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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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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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籌備會 」 昨晚舉行感恩宴
答謝今年前來幫忙的僑胞及團體

圖文： 秦鴻鈞

「國慶籌備會 」 昨
晚在 「鳳城海鮮酒家」
舉行感恩答謝宴。席開九
桌，主委陳美芬女士（
圖一，左 ） 首先在餐會
上感謝各界前來幫忙的僑
胞及團體，有八十多人與
會（ 圖二 ） 現場一片弓
籌交錯，其樂融融。

「「牢記歷史牢記歷史，，面向未來面向未來」」 休斯敦周日二十多社團共同舉辦休斯敦周日二十多社團共同舉辦
休斯敦南京大屠殺80周年死難者公祭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由美南江蘇總會
、中國人活動中心、全美華人協會、美南山東同
鄉會------ 等二十多個社團共同舉辦的 「牢

記歷史，面向未來」--- 休斯敦南京大屠殺 80
周年死難者公祭活動，將於12 月 3 日，上午10
： 30 開 始 ， 在 國 際 貿 易 中 心 （ ITC ) (

11110'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72)
舉行。中國駐休士斯李強民大使將親自主持公祭
活動，二十多主辦單位並備有午餐和飲料。

圖為南京大屠殺80 周年死難者公祭海報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克拉瑪依中
國石油新疆油田公司 11 月 30 日宣布
，經過十餘年勘探攻關，準噶爾盆地
瑪湖地區發現12.4億噸級礫岩油田，
這是目前發現的世界最大礫岩油田。
克拉瑪依油田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現
的第一個大油田，其獨有的大比重煤
油、超低溫潤滑油是航天和國防急需
的稀缺資源。經過半個世紀開發，已
多年無重大突破。十多年來，新疆油
田公司再次把目光聚焦到與之相鄰的
瑪湖凹陷，然而凹陷區礫岩勘探面臨
資源潛力不足和缺乏配套技術等世界
公認的難題，迄今國內外尚無凹陷區
礫岩規模勘探成功的先例。 1955年，
位於準噶爾盆地西北緣斷裂帶的克拉
瑪依1號井噴出黑色油流，發現了新
中國第一個大油田——克拉瑪依油田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新疆油田
跳出西北緣斷裂帶走向瑪湖地區勘探
，但由於國內外缺乏凹陷區礫岩油藏

理論指導和勘探技術支撐，勘探成效
甚微。 2005年中國石油針對資源潛力
、沉積、成藏模式不清等勘探難題，
集中優勢科技資源，圍繞鹼湖烴源岩
生油模式、淺水扇三角洲沉積模式、
源上礫岩大油區成藏理論及礫岩勘探
關鍵技術等方面的難題展開攻關，瑪
湖地區勘探隨之連獲重大發現。

中國石油集團專家唐勇介紹，瑪
湖地區目前已發現三級石油地質儲量
12.4億噸，其中探明儲量5.2億噸。經
過調研比較，世界範圍內較大的礫岩
油田，如美國赫姆洛克油田、巴西卡
莫普利斯油田，儲量規模都比瑪湖礫
岩油田小。 “經過十餘年持續攻關，
我們豐富發展了陸相生油與礫岩沉積
學理論，建立了礫岩大油區成藏模式
，集成創新了礫岩高效勘探技術，跳
出斷裂帶發現了十億噸級瑪湖大油區
。不僅實現了幾代新疆石油人為祖國
再找大油田的夙願，也為我國乃至世

界礫岩勘探提供了成功經驗。”新疆
油田公司總地質師支東明說。“瑪
131 井獲得工業油流開啟了該區域油
氣勘探新的序幕。”唐勇說，瑪湖剩
餘資源巨大，通過近期整體研究發現
，還有已出油圈閉未交儲量4億噸、
新發現圈閉資源量8億噸，瑪湖地區
還具備再發現10億噸以上儲量的資源
條件。

據新疆油田公司介紹，在持續勘
探發現的同時，產能建設順利推進。
2016 至 2017 年瑪湖地區已新建產能
138 萬噸，“十三五”期間計劃建產
600 萬噸以上，瑪湖地區已成為新疆
油田規模增儲和上產的石油新基地。
“瑪湖地區的環烷基原油屬於世界原
油中的稀缺資源。”唐勇認為，瑪湖
地區勘探成果不僅為我國能源安全提
供保障，而且對新疆社會發展、加快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堅實的資源
基礎，同時為其他凹陷區礫岩勘探提

供理論技術，讓再造一個克拉瑪
依油田成為現實。瑪湖大油區不
僅為新疆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也為我國西部地區能源安全和
國防軍工建設提供了重要保障。
目前，瑪湖大油區已發現三級石
油地質儲量12.4億噸，其中探明
儲量5億噸，這相當於再造了一
個克拉瑪依油田。

據新疆油田公司介紹，在持
續勘探發現的同時，產能建設順
利推進。 2016至2017年瑪湖地
區已新建產能138萬噸，“十三
五”期間計劃建產600萬噸以上
，瑪湖地區已成為新疆油田規模
增儲和上產的石油新基地唐勇認
為，瑪湖地區勘探成果不僅為我
國能源安全提供保障，而且對新疆社
會發展、加快“一帶一路”建設提供
了堅實的資源基礎，同時為其他凹陷
區礫岩勘探提供理論技術，讓再造一

個克拉瑪依油田成為現實。
經過十餘年勘探攻關，準噶爾盆

地瑪湖地區發現十億噸級礫岩油田。

經過十餘年勘探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11月30日宣佈
克拉瑪依準噶爾盆地瑪湖地區發現12.4億噸礫岩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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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王維國音樂室第十二屆學生演唱會，
於11月18日晚上7點半，在精緻典雅的HBU Belin
Chapel 音樂廳舉行，這是休士頓聲樂愛好者期待的
年度音樂盛會，吸引不少觀眾前來共襄盛舉。

自2003年王維國成立音樂室以來，在質量上一
直力求穩定向前邁進。音樂室裏目前有40多名來自
各行各業，熱愛歌唱的學生。他們在歌唱學習 找
到樂趣，在公開表演挑戰中，彼此切磋鼓勵。這次
的演唱會曲目，隨著學生們的不同音樂喜好和經驗
，取材相當多元化。歌曲涵蓋三十多首中外歌曲，
包括描述故鄉美景、懷念遠方親人、歌頌祖國情懷

