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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訊)“全旅假期 “獨家推出！含上海來回機票&純旅遊團6天 驚爆價僅usd699
抵達上海日期日期： AUG/22，SEP02/23，OCT14/28，NOV11/25
獨家-黃山,千島湖,烏鎮 醉美山水6天休閑遊
非購物，零負擔！
1.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行程。
2.我們堅持只有美景入眼，沒有購物店。
3.我們報名沒什麼限制，留學生，小朋友，其他國籍，您的臺灣，香港，大陸親戚朋友，我們統統都收。
行程亮點：上海-烏鎮-杭州-千島湖-黃山屯溪
贈送五大國家級風景區：
杭州城隍閣，漫步西湖，千島湖風景區，黃山屯溪老街，上海城隍廟老街
入住當地奢華景區酒店
純玩無購物，輕松自在享受旅遊樂趣
贈送新鮮大閘蟹
【休斯敦全旅假期】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 想你所
想，為真正熱愛旅行的你，開設最適合您的產
品！
關註休士頓全旅假期 獲得本地最好的價格!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網站：WWW.CHINATOURUS.COM
微信: CHINATOURUS
微信搜尋:休斯敦全旅假期
7001 Corporate Dr suite210
Houston, Tx 77036

（本報記者秦鴻鈞）在美國買房屋或汽車保險是政府規定要買的。政府也
鼓勵你不要只是靠政府的退休金， 恐怕是不足夠的。政府鼓勵你盡早計劃儲蓄
及建立適當的投資作退休的儲備金。

但如果投資的資金所賺的追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事實上你的投資是縮了
水，是損失的。很多人開始意識到適當的理財規劃很重要。尤其是把退休基金
處理恰當。可以使你的退休生活無虞。

大家都知道石油行業現在比較低迷，很多石油公司都裁員。這批被裁減的
員工或轉換公司的員工大部份都有公司幫他們建立的401K退休基金，現在因為
要離開公司，就可以把401K轉換成為IRA的戶口，轉到其他的理財公司。這樣
的轉換（rollover )最好找一位專業的理財顧問，幫你找一個適合你的退休項目。

理財專家江麗君女士在這個行業已二十年,專長處理退休規劃，及401K roll-
over 。她會根據每個客戶的年齡及各自的退休目標，幫客戶建立適合的退休規劃
。

Prudential 保險及理財公司提供以下的個人家庭及生意人所需的服務包括: 人
壽保險,金融投資，退休規劃，401K 及其他退休基金Rollover， 長期戶理保險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殘障保險等等。

請找該公司傑出的理財專家
江麗君女士(Maria Kong). 讓她和你一起塑造你的未來！
江麗君（Maria Kong) 的聯絡電話：832-7327330

江麗君與 Prudential ,助您夢想成真
人壽保險• 投資 •年金• 退休• 汽車保險

“全旅假期”獨家推出！
含上海機票$699
純旅遊無 購物 回國登黃山,觀千島，遊烏鎮，吃閘蟹！
身分無限制，留學生，小朋友，其他國籍，國內親友，
我們統統都收！

圖為Prudential 的投資理財專家江麗君

衍易年度實用面相班
本週末開講

今年新增“骨相”並增加
面相“思考＂部份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由衍易工作坊主辦
，一年一度的實用面相班，將於本周日及下周日
（5 月15 日 ,5 月22 日） 下午二時至六時，在中
華文化中心上課。衍易老師表示：今年的面相班
，她新增加了部份的＂骨相＂，這是以前從未在
課程中出現。針對一般人對骨相的誤解，她有特
別的解釋，值得一聽。同時，衍易老師也加了面
相的＂思考＂部份，對面相與命運之間的聯繫，
有特別的說明。衍易的年度 「 實用面相班 」 今
年特別開放網路報名，可以到 FengshuiProfessor.

com 登記，也可以電話報名：832-417-8168，，
832-202-5751

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們如何才能在
現代複雜的人際關係中，與各式各樣的人順利交
流，並且無往不利呢？學會看面相，應該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

在職場上，想要跟上一個有前途的老闆，想
要找到能夠一同打拚的合作夥伴，想要用到合適
的員工；在談判桌上，想要一眼看穿對手；在感
情上，想要選擇不後悔的人生另一半；該怎麽辦
？第一步，我們就看他的面相！中國的面相學，
是古人兩千多年經驗的累積，經過統計分析而成
的知人之術。祖先留傳下來這樣高明的智慧，我
們棄置不用，多麽可惜！

衍易工作坊的實用面相班，由衍易老師親自
授課，運用現代思維，演繹古人智慧。每種面相
特徵都有圖片說明，簡單易懂，人人都能馬上印
證，活學活用，是一門非常適合現代人的實用面
相學。

朋友，您常常有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困擾嗎？
衍易老師的實用面相班，可以幫助您學會如何從
面貌上了解對方的個性與特質，使您在人生的戰
場上能夠百戰百勝，無往而不利。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佛光山中美寺本周日系列講座 帶來希望的東亞共同體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2016 年

「未來與希望 」 系列講座，本周日（ 5 月29
日） 上午十一時半將邀請教育博士，註冊營養
師，合格營養師貝弗利 泉 高爾（Beverly J.
Quan Gor, EdD, RD , LD )主講： 「帶來希望的
東亞共同體： 如何診所開始，以及它如何可以
幫助你 」。

貝弗利高爾博士是休士頓衛生廳（ HHD )
的分析師。高爾博士在史蒂芬威廉姆斯主任監
督下有效率的與規劃，評估，和研究的部門合
作。高爾博士和她的同事們負責評估該HHD 協
調公共衛生項目。高爾博士是在休士頓土生土
長的，是亞裔健康聯盟（ AAHC )和希望診所
（ HOPE ) 的創始人之一。身為一名註冊營養

師，高爾博士從事一些弱勢民族健康差距的研
究，特別註重改善營養，減少慢性病和癌癥的
風險。在來HHD 之前，高爾博士是在德州大學
安德森癌癥中心（ 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下的健康差距研究的部門當講師。高爾博士是
一名活躍於 Can Do Houston 的義工，Can Do
Houston 是一個促進在缺醫少藥的社區人民健康

飲食和積極生活的非營利組織。她獲得休斯頓
大學營養學學士學位和專職醫療教育博士學位
。她的營養和食品科學碩士學位是德克薩斯女
子大學頒發的。

佛光山中美寺的地址：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 ）495- 3100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演繹傳奇品質—服務人類健康
多年來，醫學界一直致力於對糖尿病的研究。這是因為一旦

患上“糖尿病”，人體的麻煩隨其而至，因為免疫功能減弱，容
易感染由感冒、肺炎、肺結核所引起的各種感染疾病，而且不易
治愈。難怪有這樣的說法，一旦得了“糖尿病”，壽命減去十多
年。因此許多人對糖尿病談之而色變，千方百計的治療。很多虛
假和誇大宣傳的產品傷透了消費者的心。但是作為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沒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反而越來
越壯大，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真心擁護，銷量屢創新高。是什麼
原因讓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演繹著這樣的“傳
奇”呢？

憑的是真實效果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作為行內的龍頭企業

，精選巴西綠蜂膠為原料，純天然無污染，並采用高科技生物提
取技術，不含有任何沉澱和雜質，類黃酮最高並保留了巴西天然
綠色蜂膠特有香氣和品質，因此被稱為“最純淨的黃金”。通過
老用戶，你可以看出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
改善失眠、便秘、乏力、瘙癢、心腦血管等並發症，而且能提高
糖尿病人的抗病能力，還能保肝護腎，避免降糖藥對身體的損傷
。

憑的是過硬的質量
現在的蜂膠市場假膠劣膠漫天飛，很多都是家庭式的小作坊

生產出來的，質量上沒有絲毫保障。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是第一家獲得巴西農業部批准的企業，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都要經過原料關、檢測關、提純關；十萬級的空氣
淨化，GMP藥品生產的嚴格要求，獨家專利的提純技術，保證
了他們金子般的過硬品質，這樣的產品誰用了都放心！

憑的是口碑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所以深受青睞，消費

者才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最好的代言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的老病友個個紅光滿面、精神抖擻
！糖尿病人該有的症狀在他們那壓根找不到！不僅血糖控制的好
，並發症也很少，好幾年都不感冒，精神頭足，生活質量自然越
來越好！新來的顧客，只要您一打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老
病友介紹來的，因為病友的康復實例才是最好的廣告！

憑的是經濟合理的費用
糖尿病的發展規律就是越來越重，所以不但要終身吃藥，而

且越吃越貴，使許多家庭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親民的價格，讓更多的消費者體驗到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帶給的神奇效果。

萬蜂牌巴西
極 品 綠 蜂 膠
（Multiflowers）
堅持“永遠不打
折扣的質量”宗
旨去做一項有意
義的健康事業。
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 蜂 膠 （Multi-
flowers） 已 經 服
務了成千上萬糖
尿病患者。如果
一個質量有問題
、效果不理想的
產品，會有這麼
長久的生命力嗎
？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來的市場熱銷就是最好的見證。

專家咨詢熱線：1-888-518-7778
網站：http://www.vikerm.com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百佳商場 」 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
館 」 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
，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 」 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熏雞，熏
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
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
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
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 將於今年6月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推出早點，
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水餃，鍋貼，爐包
，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茶葉蛋，牛肉夾
餅------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 「早起一族」， 「上班族」 更增添

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
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斑魚丸，魚
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 「新鮮石
斑魚丸」 更是休市獨家青島 「斉海魚
聖」 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
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 「百佳商場」
內， 地址：9262 Bellaire Blvd.Hous-
ton, Tx.77036, 電話：713-271-0080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五更腸旺

