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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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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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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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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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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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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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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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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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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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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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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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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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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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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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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
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幫您賣房精心打造幫您買房精挑細選
˙糖吃外賣店出售，生意五到六萬，開價十八萬
˙日本餐館出讓七萬，多家Buffet店出讓六萬元起
˙有多處房產出售十八萬起
˙中國城附近，冰店出讓，生意穩定，地點好，發展潛力大
因老板移居外州，機會難得

˙小型商場出售，有穩定收入六十八萬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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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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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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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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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使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社區人物社區人物

傅晶傅晶 女士女士
中國國家一級演員中國國家一級演員
優秀舞蹈表演藝術家優秀舞蹈表演藝術家
現任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副現任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副
校長校長﹑﹑KatyKaty分校校長分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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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l, exact numbers may not be in yet, but in 
a filing with the SEC last Tuesday, China's online 
retail behemoth Alibaba Group announced that 
it had "become the largest retail economy in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its fiscal year on March 31, "as 
measured by 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GMV) on 
its China retail marketplaces." As IBT notes, the 
company has yet to declare its financial results for 
its last quarter and the complete fiscal year, but the 
announcement makes it clear that BABA surpassed 
the $482.1 billion in 2015 revenues reported by 
Wal-Mart Stores Inc. for its fiscal year ended Jan. 
31. To wit: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announced on 

April 5, 2016 that as of March 31, the end of its 
fiscal year 2016, it has become the largest retail 
economy in the world as measured by annual 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GMV) on its China retail 
marketplaces.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PwC) 
has performed agreed upon procedures on data 
relevant to Alibaba Group’s GMV

As a reminder, two weeks prior to the SEC filing, 
Alibaba’s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Joe Tsai 
announced in a blog post on March 21 that “with 
10 days remaining in our fiscal year ending March 
2016, Alibaba's China retail marketpla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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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 Surpasses Walmart As
World's Largest Retail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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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hips Will Impact Houston's
Global Trade And Wat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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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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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passed RMB 3 trillion [yuan] in GMV. That 
is about [$]476 billion in U.S. dollars and, if the 
platforms we operate were a province, we would 
rank as the 6th largest provincial economy in 
China."
Inferring a full year's revenue from that number 
suggests that Alibaba closed the books with roughly 
$490 billion, or about $8 billion in sales more than 
America's flagship discount retailer.

According to another statement from Alibaba, its 
online trading volume had reached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total retail volume in China and directly 
generated 15 million jobs as well.

"We used 13 years to 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a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 compared with brick-and-
mortar retailers,” the statement said, according to 
the China Daily.

For now WMT's market cap remains modestly 
bigger, even if BABA's LTM multiple of 19x is 
about 4 turns greater than Wal-mart's. As for the 
$275 billion Amazon, well that's a different story 
entirely.
(Courtesy http://www.zerohedge.com/news)

  (Photos Courtesy Tina Huang And Sophia Tan)

Guests At The ITC Monthly Meeting April 2016

Cooking show host 鄧潤京and chef小平 (Right) introduced two
delicious Hunan cuisines at

the Monthly ITC Meeting.

(Left to right) Mr.Tao Liu, David Wu, Ed Gonzalez(Candidate for Harris county sheriff,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veteran and former city of Houston Mayor Pro-Tem), CEO 

Mr. Wea Lee, Dr.Chang Ping Zou(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Health Center) and Dr. 
Chen.

Ambitious Plans And Partnerships 
Unveiled At ITC Monthly Luncheon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Speaks
At The ITC Monthly Meeting April 5, 2016

(From left to right) Gary Randazzo, Wea Lee, Jerry Griffith
and Ed Gonzalez at the MOU signing ceremony.

Wea Lee (Left), Gary Randazzo and Ed Gonzalez (right)
pose for photos following the signing ceremony.

Wea H. Lee (Left) and Gary Randazzo (Right) 
 signing An MOU Agreement.

Wea H. Lee (Left) and Jerry Griffith (Right) 
Signing An MOU Agreement.

The Attendees At The ITC Monthly Meeting

（本報訊）根壉一項最新研究
， 在2014年，在無醫療保險的民衆
之中，約三分之一享有聯邦低收入
家庭福利優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簡稱 EITC）的家庭，他們
的人數約為1，000萬。但是，國稅
局（IRS）沒有告訴這些納稅人，
他們收入偏低，或許有資格申請
「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

或者上聯邦健保交易網站，購買可
獲政府補助的健保。

華府都市研究所（Urban Insti-
tute）提出這項報告，它指出，政
府失去機會，去確認有那些人符合

享有健保資格，卻未獲得政府協助
，可以讓更多人參加 「奧巴馬健保
」。

都市研究所該項調查報告共同
撰稿人琳達. 彭博（Linda Blumberg
）指出，全美大約半數無健保家庭
，接受低收入家庭福利優惠，其中
410萬人符合申請參加Medicaid，另
有 110 萬人可以獲得聯邦健保補助
，參加 「奧巴馬健保」。這項報告
在上星期發布，引起重視。

「奧巴馬健保」實施進入第三
年，將全美無健保人數大幅減少，
但是，根據最新人口調查，全美至

今仍有大約3，300萬人沒有健保。
若幹地方政府正在作出努力，

要確認無健保民衆。新澤西州和馬
裏蘭州調查提報州稅的報表，去尋
找符合參加 「奧巴馬健保」法律規
定，擴大 Medicaid 業務的低收入民
衆。路易斯安那州和西維吉尼亞州
等地，寄出通知給接受 「糧食券」
的民衆，邀請他們填寫 Medicaid 申
請表，他們只需在一個格子上打勾
，在一份表格上簽名寄回，就能申
請到Medicaid。

國稅局未協助民衆申請Medicaid

（本報訊）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市每年舉辦的藝術車游
行（Art Car Parade ）越來越受到歡迎，今年舉辦的時間就
是本周六，屆時將有來自美國各地的數百輛輛藝術車參加
。由於造型新穎，主題各異，設計奇特吸引數萬市民觀賞
，這些藝術車多由汽車、電瓶車、自行車或拖拉機改裝而
成，每年都吸引了數萬市民沿途觀賞。

今年是第29屆休斯頓藝術車大遊行，由於過去傳統的
車展路線Allen Parkway 正在施工，因此今年的車展隊伍將
從Downtown 和市政大廳（Cityhall）門前通過。

同時，今年的藝術車大遊行除了一如既往地展現藝術

車之外，也是首次展現車速緩慢，造型厚重，音響強大的
改裝車的風采 ，包括休斯頓巨蛋體育館造型車，專門設計
定制的彩色糖果車。

改裝車起源於80年代，在休斯頓南部的美籍非裔的社
區中興起，同時，休斯頓藝術車的文化也在上世紀八十年
代開始盛行，主要從休斯頓大學藝術表演中心的一些學生
汽車發燒友發起，逐年發展，受到休斯頓當地人們的追捧
。這兩種汽車文化共同在美國南部地區發展，不斷推陳出
新。

休斯頓藝術車大遊行本周六舉辦 今年推出新熱點

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園內發現女屍
校園安全引發憂慮

（本報訊）根據媒體報道，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園內本周二發現
一具二十歲左右的女性屍體，警方已經全面加強校園安全警戒，案
件調查也在進行當中。

目前校園的正常日程沒有受到影響，奧斯丁警方和政府聯合保
護機構在校園裡加強了安全防範，50名來自校園警方以及公共安全
局人員負責校園的巡邏。

許多學生在社交網站上表示，在認為非常安全的校園內竟然發
生這樣的命案，而且調查仍然沒有結果，凶手或許就在校園內，大
家都要提高警惕了。

警方稱，當天，有途經Waller Creek的學生聞到附近傳來奇詭異
味，因此向警方報案。目前這位死者的身份仍未公開，警方已經通
知了死者家屬。目前警方還不能確認死者是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園的
學生。

德州大學公共信息官員對外聲稱，死者極可能是被謀殺致死，
調查人員正尋找線索，緝拿凶嫌。警方現已發現一名該校女生在三
天前失蹤，但是，警方扔不能確認這兩個案子是否相互關聯。

德州大學校長Gregory Fenves聲明表示：針對這樣一起校園慘案
，警方已經在校友會中心後面的Waller Creek發現一具屍體，並認為
是一起謀殺案。我已經和校園安全負責人進行了談話，將不惜余力
的確保校園師生的安全，學校將繼續保持正常的上課和日常活動。
我們正和奧斯丁警方緊密合作，尋找可疑嫌煩，但目前還不能公布
死者的姓名。

此外，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園的一個學生組織“Sure Walk”向學
生們提供安全護行的服務，保證單獨行走在校園裡的學生們的安全
。

