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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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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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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本週四美南周刊封面介紹預覽

04.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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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頂級品牌萊珀妮 La Prairie 

揭開品牌故事
百度的十大化妝品中，La Prairie 名列第一
全球生化美顏科技最高指標
如何達成美顏抗老 ?
邀你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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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包含111111種奶酪種奶酪 ““最膩最膩””披薩刷新世界紀錄披薩刷新世界紀錄

德國壹間餐廳推出壹款包含德國壹間餐廳推出壹款包含111111種不同奶酪的超級種不同奶酪的超級
披薩披薩，，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紀錄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紀錄，，成為全球最膩披薩成為全球最膩披薩。。據據
悉悉，，這壹披薩直徑僅這壹披薩直徑僅3030..55厘米厘米，，看上去和普通披薩無看上去和普通披薩無
異異，，但廚師卻將但廚師卻將111111種奶酪嵌在披薩裏種奶酪嵌在披薩裏，，包括瑞士包括瑞士ForFor--
nnetet 奶酪奶酪、、英國萊斯特紅奶酪英國萊斯特紅奶酪、、奧地利奧地利MoosbacheMoosbache奶奶
酪酪、、意大利意大利 scamorzascamorza奶酪等奶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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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維龍加國家公園的壹群大猩猩實在是太喜歡它們的飼養員剛果維龍加國家公園的壹群大猩猩實在是太喜歡它們的飼養員AnAn--
dre Baumadre Bauma了了，，更有甚者幹脆霸道總裁上身更有甚者幹脆霸道總裁上身，，直接把直接把AndreAndre攬進了自己攬進了自己
懷裏懷裏。。在在AndreAndre身邊身邊，，它們像是粘人的小屁孩它們像是粘人的小屁孩，，有個別厚臉皮的家夥不有個別厚臉皮的家夥不
顧自己的體重顧自己的體重，，爬到爬到AndreAndre的背上撒嬌的背上撒嬌。。

百余件明清時期潮州金漆木雕亮相廣州百余件明清時期潮州金漆木雕亮相廣州

““乾坤戲場乾坤戲場————
廣州美術學院明清潮廣州美術學院明清潮
州金漆木雕藏品研究州金漆木雕藏品研究
展展””在廣州美術學院在廣州美術學院
美術館開幕美術館開幕，，展出展出
100100 多件明清時期的多件明清時期的
熏香爐熏香爐、、神椅轎神椅轎、、糖糖
枋架等木雕作品枋架等木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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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戴姆勒，會讓滴滴緊張嗎？

