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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休斯頓四川美食文化節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
「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 日(周二)晚間
「 休斯頓四川美食文化節」在休斯頓著名的
雙椒川菜館舉行﹒由中國烹飪大師﹐
中國飲食文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化全球推廣大使李凱所率領的一支十一人的代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表團來到休斯頓做精彩表演﹒圖為李凱大師(中)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與川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右)﹑
著名藝術家蔣銳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左)等人合影﹒
社區)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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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 广东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广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打造引领发展的强大引擎
南方日报讯 6 月 24 日，首届中国创新大会

高新技术企业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牛鼻子”，

约 200 亿元，扶持项目 1 万多个。去年，新兴产

4.1%，

在广州开幕，引发国内外对广东这片创新沃土的

广东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列为“八项重大举措”

业产值近 2.9 万亿元，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广泛关注，国际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参会。

之首。去年，珠三角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存量比

40%。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在会上表示，中

2012 年增长了近 2 倍；深圳新增国家级高新技

国创新大会在广东举办，是对广东创新发展实践

术企业 2513 家，累计达 8037 家，培育入库企业

试点示范城市群为抓手，突出智能制造主攻方向，

的肯定。中国创新大会今后将永久落户广东。

2772 家；佛山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1388 家、增

大力实施“百企智能制造提升工程”和“机器人

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积极打造创业生态、

长 93.6%。

领跑”专项行动，促进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应用推

培育创新土壤、释放创新活力。广东省第十二次

在创新驱动之下，“广东智造”标签在全国

——佛山以创建珠江西岸“中国制造 2025”

今年一季度增长 15.9%；PCT 国际专利申请
量近 2 万件，占全国的 46.6%；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提高至 80.1 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0 倍以上。
创新转型是世界性命题。完成发展动力转换，

乃至全球的“创新版图”中格外耀眼。去年，珠

粤东西北地区是广东创新发展的短板。在做

广，做强做大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去年，全市

党代会强调，破解广东发展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同

大做强的同时，自创区将通过企业扩张、园区共

先进装备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6628.8 亿元，同

最根本的是要转换发展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向

比增长 35.7%，其中广州和东莞均增长 100% 以上；

建、协同创新等方式，加强对粤东西北的辐射带

比增长 11.7%。

创新驱动、从跟随式发展向引领型发展的转变。

深圳 4G 及 5G、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柔性显示、

动。其中的重要抓手就是高新区建设。自创区将

——以中新广州知识城获批全国首个知识产

落实科技企业孵化器财政奖补政策，积极推

基因测序等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佛山全市工

积极向粤东西北地区推广科技园区建设、创新创

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契机，广州开发

动各地、各类投资主体建设“众创空间—孵化器—

业产品在国家、省、市三级产品质量抽检中综合

业、人才集聚、产城融合发展等先进经验，建立

区着力打造知识产权服务、保护、交易和运营的

加速器”全孵化链条。广东把完善科技企业孵化

合格率为 92%。

针对科技、人才、成果的对口帮扶机制，集中力

全产业生态链，聚集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审协广东

育成体系、推进科技金融发展、形成集聚全球高

量抓高新区建设，力争实现国家级高新区全覆盖，

中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交易中

端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环境作为关键抓手，打造国

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创新发展。

心等机构。去年，全区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 1010

际一流的创业生态体系初见雏形。

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
发展模式，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动力转换迈

汕头高新区已于今年 2 月份获批升级国家高

出坚实步伐，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实现良

新区，湛江、茂名国家高新区也有望今年下半年

广东正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创新

材进口便利化措施、允许科技人才办理多次往返

好开局。

获批，届时将实现国家高新区在粤西、粤东两翼

型产业集群，在珠三角各市选择确定 1—2 个特

港澳签注、知识产权质押和投融资服务试点、知

的布局。此外，近几年东莞对口韶关、中山对潮

色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优化市场配置资源机制，

识产权证券化、创新药物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

州的高新区帮扶成效明显，韶关和潮州高新区也

重点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与生物医药、

14 方面的创新试点在自创区陆续铺开。

初步具备了升级国家高新区的条件，目前也已启

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国家级创新型产

孵化器迎来爆发性增长。去年珠三角地区科

动了升级的相关工作。

业集群建设，大力培育机械装备、绿色光源、海

技企业孵化器达 608 家，总数跃居全国第一，提

洋经济等具有广东特色的省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建

前实现倍增计划；纳入统计的众创空间 434 家，

设。

其中 178 家纳入国家级孵化器管理体系，数量居

建设协同高效的
区域创新格局
2015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珠三角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赋予其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创业
中心的使命。珠三角地区聚集了全省 95% 以上的
创新资源，拥有全面创新的条件和基础。可以说，
抓珠三角地区创新工作，就抓住了广东全省创新
发展的关键。

构建具全球竞争力的
产业新体系
过去一年，广东各地把创新摆在产业发展的
核心位置，创新型经济蓬勃发展。

创新发展红利持续释放。特殊物品及生物耗

件，增长 2.8 倍，占全市 61.5%。

加速从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变

全国第一。
各类人才加速集聚。去年珠三角新增引进博
士 2793 人，新增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近 1.4 万

去年以来，广东大力推进珠三角创新发展一

——深圳重点实施新兴产业培育等“三大培

体化，推动创新要素在城市之间、园区之间的合

育计划”，先后出台生物、互联网等七大战略性

聚焦深圳创新活力，将其喻为世界创新“皇冠上

广东接下来将不断优化“1+1+7”创新发展格

理流动和高效组合。下一步，将加快广深科技创

新兴产业规划和政策，前瞻布局航空航天、生命

的明珠”。在政策链、产业链、资金链、生态链

局，积极开展创新政策先行先试，进一步营造有

新走廊建设，深化粤港澳创新发展合作，积极对

健康等未来产业，规划建设 23 个战略性新兴产

“四链协同”之下，深圳创新发展结出累累硕果：

利于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加快形成多支柱的新

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业基地和十大未来产业集聚区，累计投入资金

去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 800 亿元，占 GDP 比重

兴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创新发展效能。（辛均庆）

﹒

近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万字报道，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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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耶穌聖心堂」暑假期間提供系列

七月十六日舉辦「心靈健康講座- 認識自己」免
天主教「耶穌聖
心堂」將於暑假期間，
推出系列專業之講座
，服 務 僑 社。首 輪 為
「心靈健康講座 - 認
識自己」
，將於七月十
六日 (主日)，下午一
時半，由蕭康宜女士
主講，講座完全免費，
備有簡單茶點，竭誠

歡迎僑學各界朋友參加。
講座地點為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位于東
布 蘭 諾 區，地 址 為：4201 14th Street，Plano，
TX75074，詳細地圖請見本報宗教版廣告欄。
「耶穌聖心堂」有幸邀請到學有專精的蕭康
宜女士主講「心靈健康講座-認識自己」
，講座主
題是“如何認識自己，進而發掘人與人相處的愉
悅？”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常為了「別人說了什
麽或做了什麽」而心情不好？或為了「跟朋友或

費 專 業 講 座

work」
，中文書名「9 型-愛與 日常生活上、工作上或人際上需要突破; 或是有
親人處不好」而困擾？
工作成熟成全之道」
，其內容除了包括不同性格 任何內心之困擾、糾結、創傷；都非常歡迎且鼓
工作上，如何認識自己及瞭解同事或上司， 的人，在愛情. 家庭與工作關係的互動之外，作 勵他/她們來，更歡迎每個
避免不必要的衝突，而有效率地. 愉快地達成目 者並且根據多年心理輔導的經驗，配合「人格九 人能夠親自陪伴他/ 她們
標？若能先從認識自己的思考模式和執著點，這 型」的理念，給予讀者許多寶貴的建議。
一起來參加，就從
個門就會為你打開。而且，這都可以從動態的性
此書多年列入美國暢銷榜，目前已被翻譯 “ 認識自己”開始，
格學理系統中，找到開門的方法。
成 28 種語言。
找到生活的契機
蕭康宜女士：畢業於台灣靜宜大學商學系 2008 年 - 在 Helen Palmer 及 Dr. Daniels 的加州 ，轉變的力量，持
學士，獲德州大學 Permian Basin 電腦學士，曾在 訓練中心，取得「人格九型」之師資認證，該機構 久的喜樂。
李察遜之 Ericsson 公司電腦部服務十五年，但是 是極受推崇的國際性組織。
若有疑
她退而不休，仍願奉獻她個人 20 年來在「人格 2009 年-到目前(2017 年 )已經在台灣、上海、加 問，請電蕭康
九型」心理學上之理論研究及實務心得，來服 州及德州，舉辦過數十場「人格九型工作坊」
，並 宜 姊 妹
務僑學各界朋友。
在一對一或小團體互相鼓勵的形式下，應用「人 (214-488-45
蕭康宜女士自 1996 年開始研究「人格九型 格九型」之知識及實務經驗，協助個人處理心靈 46 留 言)，或
」心理學之簡介及資歷如下:
創傷，及各種人際關係上的突破。
楊韓琦姊妹
1996 年- 開始研究及運用第一批美國教師 Don 2015 年 -獲休士頓醫院 ( Houston Hospital )美 (972-618-10
Riso 所著「人格九型」的理論，並協助工作坊。
以美醫院 (Methodist Hospital) 牧靈志工之認證。 23)詢問。(聖
2007 年-與作家陳美卿女士合作，翻譯美國第一
竭誠歡迎僑社各界朋友們來參加，此一非 心堂供稿)
本享譽國際之心理醫師 Helen Palmer 女士，所寫 常難得的免費講座「心靈健康講座- 認識自己」
的 九 型 性 格 實 用 書 「Enneagram in Love and ，也歡迎每個人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親戚，若在

