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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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的力量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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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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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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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公司 2018 江南尋味之旅專題 
-------- 安徽合肥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和樂公司紐澤西總經理 冼健女士（左 ） 頒發“友好合作夥伴＂
獎盃給洽洽食品公司海外事業部副總經理許梅生（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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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舉辦美國舉辦““廁紙婚紗廁紙婚紗””大賽大賽 精致優雅不輸精致優雅不輸““真品真品””

““007007””座駕阿斯頓座駕阿斯頓··馬丁馬丁DBDB55將在英拍賣將在英拍賣

工作人員在英國倫敦的拍賣大廳擦拭待拍賣工作人員在英國倫敦的拍賣大廳擦拭待拍賣
的阿斯頓的阿斯頓··馬丁馬丁DBDB55汽車汽車。。77月月 1313 日日，，拍攝於拍攝於
19951995年的年的““007007””系列電影系列電影《《黃金眼黃金眼》》中詹姆斯中詹姆斯··
邦德駕駛的邦德駕駛的19651965款阿斯頓款阿斯頓··馬丁馬丁DBDB55汽車將在倫汽車將在倫
敦拍賣敦拍賣，，預計成交價格在預計成交價格在 120120 萬至萬至 160160 萬英鎊萬英鎊
（（約合人民幣約合人民幣10221022萬至萬至13631363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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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藥谷”遍地開花
發展應走差異化競爭之路

近年來，生物醫藥在我國掘起，已

覆蓋腫瘤免疫治療、細胞/基因治療、

創新醫療器械、下壹代基因測序等前

瞻性領域。正是看到生物醫藥的巨大前

景，近年來我國已形成多個生物醫藥產

業園區。專家指出，未來，中國生物

醫藥產業具有較大的發展機會，其集群

現象非常明顯，而壹批具有創新性的

“藥谷”將成為健康產業發展的新引擎。

健康產業轉型升級
“藥谷”遍地開花
由於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

以及疾病譜、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的變

化，衛生與健康問題越來越被人們所關

心和重視。而健康產業也成為繼信息產

業之後的“朝陽產業”。不少城市大力

促進醫療服務與養老、旅遊、文化、體

育、餐飲、生態、貿易、金融等行業深

度融合，在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

的衛生與健康需求的同時，為經濟發展

打造新引擎、培育新動能。

記者發現，隨著健康產業轉型升級，

功能齊全的醫藥基地（俗稱“藥谷”）

遍地開花。近年來我國已形成上海張江、

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等多個專業的生

物醫藥產業園區，未來我國將湧現出壹

批有國際影響力的“藥谷”，助力新藥

研發、醫療器械生產、基因檢測、精準

醫療等大健康產業發展。

近年來，工業城市哈爾濱宣布打造

生物醫藥千億級產業，到“十三五”

