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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動線》台灣宏觀自製
旅遊行腳節目 讓遊子想回家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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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內容。

節目內容。

《台灣心動線》節目用心勾勒了一條條和台灣搏感情的旅遊線，考量了交通動線、區域均衡、產
業文化、族群文化的代表性與多樣性，涵蓋了捷運、鐵道、公路、水路、海路等不同的旅遊方式
、勾勒了清晰的旅遊動線；以交通為經緯，以台灣做藍圖，要讓旅人和土地、人民、自然、產業
之間做最熱情、直接的互動。除了旅行動線的細心規劃之外，更在乎的是「人」的感覺。透過鏡
頭，要讓海外的僑胞們知道，台灣，是許多僑民的「 家鄉」， 對他們來說，回到台灣旅遊，更
想找到的是一種「 回家」的感覺吧！我們期待，《台灣心動線》是一個讓遊子想要「 回家」的
節目。

播出時間：周一下午1時至2時播出，敬請關注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抨擊政治對手和媒體
再次誓言建造美墨邊境圍墻
川普總統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競
選式集會，重申“我們”與“
他們”的對立，並一如既往地
再度抨擊他的政治對手和媒體
。他再度誓言要沿著美國墨西
哥邊境修築隔離墻以阻擋非法
移民進入美國。他說，假如不
能按照他的要求把隔離墻修建
起來，問題就會很嚴重。
他說，“要建造隔離墻。現在
民主黨人進行阻撓，想讓我們
不修建。但是，相信我，我們
就算是要關閉政府，也要建造
這堵墻。”
︱美川普總統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競選式集會 (2017年8月22日)。
結
川普還暗示他有可能采取干預行
果參議院沒能推翻奧巴馬醫保法。
動，有可能是發布特赦令，赦免亞利桑那州馬
川普多次提到差國會一票就可以用另外一套醫
裏科帕縣的前警長喬·阿帕伊奧。這位前警長
保法來取代奧巴馬醫保，他顯然是指麥凱恩。
以在移民政策上奉行強硬路線而著稱。
麥凱恩目前正在治療腦癌。
川普總統說：
川普大談要使美國再度強大的計劃，在場的人
“我不會今天晚上就這麽做，因為我不想引起
群群情激憤。在另外一個場地，一批反對川普
爭議，這可以吧？好，但喬警長現在可以感覺
的人在警察的催淚彈煙霧中舉行抗議集會。
良好了。”
目前還沒有大批人被逮捕或受傷的報道。
川普對長期擔任代表亞利桑那州的國會參議員
麥凱恩則沒有那麽客氣。麥凱恩投了反對票，

中國成衣商
盜用軟件判
罰323萬美元

【VOA】加州舊金山高等法院星期二裁決，數
家中國成衣制造和出口商為降低成本，非法使
用未付費的電腦軟件，須罰款323萬美元。
本案早在2013年卡馬拉·哈裏斯擔任加州檢察
長期間，就已對中國的寧波博洋紡織有限公司
、寧波博洋進出口公司、寧波博洋兒童全球品
牌公司以及寧波博洋時裝公司（統稱寧波博洋
）等四家中國公司提出控訴，但被告並未做出
回應。
舊金山高等法院法官蘇珊·布萊恩特－迪森八
月七日在被告公司均未出席的情況下做出缺席
審判，裁定這些公司要為軟件盜用和不公平競
爭負責。據提出控訴的加州檢察官辦公室的文
件顯示，，寧波博洋在加州營業，使用Adobe
，微軟和Symantec等公司的軟件，卻沒有支付
許可費。
檢察官辦公室表示，寧波博洋藉此在服裝制造
、運輸和銷售的低利潤業務裏取得顯著的成本
優勢，法官因此裁決這些公司必須為盜用軟件
和不公平競爭支付323萬美元民事賠償罰款給
加州州政府，在這些公司改變營運操作以前，
不得再運送產品來加州。
法官也裁定，加州出售這些被告公司產品的公
司，包括夢想美國和洛倫基諾系列，必須在四
個月後停止銷售寧波博洋的服裝。通常從下訂
單到送貨需要四個月時間。
裁決指出，只有在這些中國公司開始使用付費

︱中國成衣商盜用軟件判罰。
軟件後，才可恢覆進貨。與此同時，加州檢察
官辦公室將聯絡其他的加州零售商，通知他們
這些限制。
今年一月才上任的加州檢察長貝塞拉指出，寧
波博洋從2010年開始，運送了71萬三千磅（32
萬三千公斤）產品到加州。總部設在洛杉磯的
夢想美國和洛倫基諾系列是主要的買家。
寧波博洋在美國沒有代表，加州檢察長辦公室
2013年曾經把起訴通知送達中國司法部，但一
直到去年才得到回覆稱，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裁
定這些公文不會轉送給寧波博洋。
布萊恩特－迪森法官則表示，加州州政府已經
提出根據這種情況設計的國際法令所要求的適
當通知。
加州檢察長貝塞拉表示，這是該辦公室根據加
州的“不公平競爭法”，第二次對一家國際公
司起訴，贏得法律上可執行的裁決。貝塞拉表
示，寧波博洋企圖不遵守法定規則，使用盜版
軟件來削弱競爭對手並提高利潤，法官的裁決
將對所有在加州營業的公司發出一個強烈的信
息：按規則辦事。檢察官辦公室將致力於保障
一個繁榮、競爭和公平的市場。
美國之音記者和寧波博洋紡織有限公司聯系，
當記者告知加州州府訴訟案情後，接線人員表
示並未聽說本案，要求記者與集團總部聯系，
幾經轉接到寧波博洋集團的總裁辦，但到截稿
時間為止，該電話一直占線，無法接通，無從
得知該集團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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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哈維來勢洶洶恐豪雨成災 呼籲做好防災準備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熱帶風暴哈維
(Harvey)來勢洶洶，恐為休士頓帶來嚴重豪大雨災
害。根據國家颶風中心(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預報，目前在墨西哥灣西方的哈維威力正在增強
中，預計將在 8 月 25 日(周五)傍晚至 8 月 26 日(周
六)清晨登陸直撲德州，恐造成豪雨成災，呼籲民
眾作好防災準備工作，注意安全。
國家颶風中心(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發布
警告表示，哈維將直撲德州，目前最新動態，將
有可能升級成三級颶風(category 3 hurricane)，州長
艾伯特(Greg Abbott)緊急宣布全德州 30 個縣進入
防災狀態(state of disaster)， 「哈維將帶來災難性的
大規模威脅，將會導致嚴重的洪患、大浪和強風
」，他呼籲州政府有關單位提出應對措施，面對
來勢猛烈的颶風哈維。這也是自 2008 年颶風艾克
(Ike)侵襲德州，帶來重大災害後，事隔九年後首
個直撲而來的強烈颶風。
國家颶風中心也發布最新警告，哈維強度驚
人，所到之處的路徑都有可能造成水災和其他潛
在風險破壞，必須要採取一切行動，保護人身和
財產安全。國家颶風中心預測，哈維將會在周五

