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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周賢孟務委員周賢孟﹐﹐針對民進黨立委提議僑委會針對民進黨立委提議僑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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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臺灣青年海外搭僑77月月66日啟動日啟動
休士頓僑界安排休士頓僑界安排1212人多元見習活動人多元見習活動

科技部推動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科技部為呼應海外人才歸國的期待，以及臺灣產學研

各界對海外前瞻應用及稀有領域人才之渴求，打造 「海外
人才歸國橋接方案（LIFT, Leaders inFuture Trend）」，號
召臺灣赴海外留學人才，返國貢獻所學，將其國際視野、
科技研發新知、前瞻應用趨勢帶回臺灣，與國內的產學研
界進行深度交流，期望透過引進國際新知，以達激勵產業
創新，刺激技術躍昇之成效。

本項方案預計於本(106)年度7月中旬開放線上報名，
申請人基本資格條件如下：

(一)已取得教育部 「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所列院校之
國外大學博士學位者。

(二)持有中華民國國籍。
(三)年齡在45歲(含)以下。
(四)近三年中最近一份有薪工作不在國內。
相關方案內容詳見科技部網頁公告
(https://www.most.gov.tw/sci/ch/detail?article_uid=

940528cb-09ae- 4ec1- a52a-d8ef73cf5bdc&amp;menu_id=
b3aa92b4- 989b-43a9- b21d- 0122c2ab4bc9&amp;con-
tent_type=P&amp;view_mode=listView)，歡迎海外優秀人
才踴躍申請。

若有其他疑問，請逕洽本計畫聯絡窗口唐專員+
886-2-27377236、wstang2@most.gov.tw 或駐休士頓科技
組 hust01@most.gov.tw

(本報訊)台聲合唱團45週年的 「回首來時路，鄉
音傳鄉情」慶祝音樂會在坊間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
一轉眼已是兩年前的事了。這次以 「飛吧！福爾摩沙
」為主題的音樂會，將於2017年9月9日舉行。台聲
將以歌聲舞蹈帶大家飛過海峽淡淡的憂愁，飛向無限
的自由盡頭，讓我們手牽著手，用愛和希望擁抱地球
。

台聲合唱團自1970年創立以來，除了在台灣人社
區以音樂傳承演唱台灣各族群的歌曲服務社團之外，
並在美國主流社區發揚台灣音樂藝術與文化，是社區
裡一個很重要的社團。2014年高雄發生氣爆後，台聲
亦迅速加入捐款救援的團隊，去年亦與世台聯合基金
會合作為敘利亞難民兒童的寒冬夾克募款。台聲服務
社區不為人後，也期待各位賢達來贊助台聲為社區舉
辦的音樂會。

九月秋高氣爽是放風箏的好時節，回想起童年在
純樸的鄉野追逐放風吹，懷念故鄉的人物事，台聲將

以話劇的方式帶領鄉親去回憶放風吹的歡樂往事，風
吹頂懸是五彩的世界，美麗的花蕾，可口的小吃，翠
青的台灣，以及起飛的福爾摩沙。本場音樂會由才華
橫溢的張廖莉娜老師指揮編導，除了有合唱、獨唱、
舞蹈、戲劇外，還有亞悅三重奏以及休大音樂系Dan
Gelok教授的薩克斯風的精彩演奏，令人拭目以待，敬
請大家前來欣賞。

台聲音樂會 「飛吧！福爾摩沙！」，9月9日星期
六晚上七時三十分，在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rlin Chapel 舉行。普通票$10， VIP 票$50，歡迎捐
款贊助，不勝感激。

有關詳情，請洽台聲合唱團：
團長：柯志佳（281-919- 5854）
公關：蔡忠和（713-859- 7997）

邱文珍（281-799- 0958）
林翠梅（713-825- 5998）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音樂會休士頓台聲合唱團音樂會
《飛吧！福爾摩沙》

(本報記者黃麗珊)僑委會為結合海外僑社培
植台灣青年國際視野及力量，於本年7至8月暑
假期間舉辦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遴選
120位台灣大專青年至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12
城市向僑社見習。，廣邀休士頓地區各社團僑
領共同來支持協助接待作業。休士頓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表示，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休士頓場次於7月6日至12日舉辦，有來自台灣

大專院校研究生及大學生12人至休士頓見習，
除將帶領台灣青年認識政府駐外工作、參與僑
社活動，體驗僑團多元活動，並將前往休士頓
太空中心(NASA)認識休士頓台裔科學家成就，
拜會台灣商會組織以及僑營企業，瞭解台灣企
業海外奮鬥歷程，拜會台裔Harris Country民選
法官張文華Teresa Chang體驗台灣移民積極參
與主流社會的貢獻以及影響力，同時安排與休
士頓第二代傑出青年座談，增進海內外青年文
化交流，拓展台灣青年國際視野。並拜會休士
頓市政府市議員、糖城市市政府市長、參訪萊
斯大學及聖湯瑪斯大學等,內容多元。美南大專
校聯會葉宏志會長以及謝家鳳候任會長表示，
該會已邀集會員擔任寄宿家庭，期待讓台灣青
年更深入瞭解僑胞生活，休士頓台灣商會、美
南台灣旅館公會、明湖台灣同鄉會、休士頓台
灣人活動中心亦對渠等青年來休參訪僑社見習
表達歡迎，駱健明僑務諮詢委員肯定該活動的
意義，並表示已協助安排拜會糖城市，相信會
讓台灣青年認識僑界參與主流社區情形，各僑
團集思廣益滿心的期待台灣青年來訪休士頓見
習，莊雅淑亦特別代表僑委會感謝休士頓僑界
協助與支持，讓見習活動精采多元。

梁琬菁、簡僑均、林明姍、陳力光、陳明

、連奕寧、羅致皓、何純瀅、林
芸伍、邱子瑄、葉書博、林長邑
等十二位參加 「106年台灣青年海
外搭僑計畫」來自台灣大專院校
研究生及大學生，於7月6日上午
10 時 赴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的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參觀及聽取德州和
僑界相關介紹，中午由四位僑務
委員在北海道宴請12位學生。晚
上 6 時在姚餐廳由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宴請
12位學生,僑界領袖們,僑務委員葉
宏志、黎淑瑛、劉秀美、甘幼蘋
及寄宿家庭家長們。

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與
四位僑務委員葉宏志、黎淑瑛、
劉秀美與甘幼蘋都對學生表示歡
迎，希望參與搭僑計畫的學生們
能收穫滿滿,度過好時光及美好回
憶帶回台灣與大家分享。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向學生們介紹僑教中
心在僑界的重要功能，並讚揚僑務榮譽職人員
的出錢出力、無私奉獻。僑教中心文化導覽團

隊成員僑務促進委員陳逸玲(Elaine)、僑務顧問
張世勳(Jackson)、邱佩冠(Peggy)精心準備介紹德
州等影片，協助與會12位學生們進一步認識德
州。

十二位參加十二位參加 「「106106年台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年台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的學生赴休士頓僑教中心參觀及聽取德州與僑的學生赴休士頓僑教中心參觀及聽取德州與僑
界的介紹後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界的介紹後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李美姿副
主任主任，，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黎淑瑛黎淑瑛、、甘幼蘋甘幼蘋，，文文
化導覽團邱佩冠化導覽團邱佩冠、、張世勳張世勳、、陳逸玲歡聚一堂陳逸玲歡聚一堂。。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77月月1515日理財日理財和和法律講座法律講座
休斯頓附中校友會,恒豐銀行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
講題: 免疫強身與防癌

