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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CAPA）海域技術會議（OTC）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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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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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廠家直營店

Bun's House
Bun's
糖城（福滿堂）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經典麵食 吃出好滋味
4 月 23 日開始，機會難得！ 凡到店顧客每桌送小菜一盤 新張餐館
喜慶開業
（截止日期5月15日）

MOVING SALE

主營：正宗天津包子，水煎包，老北京炸醬麵，
牛肉麵，鍋貼，盒子。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Kawai Piano Gallery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地址：3814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77098

星期四

2015 年 5 月 7 日

訂餐電話：832-838-4055
每日四種不同小炒，免費玉米粥，全天開放，歡迎品嚐。

4656 Highway 6 Suit D., Sugar Land, TX 77478（近糖城家樂超市旁）

Thursday, May 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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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天然氣管道局林亮副經理,,張慶善和理財
中國石油天然氣管道局林亮副經理
專家趙海英,張愛華參加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專家趙海英,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CA
CAPA）
PA
）海域技術會議
海域技術會議（
（OTC
OTC）
）招待會
招待會..

CAPA 理事會主席尚柱成博士
理事會主席尚柱成博士,, 中
國工程院周守為院士,2011 年美國華人
國工程院周守為院士,
石油協會會長李玉,Energo
石油協會會長李玉
,Energo 顧寶鼎博士
進行交流..
進行交流
CAPA 副會長李怡
德博士主持, 會長馬龍
德博士主持,
博士和晚宴贊助者
Shell 油 公 司 William
Lyons 博 士,SEG
士,SEG 公 司
William
Barkhouse,
Geomechanics TechTechnology 公 司 Alejandro
Arboleda,華美銀行王曉
Arboleda,
華美銀行王曉
霞資深副總裁,, 康菲石
霞資深副總裁
油公司朱憲懷博士..
油公司朱憲懷博士

Chevron HES 工程師金虹博士
工程師金虹博士,,2011 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
長李玉,William
長李玉
,William SEG/VIP 公司 Dr. Yoram Shoham,and Dr. Bella,
財務長陳家杰博士出席海域技術會議（
財務長陳家杰博士出席海域技術會議
（OTC
OTC）
）招待會
招待會..

黃麗珊攝影
本報記者

中國工程院
周守為院士出席
海域技術會議
（OTC
OTC）
）並受到
財務長陳家杰博
士,CAPA 副 會 長
李怡德博士,, 會長
李怡德博士
馬龍博士和理事
會主席尚柱成博
士熱烈歡迎..
士熱烈歡迎

亞投行高管 56國爭10個副行長

（綜合報導）被貼上“全球新型公共產
品”標簽的亞投行已進入定規則、定章程、
定治理架構的關鍵階段。上月底，亞投行
57 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中的 55 國代表聚在北
京，商討章程草案。據《中國經濟周刊》報
道，中國財政部現在“異常繁忙”，57 國
天天在博弈。在至關重要的治理結構上，中
國提出設定“一個行長、十個副行長”的高
管機制，由中國人擔任行長的呼聲最高，其
余 56 個國家或許需要爭奪 10 個副行長席位
，目前，印度、印尼，英國、法國、南非、
巴西等國都對副行長抱有期待。
盡管亞投行的董事會章程還在研擬中，
但高層人事布局卻已傳出風聲。知情人士向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透露，因為有 57 個
意向成員國，所以中方提出設定“一個行長
、十個副行長”的高管機制方案。
亞投行行長人選，目前呼聲最高的是現
任亞投行臨時多邊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金
燦榮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亞投行行
長的產生，有成員國家投票和股份投票兩種
產生方式，到底是按照國家投票還是股份投
票，目前還沒有定論。但根據現有多邊開發

銀行的通行做法，亞投行按照股份投票的可
能性比較大。
“中國 36.86%的占股很具優勢，有那麼
大股份，朋友又多，金立群當選行長的可能
性比較大；但是否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目前
還不能明確判斷。因為有競爭者，比如印度
就特別想要行長的位置。”金燦榮說。
根據排行，印度是僅次於中國的第
二 大 股東。知情人士透露，印度對行長席
位很期待，“他們認為亞投行總部在北京，
中國又是第一大股東，所以應該讓出行長的
位置。”
除了行長之爭，副行長之爭也日趨白熱
化。印度尼西亞財政部長班邦日前接受媒體
報道時稱，印尼希望在亞投行中扮演要角，
至少副行長的職位該保留給印尼。但副行長
席 位 也 不 是 信 手 拈 來 ， 同 樣 面 臨 著 56 個
“兄弟”的競爭。知情人士透露，不僅印尼
，英國、法國、南非、巴西等國也對副行長
席位抱有期待。
根據亞投行籌建工作計劃，各方於今年
4 月底和 5 月底分別在北京和新加坡舉行籌
建亞投行第四次和第五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

BP 潘翠萍
潘翠萍,, Chevron 段勝楷博士
段勝楷博士,, HES 工程師金虹博士
工程師金虹博士,,
汪昌,,2014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史大昌在招待會上提供贊
汪昌
助者之間和參加會議的代表們相互建立和鞏固其業務關係..
助者之間和參加會議的代表們相互建立和鞏固其業務關係

PANGTONG GROUP 龐衛平
龐衛平,, 吳
惠延等與浙江嘉隆机械設備公司吳權
林董事長相見歡..
林董事長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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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美藝術家張要武、劉隼油畫作品展集錦回顧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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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快

！

地產投資顧問
自住房學區甄選

新張大放送，把握自主創業良機！ Richard Qi
你想開一家屬於自己的診所/餐廳/美容院-Massage 店嗎？本公司聯手協作 Silvestri Inv/
HEB/Droger 等多家大型地產開發商，利用熱銷旺鋪重推出從顧問，租賃談判，圖紙設計，
項目合作，以及協助貸款融資等一條龍特別優惠服務，望各位有識之士廣為利用。

˙Katy 全新屋特賣，好價格，好學區，最後幾棟抓住時機。
˙中國城套間辦公室出租，水，電，網全包，地點風水佳，價格最優。
6100 Corporate Dr #315. 中國城福祿大廈 熱線：832-860-1133 E-mail:Richard.qi@live.com

誠徵熟練男女按摩師，女保底薪

免費拔火罐

諮詢熱線：

713-271-0168

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15 年)
誠實可靠

281-787-9300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713-981-0137
Work Hours 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鳳城海鮮酒家

$299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iPAD 3
iPAD Air
iPAD Mini
New iPAD Mini
Mac Book Air
Mac Book Pro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天天茶市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敦煌廣場#312﹐
山水眼鏡對面）
Apple

◆交通便利，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步行可達中、小學，2 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 Townhouse 戶型。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24 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多語種（English, Espanol，國語）服務。
◆自動封閉式電動門出入，警察巡邏。

Samsung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歡迎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團隊訂購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KYLIN TV 代理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 等
˙CLEAR INTERNET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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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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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要武先生是著名的實力派油畫家、美術教育家
張要武先生是著名的實力派油畫家、
美術教育家，
，超寫
實主義風格的靜物作品，
實主義風格的靜物作品
，細膩生動的藝術視角將客觀的物體
意境化。
意境化
。

9889 Bellaire Blvd.,#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Call for the Move-in Special

飲茶
時間

全新

七天營業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兩位藝術家將東西方藝術思維與技法融合後芸芸
眾生個性化。
眾生個性化
。

本報記者
吳凱俊攝影

713-777-7233
832-277-7745

賣房高手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SUNBLOSSOM LOUISVILLE

七天營業：早上 10：00-晚上 12:00

ZaZa Digital

自然和生活的熱愛,, 人與自然風範
自然和生活的熱愛

住家﹑
商業﹑
投資管理
買賣房屋想“多,快,好,省”找美美就行了!
招半工助理，半工或全職經紀，人品個性好, 積極，會英文

1、糖城名區全新地中，海式豪宅, 5200 呎/大後院/高廳/開放式廚房/實木地板，主臥套房, 每個睡房有
單獨浴室+衣帽間,13 萬 Upgrade, 6 房/5.5 衛/電影院, 樣板房格局, 應有盡有/售 81 萬 9.
2、糖城最熱門成熟湖區洋房, 學校一流, 鬧中取靜, 屋況極佳, 格局好適合老中, 多樣新裝修, 寬大美麗
庭院+泳池, 3267 呎, 4/3.5/3/書房/Gameroom, 地稅低,僅售 51 萬 9.
3、Spring 湖區新洋房, 近 Exxon Compus , 45 號和 99 號公路, 交通便利, 2457 呎，4/2.5/2, 現代裝潢,
最熱門投資地點! 僅 25 萬 9.
g
2、近糖城 6 號家樂超市，5 房 3.5 衛，3269 呎，全新油漆
地毯
、廚房大理石臺面
、熱水爐，步行到湖邊、
din
pe、n
小學、水上遊樂場，僅售 31 萬 8
g
4、New Territory 名區，公園旁，好學校，走路上小學
，
稀少一層高大洋房
，
格局完美
。2810 呎，
in
pend
4 房 2.5 衛，全新木地板，僅 34 萬 8！
6、近 Richmond，5 英畝空地，靠近 Brazos Bend state park 公园，可用於建房、農地、畜牧，有良好的開發
前景，適合自住，退休和投資，良機！售 12 萬

一次見效 中國疑難雜症名醫郭金銘祖傳中葯秘方，現煮現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16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連續七年獲

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現推出特價 99 元/6 次

Grace Wang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陽花如意公寓

USA Champion Property Inc.

、腿、腳跟各種疼痛脹麻
專精：
專精
：腰
各種跌打損傷後遺症 清靜高雅
獨一無二的足療全部雅間
專業：
專業
： 頸椎疼痛、肩項疼痛 （夫妻間和單人間）

◆Richmond City，近 Westpark Tollway & Fwy 99，交通便利，3 房 2.5 浴，二層樓，售$179,000
◆西北區近 290 位 Lake Jersey Village 社區，原 Darling Homes 建商，稀有硬瓦屋頂，3 房 3 浴，一層樓，
售$289,000
◆休斯頓北邊位 45 號，投資良機，50 個單位公寓 / Motel 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 12%，售$1,500,000
◆Missouri City，兩棟獨棟商業樓出售，位 6 號邊 & Sienna Parkway，100%出租，佔地 38,115 呎，室內使用
8,040 呎，售$3,370,000
◆西北區，近 290 成熟區 Shop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 58,370 呎，建築 Building 58,370SF，高酬率約
8.25%，售$1,4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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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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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USHI PLATES
$1.50

冠軍地產投資公司

御 足 軒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樂 時光

電話﹕713-449-0605
電話：713 263 7552
GREEN PLATES
(moving sushi bar only)
網站：http://www.sushisakuraexpress.com/
週一至週五 Mon-Fri 2:30pm - 5pm
地址：1014 Wirt Rd Ste 263 Houston, TX 77055
週日至週四 Sun-Thurs 9pm - Close
★99 大華 與 宜家 IKEA 中間

超寫實主義手法表現生活中的一些人
物與小場景。
物與小場景
。

3PM-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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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獨
誠請多名女企台﹐壽司師傅

happy Hour Menu 除外
只 限 堂 食

溫馨浪漫（14-16 人）榻榻米包房, 可容納 10-150 人商務 Party 包房
電話：281-240-8388 地址：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Sushi Sakura Express

成就。頗受讚賞,均在中國的美術學院受到嚴格的繪畫技法訓練。具備卓越創造
能力,才華遠超於他的所學。張要武,劉隼赴美十余年間，又吸收西方繪畫與文
化的熏陶，具備開闊的視野和豐富的文化底蘊。作品體現了藝術家對社會和人
生的關注, 思考對內心世界的發掘暢想。