於 Corpus Christi 登陸，盤旋上空，整州都會受到
嚴重影響。
ABC13 頻道氣象專家表示，根據國家颶風中
心預報，哈維將有可能帶來 10 至 15 英寸的降雨量
，部分低漥地區可達 25 英寸，而豐沛降雨量將會
導至潮汐暴漲，預計墨西哥灣沿岸地區都會迎來
大洪水。
氣象專家表示，由於哈維會盤旋上空，登陸
後會緩慢向東移動，休士頓地區正處於風暴系統
和與量較強的區塊，整個周末都會出現驚人降雨
量，暴風雨會停留三至四天，恐導致洪水災害，
呼籲民眾一定要做好防災準備，注意自身安全。
因應颶風來臨，不少主流和華裔社區的周末
活動接連取消，學校也宣布停課，首當其衝的德
州農工大學 Corpus Christi 分校，周四就關閉校園
，學生和職員都被強制撤離。休士頓獨立學區
(HISD)也取消所有周五及周末戶外課程，8 月 28 日
(周一)則宣布停課，凱蒂獨立學區(Katy ISD)則仍
然保持周五上課，但所有課後活動皆取消。福遍
獨立學區(Fort Bend ISD)則自周五一路停課至下周
一，所有課堂活動皆取消。

超市被搬空！ 颶風來臨民眾囤糧搶購一空

氣象專家預測哈維恐升級為三級颶風，
氣象專家預測哈維恐升級為三級颶風
，呼籲做好防災準備
呼籲做好防災準備。
。(取自推特
取自推特))

麥當勞第七屆升學教育展因天候因素取消 擇期舉行

【本報訊】熱帶風暴哈維(Harvey)威力正在增強，氣象局預測周末將會直撲德州，帶
及瓶裝水，超市貨架上都被
來強烈豪大雨。原定在 8 月 26 日本周六舉辦的麥當勞美南第七屆升學教育展，受到氣候因
一掃而空，可說是做好萬全
素影響，今年因故取消擇期舉行，有任何問題都可來電詢問 281-498-4310。為此帶來不
準備。
便敬請見諒。
隨著哈維威力增強，一
步步逼近，不少地區周三開
始下起大雨，許多低漥地區都開始呈現淹水狀態，
讓住戶不得不開始作好防災準備，深怕因颶風而斷
糧。
家住 290 公路附近的住戶 Olivia 薛表示，這幾天
開始下起大雨，雖然不至於淹到屋裡，但公寓外圍
的草地上都已淹滿水，十分誇張，她也自嘲自己似
乎住在 「湖景莊園」。但玩笑歸玩笑，她也趁天氣
好的時候，趕緊跟同事去超市補貨，希望可以度過
這個周末。
許多民眾也趁著天氣好趕忙到超市採買，但多少
受到哈維影響，多數超市包括美資連鎖超市 HEB、
沃爾瑪、好市多等都出現大排長龍的採買人潮，貨
架上所有食物及生活用品都被清空，商家都來不及
超市的水都被民眾搬空，
超市的水都被民眾搬空
，貨架上空空如也
貨架上空空如也。
。(讀者提供)
讀者提供)
補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熱帶風暴哈維(Harvey)來勢
除了購買生活用品，許多休士頓居民也準備了沙袋、將發
洶洶，國家颶風中心(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預報將在 8 月 電機加好油，以及用膠合板將窗戶包住，希望能有效預防洪水
25 日(周五)傍晚或 8 月 26 日(周六)清晨登陸直撲德州，正值颶 等災害發生。
這幾天大雨，
這幾天大雨
，民眾的住家附近已淹水一片
民眾的住家附近已淹水一片。
。(Olivia 薛提供
薛提供))
風季，避免受影響，許多民眾趕緊趁時間購買生活用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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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年9月份會員通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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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
即 9 月 9 日 10 月 14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請到
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有 2016 年及之前
的會員證將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
停寄活動通告。11 和 12 月暫停辦理換証。還沒有
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III. iPad 和 iPhone 初級基礎班。定於 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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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星期六,全僑健康日。上午 9:00

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心理健康講座和篩檢,免費
檢查血糖，血壓, 胆固醇和醫師諮詢，為你解答
疑問和提供建議。並備有茶點招待。
V. 2017 年 9 月 5 日 星期二、一日遊。已開
始接受報名收費。報名請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
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費用 25 元。名額有
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9:0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9:15 準
時出發。上午參觀由雕塑家 Isamu Noguchi 創造
卡倫雕塑花園。花園的計劃是傳統觀念的現代方
法 一個由高低混凝土牆構成的花園，雕塑作品由
大自然的樹木,竹子和開着燦爛花而配合。展示二
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雕塑作品包括路有 Louise
Bourgeois， Dan Graham, Henri Matisse, Augusta
Rodin, and David Smith 等藝術家的傑作。
中午中式自助餐後, 參觀休士頓包羅萬有的
動物園。美麗和多樣化的水生動物、豐富多彩的
禽類、非洲森林的野生動物包括，符合叢林之王
獅子，老虎，美洲豹，灰熊，窩，和許多其他食
肉動物、稀有的蹄運行動物、爬行動物和兩棲動
物等。觀賞海獅表演、餵飼善良可愛的長頸鹿。
下午 4:30 回到僑教中心。
VI. 8/19 聖安東尼教堂之旅