的中國民歌和藝術歌曲；還有深情激昂的歐美歌曲
，盪氣迴腸的抒情之作，振奮人心的宗教歌，耳熟
能詳的古典音樂，以及高貴典雅的歌劇選曲。

這屆演唱會有十名新學生登場表演，是歷屆新
老學生交替最多的一次。儘管都是第一次登台表演
，但各個都表現得非常搶眼，帶給大家莫大驚喜。
鋼琴伴奏區行方串引30餘名學生陸續登場，詮釋各
自拿手的歌曲。整場演唱會流程暢快無比，演出者
台風穩健充滿朝氣，他們聲情並茂的演唱帶領數百
名觀眾，歡渡一個身心舒暢的夜晚。

王維國音樂室第十二屆學生演唱會圓滿結束王維國音樂室第十二屆學生演唱會圓滿結束

(本報記者黃麗珊)(接12/01 B5)曾惠蘭博士提到，聯邦醫療
保險D部份承保-處方配藥計劃。聯邦醫療保險D部份幫助支持
醫生開立的處方配藥費用。您能透過獨立的聯邦醫療保險處方配
藥計劃，或許多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Advantage(C部份）計劃

，取得D部份處方配藥
承保。傳統聯邦醫療保
險（A 部份和 B 部份）
不承保大多數處方配藥
。許多選擇傳統聯邦醫療保險的民眾，也購買獨立
的聯邦醫療保險處方配藥計劃。哪些項目屬於聯邦
醫療保險處方配藥計劃的承保範圍？聯邦醫療保險
處方配藥計劃（PDP)由聯邦醫療保險核准的私營保
險公司提供。法律規定，計劃必須承保最常開立處
方的藥物種類。不過，各項計劃可決定要承保哪些
特定藥物。特定計劃的承保藥物清單為處方藥一覽
表。處方藥一覽表每年都可能變更。哪些項目不屬
於聯邦醫療保險處方配藥計劃的承保範圍？處方配
藥計劃不會幫助支付以下費用：A部份或B部份承
保的藥物，例如在醫院或醫生診所提供的藥物。不
在計劃處方藥一覽表的藥物。某些情況下，計劃可
准許例外處理，承保處方一覽表以外之藥物。聯邦
醫療保險不予承保的特定藥物類型。聯邦醫療保險
不予承保非處方配藥，以及維他命和礦物質處方配
藥產品（產前維他命和氟製劑除外）。聯邦醫療保

險也不予承保以下用途的藥物：厭食症、體重減輕或體重增加，
提升生育力、整容目的或毛髮增長、緩解咳嗽和感冒症狀、勃起
障礙、個別計劃可不予承保其他藥物，只要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設

定的D部份承保規定和最低標準即可。
曾惠蘭博士說到，哪些項目屬於聯邦醫療保險輔助保險計劃

MEDIGAP的承保範圍？無論由哪家保險公司銷售，每一個標準
化聯邦醫療保險輔助保險計劃都必須提供同樣的基本福利。同類
型的計劃之間，唯一的差異通常只有費用。A部份自付扣除金、
B部份自付扣除金、共同保險和醫療護理提供者的超額收費、輸
血費用（每年前3品脫）、您用完A部份福利後，最多額外365
天住院天數的A部份符合資格聯邦醫療保險費用、醫院和專業護
理設施共同保險（第21-100天）、國外急診醫療護理。哪些項
目不屬於聯邦醫療保險輔助保險計劃的承保範圍？聯邦醫療保險
輔助保險計劃不會幫助支付以下費用：長期護理，例如療養院護
理；在專業護理設施第1-20天、視覺、牙科和聽覺護理；助聽
器、眼鏡、私人護理、處方配藥。

曾惠蘭博士提醒，報稅需要注意事項：對已經有2017健保
者-2018年1月31日會收到1095A報告-上面會列出投保人的全
戶資訊，需要填 8962-（Premium Tax Credit)表格，然後填入
1040表格。

8965表格是用來申請免罰款及算罰款，執稅收入低於標準，
或者在國外居住全年超過330天者免罰款。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舉辦 「如何選擇醫保和健保講座」
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主講協助民眾認識美國醫療保險制度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於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於1111月月1818日下午日下午，，在該社區中心舉辦在該社區中心舉辦 「「如何選擇醫如何選擇醫
保和健保講座保和健保講座」」 ，，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主講健保專家曾惠蘭博士主講，，滿場民眾踴躍參加滿場民眾踴躍參加。（。（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美國亞太聯盟美國亞太聯盟 休士頓分會開幕典禮休士頓分會開幕典禮

美人歸Melgrace™
退潮熱退潮熱，，助好眠助好眠

【本報訊】“潮熱”是在毫無預警之下，熱感從胸部向面部
和雙上肢迅速蔓延，有時伴有心慌、出汗。發生的原因都是激素
分泌紊亂，植物神經系統平衡失調，導致血管收縮舒張運動處於
混亂狀態。

北美女性更年期保健品【美人歸】追求“內調外養”的天然
療法，堅持“標本兼治”的健康理念，通過分子細胞活化純化技
術萃取而成。從啟動卵巢功能及調節內分泌兩方面著手，有效調
理女性因陰津虧損、卵巢早衰引起月經不調、手腳冰涼、腰膝酸
軟、性欲冷淡、失眠煩躁、皮膚衰老等問題。

服用方法：每瓶120粒，每天2次，早晚各1次，每次2—4

粒。
作用機理和針對人群：【美人歸】採用世界上最先進的分子

細胞活化純化萃取技術，從東西方多種草本精華植物中提純出
10倍高濃度的天然大豆異黃酮精華素、婦科仙草北美升麻，配
合中國上千年經典藥材酸棗仁、枸杞子、茯苓、浮小麥、淫羊
藿等有效成分，重新均衡分泌女性荷爾蒙，調整內分泌，調理
氣血，切實達到改善更年期症狀的目的，讓女性重返青春靚麗
的年輕態！

（1）30歲—40歲的女性：月經不調。女性由於激素分泌失
調，導致明顯的月經不調的症狀。【美人歸】針對月經不調
（經期無規律，經量忽多忽少等）、經期綜合症效果顯著。同
時調理女性卵泡激素的分泌，從根本上解決女性月經不調和經

期不適的症狀。
（2）40歲—45歲的女性：色斑、面色晦暗無光、性欲減退

，更年期提前。由於性腺軸功能失調，內分泌系統紊亂，出現血
液循環欠佳的症狀，表現在臉上就是明顯的色斑和黃褐斑，在身
體體內表徵是性欲減退和月經不調。【美人歸】能調節內分泌，
淡化色斑、黃褐斑的形成，使色斑皺紋減少，皮膚更有彈性。

