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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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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留學志》
每周一期的《生活》節目每月有一期固定為《留學志》﹐
由年輕的Youtuber王勁製作和主持﹐細說留學之路
的艱辛和幸福﹒美南國際電視STV15.3今晚7時30
分播出﹐10月23日下周一晚8時和10月24日下周二
下午1時30分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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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衞理公會醫院全球醫療健康中心
10 月 28 日辦健康講座系列： 健康生活之體驗和疾病預防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斯
敦衛理公會醫院（ Houston Methi-
dist ) 全球醫療中心將於 10 月 28 日
（ 下周六 ） 下午三點半至五點在

中華文
化 服 務 中 心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
健康講座系列，主講內容是：慢性

疾病預防、健康生活習慣、
體檢、重要檢查結果解讀，
癌症和心臟病基因預防性篩
查等。由休斯敦衛理公會醫
院健康中心家庭內科醫生
Cristina Bocirmea, MD. MS.
FACP 主講。

Dr. Cristina Bocirnea 於
2016 年加入休斯敦衛理公會
醫院健康中心。她在凱斯西
儲大學（ 俄亥俄州克利夫蘭
） 獲得臨床研究碩士學位。
隨後，她在羅切斯特大學（
紐約州羅徹斯特羅徹斯 ）
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並在
那裡完成了內科住院醫培訓
和老年病學的專科培訓。

Dr. Bocirnea 是美國醫師
學會的研究成員，也是肥胖
研究學會的會員。她同時獲
有內科醫生和老年醫學專科
醫生執照。

長年在教研醫院行醫，

Dr. Bocirnea 深入研究了人口健康、
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並深知其重
要性。她的研究方向包括身體/ 鍛鍊
和素食飲食在健康生活方式中的作
用，以及預防和管理慢性疾病例如
肥胖，高血壓和2 型糖尿病等。

Dr. Bocirnea 目前在德州醫療中
心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的門診中心
看診。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坐落於全
世界最大的醫學中心——德州醫學
中心，90 多年來由於精湛的臨床技
術和高病人預後率，受到廣泛認可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有6個優秀重
點專科中心，包括德貝基心血管中
心、神經科學中心、癌症中心、骨
科和運動醫學中心、J.C.沃爾特移植
中心和安德伍德消化疾病中心。
2017 年度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
排行榜上，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再
次被評為全美最佳醫院，並連續6年
被評為德州第一的綜合性醫院。有8
個專科名列前茅並被評為全美“最
佳醫院”，包括心臟、消化、神經
、骨科等；有9種手術操作和治療效
果被評為全美領先水平，包括腸癌
手術、肺癌手術、主動脈瓣膜手術

、心臟衰竭、髖關節
和膝關節置換、慢性
阻塞性肺病等。

休斯敦衛理公會
醫院全球醫療健康服
務 中 心 （HMG） 有
母語為中文的專員為
中國病人安排預約、
提供機場協助、提供
住處和交通信息、提
供口譯、協調醫院各
部門、提供醫療費用
估算、簽證所需材料
等。 2016 年，HMG
給全球來自86個國家
的病人提供就診服務
，就診人次達 1 萬餘
次。中國病人如需就
診 ， 請 聯 繫:
rchu@houston-
methodist.org 或 中 文
熱 線: 713-363-7093
。

如有問題，請聯
繫 E-Mail: yli2@houstonmethodist.
org, 聯繫電話： 713-441-6745 。於
10 月 27 日前通過email 或電話預留

座位的前50 名出席者可獲免費小禮
物。屆時現場將提供翻譯及茶水。

主獎人Dr. Cristina Bocirnea

祝賀祝賀 ：： 本報專欄作家楊楚楓先生作品入選本報專欄作家楊楚楓先生作品入選
「「20162016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並受邀出席新書發行儀式並受邀出席新書發行儀式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本報
專欄作家楊楚楓先生多年筆耕有成
，其作品{ 乘坐國航有感 }、及{ 恭
賀何敏公大師百齡榮壽 } 入選由澳
門基金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
化局聯合策劃並出版，澳門筆會承
辦的 「2016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集
」，消息傳來，休市同表祝賀。

主辦單位並於日前致函楊楚楓
先生，盛邀他參加將於11 月3 日 在
澳門舉行的新書發行儀式及聯歡晚
宴。內容如下：

主辦單位為隆重其事，謹訂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晚上 6
時45分假澳門皇都酒店維凱廳舉行
上述書籍的新書發行儀式及聯歡晚
宴。謹此誠邀 閣下撥冗出席，以
增光寵；如蒙俯允，不勝感謝。活
動現場將設專區展示2016年間澳門
文學的創作成果，歡迎作者現場提
交相關專著或選集以作展示及交流
，如有查詢可直接與澳門基金會聯
繫。

有關入選作品的稿酬，澳門基
金會將於11月中旬轉帳至 閣下帳
戶，敬請提供帳戶資料以便支付。

為便於組織工作，隨函謹附回執乙
份，填妥後請於10月26日前以傳真
853-2872 5688 或 電 郵 kenny@fm.
org.mo的方式回覆，以便跟進。

耑此函達，懇祈賜覆。
即頌時祺！
澳門基金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文化局 敬約
如有查詢，敬請與澳門基金會

梁惠英或劉詩詠小姐聯絡（電話：
853-8797 8517、8797 8512）。

《2016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發行儀式及晚宴

（敬請於2017年10月26日前回
覆）

本人 楊楚楓
將出席2017年11月3日（星期

五）晚上 6 時45 分於澳門皇都酒店
維凱廳舉行之新書發行儀式及晚宴
。

未克出席上述活動。
願意提供2016年出版的澳門文

學選集，以供主辦單位於活動現場
展示之用。

（請註明書名：及作者）

楊楚楓先生楊楚楓先生



BB4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7年10月21日 Saturday, October 21, 2017

107107年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甄選活動年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甄選活動
【 本
報訊】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為永續經營臺灣觀光，提升觀光產業服務品質及國際競爭力，對積極推展
觀光及對臺灣觀光產業發展有具體貢獻與傑出表現之觀光相關產業及其從業人員予以表揚鼓勵，
特推出 「107年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甄選活動」。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本年10月20日

