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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商會邀請傑出亞裔專家經驗談亞裔商會邀請傑出亞裔專家經驗談

休士頓亞裔商會休士頓亞裔商會周五於周五於The HessThe Hess俱樂部舉行例俱樂部舉行例
行行商務午餐月會商務午餐月會﹐﹐為歡慶為歡慶55月亞裔傳統月月亞裔傳統月﹐﹐此次特此次特
別邀請四名來自政壇別邀請四名來自政壇﹑﹑教育教育﹑﹑學術和企業領域中的學術和企業領域中的
亞裔傑出人士駐休士頓日本領事館總領事天野哲亞裔傑出人士駐休士頓日本領事館總領事天野哲
郎郎((左起左起))﹑﹑HCCHCC 學區委員學區委員 Neeta SaneNeeta Sane﹑﹑萊斯大學萊斯大學
校長夫人孫月萍以及玉皇化工總裁校長夫人孫月萍以及玉皇化工總裁Charlie YaoCharlie Yao
分享個人歷程和成功經驗談分享個人歷程和成功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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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宣佈
，過去6週，該部門執法人員在全美
逮捕了1400多名犯罪分子。這是近年
來該局規模最大的一次打擊犯罪團伙
的執法行動。

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盡管這次行動是ICE領導的，但打擊
對象並非全部是移民。在被逮捕的人
當中，美國公民就多達993 人，另外
445人才是外國人，其中384人是非法
移民。

在總共1438名被捕者中，有1095
人被證實為幫派成員或附屬於某個幫
派 ， 多 數 屬 於 Bloods、 Sureos、
MS-13 和Crips四大幫派。

ICE 說，右 3 名被捕者是得到奧
巴馬政府推遲遣返兒童時期來美項目
(DACA)保護的年輕非法移民。按照
有關規定，得到DACA保護的非法移
民一旦涉及刑事犯罪或對公眾安全構
成威脅，其受保護身份就會失效，進
而成為被遣返對象。在被逮捕者當中
，ICE說，有10人是最近偷越邊境的
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有8人被證實

為MS-13幫派成員。
全 名 為 “ 野 蠻 薩 爾 瓦 多 人 ”

(Mara Salvatrucha，簡稱 MS-13)的黑
幫在中美洲勢力最強大，已經把觸角
伸到洛杉磯、紐約和華盛頓等地。
MS-13是特朗普政府重點打擊的對象
，抓捕該幫派成員自然是邊境安全和
移民執法行動的重要工作，盡管特朗
普政府無法提供美國有多少MS-13幫
派成員是非法移民的任何數據。 ICE
在這次行動中抓獲了104個MS-13成
員，人數少於Bloods或Sure?os幫派的
被捕者。

這次被捕人數最多的城市為休斯
頓、紐約、亞特蘭大和新澤西州紐瓦
克。在2016年3月的同類行動中，有
1100多人被逮捕，其中239人為外國
人。

本月 7 日，德克薩斯州州長艾伯
特簽署了一項取締該州境內庇護城市
的法案，該法案在全美引發連鎖效應
。目前，至少33個州正在考慮立法取
締庇護城市，數字幾乎是2016年的兩
倍。

據《今日美國報》報導
，今年，喬治亞州、印第安
納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州陸
續出台法律，規定地方政府
和大學不得因保護非法移民
而拒絕配合聯邦移民執法機
構的調查，否則將遭到懲處
。目前，另外一些州也在考
慮效仿這種做法。

據全美州議會聯合會統
計，去年有 18 個州的議會考
慮通過類似法案，2015 年僅
有4個州，而到了今年，有這
種打算的州已經猛增到 33 個
。

德克薩斯是特朗普上台
後通過取締庇護城市法案的
第一個州。科羅拉多州曾在
2006 年立法，禁止各城市庇
護非法移民，但 2013 年被廢
除。目前全國只有德州、密西西比、
喬治亞和闐納西明文立法，規定取締
庇護城市。弗吉尼亞州由共和黨控制
的參、眾兩會曾通過類似法案，但被

民主黨州長麥考利夫否決了。現在，
繼德州之後，佛羅裡達和路易斯安納
很可能成為下兩個立法取締庇護城市
的州。佛州的HB697法案要求各縣和

各地執法部門協助執行聯邦移民法。
該法案已在州眾議會兩個小組委員會
過關，正等候眾議會全體表決。

休斯頓多城市在冊 聯邦大規模掃蕩犯罪團夥

55月月1111日日，，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托馬斯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托馬斯••霍曼霍曼（（左左））和國土安全和國土安全
調查局副局長德瑞克調查局副局長德瑞克••本那在華府舉行記者會本那在華府舉行記者會，，向媒體介紹近期針對全國幫派犯向媒體介紹近期針對全國幫派犯
罪分子的清剿行動罪分子的清剿行動。。（（美聯社美聯社））

法國總統大選結束，39歲的中間
派馬克龍脫穎而出，成為法國歷來最
年輕的總統。只有二百多年前的拿破
崙比馬克龍更年輕就執政，不過那是
亂世，拿破崙發動政變建立專制體制
，再以35歲之齡成為法國皇帝。

站在大西洋彼岸觀察，對美國而
言，這次法國大選有兩大意義，一是
阻擋了極右派的攻勢，一是媒體沒有
隨著網絡駭客背後的惡勢力起舞。

從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到法國大選
，不到半年，極右派在歐洲至少敗陣
兩次，一次是奧地利的總統大選，一
次是荷蘭的國會選舉。到了法國大選
期間，極右翼的 「國民陣線」候選人

勒龐女士聲勢很旺，進入第二輪投票
，且民調一度顯示她獲得42%的支持
，大有 「川普現象重演」之勢，但終
究以33.9%對66.1%敗北。法國《解放
報》說，這個結果顯示 「自由精神贏
得勝利」，也就是 「向那些有排外思
想的人宣告：法國不需要他們」。美
國《紐約時報》則刊登一幅漫畫，一
邊是法國人舉著標語牌，寫的是 「向
民粹說不」；另一邊是德國總理梅克
爾夫人與美國總統川普觀選，川普說
「永遠不能相信法國人」。

馬克龍支持區域統合，川普不會
喜歡這個結果。德國將在今年秋天大
選，梅克爾夫人的對手和她一樣，都
主張維繫歐盟，這與馬克龍的立場是
一致的。於是：英國脫歐到川普當選
，是比較極端的一派當道；奧、荷、
法、德選舉，則是較溫和的聲音成為