陳康元醫師 王琳博士
近年來 「年輕族」罹癌率不降反升。 肺癌是美

國, 也是中國, 男性和女性, 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
「年輕不菸族」因為飲食不當, 不但增加了腸癌風險

, 也增加了肺癌、乳腺癌、攝護腺癌、以及其他癌症
風險。陳醫師夫婦將論述癌症的新趨勢, 以及飲食養
生, 免疫防癌之道。

時 間: 2017年7月22日,星期六, 10:00 am至12:
00 pm

地 點: 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總行12樓社區服務中心會議廳（ 歡迎

各界人士參加，請停車於大樓後面的高層停車庫）
休 士 頓 師 大 附 中 校 友 會 連 絡 電 話: 傅 鶴 山
956-5361268, 李小華713-7260562

E-Mail :houfuchung@gmail.com
歡迎各位校友,會員屆時都能攜眷及邀請親朋好

友共同來參加.會場並接受新校友的入會登記

美南山東同鄉會、鑽石客戶集團、
金潤律師事務所，共同舉辦理財和法律
講座， 講座的主要題目是：

• 怎樣減少風險而讓退休收入翻倍
• 企業老闆怎樣大幅減少交稅
• 降低成本，為公司重要員工提供

報酬的替換退休/激勵計劃
• 雇主為員工申請H-1 B 和綠卡須

知
• 怎樣準備跨國高管L-1 工作簽證

和Eb 1 C 綠卡
主講人：
1. 盧克.且斯曼， 鑽石客戶集團總裁

，白瑞德金融集團執行副總裁，林城洲

際商會董事
2. 陳文， 金潤律所創辦律師，哈里

斯郡檢查長辦公室移民和國際社區委員
會成員, 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法律顧
問， 世華婦女工商會法律顧問

日期： 7月15日
時間： 下午1點-3點
地址： 6100 Corporate Dr. 1st floor

Conference Room,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原福祿大樓一層會議室）

聯繫人： 金潤律師事務所
電話： 832-495-7889
郵件： lawyerjchen@yahoo.com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
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四
川省海外交流協會主辦，休斯頓川渝
同鄉會，雙椒川菜館協辦的 「休斯
頓四川美食文化節」活動，將於明天

（ 7 月 9 日 ） 下午五時起在休斯頓
著名的雙椒川菜館（ Pepper Twins )
舉行。屆時專程從中國四川趕來的川
菜大師李凱、雷鎮歐、陳祖明、張振
宇將為來賓特備特色正宗川菜，以展

示川菜佳餚與文化特色。
這群北美行廚師團隊簡介如下：

李凱
中國烹飪大師、中國飲食文化全

球推廣大使、國家中式烹調高級技師
、四川旅遊學院（原四川烹飪高
等專科學校）歐美飲食文化研究
中心飲食文化推廣大使、中國烹
飪協會會員、四川省烹飪協會理
事、四川省美食家協會烹飪專家
委員會委員暨飲食文化推廣大使
、中韓大型電視連續劇《林師傅
在首爾》廚藝顧問及男主角林永
健廚藝替身、成都電視台“秀色
可餐美女私房菜”首席評委、省
市及國家級烹飪大賽評委、評判
長。多次代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國務院僑辦、文化部，帶隊赴
法國、澳大利亞、泰國、德國、
毛里求斯、丹麥、斐濟、巴布亞
新幾內亞，舉辦了主題鮮明的
“中國美食文化節”。受邀出訪
過意大利、瑞典、瑞士、奧地利
、韓國、卡塔爾、芬蘭、突尼斯
、塔希堤（法屬波利尼西亞）、

台灣、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進
行廚藝表演和技術交流。個人曾多次
在省、市及全國烹飪大賽中獲得金獎
，主編過十餘本烹飪書籍。
雷鎮歐

烹飪學副教授，國家中式烹調高
級技師（原特一級烹調師），國家職
業鑑定高級考評員，四川省餐飲娛樂
行業協會理事，成都烹飪協會常務理
事，現任四川旅遊學院烹飪學院專業
烹調教師，主授烹飪工藝、川菜製作
技術和廚政管理等課程，曾多次赴加
拿大、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表
演川菜和進行烹飪技術交流，多次參
加國家和省級烹飪大賽擔任評委。
陳祖明

烹飪學教授，國家中式烹飪高級
技師，國家職業鑑定考評員，國家題
庫編寫、審定專家，中國營養學會會
員，省級教學團隊主講老師，現任四
川旅遊學院川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從事烹飪教學與菜品設計、對
外交流與培訓、烹飪研究與推廣工作
。曾赴加拿大、美國、法國、意大利
、澳大利亞等國家表演川菜和進行烹

飪技術交流。多次參加國家級和省級
烹飪大賽，榮獲有團體特金、個人金
牌、金牌菜等獎項。擔任過挪威三文
魚烹飪大賽、四川省地方旅遊特色菜
大賽、成都市百萬職工技能大賽等多
個烹飪賽事的裁判。先後在國內公開
專業刊物發表論文與文章四十餘篇，
主編及參編十餘部書籍。
張振宇

講師，國家西式烹調技師，中式
高級烹調師。目前任教於四川旅遊學
院食品學院，主要從事烹飪研究和教
學工作。先後工作於國內多家知名社
會餐飲企業與國際知名五星級酒店，
及法國 HotelL’Imperial Place Annecy
(法國安納錫皇宮大酒店)。目前擔任
多家餐飲行業的技術顧問。曾擔任第
44屆世界技能大賽四川省選拔賽裁判
員。參編教材數部《西菜製作技術》
、《亞洲菜製作技術》、《西式菜餚
製作技術》、《西餐烹飪基礎》、
《雪域美餚》等，並發表烹飪相關論
文數篇。參與省級科研項目2項，參
與校級精品課程建設2項。

四川美食文化節
明在休斯頓雙椒川菜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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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5°C°C 烘焙咖啡店第一千家店於七月七日在休士頓插旗開幕烘焙咖啡店第一千家店於七月七日在休士頓插旗開幕
歷經13年努力，分佈台灣，大陸，香港，澳洲，美國等地

王朝旅遊應廣大德州市民要
求，最新推出週末短途旅遊線路
。

新 奧 爾 良 （New Orleans）
：旅遊期間，我們將參觀美國最
大的私人手工釀酒廠：Bayou朗
姆酒廠；前往受法國影響最大的
路易斯安娜州首府巴吞魯日，登

頂全美最高州議會大樓；在法國
區歷史文化步行遊散步；之後，
我們還將去名揚世界的《飄》拍
攝所在地橡樹莊園，除此之外，
還會乘坐沼澤濕地生態遊船沿著
蜿蜒的河道進入原始叢林。新奧
爾良最具特色的就是不同形式的
建築，希臘復興式、哥特式還有
很多新奧爾良特色的景觀，而新
奧爾良的花園街區就是欣賞各類
建築最好的地方！您想伴著爵士
樂坐著老式馬車沿著繁華的街道
悠然慢行麼？那就趕緊來王朝旅
游來報名吧！

達拉斯（Dallas）：我們會
到“全美最熱鬧市中心”的聖丹
斯廣場，“鋼筋水泥叢林中的清
涼綠洲”的水中花園，我們還將

一探當年西部拓荒的原始面貌
——Stockyard古樸小鎮和牛仔名
人堂。第二天，我們將會去白宮
一比一還原的總統辦公室——喬
治布什總統圖書館，“永遠的傷
痕” 肯尼迪總統被刺殺的地方
六樓博物館，歷史上最受爭議的
一次刺殺。我們還將安排大家欣
賞冠軍牛仔競技表演賽。