寶馬和戴姆勒正式對外發布公告，雙方

將以50:50的股比合資成立壹家新公司。

新公司將整合戴姆勒旗下分時租車業

務Car2Go和寶馬旗下分時租車業務Drive-

Now，另壹方面還將把雙方打車、停車及

充電服務等移動出行相關業務進行整體打

包，例如寶馬即時充電業務ChargeNow，

戴姆勒共享出行軟件平臺Moovel等。

寶馬與戴姆勒，在汽車行業是當之

無愧的“巨頭”。然而，在共享出行領

域，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強大，有媒

體甚至將此次的合資稱之為“弱弱聯

合”。究竟這兩大“巨頭”合作背後的

真正目的是什麽？對滴滴、Uber的市場

地位有何影響？

合作背後的目的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學研究中心

主任林伯強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

者采訪時表示，雙方合作的真正目的是

提高市場競爭力和市場份額。目前市場

競爭激烈，合作是比較好的辦法。是否

成功還要看兩家公司如何合作。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

長白明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采

訪時表示，雙方合作的目的是占位。寶

馬和戴姆勒逐漸從汽車制造商延伸業務

範圍，從制造到使用擴大了經營範圍。

提高共享出行的使用環境，有助於在新

能源汽車，自動駕駛汽車等很多方面獲

得更高的起點。換個角度看，這幾個領

域也恰恰是未來停車，定位，充電等科

技的發展方向。

白明表示，即便寶馬和戴姆勒不是

汽車制造商，共享出行也能成為業務支

撐點，汽車制造和共享出行兩項結合起

來更占優勢。

他強調，將來無人駕駛汽車不光靠

軟件，設備也要改裝，寶馬和戴姆勒都

是世界知名的汽車制造商，汽車方面的

技術不成問題，無人駕駛方面的功能更

有基礎。

早在2016年，寶馬與英特爾、Mo-

bileye舉行了聯合發布會，三方表示將在

完全自動駕駛汽車領域進行深度合作，

將在2021年推出完全自動駕駛汽車，並

使其上路行駛。

而戴姆勒在 2017 年與汽車壹級供

應商博世共同宣布，雙方將合作研發

用於共享出行的無人駕駛出租車，並

於 2021年後實現車輛的部署，屆時用

戶可通過智能手機App享受無人駕駛的

出行服務。

是否會影響滴滴、Uber？
作為共享出行領域的佼佼者，滴

滴、Uber 已經占據了不小的市場份

額。寶馬和戴姆勒合資成立的共享出

行公司，是否會影響滴滴、Uber 的市

場地位？

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滴滴出行共

覆蓋了全國400多個城市的約4.5人口，

全年累計提供74.3億次出行服務，其中

並不包括單車及車主服務。滴滴全年免

費為出租車司機鏈接了超過11億次出行

需求，滴滴順風車和快車服務累計分享

座位超過10.5億次。

林伯強指出，影響滴滴、Uber的前

提是做得好，能否做好還要看雙方怎麽

做。如果寶馬和戴姆勒的新公司做得

好，對滴滴、Uber的影響就會很大，在

市場份額上就會有比較大的競爭。滴

滴、Uber本來沒有競爭對手，新公司會

成為實力較強的競爭對手。

白明表示，暫時看不出影響，長

期來講，寶馬和戴姆勒的汽車制造技

術與信息技術結合是最大看點。暫時

對滴滴、Uber 構不成影響，因為他們

的服務網絡鋪得很大，對寶馬和戴姆

勒的服務網絡有排擠作用，網絡平臺

有占先優勢。

白明指出，寶馬和戴姆勒的共享出

行公司尚未正式成立，現在判斷能否影

響滴滴、Uber還為時過早。滴滴Uber已

經運營了很長時間，作為後來者，寶馬

和戴姆勒在哪些方面壹定占有優勢也很

難說。未來的在服務領域上，滴滴、

Uber已經占據優勢了，未來寶馬和戴姆

勒要想獲得優勢，壹定要和汽車的發展

結合起來。它們出口的車輛都有定位、

充電等功能，不用再改裝，其他車輛還

需調試軟件，改裝設備。在這些方面，

寶馬和戴姆勒更占優勢。

他強調，汽車方面，信息技術和制

造技術結合起來，就比滴滴有更多看點

了。用信息技術，定位找司機，提供服

務，汽車制造商服務範圍再廣，原來的

車就是原來的車，沒法加裝更多的新功

能。寶馬和戴姆勒的汽車制造技術與與

信息技術相結合，未來就有優勢了。但

現在的優勢還只是壹個概念，到真正的

形成還有壹段時間，所以現在只能觀

察，不好判斷。

中國業務如何發展？
寶馬DriveNow和戴姆勒Car2Go實現

業務合並後，中國業務如何發展將尤為

關鍵。

在中國共享出行市場，寶馬和戴姆

勒的業務基礎都比較薄弱，無論是共享

汽車的數量還是用戶體驗，都不太令人

滿意。

目前，兩個品牌均沒有推出更適合

共享出行模式的特色化車型，尤其是針

對中國道路特點與用戶乘坐習慣的定制

車型。

此外，中國共享出行市場玩家眾

多，不但有 ToGo、 EVCARD 等車企

和大量創業公司創辦的共享汽車品

牌，滴滴、美團、摩拜、神州等出

行巨頭對此領域也覬覦已久，並已

開始行動。

更重要的是，由於共享出行與高精

地圖、大數據等密切相關，兩巨頭在中

國開展共享出行業務，還面臨著政策與

監管方面的挑戰。

中國減稅“禮包”將及時送達 內外資同等受益
綜合報導 近日召開的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