主流，美國甚至有專家認為馬克龍當
選是 「正面反擊川普」，是 「隱性的
挑戰川普，顯性的挑戰川普的意識型
態」。

去年川普勝選後，勒龐不但是最
早道賀的人之一，而且還趕在川普就
職前跑了一趟紐約的川普大樓，目的
就是借重川普的光環。川普當然也希
望勒龐當選，法國第一輪投票前夕，
巴黎警察遭到恐怖分子殺害，川普的
評論之一是 「對勒龐的選情有幫助」
，他也公開讚揚勒龐 「在邊界問題上
是很強硬的」。

相反的，馬克龍邀請美國的氣象
變化專家訪問法國，還公開說 「你們
的新總統對氣候變化這件事是極端懷
疑的」，顯然馬、川的觀點南轅北轍
。
面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川普覺得惺惺

相惜；馬克龍主張強硬對待普京。這
又是川、馬立場迥異之處。

普京曾在莫斯科款宴勒龐，明擺
著支持勒龐。而法國大選最後投票日
前夕，傳出俄羅斯駭客侵入馬克龍的
網站，令人想起美國大選時，傳出俄
羅斯駭客侵入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的
競選網站。兩件事對比，耐人尋味。
不管怎麼說，馬克龍不對川普的味，
再明顯不過。當然，身為國家元首，
兩人都必須有所克制，所以川普打電
話恭賀馬克龍，馬克龍更是小心翼翼
，最後一次大選辯論時，馬克龍沒有
按照事先排練那樣把勒龐與川普相提
並論。

法國大選是在周日投票，在上周
五晚上，傳出消息稱馬克龍的競選網
站遭到大規模駭客攻擊。然而法國媒
體全未報導（社群媒體另當別論），

直到本周一晚上才陸續報導，那時馬
克龍已經當選了。

法國媒體何以如此，可能是因為
被駭數量大的離譜，可能是因為曝光
的時機太過敏感，可能是媒體覺得需
要查證。不管是什麼理由，總之法國
媒體決定不加理會，也就是說，法國
沒有落入敵人在美國大選時布下的圈
套，蓋傳聞俄羅斯駭客入侵希拉蕊的
競選網站時，媒體大幅報導，支持希
拉蕊的人指稱川普陣營與俄羅斯合謀
，支持川普的人則指稱這是有心人故
布疑陣以抹黑川普，各方相互抨擊，
不但難堪，而且選戰失焦。這回法國
人不理駭客，簡直是蔑視駭客背後的
惡勢力，等於給美國（及其他國家）
媒體上了一課。

法國大選的另一輸家：川普
劉屏劉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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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休士頓華裔人士購房或地產
投資，世華美南分會將於2017年5月21日
星期日下午1點至下午5點在West Oak Re-
ception Hall 辦全方位房地產介紹,趨勢和展
望。我們將邀請不同的專業人士為您講解
選購房地產的認知與良機。豐富的內容包
括～
· 資深地產專業人士來詳細講解如何
獲得最好的購買及如何獲得最大的收益
· 信用可靠的貸款公司教你如何獲得
最低利率和最佳貸款
· 著名建造商介紹大休士頓地區新的
商業和住宅發展區
· 專業人士提供預付款援助和抵押貸
款證書計劃
· 首次購屋置業者政府優惠政策
· 專家提供符合現有資金的最高質量,

安全，體面和負擔得起的住房
· 擁有多年經驗的地產過戶公司，確
保您擁有一個產權清楚無擔憂的地產產業
· 擁有專業驗房執照的資深驗房師，
確保購置的房產狀況及保證購房質量
· 房屋保險公司對您購置的房產做出
最好的保險規劃
· 警報系統公司，保護您的居家安全
平安
· 專業庭園設計公司和維修，幫助您
美化家園享受新居
· 居家住戶服務公司或承包商幫您做
各項服務

我們將以一條龍服務的專業陣容來協
助您了解房地產買賣過程中每一個環節所
需要使用到的專業知識。整個展會的內容
經過仔細推敲和安排，保證不僅幫助初次

購屋者全盤了解購房的過程須知和服務，
還可以為有意投資房地產的人士提供最新
的資訊和市場分析。

請大家告訴大家! 現場我們會提供精美
餐點招待大家，歡迎您及早報名，莫錯此
良機！

若您是做房地產或相關業務的, 歡迎您
共襄盛舉加入贊助商行列!
贊助: 白金贊助 $1,000，鑽石贊助 $500，黃
金贊助 $250，白銀贊助 $100
報名請洽：
吳展瑩 Li-Shen Kline,713-397-5228, lish-
enk1@gmail.com
羅 錚 Annie Luo,281-300-0634, aluo-
home@gmail.com
張 燕 曉 Alice Zhang,713-859-7223, team-
zhang123@yahoo.com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Whether commercial li ga on, personal injury lawsuit, or 
general civil dispute, a lawsuit t is a tool u lized by  
individuals and corpora ons alike to defend one'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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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有精美點心招待**

: 
H. C. Chang

McGehee Chang Barnes Land-
graf 

- 講座主要以中文進行, 免費入場, 請踴躍參加 -
詳情請洽：鄧曉林 832-814-8194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亞裔耆英
學社HARP(Houston Asian Retired People),
周宏女士表示，我們是來自五湖四海退休
的耆英，多半也是全美退休人協會AARP
的會員。我們用心生活，彼此互助共勉。
大家要時時知足、感恩，快快樂樂，身心
康泰。天天 「人自在，心幸福」。

HARP每月第三個星期五上午十時至
十二時，在朱秀娟社區活動中心（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3599 Westcenter
Drive,Houston,Texas 77042).

