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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

2017迎春書展冠蓋雲集
一項豐富海外華人華僑精神食糧的＂中國文化2017 迎春書
展＂活動﹐上周四在中國人活動中心隆重揭幕﹒這項由中國
人活動中心與中國影視聯合舉辦的活動﹐獲得中國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孫壽山副局長(中)一行及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
李強民(右三)都趕來出席活動﹐場面極為盛大﹒現場擠滿了
愛書人﹒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VOA】川普行政當局正在擬定計劃﹐將檢查入境美國的旅行

者社交媒體賬號的做法擴大﹐將前來美國的中國公民納入其

中﹒

美國去年開始在自願的基礎上檢查那些跟美國有免簽證協議

的歐洲國家和其他發達國家前來美國的旅行者的社交媒體賬

號﹒

美國國土安全部海關和邊防署在2月15日公布將上述做法推

廣至中國公民的擬議計劃﹐征求公眾意見和評論﹒

按照這一計劃﹐今後擁有美國有效期10年簽證的中國公民將

在網上被詢問他們的社交媒體的昵稱和賬號密碼以便供美國

方面檢查﹒提供相關信息基於自願﹒

國土安全部海關和邊防署發布的公告說﹐不想回答這一詢問的

人的前來美國旅行的請求將照常得到處理﹐美國不會就此做出

負面的解釋或推理﹒

美國國土安全部調查前來美國的人的社交媒體賬號的做法已

經引起爭議﹒互聯網隱私權利組織擔心交出這種隱私信息會

導致個人信息被盜竊﹐有國家背景的黑客先前多次打入美國政

府的電腦系統盜竊涉上千萬人的個人信息﹒

還有人擔心﹐美國要求別的國家的旅行者交出這種個人信息﹐

這種做法會其他國家也對前往其國家的美國公民提出同樣的

要求﹐從而使美國公民的個人信息也暴露於失竊危險之中﹒

也有人質疑國土安全部進行這種調查究竟有多大用處﹒

美國專門報道美國政治的新聞機構《政治》（Politico）的報道說﹐

國土全部部長約翰·凱利上個星期在國會的一次聽證會上說﹐

作為甄別潛在的恐怖分子的努力的一部分﹐川普行政當局正在

考慮要求一些國家的來訪者交出他們的社交媒體賬號密碼﹒

他說﹕“假如他們進入美國﹐我們就要問﹐你都訪問那些網站﹐把

你的密碼交給我們﹒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在互聯網上做

什麼﹒”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整個童話故事整個童話故事

圍繞著兩件稀有珍寶圍繞著兩件稀有珍寶""金金

箍棒箍棒""和和《《西遊記西遊記》》手稿展手稿展

開開﹒﹒ 在遙遠的海中央有在遙遠的海中央有

一個神秘的小島一個神秘的小島———毛—毛

毛島毛島﹐﹐傳說是孫悟空的後傳說是孫悟空的後

代毛毛族居住的地方代毛毛族居住的地方﹐﹐而而

牛魔王的後代力大王的出現打破了毛毛島上的寧靜牛魔王的後代力大王的出現打破了毛毛島上的寧靜﹒﹒力力

大王派遣其手下五行大王抓走了毛毛後在內的年輕毛族大王派遣其手下五行大王抓走了毛毛後在內的年輕毛族

成員作為人質威脅毛毛族交出金箍棒成員作為人質威脅毛毛族交出金箍棒﹒﹒為了營救同伴及為了營救同伴及

拯救世界拯救世界﹐﹐勇敢毛毛王開始了他的冒險旅程勇敢毛毛王開始了他的冒險旅程﹐﹐帶著毛爺送帶著毛爺送

的一套的一套""7272張變裝卡片張變裝卡片""和和""寶貝猴寶貝猴""並在結識少年科學家並在結識少年科學家

朱朱及力大無窮的小女孩桃淘之後正式踏上了旅程朱朱及力大無窮的小女孩桃淘之後正式踏上了旅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一至周五每周一至周五33點至點至33點半首播點半首播﹐﹐敬請關注收看敬請關注收看﹒﹒

《《小小大英雄毛毛王小小大英雄毛毛王》》西遊記改編動畫開啟冒險旅程西遊記改編動畫開啟冒險旅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VOA】從帶有大麻的糖果到註入大麻的護膚乳液﹐隨著大麻在美
國更多的州合法化﹐圍繞這一有爭議的植物正在形成一個巨大產
業﹒
大麻現在在美國28個州可以合法用於醫療或娛樂﹒其中有4個州
去年11月將消遣性大麻合法化﹐包括加利福尼亞州﹒
美國民眾對於大麻合法化的看法已經轉為支持者居多﹒皮尤研究
中心發現﹐57％的受訪者支持大麻的合法使用﹐而2006年這個比
例為32％﹒
美國的大麻產業也在增長﹒在2016年﹐大麻合法化帶來的商機將
近70億美元﹒根據市場研究的數據﹐這個數字預計將在五年內增
加到超過210億美元﹐大麻產業被稱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產業”﹒

在日益增長的公眾支持和行業的蓬勃發展之下﹐美國聯邦法律仍
然將大麻視為非法﹐即使各州法律可以有所不同﹒美國前總統奧
巴馬的政府采取了不幹預的做法﹐將大麻案例交由各州管理和訴
訟﹒
但新的川普政府帶來不確定性﹒
新任司法部長塞申斯曾經對大麻使用持批評立場﹒在2016年參
議院藥物核心小組聽證會上﹐時任阿拉巴馬州參議員的塞申斯表
示﹕“好人不吸大麻﹒”
美國國會正在對大麻的越來越普及做出回應﹒四名國會議員組成
了一個跨黨派的大麻問題核心小組﹐以期幫助各州和聯邦政府之
間進行溝通﹐並利用這一不斷增長的產業機會﹒

