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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SALE !
招聘會講中文的Sales 和 Administrator﹐
全職、半工或Hourly均可﹐請致電Evie商談。

Kawai Piano Gallery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地址：3814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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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反腐月 大陸至少 15 高管落馬
（綜合報導）據報道：在剛剛
過 去 的 3 月 ， 大 陸 至 少 有 15 位 國 企
高管相繼落馬，3 月也被稱為“國
企反腐月”。地方的國企反腐力度
也不小，廣日集團、營口港務集團
、廈門市路橋建設集團、山西焦煤
集團、福建建工集團，這些在地方
上響噹噹的大企業，也有官員接連
被查。
2 月 11 日 ， 今 年 首 輪 巡 視 對 26
家央企進行專項巡視。中石油、中
海油、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寶鋼
集團等國企名列其中。石油領域包
含了中石油、中海油，加上此前已
巡視過的中石化，“三桶油”悉數
覆蓋。電力領域既有核電兩巨頭，
也有國家電網、南方電網、華電、
華能、大唐等，加上之前巡視過的
三 峽 集 團 ， 被 巡 視 骨 幹 央 企 達 13

家之多；礦產鋼鐵方面，五礦、寶
鋼和武鋼都在其中。
兩會剛過，國企反腐迅速“升
温 ” 。 3 月 16 日 ， 中 石 油 總 經 理 廖
永遠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此
時距離巡視組入駐中石油剛剛滿半
個 月 ； 3 月 31 日 ， 寶 鋼 集 團 副 總 經
理崔健也被查，此時巡視組入駐寶
鋼也不過兩月時間；4 月剛開始，
就又傳來重磅消息：4 月 2 日，中
國南方電網副總經理、黨組成員肖
鵬因涉嫌職務犯罪被立案偵查；同
一天，中海油原黨組成員、副總經
理吳振芳也因涉嫌嚴重違紀而接受
組織調查。
短短不足兩個月，中央巡視組
就“利劍出鞘”，並指出五大主要
“病灶”：黨的觀念淡薄、管黨治
黨責任缺失，國企領導尋租問題嚴

20 元 1 小時
100 元/6 次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Open 7 day A Week
跌打、扭傷、腰疼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精修: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廉售:
耗材等,歡迎比價。

電話::713
電話
713-826
826-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RENE GONZALEZ & ASSOC. P.L.L.C.
瑞尼律師事務所
瑞尼律師事務所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精辦： 交通罰單
* 市警局交通罰單（包括 CDL 罰單）
* 市政府各類罰單（衛生局，工商局及其他市府部門罰單）
* 刑事案件（搶劫，酒駕，毒品，暴力）
•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無需翻譯，不用助理
高鴿律師
高鴿律
師（Eva)
（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
德州註冊律師）
）

本人親自出庭
本人親自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www.renegonzalezlaw.com

中文
-895-3066
電話：英文 281
713-229-8229

老四川

SICHUAN
CUISINE

黃石公園 6 天團，丹佛出發
買二送一 $338 起

名廚主理 正宗川菜

專辦中國簽證 豪華游輪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特價午餐 $4.95 起

四川，山東，廣州，桂林，新疆等
▲美東、美加東（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歐洲、中國

重新開張期間
，
每桌送1個涼菜
713-771-6868

如果客戶找到本地零售價格

(惠康超市旁）
地址： 91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價格保證 相同的團，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Tel:713-981-8868 網站﹕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福達旅行社 (713)

773-1243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Cousin
Cousin Travel
Travel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美東 5～8 天豪華遊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 4～9 天遊（四人一房）
˙美西 4～12 天精華遊
˙日本關東風情 6 日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 7 天 6 夜 （買二送一） ˙日本關西風情 7 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
同里﹑
杭州,上海 8 天
˙加拿大洛磯山 6 天/7 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夏威夷 4~7 天遊
˙加拿大東部 5 天遊（多侖多﹑
屋太華﹑
滿地可﹑
魁北克﹑
˙歐洲（英﹑
法﹑
意﹑
德﹑
蘇俄）7～17 天經典之旅
京士頓﹑
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北京﹑
上海﹑
香港﹑
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超值雲南風情遊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 4～7 天遊輪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
→
→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休士頓 ←
←
←
←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 Package Tour.

駿傑保險和貸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

保費低

Minnie Chen

832-677-3188
貸不到款，
貸不到款
， Fax:
1-866-846-1291
絕不收費！
絕不收費
！

3%低首期置業貸款和淨值套現貸款 Tel:

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誠聘保險和貸款經紀

fasteasy132@gmail.com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Lending Officer, V.P.
713-995-3201

Lending Officer, V.P.
713-995-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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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付清，可享 12 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室外倉庫

廚房洗盥盆

專業施工

倉庫展示間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現成餐館出租，不需購買，不同地點
低利率、買房、換房好時機
幫助貸款.不需查收入

;
置業，正是時候
資
投
281-881-3276
Wendy 蔡 把握機會，及時進場

詢問，請電

Email：wychoi88@gmail.com

www.wycrealty.com

實木櫥櫃

工廠直銷

花崗石廚房檯面 部分花崗石樣板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 6 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GRANITE MASTER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 尺 2 房
2 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 7 萬 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11 萬 9
3) 獨立屋 1300 尺 ,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9 萬 9

713-981-6888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 日江南團) $1350.00 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代辦國內外旅遊﹐酒店﹐機票及中國簽證

Tel:713-952-9898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二十年豐富經驗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鳳城海鮮酒家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天天茶市

服務休斯頓 22 載
豪華禮堂，多間 VIP 房，宴客首選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獨家推出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飲茶
時間

反應迅速

倉庫一角

住宅、
住宅
、商業
商業、
、租賃
租賃、
、物業管理

290

Genard R
d.
ni
r
fa ne
f
s
e
St es
G Clay
Rd.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Houston, TX 77074

North

花崗石板

E-mail: chentoby@ymail.com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Cell: 713
Cell: 832
832--235
235--5000 專精
713--459
459--2656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7320 S.W. FWY #115,

萬事達石業公司

Catherine Liang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週一至五早上十點半至下午三點
週六週日早上十點至下午三點

Channel13 Blue Ribbo殊殊
n 榮榮

Lending Officer, V.P.
713-272-5027

Lending Officer, V.P.
713-995-3226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Sally Li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Winston Nguyen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糖城 Clements 高中，稀有 Sweetwater 高級區一層樓，精裝修木板地,
格局方正，挑高屋頂，4 房 2 浴，自住投資均宜，僅售$315,000
◆新屋專家，糖城最好學區，最新屋熱賣中，數量有限。
◆近 8 號獨棟廠房，交通便利，17,500SF，2006 建新，3 個超高卸貨 Deck,售$1,975,000
◆位 Stafford City，住、商混合用地 1.5 英畝，售$300,000
◆投資良機，10 個單位公寓樓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 11% 售$595,000
◆中國城精華區，4 房 2.5 浴，2460 呎，1.5 層樓，售$235,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 Hobby 機場 1 Mile，2 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 75￠/呎
◆westheimer 商業區成熟日本餐館出售，有意請洽 Grace.

連續七年獲

Jack Kuo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楊德清

旅遊保險,教育基金,IRA 和年金等退休計劃

費用低，利率好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www.allwininsurance.com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保險,學生保險,
精辦：住宅和商業樓宇貸款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服務好

批發！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安穩保險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代理多家銀行

溫馨浪漫（14-16 人）榻榻米包房, 可容納 10-150 人商務 Party 包房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王朝旅遊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7 天特價午餐 9 元起 7 天 Happy Hour 3PM-7PM

Reborn Granite LLC 實木櫥櫃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全球原油第一大
出口國沙烏地阿拉
伯宣布調漲銷往亞
洲的原油報價，
洲的原油報價
，為
連續第 2 個月調高
售價，
售價
，代表亞洲市
場需求比預期為佳
，加上伊朗原油出
口最快也要等到
2016 年 才 會 解 禁
，國際原油價格周
一聞訊強勁反彈，
一聞訊強勁反彈
，
紐約指標期油重回
50 美 元 之 上 。
（路透社
路透社）
）

跌打足療

足療
足
療



銘記祖訓, 就算不是黃氏
銘記祖訓,
就算不是黃氏,, 也是黃氏宗親
也是黃氏宗親.. 休斯頓黃氏宗
親會的活動歡迎宗親們的加入..
親會的活動歡迎宗親們的加入

沙國再調高亞洲盤原油報價 油價反彈



惟願蒼天垂庇佑，
惟願蒼天垂庇佑
，三七男兒永熾昌
三七男兒永熾昌。
。

建設具有不容置疑的緊迫性和重要
性。

新張優惠 提及此廣告 20%OFF （happy Hour Menu 除外，只限堂食）

電話：281-240-8388 地址：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朝夕莫忘親命語，
朝夕莫忘親命語
，晨昏須薦祖宗香
晨昏須薦祖宗香。
。

之重。加大國企反腐，不僅是為了
清除腐敗積弊，更是為改革保駕護
航。因此，加強國有企業的反腐敗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www.fuzii.com



年深外境猶吾境，
年深外境猶吾境
，日久他鄉即故鄉
日久他鄉即故鄉。
。

孫雯報道
本報記者

策馬登程出異疆，
策馬登程出異疆
，任從隨處立綱常
任從隨處立綱常。
。

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鬆弛，
“四風”問題仍然突出，用人腐敗
反映強烈。
廈門大學中國
能源經濟研究中心
主任林伯強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央
企反腐深入到“油
”、“電”等領域
主要是因為石油和
電網這類企業體量
大、壟斷性強、相
對較封閉，因此更
容易滋生腐敗現象
。
今年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關鍵之
年”，國企改革是
2015 年 改 革 的 重 中

富士日式料理

黃氏宗親會要員黃仕元顧問, 黃家麟副主席
黃氏宗親會要員黃仕元顧問,
黃家麟副主席,, 黃孔威主席
黃孔威主席,, 黃楚文總會主席
黃楚文總會主席,,趙宇敏副領事
趙宇敏副領事,,
湖南黃氏宗親總會會長黃彬榮合影..
湖南黃氏宗親總會會長黃彬榮合影

黃氏宗親在傳統上就流露出自強不息和開疆拓土的積極
進取精神,, 體現在黃氏組訓上
進取精神
體現在黃氏組訓上::

10994



潮州同鄉會副會長王國燦, 婦女組組長李君玉
潮州同鄉會副會長王國燦,
婦女組組長李君玉,,第一副會長高永年
第一副會長高永年,, 潮州同鄉會館本頭公廟秘書長林國雄
潮州同鄉會館本頭公廟秘書長林國雄,, 副會長馬克通
副會長馬克通,, 理事長徐耀
德,總務林焌軒夫婦作為晚會贊助同時也是黃氏宗親會館的親朋友鄰前來支持
總務林焌軒夫婦作為晚會贊助同時也是黃氏宗親會館的親朋友鄰前來支持..

Eva 律師

場地預定專線：
場地預定專線：
281281
-498
498-4310 Angela

廠家直銷！
廠家直銷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

當晚不僅前德州議員黃朱慧愛, 全美黃氏宗親會主席黃楚文
當晚不僅前德州議員黃朱慧愛,
全美黃氏宗親會主席黃楚文,,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 中國湖南省黃氏宗
親會總會會長黃彬榮等黃氏家族代表出席,, 趙宇敏副總領事
親會總會會長黃彬榮等黃氏家族代表出席
趙宇敏副總領事,, 潮州會館
潮州會館,,本頭公廟和德州越緬寮華裔聯誼會的長老們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二排右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
二排右))帶領宗親會年紀最長的黃氏宗
也到場支持.. 正如趙宇敏副總領事致辭中說的那樣
也到場支持
正如趙宇敏副總領事致辭中說的那樣,, 黃氏宗親會不僅把全世界黃氏子孫緊緊相連
黃氏宗親會不僅把全世界黃氏子孫緊緊相連,, 同時僑社各界不忘
親(二排左
二排左))與德州越緬寮華裔聯誼會的
與德州越緬寮華裔聯誼會的((一排左起
一排左起))王梁肖玲
王梁肖玲,, 現場演唱
中華文化精髓,, 通過舉辦各種相關活動
中華文化精髓
通過舉辦各種相關活動,, 把炎黃文化傳承下去
把炎黃文化傳承下去,, 使炎黃子孫心心相系
使炎黃子孫心心相系,, 不斷壯大
不斷壯大..
一曲”
一曲
”愛拼才會贏
愛拼才會贏”
”的曾清秀
的曾清秀,, 長老胡錫霖
長老胡錫霖,, 婦女組組長黃玉顏
婦女組組長黃玉顏,, 組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于 1969 年 3 月 9 日成立至今已有 46 個年頭
個年頭.. 作為全美黃氏宗親總會和世界黃氏宗親總會的一 員李素女
員李素女,,副會長何賢芳合影留念
副會長何賢芳合影留念..
個重要分支,, 以敦親睦族
個重要分支
以敦親睦族，
， 宏揚孝道
宏揚孝道，
， 加強血緣聯系
，促進民族團結為宗旨
促進民族團結為宗旨，
，相互勉勵
相互勉勵，
，使黃氏精神和黃
氏文化得以發揚廣大，
氏文化得以發揚廣大
，流傳千古
流傳千古.. 每年舉辦的多姿多
彩的活動,, 包括迎春花市
彩的活動
包括迎春花市,, 迎春演唱會
迎春演唱會,, 元宵園遊會
, 拜祖
拜祖((祭拜黃帝
祭拜黃帝))端午節等等
端午節等等..

