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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Stephen Le Sr. 先生
Greatland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負責人
Greatland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負責人
亞裔商會的年度最佳企業家榮譽
Doanh Nhan雜誌評為
Nhan雜誌評為「
「成功企業家
成功企業家」
」
休士頓特納市長提名頒發「
休士頓特納市長提名頒發
「難民貢獻獎
難民貢獻獎」
」
國際區管理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及亞裔商會董事會成員
越裔美國商會的聯合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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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
包括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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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在山東濰坊舉行
薛志剛牙醫博士代表（iACD )發表專題講座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今年
七月十七日至十八日，濰坊首屆中美
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在新富佳悅大
酒店舉行。本次論壇，由 「當代國際
口腔醫學會」（ iACD ），濰坊市醫
學會口腔專業委員會，濰坊巿民營牙
醫協會主辦，濰坊巿民營牙醫協會承
辦。同時舉辦了當代國際口腔醫學會
（iACD ) 濰 坊 分 會 首 次 年 會 ， 2017
濰坊市口腔學會專業委員會年會，
2017 濰坊- 淄博兩地口腔聯誼會和濰
坊民營牙醫協會第四次年會。本市 「
黃金廣場」 「時代牙醫中心」 執業
的薛志剛牙醫博士以（iACD ) 秘書長
身份親自前往演講，吸引了六百多位
牙醫前往聽講。

薛醫師表示： 近年來隨著大眾對 日本臨床牙科學會創始人，會長山崎 作了專題講座，系統講解了口腔美學 立，將對該市的口腔醫學發展提供重
口腔美學的要求日益提高，口腔美學 長郎教授，中華口腔醫學會牙周病專 的國際相關前沿技術。
要支持，有力促進該巿口腔美學水平
成為口腔醫學相關學科發展的熱點和 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南大學湘雅
薛志剛牙醫博士表示： 當代國 的提高。
焦點。而本次論壇旨在推廣口腔美學 二醫院口腔醫學中心羅建國教授等人 際口腔醫學會（iACD ) 濰坊分會的成
前沿知識，探討國
$69/每 人 (4-11
際先進的口腔美學
歲)
理念和技術，提升
內容包含：
我市口腔美學總體
1.太空中心
水平。該大會邀請
入場券
2. 西
了美學牙醫協會會
式午餐
3. 與
員、美國口腔醫學
宇航員會面交流
專 家 Paul Chang 博
4.贈送宇航
士，當代國際口腔
美國龍河公司 (Dragon Bayou Inc.)和休
員個人照片 5.參與焦博士答問會
醫學會秘書長，美
士頓太空中心特別在暑假期間安排一個難得
日 期：2017 年 8 月 4 日 (星期五)
國南加州大學牙醫 圖 為 薛 志 剛 牙 醫 博 士 在 2017 濰 坊 巿 的親子同遊 NASA 太空中心並與前亞裔宇航
時 間:上午 8:30 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學院薛志剛博士及
「2017 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
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 上發 員焦立中博士 (Dr. Leroy CHIAO)共進午餐 (CCC)集合
的機會。 焦博士曾以每小時 17500 英里的速
表演說。
表演說
。
並作出發前簡介 9:00 由 CCC 出發 下午
度飛行過外太空四次。八月四日他將親臨休
5:30 回到 CCC
士頓太空中心，講述在外太空冒險的經歷
報名請洽：Billy Kung ,Shu Mak，或將
。
姓名,年齡,住址,電話號碼
除了聆聽特別的飛越外太空經驗，參加
Email 至 shumak1@sbcglobal.net
者還有機會享用太空中心特別製作的美味西
電
話：713-503-6948
式午餐。
報名截止：7 月 19 日
漫長的暑假何處去？這個老少皆宜的一
支票請寄：Dragon Bayou Inc. 5030 In日遊，深具意義且機會難得，歡迎大人與小
digo St., Houston, TX 77096
孩都能踴躍加入 NASA 一日遊，行程費用：
成人：$99/每人(12 歲以上） 兒童：
為出席濰坊巿首屆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的代表合影。
為出席濰坊巿首屆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的代表合影
。

休士頓太空中心一日遊
與宇航員焦立中博士共進午餐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年
8 月份會員通告

I. 新 舊 會 員 換 証 日 期 定 於
每月的第二週。8 月 12 星期六
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請到僑教中
心 108 室辦理。本會為方便長
輩會員、可以請親友帶照片來
換 證 。 或 郵 寄 換 證 地 址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請附寄上支票乙張、
會員號碼、中英文名字及電話
號 碼 和 貼 有 郵 票 的 回 郵 信 封 。 如 有 疑 問 請 電 (713)
784-9049 查詢。
II. 本年第三季度 7、8、9 月慶生會謹定於 9 月 2 日(
星期六) 下午 1:30 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屆時有精彩歌
唱、舞蹈節目表演、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
分有三種: 壽星劵(含免費餐盒帶回家)、自費餐盒券(每張
酌收五元)、和免費節目觀賞劵。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
証領取壽星劵。非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自由選擇購
買自費餐券或領取免費參加劵。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參
加抽獎。請於 8 月 29 日之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
二點半到僑教中心 102 室營養午餐部向徐先生登記領取或
購買餐券。
III. iPad 和 iPhone 第四級,課程以 WeChat 為主，需
要有初級班基礎。將於 8 月 2 日至 9 月 1 日開班。初級基礎

班將於 9 月 12 日至 10 月 13 日開班。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
上午 9:30 至 11:30 上課兩小時。每班人數有限。有興趣的
會員請速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
IV. 2017 年 8 月 19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8 月 2 日
星期三開始接受報名收費。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
員參加。報名請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
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名額
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8: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下午 5:00 回
到僑教中心。
• 上午 Neches 河之旅。在生態多樣化的 Neches 河
上悠閒地遊覽。Neches 在東德州被稱為“最後的野河”
。在一個舒適的船上，放鬆身心,而導遊將會介紹這獨特
的生態系統和茂密的森林的硬木和松樹展示這條美麗的
河流的歷史。Neches 擁有 200 多種樹，47 種哺乳動物，
300 種鳥類和許多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
• 中午，中式自助餐。下午參觀建於 100 多年前的
聖安東尼教堂，是美國西南部最輝煌的禮拜場所之一。
2006 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將教會升格為大大教堂（cathedral basilica）的榮譽稱號，承認該遺址的歷史，藝術和宗
教意義。
V. 7 月 15 日海上鑽機博物館一日遊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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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歡迎吳國駒先生和吳俊賢先生加入董事會
業務穩健成長，發佈亮麗財報

(本報訊)金城銀行以其優良營運及管理，連續榮獲鮑爾財務
公司(BAUER FINANCIAL，INC)最高五星評級；同時依據投資
銀行 Sheshunoff &amp; Co. 報告，金城銀行 2016 年的平均資產投
資報酬率居所有總行位於休士頓的華資銀行之冠。而依據聯邦金
融管理機構之銀行表現報告(UniformBank Performance Report)，
金城銀行 2016 年的股東投資報酬率於德州的華資銀行中亦是名

