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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秋季特价，
休斯敦前往中国往返:

经济舱$940含税起, 
商务舱$4410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和国航北美订票热线
1-800-882-8122

www.airchina.us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需在7月31日前出票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本報訊）】 國泰銀行之控股公司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
克代碼：CATY）公佈2015年第二季營運成果，盈利為四千五百二
十萬元，每股淨利達$0.56元。
2015年 第二季營運績效摘要：

• 本季稀釋後每股淨利為$0.56元，較2014 年同期稀釋後每
股淨利$0.44元，大幅增長27.3%。

• 截至2015年6月30日，總貸款額達九十五億元，較2015
年3月31日的九十二億元增加二億七千七百二十萬元，增幅達3.0%
，也高於2014年12月31日的八十九億元。

國泰萬通金控公司董事長暨首席執行長兼總裁鄭家發先生表示
，公司第二季度的存款及貸款穩定增長。在2015年第二季貸款增
長達二億七千七百萬元，亦即12%年增率；存款增長達二億二千六
百萬元，亦即10%年增率。

鄭家發先生總結說，我們對本季度的淨利差達3.51%感到鼓舞
，這反映出強勁的貸款增長及從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的特別股息。國

泰萬通金控公司獲得所有需要與Asia Bancshares合併的銀行監管機
構的批准，Asia Bancshares的股東亦已於2015年7月17日批准此次
合併。在完成所有交易條件後，合併預計將於2015年7月31日完
成。

FDIC會員 平等房屋貸款機構
與您同行與您同行
關於國泰銀行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CATY)的附屬

機構。國泰銀行成立於1962年，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
及服務。國泰銀行目前擁有33家加州分行，9家紐約州分行，3家
伊利諾州分行，3家華盛頓州分行，2家德州分行，1家麻州分行，
1家內華達州分行，1家新澤西州分行。另在香港設有分行，及於
台北及上海設有代表處。國泰銀行網站 www.cathaybank.com。
FDIC 保險的保障限於提供予國泰銀行美國境內分行的存款賬戶。

光鹽社8月1日
健康講座透過飲食與營養防癌

(本報訊）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為中老年男性常見的問題
。症狀主要表現為夜尿增多、壓迫尿道後出現排尿費勁、尿流變
細、排尿無力，以及尿急、尿痛、尿頻、尿不盡等，嚴重時甚至
出現尿瀦留，伴有感染還會出現便憋不住、小便疼痛等情況，並
常影響性功能。

國內外研究表明：蜂花粉是前列腺問題的剋星。這是因為蜂
花粉能調節體內各器官，防治毛細血管通透性降低，增強人體抗
病能力，特別是蜂花粉內含脯氨酸、黃酮素、吲哚乙酸對前列腺
問題有較好的防治作用。

研究及臨床應用證明，蜂花粉可抑制前列腺細胞生長，使增
大的前列腺體積回縮，徹底改善尿道梗阻，因而對前列腺增生具
有驚人的療效，且無毒副作用，可長期服用。蜂花粉中的苯醌類
等物質對前列腺素PGE2生物合成具有抑制作用，服用蜂花粉能
抑制前列腺素的分泌，對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有明顯效果。許
多前列腺炎患者，在連續服用蜂花粉後，前列腺炎得到了控制，
免除了前列腺炎的煩惱。

日本長畸大學泌尿科齋藤博士，用蜂花粉製劑治療慢性前列
腺炎，80%以上的患者可在短時間內獲得顯著改善。據我國浙江
省老年病研究所報導，對100例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每次服用蜂
花粉5克，每日3次，療程3個月。症狀有效率達93%，殘尿有效
率為72.3%，總有效率達羅馬尼亞內分泌學家米哈伊雷斯庫博士
，以蜂花粉治療慢性前列腺炎150例，有效率70%。1962年瑞典

的立恩典魯博士使用蜂花粉治療
100例前列腺炎患者，結果80%的
患者痊癒。

將蜜蜂採集的蜂花粉液體製
劑應用於前列腺臨床治療，其療
效是普通固態花粉的 20-30 倍以
上。巴西野花牌極品蜂花粉精華
液，源自巴西具有品質保證的優
質蜂花粉、採集自原始大森林，
完全保留蜂花粉的營養成分，並
使其營養達到最高的吸收率，
100%純天然，無酒精、無重金屬
、無農藥殘留，讓您和家人享受
真正全方加拿大NPN#80006418·
美國 FDA食品藥品監管局註冊#
10328566522·國際 GMP Site Li-
cense#300909·全球 HACCP 質量
認證BR13/7429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

ural.ca
網站: www.royalnatural.ca，網上中文快捷訂購！

國泰萬通金控公司2015年第二季盈利達四千五百萬元

(本報訊）講員：彭廣
醫師

時間：2015 年 8 月 1 日
，下午2-4點

地點：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從流行病學研究的證
據已證明飲食和營養與罹患
癌症風險之間有明顯的相關
。根據分子生物學、細胞生
物學和生物化學的研究更進
一步證明我們可透過飲食成
分和營養的保健達到預防癌
症的保護作用。簡而言之，
吃的好，我們就能夠減少患

癌症的風險。在這次演講中
，我們將討論防癌有關的飲
食成分如綠茶、人參等草藥
防癌作用的研究成果;以及個
人對預防癌症的飲食建議。

•彭廣醫師畢業於同濟
大學醫學院，2005年獲得南
卡羅萊納大學生化醫學博士
。 畢 業 後 先 後 在 費 城 Fox
Chase 癌症中心和 MD 安德
森癌症中心做博士後研究。
目前擔任MD安德森癌症中
心臨床癌症預防部門助理教
授。彭醫師在乳癌基因研究
特有專長，已發表了三十二
篇論文並主持多項大型研究

計劃，包括 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 國家癌症研究
中 心 (National Cancer Insti-
tute)和美國癌症研究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演講免費,歡迎踴躍參
加!

野花牌蜂花粉精華液
對前列腺問題療效的研究進展

透過飲食與營養防癌
講員：彭廣 醫師

时间：2015年8月1日，下午2-4点
地点：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 從流行病學研究的證據已證明飲食和營養與罹患癌症風險

之間有明顯的相關。根據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和生物
化學的研究更進一步證明我們可透過飲食成分和營養的保
健達到預防癌症的保護作用。簡而言之，吃的好，我們就
能夠減少患癌症的風險。在這次演講中，我們將討論防癌
有關的飲食成分如綠茶、人參等草藥防癌作用的研究成果;
以及個人對預防癌症的飲食建議。

• 彭廣醫師畢業于同濟大學醫學院，2005年獲得南卡羅萊纳
大學生化醫學博士。畢業後先後在費城Fox Chase 癌症中
心和MD安徳森癌症中心做博士後研究。目前擔任MD安德森
癌症中心臨床癌症預防部門助理教授。彭醫師在乳癌基因
研究特有專長，已發表了三十二篇論文並主持多項大型研
究計劃，包括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 國家癌症研
究中心(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和美國癌症研究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演講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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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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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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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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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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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高鴿律高鴿律師師（（Eva)Eva)
（（工商碩士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德州註冊律師））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開張期間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Happy HourHappy Hour
All day (All day (全天全天))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7月31日2015年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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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Gessner Rd. STE. A Houston, TX 77080 (前南江)

營業時間：
週日至週四：11am - 10:30pm
週五、週六：11am - 11pm
午餐特價時間：11am - 2pm（週一至週五）

Kot Dae Ji Korean BBQ

本家燒烤

˙豬肉套餐

˙牛肉套餐

713 - 467 - 8801

海鮮蔥餅海鮮蔥餅

$$1212..9999

BBQBBQ套餐套餐
$$1313..9999-$-$1616..9999

海鮮豆腐鍋海鮮豆腐鍋

$$88..9999
砂鍋拌飯砂鍋拌飯

$$1010..9999

特價午餐特價午餐

˙豬、牛、雞綜合套餐

WWW.CHINATOURUS.COM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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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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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Leasing OfficeLeasing Office
1120511205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277072
Tel:Tel: 832832--866866--08380838

