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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餐管系參展實踐餐管系參展
當地僑界熱情歡迎當地僑界熱情歡迎

為推廣台灣美食軟實力﹐宣傳特色茶點文化﹐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由系主任高秋英(前左一)帶隊﹐率領八
個學生參加 8 日的糖城美酒佳餚展(Sugar Land
Wine & Food Affair)﹐創下首次國外大專院校參展紀
錄﹒參展期間受到實踐校友會及僑界鼎力相助﹐圖為
學生贈送親手製作的伴手禮給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
(前左三)﹑校友會會長楊文珍(前左二)與前僑務委員兼
校友會榮譽會長鄭昭(前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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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炳史冊的兩次惠博戰彪炳史冊的兩次惠博戰
秋天是金色的，沉甸甸的果实是金

色的，很多树木的叶子也是金色的。地

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岭南惠州，

此时却满目苍翠，繁花似锦。在惠州西

湖的南面有座高榜山，四季如春，青山

滴翠。屹立于山顶那古香古色的独特建

筑，是古代学子期盼祥云吉瑞、金榜题

名的挂榜阁。站在端庄、威仪的挂榜阁

上眺望，美若仙境的惠州风光便一览无

余：两江泛清波、白鹭翔西湖；霞映飞

鹅岭，楼宇向碧空。半城山色半城湖的

惠州，以她绝美的自然风光和优质的空

气质量指数，名列全国最适合居住城市

排行榜，尽显悠闲与安逸。然而，78年

前的一天，碧空如洗的蓝天上，突然出

现一群黑色的魅影，很快逼近民居，随

后投下一颗颗恶贯满盈的炸弹。一座座

无辜的民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顷刻消

失在浓烟火光之中。这天是1937年9月

12日，日本侵略者带给惠州人民无尽灾

难的开始就在这个秋天。

据《广东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

产损失》一书记载：“1938年10月9日

，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护送运载的巨大船

队悄然向大亚湾进发，11日黄昏，抵达

惠阳大亚湾，12日凌晨2时左右，日军

先头部队登陆，开始了对广东陆地的侵

略。”

这支魔鬼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

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到1942年 2月 5

日，惠州城先后三次沦陷。在八年抗战

期间，日军共造成惠州“直接伤亡人口

近2.2万人，其中，死亡和失踪人口近

1.7万人，受伤人口超过5000人；间接伤

亡人口超过10.2万人。全市伤亡人数总

计超过12万！”

