝設計大賽：展示從
1,241份投稿作品脫穎而出的20個
系列的新生代時尚童裝設計，並在
現場決出獲獎作品。

2017 CBME AWARDS：作
為產業最受矚目的獎項和最高榮譽
，2017 CBME現場將展示所有獎
項入圍企業或產品，並接受百人專
家評審團和現場觀眾投票。

創新產品展示區：將對年度64

款最新孕嬰童創新專利產品進行展
示和評選，讓業內人士第壹時間掌
握孕嬰童產品新風向。

提升孕嬰童企業盈利能力
高速發展的市場已進入白熱化

競爭，不少孕嬰童企業也面臨即使
銷量上升，但利潤卻在下降等問
題，2017 CBME中國將助力企業
提升盈利能力。

2017 CBME 中國孕嬰童產
業發展研討會：作為中國孕嬰童
產業的標誌性對話平臺，21位來
自孕嬰童產業與權威機構的行業
精英，將圍繞“持續盈利才是硬
道理”的主題，分享產業趨勢動
向和關鍵數據。

第十二屆《時尚育兒》營業員
技能大賽暨“貝親寶寶健康護理師
爭霸賽” ：選擇母嬰健康護理作

為比賽項目，將幫助業內以專業性
和體驗度來吸引消費者，提升顧客
粘性，進而提升銷售額。

滿足全渠道商貿對接需求
全渠道時代，大型嬰童連鎖、

大型電商、大賣場、百貨等海內外
采購商均將作為專業觀眾到訪
2017 CBME 中國，京東、天貓
母嬰、國美在線、當當網、1號店
、蘇寧紅孩子、貝貝網、蜜芽、大
潤發、物美、百盛、寶大祥、孩子
王等來自各個領域和渠道的大買家
也將通過“商貿洽談會”與展商面
對面洽談對接。

2017 CBME 中國將繼續聚焦
現在，引領未來，與孕嬰童產業各
方聚焦消費者新需求；也將繼續聯
合權威部門保護知識產權，推動產
業健康發展。

綜合報導 業內專家認為，未來5年中國汽
車行業將迎來巨變。無論是電動化、智能化、
共享化和數字化的“四化”浪潮，還是越發嚴
格的排放標準，未來中國汽車業所應對的挑戰
將是空前的。

眾所周知，迄今特斯拉已超過通用和福特，成
為美國市值最大的車企；而在中國，吉利、上汽等
自主品牌也紛紛推出3.0時代的智能化汽車，並受
到市場青睞。如何緊跟時代步伐推陳出新，已是諸
多中國自主品牌汽車所面對的嚴峻問題。

東風汽車公司副總經理劉衛東在接受記者采
訪時表示，對汽車工業而言，科技創新無疑是最
重要的核心競爭力。未來5年汽車市場競爭帶來
的技術革命將是以前20年的總和。實際上，通過
這幾年的快速追趕，中國已進入與跨國汽車公司
競爭的格局，中國汽車自主品牌與韓系車、法系
車相比，已有足夠比拼的實力。再用上5到8年左
右的時間，中國將有望同世界壹流汽車科技大國
並駕齊驅。在智能化、網聯化方面，中國汽車當
前已具備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業內專家認為，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創新的
核心就是體制、機制上的創新。創新將是應對
諸多挑戰的根本途徑。

對此，東風汽車未來的科技發展戰略是：
到2020年自主研發能力國內領先，到2025年
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目前東風汽車已與壹汽集
團共建“前瞻共性技術創新中心”，將主攻智
能網聯汽車、燃料電池和輕量化技術等項目。
借此，中國汽車將大力打造創新體系能力，從
產品技術上形成持續的大發展。

