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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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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顿同源会
第47 届华埠小姐参选佳丽亮相

休士顿同源会第47 届华埠小姐选美大
会奖学金之夜将于7月29日在Royal Son-
esta Hotel举行﹐今年有九位佳丽报名角逐﹐
佳丽们在新闻发布会暖身活动上亮相﹐依序
自我介绍后﹐接受媒体採访﹐分享自己参选
感受﹒图为选美委员会共同主席﹑佳丽和嘉
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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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房地產投資最佳城市洛杉磯 空氣最髒
【VOA】洛杉磯最近名列全球房地產投資的最
佳城市，但也被美國肺臟協會評為全美空氣汙
染之首，令人亦喜亦憂。
總部設在倫敦的施羅德斯投資銀行六月公布年
度全球城市指數，根據經濟發展和未來展望列
出全球30個房地產投資的最佳城市。
美國有18個城市上榜，加州的洛杉磯今年奪得
榜首。亞軍是倫敦，其次為美國的波士頓、芝
加哥和紐約。洛杉磯去年是第六名，波士頓是
從第24名飛躍到第三名，芝加哥則是從去年的
第十名跳到第四。紐約持平不動。

評鑒除了考慮經濟的預期增長、
未來十年的可支配收入和人口規
模外，今年還包括一個關於大學
排行的新因素，對排名前後具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國的一些大城市的名次今年雖
然滑落，但仍可觀。上海第十名
，北京十一名，深圳第24名。報
告指出，深圳雖然已經成為知識
基礎的經濟，但還不具備北京和
上海在高等教育的崇高地位。
施羅德斯銀行的全球房地產專家
認為，大學排名對美國西岸的城

市上榜有利，因為大學為城市經濟提供了關鍵
的動力，大學的創新和教育提供更好的訓練和
生產力更高的勞動力。
報告指出，洛杉磯的規模和經濟深度使它成為
工作和生活的突出地點。洛杉磯的經濟優勢之
一是它在包括金融服務、媒體、貿易和科技等
多重行業的多元發展。
報告還指出，洛杉磯過去幾年特別在科技方面
取得具體進步，不僅刺激了對辦公空間的需要
，也因為擴大雇用千禧世代而刺激了對住宅物
業的需求。
就在洛杉磯戴上全球最佳房地產投資城市的光

環之際，美國肺臟協會的年度空氣報告卻讓
洛杉磯黯然失色。
肺臟協會每年根據臭氧水平和空氣顆粒汙染
的記錄，對美國主要的縣份地區進行評鑒。
今年全美國前三名的空氣汙染地區都在加州，
以洛杉磯－長灘地區居冠，其次是貝克斯菲爾
德，第三名是弗雷斯諾－馬德拉地區。
加州的臭氧水平是全美五十州之冠。洛杉磯加
州州立大學的地理和城市分析教授史蒂夫·拉
德奇指出，洛杉磯盆地曝露在全美國最高水平
的臭氧。加州的情況雖然有點改善，但仍然是
全國最壞的。
北加州的空氣質量顯著改善，但加州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空氣不健康的縣份。
拉德奇懷疑加州不斷增長的人口，在很大程度
上，是造成空氣質量下降的原因。他說，加州
中部谷地發展很快，人口幾乎倍增，海岸地帶
非常昂貴，越來越多的人搬到加州中部，該地
區的農業發展也導致人口增加。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加州人口1960年
為1580萬，到2016年已經增加到3920萬。盡
管加州的一些環保規定是美國最嚴格的，但人
口激增之下，對全面執行規定形成挑戰。

要減少空氣汙染，美國肺臟協會建議減少駕車
，在可能情況下，采用共乘、騎腳踏車或步行
。改用電動車，避免燃燒柴火，減少能源消耗
。

美國6月就
業機會猛增
22.2萬
【VOA】6月份美國新增工作機會強勁增長，
凈增22萬2千個。
美國勞工部星期五公布的就業報告還說，同月
失業率比5月份增長了0.1個百分點，為4.4%

。
失業率增長的原因是積極的經濟消息大
大超過了負面消息，更多的人受此鼓舞
而重新開始尋找工作。
目前被列為失業的人大約有七百萬。另
外有160萬沒有工作的人由於在過去四
個星期裏沒有動手找工作而沒有被計算
為正式失業者。
還有500萬人沒有找到全職工作，只好
從事半職工作。
美國6月份的新增工作主要集中在醫療
保險、商業服務和餐飲業。

與去年同期相比，美國工人的工資增加
大約2.5%，略高於通脹率。

KVVV

︱洛杉磯市區大興土木(美國之音國符拍攝)                           

︱2017年5月19日，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舉行的招聘
     會上的情形。

《中國大舞台》頂級廣播

文藝精品節目

片頭。

▲

全球房地產投資最佳城市
洛杉磯 空氣最髒

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中國大舞台》是一檔文藝廣播節目，將攜手國家交響樂團、國家京劇院、中國廣播藝術團
、國家大劇院、中央少年廣播合唱團等藝術院團，為全國聽眾呈現最頂級、最及時的文藝演
出和文藝精品節目。

