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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周洁 女士
中国著名舞蹈影视表演艺术家及教育家
国家一级演员
周洁晓慧舞蹈学校(J&H Dance School)创办人
周洁舞蹈基金和美中国际艺术教育联盟创办人
荣获建国六十周年中国舞蹈家
“杰出贡献奖”
美国国会颁发
“文化交流贡献奖”
休斯顿大学“终身成就奖 ”

北京保利、保利香港拍賣 聯合徵集藏品
保利拍賣十二周年上半年成交逾 38 億元，穩居亞洲第一
徵集範圍 : 中國古代 | 近當代書畫 | 古董珍玩 | 郵品錢幣 | 珠寶鐘錶

7 月 20 日 休斯頓
上午十點至下午六點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7 月 13 日 溫哥華
7 月 15-16 日 舊金山 ( 周六、日 )
7 月 18-19 日 達拉斯 ( 預約 )
7 月 22-23 日 洛杉磯 ( 周六、日 )
7 月 27 日 紐約
7 月 30 日 多倫多 ( 周日 )

如果拍賣給您帶來不便 , 保利專家直接推薦實力買家收購您的藏品

諮詢電話：650-455-6612
      212-273-0822

北京保利 2016 秋季拍賣會｜齊白石《辛未山水冊》
成交價 :RMB 195,500,000

諮詢郵箱：書畫類聯系人 : 靳小姐 polyusa@polyauction.com
      古董類聯系人 : 李先生 lijiawei@polyauction.com
      紐約辦事處聯系人 : 黃先生 nyc@polyauction.com

北京保利 2015 年秋季拍賣會
十四世紀 釋迦牟尼
成交價：RMB 103,500,000

北京保利 2012 年春季拍賣會
李可染《萬山紅遍》
成交價 :RMB 293,250,000
北京保利 2010 年秋季拍賣會
北宋 宋徽宗禦制清乾隆禦銘
“松石間意”琴
成交價：RMB 136,640,000

北京保利 2016 年秋季拍賣會｜任仁發《五王醉歸圖卷》｜成交價 :RMB 303,600,000

北京保利 2016 年秋季拍賣會
張大千《瑞士雪山》
成交價：RMB 164,450,000

北京保利 2011 年秋季拍賣會
徐悲鴻《九州無事樂耕耘》
成交價：RMB 266,800,000

北京保利 2011 年秋季拍賣會
清乾隆六十年白玉禦題詩
「太上皇帝」圓璽
成交價：RMB 161,000,000

北京保利 2009 年秋季拍賣會
清雍正 檸檬黃地洋彩浮雕花鳥
寶瓶紋六方瓶
成交價：RMB 67,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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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政事》台灣傑出藝文人士訪談

提升藝術政事層次

KVVV

節目介紹：
《文人政事》以專訪臺灣傑出藝文人士為主，不論是傳統文化或現代藝術、西方或是東方文化
傳承和創作，都將透過節目的報導以及棚內訪談，讓全球華人了解臺灣多元文化藝術發展，提
升文化水平和形象；並藉由創作者經驗分享，激發民眾創意，培養兼具歷史傳統和現代時尚感
的藝術觀。
此外，為了服務廣大海外僑胞，《文人政事》也將視情況邀請政府官員接受訪談，做政治、經
濟文化等政事方面的說明。

播出時間：
▲

周三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首播，周四下午1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節目現場。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反映美國歷史有功
湯姆‧漢克斯將獲成就獎
電影和電視的廣大作品，有力
【VOA】兩度贏得奧斯卡
的照亮了美國歷史。
影帝的演員湯姆·漢克斯
漢克斯的電影作品許多反映了
即將獲得來自好萊塢電影
美國歷史的關鍵時刻，像“阿
圈之外的榮譽，美國國家
波羅13號”、“間諜之橋”和
檔案基金會本周宣布漢克
“拯救大兵賴恩”等等。他還
斯將獲得今年的成就記錄
主演過“薩利機長”，是關於
獎。
飛機迫降在哈德遜河的真實故
華盛頓的非營利組織國家
事。
檔案基金會是國家檔案館
漢克斯在得獎消息曝光後表示
的合作夥伴。基金會宣布
，一頭鉆進幾乎無所不包的歷
，六十一歲的湯姆·漢克
史檔案裏，對他而言就是像在
斯將在今年十月二十一日
最棒的水域裏遊泳，能夠參與
於首都華盛頓的國家檔案
這個頒獎活動，是非常好的事
博物館獲頒2017年的成就
情。
記錄獎，這個獎項表揚通
漢克斯去年才和其它20人一起
過個人成就宣揚美國歷史 ︱湯姆·漢克斯獲美國國家檔案
基金會今年的成就記錄獎。
獲得奧巴馬總統頒發總統自由
的人。漢克斯將在頒獎晚
勳章，這是頒給美國平民的最高榮譽。
會接受著名的紀錄片制作人肯·伯恩斯的問答
漢克斯縱橫好萊塢四十多年，他憑借1993年的
訪談。
“費城故事”和1994年的“阿甘正傳”兩度贏
基金會在聲明中指出，漢克斯的職業生涯通過
得奧斯卡影帝的頭銜，達到事業巔峰。
表演和制片來彰顯歷史，過去四十年通過他在