（3）45歲—55歲的女性：潮熱多汗、心煩易怒、頭暈頭疼
、閉經、失眠等各種症狀。體內氧自由基增加引起內分泌失調，
則出現更年期閉經、潮熱多汗、心煩易怒等症狀。【美人歸】中
的有效活性成分能清除自由基，調節內分泌，緩解更年期症狀。

（4）55歲以後的女性：延緩衰老，強化免疫，減少骨質流
失和老年健康問題。女性50歲左右是女性進行今後中老年保健
的關鍵時期。專家指出，女性要學會保護自己，這樣才能保護好
後半生的健康。【美人歸Melgrace™】淡化老人斑，加強體力，
提高免疫力，延緩衰老。建立體內雌激素新平衡，減少骨質疏鬆
，降低婦科疾病風險。

嘉康藥業榮譽出品
加 拿 大 製 造 ， 國 際 GMP 認 證 ， 美 國 FDA 註 冊 号 #

19090670562，加拿大天然品NPN#80032928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址：www.royalnatural.ca

(本報訊)休斯敦市議員Steve Le將做主旨演講。邀請的嘉賓講
員包括：

國會眾議員Al Green，Pete Olson，Sheila Jackson Lee
州眾議員Hubert Vo
休斯敦獨立學區HISD校董Anne Sung （德州最大學區，283

所學校）
州眾議院候選人Sarah McMerchant，法院候選人Jennifer Chi-

ang
北美同源總會（1895年成立的華人組織）總會長敖錦賜（Ed

Gor）
美國華人聯合會主席白先慎（Steven Pei）
80-20休斯敦主席M. Salahuddin Imaduddin
OCA休斯敦主席Deborah Chen
APAHA主席Nelvin Adriatieo

亞太聯盟創始人、全國主席尹集成（CC Yin）
亞太聯盟全國總裁黎志一（Victoria Li）
亞太聯盟西南地區主席趙明菲（Alice Yi）
關於APAPA
APAPA 的全名是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Association （美國亞太聯盟），是一個民間群眾團體，是在美國
聯邦政府註冊的501(c)(3)非營利組織。 APAPA專注於通過教育、
參與和領導能力的培養，提高亞太裔在美國參政、議政的意識和
能力。 APAPA於2001年在加州由著名亞裔領袖尹集成創立，目
前在全國各地有4萬名會員，通過其實習生項目培養了數百名亞
裔青年領袖，通過組織各種草根層面的選民教育、領導力培訓，
推動在本地、州一級到聯邦一級的亞裔參政議政，促進了數十名
亞裔當選為聯邦、州一級的官員。網址：apa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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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公民入籍簡介公民入籍簡介(Path to Citizenship)(Path to Citizenship)和最新移民消息和最新移民消息
從這一節起本移民專欄將陸續介紹加入美

國公民的途徑。
1．出生時即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出生在美國】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凡是在美國本土以及

所屬領地出生的人，不管其父母是否美國公民
，自出生就具有美國公民的身份。這也就是國
際法上的出生地原則。這一原則基本適用於所
有人.但是具有外交豁免權的外交人員在美國出
生的子女除外。外交人員的子女即使出生在美
國，仍不具有美國公民的身份。

【出生在美國以外】
對於出生在美國以外的人士來說，如果其

父母親是美國公民，其中一人在孩子出生之前
在美國有固定居所，他在出生時即具有美國身
份。如果父母雙方一人是美國公民，另一人沒
有美國公民身份，具有公民身份的父親或母親
必須在美國住滿五年，這五年當中至少有兩年
是在其14歲以後居住，這樣，子女在出生之時
才具有公民身份。如果具有公民身份的父或母
親不能滿足居住的條件，其祖父或祖母如果在
美國居住五年以上且其中兩年是其14歲以後在
美國居住的，這樣，即使孩子不在美國出生，
也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非婚生子女】
如果出生時是父母親沒有結婚登記，則看

其生父或生母是美國公民。如果生母是美國公
民，在符合上述居住條件時 ，在出生時即具有
美國公民身份。如果生父是美國公民，則需根
據有關法律辦理一系列的手續之後才能獲得美
國公民身份。而此手續是依據所居住的國家法
律。

以上這三類人士,在出生時就自動具有美國
公民身份。

2、父母入籍後獲得公民身份
【子女公民法案]
美國國會於2001年2月7日通過子女公民法

案。該法案規定，如果父母有一人入籍成為美
國公民，只要其子女具有綠卡身份，年齡未滿
18歲（在父或母入籍的時候），由 公民身份的
父親或母親監護或撫養，該子女即自動獲得美
國公民身份。法律認定，孩子的父親一般具有
孩子的監護權。符合這些條件的孩子可想移民
局提出公民證書的申請。也可向美國國務院護
照中心或有關郵局提出美國護照的申請。

【收養的子女】
根據子女公民法案，收養的子女同樣可以

自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只要收養的父母有一
人具有美國公民身份，收養的子女年齡在18歲
以下，收養手續完備，被收養的子女具有美國
永久居民身份與收養的父母住在一起。根據這

一規定，被美國公民收養的子女大都可以自動
成為美國公民，而且不必另外提出申請。

【繼子或繼女】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子女公民法案，美國

公民的繼子或繼女無法自動獲得公民身份，除
非另外辦理收養手續（如果符合收養條件的話
）。不過，其非公民的生父或生母在獲得公民
身份後，其子女有可自動獲得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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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
止，我們律師樓今年遞交的所有 H-1B 工作簽
證全部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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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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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sfor Fil-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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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
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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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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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
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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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
lEuSOk

LycamobileLycamobile 讓您與世界通話花費更少讓您與世界通話花費更少
每月僅需$19 元，您可無限量通話和短信到中國

（本報記者秦鴻鈞）手機市場界又竄出黑
馬了，Lycamobile 以無敵之勢全世界 50 個國
家電話隨便打，每月僅需19.99 元，有的計劃

僅需$17 元多，可隨時打中國，台灣，香港等
50 個國家。甚至兩個人都是使用 Lycamobile
電話，在歐洲互相打電話，不論多長時間，都

一 律 免 費
。 在 全 美
各 地 都 可
無 限 制 通
話 或 發 短
信 至 中 國
， 台 灣 ，
每 月 僅 需

19 元。代理該公司的 「王朝通訊 」 表示：
因為 Lycamobile 如此優惠，現在該店有很多

AT&T , T- Mobile 的客戶都轉來Lycamobile ,
就是因為它如此方便，全世界打透透，價格又
如此低廉。Lycamobile 上巿已五、六年，是世
界級的公司，其大本營在英國。

