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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唐 先生
Universal motion components中國區生產與管理的常務董事經理
德州中國總商會高級顧問

B16廣 告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www.afnb.com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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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季清凉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7月出发 经济舱$1025含税起,
8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41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7月31日前出票

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已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www.airchina.us

星期六 2016年7月16日 Saturday, July 16, 2016 B15廣 告
星期六 2016年7月16日 Saturday, July 16, 2016



B3德州新聞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免費結緣品： 佛書、善書、CD、VCD、MP3 、DVD、唸佛機
開 放 時 間： 週一公休

週二至週六 下午二時至四時
週日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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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121 Westglen Dr.
Houston, TX 77063

敬請常念

歡迎參與 念 佛 共 修 活 動
南無阿彌陀佛

休士頓淨宗學會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
www.amtb.org.tw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Houston

電話：Tel:713-339-1864
Fax:713-339-2242

59

(O)Tel/Fax:713-776-2771﹑(C):832-922-2497

休城恩惠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

小會書記 張榮森 長老

625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X 77036(頂好﹑王朝後面)

歡迎移民﹑探親﹑留學﹑觀光的鄉親一起來敬拜

E-mail GTPCHGRACECHURCH@GMAIL.COM

耶蘇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來就近我﹗我要給你安息

主日禮拜10:00AM 星期四晚上8時查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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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南無阿彌陀佛
www.amtb-aus.org

淨空法師每晚七點至九點
講大經解 歡迎點播

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教友聯絡:
Lawrence Hsu 徐冠中
713-822-8985 (C)
281-564-1832 (H)

徐卓越神父
281-575-8855

週末彌撒:
Sat. 5:30p.m. 英文
Sun 9:00a.m. 英文

11:00a.m. 中文

歡迎您來聽福音，一同敬拜事奉神

仁愛華人浸信會
TALLOWOOD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牧師：李秋霖 REV. JASON LEE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
主日學 ：上午九時卅分
禱告會及青少年聚會：

禮拜五下午七時卅分
英語教學：

禮拜三早上九時卅分
地址：555 Tallowood Drive Houston, Texas 77024
電話：(713)468-8241 (281)579-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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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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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

M
em

arial
H

igh
School

G
e

ssn
e

r
R

d
.

B
e

ltw
a

y

E
ch

o

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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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法國尼斯本週發生
卡車衝撞人群的恐怖攻擊，兇手開
著重型卡車，衝撞人群，，死者當
中包括十個小孩，另外還有兩百多
人受傷，52人傷勢嚴重，25人靠機
器維持生命，目前死亡人數已經達
到84人，其中包括德州的一對父子
遇難。

根據這對來自德州奧斯丁的父
子的親屬透露，51 歲的Sean Cope-
land 和其 11 歲的兒子在星期四當晚
的恐怖攻擊中被殺害。並且遇難者
家屬在得到這個噩耗之後悲痛欲絕

。
美國政府發言人John Kirby之前

曾對外表示，此次事件中，有兩位
美國人被殺害，但處於隱私並沒有
具體說明細節。

死者家屬稱，這對父子都來自
德州奧斯丁的Lakeway，他們此間在
歐洲旅行，並從西班牙開始，並且
專程到法國尼斯參加國慶節的慶賀
活動。

當地已經自發舉辦悼念活動，
對失去這對父子表示哀悼。

近一年半來，法國相繼遭逢去

年一月的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
）和猶太超市攻擊案、去年11月的
巴塔克蘭劇場（Bataclan）和國家體
育場攻擊案，今年國慶日的尼斯卡
車衝撞路人事件，在法國大規模攻
擊案上又添一頁血色歷史。

去年查理週刊攻擊案和11月巴
黎恐攻案發後，法國政府都迅速宣
示一系列加強維安的措施，而情報
部門過去一年多來，至少阻止了10
起恐攻計畫，顯示這些措施並沒有
白費，但血案一再發生，且在可預
見的未來，威脅仍近在咫尺。

法國尼斯恐怖攻擊 德州奧斯丁一對父子確認遇難

（本報訊）今年4月18日納稅日當天，休斯頓發生
特大風暴和水災，許多的公共場所都不同程度的受到破
壞並被迫關閉，經過長達三個月的修復，目前位於Buf-

falo Bayou的一家狗公園Johnny Steele Dog Park再次投入
使用當中。

這個消息已經出現在本週五的推特頁面上。
目前這所寵物狗公園的一些設施，包括池塘和
飲用水設備仍在繼續維修當中，而其他的設施
本週末全部投入使用。 4月18日的特大水災造
成這所公園大面積的破壞，而之後另外兩次水
災的衝擊讓修復工作難度加大。

投資150萬美元占地兩英畝的這所寵物狗
公園設置了堅固的柵欄，可以供狗玩耍和提供
洗浴場所，並且還有供遊客乘坐休息的地方。

目前限制每一位遊客可以帶兩隻狗入內，
每隻狗在公園的玩樂時間是一個小時，身長超
過15英寸的狗不能使用小型犬類的公園區域。

這所公園是以休斯頓當地著名的建築設計
師Johnny Steele的名字來命名的，也是Buffalo
Bayou 公園5800萬美元改造項目中的一部分。

經過數月整修 Johnny Steele 寵物狗公園再次投入使用

據路透社報導， 聯邦通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成員當天在表決中一致通過
決定：開放近 11 千兆赫（11 giga-
hertz ）高頻譜，它們將用於手機、移
動和固定用途的無線寬頻。

佛萊森通訊公司（ Verizon Com-
munications Inc） 和美國電話電報公

司（AT&TInc）都已經接近採用 5G
通訊或第五代無線通信技術。新的5G
網絡預計提供的速度會是如今 4G 網
絡的至少10 倍，最高或許能比4G 網
絡快100 倍。

在全球範圍內，若幹國家都在競
相採用 5G 技術。韓國和日本計劃在
它們主辦奧運會的時候、即在2018 年

和2020 年使用5G 網絡。歐盟、韓國
、中國和日本都在從事 5G 相關的研
究工作。

惠勒說：“FCC 的決定讓美國成
為全球第一個使用 5G 的國家。一個
重大的決定性因素是我們所用的是比
過去認為的活動裝置（包括手機）能
用的要高得多的頻譜。 ”

佛萊森和 AT&T 都放言， 它們
會在2017 年進行5G 測試， 首次商業
性使用預計會在 2020 年。 TMobile
US 和Sprint 公司也在進行相關測試。