研究:咖啡有益健康

但要避免太熱
【VOA】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一天一杯咖啡
，活得長。喝咖啡和降低糖尿病、中風、心臟
病和癌症的比率也有聯系。
內科醫學年鑒七月十一日刊登了兩篇大規模的
研究報告，顯示飲用咖啡和較好的健康有聯系
。
兩篇報告都長期追蹤檢驗幾十萬人的健康史，
發現幾個不同族裔的群體飲用咖啡都降低了各
種疾病的危險，無論他們飲用的是普通有咖啡
因的咖啡或者去咖啡因的咖啡，而且咖啡消費
的多，效益就越大。
這兩個報告都是所謂的觀察研究，而不是受控
制的臨床試驗。因此盡管觀察結果發現喝咖啡
和健康的聯系，但並不能證明是因果關系。研
究人員指出，研究結果至少支持過去許多研究
所得到的咖啡無害論，甚至可能有益人體健康
。
兩份報告的研究人員都調查參與者飲用咖啡
的多寡，以及影響健康的習慣，包括吸煙、
運動和心臟病等。
南加州大學的研究檢驗了超過十八萬個白人
、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和夏威夷土著喝咖
啡的習慣，平均追蹤十六年。
另一個報告是倫敦帝國學院和國際癌癥研究
機構的歐洲科學家共同進行的，檢驗了來自
十個國家52萬成年人喝咖啡的習慣。
南加大的研究發現，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人，

因心臟病、癌癥、中風、糖尿病、呼吸器官和
腎臟疾病的死亡率降低百分之十二，每天喝三
杯的人，風險更降到百分之十八。而且喝咖啡
的益處並不因為樣本的族裔背景而減少。
歐洲的研究則發現各種疾病的死亡風險降低，
包括消化、循環和肝臟疾病，不同國家的研究
結果並無不同。
斯坦福大學的腫瘤專家彼得·亞當斯教授指出
，這兩個研究對咖啡與健康的知識做出顯著的
貢獻。他說，兩個報告和從前的調查結果看來
前後一致而有力，但真正要有說服力，重點是
必須發現咖啡如何發揮效力，有待進一步的研
究。
專家因此認為兩份報告擴大了從前的研究成果
，指出了飲用咖啡的明顯效益。
然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家團隊，包括南加
大的學者去年對飲料熱度所做的報告，仍然引
人關注。他們指出，飲用溫度超過65攝氏度的
飲料，包括熱咖啡、熱茶和其它含有咖啡因的
熱飲，可能會增加食道腫瘤的風險。他們的結
論是，享用咖啡，但不要喝的太熱，有證據顯
示太熱會傷害食道細胞，導致癌症形成。

︱研究報告：咖啡有益健康。（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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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被禁六國在美人員非直系親屬不得入境
美国就针对六个国家而颁布的旅
行限令进做出解释。该限令有些限制
性条款规定，禁止某些在美国居住者
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以及他们的非直
系亲属进入美国。
美国政府对夏威夷州就联邦政府
上周颁布执行的旅行限令中的某些条
款的诉状做出了回应。在这项旅行限
令付诸实施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在六
月底裁定，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令中
某些部分可以执行，最高法院将在今
年晚些时候对这个行政令进行全面的
审查。
限令要求对六个国家的公民停发

签证 90 天，并冻结难民安置计划 120
天。但是，最高法院在裁决中说，美
国应当允许与居住在美国的人和美国
境内机构有着“真正关系”的外国人
入境美国。
这样，决定让谁入境的权力就落
到了政府的移民官员手中。美国决定
，允许某些居住在美国的人的父母、
配偶、未婚妻或未婚夫、和子女进入
美国。但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孙
子孙女、外孙子与外孙女，和其他非
直系亲属，比如姑姑、姨妈、叔叔、
舅舅、侄子、侄女和表兄弟和堂兄弟
等将不能入境。

夏威夷认为，政府对最高法院的
裁决的解读过于狭窄，而联邦政府说
，自己“严格执行”国会确定的合法
移民限制措施。
难民团体也对美国的规定提出质疑
。它们说，他们在美国重新安置难民的
工作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本身就可
以构成那些需要希望进入美国者的“真
正关系”。难民团体说，这些难民应该
按旅行限令的例外进行处理。
与此同时，政府的难民安置计划
还在继续正常进行，直到 6 日。届时
，到今年九月到期的这个财政年度的
五万个名额预计将全部用完。

