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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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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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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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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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3日 星期二
Tuesday, May.3, 2016

B8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16年5月3日 Tuesday, May. 3, 2016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英文頻道

全旅假期獨家黃石公園大減價

（本報訊）每逢母親節
，買禮物總是讓子女傷透腦
筋，以前只想到送名牌吃大
餐，隨著媽媽年紀增長，讓
媽媽保持年輕健康，陪伴子
女長長久久才最實際！秉持
著健康廚房理念的媽媽樂抽
油煙機和富士健康炒鍋是給
媽媽送健康的最佳禮物。

媽媽樂公司負責人Rob-
ert 表示，母愛是最偉大最無
私的、是人類情感世界中最
真摯崇高而持久的愛。

母親的一生都在為孩子
操勞，從懷胎十月、孩提時
代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照料、
到少兒時期的培養教育以及
成年後的婚姻、家庭、事業
問題無一件不牽動著母親的
心。

在母親節這一天，不管
大家多麼忙碌，請記得一定
要回家陪陪媽媽，跟媽媽說

聲辛苦了，感謝媽媽無私的
付出、細心的呵護及無微的
照顧。

母親在廚房做菜時傳出
來的陣陣飯菜香，是很多人
美麗的童年回憶，卻不知已
有研究證實，婦女肺癌原因
當中，50%來自油煙。

至於該如何選擇一台合
適的油煙機？又該如何安裝
及保養，才能真正讓媽媽們
有一個較安全健康的環境呢
？

媽媽樂公司憑藉對 「健
康」理念的執著，累積多年
經驗的同時，藉由專業的設
計團隊，配合現代時尚的需
求，不計成本，投重金，經
過多年的創新研發，推出了
皇家系列頂級豪華抽油煙機
「KW」 「EL」以及 「KU」

系列。
媽媽樂公司負責人Rob-

ert 表示，這款經典的 「皇家
系 列 」 被 譽 為 抽 油 煙 機 的
「王者」，產品採用人性化

設計，經由多位專業的設計
師共同完成，從產品的外觀
樣式，到抽油煙機使用上的
超強功能都是由專人設計，
努力給用戶提供最佳的使用
感受。

豪華型敞開式設計，渾
然一體的純不繡鋼外形，高
精度手工製造，領先的無邊
縫處理技術，輕觸式感應開
關，大屏幕液晶顯示，已註
冊專利的全不銹鋼油槽，裝
配多個 LED 燈，完全滿足了
家庭主婦們烹飪時對色香味
的挑剔。

「媽媽樂第五代易拆洗
抽油煙機」專為配合美國一
般家中的 「四眼爐頭」精心
設計，已申請專利的斜風箱
，符合流體動力學的原理設

計，內部前後兩端容積不
同，由薄往厚送風無阻力
，排風量大，吸力比他牌
強1/3，聲音卻只有他牌的
1/2。

據美國一項大規模研
究發現，常用於不粘鍋的
化學物質全氟化碳，恐致
女性提早進入更年期，建
議家中不要使用不粘鍋。

「媽媽樂富士健康炒
鍋」是本著健康的理念，
採用日本專利合金材料以
古法鑄造而成，絕不含鐵
氟龍塗層，是一個讓媽媽
感覺貼心的好禮物，目前，
大多數的人們已經注意到了
「鐵氟龍塗層」對身體的傷

害，鐵氟龍不沾鍋會致癌的
新聞，也引起全球消費者恐
慌。

越來越多的很多消費者
表示，為了身體健康他們選

擇 「富士健康炒鍋」，因為
不含鐵氟龍塗層，而且聚熱
性強，一般小火即可達大火
的效果，表面硬度比不銹鋼
硬二倍，耐磨、耐刷、耐鏟
、好清洗，重量卻比不鏽鋼
鍋輕70%，炒過的菜不變色，
融合了高科技與廚藝的精華
，稱得上是一把能炒出色、

香、味的好鍋，讓家人可以
安心享受美食，不用擔心吃
進其他的雜質了。

媽媽樂公司全美免費電
話 ： 1-800-635-7888，
626-309-9989， 地 址 ： 8609
Valley Blvd.,Rosemead， 網 址
： www.PacAirUsa.com( 網 上
有影片示範)。

媽媽樂給媽媽健康好禮物
第五代易拆洗抽油煙機和富士健康炒鍋 享受美食不擔心

休斯頓全旅假期旅行社推出獨家黃石公
園大減價，第 1 天 拉斯維加斯—聖喬治 抵
達拉斯維加斯參團，傍晚抵達位於猶他州的
聖喬治，夜宿聖喬治。

莫哈維沙漠：北美最大沙漠，面積跨越
4個州，其獨特的植物約書亞樹是沙漠里特
有的樹種，橫貫東西的太平洋鐵路如一條經
濟動脈穿過沙漠連接內陸。沙漠中的鬼鎮沒
落於淘金時期為這裡點綴了神秘的色彩，世
界最大太陽能發電站也是沙漠中的亮點。

第2天 包偉湖--羚羊彩穴--布萊斯峽
谷--鹽湖城 (572英里/9小時)早上前往科羅
拉多高原，在格蘭水壩旁遊覽波光如鏡的包
偉湖，留影在世界十大攝影地點之一的羚羊
彩穴。午後繼續前往布萊斯峽谷領略那裡歷
經百萬年雪雨交融，風化而成的石柱奇景。
夜宿鹽湖城。

科羅拉多高原：美國唯一的一個沙漠高
原，經科羅拉多河及其支流沖蝕，形成了眾
多世界級自然景觀。紅岩，頁岩，峽谷、拱
門、臺地等各種地貌精彩紛呈，色澤對比強
烈。

羚羊彩穴：
世界七大地質攝
影奇景之一的羚
羊彩穴是非常著

名的狹縫型峽谷，百萬年來經歷河道變窄，
洪流，大風及湍急的河水沖刷著石壁，加上
自然界的風化和侵蝕，最終形成了奇幻的峽
谷景觀，其岩壁柔美溫和猶如凝固的海浪，
岩石涵蓋的礦物質在自然光的照射下呈現多
重色彩猶如絢麗的油畫，身臨此境皆感歎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奇幻奧妙。

第 3 天 黃石公園-西黃石（423 英里/
8.5小時）
黃石國家公園：黃石公園是世界上第一個國
家公園，面積跨越三個州，其獨特的地熱奇
景和豐富的野生動物群吸引了全世界遊客造
訪此地。公園內將深度遊覽八大景點，零距
離接觸黃石地熱奇觀，四種地熱現象蒸汽泉
，溫泉，泥漿泉和間歇泉分別展示大自然的
神奇與奧妙。

1.粉色豆漿泉 2.大棱鏡溫泉 3.老忠實間
歇泉4.噴泉步道‘一英里’ 5‘牽牛花’溫
泉池

西黃石小鎮：西部風情濃鬱的黃石特色
小鎮，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純樸的民
風和安靜的環境聞名於世。以原木結構主的