聖誕節和迎新年卡拉ok舞會
將在休士頓黃氏大樓舉行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5 日舉辦大型 Kickoff Party，除正式宣布 ITC
100精英俱樂部投資項目計畫全面啟動，並舉行簽
約儀式外，活動上也頒發今年第20屆美南新聞新年
園遊會中獎名單，兩位幸運兒Melissa Tien與Yong-
zheng Wan都到場參與頒獎儀式。
今年兩項大獎分別由華人獲得，Melissa Tien(田太
太)抽中長榮來回機票，Yongzheng Wan(萬小姐)則
抽中價值不斐的Kawai鋼琴，兩位中獎幸運兒都覺
得相當開心。
中獎兩人都與另一半一同出席頒獎儀式，田太太表

示，得知中獎時非常驚喜，以前從來沒有中獎運，
常常都是給得多，收得少，所以接到中獎通知電話
時還半信半疑，事後確認是自己中獎後，也覺得相
當幸運，到時領獎後，會好好使用這張好運機票。
萬小姐也說，覺得自己滿幸運的，也很感謝美南新
聞和Kawai提供這個獎，美南新聞為這社區提供很
多貢獻，尤其新年園遊會活動讓小孩能有機會在美
國感受中華文化，這是相當有意義的。她說，對於
能中獎不只是開心，還有很深的感激。
活動上宣布贈獎儀式，兩人也分別與美南新聞董事
長合影留念，進一步領獎細節將另行通知。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將於將於20162016年年44月月1616日於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日於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為服務居住達福地區鄉親，駐休士頓辦事處將於2016年4月16日（星期六）
下午2時至4時假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達福地
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敬請攜帶
相關文件，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相關文
件，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roc-taiwan.org/
ushou）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載，或電話詢問（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
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或電話詢問（1-972-480-0311）。

Melissa Tien(Melissa Tien(左起左起))、、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Yongzheng WanYongzheng Wan與曾任休士頓臨時市長與曾任休士頓臨時市長
的的Ed GonzalezEd Gonzalez在頒獎儀式上合影在頒獎儀式上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國際電視網華語頻道15.3台，由娟子擔綱主持的全新兒童節目 「快樂童年」(原童言無
忌)播出時間，首播是周六黃金時段晚上8點到8點半，周三晚間9點半到10點重播，每月兩
次，隔周播出。本節目主要在服務於華人及各族裔的少年兒童，使他們快樂的成長，豐富孩
子們的電視螢幕演出機會，增加各族裔孩子們的文化交流。節目由Katy GT Academy贊助播
出，敬請關注，準時收看。(圖：韓曉剛提供，文：記者黃相慈)

為配合政府攬才政策，提供青年學子
返國求職就業服務，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
組不定時透過各種大媒體及社群網站提供
留學生及學人有關臺灣企業及各機構部門
求才訊息。其中台積電每年在畢業季之前
，除了在國內各大校園辦理攬才說明會之
外，也巡迴到美國知名學府提供第一線求
才面談機會。教育部駐外各教育組也藉由
辦理同學會活動機會，積極提供畢業生各項就業諮詢協助。

今(2016)年 4月8日到20日台積電將陸陸續續展開攬才行程，規
劃日程及學校如下:
4/8-10 普度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香檳伊利諾大學
4/11-12 密西根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

4/13-15 賓州大學/賓州州立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
4/16-17 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哈佛大學
4/18-20 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羅格斯大學/石溪大學
4/16-18 奧斯汀德州大學

歡 迎 意 者 踴 躍 報 名 參 加 ， 細 節 請 詳 聯 絡 人: 林 妤 苓 小 姐:
kat_lin@tsmc.com或王曉慧副理: julia_wang@tsmc.com

臺灣台積電來美招募志同道合的夥伴

 

台積電  北美徵才 

改變世界  就是要你 

4/9 - 10 Purdue U. 4/11 - 12 U. of Michigan 

4/11 - 13 San Jose 4/13 - 14 U. Penn 

4/14 - 15 UCLA 4/16 - 17 MIT 

4/16 - 17 UT Austin 4/18 Columbia U. 

• Sign up for private interview by registering your profile (click here) or email your 
resume directly to chenscw@tsmc.com before April 7th  ! It’s highly recommended to 
upload your homemade resume together  with your submission 

• Video interview can be arranged for people who are unable to meet our delegates in 
person 

• Concise hot job information could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pages; visit our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openings! 

Interview Arrangement 
Come talk with us to see how tsmc can shape your career in a positive way 

Date & Location 

美南新春園遊會美南新春園遊會中獎幸運兒直呼幸運又驚喜中獎幸運兒直呼幸運又驚喜

德州新聞



BB33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休城社區

BB1010中美論壇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公平，良心知識分

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
實姓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稿酬，所有
稿件及信函，請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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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范湘濤   兼社長張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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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飛 陳立家

Government White Papers, especially on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are significant because they not only contain policy 
statements but also include certain amount of details about a 
government's past deeds and future intentions. In the domain of 
military strategy, China's military white paper must be treated with 
care by thorough analyses and interpretation so that China's goals and 
purposes are understood and correctly interpreted. On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can help guide the U.S.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China 
policy particularly related to military strategy. However, the U.S. being 
a superpower is used to publish her white papers for the world to know 
her positions but not to publicly discuss other nations' white papers to 
deriv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to help guide the government's 
diplomatic positions. A case at hand is that the U.S. seems to adopt a 
hostile anti-China policy, viewing China as a competitive economy as 
well as a militar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little convincing 
evidence. The recently published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white paper 
openly admitted her plans of military reform to upgrade her outdated 
military organizations and also to a large extent explained in detail her 
improvements in military strength necessary for peaceful purposes, 
based mainly on self-defense. There are clear hidden messages in that 
document: China is concerned with the U.S.'s China policy and her 
mis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efense strategy.

The document,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published by 
China's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last May, contains a 
preface and six chapters. Each will be summarized and commented on 
in the paragraphs to follow, with attempts to decip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tention (and its assumption about the US. 
Government's intentio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s views 
regarding US-China military interaction will be kept as background in 
reviewing this document.
From the document's preface, it is cl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esents an official position: Military preparedness is necessary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security as well as for active defense to 
meet new situations and to achieve China's "two Century" goal of 
realizing Chinese Dream and rejuven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atement' does not alleviate the Western powers' and some of her 
neighbors' concern that China was a dominating world power two 
centuries ago, now awakening. Is China rejuvenating to an awaken 
lion? What would the lion do? This fear seems to be ill-founded, since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the six chapters of this white paper to suggest 
such a fear. Let's examine the six chapters below.
I.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This chapter emphasizes that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changes challenging world community, 

balance of power, global governing structure and geopolitical 
issues. New threats include hegemonism, power politics, neo-
interventionism and terrorism, resulting in hotspot crises. China 
desires to have stability and peace to pursue her development but 
faces serious security threats including North Korea nuclear threat, 
Diaoyu Island and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s (SLOCs), Taiwan and other independence 
attempts as well as competitions in outer space, cyberspace and 
world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focusing on long range, precision, 
smart, stealthy, and unmanned warfare. China recognizes her 
deficiency and need in 'informationization' in her military.
II. The Missions of China's Armed Forces. To achieve and 
guarantee China's national goal and Chinese dream of hav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by 2021 and a modern socialist 
state by 2049 seem to be reasonable and harmless missions. The 
strategic tasks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described are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 military; they include handling 
emergencies and military threats and safeguarding unificatio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stability, deterring and countering 
nuclear threat, participating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peace keeping, performing rescue, disaster relief, 
rights and interest protection and supporting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II. Strategic Guidance of Active Defense. China's definition of 
active defense adheres to 'will not attack but will surely counter-
attack if attacked'. China's strategic guidelines were revised on 
1993, 2004 since 1949 with emphasis in winning informationized 
local wars, again a defense rather than an offense posture. One 
th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 is its 
unique party (CPC) leadership making the military more 
connected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The US military assembled 
under solicitation system is less connected with the people.
IV. Developing China's Armed Forces. China has her traditional 
arm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PAPF), small modular PLA (PLAA), navy (PLAN), air force 
(PLAAF), second artillery force (PLASAF), outer space, 
cyberspace and nuclear force all under the CPC leadership with 
priorit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uilding, advanced weaponry 
upgrade and new personnel training to respond to informationized 

warfare. China seems to recognize her out-dated military; hence 
she is reducing up to 300,000 personnel and accelerating a 
modernization plan.
V. Preparation for Military Struggle (PMS). This is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o enhance combat effect and to use 
information system to integrate a wide range of operational forces 
for joint operation under central military command (CMC). 
Realistic training is emphasized to reach constant combat readiness 
for situation of 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MOOPWs), 
emergency, disaster relief, etc.
VI.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main concept is to 
achieve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China involving military partners but in a non-aligned, 
non-confrontational and not against third party manner. This seems 
to be pointing fingers at some of her neighbors developing military 
alliances. China particularly mention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ASEAN nations under the above principle and desires to form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fter reviewing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document, one 
can fi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hina certainly prioritizes her 
military strategy for defense and self-defense under the principle, 
'We Will Not Attack, But Will Counterattack If Attacked'. China 
prefers to fulfill he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UN, her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in the UN sanction against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threat is clear evidence. China's effort in trying to 
maintain a healthy military budget increase each year is easy to 
understand from her security situation. China borders with 14 
neighborong countries, some hostile, some brewing terrorism and 
some raising territory disputes. More than half of China's trade 
goods passing through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re vulnerable to 
even a small country's naval force intervention. China's military 
budget is only a fraction of that of the U.S. and her navy strength 
cannot come close to that of the US Navy probably for decades.