特朗普政府拟研究新计划
赴美合法移民或砍半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他的亲信现正
悄悄与两位保守派参议员研究一个大
幅削减合法移民人数的议案。如果议
案获得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到 2027
年，合法移民目前一年 100 万的人数
将大幅削减一半至 50 万。
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计划支持由两
位共和党保守参议员——阿肯色州的
寇顿及乔治亚州的裴度提出的议案。
这两位参议员现正与白宫移民鹰派立
场的资深官员米勒密锣紧鼓准备这一
议案。

减少合法移民人数存争议
据悉，这个即将提出的移民议案
是这两位参议员曾于今年 2 月份提出
的“改革美国移民促进就业法案
RAISE Act”的修改及扩大版本。两
人 3 月与特朗普在白宫讨论这个议案
时，特朗普对这个议案表示赞赏。
虽然参众两院议员口头上均表示

需要打击非法移民，但在减少合法移
民人数的问题上，甚至在共和党人中
，也是一个较具争议性的问题。
寇顿与裴度的议案也将标志着与
现时移民系统大相径庭的巨大转变，
现时主要照顾家庭团聚的依亲移民系
统，将被改变为以特殊技能及高等教
育程度为衡量标准。例如，将绿卡名
额分配给杰出专业人才及研究人员、
拥有研究生高学历及特殊技能的人等
多个类别的外国人。
经济政策研究所及国安部移民年
报的数据显示，在过去 15 年，美国根
据专才类别签发绿卡的比例，在合法
移民中仅占不到 10%。特朗普在竞选
总统时曾承诺，将把美国的移民系统
转变为以专才及高教程度为主的以技
能为基础的系统。

广泛重组移民系统部分行动
一位白宫资深官员称这些行动属
于广泛重组移民系统的其中一个部分

。该名官员表示，白宫尤其希望针对
福利计划，及将入籍及移民限制在有
交税及收入较高的移民方面。该名官
员表示：“为了符合入籍的资格，你
要证明可以自给自足及不领取福利。
”他还表示，将大幅削减低技术移民
，称此举将保护美国工人及最近入境
的新移民。
不过这位白宫官员也表示，虽然
这个行动已经在暗中进行，但他也承
认，在现时的国会，这是一个困难的
举措。

国会必须在今秋前通过开支案
目前 未 清 楚 的 是， 有 鉴 于 国 会
现在取消奥巴马健改法的健保案陷
入困境，加上还未开始认真考虑税
法改革及基础建设的一揽子方案，
白宫将如何提出这样具争议性的议
案。此外，国会也必须在今秋前通
过开支案，才可以避免政府停摆及
提高债务上限。

在美华人注意：绿卡持有人犯罪
也可能被递解出境
藩(Chamroeun Phan)已经在美国
明尼苏达州舍本县(Sherburne County)
被关了近一年，等待被遣返至柬埔
寨。
2009 年，藩在一间酒吧关闭后
，打破了该酒吧的三扇玻璃，造成
1400 美元的损失，被判重罪，这严
重损害了他永久居民的身份。移民
局试图在 2013 年遣返藩，但因为藩
并不对公众造成损害，他被允许与
他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一同生活
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
2016 年夏天，移民局决定最终
执行藩的遣返。在他们等待柬埔寨
批准文件时，藩被逮捕并被关押了
六个多月。但政府收到文件时，藩
的移民法官紧急制止了他的遣返令
。法官的理由是，藩应该有第二次
机会，因为自窗户事件后，他并没
有制造任何麻烦。他的大多数亲戚
都在美国，他的小女儿也在美国。
随后，法官重新给了藩永久居
民身份，并且允其自由。但是，联

邦移民执法人员推翻了移民法官的
决定，他们认为藩没有豁免资格，
因为在 2013 年他被下达遣返令的时
候，移民局上诉委员会规定犯有重
罪的永久居民，不能有免除遣返的
例外。
这项法律在 2015 年被一系列的
联邦法庭颠覆。然而，管辖范围包
括明尼苏达州在内的第八巡回法庭
仍遵循这一法律规定。正因如此，
藩仍将在遣返完成前呆在监狱里。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缩紧
了移民政策，并加速遣返非法移民
。其中，合法移民也受到了影响。
在美国，不管是持有绿卡，还是工
作签证、学生签证等合法身份，一
旦触犯法律，即便是撞车逃逸、酒
后驾车等轻罪，还是家暴、斗殴，
在被刑法判定有罪之后，会被转移
到移民法庭，以往移民法庭通常不
是重罪，就处于不介入状态，但现
在极有可能直接被遣返。
此外，据纽约华裔律师刘瑛说

