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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迪先生 (David Wang)
美國德州房地產公司副總裁、Broker Associate 及商業地產 Top producer
專業商業房地產經紀，專精倉庫、購物中心開發，買賣，物業管理和租賃
美國亞裔商會會員、全美亞裔房地產協會休斯頓分會理事、美國房地產協會會員、
休斯頓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會員及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會員
美國德州房地產公司成立於 1988 年，提供整套房地產服務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0.11.2018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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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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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總
行
糖 城 分 行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 察 遜 分 行
布 蘭 諾 分 行
奧 斯 汀 分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713-771-9700
713-272-5028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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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戰結束百年主題紀念展在法國軍事博物館開展

第壹次世界大戰結束百年主題紀念展在法國軍事
博物館開展。圖為在展覽中播放巴黎和會的影像
博物館開展。
圖為在展覽中播放巴黎和會的影像。
。

美女 機器人亮相
國際智能機器人與系統大會舉行
﹁

丹麥議會舉行公開辯論
男議員織毛衣實力搶鏡

﹂

西班牙馬德裏，
西班牙馬德裏
， IROS 2018 國際智能機器人與系統大
會舉行，石黑浩實驗室的機器人 Erica 亮相
會舉行，
亮相。
。

丹麥哥本哈根，丹麥議會當天舉行公開辯論
丹麥哥本哈根，
丹麥議會當天舉行公開辯論，
，紅綠聯
盟黨派成員 Rasmus Vestergaard 在會上織毛衣
在會上織毛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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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同舟共濟穩外貿
調推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
研究員張燕生說，“從今年壹系列外貿
政策看，我國政府正按照‘企業怎麽有感怎
麽來’的原則聯動推進相關領域改革。顯
然，這些改革已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

關稅總水平預計由上年的 9.8%調降
至 7.5%、年底前整體通關時間再壓減三
分之壹、借力“壹帶壹路”加快全球布
局……面對穩中有變的經濟運行態勢，
我國政府與企業同舟共濟聚焦穩外貿，
助推構建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推改革，企業怎麽“有感”怎麽來
“以前跑海關業務，得去現場排隊，
現在申報、繳稅等環節都能在自己電腦前
壹鍵搞定，通關時間不再是未知數了。”
說起通關時效提升，大連近鐵國際物流有
限公司通關部部長金玉磊感觸頗深。
比起通關時效提升，更讓金玉磊欣
喜的，是核驗證件跟口岸收費項目的
“縮水”。就在 9 月份，連續兩次國務
院常務會議都把“貿易便利化”作為主
要議題。

9 月 18 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
定，今年將進口和出口整體通關時間、
進出口監管證件再壓減三分之壹並降低
通關費用；推進海關、邊檢、海事壹次
性聯合檢查和鐵路運輸貨物無紙化通關；
進壹步降低進出口企業成本，完善出口
退稅政策，加快出口退稅進度，降低出
口查驗率。
9 月 26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又作出
加快通關便利化的決定：今年 11 月 1 日
前將進出口環節需驗核的監管證件從 86
種減至 48 種；10 月底前由各地向社會公
布當地口岸收費目錄清單，清單之外不
得收費；推動降低合規費用，年內集裝
箱進出口環節合規成本比去年降低 100
美元以上，沿海大港要有更大幅度降低。
“在國家層面，穩外貿涉及海關、
稅務、商務、財政等多個部門，需要協

政策給力，企業仍需更努力
“今年 7 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曾預計 2018 年和 2019 年全球經
濟均將增長 3.9%，但此後全球經濟增長
前景變得黯淡，尤其是貿易壁壘正成為
新現實。”10 月 1 日，美國華盛頓，IMF
總裁克裏斯蒂娜· 拉加德演講中難掩擔憂。
當前，逆全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情
緒升溫，不確定不穩定性因素不斷集聚。
如何穩外貿？國家政策要給力，企業自
身更要努力。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國飼料
行業的重點龍頭企業。公司研發部總經理
朱正鵬告訴記者，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大
豆原料價格小幅度上升，但可以良好應
對。按目前公司總體業務情況分析，利潤
水平等經營指標表現穩健，大豆原料價格
上升並未對公司產生較大影響。
“為更好應對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初國內可能出現的大豆供應緊張，公司
著力從技術和采購兩個方面降低對大豆
的依賴性。”他說，技術方面，壹是利

