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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嘚吧嘚》中國網路人氣

脫口秀 笑看網路發洩解悶

KVVV

節目介紹：
《大鵬嘚吧嘚》是國內一檔接地氣的娛樂脫口秀節目，和其他的脫口秀節目不同，《大鵬嘚吧
嘚》是一檔站在觀眾身邊，以最大限度的誠意擁抱觀眾的脫口秀節目。《大鵬嘚吧嘚》的目標
是：一樣的網絡，不一樣的大鵬；一樣的事件，不一樣的觀點。《大鵬嘚吧嘚》，邀你“笑”
看網絡新生活，讓你由外看內，解悶發泄。沒有高昂的調子也沒有宏偉的目標，只要借用一小
時間你的視覺和聽覺，在這一小時間裡讓你暫時忘了生活的壓力和緊張，笑聲不斷。

播出時間：
▲

每周五上午10點至10點半首播，每周一凌晨5點至5點半重播。
節目海報。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科技公司抗議政
府更改網絡中立法規
多數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制定
的網絡中立性法規。
今年5月18日，美國聯邦通信委
員會FCC投票決定撤銷奧巴馬時
代的一項規定，即禁止優先處理
或遏制某些數據。目前共和黨人
在該委員會以2比1占多數。
川普總統任命的新一任FCC主席
阿裏特·帕伊4月25日表態，希
望該機構能廢除政府監管高速互
聯網服務提供商的所謂“網絡中
立性法規”。
︱一位活動人士在加州洛杉磯參加支持網絡中立的抗議集會。
據報道，帕伊當天表示，他將要
（資料照片）
求該機構下個月考慮廢除這一法
規。包括AT&T和Comcast在內的寬帶供應商
【VOA】臉書、推特以及其它數十家主要的科
一直對於該法規持有異議，因為該法規禁止寬
技公司星期三加入到反對美國政府計劃中改變
帶供應商阻止或減緩網絡流量，也禁止他們因
“網絡中立”法規的抗議活動中。“網絡中立
提供更快網速收取更高的費用。
”法規禁止寬帶服務商有選擇性地為某些或者
帕伊4月25日在華盛頓新聞博物館發表的講話
不為某些互聯網服務商提供或者銷售寬帶接入
中表示，如果因為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的法規
。
，導致許多美國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失去了使用
在名為“全互聯網拯救網絡中立日”的抗議活
高網速的機會，那他們等於什麽也沒做。而美
動中，有8萬多家網站展示了警示、廣告和短
國需要的法規應專註於經濟增長和基礎設施的
視頻，敦促公眾反對推翻2015年當時民主黨占

投資，並讓高速互聯網無處不在，能給美國人
更多的在線選擇，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創新。
帕伊認為，網絡行業應自己進行監管，而不應
再被視為公共事業。
抗議者稱，撤銷這項規定會危害到互聯網。而
網絡中立法規的反對者稱，該法規遏制了創新
和電信基礎設施投資。
在參加抗議活動的公司中，最引人註目的要數
谷歌、臉書、亞馬遜、社交新聞網站Reddit、
旅遊房屋租賃服務AirBnB、微博網站推特和照
片分享應用Snapchat等。全球訪問量最大的色
情網站PornHub也加入到抗議行列。
網絡中立原則擁護組織Demand Progress和
Fight for the Future的代理律師肖恩-維特卡說
：“我們希望FCC聽到，希望國會成員聽到，
就是網絡中立原則的支持率很高。我們希望他
們不要終結它。”
“它可以防止大公司，例如互聯網服務提供商
（ISP），控制誰能夠在互聯網中獲勝或失敗
。如果撤銷網絡中立原則，將沒有任何東西可
以防止ISP妨礙下一個臉書或下一個谷歌公平
地接觸到消費者。”

︱國際奧委會在瑞士洛桑開會

(2017年7月11日)

“如果新的公司
無
法像現有的
公司那樣接觸到消費者，那麽它們就沒有發展
的機會。”

國際奧委會:
將同時決定
2024和2028年
奧運會舉辦城市
【VOA】國際奧委會第130 次全會11 日在這
裡舉行投票，一致決定2024 年和2028 年夏季
奧運會的舉辦城市將同時選出，兩個申辦城市
洛杉磯和巴黎誰先舉辦，將於今年9 月在秘魯
首都利馬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131 次全會上投
票決定。
參加當天全會的國際奧委會委員一共有83人，
大家一致表決通過了國際奧委會執委會上個月
作出的決定，那就是在申辦2024 年奧運會的
城市只剩下洛杉磯和巴黎的情況下，將2028
年奧運會的舉辦權授予落敗的城市，有利於國
際奧林匹克運動的長遠利益。
投票結束後，洛杉磯市長加塞蒂和巴黎市長伊
達爾戈登上主席台，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站在
中間高舉起兩人的手錶示慶祝。
這個結果被看做是巴赫的勝利，他在今年初最
早提出這個建議時，遭到了很多國際奧委會委
員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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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辦事處舉行頒獎典禮
陳綺玲律師獲頒 「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