播出時間：
周四上午9時30分至10時首播，周五凌晨1時30分至2時重播，
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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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特朗普政府自上台起施行

的一系列政策曾使外界担忧，

美国对外国移民的吸引力是否

会大打折扣，进而也会影响国

际生申请美国高校的热情。但

一项研究显示，紧缩移民政策

并未打消国际生申请热情。

总部在纽约的非盈利机构

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for Inter-

national Education)最近调查了

112所美国高校，发现申请2017

年秋季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与

往年几乎持平。

调查显示，包括得克萨斯

州在内的一些地区的国际生源

确有减少，但由于其他地区高

校的生源增加，总体上看几乎

没有变化。

根据从112所高校收集到

的数据，申请2017年秋季入学

的国际生比2016年同期下降了

2%。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本

土学生的申请率也比同期下降

了2%。

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显示

，2015 至 2016 学年约有超过

100万国际生进入美国学校就读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在

2015年，国际生为美国经济贡

献了超过350亿美元。与十年

前相比，在美国教育机构就读

的国际生人数增加了85%。

分析指出，美国高校的收

入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生。公立

学校对国际生的收费通常是本

土学生的2到3倍，这笔收入帮

助抵消了政府拨款减少以及本

土学生佘欠助学贷款造成的差

额。

美高校收入依赖于国际生
移民政策未影响申请热情

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日前公布的数据，2016年美

国婴儿出生率降至每千名女性

生育62名婴儿，创下有历史记

录以来的最低值。

美国本土生育率的下降引

发了学者的担忧，因为这一趋

势会伤害经济增长：随着更多

婴儿潮一代人步入退休年龄，

税收财政需要转移到越来越庞

大的老龄群体，这需要更多的

纳税人，而出生率走低不利于

未来的税收增长。

经济学家们担心，如果出

生率继续下降，美国有可能进

入经济增长停滞，就像日本过

去20年所经历的那样。分析指

出，虽然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说

明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但美国

女性不愿生育的原因其实有很

多，比如很多人想在还完学生

贷款或其他负债之前不生小孩

，也有人出于职业发展考虑选

择不生或晚生，而且“不是每

个人都需要有小孩”的观念也

被更多人所接受。

美国女性的生育年龄也在

不断提高，目前生育率最高的

女性都处于30岁到34岁之间，

而此前则为25岁到29岁。尽管

如此，相比日本持续缩小的人

口，美国的人口总数仍在增长

。

安邦咨询认为，美国出生

率下降但总人口增长，其关键

助力之一就是靠移民的增加，

而日本没有放开移民导致总人

口持续减少。从这个角度看，

虽然外界担忧特朗普在旅行禁

令获得最高法院部分支持后会

进一步加大对外来移民的限制

，但生育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的现实会令美国很难长期维持

限制移民的政策。

美国出生率跌至历史最低
难长期维持限制移民政策

因Mavni计划于2016年被取消，导

致至少2000已经签约的洛杉矶华人身份

无着落，将面临被遣返，“讨说法”的

请愿书将于29日晚，由特朗普亚太顾问

团在洛杉矶的成员之一王湉，递交至总

统手中。

通过服役于军队获得美国身份源于

“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军事资源” (Mili-

tary Accessions Vital to the National In-

terest，MAVNI)项目，Mavni项目起始于

2008年小布什政府期间。该计划主旨是

招募合法的非绿卡非公民在美外籍人士

入伍，被招募者需具有军队需要的重要

技能，比如某领域保健专家或某语言专

家等。一旦被招募，将获得美国公民身

份。

Mavni主要面对的是大学本科或更高

学历的毕业生或某一领域特别优秀的在

校学生。起初每年招募1000人，需在军

队服役一年，至2014年每年扩招至5000

人，而服役年限也变更为4年。

在2016年期间，奥巴马政府曾经提

出DACA计划，即年轻的非法移民也可

以被招募，引起反对，而MAVNI则于

2016年9月被中止不再招募新人。

至于已经签约的、处于过渡期的人

，遭遇了大麻烦，陷入身份尴尬的境地

。特朗普亚太顾问王湉说“在这些处于

尴尬境地的人中，大约有我们2000左右

的华人，他们已经签约，有的还卖了房

子带着家属迁徙到服役区域。而MAVNI

政策的改变，使得这些人既失去了之前

留美的合法签证，又难以继续服兵役以

获得新身份，他们被‘卡’在这里，不

知何去何从。他们向国防部了解情况，

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很可

能面临被遣返。他们(面临麻烦的华人群

体)联系到我，希望能协助维权，我只能

帮助他们向总统请愿。”

