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88 BB11休城社區休城工商

我们即将出发。
请帮我们到达目的地。

www.DriveHISD.org

“�所有申请人都要接受工作经验、认证、推荐信、毒品测试和无犯罪记录的核查。休斯顿独立教
育局规定，在教育或雇用安排及活动中，不得有任何基于年龄、肤色、残障或残疾、祖籍、原
住国、婚姻状况、种族、宗教、性别、性趣向、退伍军人状况或政治派别的歧视行为。”

我们是提供平等机遇的雇主

HISD 正在寻找希望加入我们运输团队的公交车司机。我们可以为您提供：

•  $250�录用奖金
• $900�出勤奖励
• 免费培训
• 有吸引力的时薪，起薪�$15.40（保证每天最少�5�小时）
• 医疗、牙科、视力和其它福利选择
• 参加教师退休金系统 

• 403(b)�退休金计划选择
• 特殊旅行支付选择
• 推荐奖金

如果您希望成为一名 HISD 公交车司机，请在网上申请，网址 www.
DriveHISD.org 或致电 713.613.3073。

招聘公交车司机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located in the Hattie Mae White Ed-
ucational Support Center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92 will
accept proposals, until the stated date and time deadlines, in the Board Services
Office, Level C1

• Project 15-05-05 – Project Title: Request for Qualifications (RFQ)/Legal
Services – with a deadline of 2:00 p.m. July 31, 2015. There will be a supplier
conference held on July 22, 2015 at the Hattie Mae White Support Center as
listed above, in the Procurement Department Conference room 2NE32 beginning
at 2:00 pm.

• Project 15-06-04 – Project Title: RFP/Student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a deadline of 1:00 p.m. August 11, 2015. There will NOT be a pre-proposal
meeting. There will be a conference call via WebEx on July 29, 2015. The dial
in information will be published prior to the call. All interested parties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 Project 15-06-07 – RFP- Bulk Oil, Lubricants and Chemicals – with a
deadline of 2 P.M. August 5,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Hattie Mae White Educational Center Room 2C10 on July 22,2015 at
9:00 a.m.

• Project 15-06-11 RFP – Athletics Supply/Services – Concession Foods
with deadline of 2:00 P.M., August 4,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2C12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July 21, 2015
at 10:30 A.M.

• Project 15-07-05 – Project Title: RFP/Two Way Radio System Infra-
structure Upgrade for th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 with a deadline of 1:00
p.m. August 5, 2015. There will NOT be a pre-proposal meeting.

• Project 15-07-06 – Project Title: RFP/Two Way Radio System for the
HISD Police Department – with a deadline of 1:00 p.m. August 5, 2015. There
will NOT be a pre-proposal meeting.

• Project 15-07-08 RFP –Concrete, Asphalt Installation Supplies & Services
with a deadline of 2 P.M., August 4, 2015.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3C04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92
on July 21, 2015 at 9 AM.

• Project 15-07-09 RFP –Carpet, Wood and other Flooring Services-In-
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 Repair with a deadline of 2 P.M., August 5, 2015.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2C12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92 on July 22, 2015 at 10 AM.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NOTICE TO PROPOSERS

Proposals are available on the HISD web-site at www.houstonisd.org. To access, go to

Departments, Procurement Services, Bid Opportunities.

The District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or all proposals, or, to accept the proposal

that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District.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
最大的建築材料工廠直營店——
正冠建材幾年五月新張開業了！
這個休斯頓的建築材料旗艦店有
巨大的展示廳，全新打造的展示
廳佔地5萬呎，讓人耳目一新，
為您展示各種櫥櫃、浴室、洗手

間和地板，包您找到喜愛的款式
。直營店佔地面積大，品種多而

全，備有充足的貨源。巨大的倉
庫靠近機場，方便貨物的倉儲和
運輸，保證源源不斷的貨源供應
。正冠公司專營精品磁磚、馬賽
克、石材外牆、石英石櫥櫃面、
櫥櫃和花崗石，複合木地板等裝
修材料，以及高級瓷磚等。正冠

公司提供最高質量的花崗石，石
英，和玻璃磚，因為有自己的工

廠生產，所以可以密切檢驗產品
的質量，嚴格把關每一道製造過
程，同時也方便提供特殊的訂單
服務。由於正冠建材有兩個工廠
，所以可以支持任何商業計劃方
面的需求。在商業部份，可滿足
從裡到外的任何項目，包括酒店
大堂、廚房、衛浴，以及外牆美
化 。 所 有 產 品 已 通 過 標 準 化
（ISO）的國際認證，目前是符
合歐洲標準（CE）的品牌之一
。正冠的產品是可靠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冠建材獨家銷
售微晶磚。何謂微晶磚？微晶石
在行內稱為微晶玻璃陶瓷複合板
，它是建築陶瓷領域中的高新技
術產品，它以晶瑩剔透、雍容華
貴、自然生長而又變化各異的仿
石紋理、色彩鮮明的層次、鬼斧
神工的外觀裝飾效果，以及不受
汙染、易於清洗、內在優良的物
化性能，另外還具有比石材更強
的耐風化性、耐氣候性而受到國
內外高端建材市場的青睞。這種
材料就以其高檔裝飾藝術性、優
良的機械性能、耐化學腐蝕性能

(耐氣候風化性)、原
料來源的廣泛性以
及較低經濟成本逐
步進入了高檔的建
材市場。如今，這
種微晶玻璃建築材
料已被譽為 「21 世
紀的高檔裝飾材料
」。
正冠建材公司目前
夏季大酬賓，10%優
惠，機不可失。
正冠建築材料股份
有 限 公 司 RL
BUILDING SUP-
PLY CORP
地 址 ：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專 線 ： 832-933-5236、
415-860-0033， 電 話 ：
713-671-0378
E-mail： rlbuildingsupply@gmail.
com 和 rlbuildingsupplytx@gmail.
com 。

三位老闆三位老闆Raymond LaiRaymond Lai（（左左）、）、劉劉
醒醒（（中中))和聞啟龍和聞啟龍（（右右）。）。

建築材料旗艦店建築材料旗艦店———正冠建材夏季大酬賓—正冠建材夏季大酬賓！！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77月月77日下午於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舉辦日下午於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舉辦 「「華美空華美空
軍歷史回顧展軍歷史回顧展」」 ,,主辦單位中山學術會甘幼蘋會長主辦單位中山學術會甘幼蘋會長,,加州加州
大鵬基金會理事長傅中大鵬基金會理事長傅中,,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李美姿副
主任主任,,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劉秀美及華商經貿協會周宏副會劉秀美及華商經貿協會周宏副會
長與會交流長與會交流