各種黃石精品商店和餐館散落街頭。閒逛其
間，從小小的精美飾品到狼牙、鹿角、熊皮
，會有一件獨特紀念品讓您駐足腳步。豐富
的戶外活動例如牛仔射擊，騎馬更是難忘的
體驗。這裡特色餐館眾多，中餐，西餐，日
本餐應有盡有。黃石野牛肉、鹿肉或黃石河
鱒魚更是不可錯過的特色美食。在體驗黃石
公園的旅途中，清涼的西黃石小鎮可謂是首
選歇腳之地。

第4天 黃石公園-大提頓-傑克遜 （430
英里/8小時）

6. 七彩調色盤溫泉盆地 7．黃石峽谷
（藝術家點）8．黃石瀑布 9．泥火山 10. 黃
石湖

第5天 鹽湖城- 機場
早上驅車前往市區觀光遊覽，參觀雄偉

的猶他州政府大樓和全世界摩門教總部所在
地-聖殿廣場，隨後前往大鹽湖，然後五天
團送機。

五天團（YU5）必付門票費用：$90, 包
括黃石國家公園，大提頓國家公園，布萊斯
峽谷，羚羊彩穴，大鹽湖，燃油附加費。

需要了解更多的旅遊行程, 請親臨休斯
頓全旅假期,地址是: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
廈內)電話713-56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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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5月3日 Tuesday, May. 3,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王 瑤 2016年5月3日（星期二）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最萌佛寶寶”親子體驗活動日前在棲霞古寺舍
利塔區域舉行，50名3至5歲的寶寶參加。萌寶們一起
參加繞塔、“串珠”和品嚐素齋活動，並由網友評選
勝出者。 新華社

罕見“土著”魚
敦煌月牙泉露面
甘肅敦煌著名景點月牙泉5

月1日出現罕見魚種——鐵背魚
浮出水面的景象，引來大批遊客
圍觀拍照。

事實上，這種多年鮮見的敦
煌“土著”魚種在月牙泉中已銷
聲匿跡多年。在去年7月下旬，
月牙泉也曾出現過場面更為壯觀
的群魚浮出水面，並被遊客抓拍
到。不過，此後又再次從民眾視
線中“消失”大半年。據網友上
傳的實拍視頻呈現，當日在月牙
泉裡浮游的“鐵背魚”約有二三
條，目測約有 1 呎長的“個
頭”，較1年前亮相的魚群普遍
大了，遊客的圍觀亦未驚擾到牠
們悠閒覓食。 ■中新網

澳商欲售華罐裝空氣
澳洲兩位商人創建銷售空氣的
公司，欲將著名景點收集的空氣
賣給中國人，每罐空氣高達約100
元人民幣。
該兩名商人表示，著名的沙灘
及山區農莊都是他們收集空氣的
地方，拿到罐子後只需把蓋子打
開，嘴對着罐子上的罩子就能吸
一口新鮮空氣，每罐能吸 130
次。若罐子裡的空氣來自沙灘，
就是鹹鹹的味道；若來自大山，
就會有桉樹的味道。

■澳洲《悉尼先驅晨報》

疆重現古老部族羅布人傳統習俗
“五一”假期期間，新疆尉犁縣羅布人村寨

景區裡，羅布人後裔舉行祭祀儀式。羅布人長者
吾加曼．沙吾爾雙手舉向天空，向太陽祈禱。祭
祀儀式很短，在吾加曼．沙吾爾用盛着火的器皿
在跳《捕魚舞》的青年人頭頂盤繞三圈後，這些
青年人將到河流或湖泊中打魚。

羅布人是新疆獨有的古老部族。在樓蘭王國
消失以後，一部分樓蘭人固守舊俗，與羅布泊水
域相依千年，後來這個由多種族、多民族融合而
成的部族，就因祖輩生活在羅布泊地區而得名。

據介紹，古羅布人崇拜太陽，多以魚為食。
在祭祀現場，羅布人後裔們拿着魚叉，跳着《捕
魚舞》，祈禱村寨五榖豐登。曾經生活着羅布人
的村寨，如今已成當地的知名景區。羅布人的傳
統烤魚是新疆著名土特產美食，他們沿魚腹剖開

但魚脊相連，用細的紅柳枝將魚展平，粗紅柳枝
一端沿魚脊肉穿過，另一端就插在沙土裡。像是
張開翅膀的魚壓彎紅柳貼近地面，用一堆燃燒的
胡楊木烘烤。

在現場，羅布人後裔以古老的烤魚方法，烤
製了100條烤魚，吸引大量的遊客爭相拍攝烤魚
的場面。 ■中新社

第十二屆墨江國際雙胞胎節活
動2日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超過
千對雙胞胎乘坐花車巡遊雲南墨江
縣城，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美
女、帥哥雙胞胎們吸引了民眾眼
球。

墨江哈尼族自治縣位於雲南普
洱市北部，是內地唯一的哈尼族自
治縣，墨江境內有千餘對雙胞胎，
雙胞胎比例極高。 ■中新社

最 萌 佛 B

逾千對雙胞胎
滇乘花車巡遊

楊佳的公務員筆試成績排名第三，
與前兩名也就兩三分的差距，要

想翻盤，就要在面試中力拔頭籌。臨
近面試，她發現，身邊不少同伴去面
試培訓班報到了。
去網上一搜，“面試特訓鑽石協

議班”、“逆襲決勝定製課程”、
“大師密訓班”……，有4天8,800元
的，有7天1.78萬元的，有8天2.98萬
元的。費用高低主要取決於酒店標
準，入住五星級酒店的，費用自然就
高了，楊佳選擇了後者。

4月30日，楊佳拉着行李箱進入集
訓營，跟她一起的共有二十多名學
員。在這裡，作息時間被嚴格控制，
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安排了課
程，一天的學習時間在 8至 10個小
時，中途留有休息時間，早中晚餐都
在賓館吃，實際上是不給外出的。

集訓首天“戰袍”捱批
當天，每個學員都要準備一套

“戰袍”，讓老師審閱。楊佳準備了
一件T恤，一條過膝背帶長裙。老師看

着她的髮型指出，最好紮成馬尾，或
盤成髮髻。她同班的學員都被批評。
在老師口中，不論男生女生，最好穿
正裝。

“你來背20個名言警句和3個近
期大政方針。”一女生站了起來，
“第一句，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
易”，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第
五句……雖然女生已背出不少，但老
師表示不夠，“還需準備貼近群眾類
的名言警句，就是在面試中增添光
彩，讓答題上檔次”。

公職面試班渴市
8天學費3萬

“五一”節後的第一個雙休日（5月7日、8日），江蘇省公務員

錄用面試工作將進行，短短20分鐘的面試時間，催熱了面試培訓市

場。楊佳（化名）去年大學畢業，工作半年後，打定主意考公務員，

並選擇了一個8天2.98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封閉集訓培訓班，平

均每天3,700多元。 ■《現代快報》

■新疆傳統烤魚像張開翅膀。 中新社

■市面上有
關公務員考
試的名言警
句教材。
網上圖片

■中國公務員考
試難度不亞於高
考。圖為山西省
公務員試開考，
考生在試場外複
習試題。

資料圖片

BEIJING -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ade a four-point 
requirement on improving China-Japan ties during talks with his 
Japanese counterpart Fumio Kishida in Beijing last Saturday.
Firstly, in politics, the Japanese side should stick fast to the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ace up to and reflect 
upon history and follow the one-China policy to the letter, Wang said.
No ambiguity or vacillation is allowed when it comes to this 
important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bilateral ties, he stressed.
Secondly, in terms of its outlook on China, Japan should translate 
into concrete actions its consensus with China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re cooperative partners rather than a threat to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Wang.
Japan should take a more positive and healthy attitude to the growth 
of China and stop spreading or echoing "China threat" or "China 
economic recession" theories, said Wang.
Thirdly, in terms of economic exchange, the Japanese side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win-win cooperation, discard the outdated 
idea that one side cannot do without the other side, or one side 
depends more on the other side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Instead, Japan should enhance equal-footed and pragmat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Wang said.

