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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森公司18日發布了《美國亞裔女性：不但對數碼運用
自如，心態更跨越文化》的報告。報告指出，美國亞裔人口從
2000年到2016增加了72%，而且人口較為年輕， 在美國的所有
種族中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而他們從事的職業收入也較高或者
本身是成功的企業家。亞裔美國人2016年購買力已經達到8910
億美元，從2000年以來已經增長了222%，其增長速度遠遠高於
美國人整體的購買力增長速度。美國亞裔女性的人口從2005年
到2010年增長了49%，其中外國出生亞裔女性的增長幅度為43%
，美國出生亞裔女性的增長幅度為60%。

尼爾森策略社區聯盟副總裁卡彭特（Mariko Carpenter）表
示，美國亞裔女性是值得關注的族群，在2010年到2015年之間
移民美國的總人數中，亞裔美國女性占19%，是比例最高的族群
。亞裔美國婦女教育程度高又富有冒險精神，不但在全球旅遊探
險時發現新產品和體驗，而且善用社交媒體創造可分享的內容對
市場發生影響力。根據報告，54%的亞裔女性在過去3年中曾經
到美國大陸之外的地區旅遊，比非西裔白種女性高67%，其中歐

洲為最受歡迎目的地。
尼爾森亞太裔美國人外部顧問委員會成員尼娜宋（Nina

Song）說，在美國亞裔家庭中，女性往往是最有力的消費者。
報告顯示，39%的亞裔美國女性是企業家，46%表示她們以登上
事業巔峰為目標。就消費習慣來說，他們勇於選擇支持他們價
值觀和符合人生目標的品牌和產品，引領主流市場的潮流。

根據尼爾森的報告，亞裔女性是非常精明的消費者。在穿
著上，76%的亞裔女性願意花錢購買即使較貴但是自己信任的品
牌，經常到倉儲式量販店購物的亞裔女性比非西裔白人女性多
26%。在食物上，71%的亞裔女性會選擇購買居住當地生產的食
品，78%的亞裔女性偏愛烹調新鮮食物，50%的亞裔女性經常食
用有機食物。

此外，18到34歲之間的千禧一代美國亞裔女性比同齡的西
裔白人婦女在化妝品上的花費多31%。42%會在過去12個月中使
用天然或者有機的化妝品，比西裔白人婦女高10%。

報告顯示，亞裔女性在美國所有族裔群體中擁有智能手機的

比例最高，較總人口多出7%。亞裔女性擁有電腦、平板電腦和
電子游戲機的比例也超出總人口比例。83%的亞裔女性曾經在過
去30天內使用社交網絡網頁，其中使用Snapchat占最高比例，比
全體婦女使用比例高 23%。亞裔女性使用 Skype、GoupMe、
WhatsApp等通訊應用軟件的比例也比其它族裔群體高。

亞裔女性引領消費潮流愛旅遊

電腦勒索病毒 「想哭
」 （WannaCry） 在
亞、歐、美洲等許多

地區引發災情。美、俄、韓等國的專
家說，這個 「勒索軟體」的幕後主使
者是北韓。當然，也有專家認為，證
據不夠充分，可能要再數周、甚至數
月，才能確定病毒源頭。

為什麼懷疑北韓？網路安全公司
「賽門鐵克（Symantec）說， 「想哭

」軟體的攻擊方式令人想起過去三次
的重大網路病毒事件，因為 「想哭」
使用的電腦代碼和那三次攻擊的代碼
非常相似；且這個代碼並不普及，只
在與北韓有關聯的駭客攻擊中見過。
這 三 次 的 受 害 者 分 別 是 索 尼 影 業
（Sony Pictures）、孟加拉中央銀行、
以及波蘭一家銀行。《紐約時報》報
導說，美國官員表示美國的專家也發
現了這個現像，同時谷歌和總部位在

莫 斯 科 的 網 路 安 全 公 司 卡 巴 斯 基
（Kaspersky）也都確認了代碼的相似
性。

不過，專家同時說，電腦駭客詭
計多端，也許在攻擊中故布疑陣，使
用別人的代碼，令調查人員一時之間
難以查出真相。

這次攻擊事件的起源，是網路駭
客從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竊取了
極為重要的所謂 「漏洞」（vulnera-
bilities），然後被其他駭客改裝為勒
索軟體。這種 「漏洞」，是美國中央
情報局（CIA）與NSA花費了數十億
美元研發出來的，為的是可以侵入外
國的電腦系統，在必要時展開網路攻
擊，例如癱瘓伊朗或北韓的核武計畫
等。目前有一種說法，謂可能是內賊
—例如承包商—從國家安全局竊取了
「漏洞」。這種事有前例，四年前史

諾登（Edward J. Snowden）就是因為

有承包商的身分，得以從NSA竊據大
批信息。

上週末，微軟總裁史密斯（Brad
Smith）在公司官網撰文說，如果美國
軍方失去對某些 「戰斧」飛彈的控制
，發現犯罪集團擁有了這些導彈，那
就可怕了雲雲。現在的情況，可能是
美國國安局失去了對 「漏洞」的控制
，讓 「漏洞」流落到駭客手裡，引發
災情。

「想哭」病毒在上周五開始侵襲
。美國本來很擔心，到了星期一，大
家進到辦公室，打開電腦，開始受害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情況似乎還
好。

在全世界，遭到勒索病毒侵襲的
有150多個國家的20餘萬台電腦，包
括迪斯尼尚未公開的電影、加拿大公
共衛生服務機構 Lakeridge Health、巴
西聖保羅法院、哥倫比亞國立衛生研