2017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三季午餐與學習活動
美 國 華 人 石 油 協 會 （Chinese
Ameri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簡 稱
CAPA）即將舉辦 2017 年美國華人石
油協會第三季午餐與學習活動。
保險其實是一種在沒有風險時就
沒有收益的投資。有些保險從業人員
只對人們講保險的好處，對弊端卻閉
口不提，使得很多人對保險，特別是
人壽保險，有疑慮。或者說之前有買
人壽保險，但是沒有買對，沒有根據
自己的實際需求去買，當然沒有得到
自己想得到的收益。
這就是為什麼華人石油協會邀請
楊德清先生介紹人壽保險的種類，講

解其中的利弊，分析可能的投資回報
與風險。
日期和時間： 2017 年 9 月 9 日，
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休士頓 「(恆豐銀行大樓」
十二樓會議室（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費用：會員每位五美元，非會員
每位十美元。收費已包括午餐費用
（五美元）
網上預約：由於 「華人石油協會
」準備為大家提供午餐，而且會場座

位有限，為了統計
人數，以及維持會
場的安全舒適，請
預先在 CAPA 的網站
上登記。如沒有預
（綜合報導）氣象預報, 這個星期五 ( 8/ 七月吉祥月祈福會, 將延期到下個星期六(九
先登記臨時參加，
25) 颱風 Harvey 將在 Corpus Christi 登陸, 整 月二日) 舉行, 我們還是以戒慎虔誠的心, 祈
無法保證一定會有
個休士頓大都會, 也深受影響,從八月二十五 求風雨減小, 人人平安! 感恩!
位置，先到先有。
日星期五下午開始, 豪雨將會持續數天, 低窪
敬請將此緊急通知發佈給社區民眾，並
網上預約登記截止
地區也會淹水, 請大家做好防颱的準備!
請於下週六(九月二日) 蒞臨慈濟德州分會靜
日期是 9 月 7 日晚上
為了安全的考量, 本週六 (8/26) 慈濟的 思堂，虔誠祈福。
12 點。
CAPA 註冊和網
有關活動的問題，如有問題，請與王 com; 469-288-1785）。
上 付 費 的 網 站 是 （Register and pay 淼 博 士 聯 繫 （miaowang82@yahoo.
online at）: http://www.capaus.org

慈濟七月吉祥月祈福會因天候因素延至九月二日舉行

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7 年 8 月 25 日

Friday, August 25, 2017

B4

颶風Harvey將在星期五白天登陸並且帶來大雷雨
請居民盡快檢查您的居住安全並儲存生活必備用品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斯頓天氣預報局
已經宣布了熱帶風暴 Harvey (哈維) 和暴風浪對
Chambers 和 Harris， Austin, Fort Bend 和 Waller
縣有重大影響。Harvey 在德克薩斯州東南方向
約 340 英里，或距離 Port O`Connor TX 南 - 東
南約 330 英里 - 強度 85 英里/小時 - 它正在北
西北移動，以10 MPH的速度向休斯頓地區移動
。請看電視新聞確認您的學校是否有停課公告
，政府辦公室是否關閉和許多活動是否取消。
Harvey 今天下午加劇成為颶風。 預計在繼
續加強之前，可能在星期五登陸，Harvey 可能

成為 3 級高端大颶風。來自哈維的主要影響仍然
是德克薩斯州東南部的暴雨和隨後的洪水。 熱
帶風暴對沿海的颶風強風和風暴潮也有威脅。
熱帶風暴強風最快到達德克薩斯州上部最近的
時間是在星期五白天。 由於哈維風力發電已經
擴大，德克薩斯州海岸可能會有更高的風暴潮
。
美南新聞提醒休斯頓居民準備處理將危及
生命的大降雨洪水，因為 Harvey 可能在德克薩
斯州東南部的大部分地區產生廣泛的影響。 潛
在影響包括： - 主要洪水可能促使許多河流和

支流在多個地方迅速溢出。 小河流，小溪，運
河和溝渠可能會變成危險的河流。 洪水可以在
多個社區進入許多建築; 如果洪水嚴重，人員需
要準備撤離。一些建築變得不適宜居住或被沖
走。 街道和停車場可能成為流動的河流。許多
大樹被撬動或連根拔起，隨著柵欄和道路標誌
被吹。 許多道路將被大碎片填滿。 在淹沒的街
道駕駛變得非常危險。 許多道路和橋樑可能關
閉。
如果您計劃旅行，請與您的旅行社或機場
確認，以確保您的航班能安全起飛。 如果飛機

延遲或取消或機場關閉，將給您和您的家人和
朋友將給您帶來不便。您還需要購買以下生活
用品，以確保您能夠在這場大颶風中倖存下來
。1）為您的家人飲用 3 天飲用水，為家人和寵
物提供足夠的食物，不用電即可食用的快餐，3
）蠟燭，打火機，手電筒和電池，4）急救藥品
和足夠的藥物 ，5）加滿你的汽車油箱，6）準
備面對沒有電，可能會毀壞你在冰箱的食物，7
）存儲足夠的水沖洗馬桶和洗澡，8）手機充電
，並觀看最新的颶風 新聞。

緊急通知： 因應Harvey 颶風來襲，周六三活動取消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麥當勞教育展，衛理公會醫院醫學講座，愛心學用品發放儀式

