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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高中國際日宣揚多元文化
為推廣教育國際化﹐休士頓基督高中(Hous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11日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

日」﹐現場充滿多元文化氛圍﹐除禮堂舞台有各國文化

表演﹐體育館也有超過23個國家的展攤﹐展示當地美

食﹑衣飾和圖畫等﹐充滿異國風情﹒圖為中文教師馬

恩慈(左二)與中文班學生合影﹐該班級也參與表演﹐展

現中文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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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星期一在出席七國集團會議時表示﹐

美國不會對世界上殘殺自己公民的暴政熟視無睹﹒該會議也針

對應對敘利亞﹑朝鮮核武和俄羅斯等海外行動辦法為討論議題﹒

過去幾年來﹐世界大國的外交官一直在努力尋找如何應對敘利

亞﹑朝鮮的核企圖以及俄羅斯在其鄰國和海外行動的辦法﹒這些

議題仍然是本周7國集團會談的主要關注點﹒

7國集團的更多具體成果可能要到5月末才能出來﹐屆時7國集團

的領導人在意大利舉行峰會﹒但是這些國家的外交部長星期一

和星期二將為峰會奠定

基礎﹐但重中之重是齊

心協力從敘利亞和伊拉

克趕走伊斯蘭國組織﹒

蒂勒森星期天表示﹐美

國仍然致力於 2012 年

在日內瓦制定的結束敘

利亞沖突的國際路線

圖﹒當時﹐敘利亞沖突

剛剛一年多﹐但現在已

經成為大範圍的人道主

義災難﹒

日內瓦公報呼籲制定新

的敘利亞憲法﹐並舉行

選舉﹐但是並沒有明確

阿薩德總統的命運﹒最

近幾天﹐美國官員對其

長期信守的阿薩德應該下台的美國政策發出不一致的聲明﹒蒂

勒森說﹐伊斯蘭國組織現在是主要問題﹐阿薩德的未來由敘利亞

人民自己決定﹒

蒂勒森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說﹕“我認為﹐美國及其盟國

想要做的是﹐讓敘利亞人民做出他們的決定﹒我們已經目睹了敘

利亞暴力政權更迭的情景﹐以及更迭後出現的混亂狀況﹒”

蒂勒森星期天還曾表示﹐導彈攻擊敘利亞也有警告朝鮮的意味﹒

他說﹕“如果朝鮮對其他國家產生威脅﹐美國可能會采取對抗措

施”﹒

蒂勒森在意大利七國集團會議後將前往莫斯科﹒預計﹐蒂勒森在

莫斯科會晤俄羅斯官員時將要討論的議題之一是烏克蘭東部的

沖突﹒

美國國務院的一位高級官員在談到蒂勒森莫斯科之行時說﹐蒂勒

森可能會敦促俄羅斯信守明斯克協議的承諾﹐停止在烏克蘭東部

的戰鬥﹐為和平解決沖突做出努力﹒

這位官員說﹕“蒂勒森將重申制裁要繼續下去﹐直到俄羅斯完全改

變引發制裁的行動﹐而且與克裏米亞有關的制裁也將持續﹐直到

那裏發生改變﹒”

朝鮮核試驗和彈道導彈試驗是另外要討論的議題﹐美國和俄羅斯

在此議題上立場類似﹒美國﹑俄羅斯和其他大國一道對朝鮮去年

進行的數次試驗予以譴責﹒

國務院的高級官員說﹐總的來說﹐蒂勒森將強調﹐美國願意同俄羅

斯在對美國人民有好處的領域進行合作﹐但是“在俄羅斯違反國

際慣例時讓俄羅斯負責”﹒

美俄兩國關系中最突出的問題可能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發現﹕俄

羅斯介入美國去年的總統大選﹐目的是要提升川普勝選的幾率﹒

國務院高級官員說﹐預計﹐蒂勒森將提及這個議題﹐並且認為這是

俄羅斯“制造不必要的緊張﹐損害信任”的事例﹒

關於美國和俄羅斯整體關

系的會談﹐也將是探討更

高層的直接會談-川普和

俄羅斯總統普京之間-能

否成行的步驟﹒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武林風武林風》》是中國電視界武術搏擊類具有國際影是中國電視界武術搏擊類具有國際影

響力的頂級欄目響力的頂級欄目﹐﹐由河南衛視於火力推出由河南衛視於火力推出﹐﹐由關楓主持由關楓主持﹒﹒新新

模式模式﹑﹑全方位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中華武學的博大精深多角度地展現中華武學的博大精深﹒﹒繽紛雲繽紛雲

集的武術套路集的武術套路﹑﹑酣暢淋漓的搏擊場面酣暢淋漓的搏擊場面﹑﹑深厚濃郁的文化底深厚濃郁的文化底

蘊蘊﹑﹑名星大腕的現場助陣名星大腕的現場助陣﹐﹐使得使得《《武林風武林風》》迅速成為各類欄目迅速成為各類欄目

中關注的焦點中關注的焦點﹑﹑眾多武術愛好者追逐的熱點眾多武術愛好者追逐的熱點﹐﹐如今已成長為如今已成長為

中華武術搏擊類欄目中無可匹敵的第一品牌中華武術搏擊類欄目中無可匹敵的第一品牌﹒﹒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五每周五33點半至點半至55點首播點首播﹐﹐每周一下午每周一下午44時半至時半至55

時半與周日凌晨時半與周日凌晨44時至時至55時半重播時半重播﹐﹐敬請關注收看敬請關注收看﹒﹒

《《武林風武林風》》武術搏擊大場面第一品牌武術搏擊大場面第一品牌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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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留美工作一直是大部分留学生的梦