全美黃氏宗親總會在全美有 22 個分會
個分會,, 會員數以萬計
會員數以萬計.. 總會下設黃萬石寄盧
總會下設黃萬石寄盧,, 黃氏婦女部
黃氏婦女部,, 黃
氏萬石基金會.. 後者是聯邦註冊的基金會
氏萬石基金會
後者是聯邦註冊的基金會,, 每年發放數萬的獎學金
每年發放數萬的獎學金..

演講//展覽
演講
展覽//生日
生日//婚禮
婚禮//週年慶
週年慶//舞會
舞會//表演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 休斯頓
休斯頓//孫雯
孫雯)) 隨著全世界各地黃氏宗親會的祭祖
隨著全世界各地黃氏宗親會的祭祖,, 慶祝活動的展開
慶祝活動的展開,,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每年一次的盛大春宴 暨慶祝宗親會成立 46 周年和黃氏大樓 8 周年晚宴在珍寶樓熱鬧開場
周年晚宴在珍寶樓熱鬧開場.. 僑界 300 余人出席了該春宴
余人出席了該春宴..

中國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致辭, 對於黃氏宗親會
中國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致辭,
在弘揚中華文化上做出的貢獻表示肯定,, 并祝福各
在弘揚中華文化上做出的貢獻表示肯定
界華人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界華人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美南科技大樓

KAWAI 廠家直營店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傳真：(713) 271-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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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蘭德：歷史不能忘 蓄奴屠殺也要教
（中央社）法國總統歐蘭德今天到一小村莊
，紀念曾躲在這裡、最後被送進集中營處死的猶
太兒童。這段過去並不光彩，但他說，學校應教
授所有面向的法國史，包括奴隸制、殖民和納粹
屠殺。
法國東部里昂附近的小村伊西俄（Izieu）人
口僅約 200 人，在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之
前，上次有總統到訪是 1994 年的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
1943 年，德國納粹四處緝捕猶太人，村民薩
賓茲拉亭和米隆茲拉亭夫妻（Sabine et Miron Zlatin）協助猶太兒童躲藏。但隔年 4 月 6 日，納粹
指揮官巴比（Klaus Barbie）發現藏匿的孩子們，
逮捕了 44 名兒童和 7 名庇護他們的村民，送往波

蘭和愛沙尼亞的集中營，包括米隆茲拉亭。
這些孩子只有 4 到 17 歲，抵達集中營後，幾
乎立刻送進毒氣室。米隆茲拉亭則在愛沙尼亞被
槍決。
伊西俄這段歷史成為影集和歌曲的靈感來源
，也是法國反納粹的象徵地之一。小村裡有個紀
念館，每年都有 2、3 萬人前來悼念，空間逐漸顯
得不足，今年部分擴建，由歐蘭德揭幕啟用。
歐蘭德說，歷史不可遺忘，學校負有重要責
任， 「學校應廣邀歷史見證人、藝術家、科學家
，努力對抗偏見；法國過去的所有面向都應該在
學校裡教授，包括奴隸制、殖民和大屠殺」。
第 2 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約有 7 萬 5000 名
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其中 1 萬 1000 人是兒童。

文匯體育

5

體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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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

德國進行戰爭賠償。希臘總理齊普拉斯 3 月下旬
訪問德國期間，當面向德國總理默克爾提出了二
戰賠償問題。齊普拉斯還表示，希臘要求戰爭賠
償與目前希臘與債權人進行的債務危機談判沒有
關系。
3 月 11 日，德國政府發言人賽貝特說，無論
從政治還是法律程序的角度看，德國都已完成賠
付。賽貝特表示，德國將一直銘記納粹德國給歐
洲國家造成的災難，深知德國對此負有歷史責任
，但這不能改變德國政府的態度，即德國已完成
向二戰受害國支付戰爭賠款和補償性賠款事宜。
賽貝特說，德國與希臘 1960 年簽訂了相關賠償協
議並已向希腊支付約 1.15 億德國馬克。

腳折斷而養傷超過 8 個月的溜馬前鋒保
羅佐治，周日在印第安納重返賽場，得
到主場球迷熱烈歡迎，多名 NBA 球星也

年夏天，
，保羅佐治在美國男籃訓練營不慎斷腳
保羅佐治在美國男籃訓練營不慎斷腳，
，經過長達 8 個多月的休養
個多月的休養，
，這
去年夏天
名溜馬主力周日正式復出，
名溜馬主力周日正式復出
，而每次觸球時
而每次觸球時，
，球迷均會大聲呼喊
球迷均會大聲呼喊，
，以示支持
以示支持。
。PG

紛紛在社交網站祝賀 PG 復出，最終 PG

是役明顯欠缺比賽狀態，不過後備上陣 15 分鐘
是役明顯欠缺比賽狀態，
分鐘，
，12 次起手命中 5 球，包括在最後一
節投進 2 個關鍵 3 分球
分球，
，全場獨取 13 分、2 個籃板球
個籃板球、
、2 次助攻和 2 次偷球
次偷球，
，表現不
俗，賽後
賽後PG
PG表示
表示：“
：“所有事情均在意料之內
所有事情均在意料之內，
，得到大家歡迎我重返比賽
得到大家歡迎我重返比賽，
，可能是我
擁有過最好的時刻。”
擁有過最好的時刻
。”
保羅佐治回歸賽場，
保羅佐治回歸賽場
，包括勒邦占士
包括勒邦占士、
、史提芬居里等 NBA 球星均在 twitter 推文祝
賀 PG
PG，
，而是役遭打敗的熱火後衛韋迪賽後也說
而是役遭打敗的熱火後衛韋迪賽後也說：“
：“我告訴他
我告訴他，
，(我)很高興他復出
很高興他復出，
，
現在他正努力嘗試重拾信心。
現在他正努力嘗試重拾信心
。他希望明年能重返巔峰
他希望明年能重返巔峰，
，但他今晚看來很不錯
但他今晚看來很不錯。”
。”

上陣 15 分鐘貢獻 13 分，協助溜馬在主
場以 112:89 撲滅熱火，目前僅落後
塞爾特人 1 個勝場，位列東岸第 9
位，仍有機會趕上季後賽尾班
車。

餘下常規賽將披甲
對溜馬來說，
對溜馬來說
，保羅佐治趕及復出
保羅佐治趕及復出，
，絕對有助球隊衝擊季後賽席位
絕對有助球隊衝擊季後賽席位。
。目前溜馬與
熱火同得 34勝
熱火同得34
勝 43
43負
負，落後第
落後第88 位的塞爾特人
位的塞爾特人11 場勝場
場勝場，
，在常規賽尚餘
在常規賽尚餘55 場比賽下
場比賽下，
，溜
馬仍有機會搶走一張季後賽入場券。
馬仍有機會搶走一張季後賽入場券
。溜馬主帥禾基爾透露
溜馬主帥禾基爾透露，
，保羅佐治在最後
保羅佐治在最後55 場常規
賽均會獲派上陣。
賽均會獲派上陣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準 MVP
MVP大戰
大戰
夏頓贏
夏頓
贏韋少
韋少點數
點數

加州史上首次限水 違者罰款

今季常規賽兩大 MVP 競爭者夏頓及韋斯布魯克
競爭者夏頓及韋斯布魯克((韋少
韋少))周日正面交鋒
周日正面交鋒，
，雷霆後衛
韋斯布魯克錄得個人今季第 11 次“大三元
大三元”，
”，獨取
獨取 40 分、11 個籃板球和 13 次助
攻，然而倒戈的火箭後衛夏頓稍勝一籌
然而倒戈的火箭後衛夏頓稍勝一籌，
，摘得全場最高的 41 分，率領球隊作客以
115::112
115
112險勝雷霆
險勝雷霆，
，並勝出這場
並勝出這場“
“準 MVP
MVP大戰
大戰”。
”。
勇士後衛史提芬居里被視為今季常規賽 MVP 大熱
大熱，
，但夏頓與韋斯布魯克的勢
頭越來越強，
頭越來越強
，二人皆有望衝擊 MVP 寶座
寶座，
，而夏頓在今場大戰先勝一仗
而夏頓在今場大戰先勝一仗，
，最後一節
獨取10
獨取
10分
分，全場得分不僅較前隊友韋少多
全場得分不僅較前隊友韋少多11 分，還協助球隊拿下最後勝利
還協助球隊拿下最後勝利。
。
夏頓賽後說：“
夏頓賽後說
：“這是我的任務
這是我的任務。
。我走到場上負責重要的入球
我走到場上負責重要的入球。
。我的隊友全場均
在進攻模式，
在進攻模式
，打得具侵略性
打得具侵略性，
，投籃
投籃、
、突破上籃都做得很好
突破上籃都做得很好，
，在最後一節
在最後一節，
，我便要去
投籃。”
投籃
。”韋少則失望地說
韋少則失望地說：“
：“我們至少也一直爭
我們至少也一直爭
鬥着，
鬥着
，不幸的是這是有點不夠
不幸的是這是有點不夠。”
。”

（綜合報導）氣候變遷和人為環境的破壞使全球各地出現旱災，台灣現正面臨 10 年來
最嚴重的水庫缺水。而美國加州最近更面臨百年以來最大旱災，已連續 4 年缺水，加州政府
不得不宣布實施史上首次全面限水措施，未依規定節水者，每日將罰款 500 美元。
由於山區積雪只有歷史平均值的 5%，創下 65 年以來最低紀錄，加州州長布朗（Jerry
Brown）於 4 月 1 日宣布全面限水，減少供水 25%。限水措施包括校園、高爾夫球場、墓園
等地的大片草皮須減少用水；全州 460 萬平方公尺草皮改為抗旱植被；政府將補貼消費者購
買省水機型，替換舊型家電；禁止使用自動灑水系統等。此外，限水措施對象不包括農民。
而加州的人口不斷蓬勃發展，人口約 3880 萬，是 1960 年的兩倍之多，但水資源卻沒有
增加，使得乾旱的嚴重越來越嚴重，而此次的限水措施，應該可以喚醒加州人的危機意識，
正視缺水問題。

（綜合報導）素有 「戰場計程車」
稱號的美製 M113 裝甲運兵車，在美國
陸軍役齡已過半百，但是受到預算限制
，恐怕要到 70 歲時才能完全退役。
M113 裝甲運兵車是 1950 年代由美
國食品機械公司（Food Machinery Corp
）研製，1960 年首批 M113 撥交美國陸
軍即投入越戰，服役迄今已 55 年仍在
使用中。
但是設計老舊的 M113，目前除了
無法配合美軍現代戰車的作戰需求之外
，本身還存在對地雷及路邊詭雷防護能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專辦本地特色團﹑
遊輪﹑
各地旅遊團﹐
代辦簽證

˙$49 8 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 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
（特價）
˙5/4 11 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 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 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 4.5.7 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專辦房屋貸款

類 別

TWIN / 件

經濟床

85

109

139

179

★好睡床

159

209

249

309

★經濟硬床

189

229

269

370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Lic #535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Hillcroft

中國城

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二十多年老店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物美價廉。

Jeng Y. Ling

30 種款式，
款式，任您選擇
8 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
睡得平安
，健康
健康，
，長壽

楊采燕

Rose Young

貸款經紀人
NMLS #295953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岑氏保險公司
713

777-9111

Sam's Insurance Agency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工廠直銷、批發
工廠直營，全新床墊，
工廠直營，
全新床墊，
歡迎貨比貨，
歡迎貨比貨
，價比價
價比價。
。

瀚崴 學校
文理
才藝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2317 Settlers Way Blvd.
www.famewellschool.com
Sugar Land 77478

連續榮獲 2009~
2011 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 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 20 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美聯混凝土

(832
832)) 868
868--1090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 57,000 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8/25 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 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
吉他﹑
(中)小提琴﹑
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 MS VANESSA 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 歲~G8)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 歲~5 歲)

繪畫基礎﹑
中級﹑
高級班(3 歲~14 歲)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由 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 70 位﹒

由 Montessori 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沈敏生舞蹈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 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藍球&乒乓球 1 on 1 或 5~12 歲
加強﹑TAKS﹑IOWA 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 歲~14 歲)

凌徵暘

Agent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10:30am-7:00pm

n S

★床墊世界
6121Hillcroft

59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 A+
BBB“PINNACLE AWARD”
-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七天營業

lfto

US

木板床

席夢思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Gu

(713)301-6961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 商場內）
北
t.

