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四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B1

2016年6月21日 星期二
Tuesday, June 21, 2016

B8休城僑社
星期二 2016年6月21日 Tuesday, June 21, 2016

休城工商

師分別從“如何面對美國的進出口
管制和禁運法規、赴美投資並購美
企的註意事項、知識產權法和商業
秘密保護在中美企業經營中的戰略
地位”三個方面，熱情洋溢地展開
講座，東營市外貿企業尤其是石油
裝備企業紛紛表示受益匪淺。講座
同時也受到了與會政府領導及企業
家的高度贊揚！

該講座對幫助中國企業赴美投
資、更好地應對美國出口管制與禁

運法規起到良好的效果！中國企業若要更好地走
出去，除了懂得企業經營規則外，熟悉國際法律
法規、做好法律風險防範也特別重要，我們期待
更多的中國企業在世界做大做強！

眾成
清泰律師
事務所國
際業務中
心簡介

眾成
清泰律師
事務所國
際業務中
心基於總
部 及 濟
南、 北
京、青島 \ 東營等十家分所人員、業務及資源等
優勢，由 30 多名業務素養精深、中英日俄韓外語
能力突出的優秀律師組成，中心成員均具有碩士
以上學歷，多數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英國利茲
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美國密蘇裏州立大學、
日本慶應大學，以及韓國首爾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等國家和地區知名院校，並多次組織參與大型
對外交流、訪問活動。中心設有歐、美、澳、韓
及日本等業務團隊，成員執業經驗豐富，服務領
域廣泛。眾成清泰律師事務所國際業務中心與美
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俄國、英國、德國、法
國、葡萄牙、南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來自全
球四十多個國家的七十余家大型律師事務所，國
內及全球多家頂級銀行、投行、保險、會計、管
理咨詢、移民及投資機構建立了密切友好的合作
關系和機制，聚集多領域專業人員和合作資源，
構建了支持企業國際化發展及個人海外投資或移
民的綜合服務平臺，可提供跨境、跨行業的全球
一體化解決方案及低成本、最直接的海外服務。

主講人介紹
1、賴清陽律師：
美國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所所長。畢業於臺

灣大學，在美國先後取得化學碩士、企管碩士和

法學博士等學位。
並 在 哈 佛 大 學，
史丹佛大學進修知
識產權法律及商業
並購、投融資等課
程。賴博士取得的
律 師 執 照 有： 德
州 最 高 法 庭、 中
等 法 院 及 地 方 法
院特準執照、出庭辯護律師；美京華盛頓哥倫比
亞特區各級法庭、出庭律師。賴博士在美執業近
三十年，業務及客戶覆蓋北美日韓及兩岸三地。

2、陳皓奕律師：
美國中美歐聯

合律師事務所資深
律師。本科畢業於
上海復旦大學，並
在德州大學安德生
癌癥中心和休斯頓
大學法學院分別獲
得生物醫學科學博
士 和 法 學 博 士 學
位。在加入賴清陽
律師事務所之前，陳博士在包括國際化大型事務
所在內的數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主要從事專利和
商標工作。陳博士的主要業務範圍為專利和商標
的申請，授權和爭議；商業秘密；

加盟店授權轉讓；企業並購中知識產權咨詢
以及其他知識產權相關業務。

3、任亮律師：
任亮律師為山

東 眾 成 清 泰（ 濟
南）律師事務所高
級合夥人，執委會
委員，國際業務中
心主任。先後取得
中國海洋大學國際
經濟法法學學士、
山東大學法律碩士
以及美國密蘇裏州立大學 MBA 工商管理碩士。任
亮律師擔任的社會職務及所獲榮譽有：山東省律
師協會金融專業委員會委員，濟南市律師協會律
所管理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濟南市優秀律師，濟
南市律師協會國際業務委員會委員，濟南市青年
聯合會委員（政法界）。任亮律師曾為多家外國
公司、銀行及個人提供過中國外資企業設立、資
信調查、投資及並購、外資企業解散及清算、商
事訴訟及仲裁等法律服務，先後擔任數十家中國
大型國有、私營企業及政府部門法律顧問，在企
業設立、運營、企業並購等領域經驗豐富。

東營市知識產權研究會及東營市律師協會會長
眾成清泰（東營）律師事務所主任 馬長生

美國 Lai, Corsini & Lapus, LLC 律師事務
所創始合夥人及所長 賴清陽博士

美國 Lai, Corsini & Lapus, LLC 律師事務
所資深律師 陳皓奕博士

山東眾成清泰（濟南）律師事務所高
級合夥人及知識產權部主任 于鵬律師

山東眾成清泰（濟南）律師事務所高級
合夥人、國際業務中心主任 任亮 律師

6 月 12 日上午，東營市法學會、東營市知識
產權法學研究會聯合東營區商務局、東營市石油
裝備協會、東營市地稅局、東營市知識產權局等
組織，在東營成功舉辦主題為“中國企業赴美投
資、貿易出口管制及知識產權法律問題”的講座，
有 50 多家石油裝備企業、外貿企業和東營市律師
近 150 人參會。

該講座由東營市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孫革
新和東營市知識產權研究會及東營市律師協會會
長、眾成清泰（東營）律師事務所主任馬長生擔
任主持人。

講座邀請了美國 Lai, Corsini & Lapus, LLC 律
師事務所（眾成清泰律師事務所美國合作律所之
一）的創始合夥人及所長賴清陽博士、資深律師
陳皓奕博士，以及眾成清泰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
人、國際業務中心主任任亮律師，高級合夥人、
知識產權部主任於鵬律師擔任主講。四位專業律

中國企業赴美投資、貿易出口管制及知識產權
法律講座在東營成功舉辦

4、於鵬律師：
於鵬律師為山

東眾成清泰（濟南）
律師事務所高級合
夥人，知識產權部
主任。榮獲山東省
首屆山東省優秀青
年律師稱號、中華
全國律協知識產權
委員會委員、山東
省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委員會委員、濟南市律師協
會知識產權專委會副主任。於鵬律師自從業以來，
先後擔任多家大型企、事業的法律顧問。代理知
識產權、民商及非訴案件數百起，為當事人避免
和挽回經濟損失上億元。其中代理的典型案例曾
在全國各媒體登載，並在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
欄目中播出，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益。於鵬律師
於 2008 年被山東省律師協會選派為首批律師赴美
參加知識產權、反傾銷培訓，取得相關證書。

東營市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
長 孫革新

與會政府領導、嘉賓與主講人合影

專註地聽講

美南國建會 「 健康講座 」 反應熱烈，座無虛席
陳康元 醫師 「 醣類與健康和癌症的正確觀念」 最引人注目

華美易經學社上週六舉行成立大會
初步議定明年立春前有兩大活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項以發揚中華文化為主的 「華美
易經學社」 於上周六（6 月 18 日）下午一時半起在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舉行成立大會。會長方鮀生首先致詞表示： 成
立華美易經學社的宗旨是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

衍易老師介紹她要講授易經的兩個原因：1.提升經驗，2.易經
是古人安身立命之本，易經文化需要保存下來，易經學社就是交
流的平台。

方鮀生會長並介紹組織分工：1.會議安排，財務及會員紀錄由
邱莉莉，胡美玲，何萬里三人相互合作。2.學術及聯誼活動之計劃
及安排由王叢薇，李大為，潘玉貞三位主理。

王叢薇介紹未來活動計劃： 2017 年立春之前有兩個活動：1.
11 月5日或之前請老師開設公共講座講解易經起源，該講座對外
開放。2.聯誼會，只限會員，在立春之前舉行。