想，然而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移民

政策紧缩，最受欢迎的H1B申请制度也

变得扑朔迷离。新财年的H1B申请将于

4月3日启动，面对当前形势，广大申

请者在圆“美国梦”的道路上忧虑重重

。H1B签证到底为何令申请者趋之若鹜

？今年的申请形势又会怎样？没中签又

该如何面对……

H1B非移民签证是美国最主要的工

作签证类别，是美国政府在无合适美国

人应聘的前提下，鼓励符合资格的外国

人申请该岗位的签证政策。H1B作为开

启留美工作的大门，令留学生们蜂拥而

至。

而申请者不仅身怀专业技能，还

必须由雇主出面为自己申请，且申请

人的雇用申请书需要美国公民及移民

服务局的批准。如此艰难的申请门槛

儿也抵挡不住越来越多的外籍人才攀

登这座大山。

据美国《侨报》报道，美国移民局

去年收到了23.6万份H1B申请，约为常

规计划额(6.5万)加上硕士计划额(2万)的

三倍。换句话说，每三个申请人中，有

两个不能获得签证——无论他们在美国

的工作前景如何。

美国移民局日前公布信息指出，

2018财政年H1B签证名额与往年一样，

共8.5万个。南加州移民律师许俊良表示

，每年有近60万人毕业，如果按照1/4的

学生留在美国工作，也有15万人需抽签

；加上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学生的OPT(短期实习)长达三年，

不少前两年未抽中的学生会再次参与，

所以受理案件冲破20万件并不意外。

特朗普政府紧缩移民，3月3日，美

国移民局宣布从4月3日起取消H1B申请

的加急服务。美国法律政治学者张军认为

，“特朗普反对美国公司雇佣外国员工，

除非是特别有必要的H1B持有人，所以此

次H1B申请审查势必更加严格。”

可见，新财年H1B签证供不应求形

势依然严峻，新形势下的H1B中签率宛

如中彩票般渺小。

尽管申请之路难走，但是梦不能弃

，申请还得继续。面对特朗普时代的工

作签证申请，律师、学者等纷纷为留学

生们建言献策。

张军指出，“由于前几年可以抽中

H1B的情况比较困难，不少学生对此有

不同程度上的心灰意冷，在学生们有回

国或者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很多学生选

择不留在美国发展，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士数量在增加，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缓解H1B抽签压力。”

张军建议H1B申请人未雨绸缪，为

抽不中H1B做好准备，可以选择再次回

归校园继续学习，参与以后的抽签，同

时他也提醒相关人士，在申请入学前一

定要仔细核查学校信息，不要误入挂靠

学校，以免祸及自身。

幸运儿抽中H1B后，也同样面临着

一系列审查工作。

律师周正烜认为移民局审查会变得

更严格，比如探访申请者的工作环境，

申请者的工作性质、职位、薪资是否符

合申请H1B规定；许多雇主帮助员工申

请H1B时，不太清楚责任划分问题，周

正烜指出，申请文件上所有签字均是雇

主，作为雇主则需掌握员工的状况，当

移民局工作人员前来抽查时，准备好员

工的资料等。

中国学生作为美国国际学生中的一

大群体，持续走低的中签率让他们感到

前途未卜，毕业后“走”还是“留”成

为留学生的首选难题。

对于STEM专业的留学生而言，一

次H1B的抽签结果并不足以决定他们最

终的去留。因此在等待工作签证的过程

中，他们会理智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

STEM专业的居同学就表示，如果

今年抽中了，应该会继续在美国工作。

但如果没抽中，再等一次抽签还要1年

，对于这值不值得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去等，会仔细考虑，“也许会选择

直接回国工作。”

在纽约工作的陆小姐表示，近半年

来，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自己也非常适

应当下的生活，“听说今年政策如何也

不是很确定，所以我也是很紧张，到时

候看结果吧，希望自己能抽中。”

尽管留美工作是大部分留学生的理

想目标，但是并不能为此一意孤行。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蓝宏利(Hong-

li Lan，音译)是金融数学硕士，毕业后

他计划申请华尔街的工作，但当USCIS

通知他的H1B没有抽到时，他所有的梦

想都破灭了。蓝宏利说，“这不公平

……对中国学生来说，拿到H1B签证的

几率太小了。我没有看到目前的系统能

够惠及高技能的工作者。”

