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B111

休城社區
廣告天地 BB1212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星期日 2016年3月27日 Sunday, March. 27, 2016

星期日 2016年3月27日 Sunday, March. 27, 2016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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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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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Restaurant Equipment & Supplies ww.jks-tx.com
Over 25000 sq. ft.

餐具公司餐具公司JKS HoustonJKS Houston
批發零售

展廳展廳﹑﹑倉庫倉庫﹑﹑現貨供應現貨供應

中西式爐頭中西式爐頭﹑﹑油爐油爐﹑﹑
焗爐焗爐﹑﹑扒爐扒爐﹑﹑雪櫃雪櫃﹑﹑冷凍庫冷凍庫﹑﹑

製冰機製冰機﹑﹑洗滌洗滌SinksSinks﹑﹑
中西廚具中西廚具﹑﹑器皿器皿﹑﹑水喉水喉﹑﹑

PartsParts﹑﹑工工作鞋作鞋

經銷名廠

137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Tel: 281-403-5500
Fax:281-403-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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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150up送 凡購買$300up送凡購買$150up送凡購買$350up送

慶祝農曆新年慶祝農曆新年 化妝品禮盒大贈送化妝品禮盒大贈送
（中國城第一家位敦煌廣場內）
COSMETICS
BLOOMINGBLOOMING

本店誠徵經理及銷售人員，請電洽或上門應徵

9889 Bellaire Blvd, #B 24B, Houston TX 77036 (832)834-0610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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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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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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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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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休士頓亞裔商
會和休士頓社區學院(HCC)聯合開設，富國銀
行(Wells Fargo)提供贊助的 「企業家和高級管理
人員中文培訓班」，26 日在Holiday Inn舉辦成
功企業家高峰會(CEO Summit)，邀請僑界各領
域企業家分享成功創業經驗，傳授經營管理之

道。
該培訓班今年1月中開課，課程豐富，包含

商業計畫、財務、金融、營銷、合同法、勞工
法及美國商務文化等，目前培訓班進行順利，
頗獲社區廣大回響，將於4月14日舉行結業典
禮。其中，各領域專家分享創業經驗受到學員

喜愛。活動上，何益民博士、美南新聞董事
長李蔚華、三菱集團美洲總裁James Gu、該
項目培訓課程策畫人喻斌、首都銀行創辦人
王敦正和玉皇化工美國公司總裁姚超良等六
位業界成功人士，與 27 位學員分享自身創
業經歷和秘訣，並提供問與答交流學習。
何益民表示，每個成功企業家都有其經營

之道， 「領導有方，糞土變黃金」。他舉石
油產業創業和市場概況為例，認為企業主必
須要看法獨到，才能綜觀全局。另外，員工
獎懲制度也非常重要，管理原則要有方針，
當個20世紀新時代管理人。
李蔚華則分享當年如何用500元辦報的勵志

創業故事，現階段美南新聞全美發行量約20

萬份，是全美唯一土生土長
的華人平面紙媒，華人媒體
創業成功案例。他說，成功
之道在於不斷努力，逆向操
作以免費報紙模式經營，之
後發展電視與新媒體，走在
地路線，貼近民眾生活。他
強調，華人在美有兩目標，
發揚中華文化與提升華人在
美社會地位，事業成功之餘
，也要對美國社會有所回饋
。

James Gu 則說，創業需
要有一個夢想、執行力和遠見，設立階段性里
程碑，讓時間去佐證，靠團隊去執行。他說，
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需有能力知道運作細節，
建立適合公司的團隊和了解團隊強項弱項，才
能做好經營管理。喻斌則提及時間安排重要性
，懂得建立關係和重視自我價值。

王敦正表示，作生意有三大要素，需要把

人才放在對的位子(Niche)，聰明經營(Work
smart)和廣交好友，擴展人脈。最後，姚超良也
分享自身創業歷程，提供學員參考。

活動上，專業講師與學員也互相交流意見
，分享商業管理的訣竅，希望藉由此交流學習
平台，幫助企業家在競爭激烈的龐大市場中尋
找商機，帶動休士頓商業流通。

亞裔商會培訓班 企業家分享成功之道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中國國民黨主席補選於昨天早上
（休士頓時間五點多）傳來消息，洪秀柱以七萬8829票，得票
率56.16%，當選國民黨歷史上首位女性黨主席，休息傳來，休士
頓僑界一片歡欣鼓舞。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甘幼蘋表示：她能夠當選，大
家都好高興，她是中國國民黨百年以來第一位女性黨主席，希望
他的當選，為國民黨帶來一些新的氣象。洪秀柱以敢言，有話就
說，不會躲躲藏藏，相信在她的領導之下為國民黨帶來新氣象。
甘幼蘋說：本黨在 「九合一」選舉失敗後，就頹廢下去，希望洪
秀柱的當選可以讓國民黨再重新出發。甘幼蘋表示：，國民黨海
外部主任郭昀光先生本來3月10日要來休士頓，因選黨主席可能
延後至今年五月份來，屆時，休士頓國民黨員，將歡聚一堂，共
同為黨的改革，獻計獻策。

國民黨 「中評委」葉宏志表示：這次黨主席選舉，共有四人
出來競選，表示大家對黨改革的期望非常高，因為過去從來沒有
這麼多人。洪秀柱以56.16%的支持率
當選，表示她獲得多數黨員的支持，用最民主的方式得到大家的
支持.

葉宏志希望她當選以後，將國民黨改革以適應國內的政治生
態，希望能夠在國會內做好在野黨角色，好好監督，希望四年後
有機會得到多數黨員的支持。洪秀柱希望國民黨能夠得到台灣老

百姓的認同，支持，作為第一位女性黨主席，希望她能夠在國民
黨的傳統上繼續努力。葉宏志也指出，洪秀柱以前的政見，被批
評 「太統派」，希望她有所修正，以台灣老百姓與國民黨未來的
基礎為走向，把台灣帶向更好的未來。

國民黨 「中評委」林國煌先生表示：我覺得這個選舉結果非
常好，洪秀柱她人很熱心，很得人望，現在她有 「人望」，她不
求名，不求利，以良心做事，誠心誠意，為國民黨服務。林國煌
說：洪秀柱的任期至2017年8月，因為她是遞補馬英九，朱立倫
未完成的任期。，明年，她很可能再選上，與四年後總統選情接
近，希望她好好做事，將國民黨的黨產用到老黨員身上，不要讓
民進黨拿去充公，屆時很多老黨員又將再回來。

林國煌表示：國民黨上次選舉之所以失敗在於馬英九 「年終
獎金」政策失去民心，這些老黨員是最早一批隨老蔣總統到台灣
去的，他們也是中華民國最窮的一批人，當時到台灣時，政府的
政策：不買地，不買房子，當時（年終獎金）的預算，是給他們
的子女交學費的，現在他們的孫子輩都已成年，而他們每年就靠
這一，二萬元過年，全部預算也不過幾千萬台幣，馬英九將此預
算取消，使得這批對國家最忠貞的一羣軍公教人員，不肯出來投
票，使國民黨痛失政權。林國煌期待洪秀柱能善待他們，很多老
黨員又會回來。

洪秀柱當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26

日即致電祝賀。他希望國共兩黨以民族大義和同胞福祉為念，堅
持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鞏固互信基礎，加強交流互動
，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海和平穩定。

洪秀柱發表當選感言表示：感謝大家讓她有機會彎下腰撿
起第一塊磚頭，在廢墟中重建家園。 「我們發現黨員同志的心是
在一起的，心在一起就能團結，國民黨就有明天和希望」

洪秀柱高票當選國民黨歷史上首位女性黨主席
休士頓僑胞一片歡欣鼓舞，期待她在廢墟中重建家園

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後排右一後排右一))偕眾項目講師和商會董事成偕眾項目講師和商會董事成
員合影員合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右))贈送著作贈送著作 「「從哈佛看世界從哈佛看世界
」」 ，，左為另一項目講師李雄左為另一項目講師李雄。。((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圖為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甘幼蘋圖為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甘幼蘋（（右右））與洪秀柱與洪秀柱（（左左））合影合影。。
（（照片由甘幼蘋提供照片由甘幼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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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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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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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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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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111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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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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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糖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每週二、五)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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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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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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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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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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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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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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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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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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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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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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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Clements高中約2300呎靚宅﹐4房2個半衛浴﹐雙車庫﹐高廳﹐新廚房﹐新衛浴﹐私家泳池﹐綠帶景觀﹐小學﹐初﹑高中均好﹐走路可達﹐圖書館﹐郵局及兩個
大湖﹐為養育兒女極佳寶地﹐$330K讓﹒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7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
多項加級﹐超值價$32萬﹐絕無僅有﹒

˙Missouri City﹐2600呎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木地板﹐高廳﹐好學區﹐$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地產
精選

特別
推薦

◆中國城，醫療中心數個1、2、3室數單元轉讓，3萬-10萬不等。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微信：amys0529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批發房，現金價，行銷快，請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得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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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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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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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3月27日 Sunday, March. 27, 2016 星期日 2016年3月27日 Sunday, March. 27, 2016

東京畢業生專場招聘會東京畢業生專場招聘會 應聘者著裝整齊劃一應聘者著裝整齊劃一

日本東京，當地舉辦畢業生招聘會，求職者穿著整齊劃一的黑白職業裝聚集在招聘會
現場，十分壯觀。

東京上野公園迎來東京上野公園迎來““賞櫻季賞櫻季””
遊客紛紛駐足拍照遊客紛紛駐足拍照

日本東京上野公園迎來日本東京上野公園迎來““賞櫻季賞櫻季”，”，美麗櫻花吸引遊客駐足拍照美麗櫻花吸引遊客駐足拍照。。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全
國
精
品
展
在
上
海
展
出

