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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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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顿论坛》视讯连线唐慧琳
周四晚间播出

美南国际电视STV15.3政论节目休士顿论坛关注两
岸动态﹐将于8月3日晚间7时30分播出最新内容﹐
针对蔡英文政府上任后的政绩﹑吴敦义即将上任国民
党主席和郭台铭大手笔在美投资等新闻议题作一番
讨论﹒节目也在周二提前视讯连线台北政治评论员
唐慧琳﹐当天现场也会邀请侨界评论员一同发表看
法﹒(详见B8休城社区)



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幹練的退役海軍陸戰隊將領約翰·凱
利星期一宣誓就任白宮辦公廳主任，負責整頓
川普入主白宮六個月後的總統班底。
川普上星期五罷免了建制派共和黨內資深人士
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啟用67歲
的凱利。川普認識凱利只有幾個月，但是很欽
佩凱利任國土安全部部長時在打擊非法移民問
題上的強硬態度。
凱利在軍中擔任高級職務期間，他的兒子在海
外戰場上喪生，成為失去海外參戰子女的最高
級別的現役將領。他的兒子羅伯特是一名海軍
陸戰隊軍官，2010年在阿富汗踩地雷身亡。五
月末的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凱利在華盛頓郊

外阿靈頓國家公墓自己
兒子的墓旁向川普做了
介紹。
川普四年任期的最初歲
月，白宮助理內鬥頻繁
。其中幾人已因各種原
因被解職。

相比之下，凱利可能為白宮西廂的日常運作制
定新的紀律。不過幾名重要助理已習慣於不打
招呼地進入川普橢圓型辦公室與總統交談。新
聞報道說，凱利對幾個月來白宮內部的混亂私
下裏非常不滿。
分析人士已經開始質疑，不可預測的川普是否
願意施加新的命令，約束自己的行為，例如，
從清晨到午夜，頻繁發出針對民主黨，也包括
對共和黨，滿帶政治荊棘的尖刻推文。
凱利接任辦公廳主任之前，川普在推文中展示
上任後取得的成就。
川普在推文中寫道：“股市史上最高，經濟數
據多年最佳，失業率17年最低，工資持續上漲
，邊界安全，最高法院 （SC），看：白宮沒
亂！”
不過，川普尚未取得重大立法勝利，最新的挫
敗是上星期參議院否決了改革美國健保法的幾
項計劃。俗稱奧巴馬醫保的美國醫保法是前總
統奧巴馬的標志性成就。川普呼籲參議院繼續
努力推翻和取代這項法律。不過所有民主黨參
議員和少部分共和黨人對此予以抵制。
與此同時，川普總統上任數月來一直因針對俄
羅斯是否為幫助他勝選而幹擾2016年美國大選
問題的調查而受到困擾。

川普稱有關調查是莫須有的政治獵巫，是民主
黨人對川普顛覆性地戰勝民主黨競爭對手、前
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進行的粉飾。國會
的相關調查正在繼續，其中包括由前聯邦調查
局局長、特別檢察官穆勒領導的刑事調查。
穆勒正在調查川普的競選助手是否在大選中與
俄羅斯勾結，以破壞克林頓的候選人資格，以
及川普解除另一名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的職
務是否幹預司法。科米在穆勒接手前領導聯調
局有關俄羅斯的調查。

普京要求
美國駐俄使團
削減755名人員
【VOA】俄羅斯總統普京要求美國駐俄羅斯使
團減少755名人員。這是美國對俄羅斯幹涉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實施新的制裁措施後，俄
羅斯做出的回應。
普京對俄羅斯電視台表示，俄羅斯政府本
可美國實施更多報復措施，但到目前為止
他不傾向於那麼做。
美國國務院稱普京此舉是“令人遺憾而無
理的行為”，美國正在評估如何應對。
美國國會上周四通過了對俄羅斯的新的制
裁方案，該方案也包括對伊朗和朝鮮的制
裁。俄羅斯外交部星期五率先宣布了反制
措施，稱美國的制裁證明了美國在國際事
務中的“極度野心”。
俄羅斯外交部提議將美國在俄羅斯的外交
和技術雇員人數削減到與俄羅斯駐美國人

員相當的水平，也就是455人。俄羅斯外交部
表示，美國駐俄使團的人員削減工作應在8月
底前完成。
俄羅斯副外長雷亞布科夫星期天結束美國廣播
公司(ABC News)的《本周》(This Week)節目
采訪時表示，俄羅斯早該實施報復。
他說，莫斯科在采取其它行動方面有很多工具
可用。 “如果讓我開始猜測什麼可能發生或不
會發生，那是荒謬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
們有種種選擇，正在考慮各種各樣的事情。”
雷亞布科夫還表示，他認為俄美在一些領域能
夠也應該合作，包括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擴散
、反恐、人口走私、非法移民和氣候變化。他
說：“我們已經做好準備，伸出手，我們寄希
望於，對方，包括川普總統在內，還有其他人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機會去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
川普還沒有簽署制裁法案，但白宮表示，他會
在法案上簽字。

KVVV

︱約翰·凱利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宣誓就任白辦公廳
     主任後，川普總統與他握手（2017年7月31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外的茹科夫斯基舉行的2017國際
     航空航天展開幕式上觀看飛行表演。（2017年7月18日）。

《北京青年》全新愛情考驗

生活洗禮勵志電視劇

海報。

▲

前海軍陸戰隊將軍
就任白宮辦公廳主任

節目介紹：
《北京青年》是由北京鑫寶源影視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完美影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出
品的電視劇，趙寶剛和王迎共同執導，李晨、馬蘇、杜淳、王麗坤、姚笛等領銜主演
。該劇講述土生土長在北京的四個堂兄弟，何東、何北、何西、何南，這四個北京青
年，為了各自的理想而努力工作，經歷愛情考驗和生活洗禮的勵志故事。

