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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貴妃雞(半隻)
五福拼盤
椒鹽大蟹或酸子大蟹
三菇海參
椒鹽鮮尤
清蒸龍利魚
黑椒啤酒雙龍蝦
XO醬蒸帶子（８片）
精美甜品

貴妃雞(半隻)
雲耳炒蓮藕片
九層塔炒蜆
京都排骨
薑蔥雙龍蝦伊麵
荷葉大蟹飯
清蒸游水魚
椒鹽豆腐
ＸＯ醬炒貴妃蚌
精美甜品

魚翅羹
貴妃雞（一隻）
太極鵝肝
牛油軟殼蟹（三隻）
黑椒啤酒雙龍蝦
椒鹽排骨
海參鮑菇扒菜膽
清蒸游水魚
瑤柱蛋白炒飯
精美甜品

十人套餐價$388
(送龍蝦)

八人套餐價$198
(送魚翅羹)

萬事如意（雞絲火腿魚翅湯）
金玉滿堂（油泡帶子蝦球）
大紅大紫（北京片皮鴨）
百福駢臻（黑啤雙龍蝦）
龍鳳呈祥（鮑魚海參）
橫財就手（髮菜好市豬手）
喜氣盈門（京都排骨）
花開富貴（酸子大蟹）
春回大地（瑤柱扒豆苗）
年年有餘（清蒸海上鮮）

$388套餐

◆特價午餐買三送一
(週一至週五)

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

海港海鮮酒家海港海鮮酒家Harbor SeHarbor Seafood Restaurantafood Restaurant
地址：117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電話：281-564-4288 傳真：281-568-5772

誠徵企枱及
帶位多名

加拿大大龍蝦 特價
每磅 $16.95兩只小龍蝦

$21.95

十人套餐價$288
(送魚翅羹)

BB88休城讀圖
星期二 2016年3月22日 Tuesday, March. 22, 2016

星期二 2016年3月22日 Tuesday, March.22, 2016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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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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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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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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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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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realtywen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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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Creek Ranch Plaza 商鋪獨家招租商鋪獨家招租 Pre-Leasing

位置佳﹕
Walmart Neighborhood Shadow,
小學對面﹐5 Mins to 99號公路
商鋪招租面積28,750 平呎,
2000平呎獨棟 Built to Suit

租金$32.00/平呎/年, NNN: $8.57/平呎/年
誠招﹕超市﹐學校﹐醫生﹐會計﹐餐廳

王王 迪迪
DavidDavid WangWang
專業商業專業商業地產經紀地產經紀

電話﹕+1 346 204 0267
微信﹕weixindavidw
電郵﹕dwang004@gmail.com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專業商業地產經紀

工廠﹑庫房
商場買賣﹑招租﹑管理

商鋪買賣﹑簽約
餐飲生意買賣

休斯頓舉辦星雲大師藝術書法研討會休斯頓舉辦星雲大師藝術書法研討會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20162016年年33月月1919日晚日晚，，由佛光山中美寺主辦由佛光山中美寺主辦，，張要武藝術中心和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協辦張要武藝術中心和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協辦
的的《《星雲大師藝術書法研討會星雲大師藝術書法研討會》》在休斯頓張要武藝術中心舉行在休斯頓張要武藝術中心舉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
貴喜副總領事貴喜副總領事、、總領館文化組楊松參贊總領館文化組楊松參贊、、休斯頓著名書法家黃鑫休斯頓著名書法家黃鑫、、著名作家陳瑞琳著名作家陳瑞琳、、騰騰
龍教育學院校長俞曉春龍教育學院校長俞曉春、、休斯頓古董收藏協會會長王紹安休斯頓古董收藏協會會長王紹安、、古董鑑定家柏淙耀古董鑑定家柏淙耀、、太極大太極大
師程進才師程進才、、著名油畫大師張要武著名油畫大師張要武、、著名畫家沙漠等專家出席研討會著名畫家沙漠等專家出席研討會，，在研討會上在研討會上，，專家專家
們從各方面對星雲大師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們從各方面對星雲大師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

主辦方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安法師熱情迎接中國駐休斯主辦方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安法師熱情迎接中國駐休斯
頓總領館李貴喜副總領事的到來頓總領館李貴喜副總領事的到來。。

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安法師與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文化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安法師與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文化
參贊楊松熱情握手參贊楊松熱情握手。。

休斯頓攝影家賈忠主持休斯頓攝影家賈忠主持《《星雲大星雲大
師藝術書法研討會師藝術書法研討會》。》。

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安法師介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安法師介
紹星雲大師紹星雲大師。。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貴喜副總領事致詞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貴喜副總領事致詞！！他說他說：：星雲大師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佛教代表人星雲大師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佛教代表人
物物，，出家七十餘載出家七十餘載，，一直秉承一直秉承““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理念的理念，，樹立樹立““以文化弘揚佛教以文化弘揚佛教，，以教育培養以教育培養
人才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宗旨的宗旨，，致力推動佛學教育致力推動佛學教育、、文化文化、、慈善和弘慈善和弘
法事業法事業，，並能融古匯今並能融古匯今，，推動佛教現代化的進程推動佛教現代化的進程，，大師倡導的大師倡導的““五和五和””對促進人與人之間對促進人與人之間
的和諧的和諧、、家庭家庭、、社會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深刻的意義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深刻的意義。。特別是大師認為特別是大師認為，，兩岸同兩岸同
宗宗、、同源同源、、同屬一個中國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人民應積極交往兩岸人民應積極交往，，實現兩岸一家親實現兩岸一家親，，並為此身體力行並為此身體力行，，堅堅
持不懈持不懈，，對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做出了寶貴的貢獻對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做出了寶貴的貢獻。。李副總還高度讚揚了星雲大師創李副總還高度讚揚了星雲大師創
造的造的““一筆字一筆字””獨特的書法藝術獨特的書法藝術，，從而開闢了書法與佛教的結合從而開闢了書法與佛教的結合，，以書法傳播佛教之路以書法傳播佛教之路，，
成為了當今書法的美談成為了當今書法的美談。。

星雲大師的作品展星雲大師的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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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安良工商會2016年春宴

警察局副局長警察局副局長John ChanJohn Chan、、共和黨小區組長共和黨小區組長Henry JoeHenry Joe、、休士頓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安良工商會20162016共同會長陳燦基共同會長陳燦基、、李雄李雄、、來來
賓哈里斯郡張文華法官賓哈里斯郡張文華法官、、SullivanSullivan稅務官稅務官、、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委員劉秀美及僑務委員劉秀美及Al GreenAl Green 代表林富桂聯代表林富桂聯
袂出席休士頓安良工商會春節聯歡袂出席休士頓安良工商會春節聯歡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曹德榮商務參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曹德榮商務參贊、、休斯敦共和黨休斯敦共和黨
華裔外聯主任黃霞華裔外聯主任黃霞、、哈里斯郡張文華法官哈里斯郡張文華法官、、國際女企國際女企
業家及專家協會宋蕾會長業家及專家協會宋蕾會長、、FF區市議員區市議員Steve LeSteve Le代代
表表Daniel Nhat Dan AlbertDaniel Nhat Dan Albert、、前市長侯選人前市長侯選人Bill KingBill King
及共和黨官職侯選人參加安良工商會及共和黨官職侯選人參加安良工商會20162016年春宴年春宴

FF區市議員區市議員Steve LeSteve Le代表代表Daniel Nhat Dan AlbertDaniel Nhat Dan Albert於於33月月1818日頒發賀日頒發賀
狀由休士頓安良工商會狀由休士頓安良工商會20162016共同會長陳燦基共同會長陳燦基、、李雄代表接受李雄代表接受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曹德榮商務參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曹德榮商務參贊、、僑務領事張鐵虹僑務領事張鐵虹、、國際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宋蕾會長國際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宋蕾會長、、梁氏文化基金梁氏文化基金
會主席梁成運會主席梁成運、、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廣東總會徐松煥廣東總會徐松煥、、黃曉明黃曉明、、亞洲商會主席趙紫鋆亞洲商會主席趙紫鋆、、餐飲業會長沙麗餐飲業會長沙麗
、、休士頓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安良工商會20162016共同會長陳燦基共同會長陳燦基、、李雄夫婦同歡李雄夫婦同歡