用多元化技術體系集成生物環保飼料，
二是開發新型蛋白原料；采購方面，壹
是拓寬采購渠道，開發原料直采基地，
二是增加豆粕替代品進口。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參與共建
“壹帶壹路”，不少中國企業也瞄準時
機，積極開拓多元市場，成立剛滿4年、
員工近 400 人的移動互聯網企業麒麟合
盛（APUS）便是其中之壹。
APUS 創始人兼 CEO 李濤介紹，公
司開發的手機用戶系統目前正為全球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超 12 億用戶提供
多達 25 種語言服務，其中，近七成用戶
來自“壹帶壹路”沿線國家。“我們順
勢而為，成為‘壹帶壹路’倡議的受益
者。未來，我們還要更深入地參與，成
為‘壹帶壹路’的建設者、推動者。”
篤定承諾，捍衛多邊貿易規則體系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
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
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
行勝於言。今年以來，僅關稅層面，
我國就主動實施了多輪調降。最近壹次
降 關 稅 政 策 明 確 ， 11 月 1 日 起 ， 降 低
1585 個稅目的進口關稅，約占我國稅目
總數的19%，平均稅率由10.5%降至7.8%，

平均降幅為 26%。由此，我國關稅總水
平將由上年的 9.8%降至 7.5%。
隨著關稅總水平尤其是藥品、日用
消費品進口關稅的下調，相應下調進境
物品進口稅（俗稱行郵稅）的稅目稅率。
此前，我國已於今年5月1日起對絕大多數
進口藥品實施了零關稅，7 月 1 日起降低
了汽車及零部件、部分日用消費品的進
口關稅，實施了信息技術協議擴圍產品
第三步降稅。
“主動調低關稅總水平表明中國堅定
不移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
放戰略，在增強自身發展動力的同時，也讓
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張燕生說。
9 月 30 日，世界銀行、IMF 和世界
貿易組織聯合發布壹份題為《重振貿易
和包容性增長》的報告，呼籲各經濟體
繼續推動全球貿易壹體化改革，重振多
邊貿易體系，以更好適應現代世界經濟
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當前
多邊主義面臨嚴峻挑戰，中國堅定支持
多邊主義、積極維護多邊秩序並推進全
球治理令人贊賞。中國的發展勢不可擋，
這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至關重要。聯
合國願同中國加強對話與合作，致力於
建立基於規則的多極世界，鼓勵各國參
與“壹帶壹路”建設合作。

央行年內第四次降準 釋放超萬億元支持實體經濟
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下調部分金融機
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點，市場將迎來年
內第四次降準。專家表示，本次降準仍屬於定向調
控和對沖操作，貨幣政策取向沒有改變。此舉能夠
進壹步優化商業銀行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結構，引
導金融機構加大支持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創新型
企業的力度。
人民銀行決定，自 10 月 15 日起，下調大型商
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
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 1 個
百分點。降準所釋放的部分資金用於償還 10 月 15
日到期的約 4500 億元中期借貸便利(MLF)，這部分
MLF 當日不再續做。除去此部分，降準還可再釋放
增量資金約 7500 億元。
專家表示，此前 1 月、4 月、7 月央行已經

執行了三次降準，此次將是年內第四次降準。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認為，這次降準的
目的在於優化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結
構，通過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來支持實體
經濟發展。
“降準置換 MLF 不僅可降低銀行融資成本，
還能優化期限結構，使金融機構獲得穩定的長期資
金，進而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中國社科院金
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說。
其實，這是年內第二次定向降準置換中期借貸
便利。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吳慶表
示，目前市場上的 MLF 較多，降準置換 MLF 符合
市場預期。未來，央行或將繼續采取 MLF 等工具
及時預調微調流動性。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本次降準

