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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剪影

爱心组织年度教学用品
捐赠活动专访
爱心组织公益团体日前作客美南国际电
视 STV 宣传年度教学用品发放活动﹐由马健
(左)主持﹐历任会长陈莹(右三)﹑徐小玲(右二)
和黄登陆(右一)皆上节目宣传活动流程和目
的﹐该活动将于 8 月 25﹑26 日登场﹐鼓励大家
踊跃到现场参与作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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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風》武術搏擊

大場面第一品牌

KVVV

內容介紹：《武林風》是中國電視界武術搏擊類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頂級欄目，由河南衛視於火力推出，由關楓
主持。新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中華武學的博大精深。繽紛雲集的武術套路、酣暢淋漓的搏擊場面、深厚
濃郁的文化底蘊、名星大腕的現場助陣，使得《武林風
》迅速成為各類欄目中關注的焦點、眾多武術愛好者追
逐的熱點，如今已成長為中華武術搏擊類欄目中無可匹
敵的第一品牌。
播出時間：每周五3點半至5點首播，周三同一時間重
▲

播，敬請關注收看。
節目花絮

美國民眾共睹
百年一遇日全食

︱時隔近百年 日全食奇觀再次橫跨美國。
九十九年來首次橫跨美國太平洋到大西洋沿岸
的日全食周一於俄勒岡州登場。這場罕見的天
文盛況吸引了全美各地數百萬民眾共襄盛舉 。
隨著月亮遮住了太陽，俄勒岡州氣溫顯著下降
。

預計有兩億人住在日
全食路徑上。全日食
從美國西岸俄勒岡州
一直到大西洋沿岸的
南卡羅拉納州。
在日食發生區域，民
眾們準備了天文望遠
鏡、相機和保護眼鏡來觀賞
這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景。美
國宇航局說，預計這將是史
上最受矚目以及記錄的日食
。
超過十萬人聚集到了俄勒岡
州人口約七千人的馬達拉斯
鎮。馬達拉斯鎮是頭幾個可
以觀看到天文奇景的地方。
根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好多
人前往當地見證日食奇景，
美國國民警衛隊不得不協助
疏通交通。
全日食最長將在伊利諾伊州
的卡爾邦答勒(Carbondale)
，持續兩分四十四秒。
通過自己的天文望遠鏡觀看
全日食的葛雷格.托蘭德(Gregg Toland)說， “
有點冷，但很酷，這是一個人生體驗。” 葛雷
格.托蘭德專程從伊利諾伊州的帕拉坦來到全日
食路徑上的密蘇裏州派芮維爾機場來觀測日全
食。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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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麥凱恩號”驅逐
艦與商船碰撞10人失蹤
。
【VOA】美國海軍“麥凱恩號”驅逐艦在新加
美國海軍上星期表示，調查顯示，糟糕的航行
坡以東、馬六甲海峽附近與一艘商船相撞，目
技術和監控中出現疏漏導致“菲茨傑拉德號”
前有十名水手失蹤，五人受傷。
的撞船事故，“菲茨傑拉德號”的艦長被解職
美國第七艦隊星期一清晨發表的聲明說，“麥
，其它相關士兵也被懲處。
凱恩號”導彈驅逐艦當地時間早上5:20左右與
懸掛利比裏亞國旗的商船Alnic MC相撞。當時
“麥凱恩號”正駛往新加坡
進行例行停靠。
聲明說，“麥凱恩號”受損
，但仍利用自身動力前往新
加坡靠港。
美國第七艦隊表示，正在與
新加坡有關當局進行聯合搜
救行動。
目前還沒有其它更多細節。
這是駐紮在太平洋的美國海
軍第七艦隊兩個月來第二起
撞船事故。6月份，美國海
軍“菲茨傑拉德號”驅逐艦
在日本海域與一艘集裝箱貨 ︱美國海軍“麥凱恩號”導彈驅逐艦當地時間星期一清晨在馬六甲海峽附
船相撞，造成七名水手喪生
近與一艘商船碰撞。（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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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 H-1B 批准 特朗普严令加强移民审核
随着今年 4 月和 7 月特朗普总统
先后颁布两道行政令和行政备忘录，
要求国土安全部(DHS)加强对移民类
签证和福利的严格审核，H-1B 外籍劳
工签证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无论是新
名额审批还是延期审批，都比以往更
加严格；移民律师 15 日指出，由于
H-1B 工资标准提高，会使很多公司不
愿帮助或难以担保新职员申请工作签
证，令广大新入职及需要延期签证的
员工面临更多阻碍。
两名移民律师日前发表文章详细

分析，特朗普行政备忘录提出的
“加强审查 ”(enhanced vetting)所带
来的影响比其旅行禁令还要广，不
仅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公布了
新版的 I-485 身份调整(即绿卡申请)
表格，并在旅游签证 DS-5535 表格增
加了新问题，而且对在美合法工作
签证 H-1B 的申请和延期也提出了种
种新要求。
移民律师刘汝华 15 日表示，几位
今年已抽中 H-1B 签证的客户，到目
前仍没有任何更新消息，与移民局往

年 7 月就做出批准或要求补充材料的
情况相比不太正常；他认为这与现在
加强审核有关，移民局很可能在对可
疑的案子进行调查，有一定证据后再
要求补充材料。
文章作者指出，移民局近期提出
需要雇主在帮助员工申请 H-1B 签证
时，保证员工的职位符合特殊工种
(specialty occupations)，而雇主要证明
该职位是特殊工种，就需要证明支付
员工的工资高于初级职位(entry-level)
的薪资。

律师李定一表示，联邦劳工部
(DOL)规定的工资有四个级别，多数
雇主都会选择发放初级薪资，“而在
申请工作签证的推荐信中又会将员工
包装得很好，指其具有特殊技能”；
这就产生了一方面说技能高、另一方
面工资水平却只有初级的矛盾，使移
民局认为员工不符合特殊工种；另一
方面，由于需要用第二级别或更高级
别的薪资来雇用员工，让很多雇主打
退堂鼓，转而招聘美国公民或永久居
民。

李定一说，以前有些公司为了达
到劳工部的时薪标准，而将员工从全
职改成兼职，但这样一来员工在未来
申请职业移民 PERM 劳工纸时的累积
工作经验就很可能不足。
另外，劳工部还于日前公布了
“ 工 作 情 况 申 请 表 ” (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 LCA) 和 PERM 劳 工
纸的新版表格，以更好地达到保护美
国工人、抵制诈欺和增强透明度的目
的，并将在 10 月 2 日前在网上接受民
众建议。