未來5年中國汽車業將迎來巨變 創新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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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has been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a visiting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 
last seen June 9 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ampus,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for Central Illinois said Friday.
Investigators with the FBI think the student, Yingying 
Zhang, 26, is probably dead, a news release from the 
attorney’s office said.
Brendt Christensen, 27, of Champaign, Illinois, has 
been charged with kidnapping, the news release said.
Christensen was under surveillance Thursday when 
agents overheard him saying he kidnapped Zhang, 
a criminal complaint says. Christensen said he took 
Zhang back to his apartment, the complaint adds.
“Based on this, and other facts uncover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matter, law enforcement 
agents believe that Ms. Zhang is no longer alive,” the 
statement from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and FBI said, 
without offering further details.
The court document also says a search of the suspect’s 
car revealed the front passenger door, next to where 
Zhang would have been sitting, was cleaned to a “more 
diligent extent.”
The FBI says Christensen was driving the black Saturn 
Astra that was captured on security camera video 
picking up Zhang the afternoon of June 9.
She was shown entering the front passenger side of the 
vehicle, which then drove away.
On June 15, Christensen admitted picking up Zhang, 
the complaint says, but he told the FBI that day her let 
her out just a few blocks away.
“Our thoughts are with Yingying’s family, loved ones. 
Please support fellow community members tonight,” 
police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aid.

Brendt Christensen, 27, of Champaign, 
Illinois, and the black Saturn Astra that he 
was driving. 
Also in the criminal complaint is the allegation that 
Christensen had used his phone in April to visit online 
forums with titles such as “Abduction 101,” “Perfect 
abduction fantasy,” and “planning a kidnapping.”
There are more than 300,000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tending US universities. Zhang’s 
disappearance trigger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China, 
with discussion of the case dominating both social and 
traditional media.

Zhang had a year-long position at the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he graduated from Beijing’s prestigious 
Peking University last year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ccording to a department 
webpage.
Christensen’s first court appearance is at 10 a.m. 
Monday in federal court in Urbana. It is unclear 
whether Christensen, who is still in custody, has an 
attorney. (Courtesy ktla.com)

Related
Man accused of kidnapping Chinese student researched 
abduction techniques, FBI says
When investigators reviewed the search history on 
Brendt Christensen's phone, it showed he had visited 
a website about abduction, reports CBS News' Tony 
Dokoupil.

According to a criminal 
complaint, Zhang was on her 
way to meet her new landlord 
when Christensen allegedly 
approached her. Investigators 
don't believe she's still alive.
Surveillance video allegedly 
shows the moment Christensen 
pulls over to talk to Yingying 
Zhang. A minute later, Zhang 
gets into Christensen's black 
Saturn and they drive away.
The 26-year-ol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ent was wearing a 
gray and pink flannel shirt and 
carrying a blue backpack.
At 1:35 p.m. on June 9, Zhang 
boarded a bus near campus 
and texted her new building 
manager to say she was running 
late.
At 1:52 p.m., Zhang got off 
a bus and tried to flag down 
another. Nine minutes later, she 
encountered Christensen.
At 2:38 p.m. the building 
manager texted Zhang and got 
no response.

University staff reported the exchange student missing 
that night.
Police determined the sunroof and cracked hubcap on 
the car in the surveillance video matched Christensen's 
2008 Saturn.
"I am shocked," said Lance Cooper, Christensen's 
former academic adviser in the physics graduate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There was nothing unusual about him. He was a bit 
quiet but he interacted well with the students. He was 
quite a good teacher," Cooper said.
During a June 15 interview with the FBI, Christensen 
admitted to giving an Asian woman a ride.

Zhang's supporters prior to the arrest of her 
abductor.
According to the complaint, Christensen said, "He 
believed he made a wrong turn, because the female 
became panicked."
He then claimed to let her out of the car.
During a search of Christensen's phone they discovered 
he had visited a forum called "Abduction 101" in April.
Investigators began monitoring Christensen's activities 
one day after he was interviewed.
The day before his arrest, investigators recorded 
Christensen explaining how he kidnapped Zhang, took 
her back to his apartment and held her against her will.
Zhang's family flew to Illinois after she disappeared.
"They kept their hope up until the news came out that 
the suspect was arrested and the FBI presumed that 
Yingying probably won't be alive," according to Tina 
Chu, who is acting as the family's translator.  
She says they won't leave until Zhang is found.