止。適用對象為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及其從業人員等，報名資格請參考
「優良觀光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表揚辦法」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規定，歡迎符合資格者踴躍報名

，獲選者將由主辦單位頒發獎座一座及獎金新臺幣5萬元，獲選之領隊及導遊並將加頒獎章一枚
。線上報名、相關報名表格下載及其他詳情請至活動官網(www.2018aot.org)進行，或洽甄選活動
小組胡小姐，電話02-2321-5180#20， email:2018aot@alluni.com.tw。

（本報訊）臺中市政府即將於明(2018)年首次舉
辦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僑務委員會鼓勵
對花卉學有專精或有興趣的僑胞回國參展參觀。此次
博覽會訂於107年11月3日至108年4月24日舉辦，
以 「生產」、 「生態」及 「生活」三元素組合起來，
呈現在地特色、與國際接軌，打造台中成為國際水準
的花園城市。

台中市為迎接2018年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已
與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rticultural Producers，AIPH)及財團法人台灣區花
卉發展協會簽約。市長林佳龍表示，經歷發現保育類
動物石虎、后里馬場列入文化古蹟，市府進行計畫變
更，今天簽約是台中花博重要的里程碑，並將花博以
「生產」、 「生態」及 「生活」三元素組合起來，呈

現在地特色、與國際接軌，打造台中成為國際水準的
花園城市。

另為開拓更公平、公開、寬廣的花卉行銷通路，
包括台灣、荷蘭、日本、澳洲、巴西、中國大陸等6
國花卉拍賣市場代表，也於台中簽署合作備忘錄，成
立全球第一個 「國際花卉拍賣市場聯盟」，希望建立
平台提升國際花卉貿易商機。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
期待透過國際合作，提升台灣在國際花卉市場上的活
動能量，他並力邀各國參加台中明年將舉辦的世界花
卉博覽會，台中定會向國際展現最美的花卉。

台灣區花卉發展協會總經理鍾國成也表示，世界
花卉博覽會就像園藝產業界的奧林匹克大會，這次台
中花博是台灣第2次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而且花博
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動，也加入了綠色城市的永續發展
觀念，據一個博覽會的平均經濟效益約是投資的2.7
至 4 倍，期待見 2018 台中花博的成功舉辦。2018 臺
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詳情請參http://www.2018floraex-
po.tw/ 或電郵2018tcfloraexpo@gmail.com 詢問。

（本報訊）紐約納斯達克市場迎來特別的來賓。
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華人銀行國泰銀行，其控股公司國
泰萬通金控公司的全體董事們、嘉賓們在董事會執行
主席鄭家發先生的帶領下，敲響了開市的鐘聲。

鄭家發先生表示：國泰銀行創辦至今已經55周
年，也是在納斯達克市場上市的第27年。過去的半
個世紀，公司業績迅猛發展。從創辦之初的一家分行
，到目前59家分行，網絡遍及美國九個州及香港、
上海和臺北等地，公司總資產在去年底已超過一百四
十五億美元。國泰萬通金控公司1990年在納斯達克
市場上市，入選標普Midcap400主要成分股之一。最
近連續兩年因優異的表現，被福布斯雜誌評為美國百
佳銀行前二十位。今年公司繼續拓展版圖，完成第十
次併購，未來仍將專注于美國華裔社區，並服務中美
企業、投資者的金融需求。

董事兼國泰銀行總裁首席執行長戴斌先生今天在

敲鐘儀式上接受記者訪問。他表示：國泰銀行一直是
社區經濟的強勁引擎，協助無數客戶和企業在美國安
居、創業和發展。展望未來，國泰銀行對員工、 股
東及社區的承諾一如既往，我們將全力以赴、助您實
現理想。

關於國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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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舉辦臺中市政府舉辦 「「2018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鼓勵僑胞踴躍回國參展及觀光鼓勵僑胞踴躍回國參展及觀光

第二十二屆的休士頓亞裔彌撒將於十月二十二日舉行
（本報訊）休士頓一年一度的亞

裔彌撒，將於10月22日下午2:30舉行
，主題為信望愛的恩寵。舉辦地點在
休士頓的基督聖道天主教堂(Christ In-
carnate Word Catholic Church)， 地 址:
8503 S Kirkwood Rd, Houston, TX
77099。據了解，此一亞裔彌撒是居住
在休士頓的亞裔天主教友們，藉此機
會與其他亞洲族群相聚，也被視為團
結的象徵，其中包括了越、菲、華、
韓、印度、印尼等亞裔族群。彌撒中
，教友們將在天主台前再次體會天主
對人類的愛。

來自大休士頓各地區的亞裔天主
教友約計將會有上千人參加此次的彌
撒，大部分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移民
。在彌撒中，教友們將感謝天主提供
在美國發展的機會，並將分享來自亞

洲不同文化的豐厚，及傳播天主的愛
德。

彌撒是天主教最神聖的大典。休
士頓亞裔彌撒的舉行，今年已邁入第
二十二個年頭；此次彌撒將由休士頓
教區的輔理主教George Sheltz主禮。彌
撒中除崇拜上主，並期待離鄉背井的
亞裔教友們，能在休士頓撒下福音的
種子，讓亞裔族群的教會更有活力，
將天主的愛帶到休士頓每個角落。彌
撒結束後還有各族裔表演節目和點心
招待。歡迎教友們及家人踴躍參加，
也邀請有興趣人士一同來參加。

美 華 天 主 堂 的 地 址 為 4650 Jetty
Lane， 近 百 利 大 道 在 Kirkwood 和
Cook 之間，從百利大道轉口處有Au-
toZone店標，電話 281-575-8855。