學員們聚會在班上互相切磋 、 學習雕塑與素
學員們聚會在班上互相切磋、
描方面的學問。
描方面的學問
。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新張優惠 提及此廣告 20%OFF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7 天特價午餐 9 元 7 天 Happy Hour

2015 年 5 月 1 日- 著名旅美藝術家張要武、劉隼油畫作品展，在休斯頓中國
城世紀廣場的張要武藝術中心奪目登場。本次主題為《唯美與空間》的畫展，
油畫展覽展出了兩位藝術家近年創作的四十幅作油畫作品。兩位藝術家都極有

著名旅美藝術家張要武
（圖左
圖左）、
）、劉隼
劉隼((圖右
圖右))合影於開
幕式現場 。

油價再創今年高點，
油價再創今年高點
，主因每週數據顯示
主因每週數據顯示，
，美國商業原
油儲存量意外下滑，4 個月來首見
油儲存量意外下滑，
個月來首見。
。
法新社報導，
法新社報導
， 紐約市場美國基準的西德州中級原油
（WTI
WTI）
）6 月交割價上漲 53 美分
美分，
，報每桶 60
60..93 美元
美元，
，創去
年 12 月初以來高點
月初以來高點。
。
倫敦歐洲基準的北海布倫特原油收漲 25 美分
美分，
，報每桶
67..77 美元
67
美元，
，也創今年高點
也創今年高點。
。
（路透社
路透社）
）

www.fuzii.com

磁懸浮櫻花壽司

免費
咨詢

美存量意外下滑 油價創今年高點

富士日式料理

批發！

Reborn Granite LLC 實木櫥櫃
CAPA 理事會主席尚柱成博士
理事會主席尚柱成博士,, 中國工程院周守為
院士和中國近海石油香港公司相慶生總經理出席於 5
月 5 日晚上在珍寶樓海鮮餐廳舉行的海域技術會議招
待會..
待會

，商定亞投行章程草案，其中就包括投票比
例等內容，並於 6 月底前簽署章程。
這也就意味著，“一個行長、十個副行
長”能不能變成最終的方案，要等 6 月 30 日
章程出台後方見分曉。
除了行長和副行長之爭，隨著亞投行進入實
質性操作階段，區域中心之爭也進入了“戰
國時代”。
早在 3 月 25 日，就外界普遍關心的“亞
投行未來是否會在其他國家設立區域中心”
，籌建亞投行談判代表會議常設主席、中國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並未給出明確答案，他
表示，“是否在其他國家設立區域中心以及
未來高管設置等問題，各方將根據未來亞投
行業務開展情況協商確定。”
近日，據接近財政部的人士透露，目前
初步考慮在亞洲和歐洲各設立一個區域中心
即亞投行分行(非洲因為只有埃及和南非兩
個國家加入創始成員國，不會設立分行；美
洲只有巴西，也不會設立)。亞洲分行之爭
，主要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之間展開；歐洲
分行之爭，主要在英國和德國之間展開，主
要是倫敦和法蘭克福兩個城市競爭。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傳真：(713) 271-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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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取締7家非法“中國妓院” 主犯華裔女性被逮捕
（中央社）“屋檐下的紅色霓虹燈被熄滅
了。”德國《圖片報》6 日報道，德國檢察機關
和警方 5 日破獲了一個涉嫌非法經營妓院的團
伙。在過去 5 年中，這個團伙開設 7 家妓院，雇
用了 200 多名性工作者，其中多數都是中國女性
。
周二清晨 6 點，德國出動 200 多名警察和海
關人員，搜查了位於法蘭克福、美茵-金茨格地
區、維特勞爾地區和慕尼黑等地的 14 棟建築，
其中包括 7 家“中國妓院”。搜查行動中，他

們掌握了大量材料，並逮捕了主要嫌犯——一
名 35 歲的女性中國公民及其助手。
初步查明，該女嫌犯從 2010 年 8 月開始，
相繼在法蘭克福周邊的居民區內設立了 7 家妓
院，總共雇用了近 200 名女性，其中大多數為中
國籍，她們必須將收入的一半交給這位女嫌犯
。據稱，這些中國籍性工作者主要通過偽造婚
姻關系，從中國以“合法”的方式被帶入德國
。一些女性此前並不清楚背後的肮髒交易。多
家德國當地的華人旅行社也涉嫌為這些中國女

新iPhone 助蘋果擴大大陸歐洲市佔
（綜合報道）消費指數研
究機構 Kantar Worldpanel 今天
表示，蘋果公司（Apple Inc.）
最 新 推 出 的 iPhone 手 機 幫 助
Apple 贏取歐洲和中國大陸的
智慧手機市佔，大批的顧客棄
安卓（Android）作
業系統而就 iPhone。
Kantar Worldpanel 又說，
美國的大螢幕智慧手機市場，
去年擴大 4 倍，蘋果的 iPhone

6 Plus 也受惠於此風潮。
最新數據顯示，蘋果第 1
季在大陸城市的市佔，由去年
同期的 17.9%跳增至 26.1%；而
安卓系統第 1 季在大陸的市佔
，則下滑 8 個百分點至 72%。
Kantar Worldpanel 指出，
大陸市場帶動蘋果手機的數量
，如今要勝過美國市場。
Kantar Worldpanel 另發現
，蘋果在歐洲 5 個最大市場第 1

季的市佔，也上揚 1.8 百分點
到 20.3%。這 5 大市場 1/3 的蘋
果新用戶，均由安卓系統跳槽
而來。歐洲 5 個手機最大市場
指的是英國、法國、德國、義
大利和西班牙。
Kantar Worldpanel 說 ：
「iPhone 6 和 6 Plus 持續在歐洲
各地吸引顧客，包括先前使用
安卓系統智慧手機的用戶。」

歐盟和IMF反駁希臘 近日撥款渺茫
（中央社）針對希臘指債權人內部分裂造
成紓困觸礁，歐洲聯盟（EU）和國際貨幣基金
（IMF）今天提出反駁。
另一方面，法新社報導，現金緊絀的希臘
今天又渡過另一次償付利息和避免破產的危機
，付給 IMF2 億歐元。不過本月 12 日將面臨更
具挑戰性的 7 億 5000 萬歐元付款。
負責希臘紓困計畫的歐盟和 IMF 在罕見的
聯合聲明中說： 「歐盟、歐洲中央銀行（ECB
）和 IMF 的共同目標是協助希臘金融穩定和成
長。」
聲明說，他們將 「密切合作」，以促使歐

713-417-4540

代辦房地產貸款 713-778-0110

臧永慶

AAA TEXAS LLC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Philip Tsang
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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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床墊世界
MATTRESS WORLD
類 別

TWIN / 件

經濟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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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好睡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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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經濟硬床

189

229

269

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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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二十多年老店

席夢思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 商場內）
北
t.
59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床墊世界
6121Hillcroft
Hillcroft

中國城

US

裸上身。
那麼可不可以帶寵物去投票呢？答案是
可以，但寵物狗只能旁觀．不許擾亂投票秩
序。如果帶兩只以上的寵物狗到票站，選民
就要把狗交給工作人員暫時看管，但對於其
他寵物，比如是兔子、豬、鸚鵡之類，目前
還沒有明文規定，要取決於各個投票站負責
官員決定。
近年自拍風氣盛行，不少人都喜歡拍照
留個紀念，再上載到社交網站分享，選舉委
員會警告，不可以自拍，不能在票站內發推
特，擔心做法會影響選舉相關的投票不公開
精神。
按照法律規定，任何人無意中暴露他人
是如何投票的，將處以 5，000 英鎊罰款，或 6
個月監禁。如果非得要拍照，選舉委員會就
建議，最好在投票前或投票後，地點也最好
是在投票站外面。

（本報訊）大批紐約市警 5 日上午齊集市
政府的殮房外，向殉職警察穆爾的靈柩致敬。
穆爾 2 日晚在皇后區被一名職業罪犯槍傷，由
於生還無望，4 日拔管死亡。
紐約市法醫辦公室 5 日發出死亡報告，指
25 歲的穆爾（Brian Moore）頭部遭槍傷，顱骨
破裂和腦損傷致死。法醫辦公室表示，死亡原
因就是兇殺。
當靈車和隨行的市警車隊前往長島的殯儀
館時，來自幾十所分局的警察，沿途默默地分
列街道兩旁，向靈車敬舉手禮。一名警察表示
，穆爾為了保護市民大衆，努力清除市面的非

法槍枝，因而被殺。巴爾的摩的反警暴動，讓
全美警察都成為指責的對象。
穆爾的葬禮定於 8 日上午 11 時在鍚福德
(Seaford)的天主教聖雅各堂 (St. James Church)
舉行，追思儀式訂 5 月 7 日。
職棒大都會隊 (Mets)5 日晚在花旗球場與
巴爾的摩金鶯(Baltimore Orioles)對陣時，也悼
念這位殉職警察，花旗球場下半旗致哀。同濟
會 (Kiwanis Club)成員把 22 面美國國旗插在穆
爾家人住宅的前院的草坪上。
大陪審團 5 日審議起訴布萊克維爾（Demetrius Blackwell）的罪名，他涉嫌槍殺穆爾。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地基
結構

屋頂
空調

專辦房屋貸款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 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Richard Liu
碩士土木工程師

備Supra Key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美聯混凝土

(832
832)) 868
868--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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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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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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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單、女單、男雙和女雙項目上獲得冠
軍，混雙冠軍則被中國隊的許昕以及韓國
隊的梁夏銀這對跨協會組合獲得。帶着蘇
州世乒賽上的優異戰績，中國乒乓球隊
日前來到北京與百位粉絲見面；總教
練劉國梁表示，此次世乒賽的成績
將成為里約奧運會陣容選拔
的重要依據。
絲
接受粉
樊振東
社
將
新
小
中
■
鮮花。
送上的

劉

國梁攜國乒男隊教練組成員肖
戰、吳敬平
吳敬平、
、秦志戩出席了當
日的見面會，
日的見面會
， 隊員則包括男單新科
世界冠軍馬龍、
世界冠軍馬龍
、 亞軍方博
亞軍方博、
、 許昕
許昕、
、
樊振東等主力隊員，
樊振東等主力隊員
， 大滿貫得主張
繼科因為腰傷並未出席。
繼科因為腰傷並未出席
。 當被問及
“ 本次世乒賽的成績會在里約奧運
會陣容選拔過程中佔到多大比重”
會陣容選拔過程中佔到多大比重
”
時 ， 劉國梁首先給出的答案是
劉國梁首先給出的答案是“
“佔
到比較大的比重”。
到比較大的比重
”。

推廣計劃將包括一起集訓
“ 這是一個重要參考依據
這是一個重要參考依據。
。中
國隊的變數很大 ， 任何時候都有可
國隊的變數很大，
能會變化，越臨近參考的價值越
大 。 這 （ 蘇州世乒賽
蘇州世乒賽）
） 是單項裡面
最重要的賽事，
最重要的賽事
， 明年還有一個團體
賽作為陣容的最後演練。
賽作為陣容的最後演練
。本來我們
準備了 4 個參加奧運會的陣容
（馬龍、張繼科、許昕、樊振
東），
），但經過這次的方博
但經過這次的方博，
，陣容已

First Nation Mortgage

泳池
霉菌

基
地

修
專

價格公平
包君滿意
免費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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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李再融

713-772-9639 713-772-9622 713-277-8385

Sherry Lee,Agent

6200 Savoy Drive Suite #520, Houston, TX 77036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ohyan@ohyanlawgroup.com
主任律師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歐陽婉貞律師
紐約及德州執照
聯邦德州南區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商 業

