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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頒發美南銀行頒發20172017年第年第1212屆屆
清寒學生獎學金清寒學生獎學金

美南銀行第美南銀行第1212 屆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屆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的頒獎典禮於日前在總行的頒獎典禮於日前在總行22 樓大廳內舉樓大廳內舉
行行﹐﹐頒給五名學子獎學金共頒給五名學子獎學金共50005000 元元﹒﹒當當
天除了獲獎學子外天除了獲獎學子外﹐﹐銀行董事長李昭寬銀行董事長李昭寬﹑﹑
執行長執行長Gary OwensGary Owens﹑﹑董事成員黃泰生董事成員黃泰生﹑﹑洪洪
恭儀恭儀﹑﹑侯思漢等及學生家屬親自到場參與侯思漢等及學生家屬親自到場參與
觀禮並合影留念觀禮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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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交響樂團休斯頓交響樂團
週六晚上週六晚上 77::3030 在在 Jones HallJones Hall 音樂廳表演音樂廳表演 The Music ofThe Music of
PrincePrince。。

夏季閒暇哪裡去夏季閒暇哪裡去 休斯頓多種活動登場休斯頓多種活動登場

米勒室外劇場米勒室外劇場
77月月1111日至日至77月月1616日晚上日晚上88::1515上演托尼獎音樂劇上演托尼獎音樂劇PippinPippin

休斯頓狗狗大賽休斯頓狗狗大賽
77月月1919日開始在日開始在NRG ParkNRG Park舉辦連續舉辦連續55天的室內狗狗大賽天的室內狗狗大賽
，，週三上午週三上午99點到下午點到下午33點入場免費點入場免費。。

動物園瑜伽課動物園瑜伽課

77月月1515日晚上日晚上77點點，，44至至1010歲兒童在家長帶領下可自帶或出租瑜伽墊參歲兒童在家長帶領下可自帶或出租瑜伽墊參
加動物園瑜伽課加動物園瑜伽課。。

休斯頓藝術博物館現繼續休斯頓藝術博物館現繼續Ron MueckRon Mueck 現實雕現實雕
塑展覽塑展覽。。

迪士尼迪士尼““獅子王獅子王””
百老匯音樂劇從本月至百老匯音樂劇從本月至77月月2323日將在哈比中心劇場日將在哈比中心劇場（（thethe
Hobby CenterHobby Center））上演迪士尼音樂劇上演迪士尼音樂劇““獅子王獅子王””

20172017 美食卡車節美食卡車節
喜歡美食的朋友可以在周六從喜歡美食的朋友可以在周六從 1212點點 到晚上到晚上88點參加非裔點參加非裔
美食卡車節美食卡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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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食廚藝在國際舞台上綻放臺灣美食廚藝在國際舞台上綻放 美南大專校聯會風雅集7月15日酵素工作坊
休士頓的鄉親朋友們有口福了! 中華民國僑

務委員會特選年度金廚黃景龍(龍師傅) 和陳麒
文廚師即將於8月25日來休士頓. 休士頓是這次
僑委會 「美中及美南地區臺灣美食廚藝巡迴講
座」的第一站.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會長黃春蘭說:臺灣可能以其夜市,街頭小吃和牛
肉麵而聞名,但我們也有來自臺灣當代休閒美食
的新時代廚師.黃景龍(龍師傅), 獲得多項國際廚
藝競賽金牌獎也是新時代廚師之一, 剛完成在香
港國際烹飪比賽當評審，隨即飛來美國參加7月
9 日至 13 日美國廚師聯盟 (American Culinary
Federation - “ACF”) 在 佛 羅 里 達 州 奧 蘭 多
(Orlando, Florida) 舉行的 「全美年度廚藝大會」
(ACF National Convention & Show). 站上全美最
高的廚藝殿堂, 龍師傅將和美國米其林的名廚
(Michelin stars) 一起表演, 他將展現臺灣美食廚
藝給2,000位廚師, 透過表演臺灣的美味，讓更
多主廚們來認識這片土地上的人文與景色！

今年的美南地區臺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 黃
春蘭會長特選在休士頓Astros棒球隊東主新開的
高檔意大利餐廳辦一場臺灣美食美酒饗宴, 與美
國主流餐廳廚師做廚藝交流,同時也介紹獲獎的
臺 灣 清 酒, 此 外 也 將 在 River Oak’ s Central
Market 辦三場活動: 有臺灣美食示範及品嚐會,
親身體驗動手做臺灣美食, 和臺灣茶道,茶藝文化
及臺灣點心品嚐會. 擅長美食的鄉親朋友們, 我
們也安排在康博士廚藝教室為你準備一場美食
廚藝競賽,”台菜小王子 pk休士頓美嬌娘”, 讓
你一展手藝!

以下是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為
你準備的五場臺灣美食廚藝講座:

臺灣美食美酒饗宴
8/26/17 (Sat), 6pm-10pm
@ Potente’ s Restaurant , 1515 Texas Ave,

Houston, TX 77002
5-course dinner:多樣開胃菜配雞尾酒, 3 道

主食每道主食都配有廚師推薦的酒/清酒, 加上
甜品和甜酒.

台菜小王子 pk休士頓美嬌娘
8/27/17 (Sun), 10am-12pm
@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1440 Campbell

Rd., Houston, TX 77055
台菜小王子 pk 休士頓美嬌娘,

教我們如何在 45 分鐘內做出美味
的晚餐。一頓抓著老公的胃,和隔
天孩子美味的午餐便當。45分鐘內
，PK一素一葷一蛋和一鍋飯。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媽咪做的菜
會贏得孩子的心, 還是大厨會勝過
老婆的魅力。

臺灣茶道，茶藝文化及臺灣點
心品嚐會

8/27/17 (Sun), 2pm-4pm
@ Central Market, 3815 Wes-

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27
臺灣美食示範及品嚐會
8/27/17 (Sun), 4pm-6pm
@ Central Market, 3815 Wes-

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27
親身體驗動手做臺灣美食
8/28/17 (Mon), 6:30pm-9pm
@ Central Market, 3815 Wes-

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27
此外黃會長也安排有多場非對

外的活動如美南電視《美食美客》
節目製做 “台灣開胃菜和刀工神
技 廚藝秀”, 訪視超市及多家僑營
餐廳 (例如: Café 101, 姚餐廳) 和他
們諮商服務,訪視僑營食品製造業,
產品設計,人力資源,經營管理及電
腦化諮商, 歡迎主廚及記者發表會,
感謝及歡送主廚晚宴等.相信臺灣
美食廚藝將在八月的 ”Restaurant
of the month” 掀起熱潮！

非常感謝以下活動贊助商/者: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R.O.C. (Taiwan)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

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ECO) in Houston
石山地產 Stone Mountain Properties/ James

& Leeshan Birney
張文華法官 Judge Theresa Chang

黎淑瑛僑務委員 Shu-Ying Li Hsu
劉秀美僑務委員 Shelley Ding
甘幼蘋僑務委員 Cecilia Chang
葉宏志僑務委員 William Yeh
姚餐廳Yao’s Restaurant
Café 101 / Amy Chang
106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副主委嚴杰 Roger

Yen

康博士廚藝教室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 Elaine Tao

Central Market / Chef Juan Gonzalez, Cook-
ing School Manager

詳情請看附件. 座位有限,報名請從速！請不
要錯過享受美食學習廚藝的好機會喔!

