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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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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正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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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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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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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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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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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於 4月16日舉辦第三屆台灣夜市美食園遊會廣受歡迎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伉儷、齊永強副處長,張琍琍夫婦,教育組周
慧宜組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陳美芬僑務顧問,王妍霞僑務促進委員美南
旅館公會陳清亮榮譽理事長,林翠梅,世台基金會林鋕銘秘書長夫婦,台塑吳堯明副總裁夫婦,來
自台灣[缺角一族]喜劇江豐宏導演,李明宗製片人,黃宥驊製片人等親臨台灣夜市美食園遊會，
來支持這項宣揚台灣傳統文化的活動

台灣傳奇龍舟隊陳煥澤隊長,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
伉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陳美芬僑務顧問、林翠梅和電音三太子在台灣人
活動中心共度台灣夜市活動

金城銀行公關侯秀宜及行員歡迎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伉儷、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於台灣夜市美食園遊會蒞臨參觀

台灣夜市小吃美食園遊會於4月16日在台灣人活動中
心舉行,味全食品擺攤贊助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台灣夜市陳建賓執行總召,黃
敏境處長夫人邱瓊慧,俞欣嫻秘書,松年學院陳美芬
董事長親臨台灣夜市美食園遊會

台灣傳奇龍舟隊陳煥澤隊長率
隊員在台灣夜市美食園遊會上
召募新血

台灣同鄉會長江玟玟、林翠梅、陳美芬僑務顧問
,等在 Taiwan Yes Festival接待鄉親們及僑界人士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第
三屆台灣夜市美食園
遊會黎淑瑛僑務委員
、陳美芬僑務顧問和
休士頓僑教中心鎮館
之寶電音三太子本尊
合影

「Taiwan Yes-Taiwan Fun
台灣夜市瘋台灣」 小吃美食
園遊會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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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第49屆國際電影節中國電影大放異彩
多部電影獲得大獎

《侗族大歌》（The Grand Song）獲得電影節金獎。歐醜
醜導演，主演盧燕，王嘉，蕭浩冉。

中外名人文化產業集團投資制作的電視片《第七種味道》榮獲電影節金獎。（左二：集團董
事長陳建國率領來自中國的著名導演和演員一起上台領獎，左一：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文化
參贊楊松、右一：全景中國主席蔣銳陪同領獎。）

電視系列節目《西游奇遇記》（On the
Way）榮獲兩大獎項。最佳電視金獎和最
佳制片金獎。（出品人吳艷上台領獎）

由中國著名演員盧奇主演的《出山》（The Compact Desti-
ny of Stone）榮獲最佳外語片小金人、電影金獎。（劇組成
員上台領獎）

來自貴州的兩部影片獲獎，其中由多彩貴州文化藝術股份公
司攝制的《中國石橋古法造紙》紀錄片榮獲電影節評委會白
金獎。（左起：影片導演田力、多彩貴州文化藝術股份公司
總經理毛曉舟、副總經理張弘上台領獎）

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產業商會副會長、中國
電視藝術協會電視節目研發委員會執行會長、中外名
人文化產業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建國應邀在電影節上講
話。

《天之恩賜》（The Hajab’s Gift）獲得電影節金獎。
（左：導演陳黎明、右：制片人白龍上台領獎）

休斯頓當地時間4月16日，休斯頓第49屆國際電影節在雙樹賓館隆重舉行！來
自72多個國家近千部電影參加電影節。49屆電影節增加了《全景中國》這個項
目，中國20多部電影及紀錄片參展，多部電影及紀錄片獲得大獎，眾多華人明
星飛到休斯頓參加電影節。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Hunter Todd先生和往年一
樣，親自主持電影節。



B2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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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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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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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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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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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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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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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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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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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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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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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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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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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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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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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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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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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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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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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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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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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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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動物胚胎太空成功發育
破解人類太空繁衍謎團 中國邁出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順利完成12天太空飛行後，中

國首顆微重力科學實驗衛星——實踐十號返回式衛星回收艙，17日

16時30分準確降落在內蒙古預定着陸區域。隨實踐十號一起“太空

旅行”的6,000餘枚小鼠早期胚胎，在太空中順利完成從2細胞到囊

胚的全程發育。這是世界上第一次證明了哺乳動物早期胚胎在太空

微重力條件下，完全可以發育到囊胚階段。相關人士表示，人類能

否在太空繁衍等謎團需要通過一系列科學實驗來解開，此次實驗只

是解開人類太空繁衍眾多謎團的第一步。

“這十年來我們沒有放棄，這一次
終於成功了。”實踐十號衛星

科學應用系統副總師、中科院動物所研
究員段恩奎透露，為了實現這一科學目
標，科學家們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
任務：中科院上海技術物理所研究員張
濤領導的胚胎培養載荷研究團隊，將地
面上一個龐大複雜的胚胎實驗室，濃縮
成了一個微波爐大小的培養箱和一個電
控箱，且使其具有密閉培養、自動搜索
識別顯微成像、遙控固定、圖像下傳等
功能。

植入母體可獲更大突破
十年來，科學家們深入分析研究，

對太空胚胎培養方法和固定技術進行了
多方面的研究和改進。“比如，我們科
學團隊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馬保華教授
合作研發了胚胎密閉培養體系，研製了
適用於太空胚胎培養的特殊培養液，開
發了進行大量早期胚胎冷凍、解凍的新
技術，以前一次能冷凍1到10個胚胎，
現在能一次冷凍50到100個左右。”段
恩奎說。此外，科學家們還研製出了適
合太空遙操作的胚胎固定技術，反復研
究篩選出了培養單元中胚胎培養液的最
佳比例，探索出胚胎固定時最佳的固定
液流速。
據介紹，發育成囊胚的胚胎如果沒

有及時在母體子宮着床，就會慢慢死
去，所以這些小鼠胚胎無法回到地球繼
續生長發育。“如果將來有機會短時間
就能回收這些胚胎，比如3天，也許就
可以及時將它們植入母體，看能不能生
下健康的小鼠，那將是更重大的突
破。”段恩奎說。