（本報記者黃麗珊）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辦事
處於 6 月 25 日下午 3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 的僑教中心展覽室隆重舉行 「海外優秀
青年榮譽獎章」頒獎典禮，賴李迎霞主任為休士頓地
區獲獎陳綺玲律師頒獎。賴李迎霞主任說明，今年得
獎者共 11 人，休士頓她推薦的陳綺玲獲獎，賴李迎霞
主任感到很光榮，她認為陳綺玲是美南地區僑界的驕
傲。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休士
頓美華協會會長方宏泰，理事林琬真等親往道賀。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賴李迎霞主任致詞，僑聯總
會是國內的華僑民間組織，成立至今已有 64 年之久，
推動僑教不遺餘力。每年頒發 200 位僑生獎學金、鼓
勵僑生努力向學，傳揚中華文化，僑聯另一項大活動
是舉辦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全球各地初審後推
薦參選，106 年共有 11 位海外青年得獎。在學術、藝
術及僑社公益等各方面，具有卓越成就與貢獻的海外
青年，不是一份獎章、獎狀能彰顯，以此活動鼓勵青
年們在各領域的努力給予肯定，更希望僑胞子女們傳
揚中華文化。面對僑界世代交替，僑聯總會目標明確
，就是服務僑社，傳揚中華文化，促進中華民族和平

，培養 「僑青」參與僑居地公共事務，造就僑社繼起
人才。 「僑青」是傳承僑務最重要的環節，僑聯總會
未來會在僑界培養青年接棒，讓僑務工作一棒一棒接
力下去。謝謝各位來賓，今天特地抽空來參加此次頒
獎典禮，107 年的優秀青年獎開始申請，歡迎大家來
推薦。
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回憶
和陳綺玲認識經過，都表示，相識陳綺玲 10 多年，印
像中陳綺玲一直致力於從事各項義工服務，為華裔融
入主流社會以及創建更美好華裔社區積極奔走。州眾
議員吳元之談到，陳綺玲在華裔社區中扮演為社區發
聲，聯接華裔和主流社會等重要角色，他能成為州眾
議員，也與陳綺玲的幫忙分不開.法官張文華讚揚，陳
綺玲是義工好榜樣，期望更多華裔青年能向陳綺玲學
習，為社區做貢獻。
休士頓美華協會方宏泰會長致詞，陳綺玲是美華
協會中的重要成員，陳綺玲犧牲許多個人時間呼籲華
裔投票、宣導華裔文化等活動，沒有陳綺玲的幫忙，
休士頓美華協會很難有今日的發展，希望她再接再厲
，在社區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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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達福地區僑界成立關懷救助協會
凝聚僑社力量提供緊急事件關懷與救助
由達福地區僑社僑務榮譽職及各界熱心人士發起的 「美國德
州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於 6 月 25 日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
心舉辦成立大會暨首次會議，並推舉曹明宗僑務委員為首屆會長

駐處林映佐副處長(排一左五
駐處林映佐副處長(
排一左五))、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排一左
四)、 首屆會長僑務委員曹明宗
首屆會長僑務委員曹明宗(( 中) 、 副會長僑務委員孟敏寬
副會長僑務委員孟敏寬((
排一右五))等人於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成立大會會場合影
排一右五

僑聯理事長鄭致毅頒發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給陳綺玲律師、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
僑聯理事長鄭致毅頒發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給陳綺玲律師、
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觀禮.(
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觀禮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孟敏寬僑務委員為副會長，駐休士頓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僑教中
心副主任李美姿以及各僑務榮譽職、僑團
首長僑領及熱心僑胞均出席。
林映佐致辭表示海外旅外國人、留學
生等急難救助都可見僑團僑胞的熱心協助
身影，透過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匯聚全僑力
量，將發揮更大效果，提供台灣旅外國人
、僑胞或留學生遭遇緊急危難事件時即時
的關懷與救助，李美姿則感謝兩位僑務委
員辛苦籌備以及熱心僑界的支持，使海外
從事關懷救助的僑團和個人整合起來，讓
資源有效地運用。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在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在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
，哈瑞斯縣法官
該會議由籌備召集人曹明宗僑務委員主
張文華，
張文華
，休士頓美華協會理事林琬真等見證
休士頓美華協會理事林琬真等見證，
，為陳綺玲律師頒 「海外優秀青年榮譽
持，各出席僑界代表熱烈討論達福僑界關
獎」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懷救助協會章程並於大會中通過，同時選
曹明宗表示，很榮幸能擔任協會首屆會長，未來將積極凝聚
出了首屆會長曹明宗僑務委員以及副會長孟敏寬僑務委員，並通
過顧問委員 4 人由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牟呈華、羅玉昭及李小 本地僑胞的熱情及愛心，對台灣僑胞，旅外國人及留學生在本地
濱擔任，並由達福中華社團聯誼會會長張志榮擔任醫療關懷協助 區遭遇緊急危難事件，提供必須與即時的關懷與救助，亦邀請更
組組長、僑務諮詢委員方芸芸擔任財務關懷協助組組長、僑務顧 多熱心的僑團加入這項有意義的組織，共同來作關懷救助等公益
問曹俐娜擔任法律關懷協助組組長、達福台商會榮譽會長陳世修 ，提升僑界正面形象。
擔任臺灣留學生輔導組組長、僑務顧問鍾開瑞擔任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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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商業午宴 暢銷書作家分享企業達陣秘訣
介紹 EB-5 投資移民計畫 創造三贏機會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學無止境，尤其是企業界，不斷有
新的想法、做法，出色的企業家永遠在創新與成長之中。美南國
際貿易中心(ITC)每個月定期舉辦商業午宴，希望給休斯頓各業
界人士一個互動的平台，針對不同領域發表演說，由共同主辦的
Small Business Today 雜誌執行出版人 Steve Levine 邀請優秀的企業
人士與眾分享交流，提供各界人士學習與合作的空間。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於 19 日舉辦 7 月的商業午宴中，暢
銷書作家 Jason Montanez 分享企業人士達陣秘訣，如何能在事業
上與眾不同。同時，ITC 的聯合主席 Jim Noteware 也在現場為所
有人介紹 EB-5 投資移民計畫，氣氛頗為熱絡。
Jason Montanez 首先進行熱身活動，讓現場焦點集中，他在
螢幕上放映一張白紙，白紙中間有個點，他問現場觀眾看到甚麼
，有人回答一張白紙，也有人回答一個小黑點。他再放映一個玻
璃杯，有一半的水，同樣問觀眾看到甚麼？有人回答半滿的水杯
，也有人回答半空的水杯。從這個小活動中，Jason 指出，每個
人都有不同看事情的角度，都基於自己過往的經驗來作答，也就
是”I am”，這是一切的基礎。
因此，當我們對自己說: 自己很蠢、自己不行時，結果就真
的會變成那樣。若是對自己說，我是能幹的、我是意志堅強的，
我行的，結果也就如自己所言。對自己的激勵會潛在影響每日行
為的結果，肯定自己之後，正向的能量會產生豐碩的收穫。
Jason 要觀眾跟著他所說，大聲重複一次，帶著觀眾實際體
驗，說”我是自己所說的那樣”。這個講法的核心，在於發揚自
己的特長，不要對自己說負面的評論，不要給自己製造負面的能
量。因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上天賦予每個人不同的天分
，要發揮那份天賦，不要白白浪費了，也不要用負面的字眼去掩
蓋自己。
接著，Jason 給每個人兩張卡，分別在卡上寫下自己的恐懼
與動機，在寫下恐懼的那張卡上，每個人寫出兩三個自己內在的

