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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牌綠蜂膠
保肝降酶抗肝硬化

光鹽社健康講座
從中醫觀點淺談過敏的居家預防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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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 肝臟是人體的生物合成和代謝器官
。因此，積極保肝降酶對各類肝病的防治意義重
大。科學研究發現巴西綠蜂膠是一種安全有效的
肝臟保護良方。

抗病毒感染，防治各類肝炎：病毒感染，尤
其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是造成肝炎的主要元兇
。要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必需清除血液及肝細
胞內的病毒，抑制病毒在肝臟細胞內複製，同時
要強化自身免疫，提高自身抗病能力。綠蜂膠對
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不僅
能夠殺滅病毒，而且能夠強化機體免疫，增強體
內幹擾素和白介素活性，從而可能使肝炎轉陰。
多年來，日本已有大量使用巴西綠蜂膠使乙肝和
丙肝轉陰的臨床案例。

抗氧化、改善微循環、阻斷肝細胞纖維化：
慢性肝病在病理上表現為脂肪變、炎性改變、纖
維化等三種基本病理改變，其中肝纖維化4級稱
為肝硬化。因此，早發現早治療，對逆轉早期肝
纖維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肝纖維化主要表現
為肝星狀細胞活化、增殖和膠原過度合成。中國
科學家趙穩興測定了綠蜂膠對肝星狀細胞的活化
、增殖和膠原合成的影響，結果發現，顯著降低
了肝星狀細胞增殖和膠原合成，為治療肝纖維化
提供一種良方和新突破。

消除炎症和促進組織再生：綠蜂膠對組織再
生的促進作用已被系列實驗研究所證明。大量研
究證實巴西綠蜂膠有助炎症消退，遏制炎症細胞
的浸潤，促進組織再生。綠蜂膠可通過促進肝細
胞的再生和修復，降低肝纖維性病變風險。

野花牌綠蜂膠，多年的臨床運用，廣受病人
的好評。巴西野花Apiario Silvestre公司懷著對人
類健康事業的愛心，確保每一滴“野花牌綠蜂膠
”，均為最高品質國際GMP產品，淨濃度85%，
類黃酮(Flavonoids) 7%, 酚多體3.5%，數倍或數十
倍於同類產品。巴西多年來品質評測及出口銷量
穩居第一，是您防病健身的最佳選擇。

加拿大衛生部天然品NPN#80006418·美國食
品藥品監管局FDA登記註冊#1032856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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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

健康！

(本報訊) 講 員:
葉羨敏中醫師時
間:3 月 5 日,星期
六,下午2-4點
地點: 華人聖經教
會 (6025 Sover-
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葉醫師擁有德州針灸醫師執照，並是
中華民國執照營養師，他具有美國針灸及
東方醫學博、碩士的學歷外，並擁有台灣
營養學碩士和美國電腦科學碩士學位，他
目前更是在中國天津中醫藥大學做博士後
研究並為該校博士生候選人，葉醫師除了
中醫藥專業外也曾參與中醫藥與白內障、
飲食與動脈粥狀硬化及網路個人健康管理
系統等的醫學相關研究，他目前更著手中
醫藥與中風及婦科疾病的研究計畫。

葉醫師過去在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擔
任診所臨床主管及教員，並在該校任教八
年，他也曾服務於西南紀念醫院(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和休斯頓衛理

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從事針
灸醫療的工作數年，目前葉醫師是休士頓
悅氏中醫診所 (Yes Acupuncture & Wellness
Center) 的負責人及主要針灸醫師，於休市
仁和中藥行駐診。
本次講座中，葉醫師將深入淺出介紹過敏
的中、西醫基礎理論和觀念，並將其基本
觀念應用到皮膚過敏、飲食過敏、季節性
過敏及氣喘等的居家預防及照護，透過講
解與實做加強參與者對過敏病症的了解，
並將其基本知識和技能帶回家，嘉惠自身
和家人。

演說內容綱要
1. 過敏的中、西醫基礎理論和觀念
2. 中醫對過敏的基本診斷
3. 針灸和中草藥治療過敏的基本原則
4. 中醫觀點對皮膚過敏、飲食過敏、

季節性過敏及氣喘的居家預防照護
a. 治療過敏常用的中醫穴位
b. 飲食的選擇
c. 居家生活的預防及照護
5. 問題提問及回答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Obamacare健保制度下的財務規劃』
(本報訊)Obamacare健保新制實施

兩年來，超過八成的申請人獲得保費
的補貼，由於該補貼額度是以 『所得
稅 抵 免 額』預 支 (advanced premium
tax credits)形式先行支付保費，待當
年度結束後民眾再依實際申報所得數
結算，因此實際所得的高低，是決定
補貼多寡的重要關鍵，如何合法而正
確地降低申報所得，也成為健保新制
下民眾必備的知識。

美南銀行有鑒於本年度報稅季節
將近，特別於3月12日邀請常安保險
負責人常中政，為大家講解新制健保

下保費補貼的機制以及如何正確做好
財務規劃。常中政是位資深保險財務
專家，平時熱心社區公益活動、義務
為民眾提供保險專業知識，演講內容
深受社區民眾歡迎。

美南銀行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旨
，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資訊，本
行隨時舉辦講座，提供民眾最及時及
專業的訊息。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
場備有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問，
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
時間在2016年 3月12日週六上午10:
00，地點在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

心 ， 連 絡 電 話 ： George Chang
713-975-1088 (中/英文)

時間： 2016年3月12日(週六) 上
午 10:00

地點： 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
心（Member FDIC）

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
ton TX 77036

連 絡 電 話 ： George Chang
713-975-1088 (中/英文)

主講人: 常中政 (常安保險負責人
、美南國際電視台 『常談天下事』主
持人)

20162016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習活動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習活動
「「提升你的溝通表達能力提升你的溝通表達能力」」

(本報訊)密鑼緊鼓籌備了大半年的休士頓大專校聯會合唱團，三月五日，星
期六下午二時將在玉佛寺正式登場。

由備受歡迎及愛戴的著名音樂家張廖莉娜女士擔綱指揮的大專校聯會合唱團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118位愛樂人士報名參加，聲勢浩大，喜愛合唱的樂友們可以
唱個過癮了。

為慶祝休士頓大專校聯會成立三十週年而舉辦的演唱會預定於2017年四月假
休士頓浸信會大學音樂廳隆重演出，目前由演唱會總負責人鄭昭女士聯繫安排中
。

休士頓大專校聯會合唱團並計劃於2017年赴台北、台中、及台南舉行三場演
唱會，目前亦安排由專人負責與有關單位洽詢中。

此次休士頓大專校聯會合唱團的特色，除了計劃去台灣演出三場之外，最令
人拭目以待的是：專精曲藝學的張廖莉娜老師為了增進團員們對每首歌曲的瞭解
，在練唱之前，張廖老師將安排人選講解及說明每首歌曲的意境與藝術內涵，幫
助團友們提昇對歌曲的詮釋。

合唱團聯絡人:團長林宏正 713-669-9483

莊麗香贊助支持休士頓失語症康復中心募款餐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失語症康復中心(Hous-

ton Aphasia Recovery Center, HARC)3 日於 River Oaks Country
Club舉辦第六屆 「Let's Talk」募款餐會，現場吸引休士頓各大企
業代表、醫療機構與會員等約500人出席，長期贊助支持的亞裔
代表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也偕僑界代表參與盛會，場面溫馨熱鬧
。

休士頓失語症康復中心為一非營利組織，成立於2008年，
提供休士頓社區醫療服務，2010年開始提供患者、家屬和志工相

關失語症教育、治療及復健課程。目前休士頓擁有4萬
3000失語症患者，大多始於中風或腦部及腦部創傷導致
。該募款餐會主要目的，除籌募基金外，也希望讓更多
人認識了解失語症，讓患者有更好的治療環境和可用資
源。

活動由該中心失語症會員合唱流行歌曲揭開序幕，
展現治療成果。餐會主席Ann Bastian與Sabrina Espinoza
輪流上台致詞，他們皆表示，感謝大家熱情贊助該組織

，若沒有志工群和社區大力支持，組織也不會愈
來愈茁壯。未來希望能提供給患者更舒適的復健
環境，讓更多人了解如何對抗病魔，幫助家屬建
立信心，提供患者最好的協助。

現 場 也 邀 請 一 名 參 與 治 療 的 牙 買 加 青 年
Jon-Michael Cameron，努力一字一句清楚表達患
病治療的經驗，19歲患病的他不為疾病所苦，反
而積極向上，他感謝各界幫忙和家人的愛，即使
生病，但他認為 「生活還是很美好」(Life is beau-
tiful)，一番激勵人心談話，受到在場熱烈鼓掌歡
呼。