全
國
精
品
展
在
上
海
展
出““天工開物天工開物———非物質文化遺產全國精品邀—非物質文化遺產全國精品邀

請展請展””在上海灘大美術館舉辦在上海灘大美術館舉辦。。展覽旨在構建中展覽旨在構建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加強文化遺產保護，，
提升以提升以““手作手作””為核心競爭力的傳統工藝美術為核心競爭力的傳統工藝美術。。



廣告天地 BB1010 BB33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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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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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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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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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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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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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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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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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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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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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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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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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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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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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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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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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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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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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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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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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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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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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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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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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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3月27日 Sunday, March. 27, 2016 星期日 2016年3月27日 Sunday, March. 2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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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前新華人

報社長陳瑞琳

，去年十月應澳門大學第二度邀請，

飛行萬里，到當地講學授課，大受澳

大師生歡迎，極有可能會在今年年尾

，三赴濠江，再上澳大會堂，升咪講

座。我跟陳社長本是素不相識，五年

前有幸相遇，同是文人，只是風格相

異，彼此文來文往之下，社長愛才，

納我加入新華人報，每周撰稿。為報

知遇之恩，我獨創「論盡古今」專欄

，評論古今中外，世情古事，三年下

來，頗受休市僑友歡迎，更蒙美南新

聞督印人李蔚華先生賞識，許我自設

「美南人語」及「政海楓聲」兩專欄

，周日刋於美南新聞報上。及中美信使報謝忠

先生招我為其撰寫「楓人風語」專欄。故隨溯

起來，能夠在休市報墟壇上立足，要感謝陳社

長當年引進之恩。

上個周一，見陳社長有文章「澳門是座城

」刋於報上，講述她本人對澳門的看法。我是

出生於澳門，成材於香港，現今就多年閱歷及

求學所知，以澳人身份，指出澳港差別，聊作

史話。

自抗戰年代開始，坊間就有「澳門街、香

港地、廣州城」的話法。它的含意是：澳

門細到似條街，香港則成氣候是塊土地，

廣州源遠流長，具大城市風範。因此港人

常看不起澳人，而澳人也不大喜歡香港人

的傲慢自大，然而，傲慢自大的人，也必有些

「把炮」，才有資格看不起他人。所以我們澳

門人還需多看人家的強項，對照自身之不足，

方能自我完善。實際上，不用說澳門，在亞洲

，甚至全球，有資格跟香港比較的地方，十隻

手指數得出。既然如此，澳門人亦何必介懷呢

？

香港為什麽成功？法治先行、機會平等、

競爭激烈、人傑地靈之故也！香港開埠之初，

鄰近珠三角地區就有大量民眾，前往香港尋找

機會。至於澳門，一直無甚吸引力，基本上只

是一個讓人躲避中國戰亂的庇護所。直到一九

四九年中國在大陸建政之前，百年來中國凡是

跟商業沾上邊的人要謀求發展前景，基本上只

有兩個選擇：一是上海，一是香港。上海有租

界（包括英美共管的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

，香港則是英治，兩地的共同點是法治和自由

。至於廣州，因很多商人在粵港兩邊走，所以

廣州亦被香港帶絜，取得一定的發展。

澳門儘管比香港早開埠三百年，但只是一

個封閉、停滯和缺乏生機的地方。葡國殖民者

的收入，除了稅金之外，就是賄金。葡人通過

收受賄賂，維護極少數人對經濟的壟斷，其他

本地人和外來人，都沒有機會。但澳門地方細

小，正行生意缺乏自由的外來投資，就只能發

展「偏門」生意：賭博、妓寨、豬仔貿易、鴉

片貿易，最後，以賭博為主力的「偏門」成為

支柱。即使是這個行業，亦是保持極少數人

「玩晒」的壟斷狀態。

不但華人，就連不少葡人、土生，都成為

壟斷性經濟的受害者。故除了華人之外，葡裔

人士亦因澳門「環頭太窄」，紛紛前往香港揾

食。由於土生擁有兼懂英文和粵語的優勢，在

香港財經行業撈得唔錯，匯豐銀行就有很多澳

門土生任職。因赴港謀生的葡人眾多，在香港

亦構成一個社區，比起在他們的殖民地澳門，

過著更加高尚體面的生活，亦是對澳門不合理

經濟結構的一個諷刺。

香港作為一個競爭激烈的地方，居民遇事

也不會太「順攤」，所以不要以為殖民地時期

，好像沒有甚麽社會訴求，港人十分甘心情願

做「順民」。其實百年來香港的勞資糾紛此起

彼伏，「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正是一間人造花

廠的勞資糾紛。然而，英人對於香港的勞工問

題，一直十分避忌，擔心會由此刺激華人的民

族主義情緒，從而造成香港的動盪而使投資者

卻步，故通常採用息事寧人的態度，促使資方

讓步，將衝突化解於未然。而且，每當有其他

種族居民向港英政府提出某些權利的要求，英

人都因擔心華人會提出同樣的要求，使局面不

可收拾而拒絕之。

因此，香港的種族對立並不嚴重，這對於

維持一個和諧的投資環境，相當重要。事實上

，英人登陸香港伊始，就得到當地華人提供生

活上的各種補給，故英人和華人的關係，一開

始就比較平和。對比之下，葡人與華人的關係

就較差。例如十九世紀來澳擔任總督的亞馬留

，一上任就在澳門徵收地稅、人頭稅等多種稅

項，對澳門人毫不體恤。亞馬留本人亦因強行

鏟平望廈居民的祖墳，而被華人刺殺。

既然本地人無甚發展機會，外地人也不得

其門而入，澳門哪來甚麽人才？因此，四百多

年來的澳門，就像今天中國的很多農村，具有

謀生實力和潛質的人，都紛紛前往城市尋找機

會。不過澳門也有其優勢一面。因多年來主力

發展博彩業，21 世紀後，更將賭權開放，引發

美資企業進軍澳門，大開特開美侖美奐賭場。

在過去十年之間，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居民洶湧

澎湃湧來澳門，令到澳門市面繁榮、一派娛樂

昇平，政府收入有如豬籠入水。

然而「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自從

習近平政府上台後，高舉反貪反腐大旗，對貪

官污吏格殺勿論，雷厲風行之下，平日億萬富

豪之友全部消聲匿跡，以至澳門賭場收益大大

縮水，今天澳門政府正謀求新的出路，以挽救

正在沉淪的局面。

至於香港今天好像「立立亂」，但依筆者

來看，小菜一碟而已。香港雖然步履維艱，但

保持澎湃活力，有一定的刺激才有生機。但願

澳門要思長進，力求美好的明天。

澳人話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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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着難民政策 默克爾連任生變
楊楚楓楊楚楓 自從敘利亞、

