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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毛志江 医师
著名家庭及内科医师
1981 年毕业于休士顿德州大学医学中心(UTMSH)
36 年行医经验
受邀于 7 月 30 日下午 2 时在侨教中心﹐担任华美易经
学社主办的
「人类善意的剖析」讲座主讲人﹐将对人类
善意的应用和错用将有精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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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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中國》了解中國風土民情

闡釋中國文化

節目介紹

KVVV

節目介紹：
《行知中國》探索埋藏地下千百年的古老秘密，除去歲月的塵封，還原歷史的真相。這裡網
羅千奇百怪的民風民俗，多姿多彩的地方風貌，儀態紛呈的風情。傳奇、秘聞，窺探歷史的
生動側面。風土、人情，觸摸文化的真實脈搏。天地、自然，領略生命的偉大奇跡。幫助非
漢語環境的學習者提高漢語聽說、讀、寫的水平，掌握漢語學習方法。節目口號：了解漢語
學習，闡釋中國文化。

播出時間：
▲

周一至周五凌晨1時至1時30分首播，敬請關注收看。
節目片頭。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總統的兒子小唐納德·川普公布的電郵顯示，
他很希望獲得他認為俄羅斯律師能提供的、可
以將希拉裏·克林頓定罪的材料。希拉裏是
2016年大選中川普的競爭對手。

川普女婿周一出席聽證 美國即將
否認與外國政府串通 再次進行
反導試驗

兩個委員會都在審查有關俄
羅斯是否幹預去年美國選舉
的問題。
庫什納在聲明中寫道：“我
所提供的記錄和文件顯示，
競選和政府過渡期間，我在
數千次對外接觸中，大概與
俄羅斯代表接觸了四次。其
中沒有一次以任何形式影響
了選舉，尤其是值得記憶的
影響“。
庫什納進一步描述了同俄羅
︱美國總統川普的女婿及親密顧問賈裏德•庫什納
斯駐美大使謝爾蓋·基斯利
亞克的短暫會晤。他說，雙
方討論了改善美俄關系的願望，但是庫什納否
【VOA】美國總統川普的女婿兼貼身顧問之一
認有關他和基斯利亞克後來又進行電話交談的
庫什納表示，去年總統競選期間以及之後，他
媒體報道。
曾四次會見俄羅斯官員，但是並未與他們或者
這兩個國會委員會預計將尋求庫什納與俄羅斯
任何外國政府相勾結，否認與外國政府串通。
聯系的信息，其中包括2016年6月同一名與莫
庫什納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聽取他的證詞前，
斯科有聯系的俄羅斯律師等人會晤的情況。
星期一發表了11頁長的聲明。眾議院情報委員
美國調查人員已經在關註那次會晤。之前川普
會的另外一次會議擬定星期二舉行。國會的這

美國海岸警衛隊在給航海人員的一份通知中說
，此次試驗可能最早星期六進行，並建議船只
避免進入從阿拉斯加州科迪亞克島到夏威夷之
間的廣闊海域。
本月早些時候，美國軍方表示，成功試驗了薩
德系統，擊落了一枚模擬的中程導彈。那次試
驗是美國是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以後第一次試圖
擊落一枚中程導彈，中程導彈比短程導彈速度
更快，更難擊落。
在朝鮮首次成功發射了洲際彈道導彈之後，進
行此次試驗顯得尤為緊迫。分析人士認為朝鮮
試射的導彈可以打到阿拉斯加。
薩德系統使用“撞擊摧毀”技術，用攔截導彈
的動能摧毀來襲目標。
朝鮮盡管受到聯合國的制裁，但是一直在開發
核武器並進行了大量的導彈試驗，以加強軍力
。

【VOA】美國軍方表示，正在準備進行另一次
導彈防禦系統的試驗，這
套已經部署的系統是用來
抵禦來自朝鮮的威脅。
五角大樓發言人、海軍上
校傑夫·戴維斯·星期一
表示，軍方預定在美國西
北部的阿拉斯加州對“末
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也就是薩
德(THAAD)系統的試驗不
久將進行。他說，此次試
驗是為確保該系統戰備狀
態所進行的“例行措施”
︱美國國防部提供的圖片顯示，薩德反導彈系統發射攔截彈，
。
成功試射。（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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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移民政策连遭挫：

邊境墻難建 夢想者成問題
当地时间周三(19 日)，美联邦最
高法院做出裁决，对夏威夷联邦地区
法官沃森(Derrick Watson )允许美国居
民的祖父母和其他亲戚获得美国签证
的裁决予以肯定和支持。
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根据最高
法院 6 月 26 日部分解冻特朗普修订版
旅行禁令的裁决，出台了一份有关美
国居民(公民和绿卡持有者)的哪些亲
属可获得美国签证的指导细则，明确
排除了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等亲
戚。沃森上周对此裁定，特朗普政府
不能根据旅行禁令，禁止美国公民来
自利比亚、伊朗、索马里、苏丹、叙
利亚、也门的祖父母和其他亲戚获取
美国签证。随后，联邦司法部向最高
法院紧急上诉。
最高法院维持沃森的原判，无疑
是对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一个沉重打
击。另外，特朗普发誓要建的美墨边
境墙何时才有钱动工，奥巴马执政时
期获得保护的年轻非法移民还要不要
遣返，这些问题都令他一筹莫展。
最高法院支持夏威夷联邦法官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 19 日宣布，支持夏
威夷联邦地区法官沃森允许美国居民