芝加哥为状告司法部 称不用移民换经费
"我们不会让自己的警察成为政治论战中
的棋子，不会让我们的民众权利被破坏，芝
加哥永远不会背弃其接纳移民城市的身份”
，美国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 6 日宣布，该市
将于当地时间周一提起联邦诉讼，挑战特朗
普政府利用联邦补助金迫使“庇护城市”合
力打击非法移民的做法。对此，美国司法部
回应称，芝加哥市治安状况堪忧，应将注意
力集中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而不是把时间和
纳税人的钱花在保护犯罪的外国人上。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芝加哥等所谓
移民“庇护城市”的这一摊牌举动已经酝酿
数月。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旧金山、纽
约、芝加哥、西雅图、迈阿密和洛杉矶等城
市都宣布成为“庇护城市”，誓言保护住在
美国境内的约 1100 万名“无证移民”(即非法
移民)。法新社称，“庇护城市”主要是指那
些不愿意配合联邦执法机构逮捕或拘留无证
移民、借此保护他们免遭驱逐出境的城市。
据《芝加哥论坛报》6 日报道，民主党籍

的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司法部近期将配合打击非法移民作
为获得“伯恩正义援助补助计划”(美国联邦
政府的一项长期拨款，用于预防犯罪)拨款的
一项条件，是促使芝加哥决定提起诉讼的直
接原因。伊曼纽尔认为，新规则意味着这些
城市需要将自己的警察局和执法机关无限制
地对美国国土安全部开放。他还表示，芝加
哥是第一个就此发起诉讼的城市，但他相信
不会是最后一个。
美国司法部随即回应伊曼纽尔的起诉举
动。据福克斯新闻网 6 日报道，司法部发言人
弗洛雷斯表示，芝加哥 2016 年被谋杀的人比(
全美前两大城市)纽约和洛杉矶的总和还多。
芝加哥市长没有将重心放在这个触目惊心的
数字上，而是花时间和纳税人的钱保护犯罪
的外国人，从而将芝加哥执法部门置于极其
危险的境地。
芝加哥以极度混乱的社会治安被媒体称
为“枪击之都”。官方统计，该市 2016 年共

9 月将近美国“年轻无证移
民暂缓遣返”计划受考验
虽然特朗普和国安部此前都表示，不会
立即消除对所梦想生的保护，递解他们，但
是特朗普政府还没有对该计划的长期命运做
出决定。随着 9 月的临近，越来越多的“梦
想生”开始紧张，在国会假期结束之后，给
与他们保护的“DACA 计划”的命运将再次
受到考验。
据 CNN 报道，特朗普政府继续 DACA 计
划，得罪了极端保守派，他们要求特朗普履
行竞选诺言，废除梦想生计划。多个州的检
察官和团体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特朗普政府
在 9 月就 DACA 计划做出最后决定。
日前，国安部长凯利成为白宫幕僚长，
而凯利此前表示了对“梦想生”的同情，他
曾表态称将会继续支持奥巴马此前颁布的
“年轻无证移民暂缓遣返”计划(DACA)。
但国土安全部是负责 DACA 计划的主要
机构，在凯利离开国安部之后，他曾警告国
会民主党，他的继任者或许会改变对 DACA
计划的想法。
德州州检察官派克斯顿(Ken Paxton)与其
他 8 个州的检察官在 6 月底联名致信特朗普政
府，威胁如果在 9 月 5 日之前不废除 DACA 行
政命令，他们将控告联邦政府。特朗普上个
月表示，他将会就 DACA 计划做出最后的决
定，虽然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特朗普
说：”我了解现在的情况，我想要提出一个
比较全面的计划，但我们的国家和政治力量
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计划。“
从特朗普参加选举到他上任后，曾多次
改变他对梦想生计划的想法，所以不到最后
一刻，一切的承诺可能都是暂时的。
有熟悉国会事务的民主党匿名人士表示

，他猜测特朗普可能会在 9 月 5 日宣布 DACA
计划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并将球踢给国会
，让国会来制定新的相关法律。
共 和 党 参 议 员 格 雷 汉 姆 (Lindsey Graham)和杜宾(Dick Durbin)联合提出了“过桥
” 议 案 (” Bridge Act”)， “ 过 桥 ” 议 案 内
容 与 DACA 相 似 ， 申 请 者 必 须 经 过 背 景 调
查审核，并提出幼时来美并接受教育的相
关证明，同时申请者也没有其他严重犯罪
记录，一旦获得通过后，将可以获得两年
暂 时 居 留 美 国 的 合 法 身 份 ， 而 DACA 即 将
到期者，也可在到期前，申请“过桥”法
暂时留美，此外，“过桥”法案也接受新
的 DACA 申请者送件。
支持 DACA 计划的许多共和党人也支持
佛州众议员 Carlos Curbelo 提出的“确认美国
儿 童 议 案 ” (Recognizing America's Children
Act)，而许多民主党人则支持伊利诺伊州众
议员 Luis Gutiérrez 提出的“美国希望议案”
(American Hope Act)。
特朗普政府立法事务主任 Marc Short 表
示，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会反对“梦想生”
议案。而参院多数党党鞭科瑞(John Cornyn)
上周四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保护边
境和加强执法。”
随着 9 月的临近，支持 DACA 计划的权
益组织最近几周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民
主党州的检察官已经启动了他们拯救 DACA
计划的行动，墨西哥美国法律辩护与教育基
金 会 (Mexic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也开始向法庭请愿，希望他
们不要接受反对 DACA 计划检察官们提交的
控告政府的起诉书。

发生 3550 起枪击事件，受害者逾 4300 人；其
中凶杀案高达 762 起，创下该市近 20 年来的
最高纪录。《今日美国报》称，芝加哥 2017
年的枪击暴力现象比前一年度有所好转，但
截至 7 月，该市已有 349 人中弹身亡，枪击致
死案件仍有可能赶超 2016 年。
特朗普也曾炮轰芝加哥的治安状况，认
为除了市长无能，最重要的是芝加哥的移民
庇护政策，导致当地大批非法移民无视法律
。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 日称，特朗
普政府一直威胁削减给移民“庇护城市”的
联邦经费。今年 1 月 25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
令，要求联邦政府扣留拨给“庇护城市”的
经费，以打击各地对无证移民的各种保护。
受到这一行政令的影响，“庇护城市”将无
法像以往那样从联邦司法系统、国土安全部
等机构获得联邦经费。美国司法部今年年初
曾致信给“庇护城市”：要么提供非法移民
的信息，要么联邦经费缩水。

