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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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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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遊艇建造計劃公布世界最大遊艇建造計劃公布
長長229229米可容納米可容納5252名客人名客人

青海塔爾寺中國最高水準酥油花展再現青海塔爾寺中國最高水準酥油花展再現““佛前花開佛前花開””

探訪西安市民間金融博物館探訪西安市民間金融博物館

博物館內展出的不同版本的人民幣博物館內展出的不同版本的人民幣。。西安市民間金融博物館位於西西安市民間金融博物館位於西
安市新城區安市新城區，，內有展品內有展品312312件件（（套套），），展示了自周秦漢唐至宋元明清展示了自周秦漢唐至宋元明清、、
民國及當代各個歷史時期的金融票據民國及當代各個歷史時期的金融票據、、不同版本人民幣等不同版本人民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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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的新特點新趨勢

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在多種因素

共同作用下，經濟全球化從高速推進期進

入調整期，呈現出壹些新特點。我們要準

確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新特點新趨勢，以人

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經濟全球化走向，

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經濟全球化從高速推進期進入調整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經濟

全球化主要呈現出以下新特點。

經濟全球化的推進速度明顯下降。

跨境貿易與投資快速發展，是經濟全球

化深入推進的重要表現。1998—2007年，

全球貨物貿易出口、服務貿易出口和跨

境直接投資年均增速分別達到10.9%、

10.8%和11.9%。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

爆發是壹個分水嶺，此後，跨境貿易和

投資明顯減速。2008—2017年，全球貨

物貿易出口和服務貿易出口年均增速分

別下降到1.0%和3.2%。貨物貿易出口占

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達到25.4%的

峰值後，2017年降到22%。服務貿易出

口占全球 GDP 的比重在 2008 年達到

6.32%，近10年在波動中維持，2017年

為6.65%。跨境直接投資規模2007年達

到18938億美元後出現收縮，2008—2017

年年均增速為-0.42%。

經濟全球化的內容與格局發生變化。

從內容變化看，服務貿易在經濟全球化

中的地位有所上升。2008年國際金融危

機爆發後，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增長速

度都明顯下降，但貨物貿易增速下降幅

度更大，服務貿易平均增速達到貨物貿

易平均增速的3.2倍。服務貿易在全球貿

易中的地位相應上升，占比從2008年的

19.9%上升到2017年的23.2%。從格局變

化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明顯上升。越

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持續推進貿易投資自

由化便利化，越來越深地參與到全球生產

價值鏈當中，在跨境貿易與投資中的地位

不斷提升。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為例，發

展中國家占全球直接投資流入額的比重從

明顯低於發達國家發展到與發達國家接近

，個別年份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加速調整。全球

經濟治理體系是由理念、規則和機構組

成的壹套復雜的國際體系，為經濟全球

化提供制度保障。從理念層面看，壹直

處於主導地位的自由貿易理念正受到所

謂“公平貿易”理念的挑戰。從規則層

面看，新的經貿規則從以往的邊境措施

向邊境後措施深度拓展。從治理平臺看，

多邊貿易談判停滯不前，多哈回合談判

遲遲未果，但區域壹體化組織如雨後春

筍般湧現出來，成為制定國際經貿規則

的新平臺，世界貿易組織這個多邊組織

的改革被提上日程。

經濟全球化進入調整期具有深刻復
雜原因

經濟全球化進入調整期，是多方面

因素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

國際金融危機的後遺癥。回顧歷史

，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打斷

了上壹輪經濟全球化進程，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經濟全球化才重新啟動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同樣給經濟全

