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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榮調華府參事，九月底前赴任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昨（ 八月四
日 ） 接獲通知，榮調華府 「駐美國台北經濟
文化代表處」參事，並將於九月底赴任。
黃敏境處長於昨晚在官邸舉行的文化大學

校友會聚會上向大家宣佈這項消息，距他調來
休士頓還不滿三年（ 黃處長是 2014 年 8 月 14
日調來休士頓的），會中充溢了校友們及來賓
們依依不捨之情，這是文化校友會第一次在處
長官邸舉行聚會，但也是黃處長任內最後一次

。黃處長表示： 華府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二
十年前他就曾在華府任職過，此次可說是舊地
重遊。

空軍大鵬聯誼會

明舉行八一四空軍節慶祝餐會
圖為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昨天在官邸的文化
大學校友會聚會上，向大家宣佈榮調華府的消息。（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為了慶祝
八一四空軍節，休士頓大鵬聯誼會將於
明天（ 八月六日） 中午十二時起，在
「榮記餐廳」（6938 B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72 )舉行。
大鵬聯誼會表示： 今年之所以會

更換活動場地，完全是為了 「停車 」
方便。該餐廳位於 Wilcrest 與百利大道
交口附近，和＂蛋塔王＂同一商場內，
十分好找，且停車位多，停車方便。當
天該餐館不對外營業，完全開放給大鵬
聯誼會使用。

據大鵬聯誼會表示： 出席的會員
每人需繳納會費$10 及餐費$10，非會
員餐費$15，歡迎僑界人士參加。空軍
司令部為慶祝八一四活動，循例將贈送
每位繳納會費的會員紀念品一份，今年
的紀念品為 「鋼珠筆禮盒 」。

哈佛本屆新生過半數非白人 其中又以亞裔最多
在哈佛 380 年校史上，這是頭一遭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哈佛大
學是全美最知名學府，一向以白人
占最多數，哈佛大學是培育出最多
美國總統的學府。位於麻州波士頓
的常春藤盟校哈佛大學，一直是各
國元首，全球 500 大企業執行長，
世界領袖的養成搖籃，讓哈佛新生
組成元素動見觀瞻，格外引人關注
。美國華裔運輸部長趙小蘭，前總
統馬英九及美職籃選手林書豪等皆
是哈佛生。
但這項逾 380 年的歷史傳統，
今年首度被打破。哈佛大學今秋 9
月的入學新生，超過半數學生不是
白人，有逾半數是少數族裔，其中

又以亞裔最多，白人第一次不到半
數。 在哈佛 380 年校史上，這是頭
一 遭 。 根 據 「波 士 頓 環 球 報 」
（Boston Globe）報導，今年哈佛大
一新鮮人，50.8%來自少數族裔，是
歷年來首度過半，去年比率是
47.3%。下個學期的新生，少數族裔
中的百分之 50.8，裡面最多的是亞
裔，達到百分之 22.2，約與去年相
同，非裔居次，有百分之 14.6 是美
籍非裔，有百分之 11.6 是拉美裔，
2.5%是原住民或太平洋島人。
根據哈佛數據，今年新生申請
人數 3 萬 9506 人，錄取 2038 人，仍
以美國本土為主，大西洋中部各州

（包括紐約州、新澤西州、賓州、
德拉瓦州等）占 21.3%最多，來自
南方有 18.7%，新英格蘭地區 16.5%
，國際學生占了 12.4%。主修以社
會科學及生化科學居多數，約占近
半比重。
前不久紐約時報報導，川普政
府認為部份大學以平權法案為依據
的招生政策，侵害到白人學生的權
益，司法部打算要調查。司法部則
說紐約時報報導不實。有關疑似歧
視案件其實在美國絕不罕見，有主
張公平收生程序的民間團體早前入
稟控告哈佛大學，指哈佛為了令校
園內的學生族裔背景平均，在收生

過程中採取非法配額。 2015 年，
一群美籍亞洲人團體提出聯合訴願
，指控哈佛和其他常春藤學校，以
配額為名，行排擠亞裔學生之實，
許多成績很好的亞裔學生，不得其
門而入，哈佛則說沒這回事。 美國
最高法院裁定大學對入學申請，實
施種族配額不合法，又說學校可以
在招生作業的整體評估中，把種族
納入考量。 哈佛招生存在少數族裔
「天花板」現象，一直為人詬病，
64 個亞裔團體曾在 2015 年 5 月向美
國聯邦政府遞狀控告哈佛及其他常
春藤盟校招生不公，歧視亞裔美籍
學生。面對各方質疑，哈佛大學發

言人 Rachael Dane 告訴波士頓環球
報，哈佛決定新生錄取依據， 「仍
舊維持學生多元的標準」。哈佛表
示，校方每年選派人員到世界各國
招攬優秀學生，訪查全美 150 個社
區，會見高校師生、家長及學生顧
問，說明入學及錄取標準。
但哈佛新入學學生的新紀錄表
明這一疑似歧視案件傳聞已經被打
破了。
美麗的哈佛校園是每個學生夢
想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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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聲合唱團音樂會即將演出
唱跳演別出心裁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演講會
政治烈焰下的絕命情詩
劉昌漢談聶魯達敲打心靈的文字雨浪
(本報訊)講員 : 劉昌漢先生
講題： 「政治烈焰下的絕命情詩─談聶魯達
敲打心靈的文字雨浪」。
時間：8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2 點
地點：休士頓僑教中心 203 室
美南作協 8 月演講，邀請前會長劉昌漢談
1971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的生平
與作品。
智利詩人聶魯達一生是一部傳奇，他對政治
激情不滅，對愛情流浪不悔。寫的詩無論是一片
落葉，或屋瓦積雪，或隨風飄逝的歌，或最後之
玫瑰……，熾熱優雅，獲有 「愛的詩人」、 「人
民的詩人」稱謂。主要著作包括：《晚霞》、
《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西班牙在心
中》、《漫歌》、《船長的詩》、《元素頌》、