周宏女士說明，5月19日休士頓亞裔
耆英學社很榮幸地邀請到德州東北總商會
高緒春會長蒞臨做專題演講，題目是：
「中老年人的養生之道」。 高會長畢業

於遼寧省中醫學院，目前在休士頓市經營
養生足療，在足療界夙享盛名，承蒙高會
長應允在百忙中撥冗前來義務介紹解說四

季變化影響人的身心，提示我們食、衣、
住、行生活中該注意的細節，機會難得。
除我會員接獲電郵通知外，更願此好消息
，好機會傳達分享給更多的有緣人，歡迎
您安排時間前來聆聽，一定受益良多。衷
心感謝高會長的善行義舉，嘉惠社區大衆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 

 
 

2017休士頓房地產趨勢和展望 

 
 

 

華裔人士因為文化上的差異或不了解買房程序，常造成購屋者在心理上與實質權益

的不確定，然而擁有房產正是落實美國夢的根基。為了幫助休士頓華裔人士購房或

地產投資，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將於 2017 年 5 月 21 日星期日下

午 1 點至 5 點在 West Oak Reception Hall 舉辦全方位房地產介紹以及它的趨勢和

展望。我們將邀請不同的專業人士為您講解選購房地產的認知與良機。內容包括～ 

 
 

 

 

 

 

 

 

  

我們將以一條龍服務的專業陣容來協助您了解房地產買賣過程中每一個環節所需要

使用到的專業知識。整個展會的內容經過仔細推敲和安排，保證不僅幫助初次購屋

者全盤了解購房的過程須知和服務，還可以為有意投資房地產的人士提供最新的資

訊和市場分析。同時我們將提供精美餐點招待大家，歡迎您及早報名，莫錯此良機！ 
 

Sunday, May 21, 2017, 1:00pm–5:00pm 

West Oak Reception Hall – 504 West Oaks Mall, Houston, TX  77082 
 (HWY-6 & Westheimer Rd., entrance near Edwards Theatres, close to Food Court) 

 

贊助: 白金贊助 $1,000，鑽石贊助 $500，黃金贊助 $250，白銀贊助 $100 
報名請洽：吳展瑩 Li-Shen Kline,713-397-5228, lishenk1@gmail.com 

羅錚 Annie Luo,281-300-0634, aluohome@gmail.com 

張燕曉 Alice Zhang,713-859-7223, teamzhang123@yahoo.com 

 

 建造商 

 地產經紀 

 貸款 

 產權 

 首次購屋置業者 

   政府優惠政策 

 保險 

 維修擔保 

 房屋檢測 

 房屋估價 

 裝修 

 其他 

休士頓亞裔耆英學社將邀請德州東北總商會
高緒春會長做專題演講中老年人的養生之道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於六月四日下午二時舉行法律講座，講題
為 " 民事訴訟簡介─在美國打官司須知 ". 地點在僑教中心，歡迎僑界
人士前很聆聽，增加對法律事件的了解，以免一旦面對，感到一愁莫展
，心力交瘁。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表示，這次講座主題， 介紹美國
民事訴訟的基本面，把一件官司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過程，分析講解。

民事訴訟在美國十分多元且常見，從商業訴訟到人身傷害，事件大
小不一. 可以是捍衛自己的工具，也可能是被人利用的一種公器。當你
碰到被人告發的時候，要如何去面對？要採取何種法律措施來保護自身
利益或名譽？當意識到自己權益受損時，也要知道如何透過正確的法律
途徑保護自己，讓權益不受侵害. 這種基本人權法律常識，在這民主意
識日見抬頭的時代，顯得日益重要. 是現代社會不可少的生活寶典。

主講人常先群律師，擁有德州和新墨西哥州律師執照，具有十五
年 執業經驗。

講座最後有問答時間，聽眾可以提出相關問題，請求解答。
會長 鄧曉林 832.814.8194

實用生活寶典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2017 年 5 月
21日國際領袖基金會（ILF）誠摯的邀請
您參加2017休斯頓諮詢委員會就職典禮
; 主講人 -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Sichan
Siv。就職典禮日期：2017 年 5 月 21 日,
12:00 PM - 2:00 PM; 典禮在姚 (YAO) 餐
廳 舉 行, 地 址: 9755 Westheimer Rd，
Houston，TX 77042。請穿正裝和僅邀請
預約受邀人;到星期三 (5/17/2017)之前，
預約請回覆 paul.chang@stonemtn.com 或
（281）682-8976。

國際領袖基金會（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ILF) ）是一個非營
利組織，旨在促進亞太地區（APA）社
區的公民意識，公共服務和經濟效益。
我們的使命是通過商業和社區領導人網
絡，在公共服務，創業和國際舞台上發
展美國，亞洲和其他太平洋邊界國家的
年輕領導人。

國際領袖基金會（ILF- ilfnational.
org）成立於2000年，致力於促進亞太地
區（APA）社區的公民意識，公共服務
和經濟繁榮，成為一個非營利組織。 我
們的使命是發展年輕領袖...

西昌西夫 (Sichan Siv) 是 2001 年至
2006年的美國駐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
會大使。1989年至1993年，西夫大使在
白宮擔任喬治•布什總統的副助理和國
務院副助理秘書。Siv於1948年出生於柬
埔寨派桑通。他的整個家庭 - 包括他的
母親在內的總共15人在波爾布特的恐怖
統治期間遇害。 他於1976年抵達美國，
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獲得全額
獎學金，並獲得碩士學位。 他於1982年
成為美國公民。他是George 布什1988年
總統競選的志願者。1989年被任命為總

統競選副助理，後來出席了美軍陸軍大
學。 2001 年，Siv 得到參議院的一致肯
定，由布什總統任美國駐聯合國經濟及
社會理事會大使，他擔任直至2006年。
他還在私營部門擔任過多個職務，並撰
寫了兩本書。他獲得George 布什傑出公
務員獎，DAR美國勳章，美國陸軍指揮
官獎，巴西藝術文化史學院榮譽獎。 他
是民航巡邏隊的志願者，也是美國空軍
的名譽司令。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文化中心為慶祝一年一度的
母親節，特召集十餘個僑界表演團體及休市歌唱界，演藝界名人
，於本周三（5月10 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在文化中心大禮堂舉
行慶祝母親節敦親睦鄰聯歡大會，當天有五百多位社區人士與會
，現場一片歡樂，喜慶景象。

大會由國劇名角郭楓女士主持，她以嫻熟，親切的主持風

格，三言兩語即向觀眾明白介紹了演出者的特色
，長處，令人對所有的節目過目不忘，印象深刻
，也拉近了台上，台下的距離。

節目在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致歡詞後
正式開始。首先由文化中心曲巧玲老師指導的養
生班表演國標舞--- 吉利恰恰； 接著由晚晴公