休士頓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安良工商會20162016共同會長陳燦基共同會長陳燦基、、李雄及理事們以及春宴節目主持人常中政李雄及理事們以及春宴節目主持人常中政、、黎黎
瓊芳高歌一曲千山萬水總是情瓊芳高歌一曲千山萬水總是情

休士頓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安良工商會20162016會長李雄夫婦熱烈歡迎金城會長李雄夫婦熱烈歡迎金城
銀行黃國樑執行長夫婦銀行黃國樑執行長夫婦、、公關侯秀宜公關侯秀宜、、副總裁副總裁BillBill
ChenChen等贊助安良工商會等贊助安良工商會20162016年春宴年春宴

104104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及其工作團隊盛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及其工作團隊盛
逢逢20162016年安良工商會春宴年安良工商會春宴

休士頓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安良工商會20162016共同會長陳燦基共同會長陳燦基、、李雄夫婦李雄夫婦、、
幫辦江麗君歡迎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理事長周滿洪幫辦江麗君歡迎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理事長周滿洪
夫婦夫婦、、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元老胡錫霖等共襄盛舉元老胡錫霖等共襄盛舉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夫婦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夫婦、、董主事董主事、、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黎淑黎淑
瑛瑛、、甘幼蘋甘幼蘋、、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夫婦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夫婦、、羅秀娟羅秀娟、、前主席林國煌前主席林國煌、、梁氏文化基金梁氏文化基金
會主席梁成運會主席梁成運、、休士頓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安良工商會20162016會長陳燦基會長陳燦基、、幫辦江麗君歡聚於珍寶海鮮餐廳幫辦江麗君歡聚於珍寶海鮮餐廳
舉行安良工商會春節聯歡舉行安良工商會春節聯歡



BB22新聞圖片 BB77小說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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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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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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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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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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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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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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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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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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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3月22日 Tuesday, March 22, 2016 星期二 2016年3月22日 Tuesday, March 2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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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木乃伊大薈萃——木乃伊的前世今生》特大型巡迴展亮相南加州聖塔安娜市寶爾博物館。這
是迄今為止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木乃伊展。該展匯集了來自12個國家的45具木乃伊和90多件相關文物，
包括人為製造和自然形成的人類木乃伊和各類動物的木乃伊。時間跨越4500年。除了經典的埃及人類和
動物木乃伊外，展覽中還有聞名全球的匈牙利奧羅·維特斯家庭木乃伊（VacMummies）；穿著生前最好
皮靴的德國14世紀馮·霍爾茲男爵木乃伊（BaronVonHolz）；以及現代人類首次複製成功的“今生”木
乃伊MUMAB男士等。

英國威廉王子造訪愛爾蘭近衛騎兵營英國威廉王子造訪愛爾蘭近衛騎兵營

蘭州私人博物館館藏蘭州私人博物館館藏
““黃河象黃河象””古生物化石古生物化石

在蘭州西固區瑞寶圓私人博物館內“黃河象”古生物化石吸引市民。經專家鑒定，這是一頭
中年象，身長達到8米、高約4米、體重在20至30噸之間，是目前館中最大的古生物化石。據蘭
州瑞寶圓博物館館長田志雲介紹，博物館是從去年4月份開始籌備並於近日免費向市民開放的。
館內共收集整理了各類古生物化石、奇石、陶罐等近300余件展品，其中以晚中新世古生物化石
為主。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寶玉聽了袁好似打了個焦雷袁登
時掃去興頭袁臉上轉了顔色袁便拉着
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袁 殺死不敢
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院"好寶貝袁
你只管去袁 有我呢袁 他不敢委屈了
你．况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

是娘娘叫你進去住袁他吩咐你幾句袁
不過不敎你在里頭淘氣． 他説什

么袁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遥 "一面

安慰袁一面喚了兩個老嬤嬤來袁吩咐
"好生帶了寶玉去袁 別叫他老子唬
着他遥 "老嬤嬤答應了．

寶玉只得前去袁 一步挪不了三
寸袁蹭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
人房中商議事情袁金釧兒袁彩雲袁彩
霞袁綉鸞袁綉鳳等衆丫鬟都在廊檐底
下站着呢袁 一見寶玉來袁 都抿着嘴
笑． 金釧一把拉住寶玉袁 悄悄的

笑道院"我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袁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钥 "彩

雲一把推開金釧袁笑道院"人家正心里不自在袁你還奚落他．趁
這會子喜歡袁快進去罷． "寶玉只得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

夫人都在里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袁寶玉躬身進去．只見賈政
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説話袁地下一溜椅子袁迎春袁探春袁惜春袁
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里．一見他進來袁惟有探春和惜春袁賈環站
了起來．

賈政一舉目袁見寶玉站在跟前袁神彩飄逸袁秀色奪人袁看看賈
環袁人物委瑣袁舉止荒疏袁忽又想起賈珠來袁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
一個親生的兒子袁素愛如珍袁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院 因這幾件
上袁把素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説道院"娘娘

吩咐説袁 你日日外頭嬉游袁漸次疏懶袁如今叫禁管袁同你姊妹在
園里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袁 再如不守分安常袁你可仔
細浴 "寶玉連連的答應了幾個 "是 "． 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

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

王夫人摸挲着寶玉的脖項説道院"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钥 "

寶玉答道院"還有一丸遥 "王夫人道院"明兒再取十丸來袁天天臨睡
的時候袁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遥 "寶玉道院"只從太太吩咐了袁
襲人天天晩上想着袁打發我吃遥 "賈政問道院"襲人是何人钥 "王夫

人道院"是個丫頭遥 "賈政道院"丫頭不管叫個什么罷了袁是誰這樣
刁鑽袁起這樣的名字钥 "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袁便替寶玉掩飾
道院"是老太太起的遥 "賈政道院"老太太如何知道這話袁一定是寶
玉遥 "寶玉見瞞不過袁只得起身回道院"因素日讀詩袁曾記古人有
一句詩雲院`花氣襲人知晝暖 '．

不好袁婉兒浴 林一心中大叫一聲袁也顧不得逃命袁逆着人潮往酒樓的方向擠去遥
只是現在大家都巴不得離事發地點越遠越好袁林一只好順着墻根兒才能勉強避

開四散逃命的人袁好不容易才扒近了現場遥 此時酒樓外面街上的行人都已經逃的無
影無踪袁 只看見空曠的街道上七八個身穿黑色夜行衣的男子正圍着一個男子廝打袁
而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戴着一張崑崙奴的面具遥崑崙奴钥不知道爲什么袁林一就想起
在這張面具下的玄颯來遥

而被 '崑崙奴 '圍殺的男子竟然是她和慕容婉在城門口見到的黑衣美男遥 只見
黑衣美男手里緊握一柄軟劍袁身若蛟龍袁步履輕靈袁劍光閃爍袁在身周如電光火石舞
的是密不透風袁看的出來身手極高遥

不過雙拳終歸難敵四手袁而且對方還是有備而來袁不僅都是身懷絶技的高手袁而
且招招狠毒袁俱是直取男子命門而去遥 十幾個回合下來袁黑衣美男也有些支撑不住
了遥

"噝 --"的一聲袁黑衣美男的手臂被拉開一道血口袁殷紅的血液順着手臂向下滴
落袁握着軟劍的手微微抖了抖袁卻把劍柄握的更緊了袁手背上條條靑筋暴突袁眼睛一
眯袁眸中便是噬血的殺意遥

"陳康兄浴"隨着一聲大喝袁慕容清手持一柄長劍從酒樓里飛身而出袁跳到黑衣美
男的身邊袁'唰唰唰 '的摒退又要近那男子身邊的 '崑崙奴 '遥

黑衣男子本來身手不凡袁如今有了慕容清的協助袁簡直是如虎添翼袁只是就在兩
個人勢均力敵的時候袁卻不知道從那里又冒出幾個面帶崑崙奴面具的黑衣人袁把慕
容清和男子圍在其中袁更使出更加致命的招數遥簡直比武俠片還要驚險刺激浴看的林
一心驚膽跳袁這到底是個什么情况啊钥林一雖然也擔心慕容清吃虧袁但是也有自知之
明絶不敢貿貿然上前幫忙遥