納斯達克市場開市敲鐘納斯達克市場開市敲鐘 慶祝國泰銀行創辦慶祝國泰銀行創辦5555週年週年

今日今日，，國泰銀行之控股公司國泰萬通金控公司的全體董事們國泰銀行之控股公司國泰萬通金控公司的全體董事們、、嘉賓們在嘉賓們在
董事會執行主席鄭家發先生董事會執行主席鄭家發先生，，董事兼國泰銀行總裁首席執行長戴斌先生董事兼國泰銀行總裁首席執行長戴斌先生
的帶領下的帶領下，，敲響了紐約納斯達克市場開市的鐘聲敲響了紐約納斯達克市場開市的鐘聲。。

疊疊有聲二十載，曲曲贊歌照歷程 (2)

【本報訊】(接上星期六B4) 大家有目共睹地看到“疊幹”
們的無私奉獻精神！前兩年劉易仍是我們的團長，後來劉磊當過
一年多的付團長。輔助劉易的工作。第三年胡麗萍接任團長工作
，（劉易在當了五年的團長後，盡管團員們還想挽留他，但同時
又不忍心讓他再那麼操勞辛苦下去），小夏是我們的付團長，四
位聲部長：張海萍、徐以證、趙為誠和周方方，加上我們的財務
陳曉怡。 “數年如一日”積極主動地承擔起各種工作，從不計
較個人得失，勤勤懇懇地為團隊熱心服務。由於他們的付出，給
我們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和合唱的氛圍。

四. 歲月如歌
在時間的流淌中，合唱團悄悄地走過了十幾個年頭，美好的

和聲陪伴並溫暖著我們的心聲！
由於Dr. Jaber 當時擔任太多的工作，千頭萬緒的，她感到需

要減少些工作量，於是暫時離開了我們。大家顯然依依不捨，但
十分理解她的處境。這時我們從海萍那裡得知黃奕明老師剛到休
斯頓定居不久，他曾經在巴黎音樂學院專門攻讀合唱指揮，並且
擔任過許多國內外合唱團的指揮，有著帶合唱團的豐富經驗，這
無疑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新鮮題材和不同的演唱風格。此時他
也從別的朋友那裡聽說了“疊聲”，通過與我們幾位“疊幹”見
面後，欣然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擔任起我們的的指揮。他的指揮
有著獨特的風範和特色。

在排練中，他尤為注重語言的表達和表演藝術方面，經常強
調中文的文學修養和基礎，並講究樂句的流暢性。每次他在講解
作品的歌詞時，總是繪聲繪色、津津有味、舉一反三地提示大家
，描述出豐富細膩的內心世界，啟發我們對歌詞的理解和想像力
。為使我們盡量做到以情帶聲、聲情並茂地演唱歌曲，他還經常
為獨唱和重唱節目做個別輔導和指正，幫助表演者準確地把握歌
曲的處理和表現。黃指揮對訓練的要求極為嚴格，制訂了每週三

小時詳細的訓練內容和計劃，經常進
行分部抽查和不同形式的組合排練。
在他來到合唱團後，我們終於盼回了
欣瑩老師（這時她的兩個孩子已經大
多了），加上詹硯文老師的加盟，大
大加強了女高音聲部的力量，使本來
就有漂亮聲音的女高聲部，好似如虎
添翼。她們兩位老師經常分別並主動
地幫助、指導女高聲部的加練。我們
在黃奕明老師三年的指揮下，分別舉
辦了《思我故鄉》；《寰宇風情》；
和《天籟、海韻、聲聲疊》的三場音
樂會；每
年聖誕節期間仍然保持我們的傳統，
去“Medical Center的癌症中心醫院為
病人和工作人員舉行義演；並應邀參
加了“光顏色”為癌症患者募捐的演
出活動，還應邀參加過一些社團的演
出活動。這裡要特別感謝為我們先後
擔任鋼琴伴奏的年輕鋼琴家：李偉豪
先生和沈燕女士。他們超常的演奏技

藝和講究音樂的線條，將鋼琴成為聲樂不可分離的“伴侶”，而
不僅僅是伴奏，給團員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繁瑣的團務工作從來沒有難倒團長麗萍和付團長小夏，他們
分工有序、任勞任怨、腳踏實地的做了大量的工作。麗萍經常帶
著病疼，到銀行為團裡申請籌款、為節省開支，她四處奔波，做
到“貨比三家”，麗萍在做了兩年多團長後，因為身體的原因不
能再擔任團長了。

於是小夏就積極挑起了團長的擔子，思揚任付團長來協助他
。小夏為集體工作的熱情像一盆火，那時他的兩個孩子還很小，
而且家務負擔很重。為給大家發送譜子、CD、音樂和電郵等，
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的，他們的敬業精神十分感人。後來
不幸他丈母娘發生了意外，家中的狀況再也無法這樣繼續下去了
。這時我們的現任團長邵荃和付團長趙慶勇於承擔起團務工作。
幾年下來，大家見證到他們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邵荃很有
領導組織工作能力，在單位裡是部門負責人，在團裡有能力積極
調動團員們的積極性和發揮他們的長處，想方設法地完成各項任
務。趙慶性格沉穩，默默無聞地做了很多大量具體工作，他細心
管理譜務、電郵、錄音等雜務，又具體聯繫和通知各種活動，為
保證順暢的排練效果，還經常為團員們準備和復印多份的樂譜。
總是為大家著想在先。

疊聲合唱團慶祝建團二十週年合唱音樂會
時間：7：00 PM，11-4- 2017，週六
地點：Belin Recital Hall,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TX 77063
票價： $15
五．讓我們永遠快樂地歌唱

