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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 可̧以不查收入 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駿傑貸款和保險

Minnie Chen
陳敏妮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om

11530

鑒定、收購、委托拍賣

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
Houston Antique Auction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

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36-2265， 832-251-6666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 / 自住 / 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連
續
七
年
獲Channel13

Blue
Ribbon

殊
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時
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1.Katy七湖小區，優質學區，交通方便緊鄰westpark和99兩條高速公路。社區環境優美，2層別墅。建
於2010年，2375尺，3房2.5浴室，高檔裝修，僅售$26.3萬。自住投資均可

2. Cypress休斯頓西北區，好學區，一層別墅，2007年，面積1550尺，3房2浴室。交通便利，小區環境優
美，售價$15.5萬。投資房最佳選擇。

3.糖城riverstone，德克薩斯州2014，2015年連續兩年最暢銷小區。福遍好學區，生活便利。環境優美，
小區配套設施完善。2011年，面積3440尺，4房2.5浴室，瓦屋頂豪宅。後院私家遊泳池。售價$59萬。
一次性投入，長久享受。

4. Pearland梨城，一層小別墅，交通方便，近醫學中心，downtown，1996年，近期全新裝修，1500尺，
4房2衛，售價$13萬。自住投資均可。

5. 糖城優質學區，Dullas高中學區房，交通方便，近59號和6號兩條高速。全新豪華裝修，新屋頂，新
空調熱水器，一樓木地板，廚房廁所大理石臺面。一層半戶型，1980年，2400尺，4臥室3浴室，
一樓二樓雙主臥。售價$26.9萬。

6. 醫學中心優質condo 2房1.5浴 近貝勒醫學院，萊斯大學，MD Anderson。公交車直達醫學中心。
面積1,060尺，僅售$ 12.5萬

7. 米城Missouri city，湖景全新房，格局寬敞，采光亮，4房3.5浴，最佳選擇，售價 $ 29.9萬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15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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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粵語、英語

（網路照片）

（綜合報導）美國白宮的電郵系
統懷疑遭黑客入侵，第一夫人米歇爾
的護照掃描圖像（見圖）外洩，被人
放上網公開。

雖然官員拒絕評論，該掃描圖像
是否真實，但也沒有證據懷疑該圖像
是偽造。

美國司法部長林奇稱，正調查該
次入侵。負責美國第一家庭安全的特
工處也表達了疑慮。

據報，負責安排第一家庭官方行
程的白宮 「先遣」職員Gmail帳戶遭
黑客入侵，一批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7月期間的郵件被竊取，當中就有
米歇爾護照頁的掃描圖片，包括護照
號碼，生日，出生地等，大部分為公
開材料。

白宮發言人厄內斯特一方面強調
白宮僱員應小心處理網上保安，又刻
意淡化事件，指有關職員只是合約僱
員。

這些資料被放在一個叫DCLeaks
的網站上，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的私
人郵件也在該網上曝光。該網站稱目

標是揭露政治濫權，但外界懷疑其與
俄羅斯情報機關有關。美國國會參眾
兩院兩名情報委員會成員就說，近期
陸續發生的網絡攻擊意味著，俄羅斯
試圖要擾亂11月的總統大選。

在郵件內容中，另包含一張簡報
照片，內有美國副總統拜登今年6月
到俄亥俄州的詳細行程資料，還有他
此行下榻酒店的資料，甚至他會見他
人的日程。

DC Leaks表示，此次資料外洩反
映了白宮的電腦安保存在漏洞，如果
恐怖分子入侵白宮人員的電郵系統，
取得這些機密資料，隨時危及國家安
全。

美國特勤局發言人Nicole Mainor
公開表示其“已經知曉白宮員工郵箱
被黑”，並向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表示：“任何時候我們所
保護對象、行動的未授權信息被非法
洩露，特勤局都很關注。處於政策規
定，我們不提供調查的相關信息。”