惠勒說，5G 會幫助更多美國人
使用高速網絡。

政策制定者和手機公司說，下個
世代的無線信號會令速度大大加快，

反應性更強，這樣才能讓諸如虛擬手
術或遠程機器控製成為可能。

5G 技術會對多個方面產生影響
，而不僅僅表現在電影下載速度加快
。例如，它能通過監控路燈、路邊建
築和汽車中的感應器來改善道路交通
。它甚至還能用安放在樹上的感應器
來幫助檢測空氣污染。

美國決定率先進入5G時代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increases if governments 
interpret the ruling as a legal basis to expand fishing 
operations 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waters where 
China has asserted control.
“If there is a government-backed increase in commerce 
without a concurrent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ines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ramps up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he said.
Any disruption to shipping-born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ld have a wide-ranging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including energy supplies, analysts say.
“It is vital that merchant ships are allowed to go 
about their lawful business on the 
world’s oceans without diversion 
or delay,” said Esben Poulsson,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Shipping Association, one of the 
biggest shipping associ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presenting 
close to 500 companies. The 
group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closely, he said.
China has offered harsh rhetoric 
rejecting the ruling but also said it 
is committed 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which brought 
a case to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to counter a steady military buildup by China 
in waters that Manila also claims. Vietnam, Malaysia, 

Taiwan and Brunei also have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lated
With China rapidly building up its milita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aders from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his week said the U.S. may 
have to respond by reconfiguring ships and forces 
deployed in the Pacific Ocean, Stars and Stripes 
reported.
Adm. Harry Harris, commander of the U.S. Pacific 
Command, said this week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are 
changing because China is militarizing a string of man-

mad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ountry is reportedly 
moving jets, bombers and radars 
onto the recently built islands, 
constructed atop submerged 
coral reefs and other underwater 
features.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Adm. 
John Richardson and Marine 
Corps Commandant Gen. Robert 
Neller said Friday they want more 
than half of a planned 308-warship 
fleet in the Pacific by 2020. 
Richardson also said the Chinese 

buildup may also require the U.S. military to rethink 
its submarine fleet, saying the 48 attack submarines 
thought needed to assert its presence in the area may 
not be enough.
"Short of war, I'm aware of the threat. 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threat," Harris said this week. "But that is not 
going to prevent us from flying, sailing or operating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China has been staking clai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ven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called for 

diplomacy, Time 
reported. China 
has already 
reportedly built 
10,000-foot 
runways in the 
area and deployed 
anti-aircraft 
missile batteries to 
an island there.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very lucrative 

waterway, with at least $5 trillion in commercial 
goods passing through it every year, leading to 
tensions between neighboring nations over claims 
to the territory. While several countries have made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area, China hasoutpaced them 
all. (Courtesy www.ib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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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ainer ship navigates a waterway while traveling 
toward Malaysia’s Port Klang, a Malacca Straits shipping 
hub. (PHOTO: BLOOMBERG NEWS)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s Press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South China 
Sea Non-Militarization.

A photo provided by the Philippines last 
month shows construction by China at a reef 
in the disputed Spratle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February. (Photo/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A day after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ruled that 
China had no historic claim on the South China 
Sea, two Chinese passenger jets took test flights 
to two new airports in the waterway’s disputed 
Spratly Islands, Chinese state media reported. 
(Photo/Zuma)

A satellite image released by the Asian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t Washingt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ows construction of 
possible radar tower facilities in the Spratly Islands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in this image released Feb. 23, 
2016.PHOTO: REUTERS

Defective Airbags Pose Deadly Threat

South China Sea Ruling Increases Uncertainty
For Shipping And Trade 

JAKARTA—The ruling by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in The Hague against China’s claims over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created fresh uncertainty for 
shipping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analysts say.
Shipping companies have long worried that escalat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ld impact global 
commerce. But Tuesday’s ruling could embolden 
smaller Asian countries to be more assertive regarding 
their rights in these waters, increasing run-ins with 
China and leading to possible disruptions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China has rejected the verdict, accusing the tribunal 
that delivered it of bias.
Eric Shimp, a policy 
adviser at U.S. law 
firm Alston & Bird and 
a former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aid that 

The Ruling Could Embolden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o
Be More Assertive Regarding Their Rights In These Waters

Millions of Defective Airbag Inflators Risk Explosion

THE SITUATION
Tens of millions of defective airbag inflators risk deadly explosion. Even a fender bender can 
cause these airbag inflators to rupture, spraying metal shrapnel into drivers and passengers.  
In response, the government has issued the largest safety recall in U.S. history.

VEHICLES IMPACTED
Vehicles made by 19 different global automakers are affected by the recall.1  Owners of 2001 
and 2002 Honda Civics and Accords, the 2002 and 2003 Acura TL, the 2002 Honda Odyssey and 
CR-V, and the 2003 Acura CL and Honda Pilot are advised to stop driving these vehicles until 
defective airbag inflators have been replaced.2

WHY IT CAN’T BE IGNORED
At least 10 people in the U.S. have been killed by defective airbag inflators.

More than 100 Americans have suffered injuries, such as vision loss or broken bones.3

The majority of defective airbag inflators are unrepaired. Only an estimated 8.8 million defective 
airbag inflators have been repaired nationwide.

WHAT TO DO NOW
Visit AirbagRecall.com and look up your 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 (VIN) to learn if your 
vehicle has a defective airbag inflator. 

Call your automaker’s nearest dealership. 

 • If affected by the recall,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to have the defective airbag inflator 
replaced for free. The procedure takes 30-60 minutes to complete.

 • If not affected, or if parts are not yet available for your vehicle, make sur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is up to date so the dealership can keep you informed.

Many dealers offer loaner cars for those who need transportation while their vehicle is  
being repaired. 