自二〇十四音樂會后到二〇一五年的秋季，由於一半以上的團員
參加了“乘著歌聲的翅膀”旅歐音樂之旅活動，合唱團排練張密

集，大家無法顧及兩頭。于是“疊干”決定“疊聲”暫時休整一
年。

二〇一五年秋季，在我們恢復正常排練前，很多團員傳閱了
國內吳靈芬老師 『內心的天籟』的合唱視頻，深深被這位藝術家
、教育家提倡的“合唱中沒有我，只有我們”的警言所打動，團
員們十分贊賞地說：“合唱團里只有我們，沒有我”！這種團隊
的集體主義精神頓時在大家的心中滋生。當得悉老團員：蘭萍、
曉榕、于道遠、李一明決定歸隊的好消息后，團員們非常高興和
倍感親切，如同為我們打了一劑“強心劑”一樣給力！同時我們
幸運地請到了 Dr. Jaber ，再度擔任我們的指揮。大家積極投入
到排練中，每個人熱情參與、克服各種困難，做出不懈的努力，
僅用了十六次的排練時間，于二〇十六年三月，我們為休斯敦的
愛樂朋友們獻上了 『春的禮贊』音樂會，全場節目都是以大合唱
和男、女生小合唱的形式來演唱的，共計十六首中外合唱曲目。
彩排那天小夏不但大家錄了音，並且連夜發送給大家。聽了錄音
后，和聲的效果和優美的音樂，給我們增添了信心，同時又像及
時雨，通過錄音找出了不足之處，于是大家更加倍努力地做最後
的衝刺和准備。不料“天有不測風雲”，演出當天，主力隊員出
了意外車禍，大家一時陷入了揪心和擔當的狀態。 Dr. Jaber 立
刻以“臨危不亂”的專業能力，領大家團結一致，集中思緒，緊
密合作，最終以良好的表現，圓滿地完成了這場音樂會。當我們
聽到觀眾們的好評時。團員們心頭湧上了經過磨練得到進步後的
喜悅和歡快！

大家都知道指揮是合唱團的“靈魂”！“疊聲”在二十年中
，特別有福份地受惠于欣瑩、肖楫、Dr.Jaber 和黃奕明多位指揮
老師的精心教導和嚴格訓練，每位指揮都以他們特有的音樂才華
和豐富的合唱經驗，給予了我們無盡的知識源泉。我們由衷地深
深感謝他們的教誨和付出。

“疊干”是合唱團的骨干，起著中間樞紐和柱石的積極作用
。感嘆他們毫無保留地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時間，同心同德，通
力合作，勇于承擔重任的工作作風。特別是幾位前任團長，既使
在不當團長後，仍然一如既往地為團里做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奉獻
和工作。為“疊聲”合唱團的成長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此團隊如此人，千載一遇我逢辰”。二十年前我們為合唱走
到一起是緣份，隨著時間的延伸，又可喜地看到許多新團員不斷
加入我們的行列，是我們的新鮮血液和生力軍！這是大家的福氣
！回顧二十年來的歷程，感概萬千。許多團員為推動和提高我們
的合唱水平，主動幫忙和承擔各種事務工作，經常提出有建設性
和合理化的建議。好人好事層出不窮，比比皆是，感人的故事不
斷發生在我們身邊。我們深深感受到團員們對這個團的熱愛珍惜
之心！

今年十一月四日將迎來我們為慶祝“疊聲”成立二十周年的
『音樂與我們同行』音樂會。這次音樂會的合唱份量很重，是對

我們新的挑戰和考驗。團員們决心繼續發揮以往的奮鬥精神，心
心相印。欣莹、劉易、主动分別承擔起男女生的分組練習，相信
只要堅持不懈地努力打磨，就會越唱越自如，最終能盡情演繹出
我們對音樂的最本真的理解和水平。讓我們永遠快樂的聚會、快
樂的歌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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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政策全面緊縮美國移民政策全面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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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申請父母和公民申請
兄弟姐妹的移民類別也面臨被取消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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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 H-1B 工
作簽證申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
挑戰。據最新統計數據，截止到8月
31 日，今年美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
85,000 份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
dence， （ 補 件 通 知 ， 也 被 簡 稱 為
RFEs）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5%左右
。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
過的新內容。與川普總統呼籲的“買
美國貨，僱美國人”相呼應，美國移
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H1B一級工
資相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鑑於

H-1B申請中所描述職責的複雜程度,
LCA中提交的“一級”工資不符合要
求。 “一級”工資標準適用的情況是
初級工作的內容。而申請的工作複雜
程度超過了勞工部規定的“一級”工
資標準中提到的“初級”工作內容。
而如果工作不夠複雜，移民局又會以
不夠“專業職位”而予以否決。移民
局是藉機向申請人發出一個明確的訊
息，往後的H-1B簽證申請最好還是
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於10月3日宣布，

恢復所有類別H-1B申請的加急處理
服務。

加急處理服務（premium process-
ing）指的是，申請人需要繳納額外的
1,225美元的加急處理費用，移民局承
諾在申請遞交後的15日內給出處理結
果。處理結果可能是直接批准也可能
是需要補件。直接拒絕的情況鮮有發
生。

2. 2017年11月份的排期表，親屬
移民申請人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for Filing chart)遞交最後一
步的移民申請,而職業移民申請人只可
以 用 慢 表 (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
民申請。

3.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
事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
證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
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
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
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
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
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
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
後果。

4. 美國移民局於2017年8月28日
宣布，自10月1日起，職業移民申請
身份調整（I-485）將需要面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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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ployment，簡稱RAISE。 ）其主要條
款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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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兄弟姐妹
和成年子女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子
女申請父母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綠
卡抽籤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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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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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register.gov/documents/2017/07/11/
2017-14619/international-entrepre-
neur- rule-delay- of-effective- da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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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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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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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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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583-
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週一
到 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
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cJ9bUlEuSOk

德州南方大學返校節來了中國龍德州南方大學返校節來了中國龍
——德州南方大學孔院參加大學

當地時間10月12日至13日，德克薩斯州南方大學孔子學
院首次參與了德州南方大學一年一度的返校節(Homecoming)
系列活動。 12日是校園範圍內大集市，志願者教師們在孔子
學院的展棚內佈置了滿滿噹噹的中國元素工藝品，還有由巴國
布衣休斯頓分店合作提供的炒飯、左宗棠雞、西蘭花等中餐；
13日是學校周邊街區範圍的花車遊行，德克薩斯州南方大學
孔子學院的志願者教師們用中國結、燈籠、中國龍等元素，精
心地設計組合，將一輛普普通通的黑色皮卡裝飾成了一輛色彩
亮麗、特色鮮明的中國風遊行花車。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公派
教師胡孝斌和漢語教師志願者王亞寶、曹雅雯、任志傑、杜晨
曦、周鎮、李卓、王雨、張恆以及漢語俱樂部成員馬克