球化帶來嚴重沖擊，壹些重要金融機構

破產，大多數經濟體增長速度下降，有

的甚至出現負增長，並伴生失業增加、

需求不足、產能過剩、企業利潤下降等

問題。很多國家出臺了貿易救濟措施甚

至保護主義措施，直接影響國際貿易與

投資的增長。

經濟全球化的副作用積累。經濟全

球化是壹把“雙刃劍”，在促進貿易投

資和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會帶來壹些負

面影響。前壹個時期經濟全球化高歌猛

進，積累的副作用在壹些國家逼近了臨

界值。同時，壹些國家由多種原因造成

的收入差距擴大、產業空洞化、金融風

險跨國傳導等問題被過度歸咎於經濟全

球化。作為壹種矯枉過正的反應，這些

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思潮，社會輿論分

化，對經濟全球化的質疑上升。

國際格局發生變化。進入新世紀以

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

崛起。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0%，

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多個

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形成，使全

球發展的版圖更加全面均衡。然而，全

球經濟治理體系未能反映國際格局和力

量對比的變化。近年來，雖然西方國家

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出現變革跡象，但

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形

成依然任重而道遠。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經濟全
球化走向

當前，要合作還是要對立，要開放

還是要封閉，要互利共贏還是要以鄰為

壑？國際社會再次來到何去何從的十字

路口。能否引導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

關乎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發展空間，關乎全世界繁榮穩定。

我們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經濟

全球化走向，旗幟鮮明反對單邊主義和

保護主義，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

化，堅定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同引

導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讓經濟全球

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幫助新興

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

和最不發達國家有效參與國際產業分工，

共享經濟全球化紅利。

登高望遠，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未來

走勢。經濟全球化進入調整期，呈現出

速度放緩、內容變化、格局分化、規則

重構的新特點。我們既要看到未來壹段

時間經濟全球化調整進壹步加劇的可能

性，更要準確把握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

的歷史大勢。必須看到，經濟全球化適

應生產力在全球優化布局的內在要求，

歷史潮流不可阻擋。“青山遮不住，畢

竟東流去”。我們要在準確判斷經濟全

球化走勢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調整對

外開放戰略，抓住新機遇，應對新挑戰，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趨利避害。

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服務高質

量發展。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

高質量發展階段，對新時代的對外開放

提出了新要求。應與時俱進調整對外開

放戰略，充分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

源”，服務於高質量發展。著力構建全

面開放新格局，在開放內容上做到貿易

與投資並重、制造與服務並重、引資與

引技引智並重，在開放對象上做到對發

達經濟體開放與對發展中經濟體開放並

重，在開放方式上實現“引進來”與

“走出去”有機結合，在開放布局上實

現沿海、沿邊、內陸地區優勢互補、協

同共進。積極打造參與國際競爭新優勢，

加快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提

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紮

實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形成以我為主的

國際產業鏈；加快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

發展戰略調整，推動開放發展，深化國

有企業改革，增強開放條件下的創新能

力，盡快在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形成國際

競爭力；以服務業開放為重點，切實改

變服務領域“對外開放不足，對內管制

過度”的局面；加快培育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中資跨國公司，增強在全球整合資

源的能力。加快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對標高水平國際經貿規則，賦予自貿試

驗區先行先試的更大自主權，商簽高質

量區域合作協定，以開放促改革。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經濟治

理體系加速調整，將對經濟全球化產生

深遠影響。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應從

多個層面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

革，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貢

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在

雙邊層面上，要充分認識到新興大國與

守成大國合作競爭的長期性、全面性和

復雜性，從和平發展大局出發處理好大

國關系。在區域合作層面上，加快推進

中日韓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

協定(RCEP)、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等談判

進程，穩步紮實推進“壹帶壹路”建設。

在多邊層面上，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將是

未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重點領域，

中國要積極參與改革，成為改革的核心成

員。應加強相關研究工作，尋找各個成

員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提出能夠兼

顧不同國家利益的改革方案。

穩定的外部環境是各國發展的重要

前提，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

說更是如此。現行國際秩序並不完美，

但只要它以規則為基礎、以公平為導向、

以共贏為目標，就不能隨意舍棄，更不

能推倒重來。要堅定奉行多邊主義，敦

促各方切實遵守共同制定的國際規則，

堅持大小國家壹律平等，大家的事大家

商量著辦，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

觀，積極參與斡旋解決地緣政治熱點問

題。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繼續推進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提高新興市場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不