如今只希望慕容沒有事才好浴想到這里袁林一也顧不了許多袁趁慕容清他們糾纏
的空擋袁偷偷的從墻角往酒樓的方向摸過去袁好在那些黑衣人只顧着應付慕容清他
們袁根本沒有留意到墻角的一個小孩兒袁她才順利的潜進了酒樓遥酒樓里到處都是一
片狼藉袁掌櫃和店小二的身影早已經不在袁地板上到處可見殷紅的血迹和毀壞的桌
椅板凳遥 不管不顧一路飛奔上了二樓袁樓道里躺了幾具 '崑崙奴 '的屍體袁空氣中瀰
漫着一股濃烈的讓人作嘔的血腥氣袁林一只感覺腦子里 '轟轟 '作響袁一顆心更是劇
烈的在胸腔里跳動着袁心里一個勁兒的祈禱着慕容婉和簡單他們安然無恙遥 不過短
短幾步路袁林一卻好像走了許久袁終于到了他們先前所在的雅間門口袁只見大門緊
閉袁林一深吸了一口氣才壯氣膽子去推門袁卻發現大門從里面拴緊遥

"誰浴 "只聽見小四一聲呵斥袁林一這才放鬆了緊張的心遥

他瘦了遥
她也瘦了遥
彼此間心有靈犀地想着袁都不敢説出口遥
"南陽王袁朕以爲這慕容公子就是你的鎮山之寶啊遥 "高煒樂呵呵

地笑道遥
"回皇上袁臣早已經將慕容公子當做稀世珍寶了遥 "南陽王附和着

説道遥
"皇上袁你看袁南陽王只顧着自己整日里偷偷欣賞慕容公子的琴聲袁

這可不行遥 "弘德夫人嬌嗔地説道院"該罰遥 "

"哦钥 怎么罰钥 "

"依臣妾之見袁不如讓慕容公子入宮袁賜樂師一職袁讓南陽王以後都
沒得聽袁要聽啊袁就必須進宮遥 "

"哦哈哈遥 "高煒開懷大笑地説院"其實朕早就想將慕容公子招入

宮袁不知南陽王能否割愛钥 "

南陽王驚喜地跪在地上袁俯首説道院"這是臣之榮幸袁又怎會不願割
愛遥 "

慕容頓了頓袁而後跪在地上説道院"草民有一事相求遥 "

"哦钥 "此話一出袁引起在場人的注意遥曹美人回過神仔細打量着這
個 "慕容公子 "袁不知爲何袁總覺得這個人的聲音有點噎有點耳熟噎

"説遥 "高煒定了定神袁説道遥
"草民不想做樂師袁只想彈琴給皇上聽袁僅此而已遥 "他淡漠地説

道遥
對袁他不會做宮廷樂師袁他不會成爲這個皇帝的臣子袁他不想袁他也

不願意遥
高煒不解地想了想袁恩袁這個人果然是高人袁他自認爲地想着袁以爲

慕容公子就是那種淡泊名利的隱居高人遥
"好袁朕恩準遥 "高煒笑着説道院"今日衆卿家都高興袁不如慕容公子

現場來一首助助興钥 "

"遵旨遥 "慕容站起來袁盤腿坐在地上袁拿出身後的古琴袁立刻就能
彈奏起來遥

曹美人端着酒杯袁剛想啄一口袁誰知一聽這樂聲便怔住了遥 她震驚
地盯着聚精會神演奏的慕容公子遥

雖然面容已經結疤袁扭曲得根本無法入眼袁可是她還是能感受到眉
宇間的俊朗袁那是她心中最崇拜無比的男人的獨特氣質遥

"可是我覺得她不是會説大話的人袁我願意相信她遥 "

"哈哈袁你剛纔説什么來着钥煉藥很簡單袁是么钥"聽到她的話袁倉木
怒及反笑袁他怎么不知道袁煉藥變得很簡單了钥 哼袁就算是自己也無法
説煉藥很簡單吧钥 可一個外行人竟然如此夸大遥

倉木不相信她是煉藥師袁主要是夏如風太年輕了袁又沒有佩戴煉
藥徽章袁怎么看都像是一個騙子遥

"要不我們打個賭如何钥"夏如風淡淡的勾起唇角袁眸中精光一閃袁
"我們就用一種藥材袁或者丹藥作爲堵住袁我打賭袁我能夠煉製出二品
的止血散遥 "

"哼袁打就打袁誰怕誰钥 "倉木大手一揮袁他的手上出現一朶血色紅
蓮袁注意到衆人注意力都被自己吸引袁他得意的一笑袁"這是我幾年前

無意中得到的袁我就用這朶血紅蓮打賭遥 "

血紅蓮的出現袁使得夏如風瞳眸一縮袁嘴角的笑容漸濃袁連帶着看
那倉木也變得順眼起來遥

這血紅蓮是煉製四品破將丹的主要材料袁其中只需要里面的一小
片花瓣就夠了遥 而這朶血紅蓮上有八片花瓣袁就説明她以後能煉製出

八顆破將丹袁沒想到啊袁倉木手上還有此等寶貝袁不拿來豈不是太可惜
了钥當然袁倉木可沒想那么多袁反正他相信袁這個年輕的少女袁是不可能
煉製出止血散遥

"我要出的袁是三品丹藥洗髓丹袁希望戈洛團長能成爲這次打賭的
公證人遥 "

在火山袁白瑞共煉製了五顆洗髓丹袁其中一顆自己用了袁一顆給了
夏銀月袁一顆送給了谷媚兒袁剩餘的只有兩顆遥 按價値袁洗髓丹比血紅
蓮更爲珍貴袁畢竟一個是成品丹藥袁一個僅是藥材罷了遥只是夏如風不
可能輸袁才拿了出來作爲賭注遥

"洗髓丹钥"望見夏如風手中晶瑩的丹藥袁諸人都咽了口唾沫袁掩飾
不住眼里的垂涎遥

那可是三品丹藥啊袁平常在拍賣行才得一見袁沒想到在這里還有
機會看上一眼遥

"這似乎有什么不對袁"倉木心頭浮上一層不好的感覺袁 能夠拿出
三品丹藥的人袁眞無法煉製止血散嗎钥 不袁這應該只是她運氣好得到
的袁十五歲的三品煉藥師钥 怎么可能钥 所以袁只是她運氣好罷了遥

容瑾笑了笑袁隨意的應道院"好了袁我得過去了遥 待會兒一定好好嘗嘗
你親手做的兩道菜肴遥 看看你這些日子有什么進步遥 "

寧汐抿唇一笑袁俏皮的應道院"那你就等着大飽口福吧 "語氣里滿滿的

都是自信袁小臉晶瑩的似能放出光來遥
容瑾深深的凝視寧汐一眼袁 卻沒時間再閑扯了袁 點點頭便離開了廚

房遥容瑾一走袁寧汐頓時松了口氣袁打起精神忙活起來遥先將腌漬好的蝦下
油鍋炸至五成熟遥至於鷄肉丁袁則要炸到六成熟遥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遥寧
汐絲毫不敢大意袁全神貫注的盯着油鍋袁眼都不肯眨一下遥

等一切準備妥當袁酒席正好開始了遥 趙蕓邁着輕快的步子走了進來袁
笑着説道院"寧汐妹子袁寧大廚讓我來吿訴你一聲袁現在可以開始動手做菜
了遥 "

寧汐點頭應了袁換了口乾凈的鐵鍋袁利落的放油熱鍋袁撒入葱薑爆香袁
再將炸過的蝦放入鍋中袁熟稔的翻動幾下袁再放入之前做好的醬汁和各種
調料入味袁起鍋之極撒上香菜倒入辣油袁香辣蝦便做好了遥

趙蕓不是第一次看寧汐做菜了袁可每一次看都有驚艷的感覺遥 那一連
串流暢熟稔的動作袁靈巧又悅目袁那專注的眼神心無旁騖的俏臉袁更是美
的無法用言語形容遥 好在寧汐堅持不要二了遥 若是有年輕男子在一旁袁不
被她這副樣子迷住才是怪事遥

趙蕓想着想着袁笑了起來遥
寧汐忙里偷閑的問了一聲院"趙姐袁你笑什么钥 "趙蕓比她足足大了八

歲袁做事仔細穩重袁和寧汐相處的很是融洽遥 彼此説話便隨意多了遥
趙蕓忍住笑袁一本正經的説道院"我在笑你袁生的這么標致袁不在家里

好好待着袁偏要來做廚子遥 又是油煙又是勞碌的袁太辛苦了遥 "