因應Harvey颶風休館公告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因為哈維（Harvey ) 風周五起來襲，為避免大家出門遭遇大雨和
洪水，原訂於本周五、六舉行的幾個大活動，紛紛發佈緊急通知，周末活動暫停，另擇期舉
根據氣象資料顯示，目前哈維(Harvey)颶風已迅速增強至第 3 級暴風雨，瞬間陣風時速達
行----115 英哩(mph)預估雨量 10 至 20 英吋(inches)，預計週六中午登陸。為安全考量，休士頓僑教中
（ 一 ） 第七屆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 原訂本周六（8 月 26 日 ） 上午九時半起在夏普 心於2017 年8月26日(週六)及8月27日(週日)休館兩日，僑胞如有使用該中心場地，請隨時注意
斯堂國際高中舉行，因颶風取消，另擇期舉行。
該中心 Facebook網頁訊息。
（ 二 ）原訂於明天（ 8 月 26 日 ） 二時至四時 舉行的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全球醫療健康中
休士頓僑教中心臉書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houstonocac.org)
心的 「健康講座系列 」，因颶風取消，而把講座改到 10 月 28 日（ 周六 ） 下午二時至四時擧行
。
濟群先生主講: 科學與生活。
Tessa 自動駕駛。無人機：介紹無人機的功能及發展、無人機載
（ 三 ） 原訂於今，明兩天舉行的 「愛心組織」 年度學用品包裝及發放儀式，因颶風來臨，
人類已經進入科幻未來了嗎 人的運作、以及無人機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透過各種方式的介
包裝延期至下週五（9 月 1 日 ） 下午四時至八時設置準備，包裝。下週六（ 9 月 2 日 ） 上午十 ？在過去三十年來，電腦計算 紹、說明、講解、及討論，希望能夠讓大家增長常識，知道如何
一時至下午二時裝飾與設置，下午二時至二時半發放儀式，下午二時半至三時半分佈學習用品。 能力驚人的增長、語音及圖相 享受現代高科技帶來的便利，同時能夠避免一些新興科技對人體
識別能力的突破、加上人工智 的危害。
慧的發展，為我們人類日常家
此項講座為僑社開放。會員免費，非會員僅收五元。華僑文
居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當天 教中心的地址是: 10303 West 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研討會將討論的主題是：如何 歡迎僑社大眾前往參加。
偵測和如何避免電磁輻射對人
訊問請洽黃初平 Chuping Huang 832-876-9069 或 E-mail:
（本報訊）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將於九月十 體的影響。家庭生活自動化：智慧開關、感應器、冷氣控治、視 llc@jccaa.org
日，星期日，下午一點半至三點半 ,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 203 頻 監 視 。 家 庭 中 的 助 理 ： Amazon Echo, Google Home, Apple
會議室舉行講座。將由美南電視科技與生活節目製作兼主持人符 Home Pod. 自動駕駛汽車： 無駕駛盤自動車、AI 人工智慧車、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座談會
休城社區

速度打造競爭力 邁向網路光纖化
企業光纖專線 長時間保持頻寬順暢

【記者韋霓休斯頓綜合報導】對
現代企業而言，網路幾乎是大部分公
司必須依賴的重要工具，在科技不斷
推陳出新之際，對網路速度的要求也
日益提高，因此，企業光纖專線應運
而生，能夠保證頻寬及專用權，即使
是尖峰時間，也不用怕網路塞車，長
時間保持頻寬的順暢。
其實，只要不是專線，網路的頻
寬是共享的，即使號稱高速網路，也
不見得不會塞車，也就是說，若許多
人都在用，就大家一起變慢。而企業
型的光纖專線是直接拉專線到用戶，
頻寬大、設備新，保證一定的頻寬，
不會因同地區大家都在使用頻寬就變
慢。
光纖擁有高頻寬、傳輸量大、穩
定、傳輸質量高、抗電磁干擾、保密
性高、重量輕、高可靠度等優點。企
業光纖是獨立線路，專線由機房連到

企業公司。光纖網的長途骨幹及
市內網路皆以環型網路為基本的
架構，這種架構具有保護機制及
自動切換路由的能力，提供絕佳
的傳輸可靠度。
那麼，光纖專線的使用族群是哪
些呢?
對連線品質要求比較高的中
大型企業機構、需要保證頻寬或
固定上傳頻寬的企業、希望享有
光纖寬頻品質的機構、有大量資
訊或長時間傳輸的企業機構，都
是光纖專線的使用族群。一般來
說，專線更適合用在企業公司、
學校、旅館、醫院、銀行、需要
提供網站服務的機構、或是網路
公司等，因為它是對稱性的線路，上
傳下載是一樣的速度，若是有分公司
需要傳送資料、網路流量大的公司、
或是做即時性的傳輸如視訊會議等的
公司也都會使用專線。
企業用戶可依自身上網需求
選擇頻寬，以光纖網路打造的
網路架構，將大幅提昇網路管
理的效率、傳輸的品質、以及
網路穩定度，提供比一般電信
網路更高的效率、與更高的安
全度，可滿足企業用戶高頻寬
上網的各種需求。
全程光纖
FTTB 是 Fiber To The Build-

ing，也就是指光纖線路進入大樓
的電信室後，再分接至各用戶端
，是新一代的網路架構技術。大
頻寬的企業光纖專線有別於傳統
的銅纜專線，品質穩定許多，連線服
務不易受到干擾，還可以彈性切割頻
寬（1MB 至 10GB），讓企業連網架
構更具靈活性。
靈光的科技技術帶動的是公司整
體效率與成績，能真正提升競爭力，
然而市面上許多電信網路業者，雖然
號稱光纖，號稱高速網路，卻不見得
是純光纖，用戶應細分是否是真正的
光纖？是否為對稱的光纖網絡傳輸
（symmetric networks），上傳與下載

