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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蜢三人組世界巡迴演唱會 2015 - 拉斯維加斯站
美加僅此一場 熱情華麗不容錯過！
熱情華麗不容錯過！

(本報訊)出道 30 周年的草蜢三人組(GRASSHOPPER)，打出 「永不
解散」的旗幟，今夏將再度蒞臨拉斯維加斯，這也將是今年度賭城最
勁 爆 的 一 場 亞 洲 歌 手 的 演 唱 會 。 草 蜢 三 人 組 GRASSHOPPER BE
THREE 世界巡迴演唱會，將於 7 月 4 號(星期六)晚上 8 時起，MGM
Grand Garden Arena 隆重登場。
這場由米高梅國際娛樂集團(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砸下重金所
主辦的演唱會，有著炫麗的舞台、華麗優雅的服裝、充滿草蜢獨特風
味的勁歌熱舞，搭配了熱力四射的香港一流舞群、以及最新款的燈光
音響特效，草蜢帶著四十餘人團隊專程香港飛來拉斯維加斯，盛邀歌
迷朋友們一起來 Las Vegas MGM Grand 歡度美國國慶！美加僅此一場，
不容錯過！
由蔡一智、蔡一傑、蘇志威三人組成，草蜢因三人姓氏的部首都
是“艹”（草字头）而得名。蔡一智、蔡一傑是親兄弟，蘇志威則與
他們是兒時玩伴。從 1985 年出道迄今，三人感情一直很好，更從未解
散。早年師從梅艷芳進入歌壇，1988 年出版第一張粵語專輯 「草蜢」
，以勁歌熱舞在流行樂壇中另闢蹊徑，終能獨當一面。之后相繼推出
「宝貝對不起」、 「失戀陣線聯盟」、 「飛躍千個夢」、 「紅唇的吻
」及 「半點心」等暢銷歌曲，1990-1995 年草蜢連續六年奪得香港叱吒
樂壇流行榜 「
組合金獎」。
1990 年他們推出第一張國語專輯 「限時專送 ABC」，賣座超過百
萬銷量而正式進軍台灣發展事業。1991 年抒情歌 「
Lonley」及跳舞歌
「忘情森巴舞」推出後大受歡迎，奠定其動靜兼備的形像。由於蔡一
智和一傑時有參與曲詞的創作，草蜢在亞洲歌壇亦可算是表現不凡的
創作組合。他們的歌曲一度遍布世界各地，有華人之處都可聽到草蜢
三人合唱優美旋律的歌聲！
1998 年蘇志威與劉小慧結婚，之後於 2000 年至 2005 年，三人各自
發展事業，但不曾解散，2005 年三人加盟 BMA 公司，再戰香港樂壇，

憑歌曲 「我們」，奪得
樂壇多項獎座，其中包
括商業電台叱吒樂壇流
行 榜 「組 合 銀 獎 」 。
2010 年草蜢舉辦成立 25
周年紀念演唱會，從香
港紅館出發，巡迴全球
演出數十場，所到之處
均受到歌迷們的熱情支
持與肯定 。
「我們要跳舞，唔
跳會老！」被形容為凍
齡 30 年 的 草 蜢 三 子 ，
在高唱之餘也這樣告訴
台下大眾，他們將身穿
華麗服裝，盡展渾身解
數，以熱力四射的勁歌
熱舞，與大家一同回顧
他 們 出 道 30 年 來 的 熱
門金曲，同時歡度 7/4
美國國慶。
草 蜢 BE THREE
拉斯維加斯演唱會有
$168、 $128、 $88、 $58
等四種票價，門票熱賣詳情可洽(626)964-4747 第五季國際娛樂，或 休
士頓王朝旅遊(713) 981-8868。上網訂票 www.jadeticket.com。

大利，你可以欣賞“因水而生，因水
而美，因水而興”的水城—威尼斯，
佛羅倫斯，比薩斜塔，羅馬等等。你
還可以欣賞到世界上最小但最有影響
力的教皇之國——梵蒂岡。
歷史，文化，藝術是歐洲旅遊
的精髓，導遊的耐心和專業的講解，
讓你們的旅遊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歐洲旅遊走的是高端路線，提
供的是一站式服務。基本上包含了大部分的餐飲和景點門票。在
導遊的細心安排下，享受古香古色的歐洲名鎮。
王朝旅遊提供的文景（中國美）中國特惠遊$49 起的旅行團品質
保證如下：
1. 註冊導遊
2. 無強迫遊客購物消費。如
果客人投訴被威脅購物，王朝
旅遊保證立即處理。
3. 旅遊大巴有保險和基本上
是 5 年以內的車。旅程安全是重
要
王朝旅遊推薦給旅客的特惠旅
行團，一定是'星級'旅遊行程.
“王朝旅遊”一直為顧客
提供有品質的旅行團，並成為

暢遊歐洲各國 首選王朝旅遊
12天歐洲精華遊
12
天歐洲精華遊，
，包國際機票
包國際機票$$3,599
599起
起

（本報訊）暑期快到了，王朝旅遊特別推出了“歐洲 7 國 12
天團”帶你暢遊歐洲 7 國：英國，法國，瑞士，德國，奧地利，
意大利，梵蒂岡。從休斯頓出發，只有 3 團， 出發日期： 6/20
， 7/11， 8/1。團費$3599 起，包候斯頓出發的往返歐洲機票，
歐洲之星火車票，自費項目和部分豪華餐。全程中文導遊！超高
品質服務，超高品質酒店，是去歐洲度假的首選。
歐洲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擁有璀璨的文化，輝煌的歷史。這
裡是藝術的聖殿，也是購物的天堂，是全世界旅行者的首選目的
地。在英國倫敦你可以遊覽國會大廈，首相官邸，大笨鐘等，如
果幸運的話還可以在著名的白金漢宮看到守衛換班交接的隆重儀
式。在巴黎這個有著花都之稱的浪漫及藝術之都，你可以遊覽凱
旋門，香榭麗大街，埃菲爾鐵塔，凡爾賽宮，羅浮宮博物館等。
在瑞士，你可以坐上世界首創的 360 度旋轉纜車，橫跨壯麗的鐵
力士山冰川，欣賞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群山，還有千年不化的冰
河景觀。在德國，你可以去看歐洲最浪漫的童話城堡，美國迪士
尼樂園裡睡美人城堡的原型—“-新天鵝堡”。在奧地利，你可
以欣賞迷人小鎮茵斯布魯克，參觀施華洛世奇水晶展覽館。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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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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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制定刊登法律性质广告有效刊物

美南日报 ● 华府日报 ● 达拉斯日报 ● 休斯顿黄页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wendyc21sw@gmail.com

www.wycrealty.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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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旅行箱與名牌手提包大清倉

美南新聞最後一批旅行箱及女士手提包（
美南新聞最後一批旅行箱及女士手提包
（Coach 和 MK
MK）
）大清倉
大清倉，
，最流行的款式
最流行的款式，
，比進貨價還低先來先得
比進貨價還低先來先得，
，要搶得快哦
要搶得快哦！！！
！！！
地址：
地址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電話
：281
281-498
498-4310

了美國 ARC 和 IATAN 的認證旅行社，令旅客的行程得到更有效
的旅遊保障。王朝旅行社更獲准為各大航空公司廉價機票的指定
代理。
“王朝旅遊”還有美東，美西，中國，日韓，遊輪。 。 。
。等等不同的地方，需要了解更多的詳情及想做中國簽證和製定
旅遊計劃的朋友們，
請親臨 6918 CORPORATE DR STE A-14,HOUSTON TX
77036（候斯頓中國城精英廣場內）
Tel：713-981- 8868
網址：www.aaplusvacation.com。
本公司微信（WeChat）號是：AAT713.

（含三峽遊輪）9 月 6-17 日

專辦中國簽證
中國暑期特價遊

豪華游輪

$49 起

暢遊中國

江南，黃山，千島湖，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等

全球 IATAN & 美國 ARC 認證旅行社

Tel:713-981-8868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 日江南團) $1350. 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00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Tel:713-952-9898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aaplusvacation.com
網站﹕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好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二十年豐富經驗

全旅假期

713713-568568-8889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消息 辦公室

266
286 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
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

美東六天 $175 起 美加東八天 $303 起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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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
德州註冊律師）
）

本人親自出庭
本人親自
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www.renegonzalezlaw.com

-3066

中文
-895-3066
電話：英文 281
713-229-8229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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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銷售員、倉庫管理員（懂
開叉車者優先）
，待遇面談。



位於 7171 Harwin Dr
“好運大道”
上的永豐金大廈

Lucky Soil 公司在德克薩斯州各地開發商業地產，Lucky Soil
（幸運）土地開發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在奧斯汀有一項大型投
資 EB5 項目，已經通過得到政府認證，她的員工和專業的團
隊打造出了美國公民的就業機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499))
$299
299//人 (原$499
北歐七天 $730 起
9/6 - 9/17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 含三峽遊輪)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精辦： 交通罰單
無需翻譯，不用助理
高鴿律師
高鴿律
師（Eva)

Richard Barroso （左）頒獎給學業優異成績的畢業生
頒獎給學業優異成績的畢業生（
（右）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Eva 律師

畢業典禮現場，
畢業典禮現場
，典禮主持人 Richard Barroso 正在致詞

debbie@chinatourusa.com

瑞尼律師事務所
瑞尼律師事務所

一位畢業生媽媽（右三
一位畢業生媽媽（
右三）
）與家人及兒子合影
與家人及兒子合影，（
，（左一
左一）
）為華裔招
生代表 Ann Choy

★大廈共有三層面積
75000 英尺。
★永豐金大廈一樓可以用
做 店 面 房，二 樓 三 樓 可 以
作為公司辦公室。
★ 大 廈 位 於 最 繁 華 地 段，
環境優美、交通方便、租金
低廉。
★好運大道上擁有 3000 多
商 店 批 發 和 服 裝 配 件，家
具，箱 包，工 具，鞋，紡 織
品，服 裝 這 是 美 國 南 部 墨
西哥灣和拉丁美洲的貿易
中 心。這 些 商 店 產 品 主 要
產地來自亞洲。

全球豪華郵輪

Debbie 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RENE GONZALEZ & ASSOC. P.L.L.C.

