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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說，他和參議
院的共和黨議員推翻奧巴馬健保法遇到了很大
的阻力。共和黨7年來一直試圖徹底更換前總
統奧巴馬推出的全國健保法。福克斯電視台星
期天播出對川普總統的采訪，他在節目中說：
“我認為我們會取得成功。”
川普總統還說，“挑選一項大家都喜歡的方案
”的道路會是坎坷而覆雜的，但他稱如果不改
變美國醫保政策，全國健保制度就會崩潰。
參議院領袖計劃星期四對健保法案進行表決，
新法案將終止要求美國人要麽買保險、要麽付
罰金的規定，逐漸減少直至停止為幫助低收入
群體買保險的聯邦補貼，限制對富人的稅收，

並在今後數年把聯邦政府
補助窮人和殘障人士健保
計劃的資金削減數千億美
元。
在參議院投票前，無黨派
的中立機構“國會預算辦

公室”將對共和黨的提案給出評估，包
括提案將花費多少錢，以及如果提案通
過有多少人會失去保險。
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上個月勉強通過
的眾議院醫保提案將使2300萬人失去保
險。
共和黨雖然在參議院是多數黨，但是所
占席次僅為52比48，而預計所有民主黨
議員都會投反對票。這意味著如果有一
些共和黨議員反對，這個提案就無法通
過。

已經有5名共和黨參議員表示不能支持現在這
個版本的提案，其中4人認為這個提案未能足
夠有效地廢除現有法律，還有1人認為這個提
案削減了太多給窮人的醫保經費。其他共和黨
議員也表達了保留態度。
民主黨人對共和黨健保法案的反對招致川普總
統的批評，他在推特上說：“民主黨人抨擊共
和黨醫保提案，但奧巴馬醫保的保費和門檻費
飛漲超過一倍。還記得‘保留你的醫生，保留
你的計劃’嗎？”
在奧巴馬醫保之下，約有2000萬先前沒有醫療
保險的人擁有了保險，其中許多人都是被政府
給窮人和殘疾人提供的醫療補助（Medicaid）
覆蓋的。而共和黨人想要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把

醫療補助砍掉8000億美元。川普在競選中曾說
他不會減少醫療補助。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批評共和黨的提
案會讓“中產階級陷入絕望”。舒默還說他認
為共和黨的提案很難獲得通過。他說民主黨願
意與共和黨合作改革現有的醫保制度。
舒默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電視台《本星期》節
目采訪時表示：“他們（共和黨）不妨自己做
個嘗試。如果他們失敗了，他們或許能坐下來
，停止破壞奧巴馬醫保，坐下來與我們談，一
起把奧巴馬醫保變得更好。”
2010年奧巴馬醫保在沒有任何共和黨人支持的
情況下獲得通過。從那以後，眾議院共和黨人
多次投票希望推翻奧巴馬醫保，但這種努力在
奧巴馬執政時期是徒勞的。而現在白宮和參眾
兩院都在共和黨控制下，推翻奧巴馬醫保變得
有可能。
如果參議院通過了共和黨的提案，眾議院則需
要通過同樣的提案或者按照這個提案修改自己
提出的版本，之後川普總統就可以在法案上簽
字使之成為法律。

新數據顯示
美國人口多樣化
趨勢還在繼續

【VOA】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的年度報告說，
過去一年裡，美國各民族、各種族群體的人數
都增加了。增長最快的依然是亞裔和拉美裔人
口。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編制的最新年度報告，美

國的人口多元化還在繼續發展。這個報告給人
們提供了美國目前人口的基本情況。人口多元
化發展背後的驅動力之一是拉美裔和亞裔人口
的出生率的提高。
報告說，拉美裔人口為5750萬，自從2015年
以來增加了2%。另外，亞裔人口為2140萬，
增幅為3%，是所有族裔中增速最快的。
喬治梅森大學移民研究所主任詹姆斯·維特說
：“在這次人口統計中，人們發現，亞裔人口
的增長速度比拉美裔人口還要略快一些。但是
，就人數來說，拉美裔人口更大，所以，就絕
對數看，拉美裔人數要更多一些。”
這項研究估計，去年，所有族裔群體的出生率
都大於其死亡率，只有非拉美裔白人例外。他
們的出生人數在全國範圍減少了16.33萬人。
從地理分布看，新數據顯示，大多數亞裔和拉
美裔居住在美國的西海岸。
維特說：“加利福尼亞州和德克薩斯州有很多
拉美裔人，更為傳統的拉美裔社區大多都是在
經濟與文化資源融合比較好的地方，人們在那
裏生活感到比較適應。”
人口普查局每十年對在美國領土居住的全部人
口進行一次全面的統計。這個工作是憲法要求
的。下次人口統計是在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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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居住著許多墨西哥
     和中美洲移民。

《傳說》大型神話電視連續劇

中國指環王之稱

▲《傳說》海報。

川普：參院推翻
奧巴馬醫保遇到阻力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劇情介紹：

《傳說》是一部描述上古時期華夏文明浪漫列傳的大型神話電視連續劇，主
要講的是盤古開天後，人間部落因爭鬥產生瘟疫，為尋求戰勝瘟疫的辦法，
玉帝之妹花神和炎帝經歷千難萬險，遠走五岳天池，尋求凈土真水，最終用
天庭的種子讓鮮花開滿人間、解救蒼生的故事。全劇融合了中華民族的上古
傳說，比如“女媧補天”、“后羿射日”等神話融為一體。同時加入了大量
電腦特技，有中國版《指環王》之稱。

播出時間：
每周五晚間8時半至9時半首播，每周六凌晨5時至6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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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他将出台新

的移民法令，禁止新移民在五年内享受

任何福利优惠。

据报道，特朗普21日在艾奥瓦州锡

达· 拉皮兹(Cedar Rapids)一个集会上说：

“我相信，现在是时候制定新的移民条

规了，规定那些要进入我们国家的人能

够在经济上自立，至少五年不动用福利

……我们很快就会立法。”