面对惨绝人寰的日本侵略者，惠州

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进行了八年

的艰苦抗战。抗战初的两次惠博战，是

独九旅官兵英勇还击，对进攻惠州城的

日军以顽强打击的反击战。它彪炳史册

、可歌可泣！

独九旅是惠州守军国民党第十二集

团军独立第九旅（简称“独九旅”）。

抗战之初它是一支英勇善战，不畏强敌

的威猛之旅。当时驻守于潮汕地区，曾

与日军多次交战，有力遏制了日军从汕

头进犯内陆。1941年春天，调至惠州至

博罗一带进行整训。当时约有一个师的

兵力，成为日军攻占惠州的最大阻力。

1941年5月9日，日军调集约两万余

人的陆军、空军和骑兵三个兵种的精锐

部队，以大包围之势进攻惠州、博罗，

意欲歼灭独九旅主力，使惠博地区不再

有正规部队驻守并与之抗衡，从而实现

对沿海地区的控制。

从香港培理英文书院副院长白韦先

生生前留下的文字记述中获知，当时独

九旅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日军，尤其重武

器。这就决定了独九旅不宜固守阵地，

只能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取敌不备，伺

机进攻。惠博战前，独九旅旅长容干将

兵力作了精心部署：司令部设在惠州城

里居中指挥；625团周文浩部置于柏田

、林村之间，以便支援前沿部队；627

团陈树英部担任正面作战部队，设防于

飞鹅岭一带高地；626团刘克雄部仍按

兵不动驻守博罗，用以拒敌。

5月9日这天，日军的侦察机飞到独

九旅的前沿阵地进行了一阵疯狂扫射，

阵地的掩体上空烟尘滚滚，弥漫着树木

草丛烧焦的味道。这是日军的火力侦查

。与此同时，在东江的惠博江面上出现

了日军的汽舰，也在刺探我方沿岸守备

的实力。进攻主力的陆军则兵分几路，

呈包围圈之势推进：一部分联队直指博

罗城和沿惠樟公路陈岗至飞鹅岭，欲取

各战略高地；另一部分联队由淡水、永

湖直下攻击西江之线，由派尾渡河围攻

625团的防线。当时敌军出动的兵力约

有两至三个联队，部署可谓周密。狂妄

的日军凭着他们在大亚湾登陆时未遇到

什么顽强抵抗，10个小时就攻陷了广州

的“神速”，确信此战必胜无疑。

飞鹅岭位于惠州市区南湖西面，形

似飞鹅，高70多米，是西湖的制高点。

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的主战场。

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都曾亲临飞鹅

岭指挥过战斗，它也是惠州古城的天然

屏障，自然是日军攻击的目标。日军先

用炮火的优势，对我军阵地进行了疯狂

地打击，严重摧毁了多处掩体。令日军

万万没想到的是，独九旅官兵面对强敌

毫不退缩，奋起抵抗。627团利用山上

的战壕与机枪掩体，顽强坚守在阵地上

。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官兵们坚持到

11日晚才向梁化和大岚转移。鬼子发现

后，立即派飞机追击，先后派出16架、

22架、6架飞机沿途进行尾随侦查和扫

射。料敌如神的627团，利用黄昏和夜

间陆续从高山丛林中的小

路撤退，让无头苍蝇般的

鬼子一次次地扑空。

在627团顺利撤退途中

， 当3营撤到大岚崇山之

巅的山顶时，只见仅有一

条尺余宽的羊肠小路可通行。下临百丈

绝壁，上无树木遮蔽。姚坚营长想让筋

疲力尽的战士们喘口气休息片刻，哪曾

料到被急红了眼的敌机发现，瞬间，敌

机群蜂拥而至俯冲扫射，姚坚和20多名

士兵不幸牺牲。

第一次惠博战日军共伤亡200余人

，因苦于找不到独九旅的主力而颓败收

兵。

1941年12月1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向

日本投降，香港沦陷。大批进步爱国人

士纷纷转移到惠州。在我党东江纵队的

发动下，东江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曾被派去救援香港的独九旅又奉命撤

回惠州一带，拱卫沿海，担任警戒。几

种抗日力量日渐融合，这让日军如鲠在

喉，决心拔掉当时能与之抗衡的主力部

队独九旅。于是，1942年初再次向惠州

一带发起进攻，第二次惠博战打响。

因战乱关系，第二次惠博战的文字

资料很少。在市党史研究室邱少雄副主

任和宣教科李卫科长的帮助下，我找到

为数不多的相关记载，。

1942年2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

酒井部中川联队队长率2000余人，从东

莞桥头出发，沿惠樟公路向惠州进犯。

战前独九旅已将兵力做了周密地部

署：司令部设在惠州城郊，627团扼守

飞鹅岭、高榜山一线，正面迎击敌人；

626团扼守丝线吊金钟一带；625团布防

于林村、文头岭地区，留作机动。

日军中川联队出发后，经潼湖、黄

洞一路未遇到大的抵抗，长驱直入惠州

。第二天上午逼近挂榜山（今高榜山）

，被阻在望乡台下无法前进。望乡台是

座高约200米的山峰，粤系军阀代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济棠部之前曾在

山顶用钢筋水泥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带。

在四周陡峭的山体上暗堡与战壕环布，

形成较好的防御体系。627团已在此做

好了迎战准备。

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苏定明老师曾

从当年亲历者那里了解到，日军没有贸

然行动，先调集所有的炮火对准望乡台

阵地狂炸了半个多小时。整个望乡台都

弥漫在硝烟火光之中。当时逃到望乡台

山坳里里的新村村民们亲眼目睹了整个

过程。炮火停下不久，日军见没一点动

静，大约有300多个鬼子就分成两队，

开始猫着腰从正面和南面向山上爬去。

前面的鬼子爬离堡垒约三分之二处时，

山坡越来越陡，他们的速度渐渐慢了下

来。这时，堡垒中突然喷出三条火舌，

随即枪声大作，所有堡垒和战壕里都响

起了枪声。前面的鬼子像木偶一个个应

声倒下，有的直接滚下了山坡。

半个小时后日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反攻速度比第一次快。鬼子再次兵分

几路，一支60人的先遣队和一支120人

的策应部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分别

从两侧向山顶进攻。同时还有10多个背

着炸药的鬼子，鬼鬼祟祟地沿着山坳分

散前行，想趁机炸毁我暗堡。当敌军进

入我最佳射程之中时，随着 “打！”的

口令，子弹便密集地向着鬼子射去。先

遣队几乎全部丧命。这时三个背着炸药

包搞偷袭的鬼子已接近我碉堡，千钧一

发之际被神枪手发现并全部击毙，其中

一个鬼子直接滚下了山崖。鬼子的伤亡

人数越来越多，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我方也有20多名官兵牺牲，其中还有

一名排长。

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修整后的日

军又连续发动了两次进攻，密集的炮火

向翻地般地落在我方阵地上，不计其数

的轻重型机枪也炒豆般地连续扫射，随

后满山遍野都是小鬼。面对四倍于己的

敌人，627团的官兵奋勇迎战，他们依

仗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分别歼灭相对集

中的敌人。气急败坏的中川联队长见组

织的几次进攻均遭惨败，亲自带着警卫

来到望乡台下的牛峡日军指挥处实地查

看。正好被627团的丁营长在望眼镜中

发现，他立即调集神枪手和迫击炮。副

连长兼前线观察哨长陈海生指挥炮架，

亲自测距发射，第一发炮弹落在了中川

前面没打中，吓得鬼子全都趴在地上。

紧接着炮手马上矫正炮位，第二发炮弹

在中川身边炸响，这个恶贯满盈的日军

精锐部队的联队长当场毙命。

无论日军如何变换战术、疯狂反扑

，独九旅官兵士气高涨，越战越勇，誓

死捍卫阵地。机关枪的子弹和手榴弹纷

纷在敌群中开花，炸得鬼子屁滚尿流，

连续打退了日军的四次进攻。战斗一直

持续到晚上八时许，枪炮声才逐渐稀落

下来。当时有新村大岭的居民亲眼看到

鬼子用白布裹着中川的尸体，用马驮着

败退而去。

此战共打死打伤日军230多人，击

沉敌舰两艘，击毙战马五匹。这是日军

自1938年登陆大亚湾侵入华南以来，损

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次日，日军又从石龙等地抽调了各

地兵力6000余人，兵分三路再次进犯惠

州。独九旅2000多名官兵抵抗了一天一

夜，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不得不

向水口、马安、平潭、梁化等地转移。

两次惠博战是当时整个华南战区声

名大振的战役。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日

军，独九旅官兵奋勇还击，大长了中国

军队的威风，鼓舞了惠州地区人民的抗

日斗志。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大无畏的

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它也强烈震撼

了我，一个八路军老战士的女儿。于是

，提笔为参加两次惠博战的独九旅官兵

写下这篇文章，用以告慰牺牲的英灵，

并向曾与日军搏杀的独九旅官兵们表示

崇高的敬意。

70多年过去了，重温这段历史，两

次惠博战仍是我们文明城市惠州值得骄

傲的记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

独九旅以大局为重，誓死抗击外来侵略

者，不做亡国奴，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英雄已逝、浩气长

存。在惠州抗日殉国的独九旅将士将永

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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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2017 CAPA AAPG Reception於4
月4日下午5時在珍寶海鮮餐廳溫馨舉行，席開11桌，
場面熱鬧，貴賓雲集。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杰會長、
張世曉副會長、金虹財務長，戴柏青理事，董事會馬龍
主席、李怡德副主席、史大昌前主席、朱憲懷、李玉前
主席熱烈歡迎參加美國石油地質家協會(American Asso-
ciation of Petroleum Geologists）成立100週年年會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諸多來自中國的石油業者參與貴賓們
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遊慧光組長，經
濟組徐炳勳組長出席盛會。賈承造院士、95歲中國石油
勘探開發研究院李德生石油地質學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趙文智院長、馬永生院士、金之均院士、田立新院長發
表熱情揚溢談話,表達對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感謝之情並分
享各自成為會員後的經歷,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聲。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杰會長致歡迎詞時提到，參
加晚宴賓客恰好100人，正好紀念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
會成立100週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與美國石油地質學
家協會之間關係密切，雙方常開展多角度的合作與交流
。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杰會長在發言中以幻燈片介
紹美國華人石油協會並講解協會舉辦各類活動。陳家杰
會長說明，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成立於1983年，旨在為會
員提供教育、職業發展及技術交流等方面服務。平時會
定期舉行年會、野餐及講座等活動，提升美國華人石油
協會凝聚力同時，為會員提供交流平台。

95歲高齡的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石油地質學教
授級高級工程師李德生應邀致詞，他是美國華人石油協
會會員，協會是兩岸三地石油業者互相學習交流的重要
平台。他回憶1987年時，中國大陸與台灣因政治原因一
般不往來，正是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的存在，沈良璣會長
讓兩岸石油業者在休士頓有了交流機會。參加當天的晚
宴，見到諸多老朋友，他很高興。李德生教授並發表參
加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成立100週年三點感想,他記得
68週年開始參加，至今已經參加17次，深以參與為榮。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馬永生院士稱讚美國華
人石油協會。馬永生院士談到，中石化雖整體表現搶眼
，但上游業務不是很理想，他希望協會會員能幫助中石
化上游發展。

2017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設宴慶祝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成立設宴慶祝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成立100100週年招待兩岸同業週年招待兩岸同業

黃氏先賢來美約在清朝道光年
間(一八四六)美國加州發現金礦, 同
時美政府開發西部, 與興建橫貫東西
鐵路應招來美當苦工, 先賢為聯絡感
情,互相扶助,共謀福利,故此發起組織
黃江夏堂於三籓市, 並集資購置堂所,
為族人聚會中心, 團結生存!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年)在芝
加哥招開第九屆懇親大會,將黃江夏
堂改為黃氏宗親會,宗旨為聯絡宗誼,
維護公益,辦理慈善! 全美共有二十餘
處. 三籓市為其總會!

黃氏先祖遺訓: 策馬登程出異疆
. 任從隨處立網常年深外境尤吾境.
日久他鄉即故鄉. 早夜莫忘親命語.晨
昏須炷祖爐香. 願言蒼昊垂庇蘟.三七
兒男總幟昌.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成立於一九
六九年三月九日.謹訂於 2017 年 4 月
14 日晚上 6 時 30 分假休士頓海港餐
廳舉辦黃氏宗親聯歡大會, 聯絡我宗
親情誼.敬邀出席指導為荷.

