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總商會參訪波蒙特市
休士頓中華總商創始人兼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
蔚華和現任會長孫鐵漢一行12人﹐上周受邀參訪波蒙
特市(City of Beaumont)﹐促進城市間的商務互動﹐增加
投資機會﹒

社區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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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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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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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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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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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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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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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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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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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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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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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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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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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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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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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純微笑牙科」、帶給您應得的清純微笑
 葉濘銓（Angelina 葉）醫師主持，華人憑本報前往 10% Off

圖為 「 清純微笑牙科」 （Pure Smile ) 負責人 Angelina l. 
Yap 葉濘銓醫師（ 左三） 率領工作團隊合影於診所內。

（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 觀音堂 」負責人張杰，趙毅英（ 左一，左二） 與同修
合影。

圖為素食大會海報。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由華人葉濘銓（Angelina 
葉 ）醫師主持的「 清純微笑牙科 」（Pure Smile ) 
已在十號公路與 Greenhouse ( 6 號公路以西， 十號
公路 #747B 出口 ）開業，為華人提供全套的牙齒
保健醫療服務。

凡即日起看到美南電視廣告及看本報工商新
聞前往者，一律給予九折優待（10% off  )。葉醫師
表示：

你的清純笑容是清純微笑牙科的使命！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提供您應有的輕鬆，舒適，

個性化和溫柔的牙齒保健。為患者提供最
高品質的服務是我們最重要的承諾。我

們的超優質服務讓你永遠微笑！在數小時
內，我們努力為忙碌的客戶提供快捷方便的
高品質牙科護理。我們致力於和我們的客戶
建立長期和良好的關係並幫助他們保有健康
的微笑。我們的目標很簡單。我們希望給我
們的客戶特殊和超值的牙齒護理。請讓我們
來幫助你實現你應得的清純微笑。

Angelina L. Yap，葉醫師，在加州舊金山
的郊區長大，就讀於加州大學 Davis 分校，
在獲得化學學士學位大學後，葉醫師搬到
了密歇根州 Ann Arbor 並在密歇根大學 Ann 
Arbor 分校獲得了牙科博士學位。然後，她
在得德州大學休斯頓牙醫科分校獲得了一般

牙科先進性教育證書。葉醫師在全科牙醫牙齒矯
正教育學院獲得獎學金並完成了一項為期兩年的
臨床口腔牙齒矯正教育。葉醫師理充分解牙科患
者的相關焦慮情緒。她能夠安撫和穩定病人的情
緒，使患者體驗舒適和安心的治療。

葉醫師是美國牙醫協會，大休斯頓牙科協會，
德州牙醫協會，和休斯頓亞裔美國牙科協會的活
躍成員。葉醫師喜歡品酒，旅遊，跑步，和她朋
友吃飯，與她的家人和兒子 Aiden 在一起分享生活
樂趣。葉醫師能說流利的中國文，可以方便地與

中國患者溝通。葉醫師和 Urrutia 醫師帶領 3 位助
理為您服務。

清純微笑牙科提供下述服務項目：
牙科服務包括牙齒檢查，牙齒手術治療和牙

齒預防保健 3 種不同的類別。
牙齒檢查包括下述服務項目：a) 填補和修復

受損的牙 - 現在病人可以選擇有牙色或傳統的銀
汞合金填充物。牙科複合樹脂牙科用修復已損壞，
磨損或腐爛的牙齒。b) 定制假牙和可摘義齒 – 假
牙和可摘義齒可用於替代或修補缺失的牙齒。c) 
牙齒美白 - 在診所短時間完成牙齒表面上的小層
凝膠美白，每個美白週期凝膠四次，每次 15 至 20 
分鐘。d) 定制隱形牙齒矯正支架 - 美化牙齒矯正
過程。e) 舒適和安心的小兒牙科治療 - 為兒童提
供無痛，舒適的牙科服務。牙齒手術治療服務項
目 : a) 種植牙 - 用來取代單個或多個缺牙。種植牙
根與您的骨整合，是最卓越的缺失牙齒替代方案。
b) 顳下頜關節治療 - 治療顎關節咀嚼困難及顎周
肌肉的疼痛。c) 根管治療 - 治療牙齒斷裂或骨折
和牙齒外傷。d) 一氧化二氮鎮靜牙科治療 - 幫助
焦慮的病人或病人放鬆接受治療。e) 保護性拔牙 - 
拔掉壞牙或嚴重損壞的牙。

牙齒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 a) 牙齒密封劑保護 - 
在牙齒咀嚼面的凹坑和裂縫面上施加薄塑料塗層，
從而保護牙齒和防止蛀牙。塗抹牙齒密封劑簡單

易做，不需要鑽孔或切除牙齒結構。b) 牙齒美容 - 
牙齒的表面上放
入薄貼面，美化
牙色和牙齒的外
觀。c) 安裝牙橋 - 
恢 復 缺 失 的 牙
齒，改善笑容外
觀，提高你的發
言和咀嚼效率。
d) 定制運動護齒
套 - 護齒套是防
止接觸式和非接
觸性運動面部損
害和傷害的關鍵
護套。e) 深度清
潔牙齦炎預防牙
周炎 - 牙周牙齦
疾病可以通過耗
竭它周圍的骨頭造成牙齒鬆動嚴重損壞牙齒。深
度清潔牙齦炎預防侵蝕骨骼，防止牙齦出血。f) 急
情牙科服務 - 在任何時間，白天 ，晚上或週末和
假期，提供緊急服務。
「 清 純 微 笑 牙 科 」（Pure Smile ) 的 地 址：
19235 Katy Freeway, Suite 300A, Houston ,
TX 77094, 電話：281-647-7873

圖為「 清純微笑牙科」（Pure 
Smile ) 的負責人 Angelina 葉濘

銓醫師攝於診所內。
（ 記者秦鴻鈞攝）

美國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邀請您來參加  

 

 

 

 

 

 
 

品嘗免費美味素食, 還有贈送小禮品 

Texas Guan Yin Citta Cultural Center invites you to join us for our  

 

(free admission, free vegetarian food, small gift, fun activities for kids and more) 

日期/時間 Date/ Time: 7/16/2016 週六 Saturday/ 10:00am-2:00 pm. 
地點: 中國人活動中心 Chinese Civic Center 
住址 Address: 5905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X 77036           
節目 Programs: 
10:00am-11:00am 觀音堂介紹與素食講座/ Introduction of Texas Guan Yin Citta Cultural Center 
and Vegetarian Seminar 
11:00am- 2:00pm 免費美味素食 free vegetarian buffet, 現場做紫菜捲 Veggie rolls demonstration, 
圖騰節目 Totem videos. 
11:30am to 2:00pm 小孩活動 kids activities, cupcake decoration, ice cream and more. 
 
**前 50 名可獲得一本<素进万家> the first 50 people will receive a vegetarian booklet. ** 
詳情請打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832-736-1897  

美國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邀請您來參加
          首屆「 心靈素食分享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美國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邀請
您 7 月 16 日（ 下周六）來參加 第一屆「 心靈素食分享會 
」，品嚐免費美味素食，還有贈送小禮品，時間在當天上
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5905 sovereign Drive 
,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歡迎闔家蒞臨。

當天的節目包括：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觀音堂介紹與
素食講座； 上午

十一時至下午二時，免費美味素食品嚐，並可享受現
場做的紫菜捲，及觀賞圖騰節目，當天上午十一時半至下
午二時，還安排小孩活動，讓父母安心參加節目。

凡參加的前 50 名，還可獲得＜ 素進萬家＞ 一本，更
多詳情諮詢，請電：832-736-1897

7 月 16 日舉行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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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金城銀行暨德州元極舞協會聯合健康講座
時間：星期六, 7月16日上午10點
地點：金城銀行總行二樓會議室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講題：頭面頸部運動預防中風、偏癱、和老人癡呆症
主講：孫長寧中醫師

接近退休年紀的人腦細胞漸漸退化萎縮，血管變得狹窄脆
弱，腦部血氧不足，導致百病叢生。五十歲是人生健康的分水
嶺，這時也是事業高峰，家庭責任也是最重，多數人沒時間鍛
煉身體，自以為沒什麼大病，健康情況還算滿意，錯過了造就
一生健康長壽的黃金時段。缺血性中風、偏癱、和老人癡呆症
等慢性病都屬於生活方式病，治療困難，預後不佳。但是適當
有恆的養生運動卻能預防這些難纏的生活方式病。

金城銀行為推廣健康生活，與致力於提倡健康、快樂、環
保、公益理念的德州元極舞協會聯合舉行健康講座；七月十六
日上午十點特別邀請明尼蘇達大學結構力學博士孫長寧中醫師
在金城銀行二樓會議室講解簡易頭面頸部運動方法，以預防中
風、偏癱、和老人癡呆症。場地座位有限，請和金城銀行Terry
Hou聯絡，以免向隅。電話713－596－6848。

金城銀行和德州元極舞協會持續關懷社區，期許凝聚社區
的力量，為提昇社區朋友生活品質和健康體魄共同努力！歡迎
社區朋友踴躍參加講座，也期盼更多朋友一起學習元極舞，有
興趣的朋友請和王碧珠老師聯絡，電話832-643-8069。。德州
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電話:713-777-3838。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罪犯防治、人人有責）
汪得聖警官主講
重要的犯罪預防秘訣以及如何避免成為身份竊盜下的受
害者
7月9日（Sat)上午10時
美南銀行總行一樓社區會議中心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7月月會
7月9日（Sat)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Houston,TX.