，是否遣返与在美国居住的年数也
有关系。如果在美国居住少于五年
，可能被遣返。如果是五年以上，
一罪不遣返，条件要宽松许多。如
果是一罪，判刑一年或以上，可以
遣返。如果居住五年以内，一罪刑
期一年以上，也可遣返。如果是犯
下两罪，可被遣返。
例外的情况是，如果是一罪，
但有两个罪名，可以申请豁免。如
果是一罪，但是重罪，可被遣返。
例如，有人遇到移民局检查，开车
逃跑，可被遣返。性犯罪都要登记
，不登记者可被遣返。
如果绿卡持有人犯罪，递解出
境的标准和不准入境的标准不同。
如果犯下同样的罪行，递解出境的
标准比不准入境的标准要宽松许多
。“这就是说，同样的犯罪，在境
内可能不会被递解出境，但是如果
人在国外可能回不来了。”如果犯
下的罪行涉及到道德，犯罪者出国
后，在海关就不能入关。

国际移民组织
全球 2300 万人计划移居国外
国际移民组织 7 月 11 日发布的
《2010-2015 年全球移民潜力计算》
报告指出，通过对 2010-2015 年期间
全球各地人们移民意愿的分析，全球
约有 2300 万人正在积极准备移民国
外。
这份由国际移民组织全球移民数
据中心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正
在积极准备移居国外的 2300 万人约
占全球总人口的 0.5%。根据报告，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美国，其次是英
国、沙特阿拉伯、法国、加拿大、德
国和南非。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年
人计划移居到发展中国家。
报告显示，计划移居的人中有一
半人目前生活在包括尼日利亚、印度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 20 个国家
，这些国家计划移民的成年人最多。
而西非、南亚和北非是向外移居潜力
最大的地区。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对媒体
表示，这次全球调查显示了人们移居
的意图和最有可能移居人员的概况。

这项研究阐明了近期出现的全球移民
趋势，那就是，无论贫富，许多国家
都在吸引人们移民。
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计划
移民的成年人口的占比有所增长，在
某些地区的增长速度更快。计划和准
备移民的成年人多为年轻人、单身人
士和男性，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地区
，并且大都完成了中等教育。
国际移民组织指出，该报告是基
于盖洛普世界民调组织在全球 160 多
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而得出的结论。计
算计划移居的人数可以很好地预测经
合组织、欧洲统计局和联合国经社部
记录的实际人员流动情况。这些调查
显示了计划迁移的群体，潜在移民人
数最多的国家，以及受欢迎的移民目
的地。报告指出，受政策限制、资源
缺乏或意愿改变等因素影响，移居计
划可能并不会实现，但这个调查报告
对迁移潜力的进一步分析将帮助及时
预测移民流动的趋势，为相关组织提
供很好的及时应对预案。

近千人搭末班车新西兰无收
入门槛技术移民最后冲刺
7 月 19 日，新西兰移民局将进
行最后一次没有收入门槛的技术移
民 EOI 选取。在此之后，技术移民
EOI 选取将暂停。到 8 月 14 日选取重
开时，移民局将引入有年薪门槛的
技术移民新政。
在上周进行的技术移民 EOI 选
取中，被选中的申请人数出现井喷
，达到 908 人，已经逼近技术移民
140 分时期的水平。在被选中的 908
人中，有 840 人是在新西兰本地申请
，而且都有工作或 offer。另外 68 人
为离岸申请者，52 人有工作 offer，
16 人为无 offer 申请者。若以国籍统
计，38%被选中的申请者为印度国籍
，中国公民占 16%。紧随其后的，
是 8%的菲律宾人和 7%的英国人。
去年 10 月，新西兰将技术移民
的 EOI 选取分数线从 140 分提高到
160 分，每次选取的人数从原来的约
900 人骤减到 500 人以下。之后，这
一数字保持相对稳定，直到今年 4 月
中下旬。
在今年 4 月 19 日公布的新政中
，新西兰移民局明确给出申请人在
申请技术移民时需要达到的工资标
准，并赋予技能工作经验和高学历
更高打分权重。与此同时，绝对技
能短缺和近亲在新西兰等加分项则
被取消。
这一新政公开后，新西兰技术

移民申请人数开始显著增加，被选
中的 EOI 申请也水涨船高。今年 5 月
的两次选取，被选取的人数已经稳
定在 600 人左右。到 7 月 4 日的倒数
第二次选取，中选数更是激增到超
过 900 人，重回“140 分时代”的水
平。
目前，距离 7 月 19 日的最后一
次旧政策 EOI 还剩下一周时间。下
周是否还会出现赶搭末班车的热闹
情景？
移民留学顾问 Nick Hao 分析认
为，最后一次旧政策下的 EOI 选取有
望再冲高一点，毕竟还有不少申请者
赶着要搭上末班车。但由于从新政宣
布到实施有近三个月的时间，大多数
潜在的申请已经消化，所以 7 月 19 日
这次选取的数量估计不会太夸张。从
一线移民顾问的处理量来看，中国籍
申请者的数量基本持平，印度籍申请
者的数量有所增加。
至于 8 月份第一次新政下的选取
，Nick Hao 预计观望的气氛会比较
强烈。因为一般情况下，新政出台
之后总有一个等待观望的阶段。而
且技术移民新政还有一个关键点需
要厘清，那就是对申请人相关工作
经验的认可，有些细节仍需要移民
局的解读。但总体而言，硕士等高
学历申请者，以及收入较高的申请
者，在新政下的机会可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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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人談鱷魚不色變 這些常識很有益
（本報訊）說起鱷魚，休斯頓人
一點都不陌生，特別是近年來大量的
有關報導，這些藏在室內、學校，橫
在道路上爬行和在地溝邊經常被發現
的鱷魚，都讓休斯頓人感到鱷魚會隨
時隨地出現在人們面前。
鱷魚專家稱，鱷魚喜歡在濕地和
淡鹽水中出沒，同時，不誇張的說，
鱷魚還喜歡高爾夫球場的環境。
目前，德州動物和自然保護協會
開設了專門的鱷魚項目課程，向民眾
講授鱷魚的自然習性和保護人類的安