寧汐笑着調侃回去院"趙姐袁你就別説我了遥你不也很辛苦么钥嫁了人
不在家里相夫敎子袁偏偏到酒樓來做事袁虧你的相公捨得遥 "天天跑來跑

去的端菜收拾桌子袁可不比做廚子輕鬆多少遥
隨意的一句話袁卻戳中了趙蕓心里的痛處袁笑容頓時淡了下來遥 旋即

若無其事的扯開了話題院"我這就去問問袁現在能不能上菜遥 "説着袁匆匆
的走了遥 寧汐暗暗後悔起來遥 瞧趙蕓這個反應袁分明是有些隱情遥 也不知
道自己剛纔哪一句話説的不妥當了噎噎

不過袁此時也沒空多想這些遥 先把正事做完要緊遥
香辣蝦全部做完之後袁寧汐開始做辣子鷄遥 風乾的紅尖椒袁整整堆滿

了一盆袁下鍋用油爆熱爆香袁一股嗆人的辣味迎面撲來袁迅速的在廚房里
瀰漫開來遥 等閒人絶對受不了遥

寧汐卻是面不改色袁 又放入花椒袁 那辣味里頓時又多了股冲人的香
氣遥 最後再將炸熟的鷄肉丁放入袁迅速的翻炒幾下就可以出鍋了遥

趙蕓來回的跑了幾趟袁把菜都上了桌遥等一切忙完了袁才算消停下來遥
寧汐又去了寧有方的廚房里幫着打下手遥 寧有方本捨不得她過分的

辛苦袁可寧汐動作靈巧熟稔袁比那兩個二廚可要強的多了袁多了她之後袁做
菜的速度都快了不少遥

寧有方做的四道菜里袁有一道魚翅袁一道熊掌袁一道鹿筋袁還有一道燕
窩遥越是名貴的食材袁做起來越費心思遥寧有方有心一展身手袁將壓箱底的
本事都拿了出來袁做起來分外的精心遥 等所有菜式都忙完了袁寧有方早已
出了一身的汗遥

冰
伊
可
可

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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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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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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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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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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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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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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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驛站

The Chinese economy
is on the right track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as major econom-
ic indicators have
shown signs of im-
provement, Chinese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said on Sunday.

He said that indicators
including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mploy-
ment, fixed-asset in-
vestment,government
revenues and money
supply were all posi-
tive.

"If we can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this year, the prospects will be brighter next
year," Zhang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6
in Beijing.

The annual forum serves as a high-level platform for Chinese officials, leader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
elites, both from home and abroad, to
discuss and debate major issues con-
cerning Chinese and the world's econo-
my.
The vice premier said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measures to shore up the econ-
omy by providing more incentives to do-
mestic enterprises, stressing that they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Zhang also said that Beijing will firmly
defend the bottom line, preventing sys-
temic financial risks.

"The government will accelerate reform
of the country's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

tem to prevent contagion risk in the stock, currency, bond and property markets,"
he said.

Local governments' debt swaps will also be pushed to resolve regional risks and to
handle default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market-driv-
en principles, Zhang said.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

China has approved the country’ s first ever charity
law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giving among the coun-
try’ s citizens, but not without opposition.

On Wednesda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vot-
ed 2,636 to 131 in favor of passing the law that aims
to promote government-regulated charity works dur-
ing their annual session where the country's 13th
Five-Year Plan was also approved, China Daily re-
ported.

"This law is the fundamental and basic law in philan-
thropy, and lower-level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will be based on i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
ences social policy researcher Yang Tuan explained.

Furthermore, the new legislation i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omplaints from companies about not
getting enough income tax concessions for their
charity works.

The new law, however, only applies to donations
with a maximum of 12 percent from the companies'
profits.

The legislation covers regulation details on registra-
tion and fundraising as well as government oversight
of charitable groups in the country.

It also includes details on inspection of internal man-
agement among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ax
benefits for the events they would organize.

Xinhua News noted that the new charity law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charity groups to raise funds for
their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Despite its promising goals, the new regulation is ex-
pected to receive opposition from bo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mbers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arvard Uni-
versity scholar Edward Cunningham believes that
the policy may be a tactic that some countries use to
"keep civil society fragmented."

"There's this assumption, these days, that when
there are intimate partnerships between private
wealth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re necessarily must
be something nefarious going on," Cunningham said.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opposition from govern-
ment officials may be because of their tendency to
be wary of cultivating ties with wealthy donors due to
the intense crackdown on corruption practices und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administration.

China's new charity law is set to take effect in Sep-
tember and assigns the fifth of the month as the
country's Charity Day, accord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
cles)

The annual session of China’ s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closed last Wednesday. Along with approv-
ing China’ s 13th Five Year Plan, the rubber-stamp
legislature’ s main achievement was passing a new
law to ease restrictions on the fund raising and oper-
ations of charity groups, while also increasing over-
sight of how their finances operate. The law, which
passed with 2,636 votes in favor out of 2,859, seeks
to make charitable giving easier and more attractive,
countering widespread public distrust in charitable or-
ganizations.

The new law makes it easier for charitable groups to
raise funds. Currently, Xinhua notes, “Only a handful
of charities are currently allowed to raise money
from anyone, while others are restricted to specific
groups of donors.” The new law changes that, allow-
ing any registered group that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two years to apply for permission to seek dona-
tions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It also provides a tax
credit for businesses that provide charitable dona-
tions, waiving corporate income tax on donations ac-
counting for up to 12 percent of profits.

While making it easier for charity groups to solicit do-
nations, the law also seeks to increase oversight on
how that money is spent. Charities are told to pub-
lish their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
formation, as well as provide annual reports that in-

clud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ose financial reports
should be audited for additional accuracy, the law
adds, although that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require-
ment.

At heart, the law is designed to fix China’ s ailing
charity sector. NPC spokesperson Fu Ying noted
that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China have exploded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rising from 10 billion renmin-
bi in 2004 to 100 billion RMB ($15.3 billion) in 2014.
That’ s amazing growth, but it still leaves China far
behind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Americans gave $358 billion to charities in 2014, ac-
cording to Giving USA’ s annual reporton philanthro-
py – over 20 times what Chinese gave. On the Chari-
ties Aid Foundation’ s World Giving Index for 2015,
China ranked 144th out of 145th – spared a last
place finish by Yemen.

Why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China’ s economic
clout and its charitable donations? According to CAF
’ s finding, it’ s likely not due to China’ s status as a
developing nation. CAF argues that charitable giving
has little to do with overall economic prosperity or
per capita income; Myanmar, in fact, claimed first
place in the 2015 World Giving Index. “ Some of the
world’ s most generous countries are among the
most deprived,” CAF noted in its summary of the re-
port. So why isn’ t charitable giving catching on in
China?

One reason: thanks to endemic corruption, many
Chinese don’ t trust charities to put their money to
good use. A series of recent scandals served to con-
firm those fears; the government-affiliated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for instance, has been ac-
cused of misusing donations intended to help victims
of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Another scandal
erupted in 2011, when a young woman claiming to
work from the RCSC posted pictures of herself enjoy-
ing a luxurious lifestyle online. Yet another scandal
saw the Henan branch of the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accused of funneling donations to proper-
ty developers rather than the needy.

Public distrust toward charities reared its head in
2013, when netizens balked over the suggestion that
China’ s charity law should simply deduct “ a certain

amount from everyone’ s paycheck” as charitable do-
nations. Chinese officials later categorically de-
nounced the idea, which was raised by an NPC rep-
resentative. But the furor saw netizens voicing their
suspicion of government-run charities, especially giv-
en their lack of transparency.

Low levels of charitable giving might seem a minor
concern, but it has big implications for China’ s
prized “ social stability.” As China struggles to re-
work its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to provide a safety
net for all its citizens, charities can play an invalu-
able role in filling in the gaps. Meanwhile, charities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fulfilling Xi Jinping’ s enor-
mously ambitious promise to end poverty in China
by 2020.

Beijing recognizes the useful role charities can play
in China’ s development. “ Charitable programs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Li Jian-
guo, a vice chairma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
tee, saidwhile introducing the charity bill. A Xinhua
headline proclaimed that the new law will “ smooth
China’ s last-mile drive to [achieving] 2020 targets.”
But to make sure the non-profit sector lives up to its
potential, China will need to boost public interest
(and trust) in charities. That’ s the basic rationale be-
hind the current law, and there’ s reason to be hope-
ful.