出租

圖為 ICT 的老師們在典禮現場

WWW.CHINATOURUS.COM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買二送二）

▲美東$175 起、美加東 $303 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 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 起、歐洲、中國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買二送一）

互動英語學院（
互動英語學院
（簡稱
簡稱ICT
ICT）
）舉行三校區畢業典禮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 11 天特別團$499

王朝旅遊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道

休城讀圖

華裔招生代表 Ann Choy 蔡小姐
蔡小姐（
（左）與
ICT 在 Hillcroft 分 校 校 長 Cynthia Bryson
（右）合影

德州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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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y Soil 公司

歡迎到大廈參觀預定洽談
地址：717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713-775-0220，512-228-9197
網站：www.luckysoil.com , Email:cathynguyen@luckysoil.com
ICT 的師生們共聚一堂

亞裔畢業生在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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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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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银行存款利率上限遥 这将迫使银行相互竞争以吸收存

14 日晚袁由希腊政府提交的经济改革

许多官员认为袁 欧元区财长会议是希

款袁让家庭获得更高的储蓄回报遥 由于担心来自规模较小银

新方案被视为不宜继续讨论下去袁 双方谈

腊政府与债权国达成经济改革协议的最后

行的竞争袁大型银行一直在抵制这一改革遥 央行已进行回击袁

判走向破裂遥这一谈判的目的袁是为了促成

机会袁 这样才能在针对希腊的欧盟纾困计

指出要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袁中国需要完全由市场决定利

希腊各部长及其纾困债权国之间达成最后

划月底到期前袁 发放 72 亿欧元的援助资

率遥

一刻协议遥

金遥

在现代战争中袁制空权至关重要袁让我们来看
一下近几年已经出现袁或即将出现的能改变格局的

50E遥 除印度以外袁俄罗斯还计划建造分别为伊朗和

拉登的行动中发生该直升机的坠毁后才被人所知

用袁这样可以减少卫星的发射成本遥 这架飞机最早

韩国设计的 Su-50ES 和 Su-50EK遥

的遥 目前没人知道这个直升机项目是什么时候开

将于 2016 年上天遥

4. J-20 歼-20(J-20)又名野威龙冶袁是目前中国还

始袁也没人知道美军现在有多少架这样的直升机在

9. X-37B 美军这架神秘的太空无人机刚刚在

1.F-35 Lighting II F-35 战斗机的建造和维护

服役遥 Silent Hawk 似乎是大家所知的野黑鹰冶直升机

2014 年 10 月结束它两年的太空任务后返回地面遥

飞行器遥

中国的改革者承认袁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中的重要地位有

此次谈判的破裂释放了迄今最明确的

在离开欧盟委员会总部时袁 帕帕斯被

的成本非常太高遥据悉袁美军整个为期 55 年的 F-35

(Black Hawk)的一个高度修改版本袁但截至目前为

具体还不清楚 X-37B 那两年在太空都做了些什

利也有弊遥 控制人民币汇率将变得更加困难袁但正式承认人

信号袁表明双方之间的分歧可能无法弥合袁

问及这次谈判破裂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信

战斗机项目将花费掉整整 1.5 万亿美元遥 这么贵的

止还没有关于这架直升机的任何解密信息遥

么遥 就在今年 5 月 20 日袁它再次被发射到太空中遥

民币为储备货币将是对中国改革努力的重要认可遥 对美国及

希腊政府无法最终落实 72 亿欧元纾困援

号遥 他告诉英国叶金融时报曳院野这个问题还

X-37B 的出现使得美军拥有了可以多次使用并随

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说袁应该欢迎人民币的崛起遥

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遥 而这笔资金是希腊

有待观察遥 冶

F-35 理应成为美军史上最强大的战斗机袁但事实情
况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妙遥 到目前为止袁从飞机软

时可控的太空卫星袁这增加了美军在部署太空任务

件系统到引擎的各种问题使得对 F-35 的部署不得

时的灵活性遥

政府要避免出现

如果希腊得

人民币正在以一种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向成为世界货

野操纵冶人民币汇率袁打消美国对中国出口商从廉价货币中获

债务违约所亟需

不到三个主要纾

币挺进遥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得到广泛使用遥 现在袁中

得不公平优势的担忧遥 对人民币更强劲的需求意味着更高的

的袁其中还包括须

困监管机构渊欧盟

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将人民币纳入构成其记

汇率袁使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进口商品袁并对外国

在两周内向国际

委员会尧IMF 及欧

已预订 1700 架 F-35袁无论如何袁它都将会是未来美

要特别提款权(SDR)要要
要的固定货币篮子袁使人民
账单位要要

出口商起到提振作用遥

货 币基 金 组 织

洲央行 (ECB)冤的

军战斗机群中的一支主力遥

不推迟袁并且也使得总体花费还在不断上涨遥 美军

开放中国金融市场能够为从银行到保险公司的各类外

(IMF) 偿还的一笔

背书袁周四达成友

国企业创造机会遥 更灵活的汇率将使中国不再积累大量外汇

15 亿欧元的贷款遥

好协议的可能性

目前有充分理由欢迎人民币崛起遥 人民币的崛起轨迹与

储备袁减少其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贡献遥 IMF 的认可固然

包括希腊总

将十分渺茫遥 这一

在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遥 由成都飞机设计研究室设

中国银行业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袁这些改革将增强中

值得高兴袁但最终驱动人民币被采纳为储备货币的将是市场

理亚历克西斯齐

局面令人们猜测袁

计袁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生产遥 截至 2015 年 1 月袁已

国经济的市场友好性遥 这些改革对于确立一条更加平衡尧风

力量遥 如果外国投资者渊包括各央行冤认为人民币值得持有袁

普拉斯 (Alexis Tsipras) 副手尼科斯帕帕斯

欧元区谈判人员可能会采取两年前在一次

险更低的增长路径是必需的袁 这条路径对投资不那么依赖袁

(Nikos Pappas)在内的希腊谈判人员袁在进

经成功研发并试飞了 6 架歼-20 的原型机袁 预计将

它们就会持有人民币遥 实际上袁很多国家在自己的外汇投资

欧元区集团会议上对塞浦路斯采取过的策

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并减轻环境恶化遥 中国的经济改革者已经

组合中持有少量人民币遥

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总部

要野要么接受袁要么放弃冶遥
略要要

和英镑四种货币组成遥

培养了公众对这样一种理念的支持袁即一个经济强国应该拥
有一种重要的世界货币遥
要实现这一目标袁中国必须进行一系列国内改革院它需

不过袁人民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储备货币可能性不

大楼仅仅 45 分钟后就离开了这一建筑遥参

当时袁一名欧洲央行代表警告说袁如果

大遥 培养外国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任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政治

与磋商的一位欧元区官员形容他们的行为

达不成协议袁 该行将被迫削减塞浦路斯各

和司法改革袁而这样的改革不可能出现遥 目前看来袁美元的地

是野最后努力冶遥

银行发放的紧急援助资金要要
要此举实质上

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袁 双方之

会导致该国金融体系瘫痪遥就在上周袁欧洲

正式认可人民币崛起袁对于 IMF 来说很重要遥 这将避免

间依然存在野巨大分歧冶袁涉及金额总计为

央行也曾遭遇类似压力袁 要求该行对希腊

该机构的合法性再次遭到打击袁因迟迟没有进行改革尧以给

最高每年 20 亿欧元遥 此外袁这位发言人还

政府采取类似立场遥

予新兴经济体应得的投票权袁IMF 的合法性已遭到质疑遥

表示袁 在周四召开欧元区财长重要会议之

一名参与谈判的高官表示袁 如果希腊

前袁已没有时间对希腊的努力做出野积极评

谈判人员野能够对雅典方面说院耶天哪袁我们

价冶了遥

位是安全的遥

要一个更完善尧监管良好的银行系统曰品种更丰富的金融市
场袁包括基本的外汇衍生品曰减少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曰
以及更灵活的汇率遥
这些改革将使国内储蓄更高效地分配到能够创造更多

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袁 IMF 不认可人民币储备货币

就业和更高生产率增长的行业遥 一个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将给
予渊尤其是服务业的冤中小型企业更多获得贷款的机会遥 部分

地位将凸显它们的担忧袁即 IMF 仍是一个由发达经济体管理

放松资本流出管制袁已经正在给中国家庭带来将储蓄进行分

并为其利益服务的机构遥 而 IMF 认可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

这名发言人表示院野尽管取得了一定进

散投资并获得更高回报的机会遥

将使中国政府成为既得利益者袁维护 IMF 在国际金融中的首

展袁这一磋商并未取得成功遥 在此基础上袁

要地位将保住这份既得利益遥

欧元区集团必须开展进一步磋商遥 冶

但针对这些挑战强大既得利益特权的改革袁政治上的反

的建设性力量袁应当受到欢迎遥

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冶的战斗口号袁正马不停蹄地推进改革遥

上个周末袁 国内手机行业与电视行业热闹得

米手机的视频内容比友商

力遥 手掌大小的野微

单座椅双引擎的 F-22野猛禽冶(Raptor)战斗机袁它是

型蜂鸟冶很难被敌人

目前最先进的现役战斗机遥 由于联邦政府颁布的

发现袁它能实时传送

得做点什么爷冶袁 双方仍有可能在周四达成

禁止 F-22 出口的法律袁 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拥

来自地面的图像和

妥协遥不过这名官员承认袁这种一百八十度

有 F-22 的国家遥 尽管早在 2012 年 5 月袁洛克希德-

情报遥 它将可能会是

的大转弯不太可能发生遥

马丁公司就把整个 195 架订单中的最后一架交付

未来士兵的常规装

是在最近的美军对 ISIS 的轰炸任务之中遥

2014 年欧洲的专利申请情况显然证明了中国

利中袁美国尧日本和中国共占 53%遥 中国是排名中上

将会把卫星带到飞行轨道上遥 这架飞机能够重复使

组建了视频网站大联盟袁成

的想法并执行遥 旁边正在开发之中的柔软的机器人

升最快的袁年度专利申请比上年上升 18%后跃升至

手臂可以与人类安全地互动遥

第 4 位遥

小米乐视爆口水战

家袁也能靠着

根据美国科技发展集团 Battelle 的数据袁2014

2013 年上升 49%袁 成为第五大最活跃的专利申请
者遥 只有一个欧洲国家进入了前五大专利申请国的

列工程学相关学科的研发(R&D)投入袁约为 1.6 万

行列院德国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袁位列第三遥

视双方围绕各自视频内容的多少进行了多轮口水
战遥

是谎言袁 并称友商所谓的内容生态第一袁 都是编来

阿尔多费萨尔(Aldo Faisal)是伦敦帝国理工学

来袁欧盟将面临挑战遥 欧盟地区的竞争优势将比以

业内表示袁在野低价冶仍旧是搅动市场原有格局

的袁而且能把一无所有的内容库包装成行业第一袁把

院神经生物技术学科的高级讲师袁负责运营费萨尔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立足于创新尧生产率和向更高科

