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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特色餐廳 新開幕!
正宗新疆佳餚﹐彷彿置身新疆一般
專門從新疆延請大廚﹐廚藝高超﹐拿手菜包括手工拌
麵﹑羊肉抓飯﹑羊肉串﹑羊肉湯﹑特色燙飯﹑特色辣子
雞﹑特色干煸炒麵﹑特色丁丁炒麵﹑特色羊肉餅﹑特色
烤包子﹑新疆大盤雞﹒
地址﹕912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

（位於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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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BB22美南電視介紹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將於 5月27日(本
周六)晚間8時重播，該集主題邀請到精通京劇藝術的Lucy來和小朋友介紹這傳統的中華國粹文化，並
與娟子穿上戲服，實地演練京劇橋段。精彩內容，敬請準時收看。

參與這次錄影的包含劉一可和夏青河，娟子也
特別感謝劉一可母親一同參與節目錄製，想知
到更多關於京劇和水袖身段的奧妙嗎？敬請關
注收看。

播出時間：5月27日(周六)晚間8時至8時

30分播出，5月31日(周三)上午9時30分至

10時重播。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三在梵蒂岡會晤了
教宗方濟各，這凸顯他擔任美國總統後首次出
訪對三個一神教國家訪問的意義。
他們兩人去年在川普競選美國總統時因為川普
重點承諾將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墻，而曾經發
生言辭沖突。
教宗方濟各當時表示，任何考慮建墻而不是建
橋的人“不是基督徒”，教宗的話被川普稱為
“可恥”。
稍後，在會晤意大利領導人之後，川普總統將
前往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峰會。星期五和星期六

，川普總統將返回意大利，在西西裏
島上參加七國集團峰會。
星期二在訪問以色列期間，川普總統
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人“準備
實現和平”。
他是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陪同
下，在以色列博物館發表演說的時候
說這番話的。川普星期一與內塔尼亞
胡舉行會談，星期二在短暫訪問約旦
河西岸，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
巴斯舉行一個小時商談後，再次會晤
了內塔尼亞胡。

川普總統在以色列博物館的演說中還說，“我
們知道如果我們擯棄過去的痛苦和紛爭，決心
一道最終解決這場已經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危
機，那麽和平就是可能的。”川普總統在演說
後不久即離開以色列啟程前往羅馬。他還說，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能夠達成協議”。川普
總統在以色列期間的講話中沒有具體提到“占
領”或者“兩國解決方案”。這對於巴勒斯坦
人來說是兩個主要的癥結所在。
星期二早些時候，阿巴斯和川普一起在伯利恒
的時候說，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最根本的問

題是以色列的占領和定居點
，以及以色列拒絕承認巴勒斯坦。
阿巴斯補充說，“問題不是猶太主義而是占領
” 。
得到選民支持日漸減少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
席阿巴斯，重申願意接受“兩國解決方案”和
1967年的邊界線。

去年數萬留美
學生逾期不歸
中國學生總
數最多
【VOA】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最近公布的報
告，數萬名國際學生和交流項目參與者在項
目結束後沒有離開美國，其中中國學生學者
總人數最多。
國土安全部的《出入境逾期滯留報告》對應
該在2015年10月1日到2016年9月30日期間
離開美國的世界各地訪客進行了統計。
根據這份報告，學生和交流訪問者逾期滯留

的比例最高，有40,949人沒有按時離境，比例
為2.8%.
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逾期不歸比例最高的國家
包括厄立特裏亞(75%)、布基納法索(47%)、乍
得(37%)、剛果-金沙薩(37%)和吉布提(33%)
。
不過，在總數方面，項目結束時沒有回國的學
生和交流訪問學者人數最多的國家包括中國
(18,075)、沙特阿拉伯(6,828)、韓國(5,111)、
印度(4,575)和巴西(2,881)。
這項數據是星期一公布的。一個國會委員會星
期二就簽證過期不歸的問題舉行聽證會。

KVVV

︱教宗方濟各2017年5月24日在梵蒂岡會晤美國總統川普。

︱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人參觀斯坦佛大學校園
  （資料照）。

《快樂童年》中國國粹京劇

周六晚間8時播出

Lucy京劇扮相。(娟子提供)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主持人娟子(右一)、Lucy(右二)等人一起穿上京劇戲服展現身段。
  (娟子提供)

精彩
節目介紹

川普總統會晤教皇方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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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美國
中國總商會休斯敦分會於5月24日在
ZaZa酒店舉行“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成果說明午餐會，由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發表“合作共
贏的新機遇” 主題演講，就中美元首
海湖莊園會晤成果落實情況和“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及它
們對美南地區的影響三個方面展開演
講。美南地區多州政商僑學界代表近
300人出席，反響熱烈。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響應
美南當地各界迫切希望了解中美未來
發展的願望，對兩國元首會晤和“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成果及早期收穫
逐一進行了解讀。

李強民表示，中美關係發展史上
，元首會晤一直扮演著引航指路的角
色，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兩國
元首會晤獲得四個方面成果：增進了
相互了解和信任；確認了中美關係發
展方向和原則；規劃了雙邊合作優先
領域和機制；加強了國際地區事務溝

通和協調。李強民強調，會晤對兩國
關係發展奠定了建設性基調，指明了
雙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其中，會晤期間提出的中美經濟
合作“百日計劃” 已經從概念變成了
成功的實踐。中美在農產品貿易、金
融服務、投資和能源等領域達成10項
成果，包括中方進口美國牛肉、美方
解禁對華出口天然氣，對美國全資的
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實現全面市場准
入等。

中方還為美方提供了一個最新的
重要選項：“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在此背景下，中國同美南合作正迎來
新契機。在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金
融服務和貿易領域、能源、農業、創
新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值得
期待。美南和中國各領域的合作必將
勢頭更猛，力度更大。美南地區的華
人華僑、中外企業應抓住時代新機遇,
在這些平台上密切合作、互補優勢，
必將從中受益。李強民說，“中國同
美南合作的黃金時代就要到來。”

美國國務院駐休
斯敦領團辦公室主任
尼古拉斯·帕普發言說
，“兩國元首會晤，
使海湖莊園在中國家
喻戶曉，更多中國人
想到佛羅里達看看。
期待更多中國人也能
到德州、到休斯敦來
走一走。” 李總領事
補充說，“一帶一路
”倡議為更多更廣泛
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
提供了極佳平台，更
多中國人會赴美旅遊
，投資，經商，求學
。中國同美南民間友
好往來將更加欣欣向
榮。

本次活動由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
敦分會主辦，會長李少林表示，“一
帶一路”海納百川，中美合作互惠共
贏，極大推動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美