↑

萬用人生保 ： 保障您的金錢增值，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NMLS # 9891

American General Life and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y

維護您的生活品質，彈性保費萬全保障，
保費合理。

【特設 2 歲~4 歲幼兒中文班】
【西班牙文班】
【電腦班】
【瀚
【歌唱技巧班】
【音樂律動班】
【初/中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
段西洋棋】
遠程旅遊﹒

WE SELL CONCRETE
FROM 1~10
10,,000 YARDS

占士“大三元”宰公牛
“大帝
大帝”
”勒邦占士周日取得回歸騎士後的首次
勒邦占士周日取得回歸騎士後的首次“
“大三元
大三元”
”
成績，全場拿下
成績，
全場拿下20
20分
分、10
10個籃板球和
個籃板球和12
12次助攻
次助攻，
，帶領騎士主場
以 99
99::94 屠宰公牛
屠宰公牛，
，將主場連勝紀錄改寫為 18 場。騎士是役共
投進16
投進
16個
個 3 分球
分球，
，其中有
其中有33 球是在大鐘響起前
球是在大鐘響起前11、2 秒內投進
秒內投進，
，
包括艾榮在第 3 節逾半場的超遠 3 分球
分球。
。艾榮透露當時以為尚
有 22 秒時間進攻
秒時間進攻，
，但占士叫他快速起手
但占士叫他快速起手。
。騎士主教練布拉特
賽後說：“
賽後說
：“我做教練這麼久
我做教練這麼久，
，從未見過在
從未見過在11 場比賽有
場比賽有33 球是這
樣。”
。”公牛中鋒諾亞也直言籃球之神今仗站在騎士一方
公牛中鋒諾亞也直言籃球之神今仗站在騎士一方。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可以支付醫療費用的人壽保單
癌症保險，意外保險，老年基金。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ATTRESS WORLD

表示，由於受到預算管製法（Budget
Control Act）限制，BAE 系統公司每年
只能生產 180 輛多用途裝甲車，供 1.3
個裝甲旅更換，美國陸軍共有 12 個裝
甲旅，估計到 2020 年代后期才能完全
取代 M113。
彌爾納上校還說，美國陸軍尚有 1
，900 輛其它功能的改良型 M113，它
們汰換計画仍未決定，但無論如何都不
可能在 2030 年以前完成。

提供您在重大疾病 發生時，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床墊世界

American General

專

基
地
價格公平
修
包君滿意
免費評估

地磚﹑
地磚
﹑混凝土
混凝土﹑
﹑走道
走道﹑
﹑Patio
Patio﹑
﹑車道
車道﹑
﹑
Parking Lot﹑
地基﹑
﹑天井
天井﹑
﹑Tile
Tile﹑
﹑花道維
花道維修
修﹒
Lot﹑地基

同日的另一場西岸大戰，
同日的另一場西岸大戰
，史提芬居里無法率
領勇士打破作客馬刺不勝宿命，最終以 92
領勇士打破作客馬刺不勝宿命，
92::107 不
敵衛冕冠軍馬刺，
敵衛冕冠軍馬刺
，12
12連勝告一段落
連勝告一段落。
。
馬刺前鋒李安納拿下平個人生涯最高的 26
分，加上鄧肯和丹尼格連分別有 19 分和 18 分，
將主場對勇士的連勝紀錄延續至 32 場。自 1997
年 2 月 14
14日起
日起，
，勇士
勇士18
18年來均敗走聖安東尼奧
年來均敗走聖安東尼奧。
。
居里賽後說：“
居里賽後說
：“我認為這是球隊自聖誔節後
我認為這是球隊自聖誔節後，
，首
次真的未能融入在比賽之中。”
次真的未能融入在比賽之中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褪色勁旅湖人的戰績再跌破新低，周日在
褪色勁旅湖人的戰績再跌破新低，
周日在“
“洛杉磯打
吡戰”，
吡戰
”，最多曾落後同市死敵快艇高達
最多曾落後同市死敵快艇高達 43 分，最終在主場
以 78
78::106 嚐得大敗
嚐得大敗，
，今季已錄得 56 場敗仗
場敗仗，
，再刷新球隊羞
恥紀錄。
恥紀錄
。湖人去季的戰績為 27 勝 55 負，然而這支 16 屆總冠
軍得主低處未算低，
軍得主低處未算低
，今仗面對快艇全場挨打
今仗面對快艇全場挨打，
，只有 3 名球員
得分達雙位數，
得分達雙位數
，賽後快艇主帥李華士暗寸湖人像一支高中球
隊 ：“
：“我不知道這是甚麼
我不知道這是甚麼，
， 但這感覺就像與高中球隊比
賽。”
。”快艇是役共有
快艇是役共有66 名球員得分達雙位數
名球員得分達雙位數，
，前鋒格里芬拿下
全場最高的18
全場最高的
18分
分。

小李娜 徐詩霖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力不足的問題。
美國陸軍於去年 12 月正式宣佈將
以 BAE 系統公司研發的 「多用途裝甲
車 」 （Armored Multi-Purpose Vehicle
） ， 替 換 現 役 裝 甲 旅 （Armored Brigade Combat Teams）中的 M113 裝甲運
兵車。然而這個換裝計画恐怕要到
2030 年才能完成。
據 breakingdefense.com 網站報導，
美軍多用途裝甲車專案計画經理彌爾納
上校（Col. Mike Milner）日前於美國
陸軍協會全球會議（AUSA Global）中

勇士憾未“刺”破宿命

湖 人 56 敗 跌 破 新 低

預算限制 美M113裝甲車70歲才能退役

快捷旅遊

A11

保羅佐治(PG)終於復出了！因右

希臘副財長稱德國應賠償希臘2787億歐元二戰損失
（綜合報導）希臘財政部副部長季米特裡
斯·馬達斯 6 日稱，德國應向希臘支付 2787 億歐
元，以賠償納粹德國二戰中給希臘造成的損失。
馬達斯當天在議會發言時說，希臘總會計辦
公室請專家根據歷史資料作出的“可靠估計”表
明，德國應就二戰中強行從希臘中央銀行借走的
貸款賠償希臘 103 億歐元，就二戰中給希臘造成
的基礎設施破壞和人員傷亡賠償 2684 億歐元。
馬達斯是在希臘議會的“債務危機真相委員
會”發言時作出這一表示的。該委員會今年 3 月
份根據議長康斯坦托普洛的提議成立，其主要任
務是調查希臘陷入債務危機的原因。
希臘新政府今年 1 月底上台以來，多次要求

美南版

﹁
﹂

■史提芬居
里 ( 左) 上籃
時遭鄧肯從
後封阻。
後封阻
。
路透社

■保羅佐治養傷超過 8 個月
後終重返賽場。
後終重返賽場
。
法新社

青少年大師賽封后

5日結束的國際青少年網球大師賽女單決賽，青
奧冠軍徐詩霖以2：0橫掃施米德洛娃，在首屆國際青
少年網球大師賽封后。“不論是底線還是上網截擊，
作為一個進攻型選手，我還有很多弱點，需要不斷加
強。”捧得首個青少年大師頭銜後的徐詩霖給自己定
下學習宣言。
4月3日至5日，國際網聯青少年大師賽在成都
舉行。中國金花徐詩霖作為女單頭號種子連過三
■徐詩霖高舉國
際網聯青少年大
師賽冠軍獎盃。
師賽冠軍獎盃
。
新華社

■夏頓
夏頓((右)與韋少
(白衣
白衣))今仗正面交
鋒。
美聯社

關，拿下了她個人生涯的第一個大師頭銜，這是她
繼南京青奧會後收穫的最大殊榮。
但對於“小李娜”的稱呼，她表示不想給自己
壓力，“首個大師賽冠軍頭銜對我而言只是開始，
學網球路很長，必須一步一步來”。
在幾年前回國之時，徐詩霖是一個純粹的“個
體戶”。海外求學的生活讓她習得一口流利的英
語，並擁有一股霸氣的“歐美範兒”。但在比賽場
上，當破發失利、發球失誤等情況出現時，她也會
有摔拍等動作，對此，她解釋：“這種情緒對球員
而言很正常，我也在嘗試盡可能地控制。”
“對於網球長路，一開始我並不知道是對是
錯，說實話是父親引導我走上了這條道路。”對於
父親扮演的角色，徐詩霖說：“爸爸付出很多，他
很重要。”有點遺憾的是，這次比賽和奪冠捧盃，
她的爸爸並不在現場。
除了網球之外，對於文化課的學習，徐詩霖
表示：“比賽時會耽擱，有時間我會通過網上課程
等形式補充自己。”而提及業餘愛好，中文並不流
利的她有些羞澀地答道：“開開心心就好。”
從南京青奧會奪冠《紐約時報》拋給她“下一
個李娜”的標籤，到本次賽會期間“小李娜”和
“小舒娃”的各種疑問，她說：“對於這樣的包
袱，我盡量不去多想，不給自己壓力。畢竟我還年
輕，以後還有很多比賽要打。”
■新華社

中國首奪聽障冬奧冰壺金牌
在 5 日於俄羅斯進行的第 18 屆冬季聽
障奧運會冰壺項目決賽中，中國男、女冰
壺隊分別奪得金牌和銀牌，雙雙實現了中
國選手在冬季聽障奧運會上金、銀牌零的
突破。
第 18 屆冬季聽障奧運會 3 月 28 日至 4
月 5 日在俄羅斯漢特曼西斯克及馬格尼托
哥爾斯克舉行，設冰球、冰壺、單板滑
雪、越野滑雪和高山滑雪 5 個大項。中國
派出 22 名聽障運動員參加了越野滑雪和冰
壺 2 個大項 8 個小項的比賽。在 3 月 30 日進
■中國男隊（黃衫）在冰
壺比賽中。
官網圖片

行 的 越 野 滑 雪 3 × 10 公 里 男 子 接 力 比 賽
中，張孝坤、王立國、任建超已奪得銅
牌，實現中國選手在冬季聽障奧運會上獎
牌零的突破。
在 5 日進行的男子冰壺決賽中，由楊
艷超、管繼全、楊立國、葛順海、李海東
組成的中國隊在以 0：6 落後的情況下，及
時調整戰術，最後以 7：6 反超對手加拿大
隊，以從循環賽到決賽全勝的戰績奪得冠
軍。
在女子冰壺決賽中，由王明明、尹瑜、
趙玲燕、楊雪、李紅
組成的中國隊以6：9
的比分不敵東道主俄
羅斯隊，獲得銀牌。
冰壺決賽之後，
本屆冬季聽障奧運會
所有項目的比賽全部
結束。中國代表團共
獲得 1 金、1 銀、2
銅，位列獎牌榜第 8
位。東道主俄羅斯隊
以 12 金、6 銀、12 銅
的成績位列獎牌榜首
位。
■新華社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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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日本曾向中國諮詢亞投行 對答覆不滿未入
（綜合報導）由中國主導籌建
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募
集創始成員國的截止期限為 3 月 31
日。歐洲及韓國的積极參加，加深
了美國的孤立感。對於日本來說，
“等待”與“行動”哪個更有利呢
？
在 30 日至 31 日間，芬蘭、挪威
、瑞典均宣佈加入。此外，台灣也
宣佈提出申請。美國政府內部從一
開始便意見紛雲，但卻未見美國政
府彙總各方意見，統一戰略的舉動
。據一名前美國政府高官指出：
“白宮中有數名強硬派官員的意見
很強勢，因此未能很好地與財政部
及國務院建立合作。”
31 日，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
在 記 者 會 上 就 加 入 AIIB 一 事 稱 ，
“必須要採取極其慎重的態度”，
表明了(日本)不加入的方針。財務省
某幹部表示：“如果給美國‘找彆
扭’不知道會有什麼下場，希望避
免這種情況。”
美中兩國不僅在安全保障領域
，在經濟領域也要爭奪霸權。和美

首 播 14：00 - 15：00
重 播 04：00 - 05：00
簡介：即將步入 30 歲杜拉拉正式成為公司代理人力資源總監，事業蒸蒸日上，杜拉拉也希望能早日跟王偉結婚。離開公司後的王偉事業發展並不順利，他
對娶杜拉拉始終下不了決心，兩人感情漸亮紅燈……

