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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數次國內外比賽榮獲大獎，享譽國際演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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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西洋海岸累計超過法國大西洋海岸累計超過11001100只海豚擱淺只海豚擱淺
系意外追捕導致系意外追捕導致

法國拉卡諾法國拉卡諾，，壹只海壹只海
豚擱淺海灘死亡豚擱淺海灘死亡。。據悉據悉，，
法國大西洋海岸已記錄到法國大西洋海岸已記錄到
超過超過11001100只海豚擱淺只海豚擱淺，，
遠洋天文臺的工作人員稱遠洋天文臺的工作人員稱
他們可以證明這些擱淺海他們可以證明這些擱淺海
豚是由於意外追捕導致的豚是由於意外追捕導致的
，，但他們無法檢測到是什但他們無法檢測到是什
麼漁具造成的麼漁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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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漢海海洋公園內重慶漢海海洋公園內88米深的巨型水族缸中米深的巨型水族缸中，，44位身姿綽約的位身姿綽約的““美美
人魚人魚””擺動著纖長擺動著纖長、、艷麗的艷麗的““魚尾魚尾”，”，演繹了壹場夢幻的水下芭蕾演繹了壹場夢幻的水下芭蕾。。據據
悉悉，，幾位幾位““美人魚美人魚””表演者來自於俄羅斯和烏克蘭表演者來自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她們為重慶市民帶她們為重慶市民帶
來壹幕幕的絕美表演來壹幕幕的絕美表演。。

多國在華人士共同慶祝多國在華人士共同慶祝““春天的節日春天的節日”” 納烏魯斯節納烏魯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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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吞並21世紀福克斯：
米老鼠比滅霸野心還大