列第一。
金城銀行發佈 2017 年第二季財務和營運報告，業務穩健成
長，財務亮麗。董事長吳光宜先生感謝所有股東對於金城銀行的
一貫支持，並對全體董事、管理團隊以及同仁們的努力致謝。吳
董事長表示，金城銀行一直都是採取穩紮穩打的營運策略，不躁
進，亦不隨波逐流；金城銀行以客為尊，提供合宜的金融產品以
服務客戶和社區為宗旨。我們對於銀行的未來發展設有明確目標
和方向。為了業務持續穩定成長，並擴大營運範圍，金城銀行特
別邀請吳國駒先生和吳俊賢先生加入董事會，相信以他們的專業
知識及豐富的社會歷練，可以奠定金城銀行更紮實的基業。
執行長黃國樑博士介紹，吳國駒先生在金城銀行服務超過二
十年，歷經銀行各個部門，尤其專精徵信和貸款業務；吳國駒先
生以其敏銳的市場分析能力和經驗，帶領金城銀行貸款部門屢創
佳績。
金城銀行現在已經不只是社區銀行，服務據點涵蓋德州和加
州；2017 年 5 月 15 日我們在南加地區的 Tustin 分行已經正式開業
，短短二個月期間，Tustin 分行的存款已經超過二千萬美元。為
因應金城銀行的持續擴展，董事會特別升任吳國駒先生為金城銀
行總經理，除仍擔任貸款部主管(Chief Lending Officer)並將協助
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處理銀行的日常營運；另升任張宏女士為徵信
部主管(Chief Credit Officer)。張宏資深副總裁為資深銀行貸款經
理，在中國銀行服務多年後，於休士頓大學取得企業管理碩士並

加入金城銀行迄今已 15 年；歷任信貸部分析專員，貸款部助理
主管暨資深副總裁。執行長黃國樑博士除了主導銀行日常營運管
理，將更專心致力於金城銀行的營運版圖擴展及策略規劃。
董事吳俊賢先生是 Metafactory 資訊公司創辦人及經理，吳
董事專精於資訊收集、分析、設計及運用。他在資訊網路的專業
知識和領導能力不但運用在科技行業，對於貿易和商業發展均有
卓越貢獻。相信在新的組織及人事安排下，金城銀行未來的發展
將再創新局。
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表示，金城銀行 2016 年和 2017 年持續表
現傑出，在稅後純利、總資產額、總貸款額、總存款額以及股東
權益屢創新高，並達到創行 32 年以來的歷史新高點。董事長吳
光宜先生甫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他在北美洲商
業界的長久貢獻及影響力，更將帶領金城銀行全體行員擴大服務
社區的層面，並達到二、三年內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的目標。
榮獲五星銀行評級更證明了金城銀行營運目標明確，領導管理有
方。金城銀行瞭解客戶的需求，能提供更專業和貼心的服務。金
城銀行有 30 多年社區銀行的經驗，管理團隊更秉持兢兢業業的
態度，努力為客戶提供量身訂做的存款和貸款服務，希望能幫助
客戶的業務蒸蒸日上。
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 金
城 銀 行 休 士 頓 百 利 總 行 的 地 址 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713-777- 3838。歡迎光臨惠顧。

2017年美南區暑期中文教師研習會
年美南區暑期中文教師研習會
中華保健中心主辦 返國致敬團 2017
(本報訊)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的活
動，在籌備會陳美芬主委的號召下，
項目大都已定。而返國致敬團仍由承
辦多年、經驗豐富的中華保健中心主
辦。今年將由副會長甘幼蘋僑務委員
領軍。曾主辦致敬團多年的監事王秀
姿僑務諮詢委員將退居幕後，給予甘
委員在籌劃上及沿途照料上的協助。
據甘幼蘋僑務委員說明，今年度
返國致敬團行程除台中觀光之外，最
吸引人的景點該是馬袓的觀光。行程
將由十月九日在台北車站集合至十月
十三日解散共五天。
十月九日集合後將經三峽老街、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直奔台中國慶晚會
現場，夜宿台中。第二天返回台北，
沿途將參觀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國
家歌劇院、新竹城隍廟等。第三天搭
乘立榮航空直飛南竿，參觀出名的八
八坑道，八八坑道原是儲存軍需的戰
備坑道，坑道主體由花岡岩構成，如
今則是馬祖酒廠窖藏酒罈的坑道，內
冬暖夏涼具恆溫隱定作用，是絕佳的

儲藏酒窖。除八八坑道外也將參觀獲
選為全台灣 36 祕境之一的北海坑道等
等。當然！出名的馬祖酒廠我們不會
遺漏，酒廠更提供品嘗 58 度馬祖高梁
，讓您有看又有喝。
除了搭乘立榮航空至南竿外，我
們將搭船前往北竿，參觀 「枕戈待旦
」馬祖最顯著的地標，與金門 「勿忘
莒光」相互輝映。我們也將參觀中華
民國小百岳之一的雲台山，山頂景觀
台可一覧大陸山河。如海況許可，將
可看到近日相當吸引人的北竿 「夢幻
藍眼淚」，在黑暗中清透海面上有千
萬螢點水母螢光，畫面將呈現絕色之
美。翌日，將參觀戰爭和平紀念館、
阪里古厝、芹壁村、塘岐街頭等等，
下午返回台北。
領隊甘幼蘋僑委提到，由於名額
有限，即日起凡有興趣參與此次返國
致 敬 團 者 ， 歡 迎 和 甘 幼 蘋
281-620-5557 或 王 秀 姿 諮 詢 委 員
713-975-9888 聯繫。她們將可提供更
詳盡的資料和說明。

(本報訊)2017 年美南區暑期中
文 教 師 研 習 會 ， 將 於 8 月 11 日
至 13 日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舉行。很榮幸今年美南暑期中文
教師研習會由連育仁、曾怡華兩位
老師蒞臨指導。兩位老師學養深厚
，教學經驗豐富，必能使參與這次
研習會的教學同仁獲益良多。
大家熟知的連老師風趣又資深
，任教文化大學是極受歡迎的華語
文數位教學以及教學活動設計教師

。曾老師為紐西蘭 Royal Oak Primary School 教師，任教過台灣、日
本以及紐西蘭等地的語言中心、大
學、中小學及中文學校。
只要和華語教學有關的項目，
幾乎都是她的專長，這次研習會曾
老師將主講唱遊學華語、兒童華語
文教學、有趣的課堂活動設計及教
具製作。兩位老師去年獲僑委會遴
派至澳洲巡迴，前年也接受羅馬大
學的邀請，赴羅馬第三大學培訓當

地漢語教師。
這次教學陣容優異堅強，實為
美休士頓各會員學校之幸，敬請有
志教學的人士踴躍報名。參加學員
請準備備電腦、水杯或保溫杯、白
紙數張、撲克牌及剪刀。報名費每
位$ 40.00。本會將提供茶水點心、
8/12 和 8/13 的午餐及周六晚上的謝
師宴。需要訂旅館的學員，本會可
提供旅館優惠價。 報名請電中華文
化中心中文學校：713-271- 6100

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空軍節 榮記餐廳舉行
(本報訊)今年空軍節在即，休士頓大鵬聯誼會
將於八月六日舉行餐會，當日中十二時， 假榮記餐
廳 舉 行 ， 地 址 為 6938 B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72。
大鵬聯誼會表示，今年更換餐廳舉辦活動，請
會員到榮記餐廳參加一年一度空軍節慶祝餐會，該
餐廳位於 Wilcrest 和鄰近百利(Bellaire)大道的商場
，十分好找，並且容易停車，與蛋塔王在同一個商

場，請會員不要到以前舉行活動的地方。聯誼會今
年訂下榮記 餐廳，當天中午沒有其他客人，完全由
大鵬聯誼會 使用，請會員及家人、朋友 踴躍參加
。
出席的會員每人需繳納會費$10 以及餐費$10，
非會員餐費$15，歡迎僑界人士參加。理事會表示
，大鵬聯誼會每年在空軍節團聚時繳納會費，今年
會費沒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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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恢復部分H-1B申請的加急處理服務