的祖父母和其他亲戚获得美国签证的
裁决，同时支持政府在难民申请签证
方面采取更严格的限制。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最高法
院当天做出的决定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是：尊重下级法院做出的扩宽
特朗普旅行禁令的裁决，扩大有“正
当关系”的亲属清单的范围，纳入祖
父母、孙子女、小叔、大伯、小姨子
、大姨子、姑姑、阿姨、叔伯、舅父
、甥侄等亲戚。第二部分是：允许政
府限制进入美国的难民人数。
司法部代理检察总长沃尔(Jeffrey
B. Wall)在法庭文件中称， 联邦地区
法官的裁决“掏空”了最高法院上个
月的裁决，因为沃森所说的“紧密家
庭成员”事实上指所有的家庭成员。
代表夏威夷的律师尼尔· 凯提亚尔
(Neal Katyal)指出，旅行禁令的限制是
不公平的。他写到：“逼着祖父母和
孙辈分离，特别是因为要逃离暴力或
刑罚申请美国签证的那部分人，是让
其亲人更加痛苦的做法。”
特朗普 3 月 6 日颁布的新版旅行禁
令不许利比亚、伊朗、索马里、苏丹
、叙利亚、也门等国游客在 90 天内入

境，难民在 120 天内不得入境，以便
把暴力极端分子拒于国门之外。
最高法院 6 月 26 日做出裁决，允
许特朗普旅行禁令的部分条款解冻，
但与美国居民或实体有“正当关系”
者不受影响。
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
夫 · 弗 拉 德 克 (Steve Vladeck) 指 出 ，
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特朗普政府的一
大失败，因为该裁决意味着最高法
院大多数大法官不同意其旅行禁令
的实施细则。
据《新闻周刊》网站报道，ICE 代
局长霍曼(Thomas Homan)周二()对《华
盛顿观察家报》说，特朗普上台之后，
南部边境偷渡者急剧减少，被逮捕和要
求遣返的非法移民增加了80%。
庇护城市是指那些拒绝与联邦政
府合作执行移民法的地方，例如旧金
山、纽约、费城、芝加哥和得克萨斯
州的奥斯汀。它们不让 ICE 执法人员
到地方监狱抓非法移民。
奥斯汀市长阿德勒(Steve Adler)说
：“实际上，奥斯汀等城市更为安全
，经济也更好……ICE 应当分析真实
原因，并利用这些经验。”

霍曼批评庇护城市的做法荒谬。
他说，在他长大的地方，城市并不庇
护违法者。霍曼说，ICE 计划增加 1 万
名探员。他同时认为，由于 ICE 探员
要跟踪罪犯和非法移民逃犯到职场或
他们家里，他相信庇护城市会在移民
社区造成更多恐惧。
要让从国会议员到政治家和执法
人员的所有人都明白，ICE 要抓非法
进入美国的人，“我们就是要执法。
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是不行，他们
必须负责任。”霍曼说。
没有犯罪记录并不一定就能免于
被遣返。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
的官员沃尔说：“国土安全部长凯利
(John Kelly)反复强调，ICE 首先要逮捕
和清除那些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造
成威胁的人，但是美国没有哪一类外
国人有权豁免被捕或被遣返。”
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对特朗
普来说是件大事。据《华盛顿邮报》
报道，特朗普强调说，他“不是开玩
笑。”那很有可能是一堵太阳能墙，
看起来很漂亮。
由于纷争和麻烦层出不穷，国会
一直无法通过给美墨边境墙拨款的法

案，因此这个项目基本上还停留在口
头上。
白宫仍打算在国会的新预算谈判
中为边境墙拨款而力争。但特朗普似
乎已放弃通过行政权力和激烈言论改
革移民制度的设想。他说： “我想做
的是综合移民计划……但我们的国家
和政治力量还没有准备好。”
除了美墨边境墙，特朗普也为如
何解决被称为“梦想者”的年轻非法
移民的身份问题而苦恼。奥巴马执政
时推出了暂缓遣返儿童时期被带进美
国的非法移民(DACA) 并允许他们申
请工作许可的项目。特朗普上台后，
白宫对 DACA 的政策辩论十分激烈，
却没有结论。
是 否 保 留 奥 巴 马 特 赦 75 万 “ 梦
想者”的 DACA 项目，成了白宫最棘
手的问题。这个项目在拉美裔和亚
裔当中很受欢迎，废除它会引起激
烈反弹。
政府许多人认为 DACA 是个劳动
力问题，一种可能的计划是对“梦想
者”停止发放工作许可，同时申明
“梦想者”不是优先遣返对象。