華特· 迪士尼公司對21世紀福克斯

的並購正式生效。這起自去年就轟動業

界的大事件終於塵埃落定，好萊塢從昔

日的“八大”到今天的“五大”——迪

士尼、華納、環球、派拉蒙、索尼，洗

牌正在加速。據悉，本次並購額總價高

達713億美元，遠遠高出2017年當時的

競購底價524億美元，是什麼因素促使

迪士尼願意花超出底價近200億美元來

並購福克斯呢？

斥巨資收購，最大動因是Hulu股權
從新聞集團出售給迪士尼的資產來

看，包括福斯電影制作業務、福斯電視

創意業務、福斯國際電視業務以及福斯

Hulu、TataSky 和 EndemolShine Group 的

股份。

但真正促使迪士尼溢價近200億美

元的核心資產在於三大因素：全面控股

在線流媒體服務商Hulu，加強其和迪士

尼2019年底推出流媒體視頻點播服務的

Disney+的互補；將漫威曾經出售給福斯

的《X戰警》系列、《死侍》系列和

《神奇四俠》的版權拿回，將其與目

前的“漫威宇宙”全面整合；繼續擴

大優質 IP的開發，包括《阿凡達》系

列 、 《 猩 球 崛 起 》 系 列 、 《 冰 河

世紀》系列。

其中，可能超出很多人意料的是，

迪士尼不惜斥巨資擊敗索尼、Verizon、

康卡斯特等公司的最大動因，並不是

《X戰警》和《死侍》，而是Hulu那掌

握在福克斯之手的30%控股權。

原因毫不奇怪，因為迪士尼自知真

正的對手已經不是傳統的好萊塢剩下的

那四強，而是2010年才剛剛崛起的流媒

體視頻巨頭——奈飛（Netflix）和亞馬

遜，以及還沒真正動起來但已在虎視眈

眈內容市場的超級巨無霸蘋果和谷歌。

2018 年 6 月底，奈飛的市值達到

1701億美元，此時迪士尼的市值為1562

億美元。從市值僅為迪士尼的四十分之

壹，到市值超過迪士尼，奈飛僅用了

11年半的時間（奈飛成立於1997年）。

而另外壹家收購時代華納的美國電話

電報公司（AT&T）市值在 2200 億美

元左右，無論是量級還是發展契機，

迪士尼都遇到了比之前強勁得多的對

手。所以拿到夢寐以求的Hulu，在下

壹輪洗牌之前站穩腳跟，是迪士尼戰

略的重中之重。

2007年3月，NBC環球集團和新聞

集團（News Crop）聯合創辦Hulu。兩年

後，迪士尼入局，以 3500萬美元買進

Hulu30%股權。昔日的壹筆小投資雖已

有了巨額回報，但迪士尼並不甘心占據

Hulu董事局的少數席位，拿下新聞集團

手中的30%股份才是它這次提高競價的

主要目的。

至此，迪士尼已經擁有Hulu的絕對

主動權，終於手握了壹張流媒體大牌，

可以正面對抗奈飛和亞馬遜對傳統影視

業發起的咄咄逼人的攻勢。

迪士尼布局為了迎戰下壹個對手
奈飛

Hulu早在2011年就是北美除了You-

tube的第二大流媒體公司。奈飛後來居

上後，因為貼片廣告收入長期停滯不

前，本想讓觀眾用“最簡單的方法以最

佳體驗看到最高質量的視頻”為創始理

念的Hulu不得不隨之調整公司戰略，從

最早提出用“互動記錄”和“免費觀看”兩

大優勢帶動用戶增長的免費模式，被迫

轉為跟奈飛壹樣的訂閱用戶模式，從最

早的購買三大電視網——NBC、FOX、

ABC的節目版權，以及索尼、米高梅、

華納兄弟、獅門影業及NBA等200多家

制作方的內容版權，到以自制劇為新的

爆發點，Hulu雖然後知後覺，但總算及

時調整成功。

《使女的故事》正是Hulu轉型成功

的壹個歷史性時刻。這壹Hulu自制的原

創劇集壹舉拿下2017年艾美獎最佳劇集、

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導演、

最佳編劇5項重量級獎項，同時，Hulu

創造了壹個歷史——艾美獎第壹次頒給

流媒體最佳劇集獎。這讓Hulu有了跟奈

飛和傳統電視劇內容產出王者HBO相抗

衡的底氣。

除了原創劇生產外，Hulu巨大的版

權庫內容、十分優秀的視頻搜索引擎、

良好的用戶渠道和用戶界面都讓迪士尼

垂涎不已，Hulu及其合作網站上不僅能

免費看到高質量的完整長度的《辛普森

壹家》《24小時》等新老電視劇和電影，

關鍵是它已經擁有了上千萬忠實用戶。

在手握用戶就是掌握未來的“互聯網模

式”下，即使曾經高傲的米老鼠也得低

下身段去締造姻緣。

目前，唯壹的疑點就在於迪士尼如

何整合Hulu的線上渠道和自己無比豐富

的內容庫，而自家年底Disney+的推出

頗有點“QQ”和“微信”內部競爭的

意味，迪士尼會將自己的資源傾斜於

Hulu嗎？只能留待未來評述。

福斯電影IP資產如何繼承將是最大
考驗

1935年成立至今，福斯創造了無數

經典IP和角色，而這些角色也是福斯最

重要的資產之壹。它們如何融入到迪士

尼的片庫，同時還能繼續保持本來面貌

和有所創新，也成了業界關心的重點。

相對於Hulu的整合，“漫威電影宇

宙”的整合應該沒有太大難度，X戰警

和神奇四俠的回歸已是板上釘釘。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超級英雄電影

只有DC的《蝙蝠俠》取得過傲人的票

房成績。漫威漫畫公司那時完全沒有今

日的風光。為了應付財務危機，它不得

不向好萊塢各大公司賣出神奇四俠、蜘

蛛俠、X戰警、綠巨人等超級英雄的電

影改編版權。導致到了今天，《蜘蛛俠》

的版權還在索尼手中，而環球則手握

《綠巨人》的發行權和優先購買權

（right of first refusal）。有笑話說，除

非迪士尼把好萊塢都收購了，漫威電影

宇宙才能真正完整。

譏諷的是，恰恰是福斯拯救了漫威

漫畫，催生了漫威影業。

1994年，漫威動漫將《X戰警》的

電影版權賣給了福斯後，經過5年打磨，

1999年，第壹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超級

英雄電影誕生，那就是《X戰警》第壹

部。正是這部電影對超級英雄群像刻畫

的徹底成功，加上《金剛狼》和《死侍》

的單人英雄電影和故事主線的相互交織

影響，才有了後來者的有樣學樣，導致

漫威電影宇宙和DC宇宙的誕生。

如果X教授、萬磁王、金剛狼、鳳

凰女等角色回歸迪士尼，無疑會將漫威

宇宙的人物線擴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也將成為漫威影業所夢想的“多樣價值

觀與故事風格”的又壹主力，這也是

《死侍》同等重要的所在。

眾所周知，迪士尼的內容產品基本

是以“合家歡”為主要賣點，但在21世

紀新的亞文化沖擊下，迪士尼在保持自

己的核心優勢外，不得不尋找新的市場