三杯雞 三杯小卷

佛光山中美寺本周日系列講座 帶來希望的東亞共同體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2016 年

「未來與希望 」 系列講座，本周日（ 5 月29
日） 上午十一時半將邀請教育博士，註冊營養
師，合格營養師貝弗利 泉 高爾（Beverly J.
Quan Gor, EdD, RD , LD )主講： 「帶來希望的
東亞共同體： 如何診所開始，以及它如何可以
幫助你 」。

貝弗利高爾博士是休士頓衛生廳（ HHD )
的分析師。高爾博士在史蒂芬威廉姆斯主任監
督下有效率的與規劃，評估，和研究的部門合
作。高爾博士和她的同事們負責評估該HHD 協
調公共衛生項目。高爾博士是在休士頓土生土
長的，是亞裔健康聯盟（ AAHC )和希望診所
（ HOPE ) 的創始人之一。身為一名註冊營養

師，高爾博士從事一些弱勢民族健康差距的研
究，特別註重改善營養，減少慢性病和癌癥的
風險。在來HHD 之前，高爾博士是在德州大學
安德森癌癥中心（ 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下的健康差距研究的部門當講師。高爾博士是
一名活躍於 Can Do Houston 的義工，Can Do
Houston 是一個促進在缺醫少藥的社區人民健康

飲食和積極生活的非營利組織。她獲得休斯頓
大學營養學學士學位和專職醫療教育博士學位
。她的營養和食品科學碩士學位是德克薩斯女
子大學頒發的。

佛光山中美寺的地址：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 ）495- 3100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演繹傳奇品質—服務人類健康
多年來，醫學界一直致力於對糖尿病的研究。這是因為一旦

患上“糖尿病”，人體的麻煩隨其而至，因為免疫功能減弱，容
易感染由感冒、肺炎、肺結核所引起的各種感染疾病，而且不易
治愈。難怪有這樣的說法，一旦得了“糖尿病”，壽命減去十多
年。因此許多人對糖尿病談之而色變，千方百計的治療。很多虛
假和誇大宣傳的產品傷透了消費者的心。但是作為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沒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反而越來
越壯大，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真心擁護，銷量屢創新高。是什麼
原因讓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演繹著這樣的“傳
奇”呢？

憑的是真實效果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作為行內的龍頭企業

，精選巴西綠蜂膠為原料，純天然無污染，並采用高科技生物提
取技術，不含有任何沉澱和雜質，類黃酮最高並保留了巴西天然
綠色蜂膠特有香氣和品質，因此被稱為“最純淨的黃金”。通過
老用戶，你可以看出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
改善失眠、便秘、乏力、瘙癢、心腦血管等並發症，而且能提高
糖尿病人的抗病能力，還能保肝護腎，避免降糖藥對身體的損傷
。

憑的是過硬的質量
現在的蜂膠市場假膠劣膠漫天飛，很多都是家庭式的小作坊

生產出來的，質量上沒有絲毫保障。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是第一家獲得巴西農業部批准的企業，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都要經過原料關、檢測關、提純關；十萬級的空氣
淨化，GMP藥品生產的嚴格要求，獨家專利的提純技術，保證
了他們金子般的過硬品質，這樣的產品誰用了都放心！

憑的是口碑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所以深受青睞，消費

者才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最好的代言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的老病友個個紅光滿面、精神抖擻
！糖尿病人該有的症狀在他們那壓根找不到！不僅血糖控制的好
，並發症也很少，好幾年都不感冒，精神頭足，生活質量自然越
來越好！新來的顧客，只要您一打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老
病友介紹來的，因為病友的康復實例才是最好的廣告！

憑的是經濟合理的費用
糖尿病的發展規律就是越來越重，所以不但要終身吃藥，而

且越吃越貴，使許多家庭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親民的價格，讓更多的消費者體驗到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帶給的神奇效果。

萬蜂牌巴西
極 品 綠 蜂 膠
（Multiflowers）
堅持“永遠不打
折扣的質量”宗
旨去做一項有意
義的健康事業。
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 蜂 膠 （Multi-
flowers） 已 經 服
務了成千上萬糖
尿病患者。如果
一個質量有問題
、效果不理想的
產品，會有這麼
長久的生命力嗎
？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來的市場熱銷就是最好的見證。

專家咨詢熱線：1-888-518-7778
網站：http://www.vikerm.com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百佳商場 」 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
館 」 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
，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 」 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熏雞，熏
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
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
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
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 將於今年6月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推出早點，
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水餃，鍋貼，爐包
，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茶葉蛋，牛肉夾
餅------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 「早起一族」， 「上班族」 更增添

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
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斑魚丸，魚
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 「新鮮石
斑魚丸」 更是休市獨家青島 「斉海魚
聖」 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
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 「百佳商場」
內， 地址：9262 Bellaire Blvd.Hous-
ton, Tx.77036, 電話：713-271-0080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五更腸旺

三杯雞 三杯小卷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
百佳超巿旁的「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
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
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
三杯小卷，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
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
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
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
苦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
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
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推出早點，內容
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
麵條，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
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
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
士頓中國城的「早起一族」， 「上班族」

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就吃的
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
推出的新鮮石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
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
週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
更是休市獨家青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
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Houston,TX 77036,
電話：713-271-0080

父愛如山萬蜂相伴
送禮要有心，送禮要有愛。什麼都不如送健

康。因為健康對於現代人來說是最重要的。在父
親節來臨之際，為他挑選一份貼心的好禮傳遞你
對他的愛給辛苦了大半輩子的父母買些什麼禮
品？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高品質保健品成為很
多送禮人士的必選。 

受訪的張先生告訴記者，父親於兒女的恩
情，是永遠報答不完的。由於平時工作忙，她對
父親的關心很少，為此也曾暗暗自責。上了年紀
的父親，身體也不如從前，為此，她專門給父母
挑選了一款品質上乘的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 

通過大量采訪，記者發現，許多消費者在
選購蜂膠時，都會認準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的。後經記者證實，消費者喜愛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絕非空穴
來風。 

原來，張先生所購買的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是來自加拿大 viker 公司的優質
產品。萬峰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獲
得了美國 FDA、加拿大衛生部、巴西農業部認證。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上市以來，
大家對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贊
口不絕，他們有的糖尿病，高血壓穩定下來了，
有的腫瘤消失了，有的幾十年的老胃病吃好了，
不再感冒了….. 用過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的人個
個變年輕了，變得有活力了，不再生病了，身體
恢復到了健康的狀態……

只有高品質、高活性、高類黃酮素含量的蜂
膠才能達到好的療效。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其中的有效成分（黃酮、多元酚
以及阿替匹林 C）都遠比其它蜂膠為優。各類活
性物質含量最高 , 數倍數十倍與同類產品 : 類黃酮
業界含量最高標準最高 18.5mg/ml, 酚多體 3.5%。
12 多年來，Viker 公司提供給消費者真真正正品質
最高、效果最佳，價格比最好的產品，讓消費者
尤其是病人能夠明顯體會到蜂膠所帶來的健康療
效。

為父親選擇一份健康保證，讓你的愛陪伴父
親，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是你
的首選！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雙十國慶籌備會
周日舉行第一次會議

老人服務協會上周六舉行第二季度會員慶生
並舉辦防止長者身份被盜及骨質疏鬆講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中華老人服

務協會於上周六（ 6月11 日） 下午在晚晴公寓
大廳舉行第二季度（ 四，五，六月） 會員慶生
會。

「台北經文處」 齊副處長夫婦親臨現場，
他表示因黄處長赴達拉斯出差，不克前來，而
他也趁此機會向所有與會長輩們辭行，他將於
六月底奉調返國，齊副處長在此六年，與僑界
因緣甚深，大家都十分不捨。老協會長趙婉兒
當場以Polo 衫相贈，而接著上台致詞的僑教中
心主任莊雅淑也對齊副處長即將返國表示不捨
。

當天除了所有與會貴賓與四，五，六月的
壽星合影留念外，會長趙婉兒特別介紹她所安
排的講座，邀請國泰銀行企業發展部主任王吟
昭幫助長者認知何為＂如何防止長者身份資料
被盜＂及物理治療師周晶女士主講＂骨質疏鬆
＂。

王吟昭談＂防止身份被盜＂，根據聯邦監
管機構的定義就是： 犯下或企圖使用未經授權
的他人身份資料的欺詐行為。

所謂身份資料（ ID )包括： 姓名，社會安
全號碼，正式的駕駛執照或身份證號碼，外國
人登記證號碼，護照號碼，雇主號碼，或納稅
人識別號碼。以及獨特生理特徵，如指紋或其
他獨特的特徵。獨特的電子識別號碼，地址或
代碼，電信標識信息或接入設備。

王吟昭說： 根據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數據，
每年大約有1700 萬受害者，大多數是由於儲存
敏感的信息或進行遠程遙控的形式。身份被盜
是很嚴重的事，受害者可能要花費數百美元和
許多時間來修復其良好的名譽和信用紀錄。某
些受害者可能會失去就業機會，因個人信用報
告上有負面紀錄；申請教育，房屋或汽車貸款
都有可能被拒絕，甚至有些人會被逮捕雖然他
們並未犯罪。

