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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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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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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步槍協會槓上聯邦調查局全國步槍協會槓上聯邦調查局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 全 國 步 槍 協 會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首席執行官韋恩拉皮
埃爾(Wayne LaPierre)在談到警察
時說，“沒有人比我們更加有力
地支持著我們國家的執法行動”
。

但當涉及到聯邦調查局時，
拉皮埃爾（LaPierre）采取了不同
的說法，稱其為“腐敗”。

“就連聯邦調查局也知道自
身的腐敗，以及它自己的那些不
道德官員。” 他說到。“看看,我
們都可能分享這個觀點,從東海岸
到西海岸都有人告訴我這些信息
。他們搖頭說，聯邦調查局這樣
大，能理解一些害群之馬在他們
的組織內。但難以理解的是為什
麽沒有人在聯邦調查局挺身而出,
和腐敗現象叫板。”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承認，
它未能就帕克蘭（Parkland）校園
槍擊案兇手的預警線索進行跟蹤
調查。特朗普總統指責聯邦調查
局在槍擊事件當中的過失，稱其
將註意力放到了對俄羅斯的調查
。

拉皮埃爾（LaPierre）正在追
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他說
到:“很難理解的是，為什麽聯邦
調查局沒有人站出來，指責其流
氓領導層。”

拉皮埃爾（LaPierre）說，我
們的學校是“廣為開放的槍擊目
標”。

全 國 的 公 立 學 校 被 指 定 為
“無槍區”。美國步槍協會首席
執行官韋恩•拉皮埃爾說，這是
他們稱其為“廣為開放的槍擊目
標”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不讓學校變得強
硬來保護我們的孩子，上帝就會
幫助我們。”他說:“我們的一些
反對者認為，武裝保安使我們更
不安全，這完全是荒謬的。”他
還補充說，他們應該加強武裝使
校園裏更加“安全”。

“任何需要進行專業咨詢並
幫助組織和定義這些解決方案的
美國學校，都應該撥打全國步槍
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學校盾計劃（school shield
program）。我們將提供即時的援
助，我們也將向美國的任何學校
提供絕對免費的服務。” 拉皮埃
爾如是說。

拉皮埃爾為武裝安全辯護。
並諷刺地建議，如果武裝安全使
我們不安全的話，那將它從白宮
、國會山莊和好萊塢移除好了。

全國步槍協會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首席執行官韋恩拉皮埃爾首席執行官韋恩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Wayne LaPierre)發表發表
講話講話。。

全國步槍協會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首席執行官韋恩拉皮埃爾首席執行官韋恩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Wayne LaPierre)握有握有
一隻雷明頓一隻雷明頓Ultra MagUltra Mag步槍步槍。。

非法移民出現自非法移民出現自20032003年以來的最低年以來的最低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The Washington Times華盛頓時
報 2 月 22 日訊）非法移民出現自
2003年以來的最低。具體來講，墨
西哥下降，而印度、中國和洪都拉
斯則出現大幅增長。

本周四公布的一項新的智庫研

究報告顯示，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人
數在這10年裏急劇下降，導致美國
的非法移民總數下降到1100萬以下
。

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
gration Studies)表示，截至2016年，
非法移民人口從2010年的1172.5萬

人減少到1079萬人。這
是自2003年以來的最低
水平。

雖然來自不同國家
的人口數量發生了變化
，但近 100 萬人口的下
降主要是由於墨西哥，
其在美國的非法人口從
660萬下降到570萬。

來自中美洲的非法
移民增加了，新增了10
萬名未經授權的洪都拉斯人和
5萬危地馬拉人。印度的非法
移民數量也大幅增加，從365,
000人增加到475,000人，而中
國的非法移民人數從 295,000

人增加到380,000人。
但新報告的結論是，韓國、哥

倫比亞、厄瓜多爾、波蘭等國對非
法移民到美國采取了限制措施。

報告說:“ 在美國非法移民人數
普遍和持續下降的證據是無可辯駁
的。”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人員進入一處公寓大樓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人員進入一處公寓大樓，，尋找一名在達拉斯清晨行動中尋找一名在達拉斯清晨行動中
被判犯有重罪的非法移民被判犯有重罪的非法移民。。

““特朗普效應特朗普效應””(Trump effect)(Trump effect)減緩了非法移民的速度減緩了非法移民的速度。。隨著中美洲人對國內隨著中美洲人對國內
形勢的擔憂形勢的擔憂，，非法移民人數再次上升非法移民人數再次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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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專業協會座談會
將於將於20182018年年33月月2424日舉行日舉行

【本報訊】秉承北京大學百年以來“敢為天下先”的開創精
神，積極相應休斯頓市政府關於建立創業基地的號召。 2月11日
晚，北京大學休斯頓校友會在市中心的Marriott Marquis成功舉辦
創新創業論壇及年會晚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領事館總領
事李強民出席論壇並致辭。

休斯頓市政府發展主任Andy Icken先生、德克薩斯州議員吳
元之先生、大休斯頓地區合作委員會副主席Horacio Licon先生參
會並致辭，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 王昱副總領事也參會出席。論壇
還邀請到了美國銀行的Hong Ogle女士、美國知名心血管病臨床

專家豐建偉博士及休斯頓政、商、醫界名流分享各自行業創新經
驗。在會上，李強民總領事強調指出中美兩國加強聯繫和交流，
會為休斯頓地區的創新註入新的活力。本屆創新創業論壇暨年會
主題新穎，從人工智能、區塊鏈、產業升級與高科技投資、生物
醫療等領域分析了最前沿創新趨勢，以及大休斯頓創業生態圈利
弊的分析，得到了與會專家學者、政要肯定和一致讚譽。休斯頓
北京大學校友會成立於1997年，本屆北京大學休斯頓校友會由趙
婉伊女士擔任會長，現有註冊校友七百餘人。

北京大學休斯頓校友會成功舉辦創新創業論壇及年會晚宴北京大學休斯頓校友會成功舉辦創新創業論壇及年會晚宴

2018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

[本報訊] 如果你想開店
做生意，但又不知做什
麼，品牌連鎖是最好的
選擇。華人專業協會，
今年第一次座談會將於
2018 年 3 月 24 日 在

6780 Southwest Freeway 的Hilton Hotel邀請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總
裁謝宗煌先生做專題演講以及座談。講座從上午10點開始，到
午餐後結束，參加者需繳交由Hilton Hotel供應之午餐的＄35 餐
費成本，午餐菜單包括沙拉、雞、魚和咖啡、點心。