美國癌症登月計畫

novel agents and approved drugs)：讓病人可以加 有沒有醫生真正在使用的呢？李醫生說目前美
速使用到新藥，不再像以往新藥的通過通常要 國還沒有醫生使用，他認為這個系統還是有地
方需要完善的，雖然慢慢的會發揮作用。什麼是
三到五年。
3.FDA 規範 (FDA Regulation):FDA 加速了新藥 Watson 系統？ Watson 系統是 IBM 做出來的大
亞美癌症關懷服務很榮幸地，五月十三日 死亡率已降低 23%，也有更多的人减少了因為 的通過時限。藥物試驗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 數據系統(big data system)，通過全世界專家輸入
階段主要是在尋找藥物的最佳劑量；第二階段 臨床測試的資料，把計算機培養成專科醫生，李
再次邀請到李志勇醫生來為我們演講美國癌症 癌症而產生的痛苦。
但是四十多年過去了，癌症仍是全世界的 主要是在測試某種新藥對某種癌症在人體是否 醫生表示說 Watson 會靠近一個醫生的水平，但
登月計畫(Cancer Moonshot Project)的進展及里
程碑。李志勇醫生曾在德州休斯頓安德生癌症 主要死因之一，僅次于心血管疾病，且相對于心 有療效；第三階段是要比較新藥與現行使用的 是醫生與病人間的互動太重要了，最主要是醫
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做過三年的 血管疾病，腫瘤的發生有年輕化的趨勢，對整個 藥物之療效做對比。以前的 FDA 要在第三階段 病間的交流，也許在中國的開展比美國更好，由
博士後研究，他是中國武漢大學醫學院的醫學 社會仍是很大的負擔。因此，美國又開始了一項 試驗完後才可以決定是否要通過此新藥的使用 於中國醫療的環境，人們會偏好使用 Watson 系
博士和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的生物和免疫學博 新的攻克腫瘤計畫也就稱作「癌症登月計畫」
。 ，現在只要通過第二階段的試驗就可以發行上 統，但是最後還是需要醫生的專業來分析結果。
最早這個概念是在 2012 年由 M.D.Anderson 新 市。但是未來還要討論新藥的效用及費用，希望 另個聽眾問到花五千元做基因圖譜值得嗎？醫
士，現為腫瘤、血液疾病的專科醫生。
生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首先要評估您的年紀
首先，什麼是美國癌症登月計畫呢？美國癌 上任的負責人提出的，另外因為美國副總統 Joe 讓更多的病人可以使用新臨床藥物。
及健康狀態，加以評估才是最好的。最後李醫師
4.安全性和結果的協調和實時監控
(Care
coor症登月計劃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全新的向癌宣戰 Biden 的兒子在 2015 年時死於腦癌，年僅 46 歲，
dination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of
safety
and
還是再次提醒大家要如何預防癌症：
1、體重的
計劃。它通過匯集跨國製藥公司，生物技術公司 Joe Biden 受到啟發，希望可以再次提起此計畫。
outcomes)
控制
2
、
規律的運動
3
、
攝取均衡的飲食不吸菸
，各大醫學中心和社區腫瘤醫生等各方面的資 隨後 2016 年一月歐巴馬總統宣布了”National
源，打造一個利用各種新藥和新技術對癌症發 Cancer Moonshot 2020”
，由副總統負責領導。該 5.實時測量結果和成本的能力(Ability to mea- 4、控制血壓血脂不要過高 5、好的心態。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簡介】
起的一場新的戰爭，並有望能夠有快速檢測新 小組組成由國防部、商務部、衛生與公衆服務部 sure outcomes and cost in real time)
6.網路基礎設施
(Network
Infrastructure)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Asian American Cancer
型免疫治療藥物的方法。簡單來說癌症登月計 、能源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國家經濟委員會、
這幾年的努力讓對于對抗癌症有了很大的進展
Care
Services) 成立於 2013 年，是一個美國政府
畫目的要加速腫瘤研究，推進癌症的預防、診斷 食品藥品監管局、國家癌症研究所、國立衛生研
，
我們對癌症及基因疾病的瞭解有巨大的突破
，
註冊的
501(C)(3)，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種族，完
及治療，進而使癌症成為一種慢性病甚至是可 究院等聯邦政府部門組成，該計劃的宗旨是利
像是在
2007
年之後有兩個重要的突破
，
其中之
全以服務為宗旨的慈善機構
，所有捐贈可以合
治愈的一種疾病，期待有朝一日能終結癌症。早 用成熟的分子生物科學，超級計算技術的重大
一
是
靶
項
治
療
(Targeted
Therapy)
，
另
一
個
是
法抵减所得稅
。
亞美癌症關懷服務提供亞裔民
在 1971 年尼克森總統時就開始提出了要向癌宣 突破，以及完整醫療體系，來改變癌症診斷和治
戰，1971 年到 2016 年間總共有六個法案的通過 療的模式，减少癌症給病人帶來的痛苦。2016 2010 年後的免疫治療 (Immunotherapy)。由於基 衆癌症資訊，舉辦醫療講座進行公共健康教育，
都是跟腫瘤研究相關，1971 年通過的國家癌症 年十二月通過了第七個法案撥款給癌症登月計 因圖譜的研究花了十年的時間及三十億美元把 幫助病患及家屬尋找醫療資源及諮詢。成立病
法，成立了國家腫瘤研究院(NCI)，使美國國家 畫七年十八億美元的預算，把名稱改為”Beau 我們人類的基因圖譜做出來了。現在我們只要 患互助會和家屬互助會，提供心理的支援及關
腫瘤研究院成為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一個 Biden Cancer Moonshot”以紀念副總統的兒子， 花一個禮拜，五千元美金即可測出基因圖譜。因 懷。我們合作的機構包括:角聲達城分會，休士
部門，且跟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同等級別。 在 2017 年二月該組織在其 Facebook 頁面上宣 為生物科技的發展，以及強大的新生物信息學， 頓光鹽社，加州新希望華人癌症關懷基金會，台
讓大量複雜的分子及數據得以組合觀禮加以分 灣癌症希望基金會，亞裔婦女乳房保健計劃，
。
1971 年至 2015 年這期間，美國總共花費了一兆 布將名稱改為”Cancer Breakthroughs 2020”
析，這對美國在腫瘤的進展是必須的，也許就在 慈濟基金會達拉斯分會，達拉斯華人婦女乳癌
以上的人力、資金及物力在腫瘤研究上，這些年 癌症登月計畫有六個主要的方向:
互助會，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東海大學校友會
努力研究的結果發現到癌症的發生是我們的基 1.大數據驗證 (Validation of Big Science)：將臨床 五到十年我們就可以攻克腫瘤。
當天的聽眾在提問時間問到了我們在電視
。
諮詢請 email： asiancancercare@yahoo.com 亞美
因出現問題而發生癌症，也因為這些研究，現今 上很多資料進行整合，以計算機的模型做預測。
廣告上看到的
Watson
系統
，
想請問醫生達拉斯
健康癌症關懷服務
，469-358-7239.(亞美供稿)
已有些腫瘤是可以治癒的，過去 25 年內癌症的 2. 對 于 新 藥 的 獲 得 及 藥 物 的 批 准 (Acc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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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達福區海外華文教師研習會

