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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足道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及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
精心呈獻 「羊羊敬老獻愛心
羊羊敬老獻愛心」」 及慶祝母親節活動

KAWAI 廠家直營店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www.easternfootspa.com 敦煌廣場二樓

4 月 23 日開始，機會難得！

足療20元/小時，免費桑拿

MOVING SALE

買100元Gift card可作6次足底按摩

˙專門的按摩服、浴衣、拖鞋
˙美容部 ˙精油推拿、中藥泡腳

電話：713-981-6823
星期六

2015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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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C#329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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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與您攜手全面進入新媒體時代
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
理事長周滿洪
副會長楊贊榮,,梁偉雄
梁偉雄,,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齊永強副處長
齊永強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

安夫婦,,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元老胡錫霖
安夫婦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元老胡錫霖,,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齊永強副

主任,,僑務委員 黎淑瑛
主任
黎淑瑛,, 劉秀美
劉秀美,,百佳超市陳老闆在羊羊敬老獻愛心活動出錢出力接受表揚
百佳超市陳老闆在羊羊敬老獻愛心活動出錢出力接受表揚((記者

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委員 黎淑瑛
黎淑瑛,, 劉秀美在羊羊敬老獻愛心活動與 全

黃麗珊攝))
黃麗珊攝

體義工及演員上台載歌載舞祝福與會長輩們及母親節快樂((記者黃麗珊攝
體義工及演員上台載歌載舞祝福與會長輩們及母親節快樂
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及世界廣東同鄉
會休士頓分會聯合於 5 月 3 日下午 1 時至下午 3 時在 10303WESTOFFICE DR。 HOUSTON，TX。 的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
「羊羊敬老獻愛心」活動，廣邀傳統僑社、休士頓老人院和老人
協會等僑社耆老等參加，吸引逾 600 多人出席，休士頓傳統僑社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元老胡錫霖、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副會長
楊贊榮夫婦， 梁偉雄，潮州會館副會長高永年夫婦， 馬強夫婦
，秘書長林國雄，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王煒蘭會長， 梁
柏堅副會長， 梁詠荃秘書長， 前會長林國煌， 黃福安夫婦， 理
事們等傳統僑社大老，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劉秀美， 百
佳超市陳老闆等均到場支持。由於活動舉辦日期係母親節前一週
，除舉辦羊年敬老並慶祝母親節，現場母親們都獲得主辦單位贈
送康乃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偕李美姿副主任，齊永強副處長致詞問候耆老，祝
福壽安康，僑務中心莊雅淑主任則以粵語致詞表示僑教中心是所
有海外僑胞的家，歡迎所有傳統僑社朋友多到僑教中心喝茶聊天
舉辦活動，主辦單位準備茶點招待並安排傳統民族舞蹈、粵曲等
精彩藝文表演及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黃福安前會長現金紅
包贈送 96 歲朱大姊等三位長輩， 德州越棉寮聯誼會周滿洪理事
長， 胡錫霖元老等現金紅包贈送與會耆老，歡度佳節。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王煒蘭會長表示，2015 年 5 月 10
日是全世界同慶母親節， 在母親節前夕， 幸有多位善長仁翁資
助給我們的费用， 讓我們能邀請到具有精湛才藝表演人仕提供
精彩餘興節目， 並且準備精美點心及红包， 讓長輩們可以歡聚
一堂， 希望每一位都可以眉開眼笑， 延年益壽， 共度佳節。 這
就是我們及各位善長仁翁的共同目的， 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

康， 家庭幸福， 平安如意王煒蘭會長衷心鳴謝下列各善長仁翁
贊助敬老活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103 年國慶籌備委員會王妍
霞主委，T&Y Seafood 李明德先生夫人，Jusgo Supermarket 百佳超
市， 真善美食品， 毛志江醫生， 徐彤醫生， 周滿洪先生夫人
， 楊贊榮先生夫人， 美南銀行， 梁梓強， 王煒蘭， 張鎮琰先
生夫人，Nxcess Auto Cars， 楊桂松先生夫人， 葉宏志僑務委员
， 劉秀美僑務委员， 黎淑瑛僑務委员， 張錦娟女士，Elane
Skin Care，Angel Hair Salon， 參茸城 Houston Ginseng， 許氏人參
及 NX Media。 感謝以下所有義務工作人員， 統籌及導演王煒蘭
， 執行王妍霞， 梁詠荃， 馮馨萍， 大會司儀王妍霞， 粱詠荃
， 王煒蘭; 音響梁柏堅， 王國燦; 燈光朱江， 陳鍾培，Gary Duong Nuong; 銀幕莫德賢， 陳演彬; 髮型羅志強， 音樂效果朱思源
， 王煒蘭; 場務方海妮， 羅秀娟， 梁肖玲， 梁秀珍， 馮愛蓮，
馮馨萍， 曾清秀， 曹妙瓊， 王寶兒， 馬黛華， 馬美麗， 潘錦
蘭， 趙斯芳，Winnie An，Winnie Gaw， Ana Vuong; 秩序洪良冰
團隊，Samuel Vuong。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及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精心呈
獻「羊羊敬老獻愛心」及慶祝母親節活動， 由王妍霞， 梁詠荃
及王煒蘭擔任大會司儀， 精彩表演節目包括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首先表演舞蹈機器人， 皇家芭蕾舞學院演出舞蹈傣族舞， 中華
民國 103 年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委王妍霞獨唱台語歌[酒是舞伴
你是我性命]， 馬黛華小姐演唱粤語小曲[賣花女]， 潘桃 Cherry
表演肚皮舞[太陽之花]， 王煒蘭的母親 80 多歲梁肖玲女士與許詠
詞小姐演唱粤曲[劍合釵圆]， 最近榮獲 2 项冠軍的 Angelina Lee 獨
舞[彩帶舞]。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婦女組長胡黃玉顏女士與大

會司儀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秘書長梁詠先生粉墨登場演唱
[花田錯會]，Tina 林及中華保健中心 Karaoke 團 Howard 廖等演唱[
戲鳳]，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曹妙瓊女士演唱粤語小曲[紅
鸞喜]， 香港會館前會長陸錦棠獨唱[在我生命裡]， 德州越棉寮
華裔聯誼會副祕書長曾清秀及王敏俐演唱黃梅調[樓台會]， 胡黃
玉颜女士演唱
粤曲[織女思
凡] 後 接 受 夫
婿德州越棉寮
華裔聯誼會胡
錫霖元老獻花
， 世界廣東
同鄉會休士頓
分會王煒蘭會
長獨唱[夢裡
共醉] 後與 全
體義工及演员
上台載歌載舞
祝福與會長輩
們及母親節快
樂。

胡黃玉顏在精心呈獻羊羊敬老獻愛心上獨唱粵曲織女思
凡後接受夫婿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元老胡錫霖獻花((記
凡後接受夫婿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元老胡錫霖獻花
者黃麗珊攝))
者黃麗珊攝

Restaurant & Bar

Houston Antique Auction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
2015 年 5 月 19 日
下午 6 時
舉行拍賣會
鑒定、收購、委托拍賣
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36-2265， 832-251-6666
Trinity
Funding,
Inc..
Inc

Sall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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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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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fficer, V.P.
713-995-3210

中文專線

乾絲
冬筍
木耳

832-788-9169
832-790-8778
瑤柱海參

僅售 57.58 萬起

歡迎有志同仁加入 共創房市榮景

7001 Corporat Dr.#212(美南銀行後面) Houston TX 77036
Email: CAJtravel@yahoo.com 十年專業經驗,誠信可靠

賣房 精心打造舊房換新貌 林承靜
買房 透析市場投資高回報 Josie Lin
管房 嚴選房客安心好收租 832-618-5898
jlteam98@gmail.cm
房屋投資買賣、歡迎親臨免費諮詢

資深經紀 ★ 團隊服務

招牌北京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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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房賣房請找 王飛雪 !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Paul Lin
林濟周

Heritage

1.中國城 06 年建高檔公寓，3 房 2 衛，約 1500 呎，豪華裝修，步行中國城，有安全大門，僅售$179,000
2.糖城，Clements 高中，精裝木地板，3 房 2 浴，售價$165,000.（紅字 option pending)
3.高檔商住兩用三層商業樓，最佳投資，近中國城，共約 5000 英呎，僅售價$570,000
4.糖城，New Territory, Austin 高中，1 層全磚，4 房 2.5 浴，售價 250,000.
5.糖城 New Territory，豪華獨立房，游泳池，精裝修，木地板等，Austin 高中，售價$549,000
6.KATY，Cinco Ranch 高中,好區，2 層全磚，4 房 2.5 浴，2010 尺,僅售$189,000
7.糖城好區，一層全磚，4 房 2.5 浴，03 年建，最佳自住房，售價$229,000
8.Richmond 近 WestTollway，約 3300 尺，2 層，全磚，06 年建，售價$249,000
9.糖城 Avalon，Clement 高中，私人泳池，3 個車位，4-5 房 3.5 浴，售價$439,000
10.Katy, 2 層，06 年建，2400 尺，4 房 2.5 浴，大院，地稅低，售價$192,400

Fay Wang 王飛雪 住宅、商業、投資、承租、地產管理 好區新屋介紹 保證價格優惠
832-858-4838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六十天內買掉！

專精糖城﹑
醫學中心﹑
Katy﹑
米城﹑
Pear Land﹑
Memorial 及中國城新舊房產買賣出租

地址：10455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mwu@sterlingmccallacura.com

吳佳傑
Max Wu
832-929-7726
QQ: 987676004
Wechat: Maxw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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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 / 自住 / 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足康寧

全美銷量第一 最佳地產管理公司

Sterling McCall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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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全套快速貸款服務，保證最低利率

獨家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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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傳真：(713) 271-2288

新張大放送，把握自主創業良機！ Richard Qi

faywang2008@gmail.com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USA Champion Property Inc.

榮譽地產經紀

楊先生

地址：10600 Bellaire Blvd., #123，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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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地產投資公司

免費
咨詢

（832）630-8022

電話：

鳳城海鮮酒家

美加東、美西、黃石公園、加拿大洛磯山脈、
歐洲、夏威夷、邁阿密等（買二送一或送二）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二樓 www. josielin.com

蓮藕
油爆蝦
五香牛肉

9755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42 (@Gessner)

東坡肉

僅售 23.98 萬

3 房 2 浴,學區好, 交通方便, 2200 呎，走路到醫療中心，
挑高頂,全新裝修(全部到位,即 新裝修木地板，挑高大廳，
可遷入), 雅緻精巧, 一定喜歡.
寧靜安全，物超所值，
價位好,難得機會, 先到先得.
潛力大，投資自住皆宜。

Amber 潘

忙碌的你的最佳選擇...

Channel13 Blue Ribbo殊殊
n 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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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遊$49 免費送）

UNITED 聯 禾 地 產
醫療中心

（713）724-4884

832-643-3518 Annie Jiang

旅遊 北京、上海江南黃山千島湖、張家界、
九寨溝、雲南昆明、西安、桂林...回國順道遊

專業承接 商業住家 內外油漆
房屋翻新 加蓋 廚廁翻新
內外牆維修 地磚 理石 地毯
地板 水電維修 大小工程

各式窗簾（Blinds﹐Shades & Shutter)
代理名牌 HunterDonglas
窗戶貼膜 床上用品
布料不收費，只收工錢
只收工錢;;
免費店內布料或實報實銷 床墊 床罩 床單 枕頭

CAJ Travel 中 美 旅 遊
（服務費僅$30 元)
機票 各大航空公司機票預訂(UA/AA/CA/BR)
（國航直飛北京及其他城市 $730 起）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糖城 新上市

已有 60，000 棟製作窗簾經驗
包括 10，000 棟 50 萬元以上之高級住宅

飲茶
時間

Jack Kuo

“著名收藏家珍藏多年的
高級古董拍賣，機會難得！”

美麗裝修

1981 年成立
30 多年經驗

BEAUTY WINDOW AND REMODELING

簽證 中國探親、旅遊、商務十年多次簽證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請電：馬先生

本週精選

美麗窗簾

Tel：

NMLS #301604 www.trinfund.com

地產投資顧問
自住房學區甄選

燻魚
燻雞
海蜇

恆信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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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 董 拍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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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冷盤：

7 天特價午餐 9 元起 7 天 Happy Hour 3PM-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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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北京烤鴨 北京全聚德名廚劉建剛先生主理

韭黃蝦仁
龍蝦沙拉
樟茶鴨
百葉結燜肉
干絲冬筍
潮州豬蹄
干燒大蝦
瑤柱豆腐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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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uzii.com

●

豆瓣魚
獅子頭
瑤柱海參
蝦籽海參
土雞湯
冰糖肘子
紅燒肚膛
瑤柱獅子頭
麻婆豆腐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歡迎預訂 Party
貴賓廳可同時擺酒席十桌
喜慶宴會，小型聚餐、聚會

富士日式料理

金地產專刊內容精彩，有休士頓最新房市趨勢
剖析，對於新屋市場有興趣的您，可以透過金地產
的新屋資料庫，快速掌握預售屋、新成屋行情，如
果您對中古屋有興趣，金地產專刊也可滿足您的需
求。還有許多人關切的買屋、賣屋、租屋，或是有
意出租房子，當起包租公包租婆，金地產都有詳實
資訊，讓您清楚了解休士頓房產現況，輕鬆掌握房
市投資契機。
另外，每周日發行的美南周刊，封面也將脫胎
換骨，改以僑領為每期封面人物。縮短華人僑社間
的距離。

