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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李少林 先生

中石油国际贸易美洲分公司总裁
美中商会休士顿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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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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政事》台灣傑出藝文人士訪談

提升藝術政事層次

K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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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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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前副總統切尼
訪台 重點談安全

。
總統府發表一份聲明
，稱蔡英文在會見切
尼（台灣稱錢尼）時
表達了持續強化台美
在經貿和安全領域戰
略夥伴關系的重要意
義。她還讚揚切尼在
1979年擔任國會議員
時投票支持《台灣關
系法》，並希望台美
關系會在他以及川普
政府的支持下進一步
獲得推進。
台灣外交部星期天在
一份新聞稿中稱切尼
是台灣的堅實友人，
在2001年至2009年擔
任美國副總統期間，
他支持小布什政府提
出的多筆對台軍售
︱台灣總統蔡英文2017年8月7日會見到訪的前美國副總統切尼（台灣總統府照片）。 。
切尼上一次訪問台
灣是在1993年。這一次，他會在台灣前後逗留
【VOA】美國前副總統切尼正在台灣訪問，期
4天，包括8月8日在台北出席一個亞太安全論
間將參加多項活動，會見多個部門的高級官員
壇，並在午餐會上發表主旨演講。
。
切尼8月7日（星期一）拜會了台灣總統蔡英文

川普休假
不忘推文
否認支持率
下滑

團結在一起，永遠都不
會改變”。
最近的全國民調顯示，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美
國選民肯定川普上台6個月的表現。在一些把
票投給了川普的選民中，川普的支持率不斷下
降。
但是川普說，美國的主要股市創歷史新高，美
國加強了邊境安全，喜見就業增長，放松了企
業監管，還有國會批準了一位新的保守派最高
法院大法官。川普說這都證明他是成功的。
上周公布的昆尼皮亞克大學的調查顯示，61％
的美國人認為川普的白宮政績不佳。33％的人
認為還可以。川普的這個支持率是美國歷任總
統執政初期最低的。其他民意調查也顯示，川
普的批準率低於40％。

【VOA】新的民調顯示川普總統的政治基礎在
縮小，但是正在休假的川
普總統星期一宣稱他的共
和黨政治基礎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強大。
川普目前在新澤西州貝明
斯特他擁有的高爾夫度假
村度過工作假期。 他在
推特上發文，嘲笑最近的
民調結果是 “虛假新聞
機構的民調”。 川普說
，他在去年選舉中贏得的
幾個州舉行的政治集會顯
示出他持續的實力。他還
說，有幾個因素“促使
川普的基礎更加緊密地 ︱川普總統在白宮南草坪走向直升機的時候揮手致意（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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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挺移民改革议案:采取积分择优制
据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当地时
间 2 日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宣布了以
技能为基础(skill-based)的重大移民改
革议案，该议案旨在减少合法移民数
量，限制目前占据合法移民最多数的
亲属移民名额，减半难民的绿卡名额
，同时取消绿卡抽签。
特朗普与代表阿肯色州的参议员
科顿(Sens. Tom Cotton,)和代表乔治
亚州的参议员普度(David Perdue)共同
宣布了该项移民改革议案。
该议案名为《改革美移民强化就
业法案》(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Act)草
案，原本由科顿和普度在今年 2 月提
出，他们随后一直与白宫官员合作修
改、详尽内容。
将此议案称为是美国半个世纪以
来最大的移民改革。他说，新的移民
议案将结束此前的“移民链”(chain
migration)政策，用“积分系统“取代
现在的”低端移民体制”。议案将减
少非技术性移民的数量，此举能减少
贫困，增加美国工人的工资，并节省
纳税人数十亿美元。
特朗普指出，“现行的移民政策
对‘我们’的民众、公民和工人不公
平，新的移民改革议案显示了我们为
正在挣扎的美国家庭着想的决心，该
议案也贯彻了‘美国优先’的政策。
”
新议案不仅防止新移民收割福
利，也保护美国工人不被取代。特
朗普说，新议案将透过减少无技术
移民来给美国工人提高薪水，确保
帮助新来者被同化、获得成功、实
现美国梦。
特朗普政府表示，五成移民家
庭获得福利，仅三成美国家庭获得

福利。
新的移民改革议案由科顿和普度
在今年 2 月提出，旨在限制亲属移民
数量，取消以多元化为目的的国际移
民抽签，并限制难民移民的名额。目
标是把每年移民入籍的人数，从现在
的 100 万人，到 2027 年时，减至 50 万
人。
对于亲属移民，议案虽然仍将优
先考虑美国居民的直系亲属，包括配

偶和子女，但是将中止发放绿卡给其
他家庭成员，包括美国居民的成年子
女。
该议案称，由于绿卡抽签(Diversity Immigration Visa Lottery, DV) 涉
及欺诈问题，应予取消，如此可减少
5 万移民。
该议案还采取“积分制”，以择
优选择移民，衡量标准包括是否英文
流利，是否有能为美国经济做贡献所

順應民意降低準入門檻
新西蘭變更臨時工簽獲贊
新西兰移民部长 Michael Woodhouse 刚 刚 更 改 的 临 时 工 签 条 件 受
到了雇主们的欢迎。
奥塔哥南部地区雇主协会首
席 执 行 官 Virginia Nicholls 表 示 ，
移 民 部 长 27 日 公 布 的 更 改 帮 助
定义了较低技能员工，同时限制
低技术移民的临时工签时限，
“这次调整有利于达到一种平衡
，既满足了雇主的用人需求，也
确保了新西兰人的工作机会，”
Nicholls 表 示 ， “ 此 次 更 改 是 有 益