播出時間：
周二至周五下午2時至3時首播，周三至周六凌晨4時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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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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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签证，以防

止移民诈骗和滥用。他提倡“买美国

货，雇美国人”，力争实现美国优先

的竞选承诺。今年的H-1B申请数自

201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

移民门槛抬高

近日，据美国《政客》杂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幕僚正在与两

位保守派参议员就大幅削减合法移民

进行协商。如果这一法律被签署通过

，那么到2027年，每年入境的合法移

民数量将减少一半。目前，每年约有

100万移民进入美国，而到了下个10

年，这一数字将每年减少至50万。

与移民相关的政策法规牵动着许

多在美侨胞的心。

“近年来，可以明显感到美国的

移民政策的门槛提高了很多。”全美

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会长彭寿臣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特别是工作签证

这一块儿，近几年名额非常有限，抽

签抽中的几率也只有50%左右。我的

公司曾帮助几位中国籍员工申请过工

作签证，但最终却没能拿到。”

“公司方面也会考虑到外国人获

得工作签证变难的因素，有时不愿意

雇佣他们，以免因为拿不到签证不能

入职。”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副会

长辛洪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公司其实也很无奈。”能否获得签

证的不确定性增大，造成很多留学生

放弃毕业留美，选择直接回国。

由于移民美国的难度增大，前几

年，也有部分人选择参与“国家利益

所需军方专业征才”计划，想要通过

从军快速入籍。但据《世界日报》报

道，这一计划已经被搁置，而一些已

经参与了该计划、和军队签约的侨胞

并未能顺利入籍，陷入两难境地。

美国移民政策的收紧，也引发了

一些在美华侨的危机感。纽约山东

同乡会会长、律师汤学武向本报介

绍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部分纽

约华侨对仅持有绿卡感到不安，想

要尽快入籍，因此掀起了一阵“入

籍热”。

保护主义回潮

美国过去是一个移民国家，但为

什么现在移民美国的“门槛”却越升

越高？

“美国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一方

面是因为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形

势恢复得不理想，因此就业形势也并不

乐观。”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

长陈奕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道。

“其次，特朗普在竞选宣言中，提出要

为本国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政客》杂志称，若削减半数移

民的法律成真，将成为特朗普兑现其

竞选承诺的重要成果之一。

移民“门槛”不断提高的背后，

是“美国优先”的思想和保护主义回

潮的倾向。

英国《卫报》援引美国总统特朗

普的话称，我们将永远把美国利益和

美国安全置于首位。美国加图研究所

网站刊文称，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就

是其施政方针之一。

陈奕平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

台，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本土主义的

支持者。他们对现状抱有担忧和不满

，担心外来人口夺走本国人的就业机

会。特朗普需要代表这些人的利益。

“从历史趋势上来看，这确实呈现

出一种保护主义的倾向。”陈奕平说。

仍有放宽可能

有分析指出，移民政策的变化中

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将更加重视移

民的技术专长。

汤学武介绍道，对于杰出人才，

美国的大门还是常打开的，即使要申

请绿卡也会相对容易。

美国亚特兰大交响乐团的青年小

提琴手张妤箐向本报介绍说，她申请的

是杰出人才签证，包括在音乐美术舞蹈

等艺术领域的人才。只要在自己的领域

展现出杰出才能，比如在重要期刊上发

表过论文，或者在医疗领域做出重大贡

献等，都有机会获得这种签证。

“对于没有达到杰出人才标准的

同胞来说，必须一步步申请工作签证

。这种情况下，在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这几个领域具有专长的人会相

对具有竞争力。”汤学武说，“因此

，想要留在美国的同胞们，在选择专

业、职业方面，也需要将这些因素考

虑进去。”

有分析提出担忧，认为移民政策

收紧的趋势会愈演愈烈，还有可能演

变为新的排外甚至排华。

对此，陈奕平表示，特朗普上台

后，会采取一些措施兑现选举承诺。

但这些选举承诺未必能够全部兑现。

新政府会做出一些象征性和部分实质

性的举动来限制移民，但不太可能演

变成排外排华。

汤学武认为，在一段时间内，移

民政策确实会相对收紧，但美国本身

就是一个移民社会，从长期来看，这

种政策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的新移民与签证政策，其

实是变相地将许多优秀的人才从美国

‘赶走’，对美国国家的长期利益会

造成损害。”辛洪军表示。“我们各

种类华侨华人社团和各位侨领都密切

关注着相关政策的变化，积极竞选公

职、参与公共事务，努力提高华人群

体的话语权，致力于推动对华侨华人

有利的政策。”