連續七年獲

YAO

姚餐廳

符繼麟主持

(本報訊)35 年來與休士頓僑社一起成長的美南
新聞日報，有鑑於網路新媒體的快速崛起，即日起
正式宣布集團全面進入新媒體時代。美南新聞網路
電子報現已全面改版，新的 E 電子報，影像清晰，
操作簡便，讀者輕輕鬆鬆即可上網流覽閱讀。另外
為提供美南新聞忠實讀者更實用的資訊，美南新聞
將從 5 月 11 日起，每周一發行金地產專刊，為休士
頓讀者提供最新、最即時的房地產資訊，讓您掌握
房市投資契機。
美南新聞為了與您一起走入新媒體時代，全新
改版的美南新聞 E-Newspaper 電子報，影像更清晰
，每頁都是全彩，新聞依版位分類，清清楚楚一目



執行主持王妍霞,,梁詠荃
執行主持王妍霞
梁詠荃,,王煒蘭
王煒蘭,,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前會長黃秀峰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前會長黃秀峰,,黃福



執行主持王煒蘭,,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前會長林國煌
執行主持王煒蘭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前會長林國煌,,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元老胡錫霖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元老胡錫霖,,

瞭然，方便讀者隨時隨地網上瀏覽
新聞。如果您對僑社新聞或廣告有
興趣，只要透過印表機，即可印製
留存您需要的新聞資料，美南新聞
日報還未從印刷廠送出，您已可透
過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 www.scdaily.com
看到熱騰騰的最新資訊。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表示，休
士頓經濟近年來持續蓬勃發展，已躍居為全美第四
大城，尤其是德州發現頁岩油後，休士頓更已成為
華人移民的首選城市之一，大量的外移人口蜂湧而
至休士頓，使得大休士頓地區房市一片欣欣向榮，
許多華人喜歡居住的城市如糖城、凱蒂等，房市更
是呈現供不應求的榮景。
為了使讀者洞悉休士頓房地產現況，掌握休士
頓地產的第一手資訊，美南新聞決定自下周一(5 月
11 日)起，每周一以簡體字發行 「金地產專刊┘，
取代原有的簡體字報亞美新聞。

背痛

腳跟痛

腿痛

糖尿病鞋&鞋墊&襪子
開工防滑鞋
功能健康鞋
特別舒服旅遊鞋
下梁不正 上梁歪 醫用腳弓鞋

◆經驗豐富的足科醫生潘先樣看診，
所有鞋子經過潘醫生認可。
◆潘醫生為您專業打模定制醫用鞋墊，
健康舒適生活，從腳開始！
◆不管您的腳多寬、多痛、多畸形，
都可以在足康寧買到舒服的鞋子！

地址：9896 -H1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電話：713-270-0600

駿傑貸款和保險

看美南新聞廣告
來者另有
$300 折扣

休士頓最大，品種服務最全的
ACURA 車行，新舊車買賣，
貸款，汽車維修一條龍服務。

Foot Principle

膝蓋痛

憑此廣告買鞋
可得 10%OFF

Fast Easy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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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Minnie Chen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Yvonne Chee
徐秀桃
陳敏妮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832-535-8860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hotmail.com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RMLO NMLS#1181437

通國、粵語、英語 yvonnestchee@gmail.com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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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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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搬遷新址，特價酬賓
12mm Laminate (限特定顏色）
$0.90/sf & up
邊條 Q-Round (限特定顏色）
$1.50/pc & up
邊條 T-Mold/Reducer(限特定顏色） $4.50/pc & up
邊條 Stair nosing(限特定顏色）
$6.50/pc & up
有大量馬賽克﹐石材﹐地毯及其他材料
※顏色﹑種類多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www.crownflooringtx.com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8am-5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经济舱$1453含税起, 商务舱$4623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800-882-8122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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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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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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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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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最低价有14到45天预购要求
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反應迅速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專業施工

JKS Houston 餐具公司
Restaurant Equipment & Supplies ww.jks-tx.com
展廳﹑
﹑
倉庫﹑
倉庫
﹑
現貨供應
Over 25000 sq. ft. 展廳

經銷名廠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和国航北美订票热线

售

零
批發

花崗石廚房檯面 部分花崗石樣板

實木櫥櫃

工廠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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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r
Land

59

Down
Town

8

★

Cash Rd.

90

中西式爐頭﹑
中西式爐頭
﹑
油爐﹑
油爐
﹑
焗爐﹑
焗爐﹑
扒爐﹑
扒爐
﹑
雪櫃﹑
雪櫃
﹑
冷凍庫﹑
冷凍庫
﹑
製冰機﹑
製冰機
﹑
洗滌 Sinks
Sinks﹑
﹑
中西廚具﹑
中西廚具
﹑
器皿﹑
器皿
﹑
水喉﹑
水喉
﹑ Tel: 281-403-5500
Parts﹑
Parts
﹑
工作鞋
Fax:281-403-5502
137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8mm $1.99 /呎＆up
12.3mm $2.35 /呎＆up
12.3mm $2.99 /呎＆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高仿真複合地板)

$4.99 /呎＆up

www.airchina.us

(實木複合地板)

2999

Bellaire

Wilcrest Murphy Rd.

休斯敦前往中国, 提前预订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5月20日前出票

A15

Saturday, May 9, 2015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價優品優﹑服務好

2015年夏季6月到8月出发清凉价，

2015 年 5 月 9 日

皇冠地板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星期六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32-353
832353--6900
832--877
832
877--3777

一年內付清，可享 12 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二十年安裝經驗

又福地板

買地板
送靜音地墊

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www.yulfgroup.com
Tel：281
281-501
501-8330 Or 832
832-978
978-6440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 Gessner）Houston TX 77063

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
牆、石英石櫥櫃面、櫥櫃等
裝修材料，高級瓷磚、花崗
石、複合木地板、鐵門、木
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
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花崗石

NEW

www.theyukongroup.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櫃
櫃
櫥
櫥
動
動
活
色活
白
白色
15% OFF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特價 (包工包料)

2.49 /呎
$2.99 /呎

8mm $
12mm

電話：281-499-4488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 防水地板

平方呎

帶按裝費＊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32 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軟滑軌關閉抽屜

櫥櫃 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95
$14
14..

＊

免費估價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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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9 日

美聯鐵工

Saturday, May 9, 2015

Tel: (713)771-5868

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服務快捷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
☆
☆
☆

↑
N

圍牆鐵門電子鎖
閉路監控與巡邏
國粵滬語服務佳
幸福永遠跟隨您

8

Harwin Dr.

er
ssn
Ge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頂好超市
Ranchester

華人管理順心意
位於西南城中區
購物辦事兩相宜
公車校車在門前
(1)(2)(3)房任君選

王朝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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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超市

Bellaire Blvd.
Beechnut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山水公寓集團
警方介紹本公寓是華人居住區治安紀錄最好的公寓

電 話：
713-772-6247

(832
832)) 868
868--1090

營
自
人
華
省﹐
in

S.

Ma

六天營業

610
in
a
M ●中國教會
S.
Holmes

本店

＊含沙發﹑
雙人座﹑
咖啡桌﹑
茶几（2）﹑
檯燈（2）

電話﹕ 713-723-9116

律

Alfred Valdez
律 師

師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B-1 跳過 L-1EB-1C 綠卡批准

03/04/14
12/16/14
11/18/14
11/04/14
10/04/14
10/04/14
09/11/13
09/05/13
08/23/13
08/12/13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華東政法學院碩士

Manal Tellawi
律 師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傑出商業人才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另一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移 民 ◇特殊人才綠卡申請

◇B-1 / B-2延長及轉身份
◇H / L / E簽證及綠卡申請

婚 姻 ◇各類離婚、監護案件
家 庭 ◇遺囑信托及財務安排

◇婚姻財產協議及訴訟
◇小孩哺育費追索償還

喬遷新址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

車禍及醫事法律部
特別介紹部門主任：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臺灣律師執照，畢業於陽明醫學
院，24 年的資深內科與家庭醫師資曆，臺灣及中國醫師執照。臺灣明德醫院副院長，
前臺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醫事法權威。臺灣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以及法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
歡迎臺灣醫事法權威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加入本所為廣大僑民服務。
黃醫師在臺灣有超過 2，000 件董事法代理案件的經驗與記錄。將以他專業的醫療
及法律眼光，協助本所律師辦理及辦認傷害與責任，為客戶尋求最高的賠償。辦理
案件包括：

☆車禍﹐工傷﹐人身傷害﹐醫療疏失﹐用藥錯誤
☆藥物以及醫療用品產品責任追償
☆醫療研究與專業的國家利益豁免（NIW)與傑出人才的申請

移民辯護及其他
☆政治避難面談﹐上庭﹐移民法庭辯護﹐遞解程序
☆移民上訴﹐交保釋放﹐案件重開﹐翻案申請
☆212﹐601 及各種境內﹐境外﹐及法庭豁免申請
☆移民犯罪﹐非法居留﹐取消遞解出境
☆17 年經驗﹐數百成功案件

張哲瑞

Tel: (713) 339-4200
Fax:(713) 339-4299

網址: linlawfirmusa.com; 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跨國公司成立﹐併購﹐調查﹐文件審閱
☆L-1 跨國公司經理及專業人才身份證及綠卡
☆投資移民（直投及區域中心）規劃及申請
☆EB-5 審慎評估﹐風險調查﹐投資審查
☆E-2 投資簽證（臺灣﹑加拿大﹑新加坡適用）
☆H-1B 工作簽證﹐PERM 勞工證申請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三十年商業訴訟經驗
德州及最高法院執照

* **Licensed to Practice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07/19/13
07/01/13
05/23/13
05/20/13
04/22/13
03/29/13
02/13/13
12/10/12
12/03/12

D. Showalter
(of Counsel)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LIN & VALDEZ L.L.P

Andrew Whang
律 師
(of Counsel)

肖沃特 律師**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09/09/14
09/04/14
08/22/14
08/06/14
07/30/14
07/16/14
06/09/14
05/27/14
05/21/14
03/28/14

徐建勛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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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豪
林志豪

E-Mail:shu_xj@msn.com http://www.jamesxu.com

◇投資移民EB-5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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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
華、台、
英語︶

6

59

8

Hiram Clarke

$29
$289
$259
$19
$159

Fon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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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商 務 ◇商務合同、生意買賣 ◇民事糾紛、出庭辦案
訴 訟 ◇商標版權、專利申請 ◇勞資糾紛、雇用歧視

2 萬呎展示中心

貨真價(華﹑台﹑英語)

床墊廉售高達 71%off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國際律師事務所

遺產規劃與信托

家庭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收養﹐監護﹐改名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兒童撫養費
☆生前信托﹐成人監護權申請
Licensed to practice in all Texas Cousts. Not Certified by TX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聯合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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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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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加州執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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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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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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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morado

汪亞洲

Kristin Whitaker

Jung Wook Choi

紐約州執照律師
俄亥俄州執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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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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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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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戰結束70
歐戰結束
70年
年 美舉行紀念儀式
【綜合報道】二次世界大戰歐戰結束 70 週
年，美國民間團體在華府二戰紀念碑前舉行盛
大儀式，悼念全球千萬死難者與為和平及自由
捐軀的軍人。
數十位美國二戰老兵，身著軍服，坐在輪
椅上，出席由美國民間團體 「國家二戰國家紀
念碑之友」，在華府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
二戰紀念碑舉行的活動，多位曾參與同盟國歐
陸戰役的多國駐美使節也共同出席。
曾參與歐戰的美國老兵親臨現場，相對於
俄羅斯與中國大陸以擴大舉行官方閱兵儀式，
紀念二戰結束 70 週年，美國的紀念活動多由退
伍軍人團體組織發起。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萊斯（Susan Rice）致詞
表示，70 年後世界和平繁榮，民主的種子成長
茁壯，美國與歐洲並肩，國際組織擘劃和平發
展，這些基本原則延續，聯結盟友，人類在世

請洽市場經理：陳大任（Daniel Chan）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公司成立、合伙協議 ◇商業訴訟、跨國追索

美國第一名牌 ASHLEY 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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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

傢俱公司
徐建勛
Nelson & Jean Corp.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二件式
七件式
五件式
五件式
三件式
三件式

電子監控與巡邏
交通辦事很容易

月 同
一個十三個月合 總公司：5850 PARKFRONT DR. HOUSOTN,TX 77036

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真能省

本地共有十六個不同地區的公寓
就在華人中心半哩內有三個公寓

華人服務合心意
安全居住兩相宜

免費

要聞速讀 2

A14

上無分男女，得以避免恐懼，同享自由。
美國在二戰傷亡達百萬人，二戰世代歷經
大蕭條、戰爭與重建，典型雖已遠去，但被稱
為 「最好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
。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對全美的每週演說表示
，他們結束戰爭，奠下和平基礎，是拯救世界
的世代。他們換上軍服，再接受高等教育，成
家立業，生兒育女，建立全球中產階級。
美國國家二戰紀念碑於柯林頓政府時期進
行募款，小布希政府上任後開始興建，碑址含
括 56 根紀念美國各州投入戰役勝利，2004 年 4
月完工對外開放。
紀念活動吸引大批美國民眾與遊客參與，
儀式結束後，舉行 「紀念二戰勝利飛越首都」
活動，多架二戰期間服役的美國戰鬥機、轟炸
機與運輸機飛越廣場，吸引飛機迷駐足。

