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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7時30分美南國際電視STV15.3《三個女人一台
戲》﹐主持人黃梅子(中)與大通銀行副總裁王曉霞(左)﹑
畫家線曉媛博士(右)一起聊跨國婚姻﹐精彩內容請不
要錯過﹒《三個女人一台戲》首播11月11日(周六)晚7
時30分﹐11月13日(周一)晚間8時及11月14日(周二)
下午1時30分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11/11 to 12/10/2017
B1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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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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治
主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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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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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美食秀才藝吃美食秀才藝．．推廣華語台灣不缺席推廣華語台灣不缺席
休士頓獨立學區百利高中(Bellaire

Senior High School)於本(2017)年11月10
日下午在學校綜合活動中心舉辦華語才

藝秀，活動主要目的是推廣華語文化並
且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與領導能力。這
項活動自2007年開始舉辦，至今已逾10
年。今年係第11屆辦理，估計有學生
及家長近200人參加。

活動內容包括：傳統服飾走秀、舞
獅表演、詩歌朗誦、繞口令、民族舞
蹈、太極拳等等，節目精彩活動，學
習華語文化寓教於樂。活動主籌辦人
黃燦琴老師十分貼心的準備了各項台
灣美食餐點，參加者不虛此行。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每年
都會贊助此一別具意義的活動，教育
組組長周慧宜特別代表陳家彥處長到
場致意並肯定黃老師長年推廣華語文

教育的辛勞與貢獻。
另外，周組長也提供台灣獎學金及

華語獎學金的資料，鼓勵現場同學有機
會可以到台灣學習華語。同時也提醒同
學可以參加駐休士頓教育組每年3月間
所舉辦的華語能力測驗，向自己挑戰，
了解自己華語學習的程度。具備流利的
華語能力，不但有助於日後大學的申請
，也有利於未來職場上的競爭力。

日期：2017年11月10日
發稿單位：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發稿人：鍾慧
電話：713-871-0851
電子郵件：houston@mail.moe.gov.

tw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2017年9月14日，
糖城市法院副法官 (Jennifer Chiang) 宣布她將
參選Fort Bend縣第3法庭法院法官。縣法院負
責處理少年，輕罪，民事訴訟和遺囑認證案件
。 作為Chiang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律師，
Chiang律師在縣法院所涵蓋的所有法律工作領
域都有豐富的經驗。Chiang 在 2015 年被糖城
市議會一致任命為糖城市法院副法官。 她經
常擔任糖城市法院的法官，並主持了幾十個陪
審團的審判和席位審判。

Chiang是終身的共和黨活動家，曾擔任共
和黨 Fort Bend 管轄區域的秘書和主席，並且
於 2014 年被任命為“年度最佳分局主席”。
此外，她還擔任多個 Fort Bend 縣非營利組織
的董事會成員，包括 Fort Bend歷史協會（前

Fort Bend縣博物館協會），Sugar Land Skeeters
基金會和Sugar Land文化藝術基金會。 在二零
一五年，Chiang由德克薩斯州州長 Greg Ab-
bott任命擔任州長婦女委員會專員。Chiang的
家人鼓舞她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公共服務。
“作為第五代德克薩斯人和第三代社區活動家
，我一直致力於改善社區中其他人的生活。
我正在尋求參選縣法院的法官，因為我知道一
個有效的法官可以改變 Fort Bend 縣數以千計
的德州人的生活。“Chiang 是 Fort Bend 縣的
終身居民，Clements 高中畢業。 她擁有休斯
頓大學法律中心的法律學位，以及聖托馬斯大
學的MBA和經濟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Chi-
ang和她的丈夫，美國軍隊的殘疾退伍軍人和
他們的兒子住在糖城市。 她是中國浸信會的

成員。
Chiang將於2017年10月19日星期四下午

5點30分到晚上七點三十分在 位於Sugar Land
的320號高速公路旁的Chuy's舉行她的競選活
動。 欲了解更多關於Jennifer Chiang宣布她將
參選Fort Bend縣第3法庭法院法官的信息，請
訪問 www.jenniferchiangforjudge.com 或電子郵
件info@jenniferciangforjudge.com。

主要選舉日期: 2018年2月5日前一天註冊
投票/2018年2月20日提前投票的第一天/2018
年3月2日早期投票的最後一天/2018年3月6
日初選。一般選舉日期: 2018年10月9日前一
天註冊投票/2018年10月22日提前投票的第一
天/2018年11月2日提前投票的最後一天/2018
年11月6日選舉日。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去
年以29 票險勝的休士頓獨立學區
唯一華裔女校董 宋嘉年（Anne
Sung )，本月七日（ 本周二 ） 在
美國一年一度的全國公共職位競
選中，以 7067 票對 4405 票，大
勝對手2662 票，再度以62% 的壓
倒多數，獲得連任，成為休士頓
獨立學區（ HISD ) 九位校董之
一，此一喜訊也使休士頓的數十
萬華人倍感振奮，同時也證明了
主流社會對她的認可和支持。

宋嘉年（ Anne Sung ) 是於

去 年 11 月 的 校 董 特 殊 選 舉 （
Special Election ) 中獲勝，至今只
任職一年。她同時也是休士頓公
立高中的科學課程老師。此次宋
女士能比競選對手多了二千六百
多票，足見美國主流社會對宋女
士的支持，感謝她對公立教育的
辛勤貢獻，而休士頓地區所有華
裔，包括UCA Houston 等團體白
先慎 、馬健等人及所有投票者，
參與者的積極努力，也功不可沒
！