請儘快前往敦煌廣場#312 ，山水眼鏡對
面的 「王朝通訊 」（ ZaZa Digital ) 洽詢。 「
王朝通訊」 服務所有品牌手機，電腦，互聯
網，電視，護照照片。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312,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
713-777-7233 / 832-277-7745

本文根據英文版《美國銀行家
》雜誌（American Banker）於 11 月
29 日 刊 登 的 Consistent Performer:
How Dominic Ng built East West into
a Powerhouse 編譯。請按頁面底端
“閱讀原文或Read More”查看英文
原文。原作者：Kate Berry

作為一位銀行家，吳建民的商
業模式與中國貿易有緊密聯繫，他
若因特朗普總統週期性地對中國徵
收關稅或制裁的“威脅”而感到緊
張，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身為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的他
，卻認為無需驚慌。

在過去的26年中，吳建民將華
美銀行從一家資產僅6億美元的小型
儲貸所變成如今資產達363億美元、
總部位於南加州最大的獨立銀行，
專注於美國與大中華區市場發展。
無論是希望與中國企業進行貿易往
來的美國公司，還是有意開拓美國
市場的中國公司，華美銀行往往是
他們的首站。
一位分析師在評價吳建民時表示，
“華美銀行原本只是一家服務於美
籍華人的小型儲貸所，在吳建民的
帶領下，現已成為在中國貸款和跨
境商貿方面的重要參與者。”

吳建民表示，儘管有關全球化
和美國製造業外流的政治言論激烈

，但中美貿易增長是不容置疑的趨
勢，這也預示著華美銀行銀行將擁
有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企
業來到美國，在這裡建廠、征才，
持續發展。中美之間的貿易和投資
增長從未間斷過。”現年59歲的吳
建民在華美銀行位於加州帕薩迪納
市（Pasadena, California,）的總部接
受採訪時說道。

從他七樓的辦公室向外眺望，
可以看到大理石穹頂的帕薩迪納市
政廳（Pasadena City Hall）。吳建民
講述著他如何將華美銀行從一家只
服務中國移民的小型儲貸所，逐步
變成如今連年盈利的全方位區域性
銀行。

吳建民在商業領域的成績引人
矚目。在他的帶領下，華美銀行於
1991年到2017年間，每年盈利創新
高（除了1996年和金融危機爆發的
2008 年、2009 年；2008 年是銀行唯
一虧損的一年）。

今年也不例外。與去年同期相
比，華美銀行今年前9個月的利潤增
長31%，達4.207億美元。

今年第三季度，華美銀行的盈
利較去年同期增長20%，達1.327億
美元；總貸款增長15%，達285億美
元；總存款創新紀錄，達313億美元

，增長 10%；調整後的
淨 息 差 增 長 0.3% ， 達
3.46%。
“不斷上升的數字證

明我們是一家持續成長
的企業。成功的關鍵是
我們努力吸引新客群並
用心維護現有的客戶。
”吳建民說。
近期，《美國銀行家

》 雜 誌 授 予 吳 建 民
“2017年年度銀行家”
（2017 Banker of the
Year）“卓越表現銀行

家” （Consistent Performer）榮譽，
旨在表彰其一貫穩健傑出的商業表
現——不僅將華美銀行發展成為全
美盈利表現最優異的區域性銀行之
一，同時還保持良好的信譽品質，
高效實現企業願景。

美國美銀美林全球研究部門美
國中型市場的主管 Ebrahim Poon-
awala評價吳建民為一位“瞭解中國
併負有聲望的銀行家”。

Poonawala說：“華美銀行原本
只是一家服務於美籍華人的小型儲
貸所，在吳建民的帶領下，現已成
為在中國貸款和跨境商貿方面的重
要參與者。縱觀整個銀行業或全美
排名前50的銀行，有多少CEO執掌
一家銀行超過20年？”

在領導力的持續性和盈利能力
方面，能與吳建民比肩的銀行家鳳
毛麟角。

投行 Sandler O ' Neill & Partners
股票分析業務的董事總經理 Aaron
James Deer表示：“吳建民在培養人
才方面表現突出，他擁有一群優秀
的高層管理人員和經理。他在商界
備受尊崇。在過去幾年，專注於中
國市場的發展策略對華美銀行的成
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
面，他們也積極協助美國企業在中
國取得成功。華美銀行促進了中美
雙方的經貿往來。”
關於中美貿易

儘管外界擔心特朗普政府的立
場會對華美銀行在進出口方面的銀
行業務帶來不確定性，但吳建民認
為這些變化都是積極的。特朗普還
未對中國徵收關稅或實施任何懲罰
性措施。相反，經過多年的談判，
美國已經開始向中國出售天然氣、
牛肉和大米。

“如果單就中美貿易來看，特
朗普政府與奧巴馬時代唯一的區別
是，現在美國又向中國多開放了三
個渠道。每個人都擔心會有不利的

情況發生，但就事實來看，中美貿
易在向著良性發展的方向前進。”
吳建民解釋道。

吳建民用“稍顯混亂”來形容
特朗普政府，但他也將部分負面情
緒歸咎於企圖“掩蓋衝突”的“媒
體報導形成的輿論導向”。“毫無
疑問，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
（Wilbur Ross）和財政部長史蒂文
•姆欽（Steven Mnuchin）對在中國
投資很感興趣。”吳建民說。

近日，吳建民在華美銀行的官
方網站上發表文章，探討了美國如
何應對貿易逆差等問題。在今年8月
的文章中，他寫道“中美應把握當
前時機進行談判，而非疏遠對方。
”

