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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

大泉港

(HARBOR HOUSE)

KATY 最正宗的川菜館
20 多年經驗的川菜名廚主廚
832832
-591
591-8666 832
832-591591-8999
591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中式高端厨电领导者
www.lanecert.com

十萬年薪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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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吸强排不跑烟

这一场
与油烟的“ 独立战争”
方太将陪您作战到底
侧吸神器 JQG7501郑重宣誓：
近吸强排不跑烟*，
保护您的美丽与健康！
*不跑烟：指在方太实验室规定条件测试下，
肉眼未见明显油烟逃逸

Tel: 281-201-8186 Add: 3510 Hwy 6, Suger Land, TX 77478

战役① 大面积也罩得住
方太独门武器：6sf超大拢烟范围，前置进风加后端导流
降伏四眼炉头，专为美国厨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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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館

战役② 对油脂说BYE
方太独门武器：高配双劲风机，油脂分离度高达95%
隔绝油脂，保护你的美丽和健康

战役③“无味”厨房新境界
方太独门武器：近吸强排，气味降低度高达97%
油烟不入鼻，从此不怕炒辣椒

346-240-9696

战役④ 如何做到清洗无压力？
方太独门武器：防油涂层设计
不积油、易打理，爱上厨房每一刻

WeChat: FOTILE_US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Hankook Kwan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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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馬合壹 精彩騎術
甘肅肅南上演少數民族
﹁

﹂

潛水員探秘水下監獄
陰森詭異如電影場景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
， 潛水員下水探秘神秘莫測的水
下監獄 Murru
Murru。
。該監獄位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以
西 45 公裏處的 Rummu 鎮，於 1930 年建成
年建成，
，曾
經關滿了殺人犯，
經關滿了殺人犯
， 強奸犯等重犯
強奸犯等重犯，
， 他們被要求
在當地的采石場工作。
在當地的采石場工作
。1991 年愛沙尼亞脫離蘇
聯宣布恢復獨立後，
聯宣布恢復獨立後
， 監獄和采石場都被廢棄
了 。 後來采石場被地下水滲入聚滿了積水
後來采石場被地下水滲入聚滿了積水，
，最
後形成了壹個湖泊，
後形成了壹個湖泊
， 連周圍建築物及機器也逐
漸被吞沒。
漸被吞沒
。Murru 監獄也倒塌了
監獄也倒塌了，
，且部分也沈沒
水中，
水中
， 活脫脫像奧斯卡獲獎電影
活脫脫像奧斯卡獲獎電影《
《 水形物語
水形物語》
》
裏的場景。
裏的場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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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資本頻頻“抄底”利好股市？
仍需警惕背後陷阱

隨著 A 股的下跌，不少產業資本正
在以股東增持、股份回購以及要約收購
的方式湧入股市。有市場人士表示，大
量產業資本的入場往往被視為市場見底
的指標之壹，產業資本的不斷增持，將
有助於提振市場信心。不過也有專家指
出，產業資本入市是股市的壹種正常行
為，投資者以此為依據盲目炒股的行為
並不可取。
股市低迷，產業資本忙“抄底”
產業資本往往是指上市公司大股東
或者管理層增持和回購的資金，以及 PE
機構等資本長期持有或者舉牌上市公司
的資金。今年，隨著 A 股市場的不斷下
跌，不少產業資本也在踴躍入局。
據東方財富 Choice 數據顯示，截至 7
月 26 日，今年以來上市公司公告實施增
持 6603 次，涉及上市公司 1299 家，增持