2017年将是他最后一次机会，如果

没有抽中，27岁的蓝宏利已经有了B计

划，“由于我从事量化投资工作，回到

中国内地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我会去新

加坡或者中国香港。”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无论“走”还

是“留”，提早做出职业规划，以自己

未来发展作为最终考量才是最佳选择。

美H1B申請將啟動
留學生的“美國夢”更難圓？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

加州圣盖博市投资移民诈欺案嫌犯陈

莹莹(Victoria Chan)、她的父亲陈达

(Tat Chan)以及父亲的女朋友曾芳

(Fang Zeng)，以投资移民(EB-5)名义

收取每名投资人50至100万美元不等

的投资款共5000万美元，在部分以投

资基金会的名义购买土地作为所谓投

资基地、部分退还给投资人的同时，

大部分都用于购买私人房产。从2011

年至2015年短短四年间，三人狂购在

圣盖博谷多个城市至少十处房产，每

项房产在46万至483万美元不等。

据检察官办公室提供的调查报告

显示，陈莹莹在2008年1月写给移民

局申请成立以华人移民投资基金会名

义成立洛县区域投资移民中心的信中

表示，“陈达从1976年开始从事移民

咨询业务，将在移民区域中心中担任

主管角色，他目前是广州大国集团负

责人，该集团主要提供移民咨询询及

相关服务”。当时陈达的地址在广州

，而陈莹莹地址则是圣塔安纳。此后

两人于移民局的申请投资移民的签证

往来中，至少使用了14个不同的机构

名称。

但据FBI探员跟踪调查，多年来

父女根本没有执行他们向投资人许诺

的投资项目，他们买了一些土地作为

幌子，但都未兴建，也未创造EB-5所

要求的就业机会，两人却不断误导移

民局，称这些投资人会投资开发美国

和创造就业机会。

比如一名叫HX的投资者在2010

年7月时给了加州投资移民基金50万

美元，这些钱在陈达和曾芳签字后存

入他们的银行。几天后移民局接到了

陈莹莹和HX共同签名的投资移民申

请表 I-526。申请报告表示，HX的钱

是用于投资在工业市的圣盖博谷中国

文化中心。次年3月，移民局通过了

申请案，发给HX临时绿卡。然而在

2013年11月，移民局收到陈莹莹签名

的I-829表，表示圣谷中国文化中心的

投资项目没成，但HX的钱还是投资

了，转到了工业市的一个投资项目。

陈说，转了新项目，陈的投资在新项

目中将创造十个就业机会，并且会维

持两年，以此方法避免移民局的后续

追查。

后来FBI探员到所谓的工业市的

第二个转移投资项目地点，发现是一

个空楼，没有任何活动。但是上面挂

了加州投资移民基金会的牌子，并且

写着欢迎合伙人等等。2016年探员再

次前往调查，还是原样。与此同时，

三名嫌犯遍布圣盖博的豪宅，一处处

地增加。

三人利用类似方法，多年来既骗

过了移民局，也骗过了投资人。

美移民詐欺案嫌犯
收投資款5000萬美元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加

拿大联邦就业、人力发展及劳工部长

凯杜(Patty Hajdu)与联邦移民、难民及

公民入籍部长胡辛(Ahmed Hussen)，近

日联袂到访安省宾顿市新移民就业服

务机构 Skills for Change，推广上月联

邦预算案中新推出、旨在协助新移民

海外专业资格认证的“新移民专属就

业计划”。

凯杜宣布，执政自由党政府在预算

案中针对这一计划承诺由2017/18年度

起，未来五年内每年拨款550万加元，

五年合共拨款2750万加元，协助新移民

加快海外学历认证过程，及尽快融入加

拿大职场，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为加拿大经济成长作出贡献。

凯杜指拨款将主要投入于三个方面

工作。

一是加强对于加拿大永久技术移民

抵埠之前(pre-arrival)的服务，让他们获

得必要资讯，并提前开始专业资历认证

申请过程。

第二是向抵埠后的专业技术移民提

供小额贷款，令他们可以用以支付与海

外专业技术资格认证相关的申请费、考

试费，及为获取专业资格及顺利进入职

场而接受培训、提高改善技能等所需支

出的费用。贷款可待他们找到理想收入

的专业工作后才归还。

第三是推出实验计划，帮助新移民

专业技术人士，获取融入职场所必需的

加拿大工作经验，包括为他们提供有工

资收入的实习、学徒机会，对聘用新技

术移民的雇主提供经济支持等。

胡辛特别就新移民抵埠前可以享受

的服务做出说明，指联邦移民部每年有

逾6.64亿加元，用于加拿大新移民安居

服务(settlement services)，当中有 3,200

万加元用于新移民抵埠前的服务项目，

包括向新移民提供海外资历认证的有关

资讯，协助新移民与专业资格规管机构

取得联系等。

技术移民抵加拿大前
可先申资历认证

美国加州在庇护非法移民的立场和总统特

朗普相左，州参议会3日通过法案，坚持庇护

州政策，禁止全州的地方警察和县警执行联邦

移民法。

法案等于迫使所有的市县执法单位都遵照

如旧金山和奥克兰等作风自由城市的庇护政策

。州参议会以27对12票通过，现在将送州众议

会。加州参议会议长德利昂(Kevin de Leon)说

：“这是为要让我们的社区更安全，尤其在移

民社区。由于特朗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居民

都不敢再打电话给本地警察局。”

德利昂说，这项法案要求州政府保护其移

民社区，让那些虽无合法文件但在这个国家生

活的人知道，他们可以向警察报告罪案，也能

安心送孩子上学，不用担心遭遣返。

参议会第54号法案禁止警察执行移民法或

逮捕留置无证移民，除非法官发出搜索证。

警察被禁止查问居民的移民状态，也不可

以提供资料给联邦移民官员。法案还禁止地方

执法单位和ICE在以拘捕移民为前提的贩毒或

人口走私案件中合作。

美国加州保护移民社区
州参议会通过庇护提案

提出州参议会第54号法案的议长德利昂认为，加州必须保护州内的移

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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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悔莫及 休斯頓火箭隊前明星酒後醉駕被捕
（ 本 報 訊 ） 休 斯 頓 火 箭 隊 前 主 力 明 星

Steve Francis 本 周 二 在 法 庭 上 承 認 酒 後 醉
駕，今年 40 歲的 Steve Francis 表示願意承擔
1000 元罰款和進行義務勞動。當天在法庭上，
檢查長 Paula Goodhart 也考慮到在他去年酒
駕被捕後已經自覺的加入了酗酒治療項目。

在法庭上，法官向 Steve Francis 繼續提
出有關戒酒治療的問題，他也向法官坦言，他
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因為孩子們對他這位
前 NBA 明星都崇拜有加。

在法庭外，這位昔日的火箭隊明星稱，雖
然發生了這樣一個錯誤，但我很高興能將這個
問題克服並拋在身後。

Francis 從 1999 年至 2004 年一直為火箭
隊效力，並且隨火箭隊三次參加全明星賽，在
他的職業籃球生涯中，平均每場得分 18.1 分，
6 此助攻，5.6 個籃板球。