恐懼。然後，他要大家把寫著恐懼的那張卡舉起來，撕
掉，丟到垃圾桶中，現場有觀眾發出驚嘆聲，似乎心有
所感，把恐懼扔了!
然後，在寫下動機的卡片上，Jason 請大家寫下甚麼
事會讓自己全心投入？甚麼事會讓自己很滿意、很享受
？以及甚麼事對自己很容易、但對別人很難。經由寫下
這些動機，人們更看清楚自己，更能克服恐懼，迎向成
功，Jason 把這張激勵自己的卡片當成禮物，送給現場參
與的觀眾。
接下來，Jason 分享三個令企業領導人更上層樓的特質，
就是能力(Ability)、清楚(Awareness)、意志力(Will)。能
力讓你實力增強，超越群倫。清楚讓你知道別人如何看
待你，知道你所下的決定如何影響自己，如何影響他人
。意志力讓你發揮最好的自己。
同時，要讓事業與眾不同，有四個要點需要去實踐
，那就是始終如一(Consistent)、感謝(Acknowledge)、解
決(Resolve)、與效率(Efficient)。
下半場，由 ITC 的聯合主席 Jim Noteware 為觀眾介
紹 EB-5 投資移民，這項措施始於 1990 年，投資移民計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每個月定期舉辦商業午宴
每個月定期舉辦商業午宴，
，提供各界人士學習
畫為全球想來美國的外籍人士提供在美投資的正當管道
與合作的空間。
與合作的空間
。
，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而投資者則可合法取得綠卡，
來美國生活。
美國是世界經濟強國，生活水準、治安、教育、科
技、福利、環境等，皆優於許多其他國家，全球各國有
不少的富裕人士，都希望能來美國生活，因此，EB-5
投資移民計畫給這些外籍投資人一個合適的管道，既投
資又能取得綠卡。就美國政府的角度而言，這項計畫可
以為美國吸收更多資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進而刺激
美國經濟的發展。對現有的美國居民來說，更多的工作
機會，便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與未來。可以
說，EB-5 投資移民計畫所創造的，是三
贏的局面。
EB-5 投資移民計畫
EB-5 投資移民計畫中，允許外籍的投資
人、其配偶、及 21 歲以下的未婚子女，經
由投資一定的資金而取得在美國永久居民
的簽証，也就是所謂的綠卡。
EB-5 投資的方式有兩類，第一是直接投
資，這是由投資人直接在美國設立公司。 暢銷書作家 Jason Montanez 分享企業人士達陣秘訣
分享企業人士達陣秘訣，
， 如何能在事業上
第二是區域中心投資，是通過美國移民局 與眾不同
認可的 「區域中心」投資公司進行投資。
EB-5 投資移民計畫，可在美國境內投資任何種類的生意，
國外投資人可以直接在美國境內投資 100 萬美元成
投資的方式可以是新成立、購買或重組現有的企業，而投資人必
立企業(大都會區域)，或在某些偏遠地區及高失業
須雇用十個新的全職工作人員至少兩年，或投資快要破產的現存
率區，投資 50 萬美元，並且創造 10 個就業機會，
企業，維持全部員工至少兩年。申請人在獲准移民後，會先取得
則可獲發二年期的有條件移民簽証。如果二年屆滿
兩年的暫時居留權。兩年後，移民局要重新審核投資企業的經營
前的 90 天，這項投資行為仍然存在、並且運轉正常
狀況，並看其是否持續保持著所創的十個工作機會，決定是否發
，那麼投資人可以申請將條件解除，進而獲得正式
給永久綠卡。
ITC 聯合主席 Jim Noteware 介紹 EBEB-55 投資移民計畫
投資移民計畫，
，為外籍人士提供在
的永久居留權。
對 EB-5 投資移民計畫有興趣的民眾，詳情可洽 713-819-4660。
美國投資的正當管道，
美國投資的正當管道
，可合法取得綠卡
可合法取得綠卡，
，來美國生活
來美國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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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 EBEB-5
5 會議
元臣律師兩次發言 設立維權中心