總金額達到 769.12 億元。主要股東（增
持後持有流通股超 5%）進行增持的上市
公司 264 家。除了大股東頻頻增持之外，
還有不少公司的董事長呼籲員工增持，
並且承諾對增持價格進行兜底。
此外，記者梳理 Wind 數據發現，截
至 7 月 27 日，今年已經有 378 家上市公
司實施股票回購，A 股整體股票回購金
額已達 161.74 億元。而去年全年，A 股
公司整體的股票回購金額僅為 91.99 億
元，今年以來，上市公司股票回購力度
明顯加強。
除此之外，數據顯示，截至 7 月 24
日，今年以來總計有 18 家上市公司收到
19 起要約收購邀請。值得註意的是，5
月之前僅 6 家上市收到 7 次要約邀請；而
5 月中旬之後收到要約收購邀請的有 12
家上市公司，隨著 A 股市場的走低，產
業資本抄底頻率明顯加快。

產業資本頻頻出手是市場見底信號？
在不少業內人士的眼裏，產業資本
的頻頻出手，往往被視為是市場見底的
信號之壹。
有市場人士指出，對於處於弱勢行
情或者持續下跌的公司股票而言，產業
資本出手增持將直接利於公司股價的企
穩。在 A 股市場集體下跌的情況下，很
多公司股票下跌並非因為不具備投資價
值，而是因為投資者整體的做多熱情不
夠，場內資金有限，導致部分公司股票
遭遇錯殺。而產業資本的增持行為則釋
放出對公司發展看好的積極信號，將有
效緩解市場上的恐慌情緒，並使得部分
投資者因此關註相關公司股票，嘗試性
買入進行布局。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
向記者表示，產業資本入市壹般被視為
是股票跌出價值的壹個重要的信號。產
業資本對於行業和對於股票的價值的理
解，壹般來說比普通投資者的更加深
刻。他們願意在這個時候增持，往往是
被視為市場見底的領先指標。
楊德龍以股票回購舉例稱，在美國
等成熟市場，上市公司如果有大量的現
金，在公司股價較低的時候，往往會采
取回購註銷的方式來提振市場信心。回
購股票可以減少市場上流通的股份數
量，增加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對於二
級市場的股價是壹個重要的利好。另

外匯違規案上半年罰款 3.45 億
綜合報導 2018年以來，外匯局針對銀行、第三
方支付機構、企業轉口貿易等重點主體和業務開展專
項檢查，嚴厲打擊各類外匯違法違規行為。上半年共
查處外匯違規案件1354件，罰沒款3.45億元人民幣，
同比分別增長 19.7%和 59.5%。其中，查處金融機構
違規案件 455 件，企業違規案件 340 件，個人違規案
件559件。
根據有關規定，外匯局還通報了 27 起外匯違
規典型案件。這 27起案件中，有 13起是銀行違規，
既有國有大行，也有股份行、城商行和外資行。涉
案金額最大的壹起是天津銀行第六中心支行違規辦

理內保外貸案。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天津銀
行第六中心支行在辦理內保外貸簽約及履約付匯
時，未按規定對預計還款資金來源、擔保履約可能
性及相關交易背景進行盡職審核和調查。外匯局處
以罰沒款 740.25 萬元人民幣。
27起案件中還有5起涉及第三方支付機構。2014
年1月至2016年5月，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
超出核準範圍辦理跨境外匯支付業務，且國際收支申
報錯誤，被處以罰款 60 萬元人民幣。2015 年 1 月至
2017年6月，財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未經備案程序
為非居民辦理跨境外匯支付業務，且未按規定報送異

外，上市公司願意主動掏出真金白銀，
從股票市場來回購股票註銷，這對於市
場的信心來說是壹個極大的提振。
平安證券亦在研報中表示，壹般在
較為低迷的股票市場環境當中，產業資
本的增持和股票回購往往被視為市場拐
點的領先指標以及安全邊際的保障，為
市場提供了較好的估值參考判斷，也給
予市場較為積極的邊際信號。
警惕產業資本“抄底”陷阱
不過，也有壹些專家指出，產業資
本“抄底”其實是個偽命題。大股東增
持、公司回購股票、要約收購等行為都
是股市的正常現象，而 A 股中不少公司
的股東增持以及股票回購往往具有強烈
的作秀成分，動機不純，投資者應該警
惕產業資本“抄底”背後的陷阱。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
董登新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所謂的產業
資本抄底其實是壹個偽命題，投資者不
應盲目跟隨產業資本的腳步進行投資。
“事實上，不管是回購股份還是大
股東的增持，都是 A 股市場的正常現象
。但是由於許多 A 股投資者樂衷於短期
的炒作，因此不少公司的股票回購方案
以及大股東增持，往往是為了維穩股價
，其回購或者增持股票的金額占公司市
值的比重很小，有的大股東增持僅僅增
持了幾千股公司股票，這種產業資本的
“抄底”具有很強烈的作秀成分。”董