美國大麻產業迅速發展美國大麻產業迅速發展 聯邦立場仍未知聯邦立場仍未知

中國公民攜帶的中國護照中國公民攜帶的中國護照((資料照片資料照片))﹒﹒

BB22美南電視介紹

作為商品銷售的大麻植物作為商品銷售的大麻植物((資料圖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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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擬檢查中國簽證申請者社交媒體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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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针对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USICE)

过去一周全美大范围搜捕无证移民引发

恐慌，移民律师指出，相比往年移民执

法，此次范围明显扩大，引发的恐慌也

前所未有；尽管ICE声称优先执法对象

为有刑事犯罪纪录的无证移民，但在执

法过程中，往往波及周边虽无犯罪却同

样没有身份的移民被“一锅端”。移民

律师提醒，在此风声鹤唳之时，无证移

民不要随身携带护照，非不得已不要乘

坐长途巴士跨州旅行，更应遵纪守法，

避免任何会引起警察等执法部门注意的

行为。

移民律师李定一指出，此次联邦的

扫荡范围相较此前的确有所扩大，除曾

犯刑事罪者外，曾用假文件诈欺、偷渡

、逾期居留等，均属违法，只要是无证

移民，基本“都可以抓”。

律师刘汝华表示，现在很多需要定期

去移民局报到的无证移民陷入两难境地；

若依法去报到，就可能直接被捕递解；若

不按时去报到，则属于“错上加错”，可

能直接导致移民执法部门的下一步行动，

给日后申请合法身份留下无穷后患。他表

示，有一位华裔客户近期冒险去报到，虽

幸运过关，但发现此前有上百人排队的报

到队伍，此次“只有五个人去”。

李定一指出，针对此次联邦对无证

移民的扫荡，根据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

tion)所获的 ICE执法守则，优先抓捕的

是身负递解令、有刑事犯罪及曾被递解

又二次偷渡这三类移民。但她指出，

ICE以突袭住所、工作场所方式抓捕已

在目标上的无证移民时，往往会顺便查

问其身边室友、工友等，一发现没身份

，直接“一锅端”抓走，因此只要没身

份，目前都存在被ICE逮捕的风险。

李定一建议无证移民近期避免乘坐时

常会遭拦检的州际长巴，并尽量避免前

往亚特兰大、洛杉矶、堪萨斯城、奥斯

汀等近期遭移民扫荡最严厉的城市。她

也提醒无证移民不要随身携带护照，否

则一旦被捕，很有可能被立即递解；此

外还应随身携带律师名片，一旦被捕可

立即联络律师；同时也要做好最坏准备

，譬如委托律师做房产、生意等的“授

权书”(Power of Attorney)，这样一旦被

捕并递解，就能有亲友等可信任之人可

处理在美财产。

李定一也提醒无证移民，一定严格遵

纪守法，连超速等交通违规都要避免。刘

汝华也建议无证移民避免离开纽约市等

“庇护城”；而对于有绿卡身份者，他也

建议符合条件者应尽快入籍，因为“永久

居民仍是临时身份”，难保未来政策上会

有变动，不是留美的万全之策。

纽约移民联盟针对近期移民扫荡，

向无证移民发出应对指南，特别提醒若

ICE执法人员敲门时，除非持有刑事法

官签署的搜索证(warrant)，否则民众可

拒绝开门；若被ICE人员逮捕，可拒绝

回答任何问题，等候律师到场，也不要

签署任何文件，更不要交出护照等任何

身份文件。

律師為美無證移民支招
出門勿帶護照 避乘長巴

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对

加拿大移民及加拿大经济有何影响，

《移民信息汇编》分析认为，长远而言

选择来加拿大长期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

，将比选择去美国留学的人数增多。有

研究结果更指，国际留学生近年来对加

拿大的经济贡献每年逾100亿加元，全

国各省经济受益依次为安省、卑诗省、

魁省及亚省。

由于加拿大的联邦技术移民甄选系

统“特快入境”系统(Express Entry sys-

tem，EE)的计分标准，在近期作出改变

，也会令“重返校园”成为美国人申请

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一个途径，令考虑来

加拿大留学的人数增加。

举例而言，假设有一对30岁出头的

夫妇，两人都具有哈佛大学MBA学位，

在美国金融界各有5年工作经验，英文

无可挑剔，有40万的存款，虽然条件非

常好，但以目前加拿大EE的评分方式，

却不一定有资格获得的资格。

相反，若夫妇中一人来加拿大重

返校园，申请做全职学生获取另一个

大学学位，不但本人可以获得学习签

证，配偶也可获得加拿大至少一年的

工作签证。

一、两年后，两人分别有了加拿大

的工作和学习经验，及加拿大的学历，

则两人有很大机会可以获得加拿大永久

居民资格。

如果上述情况还不能满足两夫妇申

请永久居民所需的加拿大居住要求，那

么夫妻两人还可以互换角色。先前拿工

签的一人，可以改申请学签回到学校读

书。先前在校读书的人可以在拿到学位

后，改申请工签在加拿大工作，这可以

将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和工作学习经验

延长一倍，对申请移民更有利。

申請加拿大移民
重返校園、延長留居

便於入籍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被骗并不鲜闻，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留学生对留学国情况了解

不多，同时，一些留学生防范意识不强，

也是屡屡受骗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留学

生被骗是出于占便宜、走捷径的心理。

近日，一则留学生被骗的消息引起了

各界关注，8月1日，华盛顿大学校警通报

，该校90名中国留学生因找人代缴学费被

骗了100万美元，今年6月开始缴纳夏季

学费时，有人告知这些学生通过代缴可以

获得95折优惠，这些学生因而被骗。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被骗并不鲜闻，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留学生对留学国情况了解