的法宝之一的背景下袁 国内手机以及互联网 TV 市

公网内容说成自家内容袁让人大开眼界遥 乐视表示袁

实验室遥 他表示袁要抓住像机器人这样快速发展的

技含量和更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变遥

野如果你是第一袁那么众多传统电视和手机厂商早就

市场的份额袁创新是关键遥 他最近开始着手一个由

野欧洲领导人需要采取行动袁保证欧洲维持创

欧 盟 委 员 会 (European Commission) 的 野Horizon

新领先地区的地位袁冶 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BASF)
首席执行官尧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European Round

欧洲企业集团承认袁 要在创新竞赛中追赶上

亿美元遥

6 月 8 日袁360 奇酷手机宣布在法律上并购酷派

做到了袁还比你做得更好遥 互联网上的内容袁所有厂

旗下电商品牌要要
要大神手机袁而同日袁小米宣布旗

家都可以通过与播控平台以及其他视频网站合作获

2020冶计划资助的 400 万欧元项目袁研发可以通过

下红米 2A 手机降价 100 元袁 从 599 元调整为 499

取遥冶乐视认为袁纵观视频行业十几年的发展袁所有的

眼球运动解读老人或者瘫痪病人需求的辅助机器

Table of Industrialists)竞争力工作组主席屈特?博克

元遥 在收购大神手机之后袁6 月 10 日袁360 拿出了当

联盟都以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袁 最后都是快速土崩瓦

人遥

(Kurt Bock)说遥

年大闹国内杀毒软件市场的野搅局冶策略袁立即发动

解或者无疾而终袁没有一个取得过成功遥随后双方口

价格战袁宣布旗下大神 F1PLUS 降至 399 元人民币袁

野这是探索人类与机器人交互新方式领域得到

在航空航天尧汽车制造尧化工等多个领域袁欧洲

水战再次升级袁 乐视董事长贾跃亭在投资沟通会上

资助的 4 个项目之一袁冶 费萨尔博士说袁野个人机器

处于世界领先位置遥 欧洲对高科技领域的专注依然

并直接把红米 2A 与大神 F1PLUS 进行各种配置对

表示袁野小米视频内容的联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遥冶小

人的一个关键是它必须是个性化的遥 那么袁如何让

是优势来源袁 这些领域不容易受低成本竞争的影

比遥

米副总裁王川则表示袁既然是生态就一定是松散的袁

一个机器人个性化钥 机器人能否向人学习钥 这是我

响遥

小米野发难冶乐视

反倒是乐视封闭的模式并不是一种生态袁 只能称为

们感兴趣的一件事袁另一件是如何控制和引导与机

随后在 6 月 12 日上午袁小米再次出招袁其官方

多元化遥

器人的互动袁或者反过来说袁机器人如何揣度你的

2014 年袁 欧洲企业主宰了新兴生物技术领域袁
这主要得益于欧洲的生物能源技术世界领先遥
欧洲专利局表示袁 生物技术专利申请较 2013

微博突然宣布旗下红米 Note 4G 全系列调整价格袁

业内院行业洗牌将加速

其中红米 Note 4G 降至 699 元袁 据悉袁 这是继 499

业内人士表示袁从手机行业看袁目前竞争已经非

过去 40 年袁欧洲尧美国和日本基本上占据了全

年上升了 12%袁达到了 5905 项遥 荷兰生物技术公司

常激烈袁除了小米袁还有联想移动尧华为等野劲旅冶袁而

球研发的主导地位遥 然而袁其他国家正在加快前进

帝斯曼(DSM)在从植物外壳尧叶子和玉米芯等废弃

被业内称为野搅局者冶的 360 在收购大神手机之后袁

步伐袁尤其是中国遥 2011 年中国的总研发支出超过

物开发先进的生物能源上取得进展袁其申请专利的

素以不按常理出牌著称的 360 董事长周鸿祎或将把

了日本遥

数目是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的 3 倍遥

业内认为袁360 与小米之间在入门级智能手机

神 F2 比红米 note 有更高的配置袁 再一次把矛头对

市场的争夺袁必然加速市场的洗牌袁同时使得入门级
智能手机的价格将从目前的千元级降低到 500 元以

Battelle 相信袁到 2018 年袁中国将超过欧洲各国

欧盟希望推进自身的再工业化袁设立了在 2020

的研发支出总和袁而到 2022 年左右袁其研发支出的

年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 15.6%提

绝对值会超过美国遥

升至 20%的目标遥 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达成了一致意

中国政府 5 月出台了总览全局的 叶中国制造

见袁认为有必要改善创新的基础设施袁包括从创意

而就在 360 频频向小米手机发动价格战的同

下袁而最终受益的将是消费者遥 同时袁小米与乐视之

2025曳战略袁提出了从大众市场制造业转向航天尧绿

时袁小米却没有正面迎战袁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另外

间的野口水战冶袁业内认为袁则反映了目前在相关部门

色能源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的详尽规划遥

一个竞争对手袁即

加大对视频内容的监管之后袁 内容将成为包括传统

野研发资金和研发能力是创新和商业化的源

总干事热罗姆肖万(J佴rome Chauvin)评论称院野创新

电视厂商以及互联网 TV 厂商未来争夺的主要市

头袁冶Battelle 负责技术商业化的副总裁布雷特?博斯

或许始于一个创意袁但只有其成果进入市场袁创新

利(Brett Bosley)说遥

才算完成遥 知识产权是使商业化过程变为可能的必

小米发 布 会上 所
提到的友商乐视遥

场袁而乐视以做视频内容起家袁是业内排名靠前的单

在 6 月 10 日的一

个企业之一袁小米此前在内容上存野短板冶袁因此此次

场发布会上袁小米

针对乐视的野发难冶袁或是小米为了市场推广的一个

技出版的速度要要
要这是创新的主要指标袁亚洲在科

宣布小米电视尧小

策略遥

学和医药相关的诺贝尔奖中占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袁

野中国社会中技术的进步加速了专利申请和科

即使像伊朗
际制裁的国

即进行了回应袁乐视发布声明袁称被公证的谎言依然

动 4G 以相同的价格叫板红米 note袁 并再次强调大

孵化到资助高科技初创企业等各项举措遥
布鲁塞尔最大的游说集团 BusinessEurope 的副

要耶货币爷遥 冶
Battelle 的博斯利说院野技术的角色依行业不同
而变化袁但创新是普遍的当务之急遥 冶

美国和欧洲则随之下降遥 冶

3. T-50 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斗机 Su-50袁原型机

足够的耐心

代号为 T-50 PAKFA袁 可以当成对美军 F-35 的回

和自己的技

应遥尽管现在仍处在原型机阶段袁但俄罗斯认为 Su-

术来开发属

50 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在隐身能力方面都将超越 F35遥 Su-50 计划将于 2016 年开始服役遥 目前袁印度
正在跟俄罗斯共同设计 Su-50 的另一个版本 Su-

人机遥 伊朗的这些无人机代表着全球无人机的时代

Hawk 这个神秘的直升机项目是在 2011 年突袭本

＆

STANLEY

于自己的无

6. MH -X Silent Hawk 美 军 MH -X 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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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意义院

争 对 手 的 努 力 院2014 年 华 为 申 请 的 专 利 数 量 比

却把主要战斗力对准了乐视旗下的内容袁小米与乐

当前手机行业的现状从野红海冶变为野血海冶遥

变格局并不是因为它的高质量袁而是因为它所能够

这样受到国

年袁全球范围内对从机器人科学到社交媒体等一系

心意袁完成你想要它完成的事情遥 冶

伊朗的 Ababil-3 监测无人机遥 伊朗的无人机能够改

电信公司华为(Huawei)体现了中国企业追赶竞

在全世界范围内袁对未来技术的投资都被视为
带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遥

朗尧黎巴嫩的真主党袁以及苏丹都已经成功飞起过

它将会是发射卫星的中转站遥 在爬升到 30000 英尺

角袁它可以通过 3D 眼球追踪技术袁领会瘫痪病人

要乐视公司立
在 6 月 11 日袁小米提到的友商要要

准小米遥

被称作欧版 F-35遥

像遥 虽然还不清楚 Fotros 现在是否能上战场袁但伊

8. Stratolaunch 目前这架飞机还处于设计阶段袁

了各大视频网站资源袁 而且

免遥

快速作出反击袁6 月 12 日晚上袁360 宣布大神 F2 移

创建院德国袁西班牙袁英国和意大利遥 野台风冶战斗机

示袁小米斥资 10 亿美元购买

率先向小米公司野发难冶袁直接向小米公司对旗下多

而认定与小米进行价格战的 360 公司也再次

斗机是欧洲最大的军事项目袁它由这四个核心国家

Fotros 首次亮相袁它与美军的野收割者冶无人机很相

(约 9144 米)后袁飞机将发射出一枚火箭袁之后火箭

的结果袁称小米电视内容比友商多一倍袁并且年费全

进行调整遥

11. 伊朗的无人机 2013 年袁 伊朗的军用无人机

始是想让它成为欧洲和北约的主要战机遥 野台风冶战

Office)的统计袁2014 年在欧洲申请的 27.4 万项新专

神品牌的 360 公司立即宣布下调大神手机的售价袁

元的红米手机 2A 后袁 小米公司再一次对产品价格

备之一遥

rofighter Typhoon)是双引擎多用途的战斗机袁最开

机器人设备遥 一台外形类似老式街机的设备立于一

发布会现场袁 小米还出示了经北京市某公证处公证

项目局(DARPA)研究并开发的监测无人机野微型蜂
鸟冶(Nano Hummingbird) 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军的主