週末不知道去哪兒玩，就跟
著王朝旅遊走吧，絕對給您帶來
歡暢的旅遊，舒適的享受！

詳情請聯繫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

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
面地舖#A14
電話：（713）981-8868
微信：aat713

週末去哪裡週末去哪裡？？
跟王朝旅游去: 新奧爾良或達拉斯玩

週五：新奧爾良3天$298， 週六：達拉斯2天1夜$198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歷經
13 年努力，台灣一家以烘焙咖
啡為主的專賣店85°C , 於昨
天（ 七月七日 ） 上午八時起
在休士頓中國城舉行第一千家
正式開幕儀式。這也是該店自
台灣起分佈大陸，香港，澳洲
，美國後在德州的首家店，也
是美國的第31家，推出烘焙的
麵包，蛋糕近五十種及各種飲
料。該店佔地5500 呎，每天營
業時間自上午八時起至午夜十
二時。

昨天自清晨起，85°C 門
外就大排長龍，店內擠滿了貴
賓和媒體。該店於一週前舉行
試營業，光是一週的生意，就
居全美第五位，當天出席的貴
賓，包括85°C 創始人吳政學

，美國區董事長鄭吉隆， 「台
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經濟
組徐炳勳組長，政務組何仁傑
組長，Greatland 地產投資有限
公司負責人Stephen Le Sr. 「美
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
華先生，光聲電信集團董事長
Lee Cook , 以 及 該 分 店 經 理
Michael Post 等人，休士頓市長
透納也頒發賀函 ，宣佈七月七
日為休士頓市 「85°C 烘焙咖
啡日」（ Bakery Cafe Day. )。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
處長首先在開幕式上致詞，他
說 ：

作為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我很高興與大家
一起慶祝休斯頓的85°C 烘焙
咖啡店的開幕; 因為早在十三

年前便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台
北開幕後，85°C 烘焙咖啡店
在很短的時間內，在美國和澳
大利亞的店面已經把台灣味蕾
變成了國際的咖啡館。

當美國的第一個店面在加
利福尼亞州開張時，客戶繞過
許多街道排隊等待買麵包咖啡
產品。85°C 烘焙咖啡店受歡
迎的程度幾乎無法想像！ 85°
C 的創始人吳董事長覺得他可
以以實惠的價格提供 5 星級的
優質食品。 13年後，當我們今
天第1000店面的開幕式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同意 - 吳董事長
是對的。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促進德克薩斯和台灣人民的
經濟和文化交流， 85°C 是可

以說是最好的
成功例子！ 成
功的台灣企業
為大休士頓社
區提供了品嚐
另一種文化的
機會，享用精
緻的食品麵包
。吳董事長精
品店的成功將
繼續向前推進

，這將是休斯頓市民體驗和享
受台灣的正宗品味。 感謝您邀
請您加入慶祝盛大開幕式並感
謝大家參加！

85°C 烘焙咖啡店的美國
區董事長鄭吉隆在開幕式上表
示： 85°C 在休士頓門市開幕
對該品牌代表了兩重意義：（
一 ） 努力了13 年終於在全球
開出第1000 家門巿，分佈在台
灣，大陸，澳洲，香港，美國
，這是他邁向品牌國際化過程
的最大突破。（ 二 ） 他讚許
休士頓是美國中部的大城，是
美國50 個州中人口成長及投資
成長最快的州。他說： 這也說
明了我們距離紐約愈來愈近，
期待下次我們 85 度 C 紐約門
巿見！

85°C 休士頓中國城分店
經理 Michael Post 也在儀式上
表示： 感謝大家前來參與 85
度C第一千家開幕，他說休士
頓的分店比北美任何一家佔地
都要大，近六千平方英呎的空
間，提供室內，室外各種座位
，這也是他們每家都有不同特
色，唯有食物的品質，合理的
價格及優質的顧客服務永遠不
變。

（（ 左上左上）） 圖為為圖為為8585 度度CC 休士頓店主持開幕剪綵的貴賓休士頓店主持開幕剪綵的貴賓：： 創始創始
人吳政學人吳政學（（ 左五左五 ），），美國區董事長鄭吉隆美國區董事長鄭吉隆（（ 左四左四），）， 「「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左六左六），），休士頓中國城分店經理休士頓中國城分店經理MiMi--
chael Post (chael Post ( 左一左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黄敏境處長讚美黄敏境處長讚美8585 度度CC
將台灣味蕾變成國際的咖啡店將台灣味蕾變成國際的咖啡店。（。（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圖為圖為8585 度度CC美國區董事長鄭吉隆美國區董事長鄭吉隆（（ 左一左一
）） 在剪綵開幕式上致詞在剪綵開幕式上致詞。（。（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圖為圖為8585 度度CC征服國際的精美烘焙蛋糕征服國際的精美烘焙蛋糕。（。（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幫助學生邁進名校幫助學生邁進名校，，幫助家長贏得資助幫助家長贏得資助
大休斯敦地區大休斯敦地區20172017《《麥當勞升學教育展麥當勞升學教育展》》幾大亮點幾大亮點??

台商企業台商企業 「「8585度度CC」」
全球第1,000家分店開幕活動黃敏境處長致詞並推廣台灣美食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
處長於本(106)年7月7日應邀出席台商企業
「85 度C」在美國德州休士頓市百利大道

上開設之全球第1,000家分店開幕活動，與
「85 度C」創辦人吳政學董事長及鄭吉隆

執行長等貴賓共同剪綵，並致詞祝賀 「85
度C」經營有成及推廣台灣美食。

黃處長致詞時表示， 「85 度C」自13
年前在台北開設第 1 家店以來經營有成，
不僅展現了台灣人民的飲食品味，而隨著
在美國及澳大利亞等國的分店開幕，更在
國際間造成轟動。美國第一家分店開設於
加州，民眾為了搶購 「85 度C」的咖啡與
麵包而大排長龍，這樣的盛況亦僅見於
iPhone發表新款手機。此一事業的成功源

自於台灣人民勤奮創新以及不屈不撓的企
業家精神，吳董事長盼以平價消費提供大
眾五星級美食的理念終於成功落實。隨著
「85度C」全球第1,000家分店在休士頓開

幕，大休士頓地區民眾將體驗來自於台灣
的優質飲食文化，並且如西方文化中 「分
享麵包(breaking bread)」的精神一般，藉由
分享道地的台灣美味而使兩地人民的友誼
更加強固。

黃處長於開幕活動中並接受休士頓本
地及來自台灣十多家媒體的現場採訪，表
達欣見我優質台商企業前來休士頓投資，
亦欣聞 「85 度C」營運業績持續長紅，期
許我企業持續經營及布局全球市場，讓全
世界看見台灣優質的產品及服務。

【本報訊】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達拉斯日報、今日美
南、today-america 聯合主辦的2017休斯敦地區《麥當勞升學教
育展》，將於 8 月 26 日，星期六，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高中舉行，地址：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
消息發布後，引起本地區華人家長的關注，積極要求報名參加。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舉辦的《麥當勞升學教育展》，至今
已有5年。本屆與往年又有哪些不同?