寓王滿老師指導的舞蹈 「大長
今 」； 成立於1997 年，有二十
年歷史的幸福舞蹈社在孫秀蕊
老師的指導下，表演舞蹈： 「
掀起你的蓋頭來」； 文化中心
養生班王清香老師指導的王清
香個人創作舞： 「誰比誰好」
，一開場，就一口氣為觀眾推
出四支舞蹈，好舞連台，令大家看的目不暇接
。

接著由來自台灣的兩位外省人陳德新，王
姸霞演唱台語歌曲： 「雪中紅」，以及休巿唱
將楊麗芳演唱黃梅調 「郊道 」，以及林天娜，
李穎彤演唱黃梅調 「十八相送 」，使人彷彿又
回到六，七0 年代的台北，黃梅調的興盛時期
。 楊麗芳是台灣正聲電台歌星，曾多次參加僑
界歌唱比賽獲獎。林天娜也是美南歌唱比賽的
獲獎選手。而 「德州高齡選美皇后」 洪家鶴的
出場，更將全場帶至高潮。洪女士演唱了兩首
懷念老歌--- 「月圓花好」， 「五月的風」，
高亢的嗓音，精準的咬字，將全場的觀眾帶入

五月的和風中，久久無法自已。而另一位休士頓 「小鄧麗君 」
葉麗華演唱的鄧麗君名曲 「愛人 」，無論歌聲和演唱神情均極
投入。

下半場較特殊的由陳德新先生發起的 「揮旗健身運動班」
表演 「男兒當自強」，由劉山川和少林寺文化中心劉根明師父
助陣打鼓，只見一片片旗幟舞動，充滿了力與美，和如旋風般懾
人的力感。而劉山川演唱京劇 「霸王別姫」 更令人擊節讚賞，
而由少林寺文化中心劉根明師父和他的高足史丹佛尼• 韓 表演
的少林功夫，也令人大開眼界，一看即知是 「行家禮手」。

其他如文化中心養生班及由潘桃老師創作編排和指導的 「
廣東總會藝術團」 表演的 舞蹈 「東方麗人 」，也十分震懾全
場。

最後，聯歡大會在全體演唱者登台演唱 「母親你真偉大 」
，及多項現場抽獎後圓滿結束。

文化中心本周三在大禮堂舉行
慶祝母親節敦親睦鄰聯歡大會

圖為全體演唱者合唱圖為全體演唱者合唱 「「 母親你真偉大母親你真偉大」」 ，，為全場演出劃下美麗的句點為全場演出劃下美麗的句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香香舞班表演王清香老師個人創作舞圖為香香舞班表演王清香老師個人創作舞------ 「「誰比誰好誰比誰好」」 。（。（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Sichan SivSichan Siv

國際領袖基金會（ILF）請您參加 2017休斯頓諮詢委員會就職典禮
主講人為前美國駐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大使Sichan S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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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溫馨母親節溫馨母親節 飲食在金冠飲食在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Tokyo One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日式海鮮自助餐
新增高檔名菜與您歡度母親節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就快到來。生
活在德州休士頓市內的華人, 早己溶
入美國民眾的風俗民情中去，敬重母
親、愛惜母親，當然要藉此意義深遠
的日子裡，向偉大的母親表達蘊藏在
心底多時的愛意與感激。因此，不少
有愛心的子女，會趁母親節，一家人
走進酒家食肆，聚首一堂，享用一頓
溫馨的盛宴，一頓多樣化的點心，作
為對母親的敬禮。說真的，能夠一家
人，完完整整地在母親節當天共進餐
樓，真是千金難買的好時刻。

位於中國城百利大道黃金地段內
的金冠酒家，是華人飲和食得的好場
所. 它是黃金地段，是因為它處於獅
子城大型商場的中心，在那個商場內
，有著 20 多間不同行業、不同種類
的商舖，而對面的金山酒家的大型商
場中，亦有很多商家，因此每天每刻
每時，都吸引著不同種族的人流到來

，他們購物完成後，眼見金冠酒家高
企在商場中央，此時但覺 「聞香下馬
、知味停車」，便會順步走進金冠酒
家之內，坐下來或試點心、或食小菜
，或取酒菜，實行各式其適，豐儉由
人。

金冠酒家的一班資深的點心及粵
菜廚師，會為各位母親及其家人，精
心炮製各項傳統的餐饍。俗語有講：
「要食海上鮮，莫惜腰間錢」。母親

節乃天大好日子，相信為人子女者，
不會或不應斤斤計較多花一點鈔票，
點來精緻的套餐，在享受天倫之樂的
同時，搏取母親的歡心。金冠酒家常
備3 款不同的套餐：
A. 款：

蚧肉魚肚羹, 北京片皮鴨、涼拌
芝麻手撕雞 羌衝雙龍蝦 沙律合桃蝦
球。黑椒彩虹牛柳條 雙菇玉子豆腐
荷葉蒸大蟹飯。八寶素菜 清蒸海上

鮮（時令魚）
B. 款：

四喜大拼盤 蚧肉魚肚羹, 北京片
皮鴨 羌衝三龍蝦 石榴炸蝦丸 金冠貴
妃雞 雙菇玉子豆腐 清蒸海上鮮（時
令魚） 幹燒伊麵 白灼珊湖蝦
C. 款

五福大拼盤 高湯蚧肉會生翅 北
京片皮鴨 XO 帶子蝦球 上湯羌䓤焗
三龍蝦 羌䓤霸王雞 彩虹牛柳絲雙耳
紅燒海參 清蒸海上鮮（時令魚）
佳節到金冠酒家，一嘗廚師以傳統的
正宗手法烹調的特色佳餚，開懷進食
，真的是人生幾何，朋友們，莫負佳
餚、莫負良宵，到金冠去吧！

「金 冠 海 鮮 酒 家 」 地 址 ：
10796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281） 575- 1768
，Fax : (281 ) 575 - 1763

（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於本月易主，新老闆為了迎接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在不改原
價的基礎上，新增了很多高檔
，高價位 「單點店 」 品質的
高檔名菜，如羊排，Dunge-
ness Crab 螃蟹，Scottish 三文魚
，就連壽司的品質，都是單點
店的壽司品質，再加上該店原
有的招牌菜色： 避風塘蟹、大
龍蝦，什菜撈麵，海鮮炒飯，
XO 醬炒蜆，雪蟹腳，生蠔，
牛仔骨，烤三文魚，烤秋刀魚
，炒三文魚下巴----- 等等
名菜，讓你陪母親過一個既高
檔又開心的母親節，遍嚐經典