VVùùng Southwestng Southwest
1120511205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277072
Tel:Tel: 281281--575575--78867886
Fax:Fax: 281281--575575--87618761

VVùùng Northwestng Northwest
1340013400 Veterans MemorialVeterans Memorial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1477014
Tel:Tel: 281281--537537--52805280
Fax:Fax: 281281--537537--53985398

4545 South GalvestonSouth Galveston
1090910909 ScardaleScardale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8977089
Tel:Tel: 281281--484484--61006100
Fax:Fax: 281281--484484--61226122

Hobby AirportHobby Airport
98209820 Gulf FreewayGulf Freeway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477034
Tel:Tel: 281281--575575--79547954

香港超級市場香港超級市場 FOOD MARKETFOOD MARKET

77//0202//20152015--77//0707//20152015 特價商品特價商品

NEW LOCATION 去年6月10日正式開張
9820 Gulf Freeway Houston, TX 77034
FOR LEASING CALL:281-575-7886
JAMES:713-303-5968, HANNA:832-866-0838

各特價品以庫存量為限，售完為止。如此廣告價格不符，請以賣場實際公佈為准。本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優惠商品與方式，恕不另行通知。本廣告圖片均為美術設計作用，可能另於實物。本公司對於排印錯誤將不負責任。
Not responsible for typographical or pictorial errors. Please refer to in-store sign.While supplies last, no raincheck, Products may not be available at all stores.

山竹Mangosteen $7.99/Lb
家樂調料Knorr Liquid Seasoning $5.99/Ea
西洋菜Water Crest $0.79/Ea
油桃WHITE NECTARINE $1.29/Lb
營養乾麵Dried Alimentary Paste $3.49/Ea
木瓜Sweet Papaya $0.99/Lb
木薯 Yucca Roof $0.69/LB
佛手瓜Chayote $0.49/LB

農辛碗面Nongshim Shin Bowl Noodle $7.99/Box
新鮮檸檬Fresh Lime $1.00/10 ea
新鮮菠蘿蜜Fresh Jackfruit $0.89/Lb
富士蘋果Fuji Apple $0.69/Lb
生菜Green Leaf $0.89/Ea
腌制韭菜 Pickled Leeks（Buy 1 Get 1） $0.89/Ea
茄子Eggplant $0.99/Lb
苦瓜Bitter Melon $0.99/Lb

甜牛奶Sweet Cow Creamer $0.99/Can
鮮蝦Shrimp Jumbo Size $5.99/Lb
綠蔥Green Onion $1.00/5 ea
速溶咖啡Vina Coffee $2.99/Bag
紫米、紅米飲料 Purple Rice、Red Rice On sale
紫薯Purple Yam $1.69/Lb
南瓜Kabucha $0.69/4LB
白土豆White Potato $0.59/Lb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宮宮暨宏暨宏
Jennifer GJennifer Gongong
832832--270270--24002400

www.Chineseloanofficer.com
Chineseloanofficer@gmail.com

群
智
貸
款

最低利率最低利率
準時高效準時高效

專精各種購房貸款，大額貸款，不查收入貸款等。

貸款經紀貸款經紀 NMLS#NMLS# 12330721233072

美南國際電視舉辦《七夕節化妝晚會》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由美南新聞、美南國際電視和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共同
主辦；由休斯頓幸福讀者聯誼會、華夏學人協會、金潤律師事務所、
休大校友會、美中信使報、世界名人網協辦的七夕節化妝晚會，將于8
月15日晚上6點在國際貿易中心（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舉行。

時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喜歡西方的文化和事物，
其熱度已形成了一股浪潮，大有愈演愈趔的趨勢。 近年來在中國年輕
人注重過西方節日，瘋狂程度甚至超越西方國家他們自己人過節的熱
情；年輕人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不加強宣傳和繼承，他們會忽略
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甚至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我們中國古老
的節日“七夕節”，更加不知道七夕節的來源。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文化影響力的日益加強，與西方國家
之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頻繁與廣泛。語言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也不能忘記我們中華文化！寄予這種中華文化
傳承的責任，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每年舉辦各類中華傳統節日活動
，比如每年一屆的新年園遊會、七夕節等，為傳承中華文化盡一份力
。

平時大家工作繁忙，忘記了對配偶表示感謝！借此次活動可以向
對方表示關愛和感謝！《七夕節化妝晚會》我們將安排精彩的遊戲節
目，有夫妻默契遊戲，朋友搭配遊戲等，，節目表演等….，同時為了
配合9月5日《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晚會由幸福讀者聯誼會負
責策劃的辣媽時裝秀與大家見面，為第一屆辣媽大賽做熱身。

著裝要求：凡參加《七夕節化妝晚會》的嘉賓，男士必須西裝，
女士必須禮服出席，敬請尊重主辦方的要求，謝謝大家的配合！我們
希望與大家一起過一個難忘的七夕節！
聯系人：陳鐵梅
聯系電話：832-803-9018
時 間：8月15日晚上6點，票價：每人$20（包括美酒佳肴）
地點：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BB33德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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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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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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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主治項目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NYU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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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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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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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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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洗牙，補牙，拔牙，植牙，鑲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科，
精密植牙，根管治療，仿真假牙，隱形矯正，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周手術。

特色服務特色服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Chinese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held talks with
top Vietnamese leaders during a visit on Thursday
that comes hot on the heels of a landmark United
States trip by Vietnam's communist party chief.
The two-day visit by Zhang, a member of the elit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as announced
only on Monday and comes as neighbors that
share $60 billion of annual trade seek to shore-up
ties strained last year by a heated dispute over
maritime sovereignty.
Zhang met Vietnamese Prime Minister Nguyen

Tan Dung and Deputy Prime
Minister Nguyen Xuan Phuc, and
was due to make courtesy calls
on the country's president and
its communist party chief on
Friday.
"Vietnam and China will discuss
detailed measures to boost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trade and investment
areas during the visit," Vietnam'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e
Hai Binh told a regular news
briefing in Hanoi on Thursday.
The visit quickly follows almost a
week of mee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 political and

business delegation from Vietnam, led by
Communist Party chief, Nguyen Phu Trong, which
received large-scale coverage in Vietnam's state
media, as the two countries mark 20 years since
normalizing ties.
Trong me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last week at
the Oval Office, the latest amid a flurry of
diplomacy by Washington that began during last
year's breakdown in Sino-Vietnamese t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tensified its efforts to
engage a former war enemy that has long shared
close but testy ties with China, thrusting Vietnam
into what experts see as a broader tug-of-war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for regional
influence.
China's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released a
commentary on Thursday describing the visit as
"the latest stroke of top-level diplomacy".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two nations,
especially Vietnam, to enhance mutual political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instead of aggravating
differences," it added. (www.reuters.com)

China Has Drilling Rigs Close
To Disputed Waters: Japan

Japan on Tuesday called on China to halt the
construction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platforms
in a disputed area of the East China Sea.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leased diagrams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platforms which it says
could exploit undersea reserves over which the
two countries are at loggerheads.
"It is extremely deplorable that China is unilateral-
ly developing resources while the border has not
been settled,"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told reporters.
The platforms have all appeared despite a June
2008 agreement in which the two countries said
they would jointly develop the area in the wake of

friction over who
had the rights to
exploit the
resources.
Of the 16, 12
have been
install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Japan sai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claims come a
day after Tokyo
slammed
Beijing's bid to
reclaim 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
"coercive

attempt" to force sweeping maritime claims in its
annual defence paper.
The white paper accused Beijing of "raising con-
cerns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lan-
guage that was markedly more stringent than in
previous years.
China is locked in disputes with several countries
over its claims to almost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and is currently pursuing a rapid programme
of artificial island construction in the region.
It is also embroiled in a separate row with Japan
over the Tokyo-controlled Senkaku islands --
which it calls the Diaoyus -- in the East China
Sea, as Chinese ships and aircraft regularly test
Japanese forces in the area.
On Wednesday,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
hide Suga said: "Japan has repeatedly lodged
protests against China's unilateral development."
"However, China has been negative on resuming
talks over implementing the June 2008 agree-
ment, even though its activities appear to be con-
tinuing."
Tokyo has long suspected that Beijing would vio-
late the joint development agreement for the
field, which lies in an area where both countries'
claime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EEZ) overlap.
Japan says the median line between the two na-
tions should mark the limits of their respective
EEZs.