增長點，尤其是在主題公園建設和周邊

產品這塊兒，它的目標是兜攬更多的

13-22歲的青少年。

因此，從《金剛狼3》到《死侍》，曾

經屬於R級劃分的電影也成了迪士尼的新

獵物，原因無它，就是要帶動青少年流行

文化潮流，補充自己的產品線。

所以，目睹《死侍》的大賣，迪士尼

更是加強了收購福斯的決心，目的就是將

飽受青少年歡迎，而《銀河護衛隊》都未

觸及的“賤痞黃暴風格”這壹環節補上。

《神奇四俠》的情況比較棘手，福

斯曾將《神奇四俠》的改編版權賣給康

斯坦丁影業，福斯只負責發行，因此

《神奇四俠》的改編版權所屬壹直在談

判，不知此次收購是否將其囊入其中。

還有塊大蛋糕也是迪士尼誌在必得

的，那就是漫威宇宙五大神之壹——行

星吞噬者的改編版權。在《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中，各位英雄和滅霸的生

死之戰即將完成漫威宇宙十年來精心構

築的第壹篇章，如何啟動下壹篇章是漫

威影業和迪士尼的頭等目標，如果到時

把X戰警和行星吞噬者加入進來，無疑

會讓觀眾回流，同時，可以將系列繼續

發展下去。

所以，迪士尼不會做賠錢的買賣，

它看重的是福斯掌握著未來重磅票房炸

彈的入門券，以及未來可供持續開發的

經典IP的強勁生命力。

首先是《阿凡達》，自從詹姆斯· 卡

梅隆公布了第二部到第五部的拍攝計劃，

要打造壹個“阿凡達世界”之後，全世界

都翹首以盼。因為，《阿凡達》在世界

範圍之內的票房成績至今無人打破，能

夠打破的可能就是詹姆斯·卡梅隆本人了。

而《阿凡達》系列也有可能成為全世界最

賺錢的系列電影，更別說，迪士尼公園

裏還可以開辟壹個“阿凡達專區”了，

這塊兒的收益，是迪士尼無論如何都不

想錯過的。

其次是《猩球崛起》和《冰河世

紀》的後繼開發，目前來看應該問題不

大，這兩個經典項目都有超高人氣，而

且也很好延續下去。

所以，筆者只操心最後壹個大問

題，《異形》宇宙是否還會延續下去？

在福斯宣布不再進行《異形》的開發

後，全世界的粉絲(包括我)都想寄刀

片過去，如果迪士尼也放棄這個項目，

那麼是不是還要再寄壹次刀片？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雷德利· 斯科

特（《異形：契約》導演）老爺子壹

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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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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會李登輝 柯文哲有何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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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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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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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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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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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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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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編輯/來源網絡】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兼財務總監孟晚舟去年12月在加拿大被捕時，
發現是一名忠實的"果粉"，她被捕時身上攜帶的電子產品竟然是iPhone 7 Plus、MacBook Air和
iPad Pro，僅Mate20手機為華為產品。

據報導，孟身上所帶的電子產品 iPhone、MacBook Air 和 iPad 等設備都被沒收。法官
Heather Holmes稱，皇家騎警必須將從孟晚舟身上查扣的7個電子設備，包括一個iPhone、一個
iPad、一個Macbook Air、一個華為手機、兩張SIM卡和一個閃存的數據作出備份。整個過程，
孟晚舟的一位代表律師在旁監督。孟的代表律師已向法院提出申請，取回上述裝置中的數據備
份，並要求將之密封。

皇家騎警將負責將這些備份的數據，一份文件清單，以及遭扣的電子設備封存上鎖，直到
日後需要提交給法庭，作為呈堂供證。

孟晚舟已於去年12月11日交保釋放，目前住在溫哥華她自己擁有的房屋。她同時受到保釋
條件的限制，必須配戴電子腳鍊和受到保安公司的監控。加拿大已於本月初批准啟動孟晚舟的

引渡聽證，不過，最終是否引渡將由司法部長David Lametti拍板。
孟晚舟受到美方多項指控，涉欺詐銀行、電匯欺詐等。她始終否認有任何過錯。
本週五孟晚舟並沒有出庭，她的律師和司法部官員也都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但是孟晚舟之前幾次出庭，都有大量媒體和旁聽者到場，導致法庭需要出動額外人力。法

官Holmes週五也要求控辯雙方提出建議，如何在公眾對此案的高度密切關注，與保證法庭工作
和資源之間達成平衡。

孟晚舟將於5月8日再次出庭。
另外，針對最新的消息，外界關注點卻是孟晚舟似乎相當喜歡競爭對手蘋果的產品，因為

她在被捕時攜帶了三部蘋果產品，包括iPhone7 Plus，MacBook Air和iPad Pro。
有報導稱，華為對員工使用蘋果產品一向相當敏感，先前有員工用iPhone在官方推特貼出