Francis 曾經在 2001 年酗酒被捕，並且還
因此受傷，他之後獲無罪釋放。

21 州無證移民
學生可享本州生

學費優惠
（綜合十日電）目前有 20 個州讓無證移民學生享有本州

學生的學費優惠，而田納西州州議會正審議類似法案，有可能

成為採行相同政策的第 21 州。

該政策支持者指出，這個優惠增加了西語裔學生升大學的

入學率，幫助這些學生貢獻美國的經濟；但反對者表示，此政

策是錯誤的，因為它獎勵非法入境美國的移民。由於川普總統

的移民政策更加嚴峻，使得有些州再度挑起上述議題的爭辯。

該法案由共和黨州眾議員加登海爾（Todd Gardenhire）提

出，他說，有大學文憑的移民未來收入較高，繳稅金額也較高。

反對者則擔心，此法案會吸引大批移民湧入田州，而成為納稅

人的財政負擔。加登海爾兩年前曾提出類法案，在州眾議會只

差一票即通過。

此外，聯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 簡稱 ICE) 最新統計數據

顯示，執法者過去 5 年來從新澤西州遣返了總共 8450 名無證

移民，其中 389 人被遣返至中國，占總人數的 4.6%。而在這

其中，超過半數人並未有刑事犯罪紀錄。

根據 ICE 的聲明，執法人員在 2016 財政年中總共遣返了

超過 24 萬無證移民，其中 70% 是在以非法途徑試圖進入美國

時被拘留，另外的 30% 則大部分有刑事犯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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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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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克蘭日托米爾附近的壹個動物救助中心內在烏克蘭日托米爾附近的壹個動物救助中心內，，兩只棕熊在玩耍兩只棕熊在玩耍。。
這些棕熊是被從馬戲團和私營餐館裏被解救出來的這些棕熊是被從馬戲團和私營餐館裏被解救出來的，，在此之前它們曾遭在此之前它們曾遭
受了多年的折磨受了多年的折磨。。

英國國家賽馬會名媛雲集英國國家賽馬會名媛雲集 活動過後滿地垃圾活動過後滿地垃圾

英國利物浦安特裏賽馬場英國利物浦安特裏賽馬場，，眾多名媛女星到場爭奇鬥艷眾多名媛女星到場爭奇鬥艷，，無無
酒不歡酒不歡，，女士特殊日過後垃圾遍地女士特殊日過後垃圾遍地，，混亂不堪混亂不堪。。

索馬裏幹旱天氣持續索馬裏幹旱天氣持續 民眾民眾““排大隊排大隊””取水取水

北京未來五年住宅供地可建150萬套

綜合報導 北京市將堅持“房子
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
以建立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
方向，優化完善住宅用地供應結構。
未來五年加快供地新建住房中產權
類約占70%，租賃類約占30%。產
權類住房中，商品住房約占70%。
商品住房中，自住型商品住房、中
小套型商品住房約占70%。同時，
北京還將調整優化住宅用地供應空間
結構。中心城區適度增加居住用地
；中心城區以外地區重點保障自住
型商品住房與租賃住房的用地供應
。

北京發布《北京市2017-2021
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應計劃》和
《北京市2017年度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
劃》，這是北京首次發布未來5年住
宅用地供應計劃。計劃明確未來5年
全市計劃供應住宅用地6000公頃、年
均1200公頃，以保障150萬套住房建
設需求。同時，2017年北京的住宅供
地計劃也相應調增，達到1200公頃，
以保障30萬套住房建設需求。值得註
意的是，自住房的供地大幅增加，未
來5年自住型商品房將供地1020公頃
、擬建25萬套房。今年自住房供地由
原先的1.5萬套大幅增加至5萬套。

未來五年計劃供應住宅用地
6000公頃

本周，住建部和國土部聯合發布
了《關於加強近期住房及用地供應管
理和調控有關工作的通知》，要求加
強和改進住房及用地供應管理和調控
，改善住房供求關系，穩定市場預期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兩
部委要求各地，盡快編制並公布住宅

用地供應三年滾動計劃和中期規劃。通
知明確要求各地結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五年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
總體規劃等，依據住房現狀調查、需求
預測以及在建、在售住房規模等，立足
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人口等
約束條件，盡快編制住房發展規劃和年
度計劃，統籌安排中期（五年）和近三
年的住房建設所需用地。

北京市迅速落實，昨日公布了
未來五年住宅用地供應計劃。根據
計劃，未來五年全市計劃供應住宅
用地6000公頃，其中國有建設用地
5000公頃，集體建設用地1000公頃
，以保障150萬套住房建設需求。
2017 年，全市計劃供應住宅用地
1200公頃，其中國有建設用地1000
公頃，集體建設用地200公頃，以
保障30萬套住房建設需求。

在供地空間布局上，嚴格落實
“中心城區、中心城區以外的平原地
區、生態涵養區”的區域功能定位，
中心城區的土地供應量不高於全市土
地供應總量的20%，中心城區以外的
平原地區土地供應量不低於全市土地
供應總量的65%，生態涵養區土地供
應量不高於15%。其中，城市副中心
、新城、“三城壹區”等範圍內土地
供應量占土地供應總量的70%以上。

今後五年將建租賃住房50萬套
在這份計劃中，北京市為全面

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視察北京重
要講話精神，深入落實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
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定位，堅持租售並舉，持續推進
建立“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

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的住房供
應體系，優化住宅用地供應結構，努
力建設國際壹流的和諧宜居之都。

今後五年全市住房建設需求150
萬套，其中產權類住房100萬套，
租賃住房50萬套。市規劃國土委相
關負責人表示，產權類住房中定向
安置住房計劃供地1230公頃，自住
型商品房計劃供地1020公頃，普通
商品住房計劃供地2450公頃，租賃
住房計劃供地1300公頃。

市規劃國土委相關負責人表示，計
劃編制堅持需求導向、以需定供，穩
定預期，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發
展。基於住房存量和人口總量，深入
分析住房需求結構和人、房、地資源
匹配關系，科學合理確定住房需求，
立足當前與長遠，有效配置住房供地
總量、結構、時序，建立住宅用地供
應長效機制，綜合施策，穩定預期。

租賃類住房和產權類住房將三七開
《計劃》要求，北京市要推動住房

用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完善購租
並舉的住房體系，實現住有所居。

北京市將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以建立購租並
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優化完善
住宅用地供應結構。未來五年加快供
地新建住房中產權類約占70%，租賃
類約占30%。產權類住房中，商品住
房約占70%。商品住房中，自住型商品住
房、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約占70%。