But China insists the border should be drawn
closer to Japa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tinen-
tal shelf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ocean.
The rigs are on China's side of the boundary,
whichever measure is used.
In Beijing, the foreign ministry, responding Tues-
day to Japan's white paper, defended its actions.
"China always carries out normal maritime activi-
ties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laws and relevant do-
mestic laws," a response posted on its website
said.
"China's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undisputed wa-
ters of the East China Sea under China's jurisdic-
tion is justified, reasonable and legitimate."
Related
China says Japan's East China Sea Pictures

Provoke Confrontation
BEIJING (Reuters) - Japan's release of picture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activity in the East China
Sea will only provok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do nothing for efforts to pro-
mote dialogu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defense review this week, Japan urged Bei-
jing to stop building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plat-
forms close to disputed water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expressed concern that Chinese drills

could tap reservoirs that extend into Japan's wa-
ters.
In a statement late on Wednesday, China's For-
eign Ministry said it had every right to develop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waters not in dispute that
fall under its jurisdiction.
"What Japan did provokes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is not constructive at all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East China Sea situ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t said.
In 2012, Japan's government angered Beijing by
purchasing a disputed, uninhabited island chain
in the East China Sea.
Until then, Beijing had curtailed activities under a
pact with Japan to jointly develop undersea re-
sources in disputed areas.
China's position on the pact remained un-
changed and it was willing to maintain communi-
cation with Japan on related issues, the Foreign
Ministry added.
"The key is for Japan to create favorable environ-
ment and conditions to implement this consensus,
" it said, referring to the pact.
"Japan's hyping up of the oil and gas issue in the
East China Sea will do nothing good to carry out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
pan on the East China Sea-related issues."
Tokyo worries the platforms will tap into gas
fields that overlap the median line and could also
be used as radar stations or bases for drones or
other aircraft to monitor air and sea activity near
the disputed island chain, known as the Senkaku
in Japan and Diaoyu in China. (Courtesy AFP)

Top China Official Visits Hanoi-
Vietnam, U.S. Also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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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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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as put 16 drilling rigs close to its de facto maritime border with
Japan, Tokyo said Wednesday, in the latest twist in a row over gas

fields in waters disputed by the two countries.

China's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L) shakes hands with
Vietnam's Prime Minister Nguyen Tan Dung before their
meeting at the Government Office in Hanoi July 16, 2015.

(Photo Reuters)

A group of disputed islands, Uotsuri island
(top), Minamikojima (bottom) and

Kitakojima, known as Senkaku in Japan
and Diaoyu in China is seen in the East

China Sea. (REUTERS/Kyodo)

A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drilling
rig leaves the port of Qingdao in east Chi-
na's Shandong province on May 21, 2012

(AFP Photo/AFP)

In this May 17, 2015 photo,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Tensions are growing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ver its island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both powers have
incentives to calm the waters ahead of a
high-profile visit by China’s leader to
Washington in the fall.(Photo via AP)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ight, meets with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general Nguyen Phu Trong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on Tuesday.

技能取勝技能取勝！！盤點美國盤點美國1515個高薪低學歷職位個高薪低學歷職位

(本報訊)低學歷=底薪？你錯了！生活在美國，很多技能強
者工資可是很高的哦！在美國即使你沒有高學歷也沒關係，很
多技術導向性職位對本科學歷都沒有要求，你依然可以覓得一
份工資收入很不錯的工作。根據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
數據,以下這些職業都是平均薪水在$60,000以上，卻對學歷要求
很低的。在一味追求高學歷的大趨勢下，也許下面這些職位和
工資會對你有所啟發。

天然氣公司操作員天然氣公司操作員
通過控制主要的壓縮機向有需要的地方輸送天然氣
平均年薪：$61,140
學歷要求：高中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4,700個（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職培訓

網絡開發網絡開發
設計，創建，修改網站
平均年薪：$62,50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或技校畢業
預計職位空缺：50,700個（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
運行地鐵或者城市有軌電車來運輸乘客。
平均年薪：$62,73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3,3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培訓

郵政系統管理員郵政系統管理員

在美國郵政系統計劃協調運營，行政管理或人員協調和
相關聯繫工作。
平均年薪：$63,05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5,0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在職培訓

電力安裝維修員電力安裝維修員
安裝或者維修配電系統中的cable或者線路。
平均年薪：$63,25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49,9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職培訓

遊戲經理遊戲經理
賭場遊戲策劃執行或者協調操作。
平均年薪：$65,22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400（到2022）
在職培訓：無

磁共振成像技術員磁共振成像技術員
保證病人在掃描時的舒適安全，同時保證掃描圖片質量。
平均年薪：$64,36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3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註冊護士註冊護士
照顧病人，教育公眾及病人各種健康常識
平均年薪：$65,47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052,6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葬禮服務理事葬禮服務理事
計劃執行葬禮及相關服務
平均年薪：$66,72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3,2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農場經理農場經理
管理農場大小事宜，包括運營，醫療衛生等
平均年薪：$69,30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50,2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牙科保健員牙科保健員
清潔牙齒，牙齒疾病檢查
平均年薪：$70,21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3,5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偵查和刑事調查員偵查和刑事調查員
對違法事件進行調查取證破案
平均年薪：$74,30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27,7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在職培訓

電梯安裝維修人員電梯安裝維修人員
安裝維修或者維護電動或液壓貨梯，客梯等
平均年薪：$76,65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8,0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先需要做學徒

放射治療師放射治療師
觀察病人對放射治療的反應並進行相關記錄
平均年薪：$77,56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8,4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空中交通指揮員空中交通指揮員
監控和指揮飛機運行。該職位的工資是所有無學歷要求的工作
中工資最高的。
平均年薪：$122,53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及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4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職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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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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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國、台、英、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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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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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中心電話：832-532-6690 傳真：832- 834-5229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學超聲中心
ACH Medical Ultrasound專業團隊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超聲檢查項目:
肝，膽，胰，脾，腎，婦科，產科，排卵監測，
三維/四維胎兒成像，四肢血管，心臟，
甲狀腺，乳腺，前列腺，陰囊，軟組織等。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
的各種醫療保險、無保險患者特別優惠。接受各科醫生
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歡迎電話預約。

•資深放射科醫生和心臟科醫生分析超
聲檢查圖像，出具診斷報告。與醫學中心
不同專科醫生團隊合作，方便患者就醫。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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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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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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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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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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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E-mail:gliu@ccim.net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
★4房3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房 3.5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呎﹐售
$300,000萬
★密蘇里市﹐3房 2.5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糖城: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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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中國城賺錢餐館生意出售，地點極佳，多年老店，生意很好，2500呎，接手即可營業，意者請洽Toby
◆糖城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1821呎，格局方正，交通便利，2分鐘至6號與59高速，售$218,000
◆西北區Sho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60,231呎，2003年建，高報酬8%，售$2,980,000
◆糖城RiverStone，新房促銷，地點好，送$35,000 upgrade，機會有限。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
售$1,500,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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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歲兒童第一次檢查免費

Westheimer Rd

Meadowglen Ln

長青兒童牙科中心

Bellaire Blvd

3131 Briarpark Drive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42

長青兒童牙科專科

1、預防性工作 - 維護口腔清潔

2、口腔治療 - 蛀牙深度，

牙齦咬合牙齒生長發育等

3、殘智障患童的口腔照護

4、口腔病變之處置

ESTHER YANG DDSwww.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email:info@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提供兒童專屬完整牙科服務