會長: 黃登陸 敬邀
時間: 4月14日2017年(6:30PM)

地點: 海港餐廳(Harbor Seafood
Restaurant Hai Cang) 117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聯絡人:黃登陸. 黃泰生.黃王秀
姿. 黃以法

連 絡 電 話: 832-8181000.
832-7885885

713-8588781.
281-9233660

餐會票劵: @50.-與@30.-

休士頓黃氏宗親聯歡大會

由財團法人長生學慈善基
金會舉辦之高級班研習會,將於
2017年4月22日至4月25日,在
休 士 頓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舉行。長生學高級班研
習會再度邀請到來自於臺灣,二
十多年來已在全球 培育百萬學
員的長生學主辦人林子珍老師,
親臨休士頓開課。

本次高級班研習會報名學
員,必須完成初中級班課程也歡

迎己上過高級班的學員再重新
複習，再次精進提升自己。本
研習會不收取任何學費,所有的
開支(場租、講義等)皆由學員
隨緣樂捐。開課報名細節請到
休士頓長生學網站 www.csx-
houston.org 報名; 無法上網著
請電話聯絡。不能四天全程參
加者請勿報名,因此參加研習
前請慎思時間上的許可並妥當
安排時間。上課時,請學員自備
紙、筆、飲水。研習期間請勿

遲到或早退,非必要不要 中途
請假另外,請勿帶非參加研習人
員或幼童進入會場。老師將用
中文講課,如果不懂中文,現場
有 英文同聲翻譯。由於租用的
場地座位有限,為了保証授課質
量,請學友們盡快報名。

時間上課地點為:中華文化
中心 9800 Town Park Dr Hous-
ton TX 77036
4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pm 到 6:00pm

4 月 23 日 ( 星
期日) 時間：
上 午 10:00am
到 下 午 6:
00pm
4 月 24 日 ( 星
期 一) 時 間:
下 午 5:00 到

8:30pm
4月25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5:
00 到 8:30pm
報名網址: www.csxhouston.org
電話: 832-687-7644 聯絡人：
王嘉琪
郵 件 地 址: chiwangcsxhous-
ton@gmail.com
-----長生學簡介-----
長生學是藉著人體導引宇宙能
量來幫助自身及他人健身的一
種方法。它是心靈與愛心結合

宇宙能量所 產生的效果。學習
者透過上課的講解及打開穴道
後,經由靜坐與調整提升自身的
健康,並且可以去幫 助及改善
他人的健康。
“疾病”就東方醫學的觀點來
論,大多是氣血失調所致。這氣
血協調的見解,就跟西方醫學以
循環和代 謝來探討健康的道理
是相同的。另有一些疾病乃是
因細菌或病毒所引起的,這些疾
病會隨著我們氣血 的活絡、循
環代謝變好、抗體、免疫系統
提昇以後,病狀自然就會改善了
。
學習長生學,課程簡單,任何時
間與地點都可以做功課與調整
。由靜坐到靜心、由接納到導
引,都不 需要用意念,沒有繁雜
的招式,由身體攝取所需要的能

量,是自然的、不是強迫的,所
以不會有副作 用。在輕鬆自然
中使自己與宇宙結合,讓我們的
潛能得以發揮。
當這些能量進入我們體內時,氣
血因而順暢起來,它能活絡每一
個細胞,讓每一個器官的功能正
常發 揮,達到提升健康的目的
。不需藉助任何藥物及醫療器
材,也不必用推拿或按摩,即可
達到相當的效 果,可以改善體
質、增強免疫力,且無任何副作
用。病的污垢是隨著自己的代
謝系統排出體外,所以 幫人調
整不會傳染到相互間的疾病。
長生學能自助助人就是這個道
理。
資料查詢: http://www.longevi-
tology.idv.tw

長生學慈善基金會第十二屆2017 休士頓高級班研習會

ShellShell 副總裁副總裁 Claudia HackbarthClaudia Hackbarth與中石油趙文智院長在與中石油趙文智院長在 20172017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設宴慶祝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成立設宴慶祝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成立100100週年招待兩岸同業晚宴上互相交流週年招待兩岸同業晚宴上互相交流。。 ((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9595歲高齡的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員李德生歲高齡的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員李德生((前左一前左一))講述協會沈良璣會長使大陸講述協會沈良璣會長使大陸
、、台灣石油業者在台灣石油業者在19871987年獲得交流機會年獲得交流機會,,賈承造院士賈承造院士,,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陳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陳
家杰家杰((二右一二右一),),董事會馬龍主席董事會馬龍主席、、史大昌前主席等參加史大昌前主席等參加CAPACAPA慶祝美國石油地質慶祝美國石油地質
學家協會成立學家協會成立100100週年招待兩岸同業晚宴週年招待兩岸同業晚宴。。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內科，家庭科醫生栗懷

廣於上周六（4 月 1 日 ）下午二時，在光鹽社主講「

淺談心臟病 」。由於現代人生活方式及飲食習慣改變

，再加上肥胖，已成為糖尿病的兩大成因。

而如何維持健康的生活？栗醫師指出：（ 一 ）

足夠的鍛鍊，所謂「 管住你的嘴，邁開你的腿」，（

二 ） 吃的健康，（ 三 ）喝足夠量的水（ 每天2000

毫升） ，（ 四 ）減少基本上壓力。（ 包括必要時看

精神科醫生，以維持心理健康）。

栗醫師談糖尿病患者的飲食計劃，如每天的正餐

與小吃要定食； 每天吃相同的食量；儘量不要疏忽正

餐； 若要減肥，減低每餐的份量。栗醫生特別要大家

注意三甘油脂的攝取，如少吃肥肉，少吃花生，少吃

含糖的東西。這不只糖尿病患要注意，也影響心，腦

血管，此外，白米飯要少吃，會造成血糖高。

其次，糖尿病的藥物治療： 是促進胰腺分泌胰島

素。因此，打「 胰島素」 包括長效胰島素，短效胰島

素多種，必須每天監測，控制血糖在100 至120 之間

。而晚期病人，低血糖更可怕，會造成休克，有生命

危險。

談到第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濃度，他建議將血

液中葡萄糖（ 血糖） 控制在建議的目標範圍內，可預

防或延緩糖尿病所引發的長期病症。要如何照護糖尿

病，主控權多半操之在您的手中。如： 實行飲食計劃

，多運動，服用藥物，嘗試在大多數時間維持血糖目

標； 使用血糖計和A-1-C 檢查結果，追蹤記錄血糖值

。

栗醫師說：血糖濃度愈接近目標範圍，就愈能降

低罹患眼盲或糖尿病眼疾、腎臟疾病、足部病症、神

經受損、牙齒與牙齦病以及皮膚疾病等風險。此外，

也能降低心臟病或中風的風險。

栗醫師說：血糖濃度會在一整天上上下下變化。

照護糖尿病的關鍵之一，就是瞭解血糖濃度升高或降

低的原因。如果知道原因，即能採取步驟來將血糖濃

度維持在目標範圍內。

當天現場觀眾發問十分踴躍，其中多為糖尿病患

或家人為糖尿病患者。栗懷廣醫師畢業於北京醫科大

學，獲得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在中國曾任矯正外科

手術醫師十年。2002 年來美國貝勒醫學院研究基礎醫

學，2009年成為內科醫師, 曾任約約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住院醫師，目前任職於黃金醫療中心。