好消息！

你想看 Local 地方新聞電視
和美南 55.5 電視嗎？
DISH 提供室內數碼天線
詳情請洽通用傳訊
281-983-0088

國“分道揚鑣”，轉投日美主導的
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對手“懷抱
”——這一選項對於日本來說根本
就不存在。
而據日本新聞網消息，日本維
新黨主席江田憲司在 2 日的記者會
上就表示，日本沒有申請加入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個重大的外
交失敗。他說：“世界上這麼多重
要的國家都參加了亞投行，這是中
國的勝利，日本的失敗。”
江田指出，日本只是聽從美國
的旨意而不參加亞投行，是不應該
的。他認為，現在時間還來得及，
日本政府應該儘快表明參加的態度
。只有這樣，才能一起參與亞洲基
礎設施開發的秩序建設，同時為亞
洲經濟等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在申請加入 AIIB 的國家締結創
立協定、決定組織運營及出資比例
等相關事宜將完成的 6 月末之前，
日本政府都將採取“靜觀其變”的
態度。
另據共同社報道，日本財務副
大臣菅原一秀 2 日在記者會上就日

揭密者史諾登雕像現身紐約公園
（綜合報導）一座為揭密英雄史
諾登所製作的雕像 6 日淩晨出現在紐約
布魯克林區一座公園內，有關當局當
天下午立即予以拆除。
布魯克林區格林堡公園的監獄船
烈士紀念碑旁，一座史諾登的半身像
被放置在大理石柱上，前面的巨鷹雕
塑底部還寫上了史諾登的名字。不過
，紐約公園管理處工人 6 日下午便將它
移走。
專門報導紐約藝術新聞的 Animal
網站稱，3 名藝術家和他們的助手於黎
明前將這座 4 英尺高的雕塑安置在石柱
紀念碑上。網站還獨家披露雕像的創
作和安裝過程的錄影。畫面中，幾名
帶著口罩、頭盔的不明人士將雕像運
到公園，把雕像裝好，再寫上史諾登
的名字。
格林堡公園的監獄船烈士紀念碑
是紐約著名景點，是為記念美國獨立

戰爭期間死在英軍監獄船上的 1 萬多人
所設。
3 名雕塑創作者將史諾登雕像稱為
「監獄船烈士紀念碑 2.0」，宣稱原來
的紀念碑是為記念在獨立戰爭中犧牲
的革命先賢，他們將紀念碑升級則是
為記念那些在反對現代暴政中犧牲安
全的人們。
這些藝術家宣稱，這座雕像光是
成本就花了好幾千美元，他們已澆鑄
了一個模子，就算公園這座雕像被拆
除，他們還能製造更多個。
紐約市警察局已針對此事展開調
查，致於會以何種罪名起訴裝設雕像
的人，目前還不清楚。
史諾登因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等
情報單位大規模非法監聽而聲名大噪
，目前他以政治難民身分，在俄羅斯
接受庇護。

希拉蕊拿書怒砸偷腥柯林頓

役們原本傳聞，她丟了一只檯燈。」
在柳思基和老柯鬧出性醜聞期間，
柯氏夫妻的爭執也越趨白熱化。儘管兩
人搞不倫直到 1998 年 1 月才曝光，但他
倆其實已暗通款曲多年，白宮員工早從
1995 年起就都看在眼底。書中說，門房
多次看見總統和柳思基私下出雙入對，
包括一起待在家庭電影院內，後來員工
只要 「目擊柳思基」就會彼此通報。
老柯偷吃不僅差點害自己被彈劾，
老婆大人也讓他付出代價，1998 年大約
有 3、4 個月，希拉蕊禁止柯林頓進臥房
，只能睡在相鄰的書房。書中寫道，
「女性員工多半認為他活該。」

日本新審定教科書再現倒退
淡化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
（綜合報導）日本文部科學省
6 日公布了明年將采用的初中教科
書審定結果。在出版社出於日本政
府壓力或自主審查後，部分教科書
在歷史認識問題的描述上再現倒退
。
就“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
殺），一些教科書修改了表述方式
。例如，把現行版本中日軍“殺害
了眾多俘虜和居民”修改為“波及
俘虜和居民，出現了眾多死傷者”
；另有教科書刪除了“日軍的暴行
遭到譴責”這樣的表述。
在涉及日本吞並韓國期間實施
的土地調查一事，有現行教科書指
出，這是日本“打著近代化（韓國
）的名義”所實施，但文部科學省
在審定中提出異議，最終出版社修
改為“以近代化為目的”。在二戰

本是否加入 AIIB 一事也表示，將在
6 月底之前仔細分析意向創始成員
國將磋商的 AIIB 成立協議的基礎上
做出判斷。
日本政府以 AIIB 的融資審查機
制不透明等為由，未在意向創始成
員國申請截止期限的 3 月底前提出
加入。菅原表示：“關於成立協議
，如果（有關條件）可以得到切實
保證，屆時將做出判斷。”
菅原指出“向中國提出了問題
，但完全沒有得到具體的答覆”，
為至今未表明加入一事尋求理解。
預計有包括七國集團（G7）的英、
德、法、意在內的 50 多個國家和地
區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 AIIB。
有分析人士擔心若日本最終決
定不加入，那麼在接受 AIIB 融資的
項目投標中，日本企業將很有可能
處於劣勢。此外，日本政府內部還
有意見認為，不排除美國突然改變
態度加入 AIIB，而導致日本被孤立
的可能性。

的日本官方說法。
日本教育學者藤田英典對媒體
表示，從這次教科書審定結果看，
教科書出版社顧慮到保守輿論，為
確保審定合格，在涉及日軍加害行
為等內容時有自主審查傾向。他同
時說，在領土問題上沒有記載鄰國
立場的話，很可能會向學生植入對
鄰國的敵意

末期的衝繩戰役中，大批衝繩民眾
在日軍逼迫下集體自殺，但審定合
格的一些教科書中，將原先“被逼
迫自殺”的措辭改成了“陷入
自殺絕境”，淡化了日軍的責
任。
日本文部科學省 2014 年 1
（綜合報導）由政治記者布勞爾女
月修改了教科書審定標准，要
士（Kate Anderson Brower）撰寫的新書
求教育界在沒有定論的歷史、
《官邸：白宮私密世界內幕》（暫譯，
領土問題上適度體現政府官方
The Residence： Inside the Private World
主張。這次審定中，文部科學
of the White House），訪問白宮上百名
省共提出了 6 點意見，其中 4
前職員及多名第一家庭成員的說法，讓
點是要求相關教科書中加入有
讀者一窺美國三軍統帥與家人的私下生
關日本戰後賠償的政府立場等
活樣貌。
。此外，在與日本相關的領土
書中提到，當年一名前白宮僕役被
爭議問題上，地理、歷史、公
吩咐進入柯林頓夫婦的臥室清理，赫然
民三種教材 18 本教科書中，
發現床上都是血，且是總統大人的血。
均提及日本政府的立場和主張
柯林頓對外的官方說法是，他在 「大半
，且大多沿用了“固有領土”
夜一頭撞上浴室的門所以受傷」。不過

書中指出，這位白宮前員工告訴布勞爾
， 「我們很確定（希拉蕊）拿書 K 他。
」布勞爾寫道， 「慘遭他背叛的老婆床
邊桌子上，至少擺了 20 本書供她挑選，
」其中包括《聖經》。
書中提到，柯氏夫妻有時爆發激烈
罵戰，以惡毒字眼咒罵對方，令員工們
瞠目結舌；有時兩人則陷入漫長冷戰。
花店老闆榮恩向作者爆料，曾目睹 2 名
管家在白宮 「西起居廳」隔著門聽這對
驚世夫妻對罵， 「突然間，他聽到第一
夫人狂吼， 『該死的王八蛋！』然後聽
到有人對房間另一頭丟重物的聲音，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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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搜查烏克蘭總統所設糖果廠 稱工廠涉嫌騙稅
認為這是在對波羅申科
“施壓”，而俄調查委員
會官員稱，此次行動是為
了調查糖果廠騙取增值稅
的案件。
據俄羅斯《觀點報》
報道，羅申集團在俄地
區的法律代表表示，一
群戴面罩的特警和俄聯
邦安全人員封鎖工廠，
將廠裏的所有員工集中
到禮堂，展開調查活動。
之後，他們要求工人離
開工廠，生產線暫停工
作。集團高層人員認為，
俄執法部門沒有預先通
知，突然進入廠區展開
稅務調查，這是“非法
的，讓人無法接受”。
綜合報導 俄羅斯執法部門對利佩茨克州的一 俄羅斯調查委員會代表弗拉基米爾· 馬爾金回應
家糖果廠進行突擊搜查，該廠屬於烏克蘭總統波羅 道，搜查行動合法，羅申集團涉嫌非法騙取 1.8
申科創立的羅申集團。烏克蘭對俄方的行動不滿， 億盧布(1 盧布約合人民幣 0.1 元)的增值稅退稅金

額，此次行動是要查扣與案情相關的物品和資
料。據報道，俄方當日還對一家科研與生產公
司進行搜查，該公司與羅申集團一同捲入騙稅
案件。
據俄方調查資料顯示，這家糖果廠
2012-2013 年 向 利 佩 茨 克 州 稅 務 部 門 提 供 偽 造 文
件，稱糖果廠的建設工程花費 10 億盧布鉅資，
應該退其 1.8 億盧布的增值稅。該工程是由此次
被搜查的科研與生產公司分包商負責。但俄方
經調查認定，工廠的建設費用被誇大，1.8 億盧
布屬非法退稅所得，而糖果廠的行為給俄聯邦
預算造成巨大損失。
對於俄羅斯此次的搜查行為，烏克蘭總統府消
息人士稱，“俄此舉表明該國正試圖奪取波羅申科的
糖果廠，現在只是沒收行動的開端”。他說：“俄
羅斯發動反對波羅申科的‘戰爭’已持續兩年，目
的是懲罰波羅申科。”他強調，這種“佔領”行為不
會讓總統改變對俄羅斯及其領導人的立場。
據報道，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從巧克力行業發
家，被稱為“巧克力大王”，也有“糖果大亨”的
稱號。他 1996 年創立羅申集團，該集團是世界上
最大的糖果生產集團之一，每年生產量達 45 萬

涉嫌違反歐盟法律

俄羅斯啟用新創建的國家支付系統處理境內銀行卡交易業務，以減
輕用戶對西方同類金融服務的依賴。
欲發億張新卡
俄羅斯中央銀行發表聲明說，俄方全面啟用國家支付系統。根據俄
央行的說法，此舉是為用戶利益考慮，確保俄境內支付業務穩定性不受
“外部因素”影響。
俄央行同時表示，萬事達公司已加入這一新系統，其發行的信用卡
4 月起仍可在俄境內使用；Visa 公司則錯過上述期限，正與俄方展開磋
商，有望在今後數月加入這一系統。
俄央行下屬國家支付系統中心主任鐵木爾· 巴特列夫說，基於新支
付系統的銀行卡將在今年第三季度開始發行。今後兩年，俄央行計劃發
行 1 億張這種銀行卡。
借鑒銀聯經驗
俄羅斯國家杜馬金融市場委員會成員鮑裏斯· 卡申接受媒體採訪時
曾說，中國是俄羅斯的戰略夥伴，俄羅斯在創建本國獨立支付系統方面
的主要夥伴是中國銀聯。中國銀聯的發展對俄羅斯有借鑒作用。
俄羅斯金融市場國家委員會主席安德烈· 葉梅林也指出，銀聯有 10
年左右的發展歷史，從一個面向國內客戶、區域性的支付系統發展到國
際性的水準，是一個國際化的品牌，可以獨立運作，完全不依賴於 Visa
和萬事達。這是一個典範，俄羅斯也可以走銀聯走過的道路來發展自己
的支付系統。
目前，俄羅斯已有多家大型銀行與中國銀聯展開闔作，其中包括俄
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和俄羅斯外貿銀行。此外，一系列中小銀行也宣佈
開始和銀聯合作。

社交網路巨頭臉譜網（Facebook）被
爆為了更加準確地投放廣告而私自監控
所有訪客，涉嫌違反歐盟法律。而且臉
譜網還區別對待歐洲和北美的用戶。
臉譜網大肆監控
比利時的魯汶大學和布魯塞爾自由
大學聯合發佈報告，曝光臉譜網的監控
行為。報告指出，所有訪問臉譜網網頁
的訪客都是其監控對象；即便訪客沒有
登錄其臉譜網賬戶，或者明確要求不想
被跟蹤，也照樣不能倖免。
報告稱，臉譜網如此大肆監控，目
的是為了更好地賣廣告賺錢，旨在更好
地“傳遞、選擇、評估、檢測和理解他
們在臉譜網上下投放的廣告”。
臉譜網的點“讚”按鈕是個網路插
件，普遍分佈于 1300 多萬個網站上，其
中不乏衛生和政府部門網站。另外，無
論用戶登錄與否，只要他訪問了臉譜網
旗下網頁，臉譜網就會在其個人電腦上