˙紐約大學醫學院流動牙科診所主任醫師
˙德州兒童醫院主治特殊需求兒童
˙貝勒醫學院和德州休士頓 大學任教
˙牙買加、墨西哥、海地等國家志願治療醫師
˙刊登於芝麻街健康牙齒欄目,並製作成DVD

o.713.244.0100
f.713.244.0101 ～ 楊雅詩 牙醫博士 ～

Briarpark
DrRanchesterDr

W
.Sam

H
ouston

Pkw
y

Richmond

S.G
essnerRd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墨西哥首都宣布

向美國打車軟件優步征稅
綜合報導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15

日宣布對美國打車軟件“優步”的監管

措施，包括征收1.5%的稅以及許可證費

，並對簽約車輛的最低價值作出規定。

墨西哥城成爲拉美首個對“優步”進行

監管的城市。

根據新規，“優步”和西班牙打車

軟件Cabify等軟件的簽約車輛價值不能

低于20萬比索(約合1.27萬美元)。盡管

金額比草案先前規定的25萬比索(1.58萬

美元)低，但也超出這家打車軟件公司預

期。

“優步”說，20萬比索屬“高門檻

”，但是可以接受。公司發言人安娜· 葆

拉· 布蘭科說，簽約司機入門“優步”的

最低費用大約是15萬比索(9500美元)，

包括車輛成本，但大部分車輛價值實際

都超過20萬比索(1.27萬美元)。

按照新規，簽約司機每年需向政

府繳納1599比索(101美元)的許可證費

。政府先前還打算限制“優步”簽約

車輛的新舊程度和數量，但沒有納入

新規。

“優步”公共政策主管科裏· 歐文

斯上周說，與世界其他城市對“優步

”征收的稅費相比，墨西哥城的稅率

“很高”。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優

步”繳納的稅也不過1%。墨西哥城政

府一名發言人說，“優步”不得將稅

轉嫁給乘客或司機，必須由“優步”

公司承擔。

墨西哥城政府這份新規令出租車司

機非常憤怒，後者認爲新規不夠強硬。

一家行業協會的主管魯文· 阿爾坎塔拉

譴責政府對出租車司機“有失尊重”，

他說，出租車司機們可能會以罷工形式

抗議。

“優步”2013年開始在墨西哥城運

營，眼下簽約超過1萬名司機，乘客大

約50萬人，它的主要競爭者Cabify在當

地有30萬用戶。“優步”說，墨西哥城

是其發展最迅速的市場之一。

墨西哥城宣布開始管控“優步”同

一天，“優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接

到一張730萬美元的賬單，原因是它拒

絕向加州監管機構遞交某些運營信息。

加州公共事務委員會一名行政法

官認定，“優步”加州子公司沒有遞

交所有政府要求上報的信息，尤其是

其向殘疾人提供無障礙出租車的情況

、容易出現司機拒載的位置，以及事

故原因有哪些。

“優步”加州子公司的律師辯稱

，這家企業已經向公共事務委員會遞

交充分信息。公司發言人伊娃· 貝倫德

在書面聲明中說，公共事務委員會的

裁決和罰款令人“非常失望”，公司

會予以上訴。

“‘優步’已經向公共事務委員會

提供了大量信息，我們向其他地方遞交

同樣信息都沒受到投訴，”貝倫德說，

提供更多詳細信息可能侵犯司機和乘客

的隱私。

公共事務委員會承認“優步”遞

交了部分材料，但還不夠，稱“優步

”是唯一沒有按要求遞交報告的打車

軟件企業。

“優步”與地方官員糾紛不斷。美

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先前下令“優步”

暫停業務，而“優步”遲遲不予遵守；

“優步”先前在法國推出“優步Pop”

服務，即普通私家車司機可通過該服務

接收乘客“訂單”，法國政府隨後予以

叫停，遭“優步”拒絕，最終雙方對薄

公堂。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16號淩晨，希

臘議會最終通過了獲取歐元區援助資金

所需的改革及緊縮提案。至此，已經寸

步難行的希臘金融體系能否得到急需的

資金補充，取決于歐洲央行的下一步決

策。當地時間16號，歐洲央行舉行成員

會議，希臘問題是這場會議的重點議程

。當天，希臘銀行仍處于關閉狀態。

北京時間昨天夜間，歐洲央行行長

德拉吉在歐洲央行會議後出現在記者會

現場。他宣布，將完全滿足希臘銀行對

于緊急流動性援助的需求，在一周之內

將其緊急流動性援助上限提高9億。這

一決定對于瀕臨崩潰的希臘銀行業來說

無疑是個好消息。

新華社駐布魯塞爾記者沈忠浩：歐

洲央行行長德拉吉16號在法蘭克福表

示，歐洲央行決定提高對希臘銀行的緊

急流動性援助，也就是ELA的上限。在

一周內，將這個緊急流動性援助上限提

高了9億歐元。希臘債務問題成了當前

新聞發布會上最大的一個焦點，而焦點

中的焦點就是緊急流動性援助，因爲它

是希臘銀行目前唯一的融資來源，也是

希臘銀行的生命線。

6月底以來，希臘央行多次向歐洲

央行請求提高緊急流動性援助的上限，

歐洲央行都做出了維持上限不變的決定

。德拉吉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歐洲央行此前決定調整對希臘銀行抵押

品的估值折扣，而希臘債務危機近期向

好的發展使希臘銀行的抵押品質量有所

提高，與此同時，歐洲央行持有的35

億歐元的希臘國債將于下周一，也就是

7月20號到期。經過評估，歐洲央行認

爲希臘有能力償債，這兩方面的原因促

成了歐洲央行最終決定提高緊急流動性

援助的上限。當天德拉吉還說，歐洲歐

元系統目前對希臘整個債務的敞口大概

是1300億歐元左右，對希臘債務進行

不容置疑的減免是必要的。

德拉吉在新聞發布會上再次重申，

歐洲央行從來沒有質疑過希臘是歐元區

的一部分，現在是，將來也是。與此同

時，德拉吉也強調，希臘現在急需的就

是落實緊縮改革的承諾，最最主要的就

是希臘必須要把所有的改革和緊縮的措

施落到實處。真正的把它的本國的經濟

的競爭力發展的增長的能力培養起來。

此外，我們還看到，德拉吉對于一些所

謂媒體的觀點，外界的觀點給予了一個

回擊，他對媒體說，他並不認爲是歐洲

央行不給他提高緊急流動性援助上限的

措施，導致了希臘銀行出現資本管制的

情況。外界對歐洲央行的批評沒有根據

，也不符合事實。

中國之聲剛剛收到的消息說，希臘

財政部副部長季米特裏斯· 馬達斯16日

表示，在停業三周後，希臘各銀行將于

20日，也就是4天後恢複營業，但每人

每天可提取的現金數額保持不變。

馬達斯當天對希臘國家電視台表示

，從20日開始，銀行的服務內容將增

加，希臘人將可以進行更多交易。馬達

斯說，在取款限額方面，每人每天60

歐元的現金取款限額仍將維持，但這一

限額可以累計使用，例如兩天取款一次

而每次提取120歐元。金融專家認爲，

爲了避免出現擠兌，希臘的資本管制可

能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希臘財政部官員

希臘各銀行將于20日恢複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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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已有過往已有““波神波神””米高佐敦米高佐敦、、
““巨無霸巨無霸””奧尼爾和洛文等奧尼爾和洛文等NBANBA球球
星投身影壇星投身影壇，，如今輪到騎士巨星勒如今輪到騎士巨星勒
邦占士邦占士，，其有份演出的喜劇其有份演出的喜劇
《《TrainwreckTrainwreck》》最近在北美獻最近在北美獻
映映，，開畫錄得第開畫錄得第22位位，，票房理票房理
想想。。由於由於““大帝大帝””在影視在影視
界可塑性高界可塑性高，，華納兄弟華納兄弟
公司立即拉攏合作公司立即拉攏合作，，2323
日更宣佈已和占士及其日更宣佈已和占士及其
製作公司製作公司SpringHillSpringHill 娛娛
樂簽約樂簽約，，今後炮製多個今後炮製多個
影視大計影視大計。。

據外媒所述據外媒所述，，占士跟華占士跟華
納簽訂的創作協議是包含多納簽訂的創作協議是包含多
個電影個電影、、電視和其他數碼媒電視和其他數碼媒

體新計劃體新計劃，，但沒透露實際會拍攝什但沒透露實際會拍攝什
麼麼。。占士表示透過占士表示透過““講述有意義的講述有意義的
故事故事””來跟粉絲聯繫來跟粉絲聯繫，，一直都是他一直都是他
的熱情所在的熱情所在，，而目前他身為一個電而目前他身為一個電
視騷的執行監製視騷的執行監製，，也有份參與其他也有份參與其他
影視作品影視作品。。