伊拉克爆發內戰

以來，國內數以

百萬計的子民，為逃避戰火蹂躪，不惜冒着生命危險，在國際蛇

頭的擺布下，或經陸地、或循水路，逃離家園，衝向歐洲諸國。

短短年餘光景，已有過百萬難民被歐盟國家接收，但滯留在邊界

的難民，尤其是希臘、土耳其及馬其頓，目前仍有大約三萬七千

名之眾，而且當地衛生條件不佳、食物不足、氣候常變，令各方

憂慮，隨時隨地會爆發難民強行入境的危機。

上述三國在歐洲聯盟舉行的高峰會議時，同一口徑地說：

“我們再也不能獨自承擔這種壓力。”他們希望歐盟可以譲他們

宣告，此一地區進入緊急狀態。

目前已有三萬多名難民困在希臘，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在伊

多梅尼。一些援助團體早已通報，此地食物和帳篷不足。過去多

天來，以敘利亞人和伊拉克人為主的這些難民，經常在馬其頓鎮

暴警察把守的鐵絲網前示威，要求放行。連日以來，己有數百名

難民試圖穿越鐵絲網上的一個缺口，結果在警方發射催淚瓦斯下

退回原地。

對於今次的難民潮，德國總理默克爾以悲天泯人的態度，寬

容大量地接受，並且宣示：一年之內，可以收納100 萬名難民，

豪氣之大，震驚德國本土、歐盟各國、以至世界各地。為此，她

遭受到執政十年來最大的一個政治挫折，她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

盟（基民盟）在日前的地區選舉中，在巴登——符騰堡、萊茵蘭

——普法爾茨及薩克森——安哈爾特三州的地區內，選舉失利。

尤其在巴登——符騰堡州及萊茵蘭——普法爾茨州招致極大挫敗

，一敗塗地，只保留了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領先地位。新興

的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一舉成為大贏家，跨過進入州議會所需的

百分之五支持率的門檻。

德國三個州於三月十三日同時舉行各自聯邦州選舉。由於該

三州擁有超過一千二百萬合資格選民，事關德國未來的政治格局

。該日故被借用美國大選術語稱作“超級星期天”。對於今次現

任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於“超級星期天”敗走麥城

，有德國民眾直言不諱：“這歸究於她的難民政策”。這是德國

自二○一五年夏天難民危機爆發以來的首次選舉。也讓人們首次

有機會給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投票，此次選舉的結果也暗示着明年

德國大選的走向。

作為選舉的重要議題，從去年延續至今並愈演愈烈的難民危

機，讓默克爾近來在德國內外遭到了嚴厲批評。此次選舉也被視

作對默克爾難民政策的考驗。成長於一個基督教新教牧師家庭，

宗教救世思想使默克爾不顧國內外壓力，堅持向難民開放的政策

。她甚至號召德國國民發揚人道精神，舉國堅持“歡迎難民的文

化”，但不堪重負的民眾怨聲載道。然而，面向難民的閘門一打

開就無法關上。二○一五年，超過一百萬人湧入德國，引發德國

民眾對如何應對難民潮的擔憂。這位半年前為大批敘利亞難民敞

開國門、被譽為“媽媽默克爾”的全球年度“最強女人”，正面

臨着政治生涯中最艱難的考驗。

百萬難民中多數是穆斯林。近年，德國社會反對“伊斯蘭化

”的思潮漸成氣候，跨年科隆事件進一步激發了德國社會的不滿

，越來越多民眾不願接受難民；一些社會精英甚至宣揚，穆斯林

根本不可能融入德國社會，他們將“把德國毀掉”。加上默克爾

之前一直竭力推進“歐洲解決方案”，卻遭各國反對，“歐洲解

決方案”走不出家門，涉及各國的難民問題更演變成了“德國人

的問題”。

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是默克爾難民政策的反對者，主張加強

邊境管控、驅逐無避難權利者。該黨在二○一三年九月舉行的德

國聯邦議院大選中，以一個剛成立數月的新政黨姿態便獲得百分

之四點七的選民支持，早已引起各界關注。此後因領導層變動等

問題，該黨支持率受到影響。

近半年以來，大批難民持續湧入，在德國引發種種問題，默

克爾接納難民的政策飽受指責。憑藉在難民問題上較為強硬的立

場，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逐步回升。結果在是次三個地方的選舉

中，德國選擇黨均輕鬆跨過進入州議會所需的百分之五支持率的

門檻。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該黨更擊敗一些傳統大黨取得

了兩成四選票的驚人結果，緊隨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

（基民盟）位列第二。德國每四年舉行一次由各政黨參加的聯邦

議院選舉。

根據相關限制條款，只有獲得百分之五以上選民選票或者

至少三個直選議席的政黨才能進入議會。德國選擇黨此次的大勝

，使得其初具問鼎聯邦議院的資格，意味着該黨將有可能結束在

地方層面的“小打小鬧”，直接參與難民、歐盟等重大政策的制

訂。

經過“超級星期天”選舉後，與德國選擇黨相比，默克爾領

導的基民盟士氣低落，失去了巴登——符滕堡和萊茵蘭——普法

爾茨兩個州的地方議會主導權。這對於希望尋求連任的默克爾而

言，無疑是消極的信號。選舉結果更凸顯難民問題的緊迫性，德

國政府應思考採取何種措施更好地應對難民潮、消除部分民眾的

疑惑和不安情緒，否則，基民盟明年大選將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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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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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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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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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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雅萬高鐵50年特許經營協議簽署
特許經營權為期50年

瀾滄江－湄公河合作
首次領導人會議23日召開

法國波爾多葡萄酒
2015年對華出口大增

綜合報導 法國波爾多葡萄酒行

業協會22日發佈報告稱，2015年法國

波爾多地區生產的葡萄酒對中國出口

大幅增長，中國再度成為波爾多葡萄

酒第一大出口目的國。

據統計，2015年波爾多葡萄酒對

華出口量達4790萬升，比2014年增長

31%，佔波爾多葡萄酒出口總量的

24%；出口額達2.77億歐元，比2014

年增長25%，佔出口總額的15%。

據波爾多葡萄酒行業協會工作人

員介紹，在中國中產階層日益壯大、

政府強力反腐的背景下，波爾多葡萄

酒對華出口結構出現了高檔酒比例下

降、中檔酒比例上升的趨勢，越來越

多的中國年輕人開始購買波爾多葡萄

酒。

在中國市場上，波爾多葡萄酒幾

乎成為法國葡萄酒的代名詞。據波爾

多葡萄酒行業協會介紹，法國對華出

口的帶有原產地保護的葡萄酒中，波

爾多酒的數量佔到 67%，出口額佔

75%。

波爾多葡萄酒行業協會副主席阿

蘭· 西謝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近

年來很多中國投資者到波爾多地區投

資並購酒莊，基本上是為向中國出口

葡萄酒提供穩定貨源，為波爾多葡萄

酒在中國的推廣做出了重要貢獻，波

爾多地區歡迎中國投資者的到來。

綜合報導 瀾滄江－湄公河合作

（瀾湄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23日將在

海南三亞召開。分析認為，瀾湄合作機

制將全面提升沿岸國家務實合作，縮小

地區發展差距，促進中國－東盟關係發

展，為區域合作和地區一體化建設作出

積極貢獻。

中國、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

、越南六國領導人23日將齊聚三亞舉行

瀾湄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此次會議將

以“同飲一江水，命運緊相連”為主題

。各國領導人將確認合作目標、重點領

域和優先方向，並探討下一步合作路線

圖。會議將發表若干重要合作文件，涉

及機制發展方向、產能合作、項目設計

等。六國領導人將舉行瀾湄合作啟動儀

式，共同參觀瀾湄國家合作展，中泰兩

國領導人將作為會議共同主席共見記者

。此外，李克強總理還將與五國領導人

舉行雙邊會見。

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表示，推進瀾

湄合作是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設亞

洲命運共同體倡議的具體實踐，也是為

促進次區域發展與繁榮提出的中國方案

。湄公河國家發展前景廣闊，是中國推

進“一帶一路”建設和開展國際產能合

作的重要夥伴。瀾湄合作將進一步深化

六國睦鄰友好，促進成員國經濟社會發

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推動東盟共同

體建設和區域一體化進程，幫助六國共

同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

瀾湄合作機制籌建工作目前順利

推進，確定了“3+5”合作框架，即以

政治安全、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社會

人文為三大合作支柱，以互聯互通、

產能、跨境經濟、水資源、農業和減

貧為五個優先方向，目標是建立互利

互惠、合作共贏的瀾湄國家命運共同

體。作為新型次區域合作平臺，瀾湄

合作具有共謀發展、合作務實、開放

包容等突出特點。它由六個發展中國

家組成，致力於打造南南合作新典範

，將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

議程作出積極貢獻。

瀾湄六國雖然國情不同，但在工業

化、基礎設施、產業結構升級、農業現

代化等方面有共同的合作需求，具有互

補優勢。瀾湄合作機制已有78個早期收

穫項目。本次領導人會議上還將推出一

批重大合作倡議與成果。

湄公河國家多處於工業化初期，基

礎設施建設需求旺盛。中國在基建方面

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鋼鐵、水泥、電

力、交通、造船等方面擁有先進的工業

裝備和充足產能，性價比高。中方可有

針對性地與湄公河國家開展產能合作，

幫助它們以更低成本和更快速度推進工

業化進程，前景廣闊。

分析指出，瀾湄合作的三大支柱與

東盟共同體建設三大支柱完全契合，將

有力推動東盟共同體建設，促進區域一

體化進程，是中國－東盟合作的有益補

充。這一合作機制將與大湄公河次區域

經濟合作、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

等既有次區域合作機制相互促進，相互

協調，並行發展，相輔相成。

泰國法政大學比裏· 帕儂榮國際學

院教授楊保筠說，瀾湄機制如果落實得

力，湄公河沿岸各國物流和經濟合作暢

通帶來的實惠，也會輻射東南亞其他國

家，從而對進一步加強中國－東盟關係

發揮積極作用。

印尼交通部與印尼雅萬高鐵合資公司

在印尼雅加達簽署特許經營協議，這是繼

2016年1月21日印尼雅萬高鐵項目開工奠

基之後，該項目推進過程中取得的又一進

展。

根據協議，印尼交通部將雅萬高鐵的

特許經營權，給予了由中國鐵路總公司牽

頭組成的中國企業聯合體與印尼維卡公司

牽頭印尼國企聯合體組建的雅萬高鐵合資

公司。特許經營權將從2019年5月31日開

始，為期50年。

中國鐵路總公司有關負責人指出，中

國和印尼兩國政府對推進印尼雅萬高鐵建

設高度重視，兩國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始

終密切溝通合作。這次特許經營協議的簽

署，是雅萬高鐵項目順利推進的又一重要

標誌和成果；為期50年的特許經營，意味

著兩國在鐵路方面的長期友好合作進入了

新的階段；印尼政府主管部門簽署協議，

標誌著雅萬高鐵項目全面施工獲得了重要

法律保障。

據了解，雅萬高鐵一期工程全長142

公里，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第四大城

市萬隆，最高設計時速350公里，計劃3

年建成通車。屆時，雅加達到萬隆的車

程將由現在的3個多小時縮短至40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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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的全能球王告魯夫日前
因癌症逝世，享年68歲。對於老
一輩球迷而言，告魯夫是一個時
代的代表，至今很難找到頂替他
的球星。荷蘭全能足球大師米高
斯創立了全能足球，“進攻、進
攻、進攻”，告魯夫便是他的得
意弟子，另外還有阿積士的第11
人（門將也參與進攻）。

荷蘭的全能足球出現後，很
多新的戰術應運而生，讓球迷大
開眼界，亦帶來了足球戰術革
命，例如集體佈防越位陷阱，以
及10人壓迫性足球戰術。這些革
命性戰術的產生，就是足球革命
家米高斯的功勞。

由於佈防越位陷阱和圍、
迫、搶戰術的需要，當年的阿積
士以及荷蘭國家隊的所有球員都
有強大的體能，甚至在失球時用
超技術去防止對手進攻，不惜犯
規。

說回告魯夫的踢球和教波風
格都是一時無兩的。有專家分
析，告魯夫當巴塞教練時，把米
高斯的真傳融入巴塞羅那，他又
把真傳傳給了他的得意弟子列卡
特，因此巴塞能够成為地上最
強，這其實是荷蘭全能足球演繹
的現代版。