AIRBAG RECALL FACTS: 
BY THE NUMBERS

10 U.S.  
Fatalities

ENTER VIN

Look up 
your VIN
number

1  “Recalls Spotlight: Takata Air Bags Recalls – Vehicles Affected.”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http://www.safercar.gov/rs/takata/takatalist.html

2 “New test data on particular subset of Takata air bag inflators shows substantially higher risk.”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http://www.nhtsa.gov/About+NHTSA/Press+Releases/nhtsa-takata-high-risk-inflators-06302016

 3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expands and accelerates Takata air bag inflator recall to protect American drivers and passengers.”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http://www.nhtsa.gov/About+NHTSA/Press+Releases/nhtsa-expands-accelerates-takata-inflator-recall-05042016

Call your 
automaker’s
dealership

Millions  
of vehicles  
are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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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p Center Raw Land

Loan Amount:
$1,35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 Term

Total Attorney Fees:
$750

Loan Amount:
$1,0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12 Month Extension Option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RE Investment

Total Attorney Fees:
$950

Loan Amount:
$2,000,000 (Total 3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RE Investment

Total Attorney Fees:
$2,025

Mobile Home Park Home Builder
Loan Amount:
$1,725,400
Term:

1 Year Line of Credit,
Interest only
Purpose:

Builder line of credit

Total Attorney Fees:
$1,500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We are currently offering 1.35% APY 13-month CD, please contact
Tinghui (Penny) Zhang, 281-568-8888 ext. 1117 for details

The MINT National Bank
Recently Closed Loans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為慶祝糖城市長和
市議會議員競選勝利，一個盛大晚宴從7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6:15開始，由前僑務委員駱
健明先生和鄭昭女士出面邀集，在休斯頓姚餐
廳舉行。晚宴開始前，駱健明先生和夫人準備
了一個大蛋糕慶祝市長Zimmerman及夫人Nan-
cy 和市議會議員們: Gandhi, Yeung, Mitchell,
Joyce及 Gibson 的競選勝利。每個人都被浸在勝
選的快樂中。市長Zimmerman然後給予感謝和
致辭。他說，我要感謝在座的各位貴賓及華人
社區的協助和給我的競選支持，走過我的競選
旅程，提供我服務糖城的機會。糖城有多元的
文化以及各種行業和企業，我會盡我所能，以
協調和服務整個城市，使之更好和更繁榮。我
真誠地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和我的團隊，讓我
們的城市更加興旺，美好和成功。

「台北經文處」代表何仁傑組長代表台北
經文處黃敏境處長祝賀糖城市長Joe Zimmerman
和市議會議員們就職慶功。他說：我非常榮幸

和高興代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出
席糖城市長Zimmerman和他的夫人及市議員們
勝選的慶功宴，並祝賀他們勝選的成功。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另有教育組長, 周慧宜組長, 和
科技組組長, 游慧光博士，參加了這個盛大的晚
宴。周組長是來自台灣教育部, 負責台灣和美國
南部各州之間的教育交流。游博士也是台灣的
經濟學教授，她負責促進美國 -台灣的科技合
作工作，她的工作領域涉及在美國南部和東南
部13州。

何組長說︰台灣在2015年是美國第九大的
貿易夥伴，領先印度，意大利和巴西。強大而
緊密的經濟關係是基於我們在台灣和美國的地
方各級密切的交流與合作。糖城是提供最高的
生活標準及投資機會的重要城市。台灣AOI光
電在2015年5月在糖城建立了總部和生產設施
，投資3億美元，總部辦公室並有300+員工。
這家台灣公司是糖城前20名企業中之一。糖城
與台灣有很多攜手合作的機會。2015 年 4 月，

Fort Bend 縣法官 Robert Hebert 領導
一個代表團參觀台灣南部的屏東縣。
這兩個縣進入友好城市協議，並簽署
4教育備忘錄，以促進兩縣之間的文
化和教育交流。我在此，再一次代表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祝賀
糖城市長Zimmerman和市議會議員們
成功的在自己的崗位上開始他們的工
作，領導糖城到一個更好的發展前景
，同時也真誠地希望台灣和糖城將開
發更加繁榮美好的未來。祝大家充分
享受盛大的勝選的慶功宴。

晚宴被邀請的嘉賓還包括台北經
文處代表 郭壽旺，余素卿 - 糖城衛
理公會醫院董事會副總裁，Fort Bend縣房地產
評估審查委員會主席 和夫人 Tom and Marry
Ann Demont，前僑務委員鄭昭，趙婉兒，陳美
芬，梁慶輝，唐心琴，劉於獲，陳美雪，徐樂
平，陳明華，黄國樑夫婦， 林承靜，王惠貞，

商貿投資業者 Alex and Margaret 樓及其先生和
夫人。晚宴非常的成功，主辦人駱健明先生和
夫人及所有來賓都非常高興，為台北經文處，
華人社區和糖城市政府之間的未來發展建立了
極佳的合作平台。

由休士頓政商界鄭昭 駱健明出面邀集
邀請糖城新任市長、巿議員餐敘 賓主盡歡

圖為Joe & Nancy Zimmerman 夫婦（ 中 ） 切祝賀當選市
長蛋糕，（左起） 為召集人駱健明，鄭昭，郭穎及貴賓
「 台北經文處」 代表何仁傑組長。（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曾於兩年前（2014 年）來休巿演出的 「
阿彌陀佛 關懷中心」於7 月14 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表演非洲舞，唱民
歌、中華武術及戲曲，將學習成果展現給休士頓的助養爸爸媽媽們，共
同見証{ 台灣愛飛揚} ，讓休士頓的僑界為之感動。

該中心在表演次日，昨天又赴市政府 ,Astro 職業球場 及於昨天下午
赴玉佛寺參訪，受到玉佛寺淨海法師，宏意法師等法師及代表的熱烈歡
迎，玉佛寺並於昨天下午在玉佛寺青年活動中心舉行歡迎餐會，並安排
精彩餘興節目，賓主盡歡。

大家在享用了玉佛寺續超法師率領的製作團隊，為大家提供的精美
可口素食後，玉佛寺宏意法師致詞，首先介紹他與 「阿彌陀佛關懷中
心」 的創辦人慧禮法師認識四十年，當年在台灣就認識。他一直記得
慧禮法師開卡車，搬材料，苦幹實幹的身影，他在非洲創辦阿彌陀佛關
懷中心，主要服務非洲因貧窮戰亂，天災肆虐，愛滋蔓延而痛失父母的
非洲兒童。他曾發愿要轉世非洲五次，他在非洲作孤兒助養，興建學校
，糧食救濟，職能培訓，並協助重建非洲傳統文化，且讓院童學習中文
，建立全球視野。宏意法師感謝慧禮法師把佛法帶到非洲，他以後將盡
能力與阿彌陀佛基金會聯合，以後他們來，如不在城巿活動，可居住佔
地五百多英畝的菩提中心，那是 「靜修 」 的地方，希望大家把玉佛寺

當成自己的家。
慧禮法師說 「ACC 」就是 「法傳非洲，續佛慧命 」 之意，他能

把中華文化帶到非洲，要感謝非洲的小朋友們，他也感謝大家來參與活
動，大家 帶給ACC的關懷和鼓勵，回到玉佛寺好像回到家一樣。ACC
這些年在馬拉威，史瓦濟蘭，莫三鼻克，藉 「孤兒 」 教養機會，把中
華文化，佛法傳給他們。