而餐會主講人也邀請成功經營家具店 「Gallery
Furniture」知名企業家Jim McIngvale發表演說，分
享中風患病和過抗病魔過程。Jim McIngvale說，一個人患
病等於全家辛苦，但透過HARC的幫助下，逐漸痊癒，也
感謝HARC提供希望。

長期贊助該慈善活動的莊麗香也贊助經費，邀請國泰銀

行德州區總裁陳明華、資深副總裁廖珮君、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
行長華啟梅、亞洲協會財務部資深總監張衛華(Sophia Wong)、世
華婦女會美南分會會長羅茜莉與LandPark Advisors總裁Bill Mc-
Grath一同出席活動，表達社區支持。

休士頓大專校聯會合唱團三月五日開唱休士頓大專校聯會合唱團三月五日開唱
 















（本報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hinese Ameri-
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簡稱 CAPA）即將舉辦 2016
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一次午餐與學習活動。

活動主題是 「提升你的溝通表達能力」（Sharpen
Your Communication/Presentation Skills）

職場如戰場。怎樣才能提高自己的職場生存能力
？常常有人說工作做得好，不如說得好，用來強調表
達溝通能力的重要性。做為母語非英語的華人，在美
國本土如何以己之短，攻彼之長？！

我們這期午餐會請到Pegasus Vertex, Inc.的劉格非
總經理和Rice University Jesse H. Jones商學院的李海洋
教授，分享如何加強溝通技巧，提升自我價值，以此
提高職場的競爭力。

日期和時間：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上午十
時至十二時

地點：休士頓 「恆豐銀行大樓」十二樓會議室
（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can First Na-
tional Bank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費用：每位五美元。
網上預約：由於 「華人石油協會」準備為大家提

供午餐，而且會場座位有限，為了統計人數，以及維
持會場的安全舒適，請預先在CAPA的網站上登記。
如沒有預先登記臨時參加，無法保證一定會有位置，
先到先有。網上預約登記截止日期是3月2日晚上八點
半。

CAPA 註冊和網上付費的網站是（Register and
pay online at）: http://www.capaus.org

聯繫人：有關活動的問題，請與 「金虹博士」
（Dr. Hong Jin）聯繫（Hong.Jin@chevron.com ; 電話
：281-639-2662）。

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前右起前右起))、、國泰銀行德州地區總裁陳明華國泰銀行德州地區總裁陳明華、、石山地石山地
產總裁莊麗香產總裁莊麗香、、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廖珮君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廖珮君、、亞洲協會財務部資深總監亞洲協會財務部資深總監
Sophia Wong(Sophia Wong(後排右起後排右起))、、世華婦女會美南分會會長羅茜莉與世華婦女會美南分會會長羅茜莉與LandParkLandPark
AdvisorsAdvisors總裁總裁Bill McGrathBill McGrath合影合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募款餐會現場募款餐會現場。。((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BB22 BB1111休城讀圖 廣告天地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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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齒矯正：$4500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www.afn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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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PM,
8：00PM, 10:30PM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全場
$25元起

9403 Bellaire Blvd., #59, Houston, TX 77036（金誠銀行右側） 微信號：haishenguoji

經營各種野生淡幹海參：
阿拉斯加紅參，墨西哥肥仔刺參，
美國八角參，北極參，珍稀腰參等。
所有海參以出廠價批發，以批發價零售。

海參國際

全美包郵全美包郵；；直郵中國直郵中國

美國野生海參廠家直銷 歡迎代購和團購歡迎代購和團購

832832--655655--31383138 281281--753753--38813881 網址網址：：www.haishenguoji.comwww.haishenguoji.com

日 本 團

日本東京大阪6日 $499/人

美東5天 : $153起 (4人)
美加東6天 : $239起 (4人)
美西7天 : $213起 (3人)

歐 洲 團

名人假期優惠最高$300
天寶旅遊 $699起

翠明假期 超值旅遊

$499/人 (含台灣&上海機票+旅遊團)

$399/人 (含上海機票+旅遊團)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全旅用心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顧客安心

WWW.CHINATOURUS.COM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上海北京雲南張家界九寨溝
日本韓國泰國 越南馬來西亞

澳洲新西蘭中南美迪拜

特 價 遊 $49起

黃石公園4-12天 :特價$398起

星期五 2016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16

市長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演講結束後演講結束後，，
接受美南國際電視楊笑的訪問接受美南國際電視楊笑的訪問。。

休斯頓市長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亞商會全體理事與市長亞商會全體理事與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合影合影。。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導

韓裔社區領袖韓裔社區領袖、、JDDA Group ofJDDA Group of
CompaniesCompanies 董事長董事長 Jason YooJason Yoo致詞致詞！！

亞商會理事贈送一個腰帶扣亞商會理事贈送一個腰帶扣
給亞商會董事長給亞商會董事長 Linda ToyotaLinda Toyota，，
感謝她為亞裔商會的付出感謝她為亞裔商會的付出。。

20162016年年33月月33日日，，休斯頓市長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上任以上任以
來來，，第一次到亞商會第一次到亞商會，，在亞商會午餐會上做演講在亞商會午餐會上做演講，，並且回答並且回答
了亞裔社團及各財團領袖們提出的問題了亞裔社團及各財團領袖們提出的問題。。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大部分的問題都是
圍繞休斯頓的經濟發展圍繞休斯頓的經濟發展、、如何吸引外資如何吸引外資、、各民族的融合及提各民族的融合及提
高社區安全等話題高社區安全等話題，，市長都一市長都一 一作了回答一作了回答，，嘉賓們給予熱烈嘉賓們給予熱烈
的掌聲的掌聲！！亞商會主席趙紫鋆致歡迎詞亞商會主席趙紫鋆致歡迎詞！！

（（左起左起））華人著華人著
名地為專家李雄名地為專家李雄、、銀銀
行家王敦正行家王敦正、、休斯頓休斯頓
City Controller ChrisCity Controller Chris
B.BrownB.Brown、、 JDDAJDDA
Group of CompaniesGroup of Companies
董事長董事長 Jason YooJason Yoo、、
AIAAIA公司少東主李世威公司少東主李世威
等嘉賓合影等嘉賓合影。。

休斯頓新市長休斯頓新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在亞商會午餐會上演講在亞商會午餐會上演講

市長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演講結束後演講結束後，，亞商會董事長亞商會董事長
Linda ToyotaLinda Toyota（（左一左一））和亞商會主席趙紫鋆和亞商會主席趙紫鋆（（右一右一））代表代表
亞商會全體理事亞商會全體理事，，贈送一個臉譜給市長做紀念贈送一個臉譜給市長做紀念。。



BB33各地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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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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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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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16

We Smile Dental
微
微
微 笑

笑
笑 牙

牙
牙 科

科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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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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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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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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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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Japan is making increasing efforts to serve the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visiting Japan.
All FamilyMart stores in Japan began accepting
Chinese UnionPay payment cards on Feb 2,
which means all the three major chain conve-
nience stores in Japan, namely Lawson, 7-Eleven
and FamilyMart, accept UnionPay cards and allow
for easy PIN-free payment.
Nearly 5 million Chinese tourists visited Japan in
2015, twice that of the year before. And Chinese
tourists outstrip travel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expenditure, with each one spending $2,
446 on average.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one of the main global
suppliers of tourists, and that has been paying divi-
dends for retailers globally.
By 2019,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expects
some 174 million Chinese tourists to be spending

$264 bill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109 million
who spent $164 billion in 2014.
Thanks to its cultural similarity and accessibility,
Japa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tourists, and the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are bringing new business op-
portunities to Japanese merchants.