(本報訊)台聲合唱團將於九月九日舉行
音樂會，現正在敲鑼打鼓積極演練中。這
次以 「飛吧！福爾摩沙」為音樂會主題，
台聲將以話劇的方式帶領鄉親回憶放風吹
的歡樂往事，歌詠美麗的花蕊，懷念可口
的小吃，讚美翠青的台灣，祝福心愛的福
爾摩沙，用愛和希望擁抱地球。
從台聲的團體照，您就看得出來這是
一場別出心裁的演出，活潑生動又真摯感
人。千萬別錯過這場音樂會！ 台聲團員們
一如既往互相扶持，傳播台灣音樂文化不
遺餘力，並將快樂散佈給社區群眾們，分
享跳躍音符的喜悅律動！這次表演團員們
更使出渾身解數，又唱又跳又演，再加上
專業音樂家的精湛才藝，使得這次音樂會
更具吸引力。
台聲團員們，絕大部分是阿公阿媽級
的，但心是年輕的。在張廖莉娜老師的指
導下，團員們都十分認真的練唱，卻也總
是不忘幽默，常有詼諧的話語，笑聲此起
彼落，又經常邊唱邊跳，真是通身舒暢！
歡迎喜歡唱歌的朋友加入台聲的行列，相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秋季學期消息

服務社區長輩們。
學 院 於 2003 年 創
立，今年秋季學期進
入第 15 年，學院特為
高齡者提供 「活到老
，學到老」的優良學
習場所和機會、德州
政府立案非營利教育
機構捐款可獲減稅。
學院的信念和宗旨是
透過 「活與學」的融
合追求豐盛及健康的
靈魂體生命。
課程包括益智的、
興趣的及實用的類別
。啟發性多語(普通
話 、 台 語 、 英 語 等)
教學。一學年兩學期制（上課採用選課制度、不受時間限制、隨
時可以入學）、每星期一、二、三、四上課。師資優良。
我們誠摯的歡迎凡認同本院宗旨不分族裔的長輩走出自己的
巢穴、進入一個融洽活躍愛的大家庭。松年學院歡迎您加入 「學

《一百首愛情十四行詩》、《回憶錄︰我曾歷盡
滄桑》等等。
我們在網上找到義大利以聶魯達做背景拍攝
的 電 影 「郵 差 」 (Il Postino) ： http://www.tudou.
com/programs/view/bi-i6SNmZbs，影片附有中文
字幕，故事是虛構的，但是舉重若輕道出詩與生
命的關係，非常好看。本片獲得 1995 年奧斯卡金
像獎最佳影片、導演、男主角等五項提名，得到
最佳音樂獎，建議大家看看。
相信大家對前會長劉昌漢都不陌生，他是名
畫家、作家(筆名劉吉訶德)，經常在美、台、中國
演講。此次他準備了百餘張投影片隨同演講播放
，介紹詩人的生平、愛情、著作，與有興趣的朋
友共同沐浴一場知性的文學饗宴，歡迎大家參加
。

(本報訊)謝謝您的關心與支持，學院能順利推行長輩教育。
首先感謝諸位記者小姐先生們，對我們的推廣"活到老 學到老"的
報導，喚起社會賢達們，企業界的朋友們支持。感謝老師們的獻
身，全體董事們在董事長陳美芬的帶領下才有今日的松年學院來

信你會喜歡這個青春洋溢的團體。
本場音樂會由才華橫溢的張廖莉娜老
師指揮編導，有出外人的家園回憶，風箏
上的五彩世界，如花的美麗姑娘，有阿賓
哥和安童哥的快樂聚會，熱鬧的計程車點
心擔。啊！懷念故鄉的黃昏山景，回憶青
春年華往事如影，及再次握別的祝福。此
次音樂會在合唱中穿插獨唱、舞蹈、戲劇
、和樂器演奏，充分兼顧了趣味及藝術。
亞悅三重奏在休士頓頗具盛名，台聲
十分榮幸能再次邀請到亞悅前來表演，同
時還有一位特別來賓，喜愛薩克斯風的朋
友有福了，台聲請到休士頓大學音樂系
DanGelok 教授，他的薩克斯風演奏，聲名
遠播，令人拭目以待，敬請大家前來欣賞
。
台聲音樂會 「飛吧！福爾摩沙！」，9
月 9 日星期六晚上七時三十分，在 HoustonBaptist University， Belin Chapel 舉行。
普通票$10， VIP 票$50，售票處：台灣人
活 動 中 心 ， 5885 Point West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1- 5885。

在樂中、活得好」的團隊和您行善捐贈嘉惠長輩的義舉。
1) 今年暑期學校開設有樂器長笛班，合唱團，池坊流插花班
，橋牌及西畫班等，將於 8/10 結束。暑期中由本學院西班牙文
老師孟達博及草月流插花老師夫婦率團前往 Ecuador(07/4-13)旅
遊已平安回來。
2)秋季學期將於 8/24 星期四上午 10 時舉行開學典禮，歡迎舊
雨新知及各位長輩們撥駕前來參加。報名註冊即日起 9720 Town
Park Dr. #104，Houston, Texas 77036，Tel 713-272-8989。(請看
邀請書)
3)秋季學期教師會議將於 8/19 星期六上午 9:30 在學院 Daily
Hall 舉行，會中介紹老師的教學及彼此探討教學方案，嘉惠長輩
學習。會後將於東海海鮮餐廳宴請老師感謝他們的辛勞。
4)秋季學期已進入第 15 年、學院音樂老師們及合唱團，訂於
9 月 29 日 (星期五) 下午 7:00 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 HBU 教堂，舉
行一場 「松年樂享-秋藝琴聲」音樂餐宴來感謝各位的愛心與支
持。歡迎各位參加學院音樂會。
5)8/14 星期一上午學院舉辦 「一日遊」將前往 Wharton and
Needville 參觀 20th Century Technology Museum and Brazors Bend
State Park, 9:30am 出發，歡迎參加報名 713-272-8989 報名至 8/
11 星期五 12:00 截止。

