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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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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Zhang
SMA創始人
Spread the Music Association (SMA)日前舉辦了第二
屆愛心慈善音樂會, 當晚籌集的善款將全部捐獻給Girl
Up聯合國基金會.



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一譴責上周六在維
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發起造成人員傷亡集會的
白人至上主義者，稱他們的“種族主義是邪惡
的”。
川普說，組織示威的新納粹團體、種族主義的
三K黨，白人民族主義者和其他仇恨團體“對
於我們作為美國人所珍惜的一切都是令人厭惡
的”。
他表示要對在夏洛茨維爾犯下“種族主義暴力
”的人追究責任。 他還說：“正義定會得到伸
張。”
川普還說，有人在夏洛茨維爾表現出的仇恨和
偏見“在美國沒有立足之地，正如我以前說過

很多次，無論我們的
膚色如何，我們都生
活在同樣的法律之下
，我們都向同一個偉
大的旗幟致敬，我們
都是同一個全能的神
創造的。”

在川普周一發表評論之前，他
在周末兩天因為沒有明確譴責
組織星期六集會的白人民族主
義者和其他團體而受到美國各
個政治派別的激烈批評。 許
多評論家星期一讚揚總統直接
批評白人至上主義者，但也說
他等了幾天才點名譴責他們。
川普星期一在白宮電視轉播的
講話中向三名死者致敬，其中
包括因參加抗議白人民族主義
者集會而被撞死的32歲的律
師助理希瑟·海耶（Heather 

Heyer）。在空中監視地面沖突的兩名維吉尼
亞州警察也因直升機失事而殉職。
川普星期一發表講話前，聽取了司法部長傑夫
·塞申斯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克裏斯托弗·雷的
匯報。美國司法部已對上周六暴力沖突事件展
開民權調查。
來自共和與民主兩黨的很多美國公眾人物連續
兩天批評川普總統不明確譴責白人民族主義者
、新納粹分子和其他在夏洛茨維爾示威集會的
人。這些人反對市政府移除19世紀南北戰爭期
間南方邦聯軍隊主將羅伯特·E·李將軍塑像
的計劃。南北戰爭的爆發起因是南方的奴隸制
。通常是騎著戰馬的李將軍像成為好幾所美國
城市的示威焦點。

美國多城市
示威譴責維
州暴力事件
【VOA】在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市示威活動
爆發死傷事件的第二天，全美許多城市星期天
紛紛舉行活動，譴責仇恨和種族主義，特別是
維州慘案聚焦的白人至上主義。
示威活動從美國東岸的紐約市曼哈頓川普總統
住宅門前的遊行，佛羅裏達州的燭光追悼會，
到西岸的洛杉磯、舊金山和西雅圖等城市的抗
議示威，延續到深夜。
在洛杉磯，警方估計有一千五百人在市政府前
示威，抗議周六維州夏洛特維爾的發生的暴力
行為。他們從下午兩點開始在市區遊行，示威
者攜帶標語，高呼口號，警方為他們開道。
在西雅圖，川普總統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市中
心對峙，警方沒收一些人的武器並逮捕了三名
男子。
西雅圖的集會活動是支持川普的團體“愛國者
祈禱團”早在維州事件發生之間就策劃好的，
這個團體的幾十名參與者吸引了幾百名反對川
普者到場，西雅圖警方把雙方隔離開，但仍有
一些反法西斯和反川普的示威者滲入。
祈禱團的領導人譴責維吉尼亞州的白人至上主
義者，許多人也表明支持川普總統和他規劃美
國的藍圖，組織者裘伊·吉布森事先在臉書上
要求參加者不要和反對他們的人發生沖突。他
說，他不是右翼，不是保守派，他只是相信憲
法，相信自由。
另一名發表講演的泰尼·透斯說，這個偉大
的國家需要高舉揮舞紅、白、藍色，永不退

縮，因為他們
是愛國者。
愛國者祈禱團
的演說激起幾
百名反制示威者的噓聲，他們在隔離柵欄後開
罵，揮舞“多元成就力量”的標語，他們的組
織者表示，他們反對仇恨。
華盛頓州金縣的行政首長陶·康斯坦丁發表聲
明說，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法西斯今天戴著愛國
主義的假面具在這裏集會，我們團結對抗你們
帶來的仇恨言論，你們將再度失敗。
有兩名反示威的男子搶占愛國者祈禱團的講壇
，高呼“黑人生命重要”，一名川普支持者回
應說，黑人生命重要，白人生命重要，只要是
生命就重要。
西雅圖的對峙盡管聲浪驚人，不過警方表示，
沒有人受傷，也沒有財物損失。
舊金山海灣地區星期天有多處舉行燭光追悼會
，日落時分，在舊金山市府廣場前有數百人唱
著民謠，點燃蠟燭，悼念維州的死難者。在海
灣另一邊的奧克蘭市，兩百多人參加了反仇恨
燭光追悼會。主辦者 “我們的家庭聯盟”要求
參與者帶來團結、和平過渡和克服白人至上主
義為主題的詩歌。
奧克蘭警方為維安而增派人手。陸續上台的講
演者提到的都是馬丁路德·金牧師和曼德拉，
還唱歌，拿川普說笑，一直到夜裏一切都很平
靜。

KVVV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外交室講話（2017年8月14日）。                         

︱維州暴力事件後，洛城市政府前的示威（網路截圖）。

《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國歷史動畫
啟 發 孩 子 眼 界

海報

▲

川普點名譴責
白人至上主義者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中華上下五千年》是介紹中國歷史的動畫片，上至盤古開天辟地，下至清
朝康熙乾隆。 該片構思新穎，以現代生活中兩個少年兒童毛毛、小奇及一部智能電腦的參
與，根據史籍資料按照時代沿革順序引出了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歷史畫面，再現了中華民族五
千年璀璨的文明。

播出時間：每周一至五下午3時至3時半首播，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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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有不少中国的网友询问移民新西