將於 7 月 22 - 23 日舉行 快樂華語三步曲使您的
2017 年由達福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主辦，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協辦之海外中文教師研習會將於 7 月 22 - 23 日在達拉
斯華人服務中心舉行，歡迎有志于中文教育推廣者報名參加。
由達福地區中文學校聯會主辦的海外華文教師研習會，此
次由中文學校聯誼會聘請此次由中文學校聯誼會聘請到 2015 年
曾來達拉斯主講的波士頓資深中文教師李坤珊前來授深，李坤
珊（Sandra Lee）具有西班牙文文憑，是中國文學學士、美國南伊
利諾大學幼兒教育碩士和博士。現今除了任教予美國波士頓
Montessori Institute- New England 師資培訓學院，並在台灣、香

中文教室更加活潑

港、中國培訓師資和教育家長，也任聘為新加
坡教育部母語司的學前華文教學顧問。十六年
來，一直擔任 Harborlight-Stoneridge Montessori School 幼兒部（Children's House）的主教，不間斷地在美國從 社會風起雲湧地教學法與大家分享，這不但使您的中文教室更
事第一線的幼兒教學工作。近年來主導和開創幼兒和小學雙語 加活潑，學習更有效率，同時也會在數位應用之餘，和大家討論
教 學 部 門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現 任 Harbor- 如何設計及應用科技與教學策略，並刺激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
light-Stoneridge Montessori School 雙語教學部主任，進行英文、 的閱讀及進行聽力能力的測試等等，相信這種將遊戲應用於中
中文的雙語教具設計、課程研發和教室經營。研究專長包括：幼 文教室中，將對學生有更多的助益，歡迎大家請踴躍參加。
2017 達福區區海外華文教師研習會，提供老師在職訓練機
兒發展、兒童文學、幼兒教學方發和課程設計、幼兒語文和數學
教學、幼兒雙語教學、蒙特梭利教學法、和華語教材 機會，凡有興趣參加研習會的個人或團體，可至 https://goo.gl/
設計與教學法等。李坤珊老師多年來致力推廣親子 hCzjmq 網上註冊或 email 至 dfwcsa@gmail.com，或電中文學校聯
誼會會長孟敏寬校長聯繫(469-789-6858)，讓我們共同替文化
共讀、繪本教學、和親子教養，並擔任繪本評委。
達福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另外也請到了達拉 傳承盡心，替我們下一代認同中華文化盡力。(中文學校聯誼會
斯當地的華文教師群來為大家授課，其中包括有林 供稿)
靜容老師：Mark's School of
Texas，胡 一 寧 老 師：Jasper
HS (Plano ISD)，徐 宣 倫 老
師 ： Mesita Elementary
School K-3 (El Paso ISD)，
張志榮校長：福和市中文學
校，前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會
長，柯嘉頓老師：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碩士，王曙蒨老師：Kinwest
Momtessori 和 Coppell
Montessori，同時也是 FAS無論您是在職的中壯年人士，已屆退 金，401k, 股票，共同基金大幅縮水，有不少
CA 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團達
休者或已享受退休生活者
，怎樣去安排本 人雖已年届退休，却不敢退。尋求非常安全
福地區諮詢導師等多位資
身適當的退休生活
，
很多人都沒有一個肯
但仍可得到還可以的回收的退休工具，是
深老師，相繼以目前最受歡
定的方案
。
當今計劃退休人士的願望。
迎的教育觀念，及美國主流
陳先生是總部設在洛杉磯泛宇集團駐
在過去我們經常接觸到來自不同媒介
2016 年教師參與陪訓課程
，推介五花八們的退休方案，有些建議你可 達拉斯專員，他應邀由廣東同鄉會舉辦的
利用市場潛在的營收，獲得比放在固定利 「安全規劃退休」為主題的講座及研討會主
率的銀行存款、債券高很多的股票或共同 講，他將為大家詳細分析以上的話題。
基金投資；有些認為應將大部分的用將來
本次講座同時有在退休及保險逾三十
的資金，放在低利而非常安全的地方；另一 經驗的莫錦強先生，協助 Jason Chen 提供
些投資顧問，則認為將計劃存放金額，分半 資訊。
「安全規劃退休」講座，將于本月二十
放在高風險及低利而安全的工具。
以上的各種型式的建議，推薦或介紹， 九日（周六）下午二時舉行，地點如下：
說法莫衷一是，更讓我們如墜五裏霧中，難 3401 Custer Rd.,Ste 141, Plano, Tx 75023.
于確定應走的方向。
由于座位有限，希望有興趣出席者，須
從 事 保 險 理 財 十 多 年 經 驗 的 Jason 于七月二十七日前來電登記。
Chen 認為，業內的退休理財計劃，實在種 聯絡人：Angela Lee 972-523-8209
類繁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沒有絕 Shirley Xiao 214-435-9730
對的對錯問題，最重要是先自己訂立本身 Jason Chen 626-246-2996
的方向，然後再朝這個目標找尋合適個人 Jerry Mok 214-676-1393
這次講座，保險及財務同業人士請勿參加。
的資訊。
陳先生强調，你們的方向或目標，是否
達福廣東同鄉會是達福地區由粵籍人
願意承受高風險，跟個人目前的年齡是重 士、為本地廣東鄉親父老聯繫交誼的平臺，
要的思考，相信很多人都經歷了 2001 年科 同時積極參與本地有関促進本地僑社的活
技股爆破，911 美國遭到恐襲的投資風暴； 動，定期每日月舉辦專題講座，為僑民提供
2009 年全球性金融風暴，美國投資市場再 最新生活資訊。(廣東同鄉會供稿)
2016 年達拉斯教師參與陪訓
受一次重挫，很多人都會記得個人的退休

達福廣東同鄉會辦
將於本月二十九日下午
舉行安排退休計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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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锅焖鸭它采用黔东南特有的香料，精选宰杀后的极品老