副法官Jennifer Chiang尋求參選縣法院的法官

Anne SungAnne Sung （（宋嘉年宋嘉年））競選學區校董成功競選學區校董成功。。

糖城市法院副法官糖城市法院副法官 (Jennifer Chiang)(Jennifer Chiang) 宣布她將參選宣布她將參選
Fort BendFort Bend縣第縣第33法庭法院法官法庭法院法官。。

宋嘉年本周二（11 月 7 日 ）以高票當選
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 )唯一華裔女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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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
會員大會暨年終會員聯歡會員大會暨年終會員聯歡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將
於12月10日(星期日) 下午5
點 在 Kim Son 餐 廳 (12750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Tel:281-242- 3500)
舉辦年度會員大會暨年終會
員聯誼。

除了選舉 2018 年副會
長和理事之外，黃春蘭會長
精心策畫整個年會活動，包
括晚宴佳餚、年刊製作以及
娛興節目(有慶生、唱歌、

爵士舞蹈，還有世華姊妹大
比拼遊戲聯歡) ，另外還準
備了琳瑯滿目的抽獎禮品！
期待各位姊妹來和我們共享
節日派對！耶！姊妹們可精
心打扮，因為大會專門佈置
拍照區，還將推舉最突出應
景的服裝獎，熱鬧精彩可期
，不要錯過喔！

世華美南分會在黃會長
的領導下，今年度會員增加
率近百分百! 為了讓會員彼
此之間更熟識，將以遊戲互

動增加聯誼，瞭解姊妹們各
行各業，促進各個業務連結
網絡互惠，並增進世華工商
婦女團隊向心凝聚力，呼籲
姊妹們踴躍參與，所有會員
免費，非會員酌收$30，詳
情 或 報 名 請 聯 絡 鄭 麗 如
(713)562-6464、 schwartzli-
lu@gmail.com或黃春蘭(832)
755-5317、 allice.
wen88@gmail.com。

(本報訊) F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主辦
時間: 11/19/2017 12:00 PM – 4:30 PM
地點: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目標對象: 德州台灣留學生及工作青年
費用：免費 (報名填表者提供免費台式便當與珍珠奶茶)
報名 link: https://goo.gl/forms/ Xgz609SW7b5xxKov2
11/15/2017 截止報名
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 一年一度的海外青年職涯講座將於

今年11/19舉辦。 這是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為年輕僑民及學子所籌辦
的第四次職涯講座。 有別於往年的模式， 今年的講座將以經驗演講

分享及互動問答兩部分所組成。 我們邀請到的講師包括休士頓地區
聲望極高的亞洲化學的創辦人和董 事長楊朝諄博士， 世界最大陸地
鑽油公司Nabors的副總裁暨財務長蘇柏斌學長， 糖城華人界享富盛
名的光電半導體公司AOI的人資長Johann a Chiang，僑教著名的葉
茂森公司法與移民律師。 講師們以主題演講的方式來涵蓋移民法律
、創業、企業經營、 職涯選擇、升遷晉升、商場應對、徵人選才等
主題；之後， 並以分組Q& A的方式來與講師當面討論我們青年在
職涯上所遇到問題或是困惑。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期望我們台灣海外
青年， 能夠在跟大師與成功者的討論中，找到自己的職場地位與策
略， 並成功應用在自身未來的職涯發展，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王維國音樂室將在11月18號
舉辦第十二屆學生演唱會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 職涯講座職涯講座

（本報訊）王維國音樂室第十二屆學生演唱會將於2017年
11月18日星期六晚上7點30分在休斯敦 Houston Baptist Univer-
sity 的柏林音樂廳舉辦。

王維國音樂室成立於2003年，目前有愛好聲樂的學生四十
餘人。為了提高學生的演唱技巧和舞台表演能力，音樂室不僅每
年舉辦多次家庭演唱會，而且自2005年以來面向華人社區連續
舉辦了十一屆學生演唱會。此外音樂室還舉辦了“來自遠方的歌
“ 女高音申遠方獨唱音樂會；女高音魯湄、汪怡、侯斐“美之
聲”音樂會；“愛、生命、生活” 女高音李瑞芳獨唱音樂會；
“那就是我”男高音顧之浩獨唱音樂會；“感謝音樂” 女高音
遲晶達獨唱音樂會 ；“歲月留聲” 女高音李琳獨唱音樂會；
“跟著夢想走” 女中音鄭媛娥獨唱音樂會。同時，音樂室每年
都參加華人社團舉行的各種節慶及大型演出活動。

這次學生演唱會將有三十多位學生逐一登台演唱大家耳熟能
詳的歌曲，曲目包括民歌 “嘎俄麗泰”、“天路”、“草原夜
色美”、“夢迴土家”、懷念家鄉的歌曲“鄉愁”、“望鄉詞”
、“故鄉的樹”、“鄉音鄉情”、英文歌曲有“The Lord’
sPrayer”、“You Raise Me Up”、“Because”、歌曲詠嘆調有
“偷撒一滴淚”、“我親愛的爸爸”、“我感到”、“漫步街頭
”、等等。

王維國老師1970年考入河南省歌舞劇院,接受正規的舞蹈和
聲樂訓練。 1988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取得美國聖路易斯音樂學院
獎學金赴美留學,先後就讀美國聖路易斯音樂學院,休斯敦大學音
樂學院,師從著名的聲樂大師Mr.Steven Smith。在休斯敦大學音
樂學院深造期間又考入休斯敦大歌劇院。畢業後,王維國老師赴
紐約師從國際著名聲樂大師 Mr. Aldo Di Tullio。他