休城工商

川普總統支持移民名額減半及打分制法案
川普總統 8 月 2 日週三發表正式
聲明，支持由阿肯色州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和喬
治 亞 州 參 議 員 普 度 （David Perdue）
提出的“加強就業改革美國移民”法
案 ， 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簡 稱 RAISE
。 ）其主要條款如下：
1. 為了減少低技能移民與美國勞
工搶飯碗，該法案提出將美國合法移
民名額在十年內刪減一半，由每年
100 萬人減為 50 萬人。
2. 取消兄弟姐妹和成年子女的親
屬移民類別。
3. 取消子女申請父母的親屬移民
類別。
4. 取消綠卡抽籤計劃。
5. 採取類似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
“積分制”，注重申請人的語言能力
、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年齡、經濟
實力、過往成就及創業主動性來考慮
綠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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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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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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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已成為美國公民；
2. 已持有綠卡至少五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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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美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了
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息要求。新版
I-130 表格在申請人信息一欄，從原
來的 14 小項，增加到現在的 49 小項
。而在受益人信息一欄，更是從原來
的 6 項，增加到現在的 62 項。頁數從

原來的 2 頁增加到現在的 12 頁。而新
版的 I-485 表格，頁數從 6 頁增加到
18 頁。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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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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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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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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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 rule-delayof-effective- date
4. 美國親屬移民收緊，移民表格
全面改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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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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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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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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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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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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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信息。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
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
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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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583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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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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內首家高檔亞裔老人住宅 「祥瑞花園
祥瑞花園」」 新推出
安全舒適，鬧中取靜，讓你盡享祥瑞人生

（本報記者秦鴻鈞）國際
著名建築師李兆瓊在開發了國
內外無數著名地產項目之餘，
近日又有驚人之舉---- 在他
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休士頓中國

城，開發興建一處針對 55 歲以
上的健康亞裔人士安全、舒適
的居住環境--- 「祥瑞花園 」
。
「祥瑞花園 」 位於中國城的

中 心 點 ， 八 號 公 路 與 Wilcrest
Dr.之間的 Turtlewood 路上，全
休士頓香火最旺的 「本頭公廟
」 旁，金山酒家後方，由於附
近都是 40~50 年的公寓， 「祥
瑞花園 」老人住宅的
興建，將收 「閙中取
靜 」之效，在中國城
興建這種商業設施的
良好居住環境，將有
助 於 提 升 整 個 China
Town 的 居 住 環 境 ，
提升該社區的形象。
「祥瑞花園 」的
開發團隊包括 「世大
國際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 「世大國際
置業開發公司」 董事
長 李 兆 瓊 先 生 ，
Down Town 「金 興
商場」東主李如強先
生 與 Tony Truang 先
生。銷售團隊為 An圖為 「 祥瑞花園 」 的開發團隊李兆瓊建築師
的開發團隊李兆瓊建築師（
（左一
左一），
），李如強先生
李如強先生（
（右一
na Wang ( 王 秀 玲 ）
）及銷售團隊 Anna Wang ( 王秀玲
王秀玲）（
）（左二
左二），
），Yun
Yun Thuong ( 張雲
張雲）（
）（右
右
及 Yun Truong ( 張雲
二）在記者會上合影
在記者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 「祥瑞花園 」 是一座五
層樓高的高檔住宅，佔地利之
便，（一車一步，直抵中國城
），專門售給 55 歲以上，希望
有自己的空間，不需與小孩同
住的老年人。頂層的住戶有陽
台，屋頂花園，視野遼濶，中
國城盡收眼底。針對老年人需
要，該建築內有二個電梯。
「祥 瑞 花 園 」 有 三 種 格 局 ：
（一）1.5 臥室，即一主臥房加
一書房（孫子來，可在書房過
夜。）,共有 51 戶。（二）1 臥
室（One Bed Room )有九戶。
及 （ 三 ） 2 臥 房 （Two Bed
Room )其有 13 戶。每呎$195 元
，每戶定價在 15 萬至 25 萬之間
。頂層的住戶較貴，因為有私
人陽台，花圃。每月管理費在
$200~$300 元之間。65 歲以上
的 居 民 減 校 區 稅 （School Tax)
。
祥瑞花園，62 套風水設計
，精裝修住宅，大巴接送，樓
頂花園，安靜舒適。有健身中

心、圖書館、電影院、卡拉 Ok
, 公用餐廳，免費 Wifi , 高端舒
適，封閉社區，360 度監控，全
天保安，公寓經理，高亮照明
，還有特約醫生。
「祥瑞花園 」的設計相當
考究，重視安全性，除了有籬
笆，大門，安全警衛外，還有
住戶可使用的公共空間，可打
麻將，並有乒乓球桌，可在此
運動。還有可種菜的花園，菜
圃。並有 「人性化設計 」 為
不想自己煮飯的住戶提供 「定
餐 」服務，（可自選菜色），
每天訂便當送來。真正做到了
閙中取靜，高檔品質的居住環
境。
讓您 「結廬在人境，而無
車馬喧」，讓您省心！安心！
沈澱流金歲月，盡享祥瑞人生
！
詳 情 請 洽 Anna Wang
73-979-8242
Yun Truong (713) 503-3121

