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刊於 2004 年，印州第一家中英双语报刊 
Website: www.indyaat.org Email: editor@indyaat.org 免费赠阅FREE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For AD info: Call Jingli 317-625-0623 
or Email:  AD@indyaat.org

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   第226期   本期共 12 版  Friday, November 3, 2017 Vol. 226   Total 12 Pages   

黄律师事务所
移民绿卡
公民入籍
留学申请

刑事辩护
案底消除
醉酒驾车

民事纠纷
离婚协议
交通违规

餐馆买卖
房产过户
遗嘱监护

邮箱 email: usalaw@gmail.com

 地址：655 Rainbow Lane,      电话：(317)289-7748
            Indianapolis, IN 46260  微信 : indylaw

Y. C. Huang

黄亦川律师
Attorney at Law

摄影：捕捉秋的色彩
Photography: Capture the Colors 
of autumn

                          Page  4


专访章莹颖案律师王志东
Interview with Yingying Zhang’s 
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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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rush Paint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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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na Signs Agreement with 
Indian Tech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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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入股NBA球队
The Brooklyn Nets’ ownership 
shak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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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省文化拾贝”
The Treasures of Zheji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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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o create gigantic DNA 
database 

A super-sized DNA sequencing platform 
will be built in Nanjing, capital of east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in order to create 
a genetic information database for ethnic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 provincial health 
authority.  
江苏正式启动百万人群基因组测
序计划
10月29日，江苏正式启动“百万人群基

因组测序计划”，该计划拟在南京江北
新区建立超大规模的DNA测序平台和生物
医学大数据分析中心，通过队列研究和
百万人基因组DNA测序，建立中国人群特
有的遗传信息数据库。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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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卡车恐攻，八人死亡
 New York Terror Attack kills 8 

川普总统本月访华
President Trump to visit China 

this Month

从新州反移民事件看美国：
玻璃天花板不再隐形

Anti-immigrant ads in New Jersey election

当地时间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美国总统特朗
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等问题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
崔天凯表示，相信特朗普访华会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创
造良好机遇。

良好的沟通和互动

崔天凯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即将迎来他们的第
三次正式会晤，也是第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会晤。在过去一
段时期，中美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和互动。

中国驻美国大使 崔天凯：这次是“国事访问+”，除了
国事访问这些官方活动，我们也希望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
家人和他的随行人员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了
解中国的人民。

    有利于中美,国际社会的利益

崔天凯表示，两国元首再次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的长远发
展指明方向，作出良好规划。中美两国能够在最高层次进
行战略性对话并达成重要共识，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利
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合作共赢的基础是相互尊重了解

中国驻美国大使 崔天凯：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跳出
历史上传统的大国之间零和竞争的模式，要找到一个合作
共赢的模式，但合作共赢的基础是相互尊重相互了解，我
们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个努力。中美之间就这个做了很多共
同的探讨，希望特朗普总统这次访问也能够使我们双方在
这个问题上更往前走一步。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谈及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崔天凯说，目前中美之间正就
市场准入和贸易平衡等问题进行协商。 他表示，经贸关系
本质是互利共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相
互依存不断加深，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特
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团队将继续本着建设性和务实的态度
商讨经贸相关问题。                                       来源：央视
网

纽约市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一辆卡车在下曼哈顿地区的人行
道和脚踏车道冲撞，造成8人死亡。

驾驶货卡在纽约冲撞行人的乌兹别克籍嫌犯赛波夫，1日被
美国联邦当局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赛波夫供称1年前就开
始策画，约2个月前决定采驾车冲撞方式「对平民造成最大
伤害」，并狂言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觉很好」。美国联
邦调查局（FBI）同日寻获第2名与攻击案有关的乌兹别克男
子。

　检察官以对特定外国恐怖组织提供实质支持和资源，以及
以车辆进行暴力和破坏行为等恐怖主义活动相关罪名，起诉
29岁的赛波夫。赛波夫遭警方射伤后，在医院坦承犯案，并
称自己是观看「伊斯兰国」（IS）的宣传影片后开始计画在
美国展开攻击。

　 赛波夫10月22日就租车「练习转弯」，并刻意挑选万圣
节当天行人较多时犯案。起诉书也指出，赛波夫原本还想继

嫌犯赛波夫

新泽西的爱迪生(Edison)地区， 
和 Carmel 很像 , 是华人、印度
裔居民密集的地方。最近当地
一些居民收到针对亚裔排外歧
视信息的明信片, 上面赫然印上
大写的“遣返（DEPORT）”
字样！。起因是，华裔候选人
Jerry Shi和印度裔候选人Falguni 
Patel竞选爱迪生地区的校董会
委员，詳情見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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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上布鲁克林大桥， 但因车辆撞毁作
罢，后来接受侦讯时，还要求在病房中
放IS旗帜。

　另一方面，FBI宣布找到重要关系
人、32岁乌兹别克男子卡狄罗夫，但未
透露为何希望他应讯。 
  来源：青年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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