Fourthly, in terms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two sides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s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and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in a timely fashion, said 
the minister.
Japan should also cast aside the confrontation mentality and work 
with China to maintain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added Wang.
Kishida paid an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from Friday to Sunday, his first 
since taking office over three years ago, and the first by a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in four and a half year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tru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although the China-
Japan relations have shown signs of improvement, Wang said during 
the talks, stressing the root cause for twists and turns in bilateral ties 
is Japan's outlook on history and China.
Kishida's visit to China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Wang said, calling 
on the Japanese side to demonstrate sincerity, square its words with 
deeds and pu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ack on the track of sound 
development with concrete actions.
Next year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a-
Japan diplomatic ties; and the year after next,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China-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Wang said 
these are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Japan 

China's FM Lays Out Four Points                 
For Improving China-Japan Ti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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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relations.
Kishida highlighted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means opportunities 
for Japan, saying that the Japanese side commends China for its 
positive role and contributions in many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affairs.
As the world's third- and second-largest economies, Japan and China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Asia and beyond, Kishida said.

The Japanese side would like to reaffirm that China and Japan are 
partners rather than threats to each other, he said, noting Japan is 
willing to follow the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and the four-point 
principled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upon history and pursu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Japan stands ready to join the Chinese side in 
build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expand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board, said Kishida.
He expressed willingness to work with China in properly managing 
differences and crises, and broadening the positive dimension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o build a Japan-China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
Kishida also thanked China for its sympathy with and assistance to 
Kumamoto Prefecture, which was hit by earthquakes in mid-April.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nd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also 
met with the visiting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last Saturday. (http://
www.chinadaily.com.cn/china)

Martin Yan is a 
household na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orn 
in China's Sou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he gained his fame here 
by teaching Americans 
how to cook Chinese 
food.

At a meeting of the 
2016 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Conference 

(NCLC) on Friday, 
Yan said food is culture, heritage and a lifestyle, 
and reminds one of where he comes from and his 
background.

"I consider myself a culinary and cultural ambassador," 
Yan told Xinhua.

Yan said when he first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ere 6,000 or 7,000 Chinese restaurants. Now there 
are some 54,000, more than all the fast-food chains 
combined in the country.

In Yan's point of view, Chinese restaurants here in 
America serve almost everything because of the need 
for diversity and for their own survival. But sooner 
or later, "more and more Chinese restaurants will 
be specialized, say Shanghai restaurant, dumpling 
restaurant," he said.

Yan is practically the first chef to bring Chinese food to 
the world on TV. When he began his career as an on-air 
chef for a local Calgary TV station in 1978, there were 
few chefs in the cooking-show arena.

Yan has been hosting his award-winning PBS-TV 
cooking show "Yan Can Cook" since 1982,and has 
produced more than 1,500 episodes so far, catching the 
atten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American audience.

"I can say that I was the first Chinese-American 
breaking into the mainstream media, a mainstream 
American television medium," Yan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Xinhua.

Yan even incorporated Chinese acrobatic skills into his 
cooking show. "When you want to appeal to a broad 
audience, you have not only to be educational, you also 
have to be entertaining to attract and captivate your 
audience ... you gotta be very animated, have fun," he 
said, "Then people accept you as their friend, whatever 
you say, much easier."

"You build a friendship, you build a bridge, because I'm 
the bridge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culture ... 
people can cross that bridge and enjoy and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food and cooking," he added.

For the longest time, people always thought that 
Chinese food is fast food: cheap, inexpensive. "That is 
not true," Yan said.

He mentioned the Man Han Quan Xi (combining 
Manchurian and Han Chinese delicacies) – the Imperial 
Banquet, saying some of the Chinese food are refined, 
elegant and great -- from the serving ware, from the 
surface and the selection of ingredients.

"Chinese food, just like any fine cuisine in the world, 

the French cuisine, the Italian cuisine, or any other 
cuisine, is the finest cuisine to its best in terms of 
execution, choice of ingredient,freshness, and how food 
is prepared," he said proudly.

Besides being the host of a popular cooking show, Yan 
has travelled and taught cooking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last 30 years.
"I travel to China practically eight times a year" in 
search of the best Chinese food. "So I can learn and I 
can introduce all the things I have tasted to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he said.

The American Culinary Federation has designated him 
a Master Chef, and he was also elected an outstanding 
Chinese figure in 2013 at an official cultural event in 
China.

Initiated in 2008, the ongoing 2016 NCLC in 
Chicago is the ninth session. Under the theme 
of"Ambassadorship in Action," more than 1,300 
officials, university presidents and school principals, 
experts and teachers from the United Stats, Canada 
and China attended this year's session to share and 
exchange thei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four plenary meetings and over 90 
workshops.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food) 

Martin Yan Cooking Ambassador 

Chef Of Chinese Food In US Happy  
To Serve As Cultural Ambassador

Chef Martin Yan On The Set Of His Television Show, “Yan Can Cook.”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R) greets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in Beijing, April 30, 2016. [Photo/Xinhua]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peaking During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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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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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聯合組進駐百度徹查
青年錯信網上廣告貽誤治療離世 引發熱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五一”小長假期間，陝西青年魏則西之死成為

中國網絡上最熱話題。年僅21歲的西安電子科

技大學學生魏則西，罹患晚期滑膜肉瘤，經過逾

2年的多次治療後收效甚微，後因百度等媒體推

廣得知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簡稱武警二院）

的生物免疫療法，在院方“有效率八九十、保二

十年”承諾下，魏家傾盡家財逾20萬元人民幣

接受治療，然而魏則西於4月中旬離世。後經調

查，武警二院相關科室疑似被莆田系民資醫療機

構承包，目前該科室已停診。中國國家網信辦已

組成聯合調查組進駐百度，徹查此案。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21歲學生魏則西因滑膜肉瘤於4月12
日病逝。他在2年前體檢後得知罹患滑膜肉瘤晚期。

據魏則西生前在網絡上描述，該疾病為“一種很恐怖的軟
組織腫瘤，目前除了最新研發和正在做臨床實驗的技術，
沒有有效的治療手段。”得知病情後，魏則西父母先後帶
着魏則西前往北京、上海、天津和廣州多地進行求診，但
最後均被告知希望不大。