名菜，令您今生難以忘懷。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

城的日式海鮮自助餐廳，交通
便捷，四通八達，菜色精美，
口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
愛，也是公司員工聚餐，宴請
親友，全家團聚的最佳去處。

Tokyo One 美食如林，讓
您食指大動，開懷大吃。該店
還供應各式酒類和飲料，是今
年母親節最理想的去處。

Tokyo One 在八號公路邊
， 近 Westheimer Rd. 地 址 ：
2938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 電 話 ：
（713） 785- 8899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即日起至二月中，晚餐及周末一律八折優待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為了迎接即將來臨
的中國新年及「 超級盃」（Super Bowl ) 即將
在休士頓舉行，屆時數十萬人將湧入休士頓觀
球賽，休士頓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將自即日起至二月中，中國新年和 Super Bowl 
期間，晚餐及周末的價格，在原來的價格上有
20% OFF,( 即原價 $ 25.95 ,  現在只要 $20.95，
兒童價格以此類推。（ 但除夕，初一，初二
不包含在此次活動之內 )。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日式海鮮自
助餐廳，交通方便，四通八達，菜色精美，口
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愛，也是華人全家
團聚，宴請親友的最佳去處，Tokyo One 是陪
您歡度終生難忘的春節假期，及與配偶，情人
歡度別具意義的「 情人節 」（二月十四日 ) 
的最佳去處。

Tokyo One 位 於 八 號 公 路 邊，（ 近
Westheimer )， 地 址：2938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 電 話：（713）
785- 8899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經常到「 Lucky Land 」來的遊客，
會驚喜的發現，每隔一段時間，「Lucky Land」 總會增加許
多動人的風貌。如為了迎接元月廿八日農曆春節的來臨，
「Lucky Land」 在門口進口處放置了巨大的金鷄報喜，以迎
接雞年的來臨。還將在春節時免費供應遊客銅錢，按照中國
的習俗，將銅錢丟入面前的許願池許願，以求來年風調雨順，

事事順利，幸福安樂。「Lucky Land」 現雖仍在試營業期間，
中外遊客前往者甚眾，不論周末，周日，總見大批的遊客全
家出動， 它儼然已成了大休士頓地區中西文化的薈萃之地。

還記得中國西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蹟「兵馬俑」嗎？
千年前的文物湧現眼前，還不必出國就可看見，的確是令人
嘆為觀止。在休士頓心臟地帶的 Airline Dr. 路上的「Lucky 
Land 」，是一家籌劃多時的古蹟遊樂園，也是休士頓新推出
的旅遊景點之一。

在「Lucky Land」內，您可看到與西安幾乎完全一樣的
「兵馬俑」全景，令人竚足再三，遙想當年秦皇陵寢的陪葬
情形，園內還有少林十八銅人，中國的大熊貓，以及中國式
的噴泉，亭台樓閣，花卉園林，是值得您細細品味，賞玩的
旅遊勝地。

「Lucky Land 」還推出二十個中國風味設計的攤位，供
大家周末到此設攤，不論是賣食品還是玩具，文物，遊人如
織中將商機無限。每次周末（ 周六，周日） 兩天，僅收 $75 
元，歡迎大家把握良機，洽詢電話：（281）795- 2255, 713-
449-0605（中文专线）

「Lucky Land 」將自即日起至二月份正式開幕前 " 免費
＂招待大家入內參觀，遊覽，歡迎大家把握時機，利用節、
假日全家到此一遊，享受中西文化薈萃的喜悅。「Lucky 
Land 」地址：8705 Airline Dr. Houston TX 77037

「Lucky Land」金雞報喜迎春節，送幸運銅錢擲許願池
中西文化的薈萃，今年二月份正式開幕前“免費＂進場

圖為「 Lucky Land」 為迎接即將來臨的雞年春節，在進口
處放置了巨大的「 金雞報喜」。（ 記者秦鴻鈞攝 ）

「 Lucky Land 」進口處的許願池因為春節的即將來臨，佈
置的美崙美奐，充溢了喜慶佳節氣氛。（ 記者秦鴻鈞攝）

「 Lucky Land」 負責人李太太（ 
左二） 與亞裔代表 Steven 梁（ 左

一），著名功夫大師王雲洋（ 右二） 
等人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遊人們全家出動與活動布偶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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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建材好去處買建材好去處，，
Target StoneTarget Stone新張開業大酬賓新張開業大酬賓！！

（本報記者黃梅子）4月10日，休斯敦
又新開一家大型工廠直銷建材店——Target
Stone。 Target Stone當天舉行了隆重的開業
儀式，國內來的幾位股東和休斯敦本地的
合作夥伴一起剪彩，現場有很多業內人士
出席，尤其是美國客戶和工頭，都對Tar-
get Stone的建材品質和性價比給予了很高的
評價。據 Target Stone 的股東陳總介紹，
Target Stone的總部在中國福建，已經成立
多年，在業內信譽卓著，中國的總部擁有
礦山和工廠，專門開采和切割花崗岩、大
理石和石英石，同時也經營水槽、水龍頭
和建材工具。因為德州的房地產市場非常
火熱，所以在休斯敦開設這個分公司，負
責美國南部的銷售，可以預見美國的市場
將是非常巨大的。

Target Stone的銷售總監是美國人JR，
他也講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他對記者
說，根據他 20 年的建材銷售經驗來看，
Target Stone的前景非常好！建材質量好，
而且價錢不貴，性價比是非常高的，還在
試營業期間就吸引了很多美國客戶，所以
很看好這家公司，願意為中國人工作！

Target Stone的王經理表示，對於中國
客戶將有特別優惠，歡迎華人同胞來Tar-
get Stone選購您滿意的石材，開業期間也有

禮品贈送！
Target Stone 位 於 8

號公路旁邊，離中國城
也只有30分鐘的車程，
非常方便。全新打造的
展示廳為您展示各種石
材和工具，包您找到喜
愛的那一款。公司佔地
面積大，品種多而全，
備有充足的貨源。巨大
的倉庫靠近機場，方便
貨物的倉儲和運輸，保
證源源不斷的貨源供應
。 Target Stone提供最高
質量的花崗石，石英石
等石材，因為國內有自
己的工廠生產，所以可
以密切檢驗產品的質量
，嚴格把關每一道製造
過程，同時也方便提供
特殊的訂單服務，可以
支持任何商業計劃方面
的需求。