盼為人類生殖提供依據
除了用於發育實驗，還有一部分胚

胎在裝星後72小時，要在太空中被注入
固定液，固定一定的階段後，隨返回艙
回歸地球，用於完成此次實驗的另一個
科學目標——探討太空環境對胚胎發育
影響的作用機制。
“希望這些小鼠胚胎能安全度過

回歸地球的艱難旅程，我們將立刻把
它們運回實驗室進行全方位分析研
究，與地面對照實驗結果比對，分析
胚胎形態變化，進行基因蛋白監測，
篩選出影響太空哺乳動物早期胚胎發
育的相關基因。”段恩奎說。
“我們希望能為未來人類太空活動

中生殖健康提供科學依據。”段恩奎指
出，人類能否在太空繁衍等謎團需要通
過一系列嚴格的科學實驗來一步一步解
開，哺乳動物早期胚胎能夠在太空實現
發育只是解開人類太空繁衍眾多謎團的
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全媒體報
道，在實踐十號上，安放小鼠胚胎的
裝置在19個載荷中屬於最受關愛和特
殊照顧的“寵兒”。
“它在發射前8小時最後一個裝上

衛星，以最大程度縮短在地面停留的
時間；在轉運及裝載過程中，要求不
能斷電超過20分鐘，以保證它的狀
態，事實上僅斷電了12分鐘。另外，

發射前4小時要進行一次自動搜索顯微
成像。”段恩奎介紹。
進行發育實驗的小鼠胚胎被分為4

個單元，每個單元內有150個左右胚
胎，衛星入軌後每4小時照相一次，記
錄它們的狀態，直到96小時為止。
“在72小時左右，2細胞胚胎就發育
到囊胚，和地面上時間基本一致。”
段恩奎說。

世界相關研究的三次嘗試：
第一次是20年前。1996年，

美國哥倫比亞航天飛機將49枚小
鼠2細胞胚胎送上太空，結果無一
發育；此後國外再無進行此類實
驗。

第二次是10年前。2006年，
段恩奎領導的團隊利用中國實踐八
號育種衛星留軌艙，開展了小鼠4
細胞期胚胎太空發育實驗，首次獲
取了太空中的小鼠胚胎圖片，但遺
憾的是它們在太空未能完成發育。

第三次就是實踐十號任務。世
界上第一次證明了哺乳動物早期胚
胎在太空微重力條件下，完全可以
發育到囊胚階段。

資料來源：新華社

鼠小弟享優待 提前8小時上星

■衛星發
射後形成
的囊胚。
網上圖片

■發射前
4小時的2
細胞。
網上圖片

■6,000餘枚小鼠早期胚胎，在太空
中順利完成從2細胞到囊胚的全程發
育。圖為段恩奎介紹胚胎發育情況。

新華社

■中國首顆微重力科學實驗衛星──實
踐十號返回地球。 新華社

Hundreds of teenagers developed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with some diagnosed with cancer, after their 
school in east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was relocated 
beside a former site for chemical plants, state television 
reported on Sunday.
Soil and groundwater in the area was found to contain 
toxic compounds and heavy metals, with the level of 
one carcinogen almost 100,000 times the safety limit, 
according to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Parents of the pupils attending the Changzho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had suspected for months the 
contaminated environment was to blame for the rashes, 
coughs and headaches their children began to develop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CCTV said one of the three factories used to discharge 
sewage into a dried-up canal on the site about 100 metres 
from the school.
Parents had demanded the pupils be moved to a safer 

area, but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refused. Still, officials ended the autumn 
semester earlier than usual in January.
According to the CCTV report, 641 pupils underwent 
hospital medical checks, which revealed that 493 
teens had health problems, including abnormalities in 
their blood and thyroid, bronchitis and in some cases 
lymphoma and leukaemia.

FATHER OF ONE PUPIL
“When talking to other parents, we found that almost all 
the pupils had similar symptoms, and we could all smell 
the stench. Then we began to suspect [the symptoms] 
were caused by pollution,” the father of one pupil was 
quoted as saying.
When the pupils moved into the new buildings, the soil 
was being excavated for treatment, which left a heavy 
stench in the area.
But to allay concerns, authorities decided that instead of 
treating the soil, they would seal it with a layer of clay.
The school issued a statement in mid-February, saying 
the air and clay cover had tested safe, according to an 
earlier report by Caixin. Still, some parents were not 

convinced and chose to 
transfer their children to 
other schools.
The soil was severely 
contaminated by a number 
of toxic chemicals 
and heavy metals, 
CCTV said, with the 
level of carcinogenic 
chlorobenzen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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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water 94,799 times safe limits.
Yet a local education official insisted 
there was no problem with the location, 
and said it passed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e CCTV investigation f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310 million yuan 
(HK$371 million) school started seven 
months before the assessment was 
completed. The assessment concluded it was safe to 
build the school but suggested the groundwater should 
not be used as “soil and groundwater in the area has been 
polluted”.
Parents commissioned their own tests and found 
chemical pollutants including toluene, acetone, and 
carcinogenic benzene in the air, and excessive levels of 
manganese and fluoride in the groundwater the school 
was using, the report said.
The environmental ministry confirmed in January a total 
of 1,500 cubic metres of contaminated soil containing 
petrochemical pollutants had been remove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

Thre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have been deployed by 
Hebei's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to help cut 
down on pollution in the province.

The UAVs, two with fixed-wings and one with multi-
rotors, will take aerial photographs of suspect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 provide evidence of possible polluting 
activities.

Cao Yaming, an engineer at the monitoring station, said 
these images will then be verified and the companies 
concerned punished if they are found to be breaking the 
law.

Flying at up to 3,500 meters off the ground with a 
top speed of 140 kilometers per hour, the UAVs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mountainous areas even under poor 

weather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Cao.

"They can make up for any shortfalls in human-
led ground inspections and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Cao said.

"Though large in scal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s not 
as timely as the UAVs in ob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polluters."

The use of UAVs to monitor pollution began in March 
last year when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rried out inspections in the city of Handan, Hebei 
province, and discovered that some pla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were not in operation,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Hebei Daily.