Related

China tourists, weaker yen drive tourist

inflows higher in Japan

A sharp decline in the Japanese yen and easier vi-
sa rules for Chinese travelers are driving tourists
to 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 with the country fea-
turing heavily in holiday destinations lists this sea-
son.
"It's not just Tokyo...it's also also some of the

smaller destinations in Japan like Kyushu, Fukuo-
ka... A lot of this is also driven by the LCCs
(low cost carriers). So the more the LCCs fly to
the smaller destinations, that just opens up the
market," Asia-Pacific vice president of Hotels.com,
Abhiram Chowdhry, told CNBC's Squawk Box on
Monday.
The USD/JPY is currently near 121, rising more
than 10 percent after the Bank of Japan (BOJ) in-
troduced easing measures in October last year.
The country also relaxed visa requirements for
travelers from China from January this year.
The number of tourists to Japan has hit 18 million
in the first 11 months of 2015—almost a 50 per-
cent increase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14.
With its goal of 20 million tourists a year within
sigh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now raising its
annual visitor target to 30 million by 2020, local
media reported recentl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Japan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 almost a quarter of these
tourists are from China.
Over 4.6 million Chinese traveled to Japan in the
first 11 months of 2015, a 110 percent increase
over the same period in 2014 and a quarter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isitors to Japan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Known for their voracious appetite for shopping, of-
ten buying in bulk, Chinese tourists have inspired
the buzzword "bakugai" or "explosive buying" in
Japan.
During the Golden Week holidays in October,
around 400,000 tourists from China descended on
Japanese destinations, spending an estimated
$830 million in just seven days snapping up every-
thing from cosmetics to high-tech toilet seats.
Earlier this month, "bakugai" was selected by pub-
lishing company Jiyukokuminsha publishing house
as the most popular word of 2015.
Over at home-sharing platform Airbnb, over a mil-
lion travelers are checking themselves into the
homes of strangers to ring in the new year, the
company said Friday.
Japan features heavily on Airbnb's destinations
list with Tokyo coming in at seventh place in Airb-
nb's list of the top places in the world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trailing after the top three destina-
tions of New York, Paris and London.
Other than the capital city, Fukuoka, Osaka and
Kyoto are also popular among travelers over the
New Year, with dramatic on-year surge in book-
ings this year at 1287, 678 and 417 percent re-
spectively, said Airbnb. (Courtesy www.chinadaily.
com.cn)

During the process, China will verify key technolo-
gies including cargo transportation, on-orbit propel-
lant resupply, astronauts' medium-term stay, as
well as conduct space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ex-
periments on a relatively large scale, the spokes-
person said.
Preparation for the space lab program is progress-
ing steadily, according to the spokesperson.
The astronauts to board the Shenzhou-11 are re-
ceiving training, while the Tiangong-2, Shen-
zhou-11, two Long March-2F carrier rockets to be
used to lift them into space, the Long March-7
rocket, and the Tianzhou-1 are either being assem-
bled or undergoing assembly examination.

1. Launch of the Tiangong 2 space laboratory in
2016
2. Launch an experimental space station in 2018
3. Launch of a 60 ton multi-module space station
in the 2020 time frame.
China's multi-billion-dollar space program, a
source of surging national pride in the country,

aims to put a permanent manned space station in-
to service around 2022.
By around 2020,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
first orbiting space station should be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spokesperson.
The space station is expected to consist of three
parts -- a core module attached to two labs, each
weighing about 20 tonnes.
China already launched its first space lab, Tian-
gong-1, in September 2011 and has conducted
two dockings with the module in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The Tiangong-1 has been in service for four years
and a half and is in good working condition, which
enables it to remain in orbit for continued opera-
tion, the spokesperson said.
China will conduct more than 20 space missions
this year, including a manned one and the maiden
flights of two rocket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s ma-
jor space contractor.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
said it plans to launch the Tiangong 2 space labo-
ratory and the Shenzhou XI manned spacecraft
and to test-fly the Long March 5 and Long March 7
rockets.
China will also launch two satellites for the domes-
tically developed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
tem and the Gaofen 3 for the Gaofen High-Resolu-
tion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its website,
"This year will see more than 20 space launches,
the most missions in a single year."
It added that the company will also launch a com-
munications satellite for Belarus, marking the first
time China has exported a communications satel-
lite to Europe.
China is scheduled to launch the Tiangong 2

space laborat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o test
life support and space rendezvous technologies
for the country's future space station.
After this, the Shenzhou XI spacecraft will be
launched by a Long March 2F rocket to send astro-
nauts to and dock with the space laboratory.
The nation plans to launch the core module of its
space station in 2018 to test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to research engineering issues. The station
will become fully operational in about 2022, ac-
cording to government sources.
With these ambitious space projects proceeding
well,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 is fina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xt-gen-
eration carrier rockets.
The company's China Academy of Launch Vehicle
Technology is carrying out final tests on the Long
March 5, the heaviest and most technologically
challenging member of the nation's rocket family.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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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lans To Launch Second
Space Lab Tiangong-2 In Q3 2016

A Long March 3B rocket lifts the satellite
from the Xi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in Sichuan province at 12:04 am into the
geosynchronous orbit. [Photo by Zhao
Zhuqing/People's Daily Online]

BEIJING - China will send its second orbiting
space lab Tiangong-2 into space in the third quar-
ter of this year, which is expected to dock with a
cargo ship scheduled to be launched in the first
half of next year, sources from the manned space
program said Sunday.
As part of the country's space lab program, China
also plans to launch the Shenzhou-11 spacecraft,
which will carry two astronauts on board,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this year to dock with Tian-
gong-2,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s spokesperson.
After its first test flight in the Wen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in south China's Hainan Province, a
next - generation Long March-7 rocket will put
the country's first cargo ship Tianzhou-1, which lit-
erally means "heavenly vessel," into spac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to dock with Tiangong-2 and con-
duct experiments.

Chinese tourists visit Tokyo's Ginza district for shopping in August. Japan is
the second-most popular overseas destination. [Photo/China Daily]

Tourists visit Senso-ji in Asakusa and draw the O-Mikuji
(random fortunes written on strips of paper) in Tokyo, Japan.

China plans to complete its manned
space station program in three stages:

China plans to complete its manned
space station program in three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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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美國貝佳天然藥業美國貝佳天然藥業
（（Best in NatureBest in Nature））為為““"Chrysalis"Chrysalis（（蛹蛹
茧茧）”）”非贏利慈善機構捐款非贏利慈善機構捐款，，支持支持
無家可歸者和低收入者通過職無家可歸者和低收入者通過職
業培訓回到職場業培訓回到職場。。

美國美國““ChrysalisChrysalis（（蛹茧蛹茧）”）”始建始建
於於19841984年年，，組織名稱就很有創意組織名稱就很有創意
，，蛹茧有了生存技能就能變成會蛹茧有了生存技能就能變成會
飛的飛的、、美麗的蝴蝶美麗的蝴蝶。。美國貝佳天美國貝佳天
然藥業年輕團隊的幾位同仁一然藥業年輕團隊的幾位同仁一
直來積極參與各種慈善活動直來積極參與各種慈善活動。。多多
年前年前，，一位一位 2222 歲的年輕人歲的年輕人 JohnJohn
DillonDillon 在洛杉磯做義工在洛杉磯做義工，，協助無協助無
家可歸者家可歸者，，遂萌生創建該組織的遂萌生創建該組織的
念 頭念 頭。。John DillonJohn Dillon 與與 "Chrysalis"Chrysalis
（（蛹茧蛹茧））""的創始者們想的創始者們想：：給他們給他們

錢財不如教會他們謀生的技能錢財不如教會他們謀生的技能，，
從長計議來解決貧窮和無家可從長計議來解決貧窮和無家可
歸的問題才是拯救累如危卵歸的問題才是拯救累如危卵、、險險
象叢生的社會的關鍵象叢生的社會的關鍵。。

貝佳天然藥業憑著多年的貝佳天然藥業憑著多年的
業界經驗業界經驗，，長期的研究探索長期的研究探索，，公公
司迅速發展成為集科研司迅速發展成為集科研、、諮詢諮詢、、
開發開發、、生產和進出口為一體生產和進出口為一體。。其其
主打美國專利產品主打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骨精華】、】、
【【心血通心血通】、【】、【益腦靈益腦靈】】功效卓著功效卓著，，
有口皆碑有口皆碑。。貝佳天然藥業多年來貝佳天然藥業多年來
致力於慈善致力於慈善、、公益事業公益事業，，積極幫積極幫
助改善美國以及發展中國家人助改善美國以及發展中國家人
民的生活品質民的生活品質。。

20062006 年成為美國心臟病組年成為美國心臟病組
織榮譽會員織榮譽會員，，支援支援 Balls for BallsBalls for Balls

at UCLAat UCLA戰勝睾丸癌戰勝睾丸癌；；參加參加““慈善慈善
飲用水飲用水””組織捐款活動組織捐款活動；；參加加參加加
州州立大學舞蹈馬拉松組織州州立大學舞蹈馬拉松組織，，為為
兒童愛滋病基金募捐兒童愛滋病基金募捐；；參加美國參加美國
紅十字會組織活動紅十字會組織活動，，為中國四川為中國四川
甘肅地震甘肅地震、、臺灣八一八地震臺灣八一八地震、、中中
國南方雪災國南方雪災、、雲南旱災等捐款雲南旱災等捐款。。
20152015 年又支持並贊助年又支持並贊助 UCLAUCLA 環環
保研究保研究、、漢庭頓圖書館藝術教育漢庭頓圖書館藝術教育
、、美國芝加哥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丹佛大學獎丹佛大學獎
學金等項目學金等項目。。