先後就職許多美國歌劇院，任歌劇及獨唱演員，參加過幾十
部歌劇和許多大型音樂會的演出。

王維國老師於2004年在休斯敦為中國人活動中心捐款，舉
辦了個人獨唱音樂會。 2005 年在中國河南省鄭州市，舉辦了
“故鄉情”獨唱音樂會。 2006年在中國四川音樂學院舉辦了獨
唱音樂會。 2007年在中國武漢音樂學院，湖北長江大學舉辦了
獨唱音樂會。近年來, 除了在中國各地參加演唱會和舉辦獨唱音
樂會外, 王維國老師還多次應邀到中國各地大學及音樂學院舉辦
聲樂講座。

王維國音樂室熱忱邀請您光臨第十二屆學生演唱會。願我們
的歌聲在這裡和您相會,帶給您美的享受。

演唱會免費入場，我們敬候您的光臨。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 

 
 

 
Join 

Us for  

A Very Merry 

Holiday Party and 

Annual Member Meeting 

會員大會及年終會員聯誼 

Sunday, December 10, 2017, 5pm – 9:30pm 

  Kim Son, 12750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Ho! Ho! Ho! 
 

Food, 
Fun, 

  Gifts & More! 
 

  Member free, Non-member $30 
 

  Sponsor:Half-page Color AD in Year Book $ 100 
 Full-page Color AD in Year Book $ 200 
 Sponsor’s  Dinner $100 (2 guests) 

 
  RSVP: Lilu Schwartz, schwartzlilu@gmail.com, 713-562-6464 

Alice Wen, alice.wen88@gmail.com,  832-755-5317 

1111月月1818日的藝術盛宴日的藝術盛宴
”中華文化大樂園-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演員介紹(一)

(本報訊)由中國國務院僑辦主辦,以中國海外交流協會人才
資源部副部長邵蜀望為團長的”中華文化大樂園-優秀才藝學
生交流團”一行30人將於11月6日—11月18日來休斯敦進行
慰問,交流活動。交流團共慰問芝加哥、費城、休斯敦三大城
市，休斯敦是最後一站， 11月18日交流團將在Stafford Center
獻演一台文藝晚會。這是一台帶著祖國人民對休斯敦僑胞親切
慰問之情和代表著當前中國青少年最高藝術水準的文藝晚會,
共有16個節目,內容涵蓋舞蹈、聲樂、器樂、雜技、戲曲等,演
員的年齡在10-18之間,分別來自全國各地,都是萬里挑一的藝
術拔尖人才,個個出類拔萃。他們的到來將為中美文化交流和
華裔青少年對祖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推波逐浪!

另外慰問團還將與休斯敦當地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華夏中
文學校、休斯敦大學藝術中心、休斯敦國際語言學校、騰龍學
校、北美青少年民樂團、樊玉珍音樂工作室等進行參觀和交流
。

今年正值承辦單位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建校二十週年,這台
晚會也將作為學校二十週年大慶的重頭戲之一!自上週新聞發
布會後,購票者踴躍,還有少量餘票,欲購從速! 聯繫電話
:713-516- 5186



BB55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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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妻來美妻來美
K簽證概述
K簽證是專為美國公民的未婚夫

或未婚妻前往美國結婚而設立的簽證
類別。受益人必須在抵達美國九十天
之內完成結婚手續，然後由其美國公
民的配偶為其申請綠卡。

基本要求
1．申請人必須是美國公民。美

國綠卡持有人無法申請K簽證。
2．申請人必須提出材料證明雙

方在過去兩年中曾經見過面。法律也
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如果因極度困
難而無法見面的話，申請人可以提出
相關證據免除此項要求。一個案例表
明，美國公民未婚夫因長期患病在床
，無法與他以通信方式結識的未婚妻
見面。在提出醫生和醫院提供的輔助
材料以後，移民法院推翻了移民局的
決定，准許其未婚妻來美結婚。

主要文件
在申請K簽證時，應提供以下材

料：
1、美國公民身份的證明材料。

如出生證、公民證、美國護照等；
2、兩人的未婚身份證明材料。

包括離婚證明材料或以前配偶的死亡
證明；

3、兩人提出申請之前的兩年之
內見過面的證明材料；如飛機票，出
入境章的複印件，合影照片等。

4、其它輔助證明材料以證明其
關係的真實性，如兩人的合影照片、
來往書信、電子郵件、網絡聊天記錄
、電話賬單、飛機票等，以證明兩人
的關係及準備結婚的意圖。

特別注意
1、K簽證持有人必須在抵美九十

天之內完成結婚登記。否則，會喪失
合法居留身份。如果因故未能在九十
天之內結婚，應提供詳細、合理的說
明。

2、持 K 簽證者在進入美國之後
，不得轉換為其它非移民身份，如學
生 （F － 1） 或 專 業 人 員 工 作 身 份
（H－1B）等，也不得以其它類別的
親屬移民轉換成綠卡身份。

3、在提出綠卡申請時，必須由
為其申請K簽證的美國公民配偶出面
申請。如果K簽證持有者以美國公民
未婚妻的身份來到美國後，因種種原
因沒有和為其提出K簽證申請的美國
公民結婚，而是嫁給了另一個美國公
民，其美國丈夫無法為她提出在美國

境內調整為綠卡身份的申請。她必須
離開美國，前往美國海外領事館申請
移民。

申請過程
K簽證的申請須經三個步驟，首

先，美國公民需向其居住地所在的移
民局審理中心提出申請。在申請獲得
批准之後，移民局會將案卷轉至美國
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簽證中
心審核之後，再將該案卷轉至K簽證
申請人所在國家處理移民簽證的美國
駐外領事館（中國的K簽證統一由美
國駐廣州領事館處理）。美國領事館
將通知申請人前往面談。