The new law addresses most of CAF’ s key recom-
mendations for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it clar-
ifies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non-profits; makes it
easier and more desirable for people to donate; en-
sures transparency i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encourages charitable giving. The fifth recommenda-
tion – “ promote civil society as an independent voice
in public life” – however, is unlikely to gain traction in
China, where the Party prefers to quash competing
“ voices” and narratives. In fact, the law provides for
punishment, including revoking charity registrations
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for charities that “ engage
in or sponsor activity deemed to undermine state se-
curity or public interests.”
(Courtesy http://thediplomat.co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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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PC has passed the first ever Charity Law in
the country

Chinese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2nd from right) shows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2nd from left)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ef Christine Lagarde (left) their seat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2016 in Beijing,

March 20, 2016. [Photo by Feng Yongbin/chinadaily.com.c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ef Christine
Lagarde delivers a speech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6
inBeijing, March 20, 2016. [Photo by Feng

Yongbin/chinadaily.com.cn]

Can China's New Charity Law Fix a Dis-
mal Donation Rate?

Related
Chinese charitable giving ranks at the
bottom of the world. A new law aims
to fix that.

The 2008 Philanthropy Conference was hel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During the conference, an
awarding ceremony was held b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o present the China Charity Award, the
highest honor in China for the charity cause.

Chairman Wang Jianlin of Wanda Group won the
title of “most loving personal charity donator”.

This was the third time he won this title. He had won
the title in 2005 and 2006. Wanda became the only

one of nearly 7 million enterprises nationwide to win
this title for three times.

Volunteers in Foshan sell paper lanterns to benefit
welfare housing.

China's New Charity Law Aims to Foster
Culture of Giving But Faces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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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烈日當頭，防曬必不可少。可是，再好的防曬都
不能100%抵禦紫外線侵略，若你事務纏身或偶爾偷懶，忘記使用或
者補擦防曬產品，都會讓無孔不入的紫外線乘虛而入。曬後修復的
隨時跟進，好比 「炭中送雪」，不說起死回生，至少可以亡羊補
牢。然而，你知道嗎，不同的曬傷狀況，修復的策略可是大不相同
的哦！

缺水爆皮處方
肌膚症狀：曬後肌膚失去光澤，緊繃乾燥，手感粗糙，局部出現

皮屑，上妝的時候更加明顯，使用護膚品有刺痛感。
快速診斷：陽光中的紫外線以及高溫環境都會讓肌膚表皮細胞迅

速脫水，導致乾燥，甚至起皮，這通常是急性曬後反應中最容易出
現的症狀，如果不及時處理，會令乾燥部位擴大，程度加深，引發
更嚴重的肌膚問題。

補水處方：值得慶幸的是，拋開長久影響不談，缺水祇是日曬帶
來的比較小的肌膚問題，祇要曬後工作做足，就可以在短時間內解
決。這時肌膚就和在高溫下感到口渴的我們一樣，需要清潤飲料。
曬後修復面膜是為乾燥曬後肌膚補水的好選擇，如果手頭沒有這類
產品，可以用化妝棉浸潤溫和的化妝水，敷在肌膚乾燥處。化妝水
的選擇要以溫和為重，若敷用美白類化妝水則要特別謹慎，若選擇
得當固然一箭雙鵰，但過激美白成分也可能會加重肌膚乾燥乃至敏
感。

貼心醫囑：肌膚缺水時去角質一定要謹慎。雖然皮屑令人煩惱，
但此時去角質會導致肌膚更脆弱，非但不能光滑肌膚，反會加重乾
燥，引發敏感。如果爆皮影響美觀，可以用修眉剪小心剪去表面皮
屑，或用熱毛巾濕敷，待皮屑軟化後擦去。

紅熱敏感處方
肌膚症狀：肌膚發癢發紅，感覺灼熱，好像發燒一樣，伴有一些密

集的小疙瘩，嚴重時會出現紅斑、水腫，甚至水包等過敏症狀。

快速診斷：日曬後過敏可能由兩種原因引起：一是紫外線過敏，
平時就對紫外線敏感的人到了夏季對陽光要格外防範，這種光敏感
在冬季和春秋季節往往並不明顯，祇有在光照強度大的時候才出現
過敏反應。事實上，對自身紫外線敏感問題有瞭解和預警的人往往
不會出現誇張的緊急狀況，另外一種由於大量接觸日光，導致肌膚
抵抗力下降，從而引發的急性過敏才最難防範。

舒緩處方：在面對日光性敏感問題時，第一步應當鎮定皮膚，降
低表面溫度，物理性緩解紅熱症狀，好比我們在烈日下需要冰涼甜
品一樣，紅熱的皮膚也需要一份冰激凌來降溫。許多曬後修復產品
都加入降溫鎮定成分，為肌膚帶來清涼感覺。在手頭沒有專門曬後
修護用品的時候，將日常護膚品放入冰箱冷藏室後再使用，也有類
似效果。

貼心醫囑：如果嚴重敏感狀況超過三天仍舊不能好轉，或出現惡
化跡象，應該及時去醫院皮膚科就診，排除過敏源，遵照醫囑服用
或外用抗敏感藥物，以及抗菌消炎藥物，以防止其他不良反應和併
發症。

曬後細紋處方
肌膚症狀：曬後臉部肌膚鬆弛變薄，毛孔粗大，肌膚脆弱的部分

如眼角和嘴角，隨著表情變化，容易有細紋出現。
快速診斷：正如皮膚科專家一再強調的，紫外線對肌膚最大的危

害，並非簡單地改變膚色，而是它帶來的細胞衰老，自由基增多，
從而使肌膚鬆弛，青春不再。也許曬後的細紋看起來僅僅像是平時
不注意保濕導致的干紋，可實際上此時肌膚已經受到傷害，不加補
救，會發展成為不可逆的皺紋。

平紋處方：一般來說，曬後細紋可以通過補水得到部分緩解，但
這解決的往往是表面現象。對於已經深入到角質層以下的細紋，要
緩解和預防更嚴重狀況的產生，首先要解決肌膚的抗氧化問題。紫
外線的照射讓肌膚產生大量自由基，加速細胞氧化，帶來鬆弛、泛

黃和細紋等問題，含有維生素C及衍生物等抗氧化成分產品，可
以有效阻擊自由基的產生，並兼有美白功效。修護在陽光和自由
基下受損的肌膚細胞，通過美容品補充膠原蛋白和勝□等物質，
讓肌膚恢復緊致彈性，是處理曬後細紋的第二步。這好比在去除
身體病症的同時，加強免疫力，適時 「進補」，讓肌膚恢復元
氣，重獲新生。

貼心醫囑：紫外線加速肌膚老化，並非一朝一夕的 「功勞」。
除了及時補救外，還需要建立長效防曬預案，加以預防。陰雨天
和長期在室內時無需防曬的觀點，會導致紫外線在無形中傷害你
的肌膚，因而在這個問題上， 「長治久安」才是硬道理。

暗沉色斑處方
肌膚症狀：不僅膚色整體深了一個色號，原有的色斑也在日曬

後變得明顯，或是本來白皙的臉上出現新生斑點和成片暗沉。
快速診斷：曬太陽會 「曬黑」是眾人皆知的事實，但均勻、健

康和有計劃的曬黑並不可怕，相反，美黑也被許多型人納入夏日
美容的計劃之中。在太陽和膚色的關係問題上，我們的原則是
「不患黑而患不均」：色斑不僅會造成膚色的不完美，更會讓人

的年齡感憑空上昇好幾歲，而且色斑一旦形成，將其連根剷除的
難度，相比整體提亮膚色要難得多。

無瑕處方：基礎美白產品往往祇能作用於整體，起到全臉亮膚
的效果，在解決色斑的問題上，我們更需要集中優勢，對症下
藥。針對局部的美白精華素和其他密集美白產品，正是曬後浮現
斑點的肌膚最需要的。加速新陳代謝，也是去除色斑的好方法。
除了運動和局部按摩等方法之外，加入甘草、胎盤素這些溫和美
白又能促進肌膚更新再生的護膚品，會讓你的去斑任務事半功
倍。果酸和乳酸等成分，對加速肌膚再生作用十分快速顯著，可
以在不引發敏感的前提下，在曬後肌膚穩定的階段，增加使用頻
率，以期更快更有效地瓦解沉積的黑色素。

貼心醫囑：醫學美容手術如激光去斑，可以相對直接地解決局
部黑色素沉積的問題，夏天並不是實施手術的最佳時機。術後肌
膚對陽光會變得更加敏感，如果不挑選日照少的季節，則很有可
能加重色斑，或引發其他肌膚問題。