In June, the ministry's UAVs uncovered another 64 
companies in various provinces that were violat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Other provinces that have used UAVs fo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work include Henan, Shaanxi, Shandong, and 
Heilongjiang.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china) 

For months, parents with children attending the Changzho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in 
Jiangsu province suspected something was wrong with the air, soil and water at the new 
campus. Their fears have proven horribly true, with nearly 500 teens developing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Staff members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check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 Handan,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in 

this 2015 file photo. [Photo/IC]

Hebei Deploys Pollution
Monitoring Drones

A view of the toxic site which used to be chemical plants near the new campus of 
Changzhou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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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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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 796 - 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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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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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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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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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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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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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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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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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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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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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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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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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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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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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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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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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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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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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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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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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通訊員 王佰

川、盧笑、王磊 深圳報道）廣東警方雷霆掃毒行

動又獲豐碩成果，近日破獲一宗港人主導的特大

跨境毒品案。該犯罪團夥以香港新義安毒梟“強

哥”為首，遙控手下“華仔”及另兩名馬仔進出

貨，從江門進400公斤可卡因到深圳，再分成大

小兩批散貨。警方打擊行動中，包括“華仔”在

內的9名疑犯（含5名香港人）被警方逮捕，收繳

現場交易的400.5公斤可卡因。該案是近年來內

地單案繳獲可卡因案值最高案件，涉案毒品案值

4億港元。

粵破特大毒品案 拘五港嫌
新義安毒梟主導 跨境販可卡因400公斤

廣東省公安廳18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3．24”跨境
販毒案情。記者了解到，3月下旬，深圳警方發現該宗

跨境販毒可卡因的重大線索，遂將案件情況上報廣東省公安
廳和公安部禁毒局。隨後，公安部和廣東省廳禁毒局指揮組
織，深圳警方藉助“雲平台”大數據資源，迅速開始情報研
判等偵查工作，初步確定了毒品交接地點和可疑藏毒窩點。
3月24日15時許，兩名港籍疑犯利某榮和陳某斌進入了

偵查人員視線。兩人用超大行李箱攜帶3箱可疑物品進入福
田某小區。辦案警員結合外貌特徵及行為特點，迅速判明該
兩名疑犯的真實身份，並成功鎖定了涉案人員和毒品藏匿的
準確地點。公安部隨後部署抓捕。16時許，辦案民警在福田
區某小區電梯間抓獲疑犯利某榮和陳某斌，並從該小區某出
租房內查獲毒品可卡因140.2公斤。經突審，利某榮、陳某
斌二人交代了其受港人“強哥”指使，從另兩名疑犯手中接
收該批毒品。
隨後，專案組迅速排查掌握了另一名港籍疑犯招某光，

並發現其正準備潛逃出境，專案組於3月25日凌晨1時許將
其在深圳抓獲。根據招的交代情況，辦案民警隨即在其租用
的出租房內查獲毒品可卡因260.3公斤，至此，涉案可卡因
共計400.5公斤。

疑犯用假內地身份掩護
隨後經審訊，招某光透露其上線為港人“華仔”。記者

從辦案警員處了解到，警方綜合了疑犯供詞及案件情報後確
認了整個疑犯團夥架構。該案頭目為“強哥”，“華仔”是
其手下，兩人均為香港黑社會組織新義安成員，並留有案
底。“華仔”本名伍某樂，在大陸從事販毒交易時，長期用
內地假身份證鄧某作掩護。關於幕後頭目“強哥”的真實身
份，廣東警方目前仍在進一步偵破中。利某榮、陳某斌是
“華仔”手下馬仔，兩人均為20餘歲無業青年，因生活窮
困，無一技之長搵工遂成為華仔手下幫其販毒。

警方採國際執法合作
案件破獲後，公安部禁毒局迅速部署廣東、福建、廣西

等省區對相關在逃人員開展追逃工作，並啟動國際執法合作
機制，請求越南警方給予協助。4月10日凌晨，在中國駐越
南使館警務聯絡處的協調下，越南警方在胡志明市將疑犯李
某聰抓獲，並在中越邊境友誼關將其移交給中國警方。10日
11時，在廣東江門警方的協助下，辦案民警在台山市赤溪鎮
環城北路抓獲疑犯龍某才；在台山市赤溪鎮某村抓獲疑犯朱
某書；4月11日22時，廣東警方在福建泉州警方的協助下，
辦案民警在福建泉州晉江市梅嶺街道某小區將疑犯伍某樂、
胡某生抓獲；4月13日16時，在台山市赤溪鎮環城北路抓獲
疑犯龐某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記
者從辦案民警處了解到，該犯罪團夥長期盤踞在
香港和珠三角，從事販毒活動。對於其幕後主使
“強哥”身份及其犯罪證據，目前大陸警方仍在
偵破中。該團夥成員作案手法隱蔽，反偵察能力
極強，令警方偵破案件難度很大。此次案件中，
警方對“華仔”（男，30餘歲）的追捕歷時半個
月，廣東警方聯合了福建泉州、晉江等地的數十
名辦案民警共同協作才最終將其逮捕。
辦案民警告訴記者，“華仔”在深圳的交

易過程中全面負責，他將交貨的可卡因放在團
夥內部的一台車中，通知利某榮和陳某斌等人

到指定時間、地點取貨，“華仔”遙控將車打
開，自己則躲在警方不注意的地方。

先乘電梯至30層 再行至19層
隨後，“華仔”逃到了福建晉江某小區19

樓其女友曾居住的家中，長達半個月幾乎閉門
不出，手機關機，必須出門的情況下，則會選
擇避開攝像頭。為確保不被警方偵查，該團夥
成員到其19樓家中與其接頭時，都會乘電梯到
30層，然後再從消防通道走到19層。團夥中的
港人在大陸時用的都是假身份，掩人耳目，逃
避追查。每次在毒品交易接頭時都需出示“強

哥”為每次交易所設置的信物，以確認身份。
交易前，團夥成員都會使用全新的電話卡，以
防引起警方注意。
“在廣東涉及毒品進出境的案件中，大部

分都是由香港籍和台灣籍毒梟為首腦的。”鄧
建偉介紹，2015年廣東全省抓獲製販毒港籍疑
犯260餘人，台籍70餘人。
港台籍毒梟往往在團夥中因掌握國際買家

和高端客戶而成為犯罪團夥的幕後主使，這也
成為了廣東跨境毒品犯罪案件的常態。此次破
獲的“3．24”跨境販毒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港人
主導的跨境犯罪。