克。

鸭，经过“一炒、二炖、三焖、四涮”，充分保留鸭子的原汁原味

制作方法（以份计）：

和营养成分，鸭皮香酥可口，鸭肉细嫩爽滑，并带有浓郁香

（1）一炒：

味。夏天吃干锅冬天吃完鸭肉，加汤涮着蔬菜吃。

将老鸭剁成 4 厘米见方的块，与鸭腿一起悼水，加入黔东独

原料：普通锅售价 88 元 / 锅，包括 2 千克鸭肉、4 个鸭腿、6

制的铁锅焖鸭 1 号秘方及色拉油 80 克，微火炒 10 分钟炒出

片鸭头（3 个鸭头一剖为二）。精品锅售价 108 元 / 锅，包括

香味，加入啤酒 30 克续炒 5 分钟，出锅放入不锈钢桶中。

1500 克鸭肉、8 个鸭腿、8 片鸭头。

（2）二炖：

调料：铁锅焖鸭 1---4 号秘方各一份，色拉油 80 克，啤酒 30

不锈钢桶中炒好的的鸭子加水浸没鸭肉，大火烧开，放入白

克，白糖 35 克，味精 30 克，辣椒 15 克，花椒 10 克，葱段、姜

糖 30 克，味精 20 克，加入铁锅焖鸭 2 号秘方，用微火炖

片各 20 克，蒜子 30 克，酱油 3 克，高汤 300 克，白芝麻和芫

40-50 分钟。
（3）三焖：

荽各 12 克。
铁锅焖鸭 1 号秘方：

将炖好的老鸭捞出（鸭汤留用），加辣椒 15 克，花椒 10 克，葱

白蔻 5 克，白芷 25 克，肉桂 15 克，薄荷、香叶、桅子各 20 克，

段、姜片各 20 克，蒜子 30 克，铁锅焖鸭 3 号秘方，鸡精、味精

草果、陈皮、八角各 10 克。

各 10 克，白糖 5 克，酱油 3 克，高汤 300 克，微火将汁焖干呈

铁锅焖鸭 2 号秘方：

酱色（充分突出鸭肉的香味），盛入铁锅中，放上卤熟的鸭头，

干辣椒、鲜花椒各 50 克，香茅草、干姜、生地各 20 克，草果 30
克．胡椒 10 克，砂仁 15 克。

撒炒熟的白芝麻和芫荽各 12 克即可。
（4）四涮：

铁锅焖鸭 3 号秘方：

吃完鸭肉、鸭腿、鸭头，将预留的老鸭汤用汤壶加入锅中烧

李锦记香辣酱 10 克，腊八豆 40 克番茄酱 30 克，辣妹子 15

开，下洗净的蔬菜烫食，突出铁锅焖鸭原汁原味，使人食之口

克，三五火锅底料 25 克，冰糖 5 克，豆豉 4 克。

齿留香，回味无穷。

铁锅焖鸭 4 号秘方：

鸭头卤制方法：

肉桂、香果、花椒、香茅草各 15 克，小茴香、良姜、肉豆蔻各 10

红曲米 15 克，铁锅焖鸭 4 号秘方加水 1 千克熬制成汁，下鸭

克，八角 20 克，中粗辣椒面 30 克，丁香 5 克，白芷、辣椒各 25

头卤熟。

基本介绍

可乐鸡翅
可乐鸡翅

农妇蒸腊鲢鱼
腊制品肉质干紧，不能直接加调料“一气蒸成”，应先单独蒸
至回软，再加调料蒸一遍，否则腊制品无法充分吸收调料的
味道。
为防止菜品卖相杂乱，很多厨师处理干辣椒时会去掉籽，我
们偏偏留着它熬酱，因为干辣椒籽含油丰富，越嚼越香。注
意，干辣椒籽要最后下锅，防止焦糊，此外干辣椒籽有一股呛
辣味，要将这股味道熬至挥发后才能出锅，避免给食客带来
不适感。
原料：腊鲢鱼 1 条。
调料：秘制酱 50 克。
制作：自制腊鲢鱼入清水浸泡 1 小时，取出摆入托盘，直接入
蒸箱蒸 30 分钟至肉质回软，取出将头尾切下，鱼身一切三，
并在盘中拼成原形，鱼身上铺匀秘制酱，再次入蒸箱蒸 15 分
钟即成。
味型：豉香、干辣。
秘制酱制作：1、干红辣椒 350 克去蒂，掏出辣椒籽，辣椒皮剁
碎待用。
2、锅入色拉油 500 克烧至三成热，下入浏阳豆豉 200 克、辣
椒皮，小火边熬边用勺子捶击锅内辣椒，待散发出辣椒的干
香味后下入辣椒籽，继续熬约 10 分钟，将呛辣味熬至挥发即
可。

本报来源综合报道
翻炒，就可以看到干辣椒籽和可乐汁都付在鸡翅上的时候，就好了，
不过要掌握火候。不要让锅糊，适当时候可以改小火 ~~ 好了，美味

菜系分类：家常菜谱

做法：除鸡翅外，所有材料混合成腌料。鸡翅切成两半，浸入腌料中，

可口的可乐鸡翅膀出锅啦！盛盘！

腌 40 分钟左右。腌好的鸡翅入热油锅过油，至外皮金黄即可起锅。
功效可乐鸡翅

炸好的鸡翅加腌料，置另一锅用大火煮至滚后，转小火再煮约半小

在选择鸡翅的时候只要中翅，这样回来也免了再去动刀弄了满手油

可乐鸡翅

时即可。

腻。它的配料也很简单，一瓶可乐，
几许盐和酱油。首先将鸡翅放入

分类：
高血压食谱

煮开的水中，焯 2-3 分钟，这样鸡翅就比较容易好熟，也可以祛除
做法三

制作难度：中
用料：
鸡翅 500 克、可口可乐一罐。将鸡翅洗净后切成块，然后用盐
准备时间：10-30 分钟
口味：
原本味

草腥气和过多的油脂。省略了腌制，因为实在不想碰太多的油腻。当
然想要更好的味道还是腌制一下下的好。腌制是用刀在鸡翅上划几
道口子，拿姜片擦抹鸡翅，在放入盐和料酒中 20 分钟左右。现在开