圖為華美易經學社所有出席成員，與衍易老師（ 前排中），會
長方鮀生（前排右三），在大會上合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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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美國癌
症研究協會的雜誌 「癌症流行病學生物標記與
預防 」發表的MD 安德森癌症中心一項最具代
表性的研究報告顯示： 膳食升糖指數和肺癌風
險之間的潛在聯繫，尤其是從不吸煙的人。因
此，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十八日（ 上周六 ）
在研討會中討論 「升糖指數」（GI ） 和 「血
糖負荷 」（GL ) 的不同定義，以及健康和眾多
其他癌症的風險之間的關聯及如何選擇一個適
當的飲食和生活方式，特別吸引人注目，全場
反應熱烈，座無虛席。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一開場即引用今年
六月十日 「優活健康資訊網」一引人注目的消
息------ 肺癌死亡率第一好發於 「年輕不菸
族」 且症狀不明顯，七成患者發現時已肺癌晚
期。

他們特別提到葡萄糖（glucose ) 是被身體使
用最多的糖的形式，供給身體每一個細胞的功
能，對維持大腦的功能尤為重要。而ATP 是一
種核苷酸，作為細胞內能量傳遞的分子通貨，
儲存和傳遞 「化學能 」。大部份的情況下人體
細胞行有氧呼吸為主，只有在危急求生，短時
間需要大量能量時，才會轉為無氧呼吸。只有
葡萄糖能作為無氧呼吸的燃料。陳康元表示：

葡萄糖是被身體使用最多的糖的形式，供給身
體每一個細胞的功能，對維持大腦的功能尤為
重要。即使在飲食中沒有任何碳水化合物，我
們的身體也會從其他來源生產葡萄糖，包括蛋
白質和脂肪。因此，不管你有氧氣，還是沒氧
氣，幾乎所有的癌細胞，無時無刻，都在行 「
無氧呼吸 」。而 「無氧呼吸」 燃燒，是靠葡
萄糖產生較少能量，使ATP細胞可使用的能量
。

另外，胰島素是由胰臟內分泌出來的，對
維持血糖水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激
素，讓你的身體利用這些糖（ 葡萄糖 glucose )
。

而胰島素樣生長因子（IGF ) 已被證明在促
進細胞增殖和抑制細胞的死亡（ 細胞凋亡）中
發揮作用。它又被稱為生長激素/ IGF-I 軸。其
重要性在： 調節正常的生理機能，有關病理狀
態，包括癌症。它的水平變化會因個體的基因
組成，年齡，性別，運動狀態，壓力水平，身
體質量指數，疾病 狀態，種族，雌激素狀態及
外源性攝入量而改變。

實驗室的研究表明IGFs胰島素樣生長因子
會增强各種癌細胞有絲分裂和抗凋亡行動。包
括前列腺癌，乳腺癌，結腸直腸癌，肺癌，和

兒童白血病。與你的抗癌藥物抗爭。
許多類型的癌細胞具有充沛的胰島素
受體，這使得它們對胰島素的促進生
長的能力響應比正常細胞更大。如
IGF-1 R, 會觸發信號級聯反應，導致
增殖和抗細胞凋亡狀態。越來越多的
證據體指向IGF- 1系統在乳腺癌發展
，進展和轉移的過程，所發揮的重要
作用。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又從
胰島素樣生長因子受體導致乳
腺癌細胞增殖和生長，談到患
肺癌的風險鍵接到膳食升糖指
數。所謂 「升糖指數」 代表一
個人進食後的血糖水平總升高
值，而飲食升糖指數和血糖負
荷與肺癌的風險之間的相關性
。食物中的血糖負荷（ GL )是
一個數字，是食品中的碳水化
合物的數量，以及每公克碳水
化合物化合物所引起的升糖水
平。是基於血糖指數（ GI ),並
乘以食品中的碳水化合物化合
物的數量（ 公克） ，然後除以
100 來計算。

有關升糖指數（ GL ),和血糖負荷（ GL )根
據MD Anderson對1905 名新診斷的肺癌病例，
評估GI / GL 和肺癌的風險之間的關聯，觀察到
：
（ 一）具有最高日常升糖指數與那些具有最低
日常升糖指數相比，肺癌的風險增加了49%,
（ 二） 尤其是從未吸煙者肺癌的風險增加了
125%
（ 三） 鱗狀細胞癌肺癌的風險增加了92%
（ 四） 受教育年限不到12 年的人肺癌的風險
增加了75%

因此，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表示： 低的
升糖指數（GI )可增強智力，減少視網膜黄斑病
變，持續的身體能量，健康的懷孕，並降低患
乳腺癌風險，降低肺癌風險。

他們指出所謂 「低升糖指數」 的食物有
： 全麥麵包，裸麥粗麵包，全麩麥片，大麥，

大多數水果，大部份的蔬菜，豆類/ 豆類植物，
豆漿，牛奶，酸奶，蘋果。

「中等升糖指數 」包括： 多穀物麵包，
全麥餅乾，快速燕麥，碎小麥片，長粒型稻米
，山藥/ 甘藷，紅薯/ 番薯/ 地瓜，熱帶水果，
乾果，玉米，豌豆，冬瓜，燕麥餅乾。

「較高的升糖指數」 有： 白麵包，百吉餅
，鬆餅，年糕，玉米片，捲餅，加工穀物，短
粒糯米，即時土豆，全麥餅乾，香草薄餅。

當天下午的 「健康講座 」還有陳啓華醫師
主講 「年齢40 後常見的眼疾 」，包括乾眼症
，青光眼，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和黃斑變性的
原因，檢測和治療。以及唐衍賢醫師主講 「現
代心臟血管疾病診斷及治療介紹」，包括介入
性儀器設備，影像診斷工具，以及心血管疾病
的新藥品，新技術，不論在手術治療，藥物治
療，或者診斷技術上的創新。都吸引了極多的
觀眾前往聽講，場面為之爆滿。

圖為王琳博士演講的情景。

圖為陳康元醫師演講的情景。

圖為上周六美南國建會 「 健康講座 」 的四位主講人（左起）陳康
元醫師，唐衍賢醫師，陳啟華醫師，王琳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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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6月21日 Tuesday, June 21,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6月21日（星期二）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150餘名瑜伽愛好者20日來到北京市平谷
區石林峽景區鈦合金飛碟玻璃觀景平台，在這個
跨度32.8米的懸空觀景台看日出、練瑜伽，迎
接21日的國際瑜伽日。圖為瑜伽愛好者在平台
上練習瑜伽、愉悅身心、感受自然。2014年，
聯合國正式確定每年6月21日為國際瑜伽日。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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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江山市人民醫
院近日一位女醫生，在值
夜班時因連續為三位產婦
接生，之後又跟隨救護車
接診，在回到醫院時，因
勞累過度暈倒。但暈倒
後，仍掛念救護車上的病
人。

據悉累倒在地上的女醫生名叫周珍，今年30歲，
是江山市人民醫院的婦產科醫生。儘管累得癱軟在
地，但她當時的第一反應，仍然是保護病人。

目前周珍醫生的身體已無大礙，而那位大出血病
人，目前已無生命危險。 ■央視新聞

浙女醫累暈 仍掛念病人

一年一度的湖南（南
山）六月六山歌節日前拉
開啟幕。20日在長沙舉行
的新聞發佈會上，邵陽市
副市長趙為濟透露，本屆
山歌節的主題活動之一、
第二屆山歌爭霸賽六大賽
區60強選手已全部產生。

趙為濟介紹，本屆山歌爭霸賽共徵集參賽視頻
2,035個。與過往不同的是，本屆山歌爭霸賽首次設立
了國際賽區，有來自西班牙、俄羅斯、韓國等多個國
家的選手參賽。他們將與中國選手共逐“第二屆六月
六山歌大賽十大山歌王”的稱號。