論是科技創新、貿易投資、知識產權保護

等問題，還是網絡、外空、極地等新疆域

，在制定新規則時都要充分聽取新興市場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意見，反映他們的利益

和訴求，確保他們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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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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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
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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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跟踪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蔡英文站在民意對立面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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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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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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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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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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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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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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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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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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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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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星期二 2019年2月26日 Tuesday, February 26, 2019



BB66體育消息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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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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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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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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家
公佈了“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
要”，其內容
甚廣，其中發
展大灣區體育跟我們體育傳媒有直
接關係，可以預見將來大灣區體育
發展的天地將十分寬廣，“體育”
這條橋樑可讓大灣區內各地、各市
的溝通交流更加密切，有利共同提
高。廣東的體育實力在內地名列強
省之位，每屆全運會都獲佳績，也
為國家隊輸送了不少人才，當然，
由於人才交流的大門打開了，廣東
也吸納了不少全國各地的精英。

要發展大灣區體育的重點是
推動民間體育，或者說是市民體

育，這跟奧運會、亞運會或世錦賽中所指的
競技體育、精英體育有所分別。讓大灣區市
民都自覺地參與體育鍛煉，提升大灣區的體
育文化氛圍，這也是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內容
的組成部分。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現正通過
該會屬下的文化委員會積極推動大灣區內各
地各市間的體育交流，香港和澳門特區當然
也包括在內，筆者有幸被邀成為文化委員會
的常務委員，續為體育界貢獻綿力，在眾多
運動項目中，最受關注和已有一定基礎的足
球已率先行動起來了，目前一項名為“大灣
區冠軍足球聯賽”的賽事正如火如荼地進
行，“公民之友”代表香港角逐。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大
灣
區
體
育

港超積分榜 （截至2月23日）

排行 球隊 賽 勝 和 負 積分

1 冠忠南區 12 7 3 2 24

2 和富大埔 12 6 5 1 23

3 富力R&F 11 7 2 2 23

4 傑志 12 6 3 3 21

5 東方龍獅 12 5 4 3 19

6 香港飛馬 12 5 3 4 18

7 佳聯元朗 11 2 5 4 11

8 夢想FC 11 2 3 6 9

9 理文 12 1 3 8 6

10 凱景 11 1 1 9 4

當地時間22日晚，中國隊在
2019年男籃世界盃預選賽第六窗口
期的比賽中，客場以62：86輸給約
旦隊24分。約旦隊取勝後延續了晉
級世界盃正賽的希望。賽後中國隊
主帥李楠說，這場比賽是過去兩年
裡最差的一場，“除了周琦以外，
我們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內線。”

由於中國是今年籃球世界盃的
東道主，沒有晉級壓力，故此役陣
容以鍛煉新人為主，招入了趙睿、
阿不都沙拉木、郭昊文等年輕球
員，領銜的則是時隔175天再度披
上國家隊戰袍的“大魔王”周琦，
同時也是他94天來首次參加正式比
賽。

當日，現場座
無虛席，主場氣氛非
常狂熱，使得約旦隊
士氣大盛，以 24：
18 領 先結束第一
節。次節，中國男籃
進攻乏術，只能靠周
琦籃下強攻，半場結
束時約旦已經以
48： 30 大 比 分 領

先。第三、第四節，約旦隊繼續強
勢，反觀中國隊的年輕隊員在白熱
化的競爭中顯得有些急躁，最終中
國男籃以24分的劣勢告負。

賽後主帥李楠說，這場比賽是
過去兩年裡最差的一場，“除了周
琦以外，我們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內
線。”

另外，在身體對抗上中國隊一
直處於下風，“在這種級別的比賽
和身體對抗下，怎麼樣發揮技術，
今天對球隊是個很好的檢驗。”李
楠說，賽前已和隊員思想上反覆提
醒，但比賽呈現的面貌不盡如人
意，球隊要“找自己的問題”。