暫不暫不““棄球從影棄球從影””
至於至於SpringHillSpringHill 娛娛

樂行政總裁則指樂行政總裁則指““大大
帝帝””很想名下公司成很想名下公司成

為為““製作原創內容的領導製作原創內容的領導
者者”，”，但占士早前表明短期內但占士早前表明短期內
都不會都不會““棄球從影棄球從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鄺御龍

““大帝大帝””新片賣座新片賣座
華納簽約食住上

洛杉磯洛杉磯22支支NBANBA球隊快艇及湖人近日先後舉行記者會球隊快艇及湖人近日先後舉行記者會

介紹新加盟的球員介紹新加盟的球員，，湖人今夏主要得到希拔湖人今夏主要得到希拔、、路威廉士和路威廉士和

班頓巴斯加盟班頓巴斯加盟，，而快艇則有包括而快艇則有包括0808年總冠軍成員皮雅斯年總冠軍成員皮雅斯

等等55名新兵亮相名新兵亮相，，不過所有焦點全被同場的轉會鬧劇主角不過所有焦點全被同場的轉會鬧劇主角

迪安祖佐敦搶去迪安祖佐敦搶去。。

快快艇艇2121日在史達普斯中心球場日在史達普斯中心球場
搶閘介紹搶閘介紹55名新兵皮雅斯名新兵皮雅斯、、

史密夫史密夫、、韋斯利莊遜韋斯利莊遜、、高爾艾列高爾艾列
治及新秀班頓多遜治及新秀班頓多遜，，同場還有續同場還有續
約的迪安祖佐敦和主帥李華士之約的迪安祖佐敦和主帥李華士之
子柯士甸子柯士甸。。迪安祖佐敦早前曾口迪安祖佐敦早前曾口
頭答應小牛會以自由身加盟頭答應小牛會以自由身加盟，，可可
惜最後突然反口惜最後突然反口，，改與快艇續改與快艇續
約約。。對此對此，，這名剛滿這名剛滿2727歲的中鋒歲的中鋒
詳細解釋說詳細解釋說：“：“原本考慮達拉斯原本考慮達拉斯
((小牛小牛))，，是我認為自己希望改變是我認為自己希望改變，，
希望得到隊中更重要的角色和更希望得到隊中更重要的角色和更
多責任多責任，，我已準備接受挑戰我已準備接受挑戰，，但但
當我過了自己一關後當我過了自己一關後，，我會想所我會想所
有事情只是剛發生有事情只是剛發生，，我知道留在我知道留在
快艇對我來說是最佳決定快艇對我來說是最佳決定。”。”

迪安祖佐敦在快艇奉獻個人迪安祖佐敦在快艇奉獻個人
整個整個77年職業生涯年職業生涯，，他表示希望他表示希望
留隊至退役留隊至退役：“：“我真的想着在整我真的想着在整
個職業生涯為一支球隊効力個職業生涯為一支球隊効力，，這這
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我一直在我一直在

這裡這裡，，過去數季過去數季，，我在這裡也很我在這裡也很
成功成功，，同時我認識這個城市和球同時我認識這個城市和球
迷迷，，我已習慣了洛杉磯這城市我已習慣了洛杉磯這城市，，
我愛這裡我愛這裡。”。”

另外另外，，希拔希拔、、路威廉士和班路威廉士和班
頓巴斯頓巴斯2222日手持湖人日手持湖人““紫金戰紫金戰
衣衣””會見傳媒會見傳媒，，三人坦言至今尚三人坦言至今尚
未有機會與高比拜仁傾談未有機會與高比拜仁傾談，，但均但均
期待與該名最後一年征戰期待與該名最後一年征戰NBANBA的的
球星並肩作戰球星並肩作戰。。

希拔視加強防守為己任希拔視加強防守為己任
湖人上季是聯盟防守最差的湖人上季是聯盟防守最差的

球隊之一球隊之一。。身高身高77呎呎22吋的希拔吋的希拔
表示表示，，自己的職責主要是協助球自己的職責主要是協助球
隊加強防守力隊加強防守力：“：“感激湖人將我感激湖人將我
帶到這裡帶到這裡，，我會非常努力我會非常努力，，確保確保
湖人重返他們應有的位置湖人重返他們應有的位置。。看看看看
這支球隊這支球隊，，他們擁有強勁火力他們擁有強勁火力，，
我將主要在籃框位置出現我將主要在籃框位置出現。。去去
年年，，湖人在防守效率上排第湖人在防守效率上排第2929
位位，，所以我的任務是確保堵塞內所以我的任務是確保堵塞內
線線，，提供弱邊防守提供弱邊防守，，如果我在進如果我在進
攻方面做到點什麼則是獎勵攻方面做到點什麼則是獎勵。”。”

希拔上季為溜馬正選上陣希拔上季為溜馬正選上陣7676
場場，，平均每場取得平均每場取得
1010..66分分、、77..11個籃板個籃板
球和球和11..66次封阻次封阻。。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蔡明亮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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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報NBA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巴朗戴維斯有意復出

2屆全明星後衛巴朗戴維斯自
從在2012年季後賽遭到嚴重右膝
傷後，一直休戰，這名36歲老將
日前透露正嘗試再戰NBA。巴朗
戴維斯在 2011/12
年球季効力紐約
人，上陣29場平均
每場只得 6.1 分和
4.7次助攻，其後在
季後賽右膝重創，
自此絕跡球壇。

■記者蔡明亮

魔術 速龍倫敦交鋒
NBA22日宣佈，魔術與速龍

將於明年1月14日轉戰英國，在
倫敦O2上演一場常規賽，這是聯
盟在2015/16年球季安排的第2場

海外常規賽。塞爾
特人在今年12月 3
日率先在墨西哥城
與帝王交手。

■記者蔡明亮

■■快艇日前搶閘快過湖
快艇日前搶閘快過湖

人介紹新兵人介紹新兵。。 美聯社美聯社

■■左左22起起：：希希
拔拔、、路威廉士路威廉士
及班頓巴斯展及班頓巴斯展
示湖人球衣示湖人球衣。。

美聯社美聯社

■■占士滿腹大計占士滿腹大計。。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恒大射贏12碼 拜仁敗走中國
■巴朗戴維斯(右)已
絕跡球場3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
敏輝廣州報道）德甲拜仁慕尼黑23日晚
舉行的中國之行最後一站客戰中超廣州恒大，最終
雙方打和0:0，這支德甲班霸於互射12碼，以4:5射輸，
敗走中國。

恒大新兵羅賓奴今仗迎來首秀，高拉特復出；而拜
仁則進行了一定輪換，拿姆、梅拿等主力均作後備，紐
亞、葛斯、羅拔利雲度夫斯基正選。

恒大開波後，攻勢不少。6分鐘，羅賓奴帶球殺入
禁區射門被紐亞奮力撲出。兩分鐘後，高拉特輸送直
傳，傳被重罰中超停5場的郜林插上抽射近角，紐亞托
了一下後皮球擊中球柱。

第10分鐘郜林又接直傳迅速插上殺入禁區攻門，又
被紐亞將球撲救。其後拜仁慢慢站住陣腳，恒大亦守住
了對手強攻，最終雙方半場互無建樹。

郜林單刀破門失機
下半場開始後，雙方都進行換人，其中恒大把羅賓奴

換走。59分鐘，拜仁左路進攻，羅拔利雲度夫斯基左路
帶球殺入禁區攻門，曾誠將球從腋下漏過，幸好鄒正將球
解圍。

67分鐘，恒大迎來入球良機，郜林獲得單刀機會，
但他的射門被對手替補門將伊萬擋出底線。82分鐘，拿
姆右路傳中，梅拿停球轉身攻門被曾誠用腳擋出底線，恒
大躲過一劫。90分鐘兩隊踢成0:0互交白卷，雙方進入12
碼大戰。