據邵陽城步縣縣長孫博理介紹，本屆山歌節以
“一路山歌上南山”為主題，活動時間從5月起一直
持續到9月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長沙報道

中外選手競逐湘山歌王

重慶市長壽區的唐
先生近日通過搖號，為
一輛二手海馬轎車取得
了渝D88888的“最牛車
牌”。據唐先生介紹，
有人開價70萬元人民幣
讓他出讓號牌，但他都
予以拒絕。

記者聯繫到車主唐
平後，唐先生表示，自己正是車主。由於號牌太過特
殊，經常會遇到有人想出高價購買。不過，唐先生表
示，“能得到這個號是我的幸運，我不想把這份好運
轉送他人。” ■《重慶商報》

渝漢拒賣“最牛車牌”

廣式月餅坐擁中國月餅市場近半壁江
山，當中不乏有蓮香樓、陶陶居、

廣州酒家（利口福）等歷史悠久的中華老
字號。踏入6月份，不少月餅品牌開始就
今年中秋月餅市場大戰摩拳擦掌。

綠茶低糖養生餡
有127年歷史、在粵港澳地區頗具名

氣的蓮香樓，近日在廣州東方賓館展出一
批新品。蓮香樓總經

理何敬宇
說，近年

來蓮香樓都注重將傳統與創新有機結合起
來；傳統的蓮蓉月餅、平民化的價格，也
可以做得精品化、個性化、時尚化，符合
年輕一代在內的各個消費群體的喜好。

而年輕的廣式月餅品牌“華美”日前
也推出逾20個中秋新產品，除傳統蓮
蓉、豆沙等餡料外，還有玫瑰花、綠茶低
糖、山藥等養生餡料，並準備以綠色、年
輕等特徵包裝上市。

微信營銷拓市場
一些月餅品牌在營銷手段上也緊跟

時代潮流。在百年老字號中山咀香園日

前舉行的2016年中秋訂貨會上，該公司
首席技術官張延傑稱，今年將採取社會流
行的微信營銷手段拓展市場，而“上海迪
士尼樂園遊玩”將成為營銷活動獎品之
一。

廣式月餅的發展也日趨多元化。在廣
州的商業旺地，蓮香樓、陶陶居等廣式餅
舖中擺放着各類月餅及雞仔餅、核桃酥、
蓮蓉酥等深受旅客喜愛的手信。據悉，蓮
香樓的新生產線即將啟用，屆時將探索網
上銷售等新模式；同時還將建立博物館，
展示蓮香樓百年變遷史，傳播和弘揚廣式
月餅文化。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香山大峽谷近日在
進行野外考察時新發現了200餘幅史前岩
畫，這些岩畫均為具象岩畫，包括老虎、
鹿、羊等動物岩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
幅尚未完成的半成品射獵圖。

寧夏博物館原館長周興華說，射獵圖高
約1.4米，寬約2米，敲鑿單體圖像10個。
圖右邊一射獵者迎面射向一隻大羊的頭部；
圖左邊一射獵者從後面射向另一隻大羊的臀
部；圖右下方還有羊隻與不明動物；圖下部
右邊還有兩人交手，似為舞蹈，左邊一人雙
手高舉，似為歡呼。

據介紹，在此幅射獵圖的上部有一幅未
完成的羊岩畫：只完成了羊頭及羊脖子的製

作，而身腹、四肢、尾巴僅以稀疏的敲鑿麻
點勾勒了草圖，屬半成品。繼續完工的程序
是如製作羊頭及羊脖子那樣，按照已勾勒好
的草圖，將稀疏的敲鑿麻點繼續密集敲鑿為
貫通的麻點凹槽。

寧夏岩畫是中國三大岩畫體系之一——
北方岩畫的重要代表，而中衛香山區域是其
重要分佈點之一。此次在香山大峽谷所發現
岩畫內容豐富多彩，單個圖像主要是老虎、
鹿、羊、馬、牛等和難以辨認的奇異怪獸；
組合圖像主要是動物與動物、人與動物、狩
獵動物等。還有單人舞、雙人舞、騎乘舞
等。射獵圖逼真、生動地展示了史前人類的
狩獵場景與原始信仰。 ■新華社

寧夏驚現史前射獵圖岩畫

高 空 瑜 伽

廣式月餅趕時尚

新裝新味吸客

記者連日來在廣

東廣州採訪發現，一些百年老字號廣式月

餅品牌在堅守傳統品質的同時，也積極創新探索融入時尚新元素：採用

新包裝、現代人喜歡的口味和流行的營銷手段，把傳統與創新結合，希

望吸引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各個消費群體。 ■中新社

■南山六月六山歌節新聞
發佈會現場。 記者姚進攝

■周珍醫生在累暈後仍心
繫病患。 電視截圖

■即便有人開價70萬，但
車主仍不願賣出D88888的
“最牛車牌”。 網上圖片

■年輕的廣式月餅品牌
“華美”早前推出的鮮花
月餅。 網上圖片

in Serbia's 
troubled 
copper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Since China 
and Serbia 
signe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in 2009, China has invested 
more than $1 billion in Serbia, mostly in soft loans for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projects .
After Serbia, Xi travels to Poland. He will also visit 
Uzbekistan for a summi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 Chinese and Russian-led security 
grouping. (Courtesy 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
news/international/business)

AUSTIN, Texas – Texans who suffered damage or 
loss from the April storms and flooding in 12 counties 
have only until Friday, June 24, to register for FEMA 
disaster assistance.
Aid can include money for rental assistance, essential 
home repairs, personal property loss and other serious 
disaster-related needs not covered by insurance.
Texans with disaster-related damage or loss from the 
April storms may be eligible for assistance if they live 

Bayland Community Center, 6400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74;
Greenspoint Commercial Office Building, 16800 
Imperial Valley Dr. Houston, TX 77060;
Cypress Creek Christian Church and Community 
Center, 6823 Cypresswood Dr. Spring, TX 77379;
Lone Star College Cy-Fair Library, 9191 Barker Rd, 
Cypress, TX 77433.
Come prepared! Applicants will be asked to provide:
Social Security number, Address of the damaged 
primary residence, Description of the damage, 
Information about insurance coverage, Current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Address where they can receive 
mail, Bank account and routing numbers for those 
preferring direct deposit of fund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Texas recovery, visit the 
disaster webpage for the April storms at fema.gov/
disaster/4269; or visit the Texa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website atdemo Follow us on Twitter @
femaregion6.
Download fema.gov/mobile-app to locate open 
shelters and disaster recovery centers, receive severe 

weather alerts, safety tips and much more.
Download the FEMA App 
Additionally, 
Lonestar 
Legal Aid 
is offering 
free legal 
assistance 
to those 
who qualify.  
Please review criteria for obtaining free legal aid by 
visiting www.lonestarlegal.com or calling 1-800-733-
8394.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Individuals can apply for benefits by calling a TWC 
Tele-Center Monday through Friday between 8 am and 
5 pm at 1-800-939-6631.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ontact:
Robin Smith | FEMA External Affairs | Media Relations
360-798-3333202-702-7125 |Robin.E.Smith@FEMA.
DHS.gov

or work in the following 12 counties: Austin, 
Colorado, Fayette, Fort Bend, Grimes, Harris, 
Liberty, Montgomery, Parker, San Jacinto, 
Waller and Wharton.
Texans can register the following ways:
•    online at DisasterAssistance.gov
•  phone 800-621-3362 (FEMA). Persons who 
are deaf, hard of hearing or have a speech 
disability and use a TTY may call800-462-
7585. Applicants who use 711 or Video Relay 
Service may also call 800-621-3362. The toll-
free numbers are open from 7 a.m. to 10 p.m., 
seven days a week. Multilingual operators are 

available.
•    visit a disaster recovery center
To find the nearest disaster recovery center, go online 
to the Disaster Recovery Center Locator at asd.fema.
gov/inter/locator.
The four recovery centers will be open from 9 am to 
6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and 9 am to 2 pm on 
Saturday. Please review the list below to see which 
recovery center is closest to you:

Serbian government.
Hesteel chairman Yong Yu 
said his company would 
make the plant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in Europe.
European Union steel 
producers have complained 
that the purchase of a steel-
works in an EU candidate 
country by a state-owned 
Chinese enterprise raises 
serious concerns about 
unfair competition from 

state-backed enterprises.
Prime Minister Aleksandar Vucic said Serbia was in 
talks with the Chinese on setting up a free trade zone at 
Smederevo, a city on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a short 
distance from Belgrade.
Vucic also invited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SMEDEREVO, Serbia: Serbia coul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Beijing's ambitious plan for a new "Silk Road" 
to boost trade with Europe, Asia and Afric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on Sunday.
Xi said China was ready for more cooperation with 
Belgrade during a visit to Serbia that has seen his 
country strengthen its economic presence in the 
Balkans with more than 20 fi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deals.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tended to 

open new 
trade links for 
Chinese firms 
as the domestic 
economy 
slows, 
envisages a 
new Silk Road 
from Western 

China to Central Asia and on 
to Europe via the Balkans, a 
region keen to attract Chinese 
investment.
Addressing workers and 
officials at a steel-works bought 
by a Chinese company, Xi said: 
"We are develop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 with 
its position and advantages 
Serbia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place in this."
He added: "This cooperation 
should be an example of Chines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China's Hesteel signed a 46-million euro deal in April 
to buy the Smederevo steel-works, a 100-year-old 
company that was part of US Steel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is century before being handed o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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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ees Serbia
As Milestone On New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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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 Production In Serbia

Texans Have One Week Left to Register                                          
For Disaster Assistance For April 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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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A News (re: April Storm Declaration) 7 Days Left To Register For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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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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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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新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6月21日（星期二）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1重要新聞

塔什干忙起來了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香港獨立非
盈利法律團體亞太國際法學院近日向荷蘭海牙
常設仲裁法庭提交“法庭之友”意見書，質疑
該法庭對菲律賓提出南海仲裁案的管轄權。該
團體擔心，仲裁法庭處理這樣的案件恐將破壞
國際公法制度。

英澳律師專家參與聯署
參與聯署這份意見書的包括來自香港、英

國和澳洲的多名律師和國際法專家，意見書引
用多個國際案例，從仲裁庭管轄權和該案的可
訴性兩個方面，全面質疑菲律賓單方面提出仲
裁以及仲裁庭受理的法理基礎。

亞太國際法學院主席、香港資深大律師馮
華健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常設仲裁庭忽
視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公約》），常設仲裁庭對菲律賓提
交的南海仲裁案沒有管轄權。

第二，即便該法庭有管轄權，考慮到南海

問題的歷史性和複雜性，仲裁庭也不應該行使
這樣的管轄權。

馮華健分析，《公約》的條款賦予常設仲
裁法庭權力解釋《公約》條款內容的用詞含
義，但《公約》並沒有賦予常設仲裁法庭解決
任何涉及主權糾紛的權力，也沒有賦予仲裁庭
解決邊界爭端或決定一個國家劃定海洋邊界的
權力。

馮華健說，南海特別是南沙群島眾多島
礁，是界定為島嶼、岩礁還是低潮高地，都關
係到相關國家領土主權問題。菲律賓所提出的
15項主張，雖然在文字描述上菲方聲稱不涉及
主權問題，但實體問題的核心都涉及主權問
題。

糾紛不應以仲裁方式解決
從國際公法分析，馮華健認為，從《公

約》條款的範圍、仲裁庭的司法管轄權來看，
菲律賓提出的仲裁不應該被納入仲裁法庭的司

法管轄權之內，南海問題這類糾紛超越了《公
約》和常設仲裁庭的管轄範圍。

另一方面，馮華健分析，即便《公約》賦
予仲裁庭這樣的管轄權，考慮到南中國海糾紛
的性質涉及非常複雜的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
考慮到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歷史，也考慮到西方
國家在這一海域的作為等，提醒仲裁庭，在這
樣複雜的情況下，即使仲裁庭自己認為對該案
有管轄權，也不應該以現在的模式來處理。

他認為，南中國海的糾紛應該是從外交層
面和政治層面的談判來處理，不應用仲裁的方
式來解決，尤其是不應該用海洋公法條約的框
架來解決，因為《公約》早已經說明沒有權力
處理不同國家的主權問題。

“法庭之友”制度源自羅馬法，後被英美
法系所繼承。“法庭之友”意見書是指訴訟雙
方之外的第三方，主動或回應訴訟雙方請求，
向法庭提出的相關法律文書，以協助訴訟、幫
助法官更好地了解案件或影響案件的判決。

港法律界提意見書質疑南海仲裁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俄羅斯衛星網消

息，克里姆林宮新聞局發佈消息稱，俄羅斯總統普京
將於6月25日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對中國進
行國事訪問。預計兩國領導人將就進一步發展俄中在
經貿、投資、科技和人文領域的全面、平等、互信的
合作夥伴關係進行磋商。

公告稱：“兩國元首的談判議程也將包括國際議
程中的關鍵問題，以及兩國在聯合國、金磚國家、二
十國集團等多邊和地區性組織框架下的互動，並涉及
如何落實將於此行前夕在塔什干上合組織峰會上達成
的協議的問題。”

報道引述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20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期待普京總統訪華進一步鞏固
兩國政治和戰略互信。

華春瑩指出，普京訪華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同他
舉行會談。兩國領導人將就中俄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
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規劃和部署中俄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下一步發展方向和重點合作領
域。華春瑩強調，中方期待普京此訪能夠進一步鞏固
中俄兩國間的政治和戰略互信，推動兩國在務實合作
領域進一步向前發展，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注入新的動力，也為促進國際和地區的和平安全作出
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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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正在檢視帖木兒廣場上的噴泉是否
完好，有人正在粉飾納沃伊大道兩側的路
基，有人正在修剪街心公園裡的花草……

自從市內各主幹道豎起“熱烈歡迎中華
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閣下來訪！”的大型
標牌後，塔什干就進入了這種節奏。塔什干
忙起來了！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第一人口大
國和有影響力的地區大國，首都塔什干是中
亞重要經濟、文化中心之一。烏茲別克斯坦
又是著名的絲綢之路古國，身處連結東西方
和南北方的交通要衝，撒馬爾罕、布哈拉、
希瓦等古城均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

習近平23日起至24日對烏進行國事訪
問並出席在塔什干舉行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元
首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

塔什干對此次活動的重視並非僅此一
處。記者在準備入關時被烏方工作人員叫
住，“請參加此次活動報道的中國記者走
VIP通道”。同行的記者是經常來塔什干採
訪的“老中亞”，見此忍不住感嘆“關懷備
至，實屬首次”。記者還了解到，有關方面
還在交通、安保等方面採取了相應措施。這
自然與中烏兩國關係的發展現狀密不可分。

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孫立傑指出，
建交24年來，中烏關係從起步到迅速發展，
各領域合作已達到全新高度，呈現全面開花
的態勢。除經濟和文化合作，中烏在政治領
域保持高度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問
題上堅定相互支持。他表示，習
近平訪烏將是中烏關係史上承前
啟後、繼往開來的里程碑式事
件。 ■中新社