國企業也可以藉此契機進入中國市場
。

演講結束後，李強民總領事、趙
宇敏副總領事、周振成商務參贊對與

會人士的提問進行詳細回答。美國國
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派亞裔代
表譚秋晴宣讀並頒發賀信。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成果豐碩
李強民：中國同美南合作的黃金時代就要到來

（記者高思／休士頓報導）本周
末終於迎來期盼已久的國殤日三天小
長假，大家是否已做好了規劃，準備
來一場短途旅行？如果還沒做好規劃
的小夥伴也不用擔心，小編為大家準
備了小長假期間休斯頓本地的活動，
助您度過一個輕松、愉快的假期。

1. 自行車騎行（Critical Mass Friday）
小長假怎能不運動？不如以一場

免費有趣的自行車騎行開始吧！Crit-
ical Mass Houston每個月的最後一個周
五都會舉辦自行車騎行活動，愛好者
們將統一在國家歷史地(Market Square
Park)集合一起出發，探索休斯頓的美

麗風景。參加
者需自帶自行
車哦。
時間：5 月 26
日（星期五）
7:00 p.m.
地 址 ： Market
Square Park,
301 Milam St,
Houston, TX
77002
票價：免費
2. 米勒戶外中
心 歌 舞 表 演

(Dancin’ in the Street…Motown &
More Revue)

為慶祝國殤日周末，米勒戶外中
心將連續四天呈上大型靈魂樂歌舞演
出，震撼你的感官。屆時優秀的歌舞
表演者們將再現曾經風靡全球的經典
摩城唱片歌曲、演繹節奏感強勁的朋
克舞蹈、奏響靈魂交響樂。不容錯過
。

時間：5 月 25 日（星期四）8:15
p.m.

5月26日（星期五）8:15 p.m.
5月27日（星期六）8:15 p.m.
5月28日（星期天）8:15 p.m.
地址：60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3. 小龍蝦盛宴（South Houston Craw-
fish Festival）

Hobby Event Center 將於這周六
舉辦適合全家人參加的小龍蝦盛宴，

屆時除了新鮮出鍋肉質鮮嫩的麻辣小
龍蝦外，還有現場樂隊、食物餐車、
兒童娛樂區及家庭活動等。提前在網
上預定可享兩瓶免費啤酒哦。

時間：5月27日（星期六）12:00
p.m.- 10:00 p.m.

地址：Hobby Event Center,9906
Gulf Freeway,Houston , TX 77034

票價：$12/普通；$30/VIP
4. 喜劇秀（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

小長假不如和家人一起看場喜劇
秀，放聲大笑一場！《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主要講述了保守家
庭中的一員愛上了古怪家庭中的一員
，兩個家庭為了慶祝這對情侶的訂婚
而相聚一堂時，因家庭文化的不同而
產生的有趣故事。這部劇曾獲得1937
年戲劇方面的普利策獎。

時間：5 月 25 日（星期四）7:30
p.m.

5月26日（星期五）7:30 p.m.
5月27日（星期六）2:00 p.m.
5月28日（星期天）2:00 p.m.
地址：A.D. Players – Mainstage

Theater,2710 W. Alabama,Houston,
TX 77098

票價：$15-$68
5. Goodbye June 演 唱 會 （Goodbye
June in Concert）

Goodbye June 是一支成立於美國
田納西州的另類搖滾樂隊，曾在全美
、德國、法國、西班牙、瑞典等地進
行過巡演，粉絲遍布全球。國殤日當
天他們將在休斯頓為大家帶來一場熱
情另類的搖滾演出，用音樂徹底將你
征服。

時間：5 月 29 日（星期一）7:00
p.m.

地址：House of Blues,1204 Caro-
line St., Houston, TX 77002

票價：$12

國殤日騎車看秀吃小龍蝦 共享家庭美好時光

李強民總領事發表李強民總領事發表““合作共贏的新機遇合作共贏的新機遇”” 主題演講主題演講，，對兩國元首會晤和對兩國元首會晤和““一帶一路一帶一路””高峰高峰
論壇的成果逐一進行解讀論壇的成果逐一進行解讀。。((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自行車騎行自行車騎行。。((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為提供全球僑胞嶄新、即時的瀏覽經驗，僑務委員會於5月20日正式啟用 「僑務電子報」網站。除採用
互動式技術，打造適合手機、平板電腦可流暢閱讀的介面，網站也具備影音內容，提供文字及圖像外更多、
更豐富訊息。

「僑務電子報」為僑務專業新聞網站，涵蓋 「聚焦臺灣」、 「僑社新聞」、 「國際兩岸」、 「新南向快
訊」、 「English News」及 「看見臺灣」等多元內容，提供僑社最新動態及國內要聞，希望僑胞能一站取得全
部所需僑社及國內資訊。其中 「English News」單元報導國內要聞，提供英語讀者瞭解台灣的管道，也有利僑
胞新生代認識台灣。

「僑務電子報」以東亞及台灣第一高峰玉山為logo，期許以台灣屋脊的高度，佈建全球僑務新聞網絡，成為僑胞勾勒家鄉印象的憑藉。
「僑務電子報」網址www.ocacnews.net，歡迎各位僑胞上網瀏覽。

僑務電子報5月20日上線

為了幫助有志從事教育工作的朋
友們，美南國建協進會由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協辦，在今
年特別提供一項有關美國教師養成的
研討會。這個訓練是由在休士頓大學
維多利亞校區任教的林欣慧博士及德
州中文台主播胡美健小姐共同主持。
同時也邀請了在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
任教的陳琳琳及王美智博士擔任講員
。林欣慧博士將介紹美國對於高中小
學教師的基本專業要求及目前多種的
教師培訓管道。擁有多年幫助僑界朋

友們進入教育工作領域的經驗，林博
士會針對不同教育背景，講解如何因
應個人的需求，選擇最適切的培訓管
道。王美智博士將介紹有關高中小學
教學科目的選擇，及相對的基本要求
。同時也會對於目前教師市場供需做
分析，引領朋友們尋求最有力的教學
定向。最後由陳琳琳博士主講有關教
師檢定考試的資訊及準備。陳博士不
只有多年的教學經驗，還經常擔任大
學教科書書的撰寫及編輯的工作。她
將提供朋友們透過不同的方式收集資

料和準備考試。
美 南 國 建 協 進 會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ACAP)
謹訂於 2017 年 6 月 17 日假糖城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舉辦第 39 屆年會
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Annual Con-
ference and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eminars (SETS)。此次大
會的中心議題是自然災害防制與海洋
科技, 主辦單位很榮幸的遨請到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黃世建主任 Dr.
Shyh-Jiann Hwang, Director of Na-

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
quake Engineering。黃主任將在大會
作專題演講, 並在自然災害防制與海
洋科技作學術研究報告。