美國移民局於 7 月 24 日宣
布，恢復部分 H-1B 加急處理
服務。此次恢復加急處理服務
的 H-1B 申 請 要 求 雇 主 屬 於
「高等教育機構」、 「非營利
研究機構」、 「政府單位的研
究機構」或其附屬機構。
此前，移民局於 3 月 3 日表
示，因 H-1B 案件積壓嚴重，
移民局於 4 月 3 日起，暫停所有
類別的加急服務。其他類別的
H-1B 申請暫時還不能加急。
H1B 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
從事工作的專業人士，如工程
師、律師、會計、研究員、高
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等
。 H1B 由雇主申請，受益人最
長可在美國工作六年(已經提出
綠卡申請的可提出超過六年的
H1B 申請)，在此期間並可變換
雇主，轉換成其他簽證，或申
請永久居留（綠卡）身份。
H1B 適用甚廣，是企業或
公司最常申請的簽證，核准時
間三至六個月不等。 H1B 簽證
的 配 偶 與 子 女 ， 可 以 申 請 H4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
可以申請入學，但一般情況下
不可以在美國工作。 H1B 身份
的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
工作：H1B 持有人的 I-140 職
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而
該 H4 配 偶 為 主 要 受 益 人 或
H1B 持有人已經處於 H1B6 年
以後的延期階段。
H1B 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
學學士或以上的學位（專科加
兩年相關工作經驗也符合條件
）
1.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
位相關
2.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
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
H1B 工作簽證配額
2017 年的配額是 65,000,除
去其中基於雙邊自由貿易協議
留給智利和新加坡的 6,800 個
配 額 ， 事 實 上, 只 剩 下 了 58,
200 個名額給其它國家的申請
人 使 用. 另 外, 根 據 2004 年 11
月 20 日通
過新的法律，每年增加了 20,
000 個名額供獲得美國碩士或
碩士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 H1B 申請
案主要包括三類：
(1) 現 在 是 H1B 的 身 份 延
期；（此類別的 H-1B 申請暫
時還不能加急）
(2) 現 在 是 H1B 的 雇 主 轉
換；（此類別的 H-1B 申請暫
時還不能加急）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
機構」; 「非營利研究機構」或
是 「政府單位的研究機構」；
比如醫療中心，大學等或其附
屬機構。 （此類別的 H-1B 申
請目前可以加急）H1B 工作簽
證快速申請移民局自 2001 年 7
月 30 日開辦了一千美元快速審
理服務。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
下 可 以 多 付 出 $1,225 美 元 的
“加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
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在 15 天
內決定是否批准,補件或否決該
申請。如果移民局在 15 天之內
沒有作出決定，移民局承諾退
回加急費。根據我們律師事務
所的經驗，移民局通常在幾天
之內就作出了審理結論。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 USCIS 7 月
19 日宣布，凡在申請 2018 財政
年度 H-1B 的申請人中，未被
計算機系統抽中者，移民局已
將其申請文件全部退還完畢，
並在今年 5 月 3 日完成了所有被
抽中 H-1B 申請人的數據錄入
工作。如果您已在今年 4 月 3
日-4 月 7 日期間進行了 H-1B
申請遞件，但在 7 月 31 日之前,
即未收到來自移民局幸運抽中
的通知信（Receipt Notice）、
或也未收到未抽中的申請退還
文件包(returned petition)，請聯
繫為您辦理申請 H-1B 的律師
，或查詢移民局網站，了解您
的 H-1B 申請進展。
2. 旨在鼓勵外國企業家來
美創業的 EB-6 政策被推遲到
明年三月執行，並且很可能被
撤銷。根據 2016 年 8 月 25 日的
版本，符合資格的企業家可獲
得兩年的合法停留，且如果公
司運營良好，可再延長三年。
具體要求為：佔有初創企業至
少 15%的股份，並積極參與企
業的運營， 企業是過去三年以

內在美國創立的，而且 能證明
其企業在就業創造和商業發展
方面的潛力。可通過以下幾點
來證明其潛力： 1. 企 業 獲 得
了至少$345,000 來自合格的美
國投資者的投資，該投資者要
有投資成功的先例；2.獲得來
自聯邦、州、或本地政府至少
$100,000 的獎勵或者撥款；或
者 3. 以上兩點滿足一點或者兩
點，並且其它任何可以證明該
初創企業能夠快速發展和就業
創造潛力的其它可靠證據。然
而新政府認為，此政策會剝奪
美國公民的就業機會，因此建
議推遲甚至撤銷該政策。原文
鏈 接 為 ：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7/
07/11/2017-14619/international-entrepreneurrule-delayof-effective- d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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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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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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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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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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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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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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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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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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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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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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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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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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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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酒樓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中美酒樓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超值套餐

特別推薦干逼軟殼蟹、釀三寶、羊腩煲等名菜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休巿 20 年，對於
「中美酒樓 」的精彩菜色，大家並不陌生，
無論是 ITC 的大型 Party , 還是空軍大鵬的年
度大宴， 「中美酒樓 」 物超所值的菜色，
一直為大家所津津樂道。其著名的菜色如：
北京鴨、鹹魚煎肉，南瓜芋頭炆臘味、芹菜
什菇炒臘味、玉子豆腐、滑蛋蝦仁、菜膽靈
芝菇、豉椒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蝦米
煲----- 等等，以及該店大廚特別推薦的干
逼軟殼蟹、金針雲耳蒸雞、釀三寶、西汁蝦
球、羊腩煲等名菜，都是該店大家點了再點
，百吃不厭的名菜。
「中美酒樓 」 也是現在各餐館菜價飛漲
，仍能新推出 「超值特價菜」，全天供應
$5.50 元的超值特價菜的餐館。
中美酒樓的 「超值套餐」 盤大量多，物
超所值，有四人份、六人份，八人份、十人
份四種，如 「四人份 」$35.95 元包括： 老

火例湯、蘭遠滑牛、京都排骨、本樓豉油雞
、干燒全魚、送水果。 「六人份 」$51.95 元
，包括： 老火例湯、蘭遠滑牛、京都排骨 、
椒鹽蝦、本樓豉油雞、清蒸海上鮮、送水果
。 「八人份 」119.95 元，包括：！雪花海鮮
羮、薑蔥雙龍蝦、蘭遠滑牛、本樓豉油雞、
椒鹽蝦、菜膽北菇、京都排骨、清蒸海上鮮
。 「十人份 」$139.95 元，包括： 海鮮魚肚
羮、薑蔥雙龍蝦、白灼/ 椒鹽大蝦、蘭遠滑
牛、京都排骨、海鮮大會、本樓豉油雞、北
菇扒菜膽、清蒸海鮮/ 龍利，送水果或甜品
。
「中美酒樓 」近中國城，從八號公路轉
Bissonnet 過去五分鐘即至，位於 Bissonnet 與
Leawood Blvd. 的交口，地址：11317 Bissonnet , Houston TX 77099, 電 話 ：
281-498-1280

圖為 「空軍大鵬
空軍大鵬」
」 慶祝八一四空軍節在 「 中美酒樓 」 歡宴的情景
歡宴的情景。（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王朝旅遊開業20
王朝旅遊開業
20年大特惠
年大特惠
李娜療痛中心
特價機票、旅行團
旅行團，
，應有盡有
有效治療疼痛病 特價機票、
（來自病人的經歷）