在王湉准备提交的请愿书中，提到

了这些人目前面临的困境，“奥巴马政

府出台的新政策，使得已经签约的人获

得身份的过程无限期延长”。按照之前

的计划，他们服役前必须经过一个培训

过程(Basic Combat Training，BCT)。这

个过程完成后可以获得身份。而新的政

策在“通过”BCT之前，增加了不同部

门介入审查等项目，使得看似简单的培

训变成很可能最终无法完成的过程，而

这些人将不能正常进入服兵役阶段，也

难以获得身份。

华盛顿邮报也刊发了标题为：“五

角大楼曾经答应服役就给他们身份，而

到今天可能是帮助他们被遣返”。面对

该群体中千名华人的迫切需求，王湉说

，29日晚上会参加总统特朗普的晚餐，

他会把大家的请愿书递交到总统手上。

“服兵役换身份”被取消？
2000名洛杉矶华人讨说法

法国《欧洲时报》发表题为《移民

“天花板”在“波旁宫”的突破》的评

论称，法国移民议员数量的突破性进展

，各种肤色的“移民子弟”走进“波旁

宫”，其中包括首位华裔议员陈文雄。

这种现象打破了存在于政治游戏规则中

的“玻璃天花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

它领域的“天花板”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

文章摘编如下：

当地时间 27 日，被马克龙旋风吹

“变了色”的新一届法国国民议会，在

舆论异样的目光下登场。除了议员数量

还是577席，似乎已经找不到“昨日风景

”。从各个角度统计出的数字，也各自

反射出“变化”与进步的光芒。当然，

最引旅法华侨华人这一移民群体关注的

，是本届议会移民背景议员人数的大幅

攀升，从上届的8席升至35席，其中包括

首位华裔议员陈文雄。四倍数量的增长

，各种肤色的“移民子弟”走进“波旁

宫”，既可以说打破了法国移民从政的

“天花板”，更可以说，彰显了倡导多

文化的法国政治生态的进步。

应该看到的是，“移民议员”的大

幅增长，并非由“配额”或是某种“照

顾性政策”而来，而是得益于马克龙旋

风所到之处的开放、任贤、年轻化、男

女平权、非职业政客等进步观念成功影

响票箱的大环境。毕竟，共和国前进党

籍“移民议员”占了议会“移民议员”