光鹽社上周六舉行健康講座
栗懷廣醫師主講栗懷廣醫師主講 「「淺談糖尿病淺談糖尿病」」

圖為栗懷廣醫師圖為栗懷廣醫師（（ 立者立者 ）） 上周六在光鹽社主講上周六在光鹽社主講 「「 淺談糖尿病淺談糖尿病 」」 現場現場。（。（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本報訊）2017 “美中之星”國際
歌唱大賽將於2017年4月8日 進入海選，
德州有休斯頓，奧斯汀，聖安東尼奧和達
拉斯四個分賽場！比賽規模創歷史記錄！
總決賽將於2017年4月29日在美國德州休
斯頓市隆重舉行。這將是美國德州華人歷
史上第一次4個大城市的頂級歌手的友誼
盛會！此外，中國相關的文藝團體也將委
派歌手（已經取得簽證）參加4月29日的
總決賽！總決賽之夜將是激情四射，星光
燦爛的難忘之夜! 這次大賽是由美中友好
促進會和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聯合主辦
，方先生-安心理財冠名贊助， 以及眾多
文藝團體和非文藝社會團體的全力協辦，
並已得到了多家社團，商家，和個人的大
力贊助。本次大賽的宗旨是在豐富海外華
人的文化生活， 更是為了發揚中華文化
的唱歌傳統，為所有音樂愛好者，提供一

個放飛夢想, 屬於自己的音樂舞台！本次
大賽選手分3組： 少年組（18歲以下），
青春組 （18歲以上）和 成熟組 （50歲以
上）。 2017年4月8日海選， 時間：下午
1-5點地址：豪爵KTV 6533 Wilcrest Dr #
105, Houston, TX 770722017年4月22日復
賽， 時間：下午 1-5 點地址：麥樂迪
KTV 9889 Bellaire Blvd D239, Houston,
TX 770362017 年 4 月 29 日總決賽， 時間
： 晚 上 6-9 點 地 址 ：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1675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9 。2017 “美中之星”歌唱大賽
組委會主席： 黃琛（美中友好促進會副
會長）共同主席： 黃華（中國聯合校友
會會長）總策劃： 謝忠（美中友好促進
會會長） 讓我們一起將2017 “美中之星
”歌唱大賽辦得圓滿成功！

2017 ＂美中之星＂國際歌唱大賽
今在德州四個分賽場舉行海選，規模創記錄

華美銀行本周三捐款一萬元給文化中心華美銀行本周三捐款一萬元給文化中心
贊助文化中心的社區服務及職業教育工作贊助文化中心的社區服務及職業教育工作

華美銀行本周三（4

月 5 日） 中午，由華美銀

行資深副總裁，德州區負

責人 Steve LaFredo（ 左五

），華美銀行首席副總裁

，資深公關經理張凱旋

（Paul Cheong )( 左三） 及

華美銀行助理副總裁，百

利 大 道 分 行 經 理 李 洋

（Jack Li )( 左四）代表，

向文化中心捐贈一萬元，

以鼓勵文化中心多年來從

事社區服務及職業教育等

工作。由文化中心執行長

華啟梅（ 右五 ） 率各部門主管代表接受。圖為雙方代表於捐贈儀式上合影。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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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豐銀行第一季財報亮麗   季度盈利強勁，亮麗 2017
（本報記者 秦鴻鈞）恒豐銀行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在恒豐銀行大樓 12 層會議室召開
2017 年度首次記者招待會 , 會議由恒豐銀行吳
文龍董事長主持 , 副董事長張瑞生 , 執行董事
錢武安 , 孫定藩 , 陳文全及總經理張永男 , 公
關部經理 Jennifer Zhou 等人列席參加。  

吳文龍董事長在致辭時首先肯定了恒豐
銀行第一季的優異表現 , 吳董事上說 : 在 2017
年開篇的第一季 , 我們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 在
2016 年第一季發佈會時我說過，我們的新目
標是能夠儘快衝破總資產 15 億。經過一年的
努力 , 今天 , 我們又向這個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
恒豐銀行第一季度營運及成長業績營運業績比
去年同期都有明顯增長 , 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第一季度財務及營運狀況如下 : 總資產額已
超過 14 億 , 總存款額超過 12 億 3 仟萬 , 總貸
款額近 11 億 2 仟萬 , 資本總額超過 1 億 6 仟
1 佰萬 , 稅前盈餘超過 625 萬元 , 稅後盈餘為
410 萬 , 資產報酬率 (ROA)1.20%, 投資報酬率
(ROE) 10.3%,。 同時 , 在今年 2 月 24 日舉行
的年度股東大會 , 分發每股股利 $1.00 元 , 使所
有投資股東非常滿意。 

吳董事長表示 , 為更好的發揮社區銀行的
優勢 , 為南加州蓬勃發展經濟環境下的客戶提
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2016 年 8 月 4 日恒豐銀行

在南加州 city of Industry 和 Alhambra 同時開設
兩家分行 , 經過近 8 個月的營運 , 兩家分行的
業績顯著 , 存款額已超過 9 仟萬 , 貸款總額接
近 7 千萬 , 由此可以充分體現恒豐銀行在加州
地區設立分行之舉措的正確性以及加州市場的
無限潛力。

 截至目前 , 恒豐銀行已有 18 個經營網點 ,
分佈于德州 , 內華達州 , 加州 , 休士頓 , 達拉斯 ,
拉斯維加斯 , 南加州工業區市和阿罕伯拉市等
不同城市和地區，無論是在經營多年的城市地
區 , 還是新開發的城市 , 恒豐銀行專業的業務
團隊 , 都在兢兢業業努力耕耘 , 勾畫著宏偉的
藍圖。2017 年，恒豐銀行預計在加州再開一
至兩家分行 , 將經營的版圖在加州地區更加延
伸。

 吳董事長表示 , 長期以來 , 恒豐銀行本著
對股東負責 , 對市場負責 , 對客戶負責的原則 ,
始終堅持認真審慎每一個貸款專案 , 並嚴格控
管貸款中每一個流程的正確性 , 因著這一堅持 ,
恒豐銀行增加資產的同時 , 也保持著資產品質
的優良。 在未來時間 , 恒豐銀行將一如既往地
堅持這一原則 , 以期在大環境變化的情況下 ,
始終保持穩步發展 , 持續增長的趨勢。

 吳董事長在報告銀行的成長成績之餘，
也現場回答記者的提問，對川普新政府的上

防治糖尿病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
（Multiflowers）三效合一保健康

喜歡象棋？跟着休斯頓這位國際
象棋大師參加夏令營就對啦！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中 ），與副董事長張瑞生（ 左三 ），（其
餘左起 ）執行董事陳文全，孫定藩，錢武安及 總經理張永男，公關部經
理 Jennifer Zhou 等人合影於今年首次記者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休斯頓的翰林教育學院擁有
中國城、Katy 和德州醫學中心（TMC）三個
校區，成立伊始便將“高起點、高規格、高
師資”作為宗旨，獲得了眾多家長的認同與
贊譽。許多人只知道這裏的英語、漢語、數
學培訓特別強，其實在國際象棋上也是臥虎
藏龍啊！

翰 林 的 國 際 象 棋 老 師 叫 做 Daniel 
Fernandez，有 15 年以上的教學經驗，他的
國際象棋分數在 2500 分以上（國際象棋大師
的級別 International Master），是休斯頓地
區僅有的幾位國際大師級教練之一和美國國
際象棋聯合會中的專家。

和藹和親的 Fernandez 曾是美國最年輕
的大師級參賽選手，曾獲得過德州和佛羅裏
達州的冠軍，並曾在美國公開賽中獲得第六
名（超過 30 名大師級選手），多次代表美國
隊參加世界性的國際象棋大賽。在職業生涯
中，他也培養了許多獲得過德州冠軍和全美
冠軍的學生。他的學生中有 10 個專家級選
手（分數 2000+）和一位大師級選手（分數
2200+）。目前，他的學生國際象棋的排名
在休斯頓是最高的。