美国再抬高移民门槛：

2027年合法移民数减至50万

特朗普政府日益加强逮捕和

遣返非法移民，雇主和雇员面对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探员应

该如何应对？全美移民法律中心

律师Shiu-Ming Cheer表示，雇员

一定要保持沉默，雇主也要看清

楚ICE探员是否拿的是法官签署

的搜查令，如果不是，就不必开

门。雇主也不必立刻为探员提供

合法雇佣证据。

Cheer 表示，通常 ICE探员

到公司检查是调查雇主是否遵守

雇员合法性审核表(I-9表)，或者

调查及逮捕某个特定雇员。根据

法律，雇主应该对所有新雇员都

填写I-9表，并且至少将此表保留

三年，或员工辞职后保留一年。

如果ICE认为雇主没有遵守规定

填写I-9表，可能会导致民事和刑

事处罚。Cheer提醒，除非员工的

工作许可即将到期，或者有其他

正当、合法的理由，否则雇主不

要让员工多次填写此表，以避免

信息混乱。

不过Cheer表示，雇主不必立

刻向ICE探员提供雇员I-9表，法

律规定，在三个工作日之内提供

即可。所以不必着急惊慌，最好

将表上的内容都核实无误后再给

ICE。她说，此前发生过雇主将

I-9表不经复核就发给ICE，导致

一名实际上是合法移民，持有绿

卡的雇员被ICE逮捕的状况。所

以雇主最好核实无误后再发，避

免给雇员和公司带来麻烦。

遇到ICE探员前来检查，雇

主和雇员有哪些权利？Cheer说，

按照法律，ICE探员可以进入企

业的公共区域，比如饭馆的用餐

区，以及企业的停车场、大堂或

等候区等。但在上述区域，ICE

并不能逮捕和阻拦任何人。她表

示，为了表明某一区域为私人区

域，雇主可以用标牌做标记，或

者设置门禁、制定访客政策等予

以区分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

如果ICE探员要进入企业的

私人区域调查或逮捕某人，雇主

应要求探员出具调查令。调查令

分为两种，一种是联邦法庭或各

州法庭出具的法庭调查令(judi-

cial warrant)，这种调查令的最下

边有法官的签字，而抬头则有美

国联邦法庭(U.S District Court)或

州法庭(State Court)的字样。如果

ICE出示这类调查令，雇主应该

开门。但Cheer表示，ICE持有这

种调查令来搜查的可能性不到1%

。

她表示，其余99%的情况，

是ICE持有国土安全部颁发的行

政调查令(administrative warrant)，

这种调查令会写着I-200表或I-205

表的字样。但持有这种调查令，

雇主有权拒绝ICE进入公司的私

人区域。所以雇主在允许ICE探

员进入之前，应该看清楚是哪种

调查令。

对于雇员，Cheer 表示，一

定要保持冷静沉默。不要慌乱

逃跑，这会导致事情变得复杂

糟糕，因为ICE探员可能认为逃

跑的人违反移民法。她说，此

前出现过ICE到某公司调查一名

雇员，但另一名雇员却试图逃

跑，导致这名逃跑的雇员反而

被捕。员工最好保持沉默，并

且请求律师咨询帮助。此外，

雇主不必告诉探员被调查的雇

员当天是否上班，也不必帮助

探员寻找那名雇员。如果愿意

，可以将执法过程录像，以便

留存证据。如果ICE逮捕了工人

，可以询问探员他们会被带到

哪里，这样将有助于员工的家

人和律师找到此人。

面对移民执法人员搜查
美国雇主和雇员该如何应对？

来自新西兰政府内部的消息源称，

总理Bill English表示不排除撤销技术

移民新政的可能。有分析认为，这是由

于南岛与新政反对呼声高涨，移民新政

饱受舆论压力。

24日下午，总理Bill English在参

加新西兰中国商会年会的活动中，对记

者提出的关于移民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

答。

“新西兰政府提倡贸易往来，欢迎

外国投资，也欢迎移民。这与新西兰很

多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

“我们肯定不会提出把每年新进移

民突然减少到1万人这样的数量。现在

各个类别上的移民需求都非常旺盛，移

民数量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我们暂停了父母移民类别，在临时工签

方面也在调整。这是我们在需求和供给

方面进行一定的控制，希望我们所吸收

的移民能够提供新西兰所需要的技能。

”

南岛雇主真正反对的是工签要求变

难了？

虽然南岛反对技术移民新政的呼声

很高，但实际上，他们到底反对的是什

么？

技术移民新政最被诟病的一点无疑

是4.9万年薪成了硬指标。但绝大部分

雇主担心的不是请不到管理型人才，毕

竟这些职位本来的薪资要求就不低。但

是，政府却提议将技术性工签划分为高

中低三等，这一点就让很多雇主头痛了

。

政府此次要做的就是杜绝这批没有

移民途径的人在新西兰一直留下去。同

时政府还会考虑如何确保低技术移民在

工签时间到期后离开新西兰，而不是转

其他签证。内阁文件还举例说，政府会

限制低技能工签持有者通过直接转低学

历签证的途径留在新西兰。

此举对南岛的雇主带来了巨大影响

，毕竟，那里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

。不然政府也不会公布“南岛直通车”

政策。而一旦技术性工签依据薪资被划

分成三等，这些劳动性人才就很难继续

留在新西兰工作，这会对雇主带来巨大

影响。

因此杨晨认为，南岛雇主反对的其

实是技术移民新政中，对技术性工签的

薪资要求。这才是对他们招人造成重大

阻碍的主要因素。

“因此，移民局有可能只会对技术

性工签政策进行修改。政府或会把工签

的要求降低，不与技术性移民的薪资要

求匹配，这样普通劳工就可以留下。”