不多，正因如此，很多骗子都在租房这一

环节上对留学生进行诈骗。去年，有100

多名赴意大利佩鲁贾留学的中国学生就在

租房遭遇黑中介，不但被骗走了18万欧元

，还不得不面对可能被当地政府驱逐的困

境。今年，一名准备到加州伯克利大学交

流的中国学生还没踏上美国国土，就被骗

子盗取QQ十多次，在通过伯克利中国学

生学者联谊会BBS论坛租房的时候，又遇

到十多次诈骗行为。

同时，一些留学生防范意识不强，也是

屡屡受骗的主要原因。这次华盛顿大学留学

生被骗，就是因为他们轻信了一条代缴信息

，如果他们防范意识较强，本是能通过向校

方核实就很容易识别信息真伪。90名留学生

中竟没有人能提醒大家防范诈骗，反而是全

部遭骗，更说明他们对这种留学生之间口口

相传的消息毫无戒备之心。

还有一些留学生被骗是出于占便宜、

走捷径的心理。此次骗子以95折优惠做诱

饵的因素，还有一些留学生因为外语能力

不够强或在国内的学习成绩不够好，无法

申请到正规大学，只能选择入学标准较低

或靠花钱就能就读的学校，结果被“克莱

登大学”(即办学不正规、颁发的文凭不被

社会认可的外国学校)欺骗。

留学生要防止被骗，首先应加强他们

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多留学生在留学前从

未离开父母，这让他们难免处事不周，因

此有必要让他们强化独立生活能力，以便

尽快适应留学生活。此外，还应让留学生

增加对留学国情况的了解，通过正规途径

申请留学、办理租房缴费等事务。最重要

的是，负责留学事务的政府机构也需加强

留学信息通报，让有留学意愿的学生能更

全面的了解外国学校的信息，还应完善留

学预警机制，定期曝光“克莱登大学”和

非法中介名单，并对留学生进行系统的留

学指导。

出國留學謹防被騙
占便宜走捷徑心態要不得

近期打算前往或申请这些国家签

证的朋友们，记得留意这几个国家的

相关规定及最新的签证动态，以确保

出行顺利哟。

美国 入境或被查社交帐号密码

最近，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表

示，美国驻各地使馆未来进行背景审

查时，可能会向签证申请人询问他的

社交账号密码。凯利说上述作法意在

加强入境审查，剔除可能对美国国土

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他还强调，尽管目前还没有就相

关措施作出决定，但未来的审查一定

会更为严格。

所以，大家以后在递交申请的时

候，也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在社交媒

体上写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吧。

从年初开始，美国就开始针对中

国大陆申请人进行随机签证电话调查

，并且是在面签前一天。在此，小侨

提醒，申请人务必提供真实的背景信

息，回答内容务必与表格一致。

此外，无论是办理签证或是续签

，务必预留更长的时间以确保能顺利

获取签证，否则可能会耽误行程。

泰国 免签证费延长到8月底

去年泰国免签证费政策期限到2月

28日截止。近日，泰国方面又传出了

新的好消息——泰国免签证费、落地

签证费半价措施再延长6个月，一直到

8月底！

对中国游客来说，这自然是好消息

。不过小编提醒，签证免费，并不意味

着免签证，而且这仅适用于旅游签证，

商务出行，留学签证并不免费。

白俄罗斯 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5

日

最近，白俄罗斯面向80个国家持

因私普通护照的公民提供免签入境并

可停留5天的政策生效。

为能够免签入境白俄罗斯，游客

需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旅行资金(每天每

人约合23美元)，并拥有在白俄境内有

效的保额不低于1万欧元的医疗保险。

白俄罗斯对中国实行的是有条件

免签，公民需持有效的欧盟国家多次

往返签证(包括申根签证)，护照上已有

该签证对应地区的入境章，并持有证

明将于入境白俄罗斯后5日内从明斯克

起飞离境的机票。

韩国 对签证相片规格要求严格

韩国驻华大使馆发布新公告称，

对赴韩签证相片规格有严格的要求。

签证申请人应遵守签证相片规格

要求，即：

“左右肩膀保持平衡，嘴巴闭合

，表情自然，双眼直视照相机，头部

高度在2.5cm至3.5cm厘米之间，无背

景或白色背景，无边框，头发不能遮

住两眼，不能有未露出耳朵等其他难

以辨别是本人的情形，勿佩戴有色眼

镜等部分遮挡面部的饰物，且相片必

须于申请日之前的6个月内拍摄。”

提醒大家，在办理赴韩签证时，

相片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否则

可能因为照片不合格造成审核延长。

近期打算前往美、韓、泰等國
這些簽證新規須留意

华策会大学之道辅导中心举办

大学补助金申请讲座，吸引华裔家

长和学生前来参加。华策会少年服

务部门项目总监、主讲人Lauren Yu

指出，不仅低收入家庭要积极争取

联邦奖助学金，较高收入的家庭也

不要轻易放弃，应该尝试申请，获

取助学金的机率并非为零。

Lauren指出，在孩子上初中或

高中一二年级时，家长就要把握时

机，尽快送出《联邦助学金申请表

(FAFSA)》。还未到申请年就早早

获取信息，在申请时以最快速度将

准确无误的申请表格送出，为获得

助学金增添筹码。

需要学费补助的学生可通过申

请助学金、奖学金、贷款及工作机

会的方式，得到负担大学费用的经

济资源。申请 FAFSA 是最为常见

的途径，可用来申请包括裴尔助学

金(Pell Grant，一年最高可获 5815

美元)、联邦支持教育机会基金

(FSEOG，一年最高可获4000美元)

、教学助学金(Teach Grant，一年

最高可获 3724美元)等在内的资助

项目。

此外，纽约州政府的“大学生

学费补助计划”(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TAP)也是纽约学生常

申请的助学金，一年最高可获得

5165美元。Lauren表示，如今很多

大学要求学生填写比FAFSA表格更

详细的大学奖学金个人信息表(CSS

Profile)。

在完成 FAFSA 申请之后，学

生助学金报告(Student Aid Report)