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開幕儀式開幕儀式，，華美佳賓雲集華美佳賓雲集，，
共同紀念在二戰中為國犧牲的英雄將士共同紀念在二戰中為國犧牲的英雄將士，，並回顧中美合並回顧中美合
作的歷史作的歷史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鈺程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鈺程,,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僑務僑務
委員黎淑瑛委員黎淑瑛,,劉秀美參觀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劉秀美參觀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紀念對日抗戰勝利7070週年珍藏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週年珍藏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王嘵明教授以中山學術會感謝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王嘵明教授以中山學術會感謝
狀與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吳宜侃狀與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吳宜侃,,黃浩秘書及僑教黃浩秘書及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分享李美姿副主任分享

新世紀保險公司董事長王敦正和前榮光會會長駱健新世紀保險公司董事長王敦正和前榮光會會長駱健
明一起出席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明一起出席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

美國加州大鵬基金會理事長傅中將他珍藏許多當年抗美國加州大鵬基金會理事長傅中將他珍藏許多當年抗
戰時期所保存下來的珍貴史料及文物戰時期所保存下來的珍貴史料及文物。。其中包含了著名的其中包含了著名的
飛虎隊飛虎隊、、黑蝙蝠中隊和黑貓中隊所使用的制服及裝備向休黑蝙蝠中隊和黑貓中隊所使用的制服及裝備向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解說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解說

中山學術會甘幼蘋會長頒發感謝狀給王嘵明教授中山學術會甘幼蘋會長頒發感謝狀給王嘵明教授,,
Paulette PurdyPaulette Purdy 女士女士,,休士頓大學城中區校長休士頓大學城中區校長 William FloresWilliam Flores
、、前休士頓大學城中區副校長前休士頓大學城中區副校長Michael Dressman,Michael Dressman,休士頓大休士頓大
學城中區副校長學城中區副校長 Dr.Leigh Van HornDr.Leigh Van Horn 促成此一回顧展在促成此一回顧展在
UHDUHD展出展出

休士頓中山學術會於休士頓中山學術會於77月月77日下午於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舉辦日下午於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舉辦
「「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華美空軍歷史回顧展」」 剪綵儀式剪綵儀式，，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德州眾議員吳元之,,休士頓大休士頓大

學城中區校長學城中區校長William FloresWilliam Flores、、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
境處長境處長、、中山學術會甘幼蘋會長中山學術會甘幼蘋會長，，加州大鵬基金會理事長傅中加州大鵬基金會理事長傅中,,休休
士頓大學城中區副校長士頓大學城中區副校長Dr.Leigh Van Horn,Dr.Leigh Van Horn,王嘵明教授與會王嘵明教授與會

美中天和教育2015美國夏令營

本報記者
孫雯報道

從浙江省前來休斯頓進行夏令營的中學生們從浙江省前來休斯頓進行夏令營的中學生們

寄宿家庭接機寄宿家庭接機，，孩子們從一下飛機就開始全孩子們從一下飛機就開始全
面美式的接觸面美式的接觸。。

孩子們在著名高智商學子就學的私立學校活動場上合影留念孩子們在著名高智商學子就學的私立學校活動場上合影留念..

夏令營活動安排之夏令營活動安排之
一一 教孩子們學習美國受教孩子們學習美國受
歡迎的體育運動歡迎的體育運動..

夏 令 營 活 動夏 令 營 活 動
安排之一由休斯安排之一由休斯
頓交響樂團的演頓交響樂團的演
奏家為孩子們進奏家為孩子們進
行聲樂指導行聲樂指導..

夏令營活動安排之一體驗夏令營活動安排之一體驗
美國課堂美國課堂，，認識美國貨幣認識美國貨幣..

孩子們最大的孩子們最大的
收獲還是結交了美收獲還是結交了美
國的夥伴國的夥伴，，相信會相信會
成為孩子們一聲難成為孩子們一聲難
忘的友誼忘的友誼。。



BB22新聞圖片 BB77廣告天地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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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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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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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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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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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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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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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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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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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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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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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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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週一至週五 黃金時間推出）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活動時間:7/18-7/26
至店內用餐

可享15%折扣優惠
分享KPOP的FACEBOOK主頁

並點讚，再享10%優惠

壽星生日當天可享免費自助餐
(需三個以上大人付費用餐)

大型宴會場地，可容納300人

慶賀新開張慶賀新開張
最高可享最高可享2525%%折扣優惠折扣優惠

(713)682-0009
7620 Katy Fwy, Ste#300, Houston, TX 77024

www.kpoprestaurant.com

HAPPY
HOUR

7 days a week

匈牙利舉辦同性戀遊行匈牙利舉辦同性戀遊行 男版男版““小天鵝小天鵝””呆萌亮相呆萌亮相

匈牙利布達佩斯匈牙利布達佩斯，，民眾參加一年一度的同性戀驕傲大遊行民眾參加一年一度的同性戀驕傲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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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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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翻
滾
爭
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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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樂
乎 位於易北河出海口的布倫斯比特爾港灘塗密布，當地的人們又開始舉行“泥巴奧運會”，人們盡情地在

泥巴裏翻滾、爭搶，體驗自然與運動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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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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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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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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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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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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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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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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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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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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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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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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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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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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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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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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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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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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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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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BEIJING (Reuters) - Nearly 75 percent
of China's big cities failed to meet air
quality standards in June, the environ-
ment ministry said on Monday, an im-
provement over the same month last
year, as the country continues to wage
"war on pollution."
Nineteen cities met air quality standards
every da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
tal Protec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on its
website (http://www.mep.gov.cn), com-
pared to five at the same time last year.
Air quality in the capital Beijing was sub-
par on almost 60 percent of the days in
June and saw levels of PM2.5 - particu-
late matter with a diameter of 2.5 mi-
crometers that can penetrate deep into

the lungs - rise 11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mid growing public disquiet about
smog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risks,
China said last year it would "declare
war on pollution" and it has started to
eliminate substandard industrial capaci-
ty and reduce coal consumption.
Last year, nearly 90 percent of China's
74 big cities failed to meet air quality
standards.
The state standard is 35 micrograms of
PM2.5 per cubic meter, but the govern-
ment does not expect to bring the na-
tional average down to that level before
2030.
In April, the vice minister for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nnounced
a two-year inspection cam-
paign to root out fake air quali-
ty data and accused some lo-
cal governments of manipulat-
ing the data to meet national
standards.
Related