对于很多美国城市来说，联邦经费是打击
毒品犯罪、帮派暴力、维护地区治安的重要资
金来源。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去年获
得大约 230 万美元的这类拨款，用来购买警用
车辆、无线电通信设备和电击枪。
今年 5 月，芝加哥市民曾举行活动，抗议
特朗普政府的威胁，他们高喊口号：“300 万
居民，300 万个故事，一个芝加哥”。福克斯
新闻网称，6 月 29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 228
票对 195 票通过《禁止庇护罪犯法案》，给予
联邦政府拒绝向庇护城市拨款的权力，并扩大
联邦政府要求这些城市遵循移民管制的能力。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7 日称，美
国司法部长塞申斯 3 日发函给加州圣伯纳蒂诺
和斯托克顿、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和新墨西
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等 4 个所谓的移民“庇护城
市”，称上述城市如不配合联邦政府取缔非
法移民，将丧失打击毒品及帮派犯罪的联邦
经费。但芝加哥并不在塞申斯点名警告的城
市之列。

经济危机后马德里
净移民数首次增长
相信旅西华人已对两个概念
深信不疑：一是旅西华人成为西
班牙第三大移民群体，另一个就
是西班牙的经济已开始复苏。那
么随着西班牙的经济复苏，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移民，马德里作为
这个移民大国的首都，在移民群
体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据相
关报道，2016 年，马德里大区的
净 移 民 数 (saldo migratorio) 自 经
济危机以来，首次呈现增长趋势
，这意味着 2016 年移民马德里
的人数首次超过离开马德里的人
数。
自西班牙爆发经济危机以来
，失业、通货膨胀、居民收入下
降、负债率增加、人民不满情绪
增加的阴影就一直笼罩这伊比利
亚半岛，不少移民都在这段期间
离开西班牙。根据西班牙国家统
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 年期
间，净移民数是负数(-284 人)，
这表示离开马德里的移民比来到
马德里的移民多出 284 人。而这
种负增长情况对马德里来说已经
是司空见惯了。2014 年期间，马
德里大区净移民数为-3.1081 万
人；2013 年为-7.4191 万人；2012
年 为 -5.096 万 人 ； 2011 年
为-2.1745 万人；2010 年为-2.6771
万 人 ； 2009 年 为 -1223 人 。 在
2008 年，马德里大区的净移民数
还是非常可观的，当年涌入的净
移民数达到 5.6835 万人。
时隔 7 年之后，在 2016 年，

随着西班牙经济复苏，马德里大
区的净移民数才又恢复正常状态
。数据显示 2016 年来到马德里
大区的移民有 8.5726 万人，而离
开马德里的移民人数为 6.8434 万
人，净移民数虽然不如 2008 年
高，但也达到 1.7292 万人。相关
专家指出，在经济危机爆发的前
几年(2009 年-2011 年)，数据还是
相当温和的。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应该不会重复经济危机后期
(2012 年-2014 年)的情况。西班牙
权威人口监测和多样性专家 Rafael Puyol 先生预测：“目前我
们还没有到达黄金时代，近几年
整个西班牙的移民数量仅围绕在
60 万人-70 万人之间。”
2016 年，来到马德里大区的
移民一共有 8.5726 万人，其中有
6.8181 万人为外国人，1.7545 万
人来自西班牙其他自治区。净外
国移民数也是自 2008 年以来，
首次呈现增长状态(2016 年离开
马德里大区的外国籍移民数为
4.8813 万人，因此净外国移民数
为 1.9368 万人)。
对于西班牙整体来说，老龄
化严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社会议
题。西班牙对于外国籍移民的需
求量是非常大，因为传统工业需
要年轻的外国籍移民来帮助其运
营和发展，这一点跟 90 年代的
西班牙很相似。不过随着很多跨
国公司的发展，西班牙也更需要
引进外国人才。

因此，外国籍移民的到来，
对马德里大区乃至整个西班牙来
说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专
家表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进步
都是依靠对移民的欢迎和整合所
取得的。
相关调查显示，到西班牙的
移民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到西班
牙并不能寻求到符合他们水平的
工作岗位。尽管西班牙的经济在
逐步复苏，但对于拥有本科学位
、硕士学位的高级人才来说，西
班牙提供的工作岗位还是跟他们
期望的有所差别。
专家们对此表示担忧，外来
高级人才的大批涌入或将让几年
之后的马德里大区，甚至西班牙
这个国家的本国人才缺失现象非
常严重。西班牙国际统计局预测
在 2031 年，20 岁-49 岁的人将减
少 400 万人。专家希望西班牙政
府改善本国青年的就业趋势，多
引进外来手工业劳动者。
也有学者表示：“我们可以鼓
励更多的留学生来西班牙学习，当
他们毕业之后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
，充分利用他们所学的知识”。
同时，有评论员特别提到一
股重要的移民力量，那就是大批
中国移民的到来。评论员认为，
拥有中国国籍的移民属于优等移
民，因为他们移民西班牙的数量
较多，也拉动了西班牙各地的经
济发展，丰富了各地的多元化文
化氛围。

德州新聞
星期三

2017 年 8 月 23 日

Wednesday, August 23, 2017

B5

奧斯汀德州大學校園 數個邦聯雕像被挪走
（綜合報導）奧斯汀德州大學主校園的數
個邦聯雕像 20 日深夜被挪走，校方發言人 21
日表示，學校在校長下令挪走后僅數小時，就
迅速採取行動。
德州大學校長芬維斯 20 日晚在搬移令中
指出，邦聯雕像已成為現代白人至上主義和新
納粹的象徵，因此應該被挪走。他表示，他是
經過與學生代表、教師員工代表和部分校友交
談，做出了搬走雕像的決定。
校園中的李將軍、強森將軍和邦聯郵政署
長雷根等人的雕像，被移至學校裏的美國曆史
中心，校方在搬移期間封鎖了現場，大批警察
在四周警戒。
此外，美國曆史相當悠久的反歧視組織
「反誹謗聯盟」 (ADL)21 日表示，自從爆發維
吉尼亞州沙洛特維爾(Charlottesville)暴力事件
后，該組織收到的捐款暴增。
ADL 發言人艾坎塔拉(Betsaida Alcantara)