慧禮法師，儘管在非洲傳法，除了賴索托外，其他地方不順，與民
間，政府磨擦，現已有送孩子回台灣受教育。慧禮法師說：路很長，山
很高，但信心堅定，讓我更有氣繼續走下去。

昨天陪同他們前往玉佛寺的還有僑務委員葉宏志，黎淑瑛，劉秀美
，僑務顧問李雄，趙婉兒外，還有宋秉穎律師及其母親，及召集人 「
世台基金會」代表林誌銘，林誌銘秘書長也在會上介紹他於今年一月赴
非洲賴索托還在ACC 住一個晚上的經過。

昨晚玉佛寺還推出一系列精彩節目迎賓，如許瑞慶的二胡，林仁傑
的口琴，以及魏明亮，吳文琰的合唱，而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的小
朋友則表演合唱 「都美拉」（ 你好嗎） 及 「我很幸運住在ACC 」
等多首獨唱，合唱曲。

「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慧禮法師一行，昨參訪玉佛寺
該寺在玉佛寺青年活動中心舉行歡迎餐會

圖為淨海法師（ 中） 昨代表玉佛寺及信眾們向
「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舉行捐贈儀式，由該中

心創辦人慧禮法師（ 左 )代表接受。（右） 為
玉佛寺宏意法師。（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 「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的非洲小朋友，昨
訪玉佛寺說中文，吃素食的熱鬧情景。（ 記者
秦鴻鈞攝 ）

B13醫生專頁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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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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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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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鍾正芳James Chuong, M.D.
美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美國內分泌及不孕症專科醫師

休士頓: 7500 Beechnut St., Suite 308, Houston
糖 城: 16651 Southwest Fwy, #200, Sugar Land
電 話: 713-771-9771 www.cooperinstitutearm.com

徵捐卵婦女(酬謝$5,000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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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糖

城

16659 S.W. Frwy, #331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二全天看診)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美國內科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介入性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唐衍賢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心臟專科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Sherman Y. Tang, M.D., F.A.C.C.
心導管﹑血管氣球﹑擴張術及支架安裝權威

心臟及全身血管阻塞（包括冠狀
動脈﹑頸動脈﹑腎動脈及腳部動
脈）高血壓及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主
治

3527 Town Center Blvd.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9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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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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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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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附設：眼鏡專櫃，隱形眼鏡
休士頓：
7737 S.W. FRWY, SUITE#850
預約電話(713)271-2271
(59 & BEECHNUT ST.)

糖城新址：
20/20 Eye Clinic& optical
4675 HWay6 S.#B TX.77478
(281)277-6100
(HWay6 & Dulles AV.)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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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
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 診 時 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
兒

專
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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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來自非洲馬拉
威與賴索托 27 位 ACC 阿彌陀佛關懷
中心院童於7月14日晚上7時至晚上9
時 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的 僑 教 中 心 大 禮 堂 舉 行
「2016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

善交流巡演，來自非洲的孤兒為 500
多位中外僑界士表演非洲舞、唱民歌
、中華武術及弟子規朗誦,將學習成果
展現給休士頓助養爸爸媽媽們共同見
證[台灣愛飛揚]。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發起人慧禮法師強調，巡演不是宣傳

自己的義舉，非洲貧苦，只有外出叫
苦叫難，他們才能救苦救難。

「2016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
育慈善交流巡演召集人黎淑瑛僑務委
員致詞,人間有愛,世界就溫馨.心中有
愛,人人美麗又開心.很開心再度歡迎
ACC院童兩年後表演,宣揚台灣的愛,
台灣支持他們,在非洲教育他們.謝謝
所有幫忙和協助人員.

「2016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
育慈善交流巡演籌備及協辦單位代表
葉宏志、黎淑瑛僑務委員,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世台
基金會林鋕銘秘書長,美南台灣旅館
公會周雲會長,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陳美芬董事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接受ACC發起人慧禮法師感謝贈禮.
ACC 發起人慧禮法師頒感謝狀給嚴
杰,宋秉穎,劉秀美僑務委員,玉佛寺淨
海法師,周雲,高嫚璘,張惠美,張紹華,
陳美芬,金城銀行代表.

演出先從 「弟子規」朗誦開始，
來自非洲的孤兒可愛身影,舉止有禮,
以字正腔圓的中文發音使現場觀眾印
象深刻；接著的中國傳統民謠 「鄉間
小路上」、 「月亮代表我的心」，獲
中外僑界人士熱烈掌聲,當晚最受歡
迎的武術表演。這些被阿彌陀佛關懷
中心收養的孤兒自小習武，他們將生
活中吃飯、耕種等瑣事全部用武術的
形式呈現，用腹部吸碗再經過繩子吊
碗將人舉起的表演使中外僑界人士大
開眼界。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發起人慧禮法
師致詞，每次來美國，都有人提醒他
孤兒這個稱呼不能常用；但阿彌陀佛
關懷中心給孩子們的教育就是，你們
是孤兒、就是窮苦，這樣才能讓他們
更加努力。這些非洲孤兒在非洲與大
多數孩子一樣平日都要去上課，不同
的地方在於他們吃素練武學中文。吃
素是佛家戒律，習武只為強身健體，
不為表演。非洲資金匱乏，吃飯都成
問題，治病會是很大負擔。讓他們習
武，增強體質少生病，就可以救助更
多孤兒。華人在世界人口中占大多數
，有較強經濟實力，學習中文能幫助
孩子長大後更好就業。慧禮法師強調
，巡演一為感恩，二為引起關注。希
望更多人捐款出力，幫助非洲孤兒。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
永強副處長致詞，感恩阿彌陀佛關懷
中心義舉。他們的行動改變許多孤兒
命運，讓他們得到受教育機會，無論
對自己還是國家都有幫助。正是阿彌
陀佛關懷中心提供的關懷，減少許多
悲劇上演，是大慈大悲菩薩精神的最
好體現。

7月14日ACC的孩童們在休士頓
演出道地的非洲歌舞：月光之舞、勇
士舞，台北的天空等民歌組曲，經典

台灣歌謠：丟丟銅、雨夜花、燒肉粽,
媽媽請你也保重等民謠組曲，英文歌
曲 ： You raise me up、 We are the
world、Shalalala，武術表演：壯我少
年、才藝大展， 帶給休士頓僑民人
氣滿滿‧吸睛破表的難忘演出，並給
予高度評價.