究院、英國醫療系統、法國雷諾、德
國鐵路系統、意大利米蘭比科卡大學
、羅馬尼亞外交部、俄羅斯通訊業者
MegaFon、俄羅斯內政部、俄羅斯鐵
路、以及西班牙、瑞典、匈牙利、荷
蘭、葡萄牙、泰國、印度、印尼等國
的機構、警局、醫療院所等。中國幾
所大學也受害，一些學生的作業無法
打開。

中了這種病毒，電腦中的文件就
被鎖住，打不開，所以醫生也就看不
到病人的病歷。解毒之道是付錢給駭
客，一般人須支付美金 300 至 600 元
不等，規模較大的機構可能須支付美
金5萬元以上。

付了錢，駭客就一定解除病毒？
答案只有駭客知道。但 「盜亦有道」
，有的職業駭客說，拿錢就得辦事，
駭客有駭客的職業道德，否則壞了信
用，不利日後拓展業務。有的職業駭

客很有規模，甚至有客戶服務專線，
真不是普通的囂張。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說，要防
範這類電腦駭客，途徑之一是採用正
版軟體，包括作業系統。因為正版通
常都有最新的防毒軟件，而且也會適
時提醒用戶更新或下載防護設施。

「想哭」 病毒，矛頭指向北韓
了》之類的標題。但是，他們真的說謊了嗎？

問題的起源是軍方，而問題的成因則是「保
密」。第三艦隊在 4 月 8 日發布消息時，只說「卡爾．
文森」號等艦前往西太平洋，沒有具體說明這支隊
伍的目的地、任務等。艦隊部這麼做，符合美國海
軍一貫作法，但關鍵是正值北韓有事，軍方說這些
艦隻「前往西太平洋」，很容易讓人想到是駛往朝
鮮海域。

川普等人的說法是依據第三艦隊發布的新聞而
來，因此要問的是：軍方說謊了嗎？答案是：沒有。
因為美國海軍網站清楚表明，艦隊離開新加坡後，
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之間的巽他海峽航行，
然後南下與澳洲海軍演習。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區分，
北至蒙古，南至澳、紐，都是西太平洋。

只能說，西太平洋實在很大。如果美國海軍一開
始就說的更詳細些，例如「先航向西太平洋南部，
再航向西太平洋北部」，就不會出現誤解了。只是
如前所述，美軍的慣例是不會說得太具體的。

有人說，在發現外界誤解後，美國海軍為什麼不
出面澄清？要求匿名的美國國防官員回答說，川普
已經強調不惜以武力鎮懾北韓，軍方如果出面澄清，
會減損總統威望，甚至會使北韓誤以為美國政府內
部步調不一。

還好，「卡爾 ‧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現在終於
在前往朝鮮海域的路上了，預計下周抵達。

這起事件，各方議論很多，最有趣的之一是中國
大陸某網友寫的，說美國這是「空城計」，明明沒
有軍艦在朝鮮海域，卻弄得大家—包括北韓—都以
為大軍壓境，逼得平壤當局不得不趕緊調適，說來
還是美國的心戰成功呢。

一個星期來，幾乎全世界都認為美國航空母艦
「卡爾 ‧ 文森」號打擊群正在朝鮮海域，並且待命
出擊。但是突然發現，這艘航母的真正位置遠在距
離朝鮮半島 5,600 公里之處。這麼說，美國總統川普
撤了謊？

4 月 8 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公共事務辦公室
發布新聞，稱太平洋美軍司哈里斯（Harry B. Harris 
Jr.）上將已下令「卡爾．文森號」率領 1 艘巡洋艦、
2 艘驅逐艦離開新加坡，前往西太平洋。

4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表示，美國航
艦正在北上前往朝鮮水域，目的是強有力的遏制北
韓，並讓美國總統川普有更多選項。

4 月 12 日，川普接受福斯（Fox）新聞專訪時說
道：「我們派出無敵艦隊，威力非常強大」」。

這幾件事，自然讓外界認為「卡爾 ‧ 文森」號
正在往朝鮮半島駛去。那時川普剛剛結束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兩位元首都對北韓情勢感到憂
心，川普也表示對北韓獨裁者金正恩及其核武、導
彈計劃「耐心已經耗盡」，各方更因此認為美國藉
由航母打擊群對北韓施壓。於是東北亞風雲緊急，
令人憂心。

豈料「風雲緊急」根本是假的，因為「卡爾 ‧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正在南邊與澳大利亞海軍舉行
聯合演習，離朝鮮遠得很呢。

這麼一來，等於川普說了謊，也等於國防部長、
美國海軍都說了謊。美國媒體因此出現《被川普騙

川普總統說了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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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參加本地名
人賴清陽大律師和李迎霞女士的長男賴賢安在
本周六舉行婚禮，台灣上市公司台灣志聖企業
董事長於本周三（5 月 17 日） 與夫人飛抵休
士頓，並在賴清陽夫婦及其胞兄的陪同下，於
本周四（ 5 月 18 日 ） 來美南新聞大樓參觀，
訪問。

梁茂生董事長和賴家的因緣起於他的夫人
和李迎霞是大學同班，這位做半導體，面板
（LCD ) 設備，及電路板（ PCB) 設備的梁董
事長，該公司從1966 創業，一直到去年，剛好
五十周年。因該公司就在台北的孔廟旁，故名
”志聖”。”志聖”是家族企業，由他們哥哥
創辦，弟弟負責廣州的大陸總部，他與賴清陽

同為台大化工系畢業。去年 「天下雜誌」 排
名，他在台灣千大企業中排名597，營業額39
億台幣，即美金一億三千萬，現有員工，台灣
（包括新北市林口，台中）360 人，大陸（ 包
括廣州，昆山） 有400 人。

梁茂生董事長說： 這幾年因為 「智能化
」 關係，結合工業 4 .0, 不用人工，生意隨台
灣電子工業發展，再加上日本顧問幫忙，吸收
日本的技術，以及美國川普上台，他的很多客
戶在美設廠，所以他也要多賣一些設備到美國
來。