在向企業貸款的日常業務中，
吳建民見證了中美貿易態勢的驚人
轉變。

“如果華美銀行只關注服務美
籍華裔社區，那我們就會將自己束
縛在一個狹小的領域。”——吳建
民

今年9月，吳建民參加了比亞迪
汽車（BYD Motors）在加州舉辦的
盛大開業典禮。比亞迪汽車是比亞
迪中國的美國分公司，專注於生產
電動汽車電池，也是華美銀行的客
戶之一。2011 年，比亞迪在洛杉磯
成立了北美總部，當時只有10名員
工。如今，比亞迪在北美的員工人
數已接近700人。吳建民表示，中國
的土地價格日益高昂，比亞迪選擇
以相較低廉的價格在加州蘭卡斯特
（Lancaster）購買土地，並迅速發展
。“過去，美國將商品交給中國製
造，再將成品運回至美國的沃爾瑪
出售。現在，中國企業選擇到美國
建廠。”吳建民進一步說道。
連接中美的橋樑

在成為一名銀行家之前，吳建
民曾在德勤會計事務所（Deloitte &
Touche）擔任註冊會計師達10年之

久。再此前，他還曾在一家名為
Seyen Investments的風險投資公司工
作。

吳建民給想要在銀行業大展拳
腳的人士的建議是，要找到一個
“可擴展、能盈利、可持續的”商
業模式。
1991 年，當吳建民以首席執行官的
身份加入華美銀行時，他認為並堅
持，銀行不應該只為中國移民服務
，它需要服務更廣泛的客群。

“我強烈地感受到，更適合華
美銀行的使命是成為中美之間的橋
樑。如果我們不能積極地參與主流
社區，那我們如何能為從亞洲來到
美國的新移民提供附加價值呢？”
吳建民說道。

當時的商業模式過於侷限。
“如果華美銀行只關注服務美

籍華裔社區，那我們就會將自己束
縛在一個狹小的領域。”

在吳建民的帶領下，華美銀行
擴張速度顯著，部分通過收購。自
1991 年以來，華美銀行總共收購了
九家銀行，其中包括兩家破產的銀
行。2009 年，華美銀行收購舊金山
的 聯 合 銀 行 （United Commercial
Bank），使自身的資產規模擴大一
倍，並取代如今屬於加拿大皇家銀
行（Royal Bank of Canada）的 City
National Bank，成為洛杉磯最大的銀
行。此次收購也讓華美銀行增加了
63 家分行，並獲得了一張“難得”
的中國銀行牌照以及位於上海、香
港和汕頭的三家分行。（如今，華
美銀行擁有超過130家分行，其中10
家在中國。）

2010 年，華美銀行又收購了西
雅 圖 的 華 盛 頓 第 一 國 際 銀 行
（Washington First International Bank
）；2014 年，華美銀行完成了最近
的一次收購——休士頓的首都銀行
控股公司（MetroCorp Bancshares）
。

卓越表現銀行家卓越表現銀行家：：吳建民如何帶領華美銀行發展為連接中美市場的全方位商業銀行吳建民如何帶領華美銀行發展為連接中美市場的全方位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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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府輔大校友張文進的社安金大華府輔大校友張文進的社安金
領取須知及資產轉移規劃財務講座領取須知及資產轉移規劃財務講座

1130B01張文進+華盛頓旅美科協+五人行音樂會

【華府新聞日報訊】又是一年將盡，在寒冷的冬天，最令
人期待事，就是在節日假期與親愛的家人和朋友相聚，大家一
起歡送舊的一年和期待新的一年。

如果年底您不會出城，大華府輔仁大學校友會竭誠邀請您
來參加，與老朋友們聚會，校友張文進的社安金領取須知及資
產轉移規劃財務講座。

日期: 12月2日中午，1:00 - 3:00 社安金領取須知及資產

轉移規劃財務講
座

開 放 非 校 友
參加地點:

馬 州 蓋 城 華
府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

901 Wind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 20878

Tel: 301-869-8585, Fax: 301-869-8883

社安金領取須知及資產轉移規
劃財務講座

社安金不僅是退休金而已，它還照顧了喪偶者或離婚者，

及未成年的子女，張博士強調社安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家庭保
障計劃。

即使“申請但延後領取”已被取消，您仍有一些策略，可
以幫助您獲得最大的利益。張博士將講解：1）社安金的基本
原則及福利項目；2）何時領取社安金最有利；3）社安金領取
策略；及4）那些投資計劃可用以彌補社安金的不足。

資產轉移規劃不僅是設立遺囑或信託而已，它是一個持續
的過程，一旦有任何可衡量的資產時，就應考慮到資產轉移的
策略。資產轉移規劃的目的是確保財富能有效的轉移給受益
人，並且能符合節稅的方針。

資產轉移有二項常被忽略的項目，那就是資產擁有的方式
及受益人的指定方式，這些方式也影響到資產被扣稅的方式，
張博士將針對20項資產轉移的迷思詳加討論。此外，良好的
退休金領取策略，可以將財富以高效節稅的方式轉移給後代。

【華府新聞日報訊】時間: 12 月 9 日, 2017,
2pm-5pm

地點: Pender Professional Center, 3901 Fair Ridge
Dr., Fairfax, VA

22033, https://goo.gl/maps/hviHSXsDGfL2
講座專題: 區塊鏈技術在未來金融世界中的重要

應用
主講人: 曹輝寧教授 ,中國北京長江商學院金融

系主任
美國加州大學UCLA 金融博士, 美國耶魯大學病

理學博士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本科
摘要：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創新是分配式記憶，

開源軟件，透明性和不變性。主張區塊鏈技術的新
範式，在這個範式中，用戶身份，鏈條上的記

憶與鏈條下的記憶緊密相連。只有擁有真實身份，

區塊鏈技術的商業使
用才能取得成功，才能擺
脫洗錢，逃稅和其他非法
活動等弊端。講座也將討

論區塊鏈技術在金融
以及其他領域的各種強大

應用。
曹 輝 寧 教 授 （Henry） 是 長 江 金 融 學 院

（CKGSB）金融學教授兼MBA 主任. 1995 年在加州
大學

洛杉磯分校獲得金融學博士學位，1991 在耶魯
大學年獲病理學博士學位。在加入長江商學院之

前，曹博士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北卡大學
教堂山任教。他的著作已在“金融學報”,“金融研

究評論”，“金融經濟學雜志”，“經濟理論
雜志”，“商業雜志”和“金融評論”等多種學術

刊物上發表。曹博士是“國際金融評論”主
編，“經濟金融年鑒”，“中國金融評論”編委。
他

還獲得了卓越的教學和研究獎項，其中包括
1998 年和2000 年史密斯·布裡登獎提名人選，以及

“金融雜志”最佳論文。
感 謝 Pender 專 業 中 心 和 Triway International

Group (三立集團) 的慷慨贊助
活動免費, 將提供茶點, 著裝要求: 商務便裝
主辦機構: 美國華盛頓旅美科協和網絡技術協會

http://castdc.org/web/
協辦單位: 美國華盛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友會