一、議題內容針對性強。
8-12年級是學生申請大學的重要準備期，這個期間，學生

們不僅需要完成
學校的學業，還
要安排課外活動,
不僅需要關注美
國升學政策，還
要找到自己的夢
想坐標，不僅需
要建立良好的心
態，還要發揮自身長處。尤其是亞裔學生面臨著強大的競爭
，怎樣針對這些問題去答疑？在本屆《麥當勞升學教育展》
為期一天的活動中，圍繞8-12年級的高中選課，學期規劃、
參加有價值的活動和比賽、大學申請流程，和大學訪談，有
很多議題，每個議題都具有參考價值。 Rice University的招
生辦公室主任會親臨現場，談談他們是如何招生的。
二、分享嘉賓具備經驗。
特邀請“哈佛爸爸、升學導師”的洪仁鼎老師與同學和家長

一起分享“名校生成長之路”。在達拉斯地區，洪仁鼎老師因多
年來的升學輔導經驗和公益服務經歷而受到社區的讚譽，不僅先
後將自己的孩子送入“哈佛大學”、“紐約大學”等高校，而且
在過去幾年中幫助很多學生申請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
亞大學、賓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美國西點軍校、斯坦福大學
、杜克大學等美國名校。近年來，洪老師創辦My CollegeTRAK
升學指導平台，旨在幫助8—12年級的學生，如何有效地度過高
中四年，邁入理想的大學。

洪老師將親臨休斯敦，與參加《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的同學

和家長分享他的理念。
三、高中生義工機會
眾所周知，高中生要有社會義工的記錄，這是給申請大學

“加分”的指標之一，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本屆教育展上，將提
供給10-12年級學生，9小時的義工機會，共有30個名額，學生
們一邊聽取升學資訊，一邊“賺取”9小時的義工記錄，在過程
中，和名校生近距離接觸。

此外，活動當天，與會者免費進入會場，主辦方提供免費的
午餐和引入部分大學的資訊介紹，因此，本屆教育展被家長譽為
：“暑假期間，非常有趣的、教育類的小博覽會” 。由於現場
容量有限，如果要來參加，請抓緊時間免費註冊！

活動時間：2017年8月26日 9:30AM—4:00PM
活動地址：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
報名網址： https://goo.gl/bBXcjZ
聯繫電話：832-448-0190
Email: mcdeduhouston@scdaily.com

「「8585度度CC」」 的咖啡的咖啡、、蛋糕與麵包蛋糕與麵包((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8585度度CC」」 的店長的店長Michael PostMichael Post、、大地地產大地地產
Steven LeSteven Le、、美南新聞李蔚華董事長美南新聞李蔚華董事長、、Glen GanGlen Gan--
dodo、、經濟組長徐炳勳經濟組長徐炳勳、、伯尼麗香伯尼麗香、、旭陽等人親臨旭陽等人親臨
道賀道賀((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8585 度度 CC」」 的店長的店長 Michael PostMichael Post、、大地地產大地地產
Steven LeSteven Le父子父子、、東主鄭吉隆東主鄭吉隆、、吳振學吳振學、、休士頓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一起剪綵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一起剪綵((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李金龍舞獅團迎接東主吳振學李金龍舞獅團迎接東主吳振學、、鄭吉隆鄭吉隆、、大地大地
地產地產Steven LeSteven Le父子父子((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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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治療““皮膚病皮膚病””為什麼需要為什麼需要““洗澡洗澡”？（”？（22））

慶祝國慶慶祝國慶，，新世紀通訊新世紀通訊MetroPCSMetroPCS免費免費，，免費贈送大屏幕智能手機免費贈送大屏幕智能手機
------------開新手機號開新手機號，，或保留原手機號轉來或保留原手機號轉來，，全部免費贈送手機全部免費贈送手機

(本報訊)“特大喜訊”來自新世紀通訊
MetroPCS：國慶節期間（6 月 27--7 月 10
日）全美統一特別促銷：凡是新開戶的用戶
，無論是新號碼，還是保留號碼從任何公司
轉來，都有資格獲得免費手機，多款名牌
4G LTE 大屏幕智能手機供您選擇，只需交
第一個月的月費，無需簽約，免開台轉台費

用！
MetroPCS手機業務專營店,有全美最好

、最便宜的無限上網手機計劃，每台手機每
月只需$30，兩台手機每月只需$50。2--5
台手機的家庭計劃套餐，每台手機只需$25
，即可無限通話、無限短訊、無限流量上網
（其中 2GB 的高速），另外，全美最便宜

的整月無限高速上網的計劃，
每台手機每月只需$50；兩台
手機只需$80，2--5台手機的
家庭套餐計劃：每台只需$40
，即可無限通話、無限短信、
無限整個月高速上網，看電視
、看電影、導航、視訊通話...

都沒有問題。如有需要的新老用戶朋友請千
萬別錯過良機！

新世紀通訊Metro PCS，T-Mobile網絡
全美最大的預付計劃系統連鎖專營店，所有
的月費已經包含各種稅費，所以簡單、省錢
、又省心。

新世紀通訊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承蒙各位新老用戶的厚愛，新世紀通訊才
有了今天的局面以及全美本專業連鎖系統一
直遙遙領先的業績，真心感謝大家一如既往
的信任與支持。

更多詳情，敬請到中國城王朝商場旁的
新世紀通訊MetroPCS專營店諮詢。

地 址 ： 9600 Bellaire Blvd Ste 132，
Houston, TX
77036 （Dy-
nasty Plaza） (
王 朝 商 場 門
外)

電話：
832-266-836
8 營業時間：
週 一 至 週 六
10:00 至 7:00
， 週 日 12:00
至6:00

（接上期）有人會說：白天的一
身臭汗，身上就已經粘上了細菌，如
果白天破損皮膚遇到了細菌，不就會
被侵蝕了嗎？到了晚上洗澡已經為時
已晚。沒錯，不過我們有補救措施，
那就是我們提到過的，皮膚病細菌有
一個致命弱點，它怕水——純淨水。
這就需要我們的皮膚白天常保持有水
分。要得到這個效果，方法很簡單，
就是每天晚上洗完澡後，全身皮膚塗
保濕露，它的保濕時間可以滿足我們
的要求。市場上的保濕露品種很多，
我們嘗試過的Aveeno的感覺比較好，
有成年和baby用途區分。

我們說了，皮膚病細菌不喜歡水
，喜歡乾燥的皮膚，尤其是濕疹細菌
。如果皮膚乾裂，或其他原因皮膚破
損，細菌就會魚貫而入，侵蝕皮膚。
保濕露中的水即阻隔了細菌的粘附，
又滋潤了皮膚不會乾裂，起到了一舉
兩得的作用。這就是皮膚病的防禦。

皮膚病的治療也是一樣。當然，
治療皮膚病，藥是關鍵。但是，同樣
的好藥，不同的病人使用，方法不同
，結果也大相徑庭。這裏介紹正確的
使用方法如下：

皮膚病，尤其是嚴重的皮膚病，
由於常期抓撓和滲液，常常患處覆蓋

著一次硬痂。用藥時，硬痂阻滯了藥
物的滲透。為了減少和軟化硬痂，洗
澡是最有效的方法，有條件泡浴缸，
那就更好。洗澡時，水溫不易過熱，
溫熱水洗10-15分鐘，身體能夠感到
出汗即可。這出汗的感覺非常重要。
因為溫熱水可以軟化硬痂，清洗過程
中儘量搓洗患處的硬痂，使其減少，
同時把患處的爛皮膚搓掉，為上藥作
準備。出汗的感覺是為了達到汗毛孔
擴張。汗毛孔擴張，可以使塗抹的藥
膏有良好的滲透，達到“藥到病除
“的效果。如果不用熱水洗澡就直接
塗抹藥膏，皮膚病輕微的可以，皮膚