在前往面談時，應準備如下文件
：

1、有效護照；
2、出生公證；
3、無犯罪記錄公證；
4、體檢材料；
5、偕行子女的上述材料；
6、經濟擔保材料；
7、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證明其與

美國公民的關係屬實。
K簽證持有人可在美合法工作，

其未滿二十一歲的未婚子女也可一起
申請K簽證前來美國。請注意，如果
K簽證的持有人與美國公民結婚時，
其子女已超過十八歲，則不能跟隨父
母在美國申請親屬移民。因為從婚姻
法來看，超過十八歲的子女已經成年
，不能由其繼父為其申請移民。只有
等到K簽證的持有人本人拿到綠卡以
後，才能為其子女申請移民。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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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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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審查力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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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id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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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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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移民局於 10 月 23 號公佈新的
舉措，推翻200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
請政策，即日起以審查新申請的方式
嚴格審查身份延期。根據以前的政策
，在審理H-1B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
，如果和初次申請沒有實質變化，可
以繼續批准申請。移民官只有發現重
大錯誤，或者延期申請新問題的情況
下，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因此
H1B延期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在新
政策下，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新
嚴格審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4. 美國移民局 10 月 12 日宣布，
對 I-129 申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
申請人必須將申請提交至對其公司總
部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務中心
。這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 H-1B 及
L-1工作簽證。在此之前，I-129申請
的提交地點取決於受益人的實際工作
地點。另外，弗羅里達州、喬治亞州
、 北 卡 羅 來 納 州 和 德 克 薩 斯 州 的
I-129申請轉到加州服務中心處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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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7年11月份的排期表，親屬
移民申請人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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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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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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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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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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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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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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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醫學代表團九日訪西南紀念醫院心血管內外科中心天津醫學代表團九日訪西南紀念醫院心血管內外科中心
由心臟外科主任Dr. Alexander 及內科主任豐建偉出面接待

11 月 6 日下午，天津市衛計委院長及衛
生管理人員高級防美研修班的歡迎儀式在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Onstead 學術會議大廳隆
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李
強民總領事、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的亞裔
代表譚秋晴女士、美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Michael E. DeBakey 退伍
軍人醫學中心主任和總裁Francisco Vazquez博
士、美國高帝健康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建輝
先生、德州醫學中心精神與健康研究所所長
John Graham 博士、MD安德森癌症中心病理
學系主任Victor Prieto 教授、豐建偉基金會主

席、西南區赫曼紀念醫院副院長豐建偉博士、
林登B 約翰遜醫院外科主任、McGovern 醫學
院副院長Tien Ko博士、天津市衛計委院長及
衛生管理幹部代表團團長劉先奪先生、赫曼紀
念醫院耿永健教授、衛理工會醫院馬欣教授、
德州醫學中心專家學者以及29名代表團成員
出席歡迎儀式。中美生物醫學公共平台朱全勝
博士主持歡迎儀式，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國際
著名病理學與腫瘤學家談東風教授介紹了來賓
及高級研修班在德州的培訓計劃。

天津市衛計委這次派出的高級研修班代
表團是迄今中國政府派出的規模較大、層次較

高的專家代表團之一。此次的
培訓將分別從美國醫療機構設
置角度、美國醫療保險制度角
度、美國醫師培養角度、醫療
體係對醫院和公共衛生管理的
影響角度、醫療多學科建設與
合作角度、臨床安全與醫療質

量控制、績效管理與醫療信息化建設等方面進
行案例教學和現場觀摩，提高研修班高學員在
這些領域的製度設計、宏觀把握和微觀執行能
力。通過課堂理論教學和榜樣經驗分享結合，
學習到美國先進的醫院管理經驗，提高學員對
醫療多學科質量安全控制的水平，加強中美醫
療行業雙邊的合作，促進中國醫改及醫療事業
的健康發展，達到更有效的救死扶傷、防病治
病的目的。

德州醫學中心成立於1945年，是世界最
大的醫學中心，也是集醫療、臨床科研、醫學
教學於一體的綜合性醫療機構。在患者治療和

護理，醫學教育和研究，以及疾病預防等方面
一直在全世界處於絕對的龍頭地位，值得中國
醫療代表團交流學習。代表團培訓期間將參觀
訪問德州大學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
derson Cancer Center)，休斯敦衛理工會醫院
（ Methodist Hospital）、德州大學 Galveston
醫學中心、赫曼紀念醫院（Memorial Her-
mann Hospital）、休斯頓退伍軍人醫療中心
（Michael DeBakey Veteran Affairs Medical
Center） 、 林 登 B 約 翰 遜 醫 院 （Lyndon B.
Johnson Hospital） 、 德 克 薩 斯 女 子 大 學
（Texas Woman's University）、聖安東尼奧醫
學中心、豐建位黃金心臟醫療中心、拉瑪大學
（Lamar University）等醫療機構及美南新聞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

歡迎儀式結束後，來賓們與全體代表團
成員集體合影留念，並在醫學中心的Trevisio
共進晚宴。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中國天津
醫學代表團於九日（ 本周四 ） 上
午九時訪問西南紀念醫院心血管內
外 科 中 心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 由該院心臟外科主任 Dr. Alexan-
der . Richard 及心臟內科主任豐建偉
出面接待。該院院長Gillian Alexan-
der 親自在門口歡迎客人。該訪問團
人數眾多，有29 人次，分三梯次由
接待帶至各部門參觀。該中心外科

主任Dr.Alexander 及內科主任豐建偉
醫師則在大廳向代表團簡介西南紀
念醫院的心血管內外科中心。

豐醫師介紹該中心的 「換瓣術
」 是全美唯一可作複製動脈，作心
臟換瓣術的醫院。該院 「心血管內
外科中心」，包括了心血管內、外
科，麻醉科及實習部門，是該院附
近方圓 100 英哩的病人往此就醫的
首選。有急診室，並作心血管大血
管創傷手術作的最好，該醫院對醫