花逾20萬醫絕症終病逝
魏則西父母向內地媒體透露，魏則西在西安曾先後接

受了4次化療和25次放療，但是效果並不理想。通過百度
等媒體得知武警二院的生物免疫療法後，“我爸媽當時就
和這家醫院聯繫，見到了他們一個姓李的主任，他的原話
是這麼說的，這個技術是斯坦福研發出來的，有效率達到
百分之八九十，還給我爸媽說保我二十年沒問題，我們還
專門查了一下這個醫生，他還上過中央台，不止一次”，
魏則西在網上這樣寫道。
從2015年9月份開始，魏則西開始在武警二院的治

療，在父母的帶領下先後從陝西咸陽4次前往北京治療，
花費逾20萬元人民幣。魏則西隨後曾在網絡撰文詳述此次
經過，並稱這種生物免疫療法，在國外早已因為“效率太
低”而被淘汰了。不久後，魏則西逝世。

網民質疑百度競價推廣
魏則西的離世令網民們強烈質疑百度的競價推廣，以

及民資企業承包公立醫院科室的盈利模式等等。魏則西事
件發生後，百度兩度發出聲明，稱正積極向相關部門遞交
審查申請函，並稱將全力支持家屬維權。

涉事武警醫院科室停診
另據報道，相關的武警二院生物診療中心已在2日上

午停診。至於停診原因和何時復診，掛號處工作人員表示
不知情，一醫務處工作人員表示“是醫院內部的事情”。
該院其他科室正常工作。
魏則西事件的影響持續發酵，已引發國家有關部門關注。

國家網信辦2日傍晚發佈消息稱，根據網民舉報，國家網信
辦會同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衛計委已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百
度公司，對此事件及互聯網企業依法經營事項進行調查並依
法處理。聯合調查組將適時公佈調查和處理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
19日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講到，辦網站的不
能一味追求點擊率，開網店的要防範假冒偽劣，做社交平
台的不能成為謠言擴散器，做搜索的不能僅以給錢的多少
作為排位的標準。習近平是在闡述“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
效益並重”時說到上述一番話的。
習近平指出，一個企業既有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也

有社會責任、道德責任。企業做得越大，社會責任、道德
責任就越大，公眾對企業這方面的要求也就越高。我國互
聯網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這一點要
給予充分肯定，希望繼續發揚光大。“我說過，只有富有
愛心的財富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財富，只有積極承擔社會責
任的企業才是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企業。辦網站的不能
一味追求點擊率，開網店的要防範假冒偽劣，做社交平台
的不能成為謠言擴散器，做搜索的不能僅以給錢的多少作
為排位的標準。希望廣大互聯網企業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
效益統一，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飲水思源，回報社會，造
福人民。”

習近平曾告誡：
做搜索勿以給錢多少排位

魏
則
西
之
死
能
喚
醒
什
麼
？

魏則西離開這個世界後的第20天，
他成了中國網絡上最熱的關鍵詞。這個
求生慾望強烈、有着很多未完成夢想的
青年，因在癌症晚期誤信百度等媒體推
廣的醫療技術，傾盡家產後不幸離世。
我們拋開那些煽情的文字和同情的情
緒，其實魏則西的死亡也許是誰也無可
挽回—這是一種絕症，而人類醫療技
術確實有限。但是，我們要說的是，這
個年輕的生命乃至更多的患者，不該在
蒙蔽和欺騙中死去。
在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頂尖醫

療機構很多都是民營機構。中國的民營
醫療事業，的確是需要發展壯大的。但
絕不應是如魏則西們經歷這般的，江湖
遊醫改頭換面為民營資本進軍醫療領
域，承包公立醫院科室，利用媒體大肆
鋪廣告，不負責誇大療效等方式賺取巨
額利潤。魏則西的這場悲劇，上述幾方
的責任誰也無法逃脫。
在魏則西事件中，首先應當追責

是武警二院等公立醫療機構，他們一方
面部分由公帑供養，擁有三甲醫院等
“高大上”名頭；另一方面卻將科室出
賣給遊醫集團，對其不負責任的醫療手
段放之任之，僅以盈利為目標，無恥地
消耗着政府公信力和“部隊醫院”這個
金字招牌。
江湖遊醫集團，尤其是涉及魏則

西事件的莆田系已被“扒掉底褲”。治
療性病起家，幾塊錢常規藥物“包裝”
成昂貴先進藥物，誇大甚至捏造患者病
情過度治療，醫療糾紛層出不窮……
如此種種劣跡斑斑，卻不斷改頭換面、
“產業升級”甚至上市圈錢，成為當今

中國一大“奇景”。
百度等媒體唯利是圖，不僅是通過推廣競價等方

式為江湖遊醫集團甚至騙局張目，更曾有過出賣貼吧
給民營醫院等惡行。“百度，當時根本不知道有多麼
邪惡，醫學信息的競價排名，還有之前血友病吧的事
情，應該都明白它是怎麼一個東西”，在魏則西離世
前不到2個月時，他寫下這段文字，而這篇文章的標
題是《你認為人性最大的“惡”是什麼？》。
魏則西事件是個案，但絕不是孤例。遊醫集團那些

出色的年報，百度等媒體年逾數百億的推廣收入，按照
網友們的話真是“每個銅板都淌着鮮血”。魏則西事件
已經鬧大了，人們希望這次的事情能喚醒那些麻木和缺
位的監管。在事件相關方被嚴懲的基
礎上，通過法律提高民資醫療准入門
檻，加強監管力度，徹底肅清混亂的
遊醫產業鏈。讓魏則西們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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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魏則西生前是在武警二院接受的生物
免疫療法（DC-CIK），他後稱這種療法已
因“效率太低”而被美國所淘汰。內地免
疫學者表示，DC-CIK療法此前在美國已經
歷多年研究，但是相關臨床試驗在美基本
全部宣告失敗，沒有得到上市許可。清華
大學醫學院千人計劃教授、著名免疫學專
家林欣說：“DC-CIK治療對很少數一些病
人有一些特異的作用，但是總體效應不
大，不能作為主要治療手段。”

不能作為主治手段
據報道，武警二院腫瘤生物中心稱，給

魏則西治病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診療技術，
但經斯坦福醫學院核實，該校從未與一家中
國醫院有從事細胞治療的合作。林欣在接受
《知識分子》公眾號訪問時說，目前，DC-CIK
治療對很少數一些病人有一些特異的作用，
但是總體效應不大，不能作為主要治療手段。
因此內地大多數腫瘤醫院和研究治療中心都
是把DC-CIK治療作為手術、放療、化療之
外的一種輔助治療手段。

林欣表示，DC-CIK細胞治療，主要
原理如下，首先將患者自己的DC細胞提取
出來在體外同患者手術切除的腫瘤組織或
者是腫瘤相關抗原肽進行撫育來誘導DC細
胞成熟，同時將患者的淋巴細胞提取出來
在體外用細胞因子激活成為CIK細胞，然
後在體外將腫瘤抗原誘導成熟的DC細胞和
CIK細胞共同培養進行腫瘤抗原呈遞來激
活腫瘤抗原相應的淋巴細胞，再把它們回
輸給病人體內。

療效存在一定爭議
清華大學博士何霆說：“DC-CIK療

法此前在美國已經歷了多年研究，但是相
關臨床試驗在美國基本全部宣告失敗，沒
有得到上市許可。目前，在美國確實已經
鮮有DC-CIK用於癌症治療的臨床試驗，
我國是這個技術研究的主力軍。”
何霆表示，這種技術的療效存在一定

