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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印州两百华诞 赞华裔之星贡献 Baidu to further expand mapping service 
abroad 
Chinese Internet giant Baidu announced 
Tuesday that it will expand its mapping service 
to over 1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by the end 
of 2016 as part of its strategy to go global. 
Baidu’s desktop and mobile mapping service 
have established footholds in 18 Asia Pacifi c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India and New 
Zealand. They are expected to see about half 
of its users from overseas markets by 2020, 
according to Li Dongmin at a press conference.  
Baidu currently holds a whopping 70 percent 
share of China’s mapping service market, with 
500 million active users. ...
百度地图扩张海外版图 新增11个亚太国家
3月31日，百度正式宣布上线亚太地区十一个

热门国家的海外地图服务，针对出境游用户的语
言障碍痛点，届时百度地图将对海外版本进行汉
化，并支持中文搜索。百度地图希望借此瞄准中
国1.2亿出境游用户，进一步扩张海外版图，这
是继2014年底推出港澳台地区服务，以及2016年
春节前夕上线日韩泰新四国服务以来，其在国际

化进程上迈出的最新的一步。……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Purdue Research Opens Door to 
More Efficient Sustainable Energy 
Source
   Page 7

下年度H-1B申请抽签已结束
           见第3版

普 林 斯 顿 这 次 没 有 屈 服

             见第5版

印州华人摄影俱乐部将开设单反
数码相机的ABC教学课程：

有讲课，有作业，有点评，有实践
单反机，零起点，手动挡，出大片。
           见第4版

For AD info: Call 317-625-0623 or 
   Email: Tina.Tian@indyaat.org

【本报讯】4月16日晚，由印州华报举办的“印地安纳州杰出华裔之星颁奖典礼”希尔顿大酒店九楼会议室内隆重

举行。为六位在各个领域有杰出贡献并为华人社区长期坚持热心服务和奉献的“华裔之星” 颁奖。同时获奖的还

有多年来为印城国际化建设和对多元化文化普及推广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刚刚卸任的前印地安那波利斯市市长巴

拉德先生。详细报道请见特刊S1、S2。     （摄影 张大为）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卫平即将
离任   见第2版

再见科比，再见青春       
        见第9版

新视角：
 毕业季节
  见第10版

选举问题解答
   见第11版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保证一步到位 

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健康保险， 
商业保险，人寿保险，投资理财，奥巴马计划 

Auto, Home, Rental, health, Commercial, Life, Investment, 
Obama care 

电话 (Phone)：（317）688-1684     
电邮：lilly_david168@yahoo.com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Awards 
Gala

IAAT Constellation Awards Gala salutes 
six ‘Stars of the Indiana’s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pay special tribute to former 
Indianapolis Mayor Greg Ballard at the Hilton 
Indianapolis Hotel & Suites last Saturday. 

Full story on Page 6 , S1 and S2.

【综合消息】美國密
西根州周三首度針對弗林
特市（Flint）鉛水醜聞
提起刑事訴，控告1名市
府官員及2名州監管員捏
造檢驗結果及竄改證據。 

密西根州弗林特市水
源遭鉛汙染，從去年10
月起在當地居民血液中
測得含鉛，此狀況多月
來未見改善，美國總統
歐巴馬今年1月宣布當地
進入緊急狀況。密西根州
當局本周正式採取法律行
動，州檢察長舒特（Bill 

Schuette）表示，起訴的這3人故意誤導地方、州層級及聯邦官員，隱
瞞弗林特市自來水鉛含量的資訊。檢方以重罪及輕罪起訴這3人，最高
可處5年徒刑。舒特表示起訴這3人只是剛開始而已，此案件調查過程
繁複，未來將會陸續揪出危害市民飲水安全的瀆職官員。 

這起「鉛水危機」起源於當局改變弗林特市的供水來源。為節
省成本，市府自2014年4月起不再向底特律買水，轉而從弗林特河
（Flint River）引水，但河水長期承受周邊汽車和化學工業廢水排
放，流經該市老舊水管會造成腐蝕現象，管線溶出重金屬物質，再流
入居民日常用水中，造成嚴重的鉛污染問題。

鉛會造成嬰幼兒智力、神經系統的發展的損傷，許多當地居民也
開始出現掉髮、起疹子、各種過敏與身體不適等症狀。目前當局只能
為市民加裝濾水器、並供應瓶裝飲用水，並再度與底特律簽約，但各
地的管線已被破壞，就算有乾淨的自來水，含鉛量仍然會居高不下。

當地居民目前不敢使用自來水，皆購買瓶裝水代替，但該市經濟
蕭條，有4成左右居民生活窮苦，買水對他們來說是項沉重的負擔。

密歇根州需要再努力，才能重建佛林特居民对政府官员的信心。
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尼德（Rick Snyder）曾承诺为佛林特水质危机
背后的决定问责。他本周亦说，他会在未来30天在家里及工作时，都
会饮用佛林特的水。

密西根州铅水丑闻 三官员遭起诉
Michigan Offi  cials Charged in Flint 

Water Poisoning

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尼德（Rick 
Snyder）本周说，他会在未来30天都会饮用佛
林特的水，以证明水安全。

英女王庆祝90大寿
Queen Elizabeth II marks 

90th birthday

英國白金漢宮廿日發布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左二）與王
儲查理（左一）、威廉王子（右一）和喬治小王子的四代君
主和未來君主的合照，喬治小王子特別墊高，以便用這張照
片發行郵票。 

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廿一日將與家人低調慶祝九十歲
生日，這位英國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依然和過去一樣受到
人民愛戴，根據新民調，七成的英國人認為她應該繼續在
位，為一九八一年以來最高。

女王在位已超過六十四年，仍沒有遜位計畫，不過近
年已把一些職責交給年輕的王室成員。

女王生日當天將在溫莎堡外為去年啟用的「女王步
道」（The Queen's Walkway）揭牌匾，這條六點三公里的
步道連接溫莎堡的六十三個景點，紀念女王在去年九月九
日超越維多利亞女王，以在位六十三年又七個月，成為英
國在位最久的君主。（来源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