纽约劳工厅：雇主若剥削 无证移民可放心维权

州务卿罗莎多（左二）与戴薇丝（右起）、莫菲及珍妮弗介
绍州府对移民的服务和保护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移民政策缩紧，
对无证移民打击力度也增强，有不良雇
主借机剥削无证移民，以向移民执法部
门揭发为由，威胁欲向劳工部门维权或
欲提告工伤的无证员工，许多无证移民
怕遭递解而忍气吞声。11 日由纽约州务
卿召集的移民事务圆桌会上，州劳工厅
代表呼吁无证移民可放心维权，举报违
反劳工法的雇主，若遭向移民执法部门
举报威胁，便涉干扰证人的刑事罪，同
时配合劳工执法调查的无证移民还有获
U 签证的机会。
州 务 卿 罗 莎 多 (Rossana Rosado)11
日召集移民事务圆桌会，州移民办公
室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主 任 莫 菲
(Laura Gonzalez-Murphy)， 由 州 长 葛 谟

中国富豪移民
美国是首选加拿大居第二
很多中国的千万富翁喜欢在海
外置产或者通过投资移民获得别国
的居住权，据 CNN 报道，目前中
国富翁们在英置产的热情有所下降
，更多人将目光转到了加拿大。而
美国仍是中国富豪最喜欢的移民和
置产目的地。
胡润研究机构和汇加顾问集团
(Visas Consulting Group) 最 近 的 一
次调查显示，美国已经连续第三年
成为中国富人移民的首选国家，此
外，加拿大超越英国，首次成为第
二热门的移民目的地。英国以往排
名第二，现在落居第三。澳大利亚
排名第四。
此次调查的对象为资产在 1000
万到 2000 万人民币(150 万美元-300

万美元)的中国富人。这些受访者
认为，加拿大的教育和房产价格都
比此前更具吸引力。
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和纽
约是中国富人移民和投资房产的首
选城市，但调查也显示，在特朗普
上任之后，美国对中国富人的吸引
力有所下降。
报告指出，中国富豪及资金持
续流入美国楼市的趋势料将持续，
或将进一步推高当地楼价及需求。
对于中国富人来说，国外的居
住环境是他们选择移民的首要考虑
因素，此外受访者也表示，担心人
民币进一步贬值也是他们选择投资
国外房产的因素之一。
报告指出，中国富人仍看好中

国经济前景，超过 60%受访富豪对
中国经济发展感“乐观”，22%相
信“高速发展”可以持续，44%相
信中国经济将会放慢。
调查还首次揭示了中国东南
部和西北部地区高净值人群在选
择海外置业及移民目的地时的不
同倾向。相对于西北部地区，中
国东南部高净值人群对于科技中
心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13.1%)、
旧金山(10.4%)和经济发达的美国
东 海 岸 的 纽 约 (9.9% )、 波 士 顿
(7.8%)有着相对更强的偏好度。西
北部高净值人群对拥有优质空气
质量和自然环境的新西兰(5.4%)和
澳大利亚的悉尼(4.3%)存在相对更
高的移民需求。

所建的移民法援项目“自由防御项目
” (Liberty Defense Project) 主 任 珍 妮 弗
(Jenifer Rajkumar)和州劳工厅移民政策
与 事 务 顾 问 戴 薇 丝 (Estelle Davis)， 在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讨
论作为“庇护州”的纽约州府在目前
严峻形势下，为移民小区提供的服务
和帮助。
罗莎多指出，州长葛谟去年起推出
“入籍纽约”(NaturalizeNY)项目，每年
以抽签形式为 2000 名符合入籍资格且收
入在联邦贫困线 300%以下的居民提供
725 美元入籍费代金券，并和非营利机
构及小区组织合作，提供入籍英文班及
免费移民法律咨询。罗莎多表示，最新

一次的抽签注册将在本月 28 日截止。
被问及目前移民小区发生雇主以向
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等举报作要挟，
迫使无证移民雇员不敢举报违反劳工法
的行为，甚至工伤都不敢索赔等情事，
戴薇丝指出，州劳工厅受理举报时，不
会过问举报者的移民身份；而劳工厅受
理举报，开始调查时，若雇主有威胁行
为，便涉及干扰证人的刑事罪。戴薇丝
还指出，雇员举报违反劳工法的雇主，
并配合劳工执法部门调查，还有获得 U
签证等身份的机会。珍妮弗则提醒，获
州府预算支持成立的新“自由防御项目
”，与法援处、律师事务所合作，不论
移民身份，提供免费的移民事务与法律
援助。

美移民局：未中签的 H-1B 工
作签证申请已全部退回
7 月 19 日，美国移民局(USCIS)正式
宣布，已经退回所有未中签的 2018 财年
H-1B 工作签证申请。移民局提醒申请者
，如果按照规定时间提交了申请但在 7 月
31 日之前既没有收到确认收据也没有收
到退回申请件，应当联系移民局寻求协
助。
当地时间 19 日，移民局发布通知称
，他们已经退回了所有未中签的 2018 财
年 H-1B 名额的申请者。两个多月前的 5
月 3 日，移民局曾宣布已经完成了所有中
签的 2018 财年 H-1B 申请件的数据录入工
作。由此，移民局提醒申请人，如果按
规定在今年 4 月 3 日至 4 月 7 日之间提交了
工作签证申请件，现在却既没有收到确
认收据也没有受到申请件退回的申请人
，可以联系移民局请求协助。
今年 3 月 15 日，移民局发布通知，
从 4 月 3 日开始接受 2018 财年 H-1B 工作