只求進攻的足球也付出了代
價，荷蘭連續兩屆屈居世界盃亞軍，他的
全能足球後來便被西德的破越位陷阱所
破，雖然荷蘭未捧過世界盃，但他對足球
的貢獻是偉大的。

別了，全能球王告魯夫，你對足球的
功績至今仍無人可以代替。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體壇縱橫

全
能
球
王
告
魯
夫

俄羅 斯
田 徑

興奮劑風波繼
續發酵，繼國
際體育仲裁法庭
宣佈剝奪 2012 年
倫敦奧運會男子50
公里競走冠軍基爾亞
布金的金牌後，倫奧女
子20公里競走亞軍卡尼什金娜的銀牌也
被剝奪。
在2012年8月12日的倫敦奧運會女子20

公里競走比賽中，俄羅斯新秀拉什馬諾娃最後
時刻後來居上，超越隊友、衛冕冠軍的卡尼什金

娜，以1小時25分02秒奪取金牌並打破世界紀錄，後
者獲得銀牌。中國藏族姑娘切陽什姐以1小時25分16
秒得到銅牌並打破亞洲紀錄，名將劉虹拿到奧運會第
四名。

感慨萬分：“讓我哭一會”
在得知卡尼什金娜被剝奪銀牌後，劉虹感慨萬

分，她在個人社交媒體上寫道：“此時此刻我的心情

你們理解嗎！讓我哭一
會。”
對於劉虹的留言，中國

國家田徑隊隊友謝震業、史
冬鵬及鞏立姣等紛紛點讚。
鞏立姣還評論說：“理解理
解。”
作為中國競走的領軍人

物，劉虹在女子20公里的實
力毋庸置疑，2015年起全面超越俄羅斯軍團：去年年
初創下1小時24分38秒的新世界紀錄；去年的北京世
錦賽，劉虹更力壓群芳封后，為東道主中國田徑隊奪
得唯一的金牌。

有中國傳媒統計，劉虹目前已擁有兩枚世錦賽金
牌，分別是2015年北京世錦賽及2011年大邱世錦賽
金牌。另外，2013年的莫斯科世錦賽，劉虹獲得銅
牌；2009年柏林世錦賽，劉虹獲得銀牌，令她在世錦
賽的獎牌數目累積到2金1銀1銅。如果再加上2014
年太倉世界盃不敵俄羅斯選手獲得的銀牌及今次升格
的倫敦奧運會銅牌，劉虹在世界田徑三大賽的獎牌總
數已達2金2銀2銅，有望比肩劉翔的2金3銀1銅，
成為中國田徑的新霸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據美聯社消息，倫敦奧運會女子20公里競走亞軍卡尼什金娜銀牌被剝奪，令當時獲得銅牌的中

國運動員切陽什姐升格為亞軍，第四名的另一中國名將劉虹則遞升為季軍。也就是說，中國

田徑隊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又增加了一枚銀牌。而劉虹個人在奧運會、

世錦賽及世界盃三大賽事的獎牌數已累積至2金2銀2

銅，逼近劉翔的2金3銀1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26日在沙田馬
場舉行的“同心同步同樂日”邀得奧運金牌得主李
麗珊及前曼聯球星朴智星出席，齊齊見證超過一千
名學生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對於同鄉金判坤（金
Sir）帶領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踢出佳績，朴智星坦
言有所聽聞，而對於韓國隊則希望在下屆世界盃殺
入八強。

超過一千名中、小學生26日在李麗珊、朴智星
及張偉良等體壇名宿見證下完成創舉，在1小時內

完成全長3,745.38米的打氣紙圈鏈，成功刷新健力
士世界紀錄，馬會主席葉錫安更宣佈捐款逾1,800萬
港元予香港體育學院成立“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
計劃”，以支持本地運動員未來三年發展。

港足在韓籍主帥金判坤帶領下踢出佳績掀起
“韓風”，作為韓國名宿的朴智星亦坦言早已聽聞
金判坤的事蹟：“我小時候踢球已知道金判坤是一
名出色的球員，雖然彼此間沒有接觸，不過亦知道
他帶領港足成績不俗，我很為他高興。”

球員時代無論在國家隊及歐洲球壇均享負盛名，
朴智星對韓國足球的發展亦寄予厚望：“韓國足球一
直在進步當中，我相信進入決賽周至少殺入前八名，
我們與歐洲及南美足球水平正在拉近當中。”他更點
名目前効力熱刺的孫興民有力成為韓國隊新皇牌。

而朴智星曾效力的曼聯今季成績一般，他指出
李斯特城目前佔優有力創造歷史奪得英超錦標，而
熱刺及阿仙奴雖然仍有後來居上的機會，不過形勢
已傾向李斯特城。

名宿同樂 朴智星久聞金Sir事蹟

劉虹 Liu Hong
出生地：江西安福

出生日期：1987年05月12日

身高：1.61米

體重：46公斤

運動項目：田徑女子20公里競走

風光史
2015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葡萄牙站
冠軍
2015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西班牙站
冠軍
2015世界田徑錦標賽
冠軍
2014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瑞士
冠軍
2013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瑞士
冠軍
2013世界田徑錦標賽
第三名
2012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太倉站
冠軍
2011世界田徑錦標賽
亞軍
2009世界田徑錦標賽
第三名
2008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北京站
冠軍
2006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揚州站
第三名
2006世界青年競走錦標賽
冠軍

■朴智星（中）
與 小 朋 友 踢 球
樂。 郭正謙 攝

■奧運冠軍李麗珊（左一）與
張偉良（左三）等出席“同心
同步同樂日”。 郭正謙 攝

■■倫奧三甲倫奧三甲：：俄羅斯選手拉什馬諾俄羅斯選手拉什馬諾
娃娃（（中中）、）、同胞卡尼什金娜同胞卡尼什金娜（（左左））
及中國選手切陽什姐及中國選手切陽什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虹去年在北京世錦賽奪冠。 資料圖片

■■劉虹劉虹（（右右））倫奧恭賀隊友切倫奧恭賀隊友切
陽什姐破亞洲紀錄陽什姐破亞洲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際田聯（IAAF）主席高爾（右圖）日前在接受
採訪時說，田徑運動已變得有些“乏味”，為了生存
必須進行“激進”的改革。
去年8月當選國際田聯主席的高爾是在接受英國

廣播公司採訪時首先談到世界錦標賽的日程，他說為
期10天的世錦賽時間太長了。1983年第一屆比賽開
始舉辦時，人們會看完9到10天的比賽，但現在他們
不可能有這樣的耐心了。他說，世錦賽在5年之後必
須要縮短。

國際田聯室外比賽的賽季從每年5月開始，到9月

結束。高爾認為賽季太短，每年人們
有7個月的時間沒有比賽可看，記者也
沒有什麼可寫。“我們必須改變這樣
的狀態，將賽季延長。也許我們應該
尋找氣候適合比賽的地區，同時開發那裡的市場”。

他認為，現在有太多的著名選手無賽可比，這就
增加了田徑比賽推廣的難度。“如同巴塞羅那隊在推
銷賽季票時，告訴球迷美斯只參加三分之一的比賽一
樣”。他建議增加名將之間的對決，增強比賽的觀賞
性。 ■新華社

IAAF主席指田徑要大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已提前在世界
盃亞洲區外圍賽取得C組首名的卡塔爾隊，將在周
二作客西安對陣中國男足（國足）的比賽中有四名
主力掛免戰牌，對國足是一利好消息。

世外賽亞洲區C組最後一輪卡塔爾對陣國足的
比賽將於29日晚7時30分在西安舉行。據中國傳媒
消息，客軍將在比賽前一天才趕到西安，不理會時
差、天氣，似乎完全不在乎勝負。相比之下，這場

比賽卻是國足的生死戰，必須取勝才能有機會以最
佳的小組次名其中一個名額晉級12強。

目前在各小組第二名排名榜中，有6個淨勝球
的國足積8分名列第六，前5名的球隊是敘利亞12
分，阿聯酋、約旦、朝鮮同是10分，伊拉克9分。
國足要想殺入亞洲區12強必須超越上述其中四支球
隊才行。也就是說，“高家軍”不單要勝卡塔爾取
下3分，還期望有四支球隊輸球沒有獲得任何積

分。
不過，29日的中卡之戰也有利好消息，就是卡

塔爾三名主力累積黃牌停賽，他們分別是：中場阿
薩達拉、前鋒塞巴斯蒂安和前鋒海多斯。另外，後
衛艾哈邁德．亞塞爾受傷也不能來華。

卡塔爾國內聯賽密集。據悉，28日卡塔爾全隊
將包機飛往西安，晚上直接赴賽場熱身備戰29日的
比賽。

卡塔爾四主力免戰 利好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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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要聞

It's great to be back in Beijing! I kicked off my visit

with a run through Tiananmen Square, past the For-

bidden City and over to the Temple of Heaven.

This also marks 100 miles in A YEAR OF RUNNING.

Thanks to everyone who has been running with me --

both in person and around the world!

Thousands of people responded to Zuckerberg's

post, and not all of the comments were friendly. Chi-

na restricts its citizens from accessing numerous

websites, including Facebook and Google, al-

though many Chinese use a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to bypass the country's massive fire-

wall.

Some social media users questioned Zucker-

berg about how he so publicly flaunted the

country's restrictions, including journalist Ben

Dooley.