談到該公司的發展，從1999 年 IPO （ 掛
牌上櫃 ），到2001 年股票上市，公司一直在
穩定中成長。至於記者問到，現在 中國的 「

一帶一路」 雖然台灣政府沒參加，但海外的台
商不會輸人，他們早早就把握機會。如他的弟
弟現為廣州台商協會會會長，粵台合作協會副
會長，從 「亞投行 」到 「一帶一路 」，台商
沒有一樣缺席過，而大陸拉攏民間關係，對台
商也極禮遇。至於台灣22k的低收入，他說：
這都是被 「服務業」 拉低，而他主持的公司
，多為本土技術的製造業，外勞很少，其工資
卻是年年增加。

梁茂生董事長夫婦的美國行，除參加婚禮
外，他還將參加 「清閑俱樂部」 的研討會及
晚宴，於5 月 24 日（ 下周三 ）晚間六時至九
時，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與大家分享他白手起
家的成功故事，歡迎各界踴躍前往聽講。

（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教育組訂於5月19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30 分假辦事處領務大廳(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舉辦
2017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頒
獎典禮。典禮將由黃敏境處長及王敦正僑
務諮詢委員蒞臨頒獎，各級前3名考生將
獲頒獎品及獎狀，並歡迎老師及考生家長
到場觀禮。

2017年大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
共有96人報名，91人應考，到考率達95%

。今年測驗六個等級共有17名考生獲獎，
得獎考生分別來自百利(Bellaire)高中、克
里門(Clements)高中、及拉瑪(Lamar)高中等
學校。有多名考生在聽力部分取得滿分的
成績，表現十分優異，來自百利高中的精
通級(Level 6)考生王書煜更在聽力及閱讀
部分皆獲得滿分的佳績。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自2009年起在
休士頓地區舉行華語能力測驗，今年已是
第9屆，迄今累積有近千名考生報名參加
，是檢視華語學習者學習成效最具公信力

的指標。華語能力測驗目前已在全球超過
33個國家推廣施行，通過者即可取得中華
民國教育部的正式證書，可作為申請臺灣
獎學金、到臺灣或華語地區入學、應徵工
作時的華語能力證明。此外，華語能力測
驗更逐步與臺灣企業合作，協助招募海外
優秀華語人才。目前寶成集團、崇越貿易
、宏全國際與鴻海集團等公司，皆透過華
語能力測驗於美國、印尼、泰國、馬來西
亞、越南與臺灣等地徵聘通曉華語的優秀
人才到該公司任職。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這是什麼？！一位僑
界名人的臉、脖照片。本周二下午六時，她在中國
城敦煌廣場對面，自家公寓停車場停車時，在光天
化日之下，被一個高速衝過來小個子的人（ 以帽
遮大半臉，看不清是男是女 ），隨即另一幫兇，
一個高個子年約二十多歲的黑人婦女也衝過來，對
她的臉脖潑辣椒水，一時無法忍受的燒灼巨痛幾乎
將她打倒，此二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隨即搶奪她的

皮包揚長而去。事發時停車場無一目擊者，她大聲
喊叫也無人回應。

這就是 「中國城 」，上週才在金城銀行後面
的住宅區發生歹徒開警車到某住戶人家，以搜查為
由，搜走了數萬現金，事後才知是烏龍一場，歹徒
作案的 「創新」 作品，因事不關己，中國人只是
將它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無切膚之痛，這次受傷
的人是僑界名人，大家的好朋友，大家才覺事態嚴

重。
下月九日就是 「大休斯敦地區警民聯歡會 」

，大家期待警民一心，能給我們一個 「和諧安康
」 的社會，大家在忙著購桌，期待與高階警官及
三百位警員見面，聯歡之餘，對這些防不勝防的治
安 「死角 」，是否能群策群力，提出確實有效的
防備，因應之道？

中國城治安再響警鐘 大白天之下被人潑辣椒水行搶

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 17名優異考生獲獎

台灣上市公司志聖企業董事長梁茂生訪問本報台灣上市公司志聖企業董事長梁茂生訪問本報
談他白手起家創業有成的心路歷程談他白手起家創業有成的心路歷程

圖為台灣志聖企業的董事長梁茂生夫婦圖為台灣志聖企業的董事長梁茂生夫婦（（ 左二左二，，中中
）） 在賴清陽大律師在賴清陽大律師（（ 右一右一），），李迎霞李迎霞（（ 右二右二）） 夫夫
婦及賴二哥婦及賴二哥（（ 左一左一）） 的陪同下的陪同下，，於本周四於本周四（（55 月月
1818 日日 ））來本報訪問時合影來本報訪問時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圖為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1717 名優異考生昨合影於頒獎儀式名優異考生昨合影於頒獎儀式
上上。。圖為頒獎人圖為頒獎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前排中前排中 ），），僑務僑務
諮詢委員王敦正諮詢委員王敦正（（ 前排左四前排左四），），及及 「「教育組教育組」」 組長周慧宜組長周慧宜（（ 前前
排右一排右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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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
需要細心孕育

Equal Housing Lender Member FDIC

當夫妻檔尼爾與艾美第一次看見洛杉磯市中心的聖薇比安娜

教堂 (St. Vibiana)，就深深受到吸引。雖然教堂當時遭受地震
嚴重地破壞，他們仍決定將它改建成夢想中的餐廳，萬事俱備，

只需要資金，他們選擇與我們合作。

聖薇比安娜教堂曾是許多社區居民生活的重心，陪伴他們
度過人生的里程碑。透過我們的支持，尼爾與艾美將這項
傳統發揚光大，提供 Redbird 餐廳的創意美食，為來自各地
的客人慶祝生命中的重要時刻。