竞选时承诺要遏制无证移民的特朗

普1月上任后就签署了行政命令，驱逐

非法入境者。然而，移民权益团体指出

，特朗普也针对难民与合法的移民，并

要排除没有高技能与高教育文凭者。

这是特朗普第一次透露将禁止新移

民享有任何福利，但他没有透露计划详

情。不过可以预想的是，这项立法将进

一步收缩1996年前总统克林顿政府已修

改的福利制度。

当时的新法规定很多类别的移民在

入境首五年或更长时间里不得享受多种

联邦福利，包括保健福利、现金援助和

家庭能源开支补贴。

此外，特朗普在大谈要限制移民福

利的同一天，也签发了行政命令，颁布

控制外地人入境的新措施。

特朗普取消了前任奥巴马政府为加

速办理非移民签证而设的规定。按原来

规定，当局必须确保至少八成的非移民

签证申请人在三周内获得面谈，只有那

些需要考虑安全因素的申请例外。

对于为何要做出这样的政策改变，

白宫官员没有回应记者的询问。

特朗普先前发出政令，要暂时限制

六个以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人民

入境，但法庭阻止落实这些行政命令。

特朗普政府已就此向最高法院上诉，预

计最高法院会在这几天内做出裁决。

特朗普在艾奥瓦州的这场集会上也

谈及在美墨边界筑墙的计划。他提出了

筑起“太阳能墙”的新构思，说要用太

阳能电池板覆盖墙壁，利用所产生的能

源来弥补建筑成本。

他说：“是的，我们将修建一堵墙

……我们必须阻止毒品流入。……南部

的边界，阳光充沛，热能丰富，我们正

在斟酌建成一道太阳能墙，那将制造能

量，自付成本。”

“这样一来，墨西哥就可以少付很

多钱，那很好，对吧？”特朗普最初提

议要墨西哥分担筑墙费用，引来这个南

方邻国的强烈抗议。

建造边界隔离墙是特朗普竞选时提

出的具象征意义却又昂贵的承诺。在民

主党的施压下，美国国会迄今拒绝为该

项目提供资金，只同意为现有的边界墙

提供维修资金。

特朗普將出臺限制法令新移民五年不可享福利

近日纽约法拉盛一房东要求租客

出示其合法移民身份证明，此事被告

到纽约市人权委员会，人权委员会立

刻向房东发出禁止令，因为查问租客

移民身份是歧视行为，恶意违法者最

高可面临25万美元民事罚款。

法拉盛 95-36 42nd Ave 的房东

Jaideep Gaddam Reddy，6月 12 日向

居住在该处房产的租客发出通知，要

求“所有名字在租约上的房客”，必

须出示他们的社会安全卡，在美国的

身份证明(绿卡或护照)以及工作证明

。

人权委员会立刻向房东发出禁止

令，指出房东这么做违反了纽约人权

法，因为人权法禁止基于外国人身份

或公民身份而歧视租客，禁止基于合

法收入而歧视房客。合法收入不仅包

括工资收入，也包括社安金，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福利以及包括第

八条款补助券在内的房屋补助。

人权委员会要求房东立刻停止任

何歧视行为，并且要通知房客，之前

向房客提出的要求已经取消，同时还

必须在5天内向人权委员会作出回应

。另外，房东的代理人必须参加人权

委员会的相关培训。

为了提醒新移民他们拥有的权力

，市长白思豪于6月21日在皇后区启

动“行动日”宣传和教育活动。市政

府指出，歧视一个人的移民身份，是

违反纽约人权法。民众可以打311举

报或上人权委员会网站提交诉状。对

于蓄意和恶意违反人权法的人士，人

权委员会有权对其进行民事罚款，最

高可达25万美元。

2016年，纽约人权委员会接收的

歧视报告总体上增加了60%，这个趋

势一直持续到2017年。基于种族、

宗教、国籍、移民身份的歧视，在

2016年增加了30%。遭受骚扰、歧视

、逼迁的房客，可以向纽约市人力资

源局和人权委员会寻求法律服务。打

311投诉的民众，房屋局不会询问他

们的移民身份。

纽约房东查租客移民身份违法
罚款最高达25万美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移民政

策明显收紧。他曾签署行政令，全面

检讨现行签证制度，尤其是国内企业

雇用外国劳工的H-1B非移民工作签证

，以防止移民诈骗和滥用，提倡“买

美国货，雇美国人”，实现美国优先

的竞选承诺。今年的H-1B 申请数是

2013年以来首次下滑。

家住奥克兰的华人李云18日说，

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不少朋友今年H-1B

工作签证抽签都没中。最极端的一个

例子是，某朋友连续工作了六、七年

，即将申请绿卡，却被辞退。他已经

打算在6月底回国，“未来不排除用投

资移民方式来美国。”

李云是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生毕业

，此前以OPT的身份(F1学生签证毕业

后的实习期)在一家初创公司工作。他

的工作是市场营销，和专业相关，符

合规定。但因不属于STEM，OPT没有

延期，不得不在今年参加抽签，“其

实公司老板对我不错，创业才几年，

事业刚起步，我工作没几个月，就答

应帮办工作签证，但没想到还是抽不

中。”

李云说，他和朋友基于现有情况

，原以为相关移民改革对自己有利。

因为特朗普有关H-1B抽签的改革，是

防止“欺骗和滥用”，要求企业在申

请签证时候提供更多证据，证明他们

雇用的外籍软件工程师做的是需要独

特科技专业的工作，“听说这是用来

打击雇用大量低价劳动力的印度外包

公司，签证总数是85000个，今年申请

总数降低，措施又严格，可能对并非

在外包公司工作的外国学生有利。”

李云表示，实际结果并非如此，

他和身边几个研究生毕业的朋友都没

有中签，有的朋友专业甚至属于热门

的电机工程专业。作为对比，去年认

识的三个朋友都抽中，虽然这只是随

机观察，并不是充分的证据，但仍然

让人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不乐观。

“以前以为本科毕业抽中概率

10%、研究生概率40%的推测，都不准

，只有在非盈利大学毕业的，才有以

上概率，否则低很多。有留学生一直

在怀疑，是否真的是随机抽签，因为

从未看到抽签过程。再说，即使是真

的，但特朗普还考虑取消抽签，未来

就更不确定了。”