病嚴重的就會有藥力滲透不夠而影響
療效的後果。造成有些人認為此藥效
果不夠好的說法。

再者，前面已經介紹了洗澡的重
要性。已經得了皮膚病的人就更應該
每天洗澡。皮膚病人洗完澡後，擦幹
身上的水汽就可以趁著身體的餘熱抹
藥了。這時的汗毛孔都是張開的，藥
物吸收最好。抹藥時，均勻塗抹患處
，反復按摩幾次就行了。然後將保濕
露塗抹患處及全身，將患處及全身的
皮膚用保濕露蓋住，使其隔絕外界細
菌源，只等藥物在患處起作用。

只要每一個病人都能按照介紹的

方法做到這一點，其結果都是一樣的
：好藥一定會有好報！

《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心中
的好藥！

請分享患者成功的經驗！（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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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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休斯頓地區僑學界舉辦座談會和酒會隆重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李強民大使和全體僑胞舉杯共慶香港回歸二十週年李強民大使和全體僑胞舉杯共慶香港回歸二十週年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范玉新表示執行長范玉新表示：：鄧小平當年的鄧小平當年的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非常英明非常英明，，香港才有今香港才有今
天的和平天的和平，，繁榮繁榮，，希望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希望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李 大 使 和李 大 使 和
僑 學 界 代僑 學 界 代
表 共 切 休表 共 切 休
斯 頓 蛋 撻斯 頓 蛋 撻
王 梅 偉 民王 梅 偉 民
為 本 次 活為 本 次 活
動 定 制 的動 定 制 的
““ 慶 祝 香慶 祝 香
港 回 歸 二港 回 歸 二
十 週 年 蛋十 週 年 蛋
糕糕””

美國國會議員希拉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傑克森..李的亞裔代表羅玲頒發祝賀文告李的亞裔代表羅玲頒發祝賀文告、、李李
強民大使強民大使、、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
聯合校友會會長及華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代表接受聯合校友會會長及華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代表接受

七月一日為活七月一日為活
動主辦單位＂動主辦單位＂
全美華協日＂全美華協日＂
。。出席僑胞年出席僑胞年
齡最大的是體齡最大的是體
壇老將壇老將、、9898 歲歲
高齡的高如山高齡的高如山
先生先生、、浦浩德浦浩德
博士博士、、五邑同五邑同
鄉會會長戴慧鄉會會長戴慧
怡等僑界人士怡等僑界人士

休斯敦僑學界紀念香休斯敦僑學界紀念香
港回歸二十週年座談港回歸二十週年座談
會及慶祝酒會在休斯會及慶祝酒會在休斯
敦國際貿易中心二樓敦國際貿易中心二樓
隆重舉行隆重舉行，，中國駐休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
領事領事、、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共同見證香共同見證香
港回歸以來港回歸以來 2020 年的年的
發展成就發展成就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首先在致詞時表示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首先在致詞時表示：： 香港在香港在2020 年前的今天年前的今天，，
終於回到祖國懷抱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也為香港歷史結束百年滄桑也為香港歷史結束百年滄桑，，開啟了新紀元開啟了新紀元。。不僅使不僅使
＂一國兩制＂的構想得以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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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世界樹立了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
典範典範、、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主持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主持

出席的社區領袖和僑胞代表鄧潤京出席的社區領袖和僑胞代表鄧潤京、、翁和毓翁和毓、、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
強民強民、、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
會長及華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共同主持會長及華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共同主持

圖為世華工商婦女會代表合影於攤位前圖為世華工商婦女會代表合影於攤位前。（。（
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為會長黃春蘭為會長黃春蘭，（，（ 後排左二後排左二 ）） 為為
著名地產經紀王藝達著名地產經紀王藝達。。

圖為今年的圖為今年的 「「愛心愛心 」」 理事在大會現場合影理事在大會現場合影。。

愛心組織七月四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行愛心組織七月四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行
美國國慶日風味小吃募款園遊會美國國慶日風味小吃募款園遊會（（ 下下 ））

「「 愛心愛心 」」 會長徐小玲會長徐小玲（（ 左左 ）） 頒獎給頒獎給 「「 鑽石贊助鑽石贊助 」」
蕭紀書老先生蕭紀書老先生（（右右）。）。

圖為圖為William SuttonWilliam Sutton 小學的歌舞表演小學的歌舞表演。。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Gene Wu ) 帶來賀狀帶來賀狀，，由由 「「 愛心愛心
」」 會長徐小玲會長徐小玲（（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圖為休斯敦華裔聯盟的代表合影於攤位前圖為休斯敦華裔聯盟的代表合影於攤位前。。

圖為玉佛寺的義賣攤位圖為玉佛寺的義賣攤位。（。（右三右三））為今年贊助人洪良冰為今年贊助人洪良冰。。 潘立平舞蹈學校演出舞蹈潘立平舞蹈學校演出舞蹈 「「西藏情西藏情」」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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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親屬移民介紹和最新移民消息
親屬移民(Family Based Immigra-

tion)是指通過血緣關係或婚姻關係申
請綠卡的移民程序。

有的親屬移民是沒有名額限制的
，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1. 美國公民USC的配偶；
2. 美國公民USC的父母；
3. 美國公民 USC 的 21 歲以下的

未婚子女。
有的親屬關係是不能申請親屬移

民的,主要有以下幾類：
綠卡持有人不能為父母申請綠卡

。但是可以申請父母的探親簽證。
叔叔、伯伯、姨媽、姑姑等關係

不能直接申請親屬移民。但公民申請
兄弟姐妹時, 公民兄弟姐妹的孩子如
果在排期到的時候不滿 21 歲且未婚,
則可以與父母同時移民。

表兄弟姐妹等關係不能直接申請
親屬移民。

每個月中上旬美國國務院(De-
partment of State)都公佈最新的親屬移
民和職業移民的排期情況(Visa Bulle-
tin)。 http://travel.state.gov/content/
visas/english/law-and-policy/bulletin.
html需要排期的親屬移民分為四類優
先，每年大約一共有226，000個名額
。第一優先大約有 23，400 個名額，
是指美國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21歲
以上）；第二優先大約有114，200個
名額，分為第二A優先和第二B優先
。二A優先是指美國綠卡持有人的配
偶及21歲以下未婚子女；二B優先是
指美國綠卡持有人的21歲以上未婚子
女。第三優先大約有 23，400 個名額
，是指美國公民的21歲以上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大約有 65，000 個名額，
是指美國公民的兄弟姐妹。

親屬移民的申請步驟視優先的不
同及受益人是否在美國而有所不同。
如果受益人身在美國，不需要排期的
親屬移民可以直接在當地移民局申請
I-130，受益人也可以同時遞交轉為
綠卡身份的 I-485 申請，而其它優先
的親屬移民必須先向移民局遞交移民
申請，等到排期以後，受益人才能向
當地移民局遞交轉為綠卡身份的申請
。請注意，在排期排到之前受益人一
定要保持其合法身份。否則，即使排
期排到，也將無法在美國境內轉換為
綠卡身份。如果受益人身在國外，所

有的親屬移民必須先向移民局遞交
I-130 移民申請。其移民申請被批准
後，案子會轉到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
家簽證中心，而後轉到相應的美領館
，完成移民簽證的手續後，入境即可
取得綠卡。另外，美國公民還可以申
請未婚妻/夫簽證，來美後完婚再申
請綠卡。