总数的七成多。

众所周知，法国就业领域对“移民背

景”的歧视，以各种形式存在。多个社会

调查显示，有些在名号上一望而知是移民

的求职者，往往折戟于“简历”刚刚被拆

封的时刻。至今，法国在“学转工”等等

申请程序上依然施行“法国人优先”政策

。可见，能够在法国职场过关斩将，进入

精英阶层的移民，大多应该具有比“本土

”人士更坚韧的毅力与更勤勉的精神。但

是很显然，长期以来，法国左右传统两党

轮番执政，职业政客把持政府与国会，政

治更新换代提不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政治

生态中，移民的表现再杰出，也很难大批

进入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加之以表面上为

“防止歧视”的法规存在，法国至今不允

许以“族裔”作为调查的标准，自然使这

个行业或那个领域究竟有多少移民身影成

为一笔糊涂账。“账”没人算，自然“天

下太平”。所以，移民籍的精英，在占不

到“舞台中央”的“政治正确”之中，如

何能为手持选票的百姓所发现呢？

马克龙的贡献，就在于首次将大批

的“社会贤达”而不是“传统政客”放

在了“民意代表”的擂台之上。在两百

多当选议员的社会贤达之中，出现20多

位如陈文雄一样的“移民贤达”，堪称

意料之中，水到渠成。

其实，法国的移民群体，并不需要

如同美国施行的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对

移民或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也不

认为在法国统计出有多少阿拉伯人、犹

太人、华人是对这些族群的不尊重，恰

恰相反，他们需要了解法国移民真实生

存状态，需要对待移民问题的务实态度

。设想，如果法国调查机构严守“不许

以族裔标准做任何调查”的清规戒律，

此次议会的35名“移民议员”是如何出

炉呢？是否是“违法调查”的产物呢？

社会需要务实求真，不需要粉饰太平。

诚然，移民议员数量的突破性进展

，打破了存在于政治游戏规则中的

“玻璃天花板”，但并不意味着其它

领域的“天花板”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我们寄望于移民议员们在政治金字

塔顶端融合多种文化的优势，为移民

群体的正当权益大声疾呼，能在本届

任期内，移民群体关注的“地方选举

投票权”、遏制“针对移民暴力案件

频发”等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

期待这些新科“移民议员”们以及所

有具有多元文化开放思维与务实进取

精神的议员们，促进法国政治与社会

变革，打破意识形态藩篱，锐意改革

，为彻底打破移民头顶的各种各样的

“天花板”而贡献力量。

移民“天花板”
在“波旁宫”的突破

澳大利亚统计局27日公布的2016年人

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生于亚洲的澳大利亚

人超过了出生于欧洲的澳大利亚人，这在

澳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所有澳大利亚人中，超过四分之一

(26.3%)的人出生于澳大利亚之外，最多的

是英国，其次是新西兰、中国、印度、菲

律宾。其中，亚洲移民占39.7%，欧洲移民

占33.9%，而5年前上一次人口普查时，来

自亚洲和欧洲的移民分别占32.9%和40.3%

。

2011年人口普查以后的5年间，澳大

利亚吸收了130万新移民，其中，来自中

国的新移民最多，为19.1万人，其次是印

度，为16.3万人。

统计数据显示，此次人口普查比上一

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总数增加了8.8%。截

至2016年12月31日，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约

为2440万。

新南威尔士州仍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

的州，其次是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首

都堪培拉人口增长最快，总人口达到39.7

万，比5年前增长了11%。

悉尼仍是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总人口

约为482万。但排名第二的墨尔本增长势

头更猛，预计将在30多年后超过悉尼成为

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

在语言方面，澳大利亚仍是以英语为

主的国家，72.7%的人在家只讲英语。使用

较多的语言还包括汉语普通话(2.5%)、阿拉

伯语(1.4%)、广东话(1.2%)。

澳大利亚的老龄化趋势在人口普查中

也得以显现。2016年人口普查显示，澳大

利亚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为38岁，比5年前

增长了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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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能源業難得遇到
好消息，似乎成了一線曙光，為
蕭條已久的該行業帶來生氣。

世界知名的能源公司哈里伯
頓（Halliburton）高層本週表示
，該公司為了滿足西德州地下天
然氣開採新技術的需求，今年每
個月增加100個技術工人，成為
該公司大裁員之後的一個顯著拐
點。這家位於休斯頓的大型石油
服務公司近期已增長了30%的生
產規模，工作人員增幅三分之一
，達到2700人。

為了因應西德州油氣的開採

，該公司的招聘仍在繼續當中，
並且在 Alabama, Mississippi ，
Nevada等州頻頻舉辦招聘會。

該公司管理層表示，我們面
臨著瓶頸，這個市場已經出現飽
和，對許多業內人士來說都是一
個挑戰。

之前曾有報導稱，美國地質
調查局（USGS）在 「西德州」 附
近發現一處巨大油田，足足可以
儲存16億桶液化石油氣和16兆
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創下美國最
大的非常規原油儲量紀錄。

地質調查局的報告指出，今

年9月才在德州西部沙漠二疊紀
盆地發現儲量約30億桶的巨大油
田，日前美國先鋒自然資源公司
（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
又證實發現一片超大型油頁岩層
，估計原油儲量200億桶，幾乎
是北達科他州貝肯頁岩油田的3
倍。

除此之外，經過地質調查局
的評估，發現該地區除了擁有
200億桶原油儲量，還擁有16億
桶液化石油氣和16萬億立方英尺
的天然氣，市值將近9000億美元
。

西德州開採需求大 哈里伯頓每月增百人

（本報訊）社交媒體網站再次證
明，用戶上傳的照片不僅僅是用來是
吸引更多人的關注，有時候，社交傳
播方式也會產生新的用途。

最近德州Kaufman 警察局在媒體
上公佈一位犯罪嫌疑人在臉書(Face-
book)賬號上的自拍照片，希望民眾提
供線索緝拿該女子。

據警方報導，25 歲的 Megan
Boulter日前攜帶一位5歲的女兒在當

地的一個沃爾瑪超市偷竊，被店內的
保衛人員發現後迅速駕車逃逸，並企
圖兩次高速超車以擺脫超市保安的追
趕。

於是，一樁商店偷竊案最後上升
為一起搶劫逃逸案件，並導致警方車
輛緊緊追趕，而肇事者以每小時90英
里的高速駕駛一部紅色道奇卡車，5
歲的女童就在車上，所幸無人受傷。

肇事人逃逸後，警方已經在當地

懸賞一萬美元緝拿犯罪
嫌疑人。同時，警方公
佈了這名女子在臉書上的自拍照片，
希望能引起民眾關注，並提供緝拿線
索。

據警方稱，這名女子在當地小有
名氣，警方希望能夠在她繼續作案前
將她快速緝拿歸案。

臉書用來抓捕嫌犯 社交媒體又增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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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民眾慶祝傳統節日烏克蘭民眾慶祝傳統節日 跨越篝火凈化靈魂跨越篝火凈化靈魂

烏克蘭基輔烏克蘭基輔，，當地民眾慶祝傳統的伊凡當地民眾慶祝傳統的伊凡··庫帕拉庫帕拉(Ivan Kupala)(Ivan Kupala)節節,,作作
為這種古老儀式的壹部分為這種古老儀式的壹部分,,女孩們要跳過火焰凈化靈魂女孩們要跳過火焰凈化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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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據英國媒體報道據英國媒體報道，，蘇格蘭男子西蒙蘇格蘭男子西蒙--克拉克克拉克（（Simon ClarkSimon Clark））
完成了壹項驚人的壯舉完成了壹項驚人的壯舉，，他沿著英國的海岸線跑了他沿著英國的海岸線跑了51685168英裏英裏（（約約83178317
公裏公裏），），而英國海岸線的總長度約為而英國海岸線的總長度約為1145011450公裏公裏。。