師的要求非常嚴格，列全美紀錄。
他與外科主任 Dr. Alexander 醫師，
有師生之誼，他們可互相學習。

Dr. Alexander 在心臟外科的領
域已工作34 年，他的女兒在北京居
住，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的太
太是手外科醫生。目前，該心血管
內外科有69 張床位，通常作心臟支
架手術的，在此住一晚即可出院。
作為全美第五大系統，該院共有
2500 位醫生。每個醫生都是老闆，

工會則代表2500 位醫生與醫院管理
系統發聲，是大體系的團隊。

Dr. Alexander 表示： 天津在醫
療改革方面走在中國的前面，他希
望有有機會赴中國訪問，互相交流
，互訪。作為全美第五大系統，該
醫院逐漸偏向 「重症號 」。一（
ICU ) 多學科的查號，可非常快速的
提出整個方案，胸科許多非常困難
的病例，可通過網路互相討論，提
高醫療質量。

除了討論，代表團也在心血管
外科主任Dr.Alexander 及內科主任豐
建偉醫師的陪同下，前往該院 「重
症病房 」 部門參訪，實際了解他們
醫治病人情況，之後，他們又前往
該院教育部門，由護士長 Cindy 以
（ 有心跳、呼吸） 的機器人為示範
，向大家介紹美國護理人員訓練過
程。

大型天津市衛計委院長大型天津市衛計委院長
和衛生管理人員代表團到訪德州醫學中心

圖為全體代表團成員與西南紀念醫院心血管內外科中心圖為全體代表團成員與西南紀念醫院心血管內外科中心，，外科主任外科主任Dr. AlexanderDr. Alexander （（ 前排坐者右前排坐者右
二二）） 內科主任豐建偉醫師內科主任豐建偉醫師（（前排坐者左二前排坐者左二））合影於該中心一樓大廳合影於該中心一樓大廳。（。（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代表團一行訪問該院重症中心代表團一行訪問該院重症中心。。該院心血管內科主任豐建偉醫師該院心血管內科主任豐建偉醫師（（ 左二左二 ）） 正向大家介紹他正向大家介紹他
們營運過程們營運過程。（。（左一左一））為該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為該院心血管外科主任Dr.AlexanderDr.Alexander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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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夏季兒童皮膚病之四四種夏季兒童皮膚病之四
（（念珠菌性皮炎念珠菌性皮炎））

LA SorellaLA Sorella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司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司
今天現場時裝秀今天現場時裝秀，，來者有禮來者有禮，，無需購物無需購物！！

（本報記者黃梅子）上個月28日剛剛開
業的 LA Sorella 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司位於
sharpstown，今天 11 月 11 日中午 12 點至 2 點
有模特現場走秀！專業的服裝模特為您展示
各種禮服、休閑裝、泳裝等意大利流行時裝
，現場還有禮物發送，憑本文章或《美南新
聞日報》上的廣告可以領取一份禮物，無需
購物。憑《美南新聞日報》的廣告在11月15
日前都可以領取一份禮物，先到先得。

LA Sorella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司是華人開辦
的百貨公司，總部位於歐洲，在歐洲、美國
和中國都有連鎖店，公司擁有自己的制造工
廠，自家生產的產品在自家的百貨公司裏銷
售，完全沒有中間商環節，最大程度地讓利
給顧客。LA Sorella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司在
sharpstown shopping mall占有一棟樓，面積巨
大，主營各種男、女和兒童服裝，從泳裝、
內衣到晚禮服、休閑服、大衣應有盡有，為

滿足華人的需求，還特意專辟了一個意大利
服裝區銷售流行服裝。各種配飾，如皮包、
皮帶、帽子、圍巾等也琳瑯滿目。
這家公司位於百利大道與59號高速交界處，
非常方便，開業期間有大優惠和免費禮物，
請不要錯過！
地 址 ： 100 sharpstown Center, Houston,
TX77036
電話：832-426-3888

上幾期介紹了膿皰瘡，丘疹性蕁
麻疹，毛囊炎。本期介紹念珠菌性皮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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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珠菌性皮炎：不勤換尿布易出現此
皮炎
念珠菌性皮炎往往發生在不衛生的孩
子身上。如不注意清潔，不勤換衣服

和尿布等。高溫濕
熱環境也容易引起
此皮炎。長期濫用
抗生素會引起皮膚
菌群失調，長期使
用激素會抑制免疫
。孩子本身免疫力
差，比成人更容易
患上念珠菌性皮炎
。
病例：佳男七個月
大，出現了尿布疹

，醫生說是“念珠菌性皮炎”。抹了
醫生開的藥後,三天就好了。但是孩子
在幼稚園長時間墊尿布,還是會出現念
珠菌性皮炎那樣的紅疙瘩，抹藥後雖
然會好，但是不抹就容易復發。聽朋
友說，激素藥的特點就是：好得快，
易復發。後來朋友介紹說《劍牌》皮
膚病霜能解決復發問題，此藥是純中