兰的事情，他们在一些招聘网站或者

微信群里看到“花十几万人民币就能

让你在新西兰找到高薪工作，而且还

能担保PR(绿卡)”的信息，这样的信

息是真的吗？

最近，新西兰移民局和网络安全

机构Netsafe等机构纷纷发出通告，提

醒广大求职者，千万小心最近流行的

一种新型工签诈骗方式，这种骗局专

门针对海外求职人士。

惠灵顿几家“幽灵”医院在招人？

在埃及、印度和突尼斯等国家的

报纸和网站上，出现了一些声称“新

西兰医院在招聘海外医生”的广告。

这些招聘广告打着新西兰惠灵顿 St

Theresa's Hospital 和 The St Vincent

Ranui Hospital这两家医院的名号，招

聘信息写的十分详细，但新西兰并没

有这两家医院。

除了虚构医院外，诈骗者还把自

己称为Dr Peter Jones，由于这个名字

在新西兰非常常见，在海外对新西兰

不是十分了解的人来说具有很强的欺

骗性。

骗子在广告中称这些医院在招人

，而且给出的薪水非常诱人，远远超

过了新西兰医生的正常收入水平。不

过，这份工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申请

的，骗子要求受害者支付3000纽币的

“登记注册费”，并称第一年年薪的

80%会被拿走。

躺枪律师：电话被求职者打爆了！

那这一看上去很真的骗局是如何

被曝光的呢？这得益于一位名为Da-

vid Kember律师的举报。

David Kember来自惠灵顿，过去

是一名移民律师，骗子把David Kem-

ber的名字作为了 “登记费”的接收

人。于是，他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接

到了莫名其妙的电话轰炸。大量想要

应聘的海外医生，简直把他的电话打

爆了！除此之外，他的收件箱也收到

了很多疑惑的医生们发来的询问邮件

。“这真的太让我头痛了！有些医生

已经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通过这份工

作移民新西兰了。”

此事一出，新西兰医学协会立刻

展开了调查，并发出声明：David

Kember被卷入了一场国际诈骗案中，

但请大家注意，他与这些诈骗案一点

关系也没有！

由于涉及到工签移民，新西兰医

学协会也立刻将此事告知了新西兰移

民局。新西兰移民局和网络安全机构

Netsafe也就此事发布了公告。

骗子利用求职者想移民的心理作案

Netsafe 首席执行官Martin Cocker

表示，关于移民求职这类诈骗案屡见

不鲜，但骗子的手段却越来越高明。

在近期多发的这类工签诈骗案中，诈

骗者主要利用海外求职者想出国打工

、移民的心理行骗。

诈骗者不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

是假装成公司高管。他们在招聘网站

上发招聘广告，这些工作看起来非常

“诱人”，不仅薪资优渥，而且好像

就是为受害者量身定制的一样。

随后，诈骗者通过电子邮件或电

话和受害人取得联系，要么向其提供

工作，要么在电话中进行简单面试。

这些工作合同通常会包括一些

虚假信息。不过，对新西兰了解的

人一看就知道这不符合新西兰的实

际情况。

比如：

月薪(新西兰的合同上都是写的年

薪)；

税后收入(新西兰雇主给出的薪资

都是税前)；

每日工作小时数量(新西兰雇主一

般都是按周计算工时)；

新西兰大使馆的联系方式(新西兰

的职位通常不提供此信息)。

一旦受害人接受了这个假工作Offer

，对方就会要求其填写“签证申请材料

”，并要求受害人将资料送到最近的

“新西兰大使馆”。当然，这些都是假

的，包括那个“新西兰大使馆”。骗子

的目的就是让整个过程看起来既合法又

真实，让受害者乖乖掏钱。

随后，骗子就会要求受害者支付

“签证费”，或者其他办理签证的费

用，这些钱款会支付到诈骗者的账户

中。此后，受害者就再也联系不上所

谓的雇主了。

受害者大多是海外求职者！

移民局区域经理Tim Shepherd说

，鉴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工作骗局，

移民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类骗局尤

其喜欢瞄准海外求职者。“移民局想

要告诉大家，在办理工作签证的时候

要擦亮眼睛，求职者是不需要为一个

工作邀请付钱的！”

这类诈骗案到底有多少？

移民局表示，由于诈骗案种类很

多，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海外，而且是

网上诈骗，数据和信息是很难追踪的

。

Netsafe的Martin也表示，“这类

诈骗者遍布在世界各地，绝大部分都

不是新西兰当地人。这些骗子打着移

民工签的幌子，向求职者兜售虚假工

作信息。”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

的移民国家也经常被骗子用作诈骗的

噱头。

Martin 说，Netsafe 平均每个月会

收到1200份被骗受害者的报告，其中

海外工作诈骗案占比约1%。

但Martin也指出一个事实，由于

诈骗者和受害者在海外，因此新西兰

很难对这些案件进行统计。“受害者

会向他们所在的国家机构报案和寻求

帮助，他们不太可能会向新西兰报案

。因此，我们现在掌握的这类诈骗案

数据并不全。”

他提醒大家，太好的工作，可能

是假的，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新西兰

本地找工作，都需要擦亮眼睛。

Martin表示，就自己与受害者多

年接触的经验来看，避免上当受骗的

最主要方法就是不要匆忙做决定。

“多做调查研究，切记匆忙做决定。

还有，如果一份工作看起来过分好，

这个时候求职者需要思考它的真实性

了。”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新西兰，无论

是在微信群里还是招聘网站上，看到

有关新西兰的招聘一定要提高警惕，

多询问生活在新西兰的好友，多上网

查找资料，确定信息的真实性。如果

你对正在申请的新西兰本地工作有所

怀疑，这有几个小Tips帮你完成初步

验证：

访问公司的网站和看街景图；

给他们的新西兰电话号码打电话

，很多诈骗者使用软件以让他们的电

话号码显示为本地，但是这种号码回

拨以后是无法接通的；

直接和这家公司联系，确认他们

是否有这个职位。

如果招聘方向应聘者索要大额签

证费用，更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这些

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不仅碎了移

民梦，还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假地点、假工作……多国出现“移民新
西兰”诈骗案