同時，北京還將調整優化住宅用
地供應空間結構。中心城區適度增加
居住用地；中心城區以外地區重點保
障自住型商品住房與租賃住房的用地
供應。統籌考慮新型城鎮化與保障性
住房選址建設，同步完善配套，為中
心城區疏解人口在外圍地區生活就業
創造良好條件。居住用地優先在軌道
站點、大容量公共交通廊道節點周邊
布局，毗鄰產業園區、城市副中心和
重點新城，發揮規劃引導作用，把握
住宅用地供應節奏時序，註重提高設
計施工質量，實現產業和人口、居住
和交通的有效對接。

今年自住房用地增加至原先的2.5倍
據此前消息，今年北京的土地

供應計劃將繼續完善供應計劃調整
機制，條件成熟的地塊適時納入計
劃。此次結合兩部委的要求，北京
市在公布未來5年住宅用地供應計劃
的同時，還對今年住宅用地供應計
劃作出調整，此次調整後，今年全
市計劃供應住宅用地達1200公頃，
以保障30萬套住房建設需求。

今年住宅用地供應的調整同樣是
根據需求導向。據介紹，今年全市住
房建設需求為30萬套，其中產權類住
房20萬套，租賃住房10萬套。產
權類住房計劃供地973公頃，其中，
定向安置房用地121公頃，棚戶區改
造用地132公頃，自住型商品房用地
200公頃，商品房用地450公頃，其
他用地70公頃；租賃住房計劃供地
227公頃，其中，公租房用地27公頃
，集體土地建租賃房用地200公頃。

北京青年報記者註意到，與今
年原計劃相比，自住房用地由83公
頃調整大幅增加到200公頃，是原
先的約2.5倍。今年自住房供地由原
先的1.5萬套增加至5萬套。

相關專家表示，此次北京首次公
布5年的住宅用地供應計劃，而且住
宅用地的計劃供應量大幅增加。壹方
面，從供需關系上大量增加供給，緩
解供需矛盾，有效起到穩定房價的作
用；另壹方面，這對於引導市場預期
也將帶來良好的影響，更加有利於促
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供地計劃落實已納入市政府督查
為了保證計劃有效執行，計劃強

化了執行的保障措施。2017年住宅用
地供應，各區要倒排工期，按既定時
間節點如期完成。原則上三季度前完
成今年擬供地塊的征地、拆遷及規劃
工作。提前謀劃落實下壹年度住宅用
地供應的前期準備，確保供地均衡有
序，有效引導社會預期。同時要求市
級行政主管部門協調調度各單項計劃
供地過程中的各類問題，推動供地項
目的進度，及時辦理相關用地手續，
確保年內實現供地。而且，各區及市
級行政主管部門落實供地計劃的情
況，已經納入了市政府督查內容，
並將在年終進行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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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過去主要依賴進
口，到出貨面積占全球27%，
中國平板顯示產業在過去數年中
突飛猛進，但存在投資過熱、高
端產品比例低等隱憂。

第五屆中國電子信息博覽會
4月9日在深圳開幕。展會專門
在二號館設立新型顯示與應用館，
京東方、和輝、維信諾、柔宇等
國內顯示企業參展。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信
息司副司長吳勝武在博覽會上介
紹，2016年中國新型顯示行業
銷售收入達2013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20%，出貨面積0.53
億平方米，同比增長16.5%。全
球市場占有率由“十二五”初期的3.9%
增至27%。各類液晶面板供應能力均明
顯提升，32 英寸以下國產自給率達
72.3%。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長、CEO陳炎順在博覽會論壇上說，五年
前提到面板市場時，主要是日本、韓國、
中國臺灣的企業，跟中國大陸企業無關。
2016年，全球面板產業產值中國大陸占
22%至23%，預計2019年該占比將達
35%。陳炎順預計，中國大陸將取代其他
地區成為全球面板出貨量最大的國家。

目前，智能手機不斷升級的面板也
給中國企業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近
日，蘋果公司向三星公司訂購7000萬片
OLED面板（有機發光二極管面板），
金額高達90億美元。

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鐘燦對記者說，OLED的
主要特點是“柔性、彎曲”，對中國顯示產業而
言是新的巨大機遇。

在這次展會上，信維諾發布全球首款AMO-
LED屏幕0.2毫米（厚度）超薄新形態產品，相
比 1.2 英寸的 0.5 毫米屏幕產品的重量降低了
60%。該公司發布的另壹款應用於智能終端產品
的超窄邊框屏幕，是目前業界發布的最窄邊框。

柔宇公司的“柔性家族”也在新型顯示展區亮
相，展出了包括3D頭戴影院Royole Moon、柔性
電子弧形汽車中控、新型柔性PC等在內的系列產品
。

不過，中國平板顯示產業也存在隱憂。吳勝
武說，截至2016年底，中國大陸面板產線投資
主體多達15家，二十多個省市將顯示產業列為發
展重點，2015年至2016年新建產線多達15條，
“行業投資過熱趨勢明顯”。

吳勝武認為，產品結構也存在問題。2016年
中國大陸面板出貨面積占全球的27%，但銷售收
入僅占全球的19%。高端產品占比低，AMO-
LED全球占比不足2%。此外，高世代玻璃基板、
靶材、驅動芯片等關鍵技術受制於人。