多袁 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表

相互之间展开了一场野混冶战遥 刚刚收购酷派旗下大

10. Nano Hummingbird 由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

两倍以上遥

推进创新的努力遥根据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员超过了 100 家袁总的市场份额超过了 85%袁同时袁

场的价格战还将继续遥

起降遥 X-47B 能以亚音速进行巡航袁航程可达 2400
英里(约 3862 公里)袁是野收割者冶(Reaper)无人机的

了美国空军遥 但我们真正第一次看到它参加战斗还

伦敦中部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鄄

人轰炸机可以在空中自助加油袁还能在航空母舰上

lege London)的一间实验室里袁每个角落都摆满了

很袁360 与小米袁以及小米与乐视袁这三家国内企业

款手机的调价措施发动针锋相对的价格战遥 而小米

5. Eurofighter Typhoon 野 台 风 冶 战 斗 机 (Eu鄄

欧洲科技创新面临中国挑战

一个例子是院中国央行(PBoC)表示袁今年有很大概率将

360 小米乐视演三国式混战
业内行业洗牌将加速

会于 2017 年至 2019 年间服役遥

7. X-47B X-47B 无人轰炸机的主要任务是实
施战场轰炸遥 诺思罗普窑格鲁曼公司设计的这架无

2. F-22 Raptor F-35 将要取代的就是这架拥有

人民币的崛起可以成为促进中国及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对非常激烈遥 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袁中国政府已经喊出野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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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与债权国谈判破裂

一个更加开放的资本账户将使中国央行更难于管理或

币成为一种官方储备货币遥 这个货币篮子由美元尧欧元尧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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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蘇力律師*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

AM1050 每月第 2,4 週一 5:30PM 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Sam 律師

Anal 律師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商 業 法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Licensed

by

the

鄢旎律師**

Eva 律師

精辦移民
精辦留學
周六照常服務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Specialization.

责任编辑：徐晨

法治天地
星期一

刘某现年 34 岁袁身材高大袁高中文化袁曾因故

因为要购买位于广州珠江新城的一处豪宅袁云
南籍李老板看上了女业主陈某袁随后展开追求遥 没

Monday, June 29, 2015

杀害李老板遥

起跨国凶杀案作出一审判决袁女业主陈某的男闺密

据陈某供述袁2012 年 6 月袁 她想卖掉广州珠江

遇害误把凶手当朋友 事前一起去按摩

出入开着卡宴等豪车袁他火速爱上了陈某遥

广州中院一审认定袁临行前袁陈某变卦说身体

广州中院宣判袁认为刘某犯故意杀人罪袁判处

刘某被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遥 陈某明知男闺密图谋

陈某称袁她想尽快将房子出手袁约定成交价格

零时袁李老板飞赴泰国曼谷遥 此后袁陈某向刘某提供

死刑袁缓期二年执行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袁并且限制

不轨仍透露李老板行程袁广州中院视其为共犯判处

后袁李老板给了 200 多万元就以工程款紧张为由一

手机号码袁李老板得以与刘某取得联系袁之后两人

减刑遥 鉴于陈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尧辅助作用,是

三年刑期遥 判后二人再度否认杀人并表示将上诉遥

再拖欠首期遥 不过袁李老板得知陈某资金紧张又出

还一起去按摩遥 当天凌晨 2 时 20 分许袁刘某与李老

从犯袁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袁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3 年遥

借 920 万元给她解急遥

板一同入住曼谷某五星级酒店遥 其间刘某将匕首藏

据叶新快报曳

评论院 住房保障
应强化政府责任

积金制度建设 20 余年袁现在有了完整系统披露袁并逐步制度化袁使其公
开透明袁这表明公积金管理在制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遥

为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言语威胁遥

据媒体报道袁被坊间称为野二次房改冶的野进一步深化住

拓宽增值渠道

房体制改革冶袁 正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相

后续改革将纳入议程

关部门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遥 据悉袁此次改革重点在保障

数据显示袁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渊全年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袁未来将针对不同的保障对象袁实行廉居和安居两类

贷款新增余额袁 占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新

保障住房制度遥

增余额总和比例冤为 19.22%遥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刘洪玉说袁

网民表示袁住房一直是众所瞩目的问题袁希望野二次房

据此估算袁公积金贷款占家庭个人购房贷款比重达 20%左右遥 20%是一

改冶能多关注弱势群体遥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住房保障

个较大的比重袁这表明袁住房公积金在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袁支持住房消

问题袁住房体系设计应更多倾向野市场的归市场袁保障的归

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保障冶这一思路遥

刘某称袁陈某称李老板逼她做女朋友袁还想侵

于枕头下袁李老板发现后两人发生争执遥 刘某遂拿

占她的房产遥 刘某担心李老板的这些行为会让陈某

出三棱刺刀捅刺李老板共计 32 刀袁致其当场死亡遥

17 日袁出现在广州中院被告席的陈某袁一身白

野家变冶袁为此袁他决定在境外野搞一下冶李老板遥 从陈

清晨 6 时许刘某逃离现场, 并当天乘坐飞机离开泰

色 T 恤,资料显示袁陈某拥有大学文化袁名下有价值

说袁主要原因是去年房地产市场比较低迷袁购房需求萎缩袁导致住房公

某口中听闻李老板前往中国澳门尧 马来西亚时袁刘

国遥

积金贷款需求下降遥 同时袁各地在调整政策尧优化业务流程也需要一定

不菲的房产遥

某亲自跟随袁却没找到下手机会遥

发放公积金贷款的笔数和金额均有下降袁 原因何在钥 张其光解释

庭审时袁 刘某翻供称没有杀人也没去过泰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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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对此评价说袁公

取从宽处理遥 侦查人员在审讯中通过心理疏导和政

不舒服袁让李老板独自到了泰国遥 2012 年 10 月 3 日

2015 年 6 月 29 日

我国首晒住房公积金"家底"定期公布将成常态

策教育袁引导犯罪嫌疑人作出正确抉择袁不应被视

出现了遥 资料显示袁这位云南籍老板也是离异人士袁

缘由买房看上女业主 富商欲弃未婚妻

星期一

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袁 劝说坦白罪行及检举立功袁争

新城一处价值约两千万元的豪宅袁李老板作为买家
6 月 17 日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2012 年这

中國地產

审讯录像显示袁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对刘某

意伤害罪被广州越秀区法院判刑 4 年遥

想到袁结果是不但求而不得最后还搭上了自己的性
命遥

2015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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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住有所居
许多网民希望野二次房改冶能给予弱势群体多点帮助遥
网民野李琴冶认为袁1998 年开始的第一轮房改袁明确了

时间遥

货币化房改方向袁即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

堪称野白富美冶的陈某是怎么卷入凶杀案的钥 此

据检方指控袁2012 年 9 月下旬袁 陈某再次将李

刘某还声称遭到疲劳审讯袁被威胁而无奈作出有罪

前庭审与判决资料透露袁陈某在 2011 年离异袁独自

供述遥 但广州中院经查认为袁刘某自第 6 次审讯开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是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扣除业务支出的差

老板约她一起前往泰国旅游的信息告知刘某袁刘某

的廉租房曰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适房曰高收入家庭购买尧租

带着儿子生活遥 除了有一位正牌男友外袁她还有其

于 9 月 27 日提前赶至泰国曼谷物色杀手未果袁随

额遥 当前袁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不高遥 数据显示袁2014 年的住房公积金

始作有罪供述袁 审讯均在白天进行且间隔时间较

缴存余额是 37046.83 亿元袁而增值收益仅为 677.02 亿元遥

赁商品房遥 然而目前的保障房制度实际作用有限袁许多中

他爱慕者遥 本案的第一被告人刘某便是其中一个遥

后购买了一把三棱刺刀和一把匕首袁准备亲自动手

长袁不存在疲劳审讯的情况遥

院提起行政诉讼袁法官收下诉状和材料后叫我等通

公然来我们公司的土地上搞建设遥 这时我才认得国

知袁这一等长达两年都没有立案遥 冶朱建国说袁在这

土局又颁发了一个土地证给其他公司袁这属于典型

漫长的两年中袁 他先后 20 多次从罗平往返曲靖中

的耶一女二嫁爷嘛浴 冶朱建国说遥

法官称不知诉状去向
野民冶告野官冶案件立案真那么难吗钥 昨天上午袁

院袁每次得到的答复是野等通知冶遥 他曾经书面报告
两年间听到的都是野等通知冶

请求立案袁云南省高院是监督了袁但下面还是不立

上午 8 点 40 分袁 晚报记者和朱建国一起来到

案遥 昨天袁朱建国先查询原来提交的材料并问为什
么没有立案时袁立案庭法官说院野我才调来袁认不得

2013 年 7 月 29 日袁 朱建国将罗平县政府和罗

你的材料在哪里钥 冶因此袁朱建国再次向法官提交材

平县国土资源局告到曲靖中院袁要求撤销非法的颁

料和报告并要求立案袁法官收下材料后说院野等通知

证行为袁并赔偿诉讼中的损失遥

噎噎冶
一块土地两个土地证

关材料袁让我们回去等通知遥 冶朱建国说袁他和律师

野我告罗平县政府和罗平县国土资源局的行政

知道遥

政府将该企业从公改民遥 朱建国以出让方式取得该

求法院尽快立案袁也没有立案遥 他又从罗平第二次
到曲靖中院要求立案袁一位法官说院野回去等通知遥 冶

权债务袁并安置好职工遥 由此袁朱建国就将这些财产

朱建国回到罗平袁又向云南省高院提交书面报

包括土地已登记为罗平银瀑公司财产袁有关机关已

告要求监督立案袁省高院明确答复已发函至曲靖中

作了依法登记袁朱建国作为法定代表人遥

院监督立案袁你们等曲靖中院的通知遥 野从递交诉状

野当年袁粮油工业公司的固定资产是 30 亩土地

至今袁 我先后 20 多次到曲靖中院查询案子是否立

和厂房遥 冶朱建国说袁企业改制前袁根本没有人敢接

1 年多袁认不得你的诉讼材料在哪里遥 冶女法官说袁行
政案件袁她不负责袁等负责的石法官来了交给他遥

就是为了防止这

野法官袁我两年前把起诉状交到你们立案庭袁至

些耶抽屉爷案袁今

今没有立案袁想问问案子进展的情况遥 冶朱建国说遥
这位法官说院野我是今年才来的袁认不得袁你交
给谁的袁你找谁去遥 冶

今年 2 月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尧财政部尧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叶关
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曳袁对推进公积金信息公开作出
全面部署袁并规定袁公积金中心的年度报告应于每年 3 月底前披露曰省
渊区冤住房公积金汇总信息应于每年 4 月底前披露曰全国住房公积金汇