驚險驚險！！西班牙奔牛節上演西班牙奔牛節上演““人牛大戰人牛大戰””

中國養老保險覆蓋人群全球最多
服務體系基本成型

養老，是世界性難題。
十八大以來，中國的老齡事業步履

堅實。壹樁樁、壹件件惠及全國老人的
大實事、大好事，繪就了壹幅最美夕陽
紅的溫馨畫卷。

養老保險、法規政策、福利補貼，
保障面都在擴大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表示，
我國的養老保險覆蓋範圍不斷擴大，養
老保險制度從城鎮擴大到鄉村，建立起
統壹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成為世
界上覆蓋人群最多的養老保障計劃。

“德國等許多國家的養老保險制
度，采取現收現付制。我國有數以萬億
元計的戰略儲備基金與滾存結余基金，
還有巨大政策調控空間。只要加快改革
步伐，構建起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壹
定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保障
學會會長鄭功成認為，與不少國家相比，
我國養老保險更加值得信賴。

為增強老年人民生保障能力，推進
老齡工作相關制度的完善和銜接，中國
加強頂層設計，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老齡
政策體系，為老年人編織起了結結實實

的民生保障網。
鼓勵通過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

為老年人免費建立電子健康檔案，每年
為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免費提供包括體
檢在內的健康管理服務；加快推進基本
醫療保險異地就醫結算工作，2017年底
前基本實現符合轉診規定的老年人異地
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近日，國務院
辦公廳印發《關於制定和實施老年人照
顧服務項目的意見》，為老年人提供了
上述福利。

法規政策體系初步建立。2012年新
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
法》，2013年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加快
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幹意見》，2016年
推動出臺了《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
升養老服務質量的若幹意見》。

老年人福利補貼制度基本建立。截
至2016年底，已有27個省份建立了80
周歲以上高齡老年人津貼制度(截至
2011年底有15個省份建立)，20個省份
建立了生活困難老年人養老服務補貼制
度(截至2011年底有16個省份建立)，17
個省份建立了失能老年人護理補貼制度
，所有省份均出臺了老年人社會優待政

策。據不完全統計，三項補貼政策共計
惠及約3164萬老年人。

中央預算內資金持續支持地方養老
服務設施建設

要實現老有所養，養老服務必須跟
得上。近年來，我國在推進養老服務方
面，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養老服務體系基本成型。在居家社
區養老服務方面，截至2016年底，全國
社區養老機構和設施3.49萬個，社區互
助型養老服務設施7.64萬個。在機構養
老服務方面，截至2016年底，註冊登記
的養老機構達到2.8萬個。在醫養結合
方面，近幾年在全國90個地區開展醫養
結合試點，目前醫養結合機構共有5570
家(2012年以前尚未開展醫養結合相關
工作)，其中納入醫保定點的醫養結合機
構有2117家，醫養結合機構床位總數為
115.21萬張。

養老服務政府資金投入持續增強。
“十二五”以來持續推進中央預算內資
金支持地方養老服務設施建設。2013年
至2015年，中央財政連續三年累計投入
30億元，支持建設10萬個農村幸福院
。2016年開始，中央財政繼續每年投入
10億元、累計投入50億元，在“十三
五”期間開展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改革試
點。此外，民政部每年留存的部本級福
利彩票公益金50%用於支持養老服務體
系建設，2017年分配資金額約為13億
元。

今年3月，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門
聯合印發通知，啟動實施全國養老院服

務質量建設專項行動，推進養老服務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年5月，遼寧省本
溪市啟動了為期4年的養老院服務質量
建設專項行動，力爭到今年年底前啟用
養老院信息化管理平臺，實現50%以上
的養老院能夠以不同形式為入住老年人
提供醫療衛生服務。

近年，相關部委相繼出臺了養老設
施建設、用地、政府購買服務、社會資
本進入、醫養結合、標準化建設、人才
培養、養老服務補貼、金融支持、稅費
優惠等各個方面的配套扶持政策。經過
幾年的貫徹實施，政策的疊加效應正在
顯現。

4月初，中央財政支持蘭州市城關
區高齡、獨居、殘疾老年人社會工作服
務示範項目正式啟動，由甘肅惠群社會
工作服務中心、阜蘭路街道等兩家社區
共同付諸完成。蘭州市300名獨居、高
齡、殘疾老人可以享受到中央財政補貼
的專業社工服務。“我每星期都有幾個
半天，在阜蘭路街道為老服務中心度過。
我們活動不交費，既是受益者，也是誌
願者。”70歲的退休教師張新蘭說。

激發社會活力，到2020年讓市場占
有半數養老床位

推進養老服務，除了靠政府發力，
也要靠社會力量的支持。

“我86歲了，每天都有人按時照顧
我的飲食起居，我什麼都不用擔心。”在
拉薩市首家“公辦民營”養老院——西
藏夕陽養老康復中心內，尼瑪老人說。

為進壹步推動養老服務業的健康發

展，西藏拉薩市民政局積極探索實施社
會福利機構“公辦民營”管理模式。
2015年3月，拉薩市社會福利院與西藏
卓瑪醫院達成合作意向，在原拉薩市社
會福利院的基礎上，籌建了西藏夕陽養
老康復中心。2015年9月，中心正式投
入使用。