一個月前，我在美髮院剪髮，遇
到了一位老人。聽她介紹，兩個月前
自己腰椎疼痛，不能走路，必須坐輪
椅才可以行動。經過李娜醫生治療後
，現在不用輪椅就可以走路，能夠自
由行動，見證了李娜醫生的精湛醫術
。
我個人腰疼病已有十餘年，犯病
時腰痛腿麻，不能走動，難以忍受。
我也大量查閱相關病痛的病理依據和
治療方法；並向幾位和我有相同病症
的患者做了相關的了解，大多結論是
動手術和傳統復健難以達到很好的效
果。聽到這位老人的經歷，我找到李
娜醫生進行治療，經過一個療程後，
腰痛明顯好轉，疼痛得到極大的緩解
，走路、行動明顯順暢有力。每當我
去李娜診所治療時，都能見到很多病
人反映他們的治療效果非常好；還有

一位二次手術後的病人，說李娜醫生
的治療方法比手術更科學，效果要好
的多，還沒有創傷沒有後遺症。謝謝
李娜醫生治好我的病，我深深的體會
到，有病要找對醫生，否則無效的治
療會給自己和家人帶來很大的痛苦；
感謝李娜醫生的高超醫術，使我恢復
了無痛健康的身心。
患者：Xiang Liu
李娜療痛中心多年行醫不但受到
休斯頓廣大患者的好評和認可，還受
到中國骨傷研究所的大力邀請，進行
了多次的學術交流，搭建了長期的學
術醫術合作關係，致力於推廣科學的
治療方法和先進的治療理念。
李娜療痛中心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休斯頓王朝旅遊慶祝開業 20
年，感恩大回饋，推出各類特價機
票和旅行團套餐，各種特價，盡在
王朝！
A. 特價機票：
中國國際航空（AIR CHINA
），休斯頓往返中國各大城市機票
起飛地點 到達地點 價格 備註
休斯頓 北京 $790.00 含稅&直飛
休斯頓 上海 $718.00 含稅
休斯頓 廣州 $648.00 含稅
休斯頓 成都 $648.00 含稅
休斯頓 昆明 $648.00 含稅
休斯頓 桂林 $648.00 含稅
休斯頓 福州 $718.00 含稅
休斯頓 武漢 $718.00 含稅
休斯頓 台北 $480.00 含稅
休斯頓 香港 $648.00 含稅
注意：兩人成行，同去同回，
大小同價，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出 發 日 期 8/25/2017 – 9/30/2017

，特價截止日期 8/2/2017
B. 特價旅遊團 + 贈送國際機票：
1. “$0”休斯頓回上海特價機
票旅遊團套餐
“$0 元上海團”？是的，您沒
看錯，相信您的眼睛！兩人同去同
回，$0/人，含國際往返機票、稅
金及團費，2017 年休斯頓天天出發
，美國其他城市，請致電諮詢，也
有特價哦！
江南 7 天旅行團，入住五星級
酒店，讓您盡情吃喝玩樂！旅行團
結束之後，您將有半年的時間停留
中國探親或者遊玩中國其他城市大
好山河！ （機票最長往返時間是
180 天）
注：需美國護照或持綠卡的華
僑成人享受此特價！價格未含：中
國簽證費$170，部分景點門票$90
，小費$70！
上海江南團結束之後，可順道

遊北京、九寨溝、張
家界等地，也有特價
贈送哦！
2. “ $299” 坐
長榮，回台灣，游江
南！
平民的價格，帝

王的享受！
2017 年乘坐長榮飛機回台灣，
順道游江南，可最多停留台灣 90
天。只需$299/人，包稅，包機票
，包團費，全程五星級酒店。機不
可失，時不再來！
注：價格未含：中國簽證費$170，
部分景點門票$90，小費$70！
3. “$699”坐長榮，回台灣，
遊九寨溝！
人間仙境，世外桃源，情系九寨，
流連忘返！
$699/人，含稅，含機票，含
旅遊團。讓您乘上舒適的長榮飛機
，入住五星級酒店，進入綠野仙踪
——九寨溝！可最多停留台灣 90
天。
此價格未含，中國大陸簽證
$170， 部 分 景 區 門 票 $220， 小 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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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地區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紀實III
德州公立高中的學生，在該校的學習成績排名前
7%的，可以自動被德大錄取。換言之，如果你在你
自己的高中學習成績相對好，那麼就有資格“保送
”到德州大學。不過，錄取之後選擇什麼專業，需
要再議。而校內轉專業，競爭還是很激烈的。談到
錢的問題，公立大學對本州學生的收費要遠低於外
州的學生。而學校對學生的資助要比私立大學裡的
少很多。
Roger Hong 洪老師以及他的團隊是這次麥當
勞教育展的當地協辦單位之一。他對升學輔導有多
年的經驗和心得。他的上台，先引起一片掌聲。他
在達拉斯地區住了 36 年，對本地的高中甚是了解。
對全美的大學排名，錄取率，各個大學畢業生的平
均收入等情況瞭如指掌。談到錢的問題，根據數據
，有 25%的公立大學在校生收到資助。而在私立大
學這個數字是 60%多。
對於今天來參加麥當勞教育升學展的學生和家長，
哈佛大學有三位代表參加今次的教育展。
哈佛大學有三位代表參加今次的教育展
。 他們是
他們是：
： Theresa J. Chung，
Chung，
洪老師提出 5 個要知道：
Jenny Le 和 Rossie Walter。
Walter。以如何考上哈佛
以如何考上哈佛？
？這是許多家長關心的問題
這是許多家長關心的問題((
1，知道自己的目標和興趣。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2，知道你所申請的大學。
3，知道你被該大學錄取的可能性。
【本報記者鄧潤京】Veronica Pena 是 UT（德州大學）的招
4，知道如何表現出最佳狀態-----要比別的學生更為優秀
生辦公室主任。今天到場的陳筱玲和 Roger Hung 都是該校達拉
斯分校校友。 UT 有 170 多個專業。教師和學生的比例是 1：17 。
5，家長要知道如何支持、幫助學生。
。同時，也可以將學生送到海外去學習。申請入學的手續大同小
一個高中生是否能如願以償進入排名靠前的大學，
異。學校學習成績，教師推薦信，考試分數，自我介紹短文等文
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畢竟在這裡競爭是很激烈的。學
件都會影響的錄取與否。
德州大學作為是公立大學還有一條“自動錄取”的規定。在 生需要努力做到的是“八面玲瓏”：
1，高中學習成績好，包括 Ranking （排名），GPA

（平均成績得分），AP（大學先修課程）。
2，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好，可選擇 SAT 或 ACT。
3，獲得過的榮譽，獎章，獎狀。
4，領導能力。在課外活動，學生社團中的表現。最好是社
長、會長。
5，社區服務。做義工。
6，針對所申請的學校，寫好一篇自我介紹的文章。
7，教師、社區領袖所寫的推薦信。
8，面試。對於某些私立名校而言，面試是必不可少的錄取
環節。
另外，Attitude，也可以說態度是決定因素。保持努力工作
，積極向上，刻苦學習的態度，保持樂觀的態度，無往而不勝。
看來，在傳統觀念裡的“一考定終身”並不適合今天的升學
現實。不管是六個“C”也好，“八面玲瓏”也罷，培養一個健
全人格，全面發展的人，是追求的目標。清代詩人龔自珍有云：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教育展中可以看到，有
大量別具一格的人才正在從教育升學展中走出來。
休斯敦地區的麥當勞升學教育展將於 8 月 26 日，星期六，上
午 9：00 在夏普斯堂國際高中隆重開幕，地點：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
主辦單位：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聯繫電話：
832-448-0190