全知識。
專家首先強調，人類對鱷魚應該
給予積極的保護，從上個世界六十年
代起，鱷魚已被列入瀕臨滅亡的動物
之一，但也是第一個從這個名單上去
除的動物。
鱷魚對於生態環境至關重要，但
鱷魚所到之處，許多生物都會應運而
生，例如濕地和白鷺就會出現。
專家發現，一但鱷魚開始在島嶼
安家，白鷺也會隨之遷徙至此，因為
雌性鱷魚能夠非常勇敢的保護巢穴，

同時，這也讓白鷺的巢穴收益其中。
鱷魚能夠讓浣熊，蛇類以及袋貂等主
要是食肉類動物遠離，這樣也保證了
白鷺巢穴的安全，因此，鱷魚能偶保
持生態平衡。
鱷魚專家還稱，鱷魚還是測量生
態環境健康與否的晴雨表，有鱷魚的
地方，也意味著這是健康和可持續的
生態環境。相反，也可以利用這個指
標來發現問題，更好的保護我們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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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打撈兩輛二戰期間坦克 遭納粹襲擊沈海

親昵瞬間萌化人心
捷克動物園新生白獅幼崽

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 126 歲藍鯨骨骼

大話經濟

手機支付用戶達 4.69 億
應用場景多普及程度高
“逛商場買衣服掃壹掃，請朋友吃
飯掃壹掃……出門不用裝錢包，只要帶
上手機就夠了！”對於在北京市東城區
某私企工作的趙佳佳來說，日常生活已
經基本遠離現金，有了移動支付走到哪
兒都很方便。
移動支付的發展，近幾年尤其快。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三十九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顯示，截至去年 12 月，我國手機網上支
付用戶規模增長迅速，達到 4.69 億，年
增長率為 31.2%，網民手機網上支付的
使用比例由 57.7%提升至 67.5%。移動
支付向線下支付領域的快速滲透，極大
豐富了支付場景，有 50.3%的網民在線
下實體店購物時使用手機支付結算。

告訴記者，自從有了移動支付，他跟用
戶都不用再擔心現金不夠的問題，收付
款非常方便。不只是年輕人玩得溜，爺
爺奶奶們也不差，移動支付的受歡迎程
度超乎想象。最近，家住北京市朝陽區
紅廟北裏的趙大爺學會了移動支付，每
天早上到附近的菜攤去買菜，挑好菜再
用手機付款。
通過對海量用戶行為進行計算和分
析，支付寶發布了 2016 年中國人全民賬
單。賬單顯示，移動互聯網已成為中國
人生活方式的壹部分，4.5 億消費者過去
壹年 71%的支付筆數發生在移動端，超
10 億人次使用“指尖上的公共服務”。
目前移動支付筆數占整體比例高達 71%
，2015 年這壹數據僅為 65%，移動支
付滲透率的攀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線下
普及性越來越高
手機支付習慣的養成。
4.5 億消費者去年 71%的支付筆數
數據統計也證明，移動互聯網與線
發生在移動端
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移動支付正以燎
寄快遞沒帶夠現金？“用手機支付 原之勢燃燒著。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
吧！掃壹掃！”某快遞公司快遞員侯亮 顯示，今年壹季度，銀行業金融機構共處

理 電 子 支 付 業 務 374.01 億 筆 ， 金 額
756.84萬億元。其中移動支付業務 93.04
億筆，金額 60.65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65.71% 和 16.35% 。 移 動 支 付 金 額
16.35%的增長與65.71%的支付筆數增長
的落差，傳遞的正是移動支付金額小及交
易頻繁的特征，進壹步說明這壹支付方式
的普及性越來越高。
再看全年數據，2013 年至 2016 年
，我國移動支付業務筆數由 55.45 億筆
增至 1228.6 億筆，金額由 10.75 萬億元
增至 208.41 萬億元，筆數年均增長率超
過 175%，金額年均增長率超過 165%
，移動支付發展之快顯而易見。
用途越來越多
轉賬付款、公共事業繳費、機票預
訂……
在北京市朝陽區金臺裏社區，小張
的水果攤上掛著兩個二維碼。“八成以
上的顧客都會用手機支付，不僅免去了
準備壹堆零錢的麻煩，還能防止找錯錢、
收假幣，手機支付真是又快又好！”
移動支付應用場景越來越多。移動
支付具有隨時、隨地、隨身的特點，與
傳統支付方式相比，多應用於小額、快
捷、便民等支付領域，如公共交通、旅
遊、菜場、便利店、移動互聯網消費等。
部分銀行手機銀行業務、非銀行支付機