除了教師培訓的研討之外，美南
國建協進會另外邀請各路專家將針對
能源、醫療及生化科技、環境保護、
奈米及複合科技、海洋科技、煉油與
石化科技、健康、會計與商業管理等
不同領域進行研討。年會有12場不同
講座，討論範疇非常多元，從石油產
業的未來展望、提升職場競爭力到北

美亞裔健康須知等多項主題。美南國
建協進會希望透過研討會所提供的多
元平台，讓各領域的專家及精英們相
互交流，彼此切磋學習。有意參加的
朋友們，請儘早報名。如果在 6/13/
2017提前前完成報名手續，可享有享
有折扣優待。報名網站或查詢詳細資
料請至美南國建協進會網站 - http://
www.acap-usa.org/SETS/sets_index.
htm。

美南國建協進會
第39屆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休士頓客家會 "寶石的鑑賞投資及能量探索"講座
5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點到12點

親愛的客家會理事, 顧問, 鄉親朋友大
家好,

休士頓客家會顧問馮啟豐先生在
五月繁忙的行程抽空特別為休士頓客
家會鄉親朋友提供及分享他對寶石的
研究收藏經驗!
講座風趣幽默又專業實用, 會場備有

簡單茶水及點心, 歡迎大家前來參與!!

活動詳情如下:
時間:5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10

點到12點
地點：Feng's Trading-6610 Har-

win Dr. #118 Houston, TX 77036

題目：寶石的鑑賞投資及能量探
索

主講人：馮啟豐, 從事半寶石批
發生意已15年，曾在世界日報的世界
週刊撰寫發表介紹生日寶石的一系列
文章, 研究收藏寳石多年, 對寳石的能
量探索及投資收藏有一套特硃的見解

及看法! 對寳石及水晶洞有興趣進一
步了解的朋友歡迎前來結緣聆聽!
主講大綱有
(一)基本寶石的介紹及認知
(二)如何挑選水晶洞
(三)寶石的能量及療效
(四)寶石的收藏及投資

(五)珠寶的保養及設計
(六)生日寶石的介紹

由於座位有限, 請鄉親朋友回覆
此e-mail 或電話預約報名並告知參與
人數,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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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週五晚間，休
士頓大歌劇院(Houston Grand Opera)將於伍
德蘭市的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演出膾炙人口的喜歌劇《愛情靈藥The Elix-
ir of Love》，這是意大利著名歌劇作家葛塔
諾•董尼采第(Gaetano Donizetti)在全球演出
最頻繁的作品之一，歡迎民眾把握欣賞的機
會。

《愛情靈藥》於1832年在米蘭首演，此
後便深受觀眾喜愛，常常在各地演出。歌劇
以歌唱和音樂來交代和表達所有的劇情，
《愛情靈藥》的內容充滿令人捧腹大笑的情
節，以及諸多優美深情的音樂，其中，最為
著名的是詠歎調《一滴美妙的情淚》，輕柔
優雅而浪漫，是深受世人歡迎的情歌。

「傳說中有一種愛情靈藥，喝了之後會
讓每個人都喜歡你…」，故事的背景是發生

於十九世紀初義大利的一個鄉村中，純樸的
青年內莫里諾(Nemorino)愛上地主女兒阿迪
娜(Adina)，但是被阿迪娜所婉拒。招搖撞騙
的騙子醫生杜卡馬拉(Dulcamara)來到村裡，
將一瓶廉價酒假稱是著名的愛情靈藥，保證
喝了之後會人見人愛。內莫里諾用身家僅有
的一個金幣，買下愛情靈藥。

內莫里諾喝了酒之後，便深信阿迪娜會
愛上他，還刻意激怒阿迪娜，結果阿迪娜一
氣之下，答應和軍人貝爾科雷結婚。杜卡馬
拉勸內莫里諾再服用更多的愛情靈藥，而內
莫里諾為了籌錢買靈藥，只好簽下軍隊賣身
契。當阿迪娜知道內莫里諾為她賣身給軍隊
之後，大為感動，不但贖回內莫里諾的賣身
契，同時向他表明愛意。而毫不知情的內莫
里諾真的以為是愛情靈藥所顯現的奇蹟，讓
村莊裡的少女們都喜歡他，其實是因為內莫

里諾的伯父過逝，遺留下大筆遺產，讓原本
貧困的青年變成村裡的首富。愛情有了圓滿
的結局，騙子醫生又吹虛他的靈藥多麼有效
，再度引起村民們的搶購。

今年 Th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
ion 的表演藝術季得到許多廠商的贊助，因
此，劇場中段、後段、與草坪座位都是免費
的，而前段門票為$20。歡迎民眾呼朋引伴
踴躍參加，還可帶著美食，一同觀賞歌劇。

演出地點在Th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地 址 是 2005 Lake Robbins Drive,
The Woodlands, TX 77380。

演出時間：五月二十六日週五晚間八點
，七點開放入場。

詢 問 電 話: 281.364.3010。 詳 情 可 見
www.woodlandscenter.org。

膾炙人口的喜歌劇《愛情靈藥》
休士頓大歌劇院週五純情上演五純情上演

由休士頓大歌劇院表演的喜歌劇由休士頓大歌劇院表演的喜歌劇《《愛情靈藥愛情靈藥》》在在
週五晚間演出週五晚間演出

【本報訊】深
受歡迎的實力派巨
星郭晉安、鮑康兒
將於 6 月 10 日，在
奧 克 拉 荷 馬 州 的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舉行
現場演唱會，觀眾
可以事先索票，免
費入場，門票請洽
: 817-937-3014或580-920-0160分機1069。晚間七點半入場。九點開始
演出。機會難得，動作要快，發完為止。

郭晉安曾獲TVB最受歡迎男主角，2005年憑藉《阿旺新傳》奪得萬
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男主角獎。 2014年以《忠奸人》第三次獲得萬千星
輝頒獎典禮最佳男主角獎、及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最喜愛TVB男
主角獎，他還是兩屆Astro華麗臺電視劇大獎我的至愛男主角。他的代表
作品包括《憨夫成龍》《阿旺新傳》《與敵同行》《忠奸人》《古靈精
探》《創世紀》，是深具實力的頂級演員，被譽為現在還留在TVB的男
星中，演技最好的一位。郭晉安推出過大碟 「一分一刻一點也願試」，
同時在他主演的電視劇集中唱許多主題曲。

鮑康兒(Cherry)曾經參選2008年亞洲小姐，而這位香港美女，是因為覺得
自己是宅女，才參加選美會，希望能多接觸外界。在演藝圈中，鮑康兒勇於接
受不同角色的扮演，希望能 「演誰像誰」，例如像弱質女流、政客智囊、反叛
少女，她都曾飾演過。她也以此為榮： 「監製認為我的模樣可塑性高，所以可
以擔任多個角色。」

