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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o train returns to China from Hamburg
A 41-container cargo train completed its maiden 

voyage from Hamburg, Germany, to Harbin in 
northeast China’s Heilongjiang Province, on Tuesday.
It took one month for the train, which was carrying 
German products including car parts and beer, to travel 
the length of the Ha’ou cargo line.The 9,820 kilometer 
line passes through Germany, Poland and Russia before 
entering China via Manzhouli C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The fi rst train from Harbin to 
Hamburg left on June 13.

哈尔滨往德国汉堡货运列车首班开行
6月13日，首列“哈欧国际货运班列（哈尔滨-汉

堡）”从哈尔滨开出，从满洲里出境，经俄罗斯、
波兰等国，终点为德国汉堡，全程9820公里，预计
7月11日返回哈尔滨。这标志着又一条连接中国至
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2015: Municipal Election Year

Spotlight on Bloomington, IN 
聚焦布如明顿
     Page 6

体育
双塔出走，步行者彻底迎来新时代
费天王败走温网巅峰战
    见第9版

海尔美国新研发中心挂牌运营 州长莅临祝贺
Haier America Opens Technology and Design Center in Indiana

7月14日，海尔美国宣布其位于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的开放式研发
中心挂牌成立，在剪彩仪式上，印第安纳州州长，纳州埃文斯维尔市长
以及海尔美国CEO等分别发表了致辞演讲。据了解，这家研发中心的成
立标志着海尔开放式创新体系在美国进一步落地壮大，同时也将成为海
尔在美国市场扩张的强大引擎。

据了解，海尔之前在美国南卡州已有一处研发中心，但近年来随着
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海尔研发中心正致力于从单独
产品开发到提供用户整套解决方案的转型，原研发中心的软硬条件已跟
不上新的业务需求。此次在印第安纳州新建的研发中心面积达到原来的
近三倍，增加了更多的用户体验交互区域，在人才方面吸引到了一大批
曾在其他世界一流白电企业工作过的研发工程师，预计新研究中心建成
后可对印第安纳州产生1000万美元的年度经济影响。

研发中心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和经济影响使其颇受当地政府欢迎，印
第安纳州州长在致辞中多次提到“相信海尔的发展将越来越好”，埃文
斯维尔市的市长Lloyd Winnecke在剪彩仪式上说：“埃文斯维尔市家电行
业的复兴以及海尔美国新研发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们迈入了新的制造

业时代。埃文斯维尔拥有生产大型家电的悠久历史，我们很荣幸
能够与全球第一大家电品牌合作。”

 
这家研发中心的成立将助力海尔充分整合当地资源、更好满

足美国用户需求。正如海尔美国的董事长兼CEO Adrian Micu所
说，埃文斯维尔市丰富的人才资源促使研发中心最终在当地落
户，同时该中心“让我们能够设计和制造满足美国用户需求的、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整体住居解决方案。海尔与过去相比更加接近
美国市场，而且也更有决心完成在本地的新一轮扩张。”除海尔
美国CEO外，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集团轮值总裁梁海山也亲
临现场，并在剪彩仪式上做了演讲致辞。

海尔一直坚持“全世界是我的研发部”的创新理念，在全球
各地搭建起庞大的开放式创新网络。其在全世界建成美国、欧
洲、日本、澳洲、中国五大研发中心，每个研发中心都延伸出众
多的触角，充分链接当地的一流资源。同时海尔还建成HOPE线上
平台，让全球用户和资源在平台上零距离交互，持续产出创新的
解决方案。

据了解，海尔在美国奉行“三位一体”的本土化战略，即设
计中心在洛杉矶、营销中心在纽约、生产中心在南卡州，此次在
印第安纳州设立新的研发
中心无疑将大大加强其创
新能力。而由于紧紧把
握当地用户需求，海尔
家电16年来在美国稳步扩
张，目前海尔家电在北美
有8000个销售网点，产品
已经进入美国沃尔玛、百
思买等全球前十的主流渠
道，成功跻身美国家电行
业“第一阵营”，成为最
受美国用户关注与认可的
世界品牌之一。

（来源 凤凰商业）

我们《印州华报》全体工作人员，
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厚爱。我们
这个非营利组织能够坚持每两周发行
这份中英双语报纸，免费服务印第安
纳波利斯和周边的社区，全靠广大读
者的捐赠及广告支持。欢迎读者们继
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捐款请寄：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We hope you enjoy this bi-weekly 
Chinese-American Newspaper supporting 
the Indianapolis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produced entirely by 
volunteers.  This FREE publication relies 
on donations from readers like yourself and 
the revenue generated from advertisers. 
Please send your donations to：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2015年市政选举 州长、副州长参加剪彩仪式。

海尔新研发中心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中国前领导人万里去世享年99岁
Chinese Reform Politician Wan Li Dies at 99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万里，于7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
世，享年99岁。
　　1916年12月，万里生于山东东平。1936
年，万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他多
年在冀鲁豫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1949年以
后，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和财政经济
委员会任职。随后，长期在建设部门和北京
市任职。

　　1975年1月，正值邓小平领导国民经济
整顿期间，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他采
取果断措施，严厉惩治了一批“造反派”，
铁路混乱局势为之一转，正点率迅速提高，
民间遂有“万里铁道万里行”的美誉。
　　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
一书记，并于1978年1月至1979年12月担任安
徽省革委会主任。面对粮食歉收、大批农民
外出乞讨的困局，他力排众议，不计毁誉，
在全国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民间
又有“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
　　1980年4月万里调任任国务院副总
理。1980年8月至1982年5月，万里兼任国家
农委主任，具体负责全国农村改革。1982年
和1987年，连续担任中共第十二届和第十三
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对中国民主法制贡献
良多。
　　万里一向被国内外舆论视作坚定推进改
革开放的一位杰出领导人。在全面深化改革
的今日，格外令人怀念。

 (来源 财经网）

摄影俱乐部摄影比赛获奖作品

   见第四版 

新视角 New Perspectives
少年不可欺：
     留不留学，只是选择，无关人格
    见第10版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

唐代散文中的音乐成语：
“异曲同工 败鼓之皮”
 见第8版

夏日摄影作品欣赏

   见第4版 

教育
浅谈美国高中的AP课程
    见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