來自非洲馬拉威與賴索托 27 位
ACC院童,發起人慧禮法師,公關林青
嶔,召集人黎淑瑛、葉宏志僑務委員,
世台基金會林鋕銘秘書長,駐休士頓台
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張琍琍秘書,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劉秀美僑務委
員等中外人士在圓滿成功演出後合影.

「2016台灣愛飛揚」 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團蒞休圓滿成功演出

ACC院童武術表演:壯我少年,才藝大展.(記者黃麗珊攝)

來自非洲馬拉威與賴索托27位ACC院童,發起人慧禮法師,公關林青嶔,召集
人黎淑瑛、葉宏志僑務委員,世台基金會林鋕銘秘書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
處齊永強副處長,張琍琍秘書,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劉秀美僑務委員等中外
人士在圓滿成功演出後合影.(記者黃麗珊攝)

非洲孤兒表演腹部吸碗，獲得中外僑界人士熱烈掌聲.(記者黃麗珊攝)

「2016台灣愛飛揚」 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籌備及協辦單位代表葉宏
志、黎淑瑛僑務委員,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世台基金
會林鋕銘秘書長,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周雲會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接受
ACC發起人慧禮法師感謝贈禮.(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美南電視 「美食美客
」 節目本周二（7 月 12 日） 錄影，首次邀請
「麵麵聚道 」的川菜名廚謝濤先生，表演他的

拿手菜，夏天最健康，爽口的涼拌菜 「小椒拌
木耳」 及 「巧拌金針菇」，並帶來七道大菜，
為當天參加ITC(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月會
的六十餘會員及貴賓，吃的目瞪口呆，當天在
座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美國人，他們首次嚐到
令人驚艷的川味名菜，如魔芋燒鴨，土豆燒排

骨，涼拌雞，涼麵......個個吃的盤底朝天，每人
破紀錄連拿兩，三大盤，創下了ITC從未有過
的盛況。

位於 「敦煌廣場」 的 「麵麵聚道」 每隔
一段時間就會為您帶來驚喜，因為該店來自四
川成都的川菜名廚謝濤，總有用不盡的創意，
利用大自然的食材，創造出令您驚艷不已的人
間美味。

如他近期推出的魔芋燒鴨，利用魔芋和燒
鴨截然不同的口感，創造出令人驚喜不已的絕
妙美味，尤其魔芋中有鴨香，鴨肉因魔芋的搭
配，格外可口動人。還有蟹黃蝦仁豆腐，更是
人間極品。將蟹黃和蝦仁的鮮美，全融入這一
鍋入口即化的嫩豆腐丁中，是極下飯的一道名
菜。還有 「火爆草原肚」，是休市首見的極品
，將過去只知滷來吃的牛肚，用熱鍋洋蔥爆炒
，嚼勁口感一流，令人吃了之後停不下筷子。
還有成都風味的 「四川烤魚」，入味的烤魚，
配上滿漢全席般的豐富配料，是一場豐盛宴席
的主角，最後出場，引來的讚嘆和激賞也最高
。

「麵麵聚道」 還有各式小炒，特色炒菜，
麵，各類砂鍋，麵，米線，林林總總的菜單，
令人目不暇接，百吃不厭。如滋味無窮的油燜
大蝦，濃冽的滋味，具份量的大蝦，以燜功燒
出這麼精彩的大蝦，令人拍案叫絕，愛不忍釋
。口水雞不知其名由來，但只要嚐上一口，任
何時間回味起，總令人忍不住饞蟲大動，鮮嫩

的雞塊，浸在微辣的紅油內，真是人間絕配。
「香鍋饞嘴兔」，是廚師另一精彩的創意，香

脆無比的兔肉，燒在滋味無窮的鐵鍋內，香噴
噴的口感，該菜色獨樹一幟的賣相，是絕美豐
盛之作。 「金牌粉蒸肉」更是一絕，將粉蒸肉
作成一金牌形狀，四周圍以綠菜葉，美如一幅
圖畫，其入口即化的粉蒸肉，配上軟嫩適口的
南瓜，令人口口都是珍饈，回味無窮。 「江湖
一鍋端」更是一道大菜，鐵鍋內盛滿了大蝦，
墨魚，豆腐，雞血，菇類等精彩的火鍋食材，
浸在令人食指大動的紅油燉湯內，說不完的好
滋味。

「麵麵聚道」其他新菜還有：干燒大蝦，
香辣大蝦，椒鹽大蝦，香辣靚蛤，豉椒靚蛤，
椒香肥牛，鐵板川椒蝦，荷包豆腐，鮮溜魚片
，醬爆雞丁，杏鮑菇小炒肉，風味饞嘴骨，雙
椒燴魚片，麻辣牛肉乾，火鍋雞，及火鍋
兔------等等。

「麵麵聚道」還新推出很多大家從未吃過
的特色新菜及麵，如重慶小麵，毛血旺， 極品
紅燒肉（砂鍋），小炒田雞，蒜泥白肉，夫妻
肺片，鮮椒魚片， 麵麵聚道， 涼拌燈影絲，怪
味雞，香鍋牛柳，青花椒水煮魚， 香 辣 鍋 巴
蝦， 燴涼粉， 血旺燒大腸， 冷鍋系列（如冷
鍋牛柳，冷鍋肥牛， 冷鍋魚片）每道菜皆令人
心喜不已。 如 「極品紅燒肉」，在燒的滾熱的
砂鍋裡，底下襯的油豆腐，紅燒肉香酥肥美，
十分入味，休市很少能吃到這麼好吃的紅燒肉

，稱之為 「極品」，實無過譽。 還有大家最愛
點的 「冷鍋系列」，將粉皮，牛腩，木耳等食
材煮的如此入味，可稱之為： 「口口都是餮饈
！」是最下飯的名菜。 「麵麵聚道」
的 「新增麵類」有：怪味麵，勾魂麵，渣渣麵
，豆湯麵，還來不及逐個品嘗，一碗勾魂麵，
已將您的魂魄勾去了大半，勾魂麵不僅賣相漂
亮，在色澤的搭配和口味的抉取上名廚也發揮
創意，將雞茸末，豬肉末和花生碎末，再配上
剁椒，紅油的麻辣，一碗鮮香的乾麵就呈現在
您面前。 「勾魂麵」，麵如其名，即令不常吃
川味麵的人來上一碗，也個個大呼過癮，因為
它味美的極有層次，值得細細回味。