China Sets Up $1.65
Billion Fund To Fight Air

Pollution
China is forging ahead with

new anti-pollution measures to save its
citizens from the choking smog with the
government announcing a $1.65 billion
fund to fight air pollution last Wednes-
day.
A State Council (the Chinese Cabinet)
meet chaired by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decided that “ political achieve-
me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will now
be ranked after inputs on the total emis-
sions of their province. China has
been prone to severe air pollution levels.
Li also announced rewards for compa-
nies that “ clean up their operations”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aid it will moni-
tor the total emissions of each province.
The air quality in Chinese cities is often
poor with readings for PM 2.5 pollution
sometimes 26 times as high as the
25 micrograms considered safe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fficials at the meet vowed to advance
energy efficiency, including improving
gasoline standards for cars, and elimi-
nate outdated equipment and factories.
China will also continue to subsidize
new energy model electric cars.
The government said it intends to up-
grade grids, and boost the supply of die-
sel oi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saving buildings.
As China prepared to catch-up with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overtake the US
as the world’ s largest economy, envi-

ronment protection suffered a severe
setback, poisoning most of the country’
s air, water and soil.
Some Chinese experts are suggesting
that China could grant its environment
ministry veto powers over high-polluting
projects.
Meanwhile, dangerous levels of air pol-
lution in New Delhi has beaten the
smog-filled skies of Beijing, show new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New Delhi-based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CSE).
The report says while PM10 levels in
Beijing have decreased by about 40 per
cent from 2000 to 2013, in New Delhi it
has increased by about 47 per cent
from 2000 to 2011. PM10 levels in Delhi
are nearly double that of Beijing. (Cour-
tesy news.yahoo.com)

BRUSSELS (Reuters) - China could invest up to
10 billion euros ($11.1 billion) in Europe's new in-
frastructure fund, but a final decision is being held
up by the complex mechanics of a deal to give Chi-
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a greater role in Eu-
rope,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talks say.
Premier Li Keqiang had been expected to put a fig-
ure on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EU's 315 billion
euro fund at an EU-China summit on June 29, part
of Beijing's efforts to become a more advanced
economy and not just the world's factory floor.
Li made a pledge to invest in the European fund,
which aims to reverse the dramatic fall in Europe-
an investment since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
sis, but he created some confusion by also talking
about an additional China-EU co-investment fund.
"China wants to invest between 5 to 10 billion eu-
ros initially. The question is how to do it," said one
person close to the discussions, who declined to
be named.
A second person said the investments would be
"in the billions" and added that the goal was to
agree the scheme at a meeting in Beijing in late
September between European Commission Vice
President Jyrki Katainen and Chinese Vice Pre-

mier Ma Kai.
The Chinese pledge follows decisions by EU gov-
ernments to join the Chinese-led Asian Infrastruc-
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in defiance of Wash-
ington.
One of the obstacles is the design of the EU fund,
known formally as the European Fund for Strate-
gic Investments (EFSI), which relies on guaran-
tees that are designed to attract investors by cover-
ing any initial losses should a project fail.
If China were to put its money directly into the fund
as a guarantee, that would have a multiplier effect
by attracting more investment. But under the rules
of the fund, China would have no say in choosing
the kind of technology projects that Chinese com-
panies could invest in.

China's money could also be lost and need to be
replenished if projects fail. For the moment, the
fund's guarantees will come from unused funds of
the European Union's budget.
Other ways would be to invest in projects chosen
by the fund's board, known as platforms, that are
defined by the type of economic sector chosen.
That would allow China to go into the kind of digi-
tal projects they are looking for.
Another option would be to create a vehicle linked
to the EU fund, possibly what the Chinese premier
was referring to, but that would still need collateral
to go to market to issue bonds and raise capital.
The EU has little spare cash.
Chinese officials in Brussels last week said there
was no doubt China will eventually invest in the

fund. This time, Beijing wants to work closely with
Europe to avoid past project failures in places
such as Poland and Greece.
"We are ready to invest because there are infinite
opportunities. We can build a digital Silk Road, a
Silk Road in cyberspace," Lu Wei, China's top In-
ternet regulator, told European technology execu-
tives in Brussels. He led a delegation of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including ZTE, Tencent and
Alibaba to find ways to invest in Europe, mainly
through the EU's EFSI fund.
Beijing wants to focus on digital projects to gai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part of a grander plan to
link Asia and Europe und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o create a modern Silk Road to
boost trade and extend China's influence.
China sees an opportunity as the European Union
wants to radically digitalize its industry and public
services, promoting Beijing's so-called Internet
Plus plan, whereby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a
super-fast broadband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hinese investments in Europea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ould likely come through joint
ventures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o also
develo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obile technology,
called 5G, which would enable a one-hour video to
be
download-
ed in about
six
seconds.
($1 =
0.8988
euros)
(Courtesy
www.
businessin-
sider.com) Chinese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sits in a cockpit during
a visit to the Airbus A350

assembly plant in Colomiers
near Toulouse, France.

China May Invest $11 Billion In
Europe's New Infrastructure Fund

China Reports 75 Percent Of Cities
Failed To Meet Air Standards In Jun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ly 15 , 2015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Greek Men Wave Flags Of Greec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ollowing The Bailout Of

Greece.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Greece May Offe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Some Chinese experts suggest
that China could grant its
environment ministry veto
powers over high-polluting

projects [AP]

View of downtown Shanghai on a hazy night, January 25, 2015.
(REUTERS Photo)

“Hazardous”Air Quality Readings In Beijing – Jan. 2014
Visitors To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Have To Deal With Ongoing Pollution

European Union Could Represent "Infinite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伊朗核談判達成協議美國油價將降至伊朗核談判達成協議美國油價將降至22美元美元
（休士頓/楊笑編譯報道）伊朗核問題六國

與伊朗14日達成了全面協議，為解決延續了12
年的伊朗核問題達成了政治共識。據 CNN
Money報道，該協議達成后，今年下半年，美
國油價將回落到2美元每加侖。

當伊朗開始恢復供應石油的初期，油價將
小幅下降幾美分，到九月以後，汽油價格將會
大幅下跌。

石油價格信息服務首席石油分析師 Tom
Kloza 稱，“今年勞動節（Labor Day）一過,我
們就會看到汽油價格每月下跌10至15美分，到
12月，我們將會看到許多地方的汽油價格將降