白宮新聞發言人喬什·厄內斯特
（Josh Earnest）拒絕在例行發布會上

詳細討論該信息洩露事件，
只向記者表示：“政府正對
被洩露信息進行調查，我們
當然對任何關於網絡信息洩
露的報告都認真對待，尤其
當涉及敏感信息時。”

這個名叫 DC Leaks 的黑
客組織在推特上的簡介中，
自稱是一個“反秘密”的項
目，專注於分析和發布全球
高層官員及其影響機構的大
量郵件。該組織今年6月才剛
剛註冊推特，截至記者發稿
前，發布的信息數量也僅為
38 條，可見其聲勢和規模都
還不大。在已經“黑”到的
人列表中，比較重磅的也只
有金融大鱷索羅斯和美國前
國務卿鮑威爾。

鑑於 DC Leaks 挖到索羅斯的料
不夠猛，只是其旗下一個基金會內部
資料，當時並未引起太多外界關注。
直到該組織爆出前國務卿鮑威爾的一
些私人郵件，才讓它站到了閃光燈之

下。這些郵件顯示，鮑威爾是迫於壓
力才在總統競選中為希拉里背書，且
對於希拉里“郵件門”事件頗有微詞
，直言“我又沒讓希拉里在家自己裝
個私人服務器”。

近幾年，隨著私人安全信息洩露
事件越來越多，規模也急劇擴大，網

絡信息安全在美國越來越受到關注。
同樣在9月22日，即將謝幕的美

國互聯網公司雅虎證實，至少5億用
戶的賬戶信息在 2014 年遭黑客盜取
，這創造了史上最大單一網站信息遭
竊的紀錄，也讓正在出售核心業務的
雅虎再受重創。

黑客侵白宮 米歇爾護照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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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633.5151 • HyundaiUSA.com/Chinese
Top Safety Pick+ rating based on a “Good” in the 31 mph side-impact crash test, 40 mph moderate overlap frontal crash test, 20 mph rear-impact test, roof strength testing, 40 mph small overlap frontal crash test, and an advanced or superior rating for 
front crash prevention performed by the IIHS. For details, visit www.iihs.org. Hyundai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Hyundai Motor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6 Hyundai Motor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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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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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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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黎瓊芳Connie Lai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713-480-9988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Agent LUTCF, CLTC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for all New York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美聯地產

電話：（713）823－2226

HoustonRealtyd@gmail.com
詹慧(Diane Sum)

中國城餐館出售
靠近中國城新屋出售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Downtown of Houston優美與豪華住家

好
學
區

989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36

專精買賣 商業＆住家˙新、舊、大、小、豪華房子˙公寓˙土地

投資˙管理˙協助投資者長短期投資、高效期回報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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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WEST HOUSTON
OF

Dan Kao
Sales Manager

Efan Hsu
Internet Manager

華語專線：

225-921-9157

11890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691－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Wechat ID: nodocloan888

星期六 2016年9月24日 Saturday, September 2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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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VI APTS

5606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81
Tel :(713)667-8276
Fax:(713)661-2609

ANDY

Pin Oak
Pershing
Condit

9:00AM-6:00PM
9:00AM-1:00PM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 8:30AM-5:30PM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598

Ranchester
h

G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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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 har com/amyshaorealtyharharwww.har.com/amyshaorealty
832-878 8988 713 931 8601(O)

299
)

1. Clements 4/2 5/2 2200 $239,900

2.First Colony, Newmark 3100 3 4/2 5/2 $299,900

3. TelFair 2006 2900 4/2,5/2 $389,900

4. 2 2 Condo. Bellaire GATED,24 $198,000.