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
「脊椎和肩關節的疾病與復健」

（ 本報訊）日期：
2017 年 7 月 30 日（星期
日）
時間： 上午十時
至 十 二 時 (10:00AM-12:
00PM)
主題： 脊椎和肩關節的疾病與復健
主講人： 林琬真復健物理治療師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 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復健物理治療是一門處理因疾病或傷害所帶來的動作
問題的醫療專業；針對人體局部或全身性的功能障礙或病
變，及其造成的身體不適和病痛，給予適當的運動療程，
使儘可能地恢復其原有的生理功能，進而提升其生活品質

。物理治療師首先會對患
者或服務對象作總體性動
作機能評估，並依據評估
後的結果，設計並施行適
合病患的循序漸進運動療
程，以減輕其症狀的質和量為目標，並同時提供相關的復
健教育，防止症狀復發或惡化。常見的治療方式包括，徒
手治療、關節鬆動術、物理因子治療及其他的物理治療方
法。
脊椎和肩關節是身體肌肉骨骼系統中很重要的部位，
也是復健科門診中最常見的問題。為何這兩部位容易受傷
？兩者之間有否有所關連？受傷之後如何復健？慈濟德州
分會的健康講座很榮幸地邀請到林琬真物理治療師為大家
介紹脊椎與肩的解剖生理基本常識，疾病受傷的原因及復
健的方法，並幫助大家了解及預防這兩方面的問題。

Veronica Pena 是 UT 招生辦公室主任
招生辦公室主任、
、 德州大學作為是公立
大學還有一條“
大學還有一條
“自動錄取
自動錄取”
”的規定
的規定。
。在德州公立高中的學生
，在該校的學習成績排名前 7%的，可以自動被德大錄取
可以自動被德大錄取。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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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入對行，
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相信，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想發財，沒有
人不想成功。可現實是，如果你入
錯了行，你永遠都不可能成功。馬
雲曾經說過：“沒有一個時代比現
在好。在人類歷史有過三次重大革
命。工業革命，英國花了 50 年時間
發展起來了；技術革命，美國花了
50 年時間；而今是人類歷史的第三

次革命，互聯網時代剛剛開始 20 年
，接下來 30 年才是關鍵。”
所以，抓住時代的脈搏，抓住
機遇，選對行業，太重要了！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創業的，大多
數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行業，好的
項目，好的團隊，自己加入其中，
一切就進行良性的運行當中，一切
都在掌握中。這樣風險可以控制到
最小，而收益可以
最大化。現在，就
有這樣一個機遇，
只要學習 3-6 個月
， 就 能 成 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薪
達到 10 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 一
家總部位於達拉斯
的電腦工程師培訓
學校，目前剛剛進
駐休斯敦。如果你
曾經選錯了專業，
或者讀書時 GPA 不
夠理想，一直沒能
找到合適的工作，
又或者屢次被各公
司以沒有工作經驗
拒絕。在了解了

2017 年 7 月 29 日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 絡 工
程師培訓之後，你就會發現這
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 LaneCert 的劉校長介紹
，LaneCert 培訓機構是一個網
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
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
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
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
高新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
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
。全美統計，Cisco 互聯網專家
CCIE 只有 1 萬人，而這種高新
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 Lanecert 培 訓 機 構 作 為 一 個
專業 CCIE 培訓機構，可以指
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
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
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
多人可能要打退堂鼓了，認為這是
高科技，很難學。其實，事實完全
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
勢！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學，而
且包學會！其一，Cisco 互聯網程序
相對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
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改
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
但是保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的時
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
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能完全
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
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
於中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

Saturday, July 29, 2017

，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的教學方
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
采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
學員都有被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
學習上的困惑，教學質量得到保障
！其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
揮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
程直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
，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雇傭
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只有這
一次，你，想要抓住嗎？Cisco 互聯
網專家培訓 CCIE，隨到隨學，試聽
免費。

“濕疹”——北美三大國病之一 （1）
劍牌“皮膚病霜”治療濕疹效果好，尤其
是孩子！
移民到北美的人，時間長一點都會發現，
在夏天經常能看見穿著暴露的北美人，身上患
有濕疹，皮膚潰爛的很厲害，而且是大面積的
。甚至，有人把濕疹歸類為北美的三大“國病
”之一（癌症、愛滋病、濕疹）。許多北美人
醫療免費，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說明北美
人急需治療濕疹的良藥。
什麼是濕疹?
濕疹 （eczema）是一種皮膚炎症性疾病，
分急性和慢性，是由多種複雜的內、外因素引
起的一種具有 多形性 皮 損 和易有滲出傾向的
皮膚 炎症性反應。濕疹的病因複雜，多難以確
定。自覺症狀 瘙癢 劇烈。急性濕疹好治，如小
孩濕疹。慢性濕疹病情易反復，可遷延多年不

愈。
幾種典型的濕疹：
陰囊濕疹：陰囊最常見的皮膚病。急性發
作時，陰囊皮膚水腫，潮濕或有糜爛，滲出，
結痂。
耳部濕疹：多發生在耳後皺襞處，表現為
紅斑、滲液、有皸裂及結痂，有時帶脂溢性。
常兩側對稱。
乳房濕疹：多見於哺乳的婦女。乳頭、乳
暈及其周圍呈棕紅色皮損，邊界清楚，糜爛，
乳頭皸裂、疼痛。
臍窩濕疹：臍窩處呈現鮮紅或暗紅色斑，
表面濕潤，有滲液及結痂，邊界清楚，很少波
及臍周皮膚。
女陰濕疹：大小陰唇及其附近皮膚浸潤肥
厚。較多發生紅斑、糜爛，劇烈瘙癢，有時可

見部分色素脫失斑。
肛門濕疹：肛周皮膚濕潤潮紅、糜爛，一
般散有少量丘疹，或肛門粘膜皺襞、肥厚、皸
裂，奇癢難忍。
手部濕疹：易發於掌面、手背，可侵及腕
部和手指，常對稱發生，掌面皮損為局限性淺
紅，不同程度瘙癢。
小腿濕疹：多發生於脛前或側面，常對稱
分佈。皮損多為局限性棕紅色斑，有密集的丘
疹或丘皰疹。
錢幣狀濕疹：易發於背部及四肢伸側。皮
損呈散在約 25 分硬幣大小，圓形紅斑水皰，輕
度糜爛和結痂等。
過敏性濕疹：發病時，患處如：下肢、陰
股部等處常有從小丘疹到丘皰疹、再到小片狀
濕疹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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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Cert 是 經 美 國 政 府 授 權 的
職業培訓學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
費學習。休斯敦分校已经開學，如
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
辦身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
請來 Lane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
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將回報
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 ：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77072
電
話
：
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濕疹有瘙癢、復發、季節性特點：
1、目前，濕疹的病因尚未明瞭，一般認為
過敏體質是發病的主要原因，外界各種刺激因
素是發病或加劇的誘因。
2、濕疹的臨床特點是奇癢，往往病人患處
都是抓痕。濕疹被抓破後會導致病症加重。
3、濕疹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發生，冬、夏季
為高發季節。
那麼，有了濕疹該怎麼辦？“劍牌”皮膚
病霜是你的首選。該產品是純中藥天然產品，
獲得了加拿大政府的許可。自 2013 年上市以來
，暢銷整個加拿大。讚譽聲不斷，一試便知，
讓眾多皮膚病患者喜上眉梢。具體如何治療？
請看下期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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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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在濰坊市舉行
本市薛志剛牙醫博士代表（
本市薛志剛牙醫博士代表
（iACD ) 發表專題講座