而歹徒是如何竊取你的身份資料的，王吟
昭指出幾個來源：

（ 一） 垃圾箱： 守尋丟棄在垃圾箱裡的個
人信息與文件。

（ 二） 略讀： 在處理信用卡或借記卡時使
用特殊的個人資料存儲設備。

（ 三） 釣魚： 發送垃圾郵件或當顛跳出消
息，偽裝為金融機構或公司。

而身份盜竊罪的方法包括：
（ 一）更改您的地址： 轉移您的月結單至

另一個地址。
（ 二）偷竊： 偷錢包，郵件，甚至包括月

結單，信用錄取通知書，支票或稅務信息郵件
。

（ 三） 假託： 使用虛假的藉口，從金融機
構或其他來源獲得的個人信息。

（ 四） 社交軟體： 私密用戶信息容易受到
身分盜竊與欺詐。

王吟昭說： 你必須 「非常
謹慎」 你在社交軟體上所張貼
的內容和消息，社交軟體犯罪方
法對網路罪犯來說之簡易如同進
出糖果店。這些社交軟體如：
AIM, Facebook, Twitter, We-
Chat, Weibo, Yahoo Message和更多...。

因此，王吟昭提示您防止身份盜竊方法如
：

（ 一） 將有個人信息的紙張投入碎紙機，
而不是直接扔入垃圾箱。

（ 二） 不要提供或回應您的個人資料給予
任何未知的垃圾郵件或彈出的郵件信息。

（ 三） 不要通過隨機可疑電話上提供個人
身份資料。

（ 四） 不要將您的密碼寫在信用卡上或與
信用卡放置同一個地方。

（ 五） 節日期間，時常上網檢查您的信用
卡和銀行帳單交易，切勿等收到郵寄帳單再查
。

（ 六） 不購買需提供個人信息給任何未經
同意的電子郵件。

（ 七） 切勿在沒有安全設備的網站提供個
人信息。

（ 八） 採取安全措施，切勿打開來自不明
身份的人的電子郵件或文件。

但如果身份證被盜該怎麼辦？王吟昭說：

• 提交警方報告
• 檢查信用報告，在信貸報告輸入警報
• 通知債權人
• 處理任何未經授權的交易
• 與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投 訴 ：
1-877-ID-THEFT ( 438-4338 )

王吟昭並提及獲取免費信用報告的方法：
可上網
• WWW.annualcreditreport.com, 或打免付費電
話：877-322-8228
• 從上述網站獲取請求表格並郵寄至：
Annuel Credit Report Request Service

P O Box 105281
Atlanta GA ,30348-5281
下半場由周晶女士主講： 「骨質疏鬆 」 內

容包括： 什麼是骨質疏鬆症？骨質流失是如何
發生？風險因素是什麼？有何併發症？如何診
斷？如何治療？等等，最後在抽獎等餘興活動
中圓滿結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根據今天發表的尼爾森（Nielsen
）報告：亞裔美國人：文化多元，足跡越走越遠，亞裔美國人
的影響力不但日漸擴大，而且範圍也越來越廣。多元的亞裔美
國人通過創業和增加就業不斷對美國經濟做出貢獻，目前整體
購買力已經達到8250億美元，這個數字預期在2020年將達到1
萬1千億美元。亞裔是美國成長最快的族群，足跡已跨越移民
大量聚集的西岸和東北部，開始邁向美國中西部和南部。通過
地域性分析，亞裔族群以多種方式對美國主流市場產生重大的
文化和經濟影響。“企業和營銷人員想要成功，在開發成長策
略的時候，就必須考慮到亞裔族群本身的多元性，”尼爾森副
總裁Betty Lo表示。美國人口普查預測顯示，亞裔將在2055年
成為美國境外移民的最大族群。亞裔美國人多半具備創業家，
科技巨擘和數碼內容消費者的身份，其文化識別將以獨特方式
對美國經濟和市場帶來影響。”

亞裔美國人不僅文化多元，而且喜歡選擇大城市落腳。亞
裔美國人的祖國超過40個，百分之63的亞裔移民集中在15個
美國城市。最受亞裔移民歡迎的美國城市包括：紐約-紐華克-
新澤西市，加州洛杉磯-長灘-安娜罕，加州舊金山-奧克蘭-

海渥，華盛頓特區-阿靈頓-亞歷山德拉，華盛頓特區-維吉尼
亞-馬裡蘭，以及加州聖荷西-桑尼維爾-聖塔克萊拉。美國南
部的亞裔人口在2009到2014年之間成長了百分之33（超過110
萬），美國中西部的亞裔人口在同一時段內成長了百分之29
（538,000人）。亞裔美國人的購買力在美國南部成長的最快，
在2010到2015年間成長了百分之43，而且預期在接下來的5年
內仍將是成長最快的地區。

推動經濟的企業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有望在美國股市公
開買賣的87個美國新創公司中，19個由亞裔美國人創立。美國
人口普查局最近公佈的企業主調查報告顯示，以亞裔為業主的
企業數目在2007到2012年間成長了百分之24，並在所有族群中
銷售業績成長幅度最大（百分之38）。在1160萬亞裔就業人口
中，大約百分之70在營利性企業任職，百分之12為政府公務員
，百分之7在非營利性機構任職，百分之9為自僱，百分之1無
工作。

百分之79的亞裔美國人表示喜歡用新鮮食材烹調的飲食，
不喜歡罐頭和冷凍食物。平均起來，亞裔美國人購買的新鮮海
產超過百分之69，新鮮蔬菜超過百分之72，新鮮水果超過百分

之 29。
亞 裔 美
國 人 比
起 一 般
民 眾 也
更 可 能
會 多 花
錢 購 買
能 夠 回
收 和 符
合 環 保
的產品。將近半數收看英語電視節目的亞裔美國人同時收看亞
洲語言電視節目（雙語觀眾）。亞裔美國人擁有3種最主要互
聯網個人裝置（智能手機、家用電腦和平板電腦）的速度超過
一般民眾。喜歡線上購物的程度也超過一般民眾。亞裔美國人
使用多媒體裝置的時間幾乎是一般民眾的兩倍。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華民國105 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
會第一次會議於周日（ 6 月12 日 ） 下午在僑教中心舉行。由籌
備會新任主任委員趙婉兒主持。趙婉兒並在致詞時表示：希望今
年的國慶活動辦的更好，大家不分黨派，不分你我，大家一起慶
祝中華民國105 年的生日。希望各社團提供精彩的節目。趙婉兒
主委也介紹今年的籌備會團隊為：副主委陳美芬，顧問葉宏志、
劉秀美、黎淑瑛、甘幼蘋、駱健明、王敦正、楊明耕、梁慎平。
法律顧問宋秉穎，活動節目策劃鄭昭、郭穎。秘書長高嫚璘、范
真璞。財務鍾宜秀。總務孫雪蓮、黄以法、丁方印。票務鄧嘉陵
。公關李雄、林琬真、嚴杰。文宣顧寶鼎。活動組何真、陳美雪
、裴俊莉及特刊編輯劉佳音等人。

今年的副主任委員陳美芬表示：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向有
經驗的僑界先進學習，也藉此機會認真的把活動辦好。

特別從達拉斯出差趕至現場的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
表示： 「國慶籌備會」 是老幹新枝，象徵休市多元族群，大家
和諧尊重。中華民國台灣在休巿展現國家活力。 「台北經文處
」將在各方面盡力配合，支援。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表示： 今天的會議代表今年的國慶正式

展開。休市歷年來國慶活動多元化，一
直是北美之冠，希望今年在趙主委，陳
副主委領導下，大家認清這不是個人之
事，是全僑之事，大家共同努力，將活
動辦的最好，最完美。

當天也初步確定今年將辦活動，
除國慶升旗典禮、雙十國慶茶會二項活
動外，已確定還有以下十五項活動，包
括：
（ 一 ） 西畫社畫展： 十月八日至十八日，將由六位老師，七
十多位學生 展出作品一百多幅。
（ 二） 攝影展：由攝影學會主辦。
（ 三） 演講會： 由 「文化大學校友會 」主辦。
（ 四） 老協書畫展：9 月17 日至 9 月 24 日在僑教中心展覽室
舉行。
（ 五） 國慶孝親活動： 「台聯會 」 主辦，9 月 10 日舉行。
（ 六） 國慶龍舟比賽： 「台聯會 」 主辦。
（ 七） 國慶健行活動： 「台聯會 」 主辦。

（ 八）進出口貿易講座： 國泰銀行主辦。
（ 九） 「國慶盃 」高爾夫球賽：休士頓 「客家會」主辦。
（ 十） 肥皂製作心得講座： 「影藝學院」 主辦。
（ 十一） 園藝展：黃以法主辦。
（ 十二） 書法展： 江震遠主辦。
（ 十三） 福遍縣大遊行。
（ 十四） 國慶餐會： 籌備會主辦，鄭昭報告，將於10月 30 日
在Hilton Post oak 舉行。
（ 十五） 國慶 返國致敬團。

圖為出席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的各社團代表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老人服務協會第二季度壽星齊聚慶生會切蛋糕的情況。
（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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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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展非遺 傳統脊療亮相

新疆發“高燒”達45.6℃

豫漢藏15000秤擬開博館

千年大雁塔“保養” 遊客憂真容不再

新疆氣象台日前發佈高溫橙色預警，預計
從13日白天開始至明日，南疆盆地大部、吐
（魯番）鄯（善）托（克遜）盆地和博州東部
等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將升至37℃以上，這是
繼6月3日後新疆氣象台今年發佈第二次高溫橙
色預警，全疆大部分地區“高燒不退”。其中
素有“火洲”之稱的吐魯番市連續6天氣溫突破
40℃，最高氣溫出現在高昌區艾丁湖鄉，達到
45.6℃。 ■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河南收藏
愛好者任澤新
酷 愛 收 集 桿
秤，六年如一
日，自費收集
了15,000多桿
秤，從明朝到
民國，從兩米七長大秤到二三十厘米袖珍小秤
均有收藏。他還計劃辦秤博物館，傳播秤文
化。不少鄭州市民近日聞訊前來參觀，直呼震
撼，見到這麼多秤像是回到從前。 ■中新社