签 证 申 请 。 像 往 年 一 样 ， 2018 财 年 的
H-1B 有 6.5 万个普通名额和 2 万个高学历
豁免名额。不同的是，移民局已经于早
些时候宣布“加急服务”取消，如果申
请人依旧申请“加急服务”，并把加急
费用和其他申请费用写在同一张支票上
，其 H-1B 申请也会被拒绝。
4 月 7 日，移民局宣布已经收到数量
达到上限的申请。
4 月 17 日，移民局发通知称抽签工作
已经结束，共收到 19.9 万份 2018 财年工
作签证申请。这个数据“出人意料”，5
年以来第一次少于 20 万。
5 月 3 日，移民局宣布 H-1B 签证申请
的数据录入已经完成。
5 月 31 日，移民局曾发布一份政策备
忘录，强调工作签证 2 万个高学历豁免名
额只有拥有符合条件的美国高校授予的
学位才有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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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水電站開閘泄洪場面壯觀 民眾淡定拍照

俄羅斯“彼得夏宮
俄羅斯“
彼得夏宮”
”文物展
吸引民眾

《權力的遊戲》第 7 季開播 這家酒吧帶妳走進劇中

大話經濟

中國經濟上半年增長強勁
消費仍是“第壹引擎”
原因還是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手裏有了
余錢；同時國內消費熱點不斷被挖掘，
新業態和經營方式帶動著消費。“消費
上來，也表明中國經濟轉型見成效。”
他說。
國家統計局貿易外經司司長孟慶欣
“中國經濟增長非常強勁。這更像 增長的貢獻率為 63.4%，高於同期資本 則撰文指出，“國內消費保持平穩較快
增長，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是壹個消費故事而不再是投資故事。” 形成總額貢獻率 30.7 個百分點。
在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上半年經濟數據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將消費的突 率仍占據‘三駕馬車’的首位，消費繼
後，美國彭博社在報道中這樣分析中國 出表現評價為：“消費繼續發揮對經濟 續發揮經濟增長第壹引擎的作用。”
經濟的增長動因。63.4%，上半年消費 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從近 3 年的情況
消費格局正在優化
對經濟增長的這壹貢獻率延續了去年以 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消費的表現在上半年稅收狀況中亦
來的強勁勢頭。專家分析，消費的重大 分別為 48.8%、59.7%和 64.6%，分別
貢獻突顯著中國經濟的轉型成效，同時 比投資貢獻率高 1.9 個、18.1 個和 22.4 有體現。
據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數據，上半
消費內部亦呈現格局優化的特征；未來 個百分點。
還要進壹步改善市場環境，助推消費提
國家發改委政研室主任嚴鵬程日前 年消費相關行業稅收快速增長，如零售
質升級。
也在發布會上表示，“在近幾年持續擴 業稅收增長 25%，快於整體稅收增幅
大內需政策帶動下，我國居民消費潛力 16.1個百分點。此外，知識型、服務型、
消費表現增長強勁
正在有序釋放，消費升級勢能持續增 創新型消費擴大，體育、教育、文化藝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全 強，消費已經日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 術、娛樂等行業稅收均有較快增長。
消費升級的步伐正不斷改善中國消
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17.2萬億元， 推動力。”
同比增長 10.4%，6 月當月則創下 2016
上半年中國人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 費的格局。以綠色消費為例，據商務部
年以來的最高增速。上半年，最終消費 率為 7.3%，高於去年增長水平及同期經 數據，重點零售企業壹級能耗空調、壹
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57.3%， 濟增速。北京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級能耗冰箱、智能電視銷量同比增速分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個百分點；對經濟 楊松對本報記者分析，消費擴大的主要 別高於空調、冰箱和電視類整體增速

29.9、15.4 和 20.7 個百分點。而網絡消
費則不斷更新大眾消費方式，目前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量中，超過 1/3 是
由網絡零售貢獻的。
服務消費是另壹大突出亮點。上半
年，全國餐飲收入同比增長 11.2%；旅
遊市場也持續向好，比如拉薩旅遊收入
增長 24.7%。此外，在線餐飲外賣、在
線旅遊和在線出行交易規模同比分別增
長 76%、34%和 45%。
“消費升級類商品銷售亮點紛呈，
服務消費市場持續升溫。”孟慶欣對此
這樣評價道。楊松則認為，大眾消費需
求的新變化會反過來促進消費市場的發
展。在教育、公共文化服務方面，國內
還有許多空白點，可以通過引進新技術
和新手段不斷滿足升級需求。
消費環境持續向好
消費的良好表現也與國內市場環境
和商品供應的改善密不可分。
“市場消費環境持續向好，消費信
心不斷提升，為擴大消費創造了有利條
件。”國家工商總局新聞發言人於法昌
日前表示，這些年隨著消費環境改善和