到2美元或更低。”
從1995年開始，伊朗被禁止向美國出售石

油。在過去的5年，主要的西方國家也因伊朗實
施核計劃而對其實施制裁。與之相反，伊朗的
石油銷售到中國、印度、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
。

週二，隨著伊朗核問題六國與伊朗核談判
協議的達成，原油價格和汽油價格均小幅走跌
，隨後又小幅上揚。

AvaTrade首席市場分析師NaeemAslam預計
，“伊朗會使石油供應過剩并增加賣出壓力。
”

將如何解除制裁的細節尚未得知。美國國
會一些批評人士希望繼續保持對伊朗的制裁，
但是總統奧巴馬已經宣稱不再對伊朗實施制裁
。即使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仍然保持對伊朗的
制裁，伊朗原油流入歐洲市場也將推動全球石
油市場價格下跌。

近期召開的瑞士信貸會議，專家針對伊朗
制裁和石油的問題分析稱，到今年年底，伊朗
每天可向全球市場增加50萬桶石油的供應。國
際能源署(IEA)

估計，制裁解除之後，伊朗每天可增加80
萬桶的供應量。FACTS國際能源分析機構稱，

另外三千萬桶伊朗原油預計將會被儲存等待銷
售。

現在美國的平均汽油價格為$2.78每加侖，
在去年冬季，汽油價格一頓跌落到$2以下。

即使沒有伊朗石油，全球石油生產也得到
了蓬勃發展。北美、OPEC 國家以及俄羅斯和
伊拉克創紀錄的產量已經使全球石油市場供應
過剩。歐洲和中國的經濟問題也會遏制石油需
求。

Kloza分析稱，伊朗為了改善由於石油制裁
而遭受損壞的石油產業基礎實施，2016年將會
向市場供應更多的石油。

（本報訊）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的新診所開張儀式將於
7月18日週六上午10 - 12時舉行。屆時將有多位著名醫師蒞臨，
同時,當天上午還一並舉辦名醫健康講座。主要講員包括腎臟與高
血壓專家謝春醫師，心臟專科豐建偉醫師，家庭科殷正男醫師，百
利中醫皮膚科楊曉娜醫師, 足科醫生潘先樣等，主題涵蓋高血壓，
糖尿病，心臟病的防治及常見皮膚病的中醫治療。

此外,現場還免費測量血壓，並略備點心茶水，歡迎各界人士
光臨。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有二十多年臨床經驗，在中美兩國
均受過良好的內科，腎臟與高血壓專科培訓，專治各種腎臟病與難
治性高血壓。謝醫師本人通英，國，粵語，客家話及其他中國方言
，熱忱為您排憂解難。歡迎電話查詢及預約。

謝春醫師的新診所地址在9440 Bellaire Blvd 218, Houston, TX
77036， 百 利 大 道 國 泰 銀 行 樓 上 。 詳 情 請 電 281-501-9808 或
281-815-2898。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診所新張儀式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診所新張儀式
暨名醫健康講座將於暨名醫健康講座將於77月月1818日上午舉行日上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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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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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超
★X-Ray - X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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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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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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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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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綜合經濟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美國EB3簽證排期倒退七年

中國留學生欲哭無淚
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院 10日公布 8

月移民簽證排期(visa bulletin)。其中針

對中國籍高學曆人才職業移民第二類優

先(EB2)的排期繼續前進兩個半月，到

2013年 12月；但大學及以下學曆的第

三類優先(EB3)卻忽然倒退七年多，回

到2004年，網上哀嚎一片，許多留學生

欲哭無淚。

EB2 申請者爲碩士研究生或博士

，全世界只有中國大陸和印度出生的

申請者有排期，但卻是很大一部分留

學生拿到綠卡的必經之路。自從今年

1 月起，大陸 EB2 申請者捷報頻傳，

每個月月初公布的排期都在大幅前進

。短短半年時間，EB2 排期已經從

2010年年初跳到2013年 12月 15日，足

足前進了三年零九個月，網絡上一片

歡騰。

盡管EB2大躍進，但細心的觀察者

會發現，躍進幅度正在逐月縮小。今年

春季時，每個月前進步伐長達十個月，

甚至一年，但近兩個月，步伐放緩，上

個月只小幅度前進四個月，這個月更是

只前進了兩個半月。有人已開始擔心，

按照此趨勢，EB2未來的前進步伐將會

越來越緩慢，甚至有可能停滯不前，或

者倒退。

最慘的還是EB3，大陸出生的申請

者上個月排期還在2011年9月，但10日

上午新出爐的公告卻讓它倒退到2004年

6月。國務院消息一經發布，網上立刻

炸開鍋，許多網友表示“完蛋了”、

“沒法活了”。

在聖地亞哥州大讀大學，畢業後

留校擔任行政工作的江小姐表示，學

校不輕易爲外國人辦綠卡，但她幹了

四年，表現非常突出，與學校“磨”

了半年，HR 上個月終于同意爲她辦

綠卡。

文件都還沒來得及遞交勞工部

(DOL)，10日就得知此噩耗，感覺晴天

霹雳，“辦綠卡真的要等11年嗎，美國

夢實現的那天我都40歲了”。

最具戲劇性的是，早在今年 1 月

份，EB3 排期已到達 2011 年 9 月，而

EB2 卻只停留在 2010 年 3 月。不少高

學曆的 EB2 主動“自降身價”，甯願

用更快的 EB3 申請。但沒想到 485 表

格遞上去沒多久，EB3 就大倒退，反

而 EB2 形勢一片大好，現在後悔莫及

。有網友預測，當初降級 EB3 的高學

曆申請者現在又要忙著“吃回頭草”