新年問候，便遭到降薪。

孟晚舟口是心非惹麻煩孟晚舟口是心非惹麻煩
被捕時身上有被捕時身上有33部蘋果設備部蘋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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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華府台灣同鄉聯誼會第三十九屆年會有感參加華府台灣同鄉聯誼會第三十九屆年會有感
【李慶平】三月二日晚，華府台灣同鄉

聯誼會在華府郊區新財神餐廳舉行第三十九屆
年會，三百餘位台灣鄉親以過春酒的方式舉辦
了這次成功與溫馨的餐會。駐美代表處黃明境
副代表賢伉儷也參加，並主持見證第三十九屆
會長的交接典禮。新任會長是張雅媜女士。

三十九年前（一九八一年）華府台灣同鄉
聯誼會正式成立，在邱武雄、高資敏、王顯耀
、巫和怡的努力下，公推當時華府青年才俊黃
夏平董事長擔任第一節華府台灣同鄉聯誼會會
長。宗旨是 「時時關心台灣，處處服務同鄉，
促進鄉親團結互動，增進鄉親福利，發揮愛國
愛鄉精神」。歲月如梭，當時的情景，仍如同
就在眼前。

在華府台灣同鄉聯誼會成立之前，一九七
八年夏天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在華府成立。鳳

飛飛及林青霞前來華府參加成立大會，並在甘
奈迪中心劇院舉辦台灣之夜演唱會，當時成立
的原委，是因僑社有廣東籍的老僑及直接由台
灣來美的新僑（包括學人及留學生），當時台
北的僑務政策是新舊一體，主張相互的融合並
服務僑社，由於有排他性僑社社團存在，使台
灣出來的新僑不容易融入，因而成立全美台灣
同鄉聯誼會，認為只要是台灣出來的僑胞，不
分省籍皆可參加聯誼會，使台灣的旅美僑胞，
有一種歸屬感。

經過四十一年，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已在
全美二十四個城市成立分會，當時成立聯誼會
的才俊人士，如蘇錦鄉、高資敏、楊富媚、邱
武雄、丘宏達、施維貞、歐信宏、賴清陽、陳
博中、溫世頌等人，有的如今已仙逝，有的也
近七，八十嵗了。但這些元老們知道現在的全
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在美國各大城市建立分會，

成為美國僑社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的內
心想必無限的欣慰。

四十一年後的今天，世界局勢，兩岸關係
及全美僑社都有了重大變化，中國大陸自一九
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以發展經濟為主軸，現
在不僅是世界的工廠同時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到二〇三〇年中國大陸的GDP可超過美國
。中國大陸的崛起使美國有了戒心，由原來美
國協助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並與世界接軌政策，
改變為壓制與圍堵的政策，由相互融合轉向競
爭，由競爭轉向對抗。

在兩岸關係方面，在八十年代蔣經國總統
的 「三不政策」，到晚年（一九八七年）開放
老兵及民眾到大陸探親，再到兩岸在一九九二
年達成 「九二共識」及一九九三年 「辜汪會談
」，使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兩岸的經貿
及人員來往也不斷開創佳績。台灣是一個自由

、民主的地方，多黨制已成型，因不同政治理
念執政，使兩岸關係近三十年來有不同的起伏
，大體而言，經貿、投資關係、人員往來仍維
持相當水準，目前兩岸關係有惡化的趨勢。但
二0二0年有總統大選，台灣人民會有機會做明
智的選擇。

四十多年來，美國僑社也起了重大變化，
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大量
的大陸移民及留學生來到美國，使原本有四、
五代的廣東僑民，香港、台灣僑民的僑社，增
加了來自大陸各省的僑民。數目之眾，已大大
超過廣東老僑及香港、台灣僑民。如何與大陸
出來的僑民相互溝通、互補、互助，爭取僑民
在美國的權益，應是當前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及各地分會的重點工作之一，另共謀全僑的福
祉也是責無旁貸的工作。

（社區新聞）根據一家
專 業 的 油 價 跟 踪 網 站 Gas-
Buddy的最新數字，休斯頓的
油價在過去一周增長了 0.08
美元，並且有望伴隨著天氣
轉暖繼續攀升。

本週一休斯頓地區的平
均油價為每加侖 2.41 美元，
比上個月提高了 0.29 美元，
比全年同期超出 0.02 美元，
本週一本市最便宜的油價是
每加侖 2.09 美元，最高的油
價為 2.19 美元。全美範圍內
本週一的平均油價為每加侖
2.62美元，比一個月之前也顯
著上升，和去年同期相比略
有增長。