的，许多行业，许多企业都会受
益。”
有技能或者低技能的员工对
于新西兰企业来讲都是需要的，
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次政府在政策调整中能够
听取各行业意见的态度也令人欣
慰，”她说。
Woodhouse 表 示 ， 这 次 调 整 进
行了广泛的听取意见过程，总共
收到了大约 170 份意见书。“政府
希望确保新西兰本地人拥有获得

工作的优先条件，同时也要保证
各地区企业能够获得临时移民工
人，来保证企业经济增长需求，
”他表示。
同 时 ， Woodhouse 再 次 强 调 ，
27 日 宣 布 的 政 策 并 不 是 为 了 控 制
新西兰临时工签的移民人数，
“雇主仍然可以继续雇佣那些有
真正需求的短缺技能移民，新的
变化只是为了使临时工签的条件
更 加 清 晰 和 明 确 。 ” Woodhouse 最
后表示。

英国吁给一年时间
研究脱欧移民新政
英国当局周四宣布，对移民政策
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以建立一个完
整的“脱欧后”移民制度。
根据目前的条例，在英国生
活和工作的欧盟公民，最快将于
2019 年 3 月 前 离 开 英 国 。 英 国 内
政部长表示，将设计一个全新的
签证制度，以便本国企业雇用外
国员工。
英国内政大臣卢绮婷说，“我们

将会出台一项新政策，我今天要说的
是，我们将确保它有事实依据，而且
适用于全国范围。”历经两轮谈判后
，英国和欧盟在保护公民权利、脱欧
费用、北爱边境等问题上仍然僵持不
下。
从目前的谈判进展来看，尽快达
成脱欧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有专家表示，英国脱欧大选结束
至今已经一年多，当局必须加快脚步

，就脱欧协议做出明确表态。国际贸
易 律 师 Miriam Gonzalez Durantez：
“我认为政府真的需要抓紧时间，实
际听取商业领袖的意见，他们需要进
行适当的对话，而不仅仅是在列表上
打勾。”
有报导称，欧盟方面警告，如
果英国和欧盟无法就“脱欧费”
达成一致，下一轮谈判将会推迟
两个月。

需的工作技能，以及财政状况是否稳
定，是否能支持自己和家人在美国的
生活。此外，该议案还规定新移民不
能申请政府福利。
法案支持者称，该议案将帮助美
国的低技术劳工获得更多工作机会，
不过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商业组织则反
对减少移民的做法。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
的移民预测模型，如果该议案成为

法律后，第一年总移民人数将降为
637,960 人 ， 到 2027 年 减 为 539,958
人，比 2015 年的 1,051,031 名移民减
少约 50%。
根据独立研究机构移民政策研究
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统计，
美国 2014 年超过 100 万人获得永久居
留身份(绿卡)，其中 64%是通过申请
亲属移民获得，15%通过职业技能，
5%是通过绿卡抽签。而在邻国加拿
大，通过经济或技术能力取得永久居
留身份者占 63%，只有 24%是基于和
本国公民的亲属关系。
这一提案还未在参院通过，预计
将会在国会遇到重大阻力。前国土安
全部副部长诺顿(James Norton)说，
这个移民草案看来“是一场政治试题
讨论，而不是实际试图执行的政策”
。换言之，他认为这个草案通过的可
能性极低。
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在特朗
普宣布新移民议案后表示，“底线是
，将合法移民数量减少一半，是完全
不合理的，我们认为这个议案根本不
会成功。”
共 和 党 参 议 员 格 雷 汉 姆 (Lindsey Graham)2 日 就 新 的 移 民 议 案 发
表声明称，他支持议案中择优选择
移民的方式，但他对法案的另一部
分存有疑虑。
格雷汉姆说，新议案提议将
合法移民数量减少 50%，这将对南
卡的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因为
南卡的支柱经济是旅游业、服务
业和农业，大量减少合法移民，
将造成上述产业职位出现大量空
缺。格雷汉姆还指出，如果该议
案未有效执行，将会刺激非法移
民数量的增加。

移民改革草案在美引发争议
专业人士对草案表担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 2 日宣布支持
一项移民改革法草案，这份旨在减
少合法移民数量的草案一经面世便
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争议。
“特朗普支持的移民改革草案
是不会通过的，因为这项草案针对
的是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群体，
”芝加哥移民维权人士帕斯特· 洛扎
诺表示。
来自伊利诺伊州移民与难民权
利联盟的华裔人士弗雷德· 曹说，新
移民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之间并不
存在太多就业方面的竞争，美国工
人被低素质移民取代的说法是站不
住脚的。
《改革美国移民政策以促进经
济法案》草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汤姆· 科顿和戴维· 珀杜联合起草。
特朗普 2 日表示，新方案可以“帮
助美国在 21 世纪重新具备竞争力，
并修复美国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
。
按照草案内容，绿卡政策将向
那些英语流利、受过高等教育并拥
有高收入工作的申请者倾斜。同时
，新方案拟取消增加美国社会多元
化的“绿卡抽奖”，并将难民签证
限制在每年 5 万份以下。据估算，
在新方案实施第一年，美国将减少
发放 41%的绿卡。
美国《华盛顿时报》社论说，
这一举措是移民改革的良好开端，
“我们欢迎移民，但不是一下子接
收所有移民”。
《国会山》网站专栏作者罗伯
特· 劳撰文表示，这项移民改革草案