聯繫商機，向前邁進。

欲知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succeed
或致電 1.877.828.8963 

波多黎各異國風情遊波多黎各異國風情遊55天天

崴文理才藝學校本周三在糖城校區舉行崴文理才藝學校本周三在糖城校區舉行
第二十周年校慶文藝成果展覽暨大自然音樂會

$488/人
出發日期：全年每週三 (*12/20-12/31 期間出發的

團。需加收每房每晚$100元附加費)
•親臨“熒光湖” 湖里有一種特殊的微生物，觸碰

湖水就發出藍色熒光，神奇到讓你尖叫的興奮，也是
《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夢幻現場

•私家碼頭，遊艇出海，體驗富豪的奢華生活，與
海龜一起暢遊，彩色魚群，活珊瑚，奇妙的海底世界。
Flamenco Beach全世界第二的海灘。

•美國最大的一個熱帶原始雨林， 最完善的國家公
園，生長著全球50%的熱帶植物品種。

•食物美味超趕米其林三星，價格比普通餐廳還便
宜一半，無法抵擋的誘惑。

•熱情的服務，異國風情的地方，加勒比海文化。
免簽證。
行程 ITINERARY
DAY1 (週三) 出發地 - 波多黎各
DAY2(週四）洞穴公園 - 阿雷西博天文台
DAY3(週五）Culebra島 - 海鮮晚餐
DAY4(週六）聖胡安市區遊 - 夜遊螢光湖
DAY5熱帶雨林 - El Verde BBQ當地烤肉- 購物中心/送
機

（本報記者秦鴻鈞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及瀚崴中
文學校，於本周三（5 月 17 日 ）下午五時半至六時半
左右，在糖城校園大禮堂舉行第二十周年校慶文藝成
果展覽暨大自然音樂會，共有學生及家長數百人參加
，節目安排顯示學生們平日所學，令在場的家長們十
分欣慰，紛紛拿起相機、手機捕捉這珍貴的一刻。

音樂會由瀚崴學校梁楚宜校長主持，她在每一個表
演節目前詳盡解說大自然音樂會的詳細涵義，再加上
小朋友們的精彩表演，令全場觀眾更能心神領會，融
入其中，達到 「寓教於樂」 的目的。

在該校蒙特梭利中英雙語幼兒園的小朋友表演三個
精彩節目後，該校中文班的小朋友各班在老師帶領下
逐個登場表演，包括學前班表演 「大自然是我們的家
園」，及中文班一年級表演 「一起活在大自然的樂園
」，中文班二年級表演 「湖光之歌」，中文班三年級
表演 「世界一家 」，以及中文班四年級及以上班級學
生由Ms. Belle 老師率領演唱 「大自然之美 」 以及所有老師們登
台，與梁楚宜校長一起合唱 「自然處處吉祥 」。以及西班牙語
歌唱表演。

最後是頒發畢業證書及中文班獎項。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是休士頓華人唯一在Sugar Land 和Katy 二

學區買地自建的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校園寧靜，教室整潔，
寬敞明亮，安全的人車分道。包含： 泳泳池、體育館、舞蹈室
、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會議廳、圖書室、豪華大型座式遊
樂設施。該校持州政府執照，有合格的建築大樓及定期消防安全
演習，衛生檢驗，是個專業標準的教育學園，孩子最佳的托育去
處（ 學費優惠，課超所值並可申請抵稅）。

瀚崴的教師群實力堅強，不僅瀚崴梁楚宜校長具備州政府專

業 主 任 執
照 ， 該 校
全 體 教 師

皆具備CPR & First Aid 證照及每年必修兒童教育管理課程，
真正秉持培育英才之心回饋大眾。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及瀚崴中文學校有課後輔導班
（K~G9 ）、休士頓獨一無二的珠算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
保證班、瀚崴音樂中心、青少年籃球培訓班、繪畫基礎/ 中
級/ 高級班（ 學童~ 成人 ）、糖城和凱蒂唯一蒙特梭利中英
雙語幼兒園、LEGO Class, GT 英文閱、寫作班、數學班、
Engineering Class, 乒乓球密集訓練班、西班牙文基礎班/ 中級
班、暑期游泳密集班及暑期育樂營（K ~ 9 年級） 英/ 數/
field trip /swimming / 球類等等。

據瀚崴文理才藝學校表示： 瀚崴暑期夏令營現正火熱招
生中，慶祝瀚崴學校第二十週年，凡6 月10 日以前報名者，學

費有優惠，請速報名。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及瀚崴中文學校，糖城校

園地址： 2317 Settles Way Blvd. Sugar Land , TX 77478, 電話：
（281） 980- 1489，凱蒂校園:
地址：21915 Royal Montreal Dr. Katy , TX 77450, 電話： （832
） 437- 1777

各班級頒發結業証書後與老師各班級頒發結業証書後與老師，，梁楚宜校長梁楚宜校長（（ 後排左後排左
一一））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各班老師及校長梁楚宜各班老師及校長梁楚宜（（左五左五）） 合唱合唱 「「自然處處吉祥自然處處吉祥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中文班榮獲獎盃及獎金的小朋友與老師中文班榮獲獎盃及獎金的小朋友與老師、、校長梁楚宜校長梁楚宜（（ 右一右一 ））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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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門濕疹的危害肛門濕疹的危害((11))

只要入對行只要入對行，，十萬年薪不是夢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想發財，

沒有人不想成功。可現實是，如果你入錯了行，你永遠都不可能
成功。馬雲曾經說過：“沒有一個時代比現在好。在人類歷史有
過三次重大革命。工業革命，英國花了50年時間發展起來了；
技術革命，美國花了50年時間；而今是人類歷史的第三次革命
，互聯網時代剛剛開始20年，接下來30年才是關鍵。”