構錢包產品中嵌入與百姓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的服務，如話費流量、火車票、機
票、酒店預訂、網點門票、醫療、簽證、
遊戲點卡、油卡代充、違章罰款等功能，
移動支付生態圈正逐步形成。
新技術帶來新模式、新產品。近年
來，移動支付市場主體積極推動新技術
與移動支付應用深入融合，創新出新的
業務模式和產品，不斷拓展移動支付業
務應用空間，促進移動支付安全性和便
捷性的提升。在客戶身份認證方面，開
始逐步嘗試使用指紋、聲波、人臉識別
等生物識別技術作為身份輔助驗證手段。
覆蓋面越來越廣
農村地區手機銀行開通數累計 3.73
億戶，去年手機支付業務筆數50.86億筆
長期以來，農村地區普通行政村壹級
的銀行機構網點基本處於空白狀態，農民
要想辦理金融支付業務路途遠、困難多、
成本高，村域支付結算需求受到抑制。隨
著支付技術的發展和推廣，農村地區的支
付環境持續改善，移動支付已逐步成為解
決農村金融支付服務需求的切入點。
截至 2016 年末，農村地區網上銀行
開通數累計 4.29 億戶，2016 年發生網
銀 支 付 業 務 筆 數 98.29 億 筆 ， 金 額
152.06 萬億元；手機銀行開通數累計
3.73 億 戶 ， 發 生 手 機 支 付 業 務 筆 數

中國工業趨穩 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待解
綜合報導 2017年前五個月中國工業經濟企穩，
但工業的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原中國工業和信息化
部部長李毅中認為，這需要引起警惕。
2017 年 1-5 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 6.7%，比去年上升 0.8 個百分點。由於
供給結構改善，大宗商品上漲，5 月份 PPI（全國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上漲 5.5%，行業景氣
度提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舉行的第十三
屆中國工業論壇上判斷說，“去產能深化推進，供
求失衡矛盾繼續緩解，新供給進入擴張周期，2016 年
下半年以來工業生產、就業等經濟指標明顯改善。”
值得關註的是，中國工業投資的民間投資呈下
滑態勢。李毅中註意到，2016 年，全國固定資產

投資增長 8.1%，工業投資增長 3.6%，工業投資中
的民間投資只增長 2.6%。
2017 年 1-5 月，民間投資狀況有所好轉。固
定資產投資增長 8.6%，工業投資中的民間投資同
比增長 4.3%。“這仍然偏低”，李毅中認為。
“就工業經濟而言，無論是加快發展新興產業，
還是加快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都需要依靠投資，
國民經濟和行業企業補齊短板，消除瓶頸仍然需要
投資來支撐”，李毅中表示。
“工業投資低落是實體經濟‘脫實向虛’，工業
被‘空心化’、‘邊緣化’的表象。”李毅中說。
據測算，目前工業行業平均利潤率在6%左右，
而銀行業營業利潤接近 40%，是工業行業的 7 倍。
這也是造成工業投資不振的原因之壹。

“工業投資民間投資增幅持續走低，會影響發
展路徑，甚至可以影響這兩年的經濟穩增長。”李
毅中表示。
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工業作為第二產業的比
重持續下降。2005 年到 2008 年，工業占 GDP 比重
保持在 42%到 41.2%的平臺，2016 年降到 33.2%
，平均每年降壹個百分點。
李毅中認為中國仍然需要大力發展工業經濟。
發達國家是在實現工業化後，工業所占比重才開始
下降，而中國要到 2020 年才基本實現工業化。
現在，美國、德國、韓國的制造業比例仍然較
高。2015年，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為13%，日本
19%，德國 23%，韓國 27%。金融危機後，發達
國家紛紛重返制造業，美國制造業比重有所提升