常風險報告等資料，也被處以罰款60
萬元人民幣。
此外，還有 3 家第三方支付機
構也被通報。智付電子支付有限公
司憑虛假物流信息辦理跨境外匯支付業務，構成逃
匯行為，被處以罰款 1530.8 萬元人民幣；易智付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通過系統自動設置辦理分拆購
付匯，構成逃匯行為，處以罰款 107.45 萬元人民
幣；上海盛付通電子支付服務有限公司違規辦理跨
境付款業務，且國際收支申報錯誤，被處以罰款 62.5
萬元人民幣。
此次外匯局也通報了四起個人非法買賣外匯案。
湖南籍鐘某為實現非法向境外轉移資產目的，將
4371.1 萬元人民幣打入地下錢莊控制的境內賬戶，
通過地下錢莊兌換外匯匯至其境外賬戶，被處以罰

登新說道。
而壹些產業資本的股票回購除了在
金額上沒有誠意之外，在用途上也並不
壹定利於股價的上漲。《金證券》引述
不願具名的北京私募負責人的話稱，壹
些上市公司回購股票方案往往和員工激
勵方案搭配發布，而這種股票回購很難
對二級市場的股價產生正面影響。
上述私募負責人具體解釋道，“A
股公司回購股票很多用於高管或員工激
勵，很少有直接註銷的。換句話說，回
購並沒有減少股票數量，只是換了持有
人，壹旦市場好轉、股價上漲，這些股
票又會拋向二級市場。”
長江證券壹位投資顧問表示，產業
資本出手往往會比較謹慎，但是否就是
市場的底部則很難說，“產業資本浮虧
嚴重的案例也不少。如果要跟隨產業資
本進行投資，需要做好長期投資的準
備，因為產業資本的投資周期往往比較
長，不是特別在乎短期內股價的波動。”
該投資顧問提醒。
“壹方面，產業資本的投資周期較
長，往往需要壹段時間逐步進入股市，
另壹方面，壹些產業資本的增持和回購
作秀成分很大，動機不純。因此，投資
者如果盲目根據產業資本增持作為投資
的判斷，那麽在“抄底”股市的過程
中，要麽掌握不好投資的時機，要麽被
壹些動機不純的產業資本所欺騙，會有
很大的概率遭受損失。”董登新說道。

款 305.9 萬元人民幣。四川籍鄧某通過地下錢莊多
次將人民幣與港幣相互兌換，違規金額合計
1362.35 萬元人民幣，被處以罰款 204.36 萬元人民
幣。廣東籍許某利用其實際控制的某公司向境內企
業付款 6000 萬元人民幣，私自購買美元，被處以罰
款 570 萬元人民幣。河北籍趙某利用本人及他人共
計 55 人的個人年度購匯額度，將個人資產分拆購
匯後匯往境外賬戶，非法轉移資金合計 245.31 萬美
元，處以罰款 116 萬元人民幣。
國家外匯管理局將保持外匯行政執法跨周期的
穩定性、連續性和壹致性，嚴厲打擊虛假、欺騙性
交易和非法套利等資金“脫實向虛”行為，嚴厲打
擊地下錢莊、非法外匯交易平臺等違法違規活動，
保持健康良性的外匯市場秩序，維護國家經濟金融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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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上季三度屈居亞軍的和