藥不含激素。於是買來一試，效果確
實不錯，而且也不復發了。

念珠菌性皮炎有多種表現。一是尿
布皮炎，常好發于嬰兒肛門及口腔念
珠菌病。不衛生、不常換尿布的嬰兒
身上也會出現。表現為尿布區潮紅、
脫屑，甚至糜爛、滲液。周邊可見米
粒到綠豆大小的紅色扁平丘疹，表面
有脫屑。念珠菌性皮炎的另一種表現
是扁平苔蘚樣皮膚念珠菌病，在嬰幼
身上多見，又稱痱子樣皮膚念珠菌病
。因為像痱子一樣好發於頸部、肩背
部分。起初為紅色斑丘疹，扁扁的，
會脫屑。還有一種表現稱為“擦爛型
念珠菌病”，出現在腋下、腹股溝等
褶皺、汗水易聚集的不通風部位。
念珠菌是真菌，但寶寶念珠菌性皮炎
一般不需要口服抗真菌藥物治療。純
中藥《劍牌》皮膚病霜塗抹就可以了
。預防念珠菌性皮炎，家長應該給孩

子加強尿布區的護理，保持屁股乾爽
，平時不濫用抗生素和激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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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
很好的殺菌止癢功效。對念珠菌性皮
炎效果奇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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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念珠菌性皮炎及很多
皮膚病的剋星。是家庭常備藥。一試
便知，你一定會感歎它的神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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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禮物免費禮物

時裝部時裝部排隊領取免費禮物排隊領取免費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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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哈維救災捐款發放儀式華助中心哈維救災捐款發放儀式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致詞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致詞。。

「「 中領館中領館 」」 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 中中 ））代表國務院僑代表國務院僑
辦捐贈了哈維救災資金五萬元辦捐贈了哈維救災資金五萬元，，由中國人活動中由中國人活動中
心心---- 華助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華助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 左左 ），），執行長范執行長范
玉新玉新（（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中國國務院僑辦捐五萬元支持休斯敦中國人社區災後重建中國國務院僑辦捐五萬元支持休斯敦中國人社區災後重建，，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全體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全體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休斯頓哈維救災捐款最多的休斯頓哈維救災捐款最多的 PFAPFA
HoustonHouston 經理經理Mr. Thomas ChenMr. Thomas Chen 在儀在儀
式上發言式上發言。。

（（ 右起右起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全美山東同鄉會總會長孫鐵漢全美山東同鄉會總會長孫鐵漢，，德州德州
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季維強出席發放儀式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季維強出席發放儀式。。

發放儀式現場發放儀式現場（（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 中領館中領館 」」 副總領事劉副總領事劉
紅梅紅梅，，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華助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
僑務領事易川等人在大會上僑務領事易川等人在大會上。。

全體出席哈維救災捐款發放儀式的各社團代表與全體出席哈維救災捐款發放儀式的各社團代表與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董事會成員在儀式上合影董事會成員在儀式上合影。。

中國人活動中心將捐款抽出中國人活動中心將捐款抽出$$50005000 元捐給這次受災嚴重的元捐給這次受災嚴重的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由該校代表由該校代表（（中中 ））出面接受出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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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日上午慈濟德州分會提供100支免費流感疫苗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HEBHEB超市超市88號公路分號公路分
店藥房醫務人員在慈店藥房醫務人員在慈
濟德州分會為民眾免濟德州分會為民眾免
費施打流感疫苗費施打流感疫苗

十一月五日上午十一月五日上午HEBHEB超市超市88號公號公
路分店藥房為慈濟德州分會提供路分店藥房為慈濟德州分會提供
100100支免費流感疫苗支免費流感疫苗

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們忙著為打流感疫苗僑界人士服務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們忙著為打流感疫苗僑界人士服務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慈濟基金會德州分
會執行長黃濟恩會執行長黃濟恩、、
HEBHEB超市超市88號公路號公路
分 店 藥 房 經 理分 店 藥 房 經 理
SteveSteve 歐為了您家歐為了您家
人的健康人的健康、、替高危替高危
險群的老人最好把險群的老人最好把
握施打時機握施打時機，，及時及時
接種流感疫苗接種流感疫苗

時序入秋時序入秋，，天氣變化多端天氣變化多端，，流行性感冒在冬天及早春到達流行性感冒在冬天及早春到達
流感高峰期流感高峰期、、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率志工為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率志工為
社區民眾施打流感疫苗社區民眾施打流感疫苗

慈濟德州分會在堆滿發慈濟德州分會在堆滿發
放賑災物資大禮堂一角放賑災物資大禮堂一角
為社區民眾施打流感疫為社區民眾施打流感疫
苗苗

流行性感流行性感
冒簡稱流冒簡稱流
感感，，是由是由
流行性感流行性感
冒病毒引冒病毒引
起的急性起的急性
呼吸道感呼吸道感
染染

流感病毒一般通過空氣中的飛沫流感病毒一般通過空氣中的飛沫、、人與人之人與人之
間的接觸或與其被污染物品的接觸傳播間的接觸或與其被污染物品的接觸傳播，，是是
一種傳染病一種傳染病、、高危險群的老人最好把握施打高危險群的老人最好把握施打
時機時機，，及時接種流感疫苗及時接種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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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以來，國企重組明顯提速。