美國貝佳天然藥業網站美國貝佳天然藥業網站：：
www.www.16881688best.com,best.com,
電話電話11--909909--839839--28802880

支持慈善支持慈善，，走出貧窮走出貧窮
貝佳藥業為貝佳藥業為ChrysalisChrysalis（（蛹茧蛹茧））
非贏利慈善機構捐款非贏利慈善機構捐款

【本報記者/周 鋒/採訪報道】
1 月 11 日美國華人票房文化

傳播公司總裁戴錡在密西根大街
老四川酒樓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
國際巨星劉曉慶將於3月3日晚7
時半在芝加哥艾瑞皇冠劇場（地址
：2301 South Lake Shore Dr.)與天津
人藝聯袂演出舞臺劇“武則天”。芝
加哥華聯會理事長胡曉軍、副主席
王濤和何達權、東方藝術團團長鄭
征、世界旗袍文化交流聯合會美國
總會會長韓音和宣傳總監戴惠雯、
海南航空公司客戶經理陳昱、大光

圈（攝影協會）群主姚苑等等名流
與芝加哥華文媒體記者參加新聞
發佈會。

國際巨星劉曉慶繼2014年演
出舞臺劇“風華絕代”大獲成功後，
2015年12月舞臺劇“武則天”又在
北京登場。劉曉慶1995年主演電視
劇“武則天”轟動一時，此次舞臺劇

“武則天”由北京巨龍公司耗資
2000萬人民幣製作，精彩可期。

舞臺劇“武則天“與電視劇“武
則天”共同之處是都詮釋一個集女
人、英雄、領袖為一體的“蓋世無雙

女英雄”。
該劇不僅藝術性強，反映生活

，表現思想感情極其准確、鮮明、生
動，而且思想性也強。還有一點不
同是該劇顧及普通觀眾的觀賞心
態，在嚴肅中融入了幽默和新奇的
色彩，把現代的劉曉慶和古代的武
則天巧妙結合在一起，為武則天這
個輝煌的歷史人物完成一次當代
的注釋，絕對會讓所有戲劇迷和劉
曉慶粉絲大呼過癮。

戴錡對劉曉慶相當瞭解，他在
新聞發佈會上說，劉曉慶1980年主

演的“小花”獲得
1 億多觀眾，當時
才改革開放，人們
沒錢，但都花錢買
票來看劉曉慶的
電影。劉曉慶可謂
叱吒影視壇四十
年，如今又叱吒戲
劇 舞 臺，2014 年

“風華絕代”創造
了短時間內演出
160 多 場 的 世 界
紀錄。他相信，舞臺劇“武則天”也
會產生轟動效應。

胡曉軍希望大家除了購票看
舞臺劇“武則天”外，也能購買劉曉
慶的自傳書“人生不怕從頭再來”，
每本20美元，有劉曉慶的簽名版，
每本120美元。此書以她在監獄中
7年前後的人生經歷為主，講述她
經歷這一切之後的人生感悟。

韓音愉快地挑了出售3月3日
劉曉慶演出票的重擔。她說，據說

紐約已經把3月5日、6日劉曉慶的
演出票賣光，相信我們芝加哥也不
會落後，希望大家踴躍購票。她從
即日起接受電話預約訂票，票價
158,108,88,68,48 美元不等，電話：
（855）343-9888

享用老四川美味佳餚的與會
來賓一致感謝戴錡總裁為美國引
進劉曉慶舞臺劇“武則天”，讓美國
華人華僑有機會欣賞國際巨星劉
曉慶的精彩表演。

美國華人票房文化傳播公司芝加哥舉行新聞發佈會
國際巨星劉曉慶三月三日於芝市中心演出國際巨星劉曉慶三月三日於芝市中心演出「「武則天武則天」」

新聞發佈會上新聞發佈會上：：左起胡曉軍左起胡曉軍，，鄭征鄭征，，戴錡總裁戴錡總裁

參加新聞發佈會人員合影參加新聞發佈會人員合影

給耆老選民及殘障選民的官方公告
2016年3月15日初選

TTY電話專線為聾人或聽障者提供下列所有服務：312-269-0027

選民登記：假使耆老選民或殘障選民未能親自前往登記地點登記，可從現在至2月16日在網上chicagoelections.com
辦理登記；亦可使用「郵寄登記表格」登記，表格可在chicagoelections.com獲得或致電 1-312-269-7900要求為您郵寄
表格。此外，從2月17日至選舉日仍可親自前往登記。瀏覽chicagoelections.com可獲更多資訊。

提前投票：所有提前投票地點均有方便投票設備。瀏覽 chicagoelections.com或致電312-269-7900以獲得更多資訊。
提前投票在選舉前15天至選舉前一天期間進行。

郵寄投票：任何選民均可申請郵寄投票。使用郵寄投票，選民不再需要理由或藉口。依據法例，可接受郵寄投票申請至
選舉前第五天，但芝加哥市選舉委員會建議選民在截止日期前盡早提交郵寄投票申請。如欲獲得更多資訊或申請郵
寄投票，請瀏覽chicagoelections.com或致電312-269-7967。

語言協助：依據法例，芝加哥市選舉委員會提供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及印度文的選票選擇。在所有分區投票站及所有
提前投票站，選民可在觸摸螢幕投票機選擇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及印度文版本的視覺和語音選票。在選舉日，針對需
要語言協助的分區投票站將備有雙語光學掃描紙選票及雙語選舉官員在場提供協助。

永久殘障或失去能力或居住在療養院或持牌護理中心的選民申請郵寄投票：已登記的永久殘障或失去能力或居住在
持牌療養院或護理中心的選民，可要求殘障或居住在療養院或護理中心的選民宣誓書及申請表，表格504DVI。申請
人的醫師需在證明書上簽名及填上醫師牌照的有效日期。填妥的證明書必須交回選委會郵寄投票部，地址為
69 West Washington Street, Suite 800, Chicago, Illinois 60602。申請人將會收到殘障選民證明卡，表格DVI；在未來五(5)
年所有的選舉也會收到郵寄選票申請書。有意申請者需要在選舉日前最少五天與郵寄投票部聯絡，電話為
1-312-269-7967。

投票協助：投票協助是為那些雙手欠靈活或視障的選民而設。
• 觸摸螢幕投票系統的聲音控制器及語音選票可讓視障選民通過聽筒聆聽投票指示、公職、候選人姓名及議案，
並用手持的控制器為他們的選票選擇及投票。這控制器附設的貼帶可將控制器貼附在椅子或輪椅的椅臂上。
• 啜噴器裝置可連同聲音控制器使用，這啜噴器可導引選民完成語音選票的投票。
• 每個投票站為使用輪椅的選民提供方便投票亭，讓他們可標記光學掃描紙選票或使用觸摸螢幕投票系統。無法
久站的選民也可使用這投票設備及所提供的椅子投票。
• 選票筆夾可讓選民容易拿起筆標記紙選票。
• 選票放大鏡片可把紙選票的字體放大。觸摸螢幕投票系統上的字體也可放大。該螢幕也能讓站立或坐下的選民
上下調校觀看的傾斜角度。
• 門鈴：設有笨重大門的投票站將會在其入口處外面裝置門鈴，選民可按門鈴，讓選舉官員為他們開門。
• 門檻斜道安裝在設有門檻的投票地點，方便使用輪椅的選民進入投票站投票。

資訊與服務告示：此告示用特大字體印出以助視障選民，張貼在投票站的牆壁上。如有需要，方便通行入口處標誌會
張貼於適用的投票站，指示最方便殘障選民進入投票站的通道。

路旁投票：假使因為建築物的結構特色使殘障選民無法進入投票站投票，他們亦可要求協助。選民要在選舉日前填寫
及提交「無法進入投票地點選民之選票要求」表格。使用這表格，選民可要求兩(2)位來自對立政黨的選舉官員將選票
送到選民不能再向投票地點繼續前進之處；但無論怎樣，該處不可超過投票站入口處50呎。
在這處，選民必須填寫選票申請表及讓選舉官員確認後，選民才獲准投票，並投票在保護私隱權的情況下進行。
芝加哥市選民如需要路旁投票必須在選舉日前一天下午5:00時之前向位於69 W. Washington St., Suite 600,
Chicago, Illinois 60602的芝加哥市選舉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選委會會將此要求通知相關投票站的選舉官員。

有關方便投票設備及投票協助的資訊查詢：
芝加哥市選民可寄發電子郵件至 kchin@chicagoelections.net ; 或致電 312-269-7858，TTY 聾人或聽障者專線
312-269-0027。