雲吞食品公司新推出三種金碗牌新產品
金碗牌日式拉麵、上海春捲皮、白水餃皮
（本報記者秦鴻鈞）以製作各式廣東乾麵
、雲吞皮馳名全美的 「雲吞食品公司」 最近
推出三種金碗牌新產品，分別是：1，金碗牌
日式拉麵，2，重新改良及新包裝的金碗牌上
海春捲皮，3，金碗牌白水餃皮。現分別介紹
如下：
「金碗牌日式拉麵」： 是專為日本餐館
，日式拉麵館製作的首選產品，全部採用日本
拉麵標準，以精選上等麵粉，加上日本拉麵配
方，以新進的日本工藝的製麵設備精緻生產。
經過熟化、循環壓延使產品外觀、口感完全類
似日產拉麵，是日餐館日式拉麵館的首選。煮

麵速度快，大約 1.5 分鐘，節省上餐時間。且
入水通透，是美國最 Q 的日式拉麵。
「新金碗牌上海春捲皮 」： 採用傳統工
藝新配方，適合製作各式精美傳統春捲產品。
可以直接食用，口感軟硬適中，筋力強，柔軟
度恰當不粘，使用方便，冷凍狀態下室溫放置
十分鐘就可以對角彎曲，使麵皮易分開，油炸
上色快，色澤誘人，滿足消費者喜好，口感酥
脆。
「新金碗牌白水餃皮 」： 採用精選的美
國中筋麵粉，用高水配方配製，產品口感類似
日本餃子皮，軟筋光滑，產品賣相好。煎餃口

感脆，筋力適中，沒有過筋導致的不適口感，
使產品適合傳統使用方式，色澤自然，煮、蒸
、煎都適合。
為了配合以上三種新產品上巿，雲吞食品
公司近期正在進行各種促銷活動。各大餐館批
發均有代售，詳情請洽各大批發商。
「雲吞食品公司」 休斯頓分公司地址：
2902 Caroline Street Houston TX 77004, 電話：
（ 832 ） 366- 1280， 雲 吞 食 品 公 司 網 址 ：
www.wontonf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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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疾病及其有效的治療法
潤元堂國醫館

【本報訊】肥胖，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健康殺手。除了
影響美觀，它可以引發一系列的嚴重疾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
和某些類型的癌症等等。引起肥胖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還是過
食、少動和遺傳因素，少數還可以是內分泌紊亂或藥物造成。
現代醫學對肥胖的治療，除了提倡積極運動，有藥物和手術

治療等方法，目的主要是為了減少或阻斷過
剩營養的吸收。除了一些胖得離奇的重病人
，大部分人的肥胖是不值得去承擔西醫療法
的副作用的，至少筆者是這麼認為的，這也
和我們臨床得到的病人反饋相符合。有幾個
人會為了一點腰上的“游泳圈”去手術切除
一段腸子呢？
根據中醫理論，肥胖分成兩大類，實胖和
虛胖。實胖主要是過食引起的，病人肚子往
往很硬，像打足了氣的皮球。這種情況相對
好治，以降低食慾、運動和瀉下就能起效。
但很多人的肥胖，特別是中年婦女的“游泳
圈”是虛胖。這種虛胖的原因不是吃多了，
而是人體臟腑功能低下虛弱，沒有足夠的能
量完成新陳代謝，引起脂肪堆積、水分積聚，甚至脹氣，從而使
身體體積變大。這種病人的肚子雖大，卻是鬆軟沒有彈性的。與
之相伴的往往還有疲勞和其他疾病等。虛胖病人的確連喝水都會
胖，因為水排不出去。虛胖也不是靠節食能夠治好的，相反，越
是節食，人越虛，越沒有能量排水消脂，人就越胖了。所以虛胖

比實胖難治得多。我們關心的主要就是虛胖的治療。
中醫，尤其是針灸，給治療虛胖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選項
。
它沒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效果相當卓越。特效針灸健身減
肥法，主要是根據經絡氣血運行原理設計而來，以提高人體基礎
代謝率為目的，增強體質，提升脾胃運化功能來排水消脂，故治
療中不必刻意節食。經大量臨床案例證實，此法療效穩固，後期
不會反彈，患者治療後不僅體形變得苗條，身體狀況也得以全面
提高，往往其他生理指標如血糖、血壓以及體力等都會大幅度改
善。雖然療效因人而異，但臨床能達到治療 1-2 次減重 3- 5 磅或
者腰圍縮小 0.5-1.5 英寸效果的不在少數，對縮減中年人的腰間
“游泳圈”尤其顯效。另外此法對去雙下巴也療效不凡，一次治
療後就有顯效。
這篇小文筆者簡單介紹了針灸治療肥胖，特別是虛胖的優越
性。我們潤元堂國醫館以病人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服務，診所
位於 Galleria 附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77057
，電話 832-818- 0707。

角聲與福遍縣NAMI聯合舉辦 8/5 週六下午
週六下午HCA
HCA 龍舟隊全體隊員大會
「警察危機專隊」 說明會
（ 本報訊）休斯敦華裔聯盟 HCA
將於 8 月 5 日週六下午 2 點-4 點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召開第一次 HCA 龍舟
隊全體隊員大會， 落實上場隊員名單
，討論戰略戰術等活動。
龍舟起源於幾千年前的中國, 龍

舟比賽是一個具有濃郁中華文化色彩
的水上體育活動，綜合了團結合作,
歷史文化，積極向上，娛樂健身, 風
雨同舟等眾多符號。作為在美華人，
有責任和義務將龍舟活動發揚光大，
並通過積極參與此次活動，增進社區