報 名 請 洽: 黃 春 蘭, Alice.Wen88@gmail.
com, 281-829-0178

(本報訊)美南作協8月演講，邀請前會長劉昌漢談1971年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的生平與作品，講題： 「政治烈
焰下的絕命情詩─談聶魯達敲打心靈的文字雨浪」。

時間：8月12 日（星期六）下午2點
地點：休士頓僑教中心203室
智利詩人聶魯達一生是一部傳奇，他對政治激情不滅，對愛

情流浪不悔。寫的詩無論是一片落葉，或屋瓦積雪，或隨風飄逝

的歌，或最後之玫瑰……，熾熱優雅，獲有 「愛的詩人」、 「人
民的詩人」稱謂。主要著作包括：《晚霞》、《二十首情詩和一
支絕望的歌》、《西班牙在心中》、《漫歌》、《船長的詩》、
《元素頌》、《一百首愛情十四行詩》、《回憶錄︰我曾歷盡滄
桑》等等。

我們在網上找到義大利以聶魯達做背景拍攝的電影 「郵差」
(Il Postino)：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i-i6SNmZbs

，影片附有中文字幕，故事是虛構的，但是舉重若輕道出詩與生
命的關係，非常好看。本片獲得1995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
、導演、男主角等五項提名，得到最佳音樂獎，建議大家看看。

相信大家對前會長劉昌漢都不陌生，他是名畫家、作家(筆
名劉吉訶德)，經常在美、台、中國演講。此次他準備了百餘張
投影片隨同演講播放，介紹詩人的生平、愛情、著作，與有興趣
的朋友共同沐浴一場知性的文學饗宴，歡迎大家參加。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演講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演講會
政治烈焰下的絕命情詩─談聶魯達敲打心靈的文字雨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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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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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集即將在7月15日 星期六下午 2點到5點 在休斯
頓華僑文化中心的展覽室做一個酵素工作坊. 林秀英
女士將親手示範如何製作 三種酵素。其中包括: 食
用酵素, 環保酵素,和康普茶。食用酵素可以強化我
們的代謝，可以加強我們身體的吸收功能，又可以
消解體內的毒素，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永保健康
。環保酵素 可以保養我們的頭髮，增加我們的美顏
，讓我們的皮膚永保青春. 而且可以去除食品的農藥
，淨化我們的空氣， 減少對環境的毒害而綠化我們
的地球,改善地球的環境.

酵素又稱為“酶”是各種生物化學反應的催化
劑，酵素存在於所有活細胞內，是它啟動了細胞之
活力，使細胞展現出生命現象，如果沒有酵素，卵
子、精子就無法結合，植物無法進行光合作用，所
有細胞活動就將失去動力，生命亦無法產生。若將
人體比做燈泡，那麼酵素就是電流。

沒有電流燈泡就不會亮。人一生下來體內就有
足量的酵素(約5000多種)以供身體的運作。年齡遞
增，酵素會慢慢減少，減到無法滿足新陳代謝的需
要時，人就會死亡。酵素愈缺乏，人就愈益老化；
反之，酵素貯存愈多，人就愈健康，所以要隨時補
充酵素。

酵素的作用是將澱粉分解成葡萄糖、將蛋白質
分解成胺基酸、將脂肪分解成脂肪酸，這些養分才
能被細胞吸收利用。每種酵素各司其職，共同維持
人體各種職能的正常運作，肌肉的運動、神經傳導
、心跳、呼吸、思考、消化食物、建構、修補組織
及加強解毒功能等等，均需酵素來催動，所以說：
沒有酵素，就沒有生命。

林秀英女士具除了將親身示範各種酵素的製作
外,最後會示範如何製作康普茶 (Kombucha), 康普茶
現在非常風行連Costco都有在賣. Kombucha 最早在
秦朝時被認為能平衡內臟功能和促進身體的疾病癒
合而稱為不朽茶，後來被俄國發現帶至東歐，而命
名為 Chayniy Grib，在德國特別由Sklenar M.D. 醫生
進一步研究了30多年，康普茶的作用像天然的抗生
素一樣。

1971年日本鳥居女士在蘇聯高加索旅遊，發現
那裡有座長壽村，村中有些年逾百歲的老人還能在
田野勞動，而且其中十分之一的老人還有生育能力
，並聽說此長壽村無人因患高血壓和癌症死亡。經
過考查發覺他們每家都有一茶缸紅茶菌飲料，無論
老幼把它當茶飲用。今天超過百萬日本人每天飲用
這發酵茶。傳說一位韓國醫師名叫“Kombu”他把
此茶給皇帝品嘗後，皇帝非常之喜愛，所以皇帝把
此茶根據他的名字而命名為“Kombucha”，“cha
”意味茶的意思。一位戰爭博士 Rudolph 用它對待
癌症患者、高血壓、新陳代謝混亂等病人。

林秀英女士不但熱忱耐心與大家分享知識，還
會招待大家飲用口感清甜的酵素飲料和康普茶，並
準備自製酵素的starter. 以便大家在家裏製作 各種酵
素. 此活動免費提供各界朋友, 有興趣的朋友請
email llc@jccaa.org 註冊. 有問題請電話詢問:Aileen
Teng 鄧嘉陵 281-980- 0186, 832-526-7373 或 Judy
Jeng徐小玲713-385- 3854

美國龍河公司 (Dragon Bay-
ou Inc.)和休士頓太空中心特別在
暑假期間安排一個難得的親子同
遊NASA太空中心並與前亞裔宇
航 員 焦 立 中 博 士 (Dr. Leroy
CHIAO)共進午餐的機會。 焦博
士曾以每小時 17500 英里的速度
飛行過外太空四次。八月四日他

將親臨休士頓太空中心，講述在
外太空冒險的經歷。

除了聆聽特別的飛越外太空
經驗，參加者還有機會享用太空
中心特別製作的美味西式午餐。

漫長的暑假何處去？這個老
少皆宜的一日遊，深具意義且機
會難得，歡迎大人與小孩都能踴

躍 加 入 NASA 一
日遊，行程費用
：
成人：$99/每人

(12歲以上） 兒
童 ： $69/每 人
(4-11歲)

內容包含：
1.太空中心入場券 2.西式午
餐 3.與宇航員會面交流
4.贈送宇航員個人照片 5.參與焦
博士答問會

日 期：2017年8月4日 (星
期五)

時 間:上午8:30在中華文化
服務中心(CCC)集合

並 作 出 發 前 簡 介 9:00 由
CCC出發 下午5:30回到CCC

報名請洽：Billy Kung ,Shu
Mak，或將姓名,年齡,住址,電話
號碼

Email至shumak1@sbcglob-
al.net

電 話：713-503-6948
報名截止：7月19日
支 票 請 寄 ： Dragon Bayou

Inc. 5030 Indigo St., Houston,
TX 77096

休士頓太空中心一日遊休士頓太空中心一日遊
與宇航員焦立中博士共進午餐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德州觀音堂將於下周日（
7月 23 日 ） 上午十時半起舉行心靈文化交流會，誠邀您
和家人參加。活動的內容包括：
‧ 免費美味素食品嚐
‧ 盧軍宏台長視頻分享與介紹
‧ 佛學知識講座
‧ 免費佛學書籍、DVD 結緣
‧ 贈送菩薩加持的吉祥米- 送完為止

觀音堂文化中心的地址：
10161 Harwin Dr.Houston TX 77036 edit

德州觀音堂心靈文化交流會德州觀音堂心靈文化交流會
77 月月2323 日舉行日舉行，，
誠邀您和家人參加誠邀您和家人參加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
國財政部13日指出，除非政策
改變，美國政府年長者退休計
劃17年內將開始資金耗盡。根
據美國財政部年度報告，大蕭
條時代的退休基金－社會安全
制度(Social Security)，若依照目