（路透社
路透社）
）

加拿大4月份流失2萬份工作

（綜合報導）加拿大統計署今天公布，加拿大 4
月份流失了 1 萬 9700 份工作，不過經濟專家認為，整
體而言，今年第 2 季國內經濟仍然看好。3 月份加拿
大增加了 2 萬 8700 份工作。
加 拿 大 皇 家 銀 行 助 理 經 濟 學 家 戴 甲 丹 （Dawn
Desjardins）表示，4 月份全國失業率已連續 3 個月保
持在 6.8%，同時工資成長速度加快，全職工作亦有增
長。
在 3 至 4 月間，加拿大增加了 4 萬 6900 份全職工
作，流失 6 萬 6500 份兼職工作。
由於油價下跌，加拿大中央銀行總裁波洛茲
（Stephen Poloz）曾將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修正為
零，他希望第 2 季能出現反彈。
戴甲丹指出，稍早公布的一些經濟數據令人對未
來數月的經濟仍然樂觀，如汽車及房屋銷售均有成長

美國國會團訪港 了解政改問題

。此外，今年頭 4 個月，加拿大已創造了 4 萬份新工
作。
戴甲丹表示，上述的經濟數據雖不亮麗，但亦不
會引起人們恐慌。戴甲丹認為，第 2 季經濟出現反彈
幾乎可以說是已確定之事。
4 月份加拿大工作流失，部分原因為美國零售商
達吉特（Target）結束加拿大營業，大批員工被裁。
數據顯示，4 月份僅零售批發一類，即流失 2 萬 500 份
工作。建築業流失 2 萬 8400 份工作。
蒙特婁銀行主任經濟學家波特（Douglas Porter）
表示，除零售批發及建築業外，其他行業表現的都還
不錯。
4 月份加拿大年輕人失業率仍高，從 3 月份的
13%上升至 13.6%。數據顯示，4 月份 15 至 24 歲年輕
人的工作減少了 1 萬 3200 份。

Craigslist網站賣車 大學生慘遭殺害

（綜合報導）密蘇里州的警方 6 日表示，一個大學生通過
Craigslist 網站出售自己的車，沒想到交易的時候被 「買主」——
一個 24 歲的男子殺害，死於非命。
據 CNN 報導，克拉克（Taylor Clark）是一名 19 歲的南伊利
諾大學工程系二年級學生，他生前最后一次露面是周一跟女友在
一起。
周二噩耗傳來，克拉克的屍體和車在聖路易斯郊區 Hazelwood 的卡車駕駛員培訓中心被發現。
佛洛裏森特（Florissant）警察局的警官費根（Tim Fagan）周
三表示，嫌犯戈登（Michael Gordon）已經被捕，他是卡車駕駛
員培訓中心的一名員工。
費根，克拉克想要轉賣自己的汽車並在 Craigslist 上列出了銷
全

·安

速

·快

捷

個人商務信貸
助您一臂之力

便 基於月收入貸款，不動產貸款，客
·
帳融通貸款，硬錢貸款，風險資本，
以及更多...
·48 小時內即可批準

售信息。戈登作為 「買家」跟他聯繫后，兩人商定好在戈登的午
休時間見面併進行試駕。
他們在停車場遇到后不久，戈登忽然出擊，一槍把克拉克殺
死。
密州佛洛裏森特市警長費根 6 日晚上在記者會表示，24 歲的
戈登 5 日被捕，目前羈押於聖路易縣監獄，保釋金定為 100 萬元
。戈登並被控一級謀殺和持械犯罪罪名。
克拉克在被害前，剛剛完成了期末考試，並且已經付了下學
期的全額學費。費根?： 「這是一個要去上大學的年輕人， 他是
一個好人和守法的公民，卻死於非命。」
聖查理縣法院 5 日聽證的另一案件，則是 2012 年一名 23 歲
男子透過 「Craigslist」網站，與一名 45 歲男子會面后，意圖行搶

公司：832
832-482
482-4626

精英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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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熱線：
(832)335-3207

Email:perryhu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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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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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

1.
2.
3.
PERRY HU 胡中平 4.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Ray Ma 馬銳 broker

rma@thebelmontfg.com

手机：312
312-560
560-7798

抓住買房最佳時機 該出手時就出手
1. 福遍米蘇里市高尚社區全新豪宅﹐二層五房四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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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握手

永遠是朋友!

5300 呎﹐寬敞明亮高級裝修﹐附有挑高屋頂加旋梯﹐正式餐
廳﹐高檔櫥櫃超大花崗岩操作台﹐樓下有兩個臥室﹐大遊戲
間﹐二樓有陽台﹐屋前有綠色小島﹐社區大樹濃郁空氣清新﹐
學校佳﹒社區有高爾夫球場﹑網球場﹑游泳池﹑健身房﹒生
活方便據中國城 30 分鐘的車程﹒售價$599,990﹒

2. 福遍密蘇里高尚社區全新豪宅﹐二層 4310 呎四房 3.5
浴﹐水泥外牆豪華氣派﹐高屋頂美麗旋梯﹐超大遊戲間加電
影房﹐主人房橢圓窗戶﹐大更衣室﹒不銹鋼電器﹐廚房島式
操作台﹒房子位處天然氧吧﹐走路可到湖邊﹒好學區﹐離超
市 5 分鐘車程﹒售價$624,900.

3. 近六號和十號公路一層 2617 呎出租房﹐社區安靜有湖﹒
四房兩浴﹐設計合理﹐廚房花崗岩檯面﹐不銹鋼電器﹒主人
房寬敞﹐按摩浴缸大更衣室﹒租金﹕$1850/月﹒

RE』

MOO
NE『

O

門﹐鬧中取靜交通方便﹐非常適合各種小生意業主﹐一樓可
做辦公服務門面﹐二樓可住人節省費用一舉兩得﹗每月僅
租$2200, 有意請電 832-600-1429﹐或 832-298-6897.

華裔地產經紀人/郭楓 手機﹕832-768-6800

Moore Team

D!
L
O
S
68

51
2071
8
2
卡車

4. 中國城商住兩用房出租﹐位置佳約 2150 呎﹐後門有捲閘

詳細情況請洽 Bill
E-Mail:phoebe@onemooresold.com
www.onemooresold.com www.8327686800.com

選民可於 2017 年歷史性地第一次以一人
一票普選下任行政長官。
代表團也會晤了泛民主派和建制派
的立法會議員，商業電台引述參與會面
的工黨李卓人說，代表團關注泛民反對
政改方案的原因，並對 「占中」運動表
示敬佩。
屬於泛民陣營的李卓人向代表團說
，泛民不接受有篩選的選舉制度，不希
望未來行政長官取得 「假授權」， 「挾
持民意傷害香港」。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泛民議員
轉述，美國國會議員在會談中，也認同
現在的政改方案不公平。但親北京的建
制派議員則稱，美國國會議員在與他們
會面時，希望政改方案通過，因為 「有
好過無」。

時刺死對方，該凶嫌被判終身監禁。
在聽證的同一天，伊州麗景高地市（Fairview Heights）警局
在其停車場成立了一個 「安全交易區」，該地點裝設有監視攝
影機，俾讓民?能安全地與陌生人進行網路交易。
這個案子是最新的一系列跟 Craigslist 有關的襲擊事件之一，
科羅拉多州的一名 26 歲孕婦，同樣才因在 Craigslist 向一女子買嬰
兒衣服，結果到賣家家中交易時，竟被襲擊，遭對方剖腹取嬰，
后來受害女子經搶救后脫離危險，但被強行剖腹的嬰兒卻不治。
今年一月喬治亞州一個人謊稱賣車，卻將一對買車的老年夫
婦殺死。

美南科技大樓

·貸款金額從$2500 到$10Million
·不需要信用分數
網址：www.thebelmontfg.com

（綜合報導）由美國國會議員邵建
隆（Matt Salmon），率領的美國國會代
表團正在香港訪問，就政改等問題與香
港各方交換意見。
香港當局公布，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天下午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與代表團會晤
，梁振英表示，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
享有優勢，能夠在連結美國與中國大陸
和亞洲市場中擔當 「超級聯繫人」角色
。
梁振英與代表團也就香港的政制發
展交換意見。
梁振英重申，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
的有關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是嚴格按
照基本法和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的決定。
他說，特區政府會積極爭取市民和
立法會議員支持，讓全港 500 萬合資格

費搬家

提供免

費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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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選 憤怒選民嚴懲失信政客
（綜合報導）英國 2015 年大選竟以如
此戲劇化的方式落幕，大出倫敦政治觀察家
所料。這此選舉不僅彰顯憤怒的選民對失信
政客的懲罰，更改變了英國的政治版圖。
這是英國過去 20 年來最令人吃驚的大
選。保守黨魁首卡麥隆和蘇格蘭民族黨
（SNP）黨魁斯特金，當然是最大贏家。但
未來，卡麥隆和主張蘇獨的 SNP 將如何協
商合作，維持大英聯合王國的統一和英國政
局穩定，將是個大考驗。這也是為什麼卡麥
隆在確定連任後，再三重申 「一個英國、一
個政府」的主因。無論卡麥隆未來將如何在

英國下議院中合縱連橫，SNP 都將是他所領
導的政府須面對的最大險關。
工黨和自民黨的慘敗，說明了積壓在選
民心中的長期不滿。工黨口口聲聲說要還政
於 「工人階級」，但在大選中卻迴避移民和
勞工問題不談，這也就難怪蘇格蘭和北英格
蘭的傳統工黨支持者，憤而轉向支持 SNP
和反外來移民的英國獨立黨（UKIP）。自
民黨則因為在前次大選保證不漲大學學費，
取得聯合執政權後，卻把不住這項承諾，信
用完全破產，在這次選舉遭到徹底唾棄。
保守黨在選戰最後成功的打出兩張王牌

，一是完成首任執政時的經濟改革，讓英國
經濟走向復甦；二是清楚表明，一定會在
2017 年前舉行歐盟公投，讓英國人民有機
會自己選擇留下或離開歐盟。
這兩項承諾打動了許多選民的心，尤其
是穩定經濟。但是，經濟穩定需以政治安定
為基礎，卡麥隆領導的英國新政府是否可在
其政治宿敵工黨未來方向不明，政治盟友自
民黨遭到徹底擊垮，而 SNP 興起與小黨環
伺的新情勢下，維持政局安穩和統一的聯合
王國，則尚待觀察。

歐巴馬參觀耐吉 倡導環太平洋貿易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上午參訪位於波特蘭郊區比
佛頓（Beaverton）的運動品牌耐吉（Nike）企業總部。他在演說中
強調，環太平洋貿易的推動，將有利於美國勞工。
歐巴馬搭乘空軍一號抵達波特蘭，晚間出席民主黨支持者的募
款餐會。8 日上午，歐巴馬參訪耐吉企業總部並發表演說。他表示
，環太平洋貿易的推動，將有利於美國勞工。
歐巴馬也談到，美國應該為全球商業訂定規範， 「如果我們不

以出廠價批發 281
281--753
753--3881
以批發價零售 腰 參， 豬 婆 參，龍

全場海參
威斯康辛州 尾 參，速 凍 澳 洲 青
$
起/磅 正宗野生花旗參 邊鮑，黃油鮑，各種
魚 肚（花 膠），哈 爾
假一賠十
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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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貨上市 物美價廉 濱特產“風幹腸”
9403 Bellaire Blvd., #59, Houston,
TX 77036（金城銀行右側）

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417-4540

後為 1363 億美元，比俄羅斯的 763 億美元高出接近 1 倍，更是台
灣 103 億美元的逾 13 倍。
報告警示，中國尋求軍事現代化，有降低美軍核心科技優勢
的潛力，而中國投資在自身的軍事力量是為了當區域 「有衝突或
危機時、擊垮對手，並對抗包括美國在內的第三方介入」。
報告提醒，在過去一年中，中國領導人為周邊海域的主權伸
張問題，會不惜展現加劇區域局勢緊張的態度。
報告以特別主題講述北京當局在南海大規模造礁開墾的情況
，到 2014 年年底，中國在南海造島的面積已擴大為 500 英畝，並

★好睡床

159

209

249

309

★經濟硬床

189

229

269

370

羅葦園 牧師 REV. WAYNE LO
(713) 461-9868, (281) 796-6388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主日聚會時間：
上午 9：30 中、英文主日學
上午 10：30 中英文崇拜，兒童主日學
中午 12：00 午餐交誼
下午 1：00 英文 ESL 班
晚上 6：30 家庭小組聚會

I-10

★

中國城

二十餘年經驗為您做：

★商務諮詢
★貸款申請
★帳務處理
★財務計劃

★公司成立
★執照申請
★稅務申報
★退休計劃

★制度建立
★酒牌領取
★稅局查帳
★遺產計劃

10310 Westpark Drive, Houston,TX 77042 tax@wangcpa.com

百利大道

May H Chiu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Jumbo Loan Cash Out
FHA/VA

不查收入

其他服務項目﹕
公證﹑
公司轉讓﹑
交通安全講課

鑫匯地產 請上網查詢
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
www.har.com/amyshaorealty
+管理
管理+
+貸款

Houselink Service, L.L.C.