「麵麵聚道」的招牌麵還有川味牛肉麵，
川味脆紹麵，四川擔擔麵，家常排骨麵，川味
熗鍋面，清湯炸醬麵，川味肥腸麵，道道汁濃
味美，合乎川菜 「尚滋味，好辛香」的特色！
除此之外，它的四川涼麵，雞絲涼麵，肥腸粉

，酸辣粉，鍾水餃，紅油抄手，芙蓉蒸蛋，紹
子蒸蛋……等小吃也極有份量，值得細細品嚐
。

「麵麵聚道」在敦煌廣場C棟，位於 「豆
腐村」和 「歡樂小站」中間，由於價錢公道，
是上班族午，晚餐及家庭聚餐最理想的去處。
該餐廳營業時間為每天上午十一點起營業。週
日至週四至晚間九點半，週五，週六至晚間十
時。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05 ,Houston
TX 77036，電話：（832）831-3038

恆豐銀行昨召開記者會，由董事長吳文龍主持
介紹今年上半年業績優異，加州分行即將開幕

（本報訊）恒豐銀行于2016年7月15日在
恒豐銀行大樓12層會議室召開記者招待會,會議
由恒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主持, 副董事長高成淵,
執行董事孫定藩,總經理張永男,公關部經理Jen-
nifer Zhou 等人列席參加。

會議中,吳文龍董事長首先對恒豐銀行前六
个月的營運及成長業績作了說明,截止2016年6
月30日財務及營運狀況如下:總資產額已超過12
億5仟萬元,總存款額超過10亿6仟萬,總貸款額
超過10億，稅前盈餘為1仟4佰萬,稅後盈餘為
923 萬, 資 產 報 酬 率 (ROA)1.54% , 投 資 報 酬 率
(ROE) 12.0%,以上營運業

績比去年同期都有明顯增長。日前, 據
Business Journal 報導, 根據數字顯示,恒豐銀行目
前已成為休斯敦第二大社區銀行。

在會議中吳董事長宣佈:經過三個多月的精
心籌備,恒豐銀行洛杉磯分行:City of Industry (工

業城分行),Alhambra 分行將于 8 月 5 日正
式開幕, 新組建的員工團隊,都是具有多年
銀行工作經驗的員工。現工業城分行已在
試營業中,恒豐銀行在加州地區的宣傳推
廣工作也已全面展開。恒豐銀行的服務網
點已增加到17個, 服務區域的擴大,可以更
好地為各地區,城市的民眾服務。

恒豐銀行除總行外,在休士頓擁有4家
分行,達拉斯擁有7家分行,內華達州擁有3
家分行。 加州分行的建立,是繼恒豐銀行
在內華達州建立分行後,在發展策略上又
一戰略舉措。 我們將以我們對工作的熱
忱,對專業品質的執著,對服務品質的認真,
攜手加州,服務加州!

恒豐銀行成立于1998年5月18日,從臨時組
合屋,38 位員工的開始,經過 18 年的兢兢業業的
努力,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員工超

過200人,總分行超過17家的本地創立之大型華
資銀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國城
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
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
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圖為 「 恆豐銀行 」 董事長吳文龍（ 左三 ） 與
（ 左起） 董事孫定藩，副董事長高成淵，總裁
張永男，公關經理周明潔等人合影於記者會上
。（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 「 恆豐銀行 」 董事長吳文龍（ 左二） 在記
者會上講話。旁為（ 左起） 總經理張永男，副董
事長高成淵，董事孫定藩。（ 記者秦鴻鈞攝 ）

「 麵麵聚道」 川菜名廚謝濤上美南電視 「 美食美客」 秀手藝
新菜魔芋燒鴨，蟹黃蝦仁豆腐，火爆草原肚，四川烤魚，令人驚艷

圖為 「 麵麵聚道 」 主廚謝濤（ 右） 向美
南電視 「 美食美客」 主持人鄧潤京（ 左
） 介紹製作的訣竅。（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 「 麵麵聚道」 的東主楊繼飛女士（ 中
） 與餐館主廚謝濤先生上美南電視 「 美食
美客」 節目，與主持人鄧潤京（ 左 ）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B12醫生專頁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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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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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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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設備齊全： X光、Ultra Sound、電療機、
復健機、牽引、矯正、推拿按摩

莊仲華醫師
JOSEPH C. CHONG, M.D.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9250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商場）
頂好診所 713.981.0988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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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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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發力
水泥等三行業吸金逾10億元重回“風口”