中國男籃隨後奔赴黎巴嫩首都
貝魯特，於當地時間2月24日客場
對陣敘利亞。 ■新華社

男籃世預賽 中國隊大比數負約旦

愛
斯

賓奴
和侯爾斯卡 武磊獲

讚
賞

西班牙足球甲
級聯賽第25輪當地時

間22日先賽一場，愛斯賓
奴主場 1：1 戰平侯爾斯
卡。中國球員武磊首發登
場，並有一腳射門擊中門

柱。武磊的表現不僅贏得全場觀眾喝
彩，而且還獲得主教練魯比的讚賞。

第20分鐘，愛斯賓奴獲得前場任
意球，格尼路罰出的皮球直掛球門左上
角。但下半時伊始，侯爾斯卡便由艾斯
達在小禁區邊緣將比分扳
平。1：1的比分保持到終
場。

武磊本場首發並踢滿90
分鐘，雖然沒能取得進球，
但在比賽中不乏精彩表現。
第14分鐘，他的一記掃射
偏出右門柱。第 63 分
鐘，他帶球突入禁區左

路，在晃開對方一名防
守隊員後射門，但皮球打在
了左門柱上。

魯比賽後對武磊的表現給予
了極高的評價：“他有可能是本場最能
幫助我們打破場上平衡的球員，我很高
興看到他敢於帶球，只可惜他在射門時
缺少了一點運氣。”

本場過後，愛斯賓奴以8勝6平11
負積30分，排名西甲第13位。

■新華社

■■中國球員方碩中國球員方碩（（左左））試試
圖封阻對手圖封阻對手。。 新華社新華社

■■武磊武磊（（左二左二））在愛斯賓奴對侯爾斯在愛斯賓奴對侯爾斯
卡的比賽中表現突出卡的比賽中表現突出。。 新華社新華社

■■由由NBANBA歸來的周琦歸來的周琦（（左左））在在
比賽中突破比賽中突破。。 新華社新華社

今屆港超競爭激烈，每場賽事都足
以影響大局。冠忠南區主場對理

文之戰，雖然整場賽事被對手反客為
主，但在門將謝德謙繼續保持高水準發
揮，加上幸運之神眷顧，門柱門楣全場

共4次擋走對手射門，得以再過一關，向球會史上
首個聯賽冠軍進發。開賽不足1分鐘，謝德謙已救
出尼迪利的窄角度施射。這位法國射手6分鐘再次
起腳打中門柱，南區大難不死，4分鐘後即由卡拉
錫偷得對方腳下球並輕易建功成1：0。

南區上半場餘下時間一度被圍攻，幸有謝德謙
3度救出干沙利斯埋門，戰至44分鐘再藉一次角球
戰術，由劉學銘射成2：0。換邊後理文依然控制大
局，但72分鐘蘇沙把握另一次罰球機會單刀得手。
落後三球的理文戰至補時5分鐘由方栢倫混戰中破
蛋，追至1：3完場。

南區教練鄭兆聰賽後滿意球隊演出：“今仗目
標就是要全取3分，球隊則以下半場表現較佳。至於
後備上陣的高美斯雖然沒有入球，但他演出已漸入
佳境，下一場有機會讓他重返正選。”理文主帥陳
曉明則對球隊再次贏形勢輸波感失望，並對支持者