50.86 億筆，金額 23.40 萬億元。
走出國門，隨著海淘市場快速發展
和國內居民出境旅行大幅增長，我國跨
境支付業務整體呈快速上升趨勢。近年
來，商業銀行、銀行卡清算機構和非銀
行支付機構積極將我國移動支付手段和
技術向境外商戶拓展，將國內移動支付
的業務模式和用戶體驗直接復制到境外，
既方便了我國居民到境外旅遊消費，也
將我國移動支付技術標準和影響力迅速
拓展到全球，引領世界移動支付發展。
截至 2016 年底，中國銀聯已在境外
160 個國家和地區開通了銀聯卡受理，受
理商戶近 2000 萬家，並積極將雲閃付和
銀聯二維碼業務向存量商戶快速拓展。除此
之外，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等非銀行支付機構
的合作商戶也已覆蓋境外 50 多個國家和
地區。我國居民到境外旅遊消費已可方便
實現與國內壹致的便捷購物體驗。
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有關負責人表
示，移動支付正逐漸成為電子支付發展
的新方向，國內移動支付產業呈現強勁
增長態勢。相信在未來移動支付的產品
成熟度和體驗感會進壹步增強，將成為
金融便民、利民、普惠的重要途徑。

。而中國，如果持續以每年 1 個百分點下降的話
，“到 2020 年工業占 GDP 比重不到 30%，這是
個警戒點。”
目前，《中國制造 2025》任務分解完成，共
有 165 項重大項目，中國多省打造先進制造基地、
智能制造中心、創新中心等，都需要企業的大力參與
。
李毅中認為，要進壹步增強民營企業家對經濟
預期的信心；保護知識產權，解除民營企業後顧之
憂；改革措施落地生根，不打折，不拖延，不推
諉，不過多設置邊界條件，不抬高門檻；要深入推
進壟斷行業改革，為民資提供更多有利商機。
李偉則表示，要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營造穩定
透明的政策環境，提供高效規範的行政環境和公平
競爭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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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Of Pooh Blocked On Social Media Sites As
Bloggers Compare Cartoon Character To China's President

Why China Censors Banned Winnie The Poo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hen is a set of wrist watches not just a set of wrist
watches? When is a river crab not just a river crab?
Inside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of course.
Winnie the Pooh has joined a line of crazy, funny internet references to China's top leaders.
The Chinese name for and images of the plump, cute
cartoon character are being blocked on social media
sites here because bloggers have been comparing him
to China's president.
When Xi Jinping and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endured one of the more awkward handshakes in
history netizens responded with Winnie the Pooh and
Eeyore shaking hands.
And then there was the time President Xi popped his
head out of the roof of his special Red Flag limousine
to inspect the troops - a photo appeared online of a toy
Winnie the Pooh popping out of his own little car.
It is not only that China's censors will not tolerate ridicule of the country's leader, they do not want this beloved children's character becoming a kind of online
euphemism for the Communist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comparisons might be thought
of as harmless enough and some might even think that
having Winnie as your mascot could even be quite endearing: not in China.

Here the president is Mr Grey. He doesn't do silly
things; he has no quirky elements; he makes no mistakes and that is why he is above the population and
unable to be questioned.
The previous Chinese Leader Hu Jintao had a catchphrase of "promo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or, in Chinese, hexie 和谐.
Bloggers started to refer to being censored as having
been "harmonised" - bei hexie le 被和谐了 - but, by

Wechat is a privately owned company but China's tech
giants must toe the Party line.
Winnie the Pooh has actually fallen foul of the authorities here before. This renewed push against online
Pooh is because we are now in the run-up to th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this autumn.
The meeting takes place every five years and, among
other things, sees the appointment of the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now seven-member group at
the top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Xi Jinping will also be using the Congress,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of his second term in office, to
further solidify his grip on power by promoting allies
and sidelining those seen as a threat.

This meme showing Xi Jinping and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began circulating in
2013.
changing the tones in Chinese or changing the charac- way of testing the censorship regime for yourself.
ters, you can fudge the meaning. So another hexie is Everybody in China uses the Wechat (Weixin 微信)
river crab 河蟹。In other words, when you see an im- App… and I do mean pretty much everybody.
age of a river crab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it is likely Sit down next to a friend who also has Wechat on their
to be a reference to something having been censored.
phone. Now try and send them a text message using the
Another Chinese leader Jiang Zemin came up with a name "Liu Xiaobo".
political theory called Three Represents, san ge diabiao On your phone it will appear as if you have sent the
三个代表。If you switch that around a bit it becomes message but your friend will not get it.
dai san ge biao 带三个表, or wear three watches. S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an just punch certain words
the wearing of three watches became a cheeky way of or phrases into whatever blocking mechanism they use
referring to hi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socialism "with and shut down discussion of a topic.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ot necessarily easy to get around China's censors
though.
For example they have been extremely successful
at virtually wiping 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country's
number one dissident Liu Xiaobo - the winner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who died in custody here last week
- at least as far as the general public goes.
Most Chinese citizens have simply never heard of him.
If you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China at all here is a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was
better known abroad than he was in China.
It had been thought that China has transformed into a
system of two-term governance for the country's supreme leader but this is merely a recent convention
rather than a rule.
So, because President Xi has made so many enemies
within the Party as a result of his widespread anti-corruption crackdown, many have questioned whether he
can afford to give up power after the next five-year
term.
In order to stay on he will believe that he needs to
ensure there are no cracks in the absolute loyalty he
demands.
And, in this climate, there is seen to be no room for
even the most frivolous challenges to his supreme authority. (Courtesy www.bbc.com/news)