表示，從上周福斯新聞老闆詹姆斯．默多克
(James Murdoch)宣佈捐出的 100 萬美元，到
來自諸如蘋果、Uber 和美高梅國際度假集團
(MGM Resorts)等企業的捐款，上周的捐款比
今年以來每周的平均捐款成長 「10 倍」 。大
銀行摩根大通(J.P. Morgan)也加入捐款行列。
摩 根 大 通 宣 佈 捐 出 100 萬 美 元 大 禮 給
ADL 與 「 南 方 反 貧 窮 法 律 中 心 」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共享。南方反貧窮法律中
心為一極端主義行為研究中心。
自從 8 月 12 日沙洛茲維爾爆發新納粹主
義集會暴力以來，許多人紛紛展現對 ADL 的
大力支持。
另外一個專門打擊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
的組織，洛杉磯西蒙魏森索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此事件后，也收到許多鉅
額捐款，其中一筆來自前加州州長、演員阿諾
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

德州跨性別廁所立法 無疾而終 美暫停對俄發放非移民類簽證

（綜合報導 ）維
權分子歡欣慶祝德州
限制跨性別者使用廁
所的立法無疾而終，
可是激烈分歧的正反
雙方都誓言繼續奮戰
。德州是美國人口第 2
大的州，社會立場保
守，向來是共和黨的
政治風向計，在去年
大選一面倒的支持川
普總統。
「法新社 」 報導
，這項規定跨性別者
必須依照出生時的性
別使用洗手間的提案
，幾個月來使德州共
和黨擾攘不安，並反
映更廣泛的全美文化分裂。
支持者宣稱這種立法只是保護婦
女和兒童免於遭到存心不良的人性侵
害，反對者則斥之為會使德州遭到全
國唾棄的歧視之舉。
這項提案上個月已獲德州參議會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 21 日，美國駐俄大使館發布消息稱，從 8 月 23 日起， 美國駐俄使、
領館將暫停在俄全境發放非移民類簽證。俄外長拉夫羅夫表示，美此舉意在引發俄公民對本國政
府的不滿。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導，美駐俄使館網站稱，由於俄羅斯對美國駐俄使館工作人員數量做
出了限制，所以美駐俄使領館從今年 8 月 23 日起將在俄全境暫停發放非移民簽證。9 月 1 日起，
美駐莫斯科大使館將恢復非移民類簽證的面簽工作，駐聖彼得堡、葉卡捷琳堡和符拉迪沃斯托克
領事館則無限期暫停發放非移民類簽證。
消息說，美國駐俄使領館的人員數量變動也將影響發放移民類簽證的進度。
對此，俄外長拉夫羅夫當天在莫斯科表示，俄外交部門將對美方該決定進行“額外研究”。
拉夫羅夫說，此事給人第一印象就是美國試圖再次引發俄羅斯公民對本國政府的不滿。這是“顏
色革命”組織者的邏輯，也是“奧巴馬政府的慣性”。但拉夫羅夫表示，俄羅斯不會採取限制美
國公民申請俄羅斯簽證的對等措施。
本月初，特朗普總統簽署了一項針對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制裁法案。作為回應，俄暫停了
美外交機構對莫斯科幾處房產的使用權，同時要求美駐俄外交機構要在 9 月前裁減 755 名工作人
員，以使俄、美在對方國的外交機構人數對等。
通過，可是衆議會特別會議 15 日晚上
沒有就此進行辯論即宣告休會，使其
胎死腹中。德州的限制法案宣告失敗
，主要是大企業出面干預。
衆議會的共和黨溫和派議長反對
這項提案，並拒絕安排討論時間，而

衆議會要等到 2019 年才復會。支持
和反對雙方認為屆時這項爭議還會重
現。
同性戀權利和其他維權團體激烈
反對限制跨性別者使用廁所，宣稱這
會使爭取平等的運動倒退許多年。

科技業巨擘蘋果和 IBM 與聯合航
空公司和第一資本金融公司(Capital
One)等企業曾連署發表公開信，警告
這種立法會導致 56 億元觀光和投資損
失。
州衆議會召開特別會議前，勢力

強大的企業遊說組織 「德州商業協會
」 也在當地媒體打廣告，表示反對這
項提案。
北卡羅來納州去年施行的類似法
案，即引起全國抗議和杯葛，促使北
州后來取消其中許多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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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民眾爬桿慶祝獨立日 畫面逗趣

阿曼漁民享受豐收喜悅
數萬沙丁魚集結海面現巨大黑影

西班牙民眾身著傳統服裝參加節日慶典

滿街奇裝城會玩

阿曼佐法爾，
阿曼佐法爾
，攝影師 Ahmed Mohamed Al Toqi 在與漁民們壹起渡
過了無數個日出時分，捕捉到壹組令人震撼的捕魚畫面
過了無數個日出時分，
捕捉到壹組令人震撼的捕魚畫面。
。成千上萬的沙
丁魚從印度洋遷徒到非洲海岸，
丁魚從印度洋遷徒到非洲海岸
，成群結隊的漁民聚集在壹起捕撈
成群結隊的漁民聚集在壹起捕撈。
。

大話經濟

甩賣資產要跑？
潘石屹回應：我能往哪裏跑？

綜合報導 SOHO3Q 新征程廣州·媒
體見面會在廣州萬豪酒店舉行，SOHO
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在約壹小時的時間裏
回答了眾多媒體記者的提問，涉及中國
房地產市場方向、SOHO 輕資產戰略、
共享辦公模式、SOHO3Q 在廣深的落地
等。
近期房地產市場最大的新聞之壹，
要數王健林將萬達集團部分酒店和文化
旅遊項目以 600 多億元出售給了融創中
國；與此同時，潘石屹也在“賣賣賣”，
SOHO 中 國 旗 下 光 華 路 SOHO 和 淩 空
SOHO 紛紛被賣出，潘石屹先後將 300