致歉。

大埔 傑志齊報捷
和富大埔主場迎戰東方龍獅一役和富大埔主場迎戰東方龍獅一役，，大部分時間大部分時間

在雨中進行在雨中進行，，雖然開賽雖然開賽22分鐘已被基頓頂破大門分鐘已被基頓頂破大門，，
但主隊於但主隊於5555分鐘先由辛祖助攻勞高射入追平分鐘先由辛祖助攻勞高射入追平，，44分分
鐘後再由艾華度接應角球頂入反勝一球鐘後再由艾華度接應角球頂入反勝一球，，以以22：：11贏贏
得漂亮一仗得漂亮一仗，，並以並以2323分緊守次席分緊守次席。。東方龍獅易帥後東方龍獅易帥後
連輸兩仗連輸兩仗，，只累積只累積1919分跌到第五位分跌到第五位，，正面臨正面臨““四大四大
皆空皆空”。”。衛冕的傑志則憑盧卡斯衛冕的傑志則憑盧卡斯、、鞠盈智及新秀賓鞠盈智及新秀賓
紀文建功紀文建功，，以以33：：00大勝香港飛馬大勝香港飛馬，，後者在後者在6666分鐘分鐘
有查維斯射失極刑有查維斯射失極刑。。飛馬全失飛馬全失33分後暫排名第分後暫排名第66，，形形
勢與東方龍獅一樣勢與東方龍獅一樣，，已距離錦標愈來愈遠已距離錦標愈來愈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港超聯23日舉行第12周賽事，冠忠南區主場

以3：1力克理文，趁着榜首的富力R&F 24日出賽之前，暫時奪走“一哥”位置；

近況大勇的和富大埔則憑勞高及艾華度下半場4分鐘內連入兩球，扭轉上半場閃電失

球的劣勢，以2：1反勝東方龍獅，繼續穩守次席。

■■門將謝德謙連救險門將謝德謙連救險，，助南區勝理文助南區勝理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蘇沙蘇沙（（左左））單刀得手為南單刀得手為南
區射成區射成33：：00一剎一剎。。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23日晚英超第27輪早場，熱刺作客對
陣般尼，結果下半場先失一球後雖曾由傷癒
復出的哈利卡尼扳平，但結果還是以1：2
敗陣。熱刺聯賽三連勝斷纜後，穩守積分榜
第3位。

至於北京時間23日凌晨英超率先展開
的較量，“鎚仔軍”韋斯咸主場以3：1輕
取排尾二的富咸。墨西哥前鋒查維亞靴南迪
斯（小豆）上半場頭槌建功助主隊扳平，攻

入個人第50個英超入球，但慢鏡顯示他有
用手把球打入之嫌，賽後備受爭議。富咸領
隊雲尼亞里對球證漏判表示遺憾，強調來季
引進的VAR可見是相當重要。

另外24日英超，力爭殺返前四的阿仙
奴將挾歐霸盃大勝巴迪晉級氣勢，主場迎戰
三連不勝陷於倒數第三位的修咸頓，劍指聯
賽主場7連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熱刺爆冷負般尼 鎚仔奏捷小豆疑手球入球

■■小豆小豆((右右))入球瞬間入球瞬間。。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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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布什國際機場距離布什國際機場3030英里處英里處 一架飛機遇難一架飛機遇難
（本報訊）根據休斯頓當地媒體和

聯邦調查人員的報告，上週六在休斯頓
西南方向，距離布什國際機場三十英里
的一處淺水水域Trinity Bay，一架從邁阿
密國際機場起飛的Atlas航空公司3591航
班的飛機，本計劃在中午12:38分抵達降
落在休斯頓布什國際機場，但是突發意
外，這家飛機在休斯頓上空，在僅僅30
秒的時間裡快速下降了11750英尺的高度
，並落至Trinity Bay的水域中，現場的民
眾和警方迅速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了
此案，目前調查仍在繼續當中，據調查
人員稱，這個事故的調查有可能持續長
達一年時間。

在一家實時報告飛行時間和狀況的
網站 FlightAware.com 顯示出，這家遇難
飛機於當天上午10:33從邁阿密國際機場出發，
卻不知何故遭遇空難，機上三名人員，包括一名
來自休斯度的機長，一名來自印第安納的機長以
及一名空中飛行官員全部遇難，調查人員在事故
現場看到一片殘骸，飛機碎片散落長達200平方
英尺的方圓地帶。