期末基本形成“中國北方藥谷”，重點推

進抗體藥物、靶向藥物的產業化，積極

開拓基因治療、細胞治療等新模式。

2018年，南京江寧高新區宣布啟動

建設“中國藥谷”，生命科學智庫同期

成立。“中國藥谷”將以中國藥科大學、

南京醫科大學為龍頭，建立國內前沿的

新藥、醫療器械與健康產業基地。

2017年6月，湖南省政府印發《支持

湖南健康產業園核心區建設的若幹政策措

施》，將重點發展醫療服務、生物醫藥、

中醫藥服務、健康養老服務等產業，健康

產業園以湘潭昭山為核心區，長沙高新區

和株洲荷塘區為產業基地。健康產業園核

心園區(昭山)總規劃面積約36平方公裏，

總建設用地約10平方公裏，核心園區將依

托長株潭“綠心”的生態資源，通過引領

健康產學研的新路徑，重點發展生物技

術、醫療服務、康復頤養和現代中醫藥等

高端產業，打造覆蓋產業鏈上下遊、多產

業融合集聚的大健康生態圈。

記者了解到，目前，湖南健康產業

園核心園區（昭山）設立壹年來，引進

了恒大健康產業園、北大未名（昭山）

生物醫學創新示範園、美國新途病理檢

測中心、湖南惠景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

湖南健康產業園醫學、醫療、醫藥（三醫）

創新中心等項目。在湖南省衛計委的積

極推動下，湖南健康產業園核心園區正

在全力推進湖南生物細胞研究中心項目。

醫藥基地搭臺 助力新藥研發
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上海，生物

醫藥早已成為其重點發展的科級產業。

1992年 7月，張江高科技園區建園，確

立生物醫藥為重點發展的科技產業之壹。

1996年8月，國家科學技術部、衛生部、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與上

海市人民政府簽約，在這裏共建“國家

上海生物醫藥科技產業基地”。

據上海張江生物醫藥基地開發有限公

司總經理樓琦介紹，歷經20多年的開發，

上海張江生物醫藥基地實現了從全球集聚

到創新引領的快速發展，建設了全球矚

目的生物技術和醫藥產業創新集群，成為

研發資源高度集聚、創新成果快速湧現、

新技術新模式率先突破的標誌性科技園區。

目前張江高科技園區的生物醫藥產業，已

涵蓋了張江生物醫藥基地、國際醫學園區

和張江現代醫療器械園。生物醫藥產業高

密度覆蓋的區域近20平方公裏，約占張江

科學城規劃面積的五分之壹。

醫藥基地搭臺，新藥研發唱戲。記者

調 查發現，壹些“藥谷”已經形成了高

度集聚的公共服務平臺體系，能滿足新藥研

發全產業鏈的需求，形成從新藥探索、藥物

篩選、藥理評估、臨床研究、中試放大、註

冊認證到量產上市的完整產業鏈。

樓琦告訴記者，完善的公共服務平

臺體系，已成為張江生物醫藥創新集群

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承載。政府主導建設

的各類公共服務平臺，以及鼓勵企業建

設的各類技術服務平臺，總量已超過80

個，覆蓋了新藥篩選、工藝路線設計、質

量研究、藥效學試驗、藥代動力學研究、

安全性評價、臨床試驗和藥品上市等藥

物研發的各個階段，滿足了大批新藥創

制企業，特別是中小微創新企業的需求，

降低新藥研發成本，有效加快新藥創制

進程，並助推了壹批中小微創新企業藥

物研發模式創新。

業內人士認為，未來，投資者的關

註點將從企業當下業績轉變為在研藥物

未來的臨床價值和銷售潛力。借助資本

市場，我國將湧現壹批有國際影響力的

創新藥企業。

上海藥品審評核查中心副主任張華

說，在上海，創新型的藥企只需“輕裝

上陣”搞研發，而將制造環節委托給有

資質的企業進行代工，從而大大加快創

新產品的上市步伐。

以張江藥谷為例，其在抗體類藥物、

基因工程藥物、小分子化學藥、微創介

入治療器械、快速診斷試劑等細分領域

形成了顯著競爭優勢，在腫瘤、免疫性

疾病、代謝性疾病、心血管系統、神經

系統等重點治療領域實現突破，湧現出

壹大批填補行業空白的創新藥物。

“藥谷”發展應走差異化競爭之路
目前，全國多地正在大力推進“藥

谷”建設，打造生物經濟集聚高地和產

業創新策源地，努力把生物健康產業打

造為下壹個萬億產業。記者調查發現，

在各類藥谷遍地開花的同時，總體上缺

乏國家層面的布局規劃，各藥谷之間缺

乏戰略上的籌劃和信息上的溝通，造成

同質化競爭的情況。

專家指出，中國生物制造技術及產

業需要加強頂層設計，重視自主創新。

應在技術、人才、資金密集的區域，形

成生物產業聚集區和比較完善的生物醫

藥產業鏈和產業集群。未來，各大醫藥

基地應積極促成生物技術向產業化轉化，

鼓勵制藥公司加強與生物技術公司合作

進行新藥、新技術的開發與創新，促進

生物醫藥產業良性發展。

專家建議，“藥谷”發展應走差異化競

爭之路，政府應根據區域本身的特征與其優