The US 'pivot to Asia' policy seems to ignore China's 
security concern and overplays the U.S. security concern. The U.S. 
seems to misinterpret China's geopolitical reality and her non-
violence foreign policy; instead of promoting stability in Asia 
Pacific, the mighty U.S. navy and air force are actually agitating 
more conflicts and tension. Why and what for? If only the 
Americans could just swap places with the Chinese for a minute, 
they would see a very different light in Asia Pacific . Is the U.S. 
really threatened by China, her meager navy? Are we talking about 
a real military threat or a hurt of pride that we would rather fight 
battles than compete with China on economic terms?!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佟秉宇～

前  不 久 ， 格 蘭 岱 爾 市  ( City of 

Glendale )議會通過了一個議案，決

定每年的某月某日為＂土耳其屠殺

阿美尼亞人紀念日＂，這類議案毫

無法律效應，只是讓阿美尼亞人舒

舒心中悶氣而己。格蘭岱爾當地是 

阿美尼亞人大本營，市議員們為了

選票，在一些無關痛癢的議案上做

一點順水人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阿 美尼亞介於蘇聯和土耳其之

間 ， 人 民 信 奉 基 督 教 ， 一 九 一 五

年，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與德意志

為盟，以阿美尼亞拒絕加盟為由入

侵該國，屠殺了近一百萬人而且奪

取 了五分之四的土地。事情己經過

去百年，但阿美尼亞人仍然牢牢記

住著這歷史上的深仇大恨，曾經多

次在世界各地暗殺土耳其外交官，

抗議土耳其的活動也從沒停 止；以

上這類要求市議會通過譴責土耳其

的議案己經是司空見慣,如蒙堤貝羅 

( City of Montebelo )早已通過；可見

阿美尼亞人以牙還牙，報仇雪恥的

意志和決心多麼堅強，中國人看了

不能不自嘆不如。

美 國是移民國家，號稱人種大熔

爐，從全世界各角落來的人都有。

移民來到美國之後仍有故國之情的

人當然不在少數，像阿美尼亞人為

了祖國所受的恥辱而不斷向美國 各

級政府施壓，要求美國出面促使土

耳其對阿美尼亞道歉賠償；另外如

韓裔美國人也有樣學樣，經過他們

的努力，終於把日軍強徵慰安婦的

故事在許多州寫進了中學 的歷史教

科書。不忘祖國情，最具實際表現

的當然首推猶太人，他們毫不諱言

認為美國利益和以色列利益同等

重要，猶太人以自己在財經，學

術及各方面的實力，在 國會中掌

握了強大的遊說團，讓大多數政

客們不敢對違背以色列利益的議

案投贊成票.....。

華 裔在美國人數不少，財經，

學術及各方面也頗有成就，但為

了故國情懷敢於向美國政府的不

當對華政策說不而據理力爭的事

件卻從不曾見，更糟糕的是還有

少數所謂 異議人士竟成為反華政

客的急先鋒，鼓吹美國向中國動

武，真不知出自什麼心理？最近

美 中 兩 國 在 南 海 問 題 上 爭 議 日

增 ， 處 境 極 度 尷 尬 的 華 裔 同 胞

們，為了美中兩國 褔祉，至少要

有 促 進 美 中 和 平 合 作 雙 贏 的 善

意，才對得起良心。

談 到南海問題，不能不想到那

位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斯，此人

為 日 裔 ， 在 處 理 對 華 戰 略 事 務

時 ， 蠻 橫 模 樣 充 分 流 露 出 他 的

「鬼子」性格，是否能行得通，

實在大有問 題；他說「如果中國

侵犯釣魚臺就等於侵犯東京」；

他又說「南海諸島嶼(礁)從來不屬

於中國」。雖然美中兩國在許多

地方有所爭執，但美國政府還是

一再宣稱， 在各國之間的領土紛

爭上不選邊站。哈司令的口不擇

言，語無倫次，不但違背美國國

策，而且超過了一個軍人不在外

交政策上放話的本份 (麥克阿瑟被

杜魯門撤職的最大原因)。我們能

充分瞭解哈司令的日本情懷，但

自以為有了司令頭銜就等於有了

尚方寶劍，就可以毫不掩飾自已

假公濟私，借刀殺人 的動機？難

道不怕引起公憤？筆者要以美國

公民身分，在此向哈司令抗議他

的不當言行。筆者希望自己這種

笨鳥先飛的行動，能引起更多華

裔同胞對哈理斯在對華政 策上的

言行舉止多加關注，大家一起來

呼籲白宮和國會，今後對哈司令

能有所節制，不要讓他繼續破壞

損傷美中合作的前景！

記 得上世紀八零年代左右，有

一 位 三 軍 聯 合 參 謀 聯 席 會 議 主

席，布朗將軍 ( 官階高於哈理斯 

)，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美國被

猶太人控制，一切都受制於以色

列」；還有另一位我忘了名字的

高級將領也說過一句不該說的話

「美國面臨的最大外患威脅，不

是 戰爭，而是來自中南美洲的非

法移民」，結果雙雙引起美國國

內廣大猶太人和拉丁裔公民的強

烈抗議，兩位將軍都不得不鞠躬

下臺。有了這些先例，只要我們

華 裔 同  胞 的 呼 聲 夠 大 ， 抗 議 夠

強，則哈司令能夠哈哈的日子可

能不會太多了.....。

本文發稿前，筆者看到鳯凰

衛視專訪包道格，包先生對美

國高級將領在南海問題上不斷

放狠話，也深深不以為然，筆

者看後，有吾道不孤的興奮，

包先生不愧是高瞻遠矚的政治

家。

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 Interpretation of Her White Paper