"The whole purpose for the 
trip was to bring Yingying 
home. So I'm really hoping 
they can find their kid," 
Chu said.  

Zhang came to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in 
April as a visiting scholar.
This fall, she planned to join the school's graduate 
program and get her Phd. (Courtesy www.cbsnews.
com/new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rne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Monday that "some negative factors" are 
hurting U.S.-China relations, as tensions flare anew 
over a slew of long-standing sore points.
Xi's comments in a phone call with Trump follow 
Beijing's displeasure over U.S. arms sales to rival 
Taiwan, U.S. sanctions against a Chinese bank over 
its dealings with North Korea and, most recently, the 
sailing of a U.S. destroyer within the territorial seas 
limit of a Chinese-claimed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ijing was also miffed after the State Department 
gave Beijing a dismal grade last week in a new human 
trafficking report.
According to state media, Xi told Trump in their call 
that Beijing expects Washington to continue managing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that 
rules out formal contacts with Taiwan, which China 
claims as its own territo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at, since my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at Mar-a-Lago, 
China-U.S. relations have 
achieved important outcomes," 
state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reported, referring 
to Xi's meeting with Trump in 
Florida in April. "At the same 
time,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been affected by some negative 
factors. China has expressed its 
position to the U.S."
Seeking to lighten the message 
slightly, Xi also said that China-
U.S. relations had achieved 
"important outcomes" since the 
Florida meeting.
It's unclear whether any of those 

issues will come up in discussions at the G-20 summit 
in Germany this week, at which Trump and Xi are 
expected to hold a bilateral meeting.

But it now appears that China is pushing back against 
the U.S. pressure, setting the stage for a potential 
confrontatio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accused the U.S. of violating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disrupting "peace, security 
and order of the relevant waters" after the U.S. Navy 
destroyer USS Stethem sailed Sunday within 12 
nautical miles (22 kilometers) of tiny Triton island, 
which is claimed by China, Taiwan and Vietnam.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issued a similar statement 
Monday, saying it would beef up patrols and take 
precautions commensurate with the threat level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Trump and his top aides have done little to hide 
their irritation over what they see as the reluctance 
by China, North Korea's main economic partner, to 
tighten the screws on Pyongyang ove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Until recently, American officials had been describing 
China as a partner in their strategy to prevent North 
Korea from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strike the U.S. 
mainland with nuclear weapons. While China has 
agreed to sanctions, it is wary of measures that could 
cause the regime's collapse, leaving a united, U.S.-
backed Korea on its border.
However, Trump hinted last month at his loss of 
patience, tweeting that his bid to secure a tougher 
Chinese approach "has not worked out."
Asked about the state of tie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Monday that it was 
normal to encounter "some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hina's President Xi has warn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f 'negative factors' hurting U.S.-China 
ties.
"We believe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already exceeded the bilateral scope 
and is exerting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world," Geng told reporters at a regularly 
scheduled press briefing.

"On our part, we are willing to develop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non-confront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mutual trust, expand cooperation and properly 
mana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 as to 
further advanc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long with Xi, Trump also spoke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ith whom he reaffirmed a 
shared commitment to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the 
White House said. It said the president also looked 
forward to meeting Abe at the upcoming G-20 summit 
in Hamburg.
Abe praised Trump for the recent U.S. sanctions on the 
small Bank of Dandong over its alleged support for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according to Japanes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That severs 
the bank entirely from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pending a 60-day review period.
Suga said that during their 35-minute phone 
conversation, the two leaders reaffirmed clos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ir countries and South Korea 
in stepping up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he talks were meaningful for the two leaders "to 
be on the same page" about their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ahead of the G-20 summit, Suga said. (Courtesy 
abcnews.go.com/Politics/wireStory)

In this July 6, 2016 photo released by Zhao Kaiyun, Zhang 
Yingying poses for photos during graduation at the entrance to 
Beijing University in China. The father of the visiting Chinese 
scholar miss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made an emotional 
appeal on Thursday, June 22, 2017 for his 26-year-old child's safe 
return, saying in an interview: "Give my daughter back." Zhang 
was last seen on a surveillance video getting into a black Saturn 
Astra in Urbana on the afternoon of June 9.