第三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
7月10日（Sun)中午12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活動
快報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華人業餘西
畫社於2016年6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十至
十 二 點 在 10303 West Office Dr. Room
203 Houston, TX 77042 的僑教中心二樓
203 室邀請到著名藝術家威廉遜（Bruce
Williamson）先生為社友及僑社演講[油彩
畫的技法]. 機會難逢，對藝術有興趣的僑
社人士都踴躍參加。

著名藝術家 Bruce Williamson 傳授繪
畫的技巧並分享經驗，Bruce Williamson
親自現場作畫，使愛好繪畫僑界人士能現
場觀摩且學習整個畫作流程。

布魯斯 威廉遜（Bruce Williamson）
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歐克維爾市，他
自小就與藝術結緣。他的母親是水彩畫家
，曾祖父，桑福德弗萊明爵士，曾設計了
第一張加拿大郵票。他在他叔叔擁有的藝
術畫廊，曾展示與賣出了許多油畫。在結
束 John Damm ARS 的大學藝術課程後，
他去紐約的 Art Student's League 進修。

布魯斯年青時，曾放下畫畫成為一名

天主教神父。這一段期間，他旅遊各國，
獲得教宗 John Paul 二世的派任在羅馬住
了七年，。在 Aquinas 聖湯瑪士大學期間
也有幸參與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的
偉大旅程並和她一起工作。在歐洲學習藝
術史上傑出人物的這段時期，是他成為一
個天賦藝術家的最大影響。多年來，布魯
斯贏得了許多獎。2008 年休士頓 Civic
Art Association (HCAA) 展，他得到專業人
像組的第一名和專業油畫組的第二名與一
個榮譽獎。他也是國際上廣受好評的
Artist's Magazine Competition 第 23 屆的決
賽者。

由 Inter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
porary Masters of Fine Art 贊助的 Salon In-
ternational 在 2006 和 2008 年選取了他的
作 品 ， 展 示 於 聖 安 東 尼 的 Greenhouse
Gallery。2005年 HCAA專業油畫展, 他贏
得了第一名。2000 年 Pasadena League 藝
術展他獲得首獎。身為藝術家國家協會
（NSA）會員的他曾兩次出現在 National

Juried Show 並在1999年的會員展覽,榮獲
最 佳 展 示 獎 。 他 也 是 Oil Painters of
Americas (OPA) 的會員，在意大利（薩薩
里）有個非常成功的個人畫展，在休士頓
也有好幾次個人畫展。

他前往佛羅里達州和 St. Croix VI 以
及在休士頓，提供繪畫示範和主持工作坊
，也在他的工作室裡教授油畫。目前在休
士頓，達拉斯，薩拉多，聖克羅伊和佛羅
里達州傑克遜維爾的畫廊裡都有他的作品
。他還捐贈作品給好幾個慈善基金會。

布魯斯威廉遜先生的工作室:
4848 Guiton, Ste. 240 Houston, TX

77027 (713-927- 8517 )
Bruce Williamson 說明一些構圖技巧

，並協助僑界人士了解創作時應該要注意
的架構、質感、色彩的分配等細節，帶領
僑界人士領會繪畫藝術之美。參與的民眾
能親眼目睹藝術家整個創作的流程，且經
由藝術家的實地分享，使參與的僑界人士
獲益頗多。

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在僑教中心舉行油彩畫講座
著名藝術家威廉遜傳授油彩畫的技法並分享經驗

 







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李美英社長於6月25日邀請到著名藝術家
Bruce Williamson來主講油彩畫的技法並分享經驗,嘉惠與會人士。(
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社友們及對藝術有興趣的僑社人士參加著
名藝術家威廉遜（Bruce Williamson）先生演講[油彩畫的技法](記
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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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加強兩地之間的商
業互動，休士頓中華總商會創始人兼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ITC)主席李蔚華和現任會長孫鐵漢一行12人，6月
28日上周受邀參訪波蒙特市(City of Beaumont)和波蒙
特港口進行商務訪察，尋找可發展的投資合作項目。

為彰顯對合作機會的重視，休士頓中華總商會全
員出動，理事會員一行12人，受到波蒙特政要學者包
括傑克森縣(Jackson County)委員Eddie Arnold、傑克森
縣法官 Jeff Branick、波蒙特港務局長 Chris Fisher、港
務局委員Lee Smith、港務局公關助理Carold Gary、拉
瑪大學(Lamar University)工程學院院長 Srinivas Palanki
、拉瑪大學港務管理執行董事Erik Stromberg、波蒙特

觀光部主任Elizabeth Eddins、波蒙特市商會會長Regi-
na Lindsey等人熱情接待。

一行人參觀波蒙特市，了解市政結構與波蒙特港
口的營運狀況，找尋其適合的合作投資機會；並且希
望能藉由拉瑪大學(Lamar University)擁有德州唯一的港
口運輸管理科系，看是否有教育學術交流，可提升產
業合作水平。

中華總商會表示，這次的商業考察為雙方合作契
機打開了大門，帶來龐大的合作商機。希望雙方能進
快促合合作交流機會，將會對兩地帶來不小的經濟效
益。

草間彌生休士頓個展
前所未有圓點狂潮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今年夏天，
日本當代藝術大師草間彌生來到休士頓舉
辦個人展覽，用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強烈視

覺語言震撼元素，讓休士頓美術館(The
Museum of Fine Arts)搖身一變成為繽紛圓
點世界。 「宇宙的盡頭(At the end of Uni-

verse)：草間彌生巡迴展」將展至9
月18日，喜歡她的創作的人可別錯
過了。
擅長以鮮豔色彩的視覺效果，在

如夢似幻的空間裡，搭配各種綿延
不斷的大小圓點，讓觀眾體驗感官
震撼。草間彌生是當今最廣為人知
的藝術家之一，她的創作涵蓋超現
實主義、抽象極簡主義和普普行為
藝術等概念形式，在全球各地巡迴
展出時，造成轟動，至今仍以經典
的鮮豔圓點圖騰風靡全世界。
現年 87 歲的草間彌生，出生於

1929年，從小罹患精神分裂症，導
致時常出現幻覺，繪畫中充滿大小
不一的圓點。她經歷過二次大戰糧
食匱乏年代，南瓜成為當時日本人
的主要食物，也使得草間彌生對南
瓜特別有感情，更成為她重要創作
題材，所到之處，絕對有一顆千變
萬化的南瓜，富有生命力。
這次休士頓的 「宇宙的盡頭」分

兩部分主題，其中
一個以數以萬計的
金黃色的燈飾，點
綴密閉的黑暗空間
，遊客可站在展室
的正中央，感受金
碧輝煌的閃爍感，
如同穿梭在宇宙中
。

另一個則比較帶點浪漫意象，各種五
顏六色的註冊商標圓點圖騰，搭配裝置藝
術的顏色變換，觀眾觀賞時會有草間彌生
朗誦日本愛情詩，餘音繚繞在展出空間裡
，分外浪漫。

對草間彌生生平有興趣的人，另還有
介紹1960至1970年代，與草間彌生一同合
作的當代藝術大師，詳細介紹他們的作品
展示，透過各種代表作，能讓人完整觀察
到草間彌生的創作軌跡。

展覽票價 19 歲以上 18 元，13 歲至 18
歲青少年、65歲以上老年人、學生票和軍
人為13元，12歲以下孩童免費。建議民眾
可先上網購票，詳細購票資訊可至官網查
詢 http://www.mfah.org/exhibitions/kusa-
ma-end-universe/。

中華總商會訪波蒙特市
考察商業投資機會

其中一個展區，鮮豔圓點充斥。(取材自官網)

中華總商會創始人李蔚華(左六)、商會理事李雄(右四)與會長孫鐵漢(右六)等
人合影。(中華總商會提供)

眾人舉杯慶祝，期待未來有進一步的商業合作。(中華總商會提供)

入口處就可看到醒目的南瓜裝飾。(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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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一星期
，香港經歷了一

場令人膽戰心寒的噩夢。在九龍灣工廈
迷你倉樓宇中，發生四級大火，焚燒多
日，期間火光熊熊，濃煙密布，如同人
間煉獄，但一眾消防員仍冒著生命危險
，衝入火場，奮力撲救火勢，展現出消
防人員的無畏無懼、克盡己職的專業精
神，贏得全港市民的敬佩和尊重。可惜
大火無情，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和消防
隊目許志傑二人，不幸相繼殉職，遺下
了他們的太太和稚子。每一名市民聽到
噩耗，都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紛紛對
其家屬作出深切慰問和捐助，希望協助