英国移民咨询委员会报告称，政

府计划给脱欧后来自欧盟国家的30岁

以下移民颁发2年期签证。

根据文件，独立委员会专家建议

英国政府，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

拿大为例，给18岁至30岁的移民提供

优惠条件。

报告指出，为此存在一系列原因

：年轻移民拥有更多的工作年限，可

为政府带来正面贡献，而且，他们更

能顺利地同化。

目前，公民权利的问题和英欧双

方脱欧费用的多少，仍是脱欧谈判关

注的焦点。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争执

不断加剧。就公民权利而言，欧盟希

望英国脱欧前，在英国生活的欧盟其

余27国公民的权利能“一切照旧”。

但英国提出的方案却让欧盟“大

跌眼镜”：在“截止日期”前，已经

在英国生活满5年的欧盟国家公民将

获得“定居身份”，可以继续留在英

国，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金等方面享

受与英国公民一样的待遇。在截止日

期前在英生活未满5年的欧盟国家公

民，将被允许留在英国直到达到5年

的期限。而在截止日期后和正式“脱

欧”前抵达英国的欧盟国家公民，将

获得大约两年的“宽限期”。在“宽

限期”内，他们只能算是“移民”。

自从英国与欧盟启动脱欧谈判以

来，双方在“分手费”、英国是否彻

底退出欧洲共同市场、移民自由等领

域龃龉不断。

另一方面，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

提前大选后拉拢小党组成的弱势联合

政府则出现内讧，一些阁员在“脱欧

”议题上意见不合，致使英国政府内

外交困。

颁发2年期签证
英脱欧后将对

年轻移民寄予厚望

财富杂志网站报道称，尽管

美国H-1B签证仅仅在开放申请后

4天就达到了名额上限，但现在

的数据显示，外国人对美国工作

的兴趣呈下降趋势。

求职网站Indeed的数据显示

，求职者搜索H-1B签证的次数在

3年来首次下降。

该网站的经济研究分析师罗登

(Valerie Rodden)称：“通常对工作

的搜索在2月份达到高峰，4月份

来到低谷。但今年4月以来搜索仍

持续降低。求职者也不像原来那样

对H-1B工作机会那么感兴趣。”

这可能是由于特朗普政府

“雇佣美国人”的政策导致的。

这一政策给技术部门造成困扰，

因为美国并没有足够多符合资格

的人来填补空缺岗位。

2015年，计算机相关行业岗

位数量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数量

的10倍。

需要签证支持的求职者在技

术领域岗位的兴趣是平均值的5

倍。在 Indeed网站上，需要签证

支持的求职者对软件工程师岗位

的兴趣是平均值的16倍，对程序

员和数据分析岗位的兴趣是平均

值的14倍和13倍。

美国的移民政策导致H-1B项

目十分复杂。它涉及到劳工局、

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每个部门

分别负责H-1B申请流程的不同部

分，每年会批准85000个申请。

每年H-1B的名额通常会超越

限额，因为H-1B持有者在被批准

3年后会有一次续签的机会。此

外在一些组织工作，比如宗教团

体，不受名额的限制。

H-1B签证中大部分名额给了

在技术部门工作的员工。这些工

作主要由印度的申请者占据。在

过去10年中，超过70%的H-1B签

证颁发给了计算机和信息相关岗

位的印度人。

不过，现在的情况开始改变。

分析表明，更多的印度工人

在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回国寻找

工作。大约有600位在美国的印

度人在2016年12月开始寻找在印

度的工作，但到了2017年 3月底

，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000人。

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

2017年印度H-1B签证的申请者7

年来首次出现数量下降。在计算

机及相关专业的申请也在4年来

首次下降。

美联社的报告指出计算机相

关领域雇佣的持有H-1B签证的员

工少于美国人。

或受移民政策影响
外国人在美找工作兴趣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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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美國一家反誹謗機構組織（ADL
）稱，一家與目前弗吉尼亞州種族主義暴力案件有關
的納粹機構也曾經在今年年初對休斯頓的兩家猶太教
堂進行過襲擊。並且事件中，駕車撞向人群中的那名
男子也是該組織的成員。

今年一月和七月，這家組織Vanguard America就
曾在休斯頓兩家教堂的的門上和入口張貼充滿種族仇
視的標語，並且還在德州的多個地方對這種種族仇視
情緒進行傳播。

美國西南地區反誹謗機構組織（ADL）的主管稱
，我們相信執法機構會進一步對涉及國內恐怖和破壞
司法的案件進行調查，該案件一度導致一人死亡多人
受傷。根據ADL的報告，Vanguard America在美國擁
有多家分部，其中也包括加州，德州，路州，弗吉尼
亞州等，組織成員宣揚白人之上主義，宣稱白人的血
液是和美國土壤有著特別的紐帶連接。

同時，今年三月這家組織成員在路易斯安那州的
兩個猶太教堂也張貼了大量種族攻擊的標語，在新澤

西的一處猶太集中營也掛上了反猶太的旗幟。
日前發生在弗吉尼亞州的暴力衝突就是這些種族

團體矛盾升級激化的結果，根據ADL統計，今年德州
發生的種族仇視事件比去年增加了50%。

此外，在弗吉尼亞州種族主義暴力案件中，駕車
撞向人群中的那名男子也是該組織的成員，已經被指
控二級謀殺和其他罪名。

從當地時間11日晚開始，數千名白人種族主義者
開始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聚集，爆發了美國近
10年內最大的“白人至上”主義遊行。

這件惡性事件的導火索是：弗吉尼亞州政府決定
拆除當地一座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聯盟總司令羅伯特
•李的雕像。

很多“白人至上”主義者把他當做精神圖騰，有
人認為這座雕像代表了種族主義和對黑人的壓迫，拆
除雖然符合了美國社會的主流“政治正確”，但卻捅
了白人種族主義者的馬蜂窩。

種族仇視案件抬頭 今年德州相關案件增五成

在美國，13歲以下的兒童自殺十分罕見。不過，或許這些
慘案的發生或許會比你想像的要頻繁。

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1999年至2015年間，根
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提供的數據，美國共有1309名5至12歲的兒童自殺。

這也就是說，在這17年間，每5天就有1名13歲以下的兒
童自殺。這個比例在2013年至2015年間更高：每3.4天就有1
人自殺。

不過，相比其他群體，兒童自殺較為罕見。在這17年間，
每10萬人中，5至12歲的兒童自殺案有0.31起。而每10萬人中

，13至18歲青少年自殺案為7.04起，18至65歲成人自殺案為
17.39起。

研究表明，兒童自殺的主要原因是關係問題，比如與朋友和
親屬發生爭吵。而在12歲至14歲的兒童當中，自殺原因主要和
戀愛有關。

太頻繁太頻繁 美國每美國每55天就有天就有11名兒童自殺名兒童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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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發掘壹處莫斯科發掘壹處400400年前木制教堂遺址年前木制教堂遺址

工作人員在俄羅斯莫斯科的工作人員在俄羅斯莫斯科的BirzhevayaBirzhevaya廣場廣場，，發掘壹處可追溯至發掘壹處可追溯至
1616至至1717世紀的木制教堂遺址世紀的木制教堂遺址，，由於考古中發現重大的歷史價值由於考古中發現重大的歷史價值，，致使致使
這座教堂的發掘期限延長了這座教堂的發掘期限延長了3030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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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公司 BMDesign Studios 設計出壹種外觀如碗狀壹般的雙屋頂（double-roof）系
統“凹面屋頂（Concave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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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具有700700多年歷史的多年歷史的““五月樹五月樹””遊遊
行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市中心舉行行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市中心舉行。。
布魯塞爾每年布魯塞爾每年88月月99日都會舉行日都會舉行““五月五月
樹樹””遊行遊行（（又稱又稱““巨人巨人””遊行遊行）。）。