～范湘濤～

習近平是一個有原則性、有正義

感、有戰略眼光的 大政治家。在對

日問題上，他實現了對日政策的偉 

大轉變。

第 一件事情： 針對日本野田開

啟的釣魚島國有化，針鋒相對宣佈

釣魚島領海基線、實現艦機的正常

巡邏、劃定東海航空識別區涵蓋釣

魚島。

首次提出，釣魚島問題，是日本

對二戰戰後秩序的 公然挑戰，一下

子 ， 把 問 題 提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日本措手不及。

習近平做的第二件事 情： 高調

紀念九一八事變，高規格紀念七七

全面抗戰。不再顧忌所謂的刺激日

本，影響中日友好的問題。 銘記歷

史，才能珍惜和平。

他認為，大家只享受和平而不維

護和平，和平就將 不復存在。如果

中日之間，最基本的是非問題、歷 

史罪錯都不能達成共識，由中國單

方面忍讓妥協換 來的所謂和平，中

國人民最終不會答應，這種和平 太

可怕。

習近平做的第三件事 情： 舉行

國 家 公 祭 ， 紀 念 南 京 大 屠 殺 紀 念

日，並且首度將南京大屠殺、卡廷

慘案、奧斯維辛集中營慘案列為二

戰期間的三大屠殺，由此將南京大

屠殺上升到人類共同悲劇 的高度，

引起世界範圍的關注。

通過這一安排，中國表達了一個

強烈的信念，就是 日本軍國主義在

中國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中國人民 

永不忘記，日本人應為抵賴罪行感

到恐懼。

習近平做的第四件事 情： 正式

確定慶祝抗日戰爭勝利日，今年作

為70年紀念日將舉行大閱兵。並且

首次把中國的抗日戰爭視為反法西

斯東方主戰場，從而更加鮮明地在

世界範圍與人類共識 對接，全面贏

得關注和認可。

舉行大閱兵是要展示中國人民解

放軍的強大實力和 必勝信念。對

那些賊心不死、抵賴罪行、妄圖

死灰 復燃的法西斯餘孽，當然是

極大震懾。

習近平的總體思路就是用世界

語 說 話 ， 在 對 日 問 題 上 堅 持 底

線，在原則問題上不含糊。

前不久，新華社發表文章，首

次明確 提出日本裕仁天皇是戰爭

的元兇， 從未對自己的深重罪孽

向中國人民謝罪。這體現了 習近

平的戰略思維，也是中國做的第

五件大事。

幾十年來，由於美國老大選擇

了包庇天皇，西方對 追究天皇罪

責幾乎是一個學術禁區，日美主

流 歷 史 學 者 和 官 方 也 是 三 緘 其

口。中國呢？考慮到天皇保 留是

既成事實，天皇又涉及到全體日

本人民的感 情，所以也避談天皇

責任。可是中國的巨大善意和 寬

諒，沒有得到回報。

對一個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不

顧 及 13億 中 國 人 民  感 情 的 小 日

本，有必要給天皇這個戰爭首犯

保留面 子嗎？

所以，中國正式提出天皇戰爭

責任的問，是一聲春 雷，是對日

政策的重大突破。這意味著，關

於中日 問題的最後一個禁區打破

了。

中 國 決 定 自 己 來 解 決 中 日 恩

怨。 中國的決心不指望任何人，

在原則問題上甚至不會顧及日本

全民的態度，以前所未有的強勢

來敲打日本。

另外各位可以回憶，為什麼習

近平上任後常常提起 毛澤東，因

為毛澤東是什麼都不怕的人，認

為一切 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日本

鬼子也一樣，只要突破底 線，就

一定揍他，這就是讓人民銘記歷

史的真正原 因。

  ~ ~餘俊 

鬼子司令 --哈里斯鬼子司令 --哈里斯

習近平對日政策的大改變！
“

從阿美尼亞人的故事說起   

大量中國遊客到日本旅遊，大量

的消費拯救了日本經濟，直接幫助

了日本增加2016年國防預算經費，

達到前所未有的五萬億日元，加速

了軍國主義復活。

現在生活的中國人，大都未有經

歷過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侵佔我

東三省、開始給我們的父祖輩的苦

難有多深、多痛，多少同胞枉死在

鐵蹄下，日寇的反人道野蠻行為，

令人髮指，中國軍民在日本侵華戰

爭中犧牲的共有三千五佰萬人，財

物損失和對家庭做成的傷痛，更是

無從估計。

日本侵華期間的暴行，包括：對

無武裝軍民大量屠殺，對平民隨意

殘殺斬首，被用作細菌實驗，姦殺

婦女，搶掠，缺糧餓死，病死，

受炮火傷而死，受空襲濫炸死，

多少人家毀人亡，流離失所，期

間因饑餓而人吃人及無能力養育

而致骨肉分離的人間慘事多不勝

數，中國人遇到日軍時要叫太君

還要鞠躬，否則受隨意打殺，精

神上更受盡屈辱和折磨。

我 們 的 父 祖 輩 受 盡 苦 難 ， 屈

辱 ， 折 磨 ， 我 們 真 的 無 動 於 衷

嗎？中國人的血性還在嗎？我們

不是要記住仇恨，但我門要銘記

歷史。日本最近修改自衛隊保安

法，大力擴張軍事力量，逃避承

認發動侵華戰爭各種罪行，不斷

嘗試參拜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懷

念戰犯發動侵華戰爭功績，對發動

戰爭全無悔意，一切的表現都帶有

軍國主義復活的影子。

奉勸國人，今天到日本的消費，

會直接資助日本2016年五萬億日元

的國防預算的一部份，你們購買的

座廁板和土豪式購物，背後還會給

日本人嘲笑為笨蛋、低劣和沒水

平，你們所花的錢，將來可能變為

子彈，炮彈來向你們和子孫作出回

報，希望我們從今天開始少賣日本

貨，不要到日本旅遊，日本錢多了

只會資助軍國主義復活，加速日本

擴張作惡，只有這樣才能救到自己

和子孫，救到日本，救到世界，以

免生靈再受塗炭。

熱遊日本，加速軍國主義復活熱遊日本，加速軍國主義復活
～中偉～

不到一個月將舉行地方選舉
華人應該讓選舉候選人知道你的迫切需求

第三屆中國省與美國得克薩斯州第三屆中國省與美國得克薩斯州
經貿合作研討會在奧斯汀舉行經貿合作研討會在奧斯汀舉行

安徽黃梅戲安徽黃梅戲，，飄香休斯頓飄香休斯頓，，55//1616 震撼上演震撼上演!!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Harris 縣估稅員和收稅員， Mike Sulli-
van也是Harris縣選民登記官，從事選民登記活動，並維護登記
選民的名單認證。現在 Mike Sullivan, 提醒市民，進行選民登記
投票的最後一天是2016年4月7日，地方選舉日期是5月7日。5
月7日是德克薩斯州居民投票選舉市政府，學校董事會和地方官
員和市議員選舉投票的最後一天。

Mike Sullivan說: “投票是非常簡單的事情，因為你的投票
權，官員和議員會仔細傾聽您的迫切需要，並代表你爭取您的利
益。你有權力使政府和人民聽到你的意見和什麼是你關心的生活
。投票可以確保你的權益。”4 月 2 日市議員 Jajoo 他宣布競選
Sugarland市長，Himesh Gandhi也宣布競選Sugarland市議員連任

，他們都參加了僑灣社熱心朋友和中文和電視媒體舉辦的競選活
動。 4月4日Joe R. Zimmerman參加支持他競選Sugarland市長的
競選活動。Mary Joyce及Himesh Gandhi 也參加這一個競選Sug-
arland市議員連任的活動。最重要的是華人居民在Sugarland地區
佔35％左右。華人對這些候選人當選有很強的影響力。

市議員 Joe Zimmerman， Mary Joyce 及 Himesh Gandhi 都鼓
勵華人投票支持他們，因為這一次選舉競爭是極其激烈的。
Zimmerman，Jajoo，Joyce及 Gandhi他們都表示，每一張選票是
至關重要的，它可以競選成功或失敗。在 Zimmerman，Jajoo，
Joyce 及 Himesh Gandhi 的競選晚宴活動時，已有人請他們照顧
Sugarland華人對抗拒居民住房協會的嚴格監控需要，因為很多過

於嚴格的規則和程序，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諸多麻煩和不便。
華人社區領導們應該安排公開聽證會，讓這些候選人全面了解華
人的需求，在他們都成功當選後幫助華人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

如果登記選民已經哈里斯縣中搬家或更改過姓名/地址，可
以通過訪問www.hctax.net並點擊選民登記選項卡下的姓名/地址
更改，按鈕更新選民登記的信息。目前，Harris縣已經有210多
萬選民登記投票。各市市長和市議員，學區，市政公用區及緊急
服務區官員將在2016年5月7日舉行選舉投票。 Harris 縣估稅員
和收稅員， Mike Sullivan也是Harris縣選民登記官，從事選民登
記活動，並維護登記選民的名單認證。如果你想更多了解關於選
民登記的信息，請訪問www.hctax.net。

(記者楊笑／奧斯汀報道) 4月7日，由中
國商務部與美國得克薩斯州政府共同主辦的
“中國省與美國得克薩斯州經貿合作研討會”
在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市舉行。中國商務部
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得克薩斯州州務卿
Cascos、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出席
研討會並致辭, 吸引了上百余名政商界人士到
場。

張向晨在研討會上致辭表示，經貿關系是
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和積極推動力量。得州經濟
多元、大企業雲集、投資環境友好，中國與得
州開展互利合作的潛力巨大。在美國50個州
中，得州對華出口位列第三，自華進口位列第
二。中國是得州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三大出
口市場。截止目前，總部設在得州以及主要經
營活動位於得州的中資企業共127家，總投資
額134億美元，為得州創造了2200多個就業機
會。與此同時，戴爾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
康菲石油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總部設在
得州的美國500強企業中，多數企業對中國都
有投資。

張向晨說，地方層級合作已成為中美經貿

關系的重要內容。2012 年以來，中國商務部
先後會同國內23個省市與美國加州、芝加哥
市、得克薩斯州等6個州市建立了“貿易投資
合作聯合工作組”機制。中美雙方在工作組機
制框架下，圍繞諸多領域開展互利合作，成績
卓著。希望雙方政府部門和雙方秘書處發揮合
力，通過多種形式促進中國省與得州的貿易投
資合作。希望中國各省市的企業家和得州的企
業家充分利用工作組機制，加強信息交流、創
新合作方式、拓展互利空間，將雙方合作的蛋
糕越做越大，達到“得州尺寸”（Texas Size
），造福雙方的人民。

Cascos用中文“早上好”向與會代表和企
業家問好。Cascos說, 中美企業間應加強合作
，增進友誼。得州有獨特的優勢，在高科技、
農業、生物醫藥和航天航空等許多領域處於領
先地位。得州願通過聯合工作組平台，積極擴
大與中國各省市的貿易投資合作。