■大埔
大埔10
10名新援一同亮相
名新援一同亮相。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富大埔，將在今季港超聯重新出發，以高達1,800 萬港元的
班費羅致 10 名新兵，主席蔡尚圻豪言，今屆賽事會以亞協
盃 4 強，以及各大香港本地賽事冠軍為目標。
季雖然未有任何錦標落袋，不過 3 個亞軍仍增強了和富大埔的信
上心，這支地區球隊今季再增班費，目標直指各大錦標，尤其是相

隔9年後再獲得進軍亞協盃的資格。主席蔡尚圻明言球隊不會是志在參
與：“我們不希望像上次參賽一樣，只求完成比賽就算，而是會爭取
出線，以4強為目標。”
蔡尚圻表示過去兩季均以建立一支好球隊為目標，而今季則是需要
看到成果的收成期：“我們已打下了不俗的根基，今季是時候挑戰冠
軍。”而主帥李志堅亦認為球隊已無退路：“我們上季只是屈居在一支
球隊之下，得到3個亞軍意味如果我們要進步，只有冠軍一途。”

改善上季兵源不足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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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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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舉行切燒豬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大埔今季有10個新球員加入，不過卻未能阻止陳俊樂及謝家強等
主力離隊，李志堅認為新兵可作出更大貢獻，令球隊調動更為靈活：
“兵源不足是我們上季的最大弱點，我相信新兵來投後會有所改善。我們
不會找到另一個陳俊樂、謝家強，不過離開的球員中常規正選不多，而今
季加盟的新球員則都是可用之兵，整體實力我相信是有所提升。

埔
大
和富 錦標

大埔 10 名新兵中，以亞援哈利、勞高、陳肇鈞以及歐陽
耀冲最為矚目，李志堅相信他們可為球隊進攻帶來更多變化，
期待球隊可以踢出更精彩的足球。上季大埔在兩場盃賽決賽
中不敵傑志，李志堅曾指出球隊欠缺一位可以衝鋒陷陣的中
鋒，身高達1.95米的新中鋒哈利成為改善球隊進攻的希
望，這名年僅21歲的澳洲藉前鋒上季在菲律賓聯賽射
入13球，李志堅表示哈利能力不俗，而且願意配合球
隊戰術，相信之後還會不斷進步。

■歐陽耀冲望證明身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歐陽耀冲誓證明身價
而上年回歸香港球壇的歐陽耀冲因傷上季只曾出賽
3場，今季加入大埔希望證明自己及回應外界批評：
“這
些年自己經歷了很多，變得更加成熟，新球季先求健
健康康，給球隊帶來經驗。”
李志堅表示
“歐冲”
在訓練
中非常努力，以他的能力能夠成為球隊的重要力量。

辛尼迪：中資有助意甲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前意
甲球星辛尼迪以國際米蘭副主席身份，赴
港擔任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啟動嘉賓，
他認為 C 朗和中國資金進入意甲，對市場
均是正面。
現 年 44 歲 的 一 代 球 星 辛 尼 迪 於 7
月 31 日 記 者 會 上 回 應 指 ： “C 朗 今 季
轉會到祖雲達斯是會對意甲帶來衝
擊，他是冠軍級球員，加盟祖雲達斯
後，代表別的意甲球會想挑戰祖記便
必須加強實力，對整個意甲均帶來正

面的衝擊。”當談到國際米蘭有中國
商家入主的看法，辛尼迪就表示：
“中國資金收購歐洲球會其實是正面
的，因收購會帶來資金，是為歐洲球
會帶來更多幫助，長遠都是對歐洲球
會發展有幫助。”
至於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合作總監
趙俊傑則透露，會跟港超的凱景，以及足
總董事梁芷珊聯成三角合作夥伴，學院將
提供球員給凱景；而梁芷珊則會協助凱景
物色商業合作夥伴。