目前休士頓地區華人的人口數量、帶有華人風味的市場需求
、 以及不甘平淡而躍躍欲試的華人創業者都在迅速增加。而根
據統計，一般自行創業者的五年存活率只有20%，稍有不慎，或
是雖然謹慎勤勞，但運氣稍有不佳，多年的辛苦很容易就就付諸

東流，相對的，加盟連鎖創業的成功率卻高達80%，然而美國本
地的連鎖市場發展已經近百年，有750,000家經營者，是一個高
度成熟，高度競爭的市場，對於初次創業者來說 極具挑戰性，
知名的連鎖大品牌不但申請加入的困難度高、限制多、且前期投
資金額大，使許多想要加入的創業者望門興嘆，因而在未來華人
社會的潮流，將是由海外引進具備良好創意,在海外 已經有成功
經驗的連鎖品牌，在針對美國本土之市場特性及法律規章加以調
整後，引進到美國來落地生根。

這一次座談的題目是 「連鎖店，是創業、投資、辦移民的最
佳選擇」，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的總裁謝宗煌先生將以詳實的內容
、豐富的信息來協助大家了解，在眾多的海外連鎖事業當中，如
何挑選適合自身條件的事業，同時以標準化、統一化、簡單化的
原則來經營，他將會為糖城廣場帶來一些名牌連鎖餐飲業資訊，
幫助糖城廣場的店東作為創業的選擇。

主講者簡介:
謝宗煌先生擁有超過25年的連鎖業及房地產經驗，加州房

地產 Broker執照，美亞連鎖顧問公司及家世界房地產執行長。
他曾擔任多家美國連鎖公司的亞洲市場代表。1995年安排中國第
一個的特許經營代表團訪問美國國際連鎖協會 (IFA)和國際連鎖
特許經營大展(IFE)。2012年於洛杉磯創立美中連鎖企業協會。
他是美國國際連鎖協會會員(IFA)，持有協會認證的連鎖經營執
行的CFE執照 (首位在美華人持有)。謝宗煌先生畢業於台灣國立
政治大學，美國國際連鎖經營管理學院(ICFE)和美國Concord 法
學院。著有 &quot;美國連鎖加盟系統介紹&quot;。

此座談不只限於華人專業協會會員，只要有興趣者都可以參
加，必須憑餐票入場，每張餐票$35元，有意者請電：Sheree Lee
，832-651- 2848 洽購。

左起左起：：北大休斯頓校友會副會長汪申先生北大休斯頓校友會副會長汪申先生、、 中國駐休斯頓總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館王昱副總領事領館王昱副總領事，，休斯頓市政府發展主任休斯頓市政府發展主任Andy IckenAndy Icken先生先生、、
北大休斯頓校友會長趙婉伊女士北大休斯頓校友會長趙婉伊女士、、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
民總領事民總領事，，德克薩斯州議員吳元之先生德克薩斯州議員吳元之先生、、美國銀行副總裁美國銀行副總裁
Hong OgleHong Ogle女士女士、、大休斯頓地區合作委員會副主席大休斯頓地區合作委員會副主席Horacio LiHoracio Li--
concon先生先生、、前清華校友會會長楊揚先生前清華校友會會長楊揚先生。。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
聯合校友會獎學金，今年將分八類進行甄選分
發。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
其主旨在鼓勵有志從政的青年爭取在立法機構
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國會、州議會議員的
辦公室，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這
些實習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眼目睹、親
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佳良機；同時，也是
培養未來政治人物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金
，名額至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必
須是在大學或研究所(包括法學院)的學生，并且
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州州議會或休士頓
市議會中任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二十餘年
的傳統獎學金，開放給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請
。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領導才能、社區服務
、與課外活動來甄選得獎者。校聯會傳統獎學
金，名額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一仟元。
是文化大學校友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
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大
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
另設一
名學業
成績優
良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
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
人所設，是以學業
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
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每名
一仟元。是夏尚權先生及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
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是以學
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
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
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其父母
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名額五名,金額每名
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其父親
林瑞發先生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

＊ 台
灣 大 學 校
友 陳 碧 雲
女 士 為 紀

念其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
三仟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財
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所設，名額一名,金
額一仟五百元。

* RLC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定，依
需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
補助、有志上大學的NorthBrook高中十二年級
學生為對象。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
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
額三仟
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申請者
必須是有志上大學主修音樂的十二年級高中生
，或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的學生。

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其父母

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二

仟元。
＊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立，名額一名，

金額二仟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

補助、大學物理系的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
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馬驥驃博士
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是台灣
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其妻范增瑩女士所
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
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

第八類獎學金，運動獎學金。是淡江大學
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
是以運動方面有卓越成就、家境需求補助、有
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二名
，金額一仟伍百元, 或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舉行頒獎儀式。有關各類獎學

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請見校聯會網頁
http://www.jccaa.net 或電詢獎學金召集人鄭大
展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本周三上午赴四大老人中心拜年本周三上午赴四大老人中心拜年、、送紅包送紅包

休士頓新竹交通大學校友會 2018 年年會

休市市長表彰李兆瓊先生貢獻及成就
並宣佈2018年2月16日為<C.C. Lee Day>

(本報訊) 休士頓新竹交通
大學校友會將於 2018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舉行 2018 年年度
會員大會及新舂聯歡聚餐. 大
會詳情如下:

日期: 2018 年 3 月 3 日,
星期六

時間: 中午 12:00 開始至
下午 2:30

地 點: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X 77042, Tra-
cy Gee Community Center

費用: 凡已繳納 2018 年
會費$10之會員及其直系親屬
均可免費享用午餐

報名連絡人: 會長談駿頤
281-796-1039 (C)