貸款﹕
地產
精選

˙糖城 2600 呎 Climents High﹑小學﹑初中頂尖學區靚宅﹐4/2.5/2.全新廚房﹐全新衛浴裝修﹐木地板﹐帶泳池廣闊綠地景觀﹐近圖書館﹑郵局,
First Colony Mall,6 號及 59 號公路﹐極其方便﹐月底上市﹐$36.8 萬﹐同款同區﹐$38.8 萬過戶﹒
˙Missouri City﹐2005 年建﹐3/2.5/2﹐2300 呎﹐全新裝修﹐大理石臺面﹐木地板﹐近 90 及第五大道﹐便利於醫療中心工作人士和休大學生﹐
全區低價﹐僅$18.6 萬,可租$1600-$1700 每月﹒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 Riverstone﹐好學區﹐2600 呎﹐$28 萬﹐$1900 月租﹐帶好房客轉讓﹒
˙59 及 8 號公路﹐二室一廳﹐1100sft Condo﹐轉讓僅$2.3 萬﹐長租客$650 月﹐好投資﹒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 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 99 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 起至$1200
◆Katy on Mason Rd. 租$1500，1500 呎交通繁忙地段 Office Condo 租，內有多間辦公室、大廳，適用於辦公室生意

Annie To
註冊代表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72(位於 Bellaire 與 Wilcrest﹐
Kimson Bellaire 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美南房地產

住宅
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 Newmark 的樣品房約 3100 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 車庫﹐4/2﹑5/2 售$299,900

Amy Shao 832-878-8988 713-931-8601(O)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
一般低於市價 30%-50%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 10:00AM-4:00PM

1.糖城 Clements 高中 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 2200 呎﹒售$239,900

3.糖城 TelFair 2006 年建﹐約 2900 呎 4/2,5/2 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專精糖城附近新屋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營業時間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 100%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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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l: 281
281--933
933--0002 Fax: 281
281--933
933--9898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信用分數 580 以上

NMLS ID 496371

工廠直銷、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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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Hard Loan

4.醫學中心﹐2 房 2 衛 Condo. Bellaire 高中﹒GATED,24 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 Clement 高中﹐3/2.5/2 臨湖 TownHome 月租$2480.
6.糖城 Clement 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的通信系统实现现代化，
取代过时的模拟电话系统，
提供固定带宽的交换与一体化保密 / 非保
机载执行电话似乎是 Telecore 公司首先开发的，该公司还曾为美国国防红色交换网络
（DRSN）生产 IST-2 电话。国防红色交换网络也是一种独立装置，
可以用于接打保密和非保密
电话。或许是 Telecore 公司将机载执行电话卖给 L-3 通信公司。

KATY, 旺鋪出售﹐位於 FRY RD & $I-10 公路﹒室內有 2 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 Virtual Tour 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 Super Agent ＊＊

空军一号上旧电话
最初，整个空军一号上只安装有两部电话，由支架和所谓的旧式 G-style 听筒组成，一
部是白色，
另一部是米黄色。白色听筒可接打非保密电话，
米黄色的则接打保密电话。这些电
话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总统期间开始安装到空军一号上的。

保密与非保密电话
正如 L-3 通信公司广告中所示，保密电话通过红色指示灯显示，非保密电话则显示绿色
指示灯。这两种指示灯都被安装在话筒背面，
当接打非保密电话时，
绿灯会亮。而当接打保密电
话时，
红灯会亮起，
意味着电话被高度加密。

在 2007 年到 2008 年间新的执行语音 IP 安全电话网络安装后，使用这种网络的思科
7975G 统一 IP 电话也安装到空军一号上，
白宫与大多数高级政策制定者可保持联系。现在，
这些不同的电话都已经被机载执行电话取代，
后者可连接到普通和高度安全保密电话网络。

綜合經濟

2014 年全國農民工總量近 2.74 億

增速連續四年回落

七天營業

所有保險項目﹕
汽車﹑
船類﹑
房屋﹑
商業﹑
健康﹑
人壽﹑
共同基金﹑
各類年金﹑
退休金﹑
IRA

Construction Loan Conventional Loan

2009 年，
L-3 通信公司获得在空军一号（波音 VC-25 飞机）上安装新电话设备的合同，价
值 8100 万美元。这份合同包括安装机载信息管理系统的软件和硬件设备，这将让空军一号上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物美價廉。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TOP
TOP ONE
ONE MORTGAGE
MORTGAGE
www.toponemortgage.com
邱黃美嘉

开发与安装

二十多年老店

10:30am-7:00pm

AP 保險及稅務

專精

群智貸款

Tel: (713)772-9600 Fax: (713)773-9600

n S

★床墊世界
6121Hillcroft

Bellaire Blvd

歡迎您來參加聚會

王子先會計師事務所

US

59

线、安全的视频会议以及可控的无线连接。这套系统只需通过一名话务员即可有效操控。

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lfto

Gu

以避免它们被放在桌子上时滑倒。

木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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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现有的模拟电话、
数字广播、
对讲机系统，打造以 IP 为基础的体系结构，
从而提供可靠的连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Hillcr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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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RESS WORLD

公司：832
832-482
482-4626

Wirt Rd

Philip Tsang
Broker

心策劃、實施了此次襲擊事件，並為襲擊提供資金支持。一周後
，安西還呼籲在美英加等國發動“獨狼”式襲擊，因為此類襲擊
“更好，傷害大”。
據《紐約時報》報導，安西 1975 年生於也門塔伊茲，1995
年參加波黑戰爭，後來從巴基斯坦前往阿富汗，加入“基地”組
織。阿富汗戰爭後回到也門，2011 年加入'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
分支。
據悉，美國是唯一在飽受戰爭蹂躪的也門展開無人機行動的
國家，但五角大樓拒絕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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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78-0110

GSIMS 是一种基于 IP 系统的安全机载通信系统，具有模块化、可升级、可扩展等优势。它整

颜色相配。而飞机上其他地方安置的电话都是标准的灰色。在会议室中，
这些电话还有橡胶垫，

密视频电话会议功能，
安装无缝乘客信息界面等。

139

Bingle Rd

臧永慶

設置 5 個開墾點，其中有一座是機場的相關設施。
在這同一特別主題中也提到，據報導，台灣投資 1 億美元，
在太平島機場旁擴建碼頭，以供 3000 噸級的海軍巡防艦及海警
巡防隊伍停靠。
報告還提醒，中國正大舉提升飛彈的攻擊和防禦能力，以阻
止美軍介入南海和東海的潛在軍事衝突。
美中雙方軍事交流近年逐漸頻繁，但五角大廈依法須向國會
提交報告，而大陸年年則都以這是 「渲染中國威脅論」反批。

109

1055 Bingle Rd.
Houston, TX 77055

机载执行电话只是 L-3 通信公司全球安全信息管理系统 (GSIMS) 的一个组成部分。

和听筒组成。空军一号上奥巴马的办公室和会议室都有电话，
分别为棕色和金色，以与木质皮衣

（路透社
路透社）
）

85

救恩堂

全球安全信息管理系统

L-3 通信公司为 GSIMS 系统做广告时宣称，GSIMS 是 VIP 客户和国家首脑座驾上最先

經濟床

GRACE CHAPEL

境中的终端用户提供可靠的连线，
增强协同工作能力以及安全性。

岁，有多种不同型号，有的甚至与
“钢铁侠”
套装很像的材料建造。

进的安全通信系统，
其有线听筒看起来像无线听筒一样酷。

類 別

手机：312
312-560
560-7798

级（Multiple Independent Levels of Security）的数字语音和网络数据存取功能。这为行政办公环

备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
直到 2012 年 8 月份才更换新式电话。这些新设备 8 月份将满 2 周
通过许多奥巴马在空军一号上打电话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新的电话系统由定制的支架

床墊世界
TWIN / 件

空军一号上新安装的电话都是机载执行电话，由 L-3 通信公司(L-3 Communications)制
造。L-3 通信公司是军事承包商，
还生产 STE 保密电话，
被美军和美国政府广泛采用。
机载执行电话能够通过一个听筒拨打保密和非保密电话，还具有提供多重独立安全等

但从各种意义上来说，
最能代表顶级电信的地方就是空军一号。美国总统座驾上的电话设

你的信用分數
Ray Ma 馬 銳
專業團隊，歡迎來電，免費咨詢，方便快速

Campbell Rd

代辦房地產貸款

注意上面的电话设备？

為世界貿易訂定規則的話，猜猜看會怎樣？中國大陸將會。」他說
，屆時大陸擬定的規則，將會讓大陸勞工及企業獲得優勢。」
耐吉表示，歐巴馬推動的環太平洋貿易協定，若在國會支持下
得以實現，耐吉與製造業伙伴未來 10 年可望在美國國內創造出共
計 1 萬個工作機會。
結束在波特蘭的短暫訪問後，歐巴馬 8 日中午已搭乘空軍一號
前往下一站南達科他州。

不良信用分數
信用記錄差
沒有信用分數
我們幫你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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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过钢铁侠！
揭秘
“空军一号”
的电话系统

统座驾，
但其依然是个充满神秘的地方。虽然白宫照片中偶然会露出空军一号的边边角角，
但谁

（綜合報導）“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 7 日在推特上宣
監視恐怖組織網上活動的網站“美國監控伊斯蘭主義網站中
布，該組織高級頭目納賽爾·安西在美國對也門發動的無人機攻 心”稱，華盛頓認為安西是“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在也門
擊中死亡，一同被炸死的還有他的長子和其他武裝人員。安西曾 北部的指揮官，曾在網絡視頻中多次露面。今年 1 月法國《查理
宣布對襲擊法國《查理周刊》事件負責。
周刊》遭恐怖襲擊後，安西宣稱“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精

工廠直銷 代辦郵寄

2015 年 5 月 9 日

机载执行电话

基地組織高官被美無人機炸死曾策劃襲擊查理周刊

海參國際 832
832--655
655--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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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综合报道，尽管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在大片《空军一号》中极力展示美国总

陸國防力量 五角大廈報告示警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今天公布有關 「中國軍力與安全」
的報告警示，中國投資在自身的國防力量，是用以在區域衝突或
危機時、擊敗對方，甚至對抗包括美國在內的第三方介入。
五角大廈依規定向國會提交了這份近百頁的年度報告，詳述
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以及去年的軍力發展。
報告共分 6 章節及 3 項特別主題，在第 5 章專門講述有關台
灣海峽兩岸間的軍事狀況；3 項特別主題則為中國太空的能力提
升、中國發展與測試中的飛彈防禦系統及南海造島建礁的屯墾。
根據五角大廈估算，中國 2014 年軍費開支依通貨膨脹調整

科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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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佈《2014 年全國
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
告稱，2014 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 27395 萬人，同比
增長 1.9%，農民工總量繼續增加，但自 2010 年以
來農民工總量增速卻出現持續回落。同時，40 歲以
下農民工所佔比重繼續下降，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
民工收入增長較快。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每人
平 均 月 收 入 2966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273 元 ， 增 長
10.2%。
根據抽樣調查結果，2014 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
27395 萬人，比上年增加 501 萬人，增長 1.9%。其
中 ， 外 出 農 民 工 16821 萬 人 ， 比 上 年 增 加 211 萬
人 ， 增長 1.3%；本地農民工 10574 萬人，增加 290
萬人，增長 2.8%。
但是，從增速來看，報告顯示自 2010 年以來農
民工總量增速持續回落。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和 2014 年農民工總量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 1.0、
0.5、1.5 和 0.5 個百分點。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和 2014 年 外 出 農 民 工 人 數 增 速 分 別 比 上 年 回 落
2.1、0.4、1.3 和 0.4 個百分點。近三年本地農民工
人數增速也在逐年回落，但增長速度快於外出農民
工增長速度。
同時，報告指出，2014 年西部地區農民工數量
增長快於其他地區。按輸出地分，東部地區農民工
10664 萬人，比上年增加 210 萬人，增長 2.0%，東
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 38.9%；中部地區農
民工 9446 萬人，比上年增加 111 萬人，增長 1.2%，
中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 34.5%；西部地區
農 民 工 7285 萬 人 ， 比 上 年 增 加 180 萬 人 ， 增 長
2.5%，西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 26.6%。西
部地區農民工增長速度分別比東部、中部地區高出
0.5 和 1.3 個百分點。
報告還分析了近年我國農民工的基本特徵：第
一，六成以上為男性農民工。在全部農民工中，男
性佔 67.0%，女性佔 33.0%。其中，外出農民工中男
性佔 69.0%，女性佔 31.0%；本地農民工中男性佔
65.1%，女性佔 34.9%。
第二，年輕農民工比重逐年下降。分年齡段
看 ， 農 民 工 以 青 壯 年 為 主 ， 16-20 歲 佔 3.5% ，
21-30 歲 佔 30.2% ， 31-40 歲 佔 22.8% ， 41-50 歲 佔

26.4% ， 50 歲 以 上 的 農 民 工
佔 17.1% 。 調 查 資 料 顯 示 ，
40 歲 以下農民工所佔比重繼
續下降，由 2010 年的 65.9%下
降到 2014 年的 56.5%，農民工
平 均 年 齡 也 由 35.5 歲 上 升 到
38.3 歲。
第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高中及以
上農民工佔 23.8%，比上年提高 1 個百分點。其中，
外出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佔 26%，比上年提高
1.6 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高中及以上的佔 21.4%，
比上年提高 0.3 個百分點。
第四，接受技能培訓的比例提高。接受過技
能培訓的農民工佔 34.8%，比上年提高 2.1 個百分
點。其中，接受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佔 32%，
比上年提高 1.1 個百分點；接受過農業技能培訓的
佔 9.5%，比上年提高 0.2 個百分點；農業和非農業
職業技能培訓都參加過的佔 6.8%，比上年提高 0.4
個百分點。
值得關注的是，各行業農民工收入均保持
增長。農民工每人平均月收入 2864 元，比上年增
加 255 元，增長 9.8%。分行業看，各行業農民工
每人平均月收入均保持增長，增長較快的是製造
業、建築業與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同
時，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收入增長較快。在
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每人平均月收入 2966 元，
比上年增加 273 元，增長 10.2%；在中部地區務工
的農民工每人平 均 月 收 入 2761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227 元 ， 增 長 9% ；在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每人
平 均 月 收 入 2797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246 元 ， 增 長
9.6%。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每人平均月收入
增速分別比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高 1.2 和
0.6 個百分點。
針對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問題，報告也作出
了分析。第一，超時勞動和簽訂勞動合同情況
變 化 不 明 顯 。 外 出 農 民 工 年 從 業 時 間 平 均 為 10
個 月 ， 月 從 業 時 間 平 均 為 25.3 天 ， 日 從 業 時 間
平均為 8.8 個小時，較上年變化不大。日從業時
間超過 8 小時的農民工佔 40.8%，較上年略有下
降 ， 但 周 從 業 時 間 超 過 44 小 時 的 農 民 工 佔
85.4% ，比上年提高 0.7 個百分點。2014 年與僱主
或 單 位 簽 訂 了 勞 動 合 同 的 農 民 工 比 重 為 38% ，
與上年基本一致。
第二，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重有所下降。
被 拖 欠 工 資 的 農 民 工 所 佔 比 重 為 0.8% ， 比 上
年 下 降 0.2 個 百 分 點 。 分 地 區 看 ， 在 東 部 地 區
務 工 的 農 民 工 被 拖 欠 工 資 的 比 重 為 0.5% ， 比