■辛尼迪親自落場
指導學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攝

■何冰嬌在比賽中回球
何冰嬌在比賽中回球。
。 新華社

■葉姵延無緣下一輪比賽
葉姵延無緣下一輪比賽。
。
中新社

昆山四國賽中國男籃紅隊全勝
昆山四國賽日前結束了最後一輪
較量，結果中國男籃紅隊輕取安哥
拉，本次比賽3戰全勝。
周琦和丁彥雨航繼續缺陣，中國
隊派出趙繼偉、方碩、劉志軒、阿不
都沙拉木、王哲林的正選陣容。這場
比賽安哥拉進攻乏術，投籃命中率不
足 3 成，比賽完全呈現一邊倒局面。
中國隊11：2開局，並以19：9結束首
節。第 2 節中國隊繼續擴大領先優
勢，分差一度來到18分，半場結束中
國隊仍以34：21領先。
易邊再戰，中國隊的領先優勢一
度擴大到 20 分。到最後一節，中國
隊一波 10：0 攻勢徹底殺死懸念，最
終以 73：47 輕取對手，取得 3 連勝。
王哲林本場比賽 10 投 7 中拿到全場最
高的 20 分，劉志軒與阿不都沙拉木
分別拿到12分及11分。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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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力爭 3 連霸的香港跳繩好手何柱霆，
日 前 在 上 海 財 經 大 學 舉 行 的 “FISAC-IRSF 世界跳繩錦標賽”男子大
師賽總成績項目，不敵隊友劉盼晞屈
居亞軍。不過港隊在這個項目力壓其
他歐洲及澳洲選手，歷史性包辦三甲
席位。世界跳繩錦標賽及世界青少年
錦標賽經過 5 天賽事，香港跳繩總會
共贏得85面獎牌。
同日 15 歲以上女子組 3 分鐘耐力
跳，以及世青 14 歲以下女子組 30 秒
速度跳，港隊都贏得一面銅牌。另
外，世青賽 14 歲以下男子組運動員
梁凱然，更於 30 秒速度跳項目以 107
次，與國家隊並列首名。

連霸夢碎

本年度世界羽毛球錦標賽，7 月 31 日於
南京完成第 2 日賽事，結果國家隊女單球手
何冰嬌於 32 強戰中，以直落兩局 21：11 及
21：17 擊敗香港球手 “黑妹”葉姵延過
關。
在首輪輪空的賽事 6 號種子何冰嬌，7
月 31 日面對“黑妹”未有遇到太大阻力，接
連以兩局 21：11 及 21：17 勝出順利過關，
下圈對手會是越南球手阮翠玲。何冰嬌賽後
接受訪問時就表示：“這場比賽感覺不錯，
沒有太多失誤，自己目前狀態不俗，會盡力
打好每一場賽事。”
同日其餘比賽，男雙國家隊組合何濟
庭/譚強，以直落兩局 21：10、21：14 淘汰
越南的杜俊德/范鴻南，32 強對手會是丹麥
的彼德臣/科爾丁。香港組合柯展聰/鄧俊
文，則以局數2：1勇挫印度組合出線，下一
圈將硬碰國家隊另一組合劉
成/張楠。
女雙方面，香港組合
吳 芷 柔/楊 雅 婷 ， 以 26：
28、 11：21 不 敵 德
國對手，首圈行人止步。
至於混雙比賽，國家隊
組合鄭思維/黃雅瓊，以
21：13、21：10 淘汰俄羅斯
隊過關；至於上屆銅牌得主、香港
代表李晉熙/周凱華，面對丹麥隊時
在首局落後 11：20 情況下，因李晉
熙受傷宣告退賽，只能接受出局
命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何柱霆大師賽