会公布“预测家庭贡献”(Expect-

ed Family Contribution，简称 EFC)

，确定家庭为子女读大学应该出

多少钱，从而计算出该学生应该

获得多少资助。Lauren强调，学生

本人和家长需要各自申请一个 ID

，来及时查询、更新 FAFSA 的内

容。在填写个人资料时，很多学

生粗心大意，将社会安全卡号码

(SSN)填写错误，导致所有信息全

部作废，白白失去获得助学金的

机会。在申请各大学提供的奖学

金时，递交后也万万不能高枕无

忧，一定要定期跟踪，确保学校

收到所有资料。

美國高收入華人家庭
也有機會獲得大學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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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 ) 最近教育機構網站評出的全美最佳

25 所公立高中評比，德州的表現良好，一共有 5

所公立高中位居全美前 25 位之列，其中包括休

斯 頓 的 Eastwood Academy 和 Carnegie Vanguard 

高中，達拉斯的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奧斯丁

地區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Academy 一共 5 所公

立高中。

這次評比的因素不包括學生人數較少的學

校，並且此次評估也不包括七年級以下的學校。

此次最佳學校評估的標準主要有：課程設置，

AP 和 IB 課程的參與人數以及通過率，SAT/

ACT 的考試分數，學校的畢業率，學生和教師

的數量比例，課外活動，學生升入大學的比例等

等。

以下為德州入選全美 25 所最佳高中的 5 所

學校 :

全美最佳 25 所公立高中評比 德州 5校入列 

5. School for the Talented and Gifted
Dallas, Texas

9. Schoo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allas, Texas

22.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Academy High School
Austin, Texas

25. Carnegie Vanguard High School
Houston, Texas

23. Eastwood Academy High School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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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萬太平洋麗龜聚集印度海灘產卵成千上萬太平洋麗龜聚集印度海灘產卵

印度布巴內斯瓦爾西南部的印度布巴內斯瓦爾西南部的RushikulyaRushikulya海灘海灘，，大量太平洋大量太平洋
麗龜在岸上產卵麗龜在岸上產卵。。幾日前幾日前，，成千上萬太平洋麗龜從孟加拉灣來到成千上萬太平洋麗龜從孟加拉灣來到
這處海灘產卵這處海灘產卵。。這裏是奧裏薩邦三大集中產卵地之壹這裏是奧裏薩邦三大集中產卵地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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鉆石制作成的皇冠吸引了市民鉆石制作成的皇冠吸引了市民。。第六屆國際鉆石周在以色列拉馬特第六屆國際鉆石周在以色列拉馬特
甘舉行甘舉行。。以色列是國際鉆石交易和加工中心之壹以色列是國際鉆石交易和加工中心之壹。。

俄俄88 00

歲
老
奶
奶
生
日
當
天

歲
老
奶
奶
生
日
當
天

完
成
高
空
跳
傘

完
成
高
空
跳
傘

近日近日，，俄羅斯葉卡捷琳堡俄羅斯葉卡捷琳堡，，現年現年
8080 歲的歲的 TaisiyaPchelintsevaTaisiyaPchelintseva 在誌願在誌願
者協會的幫助下完成了高空跳傘這項者協會的幫助下完成了高空跳傘這項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第三批自貿區掛牌在即
11個自貿區將現梯度發展新格局

記者日前獲悉，第三批自貿試驗區
有望本月內統壹掛牌。目前，標徽等多
項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河南、陜西
等地自貿試驗區服務中心已準備投入試
運行。

業內專家指出，第三批自貿試驗區
掛牌之後，我國將形成11個自貿試驗區
梯度發展的新格局。對於肩負探索內陸
開放新使命的第三批自貿區，找準各自
定位、錯位探索成為試驗成功的關鍵。

待發 第三批自貿區掛牌在即
第三批試點自貿試驗區掛牌在即，

自貿試驗區工作人員正在緊鑼密鼓對各
個硬件做最後的調試和準備工作，以待
上級發號施令。

河南方面，鄭州、洛陽、開封三大
片區綜合服務中心（大廳）入駐部門已
經確定，設備調試已經完成，各項籌備
工作基本就緒。

據悉，鄭州片區服務中心將入駐行
政辦事機構18個，設立窗口67個。洛
陽片區服務大廳，計劃入駐洛陽市17個
部門的60余名工作人員，設置壹站式對
外辦公窗口31個，開封方面工商局更是
已經在商事制度改革、市場監管改革創
新等方面先行先試提出三方面12條政策
措施。

陜西方面，西安、西鹹、楊淩三大
片區，西安自貿區在對現有事項進行了
梳理、整合，實現部分並聯的基礎上，
采取相對集中行政許可內容，劃分不同
業務大類，合並相近業務窗口，實行
“壹口受理、並聯審批”流程再造。楊
淩片區目前已開設18個對外服務窗口，
安排了12個部門15項審批業務以及法
律咨詢、會計代理等服務機構入駐，開

始試運營。
重慶方面，重慶海關在支持自貿區

發展方面，已研究梳理監管創新路徑，
爭取自貿區掛牌後推出，包括“互聯
網+海關”改革、創新企業管理制度、
推進海關稅收征管作業改革、開展海關
特殊監管區域綜合監管改革等。

湖北方面，宜昌片區也發布《稅收
路徑助力宜昌自貿區發展行動計劃》，
自貿區內的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15%稅
率征收。除了設置常規的辦事機構外，
湖北三地更是對所有掛牌流程到後續問
題進行了細致的安排。

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
四川、陜西七地獲批，成為繼上海、廣
東、天津、福建之後，我國第三批國內
自由貿易試驗區。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此
前表示，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
試驗區建設取得的成效，彰顯了自貿試
驗區的試驗田作用。新設立7個自貿試
驗區，代表著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進入
了試點探索的新航程。