他們渡過難關，展現出香港人同舟共濟的精神。
香港消防人員真是不折不扣的真漢子，他們

不論在發生火災、水災、海難或山泥傾瀉時，都
會奮不顧身地去拯救危難者，脫離險境。他們執
勤時，每分每秒都與死神搏鬥，箇中的危險和辛
酸，實非外人明白。故此歷來在香港大學民調中
，消防處一直是獲最高評分的紀律部隊，深受市
民愛戴。今次事件導致香港痛失了張耀升和許志
傑兩位英雄，但他們的英勇行為和精神，將會長
存在我們的心中。

今次火災的真正成因仍有待調查，但悲劇一
宗也嫌多，2010年發生的麗昌工廈四級大火，已
有消防員在救援行動中殉職，事後香港政府稱會
研究提升舊式工廈的消防設施，包括強制安裝花

灑等，但最後不了了之；而去年底也有議員要求
當局，交代如何監管迷你倉，可惜政府只是官腔
回應，十問九不知，既沒掌握迷你倉的數目，亦
無計劃加強法例規管，只是單靠營運者和用家自
律。若政府當年能痛定思痛，決心改善舊式工廈
的消防設施，並完善迷你倉的規管法例，今次的
慘劇或許不會出現。

香港人的居住空間嚴重不足，導致迷你倉盛
行，不少工廈、舊樓，更長期被非法改裝為劏房
、迷你倉。現時全港約有86,400間劏房，住戶人
數近20萬人，劏房除了擠迫和衛生環境惡劣外，
亦未必符合建築安全和消防標準，成為都市炸彈
。2011年花園街大火，就因現場逃生困難，導致
9名劏房住客慘死。前車可鑑，政府不能再抱著
僥倖心態，必須亡羊補牢，加強規管，嚴格巡查
，杜絕人禍，防止類似慘劇歷史重演，避免再有
人失去寶貴生命。

記得本人在執筆撰寫本文時，九龍灣迷你倉
已燒了108小時，大致熄滅，兩位消防員不幸殉
職及多位消防員受傷的惡耗，尤其令人心痛，我
讀到報上和電視新聞片段時，都感到心如刀割，
這亦是我最不願談論的話題。市民看在眼裡也感
到緊張，作為家屬更擔心。朋友的丈夫是消防員
，經歷這數天的大火後，她在社交網站平台上，
有感而發，大致說救火救人是消防員的責任，但
在生命更可貴的大前提下，上級作出決定前，應
考慮他們的安全，她說： 「我們不需要 『英雄丈
夫』，能安全上班，平安回家的，才是我們認為

的 『真‧英雄丈夫』！」
年前我曾看過電影《救火英雄》，了解

消防英雄在關鍵時刻，擔負重任。他們的
壯舉，也更讓我們思考了 「英雄」的定義

。戰爭年代，抵禦侵略、為國捐軀是民族英雄。
和平年代，保護民眾的安全，他們是我們身邊的
英雄！英雄的去世，帶給家庭的悲痛、社會的悲
哀。在萬裡之外的我，向他們的家人致以深切的
敬意和慰問。 當天在電視機中看到有消防員妻子
，因擔心丈夫安危，特意到火場探望，兩人再相
見時，深情相擁，男的更流下眼淚。此情此景，
真的有點恍如隔世，人隔萬重山，我心中亦悽然
。

大抵消防員都有種使命感，做其妻要習慣他
在工作上的挑戰，就是他走進險境的時刻，家中
一切，就由妻子負責。有說嫁給消防員要有勇氣
，能忍受他忽然要走人的危機；有說當消防員的
妻子，要夠獨立和很有主見，懂得在他不在家的
時候，照顧自己和家人；有說消防員妻子是入水
能游，出水能跳的人，要學會應付一切，小如家
中瑣碎家務，大如家人生病甚至生孩子等，可能
要獨自處理。經多年訓練她的 EQ必定高，才能
令消防員丈夫安心工作！相信作為消防員的老公
也一樣。

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脫下消防制服，也
是別人的子女、丈夫、妻子或父母。每次出勤，
都彷彿徘徊在生死邊緣，做到真正的出入平安，
肯定是每位消防人員家屬的願望！

焚燒 108 小時的牛頭角淘大工業村迷你倉四
級火，最終救熄了，但同時亦奪去了兩名消防員
性命。消防處特為火警中第一位殉職的高級消防
隊長張耀升，舉行路祭，其太太、親人及同袍等

有逾百人出席，向張耀升作最後致敬。張耀升乃
於6月21日晚，率領煙帽隊進入火場救火，與同
袍失去聯絡，約50分鐘後被尋回，惟不幸殉職。
路祭儀式便是在起火的工廈前舉行，身穿黑衣的
張耀升妻子、媽媽、以及消防處同袍與警方代表
等，陸續到達現場；儀式開始，全部人先默哀一
分鐘，張耀升太太向丈夫獻上鮮花，此時張太終
忍不住，哭成淚人。之後她由女消防員陪同下，
與家人戴著消防專用頭盔，進入張耀升最後擔任
職務的淘大工業村，上到5樓，亦到起火迷你倉
的3樓。家屬在火場逗留約15分鐘後，便上車離
開。

張耀升生前擔任技術支援組的導師，多名準
備接棒做消防員的學員，亦有到場向他鞠躬致意
；而相識多年、出生入死的同袍，以及來自不同
消防局的同僚，以百合花表達對張耀升的懷念，
部分人神情哀傷，有同袍獻花後忍不住落淚，有
人輕拍膊頭互相安慰。火無情．人有情。我們英
勇無畏的消防員犧牲後，感動了香港千百萬人心
。香港演藝人也是普通的香港市民，是消防員們
的兄弟姊妹，為他們生命的逝去悲痛，也為他們
的英雄壯舉驕傲。陳詠謙改編的歌詞，更是觸動
了每個人的心。尤其那一句 「迷途時，求求上天
帶路 、平平安安回家」。樸素的句子，寫出了大
家對平安的盼望，對救火英雄的不捨。唱到這句
時都哭了，很多人哽咽唱不下去。因為張耀升隊
長和許志傑隊目沒能回家。鐵都熔化的高溫、致
人昏迷的濃煙，火災現場猶如地獄，他們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當英雄從現場撤出時，頭盔
和眼罩都已經燒熔，他們是多麼的大無畏！而那
一幕，也深深刺痛了香港市民的心。

向我們英勇無畏的消防員致敬
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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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不可逾
楊楚楓

失蹤近 8 個月、日前
由內地返港的香港銅鑼灣
書店店長林榮基，突然召
開記者會，公開失蹤期間

的種種疑團。林榮基透露，書店股東李波曾向仁山表示，他本人是
在非自願的情況之下，被人由香港帶返內地。因而林榮基認為：事
件已說明 「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觸及香港人的底線，所以決定公
開事件，否則香港會無得挽救。

林榮基憶述，去年10月24日他由香港去深圳探女朋友，在過關
時，被內地關員帶走，其後在深圳派出所過了一夜後，輾轉被押送
至浙江寧波一幢大樓2樓的一個房間，押送期間 「落曬塔(手扣)，戴
咗眼罩，同鴨舌帽」，首次審問前，則被要求簽署文件，表明放棄
見家人及聘請律師。林表示，對方主要查問，為何寄書到內地，及
香港書店經營情況，又問及是否認識有關讀者和書籍作者，對方最
初指他將禁書帶到內地，違反國內憲法，其後又指他違反經營法例
。林榮基在記者會上多次質問，為何在港合法經營的書店，會在內
地被控違法。

林榮基其後5個月在不足300呎的房間，24小時由兩人看守，被
提審多達20至30次。他說，雖然是監視居住，但不能踏出房間一步
， 「只可以望住個天孤立無援」。他又指，至今對方未有表明身份
，期間有人說漏嘴，指他們是 「中央專案組」，而且曾有兩個北京
派出的人，指他是 「被專政的人」， 「政府」對待他們絕不會手軟
，在回港前約3個月，他則被送往廣東韶關，生活上有多一些自由
。

林榮基表示，今日曾接觸
李波，對方私下透露自己在非
自願下，被人由香港帶返內地
，他認為， 「如果李波係俾人
笠咗上去，好明顯係跨境執法

」，說明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至於銅鑼灣書店各人，均曾拍片講述
事件或承認責任，林榮基指，其片段是 「有導演有台辭」，在惶恐
之下，雖然認為自己無犯事，但仍照劇本說自己 「深刻知道錯誤 」
，他說： 「佢叫我承認，我無法唔承認」。

林榮基指，今次返港其中一個條件，是昨日將存有書店讀者紀
錄的硬碟，帶回內地，並一度已帶同硬碟去到九龍塘，但他怕影響
內地的讀者，在最後一刻拒絕，並決定公開事件。他表示，過去兩
日不眠不休地本地翻看過去有關書店事件的新聞，見到曾有6,000港
人為書店5人今次遭遇，而為他們上街抗爭，他感受很深，他說：
「呢件事唔係我個人嘅事，係香港整個社會人嘅自由訴求，中央政