杨晨预计，政府应该不会在英语和

加分项上进行太大的更改。如果要真正

做到公平公正，政府应该依照不同的行

业、地域和职位来划分薪资标准，而不

是一刀切。

但杨晨也表示，中国移民其实更应

该关注的不是薪资标准，而是加分项的

变动。

“中国移民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技术

性工作，很少有中国移民会跑到南岛去

从事农场、果园和搬砖等劳动性工作。

南岛的这些劳动性工作本来也无法让给

移民。”而加分选项反而会更重要，因

为很多人在新政打分标准下，很难凑够

160分。

移民局学生签证数据显示，2014年

以前，留学生读私立学校的人数与读大

学的人数相当。2014年开始，留学生的

大学数量没有改变，但私校人数开始急

剧上涨。易威信的Leo表示，造成该现

象的一个原因是读私校的印度学生大量

增多。

从今年5月开始，留学大学生人数

超过了私立学校！到现在，数据已经持

续3个月呈现出读大学的留学生更多！

Leo表示，该数据说明了很重要的

一个趋势，那就是移民新政后，留学生

的选择发生了变化！按照新政打分原则

，高学历的留学生无疑具有更多优势。

根据新的评分细则，持有受认可的本地

学历9-10级(硕士，博士)的留学生，在

毕业后找到一份技术性工作，那么就能

直接达到160分的移民门槛。他们甚至

不需要配偶和工作经验的加分！

因此，新政对留学生群体产生的一

个很大影响是，他们在学习课程的选择

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以往学习低等级课程，希望短时

间快速移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现在大学课程更会受留学生欢迎

，尤其是高学历课程。”Leo说。

在6月23日召开的坎特伯雷市长论

坛上，坎特伯雷大区的诸位市长呼吁政

府重新考虑该移民政策，通盘考虑全国

的情况，而不是只盯着奥克兰一地。市

长们称，坎特伯雷地区缺乏劳动力，只

凭本地人远远不够，需要引入移民。

6月份，坎特伯雷公布了最新经济

发展策略报告。报告中显示，坎特布雷

是一个凝聚熟练工人和移民的社区。移

民们被这里所吸引，坎特伯雷欢迎并支

持移民的到来。

为什么需要移民？报告直接指出，

坎特伯雷现在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

题，因此现在该地区的发展越来越依赖

净移民来满足技能才人的短缺。因此，

坎特伯雷需要吸引和留住技术人才，这

样才能保证地区的稳定发展。

在坎特伯雷的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中

，净移民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

张表格可以看出，净移民对于坎特伯雷

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新政消息公布后，一些行业和组织

纷纷给移民局发联名信。他们认为新政

中的薪资门槛很不合理，这样会影响雇

主招人。

新西兰移民与投资移民协会(NZA-

MI)在今年5月时，联名各行业给移民

局写信，对移民局的技术移民新政表示

质疑。其中，他们尤其对薪资要求表示

质疑。

新西兰总理回应移民新政：
不会把每年移民数减至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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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龐貝古城發現新陵墓意大利龐貝古城發現新陵墓 發掘發掘44米長石刻碑文米長石刻碑文

移動支付仍有“痛點”：
出門不帶錢 妳能走多遠？

刷手機坐地鐵，我怎麼不行？
解決人們支付痛點的新技術有了，但

推廣力度不夠，仍然有人無法享受便利
近來，在壹些地方，醫院掛號、公交

地鐵、停車繳費等也開始嘗試手機支付。
這些新場景下，“刷”手機的消費感覺究
竟怎樣？“壹機在手，行遍天下”能否成為
現實？我們近日進行了壹番親身體驗。

“自從坐地鐵可以刷手機，出門都
不用帶地鐵卡了，也不再擔心卡丟了找
不回來，充值更是不用排隊，手機簡單
操作幾步就能搞定。”北京大學學生楊
曉東說，坐公交、地鐵能直接刷手機，
減少了專門制作壹卡通的費用和材料，
真是又省錢又環保。

近日，北京地鐵聯合北京市政交通
壹卡通啟動刷手機乘車項目，小米、華
為、三星等品牌具有NFC（近距離無線

通信技術）功能的機型，均已支持這壹
服務。NFC可實現點對點數據傳輸，有
NFC功能的智能手機可在不喚醒手機的
情況下，靠近收款終端如POS機等，通
過驗證指紋等身份信息直接完成支付。

我們用某品牌具有NFC功能的手機下
載了名為“北京壹卡通”的APP，並按照
要求與手機廠商自帶錢包應用連接，綁
定銀行卡，之後通過APP上的“手機壹卡
通”選項辦了壹張虛擬的“市政交通壹卡
通”卡片。該卡片直接儲值即可使用，並
不需要繳納押金。使用前先打開手機NFC
開關，進出地鐵站時，把手機右上方靠近
閘機感應區，就可以順利進出。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坐地鐵時都能
享受到這種便捷。在北京市某事業單位
工作的嚴文壹日出門忘帶地鐵卡，可自
動購票機只能收現金，他手裏沒零錢，
只好先去人工窗口排隊換零錢後再買票。

“即使不能直接刷手機，但現在二維碼
支付這麼方便，自動售貨機上都可以掃
碼了，為什麼不在地鐵裏的自動購票機
上也弄個掃碼買票？”嚴文抱怨。

據了解，除了嚴文這種由於手機功能
受限的情況，還有很多城市根本不支持刷
手機坐地鐵。解決人們支付痛點的新技術
有了，但普及程度不高，還是有很多“不
支持使用該功能”的情況存在。

比如，商場停車繳費經常出現排隊長
龍，智慧停車系統可以有效解決這個問題，
但目前使用該技術的商場仍是少數。以
“ETCP停車”為例，當用戶開車進入停
車場時，高清攝像機會自動識別車牌號碼，
無需停車取卡，道閘會自動打開，汽車直
接進入停車場。離開時，用戶通過手機
APP支付停車費後，同樣無需停車，閘機
自動抬桿，汽車出場。據初步統計，
“ETCP停車”使停車場的收費效率提高
了3—4倍，節省了大量等待時間。

上海市某購物中心停車場管理員潘師
傅說：“之前車輛進出時，停車、取卡、
繳費，整個過程至少需要半分鐘，車多的
時候會更久；有了‘ETCP停車’後，車輛
進出不需要專門停下來，整個過程只需2秒，
不僅用戶方便了，停車場秩序也更好了，
這種技術真應該每家商場都用上。”

“移動支付的發展為日常生活帶來
了不少便利，但由於推廣力度不夠，壹

些技術只是在部分地區甚至部分商家使
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
黃震認為，以NFC為例，該技術的應用
場景仍有待增加，如果人們在很多場合
都能應用這個技術，它的便捷性和高效
性才能更好凸顯出來。

裝上智能卡表，卻不能手機支付？
相關配套硬件設施有待進壹步普及，

需要新興互聯網金融企業與傳統企業對
接合作

“真是太快了，以前至少要排1個
小時的隊，現在都不用了。”在北京大
學第壹醫院壹層大廳，壹個小變化讓家
住北京西城區的耿奶奶感到很方便，
“上周女兒給我從網上掛了個專家號，
我還擔心不靠譜，所以今天壹早就過來，
沒想到壹進醫院就能直接上樓去醫生科
室了，人家也認我們這個號。”