郭晉安、鮑康兒將於6月10日晚間，在奧克拉荷馬州的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舉行現場演唱會，七點半入場。九點開始。免費入場，門票可
電話索取。請洽: 817-937-3014或580-920-0160分機1069。機會難得，歡迎
民眾踴躍參加。請盡早行動，發完為止。

演唱會地點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地址是 3735 Choctaw Rd,
Durant, OK 74701-1988。

郭晉安鮑康兒來美6月10日舉行演唱會
實力派巨星實力派巨星 歡迎民眾索取免費門票歡迎民眾索取免費門票 【記者韋霓休斯頓

報導】夏日即將來臨，
您的冷氣是否隨時可以
上場？無論是家中或是
店家，冷暖氣、電器或
是水管、門窗用久了，
總有失靈的時候，這時
候，找到一位專業的維
修者，就變成相當重要
的事了。李氏冷暖氣專
門為民眾修理冷暖氣及
餐館各種設備，提供可
靠的服務。

李氏冷暖氣的負責
人李先生，曾經在紐約
工作十多年，也曾在美
國公司做過數年，對於
各種電器相當了解。因
為曾在美國公司做過，
品管相當嚴格，如果維

修之後還有相同的問題
，三十天之內會免費重
新換修。但若是不同的
問題，則另當別論。

李先生表示，在紐
約時，許多客人會每半
年一次，定期更換冷暖
氣的濾心，有定期做保
養的機器，通常壽命都
會更長。

此外，李氏冷暖氣
也承接家庭各種裝修、
維持工程，包括改建、
水管爆裂、接電、水管
不通、下水道阻塞、換
門窗等，凡是家中會碰
到的大小問題，都可以
處理。

李氏冷暖氣歡迎民
眾洽詢，並且免費估價

。保證品質。專精安裝
維修: 各種家庭、商業冷
暖氣、餐館各種設備、
速凍庫、保鮮庫、抓碼
箱、熱水爐。承接: 大小
裝修，維持工程。

請電: 李生(英、粵、
國 語 、 福 州 話)
346-262-2995。

李氏冷暖氣 信用可靠 以專業服務民眾

李氏冷暖氣精通維修李氏冷暖氣精通維修，，
以專業服務民眾以專業服務民眾

鮑康兒勇於接受不同角色的扮演鮑康兒勇於接受不同角色的扮演，，
希望能希望能 「「演誰像誰演誰像誰」」

實力派巨星郭晉安曾獲實力派巨星郭晉安曾獲TVBTVB最受歡迎男主角最受歡迎男主角，，
將來美開演唱會將來美開演唱會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美
中商會休士頓分會舉行的 「合作共贏新
機遇 」的商務午餐會於本周三中午在
Zaza 酒店舉行，邀請中國駐休士頓總領
館李強民總領事，介紹中美元首會晤成果
和中美關係進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成果及其對美南地區的影響。當
天共有美國主流政商界以及美南地區僑界
、商界 以及中資機構三百餘人與會。

手餐會由美國中國總商會休士頓分會
會長李少林主持，李強民總領事首先介紹
中美元首海湖莊園會晤成果和早期收獲包
括：增進了相互了解和信任； 確認了中
美關係發展方向和原則； 規劃了雙邊合
作優先領域和機制； 加強了國際地區事
務溝通和協調。特朗普總統將應習主席邀
請於今年年內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海湖莊園會晤的另一成果是，雙方建
立了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
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且中方
還為美方提供了一個最新的重要選項：＂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李強民總領事談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主要情況
和成果如下：

（ 一 ）＂一帶一路＂的構想來自2000 多年前中國與中東國
家的商路，主要運輸絲綢、瓷器，後人稱之為＂絲綢之路＂，直
到1000 多年前唐宋時期，陸上絲路受戰爭影響受阻，海上絲路
得到發展。直到2013年習近平出訪印尼、哈薩克再提＂絲綢之
路經濟帶＂（ 一帶） 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一路 ）的
倡議。

（ 二 ） 中國為何要召開＂一帶一路＂的國際高峰論壇： 為
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為了共商合作大計，為解決當前世界經濟
面臨的問題尋找方案，即＂三共＂，五通＂即堅持共商、共建、
共享，以及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
心相通。

（ 三 ）國際社會有何期待？不僅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

，以中巴、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等六大經濟走廊為引領，以
陸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為骨架，一個複合型的基礎設施網絡
正在形成，再加上＂絲路基金＂投資達40 億美元（ 中國再增約
87 億美金的援助），且＂一帶一路＂不只是經濟合作，人文合
作同樣精彩。＂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獨有，而是國際共有，廣
大民眾成為＂一帶一路＂的主力軍和受益者。

（ 四 ）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四年來，已經有美國公司直
接或間接參與了＂一帶一路＂的項目，美方也派出官方代表團
參加了這次高峰論壇。

李大使最後也提到＂一帶一路＂有機遇值得美南地區積極
考慮：

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 以投資、融資、技術合作、三方合
作等多種方式參與競標和建設； 金融服務和貿易領域； 能源領
域；農業領域； 人文交流等領域，值得中美雙方共同合作，一
致努力。李大使表示： 隨著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獲得早
期收穫，＂一帶一路＂倡議為兩國合作帶來新機遇，中國同美南
合作的黃金時代就要來臨。

美中商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李少林也在會中表示： 舉辦這樣
的活動，能使我們更多了解中美元首會晤成果，及 「一帶一路
」 戰略構想，把握商機，對中美經貿發展多作貢獻。

當天，李強民總領事和副總領事趙宇敏也即席回答現場中外
觀眾的提問，而美國國會眾議員Al Green 也由代表譚秋晴女士送
來賀狀，祝賀中美元首會晤的重大成果。

＂一帶一路＂全球合作共贏新機遇
李強民介紹中美元首會晤成果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李強民介紹中美元首會晤成果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圖為李強民總領事圖為李強民總領事，，本周三在休市演講本周三在休市演講：：＂一帶一路＂全球＂一帶一路＂全球
合作共贏的新機遇合作共贏的新機遇。。((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在美中商會休士頓分會舉辦的商務午餐會現場在美中商會休士頓分會舉辦的商務午餐會現場，，有三百多位美國主流政商界以及僑有三百多位美國主流政商界以及僑
界界，，學界學界，，中資機構人士與會中資機構人士與會。（。（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時間：2017年7月10日-12日

地點：蘇州國際博覽中心

報名表：2017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報名表(

附件)