根據聯邦空中管理機構的記錄，該架飛機在
距離布什國際機場東南方向30英里的地點失去雷
達信號和聯繫，一些目擊者稱，當時聽到了巨大
的飛機引擎的聲響，同時是一連串的爆炸聲音。
據稱，這架767飛機在1981年首次航行，迄今為
止一共發生了7起飛行事故。

（本報訊 ）根據
國家天氣中心的報告，大約
有14個州的8千萬人所在地
有大風預警。根據 FlightA-
ware的信息，截止到週一早
晨，至少有500次航班被取
消。其中，費城國際機場有
57 次航班被取消，34 次延
誤。

這股風暴被稱為“炸彈

氣旋”是因為其在氣壓急劇
下降之後快速加強。由於炸
彈氣旋的發展速度過快，常
常伴隨暴風、暴風雪等劇烈
天氣災害。

根據中心檢測數據，這
股氣旋的陣風風速可達 81
mph。這股氣旋還為洛杉磯
和拉斯維加斯帶來降雪，為
亞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

（Flagstaff）帶來大雪，給中
西部的上部地區帶來暴風雪
及低溫天氣，給南部造成洪
澇和龍捲風。

由於大風天氣，一些地
區的空拖車和空載卡車已經
禁止上高速。紐約市的一些
大橋已經禁止卡車通行。紐
約州預計有上千學校週一停
課或推遲上課。

（本報訊）德克薩斯州的一名聯邦法官近
日宣佈，“全男軍草案”（all-male military draft
）是違反憲法的，裁定對女性是否同屬軍隊的
辯論“已經過時”。

自1981年，最高法院支持這項草案以來，
該規定已最大程度對選擇性服務系統（Selective
Service System）造成了法律衝擊。在一個案列
中，法院曾裁定“全男軍草案”完全合理，因
為女兵沒有資格參加戰鬥任務。

2003年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發生戰鬥
時，一名美軍女兵在一輛汽車上使用機關槍。
德克薩斯州的一名聯邦法官近日已作出裁決，

現役女兵可以參加戰鬥，僅選男性作戰就算違
憲。

但聯邦地區法官格瑞•米勒（Gray Miller）
上週五晚些時候裁定，雖然對現役參戰女性有
歷史限制，也“可能有理由過去的這些歧視是
正當的”，但現在男女同樣能夠一起參加戰鬥
。事實上，2015年，五角大樓已取消了對現役
女性的所有限制。

這起案件是由男性權利組織“全美男兒聯
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Men）提出的，有
兩名男子認為“全男軍草案”是不公平的。

德州州聯邦法官裁定德州州聯邦法官裁定““全男軍草案全男軍草案””違憲違憲““炸彈氣旋炸彈氣旋””加強加強 6060萬家停電萬家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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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運動醫學和康復學最講究無藥
無針無手術的自然療法，同時還要快速
康復。 那就需要醫生對病痛的診斷精確

，治療方法得當。
李娜療痛中心引進最前沿的運動康

復NOMATEC空氣壓縮搏動系統，ROCK-

ETPOD和GRASTON®軟組織快速康復療
法，是現下最前沿的康復手法。 明星運
動員賽前賽後、康復治療都在使用，以
達到減少賽中受傷幾率，加速傷後康復
，增加運動機能。

NOMATEC空氣壓縮搏動系統運用順
序脈沖技術使用動態壓縮（擠壓），有
效的將回流不充分的血液從新輸出到各
肢體。動態脈沖作用更有效地模仿腿部
和手臂的肌肉泵，極大地增強了身體的
血流和代謝物在肢體中的循環。世界上
最好的IRONMAN®鐵人三項運動員將他
們的身體推向極限，需要更高水平的恢
復才能達到最佳狀態。 CRAIG ALEXAN-
DER和MIRINDA CARFRAE等世界冠軍每天
使用NOMATEC空氣壓縮搏動系統獲得恢
復。 LINSEY CORBIN，目前的美國 IRON-
MAN®記錄保持者，在每次鍛煉後都會