華盛頓旅美科協華盛頓旅美科協""名師名人名師名人""系列講座系列講座
區塊鏈金融技術區塊鏈金融技術（（Blockchain and FintechBlockchain and Fintech））

【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府樂藝小集將於十二月三日
(周日)下午三時, 在銀泉市的 Calvary Lutheran Church 隆
重推出 “五人行鋼琴， 中提琴， 小提琴 ，大提琴 五重
奏 ”難得一聆的 家庭音樂會。今年特邀請音樂史專家
Bonny Miller 博士作演出前免費的樂曲解說 (2:30 pm)。

青年鋼琴音樂家 Daniel Lau , 小提琴 Simon Maurer
, 中提琴 Agnes Maurer , 大提琴 Stephen Framil ,張黎莉鋼
琴 同臺獻藝。"五人行 室 內樂" 演奏在賓州，馬卅，維
基尼亞，華府一帶 甚為頻繁。除了正式音樂會 ，還常到
學校作教育性的演出，並舉行教學高級班。他們樂評甚
多,有稱其“技巧超凡”，“重獨奏完美無瑕”等佳評。
小提琴家 Simon Maurer 在 YMCA 二十畝地改建的大
宅 ，又建了兩千平方尺的演奏廳 , 平日喜戶外活動 及網
球。他夫人為法國人 , 十六歲即加入管絃樂團，曾在琵琶
底就讀 。大提琴家 Stephen Framil 為印地安納大學博
士， 現任教賓卅東方大學，為交響樂團指揮; Daniel Lau
為加卅 Loma Linda 大學學士學位，琵琶㡳碩士及博士學
位, 精通鋼琴 ,小提琴 指揮 , 現為華盛頓 Adventist 大學音
樂系主任。張黎莉國立臺灣大學學士學位 ，美徳卅大學
碩士學位。現任教蒙郡社區大學，為華府國際鋼琴比賽
主任。

他們致力於這四種樂器成音組合音響的效果。曲目

豐富多變，從古代改編曲到近代作曲家的新
作首演，足跡遍及各地，和燭光音樂會演
出。 佳評不斷，最近將出版新唱片， 呈現
給大眾他們最好時音樂表現。

是日曲目豐富，有名作曲家弗瑞鋼琴四
重奏 C小調；舒伯特降B大調絃樂三重奏；
John Corigliano 鋼琴四手聯彈 "夏季涼亭舞曲
",共有四首短曲, 均節奏明朗輕快; 並有假期
名歌同唱及雪橇歌等。弗瑞法國曲子有不同
的速度及表情 一氣呵成，有透明的線條，可
愛的主題，融合了法國近代音樂的各種特
徵，生動的表現出曲中水和霧朦朧般的音
色；舒伯特有優雅的奧國風味；Corigliano
作品有其獨特爵士 ,藍調及古典媚力 風格，洋溢著美國情
調，這些曲目會受大眾歡迎。

演 出 地 點 在 Calvary Lutheran church 9545 Georgia
Ave., Silver Spring MD, 20910. 地處 495 公路和 Georgia
Ave 的交界處。乘坐地鐵紅線在 Forest Glen 站可到達。
教堂前面或旁街Flora Lane 均有免費停車位.。 成人票20
元， 學生老人票15元， 並有團體優惠券。並且是本季假
期前夕音樂會，會前特邀請音樂史專家免費作音樂解
説。會後有豐富茶點招待 ，和藝術家交流。座位有限，

購票請早。電話購票咨詢請電張女士 301-933-3715 , 或
查 閱 http://www.musicalartsinternational.org. Email to
musicalartsinternational@yahoo.com. 音樂會當天在海珍樓
in Rockville 301-770-5020， 或 Silver Spring , Amina
Tsai , 301-588-3588 and ChamTai, 301-495-6308 用餐可
憑票享受九折優待。此音樂會娛樂和教育並兼，盼學生,
老師及樂友們共襄盛舉，齊來享用音樂的美宴慶典,迎接
即將到臨聖誕佳節.

享用音樂的美宴慶典,迎接即將到臨聖誕佳節。

五人行音樂會五人行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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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健明駱健明、、郭穎夫婦在自宅為糖城巿長郭穎夫婦在自宅為糖城巿長Joe ZimmermanJoe Zimmerman 辦募款餐會辦募款餐會

駱健明駱健明（（中立者中立者））主持糖城巿長與贊助者政見說明會主持糖城巿長與贊助者政見說明會。。
出席募款餐會的贊助者出席募款餐會的贊助者（（ 左一左一 ）） 為久違的前為久違的前 「「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梁栢堅主任梁栢堅。。

出席募款餐會的僑胞出席募款餐會的僑胞。（。（ 右一右一 ）） 為糖城中國城為糖城中國城 「「
糖城廣場糖城廣場 」」 的負責人唐心琴的負責人唐心琴。。

糖 城 巿 長糖 城 巿 長 JoeJoe
Zimmerman (Zimmerman ( 左左
四四 ）） 與世華工商與世華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的代婦女企管協會的代
表合影表合影。。

糖城市長糖城市長Joe ZimmermanJoe Zimmerman （（ 右右 ）） 與好友梅路與好友梅路
村博士村博士（（左左））合影合影。。

糖城市長糖城市長Joe Zimmerman (Joe Zimmerman ( 左四左四 ）） 與與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代表合影代表合影。（。（ 左起左起 ）） 陳美芬主委夫婿陳美芬主委夫婿、、郭穎郭穎、、陳陳
美芬主委美芬主委、、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員甘幼蘋、、葉德雲葉德雲、、嚴杰副主委嚴杰副主委、、鄭昭鄭昭，，JennieJennie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糖城市長糖城市長Joe ZimmermanJoe Zimmerman （（立者立者））暢談其政見暢談其政見。。