綜合報導 2015 年英國大選在即，為了獲得選舉勝利，三大黨派可
謂絞盡腦汁，想方設法拉選票。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英國三名議
員展開了減肥比賽，為大選造勢。
據報道，日前在《時尚健康》（Men’s Health）雜誌組織和個人健
身教練的安排下，英國自由民主黨議員佈雷克（Tom Brake）、保守黨
議員衛生部長鮑特（Dan Poulter）以及工黨前座議員加文· 舒克（Gavin
Shuker）挑戰自我，改掉不良飲食習慣，紛紛開始健身。
據悉，為使減肥效果更為直觀、鮮明，三名議員在比賽前後都拍了
裸露上半身的照片。“之前我一直覺得去健身房健身，不如去跑圈步。”
馬拉松愛好者的佈雷克說到，“但是以後我會經常去的。”
“我作息十分不規律，我知道我必須開始運動。”鮑特表示，雖然
自身是一名醫生，但是保持身材對他來說也是個棘手的問題。
“議員的每頓飯都會有酒。”舒克無奈道，參加比賽後他早餐變成
了粥，午飯和晚飯也儘量食用健康食品。
報道稱，佈雷克體重最終下降了 1 公斤。鮑特體重下降了 2.5 公斤，
體脂率下降了 6%。而舒克體重下降了 10 公斤，腰圍小了 7 英寸，效果較
顯著，獲得勝利。

713-417-4540

代辦房地產貸款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20080﹐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297,900 ﹒
☆Townehome出租﹐西南區﹐Richmond附近/Eldridge﹐2房2浴﹐＋遊戲間﹐租＄925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56,000﹒
☆華麗房出售, 西北區249/cypresswood,4房3.5浴,3,500呎豪華裝修,售$220,0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200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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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而美國和加拿大的臉譜網站上卻並
沒有類似的監控插件。
臉譜網目前正在接受荷蘭數據保護
機構和歐洲數據保護團體“第 29 條工作
小組”的調查。
臉譜網發言人對監控一事做出回
應 ， 稱報告中存在事實性錯誤，撰稿人
發佈報告之前也未徵詢臉譜網的意見。
臉譜網 2015 年早些時候曾更新了相關的
條款和政策，相信其符合歐盟法律，也
願意就此和有關方面展開闔作。
阿恰爾則表示，報告撰稿方有公開的
電子郵件，歡迎外界聯繫、評論。不過，
截至目前，臉譜網並沒有直接聯繫他們。

綜合報導 英國一
戶 人 家 的 12 名 兄 弟 姐
妹，歲數總和接近 1020
歲，被吉尼斯世界紀錄
評為全球最老家庭。
住在英國考文垂市
的 這 戶 姓 特 維 德
（Tweed） 的 人 家 ， 12
人由 7 名兄弟及 5 名姐
妹 組 成 ， 年 齡 介 於 76
至 95 歲之間。
他們還有33名孫子
（女）、59名曾孫（女）
與 17 名玄孫（女），居
住在英國各地。
特 威 德 夫 婦 在 21
年 內 育 有 16 名 子 女 ，
但其中 4 名已逝世。去
年 11 月 25 日，12 名兄
弟姐妹的總歲數達 1019
年 零 336 日 （ 他 們 年
齡 的 總 和與多餘的天
數），刷新吉尼斯最老
家庭的紀錄，日前收到
確認證書。

在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
在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
，演員扮作卡通人物參加花車巡遊
演員扮作卡通人物參加花車巡遊。
。當日
當日，
，
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舉行春季花車巡遊活動。
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舉行春季花車巡遊活動。

體育圖片

熱身賽：
熱身賽
：葡萄牙不敵佛得角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第四年利率 第五年利率

$10,000 以上

⊙低解約費僅 5 年年限﹐
第一年至第五年是 5%﹐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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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金計劃

年 金 金 額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10,000 以上

2.4%

2.4%

2.4%

在葡萄牙埃斯托裏爾舉行的一場國際足球熱身賽中，
在葡萄牙埃斯托裏爾舉行的一場國際足球熱身賽中
，葡萄牙隊以 0
比 2 不敵佛得角隊
不敵佛得角隊。
。

諶龍晉級
馬來西亞公開賽：：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日本東京，
日本東京
，一款聞起來像炭燒牛排味道的香水在愚人節當
天限量銷售，僅有 1000 瓶。
天限量銷售，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Bernard Chaung

日本商家推出愚人節限量
“燒烤牛排
燒烤牛排”
”味香水

永茂地產

AAA TEXAS LLC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違反歐盟法律
歐盟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網際網路
追蹤網民瀏覽數據之前，必須徵得後者的
同意；網站在網民首次登錄時，也必須說
明插件的使用情況，徵求訪客的意見。
但是，臉譜網的用戶即便沒有登錄
賬戶，或者已經登出，甚至明確要求不
被跟蹤時，仍然受到插件的監控；用戶
訪問 和 臉 譜 網 毫 不 相 關 的 第 三 方 網 站
時 ， 也照樣受到插件跟蹤。臉譜此舉顯
然違反了歐盟的法律規定。
報告撰寫人之一居內什· 阿恰爾表
示 ， 歐盟用戶如果不想被跟蹤，臉譜網
就會安裝插件，能在 2 年之內長期監控用

成全球最老家庭

為英國大選造勢

2015 年 4 月 7 日

安裝插件，進行跟
蹤。所以，用戶在
訪問第三方網頁時，
只要插件在場，臉
譜網就能繼續跟蹤
並且收回數據。

12 兄弟姐妹歲數總和 1020 歲

英國三名議員開展減肥比賽

星期二

東京迪士尼樂園舉行春季花車巡遊活動

臉譜網被爆追蹤所有訪客
有訪客

俄羅斯借鑒中國銀聯經驗
啟用本國獨立支付系統

莊嘉銓

噸。在 2014 年世界糖果行業百強排名中，羅申集
團以凈銷售額 10.21 億美元位居第 20 位。該集團的
工廠主要設在烏克蘭、立陶宛、匈牙利和俄羅斯境
內。羅申集團在俄羅斯利佩茨克州有兩家糖果生產
廠，去年其產品佔俄市場總份額的 7%。
羅申集團在俄羅斯經營生意一路跌跌撞撞。
2013 年 7 月，俄消費者權益與民眾福利保護監督局
宣佈禁止羅申集團的糖果和巧克力產品進入俄羅斯
市場，理由是其樣品內脂肪等含量不達標。去年 3
月，俄羅斯“聯合糖果”股份公司指控羅申集團非
法使用商標，要求該集團賠償 24 億盧布的損失。
特警和莫斯科警察因此封鎖這兩家糖果廠，羅申集
團在俄羅斯的賬戶也被凍結。現在俄烏關係惡化，
俄羅斯人拒絕購買羅申的產品。去年 9 月，由於倉
庫產品積壓過多，兩家工廠停產兩周。11 月，因
糖果在俄的市場銷量大幅下降，羅申集團宣佈裁員
400 多人，原來在俄的工廠員工人數是 1500 人。羅
申集團去年在其他國家都盈利，但在俄羅斯是虧損
狀態。波羅申科 2014 年 5 月當選烏克蘭總統後，曾
承諾出售羅申公司，但到目前為止他沒有這麼做。
他強調，他已不再負責公司的管理工作，對公司也
沒有任何影響力。

新聞圖片

⊙低解約費僅 3 年年限﹐
第一年至第三年是 5%﹐
5%﹐
5%
⊙自 7/1/12 起如提早解約﹐
兩計劃另有 MVA﹐
市值調整額﹐
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
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 11/1/14 起﹐
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在吉隆坡舉行的馬來西亞羽毛球超級系列公開賽男單 16 強的比賽中
強的比賽中，
，中國
選手諶龍以 2 比 0 戰勝印度選手卡夏普·帕魯帕利
帕魯帕利，
，順利晉級
順利晉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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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 年來美國首次同意

古巴參加美洲峰會

美媒關注中國女留學生被殺案

嫌犯逃回中國行蹤不明
綜合報導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本週長篇報道引起全球華人廣泛關
注的愛荷華州立大學 20 歲中國女留學生
邵童(Tong Shao 音譯)去年遭謀殺一案，
不僅披露更多案情細節，指出頭號嫌犯、
邵童男友李向南(Xiangnan Li 音譯)已逃回
中國下落不明，還引述受害者父親的表述
，呼籲當局加緊緝兇。
2014 年 9 月 26 日，愛荷華州警方在愛
荷華城一處公寓外發現失聯多日的邵童的
遺體被藏于一輛汽車後備箱內，她頭上包
著旅館毛巾，由於死亡超過三周，屍體已
經發出惡臭。約翰遜縣法醫辦公室今年 1
月證實，邵童死於“兇殺性暴力導致的窒
息”，係遭他殺。
警方將邵童的男友李向南列為頭號犯
罪嫌疑人，但後者回到中國後杳無音訊，
使得案件調查和緝拿困難重重。
CNN 報道稱，來自大連的邵童喜愛
藝術、會演奏鋼琴，並夢想成為一名雕刻
家。她喜歡吃媽媽做的水餃和火鍋。
和中國大部分家庭一樣，邵童是家中
唯一的孩子，父母省吃儉用為其學業花費

超過 10 萬美元。慘案發生後，邵童的父
母悲痛欲絕，爸爸邵春勝(音譯)表示：
“我們將所有的愛都傾注在女兒身上，失
去她之後，我覺得人生再無意義。”
接到女兒遇害消息 6 個多月以來，邵
童的父母一直強忍悲傷保持沉默，等待美
中兩國當局發現兇手。現在他們決定說出
來，希望可以迫使調查人員做得更多。
23 歲的嫌犯李向南是溫州人，與邵
童于 2011 年在北京上英語培訓班時相識
。後來兩人都如願到了美國，邵童就讀愛
荷華州立大學化學工程專業，李向南從紐
約州轉學到了愛荷華大學，兩人常常跑到
外面住旅館。
案發前的勞動節假期，兩人曾在內華
達市一間小旅館登記入住。9 月 7 日淩晨
，李向南獨自退房離開，並於第二天用提
前買好的機票經芝加哥轉机到達中國，隨
即銷聲匿跡。李的父母表示，他們也沒有
兒子的消息。據警方調查，那個長週末，
李向南很可能與邵童發生爭吵。
9月8日，邵童的室友接到李向南手機
發出的一條短信，短信以邵童的口吻說，李

向南因為家裏發生急事需要立即回國，而她
自己準備去明尼蘇達州玩幾天，一個星期後
回愛荷華。此後，邵童便失去聯繫。
CNN 指出，愛荷華州與中國關係緊
密。該州兩所旗艦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和
愛荷華大學中，1/10 的學生來自中國。邵
童案震驚了華人社區，人們質疑當局是否
在尋求公正上做出了足夠的努力。
今年 2 月，邵春勝曾接到愛荷華警方
的電話，被告知美國警方已發佈對李向南
的通緝令，他將被起訴一級謀殺罪。
法律學者表示，中美之間沒有引渡條
約，不太可能將李向南帶回美國，中國當
局找到人間蒸發的嫌犯對其起訴的可能性
也非常小。
邵童父母原本計劃今年 5 月去美國參
加女兒的畢業典禮。聽到噩耗後，邵父血
壓飆升無法坐飛機帶女兒骨灰回家，睡覺
時常常在哭泣中驚醒。
邵春勝表示，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狀況
能否等到正義被伸張的那天，只盼案件能
儘快解決。他希望接到的下一個電話，就
是通知他嫌犯已被逮捕。

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院官員 4 日
說，總統貝拉克· 歐巴馬打算下周
在巴拿馬召開的美洲國家組織首腦
會議上與古巴領導人勞爾· 卡斯特
羅“互動”。
會議定於 4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巴
拿馬首都巴拿馬城召開，包括歐巴
馬和勞爾· 卡斯特羅在內的至少 30
名美洲各國領導人預計參會。由於
美古去年年底啟動雙邊關係正常化
進程，這將是近 50 年來美國首次同
意古巴參加這場美洲峰會。
美國分管西半球事務的助理國
務卿羅伯塔· 雅各布森 4 日在華盛頓
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參加活動時說：
“歐巴馬決定參會時就知道(自己
將和勞爾· 卡斯特羅會面)，他知道
這名古巴領導人也受到邀請。”
她說，峰會召開時，“各國
領導人將待在一起很長時間，因
此(歐巴馬)會與勞爾· 卡斯特羅互
動”。
雅各布森拒絕推測雙方會面的
形式，比如站著談還是坐著談，正
式會談還是非正式會面。她說，除