使用，當被問及為什
麽恢復如此重要時，
她說“努力只能帶你
到目前狀態，而康復
則優化了你的努力。
” NOMATEC空氣壓
縮搏動系統不僅適合
運動員，更適合所有
運動人群，軟組織傷
後康復，肢節血液循

環不充分（肢節易冷），下肢肌肉無力
萎縮，以及老年人群。

ROCKETPOD和GRASTON：軟組織康
復的難點是發炎粘連和疤痕的集結增長
、韌帶肌肉的完整性及張馳度受到破壞
，疼痛遲遲不好反復發生。ROCKETPOD
和GRASTON®由淺入深，快速有效的解
決了以上問題：

• Separates and breaks down
collagen cross-links, and splays and
stretches connective tissue and muscle fi-
bers （分離並分解膠原交聯，擴張和伸
拉結締組織和肌肉纖維）

• Facilitates reflex changes in the
chronic muscle holding pattern (inhibition
of abnormal tone/guarding leading to
pain reduction via improved sensory in-
put) （促進和幫助慢性肌肉反射變化

（抑制異常反射，通過提高感官輸入，
導致疼痛減輕）

• Alters/inhibits spinal reflex activ-
ity (facilitated segment) （改變/抑制脊髓
反射活動（便利段）

• Increases the rate and amount
of blood flow to and from the area (an-
giogenesis vs. immediate local increases
in blood flow) 增加治療區域血流速率和
血流量（血管生成與即時增加本地的血
流）

• Increases cellular activity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fibroblasts and mast
cells （ 增加治療區域的細胞活性，包括
纖維細胞和肥大細胞）

• Increases histamine response
secondary to mast cell activity （增加肥大
細胞活性從而增強組織胺反應）

李娜療痛中心運用最新康復手法，

最前沿康復理念，長年致力於人體各類
疼痛治療和對整體醫學的研究，中西醫
結合，有著豐富的經驗和純熟的診療技
術。

快速門診無須預約和等待，快速精
準的診斷疼痛病癥，省去病人過渡消費
個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分級診療可
以讓病人在理解自身真正問題的情況下
選擇對自己最適合治療方案。

快速門診初診檢測 $ 50.00
快速康復性治療 $ 75/次， $300/5次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李娜療痛中李娜療痛中心心：：最新康復手最新康復手法法，，最前沿康復理念最前沿康復理念

70017001 Corporate Dr. Ste.Corporate Dr. Ste. 21021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美南銀行後棟大樓22樓樓))
全旅假期更有以下多項服務全旅假期更有以下多項服務,, 請致電請致電 713713--568568--88898889 外州外州 800800--988988--65436543

慶祝金豬年慶祝金豬年,,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特別推出夏季特別推出夏季
洛磯山脈團從現在洛磯山脈團從現在--22//2828前前,, 凡報名夏季凡報名夏季

洛磯山脈團洛磯山脈團
即可享有即可享有 $$100100//房以上折扣房以上折扣

四人同房四人同房,, 最高可享有最高可享有 $$400400//房折扣房折扣
**優惠需在優惠需在22//2828前付清全款前付清全款((連同門票餐連同門票餐

飲飲)*)*

【泉深/圖文】美國德克薩斯州拉雷多市2月23日消息： 當
日，休斯頓中國籍企業家高龍與美國邊境城市拉雷多市的一家企
業簽訂合作協議，在拉雷多市的小山上一座歷史悠久的空置近20
年的Mercy醫院大樓內建立一個世界自由貿易廣場（World Free
Trade Plaza）。企業家高龍先生購買了這家廢舊醫院的大樓，並
在原空置建築物的基礎上，經過重新規劃設計，將設立商貿展覽
廳、批發市場、會議廳、辦公室、酒店、公寓和海關倉庫等，充
分利用原有資源和可再生資源，打造一流世界自由貿易廣場，拉
動拉雷多市的經濟發展。