1 個百分點，釋放資金 1.2 萬億元，其中釋放增量資
金約 7500 億元。但降準不改貨幣政策穩健基調，旨
在進壹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表示，降準釋放的部分資
金用於償還中期借貸便利，屬於兩種流動性調節工
具的替代，而余下資金則與 10 月中下旬的稅期形
成對沖，因此，在優化流動性結構的同時，銀行體
系流動性的總量基本沒有變化。
有人擔心，降準會加大人民幣匯率貶值壓
力。對此，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國際收支狀
況總體平衡，降準不會對人民幣匯率形成貶值
壓力。
人民銀行表示，本次降準有利於促進經濟結構
調整，推動高質量發展，經濟基本面對人民幣匯率
的支撐更加鞏固。作為大型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出

口有較強的競爭力，同時，中國經濟以內需為主，
制造業門類齊全，產業體系較為完善，進口依存度
適中，人民幣匯率有充足的條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的基本穩定。
人民銀行表示，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
策，不搞大水漫灌，註重定向調控，保持流動性合
理充裕，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為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
金融環境。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
渺認為，我國經濟目前正處於穩中有變的發展形勢
下，穩增長壓力加大。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保持流
動性合理充裕，還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合。下壹步，
有關部門應在財稅政策等方面加大力度，深化綜合
施策，以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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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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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節目介紹：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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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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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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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育體育消息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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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劍擊隊 8 日勇奪女花
團體銀牌。
團體銀牌
。 香港殘奧會提供

亞殘會獎牌榜（截至
截至10
10月
月 8 日）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中國

35

14

17

66

2

韓國

14

8

6

28

烏茲別克 12

5

3

20

3
■高行易獲得男子 TT
TT3
3 級單
打銅牌。
打銅牌
。 香港殘奧會提供

正在雅加達參加亞殘會的香港代表

4

日本

8

18

19

45

5

伊朗

7

3

8

18

9

中國香港

3

2

6

11

團，8 日再傳捷報：乒隊智障球手吳玫薈

…

5

於女子 TT11 級單打決賽力壓東道主球手
Widyasari Ana，為香港代表團奪得今屆
賽事的第 3 面金牌。

亞殘會次日 港健兒發威添獎牌

■吳玫薈於女子 TT
TT11
11 級單打決賽力
壓東道主球手奪金。
壓東道主球手奪金
。 香港殘奧會提供

吳玫薈奪港隊
吳玫薈
奪港隊
港乒乓球代表隊 8 日率先傳出喜訊，於上屆仁
香川亞殘會乒乓球女子
TT11 級單打屈居亞軍的

吳玫薈，8 日成功晉級女子TT11 級單打決賽，坐銀
望金。其後在與東道主球手 Widyasari Ana 進行的
金牌爭奪戰中，22 歲的吳玫薈成功衝破“地獄主
場 ” ， 以 局 數 3： 2 （11： ７、 ９： 11、 8： 11、
15：13、11：5）獲勝，為香港代表團奪得今屆賽
事的第3面金牌。
賽後，教練蕭潔英大讚吳玫薈的表現比 4 年前
更穩定：“她今天很冷靜，特別在第 4 局落後時表

現很好，也敢於起手及進攻，我覺得她比 4 年前穩
定性提升了。”蕭潔英認為吳玫薈這枚金牌對她備
戰2020年東京殘奧有大幫助。
另外，去屆女子 TT11 級單打金牌得主黃家汶
則在四強止步，為香港奪得一面銅牌。高行易亦在
男子 TT3 級單打四強賽不敵中國國家隊球手，同樣
取下銅牌。港乒隊日奪1金2銅。
而日前已奪女子輪椅花劍 A 級個人賽金牌的余
翠怡，8 日再與隊友范佩珊、吳舒婷、林嘉雯、鍾
婉萍、湯雅婷攜手出戰女子團體花劍賽，繼續有穩