The last known sighting of 26-year-
old graduate student Yingying                                                                             
Zhang was on the afternoon of June 9, 2017. 
(Credit: Univ. of Illinois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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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紀念香港回歸20週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文藝晚會上週五在香港會展
中心舉行，台上星光耀耀，載歌載舞，台下政商雲集，場面浩大。為讓海外僑胞也能觀賞這盛

大晚會，美南國際電視STV15.3將全程轉播，於7月4日晚間9時30分至11時首播，7月5日
隔天上午8 時至9時30分重播。原時段節目暫停一次。

(記者黃相慈／休
士頓報導)為慶祝香港
回歸20週年，海外僑
胞也共同紀念這特別
的日子，大休士頓僑
學界 7月 1日在美南
國際貿易中心(ITC)舉
辦 「慶祝香港回歸20
週年座談會和慶祝酒
會」 ，中國駐休士頓
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
到場發表演說，國會
議員Al Green也到場
致意祝賀，近80個美
南僑界社團共同主辦

，數十百位僑學界及
政商雲集，場面熱鬧
。

這場大休士頓地
區僑學界共同舉辦的
「慶祝香港回歸20週
年座談會和慶祝酒會
」 受到各方關注，座
談會由全美華人協會
休士頓分會會長喬鳳
祥與大休士頓地區聯
合校友會會長黃華擔
任主持人，中國駐休
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
強民到場發表主旨演

講，每位社區僑領和
僑胞代表發言，包括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會長及美南國際
貿易中心執行長鄧潤
京、中華總商會會長
孫鐵漢等人都代表發
言。

接著由中華小姐
環球大賽美洲亞軍姜
日含擔任酒會主持人
，李強民大使與全體
僑胞舉杯共慶香港回
歸20週年，並一起切
下大蛋糕，國會議員

席拉傑克森李(Sheila
Jackson Lee)亞裔代
表羅玲也頒發賀狀，
由李強民接贈。

精彩的文藝演出
，包括胡辛曙男聲獨
唱 「我是中國人」 、
姚奇志小提琴二重奏
「九兒」 、亮亮吉他
彈唱 「龍的傳人」 以
及姜日含的笛子演奏
，都為這場盛會增色
不少。

節目預告：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文藝晚會今晚9時30分首播

【本報訊-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供稿】以500美元白手
起家，經過30多年的打拼，建立起美國東南部地區華人媒體中
最具規模，最有影響力的美南報業電視傳播集團，他就是著名華
裔企業家李蔚華先生。美南集團李蔚華董事長6月30日下午在
舊金山灣區San Mateo市訪問了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會長，
泰山體育美國公司總裁彭壽臣先生。

李蔚華董事長向彭會長介紹了近幾年美南集團在全美的主體

新聞業務美南新聞及美南電視台的發
展，及美南集團聯合美國商務部在得
克薩斯州休斯頓創立的國際貿易中心
（ITC)。 ITC現有美國（及國際）四千
家會員公司，中心匯集的資源豐富，
信息全面，每年促成涉及各個行業及
領域的投資與合作。 ITC被稱為位於

休斯頓的國際商業聯合總部。
彭壽臣會長向李董事長介紹了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的構

成及歷史：總會已經有25年的歷史，全美各分會在三四十年來
新老傳承，積累了各個傳統及新興行業的人才。他表示在任期內
將把幫助在美鄉親及新老移民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作為工作的努力
重點，將聯合全美各地山東同鄉會，積極促成與主要的州政府以
及聯邦政府的相關項目，並推動山東省與美國州之間的交流與合

作。
美南集團及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決定在中美教育，基礎

設施建設，及商貿投資方面展開全面合作。同時，全美山東同鄉
會聯合總會將聯手美南報業集團在全美範圍內啟動“美國新百強
青年領袖”項目: 聯合社會各界及主流媒體，發現，宣傳及培養
一批在美國商業，文化及公益領域的傑出華裔青年領袖。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及舊金山灣區齊魯會館當晚在福斯
特市禦食匯海峽兩岸貴賓廳設宴歡迎李蔚華董事長來訪。