親屬移民的類別是可以轉換的。
比如在等待排期的過程中，如果綠卡
持有人加入了美國國籍，第二A優先
的申請將轉換為無排期,等待綠卡的時
間就會縮短許多。而如果美國公民的
成年未婚子女結婚了，就會從第一優
先變為第三優先，等待綠卡的時間將
會更加漫長。

最新移民消息
美國親屬移民收緊，移民表格全

面改版。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
美國移民政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
民和投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排期日
趨冗長。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
審理時間都明顯拖長。移民局加大人
力物力對現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
審查力度。派專人去學校，工作簽證
的任職單位調查申請人的就讀情況和
就職情況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信息完
全一致。一旦發現有任何不實情況，
馬上取消簽證。日前，美國移民局針
對親屬移民申請出台了新政，對親屬
移民申請流程中的表格I-130和I-485
進行了全面更新改版。對比新舊兩版
I-130 表格，頁數從 2 頁增加到 12 頁
。而新版的 I-485 表格，頁數從 6 頁
增加到18頁。這一政策主要為了打擊
“假結婚”等非法移民美國的行為。
為了打擊“假結婚”等移民美國的詐
欺行為，美國移民局由新I-130A表格
取代原有的G-325表格。並明確規定
，如果申請人是通過與公民或綠卡持
有者結婚獲得的美國綠卡，那麼將不
具備為新配偶申請配偶綠卡的資格，
除非滿足以下例外情況之一：已成為
美國公民；已持有綠卡至少五年； 能
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令其獲得配偶
綠卡的上一段婚姻真實；4. 婚姻是因
為喪偶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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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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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
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
託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
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
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
ton Tx 77036 聯 繫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com 週一到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
在該鏈接中收看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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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國家土著歷史文化悉尼慶典開幕澳大利亞國家土著歷史文化悉尼慶典開幕

澳大利亞國家土著歷史文化悉尼慶典在海德公園開幕澳大利亞國家土著歷史文化悉尼慶典在海德公園開幕，，活動意在弘活動意在弘
揚土著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族文化揚土著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族文化。。圖為土著舞隊在表演圖為土著舞隊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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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咖啡館老鼠咖啡館””開業開業
花花5050美元可與老鼠共進早餐美元可與老鼠共進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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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八年海外並購總額超4.6萬億
國有企業唱主角

2010年以來，中國企業出境並購高達

1800筆，總金額超過4.6萬億元人民幣，

其中國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從蹣跚學步

到越行越穩，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正在通

過海外並購獲取新的技術和市場，並重塑

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

盛宴 國企開啟海外並購大時代
中國化工集團公司在瑞士巴塞爾宣布，

完成對瑞士農業化學和種子公司先正達的

收購。中國化工和先正達於2016年2月達

成協議，以43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先正

達，後者是分別在瑞士和美國上市的全球

第壹大植保公司、第三大種子公司，先正

達在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兩萬多名

員工。如今，這壹創下中企海外單筆金額

最高紀錄的並購已經落下帷幕。

然而，對於旨在全

球範圍內進壹步拓展業

務的中國企業尤其是國

有企業而言，這壹收購

遠非謝幕，而更可能是

壹場全球並購浪潮的開

始。Wind統計數據顯示，

2010年以來，中國企業

出境並購高達1800筆，

總金額超過4.6萬億元人

民幣，其中既有成功的也

有失敗的，還有正在進行

之中的，從已經完成和過

戶的情況看，總金額亦超

過壹萬億元。

從所涉及的行業來

看，涵蓋了航空、農產品、技術產品經

銷商、工業機械、電影與娛樂、石油天然

氣勘探與生產、多領域控股、應用軟

件、綜合類行業、多元化銀行等幾乎所

有行業。

在中國企業的海外並購當中，國有企

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2至2015年，在中

國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財務投資

者）海外並購交易金額中，國有企業壹直

占據主導地位。到了2016年，民營企業才

首次在交易金額上超過國企。

除了中國化工等大型中央國有企業外，

地方國有企業也正在積極地“走出去”。

商務部日前發布的消息顯示，山東企業海

外並購投資加快，2016年海外並購交易總

額為2015年的七倍。其中國有企業並購交

易金額達到1292.9億元人民幣，較2014年

增長近4.9倍。鼓勵國企混改、集團內重

組及國企“走出去”等政策，為山東國有

企業的並購活動提供持續動力，成為山東

省並購活動的新增長點。

與此同時，“壹帶壹路”倡議的推

進，也給中國國有企業提供了更多參與

全球市場以及並購的機會。上海電力日

前宣布，擬以17.70億美元收購巴基斯坦

KE公司66.40%股權。KE公司是卡拉奇

地區主要電力供應企業，2015財年實現

凈利約17.33億元人民幣。商務部數據顯

示，2016年我國電力企業海外承包工程

新簽合同額593.7億美元，同比增長30%，

未來幾年電力設備企業海外市場空間有

望達千億美元。參與“壹帶壹路”建設，

已經成為電網公司當前和今後壹個時期

國際化戰略的重中之重。

監管 央地細化對國企境外投資管理
海外並購是壹項高風險行業，中國企

業的海外並購並非坦途。以紫光股份為

例，該公司擬以37.75億美元收購全球硬

盤市場占有率排名第壹的西部數據15%股

份。去年，在確定CFIUS（美國外國投資

委員會）將介入審查後，紫光股份放棄了

這壹收購。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海外

並購被取消的交易金額高達750多億美

元，超過2015年的100億美元，其中有30

多起海外並購因他國監管等原因終止。

除了監管因素外，中國企業特別是

國有企業的海外並購，還面臨後期能否

成功整合、非理性收購、能否適應各國

文化差異等壹系列風險。這些年來，中

國企業海外並購失敗案例不在少數，不

少企業甚至是國有企業，在海外並購上

都已經付了不少“學費”。不過，隨著

企業“出海”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以及

監管部門對包括國有企業海外並購監管

的完善，中國國企的海外並購正走上理

性和成熟的道路。

2016年底以來，監管層正加大對中國

企業海外並購的監管力度，國資委對央企

進行海外並購的風控及投資效率提出新的

要求。今年1月18日，國資委公布了新修

訂的《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和

《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建

立中央企業境內外投資的負面清單，更加

強調境外風險防控，明確規定中央企業境

外投資必須符合企業發展戰略和國際化經

營規劃，堅持聚焦主業，原則上不得在境

外從事非主業投資。中國企業研究院執行

院長李錦認為，管資本重點是管投資，上

述規定有利於形成投資主體，增強綜合實

力，使得央企在“壹帶壹路”建設和“走

出去”過程中有秩序、講效益，防止低層

次惡性競爭的出現。

地方層面，上海市國資委日前下發

《關於加強本市國有企業境外投資管理

的通知》，強調國資監管機構將會同行

業主管部門，針對企業自身發展和境外

投資經營的實際情況，建立健全境外投

資管理基本制度，強化公司治理。通知

強調，企業要積極參與“壹帶壹路”建

設和國際產能合作，突出技術、品牌、

市場，推動價值鏈從低端向中高端延伸，

做強做優做大實體經濟。

轉變 借力並購深度結構調整
在監管深化、細化的同時，中國國

企“走出去”的思路也正在轉變，從原

先的單純擴大生產規模到如今的產業結

構調整和兼並重組。在全球制造業的價

值產業鏈上，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正在

通過海外並購來獲取新技術與新市場，

並向附加值高的產業發展。壹位業內專

家對記者表示，借助海外並購尤其是高

質量的並購，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的深度

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社科院報告指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