府逼到香港人無路可退」，而李波於香港被擄走，更是違反一國兩
制，觸及香港人嘅底線，故決定公開交代事件。他指： 「如果我哋
唔出聲，香港就無得救」。他表明，不會再返回內地，亦不會離開
土生土長的香港；至於在港的人身安全，則要 「睇下香港政府有無
保障」。協助林榮基的香港律師何俊仁指出，如果林榮基在記者會
之後突然消失，大家都會知道真實原因。

其後香港政府發言人回應說，鑑於林榮基向傳媒講述的情況，
警方正主動聯絡林榮基了解，並會作出適當跟進。特區政府一直重
視每名港人的人身安全，並會堅決依法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林榮基記者會之後，香港銅鑼灣書店另一股東李波隨即在社交網站
Facebook（臉書）發文，反駁林榮基上述說法，稱未曾向林透露自
己是被內地執法人員強行從香港捉拿回內地，“被擄走”的。

針對銅鑼灣失蹤案引起的輿論爭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回應稱：李波已通過某種方式回應了林榮基的說法；中國政府貫徹
“一國兩制”的決心堅定不移。她強調林榮基是中國公民，他在內
地違反中國法律，中國部門當然有權依法處理。至於仍被扣留的書
店東主桂敏海的情況，華春瑩表示沒有新消息可提供。李波是銅鑼
灣書店5人失蹤案中最晚失蹤的一人。目前，除了股東桂敏海，被
帶走的其余4人已返回香港，最近一位返港的即是林榮基。

港府方面對事件進行了回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稱，特區政府
會堅守“一國兩制”原則處理香港事務，如確定有外地人員在港執
法，是不可接受的。對事件所引發的公眾疑慮，曾俊華稱非常重視
香港居民人身安全，會依法保障香港人權利和自由。香港律政司長
袁國強回應稱. 非常關注事件。他留意到另一位當事人李波與林榮基
的講法有出入，故現階段難評論具體細節。袁國強有留意林榮基新
聞會，但稱如果考慮到事件對“一國兩制”有否影響，“相信大家
要比較全面考慮這件事”。

袁國強指出，“一國兩制”落實須雙方了解及尊重，若有人在
內地犯法，須根據內地司法制度處理，而若在香港犯法，則所有法
律權利亦應得到尊重。

袁國強重申，特區政府一定會盡力維護“一國兩制”、權益權
利。被問到中港通報機制是否已經失效，袁國強指有關機制非由律
政司負責，他不方便具體評論。但他重申，如果知道香港人在內地
出事，特區政府會盡所能提供可以提供的協助。

至於內地人員“押”人回香港是否違反“一國兩制”，袁國強
稱視乎“押回來”是什麼意思。他續說，一個有權利返香港、有居
港權的人，來往香港沒問題，但如果涉及有人陪同，做什麼事才算
違法，就要依據香港法例來定。袁國強強調，只有香港執法人員才
有權在港執法，除非根據司法互助協議，否則其他執法人員在香港
無權執法。他又說，如果知道有這些行為，政府會跟進相關事項，
但沒透露如何跟進。

inclination of 40.8 degrees. (Courtesy http://abcnews.
go.com/Technology)
China successfully launched its Long March 7 rocket 
over the weekend in a key test that will pave the way 
for a planned space station set to become operational 
by 2022.
Blasting off from the Hainan Wenchang Space Launch 
Center in southern China, the 53-meter rocket carried a 
mock-up of China's next generation crew spacecraft so 
officials could find out how the vessel fared during re-
entry. The new vehicle could one day be used to help 
service the China's future space station.
Using a parachute landing system, similar to the 
Russian Soyuz, the dummy spacecraft landed safely 
in the Badain Jaran Desert in Northwest China after 
spending 20 hours in orbit, Chinese officials said.
"It was designed to collect aerodynamic and heat 
data for a re-entry capsule, to verify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detachable thermal protection structure and 
lightweight metal materials manufacturing, and to 
carry out blackout telecommunication tests," China's 
space program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53-meter Long March 7 is the middle child in a 
trio of new Chinese rockets. The Long March 5 is a 
heavy-lift launch system while the Long March 6 is 
designed to carry lighter satellites into orbit.

With this in mind, having a direct link to major 
countries may not only boost its economic power, but 
also its political clout in both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emisphere.
At the end of the Silk Road project, South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may be among the nations to 
end up in debt with China for providing a project that 
would push their 
economic growth 
forward.
"Many ASEAN 
countries are 
rich in resources 
but lacking in 
construction 
funding which 
slows our 
economic growth, causing an infrastructure deficit and 
resulting in a low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Philippines' S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Vice-
Chairperson Teresita Sy-Coson told the outlet.
She further noted that the B&R Initiative is probably a 
direct response to the ASEAN countries' cry for help.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s since clarifie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expansionism, 
but rather as an open initiative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ld," the People's Daily reported.
China's Benefits
Aside from what has been mentioned above, 
Ivanovitch said that China can benefit from the New 
Silk Road project through other means like the easing 
up of growth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an 
increase in the Chinese people's income.

According to him, hundreds of Chinese citizens were 
employed in the B&R Initiative as well as other joint-
venture projects with countries that agreed to support 
the New Silk Road.
For example, about 600 Chinese are working in 
Uzbekistan to make sure all 70 projects that are 
partially funded by China with about $6.5 billion 
become a success.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cross Asia to Expand 
China’s Business and Influence

With New Fund, 
China Hitting Silk Road Stride

China’s ambitious plan to expand trade links westward 
into Central Asia in the spirit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s taking shape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shift foreign currency into a special fund.
The State Council 
will tap the 
nation’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for about 65 
percent of a new 
US$ 40 billion 
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financing 
mechanism called 
the Silk Road 
Fund.
The rest of 
the fund’s cash will come from the government’s 
sovereign wealth fund, China Investment Corp., and 
two policy banks,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and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apital Co. (CDB), 
sources said. CIC’s share of the tranche is 15 percent, 
while the banks will contribute 15 percent and 5 
percent, respectively. Future injections may be ordered 
if investment demand warrants.
The Silk Road Fund is one of four outbound 
investment initiatives winning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Beijing in recent months. These projects will 
supplement similar multibillion-dollar funds launched 
by China in recent years to support development i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Last year in July, China and its partners in the BRICS 
bloc agreed to contribute a combined US$ 100 billion 
to establish the Shanghai-based New Development 
Bank. The bank will help improve member countries’ 
resilience agains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fluctuations and financ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emerging countries.
In October, Beijing 
committed US$ 
50 billion and 
organized several 
partner countries 
to form the new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The bank will 
targe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cross 
Asia, with a focus 

o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 (ASEAN) 
members. The bank’s goal is to raise US$ 100 billion 
for projects.

The new kerosene-fueled Long March 7 rocket rocket, 
developed to become a workhorse for a planned 
Chinese space station and the country’s clandestine 
military space program, flew into orbit Saturday on its 
inaugural flight from a launch base on Hainan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rning a combination of rocket-grade kerosene and 
liquid oxygen, six YF-100 engines on the Long March 
7’s core stage and boosters lit with a flash of orange 

light and climbed away from a new 
launch pad at 1200 GMT (8 a.m. 
EDT; 8 p.m. Beijing time) Saturday,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 or 
CASC, 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s 
state-owned prime contractor.
Thousands of space enthusiasts 
crowded around the Wenchang launch 
base on Hainan Island off China’s 
southern coastline to get a view of the 
nighttime blastoff. In a rare move for 
China’s still-secretive space program, 
authorities established eight viewing 
sites around Wenchang to host the 
public.
Climbing atop 
more than 1.6 

million pounds of thrust, the 
174-foot-tall (53-meter) rocket 
soared southeast from Wenchang, 
releasing its four liquid-fueled 
strap-on boosters at about T+plus 2 
minutes, 55 seconds, to fall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Moments later, 
the twin-engine first stage shut 
down and sepa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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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 Silk Road town of Kashgar remains a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enter. (Photo : Getty Images) Members Of The Silk Road Forum 

Held In Madrid, Spain In 2015

The Silk Road Map Of Ancient Times

The Long March 7 rocket lifted off at 1200 GMT (8 a.m. EDT; 8 p.m. Beijing 
time) Saturday. (Photo Xinhua)

A crane lifts the reentry module, which 
was aboard the rocket Long March-7.

China Launches Its Most Powerful Rocket Yet

'Belt & Road Initiative' Benefits
China As Well As Other Countries

The Chinese-initiat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expected to benefit man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not as much as it would provide better busines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country.
A commentary from CNBC's Dr. Michael Ivanovitch 
explained that the highly commendable project 
proposed by China is good not only for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jumped in to get a bite of the benefits of the 
modern "Silk Road."
This proves that while China has promised it w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benefitting from the projec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Asian giant has a surefire win 
should the initiative bear fruit.
The B&R Initiative Agenda
China is obviously going to benefit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what is unclear is to what extent.
Critics cited by the Bangkok Post said that Beijing is 
going for a bigger role as a global superpower. 