第十三個“世界獻血者日”來臨之際，江蘇南京城
南的大報恩寺13日晚亮起紅色的“琉璃塔”，象徵點亮
一盞愛與奉獻的生命之燈，向所有的無償獻血者致敬。

■中新社

據悉，安平路臨時集貿市場是上世紀
80年代市批准的臨時集貿早市。每

天集市時，整條安平路都被魚肉菜商販和
雜貨攤檔佔滿，海平市場內環境嘈雜、擁

擠、混亂不堪。
在許多祖籍汕頭，尤其是久居港深穗鄉

親的記憶中，汕頭以一座中山紀念亭為中心
輻射，八面散開的都是中西合璧的騎樓、街
市建築。不少青年人回鄉走訪，慕名前往祖
輩口中的海平路、升平路及安平路等老街
後，難免唏噓，古城不再。據介紹，這些樓
屋多是潮汕先民飄洋“過番”賺得錢財後回
鄉興建，建築融合歐亞及南洋建築風格，百
年來一路見證了汕頭商業歷史的繁華。

鄉親網友點讚文明管理
汕頭此番為強化城市的文明管理，下

決心保護古城區的歷史建築風貌，拆除臨時
集貿早市，疏通巷道“斷頭路”，不僅獲得
當地民眾及商販的雙重認可，好消息傳到外
地鄉親耳中時，不少人在其社交圈紛紛點
讚。據悉，當地政府為了順利引導商販遷至
附近市場經營，實行三個月免租。
如今，臨時集市被拆去，雖然棧巷已

老，韶華不再，但安平路、海平路上百年
老宅可重新迎來生機。讓不少汕頭人引以
為傲的是，安平路、海平路上，以及附近
的升平路、國平路等老街，都以扇形放射
狀分佈，呈蜘蛛網形，放眼全球各大城
市，唯蜚聲國際的巴黎與潮汕類似。

為響應中國第十一個“文化遺產日”，以
“讓文化遺產融入現代生活”為主題的中國文
化遺產系列展示活動日前在深圳福田中心書城
北廣場舉行。系列展示活動採用圖文、實物展
示內地包括福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如
道家龍門派（嗣廣）點穴牽頓脊柱整復術等傳
統中醫推拿法、手工藝品上梅林圍裙帶、傳統
醫藥項目不孕不育中醫療法等，均一一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深圳報道

汕頭老區“整容”
百年騎樓重現

初夏時節，逾1,300歲的陝西西安大
雁塔開啟“保養”模式。“本想親眼目睹
並拍攝千年古塔的真容，不巧遇到大雁塔
修繕，拍出來的照片總覺得‘畫風’不
對。”來自河南的遊客趙鵬遺憾地說。
施工期間，大雁塔繼續開放，遊客登

塔不受影響。工程預計今年9月底完工。
西安市大雁塔保管所13日透露，本次養護
重點是塔簷，並將提升塔磚抗風化能力。

大雁塔位於西安大慈恩寺內，始建
於公元652年，是現存最早、規模最大的
唐代四方樓閣式磚塔，相傳為玄奘法師
取經歸國後譯經和藏經之處。

將徵求替換殘損塔磚
據了解，此次的大雁塔塔簷養護工

程，是2012年塔頂防滲漏養護工程的延
續。因塔簷長期被雨水侵蝕，導致磚體
間裂隙擴大，久而久之會引起塔簷磚體
鬆動，甚至會出現雨水下滲，導致泥水
從磚縫中順着牆壁流出的現象。
西安大雁塔保管所副所長劉忠說，

將在徵得專家同意的情況下對殘損超過
磚體二分之一以上的塔磚進行替換，保
證塔簷表面完整與結構穩定，被替換的
塔磚或佔全部塔簷用磚的千分之一左
右。 ■中新社

■任澤新家裡掛滿大大小小的
秤。 網上圖片

■深圳舞麒麟展“非遺”。 網上圖片

■汕頭拆臨時集
市，百座百年騎
樓重見天日。

廣州傳真

■汕頭老城內佈滿百年騎樓，街狀成蛛網分
佈。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隨着新區建設熱火朝天，現代化購物城入駐，廣東汕頭老城內安平路、海平路上的

兩個臨時集市近日被一併拆除。過去，汕頭開埠逾100座百年騎樓因其髒亂差管理而湮

沒在市井嘈雜中，呈頹敗之相，如今它們終於重見天日，重現城市光鮮亮麗。對於此次

拆卸，當地民眾拍手稱快，直喊“拆得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生

命

之

燈

■西安大雁塔封上綠色圍封進行“保
養”。 網上圖片

采風
China’s concession in the 
Scarborough Shoal dispute,” 
the source said.
Chinese coastguard ships 
took control of the area 
after a tense stand-off with 
Philippine vessels in 2012 
and the atoll remains a 
potential flashpoint.
China to build up atoll in 
contested South China Sea, 
source says
Andrei Chang, the founder 
of military magazine Kanwa 
Asian Defence, said China 
had adopted a cautious 

approach to the shoal issue since the Pentagon warned 
it might “take action” 
if Beijing embarked on 
further reclamation in 
the area.
“The Scarborough 
Shoal i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reefs in the 
Spratly chain … in part 
because it is so close 
to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Chang said.
Early this year, Manila 

announced it had opened at least eight of its military 
bases to US ¬forces, including two air bases in 
Pampanga, 330km from the Scarborough Shoal.
Li Jie, a Beijing-based military expert, said China would 
maintain friendly relations before the inauguration of 
Duterte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Related
Philippines' Duterte Says He Won't Surrender 

Rights Over Scarborough Shoal
Philippines President-elect Rodrigo Duterte said on 
Thursday he would not surrender the country's rights 
over the disputed Scarborough Sho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China seized in 2012.
DAVAO,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President-elect 
Rodrigo Duterte said on Thursday he would not 
surrender the country's rights over the disputed 
Scarborough Sho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China seized in 2012.
"There will never be an instance that we will surrender 
our right over Scarborough Shoal," Duterte told a 
news conference after holding talks with China's 
ambassador.
He said he did not discus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with the ambassador because the Philippines was 
anticipating a decision from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in The Hague.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
china) 

China’s coastguard has scaled back interception 
of Filipino fishermen in disputed waters near the 
Scarborough Shoal in an apparent friendly gesture 
toPhilippine president-elect Rodrigo ¬Duterte, 
according to a Philippines ¬defence adviser and a 
source close to the Chinese navy.
Philippine boats had returned to fish near the shoal 
in the last three weeks without being apprehended 
by Chinese vessels, said Professor Rommel Banlaoi,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non-government ¬research group 
in the Philippines.
The shoal is 230km off the coast of the Philippines and 
claimed by Manila, Beijing and Taipei.
“[It is] one indication of the positive signs going on,” 
Banlaoi said on the weekend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 
regional security forum.
He said that another “good 
sign” was the Philippine 
navy had been able to 
conduct patrols near the 
Manila-controlled Second 
Thomas Shoal, which is also 
claimed by Beijing, without 
¬harassment from the China 
Coast Guard. “The incoming 
president [also] met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Manila,” he said.
Beijing is 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 making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rompting US Defence Secretary Ash 
Carter to accuse China of “erecting a 
Great Wall of self-isolation”.
A source close to the Chinese navy 
said Beijing was trying to tone down 
its hostility towards Manila ahead of an 
international ruling in a case brought by 
the Philippines.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is ¬expected to come up with 
a ¬decision in Manila’s lawsuit against 
Beijing over the ‘nine dash’ linethis 
month and this is another key reas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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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ases Off Philippine Fishing Boats
In Overture To Incoming President Dute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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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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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Coastguard Has Scaled Back Interception Of Filipino
Fishermen In The Disputed Waters Near The Scarborough Shoal

Screenshots of China's WeChat app and logo on a desktop computer 
and smartphone, June 1, 2016.

The Scarborough Sho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ile Photo/Reuters)

Rodrigo Duterte President-Elect Of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President Benigno 
Aquino meets with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L)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Manila, 

capital of the Philippines, on 
Nov 10, 2015. [Xinhua/Rouelle 

Umali] 

seen by RFA.
A Beijing-based academic surnamed Jia 
said he had also seen the form posted in 
chatrooms.
"After they fill out these forms detailing the 
issues with these chatrooms, then this will 
form the basis of an investigation," Jia said. 
"Once they know which chatroom you are 
talking in and what you are saying, they can 
infiltrate it."
"It's just another tool in their bag of tricks," 
he said.
A journalist who gave 
only his surname 
Li said he saw the 
move as an attempt to 
further clamp down 
on any form of free 
expression online.
"I saw this; it's 

ridiculous," Li said. "They 
just want to shut down public 
opinion, or to control it very 
tightly."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y will succeed," he said.
Matter of concern
Smartphone-based chat apps have taken off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replacing Twitter-like services like Sina 
and Tencent Weibo in popularity, partly because they 
are not so publicly visible.