瓦津基公園是波蘭最美麗的公園之
一，具有英國園林風格。原是波蘭末代國
王斯·奧·波尼亞托夫斯基（1766年—
1795年）的別墅。園內宮殿、池沼、草地
錯落其間，還有玫瑰園、柑桔園等。

最負盛名的“水上宮殿”—瓦津基宮，雄偉多姿，
富麗堂皇。波蘭參議院與眾議院議長將在“水上宮殿”
為習近平舉行歡迎宴會。瓦津基宮原是皇室官員住處，
現為國賓館之一。宮殿中央是懸掛吊燈的圓形大廳，據
介紹，殿中曾存放着200幅畫、60件藝術品、17台鐘錶
和80座雕像。如果從遠處眺望這座建築物，島上宮殿與
水中倒影渾然一體，令人心曠神怡，美不勝收。

這座“水上宮殿”於1944年秋天曾遭受希特勒的
洗劫與破壞，1960年開始重建和修復。在其東北方向不
遠的地方坐落着梅希萊維茨基宮。這座宮殿保存完好，
未受戰爭破壞。對中國人來說，更具特別意義的是，60
年代曾在這裡舉行過著名的中美大使級會談。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中波締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歡迎波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

習近平由塞爾維亞轉抵波蘭訪問，20日出
席在華沙總統府舉行的隆重歡迎儀式。當

地時間上午10時許，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乘車
抵達總統府，受到波蘭總統杜達和夫人阿加塔
熱情迎接。軍樂團奏中波兩國國歌。習近平在
杜達陪同下檢閱儀仗隊。檢閱結束時，習近平
問候波蘭士兵“戰士們好”，士兵響亮回答
“主席好”。兩國元首夫婦同波蘭政府、軍界
代表以及各國駐波蘭使節一一握手，並共同觀
看分列式。

波蘭盼成中國進入歐洲窗口
習近平指出，中方珍視同波蘭的傳統友

誼，願同波方一道，推動兩國關係持續健康深
入發展。雙方要增進互信，把握雙邊關係發展
的政治方向；要對接發展戰略，將政治互信轉
化為可持續的務實合作成果，希望以中歐班列
為代表的合作項目能夠在雙方共建“一帶一
路”過程中發揮帶頭作用，推動中波互聯互通
和產能合作；要深化經貿、金融、農業、高技
術領域合作，豐富雙邊關係內涵；要鞏固友
好，全面推動人文領域交流合作，進一步採取
措施便利人員往來。

習近平指出，波蘭地處歐亞大陸十字路
口，是“琥珀之路”和“絲綢之路”的交匯
點，具有獨特區位優勢。中方歡迎波方積極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願同波方一道，加強在
“一帶一路”建設框架內合作，深入挖掘互聯
互通、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潛力，力爭取
得更多成果。中方歡迎波方作為創始成員國積
極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

作為歐盟成員國的波蘭，亦是中東歐地區
領頭羊。近年來，波蘭不斷尋找西方之外的機
會和市場。杜達表示，波蘭期望通過中國－中
東歐國家和“一帶一路”合作平台及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深化同中國經貿、人文等各領
域合作，使波蘭成為中國進入歐洲的窗口。

鼓勵兩國企業加大相互投資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和波蘭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的聯合聲明》，一致決定建立中波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並見證了基
礎設施建設、產能、教育、文化、稅務、質
檢、海關、航天等領域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雙方同意加強各自發展戰略對接，打造互
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盡早啟動具有示範意義
的重大項目，爭取早期收穫。推動中波互聯互
通和產能合作，擴大雙方合作領域和成果。鼓
勵兩國企業加大相互投資，拓展農業、金融、
通信、環保、高技術、航天、新能源等領域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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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及環球網報道，中國和

波蘭在當地時間20日發佈聯合聲明，決定將兩國關係提升為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加強交流合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華沙

與波蘭總統杜達舉行會談時表示，中方歡迎波蘭積極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根據波蘭總統府公佈行

程，習近平還將與杜達共同出席“新絲

綢之路”國際論壇開幕式。

瓦津基公園曾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

■習近平和杜達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波蘭共和國關
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後握手。 法新社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出席波蘭總
統杜達在華沙總統府舉行的隆重歡
迎儀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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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本報訊）根據《商業內幕》
(BusinessInsider)提供的數據，全美 20
個大都會中，居民用於生活必需品的
月均和年均花費最低的是休斯頓，月
均僅為 5051 美元，年均 6 萬 608 美元
。

而最高的是首都華盛頓特區，月
均為 8874 美元，年均為 10 萬 6493 美
元。其次是紐約，8227 美元，9 萬
8722 美元。位列第三的是舊金山，
7649美元，9萬1785美元。住在大都
會地區，一個4口之家的生活成本有
多少呢？不同城市生活必需品的花費
不盡相同。所謂生活必需品，主要包
括住房、飲食、兒童養育、交通運輸
、醫療保險，還有相應的稅金。

另外休斯頓還被評為全美最佳養
育子女城市第二位！

美國一家金融網站通過五大類、
共16個關鍵指標深度分析了全美156
個大中型城市，休斯頓位列榜眼。

在單獨分項的指標中，休斯頓在
經濟實力指數（economic strength）位
列 第 八 ， 兒 童 占 人 口 百 分 比 指 標
（the percentage of kids in the popula-
tion）位列第七，雙職工家庭最適宜
城市（desirable place for working par-
ents）第十七位，抵押貸款占收入比
例（mortgageto income ratio）排行中
位列18位，由於一年四季氣候溫和，
在適宜戶外活動（outdoor activities）
指標中，休斯頓位列第42位。

此榜單上德州有四座城市上榜，
除了第二位的休斯頓，首府奧斯丁位
列第一，達拉斯位列第五，聖安東尼
奧市位列第14位。

以下是休士頓地區排名前十位最
適合家庭生活的居住地：
1. Fulshear (Statewide rank: 8)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54.4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7.3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 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N/A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B+

2. Cinco Ranch (Statewide rank: 9)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13..9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3.2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A+-
Cost of Living grade: 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N/A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B+

3. El Lago (Statewide rank: 20)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52.4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0.0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 B
Crime and Safety grade: N/A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A

4. Atascocita (Statewide rank: 27)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16.0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4.9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 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N/A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A-

5. Pearland (Statewide rank: 30)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17.3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5.1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 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B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B+

6. Sienna Plantation (Statewide
rank: 32)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21.8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8.3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N/A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B-

7. Friendswood (Statewide rank:
33)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12.6 per-
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0.3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 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A-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A-

8. Greatwood (Statewide rank: 35)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16.2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7.6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 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N/A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B

9. League City (Statewide rank: 39)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15.7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3.2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 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B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A-

10. The Woodlands (Statewide rank:
41)
Residents 35-44 years old: 15.4 percent
Residents 14 years old and under: 23.3
percent
Public Schools grade: A
Cost of Living grade: C
Crime and Safety grade: N/A
Family Amenities Grade grade: B+