将帮助美国劳工。“如果我们能够
挑选那些更有潜力在美国成功的移
民，我们不仅帮助他们改变他们自
身的命运，也帮助了美国。”
然而，也有不少专业人士对草
案内容表示担忧。在美国执业 20 多
年的华人律师王志东说，这项移民
草案几乎没有可能通过，它与美国
国情不符。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这决定了对合法移民设限的法案行
不通。
美国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与国
际关系副教授李坚强认为，特朗普
修改移民政策将给美国国家利益造
成损害。减少移民数量将影响劳动
力市场的补缺能力，导致国外高科
技人才转而投奔其他新产业发展蓬
勃的国家，同时，新方案可能刺激
美国社会反移民偏激情绪进一步发
酵。
根据美国立法程序，联邦议员
提出草案后一般会交由国会相关委
员会审议，然后送交众议院和参议
院投票。草案在两院都获得简单多
数支持后即交由总统签字生效，成
为正式法案。在实践中，两党博弈
将贯穿整个立法程序，因此整个过
程可能十分漫长。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移民改革
将面临重重阻力，首先，共和、民
主两党都有不少议员对改革持反对
意见，草案很难获得足够多的支持
票；其次，由于美国国会在医改、
税改等重要议题上都尚未取得进展
，移民改革将难以被列入国会优先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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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里外声琅琅
正是孺子读书时

能力。
“唱一唱，动一动，既能激发兴趣，又能唤起
情感。”以音乐为载体，宋力威还开设了功夫扇
培训班，教授功夫扇。

肩挑责任

让教育促进侨胞凝聚
周六上午八点半，阿光的车准时停在宋力威
住处门外，宋力威一出门便钻进车里，两人有说
有笑，前往学校。

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海外侨胞时强调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海外侨胞为了留住中华民族的根、中华传统文化的魂和对祖（籍）国
的情，一代代侨胞艰苦奋斗，创办了形式不同的各类华文学校。据不
完全统计 , 目前世界各地有华文学校约 2 万所 , 在职华文教师数十万人 ,
在校学生达数百万人。为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在国务院侨办的支持下，
从 2004 年起，广东省侨办会同省教育厅选派华文老师到海外华校任教，
每一位老师的全情投入和辛勤付出，给侨胞子弟和当地孩子心里播下
了感情种子、友谊种子，留下了一段段难忘且珍贵的回忆。

阿光是当地华人，与宋力威早已成为朋友。
“这
段路不好走，开车快一点，也安全舒服些。”阿光说。
“我在这里享受的是大熊猫的待遇，很多华人
都是学生家长，他们经常做好吃的送给我，或者
带我去他们家看一看。”宋力威感激不已。
在她看来，当地不少华人非常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会中国话，到中国
便能与人沟通交流。
这种期待的背后是责任，宋力威深深感到了
这一点，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来岛展开华文教

▲宋力威在教学生功夫扇。（宋力威供图）

育无形中促进了当地侨胞的情感联系，这让她更
感到：“自己代表的是祖国教师的形象，必须把
中文教好，让华文教育进行下去。”
“学校开课后，学生成为朋友，学生的家长也

传播华文

样，宋力威背上行囊，前往陌生的远方，却也给

要去就去最远的地方

当地华文教育带来了可喜的变化。

去年 7 月，广东珠海香洲区第十五小学一年
级五班的家长 QQ 群“炸开了锅”。
得知他们所喜欢的班主任 46 岁的宋力威成功

无了解。
如何让学生尽快喜欢上陌生的中文，成为了宋
力威必须解决的难题。

破解难题

用歌声打开学生心扉

单单依靠课程教材照本宣科肯定不行，凭着

成为了朋友。这些华人有着共同的期待，找到共
同的话题，作为授课老师，我和我的中文课成为
了纽带。”宋力威说。而在此之前，如果不是存
在业务往来，多数华人并没有机会交流情感。

多年的教学经验，宋力威从一开始就设法通过“参

刚刚过去的圣马丁华人基金会 2017 春节晚会

入选广东省侨办的海外支教项目，将要远赴海外，

圣马丁中文学校是圣马丁岛上唯一一所华文

与”来提升学生的关注度。“学生刚来报到，我

便印证了这种变化。在这次晚会上，宋力威培训

家长们恋恋不舍。“宋老师，真舍不得你，但这

学校，目前暂时租用圣马丁华人会馆部分场地作

就会让他们亲手操作我的 PPT 讲义，我则在一旁

的学生团队亮相舞台。他们虽然仅仅接受了八次

次也确实机会难得，为你高兴。”一名家长在给

为校舍，为了办校，当地华人组织此前向国务院

引导他们看图，几个回合下来，他们的抵触情绪

课程培训，但出色演唱了国歌、少年先锋队歌，

宋力威的 QQ 留言上写道。

侨办申请派出一名中文教师来圣马丁开展华文教

就没那么强烈了。”

