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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鄉會「台灣夜市」園遊會
圓滿成功舉辦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上周六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第四
屆「台灣夜市」(Taiwan Yes-Taiwan Festival)小吃美食園遊
會﹐各式台灣美食應有盡有﹐現場也有電音三太子和熱門音
樂體驗﹐吸引眾多人潮前來捧場﹒圖為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周
建佑會長(左三)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長黃敏境(右四)﹑邱瓊
慧夫人(右三)﹑林映佐副處長(左一)﹑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
淑(右二)﹑劉秀美僑務委員(右一)和張世勳僑務顧問(左二)列
席台灣夜市小吃美食園遊會﹒



【VOA】臉書的年度 F8 開發者大會這星期將在
加州聖荷西登場﹒這也正是社交媒體巨頭面臨
來自美國境內和全球競爭者百花齊放的時刻﹒
來自巴西﹑法國﹑印度和墨西哥的開發者﹐周二

和周三會聚集在F8開發者大
會﹐看看臉書的熱門產品有哪
些新的工具和功能﹒這些熱
門產品包括社交網絡臉書本
身﹑手機照片分享服務 Insta-
gram﹐以及臉書在 2014 年收
購 的 即 時 通 訊 服 務 What-
sApp﹒
臉書預期將展示他們全部主
要產品的新功能﹐驚艷開發者
和廠商﹐增加他們使用這些服
務的流量﹒這是一場以冗長
談話為主的技術會議﹐但是臉
書高管通過這場會議揭開產
品新功能﹐並且談及公司的未

來﹒會議的名稱F8來自於臉書舉辦長達八小時
的黑客馬拉松這項傳統﹒
預估有數千人會來到聖荷西市區的會議中心出
席這場盛會﹒在世界其他角落﹐超過45座城市﹐

開發者將在周二早晨碰面﹐一同觀看臉書首席
執行官馬克.劄克伯格的開幕演說﹒臉書面臨的
挑戰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開發更多用戶﹐另一個
是提供用戶們更多功能使用﹒
隨著用戶增加到19億人﹐臉書遇到了公司成長
的自然極限﹒臉書已經連結了全球七十億人中
超過百分之20的人口﹒近年來﹐在美國﹑加拿大
和歐洲﹐它的用戶成長達到持平﹒
母公司 Snap 近日公開上市上櫃的 Snapchat﹐是
臉書競爭者之一﹒Snapchat在青少年和20多歲
的人當中相當流行﹒
信息技術研究公司高德納的研究副總裁布萊恩.
布勞說﹐“在成熟國家裏邊﹐已經沒有更多的用
戶可以開發了﹒”因此﹐臉書使用在世界其他地
方持續快速成長﹒
臉書通過一項名為網絡組織(internet.org)的推廣
計劃擴張全球連結﹐包括像是提供無線網路的
太陽能無人機阿奇拉(Aquila)﹐以及提供上網和
其他服務的免費上網計劃(Free Basics)﹒雖然臉

書說﹐去年他們幫助了全球超過四千萬人上網﹐
在像是印度這些地方﹐臉書栽了個跟鬥﹒
臉書另一項重大的挑戰是為既有用戶提供更多
服務和功能﹐如此一來﹐用戶們每天會花更多時
間沈浸在臉書世界﹐因此瀏覽更多廣告﹒
在這方面﹐開發者會議活動項目揉合了電子與
虛擬領域﹐主題包括廣告﹑遊戲﹑虛擬現實和增
強現實﹒
布勞說﹐臉書可能會把重心放在他們起家的即
時通訊應用(Messenger)﹐提供開發者更多功能﹒
即時通訊應用已經有超過12億使用者﹒臉書可
能會決定讓即時通訊應用從臉書中更加獨立出
來﹐讓它與像是Kik﹑微信和Line這些全球通訊
系統龍頭們競爭﹒
布勞說﹐“如果你想一想﹐臉書的宗旨一直和社
群﹑通訊和網上社交服務相關﹒”他接著說﹐“提
供給沒有這些管道的人通訊服務﹐是一種[發展]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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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川普總統很快將迎來執政100天﹐他的公眾民調支

持率持續徘徊在百分之40﹐這對於剛上任的美國總統來說

是低分﹒川普對外政策的支持率由於最近美國對敘利亞和

阿富汗的軍事打擊而略微有所改善﹐但是他的國內議題似

乎沒有進展﹒

最新的蓋洛普每日追蹤民調顯示﹐川普總統的支持率為百

分之41﹐不支持率為百分之53﹒這和大約三周前相比有所

改善﹐川普的支持率曾跌到百分之35﹒

最新的馬裏斯特學院民調顯示﹐川普支持率為百分之39﹐這

與美國打擊敘利亞之前幾乎沒有變化﹒馬裏斯特學院公共

民意研究所主任李·米林格夫在民調所附的聲明中說﹐“川

普面臨著作為三軍統帥的關鍵考驗﹒美國人仍然在期待川

普總統展現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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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民調低迷面臨國內外諸多挑戰川普民調低迷面臨國內外諸多挑戰

川普總統川普總統20172017年年44月月1717日在白宮南草坪和孩子們在一起日在白宮南草坪和孩子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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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海关与移民执法局

联手破获洛杉矶一起EB-5诈骗案。这起诈骗案涉

及金额高达5000万美元。调查人员经过5年的调查

，不仅破获这起诈骗案，而且牵出惊人内幕。根

据联邦法庭的文件，这起虚假投资移民案件的投

资者中有3名中国通缉的逃犯，其中包括2名红色

通缉令逃犯。

3个月前，美国证交会(SEC)起诉加州“旧金

山区域中心”，指控其诈骗和违规行为。这个在

当地知名度很高的旧金山区域中心，下属的13个

EB-5项目涉嫌欺诈，共涉及1亿美元的资金，200

个投资人。

不仅仅是中国人受骗上当，2016年遭美国证

监会起诉的一项关于佛蒙特州旅游项目投资移民

诈骗案，有800名投资人受骗，这些投资人来自中

国、巴西、意大利、巴基斯坦等74个国家。当然

，近年所有在投资移民上受骗的人中，中国人最

多。再往前翻看历史，从投资移民(EB-5)开始盛行

的2005年起，中国申请人投资移民的诈骗案简直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中国人之所以受骗最多，是因为近年来，很