陳帆律師和歐建剛律師
［本報訊］7 月 13 日東部時間下午 1 時 ，美國移民局召開了
EB-5 利益相關者會議。美國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歐建剛律師
（James Ou）參會並做了兩次發言，他建議移民局加強區域中心
現場核查力度，並提出以下兩點具體實施建議：
（1）移民局對區域中心做現場核查時，應把投資人或其代
理人列入訪談對象。
因為目前區域中心與項目方利益合一，相互之間缺乏監督，
而 EB-5 投資人雖然數量眾多，但有監管區域中心與具體項目運
營的強大內在需求（畢竟涉及 50 多萬美元的資金與全家人的綠
卡）。有些項目投資人，已聯合起來設立投資人委員會，並聘請
美國律師全程介入以監管項目的執行。
雖然大量投資人身在美國以外，不便於參加移民局的面談，
但並不妨礙移民局通過投資人之項目代理律師（非移民遞件律師
），傾聽來自投資人的聲音，並藉此力量加大力度監管區域中心
，防止區域中心的腐敗，關聯交易與利益衝突。
（2）警惕區域中心包辦其名下投資項目的移民申請人向移
民局遞交的申請文件，把移民文件製作者的獨立性與專業性列入
現場問詢範圍，以確保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文件優質可信。美國移
民局對申請文件真實性的信賴，系基於對美國執業律師的職業道
德與高度自律，但歐律師指出一個可能被移民局長期忽略的事實
：有區域中心控制並包辦其名下項目大量移民申請人的文本製作
與遞交，這摧毀了移民局基於文本製作者獨立性的信任，嚴重影
響移民申請文件的可信度。
鑑於目前關於 EB-5 欺詐案件在全美已有上百件，分佈在不
同的州。全美法院已審結或正在審理的訴訟中，約數千名中國投
資人是受害人或潛在受害人，涉及損失、轉移的投資款高達上百
億人民幣。美國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正式設立“商業移民受害人

維權中心”，基於其在該領域的豐富經驗，將持續關注此類欺詐
案件在美國法院審理趨勢，同時積極代理更多的來自中國大陸商
業移民投資人（主要含 EB-5 投資移民與 L-1A 跨國公司高管移
民），為他們儘早挽回經濟損失，甚至在特定條件下，維護他們
的移民權益。
有關投資移民的更多詳情，歡迎與美國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
（Nguyen & Chen LLP.）聯絡，該律所專注於中美商事交易、民
商事訴訟、職業和投資移民等業務，並組建了元臣移民業務、元
臣地產置業、元臣國際併購和元臣民商維權四大專業團隊。其中
元臣維權擁有多名具備出庭資格的美國律師，涉及跨國併購、國
際貿易、房地產買賣租賃和民事、刑事訴訟等領域，可以承接企
業併購、重組法律紛爭和訴訟、美中跨境貿易糾紛、貨款安全、
商業和民用房地產違約詐騙、商務和民事訴訟、投資移民欺詐毀
約案、以及專利、知識產權、版權、商標侵權等各類案件，我們
會派出具備豐富訴訟、出庭和辯護經驗的專業律師為客戶出庭，
為企業和當事人維權。同時，我們作為中國幾十家企業在美國的
常年法律顧問，為中美兩國錯綜複雜的商業糾紛提供法律解決方
案，為中國企業在美的成功發展保駕護航。有關元臣律所更多詳
情，請關注元臣官方網址：www.nguyen-chen.com；元臣官方微
信：nclaw2011。
作者歐建剛律師：休斯頓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執照律師，中
國西南政法大學文學士；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中國律師資格
；擅長受理商業訴訟、跨國投資和貿易中的商業欺詐、
貨款安全、不正當糾紛、侵權及竊取商業機密等案件。
作者陳帆律師介紹： 元臣國際的創始人之一，也是該所主
任律師。他具備紮實的法學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陳帆律師
曾在德克薩斯州哈里斯郡政府、州上訴法院實習工作，並在全
美知名律師事務所供職多年。他畢業於北京外交學院，休斯敦
大學法學院，是美國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美國聯邦地區法院
出庭律師、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提供綜
合法律服務，總部設在休斯頓，在美國擁有十幾名執照律師，
超過二十人的團隊，有移民法、訴訟（刑事、民事）、公司法
、併購、房地產等團隊。陳律師帶領的元臣內部多個團隊，已
為許多中國企業（大型國企、央企、上市公司、行業頂尖私營
企業等）在美國提供綜合性的法律服務。您有任何公司或個人
移民、勞工、合同、投資、併購等法律問題，均可與陳帆律師
聯繫。
美國總部（休斯敦）
聯繫人：陳帆創辦人/主任律師
地址：11200 Westheimer Suite 120, Houston, Texas 77042
電話：(832) 767-0339
傳真：(832) 767-0669
電郵：info@nguyen-chen.com
美國加州（洛杉磯)
聯繫人：包鴻濱律師
地 址 ： 300Spectrum Center Drive, Suite 400， Irvine,CA
92618

電話:（949）754-4179
傳真：(832)767-0669
電郵：hbao@nguyen-chen.com
中國區合夥人：羅厚民律師 電郵：kelvin.luo@nguyen-chen.