統計顯示，今年以來，120家國企上市

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取得進展，包括54家

央企和62家地方國企。7月份以來，披

露重組方案的國企有22家，較上半年明

顯增加。截至11月7日，共有56家國企

上市公司處於停牌狀態。財政部財科所

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表示，相對

於混改，年內看點在重組，尤其是軍工

行業可能會有進壹步動作。

國企改革進入新時期

隨著“神電”、“神機”的相繼

落地，央企戶數已降至98家。中國企

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李錦表示，下半年

以來，國企重組頻率明顯提升，而且

規模和力度都很大。央企重組更加重

視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從當前

的98家變成80家左右的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特大型企業集團，是今後三五年

大概率的結果。

金證互通董事長陳斌表示，作為國

企改革的先行者和排頭兵，央企改革起

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十九大後，改革

的目標和方向進壹步確定，未來改革的

力度將加大、速度會更快、行業領域也

將更寬。隨著國企改革進入新時期，重

組、混改等壹系列改革措施，將提升國

企的綜合競爭力，也將逐步釋放改革紅

利。

在資本市場中，近期軍工企業動作

頻頻。

中船重工集團旗下上市公司中國重

工日前公告，擬向中國信達等8名交易

方發行股份，收購大船重工42.99%股權

和武船重工 36.15%股權。分析人士認

為，中國重工此次交易具有標桿意義，

將強化“兩船”合並的預期。

此前，中船集團旗下兩家上市公司

——中國船舶和中船防務雙雙發布停牌

公告，稱公司控股股東正在籌劃重大事

項，可能涉及資產重組。

天風證券分析師鄒潤芳認為，船舶

行業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軍工央企是

本次推進重組整合中裝備制造領域的核

心組成，其中船舶領域（中國船舶、中

國動力）、地面裝備領域（內蒙壹機、

光電股份、北方導航）存在產能過

剩、資源配比失衡等問題，這些公

司作為央企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在重

組整合中受益。

推動煤鋼企業兼並重組
此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

表示，將通過加強技術改造，通過企

業的兼並重組，通過提高質量，百尺

竿頭再進壹步，把中國的鋼鐵工業由

大做強。發改委指出，將大力推動煤

炭、鋼鐵企業兼並重組轉型升級。鼓

勵有條件的企業實施跨地區、跨所有

制兼並重組。

目前，神華和國電已公布重組方

案，拉開了煤電央企重組的序幕。中煤

能源旗下子公司向母公司轉讓了山西運

銷100%股權及天津公司100%股權，以

集中優勢促進主營業務發展。

海通證券認為，央企煤炭資產整合

已開啟，煤電聯營將會是未來煤電行業

整合的基本方略，未來或以神華和中煤

兩大煤炭集團為基礎，重組五大電力公

司，最終有望形成兩個大型煤電合營綜

合公用事業公司。

申萬宏源認為，今年以來，補短板

成重點，推進煤企整體上市、兼並重組

成為主旋律。作為煤炭第壹大省，山西

近期國企改革明顯提速，疊加煤炭行業

進入以兼並重組為主線的“補短板”階

段，兩者共振，山西省屬煤炭企業已經

站上風口。未來在政府的牽頭下，山西

煤企重組大概率會提速。

平安證券鋼鐵行業分析師魏偉認

為，當前鋼鐵行業供給側改革五大任

務中的“去產能”已取得階段性成

果，未來去產能任務將更加倚重通過

兼並重組來完成。通過兼並重組有利

於提高行業集中度，規範市場競爭秩

序；有助於行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

級。未來5-8年將是中國鋼鐵行業大規

模兼並重組的重要時期，經過這壹輪

兼並重組，行業集中度將明顯提升，

產品結構和產業布局將得到極大的優

化，競爭格局將得到大幅改善，行業

也將進入良性發展周期。

下半年以來國企重組明顯提速
軍工蓄勢待發

綜合報導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前 10

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2.52萬億元人民

幣，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長15.9%。其中，出口

12.41萬億元，增長11.7%；進口10.11萬億元，增

長21.5%；貿易順差2.3萬億元，收窄17.8%。

據統計，10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2.24萬億元，增

長10.2%。其中，出口1.25萬億元，增長6.1%；進口9940

億元，增長15.9%；貿易順差2544.7億元，收窄20.3%。

從結構來看，壹般貿易進出口增長，比重

提升。前10個月，我國壹般貿易進出口12.73萬億

元，增長18%，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56.5%，比去

年同期提升1個百分點。

此外，對歐美日東盟等市場進出口均較快增

長。前10個月，中歐貿易總值3.4萬億元，增長

16.2%，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15.1%。中美貿易總值

為3.21萬億元，增長17.2%，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

14.2%。前10個月，我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為2.8

萬億元，增長18.5%，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12.4%。

中日貿易總值1.67萬億元，增長14.2%，占我國進

出口總值的7.4%。

從貿易主體來看，民營企業進出口占比提升。

前10個月，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8.66萬億元，增長

17.1%，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38.4%，較去年同期提

升0.3個百分點。

機電產品、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為出口主力。

前10個月，我國機電產品出口7.16萬億元，增長

12.4%，占出口總值的57.7%。同期，服裝等7大類

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2.55萬億元，增長8.6%，

占出口總值的20.5%。

進口方面，鐵礦砂、原油和天然氣等大宗商品

進口量價齊升。此外，機電產品進口4.66萬億元，

增長14.9%；其中汽車101萬輛，增加19.6%。

據海關統計，中國外貿出口先導指數環比略有

下滑。10月，中國外貿出口先導指數為41.6，較上

月下滑0.2。

“應以平常心看待四季度的進出口形勢。”商

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記者表

示，上半年我國外貿增速整體較快，得益於國際市

場回暖、同比基數較低、人民幣匯率等多重因素。

由於當前國際市場依然存在不確定性，以及去年四

季度外貿基數較高等因素，四季度外貿增速有可能

會回落，但不改總體回穩向好的態勢。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指

出，全球貿易整體回暖，亞洲周邊國家出口增長勢

頭都較好，預計全年我國出口增長7.2%、進口增長

17%，顯著高於去年。由於近期BDI指數、原油運

輸指數有所回落，我國貿易出口先導指數、航運景

氣動向指數、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都有下降，預示

明年貿易形勢不確定性加大。

商務部日前發布的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

（2017年秋季）顯示，2016年，中國進出口呈現前

低後高、逐季回穩向好態勢，四季度進出口由前三

季度的下降2.6%轉為增長3.8%。受此影響，2017

年四季度進出口增速可能高位趨緩。

回暖延續 前十月進出口同比增長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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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華夢幻奢華夢幻““貝殼屋貝殼屋”” 清新風設計獨特清新風設計獨特
近日近日，，來自建築師來自建築師Eduardo OcampoEduardo Ocampo的的