Four smaller YF-115 engines, burning the same 
kerosene/liquid oxygen mixture, ignited on the Long 
March 7’s second stage to continue the journey into 
space, reaching a preliminary orbit about 10 minutes 
after liftoff.
The Long March 7 is the most powerful rocket ever 
built in China, with capacity to place nearly 30,000 
pounds — about 13.5 metric tons — into low Earth 
orbit, roughly equivalent to the performance of a 
United Launch Alliance Atlas 5 rocket with two solid 
rocket boosters. That figure will soon be bested by 
the heavy-lift Long March 5 launcher, will haul up 
to 55,000 pounds — 25 metric tons — into low Earth 
orbit after it debuts later this year from a nearby launch 
pad at Wenchang, matching the low-altitude orbit 

capability of ULA’s Delta 4-Heavy 
rocket.
China’s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the Long March 7 
reached an orbit with a low point of 
about 120 miles, or 200 kilometers, 
and a high point of about 244 miles, 
or 394 kilometers. Independent 
tracking data fro the U.S. military 
showed two objects attributed to 
the Long March 7 launch orbiting 
Earth at a similar altitude,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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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西北部小鎮薩布塞多，當地舉辦西班牙傳統的"Rapa das Bestas"捕野馬節。在西班牙的西北部地區，
民眾將在七月的第一個週末慶祝“野馬節”。上百隻野馬被圈住，供人們爭相圍捕。該節日有四百年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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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皮科馬約河河水枯竭，鱷魚為生存扎進還沒有被完全曬乾的
泥土裏。巴拉圭與阿根廷邊境近日來遭遇嚴重乾旱，地面龜裂，巴拉圭
政府已發佈環境緊急狀態。原本生活在河水中的魚類已經被曬乾。哺乳
動物因為高溫加上水資源短缺，也難逃乾渴致死的命運。

阿根廷首都動物園將關閉
140年“囚禁”生活結束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
斯市政府近日宣佈將關閉有著
140年曆史的首都動物園，園
中的動物將被送回野生環境生
活。布宜諾斯艾利斯動物園
(Buenos Aires Zoo)佔地面積
18公頃，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
巴勒莫地區，是這座城市一處
重要的旅遊景點。據悉，關閉
動物園是出於對動物的保護，
順應阿根廷各界對動物權益保
護的願望。動物園關閉後，將
在其原址上修建生態公園，而
園內飼養的動物將被送到本國
和其來源地國家的自然保護
區。目前，動物遷移工作已經
展開。同時，動物園的220名
飼養員和工作人員也將由市政
府妥善安置。

西班牙小鎮舉辦“野馬節” 圍捕場面驚險刺激

美國銀行業貸款激增 或醞釀風險
綜合報導 受經濟回暖、地產復蘇等影響，美國

銀行業近期出現貸款激增現象，幅度超過經濟增長

率。有業內人士警示，增幅顯著的放貸潮下，信貸違

約的風險也在積累，在消費領域已出現不好苗頭。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銀行業的巨額抵

押貸款業務正在持續膨脹。根據對聯邦住房貸款數

據的壹項分析，2015年美國最大的六家銀行中，此

類巨額房貸占抵押貸款批準總額的比例升至24%，

之前壹年為21%。這類發放給富人的巨額抵押貸款

金額通常在41.7萬美元以上，抵押貸款危機發生之

後，這類貸款在大銀行裏正變得越來越流行。

上述最新數據顯示，壹些銀行正繼續增加巨額

抵押貸款發放量，以應對上次危機之後的監管壓力

及其他變化。《華爾街日報》上個月的壹篇文章中

也提到了這個策略。2012年，六大行中巨額貸款占

抵押貸款批準總額的比例只有12%。不過，該策略

也導致面向黑人、西班牙裔借款者放貸量的減少，

因為他們很少能拿到巨額貸款。

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市公平貸款軟件公司

ComplianceTech的聯席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厄爾稱，

美國銀行業的避險情緒越來越濃。

美國最大 10家零售銀行中共有六家可以獲得

2015年的貸款數據，這些銀行是摩根大通、美國銀

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浦瑞興金融集團和太陽

信托銀行。

在這六家銀行中，2014年至2015年期間向黑人、

西班牙裔和白人發放的巨額貸款占抵押貸款批準總額

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向亞洲人發放的貸款占比上升。

大型銀行當年轉向巨額抵押貸款的趨勢在摩根

大通表現得最為明顯。摩根大通是美國資產規模最

大的銀行，巨額抵押貸款無法獲得聯邦國民抵押貸

款協會(房利美)和聯邦住房貸款抵押公司(房地美)

的擔保。根據分析數據，摩根大通去年巨額抵押貸

款占抵押貸款批準總額的比例升至大約40%，高於

2014年的約29%。該行發言人不予置評。

去年美國銀行和花旗集團巨額抵押貸款的占比

均上升，富國銀行、太陽信托銀行和浦瑞興金融集

團的巨額抵押貸款占比與2014年基本持平。

在個人消費貸款方面，美國信貸也存在違

約隱憂。瑞銀集團上月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

美國在過去幾年發行的貸款中，汽車貸款的拖

欠率高企。瑞銀集團表示，美國在金融危機之

後大幅放寬了家庭的貸款條件，這導致低質量

的非銀行貸款激增。

不良資產處置市場規模超萬億
產能過剩企業風險暴露

壹面是以產能過剩行業為代表的企業

資金鏈風險持續暴露，壹面是商業銀行信

貸資產質量加速下滑，伴隨著經濟結構長

期而艱難的調整，不良資產持續生成，不

良資產處置市場的規模也在持續上升。機

構測算的數據顯示，2016年不良資產的市

場化投放規模達1.5萬億左右。

緊繃 產能過剩企業成風險高發區
在這壹輪經濟調整周期中，產能過

剩行業企業的資金鏈最先受到嚴重沖擊，

由此引發的金融風險不容忽視。

據Wind數據統計，截止到 6月底，

今年來國內已有 18家發債主體違約，涉

及債券數量 36只，本金超過 200億元。

財通證券報告稱，2016年迄今的違約事

件達到過去兩年總和，所有債券類型均

出現過違約。其中，民企是主要違約主

體，央企和地方國企也不在少數；它們

大都以中上遊強周期行業最為多見。與

此同時，據Wind統計，今年以來已發生

105 起主體評級或評級展望下調事件，

產能過剩行業繼續承壓

。

在經營虧損和過度

負債的雙重壓力下，產

能過剩行業的資金鏈壹

直緊繃。以煤炭業為例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數

據顯示，2015 年大型煤

炭企業虧損面超過 90%

，行業利潤總額僅441億

元，是2011年的十分之壹

，而負債總額則同比增長10.4%至3.68萬億

元，90家大型煤炭企業負債總額高達 3.2

萬億元。Wind數據也顯示，截至壹季度

末，39家上市煤炭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

59.16%，超過70%警戒線的有10家。

值得註意的是，今年境內債券市場到

期償還量將創歷史新高，尤其是下半年將

迎來償還高峰。據Wind統計數據，2016年

7至12月，將有2.72萬億元的公司信用類債

券面臨到期償還或提前兌付，高於上半年

的2.53萬億元。其中下半年債券紮推到期

主要集中在8月和11月，分別是4930.4億

和4735.5億，較去年同期大漲了34.6%和

15.3%。另據瑞銀統計，在鋼鐵等產能過剩

嚴重的行業，8月開始將是債券到期高峰，

屆時會有約800億元債券到期，10月和11

月將有大約900億元債券到期。

中信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明明表示，

“從信用事件來看，近期信用事件雖然沒

有大規模爆發，但是也在逐步釋放，如繼

續發酵的春和、東特鋼，與引發區域風險

擔憂的川煤集團等，產能過剩行業發行人

密集的評級下調更是前所未有。所以我們

對信用利差中期繼續走擴的觀點保持不

變，而其兌現的時間點很有可能是7月至

8月的產能過剩行業與高風險債券兌付的

階段性高點。”