李云的弟弟也考虑来美国念书，

曾经和母亲商量，是否需要全家投资

移民过来，但有很多疑虑，“因为要

拿出一笔很大的资金，风险太大。我

父母不懂英文，来美国不知做什么工

作。如果不经常过来住，即使拿到绿

卡，住的时间不满半年，也会被取消

。听说加拿大移民采取积分制，可是

我在美国只工作一年，也达不到某些

要求。”

李云有些进退两难，所以准备6月

底回国，因为OPT身份早已到期，如

果逾期滞留，担心未来再入境会受到

影响，“先回国再说，将来怎么做再

和家人慢慢商量。”

美華人看特朗普移民政策
進退兩難 前景不樂觀

近日，美国移民局对亲属移民

申请流程中，重要的I-130表格进行

了更新，新版表格从原有的2页变为

12页，需要填写的内容十分详细。

这项新规从4月28日开始执行，所

有亲属移民的申请人都必须使用新

版表格。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近日美国

移民局对亲属移民申请流程中重要

的I-130表格进行了更新，对比新旧

两版I-130表格，在申请人信息一栏

，从原来的14小项，增加到现在的

49小项。增加内容包括：过往地址

历史，过往工作历史等。

而在受益人信息一栏，更

是从原来的6项，增加到现在的

62项。包括受益人婚姻、亲属

、工作历史、访问美国历史、

过往移民申请记录等信息，都

要填写，此外还增加了以往只

有配偶申请才需要提供的申请

人族裔、发色、身高、体重、

眼睛颜色等内容。

婚姻绿卡申请人原来需要

填写的 G-325A 表格，被新的

I-130A表格取代。

这项规定或为打击假结婚

等诈欺行为。因为在新版表格

填写规范中清晰地表明，如果

申请人是通过与公民或绿卡持

有者结婚获得的绿卡，那么将

不具备为新配偶申请婚姻绿卡

的资格。不过也有例外情况，以下

任何一种情况都不包括在内：

1.申请人已成为美国公民；

2.申请人已持有绿卡至少五年；

3.申请人能证明令其获得婚姻绿

卡的上一段婚姻真实，或上一段令

其获得婚姻绿卡的婚姻是因为丧偶

而终止。

移民局的这项新规，将“不准

通过婚姻移民的绿卡人士申请新配

偶”的时间拉长。

根据美国移民局目前的规定，

申请人在结婚两年后可以申请正式

绿卡，三年后可以申请入籍。而假

结婚的人，如果拿到绿卡就想马上

离婚的话，得等到5年以上才能为新

配偶申请绿卡。或者说与假结婚对

象呆够三年，考取了公民后才能给

新配偶申请绿卡。

不少人为了移民美国，绞尽脑

汁想出各种办法，但因为有关政策

收紧，靠工作留下显得十分困难，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投资移民的资本

，亲属移民的排期又太久。显然，

不用排期快速办理的就是婚姻移民

，于是不少人就钻移民局的空子：

“假结婚”。甚至还有不少人在得

到绿卡后将“卖身份”变成一种交

易来赚钱。

之前纽约也有类似案例。66岁

的华裔男子萧正义(Jason Shiao，音

译) 与 其 44 岁 的 女 儿 梁 琳 (Lynn

Leung)，因涉嫌为渴望居留在美国的

中国公民寻找美国籍配偶，办理假

结婚，而在2015年9月遭到逮捕，并

以婚姻欺诈、签证欺诈的罪名遭起

诉。在2015年10月23日，萧正义表

示认罪，而梁琳则于2016年9月认罪

。

现在，新表格新政策出台后，

假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不是

真实存在的婚姻，会越来越难通过

绿卡审查，不知道这样是否能让

“假结婚”消停。

打击“假结婚”等诈欺行为
美国移民局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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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一 個
畢生難忘的婚禮，必定是每對新人夢
寐以求的事情。要籌備一個完美的婚
禮，除了考慮所花的時間金錢之外，
用真誠的心去配合新人的預算要求更
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為您創造一個夢想婚禮是本公司
一貫的服務宗旨。 既然您的終身伴侶
已找到，就讓餘下的工作交給我們，
為您諦造一個心目中完美而充滿甜蜜
回憶的婚禮。

我們擁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
新人籌備婚紗禮服造型、新娘化妝及

髮型造型、專業司儀、專業婚禮統籌
服務、全面攝影錄像、婚紗攝影、証
婚服務等... 由您選用我們服務開始起
，必定令你得到最窩心及全面服務！

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何需煩惱
。

就讓我們為您預備！
我們重視細節, 因為細節就是決定

婚禮成功的關鍵。
如有的話, 或許你是時候跟我們聯

絡, 看看我們的專業團隊能否為你解決?
恭喜你們已經準備好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喜日子好

好籌備。婚宴場地，婚宴膳食，新人
禮服，花卉擺設等等… 假如你毫無頭
緒怎樣去籌備自己的大日子又或你們
無瑕去計劃一切? 作為你的婚禮統籌，
我們都可以在你指定的資源給你最好
的專業意見和安排。 我們明白彈性對
新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具備了
不同服務以供選擇

立即就聯絡我們作進一步了解吧!
我們樂意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給你。

Contact: Kachun Lee
Phone: 832-618-6262
Email: Wed4You2016@gmail.com

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Wed44YouYou為您籌謀一切為您籌謀一切

你在準備婚禮時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1:: 千頭萬緒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又不想馬虎了事
33:: 想法太多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4:: 希望家長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本報訊）美聯航（United Airlines）為提高
在休斯頓布什洲際機場（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的競爭力，讓休斯頓成為高效方便的飛
行中轉中心，最近實施新的改進措施。

美聯航宣布，休斯頓機場美聯航的起飛和降
落地點的數量將保持相同，但可以讓休斯頓機場
的使用效率更高，吸引更多的國際乘客。

目前，布什洲際機場的大型機組的起飛和降
落分為10個特別時間段，目的地休斯頓東與休斯
頓西相互輪流使用，例如飛往休斯頓東的時間為
10:15 am，而飛往休斯頓西的時間為11:25 am。

從10月29日開始，美聯航將重新分組，調整
運作安排，起飛和降落的分組將減少為8個時間
段，而且，這些機組將同時把休斯頓東和休斯頓
作為目的地。

航空業人士指出，此舉主要是為了減少乘客
的飛行和等待時間，更高效的利用休斯頓洲際機
場，美聯航表示航空公司必須做好高效的機場安
排，乘客不喜歡在機場停留過長的時間，但是他
們又需要足夠的轉機時間。

