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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蔡英文接任台湾总统 China angered by U.S. ruling on Chinese 
steel exports 
China on Wednesday decried a U.S. decision to 
impose steep duties on Chinese-made cold-rolled 
fl at steel.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C) said 
China was “strongly dissatisfi 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fi nal ruling on Chinese exports of 
cold-rolled fl at steel.
MOC criticiz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adopting 
unfair methods in its anti-dumping and anti-
subsidy probes into Chinese products and urged 
the U.S. to rectify its mistakes ..
中国钢铁再挨一棒 美国提高中国冷轧钢关税至
522%
周二，据外媒，美国周二将进口自中国的冷轧

扁钢最终进口税率提高至522%，因认定其产品
在美国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并获得不公平补
贴。对于中国产冷轧钢铁进口，美国商务部维持
初裁的265.79%反倾销税不变，但将反补贴税从
227.29%提高至256.44%。美国商务部此举为向相
关产品征收永久关税奠定了基础。
美国商务部称，关税将使中国制造的冷轧扁钢

产品价格提高逾五倍，这些钢品2015年的进口总

量为2.723亿吨。……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DUAN WU FESTIVAL 端午节
   Page 6

旧金山和马里兰蒙郡教育改革有
争议
    见第5版

印州华人俱乐部
 运动摄影
             见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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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于5月20日就任总统，
这是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然而人们最关心的
却是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有关两岸关系的观点。

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提到，"两岸之间的对话
与沟通，我们也将努力维持现有的机制。1992年
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
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
尊重这个历史事实。92年之后，20多年来双方交
流、协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与成果，两岸都应该
共同珍惜与维护，并在这个既有的事实与政治基
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新政府
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
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
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
民。

蔡英文还强调，“我所讲的既有政治基础，
包含几个关键元素，第一，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
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事
实；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两岸
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台
湾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

库里全票当选MVP，篮球运动或
将因他而改变   
        见第9版

新视角：
 2016生源计划，公平？不公
平?  
  见第10版

史上最幽默之招生广告
   见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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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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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naugurate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卡梅尔学区择优程序
有变化

Carmel School District: 
“High Ability Identification 

Process” Changed

台湾第14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大會20日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卸任馬英九總統（左
二）與蔡英文總統（右），政權交接啟動。

　　【本报讯】近日来，人们注意到卡梅尔
学区择优程序（“High Ability Identification 
Process”）有所变化，引起家长们的关注。
笔者了解到，新的程序中，将“Chal lenge 
program”和“Advanced Math”分别衡量，使
得不少家长困惑及担忧。
　 　 有 关 卡 梅 尔 学 区 择 优 程 序 问 题 的
家长们可以参考“K-8 HIGH ABILITY 
IDENTIFICATION HANDBOOK”。此文
件可在网上阅读：https://myccs.ccs.k12.in.us/
district/uploads/File/carmel-clay-schools/gifted-
talented/identification-process/High_Ability_
Handbook_2016.pdf
　　家长们还可以参加School Board的例会，
向“School Board”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
卡梅尔的“School Board”例会向所有人开放。
时间：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一晚上7点（五月
和十二月除外）。地点： Educational Services 
Center，5201 E. Main Street (131st) Carmel, IN 
46033。

美申请绿卡及入籍费用将大幅上
涨
   见第3版

Museum to celebrate bicentennial 
with Expo
   Page 7

Purdue invests in students’ success 
with Back a Boiler—ISA Fund
   Page 7

中国大陆国台办约在下午四时做出声明，态度释善意，但也有所保留。
声明最后表示将进一步扩大两岸同胞交流往来，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深
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但也提及，蔡并未在两岸上提及一中及九二共
识，算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

（摘要 来源 万维网）

　　埃及航空公司一架从法国巴黎飞往
埃及开罗的客机19日凌晨飞越地中海时
从雷达上消失。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
朗德当天上午说，客机已坠毁。
　　希腊军方官员说，一架搜寻飞机发
现疑似失踪客机残骸的橙色物体。
　　据埃航发布的消息，这架航班号为
MS804的客机载有66人。埃及民航部长谢
里夫·法特希当天下午说，客机遭遇恐
怖袭击的可能性大于遭遇技术故障。
　从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飞往开罗国
际机场，航程为4个多小时。这架客机原
定当地时间19日凌晨3时5分抵达开罗机
场，但2时45分（北京时间8时45分）从
雷达上消失。客机消失时距地面高度约
11277米，已进入埃及领空。
　　埃航公司声明，机上载有56名乘
客、7名机组人员和3名安保人员。英国
广播公司援引埃航副总裁艾哈迈德·阿
德尔的话报道，乘客中包含两名婴儿和
一名儿童。
　　初步调查显示，失踪客机上共有56
名乘客，包括30名埃及人，15名法国
人，2名伊拉克人，其余9人分别来自英
国、比利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苏

丹、乍得、葡萄牙、阿尔及利亚和加拿
大。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证实，客机上没
有中国乘客。
　　奥朗德宣布已坠毁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地时间当天上午
在爱丽舍宫发表电视讲话说，埃航804航
班已经坠毁，尚无法确认这是事故还是
恐怖袭击，眼下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法国总统府当天上午发表公报说，
奥朗德已经与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双
方同意密切合作尽快展开调查，查明埃
失踪原因。
　　埃及民航部门正在搜集关于这架客
机的“技术信息”，着手调查事件起
因。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埃及民航部长
谢里夫·法特希眼下正在沙特阿拉伯访
问，得知客机消失一事后立即启程回
国。
　　法特希当天下午在开罗国际机场旁
的埃及民航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他
说，客机“坠毁的可能性很大”，“但
在残骸找到以前，称客机‘失踪’更为
准确”。
  (来源 羊城晚报）

埃及海岸发现埃及失踪航班残骸
EgyptAir Flight 804 Debris Found 

in Mediterrane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