研討會期間，雙方代表就加強互利經貿合
作進行了熱烈討論。雙方企業家還開展了商業
對接活動。

(本報訊) 為了加強海內外文化交
流，弘揚民族文化，慰借華人華僑的
思鄉之情，安徽省人民政府僑 務辦公
室黃英主任一行，將於今年 5 月 16
日率安徽省黃梅戲劇院主要演員訪問
休斯頓， 進行中美文化交流和采風活
動。他們這次帶來的經典曲目有：
《梁祝》選段“十八裡相 送”、《天
仙配•路遇》“一折”、《女駙馬•
狀元府》“一折”、《女駙馬•洞房
》 “一折”、《夫妻觀燈》選段“觀
燈”、《風塵女畫家》選段“海灘別
”、《打豬草》選 段“對花”以及新
編黃梅小戲《六尺巷》等。 說起黃梅
戲，相信華人朋友們都不會陌生。黃
梅戲發源於清乾隆以後的皖鄂贛交界
地區， 舊稱黃梅調，源自安徽、湖北
和江西三省交界地區，至今已有近
200 年的歷史。黃梅戲是 全國五大劇
種之一，以其清麗靈秀的演唱特色、
自然舒展的體現形式、雅俗共賞的表
演風 格在中國戲曲百花園中獨樹一幟
，風靡大江南北，它被首批列入了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錄，安徽省黃
梅戲劇院也成為傳承這一優秀文化遺
產的龍頭單位。今天的黃梅戲與黃山
， 已被譽為“安徽兩黃”，成為安徽
最具標志性的文化藝術品牌。 安徽省
黃梅戲劇團成立於 1953 年，1988 年
改團建院，已走過 58 年的歷程。在
一大批新、 老藝術家們的共同辛勤努
力下，《天仙配》、《女駙馬》、
《牛郎織女》等一批經典劇目 享譽海
內外。近二十年來，《紅樓夢》、
《徽州女人》、《雷雨》等精品佳作
更是迭出不 窮、百花爭艷。黃梅戲劇
院在國內外常年演出《天仙配》、
《女駙馬》、《羅帕記》等優 秀傳統

劇目，以及根據民間傳說和中外古典
名著改編的《牆頭馬上》、《孟姜女
》、《梁 山伯與祝英台》、《紅樓夢
》、《長恨歌》、《無事生非》等新
編劇目；近年來又創作推 出了《風塵
女畫家》、《風雨麗人行》、《木瓜
上市》、《雷雨》、《霸王別姬》、
《逆 火》、《徽商胡雪巖》等新劇目
，均以其獨特的神韻，始終吸引著世
人的目光，黃梅戲自 身也在創作演出
中，不斷地適應著時代的審美要求，
贏得廣大觀眾的喜愛和歡迎。 安徽省
黃梅戲劇院人才濟濟，薪火相傳，其

中有中國戲劇表演藝術最高獎“梅花
獎”獲獎 演員 6 人、中國文化藝術政
府獎“文華獎”獲獎演員 4 人。這一
次赴美演出，黃梅戲劇院 派出了最強
陣容，有 13 位國家一級演員、15 位
國家二級演員，“梅花獎”、“文華
獎” 得主蔣建國、吳亞玲、趙媛媛、
孫娟、何雲等均在其中。而被譽為新
世紀黃梅戲“五朵金 花”之一的何雲
，不久前剛在 2016 年中央電視台春
節晚會上亮相，表演了《天女散花》
， 令全國戲迷印像深刻。 這次黃梅
戲訪問休斯頓，由德州安徽同鄉會主

辦，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 19 休斯頓
的兄弟 社團協辦，讓我們共同努力，
將中華民族文化在異國發揚光大。因
為“越是民族的，越是 世界的”。相
信這次“黃梅飄香”休斯頓，會給休
斯頓的華人朋友帶來耳目一新的視聽
享 受和難得一見的戲劇盛宴。 演出
時間: 5/ 16/ 2016，星期一，7pm-
10pm 演出地址: Hous t on Bapt i s t
Uni ve r s i t y ( Dunham The at e r )
7502 Fondr e n Rd Hous t on, TX
77074 Anhui Association of Texas http:
//www.ahatexas.org 主辦： 德州安徽

同鄉會，安徽省僑辦，安徽省海外交
流協會 協辦： 1、中國人活動中心 2
、美南山東同鄉會 3、中國旅美專家
協會 4、華夏中文學校 5、美南江蘇
總會 6、福建同鄉會 7、東方藝術教
育中心 8、上海聯誼會 9、中國海外
石油校友會 10、美國山西發展促進
會 11、華夏學人協會 12、中國科學
技術大學休斯頓校友會 13、內蒙古同
鄉會 14、川渝同鄉會 15、江西同鄉
會 16、東北同鄉會 17、湖南同鄉會
18、騰龍教育學院 19、美南新聞集團

 
































在中美寺舉辦的星雲大師書法作品展覽現場在中美寺舉辦的星雲大師書法作品展覽現場。。

易理乾坤易理乾坤 ‧‧ 奇門遁甲奇門遁甲
大道明明師下周三起在美南電視開講大道明明師下周三起在美南電視開講，，歡迎扣應歡迎扣應

（ 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斷事情神準的陰盤奇門遁甲！
來自台北的大道明明師，在睽違半年多之後，於日前又來到休
士頓，並於下週三（四月十三日） 起，在美南電視15.3 台，每
周三晚七時半至八時的 「新聞面對面」 節目，以 「易理乾坤
‧ 奇門遁甲」為題，與大家探討問題，並歡迎觀眾Call in,明明
師將現場為您解答。

大道明明師表示： 中國易經環境學，來自自然界的的運用
。我們生活在天（ 乾） 地（ 坤） 之間，該如何運用，才能使
大地的環境，滋養萬物，生活自在無罣，你是否總是努力在工
作，人際關係，婚姻關係，親子關係及住宅的佈局，一直無法
順暢？歡迎收看 「易理乾坤，奇門遁甲」節目，讓專家協助你
整理出你的方向及方法。人生困苦，不是你不夠聰明，而是你
沒法鼓起勇氣去探索問題。歡迎您自下週三晚間七時半至八點
，準時收看美南電視15‧3 台的 「易理乾坤，奇門遁甲」，並
歡迎您拿起電話，向明明師預約1-（346）775-7498

王朝旅游董事長親自帶團，推出秋季童話
之旅，帶您走進人間仙境的西雙版納和美麗夢
幻的九寨溝，現在開始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心動就行動吧！ 童話之旅是以雲南，九鄉，麗
江，西雙版納和四川成都，九寨溝等景點，為
期 15 天。2016 年 10 月 19 日休斯頓出發～2016
年11月3日飛回休斯頓。

西雙版納位於雲南省西南端, 是傣族自治州
，與老撾，緬甸山水相連，和泰國，越南近鄰
，西雙版納，古代傣語為“猛巴拉那西”，意
思是“理想而神奇的樂土”。西雙版納有中國
唯一的熱帶雨林自然保護區，氣候溫暖濕潤，
樹木蔥蘢，蔓藤盤根錯節，不少珍禽異獸，都
生活在這片熱帶叢林裡。而西雙版納特有和稀
有的植物中有望天樹、紅光樹、雲南肉豆蔻、
四藪木、黃果木、胡桐、美登木、三尖杉等等
。

西雙版納集結了全國二分之一以上的動植
物種類，作為國家植物物種質資源保存基地，
擁有眾多國際著名植物園，成為搶救和保存熱
帶珍稀瀕危植物的“諾亞方舟”。漫步熱帶植
物園內，呈現您眼前的是一個充滿勃勃生機的
綠色世界：樹木蔥蘢，綠草茵茵；繁花似錦，
碩果累累。在這裡您可以欣賞到聞歌起舞的跳
舞草、消渴解暑的旅人蕉、使酸變甜的神秘果
、見血封喉的箭毒木、抗癌奇樹美登木、心心
相印的海紅豆、似大像鼻子的像鼻棕、能產糖
的糖棕……珍奇的植物比比皆是，熱帶雨林罕
見的生態景觀 ——“板根現像”、“老莖生花
”、“絞殺現像”、“獨樹成林”和“空中花
園” 一定會讓您目不暇接，驚喜連連。

空中花園: 在西雙版納
，一顆大型喬木或油棕上
，往往有幾十至上百種依
附植物。因此一個樹能長
出幾十至上百種不一樣的
嬌艷的花，得名空中花園
。

人們稱“不游九鄉，
枉來雲南”。九鄉和石林
在雲南共同形成“地上看
石林，地下游九鄉”的喀
斯特立體景觀，九鄉的美
在於它的自然，是億年自
然地質沉積下來的奇觀，
它雄偉、壯觀、規模龐大
，國內罕見絕景。專家們認為：九鄉溶洞群 擁
有上百座大小溶洞，為國內規模最大，數量最
多的洞穴群落體系，類型齊全，風格多樣，被
譽為“溶洞博物館”。很多電影曾經在這裡取
景，著名的有《神話》《千機變2》《西游記》
等，讓您嘆為觀止！