歡迎華人朋友諮詢比價，新張期間有
禮品相送。

Target Stone
地 址 ： 14120 Hempstead Rd, Houston,
TX77040
電話：832-82-stone;832-827-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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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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長青中文學校長青中文學校 20172017 春季結業典禮春季結業典禮

出席結業典禮的貴賓出席結業典禮的貴賓（（ 左起左起））該校美國該校美國
中文老師梅老師中文老師梅老師，，前校長黃泰娜前校長黃泰娜，， 「「 台台
聯會聯會」」 代表洪良冰代表洪良冰，，處長夫人邱瓊慧女處長夫人邱瓊慧女
士士，，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長青長青
中文學校校長王曉明教授中文學校校長王曉明教授。。

長青中文學校校長王曉明教授長青中文學校校長王曉明教授（（ 左左 ））
介紹在介紹在2020 年前年前（（19961996--19981998年年）） 擔任擔任
長青中文學校的前校長黃泰娜長青中文學校的前校長黃泰娜（（ 右右 ））
當天也出席春季結業典禮當天也出席春季結業典禮。。

「「 台灣同鄉聯誼會台灣同鄉聯誼會 」」 代表洪良冰代表洪良冰（（ 後排右二後排右二 ））頒獎給學前班學頒獎給學前班學
生生。。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何仁傑組長何仁傑組長（（ 後後
排左一排左一 ）） 頒獎給孝班全勤獎頒獎給孝班全勤獎，，進進
步獎及第步獎及第 一一，，二二，，三名獎三名獎。。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後排中後排中）） 頒獎給信班學生頒獎給信班學生。。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夫人黃敏境處長夫人
邱瓊慧女士邱瓊慧女士 （（後排右三後排右三 ）） 頒獎給頒獎給
義班得獎學生義班得獎學生。。

信班學生表演雨傘舞信班學生表演雨傘舞。。
愛班學生表演兒歌朗誦愛班學生表演兒歌朗誦---- 小猴小猴
子子，，三輪車三輪車，，城門雞蛋糕城門雞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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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7年06月移民排期:第一優先出現排期
A 表為最終綠卡排期表，

B 表為綠卡遞交排期表。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2 年 01 月 01 日,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
等
第二優先：2013 年 03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
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4 年 10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6 年 07 月
15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6 月 08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
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
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7年04月15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7 年 04 月
15日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
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
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 年 10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
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 年 09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 年 06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9 月 01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
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

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
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大
陸2010年12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08月15日中國
大陸2015年08月15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10 月 22 日中國
大陸2010年10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07月01日中國大
陸2005年07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4 年 05 月 08 日中國大
陸2004年05月08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7 月 22 日中國大
陸2011年07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6年04月08日中國
大陸2016年04月08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9 月 01 日中國
大陸2011年09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12月01日中國大
陸2005年12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4年11月15日中國大
陸2004年11月15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配偶與21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
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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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抽籤。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
有被抽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
費和所有申請材料，並會附上
一封解釋信。
2.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
布，將嚴格採取措施來打擊
H-1B 簽證的欺詐行為。移民
局特別設立舉報電子郵箱，鼓
勵美國勞工和 H-1B 簽證持有
人舉報可能存在的 H-1B 欺詐
行為。此外，移民局還宣布，
將加強其對 H-1B 申請的實地
核查。重點將針對僱傭 H-1B
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工作地
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H-1B。
3. 3 月 31 日，移民局取消了計
算機程序員（Computer Pro-
gramm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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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
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
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
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
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
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
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
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
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
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
節目可在該鏈接中收看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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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福州百年軟木畫探訪福州百年軟木畫

記者實地探訪福州軟木畫吳氏第四代傳人記者實地探訪福州軟木畫吳氏第四代傳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性傳承人吳芝生的軟木畫制作基地代表性傳承人吳芝生的軟木畫制作基地。。從從19141914年福州人陳潤春創制年福州人陳潤春創制
第壹幅軟木畫至今第壹幅軟木畫至今，，福州軟木畫走過了百年的歷史福州軟木畫走過了百年的歷史。。福州軟木畫以福州軟木畫以““無無
聲的詩聲的詩””聞名於世聞名於世，，與壽山石雕與壽山石雕、、脫胎漆器並譽為福州工藝美術脫胎漆器並譽為福州工藝美術
““三寶三寶”，”，2008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湖南湄江推室外星空房湖南湄江推室外星空房
房客夜宿觀群星房客夜宿觀群星

湖南湄江峽谷中的室外星空房吸引了眾多房客前來體驗湖南湄江峽谷中的室外星空房吸引了眾多房客前來體驗，，客人在透客人在透
明的客房內仰頭即可觀星賞月明的客房內仰頭即可觀星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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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名兩個月大的嬰兒因為首次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上被議員媽媽餵奶而創造了歷史。小女孩名叫
Alia Joy，是昆士蘭州的參議員Larissa Waters的女兒。作為澳大利亞綠黨的聯合副領導人，Laris-
sa Waters在星期二結束了她的產假，帶著自己的新生女兒重返工作。當小Alia餓的時候，她就直接
給她餵奶。Larissa Waters事後難掩自己的喜悅，在推特上發推文稱：非常榮幸，我的女兒Alia成為
第壹個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上吃母乳的嬰兒，我們的議會需要更多這樣的女議員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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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歐洲中心”在蓉啟動運行 服務中國西部與歐洲經貿合
綜合報導 “中國—歐洲中心”10

日在四川成都正式啟動運行，記者獲

悉，該中心將被打造成中國西部與歐洲

進行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的綜合性服

務平臺。

“中國—歐洲中心”項目於2013年

4月啟動建設，位於成都市高新區，總

建築面積約21萬平方米，總投資約30億

元。該中心采用“6+N”功能布局，內

設歐洲商品貿易展示交易中心、中歐技

術交易中心、歐洲中小企業(雙創)孵化

中心、歐洲企業總部基地中心、歐洲國

家經濟發展促進機構辦事中心和壹站式

綜合服務平臺6大功能區，以及劇院、

國際藝術展覽、歐洽會永久會場、中歐

企業家聯合會等綜合配套服務區。

據成都市長羅強介紹，“中國—歐

洲中心”的建立旨在切實提升成都與歐

盟合作載體功能，搭建中國西部全面開

展對歐合作的重要橋梁，“經歐盟委員

會及成員國同意，中心正式建成啟動，

必將有力促進中國西部對歐交流合作，

成為中國對外交往中心建設的新窗口。”