看病無需再排隊，得益於北大醫院與
支付寶的未來醫院計劃。用戶可直接通過
支付寶客戶端進行預約掛號，在約定日期
直接到相關科室分診就醫即可，無需再在
大廳取號，繳費、查詢診斷報告甚至中草
藥配送到家也可以在支付寶操作完成。

原本掛號、繳費、查詢報告都需各排
壹次隊，如今在手機上操作就行。但有用
戶反映，雖然壹些醫院掛號、繳費能在手
機上完成，可如果想打印單據報銷，還是

要到窗口排隊。本來能搭上移動支付快車
省時省力，部分環節卻沒有跟上。

北京市朝陽區居民童韻清最近遇到
壹件很郁悶的事：壹天早上8點，他突
然發現燃氣用完，但孩子等著吃飯，妻
子又出差不在家，他趕緊跑到附近的定
點銀行充值。但辦理繳費時發現沒有該
行銀行卡，還要先辦卡才能繳費，來來
回回花了近2個小時。童韻清說：“為
什麼很多小區都可以在手機軟件上購買
燃氣，而我家這裏卻不行呢？”

據相關支付機構介紹，童韻清所在的
小區已使用智能卡表，這種表是先付費，
充值後拿著卡線下讀寫才能用；而有些小
區采用的普通燃氣表是後付費模式，抄表
員抄下數值登記錄入後，用戶可直接憑編
號在手機上繳費。也就是說，即使解決了
充值問題，但對於童韻清來說，還是要跑
壹趟營業廳讀卡才能使用。

“我國移動支付領域雖然發展迅猛，
但相關配套硬件設施有待進壹步普及，
這需要新興互聯網金融企業與傳統行業
企業進行廣泛對接合作。”黃震建議，
不只是發展移動支付業務的企業要積極
將先進科技與業務創新相結合，相關監
管標準也應根據技術發展進行調整，保
證移動支付產業安全健康發展；傳統金
融服務機構還應主動與互聯網科技公司
合作，最大程度給消費者帶來方便。

綜合報導 在遼寧省大連市長興島，“恒力
2000萬噸/年煉化壹體化項目”現場，工人們在緊
張施工中。記者在這裏看到，數百臺挖掘機、工程
車往來穿梭，施工工人正在加班加點忙著管網土建、
鋼板焊接和儲罐修築。

由恒力石化（大連）煉化有限公司實施的“恒
力2000萬噸/年煉化壹體化項目”，是國家針對民
營企業開放的第壹個重大煉化項目。項目坐落於國
家七大石化產業基地之壹的大連長興島，其不僅是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壹股生力軍，更是我國石化
煉化行業的壹個標桿項目。

2016年，恒力煉化壹體化項目被列入國家發改委

“推進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振興三年滾動重點推進項目
”。2017年，遼寧省、大連市政府工作報告多次提到
支持恒力煉化壹體化項目，並明確要求加快推進建設。

在恒力石化（大連長興島）產業園區內，記者
看到在恒力石化大道的右側為石化PTA三套主體裝
置。PTA項目總投資340億元，建設年產660萬噸
的三條PTA生產線，為全球單體產能最大的PTA
工廠之壹。項目2010年開工建設，2012年9月試生
產，2016年產值已達600多億元。

石化大道左側為“恒力2000萬噸/年煉化壹體化
項目”施工現場。該項目計劃總投資740億元，打造
全球最安全、最環保、內在優、外在美的生態型煉化

壹體化示範園，達產後可實現年產值3000億元。
恒力煉化副總經理焦玉瑞告訴記者，再有半個

月時間，恒力2000萬噸/年煉化壹體化項目的地下
管網工程就可以全部結束，所有土建工程將於今年
11月前全部完成，隨後全面進入重大設備吊裝階段
，計劃2018年10月建成投產。

據介紹，中間罐區作為恒力煉化項目建設的重
要壹環，也正在加速推進中。該工程由中石化、中
石油旗下的9家單位承建，將用於儲存工藝裝置上
下遊之間的中間原料，可以滿足上下遊裝置事故小
修時，接收上遊來料或向下遊裝置供料。

由於中間罐區的工程量較大，建設單位采用
“倒裝法”施工，提高了項目的建設速度。目前，
部分罐頂已經施工完畢，施工人員正在進行罐壁頂
升和安裝焊接。

在今年《財富》世界500強排名中，恒力集團
位列第268位。該集團在做精化纖織造等主業外，
其在大連全力推進恒力石化(大連長興島)產業園建
設。PTA項目已於2015年全部投產，成為全球單
體產能最大的PTA生產基地之壹。2000萬噸/年煉
化壹體化項目2018年10月建成投產後，恒力集團
將實現“原油—芳烴—精對苯二甲酸（PTA）—聚
酯（PET）—民用絲及工業絲—織造”的完整產業
鏈條，企業各項營業收入和利潤率將進壹步實現跨
越式增長。

恒力石化黨委書記董慶國說，作為大連市最大
的民營企業投資項目和國家、省市重點支持項目，
恒力石化將切實承擔起企業在遼寧新壹輪經濟增長
中應起到的作用，為遼寧沿海經濟發展和東北老工
業基地振興做出更大貢獻。

世界500強恒力布局東北打造世界級石化產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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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op advisers are 
crafting a set of measures, including trade restric-
tion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to 
further press North Korea’s major ally to rein in 
Pyongyang’s escalating nuclear weapons threat, 
US media reported.
Trump’s aides met over the weekend and will 
continue their discussions on Monday, with a fi-
nal decision expected as soon as this week, Politi-
co reported, citing tw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s 
sources. However, the officials said it is too early 
to say what the president might decide,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based news website.