所以，抓住時代的脈搏，抓住機遇，選對行業，太重要了！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創業的，大多數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行
業，好的項目，好的團隊，自己加入其中，一切就進行良性的運
行當中，一切都在掌握中。這樣風險可以控制到最小，而收益可
以最大化。現在，就有這樣一個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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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cert.com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的電腦工程師培訓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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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LaneCert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培訓機構是一個網
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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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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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e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雇傭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只有這一次，你，想要抓住嗎？Cis-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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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肛門周圍的疹子長期不癒者一般為濕疹。
肛門濕疹是一種常見皮膚病，如果長期得不到
治療，會反復發作。所以一旦得了肛門濕疹要
及時治療，以免延誤病情。肛門濕疹是肛腸科
常見的一種過敏性皮膚病。其症狀為：瘙癢、
有分泌物滲出、易復發等。肛門濕疹可分為：
急性、亞急性和慢性三期。
肛門濕疹的危害：

1、肛周潮紅：滲出液使肛門濕潤不適，內
褲污染和皮膚磨損。肛門周圍皮膚因搔抓破潰
，致使皮膚皸裂、感染，痛苦難當。而且經常
發作，排便困難。由於分泌物反復滲出等影響
，肛門及其肛周皮膚會逐漸變厚、皮革樣化和
皮膚皸裂。

2、致使病變：肛門濕疹的病變多局限於肛
門周圍皮膚，亦偶有蔓延至臀部、會陰及陰蒂
。有些可呈現紅疹、紅斑、迂腐、滲出、結痂

、脫屑。肛門周圍皮膚常增厚，色彩灰白或暗
紅、粗糙，致使發生皸裂、滲液、瘙癢、重複
發作為主要特點。

3、奇癢難忍：肛門濕疹呈陣發性奇癢。搔
抓摩擦後，可使皮膚破損而痛癢加重。常因搔
抓造成迂腐面，繼發感染可造成膿皰，導致淋
巴結腫大。

4、引發嚴重的併發症：肛門濕疹最大的危
害即是它會引發嚴重的併發症。肛門濕疹可導
致消化不良、腹脹、便秘和拉肚子、頭暈、失
眠、煩躁等症狀出現。
肛門濕疹的治療:

肛門濕疹之所以被人們認為難治，是由於
患者常用藥水燙洗，以減輕疼痛及瘙癢之苦。
醫生開的藥也常常是激素藥，雖能暫時好轉，
但復發後會使濕疹更嚴重、瘙癢更劇烈，最終
成為頑症。因此，要治好肛門濕疹，最重要的

是停止一切理化刺激，不搔抓
，不用藥水燙洗，不塗激素類
藥物。平時大便後只用冷水沖
洗肛門即可。

但是，不搔抓，不用藥水
燙洗，又怎樣解決肛門陣發性
奇癢及肛周潮紅、皸裂之痛苦
呢？這裏向你推薦一種治療肛
門 濕 疹 及 各 類 皮 膚 病 的 良
藥---《劍牌》皮膚病霜。無
論患者是急性肛門濕疹、還是
亞急性或者是慢性肛門濕疹，它的效果都會讓
你非常滿意，尤其是止癢效果方面有奇效。此
藥為祖傳秘方，純天然中草藥精製而成，得到
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是目前治療各種皮膚病
的良藥，一試便知。用了它，你胯下的難言之
隱“一抹了之”，你一定會驚歎它的神奇療效

！ （待續）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告知

：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友在當地均有
銷售。統一零售價$38。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
第C2版。

誠征代理商。免費電話：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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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hoctaw Rewards Club for details. All guests who are self-banned or 
casino banned are ineligible to earn entries or claim prizes for this promotion.
Management reserves all right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Free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Player Rewards Club or Table Games Pit starting May 10, 2017. 
Contact 580.920.0160 ext:1069 for ticket information.

免費票在05/10/17可以在Choctaw 賭場兌換中心和賭桌服務中心索取
詳情請聯繫580-920-0160 分機1069

LIVE IN CONCERT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Tokyo OneTokyo One日式海鮮自助餐日式海鮮自助餐
新增高檔名菜及單點店的壽司品管新增高檔名菜及單點店的壽司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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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L簽證介紹及最新移民消息
由於投資移民從2015年5月開始有兩
年到三年左右的排期，美國國會也在
熱烈討論提高投資移民投資額度的提
案，許多海外投資人開始把目光轉向
職業移民第一優先的跨國公司經理這
一類別。這一類別通常從L－1A開始
運作。

一、分類
L－1分為跨國公司經理（L－1A

〕和特殊技術人員（L－1B）。
二、條件
申請 L－1 A 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１.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的三年中

至少有一年的時間在美國以外的公司
擔任經理或高級管理人員。 應該注意
的是，這一年的工作時間必須是持續
的一年，但不必是申請L－1之前的一
年，在過去三年當中的任何一年都可
以。

這一點對於經常赴美的經理人員
尤為重要。一般說來，在美逗留的時
間不得算作在海外公司工作的時間，
但以 H－1 身份在美國公司的時間仍
可計算在內。

另外，這一年的工作必須是全職
工作。

2 海外公司與美國公司有法律上
的聯系。以下情形都可以滿足該條件
：

1）美國公司擁有海外公司 50％
以上的股份；

2）美國公司和海外公司均隸屬
於另外一個公司；

3）美國分公司為海外兩個企業
的合資公司。在這種情況下，海外兩
個企業均可派經理人員以L－1身份來
美。

為了符合L－1的條件，美國公司
的海外公司在此期間必須持續經營。

三、准備資料
在提出L－1申請時，應提交如下

證明文件：
1、美國公司：公司成立文件，

章程，財務報表，報稅記錄，員工名
單，經營合同，提單，商品保險單，
銀行存款證明，海外公司投資的彙款

證明，辦公室租約，辦公室照片等。
2、海外公司：營業執照；辦公

室的照片，宣傳冊，員工名單，年度
損益表，年度利潤報表，稅表，證明
公司持續經營的其他文件。

3、申請人：個人簡歷，學歷證
明，任命書，任職證明，工資證明，
護照復印件等。

四期限
按照法律規定，L－1a 最長為七

年，L－1b最長為五年.在申請之初，
如果美國分公司經營的時間不到一年
，期限為一年。

由於L－1在延期之後，即可著手
辦理移民申請，所以L－1的延期是十
分關鍵的一步。申請人在取得L－1簽
證順利赴美之後，應馬上考慮如何開
展美國分公司的經營問題，從雇員、
營業額，報稅等方面准備。