Earlier this year, China called on both North Korea and 
the US to tone down tens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 North Korea by suspending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and the US by stopping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South Korea that inflame the Pyongyang regime.
Days before the summit, Trump warned that the US 
was prepared to act unilaterally to stop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from advancing further should China 
be unwilling to use its leverage over Pyongyang. But 
analysts say any unilateral military options for the US 
concerning North Korea posed significant problems. 
While the US possesses overwhelming firepower 
compared to North Korea, an American strike on 
North Korea could expose South Korea to devastating 
casualties in retaliation, experts say. (Courtesy 
americanmilitarynews.com/2017/04) 

destroyers USS Wayne E. Meyer (DDG 108) and USS 
Michael Murphy (DDG 112) and the guided missile 
cruiser USS Lake Champlain (CG 57).
Last week in Tokyo Admiral Scott Swift, the four-star 
commander of the U.S. Pacific Fleet told reporters: 
“Up to this point I think it is fair to say that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efforts have not supported the progress 
people have been anticipating and looking forward to.”
Swift continued, “When you compare the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of the U.S. Navy] to the North Korean 
Navy, I cannot imagine a stronger deterrent. To be 
facing a Naval force represented by the Pacific Fleet, 
it would be astonishing if North Korea would reach 
a military option, in my mind. There would be no 
doubt about the outcome of a military conflict, by any 
measure.”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Pacific Fleet,” Swift said, 
“you are looking at 200 ships and over 1,200 aircraft 
and 140,000 sailors. If there were a conflict in the 
Pacific [or a contingency regarding North Korea, these 
assets] would be available to the president.”
CNN Reported:
News of the carrier move comes just after a summit 
meeting between US President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here North Korea was one of 
the top items on the agenda.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Trump and Xi agreed on the “urgency of 
the threat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and agreed to work together to resolve the issue 
“peacefully.”

(VIAREGGIO, Italy)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greed on Monday to urge China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halt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programs as they met to discuss 
pressing global issues.
In the talks, Kishida said he conveyed Japan’s suppo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solve to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y 
to prevent the use and spread of chemical weapons, 
after Washington launched military strikes against 
Syria in response to the country’s alleged use of such 
weapons.
The two met in Viareggio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two-
day Group of Seve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from 
Monday in Lucca, also in central Italy. Their meeting 
came after telephone talks between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Sunday.
The leaders, speaking shortly after a summit between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Florida, 
agreed on the importance of close coordination over 
North Korea and the role of China, Pyongyang’s main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benefactor.

Kishida said Tillerson thanked Japan for expressing 
clear support for the U.S. military action, which 
Tillerson said was aimed at preventing repeated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and saving people’s lives.
They shared the view that efforts to realize a cease-fire 
and make progress o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Syria,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Russia, as well as the fight 
against Islamic State militants are important, said a 
Japanese official who was at the talks.
Kishida added that improving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y, such as 
providing support for refugees, is also crucial, the 
official said.
Japan hopes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 response on 
Syria will put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which is 
showing signs of preparing for its sixth nuclear test 
and more test-firings of ballistic missiles.
“We agreed that the role of China is extremely 
important.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jointly call 
on China to play a bigger role,” Kishida told reporters, 

(April 8, 2017) U.S. Navy strike group Carl Vinson, 
led by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is headed 
towards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show of force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blatant provocations by North Korea.
A U.S. Navy press release stated, “Admiral Harry 
Harris, Commander, U.S. Pacific Command, has 
directed the Carl Vinson Strike Group to sail north and 
report on statio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fter 
departing Singapore April 8.” The release continued to 
note that the strike group “will operat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ather than executing previously planned port 
visits to Australia.”
While the directive did not mention North Korea 
directly, the directive from Admiral Harry Harris 
is clearly a response to the recent North Korean 
provocations of missile launches and direct threat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S Carl Vinson was in 
South Korea last month for an annual training exercise, 
Foal Eagle. In response to the training exercises with 
the South Koreans, North Korea fired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into the ocean off the Japanese coast to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llowing the launches, the U.S. started preparations 
for its anti-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AAD to be 
setup in South Korea.
While it is not out of the ordinary for U.S. aircraft 
carriers to visit the area, this redirected trip is directly 
aimed towards North Korea as a show of force. The 
U.S. has had a significant presence in the region for 
the last 70 years.
The ships that make up the strike group are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CVN 70) the guided missile 

Also on Monday, Kishida and Federica Mogherini,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shared the view 
that the recent U.S. military action in Syria will lead 
to a change in behavior by the Assad administration 
and open a political process to stabilize the war-torn 
country, the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Meeting on the fringes of the G-7 event, they also 
agreed on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Russia, especially at this difficult time, as it has 
influence on the Assad government, the ministry said.
On the economic front, Kishida and Mogherini agreed 
to work toward a broad agreement on a proposed 
Japan-EU free trade deal, it said.
In another meeting, Kishida and Italian Foreign 
Minister Angelino Alfano reaffirmed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security field following their 
leaders’ agreement last month to start negotiations 
on the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Ministry. (Courtesy https://
www.japantoday.com/category/politics/) 

adding that coordination betwee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crucial in addressing 
North Korean threats.

In relation to South Korea, Kishida explained to 
Tillerson that Japanese Ambassador to South Korea 
Yasumasa Nagamine, who recently returned to his post 
after being recalled due to a row over Korean women 
who were forced to work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s 
wartime brothels, will continue to urge South Korea 
to uphold the 2015 deal to “finally and irreversibly” 
resolve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en issue.
The issue has long cast a shadow over Japan-South 
Korea ties even though the countries say they need to 
strengthen defense ties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Tillerson said the U.S. commitment to defend its allies, 
includ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remains unwavering,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Kishida and Tillerson met for their third face-to-face 
talks since the top U.S. diplomat assumed his post in 

February.
Tillerson also said the visit by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o Japan on April 18 for the launch of 
a bilateral economic dialogue will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the Japan-U.S. alliance, 
according to Kishida.

