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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州州长彭斯访问中国
【本报讯】5月11日－16日，印州州长彭斯（Mike Pence）携夫人访问

中国。同行的26人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印州经济发展协会（IEDC）、
礼来公司和其他机构。本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印州的就业机会和经济
发展。

5月11日，代表团抵达北京。代表团的第一个会议是答谢中国最大的
国际家电公司——海尔公司。海尔公司于去年决定到印州Evansville修建一
个科技中心。

12日，中国负责商务和工农业的副总理汪洋在商务促进协会会见了彭
斯州长一行。印州商务部长Victor Smith和商务促进会刘会长签署了一个共
同促进经济发展的备忘录。

13日，在参观了康明斯在北京的生产基地之后，代表团飞往印城的姊
妹城市杭州，与杭州政府一起举行了有75个公司代表参加的招待会。

15日，彭斯州长一行乘坐高铁赴上海，参观礼来公司研发中心等地，
并于16日返回印地。

据悉，去年，中国和印州的贸易额达十四亿美元。印州的很多大公司
都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如Allison Transmission、Dow AgroSciences、Eli Lilly等。

此次印州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费用，由私人捐给印州经济发展协会
（IEDC）的款项支付。      印州州长彭斯（前排，着黑色上衣卡其色下装）一行在长城。来源： in.gov

《亚美名片手册》涵盖印州地区法律、
餐饮、修车、修房、医疗、保险、旅游、购
物等生活各方面的信息，同时还为初来印州
的华人提供基本生活指南。

从2013年开始，由本报发行的《亚美名
片手册》已经成功发行了5期，现在开始进行
第六期广告商招募。欢迎各行各业的服务者
通过《亚美名片手册》传递您的信息。

该手册常年免费发放，欢迎读者朋友到
本报发放点（详见第2版）取阅。

联系方式：
电话：317-213-5825，
邮件：whlee@iupui.edu

毕业季，孩子们要高飞了
又是一年毕业季，华裔社区的

学子们喜获丰收。四位高中毕业生
给本报发来了他们的毕业感言。

费超：哈佛 Harvard（左上）
Thank you to my parents for all their 

love and support. Thank you to my friends, 
teachers, and community for all they have 
done to help me get to where I am today.

Thought is the wind, knowledge the 
sail, and mankind the vessel.- Augustus 
hare
马丽娜： 麻省理工 MIT（右上）

Thank you to my parents, Jesse Ma 
and Lizhen Wang, and my friends, teachers, 
and mentors for their love and support. "

Happiness is the key to success. If 
you love what you are doing, you will be 
successful." - Albert Schweitzer

汪慧明：斯坦佛 Stanford（左下）
Go Trees!

朱文轩：麻省理工MIT（右下）
Shoot for the moon. Even if you 

miss, you'll land among the stars.

2015年《亚美名片手册》
下半年招募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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