拉雷多市市長皮特•薩恩斯在簽約儀式上表示，拉雷多市充
滿機遇，期待與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歡迎更多的中國
投資商和企業家在這裡落戶，拉雷多市已經準備好為他們敞開大
門。薩恩斯說：“拉雷多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為墨西哥，中國排
名第二。中國是拉雷多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最主要的貨物貿
易種類為電子產品、紡織品和汽車配件等。 拉雷多的基礎設施
完善，公路鐵路交通發達，土地充裕，具備建立輕工業甚至重工
業企業的一切條件。已有一些中國企業家造訪拉雷多進行前期考
察。今天很高興高龍先生與拉雷多市簽訂世界自由貿易廣場合同
，築建通向全球的貿易交易平台，能讓中國成為拉雷多市的最大
貿易國。”

當地合作夥伴、房地產公司Laredo Lomas Properties的董事長
Chendo Carranco表示，“拉雷多不僅將處於南北貿易的十字路
口，而且也將成為東西方貿易的十字架。”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指出，總領事館代表
團應拉雷多市市長的邀請來出席華盛頓生日慶典活動，同時也見
證中國企業家和拉雷多市簽訂第一個落地項目，這幾天經過短暫
的考察也達到更多了解的目的，中國願意和拉雷多市建立友好合
作關係。兩國的經貿互補，貿易關係由市場決定，拉雷多市的市
場魅力會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家來投資。目前兩國的貿易代表團
正在談判，希望兩國盡快達成協議，讓中美企業家有更好的合作
環境，貿易共贏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祝賀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
廣場盡快建立和實施！

中國籍企業家高龍指出：“拉雷多坐落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南
部，與墨西哥接壤。拉雷多城市雖小，人口只有２7萬5千，但
卻是美國最大的內陸港之一，也是來往中南美洲最大的內陸港口
，每天約1萬6千多輛卡車穿過橫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格蘭德
河的世界貿易大橋，將農產品、電腦、電子配件、紡織品、日常
用品等成千上萬種貨物運送到美墨兩地，並轉運到世界其他地區
。據拉雷多經濟發展公司的數據顯示，僅２０１７年，超過２５
０萬輛卡車從這裡過境，貨物進出口產值超過５５７０億美元。

由於拉雷多市巨大的貿易市場潛力，我們願意投資拉雷多市，建
立世界自由貿易廣場。” 他說世界自由貿易廣場前後投資計劃
將耗資1億美元，並需要一年到兩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Laredo Lomas Properties 的項目經理 Andrew Carranco 表
示，“這個新項目將徹底改變我們對美墨邊界貿易的看法，將我
們的北美的經貿規模擴大到全球，走向世界。”

拉雷多商會會長 Miguel A. Conchas 說，該項目具有像徵意
義，“因為拉雷多是通往墨西哥的門戶，它為中國打開了一個進
入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絕佳機會，我相信，未來美中貿易關係會
更進一步提升。” 他補充說。

根據合作協議，世界自由貿易廣場的主要目標是為拉雷多市
的貿易提供擴展到全球的機會，為拉雷多經濟的革命提供一個平
台。據悉，拉雷多市將盡其所能，重新興建通向世界自由貿易廣
場的寬敞馬路，改善周邊的環境，並開始申請外貿區指定的各種
項目的過程。

該合作協議簽訂後收到當地居民的熱烈歡迎。當地居民希望
在該地區看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居住環境的不斷改善。世界自由
貿易廣場的成功建立，一定會拉動當地住房、商店、醫院、學校
等的綜合發展和建設。

中國企業家與拉雷多市簽訂世界自由貿易廣場合作協議中國企業家與拉雷多市簽訂世界自由貿易廣場合作協議
築建通向全球的商貿平台築建通向全球的商貿平台

中國企業家與拉雷多市簽訂世界自由貿易廣場合作協議中國企業家與拉雷多市簽訂世界自由貿易廣場合作協議 拉雷多市市長皮特拉雷多市市長皮特••薩恩斯在簽約後致辭薩恩斯在簽約後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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