定發揮。4 強賽，港隊以 45：38 擊敗泰國進入決
賽。冠軍爭霸戰上演去屆亞殘運決賽翻版，與中國
國家隊對撼。港隊先以范珮珊打頭陣，落後 1：
5 ，其後余翠怡反擊追至 8：10。港隊力圖扭轉局
面，余翠怡一度由落後 32：40 追近至 37：43，但
未能反勝，最終衛冕失敗，以 42：45 不敵國家隊
獲得一面銀牌。兩日賽事，港輪椅劍擊隊已袋 1 金
2 銀 2銅。保齡球手袁詠珊及短跑飛人任國芬 8日也
分別各得1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華連卡負哥歷 滬大師賽首輪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8 日
晚間的上海勞力士大師賽中央球場，先是三屆
大滿貫冠軍得主華連卡迎戰克羅地亞新星哥
歷，緊接着便是萬眾期待的中國打吡——兩位
持外卡參賽的中國球員李喆、吳易昺在首輪就
隔網相對。
率先上演的是華連卡與哥歷間的對決。華連
卡在去年受到傷病困擾，本賽季復出之旅走得並
不平坦，在今年法網男單首輪比賽中，他苦戰五
盤後爆冷出局，而這場失利也讓他當時的世界排
名暴跌到第256位。
哥歷曾在今年的哈雷公開賽中擊敗費達拿，
收穫本賽季第一個、職業生涯第二個單打冠軍，

在今年美網中他也闖入了16強。哥歷此前對華連
卡三戰皆墨，這次在上海勞力士大師賽首輪相
遇，開場後兩人鏖戰至3：3後，哥歷漸漸不敵華
連卡攻勢，以4：6落後一盤。第二盤開局哥歷球
球狠絕未給對手還手的機會，雖然局中被華連卡
追平，但最終仍以6：4拿下一盤。此後，哥歷以
6：3再下一盤，拿下首輪比賽。
而緊隨而來的中央球場當日壓軸比賽來自
中國球員李喆與吳易昺的較量。此前兩人 3 次交
手，吳易昺 2 勝 1 負略佔上風。8 日兩人再次狹
路相逢，吳易昺 7：6（5）、6：2 再勝，他將在
次輪對陣賽會 8 號種子、剛剛在東京公開賽摘得
亞軍的錦織圭。

■三屆大滿貫
冠軍得主華連
卡 8 日晚意外
出局。
出局
。法新社

大坂直美維園見球迷 劍指東奧金牌
受背傷困擾，被迫宣佈退出“保誠香港網球
公開賽 2018”的新科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單冠軍大
坂直美，8日仍如期到港會球迷。她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兩年後她將主場出戰東京奧運會，希望
屆時奪金而回。
日前剛出戰中國公開賽的大坂直美 8 日現身
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出席簽名會，與球迷互
動，場面十熱鬧。
“香港公開賽是我其中一項最喜愛的比賽，
我當然不希望停下來，然而我早前在北京參加中

國網球公開賽時就已有傷在身，而且傷患反覆，
我相信休息對運動員而言非常重要。”她稱，自
美網後一直無暇休息，先後參加了泛太平賽及中
國賽。不過，“美網奪冠後，我並沒有感到生活
有所改變，我會繼續向前，而且還會繼續參加各
項賽事。”
談到兩年後的東京奧運，大坂直美坦言熱切
期待：“我與其他日本人一樣，對奧運感到興
奮，我個人目標會放在金牌之上，但主要還是要
享受網球的樂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 國 女 排 再 捷