勢產業對“藥谷”制定符合自身特點的發展

路徑，為藥谷的發展精準定位，集聚各種創

新要素，推動前沿技術的交流和交易。

樓琦等建議，在經濟水平較高的城

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可以利用科研

與人才優勢，重點發展基因工程藥物和

生物醫學工程產品，加快創新藥物的發

展與研發；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如

雲南、湖南等地可以重點發展生物醫藥，

促進現代中醫藥發展，形成有創新性、

特色鮮明、布局合理的醫藥基地。

綜合報導 銀聯國際

宣布，與越南最大的二維

碼支付收單機構——越南

支付解決方案股份公司

（VNPAY）簽署合作協

議，今年10月底前開通當

地3萬家商戶支持銀聯二

維碼。

此次銀聯國際進壹步

與VNPAY合作，逐步開

通後者旗下所有支持二維

碼支付的線下商戶受理銀

聯二維碼。同時，雙方將

共同拓展當地網上商戶的

二維碼受理，持卡人可以

通過銀聯二維碼在線購買

機票、電影票等。

目前越南正在建設無

現金社會，計劃在2020年

實現現金支付比例降至

10%以下。順應這壹趨

勢，銀聯國際在越南加快

布局移動支付業務，幫助

當地小微商戶實現電子支

付。此前越南西貢商信銀

行 （Sacombank） 近 1000

家商戶已支持銀聯二維

碼，覆蓋超市、餐廳、

咖啡店、服裝店等各類

商家；近期，該銀行還

開通其手機銀行客戶端

支持銀聯移動支付服務，

越 南 本 地 居 民 只 要 在

APP 上綁定該行發行的

銀聯卡，即可在越南境

內外所有支持 EMV二維

碼支付的商戶使用。

銀聯國際有關負責人表示，銀

聯發揮自身網絡、產品和技術優勢，

通過本地發卡、加快移動支付業務

布局等舉措，幫助越南提升電子化

支付水平，服務中越兩國支付暢通。

未來，期待圍繞銀聯電子錢包類產

品，與VNPAY等本地機構開展更加

靈活、多元的合作，力爭讓更多越南

消費者享受銀聯二維碼支付服務，推

動銀聯移動支付業務本地化發展。

據了解，越南幾乎所有ATM

終端和超過九成商戶支持銀聯卡，

越南航空、越捷航空等主要航空公

司已支持銀聯卡在線購票。越南外

貿銀行、西貢商信銀行等當地主流

機構已發行信用卡、借記卡、預付

費卡等多種銀聯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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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男如何重振旗鼓
从穿衣开始改变！

很多男生在恢复单身以后就又变回了恋爱之前的邋遢

狗，不修边幅，放浪形骸。大裤衩大背心往身上一套以宣

顔示自己恢复单身后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即使你 貌尚

可，也会被这身潇洒不羁爱自由的行头给掩盖的体无完

肤。在旁人看来俨然是被人抛弃了流落街头的野孩子。或

许我们当真应该更认真对待下他们，随手拯救下这些失

恋邋遢综合症患者。

如果今天还要西装革履的话，那就把衬衫领子的扣子

解开吧！虽然穿着整齐的的衬衫和外套，很少会有人注意

到你领口的小心机，但却可以完全改变你的气场，从一丝

不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做一个舍我取谁的单身男子。

如果因为宿醉产生黑眼圈就带一副全框眼镜吧，玳瑁花纹也好，拉丝金属也

好，不但可以帮你遮盖泛青的眼眶还可以增加神采，仿佛昨晚作死的人不是

你一样！

失恋以后一反常态的奋发图强，夜以继日盲目的疯狂工作

，可能会被人误以为是“得了绝症之后的疯狂”，这样的你只能

得到办公室里善良姑娘的爱怜，可得不到姑娘们的爱慕。清爽

干练往往是办公室里的最好形象，舒适的穿着也可以提高你

的工作效率。虽然脸占了很大比例的因素，但还有其他方法可

以拯救你。

海洋色系的柔软针织衫或文艺的绿松石蓝色系棉质 T恤，蓝

紫色调的牛仔裤，搭配一双白色的 old skool鞋，大面积的中间

色搭配明亮的黄色的袖边，一件薄荷绿针织衫露出带有花纹的

衣领，在黑压压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你绝对是一缕清泉。

萎靡不振的死宅男简直就是负能量信号的发源地，浑身散发着

自暴自弃的“我是单身狗”的低迷气息，其实不如就此闭门重新

修炼，尝试一下新风格。脱下你随意套上的高领毛衣，换上一件

条纹海魂衫简直是卖萌神器，在或者一件休闲衬衫围上一条带

有暗纹的印花围巾，看起来会好上几个 level。一旦找到了更适

合自己的新风格，那么你将走上愈演愈烈的男神之路。

責任編輯：XX

男士也要重细节 四妙方摘掉“草莓鼻”