(本報訊)李兆瓊先
生 （C.C. Lee） 於
2018 年 2 月 13 日接受
與休斯頓市長 Sylves-
ter Turner 會見以及表
彰。

李先生自 1983 年
在休斯頓成立世大國
際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STOA International
Architects）以來, 致力
於建築行業在美國的
發展，並先後在紐約
、彭薩科拉等地成立
分公司，並幫助當地
政府、教育等部門的
發展，使得公司有了

進一步的擴展成為全美最大規模的華人建築師事務所。同
時，李先生不斷擴展海外市場，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包括中

國、越南、非洲等地區在內的15家分公司， 旗下員工200
人， 並且涉及到不同設計領域。值此公司成立35週年之際
， 我們很榮幸將要參與休斯頓國際機場D航站樓的設計。
該設計總建築預算5億美金， 為休斯頓國際機場設計全新
的航站樓，包括了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在內的十幾項設計
任務。這是在華人建築師事務所少有的成績。李先生還是
著名的風水大師，休斯頓風水研究中心創始人，美國萊斯
大學風水課程的教授。他成功的將傳統的中國風水理論與
現代設計相結合，創造出了獨一無二的“綠茶設計概念”
並將之應用到後來的設計當中。

李先生除了世大建築師事務所總裁以及風水大師的身
份， 還是一名藝術家。李先生擅長畫馬， 成功舉辦了13次
個人畫展。其獨特的畫法讓人感受到他在筆墨飛舞中表現
得節奏和韻律。

由此市長Sylvester Turner對於李兆瓊先生對休斯頓做出
的貢獻以及個人的成就進行了表彰，並宣布2018年2月16
日為C.C. Lee Day。李先生為休斯頓以及全美的華人做出了
榜樣，也是華人的驕傲。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今年農曆新年（ 春節 ）美南報系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在本周三上午，由本報副社長秦鴻鈞
及吳軍主任陪同，前往中國城附近的康樂活動中心，陽光活動中心，好運健康中心及博愛老年中心等四家老人中心，向長輩們問
好，拜年，送紅包，並發表簡短談話。

李蔚華先生表示： 他來美國42 年了，美南新聞於1979 年創刊，近40 年來，得到大家的支持，指導，他內心非常感謝。如
今美南報系在全美十個城巿出版，我們在海外生活，不忘發揚中國文化。美國是個偉大的國家，它讓我們在這裡安居樂業，我們
對這個國家，應心存感激。他負責 「國際區」 這一塊，十二年來，他看到國際區商業發達，且不斷發展，足見華人對美國社會
的貢獻。他說： 他與大家的友情長在，永遠不會變。李先生也同時邀請在座的長輩，於本周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到美南新
聞前廣場，參加這一年一度的 「第22 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當天的表演節目有舞龍舞獅、少林功夫、傳統中國藝術、精彩
中國及各國舞蹈音樂表演，年節小吃、各國美食、文化性及各式攤位、遊戲、熱鬧，搖滾---- 歡迎長輩們闔家前往，並度一個
熱鬧難忘的春節。

李蔚華先生還走在人群裡，一一發送紅包。他被熱情的長輩包圍，大家爭相與他合影留念。
圖為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圖為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右四右四 ）） 在康樂活動中心與經理在康樂活動中心與經理
Sue (Sue ( 右二右二）） 及部份長輩合影及部份長輩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圖為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 右六右六 ）） 在陽光在陽光
活動中心分送紅包活動中心分送紅包，，並與部份長輩合影並與部份長輩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圖為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 右九右九
）） 在好運健康中心與該中心負責人在好運健康中心與該中心負責人
廖晟凱廖晟凱（（ 右八右八 ）） 及部份長輩合影及部份長輩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圖為本報系李蔚華董事長（（ 中中 ）） 受到受到 「「 博博
愛老年中心愛老年中心 」」 長輩的熱烈歡迎長輩的熱烈歡迎，，並熱情與並熱情與
李先生合影李先生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休市巿長圖為休市巿長Sylvester Turner (Sylvester Turner ( 右右 ）） 於日前發表文告表彰名建於日前發表文告表彰名建
築師李兆瓊先生築師李兆瓊先生（（ 中中 ）） 的貢獻及成就的貢獻及成就。（。（ 左左 ）） 為休士頓為休士頓FF 區區
巿議員巿議員Steve LeSteve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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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1日洛杉磯訊】美國
國泰銀行宣布，其控股公司美國國泰萬
通金控獲福布斯評為2018年全美最佳銀
行榜的第十二名，較去年攀升七位。這
是美國國泰萬通金控連續第三年名列此
排行的前二十位。

美國國泰萬通金控及美國國泰銀行
首席執行長兼總裁戴斌表示： 「非常榮
幸福布斯再次對我們予以肯定；對於所
有努力付出的員工，這是莫大的鼓勵。
同時我們也感謝客人，因為這份殊榮亦
歸功於他們長久以來對國泰銀行的信任
和支持。」

自2009年起，福布斯每年會根據標
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的數據，評比全美
資產最高的100間銀行及儲蓄機構，包
括從資產達2.6兆美元的摩根大通到88
億美元的First Financial Bancorp。1此
排名以十項與業績增長、盈利能力、資
本充足率和資產質素的衡量標準為評分
準則。衡量標準包括平均有形股權收益

率、平均資產回報率、凈利息收益率、
效率比率和凈債務占總貸款的百分比。
福布斯同時將不良資產計算在資產的百
分比，普通股權益第1 類資本比率、風
險資本比率和儲備計算在不良資產百分
比。最後一部分是營運收入增長。

關於美國國泰銀行
美國國泰銀行為國

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
達克代碼：CATY）的
附屬機構。美國國泰銀
行成立於1962年，提
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
行產品及服務。美國國
泰銀行的總部設於洛杉
磯，並在美國本土的加
州、紐約州、伊利諾伊
州、華盛頓州、德州、
馬裏蘭州、麻州、內華
達州及新澤西州設有超
過六十間分行。美國國

泰銀行另在香港設有分行，及於臺北及
上海設有代表處，服務大中華市場。 美
國國泰銀行網站www.cathaybank.com
。 FDIC保險的限制提供予國泰銀行美
國境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生命到底需要靜養還是運動？
潤元堂國醫館