多億資金收入囊中。壹時間，“王健林
、潘石屹接連甩賣資產，房地產市場要變
天”的傳聞充斥網絡。
潘石屹在發布會中對此作出回應，
潘石屹表示：“最近，關於我們負面新
聞比較多，說我們跟王健林、李嘉誠壹
樣把資產都拋了、我們要跑了。請問我
們往哪裏跑？我的護照還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護照，我還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我
能往哪裏跑？”
談及 對 中 國 房 地 產 的 看 法 ， 潘 石
屹認為，經過過去 20 多年的快速發展
和建設，中國已經不缺房子了，但

“滿足不了的是人們的
貪欲”；在與王健林曾
共同提倡的“輕資產”
方向上，潘石屹說，可
能壹 部 分 的 思 考 跟 王
健林的思考是壹樣，
壹部分思考跟王健林
的思考是不壹樣的，
可是正確道路只有壹
條，“我也不知道我
這個思考對不對”。
潘石屹該次廣州媒體見面會重點是
圍繞著 SOHO 當前重點市場策略 3Q 來
進行的，潘石屹表示，當前對中國經濟
和社會帶來最大改變的就是互聯網；而
互聯網第三次浪潮中帶來的共享經濟將
帶來偉大的前景；SOHO3Q 的共享辦公
理念因此而來。
潘石屹透露，近期做出了壹個重要
的決定，就是把自己的辦公室消滅了。
他雙肩背著黑顏色的包，走到什麼地
方，什麼地方就是他的辦公室，這樣他
跟員工之間工作效率提高了。另外，他

經常出差，辦公室就經常會閑置，他認
為這就是資源浪費。
在北京、上海獲得了 3Q 共享辦公
的寶貴市場經驗後，潘石屹確定下壹步
將把共享辦公這壹模式放到廣州、深圳
來發展，不過他強調不會與地產商合作
共享辦公；他表示，目前中國很多城市
辦公樓空置率很高，不會繼續買地自己
蓋商業地產，空置率這麼高還蓋會成為
自己和銀行的負擔，在廣州等地會選擇
租場地做共享辦公市場。
作為最早進入房地產市場的壹批
人，潘石屹表示，自己之所以進軍共享
辦公這壹領域，是因為必須跟上時代變
化的角度，他強調 SOHO3Q 還只是個實
驗室，當前社會進步、行業進步非常
快，每個人都要適應社會變化，之前的
BB 機、摩托羅拉手機、愛立信手機都是
高科技的代名詞，可現在都紛紛遠離我
們的生活了。
在媒體及 SOHO3Q 的利潤周期時，
潘石屹笑稱要理解開發商的心理，房地
產市場裏的都是賺過大錢的人，他對 3Q

項目目前的要求是不虧錢，沒打算壹定
要賺多少錢，關鍵是做成規模，如二十
萬座位以上，到時看效果如何，模式起
來了，錢就自然而然來了。
SOHO 近 期 通 過 賣 出 幾 個 項 目 拿
到 300 多 億 的 資 金 ， 潘 石 屹 表 示 不 會
把這些錢都拿來發展共享辦公，他強
調，現在很多事是錢多了就亂了，如
共 享 單 車 ， 賣 掉 的 300 多 億 都 用 來 做
3Q 就過了，市場承受不了；不過 SOHO 所有重點要放在新業務上，新業務
就是 SOHO3Q。
據悉，SOHO3Q 創立於 2015 年，
SOHO3Q 迄今為止擁有 19 個中心、1.7
萬的座 位 。 在 北 京 SOHO3Q 主 要 坐
落 於 CBD 、二環沿線的朝陽門、中關村
、望京 。 在 上 海 ， SOHO3Q 主 要 集 中
在外灘、新天地、虹口、靜安寺等等。
廣州的 GDP 總量占全國第三，人均
GDP 也是排名第三。世界五百強企業當
中有接近 300 家在廣州設有辦事處、工
廠。SOHO3Q 方面表示，廣州很適合
3Q 的發展。

機器人能抹平貧富差距嗎？期待過高不是好事
綜合報導 這幾天，有關於電子商務的進步，
能否讓我們這壹代人實現共產主義的話題，引發了
輿論熱議。它在反映出共產主義這壹奮鬥目標具有
無與倫比的吸引力的同時，也折射出壹些人對於人
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尤其是在技術與社會進步的關
系上，認識還有待深入。
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夢的逐步實現以及
正在發生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確讓我們對未
來的發展充滿自信，但中國社會仍處於社會主義初
級階段、仍然面臨很多艱巨的任務是壹個不爭的事
實。有的企業家，因為電子商務的成功，就產生了
壹步到位的盲目樂觀，認為機器人能替代壹切。社
會不再有富人和窮人的看法，會讓壹些人對社會現
實、人類文明的快速改善產生不切實際的過高期
待，這對於我們的社會並不是好事。恰恰是在這樣
壹個偉大的歷史時刻，我們的社會才更要保持戰略

定力，避免浮躁情緒與冒進情緒。僅僅以電子商務
技術的進步、自己的商業成功就認為壹代人可以畢
其功於壹役，未免有些輕佻。
今天的社會，我們空前地重視技術，但在對社
會發展的認識上，卻要對技術決定論保持足夠的警
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
系，但這種決定並不是簡單的、機械的決定，而是
在與上層建築的復雜相互作用下的決定。那些認為
壹種技術就能夠徹底地改變人類社會結構的看法，
往往忽視了技術常常被利益所綁架、被政治所決定
的現實。人類社會的偉大進步，不是簡單地靠科學
家的發明、商人的成功就可以推動的。過分強調技
術的決定性作用，而忽視了政治、文化、信念的因
素，實際上是把社會進步的主導權從政治家、思想
家的手裏，轉移到了技術官僚、科學家和工程師的
手裏。這種從政治到行政或者從政治到技術的轉

變，往往只會造成思想的平庸與情趣的庸俗，它
只適合風調雨順、平安無事、無需深刻的消費社
會，而不適應今天中國所處於的人類前所未有的
大變局。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商業精英已經獲得
了非常強大的話語權，在很多時候他們可以
對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甚至是非常敏感而
重大的社會議題，隨意發表自己並未仔細思
考的看法。壹方面，這實際上是對自己巨大
社會影響力的濫用，另壹方面，這種影響力
濫用背後，是否存在著商業利益甚至營銷的
用心，也的確令人覺得不安。
我們當然需要商界精英揮斥方遒、指點江
山 ，但這種“指點”應該是有界限的，應該
集中於們擅長的領域，而不是“壹知半解”
甚至“想當然”的領域。越是社會精英，在