5. Clement 3/2.5/2 TownHome $2480.

6. Clement 3/2.5/1TownHome. $1600.

KATY, FRY RD & $I-10 2

Virtual Tour
Super Agent

(281) 980-7671( )
(281) 980-7671 (281) 980-5570

KATY PEARLAND( )
JENNIFER YU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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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尖端科技
引港創新熱潮

博覽會展現
香港各大學於多項尖端科技上的世界頂尖水
準。許多市民不知道，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上如
探月工程和深海探索等都有香港的科研團隊參
與，香港的科學家們為國家科技發展作出積極
貢獻。若政府和民間加大科研投入，促進科研
產品商品化規模，科創產業有條件成為香港經
濟增長的新動力。

香港尖端科技由於欠缺中下游產業鏈，未
能於香港形成上規模創科產業，引致市民有
“香港科技水平落後於周邊地區”的誤解。實
際作為亞洲領先的高等學府集中地，香港於多
項尖端科技領先世界，在國家科技創新發展中
擔當重要角色。博覽會中香港展區展現香港多
項高科技成果，激勵青少年投身科創業，在科
技興國、科技興港的大環境下前景遠大。
例如香港理工大學的光纖和超聲導波傳感

技術已應用於國家高鐵結構的健康與安全監測
上，理大研製的精密太空儀器和相關航天技術
已為國家登月計劃採用。理大的超精密加工技
術研究已成為國家重點試驗室，研究成果於精
密模具、光電產品、光通訊行業等廣泛應用。
香港科技大學於大腦神經訊息傳遞及重要蛋白
質分子功能研究方面全球領先。香港中文大學
利用納米科技成功開發的光催化技術，可以於
固體表面形成納米光催化薄膜，是材料科學領
域重要發明，以此為基礎於空氣和水凈化系統
已推出市場。

由於香港科技界傑出成就，科技部2012年
和2015年先後批准在香港成立六間國家重點實
驗室夥伴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
分中心和國家產業化（夥伴）基地，相關科研
隊伍已取得不少成果，為國家和香港的科技發
展作出積極貢獻。

國家創科 港擔要角

覽會23日舉行傳媒預覽會，現場仍是一片忙
碌，工程人員在專家指引下佈置陸續運抵的高

科技展品，預計需通宵工作。展場入口是國家發展
迅速的航天展區，居全球頂尖水平的中型運載火
箭、長征系列火箭的模型矗立在入口處。航天科技
對高端工業、尖端通訊、氣象導航、軍事安全、宇
宙資源開發等均有重要意義，展區顯示國家最新探
月工程、逐步建立太空站等航天科技的突破性發
展。

市民亦有幸目睹真正的對地觀測衛星“高分一
號”，該衛星寬約三米、高約五米、重達數噸，因
無法裝入貨櫃船運，由專用重型貨車在嚴密保安情
況下由陸路運至廣州，再裝船抵港。為免震動損傷
衛星內的精密儀器，只能保持60公里的行車時
速，運輸過程耗時一周之久。同場展出的還包括：
太空人出艙VR體驗座椅、航天服、空間站五艙組
合體、嫦娥三號探測器等實物或模型。

海洋佔地球總面積逾七成，海洋資源是人類最
後的寶庫。中國於深海探索走到世界的前面，載人
深潛器“蛟龍號”創下7,062米的載人深潛世界紀
錄，意味着中國有能力對全球99.8%的海洋深處進
行科學研究及勘探。這次展出的是與“蛟龍號”同
樣大小的鋼製模型，市民可以進入仿真駕駛艙內，
親身體驗高科技深潛器如何操作。

市民還能觀摩4,500米作業級深海無人遙控潛

水器“海馬”號實物，這是我國科研人員經6年艱
苦努力，突破了深海無人遙控潛水器多項核心技
術，是我國迄今為止系統規模和下潛深度最大、國
產化率最高的深海無人遙控潛水器。

其餘如8次打破世界時速紀錄、已走向世界的
中國高速列車；居世界領先技術的港珠澳大橋的發
展；實現零的突破、我國自主研製，改寫國際民航
業格局的大型客機C919、運輸機；“中國坐標”，
精準至厘米的北斗導航全球組網；世界頂級超級電
腦天河二號等，均為博覽會值得關注的亮點。

全國科創熱潮下，內地民間科創產業迅速發
展，無論技術水平和科研成果商品化程度均達世界
先進水平。在創新創業展區展出的納米真空互聯實
驗室、無人機、無人船等很多已全球熱賣。