Beijing-based democracy activist Zha Jianguo said the 
growth of chatrooms or groups on WeChat and QQ is 
also a matter of concern to the government.
"I have a chat group with 400 people in it, and I'm 
the admin," Zha said. "They sometimes ask people if 
they're in that group, or they ask me the time and date 
that I sign in, and what I say."
"But they are the ones who decide when to listen in," 
he said.
Technically speaking, it's not hard to monitor 
chatrooms, but in reality, China has tens of millions 

of them, Zha said, making 
it difficult even for China's 
censors to keep up with all 
of them.
Stakes in content 
providers
The move comes amid 
reports that China's 
press regulato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APPRFT), 
may soon be able to buy 
mandatory stakes in online 
content providers,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state to govern what gets posted on 
China's internet.
The SAPPRFT is recommending that each video 
website sells anywhere from 1 to 10 percent of its 
shares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ll of which are 

China's Ruling Party Continues
To Tighten Grip On Internet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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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continuing to 
tighten controls over what the country's 70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see and post online, issuing reporting 
forms to its officials who are expected to list content 
that could be seen as problematic by censors.
Party memb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cross China 
have been issued with forms requiring them to list any 
content on popular chat apps like WeChat and QQ that 
could go against government guidelines.
The forms require the full details of any administrator 
of chatrooms on QQ or WeChat, as well as the group's 
identification numbers, according to a copy of a form 

subject to local 
branches of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sultations 
are currently 
under way for 
the scheme, 
which is just one of many ways of consolidating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content providers, a recent 
report by the cutting-edge magazine Caixin said.
The aim of the plan is to exert stricter scrutiny over 
video content before publication, said the report, 
which has since been deleted.
Xiang Ligang, CEO of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portal cctime.com, said the "special management 
stake" proposal shows the government is exploring 
new ways to exert control over online content.
"For many years,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problems 
on different media platforms," Xiang told the Global 
Times newspaper.
"In the past, the government has had little influence 
over the operations of video websites," the paper 
quoted him as saying. "The government cannot 
punish [the websites] on a daily basis or shut down [a 
website]."
Current regulations only allow for officials to sanction 
an organization after unwanted content has already 
appeared online, the paper said. (Courtesy http://www.
rfa.org/english/new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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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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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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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默克爾舉行歡迎儀
式。 中新社

李克強：不願與歐打貿易戰
多舉措擴大開放 致力削鋼鐵產能

德
企
深
度
融
入
東
北
工
業
振
興

“ 德 國 資
本對東北關注
度超乎預料，
越來越多的德

企深度融入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
中來，為結構性改革注入新生力
量。”瀋陽中德裝備園管委會常
務副主任李寶軍 13 日告訴記
者。他說，德國400多萬家企業
當中，已進入中國的僅有數千
家，東北地區傳統裝備製造企業
亟待創新轉型，雙方對接合作願
望迫切，需要暢通機制，打造新
型合作平台。

正在訪華的德國總理默克
爾今日前往瀋陽參觀中德工業
合作的最新成果。明日，第二
屆德國企業瀋陽行暨中國機
會—中德製造業合作論壇將在
瀋陽舉行，由於德資企業和相
關機構報名踴躍，參會人數比
計劃增加了一倍，推介的合作
項目也一再增加。

寶馬帶動車企形成產業群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振興

司司長周建平表示，德國與中國
東北地區產業基礎相似，具有較
好合作基礎。大眾、寶馬等重要
德企生產基地分別佈局於東北工
業重鎮長春和瀋陽。引進德國先
進製造技術，對於東北老工業基

地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具有積極意義。
由於共同面臨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和

技術變革，在中德兩國政府推動下，“中
國製造2025”和“德國工業4.0”戰略對
接合作，日益成為中德企業家們的共識。

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海森表示，隨着新發動機工廠今年年
初在瀋陽投產，寶馬已將其最核心技術引
入中國。目前，華晨寶馬已在瀋陽建成大
東工廠和鐵西工廠兩家整車廠，還把其在
歐洲之外首個具有鑄造車間的發動機工
廠、全球第二個研發中心帶入瀋陽，並根
據中國市場需求不斷調整產品結構，增加
新車型投放。瀋陽市大東區區委書記王健
告訴記者，僅在華晨寶馬大東工廠附近，
集聚的德資配套企業就達20多家，與其他
汽車企業共同形成遼寧首個年產值上千億
元人民幣的產業集群。

中德裝備園是中國首個以中德高端裝
備製造產業合作為主題的戰略平台，成為
東北老工業基地對德國以及歐美發達國家
開放的新窗口。目前，進入中德裝備園的
各類德資企業項目已達144個，其中已經
建成37個。遼寧將啟動跨境人民幣創新業
務試點、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改革
舉措，在創新裝備製造業發展模式、創新
對外開放合作模式等方面發揮作用，吸引
更多德企。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

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談。李克強表示，中德政府磋商已成為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超級發動

機”。他表示，中國將採取更多措施讓外資能公平競爭，並將致力於削減鋼鐵產能。中國不希

望與歐洲打貿易戰，因為這不利於任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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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德國《經濟
周刊》評論說，默克爾此訪面臨來自歐洲內部
不小的壓力，她要阻止中歐之間發生“貿易
戰”的可能。默克爾在北京表示，“沒有人對
貿易戰感興趣。但這也意味着，我們必須公開
談論仍然存在的問題。”
“三天的訪問充滿矛盾和希望”，德國電視

一台稱，中德關係被認為是穩定的，但矛盾也在
不斷增加︰中國想要市場經濟地位、德企抱怨在
中國面臨不公平競爭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
院研究員孫恪勤12日對《環球時報》表示，中德

關係具有一定基礎，一方面雙方沒有領土爭端和
歷史糾紛，另一方面兩國合作以經貿為根基，所
以兩國關係發展前景比較明朗。不過其中也有一
些干擾項。首先是社會制度等根本性問題，這些
可通過交流理解對方立場。其次是經濟摩擦，但
雙方產業結構和突破點其實不一樣，不會完全是
競爭關係。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所所長崔洪建認

為，政治議題這兩年在中德政府磋商中的影響力
開始上升，不過只要中德能管控分歧，中德關係
有望長期穩定。

李克強指出，維護國際貿易體系的嚴肅
性是世貿組織所有成員的共同責任，

也符合各方利益。中歐貿易創造了大量就
業，對雙方經濟都至關重要。希望歐方着眼
中歐合作大局和長遠發展，切實履行《中國
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所承諾的義
務，如期終止在反傾銷調查中對中國使用
“替代國”做法，為中歐貿易投資進一步自
由化、便利化，實現更好水平互利共贏創造
條件，也希望德方為此作出積極努力。

中德皆支持企業併購合作
李克強強調，中德關係是中歐關係的重

要組成部分。中方致力於推進中歐合作，重
視發展同歐盟成員國的關係，也高度重視歐
盟機構的地位和作用。我不久將同歐盟機構
領導人舉行第十八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希望會晤進一步推動落實雙方各項共識，繼
續開闢中歐務實合作的新思路、新領域，並
在貿易、投資等領域實現突破，為中歐關
係、中國同歐盟國家關係發展注入新動力。

在回答關於中資企業在德併購的問題
時，李克強表示，對於兩國企業在法律框架
內，按照市場原則和國際通行慣例開展互利
合作，中德雙方都持支持和開放態度。中國
的發展是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我們還
將採取多種舉措，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為
包括德國企業在內的國內外投資者營造一視
同仁、公開透明、最富有吸引力的投資環
境。

德願加快“工業4.0”與華對接
談及中國國內經濟時，李克強強調，

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重要階段。我
們堅持深化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着力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
同時改造和提升傳統動能，這為中德合作
提供了新的廣闊空間。我們願在實施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
過程中，推動兩國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
開展合作，取得更多創新和應用成果。雙
方就新型城鎮化建設、交通物流、社保、
醫療、法治等經濟社會發展議題加強交流
互鑒，有利於增進兩國和兩國人民的相互
理解，挖掘新的合作機遇，推動中德合作
更上一層樓。
默克爾表示，德方高興地看到德中關係

正不斷發展。德方願保持兩國高層交往，加
快德國“工業4.0”與中國產業升級進行對
接，加強在金融、汽車製造、信息技術、航
空等領域合作，相信德中開展第三方合作將
取得積極成果，對中國企業赴德投資持開放
態度，希望兩國進一步促進雙向投資。德方
清楚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
條中所作承諾，願推動歐盟委員會同中方抓
緊磋商，作出既符合世貿規則，又妥善處理
經貿問題的解決方案。期待年內舉行的歐盟
中國領導人會晤推動歐中關係取得新發展。

簽涉逾10領域20合作文件
磋商後，兩國總理共同見證了中德經

貿、能源、第三方市場合作、創新、智能製
造、教育、科技、農業、衛生等10多個領
域20多份合作文件的簽署。雙方還將發表
第四輪中德政府磋商聯合聲明。其中，德國
戴姆勒與中國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將再投
資40億元人民幣，擴建在北京的合資發動
機廠。

第四輪中德政府磋商要點
一、政治合作
中德高度重視繼續深化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歡迎雙方加強政治對話。中德雙邊關係也應促進
中歐關係發展。

二、在第三國及第三方市場合作
1. 為支持阿富汗，兩國政府商定在阿開展共同項
目，首先可在礦業人才培訓、加強防災救災部門
人道能力建設兩個領域開展。
2. 雙方歡迎中國與歐盟在“一帶一路”和亞歐運
輸通道建設領域的合作。
3. 雙方支持中車集團和德國西門子集團在高鐵領
域開展合作，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支持中國鐵
路總公司和德國鐵路股份公司在中歐班列、高鐵
運營維護和開拓第三方市場方面加強戰略合作。

三、經貿與投資合作
1. 雙方承諾努力為兩國空運企業的運營提供更多
的靈活性，並願探討通過磋商擴大兩國間航權安
排的可能。
2. 雙方支持空巴公司與天津方面和中航工業集團
持續推進天津空巴A320飛機總裝線的合作夥伴
關係。