記者了解到，第三批自貿區的方
案已經幾易其稿，目前看，片區劃分
將更加凸顯集中化，避免碎片式的板塊
分割。

路徑 將差異化試點創新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將根

據這新設立的7個自貿試驗區所在省份
具有的獨特優勢和訴求，專項制定每壹
個自貿試驗區的整體方案，為進壹步深
化改革、擴大開放，在更廣泛的領域裏
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

值得註意的是，記者了解到，對於
各個自貿試驗區的功能與定位，各地也
已經進壹步加以細化。

其中，河南作為定位於服務“壹
帶壹路”的現代綜合交通樞紐，河南
自貿試驗區鄭州片區將重點發展 IT產
業、汽車及零部件制造、電子商務、
國際商貿、金融服務等能夠發揮流通
樞紐優勢的現代服務產業和現代制造
產業。開封片區將重點發展服務外
包、醫療旅遊、創意設計、文化傳
媒、文化金融、藝術品交易、現代物
流等服務業，提升裝備制造、農副產
品加工國際合作及貿易能力。

陜西自貿區方面，西安片區重點發
展高端裝備制造、新信息技術、生物醫
藥、新能源、新材料等先進制造業以及
科技服務、金融服務、信息服務、現代
物流等現代服務業，打造航空制造等特
色先進制造業基地。西鹹片區以與絲綢
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互聯互通
以及能源合作為重點，重點發展臨空產
業、能源金融、服務貿易等產業。楊淩
片區重點發展農業科技服務、農業金
融、農產品深加工、農業機械裝備制
造、良種繁育、大宗農產品貿易、農產
品物流等產業。

湖北自貿區方面，則是將要打造行
政服務特區、創新創業特區、科技金融
特區、對外開放特區四大特區，對接國
際高標準的投資貿易規則體系。

此外，湖北自貿區還將建設行政服
務特區，重點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推進投資管理體制
改革等。

態勢 11個自貿試驗區梯度發展
專家指出，第三批自貿試驗區掛牌

之後，我國將形成11個自貿試驗區梯度
發展的新格局。肩負探索內陸開放新使
命的第三批自貿區，找準各自定位、錯
位探索成為試驗成功的關鍵。

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
媛對記者表示，可以說，上海作為我國
首個自貿試驗區，點燃了自貿試驗區探
索創新的“火種”。經過三年不斷努
力，在推進投資貿易便利化、貨幣兌換
自由、監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環境規範

等方面探索出很多成功經驗，並且部分
經驗開始在全國復制推廣。

天津、廣東、福建緊隨其後，開啟
了自貿試驗區在東南沿海四點壹線的開
放布局。邢厚媛指出，第二批自貿試驗
區覆蓋了我國沿海最發達、開放程度最
高的省份，由此，長三角、珠三角、環
渤海三大沿海經濟帶都被賦予了自貿試
驗區的使命。

“前兩批自貿區都分布在最發達的
地方，沿海地區試驗成功的內容未必適
合內陸地區，畢竟內陸地區和沿海地區
的發達程度、駕馭開放的能力、經濟和
社會管理的能力都有差距，產業發展特
色也不同。”邢厚媛說。

“前兩批已經顯現帶動作用，如何
讓第三批自貿試驗區形成帶動作用，讓
相對落後的地區發揮示範作用，是個不
小的挑戰。”邢厚媛指出，在她看來，
第三批自貿試驗區首先是要找準特色定
位，形成差異化的發展。比如說，湖
北、河南、陜西三地處在我國中軸線
上，是中原文化的典型聚集地，可以突
出自身的產業和地理位置的定位，找到

自己的主攻方向。此外，第三批自貿試
驗區還要和前兩批協同發展，同時配合
“壹帶壹路”、“長江經濟帶”等國家
戰略的實施。

“總之，對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亮
相充滿期待。從長江口的星星之火，到
點燃四點壹線，再到形成11個自貿試驗
區梯度開放新格局，將會形成燎原之勢
，形成我國改革開放新格局。”邢厚媛
說。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
所長白明對記者表示，正式掛牌之後，
11地肩負著新領域先行先試的任務，自
貿試驗區戰略重心也會轉向在更大範圍
內推廣復制。

白明指出，除了自貿試驗區和開放
型經濟新體制試點之外，在我國還有包
括跨境電商、服務貿易創新、服務業開
放、市場采購、海關通關壹體化、單壹
窗口等多項開放內容都在以試點的方式
推進。從外部開放來看，“壹帶壹路”
以及我國的自貿區戰略等也將加速推進
。總體而言，明年我國開放型經濟將步
入新的發展階段，點、面結合的開放浪
潮將集中釋放新壹輪開放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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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記者從天津市西青區獲悉，京杭大運河
（西青段）華僑城大型文旅項目落戶西青區。該項目總投
資500億元人民幣，計劃用5年時間，打造多元文化產業
集群，並使之成為京津冀地區的文化旅遊坐標。

天津市西青區政府與華僑城集團簽署的戰略合作框架
協議顯示，該項目位於天津市外環線內，地塊規劃可用地
面積約116公頃，建築面積約244萬平方米，由旅遊、
文化、商業、住宅四個板塊組成。

據了解，在旅遊板塊方面，華僑城集團將發揮自身優
勢，結合運河水系特點及區位交通特質，修建市民廣場、
濱水帶狀公園等設施；文化板塊則在打造運河文化藝術中
心的同時，通過植入當代藝術產業，實現兼具展覽展示、
藝術講座、匠藝交互等多元體驗的文化產業功能，呈現天
津首個跨時代融合的文化產業建築群。

此外，西青華僑城項目還涵蓋LOFT創意產業園、
歡樂海洋購物中心、民俗商街及濱河步行街等商業業
態及高端住宅。該項目計劃年內啟動建設，2022年全
部建成。



and exports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pped 6.3 trillion yuan (about 916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16, up 0.6 percent from 2015, Gao said.
The initiative offers one solution to global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uncertainties worsened by a sluggish 
recovery, downturns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a lack 

of growth momentum and 
setbacks in globalization, 
economists believed.
Chinese businesses helped 
build 56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in about 
2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ith a combined 
investment surpassing 18.5 
billion dollars, generating 
nearly 1.1 billion dollars 
in tax revenue and about 
180,000 jobs in those 
countries, Gao said.
The Belt and Road has 
delivered promising early 