面對重大社會問題的時候，越要保持足夠的敬畏之
心，尤其是在涉及中國社會發展道路、人類社會發
展規律的問題上，更應該審慎。中國社會需要時代
的弄潮兒，但是也要警惕炒作概念的營銷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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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ons On Items That Add Up To 60% Of Pyongyang’s Exports To Beijing
Will Hurt The Reclusive State - But North Korea Can Adapt

China Sanctions Will Cost North
Korea US$1.5 Billion, But Won’t
Curb Kim’s Nuclear Ambitio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lion, respectively.
The latest Beijing ban, announced last week,
extended existing restrictions on North Korean coal imports to next year. The sanctions
are open-ended and will stay in place as long
as North Korea continues with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alysis has put
North Korea’s nuclear spending between
US$1.1 billion and US$3.2 billion overall,
though experts said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an accurate calculation given the secrecy
surrounding the program, and estimates vary

A variety of fish and shellfish tempts
seafood lovers at the Gwangjang
Market in Seoul, South Korea. (Photo:
Susan Jung)

China’s ban on North Korean iron, coal and
seafood would bite into Pyongyang’s economy,
based on calculations from Chinese customs
data, but experts have questioned whether it
would do anything to curb Kim Jong-un’s nuclear ambitions.
North Korea last year exported nearly US$1.5
billion in coal, iron ore, lead ore and seafood
to China, or 60 per cent of total exports to the
Asian giant, a major source
of foreign reserves for the reclusive stat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exports to China of the commodities totalled US$474.6
million, or 53.5 per cent of
total exports.
Among the exported commodities, coal generates the
most revenue for Pyongyang.
In 2016, coal exports generated revenue of US$1.2 billion, far more than iron ore
and seafood exports, which Factory workers process seafood in Rason, a special
amassed revenue of US$74.5 economic zone in North Korea near the Russian and
million and US$192.4 mil- Chinese borders. Photo: AP

widel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report last
year.
The US government
believes Kim has up
to 60 nuclear weapons, though some
independent experts
said the number was
lower. If North Korea
does indeed have
about 60, that puts the
cost of each warhead
between US$18 million and US$53 million, CNBC reported Crabs at Gwangjang Market in Seoul. (Photo/Susan Jung)
earlier this year.
the short term, but in the long term, unless ChiBeijing’s latest bans
on North Korean exports came after the UN Se- na completely changes its approach to North
curity Council approved tough sanctions against Korea, North Korea will likely be able to adapt
Pyongyang on August 6, in response to North to a certain extent.”
Korea’s two successful tests of intercontinental Although the Chinese ban would exert pressure
on Pyongyang, both Cai and Sun doubt it would
ballistic missiles last month.
Experts said the ban would damage Pyong- have a meaningful impact in terms of restrainyang’s ability to generate profit that supported 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The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seen by North Koits military programm and elite families.
“The ban would hurt Pyongyang’s capability to rea’s young leader Kim Jong-un, are national
make more money, since non-strategic goods security and regime stability, which he would
like seafood is now prohibited from trading to never compromise – no matter how severely
China,” said Cai Jian, a Korean affairs expert Pyongyang’s exports were hurt by external forces,” Cai said.
from Fudan University.
Sun Xingjie, a Korean affairs expert from Ji- Sun said the latest ban “would possibly let
lin University, said a large proportion of North Kim feel the threa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Korea’s earnings from exports usually went munity and thus [move him to hasten] nuclear
to military programmes and the regime’s elite programmes, the only means he has to ensure
his regime’s survival.” (Courtesy http://www.
families.
“China’s ban this time would make Kim feel the 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
pressure,” Sun said.
But Justin Hastings,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who has researched Chinese-North
Korean trade, doubted whether China
would enforce the ban strict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China will probably actually enforce
the ban on coal, iron, and seafood in the
short term, but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smuggling and the likelihood of China
easing off on very strict enforcement
after a while, my guess is that the effect
on North Korea’s economy will not be
100 per cent,” Hastings said.
“North Korea will probably be hurt in North Korea’s leader Kim Jong-un

RED CAT JAZZ FESTIVAL HONORS 100 YEARS
OF AMERICAN JAZZ ON SYLVAN BEAC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re are multiple events that the attendee can
visit to maximize their experience. There is everything from jam sessions and workshops to
the highly anticipated Sunday kick-off featuring
Preston Smith and Jazmin Ghent performing at
the gospel brunch with a Gulf Coast sea breeze.
The main stage will showcase the top four eras
of the last 100 years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first
Jazz Abum in 1917. As always the festival pays
tribute to the jazz greats that were lost, since the
last festival, with surprises from all acts. On the
line-up already is tributes to Prince, Al Jarreau,
Chuck Berry as well as Earth, Wind and Fire
founder Maurice White and Ramsey Lewis.
Just 30 minutes from downtown Houston, Sylvan Beach offers the perfect landscape for the
three-day Red Cat La Porte Jazz Festival. The
venue provides a beautiful view overlooking
Galveston Bay as the backdrop of the main
stage. Fans can expect the gates to open at noon
on Saturday, Sept. 30, and Sunday, Oct. 1, 2017.
“It was always our vision to preserve American
Jazz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festival stays
Houston, Texas — Embarking on it’s 7th year,
Texas born and already infamous Red Cat Jazz
Festival returns this fall to bring it’s dynamic
show back to Galveston Bay. After a competitive selection process, the City of La Porte will
play host to this year’s celebration.
The two-day beachside musical festival will begin Saturday Sept 30, 2017 and conclude just
after sunset on Sunday Oct 1, 2017. As al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die-hard real Jazz fans like
ourselves,” said Sam Pink, founder of the Red
Cat Jazz Preservation Society, Inc. “From the
early days at the Red Cat Jazz Cafe, we never
strayed away from true Jazz. Most festivals of
today end up becoming multi-genre so we made
sure that we remained the last man standing
when it comes to our line-up and experience.”
Attendees can expect to see a blend of young
and old as many fresh faces will see their first
appearance at the festival. Line-up includes:
Maurice “Mobetta” Brown, a mastermind trumpeter, offers Nu jazz as a new paradigm. A prodigy of Wynton Marsalis, the Grammy Award
winner, singer and songwriter bends the genres
of contemporary jazz, rock-soul, and cutting
edge hip-hop. The musical genius will headline
on Saturday.
Expect other stellar performances by world-renowned artists including: Grammy Award winner Kirk Whalum; the legendary jazz, soulful
funk saxophonist Ronnie Laws; trumpeter Tom
Browne; vocalist Andre James; Dean James;
Michael Hamilton; and Thunder Soul’s Legacy
Band.
Savor the blue notes of legends LaLa Wilson,
James “Boogaloo” Bolden and winner of the
2017 Blues Music Awards, Diunna Greenleaf
when she illuminates the stage with “Diunna’s
Style of Blues.”
Established in 2012, the Red Cat Jazz Preservation Society is a 501 (c) (3) nonprofit that provides music-based scholarships and conducts
music education outreach. This year we will