12碼大戰第一輪，梅拿主罰太正被曾誠神勇撲出
後；其後雙方各自都射入球，最終恒大以5:4射贏12
碼，成功在主場揚威。

以二隊出戰的中國女排，23日
晨在美國舉行的世界女排大獎賽總
決賽首戰，以1:3負於同樣不是主力
陣容參賽的巴西，二傳手丁霞的受
傷離場成為本場比賽的轉折點。賽
後中國女排代理主教練安家傑表
示，丁霞首局末段受傷下場後，中
國隊的進攻節奏受到了影響。
比賽的轉折點出現在首局局末

二傳丁霞的受傷離場，中國隊不得
不換上王娜，她和場上的五名攻擊
手都沒有配合過，彼此之間缺乏默
契性。除了攻傳配合以外，中國隊
一傳、防守和串聯失誤過多，從第
二局起就失誤不斷，導致被對手連
追三局。
賽後新聞發佈會，代理主教練

安家傑表示：“第一局我們接發球

表現不錯，失誤也控制得很好，這
也是能夠取勝的主要原因，但由於
丁霞的受傷。第二局開始我們的一
傳和進攻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巴
西隊陣中唯一的絕對主力二傳林斯
賽後談到，“第二局起發球的強勢
表現，是巴西能夠逆轉比賽的關
鍵，這也直接說明了中國隊的一傳
體系開始崩盤。”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中國女排二隊輸球折將

■■拜仁球員葛斯拜仁球員葛斯((左左))與恒大與恒大
球員羅賓奴拚搶球員羅賓奴拚搶。。 新華社新華社

■■王娜王娜((右右))臨危臨危
上陣上陣。。 美聯社美聯社



BB88 BB55體育圖片 綜合經濟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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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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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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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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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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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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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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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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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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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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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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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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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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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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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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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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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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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SAM SHUM岑偉文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免費詢問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新房子(_15%)﹐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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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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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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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服務：

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心肺胃
腸脾腎、貧血、感染、過敏等疾病，
皮膚病，傷口護理。
各種體檢

住院治療
沒保險及學生優惠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生
隨到隨看，毋須等候

美國內科board證書
皮膚及過敏疾病證書
傷口護理以及高壓氧治療證書
同濟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二十餘年臨床經驗內科全科內科全科

陶清國醫學博士
Qingguo Tao,MD,PHD

門診時間：週二、三、四、六 9：00am-6: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Suite 200,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可事先於網路預約掛號： www.qtaomd.com

Tel:832-831-6140
Fax:713-701-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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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主治：：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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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醫生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星期五 2015年7月24日 Friday, July 24, 2015