曬傷症狀不同修復對策不同曬傷症狀不同修復對策不同

做個
甜 美 小 女 人 是 很 多

MM的夢想，甜美的日系髮型
小女人味十足，相信大多女孩都非

常喜愛。現在就展示給大家幾款甜美可
愛的日系髮型，還等什麼，趕緊換個新造型

吧。
這款髮型適合發質柔順且頭髮少的MM。事先將

頭髮分層次剪，且是頂部頭髮蓬鬆呈現出自然的圓線
條，然後將發尾內卷，使兩邊的頭髮包圍住臉蛋，增加
髮型的空靈感和透明感。

讓表面的頭髮自然的蓬鬆，使發線呈現出自然的圓弧
形。將發尾內卷使之包圍住臉蛋，既完美地修飾出了輪廓
又增加了頭髮的光澤。

這款髮型適合發硬粗且頭髮多的MM，事先將頭髮修剪一
下使頂部呈現一個圓弧形。將發尾稍微地燙一下以增加層次
感和頭髮柔順，而後面的頭髮則稍微地外卷使之呈現出線條
美。這樣一個時尚極富個性的髮型就完成了。

要使到劉海的頭髮充滿空氣感並突出柔順的發質感。沿
著脖頸處的頭髮稍微低外卷使之包圍住整個臉蛋，以增加
透明感和質感。

從頭髮的中間到發尾進行角蛋白燙，使頭髮顯得蓬
鬆，並增加髮型的立體感。這樣的一款髮型使你在
這個夏季更加的靚麗，更顯女人味。

頂部比較蓬鬆，而前面的頭髮則自然地散落
下來顯示出流動的線條美。將後面的發燙

一燙以增加立體感。最後染上棕色使
頭髮顯得光澤靚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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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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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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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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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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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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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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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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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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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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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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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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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3月22日 Tuesday, March 22, 2016 星期二 2016年3月22日 Tuesday, March 22, 2016

大眾在德遭全球數百股東起訴

索賠金額逾32億歐元

綜合報導 為期兩天的美聯儲3月

議息會議落下帷幕，美聯儲宣佈維持

聯邦基金利率在0.25%至0.5%的水準不

變。會後聲明提到雖然美國勞工市場

繼續改善以及消費保持增長，但商業

投資及對外貿易的表現略為遜色。聲

明還指出，環球經濟及金融市場表現

繼續為美國經濟帶來風險，令美聯儲

調低其今年經濟增長及通脹預測。同

時，美聯儲主席耶倫的會後聲明偏向

鴿派。

易信總部中國區首席交易官孫宇

表示，美聯儲主席耶倫相對鴿派的表

態表明，此前的G20央行和財長會議

上，主要經濟體或已達成貨幣政策偏

于寬鬆的共識。

鋻於美聯儲利率決議符合預期，

且會後聲明偏向鴿派，美元承壓下挫

，非美貨幣全線上漲。中國銀行外匯

交易員劉淼預計，在美聯儲再度加息

之前，美元指數將在95至 100區間震

蕩。

從利率點陣圖上來看，美國今年

可能只會加息兩次，這與去年年底預

期加息4次相去甚遠。

恒生銀行首席經濟師薛俊昇判斷

，美聯儲將密切審視未來數月的美國

經濟數據，以確保整體經濟未受週邊

因素顯著影響，若未來幾個月數據顯

示美國經濟維持穩健的增長步伐，美

聯儲最快於第三季度加息，並於接近

今年年底時再加息一次，每次加息幅

度為25個基點。

凱投宏觀經濟學家史蒂夫· 墨菲則

認為，美聯儲的加息時點可能在年中

就會發生。史蒂夫· 墨菲分析認為，通

脹水準低於2%的目標水準是制約美聯

儲加息的重要因素，未來能源價格回

升、全球市場整體風險狀況的改善是

促使美聯儲加息的關鍵。史蒂夫· 墨菲

預計，儘管此次美聯儲的表態偏鴿派

，但隨著美國國內物價抬頭以及全球

風險逐漸減小，美聯儲在6月份加息為

大概率事件，並且一旦通脹上升的步

伐加速，可能會迫使美聯儲的加息時

點先於市場普遍預期。

談及對於新興市場的影響，德國

商業銀行高級經濟師周浩表示，此次

美聯儲按兵不動以及幾大央行輪番寬

鬆將帶動資產價格進一步上升，去年

遭拋售的新興市場和商品價格有望出

現較為明顯的反彈，短期將出現資金

流入。與此同時，對於亞洲市場來說

，也會迎來一波亞洲貨幣全面走強。

綜合報導 去年由大眾汽車

“尾氣門”引發的鉅額索賠危機，

已從事發地美國延燒至其老家德國

。據德國媒體14日報道，278名大

眾汽車公司機構股東已通過律師向

德國布倫瑞克地方法院起訴大眾。

這些股東要求大眾賠償它們由於去

年的醜聞造成股價下跌所遭受的損

失，共計超過32億歐元。

這是大眾自2015年9月被曝出

尾氣造假事件以來，首次在德國遭

遇此類鉅額索賠。

去年9月，美國環保署發現大

眾涉嫌在車載電腦中安裝一種可在

尾氣測試中作弊的軟體，隱瞞其真

實排放情況。同月18日，美國環

保署指控大眾在美出售的多款車型

違反美國《清潔空氣法》。此事導

致時任大眾CEO文德恩辭職，並

令大眾在美國面臨最高約180億美

元的罰金。

此次首度在德發起訴訟的大眾

股東“復仇者聯盟”有何背景？據

北德廣播電視臺報道，它們由來自

全球各國的機構投資者組成，當中

既包括保險巨頭安聯、德國儲蓄銀

行等企業的子公司；也包括一支美

國養老基金和來自歐洲、北美、亞

洲和澳大利亞的財力雄厚的企業。

這些企業能夠承受對大眾發起長期

和昂貴的訴訟所需的資金。

代理此案的律師向媒體表示

，由於大眾長期的欺瞞，造成他

的委託人從2008年年中開始就購

入大眾股票，從而蒙受損失。該

律師表示，這些股東要求大眾賠

償從那時起直至現在在股票上的

損失。

大眾汽車方面此前聲稱，尾氣

造假事件僅有一小群技術人員知情

，這部分技術人員設計了前述用於

在尾氣測試中作弊的軟體。大眾汽

車董事會堅稱，他們直到2015年

夏天才了解到此事。

根據 2014 年數據，成立於

1937年的大眾汽車公司是德國第

一大企業，其年銷售額達2024億

歐元。

綜合報導 “超級周”即將迎來

關鍵節點，市場聚焦于週四淩晨的

美聯儲議息會議，市場情緒保持謹

慎，靜待美聯儲貨幣政策態度的指

引方向。

從經濟基本面看，美國2月份零

售銷售環比跌幅收窄，但仍呈下滑勢

頭，或導致美國一季度消費支出數據

放緩。另外，美國2月份PPI表現不及

預期。

市場人士由此預計，美聯儲不會

于本月加息，但對於未來加息速度看

法不一。美聯儲關於貨幣政策路徑的

描述將成為核心看點。

中國銀行外匯分析師陳智輝建議

，關注美聯儲利率預期點陣圖和耶倫

的貨幣政策前瞻指導。如果點陣圖顯

示今年將加息3次，美元將全線飆漲

；如果點陣圖顯示只加息一次，美元

或繼續回落。與此同時，若耶倫發表

鷹派言論，則美元指數有望向100進

發；若偏鴿派，則促使美元向94下

跌。

渣打銀行研究團隊最新發佈的報

告顯示，鋻於全球經濟前景在近幾個

月轉差，美國、日本、拉美、中東、

東歐等市場均呈現出增長放緩跡象，

預計美聯儲年內僅會加一次息。報告

認為，美元走強對美國經濟增長形成

制約，預計美聯儲在3月份會維持利

率不變。未來數月，歐洲央行及日本

央行可能會再度降息，把負利率推至

更低水準。

鋻於不確定較大，在美聯儲決議

之前，市場不願輕舉妄動。易信總部

中國區首席交易官孫宇判斷，除非美

聯儲此次宣佈意外加息，否則很難扭

轉美元整體承壓的局面。

美聯儲維持聯邦基金利率不變

最快或于年中加息
美聯儲利率決議公佈在即

市場情緒謹慎

三重內外因素疊加 中國經濟相機抉擇自由度加大
綜合報導 創造公平稅收環境 有效釋放市場活力

從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獲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