報名截止日期：2017年4月30日

補貼：受邀嘉賓享受部分交通補貼

聯繫郵箱：FACPSU@163.com

內容：

迫切需要FinTech相關專家人才！

面向蘇州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服務業、

現代農業等產業領域，誠邀納米技術、新一代

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與

節能環保、生物醫藥與醫療器械等產業領域，

承擔過重大科研項目的創新人才、擁有獨立知

識產權和智力成果的創新創業人才（團隊），

以及在科技前沿領域有較高聲譽的國內外專家

學者，在業界有較高知名度的企業領袖和創業

成功人士、風險投資專家和國內知名金融機構

高級管理人員、文化產業等高端服務業人才來

蘇共襄創新創業盛舉！

2997個創新創業項目通過“蘇州國際精英

創業周”平台落戶蘇州，創業項目註冊資金234

億元，引進國家“千人計劃”人才97人，江蘇

省“雙創計劃”人才161人，姑蘇創新創業領軍

人才265人，創業周已成為全球精英廣泛集聚、

創業資源高度整合、創新要素充分湧流的專業

化優質引智品牌。

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期待您的加盟！

2017年（第九屆）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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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熱鬧慶祝Champions分行開幕
服務社區，提供更佳金融服務

（本報訊）金城銀行位於休士頓地區的Champions分行已遷
到新地點為客戶服務，於5月11日舉行開幕典禮，相信將對西北
區的客戶提供更好的選擇。Champions分行座落於全新商場，與
越華超市、六品烘培坊、功夫茶冰坊等匹鄰，新商場交通便利、
停車方便、環境清雅，周遭商家人潮川流，是西北區最新發展的
地標。當日董事長吳光宜先生暨副董事長楊明耕、董事Al Duran
及總經理黃國樑博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先生暨何
仁傑組長，華僑文化中心李美姿副主任，Sun’s Club集團總裁
孫偉根先生，台商會前會長鄭嘉明、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伉儷
等代表以及所有貴賓於百忙中撥冗參加，為金城銀行Champions
分行獻上祝福！

吳董事長首先感謝所有客戶對於金城銀行的一貫支持，表示
金城銀行Champions分行自1995年設立，伴隨西北社區發展，經
歷過去二十多年的耕耘與發展，努力提供專業和便利的金融服務
。近幾年來金城銀行業績蒸蒸日上，各項業務均創新高，為金城
銀行未來的發展奠定更堅固的基業。五月中旬金城銀行加州Tu-
stin分行即將開始營業，更加擴展銀行的服務層面。

總經理黃國樑博士表示金城銀行近幾年來業務持續成長，在
稅後純利、總資產額、總貸款額、總存款額以及股東權益均達到
創行以來的歷史新高點，銀行員工的士氣更為高昂。我們很高興
從過往已經營二十多年的獨立大樓搬遷到Sun’s Club Plaza新的

商圈，和這麼多優
質的商家為鄰，這
也代表金城銀行與
西北社區更緊密的
連繫，相信在敦親
睦鄰，互相支持的
基礎下，發揮雙贏
的乘數效果，將可
以提供西北社區的
民眾更佳的金融選
擇。黃總經理表示
金城銀行全體行員
將攜手同心，以〝
深、速、實、簡〞
的企業文化，〝用
心、誠懇、專業、
周密〞的服務態度，擴大服務社區的層面，並達到二、三年內總
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的目標，期許金城銀行和社區一同邁向永續
未來，並成為社區的標竿銀行。

為慶祝Champions分行遷移新址，金城銀行特別推出十五個
月優惠定期存款，享有 1.35%APY， 相關存款限制及詳情請洽

Champions分行電話: 281-580-8888(地址3645-C FM 1960 West,
Suite 318, Houston, TX 77014)。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行休士頓百利總行的地址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713-777-3838。

國泰銀行曾翁若梅女士
榮獲2017年艾利斯島傑出移民獎

(本報訊)國泰銀行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零售業務
行政總監曾翁若梅在本月十三日，於全美少數族裔
組織聯盟第三十一屆年會中，獲頒艾利斯島傑出移
民獎殊榮。此獎項旨在表彰以其智慧、勇氣及關懷
為弱勢社群無私奉獻的人士；得獎者在體現美國精
神同時，努力不懈延續其族裔的傳統文化。

曾翁若梅表示： 「當我看到往屆的得獎者名單
時，一方面我實在受寵若驚；另一方面我對能獲全
美少數族裔組織聯盟頒授此獎項感到自豪。我感謝
國泰銀行多年來十分支持我投身服務社區。現在我
的社區服務包括擔任華人策劃協會的董事會副主席
、天主教贖世主聖麥可學校及Gift of Life, Inc.的董
事會主席，以及法拉盛文化藝術協會的副總裁。」

曾翁若梅指： 「這些非牟利組織協助新移民及
弱勢社群實現美國夢。我深信施比受更有福，而每
個人都有需要別人幫忙的時候；你的一點點付出，
或許已能深深改善別人的生活。這正是我活躍於這
些組織的原因。」

艾利斯島傑出移民獎始創於1986年，為眾議院
及參議院官方認可之獎項，每年的得獎者均會被錄
入國會記錄中。

全美少數族裔組織聯盟曾嘉勉不同背景的傑出
美國人士，包括七位美國總統、諾貝爾獎得主埃利
維瑟爾、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及科林鮑威爾將軍、法
官桑德拉奥康納、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康多
莉扎賴斯及希拉里克林頓、鮑伯霍伯、穆罕默德阿

里、法蘭仙納杜拉，以及羅莎帕克斯。這些得主均
為國家作出重要的慈善和人道貢獻。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

：CATY）的附屬機構。國泰銀行成立於1962年，
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服務。國泰銀行
的總部設於洛杉磯，並在美國本土的加州、紐約州
、伊利諾州、華盛頓州分行、德州、馬里蘭州、麻
州、內華達州及新澤西州設有超過五十間分行。國
泰銀行另在香港設有分行，及於台北及上海設有代
表處，服務大中華市場。國泰銀行網站 www.ca-
thaybank.com。FDIC 保險的保障限於提供予國泰銀
行美國境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暨副董事長楊明耕歡迎台商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暨副董事長楊明耕歡迎台商
會前會長鄭嘉明會前會長鄭嘉明、、陳志宏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伉儷等代表以副會長周政賢伉儷等代表以
及所有貴賓於百忙中撥冗參加及所有貴賓於百忙中撥冗參加((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近幾年來金城銀行業績蒸蒸日上近幾年來金城銀行業績蒸蒸日上，，各項業務均創新高各項業務均創新高
，，為金城銀行未來的發展奠定更堅固的基業為金城銀行未來的發展奠定更堅固的基業、、董事長董事長
吳光宜在分行剪綵後與佳賓合影吳光宜在分行剪綵後與佳賓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國泰銀行曾翁若梅女士獲頒國泰銀行曾翁若梅女士獲頒20172017年艾年艾
利斯島傑出移民獎利斯島傑出移民獎（（攝於艾利斯島美攝於艾利斯島美
術館術館）。）。