麗江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中國的納
西族（擁有自己的像形文字）主要分布在麗江
，人口約為23萬。 麗江兼有兩種高原地形特征
，地貌多樣，有雪山、草甸等自然景觀，氣候
變化顯著。麗江古城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城市
建設的成就，是中國民居中具有鮮明特色和風
格的類型之一。

九寨溝位於四川省西北部岷山山脈南段的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漳扎鎮境內。被
稱為“上帝的調色板”“人間天堂”之稱的九

寨溝，像童話王國一般美麗。秋天九寨溝擁
有最迷人色彩，身臨其境，越看越醉人……
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初，是欣賞九寨溝海子
和彩林相映奇景的最佳季節。秋色驚艷登場
，剛到秋天就會由綠變黃，由黃轉紅的植物
在這裡油然而生。滿山遍野的爛紅、金黃，
以盛氣凌人的氣勢直衝你心靈的同時，在九
寨溝變化萬千的各種彩池的襯托下，最後卻
又溫柔地直達你靈魂最深處。當你體驗過這
種媲美的視覺衝擊，你才會明白這裡為什麼
被稱為“上帝的調色盤”。她以神妙奇幻的
翠海、飛瀑、彩林、雪峰等無法盡覽的自然
與人文景觀，成為全國少有擁有“世界自然
遺產”和“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兩頂桂冠的
聖地。

詳細信息歡迎瀏覽我們網站：http://aaplus-
vacation.com 或 者 歡 迎 電 話 咨 詢 ：

713-981-8868 。
王朝旅行社在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

場側, 大通銀行後面），地址：6918 Corporate
Dr.A-14，Houston，TX 77036

王朝旅游王朝旅游：：
跟董事長去跟董事長去 「「雲南和九寨溝雲南和九寨溝」」

【本報訊】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WANG & ASSOCIATES CPA）目前已
經開業，歡迎新老客戶登門，諮詢關於財務
、稅務、退休計劃的任何問題。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持人 Michael
Hwang，CPA, CGMA，黃正仁先生，是美
國會計師協會成員，美國會計師協會認證管
理師，服務美國大公司30年，有豐富的各類
公司財務管理經驗，包括財務系統設計，新
技術引進，退休計劃，年金管理等等，都有
獨特見解。當然對於公司成立及公司成立後
所面臨的相關財務稅務、薪資管理等問題，
也都不在話下，輕鬆應對。

由於新技術的不斷發展，電腦科技的提
升，財務工作也越來越省人省力，精準度也

越來越高，很多公司為了減少開支，都傾向
於把財務工作外包。而洪微會計也提供這樣
專業的支持，讓中小企業及公司一年減少幾
萬甚至幾十萬的人員開支，為企業的管理水
平提供了更高的台階。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另一位主持人
May Chen,是稅務師及保險經紀，提供社區
報稅服務已有兩年經驗。她對待工作敬業負
責，為人和善，為客人報稅仔細認真，客人
都非常滿意，對她十分稱讚，並大力推薦親
朋好友來找她報稅。

為了回饋社區，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在新張期間，提供優惠服務。免費諮詢，所
有公司成立及財務外包業務，均八折優惠！
詳情請洽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熱線電話

：713-256-8682。
為了讓您體驗個性化的服務，我們提供

量身定做的專業財務規劃，及時、精準、細
緻入微的服務， 幫助您把錢花在刀刃上！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服務項目
包括：公司成立、申請稅號、會計簿記、商
業稅務、薪資管理，稅務申報，財務系統設
計，退休計劃，年金管理，健康保險、人壽
保險，等

公司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05
， Houston, TX 77036

Email: CPATX100@GMAIL.COM
Google Voice電話：832-308-0499
手機：713-256-8682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開業

圖為大道明明師圖為大道明明師（（ 左左）） 與心理諮詢師楚宇涵與心理諮詢師楚宇涵（（ 右右
））夫婦在休士頓夫婦在休士頓。（。（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J. Michael Hwang, CPA,J. Michael Hwang, CPA,
CGMACGMA
黃正仁會計師黃正仁會計師，，美國會計美國會計
師協會認證管理師師協會認證管理師

May ChenMay Chen
陳學偉陳學偉，，稅務師稅務師，，保險經紀保險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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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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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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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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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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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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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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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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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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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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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經濟動態

迦南地產值得信賴

高級木裝修紅外線桑拿房高級木裝修紅外線桑拿房，，助您排汗除脂助您排汗除脂，，快快
速消除疲勞速消除疲勞。。

（本報記者施雪妮）“請客吃飯，不如請
客流汗”如今在朋友圈特別流行。三、五好友
周末或節假日相聚，一邊聊天，一邊Spa， 是一
個非常時尚的選擇。Kings Spa 是目前休士頓獨
一無二、服務品種最齊全的豪華高檔休閑養生
會所，其中的大型紅外線桑拿房受到客戶的鐘
愛。

紅外線是在所有太陽光中最能夠深入皮膚
和皮下組織的一種射線。由於紅外線與人體內
細胞分子的振動頻率接近，便會引起人體細胞
的原子和分子的共振，透過共鳴吸收，分子之
間摩擦形成熱反應，促使皮下深層溫度上升，
並使微血管擴張，加速血液循環，有利於清除
血管囤積物及體內有害物質，將妨害新陳代謝
的障礙清除，重新使組織復活，促進酵素生成
，達到活化組織細胞、防止老化、強化免疫系
統的目的。所以紅外線對於血液循環和微循環
障礙引起的多種疾病均具有改善和防治作用。

此外，對人體內的一些有害物質，例如食品中
的重金屬和其它有毒物質、乳酸、游離脂肪酸
、脂肪和皮下脂肪、鈉離子、尿酸、積存在毛
細孔中化妝品殘余物等，也能夠藉助代謝的方
式，不必透過腎髒，直接從皮膚和汗水一起排
出，可避免增加腎髒的負擔。

紅外線和家用電器所放射出的低頻電磁波
不同，紅外線在人體皮膚的穿透力僅有0.01至
0.1釐米，人體本身也會放出波長約9微米的遠
紅外線，紅外線被用在許多疾病的輔助治療上
，例如筋骨肌肉酸痛、肌腱炎、褥瘡、燙傷及
傷口不易愈合等疾病，都可以利用紅外線促進
血液循環的特性，而達到輔助治療的目的

對人體的益處：
1. 促進血液循環：利用紅外線反應，使皮

下深層皮膚溫度上升，擴張微血管，促進血液
循環，復活酵素，強化血液及細胞組織代謝，
對細胞恢復年輕有很大的幫助並能改善貧血。

2. 調節血壓：高血壓及動脈硬化一般是神
經系統、內分泌系統，腎髒等細小動脈收縮及
狹窄所造成。紅外線擴張微血管，促進血液循
環能使高血壓降低，又能改善低血壓症狀。

3.改善關節疼痛：紅外線深透力可達肌肉關
節深處，使身體內部溫暖，放松肌肉，帶動微
血管氧氣及養分交換，排除積存體內的疲勞物
質和乳酸等老化廢物對消除內腫，緩和酸痛。

4. 調節自律神經：自律神經主要是調節內
髒功能，人長期處在焦慮狀態，自律神經系統
持續緊張，會導致免疫力降低，頭痛，目眩，
失眠乏力，四肢冰冷。紅外線可調節自律神經
保持在最佳狀態，以上症狀均可改善或祛除。

5. 護膚美容：紅外線照射人體產生共鳴吸
收，能將引起疲勞及老化的物質，如乳酸、游
離脂肪酸、膽固醇、多余的皮下脂肪等，籍毛

囊口和皮下脂
肪的活化性，
不經腎髒，直
接從皮膚代謝
。因此，能使
肌膚光滑柔嫩
。

6. 減 少 脂
肪：紅外線的
理療效果能使
體內熱能提高
，細胞活化，
因此促進脂肪
組織代謝，燃
燒分解，將多
余脂肪消耗掉
，進而有效減
肥。

7. 改善循環系統：紅外線照射的全面性和
深透性，對於遍布全身內外無以數計的微循環
組織系統，是唯一能完全照顧的理療方式。微
循環順暢之後，心髒收縮壓力減輕，氧氣和養
分供應充足，自然身輕體健。

8. 強化肝髒功能：肝髒是體內最大的化學
工廠，是血液的淨化器。紅外線照射引起的體
內熱深層效應，能活化細胞，提高組織再生能
力，促進細胞生長，強化肝髒功能，提高肝髒
解毒、排毒作用，使內髒環境保持良好狀態，
可說是最佳的防病戰略