四、教育與人文合作
1. 雙方願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則，就兩國實習生交
流協議進行商談。
2. 中德交流年臨近結束之際，將在德國舉辦第六
屆中德體育研討會。雙方歡迎共同在2萬所中國
中小學培訓足球教練的計劃，合作培養青少年足
球人才。
3. 雙方歡迎兩國建立在許多機制基礎上的媒體交
流，雙方歡迎對方媒體對本國派駐常駐記者。

資料來源：新華社

德媒：訪問充滿矛盾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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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默克爾舉行會談。 中新社

能源業衝擊 休斯頓5月份汽車銷售大幅下滑

防止孩童留車上被悶死意外事故
車商推出 「後座警示」 系統 孩童被遺留車上

（本報訊）震驚全美的奧蘭多夜總會槍擊案的遇難人數
實際統計為49人，稱製造本次襲擊的槍手本人不能算在遇難
者之列。

媒體報導，當地時間12日凌晨，美國公民奧馬爾•馬丁
在佛羅裡達州奧蘭多市一家夜總會持槍向群衆射擊，造成美
國現代歷史上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一起槍擊案。美國總統奧
巴馬表示這是“恐怖和仇恨行徑”。馬丁在突擊行動中被警
方擊斃。犯罪嫌疑人當時持有自動步槍和手槍。

根據官方的調查，來自南德州的一位居民經證實位於49
名遇難者名單當中，奧蘭多警方稱，27歲的來自德州Wesla-
co的居民Frank Hernandez在當晚的恐怖極端分子的襲擊中遇
難。同時Frank Hernandez遇難的消息也在Facebook上由一家
推廣同性平等權益的組織發布，該組織還為遭遇不幸的死難
者舉辦的燭光紀念活動。
目前仍不清楚Frank Hernandez前往弗羅裡達州奧蘭多的原因
，具體的細節仍然沒有對外公布。

（本報訊）休斯頓5月份的汽車
銷售量大幅下滑，據當地的行業統計
，休斯頓地區汽車銷售2015年創下銷
售記錄之後持續呈下降趨勢。

5 月份在當地
的9個大都市區
一共售出 22047
輛新車，比去
年同期相比狂
跌34%，和上個
月的銷售相比
也 有 6.8% 的 下
降。
新 卡 車 和 SUV
銷售數量下降

了30%，新車銷售數量減少了40%，
整體而言，休斯頓地區全年的汽

車銷售下降了18%，而2015年5月份

休斯頓當地的汽車銷售數量為 376,
481。
汽車銷售商表示，休斯頓地區繼續受
到石油價格的衝擊以及能源行業失業
率的不斷提高，導致汽車銷售數量大
幅下降。
盡管，5 月份也受到當地風暴水災的
影響，但是過去兩個月的銷售數據表
明，市場對新車的需求顯著下降。一
旦油價反彈，汽車銷售只有在2017年
的某個時段才能重新提高。
全美範圍內，5 月份全美的汽車銷售
數量超過150萬輛，比去年同期下降
了

 




















奧蘭多槍案造成49人死亡
德州一名居民被確認現場遇難

（本報訊）結果遭到悶死的意外案件近年
在美國頻傳。GMC汽車今天宣布，2017年份
的Acadia SUV休旅車將全面配備 「後座警示」
系統，提醒駕駛人停車熄火後，要注意後座。

美國愛阿華州狄蒙 （Des Moines）日前發生
年僅6個月大的嬰兒被遺留在車上，結果遭到
悶死的意外事件。根據兒童交通公共安全非營
利組織 KidsAndCars 統計，美國平均每年有 37
名孩童因為獨留在車上而被悶死。

美國通用汽車（GM）公司旗下商務用車品
牌 GMC 汽車今天宣布，新推出的 2017 年份
Acadia SUV休旅車，將全面加裝名稱為 「後座
警示」（Rear Seat Reminder）系統的基本配備
。

GMC汽車指出， 「後座警示」系統的主要
功能是，偵測汽車啟動引擎的前、後10分鐘期
間，車輛後門是否曾經被打開並關閉過；當車
輛停車熄火時，警示系統將發出聲響，並顯示

文字提醒駕駛人： 「後座提示，察看後座。」
「後座警示」系統並無法辨別後座是放置物

品，還是坐有乘客。
參與 「後座警示」系統設計與研發的GMC

汽車全球安全策略工程師莫羅（Tricia Morrow
），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訪問時表
示，如果要分辨人體或物品，技術層面面臨較
多困難，也較為複雜。

莫羅表示，GMC汽車選擇將 「後座警示」

系 統 首 先 裝 在
Acadia SUV休旅車
的主要原因在於，
這個車款可以載很
多人，適合全家乘
坐，通用汽車計畫
今後會陸續加裝在
其他車款。

對於如何預防不小心將孩童遺留在車上，
KidsAndCars建議，帶有小孩的駕駛人，上車之
後可以將皮包、手機、證件等物品，放置在兒
童座位前面的地板上，如此一來抵達目地的之
後，下車拿取物品就不會忘記小孩。

另外，KidsAndCars 也建議，駕駛人可以固
定放一個玩具布偶在兒童安全座椅上，每當開
車載小孩時，就把布偶拿起來，擺在副駕駛座
，讓駕駛人隨時提醒自己後座坐著孩子。

各路資本正爭相進入 短視頻可望成下壹個網紅孵化
伴隨著Papi醬等“出鏡”網紅的出現，短視頻

成為了 2016年互聯網新的風口。美拍、秒拍、小

影……打開社交網站，這些短視頻制作APP的蹤影

隨處可見：做美食、化彩妝、講動漫……通過鏡

頭，網紅找到了與網友更直接更有效的互動方式，

各大互聯網巨頭也找到了新的變現商機。

作為短視頻播放的重要陣地，微博自然不會放

過這順勢而為的機會。近日，微博聯合 IMS新媒體

商業集團召開“VSTAR”戰略合作發布會，宣布將

在未來對網紅經濟公司進行扶持，推動短視頻的發

展。

短視頻成互聯網新寵
現在打開微博界面，除了傳統的文字、圖片以

外，短視頻和移動直播已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用戶

的時間線中。微博副總裁曹增輝表示，在2016年第

壹季度，微博的日均視頻播放量達到了 4.7億次，

同比增長了5倍，峰值播放數據達到11億次。“僅

Papi醬壹人，發布在微博上的視頻總播放量就達到

了2.46億次”。

2016年被稱為“短視頻元年”，自然不只是微

博嗅到了這壹點。今年 1月，樂視體育以 3億元收

購了全國最大的體育主播直播平臺章魚 TV，上市

公司昆侖萬維向移動直播APP“映客”投資6800萬

元；3月，騰訊出資 4億元入股遊戲直播平臺鬥魚

TV；4月，360與北京電視臺合作推出主打新聞短

視頻功能的新媒體“北京時間”，被稱為視頻版今

日頭條。

IMS新媒體商業集團CEO李檬表示，未來 5到

10年，整個網紅經濟會實現從內容創作到商業價值

的壹條龍運營。“僅視頻 IP壹項，預計未來 3年的

市場價值將超過2000億元”。

科技與需求催生視頻網紅
從最初的“博客與網絡文學”，到前幾年的微

博大V與圖文模式，再到現在的“視頻、直播和

IP”，“網紅”這個後起的概念在短短的時間裏經

歷了數次轉變。移動互聯時代，短視頻何以孕育出

如此多的網紅明星？

網民年輕化首先給了短視頻生長的空間，據曹

增輝介紹，微博正越來越變成壹個年輕人聚集的社

交平臺，在月活躍用戶的統計中，16歲到 25歲的

用戶占了61%，26歲到35歲的用戶占了29%。在互

聯網中成長起來的壹代，對互動感更強的視頻和彈

幕會有天生的偏好，而較之於文字、圖片和音頻，

視頻所具有的更強烈的感官體驗和沖擊，也使它更

容易得到傳播。

科技的進步同樣為視頻的普及提供了必備條

件。在與 IMS 新媒體商業集團聯合召開的發布會

上，微博CEO王高飛就表示：“大屏、高清移動

終端視頻和 4G 的普及，讓更多網友的創意可以

實現，這既讓用戶在移動端進行視頻消費的動力

更加充足，也為短視頻和直播的發展創造了更好

的條件，這樣的轉變是視頻播放環境的轉變，更

是視頻工具的轉變，同時也是市場趨勢的轉變共

同驅使的。”

此外，長期處於需求的窪地也促使了短視頻的

快速興起。有數據顯示，在2015年的所有移動視頻

應用中，與在線視頻、電視、直播視頻相比，短視

頻應用款數最少，僅占6.1%，但用戶數增長幅度卻

是最大的，同比增長401.3%。雖然用戶數量增長迅

速，但短視頻的質量卻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許多

以草根為主的短視頻，由於內容的思想性或實用性

不夠高，往往難以持續受到關註。短視頻質量的參

差不齊，表示這壹領域尚有可開墾的空間，這也使

得眾多資本開始涉足其中。

團隊運作方能長期生存
在互聯網裏，因為內容匱乏而“火壹把就死”