定深化增值稅改革的措施，進壹步減輕市場主體稅

負。實施三項措施，全年將減輕市場主體稅負超過

4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內外資企業都將同等

受益。對此，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進行了解

讀。

中國財政部部長助理許宏才表示，此次深化增

值稅改革將制造業作為政策發力點，會使制造業稅

負進壹步降低，有效改善市場預期，激發企業加大

投資、升級改造的積極性，也能增強企業盈利能力

和發展後勁。

許宏才介紹，制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

17%降至16%，交通運輸、建築、基礎電信服務等

行業及農產品等貨物的增值稅稅率從 11%降至

10%，預計全年可減稅2400億元。加之，相關改革

措施疊加，制造業享受到的減稅紅利會更大。出臺

上述改革措施後，現行17%、11%、6%三檔增值稅

稅率將調整為16%、10%、6%。

許宏才指出，統壹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標

準後，大量制造業小微企業可選擇登記為小規

模納稅人，享受按3%征收率計稅的優惠。同時，

退還部分企業的留抵稅額，對部分先進制造業

在壹定時期內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予以壹次性

退還，可以直接增加相關企業當期現金流，改

善企業經營。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當天亦在北京表

示，此次深化增值稅改革聚焦實體經濟、高端制造

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同時，還聚焦小微企業、聚焦公

平待遇。

王軍說，將工業、商業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標

準統壹提高至年應稅銷售額500萬元，這就意味著

更多企業將能按照低征收率計稅，企業稅負將大幅

減輕，這壹舉措既惠及服務業，也惠及制造業，更

好地促進創新創業。此次減稅優惠，內外資企業都

同等受益。

王軍表示，相信今後還會有更多促進企業發展

的稅收優惠政策陸續出臺。稅務部門將采取有力措

施，把減稅“大禮包”及時送到每個企業手中，助

力企業更好發展。

此次深化增值稅改革之前，中國在全國範圍內

實施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通過營改增，實現了

增值稅對貨物和服務的全覆蓋，對推動構建統壹簡

潔稅制和消除重復征稅、拉長產業鏈條擴大稅基、

促進新動能成長和產業升級等具有壹舉多得的積極

成效，也有效減輕了企業和個人負擔。營改增試點

改革，實現了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是近年來中

國實施的減稅規模最大的改革措施。截至2017年

底，營改增已累計減稅2.1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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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味片刀鴨的做法
原料：牛蹄筋750克 雞750克 西蘭花 適量 雞

蛋白 適量

輔料：味精少許 雞粉少許 蔥少許 水澱粉少

許 精鹽少許 清湯少許 江米酒少許 姜汁少許

雞泥加蛋清、蔥姜汁、鹽、味精等攪打上

勁。西蘭花改刀，炒制好後堆在盤中間

蹄筋改成粗細一致的長條，中間開一刀

口，將雞泥釀在裏面，上籠蒸熟裝盤 鍋中加

清湯，調鹹鮮口味，勾芡，淋蔥油，澆在圍盤

的蹄筋上即可

扒釀蹄筋的做法

茶香墨魚仔的做法
原料：墨魚500克 龍井茶適量

調料：味精少許 料酒少許 腐乳 香適量 大蒜粉

少許 生粉少許 植物油少許 白芝麻少許

將墨魚仔去內臟洗凈，用幹凈毛巾控水 將

龍井茶葉用開水泡開，取凈茶葉待用。

將墨魚仔用白腐乳、味精、紹酒、蒜粉、生

粉拌勻，下七成熱油鍋炸熟。將茶葉炸酥。

取幹凈鍋一只，下墨魚仔，滑油，下蔥姜末

煸香，加茶葉和調料炒勻，撒上白芝麻即可。

孔雀開屏魚的做法
原料：武昌魚1條 調料：料酒適量蔥白適量

小蔥少許精鹽少許胡椒粉少許魚豉油適量麻油適量

將斬殺好的武昌魚清洗幹凈，特別是魚腹內的

黑膜一定要刮幹凈，將少許精鹽倒入掌心，揉開，

塗沫魚身內外、撒上少許胡椒粉，輕拍少許料酒腌

制10分鐘左右；取其中一條魚（盤中另一條魚留

做他用）把魚頭和魚尾切下來放一邊，魚身從魚腹

處朝魚背均勻分割成條塊，註意魚腹處不要斷開。

分割好之後，將魚移至蒸盤中擺盤：魚頭固定

立放，將魚身環繞魚頭鋪攤開來，宛若孔雀開屏狀，整理好魚身之後，最後將魚尾擺上。

調制蒸魚淋汁：蒸魚豉油+自制混合豉汁料（做法請看這裏）+料酒少許+純香麻油少許混合均勻；

將小蔥、洗凈，用熟食案板切末，大蔥取蔥白段切絲，涼白開浸泡備用；蒸鍋內坐水煮滾，將蒸魚盤

放入，將蒸魚汁小碗盛裝放入（不要澆到魚身上），蓋嚴鍋蓋，隔水旺火蒸制。

蒸制大約6分鐘左右（時間視魚大小及改刀厚薄靈活調整）熄火，虛蒸1-2分鐘，立即起鍋

（蒸魚的最高境界是蒸好的魚肉剛剛好呈“蒜瓣”狀，口感最為鮮美），倒掉蒸魚時滲出的腥水，

鋪上蔥絲、香蔥末，澆上蒸魚汁；燒滾2勺食用油淋入盤中上，上桌趁熱食用。

所有的調料倒入盛鴨子的盤子裏面

塗抹均勻後，腌制24小時之後入烤箱烤制45-60分鐘即可

準備好半邊鴨，洗幹凈

把所有的調料放入碗中攪拌均勻

烹飪小技巧

1、腌制的時候要放
入冰箱內至少腌制
24小時。
2、每個烤箱的溫度
不大一樣，我是用
170度烤了45分鐘。
3、片鴨子的時候盡
量用快刀，這樣片出
來的鴨子非常漂亮。