品牌經濟發展，加上企業誠信意識提
高，政府監管力度加大，整個中國市
場消費環境表現平穩。
互聯網數據分析顯示，上半年中國
網民對市場消費環境評價指數為 0.62
（最高值為 1），較去年同期提高 17.3%
。上半年的消費者景氣指數中，月均消
費者信心指數、預期指數和滿意指數也
均比去年同期提高 10 個百分點左右。
同時，國產品牌在國內網絡零售市
場中表現出強勁的競爭優勢。2017 年上
半年國產品牌銷售額占整體銷售額的
74.5%，家居家紡和家用電器中，國產
品牌銷售額占比達到 85%左右。高峰表
示，電商平臺通過搭建生態服務體系，
提供商 業 基 礎 設 施 ， 助 力 國 產 品 牌
“走出去”；同時推動農產品上行升級，
提高生鮮農產品營銷、品控和物流水平
；並幫助部分老字號品牌轉型，推出更
多年輕化個性化的新產品。
“實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市
場環境。”楊松說，未來政府還要依靠
“放管服”改革，不斷改善營商環境。
同時利用展銷會、稅收等多種手段更好
地培育消費市場，引導合理消費。

中國最大陸路口岸：“火車頭”帶旺中俄跨境旅遊
“隨著赴俄旅遊不斷升溫，乘坐國際列車細細
品味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沿途風光，受到許多旅遊愛
好者的青睞。”經內蒙古自治區出境赴俄羅斯旅行
的江蘇遊客朱啟峰感慨道。
近日，中國最大陸路口岸滿洲裏鐵路口岸迎來
2017 年首個旅客出境高峰，北京——莫斯科 K19
次列車搭載 199 名旅客出境，人數是平時的 6 倍，
這也是近五年來，國際列車載運旅客出境人數的壹
個峰值。
“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
不少中國遊客選擇出境遊玩。目前正值暑期，中
國各地高溫，選擇‘壹路向北’的遊客明顯增
多，‘清涼壹夏’的俄羅斯出境遊逐漸成為避暑
熱地。”內蒙古自治區滿洲裏口岸國際旅行社負
責人金萍近日針對火熱的俄羅斯跨境遊市場忙得

不可開交。
近些年，作為中國最大陸路口岸的滿洲裏，肩
負起中俄跨境旅遊“火車頭”職責，將中俄跨境旅
遊推向壹個新高潮。
滿洲裏市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市西部，是中國
最大陸運口岸城市，境內滿洲裏口岸是中國最大的
陸路口岸。據滿洲裏海關統計，2017 年上半年，
滿洲裏公路口岸進出境人員 83.1 萬人次，與去年
同期相比增長 31.8%。
資料顯示，上世紀 90 年代初便開始了對外開
放工作，跨境旅遊也隨之發展起來。中俄雙方國家
層面陸續開展了不同主題的活動，互辦“國家年”、
“語言年”、“旅遊年”、“青年交流年”等活動，
自雙方 2012 年和 2013 年互辦“旅遊年”以來，中
俄跨境旅遊開始蓬勃發展。

滿洲裏市旅遊局官方消息介紹，該市作為地處
中俄蒙三國交界之地的口岸城市，近年來，按照中
國“壹帶壹路”倡議和“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
中俄雙方在資源共享、跨境旅遊產品線路開發、聯
合促銷、共同舉辦活動、打造特色品牌等方面達成
共識，先後打造了至俄羅斯後貝加爾斯克、伊爾庫
茨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地
的自駕遊、狩獵遊、青少年夏令營、跨境旅遊專列
等特色跨境旅遊產品。
“同 時 ， 開 發 新 航 線 、 組 織 跨 境 旅 遊 列
車 ，從根本上解決了因航班、列車少等因素制
約中俄跨境遊的困境。”滿洲裏旅遊局外聯科
科長高金榮介紹道，“除常態化國際航班外，
近幾年，滿洲裏開通了至伊爾庫茨克、烏蘭烏
德、赤塔等地的旅遊包機業務和跨境旅遊專列

業務。”
滿洲裏旅遊局官方資料顯示，2017 年下半年
，當地將與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區共同整合開發
兩地紅色旅遊資源，設計推出“紅色之路”旅遊
線路，並借助“萬裏茶道”國際旅遊品牌和滿洲
裏“ 中 俄 蒙 國 際 冰 雪 節 暨中俄蒙美麗使者國際
大賽”跨境旅遊品牌，吸引更多遊客加入到冬季跨
境旅遊項目中。
滿洲裏旅遊局副局長黃國慶表示，接下來，
滿洲裏定將發揮好“火車頭”作用，中俄跨境旅
遊將從實際出發，拓寬跨境旅遊合作模式，在以
往雙方舉辦展會、推介會及交流互動品牌宣傳平
臺的基礎上，對產品線路進行整合提升和旅遊資
源的深入挖掘，更好地鞏固中俄蒙毗鄰地區的友
好交往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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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tudent Is Freed After Week
Held In China In Taxi Dispute