中國僑聯海外顧問及舊金山華體會顧問戴錡，美國福建工商
總會會長楊長城，齊魯會館理事長劉磊及理事董琪出席了歡迎晚
宴。大家就當前中美雙方關心的商業及文化項目進行了深入的交
流。李蔚華董事長及戴錡顧問分享和回顧了美國華人自70年代
以來在美國奮鬥打拼的故事。

美南集團李蔚華董事長訪問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 啟動“美國新百強青年領袖”項目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左))拜訪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會長彭壽臣拜訪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會長彭壽臣((右右))。。((全美山東同全美山東同
鄉會聯合總會提供鄉會聯合總會提供))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及舊金山灣區齊魯會館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及舊金山灣區齊魯會館
設宴歡迎李蔚華董事長來訪設宴歡迎李蔚華董事長來訪。。 ((全美山東同鄉會全美山東同鄉會
聯合總會提供聯合總會提供))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中中))和與會嘉賓一起合影和與會嘉賓一起合影。。((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提供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提供))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中中))及與會嘉賓出席這場盛會及與會嘉賓出席這場盛會。。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大休士頓僑學界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座談會暨慶祝酒會 政商雲集

大休斯頓地區僑學界慶祝香港回歸20 週年座談會和慶祝酒會
上週六在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舉行，探討香港歷史演變和發展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為了慶祝香港回
歸20 週年，休士頓由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
等七十餘社團於上週六下午五時起齊聚休斯頓
國際貿易中心二樓，舉行隆重的座談會和酒會
，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 親自與會，另還有國
會議員席拉.傑克森. 李的代表羅玲女士，以及
國會議員Pet Olson 的代表張晶晶女士也分別帶
來賀狀祝賀。休斯頓市長特為本次活動給主辦
單位全美華協及其休斯頓分會頒發祝賀文告。
並宣告七月一日為活動主辦單位＂全美華協日
＂。現場貴賓更從香港問題歷史的演變和發展
各抒己見，共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 週年這歷
史性的一刻。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首先在致詞時
表示： 香港在20 年前的今天，終於回到祖國懷
抱，也為香港歷史結束百年滄桑，開啟了新紀
元。不僅使＂一國兩制＂的構想得以實踐，也
為世界樹立了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典範。

20 年來，香港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不僅美國傳統基金會發佈的 「 經濟自由度指數
」 香港20 年來連續獲評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也
獲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佈的{ 2017 年度世界競
爭力報告},香港連續第二年被評為全球最具競爭
力的經濟體； 甚至連人民的壽命也屢創新高，
男女平均預期壽命達到81.2 歲和87.3 歲，雙雙
位居全球之冠。

20 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

充份落實＂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背
靠祖國內地的地理優勢，保持
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在政府
效能、貪腐控制、公民表達及
問責等方面均取得長足發展。
二十年來，香港歷經1997 年
亞洲金融危機，2003 年非典
疫情，2008 年金融海嘯席捲
全球，乃至＂佔中＂活動，＂
旺角暴亂＂事件，香港都一一
挺過來了，這恰巧說明＂一國
兩制＂制度的強大韌性，以及
祖國日益繁榮昌盛，不僅是香
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的底氣
所在，也是香港探索發展新方

向、尋找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的機遇
所在。

李強民總領事最後也提到台灣。他說：其
實，＂一國兩制＂首先就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設
計的。中國絕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台獨＂，
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問題上
，意志堅如磐石，相信＂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成功實踐，將不斷為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積累
有益經驗。李強民說： 我們呼籲台灣當局回到
＂九二共識＂上來，早日在＂一中＂框架下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共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