【全旅假期】黃石公園，美東，美西旅遊團全年七五折
同時享有買二送二，買二送一！

（本報訊）本會于5月27日(週六)上午
9:30至11:30在美南銀行會議廳舉行例会,講
題是 「UFO 現象其原因之分析 」

(本報訊)新版《民用航空安全檢查規則》已於2017年1月1
日正式施行。為進一步保障民航旅客安全，規範民航安檢工作，

積極回應社會關切，5月23日，民
航局公安局專門下發通知，進一步
明確旅客使用護照乘坐國內航班的
相關問題。
通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可
以作為有效乘機身份證件，辦理國

內航班購票、值機、安檢手續；旅客乘坐國內航班，辦理購票、

值機、安檢手續時，應當使用同一個有效乘機身份證件。
民航局公安局溫馨提醒旅客，居民身份證過期不能繼續使用。若
有效期滿的，可以憑臨時居民身份證或公安機關出具的貼有本人
近期免冠證件照、並加蓋戶籍專用章、注明有效期的《申領居民
身份證回執》作為有效乘機身份證件替代使用。通知要求，民用
機場公安機關應本著“便民、服務”的原則，為有需求的旅客簽
發《乘坐民航飛機臨時身份證明》，保證乘客的順利出行。

UFO協會

暑假去哪裡？玩轉邁阿密：邁阿密、西礁
島、羅德岱堡、沼澤公園，只要$325！

邁阿密歡樂四日遊 MIA4-A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325/人（3人房）
行程特色：

1. 南佛州精華遊：邁阿密，西礁島，羅德岱
堡等度假勝地，豐富行程，省時省錢。
2. 兩大碼頭，兩大機場均免費接送。

第一天家園 - 邁阿密市（自費夜遊）
當您來到邁阿密/勞德黛堡的機場或碼頭時

，我們熱情的導遊將會在出口處等候您的到來
。之後，導遊會把您帶往下榻的酒店，您可以
自行安排餘下的時間。早班飛機的客人，可以
選擇購物。您可以二選一，前往 Aventura Mall
或者 Dolphin Mall（$20/人/單程, 12:00 PM-8:
00PM）。

酒店:Ramada Plaza Fort Lauderdale/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 或同級（提
供免費早餐）

第二天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
上午乘車前往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大

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 穿梭在鱷
魚密布的沼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
。漫步在鬱鬱蔥蔥的林蔭道上，欣賞盡是異國
風情的豪華宅邸以及美國地標建築——“比爾
提莫酒店”。其憑藉的十八洞高爾夫球場和獨
具古羅馬風格的超大游泳池，讓貴冑名流們無
不傾倒陶醉在這詩意後花園裡。稍後，您將前

往小哈瓦那，這裡是著名的古巴區，來自全世
界各地的遊客都必來這裡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
坊，品嚐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
風情。

酒 店: Ramada Plaza Fort Lauderdale/ Saw-
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 或同級
（提供免費早餐）

第三天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早上八點，我們會驅車170英裏從邁阿密往

南，駛向島鏈的最末端—西礁島，這裏被譽為
是“美國的天涯海角”。長長短短42座橋和32
個島嶼串連著綿長的美國1號公路，期間還會經
過著名的“七英裏橋”，車窗外除了蔚藍的大
海之外 ，一覽無余，阿諾施瓦辛格的“真實的
謊言”也是在此拍攝。到達西礁島之後，您將
會在全美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同時
導遊還會帶您尋找美國重要的一號公路的南起
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曾經也居住在這
片美麗的島嶼上，如果您感興趣，可以參觀其
故居，還可以在著名的杜佛街和海濱碼頭自由
遊覽，選購紀念品。回程時，您會欣賞到壯麗
的日落。

酒 店: Ramada Plaza Fort Lauderdale/ Saw-
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 或同級
（提供免費早餐）

第四天（可根據航班時間早晚而選擇不同
行程）

羅德岱堡–棕櫚灘–雄獅野生動物世界–
家園

（離團航班為羅德岱爾堡機場 (FLL)
18:00后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 (MIA) 19:
00后的航班）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
“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爾堡，您將
游覽“美國的威尼斯”,欣賞兩岸的豪
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檣。河道縱橫，密
如蛛網，同時您還可以漫步在美國十大
海灘之一的羅德岱爾堡海灘。中午我們將直接
前往西棕櫚灘、野生动物王国和棕櫚灘（不會
前往 Bloomingdale’s 購物）。美國南部唯一一
座集駕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
，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
原。隨後我們將前往西棕櫚灘，西棕櫚灘位於
邁阿密70 英裏的北部，與東側的棕櫚灘隔沃斯
湖相望，由跨海大橋鏈接。

（請預定勞德岱堡機場（FLL）18:00 以後
的航班；邁阿密機場（MIA）19:00以後的航班
。如果您需要預定推薦預定從羅德岱爾堡機場
（FLL）離開的航班，更省時更省錢，價格通常
也比MIA機票便宜。）

或羅德岱堡–伯拉文圖 Bloomingdale’s 高
檔購物中心–家園

（離團航班為羅德岱爾堡機場 (FLL) 14:00
– 18:00 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 (MIA) 14:00 –
19:00的航班；或去往邮轮碼头乘坐邮轮）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
遊艇之都”—羅德岱爾堡，您將游覽“美國的
威尼斯”,欣賞兩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檣

。河道縱橫，密如蛛網，同時您還可以漫步在
美國十大海灘之一的羅德岱爾堡海灘。我們的
導遊將會帶您前往美國高檔購物中心Blooming-
dale’s購物，同時您可以獲得九折購物卡以及
獨家滿額贈送活動。當客人總消費滿$6600(稅
前)，即可獲贈最新上市的蘋果 iPad Air.備註：
每組客人每次最多兌換只限兩臺，送完為止。

（14:00-18:00之間的航班或是最后一天下
午繼續乘坐郵輪旅行，您將沒有機會去往西棕
櫚灘。我們會按排專人送至機場，碼頭。羅德
岱爾堡碼頭（POE）12:00 以後；邁阿密碼頭
（POM）13:00-14:00 ，請登船前準備好您的船
票，以便將您送至正確碼頭地點。建議繼續郵
輪客人在郵輪上享受豐富午餐。）

休斯頓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民航局公安局下發通知
明確使用護照乘坐國內航班有關問題