間各族裔的友誼, 溝通與互動。
今年是華裔聯盟連續第三年組隊
參加墨西哥灣龍舟賽。龍舟隊現繼續
招募隊員中，歡迎所有有興趣和體力
朋友加入，共享龍舟的樂趣！

【本報訊】您知道休士頓與福遍縣都有成立危機處理專隊，可以
應民衆要求到家來協助處理發病中的精神病人嗎? 角聲與福遍縣 NAMI
將於八月九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在角聲辦公室舉辦 「警
察危機專隊」說明會(CIT-Crisis intervention Team)，休士頓警察局警官
代表將親自現身說法，展示幫助精神病患者新模式，敬請撥冗參加。
過去華人因語言不通 資訊不足，精神病患者有時因為妄想、 懼怕
福遍縣 NAMI(全國精神健康聯盟) 過去三年都投入警官訓練，現在該縣的 CIT 成為全德州的
、 不服從、 行為不當，因小事誤觸法網， 被関在監獄裡面，與暴力犯人為伍，更加害怕，加上
模範。 休士頓也跟進成立 CIT. 這一次與華人社區見面，特別安排能講中文的警官，向大家介紹
停藥因此更犯病， 遭到更多傷害， 甚至有逃跑被警察誤殺的悲劇。 這在家暴狀況，或家庭衝突
「警察危機專隊」。
中造成的悲劇時有所聞，幸好，近來有識之士開始一方面成立精神法庭， 司法分流， 另一方面挑
歡迎社區華人記者暨有興趣人士踴躍出席，座位有限，從速報名，免費參加。
選有愛心的警察做 40 小時的特殊訓練， 用比較人道溫和的態度來處理這種事件，對無助的家屬也
聯絡電話: 角聲 713-270-8660 地址: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有莫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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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瓷器中國城大展銷
實用收藏兩相宜！
實用收藏兩相宜
！
（本報記者黃梅子）日前，大型陶瓷紅木
家具聯合展在中國城惠康超市旁盛大舉行。此
次展銷有精品瓷器、翡翠玉器、還有古典家具
、崖柏木雕。如果您熱愛中國文化，講究生活
品質，那麼一定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此次展出的瓷器有青花、粉彩、豆青釉等
各種發色，瓷都景德鎮生產出來的瓷器舉世聞
名，歷朝歷代官窯都是設在景德鎮，這裏研製
出來的高檔瓷器不是中央國家機關專用就是外
事國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視為“國瓷”。景
德鎮的仿古瓷尤其有名，後朝仿前朝，是中國
古陶瓷界的仿製傳統。如元朝仿宋朝的龍泉窯
瓷，明朝仿宋朝的五大名窯瓷，清雍正、乾隆
朝仿明永樂、宣德朝官窯瓷等，均為仿製精品
瓷。此次精品陶瓷展有不少名家佳作，如果能
收藏到現在的精品，升值空間非常巨大！
此次展出的所有大型器都是景德鎮名家的
精品，製作者都是具有工藝美術大師職稱的陶
瓷大家，製作的粉彩、青花和青花釉裏紅、青
瓷、豆青釉等精品瓷器美不勝收，具有極高的
文化價值。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勢恢弘的紅木傢俬，

各種紅木、酸枝木、黃花梨家具套組、大型沙
發組、餐桌組、大型床架等。值得推薦的是幾
尊崖柏木雕，體積巨大、雕工精細、香氣四溢
，既能美化居住空間又有不小的升值潛力。崖
柏分佈在我國大陸的太行山懸崖上，生長於海
拔 1,500 米以上的地區，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種栽
培。上世紀 90 年代曾因數量稀少未被發現宣布
為滅絕物種，21 世紀初在重慶大巴山地區發現
少量植株，但所有人工培育試驗均失敗，屬於
瀕危物種，禁止採伐。華北地區太行山脈巖石
縫中枯死的崖柏樹根、樹幹、由於在極端惡劣
的環境下生長，吸天地精氣，並經歷崖風之強
力吹刮，使其形成了奇特的飄逸、彎曲、靈動
的造型，木質密度高、油性大，並有著醇厚的
柏木香味，而成為根雕、根藝的最佳材料。燕
山山脈的崖柏樹根、樹幹、由於在相對舒適的
環境下生長，造型舒緩，平和舒展，大部分有
密度高，油性大的特點，香氣芬芳，醇厚濃鬱
，有長時間存放，味道更佳的特點，是不可多
得的根雕，擺件底座，枕頭，佛珠上好原料。
崖柏是一種全天然植物，無法人工培育和種植
，量少，具有不可再生性。尤其是生長在懸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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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壁上的崖柏，量相對更少。
淡咖啡色的崖柏，俗稱“陳化
料”，歷經成百上千年風吹日
曬，氣味穩重，香氣聞起來很
舒服。因為崖柏很難人工培育
，不可再生，而且量少，這是
崖柏被收藏的基礎。作為新玩
品，崖柏在國內投資收藏界的
聲名鵲起，不過十來年的時間
。然而，由於其在外觀、紋理
、香味、精神氣質和稀缺性等
方面均有著其他木材品種無與
倫比的優越性，因此，最近幾
年在市場上吸引著越來越多的
玩家和藏家介入。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
覽為感謝海外華人華僑和熱愛
中國精品的人士的關愛，如果
您有意出售您的古董收藏，可
以對您收藏的古董免費鑒定並且收購。感興趣
者可以直撥趙老闆手機 346-308-1860。本次展
覽時間不長，請抓緊時間。

美南山東同鄉會，世界華
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東北同鄉會,美國美好家園聯
盟，大休斯敦地區中國聯合校
友會，僑灣社，安徽同鄉會，
浙江同鄉會，川渝同鄉會，湖
南同鄉會，江蘇總會, 休斯頓上
海聯誼會，美國德州廣東總會
，美國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
美國休斯頓中華總商會, 曉士頓
同源會，瀋陽同鄉會，楊氏太
極中心，休斯頓南京友好協會
，美中友好促進會, 休斯頓亞裔
商會( 排名不分先後)，共同舉
辦安全講座和社區大會，並由