發展改革委公布的首批1043個PPP
項目中，涉及養老、健康養生類的項目
共有46個，總投資近300億元。黑龍江
、江蘇、浙江等省政府出臺了加快民辦
養老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河南省政府
制定了《養老健康產業發展示範園區(基
地)規劃建設推進計劃》，每年重點支持
發展10個左右的園區建設，力爭到“十
三五”末全省建成50個到60個。

此外，已經出臺的《國務院關於印
發“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和養老體系
建設規劃的通知》也明確：以促進社會
力量參與養老服務為發展重點，到2020
年，政府運營的養老床位數占當地養老
床位總數比例不超過50%的發展目標，
將市場空間更多地留給社會力量。

按照“激發社會活力，充分發揮社
會力量的主體作用，健全養老服務體系”
的指導思想，民政部還協同相關部門，
研究出臺了系列政策措施，初步建立了
扶持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業發展
的政策體系。截至2016年底，公建民營
養老機構1000多家（2012年以前尚未
開展公建民營相關工作），北京、吉林
、上海、浙江、江蘇等地民辦養老機構
占比已經超過50%。

綜合報導 今年上半年，武漢市居民CPI（消
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1.9%，漲幅比上年同期
收窄 0.5 個百分點。其中食品價格同比下降了
0.1%，是近5年來的首次下跌。

昨天，國家統計局武漢調查隊發布數據稱，上
半年，武漢市CPI前高後低，其中，受市級醫院醫
療改革和元旦、春節“雙節”提振消費影響，元月

份的CPI同比上漲3.8%，環比上漲1.8%，同比及
環比漲幅均創57個月來新高；隨著節日消費影響
減弱，2月份CPI的環比漲幅創5年來新低；3月起
，我市CPI又重回“1”時代。

該調查隊人士介紹，上半年，武漢豬肉和鮮
菜價格分別同比下降6.6%和10.3%，共拉動CPI
下降0.5個百分點。豬肉降價的主因是眼下正處

於“豬周期”中的價格下降通道；今年以來氣候
相對適宜，鮮菜生長供給無礙，而上年同期則是
異常氣候抬高了價格，這使得上半年我市鮮菜同
比價格下降。

另壹方面，受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影響，上半年
我市醫療保健類價格上漲16.6%，拉動CPI上漲
1.22個百分點，占CPI總漲幅63.9%，成為我市上

半年CPI上漲的最大推手。
該調查隊人士表示，上半年，武漢CPI漲幅在

全國大中城市中排位居前，但整體仍處在溫和的漲
幅區間內，且漲幅在逐月回落。下半年，如果我市
不出現去年同期的極端天氣，預計食品鮮菜和豬肉
價格還會繼續穩中有降，綜合預計全年CPI漲幅在
2.5%左右。

上半年武漢CPI同比漲1.9% 食品價格近5年來首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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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Will Pay For All Construction Costs  – Most
Technical Knowhow Will Come From Chinese Engineers

Thailand Approves Long-Delayed
US$5.2 Billion Rail Link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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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iland’s military government on Tuesday approved 
US$5.2 billion to build the first stretch of a high-speed 
railway that will ultimately link Bangkok to southern 
China, a massive joi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with 
Beijing that has been dogged by delays.
The project is part of China’s huge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plan to build a high-speed rail network 
connecting the southern city of Kunming with Laos, 
Thailand,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onstruction has already begun in Laos but the Thai 
segment of rail has been stymied for years by tussles 
over financing, loan terms and protective labour 
regulation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kingdom.
The funding approval from Thailand’s cabinet came 
after junta chief Prayuth Chan-ocha invoked his 
absolute powers last month to clear a series of legal 
and technical hurdle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the deal.
“The Cabinet has approved phase one of the high speed 
railway ... from Bangkok to Korat with 179 billion 
baht (US$5.2 billion) budget for a four-year plan,” said 
Kobsak Pootrakool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The first stage of the high-speed line will run 250km 
between Bangkok and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 of 
Nakhon Ratchasima, also known as Korat. The plan 
is to then extend the track to Nong Khai on the border 
with Laos.
Thailand will cover the construction costs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technical expertise will come from Chinese 
engineers – something that has disgruntled local firms 
who were angered by Prayuth’s decision to loosen 
restrictions placed on foreign engineers.
“Thailand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truction, 
while China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design,” Thai 
Transport Minister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said on 

Tuesday.
The rail deal is one of the biggest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 in Thailand in years and is part of Beijing’s 
“One Belt, One Road” infrastructure drive which aims 
to revive ancient Silk Road trading routes.
China’s largesse and increased investment presence 
in Asia comes as rival power the US becomes more 
isolationist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ailand’s junta has grown closer to Beijing since 
its 2014 power grab, shelling out billions on Chinese 
arms and welcoming investment from the regional 
superpower. (Courtesy www.scmp.com/news/asia)