何冰嬌輕取葉姵姵延晉級

大
各
劍指

澳洲鋒將哈利成進攻希望

■中國男籃紅隊球員趙繼偉（右）在比賽中突破。
新華社

短訊
環青海湖單車賽３日上演

梅利參戰中國網球公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
道）2018 第 17 屆環青海湖國際公路單車
（寧夏銀川）賽段比賽，將於 2018 年 8
月 3 日在銀川市舉行，此項活動是銀川市
承辦亞洲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國際公
路單車賽事。賽事路線由人民廣場南側
起步，終點為景城公園西門。

英國名將梅利日前宣佈將參加今年的
中國網球公開賽。今年是中網 15 周年，比
賽將於 9 月 23 日至 10 月 7 日在國家網球中
心舉行。31 歲的梅利 2010 年首次亮相中
網，此後他便成為此賽的常客，並曾於
2016年登頂。
■新華社

■何柱霆（左）未能取得3連霸。
香港跳繩總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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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美南廣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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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政論節目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節目介紹：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台灣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
1. 掃二維碼(QR code)：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將會討論問題：台灣當
局叫囂“台灣故宮化”。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

播出時間：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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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 8月10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
10號
號
拍賣會部分拍品

清代錫色紫砂壺黃花抱玉紐

清代粉彩茶壺

清紅木鑲瓷片大床

休 斯 敦 古 董 拍 賣 公 司 2018
年 8 月 10 號周五下午 5 點舉行拍
賣會，歡迎廣大藏友光臨現場
，免費入場並有茶點招待。

詳 情 請 電 ： 713-936-2265；
832-251-6666；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tion.
com；
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趙之謙書法

清代鑲百寶掛屏四件套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清代木制冰柜一只

清代景泰藍熏香爐一只

休城社區

2018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周日圓滿落幕
三位佳麗入圍鳳凰衛視美洲台總決賽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2018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
美南賽區決賽暨頒獎晚會，於周日（ 7 月 29 日） 晚間在休士頓
史坦福劇場舉行。由莫少康、劉金璐、姜晗三位名主持人主持。
他們一開場即表明＂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是全球華裔女性的美
麗盛事，是拉近全球華人距離，向全球展示華人女性美麗與活力
、勇敢與智慧、個性與愛心的新女性形象。它是以全世界為背景
和舞台，充份展現中華傳統之美，強調中華文化和傳統美德的推
廣，注重內在美和外在美有機完美的結合。
在短短三個小時的賽程內，不僅陽光傳媒集團董事長 Jame
羅先生上台之歡迎詞，表示這是該傳媒第二次舉行。而鳳凰衛視
美洲台副台長曾世平女士也代表主辦方上台致詞。在大家一起尋
找美麗與智慧並重的美南女性賽程中，美洲美南賽區進入決賽的
12 位青春靚麗，魅力四射的參賽者，她們經過四個環節的比拼
：1，佳麗自我介紹，2，佳麗泳裝及機智問答，3，佳麗才藝展

示，4，佳麗晚禮裝走秀。經過鳳凰衞視美洲台副台長曾世平為
主評的七位評委（ 包括鳳凰衞視美洲台節目總監梁英志、休巿
哈里斯郡前民事大法官張文華、著名牙醫、歷屆美國小姐評委李
衛民、著名舞台劇導演朱安平、笑琳模特表演藝術學校校長笑琳
、中國內地女演員、模特房鹿）的嚴格評分，原定二個名額，因
參賽者整體素質高，選手水準十分接近，今年多增加一名參加美
洲台決賽。當天公佈三位入圍決賽選手分別是 9 號吳越，6 號梁
祺夢和 10 號何莉。另外，當晚還選出 1 號樊雨獲 「最具氣質獎
」；3 號陶品璐獲 「最具陽光活力獎 」； 9 號吳越獲得 「最上
鏡頭獎」； 11 號楊以以獲得 「最具人氣獎」！
當晚的頒獎晚會上，除了由美南賽區決賽佳麗們表演開場舞
＜ 繽紛＞外，還邀請國家級演員沈珺琳演唱歌曲＜ 讓我們舞起 圖為頒獎給三位入圍決賽的選手為（
圖為頒獎給三位入圍決賽的選手為 （ 左三起 ） 9 號吳越
號吳越，
，6 號
來＞,及休士頓 2017 年華埠小姐，多次全國舞蹈比賽冠軍的陳蔚 梁祺夢
梁祺夢，
， 及 10 號何莉
號何莉。
。 旁為頒獎人協辦單位陽光傳媒董事長
琳表演舞蹈< 風 >。
James 羅先生
羅先生（
（ 右一 ），
），鳳凰衞視美洲台副台長曾世平女士
鳳凰衞視美洲台副台長曾世平女士（
（
左二 ）。（ 記者秦鴻鈞攝 ）