西南區管委會大力支持。我們
誠摯邀請所有社團組織共同舉
辦這次講座和大會， 也誠摯邀
請所有市民來參加這次講座和
大會。講座主要內容是：1. 如
何合法用槍 2. 犯罪發生時，如
何保護自己 3. 受害人權益和救
濟途徑 4. 專家律師評論章瑩穎
綁架失踪案
地址：中華文化活動中心
(CCC)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時間：2017 年 8 月 5 號 星期六 3:
00 pm to 6:00 pm

崖柏觀音雕像
大型陶瓷紅木家具聯合展
地 址 ： 9160 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電話：832-387-3838

，然後隔絕致敏源，避免再次接觸；同時要禁
食酒類及辛辣刺激性食物；避免過度疲勞和精
神過度緊張；注意皮膚衛生，每天洗澡，清潔
皮膚。不外用刺激性止癢產品。
在選用外用藥品方面，應當注意選用溫和的
，無刺激性的，無激素的外用產品，劍牌“皮膚病霜”就是此
類產品中的首選。
“皮膚病霜”是祖傳秘方，純天然中草藥精製而成，溫和
、細膩、無激素。經大量研究與臨床發現：“皮膚病霜”具有
如下特點：活血化瘀、軟堅散痂，改善肌膚微循環，充分供應
肌膚氧分及營養、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病變細胞。清熱祛濕止
癢，刺激機體免疫細胞產生特異性抗體，降低機體對外界物質
的敏感性，降低毛細血管通透性、減少滲液，清除病因，消除
劇烈瘙癢。益氣活血、清熱祛毒，調節臟腑功能、提高身體的
免疫能力，從根本上調節過敏體質、驅除體內濕熱邪毒，預防
愈後病情復發等功效。
具體怎樣治療呢？無激素，純中藥的劍牌“皮膚病霜”的
治療效果又如何？為什麼說該藥是你的首選？及一些患者被治
癒後的感言，請留意下期分解。 （待續）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告知：美國，加拿大的所
有城市的朋友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售價$38。廣告圖片及銷
售網站見第 C2 版。
誠征代理商。免費電話：1-800-640-2088

Public Safety Seminar “濕疹”——北美三大國病之一（2）
社區安全講座
長期以來，傳統醫學界對濕疹沒有很好的根治手段。大量
的抗組胺類、激素類的產品運用只是起到緩解症狀的作用，且
副作用極大，尤其是對嬰、幼兒、兒童的發育有極大的影響。
殊不知，治療濕疹不能用激素，用了激素，濕疹病人往往在一
次次常年累月的反復發作中緩解症狀，使得身體的免疫力日趨
低下，極為痛苦。
濕疹的病因極其複雜，很多原因都能引起濕疹問題。常見
的有：食物（海鮮、牛奶、芒果、果仁等類食物）會引起濕疹
。很多移民都知道，西方人吃花生醬都過敏。藥物（青黴素、
磺胺類藥物等）都可能引發濕疹。寵物（貓、狗等）敏感性肌
膚很容易因家養寵物的皮毛等產生濕疹現象。這種因寵物而過
敏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貓狗等身上的油脂腺所分泌出的蛋白質，
當寵物們舔毛的時候，這些蛋白質就沾到了皮毛上，而後散落
到空氣中，又附著在人的皮膚上所引起。花粉：在花粉傳播的
季節，微小的花粉顆粒在傳播過程中會散佈在空氣中，而其中
的一部分會被人的皮膚吸收，引起皮膚過敏而產生濕疹。灰塵
：灰塵過敏是一種生活在灰塵中的微生物的濕疹反應。及化妝
品，紫外線，季節變化等都會引起濕疹。
每一個人濕疹的過敏源不同。所以，先要找出濕疹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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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校友會及愛心組織昨晚在黃處長官邸聚會

出席聚會的文化校友及愛心組織代表。
出席聚會的文化校友及愛心組織代表
。

會中黄處長以 「 東禾酒家
東禾酒家」
」 的精彩菜餚招待大
家。

亓國華（
亓國華
（ 中 ） 向大家介紹古董
向大家介紹古董----- 日本瓷器
日本瓷器。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大夥聚餐，
大夥聚餐
，品賞黄處長招待的精彩美食
品賞黄處長招待的精彩美食。
。

圖為黃敏境處長（ 右 ） 暨夫人邱瓊慧
圖為黃敏境處長（
暨夫人邱瓊慧（
（ 左 ）在會上致歡迎
詞。

文化大學校友會會長黃登陸致詞。
文化大學校友會會長黃登陸致詞
。

會中 黄處長以 「東禾酒家
東禾酒家」
」 的精彩菜餚招待大家
。

出席聚會的文化校友及愛心組織代表。
出席聚會的文化校友及愛心組織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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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関帝廟關 聖帝君誕辰法會慶典
美國德州関帝廟關 聖 帝 君 誕
辰法會慶典

天后廟副理事長江鎮煖在伽
藍菩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敬拜

美國德州関帝廟七月 16 日星期日吳華利會長隆重舉行伽藍菩
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李良
李良、
、翁作華
翁作華、
、江鎮煖共襄盛舉

天后廟副理事長江鎮煖、
天后廟副理事長江鎮煖、
會長翁作華、
會長翁作華
、美國德州関
帝廟關吳華利會長、
帝廟關吳華利會長
、李良
副會長共同切生日蛋糕為
關聖帝君誕辰慶祝

法會開始, 恭誦佛經
法會開始,
恭誦佛經，
，宏願眾生
宏願眾生，
，佛恩關爺
佛恩關爺,,保護庇佑
保護庇佑,, 風調雨
順, 生意興隆
生意興隆,, 合家平安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美國德州関帝廟關李良副會長參與關聖帝君寶誕大法會