上 年 下 降 0.3 個 百 分 點 ， 其 中 東 部 地 區 本 地 農
民 工 被 拖 欠 工 資 比 重 下 降 0.7 個 百 分 點 ； 在 中
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比重為
1.2% ， 與 上 年 持 平 ； 在 西 部 地 區 務 工 的 農 民 工
被 拖 欠 工 資 的 比 重 為 1.1% ， 比 上 年 下 降 0.1 個
百分點。
第三，工資拖欠額上升較多。2014 年，被拖欠
工資的農民工每人平均被拖欠工資為 9511 元，比上
年增加 1392 元，增長 17.1%。其中，被拖欠工資的
外出農民工每人平均被拖欠 10613 元，比上年增加
1529 元，增長 16.8%；被拖欠工資的本地農民工每
人平均被拖欠 8148 元，比上年增加 1050 元，增長
14.8%。
第四，參加“五險一金”的農民工比例提
高 。農民工 “五險一金”的參保率分別為：工
傷 保 險 26.2% 、 醫 療 保 險 17.6% 、 養 老 保 險
16.7% 、失業保險 10.5%、生育保險 7.8%、住房公
積 金 5.5% ， 比 上 年 分 別 提 高 1.2 、 0.5 、 0.5 、
0.7 、 0.6 和 0.5 個 百 分 點 。外出農民工和本地農
民工“五險一金”的參保率均有提高。外出農民

工在工傷、醫療、住房公積金方面的參保率高於
本地農民工，在養老、失業和生育方面的參保率
低於本地農民工。
第五，東部地區參保率最好，中西部地區參保
率提高較快。分區域看，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
“五險一金”參保率分別為：工傷保險 29.8%、醫
療保險 20.4%、養老保險 20.0%、失業保險 12.4%、
生育保險 9.1%、住房公積金 6.0%，均好于中西部
地區。但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五險一金”
的參保率提高較快。
第六，製造業參保率最高，建築業參保
率 最 低 。 分行業看，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幾個
行業中，製造業農民工“五險一金”參保率分
別 為 ： 工 傷 保 險 34.2% 、 醫 療 保 險 22.1% 、 養 老
保險 21.4%、失 業 保 險 13.1% 、 生 育 保 險 9.3% 、
住 房 公 積 金 5.3% ，分別是參保率最低的建築業
農 民 工 的 ： 工 傷 保 險 2.3 倍 、 醫 療 保 險 4.1 倍 、
養老保險 5.5 倍、失業保險6.2倍、生育保險7.9倍、
住房公積金 5.9 倍， 從 事 不 同 行 業 農 民 工 參 保 率
差距明顯。

北京豪宅市場現井噴
超 5000 萬豪宅今年成交 104 套
綜合報導 北 京 豪 宅 市 場
出現井噴，中原地產市場研
究部昨日發佈統計數據，截
至 日 前 ， 北 京 成 交 總 價 5000
萬元以上的商品住宅已超過
百套，創下歷史紀錄，均價
也 首 次 全 面 上 漲 到 10 萬 元 以
上。
數 據 顯 示 ， 截 至 4 月 28
日 ， 北 京 成 交 的 總 價 5000 萬
元 以 上 的 商 品 住 宅 達 到 104
套，其中過億的頂豪成交 3
套 ； 成 交 均 價 101376 元 ， 總
成 交 金 額 73.16 億 元 。 而 2014
年 全 年 總 價 5000 萬 元 以 上 的
商 品 住 宅 僅 成 交 68 套 ， 2013

年 全 年 成 交 56 套 。 今 年 僅 過
了 4 個月，成交套數已超過
歷年全年的數量。“整體看，
單價十萬以上的物業成交依
然持續，由於最近股市較熱，
大部分預定業主轉簽放緩，
市場實際成交月均已經超過
10 套 。 ” 中 原 地 產 首 席 分 析
師張大偉表示。
豪宅的供應量也不在少
數，目前北京市場上每平方
米 價 格 超 過 10 萬 元 的 項 目 已
經 有 10 個 左 右 ， 從 2015 年 至
2016 年 初 ， 預 期 上 市 銷 售 價
格 10 萬 元 以 上 的 項 目 會 接 近
15 個 。 頂 豪 項 目 包 括 萬 柳 書

院、香河園 3 號、首開瑯樾、
中糧瑞府、北京壹號院等。
“ 北 京 預 計 在 2015 年 待 售 的
頂豪住宅套數超過 1000 套。”
張大偉稱。
頂豪成交量創紀錄，
盤古大觀 1 月底的大批量成
交有很大貢獻。“盤古大
觀 有 60 多 套 ， 即 使 剔 除 個
案集中簽約影響，北京豪
宅今年的成
交爆發也有目
責任編輯：
XX
共睹。”張大偉表示，目
前在售物業中低端較少，
自住房的供應擠佔普通住
宅市場，導致未來商品住
宅將出現高端化趨勢。

張陳雪津津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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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精選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Southwest
1. 將上市，漂亮臨湖Custom Home，售75萬.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1. Katy/Cinco Ranch﹐4 房,約 3383 呎﹐4 房,新漆﹐新地毯﹐
好學區﹐售 35 萬元.
3. Clements高中，約4290呎，5房3.5衛，木地板，售54萬9千.
2. 商業用地﹐近 290/8 號公路﹐約 2.8 Acres﹐售 39 萬 9 千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3. 近 Bellaire City﹐約 29,093 Sqft﹐佔地 1.91Acre﹐年收入約 19 萬﹐
Sold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如全租出﹐年收入可達 25 萬﹐售 2 百 30 萬﹒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Gmail.com
E-mail:ShereeChang＠

AAA TEXAS LLC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Tapioca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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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

賀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
投資房 upto10 套
擁有多家 Lending Source
Ruby
Chen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陳孟慧
˙Cash Out-特優利率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No Cost Refinance MortgageMBA/B.S.
Finance
PMRate@yahoo.com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優惠低率
No Origination Fee

Bernard Chaung

大放送!!!

America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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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301-6961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 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 天完成

林臻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泳池
霉菌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 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Richard Liu
誠實信用
碩士土木工程師
收費合理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832.434.4999 (手機)
備Supra Key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江桂芝 會計師 財務計劃師 事務所
MARY K. CHIANG,

CPAs, CFP, CLU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0,Houston, TX 77036 (恆豐大樓九樓)
Tel:713-771-9646, Fax:713-771-0932, E-mail:marychiang@biz-intl.com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李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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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ortgage-alliance.com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7001 Corporate Dr

TX NMLS #290226

屋頂
空調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地基
結構

跨國財稅
投資理財
保險信託
財產規劃
退休計劃

張少英 保險

全通貸款

白蟻
水電

商務資訊
證照申請
會計審計
稅務規劃
稅局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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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tgage Alliance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First Nation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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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采燕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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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貸款公司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Agent

凌徵暘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專辦房屋貸款

萬用人生保 ： 保障您的金錢增值，
通國、台、英、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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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提供您在重大疾病 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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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Jeng Y.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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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圖片 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佳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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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嘉銓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NMLS # 9891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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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May 9, 2015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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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MORTGAGE

www@katymtg.com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 專家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email:sc@katymtg.com
JUMBO
FHA/VA
REVERSE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Shirley C 侯璦珠

公司 NMLS ID:994796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快速、多元、便利、彈性、周到、
的全面服務。

提供業務：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下午 5：30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商業：商業支票賬戶
商業儲蓄賬戶
商業定期存款賬戶
商業貸款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絡、ATM 服務 http://www.afnb.com

週六：上午 9：00-下午 1：00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恆豐銀行總分行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賬戶
個人定期存款賬戶
個人貸款

大廳營業時間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以心服務，服務至心

提供您：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恆豐銀行

恆豐銀行卓越團隊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Plano East Branch
972-578-7777

全美要聞

●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 年以上經驗
●榮獲 Houston TOP 50 及 RE/MAX TOP 20 獎

福遍精選

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A1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關 懷、誠 實、效 率、踏 實、創 新、專 業、穩 健、熱 忱

星期六

2015 年 5 月 9 日

Saturday, May 9, 2015

A5

巴爾的摩起訴六名涉案警察

預審聽證會于 27 日舉行
綜合報導 美國巴爾的摩 1000 多名民
眾舉行和平遊行集會，慶祝檢方對與黑人
男青年弗雷迪· 格雷非正常死亡案有關的 6
名警官起訴。
在巴爾的摩騷亂持續了差不多兩周之
後，當地檢方終於決定起訴涉事的 6 名警
察。示威者 2 日在市政廳外廣場聚集，支
援巴爾的摩檢察長莫斯比 1 日做出的起訴
6 名涉案警察的決定。
據悉，這 6 名警察面臨過失殺人、攻
擊等指控，一旦被判有罪，將面臨數十年
徒刑。針對這 6 名警察的預審聽證會定於
本月 27 日舉行。
美聯社稱，黑人青年格雷之死作為最
新一起美國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致死事件
有其獨特之處。一方面，在格雷案的發生
地巴爾的摩，通過選舉執政的黑人地方官
員掌控著當地的政局和司法體系，就連當
地警察局中 48%的警員也都是黑人。事實

上，6 名被起訴警員中，一半是白人，一
半是黑人。此外，此前弗格森小鎮和紐約
警方執法導致黑人青年死亡後，涉事警察
均未遭到起訴。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稱，巴爾的摩的
宵禁仍在持續，且國民警衛隊已入駐維護
秩序。2 日白天的和平集會後，進入宵禁
時段街頭一度仍有部分抗議人士留守，但
警方很快採取行動逮捕了一些滯留人士。
2 日晚巴爾的摩的局面基本平靜。馬利蘭
州國民警衛隊將軍辛格稱，在保障穩定安
全後希望國民警衛隊能儘快撤離城市。當
地人也表示，希望宵禁儘快結束。
有民權人士對警察被起訴後司法體系
能否保證公正審理、將犯罪者繩之以法表
示關切，擔心這些警察最終被無罪釋放。
與此同時，巴爾的摩警察兄弟會的律師也
發表聲明稱，沒有任何警員造成格雷受傷
，所有警員都對格雷的離世深感悲傷。

“天才外科醫生”
宣佈參選美總統 稱將當仁不讓

綜合報導 美國已退休
的神經外科醫生本•卡森
(Ben Carson)在佛羅裏達州
接受電視臺專訪時透露，
他將爭取共和黨提名，競
逐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
據報道，卡森說：
“我絕對會當仁不讓，因
此我將宣佈參與美國總統
大選。”
報道稱，63歲的卡森深
受保守派茶黨青睞，他將是
爭取共和黨黨內總統提名的
首位非洲裔美國人。
卡森指出：“儘管我
不是政治人物，但有許多
人不斷勸說，讓我競選總
統。”卡森說，在此之前
，他從未想過投身政壇。
據悉，卡森是首位成功
分割頭部相連連體嬰的天才
外科醫生，之前他在出席美
國祈禱早餐會時當著總統奧
巴馬的面，大談各項政策而
聲名大噪。卡森主張採取單
一稅、私人醫療保險與其他
保守派政策。
其他已宣佈角逐共和
黨黨內初選的總統參選人
還有聯邦參議員盧比奧、
德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與
肯塔基州共和黨籍參議員
保羅。
此外，前阿肯色州州
長麥克•赫卡比將於 5 日
公佈他的參選計劃。他
在 2008 年 時 也 曾 角 逐 總
統提名。
據悉，共和黨內部其
他總統參選人還包括美
國前總統小布希胞弟傑
布。布希、威斯康辛州
州長華克與新澤西州州
長克裏斯蒂。

裏約環保廳長“以身試水”

證明奧運帆船場地水質
綜合報導 為證明 2016 年奧運會帆
船比賽場地瓜納巴拉灣的水質可以適應
比賽，裏約政府也是“很拼”，據當地
電視臺 3 日的電視節目報道，裏約州環
保廳長親自到瓜納巴拉灣下水游泳，向
觀眾說明水質不錯。
國際帆船聯合會上月 24 日表示，
如果裏約再不抓緊治理奧運帆船海域污
染問題，明年的奧運會帆船比賽只能在
其他沒有污染的海域進行；巴西最大電
視臺環球臺日前也曝光了瓜納巴拉灣的
水質問題，節目中能看到有大量垃圾漂
浮在水面。裏約環保廳長安德烈· 科雷
亞“以身試水”的行為就是要反駁帆船
聯合會和媒體的報道。
電視節目中，科雷亞一邊遊一邊捧
起海水說：“在這裡游泳就和在依帕內
瑪和巴哈一樣(後兩地為裏約水質較好
的海水浴場)。這裡碰到的只是一些漂
浮的垃圾，而完全沒有垃圾的海灣是不
存在的。”
不過電視節目中可以看到，科雷亞
下水游泳的地方並不是電視此前曝光的
水域，而是一片相對潔凈的地帶。
為讓觀眾更好理解，節目攝製組跟
著海洋學家大衛· 齊登上了能夠觀看瓜
納巴拉灣全景的裏約駝背山。大衛· 齊
教授說，幾條河流入海的地方將沒有治