多中国人为取得绿卡，争先恐后投资移民。对这

些人来说，摆脱子女教育的重负、空气污染、食

品卫生等问题是他们申请绿卡的动力。2005年，

申请投资移民者只有350人，到了2016年，1万个

名额早已不够用，甚至需要排期，其中申请人的

80%左右来自中国。

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有诈骗。欺诈者利用中国

投资者急于获得美国绿卡的心理以及中国投资者

对美国情况的不了解，使用各种手段，把投资计

划说得天花乱坠，从而骗取大量钱财。这种事一

旦东窗事发，欺诈者要受法律惩治，投资者也常

常承受钱财和绿卡两失。

在这些诈骗案中，欺诈者固然可恶，但受骗

者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最常见的就是轻信。很

多人对投资一窍不通，不用心或者很难找到可靠

的中介机构，看不懂投资计划书也懒得找律师，

往往因为中介人员花言巧语就加以信任。有些人

甚至抱怨，一直以为美国是诚信社会，这么大张

旗鼓的项目怎么会是假的？所以才会轻易相信投

资计划。

另一种轻信是和中国投资者的习惯思维有关

。欺诈者只要抬出“政府”、“官员”、“议员

”等名头，暗示该项目有官方背景等，投资者就

以为政府出面、官员出面就有可靠的保障。殊不

知在美国，像私人机构投资这样的项目，政府根

本不会为其做保。政府官员例如市长、议员，有

义务支持有利于本市的投资，但参与邀约和合影

或送贺信并不代表民选官员或议员对此项目的支

持，更不用说是保障了。

在此案中还有欺诈者到处展示和克林顿夫妇

的合影，这些投资者不知道，在美国，只要交钱

，就能和政府政要甚至总统合影。这些合影根本

不说明什么。

投资者上当受骗的原因很多，但对美国社会

不了解、盲目轻信和惯有思维是其中很重要的原

因。还有羊群效应，也和这种盲目轻信有关，总

想着这么多人一起投资，肯定不会有问题，总不

会大家一起上当吧？

事实上，数百人一起上当的案例不是少数，

著名的几大投资移民欺诈案件，如芝加哥会议中

心案，陆凯能源案，南达科塔州牛肉加工厂……

牵涉人数之多令人震惊。

投资移民近年成为香饽饽，与项目方和中介

方大造舆论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很多EB-5项目

并非上佳项目。试想：如果项目方能从正常途径

募集到资金，何必大费周章通过美国国土安全部

向外国投资人募资？这就说明了为何EB-5投资的

风险，往往比其他类型投资的风险要大得多。无

良机构为牟取暴利推波助澜，也是欺诈案层出不

穷的原因之一。

因此，投资者需要认真做好功课，包括了解

风险，了解美国社会，去除惯有思维，选择可靠

的中介机构，并聘请律师。万一遇到欺诈，要及

时请律师诉诸法律，挽救财产和尽可能保留绿卡

，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海外投資移民 華人怎樣不受騙？

越来越多人无犯罪纪录或因轻罪遭

遣返，图为日前维权团体于纽约示威。(

美国《世界日报》援引 Getty Images)

中国侨网4月11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

》报道，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U.

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简称ICE)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五

年中执法者从全美遣返无证移民数量最

多的州之一新泽西州，遣返了8450名无

证移民，其中389人被遣返至中国，其

中超过半数人并没有刑事犯罪纪录。

根据ICE的声明，执法人员在2016

财政年中总共遣返了超过24万无证移民

，其中70%是在以非法途径试图进入美

国时被拘留，另外的30%则大部分有刑

事犯罪纪录。然而根据雪城大学机构

“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

house”的研究，从新州被遣返的8450名

无证移民中，有4735人并未被控罪。美

国公谊救护队律师Lauren Major认为，

以往执法人员都会着重调查和遣返被控

罪的无证移民，“而在最近几个月的时

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无罪或是轻罪的

人被遣返。”

据统计，新州是全美遣返无证移民数

量最多的州之一。Lauren Major指出，新

州有为数不少的拘留中心，“一旦无证移

民被捕进入拘留中心，那么他们距离被遣

返就只有一步之遥，因为ICE会加快处理

他们的案件。”而在从新州被遣返的无证

移民中，数量最多的被遣返至墨西哥、印

度、哥伦比亚、巴西和中国。

律师胡知宇介绍，除了非法进入美

国者之外，在被遣返人群中不乏已经获

得绿卡，却被指控家庭暴力等刑事犯罪

者，“对于这些当事人，建议他们尽量

延长庭审时间，并取得受害者的原谅，

同时向法院展现出自己家庭、工作、报

税、社区贡献等积极的一面，这将会让

他们有很大概率能够免于被遣返。”