和料酒腌制片刻，将腌制好的鸡翅放入 6-7 成热的油中炸制成金

始掌勺了，把少许油，烧热，慢火，把鸡翅放进去，小心的翻动，待鸡

黄色后捞出。锅中留少许油，将姜块、葱段稍煸，下鸡翅，
加盐、酱油、

翅表面金黄的时候倒入可乐，加少许盐和酱油盖锅就好了。

白糖、料酒及可口可乐，旺火烧开，改小火烧透入味，转用大火收汁，
待汁水稠浓后，滴入香油即可出锅。

做法七

做法四

1．把鸡翅切成块，用盐腌 15 分钟，锅里放油，油热后放入葱姜片和

工艺：
熟炒
主料：
鸡翅、
葱、姜、料酒

少许酱油，然后放入鸡翅翻炒到变色断生，加入可乐，以没过鸡翅为
一公斤鸡翅膀，一听可乐，半听酱油，一匙老抽。一起放在锅里用大

配料：
可乐、盐
历史由来

火煮开，然后用小火炖半小时。其他什么也不用，少许油，放入八角
爆香，放鸡翅，待鸡翅变色后倒入可乐，基本没过鸡翅，大火至沸之

2.将鸡翅用热水抄一下，然后倒入锅中，加上可乐和姜片，可乐要高

后转小火炖 15 分钟(10 分钟也可)，之后转大火直至可乐基本蒸发

过鸡翅，大火把可乐烧沸，然后小火慢慢炖，炖到汤汁浓厚，再开大

只剩一层浓汁。然后盛盘，开吃！ 偷懒窍门：完全可以不放八角，甚

火，加上一点盐翻炒一下出锅。和 1 差不多。

传说一：国外有道菜叫 coca-chicken，可乐鸡翅

至可以不放盐。只有可乐和鸡翅是必须的。也可以即放八角，姜少

可乐鸡翅

许，然后出锅前放葱等，完全随意。

是用可乐、番茄酱为配料制作的，主料为鸡肉（鸡翅，鸡胸脯肉，腿肉
等均可），此烧法传入中国后，台湾人改用酱油代替做了改良。

主，开后小火炖到汤汁浓厚，
再开大火，翻炒一下出锅。

3.鸡翅用可乐、酱油、糖腌 30 分钟左右，再放入烤箱内烤 1-2 个小
时，转面再烤 30 分钟即可。也可以把腌好的鸡翅放入油锅中炸至金

做法五

黄色，再用腌料将炸好的鸡翅混合煮滚，上桌前淋上少许柠檬汁。做
可乐鸡翅要用一般的可乐，不要用低糖可乐，因为那里面加了甜味

传说二：在中国大陆常用焦糖色烧鸡翅，山东济南的一个餐厅偶然

原料：鸡翅膀，(喜欢吃鸡骨头的同志呢，可以尝试着来点翅尖，全翅

剂，加热后会有苦味。可乐鸡翅

打翻可乐到红烧鸡翅锅里发现用可乐上色更方便，且具有特殊口感

也将就啦)花椒，干红辣椒，葱 ，姜 ，桂皮，八角等大料，酱油，盐 ，

可乐鸡翅

和迷人香气，于是使用，由此传开。

250ML 的百事可乐 注意尽量买个头小一点儿的鸡翅，有些大鸡翅
上有好多黄色的油，影响味道进入肉中。不要用鸡胸等肉多的部位

详细做法

做法八

去做，光用翅中是最好的。此菜放凉后更很好吃。
1．焯鸡翅，把水烧开，鸡翅入锅，撇浮沫，大约五分钟就好，捞出来

做法一

做法六

冷水冲洗。

作料：姜末，葱花，八角，花生油适量，可乐一听，鸡翅半斤，白糖少

开始前，如果觉得自己对辣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强的话，不用辣椒也

2.把鸡翅两面各划几刀，方便入味。

许，
酱油等。可乐鸡翅

可以；先把翅膀斩小块，一个翅中斩一刀，放一个容器里，加酱油少

可乐鸡翅

许，盐，葱姜腌 20 分钟到 40 分钟，这个酱油和盐是少许呀。然后，拿

3.用盐、姜片、葱段、料酒、
十三香、酱油、
腌二十分钟。

一炒锅热好加油，油一般跟平时炒菜一样的量就可以了。当油 6 成
做法：将鸡翅洗净，并用刀割两道小口，以利进味。油开后，加糖少

热的时候将掰成可乐鸡翅

4.多放油，炒鸡翅这时候可以加两三个小红辣椒调味，变色即可。

许，将鸡翅顺锅沿滑入滚烫的油中，适时翻动，待外皮泛黄之后，倒

可乐鸡翅

入可乐及佐料炖。待可乐几近熬尽，即可出锅，洒葱花若干，就能吃

小块的辣椒，花椒，翻炒出味道，有的同志不习惯辣的话，就加几颗

5.直接倒入可乐，没过鸡翅即可。小火煮大约三十分钟，过后开大火

了。

花椒就可以了。

收汁，关火即可。

做法二

再接着呢就放翅膀，这样不会乍油。翻炒一会，是会出一点水分的，
不过是正常的。看出的水快干了时就放可乐，可乐要溜锅边倒，这样

材料：8 只鸡翅、1 小勺味精、1 杯可乐、
1/4 杯酱油、1 大匙糖、葱 2

不容易起泡沫。大火让可乐开起来就改小火，放盐调味道，开始炖。

根切段。可乐鸡翅

不时看看情况，水快干的时候就改大火，让可乐汁粘稠起来，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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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樨肉是典型的北方菜，起源有待分析研究。原料除了猪肉和鸡
蛋，山东孔府的做法要有黑木耳和玉兰片（笋片），北京的做法要
有黑木耳，金针菜和黄瓜。这个菜胜在制作方便，原料随手可得；
味道清新，不需很多调料。对于不经常下厨的人，
是一个很容易的
生活体验。
木须肉真名应为木樨（犀，两写）肉，
“木樨（犀）”意为（1）桂花；
（2）
打碎的蛋花，
形色似桂花而得名。木樨（犀）肉即指鸡蛋和肉。而由
于方言音变，mu xi 变成了 mu xu，加之以人们讹传臆造，
“ 木须
肉”
便诞生了。
原料
猪瘦肉 150 克，鸡蛋 150 克，干木耳 5 克，黄瓜 50 克，盐 5 克，酱
油 3 克，
料酒 5 克，
油 80 克，
香油少许。
做法一
木须肉的做法 _ 菜谱大全 _
1．将猪瘦肉切成长 5.宽 0.3.厚 0.3 厘米的丝。鸡蛋磕入碗中，用
筷子打匀；
2.干木耳加开水泡 5 分钟，去掉根部，撕成块。黄瓜斜刀切成长 2
厘米的段，放平后直刀切成片，
片形状即为菱形。葱、
姜切成丝；
3．炒锅上火，加油，烧热后加入鸡蛋炒散，使其成为不规则小块，
盛装在盘中，
即为所说的木须
4．炒锅上火，加油烧热，将肉丝放入煸炒，肉色变白后，加入葱、
姜丝同炒，至八成熟时，加入料酒、酱油、盐，炒匀后加入木耳、黄
瓜和鸡蛋块同炒，
成熟后淋入香油即可。
做法二
1． 将瘦肉切丝，
肉丝用蛋清、
盐抓拌后放置 10 分钟；油菜整棵洗
净，用热水氽一次，见颜色变成深绿即捞出浸入冷水中，待凉后横
切成半，再切成长条，鸡蛋打散备用；竹笋、木耳洗净切丝；葱、姜
洗净切末。
2． 炒锅入油烧热，
下肉丝炒至变色，先盛起。

盘供食。

木耳（水发）：黑木耳中铁的含量极为丰富，故常吃木耳能养血驻

做法三

颜，令人肌肤红润，容光焕发，并可防治缺铁性贫血；黑木耳含有

菜谱配料：

维生素 K，能减少血液凝块，预防血栓症的发生，有防治动脉粥样

黑木耳 3 两、瘦肉 2 两、鸡蛋 2 个、黄瓜一段或菠菜一小把；食用

硬化和冠心病的作用；木耳中的胶质可把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内

油、
料酒、花椒、酱油、盐、鸡精、淀粉等调料适量；葱、姜、蒜末儿适

的灰尘、杂质吸附集中起来排出体外，从而起到清胃涤肠的作用，

量。

它对胆结石、肾结石等内源性异物也有比较显著的化解功能；黑

制作过程：

木耳含有抗肿瘤活性物质，能增强机体免疫力，经常食用可防癌

1．先把黑木耳用水泡发择洗干净，
撕成小块，
黄瓜切片

抗癌。

2．瘦肉切成薄片放入碗中，倒上少许料酒、酱油和一点点淀粉或

竹笋：
竹笋富含 B 族维生素及烟酸等招牌营养素，具有低脂肪、低

嫩肉粉，
拌匀渍一会儿

糖、
多膳食纤维的特点，
本身可吸附大量的油脂来增加味道。所以

3．鸡蛋磕入碗中，
打散

肥胖的人，如果经常吃竹笋，每顿饭进食的油脂就会被它所吸附，

4．炒锅置于火上，放油，油热后把鸡蛋摊熟，打散，盛出；再添些

降低了胃肠黏膜对脂肪的吸收和积蓄，从而达到减肥目的，而且

油，油热后下花椒，待花椒变色出香味后把花椒捞出，放肉片翻

竹笋还含大量纤维素，不仅能促进肠道蠕动、去积食、防便秘，而

炒，
断生后放葱、姜、蒜末儿、酱油翻炒，上色后把鸡蛋、木耳、黄瓜

且也是肥胖者减肥佳品，并能减少与高脂有关的疾病。另由于竹

倒入继续翻炒，加少许盐，也可以加点汤或水，最后放些鸡精，炒

笋富含烟酸、膳食纤维等，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消除积食、

匀出锅。

防止便秘，
故有一定的预防消化道肿瘤的功效。

做法四

猪肉(瘦)：
猪肉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并提供血

材料：鸡蛋（4 个）、瘦肉（100

红素（有机铁）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具

克）、冬笋（50 克）、鲜黑木耳
（50 克）、
红萝卜（50 克）、
葱（1

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的功效；猪精肉相对其它部位的猪肉，其含
有丰富优质蛋白，
脂肪、
胆固醇较少，
一般人群均可适量食用。

根）

油菜：油菜中含有丰富的钙、铁和维 C。另外胡萝卜素也很丰富，

调 料 ：油（5 汤 匙）、盐（1 汤

是人体黏膜及上皮组织维持生长的重要营养源，对于抵御皮肤过

匙）、料酒（1/2 汤匙）、白胡椒

度角化大有裨益，爱美人士不妨多吃一些油菜。油菜还有促血液

粉（1/5 汤 匙）、鸡 粉（1/3 汤

循环、散血消肿、活血化瘀、解毒消肿、宽肠通便、强身健体等功

匙）

效。另外最近国外科学家还在油菜中发现含有能促进眼睛视紫质

烹制工艺：

合成的物质，能起到明目的作用，同时指出十字花科蔬菜如油菜

1．洗净冬笋、鲜黑木耳和红

可降低胰腺癌发病的危险。

萝卜，都切成细丝；瘦肉洗净

鸡蛋：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铁、钙、钾等人体所

切成丝，
葱也切成细丝备用。

需要的矿物质，其蛋白质是自然界最优良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

2． 鸡蛋打入大碗内，加入

损伤有修复作用；同时富含 DHA 和卵磷脂、卵黄素，对神经系统

1/5 汤匙盐和 3 汤匙清水，打

和身体发育有利，能健脑益智，改善记忆力，并促进肝细胞再生；

散成蛋液待用。

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 和其他微量元素，可以分解和氧化人

3．旺火烧热干锅，加入 3 汤匙油烧热，倒入蛋液快速炒散，待其

体内的致癌物质，具有防癌作用；鸡蛋味甘，性平；具有养心安神，

凝固后立即盛起。

补血，
滋阴润燥之功效。

4．续添 2 汤匙油烧热，倒入瘦肉丝炒至肉色变白，加入葱丝、黑

鸡蛋清：鸡蛋清富含蛋白质和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和少量醋

木耳丝、
红萝卜丝和冬笋丝拌炒 1 分钟。

酸，可以增强皮肤的润滑作用，保护皮肤的微酸性，以防细菌感

5．加入 1/2 汤匙料酒、
1/5 汤匙白胡椒粉、
1/4 汤匙盐和 1/3 汤匙

染；此外，鸡蛋清还具有清热解毒作用；我国中医还认为，鸡蛋清

鸡粉炒匀入味。

性微寒而气清，能易经补气，润肺利咽，清热解毒，有助于延缓衰

6．倒入炒蛋，
与锅内食材一同拌炒均匀，
即可上碟。

老。

3． 余油留锅爆香葱花、姜末，倒入蛋汁迅速翻炒，随即投入木耳
丝、
笋丝、肉丝及油菜，翻炒均匀后加盐调味，待笋丝稍软，即可盛

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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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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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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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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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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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超市開啟消費新時代？
又壹次零售革命或加速到來