国泰银行名列福布斯国泰银行名列福布斯20182018年年
全美最佳银行榜第十二位全美最佳银行榜第十二位

時間: 二月二十五日, 2018

十一點: 半接受報到

中午十二點: 開始

地點: 中國熊(自助)餐廳

12755 SW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281 240-8383

塲所: 宴會廳Party Room (廳口付費, 憑票入廳)

餐費：包括自助餐冰茶,水 其他飲料自付

會員一人十元,

非會員一人十五元

另備抽獎禮品

連繫: 金俊家713-723-1312, juliachew2011@hotmail.com
或

回信致各位理事 in ".cc" of this email

20182018大鵬中國新年聚餐大鵬中國新年聚餐
邀請親朋好友邀請親朋好友

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一起來過年一起來過年

自筆者學習中醫之初，就為一個問題糾結了
很多年，那就是對體育運動的態度。有兩種來自
東西方文化的觀點粗看上去完全是相反的：東方
文化說長壽在於靜養，西方文化說生命在於運動
。那到底是應該靜還是應該動呢？

其實，這兩個看上去不可調和的矛盾，只是
反映了生命的兩個重要側面。東西方文化各強調
一面，但都不完整；而選擇註重哪一面，還取決
於各人的生活態度。東方人註重生命的"持續性"
(to last), 西方人註重生命的“執行力”（to per-
form), 這兩者顯然是對立的統一體。一臺機器，你
若拼命讓它 perform, 必然會提前勞損，但反過來
，一臺不 perform 的機器，雖然長壽，你要它有
什麽用呢？人當然不能完全和機器相比，但執行
力和持續性的矛盾也是存在的。筆者認為，人在
年輕的時候，身體在往上長，應該多作西方式的
運動，從而讓機體有足夠的發展；但到了中老年
，就應該靜養了。你如果還以為自己寶刀不老，
再想勇往直前，就很容易面臨最終不能持續的局
面。這就像一個拋射出去的物體，上升階段沒有

足夠的動量，就到不了一定的高度；但後面下降
階段，物體的飛行狀態會影響它究竟能飛多遠。
這個時候速度和空氣摩擦力如果沒把握好，物體
就會很快墜地。

下面專門講講跑步這項運動，因為許多人一
提體育鍛煉，就想起跑步。跑步的目的主要是提
高心肺功能。肺活量大了，人體就有了更多的氧
氣；心功能強了，血液能更有效地流向全身。所
以適量的跑步，特別對年輕人，肯定是有益處的
。

問題在於，過度的跑步對身體是什麽影響。
一味過度的長期劇烈運動，會造成心臟一臟獨大
的局面，其直接的後果是其他臟器跟不上心臟的
步伐，導致全身各器官的嚴重失衡，這對身體是
有很大害處的。年輕運動員的猝死就是這麽引起
的。更糟糕的是，心臟獨大會掩蓋其他臟器的問
題，因為心強的人體力比較好，更容易讓人誤以
為自己沒事，這樣更可能比心不太強的人延誤治
療。

筆者在貝勒醫學院有個同事，專門研究饑餓

對人身的影響，但在美
國很難找到非洲難民式
的極度饑餓者，他告訴
我他用馬拉松選手作為
替代——可見過度長跑
對人的傷害有多大。另
外，劇烈運動對人體產生的生理效應和吸毒是一
樣的，都會上癮。這就是為什麽一個運動慣了的
人突然停下來，會渾身不舒服。試問，這能算是
陰陽平衡的狀態嗎？一個完全平衡健康的人會因
為一兩天不去跑步就渾身上下不自在？

雖然筆者臨床接治過太多太多因為過度鍛煉
而弄壞身體的患者，但不能否認，生活中的確有
不少人歷來喜愛體育活動，也很健康。筆者長期
觀察，發現這個群體的人往往有一個特點：他們
的肌肉都很發達，即他們很註重負重訓練。中醫
認為，脾主肌肉。一個人要發展肌肉，脾的吸收
功能不好是不可能的，所以負重訓練的確對促進
消化吸收功能有積極意義。這是一個東西方養生
觀相一致的地方。這裏順便提一下，適當的負重

訓練是防止老年骨質疏松的最好辦法。
總之，人過了三十，身體慢慢開始走下坡路

，要維護好身體，就要用我們的智慧，這樣才能
讓我們健康地 last 很多年。活得久才能等到你的
貢獻產生影響的那一天；活得久才能有兒孫繞膝
的天倫之樂。無論如何，短命是不可能讓我們成
為人生贏家的。

在這篇小文裏，我們簡單闡述了東西方文化
在健身養生問題上的觀念差別，希望給讀者朋友
帶來啟示 。對於失衡的身體，博大精深的中醫為
我們延年益壽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潤元堂國醫館
以病人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服務，診所位於
Galleria 附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
ton, TX 77057，電話832-818-0707。

20182018世界制造业大会世界制造业大会
和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和中国国际徽商大会
““百家侨企百家侨企””邀商函邀商函
2018世界制造業大會和中國國際徽商大會經國家批準定於5月25日至27日在安徽

合肥舉辦(5月24日報到並出席相關活動)。大會聚焦世界先進制造業發展方向和創新驅
動戰略，聚焦量子通信、新能源汽車、智能機器人、智慧家電、智能語音等創新產業，
以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省為創新主平臺，全面推進建設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合肥濱
湖科學城、合蕪蚌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現根據大會組委會安排，安徽省僑聯將承辦“百家僑企”高新項目對接會和項目簽約，
以及赴省內有關市進行考察等系列活動。

受邀對象：誠請您或您的朋友協助邀請或幫助推薦世界500強、世界制造業100強
，境外制造業領軍企業，推薦有影響力、有實力、在安徽有投資發展意向特別是正在進
行項目洽談的僑商、高端人才前來合肥出席大會。

報名方式：請填寫《參會嘉賓預報名登記表》（附後）於3月底前發至tinogroup@
163.com，以便我們進一步做好對接與服務工作。

出席大會的嘉賓，經大會組委會審核後，將正式頒發邀請函予以確認。
受邀嘉賓在皖活動期間的食宿行費用由主辦方承擔。

“創新讓制造更智慧”是我們的願望，更是您的商機！
謹此奉邀。

安徽省歸國華僑聯合會
2018年2月11日

專業辦理全球認證、
公證和簽證服務...!