最近，Fernandez 就帶領了他在翰林教育

學院的學生們參加了一場國際象棋北美晉級
賽，其中三名學生均獲得了獎項。

國際象棋是翰林教育學院日常課程中頗
為受歡迎的一門課，在周一至周五的 after 
shool 和周末的課程中都有安排。為了滿足學
生和家長們的要求，方便更多喜愛國際象棋
的年輕人互相結識與切磋，翰林教育學院今
年夏天開辦了北美晉級賽專業級別的國際象
棋主題夏令營哦！

台利弊，他表示現在還看不出，
要一，二年的時間，才可看出端
倪，對於川普以企業家的方式來
治理國家，也不是不好，但加入
「政治」的素養及操作 手法有
其必要，一味遣返墨裔勞工，為
的是將工作機會留給真正的「 
美國人 」，但也造成企業主開
支提高，物價上揚，其利弊至今
難以斷定。吳董事長特別提到柯
林頓總統在位那八年的成績，美
國的外債幾乎接近零，國家還有
相當的盈餘，其手法值得借鏡。

吳董事長還特別提到，恆豐
銀行將於五月六日舉行第十九
屆高爾夫球賽，及五月十三日（ 
星期六 ） 下午六時，在糖城的
Azuma 餐廳舉行十九周年慶，
明年二十周年慶，全體董事會成
員將回台灣開一次董事會以示慶
祝。

恒豐銀行成立于 1998 年 5 月 18 日 , 從臨
時組合屋 ,38 位員工的開始 , 經過 19 年的兢兢
業業的努力 , 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
準 , 員工超過 220 人 , 擁有總行及分行 17 家的

本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行。 恒豐銀行大樓 , 除
已成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 , 也帶動
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
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 , 堅持誠
信為本 , 專精為責 , 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
優質的金融服務。

糖尿病是一組以高血糖為特征的代謝性疾病。高
血糖則是由於胰島素分泌缺陷或其生物作用受損，或兩
者兼有引起。糖尿病時長期存在的高血糖，導致各種組
織，特別是眼、腎、心臟、血管、神經的慢性損害、功能
障礙。嚴重威脅人類健康。中華本草》中詳細介紹，蜂
膠對糖尿病並發症有綜合防治功能。

研究發現，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
富含300多種有效成分，且十分精妙，具備對人體血管、
神經、免疫系統同時修復的綜合功效。臨床顯示，服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六個月後，患者
血糖平穩、正常；一年後，手腳麻木、四肢冰涼、失眠、
多汗、乏力等並發癥均可有望消除。被譽為糖尿病患者
的保護神！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三效
合一保健康。
一、激活胰島β細胞、修復胰島功能
    胰島損傷是造成糖尿病患者血糖不穩的根源，萬蜂
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中黃酮類、萜烯類化
合物具有促進外源葡萄糖合成肝原糖，並對胰島細胞
起保護作用；其所含梓醇蝶芪等物質具有明顯的降低
血糖作用；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中鉻、
鈣鋅鎂鉀等微量元素有激活胰島素，改善糖耐量，參與
胰腺細胞功能調節等功效，讓胰島β細胞逐漸恢復自
身分泌功能，從根本上阻斷胰島衰竭。
    二、改善四系統病變，逆轉消除並發症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並發癥，萬蜂牌巴西極品
蜂膠（Multiflowers）能強化免疫系統，增強免疫細胞
活力，在病人體內形成一道保護血管、神經、代謝、免
疫的立體防治體系。
    三、減少藥毒傷害，保護肝臟、腎臟
    長期服用降糖藥會引發低血糖、酸中毒、刺激腸
胃、肝腎功能受損等很多副作用；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
（Multiflowers）天然無任何毒副作用，清除血液毒素
垃圾，可保護肝腎，通過尿液排出體內毒素，增強藥效，
減少藥物的傷害作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最大的優勢
在於綜合功效，能同時作用血管、神經、代謝、免疫四
大系統；單用萬蜂蜂膠（Multiflowers）就可同時解決
並發症、穩定血糖、保肝護腎、祛除耐藥性多種難題！
避免了多藥同服的花費，就能有效控制住並發症、不用
住院，省去了大筆醫療費，而且越久越實惠！
萬 蜂 牌 巴 西 極 品 蜂 膠
（Multiflowers）是大自然賜予
人類最好的禮物，是您健康的
保護神！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加拿大 viker公司出品

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
即 4月	8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請到僑教中
心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有	2016 年及之前的會
員證將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停
寄活動通告。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II.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書法班於 3月27日
開新班。每週一上午十點到十—點半僑教中心
105 教室上課。	我們有幸邀請到休士頓著名的
書法家江震遠先生為老人服務協會義務教學。江
震遠老師對書法頗有深入的研究。	對中國獨具
傳統特色的文房四寶 ,	文字的分解更是有深厚的
認知。書法是一種藝術 ,不單止是目有成熟的審
美體系。而且更要了解依循漢字的結構規律，變
化組合。江震遠老師將會帶給大家更多學習書法
的教材 ,	典故和理論。利於學員學習、故每班名
額有限。有興趣的會員請盡早到105室報名參加。

III.	2017年 4月18日	 星期二、一日遊。將
於3月29日星期三開始接受報名收費。本會所舉
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	於指定報名
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
中心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
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 (713)784-9049 預

廳，Discovery 劇院，展覽溫室，歷史的 Epiphyte
溫室，兒童花園，濕地示範花園，Edibles 花園，
咖啡廳和花園商店。香格里拉的一個顯著特點
是它的植物園。利用藝術概念，植物園擁有數百
種以藝術主題為主題的植物，旨在啟發和驚奇。
花園包括五個藝術室和四個雕塑花園。被稱為
藍月池塘的反射池周圍環繞着原始有歷史色彩

花園，其中有41種杜鵑花，有一些是屬於當年
H.J.Lutcher	Stark 原來香格里拉所培植。

•	 中午中式自助餐
•	 下午 6:00 回到僑教中心。
IV.	 3/25/2017海豚遊船之旅團體照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年 4月份會員通告

約報名繳費。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7:45-下午 6:00 僑教中心停車場

登記上車。
•	 參觀現代化的香格里拉植物園也是一

個世界級的自然中心。位於得克薩斯州奧蘭治市
中心252英畝。它是一個生態仙境和生活博物館
適合所有年齡遊客的探索。這個區域包括展覽

肺癌患者選用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的理由
根據研究調查發現：晚期肺癌患者服用巴

西野生綠蜂膠後一個月內好轉；日本、中國和
美國等醫學家同樣證實巴西綠蜂膠使肺癌患者
腫塊縮小、症狀減輕、體重增加。患者述說道：
“咳喘減緩”、“疼痛消失”、“食欲增加”、

“信心倍增”等。讓我們來看一看最新的科學
研究，綠蜂膠是如何防治肺癌的。

綠蜂膠對肺癌細胞有抑殺作用，而對正常
細胞有保護的效果：美國等科學家發現，蜂膠
中的 CAPE 具有選擇性殺傷肺癌細胞和抑制癌

生長的作用。英國等科學家也研究發現，蜂膠
中的 Artepillin- C 能直接殺傷肺癌細胞，抗癌
效果不亞于常規的化療藥物 5 －氟尿嘧啶。中
國、日本和歐洲等科學家的最新研究均證實，
蜂膠中的多種活性物質能夠直接殺傷癌細胞，
從而有效輔助治療肺癌，抑制腫瘤的轉移或復
發。而且，作為天然抗癌之極品，綠蜂膠在殺
傷癌細胞的同時不損害正常細胞，避免了放化
療的不分敵我的劣勢。