多地國企改革提速
重組混改持續活躍

進入下半年，地方國企改革再提速。
目前，已有十多個省份相繼召開相關會
議部署下半年的國企改革，尤其是上海、
廣東、天津等地近期動作頻頻。截至8月
11日，滬深兩市共有59家國企上市公司
因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北京、上海、雲南
、江蘇、遼寧等地方國企上市公司停牌
較多，大多數為地產、有色、鋼鐵等行業
。專家認為，地方國企改革成效不僅是地
方政府考核指標之壹，也是區域經濟增長
的助推器之壹。在穩增長、降杠桿的大背
景下，下半年地方國企改革將加速落地，
重組、混改進程有望進壹步提速。

新壹輪重組加速推進
作為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以

廣東為代表的新壹輪的重組正在加速。
據了解，廣東省36家省屬企業將壓縮，
廣東省國資委已研究制定了《省屬國有
企業布局結構調整優化方案》，總體思
路是，將目前省屬企業準公共性、競爭
性兩大類別，進壹步細分為準公共類、
競爭類、金控類三大類別，以“存量提
升、增量引導”為基本導向，加大優化
調整力度，實現“三駕馬車”分類推進、
協同發力。針對不同企業壹企壹策制定
省屬企業調整重組方案，成熟壹個、推
進壹個。業內人士指出，在不同省屬企
業旗下的水電類、工程隧道類、金融類、
高速公路類、機場類、港口類等同類資產
或進行整合。

中國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李錦認為，
廣東省以布局調整為突破口，來帶動整
個省屬企業的大調整、大變革、大發展，
36家省屬企業將會壓縮。由此可見，新
壹輪的國企重組大潮將成為廣東國資推
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改變
“小、散、弱”現狀。

同時，近期，山西省屬新國企密集
組建成立，凸顯國企重組新思路。8月3
日，在整合山西省經貿集團、山投集團
資產，晉能集團、能交投集團文化旅遊
資產以及省直單位相關經營性資產基礎
上，山西省文化旅遊投資控股集團有限
公司在太原揭牌成立。新組建的山西文
旅集團，將采用“平臺公司+上市公司”
模式，選擇省內外上市的殼資源，將優
質資產分板塊逐步置換到上市公司，加
速山西文化旅遊資產的證券化。

8月7日，在整合山投集團、經貿集
團、能投集團所屬四家公司的基礎上，山
西大地環境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應運而生。
據山西省國資委此前對外介紹，除了上述
新國企，水務、交通等領域新國企也將陸
續掛牌運營。同時，按照山西省國資委的
要求，18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今年開始每
年都必須在資本市場上有動作。

8月4日，江蘇省發布的《關於當前
深化全省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
中提出。將積極穩妥推進國有企業功能
性重組，組建省港口集團，研究提出省
級綜合性旅遊集團組建方案。

四川省金融工作局、四川省國資委、四
川證監局則於日前聯合召開了“四川省
2017年上市公司並購重組培訓會”，提出
將制定出臺壹系列政策文件和細化措施，以
推動更多上市企業通過並購重組發展壯大。

據牛牛金融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
以來，截至8月11日，共有102家國有
控股上市公司的重大重組取得了進展，
其中，52家實際控制人為地方國資委或
地方政府，52家企業中有19家在今年
完成了重大重組；9家重組失敗終止，
10家國有企業重組的預案已經獲得董事
會或股東大會通過，9家企業的重組方
案目前正在證監會審核流程中。此外，

還有兩家重組方案未獲得發審委通過。
值得註意的是，地方國企的並購重組大
部分都是以橫向整合的方式，收購同行
業的優質資產，增強上市公司的核心競
爭力，其中很多上市公司並購標的都是
關聯方控制或參股的優質資產。

李錦指出，未來三年將是國企重組
的活躍期，參股、控股、收購兼並、通
過產權市場出售資產等多種形式的整合
將會加速，結果是國有企業分化加快，
國有經濟結構優化加快。

地方國企混改取得新突破
下半年以來，以上海為代表的地方

企業混改正取得新突破。8月4日，停牌
近15個月之久的*ST愛富公布新修訂的
重組方案後復牌，根據*ST愛富最新修
訂的重組方案，公司擬以支付現金方式
收購奧威亞100%股權，並將其持有的
三愛富索爾維等六家公司的部分股權和
氟化工相關的部分資產出售給上海華誼
、新材料科技、氟源新材料。同時，本
次重組之前，公司控股股東上海華誼(集
團)公司通過公開征集受讓方的方式，擬
將其所持有的三愛富20%的股權轉讓給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集團公司，股份轉讓
完成後，公司控股股東將由上海華誼變
更為中國文發，公司實際控制人將由上
海市國資委變更為國務院國資委。市場
分析人士認為，此次央企和民企共同參與
的重組模式，既順應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
，有利於調動多方參與國企改革的積極性
，也有助於改善上市公司經營和財務狀況
，提高抗風險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此外，6月15日，上海市公布了第壹
批員工持股試點名單的四家企業(上海電氣
國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齊程網絡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久事智慧體育有限公司、
上海新金橋環保有限公司)。業內人士指出
，隨著各項改革配套政策的完善，下半年上
海國企改革實質性舉措將亮點頻頻。

天津市屬國企混改也正加速落地。
據了解，天津開發區確定了混改工作“三
年行動計劃”。即2017年精心遴選南港

開發公司、泰達租賃、易泰達科技公司、
弘泰物業公司等4家條件相對成熟的區屬
國有企業實施首批混改；2018年確保三
分之二以上區屬國有企業完成改革；到2019
年，進入混改攻堅階段，區屬國有企業混
改全部到位。目前，南港公司等4戶企業
作為開發區首批混改企業，已“壹企壹策
”分別制定了混改方案。

8月10日，遼寧省政府召開全省深
化國資國企改革領導小組會議，遼寧省
省長陳求發強調，要積極推進國有企業
混合所有制改革，堅持分層分類推進，
鼓勵社會資本和各類投資主體參與國企
改制重組，積極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
公司，研究推動國有資本向公共服務、
生態環保、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點領域
集中，最大限度放大國有資本撬動作用。

黑龍江省日前發布的《關於2017年
全省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
提出，對符合改制條件的省國資委出資企
業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革。加快推動國有資
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加快產業結
構調整，加大向戰略性新興實體產業投資
力度。加快推進省屬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
改革，支持駐省央企科研院所轉制。