com
中國市場總監：Annie Chen 電郵：anniechen@nguyen-chen.
com
電話：13601081129
中國（上海）：
聯繫人：羅厚民律師
地址: 上海市浦東新區浦東南路 379 號金穗大廈 24D
電話:86-21-68822538
電郵：rica.wong@nguyen-chen.com
中國（北京）：
聯繫人：Linda Xu
地址: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 5 號世紀財富中心 2 號樓 656 室
電話:86-10-85731596
電郵：linda.xu@nguyen-chen.com
中國（深圳）：
聯繫人：Rica Wang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益田路 4068 號卓越時代廣場 5139 室
電話：075582882178
電郵：rica.wong@nguyen-chen.com
元臣官方網址：www.nguyen-chen.com
元臣官方微信：nclaw2011

華美易經學社主辦

華僑聯合總會美南分會協辦 專 題 講 座
主 講 者 : 毛志江醫師
時 間 : 2017 年 7 月 30 日, 星期日 下午 2:00 至下午 4:
00
地 點 :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僑
教中心一樓展覽廳
講題：人類善意的剖析
毛志江醫師對人類善意的應用和錯用將有精僻的分析
。並將以動物界和人類的例子加以佐證。歡迎大家來分享
毛醫師在這方面的心得。
毛志江醫師於 1981 年畢業於休士頓德州大學醫學中
心(UTMSH)。已有 36 年的行醫經驗。著名的家庭和內科
醫師。毛醫師是 Memorial Hermann Greater Heights Hospital, Memorial Hermann South west Hospital and St. Joseph
Medical Center 的特約醫師。
演講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講 座 連 絡 電 話 : 李 兆 瓊 (832)-724-7556、 洪 良 冰
(832)-818-6688

休城工商

華美銀行2017
華美銀行
2017年第二季度財報表現優異
年第二季度財報表現優異 存貸款持續增長
淨利達1億1千8百30萬美元，每股獲利0.81美元

(本報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股票代號 EWBC，於 NASDAQ 交易）7 月 20 日公佈
2017 年第二季度財報，淨利達 1 億 1 千 8 百 30 萬美元，每股獲利
達 0.81 美元。第二季度平均資產報酬率（ROA）為 1.36%，平均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為 13.05%，平均有形股東權益報酬率
為 15.30%。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表示，延續第一季度的
成長勢頭，2017 年第二季度華美銀行的盈利穩健增長，總貸款創
新高達 2 百 72 億美元，較首季度的 2 百 65 億美元增長 7 億 3 千 2
百萬美元，或年均增長率 11%。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總存款創
新紀錄，達 3 百 12 億美元，較首季度的 3 百零 5 億美元增長 6 億 1
千 1 百萬美元，或年均增長率 8%。
吳建民指出，優異的財報表現得益于貸款組合短期利率的上
調影響。淨利息收入增長 7%，同時凈息差較首季度上升 0.16%。
此外，第二季度貸款組合收益較上季度增長 0.17%，存款成本小
幅提高 0.04%。
吳建民總結道： 「穩健的資產品質為強勁的營運表現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非獲利資產減少 8%，佔總資產的 0.37%。貸款損失
準備金與持作投資貸款比率提升至 1.02%，部分原因歸咎于第二
季度 0.04%的年均呆帳凈回收率。一直以來，華美銀行憑藉強勁
的盈利能力為股東創造長期收益，第二季度的亮眼財報正是最好
的體現。」
盈利表現概要：
• 獲利增長強勁 – 2017 年第二季度盈利達 1 億 1 千 8 百 30
萬美元，較 2016 年第二季度的 1 億
零 3 百 30 萬美元增長 15%；每股獲利 0.81 美元，較去年同期
的 0.71 美元增長 14%。第二季度凈利和每股獲利較首季度的 1 億
6 千 9 百 70 萬美元和 1.16 美元均減少 30%。第一季度獲利涵括了
一筆商業地產出售獲利以及稅務支出減少。2017 年第二季度調整
後稅前撥備前收入達 1 億 9 千 8 百萬美元，較首季度的 1 億 7 千 9
百 60 萬美元增長 10%；較去年同期的 1 億 6 千 5 百萬美元增長 20%
。
• 淨利息收入和凈息差持續上揚 – 2017 年第二季度凈利
息收入達 2 億 9 千零 10 萬美元，較首季度增長 1 千 8 百萬美元或
7%。本季度貼現增值收入達 6 百 30 萬美元，第一季度為 3 百 20
萬美元。受貸款組合增長和近期加息的積極影響，不計貼現增值
收入的調整後淨利息收入為 2 億 8 千 3 百 80 萬美元，較上季度增
長 1 千 4 百 90 萬美元或 6%。第二季度凈息差達 3.49%，較上季度