做法：烤 口味：其它口味 難度：初級入門 人數：2人
份準備時間：數小時 烹飪時間：<60分鐘 主料：鴨半只

美国加利福尼亚

和加拿大的大学计划

在夏威夷大岛的一座

火山顶部建造世界上

最大的光学望远镜，

口径将达到 30米，耗

资将超过 10亿美元。

现在，这项计划已经

获得批准。

处在图像中央的

是 M1 光学系统，是

一面直径 100 英尺

（约合 30米）的反射

镜。借助于这架望远

镜，天文学家能够对

系外恒星以及环绕其

轨道运行的行星进行

观测，同时了解新行

星和新恒星的形成。

此外，这架望远镜还

能让天文学家回到大

约 130亿年前，了解

宇宙的初期形态。

責任編輯：XX

渊三分之二冤

夏威夷将建世界最大光学望远镜：耗资 10亿美元

主反射镜由 492块小镜构成，排列成圆形，直径 30米。夏威夷

的一些原住民组织发出请愿，反对建造望远镜，他们认为这种

做法是对冒纳凯阿火圣峰的一种亵渎。天文学家之所以如此

青睐这座死火山是因为顶峰海拔达到 4205米，一年内有 300

天能够看到晴朗的夜空。

艺术概念图，呈现了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 30米望远镜。12

日，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委员会批准了在当地冒纳凯阿火

山顶部建造世界最大望远镜的计划。这一决定为 30米望远

镜项目的管理团队和夏威夷大学一同与夏威夷州政府协商

租借土地一事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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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桌球公開賽
總獎金達百萬英鎊 世錦賽前最後排名

大埔終止東方不敗 港超穩守第三

“香港個人全能跳繩公開賽
2018”2日假元朗區體育會賽馬
會大樓上演，第2日賽事重頭戲
為男子挑戰組對決。 力爭衛冕
的何柱霆獲得亞軍，冠軍最終由
劉盼晞奪得，Battle對決賽則由
澳門好手劉嘉樂以“過江龍”姿
態勝出。

今屆香港個人全能跳繩公開
賽吸引超過360名運動員參加，
當中更包括香港、澳門、中華台
北及日本等地好手。去屆男子挑
戰組（16歲以上）總冠軍何柱霆
雖於30秒速度跳項目失手，以
98下僅得第4，但他其後於2分
鐘速度耐力跳以 353下獲得第

2，再憑指定花式的出色表現獲
得亞軍收復失地，最終勇奪總成
績亞軍。冠軍選手為應屆全港精
英跳繩賽男子總冠軍劉嘉樂，他
分別於30秒速度跳103下，以及
2分鐘速度耐力跳363下，雙雙
名列第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何柱霆奪跳繩公開賽挑戰組亞軍

2018年桌球中國公開賽2日在
北京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館
開戰。在首日的資格賽，中國球手
梁文博與蘇格蘭名將、“火箭”奧
蘇利雲齊齊輕鬆過關、晉級正賽。

另外，2日的首輪正賽，馬
克艾倫與利索夫斯
基，均以6：1擊敗各

自的對手。
本賽季，梁文博狀態欠佳，

最好成績是威爾士賽打進前16，
英錦賽後更不幸跌出前16。本屆
中國賽，梁文博在資格賽迎戰克
拉克。結果，這位中國桌球“二
哥”連續兩局（第四及第五局）
破百，以總局數6：1大勝，順利

闖進正賽。
賽後，梁文博謙虛地表示是對

手犯了太多的錯誤才讓自己贏下比
賽：“今天是對手打得不好給我很
多機會，比賽完會好好休息，把細
節做好，把自己水平發揮出來才能
走得更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梁文博梁文博 奧蘇利雲奧蘇利雲輕鬆晉正賽輕鬆晉正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和富大埔憑門將李瀚灝屢救險球力保
不失，在2日午復活節檔期進行的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主場以