此外，江蘇省提出，將以實體企業
和新辦企業、新上項目等為重點，積極
引入非公有資本，優先發展混合所有制
經濟。積極穩妥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
點。穩妥推進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
開展員工持股試點。

華泰證券策略分析師戴康認為，國
企降杠桿是經濟去杠桿重中之重，混改
則是國企去杠桿的主要手段之壹，隨著
央企混改不斷推進以及全面展開，地方
國企混改將大概率跟進。

註重提升資產證券化率
從各地召開的國企改革相關會議來

看，多省份將資產證券化、上市作為下
半年國企改革的重點。根據山東省國資
委印發的《關於加快實施新舊動能轉換
推進省屬國有企業資產證券化工作的指導
意見》提出，到2020年，省屬國有企業將

新增10家以上上市公司，實現2-3家整體
上市或主業資產整體上市，資產證券化率
達到60%以上。目前山東省省屬國有企業
中已排隊等待審核上市的權屬企業有7家
。

7月31日，江蘇省國有企業改革推
進會在南京舉行，會議明確，要以明確
主業為前提，積極推動企業混改、上市。
目前全省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數量已達50
戶，正在培育的上市企業有39戶，下壹
步還要繼續擴大上市數量和規模，提高
資產證券化率。

山西省國資委提出，將積極開展資
本運作，充分利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平
臺，對同質化競爭嚴重和產業關聯性強
的上市公司，以及未上市的資產業務，
通過市場化方式，推動專業化重組，打
造具有鮮明產業特征和規模效益的上市
公司。同時，充分利用上市公司“殼”
資源，將具有良好經濟效益和發展前景
的優質資產，註入上市公司。

7月26日，江西省政府新聞辦、省
國資委聯合召開全省國有企業經濟運行
情況及國資國企改革亮點工作新聞發布
會，據介紹，在資本證券化方面已取得
積極進展。督促指導企業積極培育上市
後備資源，多渠道推進企業改制上市。

牛牛金融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截
至8月11日，有20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
籌劃定增重組並發布了董事會預案，其
中9家為地方國企上市公司，這些並購對
於國有資產證券化的提升，都有壹定的
助益。

市場分析人士指出，從近期地方
國企改革措施和上市國企落地的情況
來看，地方國企改革明顯加速。目前
多數地方國企資產規模龐大但上市資
產規模較小，資產證券化率不高，近
幾年地方國企ROE水平僅在3.5%左右
，低於全國國企總體水平，存在較大
的“提質增效”空間。提升資產證券
化率、加速混改是解決地方國企核心
問題的重要手段。



the safety of Chinese overseas busi-
nesses and investments was an issue 
that had to be taken seriousl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top government think-tank in Bei-
jing, has twice named Venezuela as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for Chinese 
businesses to invest.
Tan said at least 68 shops, many of 
them Chinese owned, had been looted 
in late June in the town of Maracay, 
80km from Caracas, and the unrest had 
been spreading.
“We are trying our best to deposit US 
dollars and send money back to Chi-
na and relatives overseas,” she said. “I 
only use credit cards to shop and carry 
with little cash.”
Venezuela defends purchase of Chi-
nese riot-control gear after more than 
70 deaths in street protests
Tan said the price of daily necessities 
was soaring and some, such as edible 
oil, cornflour and sugar, had been im-
possible to find in supermarkets and 
shops for a long time.

Street vendors operate openly 
in Caracas, Venezuela.
“Now, you can only buy sugar from 
street-corner speculators at the black 
market price, about 7,700 Venezuelan 
bolivars a kilogram,” she said. “A lot 
of local people are jobless, and many 
are even scavenging for food.”
Tan said Chinese speculators were 
smuggling edible oil, cornflour and 
sugar from Brazil, and could earn be-
tween US$5,000 and US$8,000 a con-
tainer, but that was adding to tensions.
“Locals are becoming angrier about 
Chinese speculators,” she said, adding 
that such grass-roots concerns were 
now more important than grand invest-
ment schemes.
“To be honest, I think the so-called 
close Sino-Venezuela relationship was 
of little help to Chinese or Venezuelans 
living here. The people need peace and 
a stable supply of cornflour and sugar, 
not those suspended, China-supported 
building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ww.scmp.com/news/china/econo-
my/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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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zuela’s decline has 
spawned random acts of vio-
lence and looting of businesses.
As formerly oil-rich Venezuela de-
scends further into chaos, the dreams 
of one of South America’s largest Chi-
nese communities can be counted as 
collateral damage, along with one of 
Beijing’s most high-profile efforts at 
economic diplomacy.
There used to be 400,000 ethnic Chi-
nese living in Venezuela, which sits 
atop the world’s biggest oil reserves, 
but tens of thousands have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s its 
economy has imploded and violent 
protests have taken over the streets.
Mey Hou, a mother of three from En-
p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fled 
Venezuela with her children in De-
cember 2015, bringing down the cur-
tain on 15 years of hope for a better 
life overseas.
Her husband and one of her brothers 
returned to China last year, but another 
brother decided to remain in Venezu-
ela.
The family’s 17-year odyssey, span-
ning half the globe, coincided with 
massive Chinese financial backing of 
the socialist regime of the late Hugo 
Chavez and his successor Nicolas 
Maduro and the subsequent collapse 
of Venezuela’s economy as oil prices 
plummeted.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 a state lender, has poured at 
least US$37 billion into the country 
of 30 million people, with most of it 
repayable in oil.

Mey Hou fled Venezuela with 
her three children in late 2015. 
(Photo/SCMP Pictures)
Chavez’s anti-US rhetoric was once 
music to Beijing’s ears, and Venezu-
ela’s rich oil reserves were a potent 
lure for energy-hungry China, but the 
country now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Chinese individuals, businesses and 
officials of the perils of venturing 
abroad.
As a deep-pocketed Beijing ramps up 
efforts to gain global influence through 
its infrastructure expertise, the lessons 
from Venezuela could resonate for 
some time to come.
When Hou, now 39, arrived in the 
Venezuelan capital Caracas on a tour-
ist visa in 2000, she was impressed by 
the country’s booming economy and 
lifestyle prospects. She lived a South 
American dream for more than a de-
cade: marrying a fellow Chinese im-
migrant, having three children, gain-
ing permanent residency, running two 
shops and helping her two younger 
brothers migrate to Venezuela.
But the dream started to crumble and 
she returned to Enping, a county-lev-
el city in Jiangm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ne and a half years ago with 
two suitcases, her three children and 
her US dollar savings.

“My shops were robbed,” 
Hou recalled. “We could only 
run back to China and leave 

them.”