•誠信經營
•追求卓越品質與高效率
德州執照、最高法院
聯邦德州東區，西區，南區，北區• 提 供 客 戶 及 員 工 合 理 報 酬
•關懷社會
•重視團隊運作

公司常年法律顧問，公司成立，各式契約簽訂：合伙契約、租約、投資契約、房地產契約，
營業牌照，轉讓變更登記；訴訟；商標，著作權，等等

移民簽証：投資、傑出人才、傑出學者教授，國家利益豁免、跨國公司主管、勞工紙、親屬

移民 / 入籍 移民；非移民簽証：專業工作（H1B），跨國公司主管或技術人才(L1），傑出人才（O），條
雇用
其它

約國家的投資者（E）
，學生（F）
，未婚夫妻（K）等等；強制遣返；公民入籍及面試陪同

僱傭契約, 僱傭手冊, 勞資糾紛協調, 保密協議, 不從事不公平競爭協議等等，僱用訴訟等等
遺囑、信託、財務或醫療授權書、收養，婚前協議，認證程序等

(誠信經營追求卓超品質&高效率)

簡拿華路：艾傑臣弄傷肌肉
新華社電 在亞冠
盃中 0：2 不敵西悉尼流
浪者，廣州恒大沒能用
一場勝利為本賽季的亞
冠小組賽收官。賽後，
主帥簡拿華路聲稱對於
比賽的結果感到遺憾，
但對於比賽的過程感到
滿意。對於接下來的淘
■艾傑臣
艾傑臣((左)受傷
汰賽對韓國 FC 城南，
下場。
下場
。
新華社
簡拿華路說：“無論接
下來的對手是強是弱，
最重要的還是做好自己，近 3 個月我們遭遇了很多傷
病，這也讓我在排兵布陣時遇到了困難，我希望未
來球隊可以有更多的球員回歸。”艾傑臣在後備上
場後僅僅 10 分鐘便因傷下場，簡拿華路說：“艾傑
臣的肌肉有些反應，我們需要等待醫院檢查結
果。”

杭州綠城傳被企業10億收購
新華社電 杭州綠城於 8 輪過後僅積 7 分排名中
超倒數第四，然而對於杭州綠城球迷來說，更殘酷
的或許還不是護級。5 日晚，有媒體爆料，一間與網
際網路有關的企業已經多次來杭洽談收購俱樂部事
宜，開價高達 10 億元人民幣。對於再次陷入轉讓傳
聞，俱樂部高層表示球隊不會離開浙江，但前提是
能夠得到支持，“如果能夠得到支持，那麼綠城留
下來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如果沒有的話，再靠
綠城這麼支撐的話，估計是不大撐得下去的。”

6200 Savoy Drive,suite 520.Houston,TX 77036

粉絲
梁與 社
國
中新
■劉
。
抱
擁

經擴大到 5 個，這讓大家都看到了希
望，”
，”劉國梁說
劉國梁說。
。
對於備受關注的跨國組合，
對於備受關注的跨國組合
，劉
國梁表示，
國梁表示
， 通過這樣的配合
通過這樣的配合，
， 國外
選手能夠了解中國隊的水平，
選手能夠了解中國隊的水平
， 對他
們有真正的幫助。
們有真正的幫助
。 這樣一來
這樣一來，
， 和中
國隊配合過的協會現在對此依舊反
響積極。
響積極
。 他說
他說：“
：“他們能真正學到
他們能真正學到
中國人對乒乓球的理解，
中國人對乒乓球的理解
， 只有極少
數的人才能夠最終成為頂尖球員，
數的人才能夠最終成為頂尖球員
，
現在看外國的整體實力、教練水
平 、 培養團隊
培養團隊，
， 還沒有能夠形成一
個系統的工程。”
個系統的工程
。”劉國梁坦言
劉國梁坦言，
，國
乒的推廣計劃不僅是和其他協會選
手配對，
手配對
，還包括以後一起集訓
還包括以後一起集訓。
。
據悉，
據悉
， 在進行完總結後
在進行完總結後，
， 國乒
會於今日((7 日) 出發前往香港和澳
會於今日
門，進行乒乓球的推廣活動
進行乒乓球的推廣活動。
。15 日
返回後，
返回後
， 隊員們進行為期一周的訓
練 ， 之後將迎來新賽季乒超聯賽的
比賽。
比賽
。
■新華社
新華社//中新社

張繼科腰傷復發
張繼科腰傷復發
臥床靜養

■ 張繼科舊傷
復發。
復發
。 新華社

完成世乒賽任務的中國男子乒乓球隊
5 日晚在京召開隊內總結會議，不過張繼
科卻因腰傷復發，無法出席總結會。張繼
科在早前返京之後，腰傷復發，目前只能
臥床靜養。張繼科表示：“現在根本睡不
着，只要睡着思想一放鬆，根本動都沒法
兒動，一動就驚醒了。”
對於腰傷的具體情況，張繼科說：
“我回京一下飛機就感覺不太對，之後吃

晚飯一站起來就不大行了，但沒那麼嚴
重，還能走路。但是回公寓躺着就不能動
了，睡到半夜翻身都翻不了。現在就只能
躺着了。之前也有過，是之前的老傷。不
過感覺是骨頭的問題，動都動不了。早上
從八點半起到八點四十五，就是起不來，
只能躺着了。”
國乒的外籍隊醫也幫助張繼科檢查，
似乎效果不明顯。張繼科說到：“上午隊
醫按了之後，扶着我能走幾步，但是不扶
就走不了。”據了解，張繼科之後會進行
核磁共振檢查，具體情況還有待進一步確
診。另據隊友透露，國乒 7 日涉及張繼科
內容的總結會，這位大滿貫得主將坐着輪
椅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新華社電 亞奧理事會 6 日宣
佈，中國女子鏈球運動員張文秀在
2014 年仁川亞運會期間興奮劑陽性
違規不成立，並將歸還張文秀的亞
運金牌。得知這一消息後張文秀表
示非常激動，並將繼續刻苦訓練，
繼續為中國田徑貢獻自己的力量。

欣慰還得清白
“非常高興地聽到亞奧理事會
今天宣佈我在 2014 年亞運會期間的

■ 張文秀亞運金牌
失而復得。
失而復得
。 法新社

■ 中國女子鏈球名
將張文秀。
將張文秀
。 美聯社

尿檢結果並非陽性，並將返還金
牌，這說明我沒有違反反興奮劑規
則，”張文秀說。“亞運會陽性事
件發生後，為了維護個人權利，我
聘請了律師，於 2014 年 10 月向國際
體育仲裁法庭提請了上訴，我希望
通過進一步的調查，能夠還事件一
個真相，還我作為運動員的清白。
今天等到了這個結果，我非常激
動。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和支
持，我將繼續刻苦訓練，繼續為中
國田徑貢獻自己的力量。”
2014 年 9 月 28 日進行的仁川
亞運會女子鏈球比賽中，張文秀
投出 77 米 33 的成績，不僅奪取金
牌，還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亞運會
紀錄。但由於在賽前兩天的賽外
藥檢中被查出興奮劑陽性，張文
秀隨即被亞奧理事會剝奪了金
牌，金牌由成績排在第二位的中
國選手王崢遞補獲得。
在6日發給新華社的郵件中，
亞奧理事會說：“經過獨立專家
檢測，正如張文秀所強調的那
樣，（違禁物質）澤侖諾的存在
是因為（張文秀）攝入了被污染
的食物，即含有玉米赤霉烯酮黴
菌毒素的食物的結果，張文秀並
沒有直接攝入其尿樣中所發現的
違禁物質。”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萬

利

車

行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合夥人律師

Kevin Chavez

美南版

錦標賽單項賽上，中國乒乓球隊在男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第一貸款公司
白蟻
水電

2015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在 3 日落幕的第 52 屆世界乒乓球

追悼殉職警察 法醫：兇殺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物美價廉。

七天營業

lfto

Gu

（綜合報道）五年一度的英國國會大選
即將舉行，約 4600 萬名選民可以透過郵寄、
代理投票以及親身到投票站等幾種方式投票
，然而投票時，有一些地方是要注意的，讓
我們一起去了解一下。
投票當日，合資格並已登記的 18 歲或以
上選民，可以到所屬選區的票站投票，先登
記，證明身分後，再領取選票，在選票上自
己要選的人名字旁劃個叉，然後把選票放進
票箱，完成投票。
在選票上面，會顯示候選人的姓名，所
屬政黨，旁邊的空格供打勾或打叉，選民不
可以在選票上簽名或者是留言，否則當作破
壞選票保密規定，選票就會作廢，但會算入
投票率。
進入票站，選民的穿著也有規範，不能穿任
何帶有政治意味的服裝進入票站，而穿海盜
服、小醜裝基本不會被擋，另外，可以穿睡
衣去投票，男士也可以光膀子，女士就不能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85

木板床

■責任編輯：郭禕禕

英國大選投票規定細 選民可帶寵物禁拍照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11

中華體壇

亞運金牌復得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檢察官巴德勒表示，此案之所以涉嫌非法，是
因為有 11 名涉案的中國女性公民沒有德國合法
的居留許可。同時，妓院經營者沒有為 57 名女
性注冊雇佣關系，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繳納 60 多
萬歐元的社保金。由於女嫌犯將經營妓院所獲
收入轉入中國，她還須面對洗錢的指控。專家
分析，如果指控成立，這名女嫌犯預計將累計
服刑 15 年。而那些性工作者將被遣送回中國。

文匯體育

張文秀涉禁藥案得雪

永茂地產

元區財政部長會議本月 11 日在布魯塞爾召開時
事情能有進展。
不過，據路透社報導，歐盟和 IMF 的這項
聲明讓希臘在未來數天內，迅速達成以改革換
取現金協議的希望破滅。
歐 元 集 團 主 席 戴 松 布 倫 （Jeroen Dijsselbloem）說： 「自上次歐元集團會議以來，已經
有許多的進展。」
他說： 「但仍有許多的問題必須解決，必
須更加深入討論，以及獲得更多的細節。所以
11 日可能不會達成任何協議，我們必須實際一
些。」

性提供入境所需文件。
為了招攬生意，這個妓院團伙設立了網頁
，給性工作者取名“咪咪”“安妮”等昵稱。
買春者通過網頁預定，然後來到妓院門前按門
鈴入內。對鄰居而言，這些妓院是公開的秘密
。住在一家妓院附近的黑森州廣播電台主播蒂
姆稱：“到了晚上就能看到紅燈亮起。”
在德國，性工作為合法職業，從業者有納
稅義務和加入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的權利，並享
受勞動法保護。法蘭克福總檢察長辦公室最高

5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A10

香港新聞

4

■責任編輯：侯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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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

內地學者析港特首普選三特色
莫紀宏在題為《香港特色普選對民主政治實
踐有新貢獻》的文章中指出，如期落實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日前撰文，提出“樹立對香港特色特

首普選方案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落實這一目
標，對香港民主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不僅有助
於最大限度地凝聚社會各界共識，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也有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彰顯“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從更宏觀的歷
史角度看，香港特色普選的成功，將是對多樣的
人類民主政治實踐的新貢獻。
文章指出，首先，特首普選是伴隨着“一國兩
制”實踐的深化而產生的，體現了中央堅定不移地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方針的決心和誠意。1984 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
明》並無提及“普選”二字，至 1985 年基本法起

首普選的制度自信”。《環球時報》6 日刊出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
會理事莫紀宏的文章。莫紀宏指出，落實特首
普選有三大特色：特首普選是“一國兩制”深
化實踐的產物、是能兼顧中央和特區關係等一
系列的選舉制度、普選投票資格更勝聯合國有
關選舉權的規定。他呼籲香港各界促成香港特
色普選，同為世界選舉制度樹立新範例。