"Which VPN did you use," Dooley comment-

ed. "I'm having trouble with mine.

Some criticism of Zuckerberg's post also was

tied to Tiananmen Square – media mentions

of which have been subject to severe censor-

ship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void stirring

memories of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that were vi-

olently dispersed by soldiers in 1989.

At least one commenter on the executive's post add-

ed an infamous photo showing the protester known

as "Tank Man," while another user wrote, "The floor

you stepped [on] has been covered by blood from stu-

dents who fought for democracy. But, enjoy your run-

ning in China, Mark."

The clouds of smog hanging over the joggers' heads

additionally generated jeers and concern from social

media. Beijing residents often wear face masks in an

effort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air pollution, espe-

cially on a day like Friday when the air-quality index

reached "very unhealthy"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Facebook user Yu Teng wrote on Zuckerberg's post,

"Keep running in Beijing like that, your 5-year lung

cancer incidence rate may tremendously increase."

Environmental groups including Greenpeac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government for failing to resolve air

pollution levels in the country's cities. The advocacy

group's East Asia office also called out Zuckerbergon

its Twitter account, writing, "Smog kills thousands ev-

ery day. Wear a mask!" (Courtesy www.usnews.com/

news/articles)

Leonardo DiCaprio Says China
Can Be Climate Change 'Hero'

Oscar-winner Leonardo DiCaprio has said China can
be a “ hero” for the environmental cause while on a
trip to the world’ s most populous nation to promote
The Revenant.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s stark and har-
rowing western scored
a hugely impressive
$33m on debut at the
Chinese box office this
weekend, pushing the
film’ s worldwide debut
close to $500m. At
a Beijing news confer-
ence to promote the
film, DiCaprio praised
China for moving to-
wards renewable ener-
gy in order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 As we all k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
na are the two biggest

contributors, and I think that China has made radical
movements forward as far as alternative energy and
ways to be sustainable,” said the actor and green
campaigner. “ I really think that China can be the hero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hey can be the hero

of the climate change movement.
“ They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I
have all the confidence in the world that that is their
intention.”

DiCaprio is a popular figure in
China, largely due to local filmgoers’ fondness for
James Cameron’ s 1997 romantic disaster epic Titan-
ic. He is known there as Xiao Li, or Little Lee.
The world’ s second largest box office after North
America, China is one of the final territories to see

Iñárritu’ s Oscar-winning film. DiCaprio won the best
actorprize at February’ s Academy Awards, with the
Mexican film-maker taking his second best director
prize in a row and Emmanuel Lubezki taking his third
consecutive best cinematography Oscar.
In related news, China has begun cracking down on
box office fraud in the wake of reports last year that
the record-breaking homegrown animation Monster
Hunt cheated its way to the top of the 2015 annual
chart (figures have since been revised downwards).
Authorities have banned distributors of the martial
arts movie Ip Man 3 from releasing movies for an en-
tire month after a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e firm inflated ticket sales by as much as $8.7m.
The Chinese box office is on course to overtake
North America as early as next year, but a series of
scandals involving fake reporting of sales have con-
vinced regulators that reform is needed to ensure fig-
ures are genuine. (Courtesy www.theguardian.com/
fil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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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g Sparks Facebook Cri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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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at China has made radical movements forward’
... Leonardo DiCaprio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Photo/ VCG)

Poster For
Leonardo
DiCaprio's

Current Film,
The Revenant
For Which
He Won An
Oscar. The
Movie Has
Taken The
Chinese Box
Office By
Storm.

Oscar-Winner Said Country Has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World’

Apple CEO Tim Cook Reflects On The Privacy Issues
Facing His Company

Not All Social Media Users Were Fans Of The Tech Guru's Recent Facebook Post

Mark Zuckerberg's Post On Facebook

Mark Zuckerberg

about a week ago

工薪階層成個稅納稅主力軍
代表呼籲返稅促生二娃

“感謝您為國家繁榮昌盛做出的

貢獻！” 林目蕓收到壹年壹度的

“個人所得稅完稅證明”後，迅速地

瞄 了 壹 眼 自 己 去 年 的 納 稅 總 額 ：

23560.56 元。她苦笑了壹下，“沒想

到有這麽多”。林目蕓是廣州壹企業

員工，年收入不到20萬元。目前，像

她這樣的工薪階層已經成為中國個稅

納稅的主力軍。

每年的全國“兩會”，個稅改革成

為避不開的議題。3月7日，財政部部長

樓繼偉向媒體透露，個人所得稅改革方

案已提交國務院，今年將提交全國人大

審議。

記者了解到，個稅改革將以綜合和

分類相結合為方向，以家庭為單位征收

是大勢所趨，家庭的負擔，如房貸利

息、撫養子女和贍養老人的費用等，有

望成為納稅的費用抵扣項目。而像林目

蕓這樣的工薪人士，納稅負擔有望大大

減輕。

《個人所得稅法》於 1980 年正式

實施，當時月入 800 元以上就要納稅

了。隨著國家經濟水平和物價的上

漲，個稅的納稅“起征點”也壹再提

高，2011 年 9 月開始，個稅的免征額

提高至3500元。

由於個稅由單位統壹代繳，具體

繳了多少，林目蕓並不清楚。拿到這

張“完稅證明”，每個月的繳費數額

就壹目了然了。個稅壹共有11個納稅

項目，在“工資、薪金所得”壹項，

她共納稅 23510.56 元，而在“個體工

商戶生產經營所得”、“財產租賃所

得”、“勞務報酬所得”等 9個納稅

項目中，她繳納的稅款為 0。在最後

壹項“其他所得”上，她納稅50元。

當然，她並不知道這項“其他所得”

具體指什麽。

林目蕓的這張“完稅證明”很具

典型性，工資薪金是最重要的納稅

來源。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大

樹認為，目前繳個稅的人大多為工

薪階層。

林目蕓覺得，以廣州今時今日的物

價和房價計，3500元的“起征額”，相

當於把大多數的在職人士納入了納稅範

圍。

林目蕓似乎是高收入階層，但每月

扣除必要性開支後，她幾乎是“月光

族”：房貸月供11000多元，還要供19

年；孩子剛上幼兒園，每月學費就要

3000多元。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

究所原所長賈康去年曾向媒體透露，全

國交納個稅的只有2800萬人，占整個人

口總數的不到2%。

賈康直率地說：“在中國，個稅的

發展已經明顯不健康，甚至帶點畸形特

征了。”

樓繼偉也表示，壹個人每月掙五

千元，可以讓自己過得不錯；如果

還要養孩子，或者贍養老人，那就

非常拮據。他坦承，財政部多年來

壹直想實施“綜合所得稅”，即將

所有的收入和支出綜合考量，“為

什麽沒有做到？它復雜，要把個人

所得收入等 11 項綜合在壹起，再作

分類扣除”。

經濟學家王小魯說，許多跡

象說明，目前關於居民收入的統

計調查數據有明顯失真現象，

主要是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

統計遠低於實際水平。這是因

為對高收入居民進行收入調查

並取得真實數據面臨種種困難，

特別是高收入居民中有相當數量的

“灰色收入”。

要避免個稅淪為“工薪稅”，必須

加大對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個

稅征收。目前很多老板並不給自己開

工資，大量現金形式的收入，遊離於

個稅征稅範圍外。對此，中國人民大

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軍建議，隨著

支付結算方式的不斷創新，如網上銀

行、金融票據等支付方式的逐步普及，

我國應積極推行非現金支付方式，控

制和縮小現金交易範圍和交易量。

2015 年 3 月 30 日，財政部、國家

稅務總局發布了《關於個人非貨幣性

資 產 投 資 有 關 個 人 所 得 稅 政 策 的

通 知 》 ，規定：“個人以非貨幣性

資產投資，屬於個人轉讓非貨幣性資

產和投資同時發生。對個人轉讓非貨

幣性資產的所得，應按照‘財產轉讓

所得’項目，依法計算繳納個人所得

稅。”