She said at least 50,000 people with 
roots in Enping, which has a long his-
tory as a source of Chinese migrants, 
had returned to China from Venezuela 
last year.
Her brother David, who still lives in 
Caracas, used to make a good living 
supplying building materials such as 
sand, stone and cement to construction 
sites run by big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hina-led projects were once ubiq-
uitous, with several thousand Chinese 
workers living in the capital,” he said, 
adding that most Chinese workers had 
now left Venezuela for safety reasons.
David Hou speaks fluent but heavily 
accented Spanish and has developed 
a taste for Venezuelan coffee, drinking 
two to three cups a day. But he said 
inflation, tipped to hit 1,500 per cent 
this year, was making life difficult for 
Venezuelans.

Government police and soldiers 
on the streets of Caracas, Ven-
ezuela 
“Nowadays, having a meal at a decent 
cafe in Caracas costs at least 200,000 
Venezuelan bolivars,” he said, but the 
minimum wage for a local worker was 
only about 170,000 bolivars a month.
Lisa Tan, a third-generation Chi-
no-Venezolano (Chinese-Venezuelan) 
born in Caracas in the 1960s who runs 
a shop in the capital, said massive cur-
rency depreciation meant US dollars 
were the only currency worth hanging 
on to.
“In 2007, 100 US dollars could be ex-
changed into about 4,600 Venezuelan 
bolivars,” she said. “Now, on the black 
market, 100 dollars can fetch around 
800,000 bolivars.”
In the weeks of intensifying chaos 
since that interview, the black market 
rate has weakened further to 1.2 mil-
lion bolivars to US$100.
Venezuela’s strongest rate, known 
as DIPRO, is unrealistically set at 10 
bolivars to the US dollar (1,000 boli-
vars to $US100) and reserved, says 
the government, for essentials such as 
food and medicine.
“Doing business in Venezuela to earn 
local currency is meaningless,” Tan 
said.
Even though Venezuela’s economy has 
collapsed, she insists she won’t leave.
Hunger games: middle-class Venezu-
elans are liquidating savings to stock-
pile food, as inflation hits 700 per cent
Her grandfather arrived in Caracas 
from Jiangmen in the early 1900s, 

and his brother married a Venezuelan 
woman.
“Many of my relatives are mixed 
Chinese-Venezuelan,” she said. “We 
are second- or even third-generation 
Chino-Venezolanos. Venezuela is our 
home.
“We feel heartbroken and homeless 
now when thinking of leaving the 
country. But the situation is horrible 
and only getting worse.”
The first immigrant from Enping ar-
rived in Venezuela 160 years ago. Oth-
ers followed, becoming shopkeepers 
and restaurateurs and expanding into 
other trades and mining, with the Chi-
nese community eventually swelling 
to about 400,000 people. Enping’s 
Bureau of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
nese Affairs estimates that 70 per cent 
of them could trace their origins back 
to the city, which was a major source 
of emigrant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But the situation in Venezuela has de-
teriorated rapidly since the death of 
socialist strongman Chavez in 2013, 
with the government’s spending plans, 
framed when oil was selling for more 
than US$100 a barrel, collapsing af-
ter prices plunged to below US$50 a 
barrel. Shop shelves are empty, food 
is scarce, electricity supply is limited 
to just a few hours a day, there’s riot-
ing and looting in the streets and gov-
ernment supporters wielding wooden 
sticks and metal bars have attacked op-
position lawmakers at the parliament.
Falling oil prices also dealt a severe 
blow to Venezuela’s ability to repay 
Chinese loans, illustrating the geopo-
litical risks that accompany Beijing’s 
global quest for resources and influ-
ence.
“Through its loans-for-oil ties to Ven-
ezuela, China has become the No. 1 
source of sovereign foreign finance 
for Venezuela, which has been all the 
more important since Venezuela has 
been cut off from many other sourc-
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said Matt 
Ferchen, a resident scholar at the Bei-
jing-based Carnegie–Tsinghua Centre 
for Global Policy.
“For China, Venezuela has been the 
top recipient of CDB loans, with only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Russia. Yet 
because of Venezuela’s crisis, the 
country has not been able to repay its 
loans on the terms originally agreed 
with China nor has it been able to sup-
ply as much oil, in as timely a manner, 
as the two countries had agreed. Now 
Venezuel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has a direct,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in-
terests.

One of Venezuela’s offshore oil 
drilling platforms.
“If it fails to play a more construc-
tive role in Venezuela’s current crisis, 
China risks eroding its image in Latin 
America and elsewhere as a credible 
partner in South-South development 
and as a competent manager of polit-
ical and economic risk.”
Simon Shen, co-director of the Inter-
national Affairs Research Centre at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China’s dollar diplomacy offered 
effective competition to ideologically 
driven Western aid, which had strings 
attached, and he saw no reason to 
change it. However, while a hands-off 
approach was politically appropriate, 
China should set clear conditions and 
goals when it came to economic re-
turns.
Ferchen said that if China supported 
stability in Venezuela, it could not re-
main silent as it descended into chaos, 
violence and autocracy.
“While it’s almost impossible, and 
probably not desirable, to imagine 
China becoming directly involved in 

Venezuela’s domestic political crisis, 
China can and should work with oth-
er Latin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 to think 
about concrete measures to re-estab-
lish effective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competent, depoliticised manage-
ment of Venezuela’s massive supply of 
heavy oil,” he said.

Venezuelans are storming 
supermarkets and attack-

ing trucks as food supplies 
dwindle

China’s global expansion efforts have 
suffered previous setbacks, with more 
than 30,000 Chinese workers evacuat-
ed from Libya in 2011 and all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hat country abandoned 
as a civil war intensified.
The financial casualties in Venezu-
ela have been heavy. Among them is 
a U$$7.5 billion, 462km high-speed 
railway project that has been aban-
doned, leaving derelict factories and 
unfinished construction sites moulder-
ing away in the tropical su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iscov-
ered its options are limited when it 
comes to protecting itself and its citi-
zens from exposure to Venezuel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in April that China hoped and be-
lieved the Venezuelan people could 
properly handle domestic affairs and 
mainta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
ity, which appears optimistic in hind-
sight but was in keeping with China’s 
long-standing non-interference polic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A month later, China’s tourism admin-
istration warned of the risks of travel-
ling to Venezuela
Meanwhile, calls have been growing 
in China for Beijing to be more pru-
dent in its quest
to secure energy supplies and other 
raw materials from overseas and in 
its befriending of regimes that public-
ly denounce the US-dominated world 
order.
A top leadership meeting chair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late June said 