攀升 局部區域銀行不良率維持高位
伴隨著經濟周期的波動和企業經營狀

況的惡化，我國銀行業難以獨善其身，資

產質量逐步下滑。銀監會日前公布的數據

顯示，截至2016年壹季度末，商業銀行不

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環比繼續雙升。

其中，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3921億元，

較上季末增加1177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

款率1.75%，較上季末上升0.07個百分點，

為連續第18個季度上升。銀監會審慎規制

局副局長王勝邦此前在國新辦吹風會上表

示，不良率是在非常低的基數下上升的。

在過去幾年經過新壹輪國有銀行改革，當

時商業銀行不良率最低下降到0.9%，現在

大概是1.75%，幾乎翻了壹倍。他還稱，過

去三年商業銀行用撥備核銷等手段處置了

約2萬億元不良貸款。

業內人士表示，雖然銀行業整體信貸

風險仍然可控，但壹些局部區域的金融風

險不容忽視。尤其值得註意的是，區域性

的金融風險從長三角地區等沿海地區向中

西部壹些內陸省份轉移趨勢日益明顯。

根據各地銀監局日前最新公布的數據

顯示，截至今年壹季度末，貴州、廣東、

浙江、山東等地的銀行業不良率仍呈現上

升趨勢。此外，吉林省和黑龍江省的銀行

不良率均超過3%，分別達到3.53%和3.5%。

另外，雖然公開數據並未披露，不過山西、

內蒙古等地的銀行資產質量也存隱憂。

以山東為例，山東省金融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姬玉璐表示，山東省銀行

的不良貸款率這幾年持續增長，且銀行貸款

的向下遷徒率不斷提升，省內有2000多億

元處於不良邊緣。壹位商業銀行山東地區分

支機構人士對記者說，經濟沒有見底，而山

東本身就是制造業、重工業、鋼鐵等行業集

中的大省，受到的沖擊自然不小。

“最開始，外向型經濟特點比較明顯

的地區受到外部沖擊最大，這些地區的不良

貸款也最早產生。而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

整，風險逐漸從下遊傳遞到上遊的制造業、

資源行業，壹些中西部地區或是資源型產業

為主的省份的金融風險開始逐步暴露。這也

體現了經濟鏈條逐步傳導的過程。”中國社

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表示。

擴張 不良處置市場規模繼續擴大
業內人士表示，從目前來看，由於

經濟結構調整還未結束，這壹輪不良生

成尚未見頂。

從非金融企業角度而言，企業信用

利差正在擴大，預示市場判斷企業的債

務仍在上升，信用風險仍將不斷暴露。

而從金融企業角度而言，中國銀行國際

金融研究所日前發布的《2016年三季度

全球銀行業展望報告》指出，2016年 2

季度，中國上市銀行面臨較大的經營壓

力，估計不良貸款率繼續升至1.8%左右。

預計三季度，中國上市銀行資產、負債

增速進壹步放緩，局部風險加速暴露，

不良貸款率小幅上升至1.9%左右。

壹位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保全部人

士坦言，目前銀行不良貸款的暴露並不

充分。“壹般而言，銀行都對當年撥備

覆蓋進行預算，壹旦不良太多，撥備預

算超標，銀行就會想各種辦法讓當年的

不良暫時不暴露出來。”他說，“有的

銀行采取讓第三方企業接續貸款的方式，

這種情況下，銀行的不良在未來有可能

真正轉化成正常；但是有時候，銀行則

在明知道企業已經不行的情況下，繼續

給企業壹小部分貸款，並要求資金封閉

運營，目的是能夠先收回幾個點的利息。

但這種情況下，這筆貸款只能是暫時不

進入不良範疇。”

國泰君安此前發布的估算數據顯示，

2016年末商業銀行不良余額將達到2.1萬

億元，信托業不良資產規模將達 4700億

元，非金企業不良資產規模將達6.3萬億

元，並且預計 2016年不良資產的市場化

投放規模達1.5萬億左右。

“去年山東多個擔保圈中出現的不良

貸款不斷增加，以壹個擔保圈100億元的

規模論，山東省當前就存在1000億元以上

的市場。此外，地方政府債務、社會非法

集資、互聯網貸款等都存在風險，也給不

良資產處置留出市場空間。”姬玉璐說。

“目前，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供給量很

大，但是能真正參與進來的機構還十分有

限，未來若監管進壹步放開市場限制，市

場空間將進壹步擴大。”曾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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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僧侶慧禮法師所創辦的國際非營利
組織-ACC，這短短三個英文字，不僅僅是
Amitofo Care Centre（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的簡
稱，更是許多非洲孤兒口中溫暖「家園」的代名
詞。

慧禮法師為非洲創第一座佛教孤兒院，主
要以服務和收容非洲因貧窮戰亂、天災肆虐、愛
滋蔓延而痛失父母的非洲兒童。近年來在他持
續的努力之下，已有近9000位非洲兒童因此得
以溫飽且受教育。十幾年來，他四處籌募善款，
匯集了台灣與世界各地華人的愛心，並於2004

年於馬拉威設立第一座院
所之後，再於 2010 年、
2011 年、2015 年于賴索托
、史瓦濟蘭、納米比亞設立
分院，在非洲四國庇護 了
逾八千名頓失去父母照顧
、徘徊生死邊緣的孤兒，讓孩子們免于挨餓受凍
的苦難，有機會平安健康長大。

ACC 以人為本，重視家庭價值觀，特以「兒
童村」為規畫理念，將不同年齡的院童 組成“大
家庭”，除了有完整撫育制度之外，ACC 還在每

個院區成立「圓通學 校」，以家校合一
的制度，讓孩子一圓讀書的夢想；透過
扎根教育，打造希望工程，讓孩子產生
改變生命的力量，進而推動非洲大陸脫
離貧窮病苦的宿命。長久的助養規劃需
要龐大的經費，因此近年來，”ACC 以
透過非洲孤兒的感恩之旅的慈善巡迴，
以讓所有的助養者見到著效，進而繼續
支持。

此次至達拉斯的非洲孤兒感恩之
旅，是由 17 位 9 歲至 18 歲不同年齡的
非洲孩子，以演唱中文歌曲，打中國功
夫，背誦四書五經，弟子規等節目以表
達他們對華人助養者的感恩之心。7月
17 日下午 3 時假李察遜市的 Eisemann

Center( 2351 Performance
Drive， Richardson TX
75082 ) 的慈善巡演，將展現
台灣在非洲的慈善教育，文
化弘傳的具體成果，近幾年
，透過「台灣愛飛揚──國
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
，非洲 ACC 的孩子也能從
事國 際性的交流互動，學習
各國的文化，並建立更寬廣
的世界觀與國際視野，讓他
們對世界產生探索好奇，未
來敢于懷抱夢想，開闊生命
格局。

這次的慈善演出活動
由達福台商會主辦，達拉斯
華人活動中心，UTD Asian Center，及達拉斯
國際基金會 (GDIF ) 協辦，南非榮譽大使Hel-
en Giddings 德州辦公室的協助與支持，以及中
華民國外交部和僑委會的指導，所有善款收入
將由達拉斯國際基金會代收，轉交世台會以便

統一全美巡演後再轉送ACC。贊助票每張20元
，如善款超過100元以上者，可開立減稅收據。
如有任何疑問可洽達福台商會王嘉玲 : 214-
536-3968，欲購贊助票可與達拉斯華人活動中
心聯絡 972-480-0311(達福台商會供稿)

免於飢餓告別疾病非洲孤兒7月17日假
李察遜市演出感恩之旅

「炎炎夏日」何處去？是許多旅居德州的朋
友挺頭痛的問題！尤其是放暑假，學齡的孩子都
放假了！要給孩子們安排一個快樂又安全的地
方，還真是讓家長們煞費苦心！

北德州臺商會第23屆新任會長楊惠清，確
實為了剛接手會長一職就立刻要籌劃今年第一
次商會傳統活動「夏之饗宴」攪盡腦汁！最後決

定於 7 月 3 日(星期
日) 6:00pm. 假
DFW Technology
Activity Center

(999 E Arapaho Rd. Richardson. TX 75081) 舉辦
第一次理事們的夏日相見歡- Potluck、聯誼、
Karaoke「三合一」聚會。感謝榮譽會長陳文燦先
生，提供大家那麼好的寬敞舒適場所，好讓大家
不受酷暑之苦！盡情叙舊話家常。

是夜 5:30pm.楊會長及幾位小組幹部首先
到會場佈置，六點左右理事們及
商會朋友陸續來到會場，前後約
五十多人赴會！大家都不吝提供
一道自家私房菜來會友，頓時各
色各樣的南北佳餚，琳瑯滿目擺
滿一大桌。包括有：誇張的兩大盤
綜合水果、超大盆的炒米粉、蜜糖
排骨、生炒魚片、宮保雞丁、麻婆
豆腐、烤鴨、幹絲炒肉、涼扮麵、西
蘭菜炒肉片、三鮮滷味、滷雞、紅
燒牛肉、如意菜、三角酥、紅豆沙
酥球、西米露、飲料、酒 . . . 等等，
還有許多猜不出名的私房菜，各
有特色、香味撲鼻，頓時令人食慾
大開，繞桌壹周，每道菜只取一小
筷子，盤子都堆的像小山般高。

舊雨新知歡聚一堂，談笑風

生此起彼落，臺上不停接
龍式一首接一首的唱著、
舞池中雙雙對對翩翩起
舞的跳著，真是歡樂一家
親，其樂融融。

會長感性的說「要辦
好一個活動，是絕對需要
大家的熱情參與及互相
幫助，商會是我們大家的
，就像個快樂家園一樣，
需要大家的維護，相信在
理事及會員之間彼此不
吝的互動下，將資訊和知
識經驗相互交流分享，並
積極參與美國主流社會
及僑社公益，相信有好的
資訊對商機的前景都是
最好的，讓我們大家相互
相伴，同心協力為達拉斯
這塊寶地「共創雙贏」。