理過的污水沖淡了；同時在漲潮時，海
灣外面大西洋乾淨的海水衝入，也讓水
質有改善；此外，如果下一場大雨過後
，海灣內的水質受到垃圾、污水的影響
也相對減小。而科雷亞下海時正值漲潮
，也就是說是海水條件最好的時刻。
奧運會帆船比賽主要集中在瓜納
巴拉灣內的三塊水域和海灣外大西洋
的兩塊水域。在節目中，科雷亞承認
海灣內的格洛麗亞海濱水質確實很差
，但他認為其餘四塊比賽水域的狀況
還是不錯的。
對於科雷亞的行為，巴西環保學
家認為完全是“政客行為”。傳染病
學家謝巴博說：“海灣裏的海水可能
攜帶多種傳染病，最有可能染上的是
肝炎和腹瀉。”
瓜納巴拉灣附近的工廠、市區，
特別是貧民窟不斷將污水污物排入該
海域，導致這裡的水污染問題難以治
理。雖然裏約早在申奧時就保證能夠
治理好這裡的污染問題，但直到現在
還可以看到被污水沖刷到岸邊的床墊
、鞋子和其他生活垃圾，而在污染嚴
重的海域，成堆的垃圾在海水低潮時
竟會形成“小島”。去年在此進行的
裏約奧運會首項帆船測試賽期間，一
艘帆船竟被水中垃圾撞壞。

緊跟美國步伐
日本承諾擬擴大對古巴官方援助

綜合報導 美國著手與古巴改善關
係後，日本緊緊跟隨，外務大臣岸田文
雄 2 日承諾，日本將擴大對古巴的官方
發展援助(ODA)。
繼美古領導人上個月實現半個多世
紀來首次會晤後，岸田當天到訪古巴首
都哈瓦那，成為首名訪問古巴的日本外
相。他與古巴外交部長布魯諾· 羅德里
格斯會晤時稱，日方願意開始“誠摯的
無償援助”。日本希望加強與古巴的關

係，認為古巴是具有潛力的投資目的地
，範圍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旅遊業和醫
療領域。如果日本加大對古巴的官方發
展援助，可能會考慮以無償援助的形式
提供治療癌症需要的醫療設備。岸田希
望與羅德里格斯商定，兩國設立政府間
和企業間加強聯絡的會議機制。
鋻於古巴與朝鮮關係良好，日方還
希望古巴在解決日朝之間的“綁架問題
”上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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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泊 爾 震 後 重 建 當局呼籲民眾避難
日本箱根山火山地震頻發

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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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民眾著比基尼抗議減肥廣告

有意向亞投行尋求援助

尼泊爾政府表示，眼下在廢墟中發現倖
存者已經幾無可能，準備結束搜救行動，把
重點轉向救濟受災民眾、恢復和重建。尼泊
爾官員說，災後重建需要 18 億美元國際援
助，尼泊爾政府有意向籌建中的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尋求金融援助。

以留下”。
4 月 25 日發生的
強震同時在珠穆朗
瑪峰一帶引發雪崩，
尼泊爾軍警搜救人
員 5 月 2 日至 3 日在
雪崩發生地附近發
現 52 具 遇 難 者 遺
體 ，他們繼續尋找
失蹤的 100 名登山者
和嚮導以及 150 名當
地居民。
地震已經導致
7200 多人死亡，1.4 萬多人受傷。尼泊爾總理
蘇希爾· 柯伊拉臘先前估算，遇難者可能達
到 1 萬人。
聯合國說，尼泊爾 2800 萬人口中，800
萬人受災，至少 200 萬人接下來 3 個月缺乏
帳篷、食物、水和藥品。

重心轉移
尼泊爾外交部長馬亨德拉· 巴哈杜爾· 潘
德當天會晤多國駐尼泊爾外交官，對這些國
家在搜救和救援上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潘
德稍後告訴媒體記者：“我告訴他們，現在
工作焦點轉向救濟、恢復和重建。”
印度全國救災應急部隊主管 O· P· 辛格告
訴印度媒體，尼泊爾政府要求各國救援隊結
束搜救行動，救濟災民的行動可以繼續。
尼泊爾內政部官員拉梅什沃爾· 丹加勒
證實，進行搜救的國際救援隊現在可以回
國，“如果他們同樣擅長清理廢墟，他們可

籌款重建
尼泊爾外長潘德說，尼泊爾政府希望籌
集 20 億美元用於震後重建，已經拿出兩億美
元作為“種子基金”，希望國際社會捐助其
餘的 18 億美元。
他說，20 億美元只是估算金額，對災情
進行全面評估後可能修正。
尼泊爾財政部長拉姆· 沙蘭· 馬哈特
說 ， 政府眼下正在評估新建住房、修復道
路系統和世界遺產的花費，將向亞投行尋
求金融援助。
根據亞投行籌建工作計劃，這一亞洲區

域多邊開發機構將於今年年底前正式成立。
日本共同社說，尼泊爾可能成為亞投行的第
一個顧客。
馬哈特說，尼泊爾本月底將迎來雨季，
眼下迫切需要為災民建造臨時住房。
尼泊爾地震摧毀近 14.1 萬套住宅，一些
有數百年曆史的文化遺產毀於一旦。尼泊爾
工程協會說，首都加德滿都未坍塌房屋中
10%存在安全風險，不適宜居住。
亞洲開發銀行承諾向尼泊爾提供 3 億美
元貸款，一些國家也承諾向尼泊爾捐款。聯
合國先前估算，僅人道主義援助一項，尼泊
爾就需要 4 億美元援助。
當地人拒絕修復登山道路
珠峰登山季或提前結束
尼泊爾登山部門官員賈南德拉· 什雷斯
塔說，當地夏爾巴人決定拒絕修復通向珠穆
朗瑪峰頂的道路，可能導致今年登山季提前
結束。
4 月 25 日的強震引發珠峰雪崩，造成嚴
重人員傷亡，但尼泊爾政府暫時沒有禁止攀
登。只是，如果不修復道路，就無法攀登珠
峰，而修路主要依賴夏爾巴人向山上搬運所
需工具和設備。因雲層和降水量相對少，每
年四五月被視作攀登珠峰的最佳季節。一名
夏爾巴人說，離月底登山季結束所剩時間已
經不多，不可能為登山者及時重建道路。
去年 4 月，珠峰南坡發生雪崩，16 名
夏爾巴嚮導遇難，釀成珠峰攀登史上最
慘重災難，尼泊爾隨後提前結束當年的
登山季。

印度作弊醜聞：高級警官涉嫌偷帶影印課本進考場
綜合報導 印度南部喀拉拉
邦內政部長稱，當地特裏久爾市
一位名叫卓斯的警察總監因在一
次在職業務考核中涉嫌作弊而遭
到停職處分。
喀拉拉邦內政部長切尼塔拉
稱，有關部門已經就作弊指稱展
開調查。
據指稱，這位警察總監被
發現偷偷將課本影印件帶入考

場，並在應試時涉嫌偷看課本
影印件。警察總監卓斯則矢口
否認自己考試作弊；他還指責
這是有人特意設置圈套，以敗
壞他的名譽。
卓斯聲稱：“沒人當場抓到
我，也沒人當場在我身上發現影
印本。我考試十點開始進考場，
十二點結束出來。沒有人當時報
告說我作弊了。”

不過，在否認作弊的同時，
這位資深警官承認他正在因作弊
指稱受到調查。印度媒體報道
稱，一位不熟悉考生身份的監考
官當場目擊卓斯作弊，並秘密告
知考試管理方。
喀拉拉邦內政部長表示，除
了警察部門的調查外，考試所在
大學也將展開相關事件調查。
熟悉印度事務的人士介紹

說，在印度考試作弊是經常發生
的事情； 僅僅是今年三月，印
度東北部比哈爾邦就有超過 1000
人因代替別人參加警察招工考試
而被捕。
同期 ， 在 另 一 起 震 驚 印 度
的大規模有組織考試作弊活動
中 ， 多 數 為 家 長 的 300 多 人 因
涉嫌參與高中畢業考試作弊而
被捕。

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
，人們聚集在海德公園裏抗議 Protein World 一則頗具爭議性的減肥廣告
一則頗具爭議性的減肥廣告。
。Protein World 的廣告創意是一個穿著比
基尼的美女拋出一個問題：為沙灘準備好身材了嗎
基尼的美女拋出一個問題：
為沙灘準備好身材了嗎？
？美女旁邊擺著減肥產品
美女旁邊擺著減肥產品。
。結果
結果，
，這則廣告惹惱了大批網民
這則廣告惹惱了大批網民，
，大量觀看者覺
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

尼泊爾加德滿都受災民眾在艱難中生活

綜合報導 位於日本神奈川縣的箱根山最近火山地震頻發，對
此，箱根町方面于當地時間本月早上召開記者會，向該山大涌谷周
邊居民發出避難指示，同時封鎖了附近幾條登山道路。
日本氣象廳宣佈，位於神奈川縣箱根町的箱根山從當天清晨起
火山地震次數激增，截至當地時間早晨 8 點共觀測到了 85 次。據
稱，其中清晨 6 點多觀測到的兩次均為震度為 1（日本標準）的有
感地震，震源位於箱根山附近。
日本氣象廳分析，箱根山的火山活動近期較為頻繁。大涌谷附近
可能突發小規模蒸汽噴發，並呼籲人們不要接近禁止進入的區域。
據報道，箱根山的火山地震自今年 4 月 26 日起呈現增加趨勢，
5月1日減少到了2次。之後的2日至4日分別為37次、36次和34次，
但 5 日淩晨 5 點以後激增，截至早晨 8 點共發生了 85 次。據歷史史
料記載，箱根山的火山噴發還是在 3000 年之前。
據了解，箱根是東京近郊的著名的溫泉觀光旅遊地，由於火
山景區的蒸汽噴發加劇，因此當地政府關閉了大涌谷火山景
點 。日本氣象廳的專家小組當日還來到了大涌谷的箱根山火山
噴發地，實地查看了溫泉水和噴氣的變化情況，認為不會發生
火山噴發問題。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本週特價海鮮＊＊

特價龍蝦

$19.99 兩隻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
席﹑社團聚餐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

受災嚴重的尼泊爾加德滿都杜巴廣場，
受災嚴重的尼泊爾加德滿都杜巴廣場
，當地警察繼續在被完全震毀的獨木廟
當地警察繼續在被完全震毀的獨木廟、
、Maju dega、
dega、Narayan
(Bishnu)遺跡上清理廢墟，
(Bishnu)遺跡上清理廢墟
，周邊受災民眾的生活日漸恢復平靜
周邊受災民眾的生活日漸恢復平靜，
，但仍在簡易帳篷裏艱難度日
但仍在簡易帳篷裏艱難度日。
。圖為受災小
夥在帳篷邊吃手抓飯。
夥在帳篷邊吃手抓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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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力爭蘇盃

國

大賽未打 商戰先行

年蘇迪曼盃混合團體羽毛球賽（蘇盃）8 日晚在東莞

蘇迪曼盃羽毛球世界混合團體賽（蘇盃）10
日在廣東東莞揭開戰幕。但大賽未打，商戰先
行。
今年 1 月，林丹以個人身份 10 年 1 億元人民
幣的身價簽約國際運動品牌 Yonex（YY），該
品牌中國區總經理笑言：“希望和他簽約之後，
羽毛球運動能在世界範圍內更加普及，這是我們
和簽約運動員雙贏的場面。”
但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國羽主贊
助商李寧公司卻提出苛刻的條件：要
求林丹凡代表中國隊出戰時必須
身着國羽主贊助商提供的比賽
服裝，而且必須在其個人
品牌的球拍、球鞋等裝
備上遮擋商標。
條件苛刻，
Yonex 還是俯首
了。自今年 3 月
全英賽起，林丹
便遵循這一規定
代表國羽出賽。
無論在電視、照片還是文
字宣傳上，林丹大都以李寧
服裝亮相。但隨着蘇盃的臨
近，YY 公司也開始有所行動。
於 5 月推出“林丹精選系列產
品”，而且有消息稱，在
蘇迪曼盃比賽期間，林丹
將全部使用該品牌產品，
實現真正的從國家隊“單
飛”。儘管消息未經證實，但
有一點可以肯定，大賽未打，
■林丹久休復出
林丹久休復出，
，排名已攀
商戰先行。
升至世界第二。
升至世界第二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舉行開幕儀式，10 日－17 日將正式開賽。五連冠的國
家羽毛球隊（國羽）將再度踏上衛冕之旅，力爭家門口
實現六連冠。在賽前分組中，中國和泰國、德國同分在
A 組，根據賽程，中國將在 10 日下午 1 時迎
戰德國，12 日晚上 7 時迎戰泰國。

蘇

目榜首。男單方面，諶龍連續 20 周位居
第一，林丹排名次席。丹麥名將約根
森、印度選手斯里坎特、韓國選手孫完
虎分列 3 至 5 位，王睜茗排在第 6，田厚
威位居第 10。剛剛解禁的馬來西亞名將
李宗偉排名第46。

王儀涵與王適嫻近半年發揮不穩
定，中國一旦碰到傳統勁旅如韓
國與日本，要以 3：0 淘汰對手有一定難
度。

女單欠穩 男雙無優勢

國羽男單由諶龍和林丹領銜，除大
馬“一哥”李宗偉外，相信沒有人威脅
到諶龍與林丹。在去年兩次團體賽湯姆
斯盃與亞運會，諶龍表現不理想，這也
讓人們質疑諶龍能否挑起第一男單的重
任。不過今年上半年以來，諶龍分別獲
得全英與大馬超級賽等重要比賽的冠
軍，信心大增。混雙方面，中國隊由今
年戰無不勝的張楠／趙芸蕾壓陣，這一
分將基本穩拿。
相比於男單，國羽的金花李雪芮、