了與東道主、巴拿馬總統胡安· 卡
洛斯· 巴雷拉會晤，歐巴馬尚未確
定在峰會期間的雙邊活動日程。
“因此，我不清楚他們(歐巴
馬和勞爾· 卡斯特羅)將以何種形式
互動。不過，他們已經通過了電話
……兩國隨後在較低級別的層面進
行了許多互動”。
如果這次“互動”得以實現，
將是美古去年 12 月宣佈啟動兩國關
係正常化進程以來，兩國領導人首
次會面。
2013 年 12 月，歐巴馬在南非約
翰內斯堡參加已故南非前總統納爾
遜· 曼德拉的追悼會時，與卡斯特
羅握手，後者報以微笑。
美洲峰會召開在即，巴拿馬政
府 4 日說，峰會召開前、會議期間
以及會議結束後一段時間，巴拿馬
領空將禁止無人駕駛飛行器飛行。
巴拿馬民航部門主管拉斐爾·
豐塞卡· 莫拉說，禁令有效期為 4 月
5 日至 13 日。此舉是出於安全考慮
，以防給各國領導人飛機的起降帶
來麻煩。

美國稱願售印度
先進電磁彈射器
綜合報導 美國負責採購、技
術和後勤的副部長肯德爾 2 日表示
，美國願意就建造航母助力印度。
被問及印度是否有可能獲得先進
的電磁彈射器，肯德爾告訴路透社
記者，他“對兩國就此的合作感到
樂觀”。“他們將自行決定需要什
麼技術，”肯德爾說，“如果他們
需要，我認為他們獲得我方航母的
某些技術沒有任何根本障礙。”不
過，他沒有明說美國打算向印度提
供哪些具體技術。

美方所用電磁彈射器由美國通
用原子能公司製造，裝備在建的最
新一級“福特”號核動力航母。美
是現階段唯一在航母上採用這種技
術的國家。印防務嚴重依賴外購，
兩艘現役常規航母均是外國二手貨
。莫迪出任總理後，大力推動海軍
現代化，撥款確保首艘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能按時服役。印媒
先前報道，印打算在“維克蘭特”
號之後再造一艘航母，可能為核動
力。

美稱歐巴馬有信心
綜合報導 美國白宮消息指出，總統
歐巴馬有信心，美國能在 6 月底限期之
前與伊朗達成最終協議。
白宮一名發言人表示，4 月 2 日達成
的協議框架仍有待進一步完善，而研究
協議的科研專家有信心協議能夠阻止伊
朗發展核武器。
美國國會對協議實施仍保持審慎態
度。
中、英、美、法、俄等五個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德國于 4 月 2 日在
瑞士洛桑和伊朗簽訂框架協議，將限制
伊朗的核發展，以交換放寬對伊朗的制
裁；在此框架協議基礎上的最終協議預
定將在今年 6 月 30 日之前達成。
白 宮 發 言 人 埃 裏 克 • 舒 爾 茨 (Eric
Schultz)說：“我們感覺不錯”，“還有
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我們有信心我們能
夠恰當地完成這些細節。”
他還表示，美國不會簽訂一項對以
色列構成威脅的協議——以色列總理內
塔尼亞胡多番表示談判各國與伊朗達成
的共識不是一個好協議，將給地區帶來

危險。
“他(歐巴馬)強調，在所有問題都
取得共識，任何一項共識都不算共識”
，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說，“他還重申，
美國將持續努力與夥伴合作商討伊朗在
地區當中造成不穩定的活動。”
2 日的框架協議達成後，伊朗民眾徹
夜慶祝，而伊朗外長雅瓦德•扎裏夫在
回國時受到英雄式歡迎，但仍一些“死
硬派”認為伊朗作出了太多的讓步，換
來的卻不多。
代表美國參加談判的美國國務卿克
裏在美國國會則面對著一些質疑。
美國總統歐巴馬用“歷史性”來形
容週四的框架協議，稱協議將令世界變
得更安全，因為它將“切斷所有讓伊朗
可能發展核武的去路”。
但在今夏簽訂真正協議之前，歐巴
馬還需要獲得國會通過；他已經與參眾
兩院展開商討，並且與巴林、科威特、
卡達和阿聯酋等國領導人通電話。
有分析說，如果協議在今夏能成功
簽訂，將是里程碑式的外交勝利，將是

決定歐巴馬的政治成就重要的一方面。
歐巴馬說：“假如國會否決這一協
議，既不是基於專家的分析，也不能提
供任何其他合理的選擇，那美國就將對
這樣的外交失敗負責。”
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則表示，只
要參與簽訂的其他各國都遵守框架協議
的規定，伊朗也會遵守。
“世界必須清楚，我們不打算作弊
”，魯哈尼在一個電視講話中說道，但
他同時表示，一旦各國“有一天決定向
另外一個方向走”，伊朗也會有其他的
選擇。
在框架協議中，伊朗承諾將削減三
分之二以上用於鈾濃縮活動的離心機裝
置，減少到 5060 個；而地下的福爾多
(Fordo)核工廠則會繼續開工作相關研究
用，但不會用於提煉鈾濃縮。
伊 朗 還 會 在 15 年 內 將 低 濃 度 鈾
的 儲 備 從 10 噸 減 少 到 300 公 斤 ， 而 目
前正在建設中的重水反應裝置將會
被改建，以確保不生產核武器級別
的钚元素。

精英地產

電話熱線：
(832)335-3207

Email:perryhu8@yahoo.com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專精
買賣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高價收買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三年內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1.
2.
3.
PERRY HU 胡中平 4.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設備齊全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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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H 市的張先生向北京商報記者報料稱，
他是 XX 通手機 POS 機的代理商，而 XX 通公司是
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的 POS 機經銷商。
根據張先生出示的代理合同，張先生賣出的POS
機可以獲得刷卡手續費分潤獎勵。目前，不同種類商
戶有不同類的手續費標準，分配利潤自然也要根據標
準而來，0.5%的刷卡費率為手續費的18%；0.66%的費
率分潤為手續費的16%，商務版每筆35元，可分得5
元利潤。每月 5 日為分潤獎勵的結算日，不滿 500 元
分潤，次月滿500元再進行結算。而在此之前，張先
生繳納了 11 萬元的區域代理費，並用了數萬元購買
手機POS機，才獲得了某地的“獨家代理權”。
在合同中，該公司稱授權張先生為 H 市獨家代
理，若該公司在 H 市再設代理，會按照 50%的比例
與張先生分配利潤。不過，生意做了沒多久張先生
就發現了問題，一是機器經常出現問題，到賬慢；
二是結算利潤的日期總一拖再拖；三是該公司另外
在 H 市招了代理，但並未通知自己。等到張先生想
抽身不幹時，明明有錯在先的 XX 通公司卻拒絕賠
償，公司老總避而不見。
調查：都是利潤分成惹的禍
其實，與張先生遇到同樣問題的 POS 機代理商
如今，第三方支付機構已經成為收單市場的重 成了大量的“套碼”、“套渠道”交易，這背後主 不在少數，而這背後則是混亂的第三方支付以及
要參與方。相較于商業銀行的 POS 機發放，第三 要還是利潤分成帶來的亂象叢生。
POS 機銷售市場。
方支付公司普遍存在 POS 機布放外包的情況，POS
這其中就涉及到多方的利潤分成問題。通過網
機代理銷售情況氾濫，有的外包機構甚至不需要收
事件經過：POS 機代理商受矇騙
路輸入POS機代理，就會出現很多零加盟費的廣告，
取任何加盟費，直接讓下線購買 POS 機即可。由於
POS 機代銷主要分為經銷商和代理商，但是在 加盟 POS 機代理商門檻並不一樣，部分公司需要幾
不同商戶和不同交易類型存在手續費的價格差，造 無序經營下，一些二級 POS 機代理商也受到矇騙。 萬元加盟費，也有公司表示不需要任何加盟費，而

代理商的利潤來源主要有兩個，POS 機差價以及商
戶刷卡額分成。不過，北京商報記者了解到，不同
的 POS 機價位有所不同，如張先生的手機 POS 機批
發價為 119 元，銷售價格在 200-500 元不等。
此外，如果是移動的 POS 機，批發價一般是
1100 元，固定的 POS 機批發價是 600 元，而費率提
成各不相同。另一部分的盈利來源在於刷 POS 機刷
卡額提成。北京商報記者調查發現，“一般 POS 機
的扣費率在 0.6%-0.8%不等，代理商可以分到 0.25%
左右的提成，刷卡量越大分成就越多”。
潛在風險：套碼大肆氾濫
在調查過程中，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不少代
理商在與經銷商洽談利潤分成時，並不會按照分類
進行分潤，刷卡費率即使有分類但並不像國家規定
得那麼詳細。自 2013 年 2 月 25 日起，銀行卡刷卡手
續費新的收費標準按行業分類主要分成餐飲娛樂類、
一般類、民生類以及公益類四大類，餐飲娛樂類的
刷卡手續費率最高，為 1.25%；百貨等一般商戶手
續 費 率 為 0.78% ； 超 市 、 加 油 站 等 手 續 費 率 為
0.38%；醫院、教育等公益類則為零費率。
“在銷售 POS 機過程中，並不會考慮是什麼樣
的客戶，最後客戶刷卡的費率由通道來定，這樣就
會出現套碼行為。”張先生表示。據了解，張先生
交給銷售公司的 11 萬元費用分 3 筆支付給了經銷
商，但是顯示的內容就是家居、建材公司，實際上
這是出現了套碼，但是套碼很多時候並不是商戶自
己作假，而是經銷商、第三方支付公司為了節省自
身的費用或者提升自己的利潤分成。

英國上修 GDP 至 2.8% 創八年新高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卡梅倫宣佈解散英
國議會，為期五周半的英國大選正式開始。
英國上調了去年的經濟增長率，這或許能為
保守黨在未來大選中爭取一個籌碼。
英國國家統計局3月31日公佈的數據顯
示，該國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
增速從2.6%向上修正為2.8%，這一增幅創下
2006年以來之最。
當天公佈的數據還顯示，英國去年第
四季度的GDP環比增速終值為0.6%，連續
第八個季度保持增長，預期和初值都為增
長0.5%。按年率計算的第四季度GDP終值
增長3%，高於預期的2.7%和初值2.7%。
從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看，消費
和出口做出了較大貢獻。統計局的數據顯
示，英國家庭消費當季環比增長0.6%；出

一年一度

口環比增幅高達 4.6%，為 2013 年以來最
大增幅。鋻於進口增長了1.6%，凈貿易為
英國第四季度 GDP 增長貢獻了 0.9 個百分
點，創2013年一季度以來最高紀錄。不過，
四季度商業投資總額季率終值卻下滑
0.9%，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因素。
英國國家統計局在另外一份報告中表
示，英國去年四季度經常賬赤字收窄至253億
英鎊，這一改善主要是由於貿易差額從三季度
的102億英鎊收窄至60億英鎊。不過，2014年
全年，英國經常賬赤字為979億英鎊，佔GDP
的比重為5.5%，創1948年來最高紀錄。
鋻於英國經濟增長勢頭較好，英國財
政大臣奧斯本上月在公佈本屆政府最後一
份財政預算案時，將 2015 年和 2016 年英
國經濟增長預期由此前預測的2.4%和2.2%

分別上調至2.5%和2.3%。英國預算責任辦
公室還預計，2017 年英國經濟增速將達
2.3%，2019年可達2.4%。該辦公室還下調
了英國失業率，預計2015年英國失業率將
降至 5.3%，2016 年則為 5.2%。英國財政
部表示，2014年英國經濟增長速度是七國
集團中最快的，就業率達到歷史新高，通
脹率創歷史新低。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比
重預計將於2015至2016財年開始下降。
儘管英國經濟出現向好趨勢，但英
國央行近日仍表示，會繼續維持目前水
準的超低利率，以防止通縮，其正在緊
密監控已經處於零水準的通脹率所帶來
的影響。花旗集團經濟學家桑德茲表
示，英國目前的低通脹將會提升實際收
入並刺激消費強勁增長，很可能會強化

該國經濟強勁增長的前景。
就在 GDP 修正值公佈的前一
天，卡梅倫執政5年的聯合政府結
束。根據現行法律，本屆英國議會
也于當天宣告解散，大選正式揭開序幕。
據報道，英國獨立電視臺將主持七黨
領導人首次同臺辯論並現場直播。屆時，
各主要政黨將就選民最關心的問題做出承
諾，為 5 月 7 日舉行的大選拉票。焦點議
題將集中在經濟發展政策、削減政府財政
開支、英國在歐盟去留、全民醫療保健體
系（NHS）的未來以及限制移民等問題。
本屆英國政府自豪的資本是，英國獲
得了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中最好的
經濟復蘇數據。卡梅倫稱，自己領導的政
府已經讓這個國家走出低谷，英國正走在
正確的軌道上，不能“半途而廢”。據英
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卡梅倫表示，如
果改變軌道將置復蘇于危險境地。
卡梅倫此番言論顯然是在為保守黨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拉選票。他表示，要保證就業率上升、
稅率下降、更多人擁有房產、有更好的
學校教育體系和退休福利，就需要一個
保守黨領導的政府；與此同時，在動蕩
的當今世界，英國也需要有強勁的領導
層來保證國家安全和經濟穩定。
不過，最大的在野黨工黨對此並不
認可。他們認為，這輪英國經濟復蘇過
程是一百多年來最緩慢的，還導致了普
通民眾的“生活成本危機”。他們還攻
擊保守黨可能導致英國退出歐盟，給就
業和社會繁榮帶來明顯和即時的危險。
工黨承諾，英國將留在歐盟並回到歐盟
的領頭羊位置。數據顯示，英國每人平
均GDP仍低於危機前水準1.2%。
上屆大選中，保守黨未贏得過半席
位，因而無法獨立組閣。目前，保守黨
和工黨的支援率都在34%左右，難分上下
。有分析認為，2015 年大選有可能是數
十年來結果最難預料的一次大選。