山水眼鏡通告山水眼鏡通告
山水眼鏡為加強服務老人自2月20日起

, 每週二及每週四早上調整開門時間為10:00,
方便老人們提早服務時間, 其它日還是維持
原時間(10:30)

山水眼鏡敬上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 :: 週一至週六週一至週六1010::3030--77::0000 ((週三休息週三休息)) 週日週日11::0000--66::0000
地址地址 :: 98899889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252252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電話電話 : (: (713713))774774--27732773 傳真傳真 : (: (713713))774774--4009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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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稅免征額
現行稅法： 標準減稅額度(standard Deduction)， 單身$6,350; 家庭聯
合$12,700。
非標準減稅額度（Itemized deduction）包括以下各項：醫療費用、
房貸利息費用 ($1,100,000以內的房屋第一次貸款和後期以居民主要
住宅作為抵押貸 款利息 (Home Equity Loan)
、意外事故損失、州政府和當地政府的收入稅、 慈善
捐款、沒有報銷的職員工作費用、填報稅表費用。
參眾兩院標註減稅額： 單身 $12,000; 家庭聯合 $24,000.

非標準減稅額項目如下表：

人頭稅減稅額 (Personal Exemptions)及Child Tax Credit
現有稅法： 家庭每一位成員都享有$4,050的減稅額。
眾議院： 取消次減稅額，但增加兒童免稅額（Child Tax Credit）從
現行的$1,000 增加到$1,600元。同時新增除兒童外的每人$300的免
稅額。這些免稅額的值會隨著收入的增加（單身起始值為$75,000 到
$115,000; 家庭的起始值為$110,00 到$230,000）被逐漸取締。
參議院： 兒童免稅額（Child Tax Credit）從現行的$1,000 增加到$2,
000。這些免稅額的值會隨著收入的增加（家庭的起始值為$500,000
）被逐漸減少。非兒童的免稅額為$500。此規定有效期至2025年。

稅表第一頁減稅項目：

現有稅法： 原配偶離婚撫養費 (alimony payment)、 學生貸款利息、
搬家費用、 教師自掏腰包學校費用 $250。

參眾兩院稅法提案：
導管企業， 稅賦轉由合夥人繳納的公司企業所得稅率 (S-Corp,
Partnership and sole proprietorship)
現行稅法：公司企業所得稅率流入個人說表與個人其他收入合並，
並根據個人稅率繳稅。
眾議院稅法提案：
1. 企業中只占投資股份（不參加任何經營活動）所得，在此稱其
為被動投資者。他的年終股份所得全部享受25%的優惠稅率。最初
所得的$75,000的稅率為9%。
2. 企業中主要經營商業活動的業主，他的年終股份所得的30%享
受25%的優惠稅率。而其余的70%股份所得須根據業主個人稅率算
稅，最高稅率可達 39.6%. 業主的最高有效稅率將是 35% （39.6%*
70%+25%*30%）。
3. 服務行業的業主， 如會計師和律師，其股份所得100%不可以
享受25%的優惠稅率，100%根據個人稅率算稅。
參議院稅法提案：
1. 參議院提案與眾議院的完全不同。業主的股份所得的前23%無
須繳稅，而且這23%的所得金額不得高於業主工資的50%。這就是
說業主必須給自己發工資，否則無法享受全部的23%的減免。業主
的最高有效稅率將是29.6% (38.5%*（100%-23%）)。
2. 服務行業的業主，如會計師和律師，如果其企業所得高於$75,
000 (單身)/$150,000(家庭), 業主不可以享受此23%的減免。但如果企
業所得低$75,000 (單身)/$150,000(家庭)，業主就可以享受此23%的減
免。（未完待續）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參眾兩院稅法提案和現行稅法比較（二）

900警惕接触性皮炎(2)
（接上期）什麼原因會引起接觸性皮炎？

由於患者稟賦不耐，皮膚腠理不密，接觸某些物質，使毒邪侵
入皮膚，蘊鬱化熱，邪熱與氣血相搏而發病。
如何預防接觸性皮炎？

每個人的致敏源不同，平時應該儘量避免接觸致敏源。已患此
病者，不宜用熱水或肥皂水洗澡，避免磨擦搔抓，禁用刺激性強的
外用藥物，多飲水，忌食辛辣、魚腥等發物；致敏物質與職業有關
者，應改進工序及操作過程，加強防護措施。

嚴重的接觸性皮炎，上述的辦法不能奏效該怎麼辦？
嚴重的接觸性皮炎，甚至可以誘發其他皮膚病，使皮膚病變得

複雜而難治。目前市場上暢銷的“劍牌”皮膚病霜，對各種皮炎療
效很好。它的特點：溫和、細膩、無刺激、無激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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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
上解決你的皮膚病。

“劍牌”皮膚病霜的功效到底如何？請聽聽患者的感言：
我叫麗麗，生活中最大的樂趣就是愛美。我從小就知道自己的

皮膚容易過敏。比如：戴耳環，耳朵眼發炎；戴項鏈，接觸的皮膚
紅腫。所以我對耳環、項鏈非常挑剔。來到加拿大，看見別人紋身
很好看。之前，沒聽說什麼人紋身會過敏，於是在肚臍眼周圍紋了
一朵花。一個星期後肚臍眼周圍發紅，起小丘疹；然後逐漸起泡、

潰爛。嚇死我了，趕緊上醫院。經檢查是誘發性濕疹，醫生開了激
素性皮膚病藥。用藥後當天就好了很多，但是第二天的症狀比第一
天還嚴重。在我四處求援的時候，一個朋友介紹了“劍牌”皮膚病
霜，而且還是純中藥的，有加拿大政府的銷售號。我抱著試一試的
想法買了一瓶，沒想到奇跡發生了：塗抹後半個小時止癢，三個小
時患處幹皮。接下來一天好過一天，八天基本上痊癒。我感歎：中
國的中藥在加拿大真是給中國人掙了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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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