向世錦賽六強邁進
中國女排於8日在日本大阪進行的世界女排錦
標賽複賽次輪賽事，輕鬆地直落 3 局以 25：17、
25：16 及 25：17 擊敗阿塞拜疆取得連勝，出線 6
強賽的機會進一步提升。
中國女排是役繼續以主攻朱婷、張常寧，副攻
袁心玥、顏妮，接應龔翔宇，二傳丁霞和自由人王
夢潔作正選。面對實力一般的阿塞拜疆，中國女排
可謂完全控制大局，最終輕鬆地以直落3 局獲勝，
其中副攻袁心玥表現出色，以17分榮膺得分王，接
應龔翔宇、隊長朱婷、主攻張常寧亦分別貢獻 13

又福地板

李宗偉返大馬
親自駕車精神佳
此前證實患
上鼻咽癌，並前
往台灣治療的馬
來西亞羽球“一
哥”李宗偉（右
圖）在完成治療
後，7 日回到吉
隆坡。
據大馬報章
《中國報》報
道，當晚李宗偉
親友陪同下搭乘私人飛機於晚上9 時 14 分降落
在梳邦蘇丹阿都阿茲沙機場。只見李宗偉身穿
黑色外套，戴着口罩及鴨舌帽步出機艙。其後
他親自駕駛四驅車與妻子黃妙珠和母親許金水
離開機場，可見儘管經過數個小時的飛行，完
成治療的他精神依然不錯。
而8日較早時，據“馬新社”報道，當李宗
偉獲悉大批媒體於機場守候他回國的消息後，於
下午3時許通過WhatsApp語音訊息告知媒體：
“媒體朋友們不必在機場等候我了，你們都回去
吧，我現在需要時間休息，等多幾天後我就會召
開記者會，向大家解釋我的情況，謝謝。”
曾 7 奪奧運會和世界羽毛球錦標賽男單亞
軍的李宗偉，於上月 22 日被馬來西亞羽協證
實罹患初期鼻咽癌。引起馬來西亞各界和世界
各地球迷關注，紛紛為其獻上祝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 訊
中國代表團青奧誕首枚獎牌
當地時間 7 日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
艾利斯進行的青奧會男女混合 4×100 米自由
泳接力中，由沈加豪、洪金權、林欣彤與楊浚
瑄組成的中國隊以第三名的成績拿到中國代表
團在本屆青奧會上的首枚獎牌。俄羅斯隊以 3
分 28 秒 50 居首，巴西隊以 3 分 30 秒 13 列第
二。
■新華社

啦啦隊精英賽杏花新城舉行

分、12 分及 9 分。根據賽程安排，中國女排 9 日休
息一天，並於10日的第3輪比賽挑戰美國隊。
中國隊主教練郎平賽後表示球隊今仗雖贏得
輕鬆，但往後仍要保持專注：“今天對手高球攔
網不俗，但快攻不夠，亦似是不適應我們的發
球。而我們每一場皆要保持專注，因為形勢依然
嚴峻，無論每一局、每一分也在算，因往後說不
準讓要讓誰，每一分也要計較。”對於得分王袁
心玥的演出，郎平坦言袁的進攻還可以，但攔網
可以更好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 龔翔宇
龔翔宇（
（左）
個人貢獻13
個人貢獻
13分
分。
FIVB圖片
FIVB
圖片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Mon-Sat:9:00Am-6:00Pm
www.yulfgroup.com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吳玫薈
吳玫薈（
（左二
左二）
）與黃家汶
與黃家汶（
（右二
右二）
）
並肩登上頒獎台。
並肩登上頒獎台
。 香港殘奧會提供