天然 COX-2 抑制劑，抑制癌基因表達，
抑制肺癌的復發與轉移：紐約大學 Gaynor 博
士發現巴西綠蜂膠是最好的天然 COX-2 抑制
劑，可以抑制肺癌組織中癌基因的表達，起到
防治肺癌的作用。藥物 COX-2 抑制劑雖然能
起到預防肺癌復發的作用，但由於顯著的副作
用如心臟毒性等而被美國 FDA 禁止使用，天
然 COX-2 抑制劑綠蜂膠理所當然的成為醫學
家的新寵。

綠蜂膠強化免疫功能，清除微小病竈：肺
癌之所以復發和轉移是由於微小病竈的存在，
而人體免疫功能低下，不能清除癌細胞所致。
肺癌病人由於自身免疫力下降，加之放療 / 化
療等毀害了人體抗病能力，因此急需免疫功能
的提高。蜂膠在增強免疫力有兩個神奇之處。
一是其能刺激免疫機能，增加抗體生成量，增

強免疫活性細胞（包括 T 細胞、殺傷細胞、吞
噬細胞等），是一種天然的高效免疫增強劑；
二是癌細胞能隱蔽其抗原性而逃禦人體免疫防
禦，從蜂膠中提取的 PRCA 超級抗原，使癌
基因死亡密碼被破解。PRCA 被世界衛生組織
稱為“誘導癌細胞凋亡反應因子”，使癌細胞
失去活性。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蜂膠中
的王者，巴西第一品牌，世界公認最佳品質：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字 1982 年以
來最悠久的生產歷史，採用當今先進萃取技術 , 
常溫下提取綠蜂膠中活性物質，有效成分含量
業內最高，不含酒精、甲醇等有機溶劑，不含
任何重金屬有害元素，巴西乃至全球銷量最大
之極品綠蜂膠。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品
監管局註冊 #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
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網 站：www.
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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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努力，只要學習
3-6 個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薪
達到 10 萬美金！你會相信嗎？說實在的，剛
開始我也不信，但我去 LaneCert 電腦工程師培
訓學校采訪了劉校長以後，我徹底地信了！為
什麽？因為劉校長自己就是受益於這個項目，
現在為 AT&T 工作，年薪二十多萬。在工作
之余，他也將這個項目推廣到華人社區，希望
有更多人受益。
    劉校長是東北人，小時候家裏窮，他最大
的夢想就是每天都能吃上飽飯，所以他拼命學
習，希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事實證明，知識
確實能夠改變命運！ 1983 年他考上成都電子
科技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沈陽百花電器集
團設計電視機。一邊工作，劉校長堅持一邊學
習進修，在遼寧大學讀 MBA 課程。1998 年的
一天，他在遼大的校園裏遇見了梁先生，當
時梁先生在推廣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劉校
長剛開始不相信世界上有這麽好的事兒，只要
學習 800 個小時，就能找到年薪 10 萬人民幣
的工作！要知道，那個時候全國的月平均工資

才一兩千塊人民幣！ 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以至於不像
真的！）可他轉念一想，多學點
東西有什麽不好呢？於是，劉校
長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參加了梁
先生的互聯網專家培訓課程，幾
個月以後他順利通過考試拿到了
Cisco 互聯網專家證書，馬上就
被一家深圳公司錄取，年薪十萬
人民幣！
    嘗到了甜頭的劉校長一直在不

停地學習、挑戰自我，他的 Cisco 互聯網專家
證書越考越高級，從初級的工程師到現在的專
業技術架構師，他的人生也一次次地攀上新的
高峰，2004 年他技術移民加拿大獲得免試通
過。從沈陽到深圳，從深圳到北京，從北京到
加拿大，從加拿大到美國，劉校長說他受益
於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項目，把不可能變成
了可能！這個項目如此之好，卻沒有幾個人知
道。美國人有做這個培訓的，但他們采用全英
語教學，並且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所以去
華人去美國學校很難學出來拿到證書。劉校長
說，學會了這門技術，有了 Cisco 互聯網專家
證書，那可真是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劉校長開辦的 Lanecert.com 電腦工程師培訓學
校，總部位於達拉斯，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
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 GPA 不
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
次被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LaneCert 培訓機構的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
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

人才。實際上，電子高新技術區域一直人才
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 CCIE 這
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計，Cisco 互聯
網專家 CCIE 只有 1 萬人，而這種高新技術人
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Lanecert 培訓機構作
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
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
事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
勢！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
其一，Cisco 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
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
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
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
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導
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學
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
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采
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被充
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教學質量
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
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
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
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雇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惰、安
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
好，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
夠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
們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
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的機
會，你，能抓住嗎？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
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即將開
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
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
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
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十萬年薪不是夢！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
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
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
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症或腰椎間盤髓核
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
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
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
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症狀
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
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
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
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症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
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
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
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
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
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
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
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
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
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症、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
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
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
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
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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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德州佛教會於 4 月 2 日 ( 星期日 ) 上午十時半 , 假美洲菩提中心報恩塔啟建『孝親報恩清
明法會』以緬懷華人慎終追遠的傳統和孝親報恩的美德。與會大眾包含義工約有三百餘人參
加，場面莊嚴肅穆。

清明法會是德州佛教會舉辦多年的重要活動，希望透過這個活動，不但對過往先人能超薦
回向，同時也提倡生活中孝親報恩的做人道理。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活動有興趣，請電玉
佛寺 281-498-1616。

德州佛教會2017親孝報恩清明法會圓滿

黃以法榮膺休士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盟主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盟主黃以法與理事們合影。

休士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盟主黃以法以中山
先生信徒自居、三民主義目前以建國方略在中國被
推廣的相當成功、而新一代台灣同胞對三民主義相
對冷漠、是時侯需要加強學習國父所倡導的三民主
義。

休士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前任盟主張錦娟則在陳天生
的監交下，黃以法榮膺新盟主。

休士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主
任委員張錦娟於 3 月 23 日在雅苑舉
行年會主持盟主改選事宜。

新當選休士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盟主黃以法與其團隊將在未來舉辦的活動中強調民
生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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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最新消息：H-1B工作簽證第一周名額已滿
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

在官網正式宣布，已經收到超過 65,
000個H-1B常規名額和
20,000個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
以上學位的H-1B申請。換句話說，
今年H-1B申請的名額已被全部用完
。移民局會先抽取留給在美國獲得碩
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兩萬個名額，沒
有被抽中的在美國獲得碩士或以上學
位的申請將會被放到常規申請中，繼
續參與第二次抽籤。移民局將拒絕那
些沒有被抽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
和所有申請材料，並會附上一封解釋
信。

今年的 H-1B 工作簽證可謂是一
波三折。 4 月 3 日是今年美國移民局

接受H-1B申請的第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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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3月3日表示，因H-1B案
件積壓嚴重，移民局將於 4 月 3 日起
，暫停加急服務。加急服務可能暫停
6 個月左右。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的
H-1B 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而
延期或者換雇主，從 4 月 3 日起也不

能申請加急服務
。
3 月 31 日，移民
局還取消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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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 3 月 3 日
表 示 ， 因 H-1B
案件積壓嚴重，
移民局將於四月
三日起，暫停加
急服務。

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的 H-1B 簽
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加急服務可
能暫停6個月左右。
H1B工作簽證介紹

H1B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
作的專業人士，如工程師、律師、會
計、研究員、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
業人士等。 H1B由雇主申請，受益人
最長可在美國工作六年(已經提出綠卡
申請的可提出超過六年的 H1B 申請)
，在此期間並可變換雇主，轉換成其
他簽證，或申請永久居留（綠卡）身
份。