的案例數不勝數。對於短視頻網紅來說，內容生產

無疑也是決定他們能否長期生存下去的關鍵。王高

飛坦言，圖文時代的很多成功經驗可以復制，但短

視頻的生產、傳播和變現具有特殊性，這也就要求

短視頻的生產者采取更開放的策略。

對短視頻來說，內容垂直化既是必經之路，也

是不斷出現的網紅獲得競爭優勢的機會。面對巨大

的信息量，現在網民越來越傾向於只關註自己感興

趣的領域。動漫、時尚、美妝、美食、體育……在

曹增輝看來，細分程度越高的短視頻生產者，越能

夠留住忠實的粉絲。

而另壹方面，由於視頻制作的專業性，以及觀眾

對短視頻要求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短視頻機構應運而

生。據曹增輝介紹，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微博上已經

出現了眾多與視頻作者簽約的機構，這些機構以團隊

的形式生產出更多更好的視頻，從而打造出壹個相對

完整的視頻生態。李檬表示，目前來看，任何壹個單

獨的網紅都不可能走得更長遠，要實現網紅價值最大

化，必須要依靠經紀公司的規範化經營。

夏糧收購即將全面展開
各地農發行全力支持夏糧收購

綜合報導 隨著各地小麥收獲進度過

半，夏糧收購即將全面展開，各地農發

行早謀劃、早發力，提前動員、精心部

署，備足資金全力支持夏糧收購。

在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國家糧食儲

備庫，滿載著新糧的十幾輛大貨車和農

用三輪車停靠在糧庫外馬路上。糧庫

內，檢驗質量、核定等級，壹車壹車小

麥過磅後，由傳送機將收獲的小麥送往

標準倉庫。正在賣糧的農民老王年近

50，今天是他第二次來賣糧，說起今年

的糧價和售糧款結算，他臉上帶著笑，

連說了幾個“滿意”。

老王：國家定的標準，拉個七八

噸，滿意滿意得很！

今年夏天，農發行河南省分行對夏

糧收購企業授信 400億元，未來還將根

據需要隨時向總行申請追加規模。老王

說，今年河南首次使用壹卡通的結算方

式，農民賣糧後，錢直接打到農戶銀行

卡上，這裏最低托市價高出市場壹毛

多，還不用擔心打白條。

老王：它是六個鐘頭壹打錢，卸完

糧以後，這再辦理結算手續，這個手續

完了以後，結算完成，這個錢都可以給

妳打上了，資金安全。

日前，農發行河北邯鄲分行向當地

壹家糧食收儲企業發放了河北省第壹筆

夏糧收購貸款 1000多萬元，這也標誌著

河北夏糧收購工作正式啟動。

銀行工作人員李勇：開辟了綠色通

道，從受理、調查、審批到資金供應不

超過5天時間。

今年，河北省 100億元夏糧收購信

貸資金已安排到位。由於目前河北麥收

工作正在進行中，農發行河北分行分別

制定了最低收購價收購預案啟動和不啟

動兩種情況下的收購貸款發放方案。河

北各級農發行還與多家糧食收儲企業簽

訂協議，確保夏糧收購壹手糧壹手錢。

河北南部最大的國有糧庫河北柏糧集團

目前已騰倉並庫20萬噸。

糧庫主任尚金鎖：農發行是大量支

持，要多少給多少，保證老百姓的資金

支付，老百姓何時來我們何時收。

安徽省確定自 5月 31號起到 9月 30

號，在全省範圍內啟動小麥最低收購價

執行預案。據測算，在啟動小麥、早稻

最低收購價預案情況下，農發行安徽省

分行貸款企 業計劃收購糧食 150億斤，

資金需求 180億元。目前，已準備夏季

糧油收購資金 190億元，可支持企業收

購糧油 160億斤，完全能夠保證全省夏

季糧油收購資金需求，確保做到“錢等

糧”。

農發行安徽省分行副行長韓毅：確

保企業申請最低收購價貸款即到即辦，

確保最低收購價貸款當天匯劃到委托收

儲企業收購資金專戶，確保農民“糧出

手、錢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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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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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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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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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金改革尚未開會就換成員 林萬億：尊重

不準馬赴港 蔡正元：蔡總統踐踏台灣形象

赴港遭拒 馬辦：將錄影演說為台灣發聲

增進溝通 林全每週四與立委便當會

 

























（中央社）2 名國家年金
改革委員會成員在臉書互槓，
其中1人因有媒體記者身分惹
議，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今
天表示，團體代表有職務代理
人，若要換人，對此表示尊重
。

代表中華民國全國公務
人 員 協 會 的 李 來 希 在 臉 書
（Facebook）發文，質疑代表
台灣北部大專院校學生自治聯
合協會的何世昌先前沒有對年
金改革相關論述，並稱他 「在

課堂上被洗好了腦」；何世昌
隨即留言，表示拒絕接受李來
希的 「不實指教」。

李來希發現何世昌另具
媒體記者身分，抗議媒體介入
，並要求何世昌退出年金改革
委員會。

何世昌所屬的北學聯發
布聲明表示，北學聯理事長何
世昌是當然代表人，因此由他
代表出任委員，但不樂見年金
改革議題討論失焦，若年金改
革委員會均認為何世昌身兼媒

體身分確有疑慮，願意即刻委
由代理人繼續代表北學聯出席
，以平息爭議。

林萬億對此表示，當初
邀請機關代表由各界推薦，有
查過北學聯成立5年以上，理
事長也經一定程序推派。何世
昌身分是師大學生，但之後何
時畢業，畢業後做什麼工作並
沒收到告知，也不確定他是不
是記者。由於各團體代表有職
務代理人，若北學聯要由代理
人取代，對此表示尊重。

天雨路滑7車追撞 3人受傷送醫
國道1號北上頭屋路段13日清晨雨勢不斷，傳出7部大小車輛追撞意外，其中1輛自小客車還連
續被撞了3次，整起意外造成3人輕重傷，所幸都沒有生命危險。

（中央社）總統府駁回前總統馬英九赴香
港演講申請案，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今
天說，馬英九受邀演講是彰顯台灣國際形象的
大好機會，總統蔡英文的蠻橫做法，是無知踐
踏台灣國際形象。

總統府昨天以國安考量等 4 理由駁回
馬英九的申請。馬英九今天公開受訪表示
，這個決議引起社會上很大爭議， 「到底
這個決定有沒有必要、是否公平」，相信
社會自有公評。

蔡正元上午在臉書發文指出，總統蔡英
文不准馬英九去香港，問題是，馬英九去香港

是去對時代雜誌 Time、經濟學人 Economist、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富比世Forbes、財
富Fortune、彭博Bloomberg、金融時報Finan-
cial Time、道瓊 Dow Jones、華爾街日報拜隆
周刊Barron's、路透社Reuters等媒體演講。

蔡正元說，這些媒體在香港組成 「亞洲
出版協會」，鼓吹言論、新聞、出版自由，頒
發勇敢的媒體記者 「卓越新聞獎」。

蔡正元表示，馬英九受邀演講是彰顯台
灣國際形象的大好機會，蔡總統禁足馬英九，
又拿國安作理由， 「這跟共產黨有什麼不同？
」，嚴重傷害台灣的國際形象。

（中央社）總統府駁回前總統馬英九前往
香港演講申請案。馬英九辦公室今天指出，亞
洲出版業協會希望馬英九透過錄影發表演說，
經過考量，馬英九同意以錄影方式向國際媒體
為台灣發聲。

馬英九辦公室今天指出，總統府昨日
駁回馬英九於 15 日前往香港出席亞洲出版
業協會 2016 年度卓越新聞獎頒獎典禮的申
請，亞洲出版業協會昨天已發出聲明表達
失望，並希望馬英九能透過錄影方式向與
會貴賓發表演說。

馬辦指出，馬英九經過考量，同意以錄影
方式，向國際媒體為台灣發聲。

馬辦表示，香港亞洲週刊曾於今年春天
提出邀訪，希望馬英九能於今年7月至香港出
席香港書展，於亞洲週刊的攤位對讀者和群眾
發表談話。當時較早提出的亞洲出版業協會的

邀訪仍在評估，鑒於兩活動時間接近，且性質
和對象不同，因此予以婉拒，但亞洲週刊仍希
望馬英九能出席，因此總統府前秘書長曾永權
才會回函建議是否用視訊代替，但至今未有後
續。

馬辦說，這兩案情形不同，難以比較，
對於總統府資訊透露不全，馬英九辦公室表達
遺憾。

馬辦指出，馬英九在總統任內，曾6次向
歐洲議會和美國的大學及智庫以視訊方式發表
演說，是對方瞭解馬英九無法親自出席的困難
，根本沒有提出訪問邀請，而是直接洽談視訊
會議。這是中華民國現任總統無法親赴無邦交
國發表演說的替代方案，府方拿來比擬馬英九
本次已不具總統身分、又獲主辦單位正式發函
邀請的新聞獎頒獎典禮行程，是否妥當，社會
自有公評。

（中央社）為了增進行政
立法溝通，行政院發言人童振
源今天表示，行政院長林全每
週四中午將和民主進步黨團立
法委員在行政院召開 「便當會
」，進行政策先期的大方向溝
通。

新政府520上台後，行政
院每週一晚上召開行政立法政
策協調會報，由行政院副院長
林錫耀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
召柯建銘共同主持，迄今舉行

過3次，均作成重大共識，包
括共識廢除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法、21個優先法案，及對核一
重啟立場等。

然而，新政府上任以來
，行政與立法部門在取消連假
國道夜間免收費等政策上有不
少衝突，被認為行政與立法溝
通不足，雙方研商後，決定林
全每週四將親自召開與立委面
對面的便當會。

童 振 源 上 午 表 示 ， 週

一的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
針對具體法案討論，像是今
晚 就 將 針 對 促 進 轉 型 正 義
條 例 ，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等 。