芝加哥市選舉委員會
主席Marisel A. Hernandez 秘書/委員William J. Kresse
委員Jonathan T. Swain 執行長 Lance Gough

2016年1月15日

No Class on 1/30 (Sat)  and  1/31 (Sun) for Competition

No Class from 3/26 (Sat) to 4/1 (Friday) for Spring Break

Date Class** Time Age Hrs Tuition*
Dance/Ballet I 6:30PM-7:25PM 4--6 1 $189.0
Adult Ballet/Folk Dance 7:30PM-9:20PM Adult 2 $306.0

Tuesday Adult Ballet 7:30PM-9:20PM Adult 2 $306.0

Fitness Dance II 1:00PM-2:25PM Adult 1.5 $229.5

Dance/Ballet II 6:00PM-7:25PM 6--11 1.5 $283.5

Adult Folk Dance 7:30PM-9:20PM Adult 2 $306.0

Thursday Advance Dance III*** 7:00PM-9:00PM Adult 2 $450.0

Dance/Ballet II 6:00PM-7:25PM 6--11 1.5 $283.5

Adult Ballet/Folk Dance 7:30PM-9:20PM Adult 2 $306.0

Fitness Dance    9:10AM-11:00AM Adult 2 $306.0

Fitness Dance 1:10 PM-2:35PM Adult 1.5 $229.5

Dance/Ballet I 3:00PM-3:55PM 4--6 1 $189.0

Boys KungFu Dance*** 4:00 PM-4:55PM 8--14 1 $225.0

Advance Dance III*** 5:00 PM-6:25PM 10---18 1.5 $337.5

Adult Folk Dance   9:00AM-10:50AM Adult 2 $306.0

Adult Ballet     11:00AM-11:55AM Adult 1 $153.0

Advance Dance III*** 1:00PM-2:25PM 10---18 1.5 $337.5

Advance Dance III*** 2:35 PM-4:00PM 8--13 1.5 $337.5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Please follow the following steps to complete registration:

1) download registration form a our website or obtain paper registration form in classroom;

2) complete and sign the registration form for each student;

3) give the signed registration form and tuition check to teacher, class coordinator or admin assistant at any time

when school is open.

Late registration fee of $10 applies after the first week of classes except for new students.

One-time registration fee of $20 applies to each new student.

Total 18 weeks of classes. Regular class rates: Adults - $8.5/hr; kids - $10.5/hr.
*$10 discount applies to: (1) second or more classes enrolled by the same student; or (2) second or more students

from the same immediate family.  Only one discount can be applied to each registered class.

The first class is free if one decides not to take that class after trying it.

Tuition can be proportioned based on remaining class sessions if enrollment is done in the middle of a semester

(need teacher's permission).

** Private Lessons: 1 student - $60/hr;  2 students - $35/hr; 3 students - $25/hr;  4 students - $18/hr;

5 to 7 students - $13/hr. Discuss details with teacher.
*** Teacher audition and approval required for advance classes. Advance class rate: $12.5/hr.

Sunday

Yang Dance Academy 2016 Spring Class Schedule
from 1/9/2016 to 5/22/2016

                  Location: 2727 Maple Avenue, Lisle, IL 60532 

   Website: www.yangdance.com; Email: info@yangdance.com
   Instructor:  Qiang Yang;  Tel: (630) 328 3598 

Monday

Wednesday

Saturday

Friday



BB44廣告天地 BB99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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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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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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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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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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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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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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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Telfair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2098呎，2分鐘至Costco與59高速，近休大糖城分校，

僅售$368,000
◆西北區近249公路&Louetta Rd，二層屋5房3.5浴，4255呎，交通便利，近高爾夫球場，僅租$2390
◆休士頓近8號&Westheimer Rd，二層屋出租，3房2.5浴，租$1600
◆Katy Cinco Ranch二層樓出租，好學區，4房2.5浴，租$2000
◆糖城6號公路，商業用地出售，發展潛力無限，歡迎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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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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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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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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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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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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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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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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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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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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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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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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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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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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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移民局美國移民局

移民體檢指定醫師移民體檢指定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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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6年3月4日（星期五）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5個賽季的150場比賽，衛冕冠軍恒大僅有14場敗績，有4個賽季的凈勝球在40個以上。但有3個
賽季恒大都與競爭者拚到最後3輪才分出勝負，上
賽季更是在最後一輪才驚險保住冠軍。

儘管目前以牌面實力與年齡結構來說，恒大依
然在中超乃至亞洲首屈一指，但這支亞洲冠軍遠不
是無敵之師。不僅因為對手不斷擴充軍力蠶食着恒
大的優勢，也因為恒大隊中依然有變數，具體就是
馬天尼斯領銜的鋒線。

在恒大講求快速過渡中場的風格中，前鋒的作
用算得上重中之重，回顧球隊前幾個賽季遭遇過的
困難期，無一不是“鋒無力”所致，基拿甸奴的迷
失、艾傑臣的傷病，都險些令恒大的連冠夢破滅。

亞冠資格之爭更激烈
如今馬天尼斯頂着高價前來，在3場正式比賽

中都沒能取得進球，之前半個賽季在馬德里體育會
的低迷也讓人們對哥倫比亞人略有“看空”。但至
少在中超賽場上，只要“J馬”能起到之前“艾神”

在進攻中的支點作用，輔之以高拉特、郜林等協
助，恒大6連冠的偉業也就成功了一半。

恒大一連五年坐穩中超積分榜首，但聯賽第二
的位置卻從未連續兩年“重樣”。從最初的北京國
安、山東魯能到如今的上海上港，這些恒大的挑戰
者雖也曾一度觸及火神盃，但還是在漫長的賽季中
敗下陣來。如今，重裝上陣的挑戰者來勢洶洶，但
看上去亞冠席位之爭要比冠軍爭奪戰更為激烈。

改弦更張的江蘇蘇寧在轉會期引援力度最大，
拉美利斯、泰斯拿等國腳級球員的到來刷新了球隊
的外援陣容。然而這支球隊畢竟只是上賽季第9名
的班底，從亞冠和超級盃上的表現來看，外援還是
在以個人能力解決比賽，跑不死的拉美利斯要在攻
防兩端“既當爹又當媽”，但吳曦領銜的中場缺乏
組織，全的磨合完成尚需時日。

蘇寧 上港尚需歷練
一路強勢上升的上港除了引進艾傑臣，在其他

位置上沒有“大進大出”。這支年輕的球隊在磨合

程度與朝氣拚勁上自不必說，但同樣年輕也需要挫
折歷練。上賽季爭冠白熱化階段的接連丟分讓球隊
交足了學費，新賽季若要有所突破還須戒驕戒躁。

至於山東魯能、北京國安、上海申花等傳統強
隊，雖然在引援上更加講求實用，但也各自存在短
板，魯能多線作戰能力不強、國安開局慢熱、申花
攻強守弱等問題還需解決。在如今只有聯賽打進前
三才能保證亞冠資格的前提下，這些聯賽的中堅力
量將展開更激烈的爭奪。

從近年來的中超來看，除了恒大穩坐頭把交
椅、墊底球隊早早被甩開外，中游球隊在日益增
加、纏鬥激烈，很難有黑馬的可乘之機。

升班馬河北華夏幸福在轉會期吸引到拿維斯、
謝雲奴、董學升等知名球員，自然躊躇滿志。天津
泰達、河南建業等中游球隊，在歐洲大牌紛紛前來
中國時作壁上觀，也是審慎觀望“燒錢”舉動成效
幾何。至於長春亞泰、杭州綠城以及升班馬延邊富
德，轉會期動作不大，甚有被大部拋離的危險。

■新華社

2016賽季中超聯賽（中國足協

超級聯賽）4日晚7時30分在廣州越

秀山體育場拉開帷幕，有關冠軍爭奪

的討論再次浮出水面。站在“5年80

億中超版權費”的元年，各支隊伍厲

兵秣馬以圖霸業，然而輕言“恒大王

朝”的結束，顯然為時尚早。

5年總值80億元人民幣的超高版權銷售價，一個
個身價數千萬歐元的大牌外援，新賽季中超聯賽有
錢又有名。據《北京青年報》消息，中國足壇還將
提升聯賽的“硬件”設施：中超連同中甲、中乙及
女超將全面引進定位噴霧劑設備，也就是在2014年
巴西世界盃賽場火起來的裁判噴霧“神器”──
“罰球噴霧”。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其實中國足協從2014
年世界盃結束之後就已產生過引進定位噴霧劑的想
法，不過由於當時裁判部門把更多工作重心集中在