记袁 都必须给当

建国说袁每当提起他的案子袁他最害怕的就是野等通

事人出具书面凭证遥 冶

总信息应于每年 5 月底前披露遥 今后袁 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将成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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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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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
•

责任编辑：徐晨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

00

•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We Smile Dental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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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体系袁重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税结构袁培育起足

的调节机制袁但具体实施还要根据叶条例曳的修改情况再最后决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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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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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
姚聖坤

以替代卖地收入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遥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醫學博士

(BOARD Certified，ABIM)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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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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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9-3355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牙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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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M.D.Anderson 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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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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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3-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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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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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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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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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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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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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FDA 驗證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 86%以上的效果。

特別介紹

電話:713-826-6889

土地收入的依赖袁必须改革目前并不合理的庞大的公共财

微笑牙科

免費停車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政府对于土地收入的依赖达到极致遥 要让地方政府摆脱对

绩效尧财务绩效都会提高遥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灰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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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9720 Town

府依靠土地财政维持地方收支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袁地方

玉说袁如果能够进一步提高流动性袁提高使用效率袁住房公积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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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info@hooyou.com 傳真：713-771-8368

專精 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数年后袁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地方政

仅仅以城市为单位袁可以考虑在更大范围内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遥 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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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
展
各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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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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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果特佳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囊腫
★趾
★香港腳

治療項目

网民野叶檀冶表示袁房地产市场化进行至今袁也面临着
土地财政的挑战袁这意味着中国税费体制的大改革遥 在中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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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收益方面会受到影响或者削弱遥

对此袁任兴洲认为袁城市之间公积金存在不平衡袁目前住房公积金

服務項目

Zhang and Associates,P.C.

精辦
張哲瑞

腳

李岳樺

牲冶遥 如果更多的土地配置到保障房袁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

张其光透露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研究探讨是否能先建立省内

态遥

專科

張哲瑞

再次递交诉状

投入袁但它要求地方在土地划拨尧土地出让方面作出野牺

要么资金结余过剩尧要么资金短缺的情况遥

全会精神遥

案袁打过的电话无数次袁得到答复还是等通知遥 冶朱

网民野陈国强冶说袁地方财政因素实际是野二次房改冶中
的核心问题袁野二次房改冶虽未明确地方政府要真金白银地

市进行管理袁资金只能在城市内部使用袁不能跨市调剂融通袁必然产生

金提取尧使用尧监管机制冶遥 发布这份叶报告曳袁也是具体落实十八届三中

须实行立案登

野市场配置尧政策调节冶的住房市场体系遥

个贷率低于 50%遥 这种差异与现行管理体制有关袁住房公积金由设区城

届三中全会提出袁要野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袁改进住房公积

国所有法院都必

市场参与冶的住房保障体系袁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推出

省份有 6 个袁全国个贷率超过 85%的城市有 52 个袁但仍有相当多的城市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司长张其光介绍说袁 党的十八

年 5 月 1 日起袁全

合的住房体系袁对低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推出野政府主导尧

张其光介绍说袁2014 年个贷率超过 80%的省份有 7 个袁低于 50%的

益情况尧资产风险情况尧重要事项等 5 部分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遥

法行为遥 最高院

又等了 10 多分钟袁石法官来到立案窗口遥

据媒体报道袁此次房改的方向是建立市场与保障相结

俗而言袁 个贷率体现职工缴存的公积金中有多大比例被职工实际用于

100%袁这也是一些城市出现住房公积金贷款难的原因遥

房公积金 2014 年年度报告曳从机构概况尧运行情况尧业务收支及增值收

结论袁 这也是违

市场与保障结合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中尚未归还的贷款本金金额冤占缴存余额的比率遥 通

91.33%遥 据了解袁个别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个贷率高达近 100%袁甚至超过

益钥 收益如何分配钥 都是缴存职工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遥 这份叶全国住

型的耶抽屉爷案袁有的法院收下材料一直不给当事人

部分产权的住房袁也可以租住不拥有任何产权的住房遥 冶

个贷率是 68.89%袁 一些省份个贷率十分高袁 如重庆高达 93.44%袁 江苏

工缴纳公积金钥 总额有多少钥 公积金的安全性如何钥 产生了多少增值收

昨天袁晚报记者采访了一名律师说院野这属于典

野我认不得袁当年你交给哪个的钥 我来立案庭才

公司财产, 前提是负责承担原罗平粮油工业公司债

受这些老厂袁因为还有跟着改制的几十号职工遥

案子遥 冶朱建国说遥

自身情况袁可以是居住完全自有的住房袁也可以居住拥有

研究建立省内调节机制

解决住房问题遥 各省份之间的个贷率差异较大遥 2014 年袁全国范围内的

住房公积金关乎每一个缴存职工的切身利益遥 我国一共有多少职

野我们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凭证袁不会给你的遥 冶

你们这里袁现在案子进展是个什么情况钥 冶

石法官说袁他会向领导汇报袁具体要等多久袁他也不

大概又过了一个多星期袁朱建国以书面方式请

定期公布将成常态

具书面凭证给当事人吗钥 冶朱建国说遥

野哪样案子钥 冶女法官说遥

长袁因该公司长期亏损袁资不抵债遥 2003 年初袁各级

本冶遥

野法官袁不是说把材料提交给法院后袁法院要出

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拥有自有产权住房袁而是居民家庭根据

提升流动性
个贷率是指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渊截至年末袁累计发放的住房公

据的年度报告袁 系我国管理机构首次向社会全面亮出公积金 野国家账

过来看后说院野我要向领导汇报袁回去等通知遥 冶

等了一个小时后袁 一位女法官来到立案窗口袁

院的立案通知遥

布叶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4 年年度报告曳袁这份涵盖全国 31 个省份大数

后袁朱建国拿着改好的诉状来到立案庭袁石法官接

交了诉状遥 野立案庭一位女法官收了我起诉状和相
就离开法院等待通知袁7 天过后袁他没有接到曲靖中
朱建国是原国有云南罗平粮油工业公司的厂

曲靖中院立案大厅袁两个立案窗口却没有法官遥
朱建国赶紧上前说院野法官袁我两年前交过起诉状到

当天袁朱建国和律师一起到曲靖中院立案庭递

6 月 12 日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尧财政部尧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对外发

个诉状落款时间要改为今天袁不然我就不收了遥 冶随

晚报记者跟着朱建国体验了一下遥

网民野倪鹏飞冶指出院野值得注意的是袁实现住有所居袁

率袁这样能够在促进住房消费的同时袁提高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遥

要
速要要

状落款时间是 2013 年 7 月 23 日遥 石法官说院野你这

全列入保障范围袁让他们安居乐业遥

利息和国债利息遥 他认为袁应该进一步提高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

披露制度袁 今后将继续通过接受全社会监督袁野倒逼冶 公积金改革提

期了谁负责遥 冶法官接过诉状后袁发现朱建国的起诉

福利遥 必须充分考虑这部分人的切实需要袁把他们完完全

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息收益率远高于银行

信息首次公开袁意味着我国初步形成了从国家到省尧市 3 级公积金信息

再次请求立案的报告袁请你们尽快立案袁要不然过

力量袁而这些流动人口没有户籍袁不可能享受到保障房的

刘洪玉认为袁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息收益也可视为公积金增值

花不着袁要求加快管理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遥 此次全国住房公积金汇总

野法官袁我今天再提供一次材料袁同时也交一份

网民野闻一言冶称袁大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发展的中坚

究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和住房公积金条例修订时袁可能会统一考虑遥

病遥 我国缴存公积金的职工人数过亿袁但对这笔野自己的钱冶却看不见尧

知冶三个字遥

压力遥

息或购买国债袁今后是否开放其他渠道扩大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袁研

办理手续繁琐尧耗时冗长曰增值渠道单一尧收益低下等问题饱受公众诟

2013 年发生了一件大为意外的事遥 野其他公司

业已到了二次改革的关口袁减轻高房价给野夹心层冶带来的

管理条例曳袁住房公积金发放后有结余的情况下袁仅能得到委托存款利

长期以来袁公积金管理信息披露不及时尧不全面曰资金提取和贷款

野两年前袁因我公司土地被非法划走后到曲靖中

等收入家庭既买不起商品房袁又不能享受保障房遥 房地产

财政部综合司住房土地处处长杨远根说袁根据现行的叶住房公积金

人工(手)按摩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Tel: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713) 77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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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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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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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王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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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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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云在 美 野乒 乓 外 交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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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回国人员就业:27%野海归冶选择国企就业
最近两年袁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增加袁但回国就业的比例也在