（Maxwony）、來瑞（Raven）和芬妮（Stephanie）均熱情投
入此次活動。
返校節（Homecoming）

返校節是美國高中和大學一年一度歡
迎歷屆校友返校的傳統慶典活動。其受重
視程度和盛大程度相當於國內的校慶。慶
典活動通常面對在校學生和校友們展開，
包含體育賽事、文化演出、花車遊行等各
種形式。德克薩斯州南方大學成立於 1927
年，恰逢今年成立90週年，返校節也就相
當於德克薩斯州南方大學成立90週年校慶

。全校師生及行政工作人
員都投入到返校節的準備
工作中，德克薩斯州南方
大學孔子學院也不例外。
為更好地配合和融入德州
南方大學，孔院積極做了
充分的準備工作。
集市節（Yard Festival）

10 月 12 日，德州南方
大學的校園裡熱鬧非凡。
學校各大社團在各自展位
前使出渾身解數，都拿出
了看家本領，各式各樣的
特色食品、飲品、工藝品
、視頻和玩偶都映入眼簾
。展棚內人頭攢動。在動
感的音樂背景下，學生們
興致高漲，紛紛手舞足蹈
。孔子學院的食物展位前
絡繹不絕，一致稱讚孔院
展棚裡的食品。中國傳統
工藝品展位也十分引人注
目，路過的師生被中國結
手鍊、福袋、青花瓷餐具
、皮影戲、中國扇子等工

藝品所吸引，稱讚中國工藝品的精美。
巴國布衣助力TSU集市文化節

本次校園大集市活動，要特別鳴謝馳名中外的
川菜品牌——巴國布衣。巴國布衣休斯頓分店為此
次德克薩斯州南方大學集市節的食材準備提供了全
力支持。為了能趕在上午11點之前將所有的餐食擺
上校園集市節的展台，巴國布衣休斯頓分店的工作
人員便加班加點地準備食材加速出菜。作為休斯頓
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餐飲品牌之一，巴國布衣休斯頓
分店王經理表示，將持續和德州南方大學一道共同

協作，走進校園，走進社區，積極提升企業在美南地區的社會
責任感；爭取將中華文化中濃墨重彩的餐飲文化在以TSU為
代表的HBCU學校和社區中宣傳開來，並發揚光大。

活動參與人員合影活動參與人員合影（（從左至右從左至右：：返校節皇后返校節皇后，，志願者教師周鎮志願者教師周鎮、、曹雅雯曹雅雯、、王王
雨雨、、李卓李卓、、王亞寶王亞寶、、張恆張恆、、杜晨曦杜晨曦，，公派教師胡孝斌公派教師胡孝斌，，漢語俱樂部成員馬可漢語俱樂部成員馬可
，，中方院長易曉教授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志願者教師任志傑志願者教師任志傑））

中外方院長與志願者教師合影中外方院長與志願者教師合影（（從左到右從左到右：：志願者教師周志願者教師周
鎮鎮、、王雨王雨，，美方院長羅傑美方院長羅傑··哈特博士哈特博士（（Dr. Roger HartDr. Roger Hart），），
中方院長易曉教授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志願者教師曹雅雯志願者教師曹雅雯、、李卓李卓））學生與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和志願者教師王雨在工藝品展位前合影學生與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和志願者教師王雨在工藝品展位前合影 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和志願者教師們售賣中國食物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和志願者教師們售賣中國食物

德州南方大的學生一邊品嚐巴國布衣提供的食物德州南方大的學生一邊品嚐巴國布衣提供的食物，，一邊觀賞巴國布衣的宣傳海一邊觀賞巴國布衣的宣傳海
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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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夏季兒童皮膚病之一四種夏季兒童皮膚病之一
（（膿皰瘡膿皰瘡））

休斯頓中華文化收藏珍品展於休斯頓中華文化收藏珍品展於1010月月1818日開幕日開幕
（本報記者黃梅子）10月18日晚

6 點，休斯頓中華文化收藏珍品展在
位於中國城的休斯頓藝術中心舉行了
開幕式，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
大使攜夫人曾紅燕女士出席開幕式並
發表了講話，他說當前中美關系快速

穩定發展，在美國的華僑華人都有義
務讓更多美國人了解、理解中華文化
，這對於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十分
有益。

此次中華文化收藏珍品展是由休
斯敦古董拍賣公司與休斯敦藝術中心

聯合主辦的，收集了

休斯敦民間藏家的 100 多件文物珍藏
，從商代至晚清各類古董珍玩，品種
有高古瓷、古玉、瓷器、漆器剔紅、
字畫、翡翠玉器等品種。據休斯敦古
董拍賣公司老闆吳因潮介紹說，其中
不少名人名家之作，有一些藏品是老
藏家家傳幾代的傳家之寶，從不輕易

示人。休斯敦文物鑑定專家柏老師是
世家子弟，祖上是蒙古王爺，家學淵
源，此次他也拿出了不少祖傳的寶物
展出，其中大部分是洪山文化時期的
古玉，讓人大開眼界。

此次休斯敦
中華文化收藏珍

品展將延續五天時間，23日結束。開
幕式當天到場的休斯敦僑界精英和文
物愛好者共有一百多人，大家都對這
次展覽贊嘆不已，認為這是一場豐盛
的藝術盛宴。

（本報記者黃梅子）夏季天氣炎
熱，空氣濕度大，蚊蟲滋生，細菌和
病毒也容易繁殖。此時兒童的皮膚細
嫩、抵抗力差，很容易受到細菌的感
染。而且，炎熱的天氣，寶寶的汗腺
和皮脂腺分泌與排泄也格外旺盛，這
使寶寶出現皮膚病的幾率大大增加。
其種類主要分為：膿皰瘡、丘疹性蕁
麻疹、毛囊炎和念珠菌性皮炎，四種
。