Related
BANGKOK – Thailand’s Prime Minister Prayut 
Chan-O-Cha on Tuesday (Jun 
13) said he would invoke his 
‘absolute powers’ to clear 
hurdles holding up a multi-
billion-dollar deal with China 
to build a high-speed railway.
The two countries, who are 
increasingly close friends, have 
agreed to lay the track that will 
ultimately cut through the Laos’ 
border to Thailand’s south.
Beijing’s big plan is to link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y of 
Kunming by rail with Singapore 
and work has already begun on 
the line in Laos.
But the deal with Thailand has 
been beset by delays, including 
a tussle over the initial loan 
terms from Beijing.
More recently construction 
has been set back by a Thai 
law limiting the number of 
foreign nationals who can work 
as engineers and architects 
on mega-projects inside the 
kingdom.
On Tuesday, Prayut said he 
would force through the deal, 
if necessary using Article 44 – 
a self-granted law dubbed an 
absolute power by critics.
“The government must solve 
the problem otherwise it will 
hit snags or legal issues and it 
will look like the government 
can’t achieve anything,” he told 
reporters.
Article 44 is a controversial 
power Prayut granted himself 
to make any executive decision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He has used the law on a raft of issues, from sacking 
officials to raiding a controversial temple, to deputizing 
all soldiers with policing powers.
His government defends it as a needed tool that 
bypasses Thailand’s sclerotic bureaucracy. But critics 
say it is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e junta’s unaccountable 
powers.
Prayut’s comments will be a comfort to Beijing. The 
rail deal with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 in Thailand in years and is part of 
China’s huge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rive.
The first stage of the Thai railway, a high-speed line 
between Bangkok and the north eastern province of 
Nakhon Ratchasima, is alone worth 179 billion baht 
(US$5.2 billion).
The vast majority of technical expertise will come from 
Chinese engineers, something that may disgruntle Thai 
construction firms that stand to lose out.
Under junta rule Bangkok has cosied up to Beijing, 
splurging billions on Chinese arms and welcoming 
investment from the regional superpower.
Washington’s relationship with Bangkok cooled under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of Barack Obama over the 
junta’s rights abuses.

But Donald Trump has signaled relations may be 
rebooted by inviting Prayut to visit the White House. 
(Courtesy www.chiangraitimes.com)

Thailand’s Prime Minister Prayut Chan-O-Cha on Tuesday (Jun 13) said he would invoke his 
‘absolute powers’ to clear hurdles holding up a multi-billion-dollar deal with China to build a 
high-speed railway. The two countries, who are increasingly close friends, have agreed to lay 
the track that will ultimately cut through the Laos’ border to Thailand’s south.

Thailand’s Prime Minister Prayut Chan-O-Cha 
(on right) on front page of NewStraits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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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想要在休士頓大型運動和文化活
動扮演重要幕後角色嗎？現在休士頓NRG Park正在為國家美式
足球隊休士頓德州人隊(Houston Texans)比賽做準備，許多公司
都在做招募動作，找尋適合的人選。

許多大公司包括Aramark、CSC、SMG、休士頓德州人隊等
公司都開始在為運動與文化賽是招募工作人員做準備，NRG
Park也將在7月12日晚間6時至8時在Verizon West Club舉行
年度員工選秀日招聘活動(annual Staff Draft hiring event)。

招募對象全職與半職職位都有，超過12種職位，包括技術
工、停車場、收銀人員、帶位員、保全、剪票員、專櫃營業員、

廚師、管理人員、警衛、美工設
計與咖啡師等。

一旦成功錄取，應聘者將有
機會參與休士頓主要大型活動，
例如迪士尼冰上匯演(Disney on
Ice)、德州牛仔節(Rodeo Hous-
ton)、越野怪物競技場(Monster
Jam)、保護兒童醫院德州啟動大會(AdvoCare Texas Kickoff)、
Nutcracker Market等豐富精采活動工作。

有興趣的應聘者可提前在網路註冊，所有應聘者須滿18歲

以上。
主辦單位也提醒，在選秀日那天，為預防車潮與人潮，參加

者須將車停在Kirby與Murworth路上的停車場(Teal Lot)。

找工作嗎找工作嗎？？ NRG ParkNRG Park為大型活動徵才中為大型活動徵才中

休士頓大型活動舉辦場地休士頓大型活動舉辦場地NRG ParkNRG Park正在徵才中正在徵才中。。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NRG ParkNRG Park正在為再兩個月將到來的美式足球德州人比賽徵才正在為再兩個月將到來的美式足球德州人比賽徵才。。 ((取自取自Card Stunt)Card St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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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美食文化節
週日在休斯頓雙椒川菜館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外