的速度是否一樣？是否全程光纖？這
些都會影響網路的速度。
用個簡單的公式來說明上傳與下載之
間的關係：你公司的上傳=對方的下
載
因為網站的上傳就等於使用者的下載
，為了讓使用者覺得網站下載速度快
，所以許多企業都會使用光纖專線。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與光聲電信集
團(Phonoscope Global)，聯手成立美南
光聲電信傳媒集團，兩大集團聯袂合
作，為休斯頓地區提供最先進的
光纖網路。光聲電信集團也是全
美最大的獨立光纖公司之一，擁
有全美最大的私人所有的光纖城
域 網 （fiber-optic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目前，已經使用這套光纖網路的
機構包括: 休斯頓機場、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休斯頓醫療中
心 (Medical Center)、 休 斯 頓 市 政
府 、 Greenway Plaza、 Exxon、 休
斯頓超過 38 個學區、以及諸多 IT
企業。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是最尖端

的科技電信網路提供者，提供真正的
上下對稱光纖上網連接，目前在休斯
頓，已經有超過 23000 英里的純光纖
線路，提供企業最快速、最可靠的服
務，滿足所有高速數據的需求。
服務項目包括：
*光速上網(speed of light internet): 高速
下載或上傳資料、視頻、音樂，影音
畫質高。
*寬頻電視 IPTV，提供超過 400 個高
清頻道，享有清晰的畫質與聲音。
*專業級的 Wi-Fi。
*網際網路電話 Voice Over IP:
* 視 頻 會 議 Professional personal Video
Conference
* 遠 距 醫 療 Telemedicine、 遠 距 學 習
Distance learning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提供企業用戶
頻寬充足、品質穩定的上網服務，我
們的光纖上網，最快可比其他電信業
者快上一千倍，依不同需求有不同價
格，詳情請洽 (301)509-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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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銀行推出十二個月期定存年利率限時優惠
(本報訊) 由即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16 日，客人只
需以$20,000 至$249,999.99 開立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
（12 個月），以及國泰超值支票帳戶、精簡商業支
票帳戶或商業分析支票帳戶，即可獲享優惠年利率
。
要查詢詳情，請即瀏覽 www.cathaybank.com、
致電 1-800-922-8429 及親臨就近分行查詢更多詳
情。
有條件及條款限制所有帳戶。國泰銀行保留隨
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關於國泰銀行

你知道嗎？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
（ 本報訊）《中華
本草》記載：食用花
粉可快速改善疲勞、
便秘、四肢酸痛，恢
復體力，並能抑制粉
刺、營養肌膚、美容
養生。大量研究證明
，蜂花粉對三高、血
管隱患、前列腺炎癥
和放化療等有良好效
果，配合綠蜂膠食用
，可互相激發對方潛在功效，令療效加倍提升
。過去蜂花粉經常被用來作為女性保養的美容
品，然而，你可知道，蜂花粉強大功效不僅僅
只有美容養生而已。蜂花粉的獨特之處在於它
既是輔助增效的“催化劑”，又有針對性的保
健範圍。作為蜂花品中的雙子星，綠蜂膠和蜂
花粉以卓越功效成為保持健康、延年益壽的
“黃金搭檔”。
蜂花粉不可不知的九大功效
1、延緩衰老的美容聖品：蜂花粉屬營養性
美容食品，其 VE、SOD、硒等成分能滋潤營養
肌膚，有助抑制青春痘；肌醇可保持頭髮烏黑
亮麗。內服調節人體營養平衡；外用通過皮膚
吸收營養，達到表裏兼顧的美容效果。蜂花粉
中的卵磷脂還可促進脂肪代謝。
2、有效調節血脂、血糖和血壓，降低血管
隱患：蜂花粉有多種黃酮、煙酸等成分，能調
節血脂，清除血管壁上脂肪的沈積，也有協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
：CATY）的附屬機構。國泰銀行成立於 1962 年，
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服務。國泰銀行
的總部設於洛杉磯，並在美國本土的加州、紐約州
、伊利諾州、華盛頓州分行、德州、馬里蘭州、麻
州、內華達州及新澤西州設有超過五十間分行。國
泰銀行另在香港設有分行，及於台北及上海設有代
表處，服務大中華市場。國泰銀行網站 www.cathaybank.com。FDIC 保險的保障限於提供予國泰銀
行美國境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華人專業協會 9 月 16 日
在恆豐銀行 12 樓舉辦講座
（ 本報訊）如何運用“科學養生與美容”
來鎖定健康，鎖定青春，鎖定年齡，延長“健
康的生命”！
自古以來人們都在追求“長生不老”的方法，
雖然沒找到，至少也證實了人體就是一座精密
的生物化學工廠（Biochemical），我們只要把
原料給足，給對，它的化學反應就對了。
許多著名的“養生保健”專家們，都一致認為
專注、堅持“科學養生與美容之方法， 雖然不
能做到永遠不死（因為生、老、病、死是自然
的規律），但可以延緩人體衰老，疾病，延年
益壽還是輕鬆可以做到的。
人體衰老的過程，就是人體不斷被氧化的過程
，例如蘋果切開不久會變褐色（氧化=老化=癌
化）。所以人體的自由基（Free Radical）就成

降糖效果，從而軟化血管，增強血管通透
性。
3、強化免疫系統：蜂花粉能調節機
體，平衡營養，保持旺盛生命力，增強血
清免疫球蛋白，啟動巨噬細胞，提高免疫
力，抑制病變基因，提高心臟工作能力、
增強耐力和骨骼肌的力量
4、前列腺問題的剋星：日本實驗證
明用蜂花粉輔助調理慢性前列腺炎、前列
腺肥大有很高的效率。蜂花粉對前列腺增
生的作用在於它可以調節體內性激素的平
衡，在激素的受體水平上發揮類雌激素、
抗雄激素的作用，抑制二氫睾丸酮的生物
效應，使增生的腺體逆轉近似正常，並能
調節泌尿系平滑肌張力的功能。
5、改善腸胃功能，調理便秘：蜂花粉能使
腸道蠕動增加及增加回、結腸之張力而促進排
便。對胃口不佳、消化吸收能力差、消瘦病人
，以及慢性胃炎、胃腸損傷等胃腸功能紊亂者
有明顯效果，服用後增加食慾、促進吸收，增
強消化系統功能，這與蜂花粉含有抗菌物質、
多種維生素等生物活性物質，以及改善及修復
消化道的功能有關。蜂
6、調節神經系統，抗疲勞、促睡眠。蜂花
粉有多種不飽和脂肪酸、磷等微量元素及其他
營養物質，對神經系統有滋養和提高的功能，
是腦力疲勞的恢復劑。蜂花粉還具能促進睡眠
。臨睡前服用蜂花粉，可以提高睡眠的質量，
睡得深、睡得甜。