Kishida, for his part, said he wants to pro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s, which are set to focus 
on trade relations after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free trade deal.
They also exchanged views on Russia, with Tillerson 
telling Kishida of his plans to visit Moscow after 
attending the G-7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Russia, which backs Syrian President Bashar al-
Assad’s regime, has condemned the U.S. attack a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dding tension to already 
strained U.S.-Russia ties.
Kishida said he hopes Tillerson’s visit to Russia would 
be meaningful, and added Abe is also set to visit Russia 
for talks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n 
bilateral and global issues, the official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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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ef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the Mar-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last 
Thursday. Photo: AFP 

Japan, U.S. To Urge China To Play Bigger Role
In Halt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rms Program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eft) spoke as 
Japanese counterpart Fumio Kishida (right) listened 
to him during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fter their 
bilateral meeting at Foreign Ministry's Iikura guest 
house in Tokyo. South Korea has pressed to resolve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en issue of WW II.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eft, and 
Japanese counterpart Fumio Kishida, right, shake 
hands prior to their bilateral meeting at the Foreign 
Ministry's Iikura Guesthouse in Tokyo, Thursday, 
March 16, 2017.  Eugene Hoshiko—AP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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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Aircraft Carrier-Led Strike Group Reverses Course, 
Heads Back Towards North Korea & Korean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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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美國聯合航空公司上週日因機位超賣
，強行將一名亞裔醫生拖出飛機，該華裔醫生滿臉血跡的視頻在
網上廣泛傳播，引發網絡熱議。美國德州第九區國會議員Al
Green於4月11日上午在辦公室召開緊急記者會，針對美聯航超

額售票暴力拖走乘客的不人道行為進行嚴肅批
評，並希望美聯航盡快公佈隨機抽選下機作業
標準的方法和流程，不希望該惡性事件上升至
種族問題。

國會議員Al Green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把乘客強行拖下飛機是及其不人道的行為
，美國不允許這樣的行為出現。這是對乘
客，員工和聯合航空公司的不利策略。所
有美國人都應受到保護，不應受到這種強
制的暴力拖拽的對待。他表示，有必要對
美聯航空公司在航班超額預訂時如何安置
乘客的措施進行規範管理。
Al Green認為這起事件是起源於聯合董事
會的不公正。他認為美聯航空公司CEO應
該對此事件負全部責任，並引咎辭職。
據稱，美聯航座位超售，於是隨便挑了四
個人下飛機，據傳四名都亞裔，也點燃種
族歧視問題。盡管美聯航已經道歉，但不少網友依然對此感
到非常憤怒。
Al Green重申，不人道的行為不應該發生在任何種族，年紀
，和性別之間。Al Green敦促美聯航空公司的官員盡快給出
回答。Al Green代表選區公眾要求美聯航空公司公開隨機抽

取下機操作的流程，公眾有權知道甄選過程如何運作。
Al Green也聲明，個人在看到美聯航的正確態度之前不會再

搭乘美聯航航班。此外，參加新聞發布會的幾位亞裔社區領袖也
呼籲旅客選擇聯合航空以外的航空公司。Al Green說，如果問題
不和解，休斯頓地區可能會發生抗議遊行活動。

美聯航暴力趕亞裔乘客下飛機事件
Al Green：需要答案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全球時評連線」 單元，定期與華府資深媒
體人劉屏連線評論國際時事，原定上周日連線台灣前
副總統吳敦義改期至4月13日(周四)晚間9時，台灣
時間14日(周五)上午10時，將由美南著名政論主持人
常中政訪問，讓吳敦義談談兩岸主張和國民黨政黨政
治走向。

吳敦義正積極角逐國民黨主席選舉，日前台灣媒
體民調顯示，吳敦義也獲45%黨代表支持。這次由台
北市旅遊業職業工會主席馬潮牽線，在美南報業傳媒
董事長李蔚華積極促成下，周四將越洋連線評論時事
，屆時將談論的主題包括： 「兩岸關係主張」 、 「國

民黨黨產與財務問題」 、 「民進黨去中，去蔣化如何
因應？」 、 「馬英九總統任內政績為何無法轉化為選
票？」 、 「如何帶領國民黨打贏2018九合一選舉？
」 、 「主席選舉後，黨內如何維持團結？」 、 「如何
爭取更多中間選民認同？」 等議題，都將一一由常中
政和吳敦義好好在節目上討論。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
華也將會參與連線。

這場重要的越洋連線，完整播出將會在美南國際
電視的 「全球時評連線」 單元及休士頓論壇裡播出，
敬請準時關注美南國際電視STV15.3，帶您一起關心
重點時事新聞動態。

美南獨家越洋連線吳敦義
談兩岸主張和政黨政治走向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接受美南電視獨家採訪接受美南電視獨家採訪。（。（記者楊笑記者楊笑//攝影攝影））

美國德州第九區國會議員美國德州第九區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左四左四))與孫鐵漢與孫鐵漢((左一左一))、、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左
二二))、、方宏泰方宏泰((左三左三))、、林富桂林富桂((右四右四))、、朱群燕朱群燕((右二右二))與敖錦賜與敖錦賜((右一右一))等亞裔社區領袖一同等亞裔社區領袖一同
召開記者會召開記者會，，針對美聯航暴力趕亞裔乘客下飛機事件譴責針對美聯航暴力趕亞裔乘客下飛機事件譴責。（。（記者楊笑記者楊笑//攝影攝影））

美南政論主持人常中政將越洋訪問台灣前副總統吳敦義美南政論主持人常中政將越洋訪問台灣前副總統吳敦義。。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於上周
六（4 月8 日 ） 辦講座，由於出席的人極為踴躍，在舉
行的前幾天，場地改到該醫院 Dunn Tower 一樓, Rio
Grande 會議室舉行。腫瘤專家Dr. Eric Bernicker 以 「 免
疫治療和肺癌治療的方法」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其中
有很多是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的獨家研究成果。

Dr. Eric Bernicker 是持有美國腫瘤醫生執照的腫瘤專
科醫生。他於 1990 年畢業於貝勒醫學院，並在貝勒醫學
中心完成了內科住院醫和 血 液 專 科 培 訓。 之 後， 他
在 MD Anderson腫瘤中心完成了腫瘤醫學專科培 訓。Dr.
Bernicker 的行醫理念是讓他的病人在獲得好治療的同時
也備受仁愛關懷。