H1B適用甚廣，是企業或公司最
常申請的簽證，核准時間三至六個月
不等。 H1B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
申請 H4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
也可以申請入學，但一般情況下不可
以在美國工作。 H1B身份的配偶必須
符合以下條件方可工作：H1B持有人
的 I-140 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
，而該 H4 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 H1B
持有人已經處於 H1B6 年以後的延期
階段。
H1B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學學士或以
上的學位（專科加相關工作經驗也符
合條件）
2.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相關
3.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最低工資
標準的工資
H1B工作簽證配額

今年的配額是65,000,除去其中基
於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留給智利和新加
坡的6,800 個配額，事實上,只剩下了
58,200 個名額給其它國家的申請人使
用. 另外,根據 2004 年 11 月 20 日通過
新的法律，每年增加了20,000 個名額
供獲得美國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人
才申請.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案主要包括
三類：
(1) 現在是H1B的身份延期；
(2) 現在是H1B的雇主轉換；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非營利研究機構」或是 「政府單位

的研究機構」； 比如醫療中心，大學
等或其附屬機構。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於 12 月 23 日大幅調漲申請費

。綠卡延期的申請費（I-90）從$365
漲到$455，另加指紋費。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
作簽證申請費從$325漲到$460。親屬
移民(I-130)申請費從$420調到$535。
遞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I-131
）申請費也從$360調到每份申請$575
。職業(勞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
從$580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綠卡
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請費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括指紋費)。
拿到婚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
卡，申請費則從$505漲到595(不包括
指紋費)。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
$380 漲到$410。指紋費$85 不變。公
民入籍的申請費由$595漲到$640（不
包括指紋費)。投資移民申請費I-526
從$1500漲到$3675。投資移民臨時綠
卡轉成正式綠卡，I-829申請費$3750
不變。投資移民區域中心 I-924 申請
費從$6230 調漲到$17,795。移民局還
提出一項新的收費，將I-924A的投資
移民區域中心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
移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2010年
11月。
2.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 2016 年 12
月15日起，全面實行辦理護照、旅行
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請人需要提前
登錄“中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預
約 ” 網 站 （http://ppt.mfa.gov.cn/ap-
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證時間
。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提示打印
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間攜帶相關資
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本人來館遞
交申請。除遺失護照急於回國的臨時
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請人有其他
極特殊情況無法在線預約的情況外，
總領館不再受理未經預約的護照、旅
行證申請。
3. 自 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有效
期 B1/B2、B1 或 B2簽證的申請者，
必須在首次前往美國旅行前登記。所
有申請者的登記維持兩年有效，若旅
客的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過
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失效。登記
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
期和護照及其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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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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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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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遊客近日在葡萄牙豐沙爾體驗各地遊客近日在葡萄牙豐沙爾體驗
人力推動的竹籃雪橇人力推動的竹籃雪橇，，感受風馳電掣的感受風馳電掣的
下坡刺激下坡刺激。。

意大利埃特納火山噴發意大利埃特納火山噴發 巖漿流淌似巖漿流淌似““火河火河””

意大利卡塔尼亞意大利卡塔尼亞，，埃特納火山爆發埃特納火山爆發，，巖漿流動場面震撼壯觀巖漿流動場面震撼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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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小長假期間，國際旅遊名城甘肅敦煌旅遊呈現火爆增長態勢，共接待遊
客1.87萬人次，同比增長38.52%；實現旅遊收入1827.49萬元，同比增長38.58%。
這是歷年來，當地清明節小長假同期接待的最好水平。據敦煌市旅遊部門統計，連續
3天以來，敦煌旅遊出現“三級跳”翻倍增長的良好勢頭。

遊客體驗竹籃雪橇遊客體驗竹籃雪橇
被推下坡享受速度與刺被推下坡享受速度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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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華為：：期期待更深入參與中歐合作

綜合報導 熙攘的赫爾辛基中央火車

站外，馬路正對面便是華為服務門店鮮

紅的標誌。短短九年時間，來自中國的

華為手機悄然在這個誕生了諾基亞的國

度實現了市場占有率第壹的目標。

“華為在芬蘭的業務聚焦三方面，

運營商業務、消費者業務和企業業務，

這幾年整體發展較快。”華為芬蘭子公

司CEO曹克乾近日在赫爾辛基接受中新

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2015年，華為平板電腦銷量首次在

芬蘭躍居第壹；2016年底，華為手機市

場份額攀升至32%，穩居芬蘭第壹。在

當地采訪過程中，記者遇到的芬蘭人多

對華為產品贊賞有加。

對於華為消費者業務在芬蘭的迅速

成長，曹克乾認

為，芬蘭消費者比

較註重產品技術

含量，經過數年

拓展，華為在當地

已樹立了“創新

強，服務好”的品

牌形象。

在更加“高大

上”的運營商和企

業業務領域，憑借

與芬蘭三家主要運

營商良好的合作以

及自身過硬的技術

實力，華為2015年

至2016年為芬蘭建

設了首個無線共享網絡，覆蓋該國15%

的人口、51%的國土面積。

記者看到，在壹幅由華為員工拍攝

於芬蘭北部的照片裏，冰雪將華為基站

蓋得嚴嚴實實。曹克乾表示，即便在這

種條件下，通訊信號仍能如常傳送。

據介紹，華為芬蘭子公司2016年整

體收入達 2 億美元，較前壹年增長

101%，2014年至2016年三年復合增長率

達到60%。

伴隨著市場份額快速攀升，華為

在本地化和社會責任方面的投入亦不

斷加大。以芬蘭的國民運動冰球為

例，赫爾辛基小醜隊每名球員隊伍上

均印有贊助商華為的標誌，其主場所

在地哈特韋爾體育館入口處亦有醒目的

“華為”字樣。

“球隊與華為有很好的合作。”小

醜隊CEO尤卡· 科霍農表示。

“我們盡可能把工作機會開放在本

地，本地雇員占比約80%，同時我們通

過顧問合作、上下遊企業合作等，間接

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曹克乾表示。

而在ICT（信息和通訊技術）強國

芬蘭，華為同樣傾註了大量精力用於研

發。華為2012年在芬蘭設立研究所，積

極開展研發領域合作。

華為芬蘭還從2016年起發展“未來

種子”計劃，每年邀請芬蘭ICT領域高

校優秀學生到中國，增加對中華文化、

ICT技術和華為的了解。華為希望將他

們培養為未來傳播文化、加強互信合作

的使者。

談及芬蘭的投資和營商環境，華為

公司東北歐地區部公共關系部長張曦波

給予積極評價，“如果中國國內ICT相

關企業願意來芬蘭投資發展，華為很願

意分享自己的經驗。”