了熱點問題。
*如何對抗體內時刻產生的自由基呢？
*如何讓細胞修復，更新，發揮人體“自癒”力
呢？
*如何延緩老化，留住青春，活出健康的人生呢
？
華人專業協會，邀請新世紀養生學苑“養生與
美容”專業指導老師劉銀珠女士為大家做現身
說法，認識疾病的誘因“自由基”，如何用科
學養生與美容，讓您脫胎換骨, 美夢成真。
歡迎僑界有興趣改變自己的朋友，偕伴參加
“科學養生與美容”座談會。
地點：恆豐銀行 12 樓
時間：九月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 10 點至 12 點

7、益智健腦，改善記憶。蜂花粉可促進青
少年神經系統發育，對老年人記憶力亦有顯著
改善作用。法國蜂花粉學家卡亞認為，花粉有
助於清晰頭腦、開拓思路、理解問題。服用蜂
花粉後，疲勞遲鈍的頭腦能恢復清醒和靈活，
這是咖啡和煙草無法辦到的。
8、對貧血效果顯著。蜂花粉含有豐富的造
血元素鐵、銅和鈷。鐵是合成血紅素、血紅蛋
白、細胞色素等的原料；銅參與血紅蛋白的合
成及某些氧化酶的合成和啟動，這些氧化酶是
紅細胞和血紅素合成過程的催化劑，另外，銅
還能幫助鐵進入血紅蛋白。 。
9、駐顏美容：女皇武則天和慈溪太后因常
食花粉，年過八旬尚顏面紅光，仍能精神飽滿
地料理朝政。蜂花粉能調節人體內分泌、平衡

人體機能，從根本上啟動表皮細胞，增強皮膚
新陳代謝，淡化色斑、皺紋，使皮膚柔滑細嫩
，富有光澤。
加 拿 大 天 然 品 NPN#80033597·GMP Site
License#300909·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 FDA 登記
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蜂花粉精華液——巴西野花蜂業北
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1-866- 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
祝您健康！

休城工商

美中貿易關係論壇(2):華美銀行董事長兼CEO吳建民

分析如何避免美中貿易戰爭並重塑雙邊貿易
目前，中國在打擊盜版問題上有著前所未有的動力。
特朗普政府應當趁此良機，積極與中國政府就智慧財產
權問題進行磋商，保障美國企業的利益，且無需以犧牲
中美關係為代價。

忽略總體逆差，關注實際問題

(本報訊)華美銀行 CEO 吳建民（Dominic Ng）表示，美
中應把握當前時機進行談判，而非疏遠對方。
美中兩國間日益升級的緊張局勢引發了對潛在貿易戰爭的
擔憂。在上一篇文章中，我闡述了美中官方貿易逆差數據不準
確的問題，而這些數據在 7 月舉辦的雙邊貿易會談中被再次提
出，雙方並就此達成了一些共識。如今，唐納德•特朗普（又
譯川普）總統已指示其首席貿易顧問，對中國智慧財產權侵權
問題進行調查，若這一假設得到證實，中國將面臨嚴峻處罰。
中方表示，若美國企圖損害美中貿易關係，中國必將捍衛其權
益中國必將捍衛其權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預計，若美中陷入貿易戰，這將波及美國經濟，導
致私營企業的就業人數至 2019 年下降近 4%。
美中雙方的好戰姿態不僅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還將對雙方
經濟造成威脅。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美中貿易關係是充
滿活力且互惠互利的。美國企業在今年第二季度的盈利表現出
色，其中國業務收益可觀。與中國的貿易關係為美國創造了數
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也為美國消費者節省開支。
即便如此，美中貿易關係中確實存在一些爭議，但應以明
確、持續且合理的方式解決。將這一關係推向危險邊緣，不僅
是不負責任的，更會對自身造成損害。