每次接頭設“信物”更換電話卡

廣東警方打擊粵港跨境毒品犯罪
再取得重大戰果，此案是今年以來廣
東破獲的第二宗、兩年內第三宗類似
案件。廣東警方再次用行動證明，內

地不是香港毒梟的法外之地，勿伸手，伸手必被
抓。
廣東毗鄰香港，多年來活躍着港澳跨境犯罪團

夥，而利潤極高的販毒活動又成為最常見的跨境犯
罪活動。由於毒品通過一些簡易程序便可出入境，
不少販毒集團在珠三角一些偏僻地段大肆從事毒品
犯罪，屢屢進行大宗毒品交易。此種趨勢已成為粵
港警方重點關注和打擊的犯罪活動。

2014年以來，廣東警方的打擊行動逐漸升級，
通過高科技情報系統，加大了打擊的針對性和有效
性。當年，廣東省公安廳禁毒局新任局長鄧建偉剛
剛上任，便帶隊前往深圳，調研涉及粵港兩地的毒
品犯罪。僅僅4個月後，一宗涉案415公斤冰毒的大
案告破。
廣東不是毒品犯罪的天堂，如今，廣東警方通

過科技化的破案手段，大大提升打擊毒品犯罪精準
度。粵港兩地警方在執法上的合作，法律上的合作
框架也日趨明朗。珠三角的跨境毒品犯罪活動空間
必定進一步壓縮，而等待毒梟的，必定是嚴厲的打
擊以及法律的嚴懲。 ■記者 敖敏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通訊員 王佰
川、盧笑、王磊 深圳報道）18日在新聞發佈
會上，廣東省公安廳公佈了第一季度全省共偵
破毒品犯罪案件2,804宗，刑拘疑犯3,433名，
繳獲各類毒品4.83噸，偵破繳毒千克以上的重
特大毒品案件120宗，搗毀製毒場點23個，偵

破部、省目標案件25宗，打掉涉毒團夥185
個，查處吸毒人員26,812名，強戒12,481名。
廣東省禁毒辦常務副主任、廣東省公安廳

禁毒局局長鄧建偉介紹，廣東是內地吸毒人數
最多、毒品危害最為嚴重的地區。在毒品犯罪
較重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地先後開展
了五次集中收網行動，成功偵破了涉及重點地
區的“11·24”特大毒品系列專案。全案共抓獲
疑犯65名，搗毀製毒工場1個，繳獲冰毒成品
3,328公斤、半成品約1,210公斤、製毒原料氯
麻黃鹼226公斤及製毒工具、原料一大批，查
扣涉案船隻11艘，成功斬斷了一條由廣東通往
東南亞地區的海上大宗走私販運毒品通道。

廣東非“天堂” 毒梟勿伸手

■辦案民警在福田某小
區抓獲港籍疑犯利某
榮。 警方供圖

■廣東公安在福田
某小區當場查獲藏
在保險櫃中的毒品
可卡因。 警方供圖

■疑犯李某聰被越南警方移
交給中國警方。 警方供圖

■鄧建偉 記者何花 攝

粵首季掃逾2800宗販毒案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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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經濟體制改革 哪些與我們相關？