圖為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現場，
圖為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論壇現場
，有六百多位中美日牙醫與會
有六百多位中美日牙醫與會。
。

濰坊市大會現場。
濰坊市大會現場
。

圖為（ iACD) 成員 7 月 14 日在上海舉行 2018 年第三屆國際年會策劃研討會議合影
圖為（
年第三屆國際年會策劃研討會議合影。（
。（ 前排左五 ） 為該會秘書
長薛志剛牙醫博士。
長薛志剛牙醫博士
。

薛志剛牙醫博士（
薛志剛牙醫博士
（ 前排左四 ） 與出席代表合影
與出席代表合影。
。

圖為本巿薛志剛牙醫博士（ 右二 ） 以（iACD )祕書長身
圖為本巿薛志剛牙醫博士（
)祕書長身
份代表美國專家前往發表專題演講。
份代表美國專家前往發表專題演講
。

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
圖為出席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會的醫師們合影。
圖為出席中美日口腔醫學高峰會的醫師們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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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地區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77 月 22
22日日
在達拉斯的約翰•保羅高中（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再次隆重登場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德州眾議員陳筱玲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德州眾議員陳筱玲(Angie
(Angie Chen Button)、
Button)、麥當勞
聯鎖店東主 Jonathan Chan,Denny Varghese、
Varghese、 洪仁鼎等共同主持達拉斯地區 麥
當勞升學教育展開幕剪綵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代表 Plano 市長頒發感
謝 狀 給 麥 當 勞 聯 鎖 店 東 主 Jonathan Chan,Denny
Varghese

麥當勞聯鎖店東主 Denny Varghese 與會家
長互相交流

Roger Hong 洪 老 師 以 及 他 的
團隊是這次麥當勞教育展的當
地協辦單位之一、
地協辦單位之一
、對全美的大
學排名，
學排名
，錄取率
錄取率，
，各個大學畢
業生的平均收入等情況瞭如指
掌。談到錢的問題
談到錢的問題，
，根據數據
， 有 25
25%
% 的公立大學在校生收
到資助。
到資助
。而在私立大學這個數
字是 60
60%
%多

麥當勞
聯鎖店
東 主
Denny
Varghese
表示麥
當勞的
ArchArch
ways 專
案學生
們都可
以申請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麥當勞聯鎖店東主 Jonathan Chan 鼓勵與會家長申請麥
當勞獎學金

麥 當 勞 聯 鎖 店 東 主 Jonathan
Chan 講到麥當勞這樣的大公司
有自己的助學金，
有自己的助學金
， 如果你是麥
當勞的員工，
當勞的員工
，可以去申請
600 多 位 學 生 及
家長聆聽麥當勞
教育展專業人士
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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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文傳媒同聚塞上江南 共商“一帶一路”機遇發展

（本報訊）2000 年前，張騫出使西域，憑借著中國聞名遐邇
的絲綢產品，開拓出了一條舉世矚目的絲綢之路，也標誌著中國
伸出雙臂和世界文明和商業文明的壹次熱烈擁抱。從此，絲路文
明迅速向四周傳播，影響至今。
而跨越了兩千年之後的今天，一個相同主題讓“塞上江南”
寧夏銀川迎來了世界五大洲數百位的海外華人媒體人及企業家，
共同探討：““一帶一路”的發展以及寧夏的機遇和騰飛。此次
活動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寧
夏日報報業集團、海外華文媒體合作組織主辦，當天參加主旨演
講的四位特邀嘉賓，從不同的專業領域和不同的視角對“一帶一
路”進行了富有建設性的分析。
上合精神和絲路精神一脈相承
上海合作組織副秘書長王開文先生以自己多年來的經歷，闡
述了上合組織在“一帶一路”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王開文先生是位資深的外交官，曾出任中國駐拉脫維亞大使
、駐格魯吉亞大使、駐吉爾吉斯大使等重要職務，2016 年起，擔
任上合組織副秘書長。2001 年 6 月，哈薩克斯坦、中國、吉爾吉
斯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中國上海宣布成
立永久性政府間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
王開文先生強調，上海合作組織的理念和“一帶一路”的精
神是壹致的，都體現了平等互信，共同發展的目標，是將中國夢
和沿線國家人民的夢想連接起來，上合組織所覆蓋的國家和“一
帶一路”非常吻合。並且，兩者在合作領域方面希望不斷拓展，
以達成民心相通的共同理念，做到民心相系，民心相知，也希望
寧夏能抓住機遇，積極參與上合組織的活動，共襄盛舉。
“一帶一路”將成為寧夏騰飛的最大機遇
復旦大學博士畢業生，寧夏經濟管理學院的教授、碩士生導
師楊韶艷從學者的角度，分析了 “一帶一路”將為寧夏帶來哪
些機遇和挑戰。
在演講中，楊教授從中西方經濟領域的理論中發現，貿易帶
來的雙贏是中西方經濟理論的共識，大道至簡，殊途同歸，共同
發展是世界大勢。
但是，近年來，國際社會的金融合作出現瓶頸，WTO 區域
推廣遇到阻力，2008 金融危機也讓合作收到影響。更重要的是，
從貿易的互聯互通到投資金融，要想達到民心相通的高端目標實
屬不易。
因此，只有包容，開放，合作共贏的模式才能 寧夏作為陸
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著非常
重要的角色，未來的寧夏將從三路出擊，陸上絲綢之路，四條高
鐵即將投入，結束寧夏無高鐵的現狀；空中絲綢之路，新投入的
中亞和伊朗的國際航線，以及銀川至鄭州等線路，此外，推動網
上絲綢之路。
楊教授也分析了寧夏在經濟發展中的不利現狀，包括地域的
劣勢。但寧夏的出口和利用外資等方面都在與日俱上，潛力巨大

，未來可期。
從西方媒體的認識轉變看“一帶一路” 的國際影響
“一帶一路”從倡議至今，在全球引發了巨大反響，海外主
流媒體對它的關註也在不斷增加，從開始的沈默保守，變成了越
來越多的介入意願。
可以說，海外主流媒體對“一帶一路”報道的轉變過程，也
是“一帶一路”日益獲得國際認同的過程。
來自美國 CNBC 的前主播、資深媒體人安德魯﹒萊基教授
對此作了深入淺出的分析。
安德魯•萊基從媒體的角度，選擇了美國和英國的四大報紙
作為分析的對象，他經過不斷的研究發現，隨著“一帶一路”的
推進，西方媒體的反應和態度也從觀望，質疑到關註和介入。
觀察中發現，西方媒體起初對“一帶一路”的反應保守，
2015 年至 2017 年發表相關報道不超過 100 條，而且較為膚淺。但
2017 年紐約時報的文章稱 ：美國企業已希望參與“一帶一路”
，通用電氣，花
旗銀行都已布局。
在政治、貿易和經濟三個方面中，政治因素最引人關註。許
多人對“一帶一路”並不了解，造成不同看法乃至質疑，美國從
開始的漠不關心，保守觀望，而逐漸開始介入，如白宮派出的官
員以及一些美國媒體表達的樂觀態度。
安德魯•萊基同時也表達了
西方媒體對該項目產生的顧慮，
如一帶一路時間跨度過長，要投
入 50 年以上的時間，中國需要
增強該項目的透明度。
此外，恐怖地區的潛在風險
，以及貸款方面的問題。安德魯
•萊基作為資深媒體人對此問題
的分析方式，獲得了不少在場海
內外新聞同業人員的認可，由此
樂見，“一帶一路”的關註度正
越來越高，隨著不斷的宣傳，料
將被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和認識。
說好“一帶一路”故事 構
建國際品牌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克朗
凱特新聞傳播學院吳旭教授演講
的題目是:三個故事與“壹帶壹
路”的品牌構建。
眾所周知，歷史上從張謇出
使西域、到玄奘西遊取經，再到
鄭和下西洋，中國從沒有停止過
與西方世界交流合作的腳步，中