當地的旅行者在出發和抵達目的地後並沒有
過多的選擇，然而，航空公司的改進將為乘客帶

來幫助。
整體而言，重新分組
將減少乘客臨時滯留的
時間，儘管休斯頓的乘
客對此不會發現有特別
顯著的變化，同時，美
聯航還會增加新的ki-
osks 登記口，提供更
加高效的機場經驗。

減少乘客臨時滯留時間 美聯航做改進

（綜合報導）德州貝爾郡檢方指出，一名現年66歲
的婦人涉嫌於1980年代擔任小兒科護士期間，殺害約60
名孩童。由於這名前任護士涉嫌奪走多條嬰兒性命，被媒
體冠上 「死王天使」 封號。

66歲的德州婦人瓊斯(Genene Jones)涉嫌在1981年
9月16日殺害年僅2歲的女童羅絲瑪麗(Rosemary Vega)
，22日被以殺人罪起訴。就在上個月，瓊斯也因涉嫌在
1981年 12月12日殺害11個月大的男嬰喬舒亞(Joshua
Sawyer)，被依殺人罪起訴。

美國廣播公司(ABC)報導，貝爾郡(Bexar County)檢察
官拉胡德(Nico Lahood)指出，調查發現瓊斯在1980年代
擔任護士期間，最多可能殺害了60名孩童。

拉胡德說， 「我們比對了她的排班表以及那些孩童的
死亡時間，結果發現只要是她有上班時間，孩童死亡案件
就會大量增加。」

根據檢方調查，男嬰喬舒亞死亡時，瓊斯正好是聖安
東尼奧(San Antonio)貝爾郡立醫院(Bexar County Hospi-
tal)小兒科加護病房護士，瓊斯涉嫌在喬舒亞體內注射了
足以致命劑量的抗癲癇藥物 「癲能停」 (Dilantin，又名
「大侖丁」 )。

1984年，瓊斯便因為涉嫌殺害15個月大的女童雀兒
喜(Chelsea McClellan)，被法院定罪並判處99年有期徒刑
，迄今關在德州蓋特斯維爾(Gatesville)州立監獄內。

2016年，她涉嫌用肝素(Heparin)注射導致出生僅4周
的男嬰羅蘭多(Rolando Santos)死亡，被貝爾郡法院法官
判處60年有期徒刑。

為解決州內監獄人滿為患問題，德州在1980年代初
期通過州法，讓部分受刑人得以提早出獄，瓊斯也是適用
對象之一，據估計可望在2018年3月獲釋出獄。但現在由
於她又面對兩項新的殺人官司，使得獲釋日期出現變數。

德州前小兒科護士 涉嫌殺害60名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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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古城遺跡吸引遊客目光巴拿馬古城遺跡吸引遊客目光

遊客在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巴拿馬古城參觀遊客在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巴拿馬古城參觀。。位於巴拿馬位於巴拿馬
首都巴拿馬城東側的古城是今天這座中美洲名城的歷史起點首都巴拿馬城東側的古城是今天這座中美洲名城的歷史起點，，也是西班也是西班
牙殖民者在美洲大陸太平洋沿岸建立的第壹座城市牙殖民者在美洲大陸太平洋沿岸建立的第壹座城市。。它建於約它建於約500500年年
前前，，16711671年遭英國海盜劫掠焚毀年遭英國海盜劫掠焚毀。。如今剩下的殘垣斷壁仍依稀可見如今剩下的殘垣斷壁仍依稀可見1616
世紀的歐洲建築風格世紀的歐洲建築風格。。

重
慶
老
農
造
出
兩
條
龍

重
慶
老
農
造
出
兩
條
龍

會
潛
水
會
噴
水
還
可
以
騎

會
潛
水
會
噴
水
還
可
以
騎

重慶五保戶鄢朝明有重慶五保戶鄢朝明有
兩條兩條““龍龍”，”，壹條可水上壹條可水上
駕馭駕馭，，他騎龍身他騎龍身，，龍按他龍按他
的意願在湖面遊弋的意願在湖面遊弋；；另壹另壹
條雖不能駕馭條雖不能駕馭，，卻在他授卻在他授
意下歡樂地出水潛水意下歡樂地出水潛水。。

在商場中展出的“丘可之家”。當日，“LINEFRIENDS”世界巡展首次亮相浙江杭州，並
將持續至8月31日。“LINEFRIENDS”本是即時通訊軟件LINE推出的聊天表情貼圖，其全
員萌萌的形象，在用戶中獲得了超高人氣，因此衍生出各種周邊產品及主題商店。

風靡亞洲的風靡亞洲的““LINE FRIENDSLINE FRIENDS””
浙江杭州首展浙江杭州首展

共享單車專利侵權案持續發酵
專家：專利不可共用

綜合報導 共享單車成為資本“紅
人”後，其背後的知識產權問題備受關
註。針對共享單車專利侵權案持續發酵
的態勢，相關專家提出，單車可以共
享，專利不可共用，建議制定共享單車
標準專利，推進共享單車市場健康有序
發展。

專利風險壹直是創業公司面臨的壹
大考驗。目前，摩拜單車陷入“掃碼開
鎖”專利侵權官司，永安行被訴涉侵犯
“無固定取還點的自行車租賃運營系統
及其方法”專利。共享單車投放市場後
雖然解決了短途出行難題，但後續的社
會管理以及法律問題正逐步顯現。

顧泰來是壹名海歸創業者，曾入選

第四批國家“千人計劃”。早在2009
年，他就將創業項目聚焦在解決城市短
途出行的共享單車商業模式上，並於
2010年申請了“無固定取還點的自行車
租賃運營系統及其方法”專利對其研究
成果進行保護。後來，他與政府及投資
人進行了接洽，但由於當時終端技術未
普及和網絡基礎建設不完善，導致該項
目擱置。

短短幾年後，摩拜單車、OFO、永
安行、小藍Bluegogo等共享單車品牌如
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迅速占領大街小
巷。顧泰來發現，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車
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安行）涉嫌
侵犯自己的個人專利，隨即走上了維權