議員： 曉明論政改 傳達中央原則不會改

深化“一國兩制”實踐 兼顧中央香港關係 選民資格超國際標準
草工作開始後，經深入比較並吸納各方合理意見
後，香港特首普選制度由基本法最先規定。

看普選安排 需三方面兩角度
由此可見，特首普選並不是中國政府受外力
強迫或必須履行強制性的國際義務不得不為，而
是中央從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未來發展的大局
來考慮作出的莊嚴承諾，是自覺自願的。
文章續說，在一個單一制國家內的大部分地
區沒有實現普選的情況下，可以在其中的某個特
定區域進行普選的實踐嘗試，這就要求有關普選
制度安排必須處理好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不僅要從特別行政區的角度看問題，還要從中央
的角度看問題；不僅要看到普選對香港內部各方
面利益關係和香港繁榮穩定帶來的影
響，還要看到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影響；
不僅要追求民主成分的提高，還要嚴格
依照香港基本法辦事，講究原則和底
線。特首普選成功，將在人類社會的選
舉制度史上寫下新的一頁。

﹁

制度保障港人選舉權投票權

■港府官員舉行巴士巡遊爭取市民支持政改方案
港府官員舉行巴士巡遊爭取市民支持政改方案。
。資料圖片

文章又提到，根據“2017年特首普選
方案”，有近 500 萬香港居民擁有投票
權，這投票權是目前世界上民主選舉最發
達的國家都達不到的。即便按照《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的規
定，被國際社會普選標準所能接受的享有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必須是本國公民。而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只要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即便不是
中國籍公民，也享有在行政長官普選程序
中的投票權利，這樣的投票制度顯然已超
出“國際標準”，充分保障了香港永久性
居民的選舉權和投票權。
文章最後說，反對派應當捫心自問、
好好想想，不要濫用手中權力令特首普選
失之交臂，香港各界亦更應理性務實，珍
惜機遇，為爭取民主政治健康發展創造良
好的環境和條件，為全世界範圍內民主選
舉實踐增添新的成功範例。

羅范：湯家驊郭榮鏗願溝通
家驊和郭榮鏗為例，指他們都可能“出閘”成為特
首候選人，“要被排除的人，只佔香港好少數，湯
家驊和郭榮鏗的言行，都表現出願意與中央溝通及
建立互信。”

湯家驊憂成同路人箭靶

傢俱公司
Nelson & Jean Corp.
營
自
人
華
真價省﹐英語)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美國第一名牌 ASHLEY 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床墊廉售高達 71%off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29
$289
$259
$19
$159

＊含沙發﹑
雙人座﹑
咖啡桌﹑
茶几（2）﹑
檯燈（2）

電話﹕ 713-723-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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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二﹑
四﹑
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610

59

8

in

S.

Ma

S.

in
Ma ●中國教會
Holmes

本店

︵精通華
、台、英
語︶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

Hiram Clarke

全套單人床
客廳組＊
木面鐵腳餐桌組
實木餐桌組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六天營業

(華﹑台

Fondren

二件式
七件式
五件式
五件式
三件式
三件式

貨

2 萬呎展示中心

休士頓華嚴蓮社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 09:00am-11:30am 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 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 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 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 10:30am 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四週四 7﹕
30P-9﹕
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 2﹕
00P-4﹕
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玉佛寺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Leader St.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Beechnut
Highway 8

羅范椒芬指出，目前部分人對方案有誤解，以

為提委會受到中央控制。她強調，在特首既向中央
負責也向港人負責的“雙負責制”下，獲提名的候
選人肯定獲中央及港人接受，“我希望市民以正面
態度看待方案，我相信提委提名候選人時將會憑良
心辦事。”
她針對反對派聲稱“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言
論時指出，當500萬人可以普選特首，政治生態不是
直線的“加減乘除式改變”，而是“幾何式改變”，
“‘民主列車’一旦開出就無法停下，即使起步慢，
最後會愈走愈快。香港今後可按實際情況作法律修
訂，即使再以補充文件交代不是‘袋一世’，反對派
也只會要求更多，包括要求時間表等。”她未有預
測方案會否獲立法會通過，但相信“百鳥在林不如
一鳥在手”，並呼籲立法會議員通過政改。

Dairy Ashford

指普選是“幾何式改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 6 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
出，在討論政改的過程中，反對派
不斷放出訊息，即中央政府會在
“最後階段”作出“很大的讓
步”。張主任在文章中明確、清楚
地傳達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框架不
會改變。他希望香港社會、反對派
議員等不要浪費這個大好時機。
葉國謙並強調，張主任的文章
清楚指出，香港在發展民主時，必
須牢記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提
出了要自信地推動特首普選制度，
就是要向廣大市民傳達中央的立場
及方針，即必須在“一國”內發展
香港的民主制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
出，在推動普選時倘缺乏信心，在
面對反對派各式各樣的抹黑時將不
免會有所動搖，尤其是反對派服從
“金主”命令、搞亂香港而經年累
月地抹黑香港基本法的各項規定。
因此，張主任在文章中強調了要對
特首普選制度有自信。
他強調，民主進步要建基在公
平、安居樂業上，倘社會不安定、整天吵吵鬧
鬧，再好的“民主制度”都只是一個壞的制
度。張主任在文章中就提醒大家，香港已成為
國家與外國勢力的“博弈”場所，必須站穩陣
腳，不能有任何動搖。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大家都明白民
主制度沒有“硬性”的標準，而是因應本身不
同的文化、生活模式和經濟狀況等發展出自己
獨特的制度。中央領導人和有關官員已多次重
申了中央對香港特首普選問題的立場。
他續說，張主任在文章中詳細及具體地解
釋了現今的政治形勢，和國家對港的政策方
針，清楚說明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是最適合香
港目前實際情況的。儘管反對派繼續扭曲事
實，“指鹿為馬”，但中央政府既已承諾讓港
人可以普選特首，大家當然要理直氣壯地推動
方案的落實。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表示，張主任在
文章中重申了人大“8．31”決定不會有任何
改動，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面對這個政治現
實，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隨着社會進步，
政治架構會不斷完善與優化，只要能夠行出第一
步，相信經過實踐、吸收經驗後，香港的民主制度
會更完美。

■湯家驊因被指“可出閘”而緊急“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Highway 6

真能省

無充足時間商討提委會的組成辦法，這是時不我
予。特首普選應先行實踐，待有普選基礎後才作修
訂，“即使大家對提委會的組成諸多意見，大家應
先行第一步，今後再循擴闊提委會選民基礎和組成
方向作研究。中央已經多番表明，香港普選須符合
循序漸進原則，最重要是建立互信。正如一杯半滿
的水，究竟它是半滿或半空？”

葉國謙：重要訊息明確清楚

林健鋒：推動必當理直氣壯

West Branch.

湯家驊 6 日在回應記者查詢時稱，羅范椒芬言
論只是戲言，參選特首是嚴肅的問題，不應以此
“開玩笑”，更擔心“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令
人以為他與中央溝通政改帶有私心，對他建立論政
平台的努力不公平，更可能令他成為其他反對派中
人的攻擊目標，令反對派互相猜疑不利溝通，“我
希望各方不要以為我會（因可以‘入閘’而）支持
方案，否則這是侮辱。”
郭榮鏗則聲稱，羅范椒芬的言論反映 2017 年特
首普選方案是“人治”的“篩選制度”，又稱反對
派重視的是制度，而非誰人可以“出閘”，“在政
改問題上，最重要是中央願意伸出善意之手，建立

已無時間商討提委會組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對派聲稱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中，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不民
主”，是“特權者聯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
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6日指出，當500萬人可以普選
特首，政治生態就不是直線的“加減乘除式改
變”，而是“幾何式改變”。她坦言，時不我與，
現在已再無充足時間商討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辦法
等，應先行實踐特首普選，待有實踐基礎後才作修
訂。
羅范椒芬 6 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現在再

互信，目前部分議員連回鄉證也不獲發。這是中央
的‘小器之舉’，並非大國風範。我不擔心‘泛
民’會被言論分化，我有信心‘泛民’最終會否決
方案。”

Synott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繼 5 日全國政協
副主席董建華指“反共”的特首參選人不能“出
閘”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
芬6日認同這說法，強調中央要求特首人選要“愛國
愛港”，又指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和郭榮鏗都
可能“出閘”成為特首候選人。
羅范椒芬 6 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說，正如全國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曾經說過，各人就
愛國“心中有把尺”，她個人認為，願意與中央好
言好語溝通者，都符合“愛國愛港”條件。
她強調，中央要求特首人選要“愛國愛港”，
不能與中央對抗、不能推翻共產黨政權、不能推翻
內地社會主義制度，因為對抗共產黨必然無法做
事，“‘愛國愛港’的定義廣闊，準則也是難以拿
拿捏。但從候選人的言行，可以知道他是否與共產
黨對抗，是否願意與中央溝通。香港與內地聯繫緊
密，香港經濟總不能邊緣化。”
被問及反對派中有誰不反共時，羅范椒芬舉湯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香港政制發展關鍵時刻，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撰文談特首普
選制度。立法會各主要黨派議員 6
日分析，張主任通過文章明確、清
楚地傳達了重要的訊息，就是中央
的原則和立場不會改變，大家要對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民主發展有
自信，“為世界政治制度乃至人類
政治文明作出新貢獻，增添新光
彩。”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 9：00～下午 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 9：00～下午 5：00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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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 年 5 月 7 日

Thursday, May 7, 2015

A3

英國數十年來懸念最大選舉今日舉行 成“拼妻戰
拼妻戰”
”
（綜合報道）英國即將迎來
議會選舉之際，主要政黨的領袖
們終於使出了“終極秘密武器”
：讓他們的妻子去贏得選民青睞
。
保守黨領袖、首相戴維·卡梅
倫的妻子薩曼莎·卡梅倫現年 44
歲，時尚干練，一直希望開創自
己的時尚事業。不過，薩曼莎最
近前往選民巴爾金德·漢斯拉家中
拜訪時“意外出糗”，被告知進
屋需要脫鞋。當她赤腳走入鋪著
地毯的房間，被人拍照留念，英
國民眾驚奇地發現：照片上的卡
梅倫夫人沒有塗趾甲油，與她的
時尚形像不太相稱。
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的妻
子賈絲廷·米利班德現年 44 歲，

是一名時尚的律師。為了幫米利
班德拉票，賈絲廷每周抽出一天
參加競選活動。她表示，希望切
實推動更多實事，而非僅僅充當
米利班德身邊的“漂亮花瓶”。
自民黨領袖、副首相尼克·克
萊格的妻子米麗婭姆·杜蘭特斯現
年 46 歲，是西班牙移民，帶著濃
濃的異域風情。與眾不同的是，
她嫁給克萊格後沒有隨夫姓，而
是保留原有姓氏。作為律師，杜
蘭特斯致力於促進女性權益。就
贏得選民支持而言，杜蘭特斯有
一個“秘密武器”：她開設了一
個美食博客，時不時地曬一些五
花八門的點心，令圍觀者心動不
已。

【路透社
路透社】
】

難忘神秘男之吻 馬拉松女將尋人有回音 美國與古巴50年來首次通過輪渡重建海上往來

（綜合報導）美國 1 名參加上
月波士頓馬拉松大賽的婦女，在女
兒慫恿下隨機親吻路上一名英俊男
子，卻念念不忘而展開尋人任務，
終於有了回音，卻是來自神秘男的
妻子。
美聯社報導，田納西州婦女塔
特格（Barbara Tatge）表示，比賽路
線途經衛斯理鎮，女兒慫恿她隨機
親吻路上帥哥，因為衛斯理學院女
學生通常會向跑者獻吻。
由於塔特格對路人甲的吻念念
不忘。塔特格女兒因而上社群網站
展開尋人任務，引發全美熱議。
塔特格說，波士頓地方報 「衛
斯理民報」（Wellesley Townsman）
3 日轉交一封給她的信。這封信來自
神秘男的妻子，他們無意透露身份
。
衛斯理民報引述部份內容提到
（路透社
路透社）
）
， 「這個故事上了新聞，我們相當
訝異。」 「我沒有醋勁大發。真的
。身邊友人相繼關切，我很享受看著他們教訓我老公一頓。」
「也許這不是你們期待的結局，但在衛斯理的那一瞬間，捕捉到波士頓馬拉松的趣味、活力
和精神。我由衷敬佩你的膽識和勇氣，祝你未來賽事好運連連。恭喜你跑完波士頓馬拉松全程。
」
塔特格則在 4 日回信給神秘男妻子，感謝她的寬容大度和幽默感。塔特格表示，她希望能再跑
波士頓馬拉松，但會謹記以後，只會親吻單身男。