華文明也以“海納百川”的胸懷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文明進行著
互通交流。
今天“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倡議，將
為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的的優勢互補、開啟了新的
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臺。但如何能夠做到理解和認同至
關重要，吳旭教授的三個故事抽絲剝繭般將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
，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式。
三個故事分別講述了今年香港拍賣價高達 2.28 億港幣的宣德
青花瓷，體現了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國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握手的
价值所在。第二個故事講的是耶穌誕生時三個東方聖人來此祝賀
，新的研究發現這三位聖人很可能來自中國。第三個故事則是耳
熟能詳的西遊記故事。
吳旭教授稱，三個故事，從絲綢之路的經驗來看，文化交流
和文明具有相知相通的巨大魅力，已經超出了貿易雙贏本身的含
義。隨著大國掘起，中國更需要和世界文明第二次握手，以精神
、文化、傳統來達成民心相通的共同理念,而不是僅僅強調經貿
，以打消國際社會的疑問乃至質疑。

（文/圖： 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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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s Compliance With China's
Cyber Security Law Mutually Beneficial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data center as the company’s renewed effort to improve Chinese iCloud
users’ experience by reducing delays while raising reliability.
Jackson’s remarks have been echoed by Ma Ningyu, the Guizhou provincial government’s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and director of the province’s
big data bureau, who described Apple’s move as the largest investment
and most influential project since the province adopted a strategy to develop big data technology. “It (Apple) will take a leading role in helping
Guizhou develop its cloud computing industry,” Ma said.
The government of Guizhou province aims to build the impoverished
southern province as China’s data center capital with a mission to attract
more talents and professionals to work there by introducing the high-technology facilities like Apple’s data center that will be powered by renewable energy. So far, a number of famous enterprises such as Alibaba and
Hewlett Packard have set up facilities in Guizhou as the province is cultivating the cloud service industry.
Experts said that establishing the data center in China could help Apple
expand the iCloud user base and reduce the costs of data storage and transmission in the country, which currently accounts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Apple’s revenue.
“It is inevitable that Apple will establish a data center in China,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bile Internet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the technologies
of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Wang Yanhui,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obile China Alliance, said, adding that Apple w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localizing its services in China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policy and
users’ habits. (Courtesy http://sino-us.com/)

A 3D printed Apple logo is seen in front of a displayed cyber code in this illustration taken March 22, 2016. (Photo/Reuters)
Apple’s decision to open a data center in China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the foreign ones. In the same year, Dell opened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
move to comply with a regulation requiring foreign companies to keep Venture Fund to China’s early-to-growth-stage companies as part of its “In
digital data on computers located within the country, but the move will China, For China” strategy. Dell’s move also came as China was carrying
also be beneficial to the iPhone maker as foreign technology companies out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Internet plus policies,
are used to complying with Chinese rules in exchange for market share.
a new national strategy adopted at a time when the country has entered a
Recently, the Cupertino, California-based firm announced plans to set up “new normal” phase of slower economic growth.
its first-ever data center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izhou to “improve Apple has joined the ranks of its American peers by announcing plans to
the speed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Cloud services for Chinese customers. establish two mo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in China this year.
The Guizhou data center will store photos, videos, documents and ot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uploaded to iCloud accounts by Apple’s Chinese Mutual benefits
users.
Lisa Jackson, Apple’s vice president of environment, policy and social iniPreviously, Apple had moved some of the Chinese users’ data to China. tiatives, has hailed the partnership with Guizhou province to establish the
But this time, it went a step further to have the Guizhou data center run by
a local data management firm named Guizhou-Cloud Big Data Industry.
The Chinese firm, which is co-founded by the Guizhou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sales of iCloud services in
the country and addressing legal requests for data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Apple announcement to establish a data center in China came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the enforcement of a newly approved cyber security
law requiring foreign companies to store data within Chinese borders and
cloud services to be operated by Chinese companies. The new cyber security law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Western experts who believe that
it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y into personal data
through legal means, 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the threats of cyber attacks
and terrorism.
Apple’s iCloud Service

IBM Logo on the Dragon Building, Beijing China’s Pangu
Plaza

However, Apple defended its commitment to its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protections in a statement, which rooted out the likelihood of creating backdoors in any of its systems, meaning the government-owned
Guizhou-Cloud Big Data Industry will be unable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stored in iCloud accounts without Apple’s permission.
Mean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xplained that the new cyber security law is not designed to put foreign companies on the hip,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 is carrying out an ambitious industrial policy aimed at
making Chinese companies global leaders in area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obotics, electric car, aviation and so on.
Apple is not the only Western companies to set up a date center in China.
Several big technology companies including Microsoft, IBM and Amazon have already made similar agreements to establish data centers in the
count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milar foreign technology companies have even taken a further step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partners, in a sharp contrast to the
old days when these companies seized the Chinese market by virtue of the
overwhelming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 2015, IBM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o share its technologies regarding
semiconductor chips, IBM architecture-based servers and software running on those machin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in a makeshift strategy
the Big Blue adopted partly because of China’s xenophobic technology
policy calling for more use of Chinese-owned technologies at the co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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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經濟延續向好態勢
數字經濟成增長核心動力

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工
業和信息化部新聞發言人、總工程師張
峰等在會上介紹了 2017 年上半年工業通
信業發展情況。
據介紹，今年上半年，我國工業經
濟延續了速度趨穩、效益改善、質量提
高和結構優化的良好態勢。全國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6.9%，增速同比
加快 0.9 個百分點，處於近 3 年同期最好
狀態。
穩步推進“中國制造 2025”

“中國制造 2025”是中國政府實施
制造強國戰略第壹個 10 年的行動綱領。
2015 年 5 月，國務院正式印發《中國制
造 2025》，提出要通過“三步走”實現
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今年 7 月 19 日，
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創建“中國制造
2025”國家級示範區。
張峰表示，“中國制造 2025”國家
級示範區，是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的重要
支撐。工信部將引導支持地方大膽創
新 、先行先試，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典
型經驗，接下來將抓緊研究示範區相關
的申報標準、管理辦法和工作流程，進
壹步明確創建的原則、工作要求和示範
重點。

上半年，工業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加
速。“新動能培育有序推進，新技術、
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態不斷湧現。”
工業和信息化部新聞發言人、運行監測
協調局局長鄭立新介紹說，上半年，中
國穩步推進“中國制造 2025”，制造業
創新中心、智能制造、工業強基、綠色
制造、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進展順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成效明顯
利。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張峰表示，上半年工業領域供給側
13.1%，快於整體工業 6.2 個百分點。工 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在去產能、去杠
業機器人、集成電路的產量分別增長了 桿、降成效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52.3%和 23.8%。
“今年上半年，鋼鐵去產能加快推進，

前 5 個月完成全年化解過剩鋼鐵產能任
務的 84.8%，6 月底全面完成取締‘地條
鋼’任務。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等
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取得積極進展。”
鄭立新認為，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等重大措施的推動下，上遊行業的利潤
在大幅增長，企業效益也在持續改善。
前 5 個月，41 個工業大類行業中，有 38
個行業利潤總額在同比增長。
“總體看，當前我國工業平穩向好
的跡象在集聚增多，特別是傳統產業轉
型升級成為鞏固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鄭立新表示，上半年來，傳統產業的轉
型升級步伐加快，“互聯網+”、分享
經濟等帶動傳統產業打開新的發展空
間，智能手機、高清電視等符合消費升
級要求的產品都保持了快速增長。