膿皰瘡：抓破後會四處傳染
膿皰瘡的膿皰為黃色，故也稱黃

水瘡。發生在夏秋季節2~7歲孩子身
上。往往出現在頭面部、四肢等容易
受細菌侵襲的暴露部位。出現時先是
紅斑，再變成大皰，過一兩天就會變
成膿皰。周圍有紅暈，膿皰破潰後，
膿液結成黃色痂。其特徵表現為膿液
沉積在膿皰底部，呈半月形。

膿皰瘡病源為：金黃色葡萄球菌

或乙型溶血性鏈球
菌感染引起。金黃
色葡萄球菌會產生
紅疹毒素，個別患
兒會出現全身發紅
，像燙傷的樣子，
稱為燙傷樣綜合症
。少數是鏈球菌感
染引起的，會使少
數患兒出現腎炎。
膿皰瘡的皰壁很薄

，容易破。膿液有傳染性。搔抓時抓
到膿液又去撓其他地方，會將細菌接
種到其他部位，引起新的膿皰瘡。因
此患上膿皰瘡的孩子，在幼稚園暫時
不要跟別的小朋友玩。老師接觸完孩
子也應該洗手。衣物要單獨分開洗滌
，消毒。

這麼可怕的膿皰瘡是否有好藥可
治？當然有！

這裏向你推薦的《劍牌》皮膚病
霜，對各種皮膚病都有很好的療效。
針對膿皰瘡膿水的特徵，此藥膏具有
很好的殺菌止水功能。能迅速使破裂
流膿的患處止水結痂，達到徹底根治
的效果。此藥膏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
認可。它溫和、細膩、無刺激、無激
素。還能活血化瘀、軟堅散痂，改善
肌膚微循環，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病
變細胞，是膿皰瘡及很多皮膚病的剋
星。一試便知，你一定會感歎它的神
奇！

不過，孩子痊癒後的皮膚不要忘
乎所以。因為盛夏季節，孩子幼嫩的
皮膚抵抗力差，很容易再度受細菌入
侵。因此，注意個人衛生，保持皮膚
清潔，乾爽，勤換衣服就顯得極為重
要。而且，要及時治療各種瘙癢性皮
膚病，如蚊蟲叮咬，濕疹等，以免引
起膿皰瘡。治療時用《劍牌》皮膚病

霜就可以了。它能治療很多種皮膚病
，是家庭必備的良藥，而且止癢效果
很好。

膿皰瘡的治療方法：孩子長了膿
皰瘡，如果皮損面積小，或者孩子沒
有發熱現象，《劍牌》皮膚病霜外塗
即可。塗抹前，將水皰用消毒針刺穿
後用無菌棉簽吸取皰液。再小心挑開
水皰，用無菌棉簽吸幹皰液後，塗抹
《劍牌》皮膚病霜在患處即可。如果
孩子體弱，伴有發熱症狀，應先諮詢
醫生將體熱退去再塗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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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展品部分展品
文物鑑定專家柏老師文物鑑定專家柏老師（（左左）、）、休斯敦中華文化中心負責人張要武畫家休斯敦中華文化中心負責人張要武畫家（（中中）、）、休休
斯敦古董拍賣公司老闆吳因潮斯敦古董拍賣公司老闆吳因潮（（右右））接受電視採訪接受電視採訪。。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發表講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發表講話。。



BB77休城讀圖
星期六 2017年10月21日 Saturday, October 21, 2017

圖為西畫成員張渝攝於她二幅圖為西畫成員張渝攝於她二幅
「「自畫像自畫像」」 作品旁作品旁。。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左五左五）） 「「國慶日籌備會國慶日籌備會」」 主委陳美芬主委陳美芬
((左四左四））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左三左三））等貴賓出席大會等貴賓出席大會。。

圖為業餘西畫社戴梅熹老師圖為業餘西畫社戴梅熹老師（（左二左二））該會會該會會
長李美音長李美音（（左一左一））及該會理事合影及該會理事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在畫展處長陳家彥在畫展
開幕式上致詞開幕式上致詞。。

圖為西畫社戴梅熹老師在畫展開幕式上致詞圖為西畫社戴梅熹老師在畫展開幕式上致詞。。

國慶西畫展上週六揭幕國慶西畫展上週六揭幕，，展出二週展出二週
由休士頓業餘西畫社師生展出百幅作品由休士頓業餘西畫社師生展出百幅作品

圖為與會貴賓共同為西圖為與會貴賓共同為西
畫展剪綵畫展剪綵。（。（ 左起左起 ）） 僑僑
務促進委員趙婉兒務促進委員趙婉兒，，僑僑
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
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 「「 台台
北經文處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副處長林映
佐佐，，僑教中心主任莊雅僑教中心主任莊雅
淑淑，，西畫社會長李美音西畫社會長李美音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陳家
彥處長彥處長，，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 主委陳美芬主委陳美芬，，副主委副主委
嚴杰等人嚴杰等人。。 圖為西畫社展畫師生與貴賓在畫展上合影圖為西畫社展畫師生與貴賓在畫展上合影。。

圖為陳家彥處長圖為陳家彥處長（（ 右二右二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 左一左一 ），），與畫作作者李與畫作作者李
海倫海倫（（ 右一右一）） 攝於作品前攝於作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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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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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德企沈陽尋商機
德國已成遼寧重要經貿夥伴

綜合報導 “德國已成為遼寧最重要

的經貿合作夥伴，今年上半年，遼寧省

對德國貿易總額達174.2億人民幣，德國

在遼投資額達8222萬美元。”