前政策，在2034年將耗盡資金
。

與此同時，支援醫院保險
的聯邦醫療信託基金(Medicare
trust fund)僅能足額給付至2029
年，屆時福利勢必鋭減。社會
安全制度加上醫療健康保險計

劃是美國聯邦支出的最大源頭
。約5，000萬美國人民每年收
到退休金，5，700萬人適用聯
邦醫療保險。社安金罕見漲幅
明年每人每月多28元

不過，聯邦信託委員會13
日提出預計報告說，社會安全

金明年 1 月可能獲得多年來最
大的漲幅，而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Part B 明年保費不會
增加，大多數人月費將維持
134 元。美聯社報導說，社安
金只增加2.2%，每個人每個月
領到的錢只多出大約28元。社

安金已多年只略微提高，今年
增幅0.3%，去年更保持原狀。
信託委員也再度對社安計劃和
Medicare 的長期財務問題提出
警告。

美國有超過6100萬名退休
者、殘障勞工、配偶和過世受

益人的子女領取社安
福利，每個人每個月
平 均 領 到 1253 元 。
Medicare 則 為 大 約

5800萬人提供醫療保險，大部
分是年滿65歲的人。這兩個聯
邦政府最大的福利計劃目前都
還有盈餘，不會立即陷入危機
，可是信託委員警告說，改革
拖得愈久，要維持這些計劃而
不大削福利或加稅就愈困難。
數據顯示，1960 年時，每 1 位
領取社安金的退休人士有5.1名
勞工供養，時至今日，每位受
益者要靠僅約2.8名勞工支持。

除非政策改變除非政策改變 美國年長者退休計劃基金美國年長者退休計劃基金
1717年內有可能將社安退休資金耗盡年內有可能將社安退休資金耗盡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據報
導，蘋果公司在中國業務進行擴
張，將在貴州省建立蘋果在中國
的第一個數據中心。蘋果公司表
示，“我們的中國客戶樂於使用
iCloud 安全地存儲他們的照片，

視頻，文檔和app，並在所有設
備上保持同步。新增的數據中心
將使我們得以提高產品和服務的
速度以及可靠性，同時也符合相
關新規。”

蘋果公司環境、政策和社會

事 務 副 總 裁
麗 薩 • 傑 克
遜 認 為 ， 新
的 數 據 中 心
及 合 作 關 係
的 建 立 ， 將
通 過 減 少 延

遲和提高可靠性改善中國iCloud
用戶的體驗。據了解，該數據中
心通過與當地的互聯網服務公司
雲上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
司合作，將建成和蘋果在全世界

所有其他數據中心一樣，100%
由可再生能源供電。

具體合作方面，蘋果公司將
在貴州貴安新區註冊實體公司，
與雲上貴州公司合作建設iCloud
貴安新區主數據中心，由雲上貴
州公司運營，蘋果公司提供技術
支持。據介紹，該項目投資將達
到 10 億美元。 iCloud 服務在中
國境內還將使用iCloud和雲上貴
州公司雙品牌向用戶提供服務。

蘋果將在中國建數據中心
iCloud連接速度望更快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美南山
東同鄉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德州東北同鄉會和美國美好家園
聯盟共同舉辦的安全講座和社區大會，將

於 8 月 5 日（ 星期六 ） 下午三時至六時
，在中華文化活動中心舉行。主辦單位誠
摯邀請所有社團組織共同舉辦這次講座和
大會，也誠摯邀請所有巿民來參加這次講

座和大會。講座主要內容是：1. 如何合法
用槍 2. 犯罪發生時，如何保護自己？3.
受害人權益和救濟途徑 4. 專家律師評論章
瑩穎綁架失蹤案。

四大社團共同主辦社區安全講座
8 月 5 日在中華文化活動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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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與健康艾灸與健康
潤元堂國醫館潤元堂國醫館

國泰萬通金控公司完成收購美國加州Sinopac Bancorp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房屋地基檢驗的基本常識*

時間: 2017年 7月22日(周六)，上
午10:00am-12:00pm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動中心

主講人: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負責
人─白釗民

房屋和建築大多數皆是建造在黏
土土質上，特別是德州美南一帶黏土
類的土質非常普遍。這類的土壤對於
「水」含量的變化是非常敏感，且具

有較大的收縮膨脹性，因此容易造成
房屋地基移動造成房屋損壞。而要如
何預防，減低因土壤水份含量變化所
產生地基走位的問題?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特於22日(周
六)邀請具近30年的資深房屋檢驗專家
白釗民先生在美南銀行社區中心專題
講解有關 「房屋地基檢驗」的基本常
識，當日演講大綱內容如下:

房屋簡易檢驗及基本常識
房屋地基保護及注意事項
地基修理應有的認識
白釗民先生目前服務於 Expertise

Building Inspections; Corp; Expertise
Realty Group LLC; Expertise Property
Management LLC; Expertise Construc-

tion LLC; 以及 Expertise Capital Part-
nership LLC.. 畢業於政治大學企管系
。1982年移民來，次年1983年即開始
研究學習木結構房屋的保養、裝修與
建造。1991年專業住宅房屋檢驗。
1993年開始不動產研究與投資。1995
年專業研究木結構房屋白蟻控制。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現場並備茶
點招待。舉凡有興趣的朋友及社區民
眾踴躍參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
報 名 入 座 ， 以 免 向 隅 。 美 南 銀 行
(Member FDIC).連絡電話：Ling Ch-
uang 713-272-5045 ( 中/英 文)， 或
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
內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
服務。目前分行在休士頓糖城、奧斯
汀達拉斯Plano、達拉斯Richardson等
地區。2017 年 8 月將於達拉斯地區再
新增一家分行。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
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美
南銀行總行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

“針灸”，“針灸”，其實是
針刺和艾灸兩種治療方法的總稱。
治療疾病，兩者缺一不可。針刺是
通過針對穴位的刺激，來調動經脈
中氣機的運行，從而平衡人體的生
理功能；艾灸則是通過艾草燃燒產
生的熱能對經絡起到溫通的作用。
對由寒和瘀引起的疾病，艾灸的功
能往往不是單一的針刺所能替代的
。

艾灸有很多形式。簡單的可以
用手持艾條（分有煙、無菸兩種）
，在穴位上方懸停一段時間來加熱
穴位。也可以隔姜、蒜、或其他藥

物來灸。現在最常用的方法
是將艾條置入特製的艾灸器
（或罐或盒），點燃後將艾
灸器件放置在欲灸的穴位上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方便，
灸者不用手持艾條。
艾灸的一個副作用是容易

引起輕度燙傷，比如皮膚起
泡等，對體內有濕的患者更
是如此。很多時候這屬於人
體的排病反應，不僅沒有任
何不良後果，反而對治療是
有好處的。但對現代人，特

別是年輕女性，這種治療方法有時
難以接受。

在古代，養生治病，特別是久
病重病，提倡瘢痕灸。那是直接將
小的艾炷放在穴位皮膚上點著，這
樣反复地點燃一個又一個的艾炷，
對穴位進行直接的熱刺激。對於重
症，在某些特定的穴位，如足三里
和關元穴等，要求灸後化膿，即發
灸瘡，這樣才能達到治病延年的效
果。古人認為，一年中對某些特殊
穴位作定期定量的化膿灸，對袪病
延年大有裨益。化膿灸也曾在日本
廣泛流行。從現代觀點來看，化膿