President Xi Jinping (left center) 
and Venezuelan counterpart 
Nicolas Maduro (right center) 
in Caracas in July 2014. Photo: 
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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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華裔企業在美發展
亞裔商會企業家管理人員培訓班第二期正式招生

（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為謀求企業發展的企業家、創業
人士及欲求提升的企業管理人士提供在美經商技能培訓，並提供
一個認識、交流和互相學習的平台，幫助企業家們在競爭激烈的
巿場找到最佳的契機，休斯敦亞裔商會和休斯敦社區大學聯合開
設的“企業家管理人員中文培訓班”第二期正式開始招生，各個
科目均由相關領域的成功企業家、專家主講並分享成功的實戰經
驗，全程中文授課。

新聞發布會由該培訓班的發起人、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
China-US Pathway 國際商務諮詢公司總裁趙紫鋆先生主持。他
介紹說，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資機構來德克薩斯投資和創辦企
業。這些企業和個人在不同程度上也會遇 到我們當初來美國時
的問題。在我幫助國內來的企業來美國投資和經商的過程中發現
，許多國內來的企業不了解美國的商務運作和企業文化，仍然用
國內的習慣做法經營美國的企業，損失很大。他們需要幫助，避
免再走彎路。

由於個人的這些經歷和注意到這些華人企業的需求，所以，
在亞裔商會裡從去年開始推動這個企業和管理人員培訓班。希望
通過聚集各領域成功企業家和專家，給在這裡經商和創辦企業的
華人分享商場實戰經驗和提供專業指導，並藉此給參與的企業家

學員和講師搭 建一個學習、交流和互助的平臺。去年第一期
培訓班廣受社會各界和學院的好評，總結去年的經驗，今年
第二期培訓班準備得更充分、做得更好。

亞商會董事會前主席譚秋晴表示，這項企業家管理人培
訓班就如同美國西點軍校，專門培養優秀人才。

德州地產公司董事長李雄也表示非常開心繼續作為領銜
講師為這次培訓繼續發光發熱。李雄介紹說，第二期課程除
了參照第一期的課程外，還將增加專業導師及企業界的領袖
來與學員交流。

中信泰富特鋼集團北美分公司行政經理陳宇雯作為第一期學
員代表分享了她的收獲。她說，回想起去年初為期三個月的學習
過程，同學們認真專注的態度、講師們傾囊相授的精神，以及小
組成員通力合作完成畢業功課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10個課時
涵蓋了企業策劃、市場營銷、財政攻略、勞資僱傭、行政管理、
合同契約等等大中小型企業都會面臨的方方面面。這次進修對我
的人生是一次質的飛躍，對我的舊式會計企管專業背景是一次更
新和填充，相信這次第二期定會比第一期更顯卓越成功！

此次企業家培訓班主要課程包括商業計劃、財務、金融、營
銷、合同法和勞工法以及美國商務文化等，共 12 週課程，每週

六上午上課。 2017 年 9 月 23 日 ，星期六上午 8:30 AM 開課
。每次 3 個 半小時，有課前早餐交流、講師授課、問答、講師
和學員互動。各個科目均由相關領域的成功企業家、專家主講和
分享成功經驗，全程中文授課。本培訓班第二期只招收 25 名學
員，額滿為止。註冊費用： 每人$688, 包括亞商會會員資格一年
。

目前，各項工作已準備就緒，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有意者
請到亞裔商會網站註冊報名，或聯繫組委會委員：Barbara Gal-
lo, 713-782-7222 or bgallo@asianchamber-hou.org
Yvonne Chen, 713 826 8289 or chen@citicsteel.com

難得一見的日全蝕天文奇景難得一見的日全蝕天文奇景。。 ((取自取自NASA)NASA)

超級日全蝕超級日全蝕88//2121全美全美1212州登場州登場 天文迷蓄勢待發天文迷蓄勢待發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天文奇景日全蝕(Solar Eclipse)將在8月21日(週一)上演，預計
數百萬人屏息以待，屆時美國境內包括奧勒岡州、愛達荷州及科羅拉多州等中部地方民眾都可直
接用肉眼一睹2分40秒的天文奇觀；可惜的是，德州休士頓不在最佳觀測點上，只能欣賞 「日偏
蝕」 ，不過，還是有許多天文愛好者蓄勢待發，準備捕捉這難得一見的自然現象。

每回只要有自然奇景現象發生，德州總是最佳觀測場地，不過這次天文奇景日全蝕，德州民
眾可就缺了那麼一點運氣。根據KHOU報導，德州不在觀測點上，僅有約67%的最大遮蔽，所以
只能欣賞到日偏蝕。

萊斯大學天文物理學系教授及該校太空研究機構創始負責人Patricia Reiff表示，所謂日蝕是
指月球、太陽、以及地球連成一直線，導致月球遮蓋住陽光(在地球上)而形成陰影，所以只要住在

這些陰影地區的民眾，就可以觀賞到日全蝕。
天文學家也說，這次日全蝕的發生範圍會先從西部的奧
勒岡州進入，一路穿越愛達荷州、科羅拉多州，最後在
南卡羅來納州一帶結束，橫跨美國12州，日蝕陰影總長
67英里。在這個區域的民眾可以看到月球整個遮住太陽
，留下最外圍一圈光暈，天色會呈現非常特殊且奇幻的
面貌，白晝瞬間變成黑夜，動物作息都會因而改變，堪
稱一輩子難得經驗。
儘管休士頓不在觀賞範圍，Reiff表示， 「這將令人驚艷
，也是所有人都會想看的奇景」 。也正因為這將會是值
得說上好幾年的特別經驗，為了這個天文奇景，她兩年
半前就開始計劃，到時會在懷俄明州觀賞，這也是她第
一次在美國觀賞全日蝕。
Reiff說，由於休士頓只會有67%的大遮蔽，休士頓地區

的民眾不會察覺到這天文奇景，頂多會覺得似乎有暴風來臨， 「那將會非常可惜」 。
根據報導，許多像Reiff一樣熱愛天文的 「追日蝕族」 早就兩年多前就開始準備，提前訂房，

旅館與Airbnb一房難求，旅館房價都狂漲至少5倍，遊客來自世界各地，都是想要一睹奇觀的天
文迷。

Reiff說，休士頓民眾也可以透過大螢幕直播，NASA或自然科學博物館(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網站都會做相關的介紹。不介意開車的民眾，離休士頓最近的觀測點將是伊利
諾伊州的卡本德爾(Carbondale)，距離11小時又34分鐘車程。