綜合報導 未來，書寫中國商業史的
人或許會記下這麽壹筆：2017 年 7 月，
繼亞馬遜之後，國內企業也開始試水無
人超市，在上海街頭開起壹家“繽果盒
子”無人零售店，阿裏巴巴也推出“無
人超市”。進門、挑選商品、通過支付
門壹氣呵成，收銀員不見了，消費者幾
乎能在“無感”狀態下完成購物。零售
業的業態，正在悄然改變。有觀察家直
言，繼共享單車之後，無人超市或將成

為新的投資熱點。
無人超市的興起，背後蘊含著新消費
時代的商業判斷：又壹次零售革命可能
正加速到來。從百貨商店到連鎖商店再
到大型超市，盡管零售的本質始終是圍
繞效率、成本與體驗的“買買買”，但
基於消費變革與技術變革，“零售基礎
設施”壹直在變。隨著電子商務的到來
，信息、商品與資金的流動效率壹直在
升級，消費者的習慣和品位也在不斷變

化。就國內而言，從順豐“嘿客”到沃
爾瑪和京東合作，打通線上與線下的努
力壹直在進行。而日本大型超市衰落，
便利店挺進鄉村，中國壹些精品超市遇
冷等現象，也未嘗不是零售業變革的腳
註。
技術對商業的推動作用可能是決定性
的。無人超市之所以可能，主要是摸到
了技術監管的“鑰匙”，這離不開人臉
識別、手脈識別、4G 網絡、移動支付等
技術的發展。高科技在場，讓購物者如
入無人之境，卻又處處走不出“電子圍
欄”。比如在亞馬遜無人超市，當妳拿
起架上的貨品，APP 上購物車裏就會相
應增加此物，壹旦放回，購物車立馬自
動減去。這種科技感，既能讓交易“不
聞不問”，又構成了商品價值以外的體
驗價值。應該說，“無人”並非新概念
，街頭自動販賣機即是，但無人超市的
最大賣點是全新的購物場景，而購物場
景的多元化，恰恰被行業人士預言為新

消費時代的趨勢。
也有人冷靜指出，眼下的無人超市或
許還只是壹個試驗場，需要謹慎樂觀。
壹方面，這門生意要鋪開，離不開成本
收益分析。是不是比人工結算更有效率
？能否有效控制成本？大規模復制會不
會損害體驗？這需要試點研判。另壹方
面，技術也可能還欠成熟。比如，在人
臉識別技術尚未大規模投入商用的情況
下，要保證顧客低頭購物挑選等“非配
合”狀態下精準識別，難度不小。同時
，壹旦商品品類增加、用戶摩肩接踵，
數據量也會大大增加，這對運算能力是
不小的考驗。
毋庸置疑的是，新的消費需求與新的
商業模式，正在產生混響。711 便利店
創始人鈴木敏文曾在《零售的哲學》壹
書中寫過，前智能付賬系統時代，711
員工會在小本子上記錄顧客的購物習慣
；知名快消品牌 H&M 也以暗中觀察顧客
店內流連習慣著稱。而在無人超市時代

，消費者在貨架面前的每壹次拿起放下
、甚至猶豫時長都將被精準記錄，沈澱
為消費大數據。這種凝結了技術的新零
售，比傳統零售業擁有成本和效率優勢
，也帶來比傳統電商更好的用戶體驗和
服務。
1852 年誕生的世界第壹家百貨公司玻
瑪榭(意為薄利多銷)依然矗立在巴黎街
頭，而今天的消費者，早已不再滿足於
薄利多銷，更加追求個性化體驗式消費
。從第壹次工業革命，到今天以“互聯
網+”為代表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勃興
，技術變革徹底改變了日常生活的面貌
。無論無人車還是無人超市，越來越具
備科技感的生活註定加速到來。科技與
商業的化合物，正以更小的分子狀侵入
生活，催生壹輪又壹輪的“生活大爆炸
”。而與歷史迥異的是，這壹次商業變
革的最大試驗場，可能就在中國。

萬達“輕資產”轉型遇融創規模化發展 這場交易雙贏？
“並購王”融創又出手了，融創以 631.7 億元
收購萬達 13 個文旅項目及 76 個酒店，創下內地房
地產市場企業間並購的歷史最高金額。圖謀向“輕
資產”轉型的萬達遇上規模化與轉型發展的融創，
這筆交易或實現雙贏。
進入白銀時代，房企逐漸從過去的拿地競爭模
式過渡到現在的企業之間股權兼並模式，未來這種
現象或將頻繁發生。
交割後萬達品牌不變
根據雙方協議，萬達以註冊資本金的 91%即
295.75億元，將西雙版納萬達文旅項目等13個文化旅遊
城項目的91%股權轉讓給融創，並由融創承擔項目的現
有全部貸款。融創以335.95億元，收購北京萬達嘉華、
武漢萬達瑞華等76個酒店。雙方同意在7月31日前簽訂
詳細協議，並盡快完成付款、資產及股權交割。
值得註意的是，雙方同意交割後，萬達文旅項目維
持“四個不變”：品牌不變，項目持有物業仍使用“萬
達文化旅遊城”品牌；規劃內容不變，項目仍按照政府
批準的規劃、內容進行開發建設；項目建設不變，項目
持有物業的設計、建造、質量，仍由萬達實施管控；運
營管理不變，項目運營管理仍由萬達公司負責。

酒店交割後，酒店管理合同仍繼續執行，直至
合同期限屆滿。雙方同意在電影等多個領域全面戰
略合作。
由此可以看出，萬達也並非簡單的“賣資產”，
在其文旅項目上均保留了萬達品牌。萬達通過出售
資產達到“輕運營”目的，以降低風險。
萬達推進“輕資產”轉型
作為國內最早進行大規模商業地產開發的企業，
萬達商業地產“先招商再投資”、打造“訂單商業”、
“只租不售”等模式在業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
過，隨著未來幾年房地產行業利潤率降低，有的企業
開始選擇退出房地產，萬達也成為其中之壹。
萬達此前發布“輕資產”轉型計劃，其目標是
到 2020年開業400個至500個萬達廣場，徹底去房地產
化，變成萬達商業投資公司或商業投資管理公司。到
2020年收入達到1000億美元，市值2000億美元。
雖然此前和萬科的合作及與蘇寧的合作並非壹
帆風順，但此次打包資產賣給融創，業內人士認為
這場交易應該是雙贏。
同策咨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向中國經濟網指出，
從賣的角度來看，賣是因為現在資產價格處於高位，

入酒店及文化旅遊地產市場，有利於業務開拓。盡管
目前，融創對樂視的戰略投資結果還未明朗化。
目前，大房企從開發商到運營商的轉變賽已經開
始，“地產+X產業”轉型可以規避短期住宅市場運營
風險，未來這種企業間的並購或合作或將頻繁出現。
張宏偉認為，萬達資產包中有不少土地儲備，對
於還處於規模化的融創來講也是必要的，同時，通過
萬達的品牌也可以增強投資拿地能力、融資能力等，
還可以借力發力繼續做“大”。另外，融創規模化已
經達到壹定階段，今年總銷規模預計在2000-3000億，
在這個階段，融創需要通過轉型規避風險。
融創 2016 年年報顯示，公司的凈負債率已由
2015年的75.9%升至121.5%，提升了45.6個百分點。
融創還在去年發行了 100 億元的永續債。對此，孫
宏斌的回應是，此次收購用的是自有資金。截至今
年 6 月末，融創賬戶上的現金流仍有 900 億元。
從去年 10 月到今年 3、4 月，樓市調控政策頻
出，多個城市先後發布新樓市調控政策，多地重啟
限購限貸、限售，預示著房地產行業進入新壹輪的
調控周期。歷史經驗表明，每壹輪市場調整期都將
融創借力繼續做“大”
對於房地產龍頭企業融創來說，過去單壹側重中 有壹批房企退出房地產市場，行業“大魚吃小魚”
高端住宅市場的發展顯得過於集中，在這種情況下介 並購與整合的現象也會頻繁發生。

萬達現在賣可以順利實現退出；同時，通過出售剝離
資產，尤其是剝離不是太盈利的資產，可以降低萬
達商業的負債，優化公司發展戰略，使萬達走的更
輕，從而可以聚焦核心業務，也有利於萬達順利回
A，估值上也會高壹些。
“隨著樓市進入下半場與本輪樓市進入調整期，處
於利潤考量、降低負債與轉型發展需要，萬達有可能
還會繼續‘去地產’化，後期還會有更多的萬達產品
走向‘輕資產’，比如萬達廣場。”張宏偉說。
巧合的是，萬達電影股價曾在 6 月 22 日突發性
跳水，起因是壹條“萬達地產債今天被砸得很慘”
的消息，但隨後萬達發布聲明稱該事件系惡意炒作，
並稱將對相關微博大號進行起訴。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萬達轉讓非核心
資產的主要目的應該和回A受挫有關，作為國內最大的
商業地產公司，上個月債券出現恐慌性拋售，可能影響
了流動性，也可能會對萬達未來融資和發債帶來負面影
響，所以轉讓非核心資產對提高流動性有幫助。