6.4961，較上一個交易日大幅上調211個基點，在岸人

民幣跟隨中間價也大幅上調，截至記者發稿，在岸人民

幣匯率報6.4993，較上一個交易日大幅上調217個基

點，離岸人民幣則出現了回調，報6.4968，較上一個交

易日下調116個基點，在岸離岸市場匯差為25個基點。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美聯儲）宣佈

維持聯邦基金利率0.25%-0.5%不變，同時稱全球經

濟和金融狀況將繼續給美國經濟帶來風險，同時表

示將密切關注通脹水準。

民生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張瑜對記者表示，美聯

儲不加息符合市場預期，同時，隨後美聯儲對外公開的

利率預期點陣圖以及美聯儲主席耶倫的表態讓市場整體

感受偏“鴿派”，美元階段性見頂。那麼，隨著外匯佔

款及外儲下滑放緩疊加美元加息路徑放緩，人民幣短期

內得以喘息，國內寬鬆掣肘有所消退，國內經濟相機抉

擇的自由度也隨之加大。

耶倫表示“近期核心通脹率是

否會持續回升還有待觀察”。不過，

隨著能源價格下降等暫時性因素的減

弱以及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改善，她認

為通脹率在未來兩三年內有望回升至2%的目標。

美聯儲官員公佈的最新季度經濟預測顯示，到

2016年年底聯邦基金利率預計將升至0.9%。此次發

佈的利率預期點陣圖意味著今年會有兩次加息，而

去年年底美聯儲官員預計今年將有4次加息。

從國內方面看，國家外匯管理局最新公佈的數據

顯示，今年2月份，銀行結售匯逆差339億美元，

較1月份收窄近四成。

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表示，從內外部環

境看，近期市場對於美聯儲加息預期降低，如果

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基本符合市場預期，將有助於

國際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的穩定；2016年我國經濟

增長目標為6.5%-7%，在全球範圍內仍屬於較高水

準，吸引外資流入的基本面沒有變。

聯訊證券研究總監付立春對記者表示，預計今

年美聯儲加息的次數為兩次至三次，美聯儲加息的

節奏有助於人民幣資產外流以及貶值壓力的緩解。

而我國應抓住這一時間窗口，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

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和匯率管理的政策制度，在

匯率穩定、經濟持續發展以及外匯儲備的增長三者

之間需要做一個權重的確定，從而進一步明確人民

幣匯率目標水準。

創造公平稅收環境 有效釋放市場活力

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全面推

開營改增試點方案，明確自2016年5月1

日起，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將建築業、

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納入試點

範圍。預計今年營改增將減輕企業稅負

5000多億元。

記者就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有關問

題採訪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相關司

負責人（以下簡稱兩部門相關負責人）

和專家學者。

試點行業全覆蓋
1994年稅制改革，我國建立了增值

稅和營業稅並存的稅制體系，對貨物徵

收增值稅，對服務徵收營業稅。為進一

步深化稅制改革，解決增值稅和營業稅

並存導致的重復徵稅問題，2011年10月，

國務院決定開展營改增試點，逐步將徵

收營業稅的行業改為徵收增值稅。從

2012年1月1日起至今，營改增試點已覆

蓋“3+7”個行業，即交通運輸業、郵政

業、電信業3個大類行業和研發技術、

資訊技術等7個現代服務業。此次國務

院決定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基本內容

是實行“雙擴”：

一是擴大試點

行業範圍。將建築

業、房地產業、金

融業、生活服務業4

個行業納入營改增

試點範圍。自此，

現行營業稅納稅人

全部改徵增值稅。

其中，建築業和房

地產業適用 11%稅

率，金融業和生活

服務業適用6%稅率。

兩部門相關負責人介紹，這些新增

試點行業涉及納稅人近1000萬戶，是前

期營改增試點納稅人總戶數的近1.7倍；

年營業稅規模約1.9萬億元，佔原營業稅

總收入的比例約80%。

二是將不動產納入抵扣範圍。繼上一

輪增值稅轉型改革將企業購進機器設備納

入抵扣範圍之後，本次改革又將不動產納

入抵扣範圍，無論是製造業、商業等原增

值稅納稅人，還是營改增試點納稅人，都

可抵扣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

記者了解到，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審

議通過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方案，財政

部會同稅務總局正在抓緊起草全面推開營

改增試點的政策文件和配套操作辦法，將

於近期發佈。對於如何合理確定增值稅中

央和地方分享比例的問題，財政部也正在

抓緊研究，將按照維持中央和地方總的財

力分配格局不變的原則確定過渡方案。

“增值稅改革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

會決定確立的稅制改革任務的重要內容，

這次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稅制設計難度

大、影響面廣，邁出了全面深化財稅體

制改革的重要一步。”中國社科院財經

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說。

基本消除重復徵稅
營改增作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頭

戲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前期

試點已經取得了積極成效，全面推開營改

增試點，覆蓋面更廣，意義重大。

一是實現了增值稅對貨物和服務的全

覆蓋，基本消除了重復徵稅，打通了增值

稅抵扣鏈條，促進了社會分工協作，有力

地支援了服務業發展和製造業轉型升級。

“全面推開營改增將進一步優化產

業分工，有利於服務業與工業深度融合，

有利於‘專注、專業、專門、專才、專

精’的創新主體競相涌現，將有效激活

新動能、改造傳統動能。”瑞華會計師

事務所管理合夥人張連起說。

二是將不動產納入抵扣範圍，比較完

整地實現了規範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有

利於擴大企業投資，增強企業經營活力。

張連起認為，允許不動產抵扣，不

僅量大、面廣、比重高，而且釋放了鼓

勵投資的明確信號，吹響了打贏“三去

一降一補”攻堅戰的財稅號角。

三是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是財稅

領域打出“降成本”組合拳的重要一招，

用短期財政收入的“減”換取持續發展

勢能的“增”，為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

邁向中高端水準打下堅實基礎。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積極

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張斌表示，

全面推開營改增是力度很大的減稅措施，

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在宏

觀調控中發揮作用。

四是創造了更加公平、中性的稅收

環境，有效釋放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的作

用和活力，在推動產業轉型、結構優化、

消費升級、創新創業和深化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

張連起認為，營改增產生的巨大減稅

效果將成為實體經濟的“潤滑劑”、創新

驅動的“信號源”。“這部分資金活水增

大了企業經營活動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最終會傳導到企業職工，推動產業結

構、需求結構和就業結構不斷優化，為穩

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保就業、強預期

提供‘四兩撥千斤’的財稅動力。”

所有行業全面減稅
營改增試點從制度上基本消除貨物和

服務稅制不統一、重復徵稅的問題，有效

減輕企業稅負。兩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

從前期試點情況看，截至2015年底，營改

增累計實現減稅6412億元，無論是試點納

稅人還是原增值稅納稅人，都實現了較大

規模的減稅，這充分證明營改增的制度框

架體現了總體減稅的要求。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

面實施營改增，從5月1日起，將試點範

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

生活服務業，並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

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確保所有行

業稅負只減不增。

全面實施營改增，是我國實施積極財

政政策的重要著力點。兩部門相關負責人

表示，當前實體經濟較為困難，為了進一

步減輕企業負擔，在設計全面推開營改增

試點方案時，按照改革和穩增長兩兼顧、

兩促進的原則，作出妥善安排：

一是一次性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

融業、生活服務業全部納入試點範圍；二

是將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全部納入抵扣

範圍。同時，明確新增試點行業的原營業

稅優惠政策原則上予以延續，對老合同、

老項目以及特定行業採取過渡性措施，確

保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總體上實現所

有行業全面減稅、絕大部分企業稅負有不

同程度降低的政策效果。

“必須看到，此次改革措施惠及範圍

不僅僅在新納入試點的4個行業，其他行業

也將產生明顯的減稅效果。”張斌強調。

將營改增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

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並將所有

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

後，各類企業購買或租入上述項目所支付

的增值稅都可以抵扣。特別是將不動產納

入抵扣範圍，減稅規模較大、受益面較

廣，通過外購、租入、自建等方式新增不

動產的企業都將因此獲益，前期試點納稅

人總體稅負會因此下降。同時，原增值稅

納稅人可抵扣項目範圍較前期試點進一步

擴大，總體稅負也會相應下降。

對於社會關注的二手房交易涉及的

營改增問題，兩部門相關負責人明確，

基本上是稅負平移，不會增加稅負。

目前，距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已不足

2個月時間，試點準備的時間緊、任務

重。記者了解到，為了確保試點如期順利

推進，幫助納稅人儘快做好試點準備、平

穩實現稅制轉換，財稅部門已作部署安

排。國稅、地稅部門將建立聯席工作制

度，及時辦理納稅人檔案交接手續，並分

批次做好對試點納稅人的培訓輔導。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建立現代增

值稅制度的關鍵一步，接下來的改革任務

主要是簡並稅率、合理確定增值稅中央和

地方分享比例以及完成增值稅立法。”張

斌說。

（綜合報導）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報告共64次提到“創新
”，幾乎等於前兩年報告中被提到次數之和。這其中既有向大眾
提出的“萬眾創新”，也有針對科技領域提出的科技創新，此外
更是為各級政府下達“任務”，要求各地為各領域的創新工作保
駕護航。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那麼，這些創新任務能落到實
處嗎？科技創新會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創新政府”該怎樣建
設？