美國新州5年遣返8450名無證移民

包括389名中國人

据法国《欧洲时报》编译报道，法

国总统大选多位候选人提出“收紧”家

庭团聚居留审批。然而对普通人，尤其

是外国籍居民来说，相关程序已经足够

繁琐漫长，苛刻程度远超法律规定。也

有人发现，每届总统卸任的“数据调整

”到政策，会给外国人签证审批带来压

力。

Malek现在租住的小公寓是专门为

妻子选的。房子位于巴黎北郊圣丹尼地

区Drancy市一栋居民楼的第三层，安静

，敞开式厨房，还有个小客厅。他觉得

老婆Rabha一定会喜欢。Rabha现在身在

阿尔及利亚城市Tizi Ouzou，等待着法

国签证处的绿灯。

法国“家庭”性质居留卡，左右派当政

都一样

他们的申请材料如今在Bobigny省

警察局，夹在一千多份申请家庭团聚的

文件中间。申请已经递上去17个月了，

Malek还在等待。没有法国方面的批准

，Rabha就无法与丈夫在法国团聚。

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党魁勒庞

在总统竞选纲领里承诺，一旦当选将

“终结”家庭团聚；右派共和党候选人

菲永和自称中间派的马克龙均称将“收

紧”这类签证。对此，Malek只能叹气

，他多么盼望能跟妻子一起在法国生活

。

根据Ifop调研所2016年4月数据，

59%的法国人赞成终结“家庭团聚”这

一法国从1976年开始实施的居留形式。

受调查者中，亲极右派“国民阵线”者

最决绝；亲左派社会党者态度稍缓和，

但其中也有36%的人赞成取消“家庭团

聚”。

在2015年，11514人通过“家庭团

聚”的方式来到法国。《世界报》记者

Maryline Baumard发现，在这件事上，

左派和右派当政效果是一样的--来法人

数、要求条件都差不多。“没有固定工

作、住房窄小或结构不好，比如申请人

没有足够数量的卧室都会被拒绝”，

Lise Faron反映道，她是帮助外国人的

人道主义协会Cimade工作人员。协会发

现，尽管法律规定处理“家庭团聚”申

请的时限应当是6个月，但申请人平均

要等待1年半到2年。

过程冗长，配偶怀疑

Malek自然也不例外。“2015年 11

月9日我向法国移民局OFII递交了申请

。2016年3月16日，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来我家里探察，确定我的住房面积达到

了他们规定的22平米以上。我的申请材

料在7月26日转到省府，那以后就没有

消息了……”

Malek的职业是工程师，在阿尔及

利亚拿到文凭后，他2012年到法国梅斯

又读了一年硕士。“我留在法国是为了

争取更好的职业前景。当时我也可以选

择去加拿大或者美国，我有家人在那里

。但我更喜欢法国……”，Malek现在

是个小老板，“经过市场调研，我发现

了大巴黎交通需要的一种产品，于是创

立了这个公司，雇佣了八个人。另外，

我也在准备创立一个光纤安装公司，现

在进展不错。”

Malek具备申请家庭团聚要求的所

有“法定”条件：他从2012年起就在法

国生活了，法定门槛是24个月(阿尔及

利亚人18个月)；他的房子居住面积有

26平方米；他的收入远远超出1200欧元

的最低要求。然而，他的申请至今没有

结果，Malek的妻子甚至怀疑他的诚意

，就像其他等待家庭团聚的异地夫妻一

样。

“普遍化”问题

有许多家庭因为签证过程冗长、夫

妻长期分居而破裂。阿尔及利亚女子

Lahna Khouane在脸书上开设名为“悄

悄止步的‘家庭团聚’”主页，她希望

可以引起政府对此现象的关注，尤其是

移民众多的圣丹尼地区政府，然而成效

有限。

《世

界报》记

者联系到

地方政府

，他们回

应 说 ：

“2017 年

2月1日，

移民局机

构改组，

所有‘家

庭团聚’

的申请材

料都要经

过新的三人小组重新审核。”涉及材料

中递交日期最早的在2015年6月，无论

如何，形势不容乐观。

“这是个普遍的问题，我们主页订

户有1500个，遍布全法国”，Khouane

说，“家庭团聚作为被法国法律、欧洲

人权公约、欧盟基本法、以及儿童权利

国际公约认可的权利，其冗长而繁复的

执行现实确实是个问题。”

政府“数据调整”招数？

Claire是喀麦隆人，持法国十年居

留，有助理护士长期工作合同。她在

2014年11月28日递交了申请，今年1月

底才刚刚把两个女儿接来。Claire的姐

姐去世后，女儿们独自在喀麦隆生活了

两年。

Hanane希望不要等待这么长时间。

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现在生活在马赛

，希望把跟前夫生的6岁女儿接过来。

“申请交上去有一年了，移民局已经让

我补充了三次材料，现在还没到省府(

家庭团聚居留最终由各省政府发放)。

”这位年轻的妈妈很担心。

奥朗德五年任期即将结束，很多申

请者怀疑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像2012年萨

科齐即将卸任时一样：采用数据调整的

招数，对家庭团聚申请审批紧急“刹车

”，以便亮出“严谨”的政绩总结。

法國總統候選人號稱“嚴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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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註重就業發展 休斯頓力保低價適用房優勢

（本報訊）隨著休斯頓地區的房價近年來大幅攀升，一份
來自全美頂尖的住房業界專家的報告已經出臺並提出了全面的
建議，如何讓休斯頓提升低價的適用住房的供應，同時又能兼
顧周邊可行的工作機會和良好的學校環境。

專家指出，多年來休斯頓在發展經濟適用住房的過程中將

就業機會分離對待，僅僅采用不當的適用公寓的開發，以及推
出那些令聯邦政府煩惱的低收入特有的社區。

目前休斯頓在美國主要城市的一項“新城市危機指數” 
（New Urban Crisis Index）排名中名列 11 位，這項綜合指標
包括住房負擔，收入的不平衡，以及經濟狀況。休斯頓在評比
中與其他的美國大城市洛杉磯和紐約相差甚遠，同時，休斯頓
也不可避免的陷入這些城市所遇到的無法將住房和就業統籌的
窘境。

休斯頓房屋管理的官員表示，新的適用住房公寓正不斷
開發投入市場，包括城中區北部的 Hardy Yards 公寓，介於
Coyle 和 Napoleon 街區的 EaDo Lofts，但是官員也承認，上
百個公寓的投入仍然無法解決目前的問題。

將可適宜住房的範圍加大並打破壁壘限制，保守派和自由
派的經濟學家都一直認同這個觀點，歐巴馬執政團隊還投入 3
億美元來為城市房規限制松綁。

相反，自由市場則不需要過多投入來提供足夠的房屋來滿
足不同需求，萊斯大學上月的一份報告闡述了如何在指定圈內
社區來重新開發，為收入有限的居民增加可適宜住房。根據全
美低收入住房委員會的報告，休斯頓目前的租房價位位於全美
的倒數第三位。