之路。
日前，顧泰來訴常州永安公共自行

車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安行）
專利侵權案有了新進展，蘇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判決顧泰來敗訴。顧泰來不
服這壹判決，已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
院提起上訟。

“我只是希望以此讓大家重視並尊
重知識產權。”顧泰來表示，他並不是
希望通過訴訟禁止共享單車的發展或者
是以此索取高額的賠償，相反他非常樂
意將相關專利許可給共享單車的運營商，
雙方在尊重知識產權的基礎上，共同繼
續為公眾提供便捷生活的服務。

在盈利之前，擴大市場規模和擁有
核心技術專利，這是共享單車企業的核
心競爭點。業內人士表示，在商業模式
和技術雷同的背景下，競爭不僅僅是用
數量和價格搶占市場，城市運營和法律
風險的規制問題更需要關註。

其實，今年以來，由共享單車亂停
放、占用公共道路空間以及共享單車本
身涉嫌侵權而引發的相關訴訟層出不
窮。前不久，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就
受理了首起因共享單車停放問題引發的
民事案件。壹小區停車場認為“摩拜單

車”亂停亂放影響了物業管理秩序，遂
委托物業公司將摩拜公司告上了法庭。

記者註意到，“無固定取還點的自
行車租賃運營系統及其方法”專利維權
案件還涉及壹個業界非常關註的話題，
即商業方法、商業模式能否申請專利的
問題。

“過去我們國家對於純粹的商業模
式、經營模式是不給予法律保護的，但
是這幾年來，司法實踐已經開始研究對
帶有技術含量的商業經營模式給予相關
的專利保護。”暨南大學知識產權學院
教授溫旭認為，由互聯網經濟掀起的共
享經濟熱潮中，壹個好的商業模式壹旦
給予知識產權保護的話，就可能是價值
連城。

根據我國專利法規定，純粹的商業
模式屬於“智力活動的規則與方法”，
不能被授予專利。2015年 3月公布的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體制機制
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幹
意見》中，就“營造激勵創新的公平競
爭環境”方面明確提出，研究商業模式
等新形態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辦
法。同年12月的另壹個文件——《國務
院關於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

的若幹意見》提出，加強新業態新領域
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研究完善商
業模式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實用藝術品
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制度。

直至今年4月起施行的《專利審查指
南》中，專利保護的範圍擴大到部分商業
方法及商業模式，明確含有技術特征的商
業模式及商業方法可以受到專利保護。

“創新的商業模式誕生後，往往會
有大批企業跟風甚至抄襲，創新者享受
的利益無法與其投入的時間、精力以及
金錢相匹配。若無法獲得合理保護，將
會極大地影響創新積極性。”溫旭說，
以共享單車為例，單車可以共享，但專
利不可共用，建議制定共享單車標準專
利，推進共享單車市場健康有序發展。
“共享單車的未來能夠走得多遠，還需
要依靠相關的知識產權。”

華中科技大學知識產權與競爭法中
心主任鄭友德則認為，共享單車的共性
特點是共享，而專利權是壟斷。那麼，
單車的共享性和專利的排他性或者壟斷
性之矛盾如何平衡？由此，他提出壹種
解決思路，即探索專利實現共享的可能
性，而這種共享有可能推動整個共享單
車行業的發展。

綜合報導 在經歷了近三年的低潮後，2016年，
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路易威登2000平方米專賣店
銷售額達到了4.5億元人民幣，愛馬仕700平方米
的專賣店銷售額達到了5億元，均比2015年實現
小幅增長。預測2017年中國業務，這兩家知名高
端商品公司分別給出了增長20%和15%樂觀估值
。

最近，上海市靜安區商務委員會對多家高端商
品公司調研後發現，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相關
公司在華業務出現回暖行情，進入四季度後反彈
明顯，今年前五個月增長態勢延續。

上海市靜安區商務委員會副主任李新民表示，
靜安雲集了全球1200多個知名消費品牌，世界三
大高端商品集團的開雲集團、路威酩軒集團、歷峰
集團旗下各品牌在華業務中心均集聚靜安，相關市
場調研可以反映出我國高端商品市場的最新變化。

調研顯示，擁有江詩丹頓、卡地亞、萬寶龍等
知名品牌的歷峰集團，將中國區總部設在上海靜
安，2016年在華鐘表、珠寶和服裝市場的銷售業
績均實現兩位數增長，珠寶市場表現尤為搶眼；在
被稱為“中國高端商品市場核心”的上海恒隆廣場
，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商場月度銷售增幅同比
均在兩成以上，去年 12月份和今年 1月份的單
月銷售額，連創開業16年來歷史新高，每平方米
月均銷售額達萬元以上。

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商貿行業管理處處長孔福安
認為，我國高端商品市場顯現回暖行情，與近期我
國整個消費市場回暖相壹致，是相關高端消費回
升、境外消費回流的壹個縮影。

據上海市商務委員會統計，今年前五個月，上
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2%，位居全國
主要城市前列，增幅同比提升了1.1個百分點。

目前，上海的社會消費品零售規模已超過香港、新
加坡等國際知名商業中心，正快速邁向新興的國際
消費城市。

據介紹，我國近期高端商品市場顯現回
暖行情，主要有四方面原因：壹是我國中等收
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以“80後”為代
表的人群逐步成為消費主力。在這壹年輕消費
人群帶動下，過去高端商品以“禮品采購”為
主的消費正加速向以“自用”需求為主的個人
消費轉變。

二是近三年來，部分高端商品品牌面對迅
速變化的中國市場進行更務實的定價調整，逐
步縮小中外價格差距，吸引了部分原打算境外消
費人群回流。

三是人民幣匯率終結了多年來的單邊升值，境
外購買力的優勢有所減弱，在壹定程度上抑制了中

國消費者境外購物欲望，這壹影響對日本、美國等
市場較為明顯。

四是近年來我國政府采取了壹系列舉措，旨在
將包括高端商品在內的相關消費和稅收帶回國內。
例如，2015年和2016年年初，先後兩次削減針對
化妝品、鞋子和服裝等產品的進口關稅。