The move comes after North Korea successfully 
test-launched on Friday a secon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David Wright, an arms control 
expert at 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 
nonprofit US science advocacy organisation, said 
in a blog that the latest rocket would be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US west coast and a number of 
major US cities such as Los Angeles.
Trump believes that China is not doing enough to 
stop Pyongyang’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me. 
In a Twitter message last Saturday, Trump ex-
pressed his frustration and linked it with the two 
nations’ trade disputes.

China says it’s not to blame for cri-
sis in North Korea, as US piles on 
the pressure
“I am very disappointed in China,” Trump said. 
“Our foolish past leaders have allowed them to 
mak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in 
trade, yet they do NOTHING for us with North 
Korea, just talk. We will no lon-
ger allow this to continue,” the 
US president said. “China could 
easily solve this problem!”
Asked about Trump’s tweets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on Monday, Chinese Vice Com-
merce Minister Qian Keming re-
futed the idea that any link exist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Chi-
na-US trade.
“We think the North Korea nu-
clear issue and China-US trade 
are issues that are in two com-
pletely different domains,” Qian 
said. “They aren’t related. They 
should not be discussed togeth-
er.”
US says ‘no point’ in UN meet-
ing on North Korea after latest 
missile test
China, he added,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inter-
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Kore-
an peninsula, and China is also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US side 
for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

ship”.
The two sides conducted high-leve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ialogues in Washington in June and 
July without reaching a joint action 
plan to freeze Pyongyang’s nuclear 
threat. After these two rounds of di-
alogues, speculation has risen that the 
US could impose new targeted sanc-
tions against China.

‘We can strike all of US’: 
North Korea underlines 
missile threat after latest 
test
By late June, the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had already sanctioned one 
Chinese bank, two Chinese nationals 
and one shipping company over their 
alleged “illicit financing” and “con-
tinued support” for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Courte-
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
cy-defence) 

Trumps Tweets
Follow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I am very disappointed in China. Our 
foolish past leaders have allowed 
them to mak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in trade, yet...
6:29 PM - Jul 29, 2017
23,71823,718 Replies
25,38925,389 Retweets
94,16794,167 likes

Follow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they do NOTHING for us with North 
Korea, just talk. We will no longer al-
low this to continue. China could eas-
ily solve this problem!
6:35 PM - Jul 29, 2017
29,50429,504 Replies
23,17223,172 Retweets
92,65192,651 likes

North Korea’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Hwasong-14 is shown 
being launched on Friday in this official photo. Photo: AFP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in the White House last week. (Photo/Associated 
Press)

Workers walk past a billboard picture of Kim Jun Un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North Korea’s leader Kim Jong-un waves to the 
audience in Pyongyang. (Photo/KRT via Associate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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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休士頓論壇》》連線政治評論員唐慧琳連線政治評論員唐慧琳
蔡政府抗議不斷發表看法蔡政府抗議不斷發表看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權力的遊戲》自2011年開播以
來，吸粉無數。現在，休斯敦的
影迷有福了，《冰與火之歌》作
者 喬 治.R.R. 馬 丁 (George RR
Martin) 的手稿及紀念品將被收藏
在德州農工大學庫欣圖書館
（Texas A&M University's
Cushing Memorial Library ），
並對公眾開放。

《權力的遊戲》自開播以來
，以“創造奇蹟”的高姿態打破

了魔幻劇難以取得成
功的美劇“魔咒”，
一舉顛覆所有好萊塢
魔幻電影的創意水平
，成為魔幻影視界不
可逾越的高峰，引發
全球追劇熱潮。每一
季的開播，都頻頻創
下收視高峰。 《權
力的遊戲》第七季於
7月16日回歸，這一
季一經播出便超越了

前六季的首播收視率，收穫了最
高實時收視人數，打破了HBO收
視記錄。

該劇改編自美國作家喬治.R.
R.馬丁的奇幻小說“冰與火之歌
”系列。馬丁在20世紀70年代
首次訪問了德州農工大學，參加
一年一度的科幻小說節及研討會
AggieCon，對學校的檔案系統印
象深刻。因此，喬治.R.馬丁欽點
德州農工大學庫欣圖書館作為首
家收藏自己作品的原始手稿及珍

貴紀念品的收藏地。
該 收 藏 合 集 被 稱 為 “ 牆 ”
（“the Wall”），但它更像座
城堡。庫欣圖書館提供了馬丁系
列藏品約300箱，近50, 000件
物品供公眾查閱。

收藏品包括出版商和演出者
之間的通信，棋盤遊戲，1，300
餘本多種語言譯本圖書，午餐盒
及各主演在劇中使用的佩劍。在
藏品中，你可以找到艾莉亞.史塔
克（Arya Stark）的佩劍縫衣針
（Needle）和艾德.史塔克(Ned
Stark) 的瓦雷利亞鋼巨劍“寒冰
” （Ice）。

要查看收藏，可在線查看圖
書館的查找幫助，請圖書管理員
從檔案中提取資料，並可在凱爾
西 閱 覽 室 （Kelsey Reading
Room）查看。

科幻小說研究收藏館策展人
傑里米.布雷特（Jeremy Brett）
表示，德州農工大學保護馬丁的
收藏將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書和

電視系列的學術研究領域日益增
長。

布雷特說，“我們收集這種
材料，因為我們認為科幻小說是
重要的流派，也是學術研究的重
要方面，馬丁是美國幻想小說的
領軍人物，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
至關重要，可供學者更好的研究
馬丁的作品。”