五“雙重意願”
根據美國移民法，凡申請 L 及 H

類別的簽證者，美國領事館均不得以
移民傾向為由拒絕簽證。根據這一法
律，即使申請人明確表明有移民美國
的打算，或其雇主、親屬已經為其提
出了移民申請，只要其他方面符合條
件，美國領事官員也須簽發簽證。從
這一角度來說，對於已經通過親屬移
民或職業移民遞交移民申請還在等待
漫長排期的申請人，L或H簽證是早
日到美的一條途徑。美國國務院表示
，不允許領事官員“重新審核”業已
得到美國移民局批准的L申請。也就
是說，領事官員不得用具體法律的適
用標准來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L的簽
證條件。

盡管如此,申請人仍然要從以下幾
個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備，有備無患。

1、了解自己在海外公司的職務
和工作職責。

2、了解自己在美國公司的職務
、職責範圍、工資和工作條件。

3、了解美國公司經營的情況，
如業務範圍、營業額、雇員情況、主
要產品與服務項目等。

4、如果新成立的公司，要准備
一份詳細的發展計劃，包括投資額度

、經營範圍、雇人計劃和年度預算等
。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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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參與第二次抽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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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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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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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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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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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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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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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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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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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 六:10:00AM-1:
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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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兒顫膽兒顫！！極限狂人千米高空繩索上晾衣服極限狂人千米高空繩索上晾衣服

2828歲的歲的Paul Antoine GauchonPaul Antoine Gauchon在挪威壹處峽谷的在挪威壹處峽谷的32153215
英尺英尺（（約約980980米米））的高空完成了在繩索上行走的高空完成了在繩索上行走100100英尺英尺((約約3030
米米))並懸掛衣服的挑戰並懸掛衣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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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歲的英國二戰退伍老兵海斯與來自其家族三代共歲的英國二戰退伍老兵海斯與來自其家族三代共1010名成員壹起跳傘名成員壹起跳傘，，
他從約他從約45004500米高空壹躍而下米高空壹躍而下，，成功完成創舉成功完成創舉，，成為歷來最年長跳傘者成為歷來最年長跳傘者。。

阿富汗高溫難耐阿富汗高溫難耐 孩子泥漿瀑布下洗澡解暑孩子泥漿瀑布下洗澡解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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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高鐵網與互聯網“雙網融合”的設