專家稱，盡管住房開發有著有益的模式，但是仍然需要官
方和政府的支持。包括減稅政策以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貸

逾半美國成人曾吸食
至少一次大麻

民調顯示，美國人認為使用大麻

止痛比類鴉片 (opioid) 藥物安全，但

是對兒童和孕婦用大麻治病就不自

在。同時逾半美國成人曾吸食至少一

次大麻。

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在電話中說，

像 Vicodin 或 Oxy Contin 的 類 鴉 片

藥物比大麻危險，即使藥物是醫生開

的。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說，大麻比類

鴉片藥物更危險。類鴉片處方藥或海

洛因服用過量，每天導致 91 人喪生，

更多人從死亡邊緣被救回來，據信多

達 200 萬美國人嗑藥成癮。

大麻本身不會致命，醫生雖不會

用大麻來止痛或做其他用途，但允許

醫療用大麻的多數州，要求病人取得

醫生推薦信才能買大麻治病。

83% 的受訪者認為，大麻應在全

國合法用於醫療。但是 70% 不贊成

孕婦用大麻來減輕噁心或疼痛，是否

應讓兒童使用，贊成和反對者各半。

調查也發現，52% 的美國成人至

少曾試過一次大麻，56% 認為大麻在

「社會上可接受」。49% 的人支持消

遣用大麻合法化，但 47% 反對。

雖然民眾取得大麻更方便，但是

只有 14% 的 18 歲以上美國人說，他

們經常用大麻，或每月至少用一、兩

次。70% 認為，父母若知道他們消遣

抽大麻會不高興。58% 的父母則稱，

子女若知道爸媽消遣抽大麻也會不

贊成。

對於川普總統應如何處理大麻，

受訪者的意見極為分歧，38% 認為他

不應像奧巴馬總統如此嚴厲執行取

締消遣用大麻的法令，但是 30% 希

望川普比奧巴馬更嚴厲。

款，新的方式方法對高收入的家庭也會帶來益處，幫助他們有
更多的選擇在工作地點附近生活，不因通勤的不變而煩惱，接
受更好的教育和學校，享受更高質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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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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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孤兒熊寶寶與人類俄羅斯孤兒熊寶寶與人類““牽手牽手”” 萌化人心萌化人心

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孤兒孤兒””小棕熊暫居在壹小棕熊暫居在壹
馬術俱樂部馬術俱樂部，，它們的媽媽被偷獵者所殺它們的媽媽被偷獵者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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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復建的泰坦尼克號船體已成型復建的泰坦尼克號船體已成型 場面壯觀場面壯觀

四川遂寧四川遂寧，，按照按照11::11比例復制的泰坦尼克號正在大英縣郪江河畔緊比例復制的泰坦尼克號正在大英縣郪江河畔緊
張建造中張建造中，，其氣勢宏大場面震撼其氣勢宏大場面震撼。。據了解據了解，，這艘泰坦尼克號復制品長這艘泰坦尼克號復制品長
269269..0606米米，，寬寬2828..1919米米，，吃水吃水1010..5454米米，，內部將設宴會廳內部將設宴會廳、、劇場劇場、、豪華豪華
頭等艙頭等艙、、觀景臺觀景臺、、遊泳池等遊泳池等，，重現當年泰坦尼克號的豪華場景重現當年泰坦尼克號的豪華場景。。

33名在倫敦學習工業設計的學生名在倫敦學習工業設計的學生，，受分子美食的啟發受分子美食的啟發，，制作出了制作出了
水滴狀的儲水容器水滴狀的儲水容器————OohoOoho，，他們說他們說 OohoOoho 易於制作易於制作，，而且制作成而且制作成
本很低本很低，，它強韌它強韌、、環保環保、、可生物降解而且可食用可生物降解而且可食用。。這種容器通過這種容器通過

““spherificationspherification””技術將水盛在雙層薄膜中技術將水盛在雙層薄膜中，，所謂的所謂的 spherificationspherification 技術就是將液體塑技術就是將液體塑
成球形的技術成球形的技術，，最早出現於最早出現於19461946年年，，近來被西班牙廚師近來被西班牙廚師 elBullielBulli 推廣後開始普及推廣後開始普及。。
spherificationspherification 技術其實就類似於蛋黃技術其實就類似於蛋黃，，蛋黃之所以能保持球形就因為外面有層薄膜蛋黃之所以能保持球形就因為外面有層薄膜。。

綜合報導 國家質檢總局在官網發布智
能手機（信息安全）質量安全風險警示，稱
在近期檢測中，18批次樣品存在質量安全
隱患。其中，13批次樣品後端信息系統存
在信息安全漏洞，9批次樣品預置應用軟件
擅自收集用戶數據等，這些問題可能導致用
戶隱私數據泄漏甚至智能手機被惡意控制。

文中介紹，智能手機，是指具有獨立
操作系統、獨立運行空間，用戶可以自行
安裝軟件、遊戲、導航等第三方服務商提
供的程序，並通過移動通訊網絡來實現無
線網絡接入手機類型的總稱。由於智能手
機可能存在用戶數據操作防護不足、操作
系統不安全更新、預置應用軟件收集用戶
隱私和耗費資費、後端信息系統信息安全

漏洞等質量安全隱患，若消費者使用不當
或超預期使用，可能導致個人隱私信息泄
露、財產損失等嚴重危害。

針對智能手機可能存在的信息安全
危害，質檢總局產品質量監督司近期組
織開展了智能手機（信息安全）質量安
全風險監測。共從市場上采集樣品40批
次，主要參考國內外智能手機標準要求，
對用戶數據的操作、操作系統的更新、
預置應用軟件安全、後端信息系統信息
安全漏洞等項目進行了檢測。結果表明
，18批次樣品存在質量安全隱患。其中
，13批次樣品後端信息系統存在信息安
全漏洞，包括未限制用戶密碼復雜度、
未限制非法登陸次數、未限制短信驗證