（本報訊）中國上海，堪稱”摩都”，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城
市生活日新月異，就連家俱巿場也充份顯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摩
登的新中式，如改良的義大利式,及簡約的北歐式家俱更是符合現代都巿
人對時尚和舒適的要求。

而今休斯敦的上海紅木家俱店也與時俱進，改頭換面，力求產品的多
樣化，現代化來滿足當今市場的需求。為了面向各年齡層，該店新進了一
批體現當代簡單明快風格的家俱，有新中式的實木家俱，及舒適美觀的布
藝沙發,引領了華美家俱的新潮流。

如果你要搬新家，或是你要改造你的舊居，想跟上時代，展示你時尚
的品味，回家有舒服溫馨的感覺，請到上海紅木家俱店來，這裡會使你驚
喜連連，大開眼界，眾多的選擇,總有一款適合你。當然如果你還是崇尚
傳統的中式，上海紅木家俱店還是應有盡有，店員會幫助你挑選你心儀的
家俱，也會協助你合理搭配新式和傳統家俱，總之，會讓你的家與眾不同
。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地址：3020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63, 網址
： www.rosewoodfurniture.us, 電話： 713-975-8605

上海紅木家俱老店舊貌換新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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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全球合作共贏的新機遇
----- 李強民總領事在午餐會上演講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派代表譚秋晴女士派代表譚秋晴女士（（ 左左）） 向李強民總領事致贈賀函向李強民總領事致贈賀函。。

李強民總領事的演講包括李強民總領事的演講包括（（ 一一 ）） 中美元首會晤成中美元首會晤成
果和中美關係的進展果和中美關係的進展 （（ 二二））＂一帶一路＂國際合＂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作高峰論壇（（三三））它們對美南地區的影響三部份它們對美南地區的影響三部份 美方人士也熱烈提問美方人士也熱烈提問。。

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右一右一））也應邀出席大會也應邀出席大會。。

趙宇敏副總領事趙宇敏副總領事（（中立者中立者）） 在會上回答部份嘉賓的提問在會上回答部份嘉賓的提問。。

出席大會貴賓顧克申律師出席大會貴賓顧克申律師（（左一立者左一立者））提問提問。。 出席大會的貴賓在演講後紛紛提問出席大會的貴賓在演講後紛紛提問。。
出席大會的貴賓包括出席大會的貴賓包括 「「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 」」 百利大道分行經理李洋百利大道分行經理李洋
（（中中））等人等人。。

亞太傳統月山地舞中國功夫服裝秀
艾迪懷特小學從小舞台認識世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懷特小學的教職員擔任服裝秀表演懷特小學的教職員擔任服裝秀表演，，有中國旗有中國旗
袍袍、、 越南禮服越南禮服、、菲律賓紳士禮服菲律賓紳士禮服、、印度印度、、緬緬
甸甸、、日本日本、、韓國等地不韓國等地不 同裝扮同裝扮，，讓孩子們大讓孩子們大
開眼界開眼界。。

香香老師和學生表演台灣山地舞香香老師和學生表演台灣山地舞。。宏武會創辦人羅茜莉宏武會創辦人羅茜莉、、吳而立夫婦的表演吳而立夫婦的表演。。

宏武會表演中國功夫宏武會表演中國功夫，，((左至右左至右 ))由馬文鈺由馬文鈺,, 創辦人羅茜莉創辦人羅茜莉、、吳而立吳而立、、禹道慶禹道慶
演出演出。。

懷特小學為學生準備別有創意的文化課程懷特小學為學生準備別有創意的文化課程，，大禮堂坐滿了學生大禮堂坐滿了學生，，按不按不
同年級分批進入同年級分批進入。。 香香老師表演前介紹台灣香香老師表演前介紹台灣。。 小朋友穿了中國式服裝小朋友穿了中國式服裝，，看中國功夫看中國功夫

五月是全美亞太裔傳統月五月是全美亞太裔傳統月，，來自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移民無不趁此機會舉辦活動來自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移民無不趁此機會舉辦活動，，秀出自己的文化給社區不同族秀出自己的文化給社區不同族
裔欣賞裔欣賞，，是一個饒富趣味的文化交流活動是一個饒富趣味的文化交流活動。。

位在中國城內的艾位在中國城內的艾迪懷特小學迪懷特小學，，安排了豐富的節目安排了豐富的節目，，有各國傳統服裝表演有各國傳統服裝表演、、舞蹈舞蹈，，讓孩子們大開眼界讓孩子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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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ke-Sharing Industry Is Booming In China

China Considering New Rules For Bike-Sharing Industry

China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
Aims To Unlock Space’s Potential

More than 4,000 illegal parked bicycles 
impounded by authorities in Shanghai, March 
2017. (Photo: VCG)
China is considering a set of new rules for its booming 
bike-sharing industry, an Internet-based bike rental 
service,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labeled as one of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modern China by some young 
expats living in China. 
China began to solicit public opinions on a draft 
guideline to encourage and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based bike rental industry, according 
to a notice on the website of China’s Ministry of 
Transport released on Monday. 
According to the draft guideline, China’s bike-sharing 
companies are encouraged to provide a deposit-
free service, and those who collect deposits or down 
payments must accept supervision to guarantee 
users’ interests and ensure the money will be used for 
designated purposes.
 “Companies which collect deposits or down payments 
must divide company’s own capital and users’ capital, 
and specialized accounts for users’ deposits and down 
payments must be created,” says the guideline, adding 
that a refund mechanism should also be set up.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over 30 bike-sharing 
compan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ith accumulative 
more than 10 million shared bikes having been launched 
into the market and over 100 million registered users.
While some newly rising bike-sharing companies 
provide deposit-free bike rental service in order 
to raise their competitiveness, most bike-sharing 
companies ask customers to pay deposits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to use the bikes. 
According to Chinese media calculations, the capital 
pool of the whole bike-sharing industry now am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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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round 6 billion yuan, and it’s still uncertain as to 
who should regulate the capital and how. 
The draft guideline also requires users who want to use 
the shared bikes to register with their real names. This 
would help to clarify the interes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users and the companies and require users to park 
the shared bikes at designated areas. 
Children under 12 are banned from registering for 
a shared bike, according to the draft guideline, and 
companies are asked to buy required insurance for 
users.
 The trend of shared bikes started from some big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2016 led by China’s two 
largest bike-sharing companies, ofo and Mobike. 
The shared bikes are aimed at commuters who need 
“last-mile” transportation to travel short distances 
from subway or bus stations. People use a smartphone 
app to unlock a GPS-equipped bike from a parking 
spot and ride them as far as they want, for about 1 
yuan ($0.15) for every 30-minute ride, and park them 
in designated areas. Investors are encouraged by high 
demand for the service in China. 