事僑務辦公室，四川省海外交流協會主辦，休斯頓川渝
同鄉會，雙椒川菜館協辦的 「 休斯頓四川美食文化節」
，於週日（ 7 月9日）下午五時起在休斯頓著名的雙椒
川菜館舉行。由中國烹飪大師，中國飲食文化全球推廣
大使李凱所率領的一支十一人的代表團，在經歷洛杉磯
，墨西哥表演後，這趟來到休斯頓，對現場五十五名觀
眾，作了精彩和令人難忘的演出。

休斯頓川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首先在晚宴上致詞：
感謝總領館兩位領事，感謝代表團十一位成員，及本地
該會為此次大會投入工作的所有義工及與會媒體，接著
，他介紹當晚的主角---中國烹飪大師，中國飲食文化
全球推廣大使李凱出場，以投影機上圖片介紹他個人多
年來在世界各地進行廚藝表演和技術交流的經歷和作品
代表展示。

如他在2011 年參加北京衛視攝制的大型中韓電視
連續劇 「 林師傅在首爾」 ，他在劇中擔任菜品設計、菜
品製作、廚藝顧問外，更擔任男主角（ 林永健飾）的廚
藝替身。他特別介紹他專程為該劇設計的名菜，如顯示
「 片魚」 技藝刀工的 「 牡丹魚片」 ，如根據劇情需要
，故意將鴨燒焦的 「 鳳裡乾坤」 ， 「孔雀開屏」 （ 即
＂宮保蝦球＂）， 「 臥虎藏龍」 （ 即＂回鍋鬆茸＂）
。以及他在2014 年赴聯合國＂絲綢之路與創意之都＂
美食展中表演的 「 樟茶鴨方 」 ， 「 麻婆豆腐 」 ， 「 豆
瓣鱈魚 」 等說典名菜。

李凱大師又介紹他在2013 年10 月，參加泰國九皇
齋節，他成功的推出了具有中國佛教文化特色的＂素心
佛餐＂素齋美食節，在曼谷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被主辦
方評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次美食節＂。

他也提到在2015 年，受法國安錫皇宮大酒店之邀
，第四次帶領廚師團隊赴法舉辦中國美食文化節，他以
自身生活體驗創造出 「 錦江春夢」 及 「 菁萃竹海藏珍
」 如詩如畫的菜品畫面，令全場嘆為觀止。最後，他出
示這次在墨西哥美食文化節所展作的鉅作 「火燒赤壁」
更令全場驚動，古代赤壁之戰的歷史能在菜品中重現，

更令人對烹飪大師李凱的技藝佩服的五體投地。
當晚代表團還帶來精彩的文藝表演節目，如孫彥小

姐演唱 「 我愛你中國」 ，以及補強先生表潼令人震驚不
已的川劇-- 變臉，都可圈可點。

最後，晚宴開始，由李凱大師及他所率領的廚師團
隊雷鎮歐，陳祖明，張振宇等人表演了 「 魚香蝦球」
「 太白雞」 「 夫妻肺片」 ，以及由雙椒川菜館名廚表
演的蓮生蘿蔔，小米獅子頭，蔓越梅糯米，樟茶鴨，炒
白菜----- 等等，每道菜皆好吃的不得了，使每位與
會者大享口福，大呼過癮。

美南山東同鄉會，鑽石客戶集團，金潤律師事務所7月 15 日共同舉辦理財和法律講座
美南山東同鄉會、鑽石客戶集團、金潤律師事務所，共同舉辦理財和法律講座， 講座的主要

題目是：
• 怎樣減少風險而讓退休收入翻倍
• 企業老闆怎樣大幅減少交稅
• 降低成本，為公司重要員工提供報酬的替換退休/激勵計劃
• 雇主為員工申請H-1 B 和綠卡須知
• 怎樣準備跨國高管L-1 工作簽證和Eb 1 C 綠卡
主講人：
1. 盧克.且斯曼， 鑽石客戶集團總裁，白瑞德金融集團執行副總裁，林城洲際商會董事

2. 陳文， 金潤律所創辦律師，哈里斯郡檢查長辦公室移民和國際社區委員會成員, 美南山東
同鄉會副會長、法律顧問， 世華婦女工商會法律顧問

日期： 7月15日
時間： 下午1點-3點
地址： 6100 Corporate Dr. 1st floor Conference Room, Houston, TX 77036（中國城原福祿

大樓一層會議室）
聯繫人： 金潤律師事務所
電話： 832-495-7889
郵件： lawyerjchen@yahoo.com

圖為代表團表演者與川渝同鄉會理事合影圖為代表團表演者與川渝同鄉會理事合影。。 （（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圖為李凱大師圖為李凱大師（（ 中中 ）） 與川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與川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右右 ），），著名藝術家蔣銳著名藝術家蔣銳
（（ 左左 ））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晚宴上川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圖為晚宴上川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 左四左四，，立者立者 ））率理事赴各桌敬酒率理事赴各桌敬酒。。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李凱大師這次在墨西哥表演的名菜圖為李凱大師這次在墨西哥表演的名菜 「「 火燒赤壁火燒赤壁 」」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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