糖城巿長糖城巿長Joe ZimmermanJoe Zimmerman 夫婦夫婦（（ 中中，，左二左二 ）） 與募與募
款餐會的主辦人駱健明款餐會的主辦人駱健明（（ 左一左一）） ，，郭穎郭穎（（ 右二右二 ））
全家合影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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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商會溫馨舉行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履新餐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休士頓台灣商會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休士頓台灣商會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
處長履新餐會處長履新餐會、、王敦正夫人王敦正夫人、、陳意欣陳意欣、、
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
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僑委劉秀美僑委劉秀美、、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陳偉玲陳偉玲、、
黃鈺程黃鈺程、、俞欣嫻秘書同桌聯歡俞欣嫻秘書同桌聯歡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
長應邀致詞長應邀致詞，，他讚揚休士頓台灣商會在他讚揚休士頓台灣商會在
僑界中卓越貢獻僑界中卓越貢獻，，是僑界中的中流砥柱是僑界中的中流砥柱

陳志宏會長代表休士頓台灣陳志宏會長代表休士頓台灣
商會首先熱烈歡迎陳家彥處商會首先熱烈歡迎陳家彥處
長加入休士頓大家庭長加入休士頓大家庭

台灣商會黃榮富台灣商會黃榮富、、賴坤泉賴坤泉、、陳志宏陳志宏、、
周政賢周政賢、、劉元正劉元正、、陳元憲陳元憲、、張碩仁張碩仁、、
張園立張園立、、楊禮維楊禮維、、簡文雄與台北經文簡文雄與台北經文
處陳家彥處長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互動林映佐副處長互動

休士頓台灣商會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休士頓台灣商會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
處長履新餐會處長履新餐會、、由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由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
、、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林映佐副處長陪同與林映佐副處長陪同與
莊煒婷莊煒婷、、呂明雪呂明雪、、黃國樑夫人黃國樑夫人、、侯秀宜侯秀宜
、、張智嘉夫人張智嘉夫人、、鄭嘉銘夫人鄭嘉銘夫人、、黃榮富夫黃榮富夫
人人、、陳美雲陳美雲、、林飛虎夫人互相交流林飛虎夫人互相交流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前會長王前會長王
敦正敦正、、方台生方台生、、吳本立吳本立、、張智嘉張智嘉、、梁慶輝梁慶輝、、鄭嘉銘鄭嘉銘、、林林
飛虎飛虎、、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處長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處長
陳家彥陳家彥（（前左二前左二））履新履新、、林映佐副處長作陪林映佐副處長作陪。。

休士頓台灣商會前會長林飛虎休士頓台灣商會前會長林飛虎、、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丁方印丁方印
、、王明王明、、徐世鋼徐世鋼、、梁競輝等歡迎陳家彥處長履新梁競輝等歡迎陳家彥處長履新、、林映林映
佐副處長佐副處長、、徐炳勳經濟組長同歡徐炳勳經濟組長同歡

休士頓台灣商會歡休士頓台灣商會歡
迎台北經文處陳家迎台北經文處陳家
彥處長履新餐會上彥處長履新餐會上
施建志組長施建志組長、、林映林映
佐副處長佐副處長、、何仁傑何仁傑
組長組長、、由台灣商會由台灣商會
會長陳志宏會長陳志宏、、副會副會
長周政賢陪同與陳長周政賢陪同與陳
啓輝啓輝、、陳建中陳建中、、徐徐
堯亮堯亮、、楊朝紹楊朝紹、、蔡蔡
忠和把酒言歡忠和把酒言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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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指路中國企業家：
全球壹流企業需具備壹流擔當

綜合報導 “要想真正成為全球壹流

的企業，就要具備壹流的境界，胸懷與

擔當。”11月29日，第四屆世界浙商論

壇在浙江杭州拉開帷幕。浙商總會會長、

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在論壇上

表示，這個世界正在快速變化中，壹流

企業應當為人類事業與未來科技發展做

出不懈努力，擔當起普惠全球的使命。

據了解，作為第四屆浙商大會的主

體活動，本次世界浙商論壇以全球化為

主題，廣邀世界知名商界人士與浙商共

同探討如何面對全球化競爭，來自全球

60余個國家的2800余名嘉賓參與其中。

當前，“全球買、全球賣”的飛速

發展早已勢不可擋，樂享全球的“雙11”

剛過去不久，那廂跨境聯動的“黑五”

購物狂歡也已悄然上演，可謂妳方唱罷

我登場，熱鬧非凡。當然，這只是全球

化激戰的冰山壹角，在愈演愈烈的全球

化競爭下，中國企業要想更好“走出去”，

無疑是當下值得企業家思索的命題。

“我認為，未來的全球競爭是國際

主流技術標準的競爭。”國際標準化組

織（ISO）主席張曉剛在論壇上表示，標

準對於企業“走出去”有著格外重要的

意義。“我們常說壹流企業做標準，二

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作為

全國唯壹的標準化綜合改革試點省，希

望浙江能帶動更多中國企業參與到國際

標準化活動，將助推中國制造‘走出去’

和創新國家治理模式。”

在馬雲看來，標準是讓企業更上壹

層的階梯，但究竟何為壹流企業，他持

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壹流企業最

大的標準在於擔當。要想真正成為全球

壹流的企業，就要具備壹流的境界，胸

懷與擔當。”

“阿裏巴巴擁有這麽多的資源，如

果大家只是為了賺錢，並沒有多大意義。”

馬雲表示，現如今的阿裏巴巴，其目標

不僅僅服務於客戶，而是要普惠更多人，

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如在今年七月，

阿裏巴巴宣布成立“達摩院”，將在未

來三年投入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用於基礎科學和顛覆式技術創新的研究。

或許有人提出，作為全球市值排名

前十的大企業，阿裏巴巴自然有底氣向

著更高更遠的目標行進。對此，作為中

國電子商務的拓荒者，馬雲也對未來中

小企業家指出了相應路徑，表示要多思

考“換道超車”。“彎道超車成功的概

率太低，第壹是違反交通規則，第二，

十超九翻，第三妳已經落後了，人家高

手也不會讓妳超過。”在馬雲看來，所

謂“換道超車”，是站在另外的角度進

行思考，“造勢、借勢、循勢”發展，

肩負起不同的使命與擔當。

馬雲還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企

業有企業的擔當，國家亦有國家的擔當。

“過去的全球化停留在6萬家大企業，

是發達國家的全球化，大企業的全球化，

在全世界各地掠奪資源、勞動力。這壹輪

的全球化，是中國‘壹帶壹路’倡議下

發動的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是為全人

類謀福祉，為當地創造就業、創造稅收

的全球化。”

在馬雲看來，政治穩定與社會安

全恰是當前中國具備的兩大發展優

勢。“過去五年中國的廉政工作做到

舉世矚目，全世界沒有壹個國家能有

這樣的良好環境。”馬雲認為，“今

天中國的企業家不需要去賄賂別人，

不需要搞定莫名其妙的關系，在這樣

的經商環境下，企業正面臨著無數的

機會。”