The draft guideline is the latest sign that the country 
is trying to encourage the booming industry, which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country’s call for green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become a new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Earlier this month, the country also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ized committee for the 
shared bikes, aiming to promote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bike-sharing companies, help guid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virtual economy, 
traditional industry and Internet industry, as well as 
lead enterpris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upply-side 
reform. 
The public can offer opinions on the draft to a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 of the ministry by June 5th, 
according to the notice. (Courtesy http://sino-us.com/) 

Related
China's Bike-Share Craze: 5 Trends 

To Watch In 2017
First: QR codes. One feature all of the O2O bike-
share leaders have in common is the use of QR codes 
to claim a bike on-site. Scanning the code with Mobike 
and Xiaoming allows the user to instantly unlock the 
bike for use, and starts the session timer. But Ofo’s 
model is issued a mere regular combination lock. 
The QR code trigger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ock to 
be displayed within the app, and it is the users job to 
manually line up the numbers.
Second: GPS location. Mobike and Xiaoming equip 
their bikes with GPS chips, enabling them to be easily 
located in the apps’ map features. Ofo, does not, but 
can show an estimated number of bikes in your vicinity 
based on phone location data captured during the bikes 
previous drop off. Ofo's location estimate remains 
perfectly accurate, until heathens begin to lift and 
move bikes from their parked locations.
Third: ride experience. There’s no engineering 
breakthrough on this front. Each company’s bikes 

are about the same size with a similar city-bike frame 
and a single gear. One notable event, however, is 
Mobike’s recent release of its Lite model, lighter and 
with improved tire shock-absorbing technology. The 
Lite rents out at a higher per-half-hour rate than the 
original, and the app function allows users to choose 
which of the two models to locate. No, it's not the most 
innovative example, but it is a good indicator that the 
physical aspect of “ride-ability” or style of bike will be 
one factor as the competition unfolds.
Fourth: mechanical upkeep. Where there are 

bicycles, there is a need for bicycle repair, especially 
under the "who cares, it's not my bike" mentality. 
Mobike claims high quality standard for a bicycle life-
span of 4 years. But the law of averages holds that not 
everybike will last that long without complications. 
What are O2O businesses’ plans to maintain regular 
upkeep? And candidly, with or without protective gear 
(no helmets in China), who will be held liable when 
a mechanical malfunction leads to injury or worse? 
Accidents do happen.
Fifth and final: territory disputes. A few of the top 
competitors in the dockless bike-sharing arena started 
off in the safe-haven of closed university campuses. 
(Your school, my bikes. Deal?) But as the new frontier 
leads to the vast urban spread, permits for where to 
operate may become more difficult to attain, including 
more heavily enforced parking restrictions. We may be 
prime for some gritty turf-war action as companies vie 
for exclusive government permission to operate in a 
certain area. If city managers decide the bike-sharing 
free-for-all is getting out of hand, it may yield to a time 
when local bureaucracy rents out the land for O2Os to 
rent-out bikes. Competition might get ugly. (Courtesy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hina) 

Metro exit G of Laojie Shopping Street in 
Shenzhen, the area is bustling with a O2O 
bikes wheelings and dealings — a collage of 
brand colors silver, orange, blue and yellow 
bike-rental activity. 

China is bent on outperforming other nations, 
joint cooperative efforts, and even private and 
American-led multinational ventures. (Photo : 
Getty Images)
Although several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explore 
the outer space, only a few dare to dream of futur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such landscapes. China 
is one of those special few, with their China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CLEP),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by 
Asia Times.
Through CLEP, Beijing plans to reach the moon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ocal 
resources available.
A timetable for China’s planned lunar activities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in China’s 2016 white paper, 
but a new sense of urgency has taken hold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hina will continue its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and 
strive to attain the automated extraterrestrial sampling 
and returning technology by space explorers," the 
white paper stated.
"We plan to fulfill the three strategic steps of ‘orbiting, 
landing, and returning’ for the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by launching the Chang’e-5 lunar probe by the end of 
2017 and realizing regional soft landing, sampling, and 
return."
“We will launch the Chang’e-4 lunar probe around 
2018 to achieve mankind’s first soft landing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 . .
"Through the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topographic 
and geological surveys will be implemented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conducted on lunar samples; 
g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low-
frequency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will be carried out targeting the landing area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oon.”
Although national prestige and geopolitics are one of 
the results CLEP plans to achieve, the main priority is 

to establish Chinese presence in the lunar landscape.
To achieve this goal, China is bent on outperforming 
other nations, joint cooperative efforts, and even 
private, American-led multinational ventures such 
as Elon Musk’s 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SpaceX), which also aims to establish a foothold on 
the moon.

Related

China Starts Training Volunteers in 
Simulated Space Lunar Cabin

China has started training eight volunteers to become 
the country's first lunar explorers by sending them 
to live in "Yuegong-1," a simulated space cabin, the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The training is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scientist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ditions for 
humans to stay on the moon for a medium or long 
period as a potential destination for lunar tourism.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all the volunteers are civilians 
and they are postgraduate students from Beihang 
University.
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group, 
composed of two men and two women, will start living 
in the cabin on Wednesday, May 17, and will stay there 
for 60 days.
They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second group, also made 
up of two men and two women, who will live in the 
cabin for 200 days.
The first group will return later to spend the remaining 
105 days.
Dubbed "Yuegong-365," the experiment is the 
university's second attempt to test how the Bio-
regenerative Life Support System (BLSS) will work in 
an environment similar to the moon. The first trial for 
the BLSS was conducted for 105 days in 2014.
Animals, plants and microorganisms co-exist in the 
BLSS, where food and water are recycled in the system 

to create an Earth-like environment.
"The BLSS is absolutely crucial to probes to the moon 
and to Mars," Liu Zhiheng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aid. "The latest test is vital to the future 
of China's moon and Mars missions and must be 
relied upon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our 
astronauts."
According to Liu Hong, chief designer of "Yuegong-1," 
the new program was designed to test the BLSS on 

astronauts as they take turns to live in the cabin and 
how they will respond to situations such as blackouts.
The "Yuegong-1" is made up of a living space and 
two plant cabins or "greenhouses." The major cabin 
measures 42 square meters, while each plant cabin is 
3.5 meters high and 50 to 60 square meters in area.
The major cabin has four bed cubicles, with a common 
room, a washroom, a waste-treatment room and an 
animal-raising room.
The system is sufficient t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the 
four "astronauts" as they conduct their research, the 
report said.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China Is Likely To Beat The U.S. Back To The 
Moon. 

China's "Lunar Palace 1", the "Yuegong-1," a 
simulated space cabin.  (Photo/Getty Images)

Experimentation and study is ongoing in the 
"Yuegong-1 simulated space c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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