休斯頓生活成本全美大都市排名最低
全美最佳養育子女城市第二位！

沃爾瑪被曝出售1號店
傳接手方為京東

綜合報導 在各電商平臺大促銷的日

子裏傳出重磅消息，拿到 1號店全部股

權不到一年的沃爾瑪又將 1號店轉賣給

京東商城。對此消息，京東和沃爾瑪對

記者的求證既沒有肯定也未否認，只是

說“不予置評”。

昨天，有關京東收購沃爾瑪旗下 1

號店的消息傳得沸沸颺颺，有消息甚至

稱，京東對 1號店的收購談判已經進入

後期，而且基本敲定，消息將在本週一

或者週二公佈。不過也有說法稱，該交

易目前正在膠著狀態，還沒最終定。

據了解，沃爾瑪全資控股 1號店還

不到一年。去年 7月 14日，沃爾瑪官方

確認，1號店創始人兼董事長于剛以及

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劉峻嶺離開 1

號店；同年 7 月 23 日，沃爾瑪再次宣

佈，已收購 1號店餘下股權，全資控股

這家在中國發展迅速的電子商務公司。

沃爾瑪全球電子商務亞洲區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王路的部分管理職責將包括領導

1號店。此前沃爾瑪擁有 1號店 51.3%股

權。當時沃爾瑪還表示，在全資控股 1

號店後，沃爾瑪計劃加速電商業務的發

展，希望為線上、移動端和實體店的顧

客創造無縫連接的購物體驗。

然而不到一年時間，曾公開表示

加大線上業務的沃爾瑪卻要出售 1 號

店。對此消息，沃爾瑪和京東方面相

關負責人昨天接受記者採訪時均未肯

定或否認，只是表示對該消息“不予

置評”。

有消息稱，這次京東願意成為“接

盤俠”，主要是因為京東總部在北京，

對華東市場控制力很弱，收購久居華東

的 1號店，將會彌補京東對華東市場的

控制力。

1 號店創立於 2008 年，定位於 B2C

模式的網上超市，主營日化、食品、快

消等品類。2008年1號店銷售額為417萬

元，第二年該數字就漲了 11倍，增長到

4600萬元。2010年，1 號店全年營業額

超過 8億元，當年平安以 8000萬元投資

收購了 1號店 80%股權；2011年 5月，1

號店宣佈獲得沃爾瑪投資；2012年，沃

爾瑪對 1 號店增加投資，持股提高至

51.3%，成最大股東，創始人于剛、劉峻

嶺的股份佔比在10%左右。

對於1號店的業績，業內說法是1號

店一直虧損。此前，1號店公佈 2013年

實現115.4億元銷售額，但是2014年就未

公佈銷售數據。業內有分析認為，沃爾

瑪對 1號店的收購，是一個典型的線下

吃線上的案例，但線下卻沒有網際網路

基因，沃爾瑪想通過並購整合 1號店，

最終失敗，不如抓住關鍵時機賣掉從而

甩掉包袱。

“旱季”不旱 資金布料平穩“通關”
進入年中時點，在過去近半年一直不太“安分”

的資金面竟安靜了下來。進入6月，市場資金面風平浪

靜，流動性供求持續均衡偏松，這與很多市場參與者

先前預想的並不一樣。據統計，6月以來，在短期市場

利率中具有指標意義的7天期質押式回購利率甚至出現

小幅下行，均值水準處在過去半年來的低位。

市場人士分析，這與央行積極開展流動性調控

不無關係，而財政部督促地方壓降財政庫款，也對

市場流動性有正面影響。此外，近期資本外流壓力

下降，外匯佔款降幅收窄，對流動性的不利影響減

輕。多數機構認為，雖然短期將面對半年末考核等

時點影響的擾動，流動性存在季節性波動風險，但

鋻於市場參與機構預期充分，加之央行維穩政策不

斷，預計年中流動性風險總體可控，資金面有望安

然跨過年中關口。

資金面繼續偏寬鬆
過去一兩個交易日，貨幣市場流動性充裕程度出現

些許收斂，隔夜及個別跨月期限資金需求上升，而出資

方出借資金的意願稍稍減弱，顯示隨著半年末時點日益

臨近，流動性承受的季節性壓力正逐漸顯現。但總的來

看，市場流動性供求仍屬均衡，資金面狀況還談不上緊

張，多數市場參與者的感受是繼續偏寬鬆的。

6月以來，市場資金面持續呈現均衡偏寬鬆局

面，當前資金價格水準與上月底大致相當。觀察銀

行間債券質押式回購利率走勢，6月初以小幅下行

為主，進入 6月中旬後出現小幅回升，目前隔夜回

購利率基本持平 5月底水準，指標 7天回購利率仍

低於5月底約5個基點；先後跨月的1個月、21天和

14 天回購利率波動相對較

大，但也未見持續上漲跡

象；更長期限的3個月回購利

率近幾日則有所下行，最新

利率與5月底相當。此外，6月以來，3個月Shibor繼

續運作在2.95%一線盤整，波動甚小。

鋻於過去一段時間流動性曾不時發生短期收緊，

加上臨近半年末這一關鍵時點，6月初至今的流動

性狀況顯然要好于預期。據統計，5月份 7天回購

利率月均值為 2.43%，較 4月份回落 6bp，終結了此

前連續兩個月的上行走勢；6月至今，7天利率均

值進一步降至2.38%，為去年12月以來的低位。

多因素助流動性回升
市場分析認為，央行積極靈活地開展流動性調

控，合理增加了中期流動性供給，穩定了市場對中

短期流動性的預期。這是 5月以來流動性重新向好

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段時間，央行在繼續倚重公開市場操作調節

短期資金餘缺的同時，加大了MLF、PSL等結構化

或定向操作的頻率，確保中短期流動性支援有力，

積極引導和穩定市場預期。

市場人士指出，央行PSL、MLF操作更趨常態

化，在彌補中期流動性缺口的同時，有助於穩定市

場對中短期流動性的預期，避免悲觀情緒放大市場

利率波動。同時，通過SLF操作提供應急流動性支

援，可有效發揮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確保將短期

流動性波動控制在正常範圍。

值得一提的是，5月份財政部發文要求地方財

政加快預算執行進度，壓減庫款規模，提高財政資

金的使用效益。市場機構認為，財政部此舉或促使

財政支出提速、加速存量財政資金釋放，對銀行體

系流動性將有正面作用。據統計數據，今年 5月財

政存款凈增加 1619億元，為 2007年發佈月度數據

以來的歷年5月份最低值。

此外，近期跨境資本流動勢頭趨穩，資本外流

壓力下降，外匯佔款降幅收窄，對流動性的不利影

響亦在減輕，這可能也是近期流動性及預期得以重

新趨穩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央行公佈，今年5月外匯佔款減少537億元，

雖連續第7個月減少，但降幅為過去7個月最小。

貨幣政策穩健基調更趨明確
半年末流動性考驗一度令市場頗為緊張，至少

從 5月中旬開始，就有機構提示防範半年末流動性

風險。從往年情況看，半年末貨幣市場波動加大幾

乎難以避免，新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考核

，亦增添了今年 6月底流動性的不確定性。然而，

進入 6月以來，資金面一直風平浪靜，市場的擔憂

情緒逐步緩和，已有越來越多的市場參與者認為，

6月底資金面表現可能會好于預期。

市場人士指出，央行 SLF、PSL、MLF操作更

趨頻繁，配合常規公開市場操作，豐富了央行應對

流動性波動的政策工具組合。同時，外匯佔款降幅

已較前期大幅收窄，只要近期資本流出壓力不再明

顯加重，央行通過MLF等投放已可足額填補外匯

佔款減少造成的流動性缺口。此外，在壓減地方財

政庫款，加快財政支出的政策精神指導下，存量財

政存款釋放有望提速，財政部和地方財政部門也有

動力通過國庫現金存款招標來加快財政存款向銀行

存款的轉移。最近，財政部就開展了 800億元 3個

月中央國庫現金定存操作，增加了銀行體系的中期

流動性來源。

出於 3月末的前車之鑒，機構主動加強了半年

末流動性管理，各方積極應對，亦有望減輕半年末

考核對流動性造成的實質性衝擊。短期看，雖然半

年末時點漸行漸近，MPA考核的影響將逐漸顯現，

且海內外金融市場波動也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但

考慮到包括央行在內的市場各方均有所準備，資金

面安穩渡過年中時點的可能性正變得越來越大。

當然，年中流動性風險總體可控，也意味著

央行實施降準可能性較低，且在匯率維穩壓力

下，逆回購、MLF等操作利率被下調的條件不充

分，市場利率仍將面臨前期底部的約束。總之，

資金面安然跨過半年末時點的可能性較大，未來

流動性總體無恙，波動性有望下降，但貨幣政策

穩健基調更趨明確，央行對機構流動性需求傾向

管“夠”但不管“飽”，貨幣市場流動性已難現

極度寬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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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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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東方好萊塢 台開攜手加拿大CTG