當天出席的社區領袖和僑胞代表鄧潤京、
翁和毓、沈廣強、范玉新、陳世儀、孫鐵漢、
徐華、黃華、馬莎、何巧莎、胡旭華、林潼等
人紛紛在座談會上發言，各以不同的角度和視
角看 「 香港回歸」 的歷史演變和發展。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鄧潤京
從 「 人文」 看香港，他先以圖片介紹香港人盡
皆知的如尖沙嘴、迪斯耐樂園、啟德機場豪華
郵輪碼頭、旺角，乃至香港的飲食文化，如雲
吞麵，牛肉丸，龜苓膏、魚蛋粉，涼茶，乃至
中國 「 遼寧艦」 駛向香港，展示形象，這也是
中國海軍艦隊第二次抵港。

「 全美華人協會前會長、德州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創會會長」 翁和毓表示： 台灣統一是

「 時間」 問題，也不必急，中國剛開
放時，台灣的GDP 與大陸相當，而現
在大陸是台灣的40倍，現在台灣很多
人到大陸開工廠，找年輕子弟同去，
大家就知道以後會怎麼樣。

沈廣強表示：當年英國絕不能放
棄香港嘴上這塊肥肉，那時香港的開
支75% 是英國來的，只有25% 是香
港本地的。但英國每年從香港的港口
，貨源，資訊，貿易的收入，一年達
十幾億元，相當可觀。

「 中國人活動中心」 主席范玉新
表示：鄧小平當年的 「 一國兩制」 非
常英明，香港才有今天的和平，繁榮
，希望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 中華總商會會長」 孫鐵漢表示
：香港特區的發展，是有堅強的祖國
作後盾，香港才有今天。祖國強大，
海外華人更有地位。在台灣問題上，
他不贊成民進黨執政，為了台灣大多
數人的利益，青少年將來的前途，堅
持 「 一個中國」 才有幫助。

「 智勝學院負責人、休斯頓僑界
慶香港回歸九七年綜藝晚會主席」 徐
華，他特地帶來了二十年前的海報，
他表示當時作的很辛苦，30 幾個社團
，他們還在Westin Galleria 辦研討會
，效果非常好，表達海外新一代僑民
對香港回歸的關心。

「 聯合校友會會長，華夏學人協
會副會長」 黃華表示：1997 年7 月1
日，中國正式對香港行使主權。至今， 「 一國
兩制」 在香港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不斷探索
，前進，指明方向。特區憲法，在國家憲法的
框架下實行。對我們留學生而言，國家發展與
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國家強大了，海外子弟
才能揚眉吐氣。

其他如華夏中文學校校長馬莎，清華大學
校友會會長何巧莎，浙江大學校長胡旭華，及
休斯頓大學中國同學會主席林潼等人也一一發
表看法，表明他們身在海外，心繫祖國的愛國
心情，香港是中國 「 一國兩制」 的歷史見證，

也是祖國 「 和平統一」 成功的里程碑。
座談會後慶祝酒會正式開始，李強民大使

和全體僑胞舉杯共慶香港回歸二十週年，李大
使和僑學界代表共切慶祝香港自歸二十週年蛋
糕，各國會議員代表祝賀，以及精彩的文藝演
出，包括胡辛曙的男聲獨唱 「我是中國人」 ，
姚奇志，彭晨的 「 玉蘭花開組合」 表演小提琴
二重奏 「 九兒」 ，亮亮（ 美中之星國際歌唱大
賽，少年組冠軍）的吉他彈唱 「 龍的傳人」 及
姜日含（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亞軍） 的笛子
獨奏等慶祝節目。

圖為李強民總領事圖為李強民總領事（（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首先在座談會上致詞首先在座談會上致詞。。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大會開始大會開始，，全體起立唱國歌全體起立唱國歌。。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李強民大使李強民大使（（ 右二右二）） 和大會主辦人喬鳳祥和大會主辦人喬鳳祥(( 全美華人協全美華人協
會休斯頓分會會長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右三右三），），黃華黃華（（ 大休斯地區聯合大休斯地區聯合
校友會會長校友會會長）（）（右四右四））主持人鄧潤京主持人鄧潤京（（ 右一右一））共切慶祝共切慶祝
香港回歸二十週年蛋糕香港回歸二十週年蛋糕。。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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