“成都作為壹個國際交通樞紐，創

造了很多國際合作的機會。”歐盟駐華

使團大使史偉表示，成都是中國最早開

通直達歐洲的鐵路的中國城市之壹，歐

洲企業對成都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在能

效、綠色技術、綠色交通、可持續的城

鎮化發展等方面跟成都有更多合作。

談及“中國—歐洲中心”的發展前

景，史偉告訴記者，該中心將增進中國

與歐盟中小型企業、初創企業的合作，

“我們希望與中國積極推動合作，增加

創新、研發的合作項目，如果能夠創造

良好的合作框架、創業環境，相信會很

成功。”

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歐洲

經濟發展壹體化（中國）委員會中國辦

事處、中歐商務合作平臺、歐洲企業網

絡中國西部中心、波蘭羅茲省代表處、

捷克中捷克州四川代表處、法國蒙彼利

埃地中海大區政府成都代表處等10余家

歐洲政府機構明確表示將入駐“中國—

歐洲中心”。

支付寶財付通被央行處罰3萬元

兩公司作出回應
兩大支付巨頭支付寶和騰訊旗下財

付通近日均收到央行罰單。記者第壹時

間聯系到上述兩家公司，兩家公司透

露，被處罰的原因都是由於賬戶實名制

的落實工作不到位。

據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發布的行

政處罰信息，因違反支付業務規定，支

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被限期

改正，並處以3萬元人民幣罰款。

無獨有偶，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

心支行同日公布了對財付通的行政處罰

公示。公示信息顯示，騰訊旗下的第三

方支付平臺財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同樣被罰3萬元。

對於兩家機構的具體違規原因，央

行公告並未說明。記者聯系到上述兩家

公司。

財付通就中國人民銀行行政處罰公

示回應稱，已就相關情形按照人民銀行

要求進行了落實。自《非銀行支付機構

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發布後，財付

通第壹時間全面啟動了落實支付賬戶實

名制的相關工作，並壹直在通過產品引

導、用戶教育等多種形式，爭取妥善、

到位地推進實名制的落地工作。

支付寶回應稱，目前，支付寶已按

照要求完成相關落實工作，之後將更加

嚴格執行規定要求。支付寶稱，在去年

年初就啟動了相關的系統升級和改造工

作，並通過各種方式讓廣大用戶理解、

認可賬戶實名制給大家帶來的幫助和價

值，完成相關的認證工作。

從上述回應中不難看出，兩大支付

巨頭是由於個別賬戶未落實實名認證，

被央行處罰。

值得壹提的是，在央行深圳市中心

支行的行政處罰公示表中提到，財付通

的違法行為類型為未嚴格落實《非銀行

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辦法”）相關規定。上述辦法

於2015年12月28日發布，2016年7月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規定“支付機構為

客戶開立支付賬戶的，應當對客戶實行

實名制管理”。

易觀智庫金融行業分析師王蓬博接

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支付寶和財付通兩

家的用戶體量太大，實名制落實需要時

間，即便每壹個用戶都通知到了，用戶

自己再修改資料肯定也需要壹定過程。

從處罰上看不是很重，也可以看出監管

方面就是希望督促其更快落實實名制。

“將來對於第三方支付的監管可能

會越來越嚴格，”王蓬博分析道，可能

在備付金方面、用戶賬戶管理、轉接

清算等方面會趨於嚴格，但是監管方

面也是希望金融行業的創新能繼續向

好發展。

根據艾瑞咨詢最新公布的數據顯

示，綜合去年四個季度數據，阿裏支付

寶和騰訊財付通壹直占據移動支付的絕

對地位。截至去年第四季度，支付寶和

財付通兩大巨頭的市場份額已超九成，

達91.12%。

以下為財付通回應全文：
財付通就人民銀行行政處罰公示的

相關說明

財付通高度認同並堅決擁護人民銀

行維護支付體系健康發展、保障網絡支

付用戶合法權益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我

們已就相關情形按照人民銀行要求進行

了落實。

自《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

管理辦法》發布後，財付通第壹時間全

面啟動了落實支付賬戶實名制的相關工

作。我們壹直在通過產品引導、用戶教

育等多種形式，爭取妥善、到位地推進

實名制的落地工作。

在推進過程中，我們很感謝人民

銀行對整個第三方支付行業的支持與

耐心，幫助行業在創新和發展中解決

問題。我們相信，這將有利於第三方

支付行業的長遠、有序和健康發展。

財付通也將壹如既往地擁護並認真落

實人民銀行對第三方支付行業的指導

意見和要求。

以下為支付寶回應全文：
為貫徹落實《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

支付業務管理辦法》，支付寶在去年年

初就啟動了相關的系統升級和改造工

作，並通過各種方式讓廣大用戶理解、

認可賬戶實名制給大家帶來的幫助和價

值，完成相關的認證工作。

在相關工作的推進過程中，我們非

常感謝人民銀行對我們的耐心幫助與大

力支持，高度認同人民銀行的相關指導

意見和行政措施。目前，支付寶已按照

要求完成相關落實工作，之後將更加嚴

格執行規定要求。

我們相信，行業的健康和有序發

展離不開監管部門的有力指導，將繼

續高度擁護和認真落實相關規定，與

監管部門壹起共同促進行業的健康有

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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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Day Trip Will Include Meeting With City’s Filipino Community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To Visit Hong 
Kong Ahead Of ‘Belt And Road’ Summit In Beijing

TGBTG Sports Is A World Leader In Global Youth Sports Development And Sports Relations With China

Houston-Based TGBTG Sports Celebrates 20-Year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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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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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Robert 
Quintin, the Philippine vice-consul, said it 
was unlikely that Duterte would meet any 
Hong Kong officials during his stay. (Photo/
Bloomberg)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will pay a two-
day visit to Hong Kong from Friday before heading to 
Beijing for the high-profile “Belt and Road” summit.
Duterte is expected to arrive on Friday morning. 
He will attend an event near the airport on Saturday 
afternoon to meet the city’s Filipinos, before leaving 
for the capital later that day.
It will be Duterte’s first visit to Hong Kong, home 
to more than 193,000 Filipinos working as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as of last month.
Robert Quintin, the Philippine vice-consul in the city, 
said it was unlikely Duterte would meet any Hong 
Kong officials during his stay.