馬丁計劃從德州農工大學攻
讀榮譽博士學位，但要等他完成
《冰與火之歌》的第六卷《凜冬
的寒風》（ "The Winds of Win-
ter"）後才回到校園。

儘管大多數收藏品向公眾開
放，但部分封閉材料需要提交馬
丁的許可信才可查看。

其中，第五卷《魔龍的狂舞
》（A Dance with Dragons）的
所有手稿暫不對公眾開放，直到
第六卷《凜冬的寒風》出版後，
才向公眾展出。

令人遺憾的是，庫欣圖書館
只在週一至週五開放。

【本報訊】現代人工作壓力大和不正常生活方式
，讓身體常常處於疲勞和多處健康隱患，其實只要三
餐正常攝取、作息規律，再搭配 「健康長壽操」 運動
，簡易的方法就可以長壽養生。

為顧及美南地區民眾健康，美南新聞將邀請精通
長壽操的張朝岳先生(Tony)於8月7日上午10時30分
在國際貿易中心(ITC)示範 「健康長壽操」 ，跟著他一
起做操，搭配正面口號，迎向健康長壽。歡迎踴躍參
加。地址：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健康長壽操8/7
上午10時30分ITC舉行

休士頓論壇關心兩岸局勢動態休士頓論壇關心兩岸局勢動態，，邀請評論員討論邀請評論員討論。。 ((本報資料畫面本報資料畫面))

《權利的遊戲》作者手稿及珍貴藏品 被德州農工大學收藏 向公眾開放

艾莉亞的佩劍縫衣針艾莉亞的佩劍縫衣針（（NeedleNeedle））複製品在庫欣圖書館複製品在庫欣圖書館
展出展出。。 （（圖片取自圖片取自Texas A&MTexas A&M））

20152015年年，《，《冰與火之歌冰與火之歌》》作者喬治作者喬治.R.R..R.R.馬丁馬丁
在在RudderRudder 禮堂回答記者提問禮堂回答記者提問。。 （（圖片取自圖片取自
Texas A&MTexas A&M））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STV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關注兩岸動態，將於8月3日晚間
7時30分播出最新內容，針對蔡英文政府上任後的政
績、吳敦義即將上任國民黨主席和郭台銘大手筆在美
投資等新聞議題作一番討論。節目也在周二提前視訊
連線台北政治評論員唐慧琳，當天現場也會邀請僑界
評論員一同發表看法。

蔡英文政府才上任一年，抗議便南北如影隨行，
不只返年改團體因不滿蔡政府的年改政策，許多民眾
也對政績有所抱怨，抗議行動遍地開花。節目中將會
連線台北政治評論員唐慧琳，以 「小英錯了嗎？」 主
題發表看法。唐慧琳曾任親民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2006年參加倒扁，擔任紅衫軍活動主持人，後加入
國民黨智庫，2015年總統大選時積極為洪秀柱辯護，
是洪辦 「青年柱講團」 成員之一。

其他議題，包括 「吳敦義即將上任國民黨主席，
是否真能讓國民黨起死回生」 ，現場也會有一番討論
和解讀。此外，最近郭台銘鴻海科技集團旗下的富士

康宣布將投資100億美元在美國威斯康辛州設廠，讓
外界引頸期盼，但是否對台灣經濟會造成衝擊，節目
也會 「從郭台銘投資美國看台灣經濟困境」 作討論。
現場節目嘉賓將有常中政(資深保險規劃師)、李堅強(
休士頓大學國際關係及東亞政治副教授)、馬健(Mor-
gan Stanley財務顧問)、陳煥澤(中國國民黨海外黨代
表)。

播出時間是8月3日(週四)晚間7時30分至8時30
分，8月4日(週五)下午1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休士頓論壇，帶您一起關心國際時事、勁爆話題和社
區動態。

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外，也可藉由網
路直播，Youtube搜尋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
rum (Live Stream)， 或 https://www.youtube.com/
channel/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 ，也可掃
描報上直播網站二維碼，手機收看。現場直播電話：
281-498-0109，歡迎觀眾隨時Call in分享看法。

鼓勵華裔參加8月5日社區安全研討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週末至各大超市散發傳單

（ 休士頓/ 秦鴻鈞）以美南山東同鄉會等
十餘個社團共同舉辦的安全講座和社區大會將
於本週六（ 8月5日 ） 下午三時至六時在文化
中心舉行。為了鼓勵更多的社區人士參加，美
南山東同鄉會由會長房文清及陳文律師率領，
於上週六（ 7 月29 日）上午及下午，分別由義
工季維強、江岳、楊俊義、劉江妍、吳凱俊等
人在大中華超巿、百佳超巿、惠康超市散發傳
單，提醒僑胞們的危機意識，並深深醒悟社區
安全是大家的責任，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該會理事也在陳文律師的發動下，以接龍
方式提出社區維護社區安全的建議：
1. 所有人攜帶辣椒噴霧（academy 或Amazon
可以買到）。

2. 進門立即鎖車，包放駕駛室座位底下。
3.中國城商家在6-9月，11-12月間增加巡邏
保安。
4. 各商場進出口安裝攝像系統。
5. 中國城各街道安裝攝像鏡頭。
6. 各商家門口安裝小型便利攝像鏡頭（cosco
可以買到，價格$30-150 之間，可與手機連線
，實時觀察外面情況）。
7. 在包裡放置跟蹤器。
8.建議車上安裝行車記錄儀。
9.減少現金攜帶，改變華人現金多的印象，抵
制只收現金的商家。
10，晚上（尤其九點後）儘量減少出門，尤其
是一個人，容易被團夥盯上，黑夜是犯罪的溫

床，攝像頭作用不大。
11，下載APP：be safe 可以一鍵通知家人，有
地點顯示。
12，付費服務公司 guard llama 一鍵通知警察和
家人，有GPS定位馬上確認出事地點。
13. 晚上有車禍，如果是一個人在車裡，不要走
出車外，直到警察過來。