時事圖片

多倫多華人千人戶外慶典賀加拿大 150 周年國慶

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和多倫多華人藝術團體聯誼會共同主辦的
慶祝加拿大聯邦成立 150 周年系列大型活動之壹
周年系列大型活動之壹—
——千人戶外慶典
—千人戶外慶典，
，在
大多倫多地區北約克拉士曼廣場上演。
大多倫多地區北約克拉士曼廣場上演
。華僑華人輪番表演舞龍舞獅
華僑華人輪番表演舞龍舞獅、
、腰
鼓太極、
鼓太極
、旗袍秀等富有中國韻味的節目
旗袍秀等富有中國韻味的節目。
。圖為參加演出的可愛萌童
圖為參加演出的可愛萌童。
。主
辦方介紹，
辦方介紹
，每個節目的參演人員平均約百人
每個節目的參演人員平均約百人，
，整場演出人員超過千人
整場演出人員超過千人。
。

人
8 睡夢中被掩埋
意大利南部壹棟居民樓倒塌

西班牙捕野馬節激烈上演 人仰馬翻爭剪鬃毛

西班牙西北部小鎮薩布塞多，
西班牙西北部小鎮薩布塞多
， 當地舉辦西班牙傳統的
當地舉辦西班牙傳統的“
“Rapa das
Bestas”捕野馬節
Bestas”
捕野馬節。
。在西班牙的西北部地區
在西班牙的西北部地區，
，民眾將在七月的第壹個周
末慶祝“
末慶祝
“野馬節
野馬節”。
”。上百只野馬被圈住
上百只野馬被圈住，
，供人們爭相圍捕
供人們爭相圍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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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Is ‘Not Our
Responsibility,’ China Say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Saturday, but he has expressed some impatience that
China, with its clos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ties to
Pyongyang, is not doing enough to rein in North Korea.
That feeling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acute since
Pyongyang launched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at some experts believe could have the range
to reach Alaska, and parts of the U.S. West Coast.
Asked about cal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told reporters Tuesday that China was
upholding its obligations under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on North Korea, while
other countries were fanning the crisis while
damaging China's interests by their actions.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being asked to answer for
North Korea’s actions. In a remarkably forceful
statement, the country’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called for an end to what he called the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In his daily press conference on Tuesday, quoted by
Reuters, spokesman Geng Shuang did not explicitly
refer to anyone in particular, but it is difficult to think
he was not speaking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has been the most vocal in calling for China to
intervene in North Korea.
"Recently, certain people, talking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issue, have been exaggerating and
giving prominence to the so-called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Geng said. "I think this either shows lack of
a full, correct knowledge of the issue, or there are
ulterior motives for it, trying to shift responsibility."
The issue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is a
regular feature of the daily press briefings, with Geng
usually restating China’s position of abidance to the
U.N. sanctions against Pyongyang while maintaining
“normal economic exchanges and trade” with the
countr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 prior to a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Germany, on July 8. A
spokesman for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at a
press briefing on July 11 that the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on North Korea needs to stop.
Saul Loeb/AFP/Getty Images
North Korea'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st Last Week
After last week’s missile test from North Korea renewed
calls for China to take action against Pyongyang’s
increased threat. Trump sent a tweet asking China
to make a “heavy move,” as the U.S. talked up the
possibility of military action should diplomacy fail.
Trump has kept an ambivalent attitude toward China,
on one hand thank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the
country’s diplomatic efforts in mediating with North
Korea, while on the other criticizing China for
continuing to trade with its neighbor.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grew almost
40% in the first quarter. So much for China working
with us - but we had to give it a try!” Trump wrote
on July 5. Trump previously observed, on June 20:
“While I greatly appreciate the efforts of President Xi
& China to help with North Korea, it has not worked
out. At least I know China tri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s
spokesperson, all parties have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to defuse tensions, including the U.S., South
Korea and Japan. "Asking others to do work but doing
nothing themselves is not OK," Geng said. "Being
stabbed in the back is really not OK." (Courtesy https://
www.yahoo.com/news/north-korea)

Related
China Says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On North Korea Has To Stop
BEIJING (Reuters) - China hit back on Tuesday in
unusually strong terms at repeated cal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urging a halt to what it called the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and saying all parties needed to pull their
weight.
U.S President Trump took a more conciliatory tone
at a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others for China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it was not China ratcheting up tension and the key
to a resolution did not lie with Beijing.
"Recently, certain people, talking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issue, have been exaggerating
and giving prominence to the so-called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Geng told a daily news briefing,
without naming any parties.
"I think this either shows lack of a full, correct
knowledge of the issue, or there are ulterior motives
for it, trying to shift responsibility," he added.
China has been making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has
played a constructive role, but all parties have to meet
each other half way, Geng said.

Related
U.S. THAAD missile defenses hit test
target as North Korea tension rises
A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interceptor is launched from the Pacific Spaceport
Complex Alaska during Flight Test THAAD (FTT)-18
in Kodiak, Alaska, U.S., July 11, 2017. During the test,

the THAAD weapon system successfully intercepted
an air-launched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RBM) target. Leah Garton/Missile Defense Agency/
Handout via
WASHINGTON (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said
on Tuesday it shot down a simulated, incoming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RBM) similar
to the ones being developed by countries like North
Korea, in a new test of the nation's THAAD missile
defenses.
Planned months ago, the U.S. missile defense test over
the Pacific Ocean has gained significance after North
Korea's July 4 launch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heightened concerns about the threat
from Pyongyang.
Firing of the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South Korea.
The test was the first-ever of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 against an incoming
IRBM, which experts say is a faster and more difficult
target to hit than shorter-range missiles.
The U.S. Missile Defense Agency said the IRBM was
designed to behave similarly to the kinds of missiles
that could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ccessful demonstration of THAAD against
an IRBM-range missile threat bolsters the country's
defensive capability against developing missile threats
in Nor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Missile
Defense Agency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successful THAAD test adds to the credibility of
the U.S. military's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which has
come under intense scrutiny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because of test delays and failures.(Courtesy https://
www.reuters.com/article/us-northkorea)

U.S. President Tones Down
Tough Talk Against China’s Xi Jinping

Trump And China Agree To Military
Exercises Over North Korean Threa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Korea grew almost 40 perc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7.
In April, during Trump’s meeting with Xi at his Mar-aLago club in Florida, the president received assurances
that China would do more to contain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ey must step up efforts
to promote talks and manage and control the situation,"
Xinhua said, citing Xi.

However, Trump changed his blustering tone toward
China while at the table with Xi during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Germany.
“Let me just say that it’s an honor to have gotten to
know you. We are developing and have developed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rump said to Xi Saturday. “I
appreciate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in regard to
the very substantial problem that we all face in North
Korea.”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have
ratcheted up, with the U.S. threatening military action.
In Poland on Thursday, Trump warned: “I have some
pretty severe things that we are thinking about” in
response to the missile test. “That doesn't mean we are
going to do it. I don't draw red lines,” the president
said.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said Wednesday that the U.S. is considering military
action to stop Pyongyang’s missile tests.
China has been frustrated by the increasingly combative
rhetoric of the U.S. Xi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alks with North Korea in his meeting with Trump,
according to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has many times talked about its principled
position, namely tha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making necessary
responses to North Korean acts that go against U.N.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reacts
with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of the DPRK
Academy of Defense Science after the testlaunch of th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Hwasong-14 in this undated photo
released by North Korea'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in Pyongyang July, 5,
2017. Experts say the surprisingly successful
launch of the nuclear-capable weapon will
likely have major consequences for U.S.
policy in the region.