經濟動態

【綜合報道】據法國《20 分鐘報》5 月 5
日援引法新社報道，美國財政部在當地時間 5
月 5 日表示，已批准美國與古巴通過輪渡載運
乘客的許可證，這是 50 多年來兩國首次恢復
海上往來。
據報道，經發言人證實，允許建立輪渡
聯系的許可證已於 5 月 5 日批准生效，但發言
人並未提及所授予許可證的具體數目。佛羅
裡達的一家公司已證實獲得授權，可開通到
達距美國海岸線約 150 公裡的古巴的輪渡服務
。
報道稱，20 世紀 50 年代，兩國的海上聯

系頗為頻繁。但 1959 年，古巴前領導人菲德
爾•卡斯特羅當政後，兩國的海上往來中斷
。目前，兩國的航空往來僅允許古巴籍美國
人與美國人中的特定人群(學者、運動員、宗
教人士、記者等)前往古巴。
自 1962 年以來，兩國的貿易往來一直處
於禁運狀態，而特定人群以外的美國人也被
禁止前往古巴旅游觀光。在 2014 年 12 月兩國
重啟外交關系後，2015 年 3 月，針對 60 多個
與古巴島進行貿易往來的公司和個人的經濟
和金融制裁已被解除。

（綜合報道）非法藥物致死率比合法藥物
致死率高？那可錯了！美國新聞網站 「Vox」
引用美國疾病暨管制預防中心（CDC）數據指
出，合法使用的煙、酒及止痛藥分別位居美國
藥物致死率排行前三名。
這三者的致死原因不單是讓人體健康受損
，還包括服用之後引發的脫序行為及社會傷害
。根據 CDC 資料顯示，48 萬件抽煙死亡案例
中，就有 4 萬 2 千件屬二手煙案例，足見抽煙
對健康的危害。
酗酒同樣危害健康，但因酒醉而導致的死
亡案例更多，且每年酒駕死亡案件平均數已增
至 8 萬 8 千起。英國醫學期刊《刺胳針》一篇
全球 20 種常用藥物對英國社會的影響的研究稱

，酒是最危險的物品，甚至遠超過海洛因。
CDC 統計指出，止痛藥過量造成的死亡
案件和苯二氮平類藥物造成的死亡數相同，後
者有催眠鎮靜效果，作為癲癇和焦慮等病症的
治療藥物。美國政府欲嚴格規定止痛藥的使用
規範，但部分研究認為，此舉恐讓使用者改用
其他非法藥物。
報導最後也表示，大眾對於該排名有不同
看法，因為前三名項目在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
，因此致死率也相對較高。另外，該排名也沒
有完整顯示每種藥物的致死原因，不過該排名
亦傳達一項重點，即合法藥物不等於是安全藥
物。

美 3 大致死藥物 均合法取用

IMF 將宣佈人民幣估值合理
為 10 年來首次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將宣佈人民幣估值合理，這將是 10 多年
來的第一次。此舉將成為中國經濟開放
的一個里程碑，並削弱美國對中國匯率
政策的批評。
IMF 將把對人民幣的重估正式寫入
定於未來幾個月發佈的報告。很多年
來 IMF 一 直 指 責 中 國 的 人 民 幣 匯 率 管
理政策。
IMF 的最新態度將削弱奧巴馬政府
就人民幣問題給中國施加的壓力，也可
能削弱美國國會將人民幣問題納入懸而
未決的貿易法案的努力。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經濟
學家、前 IMF 中國區官員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說，對於指責中國匯率政策

的美國人來說，這無異於釜底抽薪。他
表示，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 IMF 的
客觀評價。
不 過 ， 奧 巴 馬 政 府 不 同 意 IMF 的
看法，堅持認為人民幣仍被“嚴重低
估”。
總 部 位 於 華 盛 頓 的 IMF 長 期 以 來
一直指責中國政府使人民幣被低估 。
IMF 的評判使美國的說法更加可信，美
國多年來指責中國將人民幣的價值保
持在低於符合市場基本面的水準 ，進
而給予中資企業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
IMF 是貨幣方面的主要權威機構，它的
存在從很大程度上是為獨立監控 188 個
成員國的匯率。
美國議員和過去三屆政府稱，中國

的經濟擴張以美國的就業崗位、出口和
經濟增長為代價，令全球經濟出現了危
險的失真。中國作為一個出口大國飛速
增長，近年來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
在十年裏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累計
升值超過 30%後，眼下，IMF 高級官員
稱人民幣匯率大致合理。
IMF 亞洲部副主任羅德勞爾(Markus
Rodlauer)上個月稱，IMF 目前接近認為
人民幣不再處於被低估的水準。
預計 IMF 將用一貫謹慎的態度和典
型的外交辭令來描繪人民幣最近的匯率
水準。IMF 在官方聲明中很可能避免使
用“估值合理”這樣的詞彙。羅德勞爾
上個月就表示人民幣“正朝均衡水準移

動”。因此，IMF 的官方評估會留出足
夠的迴旋餘地，倘若中國改變政策，
IMF 也可以更改其評價。此外，IMF 的
措辭也會足夠的模糊，為批評者留出懷
疑的空間。
人民幣匯率基本釘住美元，隨著美
元兌其他多數貨幣升值，人民幣也跟著
走高。雖然從名義匯率看，人民幣的升
值軌跡已經趨平。但如果將通脹因素考
慮在內，人民幣僅在過去一年就已升值
超過 10%。
隨著中國經濟放緩，一些經濟學家
不排除中國政府再次讓人民幣貶值以刺
激出口並支撐經濟的可能。包括人民幣
貶值在內的經濟基本面重大變化仍可能
改變 IMF 對人民幣的評價。2014 年中國

亞洲移民激增

經濟增速放緩至 7.4%，創 25 年來最低水
準，標誌著一個高增長時代的結束。
據悉，中國已爭取到許多美國盟友
的支援，IMF 官員也暗示將人民幣納入
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只是時間問題
。一些分析師稱，謀求將人民幣納入
SDR 貨幣籃子是過去一年來中國遏制匯
率干預衝動並營造人民幣匯率穩定的主
要原因。
另據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朱
海權稱，中國將繼續執行逐步放開人民
幣匯率的長遠計劃。朱海權補充道，中
國將全面推進改革開放。
上個月早些時候，中國央行行長周小
川告訴IMF政策委員會，中國計劃在今年
推出幾項政策，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中國成美新移民最大來源國
綜合報導 美國移民最大來源國墨
西哥，如今已經被中國和印度替換。
據人口普查局研究員 Eric Jensen
的研究，2013 年，全美來自中國的移
民有 147,000 人，墨西哥僅 125,000 人，
同時也被 129,000 人的印度超過，儘管
兩國統計的數字有一些差異。
關於這份研究，在聖迭戈美國人
口協會會議中提出，研究者分析了
2000 到 2013 年美國社區調查的年度移
民數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年度調查針
對社區居民一年前所居住的地方做出
詢問。研究人員統計的移民，他們稱
之前都住在國外。研究人員沒有詢問
他們的身份是否合法(所以，這個數據
可能包括了非法移民，並低估了他們
的人數)。
不僅是中國和印度，2013 年其他
幾個亞洲國家作為美國移民的輸入國

，也佔據前列，包括韓國、菲律賓和
日本。
在過去二十年，中國和印度的人
口急劇增長，向美國移民的人數也隨之
激增。同時由於經濟的增長和低出生率
，墨西哥移民數則有所下降。最近，大
蕭條也減少了墨西哥非法移民。
當然，美國移民社區的變化還需
要更長時間，2012 年，來自墨西哥移
民社區的人數是中國的五倍。
但是，普查研究讓我們看到移民
流動的自然變化一些端倪，可能會對美
國人口和種族構成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千 禧 一 代 —— 大 致 是 說 出 生 在
1982 年到 2000 年之間的人們，但定義
有所不同，也沒有確切的年限終點。
這批人已經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多元的
一代人。正如布魯斯金研究學問會人
口統計學家 illiam Frey 在他最近出版

的著作中詳細的定義“多樣性爆炸”
。社會、經濟、文化的影響才剛剛走
進視野。在 2044 年，根據人口普查預
測，美國將沒有多數族裔，而是一個
由少數族裔構成的大熔爐塑造美國的
政治和社會。
西裔目前仍然是美國最大的種族
和民族群體，但大約三分之二的西裔
在本土出生，而非新移民。但在美國
亞裔人群中，三分之二(65%)都是在國
外出生。
據人口調查研究，最近大量的移
民也並不是來自中國、印度和墨西哥。
當你把他們結合在一起，這些國家人數
只佔2013移民120萬人口的三分之一。
研究人員稱，現在的問題僅僅是
這波亞洲浪潮還會持續多久。這些
趨勢是否是新信號和新變化還有待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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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男子公園採蘑菇 越來越多美國人因擔憂儲蓄不夠用希望更晚退休
意外撿到逾 6 萬美元鉅款
綜合報導 在美國，現在或許是重
新定義“退休”的時候了。越來越多的
美國人希望更晚退休。
汎美退休研究中心調查發現，82%
的 60 歲及以上的受訪者希望能在 65 歲
之後繼續工作。在所有的受訪者中，
20%的人希望能在現在的職位或相似職
位上工作越久越好。
汎美退休研究中心主任凱瑟琳· 柯
林森（Catherine Collinson）說：“實際
的退休生活往往和理想有差距，只有很
少的人能夠過上理想的退休生活，許多
人在退休後仍選擇做兼職工作。”
柯林森還表示：“這也引出了新的
問題：退休還是我們所認為的‘退休’
嗎？”

綜合報導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名男
子在州立公園尋找蘑菇時，偶然發現了
一個裝有逾 6 萬美元現金的塑膠袋。
由於現金袋附近還有一迭列有人名
的文件，因此警方認為，文件或許會助
當局找到現金的失主。當局表示，這些
鈔票被發現時已經發黴，似乎被留在公
園裏已有一段時間。
這袋 6.3 萬美元（約合 39 萬元人民
幣）現金是在禿鷹州立公園（Bald Eagle State Park） 被 發 現 的 。 這 個 佔 地
5900 畝的公園距離賓州首府哈裏斯堡約
100 英里遠。

據稱一名女子曾經在去年報警說遺
失了這些現金，但該名住在外州的女子
並未留下聯繫方式。當局正在試圖聯絡
該女子，不過他們至今仍不知道，為何
有人會在樹林中留下這麼多錢。
州警方發言人麥加維表示，在穿越
森林時發現現金是很罕見的事；幸好找
到它的是一名誠實的市民，否則可能早
被拿走了。
他又提醒民眾，在拾獲現金時要向
警方舉報，否則被發現後很可能被檢控
。麥加維感謝發現者拾金不昧，在發現
鉅款後仍能誠實報警。

美國 8 胞胎之母養活 14 個孩子

係單親媽媽年僅 33 歲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洛杉磯，
八胞胎母親納迪婭-蘇爾曼攜 14 個孩
子出街，稍大的哥哥姐姐用購物車推
著弟弟妹妹前行，熱鬧非凡，場面十
分壯觀。
納迪婭-蘇爾曼是全世界都在關
注的一位母親。她33歲，單身，失業，
在 2009 年 1 月 26 日依靠人工授精，產
下美國歷史上唯一全部存活的8胞胎，
6 個男孩，2 個女孩。這一事件曾轟動
美國。
她為什麼要生那麼多孩子？她
能成為一個稱職的母親嗎？爭論從
來沒有停止過。媒體對納迪婭-蘇爾
曼的關注還不止這些。蘇爾曼在八
胞胎破紀錄的生產前，體重已達 122
公斤，產後一年即恢復，體重直線
下降至目前的 54 公斤。由於身材恢
復的幾乎完美，還身穿比基尼登上
了《明星週報》封面。蘇爾曼說：