第三屆德國企業沈陽行暨2017年中

德新能源汽車輕量化技術研討會18日在

沈陽市鐵西區召開，遼寧省經濟合作局

副局長欒樺在會上透露了上述消息。

此次會議是由中德（沈陽）高端裝

備制造產業園管委會聯合中德輕量化技

術中心、德國巴登符騰堡州輕量化事

業局、遼寧省經濟合作局共同舉辦。來

自中國與德國從事輕量化技術開發與應

用的近70位專家齊聚沈陽，分享各自在

輕量化技術領域中取得的成功經驗，探

討合作機會，促進“德國技術與中國市

場”、“德國質量與中國速度”的完美

結合，引領行業示範效應。

德國巴登符騰堡州輕量化局局長

席利格博士帶領企業代表團參加本次

會議，並做主旨報告，同時帶來巴符

州輕量化局轄下 1000多家輕量化研究

機構、工程公司和制造企業的合作願

望，尋找中德合作的巨大商機。國內

來自車輛、船舶、高鐵、飛機制造等

領域的專家各自介紹在輕量化領域取

得的最新成果，展現輕量化技術在中

國廣闊的應用前景。

當日會議還舉辦了德國 metalfoam

壹體化三明治泡沫鋁板合資項目簽約儀

式。該中德合資項目將在2017年內落戶

中德園，為新能源車輛、建築、集裝

箱、軍工等領域提供新型輕量化產品與

解決方案。

與會專家表示，此次會議的主題

“新能源移動交通輕量化”將大大促

進國內新能源汽車和在用車輛尾氣零

排放。

此次會議的主辦地中德（沈陽）

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園，是國務院批復

的全國第壹個以中德高端裝備制造產

業合作為主題的戰略性平臺，成為中國

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4.0戰略對接的重

要載體。

中德（沈陽）國際產業投資發展集

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鐵利在會上介紹，

目前中德園高端項目紛至踏來，現已集

聚智能制造、高端裝備、汽車制造、工

業服務、戰略新興等各類企業403家，

推進福寧機器人、庫卡機器人、SEW智

能工廠等項目281個，德國本土以外唯

壹的寶馬研發中心於 7月 13日揭牌運

營。圍繞寶馬鐵西工廠，本特勒、德國

七福模具、歐拓汽車零部件等壹批寶馬

壹級供應商入駐園區，形成了壹個總投

資42億歐元的汽車產業集群。

1-9月，中德園完成規上工業總產值

475億元，同比增長79%。其中，龍頭企

業華晨寶馬鐵西工廠，實現工業總產值

436.2億元，同比增長79.2%；累計生產

整車20.4萬輛，實現稅收60.7億元，同

比增長61%。

深化改革 如何在西部“對標”全球雙創
29.86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近200個日日夜夜，

實現新登記企業10679戶、新增註冊資本（金）

1017.21億元——自4月1日掛牌以來，成都高新自

貿試驗區交出漂亮答卷。

“作為四川自貿試驗區核心區域，成都高新自

貿試驗區將對標國際通行規則的最高標準，結合自

身特點，打造國際營商環境體系，實現從對標到創

標的跨越。”在成都市副市長、成都高新區黨工委

書記範毅看來，市場主體激增的背後，是園區壹系

列深化改革、探索創新的步伐，最終目標是樹立內

陸自貿試驗區對外開放、國際合作標桿，爭當內陸

自貿試驗區領頭羊。

AI政務“壹小步”，服務變革“壹大步”
今年9月，成都高新自貿試驗區上線了“人工

智能政策申報平臺”。該平臺可以通過大數據和人

工智能技術，將預先儲存的金融政策和申報條款，

進行內容分析與篩選後，自動匹配給企業。未來，

每逢4月和10月的申報“高峰期”，企業不再需要

花大量時間研究相關政策，僅用電腦或手機就能享

受“政策紅包”。早在今年4月，四川首位智能政

務機器人“高小新”，就在該區政務大廳“上崗”

並為入駐公司頒發營業執照，它不僅可以實現人機

互動，還可以為辦事群眾和企業答疑解惑、政策咨

詢、介紹註冊流程。

為何AI政務服務能在這裏快速落地？邁普科

技公司長期負責政策申報的葉婷認為，人工智能政

務服務在自貿區快速推廣的背後，正是政府部門換

位思考，轉變服務方式的理念得到貫徹。“未來政

務服務時間將從‘5天×8小時’變為‘7天×24小時’，延

長了政務服務時間，減少了企業辦事的額外工作量。”

“下壹步，企業或居民到成都高新自貿試驗區

政務服務大廳辦理的業務，50%將由機器人完成。”

成都高新區管委會主任蘇鵬介紹，以制度創新為核

心，未來成都高新區力爭將準入門檻進壹步降低、

市場開放度進壹步提升、營商環境進壹步優化。

全球“朋友圈”聚集高端“合夥人”
簽約、握手、合影，摩肩接踵的洽談、交流。

在5月的2017成都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上，成都

高新區先後與法國索菲亞—安蒂波利斯科技園、西班

牙巴塞羅那創新產業園、荷蘭阿姆斯特丹科技園、上

海張江高新區、深圳高新區等園區共同成立“世界壹

流科技園區聯盟”。未來，各聯盟成員將在成都高新

自貿試驗區“TSPPP框架”下，攜手並進。

什麽是TSPPP？這是成都高新自貿試驗區正大

力實施的國際頂級科技園合夥人計劃(Top Science

Parks Partnership Plan)，作為壹項鏈接全球頂級科

技園區和創新區域的國際化網絡平臺，它也是成都

高新區自貿試驗區戰略的最新成果。未來，高端

“合夥人”們，將圍繞各自主導產業樞紐構建常態

化跨國交流合作平臺，探索園區間產業發展交流合

作機制。

“主要是探索建設全球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

綜合服務平臺，打造全球科技園區之間的科技與產

業合作樞紐，促進創新、資本、人才等要素跨境互

聯互通。”成都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陳洪濤說，按

照計劃未來幾年成都高新區還將力爭與美國矽谷、

英國劍橋科技園、西雅圖科技園、法國索菲亞科技

園等10頂尖科技園在產業集群、金融開放等領域

合作。

改革“大膽試” 引領發展“大步走”
如何在區域內最大限度激活創新創業要素，是

自貿區改革發展創新的基本“功課”之壹。

今年9月，國務院決定推廣13項具備復制條件

的全面創新改革試驗舉措，其中成都高新自貿試驗

區“面向中小企業的壹站式投融資信息服務”，即

“盈創動力科技金融服務模式”，成為全國推廣的

科技金融改革創新經驗之壹。

“盈創動力科技金融服務模式”即是通過政府

引導、民間資金參與、市場化運作，為中小企業提

供全方位“壹站式”投融資服務，著力緩解中小企

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這種創新金融服務

方式，有效解決了中小企業，尤其是科技型初創企

業因‘輕資產、無抵押、風險高’遭遇的融資困

境。”陳洪濤說，自貿區成立以來，盈創動力模式

通過向各地金融服務平臺延伸，正不斷“開枝散

葉”，探索出壹系列可復制、可推廣的中小企

業金融服務模式。其中，與德陽等地方共設天

使投資基金，運營的四川省“創新融資基金”