Sun:電話預約

“2018 香港啦啦隊精英賽”在剛剛過去
的周日假港鐵商場杏花新城展開首日賽事，當
日參賽隊伍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及大學共
9 個組別項目，其中中學 5-8 人女子組，代表
港青基信書院參賽的 Phoneix Team A 奪得冠
軍；而小學混合組，則由代表東涌天主教學校
參賽的東天啦啦隊 Team A 取得錦標。另外，
日本國際學校於小學女子組獲得冠軍獎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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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祝賀吉姆
安德森癌症中心祝賀吉姆·
· 艾利森博士
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泉深 / 圖文】
10 月 5 日是德州醫學
中心不平凡的日子，
MD 安 德 森 癌 症 中 心
的第一位諾貝爾獎獲
得者吉姆·艾利森（
Jim Allison ）博士及夫
人 Padmanee Sharma 在
安德森癌症中心主任
Peter WT Pisters 的 陪
同下，緩緩走進醫院
大廳。從醫院主樓的
展覽館，通過醫院的
走廊到人行天橋，再
到皮肯森大廈的路線
上，佈滿了熱情的人
群和歡樂的鼓聲。人
們揮舞著海報和發出
濃烈的歡呼聲，向世

界首位腫瘤免疫治療
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吉
姆·艾利森博士致敬
。 許多員工用手機拍
下了與免疫治療先驅
合影留念的照片。人
群向艾莉森博士揮手
致意，高呼 “ 路要走
” ！ “ 熱烈祝賀 ”
！ “ 要消滅癌症 ”
！
MD 安 德 森 癌 症
中 心 主 任 Peter WT
Pisters 在新聞發布會上
說： “ 我要向艾利森
表示熱烈的祝賀，獲
得諾貝爾獎不僅是他
個人的成就，也有全
體團隊的功勞。他獲

得諾貝爾獎不僅是他
個人的榮耀和驕傲，
也是整個團隊的榮耀
和驕傲，也是我們
MD 安 德 森 全 體 員 工
的榮耀和驕傲。 ”
自從 10 月 1 日諾
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公告發布以來，這對
艾莉森來說是一個旋
風式的一周。週一，
他的兒子在黎明前的
電話會議上獲悉父親
獲得科學史上最負盛
名的諾貝爾獎，當時
艾莉森睡覺時，他一
直在網上看諾貝爾獎
的新聞。
“ 我驚呆了！ ”

艾利森在紐約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後說，他
正在參加一個關於免
疫療法的會議。他說
他並不打算找到治愈
癌症的方法，他只是
想更好地了解 T 細胞
，免疫療法源於他在
此過程中發現的東西
。他說他的工作對癌
症患者的影響說明了
像 MD 安德森這樣的
學術機構的基礎科學
研究的重要性。 “ 我
希望它會創造樂觀，
” 他說。 “ 還有希望
，我們仍在努力讓它
變得更好。 ”

休城工商

純正美味健康 地道家鄉美味
「 津津有味 」 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
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
，令人驚艷

圖為位於 圖為位於
「 黃金廣場
黃金廣場」
」 原 「 小瀋陽
」 舊址的
舊址的，
， 新開張餐館
「 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
「黃金廣場
黃金廣場」
」 原 「小瀋陽
小瀋陽」
」 舊址的
舊址的，
，去年年底開
。 （ 記者秦鴻鈞攝
）
業的餐館 「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黃金廣場」 的
「津津有味」 （ 原 「小瀋陽」 舊址）開出滿堂
彩，週一中午，全店客滿，因為中國城再也找不出
第二家，像他們這麼 「平價」 ，平均六塊錢一道
菜，道道菜都是 「極品」，吃的大夥人仰馬翻，
意猶未盡。景況更勝當年 「小瀋陽 」 時代。
「津津有味」 的菜色強調純正、美味、健康
，該店東主劉汝成先生在廚房親自掌舵，嚴格控制
師傅們每一道出爐的菜，因此 「津津有味」 端出
來的每道菜亦如其名，無論是小炒或麵食，總會令
人驚艷不已，而大塊朵頤。
「津津有味」 的特色招牌菜包括： 特色烤
魚、八珍豆腐、黑蒜子牛肉粒、冰糖肘子、麻婆茄
子龍、麻辣香鍋、尖椒肥腸、乾扁尤魚絲、鹹蛋黃
焗南瓜- ---- 道道菜無論賣相和滋味皆可圈可點
，令人吃來齒頰留香。而且他們極懂食材與調味，
火候的奇妙組合，更相得益彰。如 「鹹蛋黃焗南
瓜」，南瓜是糖尿病患者之寶，一般人只知蒸煮，
而它們配以鹹蛋黃去焗，果然大受各界歡迎，無論
口感或食物的營養都是一流！還有尖椒肥腸更是該
店的 「特色 」 之一，因為這些肥腸都是經過高壓
洗滌，不留一絲肥油，再