增長 0.16%；調整後凈息差達 3.41%，較上季度增長 0.12%。
香港、上海、深圳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
• 總貸款創新紀錄 –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總貸款達 2 慶、台北、廈門及廣州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
百 72 億美元，較第一季度的 2 百 65 億美元增長 7 億 3 千 2 百萬美 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
元，年均增長率達 11%，較去年同期增長 12%，主要得益于單一 間營業到下午七時。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
住宅抵押貸款的強勁增長，多樣化的商業貸款，以及商業地產和 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
銀行 2017 年第二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
多戶住宅組合的持續成長。
• 總存款再攀新高 –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總存款達 3 eastwestbank.com 查閱。
百 12 億美元，較第一季度的 3 百零 5 億美元增長 6 億 1 千 1
百萬美元，年均增長率為 8%，較去年同期增長 10%。增
長主要來自有息支票存款、定期存款、貨幣市場和儲蓄存
款。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無息存款減少 1 億 9 千 9 百萬
美元，達 1 百零 5 億美元，佔總存款的 34%，較上季度的
35%小幅降低。
• 資產品質穩定 –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貸款損
失準備金提升至 2 億 7 千 6 百 30 萬美元，相當於持作投資
（Held-for-investment, HFI）貸款總額的 1.02%；上季度
為 2 億 6 千 3 百 10 萬美元，或相當於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
0.99%。第二季度年均呆帳凈回收率相當於平均持作投資
貸款總額的 0.04%，上季度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相當於平均
持作投資貸款的 0.08%。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非獲利資
產減少至 1 億 3 千 3 百萬美元，佔總資產的 0.37%；上季度
為 1 億 4 千 4 百 80 萬美元，佔總資產的 0.41%。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華美銀
行普通股每股有形權益達 21.93 美元，較第一季度增長 3%
，較去年同期增長 13%。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
圖為 UFO 協會六月份會議時
協會六月份會議時，
，副會長李兆璿
副會長李兆璿((立者
立者))演講
8.95%，第一類資本比率（CET1）為 11.3%，總風險資本
的情景。（
的情景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比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 12.8%。
管理階層表示，預期 2017 年第三季度銀行將繼續成
（ 本報訊）UFO 協會總幹事 李兆琳日前表示: UFO 協會訂
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 2017 年 8 月 15 日派發 2017 年第
於七月二十九日（週六）上午 9:30 至 11:30 在美南銀行（6901
三季普通股股息每股 0.20 美元，股東將依其至 2017 年 8 月
Corporate Dr. , Houston, TX 77036) 會議廳舉行本月會議，討論
1 日的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主題有二：
關於華美銀行
1 ：有關 UFO 最新資訊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主講人 ：副會長 李兆璿 先生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
2 ：有關 「道西基地」（dulce base）之 「傳說」
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3 百 59
主講人 ： UFO 研究員 鄧中泰 先生
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 130 處服務網絡，
歡迎大家邀請朋友踴躍參加，開會現場請各位會員不要忘
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約、
了戴上 UFO 學會會帽！
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我們在

UFO 協會七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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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灣社鼓勵福遍華裔參加慶祝美國國慶日
福遍地區民眾 7 月 4 日下午聚集在糖城新建的 Festival Site located at 18355 Southwest
Freeway (near Sugar Land UH Campus) 慶祝美國國慶日. 下午 5 時左右，廣闊草坪上已有不
少社區民眾到場，等待觀賞晚間國慶煙火及大舞台的精采表演。
為鼓勵福遍華裔不缺席慶祝美國國慶日, 華人社團福遍僑灣社今年會長浦浩德、前會
長劉志恆帶著會員在現場為洋人取中文名字，展示中華文物。其中臉部彩繪大排長龍，
小朋友迫不急待的讓彩繪老師王慧勇在自己臉上塗抹，現場陳列僑灣社的舞獅頭也吸引
許多路過民眾爭相拍照，氣氛熱鬧。
會長浦浩德表示，福遍僑灣社參加主流國慶活動將近 15 年. 浦浩德會長也謝謝恆豐銀
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AFNB) 多年的參加贊助社區活動. 他希望華人能踴躍參
加主流活動，讓美國人士看見華人也在關心社區。

僑灣社右起僑灣社右起
-劉志恆
劉志恆,, David, 浦浩德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福遍僑灣社在糖城新建的 Festival
Site 慶祝美國國慶日

美國社區人士在僑灣社現場

僑灣社右起 - 蔡維妮
蔡維妮,, 浦浩德
浦浩德,, 徐朗
徐朗,,
劉志恆,, 楊英麗
劉志恆
楊英麗,, 彩繪老師王慧勇

Alice Chu 為洋人取中文名字
劉志恆為洋人取中文名字

僑灣社後排右起為僑灣社劉志恆 、 浦浩德
僑灣社後排右起為僑灣社劉志恆、
浦浩德、
、 蔡維
妮、楊英麗
楊英麗，
，前者為彩繪老師王慧勇

糖城新建的 Festival Site 慶祝美國國慶日
洋人為取中文名字,, 臉部彩繪
洋人為取中文名字
臉部彩繪,, 在僑灣社大排長龍

休城讀圖

美南銀行和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聯合舉辦具有交流意義的社區服務園藝講座
俞希彥老師、資深會員May鍾和Julia黃分享雞蛋枇杷和沙漠玫瑰的園藝經驗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創辦人俞希彥老師應邀講解夏季園藝及果樹
、花卉的相關種植要領
花卉的相關種植要領。
。Julia 黃分享沙漠玫瑰的園藝經驗
黃分享沙漠玫瑰的園藝經驗。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資深會員 May 鍾幫助與會人
士認識果樹從修剪、
士認識果樹從修剪
、挖坑移植等有關注意事項
挖坑移植等有關注意事項。
。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資深
會員 May 鍾不藏私的分享
了她養土方法：
了她養土方法
：把堆肥土
（Compost
Compost）
） 置於底部
置於底部、
、
接著再把廚餘、
接著再把廚餘
、豆渣放置
第二層、
第二層
、上層再放上敲碎
的黏土土壤，
的黏土土壤
，最後再鋪上
一層稻草，
一層稻草
，保持土壤溼度
和熱度，
和熱度
，使土壤順利腐熟