他表示，林全的便當會
則是和更多民進黨團立委進行
政策先期的大方向溝通，不限
定主題，也不預設議程，希望
達成共識後有助法案推動，兩
場會議面向不同，沒有何者較
重要的問題。

陸配身分證取得時間 內政委員會無共識

行政立法共識 促轉與黨產條例本會期立法

國防部長勉國軍 戰爭來時含笑為國犧牲

民進黨權力核心改選
首日僅2人登記

鄭文燦：任何歧視仇恨言論應制止

（中央社）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天審議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修正草案，其中事關大
陸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縮短為4年。由於民進
黨對國民黨提出的版本有不同看法，雙方僵持
不下而散會。

立委黃昭順將國民黨執政時送立法院的行
政院版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條文修正草
案」，排入13日內政委員會審查，由於事關陸
配取得台灣身分證的6年期限改為4年，陸配
團體得知消息後至立院聲援。

不過，由於該版本是國民黨時期的行政院
版本，民進黨立委有不同的聲音。

民進黨立委李俊俋等人提出臨時提案，
認為 「陸委會及內政部應先就台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入出國及移民法與國籍法
等進行充分、廣泛且衡平之檢討後，再進行相
關法案之審議。」

但黃昭順認為應繼續審議法案，雙方僵
持不下。黃昭順在下午1時58分及5時7分兩
度宣布休息後，自行離去，她的助理在會場發

出聲明。
聲明指出，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行政

院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含難民法相關配套
（接納及安置對岸政治難民）及陸配身分證取
得年限最快由6年縮短至4年。此一修正案卻
遭民進黨一再杯葛議事，以蔡政府需要時間、
難民法相關部分應待難民法草案配套措施出爐
後再處理，以及陸配部份則要 「整體考量」為
由，不願審查。

聲明中指出，民進黨口口聲聲 「人權」
、 「轉型正義」，但當真正面對審查時卻藉口
程序、議事規則行百般阻擾。事實的真相，就
是民進黨基本 「逢中必反」意識形態的作祟，
以難民法尚未通過掩飾 「打壓陸配權益」的事
實。

聲明中說，其實民進黨只有一個原因，就
是 「逢中必反」，表面上族群融合，實際上
「鬥爭、鬥爭、再鬥爭」，她對此深感遺憾。

內政委員會最後在表訂散會時間後散會
。

西南氣流影響台北降雨
中央氣象局表示，13日西南氣流持續影響，天氣不穩定，西半部較容易有短時強降雨，有局部
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且強對流系統通過時會伴隨雷擊和強陣風。（中央社）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今天表示，行政立法政策協

調會報傍晚達成共識，希望本會期完成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及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的立法，並儘速完成國營事業預算審查。

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由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與民進黨立
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共同主持，童振源晚間轉述，經過1個半小
時討論，達成2項共識。

童振源表示，首先，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與促進轉型正
義條例草案是民進黨的重要施政目標，行政院與立法院民進黨黨
團希望兩條例都能儘速完成立法。

他表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已通過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審查，期望在立法院本會期
盡快完成立法。此外，行政
院與立法院民進黨黨團將儘速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完成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也希望能在本會期完成立法。

童振源表示，第二項共識為，國營事業是國家經濟的重要
組成部分，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出口嚴重衰退與內
需動能不足時，國營事業的正常營運與投資對於台灣提振內需、
創造就業非常關鍵。

他表示，因此行政院與立法院民進黨黨團期盼立法院各政
黨能支持完成國營事業（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

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預算審查，讓台灣經濟增加成長動能、儘
速脫離低迷景氣。

有關兩條例的競合關係，童振源表示，民進黨團將進行協
調，希望都能儘快完成相關審查。

針對國營事業預算，童振源表示，民進黨團和其他黨團有
多次溝通，但目前仍有阻力，行政院希望儘快完成相關預算審查
，尤其現在經濟不景氣、出口衰退嚴重，行政院特別請託民進黨
團儘速和其他黨團溝通、完成相關預算審查，相信對提振內需、
創造就業有相當大幫助。

副總統悼田智宣
副總統陳建仁（右2）13日到花蓮出席前花蓮市長田智宣告別式，陳建仁捻香獻花致意。

（中央社）國防部長馮世寬今天表示，雖
然他離開軍隊10年，但出任國防部長是希望把
部隊帶得更好；他勉勵國軍，戰爭來臨時，要
以崇高榮譽、無比尊嚴，勇敢走向戰場、含笑
為國犧牲。

馮世寬晚間與媒體餐敘，餐會開始前，馮
世寬先播放兩段美軍士兵戰場歸國及陣亡士兵
葬禮等畫面。

馮世寬表示，這兩段影片讓他相當有
感觸，雖然他離開軍隊 10 年，身上還是有
軍人氣質，出任國防部長是希望把部隊帶得
更好；中華民國已遠離戰爭有很長時間，希
望 影 片 勉 勵 國 軍 ， 時 時 做 好 保 家 衛 國 的
準 備 。

馮世寬說， 「我們已經不知道戰爭是如何
地殘酷，已經沒有在槍林彈雨中流過血，我們
已不知道在戰場中，霎那間失去我們的袍澤兄
弟，當然我們也想出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
、親友會如何悲痛。」

他說， 「我們卻沉默、堅毅地時時堅
實戰訓，為的是捍衛中華民國土地跟這裡的
人民。」

馮世寬說，國軍如同是大樹，承受風雨中
的壓力；他勉勵國軍，當戰爭來臨時，要以崇
高榮譽、無比尊嚴，勇敢走向戰場、含笑為國
犧牲。

馮世寬慰勉國軍發揮戰士軍魂，也呼籲社
會支持國軍。

 





























（中央社）民進黨7月17
日將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
改選中執委、中評委、中常
委；由於有多位大老退位，
各派系誰來接棒，引起關注
。登記首日，中執委僅議員
王孝維、立委陳賴素美登記
選舉。

中常會是民進黨最高決
策機構，每2年改選；全代會
將選出 30 席中執委，30 席
的中執委再互選出 10 席中
常委。

民進黨將在 7 月 17 日將
舉行全國黨代表大會，改選
中評委、中執委與中常委。
從 13 日至 17 日，在民進黨
中 央 黨 部 辦 理 候 選 人 登 記
申請。

今天是登記首日，民進

黨傍晚統計，今天中執委選
舉共有 23 人領表，中評委選
舉共 10 人領表；中執委選舉
共2人登記，中評委選舉無人
登記。

中執委登記名單為，台
北市議員王孝維、立委陳賴
素美。

這 一 屆 民 進 黨 10 席
的 票 選 中 常 委 派 系 權 力 結
構 組 成 分 別 是 ， 前 民 進 黨
主 席 蘇 貞 昌 系 統 的 蔡 憲 浩
； 英 系 蘇 嘉 全 、 陳 明 文 ；
新 系 的 鄭 文 燦 、 吳 思 瑤 ；
游錫?與游系民進黨籍立委
陳 亭 妃 ； 謝 長 廷 與 謝 系 民
進 黨 籍 立 委 管 碧 玲 ； 綠 色
友 誼 連 線 前 民 進 黨 籍 立 委
陳勝宏。

黨內人士指出，各派

系 權 力 結 構 ， 不 致 於 有 太
大 變 動 ， 不 過 ， 由 於 中 常
委 謝 長 廷 駐 日 ； 蘇 嘉 全 因
國 會 議 長 中 立 化 請 辭 ； 游
錫?則傳出有意交棒，從大
選 後 ， 已 經 很 久 沒 有 出 席
中 常 會 ； 這 些 大 老 退 位
， 派 系 由 誰 接 棒 ， 值 得
觀 察 。

黨內人士表示，目前傳
出，謝系立委管碧玲、姚文
智、趙天麟有意爭取；游系
可能推出立委高志鵬、陳亭
妃；另外還傳出蘇嘉全力推
桃園農田水利會會長黃金春
接棒。

黨內人士指出，各派系
到底要推什麼人選，有些內
部還擺不平，另外，派系也
在觀察其他派系的動向。

（中央社）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說，桃園
積極致力各族群文化推廣，台灣不該存在任何
族群歧視，任何歧視及仇恨言論行為，應該被
制止。

針對洪素珠事件，鄭文燦說，首先，桃園
市是台灣多元族群的櫥窗，更是族群融合的典
範，桃園積極致力各族群文化推廣，包括：龍
岡米干節、閩南文化節、眷村文化節、客家義
民祭、客家文化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菲越
印泰四國節慶等，透過各文化活動，讓社會各
界、各族群間互相了解、尊重，讓多元文化融
合為台灣文化。

他指出，即使族群有所不同、政治立場
南轅北轍，台灣社會不該存在任何族群歧視
，不應該出現歧視任何族群的言語霸凌，民
主的真諦，是尊重彼此，互相傾聽，更重要

的 是 欣 賞 與 珍 惜 ， 把 族 群 當 作 資 產 而 非
負 債 。

鄭文燦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發展的
成就，是保護每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不受侵
犯、不受侮辱，也沒有恐懼，沒有霸凌，任何
破壞這樣的民主價值的言行，都應該被譴責。

他進一步說，沒有人必須為自己的族群身
分而受到歧視，更沒有任何人有權力歧視與自
己不同族群的他人，任何仇恨的言論及行為，
都應該被明確制止，大家支持反族群歧視的立
法規範。

鄭文燦還指出，民主的台灣、多元的台灣
，才是台灣進步的力量。這個惡質的族群霸凌
事件，正是大家反思的起點，追求 「族群多元
、國家一體」的共識，才能讓台灣走向更有希
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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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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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