灸在體表產生一個無菌性的炎症，
從而刺激免疫系統，保持其活力，
提高人體的抗病能力。

直接灸的關鍵是要找操作得當
的好中醫師，即使是最極端的化膿
灸，也沒什麼痛苦，更不會出現不
必要的感染。瘢痕灸因為不可避免
地會留下疤痕而讓大部分現代人望
而卻步，但這種方法對治療某些慢
性病和重病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
對很多特別危重的疾病，在其它中
西醫治療方法都無效時，重灸可達
到起死回生的效果，中醫稱為“回
陽救逆”，無論是古書記載還是現
代臨床實踐，都證實了這一點。所
以艾灸是很多針灸高手為自己和家
人治病的方法。廣大讀者如果放下
顧慮，大膽地接受這種治療方法，
一定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治療效果。

普通的保健灸，可以自己在家
裡操作；如果是治病，則應該找專
業針灸醫生。潤元堂國醫館以病人
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提供針灸服
務 。 診 所 位 於 Gal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
77057，電話832-818- 0707。

國泰銀行之控股公司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
CATY）今日宣佈，根據國泰萬通金控公司及台灣Bank SinoPac
Co. Ltd.於2016年7月8日簽訂的股權認購協議，已於本日(7月14
日)完成其早前公佈的美國加州SinoPac Bancorp及其全資子公司
遠東國民銀行之收購。

根據双方 股權認購協議的條款，總交易金額為約三億五千
一百六十萬元，及以遠東國民銀行部分資產折現計算的額外成交
後款項。國泰萬通金控公司已發行926,192股普通股支付部份交
易金額，餘下款項用現金支付。交易金額中的一億元會延期支付
，並將按其後遠東國民銀行及國泰銀行合併後一年內支付；收購
金額的10%會先保留，並在三年內支付。

此收購完成後國泰萬通金控公司將成為加州特許銀行國泰銀
行、美國SinoPac Bancorp及其全資子公司美國聯邦特許銀行遠
東國民銀行之控股公司。

國泰銀行為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華資銀行，成立於1962年，
一向以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服務著稱 。國泰銀行

目前在全美華人主要居住的州及城市共 擁有五十八個服務網點
，包括三十四家加州分行、十二家紐約州分行、三家伊利諾州分
行、三家華盛頓州分行、兩家德州分行、一家馬里蘭分行、一家
麻州分行、一家內華達州分行及一家新澤西州分行。此外在香港
設有全功能分行，並於台北及上海設有代表 辦事處。國泰銀行
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持” 以客為尊”的經營理念，致力提供最佳
的金融產品及服務，多年來一直深穫華人客户的肯定與好評。近
年並連續兩年穫美國富比士 (Forbes) 雜誌評選為全美前一百大經
營績效最佳銀行的前二十家績優銀行。國泰銀行網站為www.ca-
thaybank.com。

遠東國民銀行成立於1974年，亦提供全面的商業銀行產品

及服務。遠東國民銀行目前在加州設有九家分行，並在北京設有
一家海外辦事處。遠東國民銀行網站為www.fareastnationalbank.
com。

此次收購完成後國泰萬通金控在美國的分行網點將由目前的
五十八家擴增至六十七家，籍由更豐富的產品線及更多的服務網
點，相信將可提供客戶更廣泛及更便捷的金融服務。國泰萬通金
控將儘快向主管機關申請旗下兩家銀行之合併,在未合併前兩家
銀行雖仍獨立運作，但藉由轉介及跨售機制, 將可對双方客户提
供更全方位之金融服務。在海外業務部份, 遠東國民銀行之北京
辦事處已成立多年, 在中國大陸的人脈廣擴, 未來 結合國泰銀行
現有之上海代表處、台北代表處、香港分行暨中國大陸金融同業
綿密的同業金融合作, 相信對美國及兩岸三地現有客戶的服務及
新客源之開發, 應會有很大的助益。

國泰萬通金控對社會各界對此併購案的支持與協助表示感謝
, 並承諾在此新的基礎上, 繼續加強擴大對所有客戶之金融服務。

恆豐銀行第二季財報恆豐銀行第二季財報
各地區業績優異,存貸雙高

（本報訊）恆豐銀行於2017年7
月14日在恆豐銀行大樓12層會議室
召開2017年度第二次記者招待會,會
議由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主持,副
董事長張瑞生,執行董事錢武安,孫定
藩, 陳文全，總經理張永男,公關部經

理 Jennifer Zhou 市場部副總裁徐朗
等人列席參加。

會議中,吳文龍董事長在肯定了
恆豐銀行第一季的優異表現同時,並
對第二季度的營業業績給予高度的
評價。吳董事長說恆豐銀行第一季

度營運及成長業績營運業績比去年
同期都有明顯增長, 更可喜的是從目
前統計看,在第二季度的經營中,銀行
各地的經營業績持續優異。截止
2017年6月底第二季度財務及營運狀
況如下:

總資產額已接
近 14 億 6 千萬,總存
款額近13億,總貸款
額近12億,稅前盈餘
近 1 千 2 佰 50 萬元,
稅後盈餘超過 8 佰
15 萬,資產報酬率(
ROA)1.17%,投資報
酬率(ROE)10.1%,更
可喜的是,銀行各地
營業區域今年前六
個月的發展趨勢良
好, 值得一提的是恆
豐銀行去年在加州
剛剛開立的2個分行
,在不到十個月的時
間裡,總存款額已經
超過一個億,總貸款
額也已經超過8仟萬
,由此看來我們當初
對於加州市場潛力

的評估並設立分行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們內華達州的存款額從今年初
開始也曾漲了20% 以上,貸款總額也
增長了近 25%。吳董事長表示,在年
初的時候,我們定下2017年的目標是
總資產達到15億,現在6個月過去,我
們總資產已接近14億5千萬,以目前
的發展趨勢,年底前一定可以達到並
超過目標。

為了順應市場發展的需求,更好
的服務於廣大客戶,今年，恆豐銀行
斥資升級了我們的網上銀行服務業
務,並期望年底前開通手機銀行的服
務業務。恆豐銀行新業務的開展,將
會為客戶提供更方便,安全,快捷的金
融服務。

截至目前,恆豐銀行已有18個經
營網點,分佈於德州,內華達州,加州,
休士頓,達拉斯,拉斯維加斯,南加州工
業區市和阿罕伯拉市等不同城市和
地區,無論是在經營多年的城市地區,
還是新開發的城市,恆豐銀行專業的
業務團隊,都在兢兢業業努力耕耘,勾
畫著宏偉的藍圖。

吳董事長表示, 長期以來,恆豐銀
行本著對股東負責,對市場負責,對客
戶負責的原則,始終堅持認真審慎每

一個貸款專案,並嚴格控管貸款中每
一個流程的正確性,因著這一堅持,恆
豐銀行增加資產的同時,也保持著資
產 品 質 的 優 良 。 兩 週 前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在對吳董事長進行專
訪的時候表示,據統計,恆豐銀行目前
是德州地區第二大的社區銀行,這是
一個非常大的肯定與鼓勵,吳董事長
表示,華資社區銀行做得越好, 對於華
裔社區將會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在未
來時間,恆豐銀行將一如既往地堅持
誠信為本,專業為責這一原則,以期在
大環境變化的情況下, 始終保持穩步
發展,持續增長的趨勢。