想已經擺上議事日程。記者從人民鐵道網獲悉，中

國鐵路總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陸東福近日在鐵路

總公司會見了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壹行，

雙方就深化路企國際國內合作舉行會談。陸東福歡

迎馬雲壹行的到來，充分肯定鐵路總公司與阿裏巴

巴集團合作取得的成果，並期待雙方進壹步深化合

作。

陸東福指出，中國鐵路擁有世界規模最大、技

術水平領先的高速鐵路網，阿裏巴巴擁有覆蓋全球

的電子商務網，雙方合作順應經濟發展新理念，能

為旅客貨主帶來更大的便利與實惠。

他說，中國高鐵已成網運營，高鐵運營產生的

現金流豐沛，服務品質不斷提升，持續發展能力非

常強勁，帶動溢出效應十分明顯，鐵路總公司正探

索推進優質資產資本化、股權化、證券化，歡迎阿

裏巴巴集團積極參與。

陸東福希望在鞏固支付寶應用、實名信息核驗

服務以及車站導航等方面合作的基礎上，以戰略眼

光拓展更為廣闊的合作平臺，在高鐵快運、國際物

流、電子支付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領域深化

合作，各顯其長，充分利用和整合各自優勢資源，

有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效益。

他期待雙方以更加開闊的視野，開展更高層次、

面向未來的戰略合作，通過創新合作模式、充分發

揮各自優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高鐵網

與互聯網“雙網融合”，全力打造智慧鐵路，讓高

鐵成為享受出行、旅遊、購物、休閑等於壹體的綜

合服務載體，讓高鐵生活成為壹種新的生活方式，

讓百姓更好地享受高鐵成果，有更多的獲得感。

馬雲高度評價中國高鐵發展取得的舉世矚目的

成就，非常認同鐵路總公司關於高鐵網與互聯網

“雙網融合”和資產資本化經營的思路。

他表示，鐵路總公司對進壹步加強雙方合作的

有關思考，站位高、格局大，戰略性、前瞻性很強。

阿裏巴巴集團非常願意在既有合作基礎上，進壹步

深化與鐵路部門的合作，把阿裏巴巴集團在大

數據、雲計算、電商服務等方面的技術優勢和鐵路

的資產、資金、市場資源優勢有機結合起來，打造

新的業態和經營模式。

馬雲還表示，阿裏巴巴集團將著眼於高鐵網與

互聯網“雙網融合”，研究推進高鐵電子商務服務

試點，共同創造高鐵移動生活便利；做好“壹帶壹

路”中歐班列境外貨源組織和市場開拓工作，實現

雙方的互利共贏。

據悉，在國家發改委上月召開的委內改革專題

會議上，對落實好今年發改委承擔的改革任務提出

工作要求。其中之壹就是要求著力抓好混合所有制

改革試點，盡快批復實施試點方案，在電力、石

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

實質性步伐，形成壹批典型案例，形成可復制可推

廣的經驗。

掃碼打賞：是任性小費還是換了馬甲的開瓶費？
最近，“掃碼打賞”在北京、上

海、廣州等地餐飲店悄然流行：消費

者對服務員的服務滿意，就可以掃壹

掃服務員所掛牌子的二維碼進行“打

賞”。這種做法受到不少網友熱捧，也

有不少網友認為此舉造成消費者額外付

費，並不合理。“掃碼打賞”會給服務

行業帶來什麽改變？新華社記者對此進

行了采訪。

支持者認為：“掃碼打賞”夠任性
近日，在北京王府井百貨壹家餐廳

進餐的顧客發現，如果他們對服務員感

覺滿意，可以通過掃服務員工作服上的

二維碼對其任意“打賞”，金額3到5元

即可，最多不超過10元。

在廣東的壹家大排檔，每個員工胸

前也掛有二維碼卡牌，顧客通過掃碼對

員工進行“打賞”後，月底店家再統壹

將“賞錢”發給員工。

“這是壹種非強制性的付費模式，

完全憑用戶自願，旨在激勵服務員提高

服務熱情和質量。”壹家推出“打賞”

機制的餐廳負責人表示，他們每月都將

員工“賞錢”進行統計排行並予公示，

目的是讓員工形成良性競爭，促進服務

提升。

這位負責人介紹，所謂“打賞”機

制，是在自願基礎上，顧客對服務人員

提供優質服務的壹種獎勵辦法，在國外

被叫做小費，是司空見慣的事。

記者了解到，深圳、重慶、西安等

地商家已於去年推行這種做法。記者實

地采訪了解到，壹些餐廳推出“掃碼打

賞”後，員工服務的主動性、積極性均

明顯提升，壹些顧客也認為“賞”有所

值，對提升後的服務更為滿意。

質疑者認為：額外付費不合理
不過，也有不少人對這種做法提

出質疑。“過去商家收取開瓶費、包

間費，設置最低消費標準等現象好不

容易被禁止了，‘掃碼打賞’可能是

換了馬甲的‘開瓶費’。”有網友認

為，顧客在餐廳消費，其餐費中就包

括了食品費、場地費、服務費等，商

家現在搞出來壹個“掃碼打賞”，有

引導消費者進行重復買單、額外付費

的嫌疑；通過“打賞”，商家把本該

由自己承擔的經營性成本部分轉嫁到

了消費者頭上。

“掃碼打賞”也加重了消費者的

心理負擔。有顧客擔心，壹旦別人打

賞他們不打賞，服務員就可能“擺臭

臉”。有顧客私下向記者坦言，他雖

然打賞了壹些“小費”，但並非真心

情願。

業內人士透露，商家往往是“打

賞”機制的最大受益者，畢竟二維碼

是商家統壹制作的，“打賞費”也是

統壹進了商家的口袋，而服務員們只

是獲得其中壹部分分成，甚至不壹定

能得到。

“如果把打賞作為勞務報酬的壹部

分，該不該繳納個人所得稅？”還有網

友表示不解。

“打賞”作用有待觀察
在西方國家，對從業者支付壹定小

費作為獎賞，幾乎成為服務業消費的壹

種慣例。但國內並不存在這樣的傳統，

與小費文化類似的“掃碼打賞”能否得

到市場認可還需時日。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

主任趙萍介紹，西方人付小費的習俗從

18世紀沿襲、發展而來，因為這些國家

的服務員底薪較低，需要收取小費維持

生活；而在我國，服務行業從業者的收

入通常由底薪、績效組成，比如餐飲費

中，就已經包含了服務費。加上中國的

商業文化歷來崇尚明碼實價、童叟無

欺，消費者對“掃碼打賞”的質疑不難

理解。

不過，和小費機制壹樣，“掃碼

打賞”也存在深層邏輯。北京壹家餐

廳經理向記者介紹，原先，員工服務

好壞由餐廳來評價，難免出現疏漏；

引入“小費”思維後，相當於顧客可

以直接對員工“打分”，“這種更加

直接、精準的激勵機制，有效提升了

服務品質。”

事實上，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人

們對產品、服務升級的訴求也在增長。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毛政發認

為，“打賞”機制實質上是保證基本服

務不縮水的前提下，鼓勵從業者提供差

異性服務。消費升級時代，隨著人們逐

步破除“價廉物美”的傳統觀念，開始

肯定優質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小費”、

“打賞”機制可能在市場上迎來更大應

用空間。

知名網絡評論人斯涵涵表示，作為

服務型企業在改善激勵機制和經營方式

上的壹種探索，人們不妨對“掃碼打

賞”抱以平常心。消費者不必聞“碼”

色變，因為壹旦“掃碼打賞”侵害了顧

客利益，或者讓人不悅，消費者自會用

腳“投票”。那些本末倒置強迫“打

賞”的行為，只會帶來顧客流失，最終

得不償失。

阿裏巴巴參與鐵路混改？
鐵總：期待深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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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resident Urges Global Cooperation For Success In Global Trade
The World Must Unite Like A 'Flock
Of Geese', Says China's Xi Jinp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s President Xi has urged world 
leaders to reject protectionism and embrace                                                        
globalisation and pull together like a flock of 
long-necked geese. (Photo/Reuter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made his latest bid 
for global leadership urging world leaders to reject 
protectionism, embrace globalisation and pull together 
like an airborne skein of long-necked geese.
Speaking on the final day of a forum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a potentially historic 
Chinese infrastructure campaign that could transform 
swath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 Xi said cooperation 
was the only way to confront the “profound” changes 
sweeping the globe.
“Economic growth is not on solid ground ...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s encountering some headwinds. 
De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uneven – not to 
mention the other challenges that overshadow the 
world economy such as wars, conflicts, terrorism and 
a massive flow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 Xi told a 
meeting of leaders including Russia’s Vladimir Putin 
and Turkey’s Recep Tayyip Erdoğan.
“Confronted by these challenges many countries are 
pondering the way forwards ... [but] in a world of 
growing interdependence and challenges ... no country 
can tackle all the challenges or solve the world’s 
problems on its own,” Xi added.
In a clear attempt to contrast himself with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has vowed to devote 
his presidency to putting “America first”, Xi urged his 
audience to reject protectionism and shun “exclusive 
arrangements”.