项目 众议院 参议院 

医疗费 取消 2017 年和 2018 年保留，7.5% 
AGI。  

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的收入税 除商业和销售收入税，其余取

消。 
同众议院 

房产税 最高减$10,000 全部取消 

贷款利息 税法实施后的贷款额低于

$500,000 的利息。2nd 或者是

Home equity loan 的利息不可

用于抵税。 

除 home equity loan 利息不能

用于抵税，其它与现有税法

同。 

个人意外损失 只适用于联邦宣布的自然灾害

损失。 
与众议院同。 

非保险的职员工作费用 取消 取消 

报税费用 取消 取消 

这将严重影响高地产及收入税州，纽约、新泽西和加州。 

 众议院 参议院 

纳税人本人 $300 无 

纳税人配偶 $300 无 

子女 1 $1,600 $2,000 

子女 2 $1,600 $2,000 

年迈父亲或者母亲 $300 $500 

 

 众议院 参议院 

原配偶离婚抚养费 取消 保留 

学生贷款利息 取消 保留 

搬家费用 取消 保留 

教师自掏腰包学校费用 $250 取消 增加至$500 

 

趙廣華會計師趙廣華會計師



休城工商 BB77星期六 2018年2月24日 Saturday, February 24, 2018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農曆戊戌年新春祈福法會德州佛教會玉佛寺農曆戊戌年新春祈福法會

譚秋晴女士譚秋晴女士（（ 右右）） 代表國會議員代表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頒發賀年文頒發賀年文
告告，，由由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 會長淨海法師會長淨海法師（（ 中中 ），），玉佛寺玉佛寺
住持宏意法師住持宏意法師（（左左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 左左 ）） 代表哈瑞斯縣長代表哈瑞斯縣長Ed EmEd Em--
mettmett 頒發祝賀文告頒發祝賀文告。。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左三左三 ）） 向法師拜年向法師拜年，，領領
取紅包取紅包。（。（ 左一左一 ）） 為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政務組組長何仁政務組組長何仁
傑傑。。

僑務諮詢委員僑務諮詢委員 葉宏志夫人葉宏志夫人 莊麗娜莊麗娜（（ 右三右三 ）） 向法師拜向法師拜
年年，，領取紅包領取紅包。。

「「菩提合唱團菩提合唱團」」 在法會上演唱＂心經＂在法會上演唱＂心經＂，，＂皆大歡喜＂皆大歡喜＂＂。。

出席法會的信眾虔敬聆聽法要出席法會的信眾虔敬聆聽法要。。

出席大會的貴賓出席大會的貴賓（（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玉佛寺玉佛寺
融通法師融通法師，，陳適中博士陳適中博士，，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Al
GreenGreen 代表譚秋晴女士代表譚秋晴女士，，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何仁傑組長何仁傑組長，，陳家彥處陳家彥處
長長，，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玉佛寺淨海玉佛寺淨海
法師法師、、宏意法師宏意法師、、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
事王昱事王昱、、僑務組房振群組長僑務組房振群組長、、張文華法張文華法
官官，， 「「美中友協美中友協」」 會長李娟夫婦等人會長李娟夫婦等人。。

宏意法師在法會上向大眾開示及祈福宏意法師在法會上向大眾開示及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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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舞蹈學校和亞美舞蹈團亞美舞蹈學校和亞美舞蹈團22月月1717日日
和和2525日在日在 GalleriaGalleria 慶春節慶春節，，獻舞藝獻舞藝

亞美舞蹈團和亞美舞蹈學校精彩的演出和現場免費的手工藝制亞美舞蹈團和亞美舞蹈學校精彩的演出和現場免費的手工藝制
作活動及遊戲作活動及遊戲，，吸引了很多觀眾吸引了很多觀眾。。22 月月 2525 日星期天日星期天，，
1212pm-pm-55pmpm再次免費為公眾開放再次免費為公眾開放，，地點地點：：GalleriaGalleria商場的一層商場的一層，，
靠近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貨店靠近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貨店。。

亞美舞蹈團的亞美舞蹈團的Jenny XuJenny Xu表演表演““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她紮她紮
實的舞蹈基本功將清朝格格端莊實的舞蹈基本功將清朝格格端莊、、活潑表演的淋漓活潑表演的淋漓
盡致盡致。。

亞美舞蹈學校的小學生亞美舞蹈學校的小學生Selene YaoSelene Yao，， Kenzie ChuKenzie Chu
，， Sage ChauSage Chau，， Lilian LinLilian Lin 表演蒙族舞表演蒙族舞““草原姑草原姑
娘娘”，”，動作規範動作規範，，活潑可愛討人喜愛活潑可愛討人喜愛。。

亞美舞蹈團亞美舞蹈團 1010 歲的實習生歲的實習生 Ashley YangAshley Yang，，ReikaReika
TruongTruong，， Melanie FungMelanie Fung表演表演““中國芭比中國芭比”。”。亞美亞美
舞蹈學校系統的芭蕾和中國舞的訓練舞蹈學校系統的芭蕾和中國舞的訓練，，充分展示在充分展示在
舞蹈中舞蹈中。。

亞美舞蹈團團員亞美舞蹈團團員Tara DiepTara Diep，， Serena HouSerena Hou，， Alice YiAlice Yi，， Saranna ZhangSaranna Zhang表演舞蹈表演舞蹈
““飛天飛天””，，高難度的技巧高難度的技巧，，完美的舞姿完美的舞姿，，使舞蹈美不勝收使舞蹈美不勝收。。

Nadia TruongNadia Truong，， Isabella TruongIsabella Truong，， JessicaJessica
LeungLeung，，Maya TsaiMaya Tsai表演的表演的““詠荷詠荷”，”，展現了展現了
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貴荷花。。演員們將演員們將360360度的度的
大扇舞的花團錦族大扇舞的花團錦族，，目不暇接目不暇接。。

舞蹈舞蹈““春滿彜寨春滿彜寨”” 由由 Evelyn FungEvelyn Fung，，
Morgan FuMorgan Fu，， Kristina ZhouKristina Zhou，， AbbyAbby
GanzeGanze表演表演，，她們將裙擺舞出各種不她們將裙擺舞出各種不
同的畫面同的畫面，，帶給觀眾喜慶的春節氣氛帶給觀眾喜慶的春節氣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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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H-H-11BB工作簽證工作簽證
備戰攻略和最新移民消息備戰攻略和最新移民消息

一年一度的H-1B申請季馬上就要到了。許多
客戶查詢在二月份需要積極準備的事宜，以備沖刺
四月一日的H-1B正式申請。
學位評估

1. 什麽樣的學位需要通過學位評估？
如果申請人的學位是在美國以外的任何國家取得的
，都需要獲得學位評估方可申請H-1B工作簽證。

2. 只持有專科學歷有可能申請H-1B工作簽證
嗎？
持有專科學歷的申請人如果在拿到學歷後，有6年
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也可以請評估機構進行評估
。如果評估機構認定該學歷和相關工作經驗等同於
美國的本科學歷，即可申請H-1B工作簽證.