也就是說，個人只要不是通過實打

實的“錢”來投資入股，以股權、不動

產、技術發明、固定資產、存貨、生物

資產等其他類型的資產投資入股，都要

按照這個規定來判定是否有所得，進而

判定是否應當繳稅。

雖然，稅法的口子在壹步步加大，

當年有效征收仍然是個問題。北京壹名

稅務工作人員就指出，以非貨幣性資產

投資面臨著“轉讓收入”和“資產原

值”的確定難題。

近年來，中國個稅納稅總額的高增

長，與財產轉讓所得稅的大幅增加不無

相關。目前，財產轉讓所得的納稅是減

除財產原值和合理費用後的余額，按比

例稅率20%征收。

林目蕓聽說，以後繳個稅，可以把

房貸利息、撫養小孩和贍養老人的費用

扣除，再來征稅。按照她的收入水平，

扣除這些費用以後，她甚至可能還達不

到3500元的個稅免征額。

但具體將如何扣除，樓繼偉僅透

露，需要研究的內容很多，包括個人職

業發展、再教育費用的扣除；滿足基本

生活的首套住宅按揭貸款利息的扣除；

撫養孩子費用的扣除以及如何扣除贍養

老人費用等。

抵扣項中，首套按揭住房的利息是

最明確的。以商業貸款150萬元為例，

假設供20年，按等額本息的還款方式，

每月需還9817元，其中首月利息為6125

元。假設購房者為未婚，稅前月工資為

15000元，按廣州的基本政策，個人繳納

的三險壹金為2296元，可以從個稅納稅

額中抵扣，這時應繳納個稅為1296元。

如果個稅改革方案確定，抵扣房貸利息

後再交稅，則該購房者只需繳202元個

稅，相當於每月多了1094元收入。如果

房子是夫妻共同財產，則房貸利息的抵

扣額壹人壹半，也相當於給家庭增收了

壹筆錢。

至於撫養子女和贍養老人費用等其

他項目的抵扣數額，有關部門還需要進

行詳細分類進行核算。

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個人為征收主

體的分類課征制，這種辦法的好處是易

於控管，方便征收，但不利於貫徹公平

稅負的原則。同樣是月入1萬元，單身

漢可以“壹人吃飽，全家不餓”，但如

果是已婚人士，可能還要撫養孩子，照

顧家庭，收入可能就不夠用了。在目前

的稅制下，兩人繳納的個稅毫無差別。

因此，不少學者提出應改對個人征

收為按家庭征收。壹名地稅工作人員告

訴記者，按家庭征稅目前還存在重重困

難，主要是各地各部門信息不互通，家

庭成員的信息和家庭收入來源都較為復

雜。

中山大學稅收與財稅法研究中心主

任楊衛華建議，盡早實現以家庭為單位

征收個人所得稅，對居民在購房、教

育、醫療和子女上學等方面的支出及其

利息據實扣除，實現完全以家庭為單位

征收。

樓繼偉也表示，下壹步將根據條件

分步實施，先做壹些比較簡單的部分，

再隨著信息系統、征管條件和大家習慣

的建立逐漸完善改革。

生不生二孩，林目蕓還在猶豫。

她覺得，按照自己家的經濟水平，壹

個孩子剛剛好。國家如出臺壹些鼓勵

生育的政策，可能會幫她下決心再要

壹個。比如，延長產假，有補貼，或

者減免稅收。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經濟研

究所副所長張兆安認為在今年全國“兩

會”上建議，為配合“全面二孩”的政

策落實，應該在個人所得稅制方面有所

作為，即在計算應納稅所得時，增加扣

除生育費用的項目，同時實行壹些稅收

優惠政策。

個人所得稅是作用於居民間收入分

配的重要稅種。據介紹，美國就有個稅

返還政策。2015年，2750萬個美國家庭

獲得了稅收返還。能得到多少稅收返還

取決於家庭中小孩的個數。只要有兩個

及以上小孩，稅收返還占納稅總額比重

超過40%；只有壹個孩子，那麽已繳稅

款的平均返還率也可達 35%。同樣是

2015 年，每個美國納稅人或家庭（可

以家庭聯合申報）個體平均得到的稅收

返還，超過了 2400 美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

研究員何代欣介紹，美國有學者研究發

現，這項稅收返還作用於家庭增收，還

能幫助提高孩子的成績。

“對於壹般人，特別是靠雙手勞動、

獲取工資的中低收入人群，實施工資、薪

金所得稅收返還，並以家庭子女多少作為

標準，這樣的個稅返還政策可說是壹舉多

得的福利政策。” 何代欣認為。

工薪階層的困惑

個稅如何不淪為“工薪稅”？
展望：按家庭征稅不再遙遠

稅收返還促進生二娃？

（綜合報導）脫離冷鏈的疫苗是否安全？我國疫苗管理體系
與國際是否相同？國產疫苗與進口疫苗質量有無差別？針對社會
關心的疫苗安全問題，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２６日發布科普知
識予以回應。

脫離冷鏈的疫苗是否安全有效？
食藥監總局指出，從法律層面講，疫苗必須在冷鏈條件下運

輸儲存，脫離冷鏈條件進行運輸儲存，是嚴重的違法行為，行為
本身是不可容忍的。從科學層面講，疫苗短期內脫離冷鏈一般不
會產生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問題。這有賴於疫苗在上市前要經過苛
刻的穩定性試驗和挑戰試驗。

穩定性試驗，即一種疫苗在批准上市前，要經過長期穩定性
試驗來確定疫苗有效期。按有關技術的要求，在穩定性試驗要求
的基礎上至少要減掉６個月，才能作為疫苗的有效期。比如一個
藥物說明書上規定有效期為兩年，實際經穩定性試驗驗證的時間
一定要超過兩年半。

挑戰試驗，是一種在極端條件下的熱穩定性試驗，將不同的
疫苗，在３７度高溫條件下放置１—４周。如果儲存１—４周，

疫苗質量符合標准，才可以出廠。
我國的疫苗管理體系與國際有區別嗎？
食藥監總局表示，根據世衛組織國家疫苗管理體系評估要求

，在完善的疫苗質量管理體系的基礎上，國家疫苗監督管理涵蓋
了６項職能：上市許可、上市後監管（包括接種後不良反應監測
）、批簽發、實驗室管理、監管檢查和臨床試驗監管，覆蓋了從
疫苗研發到使用的各個環節。２０１１年中國首次通過世衛組織
國家疫苗管理體系評估，意味著中國疫苗質量管理體系符合國際
標准。隨著我國疫苗管理體系成熟度持續改進、不斷完善，我國
於２０１４年順利通過了該體系的復評估。

據介紹，通過世衛組織疫苗管理體系評估也是疫苗生產企業
申請世衛組織疫苗預認證獲得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疫苗采購的前提
條件。目前，我國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生產的乙型
腦炎減毒活疫苗和華蘭生物生產的流感疫苗已通過疫苗預認證，
納入聯合國采購計劃。

國產疫苗與進口疫苗質量有區別嗎？
據食藥監總局介紹，所有上市疫苗必須符合國家藥品標准，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和藥監部門頒布的國家藥品標准。
在我國上市的藥品，無論國產或進口制品，在其有效期內各項安
全性和有效性指標均不得低於藥典要求。多年來，中國作為世界
上最大的疫苗生產國和使用國，在疫苗研發、生產和質量控制方
面不斷積累經驗，疫苗質量標准不斷提高，可以比肩國際水平，
有些指標甚至優於國際標准，如疫苗安全性檢測項目。

２０１３年，經過世衛組織專家組嚴格考評，中國成為世衛
組織生物制品標准化和評價合作中心，更深入地參與到國際生物
制品標准的制定工作中，對我國疫苗質量標准的進一步提高起到
積極作用。

疫苗上市後國家還會檢查嗎？
食藥監總局指出，疫苗上市後還要面對隨機抽驗。藥品監管

部門對包括疫苗在內的生物制品定期組織上市後監督抽驗，即從
市場流通環節抽取樣品，檢驗疫苗質量。從多年的疫苗批簽發和
上市後監督抽驗情況可見，我國上市疫苗產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是穩定可控的。

食藥監總局發布疫苗科普知識回應社會關切

（綜合報導）動力首先來自改革開放。中
國30多年快速發展的經驗證明，只要改革不斷
推進，中國經濟就會持續前行。我們將繼續推
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等改革，進
一步放寬市場准入，激發市場活力，使更多的
人力、人才資源能在市場空間裡發揮自己的創
造能力。政府應當繼續加大，或者說把重心轉
移到事中事後監管，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強化
知識產權保護，打擊假冒偽劣。公正公平的市
場環境將會激發億萬人的創造力。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推進財政金融體制改
革。比如，我們即將全面推開營業稅增值稅改
革，這是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這個舉措不
僅意味著給企業減稅，從全國初步估算，今年
要給企業減5000億元以上的稅收，而且政策取
向是支持服務業，尤其是研發性服務業發展。
對他們來說，負擔會更輕。同時，這一改革還
有利於統一稅制，讓財政稅收體制更加公開透
明，便於社會監督。中小企業會從中得到更多
的好處。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因為經驗問題
，還會出現一些波折，但是總的來講，我在政
府工作報告中已經講了，所有的行業稅負只減
不增。同時還要減費。政府這樣做，是放水養
魚。在財政收入下降的情況下，我們依然願意
用短期財政收入的“減”換取持續發展勢能的
“增”。這本身表明我們創造活力激發活力的
決心，也表明我們財政擁有一定的空間。

在金融領域，我們還會推動全方位監管的

改革，更有利於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我們還
在探索怎麼用市場化的辦法進行債轉股，逐步
降低企業杠杆率。開放也是改革，我們將著力
推動對外開放，包括有序擴大服務業、金融等
領域的開放，把中國進一步打造成範圍更廣、
環境更優、外商投資最佳目的地。我記得前年
我在這裡宣布過，適時啟動“滬港通”。今年
我在這裡宣布，今年要擇機推出“深港通”。
這些都表明，中國的資本市場在不斷地對外開
放。人民幣會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中國是負責任大國，中國發展基本面決定了人
民幣不具備、也不會有長期貶值的可能。

中國將按照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
推動彙率市場化，但是絕不會用貶值來刺激出
口，那樣刺激出來的不是高質量的產品，不是
給企業注入勇於競爭、敢於創造的活力。我們
要向世界推出逐步升級的、中高端產品。

第二個方面的動力來自於調整結構。這是
經濟轉型的關鍵。我們要積極發展新經濟，大
力培育新動能，改造和提升傳統動能，形成發
展的“雙引擎”。在推進過程中，去產能是做
減法，重點是做好煤炭、鋼鐵等困難行業的去
產能。另一方面，要做加法。要培育新的增長
點，發展新經濟，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這就需要進一步發展服務
業、高新技術產業、中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
減法當中確實有一些職工需要轉崗安置，但是
由於這幾年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產生了許

多新業態、新產業，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也
為傳統產業改造提供了條件。

同時新經濟和傳統結合也可以提升傳統動
能的水平。要利用市場倒逼機制，政府引導扶
持職工再就業，暫時有困難的，基本生活能夠
得到合理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經在擔負這
方面的責任。中國還在城鎮化加快發展進程中
，這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所在。這方面基礎設施
投資，尤其在中西部的有效投資需求還很大，
這有利於為消費升級和民生改善排除障礙、優
化環境、創造條件，也有利於農業現代化。