陳文律師也公佈了8 月 5 日安全講座邀請
的官方人員，包括：
1. Harris County DA Kim Ogg, 她的辦公室有2
位律師分別講解受害者權益和張穎瑩案（特別
要求他們為了08/05活動研究這個失蹤案）。
2. HPD officer 講解如何保護自己. HPD 會來幾
個officers。

3. 槍協律師講解如何合法用槍。
4. Fort Bend County DA 辦公室律師，補充介
紹刑事案件處理程序。
5. Harris county Sheriff 辦公室會來幾個offi-
cers, 他們在會議期間專設一個角落，與民眾直
接溝通。
6. 市議員Steve Lee 的代表將代表市政府出席
。
7. 州議員Gene Wu 將出席。
8 .Congressman Al Green 辦公室將發來賀信。
9. 還在確認中的有Harris county 刑事案法官。
10. Harris County Attorney 也在確認中。
11. 西南區管委會李雄主席。
12. 國際區李蔚華主席。

川普稅改拼年底前過關 減稅方案可能在國會面臨強硬反對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在上任百日之前，川普拼政績，公佈了驚人的大減稅方案！美股自從川

普當選以來，市場想著總統就要減稅了總統就要減稅了，開心地狂漲，現在川普的減稅聲明出來
了，到底對經濟是利多還是災難？在競選時，川普就主張要對富人進行大量的稅收減免，根據新
發表的聲明，看來會有更多中產階級受惠。個人所得稅的級距，由7級減少為3級，最高稅率從
39.6%降至35%，標準扣除額提高一倍，這將聯邦所得稅的收入將明顯減少。川普提議廢除遺產
稅。遺產稅幾乎9成都是財富前10%的富人繳的，如果沒有遺產稅，對富人是最大福音。企業稅
率降到15%，大多數經濟學家相信，這對於富人而言，只會更富有。多數共和黨人士認為，簡單
地降低稅率，就可以鼓勵勞動與投資，因為降稅，代表你自己可以保有更多的所得。

白宮高階幕僚七月卅一日宣佈，將全力推動稅改在今年底前過關。官員指出，希望在九月四
日勞工節後舉行聽證會和審議，以使稅改法案能在十月通過眾議院，並於十一月在參議院過關。
白宮法制辦公室主任休爾特(Marc Short)指出：“我認為這個時程表相當激進，但我們排定的時程
就是如此。”知情人士表示，二○一八年預算決議案，也就是未獲民主黨支持下通過稅改法案的
第一步，將於九月或十月達協議。

國家經濟會議(NEC)主席柯恩(Gary Cohn)也釋出同樣訊息，他說，當局和國會議員正“強推
稅改”。財政部長米努勤(Steven Mnuchin) 則表示，計劃讓稅改法案“從九月一日起啟動正常程
序”。白宮有意調降企業和個人稅率，廢除扣除額並簡化稅制。不過，儘管多名官員保證會盡速
推動稅改，但如何創造新收入以抵銷刪減的稅收，使稅改在符合國會預算法案的前提下永續進行
，仍有許多障礙和未解疑問。稅務律師李布（Jean-Pierre Lieb）表示，目前美國的企業稅在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會員國中名列第一，法國以34%排第二，比利時以33%居第3，其次
是澳洲的30%。經合組織會員國的平均企業稅率是24%。現在有許多國家為吸引外資，英國原已
決定在2020年將稅率由20%降到17%，為了緩和脫離歐洲聯盟的衝擊，據報導如今甚至有降稅
到15%的計畫。法國也預定在2020年將稅率由34%降到28%，義大利和以色列等國家也有意跟
風，匈牙利甚至計畫將稅率由19%降到9%。而美國如此大幅減稅將加重各國間的緊張情勢，引
起世界一股減稅戰爭。

川普宣布將來大降企業稅(corporate tax rate)，從最高的35%減到15%，大減20％的稅，美
國財政部稱這是美國 「史上最大的減稅(biggest tax cut)」 方案。不過專家表示，由於美國是大國
，令人擔心會引發新的全球減稅戰爭，對社會造成負面後果。川普的經濟顧問寇恩（Gary Cohn）
形容， 「這是1986年以來最重大的稅務改革法案，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大減稅措施」 。

美國財政部長Steven Mnuchin表示，減稅的目的是 「讓流向海外的數兆美元資金回流，在美
國投資」 ，以創造工作機會。川普認為跨國公司放在海外的盈餘2.6兆美元，可以藉由這合理的低
稅率，讓這些跨國公司把錢帶回美國來投資。藉稅改推升美國經濟出現每年3%的成長。不過，這
項的減稅方案可能在國會面臨強硬反對，目前已造成國會議員意見嚴重分歧樂施會（Oxfam）發
言人歐布瑞（Manon Aubry）表示： 「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決定如此大幅減少稅收時，其他國
家可能跟風，帶來的不平衡現象將對我們的社會有很大衝擊。」 她強調政府為彌補短少的稅收，
政府可能有意提高加值稅，便會讓環境較差的人承擔不相稱的稅。

（（ 右一右一）） 義工江岳對僑胞發義工江岳對僑胞發
傳單宣導傳單宣導。。

圖為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圖為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右三右三），），陳文律師陳文律師（（ 左三左三
）） 率領的義工率領的義工（（ 右起右起）） 楊俊義楊俊義，，季維強及江岳季維強及江岳（（ 左一左一）） 等人等人
，，上週六動員至各大超巿散發傳單上週六動員至各大超巿散發傳單。。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左起左起 ）） 陳文律師陳文律師、、楊俊義楊俊義、、
季維強在超市門口發傳單季維強在超市門口發傳單。。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
（（ 左左 ）） 向超巿購物民眾宣導並散向超巿購物民眾宣導並散
發傳單發傳單。。

（（ 右起右起 ）） 季維強季維強、、楊俊義楊俊義
向超市購物民眾宣導向超市購物民眾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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