碼錯誤使用次數、重置密碼的短信驗證
碼由本地生成、未對數據包重要訪問控
制參數進行校驗導致可被越權操作；9
批次樣品中的預置應用軟件未向用戶明
示且未經用戶同意，擅自收集用戶數據
；1批次樣品未實現對用戶數據的操作
權限控制功能；1批次樣品操作系統的
更新未向用戶明示且未經用戶同意，擅
自自動升級。上述問題可能導致用戶隱
私數據泄漏甚至智能手機被惡意控制。

質檢總局提示廣大消費者，在選購
和使用智能手機時，要註意以下幾點：

壹是選擇正規渠道購買智能手機產
品，選購時應認準有入網許可證標誌的
產品；在互聯網平臺購買時，盡量選擇

品牌官網或者官方旗艦店，並保留購買
記錄、發票等有效憑證。留意權威部門
發布的相關商品質量信息。

二是選購前最好選擇在實體商店試
用感興趣的智能手機。在手機首次開機
或者恢復出廠設置後，點擊打開智能手
機除撥號、聯系人、相機等系統核心應
用以外的預置應用，看這些預置應用是
否有相應收集用戶隱私的提示，在權限
管理菜單中觀察這些預置應用申請的權
限情況和可否卸載情況。若這些預置應
用有相關收集敏感隱私信息權限申請，
打開應用時卻無相關的提示信息，這類

智能手機可能存在收集消費者隱私信息
的安全問題。

三是消費者應增強對隱私信息保護
的意識，在購買、使用移動智能終端產
品和接受相關服務時，仔細查看相關說
明和廠商聲明，充分了解選購產品和服
務的各項功能，註意和防範用戶信息可
能泄漏的風險，審慎考慮廠商收集、保
存和使用用戶信息的要求，根據自己實
際情況和意願做出購買和選擇決定。

四是消費者應及時更新手機操作系
統版本，發現異常應立即停止使用，並
向生產廠商反饋，等待廠商修復。

質檢總局檢測智能手機：18批次樣品存安全隱患

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
局公布數據顯示，消費繼續扮
演中國經濟的“穩定器”。今
年壹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中
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的貢獻率達77.2%；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0%，
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中國國
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在接受
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消費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
提高，是由中國經濟發展水平
決定的。“就經濟發展規律來
看，當人均GDP達到5000美
元到10000美元時，壹個國家
的消費率（消費總量占經濟總

量的比重）會快速上升，並逐
漸保持穩定，中國目前正處在
這樣壹個快速上升的階段。”

趙萍介紹，消費對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是壹個增量的概
念。當前，中國的消費率與發
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因
此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
將繼續保持高位。

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大環境
正在轉好，中國居民收入也同步
增長。壹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7184元（人民幣，下同）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0%，
比GDP增速高0.1個百分點。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
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

蔡誌洲表示，隨著經濟水平的
提高，居民收入增加，中國消
費結構也正不斷升級，人們對
商品和服務的支出越來越高。

“品牌消費、品質消費逐
漸成為中國消費的主要特點。”
趙萍表示，民眾購買高品質、
好品牌的商品將創造更高的消
費額，同樣數量的情況下消費
總規模增加。

統計顯示，在中國，人們
的“吃喝玩樂”支出正快速增
長。壹季度，餐飲收入增長
10.8%；體育娛樂用品類收入
增長17.3%。瑞信研究院3月
發布的《新興市場消費者調查
報告》顯示，中國受訪者在娛
樂方面的開支自2010年起增
幅已超過五成，目前月均家庭
收入中有超壹成用於娛樂支出，
高於其他新興國家受訪者。

此外，隨著中國互聯網、
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新業
態不斷湧現。壹季度，全國網
上零售額14045億元，同比增
長32.1%。趙萍表示，創新型
消費是中國消費呈現出的另壹

新特點，“掃地機器人、無人
機、VR（虛擬現實）眼鏡等
不斷湧現的新產品正誘發新的
消費需求”。

另外，中國農村居民的消
費潛力也在逐步顯現。數據顯
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繼續縮
小，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2%
，比城鎮高0.9%，鄉村消費
品零售額增長11.9%，比全國
整體水平高1.9%。

2011年起，在拉動中國經
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
開始取代投資成為中國經濟的
“第壹引擎”。展望未來，業內
人士認為，消費仍將是2017年
全年中國經濟最主要的拉動力。

蔡誌洲表示，近年來中國
更加關註穩增長、穩就業，加之
社保覆蓋面不斷提高，有助於
中國民眾建立起穩定的消費預
期，從而促進消費穩步增長。

趙萍建議，中國應該在產
品質量、市場秩序、消費渠道
等方面進壹步完善，從而激發
消費潛力。

中國研制出水產養殖領域
首個化學類新獸藥

填補世界空白
綜合報導 孔雀石綠被禁用十多年後，沒有安全隱患的替代藥物在中國誕

生。上海海洋大學發布消息稱，由該校與長沙拜特生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作研制的復方甲霜靈粉（美婷），被中國農業部核準為四類新獸藥。

這是中國水產養殖領域第壹個化學類新獸藥，它填補了世界各國在孔雀
石綠禁用後長期無水黴病有效治療藥物的空白，為解決孔雀石綠屢禁不止的
食品安全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後盾。

孔雀石綠曾經是水產養殖上廣泛使用的壹種抗水黴特效藥物。但由於其
具有致畸、致癌、致突變等毒性，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歐美、日本等
世界發達國家相繼發布法規禁止其用於水產養殖，中國亦於2002年首次以法
令的形式禁止孔雀石綠在水產品等食品動物中使用。