的爭議。中國目前缺乏在免疫細胞治療領
域的具體監管措施，從科學的角度，還是
應該以正規臨床試驗為基礎，確保安全和
有效之後才能開展臨床應用。

學者：生物免疫療法在美臨床均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前在北京主
辦的“2016大數據產業峰會”上，中國工信部信息
化和軟件服務業司司長謝少鋒透露，正在制定大數
據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目前正在各個方面徵
求意見，計劃在今年下半年發佈。
謝少鋒在致辭中介紹了工信部近期關於大數據方

面的重點工作，包括正在制定實施大數據產業“十三
五”發展規劃、支持大數據關鍵產品的研發和產業化、
大力推動工業大數據的應用、支持地方開展大數據產
業發展的應用試點和推動大數據標準體系建設等。
工信部總工程師張峰表示，過去5年，中國信

息技術產業快速壯大，為中國大數據加快發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礎，但同時信息孤島、大數據技術原創
能力和產業實力不足、綜合人才隊伍缺乏和法律法
規不健全等也制約着中國向數據強國轉變。

從八個方面推進發展
張峰說，工信部將從八個方面推進大數據產業

發展。一是制定實施大數據產業“十三五”發展規
劃；二是支持大數據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三是大
力推進工業大數據發展；四是進一步加強大數據安
全管理；五是支持地方發展大數據產業；六是加快
大數據標準制定和驗證推廣；七是加強國際合作；
八是建設複合型人才隊伍。

大數據產業“十三五”規劃料下半年出台

■中國正在制定大數據產業“十三五”發展
規劃。圖為中國一個大數據產業博覽會。

資料圖片

■網信辦會同工商總局、衛計委成立聯
合調查組進駐百度公司。 資料圖片

■涉事的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外貌。
網上圖片

■魏則西遺體告別儀式在日前舉行。魏則西的父母在儀式後分別手捧兒子的遺照和
骨灰離開殯儀館。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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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非法集資風險專項整治將啟動
綜合報導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

传座谈会”在银监会召开，包括央行、证监会、

公安部、工信部、商务部、住建部等14个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参加。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透露，鉴于非法集资案件形势严峻，

一些区域和行业风险隐患较大，部际联席会议定于

下半年组织开展全国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整治活动，

对民间投资理财、P2P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房

地产、私募基金等重点领域和民办教育、地方交易

所、相互保险等风险点进行全面排查，摸清风险底

数，依法分类处置，妥善化解风险。另据央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尽快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

加强对非存款类放贷组织及其放贷业务的监督管

理，有效防范民间借贷领域非法集资活动。

部际联席会议负责人介绍，2015年国务院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

见》，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全面部署。该负责

人表示，当前非法集资案件风险加速暴露，大案要

案高发频发。据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统计，2015年

全国非法集资新发案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

数同比分别上升71%、57%、120%，达历年最高峰

值，跨省、集资人数上千人，集资金额超亿元案件

同比分别增长73%、78%、44%。2016年一季度，

公安部非法集资立案数达2300起。

部际联席会议负责人表示，非法集资涉及行业

众多，形式多样，情况复杂，要做好案件防范和处

置工作，真正做到打早打小，需要行业主管、监管

部门进一步建立完善制度，规范、健全工作机制，

加强一线把关，担负起防范、监测、预警和监管责

任。

因此，14个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也是分工协作，

确保所有行业领域非法集资监管防范不留真空，并

明确了下一步的整治重点和方向。央行相关负责人

透露，央行将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推动《非存

款类放贷组织条例》早日出台。据介绍，各地民间

融资特别是民间借贷市场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问

题，容易引发非法集资。具有地域分布相对集中；

房地产、养老、科技开发等传统行业领域案件多

发；以担保公司、理财公司、投资公司等形式开展

活动，呈现与传销相融合的趋势；利用主流媒体大

肆宣传等特点。

与此同时，针对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非法集资

案件频发问题，央行将进一步细化要求、丰富手

段，加大力度，配合做好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非法集

资的防范和处置工作。包括抓紧完善监管制度。继

续配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出台互联网金融

各具体业态配套监管办法，完善非法集资举报奖励

机制。严格落实监管要求。严格执行客户资金第三

方存管制度，加强互联网资金流动的全方位监测；

要求从业机构有效识别客户身份，加强主动监测和

可疑交易报告；修订非法集资监测指标和模型，探

索建立非法集资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通过“金融

知识普及月”、“金融消费者权益日”等多种形式

普及非法集资风险辨识和防范知识，加强投资者教

育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引导互

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依法合规开展各项经营活动等。

相关负责人表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防治结合、疏堵并举，未来将推动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规范和引导民间

