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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 to connect China, Thail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way will star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said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TanasakPatimapragorn during the China-ASEAN Expo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y of Nanning. In the future, 
this railway would be an important mode of transport 
of goods and people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he 
told Xinhua.

泰国高铁将到北京中国游客去泰国可选择坐
火车
中泰两国交通领域互联互通的最大突破是铁路合作
项目。在高铁建设方面，未来可以建设一条从中国
通过老挝进入泰国，然后向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延
伸的高铁，“到时，我们去北京就可以直接坐高铁
了。”目前正在推进的中泰铁路项目，将来会成为
泛亚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东盟地区的发展提供
强劲动力。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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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
NBA新赛季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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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团访美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ing USA  

【本报综合消息】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9月24日下午抵达华盛顿，美国副
总统拜登（Joe Biden）夫妇和助理国务卿拉
塞尔（Daniel Russel）前往机场迎接。晚间，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宫设私
人晚宴接待习近平。从白宫到布莱尔宫距离
约有100米左右，奥巴马与习近平缓步经过宾

夕法尼亚大街进入布莱尔宫，途中，二人一
直在随身传译的陪同下交谈，神情愉快。

到达华盛顿之前，习近平在西雅图进行了
为期三天的访问。由于美国的媒体的目光集
中到同一天到达美国方剂教皇身上，美国政
界舆论界对习近平的到访显得非常冷淡。

在西雅图习近平参观了波音总部的生产
线，并签下300架飞机的订单。他还到微软和
林肯高中参观。并出席了中美互联网论坛。

习近平将在25日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
问，26日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
联合国大会。

（图片 来源路透社）

随习近平访美的浙江代表来印州
【本报讯】9月21日，印第安纳州经济

发展公司（Indian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IEDC）和能源系统网（Energy 
Systems Network, ESN）联合设宴招待浙江万
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鲁冠球先生。鲁冠球素
有商界常青树的美誉，是一个以四千元创业
到拥有54亿元资产的传奇人物，中国最受尊
敬的第一代企业领袖之一，是这次随同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15个著名的企业

家之一。
今年早些时候，印第安娜州州长麦克·彭

斯访问浙江时会见过鲁先生。他绕道来到印
第安纳波利斯回访彭斯州长，在印第安纳波
利斯进行了短暂的访问。据悉他在印第安纳
只停留了六个小时就乘飞机前往西雅图，和
直接飞往西雅图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
汇合。（图片来源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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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访问美国倍受欢迎
Pope Francis Visiting USA

【本报罗马教皇在结束了对古巴的
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后，于9月22日抵达美
国华盛顿。奥巴马一家罕见赴机场亲自
迎接，待遇之高超过了同期进入美国访
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据报道教皇方济各首次以教宗身份
访问美国，也是对奥巴马2014年3月访问
梵蒂冈的回访。

23日教皇来到华盛顿圣马修大教
堂，参加了正午的弥撒，这是华盛顿的
教堂首次举办弥撒。

9月24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讲主题聚焦
移民、难民潮和个人与社会责任。

24日下午教皇离开华盛顿前往纽
约，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并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之后还将访问费
城。

据教皇走访沿途的美国各地政府官
员预计，最多时可能有150万人将出来夹
道欢迎教皇，而费城市中心届时可能关
闭要道。

值此季節，位於北緯三十九度的印城，
道路建設大多面向正東或是正西，早上
上班，下午下班開車，陽光正面直射，
開車小心安全嘍

2015年印地安那老人节
2015 Indiana Senior Day

时间：10月17日 11-3点 Oct 17th, 2015, 11am-3pm
地点：印城华人教会 Indiana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3405 E. 116th Street, Carmel, IN 46033
主办单位： 印州华美协会 India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IACA
  印城华人教会Indiana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合唱团 ICCCI Choir
赞助单位：中华超市 Asia Mart，印城中乐团  Indianapolis Chinese Orchestra
活动内容：老人*享受志愿者做的免费午餐
         老人编排的文艺节目，ICCCI 合唱团，ICCCI儿童合唱班，民乐合奏

报名：参加活动的老人*必须预先报名，以便准备午餐。(86街/96街老年公寓不用单独报名)
报名联系人：Eileen Tsai, 电话 510-290-7666， eileen_8_tsai@yahoo.com,
网上注册：http://goo.gl/forms/NCncc7UVrp， www.indyaat.org            
欢迎老人报名演节目！
*老人节的“老人”定义为62岁以上的印地安那居民

早晚开车注意安全

Albert Chen, who built Carmel-based 
Telamon Corp. into an $800 million 
company with more than 1,400 employees, 
plans to retire as CEO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on Oct. 1, the company announced 
Thursday..

Chen, who founded the company 30 
years ago, will remain with Telamon in the 
position of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board. 
Chief Operating Offi cer Stan Chen, Albert’s 
son, will become CEO.

Stephanie Chen Fuhrmann, Albert’s 
daughter and president of Telamon’s 
Telecom Solutions division, will take over 
as COO. (Source http://www.ibj.com/) 

Telamon founder Chen to retire as 
CEO, Chair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