對於廚餘選用 ， 俞希彥老師
對於廚餘選用，
以衛生安全角度來看，
以衛生安全角度來看
， 葉菜
廚餘比肉類廚餘好處多，
廚餘比肉類廚餘好處多
，所
以不鼓勵把葉菜與肉類廚餘
混用。
混用
。 May 鍾強調種植果樹
每隔一段時間仍需繼續施肥
， 可將廚餘放置在周圍挖好
的溝中，
的溝中
， 且在果樹根部附近
預留空間，
預留空間
， 可放置護根物質
（Mulch
Mulch）
）來使果樹獲得最
佳的生長環境。
佳的生長環境
。

美南銀行和休士
頓華人園藝協會
聯合舉辦的園藝
講座,, 休士頓華人
講座
園藝協會創辦人
俞希彥老師講解
夏季園藝及果樹
、花卉的相關種
植要領，資深會
員 May 鍾 分 享 雞
蛋枇杷的園藝經
驗, 吸引很多愛好
園藝的同道朋友
到場參與聆聽專
家們分享經驗。
家們分享經驗
。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俞希彥老師妙語如珠的教導大家
對於花卉蔬果種植訣竅。
對於花卉蔬果種植訣竅
。資深會員 May 鍾提到
鍾提到，
，堆肥
土選用與廚餘、
土選用與廚餘
、豆渣
豆渣，
，甚至黏土土壤的處理步驟與方
法都講究。
法都講究
。

許多愛好園藝的同道朋友到場參與聆聽休士頓華人
園藝協會資深會員 May 鍾分享經驗
鍾分享經驗。
。

很多愛好園藝的同道朋友到場參與並交流園藝心得。
很多愛好園藝的同道朋友到場參與並交流園藝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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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hina Fail To Agree On
Trade Issues At Economic Talk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reted silence on the issue as an increased likelihood of
US action on Chinese steel.

Workers check steel products at a factory in
Dalian,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March 30,
2016. Photo/China Daily)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Yang (C), U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 (L) and U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pose for group photos during the first China-US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in Washington DC, the US, on July 19, 2017. Photo: Xinhua
The US and China wrapped up the contentious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in Washington
on Wednesday, failing to agree on major new steps to
reduce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The two sides had a “frank exchange” but failed to
agree on most major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issues that were important to the US, a senior US official
said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he was not authorized to speak publicly.
These included US demands for access to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s, reducing excess Chinese
steel capacity, reductions in auto tariffs, cutting subsidie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ding Chinese requirements for data localization and lifting ownership
caps for foreign firms in China, the official said.
In his opening remarks to the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U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criticized China’s $347 billion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saying that it was not the product of

market forces.
“China acknowledged our shared objective to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 which both sides will work cooperatively to achieve,” U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and Ross said in a brief statement, highlighting a rare point of consensus.
Mnuchin and Ross also said the US position on the
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would b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balance,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on matters
of trade will continue to guide the American position
so we can give American workers and businesses an
opportunity to compete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The contentious issue of steel tariffs was expected to
be a difficult topic at the economic talks, but the two
sides did not issue any statements on this.
The US blames Chinese excess capacity for a global
steel glut that is hurting US producers, and has threatened to impose tariffs.
US Steel stocks were sharply higher as investors inter-

After the market close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ld
a reporter that steel tariffs “could happen”, according
to Reuters news agency.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cast the economic talks in a positive light, saying in a statement that
both sides had acknowledged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the 100-day talks and would to work together to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
“The two sides will expand areas of cooperation in
services and increase trade in services; expand mutual
investment, and create a more open, equitable, transparent and convenient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e
embassy said.
However, US and Chinese deleg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ic dialogue have both canceled news
conferences scheduled for late afternoon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economic talks, a US Treasury
spokesman said.
The spokesman said that there was no information on
the cause of the cancellations.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confirme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Chinese
press conference, also without explanation.
Experts thought that it was unlikely that the economic
talks would produce any significant agreements on the
most thorny issues.

It was unclear whether the talks covered US demands
for China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ove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
Trump has previously signaled that China might obtain
improved trade terms in exchange for help on North
Korea.

In an editorial on Tuesday, the state-run Global Times
said, “Trump won’t be able to boost US economic
growth if the world economy can’t maintain healthy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China,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plays a vital role.
Finding fault with China will only trample on the US’
efforts toward its economic target. It is hoped that the
US can use new thinking about China and take opportunity of the CED to work for mutual benefit.”
The session had been billed as a follow-up to Trump’s
first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his
Mar-A-Lago, Florida, estate in April when Trump
hailed Xi’s cooperation in curbing th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Trump said that this would lead to better
trade terms for China.
The two leaders launched a 100-day economic plan
that has produced some industry-specific announcements, including the resumption of American beef
sales in China and pledged to grant limited US access
to som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s.
But there have been no new initiatives since, and
Trump has grown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with China’s
lack of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His administration
has threatened new sanctions on small Chinese banks
and other firms doing business with Pyongyang.
(Courtesy http://sino-us.com)