论经济学尧外国语言文学尧艺术学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管理学与

增加遥 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大学排名高峰论坛上袁教育部留

工程尧教育学尧社会学尧新闻传播学遥 博士留学回国人员以理工科

学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野海归冶在国内就业和创业的基本

类学科为主袁主要学科为生物学尧化学尧计算机科学尧机械工程尧

态势遥

材料科学尧物理学尧应用经济学尧电子科学与技术尧基础医学尧临

六成野海归冶有硕士学位

床医学等遥

数据显示袁2014 年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了就业登记的 野海
归冶多达 37 万人袁与 2013 年相比袁回国人数悄然增长了 3.2%遥我

留学人员回国以后袁他们最先选择的城市是北京尧上海和广

国留学回国人员年龄分布在 22-34 岁区间袁 占全部留学回国人

州曰其次是选择一些二线城市袁包括杭州尧南京等遥 工商管理专业

员的 95%袁 有接近七成的留学回国人员年龄分布在 22-26 岁区

的学生回国以后袁有 30%的人选择去了金融领域就业遥

间遥 63%的留学回国人员具有硕士学位袁30%为学士学位袁具有博

此外袁近年来的统计还显示袁有 27%的野海归冶选择国有企

士学位的人数仅占 6%遥 超过九成人是自费留学遥 其中袁女生回国

业袁个中的原因很有意思袁因为是父母支持了他们自费留学袁所

的比例超过男生遥

以袁当他们回国之后袁很多孩子是尊重了父母的意愿去了国有企

近半本科毕业后出国

业遥 另外有 21%的人去了私营企业遥 当然袁除了创业和待业袁选择

47.31%的留学人员为国内本科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袁 而高

去福利待遇相对较高尧职场锻炼机会也更多的外企的比例袁仍是

中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占 33.48%袁 硕士毕业后出国留学的仅占

6 月 9 日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美国之行的第二天遥 马云在
美国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主旨演讲袁 吸引 1200 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前来袁
自掏腰包花费近 300 美元野听课冶一小时遥

回国就业首选北上广

最高的遥

5.59%袁其余为大专或中专毕业后出国留学遥 选择的留学目的国

从野海归冶们的收入来看袁随着这些年留学归国人员越来越

分布较广袁但主要集中在英国尧美国尧澳大利亚尧韩国尧日本尧法

多袁他们和本地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并不是特别大遥 但也有跟

国尧俄罗斯尧加拿大尧德国尧乌克兰尧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国家遥 英国

踪调查数据显示袁虽然最初几年彼此的薪水差不多袁但是袁随着

为接纳中国高中和大学本科毕业生最多的国家袁 而美国则是接

工作年限的增长袁由于所展现出的眼界更为开阔尧理论结构更为

纳中国硕士毕业生最多的国家遥

先进等因素袁野海归冶的整体收入还是会逐渐高于本地的毕业生遥

留学回国人员的学科范围虽广袁但很集中袁以商科类和社会

(记者 王蔚 马丹)

此次袁马云式演讲在美国大获成功袁野篮球尧乒乓球冶尧野亚马逊是购物
网站袁阿里巴巴是生活方式冶等精彩类比现场博得了掌声和欢笑遥
野可能亚马逊是美国人眼中唯一的电子商务模式袁但是我们不一样遥 冶
马云认为袁亚马逊是一个购物中心袁人们知道要什么买什么曰阿里巴巴是
生活方式袁人们买到的是惊喜和体验遥
野在美国袁电子商务是商务袁而在中国袁电子商务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
式遥 冶他解释称袁野年轻人交换他们的思想袁互相沟通袁建立信任遥 冶
马云称袁阿里自己不做买卖袁而是帮助中小企业做买卖遥 在阿里巴巴

递公司管理成千上万个物流仓库遥
2014 年全年袁阿里巴巴的销售额是 3900 亿美元遥 今年袁预计销售成交
会超过沃尔玛遥 可以形成对比的是袁沃尔玛员工有 230 万袁阿里仅扩大到
了 3.4 万人遥
提及中国电子商务环境和美国的不同之处时袁马云指出袁阿里巴巴的
业务一直专注于帮助小企业在网络上赚钱遥

大型企业袁这就好比美国人擅长于打篮球曰而在中国袁我们应该会去打乒
乓球袁去帮助那些小公司遥
野我们不是来竞争的冶
解袁现阶段袁阿里巴巴的海外业务只占到 2%袁目标则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拥有 40%的业务量遥

去年年底袁尹柱卿任韩国独立纪念馆馆长时袁还受邀前往中国袁

样袁他们都是在慈母的培养下成功的袁我希望你们也像他们一样遥
要83 年前袁韩国独立运动家尹奉吉毅然写下遥
这是一封遗书要要

是人类历史的悲剧遥 一国侵略他国尧屠戮他国善良民众的惨案袁绝不

1932 年初袁日本制造野一窑二八冶事变袁入侵上海遥 当年 4 月 29

能再次上演遥

日袁日本军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地举行阅兵袁庆祝日本天皇生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袁尹柱卿看到袁从刚

日及日军胜利遥 此时袁尹奉吉混入庆贺人群中袁向主宾席投掷炸弹袁

出生的婴儿尧手无寸铁的妇女到垂暮老人袁这些无辜民众都成为日

炸死尧炸伤多名日本军政高官袁包括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尧日本

军残忍杀戮的对象袁这更令人感受到和平与自由的重要遥 她强烈赞

驻华公使重光葵尧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尧第九师团团长植田谦吉等遥

同野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袁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冶遥 为了告慰战

被捕后袁尹奉吉被押往日本袁同年 12 月 19 日慷慨就义袁时年 24 岁遥

争受害者袁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袁中韩两国应联手努力袁不让悲

这封遗书就是尹奉吉在即将举事前袁留给自己两名幼子的遥 虽

如今袁英雄的第三代没有忘记祖父的遗志袁仍在为来之不易的

办一系列展览及学术交流活动遥 尹柱卿告诉笔者袁首先从今年 9 月

和平而斗争遥 尹柱卿女士是尹奉吉长子尹淙的长女袁现任韩国独立

开始袁 在韩国独立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袁

纪念馆第十任馆长遥 近日袁尹柱卿在她的办公室接受了笔者的专访遥

共同举办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曰从 10 月开始袁将与广东革命
除此之外袁学术交流活动也将接连不断地进行袁其中规模最大

由于祖父的缘故袁尹柱卿很早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袁基本上

的将是 8 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主题为 野东亚抗日斗争的经验和成

每年都要前往中国袁在上海鲁迅公园渊原虹口公园冤参加纪念尹奉吉

果冶国际学术会议袁由韩国独立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的活动遥 中国飞速的变化令她感到震惊袁每次去都有新的感觉袁觉得

共同主办曰6 月袁独立纪念馆还和延边大学合作举办野中国东北的抗

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遥

日斗争冶学术研讨会曰9 月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学术研讨会将在重庆

对于祖父的事迹袁她更多的是在上学之后袁从历史教科书中了解到

诟病遥 1999 年袁广东率先进行高考野3垣X冶试点遥

的遥 韩国学界对于过去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历史袁也是从上世纪七

尹柱卿认为袁这些频繁的交流活动可以让两国回顾过去共同抗

之后袁各省单独命题成为潮流遥 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地考试难

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起来遥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袁了解不断增多袁尹柱

日的历史袁增进韩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袁延续两国人民面向未来的

易程度的差异袁掩盖了学生水平的差异遥 近几年袁各地又逐步回

卿对祖父的敬佩之情日益加深遥 大学期间袁她开始研究那段历史袁对

反侵略共识遥 近几年以来袁日本政府右倾化继续加深袁作为战争受害

国尧新加坡等地参加考试遥 换句话说袁去参加 SAT 考试的中国内

归全国一张试卷遥 今年使用全国统一命题的省份达到 18 个袁比

祖父义举的具体过程和历史意义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遥 现在袁当时

国的中韩两国加强合作袁建设安重根义士纪念馆袁设立光复军驻地

地考生袁基本已经放弃了后一天的中国内地高考遥

去年增加两个遥

独立运动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袁 网络上一搜索就有非常多的资料遥

纪念碑等袁都是非常珍贵的遥 上个世纪因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而遭

通过这些袁尹柱卿对祖父有了更加立体的认知袁看到祖父献身带来

受苦难的中韩两国袁在面对战争时精诚合作袁共同抗争袁谱写了可歌

的巨大影响袁她内心的自豪感也愈发强烈遥

可泣的光辉历史遥 这些历史的价值难以估量袁为中韩两国人民的友

2014 年 9 月袁备受关注的叶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

办袁 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

施意见曳公布遥 高考不分文理科尧外语科目考两次袁成为最大热

的重要参考袁它与 ACT 都被称为美国高考遥 但是它们只是录取

点袁在高考是教育野指挥棒冶的中国袁此举影响将在两年后逐步显

学生时参考的材料之一袁 不像中国高考那样起完全决定性的作

现遥

那封遗书袁是尹柱卿对祖父最具体的感受遥 对其他人来说袁尹奉
吉可能只是一位英雄袁但通过遗书袁她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父亲对妻
子的敬佩和尊重袁对儿子的真挚亲情和殷切期待遥 英雄希望自己的
后人能在独立自主的土地上成长袁为了大我袁而毅然决定牺牲小我遥

有过分的贪欲遥 野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冶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人类普遍