The community event would mostly include domestic 
helpers, as well as business people and professionals, 
Quintin added.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spokesman Eman 
Villanueva, who will attend the event, said his group 
would take the chance to highlight various issues to 
Duterte.
“We want to raise our concerns regarding the fees that 
are extracted from migrant workers before they leave 
the country for work. That includes government fees 
and the illegal collection [of fees] by the agencies,” 
he said.

People walk past a billboard for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venue for the forum in Beijing on May 11, 
2017. — AFP pic 
Villanueva said he hoped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would extend the validity of passports from five years 
to 10 years as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many 
of whom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only once every two 
years, are forced to renew their passport after using it 
just two times.
“We also hope the president would pursue peace 
talks with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n pushing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the activist said, 
referring to the country’s communist rebels, waging 
one of Asia’s longest insurgencies.
“This is important to the overseas workers as it is the 
reason we have to leave our country in huge numbers 
– there are insufficient jobs and low wages. If they 
provide jobs, we do not have to come to Hong Kong to 
work as domestic helpers.”
Villanueva said it remained uncertain whether his 
group could have an in-depth and serious discussion 
with Duterte, but he had already asked for at least a 
brief meeting so they could convey their demands.
A police source said the force would enhance security 
for Duterte, who has been vocal on dealing “harshly” 
with terrorism. The source said that given concerns 
about global terrorism, there were high security risks 
surrounding the leader’s visit.
“The country itself is facing problems of terrorism. 
Terrorist groups such as Abu Sayyaf and other 
insurgent factions are active and based on the islands,” 
the police insider added.
“We should not overlook the safety of the president. 
The scale of security operations for Duterte will 
be similar to the one for Indonesian President Joko 
Widodo who paid a two-day visit last month.”

Elite personnel from the VIP protection, 
counterterrorism response and special duties units will 
be deployed to protect the president during his stay.
Democrat lawmaker James To Kun-sun on Wednesday 
urged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to discuss 
with Duterte the progress of a case where four 
Hong Kong fishermenwere arrested for operating a 
“floating” drug lab in the country last year. Last week 
new evidence in court contradicted police claims, and 
offered a glimmer of hope for the men.
The “Belt and Road” summit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on May 14 and 15, and will be attended by more than 
1,000 delegates and state leaders from 28 countries. 
(Courtes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 Chinese police source said there would be 
“enhanced” security for Duterte, who has been 
vocal on dealing “harshly” with terrorism. 

HOUSTON, TEXAS, USA --- TGBTG Sports is a 
Houston-based sport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with 
offic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Since 2000, the 
company has organized basketball tours in China 
for free agents players looking to land jobs or gain 
exposure in the Asian basketball market. TGBTG holds 
basketball schools and clinics for youth and promotes 
teamwork and strong personal values to its participants. 
Since 1997,  TGBTG Sports has enrich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through various sports programs while 
developing a global network of valuable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on-going projects worldwide.

~
About TGBTG SPORTS

Cyril Whit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GBTG 
Sports,moved to China to play for the Chinese 
Basketball in 1999.
Today, TGBTG Sports has the staff and 
resources to assist athletes, teams, and 
other business entities with various projects 
in sports, prim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GBTG has offices in China and is 
opened a branch in India in late 2016.
TGBTG provides specialty assistance with projects 
such as: Arranging Sports Tours, Regional Camps,

Athlete Training and Job PlacementContract 
Formation, Review and Formation, Product Creation 
and Marketing 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Logistical 
Support between the  USA/China

Since 1997,  TGBTG Sports has enrich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through various sports 
programs while developing a global network 
of valuable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on-going 
projects world wide.
In celebration of its 20th anniversary, TGBTG Sports 
is releasing their TGBTG Q-TIP basketball shoe as a 
retro model shoe exclusively through pre-orders on 
TGBTG.COM from May 11 - June 30, 2017.

Shoes available in All White and Black/White; Men's 
Sizes 6-13; Women's Sizes 5-10. Order by June 30, 
2017 for delivery by August 30, 2017. You can go to 
TGBTG.COM for ordering details.
China Basketball Tour
In November of 2016, To God be the Glory Sports 
completed its 16th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tour in 
China, finishing the nine-city tour with a 9-2 overall 
record.
The October 12- November 5, 2016 China tour was 
comprised of the TGBTG Sports team from the USA, 
the Cuban National Team, two China NBL teams ( one 
from Henan and one from Shanxi ), and a pro team 
from Brazil. The teams traveled to different cities 
during the time period playing exhibition games in 
front of crowds as large as 8,500.

Some Of The Players On The Tour

 “It is a wonderful thing to still work with some of the 
same people that I did 16 years ago,” said Cyril White, 
managing director of TGBTG Sports.  “Its all about 
good relationships, building on a good foundation, and 
opening some doors so the young men on our tours can 
continue on their own successful paths.” 

The TGBTG Sports China Tour team featured two 
former NBA players, Tierre Brown, a 6’2” point guard, 
who was a two year starter for the Los Angeles Lakers, 
and Keith Closs, a 7’3” center who played for the Los 
Angeles Clippers.   Brown led the team in scoring on 
the tour, netting over 24 points per game, and Closs 
was a defensive anchor, averaging over 3 blocked 
shots per game, including a game with 9 blocks.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because I still 
love the game and love to play,” said Brown, who 
also played for the Houston Rockets and Cleveland 
Cavaliers.  “TGBTG has a great 
mission and I respect that, and glad 
to use basketball as a goodwill 
outreach tool as we have done here 
on the tour.” 
TGBTG team coach Marcus 
Carroll said “It was good to have 
those veterans to lead by example, 
especially with all the young guys 
we had on the roster.   They did their 
part, and it inspired our youngsters 
to step their games up.” 
TGBTG Sports will assemble 
another free agent team for a 9 city 
China tour in May 2017.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tgbtg.com.

China Youth basketball exercises under 
TGBTG leadership.

TGBTG Sports  works directly with CBA, 
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

TGBTG participants after a game.

New Sports facility being built in China together with TGBTG.

Cyril Whit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GBTG 
Sports (c) with program participants in China. 

TGBTG Photos from Activ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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