Kings Spa 大型紅外線桑拿房為全實木結構
，由專業紅外線桑拿房設計師設計，無論您在
裡面是坐著、躺著或站著，您都能享受到來自
四面、上下的紅外線照射。特別是做完全身或
足底按摩之後，衝個熱水浴，再進入紅外線桑

拿房小憩30分鐘，頓感神清氣爽，渾身充滿活
力。不信的話，您就親自來試一試。

Kings Spa 內外設計裝潢恢宏大氣，自然古
樸，盡顯高貴典雅和超塵脫俗的氣質。置身於
其中，仿佛置身於原野之間，感受隔絕浮世的
恬靜，給人怡然自得的感覺。輕柔舒緩的音樂
繞梁播放，讓您將都市的喧囂拋諸腦後，盡情
地放松、享受。Kings Spa除了擁有一流的環境
設施外，還聘用有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他們
精通人體經絡穴位，以傳統的點、揉、推拿等
按摩手法刺激人體各穴位，疏通經絡，促進血
液循環，提高免疫力，調理陰陽通利關節，消
除疲勞。歡迎光臨。地址12000 Bellaire Blvd, #
138A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506-2000
，www.kingsspatx.com

請客吃飯，不如請客流汗
------- Kings Spa大型紅外線桑拿房介紹

位於位於1200012000百利大道的百利大道的Kings SpaKings Spa，，擁有一流的環境設施和兼具精湛專業技術與擁有一流的環境設施和兼具精湛專業技術與
真誠服務態度的專業人員真誠服務態度的專業人員，，是高品味客戶放松身心是高品味客戶放松身心、、養生休閑和洽談商務的絕佳養生休閑和洽談商務的絕佳
場所場所。。歡迎光臨歡迎光臨。。






(本報記者施雪妮)由蕭翠薇女士（黃太）主持的迦南地產
，以專業知識豐富，服務熱情周到為僑界所熟知。蕭女士從事
房地產生意二十多年，對新、舊房、住家、商業、查封買賣、
租貸服務樣樣精通，對各種商業、住家舊房的維修改造也非常
有經驗，並有自己的專業維修工程隊，提供 『一條龍』全套服

務。
蕭女士介紹說：休斯敦占有能源城市獨特優勢，

就業率和購房率近幾年持續增長。從投資的角度來
說，股市行情難以預測，而房地產相對地來說是一

個穩步向前，穩中有賺的好選擇，加上華人善於經營，類似的
餐館、洗衣店、加油站、公寓出租等行業成為投資關注的目標
。

如何找到真正的好房和房地產投資項目，很大因素取決於
找到一個真正專業，講誠信的經紀人。迦南地產近幾年來，已

成功地為無數房地產投資者完成了計劃，特別是為餐飲、洗衣
店、加油站、理髮美容等專業主找到地點好，房租合理，經濟
效益高的舖面。由於房地產市場的競爭，迦南地產更加注重對
每一位客戶的服務質量。同時，充分利用 『一條龍』服務優勢
，客戶有什麼改造、裝修方面問題，都不必再找他人，真正做
到為客人省時、省力、省錢。

如果任何有房地產投資的需求或想買賣住家房屋，請隨時
洽詢迦南地產的黃太。電話：281-798-0868

世界多地民眾歡度國際枕頭大戰日世界多地民眾歡度國際枕頭大戰日

多個國家的多個國家的““枕頭大戰枕頭大戰””愛好者相約走上街頭愛好者相約走上街頭，，用獨特的方式來慶用獨特的方式來慶
祝他們的節日祝他們的節日。。如今如今，“，“枕頭大戰枕頭大戰””成為許多人緩解緊張生活節奏和釋成為許多人緩解緊張生活節奏和釋
放壓力的一種有趣的發泄方式放壓力的一種有趣的發泄方式。。圖為匈牙利民眾進行枕頭大戰圖為匈牙利民眾進行枕頭大戰。。

義大利舉辦貓展義大利舉辦貓展 ““喵星人喵星人””威風凜凜威風凜凜

義大利羅馬義大利羅馬，，20162016年年““地中海優勝者地中海優勝者””貓展舉行貓展舉行。。圖為一隻獲獎的貓圖為一隻獲獎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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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巴格達伊拉克巴格達，，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展出來自摩蘇爾的亞述人文物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展出來自摩蘇爾的亞述人文物。。

媒體探訪豬肉市場：
進口肉比國產肉便宜壹半
肉價單月上漲30%，生豬價格創五年

來歷史高點，猴年裏的“二師兄”出盡了

風頭。對此，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豬肉

價格的上漲是由於供給不足造成的；也有

業內人士認為，本輪豬肉上漲摻有人為

“炒作”因素。那麽，隨著生豬價格跨過

歷史高點，未來將何去何從？

近日，很多人都在講，吃不起豬肉

了。今年以來，豬肉價格持續上漲，目

前豬肉零售價近20元壹斤，肋排最高近

35元壹斤，“瘋漲”是老百姓和業內人

士共同的感受。那麽，本輪豬肉價格瘋

漲的背後是什麽原因？是前些年豬肉價

格低帶來的供應不足？是天氣及人為因

素還是有資本在後面助推？北京青年報

記者近日就此進行了調查。

現場
進口豬肉比“本地豬”便宜近半
昨日，北青報記者走訪了望京地區

幾家大型菜市場和超市後了解到，這幾

家菜市場和超市的零售豬肉價格相近，

分別是前後腿肉壹斤17元左右，五花肉

壹斤18元左右，排骨肉壹斤27元左右，

最貴的肋排則賣到了壹斤35元左右。

攤主告訴北青報記者，往年春節是

豬肉價格的高點，壹般過了春節就會

降，但今年春節以後，豬肉的價格依然

壹直高居不下，“批發價就高，我們都

是跟著拿肉的價格走的”。另壹名攤主

表示：“這是因為現在肉聯廠收不到毛

豬。”

北青報記者發現，在這些攤前購買

豬肉的顧客並不多，壹位攤主表示“現

在菜啊肉啊啥都貴，沒辦法，菜不能不

吃，那就少吃點肉。”另壹位前來購買

豬肉的顧客表示，自己最愛吃肋排，但

是35元壹斤的價格也讓他猶豫，因此只

買了腔骨和肋骨都有的排骨肉，壹斤便

宜8元。

另外，北青報記者在超市發現壹

個奇怪的現象，相比“本地”的豬

肉，進口的豬肉反而便宜壹大截，如

來自加拿大的豬肉肋排，僅售 19.8 元

壹斤，比本地的 34.8 元的肋排便宜了

近壹半。

調查
豬肉價格瘋漲是被人為炒起來的？
根據農業部的“全國農產品批發市

場價格信息網”的數據顯示，3月，全

國豬肉零售價格每公斤28.6元，同比上

漲35.2%；活豬價格每公斤18.82元，同

比上漲 54.8%；仔豬價格每公斤 40.68

元，同比上漲101.3%。那麽是什麽原因

導致這輪豬肉價格瘋漲不止？

“豬肉的價格跟炒作有關。”新發

地市場宣傳部詹家寶認為，豬肉價格主

要是炒起來的，價格炒高之後很多農民

和飼養場不願意出手活豬，想把豬養到

150斤左右再出手，這是壹種“惜售”

的心理。在肉價上漲的時候，養豬場壹

般願意拖後幾日出欄，壹方面可以增加

毛豬的單重，壹方面又因為價格上漲可

以增加收入。因此，豬肉價格上漲也摻

有人為的因素。

農業部相關人士表示，生豬存欄量

低是造成豬價上漲的主要原因。“2014

年下半年以來，豬肉價格持續低迷，利

潤微薄導致生豬養殖紛紛減少。截至

2016年2月，我國生豬存欄量為36671萬

頭，較2013年高點的46856萬頭下降約

21.7%，較2015年同期的38973萬頭下降

約5.9%。”

搜豬網首席分析師馮永輝則認為，

目前豬肉價格的上漲確實是由於供應端

的供給不足造成的。“2013 年至 2015

年，連續三年整個行業處於虧損狀態，

造成了大量養豬場破產和退出，產能大

幅下降；同時，由於環保的問題，從

2014年初開始拆豬場，進壹步造成產能

不足。”