如四旋翼無人機F100，可在暴雨、大雪、沙塵
天氣、高溫及極寒環境下執行任務，最高飛行高度
3,000米，配備全球領先的智慧飛控系統可實現自主
起降、路線規劃自動巡航、自主返航等智慧功能，
頗為搶眼。

博覽會重頭戲，是兩地頂尖科學家於博覽會期
間合辦的10場精英科學家論壇，由科技部副部長
李萌博士為首的國家尖端領域專家隊，與香港科學
家們，就科技強國國策、尖端量子通信、高鐵智能
運輸系統、香港科研發展等方面“香江論劍”，綻
放智慧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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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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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ATTRESS WORLD

(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1,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

SaraLee Smart

GF516888
E-Mail:phoebe@onemooresold.com www.Har.com/Phoebe www.83276868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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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49 8
$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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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7
6/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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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 )( )( )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C&W PRINTING

Tel:(281)575-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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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d by the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

::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Jaime Robert Andy Joe Anal EvaSam

Not Cetified by the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except as specifically indicated

(713)977-9900 (713)977-9941
6420 Richmond., Suite 215,
Houston, TX 77057

LAW OFFICE OF PAUL N. MOODY, P.C.

y g p , p p y

Amy P. Y. Sung
E-mail: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sunglawyer@yahoo.com

Tel: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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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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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B-5
�

� B-1 / B-2
� H / L / E

**

D. Showalter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E-Mail:shu_xj@msn.com http://www.jamesxu.com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of Counsel)

* **Licensed to Practice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Law Office of Hsyung & Associates

(Niey-Bor Hsyung)
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 109, Houston, TX 77036
Tel:(713)541-2909 Fax:(713)541-2549

Licensed by the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the Board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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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Steven Ye
(713)518-3169

David Luo
(713)732-8388

Bella
(281)223-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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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年僅4歲的錢紅艷遭遇車禍，她骨盆以下被
完全截肢，失去雙腿。為了令她可以相對自由地活

動，爺爺將籃球剪開一半，裡面墊上棉花，讓錢紅艷套在身下。
與籃球配套的，是一副木質的手墊，年幼的紅艷就是通過這套裝
備，用手臂力量向前行動。

錢紅艷的遭遇被當地媒體報道後，在獲得公眾關注的同時，
也得到了公安部交管局的幫助，得以到北京去進行治療。療程中
的水療，成為錢紅艷與游泳結緣的契機。錢紅艷在水療中獲得了
“像魚一樣”的新體驗。在陸地上行動受限，“在水裡就覺得很
自由、很快樂。”而在觀看第七屆全國殘運會比賽時，紅艷結識
了國家隊教練張鴻鵠。與父母商量後，她於2007年8月正式開始
專業的游泳訓練。

在張教練的培養下，紅艷進步得很快。2009年，紅艷更在全
國殘疾人（18歲以下）游泳錦標賽中奪得1金2銀，在2010年浙
江紹興舉辦的全國殘疾人游泳錦標賽中，她又獲得了3枚銀牌。隨
着一次次登上領獎台，紅艷
心中開始燃起更大的夢想，
那就是參加殘奧會。之後她
每天的訓練都要游超過一萬
米，經過刻苦努力，她獲得
了里約殘奧會的入場券。

因為游泳，19歲的錢紅
艷得以從“籃球女孩”的標
籤中走出。她不再坐在籃球
裡仰視世界，錢紅艷談及參
加殘奧會的感受時，說道：
“感覺可以站在一個更廣闊
的地方，去看這個世界。”

浙江溫州鬧市區車水馬龍、
燈光璀璨。但坐落在城市最繁華
區域的“城市書房”卻是別樣景
致———— 十多人在此安靜地看書，
只能聽到間或傳來的翻書聲。據
了解，目前溫州已有17個24小時
免費開放的“城市書房”，年底
前還將有8個投入使用。