恆豐銀行成立於 1998 年 5 月 18
日,從臨時組合屋,38 位員工的開始,
經過19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目前已
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員工超
過220人,擁有總行及分行18家的本
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行。恆豐銀行
大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
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
榮。在未來，恆豐銀行將繼續秉持
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
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民眾提
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7月初，智勝學院暑期第二期課程也正式開始了。同學們
興高采烈的來到校園，期望和新老朋友們一起學習生活，度過
一個月的美好時光。

之前有很多家長都向我們表示智勝暑期班對孩子的幫助很
大，不僅學到了知識，更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對以後的學
習生活起到了積極地作用。暑期的課程包含了下一學年的知識
點，所以老師也會相應調整授課方式。既讓孩子在短時間內對
新知識的重點難點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也會佈置適量的聯繫幫
助孩子鞏固吸收，中間還會穿插一些隨堂小測驗隨時檢驗孩子
的學習進度。

在小年紀的課堂上，各位老師都盡力運用靈活的授課方式

讓孩子理解掌握課程中的難。比如為了激發同學們對於科學知
識的熱愛， Ms L 精心設計了各種有趣的遊戲。像是組織大家
自己動手發揮想像力製造一個降落傘，然後一起比賽誰的降落
傘在空中停留的時間最長，同學們既提高了動手能力，也學到
了物理知識。

很多高年級的同學們在這個暑期專心備考SAT準備衝刺。
本期智勝學院專門聘請了 極富經驗的專業教師Ms.N和Mr.L
擔當SAT 英文和數學課程的教學。他們有著二十年以上的教
學經驗，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知識積累，絕不只是
通過盲目大量的做題考試死記硬背。同時學期前後我們還有模
擬考試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水平和不足。此外我們同樣開設了

物理，化學，生物，自然科學等AP課程，所有授課老師均
是來自休斯頓各大公立私立高中，保證從各方面幫助各位同
學打牢基礎，消除短板，成績得到全面提高。

智勝一向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暑期增設了美術、象棋
、西語等課程，開發學生想像力，培養創造力。還有兵乓球
，籃球，等課程提高身體素質。我們希望同學們的暑假過的

愉快而有意義，開學後的學習充滿信心，表現優異。
智勝學院 暑假班第二期正在進行中。秋季課程和報名也

即將展開，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詢。如果有
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郵件諮詢。同時也歡迎大家
關注加入我們的學生家長群，隨時了解學生和課程信息。

智 勝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網站: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注。

智勝夏令營第二期火熱進行中智勝夏令營第二期火熱進行中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右四右四 ）） 昨率該行昨率該行（（ 右起右起 ））公關部經理公關部經理Jennifer Zhou,Jennifer Zhou, 執行執行
董事孫定藩董事孫定藩，，總經理張永男總經理張永男，，副董事長張瑞生副董事長張瑞生，，執行執行 董事陳文全董事陳文全，，錢武安錢武安，，市場部副總裁市場部副總裁
徐朗共同主持該行今年第二季度記者會徐朗共同主持該行今年第二季度記者會，，介紹該行營運現況及不凡的業績介紹該行營運現況及不凡的業績。（。（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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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為什麼說，，皮膚病的治療要從皮膚病的治療要從““洗澡洗澡””開始開始？（？（33））

車禍後復健找李醫生車禍後復健找李醫生，，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有奇效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車，
如果出了車禍怎麽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
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
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
。這時候，錢財都不是東西了。如果內部器官完好，
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
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有些人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
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
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
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
筋動骨的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

，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
傷員，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絕
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
憾的是，5 年、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
部、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
，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
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
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
最多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
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
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背部、
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
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您去找李醫

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
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不
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
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
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
（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
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

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
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
生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
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
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
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
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
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
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
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
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
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
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
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專
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
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上午。

（接上期）洗澡，就是清
潔皮膚。

有了皮膚病，患者通常的
做法是：將皮膚病藥膏在皮膚
患處直接塗抹。由於皮膚病的
種類繁多，病因又很複雜，直
接塗抹患處的做法對少數或症
狀輕微的皮膚病會有效果。但
對大多數、尤其是嚴重的皮膚
病，往往收效不明顯。給患者
造成錯覺，誤以為又是藥不好
。目前市場上效果好的皮膚病
藥極少，大部分患者心目中已
經不相信有好藥了。如果一個

好的皮膚病藥出現，沒有得到
正確的使用，造成效果不好，
讓患者失望而放棄治療，有可
能放棄的是患者一生唯一的一
次治癒機會。

案例：我叫王美，有一個
五歲的寶寶。自從我生下寶寶
三個月至今，五年來寶寶一直
患有嚴重的濕疹。為了治好孩
子的病，我找遍了名醫，用遍
了名藥。病情不但沒有好轉，
反而每況愈下，從頭到腳沒有
一塊好皮膚。我已經對孩子的
濕疹治療絕望了。三個月前在

報紙上看到了治療濕疹的《劍
牌》皮膚病霜。雖然不太相信
，但是看著孩子每天在痛苦的
抓撓中生活，作母親的怎能忍
住不再為孩子試一試的欲望呢
？所以又給孩子買了一盒。第
一次給孩子塗抹，孩子的瘙癢
就好了一些，但是，沒有像廣
告上說的那麼好。於是致電廣
告商家，結果才知道是使用方
法不當所至。之後根據正確的
方法再次塗抹，效果明顯好轉
。兩個星期後，孩子的皮膚光
滑如新，說明藥的塗抹方法真

的很重要。這裏我將正確的塗
抹方法與大家分享如下：

皮膚病，由於常期抓撓和
滲液，常常患處覆蓋著一層硬
痂。用藥時，硬痂阻滯了藥物
的滲透。為了減少和軟化硬痂
，洗澡是最有效的方法。洗澡
時，水溫不易過熱，身體能夠
感到出汗即可。出汗的感覺非
常重要，熱水可以軟化硬痂。
清洗過程中儘量搓洗患處的硬
痂和爛皮膚，使其減少，為上
藥作準備。出汗的感覺是為了
讓汗毛孔擴張，使藥膏在皮膚

上有良好的滲透性。如果不用
熱水洗澡就直接塗抹藥膏，皮
膚病輕微的可以，皮膚病嚴重
的就會有藥力滲透不夠而影響
療效的後果，造成患者認為此
藥不夠好的說法。患者洗完熱
水澡，擦幹身上的水汽，這時
汗毛孔都是張開的，藥物吸收
最好。抹藥時，均勻塗抹患處
，反復按摩幾次就行了。然後
將保濕露塗抹患處及全身，將
患處及全身的皮膚用保濕露蓋
住，使其隔絕外界細菌源，只
等藥物在患處起作用。

只要每一個病人都能按照
此方法做到這一點，其結果都
是一樣的：好藥一定會有好報
！
《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心
中的好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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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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長春會休士頓長春會77月份月會及慶生會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行月份月會及慶生會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行
柯志佳會長表揚柯志佳會長表揚[[國家老年運動會國家老年運動會]]乒乓球七旬組冠軍林恩義乒乓球七旬組冠軍林恩義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 攝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
、、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於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於 77 月月 11
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出席休士頓長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出席休士頓長
春會春會77月份月會及慶生會月份月會及慶生會。。