行業結構不斷優化。熱點行業出現顯著轉

移，由原來產能過剩的能源、礦產、化工等

領域轉為互聯網、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新興

領域，以及金融業和先進制造業。境外並購

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高水平參與

國際分工合作的壹種重要方式，對提升中國

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服務國內經濟

轉型升級，發揮著重要作用。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

董登新認為，從發達國家走過的歷史來

看，由商品輸出為主逐步轉向資本輸出

和服務輸出並駕齊驅是歷史趨勢，過去

單純的商品出口已經不能滿足今天我們

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他認為，中國

企業以並購的方式“走出去”，是當前

經濟轉型升級的新的動能，中國企業通

過海外並購主動參與國際市場分工，是

中國經濟轉型壹個必經的過程。企業可

以借助高端的海外並購做大做強主業，

創造出世界壹流的品牌。

綜合報導 央行網站發布《中國人民銀行2016

年報》，在年報致辭中，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壹年和推進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國人民銀行將按照

黨中央、國務院統壹部署，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

效益為中心，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加強預期引導，把防控金

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創造性地做好中央銀

行各項工作。

年報指出，針對金融改革，2017年央行將繼

續著力培育和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調控和傳導機

制，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同時，將進壹步完善

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探索將更多金融活動和金融市

場納入宏觀審慎管理；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

大雙邊貿易投資本幣結算和推進雙邊本幣合作；全

面落實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方案，建立可

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安排，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力度。

周小川表示，2016年，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不

穩定性、不確定性進壹步凸顯，國內經濟運行總體

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經濟結構加快調整，但經濟

增長內生動力仍然不足，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

矛盾突出，金融風險有所積聚。在黨中央、國務院

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銀行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

基調，繼續加強宏觀調控，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切

實防範金融風險，為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提供

有力支撐。

他還表示，根據銀行體系流動性格局和供需情

況的變化，綜合運用公開市場操作、流動性調節工

具和存款準備金率等手段，保持適度流動性。將差

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

全面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加強逆周

期調節。繼續發揮定向降準正向激勵作用，合理安

排支農、支小、扶貧再貸款，促進信貸結構優化。

進壹步完善以“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為雙支

柱的金融調控政策框架，為穩增長和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2016年末，廣義貨

幣供應量同比增長11.3%，全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

達到17.8萬億元。

央行：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 把防控風險放重要位置



BB1212醫生專頁
星期六 2017年7月8日 Saturday, July 8, 2017



BB1313廣 告
星期六 2017年7月8日 Saturday, July 8, 2017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ly 8,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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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s growing presence in Cuba gives its 
companies a head start over U.S. competitors                  
in Cuba’s opening market. A breakdown 
in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Trump could                            
also lead Beijing to dig in deeper in Cuba, 
say some analysts.
From buses and trucks to a $500 million golf resort, 
China is deepening its business footprint in Cuba, 
helping the fellow Communist-run state survive a 
crisis in oil-benefactor Venezuela and insulate against 
a possible rollback of U.S. detente.
Cuban imports from China reached a record $1.9 
billion in 2015, nearly 60 percent above the annual 
average of the previous decade, and were at $1.8 

Venezuela due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y.
China’s growing presence gives its companies a head 
start over U.S. competitors in Cuba’s opening market. 
It could leave the island less exposed to the chanc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clamp down on 
travel to Cuba and tighten trade restrictions loosened 
by his predecessor Barack Obama.  A deterio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Trump could also lead 
Beijing to dig in deeper in Cuba, some analysts say.
“If and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creases 
pressure on China … China may decide to double 
down on its expanding footpri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ighborhood,” said Ted Piccone, a Latin America 
analyst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ink tank.

Cuba's main airport taken over by France's 
Bouygues and Aéroports de Paris.
China,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sells goods 
to Cuba on soft credit terms. It is Cuba’s largest creditor 
and debt is regularly restructured, though amounts and 
terms are considered state secrets.  While Cuba does 
not publish investment data, the state press has been 
abuzz with news of Chinese projects lately, covering 
infrastructure, telecoms, tourism and electronics.
Yutong (600066.SS) buses, Sinotruk (3808.HK) 
trucks, YTO (600233.SS) tractors, Geely (0175.HK) 
cars, Haier (1169.HK) domestic appliances and other 
products are prominent in Cuba, where the main U.S. 
products on display are cars dating back to the 1950s, 
thanks to the ongoing economic embargo.

“Business is really booming, more than we could 
have ever imagined,” said the manager of a shipping 
company which brings in Chinese machinery and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Beijing described China and 
Cuba as “good comrades, brothers, and partners,” 

third party,” when asked whether U.S. policy was 
encouraging China to deepen its presence.  “We are 
happy to see that recentl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all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Cuba. I think this 
shows that all countries have consistent expectations 
about Cuba’s vas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told 
reporter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meets with 
Cuba's former President Fidel Castro, July 
22, 2014.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nd White House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INCREASED INVESTMEN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player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econd 

diplomatic clout.  But the Asian giant was reluctant to 
invest in Cuba because of the poor business climate 
and fear of los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Asian diplomats in Havana.
That began to change after Obama moved to normalize 
relations two years ago and Cuba sweetened investment 
rules, sparking new interest among U.S. businesses 
and competitors around the world.  China was well 
placed because the local government preferred doing 
business with long-term friends offering ample credit 

In return, Cuba has shared contacts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region, and taught hundreds of Chinese 
translators Spanish.

media web site last month said the two countries 
agree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renewable energy 

three-day meeting in Havana.

Chinese deputies heard details from 
their Cuban counterparts about                                                            
the process of discussions led by 
the Cuban people on the Guidelines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Revolution.
Plans for several projects were signed, including a joint 
venture with Haier to establish a renewable energy 

  .dias troper eht ,ytilicaf tnempoleved dna hcraeser

assembly plant with Haier with an annual capacity of 
120,000 laptops and tablets, state media reported.
Other projects include pharmaceuticals, vehicle 
production, a container terminal in eastern Santiago de 
Cuba, backed by a $120 million Chinese development 
loan, and Beijing Enterprises Holdings Ltd. (0392.
HK) venture for a $460 million golf resort just east of 
Havana.  Shanghai Electric (601727.SS) is providing 
funds and equipment for a series of bioelectricity 
plants attached to sugar mills.

OVERVIEW

China and Cuba: 160 Years And Still 
Looking Ahead

Sino-Cuban relations have deepened rapidly since 

by both political ideolog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 shared commitment to socialism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has enabled the pursuit of an unusually 
broad range of cooperative initiatives. These includ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Cuban nickel and oil 
sectors, educational and medical exchange program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diaspora on the island.