还集体表演功夫扇，令现场家长惊喜连连，赞不

宋力威报名竞选并非一时冲动，她说：“要好

育。

如果说“参与”打消了学生的顾虑，那真正

绝口。华文教育的成果，串联起了当地侨胞的情感，

的朋友曾被选派到英国华文学校任教，我也一直

“来到这里的学生大多数为 10 到 15 岁之间的

让大多数学生喜欢上中文的则是歌舞。起初，部

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走出国门传授中文。”广东省

小孩，一些学生刚来报到，我就发现他们并不愿

分家长有所担忧：“一下子就唱歌，要多久才能

晚会过后，很多参会华人表示从没想到今年

侨办拟选派教师赴海外华校任教的消息出来后，

意来学习中文。”宋力威告诉记者。

学会呢？”没想到，三次中文课之后，几乎所有

晚会的效果这么好，参与人数如此之多，现场饱
含深情，气氛热烈。

引发他们的共鸣，整台晚会因此充满了温情。

圣马丁岛有些特殊，其国土三分之一区域归

学生都学会了唱国歌。歌声打开了学生的心扉，

“拟定人选出来后，广东省侨办了解我们对支

属荷兰，其余三分之二则归属法国，岛上通行荷

越来越多学生渐渐喜欢上学习中文，学生 Jone 便

教目的地的意愿，我直接说要出去就走远点，到

兰语、法语、英语等多种语言。由于离祖国遥远，

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最远的地方试一试。”宋力威说。

鲜有机会使用汉语，当地不少华人对中文已日渐

一开始，Jone 根本听不懂中文，更不大自信。

些侨胞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感激，这也极大激发

最终，宋力威被选派至拉美地区的圣马丁岛，

生疏，来学校学习中文的小孩基本上都是当地华

在歌声中，他逐渐找到了乐趣，慢慢放开自我，

了大家的爱国热情。”晚会举办方圣马丁华人会

支教为期两年。1.5 万公里，27 个小时飞行，就这

人后代，这些小孩在岛上土生土长，对中文更毫

进步明显，两个月之后，他已经具备了基本交流

馆馆长李保雅不禁感慨。（南方日报记者 姚翀）

宋力威报了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

“圣马丁岛与祖国相隔遥远，宋老师的到来让
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学习中文并持续进步，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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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半夜吃生蠔 法國推出生蠔自動販賣機

法國西海岸雷島 Ars-en-R
Ars-en-Réé，以賣生蠔為生的蠔民 Tony Berthelot 創辦了生蠔自
動售貨機 。 自 1987 年以來
動售貨機。
年以來，
， Brigitte 和 Tony Berthelot 壹直在島上經營壹座生蠔養殖
場 ，他們深切地感受到顧客們半夜買不到生蠔吃的痛苦
他們深切地感受到顧客們半夜買不到生蠔吃的痛苦，
，想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式來
滿足客戶的渴望。
滿足客戶的渴望
。現在
現在，
，饑餓的島民可以在壹天 24 小時的任何時間去生蠔自動售貨機
買生蠔啦。
買生蠔啦
。售貨機裏的生蠔每天換新
售貨機裏的生蠔每天換新，
，並且密封包裝保證新鮮安全
並且密封包裝保證新鮮安全，
，價格與這對夫婦
在旁邊開的實體店壹樣，
在旁邊開的實體店壹樣
，從 6.90 歐元起價
歐元起價。
。顧客們甚至可以提前訂購生蠔
顧客們甚至可以提前訂購生蠔，
，客戶通過
短信接收代碼，
短信接收代碼
，檢索訂單
檢索訂單，
，下單預訂
下單預訂，
，然後什麽時候去取都可以
然後什麽時候去取都可以。
。

價值超 80萬
0 美元
美國銷毀近 噸
2 非法象牙制品

窺探美國紐約大腦銀行
冷凍人腦用電鋸切片保存

大話經濟

深謀遠慮 啟動5G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 5G 時代，我
國重點規劃了北京、上海、廣州、寧波、
蘇州為全國首批 5G 試驗網建設城市，
計劃明年進行大規模測試組網，並於
2019 年啟動 5G 網絡實際建設，2020 年
有望實現 5G 網絡商用。
我國首部5G經濟社會影響白皮書提出
，預計到2030年，5G將帶動我國直接經
濟產出6.3萬億元、創造800萬個就業機
會。
正是看到進入5G時代後，將發生的
新變化、新業態、新價值，江蘇移動憑借
多年積累的技術開發、產業配套以及資本
優勢，超前謀劃，搶先布局。江蘇移動在
5G 技術的研發和布局上可以說是使出了
“洪荒之力”，積極籌備 5G 實驗室，重
點圍繞基礎通信能力、車聯網、工業互聯
網、網絡安全等領域開展研發與創新。
此外，江蘇移動還與多方小夥伴兒
簽署 5G 聯合創新研究合作協議，將推
動成立“5G 應用產業聯盟”，聯合產、
學、研多方力量，共同推動 5G 相關技
術和標準研究，並聚焦“5G 智聯、5G
智造、5G 大數據、5G安全、5G產學研”

先行壹步 爭奪技術與標準“話語權”
“5G 即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其最
大的特征在於 5G 的通信主體大部分不是
人，其服務的對象從過去的人與人通信，
延伸到物與物、人與物智能互聯。因此，
5G將在提升移動互聯網用戶業務體驗的基
礎上，進壹步滿足未來物聯網應用的海量
需求，與工業、醫療、交通等行業深度融
合，實現真正的‘萬物互聯’。”8 月 2
日，江蘇理工學院電氣信息工程學院賈子
彥副教授對科技日報記者說。
在移動通信領域專家和企業家眼裏，
5G 所開辟的移動通信發展新時代，將
有著巨大的商業和社會價值。因此，全
球移動通信領域都想在 5G 技術與標準
的研究與應用上，力求率先突破，贏得
未來的市場“話語權”。
孫義興說：“雖然 5G 技術仍然處
在試驗階段，但是廠商之間的技術比拼
卻早已展開。”
賈子彥介紹，目前，我國 5G 已經

替光纖，實現虛擬現實；應用達到超可靠、
低時延；實現萬物互聯。但是，多位專
家認為，5G 時代，我國要實現趕超與
領跑，並不是壹件簡單的事。就目前來看，
必須加快解決壹系列基礎關鍵技術與應
用方面的“瓶頸”。
賈子彥告訴記者，國際電信聯盟確
定了 5G 的三大類應用場景：即增強移
動寬帶，海量機器類通信和超高可靠低
時延通信。其中增強移動寬帶考慮超高
清視頻、下壹代社交網絡、浸入式遊戲
等更加身臨其境的業務，將促進人類交
互方式再次升級。海量機器類通信將以
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為代表的典型應
用場景與移動通信深度融合，預期千億
量級的設備將接入 5G 網絡。超高可靠
低時延通信則可無縫支持如車聯網、移
動醫療、工業互聯網等垂直行業應用。
為滿足以上三大類應用場景的需要，
5G 已經確定了 8 大關鍵能力指標；而為
了達到關鍵能力指標，5G 在空中接口
和網絡結構等方面必須采用壹系列的先