據報道，3月出臺的《關於2016年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

提出10個領域50項年度經濟體制改革重

點任務。剛剛結束的2016年全國經濟體

制改革工作會議，進一步部署了多項今

年將推出或抓好落實的重點領域改革。

推進電力油氣鹽業等重點行業改革
第一項就是：深化企業改革。開展國

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示範，大力推

進電力、油氣、鹽業等重點行業改革。

電力改革部署已經展開
中國能源網首席資訊官韓曉平說，

電力改革的部署已經展開。

韓曉平：電力改革已經有了九號文

件，整個改革的部署都已經展開了，相

關的文件已經出臺，一些試點都在推動。

現在的目標就是堅持推下去，按照市場化、

市場配置資源的目標，真正地還電力以商

品的屬性。特別是在電力改革中打破壟斷，

防止電網企業對整個市場有效配置資源方

面產生一堵墻，要把這堵墻拆掉。

油氣改革內外部條件成熟
國際油價下行，給油氣改革提供了

條件。

韓曉平：內部條件、外部條件都逐漸

在成熟。內部條件就是：現在三大公司員

工對於企業內部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不

改革沒有辦法生存。比如：中石油一百五

六十萬人，跟它一樣生產規模的國際企業

只有十幾萬人，所以它現在經營負擔比較

大。但員工怎麼安排，沒有更多的資金進

入，它是不可能解決好這些問題的。

鹽業面臨混合所有制改革新難題
在鹽業方面，國家發改委3月底曾

透露：2016年將出臺鹽業體制改革方案。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說，

李錦：鹽業過去帶有壟斷性的特徵，

下一步鹽業行業的改革牽扯的面比較大。

一方面，要保證國家鹹鹽市場價格的穩

定；另外一方面，鹽場普遍機制不活、

效益不好，怎麼引入民營資本進行混合

所有制改革，這是個新的課題。

輸配電價改革將擴大範圍
第二大改革領域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價

格改革，有三大重點：輸配電、醫療服務和

鐵路客運。其中，輸配電價改革的目的是打

破電網在“買電”和“賣電”兩頭的“雙重

壟斷”。首批輸配電改革試點已經在五省區

落地，而今年的任務是擴大改革試點範圍。

韓曉平：輸電價格、配電價格這是

兩個環節，原來都在電網公司的盤子裏

攪和在一起，沒有辦法搞清楚。要解決

這個問題，就要把整個價格透明化，到

底是哪個環節？在哪兒 、產生什麼樣的

價格？合理不合理？

醫療服務價格強化與多項政策銜接
聯動

而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要點是“強化

價格與醫藥、醫保、醫療政策銜接聯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劉國恩表示，

藥品價格或醫療服務的價格最終都必須要

和醫療保險部門來協調支付手段。

劉國恩：我們現在的醫療服務和藥

品服務的價格低，因為長期的行政干預，

造成價格扭曲的程度比較大，醫療服務

的價格不是行政部門可以定得出來的。

第二，醫療服務價格形成之後，誰來買

單？醫療保險機構、醫療保險的有關部

門來支付醫療服務的價格，所以我們談

藥品價格或醫療服務的價格，最終都必

須要和醫療保險部門來協調支付手段。

王夢恕：鐵路客運不可能亂漲價
在鐵路客運方面，國家發改委已經

發佈通知，從今年1月1日起，高鐵動車

票價，由鐵路運輸企業依據價格法律法

規自主制定。因此，鐵路客運提價的預

期變得非常強烈。對此，中國工程院院

士王夢恕說，定價權其實還是下放不了。

王夢恕：說下放定價權，其實還是下

放不了的。亂漲價是不允許的，因為一漲

影響國民經濟的穩定性。比較可能的是，

調整貨運中間的快遞運輸費用，稍微漲一

點。

投融資將最大限度縮減政府審批範圍
第三個受關注的改革是深化投融資體

制改革，會議提出“最大限度縮減政府審

批範圍，大幅放寬重點領域市場準入，形

成多元化、市場化、可持續的基礎設施和

公共服務投入機制、運營機制”。錢啟敏：

從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中可以看出，在

固定資產的投資當中，大概68%的份額都

是民間投資、社會投資，國家投資只佔到

三分之一左右。以企業投資為主，經營效

益、生產過程等會有更好的業績體現。

今年將制定實施1億非戶籍人口落
戶方案

第四是：完善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

會議提出：“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落地，

制定實施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

案，推進住房制度改革，把符合條件的

外來人口逐步納入公租房供給範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專家馬慶斌說：

馬慶斌：早在2013年的中央城鎮化工

作會議明確提出三個“一億”，難度最大

的一個“一億”就是：一億農民工市民化

的問題，讓農民工在已經解決住房和就業

的城市實現城鎮化，這裡面涉及到戶籍制

度、財政制度、土地制度等多項改革。

改革將使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此外，會議還提出：持續推進簡政

放權，建成用好“2張清單4個平臺”，

做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試點工作；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紮實推進“一

帶一路”建設，實施三年滾動計劃，加

快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完善

創新驅動發展體制機制；大力推進生態

文明體制改革，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

制度，實行能源和水資源消耗、建設用

地等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推進用能權、

排污權、碳排放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研究

設立統一規範的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

分析認為，今年是“十三五”開局

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

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將可

以使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全球才智論壇在深圳舉行 全球二千精英論創新創業
綜合報導 第十四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 全

球才智論壇在深圳會展中心舉行。論壇以“合作共

享創新創業”為主題，來自中、美、英、德、法、

韓等國的政要、知名企業家、學者逾2000人匯集深

圳，群英論劍，智慧碰撞。

論壇由國家外國專家局、深圳市人民政府主辦，

深圳市深商總會、深圳市商業聯合會、深圳市中小企

業公共服務聯盟聯合執行承辦。馬蔚華、劉若鵬、向

松祚、溫元凱、愛德華·榮格、伊夫·戴高樂等企業家、

專家學者出席盛會。80後新貴——阿爾法機器人

創始者鄧鵬、樂行平衡車CEO周偉、投哪網CEO

吳顯勇等就智慧、財富、事業展開對話。

2007年以來，全球才智論壇作為大會的核心

板塊之壹，先後有16位部長級以上領導、7位著

名經濟學家、15位國際知名專家和36位知名企業

高管參與論壇演講或互動，6000多名企業領導人

和管理精英參加論壇。目前，全球才智論壇已經

成為立足深圳、服務全國、聯結港澳、輻射全球

的引進高層次人才和培養國際化本土

人才的重要平臺，是中國國際人才交

流大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國家外國專家

局局長張建國表示，多年來，大會以融全球智力，

促共同發展為主題，把握高端緊貼需求，已發展為

人才的橋梁，傳播中國聲音的平臺，推動了全球人

才智力交流合作。

廣東省副省長何忠友表示，中國國際人才交流

大會自2007年到深圳以來，先後吸引了來自75個

國家和地區的35000多名國外專家，海外留學人員

參會，在促進人才交流合作，引進高層次人才和培

養國際化本土人才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近五年來，廣東累計引進海外人才3.7萬人，

其中，諾貝爾獎獲得者、發達國家院士、終身教授

等129人，每年來粵工作的外國專家超過13萬人

次，居全國首位。希望更多的外國專家、留學人員

和國際友人在實現自身價值創造事業輝煌的同時，

為廣東做出積極貢獻。

深圳市長許勤表示，正是壹批又壹批敢於創新的

海內外優秀人才，積極投身於特區改革開放創新的事

業，才成就深圳發展的輝煌。未來五年深圳將加大人

才引進的力度，為各類人才來深圳發展提供更多的機

會，更好的保障，創造更加廣闊的空間和舞臺。

周一豪雨造成至少5人死 德州州長宣布9個郡縣進入緊急狀況

（綜合報導）想進美國頂尖大學就讀的年輕人無不渴望
申請獲准，對遭到拒絕也有心理準備，然而許多年輕人往往
收到模糊回應：既非申請獲准，也不是遭到拒絕，而是列名
長長的候補名單，只能情緒焦燥地無奈枯等。

許多大學的候補人數遠大於實際錄取名額。去年有將近
1萬5000人列入密西根大學的候補名單，是華盛頓郵報調查
的數十所大學中最多的一所。

對這些大學而言，候補名單可讓校方從容地過濾申請者
。然而對應屆畢業的中學生來說，等候申請進入理想大學是
磨人的等待，名列候補讓這段等待變得更漫長。

維吉尼亞州阿靈頓市華盛頓─李中學的17歲亞裔畢業生
阿波羅．楊表示： 「我覺得自己還處於飽受煎熬的狀態。我
還是抱著申請獲准的希望。」

在多數頂尖大學，從候補成為正取的機會渺茫。包括哈
佛大學在內的部分名校都有候補名單，但他們不透露相關細
節。耶魯大學說，該校2014學年度的候補名單有1324人，
與獲准入學的新生人數相當，但該校拒絕透露究竟有多少新
生是循候補管道入學。再以史丹福大學為例，2014年只有七
人從候補變成正取，2015年，927人候補，沒有任何人後來
成為正取。