張闕桃張闕桃、、廖碧玉廖碧玉,,柯嫚妮等會員們參柯嫚妮等會員們參
加長春會加長春會，，輕鬆愉快輕鬆愉快，，元氣活潑元氣活潑。。老老
朋友相見敘歡朋友相見敘歡，，認識新朋友益喜樂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主持人王吉盛理事主持人王吉盛理事、、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駐休士頓駐休士頓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長春會會長柯志佳祝賀七月長春會會長柯志佳祝賀七月
壽星壽星：：盧照金盧照金、、吳君惠吳君惠、、林婉珍林婉珍、、劉美劉美、、徐婀娜徐婀娜、、康桂康桂
蘭蘭、、林惠芬林惠芬、、蕭素卿蕭素卿、、蘇宏彥蘇宏彥、、楊錦花楊錦花、、吳秋蓮吳秋蓮。。生日生日
快樂快樂、、福如東海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壽比南山。。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休士頓長春會會長柯志佳休士頓長春會會長柯志佳、、戴戴
京珠京珠、、柯嫚妮對休士頓長春會會員林恩義獲獎柯嫚妮對休士頓長春會會員林恩義獲獎
表示祝賀表示祝賀。。

長春會柯志佳會長長春會柯志佳會長((右一右一))表揚表揚[[國家老年運動會國家老年運動會]]乒乓乒乓
球七旬組冠軍林恩義球七旬組冠軍林恩義((右三右三),.),.主持人王吉盛理事主持人王吉盛理事、、僑僑
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夫人戴京珠夫人戴京珠、、駐休士頓台北駐休士頓台北
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表示祝賀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表示祝賀。。

休士頓長春會前顧問柯嫚妮對會員林恩義休士頓長春會前顧問柯嫚妮對會員林恩義
((右一右一))獲獎及夫人戴京珠獲獎及夫人戴京珠((左一左一))表示祝賀表示祝賀。。

77月份演講者月份演講者：：休士頓旅遊局休士頓旅遊局 亞亞
太區代表姚義太區代表姚義- Mr. Leo Yao,- Mr. Leo Yao, 講講
題題 ((休士頓地區一日遊景點介紹休士頓地區一日遊景點介紹),),
大家獲益良多大家獲益良多。。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董凱峰主事處董凱峰主事、、陳偉玲秘書陳偉玲秘書
撥空參加撥空參加，，並兼做行動領務並兼做行動領務
服務服務。。

華嚴蓮社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華嚴蓮社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員大會及聯誼餐會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員大會及聯誼餐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信眾們參與華嚴蓮社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行禮如儀信眾們參與華嚴蓮社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行禮如儀。。
華嚴蓮社住持釋乘瑄法師在法會華嚴蓮社住持釋乘瑄法師在法會
上開示上開示。。

華嚴蓮社住持釋乘瑄法師華嚴蓮社住持釋乘瑄法師（（中立者中立者））在法在法
會上開示會上開示。。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方鮀生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方鮀生（（ 右立者右立者）） 介紹介紹
理事候選人理事候選人。。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新當選會長談駿頤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新當選會長談駿頤（（立者立者）） 在會員大會上講話在會員大會上講話。。

新當選會長談駿頤新當選會長談駿頤（（ 立者立者 ））介紹介紹20172017 至至20192019 年將辦的活動年將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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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7年08月移民排期: 大部分類別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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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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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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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1月01
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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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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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2日中國大陸2015
年09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年11月01日中國大陸2010
年11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
港) 2005年07月08日中國大陸2005年
07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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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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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親屬移民收緊，移民表格全

面改版。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
美國移民政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
民和投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排期日
趨冗長。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
審理時間都明顯拖長。移民局加大人
力物力對現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
審查力度。派專人去學校，工作簽證
的任職單位調查申請人的就讀情況和
就職情況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信息完
全一致。一旦發現有任何不實情況，
馬上取消簽證。日前，美國移民局針
對親屬移民申請出台了新政，對親屬
移民申請流程中的表格I-130和I-485
進行了全面更新改版。對比新舊兩版
I-130 表格，頁數從 2 頁增加到 12 頁
。而新版的 I-485 表格，頁數從 6 頁
增加到18頁。這一政策主要為了打擊
“假結婚”等非法移民美國的行為。
為了打擊“假結婚”等移民美國的詐
欺行為，美國移民局由新I-130A表格
取代原有的G-325表格。並明確規定
，如果申請人是通過與公民或綠卡持
有者結婚獲得的美國綠卡，那麼將不
具備為新配偶申請配偶綠卡的資格，
除非滿足以下例外情況之一：已成為
美國公民；已持有綠卡至少五年； 能
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令其獲得配偶
綠卡的上一段婚姻真實；4. 婚姻是因
為喪偶而終止。

移民局本月不接受快表排期. 國
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表
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
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排到取得綠卡。但是由於最近名額緊
張，移民局明確表示，即使國務院依
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移民局不接受
快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接
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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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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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機
程 序 員 （Computer Progr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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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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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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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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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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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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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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太少而倒閉犯人太少而倒閉 荷蘭壹監獄改造成辦公娛樂場所荷蘭壹監獄改造成辦公娛樂場所

近日近日，，荷蘭布雷達荷蘭布雷達，，
BoschpoortBoschpoort 穹頂圓形監穹頂圓形監
獄獄。。該監獄由於犯人太少該監獄由於犯人太少
而關閉而關閉，，被改造成了辦公被改造成了辦公
室和娛樂場所室和娛樂場所。。目前已有目前已有
大學遊戲日大學遊戲日，，音樂會音樂會，，藝藝
術展等活動在監獄內舉術展等活動在監獄內舉
行行。。兩名演員扮演獄警和兩名演員扮演獄警和
罪犯罪犯，，在在 BoschpoortBoschpoort 監監
獄內玩起了越獄的角色扮獄內玩起了越獄的角色扮
演遊戲演遊戲。。

北愛爾蘭建巨型篝火堆北愛爾蘭建巨型篝火堆
慶祝慶祝““第十二日節第十二日節””

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當地建起了巨大的篝火當地建起了巨大的篝火
堆堆，，將於將於““第十壹日夜第十壹日夜””點燃點燃，，以紀念以紀念16901690年新教年新教
徒戰勝天主教徒的徒戰勝天主教徒的““博因河戰役博因河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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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杭州海關與中國