新南向 英業達：投資印度一步一腳印

（綜合報道）向來以工業
區開發見長的台開，加上董事
長 邱 復 生 熟 稔 影 音 事 業
KNOW HOW，與加拿大卡梅
隆湯姆遜集團合作，共同打造
花蓮為 「東方好萊塢—華萊塢
」影視基地，提供電影後製服
務。

台開繼 2012 年邀請百老匯
龍頭劇院商倪德倫環球娛樂
（Nederlander Worldwide Pro-
ductions）策劃打造百老匯劇場
後；再與加拿大卡梅隆湯姆遜
集 團 CameronThomson Group
（CTG）集團在洄瀾灣打造影
視基地，以好萊塢的規格，發
揮創意實現夢想，推動台灣成
為世界級夢想創意之都，讓花
蓮洄瀾灣成為創意新都心，讓
世界看到台灣和花蓮。

邱復生表示，花蓮有全球
獨特的天然美景和環境，再加
上台開提供的攝影棚和後製中
心等硬體設備，可提供國際數
位媒體娛樂公司創造下一時代
的製片環境，供應影片到全世
界。

邱復生指出，華萊塢影視
園區包括 8 座現場收音攝影棚
，從最大的 3000 平方公尺 1 座
、2000平方米與1500百平方公
尺影棚各2座，以及一座500平
方公尺的現場收音攝影棚，以
及超過 2 萬平方公尺的辦公室
和工作坊和外景設施。

服務包括後期製作和視覺
效果，包括動畫、攝影、燈光
器材、放映室、道具間、耗材
室、餐飲服務與大型活動空間
，提供國際製片在預算內製作

完成心目中想拍的電影。
加拿大CTG集團總隆納．

湯姆森（Ronald Thomson）表
示，台開集團與加拿大 CTG集
團將共同接軌好萊塢國際影視
產業社群，包括金融，攝影棚
開發和創作空間運營、製作服
務、後期製作，最重要的是媒
體資產管理、智慧財產應用、
內容播送到最後的品牌價值主
張。

湯姆森認為以台開集團超
過半世紀以來所專長的工業區
開發，與專業影視製作的經驗
與 專 業 知 識 。 「華 萊 塢 」
（Huallywood）影視園區將以
最先進的攝影棚，領軍為全球
電影和電視產業共同集成與組
合一個影視綜合相關服務的產
業鏈。

(綜合報道) 雖然看好政府新南向政策，但英
業達總經理黃國鈞表示，投資印度狀況還算好
，會慢慢成長，因當地產業鏈未成形，投資印
度還是一步一腳印，比較實在。

黃國鈞直言，印度當地勞工法律比台灣嚴
格，仍不太適應，要找到勞工很容易，但為避
免違規，應徵勞工時還是相當謹慎。

他解釋，印度投資步調尚未加快，跟當地
的內銷、外銷市場布局有關，尤其目前產業鏈
沒到位，不必急著搶進。

另外，英業達全球布局，除台灣總部、互
聯網研發中心、太陽能事業之外，中國大陸有
上海、南京、重慶3個據點，海外有墨西哥、捷
克、印度3個基地。

英業達在上海浦東設有大陸總部，並著手
活化資產，南京將以智慧手持裝置為主，重慶
為筆電生產主力。3個海外基地墨西哥當地員工
有1200人、捷克600人、印度100人。

另一方面，整體而言，英業達的伺服器占
營收比重高，比去年底預估好，成長幅度可望
達兩位數，主要成長來自在中國大陸客戶。

英業達董事長李詩欽坦言，去年因匯率因
素，影響業績表現，即便去年營收略減，但毛
利增，若非匯率變化太快，整體營運應該更好
。

李詩欽期盼，明年營收能回到 2013 年的
4600億元高峰，但毛利要維持住，若匯率沒太
大變化，把潛在營收也算進來，還可能更好。

英業達旗下英華達總經理何代水指出，今
年穿戴式裝置及手機出貨7000萬至7500萬支，
其中手機約占60%，明年出貨量與今年相近，但
手機占比將降至50%。另外，英業達南京廠一切
順利，除大客戶之外，還有新客戶，穿戴家居
、智能機械、物聯服務型機器人、搬運車、無
人機，今年下半年都會小量出貨。

英業達個人電腦事業群總經理張輝表示，
個人電腦（PC）整體市場下滑，但英業達持穩
，主因產品布局偏商用型為主，這一波市場變
化裡，商用電腦比較穩定，個人電腦市場下滑
，主要來自消費型筆電市場。

雖然PC銷量不可能往上，但希望持平，尤
其今年筆電出貨應可望持穩。

施俊吉掌證交所 擇善固執的積極行動派
（綜合報道）政務委員施俊吉將轉任台灣

證券交易所董事長，入閣僅1個月又被賦予另
一重任，備受矚目。施俊吉不僅兼具實務與理
論，更是積極行動派，個性擇善固執、做事嚴
謹，深受同事推崇。

證交所董事長李述德即將屆退，行政院長
林全考慮到證券交易所董事長對於資本市場及
產業發展的重要性與不可替代性，決定由施俊
吉接任。

施俊吉是學者出身，曾擔任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委員、金管會委員及主委，在中央研
究院擔任研究員時，長期針對台灣金融市場進
行研究，兼具實務與理論基礎，具有豐富的金
融相關政務與金融市場實務經驗。

熟識多年的友人形容施俊吉 「擇善固執」
、 「做事嚴謹」，是典型的學者，做決策前會
先做好準備研究，一旦決定了，就會努力推動
。友人說，最好的案例莫過於反服貿，當時為
了推動反服貿的理念，施俊吉不僅做相關研究
、發文，更多次參與活動。

施俊吉多次從學界借調出任政務官，從公

平會委員開始，對財團向來就不假辭色，日前
接受媒體訪問談到中嘉案時，更是直言 「我沒
有喝過他們一杯水、吃過一顆糖，有什麼好怕
的。」大砲型的性格，讓各界印象深刻。

一位跟施俊吉相識10年的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資深官員則以 「有魄力、有智慧、處事圓
融」形容老長官，稱讚他是個 「具政務官風範
、令人尊敬的長官」。

這名官員表示，施俊吉擔任金管會主委期
間時間雖不長，卻是個 「積極行動派」，對於
政策的推動有執行力，且因其學經歷豐富，對
政務推動也有獨到見解。

不過，施俊吉的從政路並非一路順遂，他
是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任期最短的主委，任期
僅5個月，對於這段經歷，友人不禁替施俊吉
抱屈。

力霸集團當年爆發財務危機、中華商銀出
現擠兌，時任金管會主委的施俊吉扛下政治責
任，讓這把火不再向上延燒，在綠營被視為勇
於負責、不眷戀位置。

搭檔張善政搶回雙北 朱立倫：沒這事
有媒體報導，傳言規劃新北市長朱立倫（後右）參選下屆台北市長，由前行政院長張善政參選
新北市長；朱立倫19日被問到此事，強調 「沒有這回事，絕對沒有這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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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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委會盼勿把台人遣送陸 北京暫未回應