跨境智慧財產權保護

當特朗普要求對智慧財產權問題進行調查時，正值習近平
主席努力加強對於專利、版權和商標相關的法規的完善。中國
逐漸意識到自己在未來可能成為科技領先國家，並可能遭受侵
權問題。2015 年中國有逾百萬件專利申請被提交，當局在北京
、上海和廣州設立智慧財產權法院。這三間法院設立以來，已
接收 30,000 樁案件。今年 4 月，美國著名運動品牌 New Balance 在中國企業盜用其商標案件中獲得勝訴，成為智慧財產權
保護領域一樁里程碑式的案例。另一備受矚目的案例是，中國
最高法院判決麥可•喬丹（Michael Jordan）擁有中文姓名權。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輿論過度關注對華總體貿
易逆差是有問題的。儘管大部分產品配件在其它國家生
產，但由於在中國完成組裝，產品整體價值被歸算為中
國出口額，因此，美中雙邊貿易逆差被誇大了。蘋果手
機（iPhone）就是最好的例證。此外，被扭曲的逆差數
值忽略了美國對中國在服務貿易中顯著且不斷增長的順
差。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的貿易成就得益於相對優勢，包
擴勞動成本低和製造業的規模經濟。然而，近年來中國
通過政府干預增加出口量，同時限制進口美國產品， 影響貿
易平衡，進而改變了雙邊貿易模式。決策層應專注於解決這些
實質性的 「非市場」干預。
中國製造業產能過剩問題
導致中國製造業出現嚴重產能過剩的政策更讓人擔憂。由
於美國在其中一些產業並不具有競爭力，因而其利益不會受到
影響；但其它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可能會影響美國向中國和其
它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甚至波及美國企業在本土市場的佔有
率。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鋼鐵。中國在鋼鐵生產上並不具備比較
優勢，但政府出臺政策激勵鋼鐵生產商大規模增加產能。從
2000 年到 2016 年，中國的鋼鐵產量由 1.29 億公噸增長至 8.08
億公噸。同期，中國鋼鐵對外貿易額從貿易赤字 60 億美元轉
為貿易盈餘 260 億美元，而這些產品出口至全球市場。
這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政府已意識到這一點，並已
將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列入國家結構改革。儘管中國鋼鐵產品出
口量比上一年下降了 25.7%，但進展遠不如預期，中國還需加
快在該問題上的進程。
更重要的是，鋼鐵並非特例。產能過剩問題已延伸至中國
的其它產業。正常的產能利用率為 80%，而中國在某些行業的
產能利用率低於該數值，包括像汽車和冰箱等一些美國企業有
興趣在中國和全球市場發展的產品。美國和其他交易夥伴對中
國產能過剩引發的溢出效應給予了合理關注，並應繼續推動該
問題成為未來美中全面經濟對話的優先解決項目。

降低美國出口壁壘

我很高興看到雙方通過談判獲得實質性的成果——中國允
許進口美國牛肉和大米——兩國應在這一基礎上繼續努力。中
國已展現出與美國合作的意願，降低貿易壁壘，美國應抓住這
一機會更進一步發展雙邊貿易關係，而非倒退。

同時，美國也應降低向中國出口的貿易壁壘。目前，美國
對於向中國出口軍民兩用產品有著嚴格的管控。然而，該項出
口管控體系並未就當代全球貿易和科技發展現狀做出調整。當
前的條例過於寬泛，即使是軍用周邊產品或可輕易從其它渠道
獲取的產品，如飛機坐便器、SIM 卡和工業發動機等，都需獲
得特殊出口許可才能出口至中國。基於中國的科技發展和其它
國家的產品供應現狀，美國當局應重新審視這些條例是否仍適
用，是否已損害了美國企業。中國副總理汪洋指出，中國從全
球市場進口價值 2,270 億美元的半導體積體電路晶片，但由於
美國的出口壁壘，導致僅有 4%半導體積體電路晶片來自於美
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預估，若美國將對中國的出口壁壘降至與巴西或
法國的同水準，美中貿易逆差將大幅減少。

安全困境

此外，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市場准入的新政策加劇了問題
。目前，美國國會正在研究針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CFIUS）
的改革事項，該機構負責審查外國對美投資可能造成的國家安
全問題。議員們打算擴大 CFIUS 在與安全相關的投資事務上
的審查權，特別是涉及中國買家的交易。目前，阿里巴巴對在
全 球 擁 有 200 多 個 服 務 網 點 的 美 國 匯 款 服 務 公 司 速 匯 金
（MoneyGram）的收購案正在等待 CFIUS 的審查。
自 2011 年，中國對外資併購實行了同樣的安全審查。同時，
中國近期的政策建議對外國商品和與安全相關的服務領域施加
更嚴格的進口限制。例如，中國 2017 年開始施行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要求，資訊通訊技術的基礎設施須是
「安全和可控的」。換句話說，該設施必須由中國製造或位於
中國。
兩國在實施安全程式上均缺乏透明度，這令許多相關領域
的企業感到沮喪。儘管安全問題是限制自由貿易的正當理由，
但兩國決策層必須找到方法來儘量減少與安全有關的政策帶來
的負面影響，防止因跨境貿易和合作而產生的實質性利益損失
。

結論

美中關係十分緊密。雙方本可以更專注於就實際問題提出
有效的解決方案，改善雙邊貿易關係。但兩國正在錯失這樣一
個時機。我建議，首先糾正不準確的貿易數字，以便評估貿易
失衡背後的真正問題。其次，美國應採取必要措施向中國施壓
，敦促其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並改善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問題。
此外，美國必須摒棄過時或不合邏輯的貿易壁壘，減少美國企
業出口至中國的阻礙。兩國政府還需提高雙方在進行國家安全
審查時的透明度。

休城讀圖

星期五

2017 年 8 月 25 日

Friday, August 25, 2017

B9

青島市政協僑辦代表團88 月 20 日訪問休斯頓
青島市政協僑辦代表團
日訪問休斯頓（
（ 上）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青島巿僑辦主任尹明琴 ， 為
青島巿僑辦主任尹明琴，
當天的主講人，
當天的主講人
， 深入而重點
式介紹＂僑夢苑＂項目的主
導及運作。
導及運作
。

「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
長房文清致歡迎詞，
長房文清致歡迎詞
， 並向
客人們簡單介紹休斯頓。
客人們簡單介紹休斯頓
。

全國政協海外代表 、 美南山
全國政協海外代表、
東同鄉會前會長、
東同鄉會前會長
、 僑領
僑領、
、著
名心臟科醫學博士豐建偉醫
師致歡迎詞。
師致歡迎詞
。

青島市政協副主席楊宏鈞
簡單介紹青島情況。
簡單介紹青島情況
。

由王魯華醫生（
前左 ）代表休斯
頓醫學中心與青島
國際腫瘤專科醫院
簽訂合作意向書。
簽訂合作意向書
。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 中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 與代表團兩位領導青島市政協
副主席楊宏鈞（
副主席楊宏鈞
（ 右 ），
），青島市僑
青島市僑
辦主任尹明琴（
辦主任尹明琴
（ 左 ） 合影
合影。
。
座談會現場情況。
座談會現場情況
。
（ 左 起
） 美南山
東同鄉會
前會長張
磊，及青
島巿政協
僑辦代表
團成員在
大會上。
大會上
。