第三個動力來自改善民生。發展的成果最
終要體現在民生改善上。反之，民生改善帶來
的就業增加也會促進消費，有效拉動經濟增長
。正所謂民生倒逼發展，發展檢驗改革。前天
下午我到三亞旅游中心去考察，有一批大學畢
業生在圍繞著旅游業做“雙創”，給我很大的
啟發。他們不僅在導游服務和運用互聯網推銷
旅游項目方面下功夫，而且在一產方面搞觀光
旅游，比如把種植的玫瑰花提取精華變成化妝
品進行現場銷售，在椰子林創造開椰子的新工
具，不是傳統的刀砍，而是用一個很精致的鑽
頭鑽孔下去，把吸管插到椰殼裡，讓食者享受
美味。同時他們還把椰殼加工成廚房用具，像
水勺；他們還做了很多工藝品、旅游紀念品。
這說明旅游產業不僅僅是服務業，在新經濟的
發展過程當中，它已經覆蓋一二三產業，本身
就是綜合性產業。

在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狀況
下，人們的消費需求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面
對這些消費需求，新的工業品、農產品會帶動
新的經濟，也會提供更為廣闊的就業空間。

就旅游業而言，去年中國國內旅游總收入
增長19%，國內旅游人數達到40億人次，出國
旅游已經超過1億1千萬人。這有力地帶動了
消費，也拉動產業升級。今年我們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重點是繼續織牢就業、教育、醫療、養
老、住房五大民生保障“安全網”。讓群眾有
事干、有錢掙，讓全體公民都有受教育的平等
機會，使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還要發揮好養老保險的保基本、兜底線作用。
今年將繼續加大棚戶區和城市危舊住房改造力
度，把房地產去庫存和棚戶區改造貨幣化安置
結合起來，更好滿足居民住房剛性需求。與此
同時，我們會按照因地制宜、分城施策原則，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尤其要高度重
視住房困難群眾，也避免房地產市場出現大的
波動。我們還要加大扶貧力度，縮小貧富差距
，實現包容發展。

中國經濟升級發展，是自身提高的過程，
也可以說是亞洲的機遇、世界的機遇。亞洲許
多國家是中國的近鄰，中國的發展首先應該惠
及亞洲國家。中國市場的逐步開放首先應該面
向亞洲國家。幾天前，中國發布了《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國將
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邁進。未來
5年中國經濟將保持6.5%以上的增速，當然不
容易，但是我們會努力，我們也有底氣。未來
五年，中國進口商品會超過10萬億美元，對外
投資將超過6000億美元。同時，我們將實施數
百項重大工程和重大項目，這個過程是開放的
、共享的。也希望在座企業家搶抓機遇，大展
身手。

李克強闡述中國經濟三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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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且説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

去袁 果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
線呢袁見寶玉來了袁便説道院" 你往

那里去了钥老太太等着你呢袁叫你過
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

衣服走呢． "襲人便進房去取衣

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袁褪了鞋等靴
子穿的工夫袁 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
綾子襖兒袁靑緞子背心袁束着白縐綢
汗巾兒袁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袁脖
子上戴着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

他脖項上袁聞那香油氣袁不住用手摩
挲袁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袁便猴上身
去涎皮笑道院"好姐姐袁把你嘴上的
胭脂賞我吃了罷遥 "一面説着袁一面
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 鴛鴦便叫

道院"襲人袁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
輩子袁也不勸勸袁還是這么着遥 "襲

人抱了衣服出來袁向寶玉道院"左勸也不改袁右勸也不改袁你到底
是怎么樣钥你再這么着袁這個地方可就難住了遥 "一邊説袁一邊催
他穿了衣服袁同鴛鴦往前面來見賈母．

見過賈母袁出至外面袁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袁只見賈璉
請安回來了袁正下馬袁二人對面袁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
出一個人來袁"請寶叔安 "．寶玉看時袁只見這人容長臉袁 長挑
身材袁年紀只好十八九歲袁生得着實斯文清秀袁倒也十分面善袁只
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袁叫什么名字．賈璉笑道院"你怎么發呆袁
連他也不認得钥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蕓兒． "寶玉笑

道院"是了袁是了袁我怎么就忘了遥 "因問他母親好袁這會子什么勾
當．賈蕓指賈璉道院"找二叔説句話遥 "寶玉笑道院"你倒比先越

發出挑了袁倒象我的兒子遥 "賈璉笑道院"好不害臊浴 人家比你大
四五歲呢袁就替你作兒子了钥 "寶玉笑道院"你今年十幾歲了钥 "賈

蕓道院"十八歲遥 "

原來這賈蕓最伶俐乖覺袁 聽寶玉這樣説袁便笑道院"俗語説

的袁`搖車里的爺爺袁拄拐的孫孫 '．雖然歲數大袁山高高不過太
陽．只從我父親沒了袁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敎導．如若寶叔不嫌
侄兒蠢笨袁 認作兒子袁 就是我的造化了遥 "賈璉笑道院"你聽見

了钥認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 "説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院"明

兒你閑了袁只管來找我袁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閑
兒．明兒你到書房里來袁和你説天話兒袁我帶你園里頑耍去遥 "

説着扳鞍上馬袁衆小廝圍隨往賈赦這邊來．
見了賈赦袁不過是偶感些風寒袁先述了賈母問的話袁然後自

己請了安．

這時陳康正在思考問題袁大廳里很是安靜袁所以儘管慕容婉的聲音極輕袁大家還
是聽見了袁紛紛轉過頭來看向他們兩個遥

林一本能的不想讓人發現他袁急忙從慕容婉身邊繞到陳康的面前袁跪倒在地上袁
眼神閃爍袁怯懦的道院"小人失禮袁望世子原諒浴 "

林一向來不是這么不知禮數的人袁慕容清見林一神色慌張袁不過細想了這一晩
以來她所經歷的袁也覺得這樣的反應也不是不合理的袁便出言道院"陳康兄袁此人是我
的小廝袁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袁失禮之處還望陳康兄諒解浴 "

陳康目光落在林一手里攥着的崑崙奴面具上袁卻看見那面具和其他崑崙奴的面
具不同袁這張面具的眉心有一點暗紅的痕迹袁遂説道院"把你手中的面具給我看看浴 "

林一本來捨不得袁但是現在這個情况卻也由不得自己袁便雙手捧上面具袁遞到陳
康跟前遥

陳康接過面具袁仔細端詳片刻袁越看臉色越黑袁那面具眉心中間的一點暗紅袁他
越看越像是一朶雲形的圖案浴 再低頭睨着伏在地上顫抖着的林一袁陳康不禁也有些
懷疑遥但是剛纔慕容清親口説他是他的小廝袁想來這個小廝應該不會是嫌疑之人袁只
是這面具實在詭異袁而且旣然他是慕容清身邊的人袁就有可能事先知道他的行踪遥想
到這里陳康把面具重重的拍在桌上就問院"你這面具從何而來钥 "

這時慕容清也發現陳康臉色的異常袁仔細瞄了眼面具袁當看清那多暗紅色的雲
形圖案時也是一驚袁不過他也絶不會相信林一就是那個泄露行踪的人浴 首先她一直
陪慕容婉在清泉山莊戒毒袁根本連院門都沒有出過袁其次她更加不可能知道他和陳
康今天之約袁因爲這件事除了他和陳康知道以外袁就只有小四知情遥

"是袁是在街上買的浴 "林一撒了謊袁她不知道玄颯爲什么會殺害陳康袁但是對於
自己救命恩人袁她僅僅只是出于一種本能想要保護遥

"果眞钥 "陳康質疑遥
"確實浴 奴才沒有撒謊浴 "林一心里慌的很袁但是還是強作鎮定遥
慕容婉見陳康懷疑起林一來袁正想出面幫腔袁簡單卻拉住她袁對她搖了搖頭袁看

慕容婉還不放心袁就對她朝慕容清的方向努了努嘴遥
果然慕容清站了出來院"陳康兄袁他是我身邊的小廝袁絶對是可信之人袁而且這崑

崙奴的面具是我讓他刻意去尋的袁只是爲什么他會買到這樣一張面具袁我就不得而
知了浴 "

"旣然是買的袁那你可否説的出是在那條街上的那個攤點買的么钥 "旣然慕容清

極力作保袁那么此人便不容懷疑袁那么問題是這面具的來歷遥

曹美人見高煒一臉不悅袁於是膽怯地説道院"不知袁皇上前來何事钥 "

她不敢將目光投向弘德夫人袁憐兒姐姐剛纔在內室説了袁千萬不能與弘
德夫人正面交涉袁避免自己露出馬腳遥

高煒盯着曹美人袁有些遲疑起來袁不管怎么説袁他總不能因爲弘德
夫人一句話就斷定曹素素與薛孤有染袁 何况薛孤的爲人自己可是清楚
的很遥高煒剛纔那股衝勁漸漸冷卻袁換來的是深思遥可是這會兒都已經
冲進怡紅堂袁總不能這么沒面子的返回去吧遥

高煒湊近馮佑憐袁問道院"你一直在怡紅堂钥 "

"回皇上袁奴婢聽説曹美人身體抱恙袁於是趕來照顧遥 "馮佑憐不慌

不忙地回答遥
"你抬起頭來袁看着朕説遥 "高煒伸手勾住馮佑憐的下顎袁低聲説

道院"朕再問你袁你是不是今晩一直陪着曹美人钥 你要想清楚再回答遥 "