該 網 站 的 石 油 分 析 師

Patrick DeHaan 表示，隨著煉
油企業不斷提煉生產出更加
清潔更加昂貴的汽油，目前
全美國 50 個州的油價都出現
了增長，並且有望隨著石油
價格的提升繼續攀升。

此外，受季節因素的影
響，這種現狀仍將持續一段
時間。根據 AAA 公司的分析
，受到庫存量的逐步下降，
市場需求增加，煉油企業轉
向更加昂貴的石油生產量，
特別是隨著進入春夏的高溫
天氣，駕駛人的需求加大，
季節性因素以及市場供需的
不平衡決定了油價繼續會提
高。

油工的春天來了油工的春天來了 休斯頓油價節節攀升休斯頓油價節節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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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Break Menu 
茶歇從未如此美味。

價格和參與店家可能會有所不同。不能與任何其它優惠或套餐一起使用。
流動訂購可在參與的McDonald’s店家使用   ©2019 McDon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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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華美銀行（（中國中國））有限公司總行舉行喬遷慶典有限公司總行舉行喬遷慶典
「「中美金融橋樑中美金融橋樑」」 以嶄新面貌支持中美跨境經貿投資以嶄新面貌支持中美跨境經貿投資

【上海訊】美國華美銀行（East
West Bank）旗下全資子公司華美銀行
（中國）有限公司（簡稱 「華美中國
」 ）於3月21日在上海舉行了總行新址
剪綵儀式，慶祝華美中國喬遷至陸家嘴
金茂大廈33層。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
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

華美銀行大中華區最高執行長張之皓
（Henry Zhang），以及美國駐上海總
領事館總領事譚森（Sean Stein）共同
出席了剪綵活動並致歡迎辭，活動還邀
請了中美政商界人士及媒體嘉賓共同見
證這一精彩時刻。

華美銀行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
州帕薩迪那市，現市值位列美國前二十
五大上市銀行。在《富比世》發佈的
「2019 全美百強銀行榜」 中，華美銀行

六度躋身榜單前十，且自2010年至今連
年榮登前十五名。華美銀行於2003年
進入中國市場，以 「搭建中美金融橋樑
」 策略為導向，專注於為美國和大中華
地區客戶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是美
國少數幾家在中國設立外商獨資法人銀
行的機構。

華美中國總行遷址旨在為銀行未來

在中國的業務發展提供相配套的現代化
辦公空間，也為華美中國員工提供更舒
適的辦公環境，體現了華美銀行對中國
市場的重視和進一步投資。在新辦公空
間設計中也蘊藏了華美作為中美金融文
化橋樑的獨有企業文化意涵。

吳建民表示，華美銀行自1999年在
美國納斯達克上市至今，憑藉強勁的營
運表現，超越同業的卓越服務和專業的
金融知識，實現了總資產增長18倍、淨

利潤增長37倍的優異成長表現。中國是
華美銀行的重要市場，在金融橋樑的定
位中有戰略性的意義。隨著中國持續擴
大對外開放，未來，華美在中國將繼續
深入理解市場需求，把握時代機遇，進
一步提升服務品質並拓展業務。

譚森在祝賀辭中提到，華美銀行是
美國傑出銀行的代表。華美銀行作為中
美的橋樑，不僅在金融方面為中美客戶
提供服務，而且在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
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希望未來華美
在中國的業務發展蒸蒸日上。

張之皓表示，華美銀行2003年在
北京設立首個代表處，正式進入中國市
場。十五年來，華美銀行在大中華區不
斷成長壯大。目前，我們在上海、上海
自貿區、汕頭、深圳、香港均設立了全
方位服務分行，在重慶、廣州、廈門、
北京亦設有代表處。隨著中國新經濟的
高速發展，未來華美銀行將會繼續深耕
影視娛樂、高科技、私募股權與風險投
資、醫療及生命科學、能源等中美跨境
高增長領域，扮演好中美經貿投資橋樑
的角色。

華美中國總行新址特別陳列了中國

著名火藥爆破和裝置藝術家蔡國強和著
名雕塑藝術家展望的藝術作品。此次活
動也邀請了展望參加喬遷剪綵儀式。多
年來，華美銀行通過收藏並展出多位著
名當代華裔藝術家的作品，將優秀的中
國藝術和文化介紹給中美兩地民眾，推
動東西方文化和藝術交流。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

號EWBC在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
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4百10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
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
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
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
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
、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
，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廈門亦
設有辦事處。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
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
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
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
eastwestbank.com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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