，重回 EB2 懷抱，這將造成 EB2 申請

者人數爆棚，未來幾個月內，EB2 即

將遭遇倒退。

綜合報導 英國金融監管機構放

棄了對摩根大通前衍生産品交易員、

被稱爲“倫敦鯨”的布魯諾· 伊克希

爾的調查。英國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

(FCA)已經致信伊克希爾，表示了這

一決定。

英國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執法部

門曾試圖以未能防範或發現摩根大通

首席投資辦公室內部的錯誤，對伊克

希爾提起民事訴訟。但是，英國金融

市場行爲監管局內部的獨立專家小組

——監管決定委員會裁決稱，該監管

機構沒有提出有足夠說服力的理由，

難以訴訟成功。監管局表示，該局不

會采取進一步措施。

英國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的這一

決定使伊克希爾擺脫了爲期3年的調

查。他的交易曾導致62億美元虧損。

據知情人士透露，英國金融市場行爲

監管局曾表示將對其處以150萬美元

罰款，並加以市場禁入。

伊克希爾的律師邁克爾· 波茨表示

，監管決定委員會很少在程序的初期

就否決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的執法案

件。在英國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的整

個調查中，伊克希爾一直全力合作，

他將繼續作爲美國正在進行的刑事和

民事訴訟的證人展開合作。

和伊克希爾遭遇不同的是摩根大

通初級衍生品交易員朱利安· 格勞特和

伊克希爾前老板、當時擔任該行董事

總經理的哈維爾· 馬丁-阿塔霍。這兩

人都因他們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在美

國被起訴，但兩人均否認有不當行爲

。據悉，英國市場行爲監管局並不尋

求對這兩人提起訴訟。

伊克希爾現居法國。他通過與美

國司法部合作，獲得一份豁免協議

，避免了美國的刑事訴訟，美國司

法部借此換取他指證馬丁-阿塔霍和

格勞特的證據。在英國金融市場行

爲監管局表示不對格勞特和阿塔霍

提起訴訟後，格勞特還曾要求該局

繼續調查，希望有機會洗刷自己的

罪名。

如今因2011年虧損事件而仍受到

英國當局調查的只有阿基利斯· 馬克裏

斯。他曾執掌摩根大通首席投資辦公

室的倫敦辦公室，並負責合成信貸資

産組合團隊。這個部門的信用衍生品

交易最終導致了2012年的交易虧損。

此外，據報道，摩根大通爲未能監管

好此筆巨虧交易已被英美監管當局罰

款超過10億美元。

國金融監管部門
放棄調查“倫敦鯨”

綜合報導 多家國際開發機構10日表

示，計劃在未來3年內提供4000多億美元

融資爲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支持。

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

洲複興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美洲

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當天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官方發展

援助項目每年提供約1350億美元資金幫

助最貧困、最脆弱的國家，但這些資金

並不能滿足巨大的發展融資需求。僅基

礎設施一項，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每

年的融資需求就高達1.5萬億美元。全

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利用現有官方發

展援助項目帶動數萬億美元的公共和私

營部門投資，以支持全球發展事業。

聲明說，這些國際開發機構將在下

周舉行的第三次發展籌資國際會議上宣

布詳細計劃。

第三次發展籌資國際會議將于13日

至16日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

舉行。此次發展籌資國際會議將制定今

後15年可持續發展融資框架，以向即將

于今年9月通過的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提供支持。

國際開發機構計劃未來3年
提供4000多億美元發展融資

綜合報導 中國駐肯尼亞大使劉顯

法日前表示，中國政府和肯尼亞政府計

劃共同建設太陽能電站，以加強兩國在

可再生能源領域的産能合作。

劉顯法介紹，該電站規模爲5萬千

瓦，建成後將成爲非洲大陸最大的太陽

能電站之一。項目選址位于肯尼亞東北

部加裏薩地區，建設過程中將在增加就

業崗位、帶動經濟發展等方面對該地區

産生積極影響。中國進出口銀行將爲該

項目提供優惠貸款。

劉顯法表示，中國願積極推動優勢

産業和富余産能向非洲轉移，與非洲國

家分享先進技術，廣泛開展産能合作。

中肯將共同建設太陽能電站

與非洲國家分享技術

溫州炒房客捲土重來，新泡沫開吹了？
從武漢到杭州
“消息不停響，手機一天要充好幾

回電。”安小姐抱怨著自己微信裏那幾

個地產群討論太過熱烈，成了“電量殺

手”。“但是，在這裡也能看到不少

‘消息’。有時候還有人向我取經，我

才意識到自己也成了‘炒樓客’”。

工薪階層的“奢侈愛好”
30歲出頭的安小姐並不是“土豪”，

而是名副其實的工薪族。她和老公都在北

京一所大學工作，年收入加起來20萬元左

右。但在過去一年裏，她有了一個別人眼

中頗為奢侈的新愛好——投資房產。

安小姐的第一筆投資在武漢。“總

價75萬，首付22萬，均價每平方米1.1萬

左右。是武漢東湖高新區的一個樓盤，離

華中科技大學走路只要幾分鐘。”安小姐

告訴北京晨報記者，在當地，這套70多平

方米的房子租金可以達到2600元到2800

元，“幾乎可以抵消每月3200元的房貸，

對我們的生活沒有什麼負擔。”

安小姐說，自己和老公都是北方人，

未來也沒有到武漢居住的計劃，買這套

房完全是為投資。簡單裝修後就租出去，

等價格漲上去再賣掉。“這套房是今年

4月交的定金，9月再開盤的精裝修均價

可能就要漲到每平方米1.4萬了。”

去了3次就交了首付
安小姐告訴北京晨報記者，在操作

上，異地買房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從去武漢實地考察到付定金，交齊首

付、辦妥貸款，安小姐只去了3次。“坐

高鐵5個多小時就到了，挺方便。”

不過，安小姐也表示，畢竟投資房

產是大事，不能腦袋一熱，也不能只憑

自己的喜好。“有人出去旅遊，看到很

喜歡的地方，當地房價又很便宜，就衝

動地買了房。投資可不能只講這些。”

安小姐說，自己一開始是從身邊炒

房的一位溫州太太那裏了解到武漢樓市

熱的資訊。此後又做了很多“功課”。

比如，通過媒體新聞了解當地的發展戰

略，泡在仲介公司網站、網路論壇等了

解市場的基本情況。

“在國家要發展的5個城市群裏，武

漢是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但武漢

的房價在大城市中一直偏低。加上武漢是

僅次於北京高校最多的城市，青年人口和

流動性人口偏多。高新產業園區又有大量

創業公司，出租市場是可以保證的。”

每到一個城市都去仲介聊天
去年年底，股市一路飆漲的時候，

安小姐也拿出3萬現金入了市。不

過，安小姐一直認為資金放在股市

風險較大，因此沒有再多投入。相

較之下，理財收益又太低。“現在，

老百姓投資的渠道不多，樓市投資相對

穩定，尤其是一二線城市，其實可以作

為家庭資產配置的一部分。”