绩遥 中国高考成绩目前有澳大利亚尧美国尧韩国尧新西兰尧德国尧意

于沉寂的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再度兴起袁中韩两国人民以此为契机开

价值遥 不希望自己的祖国遭受侵略袁就不应该去侵略别国曰不希望本

大利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认可遥

始结成共同抗日战线遥

民族受到压制袁就不应该去压制其他民族遥 本着这样的精神来扩大

尹柱卿说院实际上袁祖父的壮举并不是他一人完成的遥 策划期

据了解袁SAT 考试将于 2016 年全面改革袁改革后的 SAT 将

间袁如果没有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袁最后的义举是不会

重回 1600 分时代袁写作成为选考科目遥 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改革

成功的遥 这本身就是中韩民族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结果遥 尹奉吉

卖冶的愿景服务遥

对于培养综合型人才的考虑遥

华人玩转互联网

的车厘子是一个例子袁24 小时内袁8 万个中国家庭就将 160 吨车厘子一抢
而空遥 去年袁阿里卖掉了 300 吨车厘子遥 许多美国的知名品牌也借助阿里

迈入 21 世纪袁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了的无限商

民遥 多伦多冬季漫长多雪袁夏季炎热高温袁不少华人家中没有汽

机袁人人都想抓住机遇分一杯羹遥 这不袁不少海外华人也因地制

车袁出门全靠步行袁费时又费力遥 送货上门的网上商城就为他们

宜袁做起了互联网经济遥

提供了购物新选择袁从此不出家门也能吃到新鲜果蔬遥

一位名为鲍文的加拿大华裔青年日前就和朋友一起创立了

得的大事遥 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袁坐月子也慢慢走向专业化袁

这家网上商城主打新鲜果蔬袁同时销售酸梅汤尧面线等中国

并催生了野月嫂冶这个高薪职业遥 然而袁受到中西文化差异的影

特色食品袁全中文页面让华人在异国他乡倍感亲切遥

马云表示袁阿里未来的目标是将业务拓展到全球袁不只要成为最会卖

真诚的希望袁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心声遥

期袁形成了查文文化尧玛雅文明尧阿兹特克文明和印
加文明袁延宕至今袁造就了独特的拉美文化遥 在丰盛
的文化滋养下袁 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生动记载着我
们各自国家的历史变迁遥
在中国袁从第一部诗歌总集叶诗经曳开始袁有文字
记载的中国文学经历了 3000 多年的发展历史遥 杰出
的作家尧诗人灿若星河袁传世的文学经典浩如烟海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袁中国文学进
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袁文学思潮非常活跃袁一大批作家创作能
量的迸发一度被评论家形容为野井喷冶遥 网络时代文学传播的变迁也
激发出更多人的写作热情袁各门类文学作品出版数量剧增遥 现在中
国每年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达数千部袁诗歌尧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其
他文学作品的出版量也大幅增加遥 网络文学异军突起袁据不完全统
计袁中国每年发布的网络长篇文学作品在 10 万部以上遥
青年作家不断成长袁网络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等新的文学群体应
运而生遥 中国作家队伍的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袁老尧中尧青几代作家
共同焕发着各自独特的光彩遥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袁中国文学同样是面向世界的
文学遥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说院野三人行袁必有我师焉遥 冶这是历代中国
人乐意秉持的问学精神袁更是一种优雅的修身态度遥 我们重视学习
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成果遥 世界各国尧各语种的文学
经典和最新的作品大多被译成中文袁介绍给中国读者遥
拉丁美洲文学作品广受中国读者喜爱袁拉美文学也对中国作家
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遥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窑马尔克斯的
叶百年孤独曳就是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名著之一袁其中译本在中
国 30 年畅销不衰遥 马尔克斯曾说院野哥伦比亚人有与生俱来的两大
天性院富有创造性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遥 冶马尔克斯的文学带给世人那
倔强的自信和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让我们再次想起那句名言院你想
了解一个民族吗钥 那就去读它的文学吧遥 而在今天的哥伦比亚袁还有
很多才华不凡的优秀作家和诗人袁他们用文学发出的声音同样值得
世界聆听遥
文化袁应该是一所教导谦逊的学校遥 它教导我们如何理解自己袁
并且有能力欣赏他者遥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袁更突显出其不可忽略的
价值遥 文学若能在其间呈现出跨越历史尧地理尧风俗和心理的隔阂袁
呼唤人类心意相通尧和谐进步的魅力袁那将是写作者的幸运和荣光遥
让我们共同努力袁规划开展中国和哥伦比亚以及拉美各国文学
作品的互译袁将各自最新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给对方的读者袁增进
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袁推动两国和中拉作家之间的互访袁举办形式
多样的文学活动袁勘探生活尧互相借鉴袁共同感受文学带给不同国家
地区人民的智慧和欢愉遥

野孙老师袁跟您说一件特别有

别大袁这张纸条却被他们捡到了袁想来真是

背上一个背包袁包里装上馒头尧鸡蛋尧饮用水

奇遇遥 冶更让小杨感动的是袁自己随手写在纸

就出门了遥 一出就是一天袁饮用水喝完了常

遇遥 冶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杨连

条上的问题字迹潦草袁语法混乱袁汉斯却认

常就地取材喝雪水遥

娇跟导师孙立广汇报南极考察工

真地一一作答袁老一辈科考人员的敬业精神

作时袁这样写道遥

着实让她敬佩遥

贼鸥非常凶猛袁科考队员出门一定要拿
根棍子保护自己遥 给贼鸥套脚环的工作非常

野企鹅岛冶上的一张纸条引出

野1998 年我去南极时袁他每天在我们长

繁重遥 许多小贼鸥像小鸡仔一样努力靠近妈

一段奇遇袁也讲述了中外两位科学

城站的小湖边袁 观察贼鸥和企鹅的数量变

妈袁寻求保护遥 贼鸥妈妈看到有外人接近自

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故事遥

化袁转眼 16 年过去了袁他还在研究它们遥 冶孙

己的孩子时袁就会大声叫唤袁公贼鸥马上冲

立广也不禁感慨遥

过来袁极具攻击性遥 常常是好几只贼鸥围攻

野企鹅岛冶原名野阿德雷岛冶袁因

员亲切地称为野企鹅岛冶遥

响袁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想找个专业月嫂却不是易事遥

拉丁美洲袁 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

趣的事情袁 我们都称之为南极奇

企鹅多在此聚集袁故被中方科研人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袁 女性生产后坐月子是一件马虎不

一家网上商城袁为居住在多伦多的华人市民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遥

要这是尹柱卿
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袁一定会为和平带来硕果累累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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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袁阿里此前已经帮助很多美国的农民将产品卖到中国遥 西雅图

做全球电子商务的野水电煤冶

始的遥 日本军国主义如此袁纳粹德国也是如此袁用掠夺别国的方式来

侵略野心袁也振奋了朝鲜半岛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抗日勇气遥 一度陷

绩冶的认识更加理性遥 伴随高考内容的相关改革袁也凸显出中国

易额高达 97 亿美元袁第一分钟有 240 万消费者涌入遥

上个世纪的悲剧袁是从发动侵略的国家希望称王称霸的野心开

从认可程度上袁 世界上有 120 多个国家认可美国的高考成

他明确称袁来这里是希望将美国的中小企业带到中国袁为野全球买尧全球

质产品和优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大袁非常惊人的遥 去年双十一袁阿里交

富遥

如果要让 70 多年前的悲剧不再重演袁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袁都不能

随着文凭论的不断被质疑袁 中国官方及家长对于 野高考成

阿里巴巴判断袁未来十年中国将有五亿人口成为中产阶层遥 他们对优

谊尧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袁留下了极其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满足自身的贪欲袁 给别国和本国人民均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苦难遥

野我们不是来竞争的冶袁马云主动表示友好袁打消在场企业家的顾虑遥

达到 650 万美元遥

议遥

尹奉吉义士的壮举袁 不仅展现了朝鲜半岛民众的独立意志袁还

外一种形式进行着遥

的平台销售遥 像 Costco 超市入驻以后第一个月卖出了 600 吨坚果袁销售额

举行遥 独立纪念馆还计划和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签署合作协

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反侵略的坚定意愿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猖狂的

值得注意的是袁SAT 所进行的改革袁在中国国内也正在以另

国袁无论用户身在何处袁保证 24 小时内收到商品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袁也
是朝鲜半岛光复 70 周年袁韩国独立纪念馆今年将和中国方面共同举

内容是院SAT 考试将考察美国历史重要文献及其相关内容遥

将这些数字进一步场景化院未来 10 年袁阿里会帮助全球 20 亿消费者
在线购买全世界的产品袁而且做到全球范围内 72 小时内收到商品袁在中

剧重演遥

然战争已过去 80 多年袁 但尹奉吉义士的壮举仍在中韩两国间广泛
传颂遥

铸就了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文化身份遥 在

参加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遥 她更加感受到南京大屠杀

文科学生不懂基本理化常识袁理科学生人文素养缺乏袁受到普遍

如今袁中美高考都在改革袁考察的内容更全面尧更接地气遥

在这场演讲中袁马云还首次披露了阿里巴巴全球化的具体目标遥 据了

二

像东方的圣贤孟子和西方的革命家拿破仑尧 发明家爱迪生那

作文题目袁关于家长汗流浃背等在考场外噎噎

的大学遥

他还使用野篮球尧乒乓球冶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要要
要美国习惯于帮助

希望在她的教导之下袁你们成为成功的人遥

全国推行标准化考试遥 标准化考试推广 10 年后袁弊端逐渐显现遥

是美国高考不设限袁让世界各国的学生都能报考 SAT 申请美国

难遥 冶

文化遥 绵延 5000 年的中华文明兼容并蓄袁世代相传袁

体关注的焦点仍然是院关于警车开道袁关于丢准考证袁关于高考

近年来袁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对美国高考狂热遥 究其原因主要

国没有那么多的大公司袁 有很多的小企业袁 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如此艰

中国和哥伦比亚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

不要因为失去父亲而过分悲伤袁你们还有疼爱你们的慈母遥

由于祖父很早就为国牺牲袁尹柱卿的父亲当时只有 3 岁袁所以

SAT 全称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袁 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