1：0小勝東方龍獅。三遇東方皆贏
的大埔15戰 28分留守積分榜第三
位。賽事吸引1,070人入場，熱鬧非
常。

開賽時大埔外援衛將兩度低級失
誤。10分鐘先有杜度失位，東方洛
迪古斯左輔單刀推順腳背彈射，門神
李瀚灝出封及時救險。19分鐘，艾
華度亦險送大禮，洛迪古斯失魂射
高，兩失黃金機會。

和富大埔上半場逼搶踢法主導場
面。17分鐘李嘉耀右禁區怒射被東方
門將葉鴻輝拍高；20分鐘，杜度接應
伊高沙托尼開出的角球，12碼點無人

看管下頂入，大埔領先1：0。
下半場東方換入麥基、徐德帥及

林學曦。60分鐘，徐德帥香蕉形射
網角的罰球被大埔門將李瀚灝托出，
補時階段，李瀚灝更沒收倒戈的基頓
頭槌。最終，大埔以1：0成功終止
東方的“五場不敗”。
不過，東方主帥李健和仍樂見球

員很有決心去追平對手：“為了支持
香港隊，全隊兩周無比賽，港腳三天
前才歸隊。此役上半場隊員確有生疏
感，天氣轉熱也有影響；落後下大家
有決心追番，有助周未足總盃半準決
賽。”
而大埔教練李志堅則稱：“比賽

初段出現兩個大意球後隊員很快調整
好。目前積分榜28分位居第三位，
冠軍大局已定，但大埔仍希望得到更
高的排名、力爭第二名，對手已鎖定
飛馬；其他盃賽也要力爭，周未足總
盃半準決賽對標準流浪。”

■■何柱霆何柱霆（（右右））與冠與冠
軍劉嘉樂合影軍劉嘉樂合影。。

■■東方的基頓東方的基頓（（左左））於補時於補時
的頭槌未能造成入球的頭槌未能造成入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 大 埔 李 嘉 耀大 埔 李 嘉 耀
（（左左））怒射怒射。。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志南記者潘志南 攝攝

本屆中國公開賽是首個採用世界桌球最新
賽制的頂級桌球比賽，從首輪至8強賽

都採用11局6勝賽制，準決賽採用19局10勝
賽制，決賽採用21局11勝賽制。

丁俊暉回舊地 盼打出精彩
獎金方面，總獎金達100萬英鎊，冠軍

獎金22.5萬英鎊，超過英錦賽，成為繼世錦
賽後第二個獎金達百萬英鎊的比賽。而比賽
場館也從往年的大學生體育館移師至國家奧
林匹克體育中心。
據中新社消息，由於賽事級別非凡，比賽

吸引了丁俊暉、沙比、奧蘇利雲以及世界排名
前16的希堅斯、梅菲、羅拔臣等巨星參賽。

剛剛度過31歲生日的中國桌球領軍人物
丁俊暉日前亮相紅毯，他看起來神采奕奕。
2005年首次於北京舉辦的中國公開賽上，18
歲的丁俊暉持外卡參賽，一路過關斬將，在決
賽中以9：5戰勝7奪世錦賽冠軍得主
亨特利，成為首位獲得桌球職業排名
賽冠軍的中國選手。如今回到“夢開
始的地方”，經歷了多次沉浮的丁俊

暉最大的願望是調整好狀態，打出精彩的比
賽，並為今年的世錦賽做好準備。

“火箭”奧蘇利雲在中國擁有最高人氣。
本賽季，他的表現如同他的外號“火箭”一樣
一飛沖天——不僅刷新了自己職業生涯單賽季
排名賽冠軍數，同時還追平了亨特利、丁俊暉
和沙比所保持的單賽季贏得5站排名賽冠軍的
紀錄。那麼他能否在初春的北京成為桌球史上
第一位單賽季贏得6站排名賽冠軍的選手，成
為本屆大賽的焦點。不過，“火箭”對能否破
紀錄表現得相當低調，他稱自己沒有特別具體
的目標，只想打出精彩的比賽，展現最好的球
技。但他也頗有“心機”地表示：“隨着比賽
的推進，也許我就有目標了。”
本屆中國公開賽於4月2日至8日進行正

賽。它是世錦賽前的最後一站排名賽，
並將確定世錦賽種子席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界桌球中國公開賽2日在北京展開