現在，安小姐每到一個城市出差、

旅遊，都會到當地的房產仲介坐一會，

聊聊天，了解一下當地的樓市情況。她

還總結出自己的一套經驗，比如，“對

於投資而言，二手房市場數據更有價值；

要綜合考察城市發展規劃、流入人口、

產業支撐；不在旅遊勝地買房等。”

最近，安小姐的溫州朋友轉戰杭州，

安小姐也躍躍欲試。“杭州房價已經停

滯了很長時間。”她說自己已經開始計

劃起暑假的杭州遊了。

倫敦離岸人民幣業務駛上“快車道”

綜合報導 2014 年，倫敦離岸人民幣業務特

色化發展加速。清算行的確立和一系列資本市場

合作備忘錄的簽訂確立了離岸業務的金融基礎設

施；英國政府發行首只人民幣計價債券和將人民

幣納入儲備貨幣也進一步提升了市場參與熱情和

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與之相伴的，倫敦離岸人

民幣在業務總量和特色化發展方面也取得了顯著

進步。

倫敦金融城最新《2014年倫敦人民幣業務數據

報告》顯示，在2014年人民幣全球業務發展量質齊

增的情況下，倫敦離岸人民幣貿易融資、外匯交易

和人民幣存款均較2011年離岸人民幣項目啟動時有

了飛速發展。

在貿易相關金融服務方面，2011年至2014年

間，人民幣貿易融資年均增速仍維持在雙位數，市

場對人民幣貿易融資發展持積極態度。數據顯示，

人民幣貿易融資2014年上半年增長迅速，較2013

年下半年增長117億元人民幣，達到265億元人民

幣；2014年下半年，人民幣貿易融資總額下滑至87

億元人民幣。分析認為，全球貿易環境不佳及下半

年人民幣貶值預期上升是造成人民幣計價貿易

融資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在外匯交易方面，2014年倫敦人民幣外匯

交易日均交易量高達615億美元，較2013年增

長了 143%。數據顯示，2014 年相關交易主體

主要由投資銀行完成，產品主要集中于外匯交

易風控產品，其中可交割和無本金交割外匯產

品總體交易量分別上漲了162%和91%。受倫敦

人民幣市場資金池流動性不斷改善影響，可交

割外匯產品在總體外匯交易中的重要性持續上

升。繼2013年可交割外匯產品數量首次超過無

本金交割外匯產品後，2014年可交割外匯產品

在總體外匯交易中的比重已經上升至絕對多數

的79%。

與此同時，2014年倫敦離岸人民幣存款也取得

了突破性進展。2011年至2013年，倫敦人民幣存款

總量一直維持在140億元人民幣左右，而2014年人

民幣存款總量強勢增長至200億元。這表明，中英

雙邊貿易和投資快速發展促進了公司客戶人民幣存

款上升。

倫敦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不僅體現在數量的增長

上，同時也體現在業務結構的特色化發展上。尤其

是倫敦人民幣外匯交易的變化趨勢，凸顯了其作為

全球外匯交易中心在發展人民幣外匯市場方面的獨

特優勢。

就總量而言，從2011年倫敦金融城啟動人民幣

項目以來，無論是人民幣存款還是貿易融資，其發

展更多體現為穩健的“雙位數”增長。數據顯示，

2014年倫敦人民幣外匯交易量已經接近2011年的6

倍。

從外匯業務內部結構看，可交割外匯產品作為

近兩年來外匯交易的主流，其“三位數”的增幅也

使倫敦顯著區別於其他離岸金融中心。數據顯示，

2014年可交割外匯產品中即期外匯產品日均交易量

為184億美元，較2013年上漲了229%；遠期外匯交

易和外匯掉期交易分別較 2013年上漲了 156%和

144%。

許多大型投資銀行在接受調查時表示，2014年

已經將67%的人民幣即期外匯業務、56%的人民幣

遠期外匯業務和42%的人民幣外匯掉期業務選在倫

敦完成，較2013年均有大幅提升。這進一步凸顯了

倫敦在人民幣外匯交易方面的特色。

倫敦金融城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包默凱表

示，得益於中國政府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努力，

倫敦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深度和複雜程度日益明顯。

未來，伴隨中國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和國際支付體

系的引入，倫敦人民幣業務將沿著既有發展趨勢快

速發展。

倫敦市政府和倫敦金融城在過去3年中積極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
發展，期望通過打造西方人民幣中心來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圖為碎片大廈背景下的大倫敦政府總部——倫敦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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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冬覺得有些詫異袁不由問道院
"蒙大人袁你怎么了钥 "

"我怎么了钥 "蒙摯喘着粗氣將

視線移回到衛崢身上袁" 你噎噎還
有聶鐸噎噎你們守在他身邊是干什
么的钥你們就這樣眼睜睜讓他胡來钥
"

衛崢拼命忍着眼中的淚水袁一
張臉幾乎已扭曲地變形袁 但面對蒙
摯地質問袁他卻半個字也沒有辯解遥

" 蒙大哥噎噎" 梅長蘇低低叫

了一聲遥
"你還想説什么钥 "蒙摯怒氣冲

冲地吼了一句遥
"是誰吿訴我只是身子虛養養

就好的钥 這樣了你還跑到京城上上
下下地折騰钥你的命你不放在心上袁
可我們噎噎我們噎噎"

話吼到這里袁鐵打般地一個漢子遥
竟一下子哽住了袁兩眼紅得象血遥
藺晨面無表情地看着他遥

淡淡道院"你駡也沒用遥
他是多有主見的一個人啊袁衛崢也好袁你也好袁誰攔得住他钥

"

"你少廢話了袁"梅長蘇冷冷地瞟了藺晨一眼遥
"快把你的話説完遥 "

"好遥 "藺晨深吸一口氣袁道袁"下面説説不徹底地解遥
這個解法原理上差不多袁只是將毒性保留控制一下袁不傷人

體根本遥
解後可保毒性不象現在這樣發作袁不須再飲血袁身體雖不能

恢復到武人體魄袁但與常人無異袁可享天年遥
只不過遥
全身白毛不能盡退袁舌苔的僵硬也無法盡解袁説不清楚話遥 "

梅長蘇忙道院"他地毒性輕些遥
稍微説些簡單的音節袁應該還是可以的吧钥 "

"我盡力遥
但常人一樣説話是絶不可能的遥 "

"容貌上呢钥 "

"比現在當然要稍好一些遥 "