陳曉婷女舉全錦賽平世績

■東風隊再度取得環球帆賽的分段冠軍
東風隊再度取得環球帆賽的分段冠軍。
。

香港文匯報武漢傳真

姚金男偕眾星助陣體博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第 33 屆中
國體育國際用品博覽會（以下簡稱“體博會”）8 日在
福建福州開幕。中國男子舉重奧運冠軍廖輝、男子體操
奧運冠軍馮喆、女子體操世界冠軍姚金男、花滑名將李
子君到場助陣。
奧運冠軍們在現場體驗了最先進的體育用品，亦與
現場的觀眾分享了自己運動的經驗，贏得現場觀眾的陣
陣掌聲。活動後，來自福建永泰的體操世錦賽女子高低

槓冠軍姚金男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是今
年第一次回到福州，能到自己的家鄉參加體博會是一件
令人興奮的事，她希望今次體博會能夠完滿成功。
去年 10 月 11 日，在南寧體操世錦賽女子高低槓決
賽中，姚金男奪冠，這是她 2011 年出道以來，獲得的
個人職業生涯第一塊頂級世界大賽金牌。當記者問及姚
金男如何備戰里約奧運會時，她表示，“自己的肩傷仍
未痊癒，接下來還將以休養為主，對奧運賽程的安排還

沒有正式確定。”
據悉，姚金男的肩傷出現在去年 4 月，當時她完成
一組技術動作後發現肩膀很疼，但由於接下來還有亞運
會和世錦賽，姚金男只好帶傷訓練、比賽。隨着時間的
推移，傷勢逐步加重。在權衡利弊之後，中國體操隊決
定讓她前往美國接受手術。春節期間結束美國的治療之
後，姚金男回到北京繼續進行康復，如果情況良好，有
望在今年10月的體操世錦賽前復出。

■廖輝
廖輝（
（左一
左一）、
）、李子君
李子君（
（左二
左二）、
）、馮
馮
喆（右二
右二）、
）、姚金男
姚金男（
（右一
右一）
）亮相體博
會。
記者蘇榕蓉 攝

Wilcrest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餐
四人份

六人份
$40.95
老火例湯
蘭遠牛肉
京都排骨
椒鹽蝦
本樓豉油雞
精蒸海上鮮
送水果

十人份

$119.95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海鮮魚肚羹
薑蔥雙龍蝦
白灼 椒/鹽大蝦
蘭遠滑牛
京都排骨
海鮮大會
本樓豉油雞
北菇扒菜膽
清蒸海上鮮 龍/利
送水果或甜品

特別推薦

●

$29.95
老火例湯
蘭遠滑牛
京都排骨
本樓豉油雞
干燒全魚
送水果

$5.50

套
八人份

(全天供應)

$99.95
雪花海鮮羹
薑蔥雙龍蝦
蘭遠滑牛
本樓豉油雞
椒鹽蝦
菜膽北菇
京都排骨
清蒸海上鮮

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值

中美

Leawood

281-498-1280

超

Boone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陳曉婷平 53 公斤級抓
舉世界紀錄。
舉世界紀錄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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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sonnet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特價午餐
11AM-3PM

$5.25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百利高中
Pin Oak 初中
Pershing 初中
5606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81
Tel :(713)667-8276
Fax:(713)661-2609

N Beechnut
Kirkwood

中美酒樓
中美酒樓

綜合報導 美國第一季度 GDP 表現
遠遜於預期，使市場預計美聯儲將推遲
升息。美元本週大幅下挫，非美貨幣走
出一波反彈行情。
美國最新公佈的一季度 GDP 增速僅
為0.2%，遠遜於預期增速1%以及去年第
四季度增長2.2%。其主要原因是受惡劣氣
候影響，以及油價疲軟能源企業削減支出
等。美國政府還表示，強勢美元及西岸港
口勞資糾紛，也打擊了經濟增長率。
由於美國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市場
預期美聯儲將放棄 6 月份加息的選項，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例湯水果

電話: (713) 988-5745
歡迎光臨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七天營業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推遲到 9 月份以後再加息。這導致美元
指數下跌至 95.20，技術面已經破位。
不過美聯儲表示，經濟疲弱在一定
程度上是因為一些臨時性因素的影響。
這比市場的預期要樂觀，讓美元縮減跌
幅。美聯儲依然強調，會在每次政策會
議上酌情考慮是否升息，具體決策完全
視經濟數據情況而定。
中國銀行資金交易員李奕旻稱，下
周即將公佈的美國四月份非農就業數據
值得重點關注，如果數據不佳，美元指
數將滑向 94。

MARK VI APTS

六福公寓

安全 安靜 干淨
單位有限 敬請從速
華人經理

ANDY 通國、台、粵、英語

已有百餘戶華人同胞居住

甜麵醬、花生麵筋、 辣蘿蔔、 純麻油、 燒烤醬。

最後 36 小時，東風隊仍然以微弱的優
勢保持着領先，僅僅 2.4 海里的差距，兩船
已可互相遙見。東風隊船員凱文邊開船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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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量 2890 萬噸，同比增長 5.9%；非油
品營業額達 63 億元，同比增長 75.0%。
受消化高成本庫存影響，行銷及分銷板
塊經營收益同比下降，為 52.8 億元。
同樣實現盈利的還有化工板塊。中
石化實現乙烯產量 276.8 萬噸，同比增長
7.3%；化工產品經營總量 1464.4 萬噸，
同比增長 3.1%；化工板塊實現經營收益
人民幣 30.7 億元，同比扭虧為盈。
中石化表示，公司繼續以品質和效
益為中心，深化改革、轉型發展、從嚴
管理，加強宏觀形勢和市場走勢的分析
，針對國際原油價格處於低位的環境，
積極調整經營策略，拓展市場，強化精
細管理和成本管理，保持了生產經營平
穩運作。

三桶油再遭油價下跌重創
隨著 2015 年一季報披露完畢，三桶
油的一季報已經全部出爐，從業績來看
，三桶油一季度再次遭到油價下跌的重
創，凈利大幅下滑。
根據中石油的一季報，公司一季度

實現營業收入 4103 億元，同比下降 22%
；實現歸屬於公司股東凈利潤為 61.5 億
元，同比下降 82%。其中，受平均原油
實現價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響，勘探與
生產板塊實現經營利潤 172.99 億元，同
比下降 67.2%。
一季報還顯示，受國際原油價格大
幅下跌影響，公司原油平均實現價格為
48.87 美元/桶，同比下降 51.2%。
國際油價是決定中石油盈利的關鍵
點，公司盈利主要來自於勘探與生產。
尤為悲觀的是，中石油還表示，
2014 年下半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大幅
下跌，2015 年一季度原油價格低位震蕩
，若 2015 年二季度價格水準延續低位運
作，公司原油實現價格預期同比降幅較
大。預計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歸屬於母公
司的凈利潤同比將發生大幅下降。
此外，中海油的一季報顯示，由於
國際油價大幅下跌，期內公司未經審計
的油氣銷售收入約 355.4 億元，同比下降
39.9%；平均實現油價為 53.40 美元/桶，
同比下降 49.0%；天然氣的平均實現價

格為 6.68 美元/千立方英尺，同比上升
5.5%。
實際上，從剛剛發佈完畢的 2014 年
年報來看，三桶油 2014 年的凈利潤已經
受到油價下跌的影響，並不理想。
年報顯示，中石油去年實現凈利潤
1071.73 億元，同比下降 17.30%；中石化
實現營業收入 28259.14 億元，同比下降
1.90%；實現凈利潤 474.30 億元，同比下
降 29.40%；中海油實現營收 2746.34 億元
，同比下降 3.9%，實現凈利潤 601.99 億
元，同比增長 6.6%。
銀河證券研究員裘孝鋒認為，隨著
油價的見底回升，中石化業績在一季度
繼續築底，後面有望逐季度好轉。而中
石油業績將在今年一季度見底。
“低油價對中石油業績衝擊明顯，
隨著油價的逐步反彈，公司經營情況在
二季度也有望好轉。”安信證券分析師
表示。
隆眾石化網分析師李彥向《證券日
報》記者表示，市場供大於求的特徵仍
然存在，油價依然在承壓前行。

美經濟數據遠遜預期
非美貨幣現反彈行情

Condit 小學

說：“我覺得這不是離岸
賽，更像對抗賽，因為我們
每天都在不停戰鬥。我們航
行了快 20 天了，卻還要為一
點點的海里鬥爭着。”
衝線階段，佔據領先地
位的東風隊和阿布扎比隊開
始最後的“死磕”，兩個隊伍在
海面上難捨難分，據帆船專家安迪．格林
介紹，短短4小時就有17次交替領先。
香港時間 10 點左右，比賽進行到最後
時刻，阿布扎比隊準備換舷，這時，他們
與東風隊的差距擴大到 1.5 海里，東風隊牢
牢抓住海風，速度越來越快。香港時間 7
日上午 10:03，東風隊保持了最後的優勢率
先衝線，以驚艷的表現取得修好桅杆後的
首個離岸賽段的勝利。

務實現油氣產量 117.8 百萬桶油當量，同
比下降 1.0%，其中原油產量同比下降
2.0%，天然氣產量同比增長 2.1%。受國
際原油價格持續低位影響，勘探及開發
板塊經營虧損 12.3 億元。
此外，一季度原油加工量同比增長
2.4%，成品油產量同比增長 5.0%，其中
汽油增長 11.0%，航煤增長 19.8%，柴油
降低 2.9%。受消化高成本庫存影響，煉
油板塊經營虧損 33.6 億元。
需要一提的是，中石化銷售業務改
革重組進展順利，按計劃完成增資款交
割和工商登記變更，積極探索新體制新
機制，加快從油品銷售商向綜合服務商
轉變。針對成品油市場需求結構性變化
，不斷優化銷售結構，加大高標號汽油
和航煤銷售力度，擴大零售規模，做大
經營總量；發揮網路和品牌優勢，提升
加油站綜合服務水準；積極發展非油品
業務，努力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
一季度，公司成品油總經銷量 4649
萬噸，同比增長 10.3%；境內成品油總
經銷量 4205 萬噸，同比增長 8.7%，其中

本週，歐元區官員力圖讓希臘做出
政策讓步，以發放希臘亟須的資金。希
臘要向歐元區高級財政官員提交改革綱
要，其中包括私有化和稅務舉措。希臘
總理齊普拉斯表示，對在 5 月 11 日歐元
區財長會議前達成協定有信心。
上述消息顯示出希臘債務問題有化
解的積極因素，促使歐元兌美元大幅反
彈，並帶動歐係貨幣普漲。
然而，希臘方面還表示，如果債權
人堅持那些令希臘政府無法接受的要求
，將不得不舉行公投，屆時希臘形勢仍

近醫療中心及中國城
門口巴士直通市中心
近59高速和610 Loop
˙進出有鐵門
˙固定有蓬車位
˙搖控電動門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1:00PM
週日

金蘭醬油

兩強相遇 4小時17次交替領先

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今年一季
度，中國石化實現營業收入 4782.41 億元
， 實 現 利 潤 總 額 29.3 億 元 ， 同 比 降 低
84.8%。歸屬於母公司股東凈利潤 16.9 億
元，同比下跌 87.5%。基本每股收益為
0.014 元。
一季報顯示，中石化勘探及開發業

金蘭系列 各種醬油、 調味醋、 辣筍、 可口花瓜、 辣豆醬

到了致命的麻煩——製水機發生故障，在
茫茫大海上鬧起了“水荒”， 不得不啟動
應急手動製水泵來解決臨時用水問題。幸
運的是，經過 20 個小時的漫長等待，船員
凱文“妙手回春”，成功修復製水機，東
風隊逃過缺水一劫。
在隨後的賽程中，東風隊一馬當先，
阿布扎比隊緊隨其後。東風隊和阿布扎比
隊的“恩怨”從開賽以來就越積越深，兩
支隊伍間的較量在每一賽段都會上演，總
積分榜上亦是如此。距離紐波特 300+海
里，“東阿大戰”再次硝煙迭起。

錦賽冠軍陳曉婷。最終，陳曉婷在抓舉比賽
發揮出色，先後舉起 98、101、103 公斤，第
三把 103 公斤還平了中國選手李萍保持的世
界紀錄，順利拿下冠軍。黎雅君得銀牌。
挺舉陳曉婷同樣保持了超高的成功率，
試舉 121、125、128 公斤全部成功。黎雅君
也找回了狀態，先後舉起 122、124、128 公
斤，並憑借體重優勢拿到挺舉金牌。最終陳
曉婷、黎雅君總成績分奪金銀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石化凈利大降超八成

請到各大超級市場選購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張宇
綜 合 報 道 ） 在
2014 － 2015 Volvo
環球帆船賽第六賽
段的最後階段，代
表中國的東風隊和
強勁對手阿布扎比
隊展開衝線大戰，
短短 4 小時出現 17 次交替領先，最終東風
隊以微弱優勢取得第六賽段的冠軍。
當地時間 4 月 19 日，六支參賽船隊於
從巴西伊塔加起航，朝着美國紐波特進
發，開始了 5000 海里的挑戰。經歷了第五
賽段遭遇桅杆折斷無奈退賽後，第六賽段
是東風隊啟用新桅杆後的首個離岸賽段。
然而，開賽不到 24 小時，東風隊就遇