2015 版 隆重出版
各大華人超市
或本報社
免費領取

旺中餐館出售，旺地，好生意。
Motel. 28間房小區旅館，生意好，僅售28萬，近城中心Downtown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7萬多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週一至週五：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9:00am-5:30pm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歡迎電話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預約查詢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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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社團攜手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排練人氣爆棚

排練一景

經濟動態

駭浪的勇氣。所以一直到今
駭浪的勇氣。
天，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每一場演出
都非常震撼人心！
這場“
這場
“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音樂
會也是為了紀念那些在抗戰
期間為中華民族作出極大貢
獻的海外華僑華人。
獻的海外華僑華人
。在抗戰期
間華僑匯回國的各種捐款占
當時全國軍費開支的 80
80%
%。許
多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刻挺
身而出，
身而出
，美國華僑回國參戰的
就有好幾百人。
就有好幾百人
。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
的作曲者冼星海也是在 918 事變之後從
法國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法國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馬上就投入到
抗戰的運動中，
抗戰的運動中
，在延安的窯洞裡抱病在
6 天時間內寫出了這部不朽的“ 黃河大
合唱“。正是在海外華僑的影響和推動
。正是在海外華僑的影響和推動
以及國際形勢的發展等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
用下
，英美等國政府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才逐漸發生了變化，
才逐漸發生了變化
，轉而積極地從精神
上、物質上援助中國
物質上援助中國，
，並最終結成了反
日反法西斯的國際聯合陣線。
日反法西斯的國際聯合陣線
。抗日戰爭
已經過去 70 周年了
周年了，
，但是
但是，
，那
些老華僑們在抗日戰爭中所
做的貢獻不會因為歲月的褪
色，我們永遠緬懷他們。
鄭征還介紹了這次活動
的主要工作團隊和各合唱團
體：
“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合唱執行
負責人，
負責人
，東方藝術團名譽團
長張力；
長張力
；給予此活動大力支
持的東方藝術團董事會主席
倪申申；
倪申申
；負責安排排練的東
方合唱團團長劉明輝；
方合唱團團長劉明輝
；負責
對外聯繫的東方合唱團副團
長高緯、
長高緯
、副團長陳建榮
副團長陳建榮。
。芝加
哥黃河大合唱的排練指揮范
衛平老師；
衛平老師
；在排練中擔任鋼
琴伴奏的楊樂密老師；
琴伴奏的楊樂密老師
；為大
家校對樂譜的衛鴻老師；
家校對樂譜的衛鴻老師
；負

排練一景
責票務的東方藝術團名譽團長劉麗；負
責票務的東方藝術團名譽團長劉麗；
責服裝的藝術團副團長李青；
責服裝的藝術團副團長李青
；負責宣傳
副團長程以克等。這次《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的
演出，
演出
，芝加哥所有合唱團都紛紛報名參
加，這也是在芝加哥僑界歷史上第一次
所有合唱團全部參加一個音樂會活動。
所有合唱團全部參加一個音樂會活動
。
一曲《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將芝加哥僑界凝聚
在了一起。週六參加合排的合唱團體有
風華合唱團、
風華合唱團
、瑞華合唱團
瑞華合唱團、
、黃河藝術團
黃河藝術團、
、
華人藝術團和中國城的喜愛唱歌的朋
友們。
友們
。還有特別開車三個小時趕來觀摩
的印納州印城華夏文化中心合唱團的
周明社團長及幾位骨幹。
下午幾小時的合排，
下午幾小時的合排
，在指導老師一
句一聲地示範講解中，
句一聲地示範講解中
，參加演唱的人
們，分成八個聲部
分成八個聲部，
，聚精會神
聚精會神，
，反復認真
練習，
練習
，進展神速
進展神速。
。下午共合排了三首歌
下午共合排了三首歌：
：
《黃水謠
黃水謠》
》、《黃河船夫曲
《黃河船夫曲》
》、《怒吼巴
《怒吼巴！
！黃
河》。雖然是初次合排
。雖然是初次合排，
，但其聲勢和歌聲
裡所表達的情感，已經相當震撼人心！
為辦好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
利 70 周年《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音樂會活動，彙
集所有華人社團的熱情和力量使《黃河
大合唱》
大合唱
》的歌聲在芝加哥的心臟唱響
的歌聲在芝加哥的心臟唱響，
，
使更多的人瞭解歷史、
使更多的人瞭解歷史
、維護和平
維護和平，
，活動
主辦方東方藝術團和亞洲文化中心真
誠地邀請社會各界以購票和贊助等方
式參與到這個活動中。大芝加哥華僑華

人聯合會已經應邀擔任本次活動的特
邀協辦單位，
邀協辦單位
，歡迎更多的社團以贊助
歡迎更多的社團以贊助，
，
協辦等各種方式來支援這個有意義的
活動！
活動
！目前音樂會的票務和贊助工作已
經全面展開，
經全面展開
， 東方藝術團網站 www.
dongfangarts.org 可以接受購票和捐款
可以接受購票和捐款，
，
活動的時間，地點及票務聯繫如下：
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音樂
會
時間：8 月 22 日下午 3 點
地點：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220 S. Michigan Ave., Chicago, IL 60604
票價：$20，$30，$100
100((包廂
包廂))
購票聯繫：
購票聯繫
：西郊
西郊：
：劉麗 630
630-272
272-8218；
北郊：
北郊
：唐勇 847
847-854
854-8970；中國城
中國城：
：劉
冰 312
312-363363-8106； 西 北 郊：
郊：劉 明 輝
224224
-402402-9650； 西 南 郊 ： 李 青
630630
-247
247-8144； 華 聯 會：
會 ： 汪 興 無：
無：
847847
-340
340-9298、
何
達
權
312312
-560
560-5706、趙建航 312
312-593593-2181；
風 華 中 文 學 校 ： 李 榮 順
224224
-805
805-0821；瑞華中文學校
瑞華中文學校：
：傅仁傑
630630
-749
749-8191；英文訂票
英文訂票：
：Ticketing:Jan
Zheng 、 ( 鄭 征 ）630 667
667-3183、 Sean
Xu( 徐 荃）
荃 ）817 840
840-6611。網 上 售 票：
票：
www.dongfangarts.org

中國市場活力僅次美國
中國的經濟增速將進入 6%時代

綜合報導 中國的經濟增速將進入
6%時代。珠海旭光化工有限公司的首席
執行官拉溫· 甘地說：“我一點兒也不擔
心。”這家化工公司能幫助你的雞蛋不
粘到廚寶牌平底鍋上。甘地在廣東省珠
海市開設了一家工廠。與中國一些大城
市相比，珠海是個小城市。他的僱員大
約有 200 人。
在被問到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率只有
6%他會不會擔心時，甘地咯咯笑了。
他說：“我笑是因為，人們總是在
說數據造假，那麼，你能相信這些來自
遠方的數據嗎？我可以給你講講我知道
的實際情況。”甘地在該公司位於芝加

哥的辦事處辦公，但每個季度都會到中
國來。他說：“我們的客戶是那些為各
大美國品牌生產鍋碗瓢盆的工廠。最開
始，他們有 1000 名僱員，大約 15 年後的
今天，有了 1.5 萬僱員。他們不會有 3 萬
僱員這一天的，他們的僱員數量甚至會
減少。但是，關鍵在於，我總是驚嘆于
，在中國，情況能夠發生如此迅速的變
化。那些規模化生產的公司並不這樣想
：我要將注意力轉向美國市場。相反，
他們在轉向國內。而這個行業，即家居
用品這個行業，才剛剛起步。”
報道稱，投資經理人對中國至少也有
一定興趣。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進行的一

項全球性投資情緒調查顯示，投資經理人
說，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最佳市場。
中國的數據仍未能給人留下深刻影
響。
官方的 PMI 數據從 2 月的 49.9 上升
至 3 月的 50.1，高於市場平均預估值 49.7
。正如甘地所指出的，主要是大公司的
PMI 有所上升，即上升 1.1 百分點至 3 月
的 51.1。與之相反，中型企業和小型企
業的 PMI 指數分別降至 48 和 46。低於 50
就表示收縮。
與此同時，購進價格指數從 2 月的
43.9 反彈至 45.0。這應該有助於緩解通
貨緊縮壓力，儘管這也表明利潤率可能

進一步下降，從而影響勞動力市場。
PNC金融服務集團的資深國際經濟師
比爾· 亞當斯說：“至少從 PMI 調查反映
來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似乎在趨弱。”
報道稱，中國決策者表示，目前，
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充分就業，而不
是某一特定的實際 GDP 增長率。北京對
失業避之不及。
那是因為，中國仍是一個窮國。就
像美國一樣，並不是每個人都住在索霍
或貝萊爾。中國消費者還在裝修房屋和
改進食譜。這一趨勢仍然存在。經濟增
速放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咎於出口
轉弱以及房地產和道路等固定資產投資

減少。
甘地說：“幾年前，我們的僱員都
是農民工，可能每個月都要回村一兩次
。我都認識他們。現在，他們的妻兒老
小都搬到珠海來了。這絕對是一個欣欣
向榮、你前所未聞的城市。這兒有愛爾
蘭酒吧和墨西哥餐廳，這兒有很多人，
包括外國人。”
年均內需增長率為 12%左右，但甘
地說，他預計珠海旭光化工有限公司未
來 5 年的複合年均增長率能達到 20%。
他說：“我認為，在中國，存在著一
種新生的、正在迅速發展的企業家文化，
中國在未來很多年內都將從中受益。”

韓國擬正式向朝鮮提議
商討開城工人漲薪事宜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一位消息
人士 5 日透露，韓國政府計劃于下
周通過韓方開城工業園區管理委員
會辦事處向朝鮮中央特區開髮指導
總局提議商討開城園區朝鮮工人漲
薪事宜。
據預測，韓方開城工業園區韓
方管理委員會和朝鮮中央特區開髮
指導總局之間的談判能否成行將成
為解決這次事態的分水嶺。但朝鮮
一直拒絕同韓方就漲薪問題進行對
話，因此是否會回應韓方的此次提
議還是未知數。
朝鮮中央特區開髮指導總局日
前向開城園區入駐企業出納人員下
達通知，要求企業按照朝方提出的
漲薪標準結算工資和社會保險費。
而韓國政府也向入駐企業發送公文
，呼籲企業拒絕朝方的漲薪要求，
並表示若企業不遵循公文內容，政
府或將採取行政和法律措施。本月
3 日，韓國統一部次官(副部長)黃富
起等政府官員會見開城園區入駐企

業代表團，要求企業遵守政府方針
。有部分觀點認為，若韓方入駐企
業根據政府方針不上調工人工資的
話，朝鮮可能會採取從園區撤離工
人或怠工等措施向韓國政府和企業
施加壓力。
2014 年 11 月，朝鮮單方面修
改“開城工業地區勞動規定”的
13 項條款，刪除園區工人最低工
資上調幅度不得超過前年度最低
工資 5%的內容。今年 2 月 24 日，
朝鮮通報韓方稱，將根據修改後
的勞動規定，從 3 月 1 日起把朝鮮
工人最低工資從此前的 70.35 美元
上調至 74 美元。韓國政府對朝鮮
的這種做法表示遺憾，並拒絕接
受朝方決定。韓方還提議于 3 月 13
日在開城工業園區召開共同委員
會第六次會議來解決問題，但朝
方沒有回應該提議。本月 10-20 日
入駐企業需支付朝鮮工人 3 月份工
資，屆時雙方有關工資問題的摩
擦有可能升級。

綜合報導 本月 16 日將迎來世越號
沉船事故發生一週年，韓國政府公佈
該沉船事故的賠償金數額和程式。不
過，沉船事故罹難者家屬敦促政府，先
查明沉船事故真相並打撈船體，而不要
用補償問題來覆蓋整個事件。
韓國海洋水產部表示，從 5 月起將
給遇難者支付賠償金。賠償金由安慰
金、逸失利益和葬禮費組成。