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增加

对中小微企业有效资金供给，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

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融资健康

发展，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完善民间借贷日常监

测机制，引导民间借贷利率合理化。

融通基金鄒曦：
中國經濟有望在二三季度築底

從2016年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出

現復蘇徵兆，市場主流的解讀是短期刺

激導致，中國經濟還在走老路，因此復

蘇屬於階段性脈衝，不可持續。我們的

觀點是，逆週期刺激政策當然在發揮作

用，但是更主要的力量在於體制改革和

經濟轉型已經初見成效，中國經濟已經

開啟新的週期，進入了結構性溫和復蘇

階段。融通基金研究總監、融通行業景

氣基金經理鄒曦近日指出，2016年二、

三季度將形成中國經濟的底部，這個底

部的有效期可能會達到2-3年。

改革+轉型開啟中國經濟新週期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國企改革正

在落地，財稅體制改革基本厘清了地方

政府的許可權，金融體制改革初步實現

利率市場化，投融資體制改革也已見雛

形。這些體制改革的效果，都會體現在

“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改革上。

鄒曦認為，就去杠桿而言，2013年

“錢荒”對銀行體制的倒逼，優化了資

金供給結構；2014年-2015年地方債務的

清理，抑制了無效融資需求；目前進入

第三階段，即允許債務違約對政府信用

進行切割，從而逐步形成風險收益匹配

的資金定價機制；不良資產處理正在啟

動。

就去產能而言，2015年開始推行國

企改革，通過強調“黨管國企”增強中

央政府對地方國企的管制力，從而為

2016年開始鋼鐵、煤炭、水泥等產能過

剩行業的地方國企合併奠定基礎，下一

步順理成章將對過剩產能進行大規模關

停，加速完成過剩產能去化。

就去庫存而言，2014年-2015年貨幣

政策放鬆並未在當期產生明顯效果，只

有在2015年上半年地方債務清理機制形

成之後，無效融資需求得到有效抑制，

才在2015年下半年看到社會融資成本的

有效下行，從而推動房地產銷售好轉。

他說，政府主導的新基建和鼓勵大

眾創業成為主要選項。專項建設基金和

PPP將成為新投融資體制的主要形式，

其核心在於國家資本與民營資本的有效

結合，具體表現為新興產業的“國家PE

”與基礎設施的“官督商辦”，從而通

過市場化機制提高投資效率。預計由於

2015年四季度開始的房地產復蘇為改革

留出了空間，2016年供給側改革的推進

速度會遠超市場預期，有助於夯實中國

經濟的底部。

轉型效果將漸次體現
鄒曦指出，從投資、消費和出口三

駕馬車來看，主要推動力的見底都有很

強的經濟轉型的結構性因素在發揮作

用，因此經濟見底復蘇的動力是可持續

的。就房地產投資而言，一線城市及周

邊地區的房價上漲，帶動二三線城市去

化加快，反映出中國房地產市場從全國

普遍城市化階段進入“大都市圈+郊區

化”階段，符合城市化演進的客觀規

律。新的房地產週期由此啟動，表現形

態與過去15年有很大區別，因此當前銷

售好轉帶來的房地產投資改善具有很好

的持續性。

就基建投資而言，在投融資體制改

善的前提下，投資方向與傳統的“鐵公

基”有很大的區別。能帶來消費的投

資、新興產業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民生補

課的投資，將成為政府主導推動的主要

基建投資方向。這樣的投資既不會造成

新的過剩產能，又能為轉型提供有力的

支援，因此從2015年四季度開始啟動的

新基建投資具有很強的可持續性。就居

民消費而言，以影視娛樂、旅遊、電商

等新消費形態為代表的服務消費增長迅

速，“網際網路+”的迅速普及進一步

改善消費供給，對於中長期促進消費增

長具有明顯的效果。就出口貿易而言

，隨著“一帶一路”的大力推進，中

國政府將以ODI 為推手，以基礎設施

建設為抓手，推動服務出口貿易的快

速發展，從而帶動實物產品的出口，

有助於穩定中國在全球出口貿易中

份 額 ， 具 體 效 果 可 能 會 在 2016

年-2017年體現。

改革和轉型初見成效，對整體經濟

效率的提高是有實際作用的。首先，政

府主導的投資應當具有“逆經濟週期短

期不經濟，順產業週期長期經濟”的特

點，目前新基建項目基本做到了順產業

週期。其次，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產

業領域劃分初見端倪，有助於各展所

長。第三，PPP機制的大力推廣，簡政

放權力度加大，企業經營活動的遊戲規

則越來越符合市場化的方向。

總之，鄒曦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新

週期，在目前水準附近形成中長期底部

的概率很大。如果說“新 5%比舊 8%

好”，那麼比“新5%”更好的就是“新

6%”。

一年一次的海洋技術大會昨休斯頓登場 今年主題創新無限

（綜合報導）UberEATS 是一個專門開車遞送餐飲食品的平台，
從全年年底開始，已經在休斯頓市中心midtown，downtown地區開展
遞送食品服務，目前正再次擴大其送遞的服務範圍。

Uber公司本周一發出郵件稱，公司的食品遞送的範圍將擴大包括
The Medical Center, Memorial, EaDo, Third Ward and Garden Oaks，作

為鼓勵，該公司星期一實行了免費送遞。
由於Uber公司和休斯頓市政府的規定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之前曾有消息稱，Uber已經考慮將從休斯頓撤出。
Uber發言人之前也表示，還沒有確定撤出休斯頓的具體時間，因此Uber用戶仍然可以使用和享受Uber打車帶來的便利。

Uber宣布送餐服務擴大範圍
醫療中心等入列

（綜合報導）健保業者將在今夏要求
大幅調漲 「奧巴馬健保」的保費，據稱，
有些業者將在大選前就提出要求，將調漲
明年保費高達兩位數百分比。健保業者以
反映成本為由，提出調漲保費的要求。

業者表示，健保成本增加，許多公司
財源已經難以支撐，因此2017年 「奧巴馬
健保」必須大漲保費。以維吉尼亞州為例

，重返聯邦健保交易網HealthCare.gov的九
家健保業者，要求平均調漲保費的幅度，
從9.4%到37.1%，這是初步估算，最後要看
業者向該州申請漲價的案子。

目前，全美有超過 1，200 萬人接受
「奧巴馬健保」聯邦補助，不會受到大的

波及，但也會有數百萬人仍會受到明年調
漲保費的影響。

明年進入 「奧巴馬健保」的第四個年
頭，健保法市場仍在尋求制度的穩定。聯
邦現有的照護老年人的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及幫助低收入民衆的 「聯邦
醫 療 補 助 」 （Medicaid， 加 州 稱 為 Me-
di-Cal）運作已十分平順，而 「奧巴馬健保
」仍遭到不少批評。

「奧巴馬健保」最大的問題是登記人
數比期望的要低，實際參加者主要是年長
多病者，其人數比健康年輕人要多，使它
先天上不易經營。

今年 「奧巴馬健保」基本的 「銀保單
」，平均漲了7%。儘管聯邦最高法院裁決
支持 「奧巴馬健保」，而總統對國會要求

廢除健保的法案，也在奧巴馬總統擁有否
決權的情況下，健保仍繼續經營，但是，
美國政壇到2017年仍將對 「奧巴馬健保」
存廢進行激辯。

在兩黨參選總統的人之中，唯一支持
「奧巴馬健保」的是民主黨的希拉蕊，她

有一項積極的改革作法，準備使健保登記
人數增加，並且降低保費。另一方面，共
和黨所有參選人都主張廢除 「奧巴馬健保
」。

（本報訊）一年一次為期一周
的海洋技術大會（OTC）昨天在
休斯頓NRG會場舉行，有數千來
自世界各地能源業的業內人士參加
此次大會。當天出現的油價也正是
自去年十一月以來首次出現 45 美
元的高價，休斯頓當地無鉛汽油每
加侖也接近了2美元。

GasBuddy.com 網站能源分析
專家 Patrick DeHaan 表示，石油的
供給和需求正在逐步改變，世界能
源需求正在逐漸加快，石油價格也
出現了近期的高點。

盡管，美國石油庫存依然充分

，但是隨著煉油企業進入到維護季
節，導致減少生產量和運作，美國
石油庫存數量預料會出現大幅下降
。美國很可能今年夏季的油價會出
現新一輪的提高。

休斯頓目前油價上升了8分升
至1.97美元，同時，全美的平均油
價在同期增長至每加侖2.22美元。
然而，目前休斯頓的油價仍然比去
年同期的油價低出0.4美元。

在休斯度一些地區如 HUM-
BLE，每加侖的油價更加便宜，為
1.71美元，同時610道路以內的油
價為每加侖2.69美元。

歐記健保費 今夏飆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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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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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光：救經濟 需兼顧環保及薪資

中華電工會爭取勞工董事 明赴立院抗議

Apple Pay登台？王儷玲樂觀本週有結果

資金面現疑慮 台股注意外資動向
 




























（中央社）準經濟部長李世光今天表示，
救經濟是當前經濟部最大的議題，但在推動過
程中，環保及勞工薪資等需求也要同時考慮才
能落實，未來如經貿、兩岸議題都會拿到跨部
會平台討論。

在發布接掌新政府經濟部後，李世光今天
下午和經濟部長鄧振中第一次碰面，雙方就經
濟部政策的延續、碰到的困難等深度交換意見
。經濟部三位次長卓士昭、沈榮津、楊偉甫及
主任秘書陳怡鈴等人與會。