李新民表示，雖然我國高端商品市場顯現回暖
行情，但不可壹味樂觀。面對競爭日趨激烈的中國
市場，部分國際品牌不得不關閉業績較差的店鋪，
進行資源整合，把經營重心投向品牌運營和產品創
新設計，通過個性化定制服務以及高品質產品適應
市場變化，“在今天的中國，靠不斷開店實現快速
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

中國高端商品市場回暖 “自用”消費漸成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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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Work To Convince China That A Tariff 
On Ethanol Is Against Their Own Interests

New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ays North Korea A Top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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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aid that stopping 
the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 will be a top priority, 
along with resolving 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according to a video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released on Monday.
Terry Branstad, a former Iowa governor, has been 
described by Beijing as an "old friend" of China. 
Branstad was confirmed on May 22 a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new ambassador to China.
"Resolving the bilateral trade imbalance, stopping 
the North Korea threat, and expanding people-to-
people ties will be my top priorities," Branstad said in 
the video message, which was released on a popular 
Chinese video-streaming platform.
Trump has placed high hopes on China and its president 
Xi Jinping exerting greater influence on North Korea, 
although he said that last week Chinese efforts to rein 
in the reclusive North'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had failed.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regularly says that Beijing 
is doing all that it can with regard to North Korea 
by implementing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while also pushing for greater dialogue to 
reduce tension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that he had 
pressed China to ramp up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top 
diplomat Yang Jiechi in Washington last week.
"We face many of the same challenges. A strong 
US-China relationship can contribute to solutions," 
Branstad said in the video, without giving details about 
how he hoped to work with China.

New U.S. Ambassador to China Terry 
Branstad

Friendship With China
Branstad said that he first traveled to China in 1984, 
shortly after becoming governor of Iowa.
The following year, he hosted President Xi, then a 
county leader, during Xi's first trip to the US. Their 
friendship has since grown, and Branstad has visited 
China multiple times.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nd five more visits to China 
later, I now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the 
people of China, to build the future of US-China ties," 
the ambassador said.
The ambassador is bringing his family. "My wife, 
daughter, son-in-law and two granddaughters will join 

me in Beijing, and I look forward to introducing them 
to the warmth and extraordinary cul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he said.
Branstad said that he will also travel across China to 
visit old friends and make new ones.
Dong Manyuan,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d that Branstad's arrival in 
China is coming at a good time.
"The president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ve reached 
consensus on guidelines for improving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ir personal exchanges have gone 
smoothly," he said.
"That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work of 
the ambassador, who is a friend of both presidents." 
(Courtesy http://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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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mbassador, Top Ethanol 
Advocate Sent In To Smooth Over 

Chinese Crisis

Former Iowa Gov. Terry Branstad is now 
the ambassador to China, and he hopes to 
convince the Chinese that a tariff on ethanol 
is against their own interests. (Associated 
Press)
Seeking to boost its own renewable fuel production and 
achieve energy independence, China has declared war 
on the U.S. ethanol industry by instituting harsh tariffs 
on American products —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ending to Beijing the man best positioned to broker 
pea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Newly minted U.S. Ambassador to China Terry 
Branstad, the former governor of Iowa with 
longstanding ties 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become perhaps the nation’s most prominent ethanol 
advocat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industry is an irreplaceable component of his 
state’s economy, and Mr. Branstad knows more about 
U.S. ethanol and can better explain its benefits than 
virtually any other politician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political analysts and industry insiders.
“I think he is absolutely uniquely qualified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inese. It’s hard for me to 
think of anybody else who could go to China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e and ethanol thanTerry 
Branstad,” said Bob Dinneen,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Renewable Fuels Association, the ethanol industry’s 
leading trade group. “We’re not expecting anything. 
But we are hopeful just because of his background that 
if anybody can get through to the Chinese on why these 
issues are so important, it would be Terry Branstad.”
But Mr. Branstad, a Republican with two stints as Iowa 
governor under his belt, appears to have his work cut 
out for him.
China hopes to double its own ethanol production 
by 2020, jumping from the current level of about 2 
billion gallons per year to 4 billion. While China faces 

an uphill climb to meet such an ambitious target, the 
country already has taken the first key step: freezing 
out U.S. imports in order to eliminate competition.

Last year, China implemented an anti-dumping duty on 
dried distillers grains (DDGS), animal feed produced 
by the ethanol industry. Just a few years ago, China 
accounted for about 50 percent of all U.S. DDGS 
exports; today, it’s down to “virtually nothing,” Mr. 
Dinneen said.
China also upped its tariffs on U.S. ethanol from 
5 percent to 30 percent to 40 percent — potentially 
closing off the country to American exports. The nation 
is the third-largest export market for U.S. ethanol, but 
that’s expected to drop as a result of the tariffs put in 
place last year.
The moves have had serious repercussions for the 
ethanol sector. Ethanol prices have dropped by about 
15 percent since the end of 2016, while DDGS prices 
have fallen by 40 percent, according to industry figures.
While crushing for the American ethanol sector, 
specialists say those steps are necessary if China hopes 
to ramp up its own production at home. Right now it’s 
virtually impossible for the country to produce fuel 
that’s financially competitive with ethanol produced in 
the U.S.
“The reason they were importing such a large amount 
from the U.S. is because their own production just 
can’t compete, and it’s largely due to corn prices,” 
said Yuan-Sheng Yu, a senior analyst at Lux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irm that tracks renewable 
energy and biofuels markets.

“Part of this play is to make sure they can protect and 
grow their own domestic production,” he added.
Moving forward, part of Mr. Branstad’s task will be to 
convince Chinese officials that the plan hurts its own 

people.
“If feed users in China have to pay more for their 
surplus grain that may not be as high in protein or as 
high a quality their consumers are going to have to pay 
for that,” Mr. Dinneen said.
But Mr. Branstad is hardly headed to China with a 
singular mission of addressing the American ethanol 
industry’s wish li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 
host of concerns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unclear whether the White House is willing to go to 
war over ethanol.
While Mr. Branstad would be especially qualified to 
lead such a fight, he’ll do so only under direct orders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U.S. government’s 
position? Because he’s not the kind of guy to not follow 
the program,” said David Yepsen, a longtime political 
editor and columnist at The Des Moines Register who 
covered Mr. Branstad for decades.