U.S. Senator Steve Daines (R-Montana) today releas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on Guthrie McLean.
“I am thrilled to report that we just received an email
from Guthrie McLean’s mother that ‘prayers answered, Guthrie is home,’” Daines stated. “After days
of working the phones with top Chinese and American
officials to secure Guthrie’s freedom from a Chinese
detention facility, he has been safely reunited with his
mother.”
University President Sheila Stearns reacted with relief
that McLean had been released.
“We have heard from Senator Steve Daines’ office that
Guthrie McLean has been released and is home with
his mother,” Stearns said. “That is of course terrific
news. We don’t have any more details than that I do
know that a lot of people went to bat to help him and
his mother work out the circumstances, so we’re really
very pleased.”
The press release went on to state that Daines had been
working through the weekend with both the Chinese
and United States Embass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ocal officials and McLean’s mother, Jennifer McLean,
to coordinate his return home. Guthrie was reunited
with mother just before 2AM local time, 12PM MST.
Daines visited directly with Ambassador Cui Tiankai
to urge a prompt resolution to McLean’s case. Daines
also visited with Ambassador Terry Branstad regarding
McLean’s case.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 had
been detained for a
week in China for
allegedly injuring a
taxi driver who manhandled his mother
during a fare dispute,
in a case that brought
U.S. lawmakers to
the student’s defense.
McLean, a University of Montana student, was released
from a Zhengzhou
detention center early Monday, accord- Guthrie M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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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thrie McLean, University of Montana Student
ing to his mother, Jennifer McLean, a teacher who
lives in the central Chinese city.
‘We are very, very, very, very happy,’ Jennifer McLean
wrote in an email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She said
the release - at 2 a.m. local time, when her son was
delivered to her doorstep - came as a surprise after she
was twice told to anticipate his release only to be disappointed.
‘They have not finished the process completely, but we
are hopeful it will go smoothly from here on,’ Jennifer
McLean sai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confirmed Guthrie McClean’s release but provided no details, citing privacy
concerns.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U.S. citizens overseas is
one of the Department’s highest priorities,’ it said in
a statement.
Guthrie Mclean’s release followed an agreement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to drop any charges against him,
according to Montana U.S. Sen. Steve Daines. Details

years if they refused to pay.
People who answered the phones at Zhengzhou police
headquarters said there was no one available to comment on the case.
The family did not pay $7,400, according to Daines,
who added that more details would be released at a
later time.
``After two 20-hour days in back and forth negotiation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we wer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that worked for everybody, most importantly for Guthrie and for Jennifer,’’ Daines said in a
conference call with reporters.
Daines said he spoke with Guthrie McLean after his
release, and he plans to return to Montana to resume
his studies next month.
Tester and Gianforte issued statements Sunday saying
they were pleased with the outcome.
Guthrie McLean has been majoring in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in Missoula for about
two years and works in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and Classic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ccording to
school officials.
He is a U.S. citizen but he largely grew up in China
after living in Missoula as a young child while his
mother was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his
boss, Olivia White.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on the deal were not disclosed.
Daines and Montana’s other congressional delegates
- U.S. Sen. Jon Tester and Rep. Greg
Gianforte - had pressed McLean’s case
with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S., Cui
Tiankai,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The lawmakers said Guthrie McLean had
justifiably defended his mother, who is
deaf, from the driver, whose knee was reportedly hurt in the encounter.
Jennifer McLean told the AP the taxi driver was shoving her and hurting her when
her son intervened and pushed the taxi
driver to the ground.
Jennifer McLean said that when police detained her son five weeks later on charges
of intentional injury, they demanded the
equivalent of $7,400 in compensation and
Guthrie McLean, University of Montana Student
threatened to imprison him for up to three

China To Become Boeing's Biggest
Customer In Next 20 Year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o provide an aircraft model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wide-body aircraft’s excellent passenger comfort
and the single-aisle aircraft’s good fuel efficiency.
Besides, Boeing is also accelerating loc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China.
In May, Boe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Chinese aviation manufacturer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COMAC),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oeing 737 completion and delivery center in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Zhoushan. The center is Boeing’s first
overseas facility and is designed to deliver the Boeing 737 and 737 MAX aircraft to the Chinese buyers.
(http://sino-us.com)

try its largest customer. Boeing hopes to keep it that
way.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Boeing’s deep
and historical ties with China. More important than
just a market, it’s about working shoulder-to-shoulder
with all of our Chinese partners,” said Raymond Conner, vice chairman of Boeing, at a recent U.S.-China
relations event in New York.

Related
Boeing Says China Is Going to Buy
$1 Trillion Worth of Planes
Chinese airlines are likely to purchase 6,810 planes
worth $1.025 trillion in the next 20 years as they expand fleets to cater to robust growth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tourism, Boeing (ba, +0.34%) forecast on
Tuesday.
The latest estimate of 6,810 planes is 7.6% higher than
the 6,330 aircraft predicted last year.
“The continuing expansion of China’s middle class,
coupled with new visa policies and a wide range of
widebody airplanes... gives us every reason to expect a
very bright future for China’s long-haul market,” Randy Tinseth, Boeing Commercial Airplanes’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said in a statement.
In 2016, China bought 164 airplanes from Boeing,
amounting to about $11 billion, and making the coun-