美美33DD列印行業列印行業““光環光環””失色 龍頭股深跌八成

儘管近期美股科技板塊整體表現活躍，納斯達

克綜合指數頻創新高，但3D列印板塊疲態盡顯。

自去年初觸及高點以來，3D系統公司股價迄今已

下跌85%，Stratasys下跌77%，當前股價均創下多

年來的新低。

市場人士指出，3D列印板塊股價暴跌主要是

行業整體盈利增長不及此前預期，前期炒作催生的

巨大“泡沫”已經破滅。

自2010年開始，美股3D列印板塊持續成為市

場熱門，特別是在2013-2014年初期間，由於市場

樂觀預計3D列印技術掀起的製造業革命將迅速成

為盈利，3D列印板塊持續暴漲。在龍頭公司中，

3D系統公司股價從2010年的4美元漲至2014年1月

3日的96.42美元，漲幅高達23倍；Stratasys股價從

2011年10月18美元的低點，漲至2014年1月3日的

136.46美元，創歷史新高，漲幅達6倍。

然而預期中的高增長並未實現，相關行業企業

的業績表現始終未能達到市場預期。同時，3D列

印行業面臨的諸多不確定性開始浮現。有分析師指

出，由於持續的大舉投資于產品和技術研發，並積

極開展並購交易，企業出現巨大的財務壓力。不僅

如此，行業競爭加劇、持續的經濟不確定性以及匯

率風險等，也都給該行業發展帶來新的擔憂。

儘管多數研究機構依然看好3D列印技術的應

用前景，但投資者的耐心已消耗殆盡，美股3D列

印板塊自去年初開始大幅回落。3D系統公司股價

目前跌回至14.47美元，自去年1月以來的累計跌幅

達到85%，今年以來股價下跌56%，目前市值縮水

至16億美元，預期市盈率22倍。Stratasys自去年初

以來下跌77%，目前股價為31.44美元，今年以來

累計下跌62%，市值降至16億美元，預期市盈率

23.7倍。

其他 3D列印公司中，2013年 2月上市的Ex-

One 股價最高曾達到 75.67 美元，目前跌至 9.6 美

元，僅年內跌幅就超過40%。Voxeljet同樣與2013

年登陸美股市場，目前較2013年創下的高點已下

跌近90%。

眼下市場對美股 3D列印板塊的做空情緒濃

厚。統計顯示，目前3D系統公司35%的流通股被

空頭持有，Stratasys 公司 26%的流通股被空頭持

有，ExOne公司33%的流通股被空頭持有。

對於3D列印板塊遭遇的大規模“空襲”，有

分析師認為這主要與市場對企業長期盈利增長前景

的擔憂上升有關。

彭博統計顯示，3D系統公司2012-2014年營業

收入分別為3.5億、5.1億、6.5億美元，同比增速為

53%、45%、27%，呈現連年下滑趨勢。過去公司

三年凈利潤分別為6790萬、8370萬、7510萬美元，

增速為66%、23%和-10%。特別是2013年第四季度

到今年第一季度，該公司調整後凈利潤連續六個季

度出現同比下滑，今年第一季度的同比降幅更高達

65%。該公司將於8月6日發佈最新業績報告，預

計今年第二季度凈利潤同比下滑45%。

派傑證券分析師簡森上周將3D系統公司股價

預期從18美元進一步下調至16美元，理由是該公

司面臨業務戰略執行、產品品質等多重擔憂，下半

年盈利增速可能進一步下滑，此前分析師的預期

“過於激進”。不過簡森同時預計，3D列印行業

第二季度業績有望改善，2015年盈利可能實現持續

的環比增長。

Stratasys過去三年營業收入分別為2.1億、4.8

億和7.5億美元，過去兩年增速為125%和55%；調

整後凈利潤分別為5960萬、8200萬和1.03億美元，

過去兩年增速為38%和26%。同樣需要注意的是，

該公司凈利潤自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下滑，今年第一

季度同比降幅高達90%。Stratasys將於7月30日發

佈財報，預計第二季度盈利同比下滑70%。

事實上，早在2013年初，做空機構香櫞就曾

發佈針對3D系統公司的報告，指出3D系統公司

通過自己的鼓吹以及某些財經資訊網站的搖旗吶

喊，故意誇大3D列印技術的發展程度，導致3D

印表機廠商股價出現嚴重泡沫，“3D列印概念

股的表現完全不符合現實，而3D系統公司尤為

明顯”。

分析人士認為，包括3D列印在內的新興技術

若要轉變為切實的盈利還需要突破大量阻礙，一些

概念炒作下的公司股價暴漲，但由於缺乏業績基

礎，隨時可能暴跌，此間風險不容小覷。

綜合報導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上半年

經濟數據顯示，上半年GDP增長7%，其

中二季度增長7%，與一季度持平，GDP

增長速度處於政府目標範圍之內，好于

市場預期。

其中，從整個數據來看，經濟數據

呈現分化的態勢，工業生產的數據好于

終端需求的數據，工業生產增速進一步

加快是6月經濟數據中最大的亮點，而

固定資產投資企穩，房地產開發投資增

速持續回落，需求中僅有6月出口增速

有所好轉。

我們認為，經濟數據的分化顯示經

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經濟形勢難掩樂

觀，下半年穩增長的政策力度需要進一

步加碼。儘管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

達到政府年初設定的增長目標，但從整

體數據來看，主要呈現兩大隱憂。

隱憂一：生產數據與終端需求分化

加大未來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從上半年數據來看，工業生產數據

和終端需求數據的進一步分化是上半年

經濟運作中最突出的特徵。其中，二季

度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加速回升，工業

增加值從3月的5.6%加速回升到6月的

6.8%，回升的幅度達到1.2個百分點，同

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由一季度的13.5%

回落至前6月的11.4%，增速回落了2.1

個百分點。這一分化特徵顯示工業生產

景氣的回升缺乏終端需求的支撐，沒有

終端需求的支撐工業生產回升將難以持

續。同時在終端需求疲軟的背景下，工

業生產景氣的回升將轉化為庫存，加大

資金佔用壓力，對工業企業的財務構成

新的壓力。

隱憂二：房地產銷售增速的回升並

未轉化為開發商投資回升。

從二季度來看，宏觀經濟中呈現的

另外一個特徵是房地產銷售面積的加速

回升並未轉化為開發商加大新開工建設

的力度，導致房地產銷售面積和房地產

開發投資進一步背離。上半年房地產銷

售面積同比增長 3.9%，較一季度回升

13.1個百分點，而同期房地產開發投資

同比增長4.6%，較一季度回落3.9個百分

點。房地產銷售面積加速回升而開發商

公開意願較低顯示開發商對未來房地產

銷售的持續性謹慎，在開發策略上以儘

快回籠現金加快去庫存為主，並減少資

本支出。同時，房地產銷售面積加速回

升，房價的上漲將進一步加大工商業企

業的成本，在終端需求疲軟的背景下進

一步抑制投資意願。

下半年房地產銷售增速可能會放緩。

上半年房地產面積同比增長3.9%，

這一增速為去年以來首次轉正。我們認

為房地產銷售面積增速下半年可能會放

緩，主要原因在於近期股市市值的大幅

縮水可能拖累房地產銷售。6月以來，

資本市場出現大幅殺跌，導致市值縮水

超過10個希臘。由於此次房地產銷售回

暖主要受東部地區大幅帶動所致，同時

東部地區也是股市成交量最大的地區，

股民財富的大幅縮水可能導致房地產銷

售面積增速出現放緩。

基礎設施投資支撐固定資產投資增

速企穩。

從投資數據來看，基礎設施投資增

速的回升是帶動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

速回升的關鍵，其中上半年基礎設施投

資同比增長19%，較前5月回升1個百分

點，同期製造業投資增速回落0.3個百分

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回落0.5個百分點。

我們認為隨著地方債置換的加速推進和

地方債發行，地方政府財政緊張的狀況

有望大幅緩解，支撐下半年基礎設施投

資增速進一步回升。

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不減支撐貨幣

政策進一步寬鬆。

考慮到下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持

續低迷、房地產銷售增速可能放緩等因

素，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依然不減，

同時第三批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即將推

出，這些因素支撐貨幣政策有望進一

步寬鬆，特別是進一步加大結構性工具

的操作力度，維持流動性的整體寬鬆。

我們認為，未來房地產銷售面積增速

一旦呈現放緩的跡象，不排除管理層

進一步加大貨幣政策總量寬鬆的力度，

支撐經濟平穩運作。

上半年國企利潤同比下降0.1% 降幅收窄指標回暖

行業“光環”褪去

盈利增速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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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豪門利物浦繼續在亞太地區進行新賽季前的備戰英超豪門利物浦繼續在亞太地區進行新賽季前的備戰，，他們在第他們在第33
場熱身賽中場熱身賽中22--00擊敗了澳超球隊阿德萊德聯擊敗了澳超球隊阿德萊德聯，，米爾納幫助紅軍打破僵米爾納幫助紅軍打破僵
局局，，新援克萊因助攻因斯擴大比分新援克萊因助攻因斯擴大比分。。

環法環法1515賽段精彩瞬間賽段精彩瞬間

20152015年環法大賽結束了第十五賽段從芒德到瓦朗斯年環法大賽結束了第十五賽段從芒德到瓦朗斯183183公裏的爭奪公裏的爭奪，，樂透索達爾車隊的德國車手格雷佩爾以樂透索達爾車隊的德國車手格雷佩爾以33小時小時5656分分
3535秒的成績獲得本站冠軍秒的成績獲得本站冠軍，，這是他本屆環法第三次這是他本屆環法第三次，，也是個人生涯裏第九次獲得環法賽段冠軍也是個人生涯裏第九次獲得環法賽段冠軍。。以相同時間到達終點的天空以相同時間到達終點的天空
車隊車手弗羅姆獲得第車隊車手弗羅姆獲得第2323名名。。弗羅姆以弗羅姆以5959小時小時5858分分5454秒繼續排在總成績第壹秒繼續排在總成績第壹，，領先第二位領先第二位、、移動之星車隊的金塔納依然為移動之星車隊的金塔納依然為
33分分1010秒秒，，京科夫盛寶車隊的康塔多落後弗羅姆京科夫盛寶車隊的康塔多落後弗羅姆44分分2323秒排名第五秒排名第五，，阿斯塔納車隊的尼巴利落後阿斯塔納車隊的尼巴利落後88分分1717秒排名第八秒排名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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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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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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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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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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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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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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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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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难保证 文学梦想缺支持
20年前袁深圳育才中學學生郁秀

的長篇小説叶花季窑雨季曳出版袁掀起
野校園靑春文學冶的熱潮袁也推動了越
來越多的靑春文學校園寫作遥在郁秀
之後袁深圳涌現出包括袁博尧趙荔尧謝
然尧歐陽婧袆在內的一大批野80後冶野90
後冶作家袁其中也包括成爲最年輕的
野80後冶中國兒童文學獲得者陳詩哥遥

20年時間里袁出版叶花季窑雨季曳的
海天出版社一共推出了將近 20 部靑
春文學作品遥與 20年前相比袁今日的

靑春文學有了很多變化遥一些老師也發現袁校園文學在推廣中仍有野尷
尬之處冶遥

叶花季窑雨季曳出版 20周年袁深圳市敎育局尧文聯尧深圳出版發行集
團舉辦了野深圳靑春文學創作論壇冶袁中國靑春文學開創者尧叶花季窑雨
季曳作者郁秀從美國回深參與論壇遥郁秀説袁叶花季窑雨季曳是一代人的
靑春記憶袁如果沒有寫作這本書的經歷和嘗試袁自己可能沒有勇氣接
着寫下去袁野文學這扇大門像宗敎一樣無可抗拒地誘惑着我遥我對文學
抱着初戀的熱情和宗敎般的意志袁把那份被成年人稱爲耶暴風雨時期爷
的靑春期變得與衆不同袁充滿了意外與驚喜袁順道也收穫了鮮花與掌
聲冶遥
和郁秀一樣袁同樣從事靑春文學寫作的袁博目前已經出版了 6部

動物小説袁這些小説中袁有的還被導演看中拍成動畫片遥在談到自己的
創作時袁袁博表示袁他的文學創作始于中學時代袁受益於深圳這個創意
城市遥
他説袁深圳並沒有國內最多的大學袁但這里尊重學者袁看重知識袁

野深圳經常邀請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來講學袁並且這些講座都是公益
的袁大家都能聽得到袁所有的市民都有機會接受思想巔峰的洗禮遥上中
學時我聽過一場報吿袁那份報吿使我受益匪淺袁並且更重要的是袁那次
報吿使我領悟到每個作者都有自己的創作優勢遥每個人都可以嘗試創
作很多種形式的作品冶遥
野深圳是靑春文學的沃土遥冶深圳市敎育局副局長吳筠介紹袁深圳

有 200多所書香校園尧有 100多個校園的文學社團尧有遍布中小學乃
至幼兒園的閲讀推廣文化袁還有一些民間閲讀組織等對於靑春閲讀尧
靑春寫作的支持培育袁有各方面的專家持續長期對深圳靑少年寫作的
關注噎噎這些都催生深圳出現一大批靑春文學的少年作家遥

20年靑春文學的推廣袁今天的現狀自然與當初不同遥談到當年叶花
季窑雨季曳的寫作和出版袁郁秀回憶袁雖然小説內容輕鬆活潑袁但寫作小
説卻是一個艱苦而寂寞的過程袁出版更是屢戰屢敗袁屢敗屢戰遥野當年
書稿已經寫成袁但投稿遭到多家出版社拒絶袁也有的建議自費出版袁但
當時的情况袁家里人不會因爲一個孩子的耶虛榮爷而花費那么大一筆錢
去自費出書冶遥
而今天的家長們對於孩子熱愛寫作的態度極爲積極遥在深圳書城