進技術，其中公認的關鍵技術主要有大
規模天線陣列、毫米波通信和超密集網絡
等。
“隨著 5G 的落地，以及雲計算、
大數據等技術的飛速發展，數據中心在
網絡中的重要性日漸提升，如何構建滿
足業務發展需要的大容量、高彈性、節
能環保的新壹代數據中心，目前成為業
界正在探索的方向。”孫義興說。
海量應用 大批“獨角獸”企業將掘起
在專家與企業家看來，隨著雲計算、
物聯網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的出現，互
聯網已經開始面向生產服務，5G 進入
了“互聯網+”時代，進入了產業互聯
網時代，而新時代將為新的企業掘起提
供巨大的機遇。
“這些年來，互聯網的發展，促成
了壹批企業的成長，包括美國的微軟、
谷歌、亞馬遜、Facebook 等，中國的
百度、網易、騰訊、京東等。現在新壹
輪的互聯網面向產業，將會和 5G 孕育
出大批的‘獨角獸’企業，肯定會有新
壹批互聯網企業迅速掘起。”孫義興說
。
5G 時代的海量應用，無疑將對寬
帶網絡提出更高的需求。5G 時代的應
用場景更為豐富，這就意味著未來的
FTTH（光纖到戶）網絡需要能夠滿足
更多敷設方式的輕型全介質、多功能的
配線光纜產品，以降低 FTTH 的光纜接
入和布線難度，最終打造 FTTH 柔性接
入網。業內專家表示，這些領域都是未
來“獨角獸”企業的“誕生地”。
面向 5G 時代的數據中心和更多的
發展機會，亨通集團也展開了大力創新
。孫義興說：“ICT（信息技術與通信
技術相融合而形成的新技術領域）產業
加速融合，面向 5G 時代的創新並不應
該是單壹技術和領域的創新。雖然亨通
起家於光纖光纜，但是最近幾年正在加
快面向 ICT 全產業的轉型升級，布局大
數據、量子通信、寬帶運營、智慧社區
等領域。我們致力於打造具有綜合 ICT
實力的全價值鏈服務商。”
在我國通信領域，無論是行業，還
是企業，都在積極搶占5G發展的先機。

綜合報導 近日發布
的《新能源汽車藍皮書：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
報 告 （2017》 指 出 ，
2016 年，受益於相關政
策的不斷落實和新能源產
品技術性能的不斷成熟，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
力指數有所提升，綜合排
名居世界第四位，與國外
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逐漸縮
小。
這份由中國汽車技術
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 社 共 同 推 出 的 報 告
稱 ，2016 年美國新能源
汽車產業競爭力指數排名
第壹，中國在美、日、德
之後 ， 韓 國 之 前 ， 排 名
第四。中國排名取得進步
，主要得益於新能源汽車
持續的政策支持和產銷規
模的快速增長。
報告指出，我國新能
源汽車幾項主要指標與汽車工業發達國
家相比仍有壹定差距，主要表現在基礎
競爭力較弱、成本偏高、基礎設施相對
不夠完善、關鍵技術水平有待提高等方
面，從而造成產業、企業和產品競爭力
都較低。
雖然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力指
數排名第四，但分項指標排名均不高，
說明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根基不夠牢
固。在政策環境競爭力方面，雖然政策
力度全球最大，但基礎創新環境不足，
應形成有利於創新的制度環境，同時繼
續加大基礎設施和共性技術攻關政策的
扶持力度。在產業支撐力方面，中國雖
然有較強的全產業鏈配套體系，但主要
在國內市場配套，進入國際市場配套體
系的較少 ，國際競爭力有待提高 。同
時，中國還需要繼續加強產業化服務平
臺、裝備開發和制造能力以及企業前瞻
性等方面的投入。
與會專家認為，隨著政府部門對新
能源汽車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斷加大，特
別是近兩年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速度和
市場需求量大幅提升，我國新能源汽車
產業總體發展前景看好。

綜合排名世界第四

日前，江蘇移動公司在微信公眾平
臺發布了壹則“2017 年下半年在蘇州
啟動 5G 試驗網，建設 7—10 個實驗站
點，並現已在 10 個地市開通窄帶蜂窩
物聯網（NB-IoT），在 5G 時代物聯網
研究部署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的消息
，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註和熱議。
而專家、企業家們有著這樣的共識：在
5G 核心技術創新的競爭領域，我國通
過資源整合、聯合創新、重點突破、商
企攜手，創新模式，加快應用，就有望
實現中國 5G 引導全球的目標。

進入標準研制的關鍵時期。3GPP 已經
全面啟動 5G 標準研究，正在制定第壹
個 5G 標 準 （Release 15） ， 計 劃 於
2018 年6月完成並提交國際電信聯盟。同
時，我國啟動了 5G 研發試驗，2018 年
底將完成整個第壹階段試驗，並在
2019 及 2020 年完成第二階段的產品研
發。從而確保 5G 在 2020 年實現大規模
商業運行。
五個方面。
用中國 5G 推進組成員單位代表向際
緊隨蘇州之後，今年上半年，無錫 鷹的話來說：“我們現在可以比較有信心
移動與多部門和企業聯合簽訂協議，開 地說，多天線技術我們在國際上是領先的，
展 5G 車聯網測試基地部署，推動無錫 我們第壹個推出原形機，第壹個商用。”
建成國家智能交通綜合測試基地。
記者了解到，同樣在北京懷柔，我
萬物互聯 並不是壹件簡單的事
國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5G 試驗網，
5G 可以提供網絡資源利用率，解
中國企業剛剛在這裏率先完成了 5G 技 決移動基站忙閑不均的問題；5G 網絡可
術研發試驗的第二階段測試。亨通通信 以支持智能手機隔空翻屏、語音翻譯等；
產業集團執行總裁孫義興透露，按照規 5G可能會讓全世界告別交通事故；通過5G寬
劃，2016 年—2018 年 5G 將完成技術研 帶，手機連到雲端平臺以後能力更不可想
發試驗，2018 年—2020 年將進行產品 象，也將具備學習能力。在中國工程院院
研發試驗。目前，相關的技術驗證正在 士、光纖傳送網與寬帶信息網專家鄔賀銓
有條不紊地展開，2019 年 5G 有望實現 眼裏，5G網絡讓手機的能力不可想象。
大規模預商用，2020年5G商用時代將正式
在 5G 的應用上，我國將重點在三
到來。
個方向發力：增強移動寬帶，用無線代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前景看好