Boeing 737 fuselages are delivered by train to a factory in Renton, Washington, in 2014. (Photo/Reuters)
China is expected to surpass the US and Europe to be- single-aisle fleet, with its wide-body fleet expected to
come Boeing’s largest market in terms of aircraft de- triple in size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even though
liveries and future orders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the short-haul market has partly been taken over by the
Paper reported on Wednesday, citing an official from fast-growing high-speed rail transport.
Boeing has revealed that it is in talks with several Chithe US aircraft manufacturer.
Darren Hulst, Boeing’s managing director for market- nese carriers and aviation-focus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g in Northeast Asia, made the judgmen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China’s aviation market is
already 2-3 times high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as
the country’s airline firms are stepping up efforts to expand fleets, according to the Paper report.
Along with the fleet expansion, China’s passenger traffic has increased by an average of 10.4 percent a year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showed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AC), the
country’s top aviation regulator. The figure was compared with 4 percent in the US and 6 percent in Europe
for the same period.
In the Current Market Outlook (CMO) Boeing published in June, the US aircraft producer estimated
that 29,530 new airplanes will be needed in the single-aisle segment for the next 20 years, among which
5,000 aircraft will be purchased by the Chinese buyers.
Boeing bets on the growth prospect of the single-aisle
segment, which will be fueled by the low-cost airline
companies and the rise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ac- A Boeing 747-8 Intercontinental airliner, delivered to an undisclosed VIP customer, taxis
cording to the CMO.
before taking off at the Paine Field February 28, 2012 in Everett, Washington. (Photo/Getty
Hulst said that China h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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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ing expects China to become its first trillion-dollar market. It projects the country would need more
than 6,000 new commercial airplanes to accommodate
its expanding aviation needs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And Conner said China would account for 30% of all
of Boeing’s 737 airplane deliveries produced in Washington, as well as about 25% of all airplane models
made in Washington and South Carolina. Such orders
w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150,000 U.S. jobs a year,
said Conner.

The Trump card
The bad news: a series of tough trade policies toward
China, if the President-elect keeps his campaign promises.
Imposing high tariffs on Chinese imports would cause
potential retaliation. China would play a tit-for-tat
approach, resulting in big losses for Boeing which is
already facing some tough times. There’s increased
competition and a slowing order environment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ts third quarter revenue
decreased by $1.9 billion to $23.9 billion,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sia—and especially China—remain important
growth markets for Boeing, accounting for nearly 40%
of total new airplanes needs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Boeing outlook report. The
company can’t afford for its “orders [to be] replaced
by Airbus,” as proclaimed by the state-owned Global
Times in November.
But, to be fair, this negative outlook is all dependent
on 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cides to play its
cards. For now, some analysts say it is better to look at
the Chinese market in the long run. (Courtesy (Courtesy Fortune.com/ and forb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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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遍警方積極搜尋銀行搶案在逃嫌犯
又見銀行搶案，
又見銀行搶案
，警方獲報到場
警方獲報到場。
。 (取自 ABC
ABC13
13))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大休士頓地區治安欠佳，竊盜搶
劫案件接二連三發生！休士頓西邊又見銀行搶案，警方現正在追
緝這起銀行搶劫涉案嫌疑犯。警方目前查緝一輛黑色大型越野運
動型休旅車(SUV)，嫌犯在鄰近 I-10 公路的 North Post Oak 及西
12 街(West 12th Street)逃逸。

受傷嫌犯已被送往醫院並拘留中。
受傷嫌犯已被送往醫院並拘留中
。 (取自 ABC
ABC13
13))

根據 ABC13 報導，這起搶案嫌犯遭通緝，起因於搶劫位於
23100 Block of Cinco Ranch 大道上的 First Community Credit
Union，根據福遍縣警長辦公室(Fort Bend County Sheriff's Office)表示，在搶劫過程中，銀行經理遭重擊頭部。

警方認為犯案歹徒至少有兩名，警犬現也出動協助搜索。其
中一名受傷的嫌犯已被救護車轉送醫院及拘留中。
若民眾有進一步線索或消息，可與福遍縣警長辦公室聯繫，
也可持續追蹤報導，了解進一步消息。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 8 月 26 日登場
教育專家帶您前進名校
去年休士頓升學教育展剪綵。
去年休士頓升學教育展剪綵
。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麥當勞贊助，美南報業電視傳
媒集團與國際貿易中心主辦，休士頓東北總商會和休士頓政大校
友會協辦的 2017 第七屆升學教育展(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將於 8 月 26 日(週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在
夏普斯堂國際高中(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登場，現場
設有升學機構諮詢攤位、多場升學輔導講座、SAT 與 ACT 考試制
度分析及大學入學詳細資訊，歡迎學生、家長踴躍出席。
「教育是成功的起點」 (My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my Success)，一年一度的美南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為滿足莘莘學
子對美好前景的願望，提供了強大助力，該教育展年年舉辦，獲
得社區廣大迴響。今年教育展邁入第七屆，邀請教育專家和多家
升學教育機構共襄盛舉，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大學入學標準和最新
訊息，互動交流優質平台。
今年休士頓教育展比以往更豐富，特別從往年 10 月改其至