“Branstad is not likely to be out there going rogue 
on what he’d like to do to help the ethanol industry. 
He’s going to be doing w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do. How much hell he raises is going to be 
contingent on what those other, larger pieces are,” 
said Mr. Yepsen, now the director of the Paul Simon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at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in Carbondale.
For his part,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highly 
supportive of the ethanol industry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biofuels mandate, known as the 
Renewable Fuel Standard. His position should be at 
least partly credited to Mr. Branstad, who for years 
made the not-so-subtle case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hat support for ethanol was crucial to doing well in the 
Iowa caucuses.
Mr. Trump finished a close second in the 2016 Iowa 
GOP primary behind Sen. Ted Cruz of Texas. He 
carried the state easily over Democrat Hillary Clinton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thing that Branstad always did with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f you’re coming to Iowa, you’ve just got to 
pay homage at the alter of ethanol,” Mr. Yepsen said. 
(Courtesy 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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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Branstad meets Xi Jinping in Beijing on April 15, 2013. (Photo: Getty Images)

Terry Branstad of Iowa, right, with Xi Jinping 
in 2012, when Mr. Xi was China's vice 
president. (Photo/Iowa Governor's Office/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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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美國
華夏時報、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北京

市人民政府、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聯合主
辦的2017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 海外華
人中文歌曲大賽休士頓賽區決賽，24日圓
滿落幕，經過精彩角逐，最終選出四位選
手取得赴北京參賽資格。

主辦單位致詞表示，休士頓賽區是第
一次籌辦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 歌唱比
賽，美國地區還有舊金山、紐約、芝加哥
、洛杉磯等四個賽區，看到華人參與熱烈
感到很開心。

當天參賽者共有21位選手，其中75
歲的唐嘉千演唱 「我愛你，中國」 、15歲
陳涵林演唱 「你給我聽好」 、14歲榮睿萱
演唱的 「燭光裡的媽媽」 、16歲亮亮演唱

「當我老了」 、19號夏柏秋演 「拯救」 、
侯菲演唱的 「瑪依拉變奏曲」 、劉春池演
唱 「斷橋遺夢」 。經過激烈競爭，成年組
第一名夏柏秋、青少年組第一名陳涵林、
第二名榮睿萱和亮亮脫穎而出，晉級赴北
京參加總決賽。

此次專業評委邀請張昕偉、王維國、
樊豫珍和李文一，文化評委則有國際著名
雕塑家王維力、休士頓大學亞美研究中心
主任鄒雅莉、休士頓國際電影節榮譽主席
陳燁、休士頓多家合唱團指揮簫楫、華夏
時報發行人於建一等人。聯邦眾議員Al
Green的亞裔代表譚秋晴也到場頒發賀函
及頒獎。

水立方杯休士頓歌唱大賽圓滿落幕 晉級選手赴北京參賽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為提升廣電新媒體領域層次，邁向全面
網路光纖化，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日前與休士頓在地知名光聲電信集團(Phonoscope Global)董
事長Lee Cook簽約，雙方正式成立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 (Phonoscope- Southern News
Group Telecom Media Group)，未來兩大企業將聯手合作，擴大網路服電視務範圍，打造國際光
纖網路區(International Fiber Zone)，引領時代先驅。

光聲電信集團於1953年由創始人Lee Cook與其他當地銀行家一起合夥創業，其總部設立於
休士頓。光聲電信集團為寬頻網路和有線電視供應商，公司服務範圍除在大休士頓地區，也遍布
Baytown、Galveston、Freeport、Magnolia、 Richmond-Rosenberg、Splendora、Texas City
and Willis等德州八個縣。

光聲電信集團首先在1962年於蓋文斯頓獨立學區(Galveston ISD)建立雙向影像電話系統，
1989年在休士頓在主要核心商業區，完成用乙太網傳輸的大規模光纖環工程。 Phonoscope並繼
續與當地學校區合作，自2014年成功投標以向Cypress Fairbacnks獨立學區(Cypress Fairbacnks
ISD)提供暗光纖和10千兆乙太網服務。該公司在休士頓地區提供大眾乙太網光纖網路服務，並為
休士頓公司行號、機場和住宅區提供有線數位電視、高速戶聯網和數位電話服務，目前公司先進
設備都符合適應互聯網通訊協定第六版(IPV6)規格。

光聲電信集團表示，傳統的銅製同軸電纜技術容易遭受干擾，不夠可靠，速度不夠快，已經
是過時了。日新又新的信息科技設備、各種應用程式和發展，都增加對寬頻的需求性，於是光纖
技術正引領時代潮流。

目前該公司光纖網路的客戶遍及大休士頓地區，包括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休士頓醫療
中心(Medical Center)、Greenway Plaza、休士頓超過38個學區、機場系統及諸多企業都選擇使
用，評價極高。

現在，美南與光聲電信傳媒集團聯手成立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 ，提供真正的上下對稱
的光纖上網連接，目前已經有超過23000英里的純光纖幹線，為您提供最快速和最可靠的互聯網
服務，滿足您高速數據的需求。

美南與光聲電信傳媒集團服務客戶包括(一) 企業：為各型企業提供無與倫比的通信方案，光
速寬頻上網，更迅速、更可靠的通訊連接，毫秒之間傳送大量信息，讓您的公司掌握成功的先機

。 ( 二) 家 庭 ： 使 用 「 光 纖 到 你 家 Fi-
ber-To-The-Home」 連接，您將開闢無限
可能的新世界，體驗Gigabit的生活方式，
以光的速度享用網路世界，更火速、更清晰
。

美南光聲電信媒體集團是最尖端的科技
電信網路提供者，服務項目包括：1. 光速互
聯網(speed of light internet): 高速下載或上
傳資料、視頻、音樂,，2. IPTV寬頻電視提
供超過400個高清頻道，享有清晰的畫質與
聲音。與朋友玩線上遊戲。 IPTV provide
more than 400 channels，3. 家庭專業級的
Wi-Fi 。 Professional Wi-Fi for the home
，4. 經由網際網路通訊Voice Over IP: 人與
人之間的創新互動，5. 專業的個人視頻會議
Professional personal Video Conference，
6. 遠距醫療Telemedicine、遠距學習Dis-
tance learning， 7.立即線上備份 Instant
Online Backup。