Related
North Korea Threatens
“Whole U.S. Mainland”
With Annihilating Strike” After Latest
Missile Tes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meet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Germany, July 8, 2017. (Photo/Pool)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truck a conciliatory
tone with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Saturday despite
criticizing China last week for not helping to crack
down on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now intend to
move forward with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ies. But President Xi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alks with North Korea—an
idea not embrac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 had very direct discussions about North Korea,”
U.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told
reporters on Air Force One Saturday. Trump and Xi
had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he added, and “very direct discussions
about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meet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Germany, July 8, 2017. Saul Loeb, Pool/
Reuters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said that Xi will order
China's navy to join U.S.-led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Pacific Rim in 2018.
The Trump-Xi meeting lasted over an hour-and-a-half
and followed a tweet by Trump just days before the
summit in which he admonished Xi for not doing more
to curb North Korea’s nuclear capabilities.
Pyongyang claimed to have test launched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Tuesday that
could reach Alaska.
“So much for China working with us,” Trump tweeted
Wednesday, add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It does give them a direct
deterrent against U.S. attack,"
aerospace engineer John
Schilling said Thursday during
a telephone conference call
concerning the ICBM test. "Just
the possibility that it works
could change the U.S. political
calculus."
North Korea has made the first, public step toward
building a projectile capable of delivering a nuclear
attack on the U.S.—and now it's threatening to do just
that if Washington doesn't back off.
After the reclusive, militarized country said Tuesda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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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ed its first successful tes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its neighboring rival, South
Korea, and the U.S. quickly held a number of joint
ballistic missile drills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gathered Wednesday for an emergency meet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staunchly opposed
North Korea's pursuit of ICBMs, as well as its desire
to develop the technology to fit them with nuclear
warheads, which Pyongyang views as essential to
its survival in case of foreign invasion. Following
what could arguably be one of North Korea's greatest
military accomplishments, its state-run media warned
Wednesday the U.S. could be caught off-guard.

People watch a huge screen showing the test
launch of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Hwasong-14 in this undated photo
released by North Korea'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July 5, 2017. North
Korea's military milestone was followed by
threats of widespread destruction against
the U.S., which has previously said it would
consider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the nuclearcapable state and its government. (Courtesy
Reuters)
"The launch would help the hostile forces clearly
understand whether the DPRK's ballistic rocket
would become an actual threat to the U.S. or not," the
government-run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wrote
in its latest commentary, which referred to the country
by an acronym for its official title: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The U.S. frequently carry out missile interception
tests and bluffs that it would intercep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rocket flying into the U.S. mainland, but what
if," the agency cryptically added. (Courtesy www.
news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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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首家正宗北京特色餐館：
休士頓首家正宗北京特色餐館
： 「 北京味道 」

推出魚頭泡餅、北京炒肝、老北京炸醬麵轟動休市

圖為 「北京味道 」 的東主
的東主，
， 來自北京的李
海生，
海生
，秦偉潔夫婦
秦偉潔夫婦。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休士頓首家正宗
北京特色餐館 「北京味道」，開張三個月至
今，不僅老北京趨之若騖，許多外地的顧客
，如來自台灣，上海，山東 等地的顧客，也
被他們的 「北京味道 」瘋靡不已，每隔幾
天就要去光顧一下。
北京味道餐廳近期隆重推出北京特色菜
，如： 魚頭泡餅、北京炒肝、火爆腰花、爆
三樣、京醬肉絲、尖椒肚絲、炒合菜、荷塘
小炒、老北京炸醬麵（ 都是手撖麵 ）、京
東肉餅、韭菜盒子、芝麻醬糖餅、芝麻醬糖
花卷、蔥油餅---- 等等，無一不是正宗的
北京特色，不僅老北京一聽就懂，是他們日
常的食材，很多外地來的遊客，點了他們的
紅燒牛肉麵，忍不住驚嘆連連， 「北京味
道 」 的牛肉麵每碗是台灣的三倍多，而且
牛肉份量多，手撖麵條耐嚼入味，令人回味
無窮。難怪 「北京味道」 開張至今，最叫
座的還是他們的各式麵點。

「北京味道」 餐廳現正在推的名菜 「
魚頭泡餅 」 是份量之作，大大的一盤，中
間是壯觀的紅燒魚頭，四周圍上切片烙餅，
散開如花開富貴，紅燒魚頭的千滋百味配上
烙餅的香味，所有吃過的人皆回味無窮。
「北京味道 」 的北京名菜，還
包括： 紅燒魚腩、四喜丸子、京醬肉
絲、溜肝尖、尖椒炒肚絲、爆三樣、
火爆腰花、北京味道炒合菜-----其他如該店的水餃和餛飩也頗值一提
，他們的豬肉 （ 茴香/ 白菜/ 三鮮/
薺 菜 ） 餃 子 ， 及 豬 肉 （ 白 菜/ 薺
菜/ 香菜 ） 餛飩，個大餡多，不僅餡
料調的好，手撖餃子皮更可圈可點，
是熱中此道的老饕最愛點的，該店門
口的冰箱更天天備有一包包冷凍水餃
，餛飩外賣，一會兒即被搶購一空。
「北京味道 」 京味十足，要吃
正宗北京菜，精品川味（ 如麻辣烤魚

、沸騰魚，椒鹽魚片） 到這裡走一趟，必然
讓您大塊朵頤，畢生難忘！
「北 京 味 道 」 的 地 址 ： 932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在百佳超市旁） ，
電話：281-888-7296

圖文

「康樂花園 」
」 開工興建，
開工興建，
預計第一期明年可遷入
預計第一期明年可遷入
總共 240 戶，
戶，
以 「
「康樂中心
康樂中心」的會員優先，
」的會員優先，
先到先得

圖為 「北京味道 」名菜
名菜：
： 「魚頭泡餅
魚頭泡餅」
」。

圖為 「北京味道 」 名菜
名菜：
： 「北京
炒肝 」。

圖為 「北京味道 」 名點
名點：
： 「老北京炸醬麵
老北京炸醬麵」
」。

李娜療痛中心有效治療疼痛病
（來自病人的經歷）

一個月前，我在美髮院剪髮，遇到了一位
老人。聽她介紹，兩個月前自己腰椎疼痛，不
能走路，必須坐輪椅才可以行動。經過李娜醫
生治療後，現在不用輪椅就可以走路，能夠自
由行動，見證了李娜醫生的精湛醫術。
我個人腰疼病已有十餘年，犯病時腰痛腿
麻，不能走動，難以忍受。我也大量查閱相關
病痛的病理依據和治療方法；並向幾位和我有
相同病症的患者做了相關的了解，大多結論是
動手術和傳統復健難以達到很好的效果。聽到

這位老人的經歷，我找到李娜醫生進行治療，
經過一個療程後，腰痛明顯好轉，疼痛得到極
大的緩解，走路、行動明顯順暢有力。每當我
去李娜診所治療時，都能見到很多病人反映他
們的治療效果非常好；還有一位二次手術後的
病人，說李娜醫生的治療方法比手術更科學，
效果要好的多，還沒有創傷沒有後遺症。謝謝
李娜醫生治好我的病，我深深的體會到，有病
要找對醫生，否則無效的治療會給自己和家人
帶來很大的痛苦；感謝李娜醫生的高超醫術，

使我恢復了無痛健康的身心。
患者：Xiang Liu
李娜療痛中心多年行醫不但受到休斯頓廣
大患者的好評和認可，還受到中國骨傷研究所
的大力邀請，進行了多次的學術交流，搭建了
長期的學術醫術合作關係，致力於推廣科學的
治療方法和先進的治療理念。
李娜療痛中心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
166,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由 「康樂中心 」
籌備及購地多年的 「康樂花園」老人公寓，
現已開始興建，分四期工程，每期六十戶左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由 「康樂中心
右，總共
240 戶，預計第一期的住戶明年可
」籌備及購地多年的
「康樂花園」老人公
遷入。
寓，現已開始興建，分四期工程，每期六十
據 「康樂花園
」 的負責人 Susan 表示
戶左右，總共
240 戶，預計第一期的住戶明
：
該公寓是政府為照顧低收入人群（ 與 「
年可遷入。
晚晴公寓」
類似）而設，目前以
「康樂中
據 「康樂花園
」 的負責人 Susan
表示
心
的會員優先，先到先得。
：」
該公寓是政府為照顧低收入人群（
與 「
「康樂花園
」 位於百利大道與
Beech晚晴公寓」
類似）而設，目前以
「康樂中
nut
之間的
Wilcrest 路上，鄰近 八號公路邊上
心」
的會員優先，先到先得。
的 HEB,
並開門可見
後面的湖，
「康
樂 花 園 Home
」 位 Depot
於百利
大道與
中國城近在咫尺，是長輩理想的居住之所。
Beechnut 之間的 Wilcrest 路上，鄰近 八號公
路邊上的 HEB, 並開門可見 Home Depot 後
面的湖，中國城近在咫尺，是長輩理想的居
住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