裁判員技術能力、心理素質的提升以及本土年輕裁
判員的鍛煉上，因此類似的想法沒能付諸落實。”
不過隨着中國足球改革大幕拉開，中國足協內部機
構改革漸趨落實，協會財務獨立成為大勢所趨。

中超5年80億元的媒體版權收入以及各俱樂部
投資人不計成本的投入，令這個賽季的中超揮金如
土。但良好的競爭環境除需要各隊展現良好的競技
風貌外，也需要裁判員精益求精、完善執法，而
“罰球噴霧”的引進無疑有利裁判員精確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聯賽全面啟用罰球噴霧

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當地時間2日
在倫敦開賽。中國選手宮金傑在女子團
體競速賽決賽中，與隊友鍾天使以很大
的優勢奪得冠軍，但之後被判犯規，只

能屈居亞軍。而香港“新車神”張敬樂
則在男子捕捉賽獲得第5名，成績可
人。

4年前的倫敦奧運會上，宮金傑和
另外一名隊友郭爽在決賽中擊敗了德國
隊奪冠，但5分鐘後兩人同樣被判犯規
取消了成績，最後獲得銀牌。

不料，這一幕在今屆世錦賽上重
現。據新華社報道，作為衛冕，宮金傑
和鍾天使在女子團體競速賽預選賽中以
32秒428高居榜首，領先第二名俄羅斯
選手0.132秒。決賽中，她們輕鬆領先

對手，但之後被宣佈兩人在交換位置時
犯規，成績遭取消，只能獲得銀牌。俄
羅斯選手施梅列娃和沃諾娃成為冠軍。

張敬樂捕捉賽第五
而較早前在日本亞洲賽獨攬四面金

牌的張敬樂，當日出戰男子15公里捕
捉賽。未到半程已有4位運動員成功拋
離車群，“阿樂”單人匹馬力追，並成
功收復失地，最終名列第5，冠軍由西
班牙車手Mora Vedri Sebastian奪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組合金變銀 再演倫奧悲劇

中超首輪賽事
3月4日 廣州富力 VS 河北華夏

3月5日 河南建業 VS 上海上港

3月5日 江蘇蘇寧 VS 山東魯能

3月5日 上海申花 VS 延邊富德

3月6日 杭州綠城 VS 長春亞泰

3月6日 石家莊永昌 VS 遼寧宏運

3月6日 重慶力帆 VS 廣州恒大

3月16日 天津泰達 VS 北京國安

泰斯拿泰斯拿（（蘇寧蘇寧））

馬天尼斯
馬天尼斯（（恒大恒大））

拉美利斯
拉美利斯（（蘇寧蘇寧））

謝雲奴謝雲奴（（華夏華夏））

古亞連古亞連（（申花申花））
拿維斯拿維斯（（華夏華夏））

奧古士圖
奧古士圖（（國安國安））

拿斯文圖
拿斯文圖（（魯能魯能））

卡古達卡古達（（華夏華夏））
拉夫迪蘇沙
拉夫迪蘇沙（（國安國安））

古林古林（（華夏華夏））
謝臣謝臣（（權健權健））

麥比亞麥比亞（（華夏華夏））祖雲尼奧
祖雲尼奧（（權健權健））

■■宮金傑與鍾天使在比賽中宮金傑與鍾天使在比賽中。。
法新社法新社

■■罰球噴霧在巴西世界盃首次罰球噴霧在巴西世界盃首次
使用使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超最貴外援泰斯拿。 新華社

■恒大哥倫比亞國腳馬天尼斯。
新華社

林丹 葉姵延
德羽賽晉級
德國羽毛球公開賽

當地時間2日繼續展開
較量，中國大滿貫球手林丹在男單第二
輪比賽以2：0力挫荷蘭選手馬克卡爾喬
入圍16強，而國羽
金花李雪芮、王適
嫻也在女單賽順利
晉級，不過國羽混
雙全軍覆沒。至於
香港隊方面，葉姵
延直落兩局以21：
10 及 21：18 輕取
烏克蘭的外圍賽球
手，順利晉級；胡
贇及魏楠亦雙雙打
進男單16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首支職業籃球隊成立
香港首支職業籃球隊東方籃球隊3日

成立。當日的新聞發佈會，教練“牛
丸”陳婉婷帶領東方足球隊全體隊員也
現身撐場。副總監李偉倫談及周二銀牌

賽對勁旅永倫一役時表示，由於隊中各
猛將及後備力量充足，預計會取得首
勝。而東方體育會總監梁守志則坦言，
球隊的唯一目標就是奪取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疆籃遭橫掃 廣東扳回一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烏魯木
齊報道）2日晚在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
（CBA）準決賽中，新疆天山農商銀行
隊以104︰115再負四川金強隊，總比分
0︰3無緣決賽，結束了本賽季征程。

而廣東隊則以97：96力壓第四節瘋
狂反撲的遼寧隊，避免了被對手橫掃的
尷尬局面，目前遼寧隊總比分2：1領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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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姵延向球迷致葉姵延向球迷致
意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易建聯易建聯（（左左））
防守遼寧外援蘭防守遼寧外援蘭
多夫多夫。。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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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下流行在Face-

book打感情符號。
國際乒聯也不落後時
代，找來幾名參加世
乒賽的女將在FB視
頻中做出不同表情，
然後問：你的最愛是
誰？圖為港將杜凱琹
（左圖）與李晧晴。

五年80億版權費 “恒大王朝”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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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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論壇
星期五 2016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16

灰
熊
戰
掘
金

灰
熊
戰
掘
金

20152015//1616賽季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第賽季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第2626輪壹場焦點戰在諾坎普球場輪壹場焦點戰在諾坎普球場
展開爭奪展開爭奪，，巴塞羅那主場巴塞羅那主場22比比11取勝塞維利亞取勝塞維利亞，，比托洛先拔頭籌比托洛先拔頭籌，，梅西梅西
任意球破門扳平任意球破門扳平，，蘇亞雷斯助攻皮克進球蘇亞雷斯助攻皮克進球。。巴薩聯賽巴薩聯賽99連勝後以連勝後以88分優分優
勢領跑勢領跑，，3434場各項賽事保持不敗場各項賽事保持不敗。。

巴塞羅那巴塞羅那22--11塞維利亞塞維利亞

AFLCAFLC總決賽精彩瞬間總決賽精彩瞬間

中國美式橄欖球聯盟中國美式橄欖球聯盟（（AFLCAFLC））,,作為中國國家級別最大的美式橄欖作為中國國家級別最大的美式橄欖
球業余聯賽球業余聯賽，，於上個月在上海浦東新區源深體育場舉辦了第三屆總於上個月在上海浦東新區源深體育場舉辦了第三屆總
決賽決賽，，上海勇士以上海勇士以3737--3030戰勝上海夜鷹隊戰勝上海夜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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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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經濟

BB77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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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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大華超市
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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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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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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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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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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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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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16
大陸要聞

俞正聲報告言及港澳俞正聲報告言及港澳：：嚴格依憲法基本法辦事嚴格依憲法基本法辦事

委員調查：房子，買還是不買？兩會開幕 王珉謝幕
打虎時間點更有殺傷力

(綜合報導)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3日在
京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俞正聲在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兩度重申“嚴
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他在部署2016年
工作時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這也是政協報告
歷史上第一次寫入港澳工作嚴格依照憲法辦事
的內容。俞正聲還連續第三年強調要加強對港
澳青少年工作力度。

3日的政協開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
委在主席台就坐。俞正聲向大會報告工作，他
在報告中兩度提及“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

在回顧2015年工作時，俞正聲指出，全國
政協密切聯誼交流，共同致力實現祖國統一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及時向港
澳委員通報內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政協工作
情況，組織港澳委員就加強蘇澳和豫港交流合
作、構建東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國家自主
創新示範區等赴內地考察，為港澳與內地融合
發展提出意見建議。

俞正聲在報告中亦部署了2016年全國政協
的六點主要任務。在第四點“做好凝心聚力工

作”中，俞正聲指出，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委員：憲法是基本法來源
對於政協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嚴格按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法律界人士表示，香港是
國家的一部分，憲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法律來源
，因此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以及理解
基本法，就要深入地學習和理解國家憲法，不
能做違反憲法的事。

出席兩會的全國政協常委、前律師會會長
劉漢銓表示，“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的表述非常準確，因為基本法的法律來源是憲
法，憲法是中國最高的法律，所有中國人都要
嚴格按照憲法辦事。

本身是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指出，
去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全國上
下都要依法辦事，他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
度自治方針，就必須嚴格遵守憲法和基本法。

勉港委員參與青少年工作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從2014年以來，俞正

聲已連續三年在政協工作報告中強調加強對港
澳青少年工作力度，今年更是首次兩度在報告
中提及此事。報告指出，2015年，全國政協加
大對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組織以港澳政協委