honor Kathy & Ed Sadberry and Roland Thomas. We are also excited to announce our collaboration with Andre Haywood of the New School
of Music-Austin to promote the life-changing
gift of music education and for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Karen Franklin of the World Youth
Foundation.

The 2017 Red Cat La Porte Jazz Festival will
highlight our signature outreach program, the
Red Cat Rising Stars Talent Competition, hosted by radio personality Dana Jackson. The popular program offers young cats an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The 2016 competition
winner, Sam Houston, is a featured artist on this
year’s main stage.
Returning sponsors this year include the Associated Credit Union of Texas, HEB Grocery,
and Lasting Impression Dental.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give us a call at 713-489.0737. For interviews,
sponsorship, vending and volunteer opportunities please email: info@redcatjazz.org. Visit us
online at www.redcatjazz.org.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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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88 月 26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
26日登場
日登場 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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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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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很多學生申請到許多美國名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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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邀請 J.P. Morgan 公司的理財顧問談談 「上大學期間的儲蓄與
投資」 。上大學期間，不僅僅是消費，還有生財之道。另外，德州高校委
員會主任來談談 「如何設計大學入學考試 SAT」 。安徽同鄉會的方盛會長
和電腦工程師鄭秀耘女士根據自己的體驗來談談 「如何與你的孩子一起度
過申請大學的這段美好時光」 ，與會的家長可以現場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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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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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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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費午餐及抽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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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城感恩節傳統點燈儀式延宕 2019年11月重新啟用

點燈儀式絢爛奪目，充滿過節氣氛
點燈儀式絢爛奪目，
充滿過節氣氛。
。 (取自 Houston
Chronicle)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下半年到來，令人期待的
就是感恩節來臨後的年底假期
。不過，休城市民恐怕要失望
了，休士頓原有的假期傳統點
燈儀式，將因為工程建設而延
宕，直到 2019 年才會再度啟
用。
由於上城區域的 Post Oak
大道上的工程建設正在進行中
，導致休士頓上城區年度感恩
節假期點燈儀式(Annual Uptown Houston Holiday Lighting event) 受 影 響 ， 恐 將 延 至
2019 年。目前官方正在設法

打造一項全新的休士頓上城區
假期點燈儀式計劃，作為替代
方案。
休 士 頓 上 城 區 區 長 John
Breeding 表示，這正是一個機
會在這絕佳的地點上打造一個
更壯觀的活動，迎接感恩節及
之後的聖誕節到來，在這街道
上會有更多新的元素和裝飾一
同來慶祝。
目前已有許多新的改變來
因應新的活動計劃，但目前還
未發布。原有傳統感恩節夜間
活動將會在 2019 年 11 月重新
啟用。

傳統的節慶點燈活動儀式。
傳統的節慶點燈活動儀式
。 (取自 ABC
ABC13
13))

2017第七屆升學教育展合作夥伴眾多 內容更加豐富

（本報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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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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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吸引許多協辦單位參
與，內容更加豐富，在此感謝各界社團和教育

機構共襄盛舉。
協辦單位包括：萊斯大學、華夏中文學校
、翰林教育學院、智勝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C2 Educate、CollegeBoard、MyCollege TRAK
、Dallas Baptist University、Texas Tech University。
社區夥伴包括：福建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山東同鄉會、安徽同鄉會、東北總商會、北
美青少年國樂團、雲南同鄉會、李氏公所、美
金榜留學升學諮詢公司、天津同鄉會、川渝同
鄉會、廣東同鄉會及政大校友會等。
歡迎各界踴躍參加，主辦方提供免費的午
餐和抽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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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8 月 26 日(週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
下午 4 時。
地點：夏普斯堂國際高中(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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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巿政協僑辦代表團 20 日訪問休斯頓
青島巿政協僑辦代表團20
並與僑界舉行會議介紹近期將建立的“
並與僑界舉行會議介紹近期將建立的
“僑夢苑＂項目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青島巿政協副主席楊宏鈞，青島
市政府僑辦主任尹明琴等率領的一支八人訪問團，於 8 月 20 日
中午抵達休斯頓，展開為期兩天的考察訪問，並於當天下午四時
至六時，在美南新聞集團-- 國際貿易中心舉行華人華僑見面會
，介紹青島巿近期即將要設立的“僑夢苑”項目，並與休士頓山
東總商會簽署了四項合作協議及合作意向書。
座談會由山東總商會會長修宗明首先作開場致歡迎詞，緊接
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代表山東同鄉會對青島巿政協僑辦代表
團來休斯頓考察訪問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最親切的問候。房文清
會長說： 青島現為中國沿海重要中心城市，濱海度假旅遊城市
，國際性港口城市等等。青島，有著東方瑞士，中國的帆船之都
，品牌之城、魅力山海之城等諸多美稱，青島經濟發達，在北方
城巿中，經濟總量僅次於京津兩個直轄市。這次青島代表團訪美
，把中國“一帶一路”的強勁東風吹到了咱們休斯頓。
房會長也對這些客人簡介休斯頓。休斯頓是美國經濟增長
最快的國際化大都巿。石油能源、醫療健康、航空航天是休斯頓
三大支柱產業。休斯頓是世界能源之都，能源開採、加工、運輸
、巿場週開發、服務、供應及技術等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另外
，休斯頓是世界最大的醫學中心。 MD -ANDERSON 世界上最
大的腫瘤專科醫院。休斯頓衛理醫院、聖路克醫院、貝勒醫學院
、赫曼紀念醫院、德克薩斯兒童醫院是世界最大的兒童醫學院，
以及大量新藥和醫療器械的臨床試驗。休巿的飛機、航天器製造
、研究和技術領先世界，材料科技及海洋科學研究也是一流的。
因此青島和休士頓有許多領域可以進行國際合作、共同發展。
全國政協海外代表，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僑領著名心
臟科醫學博士豐建偉醫師致歡迎詞表示：感謝張磊會長的努力，
把我們的父母官帶到此處與本地的家鄉父老見面，溫暖了老鄉的
心。而本地的山東同鄉會在歷屆會長及現在房會長穩定，堅強領
導下，在大休斯地地區走向主流最先端，也匯集了特別優秀的企
業家、律師。而他本人也與王魯華與青島醫療中心有過不斷交流
。把 最頂尖的技術，引進東海之濱--- 青島。
青島巿政協副主席楊宏鈞表示： 他們當天中午抵達休斯頓
機場，立即就感受了休士頓熱情及山東老鄉的熱度。他們一行八
人都是第一次來休斯頓。印象最深的是休斯頓（ 一 ）是一 「航
空城」 ，（ 二） 火箭隊的姚明。 （ 三 ） 休斯頓華人特別多，
山東老鄉特別多，頂尖專家特別多。楊副主席也簡單介紹了青島
情況： 青島開埠晚，才 120 多年。 1891 年開埠，之前是個小漁
村。 1897 年被德國人強佔，簽定 「不平等條約 」 ，到 1997 年
才歸還中國。青島共有六個區，十個市，青島屬 「 副省級」 地
位，面積一萬一千公里，人口 920 多萬，佔全國第七，八位，加
直轄巿排全國第 12 位，青島是歷史、文化名城， 「 五四運動」
發源地，道家文化的發祥地--- 嶗山。
青島巿僑辦主任尹明琴重點介紹僑夢苑項目，她從 「 僑夢
苑」 的概念談起：為充份發揮僑務資源優勢，服務國家重大發
展戰略，引導僑胞參與中國建設，共享發展機遇，形成萬僑創新
局面。國務院僑辦會同地方政府，共同建設一批示範性僑商產業
聚集區和華僑華人創新創業基地-----“ 僑夢苑”全國首個
“僑夢苑”於 2014 年在天津掛牌成立，目前，已經在北京、天