8 月，配合學生暑期作息，現場並有多場講座和現
場諮詢，幫助華裔青少年和學生家長了解美國大
學的招生製度、錄取標準和選校絕竅。
主要討論課題分為 「課外活動、社區義工的記
錄在申請大學時有什麼作用」 、 「高中階段如何
規劃」 、 「SAT 和 ACT 有什麼區別」 、 「AP 課程
有什麼用」 、 「如何申請獎學金和助學金」 、
「各個大學的申請時間和錄取時間有什麼講究」
、 「選擇專業和你的高中成績有什麼聯繫」 、
「本州大學和外州大學如何比較」 、 「高中的排
名對大學的錄取有什麼影響」 、 「Rice University 是如何招生的」 等主題作分享。
今年教育展有別於去年，亮點包括 「議題內容針對性強」 ，
當天活動將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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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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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仁鼎不僅先後將自己的孩子送入 「哈佛大學」 、 「紐約大學」
等高校，在過去幾年中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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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鼎將親臨休士頓與
同學和家長分享他的理念。

其他，教育展也提供 「高中生
義工機會」 ，這是給申請大學加分
的指標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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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和名校生近
距離接觸，所有與惠學生都會頒發
「義工證書」 ，可為申請大學作為
加分條件。
特別的是，今年 Q&A 時間也
更加精采豐富，將邀請名校生與家
長現身說法，參與學生可把握機會
發問，他們將分享學習、申請、挑
選學校、準備文件等如何前進美國
名校大學的心得分享。
今年照例由麥當勞達拉斯教育
展領頭，將於 7 月 22 日(週六)上午
9 時 30 分 至 4 時 在 John Paul II
今年教育展海報。
今年教育展海報
。
High School (900 Coit Road, Plano, TX 75075)率先登場。
休士頓則於 8 月 26 同一時間在夏普斯堂國際高中(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活動免費入場，主辦方提供免費的
午餐和引入部分大學的資訊介紹，宛如有趣、教育類的小博覽會
。由於現場容量有限，請抓緊時間免費註冊活動免費入場，提供
免費午餐，歡迎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bBXcjZ，
連絡電話：832-448-0190 鄧潤京，電子郵箱：davidtang@ 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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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長趙小蘭女士 談論華裔在國的“生存之道”
美國社會好鬥 華人生存要敢撕破臉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交通運輸部部長
、華裔趙小蘭女士，談論華裔在美國的“生存
之道”認為，華裔要在美國社會參政議政，就
必須在文化上作出適當調整，美國社會特別有
對抗性，人們總是在不停爭論，華裔移民的後
代會更加適應那種非常好鬥和喜歡爭論的美國
“輿論場”。
趙小蘭女士是史上第一位入閣美國聯邦政府的
華裔部長，她在小布什總統執政時期當了 8 年
勞工部長，2017 年再度出任特朗普新政府的交
通運輸部部長。在與王冠的對談中，趙小蘭介
紹了目前美國社會亞裔的分佈，她提到，在美

國的人口中，華裔出生在外國的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在美國所有少數族裔中，62%的亞裔美
國人來自海外。
在談到華裔在美國參政議政的問題時，趙
小蘭認為，美國社會非常有對抗性，人們總是
在爭論，互相矛盾。所以，移民也需要一些文
化上的調整，才能適應和參加這個政治競技場
。美國現在是越來越多元化的國家，白人現在
只有 62%。 50 年前，亞裔美國人佔不到 1%的
美國人口，現在亞裔佔比接近 6%。 50 年前，
這個國家基本上是黑人和白人，黃種人和棕色
人種並沒有很大的存在感。現在，我剛提到，

亞裔美國人接近 6%，像我的父母那樣的人，趙
錫成和趙朱木蘭，他們是先驅。趙小蘭從雷根
時代就進入白宮實習，布什時代長期擔任勞工
部長，丈夫為現任共和黨黨魁麥康納爾。
初到美國，語言不通，不熟悉當地的文化
和傳統，趙小蘭一家生活非常困難，父親要同
時打三份工。回憶起那時的情景，趙小蘭說：
“我並不認為我們的故事特殊，我們一家移民
美國的故事，是成千上萬移民美國華人的縮影
，是我們整個華人移民社會的反映。” 華人父
母重視子女教育，尤其是勤奮和堅持的品格。
趙小蘭說：“父親常以中國古訓來教導我和妹

妹們，他教我們腳踏實地去做事，尊師重道地
去學習，無論求學做事，都要勝不驕敗不餒，
要有刻苦耐勞、奮鬥進取的精神與樂於助人的
善行。”
在美國生活了四十多年，趙小蘭的思維方
式、處世態度和工作方式都非常美國化。盡管
這樣，她身上保留了中國人的一些優良品質
——謙虛、不張揚，堅韌不拔，有強烈的社會
責任感。她不害怕失敗，因為她從來不跟別人
比輸贏，只跟自己比。面對失敗的時候，趙小
蘭相信“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不順遂的時候，唯
一可以控制的是要如何反應。”

移民局EB-5會議元臣律師兩次發言 設立維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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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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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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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歐律師強調指出
一個可能被移民局長期忽略的事實是有區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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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件散佈在不同的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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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多個團隊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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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