馮佑憐直愣愣地注視着高煒袁她的眼珠里滿是這個巍峨的男人袁他
像一座高山幾乎壓得自己透不過氣來袁可是這個時候她不但要透氣袁還
要十分順暢袁否則噎

"回皇上袁奴婢聽説曹美人身體抱恙袁於是趕來照顧遥 "馮佑憐抿了

抿乾燥的嘴唇袁説道院"奴婢的確是一整個晩上都與曹美人在一起遥 "

"啊噎"弘德夫人雙手緊握袁深吸一口氣袁着急地咬着嘴唇袁氣得跥
腳遥 這個宮女干什么钥 從哪里蹦出來的钥

"哈哈哈遥 "高煒仰天長笑起來袁他眯着眼袁將手滑進馮佑憐的玉頸
邊袁嚇得馮佑憐縮回脖子袁羞紅地垂首袁悄悄地退後以此避開皇上的行
爲遥

高煒不以爲然袁反而轉身對着曹美人説道院"素素袁沒想到你能有這
樣的姐妹袁不過也好袁在後宮袁能有這種姐妹也算是難得了遥 "

"皇上噎"曹美人乾笑兩聲袁 而後説道院"憐兒一直都是臣妾的姐

妹袁無論何時何地遥 "

"嗯遥 "高煒暗嘆一聲説道院"朕看你今晩氣色不佳袁這才前來看望袁
不過旣然有好姐妹相伴袁朕也就放心了遥 "

"多謝皇上關心遥 "

"好了遥 "高煒説道院"時候不早了袁朕就不擾美人休息了袁朕恩準憐
兒今晩獃在怡紅堂陪伴曹美人遥 "

"多謝皇上遥 "馮佑憐驚喜地跪在地上遥
"謝朕钥 "高煒低吟道院"不過袁謝朕的方式有很多種袁不必總是跪在

地上遥 起來吧遥 "

邁開腳步走入城內袁她沒有急着去打聽火炎傭兵團的消息袁而是
邊打量着這座城市袁邊在市集中找尋自己想要的消息遥

閒逛了半天之後袁夏如風沒有感覺到吸引自己的消息袁剛想去傭
兵工會詢問火炎之事袁忽然袁耳邊傳來了一道議論之聲遥

"你們聽説了嗎钥雲離傭兵團的少主被水域傭兵團的少主打傷了袁
到現在還沒有醒來呢袁恐怕永遠都醒不來了遥 "

"咦钥 怎么可能钥 他們不是奇虎相當嗎钥 難道水域的少主突破了钥
""當然不是袁是水域傭兵團團長的女兒用美人計搭上了煉藥工會的一
個煉藥師袁通過那煉藥師獲得了幾瓶的復靈液袁在他們兩人靈力都消
耗一空後袁就因爲那復靈液水域的少主才獲勝的遥 "

"哦袁原來如此袁不過你是如何知道這事的钥 "

"呵呵袁我家一個親戚是在煉藥工會打雜的袁昨天雲離的團長還去
求藥袁卻被拒絶了袁我是聽他説的遥 "

聽着衆人的議論袁 夏如風輕喃着 "雲離 "這兩個字袁 臉色猛地一
變袁隨後快速的抓過身旁的一個人袁吼道院"快説袁雲離傭兵團在什么地
方钥 "

那人被夏如風嚇了一跳袁手指了指前面的方面袁隨後他便看見一
道紅影如風般飛過袁眨眼間便消失在了街道上噎噎
第一卷 召喚師的崛起 第三十七章 親人相見
"砰遥 "

"砰砰遥 "

驕陽似火袁烈日下的雲離傭兵團袁在幾聲悶響落下後袁一道紅影大
步的跨入了門中袁那雙從始至終淡然的雙眸若是用心去看袁會在其中
發現一絲着急袁便是連拳頭也不由握緊袁深呼吸了一口氣袁抬眼望着遠
處幾道疾馳而來的身影遥

與她簽訂契約的白瑞袁最爲清楚的感受到她內心的不平靜袁雖然
疑惑她爲何會有如此不冷靜的一面袁但他始終沒有詢問遥

"什么人袁好大的膽子袁竟敢來我們雲離傭兵團搗亂遥 "

一聲粗狂的大喝落下袁一個高大威猛的男人肩扛鐵斧袁大步的跨
了過來袁他的眼睛放出兇惡的光芒袁視線在掃到了夏如風時袁明顯的一
愣院"你便是來我傭兵團搗亂的人钥 "

四皇子 "哦 "了一聲袁打量寧汐兩眼袁過了片刻才贊道院"小小年紀袁廚
藝倒是很不錯遥 "

寧有方的心頓時落了回去袁 一臉感激的笑着應道院"多謝四皇子殿下

夸讚遥 小的不敢打擾諸位貴客的雅興袁這就吿退了遥 "

四皇子隨意的點點頭袁邵晏立刻笑着送了寧有方幾人出了雅間遥
當那扇門關起的那一剎那袁寧有方的腿晃了晃遥 寧汐眼疾手快的扶住

了他袁壓低了聲音問道院"爹袁你怎么了钥 "

寧有方苦笑一聲袁低低的應道院"先回去再説遥 "這兒可不是説話的地

方遥
寧汐點點頭袁小心翼翼的扶着寧有方的胳膊回了廚房遥 孫掌櫃擦了擦

額頭的汗袁也跟了上去遥
一路上袁誰也沒説話遥 一直到進了廚房的門袁才一起長長的松了口氣遥
第一百八十章好事連連

寧有方心有餘悸的嘆道院"今天可眞是多虧了容少爺袁 不然可眞不知
道怎么收場遥 "他的腿肚到現在還在發軟呢孫掌櫃安撫的拍了拍寧有方的

肩膀院"事情已經過去了袁就別放在心上了遥 "

寧有方苦笑一聲袁點了點頭遥 寧汐的臉色也有些蒼白袁打起精神隨寧
有方一起進了廚房遥

幾個大廚早就等候多時袁忙迎了上來問長問短遥
寧有方不想多説袁隨口笑道院"大家今天表現都很好袁四皇子殿下很滿

意遥 還有不少的賞銀袁大家人人有份遥 "

大廚們聽了這話自然都高興袁一個個喜笑顔開遥

孫掌櫃聽了這話音哪有不明白的袁識趣的把到了嘴邊的話咽了回去遥
改而笑道院"大傢伙兒忙了半天袁一定都累了遥 待會兒去飯廳袁今天的酒我
請了遥 "

此言一出袁頓時惹來一陣歡呼聲遥當下炒菜的炒菜袁搬酒的搬酒袁忙的
不亦樂乎遥 寧有方雖然滿腹心事袁可架不住衆廚子的熱情敬酒袁不一會兒
就抛開煩心事袁喝的不亦樂乎遥

寧汐忍不住湊過去提醒道院"爹袁你可別喝醉了袁晩上還得做事呢 "

寧有方正在興頭上袁哪里聽得進去袁隨意的揮揮手院"不用擔心袁我不
會喝醉的遥 "順手將一碗滿滿的酒一飲而盡遥

寧汐嘆口氣袁知道勸也沒有袁索性住了嘴遥
今天這一出實在是驚心動魄袁別説寧有方袁就連她也有逃過一劫的感

覺遥 寧有方借着喝酒紓解一番袁也在情理之中遥
張展瑜不知什么時候湊了過來袁低聲問道院"汐妹子袁剛纔四皇子殿

下沒爲難你們吧 "

當年的那件事袁他也是半個知情者遥 雖然不清楚事情的眞相袁可有一
點卻是毋庸置疑的遥寧汐對四皇子似乎十分排斥袁更不樂見寧有方跟這樣
的貴人有什么接觸遥

寧汐簡單的應道院"一開始爲難了我們幾句袁 好在有容少爺幫着解
圍袁總算有驚無險遥 "

又是容瑾張展瑜的笑容有些僵硬袁口中卻笑道院"哦袁是嗎钥 那可得好
好找個機會謝謝容少爺遥 "心里卻酸溜溜的遥 容瑾對寧汐的 "特別照顧 "

再明顯不過袁他想自欺欺人都不可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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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熱火客場熱火客場113113--9999輕取鵜鶘輕取鵜鶘，，喜迎兩連勝喜迎兩連勝。。鵜鶘末節壹鵜鶘末節壹
度利用度利用1313--00攻擊波將分差縮小至攻擊波將分差縮小至55分分，，但懷特塞德關鍵時刻連續得分但懷特塞德關鍵時刻連續得分，，幫助球隊幫助球隊
笑到了最後笑到了最後。。此役過後此役過後，，熱火繼續排名東區第熱火繼續排名東區第33位位。。

雷德克納普上任約旦雷德克納普上任約旦

前英超托特納姆熱刺隊主帥雷德克納普成為約旦國家前英超托特納姆熱刺隊主帥雷德克納普成為約旦國家
隊主教練走馬上任隊主教練走馬上任，，約旦足球協會主席阿裏王子親切的介約旦足球協會主席阿裏王子親切的介
紹球隊新帥紹球隊新帥，，並觀看雷德克納普率隊訓練備戰並觀看雷德克納普率隊訓練備戰。。

裏斯本半馬場面壯觀裏斯本半馬場面壯觀

葡萄牙裏斯本葡萄牙裏斯本，，20162016裏斯本半程馬拉松開賽裏斯本半程馬拉松開賽：：33萬多參賽者集體穿萬多參賽者集體穿
越跨海大橋越跨海大橋，，場面壯觀場面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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