休斯頓近年來豪雨頻頻
遭水災最嚴重的街道

（綜合報導）休斯頓當地暴雨頻繁，
去年萬聖節期間突如其來的大暴雨讓休斯
頓許多地方成了汪洋，還造成多人死亡，
許多民眾仍心有余悸。

根據統計，休斯頓在2015年一月至三
月短短的三個月期間，就發生街道遭到水
淹的數量 150 起。不僅車輛受損，也殃及
駕駛者生命安全。特別是最近幾年，以下
是休斯頓地區發生水災事故最嚴重的街道
統計。其中downtown的多個街道屬於重災
區。
Highway 288 near Holly Hall Street
Commerce Street downtown

Commerce Street
downtown
South Mayde Creek ar-
ea (Katy)
Little Cypress Creek ar-
ea (Cypress)
Fondren Road and
Southwest Freeway
Interstate 45 near Cross-
timbers
Telge Road near Spring
Cypress Road
Studewood at I-10
Fry and Clay in Katy
West Alabama and Audubon
White Oak Drive near Houston Avenue
Main Street near the Medical Center
Milam exit of Interstate 45 south near down-
town
interstate 45 exits near University of Houston

Campus
Walker Street near BBVA Compass Stadium
downtown
Memorial Drive passing under Shepherd Drive
Fannin Street in Midtown

（綜合報導）由於周一強勢的豪雨，
已經造成多人死傷，德州州長Greg Abbott
昨天下午已經簽署了休斯頓災情公告，宣
布 9 個郡縣 Harris, Bastrop, Colorado, Fort
Bend, Grimes, Montgomery, Waller, Whar-
ton ，Austin進入災情嚴重的地區，如果暴
雨持續至周二，可允許地方官員實行緊急
協助計劃和宵禁令。

如果物業遭受嚴重損失，聯邦災情公
告將在隨後做出詳細的受災評估，目前受
災最嚴重的郡縣為Harris 和Waller 。

德州州長Greg Abbott同時宣布，針對
受到災情影響的德州居民，國稅局將給予
居民延長報稅時間的許可。

Harris 郡縣縣長 Ed Emmett 已經確認
，已經有四人已經在昨天的大雨中喪生，
其中有兩人是在靠近 59 號高速公路和 610
國道附近喪生，縣長 Ed Emmett稱，監控
錄像顯示，一輛汽車在這個地區圍繞著路
障進入了深水區。

據 警 方 稱 ， 另 外 兩 人 被 分 別 在
Greenspoint Drive 和 Beltway，West Hardy

Road 和 Beltway處死亡。其中一名男子駕
駛一輛18輪卡車在大水中遇難，並有可能
是由於駕駛人的身體狀況出現問題所致。

除此之外，位於Brookshire 的Royal 獨
立學區的一位高中教師在星期一晚上的大
雨中遇難。

Harris 郡縣縣長 Ed Emmett 表示，時
間意味著一切，緊急救援工作仍在持續當
中。預計周二的降雨還會繼續。

美頂尖大學候補名額多 申請者苦等



B4臺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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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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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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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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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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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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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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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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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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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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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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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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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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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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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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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昌：社會恐認為翁啟惠女是人頭

中科院：已啟動戰機引擎研發計畫
 













台灣綠金毛豆 外銷再創新高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表示，去年毛豆產品外銷突破7600萬美元，再創22年來新高，是 「正港
ㄟ台灣綠金」 。（高雄區農改場提供）

（中央社）中研院長翁啟惠今天表示，在
他名下沒有浩鼎股票，但過去他曾經透過浩鼎
董事長張念慈的安排下，投資過股票。對於立
委詢問翁啟惠目前是否可能借名持股擁有浩鼎
股票，翁啟惠說 「有可能」。

中研院長翁啟惠今天到立法院備詢，多名
立委質疑翁啟惠是否與浩鼎其他股東有 「借名
持股」。翁啟惠沒有正面回覆，只說， 「我要
好好去瞭解一下。」

不過，國民黨立委曾銘宗詢問，除了翁啟
惠女兒持有浩鼎股票外，是否翁啟惠還持有浩
鼎股票，翁啟惠表示 「在我的名下沒有」。

翁啟惠說，很多年前他有向張念慈投資，
張念慈有去買股票，但不是放在他的名下 「的
確是有」。

曾銘宗詢問，是否可能是在張念慈名下？
翁啟惠說，是否是在張念慈名下 「我不知道」
，但透過張念慈的安排， 「我的確有投資」。

曾銘宗再問，除了翁啟惠女兒擁有浩鼎股
票外，是否翁啟惠可能透過其他人名義還持有
浩鼎股票；翁啟惠說 「有可能」，因為是張念
慈投資去買，他不是很清楚。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表示，檢調現在已經在
調查浩鼎股東與翁啟惠間的金流，他要翁啟惠
好好回想，自己是否有與浩鼎十大股東有 「借
名持股」的狀況。

對於黃國書的疑問，翁啟惠有聽沒有懂，
一開始只回應， 「除了女兒之外，沒有股票在
我的名下。」黃國書追問與浩鼎董事長張念慈
有無金錢往來？翁啟惠思考許久，答說聽不太
懂，沒有正面回答。

翁啟惠說，相關問題他需要 「好好去瞭解
一下」，因牽涉到美國和台灣相當久遠的事，
早期他對張念慈的確有財務上的協助。黃國書
問 「張念慈口中的大咖是不是你？」翁啟惠答
， 「不是。」

（中央社）中研院長翁啟惠今天到立法院備詢，時代力量立
委黃國昌面對前上司，質詢時數度感嘆，對於翁啟惠幫女兒翁郁
琇賣股，更直言會被外界會認為女兒只是人頭。

黃國昌為競選立委，辭去中研院研究員的職務，今天是他
上任後，首度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質詢翁啟惠。黃國昌一開始就
說，曾經是中研院的一份子，看到這件事情（指浩鼎案）很難過
，但做為立委還是要釐清利益迴避等爭議，希望翁啟惠不要誤會
。