夏冬怔怔地聽完遥
慢慢轉過頭來凝視丈夫遥
兩人目光交織袁各自心中複雜的情愫遥

那個男孩噎噎他在哪里钥
我又在哪里钥
沒人可以解答我的困惑袁我張嘴出聲袁聲帶稍稍震動袁喉嚨里象是呑了刀片似

的袁火辣辣的撩起一陣劇痛遥 我一時承受不住袁淚水漸漸充盈入眶袁順着眼角徐徐滑
落遥

過得許久袁忽然有只冰冷汗濕的小手摸索着撫上我的眼角袁溫柔的替我擦去淚
痕遥
眼睫輕顫袁一張蠟黃消瘦的小臉跳入我的眼帘袁那是個五六歲大的女孩兒袁小眼

睛袁扁平鼻子袁鼻翼張得老大噎噎我不禁想起剛纔聽到的一個名字 --毛伊罕遥
毛伊罕在蒙語里是醜丫頭的意思遥
這個小女孩果然長得人如其名袁雖是其貌不揚袁不過一雙漆黑的眼珠卻極爲靈

動袁她咧嘴冲我一笑院"你做什么哭啊钥是脖子上的傷口疼嗎钥 "冰涼的小手滑上我的

脖子袁猶如一塊冰塊覆蓋袁頸上一圈如火燒刀剮般的疼痛頓時大減遥
"我叫毛伊罕袁是淑濟格格的使喚奴婢遥"她的笑容帶着幾分腼腆羞澀袁顴骨被毒

日曬得滾燙袁唇角干裂暗紅袁"其實噎噎其實我原先不是伺候格格的近身丫頭袁只是
那些姑姑和姐姐們在離開歸化城時都走散了噎噎福晉這才把我挑了出來噎噎"她不

緊不慢的説着話袁又取了一塊質地粗糙的棉布帕子袁將我額角頸間的汗水一點點的
吸干袁嘆道院"姑姑袁你臉上的皮膚都曬脫皮了噎噎你渴么钥我去取水給你喝浴"我很想

伸手拉住她追問更多詳情袁無奈此刻別説抬手袁就連手指都一點使不上勁袁只得眼睜
睜的看着她爬下勒勒車遥

五月廿七袁大金三路精兵分別攻入歸化城袁西至黃河木納漢山袁東至宣府袁南及
明國邊境袁所在居民紛紛逃匿袁但大多數人最終都淪爲大金國的俘虜遥
我現在所在的這支逃難隊伍袁共有兩千餘人袁大多是老弱婦孺遥林丹汗率領部衆

撤離察哈爾本土時袁因爲人口衆多袁導致百姓流落失散遥 這支隊伍之所以能撑到現
在袁關鍵是因爲領頭的那名少婦乃林丹汗的囊囊福晉遥衆人信任囊囊福晉袁相信她最
終會將他們帶到林丹汗的身邊遥
我的脖子被套馬索嚴重勒傷袁聲帶受損之餘袁因夏季高溫炎熱袁傷口竟是留膿潰

爛袁遲遲不愈遥等到半月後我能下車行走自如時袁仍只能頂着一個破鑼似的沙啞嗓音
和毛伊罕等人勉強交流遥

這半個月里袁我再沒有見過囊囊福晉袁倒是她的小女兒淑濟格格因爲經常來找
毛伊罕袁我隔三差五的就能見上一回遥

"唉喲喲遥 "馮史宗忍着疼袁解釋院"沒袁沒有啊袁我怎么敢啊遥爲夫只
是覺得這樣的美人留着也是個禍害袁不如一道殺人一了百了遥 "

"啐遥 "胡三娘搖曳着翹臀袁又坐在床沿上袁冷笑地説院"你放心袁我
爲她們安排了一個好地方遥這樣的美人殺了多可惜啊袁不如留着變成千
人枕袁如此一來袁我看着比殺了她們還舒服呢遥 哈哈噎"

馮史宗乾笑地點了點頭袁他可眞是見識了女人的嫉妒袁不然哪有那
句最毒婦人心啊浴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十章 奪宮之變

玉螭宮 --

朱霞映空袁富麗堂皇袁玉桂金頂袁平台瑤階曰今晩更是明燈麗霄袁看
似仙雲縹緲曰進出宮女袁個個艷姿灼灼曰舞池歌姬袁更是宛若仙人袁好一
派歌舞升平遥 皇上犒賞重臣袁於是在玉螭宮里設宴袁朝中大臣三兩下都
喝得昏昏入睡遥弘德夫人坐在皇上身側袁頻頻敬酒袁惹得君王笑聲連連袁
一改往日威嚴遥

突然袁舞池中煙雲叆叇袁悠揚音樂也逐漸緩慢下來遥 嬉笑的大臣們
也慢慢地靜下袁凝視迷霧中天仙遥但見舞姬珠環翠繞袁嬌雪肌膚袁笑若春
風袁柳腰生媚遥 伫立輕煙中袁就像神女下凡袁令衆人便是目不轉睛遥

弘德夫人驚詫一抖袁料想不到舞坊里還有這等美人袁眞是失誤啊遥
她一邊懊惱地垂首一邊瞅着身邊尊者袁更是使她寒氣直升遥她感到一股
涼意從自己背後竄入體內袁使得她不得不緊綳着自己遥

陸令萱看着舞池中的女人媚眼四射袁 而且每一處都是抛向弘德夫
人身邊的皇上遥 她着急地看了一眼弘德夫人袁企圖用眼神吿訴她袁切勿
方寸大亂遥

一曲落幕袁美人便毫不避諱地走近皇上袁跪在地上嬌滴滴地説道院"

燕兒叩見皇上遥 "

"燕兒钥 "皇帝玩味地看着跪在地上的美人袁又説院"抬起頭袁讓朕看
看遥 "

"皇上遥 "弘德夫人冷瞟一眼跪着的女人袁勸道院"大臣們都等着要

敬酒呢遥 "

"胡燕兒遥 "突然袁胡太后從宮外走了進來袁皇上與重臣接駕遥 陸令
萱攙扶着胡太后坐下遥

"母後袁您怎么有空來了钥 "皇上笑着説道遥
胡太后不急着回答袁而且反常地牽着胡燕兒的手袁拉着她坐在自己

身側遥 弘德夫人不解地盯着太后的一舉一動袁甚是氣憤遥

秦家樓上有個挺大的起居室袁起居室後面是露台袁露台很大袁可夠
一家人在上面喝悠閑的下午茶袁陸景曜晩上心情 "好 "袁坐在露台外面
的木椅上翹着腿一邊觀星賞月袁一邊等着某人回來遥