3. 學位評估由什麽機構辦理？
學位評估需要由專門的評估機構辦理。

4. 學位評估需要多長時間？
1天到一個月不等。

5. 申請人需要提供什麽材料？
申請人需要提供學位證明，翻譯件和成績單。
公司資質

許多客戶常常困惑於什麽樣的公司有資格申請
H-1B工作簽證。通常我們從三個角度考量公司的
資質。

1. 公司成立時間
2. 公司的員工人數和員工的學歷程度
3. 公司的毛利潤和純利潤
總的來說，公司成立時間越長，員工人數越多

，員工學歷程度越高，公司的毛利潤和純利潤越高
的公司越容易辦理H-1B工作簽證。
新公司可以申請工作簽證嗎？

新公司，員工人數少於三個的公司，和仍舊虧
損的公司也可以申請H-1B工作簽證。但是需要提
供更詳細的材料證明公司有合法理由雇傭一個需要
有本科學歷以上的員工。主要從以下角度著手準備
：

１. 從公司角度看，需要提供：公司網站的信息
，公司的宣傳冊，產品介紹，公司的海關報關單，
商業保險，公司和其客戶簽訂的合作意向書，訂單
，公司開具的發票，公司辦公地點的租約和照片，
公司的註冊信息等。

２. 公司和員工的詳細雇傭合同，合同中明確具
體的工作職責，公司為員工提供的培訓和設備，考
核員工的細則，發放工資的時間和方式，工作成果
的歸屬，各種保險，福利和假期等。

３. 如果公司曾經或正在雇傭與申請人所學專業
同樣或類似的員工，可以提供該員工的學歷證明，
成績單以及員工的W2和薪水單，以證明公司確實
需要類似的人才。

４. 公司可以在相關媒體張貼招聘廣告，證實公

司求賢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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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美
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85,000份Requests for Addi-
tional Evidence，（補件通知，也被簡稱為RFEs）
，較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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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美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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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H-1B申請中所
描述職責的復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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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請的工作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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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果工作不夠復雜，移民局又會以不夠“專業
職位”而予以否決。移民局是借機向申請人發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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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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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繼續批準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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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羅裏達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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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也可能是需要補件。直接
拒絕的情況鮮有發生。

6. 2018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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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周三發表正式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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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i-
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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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綠卡抽簽計劃。采取類似加
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積分制”，註重申請人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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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嚴格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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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針對雇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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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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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臺調頻AM1050時代華語廣
播電臺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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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法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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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
。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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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六:10: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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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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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從國家旅遊局獲悉，綜合通訊

運營商、線上旅行服務商和各地旅遊部

門提供的數據，經國家旅遊局數據中心

綜合測算，今年春節假期全國共接待遊

客3.86億人次，同比增長12.1%，實現旅

遊收入4750億元，同比增長12.6%。廣

東、四川、湖南、江蘇、河南、安徽、

山東、廣西、湖北、浙江等省份接待遊

客人數居前十位。

全域旅遊受青睞
春節期間，傳統景區景點延續火熱

的同時，鄉村民宿、休閑街區、特色小

鎮等全域旅遊新產品新業態備受青睞，

自駕遊、鄉村遊、都市遊、冰雪遊高速

增長。旅遊市場整體活躍，自駕車出遊

比例接近50%，成為中國家庭出遊的主

要方式。

各地新春祈福和民俗旅遊活動火

爆，年味十足。以迎新納福為主題的名

勝祈福遊和以體驗年俗為主題的鄉村民

俗遊成為眾多遊客的選擇。假日期間寧

夏星級農家樂共接待遊客9.2萬人次，同

比增長28.1%。

長線遊方面，今年春節，南北方溫

差明顯，季節性旅遊主題更加突出。不

少遊客利用春節假期，攜家人到北方賞

雪玩雪，到南方感受春意，追求更有特

色的過年體驗。東北、華北地區等多地

滑雪場遊客接待量同比增長超過10%。

吉林全省接待遊客總人數 1262.84 萬人

次，同比增長18.26%，實現旅遊總收入

119.4億元，同比增長23.11%。

隨著居民旅遊意識增強，對旅遊產

品品質的要求進壹步提升，度假遊取代

觀光遊，成為廣大遊客的熱衷選擇。湖

南省戶外運動、研學旅遊、旅遊民宿等

新業態引領市場。貴州省打造溫泉康養

旅遊產品，省內納入重點監測的33個溫

泉景區，春節期間累計接待遊客36.18萬

人次，實現旅遊綜合收入1.7億元。

產品結構更加完善
各地利用春節期間強力推進優質

旅遊，多措並舉、多方推進、積極創

新、狠抓落實，努力滿足廣大遊客對

美好假日旅遊、生活的需求。春節期

間，旅遊產品結構更加完善，旅遊公共

服務更加健全，文明旅遊、誠信經營等

成為自覺。

產品升級，選擇更豐富。各地深化

旅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推進產業

融合，“旅遊+”融合遊、“海陸空

遊”產品豐富，國內遊新產品、新業態

層出不窮。安徽省將體育旅遊視為拉動

市場消費的新熱點。合肥濱湖國家森林

公園舉辦了新春親子定向跑，前期通過

平臺招募300組家庭，吸引了大量遊客

前往參與。渡江戰役紀念館舉辦了“小

兵向前沖”飛行棋體驗賽，吸引了眾多

飛行棋愛好者和遊客。

服務升級，出遊更舒心。各地積極

建設旅遊公共服務設施，提升旅遊公共

服務水平，提供應急型、臨時型假日旅

遊公共服務。春節期間，旅遊出行更加

便捷舒心。福建省不斷完善旅遊軟硬件

配套設施，認真實施“放心遊福建”服

務承諾。節前建成永泰、福清、福州閩

都、德化戴雲山、平潭壇南灣等5個旅

遊集散服務中心及武夷山高速公路服

務區等5個旅遊休閑驛站。初步建成全

省智慧旅遊系統，推出“笨遊福建”