一、黑头到底是什么？

黑头就是草莓鼻。黑头主要是由皮脂、细胞屑和细菌组成

的一种 "栓 "样物，阻塞在毛囊开口处而形成的。加上空气中

的尘埃、污垢和氧化作用，使其接触空气的一头逐渐变黑，所

以得了这么一个不太雅致的称号———黑头。

二、有了黑头千万不要挤！

若你也有用手挤压黑头的习惯，赶快停手吧，那会严重损

伤你的皮肤结缔组织。而且指甲内易藏细菌，容易引致皮肤发

炎，使得毛孔越变越大。

“黑头”的消灭法：

1、基础清洁

男士每日早晚都要认真清洁肌肤，选用质地温和的洁面

产品，帮助分解肌肤的多余油脂和污垢，畅通毛孔。

2、二次调理

洁面后使用含有水杨酸等成分的爽肤水或者精华液，深

入肌肤发挥强有效的调理作用，清除多余老化角质，溶解黑

头，回复肌肤的平滑细致。

3、定期护理

每周定期使用清洁面膜或者鼻贴，帮助快速改善肌肤的

黑头角栓问题。

4尧日常滋润

日常进行肌肤的二次调理或者面膜后袁 应当使用含有毛
孔紧致成分的滋润乳液袁帮助补充肌肤水分袁调节肌肤的水油
平衡袁收细毛孔袁呈现零毛孔的水润健康肌遥

YOKA 啫男士网单品推荐：施丹兰琥珀至臻磨砂 喱 320元 /

瓶

推荐理由：琥珀身体磨砂的颗粒变得更加细腻，可频繁使

用。细小的磨砂颗粒按摩肌肤，温暖呵护令其细滑迷人。身体磨

砂能有效清洁肌肤，并富含珍贵的琥珀粉，可以延缓衰老、抵抗

焦虑。Cupuacu 啫果壳被粉碎成细小颗粒融入琥珀磨砂 喱中，深

入清洁肌肤，令肌肤紧致柔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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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集團特派記者何嘉軒

本田圭佑本田圭佑膺膺

在德國以2：1絕殺瑞典的世界盃F
組的比賽中，後補上陣的瑞典中場占美
杜馬斯於補時階段94分42秒時鏟倒迪
姆華拿送給對手任意球，被卻奧斯絕
殺。賽後杜馬斯遭到網絡暴力圍攻，甚
至有人對他發出了人身威脅。對此，瑞
典足協作出反應，要求警方介入調查，
而隊友更拍視頻聲援。

由於杜馬斯出生於一個敘利亞裔
家庭，父母都是土耳其人，因此攻擊
他的言論充滿了種族歧視。不過，杜
馬斯的隊友並沒有任何責怪，反而給
予了全力支持。

瑞典全隊25日錄製了一段視頻，
鏡頭前，“罪人”杜馬斯在全隊隊友

的簇擁下說：“我是一名瑞典人，我
以身披瑞典戰袍出戰世界盃感到自
豪，我感謝那些對我們不離不棄的球
迷，我們在一起，瑞典全隊都在一
起。”視頻的最後，全體球員異口同
聲地高聲：“反對種族主義！”

除視頻外，瑞典隊隊員們還紛紛
在自己的社交網站貼文全力支持杜馬
斯。對此，杜馬斯在社交網站回應：
“我非常感動也非常愧疚，那天晚上
發生的事情讓我感到對不起全隊，但
全隊依然這麼支持我，我感到很溫
暖，我會繼續努力來爭取戰勝一切恨
意，感謝大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瑞典“罪人”遭網絡暴力 全隊視頻聲援

後備入替 助日本扳平塞內加爾

本田圭佑在俄羅斯時間24日晚進行的世界盃分組賽，為

日本射入扳平的一球，令他成為世界盃史上入球最多的亞洲

球員。這位32歲老將早前在網上曾回應他的批評者，而今場

在他取得關鍵入球後，網上紛紛出現向他致歉的留言。

自從在意甲失去位置之後，本田
在夏利賀錫領軍的日本隊也失

去了位置。為了爭取出戰世界盃的
機會，他在去年轉投墨西哥聯賽，
並藉在帕丘卡的表現，取得重返日
本隊大軍的機會。然而世界盃首場
比賽，本田僅以後備入替，他開出
角球助大迫勇也頂入，令日本以
1：0領先哥倫比亞。本田在首戰後
兩日，曾在社交網站發文說：“人
們都喜歡從別人身上尋找不足來取
得優越感。從惡言之中，能找到令
自己安心的朋友。”這似是回應過
去的批評者，他又表示從祖父母的
鼓勵中得到支持。

網上傳播“本田△”以示支持
24日晚在對塞內加爾

一役，他射入追平的一球
後，網上立即出現向本田
“致歉”留言，以及傳
播着“本田△”的符
號，以表示對本田圭佑

的支持。確實，這個入球是本田圭
佑661日以來再一次為日本隊取得
的入球，追平了現任日本足協常務
理事原博實的37個國家隊入球紀
錄，並列日本第4位；同時這也是
本田連續3屆世界盃上陣射入的第4
球，成為世界盃史上入球最多的亞
洲球員。
對於自己今屆兩場比賽都只以

後備身份上陣，本田表示，這是自
己從未試過的，但是會以正面的思
想去面對。
另外，日本國寶級人物三浦知

良也對本田圭佑的表現讚賞有
加，他在日乙橫濱FC友賽
後接受訪問，指這個入球
是本田努力的證明，他指

這是一個對日本足球
界以及球迷都非常
重要的入球。

■香港文匯報
記者陳文俊

北京時間25日凌晨，日本隊在俄
羅斯世界盃H組以2：2逼和塞內加
爾，兩戰積4分大大增加了晉級16強
的本錢，但日本門將川島永嗣因失誤
被對方射入一個入球而遭到日本球迷
的口誅筆伐。
比賽的12分鐘，川島永嗣撲救時