“盡管有禁令，但仍不能擺脫水產品中孔雀石綠時有檢出、食品安全和出口貿
易事件層出不窮的尷尬局面。”上海海洋大學水產與生命學院楊先樂教授表示，這與
在防治水黴病方面，中外都沒有高效的、既安全又廉價的替代孔雀石綠藥物有關。

為此，以上海海洋大學為首的研究團隊從萬余種物質中，挑選1000多種
潛在有效物質，構建藥物備選庫，進而利用先進的高通量篩選模型進行層層
篩選，最終以“萬裏挑壹”的苛刻標準，獲得了在安全、藥效、價格等方面
完全可以替代孔雀石綠的抗水黴活性物質——甲霜靈。

楊先樂稱，從2008年啟動“美婷”的生產性驗證試驗至今，累計受試面
積達20萬余畝，沒有發現因美婷的使用所帶來的任何安全隱患，藥物制劑對
水黴病害的預防、治療效果分別可達70%和60%；減少由於水黴造成的直接
經濟損失累積人民幣4.3億元以上，減少間接經濟損失5.4億元以上。

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七成
繼續扮演中國經濟“穩定器”



leaders also held a good phone conversation just a few 
days ago.
For the next stage, the two sides should make joint 
effor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and consensus 
reached in the two heads of state's meeting and phone 
conversation, to strengthen high-level exchanges and 
dialogues and exp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Yang sai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manage their 
difference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promote 
greater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ies,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two peoples and peoples of the world, he 
added.
For his part, Tillerson noted that the two presidents' 
meeting at Mar-a-Lago and the phone conversation are 
positive and fruitful.
The United States looks forward to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preparing for the next 
stage's high-level exchanges and dialogues, and jointly 
pushing forward bilateral relations, said Tillerson.
Xi and Trump met in Florida on April 6 and 7, the first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U.S. heads of state since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The pair on Wednesday held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 
Syria.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in Pyongyang, said: 
“Since the Korean War 
the North are masters 
at putting things 
underground.
“You may know what is 
on the surface, and you 
may have suspicions 
about other places, but 
there is no guarantee 
any strike at it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take it 
all out. Then you run 
the danger of provoking 
them without disarming 
them.” (Courtesy 
https:/ /www.thesun.
co.uk/news/) 
Related

Senior Chinese, 
U.S. Officials 

Exchange Views On 
Korean Peninsula 

Situation
BEIJING, April 16 (Xinhua) --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exchanged views on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via phone last Sunday.
The talk came after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had reportedly fired an unidentified missile 
early on Sunday from its eastern coastal city of Sinpo.
But the missile was believed to have exploded on 
launch, according to South Korea's Joint Chiefs of 
Staff.
Yang and Tillerson also discus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agreements reached by the two countries' 
presidents during their first meeting in the U.S. state of 
Florida earlier this month.
The successful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the 
Mar-a-Lago estate has set a constructive tone, defined 
the direction and made a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ies, Yang told Tillerson, noting that the two 

In his toughest assessment yet of the escalat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warned on Friday that a conflict could erupt “at any 
moment” – and whoever provoked it would pay the 
price.
Analysts said Wang’s warning reflected the danger of 
an imminent threat.
“Tensions have risen ... and one has the feeling that 
a conflict could break out at any moment,” Wang 
said Beijing in a press conference with his French 
counterpart, Jean-Marc Ayrault.
“Once a war really happens, the result will be nothing 
but loss all round and no one will be a winner.”
Whichever side provoked a conflict “must assume 
the historic responsibility and pay the corresponding 
price”, he said .
Trump has repeatedly criticised Pyongyang for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and accused Beijing of 
not doing enough to stop its wayward ally. Trump’s 
rhetoric towards China has eased since he hoste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Florida last week but his 
decision to order an air strike against Syria during the 
summit was widely seen as a warning to North Korea 
that the US was ready to take unilateral military action.

In addi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have started their biggest war games ever,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has been sent to the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US satellite 
imagery suggests Pyongyang could conduct another 

North Korea has warned “nuclear war could break out 
at any moment” as the country vowed to test missiles 
weekly.
The country’s foreign minister threatened the US with 
an “all out war” if Trump is “reckless enough to use 
military means” in a terrifying show of force from the 
hermit state.
Han Song-Ryol said: "We'll be conducting more 
missile tests on a weekly, monthly and yearly basis."
Speaking in a press conference from Pyongang, Song-
Ryal said it is "crystal clear" Trump is "hell bent" on 
prompting war with North Korea.
He added: "A nuclear war could break out at any 
momen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United States is disturbing the peace and global 
stability, insisting in a gangster logic."
It was earlier revealed most of North Korea’s military 
bases are buried deep underground and in mountains.
Experts says it is the most heavily-fortified country in 
the world.

Just How Big Is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Q&A

Q. Does North Korea have nuclear weapons?
A. It is thought to have fewer than 20 missiles and four 
warheads. Each has half the explosive power of US 

ones in Japan in WW2.
Q. What is different 
now?
A. The North has been 
testing missiles which 
could reach the U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has said “conflict could 
break out at any time”.
Q. Could they really 
reach Western targets?
A. Not now. But they 
may have the tech in 
two or three years.
Q. Could Kim use subs 
to strike against Britain?
A. A submarine missile 
launch in 2015 was a 
flop. Korea’s noisy, 
diesel subs would also 
be spotted too easily.
Q. Is the North likely to 
launch a nuclear attack?
A. No since most 
experts believe it wouldn’t survive a revenge strike by 
the more powerful US.
Q. What happens next?
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Lt Gen HR McMaster 
yesterday said the US and China are working on a 
range of options on North Korea.