雙方在會後與媒體見面時，鄧振中表示，
李世光未來的 「任務非常艱鉅」。

由於準行政院長林全日前已表明，台灣今
年經濟成長率很難保一，媒體追問李世光，上
任後要如何救經濟？

他表示，經濟議題是新內閣共識營中的一
個討論重點，也是部內未來的重大議題，且不
僅是救經濟，推動過程中，也要考慮如何與環

境跟勞工薪資提升議題等需求平衡，因此會將
經濟部目前的政策跟準總統蔡英文的選舉政見
做進一步整合，目前正在分析、評估，等政策
訂出來後，會再跟全民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李世光指出，目前雖已陸
續和工商團體碰面，聆聽業者的聲音，但政策
落實需要跨部會的協調跟討論，未來新內閣會
設一個跨部會平台，包括服務貿易、貨品貿易
、兩岸議題都會拿到平台上討論。

至於外界關心的IC設計及封裝測試開放陸
資等議題，他說，也會拿到平台上重新檢視討
論，方向則考慮開放是否能提升台灣企業的國
際競爭力，及維持有價值的工作機會等。

李世光上周已和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
總會、工業協進會、中小企業聯合總會 3個工
商團體碰面，本周預計和工商協進會等 4個工
商團體有約。

（中央社）中華電信工會
今天再度包圍董事長蔡力行辦
公室，抗議中華電與交通部違
法剝奪工會勞工董事席次，並
宣布將於明天（3 日）上午前
往立法院召開記者會陳情。

中華電工會指出，多年來
中華電工會透過代表大會推派
勞工董事，中華電目前有工會
推派的蔡石朋擔任董事，但26
日中華電公告股東常會董事被
提名人名單，無任何 1 席工會
推派的勞工董事。

中華電信工會昨天上街陳
情，在中華電信義路大門口、
交通部抗議 「還我勞工董事」
，但工會認為交通部代表充耳

不聞，中華電信工會副理事長
洪秀龍率領罷工小組，今天上
午 7 時包圍中華電信總公司董
事長蔡力行辦公室，要求蔡力
行出來面對，並表示包圍行動
會一直持續到董事長出來接受
工會訴求為止。

中華電信工會並宣布，將
於明天上午 9時30分於立法院
召開記者會說明訴求，懇請交
通部、中華電信公司懸崖勒馬
，立即還給工會勞工董事，否
則將進行下一步的罷工癱瘓公
司運作抗爭行動。

對此，中華電信代理發言
人沈馥馥今天回應，由於中華
電 9 個工會未能於中華電受理

董事候選人提名期間協商推派
1 名勞工董事人選，為維護勞
工董事席次及中華電員工權益
，交通部請中華電指名適當人
選 1 人，暫時擔任勞工董事代
表，以利於股東常會先取得交
通部代表董事席次。

中華電進一步說明，按照
程序，中華電將於 5月10日召
開董事會，針對董事及獨董資
格進行審查， 6月24日股東會
表決，後續將依交通部函示，
待各企業工會推舉 1 名勞工董
事人選後，將層轉交通部，再
由交通部依法隨時改派勞工董
事代表。

（中央社）金管會主委王儷玲表示，對
Apple Pay登台持開放、國際化的方向，樂觀期
待Apple Pay是否登台520前將宣布， 「看這禮
拜吧」。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今天審查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103年度決算情形暨審查保
險法修正草案。

王儷玲今天應邀備詢，會前受訪時表示，

金管會對於Apple Pay是否登台的報告已送交行
政院，進度應該很快，待行政院長張善政拍板
後，金管會即可著手，預計 520 前會有消息，
「看這禮拜吧」、 「希望」。

王儷玲指出，若跨部會對 Apple Pay登台沒
有太大議題，金管會傾向朝國際化的方式，不
過，最後仍要看院長裁決。

(中央社)日本央行(BOJ)意外未擴大量化寬
鬆，引發資金面疑慮，加上蘋果 (APPLE)財報
不如預期，外資在摩台結指算後有流出跡象，
投信表示，5月台股觀察重點在外資動向。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經理人蕭惠中表示，國
內外總經數據和貨幣政策消息紛擾，台股近日
明顯出現回檔整理的走勢，其中在資金面部分
，因為 4月28日摩台指壓低結算，外資 4月29
日又持續賣超，多單減少，接下來外資是否持
續賣超以及力道，都將是牽動台股盤勢的重要
因素。

在產業基本面表現上，蘋果財報表現不如
預期，財報效應持續發酵，不過由於企業財報
數字公布已近尾聲，多空訊息應已陸續鈍化。

蕭惠中指出，電子產業因補庫存效應告一
段落，整體需求不旺，後市將回歸基本面、個
股表現，整體產業表現則可能要等到第 3季後
、再觀察出貨效應；傳產相關族群方面近期也
因補貨效應暫告一段落，以及塑化等權值股受
外資調節影響而面臨拉回整理壓力。

日盛高科技基金經理人施生元表示，從台
股近 3個交易日來看，指數失守8500點與8400

點整數大關與多條均線支撐，K 線出現下跌
157 點的長黑走勢，半導體龍頭盤中跌破前波
低點，後續觀盤重點在非電族群，若非電龍頭
股有守，則指數仍有支撐力道。

施生元指出，4月月線下跌4.2%，終止月
線連2紅的走勢，根據彭博(Bloomberg)統計，
市場預期6月升息機會為19%，9月升息機率為
52%，目前看來9月升息機率較大，升息的延後
，有助資金續流入風險性資產，新興市場包括
台股在內，資金可望續入，但蘋果等科技業財
報及財測弱，恐使電子續偏弱。

此外，外資在台指期淨多單大減至 3萬多
口，盤面追價力道不足，國際震盪加大，加上
5月變數多，電子進入淡季，資金預期將續留
具成長性的傳產股，電子產業整體需求不旺，
僅看個股財報表現。

至於油價續反彈，原物料相關族群後市還
有空間？蕭惠中則認為，料油價仍將維持區間
震盪格局，有助支撐相關族群，短期波動難免
，但中長期展望仍看好；另一方面，只要油價
能維持每桶40美元的合理水位，沒有出現大跌
，都代表景氣面應無虞。

省BRT 林佳龍：打造捷運路網
對於國民黨質疑台中市政府廢止BRT是政治考量，台中市長林佳龍（前）2日回應說，省下
BRT經費打造MRT，將轉為興建捷運路網，更符合市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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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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無規劃在太平島部署防空飛彈

童振源：豬肉議題保持公開透明

立院交通委員會 考察大溪交通建設

張揆：德翔台北輪汛期前來不及移除

馬總統出席總統府月會
總統馬英九（圖）2日出席 「105年5月總統府月會」 ，聽取林建元教授專題報告 「我國住宅政
策之總體分析」 。

（中央社）國防部今天表示，國防部遵國
家政策指導，目前並無在太平島部署防空飛彈
的規劃；國軍會持續藉戰備輔導、人員訓練及
後勤維保等作為，協助海巡署強化太平島戰備
整備工作。

媒體報導，為了強化太平島火力部署需要
，政府高層決定由海巡署增派兵力到太平島，
增派的官兵人數，約在一個排、約30人左右的
兵力， 「這些人力都是由東沙指揮部調配過去
」，同時都是已經接受過火砲操作訓練合格的
官兵。