員為主導的青年社團代表到內地進行體驗式學
習考察，讓他們親身感受國家發展成就，增強
國家意識。

俞正聲強調，在2016年將“鼓勵港澳地區

政協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為促進內地與港
澳合作發展獻計出力，廣泛深入地參與港澳青
少年工作”。

(綜合報導)春節過後，深圳、上海、北京等
內地一線城市住宅銷售量價齊漲，個別城市幾
乎陷入瘋狂；然而，三四線城市的樓市依然景
氣難現。在樓市“冰火兩重天”的背景下，房
子，買還是不買？在全國政協大會會場，本報
記者就此隨機採訪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委員們
反應不一，有的避而不談，有的不置可否，有
的建議剛需可考慮出手，但投資則需謹慎，也
有的提醒這次“狼”可能真的來了。

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樓市的火爆出乎很多
人意料。儘管“去庫存”大旗下的降首付、減
稅費的優惠政策並未涵蓋一線城市，但升值的
預期讓資金瘋狂湧入樓市，各地“日光盤”頻
現，“恐慌性”購房情緒再次蔓延。面對一線
城市樓市的暴漲行情，有人擔心這將最後的狂
歡，買房者恐成為“接盤俠”，然而更多的人
覺得現在不買，恐難再承受起更高的房價。

到底現在是否是買房的好時機？面對記者

在政協會場拋出的調查問題，不少委員表示很
難判斷，認為現在的樓市處於一個相對敏感期
，在這輪的“去庫存”行動中，買與不買都很
難抉擇。有的委員甚至避而不談。
全國政協科教文衞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華
集團主席蔡冠深表示，在股市不景氣、人民幣
現貶值趨勢、銀行存息不高的今天，老百姓手
中的錢流入樓市並不難理解，但長期看，現在
繼續投資樓市風險不小。 “如果因剛需買房，
用來住宿，問題不大；但若是投資，則需要謹
慎。”

全國政協委員、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專家委
成員張泓銘則提醒，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
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世界經濟經驗證明，沒有
一個大的泡沫最終是不破裂的。 “狼來了，狼
來了，喊了多年始終未來。但是，等到來到的
那天，任何人懺悔都是來不及的。”

(綜合報導)北京觀察專欄文章曾指出：
“在常態化的重拳反腐態勢下，兩會也不是
反腐休眠期。去年兩會期間，原河北省委常
委景春華、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一汽董事
長徐建一等人落馬。今年兩會，中紀委會否
再出招，值得關注。”

果然，兩會剛開幕，中紀委就霜刃一閃
：十二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衞生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王珉4日落馬。

這個時間點更有殺傷力！景春華落馬是
2015年3月3日，兩會開幕前一刻；仇和、徐

建一落馬則是3月15日，兩會閉幕後當天。
嚴格說來，都還不算正式兩會期間。而王珉
，則不折不扣成為兩會期間落馬第一虎：3月
3日政協開幕，4日就被斬落馬下。真是名副
其實的打虎無死角、無禁區。

去年兩會，王珉作為遼寧省委書記、省
人大常委會主任，還是人大主席團成員，在
主席台就坐。今年兩會，王珉或許已準備好
了發言材料，只不過，永遠用不上了，接來
下他的主要任務是給中紀委寫交代材料了。

日本央行行長為負利率申辯
為何難服眾

倫敦市長敦促內閣支援英國脫離歐盟

綜合報導 英國倫敦市長鮑裏斯·

約翰遜於當地時間27日接受媒體採訪

時，敦促部長們加入支援英國退出歐

盟的陣營，再次反對首相暨保守黨黨

魁卡梅倫的立場。

報道稱，約翰遜表示，他希望改

變內閣多數部長的想法，他們傾向於

在6月23日的公投中贊成留在歐盟。

外界普遍認為約翰遜將接替卡梅倫。

“大家應該考慮一下這個觀點。我

非常尊重首相的說法。但我覺得大家應

該思考一下這個觀點，”約翰遜稱。

此外，約翰遜還在接受《泰晤士

報》採訪時反駁了一種觀點，即投票

“離開”可能促成最後的談判，以獲

得更好的條件讓英國留在歐盟，進而

導致第二次公投。

在被問及是否會再來一次公投時，約

翰遜表示：“不會。離開就是離開了。”

根據ORB為英國獨立報26日公佈

的最新民調顯示，支援“離開歐盟”

的比例從一個月前的48%上升至52%

，支援“留在歐盟”的比例則從52%

降至48%。

美國1月份CPI環比持平
能源價格環比下降2.8%

綜合報導 美國勞工部公佈的最新數

據顯示，經季節調整，美國1月份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環比持平。其中，能源

價格環比下降2.8%，同比下降6.5%，為

2014年11月以來最小的同比跌幅。

數據顯示，不計入食品和能源消費

，美國1月份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環比上

升0.３%。與去年同期相比，美國1月份

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上升1.4%，創2014

年10月以來最高的同比升幅。分析人士

認為，最近能源價格持續走低，會延長

通脹水準達到美聯儲設定目標的時間。

綜合報導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結束後表示，日本央行為儘快達成通脹

目標（2%）而推行的負利率政策，已得

到其他貨幣政策制定者的充分理解。

但這只是黑田東彥的一面之詞，其

他經濟體怎能放下心中的疑慮？英國央

行行長卡尼在本次會議之前就曾一針見

血地表示，主要經濟體把利率降至負值

，將形成“以鄰為壑”的環境，導致全

球經濟陷入長時期的低增長困境。

日本央行是在今年1月底宣佈實行

負利率政策的，稱未來將實行“負利率

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措施”，把民間

金融機構存入日本央行的存款準備金利

率下調至-0.1%。此後，黑田東彥在很多

場合重申，為了抵消全球原油價格暴跌

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下滑的負面影響，

日本央行有可能深化負利率措施，並擴

大資產購買規模。有分析指出，在“安

倍經濟學”幾乎破產的現狀下，黑田的

表態意味著日本貨幣政策將走向極致寬

鬆。

寬鬆貨幣政策，是應對經濟下滑的

常規藥方之一。簡單地說，中央銀行降

低利率，根本目的是刺激總需求、提振

通脹。但是，當前全球經濟形成緩慢復

蘇的複雜格局，是週期性因素和結構性

因素疊加造成的，過度依靠寬鬆貨幣政

策，甚至由傳統的降息擴展為非常規的

量化寬鬆，進而實行負利率，只能起到

舒緩疼痛之用。從理論上說，負利率政

策作為寬鬆貨幣政策當中的“終極殺器

”之一，本應放在央行政策工具箱的最

深處，只有在傳統政策已沒有騰挪空間

甚至失靈的前提下，才會拿出來解燃眉

之急。此外，從已實施負利率的瑞典、

瑞士、丹麥、日本來看，利用負利率政

策造成本幣貶值，保持出口的競爭力，

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另一個訴求。

負利率政策能否像黑田東彥所言，

對日本經濟產生真正的促進作用，目前

尚難得出結論。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日

本執行的負利率政策只是商業銀行在中

央銀行存款的利率為負，是否能夠產生

鼓勵銀行放貸和企業投資，刺激居民消

費的效果還有待觀察。實際上，日本金

融廳已經展開調查，摸底負利率對日本

銀行業乃至整個宏觀經濟運營產生的消

極影響。而且，利用負利率造成本幣貶

值，然後促進出口，這個如意算盤是否

成立不僅取決於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

也取決於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如果其

他國家採取類似的寬鬆貨幣政策進行衝

抵，在金融市場動蕩的大背景下具有避

險功能的日元是難以走軟的。

令人擔心的是，實行負利率政策的

國家可能會產生示範效應。在全球經濟

增長乏力、寬鬆政策大行其道的背景下

，很多經濟體被迫投身到匯率大戰當中

，負利率政策將被央行寄予厚望。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在日前發佈的《全球前景

和政策挑戰》報告中指出，伴隨著全球

金融市場動蕩加劇、資產價格下挫的趨

勢，全球經濟增長有可能進一步放緩，

考慮到經濟復蘇疲軟以及金融市場動蕩

加劇，全球經濟更容易受到負面衝擊。

可以說，推行負利率政策，無疑是將一

國經濟引入前所未知的領域，除了本國

要當心由此產生的經濟漩渦和貨幣激流

，其他國家也要提防此舉在金融市場中

可能引發的滔天巨浪。

在剛剛結束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

會議上，與會者就當前世界經濟問題達

成了三點共識；第一是全球經濟風險有

所上升，第二是不應過度悲觀，第三是

G20需要共同採取行動，促進全球經濟

持續復蘇。與會者同意就外匯市場密切

討論溝通，避免競爭性貶值；同時將清

晰地溝通各自的政策行為，增加政策透

明度，減少負面溢出效應。

實際上，這也是給進入加息通道的

美聯儲、實施負利率的日本央行以及打

算擴大量化寬鬆規模的歐洲央行一個善

意的提醒：全球化之下，主要經濟體均

置身於同樣的系統性風險之中，誰也無

法獨善其身，那些只顧本國利益而忽略

他國的貨幣政策終將導致滿盤皆輸。

機構預測2月份CPI同比漲幅或為1.6%左右
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多方預測，春節期間食品