水泥國企改革出現加快跡象
近期國企改革再度升溫，相關標的

均有所表現，尤其是水泥板塊昨日大漲

3.75%，上峰水泥盤中強勢大漲 9.38%，

海螺水泥、華新水泥漲幅也均超5%，分

別達到6.92%、6.03%。

資金流向方面，據市場研究中心統

計顯示，昨日板塊內共有 15只個股呈現

大單資金凈流入態勢，其中，海螺水泥

（3129.22萬元）、金隅股份（2423.26萬

元）、萬年青（2309.41萬元）等個股大

單資金凈流入居前。

事實上，水泥行業的國企改革出現

加快的跡象，1月 25日晚間，中國建築

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與中國中材集團有限

公司旗下的多家上市公司紛紛發布公告

稱，兩大集團正在籌劃戰略重組事宜。

金隅股份 6月 29日晚間發布重組預案，

公司與冀東水泥簽署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協議，公司以持有的水泥業務相關資產

認購冀東水泥非公開發行的A股股份。

交易完成後，公司將直接持有13.91億股

冀東水泥股份，成為冀東水泥的控股股

東。同時，金隅股份將其所持 3家主營

業務為水泥、混凝土業務的子公司股權

托管給冀東水泥。

對此，分析人士指出，中材集團與

中建材集團的戰略重組有望減少重合板

塊的惡性競爭並實現優勢互補，兩大集

團的國企改革也從集團內部的資產註入

層面上升到央企整合層面，在供給側改

革和去產能的背景下，兩大集團的戰略

重組意味著水泥行業的去產能步伐將大

大加快。此外，因金隅股份與冀東水泥

均從事水泥相關業務，此次交易可以避

免同業競爭，減少並規範關聯交易，提

升公司的經營管理效率，有利於公司業

績提升。

投資機會方面，長江證券表示，國

企改革從三個維度選擇投資標的。維度

壹：景氣度向上行業的國改標的，如中

國巨石、中材科技、凱盛科技等。維度

二：區域整合帶來業績彈性標的，如祁

連山、寧夏建材、天山股份等。維度

三：具有轉型預期標的，如國統股份、

瑞泰科技等。

鋼鐵看好改革帶來投資機會
寶鋼股份和武鋼股份雙雙發布公告

表示，接到控股股東集團公司通知，寶

鋼集團與武漢鋼鐵(集團)公司正在籌劃

戰略重組事宜，重組方案尚未確定，方

案確定後尚需獲得有關主管部門批準。

股票自2016年6月27日起停牌。

對此，分析人士指出，寶鋼集團和

武鋼集團籌劃戰略重組，國內兩大鋼鐵

巨頭此次若能成功整合，對國內其他央

企、國企整合將帶來示範效應，有望加

速國企改革進程。對於行業而言，整合

之後能夠有效提高產業集中度，對鋼鐵

產業內技術落後的企業產生排擠效應，

加速行業洗牌。鋼鐵行業的國企改革大

幕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望加速，

看好改革帶來的投資機會。

二級市場上，鋼鐵板塊表現出色，

昨日板塊整體大漲2.56%，三鋼閩光、沙

鋼股份、新鋼股份強勢漲停，大冶特鋼、

方大特鋼、海南礦業、永興特鋼、鞍鋼股

份等個股漲幅也均在5%以上，分別達到

9.56%、8.88%、6.77%、5.62%、5.49%。

投資機會方面，廣發證券表示，國

企改革進程有望加速，將加快退出長期

虧損、產業前景不明、缺乏控制力的資

產，推進“去產能”和處置“僵屍企

業”工作。“需求側托底穩增長、供給

側深化結構性改革”是 2016年兩大重點

工作，建議重視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投資

機會。重點推薦低估值、有轉型預期、

有土地資源和業績明確的公司，建議關

註：玉龍股份、首鋼股份、河鋼股份、

寶鋼股份、新鋼股份等。

煤炭關註三類股票
據國資委網站消息，國資委召開中

央企業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工作會

議，會議明確了中央企業化解鋼鐵煤炭

過剩產能和處置“僵屍企業”的目標和

任務。中央企業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

的工作目標是：從今年開始，用 5年時

間壓減中央企業鋼鐵煤炭現有產能的

15%左右，爭取用2年時間壓減現有產能

的 10%左右，使專業鋼鐵煤炭企業做強

做優做大，電煤壹體企業資源優化配

置，其他涉煤中央企業原則上退出煤炭

行業，加快解決歷史遺留和企業辦社會

問題。中央鋼鐵煤炭企業結構更加合

理，活力和競爭力顯著增強。

中金公司指出，國資委明確爭取 2

年內壓縮央企 10%現有產能，做強做優

做大專業煤企，其他涉煤央企原則上退

出煤炭行業。據統計，我國共有 14家煤

炭央企，原有產能合計 8.46億噸，按照

計劃 2年內將減少產能 8460萬噸。央企

結構調整將進壹步推進，加速行業重組

整合，煤炭行業集中度將進壹步提高。

地方煤炭國企改革持續升溫，其

中，5月份，山西省將選擇山西焦煤作

為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試點企業，8

月底，山西焦煤集團有限公司要完成公

司章程修訂工作，10月份開始全面實施。

北京國企昊華能源7月8日晚間公告稱，

公司擬籌劃重大事項，該事項可能涉及

重大資產重組。公司股票自 7月 11日開

市起停牌。

二級市場上，昨日煤炭板塊表現活躍，

平莊能源實現漲停，大同煤業、潞安環能

大漲逾8%，分別達到8.35%、8.05%。

投資策略方面，海通證券表示，煤炭

行業基本面好轉、政策持續支持，煤價上

漲可持續，公司盈利增長確定性很強。個

股方面，建議關註三類個股投資機會：壹

是中報業績預期較好的兗州煤業、冀中能

源等；二是行業龍頭，西山煤電、陜西煤

業、盤江股份等；三是央企改革，中國神

華、上海能源、中煤能源等。

第17屆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展覽會紐約開幕
綜合報導 第 17屆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展覽會

在紐約賈維茨會展中心開幕。來自中國、美國、英

國、韓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逾千家展商參展，

展品涵蓋服裝服飾、服裝面料及輔料、家用紡織品

等。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勇說：

“在整個中國外貿出口負增長的情況下，中國對美

國服裝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在歐洲、日本等中國

服裝出口主要市場中是唯壹的。而將展會辦到最終

消費市場國家來，也是為了更好讓美國市場與中國

制造商相融合，今年展會，更具市場針對性，戶外

服、運動服所占比例大幅提升。”

首次參展的廣東惠州德鑫電腦繡花廠經理余曉

連稱，該公司眾多電腦繡花產品的工藝水平是目前

東南亞國家所無法提供的。此次參展紐約展，壹方

面希望借助這壹平臺拓展更多的客戶，另壹方面則

希望能在這裏領略到最前沿的潮流趨勢。

福建省澳風公司開拓美國市場已多年，總經理

林學鳳表示，未來美國仍然是拉動中國紡織品服裝

整體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同時，美國也是全球消

費市場的風向標，在紐約展上，觀測全球消費習慣

和趨勢的變化，也是壹項重要收獲。

現場諸多參展企業向記者表示，現在帶著常規

產品到美國尋找大單的心理已經不實際了。“我們

到美國參展已不是企業原本生產什麽就帶什麽產品

來，而是針對美國市場動向特別制作樣品帶過來。”

中國企業 SKHFASHION展位負責人聞靜，在回答

參觀展會的中國駐紐約總領事章啟月有關詢問時說道。

章啟月也跟這位負責人談起美國服裝市場動向：“當

下，運動、戶外等功能性服裝在美國很有市場。”

為期三天的第十七屆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展覽

會，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主辦，中國國際貿易促

進委員會紡織行業分會與法蘭克福展覽(美國)公司

承辦。據透露，展會的預登記觀眾有大規模上漲，

其中面料的預登記觀眾上漲 25%，服裝上漲 44%，

家紡上漲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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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團蒞休訪問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來自非洲馬拉威 & 賴索托 27 位 ACC 院童、發起人慧禮法師、召集人黎淑瑛、葉宏志僑務委員、世台基金會林鋕銘秘書長、休
士頓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張琍琍秘書等中外人士在圓滿成功演出後合影。

武術表演：壯我少年、才藝大展。

「2016 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贊助者葉宏志、黎淑
瑛、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林鋕銘、周雲、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接受 ACC 發起人慧禮法師感謝贈禮。