從 「 跌打足療中心 」 到 「 王朝珍珠古董 」

加上尖椒的搭配，更加鮮香可口。
「津津有味」的劉老闆，從過去在 Katy 開設
「Cafe Asia 」 的經驗，視顧客如親人，為了慶祝
在中國城黃金廣場新張，特舉辦新開業酬賓，凡顧
客消費滿三十元者，送鹵鳳爪壹份； 凡消費滿四
十元者，送皮凍壹份； 凡消費滿五十元者，送孜
然雞架或肝尖壹份；凡消費滿六十元者，送鹹蛋黃
焗南瓜一份。同時，週末還推出特價乾鍋鴨頭，每
份才 8.99 元，讓大家吃的盡興，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特價午餐
，從週一至週五，每天上午十點半至下午三點，三
十道名菜饗客，除了紅燒吳郭魚，豆瓣吳郭魚、蔥
爆牛、椒鹽蝦四道菜是$6.99 外，其它菜色一律
5.99 元，如尖椒肉絲、左宗雞、尖椒肥腸、火爆腰
花、溜肝尖、香辣魚片、魚香茄子、乾煸四季豆等
二十多道菜，吃的人不異樂乎。而他們的紅燒吳郭
魚更值得一提，無論中午，晚上，大大的一大盤，
才 6.99 元，實在是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每週七天營業，從上午十時至
晚間九時半，該店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 15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95- 9982

羅榮華讓您活得內外交融，盡享美好人生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羅榮華
醫師在休士頓是一位家喻戶曉的 「救
星 」 級人物！不論年輕人，老人家
閃了腰，跌傷了腳，第一個想到的就
是羅榮華醫生，而非骨科大夫！這除
了證明中國數千年醫術有其獨到之處
，羅醫師個人 「濟世救人」的信條，
更是他在休士頓行醫八年（2009 年開
業至今），他廢寢忘食，將中醫外科
的絕技發揚光大的有力佐證！
最近，羅醫生在中國城的中心
點---- 「王朝商場」 一樓，開設了
一家 「王朝珍珠古董」，這又是雅愛
藝術的羅醫師另一大貢獻，該店標榜

了-- -- 送給情人、愛人、親人、父
母親大人，最實際的禮物就是珍珠！
一顆顆閃亮圓潤的珍珠，令人賞心悅
目，內外交融。一串串做工精美，設
計獨特的珍珠項鍊，令您立即出落的
有如仙女下凡，清新尊貴！
戴上它！記住你！
「王朝珍珠古董」 才開幕二個多
月，羅醫生各地的知交，好友都來捧
場，不僅買到外面買不到的好價錢，
每個拿到珍珠項鍊的人，都驚喜異常
，樂開懷。而這又是名醫另外一個目
的---- 讓您活得內外交融，身心俱
美！別看這一串串珍珠，它不僅美得

賞心悅目，更使每個拿到它，戴上它
的人，心情愉悅，也具很好的身心療
癒作用， 「王朝珍珠古董」 讓您活
得內外交融，盡享美好人生。
過完了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元旦
，農曆新年即將來臨。 「王朝珍珠
古董 」 是您今年聖誕節、新年購物
的首選，包準讓您的禮物受歡迎，令
獲贈者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王
朝珍珠古董」 的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28 , Houston TX 77036 , 電話
：（713） 981- 8881
圖為 「 王朝珍珠古董 」 負責人羅榮華攝於該店
負責人羅榮華攝於該店。（
。（ 記者秦鴻鈞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