Grand Jury Indicts Former U. of I. Physics
Student In Chinese Scholar's Kidnapp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hoto/truecrimespodcasts.com
A federal grand jury in Urbana indicted a form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doctoral candidate on Wednesday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a Chinese visiting scholar last
month, federal prosecutors said.
Brendt Christensen, 28, is charged with kidnapping
Yingying Zhang from near a bus stop on the Urbana-Champaign campus the afternoon of June 9.
Christensen was arrested June 30 and was previously
charged via an affidavit filed with the federal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Illinois.
Christensen, of Champaign, will now formally enter
a plea to the charges at an arraignment scheduled for
July 20, one of his attorneys, Thomas Bruno, said. If
convicted, the penalty is up to life in prison.
Bruno declined further comment. A Chicago attorney
who has been assisting Zhang’s family throughout the
court proceedings could not immediately be reached
for comment.
The one-page indictment Wednesday did not offer any
new details into the investigation beyond what the FBI
and prosecutors revealed in an affidavit and in court
hearings.
Zhang, 26, had been on her way to sign an apartment
lease the day she disappeared, police officials said. She
had texted the apartment manager to say she was running late, then unsuccessfully tried to flag down a public bus to make her appointment, according to a federal
affidavit filed when Christensen was arrested.
Zhang was standing at a bus stop near West Clark
Street and North Goodwin Avenue on the north end
of campus when authorities say Christensen, driving a
black Saturn sedan, approached her.
Security video from a nearby parking garage showed
Zhang speaking to the driver, who authorities contend
was Christensen, for several moments before getting
inside the car on the front passenger’s sid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reported Zhang missing that

night after several of her colleagues tried
and failed to contact her. She has not
been seen since and is presumed dead,
FBI officials said.
Within days of Zhang’s disappearance,
police concluded that the car seen in the
widely released video matched the one
registered to Christensen in Champaign
County. In interviews, he first denied
having left his apartment the day of the
kidnapping, then said he had picked up
“an Asian female” and offered her a ride,
but dropped her off a few blocks away.
Authorities searched the car and found
the passenger’s side had been thoroughly cleaned, a potential sign of trying to
conceal evidence, the affidavit stated.
Police seized Christensen’s phone and
other electronics from his apartment, and found visits
to a bondage and sadomasochism fetish website called
FetLife and a forum called “Abduction 101.”
Authorities began surveilling Christensen on June 16.
On June 29, a recording captured him saying that he
had kidnapped Zhang, prosecutors said; he was arrested the following day.
Christensen, a former doctoral candidate in U. of I.’s
physics department, appeared in two brief court hearings in Urbana last week.
In arguing that Christensen should stay behind bars
during the court case, federal prosecutors said Christensen attended a campus vigil in Zhang’s honor while
under federal surveillance, was caught on tape describing his “ideal victim,” and pointed out people in the
crowd who fit those characteristics.

He was also caught on tape describing how Zhang
fought and resisted him during the alleged kidnapping
prosecutors said. Officials have not revealed how the
recordings were obtained.
U.S. Magistrate Judge Eric I. Long ordered Christensen held in custody pending trial.
Zhang, originally from southeast China, came to the
university in late April as part of a one-year research

appoint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 school spokeswoman
said. (Courtesy http://sino-us.com)

Related
After Illinois Student’s Disappearance, Chinese Point Finger At “Inefficient” U.S. Police
BEIJING, China– 26-year-old Yingying Zhang,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has been missing for more than one month. Now,
the public in her native country of China is pointing
fingers at the U.S. and American law enforcement.
The FBI is working the case, and says Zhang was kidnapped by Brendt Christensen, 28, on June 9th. They
now suspect she is dead. But, more than a month later,
China’s “Global Times” newspaper reports “the slow
progress in finding Zhang has led many [in China] to
criticiz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 police.” The paper
goes on to say, “Some Chinese parents have begun to
wonder if it is safe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the U.S.”

Yingying Zhang’s father Ronggao Zhang, left,
and her friend Xiaolin Hou carry the banner
as community members join together to walk
for Yingying, a Chinese scholar who went
missing three weeks ago, Thursday, June
29, 2017, in Urbana, Ill. Illinois students and
others from the wider community are gathering at the Urbana-Champaign campus to
show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scholar who
disappeared three weeks ago. (Holly Hart/The
News-Gazette via AP)
Zhang’s disappearance has reportedly sparked heated
discussion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 leg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general safety
of America.
The “Global Times” reports the circumstances of
Zhang’s kidnapping drew nationwide interest on China’s social media sites, due to her excell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 apparent uncooperative nature of the
suspect, and the fact that Zhang’s body still hasn’t been
found more than a month later.
A Chinese blogger, Zhan Hao, wrote to his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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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illion followers, “Whether it’s the U.S. police
or the FBI, their case-solving abilities are not even as
good as out country-level police. They finally found a
suspect a month after Zhang went missing, who turned
out to be a doctoral student and R.A. at Zhang’s university.”
He continues, “With this low skill level, no wonder
they are only able to resort to bullets. The miracles of
U.S. police are only Hollywood depictions!” Hao’s
post has been shared hundreds of times.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s State news agency,
warned against the high crime rates in the U.S., highlighting, “You don’t even need to look at the numbers.
Just check the local news and you’ll find there is almost not a single day when a crime doesn’t happen.”

Others question why there are so few surveillance
cameras in the U.S., compared to China,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for police to track the route of Christensen’s
car on the day Zhang disappeared. In Beijing, apart
from when people are home, nearly everything they do
is monitored by surveillance cameras.
Although some people question the safety of the U.S.
and the efficiency of its police, others are trying to explain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to the Chinese public.
You Tianlong, a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 in justice
studies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called many Chinese people’s mistrust of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is
“unfounde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som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public is mainly due to their unfamiliarity with
the U.S. legal system, and some media’s intentional
distortion,” Tianlong told the “Global Times.”
Tianlong has been writing in the Chinese media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FBI waited several weeks to arrest
Christensen was not because of their low efficiency,
but due to the country’s legal system.
“In order to protect citizens’ property rights and privac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have to obtain a search
warrant before they search private properties,” he explained. (Courtesy http://wqad.com/201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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