將皮球撲到對方前鋒沙迪奧文尼腳
下，後者輕鬆射入取得1：0的領先優
勢。
於對這個低級失誤，日本球迷極

為不滿，網絡上的嘲諷鋪天蓋地。川
島永嗣在網絡上的官方資料國籍一欄
甚至被網絡高手改成“塞內加爾”。

還有網友將一雙守門員手套擺在
一起，中間摳了個大洞；還有網友表
示，川島的失誤堪稱災難。

已經連續三屆世界盃代表日本上

陣的川島永嗣，佔據主力門將位置已
長達8年，這也讓他累積了豐富的大
賽經驗。雖然日本擁有東口順昭、中
村航輔等二、三號門將，但對主帥西
野朗來講，即使川島永嗣並不是十分
令人放心，但比起兩名替補，35歲的
川島永嗣仍是首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日本門將失誤 被球迷“開除國籍”

世盃亞洲入球之最世盃亞洲入球之最

■■球迷拉橫額為本田助威。美聯社■■本田圭佑本田圭佑（（前前））與與
隊友慶祝入球隊友慶祝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本田圭佑本田圭佑（（左左））在與在與
對手的高強度對抗中搶對手的高強度對抗中搶
得主動權得主動權。。 法新社法新社

■■杜馬斯杜馬斯（（右右））
因鏟倒迪姆華因鏟倒迪姆華
拿送對手自由拿送對手自由
球球。。 新華社新華社

非
洲
同
行
關
注
日
本
隊

屆
屆
有
進
步

隨着北京時間25日
凌晨H組哥倫比亞3：0
大勝波蘭，世界盃小組
賽第二輪也全部完結，
除H組外，B組、F組及
E組等爭持也同樣激烈。

25日記者在盧日尼
基球場採訪法國及丹麥
的賽前記者會和操練，
傳媒室眾多記者都在談
論H組形勢，這個組各
隊實力平均，場場戰況
激烈，意外成為焦點。
有一位來自埃塞俄

比亞的記者Onwube與記
者攀談，可能因為記者
是東方人，他很積極地
詢問記者對日本隊的看
法。
記者表示，日本隊

今屆表現帶來不少驚
喜，以往日本陣中不乏
中前場球星，但日本隊
以前的“死穴”往往是
無法招架非洲球隊體力
化和高速的踢法，今屆
則應付自如，更有還擊
之力，始料不及。On-
wube認同記者的觀點，
記者認為日本隊攻守轉
換的頻率比以前快多
了，可能是多了球員在
歐洲踢球的緣故（為日
本隊射入1︰1一球的乾
貴士，効力西甲的伊
巴），他們每屆世界盃
都有進步，而有豐富外
流經驗的中場球員本田
圭佑在後備上陣的作用
也很大，為日本隊射入
扳平的一球。
至於波蘭，Onwube

坦言，他們的表現堪稱
今屆最令人失望的球
隊，雖然前線有羅拔利
雲度夫斯基掛帥，但中
場組織混亂，完全沒有
成功供應前線的傳球，
也拿不到控球權，星級
鋒將無用武之地，對此
記者也是深表認同。 ■■川島永嗣在比賽中撲救。 美聯社

世盃
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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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 攝影
時代在飛躍進展，新興人類的崛起，也帶來了

中國 「食 」 的風尚與習慣的劇變。和樂江南尋味之
旅考察團今年的最後一站，於今年4 月 20 月 下午
走進了和樂二十多年合作夥伴的安徽安糧集團，考
察參觀了 安糧巢湖食品工業園區的生產線，研發中
心，食品質量與安全檢測中心，並與安糧實業副總
經理朱雋等人座談，了解安糧集種植、養殖、加工
、檢測、包裝、倉儲、物流和研發於一體的食品工
業園。

安徽省糧油食品進出口（ 集團 ） 公司是經安

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設立的國有獨資大型企業，是安
徽省最大的專業外貿公司之一，成立於1976 年6 月
，至今已逾40 年的品質口碑。該公司總資產達280
億元，公司實現銷售收入達218 億元。公司本部設
有近二十個進出口貿易部及國內貿易部，下轄九家
控股、參股的生產企業，並擁有占地近百畝的集研
發、加工，檢測、包裝、倉儲、物流於一體的＂安
糧食品工業園＂。公司擁有幾十萬畝的糧油、蔬菜
、水果和水產種植和養殖基地，並在日本等國家設
立分支機構。安糧實業擁有＂田田屋＂、＂盛安＂
、＂廣玉蘭＂等多個＂安徽省著名商標＂及＂安徽