首輪資格賽的角逐，包括中國桌球領軍人

物丁俊暉、目前排名世界前兩位的沙比、

“火箭”奧蘇利雲等在內的72名高手將

帶來一場全新升級的頂級桌球賽事。 ■■丁俊暉丁俊暉（（右右））在紅毯儀式在紅毯儀式
上回答傳媒提問上回答傳媒提問。。 新華社新華社

■■梁文博連續兩局破百梁文博連續兩局破百，，
輕鬆進正賽輕鬆進正賽。。 新華社新華社

■■奧蘇利雲輕取蘇格蘭選手奧蘇利雲輕取蘇格蘭選手
繆爾繆爾，，晉級正賽晉級正賽。。 新華社新華社

2日凌晨完場的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第31輪
壓軸大戰，熱刺在先失1球下憑迪利阿里起孖連追
3球，反勝“車仔”3：1，28年來首次在史丹福橋
球場擊敗對手。這場失利亦讓“藍軍”落後排在
第4名的熱刺的差距拉大到8分。

熱刺28年來首次客勝藍軍
第30分鐘，熱刺門將洛里斯出迎失誤，莫拉

達頂成1：0。上半場補時，基斯甸艾歷臣32碼外
笠射得手替熱刺扳平1:1。下半場，迪利阿里在62
及66分鐘的4分鐘內連入兩球，成為贏波功臣。
熱刺上次在車仔主場取勝還是在1990年，領隊普
捷天奴賽後說：“28年之後再次贏得勝利對我們
太重要了，對熱刺每個球迷和球員都是非常開心
的事，我非常自豪。”

落難教頭：尚餘7輪盡全力
車仔被第4位的熱刺拋離8分，很大機會將緣

盡下屆歐聯，
這樣上季領軍
稱王英超的主
帥干地下台也
將進入倒數。
他說：“尚餘
7場比賽，我
們會竭盡全力
直 到 最 後 一
刻 。 ” 他 認
為，臨完上半
場前的失球打
擊 了 己 隊 信
心，“基斯甸
艾歷臣的入球
太精彩了。”
■綜合外電

車仔遇“刺”歐聯渺茫
干地帥位危

■■迪利阿里射入反先一球迪利阿里射入反先一球。。 路透社路透社

■■短短一個賽季短短一個賽季，，干地干地
由英雄變罪人由英雄變罪人。。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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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 第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聚焦中國》
(Focus on China) 華語影片組委會於3月29日在休斯頓萬豪酒
店 (The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行新聞發布會。電影節主
席亨特.托德 (Hunter Todd)、《聚焦中國》主席勞治翔 (Ken-
ny Lao)、著名電影人陳燁、著名影星及舞蹈家周潔，以及休
斯頓各界精英出席新聞發布會。美南廣播電視台、《今日美
國》、《美南日報》、新華社、《世界日報》、鳳凰衛視美
洲台、《中國日報》、美國中文台、《僑報》、美國飛龍傳
媒、美國同城網、世界名人網、《華夏時報》、超群國際傳
媒等十多媒體記者到場采訪報道。

第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將於4月20日開幕，4月29日閉
幕。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亨特.托德在致詞中說：休斯頓國際
電影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獨立電影節之一，很多著名的導演
、影星和制片人都始於此。第51屆電影節將有龐大的VIP嘉
賓陣容，特別招待會，研討會及內容豐富的安排。亨特還說
：這3年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得到了中國電影界人士及美國
華人朋友的大力支持，今年將會有30部中國電影在休斯頓電
影院上映，其中16部是首映，這是全世界電影節沒有的事情
。同時也感謝所有休斯頓華文媒體的支持和報道。

《聚焦中國》華語影片組委會主席勞治翔在致詞說，今
年邀請大場面導演張進戰為第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共同主

席，在中美電影論壇中介紹中
美合拍電影的要點、技巧和經
驗。也邀請原中央新影集團書
記、副總裁安衛民擔任共同主
席一職。中美合拍電影需要有
泛娛樂大數據支持，藝恩影視
與我方為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為中美合拍提供泛娛樂大數據
平台支持。新聞發布會由副主
席江依麥介紹了今年有 200 多
部中國電影報名參加第51屆休
斯頓國際電影節，經過大量篩
選，有19部入圍競選和北美首
映。其中幾部優秀作品：中國
中央新影集團的《探秘新三峽
》，紅色題材的《大會師》，
李易峰、廖凡主演的《心理罪
》，著名影星周潔推薦的由胡
軍、余男主演的《上海王》，
企業家董長健投資主演的公益
片《格桑花開的時候》，賈小
鐵導演的《水墨大別山》。由
休斯頓本地電影投資人楊曉白
投資、很多休斯頓本地演員主
演的《夏日魔影》獲得電影節首映。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範玉新博士、豐建偉基金
會豐建偉醫生、美國國會議員亞裔代表張晶晶、副主席王王
翊帆一一上台發表對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的講話、支持和祝賀
。