“5G 時代”搶占先機
大批“獨角獸”企業將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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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Responds To UN
Sanctions With Vows Of Violenc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eed to stop launching missiles or if they would
need to start dismantling their nuclear weapons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adopted new program before talks, Tillerson said, “We’ll know
sanctions in response to Pyongyang’s ICBM tests it when we see it.”
North Korea conducted long-range ballistic mis- He explained, “The best signal that North Korea
could give us that they’re prepared to talk would
sile tests on July 4 and July 28
The measures aim to make it harder for North be to stop these missile launches. We’ve not had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where they have not
Korea to make money across the globe
PYONGYANG, North Korea - Vowing to launch taken some type of provocative action by launchviolent attacks, North Korea slammed the latest ing ballistic missiles.”
round of sanctions approved by the United Na- Adding, “This isn’t about a specific number
of days or weeks. This is really about the spirtions.
On Monday, the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issued it of these talks and when they can demonstrate
a statement calling the sanctions a “violent vio- they’re ready to sit with the spirit of finding a way
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a “frontal attack.” forward in these talks by no longer conducting
The statement comes after the UN Security these missile tests. It is all about how we see their
Council unanimously adopted new sanctions on attitude toward approaching a dialogue with us.”
Saturday in response to two long-range ballistic For a long time now, the U.S. has maintained that
missile tests by North Korea last month, conduct- it would agree to talk only if North Korea agrees
to denuclearization - something many analysts
ed on July 4 and July 28.
The sanctions would make it harder for Pyong- believe is unlikely.
yang to make money across the globe and target The White House said on Sunday that Trump
North Korea’s primary exports including coal, spoke to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 about the
iron and seafood in an attempt to cut off its ad- sanctions and “affirmed that North Korea poses
ditional revenue streams by targeting some of its a grave and growing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banks and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companies. Stat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as well as to most
Lashing out against the sanctions, North Korea’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tate-run KCNA news agency said that the coun- South Korean news agency Yonhap and broadtry seriously condemns and completely rejects caster YTN said that Tillerson’s counterparts
from Seoul and Pyongyang are also in attendance
the UN sanctions.
KCNA said, “Our continued intercontinental and briefly addressed the media at a gala dinner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were stern warnings to the Sunday night.
U.S., who is doing reckless military adventure Reports pointed out that while South Korea’s
and dirty sanctions against us while sitting on the Kang Kyung-wha and her North Korean counter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There is no bigger mis- part Ri Yong Ho held a brief conversation, it was
tak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ing that its land unlikely to lead to a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The conversation, however, represented the first
is safe across the ocean.”
Meanwhile, speaking in Manila, U.S. Secretary known high-level encounter between the two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Koreas since South Korea President Moon Jae-in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should con- took office in May.
sider the new sanctions as a stern message from A report in South Korean news agency Yonhap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is united in its quoted an unnamed government source as saying
commitment to see a Korean Peninsula without that Ri told Kang during their meeting on Sunday
that South Korea’s offer of talks “lacked sincernuclear weapons.
At a regional security meeting in the Philippines ity.”
capital, Tillerson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We Ever since his appointment, the new South Kohope again that this ultimately will result in rean Presidency has been calling for greater diaNorth Korea coming to a conclusion to choose logue with Pyongyang in order to defuse tensions
a different pathway, and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right that we can sit and have a dialogue around John Delur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Yonsei
the future of North Korea so that they feel secure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eoul pointed out, “Ultimately, Presiand prosper economically.”
Commenting on how long Pyongyang would dent Moon Jae-in is a strong believer on dialogue
and wants to get things on a different track with
North Korea.”
In all this, China, which
faces pressure as it is
North Korea’s main ally,
has said that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d reached a “critical
point of crisis,” but added
that it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negotiation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Sanctions
are necessary but in no
way the ultimate purpose.
Imposing fresh sanctions
is aimed at bringing the
conundrum back to the ne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peaking in Manila, The
gotiation table.”
Philippine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and
his military advisors

hitting land (both
ICBMs landed in the
waters off the coa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 has argued that its weapons
program is the key to
preventing U.S.-led
attempts at regime
change.
The July missile
tests have shown that
Pyongyang may have
passed an important
threshold in its quest
South Korea President Moon Jae-in took office in May.
to obtain the ability to
Further,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issued a joint
hit the U.S. with a nuclear warhead. (Courtesy
statement condemning the missile tests and call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ing for “the 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new sanctions come
at a time when weapons
experts have claimed
that the two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BMs) fired by North
Korea last month were
theoretically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mainland
United States.
Experts have added that
if they were both fired
at a lofted angle, they
would be likely to avoid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 2017
Business EXPO Set
for Sept. 6-7
“Rooted in Business, Growing in Diversity”