對此，馬雲希望中國企業家們能繼

續秉持全球化的理念，深入“壹帶壹路”

沿線國家當地，為全球客戶帶來不同的

體驗，不同的文化，擔當起普惠全球的

使命。

浙商總會秘書長鄭宇民對此表示認

同。“過去我們對於全球化使命的認識

還不夠。現在我們明白，這是壹種使命，

更是壹種融合。”

鄭宇民表示，在當前全球化背景下，

既需要像阿裏巴巴這樣打拼在全球消費

領域壹線的“飛行軍”，也要有像娃哈

哈這樣專註於實體經濟的“陸戰軍”，

兩者協同發展緊密團結，方能實現全球

消費與產能的雙重融合。

可以看見，全球化的列車並沒有終

點。馬雲說：“今天的中國，今天的時

代，是最佳的經商時代。”帶著這份願

景，更多中國企業肩負起全球使命的未

來，亦值得期待。

綜合報導 作為第五屆中國網絡視聽大會重要

活動之壹，成都高新區大視頻產業生態圈論壇在成

都舉行。成都高新區發布大視頻產業發展報告，並

與成都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就“國際版權交易中心

項目”進行戰略合作協議簽約。

據了解，大視頻產業包含關鍵元器件、整機設

備、基礎及增值電信服務、軟件及行業信息服務等

領域，具有應用空間大、產業潛力大、技術跨度大

的特點，契合以5G、AI等為代表的新壹輪技術發

展大勢。相關數據顯示，預計到2020年，85%的數

據流量將來自視頻，視頻市場正在成為傳統電信領

域之外的新藍海。

論壇上，成都高新區經濟安監局局長尹朝銀發

布《大視頻產業發展報告》。報告顯示，成都高新

區大視頻產業現已聚集企業440余家，2016年相關

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09億元、同比增長22.9%，相

關企業從業人員數量達到1.4萬人，形成了“視頻

硬件設備-視頻雲服務-視頻技術服務-視頻應用”相

對完善的產業鏈，在關鍵元器件、整機設備、基礎

及增值電信服務和軟件及行業信息服務等領域具備

良好的產業基礎。

報告提出，成都高新區將以“視頻”為產業資

源優化配置紐帶，充分激活電子信息優勢軟硬件產

業資源，搶先拓展未來智能社會視頻應用廣闊的市

場空間，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區域帶動力的大視

頻產業生態圈。

具體而言，成都高新區將重點培育消費級視頻

應用、企業級視頻應用、新型智能終端與網絡設備

制造、視頻技術服務四大產業集群，重點突破互聯

網視頻/電視、智慧城市、新型視頻終端、VR/AR、

顯示交互、感知處理等19個重點領域，打造“視

頻硬件設備（網絡設備、芯片、面板、終端）——

視頻雲服務及技術服務-消費級應用（數字內容、平

臺運營、運營服務）——行業級視頻應用”大視頻

產業鏈。

值得壹提的是，論壇上成都高新區與成都音像出

版社有限公司就“國際版權交易中心項目”進行戰略

合作協議簽約，雙方將發揮各自優勢，打造“國際網

絡視聽版權交易平臺”，搭建立足成都、覆蓋全國、

對接國際的版權交易中心，集合創作者資源庫、內容

創意、內容策劃、內容制作、內容審核、著作權登記

認證、國際版權標準碼認證、內容發行、監測維權等

環節，形成網絡視聽內容從創意到形成內容產品，從

獲得版權認證到交易轉化、維權、投融資、證券化的

全流程產業運營、交易承載平臺。

成都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負責人表示，該版權

交易平臺將服務境內外的網絡視聽創作者、創作機

構、內容產品供應商、版權所有者和對應需求方，

服務範圍涉及創意、策劃、制作等供需信息發布和

交易、境外視聽內容版權合法引進、著作權內容審

核把關、版權認證碼辦理、網絡視聽內容產品交易

及投融資、網絡視聽內容產品發行及追蹤監測、維

權等。

“國際網絡視聽版權交易平臺的搭建，有助於

成都高新區大視頻應用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將擴大

成都版權貿易、文化產業規模，提升成都網絡視聽

版權認證、交易在全國的引領地位，吸引全球網絡

視聽優質內容匯聚成都，助力成都打造中國西部文

創中心、建設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高新區相關負

責人說。

國際版權交易（成都）中心項目落地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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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斯重現戰爭場景白俄羅斯重現戰爭場景 紀念貝爾齊納河戰役紀念貝爾齊納河戰役205205周年周年

白俄羅斯白俄羅斯BryliBryli村莊附近村莊附近，，歷史愛好者們裝扮成歷史愛好者們裝扮成18121812年法軍和俄軍的模樣年法軍和俄軍的模樣
，，再現當年戰役場景再現當年戰役場景，，紀念貝爾齊納河戰役紀念貝爾齊納河戰役205205周年周年。。據悉據悉，，貝爾齊納河戰役貝爾齊納河戰役
發生在發生在18121812年年，，拿破侖當時率領法國軍隊與俄軍激戰拿破侖當時率領法國軍隊與俄軍激戰，，卻最終落敗卻最終落敗。。

瑞典研發社交機器人瑞典研發社交機器人
稱感覺自己稱感覺自己““活著活著””

瑞典機器人公司Furhat Robotics研發出能夠模仿人類性格、聲音和表情的社交機
器人。這些機器人能夠成功地與人進行互動，它們非常真實，甚至自稱“感覺自己活著”。
發明者說，設計這些機器人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社交智能”，它們非常真實，甚至覺得
“感覺自己活著”。 Furhat Robotics機器人公司由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理工學院的薩
米爾·Al·穆拜耶德及其同事共同創立。他們的機器人能夠模仿人的性格、表情和言語模
式。Furhat機器人是以早期原型機器人所戴頭盔命名的。它獨特的基於投影儀的系統意
味著機器人設計幾乎可以隨意定制，包括從不同性別的聲音、口音、外表和面部表情。
通過定制配件，人們可以獲得其它的性格。該公司向想要使用該系統創建自己機器人的
顧客出售硬件和軟件開發套件，售價為1.2萬英鎊（約105660元人民蔽）。

““綿亙萬裏綿亙萬裏————世界遺產絲綢之路世界遺產絲綢之路””香港開展香港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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