SOLID PROGRESS
China has pushed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solid progress, and stepped up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16, Commerce Minister Gao Hucheng told reporters 
Tuesday.
The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in 2013, aims to build 
a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network connecting Asia 
with Europe and Africa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trade 
routes.
In the spirit of regional 
connectivity, China has 
initiated railway, road, civil 
aviation, electricit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ojects 
across the "Belt and Road," 
Gao told reporters.
Despite anemic growth 
of global market demand, 
China's combined imports 

The architect said believed Chinese officials were 
finally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needed to embrace a 
new, more sustainable model of urban planning that 
involved not “huge megalopolises” but settlements of 
100,000 people or fewer that were entirely constructed 
of “green architecture”.
“What they have done until now is simply to continue 
to add new peripheral environments to their cities,” he 
said. “They have created these nightmares – immense 
metropolitan environments. They have to imagine 
a new model of city that is not about extending and 
expanding but a system of small, green cities.”
Boeri described the idea behind his shrub-shrouded 
structures as simple, not spectacular: “What is 
spectacular is the nature, the idea of having a building 
that changes colour with each season. The plants and 
trees are growing and they are completely changing.”
“We think – and we hope – that this idea of vertical 
forests can be replicated everywhere. I absolutely 
have no problem if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copying 
or replicating. I hope that what we have done can be 
useful for other kinds of experiments.” (Courtesy 
www.theguardian.com)

BEIJING, Feb. 21 (Xinhua)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driving China's opening-up efforts and 
unimpeded trade will be a key topic at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be held in 
Beijing this May, a senior Chinese trade official said 
Tuesday.

Last week, the Italian architect, famed for his tree-clad 
Bosco Verticale (Vertical Forest) skyscraper complex 
in Milan, unveiled plans for a similar project in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Nanjing.
The Chinese equivalent – Boeri’s first in Asia – will 
be composed of two neighbouring towers coated with 
23 species of tree and more than 2,500 cascading 
shrubs. The structures will reportedly house offices, a 
247-room luxury hotel, a museum and even a green 
architecture school, and are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set for completion next year.
But Boeri now has even 
bolder plans for China: 
to create entire “forest 
cities” in a country that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smog.
“We have been asked to 
design an entire city where 
you don’t only have one tall 
building but you have 100 
or 200 buildings of different 
sizes, all with trees and plants 
on the facades,” Boeri told 
the Guardian. “We are working very seriously on 
designing all the different buildings. I think they will 
start to buil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By 2020 we could 
imagine having the first forest city in China.”
Boeri described his “vertical forest” concept as the 
architectural equivalent of a skin graft, a targeted 
intervention designed to bring new life to a small 
corner of China’s polluted urban sprawl. His Milan-
based practice claimed the buildings would suck 25 
tons of carbon dioxide from Nanjing’s air each year 
and produce about 60 kg of oxygen every day.
“It is positive because the presence of such a large 
number of plants, trees and shrubs is contributing to 

When Stefano Boeri imagines the future of urban 
China he sees green, and lots of it. Office blocks, 
homes and hotels decked from top to toe in a verdant 
blaze of shrubbery and plant life; a breath of fresh air 
for metropolises that are choking on a toxic diet of 
fumes and dust.

the cleaning of the air, contributing to absorbing CO2 
and producing oxygen,’ the architect said. “And what 
is so important is that this large presence of plants is 
an amazing contribution in terms of absorbing the dust 
produced by urban traffic.”
Boeri said, though, that it would take more than a pair 
of tree-covered skyscrapers to solve China’s notorious 
pollution crisis.
“Two towers in a huge urban environment [such as 

Nanjing] is so, so small a 
contribution – but it is an 
example. We hope that this 
model of green architecture 
can be repeated and copied 
and replicated.”
If the Nanjing project is a 
skin graft, Boeri’s blueprints 
for “forest cities” are more 
like an organ transplant. The 
Milan-born architect said his 
idea was to create a series 
of sustainable mini-cities 
that could provide a green 
roadmap for the future of 
urban China.
The first such settlement will 

be located in Luizhou, a mid-sized Chinese city of 
about 1.5 million residents in the mountainous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xi. More improbably, a second 
project is being conceived around Shijiazhuang, an 
industrial hub in northern China that is consistently 
among the country’s 10 most polluted cities.
Compared with the vertical forests, these blueprints 
represent “something more serious in terms of a 
contribution to changing the environmental urban 
conditions in China,” Boeri said.
Boeri, 60, first came to China in 1979. Five years ago 
he opened an office in Shanghai, where he leads a 
research program at the city’s Tongj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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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ed by People’s Daily, the 2016 Media Cooperation 
Forum on One Belt & One Road was held in Beijing last 
year. 212 mainstream media from 101 countries attended 
the gathering at the 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in Beijing. (Photo/People's Daily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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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tist’s impression of Liuzhou’s plans for a 
‘Forest City.’ (Photo Stefano Boeri)

A “vertical forest” in Milan Italy designed by Italian 
architect Stefano Boeri 

Nanjing Green Towers, promoted by Nanjing 
Yang Zi State-owned National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will be the first Vertical Forest 
built in Asia. Photograph: Stefano Bo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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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at have benefite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 showing the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initiative, he said.
INTERNATIONAL FORUM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in May.
"This will be the first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Belt and Road," said Gao.
The event is important to address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problems and to facilitate more invigorat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e 
stressed.
China said it will press ahea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one of three major strategies, along with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issued after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held in December 2016, during 
which Chinese leaders and senior officials gathered 
to map out priorities for 2017.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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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花海 德州春季賞花攻略看這邊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天氣回暖，和煦陽光
露臉，萬物開始慢慢復甦，為促進休士頓旅遊業發展，
讓華人擁有不同以往的旅遊品質，當地旅遊業者在時節
轉換期間，不斷開發旅遊新路線和景點。春天來臨，最
令人期待莫過於百花齊放，展開一場春季賞花行程正是
時候；或者享受業者精心規劃的德州風光金三角路線也
是不錯選擇。