全國女子舉重錦標賽在浙江江山市體育
館拉開戰幕。在 53 公斤級角逐中，福建選手
陳曉婷以抓舉103公斤、挺舉128公斤、總成
績 231 公斤拿下 2 金 1 銀，其中她 103 公斤的
抓舉成績平了世界紀錄。
據《中國體育報》消息，在 7 日進行的
48 公斤級較量中，福建選手蔣惠花發揮出
色，以抓舉 95 公斤、挺舉 113 公斤、總成績
208公斤摘得2金1銀。
其後在 53 公斤級的比賽，高手雲集，其
中包括 2013 年世錦賽冠軍黎雅君、2010 年世

綜合報導 日前，中國石化發佈了
2015 年一季報。一季度，公司實現凈利
潤 16.9 億元，同比下跌 87.5%。
其中，勘探及開發板塊和煉油板塊
均經營虧損。
由於國際原油價格大跌，根據中石
油此前發佈的一季報，公司實現凈利潤
為 61.5 億元，同比下降 82%。此外，中
海油一季度未經審計的油氣銷售收入約
355.4 億元，同比下降 39.9%。
有分析師表示，隨著油價的見底回
升，中石化業績在一季度繼續築底，後
面有望逐季度好轉。而中石油業績將在
今年一季度見底。

每飯不忘……

東風隊再登頂
環球帆賽美國站

除女單之外，中國在第4場男雙更難
拿下決勝分。自“風雲組合”傅海峰／
蔡贇拆檔後，中國男雙一直未能重返巔
峰。儘管柴飆／洪瑋戰績一直也不錯，
蔡贇／魯愷這對新老組合最近表現也很
好，但面對世界頂級組合，中國組合完
全沒有優勢。女雙方面，前世界第一于
洋／王曉理今年狀態不
理想，中國隊的幾對女
雙、混雙組合與世界一
流選手當在伯仲之間，
在大賽中能否頂住壓
力，值得期待。

諶龍 林丹男單雙保險

2015 年 5 月 9 日

中石油中石化凈利降超八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 2015

迪
曼
盃 10 日拉開戰幕，
中國隊能否爭取六連冠
備受考驗。世界羽壇格
局近期出現變化，中國女單統
治力不如以前，男雙實力也大
幅下降，但中國隊的綜合實力，依然是
世界最強。國家羽毛球隊參賽隊員大名
單目前已經出爐。男單為林丹、諶龍、
王睜茗，田厚威替補；女單由李雪芮、
王適嫻、王儀涵出戰。男雙為蔡贇、傅
海峰、張楠、魯愷、柴飆、洪煒、徐
晨、劉成。女雙則為趙芸蕾、于洋、王
曉理、馬晉、唐淵渟、包宜鑫。記者了
解到，蘇盃出場順序是混雙、男單、女
單、男雙與女雙。
世界羽聯日前公佈的最新一期排名
中，國羽佔據男單、女單和混雙三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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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惡化。
目前歐元兌美元借機躥升至兩個月
來的高位 1.1188，市場人士判斷，升幅
過大的歐元存在獲利回吐的調整需要，
美強歐弱或被過度炒作。分析師建議，
在歐元兌美元位於 1.1130 下方時沽空歐
元，止損位於 1.1170。
美元下挫的同時，澳元延續升勢，
兌美元一度高攀至 0.8076。但中期來看
，澳大利亞仍有很多困難需要克服，包
括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所帶來的影響。
中國銀行外匯分析師王剛預計，短

期內澳元兌美元在 0.8030 點位將面臨阻
力，後市將回調盤整。
本週，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連續上
漲，4 月 29 日創下去年 12 月中旬以來的
最高水準。得益於中間價上行的牽引，
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開始反彈，徘徊
在 6.20 一線附近。
人民幣中間價最近穩中有升，令市
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有所減弱，但考
慮到年初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尤其是進出
口表現整體較為疲弱，人民幣貶值的壓
力依然較大。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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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 0-1 西布朗

美南電視

英超第 35 輪焦點戰在老特拉福德球場展開
輪焦點戰在老特拉福德球場展開，
，曼聯主場 0-1 爆冷被西
布朗擊敗，布倫特直接任意球經奧爾森身體折射後入網
布朗擊敗，
布倫特直接任意球經奧爾森身體折射後入網。
。

WEG 世界極限運動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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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王爭霸(重播)

00:30-01:00

02:00-02:30
02:30-03:00

"健康之路"(重播 "健康之路"(重播 "健康之路"(重播
1)
2)
3)

台北故宮(首播)
(English)

Culture
Matter(首播)(En
glish)

台灣靈異事件(首
播)

Across
China(首播)
(English)

Story China
ChinaUntapped(
台北故宮(首播)
台北故宮(重播)
故事在中國(重播
首播)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
Across
JourneysInTime(首播) (English)
China(首播)
台灣靈異事件(重
(English)
播)
行知中國 (首播)
影視風雲榜(首播)

03:00-03:30

勁歌金曲(重播)

司馬白話 (首播)

03:30-04:00
04:00-04:30

留聲歲月(首播)

04:30-05:00

洋言洋語(重播)

05:00-05:30

檔案(重播)

易經(首播)
因為愛情有多美(重播)

09:30-10:00
10:00-10:30

"星光大道" (重播)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重
播)

非常了得 (重播)

"健康之路"(首播
1)
生活(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粵語天地(重播) 旅遊在美國(重播

"向幸福出發"
(重播)
"北美電影新勢力

留聲歲月(重播)

旅遊在中國(重播 明星加油站(重播
)
)

大鵬秀(重播)

12:30-13:00

娛樂現場(首播)

14:00-14:30

易經(首播)

15:00-15:30

今日關注（首播）

15:30-16:00

司馬白話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向幸福出發"
(首播)

"男左女右"(重播)

"家庭幽默大賽""(
首播)

23:30-00:00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電話垂詢﹕
電話垂詢
﹕713
713--777777-1688

現場面對面(首播Live)
因為愛情有多美(首播)

英文數學老師分開授課

"家庭幽默大賽""(
首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粵語天地(首播)

"甜甜圈寶貝" (重播)共104集
特別呈現(重播)
"年代秀"(重播)

美南新聞/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20:30-21:00
21:00-21:30

22:30-23:00
23:00-23:30

SAT / ACT / PSAT / Duke TIP

真情部落格/(首播
）

"大魔術"(重播)

生活(重播)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首 美食好簡單(首播)
"北美電影新勢力
播)
寧靜時分(首播) 空中主日學(首播) 幸福來敲門(首播) 幸福來敲門(首播) 烤箱讀書會(首播)
明星加油站(重播)

20:00-20:30

22:00-22:30

"購時尚"(首播)

洋言洋語(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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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學院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重播
"開講啦"(首播)
)

4/27/2015

英文：2 - 6 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7 - 12 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英文文學
(AP English Literature), Advanced Reading &
Vocabulary, Advanced Writing & Grammar
數學：2-6 年級數學, 數學應用問題, 奧林匹克數學,
初, 高中年級：Pre-Algebra, Algebra I,
Algebra I, Contest Math, Geometry,
Pr-Calculus, Calculus, Statistic
科學：GT Challenge,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Pre-AP & AP Classes
其他：Spanish, 全新中文, 演講及談判技巧, 領導才能, 科學研究設計,
世界歷史＆德州歷史, 大學申請輔導, 機器人設計，電腦&Java 程序設計，
英文書寫和打字，國際象棋及各種才藝，少林功夫，乒乓球，交遊活動

全方位
文體
打造一 活動
流夏令
營

來智勝

KIPP,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7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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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符其實高品質教育，集休城一流教師於一校，
一流教學環境，培養一流學生進一流大學。
辦公室: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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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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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首播)

Updated as:

上課地點:

課程獨家設計
特邀優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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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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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廣告節目(首 旅遊在美國(首播)

海峽兩岸(重播)
真情部落格/重播
旅遊在中國(首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這裡是北京(首播 廚王爭霸(首播)
）
大鵬秀(首播)
"年代秀"(首播)
)
)
)
"星光大道"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首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

請上網查閱課程內容及師資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GT Learning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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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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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 歲~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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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 歲~5 歲)

現已開放註冊！

• 夏令營時間：6 月 8 日--8 月 21 日 十一周
• 報名截止日期：5/31/2015

• 每周的課程安排：
1. 小學部：
時間
7:30-9:00am
9:00-9:50
10:00-10:50
11:00-11:50
12:00-1:30pm
1:40-2:40
2:50-4:00
4:00-4:30
4:30-5:30
5:30-7:00

課程安排 A
課程安排 B
Before Camp Care
Before Camp Care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英文，數學
英文, 數學
Lunch & Break
Lunch & Break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Snack time
Snack time
Craft activities
乒乓球
After Camp Care
After Camp Care

校 址：3410-A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網 址：gtlearningacademy.com
Email: gtlearningacademy@gmail.com

2. 中學部:
7:30-9:00
9:00-10:30
10:30-12:00
12:00-1:00
1:00-2:00
2:00-4:30

4:30-6:00
6:00-7:00

9:00-10:30
Geometry
10:30-12:00
Algebra 1
12:00-1:00
1:00-2:30
Algebra 11
2:30-4:00
Chem1/Che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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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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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
AMC10,12
Biology
SAT/PSAT
Lunch
Pre-Cal
AP-Biology
Physics1/ Physics11
Calculus

漢學熏陶 國學文化賞析 加強英文閱讀及寫作練習

TEST PREP CENTER
solutions-edu.com

我在申請大學及大學入學作文上從
Solutions education 學校得到大量的
幫助, 最終幫助我進入我的理想大學.

Memorial Day“免費 SAT 測試+1 對 1 諮詢”
·日期：2015 年 5 月 25 日

·時間：早上 8：45 至下午 1：00

大學升學預備課程（座位有限）
* 10 週-夏季 SAT/ACT 密集班
·可選擇當前 SAT 或新 SAT
·日期：6 月 8 日至 8 月 15 日
·時間：週一,週三,週五 9am-5pm 或 週二,週四,週六 9am-5pm

* 高中課程

繪畫基礎﹑
中級﹑
高級班(3 歲~14 歲)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 年級 )

Before Camp Care
ELA
Geometry
Algebra 1
Biology
Lunch
Games/Activities(Board Games,Chess,Sports)
Enrichment Classes
(Creative writing, art, summer reading,
dancing, music, drawing, etc.)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After Camp Care

3. 高中部:

Critical Thinking: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PSAT,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Math Club: Junior High GT, Algebr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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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47-2410, 281-201-2803
（糖城大華超市旁）

School Math: Algebra 1,2, Geomety, Precalculus, Calculus BC
School Science: Chemistry, Physics,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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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 歲~14 歲)

2015 夏令營開始招生了！

TEL: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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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翻轉身﹑
蹬腿出發﹑
自由泳﹑
仰泳﹑
蛙泳﹑
蝶泳全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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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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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招生對象：2-12 年級

第一期6/15-7/10，第二期7/13-8/7

"中國魅力""(首播
)

19:30-20:00

21:30-22:00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魅力""(首播)

14:30-15:00

(832) 530-5162

6/15 - 8/7（每週一至五上課）(報名截止日 6/12)

"開講啦"(重播)

"大魔術"(首播)

13:30-14:00

Lama Palden Dorjee

2015 暑期班招生

"健康之路"(首 "健康之路"(首播3
播2)
)

現場面對面(重播Live) 週一重播上週五

13:00-13:30

Anna

(713) 825-2999

11:00AM - 12:00PM

生活魔法師(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另外不定期修習阿彌陀佛、藥師佛等
本尊法教，舉辦八関齋戒等活動。

OPEN HOUSE

養生堂(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聯絡人：

中心地址：八邦智慧林佛學中心
12300 Hodges St. Apt. 124 Houston, Texas 77085

你想認識和學習密宗金剛乘的，
法教嗎？
歡迎您來本中心，由長駐喇嘛帕
滇多傑喇嘛引領您一窺堂奧！

4/11（星期六）

今日關注(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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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日早上 9：30 am- 12：00pm
修習 1. 大手印前行--四加行
2. 四臂觀音
3. 綠度母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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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共修時間和課目：
養生堂(重播)

勁歌金曲(首播)

行知中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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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邦智慧林佛學中心

這裡是北京(重播)

"甜甜圈寶貝" (首播)共104集

"購時尚"(重播)

2015 起亞 WEG 世界極限運動大賽最後的懸念都已塵埃落定
世界極限運動大賽最後的懸念都已塵埃落定。
。本屆大賽觀賽人數
超過 75
75,,000 人次
人次，
，為期五天的起亞 WEG 世界極限運動大賽也給五壹小黃金周畫上了
完美的句號。
完美的句號
。

"向幸福出發"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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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了得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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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01:30

01:30-02:00

4/27/2015 5/3/2015

2015年4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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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中課程

Solutions 學校對我的高中生涯影響
巨大, 無論在 SAT，大學作文和我的個
人簡歷 , 教師們都一步一步地引導
我, 使 整 個 過 程 變 得 比 原 來 簡 單 很
多. 沒有他們的幫忙, 我不會走得這
麼順利, 這麼遠.
因為 Solutions 學校的幫助, 我的 SAT
考到 2400 分滿分.

Solutions 學校對我的 SAT 及大學入學
作文幫助非常多, 如果沒有他們在整
個申請過程上的協肋, 我不可能進入
我的理想大學.

* 小學課程 (4 年級&5 年級)

Book Club: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HOUSTON 總校：

(832)758-5872

14740 Barryknall Ste100
Houston, TX 77079

SUGARLAND 分校：

(832)499-3772

4709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Solutions 學校的老師及工作人員們
都非常關心學生們的教育及未來, 我
們遇到問題時, 都非常有耐心的幫忙
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