黃國昌先是質疑中研院 「科技移轉利益揭露表」的附註中

，二親等以內親屬竟然漏列子
女，他當時有在美國填過，感
到非常訝異和不解。

對此，翁啟惠強調，在他的認知，不管怎樣，子女都包含
在二等親內。副院長王汎森幫忙解釋，是基層法務人員弄錯，這
名人員3個月前已經離職，對於經過層層審核仍沒發現，已確定
是 「行政疏忽」，後續將會檢討。

隨後黃國昌追問翁啟惠女兒名下的股票， 「是你女兒，還
是你自己的」，為何可以代女兒買賣股票？翁啟惠說，女兒有授

權給父母代為操作，並承認理專曾多次致電給他，讓他代為出脫
股票。

黃國昌聽到答覆後不禁感嘆翁啟惠是 「學科學的人」，但這
樣的狀況，外界難免會覺得女兒只是 「人頭」，實際上都是翁啟
惠在管理。翁啟惠則解釋，在他的理解下，股票都是女兒的，做
為父母只是幫忙管理帳戶，不希望她受到損失。

（中央社）準總統蔡英文宣示未來要推動
國機國造政策，立法委員關切台灣何時可以自
己生產戰機發動機，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張冠
群今天表示，已經啟動戰機引擎的研發計畫。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今天審查行政
院的 「財團法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105年
度預算以及國防部的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105年度預算。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賴士葆質詢時指
出，各界認為新政府要提高國軍武器生產自主
性，所以請馮世寬當部長，他詢問現在國軍武
器自製率多高？重要武器可以自己做嗎？

空軍參謀長柏鴻輝答詢表示，以 IDF 和
AT-3 為例，這是國產戰鬥機和教練機，以
IDF為例，機身9成是自製量產，發動機部分
，核心關鍵技術有些東西是合作生產、國內組

裝， 「唯一就是屬於for Taiwan，是只有我
們台灣僅有戰機，就是國機國造。」

賴士葆追問何時發動機可以自己生產？
中科院院長張冠群答詢表示，戰機引擎已經

啟動研發計畫；賴士葆詢問類似F-16戰鬥機
或潛艦何時可以自己做？海軍參謀長劉志斌表
示現在有些關鍵技術還在別人手上。

賴士葆說，漢翔公司前董事長馮世寬當
年在鐽震案扮演重要角色，馮世寬將擔任國防
部長，他的解讀是鐽震復活；2008年3月26日
前立委邱毅指出，時任漢翔董事長的馮世寬在

大選前一天 21 日召開臨時董事會，不顧內部
審查會反對，未送立法院審查計畫預算，強行
通過新台幣102億元軍火採購，變成叫 「翔展
計畫」。

賴士葆說，馮世寬看樣子要讓鐽震復活
、延續，立法院要好好監督，鐽震案就是那時
快下台的民進黨為了搞個單位專門做軍火生意
，國防工業表面上是國防自主，裡面很多見不
得人事情都來了；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陳正棋答詢表示，所
有監督機制都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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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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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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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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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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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瑩雪點名錯了還怪人 徐永明:為何排第一

翁啟惠立院報告浩鼎案 朝野盼司法調查

立法院建請指定陸委會與陸協商帶回嫌犯

翁啟惠立院備詢 曾銘宗：還算坦誠

立院初審百人以上企業應設哺集乳室

柯文哲出席社企流論壇
台北市長柯文哲（中）出席 「擁抱未來 Embrace Our Future」 社企流四週年論壇，暢談 「食
農、城鄉、銀髮」 三大領域的社企相關訴求，並參觀相關出版品。

（中央社）法務部長羅瑩雪今天針對 「自
己錯了還怪人」新聞稿在立院備詢時證實時代
力量立委徐永明與黃國昌；黃國昌說，指稱他
人錯誤應要具體；徐永明說，被點名不奇怪，
但好奇為何排第一。

法務部網站16日深夜刊登羅瑩雪親自撰寫
的 「自己錯了還怪人」新聞稿，指立委徐永明
等人一聽到中國大陸要辦台灣人，不分青紅皂
白強要政府救人，見民眾一片罵聲，又把責任
推給法務部，自己錯了還怪人。

徐永明第一時間反批羅瑩雪 「潑婦罵街」
，後來表示不再回應羅瑩雪，以行政院長張善
政的方向為主。

羅瑩雪今天在立法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備詢
，對於發新聞稿批多位立委到底指涉何人？民

進黨立委段宜康要求羅瑩雪具體回應，羅瑩雪
回嗆 「不需要搞懂」。但後來羅瑩雪答復國民
黨立委許淑華質詢時則點出除了徐永明之外，
還有黃國昌。

黃國昌事後受訪表示，質詢內容在立法院
皆有全程轉播、錄影，若法律見解、事實錯誤
，可以具體的點出來，因為他與羅瑩雪都是法
律人，指稱錯誤應要具體，若只是泛稱 「有錯
還怪人」，應該不是理性的討論方式。

徐永明晚間受訪表示，羅瑩雪不是針對他
在司委會的發言而是臉書內容的批評，臉書的
發言是針對馬來西亞案，為何從機場回台後又
被放？因此，羅瑩雪針對的是他在臉書上的發
言，新聞稿已直接點名他，並不奇怪。但也會
好奇為何排在第一名？

（中央社）身陷浩鼎案的中央研究院長翁啟惠今天到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列席報告，國民黨籍立委蔣乃辛表示，翁啟惠
涉及內線交易，仍需檢調調查；民進黨籍立委鄭麗君也說，需司
法調查。