除了以上供應鏈的原因，還有壹部

分自然原因。去年12月，我國大部分地

區遭遇“世紀寒潮”，溫度大幅下降，

造成仔豬腹瀉嚴重，成活率比較低。這

就影響春節以後的肥豬供應，壹些屠宰

企業甚至遭遇了“斷檔”，收不到豬。

追訪
政府要出手調控這輪豬肉瘋漲？
前不久，在各微信群裏流傳著壹條

3月25日儲備肉投放的消

息，5省投放總量在 1.85

萬噸，但是至今沒有得

到證實。不論如何，豬肉

價格並未得到控制，時至

今日，依然維持在高位。

對此，馮永輝表示，

即使消息為真，那麽2萬

噸對於彌補豬肉市場的缺

口來說依然太少了。“儲

備豬肉實際上是企業的庫

存，壹般是4至6個月的

輪儲周期。今年的形勢壹

直不好，所以企業並沒

有太多的儲備，說白了

就是沒貨，這也是為什麽政府並沒有大

規模投放的原因。”

回頭看3月19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

《豬糧比價進入黃色預警區域建議養殖

場戶勿過度補欄》，其中提到，截至3

月9日，全國生豬平均出廠價格為每公

斤 18.62 元，同比上漲 52.8%；豬糧比

價為 9.13：1，已進入黃色預警區域。

“豬糧比價”是指活豬價格與玉米價格

的比，它是衡量豬肉價格的壹個重要指

標。豬糧比價越高，說明養殖利潤高，

養殖戶補欄的積極性也越高。同時，

這也是政府進行豬肉價格調控的最主

要參考因素。據了解，豬糧比價的綠色

區域為5.5：1到8.5：1，而近期，生豬

價格超過 10元壹斤，玉米的價格約 9

角壹斤，豬糧比價已經超過10.5：1。

國家有關部門將按照《緩解生豬市

場價格周期性波動調控預案》規定，適

時啟動調控預案，努力緩解生豬市場價

格大幅波動。在這份調控預案中規定，

當豬糧比價處於黃色區域時，由發展改

革委牽頭會商，提出中央凍豬肉儲備投

放計劃，由商務部牽頭組織實施。

關註
瘋漲的豬肉價格何時回落？
馮永輝介紹，現在供應端的補欄開

始恢復，但是這需要壹個過程，據他預

測，傳遞到終端的供應至少還要10個月

以上。他預測，今年9月以後，可能會

迎來壹輪價格的下降。而詹家寶則認

為，目前豬肉的價格基本已經達到壹個

歷史高點了，但是他表示，此次的漲價

與往年相比周期性不明顯，其中可能有

人為因素，因此無法預測後續價格的波

動。

事實上，除了政府投放儲備肉和養

殖戶的補欄之外，還有增加進口肉，對

低保戶、大學生等群體加大補貼等措

施。但是，目前國家還沒有相應的調控

政策出臺。

與北青報記者在超市中看到的豬肉

價格類似，馮永輝表示進口豬肉價格確

實便宜，幾乎是國內的壹半。但是“全

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填補中國的缺

口，中國的豬肉市場是 5000萬噸的規

模，而全球的豬肉貿易量才600萬噸”。

雖然國家已經在提高進口肉的比例，1

月份同比增加了66%，2月份同比增加了

110%，但是依舊供不應求。

同時，上述專家表示，在2013年至

2015年豬肉價格持續走低的情況下，許

多養殖場、屠宰場都處於虧損或薄利狀

態，這對於生豬市場是很大的打擊。目

前豬肉價格走高，以市場調節的方式刺

激養殖戶補欄的積極性，也是好事。此

時如果盲目進口，可能會進壹步打擊國

內養殖戶的積極性，短期內豬肉市場反

而難以調節恢復。

財經觀察
不要讓“豬周期”循環上演

在養殖業內，有這樣壹個“豬周

期”，大致的軌跡是：肉價上漲——母

豬存欄量大增——生豬供應增加——肉價

下跌——大量淘汰母豬——生豬供應減少

——肉價上漲。這個周期通常2到3年

循環壹次，因此，“壹年賺、壹年平、

壹年虧”就成了養殖戶們的“魔咒”。

乍壹看，這樣的調節十分符合市場

的供需關系規律。但是我們更應看到，

在這種帶有“滯後性”的市場調節中，

有壹部分人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並且這

樣的悲劇在周期性地循環上演。

在市場經濟中，市場調節是壹種事

後調節，也就是說，只有先行出現了價

格的波動，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才會隨時

擴大或減少商品的供應。因此，供求不

平衡影響到價格本來就存在時間差，從

作出決定再到見效又需要壹定的時間。

養殖業的特性又決定了從仔豬到肥豬的

生長周期很長，導致這壹行業的市場調

節更加滯後。

2013年到2015年豬肉價格持續低迷

之時，許多企業不得不倒閉，這就造成

了生豬供應的減少，而現在隨著豬肉價

格的持續走高，補欄的養殖戶越來越

多，或許會帶來下壹輪的價格下跌。但

是，我們並不願看到下壹個“豬周期”

的上演。或許，不讓“豬周期”繼續上

演的方式，除了對養殖戶進行市場教育，

讓他們認識到不能盲目跟風之外，更為

重要的是相關部門也要進行科學的、帶

有預見性的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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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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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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SAM SHUM岑偉文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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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詢問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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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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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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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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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休城讀圖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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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44月月66日在珍寶海鮮餐廳進行日在珍寶海鮮餐廳進行
會長交接會長交接、、在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和台北經在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和台北經
文處處長黃敏境監交下文處處長黃敏境監交下、、會長汪乃強將校旗交給王敦會長汪乃強將校旗交給王敦
正新會長正新會長

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會長汪乃強接受校長薛富盛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會長汪乃強接受校長薛富盛
贈送台灣中興大學贈送台灣中興大學88個學院簡介及校旗個學院簡介及校旗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一行６人於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一行６人於44月月66日首次蒞休訪問在珍寶海鮮餐廳聚餐後與日首次蒞休訪問在珍寶海鮮餐廳聚餐後與
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游慧光科技組長游慧光科技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及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校友周慧宜教育組長及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校友
們合影們合影，，今年正逢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成立三十週年今年正逢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成立三十週年，，薛富盛校長來訪更具特別意義薛富盛校長來訪更具特別意義

王敦正新會長贈送紀念幣給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王敦正新會長贈送紀念幣給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副校長副校長
楊長賢楊長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長陳樹群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長陳樹群、、副院長申雍副院長申雍、、國際農業國際農業
中心主任黃紹毅中心主任黃紹毅、、園藝學系吳振發教授園藝學系吳振發教授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副校長楊長賢副校長楊長賢、、農業暨自然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院長陳樹群資源學院院長陳樹群、、副院長申雍與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王副院長申雍與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王
妍霞妍霞、、成彥邦成彥邦、、齊士林齊士林、、邸姮邸姮、、邵雷邵雷、、姚賢風等歡聚一堂姚賢風等歡聚一堂

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會長汪乃強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會會長汪乃強、、王敦正王敦正、、齊士林齊士林、、鄭大展鄭大展、、駐休士駐休士
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游慧光科技組長游慧光科技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等熱烈歡周慧宜教育組長等熱烈歡
迎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迎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副校長楊長賢副校長楊長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院長陳樹群院長陳樹群、、副院長申雍副院長申雍、、國際農業中心主任黃紹毅國際農業中心主任黃紹毅、、園藝學系吳振發園藝學系吳振發
教授一行首次蒞休訪問教授一行首次蒞休訪問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副校長楊長賢副校長楊長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副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副
院長申雍院長申雍、、國際農業中心主任黃紹毅與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鄭嘉明國際農業中心主任黃紹毅與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鄭嘉明、、周周
政賢政賢、、呂明雪等共度歡樂時光呂明雪等共度歡樂時光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長陳樹群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長陳樹群、、副院長申副院長申
雍雍、、國際農業中心主任黃紹毅國際農業中心主任黃紹毅、、園藝學系吳振發教授邀請校友園藝學系吳振發教授邀請校友
們們20192019年年1111月回到母校參加興大月回到母校參加興大100100周年慶周年慶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副校長楊長賢副校長楊長賢、、農業暨自然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院長陳樹群資源學院院長陳樹群、、副院長申雍副院長申雍、、國際農業中心主任黃紹國際農業中心主任黃紹
毅毅、、園藝學系吳振發教授與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們互動園藝學系吳振發教授與休士頓中興大學校友們互動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一行６人於4月6日首次蒞休訪問
台灣中興大學、德州A&M大學將交流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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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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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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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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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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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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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BB77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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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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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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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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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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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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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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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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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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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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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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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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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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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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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醫生專頁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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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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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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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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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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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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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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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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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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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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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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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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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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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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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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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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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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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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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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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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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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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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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dong Zhou,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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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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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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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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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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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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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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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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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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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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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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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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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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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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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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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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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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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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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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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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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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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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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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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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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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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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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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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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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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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移民體檢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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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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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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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0408FRI_B1_Print
	0408FRI_B2_Print
	0408FRI_B3_Print
	0408FRI_B4_Print
	0408FRI_B5_Print
	0408FRI_B6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