２０１６，你的雙創“風口”在哪兒？
“沒想到報告居然提了這麼多次‘創新’，次次都說到創業

者的心坎上。”創蜜圈創始人王芊惠在今年兩會期間，專門守在
電視前認真聽了政府工作報告。“‘64次創新’裡，最關心的肯
定是和我們老百姓創業相關的。”

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發揮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
“互聯網＋”集眾智彙眾力的乘數效應。打造眾創、眾包、眾扶
、眾籌平台，構建大中小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創客多方協同
的新型創業創新機制。

“海南的小伙伴們在哪裡，車庫來了！”作為中國最早提供
孵化服務的平台，車庫咖啡在２０１６年將中關村的創新情懷、
創業味兒帶到了海口。

“希望車庫咖啡的到來，能讓中國青年的創業激情扎根天涯
海角。”車庫咖啡合伙人張大明說，新的一年，我們感受到創業
創新的氛圍在全國不斷鋪開，也感受到了各地創業者的情懷。

記者在海口市復興城創業街區看到，隨著一杯杯咖啡熱騰騰
地出爐，創業者們的交談逐漸熱鬧起來。而在這個２０分鐘可以
走完一圈的街區，已經聚集起了近百個創業團隊。

不僅是沿海開放地區，西部大山裡的創業創新大潮也洶湧澎
湃。

“淘手游”是手機游戲玩家熟知的交易平台，但大家不知道
的是，“淘手游”的擁有者——指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就誕生在
黔滇桂石漠化連片貧困區腹地的貴州省興義市。

“未來幾年手游行業的發展必將會在中國出現爆發式增長，
大有超越傳統的ＰＣ端游和頁游的趨勢。”“淘手游”ＣＥＯ楊
鵬說，公司計劃２０１６年年交易額達到５億元，員工數將達到
４００人。

除了普通創客，商界“大佬”們也紛紛出手。
“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產品可以顛覆微信？”提出這個問題的

不是別人，正是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馬化騰。
幾乎每２０年，互聯網終端的演變會對信息業態甚至對整個

經濟業態產生重大轉變。”馬化騰說，“所以我們在思考，下一
代移動互聯網、新一代的信息社會應該是怎樣一個業態。”

３月１８日，阿裡巴巴宣布成立ＶＲ（虛擬現實）實驗室，
並首次對外透露集團ＶＲ戰略。騰訊公司更是在２０１５年底就
完整公開ＶＲ計劃，一些業內人士稱其野心“不亞於下一個微信
”。

和大家分享一組數據：２０１５年中國平均每天新登記注冊
的企業達１．１６萬戶，平均每分鐘誕生８家公司。２０１６年
的數據裡，會出現你的身影嗎？

未來五年，哪些“高大上”創新會改變生活？
先來一道腦筋急轉彎。

問：“世界上最聰明的狗是什麼？”
答案是：“阿爾法狗（ＡｌｐｈａＧｏ）。”
２０１６年初的一場人機大戰讓“阿爾法狗”

出盡風頭，也讓不少國人自問：中國啥時候才能有
自己的“阿爾法狗”？

其實，“十三五”規劃綱要已經給出了答案
——“深入實施《中國制造２０２５》，以提高制
造業創新能力和基礎能力為重點，推進信息技術與
制造技術深度融合”。

“《中國制造２０２５》是動員全社會力量建
設制造強國的總體戰略，其中包括智能制造工程等
八大戰略舉措。”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說，到２０
２０年，中國制造２０２５的第一階段將全面推廣
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應用。

那這對我們的生活有啥影響呢？
周濟認為，隨著大數據、物聯網等不斷發展和

信息技術極速普及應用，世上任何物體都可互聯起
來，可感知、可操控，使人和物更聰明，操控更准
確。

“通俗地說就是萬物互聯，你的車、房子、身
上和家裡各種各樣的設備都智能化、都聯網，可感
知、可操控。”奇虎３６０董事長說，未來５年預估至少會有３
００億台設備，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工作完全連接在一起。

如果你是一個人工智能的“發燒友”，你會發現，這些改變
已經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近日，一款名為“ＥＺＺＹ”的汽車智能共享平台ＡＰＰ在
北京上線，該產品核心是一套智能汽車控制和分享系統，手機下
載ＡＰＰ後就成為一把“萬能鑰匙”，通過搜索附近車輛可鎖定
汽車，中央控制系統可自動鎖閉車門、關閉車窗。目前，首批新
能源車已與該平台形成配套，在北京三環內運營。

看，“十三五”規劃綱要裡的“高大上”正在改變你我的生
活。

誰為創新“保駕護航”？
２０１６年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很大，但政府工作報告說了：

“適度擴大財政赤字，主要用於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創新財政支出方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該保的一定要保住，
該減的一定要減下來。”

別的都好理解，啥叫創新財政支出方式？先給大家舉個例子
。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貴州省拿出了２０億元、年均７
億元幫助小微企業發展、替小微企業擔保從銀行貸款。但由於微
型企業存在規模小、財務管理滯後、信用狀況差等問題，銀行貸
款積極性低，３年才貸款９億元。

針對這一問題，貴州省財政積極探索轉變支出方式，“四兩
撥千斤”，從年度省級財政扶持資金中提取１０％、即７０００
萬元，通過“以獎代補”對承貸銀行貸款風險損失給予補償，消
除其後顧之憂。

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承貸銀行新增微企貸款２５．３
７億元。看，這就是創新支付方式，幫咱老百姓找到創業創新的
啟動資金。

“如果沒有這個政策，我根本不可能從縣農信社貸出創業用
的啟動資金。”貴州省惠水縣和平村村民李坤學是當地小有名氣
的“農民科學家”，長期從事水晶、寶石加工設備研發，獲得多
項國家發明專利。“現在企業每年可生產水晶石加工設備３５０
台，淨利潤５００多萬元。”

“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建設人民滿意的創新政府、服務型政府
。”貴州省財政廳總經濟師王瑰說，“我覺得簡單理解，這就是
要求我們想出新點子、新辦法，幫助群眾創新創業，為人民群眾
的創新創業保駕護航。”

從西部大山深處到首都北京，這樣的“保駕護航”始終都在
你我身邊。

“到２０２０年，中關村將成為全球原創思想的發源地和高
科技創業者實現夢想的首選地……”翻開《創業中國中關村引領
工程（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方案，不僅可以看到振奮人心
的目標與期待，也可以感受到科技部和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實
打實的創新服務。

“建設北京高校大學生創業服務中心”“推廣百度、聯想、
華為、騰訊等領軍企業的經驗”“設立三支特色天使投資基金
”……通過七大工程，百余項實實在在的支持，讓扎根中關村的
歸國創業者傅龍不禁感嘆：創新有了靈氣，創業有了底氣。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每一個創新者來說都是展翅高飛
的新時代。清華控股董事長徐井宏介紹，國家對創新創業給予了
各種政策的支持，中國已逐步從原來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走向
今天的創新驅動，這不僅意味著數字的變化，更意味著真正的轉
型已經到來。

“乘政策的春風，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一部分擁有前沿
技術優勢、最先進的企業將在中國更蓬勃地發展起來。”徐井宏
說。

從 「64次創新」 看中國發展 「第一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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