津、上海、河北秦皇島、福建福州、江西南昌、廣
東廣州、山東濟南等 16 個城巿掛牌成立。以期充
份發揮僑資僑智僑技等資源的國際網絡優勢和創新
優勢，培育一批成長性好的華僑華人創新型企業，
加快僑夢苑高端產業集聚和國際化，引進一批海外
華僑華人高新技術人才，建設一批支撐高水平創新
、聯通海內外的研發平台和創新團隊，加快僑夢苑
創新要素集聚和國際化。建設和完善僑夢苑創新創
業載體，發展創富經濟，形成萬僑創新創業局面。

“僑夢苑”堅持 政府支持、政策引
導、園區主導、市場運作“的模式
國務院僑辦和園區所在地僑辦從僑務工作角
度加強對“僑夢苑”建設規劃和管理模式的指導，
促進僑智僑資到園區發展。園區所在地政府制訂
“夢僑苑“發展規劃，圍繞華僑華人融入社會融入
巿場難、缺資金缺團隊等特點出台扶持政策，支持
園區建設和開展國際合作。 “僑夢苑”所在園區
管委會負責“僑夢苑“建設，按照精簡，高效的原
則建立管理體制和運行機構，鼓勵引入專業化、市
場化運營組織，提供具有僑特色的精緻化服務。
尹主任也大致介紹了青島巿僑務經濟科技工
作主要成果： 據 pv 完全統計，截至 2016 年底，
我巿共有正常經營的僑資企業超過 3300 家，海外
僑胞累計在青島投資 20 多億美元。截至 2016 年
底，巿政府僑辦在海外設立引智引才站 28 家，覆
蓋超過 6000 多位海外高層次專業人才，大大地促
進了海外高端人才和高端項目與我巿相關企業和單
位的對接。目前在青創新創業和工作的華僑華人約
有 1.5 萬人，國家“千人計劃 “專家 150 餘人。

圖為休市華人華僑與青島市政協僑辦代表團在大會上合影 。
圖為休市華人華僑與青島市政協僑辦代表團在大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青島“夢僑苑”選址
尹主任說：青島西海岸新區是全國以海洋經
濟為特色的國家級新區，是未來青島西海岸新區建
成國際化、現代化新城區的戰略重點和基礎保証。
青島西海岸新區是國務院批復設立的第九個國家級
圖為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的與青島市政協僑辦座談會現埸。
圖為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的與青島市政協僑辦座談會現埸
。
新區，陸域面積 2127 平方公里，海域面積 5000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平方公里，海岸線 282 公里，是中德生態園區十
當天還有中國千人計劃專家，千人計劃引進人才評審委員、
大功能區，26 個鎮街，1228 個村居，總人口 184 萬。國家賦予
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北京化工大學信息學院院長俞杜立教授講話
新區的發展定位是“一個主題、兩大戰略、三大任務”。
，以及美南山東商會會長，萊斯大學博士修宗明介紹納米環保項
一個主題： 即以海洋經濟發展為主題。
目，以及山東同鄉會前會長李守棟介紹機械工程項目, 3D 打印
兩大戰略： 即承接海洋強國戰略，軍民融合戰略。
三大任務： 即在全國擔當海洋強國戰略新支點、在全省擔 技術及材料科學技術應用。
最後舉行四項簽約儀式：（ 一 ） 醫療連線產業園開發合作
當對外開放僑頭堡、在全市擔當創新發展排頭兵。
項目。
（ 由旅美石油軟件專家范崇海先生簽訂技術合作協議）
尹主任提到 「 西海岸新區產業發展的優勢特色為：（ 一）
（
二）
青島國際心腦血管專科醫院合作意向（ 由豐建偉醫生代
在海洋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二）在擴
表簽約），（
三）青島國際腫瘤專科醫院合作意向（ 由王魯華
大對外開放上走在前列，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三） 在新舊動
教授代表簽約），（
四） 青島巿黃島區引進海外人才工作站（
能轉換上走在前列、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四） 在改革創新上
由修宗明代表簽約）
走在前列，發揮幅射帶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