此次電影節《聚焦中國》主席團人員龐大，《聚焦中國》
華語影片組委會主席勞治翔、副主席江依麥、吳建俊、 Ping
Lao、王翊帆。共同主席有6位：安衛民、張進戰、陳灼剛、
範玉新、豐建偉、杜昊益。榮譽主席有16位：陳韻梅、靳敏
、陳珂、孫婷、李娟、李蔚華、James Luo、鄒雅麗、張晶晶
、吳因潮、張要武、楊萬青、王順義、孫鐵漢、胡美然、戴
慧怡。

本次電影節專用化妝師由香港著名化妝師譚冰冰出任。

第第51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聚焦中國聚焦中國》》新聞發布會在萬豪酒店舉行新聞發布會在萬豪酒店舉行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兩位年輕人，憑著對美食的無限熱愛，讓
他們在構思目標和定位時一拍即合，於是便有 「牛角尖」 的構想。
再經過近一年時間的籌備，一家獨特的 「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專門店
」 終於成形，並於周日（4 月1 日）下午在鑼鼓舞獅和嘉賓如潮中
熱鬧剪綵開幕。象徵著中國年輕人要將最頂尖的中國美食介紹到異
邦美國，並將其發揚光大的偉大理想。

開幕式嘉賓如雲，在由釋延禪師父率領 「少林寺文化中心」表
演的舞龍舞獅熱鬧開場後，與會嘉賓包括由總領館副總領事王昱所
率領的祝賀團隊： 文化參贊解飛、僑務組組長葛明東領事、新聞組
高樺領事及大使秘書張少科領事，以及僑界社團代表 「中國人活動
中心」董事長靳敏、執行長范玉新、副執行長王曉霞、劉姸、卿梅
，國會議員Pete Olson 代表張晶晶，以及四川、廣東、東北各大同
鄉會代表、及各大媒體，在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王昱，中國人活
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及四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致以開幕賀詞後，
牛角尖老闆劉思達、王璟瑜夫婦，孫家鑫登場，並由劉思達代表致
詞。

劉思達表示：經過了將近一年時間的籌備，終於迎來了牛角尖
鮮牛肉火鍋專門店正式開業的日子。我來自中國四川，古人雲“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美接近十年，我實現了“修身”、

“齊家”，順利完成學業，有了美麗的妻子和可愛的兒女，如今正
在創業的路上摸索前行。幾年來，我們走過許多城市，休斯敦作為
德克薩斯州的第一大、全美第四大城市，其便利的交通、良好的投
資環境以及包容的文化氛圍吸引了眾多的創業者前來發展，我和我
的合夥人孫佳鑫先生也不例外，對美食的無限熱愛讓我們在構思目
標和定位時一拍即合，於是便有了牛角尖的構想。

在中國，人們常把創業者比喻為拓荒牛。拓荒牛，意味著創業
者擁有著牛的開拓勤勉、吃苦耐勞的品質；而德州的牛肉以其味道
鮮美、肉質細嫩、綠色健康而聞名世界，所以我們幾個拓荒牛和德
州的牛肉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今天的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專門店，在
此，我特別要感謝我的太太王璟瑜小姐，我的合夥人孫佳鑫先生以
及四川名廚姚洪華先生在牛角尖籌備以及運營階段的鼎力相助。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休斯敦的各界精英以及媒體親
臨現場，見證牛角尖開業的重要時刻。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對他們
的到來表示歡迎和衷心的感謝！這一時刻的到來凝聚著我們創業者
的心血和汗水，凝聚著家人好友的支持和幫助，更凝聚著各位長輩
的關心和厚愛，在這重要的時刻，請允許我代表牛角尖全體員工向
各位表達衷心的感謝，謝謝大家！

我們承諾，將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地秉持著我們的餐飲理念，
為休斯敦居民帶來新鮮的牛肉、優質的食材和周到的服務，希望大
家今後多多支持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專門店，對我們的食品和服務提
出建議，勉勵我們更加健康茁壯地成長和發展。

在王昱副總領事，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靳敏、執行長范玉新
， 廣東總會董事局主席陳卓剛，四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國會議員
Pete Olson 代表張晶晶，老闆孫家鑫、劉思達、王璟瑜及總師傅姚
洪華共同主持剪綵儀式後，立即由變臉大師車東華現場表演變臉，
精彩的演出，贏來掌聲不斷，車東華日後將在 「牛角尖」 駐店表演
，讓大家在品嚐美食之餘，更一飽眼福！