APP，為廣大到福建旅遊的遊客提供了

便利。

文明升級，幸福同分享。各地加

強假日文明旅遊宣傳，鼓勵遊客文

明出行。推動成立旅遊誌願者服務

組織，積極為廣大遊客提供咨詢和幫

助。發揮媒體和社會輿論的監督作

用，曝光不文明旅遊、不誠信經營等

行為，春節期間，旅遊市場氛圍整體

較好。江西省積極開展假日文明旅遊

宣傳，文明出行理念深入人心。贛州

市各星級賓館設立服務崗，專門為遊

客提供導覽、咨詢服務及雨傘、手機

充電器等便民物品，並積極宣傳文明

旅遊，假日期間遊客隨意插隊、亂扔

垃圾等不文明現象大大減少。

入出境市場齊頭並進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走出國內，

走向境外，在遍覽世界風景的同時，也

廣泛傳播了中國文化。從短線到長線，

從觀光到休閑，從“買買買”到“慢慢

慢”，高質量的出境旅遊正成為中國遊

客品質生活的名片。各國為迎接中國遊

客，紛紛針對春節推出各種活動和優惠

措施。更有不少外國遊客，在春節期間

專程到中國旅遊，體驗過節。“中國年”

正逐漸被世界各個國家所認可，成為全

球共同的節日。

春節期間，我國遊客從近200個國

內主要城市到達全球68個國家和地區、

730個國內外城市。東南亞仍是春節期

間出境遊客最多的目的地，阿根廷、墨

西哥等遠程出境目的地在春節期間也大

受歡迎。家庭遊、定制遊和團隊遊均有

增長，遊客更註重休閑度假，強調深度

體驗。從攜程網預訂數據看，跟團遊和

自由行分別占52%和48%。

“中國年”成為入境遊的亮點。陜西

省“西安年·最中國”系列活動拉開帷幕。

春節期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華清宮、

法門寺等主要景區接待大量國際遊客。

全國旅遊市場節節攀升
春節實現旅遊收入4750億元

人工智能爆發式增長下的擔憂：偽人工智能占比高
綜合報導 當前啥最火？翻翻新聞便可知——

無人駕駛新技術，人工智能警務眼鏡，AI輔助

醫療器械……據統計，僅 2017 年，中國人工智

能領域就發生 300 多起投資，金額將近 600 億

元。各巨頭公司都在人工智能領域加強布局：

騰訊的新聞寫作機器人、雲平臺，百度的百度

識圖、無人駕駛、度秘，阿裏巴巴的智能客

服、城市大腦，都在走向市場，為產業應用帶

來效益。

正所謂風推浪漲，天使資金的大量湧入，產業

前景的壹片叫好，利好政策的不斷出臺，讓人工智

能產業迎來爆發式增長，壹大批公司聞風而動，好

生熱鬧。

不妨再來看看新聞報道——某家人工智能

無人書店開業，某展覽展出人工智能機器人，

某超市采用人工智能導購員……壹些裝上簡單

預設程序的智能設備、機器人，被披上人工智

能這披“新馬甲”，順勢推出幾個新“概念”，

竟變得高大上起來，成了“吸睛”“吸資”的

噱頭。

難怪有業內投資人毫不客氣地指出，人工

智能項目中存在大量的“偽人工智能”，比例

可能高達 90%。許多項目和技術，並不能直接

獲得消費者歡迎，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走

向成熟。這也激發了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兩大

矛盾：投資需求大而創新項目少、市場期望高

而產品體驗低。

如今，中國已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重要進展，

人工智能在制造、交通、醫療、娛樂等幾乎各個領

域的應用被普遍看好，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

無人駕駛、智能醫療等相關產品也逐步進入實際應

用，壹批龍頭企業引領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和應用

的創新。

然而，相比於巨大的資本規模和大量的專

利授權，現在人工智能的產業應用還很弱小，

還有漫長且艱難的路要走。從行業角度看，人

工智能技術門檻高、投入時間長，國內人工智

能技術呈現出趨同的發展趨勢；從市場角度

看，相關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更多的只是有壹

個概念而缺少獨創技術和應用場景，短期內無

法讓產品落地，應用前景渺茫。如果商家壹味

趨利而動，產生市場泡沫，催生行業虛火，恐

怕人工智能將只能在資金鏈中擴張，在實驗室

中成長。

筆者聽到壹句吐槽說，“內行低估了人工

智能，外行高估了人工智能”。細細想來，這

將是整個產業的損失。人工智能絕不僅僅是幾

款可實現“無人操作”的機器人，更不只是用

來戰勝人腦的圍棋手，如果內行只顧湊熱鬧、

推“概念”、搶噱頭，不只會造成巨大的資源

浪費，還會禁錮科技力量的應用落地，束縛整

個產業的想象力。

人工智能必將會改變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

這個行業的參與者們，要多找門道，少湊熱鬧。

畢竟，投資人或許會聽“概念”，但市場選的終

將是“實在”。

法國前軍火庫變身法國前軍火庫變身““地下農場地下農場”” 種植蔬菜受熱捧種植蔬菜受熱捧

法國斯特拉斯堡法國斯特拉斯堡，，RaphaelRaphael
ManetManet在在““可食用地堡可食用地堡””查看種植查看種植
的蘑菇的蘑菇。“。“可食用地堡可食用地堡””是壹個是壹個
由由1919世紀軍火庫改造的農場世紀軍火庫改造的農場，，種種
植有機蘑菇和蘿蔔苗植有機蘑菇和蘿蔔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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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古城春節遊客達峰值鳳凰古城春節遊客達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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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戶每月使用超出32GB的流量，其中3％客戶的流量使用速度將會被减慢.

限时优惠. 计划在30天后到期. 监管费用将适用于在Lycamobile.com上进行的购买和自动更新. 计划，费率和服务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并且
不适用所有地点或所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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