ACC 發起人慧禮法師頒感謝狀給嚴杰、宋秉穎、劉秀美、淨海法師、
周雲、高嫚璘、張惠美、張紹華、陳美芬、金城銀行代表。

「2016 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
巡演召集人黎淑瑛、葉宏志僑務委員、世台
基金會林鋕銘秘書長。

7 月 14 日 ACC 的孩童們在休士頓演出道地的非洲歌舞：
月光之舞、勇士舞，台北的天空等民歌組曲，經典台灣
歌謠：、丟丟銅、雨夜花等民謠組曲，英文歌曲：You 
raise me up、We are the world、Shalalala、帶給休士頓
僑民人氣滿滿 ‧ 吸睛破表的難忘演出，並給予高度評價。

來自非洲馬拉威 & 賴索托 27 位 ACC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院童 7 月
14 日晚 7:00 於僑教中心舉辦的一場慈善表演活動演出。

ACC 發起人慧禮法師、葉宏志、黎淑瑛僑務委員、ACC
公 關林青嶔、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世台基金會林鋕銘
秘書長、及數百位僑界人士欣賞 2016 台灣愛飛揚演出。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張琍琍秘書等中
外人士出席「2016 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
交流巡演。

由休士頓政商界鄭昭，駱健明出面
 邀請糖城新任市長，巿議員餐敘，賓主盡歡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糖城新任市長 Joe Zimmerman ( 右）在餐會上致詞。
（ 左 ）為餐會召集人駱健明。

圖為 Joe & Nancy Zimmerman 夫婦（ 中 ） 切祝賀當
選市長蛋糕，（左起） 為召集人駱健明，鄭昭，郭
穎及貴賓「 台北經文處」代表何仁傑組長。

圖為 Joe Zimmerman 市長夫婦（ 左四，左五）與第二桌貴賓等人合影。

圖為 Joe Zimmerman 市長夫婦（ 左三，左四立者） 與
第三桌貴賓合影。

圖為 Joe Zimmerman 市長夫婦（ 立者左三，左四 ） 與
第四桌客人合影。

圖為糖城巿長 Joe Zimmerman ( 右二 ） 與（ 右起 ） 郭穎，
唐心心琴，陳美雪在餐會上合影。

圖為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wn （ 左三 ）與出席貴賓（ 
右起）郭穎，陳美雪，趙婉兒，「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陳美芬合影。

圖為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n ( 左二 ）與「 台北經文處」 代表（右起）「 政
務組」 組長何仁傑，「 科技組」 組長游慧光，「 教育組」 組長周慧宜在餐
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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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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主治項目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NYU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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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
亮 珍 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
ss
n
e
r

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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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的牙醫 孫文燕 牙醫博士

服務範圍：
補牙、拔牙、安裝假牙、牙齒美容、牙週病、牙床外科手術、根管治療、最新特殊技術、
牙齒漂白、以最新式科學儀器為大家服務。
週 一：8:30AM-4:00PM
週 二：8:30AM-12:30PM
週 三：8:30AM-6:00PM
週 四：2:00PM-6:00PM
週 五：10:00AM-5:00PM
每隔週六：9:00AM-12:30PM
通國、潮、泰、英語

老人可享受優待
接受牙科保險

Corporato Dr.

Sam Houston Pkwy

6901 Corporate Dr. ※
#202

Bellaire
Blvd

，王朝
Dynasty Plaza

N
→

6901 Corporate Dr., at Bellaire,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36

PUNNEE SATITPUNWAYCHA D.D.S. F.A.G.D. (713)779-9281
預約專線：

接受保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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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多年豐富成功診治各類口腔疑難複雜病歷經驗

美國口腔修復學會認證口腔修復專家

接受各種保險，為患者確認保險範圍，確保無意外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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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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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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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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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廣 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 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 281-933-0002 Fax: 281-933-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住宅
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糖城﹐Clements高中約2300呎靚宅﹐4房2個半衛浴﹐雙車庫﹐高廳﹐新廚房﹐新衛浴﹐私家泳池﹐綠帶景觀﹐小學﹐初﹑高中均好﹐走路可達﹐圖書館﹐郵局及兩個
大湖﹐為養育兒女極佳寶地﹐$330K讓﹒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7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
多項加級﹐超值價$32萬﹐絕無僅有﹒

˙Missouri City﹐2600呎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木地板﹐高廳﹐好學區﹐$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地產
精選

特別
推薦

◆中國城，醫療中心數個1、2、3室數單元轉讓，3萬-10萬不等。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微信：amys0529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批發房，現金價，行銷快，請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得最新信息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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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Luke Bai (白)
832-779-2838 (國語)
lukebai.kw@gmail.com

Kimberly Tran
832-930-2788 (越語)

kimberlytran.kw@gmail.com

房地產經紀人

BUY SELL RENT 買賣 出租 投資 管理

本公司代理二十多家銀行貸款。

Commercial Loan FHA Loan
Constrional Loan VA Loan

佳源貸款
Austin First

Mortgage

保證最低利率，
歡迎查詢，專業快速！

Karen Yi Tang
唐家怡Loan Officer

713-826-6518
O: 713-467-7904
NMLS#1294640
Karen@wmctx.com www.wmctx.com

9219 Katy Freeway, # 149,Houston,TX 77024

江桂芝 會計師 財務計劃師 事務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0,Houston, TX 77036 (恆豐大樓九樓)
Tel:713-771-9646, Fax:713-771-0932, E-mail:marychiang@biz-intl.com

MARY K. CHIANG, CPAs, CFP, 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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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發掘首個腓力斯人墓 有望揭開其來源之謎

近日，以色列阿什克倫國家公園，考古學家發掘了首個腓力斯人墓，
出土150多具腓力斯人的遺骨。這些遺骨可追溯至西元前11至西元前8
世紀。根據《希伯來聖經》的描寫，腓力斯人是古以色列人的主要敵人。
而這次出土的數據則有可能會證實聖經中關於腓力斯人是移居到古以色
列沿海的移民的記載。出土的文物中包括陶器、珠寶、武器及遺骨，遺
骨樣本目前正接受檢測，試圖揭開腓力斯人的來源之謎。

北愛爾蘭建巨大篝火堆
迎接“第十二日節”

英國北愛爾蘭民眾搭建起巨大的篝火堆。篝火將於“第十二日節”
前夜點燃，以紀念1690年新教徒戰勝天主教徒的“博因河戰役”。

阿根廷舉行雙胞胎節 兄弟姐妹傻傻分不清

阿根廷圖庫瑪，民眾參加
第10屆雙胞胎節。現場參加
活動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傻傻
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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