His comments were the first confirmation the powers 
are working together. The US could make a pre-
emptive strike on North missiles.
A huge base used to enrich the uranium for nuclear 
warheads was first spotted last year.
It had been disguised as an aircraft parts factory inside 
a mountain next to Panghyon air base.
Dr James Hoare, who worked at the British embassy 

“China is willing to 
build on the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may impose 
harsher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Shi 
said. “But China will 
have to pay the price –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will not 
stop with his nuclear 
programme, and he 
will hate China even 
more.”
In a phone call with 

Trump this week, Xi called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Courtesy www.scmp.
com/news/china/article/2087812) 

underground nuclear test at any time.
Pyongyang recently tested a ballistic missile and 
claims it is close to perfecting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and nuclear warhead that could reach 
the US mainland.
Li Dunqiu, a specialist in Korean studie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said Wang’s warning was aimed at both 
Pyongyang and Washington.
“All three parties – North Korea, South Korea and the 
US, have direct responsibility – the US in particular for 
its recent military drills and aircraft carrier deployment 
[off the water of the peninsula],” Li said.
Li said Beijing was also hoping to send a message 
across to Pyongyang, adding “it is not possible for 
North Korea to simply ignore China’s position”.
Wang’s remarks also came after Trump took to Twitter 
again and said: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that China will 
properly deal with North Korea. If they are unable to 
do so, the US with its allies, will!”
The 10 minutes with Xi Jinping that changed Donald 
Trump’s mind on North Korea.

North Korean Vice 
Foreign Minister 
Han Song-ryol said 
Trump’s comments on 
Twitter were adding 
fuel to a “vicious 
cycle” of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yesterday.
If the US showed any 
sign of “reckless” 
military aggression, 
Pyongyang was ready 
to launch a pre-emptive 
strike of its own, Han said.
Shi Yinhong, director of Renmin University’s Centre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an adviser to the State 
Council, said Beijing was caught between Pyongyang 
and Washington, and has limited option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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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Show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Submarine Capability

North Korea’s military arsenal was paraded through 
Pyongyang last Saturday in a military show of strength. 

(Photo/AP)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r) meets with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l)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8, 2017. (Photo/Reuter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ttends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with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Jean-Marc Ayrault 
(not pictured)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Beijing, 
China April 14, 2017. (Photo/ Reuters) 

U.S. President Trump has already sent one of the largest naval 
armadas in history to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If A Conflict Is Triggered, Be Ready To Pay The Price,
China’s FM Wa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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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OU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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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s Foreign Minister Threatens The U.S. With 
‘Nuclear War At Any Moment’ As Country Vows To Test Missiles Weekly

Wang Yi Warns That Outbreak Of Hostiliti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ill Carry ‘Historic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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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李強民）2017年4月6日至7日，世
界目光聚焦美國佛羅裡達州棕櫚灘海湖莊園，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此舉行首次會晤。會晤氣氛積極，富有成
果，對兩國關系發展奠定了建設性基調，指明了雙方共同努力的
方向。

這是美國新政府就職以來中美元首首次面對面溝通。一天半
時間裡，燭光晚宴、孫女獻唱、雙邊會晤、莊園散步，雙方進行
了總計超過7個小時的深入交流。交流氛圍像棕櫚灘的陽光一樣
溫暖宜人。

兩國元首對會晤成果都感到十分滿意，作出高度評價。
習近平主席表示，會晤十分成功，達成多項共識，取得積極

成果。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說，同習主席相處非常愉快，建立了
非凡的友誼，希望繼續同習主席開展合作。

中國外長王毅在元首會晤後第一時間發表談話，指出會晤取
得四個方面成果：

增進了相互了解和信任。習近平主席同特朗普總統分享治國
理念，雙方介紹各自正在推進的內外優先議程，搭建起良好的工
作關系和個人友誼。

確認了中美關系發展方向和原則。習主席重申合作是中美兩
國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
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特朗普表示，美方願同中方合作，努力
消除影響兩國關系的因素和問題，使美中關系實現更大發展。

規劃了雙邊合作優先領域和機制。雙方將推進雙邊投資協定
談判，探討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務實合作。兩國元首宣布建立
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
文對話等4個高級別對話機制。雙方就經貿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中方重申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希望美方放寬對華出口限制，
進一步平衡雙邊貿易。

加強了國際地區事務溝通和協調。雙方就朝核問題等共同關
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同意拓展在地區和全球層面
合作，為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繁榮多做貢獻。

中美元首的友好會晤為中美關系未來發展注入極大信心和動
力，開啟了中美務實合作新時代，也是中國與美南地區合作的最
大利好。

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角度，美南都理應成為新時期中美合
作的先鋒和主力。

美南地區在中美關系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中國前領導人鄧小
平於1979年即對休斯敦、亞特蘭大等美南城市進行了歷史性訪
問，開啟了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大門，休斯敦總領館是中美
建交後中國在美設立的第一個總領館。

隨著時代發展，美南在能源、化工、醫療、創新、電子、航
空航天、農業等產業上的優勢日漸突出，中國同美南地區的合作
潛力空前。日前我同好朋友萊斯大學校長李布朗、M.D.安德森
癌症中心總裁會見時，他們也同意我的看法，認為中美元首會晤
選擇在美南地區舉行，對推動當地同中國的各領域交流合作是巨
大利好。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美南各界熱切期待和共同努力。

中美重申推進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為中國與美南經貿合作的突
破性發展提供了可能。阿肯色州長對此充滿期待，他在阿州政府
網站發表聲明說：中國企業在阿肯色意向投資已超過10億美元
，帶來至少650個就業崗位。特朗普總統同習近平主席會晤就經
貿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必將極大推動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尤其能
為阿肯色帶來更多中國投資。實際上，在整個美南地區，中國企
業投資已超過208億美元，創造近5000個就業崗位。但潛力尚
遠遠未得到充分挖掘。雙邊投資協定達成後，雙向投資必將勢頭
更猛、力度更大。