 Data from Chinese sources on these spheres of 

needs with a blend of state and market forces. The 

decade poses no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contrary, it open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Related

Donald Trump’s New Hardline Policy 
On Cuba Is Another Gift To Russia

Donald Trump’s decision to restrict travel and limit 
trade with Cuba is not being driven by foreign-policy 
concerns, business interests, or human rights. Instead, 

two conservative Cuban-American lawmakers, Mario 
Diaz-Balart and Marco Rubio, have been the force 
behind the change, urging a small group of Trump 
insiders to reverse the policy put in place by Barack 
Obama without input from other lawmakers and in 
the face of objections from all the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involved in Cuba policy.
The rollbacks are expected to make tourist travel 

permanent residents from doing business with state-

operators, and restaurants, as well as producers of 
luxury export goods like cigars and rum. Such a 
move would increase the legal risks for any American 
travelling to Cuba, but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much 

 

Entrance to Barrio Chino, La Habana.
However, the White House doesn’t intend to close the 
US embassy or en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uba, 
which is just beginning the slow transition away from 
its revolutionary founders after Fidel Castro’s death last 
year. Also thought to be unaffected will b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let Cuban-Americans send 
unlimited remittances to relatives on the island.
The move is being painted as a way to push back 
against Russia. White House sources told Politico’s 

“concerned that electronic copies of policy memos 
could fall into the hands of foreign agents, including 
Russia, which has a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with the 
Castro government.”
But most foreign-policy observers think Russia has 
more to gain if the US restricts ties with Cuba than if 
it expands them. Without cash from US tourists and 
companies, the island will b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Russia as an economic patron, especially as 
Venezuela, another stalwart Cuban ally, falls apart.

“If we pull out and return to a policy of isolation, then 

the Chinese, who are also really interested in building 

University expert on Latin America, told me last week.
In recent years, Russia has forgiven billions of 
dollars of Cuban debt and become a major supplier of 
petroleum once again.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a Russian base 90 miles 
from the US mainland, could be next on the agenda.
“A close military alliance between Russia and Cuba 
could have grave security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S senator Patrick Leahywarned in an op-
ed yesterday. “One obvious way to mitigate Russian 

engagement with Cuba.” 

China Is Increasing Its Footprint In Cuba

 Trump Speaking in Miami in 2016. (Reuters/
Carlo Allegri)

(Courtesy https://qz.com)
Additional Details At https://thecubanecono-
my.com/articles/tag/cuba-china-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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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一封公開信
美國每年提供 $170 Billion ($1700 億 ) 作

為大學助學金。從而保證每一位高中生都能進
入他們理想的大學 , 美國才能連續不斷地培養
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迎接世界經濟軍事政治的
挑戰，保持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

新的一年的大學助學金申請季節馬上就要
開始了。長久以來 , 家長和學生在沒有任何準
備的情況下 , 在聽完高中所提供的最基本的大
學助學金填表講座 (Financial aid night) 後 , 家
長甚至是高中生本人僅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就匆
忙填表。 結果可想而之 , 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
況下， 只有低收入 , 低資產的家庭 , 才可以得
到大學助學金。其實，申請大學助學金，少繳
稅不是簡單的填填表格。一定要做好準備 , 多
了解美國 CCRAA 法律 , 稅法 , 教育部規範，
各州以及每所大學設定的各種規定，合理，合

法地安排好家庭的資產和收入之後 , 再去填表
格申請。

2015 年 9 月 , 總統奧巴馬簽署了新的大學
助學金法規 , 打破了前幾十年的大學助學金規
定。如果您的子女 2018 年高中畢業 , 美國教
育部明文規定大學根據您的 2016 年的稅表頒
發最終的大學助學金。您的 2016 稅表非常非
常重要 ! 

多年來 , 著名大學助學金專家及稅務規劃 
Michael Chen 總結發現 , 
家長申請大學助學金最致命的四大錯誤 !!!
認為只有低收入的家庭才能得到大學助學金
受到同事，朋友和其他專業人士的誤導覺得
自己收入，資產太多，而放棄申請
僅抱著試一試的心態，不認真準備，就匆忙
申請

擔心申請大學助學金 , 會影響被大學錄取的
機會

您想避免多數家長申請大學助學金及報稅時的
錯誤嗎 ?
哪些大學，你不應該去申請 ! 

高收入 W2 家庭 : 如何降低家庭凈收入 ,
從而獲得最高大學助學金及繳納最低稅 ?

如何減少你的資產 , 以獲得最高大學助學
金 ?

申請了 FAFSA/CSS, 但沒能得到 Financial 
Aid 的家庭 , 您應該怎麼辦？

Engineer + Turbo Tax = 從省稅的角度上
來看 , 是最差的組合 !

家庭基金會 : 適合於高收入家庭的稅務規
劃 , 讓你減少數十萬的個人所得稅及數百萬的

遺產稅 ! 
工程師最頭痛的 AMT 如何解決？
出錢請會計師報稅的結果如果與自己做的

Turbo Tax 結果一樣，難道真的就沒有辦法少
交稅了嗎？就沒有其他稅務的“高人”可以指
點了嗎？

要想了解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的最新動
態和最新政策 , 請觀看點擊近 5 萬次的視頻系
列  
WeChat 微信 /LINE: MCFG-Wechat
網站 : www.4089962002.com
Youtube: please search: Michael Chen, 
college financial aid

【紐約訊】

創新牌-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是經由全球11個國家採

納「臨床輔助治療實驗」証實，可以迅速達到「增

強免疫抗突變、阻擊癌症擴散」及「輔助進行放化

療、雙倍固本扶正」的功能，可謂是輔助治療癌症

的極品。目前該公司為答謝長久以來新舊顧客的支

持，故舉辦即日起買「創新牌-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

」即送「靈芝膠囊」，歡迎舊雨新知把握機會。

創新牌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是中科院科學家，在靈

芝孢子破壁技術基礎上，運用超臨界CO2萃取技術

，高效提取出濃縮了靈芝抗腫瘤的主要成分，此舉

成就了「靈芝抗癌-醫藥用級」的重大突破，而得到

全球各個治療階段腫瘤患者的信賴。靈芝三萜

(TRITERPENES)是世界唯一超臨界萃取的高濃度配

方，其濃度 ≥ 40%，1粒=40-60粒靈芝孢子，多年

來在國際市場20年勇奪銷量第一，並擁有「中國科

學院自主知識產權」專利，同時獲得中國國家衛生

部唯一批准具有「增強免疫、抗突變」功能的產品

。

經FDA註冊的創新牌-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採用法

國膠囊在美國經嚴格的品質管控監製而成，並保證

無任何重金屬農藥添加劑。它與靈芝孢子粉和其它

靈芝製品相比，最大的優勢是100%剔出殘值，有效

成份濃度高，吸收快，作用更明顯；它集中了靈芝

孢子中的三萜類、核甘類及

部分多醣類化合物，是靈芝

孢子最有效成分的集合體；

大約100克破壁後孢子粉約可

提取1克靈芝三萜油，這正是

靈芝孢子油的彌足珍貴。

創新牌靈芝破壁孢子三萜油

適用於腫瘤治療的任何一個

階段，包括:1.對手術、放化

療的患者可以增強效果，減

輕毒副作用，迅速重建體能

，提高西醫治癒率；2.進行手

術、放化療的腫瘤患者，可

以減輕病人痛苦，提高病人生存品質和延長生命，

並減少手術後患者的血行、淋巴轉移；3.康復期的腫

瘤患者可以增加免疫力、加速恢復體質，降低腫瘤

的復發、轉移率，同時達到防止做放化療時產生的

併發症及副作用；4.迅速改善晚期癌症的惡病質，增

強身體扺抗力及迅速改善免疫低下、愛滋病、類風

濕等病痛。

購買請認準包裝上【中國科學院獨家發明授權專利

】防偽標誌。

德州獨家銷售：東方盧林中醫713-774-5558 

北美諮詢訂購專線:1-877-704-7117，瀏覽上網訂

購www.chinesemiracleherb.com。

盧林中醫獨家銷售 

醫用級《創新牌靈芝
破壁孢子三萜油》
輔助治療癌症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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