““貝殼屋貝殼屋”，”，不僅整體房屋外形充滿貝殼元不僅整體房屋外形充滿貝殼元
素素，，房內裝飾也是滿滿的海洋氣息房內裝飾也是滿滿的海洋氣息。。整棟房整棟房
子有兩座建築組成子有兩座建築組成，，看起來都像貝殼看起來都像貝殼，，門窗門窗
都是手工雕刻的都是手工雕刻的，，使得這裏看起來像電影裏使得這裏看起來像電影裏
的場景的場景。。而且還有個以魚類為主題的戶外遊而且還有個以魚類為主題的戶外遊
泳池和烤肉區域泳池和烤肉區域。。這裏的臥室有兩個這裏的臥室有兩個，，擺放擺放
著特大號的床著特大號的床，，洗手間裝飾也十分有特色洗手間裝飾也十分有特色，，
墻面的裝飾靈感則是來自美人魚墻面的裝飾靈感則是來自美人魚。。當然這裏當然這裏
肯定有肯定有WIFIWIFI和空調和空調，，租客不必擔心租客不必擔心。。

捷克動物園工作人員追逐過冬鵜鶘捷克動物園工作人員追逐過冬鵜鶘
湖面上演激烈湖面上演激烈““動作片動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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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鄭州，時隔16年今年2月重新開始發掘的鄭國三號車馬坑又有新發現。經
過近9個月的發掘，目前已清理出4輛馬車。其中壹輛鞍車，形制之大、裝飾之豪華，
刷新了“鄭韓故城”內出土馬車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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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一項調查表明：在癌症死亡患者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因為

化療的毒副作用致死的。這話一點也不誇張！

美國腫瘤協會在2001年就公佈，60歲以上的惡性腫瘤患者，不

提倡做放化療的規定。因為人越老，腫瘤的惡性危險程度就越

低。本來老年人自身免疫力就很低，難以承受放化療對免疫細

胞的大量殺傷；放化療一般只會縮短他們的生存期。

那麼，肺癌不需要化療嗎？　不是，而是老年人肺癌選擇化療

一定要根據病人身體情況，採取相應保護措施。即“正確治療

方法聯合正確的保護性措施” 。特別是一些老年癌症患者，他

們在接受了昂貴的放、化療治療的同時，自身的免疫系統卻遭

受了更大的傷害。相當大一部分老年肺癌患者，最後死亡的原

因其實並不是癌症本身導致死亡，而是受到強烈的化、放療之

後，導致體內免疫系統徹底衰竭而死亡；或者患者經過化療之

後，心肝腎功能全面衰竭，從而導致化療後的並發症而死忙。

中國科學院馮敏研究員指出：一直以來由於醫學上對癌症沒有

太理想的治療方法，雖然目前臨床上對於癌症的治療有手術及

放、化療、介入療法等，但是這些方法都有其不足之處：

第一、手術雖能將肉眼看得到的實體瘤切除，但對體內殘留的

小病竈和手術時散落在血液中的癌細胞卻無能為力；

第二、放化療對正常組織細胞和免疫功能的嚴重破壞，這些都

會促使癌症患者病情的惡化或複發。治療過程痛苦，傷害大，

治療後癌症患者免疫力下降，生存質量下降，存活期平均不足

三年，晚期肺癌存活率平均不足半年。　

有人形像比喻：　我們今天對付腫瘤的方式，就像警察抓小偷

，一旦發現它，就要消滅它。這是治標。假如我們能夠

消滅導致“犯罪”的“社會環境”，就可以大量避免“

犯罪”．這種比喻很形像地反映出當前在治療癌症方面

所存在的一些誤區。其實，治療肺癌不想死也可以辦到

。只要我們充分瞭解肺癌在手術、放、化療治療過程中

，中、晚期患者體內陰陽氣血的變化規律；辯證結合“

具有一定抗癌作用的中草藥”；　肺癌不死，或者讓肺

癌患者活得時間長些，其實能辦到。當然，應該是早發

現早治療為好。

抗癌專利組方《創新牌-靈芝三萜皰子油+AT 多醣組方》

可以讓原本被化療的“千瘡百孔的肺癌患者”達到“帶

瘤生存”的可能。原本生存在3～6個月的病人能有質生

存延至1～3年、5年、13年，甚至更長。經數國內１１家

臨床醫學的對數千例肺癌患者的臨床輔助治療證明：

1.可以１００％保護患者不被化療致死！　

2.用於虛性體質和免疫性基因缺損的肺癌患者，一般用藥反應

快的1—3天見效，慢的7—15天即可有明顯的效果。

3.９９％可減輕化療副作用症狀，並逐漸消除副作用。

4.對中、晚期、或轉移型肺癌患者，或不宜手術、放、化療的

患者，以及術後放、化療復後又發轉移者，可以超越西醫手術

、放療、化療三大常規治療的局限性，攻邪不傷身、補虛不戀

邪，在輔助殺死癌細胞同時，提高機體免疫力，排除毒邪、調

節細胞內環境、穩定基因、修復受損基因，使肺癌病人延長生

命。  

北美諮詢電話； 1-877-704-7117 癌症康復專線:832-588-7516

。德州獨家零售-東方盧林中醫713-774-5558，網上資訊：

www.chinesemiracleherb.com

如何保護老年人肺癌，
不被“放化療”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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