Dr. Bernicker 擅長治療實體腫瘤，特別是胸腔內的腫
瘤，例如肺癌和間皮瘤。他還擅長對於具有特異基因變異
的腫瘤病人應用靶向治療，從而為病人提供更多戰勝癌癥
的個性化治療。Dr. Bernicker 負責了許多公司、工業界贊
助的臨床試驗。這些臨床試驗主要研究肺癌的最新治療方
法，包括免疫療法。Dr. Bernicker 的研究重點是研究不同
的癌癥治療方法，例如 如何通過靶向療法和免疫療法來治療肺癌。
通 過了解如何判斷有手術後復發風險或是能夠避 免化療毒性的患者
，刺激其免疫系統優先殺死 腫瘤細胞，而不損傷正常組織。因為治
療毒性 的降低從而改善患者的生存。最終目標是為了 能給在休斯敦
衛理公會醫院就醫的任何階段的 非小細胞肺癌或小細胞肺癌的患者
提供新的治 療方法和臨床試驗。

Dr. Bernicker 是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助理教授，休斯敦衛理公
會醫院癌癥中心醫療質量改善委員會主席，美國腫瘤醫學會質量管
理委員會聯絡員。他是美國腫瘤醫學會、美國癌癥研究協會和國際
肺癌研究協會的成員。

Dr. Bernicker 的演講從肺癌個性化治療的前景談起，EGFR 突
變預示著靶向治療的新時代來臨，它包括了15% 的美國腺癌患者，
其中以東亞後裔更普遍，病人傾向於不吸煙或者輕度吸煙者，而中
樞神經系統疾病發病率更高。Dr. Bernicker 也特別提到+ T790 腺癌
在使用納武單抗時疾病的進展。其中，塔格瑞斯對+ T 790 有效，
他從NCCN 指南： 介紹這些新興靶向藥物對突變，重組的反應。

Dr. Bernicker 也提出他的驚人發現： 作為診斷性的CT 引導的
活檢（CT Guided Biopsy- Diagnostic ) 是具有創傷性的及高危險性
的。因為在進行過程中腫瘤脫落細胞陸續進入血液。以及游離DNA
在EGFR 突變肺癌中對阿法替尼的初始反應，由於T 細胞和癌症細
胞的相互作用，抗PD-1 藥物的作用，其總生存率（ 一年生命） 從
24% 增至42 %,他也提到納武單抗在非小細胞肺癌，黑色素瘤和 腎
細胞患者有效性的持續時間。Dr. Bernicker 也提到 「放療加免疫治
療」 的效力包括了： 放射提高了抗腫瘤的免疫，造成炎性細胞死亡
，釋放抗原和呈遞給T 細胞，上調MHCI ( 主要組織相容性抗原 ）
和PDL- 1 的表達，以及避免細胞毒性的免疫抑止。在 「 傳統的溶
瘤病毒」 方面，他以圖像逐一說明： 特異性病毒在癌細胞中複製
； 腫瘤細胞由於溶瘤效應破裂； 系統性的腫瘤特異性免疫反應；
會造成遠端癌細胞死亡； 其局部效應，會造成腫瘤細胞溶解，而其
系統效應： 則造成腫瘤特異性免疫反應。

另外，Dr. Bernicker 也提到Ensign 試驗的根本原則： 免疫檢

查點阻斷，造成只有20% 的病人對單一用藥PD1/PDL1 有強反應；
改善轉移實體瘤治療效果的迫切臨場需求；正在研發的生物標記物
； 如果反應非常高，可以改善新抗原構成、創造減少生物標記物重
要性的＂熱 ＂微環境。他也提到Ensign 試驗模式，造成病情的客
觀緩解率，及緩解持續時間，總生存期、無進展生存期和毒性。

Dr. Bernicker 也提到了衛理公會醫院的肺癌臨床試驗，包括了
：復發肺癌： 免疫治療（ 納武單抗 ） 後放療加病毒； 發起了手術
切除腫瘤後病人的化療+/- 免疫治療 ； Alchemist ( 輔助肺癌增強
標記物確定及測序試驗） ：NCI 在手術
切除後尋找靶向治療或免疫治療的臨場
實驗。

當天演講後也開放現場提問，由於
出席者多為肺癌病患本人或其家屬，大
家發言踴躍，提問頻頻，Dr. Bernicker
也一一給予詳盡的解答。

當天演講前衛理公會醫院的全球業
務發展部及病人服務部的李苑苑女士也
大致介紹該醫院的背景：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成立於 1919 年，
是全美最大的私立、 非營利性、教學醫
療中心之一。90 多年來， 該院以病人
為中心的優質醫療服務已揚名海內外。
在 2016 年度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
醫 院年度排行榜上，休斯敦衛理公會醫
院躋身全 美前 20 最佳醫院榮譽榜，有
10 個專科名列前 茅並被評為全美“最
佳醫院”，並再一次被評為德州第一和
休斯敦第一的綜合性醫院。每年 診治了
來自世界各地 80 多個國家的國際病人
達 1 萬 2 千余人次。

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上周六舉辦病人講座系列
由腫瘤專家主講： 免疫治療和肺癌治療的方法

圖為衛理公會醫院腫瘤中心圖為衛理公會醫院腫瘤中心，，威爾康奈爾醫學院腫瘤專家威爾康奈爾醫學院腫瘤專家
Dr. Eric H. Bernicker, MDDr. Eric H. Bernicker, MD 演講的神情演講的神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位於衛理公會醫院的圖為位於衛理公會醫院的Dunn TowerDunn Tower 一樓一樓，，Rio GrandeRio Grande 會議室的演講會現場會議室的演講會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衛理公會醫院全球業務發展部及病人服務部的李苑苑女士圖為衛理公會醫院全球業務發展部及病人服務部的李苑苑女士（（Wendy Li )Wendy Li )
在演講開始前介紹該醫院的背景在演講開始前介紹該醫院的背景，，排名及全美評比為＂最佳醫院排名及全美評比為＂最佳醫院。（。（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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