107 年台灣青少海外搭橋計劃成員
與 「 石油協會」 台裔專業青年座談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僑委會 7 月 25 日至 31 日在休士頓辦理 「107 年台灣
青年海外搭橋計劃」 ，為強化台灣青年國際視野及對政府駐外工作及僑務工作之
認識，發揮海外僑社網路綿密人脈及資源功能，建立台灣青年與海外僑界之橋樑
及增進海外僑胞與國內大專青年之互動，該團於本周日（ 7 月 29 日 ） 上午十時
赴 「華美中醫學院 」參訪，並於當天下午二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與休士頓
「華人石油協會 」 的台裔專業青年座談，透過他們的談話，了解在美生活、工
作及找工作的訣竅。如一位石油界工作的人表示： 要多參與會內的活動。如一些
大陸青年，十分積極，周六在休士頓聚會後返回奧斯汀，聽說周日還有會，又開
圖為 「 華人石油協會
華人石油協會」」 成員陳靜文
成員陳靜文（
（ 中立者 ） 三小時的車趕來參加。結果這些人因積極參與，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關係，找到
在會中向訪問團成員介紹她參與石油界地球物 工作，在美國留下來，反觀有些台灣同學，不愛參與社團，畢業後都因找不到工
理工作的心得。（
理工作的心得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作而返國了，十分可惜。他們的經驗談給在場的學子極多的啟發。

圖為所有美南賽區決賽佳麗們表演開場舞 「 繽紛 」 。（ 記者
秦鴻鈞攝 ）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2018秋季班開學

（本報訊）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2018 秋季班，將
於 8 月 18 日（週六）正式開學，即日起開始接受網路報名註冊
。
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是休士頓地區最大的中文學校，招
收四歲以上至高中生和成人。目前兒童及青少年班開設學前至
AP（Pre K-AP） 繁簡體字中文班 ,鋼琴及成人韻律瑜伽班等

所有課程涵蓋語言文化以及運動體育休閒。
高中生 AP 班成果豐碩，由於教材選擇配合 AP 考
試題材並邀請專業人士舉辦 Work shop 增加學習
內容，學生參加全美 College Board AP 中文考試均
獲得優異成績。Workshop 包括：申請大學準備事
項，短文寫作---等。普通中文班學生也使用
I-Pad 上課，提高學習樂趣。
該校另有一對一教學,非常受歡迎,詢問度也很高，針對程
度不同的成人或青少年，學生與老師可以安排適合的時間和所
需教材，提供最佳學習。例如有些家長覺得孩子在團體學習效
果不如預期，成人如因業務需求，都可選擇一對一教學方式，




才藝班，另有書法課兼收成人與 8 歲以上兒童， 由老師個別指導，學習效果明顯提升。
中文班學生除了課堂上的學習以外，還有機會參加主流社
團及僑社和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舉辦的各項比賽，如:中文
演講•多媒體簡報•海報繪製•中華歷史及文化常識競賽--等等。
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坐落於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中華文
化服務中心，佔地 6 英畝，擁有 55000 平方尺的校舍，包括
10000 平方尺的室內體育館。環境優雅，設備齊全。有關資訊
均可上網查詢。註冊請利用下列網址
網址：www.ccchouston.org/Education/Chineseschool
校址：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1-6100 Ext.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