和“園保貸”產品已經覆蓋四川全省，服務區

域已達 62個工業園區，有力推動四川科技金融

融合和產業發展。

截至今年上半年，盈創動力模式已累計為4900

余家中小企業提供債權融資超過400億元，為400

余家中小企業提供股權融資超過72億元，為16000

余家中小企業提供投融資增值服務，助推80余家

中小企業改制上市。

“創新始終伴隨著成都高新區的發展歷程，是

推動區域經濟社區發展的最強大基因。”範毅說，

成都高新自貿試驗區將進壹步擴大社會領域的開放

力度，通過壹系列推動社會治理社會服務的改革創

新舉措，促進群眾獲取公共服務便利化，促進自貿

區改革試驗成果全民共享，助推成都推進新壹輪高

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建設國際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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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徑 6 米重達 675 公斤
巨大餡餅挑戰世界紀錄

波黑圖茲拉波黑圖茲拉，，當地壹家面包烘焙坊推出半徑當地壹家面包烘焙坊推出半徑66米米、、重達重達675675公斤的公斤的
餡餅餡餅，，有望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有望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成為全球最大的肉餅成為全球最大的肉餅。。

飛行飛行4545分鐘後分鐘後““人肉照相機人肉照相機””
憑記憶繪制紐約全景圖憑記憶繪制紐約全景圖

藝術家斯蒂芬藝術家斯蒂芬··威爾夏威爾夏 (Stephen(Stephen
Wiltshire)Wiltshire)在美國紐約帝國大廈繪制該市在美國紐約帝國大廈繪制該市
的全景圖的全景圖。。據悉據悉，，在乘坐直升機於曼哈頓在乘坐直升機於曼哈頓
上空飛行上空飛行4545分鐘後分鐘後，，威爾夏從威爾夏從1010月月1111日日
開始繪制紐約市全景圖直至開始繪制紐約市全景圖直至1010月月1515日日。。
本次作畫會在本次作畫會在20172017年年1010月月1616日舉行的日舉行的
落款儀式上畫上句號落款儀式上畫上句號。。倫敦藝術家威爾夏倫敦藝術家威爾夏
以憑記憶作畫而聞名以憑記憶作畫而聞名，，此次他在帝國大廈此次他在帝國大廈
第第8080層作畫層作畫，，這位倫敦藝術家每天從上這位倫敦藝術家每天從上
午午1010點至下午點至下午55點進行繪畫點進行繪畫，，帝國大廈帝國大廈
觀景臺上的遊客將能看到他的繪畫進展觀景臺上的遊客將能看到他的繪畫進展。。

威爾夏從小患有自閉癥威爾夏從小患有自閉癥，，除了畫工了除了畫工了
得之外得之外，，他最讓人驚嘆的地方是具有驚人他最讓人驚嘆的地方是具有驚人
的記憶力的記憶力。。從從 20052005 年以來年以來，，StephenStephen
WiltshireWiltshire憑借記憶畫過全世界八座城市的憑借記憶畫過全世界八座城市的
全景全景，，分別是東京分別是東京、、羅馬羅馬、、香港香港、、法蘭克法蘭克
福福、、馬德裏馬德裏、、迪拜迪拜、、耶路撒冷和倫敦耶路撒冷和倫敦。。

芬蘭現芬蘭現““長棍長棍””屋屋 三層樓占地僅為汽車大小三層樓占地僅為汽車大小

芬蘭赫爾辛基芬蘭赫爾辛基，，建築師建築師 Marco CasagrandeMarco Casagrande設計的房子設計的房子TikkuTikku亮相亮相
街頭街頭。。它的占地大小僅為它的占地大小僅為22..55 xx 55米米，，僅僅是壹輛普通汽車的大小僅僅是壹輛普通汽車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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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106年國慶國際標準舞觀摩會演出圓滿成功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報導報導

王麗純老師所指導華王麗純老師所指導華
夏的學生表演輕快美夏的學生表演輕快美
妙的妙的MamboMambo。。

Annie He Xiao &amp; Vlad AsAnnie He Xiao &amp; Vlad As--
tafievtafiev表演輕盈悄皮的表演輕盈悄皮的JiveJive的的。。

Uliana Maslovskaya &amp; Antonio SmyrnisUliana Maslovskaya &amp; Antonio Smyrnis
表演詩情畫意的表演詩情畫意的RumbaRumba。。

舞展結束後陳家彥處長夫婦舞展結束後陳家彥處長夫婦、、林副處長林副處長;;
國慶籌備會陳美芬主委國慶籌備會陳美芬主委、、嚴副主委嚴副主委;;僑教僑教
四中心莊雅淑主任四中心莊雅淑主任、、李副主任李副主任；；劉秀美劉秀美
僑務委員等與全体演員合影留念僑務委員等與全体演員合影留念。。

Jeanine Stewart & Maksym ZalizniukJeanine Stewart & Maksym Zalizniuk
表演优雅動人的表演优雅動人的WaltzWaltz。。

王麗純老師所指導王麗純老師所指導 CYCCYC的青少年表演輕鬆活潑的的青少年表演輕鬆活潑的
Cha ChaCha Cha。。

Rebecca Avila & Alex OlivaresRebecca Avila & Alex Olivares表演羅曼蒂克表演羅曼蒂克
的的BoleroBolero。。

Lily Huang &amp; Paul RichardsonLily Huang &amp; Paul Richardson表演浪漫表演浪漫
的的RumbaRu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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