價格大漲仍將推動CPI小幅上升,2月份全國居民消

費價格（CPI）同比漲幅或為1.6%左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春節消費

旺季及天氣變冷帶動物價環比上升，但同比增速

平穩。根據商務部公佈的周頻農產品價格指數，

2月前三周食品價格普遍上漲，蔬菜類價格漲勢

明顯，肉禽類及水產品類價格微升。根據國家統

計局公佈的主要農副產品數據，經過初步測算，

2月中、上旬主要食品價格環比上漲、持平、下

降的種類分別佔比73%、17%、10%，天氣變冷影

響食品價格上升，而春節期間消費保持旺盛則導

致食品價格上漲的種類增多並漲幅加大。肉類價

格整體明顯上漲，前兩旬豬肉價格環比漲幅超過

6.5%；蔬菜價格整體漲幅較大，部分蔬菜環比漲

幅超過40%；蛋類價格上漲1.7%；水果類價格小

幅上升；糧油類價格小幅下降。預計2月食品價

格環比漲幅加大至 2.5%到 4%，同比漲幅在 3.9%

到4.6%之間。春節消費旺季也拉動了服務、文體

娛樂、旅遊類價格的環比上漲，燃油、交通工

具、通訊等價格下降，非食品價格整體保持1.1%

到1.3%的漲幅。2月翹尾因素只有0.19%，比1月

下降 1.2%，將壓低 2 月同比漲幅。綜合判斷，

2016年 2月CPI同比漲幅可能在1.6%至 2%之間，

取中值為1.8%，與上個月基本持平。

而方正證券宏觀團隊則更為樂觀，他們認為2

月份CPI將回升到2%左右，食品價格走高是主要原

因，生豬平均價格顯著高於1月，儘管統計局的食

品權重有所調整，但春節的假日因素以及M2增速

的影響依然明顯。

上海證券首席分析師胡月曉預測 2月份CPI

為 1.6%。他認為，雖然有機構認為中國經濟面

臨“滯脹”擔憂,但整體上市場並不存在這種憂

慮，當前市場對經濟問題的整體看法仍然是

“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通貨緊縮壓力上升”。中

國經濟未來前景雖有壓力,但在政策呵護、改革

推進和宏觀調控的多方努力下，最終仍然能實

現平穩增長。

連平表示，國家統計局每五年一次的基期

輪換是 1 月 CPI 低於預期的一大原因，受此影

響，2016 年全年 CPI 平均漲幅可能低於年前預

期。而對於這次基期輪換，光大證券首席經濟

學家徐高表示，隨著CPI統計的基期輪換，食品

分類的口徑縮小和權重下降，將小幅度壓低對

於通脹的預測，降低食品價格衝擊對於CPI的影

響，預計將2016年通脹拉低0.1個百分點左右。

雖然食品權重看起來大幅下降，但很大一部分

下降來自於部分科目被移出食品口徑，按照舊

的口徑，食品權重僅下降 3.2%。此外，豬肉與

蔬菜價格權重雖然有所下調，但因為它們短期

價格波動遠大於其他品類，所以仍然是CPI波動

的主要來源。從CPI預測的角度來看，食品價格

仍然是最重要的部分。

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聞發言

人趙辰昕此前介紹說，蔬菜價格的上漲可能對2

月份CPI有一定支撐作用。分析具體原因，一方

面是受春節因素的影響，春節前及春節期間，

企業、居民集中採購、置辦年貨以及親友聚餐

等情況，都會增加市場消費需求。而物流、零

售行業務工人員回鄉探親，減少了市場供應。

從歷年情況看，自節前 20天左右到春節期間，

食品價格往往會出現一定幅度的上漲。另一方

面則是遭遇大範圍寒潮雨雪天氣。今年春節前，

我國大部分地區遭受了較嚴重的寒潮雨雪天氣，

尤其是南方地區雨雪天氣較多，年前有媒體報

道了霸王級寒潮來襲的情況，蔬菜遭受凍害，

部分地區道路積雪結冰，交通運輸受到阻礙，

副食品區域間流通不暢，備貨採購也因大寒潮

推後集中在節前十天左右，加劇了食品，特別

是蔬菜的價格上漲壓力。

趙辰昕指出，儘管在春節消費高峰期間出現了

大範圍惡劣天氣，但總體上蔬菜價格上漲未超出季

節性、節日性波動範圍。因此，近期食品價格特別

是蔬菜價格的明顯上漲應該對2月CPI產生重要支

撐作用，但這種短期的波動對全年CPI的影響應該

不大。

5700 多家掛牌公司中
有2895家公司去年無交易

綜合報導 自去年以來，新三板市場

規模急劇增加，目前掛牌企業家數已逾

5700家，遠遠超過了滬深兩市的上市企

業數量。與此同時，很多企業在新三板

掛牌出現零成交，其中2015年共有2895

家公司無交易。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掛牌

企業無交易的現象，後市應如何促進新

三板市場流動性的提升？

數據顯示，2015年新三板掛牌公司

股票成交278.91億股，成交金額1910.62

億元，分別是2014年的12.23倍和14.70

倍，同比來看，新三板市場交易規模迅

速擴大，但還有近2900家企業在掛牌後

無交易。

民生證券新三板研究中心研究員喬

志東表示，新三板掛牌企業暫無交易，

一方面是因為公司股份改制未滿一年，

沒有可流通股份；另一方面，相當一部

分掛牌公司股東人數少、公眾化程度

低，原股東出於穩定股權結構考慮缺乏

交易意願。

據了解，現行的《公司法》規定，

“發起人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

讓”。這意味著，新

三板公司掛牌後，該

公司作為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尚不滿一年

的，則發起人持有

的新三板公司股份不

得轉讓。由於很多掛

牌企業股改不滿一年，導致市場上沒有

可交易的流通股。數據顯示，目前這類

公司共有 1627家，佔“無交易掛牌公

司”的比例超過了一半。

此外，有很多掛牌公司屬於初創型

高科技企業，股權集中度較高，公眾化

程度偏低，不少原始股東不願意稀釋股

權，“惜售”心理明顯，造成市場上可

流通股份供給不足。

由於新三板在企業掛牌方面不設財

務門檻，一些盈利能力較差的企業雖能

進入市場，但在成交上處於無人問津的

狀態。格上理財研究員王萌萌表示，新

三板定位於為創新創業型中小微企業服

務，這類企業業績不確定性較大，因而

投資風險也較大。對於部分資質較差的

掛牌公司，投資者參與意願較低也很正

常。

雖然很多新三板掛牌企業在二級

市場上無交易，但其股票通過定增融

資等方式擁有了一級市場的流動性。

數據顯示，2015 年新三板公司股票發

行次數2547次，融資金額1213.38億元，

是2014年132.09億元融資額的9.18倍。

這意味著，掛牌公司在發行股票實現

融資的同時，其股權分散程度在提高，

可流通股份在增長，潛在交易需求將

會逐步產生。

“隨著未來新三板定增市場的不

斷活躍，掛牌公司股票在二級市場

的成交活躍度也有望逐漸提升。此

外，從制度建設方面來看，新三板

還應大力發展和培育多元化的機構

投資者隊伍，擴大長期資金的市場

供給，部分緩解流動性不足問題。”

喬志東表示。

王萌萌認為，新三板還應適應掛

牌公司差異化較大的特點，堅持並完

善多元化交易機制，尤其是改善並大

力發展做市轉讓方式。數據顯示，截

至 2015 年末，新三板做市股票有 1115

隻，佔比為 22%，做市股票成交金

額、成交筆數分別佔全市場的 58%

和 85%，做市轉讓已成為市場的主

要交易方式。

“從當前經驗來看，做市轉讓能

夠為交易不活躍的股票提供良好的流

動性。目前新三板取得做市資格的券

商不過85家，未來需放開非券商機構

做市，擴大做市主體資格的範圍，以

增加做市服務的供給，讓更多企業能

通過做市轉讓來實現股票成交。”王

萌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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