能源、基礎設施、農業等領域合作大有可為。兩國元首會晤
中指出的上述合作重點，正是美南地區優勢所在。一是能源。得
克薩斯是美國最大最重要的能源基地。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能源消費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由過去以煤炭消耗為主轉為以
石油和天然氣消費為主。中國近期有望成為美國最大的油、氣購
買者，這樣，不僅將平衡中美間的貿易逆差，而且將為美國提供
一個巨大的、長期穩定的油氣市場，為得州和南部各州提供巨大
的商機和就業機會。目前已有一些中國私營企業進入美南油氣開
采、化工等行業，還有更多的正在談判或尋找合作伙伴。二是基
礎設施。美南正處於基礎設施更新換代的時期，中方有實力企業
、有技術、有資金，互補優勢非常明顯。三是農業。中國放開對
美國牛肉進口已進入技術性操作階段，高度發達的得克薩斯、阿
肯色等州牛肉業必將受益。

中國與美南創新合作面臨最好時機。創新是中美合作發展的
新引擎。美國創新全球第一，得州很多城市創新能力在美名列前
茅，如奧斯汀、休斯敦。這正契合中國如火如荼的“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事業需要。今年5月，中方與休斯敦技術中心等機構
合作，將舉辦第二屆中美（休斯敦）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我們
期待美南地區高技術創新企業借此契機進入中國市場；同時也希
望中國高技術企業投資美南市場。

中國與美南的人文交流有望更加蓬勃發展。萊斯大學、艾默
裡大學等美南高校同中方高校合作密切。中國留學生在美南高校
近6萬人。美南各州已開設26所孔子學院，越來越多中小學開
設中文課程。NBA、超級碗等美國體育比賽風靡中國。中美雙向
旅游達到每年475萬人次。

元首會晤的引領作用無可估量。海湖莊園已在中國家喻戶曉
，相信更多中國人會來到佛羅裡達等美南地區旅游、投資、經商
、求學。中國同美南民間友好往來將更加欣欣向榮。

4月12日，習近平主席同特朗普總統再次通話，確認並重申
上述會晤成果。雙方同意保持密切溝通合作，確保特朗普總統年
內訪華取得豐碩成果。中美合作的新時代已經到來，中國同美南
合作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

(本報訊)為大力引進紹興經濟社
會發展急需的海外高層次創新創業人
才，全面實施人才強市戰略和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加快推動紹興經濟轉型
升級、科學發展，2017年紹興市“海
外英才計劃”於4月20號截止，申報
評審工作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申報領域和類別
主要為先進裝備制造、生命健康

、信息經濟、節能環保、高端紡織、
新能源、新材料、綠色化工、金屬制
造、現代住建、通用航空等產業，以
及涉水治水、文化旅游、智慧城市、
人文社科、經濟金融管理等領域。申
報分創新人才和創業人才兩大類，創
新人才是指到我市企業、高校、科研
機構從事技術創新、科學研究的海外
高層次人才；創業人才是指來我市注
冊創（領）辦高新技術企業的海外高

層次人才。突出領軍型人才項目、產
業化成熟項目、企業（上市公司）合
作項目、創投資本進入項目“四個優
先”導向。

二、申報條件
申報人選年齡一般不超過55周歲

（1962年3月1日後出生），非華裔
海外人才具有博士學位並申報創新人
才長期項目的，可放寬到 65 周歲
（1952年3月1日以後出生）。

（一）創新人才長期項目條件
1. 一般應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
2. 一般應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
擔任副教授及以上或相當職務的專家
學者，或在國際知名企業、機構擔任
中高級領導職務的專業技術人才和經
營管理人才。申報人一般應有3年及
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經歷。
3. 具備較高創新能力，研發水平和成

果為同行公認，達到國際國內領先水
平。

（二）創新人才短期項目條件
主要引進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短
期來紹興工作的人才，具體申報條件
為：
1. 須滿足上述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
域創新人才長期項目條件。
2. 應在2016年3月1日以後回國並來
紹興工作（服務），且在2017年5月
31日前簽訂工作合同並辦妥相關引進
手續。
3. 與紹興用人單位簽訂至少連續3年
、每年在紹興工作2至9個月的工作
合同，並明確合同期內工作成果知識
產權的歸屬。

（三）創業人才條件
1. 一般應在海外取得碩士以上學位。
2. 創業團隊應包括1名負責人和至少

3名核心成員，負責人和至少1名核
心成員一般應有海外創業經歷或曾在
國際知名企業擔任過中高層管理職位
，熟悉相關領域和國際規則，有較強
的經營管理能力。
3. 創業團隊掌握的核心技術擁有自主
知識產權或發明專利，處於國際國內
領先水平，產品已處於中試或產業化
階段，市場前景較好。
4. 申報人為所在企業主要創辦人且為
第一大股東，自有資金（含技術入股
）或跟進的風險投資占創業投資的
30%以上，實到注冊資金不低於100
萬元。一家企業只能申報一名創業人
才。
5. 一般應在2013年3月1日後回國並
來紹興工作，特別優秀的可以放寬到
2012年3月1日後回國。

對上述三類人才項目，特別優秀
的創業創新人才，可適當放寬申報條
件。國內博士在海外從事博士後研究
並具有3年以上海外相關工作經驗的

也可破格參評。
申報人為國家“千人計劃”人才

，年齡不超過58周歲，引進後應全職
在紹興創業創新不少於5年，可直接
認定為紹興市“海外英才計劃”B類
人才（也可參加統一評審）。
申報人為自然科學研究或工程技術領
域的國際頂尖專家（主要為諾貝爾獎
、圖靈獎、菲爾茨獎等國際大獎獲得
者；相當於中國“兩院”院士的美國
、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澳大
利亞、俄羅斯等發達國家頂尖人才；
在世界一流大學＜近三年QS世界大
學排名前100>，美國、英國、德國
等國家實驗室等科研機構以及世界知
名企業實驗室中擔任重要職務的國際
著名學者），年齡不超過65周歲，引
進後應全職在紹興創業創新不少於5
年，可直接認定為紹興市“海外英才
計劃”A類人才。

聯系方式
電子郵箱：FACPSU@163.com

海湖莊園會晤開啟中美合作新時代

2017年紹興市“海外英才計劃”4月20號截止

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合影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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