蔣乃辛表示，翁啟惠強調自己是科技人，有些思慮不周，
沒考慮社會觀感，強調疫苗與一般藥的解盲不一樣，以後會知道
疫苗解盲怎麼處理。

他說，翁啟惠在浩鼎案涉及內線交易與有沒有利益衝突迴
避？內線交易部分，需檢調繼續調查了解；利益衝突迴避部分，
中研院內規不夠周延，應再調整。

鄭麗君表示，翁啟惠道德層次已道歉，但法律問題上，是
否涉及利益衝突與內線交易，翁啟惠提供相關事實資訊，但翁啟

惠的認知與社會對中研院長的
認知有落差，利益衝突迴避制
度也有疏漏，相關問題還待司
法調查，有必要繼續釐清。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
蘇巧慧說，翁啟惠備詢有準備
，但立委最在意翁啟惠有沒有
內線交易與利益迴避，翁啟惠
已盡力回答。

至於要有更多資訊，她
說，還是需司法進一步調查才能釐清真相，也希望不要折損翁啟
惠在科學上對台灣的貢獻。

對翁啟惠表明不辭職，蘇巧慧表示，肯定翁啟惠願正面面
對問題，回國向大家報告，任期部分尊重翁啟惠決定。

疑點瓦斯引氣爆 男二度燒傷
基隆市中山區新西街一處民宅，16日晚間9時23分傳出瓦斯氣爆，一名24歲陳姓男子，
疑似拿打火機點燃瓦斯桶引爆，四肢受到約18%二度燒燙傷。（民眾提供）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曾銘宗今
天表示，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到立法院出席
備詢是對的，雖然慢了一點，但答詢還算坦誠
，希望翁啟惠後續能夠盡快配合檢調約談、協
助釐清。

身陷浩鼎案的翁啟惠，日前回台並赴總統
府向總統馬英九報告。翁啟惠上午應邀到立法
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備詢。

一直都很關注浩鼎案的曾銘宗受訪時說，
翁啟惠今天出席立法院接受備詢是對的，雖然
慢了一點，應該更早來，情況就不會演變到這
樣。不過，曾銘宗認為，翁啟惠的答詢， 「還
算坦誠」。

曾銘宗說，還是對於翁啟惠對台灣學術的
研究與貢獻，表達敬佩與認同，希望翁啟惠未
來能夠為台灣生技產業做出貢獻。

曾銘宗表示，上午質詢時，問到翁啟惠到
底除了翁啟惠的女兒持有3000張浩鼎股票外，
還有沒有其他股份，翁啟惠說，可能還有一筆

錢，委託浩鼎董事長張念慈操作，這筆錢有沒
有投資浩鼎，翁啟惠也不確定，因此衍生出新
的疑義。

曾銘宗指出，今天翁啟惠也確認10張浩鼎
股票是代女兒出售，之前賣1000多張，也都是
翁啟惠處理。

在今天的詢答過後，曾銘宗認為，相信檢
調會盡快約談翁啟惠，釐清疑義後，一切讓學
術歸學術、產業歸產業，也期盼翁啟惠能夠繼
續為台灣的科技做出更大的貢獻。

至於翁啟惠辭職不辭職，曾銘宗說， 「尊
重他的決定」。

曾銘宗說，一切尊重檢調查辦的結果。他
說，當初提出疑問的目的，就是認為翁啟惠一
連串對浩鼎解盲的發言，會影響到股價，因此
希望能夠學術歸學術，不要影響單一公司產品
，全案發展至此，應該會達到原來質詢希望達
到的目的。

（中央社）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今天初審通
過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於雇
主應提供哺集乳室、托兒設施及適當托兒措施
的條件，從原規定的250人以上，修改為至100
人以上。

為讓更多民眾能在公司使用哺集乳設施，
衛環委員會今天初審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明訂100人以上的雇主應提供哺
集乳室、托兒設施及適當托兒措施的條件，原
規定的下限是250人以上。

在有關罰則的部分，部分立委指出，若不
訂罰則，恐無法產生效力，讓條文看得到卻吃
不到，但經協商後，國民黨召委王育敏表示，
資方會有不同意見，可能會有爭議，所以罰則
的部分就留待召開公聽會，邀請勞資共同商議
。

對此，委員會也通過附帶決議，請勞動部

加強地方政府對轄區內雇主依法提供哺集乳室
與托兒設施或措施進行輔導，協助雇主設置或
與托兒機構簽約，並於修正規定施行1年後，檢
討其設置或提供情形，督促雇主依法落實辦理
。

另外，為鼓勵母乳哺育，草案也明訂，對
於子女未滿2歲需受雇者親自哺集乳者，除規定
的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集乳時間60
分鐘，受雇者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的延長
工作時間達1小時以上者，雇主應給予哺集乳時
間30分鐘，這2項哺集乳時間都被視為工作時
間。

針對性騷擾事件，草案也明訂，被害人因
性騷擾情事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
到庭期間，雇主應給予公假，違者可處新台幣2
萬元以上30萬以下罰鍰。

宜蘭市政光碟 空拍蘭城原來那麼美
宜蘭市公所歷經半年籌畫，日前推出 「宜市宜居‧平安順興」 市政光碟，全片以宜蘭河為
主軸，空拍蘭城之美。（市公所提供）（中央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天針對國人遭外國政

府強制遣送至中國大陸案，決議建請行政院應指定由陸委會代表
政府與對岸協商。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天審查 「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但法務部日前發出 「自己錯了還怪人」一文，指立委徐
永明等人一聽到中國大陸要辦台灣人，不分青紅皂白強要政府救
人，見民眾一片罵聲，又把責任推給法務部，自己錯了還怪人。
引發立委們質疑聲浪。

司委會下午通過民進黨
立委段宜康等人提臨時提案，
4月15日行政院召開 「處理國人遭外國政府強制遣送至中國大陸
案」的跨部會議，決定成立專案小組，赴大陸進行協商。但近日
法務部發言屢與外交部及陸委會不同調，若由法務部作為談判代
表實不恰當。

提案指出，鑑於這起事件具高度政治性，建請行政院應指
定由陸委會代表我方政府進行協商。

另外，法務部今天針對馬來西亞涉嫌電信詐騙案的國人交
涉回台案，送到立法院司委會的報告指出，這起案件是陸方及馬
方共同合作查獲，但陸方沒有在行動前、中、後，通知台灣政府
，政府是透過馬方才知道這起案件。報告還指出，馬國尚未遣返
的32名台籍嫌犯，已經請大陸公安部在本週兩岸協商有結果前
，暫勿施壓馬國進行後續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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