省出口名牌＂。公司經營範圍包括糧油食品、肉禽
產品、冷凍蔬菜、紡織面料、金屬礦產等多個領域
的進出口業務，產品出口一百多個國家。

考察團也實地採訪、品嚐了該公司最早獲日本
公司指定代工的，融美味與健康一於一爐的 「 田田
屋 」 食品，合乎忙碌又追求簡單、健康的現代人需
求。如爽口馬蹄、美味養生的 「 馬蹄派 」 ；濃濃菇
香、酥脆爽滑的 「 菇米花」 ； 每一口甜蜜、都在向
幸福致意的 「 玉米烙」 ； 香辣酥脆、鮮爽過癮的
「米蘭蝦餅 」 ； 沙沙的、脆脆的 「 紅豆烙 」 ； 記

憶裡的好味道的 「 冰爽山芋 」 ； 酥脆青蘿、兒時
香氣的 「 翡翠菜圈」 ； 八月丹桂飄香，紅薯收獲的
「 桂花紅薯 」 ； 清香甘美、感受每一層鮮明口感

的 「 米蘭魷魚藕餅」 ； 撲鼻鮮香，美味融合的 「
香菇魷魚 」 。每一口的鮮美，都來自每一株蔬菜的
安全、健康的 「 原材可控」 以及嚴格的監控、認證
的 「 生產管理體系 」 及每個關節的實時監測的 「
品質把關 」 。目前該公司已成為米蘭蝦餅生產的領
導者，米蘭蝦餅發展方向的風向標。

考察中特別介紹了該公司擁有完善的品質管理
體系，不僅取得 CQC 認證，建立了食品防護計劃，
確定了原料驗收、油炸、金屬檢測三個關鍵控制點
，有效防止了化學、生物、物理危害進入產品。

安糧表示： 目前銷售主要渠道為凍品批發渠道
及餐館連鎖。正在開拓的渠道以華南、華東為主。
著力開發麥德龍、大潤發、家樂福、沃爾瑪、華潤
萬家、樂購、永輝、合家福等大型賣場。進一步開
拓相關渠道如： 高鐵、航空、高速公路、單位食堂
等，並計劃建立自營專賣店，著力打造自主品牌。

而國際貿易業務主要由安糧國際、安糧實業兩
大核心板塊公司經營。其中安糧國際主要經營輕工
類和農副產品類商品。安糧實業主要經營農產品類
商品，是農業產業化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兩大貿
易板塊市場覆蓋全球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並在香
港、美國、迪拜、墨西哥、印度尼西亞等地設有15
個海外公司。

座談會上也提到25 年來安糧配合和樂公司不斷
開發新產品，目前安糧供應和樂公司產品覆蓋和樂

公司全美行銷渠道： 如番茄醬、番茄汁、水果罐頭
、蔬菜罐頭、冷凍蔬菜、醃菜類、禽蛋黃類產品
（如鹹鴨蛋黃）、麵條類產品（ 如台灣牛肉麵、老
成都擔擔麵、山西刀削麵 ）、油炸菜產品。每年貿
易額達到500 萬美元以上。

和樂的考察團隊，通過實地參觀、考察，對安
糧食品工業園品質標準有更進一步了解。考察團中
超巿業者也對安糧與和樂公司共同合作的產品更加
具有信心，這也是此次和樂公司安排 「 江南尋味之
旅」 的最大收穫！

為期八天的和樂公司江南尋味之旅，不僅將我
帶回睽違六年的中國江南，也使我在密集的參訪行
程中，從舌尖上認識改變中的中國！在時代的飛躍
進步中，多少的記憶已成昨日黃花，而中華美食文
化的魅力，中國食品企業的騰飛，進展，卻是一日
千里。為了因應時代消費者對保健、營養、多元化
，便捷的需求，我們看到中國食品企業的努力與匠
心。通過參訪，在全球化的經濟形勢下，和樂公司
此次 「 尋味之旅」 的安排，適巧為銷售方與生產方
、消費者與產品製造者，搭建了可貴的溝通橋樑！

和和樂樂公司公司20182018江江南尋南尋味之旅味之旅
--------從舌尖上認識改變中的中從舌尖上認識改變中的中國國（（系列之四系列之四））

糧安天下，普惠民生---與時代結合的安徽省糧油食品進出口集團

圖為 「和樂公司2018 江南尋味之旅」 訪問團領隊
，和樂公司紐澤西總經理Kathy 冼（冼健女士）（
右）頒發＂友好合作夥伴＂獎盃給安徽安糧實業公

司副總經理朱雋（左）。（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安徽安糧各式暢銷產品。圖為安徽安糧各式暢銷產品。