“我絕不動手術，那會讓我自覺欺騙
人。我想向自己證明，能以自己的方
法自然瘦身。我的朋友形容我像是一
條橡皮筋，因為每次生產過後，我總
能快速恢復身材。”
蘇爾曼生下 8 胞胎後通過媒體掙
了幾十萬美元，然而巨大的開銷還是
讓蘇爾曼捉襟見肘。蘇爾曼作為單親
媽媽前一陣子因為還不起房貸，面臨
被收房的尷尬境地。而貸款人正考慮
與成人片公司合夥，建議蘇爾曼拍成
人片，以賺取一度高達 100 萬美元酬
勞，但遭蘇利曼一再拒絕。
後來英國的一家電視製作公司有
意願給八胞胎母親拍攝一套紀錄片。
這個獲得蘇爾曼的允許，電視攝製人
員每年給她的家庭攝像 6 次，直到孩
子們年滿 18 歲。而這又引發了眾多非
議，說是蘇爾曼完全把八胞胎當作搖
錢樹，吸引大票公關注來作秀。

新的退休現狀應當鼓勵僱主重新考
慮他們對待員工的方式。柯林森說：
“這是一個呼籲，重新審視對基本勞動
力的管理原則。”
所有年齡的受訪者中，許多工人擔
憂他們無法有足夠終生使用的儲蓄。
44%的受訪者擔憂投資和儲蓄不足，三
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一旦停止工作，他
們的生活標准將降低。
柯林森說，每個群體都面臨著特定
的風險，但她最擔心的是40多歲的女性，
“她們的一生都花在了工作、孩子和照
顧父母上，可能沒有很多足夠的時間，
遭受經濟衰退的影響也最嚴重，她們正
在艱難地重建生活。”
40 多歲的受訪者中，只有 10%的人

加利福尼亞現 12 英尺高大浪
吸引眾多沖浪者一試身手

綜合報導 在美國加利福
尼亞州南部海岸出現了約 12
英尺（近 4 米）高的大浪。
這一現象吸引了許多沖浪愛
好者，他們都想一試身手。
但這也苦煞了當地的救生員

們，因為總有一些技術不過
關的沖浪者，險些被大浪卷
走。
據《洛杉磯時報》報道
，此次大浪是受紐西蘭海岸
附近的一個風暴系統影響而

處長於致詞時除代表政府感謝委員會成員
協助政府推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政策及自
費來波士頓開會的盛情與努力外，並鼓勵
與會代表續在各界為臺灣發聲。

(本報訊) 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與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 4 月 23 日下午於哈佛
大學 William James Hall 演講廳舉辦 「
臺灣與
崛 起 的 亞 洲 經 濟 架 構 」 (Taiwan and the
Emerging Economic Architecture of Asia)研討
會，由費正清中心臺灣研究小組召集人、
史密斯學院政府學系戈迪溫教授(Dr. Steven
Goldstein) 主 持 ，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淳博士及華府布魯金
斯研究院全球經濟與發展研究員 Dr. Joshua
Meltzer 與談，波士頓地區學、商、僑及媒
體各界約 90 人參加，討論熱烈。
李淳副執行長首先針對主題提出簡報並
指出，臺灣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不 僅 有 利 於
臺灣，其他參與國亦可受惠。對臺灣而

言，在積極面，參與 TPP 等多邊經濟組織
除能維持在亞太市場與供應鏈中的關鍵地
位外，並可藉由談判壓力推動國內經貿體
制改革，以建構有利永續發展的經濟架
構；在消極面，參與 TPP 等經貿組織將可
化解對中國大陸經濟過度依賴的隱憂，避
免在全球或區域經濟遭邊緣化。對 TPP 其
他成員而言，由於臺灣與亞太地區已建立
極為密切的貿易投資關係，且在供應鏈上
扮演關鍵角色，倘臺灣加入 TPP，對區域發
展 當 有 所 貢 獻 。 倘 臺 灣 被 排 除 於 TPP 之
外，可能被迫更加依賴中國大陸，其衍生
的負面成本與不確定性衝擊均非 TPP 成員
國所樂見。李副執行長於結語時指出，臺
灣 在 爭 取 參 與 TPP 時 須 面 對 的 挑 戰 包 括
「中國大陸先於臺灣加入」(China First)原

美國一員工將辭職信印在蛋糕上與同事道別
綜合報導 不少人都覺
得，如何向上司辭職是件讓
人頭疼的事，很多人也都願
意選擇靜悄悄地離開，因為
分別的場景會讓人難過。然
而，美國有一名男子卻不這
麼想。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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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少英 保險

近日報道，美國亞利桑那州
的馬克· 赫曼把自己的離職做
成了一樁讓所有人都覺得甜
蜜的事。他把自己的辭職信
印在了一塊大蛋糕上，與同
事們分享。
據報道，赫曼原本是圖
森市 KOLD 電視臺的新聞負

責人，已經在那裏工作了四
年半的時間。他在辭職信上
寫道，請收下這個蛋糕，作
為我辭職的正式通知。
赫曼說，他其實真的很
捨不得離開大家，於是就想
出這樣一個方法，希望用這
樣一個特別的蛋糕沖淡他宣

佈離職決定帶來的驚訝和傷
感。畢竟，誰能拒絕蛋糕的
美味呢。
“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
好幾分鐘後才有人開始說，
他們會想我的。”赫曼說。
“這真是個甜蜜而憂傷的場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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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李
淳副執行長應邀簡介中華民國(臺灣)爭取參
與 「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所面臨的挑
戰、成果及民間反應。應邀出席晚宴的總

統府江宜樺資政亦說明前擔任行政院長期
間，中華民國政府於推動該案所作的各項
努力。
(摘自駐波士頓辦事處網站駐地新聞資料)

“迎春攝影展”
，展出期即
(本報訊) 紐英倫藝術學會舉辦
日起至 5 月 9 日。
梅芬芳在開幕式上表示：經過漫長的冬天，終於等到春

以及人才外流等危機。Meltzer 研究員建議
臺灣在經濟方面應進行深度改革，尤其是
服務業自由化與開放，同時應適度放寬監
管機制，並加強經貿政策及法令制定過程
透明化。



文圖/ 梅芬芳
紐英倫藝術學會會員

浴佛節法會

暖花開了，而我們的攝影展就如一道春風，吹開季節，讓廣大
熱愛攝影的朋友一展所長。這次
“迎春攝影展”
是我們的名譽
會長，我們藝術學會資深的攝影師梅國治老師以及他的朋友
捐款，邀請 BCPA 的攝影師和其他一些
資深的攝影師，比如紐約的攝影師：陳
子傑，陳俊雄；以及我們藝術學會的眾
人參加的邀請展。
這次展覽的圖片有 100 多張，圖片的
題材非常豐富，大量的風光圖片體現
了攝影師對美的感知和追求，人文圖
片，黑白圖片，生活的圖片都體現了攝
影師的獨具慧眼，而我們的生態圖片
有清新的花草，也有 BCPA 帶來的非州
的草原和動物。
這次更有一些很特別的圖片，比
如抽象的，星空的，更有極光的圖片。
所以我敢大聲說：我們的攝影展覽的
題材是非常非常豐富，是歷年來題材
最豐富的一次。展覽是 2 個星期從今
天開始到 5 月 9 日，每天的早上 11 點
到下午 4 點開放。

＆

STANLEY

則、大陸持續對臺灣利
誘以加深兩岸經貿互
賴，以及臺灣自身改革
開放的決心與準備是否
到位等。
Meltzer 研 究 員 也
認同臺灣在全球產業供
應鏈的重要角色，並指
出 臺 灣 與 TPP 成 員 國
的貿易額佔外貿總額比
例甚高，面對 WTO 新
回合多邊貿易自由化前景遙遙無期，以及
韓國陸續洽簽 FTA 後大幅增強其產業對外
競爭力等壓力，臺灣加入 TPP 與否至關重
要。倘無法順利參與，恐須面對產業與投
資外移之 「空洞化」(hollowing out)後果，

件件精彩，美不勝收。評委雖都是專業行家， 法眼取
捨之間也頗為難。今年也依往例，將入圍者名單公
佈，鼓勵各地學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譚嘉陵並期
望各校老師家長勉勵學生，以參與為重，不要對是否
得獎過份在意，以發揚中華文化的精髓，學習傳統中
國國畫及書法共勉之。
本項展覽即日起到 5 月 3 日為止。 68 幅得獎作品
經裝裱展出後，將在 6 月 1 日前後放上網頁 www.ChinesePerformingArts.net. 明年仍是同一時間舉行，希望
大家踴躍參加。本項活動得到 「
譚嶽泉蕭運貞文教紀
念基金」及大家的捐款贊助。查詢請冾譚嘉陵, 電話
781-259-8195.
Email: Foundation@ChinesePerformingArts.net.

激起火山灰和熔岩爆炸

綜合報導 美國地質勘探局稱
，夏威夷基拉韋厄火山的哈裏摩摩
（Halemaumau）火山口當地時間
3 日發生崩塌。地質勘探局方面公
佈的圖像顯示，火山口崩塌激起火
山灰和熔岩小規模爆炸，熔岩湖中
的岩漿多次溢出，場面壯觀。
美國地質勘探局專家稱，火山
口崩塌可能會造成火山灰飄散，但
這不太可能造成人員受傷。專家表
示，當地的風向會影響火山灰等火
山噴發碎片的降落位置。
據介紹，哈裏摩摩火山口上一
次出現岩漿是在 1982 年，當時該
火山口的一個裂縫噴發。而哈裏摩
摩火山口上一次出現類似的熔岩湖
則要追溯到 1974 年。

A9

Thursday, May 7, 2015

哈佛大學舉辦「臺灣與崛起的亞洲經濟架構」研討會

夏威夷火山口崩塌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人壽
房屋
www.suecheung.com
商業
手 機 ﹕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汽車
Tel: 281-969-8281
健康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 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本報訊) 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賴銘琪處長 4 月 23 日晚間於華埠宴請 「
臺灣
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委員會」十餘名成員，
以及中華公所阮鴻燦主席等本地僑領。賴

(本報訊) 第 24 屆全美青少年國畫書法比賽，4 月
25 日經朱蓉、陸惠風、白謙慎、阮圓、高靜華、鍾耀
星六位評委， 三小時的精挑細選反覆審查， 己由全
部 296 件作品中選出 68 件 金銀銅佳作等得獎作品，將
獲獎金獎狀。本次參賽作品來自；馬里蘭州、紐澤西
州、加州、明尼蘇達州、德州、康州、佐治亞州、及
麻州等 8 州，28 所中文學校、書畫學苑及個人。 全部
參賽作品， 包括國畫 221 件，書法 75 件，將紐頓市僑
教 中 心 (Chinese Culture Center, 90 Lincoln Street,
Newton Highlands, MA. 617-965-8801, 9:30 am – 5
pm. Close on Monday.) 的大廳四週、前廳及前後走廊
全部貼滿。主辦單位中華表演藝術基金會會長譚嘉陵
表示，今年的作品素質又明顯提昇，尤其是書法組，

和沖浪者。當地政府為應對
突發情況，也加派了大批救
生員。據悉，單在週末兩天
中，救生員一共救起了 17 名
因冒險沖浪而不幸落水的沖
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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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銘琪處長晚宴美加僑界支持臺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委員會成員