結果人沒有等到袁倒是等到一杯熱氣騰騰的熱飲遥
陸景曜將腿放下來袁收斂了眉目袁頓時整個人少了之前的隨性不

羈袁多了內斂的紳士魅力遥陸景曜先是看了眼小圓桌上的咖啡袁然後高
深莫測地抬眸看了眼夏姸靑袁嘴角上彎院"謝謝夏小姐遥 "

夏姸靑在陸景曜對面坐下袁神色淡淡院"不用遥 "

陸景曜笑袁旣然對面多了一個人袁他也找到了説話的興趣袁不可能
不開口院"怎么昨天見不到夏小姐钥 "

沒想到陸景曜居然關注她袁雖然只是小事袁夏姸靑還是有點意外袁
心頭就像多了一只貓爪在撓袁解釋説院"過年了袁就去看看外公外婆遥 "

陸景曜微微一笑院"夏小姐很孝順啊遥 "

夏姸靑之前眞不喜歡陸景曜一口一個 "夏小姐 "袁 但是不知道稱
呼挺多了也就習慣了袁習慣了也就自然了袁因爲陸景曜聲線低沉有磁
性袁夏小姐三個字從他口中叫出來並不討厭了袁甚至帶着一種纏綿的

味道遥
女人遇上優秀男人袁身上的荷爾蒙分泌會增多袁夏姸靑原本還淡

然的表情袁然後也因爲陸景曜的話袁扯出了一個笑院"謝謝陸先生袁對了
噎噎我是不是應該叫你一聲姐夫呢钥 "

夏姸靑歪着頭説着玩笑話袁帶着點小俏皮遥
姐夫钥陸景曜懶散地背靠着椅子袁笑着説院"還姐夫呢袁你這個姐夫

現在還眞是頭疼啊袁頭疼你姐姐去了哪兒了钥 "

夏姸靑很意外陸景曜居然不知道秦予喬去了哪里袁抬眸看着陸景
曜袁語氣有着難以掩蓋的驚訝院"喬喬沒吿訴你嗎钥 "

"難道她吿訴你了钥 "陸景曜反問的語氣比夏姸靑的更驚訝袁俊雅
的面容閃過一絲疑惑袁露台光線有些晦暗袁微微挑着雙眉的陸景曜依
舊顯得雙目斜飛尧英氣逼人遥

夏姸靑被陸景曜問得愣愣的袁 然後扯了下嘴角院"喬喬沒有吿訴

我袁我只是瞎猜的遥 "

陸景曜直視着夏姸靑院"不知道夏小姐可否將你的猜測吿知陸某遥
"

來福撓撓頭袁苦笑一聲袁嘆口氣端着盤子走了遥
他一路忐忑不安袁 待將盤子端到容瑾面前袁 更是連頭都不敢抬了院"

容尧容少爺袁飯菜做好了噎噎"

意料中的怒氣卻遲遲沒來袁反而響起了一聲嗤笑袁懶洋洋的聲音説不
出的迷人院"這就是寧姑娘做的飯菜嗎钥 "

就知道那個丫頭不會安安分分的做菜給他吃遥
來福的臉漲的通紅袁支支吾吾的説不出話來遥
一旁的小安子倒是義憤塡膺的揷嘴了院"少爺袁 這位寧姑娘是成心想

羞辱你的吧這顆白菜連切都沒切居然就端上來了袁還有這碗清湯袁連個葱
花都沒有遥 哼太過分了我這就去找她算賬 "

小安子越説越生氣袁清秀的臉上一片憤怒的潮紅遥
來福羞愧的簡直像找個洞鑽進去袁 結結巴巴的解釋道院"汐妹子只做

了一年多學徒袁還沒正式上鍋做過菜袁説是只會做這些遥 還請容少爺多多
包涵遥 要不袁我這就去跟寧大廚説一聲袁讓他做些別的菜式噎噎"

容瑾倒是沒動怒袁輕笑着挑眉院"好了好了袁旣然端來了袁我就嘗一口
好了遥 "説着袁拿起勺子舀了勺炒飯送入口中遥
嗯袁米飯香濃有嚼勁袁配着各式蔬菜袁吃起來倒別有一番清爽遥 容瑾沒

吱聲袁又舀了一勺炒飯吃了起來遥
來福緊張的擦了擦汗袁心里稍稍放了心遥 還好還好袁總算炒飯還能入

口遥
小安子伺候容瑾多年袁自然清楚他對吃是多麼的挑剔袁見狀一愣袁忍

不住問道院"少爺袁這炒飯你能吃的慣嗎钥 "錦衣玉食的少爺何曾吃過這等

簡陋的食物钥
容瑾斜睨了小安子一眼袁眼里分明傳遞着 "廢話袁吃不慣本少爺還會

吃嗎 "钥
小安子訕訕的一笑袁立刻閉了嘴遥
炒飯吃了一小半之後袁 容瑾有些口渴了袁 順手舀了一口清湯喝進口

中袁頓時 "咦 "了一聲停下了手中的動作遥
來福的一顆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袁連連陪笑院"容少爺袁小的這就給您

倒杯茶去遥 "説着袁忙不迭的倒了一杯茶送到了容瑾的手邊遥
容瑾卻又舀了一口湯袁不緊不慢的送入口中遥 來福長長的松了口氣袁

一顆心安穩的落了回去遥
小安子忍了半天終于沒忍住袁好奇的問道院"少爺袁這碗清湯味道很

好嗎钥 "

容瑾 "嗯 "了一聲袁筷子已經伸到了白菜上遥
筷子剛一碰到白菜袁原本完整的白菜頓時散了開來袁竟然成了條狀整

整齊齊的堆在盤子里遥那份巧思袁簡直令人嘆爲觀止小安子和來福都看的
傻了眼袁齊齊驚嘆了一聲遥

容瑾的嘴角微微翹起袁眼里掠過一絲笑意袁夾了一筷子送入口中遥 然
後袁笑意更濃了遥 深幽的眸子里閃動着莫名的光芒遥

接下來的一幕袁更是令小安子和來福都看的獃住了遥
挑剔成性的容少爺袁一道菜只吃一兩口的容少爺袁竟然將那一大盤炒

飯吃的干乾凈凈袁湯也喝了個見底袁至於那份清湯白菜袁更是被吃的光光遥
老天袁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钥 今兒個太陽是打西邊出來了嗎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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