Reiff也說，建議大家好好把握這難得觀測機會，如果錯過了這次的日蝕，那就得等到 2024
年的4月8日。

休士頓周圍觀測路線與時間休士頓周圍觀測路線與時間。。 ((取自取自KHOU)KHOU)

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右一右一))、、亞商會董事會前主席譚秋晴亞商會董事會前主席譚秋晴((左左
二二))與企業家管理人員培訓班人員合影與企業家管理人員培訓班人員合影。。 ((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國學網和休斯敦圍棋協會主辦，
美國智勝學院、美國東方藝術教育中心，美國休斯敦華星藝術團
共同協辦的第二屆休斯敦＂國學杯＂業餘圍棋賽三十位參賽選手
經過八月十二、十三日兩天的激戰之後，於週日下午決出勝負。
共有16 位選手脫穎而出，分獲高段組和普通組的前八名。成績
如下：

「 高段組」 ：第一名王懷璿，第二名Jay Kwan, 第三名Shi
Jiang Lu, 第四名劉振金，第五名Leon Wu, 第六名趙小健，第七
名張意舟，第八名王孝東。

「 普通組」 ： 第一名Ji Lian, 第二名徐華，第三名Cgyun
Chen, 第四名George Wang, 第五名王瑋，第六名李華林，第七
名Wayne Xu, 第八名楊大方。

來自台灣現年 74 歲退休心臟科醫生王懷璿（Vincent

Wang )先生技高一著，六戰全勝，榮獲高段組冠軍，
獲得一千元美金的獎金。王先生對此次活動非常滿意
，他在致詞時激動的表示： 看到本屆大賽這麼有規
模，無論主辦方還是協辦方都是虧本在奉獻，這樣的
精神令人敬佩，所以他決定將冠軍獎金全額捐給休斯
敦圍棋協會，希望能為圍棋文化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王懷璿不僅棋藝超群，畫藝亦堪稱一絕，曾任多年
「休士頓業餘西畫社」 的社長， 並多次主持業餘西
畫社的畫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會名譽主席，中國圍棋院前院長、北京圍棋基
金理事會理事長、圍棋泰斗華以剛先生對本屆圍棋邀
請賽的選手水平之高予以盛讚，他並表示：據我所知
，王先生捐出冠軍全額獎金的行為在業餘圍棋界尚屬
首次，堪稱壯舉。他本人是心臟科醫生，不但醫治別
人的心臟，自己更有一顆最美的心靈。華院長還說：

＂一個人棋技高超固然了不起，但一個棋德高尚的人更讓
人尊敬。王先生就是一位棋技和棋德雙優的人，值得大家
尊敬。＂

大會主席、休斯敦圍棋協會會長尹小林 也在頒獎儀式
上表示： 棋德比棋藝重要，王先生一得獎，馬上說要把獎金捐
出，值得欽敬。不過他還是要送他二件禮物，這是他專門從中國
帶回的（ 一 ） 線裝書的 「 四庫全書」 中的 「 茶經」 ，及（ 二
） 唐伯虎的畫及字相贈。

當天出席閉幕式的除中國圍棋院前院長、北京圍棋基金理事
會理事長華以剛、本屆圍棋邀請賽組委會主席、休斯敦圍棋協會
會長尹小林教授外，還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房振群組長
，僑務組易川領事，美國智勝學院院長，休斯敦圍棋協會副主席
徐華，休斯敦華星藝術團團長鮑玲，休斯敦圍棋協會副主席幹建

輝、栽判長劉義、本屆圍棋邀請賽仲裁週劍波，休斯敦著名律師
徐建勛等人出席閉幕式。

“國學杯＂業餘圍棋大賽創辦於2010 年，是中國國內冠軍
可以授業餘七段的頂級賽事，並在業餘圍棋界有相當的地位和影
響。經多方努力，今年再次進入美國休斯敦，並且本屆邀請嘉賓
規格高，參賽高手多，賽事規模大，並主辦二場圍棋文化講座，
別開生面，精彩紛呈。且與圍棋大師近距離授課，面對面交流，
讓所有與會者獲益菲淺。對傳播中華文化，促進中美文化交流都
具有深遠意義。

東北同鄉會，山東同鄉會，美南新聞聯合主辦「九一八紀念大會」 九月十七日上午敦煌廣場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德州東北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及美南新聞共同主辦，休士

頓三十個社團協會共同協辦的 「紀念九一八，銘記過去，勿忘國恥」 大會，將於九月十七日（ 星
期日） 上午十時半在敦煌廣場 「 夜色KTV 」 舉行，歡迎僑界人士踴躍參與，走過從前，凝聚歷史
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唯有自立自強，壯大自己，才是讓敵軍聞風喪膽的良方。

第二屆休斯敦第二屆休斯敦““國學杯＂業餘圍棋邀請賽國學杯＂業餘圍棋邀請賽 週日下午圓滿閉幕週日下午圓滿閉幕
戰雲密佈兩日之後戰雲密佈兩日之後，，由來自台灣的心臟科退休醫師王懷由來自台灣的心臟科退休醫師王懷璿璿奪魁奪魁

圖為大會主席圖為大會主席，，休斯敦圍棋協會會長尹小林休斯敦圍棋協會會長尹小林（（ 左左 ）） 將線裝書的將線裝書的 「「 四四
庫全書庫全書」」 的的 「「茶經茶經」」 及唐伯虎的畫及字贈給及唐伯虎的畫及字贈給 「「 高段組高段組 」」 冠軍王懷冠軍王懷璿璿
先生先生（（ 中中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所有得獎者及主圖為所有得獎者及主、、協辦方代表及與會貴賓合影於閉幕式上協辦方代表及與會貴賓合影於閉幕式上。。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青島市政協僑辦代表團20日訪問休斯頓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青島市政協副

主席楊宏鈞、青島市政府僑辦主任尹明琴等將
率領訪問團（包括青島建設集團，青島怡瑞豐
集團等）一行九人於8月20-21日抵達休斯頓
進行為期兩天的考察訪問。

代表團擬於20日下午4-6點在美南新聞
集團-休斯敦國貿中心舉行華僑華人見面會，
同時宣傳青島市近期將要設立的“僑夢苑”項

目。屆時，休斯敦華人華僑、知名人士、專家
學者、企業家等與青島市代表團共聚一堂，談
友誼，敘鄉情，共商抓住機遇，回國投資發展
大計。特邀請旅居休斯頓地區的專家、學者、
教授、工程技術人員共同參與此次會議！

報 名 請 聯 繫 修 宗 明 先 生 （Tel：
7133827166； Email： xiuzongming@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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