HOUSTON, TX — “Rooted in Business, Growing in Diversity” is the theme of the upcoming
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s 2017 Business EXPO, set for Sept. 6-7 at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in downtown Houston.
More than 1,500 corporate buyers, governmental agencies,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eeking diverse suppliers attend the annual expo.
A list of this year’s exhibitors can be viewed at
http://expo.hmsdc.org/registration/exhibitors/
list. This year, HMSDC is pursuing greater outreach to both non-certified and certified minority
business owners, and on Gen Y and Millennial
age groups to ensure these younger companies
are exposed to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Houston and beyond.
Henry Ford once said, “If everyone is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then success takes care of itself.”
This sums up HMSDC’s approach in trying to expand beyond the industries typically featured at
previous expos. This year’s expo includes several
industries with a growing impact on how minority entrepreneurs do business locally, regionally
and nationally — i.e., health care, liberal arts,
banking, sports and other thriving industries.
As Ingrid Robinson, President of HMSDC shares
her vision for this year’s Expo, “The partnerships
we have embarked upon for this year’s EXPO is
geared to show the impact and diversity we have
in our city and our organization.” From partnering with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o bring the
Energy Summit to Houston to creating a Know
your Numbers village which will encourage
health and wellness information for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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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A. Huebner, past president,
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 (HMSDC) at EEI’s 32nd Annual
Supplier Diversity Conference (Albuquerque, NM).
and employees, EXPO will have something to
offer all attendees.”
Other key EXPO events include: The Coaching Corner; the MBE Boot Camp; the Best of
Class Reception; the EXPO Marketplace 2017;
the Early Bird Energizer Breakfast; the One-toOne Sessions; and the Rigel Awards Luncheon.
Attendees can also utilize Direct Connect, which
allows MBEs to notify exhibitors, in advance, of
their plans to visit their booth at the Expo in an
effort to cultivate, establish and expand meaningful business connections.

About HMSDC
Established in 1973, the 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minority businesses and major corporations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with minority entrepreneurs and helping them to
successfully grow their businesses. HMSDC’s
membership includes more than 220 major corporations and more than 1,000 minority-owned
businesses.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Constance Y Jones
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
(713) 271-7805
constance.jones@hms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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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愛心慈善音樂會88/12
第二屆愛心慈善音樂會
12登場
登場 傳播音樂傳遞愛心

SMA 部分成員團體照
部分成員團體照。
。 (吳長璐提供
吳長璐提供))

SMA 表演片段
表演片段。
。 (吳長璐提供
吳長璐提供))

SMA 表演片段
表演片段。
。 (吳長璐提供
吳長璐提供))

【本報訊】Spread the Music Association(SMA)將在 2017
年 8 月 12 日(週六)晚間 6 時 30 分於糖城舉辦第二屆愛心慈善音樂
會。 SMA 是由一群熱愛音樂的孩子們自發組織的非盈利組織。
從 2015 年五月成立以來迅速發展到了 80 多的成員，他們分別演
奏弦樂、鋼琴、管樂、吉他、中國樂器及聲樂等。他們致力於志
願服務社區，回饋社會，這兩年來他們在養老院、圖書館、醫院
及藝術節等舉行了幾十場義務音樂會。

在本場音樂會中您將欣賞到在國際才藝大賽中奪冠的組合，
多部在全國、德州以及卡耐基音樂廳上獲獎的優秀作品，打入
2017 年《中國新歌聲》的原唱歌曲，以及大家喜愛的舞蹈和最
最流行的 KPOP 等節目。
SMA 的創始人 Elizabeth Zhang（Austin High School 的學生
）表示，SMA 舉辦音樂會除了用自己的才能回饋社區分享才藝
以外，最後將把音樂會的收入全部捐獻給 Girl Up 聯合國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遍布全球 66 個國家幫助各地有需要的青少年女孩
，改善她們的教育人權健康等情況。請大家大力支持！奉獻愛心
！
活動時間：2017 年 8 月 12 日，週六晚間 6 時 30 分，地點：
Christ Church (3300 Austin Parkway, Sugar Land，TX 77479)，
票 價 ： $10， 詳 情 請 見 SMA 網 址 ： http://spreadthemusica .
weebly.com。

美南國際電視15.3將開設 「治安對談」 接聽民眾Call -in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近來中國城區域治安欠佳，搶案接二連三發生，受害者多為老弱婦
孺，造成人心惶惶。各界也陸續舉辦大型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希望提倡安全意識。為讓民眾有
立即溝通管道，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將開設一現場 Call-in 節目 「治安對談」 ，預計每個月一次
，首播將於 8 月 22 日晚間 7 時 30 分現場面對面時段，希望能喚醒警民合作意識，提醒民眾注意自
身安全。
「治安對談」 預計每個月一次，暫定於每個月的第二個週二現場播出，節目將由美南知名主

持人鄧潤京主持，前半段會邀請警官、法務人員或社區領袖擔任嘉賓，主要談論治安、公共安全
和社區安全等，前幾集節目將針對如何有效防範休士頓治安敗壞，防治搶劫、偷竊和竊盜等主題
探討。
鄧潤京表示，希望社區民眾能藉由該節目，多關心社區治安，多給警方提供任何線索和證據
，鼓勵民眾現身說法，踴躍 Call-in 提問，對周遭環境都能提高警覺，才能遏止犯罪發生。相關節
目內容，請隨時注意本報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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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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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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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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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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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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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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山東同鄉會」 發起空前規模的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引起美國政界、法界、警界全方位關注，共思良策，影響深遠