溫州市圖書館館長胡海榮表
示，“城市書房”是該館借鑒台
灣誠品書店的做法，在市區建立
的公益性閱讀場所，讓讀者在家
附近就能找到閱讀的地方，且24

小時免費開放。場地條件設置
為：居民密集處，臨街一樓，面
積100至 300平方米。只要憑市
民卡或借閱卡，所有人都可以進
入閱讀，無人值守，通借通還。
胡海榮也告訴記者，開設通宵開
放的“城市書房”，是因為以前
溫州圖書館老館區常常一位難
求，深夜來閱讀的人更認真。

據悉，這些“城市書房”面
積最小的90平方米，最大的650
平方米，單點圖書數量達8,000冊
至15,000冊，每隔半個月更換。

在安全防範上，由相鄰單位和合
作單位保安兼顧，並安置攝像頭
全方位實時監控。

因被英國BBC美食節目介紹
而走紅的“阿大葱油餅”因為天
氣炎熱，一度歇業。近日又重新
開張了！ 雖然如今“阿大葱油
餅”已經成為網紅美食，但卻並
未借勢漲價，每隻仍售價5元人
民幣，每人限購10隻。想要去一
嚐美味的朋友要作好排隊的心理
準備。

“阿大”吳根存生於1957年，
1982年因下崗閒置在家，便學起了
做葱油餅的手藝。也因在家排名老
大，就給自己的葱油餅店起了“阿
大葱油餅”的名字。因為製餅手法
出眾，口感香而不膩，阿大葱油餅
受到了許多人的追捧，一做就是34
年。這期間也曾有香港人、台灣人
來找過他，表示要給他開店，並付
他三萬元月薪，只求用“阿大葱油

餅”這個名字，甚至也有大型超市
來找過他，表示可以做成真空包
裝。然而，這些都被阿大拒絕了。
阿大說，葱油餅要現做現吃，而我
也不是為了錢，三十年的“阿大”
招牌不能“變味”，這慢工出細活
的品質不能變，這股子老上海的味
道也不能變。如今，阿大背已
駝，嚴重脊柱側彎，還有靜脈曲
張，已60歲的他，還能做多久，
他自己也不知道。 阿大有個剛大
學畢業的兒子，今年找到了數字
傳媒的工作，阿大說，兒子熱愛
廣告，並不想子承父業。
若問阿大選徒弟有什麼標

準。阿大說，人實在、能吃苦、
心甘情願做下去：“自己辛苦一
輩子，自己的牌子得找個靠譜的
人傳下去！”

12歲的小禹(化名)一直飽受癲
癇困擾。近日，小禹在四川省人民
醫院接受了迷走神經刺激手術，通
過電磁刺激神經，達到控制癲癇發
作的效果。目前，成功接受手術的
小禹正在適應和恢復中。

據了解，此前內地做迷走神
經刺激術採用的產品均來自國
外，而這一次是西南地區第一例

使用國產迷走神經刺激術治療難
治性癲癇的手術，費用也比原來
降低了一半。
相關人士說，大多數病人術

後可以有 50%的好轉率，其中
10%的病人甚至可以完全停止抽
搐，和正常人一樣生活，患者6
年後才需更換設備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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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溫州17“城市書房” 24小時免費開放

Wind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A股
有1,305家上市公司有投資性房地產，合

計達到5,951億元。
其中，投資性房地產超過100億元的上市公司

就有12家，包括2家投資性房地產超過300億元
規模。

從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屬性來看，除房地產
行業之外，保險、銀行、建築裝飾亦具較高佔
比。特別位居首位的是保險公司中國平安，投
資性房地產高達334.29億元，此外中國建築投
資性房地產達325.48億元排名第二，前兩位的
都非房地產公司。另外，中國銀行投資性房地
產也有220.99億元，排名亦非常靠前。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不少上市公司半年利潤

不抵一線城市一套房，Wind數據同樣顯示627
家A股上市公司的今年上半年利潤不足1,000萬
元，佔滬深兩市2,917家上市公司的21.49%。這
些A股公司的盈利或許還不夠在“北上廣”購買
一套高端住宅。

