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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DACA计划 
Trump Ends DAT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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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非洲的摄影
Photos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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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角度了解美国现状 「谁
让我是无可奈何的白人？」 
American Whites in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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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outbound tourism could 
maintain “explosive growth” in 
next decade 

Chinese outbound tourism has witnessed 
“explosive growth”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the trend is likely to be maintained in 
the next decade, Ctrip CEO Sun Jie said 
Monday.Chinese mainland travelers made 
more than 120 million outbound trips in 
2015, 313 percent more than 2005...

未来10年中国出境游将爆发式增
长

3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旅游业
代表携程旅游网（简称携程）CEO孙洁发
言表示过去10年和未来10年都是中国出
境游爆发式增长的时期,当前中国人的护
照持有率还不到10%，预计出境游的热潮
将保持稳定增长。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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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洪磊总领事赴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席印州美中商会第
六届年会，商务参赞邹小明陪同出席
活动。印州商务厅长施林格（JAME 
SCHELLINGER）、印州哥伦比亚市

市长林乎普（JIM LIENHOOP）、印
州美中商会会长关云心、印州国际中
心总裁拜尔（MARTIN BAIER）等
200多位嘉宾参加年会活动。

　　

洪磊总领事在致辞时表示，中国
和印第安纳州合作密切。8月23至24
日，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率团访问印第
安纳州，与霍尔科姆共同出席庆祝浙
江——印第安纳建立友好省州关系30
周年纪念活动，为新时期两地合作注
入了新动力。

洪磊总领事表示，中国和印第安纳
州的经贸合作正展现新的面貌。近年
来，不少中资企业到印州投资，为当
地创造就业和税收，印州方面也提供
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州政府的周到服
务。上周浙江省和印州企业家在建立
友好省州关系3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进
行了广泛的经贸洽谈，签订不少合作
协议，相信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印
州的经贸合作。

　　
洪磊总领事表示，中国和印州在人

文交流方面也成果显著。今年春节，
我们组织中国文艺团体来印州演出交
流，使印州人民在欣赏精彩文艺演出

之余，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增进
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目前在印州
有近万名中国留学生，其中普渡大学
有近5000名。他们不仅学到了科学人
文知识，也增进了对美国人民和社会
的了解，他们将是发展中美两国友谊
的后继力量。

 　
洪磊总领事表示，中美两国关系是当

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发展健康
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和稳
定。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今年在
海湖庄园和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两
次会晤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
方向。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们
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
一条理由把中美搞坏。让我们共同努
力，充分发掘中美合作的潜力，争取
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造福中美两国
和世界各国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芝加哥总领事

馆）

洪磊总领事出席印第安纳州美中商会第六届年会
Consul General Hong Attends ACSI Meeting

龙伟林获 Friends of Indiana 奖

北朝鲜试爆氢弹  是否越过红线?
Did North Korea Cross the Red Line?

试爆若造成崩塌 将对中国造成辐射危险
Radiation May Impact China

If Test Site Collapses

北朝鲜试爆氢弹，新华社北京9月3
日报导，中国外交部就朝鲜再次进行
核试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据《新华社》报导，中国外交部也
在 3 日发表声明，对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
次进行核试验，表示坚决反对并予强
烈谴责。声明指出，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东北
亚和平稳定，是中方坚定立场，并要
求切实回到对话解决问题的轨道。

美国国防部长则是在 3 日白宫高层
会议之后，对外表示，若北韩对美国
或其盟友，有任何威胁，将会以「大
规模军事行动」回应。

中国的一科学家宣称，由于多次爆
炸产生的地震波冲击，朝鲜核试验场
所在的山脉可能有坍塌的风险。 如
果坍塌，放射性泄漏将会遍布整个地
区，包括进入中国。

朝鲜核试验场所在的山脉可能有坍塌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