（ 右起
右起）
）華裔周警官
華裔周警官，
，汪得聖警官在大會上現身說法
汪得聖警官在大會上現身說法。
。

出席大會的各界代表七百餘人與會。
出席大會的各界代表七百餘人與會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全美國的人都不敢否認中國人的經
濟，文化實力為美國帶來 「奇蹟式」 的影響，在房地產，醫學界
，學界，工商企業界，為美國經濟帶來一片榮景，尤其是美南地
區休士頓的中國城，成為該巿凝聚最多人潮和商機，一片欣欣向
榮的奇景。這一塊寶地，吸引了國內外居民，遊客前往消費，盡
情享受 「 中國城」 的美味佳餚和濃鬱鄉情，成為休士頓地圖上
最美的一幅圖畫，而近期這塊美麗的寶地，也同樣吸引了最多
「 不法份子」 前往劫掠，掘寶，尤其是手無寸鐵，柔弱的女性
同胞，更成了這些歹徒眼中的 「 肥羊」 ！每次出手，總有所獲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會長房文清
會長房文清（
（右）
在超巿前發傳單。
在超巿前發傳單。

！慢慢的，這些劫匪更結成團夥，在各大銀行、超巿、加油站蹲
點，守候，然後團夥集體出動，搶包，在光天化日之下，砸車窗
，奪包，然後揚長而去，前後不過數秒鐘，真是快！狠！準！才
短短幾週，因為數起被害的錄像在網上迅速流傳， 「 中國城」
成了大家心中切齒的 「痛」 ！商家們哀慟過去的人潮不再！每到
天黑之後，更如同一片 「 死城」 。
為了不使這些在美的善良僑胞 「 坐以待斃 」 ，為了不使
美國的寬鬆法律 「保障」 惡人！ 「 美南山東同鄉會」 日前挺
身而出，作了該會成立三十年以來最大的動作---- 領導全休士
頓僑界，向 「 邪惡」 宣戰，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陳文律師帶
領，8 月 5 日在休士頓僑社發動了影響廣泛，影響面多的空前大
會--- 「 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並在事前做了全方位的
規劃，包括 「基金」 ，大家出錢出力，團隊全體在僑界發動文宣
， 地毯式的在各大超巿，集會宣導民眾，再加上陳文律師的 「
專業化」 ， 「 主流化」 ， 「 針對性」 的邀請主流社區的法庭檢
察官，警長，刑事案法官，州議員，市議員代表，及該地區 「西
南區已管委會」 及 「 國際區」 的代表，到現場來與僑胞面對面
直接對話，聆聽民脈心聲，並真正起到了效應。當天出席大會的
Harris County 檢察長 Kim Ogg , 隔日即回信表示很重視這次七
百人大會的訴求，她將對搶劫盜竊團夥以組織犯罪的名義，增加
保釋金，以更高刑罰起訴，她也將和哈里斯郡律師一起重新遞交
限制團夥犯罪罪犯的活動區域的訴訟。
美南山東同鄉會的歷任會長豐建偉醫師及孫鐵漢總會長，
當天大會上及事後也不斷發表高見。豐院長強調： 中國城是一
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地區，擁有許多經濟和多樣化的文化活動，而
搶劫和犯罪對中國城有非常大的負面影響，也對城巿的經濟增長
和稅收產生重大影響。這次不僅房會長，陳律師及義務服務的工
作理事的 「全方位」 籌備工作，加上其他二十多個社團的出人
出力出錢的努力， 完美無比，非常到位，總領館的李大使也於
兩天後會見了警察局局長，這種種調動，也發動了全社會的力量
，並以更大的規模往前推進。休斯頓民眾活動首次出現 700 余人
參與的盛況，休士頓 「西南區管理委員會」 大力支持及二十多個
社團更是囊括了同鄉會、商會等歷史悠久、非常有影響力的社團
組織，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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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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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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 全美山東同鄉會」 總會長孫鐵漢，語重心長的疾呼：
最近搶匪劫掠中國城，到處汜濫，幾乎要把我們沖垮，整個社區
的商家生意也下降，都是大家不夠團結，只有團結才有力量，只
有團結人家才不敢欺負你！
豐會長表示： 「 美南山東同鄉會」 的發展目標就是： 主流
化，專業化，年輕化，公益化，其中 「 主流化，專業化」 陳律
師這次達成了，而 「年輕化，公益化」 ，透過這次的活動，也提
前完美。
「八月五日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於會後向政府各機
關提出的建議書如下：
1，刑事法官: 對於多次犯罪，重覆犯罪的人適用最高刑罰，
或加重處罰（法官沒有到， 將隨後寄送）；
2，休斯頓警察局 : 搶劫案發生盡快指派調查專員，最好在一
，二天之內，增加亞裔調查員，在搶劫和入室盜竊、砸車盜竊案
子的現場收集指紋；在中國城附近增加巡邏； 在中國城增加警
察分局，並增加講中文的警官。
3，州議員: 修改家庭法 51-61 章青少年犯罪，如果青少年搶
劫超過一次，按照同成人法律規定處罰定罪； 修改刑罰 29.02
章節，嫌犯搶劫超過一次，應加重定罪。
4，哈里斯郡檢察官 : 與哈里斯郡郡律師一起回覆對黑幫團夥
的活動範圍限制，限制他到中國城； 對犯有多項罪名的嫌犯加
重罪名起訴。
5，休斯敦市政府 : 在中國城幾條主要街道增加燈光；安裝應
急電話箱； 向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申請防範犯罪和恐怖份子基金
； 設立中文報案熱線。
豐會長說： 以上種種提議，都可看出 「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是真正用心，用力，用時間為山東老百姓著想，為社區廣大
的華人僑胞著想，這是社區有史以來，由美南山東同鄉會作領導
，為社區民眾的安全與福址，真正做到積極，有效應的行動。
陳文律師更在會後發動商場的商家及休士頓華人動員起來，
投入大量保安，把坯人嚇跑。或是讓所有商場停止營業一天，以
示抗議，或全體到市府抗議，如果休市華人號稱二十萬人，每人
捐區區五元，就能發揮強大的保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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