安徽安糧公司代表出席與參訪團座談安徽安糧公司代表出席與參訪團座談。（。（前排前排
左四左四）） 為巢湖嘉誼總經理朱玉倉為巢湖嘉誼總經理朱玉倉，（，（前排右前排右

二二 ））為安徽安糧副總經理朱雋為安徽安糧副總經理朱雋。。

安徽安糧巢湖嘉誼食品有限公司外觀。

訪問團成員踏入安徽安糧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訪問團成員品嚐安糧推出的休閑食品。
（記者秦鴻鈞攝）

訪問團成員品嚐安糧推出的休閑食品。
（記者秦鴻鈞攝）

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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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 Mei
WeChat: Christ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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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海基會首任副秘書長、九二共
識的起草人之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駐美聯絡處前處長李慶平先生將於7月1日，星
期日，到休斯敦訪問並召開座談會與僑屆朋友
見面。在此之際，為年輕人更多的認識李慶平
先生，本報全文刊登李先生在2015年的文章，
以饗讀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駐美代表處錢復代表
向教育部李煥部長，推薦我擔任文化組組長，
五月我由華府返台北，向教育部人事處報到，
並赴李煥部長辦公室請示工作。李煥部長是我
在中央黨部任職時的老長官，我在海外工作會
任職時，他擔任組織工作會主任，後出任中山
大學首任校長，一九八四年調任為教育部長，
是經國先生的左右手，無論在黨部或政府相當
聲望，不過一九八七年李部長即調任為國民黨
中央黨部秘書長。李部長在他辦公室，非常親
切的與我談到他對駐美文化組的期望，並交代
一件重要的工作，要我回華府研究如何進行，
並呈報到教育部。

李部長告知，文化組最重要工作是加強旅
美學人及留學生的聯繫工作，希望旅美學人能
多向政府建言，同時留美學生畢業後，能返國
服務，報效國家。

另一件工作，是他的構想，他說一九八六
年台灣的國民所得GNP已到七千美元，在蔣經
國總統領導下，經濟還會快速發展，由於台灣
的經濟實力增加，我們應該加強與各國精英知
識份子的聯繫，讓更多外國學術界人士能多了
解台灣，也要讓台灣的學術界也能走出去，了
解其他國家。相互往來多了，就能避免疏離感
和誤判情勢。李部長希望我返華府以後，協助
教育部成立一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以推動
這項業務。

我回華府後，向錢代表報告了李部長的構
想，錢代表非常贊同，同時告知剛卸任的美國
AIT駐台北辦事處丁大衛代表也有類似建言。

我上任以後，一方面熟悉業務，一方面與
文化組郭秋義專員商量，由他來研究美國傅爾
布萊特計劃，及日本的日本基金會(Japan Foun-
dation)，郭秋義專員曾在日本留學，又在華府工
作，英、日文俱佳，因此擔負起這個研究的重
任。經過三個月，郭專員做出美國傅爾布萊特
計畫，及日本的日本基金會的研究報告，內容
劄實，也有深度。

傅爾布萊特計劃是一九四六年，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一年，美國參議院傅爾布萊特參議
員向參議院提出一項國際學術交流的計劃法案
。他認為二十世紀有兩次世界大戰，主要的原
因是文化的衝突，邀請他國的菁英學者來美進
行三至六個月的參訪及學術研究，同時也派美
國的菁英學者到他國參訪研究，會有助於其他
國家與美國的相互了解，也有助於世界和平的
發展。

一九四六年美國國會通過這項法案，後為
感謝傅爾布萊特參議員，定名為傅爾布萊特計
劃。該計劃每年由國會撥款，由國務院駐外大
使館執行遴選外國雪者來美紡與進修，一九八
六年時，我國透過該計劃來美進修的人數已達
四千人。

日本基金會是一九七二年日本外務省出資
五億美金(當時約合780億日圓)設立，總部在東
京，在全球二十一個國家中，設立了二十二個
分支機構，從事國際學術交流工作 (2003年改組
為獨立機構，經費來自政府補助，投資收益及
私人捐款) ，也許是巧合，一九七二年那年日本
的國民所得也達到七千美金。

在對美國及日本國際學術交流的研究報告

完成後，駐美文化組根據美、日的經驗，擬定
了一份成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草案，並暫
訂名為 「孫逸仙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在文
化組研究這份草案期間，旅美學人、中央研究
院許倬雲院士給予相當大的協助，並號召全美
一百多位我旅美學者 ，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總
統，支持成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構想。

一九八七年駐美文化組將成立 「孫逸仙國
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草案，連同兩份研究報
告，旅美一百多位學者至蔣經國總統的函件，
呈報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轉教育補。但此職李
煥部長已調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時任教育部
長的是毛高文博士 。