快樂時光總是過的特別快！大家仍吃著、喝
著、談著、唱著、跳著，眨眼之間就到了十點曲終
人散的尾聲！大家仍意猶未盡，也只好互道晚安
，相約下次再見。

沒想到楊會長第一次辦商會「夏之饗宴」竟
如此出乎意料的圓滿成功。

達拉斯地區的各界朋友們，北德州臺商會

竭誠歡迎您來加入我們商會，成為我們大家庭
裏的一份子，有興趣者請聯絡會長：楊惠清
469-877-0046，副會長：李震臺 972-365-5881、
黃 甫 泉 214-288-8867，秘 書 長：孫 逸 華
817-805-3099

北德州暨歌林郡臺商會為註冊的非營利免
稅組織TX # 75-2672313所得根據商會宗旨作
為社區公益運用。(北德州臺商會供稿)

北德州臺商會理事夏日Potluck聯誼
溫馨快樂圓滿成功

【本報系達拉斯訊】今年邁入第十四届令人矚矚目
的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卡拉OK歌唱比賽，自即日起
開始受理報名，首獎高達一千元。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自二○○三年起首次舉辦卡拉OK歌唱比賽，一届又
一届的參賽者各個莫不使出渾身解數，為了提高參賽
質素及人流、主辦單位特請贊助商額外增加獎金五百
元、使冠軍首獎獎金增至一千元整。

今年卡拉ok比賽日期訂在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在達拉斯
華人活動中大廳舉行初賽、複賽部分，決賽則於9月11日星期日
在李察遜市Renaissance Hotel舉行。報名費用為25.00，參賽資格
無年齡限制, 每位初賽參賽者一首自選曲比賽，之後由評審選

取 10-12位進入複賽。複賽入圍者將
以唱二首自選曲參賽，(歌曲不可重
複唱)，參賽者請自備碟片(LD、VCD、
DVD)。

今年比賽獎金大放送，冠軍獎金
$1,000，亞軍獎金$300，季軍獎金$100
。今年由於獎額高所以歡迎歷屆參賽
得獎者也可以來參加比賽。

即日接受報名，8月21日截止報名，歡迎有興趣參加者請至
活動中心領取表格或至活動中心網站下載，填寫後連同報名表
及報名費郵寄至中心。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
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 址: www.dallasccc.org Email: in-
fo@dallasccc.org 電話: 972-480-0311。

【本報系達拉斯訊】想展示自己的才藝天份
嗎？想給自己人生添加一份美麗的回憶

嗎？想擁有自己的表
演大舞臺嗎？請報名
參加華人活動中心

為 您 舉 辨
的 才
藝 比

賽（Talent Show)，才藝達人的舞臺已為您備好，
首獎高達一千元。

若身懷絕技、擁有不凡的才藝？不論是國際
標準舞、街舞、美聲演唱，中西洋樂器表演，拉彈
做唱，魔術表演、扯鈴或武術；達拉斯華人活動
中心期盼您的參賽。

比賽獎金大放送：首獎高達一千元！主辦單
位為了提高參賽質素及人流，報名人數有十五

組以上，贊助商將額外增加獎金五百元、即冠軍
首獎獎金增至一千元整。第二名$300，第三名也
將有$100獎金。一、二、三名均將獲頒獎牌。

本屆才藝比賽日期為8月20日星期六上午
10點30分於華人活動中心舉行，將邀請達福地
區才藝專業的老師們擔任評委。每位參賽者均
有5分鐘表演機會。報名費為每組$25。

即日起接受報名，8月14日截止。

有意參賽者請至華人活動中心報名繳費，
若有不便可郵寄報名：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400N. Greenvill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于中國城內），詳細比賽內容將公布于 www.
dallasccc.org 或www.facebook.com/dallasccc.

8月20日發掘你的『Show』
”達人秀”首獎高達一千元！報名從速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原定於 7月 9
日﹝週六﹞下午二時舉辦的「阿茲海默症的
基本認識」講座，因主講人臨時有事無法前
來，所以此次講座將延期舉行，擇日再訂。

有關阿茲海默
症的相關資訊可以
上網查詢www.alz.
org/chinese
24 小 時 熱 線：
1.800.272.3900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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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人
活
動
中
心

年度卡拉OK大賽
即將於8月27日隆重舉行
首獎高達一千元！報名從速

【本報系達拉斯訊】駐
休士頓辦事處訂於105年7
月16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
4時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Dallas Chinese Communi-
ty Center”( 400 N Green-
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服
務，居住達福地區鄉親倘需

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灣
簽證、以及辦理文件證明業
務等，敬請携帶相關文件，
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
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
處將携回相關文件，並於辦
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
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

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
站 http://www.roc-taiwan.
org/US/HOU/mp.asp?mp=
36 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載
，或 電 話 1-713-626-7445
詢問。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
，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或電話: 972-480-0311 協
助。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7月16日
赴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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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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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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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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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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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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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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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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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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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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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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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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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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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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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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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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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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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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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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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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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華府僑社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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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良粵韻曲藝社-開幕大演奏

李國鴻(左),馮淑貞粵曲演唱: 「七夕銀河會」

0707B03

【本報記者衣遜採訪報導】美京安良工商會 「安良粵韻會知
音」粵曲聯歡晚會, 於7月3日、晚上7時在維吉尼亞阿靈頓市 「漢
宮大酒樓」正式演出。在大華府地區 「安良粵韻曲藝社」是一個
具有水準而且享有盛名粵曲團隊， 到會欣賞的來賓約三百人，晚
會的場面在奏樂氣氛中、充滿了輕鬆和喜悅。

聯歡晚會由安良粵韻曲藝社全體大演奏，拉開了大會的序幕
，在座的來賓都安靜的聆聽欣賞，音樂真的令人淘醉，有人說：
好的音樂可以冼滌人心、安定情緒的作用，確實不假。

安良工商會長李偉文會長致開幕詞說：感謝！各位來賓的光
臨，中華會舘張和成主席、黃沃明們的支持，構想——每個週日
都能辦理演奏會，希望大家支持參加，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駐美台北代
表處領務組吳文齡組長、駐美台北代表處僑教中心 陳世池主任、美京
中華會館張和成主席、安良粵韻會曲艺社副社长彭萬石等都先後上台歡

迎、恭賀並祝福演奏晚會圓滿成功！
領先上台合作演唱者：伍泰來、郭翠蓮二位， 主題： 「揮淚別南

唐」，大家給予熱烈的掌聲鼓勵。全程有八對合唱不同的劇目。他們歌
唱配合樂隊演奏、並且每人以盡乎手舞足蹈的動作，與典詞結合，粵曲

是中國著名的地方歌調，也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甚受人們的
喜愛。另七對為：林麗芳, 羅惠華 粵曲演唱: 「天地配之重逢
」。 陳凱志, 關秋明 粵曲演唱: 「艷曲醉周郎」。 李國鴻, 馮
淑貞 粵曲演唱: 「七夕銀河會」。彭萬石, 馮雪貞 粵曲演唱:
「風雨斷腸花,」。 莫偉雄,關秋明 :粵曲演唱: 「打金枝」。

潘錦珍, 伍德嫦 粵曲演唱: 「六月雪
之十繡香囊」。 林麗芳,李意嫻 粵曲
演唱: 「天涯別恨長」。

在節目進行中、司議-馮雪貞徵
求在座的來賓中、我們熱烈歡迎，有
興趣上台演唱的貴賓，當時有：廣東
同鄉會榮譽會長李伯建先生臨時被請
上台演唱 「禪院鐘聲」，安良粵韻曲
藝社，首席樂師李國鴻小提琴伴奏，
二人相映益彰、甚受全場歡迎。

在演唱過程中．餐會隨之送上美
食、餐點、飲料等，大家感到正是所
需時機，所以今天的粵曲演唱晚會用
「皆大歡喜」作以圓滿結束。

司儀. 馮雪貞(左) ,馮淑貞

前排右起: 黃浩源醫師, 吳文齡組長, 李達平元老, 陳世池主任, 黃炳良會長
後排右起: 賴思琦副主任, 黃醫師夫人, 李偉文會長, 陸肖華夫婦, 余啓輝夫婦, 陳瑞芬

伍泰來(右 ), 郭翠建 粵曲演唱: 「揮淚別南唐」 陳凱志(右),關秋明粵曲演唱: 「艷曲醉周郎」

彭萬石(右 ), 馮雪貞 粵曲演唱: 「風雨斷腸花,」 莫偉雄(右 ) 關秋明 :粵曲演唱: 「打金枝」 潘錦珍(右),伍德嫦粵曲演唱: 「六月雪之十繡香囊」 林麗芳(左),李意嫻粵曲演唱: 「天涯別恨長」