“在內部管理上，華為芬蘭非常重

視跨文化融合，無論日常工作交流、分

工合作、團隊活動等，開放、多元文化

融合貫穿始終。”曹克乾介紹道。

“習主席這次國事訪問，作為在當

地耕耘多年的中國公司，我們感到分外

欣喜，同時也備受鼓舞！”談及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即將訪問芬蘭，張曦波表

示，在當前大環境下，中芬關系的進壹

步加強，有利於目前已在此拓展業務的

中國公司更加深入地參與到中歐的合作

共贏當中，尤其是在華為公司專註的

ICT領域。

“我們也希望能利用此次兩國領導

人見面的機會，將這壹環境營造得更

好，未來在自身業務以及合作共贏方面

起到應有的作用。”張曦波表示，期待

習主席此次訪問取得圓滿成功。

綜合報導 “巴松措景區目前正積極申報國家5A

級景區。它作為西藏成熟的生態旅遊地之壹，不僅帶

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而且解決了當地生態環境‘保

護’和百姓‘吃飯’的兩難問題。發展生態旅遊對

西藏而言，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西

藏自治區旅發委產業處負責人莊皓如是說。

位於西藏林芝市的巴松措景區1997年被中國列

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同時被世界旅遊組織列為世

界旅遊景點。

莊皓介紹，巴松措景區依托優渥的自然資源，

正全力打造“大巴松措”旅遊區。

通油路、通電、通水、通寬帶後，巴松措景區結

巴村的家庭客棧也慢慢發展起來了，配套設施漸全，

每年都吸引不少來自國內外遊客來此觀光旅遊。

巴松措景區的百姓吃上了“生態旅遊飯”漸漸

富裕起來。據統計，2015年，當地農牧民參與旅遊

服務項目的有359家，農牧民參與旅遊服務人數

898人，經營收入達到2025.8萬元（人民幣，下同），

平均每人每年收入2萬多元。

莊皓說，西藏廣大農牧民積極參與生態旅遊開

發建設和經營服務，改善了生活、增加了收入。據

統計，目前西藏從事旅遊接待的農牧民超過10萬

人，人均每年增收超過1萬元。

“把環境可持續性作為旅遊發展的必然要求，

將生態環境保護融入到旅遊發展過程中，在保住西

藏的綠水青山的同時，也為西藏廣大農牧民創造了

金山銀山。”

截至2016年底，西藏A級景區已達到117家，

其中自然景觀有31家，占總數26.5%。莊皓介紹，

西藏位於中國西南邊陲，面積約占全國總面積的八

分之壹，自然旅遊資源非常豐富，單單西藏境內

318國道沿線，涵蓋了珠峰大本營、魯朗國際旅遊

小鎮、米堆冰川等眾多優質的自然旅遊景點。

莊皓表示，依據《西藏自治區主體功能區規劃》，

結合西藏生態現狀，西藏將旅遊空間圈層劃分為禁

止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重點開發區，有效落實西

藏自然生態保護要求，堅決守住生態保護底線。

據悉，西藏已建自然保護區61處，總面積41萬

平方公裏，約占西藏國土面積的

三分之壹，其中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10處，現在已經納入生態

效益補償範圍。近兩年，國家

對西藏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補助

資金達2100萬元，有效促進了

自然保護區建設。

2016年，西藏安排2587萬

元專項資金，以完善生態環保

設施為重點，對巴松措、納木

措、然烏湖等7個景區進行了

改造提升。

莊皓表示，2016年，西藏組織開展了旅遊景區

精品化試點工作，通過精品景區展現精品環境、精

品生態。其考核中，與生態環保相關的考核分值達

到了30%以上。

2017年，西藏將大力推進“廁所革命”，投資

12億元完成2000座廁所的建設整治，以改善城鄉民

眾生產生活條件，同時提升旅遊環境。另外，今年西

藏力爭創建兩個5A級景區和10個以上4A級景區。

莊皓表示，西藏是面向南亞的窗口，基於邊境

生態資源優勢，正在打造的岡底斯國際旅遊合作區

也與“壹帶壹路”正式接軌。該合作區主要包括西

藏日喀則和阿裏，兩地同時也被中國列入國家邊境

旅遊試驗區的試點範圍，這對探索旅遊、生態環境

保護、邊境的開發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西藏旅遊打造生態環保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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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optimized development in densely-populated 
areas, and restructure the urban layout in the region.
This, China says is its latest step in efforts to reduce 
traffic, air pollu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overcrowded, smoggy Beijing.
Authorities are reportedly hoping that the Xiongan 
New Area will be a new centre for growth i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Last year, the country expanded at its slowest rate i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Further, reports noted that the announcement sparked 
a sudden housing boom and bargain-hunters continued 
to flock the area.
Following this, the government banned all property 
sales in the zone to stem speculation, the National 
Business Daily noted.
According to Rafael Halpin, head of research at NSBO, 
“It is essentially a greenfield site, with very little in the 
way of existing manufacturing expertise and no nearby 
financial centres to call upon. Ultimately, however, if 
Xiongan is to live up to its hype, it will not be as a new 
Shenzhen or Pudong, but as a new Beijing.”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HIGH standards will be set for the proposed Xiongan 
New Area, an economic zone near Beijing designed to 
integrate the capital with its surrounding areas.
Key words in the building plans will b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orm” and 
“innovation,” said He Lifeng, head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China’s top 
planning body.
Speaking to Xinhua news agency following Saturday’s 
announcement about the new area, he said the area 
must reach the standards of a first-class international 
city, and its architecture fully embody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Some 100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downtown Beijing, 
the new area is home to Baiyangdian, one of the 
largest freshwater wetlands in north China. With more 
than 140 lakes and covering an area of 360 square 

BEIJING, China - China’s announcement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in Hebei 
Province has created quite a stir globally.
According to the announcement from China, it would 
establish the Xiongan New Area, similar to those 
established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The New Area will reportedly be about 100 km 
southwest of downtown Beijing.
It will cover around 100 square km initially and will 

be expanded to 200 square km in mid-term and about 
2,000 square km in the long-term.
It will span three counties including,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s provincial capital Shijiazhuang.
Officials sources reportedly stated that the Xiongan 
New Area “will eventually cover an area nearly three 
times that of New York.”
China has also said that the newly approved economic 
zone will focus on high-tech and innovative businesses.
Wu Hequan, deputy team leader for the Beijing-Tianjin-
Hebei integration project sai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this new zone is to take over non-capital functions, 
but it will primarily become clusters for high-tech 
industries.”
A circular issu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said 
that the new area will also be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like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the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The circular further noted that the move is a "major 
historic and strategic choice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According to the circular, it will also help phase out 
non-capital functions from Beijing, explore a new 

and developing the Xiongan New Area, He said.
The area will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and attract the talent to help create a “high 
ground” for innovation.

He said reform was key to development, and new 
administrativ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ls 
would be tried in the area.
A long-term and stable funding mechanism will be put 
in place, and private funds encouraged to play their 
part.
According to Saturday’s circular, the new area will 
be of the same national significance as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established in the 1980s, and 
the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set up in the 1990s. 
(Courtesy www.shanghaidaily.com/nation)

kilometers, the wetland is known as the “pearl”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A specific plan to control pollution and protect the 
wetland environment will be drafted as part of the new 
area blueprint, He said.
The decision to establish the new area is part of a 

greater strategy, which China initiated in 2014, to 
develop Beijing, the port city of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to improve the region’s economic 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capital and the industrial and rural areas 
surrounding it.
Beijing, home to over 21 million people, is trying to 
curb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locate industries and 
other “non-capital functions” to Hebei as part of its 
efforts to cure “urban ills.”

Beijing’s growing population, which is approaching 
the 2020 target of 23 million, has resulted in traffic 
congestion, soaring property prices and an excessive 
burden on resources, He said.
Establishing the Xiongan New Area is “a very 
important integral part” of measures to transfer non-
capital functions from Beijing.
Beijing will focus on its “capital functions,” serving 
as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and 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 number of wholesale markets in central areas have 
already been shut or relocated, and some of the city’s 
administration will be moved from center to the 
southeastern suburbs.
Innovation will be the fundamental driver in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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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area will have national significance similar to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the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The New Area Will Be Located About 100 KM Southwest Of Downtown Beijing

China Sets High Standards For Future Economic Zone

An aerial photo of Rongcheng county,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Photo: Xinhua

An aerial photo of Anxin county,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Photo: Xinhua

An aerial photo of Xiong county,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Photo: Xinhua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hina’s New Xiongan Economic Zone Will Eventually                                              
Cover An Area Nearly 3X The Size Of New Yor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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