The Philippines Looks To
China For Infrastructure
Funds Despite Doubts At Home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s Hands During
Their Meeting in Beijing
TAIPEI -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s ambitious $167 Philippines, from the Chinese, it’s to get the Philipbillion plan to build up infrastructure for long-term job pines on their side as far as the South China Sea claims
cre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tap into his over territory are concerned. It does anchor the Philipnew friendship with China for funding, despite doubts pines closer toward the Chinese.”
at home.
The Philippines wants to be mor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aid his “golden age” of
infrastructure would create roads, railways and other economically competitive
public infrastructure through the end of his term in A heftier infrastructure budget, which began growing
2022.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where about one- in 2016 under Duterte’s predecessor Benigno Aquififth of people live in poverty, has missed factory in- no, would build new ground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vestment, and with it job creation, partly because of a expand ports and airports for use by foreign-invested
lack of those amenities.

factories. Investors now pick places such as China and
Vietnam because of their more developed facilities.
“We are ready to fund the Build, Build, Build infrastructure program that will ensure robust growth for
the economy and more inclusive growth pattern and
dramatic reduction in poverty incidence by 2022,”
presidential office spokesman Ernesto Abella said via
the office website July 6.
At least 20 million Filipinos are “poor,” according to
the Philippine Statistics Office Authority data last year.
They live on less than half the “living wage,” of 1,088
pesos ($24.10) per day, it said via the presidential website.
The Philippines is also raising money through tax reform to fund new infrastructure. From July to May, the
government collected about 2.09 trillion pesos ($41
billion) in revenues, seven percent higher than in the
same period a year earlier, Abella said.
But officials are also tapping China. Over the past year,
for example, Beijing has discussed helping fund two
Philippine railway projects with a combined total cost
of $8.3 billion. China agreed in January to work with
the Philippines on 30 projects and put up the equivalent of $3.7 billion.

But who benefits the most?
Philippine pundits and opposition politicians have
questioned that funding because they worry Beijing
would use it to erode their country’s sovereignty claim
to the fishing-rich, oil-laden South China Sea off their
west coasts.

for separately elected Philippine Vice President Leni
Robedo.
Philippine Senator Leila de Lima asked the senate in
May to examine any proposed loan from China that
would rack up debt or compromise Philippine sovereignty.

Distrust, but is it warranted?
Most Filipinos distrust China,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Metro Manila research organization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7.
But the Philippines will probably find China’s loan
terms equal to what private banks would offer according to Christian de Guzman, vice president and senior
credit officer with Moody’s in Singapore.
Beijing has made similar offers across Eurasia under
its 4-year-old “Belt-and-Road” initiative aimed at increasing Chinese influence while picking up contracts
for Chinese firms.
“The debate, with regards to borrowing from China I
think, has some political overtones to it,” de Guzman
said.
“But I think from a pure financial perspective, the cost
of borrowing from China is not any cheaper or any
more expensive than borrowing from the market,” he
said. “This is because borrowing from China is typically done through the Chinese policy banks. They’re not
a private bank. They’re state owned.”

Roads, railways and ports
China has offered the Philippines up to $24 billion in aid that includes such projects, part of
a friendship that the two former rivals began
pursuing after Duterte took office in June 2016.
Previously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angrily
disputed trac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eijing
had taken an upper hand with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sea’s Spratly Islands and coast guard patrols over a shoal coveted by Filipino fishermen.
“It shouldn’t be a surprise that the Philippines
would be receiving more funding,” said Song
Seng Wun, Southeast Asia-specialized economist with the private banking unit of CIMB in
Singapore.
“The only thing, obviously all these things will Philippine President Duterte’s “Golden Age of Philipcome with a catch,” he said. “In the case of the pine Infrastructure”

China is using its financial clout
Philippine Senator Leila de Lima
Some also wonder whether China will send its own
workers and materials for the projects it funds. Chinese-funded project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come
with Chinese labor, meaning fewer local jobs.
“We want to know if th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at
will be funded by loans from China will really translate
into actually jobs for skilled and unskilled laborers, for
fellow Filipinos, as well as local sourcing of materials for the big push for infrastructure by the administration,” said Georgina Hernandez, spokes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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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ei, Malaysia, and Vietnam also contest Beijing’s
claims to the 3.5 million-square-kilometer South China Sea. They resent Chinese control of islets for military use as well as its passage of coast guard vessels
through waters overlapping their own claims.
China has turned to its $11.2 trillion economy to offer
investment for all three, keeping their anger quiet especially after a world arbitration court ruled a year ago
this month against the legal basis for much of Beijing’s
maritime claims.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
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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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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