此外，亦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拋售已有房產，
作為央企下屬子公司的ST寧通B最近的舉動就
格外引人注目，其公告顯示擬出售兩套北京學
區房，市場價值約1,400萬一套，一旦成功出售
公司便可保殼。
另外，近期還有多家上市公司也都有發佈出售
房產類的公告，如綠庭投資、羅頓發展、潤和軟
件、雲賽智聯、艾派克、新城發展等接連發佈售
房公告。

中國土地市場的熱潮仍在延續，中原地
產數據顯示，截至本月22日，9月全國單幅
土地成交價逾1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地
塊累計錄37幅，其中有27幅地塊的溢價超
100%。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曦說，
上述27幅“地王”若疊加南京14幅已觸及最
高限價的地塊，本月前22天全國已誕生41幅
“地王”，“當前全國‘地王’多集中在一
線和二線城市，地王潮的出現與資金潮背景
下的資產荒有一定關聯”。

本周全國土地市場仍延續高熱模式，9
月21日，南京土地網拍進入第三場，共有6
幅地塊接力出讓，除1幅位於堯化門外，剩
下5幅均地處江寧；儘管當日6幅地塊均設最
高限價，但最終上述地塊均因觸及“最高限
價”而進入待搖號環節。盧文曦說，截至9
月23日，南京進入搖號環節的地塊累計達14
幅。記者留意到，除南京外，其他城市亦不
乏高溢價地塊，如濟南郭店“地王”在經過
311輪競價後，以12.05億元成交，溢價率
719%，而北大資源所購東莞“雙料地王”的
總價和溢價率亦分別達34.3億元和662%。

需指出的是，月內全國誕生的各類“地
王”主要集中在南京、無錫、上海、鄭州、

青島、武漢、東莞等一線和二線城市；且此
前的“地王潮”亦開始從“一線城市+南
京、蘇州、廈門、合肥”，逐步向其他二線
城市蔓延。

數據顯示，年內已有10個城市土地出讓
金收入超過500億元，依次為上海、杭州、
蘇州、南京、天津、武漢、深圳、合肥、鄭
州、重慶；其中，上海、杭州、蘇州年內土
地出讓金收入已超千億元。

從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比數據看，同比漲
幅最高的城市分別為深圳、合肥、杭州、鄭
州、天津、南京、蘇州，其年內土地出讓金
同 比 漲 幅 依 次 為 583.43% 、 227% 、
203.71%、143.34%、122.01%、106.26%、
102.44%。

盧文曦說，按單幅地塊總價超10億元，
且溢價率超100%計算，上月全國範圍共誕
生46幅“地王”，鑒於本月土地市場高溫仍
在延續，預計9月誕生的“地王”數量將超
過8月。他並指，地價超越房價的現象在熱
點城市很有普遍性，開發商不理性的競買行
為，或為今後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埋下隱
患，“未來3年，‘地王’周邊房價若不能
上漲100%，這些‘地王’都可能面臨巨大
的資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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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逾千上市公司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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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加總理
年度對話機制正式啟動引發外
媒關注。法新社說，中加關係
處於低潮之後開始回暖。 拿加拿
大前保守黨政府總理哈珀上台
後，兩國關係走向冷淡。杜魯
多上台一年半以來一直尋找重
啟加中雙邊關係的途徑。杜魯
多表示，兩國關係有着巨大的
尚未開發潛力的前景。

報道稱，當前， 經加拿大經
濟下滑，失業率不斷升高。
2015年10月大選， 導杜魯多領導
的自由黨之所以擊敗保守黨，
就是因為他提出了擴大投資、
刺激經濟的主張。 競為了實現競
選中發展經濟的承諾，杜魯多
政府將開拓新興的亞太市場，
尤其是中國市場。報道稱，目
前， 合中加兩國最有可能深化合
作的領域包括，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提高貿易總量； 兩擴大兩
國金融合作， 幣充分發揮人民幣
離岸交易中心的作用；商討能
源、環境保護合作； 邊拓展雙邊
互惠投資等。

方關於中加合作開拓第三方
市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美大
司周密研究員日前接受國際在
線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加合作
開拓第三方市場潛力巨大，同
時與發達國家合作也將成中國
對外投資新方式。