第 24 屆全美青少年國畫書法比賽

形成的。而根據當地氣象部
門提供的資訊，此番大浪將
持續到當地時間 5 日才能平
息。
在最近這個週末，這裡
的海岸吸引了約 5.5 萬名遊客

誤打誤撞領走百萬美元獎金

快捷旅遊

星期四

紐英倫藝術學會舉辦「迎春攝影展」

男子撲克比賽報錯名
綜合報導 美國一名男子日前在亞特蘭大撲克公開賽擊敗數百名好手，抱走近
百萬美元的獎金。但這名男子當初竟是誤打誤撞，報錯了名才參加這場撲克比賽。
美國布魯克林 25 歲男子康尼夫上周在亞特蘭大市撲克公開賽中擊敗 239 名星級
撲克手，領走逾 97 萬美元獎金。
康尼夫稱，自己原打算在酒店賭場的網上賭廳參加另一場賭額較低的賭局，誰
料到自己按錯了按鈕，錯誤地報名參加這場撲克高手參加的比賽。
康尼夫連忙向賭場主辦方交代事件，對方還稱其不走運。但康尼夫最後卻成功
出線，得以參加在賭場舉行的大型賽事。正因如此，康尼夫不得不缺席原定的家庭
旅遊，令其母親甚為生氣。
康尼夫最終殺入總決賽，與另外 5 名星級對手對壘，該 5 人職業生涯中均曾贏
得最少百萬美元的獎金，但沒有心理包袱的康尼夫卻因而更為堅定，最終更勝出賭
局，拿走鉅額獎金；讓此前生氣的母親也大感歡喜。

認為他們有信心能過上舒適的退休生
活。
不過柯林森說，他們可以樂觀一點，
因為仍有 20 到 30 年可以儲蓄。
但柯林森也強調，最重要的是從
現在做起，因為“未來就是現在”，
做出好的規劃，將稅務和通貨膨脹問
題都考慮進去。金融規劃師米歇爾· 克
拉克則表示，許多年輕人現在都在懷
疑，等他們老了之後，是否還能獲得
社會保障金，這一社保項目是否會在未
來幾十年內破產。
克拉克表示：“唯一的選擇就是多
存錢，他們可以節約生活，必須清楚自
己的支出。可以在手機上下載記賬軟體，
這完全符合他們的生活方式。”

各地僑社

ASSOCIATES 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
AARON M. STANLEY

陳德威律師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 樓上）

臺灣傳統週巡演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2015 年北美地區臺灣傳統週
巡演活動，邀請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所呈
現的 「
原漾台灣」，該舞團將於 2015 年 5 月份前往
美加地區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巡迴演出，國立東華大學原
住民民族舞團將於 5 月 26 日星期二晚上七時假華埠昆士
學校演出，免費入場，歡迎欣賞。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Tapioca King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

生意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包括﹕圖片 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楊延品聯合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YANG & ASSOCIATES, PLLC
Email: info@yanglawus.com www.yanglawus.com
電話：（713）271-YANG (9264)
傳真：（713）271-9265
移

民： 勞工卡，傑出人才，國家利益獲免
技術移民，非移民申請，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移民法庭出庭，拘留保釋
移民上訴
地 產： 地產買賣，商業租約，產權分析
貸款文件
王大可律師協助辦案
*楊延品律師
商
業
：
公司成立，生意買賣，合約起草
亞利桑那州律師執照
德州律師執照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商業談判，合約審查，商標申請
聯邦南德州地區法院執照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執照
版權註冊，企業並購，破產重組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休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繼 承： 遺囑信托，遺囑執行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家 事： 協議離婚，監護撫養
訴 訟： 商業，地產訴訟，民刑訴訟，保險賠償
地址：668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302
Houston, TX 77072 (百利八號交界，SPARTAN 保安大樓內)

*Board Certified 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Law,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榮獲德州法律專業委員會移民法律專業證書

(281
281)) 766
766--7939

鄧隆隆大律師

Kai@stanley-Lawfirm.com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麻州佛教會將於五月三日擧辦浴佛節法會，這是佛
教慶祝釋迦牟尼佛誕生人間的最重要節日。法會將邀請
道隆法師主持，時間為上午十點至十二點。中午備有素
齋與大眾結緣。
佛教會表示，浴佛的意義表面是洗滌剛出生的太
子，內層則是洗滌的無明執著，體悟自己本具如來圓滿
的性德，人人都可以依修行而正覺解脫，成為無妄想煩
惱的清淨佛。歡迎十方人士來參加浴佛，增長福德智
慧，出離身心煩惱塵垢，同證如來清淨法身。
佛教會地址 319 Lowell St., Lexington 電話 781-863-1936

鄧隆隆律師

713-818-0707; 832-818-0707

Simon Tang, J.D., Ph.D.,
Attorney at Law

意外受傷

車禍
醫生誤診
不成功，不收費

雷允士律師
Jim Leavens, J.D.,
Of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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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0 Bellaire Blvd., Ste. 220, Houston, TX 77072 (中國城Home Depot的北邊馬路對面，百利大道上)
傳真：832-201-7733
e-mail: info@tang-law.com
Licensed to Practice Law by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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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黨欲借“修憲”
新增“緊急事態”條款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修憲
推進本部長船田元在東京召開
的修憲相關集會上致辭，表明
自民黨將借“修憲”新設緊急
事態條款和財政規範條款。
有關“緊急事態”條款，
船田稱目前雖然正在討論自然
災害的危險性，但是沒有做出
任何規定，令人不安。正因為
政府做出超越法規的行為，因
此反對“立憲主義”。船田以
此表明要優先增加緊急事態條
款。
船田強調，“為使預算及
法案能推遲至國會審議之後，
預先確定國會和政府在緊急事
態上的立場非常重要。”
與會人士認為，日本戰後
和平憲法，目前正面臨著空前
的危機。為 此 ， 他 們 呼 籲 堅
決 守 護 和 平 憲 法 ，尤其是作
為其“不戰”核心的第九條；
反對作為“修憲”突破口的解
禁集體自衛權，以及相關法規
的修訂動作。

或因組織內鬥

已準備好簽署全國停火協議
府邦康開幕，為期 6 天。包括克倫
民族聯盟、克欽獨立軍、佤聯軍
等在內的 12 支少數民族武裝組織
的首領或代表與會。
據悉，這次會議討論了全國
停火協議草案，但由於與會組織
不全，可能還將另選地點再舉行
一次少數民族武裝組織領導人會
議，以便協調立場。
此次會議是代表緬甸政府的
聯邦實現和平工作委員會與代表
少數民族武裝的全國停火協調委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D & L TRAVEL & TOURS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







西歐五國 10 天
瑞捷奧匈 10 天
義大利蔚蘭海岸 12 天
歐洲十國 17 天
西歐及義大利 17 天

美國精華團

*美東 5/6 天豪華團
*美加東 6/8 天豪華 (買二送一)
*美西精華 4-10 天 團(買二送一）
*黃石公園 7 天團(買團（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 7 天 二送一）
*夏威夷 4-7 天團 團(買二送一）
*佛州迪斯尼 4-8
天團

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
雲南﹑
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
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
其他國家均有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
，不由你不信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泰國$$99
泰國
99..00 七天
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
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 $399
399..00



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 月至 9 月出發
* 加勒比海 4/5/7 天
* 阿拉斯加 7 天
* 地中海 7 天
直銷店
* 夏威夷 7 天

謀總長卡塔潘 4 日上午召開記
者會，宣佈烏斯曼和 5 名同夥
已經身亡。
卡塔潘引述情報消息說，
烏斯曼的集團疑因龐大懸賞金
而發生內鬥，“莫洛伊斯蘭解
放陣線”（MILF）的成員發現
了他的屍體。
報道稱，烏斯曼是今年 1
月 25 日菲律賓警察特別行動隊
的狙殺目標之一，但在聽到槍
聲後脫逃。這場行動雖然擊斃
另 1 名恐怖分子，但也導致 44

愉快旅遊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歐洲團
*
*
*
*
*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府
與軍方分別證實，菲美當局均
懸賞通緝的“炸彈專家”烏斯
曼（Basit Usman），已在菲律
賓南部身亡。
據報道，馬拉坎南宮通訊
作業部長柯羅瑪在廣播節目中
說，“昨天中午左右，在馬吉
丹奧省金杜魯幹鎮，可疑恐怖
分子烏斯曼死於槍戰。”柯羅
瑪表示，馬拉坎南宮正在等候
軍方提交相關報告。
另一方面，菲律賓三軍參

員會就全國停火協議草案達成共
識之後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會
議主題與停火協議草案、推進和
平進程和未來政治對話相關。
緬甸自 1948 年獨立以來一直
存在多支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吳
登盛政府 2011 年 3 月執政以來，
多次重申推行民族和解路線。按
照共識安排，和談方在正式簽署
全國停火協議後，將儘快進入集
體政治對話階段，爭取實現持久
和平。

名警員身亡。
菲律賓軍方今年 2 月針對
烏斯曼和“莫洛國伊斯蘭自由
鬥士”（BIFF）發動全面圍剿
行動。卡塔潘說，在全面圍剿
展開後，烏斯曼開始猜疑他的
隨從。
2002 年至 2007 年間，烏斯
曼據信參與了南部3座城市的爆
炸事件，其中2002年聖托斯將軍
市爆炸案造成 15 人死亡、44 人
受傷。他被美國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與菲律賓政府分別懸賞
100萬美元和630萬披索緝捕。
卡塔潘表示，將設法取
得相關照片，以確認烏斯曼
的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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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舉行“泥巴硬漢
英國舉行“
泥巴硬漢”
”比賽
選手泥漿中摸爬滾打

英國國際障礙賽在倫敦南部的泰晤士亨利小鎮舉行。許多挑戰者參加到這項有趣的比賽中。生活中的紳士和淑
女們在泥地裏完成比賽，成了一個個泥人。

星戰粉絲齊聚米蘭 慶祝星球大戰日

聯合律師事務所

Zhang and Associates,P.C.
Houston* New York* Chicago* Austin* Los Angeles* Silicon Valley* Seattle

星戰粉絲齊聚義大利米蘭，
星戰粉絲齊聚義大利米蘭
，慶祝星球大戰日
慶祝星球大戰日。
。

體育圖片

尤文圖斯提前 輪
4 奪冠

千里行旅遊

綜合報導 隨著尼泊爾政府公佈的地震遇難人數
超 過 7000 人 ， 且 已 排 除 能 在 加 德 滿 都 廢 墟 下 搜 救
出更多倖存者的可能性後，尼震後救災工作的重點
開始轉向救援物資的運輸，特別是向首都以外偏遠
受災地區運輸亟須的救援物資。
記者跟隨中國民間救援隊公羊隊從加德滿都出發
向樟木口岸方向前進。目前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市
區災情已經得到一定的控制，特別是在以商業繁華而
著稱的泰美爾地區，記者見到大多數販賣手工藝品、
戶外裝備的商店以及銀行、餐廳等已經重新開業，街
上甚至還可以看到少量背包的歐美遊客。
但是，當記者離開加德滿都市區進入山區農村地
帶，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場景。沿路可以看到大量
倒塌的村莊房屋沒有得到任何的清理，很多屍體還
埋在廢墟下，經過多 日 的 曝 曬 和 雨 淋 ， 屍 體 的 臭 味
從 很 遠 的 地 方 都 可 以 聞 到 。從加德滿都通往樟木口
岸的道路目前還有很多塌方的地方只經過草草的清
理。與繁華的加德滿都不同，尼泊爾山間鄉鎮只有
很少的店舖還開著，包括銀行在內的很多商店大門
緊閉，不少居民居住在空地的窩棚裏，窩棚和羊圈
雞圈排在一起，衛生條件極差。當地居民對記者表
達了對未來的擔憂和對當地政府低效率的不滿。
“我們的房子被毀了，政府和軍隊到現在還沒有幫
我們清理，就連銀行也不開門，我們甚至連買東西
的錢也取不出來。”一名當地尼泊爾人對記者說。
極差的衛生環境帶來了包括鼠疫、霍亂、斑疹傷寒
等嚴重的瘟疫隱憂。
法新社援引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主
任阿莫斯的話稱，抵尼救援物資通過海關時間太長
，並呼籲尼方加速救援物資通關進程。有報道稱，
全球各地運來的救援物資已讓加德滿都的小機場有
些吃不消，通關速度遲緩讓局面雪上加霜。目前數
據顯示地震在尼泊爾已造成 7040 人死亡，超過 1.4 萬
人受傷。國際紅十字會表示，偏遠地區受災情況可
能極為嚴重。

新聞圖片

菲證實恐怖組織“炸彈專家”身亡

緬甸總統表示政府

綜合報導 緬甸總統吳登盛在
每月例行廣播講話中表示，政府
已經準備好簽署全國停火協議，
正在等待少數民族武裝組織領導
人會議的結果。
他在廣播講話中還說，所有
政黨都同意通過政治途徑解決民
族武裝問題，正在盡最大努力儘
早開啟政治對話。他還重申爭取
實現和平，促進經濟發展。
少數民族武裝組織領導人會
議本月 1 日在緬北佤族自治地區首

Thursday, May 7, 2015

尼泊爾鄉村災區情況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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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環境差致瘟疫隱憂

亞洲新聞

精辦
張哲瑞

Victor Bush

周健

徐忠

Bennett

Alex Park

Lynn Greening

Andrew J.