12項建軍願景 新一代戰艦示意圖曝光

國防部辦採購工作坊 國際廉政學者與會

鄭文燦：區域平衡 資源不該獨厚雙北

（中央社）柬埔寨當局20日說，將把包含
13名台灣人的27人詐騙集團遣送至中國大陸。
陸委會昨天透過聯繫管道向陸方表達，不希望類
似事件一再發生，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陸方沒有
回應。

13 名台灣民眾涉嫌電信詐騙案在柬埔寨被
捕，北京以受害人都是大陸民眾為由，要求柬埔
寨將嫌犯送到大陸受審。

由於柬埔寨與大陸有邦交，柬國表明基於
「一個中國」原則，拒絕把犯嫌自台灣和中國大

陸間區分。由於政府在柬埔寨並無辦事處，很難
阻止柬國強制把人員強制送往大陸。

柬埔寨移民局調查首長海瑟拉（Uk Heisela
）告訴法新社， 「我們已決定將犯嫌遣送至中國

大陸，因為他們都是中國人，中國要求我們暫待
，直到他們決定是派專機或幫他們買機票帶回」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對此表示，政府的立場還
是希望能將這批人送回台灣，昨天已透過聯繫管
道向陸方表達，倘若將嫌犯遣送至中國大陸，無
助兩岸關係良性互動，不希望類似事件一再發生
。

不過，陸方到現在尚無回應。
先前涉嫌肯亞電信詐騙案的台灣民眾被遣送

至中國大陸後，家屬探視在5月20日後仍安排進
行中。陸委會指出，也會努力保障這群柬埔寨涉
騙案的民眾基本人權，包括後續人道探視的部分
。

續辦特招 賴清德：只會讀書也是長才
台南高中特色招生考試19日登場，3449名考生應試。台南市賴清德（後中）上午視察考場時
表示，只會讀書也是一種長才，菁英入學不能免掉，特色招生有必要存在。

（綜合報道）海軍今天公布12項建軍規劃
內容，其中最受矚目的 「新一代主戰艦」示意
圖曝光，據了解，艦上的相位陣列雷達是相當
先進的戰鬥系統，將強化海上戰場管理區域，
提高作戰效能。

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舉辦高雄國際海
事船舶展暨國防工業展最後一次招商說明會，
海軍司令部計畫處主管業務的組長胡嘉聖上校
出席說明海軍12項建軍計畫。

「新一代主戰艦」被喻為台灣版神盾艦，
據軍方人士透露，未來將取代紀德級軍艦，預
劃建造4到6艘，噸位達6000到8000噸左右。

據了解，新一代主戰艦將配載ACS先進戰鬥
系統，其中3D的相位陣列雷達在各國海軍來說
，是先進的戰鬥系統戰備，具備提高海上戰場

管理、指揮海空軍艦戰機作戰效能。
不過，根據海軍建軍規劃期程，新一代主

戰艦不在明年優先項目，要到西元 2018 年、
2019年開始進行。

海軍12項建軍計畫包括 「新型兩棲船塢運
輸艦」、 「多功能人員運輸艦」、 「高效能艦
艇後續量產案」、 「潛艦國造案」、 「兩棲直
升機船塢運輸艦」、 「新一代飛彈巡防艦」、
「新型救難艦」、 「快速布雷艇」、 「新型海

洋測量艦」、 「新一代主戰艦」、 「新式港勤
拖船」和 「陸戰隊特戰裝備」。

海軍表示，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快速布
雷艇與沱江艦將是明年優先項目，概估投資到
114年約新台幣600億元。

（中央社）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說，執政初期會有磨合期，
相信行政院長林全會把每件事情做好，但他說資源獨厚雙北要調
整，應區域平衡。

針對新政府上任1個月，鄭文燦今天接受訪問時指出，新內
閣是想要做事、改革的團隊，在執政初期難免有磨合期，不管是
行政、立法之間的溝通，或是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的溝通，確實
需要再更細緻化。

他說，基本上，選民對於新政府是支持的，這段時間有很多

地方爭取更多發展及資源，這個很正常，以前資源獨厚台北、新
北的時代，應該要調整，實現區域平衡，區域平衡、城鄉平衡也
是轉型正義，每個人的故鄉都要受到照顧，希望新政府能大力建
設桃園。

鄭文燦指出，桃園去年繳稅新台幣1960億元，統籌分配款
及計畫型補助只有600多億元，等於繳3塊才撥1塊，像桃園煉
油廠就是這個例子，污染在桃園，繳稅在台北，對桃園人來講很
不公平，桃園對國家的經濟有很大的貢獻，他也會就每個層面跟

各部會溝通。
他覺得林全很有智慧，也是穩健改革的領導者，相信林全會

把每一件事情做好，目前看起來，整個內閣的決策節奏已經提高
很多，1月選舉完後，很多人以為新政府就任已經半年了，其實
才1個月，時間感有點落差。

鄭文燦說，他相信大家會把事情做好，有些事情做得考慮不
周的地方，他是屬於有話直說，提醒內閣團隊要注意人民的感受
，這是出自於善意的提醒，不管是哪件事情，都是這個態度。

（中央社）國防部明天將
辦 「國軍廉潔教育師資研習營
」、 「中高階採購人員工作坊
」，國際廉政學者將共同擔任
授課講座，分享國際反貪腐實
務經驗，也展現國軍推動廉能
軍風決心和作為。

國防部長馮世寬今天接見
國際透明組織國防及安全計畫
專案主任凱靈（Katherine Dix-
on） 、 顧 問 史 帝 芬 ． 紐 曼
（Steven Newman）與台灣透明
組織協會學者，誠摯歡迎英國
的國際廉政學者擔任國軍廉潔
教育課程講座，導入國際思維
，擴展學員廉政視野創舉。

國防部表示，廉能是政府
的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
形象，國防部明天將辦 「國軍

廉潔教育師資研習營」及 「中
高階採購人員工作坊」活動，
針對各軍事院校廉潔教育師資
及國軍中、高階採購人員，由
國際透明組織會同台灣透明組
織協會學者共同擔任授課講座
，分享國際反貪腐實務與經驗
，展現國軍推動廉能軍風決心
及作為。

國防部說，去年 5 月，國
防部邀國內執廉政學術牛耳的
台灣透明組織協會理事長黃榮
護與前國防大學校長鄭德美上
將共同簽署 「國軍廉潔教育合
作協議」，國際透明組織新任
主席荷西．伍格士（Jose Ugaz
）蒞校見證，已獲國民及媒體
輿論肯定；今年更進一步就
「教育」及 「採購」等面向策

劃兩項課程，代表國軍追求廉
能創新的具體實踐。

國際透明組織國防及安全
計畫專案小組（簡稱TI-DSP）
於民國 101 年推出貪污測量機
制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簡稱
GDAI）」，是全球第一個評估
各國國防與軍購透明度權威指
標。

102年公布首次評鑑成績，
全球82個參與評鑑的國家中僅
2個國家（澳洲、德國）評列A
級，台灣與美、英等7國齊列B
級，屬於前11％低貪腐風險國
家；104年，台灣與澳洲、加拿
大、德、日、新等 16 國併列 B
級，國防部說，顯見國軍清廉
度連 2 次在全球性評鑑中，持
續受國際社會肯定。

李遠哲公布第二屆唐獎生技醫藥獎得主
唐獎評選委員會總召集人李遠哲（圖）19日公布第二屆唐獎生技醫藥獎得主，包括法國科學
家伊曼紐‧夏彭提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美國科學家珍妮佛‧道納（Jennifer A.
Doudna）、以及美籍華裔的張鋒3人。

柯文哲與時代力量
台北市長柯文哲（中）19日出席時代力量台北市本部開幕成立大會，受訪時媒體問到現在是
否只剩下時代力量是朋友時，柯文哲一臉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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