銀行浙江省分行簽訂《合作備忘

錄》，雙方將在此前稅費電子支

付、海關事務擔保等業務合作的

基礎上，進壹步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為浙江外貿企業提供更加安

全、準確、方便、快捷的海關

稅費繳納服務，提高通關效能。

在備忘錄簽署之日正式上線

運行的關稅保函聯網核驗系統，

是此次關銀備忘錄的壹個合作亮

點。

隨著全國通關壹體化改革的

深入實施，海關征稅方式也在發

生變化。從以貨物為單元的逐票

擔保方式，向以企業為單元的稅

收總擔保轉變，從以單票貨物征

稅放行方式，向“企業自報、自繳稅

款”及匯總征稅轉變。在這個變化過程

中，銀行保函的遞交和驗證成為了壹個

重要環節。

此次關銀聯手開發系統，正是為了

給進出口企業開辟壹條高效便捷的銀行

保函驗核渠道。系統運行後，銀行在向

進出口企業出具紙質保函時，同步將保

函電子數據傳輸至海關，海關在收到銀

行出具的紙質保函後直接通過線上驗核

保函真實性。“從紙質驗核到線上驗

核，極大地提高了保函驗核效率，能有

效降低企業通關成本。”杭州海關關稅

處負責人說。

除了合作開發系統，此次《合作備

忘錄》的雙方合作內容還包括：拓展海

關稅費電子支付、總擔保保函（匯總征

稅）、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海關

稅款代收代繳業務擔保函等關稅產品的

服務功能，提升服務質量，提高通關效

率；加強在海關稅款入庫方面的合作，

確保海關稅款及時入庫；加強對浙江自

由貿易試驗區監管創新制度合作，以全

面深化改革為突破口，在信息共享、數

據對接等方面加強配合，共同推動浙江

自貿區建設發展。

為了確保合作深入有效開展，此次簽署的

《合作備忘錄》明確，關銀雙方將著手建立信息

交流機制、日常聯絡制度，保證雙方的聯系交流

取得實效。

據悉，杭州海關與中國銀行此前在稅費電子支

付、海關事務擔保、匯總征稅等方面已有著良好的

合作基礎，中國銀行是首批開展海關稅款電子支付

的銀行，也是首批參與海關匯總征稅作業模式改革

試點的商業銀行，自2014年試點以來，累計為19

家高資信企業提供匯總征稅擔保2.24億元，擔保企

業數和擔保額度均居杭州關區首位。

世界石油大會聚焦能源業變革
贊中國發展新能源顯領導

綜合報導 第22屆世界石油大會正在土耳其伊

斯坦布爾舉行，與會代表聚焦全球能源投資、能

源技術進步、能源發展如何應對人口快速增長等

話題，認為中國在新能源的投資和研發領域正在

發揮領導力。

本屆會議的主題是“通往能源未來的橋梁”。

多數與會代表認為，隨著世界人口增長，對能源

的需求將持續增加，挑戰也在增加。

大會組織者、世界石油理事會主席約瑟夫· 托

特指出，要在安全環保的條件下滿足未來能源需

求，需要大規模投入、技術、高水平的人力資源

和規範的商業行為。

國際能源署在會議期間發布報告說，全球能

源投資連續下滑，而對清潔能源的投入創新高。

報告稱，2016年全球能源總投資下降12%，電力

部門投資首次超過石油、天然氣和煤的投資總和，

清潔能源投資占比43%。

報告指出，2016年中國能源投資占全球總投

資的21%，是全球最大能源投資國，其中燃煤電

力投資減少25%，清潔能源發電、電網建設及能

效投資日益增加。

國際能源署執行幹事法提赫· 比羅爾表示，

中國在發展風能、太陽能、核電以及提升能效等

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他稱贊中國作為能源研發

領域領先的國家，通過可燃冰試采工程再次發揮

領導力。

巴西石油署署長德西奧· 奧多內認為，新技術

已經加快能源行業的轉變速度，對氣候變化的擔

憂成為向低碳經濟轉型的促進因素。

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潘彥磊認

為，能源行業面臨經濟波動、地緣政治不穩

定和氣候變化三重挑戰，需要加大投入以滿

足今後數十年的能源需求。技術不斷進步將

引發能源革命。

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阿敏· 納瑟爾認為，非傳統的頁巖油和替代能源對

滿足今後需求非常重要，但仍難以快速取代石油、

天然氣等傳統能源。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董事長王宜林表示，

在能源轉型與變革的新趨勢下，加強“壹帶壹路”

互聯互通，構建大通道、大市場、大產業，提升

互惠共贏的油氣合作水平意義重大。

螞蟻金服CEO井賢棟：
新技術讓金融走出華爾街

綜合報導 新技術讓金融走出華

爾街，回歸服務實體經濟，讓金融

不只關註賺錢，更關註解決人們的

實際問題。”在2017年新網商大會

新金融分論壇上，螞蟻金服CEO井

賢棟如是表述何為新金融。

“未來的新金融應該是以用戶為

中心，和科技深度融合，和人文緊密

結合。金融應該像‘自來水’，讓每

個人在需要的時候都可以得到服務。”

井賢棟認為這是未來的新金融生態，

技術讓金融回歸本質，讓每個人獲得

平等的機會。

移動互聯，雲計算、大數據、人

工智能正在不可逆轉地推動金融行業

的新變化。“壹個和DT時代相適應

的新金融體系正在形成。”井賢棟表

示，這兩年，關於金融行業的變化有

很多說法，無論何種說法，最終都會

“百川歸海”，那就是新金融。

由此他進壹步指出，新金融該關

註的是怎麽才能回歸到實體經濟本身，

不止關註賺錢，更關註如何解決人們

的實際問題。

井賢棟認為

新金融其實才剛

剛開始，“如果

說1萬米的話，才剛剛走了10米，很

難描述新金融到底長什麽樣，但是我

們知道新金融方向在那個領域。”

在他看來，新金融的特征正在形

成。得益於移動互聯網、大數據、雲

計算、生物識別等新技術，新金融正

變得越來越具有包容性。傳統金融主

要服務20%頭部客戶，而新金融更多

服務80%長尾客戶，讓普通大眾也能

平等享受金融服務。

技術是壹把雙刃劍，在科技不斷

重塑包括金融在內的各行各業之時，

壹部分人對未來滿懷期待，壹部分人

則心懷恐懼。現場嘉賓普遍認為，技

術越發達，金融越需要有責任感，如

此技術驅動下的新金融才能真正為所

有人帶來福祉。

“金融就應該像自來水壹樣觸手

可及，這是新金融。”井賢棟指出，

科技是助力金融，讓每個人可以非常

便捷的進行服務的原因。現場他例舉

螞蟻金服的應用進行介紹，螞蟻金服

很早就開始用機器學習人工智能，把

各種壞的、欺詐的行為都抓出來，給

用戶極致的保護。“所以今天螞蟻金

服、支付寶，資金損失率非常非常低，

只有百萬分之幾。”

螞蟻金服首席數據科學家漆遠表

示，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推進普惠金

融，他舉例說，“目前支付寶智能客

服的自助率已經到了96%-97%，而智

能客服的解決率達到78%，比人工客

服的解決率還高出了三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在數據的使用和安全

隱私保護上，漆遠認為，用戶價值是

壹切數據使用的合理性前提，“科學

是無國界的，數據是有國界的，每個

用戶都壹樣，但妳要考慮人工智能系

統能否真正跟用戶產生價值，從用戶

的價值來出發，只有這樣對數據的使

用才是合理的。”

井賢棟認為新金融第二個特征是

無現金，無現金城市和無現金社會在

成為趨勢。“無現金不是為了消滅現

金，其實是把支付的便捷性拿出來，

把最終的選擇權交給用戶本身。”借

此，井賢棟介紹有了無現金之後，希

望可以做到讓金融更加普惠，讓社會

更加高效，讓老百姓更加滿意和讓商

業更智能。

信用體系成為新金融的重要支撐

是新金融的第三個特征。他認為信用

是壹種財富和資本，信用跟實物資本

壹樣，能夠參與到經濟交易或者社會

資源分配。比如創業初期的淘寶店

主，在沒有實物資本的情況下，又

急需壹筆資金的時候，可以憑借信用

資本融到資，得到資金幫助。

人人參與的綠色金融也是新金融

的特征之壹。科技讓每個人都能參與

綠色金融，以實際行動促進可持續發

展，支付寶中的“螞蟻森林”就是典

型的例子，目前已有超過2億消費者

參與到低碳生活中。

此外，井賢棟介紹，新金融的特

征還包括全球化的數字金融。數字普

惠金融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各國也都

在鼓勵金融科技創新。

井賢棟表示，科技讓金融變得

更簡單、更以用戶為中心。新金融

要實現好的社會目標，除了要和科

技更加深度融合，同時還應該和人

文精神更加緊密的結合在壹起。

“金融將像‘自來水’，每個人需

要的時候便可以得到服務，為所有

人帶來福祉，那才是真正的新金

融。”井賢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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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f Apple’s Planned $1 Billion Investment In The Province