在劉金璐主持現場有獎提問贈送代金券及茶藝表演後，全體與
會貴賓進入裝潢優雅的 「牛角尖」 店內，聞名不如見面，現場品嚐
「牛角尖」的絕世美味。

「牛角尖 」 火鍋，有多種湯頭，加上20多種材料精製而成。
不論材料擺盤，還是火鍋的賣相，有如一幅美麗的圖像，引人垂涎

。該火鍋光是湯頭，就有牛角尖鴛鴦火鍋、秘製牛油麻辣火鍋、九
宮格清油麻辣火鍋、酸辣金湯鍋底、玉米白蘿蔔牛骨湯底、及養生
番茄濃湯鍋底等多種選擇，還有自助調料任選。

「牛角尖 」 還是以吃牛肉火鍋為主
。根據他們老闆娘王璟瑜表示： 一頭牛
只有 30% 的精華部份能做牛肉火鍋
。像桌上擺的 「至尊肥牛」 切片
，一頭牛也只是牛仔骨後面那一
塊肉而已。其他還有極品雪花牛
，肥美羔羊肉，鮮切牛筋腱，特
級牛嫩肉，鮮美牛舌，及軟糯牛
筋等多種選擇。 「牛角尖 」 的特
色拼盤也頗引人垂涎，賣相好，令
人食指大動。如精選牛羊組合（ 肥
牛+ 肥羊 ）、四喜丸子（ 牛肉丸+
魚丸+ 包心丸+ 龍蝦丸 ）、紅白魔
方（ 豆腐+ 豬血 ）、蔬菜拼盤（
茼蒿+ 大白菜+ 唐生菜+ 菠菜 ），
以及漂亮的菌類組合（ 金針菇+ 杏鮑菇 + 平菇+ 蟹味菇 ） 是團體
或請客的必點。這些漂亮的拼盤上桌，為火鍋桌添顏色，客人大喜
，主人有面子。

其他如極品鮮毛肚、麻辣牛肉、特色香菜牛肉卷、手打牛肉丸
、特色炸豆皮、蟹子蝦滑、鮮活鯰魚片、千層肚、家鄉丸子、牛百
葉、梅林午餐肉、魚豆腐、魚丸、龍蝦丸、豬血------- 等等，
也都是該店招牌必點涮菜。

該店還推出 「牛肉秘籍」，方便大家掌握涮肉的火候，如特級
鮮牛肉，只需涮6~8 秒，五花腱，雪花肥牛，牛舌，涮13 秒，打牛
肉丸，涮14 分鐘等等，給食客參考，祝大家大塊朵頤，大享口福。

「牛角尖」 位於百利大道與 Corporate Dr. 交口附近，Chase
Bank 緊隔壁，原 「阿里郎」 舊址，地址： 9715 Bellaire Blvd. Ste
A , Houston TX 77036, 電話：281-501-9769

立志將中國最頂尖的美食介紹到美國來立志將中國最頂尖的美食介紹到美國來
「「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專賣店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專賣店」」周日正式開業周日正式開業

牛角尖牛角尖 」」 周日下午舉行的開幕剪綵儀式周日下午舉行的開幕剪綵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出席開幕式的貴賓合影出席開幕式的貴賓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牛角尖牛角尖 」」 令人食指大動的令人食指大動的 「「牛角尖鴛鴦火鍋牛角尖鴛鴦火鍋」」 。（。（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牛角尖牛角尖 」」 的特色之一的特色之一 「「花花
茶茶」」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牛角尖牛角尖」」 的老闆劉思達的老闆劉思達（（右右 ））王璟瑜王璟瑜（（ 左左
））夫婦夫婦。（。（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右起右起）） 「「牛角尖牛角尖」」 老闆娘王璟瑜老闆娘王璟瑜、、本報記者秦鴻本報記者秦鴻
鈞鈞、、 「「中國日報中國日報」」 周春梅周春梅、、中領館新聞組領事高樺中領館新聞組領事高樺
、、 「「僑報僑報」」 鄭直鄭直、、 「「世界日報世界日報」」 盧淑君盧淑君在餐會上在餐會上。。

「「牛角尖牛角尖」」 老闆劉思達老闆劉思達（（右右））在開幕式上致詞在開幕式上致詞。。
（（左左））為儀式主持人劉金璐為儀式主持人劉金璐。（。（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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