報導並指出，太平島上的主要武器裝備，

包括120迫砲及40高砲，但目前較為欠缺的，
是如何因應周邊國家空中攻擊的短程防空飛彈
，至於政府未來是否會考慮重新部署短程防空
飛彈，官員說，政府會有整體的考量。

國防部今天表示，為使太平島海巡官兵建
立自我防衛作戰能力，國軍以 「等同陸戰隊堅
強戰力」的要求，持續藉戰備輔導、人員訓練
及後勤維保等作為，協助海巡署強化太平島戰
備整備工作。

國防部表示，遵國家政策指導，目前並無
在太平島部署防空飛彈的規劃。

（中央社）準行政院發言
人童振源今天表示，在未有完
整的風險評估報告所提供的科
學證據前提下，民進黨仍認為
豬肉不可含萊克多巴胺；新政
府將邀集國內各領域學者及專
家，將此議題以公開、透明的
理性方式呈現。

彰化縣長魏明谷今天在議
會接受議員質詢時公開表態，
支持豬肉瘦肉精 「零檢出」的
立場，呼籲縣民多吃 「彰化健
康豬」。

對此，童振源表示，目前
許多縣市首長關心畜產品，尤
其是豬肉及牛肉的安全，以及
豬農收益；民進黨態度和大家
一樣，亦即在未有完整的風險

評估報告所提供的科學證據前
提下，民進黨仍認為國內外的
豬肉不可含萊克多巴胺。

童振源指出，自2011年起
國民黨開放美牛瘦肉精進口已
引起國內食品安全的爭議，針
對如此重大爭議，政府應該有
責任將相關的風險評估報告完
整呈現在民眾面前。

童振源表示，未來新政府
為肩負此一責任，將立即執行
風險評估，邀集國內各領域學
者及專家，透過科學證據與資
訊的公開，將此一重大爭議議
題以公開、透明的理性方式呈
現，以做為未來對外及對內的
溝通基礎。

此外，花蓮縣長傅?萁今天

表示，花東人不是二等公民，
只是卑微的要求一條安全回家
的路，但未上任的準閣員卻全
力反對，要求總統當選人蔡英
文撤換準政務委員張景森和準
交通部長賀陳旦。

童振源表示，昨天賀陳旦
已經說明並沒有針對任何個別
案件進行評論；至於花蓮地區
的交通，新政府的態度非常明
確，就是從執政團隊到立院，
都會把東部地區的交通改善列
為最優先，從交通做起，找出
最快、最能夠解決交通問題的
方法，讓東部鄉親出入平安、
出入方便。

（中央社）行政院長張善政今天表示，德翔台北貨輪船體移
除工作無法在汛期開始前完成，請交通部備妥應變方案，避免船
體破損擴及二次污染，並儘速完成船體及船艙內貨櫃移除作業。

張善政今天在行政院主持 「德翔台北貨輪擱淺事件海難救助
及污染應變機制檢討」會議時做出上述指示。

針對這次海難事件應變機制，張善政指出，交通部依據 「災
害防救法」及 「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環
保署依據 「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成立 「海洋油污染緊
急應變中心」，兩個應變中心應如何統籌協調，以統一事權、發
揮救難最大量能，請政務委員許俊逸近期邀集相關機關另行研商
，建立制度。

有關漁民及社會都曾反映，石門外海過去已發生數起船難事
件，建議政府規劃更安全的航道，張善政在會中責請交通部研提
相關因應措施。

交通部表示，已有相關規劃，將邀集相關航運業者開會研商
，預計將在今年底與航運業者達成共識，並預計在明年著手進行
相關法制作業程序。

交通部指出，目前德翔貨輪第3貨艙中有少許殘油，已請船

東公司於 5 月 5 日以前完成殘
油清除作業，以利進行後續船
艙內貨櫃移除工作，並要求德
翔公司應有周詳風險管控計畫
，預防二次污染。

交通部說，目前在前段船
身貨艙內有119個貨櫃、後段
船身貨艙內有67個貨櫃，預計
將自5月7日起展開移除作業，如天候情況允許，預計可於30個
工作天內將現存186個艙內貨櫃全數移除；至於位於淹水的第2
貨艙內1只裝有清潔劑的危險品貨櫃，目前經水質檢測並無變化
，尚無疑慮，將由化學專家在旁協助戒備與指導下移除。

有關船體移除部分，交通部表示，已請德翔公司在確保 「不
發生二次污染及船體漂移或解體」的基本原則下，優先採取浮揚
拖帶方式進行，預計在80個工作天內完成；由於5月進入汛期，
為因應颱風侵襲，已請德翔公司儘速完成船體加固作業，並針對
颱風吹襲、惡劣海象，預擬因應對策，絕不允許再發生船體裂解
、漂移及相關污染事件，交通部會確實監督執行。

環保署說，整體岸際油污清除工作，預定在5月10日前完成
。

農委會表示，德翔台北貨輪擱淺涉及漁民權益保障部分，漁
業署、新北市政府及金山區漁會已成立求償專案小組協助辦理；
針對漁具、漁船等直接損失，也已協調漁民直接向船東委託的中
華海事檢定社申請會勘，截至5月2日止，已有32艘漁船完成會
勘及採樣。漁民無法作業等間接損失求償，漁會已委託海洋大學
辦理漁業損失調查評估工作。

農委會指出，求償專案小組預計於5月16、18、20日分別在
金山、石門共辦理3場漁民損失求償說明會，以使漁民瞭解求償
流程等相關事宜。

（中央社）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今天考察桃園
地區交通建設，包括台3線37K武嶺橋拓寬改善
工程及國道3號銜接台66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
，桃園市長鄭文燦與交通部長陳建宇參與考察。

鄭文燦在視察武嶺橋時表示，台3線37K武
嶺橋拓寬改善工程完成後，將增加4個橋墩、兩
側機車道及單側人行道，工期730天，總經費約
新台幣2億2750萬元，期勉交通部公路總局能盡
速完工，早日解決大溪對外聯絡交通擁擠的問題
。

鄭文燦指出，武嶺橋拓寬工程施作的同時，

橋上仍有車輛通行，就像是 「穿著衣服改衣服」
，他指示拓寬工程要將對車流的影響降到最低。

他說，拓寬工程應在確保防汛期的安全以及
不影響保育類八哥繁殖下，加速完工。此外，因
武嶺橋的風切較大，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評估是否
增加擋風牆。

一行人隨後前往台 66 線大溪端，鄭文燦表
示，由於台66線末端並無直接銜接國道3號，需
經由平面道路轉大溪交流道進出國道3號，交通
尖峰時間易造成壅塞，因而進行 「國道3號銜接
台66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

臨櫃報稅首日
5月報稅季來臨，2日是臨櫃報稅第1天，各地國稅局與所屬分局湧入大量報稅人潮。各區國稅
局皆投入所有人力，加開一站式服務櫃檯協助民眾報稅。

魏明谷支持瘦肉精零檢出
彰化縣長魏明谷（左）2日在縣議會接受質詢時，針對豬肉瘦肉精零檢出表態支持，同時以
簽名方式宣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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