趁著今年第51屆超級盃在休士頓舉辦，帶來龐大
的經濟觀光效應，德州旅遊業更加旺盛，加上無論是飛
往亞洲、歐洲或南美均有直飛班機，讓更多華人可選擇
前往不同的旅遊熱點，旅遊層次更升級。

「一年之計在於春」 ，在這陽光照映的旅遊季節，
旅遊業者率先主打德州本地風情，打破德州過去在大多
數人心目中的蠻荒之地形象，首發 「春季賞花郊遊趣」
，帶著 「愛花客」 追逐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獨特魅力。

春季正是德州野花季盛開期間，3月初開始先迎來
北德州鬱金香花卉展，北德州達拉斯堪稱是世界第一
荷蘭以外的第二大鬱金香城，不用遠渡重洋座飛機舟
車勞頓，在達拉斯就可欣賞美麗的鬱金香，500多萬
珠鬱金香迎風而開，絢麗奪目，趁著周末假日親近大
自然，感受鮮少人知的德州 「花都」 風采。

王朝旅遊負責人葉美蓮(Lynn Ip)表示，休士頓旅遊
消費型態改變，大眾化傳統路線不再能滿足消費者，反
而精緻簡約的創新景點，才能吸引民眾目光。大部份旅
行社都規劃國外套裝行程，卻忘了其實德州當地有許多
值得探訪的秘境景點，目前王朝旅遊規畫3月11至12
日兩天推出 「鬱金香花卉展2日遊」 輕旅行概念，漫步
花海中，享受假日的悠閒時光，線正熱烈報名中。

除了3月達拉斯鬱金香節讓人沉醉其中外，旅遊業
者也趁勢推出名城巡禮休士頓、達拉斯、紐澳良三大名
城結合的 「金三角」 路線，紐奧良的法式建築、克里奧
爾美食(Creole)和豐富的爵士樂形式，以及現在正是著
名Mardi Gras狂歡節， 「雙城」 (Twincities)旅遊路線
可提高範圍和價值。其他德州觀光名城聖安東尼奧與奧
斯汀也能有2至3日的輕旅遊，隨遊客喜好作修改，帶
您遊遍德州專屬景緻，有興趣民眾可洽詢業者。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誰說德州是蠻荒之地，每到春
季百花盛開，德州著名野花季，可讓德州遍地可有美麗的花海
供欣賞，野花萬紫千紅交織成七彩奪目的景緻，宛如彩色地毯

，花彩奪目。簡介德州季節賞花攻略，趁著假日去郊
外賞外去吧！

達拉斯花卉展(Dallas Blooms)：
美國北德州堪稱是世界除了荷蘭以外的第二
大鬱金香城。每年北德州都主辦一場盛大的
鬱金香花卉展，作為美國西南部最大的花卉
展，這花卉展擁有30年的歷史，3月後，天
天是賞花日。
地點：達拉斯植物園(Dallas Arboretum &
Botanical Garden)
Chappell Hill 藍帽花節(Bluebonnet Festival)
：
藍帽花是德州州花，每年3至5月綻放在德州大地上
，休士頓居民可在休士頓西北邊290公路與FM1155
距離一約一個半小時車程的Chappell Hill小鎮參加 「藍
帽花節(Bluebonnet Festival)」 ，今年第53屆藍帽花節
將於4月8、9日兩天舉行，詳情請洽官網http://www.
chappellhillmuseum.org/bluebonnet.html。
達拉斯Ennis藍帽花之城：

Bluebonnet Trail長達40英里，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遊人
來欣賞大片藍帽花盛放的場景。

地址：Ennis, TX 75119
Chappell Hill薰衣草節(Chappell Hill Lavender Fest)：
8月同樣在先前藍帽花盛地，也可以觀賞薰衣草，8月12

日在 Brenham也有盛大的賞花活動，詳情請洽官網www.
ChappellHillLavender.com

地址：2250 Dillard Rd, Brenham, TX United States

賞花郊遊、金三角名城巡禮
來趟春季輕旅行

藍帽花海淡雅清新藍帽花海淡雅清新，，令人賞心悅目令人賞心悅目。。((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大片鬱金香花海美不勝收大片鬱金香花海美不勝收。。((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達拉斯堪稱鬱金香城達拉斯堪稱鬱金香城。。((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中國駐休斯敦副總領
事趙宇敏說: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僅是為了中
國; 其他國家也被邀請參加一帶一路的發展，從
而同時獲益。趙宇敏副總領事上週四在德克薩斯
州南方大學和埃及領事Rahem Kholeif討論了一
帶一路的詳細內容和當前發展狀態。 趙副總領事
說: 一帶一路將如何以積極的方式對中國，埃及
和世界產生顯著影響，以及它如何能有益於美國
。趙副總領事告訴 聽眾“一帶一路是一個巨大的
計劃，中國不能單獨完成，如果一帶一路創新計
劃不能惠及他人，沒有人會加入。中國正在尋求
使所有參與合作夥伴能雙贏的解決方案，使所有
合作夥伴能共享利益是重要的。”