Apple Launching First Data Center In China In 
Compliance With New, Tougher Cybersecurity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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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U.S. - Apple has announced that it is 
setting up its first data center in China, in partnership 
with a local internet services company.
Apple said that the data center would be built in 
partnership with data management firm Guizhou-
Cloud Big Data Industry (GCBD)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izhou.
An Apple spokesman in Shanghai said that the new 
data center is part of its planned $1 billion investment 
in the province.
The tech giant has said that its new data center will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ntry’s new cybersecurity 
laws introduced in the country last month.
Apple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addition of this data 
centre will allow us to improve the speed and reliability 
of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while also complying 
with newly passed regulations.”
Further, referring to its online data storage service, 
Apple said, “These regulations require cloud services 
be operated by Chinese companies so we're partnering 
with GCBD to offer iCloud.”
Reports noted that Apple is the first foreign tech 
firm to announce amendments to its data storage 
arrangements in China after the country introduced a 
new cybersecurity law in June.
The new law requires foreign firms to store data within 
the country.
Currently, Microsoft and Amazon are the other tech 
firms that have data centers in China and will now b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 new rules.

Tim Cook, Apple CEO: Timothy Donald Cook 
is an American business executive, industrial  
engineer and developer. Cook i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Apple Inc., previously                                  
serving as the company'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under Apple's founder Steve Jobs.
The new laws announced by China have been criticized 
by overseas business groups that have claimed the 
law calls for strict data surveillance and storage 
requirements.
Critics have also called the laws overly vague, claiming 
they burden companies with excessive compliance 
risks, threatening proprietary data.
Authorities meanwhile have said the law is not 
designed to put foreign firms at a disadvantage and was 
introduced as a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cyber attacks 
and terrorism.
Apple meanwhile has assured reporters it had strong 
privacy and security protections in place.
A company spokesman said, “No backdoors will be 
created into any of our systems.”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SHANGHAI — Apple said Wednesday that it would 
open its first data center in China, joining a parade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responding to growing global 
demands to build facilities that store online data closer 
to customers.

The move is a response to a strict new law in China 
that requires companies to store users’ data in the 
country. The new data center, in Guizhou, a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is part of a $1 billion investment in 
the province and will be operated in partnership with a 
local data management company, Apple said.

Intel China Also To Open Lab For Next-
Generation Data Storage Intel Corporation, 
together with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move is part of a worldwide trend regarding the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of digital data. Microsoft, 
Amazon and Facebook are among the big American 
technology companies plow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to 
building data centers in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While some of the expansion 
is for technical reasons — the online services operate 
faster when they are near customers — the companies 
are also reacting to growing pressure from European 
governments and customers to maintain some control 
over their data.
As is the case with many laws, the digital security 
regulations approved last month in China were vaguely 
worded, leaving many foreign companies uncertain 
about which parts would be enforced and how. 
Already, Amazon, Microsoft and IBM have formed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to offer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based in China. Apple, easily the 
most successful foreign technology company in China, 
had much to lose without a plan for its own data center 
in the country.
Apple said in a statement Wednesday that the new 
center would keep “strong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protections in place.” The company added that no 
back doors, meaning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or 
other organizations to get around Apple’s encryption 
protecting the data, would be created in its systems.
“The addition of this data center will allow us to 
improve the speed and reliability of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while also complying with newly passed 
regulations,” Apple said.

China’s rules also call for security reviews and for 
users of messaging apps to register their real identities. 
The regulations are part of a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adopted to build local capabilities. For example, a 
government plan called Made in China 2025 names 
several industries, including robotics and electric 
cars, in which China hopes its companies will become 

leaders. Foreign business groups have said the laws 
unfairly discriminate against companies that are not 
Chinese.
The iPhone is a symbol of middle-class ambitions 
in China 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Apple’s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which accounts for 21 percent of the 
company’s global sales, making it Apple’s most 
important market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iPhone has also become emblematic of China’s 
long relia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 Even before China 
passed the cybersecurity law last year requiring that 
the online data of its citizen be stored domestically, the 
country was pressuring foreign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operate its computer servers within its borders.
Apple already stores some of the data of China’s 
residents in local servers, but the new agreement goes 
one step further with a Chinese partner responsible 
for running its data center, managing the sales of its 
services in the country and handling legal requests for 
data from the government.
In 2014, Apple first moved some of the data of its 
Chinese customers that had been overseas to a domestic 
plant operated by China Telecom. The change occurred 
shortly after state-run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raised 
security concerns that Apple was tracking the locations 
of iPhone users.
Careful not to offend, Apple said it “appreciated” that 
CCTV had flagged the issue but explained that the 
company did not have access to its users’ locations.
The opening date for the new data center has not been 
set, but when it does open, Apple’s iCloud will operate 
from an Apple plant run by Guizhou-Cloud Big Data 
Industry, a data management company. That means 
that if Apple customers in mainland China want to buy 
additional iCloud storage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do so 
through Apple’s Chinese partner.
Apple said, however, that it would retain the encryption 
keys for the data stored at its center and that Guizhou-
Cloud Big Data would not have access, meaning it 
would not be able to see what photos or documents 
were stored in iCloud without Apple’s permiss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pple has formed a partnership 
with a local operator for its cloud services.
Other American technology companies have also 
moved data into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law. 
Airbnb said last year that it was moving its user data 
to a domestic location, citing a need to comply with 

local laws.
Along with its new data center in Guizhou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the Apple 
Campus 2 is under construction in Cupertino, 
California.
Foreign companies like Apple have had to adapt in 
other ways to stronger Chinese government scrutiny, 
often by helping to expand Chines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For instance, Apple said this year that 
it would establish tw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in China. Last year, it invested $1 billion in 
Didi Chuxing, a Chinese ride-hailing service. Apple 
has been far more profitable in China than most of its 
Western peers, but that success has led to pushback 
from the government. More than a year ago, Apple’s 
iBooks Store and iTunes Movies were shut down in 
China, six months after they were introduced there.
In December, complying with what it said was a 
request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pple removed 
news apps crea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its 
app store in China. Apple did not specify what had 
prompted the request. The company also must undergo 
“security audits” on new models of the iPhone before 
gaining approval to sell them in China.
Even though other American technology giants such 
as Facebook and Google are blocked in China, Apple 
has maintained a thriving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by adhering to local rules. It also helps that Apple’s 
smartphones and computers do not carry the same 
political or security risks a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networking equipment.
Paul Mozur reported from Shanghai, Daisuke 
Wakabayashi from San Francisco and Nick Wingfield 
from Seattle. (Courtesy The New York Times) 

An Apple store in Shanghai (above). In China, the iPhon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middle-
class ambitions, but it has also pointed to a long relia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 (Photo/
Reuters)

The iPhone: A symbol of middle-class 
ambitions in China.

Veterans' Salute To Marie Lee!!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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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區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喜富來台菜館
9600 Bellaire Blvd., #105, 
Houston, TX 77036
(王朝超市廣場)

金荷中醫針灸健康食品
9110 Bellaire Blvd., Suite B
Houston,TX 77036 
(惠康超市廣場)

糖城區
騰龍教育學院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TX 77478 
(家樂超市廣場)

Memorial 區
金萱茶
1041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大華超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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