走過37 年，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形成立體式全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成為美南地區最具影
響力的華文媒體，加上光聲電信集團提供人性化的網路用戶體驗，把光纖網路便利性讓更多用戶
受惠。

心動了嗎？現在就訂我們的光纖互聯網，最快可比其他電信業者快上千倍，依不同的需求有
不同價格，最低每月只要$99起。有任何需要，詳情可洽：韋霓Winnie(301)509-1137、秦鴻鈞
Christi(713)306-6808、黃麗珊Nancy(713)818-0511、黃梅子Jenny (832)260-8466。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全面啟動 打造國際光纖網路區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全面啟動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全面啟動。。

專業視訊會議光纖效果更快速更穩定專業視訊會議光纖效果更快速更穩定。。

主辦方美國華夏時報發行人於建一主辦方美國華夏時報發行人於建一((左左))致詞致詞。。 ((珊娜／攝影珊娜／攝影))

中美混血兒亮亮取得赴北京參賽資格中美混血兒亮亮取得赴北京參賽資格。。
((珊娜／攝影珊娜／攝影))

中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合作研討會在得州奧斯汀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2017年6月23日，中美基礎設施
建設投資合作研討會在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舉行，此次活動由
中國省與美國得州貿易投資合作聯合工作組秘書處—中國對外承
包工程商會與得州經濟發展和旅遊局共同主辦。得州經濟發展和
旅遊局局長丹尼爾（Bryan Daniel）、中國駐美國休斯敦總領館
副總領事劉紅梅、得州交通廳項目計劃與發展總監葛杜諾
（Lauren Garduño）、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副會長辛修明等出
席研討會並致辭。

2017年4月，中美兩國元首在美國佛羅里達海湖莊園會見
，就探討推動雙方基礎設施合作達成共識。此次研討會是落實兩
國元首海湖莊園會晤成果，促進中美經貿合作的重要活動之一，
旨在發揮中美省州合作機制平台作用，促進雙方加深基礎設施領
域合作共識，為具體項目落地打下基礎。

來自中國交通建設、中石化煉化、中鐵集團、中國土木工程
建設、北京建工集團、金環建設、江蘇交通科學研究院、玉皇化
工、萬華化學、美國AECOM、Fluor Corporation、Worley Par-

sons、AMEC Foster Wheeler、Pre-
sidium、 Yates Construction、 Infra
practice of KPMG USK、DLA Piper、
Vertex Holding、 Prime Equipment
Solutions、Rigid Global Buildings等兩
國基建產業界的60餘名代表出席本次
活動。大休斯敦地區商會（GHP）、
奧斯汀商會、德克薩斯南方大學、美國
東西方研究所（East West Institute）
等商會、學術及智庫代表也派員參加。
研討會上，與會代表就產業現狀、合作
機會、合作模式等進行了專題討論和交
流。

與會代表普遍認為，美國基礎設施
市場廣闊，在省州合作機制下討論中美
基礎設施投資合作務實有效。中國基建
企業有自身特點，在籌資、產業能力和
設施建設方面經驗豐富，通過與美國企
業合作，不僅能更好助力美國基礎設施
更新升級，還可共同開拓國際市場，參
與“一帶一路”項目建設，發揮各自優
勢，實現互利共贏。

中國省與美國得克薩斯州聯合工作
組是中國商務部與美國地方層級建立的七個省州合作機制之一，
中方成員包括福建、江蘇、四川、山東、天津共5個省市，是促
進中美經貿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資企業名稱：中國交通建設集團（China Communica-
tions Construction Group）、中石化煉化集團（SINOPEC En-
gineering Group）、中鐵集團（China Railway Group）、中國

土木工程建設集團（China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roup
）、北京建工集團（Beij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Group）
、金環建設集團（Jinhuan Construction Group）、江蘇交通科
學研究院股份公司（Jiang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Traffic Sci-
ence）、玉皇化工（Shandong Yuhuang Chemical）、萬華化
學（Wanhua Chemical）

中國江蘇海外留學人才創新創業大賽
（ 本報訊 ）為精準搭建好與全球人才對接活動平台，吸引

更多的海外高層次人才智力服務我省創新發展，江蘇省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廳今年將舉辦“中國江蘇海外留學人才創新創業大賽
”，現面向全球廣泛徵集以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
人工智能/信息技術領域為重點的創新創業項目，根據項目報名
情況在6-8月份進行項目審核及確定邀請回國參賽入圍名單，
10月下旬在國內舉辦決賽。

政策支持：
（一）參賽補貼。入圍決賽的海外人才回國參加決賽時，根

據距離給予不同額度的參賽補貼。

（二）優秀項目獎勵政策。
1、對獲獎的項目，頒發獲獎證書；
2、決賽根據項目所屬領域分成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

新一代人工智能/信息技術和綜合類4組，每組設立一等獎1名，
二等獎2名，三等獎3名。一等獎獎勵3萬元，二等獎獎勵2萬
元，三等獎獎勵1萬元。一年內落地江甦的，優先獲得“江蘇省
留學回國人員創新創業項目”資助。

3、符合條件的獲獎項目可直接參加下一年度由省人才工作
領導小組組織舉辦的“中國江蘇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在總決
賽中獲獎的，主辦單位頒發獎杯、獎牌、榮譽證書，並分別給予

一、二、三等獎獲獎選手10萬元、3萬元、1萬元的獎金，符合
江蘇省“雙創”資助申報條件的，可直接進入答辯程序，資格可
保留一年。

4、到國內參加決賽的人才項目，可享受到江蘇相關地區考
察對接。落地江蘇發展可享受在江蘇創業培訓、管理諮詢、創新
資源共享、人才招聘及天使資金等配套服務。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報名郵箱：FACPSU@163.com
報名截止日期：6月30日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在研討會上講話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在研討會上講話。。

為出席研討會的上的貴賓為出席研討會的上的貴賓。。包括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劉紅包括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劉紅
梅梅（（ 橫排左二橫排左二，，得州經濟發展和旅遊局局長丹尼爾得州經濟發展和旅遊局局長丹尼爾（（ 橫排左橫排左
三三），），及得州交通廳交流項目計劃與發展總監葛杜說及得州交通廳交流項目計劃與發展總監葛杜說（（ 橫排橫排
左四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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