趙宇敏說: “一帶一路”不是一個新概念，
為此，他解說了二千多年前的古代絲綢之路的國
際貿易歷史，絲綢之路國際經濟發展在唐朝達到
頂峰。 這是一條陸上的經貿路線，從 中國 西部
西安開始，進入東歐。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年提出 “一帶一路” 倡議時，他提到了歷
史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這意味著一個可能在全
世界迅速發展，擴展全球經貿的連通性和包容性
。 一帶一路在過去三年中取得了進展。 中國和
21個國家設立了56個經濟合作區。 2016年，中
國在一帶一路國家投資140億美元，與其進行了
9000億美元的貿易。 “這個地區有44億人口; 占
世界人口的63％，但GDP只有世界總量的29％
。它未來的經濟和貿易發展具有巨大的潛力。

這些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4,000美
元。 總GPD的價值為21萬億美元。 這意味著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趙宇敏說。中國計劃於2017年
5月在北京舉行首腦會議，討論一帶一路的戰略
和工作項目。 趙宇敏說，在當前反對全球化和保
護主義的氣氛下，首腦會議要強調全球經濟和貿
易發展互連性和包容性的重要。趙宇敏 副總領
事 說: 美國可以從一帶一路項目受益，因為一帶
一路地區項目包括有很多高速鐵路，公路和電廠

項目。 美國公司可以通過投資和技術轉讓來做一
些項目，從而同時獲益。 “我們經常把一些項目
推薦和交給美國公司，” 趙宇敏說。即使因為經
濟收益，雖然吸引美國公司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相
對容易一些，但是一帶一路項目很難得到美國政
府的支持。“然而，我們在持續努力溝通，在美
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
次他們的電話溝通之後，氣氛開始產生變化。我
們正在與美國政府一起努力，我們需要在州，市
和縣級政府做很多事情。 我們要說服美國人民，
中國願意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美國公司可
以從一帶一路中受益。“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創新
計劃，但它屬於全世界，中國要建立自己的經濟
，但也樂意建立有助於全球經濟和發展的互惠互
利計劃” 趙宇敏說。

中國駐休斯敦副總領事趙宇敏在德州南方大
學介紹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美國公司
如何可以從參與一帶一路計劃中受益。

上海聯誼會上周六在錦江酒家辦新春聯歡
會長陳皙晴向在場160 多人拜年並報告會務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上海聯誼會於上周六（2
月 18 日 ） 晚間在丁師傅主持的 「 錦江酒家」 辦新春聯歡，
席開16 桌，把 「錦江酒家」 全包下了，連包廂都排滿了座位
，160多人歡聚一堂，一晚上歌舞不歇，貴婦群，美女群一整
晚大秀歌藝與舞藝，使大家彷彿又回到熱情開放的十里洋場。
「 錦江」 的丁師傅也不落人後，一晚上推出令人驚喜不已，
「 物超所值 」 上海口味 的獨家拿手菜： 生煎包，八寶鴨，糖
蓮藕，蝦籽烏參，豆沙鍋餅-------,吃的全場不亦樂乎，連
出席的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也忍不住大秀歌
藝，一曲 「 留什麼給你 」 ，令全場掌聲如雷。

上海聯誼會的陳皙晴會長，首先在晚宴上向大家拜個晚年
。她說：春節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重要載體，蘊含著中華民
族文化的智慧和結晶，在這個重要的日子來臨之際，讓我們一
同祝福我們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而聯誼會這一年來的成長更
離不開大家的努力。

陳皙晴會長介紹了她自2016 年2 月接任會長以來，與理
事長王紹安做了不少的工作。如2016 年6月接待了來自上海
巿長寧區的副區長宋宗德一行，他們就教育，對社區的建設，
醫療等領域與糖城和福遍郡進行了初步的了解和共識，希將來
能有更多的發展。陳皙晴會長也提到2016 年 11 月她和王紹

安理事長被領館推荐返國參加上海市人民政府僑務辦
公室舉辦的＂2016 海外華僑華人社團負責人上海研
習班＂所有的演講及交流，都令他們受益匪淺。陳皙
晴會長又提到2016 年12 月，上海聯誼會安排了一
場由休斯頓港務局在 Ship Chanel 提供的別開生面的
＂浦江夜遊＂活動。為中美兩個最大的吨位大港直接
起了鏈接中美貿易的重要作用。以盡我們這個橋樑一
份子的貢獻。

陳皙晴說：我們來自祖國各個地方聚集在休斯頓
這個集石油，醫療，航空於一體的美麗城市，讓我們
一同創建我們美好的第二家鄉。

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趙宇敏更致詞表示： 不
論你來自那裡，我們都是休斯頓人，是中美共同發展
的受益者與見証者，祝福大家有個共同繁榮，健康的
2017 年。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也在會上向大家拜
個晚年，他感謝上海聯誼會對中國人活動中心及安徽同鄉會的
支持。

國會議員Pete Olson 的代表張晶晶女士也在會上向大家
拜年，她希望在美的華人擔任中美的橋樑工作，她同時表示很

願為大家服務。
當天出席的貴賓除了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

外，還有周振成商務參贊，易川僑務領事，中國人活動中心陳
珂董事長，范玉新執行長及僑界各社團代表等多人。

趙宇敏副總領事上週四在德大和埃及領事討論一帶一路內容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創新計劃 它屬於全世界使世界同時獲益

中國駐休斯敦副總領事趙宇敏在德州南方中國駐休斯敦副總領事趙宇敏在德州南方
大學介紹了中國的大學介紹了中國的““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倡議以及
美國公司如何可以從參與一帶一路計劃中美國公司如何可以從參與一帶一路計劃中
受益受益。。

圖為圖為 「「 上海聯誼會上海聯誼會 」」 會長陳皙晴會長陳皙晴（（ 左三左三 ））與出席貴賓在會上合影與出席貴賓在會上合影（（ 右右
起起）） 「「西南管理區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主席李雄，， 「「 亞裔商會亞裔商會 董事會董事會」」 主席趙紫鋆主席趙紫鋆，， 「「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 副總領事趙宇敏副總領事趙宇敏，， 「「 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
協會協會」」 會長宋蕾會長宋蕾，，總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總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