移動、聯通、電信均大幅下調了主要方
向的國際長途電話資費，降至 0.49—0.99
元/分鐘，平均降幅最高達 90%。截至 5
月，中國固定寬帶家庭用戶總數超過 3
億戶，家庭普及率達到 67.0%；移動寬
帶用戶超越 10 億大關，在全國人口中的
普及率達到 77.4%。兩項普及率指標均
已提前完成年度發展目標。
張峰認為，提速降費促進了中國數
字經濟的發展壯大。上半年電信業務收
入同比增長 5.7%，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
收入同比增長 19.8%。4G 用戶凈增 1.2 億
戶，達到 8.9 億戶，已經占到整個移動用
戶 的 65% ； 光 纖 接 入 用 戶 占 比 達 到
80.9%，中國互聯網行業景氣指數穩步增
長，軟件業務收入同比增長 13.2%。
“數字經濟已成為近年來帶動經濟
增長的核心動力。相關研究報告顯示，
數字經濟成增長核心動力
2016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 22.6 萬
網絡提速降費在中國已經步入第三 億元，占 GDP 的比重達到 30.3%。”張
個年頭。張峰介紹說，5 月 1 日起，中國 峰說。

市場規模龐大 加速補齊快遞業的治理短板
綜合報導 用假名寄快遞、個人信息泄露、野
蠻分揀等現象，將面臨更有效的治理。近日，國務
院法制辦公布《快遞暫行條例（征求意見稿）》。
根據相關規定，“收寄快件未查驗寄件人身份並登
記身份信息，或者發現寄件人提供身份信息不實仍
予收寄”，快遞公司就要遭罰。
近年來，我國快遞行業發展迅猛。目前，我
國快遞從業者超過 200 萬人，快遞業市場規模龐
大，毛細血管遍及城鄉。但與電子商務發展狀況
相似，快遞業客觀上存在著管理規範滯後的情
況。現實中，因快遞延誤、丟失、損毀導致的糾
紛時有發生；由於眾包模式缺陷，承包商臨陣脫
逃、快遞堆積如山的新聞屢見報端；收寄實名制
難以得到有效落實，個人信息泄露成為集體焦
慮……在粗放發展的背景下，快遞業確實存在著
不少治理短板。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壹個產業遭遇的問題，
不是靠行業自律或市場競爭就能完全得以解決，尤

其離不開法律法規的規範約束。此次征求意見稿在
強化實名收寄、防範個人信息泄露等方面重點落
墨，就是旨在助推快遞業加速駛入法治快車道。條
例重點關註物品寄送安全和個人信息安全，直擊快
遞業發展的隱患和瓶頸。作為首個快遞行業專題性
法律文件，有關規定的制定與實施，必將有效延伸
制度監管的鏈條、更好保障個人權利，對快遞業發
展具有裏程碑意義。
法規制定為行業規範發展開了壹個好頭，推
動快遞 行 業 法 治 化 ， 還 需 立 體 施 策 、 精 準 發
力 。 例 如 ，要落實“妥善保管用戶信息等電子
數據，定期銷毀快遞運單”，既需要整個快遞業
為數據“加把鎖”，也呼喚管理部門在監管上
“站好崗”。從數據流 通 環 節 看 ， 只 有 盡 快 實
現 信 息 數 據 的 “ 總 對 總 ” 共享，才能確保實名
信息數據在快遞公司總部與郵政局之間單向封閉
流動；從監督層面看，只有郵政管理部門提高對
快遞業的監管能力，方能切實將規範管理的壓力

傳導給快遞公司。
立足經濟運行的語境，良法與善治能夠有效降
低社會運行的制度成本。從這個意義出發，規範寄
送流程、嚴格查驗審核，表面上是“互添麻煩”、
增加了賬面上的物流成本，但如果從更開闊的視野
觀察，壹個更規範、更專業的物流體系，最終將
有效 節 約 社 會 成 本 。 生 活 中 ， 有 人 因 為 不 信 任
快遞員，“寧可跑遠路去代收點”，也不願填寫
住址和真實姓名。激發法律法規的正能量，規範
交 易 過 程 、 提 升 專業水平，信任成本就會降下
來；優化數據管理、改善服務體驗，就能減少不必
要的矛盾糾紛。
其實，從手工分揀到快遞機器人，從幾日達
到當日達，國內快遞業從未停止自我升級的步
伐；從壹家獨大到多家放開經營，從內資專營到
引入國際巨頭，行業改革壹直在路上。只不過，
當壹個行業的發展速度遠超人們的預期之時，註
定要求治理的腳步也相應加快。進而言之，隨著

快遞業對經濟社會運行的支撐作用越來越強，我
們尤須善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為其
長遠發展築牢根基。
高速發展的現代物流業，呼喚更精細的現代治
理，而法治無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壹環。在經歷激
烈競爭的同時，中國快遞業是時候補上行業規範發
展的基礎課了。

時事圖片

跨大西洋高桅橫帆船比賽 水手爬桅桿展身姿

加拿大魁北克市，
加拿大魁北克市
，跨大西洋 7000 海裏的高桅橫帆船比賽持續舉行
海裏的高桅橫帆船比賽持續舉行，
，多國
帆船參加遊行。圖為來自厄瓜多爾的水手們爬上帆船的桅桿
帆船參加遊行。
圖為來自厄瓜多爾的水手們爬上帆船的桅桿，
，向觀眾展示
向觀眾展示。
。

加拿大多倫多舉行豪車展
路邊停近百輛超級跑車

西班牙舉行 LAN Party 大賽
5000 臺電腦供玩家競技

西班牙畢爾巴鄂，第 25 屆 Euskal Encounter 線下大賽在畢爾巴鄂會展中心舉辦，超過
5000 臺電腦通過本地高速互聯網連接。Euskal Encounter 是全球評價最高的 LAN Party 賽
事之壹，最開始是由壹群程序員創辦的壹個小型 Party，其目的是藉此分享和展示他們的才
華，包括數字音樂，數碼藝術，源代碼等等，後來，這項活動也開始加入線下遊戲比賽的
元素，隨著遊戲玩家的不斷增加，遊戲比賽的部分也慢慢成為了整個活動的重頭。

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萬錦市於人村（
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萬錦市於人村
（Unionville
Unionville）
）舉行壹年壹度的名
車展。蘭博基尼
車展。
蘭博基尼、
、阿斯頓·馬丁
馬丁、
、邁凱倫
邁凱倫、
、保時捷
保時捷、
、法拉利等近百輛超
級跑車、
級跑車
、豪車及老爺車
豪車及老爺車，
，齊聚於人村街區
齊聚於人村街區，
，吸引大批民眾前往欣賞
吸引大批民眾前往欣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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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地點:
中國城區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喜富來台菜館
9600 Bellaire Blvd., #105,
Houston, TX 77036
(王朝超市廣場)
金荷中醫針灸健康食品
9110 Bellaire Blvd., Suite B
Houston,TX 77036
(惠康超市廣場)

糖城區
騰龍教育學院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TX 77478
(家樂超市廣場)

Memorial 區
金萱茶
1041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大華超市廣場)

網上訂票 : THH2017.us
詳情請洽 : 713.270.9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