A stretch of the Karakoram Highway in 
Xinjiang, China, a region which could be 
transformed by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frastructure plans. (Photo/
Guardian )
“Swan geese are able to fly far and safely through 
winds and storms because they move in flocks and help 
each other as a team,” the Communist party chief said. 
“The message is: the best way to meet challenges and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is through cooperation.”
For China, the two-day summit represents the latest 
chance to promote its authoritarian president, who 
completes five years in power this autumn, as a strong 
and stable world leader. China has also sought to 
soothe widespread misgivings in the west about the 
motives driving Xi’s $900bn development plan.
Speaking at Beijing’s Mao-era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Sunday night, Xi said his “project of the century” 
would “add splendour to human civilisation” and help 
build a new era of harmony and trade.

However, some sceptics see the plan as largely a ruse 
to boost China’s own economy by shifting excess 
industrial capacity to less developed nations and draw 
poorer countries tighter into Beijing’s economic grip.
As Xi’s conference entered its final day those concerns 
burst out into the open with Germany’s representative 
warning that her country would refuse to sign a trade 

statement marking the end of the 
summit unless it contained guarantees 
about allowing free tenders for Belt 
and Road projects. “If these demands 
are not met, then we cannot sign,” 
Brigitte Zypries, the minister for 
economics and energy, told reporters.
Other EU members, including Britain, 
France, Estonia, Greece and Portugal, 
were also refusing to support the 
document, a Beijing-based diplomat, 
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old AFP.
A spokesperson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aid that since the UK had 
not taken part in a panel about trade at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it would not be expected to 
sign up to outcomes related to that session.
“The UK welcom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mote and develop 
economic growth,” the spokesperson said, adding that 
the chancellor, Philip Hammond, had taken part in a 
session about finance and that the UK had signed up to 
principles related to that event.
Most western leaders, including Trump, Angela Merkel 
and Theresa May, have skipped Xi’s conference 
while India has gone public with its opposition to 
whatone newspaper called “little more than a colonial 
enterprise”.
Chinese state media hit back at critics on Monday. 
“Some countries seem obsessed with the idea of 
containment or game-playing, and seem unable to 
see the truth in the mist of history,” an editorial in the 
Beijing Youth Daily said.
Speaking to the state-controlled China Daily, one 
Chinese academic rejected the idea Beijing was guilty 
of “practising neo-colonialism ... exploiting energy 
resources ... [and] support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 
“I think none of this holds water. If you look at history, 
tell me when has China been a colonial power? If it 
hasn’t been in the past, why should it be now?”
Xi claimed his plan was “open to all like-minded 
friends ... It does not exclude or target any party”.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

Related

China's Xi Lays Out $900BN Silk 
Road Vision Amid Claims Of

Empire-Building
Global Leaders Attend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Summit To                                                      

Praise Plan Xi Jinping Says Will Bring A 
New ‘Golden Age’ Of Globalization

Speaking at the start of a high-profile summit abou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 hailed his 
multi-billion dollar infrastructure crusade as a means 
of building a modern-day version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and a new “golden age” of globalixation.
“The glory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shows that 
geographical dispersion is not insurmountable,” he 
told the 29 heads of state who have gathered in Beijing 
for the event, including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Turkey’s Recep Erdoğan.

 A Chinese flag flies over Tashkurgan, a tranquil 
frontier town on China’s border with Pakistan, 
which is bracing for change as President Xi 
Jinping kicks off what some call the most 
ambitious development plan in histor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hotograph: Tom 
Phillips for the Guardian
However, as Xi took to the stage his signature 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 faced a backlash with India launching 
a scathing attack on the $900bn Chinese plan and 
announcing it would boycott proceedings. According 
to the the Times of India, New Delhi believed the 
scheme was “little more than a colonial enterprise 
[that would leave] debt and broken communities in its 
wake”.

Xi told a different story on Sunday, painting what 
he called his “project of the century” as a bold and 
inclusive attempt to kickstart a new era of globalisation.
In a 45-minute address, the Communist party chief 
vowed to throw his weight behind a global construction 
spree stretching all the way from Asia,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to the Americ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rooted in the ancient 
Silk Road ... but it is also open to all other countries,” 
the Chinese leader said, promising to pump $125bn 
into the scheme.

Just as Chinese traders and explorers such as Zheng 
He, a Ming dynasty navigator, went out into the world 
in peace, so too would China now seek to engage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se pioneers won their place 
in history not as conquerors with warships guns or 
swords but are remembered as friendly emissaries 
leading caravans of camels and sailing treasure-loaded 
ships,” Xi said.
“This part of history shows that civilisation thrives with 
openness and that nations prosper from exchange.”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hina’s Xi 
Jinping and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enjoy a business breakfast at the 
summit on Sunday. (Photo/TASS )

“Swan geese are able to fly far and safely 
through winds and storms because they move 
in flocks and help each other as a team,” 
China's president said. “The message is: 
the best way to meet challenges and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is through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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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B背版位置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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