張建華

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加州執照律師
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德州執照律師
Wisniewski
McCusker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休斯頓大學法學博士
中國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凱斯西儲大學法學博士
中國執業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夏威夷州執照律師
北京大學物理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威斯康星大學法學博士 弗吉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斯坦福大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芝加哥肯特法學院
緬因大學法學博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 復旦大學法學學士
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夏威夷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鮑菲

谷歐文

Robert K.

新澤西州執照律師
Feldman
紐約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科羅拉多州執照律師
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
聖約翰大學法學博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法律博士
威斯康星州執照律師
印第安納大學法學碩士
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博士

Ophelia

汪亞洲

Kristin Whitaker

Jung Wook Choi

紐約州執照律師
俄亥俄州執照律師
Enamorado
前美國移民局行政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律碩士
路易斯安那州執照律師 上海交通大法律學士 上訴辦公室移民官，
密歇根大學法律博士 塔爾薩大學法律博士 培訓主任，資深律師
北肯塔基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法學律師
法律顧問
田納西州執照律師

Amanda
Schackart
法學博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綠卡申請 免費 評估

Daniela Grosz

John Lee

德州執照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紐約州執照律師
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州
執照律師
新西蘭執照律師
美國托羅學院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Israel Saenz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Gabriel
Griesbaum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國家利益豁免(NIW)
˙傑出人才綠卡(EB-1)
˙投資移民(EB-5)
˙勞工證(PERM)
˙跨國公司主管/
經理簽證(EB-1C)
˙工作簽證 H-1B 及 L-1
˙親屬移民/
其它非移民簽證
˙商法及併購法鮑菲

意甲第 34 輪，尤文圖斯客場 1-0 小勝桑普多利亞從而提前 4 輪奪冠
輪奪冠，
，
比達爾上半場攻入比賽唯壹入球。
比達爾上半場攻入比賽唯壹入球。

墨菲 VS 賓漢姆

移民˙綠卡˙簽證

˙十九年傑出服務品質保證
˙21 位資深美國執照律師 ˙數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 客戶管理系統 ˙客戶遍布全美
˙休斯頓/矽谷/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奧斯汀/西雅圖七地辦公

移民局上訴辦公室前移民官Kristin Whitaker 律師加盟本所

如果您正考慮申請綠卡，
請將簡歷發到 info@hooyou.com
本地電話: 713-771-8433

網址: www.hooyou.com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免費停車

Email:info@hooyou.com 傳真：713-771-8368

2015 年斯諾克世錦賽結束了第 16 比賽日角逐
比賽日角逐。
。決賽第壹階段賓漢姆 0-3 落後反彈
落後反彈，
，
完成壹桿破百 4-4 追平墨菲
追平墨菲。
。 第二階段墨菲兩度破百
第二階段墨菲兩度破百，
， 壹度將比分優勢擴大到四局之
多 ，不過前 17 局戰罷
局戰罷，
，頑強的賓漢姆以 8-9 緊抓不放
緊抓不放，
，期間他再添壹桿破百
期間他再添壹桿破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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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診所﹕

713-988-8889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

診所地址：
診所地址
：9600 Bellaire 211 室(王朝商場二樓
王朝商場二樓))

周藝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現任Memorial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Hermann Southwest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Hospital 主治醫師

醫師

YI ZHOU, M.D.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通中﹑
英﹑
粵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脊椎神經骨科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中醫針灸

專門治療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Local Magazine 2013 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Preminun”醫師認證
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 VIP 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 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李娜療痛中心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李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 腿 疼, 關 節 炎,
手 腳 麻 木, 各 種 外 傷,
工傷, 車禍……

713-270-0909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JianWei Feng,

主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00:00-00:30

豐 建 偉

00:30-01:00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心臟專科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頂好廣場內)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康樂活動中心
★凡有 Medicaid 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電話:713.777.5123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Jennifer Chen
D.D.S.M.S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3524 Hwy 6 South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特聘修复專家

Tel: 713-995-0086

Tel: 281-565-0255

微笑牙科

We Smile Dental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 STA 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09:30-10:00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李岳樺

10:30-11:00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Sugar Land, Texas 77478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台北故宮(首播)

Culture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 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全新數碼 X 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電話：
713-773-9889
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CEREC 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 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Bellaire Blvd

FRI.
8

SAT.
9
特別呈現(首播)

SUN.
10
非常了得 (首播)

Across

ChinaUntap

Story China
Across
China(首播)

行知中國 (首播)

台北故宮(重播)

劇情簡介：林多美（趙韓櫻子飾）成長於
溫暖富裕的家庭，她個性純真善良，與丈夫
陳笑飛（蔣毅飾）有著美滿的婚姻。文馨（海
陸飾）幼時和哥哥走散後被收養，養父去世
後，養母楊樹花（苑瓊丹）飾對她從未停止過
打罵虐待，很小就要為生計奔波。文馨與林
多美的哥哥林多俊（李泰飾）在國外相識相
戀，回國後文馨嫁進林家，婚禮上意外發現
小姑林多美的丈夫陳笑飛居然是她至今難
忘的初戀……

台灣靈異事件(重
播)

影視風雲榜(首播)
勁歌金曲(重播)

司馬白話 (首播)
留聲歲月(首播)

檔案(重播)

因為愛情有多美(重播)

這裡是北京(重

"甜甜圈寶貝" (首播)共104集

"購時尚"(重播)

養生堂(重播)
"向幸福出發"
(首播)

易經(重播)

洋言洋語(重播)

勁歌金曲(首播)

行知中國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今日關注(重播）

"星光大道" (重播)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重播)

留聲歲月(重播)

非常了得 (重播) "健康之路"(首
播1)
"開門大吉" (重播)
生活(重播)
粵語天地(重播) 旅遊在美國(重
播)
海峽兩岸(首播)
旅遊在中國(重 明星加油站(重
播)
播)

大鵬秀(重播)

現場面對面(重播Live) 週一重播上週五
娛樂現場(首播)
易經(首播)
今日關注（首播）
司馬白話 (重播)

養生堂(首播)
"向幸福出發
"健康之路"(首
"
播2)
(重播)
"北美電影新
勢力"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向幸福出發"
(首播)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台北故宮(首播)

台灣靈異事件(首播)

15:30-16:00
16:00-16:30

楊臻牙醫博士

THU.
7

JourneysInTime(首播) (English)

14:30-15:00
15:00-15:30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WED.
6

Chinese Class / 漢語學堂(首播) (English / Fun Ways to Learn Chinese)

08:30-09:00
09:00-09:30

10:00-10:30

腳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08:00-08:30

電話:713.777.5123

專科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陳志堅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5/4/2015 5/10/2015

2015年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健康之路"(重 "健康之路"(重 "健康之路"(重播3
檔案(首播)
)
播1)
播2)

03:30-04:00

★各類成人疾病﹐
傷風感冒﹐
過敏花粉症﹐
高血壓﹐
糖尿病﹐
肺炎﹐
支氣管炎﹐
腎病﹐
肝炎﹐
心臟病﹐
皮膚病﹐
貧血﹐
出血﹐
尿道發炎﹐
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接受各種保險
★超聲波﹐
神經測試﹐
心電圖﹐
肺功能﹐
骨質疏鬆檢查﹐
政府醫療卡
★物理治療﹐
中醫針炙推拿﹒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9630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01:30-02:00

TUE.
5

廚王爭霸(重播)

01:00-01:30

02:30-03:00

★最新 CEREC 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
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
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

院

MON.
4

02:00-02:30

Corporate

服務項目

牙醫博士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美中時間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臟起搏器
心律監護器
運動走步機等

黃金廣場

高峰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牙醫博士 D.M.D.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設 備 齊全

Int'l
Shell 1st
Bank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成

中 國 城

MD, PHD

美 南 電 視 節 目 表

03:00-03:30

休士頓診所

王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牙科診所

713-779-3355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BOARD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治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週一至週六
電話:
8:30am-5:00pm
內設針灸診所

姚聖坤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832-863-8003
Tel:
713-492-0686 (英文）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Tel:
Tel: 832-818-2630
） TX (請預約)
832-863-8003
Fax: Tel: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中文
Houston,
77036 (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ALLCARE
MEDICAL CENTER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治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Beltway8

醫師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Wilcrest

劉書德

 車 禍 ﹑工 作 ﹑及 運 動 受 傷
 頭 ﹑頸 ﹑肩 ﹑背 ﹑腰 痛 與 麻 痹
 坐 骨 神 經 痛 ﹑手 腳 麻 痹

A7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歡迎事先預約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Thursday, May 7, 2015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713--981
713
981--8898

2015 年 5 月 7 日

美南電視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台北長庚﹑
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星期四

主治

曾任

主治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Thursday, May 7, 2015

侯大任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廣告天地

A6

"健康之路"(首
播3)
"開講啦"(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購時尚"(首播)

生活魔法師(
重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家庭幽默大賽""
"中國魅力""(首
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大魔術"(首播)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甜甜圈寶貝" (重播)共104集

真情部落格/(首
特別呈現(重播)
"男左女右"(重 "家庭幽默大賽"
播）
"年代秀"(重播) "大魔術"(重
"(首播)
播)
播)
"中國魅力""(首
偶像劇
生活(重播)
播)
"來吧灰姑娘"(首 美食好簡單(首
空中主日學(首 幸福來敲門(首 幸福來敲門(首播) 烤箱讀書會(
明星加油站(重
播)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北美電影新勢力"
18:00-18:30
寧靜時分(首播)
18:30-19:00
美南新聞/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19:00-19:30
19:30-20:00
健康廣告節目(首 旅遊在美國(首
現場面對面(首播Live)
20:00-20:30
生活(首播)
偶像劇
20:30-21:00
"來吧灰姑娘"(重
"開講啦"(首播)
因為愛情有多美(首播)
21:00-21:30
播)
21:30-22:00
海峽兩岸(重播)
海峽兩岸(重
真情部落格/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
這裡是北京( 廚王爭霸(首播)
）
大鵬秀(首播)
22:00-22:30 旅遊在中國(首播)
播)
首播)
"年代秀"(首播)
"星光大道"
22:30-23:0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首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今日關注（重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
)
Updated as:

5/4/2015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55.5 覆蓋全大休士頓 44.6 覆蓋全洛杉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數位頻道●免費中、英文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