根據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李炎處長告知，當
駐美代表處公文到達教育部後，國際文教處是
承辦單位，做了很多幕僚工作，由教育部呈行
政院。李炎處長回憶，教育部建議成立 「孫逸
仙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公文，於一九八八
年一月初送達總統府，經國總統看完後，問時
任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先生，旅美一百多位學
仁的建議書，為何沒有費景漢院士的簽名?沈昌
煥向經國總統報告，費景漢現在台北任中華經
濟院院長，未在美國。總統請沈昌煥秘書長代
教育部的公文去見費景漢院士，聽聽他的意見
。費院長看完教育部草案後，完全贊成。沈秘
書長向經國先生報告費院長完全贊同，因此經
國總統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初批準成立 「孫逸仙
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然而經國總統批準後不到十天，他就逝世
了。基金會的籌備委員會就將基金會的名稱改
名為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以紀念
經國先生對中華民國的卓越貢獻，蔣經國國際
學術交流基金會於一九八九年正式成立。

基金會成立之初，政府補助十億新台幣，

民間企業捐助十六億新台幣，為當年台灣資金
最多的基金會。

在實質運作方面，教育部的構想是引進日
本基金會的經驗，在教育部督導下運作，由教
育部政務次長任基金會秘書長一位德高望重的
國之大老為董事長。但當時中國國民黨宋楚瑜
密署長建議，應成立一個獨立的財團法人基金
會，尊重學術的自由與獨立。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第一任董事長
，是對台灣經濟、科技界有重要貢獻的李國鼎
先生，秘書長是中央研究院李亦園院士。在美
京華府成立的分會辦事處，由許倬雲院士主持
，審核研究計劃的諮議委員會，包括丘宏達、
高英茂等委員，並聘請前美國AIT駐台北辦事
處丁大衛處長為顧問，李慶平為基金會駐美國
聯絡處處長，李興維維總幹事(後改為主任)。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勵支持
世界各國學術機構與學者對中華文化的研究，
並促進國內外之學術機構進行交流合作。

二十六年來，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會」(CCK FOUNDATION)在國際學術界已有
一定的聲譽，不受政治的影響，獨立的運作，
基金會支持研究的範圍包括；
一 中華文化的傳統及轉變。
二 中華民國的發展及轉變。
三 台灣地區研究，包括人文及社會科學。
四 中華文化有關之比較研究。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歷經李國
鼎、俞國華、李亦園擔任董事長，現任董事長
為毛高文，執行長朱雲漢，皆為一時之選。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原委，
最原始是出自李煥部長的構想，他對國際學術
交流的重視及高瞻遠矚，深值後人敬佩，固撰
此文，以資緬懷。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的原委作者作者：：李慶平李慶平

【本報訊/鄧潤京】 由德州兩岸時
事論壇社主辦，美南傳媒集團、德州和
統會等單位協辦的“兩岸關系”座談會
將於 7 月 1 日，星期日，中午 12 點到 5
點在美南傳媒集團國際貿易中心二樓舉
辦。歡迎參加。

本次座談會請到曾擔任“海基會”

首任副秘書長的李慶平先生擔任主
講嘉賓。李慶平先生曾任“蔣經國
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駐美聯絡處
處長。也曾參與起草著名的“九二
共識”。台灣目前面臨諸多困境，
不管是“斷交潮”，還是陸客銳減
；不管是香蕉、鳳梨賣不出去，還
是外來投資大幅減少，都直接、間
接與蔡英文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
”有關。在今天重溫“九二共識”

的前世今生，會使本地的僑胞對台海局
勢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

李慶平先生曾在大華府工作多年，
又擔任過中國國民黨中評委等許多要職
，對兩岸形勢的分析總是有理有據，深
入貼切，深得兩岸僑胞關註和喜愛。

李慶平先生這次擬講述的主題為

《全球戰略架構巨變中的兩岸關係-台
灣應有的策略》。其主要內容包括：
1，二戰之後世界秩序的擬定及演變。
2， 川普總統上任後的新孤立主義(經
貿)及對中國大陸的新圍堵戰略(軍事，
高科技)。
3，世界新秩序調整中台灣應如何應對
。

主辦單位，新成立的德州兩岸時事
論壇社社長鄭長祥表示，李慶平先生講
述內容大多為戰略層面的分析和論述，
必將引起休斯敦僑胞的廣泛興趣。論壇
社歡迎本地僑胞踴 躍報名參加。

美南傳媒集團國際貿易中心的地址
：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聯系電話：鄧潤京：832-213-6513

““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怎麽形成的是怎麽形成的？？又有什麽現實意義又有什麽現實意義？？

李慶平先生李慶平先生66月月2424日在大華府做演講日在大華府做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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