中心城袁家長王女士吿訴記者袁如果孩子願意讀書袁自己一定會傾力滿

足他的閲讀需求袁如果能夠出書哪怕是自費也不成問題遥
叶花季窑雨季曳一書的責編尧海天出版社靑春讀物編輯部主任蔣鴻

雁表示袁靑春文學的概念極具深圳特色袁與 20年前相比袁今天的靑春
文學有了很多變化袁非常顯著的變化是多樣性遥
以前的靑春文學都是長篇小説尧純文學遥現在則出現了包括小説尧

評論尧文化散文等創作題材遥現在學生的創作更具深度袁涉及的面更
廣袁論述的問題更深刻袁野從前更多的是學生寫學生袁寫校園生活袁現在
的孩子會寫社會生活袁有一些孩子會去評論一些著名作家尧哲學家等遥
可見孩子們的閲讀面尧涉獵度寬了不少冶遥

更多靑春文學的種子是在校園之中遥對於孩子們的文學創作袁育
才中學語文科組長孫道國老師略有隱憂遥據孫道國觀察袁現在的學生
對於網絡文學尧懸疑科幻等流行的東西比較關注袁眞正的經典尧傳統文
化袁大多數學生很難接受遥尤其在學校里袁學生們讀經典需要完整閲讀
而不是碎片化的閲讀袁但越是年級高的同學越難有完整的閲讀時間遥
沒有深度的閲讀積澱袁就很難在文學上準確表達遥野很多學生個性表達
積累不夠袁只能用比較粗鄙的語言來進行批判袁這個時候老師非常尷
尬遥這是一種原生態的表達袁要不要去認可钥冶
更大的尷尬在于袁揹負高考壓力的孩子們如何眞正去進行不功利

的文學創作遥野考試尧評價標準單一袁這些都讓孩子的閲讀和文學創作
缺乏空間和舞臺遥在高考壓力之下袁很多孩子的文學夢想並不太得到
家長的全力支持袁畢竟袁高考對於文學苗子也沒有緑色通道冶遥

儘管如此袁孫道國表示袁學校目前仍然開展校園文學推廣和培養袁
甚至將校園文學與高考結合起來袁以文學沙龍的方式吸引更多學生袁
還與時俱進地開展短文尧速寫等微創作遥野我們試圖以寫作帶動閲讀袁
最終讓他們將閲讀用在寫作上袁否則學生更難去閲讀袁這種現狀讓人
憂心冶遥

文学史应重新认识路遥
針對多部當代文學史忽視路遙的現象袁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尧叶路遙傳曳作者

厚夫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認爲袁中國當代文學史對路遙缺少必要的認識袁以路遙的
文學成就袁文學史理應給路遙一席之地遥

文學史對路遙缺少必要認識

與備受讀者靑睞的狀况不同袁路遙的創作成就似乎不爲文學史硏究界所矚
目遥洪子誠敎授的叶中國當代文學史曳對路遙作品只字未提袁陳思和敎授的叶中國
當代文學史敎程曳只分析了叶人生曳袁對叶平凡的世界曳則一筆帶過遥
對此袁厚夫認爲袁這是正常的遥文學史叙述框架是有主觀性的袁文學史也是人

寫的遥在上世紀 80年代野重寫文學史冶的過程中袁對現實主義文學的打壓是正常
的遥但文學史是不斷變化的袁現在很多文學史就開始校正原來的一個缺憾袁開始重新硏究和定位路遙了遥因
爲在當時的文學史叙述框架內袁無法把路遙放到一個所謂的野求新冶環境里表述遥現在袁溫儒敏敎授就提倡以
讀者視野來評價路遙袁因爲路遙是野理想讀者冶推出來的遥我的理解袁像這樣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袁理應在文
學史上有其位置遥

上世紀 80年代國內引進大量西方文學思潮和作品袁與此相對應的是文壇出現了野某些革新尧探索性的
文學活動和寫作冶遥與莫言等人不同的是袁路遙的寫作基調基本還是所謂的野宏大叙事冶遥這是不是路遙不受
文學史硏究學者喜歡的原因呢钥

厚夫説袁在當時的整個文壇袁路遙反復説過袁當時現實主義文學沒有眞正發展起來袁中國現實主義很多
是僞現實主義袁中國現實主義遠遠沒有達到其應有的高度遥在上世紀 80年代那種八面來風的時候袁許多作
家已經忙着割裂傳統袁許多作家逐風而去遥但路遙在反復思考一個問題院文學應該表達人類社會在特定歷史
時期的進程遥路遙還反復説袁他不認爲現代化的國家就一定能出好作品袁相反像拉丁美洲反而出了像馬爾克
斯叶百年孤獨曳這樣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遥文學的發達並不是社會發達的全部遥他説袁當所有的人在割裂傳

統袁他要爲大地寫作遥他還説了一句話袁他要背對文壇尧面向大衆遥這是什么樣的定位呢钥如果路遙沒有當時
對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深刻判斷袁他不可能有後來的堅持遥事實上袁即使腦子非常聰明尧思維非常清楚的許
多作家袁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可能都扛不住那種風氣袁在別人逐風而去袁路遙卻迎風而立袁像站在風頭的巨人
一樣袁腳踩在大地之上袁把握時代脈搏袁堅持用現實主義來表達自己的文學理想袁堅定地書寫叶平凡的世界曳
里的普通人遥你注意到小説叶人生曳袁路遙的小説人物都是平凡世界的小人物袁寫這些小人物自尊自強自愛袁
寫這些小人物的奮鬥遥
作品是作家最好的紀念碑

路遙面對當時現實主義自卑尧現代主義橫行的文壇環境袁爲何始終沒有嘗試現代主義創作钥
厚夫表示袁路遙有着深邃的歷史理性袁他看問題的深刻程度是當時許多作家所不具備的遥因爲路遙早年

有着非常充分的文學閲讀經驗袁一方面由於跟北京知靑交往袁他的思維視角立于高端遥另一方面袁豐富的閲
讀經驗使他有着自己的文學判斷遥1988年 12月 30日袁路遙在給叶文學評論曳的蔡葵老師寫信時説道院野當別
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並不爲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遥冶説眞話袁編叶路遙全集曳的時候袁
我把這句話看了幾回袁我幾乎是熱淚盈眶遥一個當年只是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袁他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袁這應該
是我們中國文壇的幸運遥在許多作家放棄我們偉大的文學傳統的時候袁他卻堅持自己傳統的表達袁堅持詮釋
野中國精神冶的書寫袁我覺得他多么偉大啊浴我在不同場合談過這句話袁我稱之爲路遙的野筷子論冶遥我的理解
是袁一個作家必須把自己的藝術形式和民族文化土壤與氣質進行有效的匹配遥你所選擇的藝術形式如果和
民族土壤尧民族文化不對接袁注定你的作品不可能會長久保留下來遥事實上袁路遙堅持用中國式的方法做出
的野這盆菜冶袁就贏得我們大衆的好評遥
厚夫説袁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社會現象袁從上世紀 70年代末到 2015年袁大約有 40年時間袁

新時期的文學在幾十年的時間里潮漲潮落袁風雲變化袁許多作家可能各領風騷三五年袁各領風騷三五月袁各
領風騷三五時袁甚至各領風騷三五秒袁結果杳然失踪遥然而袁路遙在當時並不被別人看好的時候袁卻被我們讀
者袁被我們的歲月袁被我們歷史選擇了遥因此袁我的觀點是院作品是作家最好的紀念碑遥你能夠寫出好的作品袁
讀者能夠記得你袁時間能夠記得你遥也因此袁路遙活在我們讀者心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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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4FRI_B1_Print
	0724FRI_B2_Print
	0724FRI_B3_Print
	0724FRI_B4_Print
	0724FRI_B5_Print
	0724FRI_B6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