却没有心理距离的遥远遥

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遥

1983 年袁英语被列入高考科目遥 1989 年袁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在

用袁其成绩有效期为 2 年遥

野美国的电子商务致力于帮助大公司袁帮助他们节约成本袁而当时中

高举着太极旗袁来到我的空坟前酹上一杯酒袁告慰我的亡灵遥

内容尧录取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袁但在这一天大部分的中国媒

由于中国内地没有考点袁大批高中生已分赴香港尧台湾尧韩

万人配送三千万包裹遥 阿里也没有自己的仓库袁但是帮助那些中小物流快

要也许距离产生美遥 今天和陌生的朋友相遇袁
美感要要

了中国的支持遥 当前袁中韩两国也会像过去一样袁携起手来共同维护

对于中国学生和家长来说袁最关注的还是考试内容的变化遥

要SAT 的考试日渊素有野美国高考冶之称冤遥
刚经历了一场大考要要

波哥大遥 地理距离的遥远袁让我觉得哥伦比亚远得有

投出的炸弹就是上海的兵工厂制造的遥 韩国当时的临时政府也得到

虽然中国恢复高考 38 年来袁从高考人数到考生时间尧考试

就在舆论的焦点盯紧上述元素之时袁 远在美国的学生也刚

的平台上袁有一千万家小企业每天做交易遥 阿里不送快递袁但每天有二百

如果你们是有骨气尧有血性的男子汉袁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为朝
鲜半岛勇敢斗争的勇士遥

一

中国高考遇上美国高考

电商在中国是生活方式

我们从初夏的北京一路飞行袁来到万里之遥的

历史博物馆合作袁举办韩中两国共同抗日史实特别展遥

科学类学科为主遥 最多的 10 个学科为工商管理尧应用经济学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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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位六旬德国老人与长城站的缘分

科考人员遥 有一次袁王自磐一人到野外去袁徒

还与另一位七旬的中国学者尧著名极地科学

手抓贼鸥袁脸和手都被抓伤袁嘴唇也被抓成

原来袁在杨连娇跟随第三十一

家王自磐教授分不开遥 二人都对南极鸟类研

了野兔唇冶遥 笔者在南极期间袁一抬头就可以

次南极考察队赴长城站期间袁德国

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袁 于是共同研究尧互

看到盘旋在头顶的贼鸥袁随时都有俯冲下来

耶拿大学一位资深的鸟类研究专

相学习遥 王自磐总是戴着一副框架眼镜袁头

的架势遥

家汉斯窑彼得受邀到访长城站袁他

发微白袁身体看起来十分硬朗遥 他是国家海

做鸟类的研究非常辛苦袁 朱钜银回忆

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袁从事极地

道院王自磐经常要追踪鸟类的生活袁并且在

不过袁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产妇就不用愁啦遥 近日袁马华妇女

给长城站的科考队员们做了一个关于南极

组开设了马来西亚首个陪月网站遥 华人产妇可以通过该网站找

鸟类的报告遥 小杨在纸上列了几个问题袁现

科学考察与研究近 30 年袁赴南尧北极科学考

远距离用望远镜观察袁 尽量不去打扰它们遥

他还表示袁要将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全球化袁包括在全球范

到心仪的月嫂袁享受养生月子餐尧新生儿护理等陪月服务遥 而且袁

场提问遥 第二天袁小杨去野企鹅岛冶做科考取

察十余次袁如今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野南极

白天野外采样非常艰辛袁下雪时常常不知道

围内提供支付工具尧物流中心和透明公开的交易平台袁帮助全球的小公司

马华妇女组主席表示袁该网站还能帮助月嫂们开拓东南亚市场袁

样袁不小心把纸条落在了那里遥

爷爷冶遥

脚下是什么袁有可能是个雪坑袁而雪融化以

将产品卖到世界各个角落袁 帮助全球的消费者顺利地买到世界各地的产

未来的客户将不局限于马来西亚遥

鲍文表示袁 设立网站的初衷是帮助那些出行不便的华人市

货的公司袁还希望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能够全球化遥 即成为全球电子商务
的野水电煤冶遥

恰巧袁汉斯的学生在同一天到访野企鹅

作为中国南极鸟类研究的泰斗袁王自磐

后袁道路会变得非常泥泞遥 时常一只脚陷进

又是一年毕业季袁澳大利亚华裔吴翔宇正在开发一款软件袁

岛冶遥 环保意识使然袁见到纸片等垃圾袁他们

同汉斯一起合作袁撰写了多项极具影响力的

去袁半天拔不出来遥 这时候袁手里的棍子就发

野电子商务在美国如同餐后甜点袁它是对主流商业的补充遥 但是在中

堪称毕业生的野福音冶遥 借助该软件袁毕业生们只需填写一份表格

随手捡起来袁 这张纸条便辗转到汉斯手中遥

南极鸟类研究报告遥 后来在他撰写的介绍有

挥作用了遥 他还特别注意保护南极的环境袁

国袁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主菜遥 所以袁建设了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遥 冶马云称遥

就能直接申请上百家公司的相关职位遥 目前该软件已经初步完

看到上面列的都是关于企鹅的问题袁他猜想

关南极自然地理尧环境生态的书籍叶南极院终

看到地上有小纸条尧塑料袋尧烟蒂都会捡起

5 月 13 日袁在阿里巴巴集团新任 CEO 张勇亮相的内部员工大会上袁

成袁相信经过最终的调试与完善后袁能够成为中国留学生手中的

这张纸条应该就是昨天提问的那个中国女

极之旅曳中也引用了不少汉斯拍摄的图片遥

来遥 野一旦这些东西被鸟儿吃了就危险了冶遥

求职野利器冶遥

孩留下的遥 汉斯非常认真地就纸条上所有问

提起王自磐袁 从事极地工作 30 余年的

在地上捡到物品袁若找到失主袁王自磐就归

题做了解答袁并把邮件发给了此前负责与其

工作人员朱钜银记忆犹新院第十七次南极科

还回去袁还告诉大家要注意保护环境袁若找

接洽的队员尧同济大学黄清辉老师袁请他转

考队度夏的时候袁两人都是队员遥 野我还帮他

不到袁就放到分类垃圾堆里遥

给这位中国女孩遥

一起给贼鸥套过脚环咧噎噎现在长城站附

如今袁古稀老人王自磐依然专注于各项

野他写了满满两页纸袁还附上了参考文

近还能看到不少我们以前套过脚环的贼

极地研究袁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考工作

献袁并拜托我一定找到提问的学生遥 冶黄清辉

鸥遥 冶朱钜银高兴地说袁贼鸥正是王自磐南极

者遥 一段时间执着于一件事情的人很多袁但

深有感触地说遥

鸟类研究中的重要一部分遥 那时中国的科考

一辈子能执着于一件事情的人却少之又少遥

野如果不是这封信袁我都不知道在耶企鹅

装备还不够完善袁给养也无法跟上遥 王自磐

野希 望自 己 能 成 为 像 他 们一 样 的 科 考 工 作

岛爷落了东西遥 而且我清楚地记得袁那天风特

每天早上 7 点钟吃完早饭袁 拿起一根棍子袁

者遥 冶杨连娇暗暗地下了决心遥

品遥

阿里宣布将旗下业务平台升级成 DT 时代渊DataTechnology袁数据时代冤的

在华人的巧思之下袁 还有许多传统行业通过与互联网的结

未来商业基础服务设施遥
张勇当时表示袁要回到野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冶的初心袁将电商尧金

合袁走出一条新路子遥 比如袁由赵清华等华人团队创办的海外华

融尧物流尧云计算尧营销尧国际化尧移动等阿里生态的七大平台全面升级袁建

人交友网站前不久正式宣布进军英国市场袁 成功地将服务对象

设成未来商业的基础设施遥

从北美华人扩展至欧美华人遥
海外华人在互联网中野掘金冶的同时袁也让同胞们在异国他

平台袁冶第三次世界大战野也随之即将打响要要
要但这不是一场国与国之间

乡的生活更为便捷与舒适遥 相信再多些这样野双赢冶的点子袁能帮

的战争袁这是一场我们携手对抗疾病尧贫穷和气候变化的战争遥 冶马云说遥

助华人在互联网领域会越玩越溜儿尧越玩越顺遥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悅來海鮮

Fiesta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Gessner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

（位於 Fiesta 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 百利大道﹐
Ste F﹐Housto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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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院

陳志堅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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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矯正牙科博士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 Saint Louis 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成人﹕
各類牙齒不齊﹐
牙間隙﹐
牙齒美容
小孩﹕
不同年齡﹐
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
如﹕
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
牙間隙過大﹐
小下頜﹐
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
如﹕
吐舌頭﹐
吮手指﹐
夜磨牙﹐
緊咬牙﹐
張口呼吸等等...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
•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
•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
•前 UTMB 心臟科副教授
•St.Luke 醫院主治醫師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713 - 796 - 1500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责任编辑：
王泽明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接受各類保險

神奇袁感受生活与环境的息息相关袁用艺术创作唤醒人们对大自

本店推出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黃金醫療中心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Chun Xie
M.D.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 營業六天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栗懷廣醫生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主治：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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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煦

Vision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 10% Off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大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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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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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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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各種內科，皮膚疾患，外傷及急診
各種體檢，血尿化驗
心電圖，高血壓，糖尿病
外科小手術，腰腿疼痛

★20 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原教授
★Baylor College of Medical Instructor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內科住院醫師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主治

彭莉

Jasmine Peng, D.D.S., M.S.D.

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 的微笑﹗
美麗
愛心﹑耐

(中英文應診) DR. DAVID S.C. HO, M.D.
腎移植﹐
攝護腺疾病
﹐
腎﹐
輸尿管﹐
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
不育﹒

Ming-He Huang MD, PhD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最亲近的世界袁走进自然袁体验和欣赏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尧美妙与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黃銘河 醫學博士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过院修长的身体袁玲珑的四肢袁背面呈红色袁腹部白如雪色袁还拖着

然的爱与环保意识遥

專 治

李東方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8 號公路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心臟專科

的丛林里袁清风如水袁鸟鸣啾啾袁一道红色的闪电从画家眼前闪
一条长长的尾巴袁徒生一种闲云野鹤般的情致遥 大自然是艺术家

野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袁DT 时代袁我认为诞生了一个新的商业形式要要
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画家在美国杰克逊小镇采风时与一只美丽的赤狐相遇遥 静谧

1429 Hwy6 South Sugarland TX 77478

713-781-4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