駐廟僧侶團隆重主持舉行伽藍菩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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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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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ssures ASEAN: North
Korea Will Not Overshadow
South China Sea Talk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is
galvanize this pressure and isolate North Korea, so it can see
what the opportunity cost is over
developing these weapons programs,” she noted.
But some analysts caution Washington not to create a perception
of being so focused on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ther issues important to U.S. allies in the region are
overshadowed.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s
are coming to believe that they
will not get practical support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 they cannot take risks with
China,” Bill Hayton of London
policy institute Chatham House
told VOA. “This is likely to result in them taking more timid
positions and not challenging
China’s activities in the disputed
A man rides his bicycle past the ASEAN logo ahead of the 50th ASEAN Foreign Minis- areas.”
ters meeting in Manila, Philippines, Aug. 2, 2017.
(U.S. State Department) A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embarks on his first official trip to Southeast Asia this week,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press for a legally binding mechanism to
prevent conflicting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erupting into violent confrontations.
After more than 15 years of intermittent talks, foreign ministers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nd
China are expected to endorse the framework of a code of conduct
(COC) that commits to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s in
the disputed waters, during talks this week in the Philippines.
“The U.S. has certainly welcomed the agreement on the framework, but we are also continuing to call for the rapid adoption of an
effective code of conduct,” Susan Thornton,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aid Wednesday in
a telephone briefing.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econd from left,
meets with foreign ministers from Southeast Asia, from
left, Malaysia Foreign Minister Datuk Seri Anifah Aman,
Philippines Acting Foreign Minister Enrique Manalo,
and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 Retno Marsudi,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May 4, 2017. (File
Photo)

U.S. priorities

Secretary Tillerson will travel to Manila later this week for ASEAN-related meetings, including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East Asia Summit Ministerial, and the U.S.-ASEAN Ministerial.
Then, the top U.S. diplomat will head to Bangkok and Kuala Lumpur.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maritime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 are said to be high on the agenda.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Tillerson’s travel reaffirms the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further broaden and enhance U.S.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an initial draft of a joint statement among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bloc is said to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whole-of-nation approach” over “a purely military option” in combating violent extremism. (Courtesy https://
www.voanews.com/)

Susan Thornton,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File Photo)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a claimant to the sovereignty
over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officials have
continually called for various claimants to pursue their claims
peaceful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We’ll press for due regard for legal processe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upholding certainl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ornton said.
During Wednesday’s briefing, Thornton downplayed concerns
from the region that North Korea’s threats are overshadow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certainly hasn’t been knocked out of the front of our minds and
it will be a focus at the upcoming meetings,” she said, acknowledging that such a perception is likely based on North Korea’s continuous missile tests and nuclear provocation.

Regional assistance
Still, Thornton acknowledged that Tillerson will seek greater cooperation from regional allies in isolating North Korea when he
arrives for talks on Saturday.

A man watches a TV screen showing a local news
program reporting about North Korea’s missile firing
with an image of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with
a pair of binoculars, at Seoul Train Station in Seoul,
South Korea, July 5, 2017. (File Photo)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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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年中經濟數據解讀 ：

科技創新激發潛能
京津冀三地上半年經濟增長“成績
單”日前先後出爐，其中，北京、河北
上半年地區生產總值破萬億元，均同比
增長 6.8%，天津上半年生產總值 9386.87
億元，同比增長 6.9%，在新舊動能轉換
期，三地經濟發展平穩向好，質量效益
有所提高。
尤其 是 在 京 津 冀 協 同 發 展 不 斷 推
進的背景下，三地科技創新表現活
躍 ，成為推動民營經濟轉型發展、吸
引外商直接投資、增強經濟發展可持
續性的關鍵點，為京津冀上半年經濟增
添壹抹亮色。
上半年京津冀總體經濟保持平穩
向好
2017 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實現地區
生產總值 12406.8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
算，同比增長 6.8%。北京市統計局副局
長龐江倩表示，上半年經濟延續了穩中
向好的發展態勢，經濟優勢繼續優化、
發展質量穩步提升。

數據顯示，北京全市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增長 5.8%；服務業增加值增
長 7.2%；在需求領域，北京實現市場
總 消 費 額 11183.2 億元，增長 9.3%；完
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3569.7 億元，增
長 6.2%。
天津市統計局通報的數據顯示，天
津市上半年生產總值 9386.87 億元，按可
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6.9%。其中，第
三產業增加值 5078.40 億元，增長 8.3%，
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
達到 54.1%。
天津市統計局副局長褚麗萍表示，
天津市經濟轉型成效進壹步顯現，經濟
發展質量效益有所提高，經濟發展基本
面總體平穩。
河北省 2017 年上半年全省生產總值
16404.9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6.8%，增
速比壹季度加快 0.3 個百分點。上半年，
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義增速
達到 9%。
河北省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田艷表