鋻於世越號沉船事故的特殊性和
法院的標注，政府將安慰金定為 1 億韓
元。將沒有月收入的遇難者的逸失利
益定為 8.7 萬韓元一天。因此，檀園高
中的 250 名遇難學生和 11 名遇難老師
的每人平均賠償金將分別為 4.25 億韓
元和 7.63 億韓元左右。
同時，韓國政府對 30 名遇難乘客
按照年齡和職業等情況，將提供 1.6 億

綜合報導 由中國優惠貸款援建
的柬埔寨 9 號公路和上丁中柬友誼橋
舉行通車儀式。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出
席通車儀式時，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
向柬埔寨提供寶貴的發展援助，並稱
中國援助極大地推動了柬埔寨經濟發
展。
洪森說，柬中兩國的友好關係歷
史悠久，中國歷屆領導人一直重視發
展同柬埔寨的友好合作關係。中國的
援助，極大地推動了柬埔寨經濟發
展，實現柬國內交通基礎設施連通，
並且還幫助連通了柬埔寨和區域國家
的交通運輸線。
他表示，9 公路和上丁中柬友誼
橋是連通柬埔寨東北、北部和西北部
地區的重要交通線，有利於便捷當地
貿易交流和人員來往，推動柬埔寨的
東北地區經濟活躍和發展。9 號公路
和上丁中柬友誼橋的建成通車，是兩
國合作的又一成果。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布建國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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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元至 4.7 億韓元的賠償金。
至於因油類污染而遭受損失的漁
民，將按照財產和收入損失程度決定
不同賠償金。此外，韓國政府還計劃
為參與救助或因捕魚活動減少而遭受
損失的漁民提供補償。
為此，韓國政府的補償金，加上
民眾捐款以及學校投保的旅遊保險，
檀園高中的 250 名遇難學生和 11 名遇
難老師將分別能獲得 8.2 億韓元和 11.4
億韓元的賠償金。
不過，沉船事故罹難者家屬 1 日敦
促政府，先查明沉船事故真相並打撈
船體，而不要用補償問題來覆蓋整個
事件。
另外，沉船事故的九名失蹤者家
屬 1 日也召開記者會表示，政府應當儘
快搜尋失蹤者。但從目前來看，韓國
政府沒有打撈船體的計劃，在這種情
況下，遇難者和失蹤者家屬無法開展
一週年悼念活動。
2014 年 4 月 16 日上午，載有 476 人
的世越號客輪在韓國全羅南道珍島郡近
海發生沉船事故，造成 304 人遇難，142
人受傷。目前，仍有九人下落不明。

在通車儀式上表示，中國和柬埔寨
是好朋友、真朋友，兩國人民心靈
相通。中國有句俗語，“要想富，
先修路”，柬埔寨也存在“有路就
有希望”的說法，這都說明互聯互
通對國家發展，對改善民生的重要
意義。
布建國說，在當前形勢下，深化
中柬兩國在各領域的務實合作不僅是
我們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戰略共
識，也是我們兩國民心所向，符合兩
國的根本利益。中方願積極踐行
“ 親 、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
念，讓中國的發展成為帶動柬埔寨發
展的重要機遇，讓中國的發展更多更
好惠及柬埔寨，助力柬埔寨早日實現
“四角戰略”各項目標。
據悉，9 公路和上丁中柬友誼
橋總造價 1.165 億美元，為中國優惠
貸款援助項目，由上海建工集團承
建，廣州萬安監理公司負責技術監
督。

面對亞投行利益誘惑

日本持“猶抱琵琶”之態

綜合報導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
申請的最後期限已過，作為亞洲重
要經濟體的日本最終選擇“錯過”
這一節點。
然而連日來，有關亞投行的
話題，仍在日本官民兩域迅速發
酵。包括首相安倍晉三、副首相
兼財務金融大臣麻生太郎、內閣
官房長官菅義偉、外務大臣岸田
文雄、經濟大臣甘利明等在內的
政府高官頻頻就此發聲；正在舉
行中的日本國會審議現場，亞投
行話題屢被提起；而各主流媒體
也紛紛就“入與不入”分析利害，
並持續追蹤又有哪些國家宣佈加
入，以及美國方面變幻莫測的口
風。亞投行毫無疑問地成為近一
時期的日本輿論場聚焦熱點。
儘管最終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
成員國的數量規模及其構成，顯然
大大出乎日方早先預料，但直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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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奈作品。
目前莫奈最高賣價作品是他在 1919
年創作的“睡蓮池塘”(Water Lily Pond)
，于 2008 年在佳士得拍賣會上以 8380 萬
美元拍出。

否對參加亞投行國家的數量規模作
了“過小評價”，指應強化有關情
報資訊的蒐集。
而日本媒體輿論對此顯示的焦
慮則更為五花八門，諸如“中國經
濟外交見效，日本或陷孤立”，
“日本若不加入，將來與中韓等競
逐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恐失諸多
機會”，“連美國態度都出現鬆動，
日本會否最終落單”等說法不一而
足。其間更不乏明顯的“勸進之
聲 ” ，如《朝日新聞》文章質問
“日本繼續缺席是否真的就好”；
《東京新聞》就此發表的社論更直
接質疑政府方面是否拘于對華關係
的緊張，而致視而不見世界動向，
並指日本“與美共進退便無問題的
時代”已經過去。
而在日本經濟界，連日來也不
乏因未參與亞投行事務而恐影響日
本企業利益之類的擔憂之聲。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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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際拍賣公司蘇富比日前
據報道，此次拍賣的 6 幅畫作跨越莫
宣佈，6 幅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Claude 奈 50 年職業生涯，並代表他最難以磨滅
Monet)的畫作將在紐春拍中拍賣，預計 的人生場景，將於 5 月 5 日出亮相拍賣會
拍賣所得可能介於 7800 萬至 1.1 億美元 場。所有這些作品都屬於私人珍藏。
之間。
去年，蘇富比以 1.905 億美元賣出 18 幅

前，面對亞投行的巨大潛在利益誘
惑，日本官方對於“入與不入”的
相關表述仍在反覆打轉，堅持“猶
抱琵琶”之態。
而就在此前一日，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指示自民黨相關部門的幹
部，在目前時點“切莫焦急”，並
要求其在自民黨內“就日本應有的
姿態進行活躍的議論”。
縱然黨首安倍說不急，但日本
自民黨相關部門依然“雷厲風行”，
在即由其黨內外交部會和財務金融
部會開會商討對策。結果，在應和
日本高層之前聲音的諸如“運作機
制不透明”、“慎重考量”、“與
美方保持一致”等說道之外，也出
現認為亞投行設立的背景，在於現
行國際金融機構已無法充分應對亞
洲地區龐大的基礎建設需求，故日
本不應排除參加的可能性等“勸進”
觀點。也有人質疑日本政府當初是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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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幅莫奈畫作將拍賣 售價或可達 1.1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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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高級聯邦律師阿馬吉星 1 日指出，
國會著名反對黨領袖安瓦爾向國家元首提出的特赦申請已
遭駁回，安瓦爾不僅無望出獄，還將失去國會議員資格。
馬來西亞聯邦法院駁回安瓦爾雞姦案上訴，裁決安瓦
爾與前助理賽夫雞姦罪成，即日入獄服刑 5 年。
安瓦爾夫人兼人民公正黨主席旺阿茲莎在即 14 天申請
特赦限期的最後一天，向國家元首提出特赦申請。
阿馬吉星指出，特赦局已開會議決，駁回安瓦爾家人
的特赦申請。
他說，國家元首在特赦局召開的會議中，已駁回申請
人的特赦申請。安瓦爾將在《聯邦憲法》的相關條文下，
失去國會議員資格。
他指出，高庭今日也裁決駁回安瓦爾申請出獄，出席
本季國會會議的決定。
安瓦爾入稟高庭，針對內政部及監獄局拒絕讓他出席
國會的決定，申請司法檢討。安瓦爾在申請書中指出，其
家人已向國家元首尋求特赦，因此根據《聯邦憲法》有關
條款，在國家元首還未有決定前，他仍是一名國會議員。
安瓦爾于 1993 年 12 月出任馬來西亞副總理，1998 年 9
月被革職，同年被捕入獄。1999 年 4 月，他因瀆職罪被判
處 6 年監禁，同年又因雞姦罪被判 9 年監禁。2004 年 9 月，
馬聯邦法院撤銷安瓦爾犯有雞姦罪的判決，安瓦爾當庭獲
釋。但在 2008 年大選後，安瓦爾遭其助理指控雞姦。2011
年 5 月馬來西亞吉隆坡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安瓦爾雞姦案
表罪（表面證供）成立，安瓦爾隨後提出上訴。今年 2
月 10 日，聯邦法院駁回安瓦爾上訴。

政府公佈賠償額 家屬促查真相

中國援助推動柬經濟發展

有參演團體的團員們。她說
有參演團體的團員們。
她說：
：
“黃河大合
“黃河大合
唱籌備工作是從今年一月開始的，
唱籌備工作是從今年一月開始的
，在不
到 90 天的時間裡，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從當初
只是紙上的一個文字計畫，
只是紙上的一個文字計畫
，發展到今天
有來自大芝加哥地區及鄰州印第安那、
有來自大芝加哥地區及鄰州印第安那
、
堪薩斯、
堪薩斯
、密蘇裡
密蘇裡、
、密西根
密西根，
，以及加拿大等
地的十三個合唱團的四百多人報名參
加的活動。
加的活動
。再加上參演的美國合唱團和
交響樂團，
交響樂團
，此次演出將是美國華人最大
規模的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的音樂會。
鄭征指出，
鄭征指出
，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之所以有這樣
的凝聚力，
的凝聚力
，是因為它是我們中華民族抗
日戰爭中的一部悲壯的史詩，
日戰爭中的一部悲壯的史詩
，黃河大合
唱唱出了我們中國人的心聲。
唱唱出了我們中國人的心聲
。今天大家
在一起唱“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
，不僅是為了回
，不僅是為了回
顧八年抗戰的歷史，
顧八年抗戰的歷史
，寄託死難同胞的哀
思，不要忘記歷史
不要忘記歷史。
。 也是因為這部誕生
於抗日戰爭中中國聲樂經典中的經典
幾十年來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
徵。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
”在中國大合唱聲樂作
品裡是第一位的，它寫出了我們的民族
氣節，
氣節
，中國人民就是有著這樣戰勝驚濤

2015 年 4 月 7 日

韓沉船事故近一年：

柬埔寨首相洪森：

( 本報訊
本報訊))3 月 28 日下午
日下午，
，在芝加哥
西郊 Lisle 圖書館的會議廳裡
圖書館的會議廳裡，
，傳出一陣
陣歌聲，
陣歌聲
，時而輕柔
時而輕柔，
，如泣如訴
如泣如訴，
，時而磅
礴，如雷如鼓
如雷如鼓。
。圖書館裡來往的人們不
斷詢問：
斷詢問
：這動聽的歌聲
這動聽的歌聲，
，來自何方
來自何方？
？那是
出自 130 位芝加哥華人的心聲
位芝加哥華人的心聲。
。他們來
自不同的華人藝術團體，
自不同的華人藝術團體
，今天聚集在這
裡，為在今年 8 月 22 日在芝加哥交響樂
廳上演的“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黃河大合
唱》音樂會
音樂會”
”而如火如荼地在排練著。
2015 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
周年
。為紀念這一歷史性的事件
為紀念這一歷史性的事件，
，東方
藝術團與亞洲文化中心決定於今年 8 月
22 日在著名的芝加哥交響音樂大廳聯
合主辦有 500 多名交響樂團演奏員和合
唱團員參加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黃河
大合唱》
大合唱
》大型音樂會
大型音樂會”
”
。
排練之前，
排練之前
，音樂會製作人
音樂會製作人、
、東方藝
術團團長鄭征代表東方藝術團歡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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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訴訟

刑事法

移民入籍

涉刑事之、疑難移民案件
公司登記註冊
刪除犯罪記錄、封存刑事案底
涉刑事之綠卡吊銷
稅務局審查及上訴
金融詐騙、非法集資、監獄保釋
涉刑事之公民入籍
地產稅減輕及上訴
青少年犯罪、偷竊、販毒、打架、持槍
移民扣押保釋、政治庇護
商業合同、民事糾紛談判和解
酒醉駕車、妓女罪、組織賣淫罪
移民法庭辯護、驅逐出境翻案
生意買賣、商業租約簽訂
無照按摩、無牌開店、足療服務違規
聯邦法院上訴
房地產買賣、過戶
代辦德州各類職業執照
遞解出境後重返美國
商標、專利申請
及營業牌照之申請
投資移民
遺囑、信託
性暴力、家庭暴力
親屬、工作、分公司經理移民
婚前協議、離婚
守行為期提早結束
旅遊、商務簽證及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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