隨着中國核能技術的不斷
提升，近年來，中加合作更是
得到了多種形式的延展和加
強，核能合作拓展至羅馬尼
亞、阿根廷等第三方市場。周
密介紹說：“兩國各自都有一
些優勢，因為加拿大和中國有
很大的差異，畢竟本國市場相
對有限，雙方還是應該發揮各
自的優勢。比如核能領域，加
拿大在技術上有一些技術優
勢，中國在工程施工、建築上
的一些特色，所以我們能在這
個領域滿足有需求的國家。”

古巴哈瓦那大學前任校長、古中關係學者
魯文．薩多亞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古中兩國政
治經濟關係目前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即將對古巴進行的正式訪問將為兩國關係注入新的活力。

李克強此訪是中古建交李克強此訪是中古建交56年來中國總理首次正式訪問古
巴。。薩多亞說， 勝利一年後的古巴革命勝 1960年，古巴就與新
中國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是第 。古
巴主要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曾多次訪
華，中國領導人也多次訪問古巴。

薩多亞認為，從政治上講，古中關係目前處在最好時
期。兩國在很多國際問題上立場相近，反對霸權國家、支持民
族自決、尊重主權、不干涉其他國家內部事務並都把和平穩定
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前提，兩國在這些方面均擁有共識。

次訪問是中國總理13年來首訪加拿大，也是中加總理年
度對話機制的啟動之旅。兩國總理在一個月內實現互

訪，在中加關係歷史上少有，充分體現了雙方對發展中加關係
的重視。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表示，中加友誼源遠流長，兩國
關係曾長期走在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前列。此訪期間中加正
式啟動總理年度對話機制，兩國關係發展面臨新的機遇。中方
願同加方加強高層及各級別交往，提升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
作，打造中加關係新的“黃金十年”，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李克強指出，中加經濟具有高度互補性。中方願同加方
以扎實穩健的方式加強經貿往來，以開放的態度開展自貿協定
可行性研究，本着既公平競爭又友好合作的精神共同開發第三
方市場。希望加方放寬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限制，充分釋放兩
國經濟合作的潛力。雙方還要拓展金融服務合作，密切教育、
文化、旅遊、地方等廣泛領域交流。

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兩國總理隨後共同會見記者兩國總理隨後共同會見記者。李克強指出李克強指出，雙方同意加雙方同意加

強強各級別、多機制交往，充分發揮中加經濟財金戰略對話、外
長長年度會晤和高級別國家安全與法治對話等機制作用，加強溝
通通，增進了解，妥善解決問題和分歧。

李克強強調，中加歷史文化背景、國情和發展階段不
同同，在一些問題上存有分歧是正常的。應當看到，中加共同利
益益遠大於分歧。雙方要牢牢把握中加關係大方向，相互尊重，
求求同存異，確保兩國關係始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杜魯多表示，加中關係潛力很大，正取得穩步發展。兩
國總理會晤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國總理會晤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雙方堅持相互尊重、加強
高層接觸、保持關係穩定發展符合共同利益。加中完全可以本
着真誠合作的態度，進一步深化互利務實合作，加強和提升貿
易關係，解決好遇到的問題。這不僅將造福兩國人民，也將為
世界貿易健康發展樹立榜樣。

兩國總理還見證了雙方經貿、第三方市場合作、農業、
執法、旅遊、海關、航空、質檢等領域14個合作文件的簽
署。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和加拿大還解決了兩國之
間圍繞對中國油菜籽出口的貿易糾紛，雙方簽署的協議持續到
2020年。兩國總理還就部分加拿大對中國出口的牛肉產品方
面的糾紛達成了一致。

雙方還同意充分發揮高級別國家安全與法治對話等機制
作用。在簽署的13份合作協議中，包括《中國政府和加拿大
政府關於分享和返還被追繳資產的協定》、《中國公安部與加
拿大皇家騎警關於打擊犯罪的合作諒解備忘錄》等，將為兩國
在司法等方面的合作鋪就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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