龐江倩介紹，創新驅動已成為北京 示，截至目前，園區已簽約項目 95 家，
示，河北省轉型升級步伐加快，新動能
加速成長。上半年，河北省服務業增加 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之壹。其中，高精尖 總投資逾 297 億元，未來將打造千億元
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41.7%，對經濟 企業帶動明顯。上半年規模以上高精尖 級產業集群。
企業增長了 11.6%，比規模以上工業快
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新引擎，三地人
增長的貢獻率達 61.8%。
了 5.8 個百分點；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的 才壹體化發展取得突破性進展。7 月，京
企業發展態勢良好，實現的收入達到了 津冀人才工作領導小組聯合發布《京津冀
創新創業促經濟提質增效
人才壹體化發展規劃（2017—2030年）》，
上半年，科技創新已經成為京津冀 20%以上的增速。
在河北唐山，科創企業正在為當地 成為我國首個跨區域的人才規劃。
經濟動能新老交替關鍵點，推動民營經
記者註意到，規劃圍繞 2030 年基本
濟轉型發展、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為促 經濟優質增量“做加法”。作為中國最
早研制特種機器人企業之壹的中信重工 建成“世界高端人才聚集區”的發展目
進經濟提質增效激發潛力。
“今年上半年，公司實現合同簽訂 開誠智能裝備有限公司近期正式啟動了 標，提出了包括全球高端人才延攬計
額 2300 余萬元，同比增長 60%。”在北 特種機器人國家級研發中心及產業化基 劃、京津冀人才創新創業支持工程等 13
京中關村，友友天宇系統技術有限公司 地項目。項目投產後可形成年產特種機 項重點工程，其中多項重點工程將由京
CEO 姚宏宇說，“公司借軟件國產化的 器人 1.5 萬臺的制造能力，將建成國內最 津冀人才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牽頭，各
部門配合，於今年組織實施。
產業東風高速發展，未來三到五年，每 大的特種機器人研發生產基地。
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天津市新
7 月 10 日，北京市推進京津冀協同
年銷售額利潤率將成倍增長，為企業帶
來爆發式成長同時填補國產軟件空白。” 增科技型企業、科技“小巨人”分別為 發展領導小組召開第壹次會議，在支
對於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68 家和 242 家，累計達到 9.36 萬家和 持雄安新區建設、新機場臨空經濟區
來說，今年是個好年景。壹是該企業膜 4135 家。全市 139 家眾創空間入駐創業 規劃建設和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區建
設三方面明確任務，並提出設立雄安新
技術系統能將汙水處理到地表水Ⅳ類以 團隊 4150 個，註冊初創企業 2408 家。
區中關村科技園，引導科技創新資源向
上；二是在解決水資源短缺、飲水安全
那裏集聚。
方面的 DF 膜技術及其創新積累遇到了時
各領域協同發展持續推進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弘認為，從天
代需要。“今年上半年的利潤增長率達
上半年，京津冀協同發展繼續走向
到去年同期 100%。”碧水源董事長文 深化，在產業、生態、環保領域率先實 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等地經驗來看，中關
劍平說，增長源於企業技術開發上的 現突破後，又在更多領域取得了進展。 村科技園作為創新旗幟的集聚作用明顯。
投入比去年同期翻了壹番，且開發的
北京· 滄州渤海新區生物醫藥產業園 同時，中關村科技園有著良好的創新制度
都是市場較為需要、能很快轉化為市場 是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唯壹延伸 體系和創新氛圍，對於實現雄安新區創新
的技術。
監管的醫藥園區。園區相關負責人表 驅動引領區的定位有著積極意義。

北京世界食品博覽會 8 月底舉辦 700 多中外展商參展
綜合報導 第四屆北京世界食品博覽會將於 8
月30日至9月1日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
舉辦。屆時，超過 30 個國家和地區的 700 多家中外
參展商將攜特色產品齊聚亮相，展品類別覆蓋全食
品品類，並力推進口食品大類中增長勢頭較強勁的
乳制品、肉制品、休閑食品等，為專業買家提供更
為細分的選擇導向。
2017 年北京世界食品博覽會由中國食品土畜進
出口商會以及科隆展覽中國公司聯袂舉辦。科隆展
覽中國公司副總經理唐聖辰在今天舉辦的發布會上
介紹，本屆總展覽面積達 35000 平方米以上，現場

將有來自俄羅斯、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德
國、阿根廷、波蘭等超過 30 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
700 家參展商同臺展示，其中新加坡、法國和澳大
利亞參展商首次亮相。國內參展方面，今年除河
北、山東展團依舊強勢回歸，浙江省將首次組建展
團在展會期間隆重亮相。
他介紹，北京世界食品博覽會經過三年的積累
和發展，形成以甜食及休閑食品、乳制品、食品與
餐飲服務、精食佳釀包括肉類、酒類飲料等為代表
的四大展品類別，還順應食品行業的發展趨勢及消
費者升級的強進需求，進壹步在油類、茶類、方便

食品、冷凍食品以及餐飲技術範疇發力。與此同時，
通過與各方合作夥伴的深度合作，擴大現有客戶資
源的覆蓋，預計邀請超過 20 萬買家客戶。
他介紹，博覽會期間，還將舉辦會議研討、貿
易對接洽談以及烹飪賽事，且規模提升、內容創新。
像配套會議研討版塊涵蓋了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
會主辦的中國國際肉類大會、食土商會進口食品分
會研討會等行業會議活動，包括權威政府部門解讀
行業政策，主產國專家分析業界行情，成功企業解
析市場新興趨勢和渠道，企業面對面的貿易對接，
以及針對個別境外食品特例進行現場解析和評估，

最大限度地解決進口食品企業在選品過程中所遇到
的各種疑惑和不解等。
此外，記者了解到，創立於 2015 年的“中餐烹
飪世界錦標賽”，今年將有 20 支來自各國的參賽
團隊就 6 道菜的烹飪展開角逐。博覽會還將舉辦日
料餐飲行業（北京）高峰論壇暨首屆中國日料邀請
賽、意大利面名廚峰會中國站 2017 等。同時，由國
際知名品牌麥德龍帶來的全新餐飲劇場活動，將通
過“看”“聽”“品” “論”四大主題，為觀眾
展演不同行業類別的食堂業態和地域文化各異的區
隔化中餐廳業態的全方位專業餐飲解決方案。

時事圖片

英國曼徹斯特
舉行動漫展

銀灘

﹂

薩爾瓦多舉行狗狗服裝大賽
狗狗秒變時尚 icon

烈日曬鹽畫面唯美
鏡頭下的越南百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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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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