座談會的主講人（ 前排左起
座談會的主講人（
前排左起）
） 「 山東總商會
山東總商會」」 會長修宗明
會長修宗明，
，青島市僑辦主任尹明琴
青島市僑辦主任尹明琴，
，青
島市政協副主席楊宏鈞，
島市政協副主席楊宏鈞
，全國政協海外代表
全國政協海外代表、
、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豐建偉
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豐建偉，
，美南山東同
鄉會現任會長房文清在大會上。
鄉會現任會長房文清在大會上
。

介紹現場出席座談會的各社團代
表劉姸（
表劉姸
（ 立者 ） 等人
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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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飛快樂
放飛快樂""2017
2017華夏暑期夏令營匯報演出文藝晚會
華夏暑期夏令營匯報演出文藝晚會11
四班全體同學表演韻律操[[山之頌
四班全體同學表演韻律操
山之頌]]

一、二、三班女同學表演舞蹈
三班女同學表演舞蹈[[踏浪
踏浪]]

華夏中文學校三個月暑期夏令營、成果豐碩
華夏中文學校三個月暑期夏令營、
成果豐碩、
、充份表現
在每位學生臉上

8 月 18 日晚華
夏中文學校校
長在大禮堂主
持 " 放飛快樂
放飛快樂""
2017 華夏暑期
夏令營匯報演
出文藝晚會

一班全體同學故事表演[[小羊和狼
一班全體同學故事表演
小羊和狼]]
一 、 二 、 三班同學表演合唱
三班同學表演合唱[[ 我
是一條小青龍]]、[葫蘆娃
是一條小青龍
葫蘆娃]]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八位小主持人
的致辭拉開了
「放飛快樂」
文藝晚會的序
幕

一班全體同學故事
表演[[小羊和狼
表演
小羊和狼]]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NEWS &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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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Ford Motor Co. Is Exploring
Electric Car Joint Venture In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 is aggressively pushing plug-in vehicles as it deals with
alarming pollution levels.
ments or when it would decide on the plans to offer by 2025 hybrid or fully
joint venture.
electric versions of all models built in
Ford forecasts the new energy vehi- China with its domestic joint venture
cles (NEV) segment is set to grow to partner, Chongqing Changan Autosix million vehicles per year by 2025 mobile Co Ltd - it still pointed out
- out of which approximately four that it would take a cautious approach
million would be all-electric.
to the market. (Courtesy http://www.
Even though in April, Ford outlined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Ford is exploring a joint venture with Anhui Zotye Automobile Co. and planning to build electric
passenger vehicles in China under a new brand.
SHANGHAI, China - In a bid to build
electric passenger vehicles in China
under a new brand, Ford Motor is exploring a joint venture with Chinese
firm Anhui Zotye Automobile Co.
The company is hoping to tap into
a boom for electric vehicles in the
world’s top auto market as China
continues to struggle with alarming
pollution levels in major cities.
In a bid to solve the problem, China
is aggressively pushing plug-in vehi-

cles and has poured in tens of billions
in investment, research funding and
subsidies to help automakers launch
projects.
Among the firms that have already
announced plans of making electric
vehicles in China are Tesla, Daimler
AG and General Motors.
China is aspiring to get electric and
plug-in hybrid cars to make up at
least a fifth of the country’s auto sales
by 2025.

This year, Ford’s overall China sales
have dropped 7 percent.
In a statement on Tuesday, the company said that it had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Zotye
Auto to build a new brand under
which the electric vehicles will be
sold.
It added that both the firms will hold a
50-50 stake in the joint venture.
However, the company has not provided details of financial commit-

Family Of Missing
Chinese Scholar
Now Asks U.S.
President For Help

Update: 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
Has Been Cancelled
Photo of missing Chinese scholar Zhang Yingying, (Photo/Ecns)
The father of a missing Chinese the 50,000-dollars reward for clues to
scholar in the U.S. has asked U.S. whereabouts of Yingying, part of th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 direct all fund has been used to finance the daiavailable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ly life of the family members in the
and investigatory resources to help U.S., under strict supervision.
find his daughter Zhang Yingying.
Zhang Yingying went missing on
“As a loving father to your own chil- June 9 after entering a black Saturn
dren,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we are Astra. FBI arrested Brendt Chrisgoing through,” said Zhang Rong- tensen, the car owner, on June 30, acgao in a letter to the U.S. president. cusing him of kidnapping Zhang on
Zhang is the father of Yingying who June 9 in Urbana, 225 km southwest
was a visiting scholar of the Univer- of Chicago. The police and FBI be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lieve Zhang is dead, but her body has
(UIUC) and went missing in June.
not been found.
He said Yingying’s dream was to fin- Christensen has pleaded not guilty at
ish her studies in the U.S. and return the courthouse.
to China to become a university pro- UIUC has the largest Chinese stufessor. “Yingying means the whole dent population studying here in the
world to us. She has always made us U.S., totaling 5,600. (Courtesy http://
proud.”
sino-us.com/)
Zhang Ronggao expressed his grief
and desperation in the
letter, say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e
chances of finding
Yingying alive decrease.”
“We cannot image
returning to China
without her,” the
letter said.
The letter was read
out by Yingying’s
family at a press briefing on Tuesday.
Yingying Zhang’s father Ronggao Zhang, left,
“We will not go back
and her friend Xiaolin Hou carry the banner
(to China) unless we
as community members join together to walk
find Yingying,” the
for Yingying, a Chinese scholar who went
family told Xinhua in
missing Thursday, June 29, 2017, in Urbana,
an interview Monday.
Ill. Illinois students and others from the wider
The family also excommunity gathered at the Urbana-Champlained the usage of
paign campus to show support for the Chithe funds raised under
nese scholar who disappeared almost two
the name of Zhang
months ago. (Holly Hart/The News-Gazette via
Yingying at the press
AP)
conference. Be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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