美京中華會館
張和成主席致賀詞

安良粵韻會知音 粵曲聯歡晚會

林麗芳(右),羅惠華粵曲演唱: 「天地配之重逢」

安良粵韻會曲艺社副社长
彭萬石致歡迎詞

李伯建董事長 粵曲演唱,
安良粵韻會曲艺社社长李國鴻小提琴伴奏: 「禪院鐘聲」

駐美台北代表處領務組
吳文齡組長致賀詞

駐美台北代表處僑教中心
陳世池主任致賀詞

安良工商會
李偉文會長致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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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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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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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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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We Smile Dental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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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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很快將對中、菲南中
國海仲裁案做出裁決，而中國已經明確表示
將不接受裁決。仲裁庭有多大權威？當事國
如何處理？ 美國之音將為您分析仲裁經典案
例，看其他國家如何對待國際法庭或是國際
仲裁的裁決的。

自 2001 年起，常設仲裁法院共受理了 6
起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
約》）提起的強制仲裁（國與國之間）案件：
毛裡求斯就英屬印度洋領地查戈斯群島訴英國
案是其中一起，而且也經常被拿來與中國和菲
律賓的南中國海仲裁案相比較。

另一個常被提起的案子是尼加拉瓜訴美國
案，不過，這個案子涉及的是國際法院，而非
國際仲裁，而且案子也不是有關海事權益的，
但是，當時美國拒絕參與（只是參與了有關管
轄權的聽審）、拒絕接受判決的態度與現在中
國的立場相似。
兩案相似點

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毛裡求斯訴英國案對中
國更具有直接和現實的意義。第一，這也是一
起小國訴大國的案子；第二，南中國海仲裁案
菲律賓方代理律師－－來自美國的保羅·雷切勒
（Paul Reicheler）正是查戈斯案毛裡求斯一方
的代理律師，而且菲律賓指派德國籍的魯迪格·
沃爾夫盧姆法官為仲裁員，也是查戈斯案仲裁
庭成員。第三，兩案有關主權的爭端被“包裝
”成海洋權益問題。

美國國際法學會（America Society of In-

ternational Law ）會員、加州環境保護和國際法
律師彼得·普勞斯（Peter Prows）在接受美國之
音采訪時這樣說：

“這個案子確實回避了主權問題，案子的
核心轉向了英國是否履行義務，給予毛裡求斯
人在有爭議的島嶼附近水域的捕魚權。仲裁庭
最後認定，英國單方面宣布海洋保護區，實際
上劃定‘非捕魚區’，實際上是違反了《公約
》所規定的毛裡求斯人的捕魚權。最後，所以
仲裁庭的管轄權是有關在有爭議水域的捕魚權
的。”

他說，英國與毛裡求斯很長時間以來一直
就查戈斯群島的主權歸屬有爭議。他說，兩案
另一個相似點是，仲裁庭都認定對部分訴求有
管轄權。

兩案的不同點是，英國全程參與了案子聽
審程序，包括有關管轄權的審理和後來的實體
審理階段。裁決出台後，英國也表示遵守仲裁
庭的決定。
案情回放

2010年4月，英國外交部宣布，在英屬印
度洋領地查戈斯群島建立世界最大的海洋保護
區，範圍覆蓋自該群島向外200海裡的全部海域
，禁止商業捕魚、深海采礦等行為。

2010年12月， 毛裡求斯根據《公約》就英
國設立海洋保護區的合法性問題單方面提起國
際仲裁。在訴訟請求中，毛裡求斯要求仲裁庭
裁定英國設立海洋保護區的行為侵犯了毛裡求
斯的合法權利，同時要求裁決英國不是有關海

域“沿岸國”，無權劃設海洋保護區。
2014年4月22日到2014年5月9日，仲裁庭

對該案進行了冗長的聽證。英國在管轄權的聽
審中力證仲裁庭對此案沒有管轄權。但是，仲
裁庭後來宣布，對部分訴求有管轄權。英國也
全程參與了實體聽證的階段。
歷史回顧

查戈斯群島位於印度洋中部，最早由葡萄
牙航海家達·伽馬在十五世紀發現，十八世紀初
被法國占領，1810年被英國占領。1814年，該
群島被法國根據《維也納和約》正式割讓給英
國，成為英屬毛裡求斯的一部分。

1965年，作為獲得獨立的附加條件，毛裡
求斯“同意”該群島從英屬毛裡求斯的領土中
分離出去成為英屬印度洋領地，英國則承諾毛
裡求斯仍可在該海域享有捕魚權，當這個群島
不再具備軍事作用時，英國應將其歸還毛裡求
斯。

毛裡求斯獨立後，一直通過各種渠道催促
英國歸還這個群島，英國置之不理，後來還驅逐
了島上原住民以建設軍事基地。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群島的最大島嶼迪戈加西亞島被租用給美軍
，租期50年，2016年租期快結束。據稱，兩國
可能在今年討論租期的情況。一旦租期結束，美
軍也許會失去最大的海外軍事基地之一。
仲裁庭裁決

2015年3月18日，仲裁庭做出決定，宣布英
國在印度洋領地查戈斯群島周圍單方面宣布設立
海洋保護區違反了《公約》。仲裁庭認為，根據
《公約》，英國在設立海洋保護區時，不管主權
屬於誰，都有義務與毛裡求斯人磋商。

另外，仲裁庭以三比二的投票結果拒絕受理

可能對群島領土主權作出裁定的訴訟請求，也就
是說，對裁決英國不是有關海域“沿岸國”、無
權劃設海洋保護區的訴求沒有管轄權。另外，仲
裁庭也沒有對英國在非殖民化過程中相關主權行
為的合法性問題作出評判。
當事國態度

仲裁結果出台後，毛裡求斯表示“歡迎”，
毛裡求斯總理阿內羅德·賈格納特（Anerood
Jugnauth說，“這對毛裡求斯和查戈斯人來說，
是歷史性的時刻了。”

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發言人說，“我們很
高興仲裁庭認定英國在宣布海洋保護區的時候並
沒有不合適的動機，而且對英屬印度洋領地的主
權也沒有疑義。作為一個該地區的合法力量，英
國決心與包括毛裡求斯在內的周邊鄰國一起，確
保海洋保護區有合適的保護管理辦法。”

不過，有人指出，因為英國繼續控制著這
一有爭議的島嶼，這意味著英國並沒有遵守仲
裁庭的決定。但是美國國際法學會的普勞斯說
，因為裁決的核心並非涉及主權問題， 因此，
英國繼續控制著查戈斯群島並不能說明英國沒
有遵守裁決。（新聞來源：美國之音）

國際仲裁案例回顧-毛里求斯訴英國案

美國航空航天署成功地在空間站外加裝了一
個充氣加壓艙。在進行一系列測試，確定這個艙
室連接國際空間站的結構安全後，下個星期會讓
宇航員進入這個艙室。美國畢格羅航天公司得到
了這個總額 1800 萬美元的合同，設計了這個獨
一無二的生艙室。（新聞來源：美國之音）

一項新研究顯示，藥品推銷人員請醫生吃飯的行為可能助長了
美國藥物價格的高漲。
這份報告發表於《美國醫學會雜誌·內科學》，作者是來自加州大學
舊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員。報告發現市場營銷
手段讓醫生更有可能給病人開售價高的品牌
處方藥，而不是低價的通用名藥物，而那些
品牌藥往往不在保險報銷的範疇內。

研究發現只要請醫生吃一頓不超過20美
元的飯，就能讓他們使用被推銷的品牌藥的
機率變成沒被請吃飯的醫生的兩倍，而被請
過幾頓飯的醫生給病人開品牌藥的可能性則
會增長到三倍。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菲利普∙李衛生政
策研究院醫療保健價值中心主任亞當斯∙杜德利是這項研究的高級
科學家。他表示，不管是正式的晚餐還是在醫生辦公室裡簡單的午
餐，製藥公司的銷售代表都可以利用這些機會與醫生和其他工作人

員討論他們的產品，而“吃飯可能會影響醫生的開藥決策” 。
過去的研究顯示，與開較昂貴的品牌藥相比，醫生給病人開負擔

得起的通用名藥物會讓他們更有可能在治療期間按時按量地服藥。
所謂通用名藥物，又成學名藥或非專利

藥，是指在某品牌藥專利到期後合法仿製的
同類藥物。

參與這項研究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
學院學生剋萊特∙德容說，服用品牌藥，而
不是非通用名藥物帶來的很多財政負擔對參
加美國聯邦政府醫療保險Medicare的老年人
影響最大，他們平均每個月要自費掏 40 到
80美元來購買品牌藥，而通用名藥物只需1
美元。

過去的研究還顯示，那些通過進行演講等活動從製藥公司那裡獲
取報償的醫生更有可能給病人開價格更為昂貴的品牌藥。（新聞來
源：美國之音）

圖為：在荷蘭海牙的國際法庭

研究：醫生免費吃飯導致病人高價買藥

國際空間站增加新艙室
空間站外加裝的一個充氣加壓艙

美國醫生診室（資料照）


	B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