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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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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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新增聘董事擴大營業範圍美南銀行新增聘董事擴大營業範圍

（ 本 報 訊 ） 美 南 銀 行 控 股 公
司 (SWNB) 2018年9月12日在董事長
李昭寬先生帶領全體董事宣佈聘任李
敏通（George Lee）先生為美南銀行
控股公司執行長(CEO)及總裁(Presi-
dent)，和美南銀行執行長(CEO)。在
李敏通接受任命後，經過6個多月的
人事調配與整合，組織了新的管理團
隊。並制定了三年戰略計劃包括新的
願景、核心價值觀和目標，和明確界
定的戰略計劃，吸引了不少投資者的
關注，特別是主流商界友人、專業界
知名領導。

2019年1月17日（周四），美南
銀行在2019年度的首次董事會議中，

執行長李敏通在董事會議上經全體董
事通過，宣佈 Mr. William H. Glick
（萊斯大學教授）及 Mr. Jamal Mollai
（美國德州休士頓著名傢俱公司 Bel
Furniture 創辦及負責人）、丁昭信(
Joe Ting)（曾前首都銀行控股公司最
大的始股持有者之一和國際商務成功
的投資者）、Mr. Steven Chen（德州
大達拉斯（DFW）地區從事房地產開
發和進出口製造商）等人加入，正式
成為美南銀行董事會成員。

Mr. Bill Glick - William (Bill) H.
Glick PHD，前 Jones 商學院教長造就
上千的 MBA 的專業人才，現美國萊
斯大學教授。將領導和擴展銀行於主

流金融界的機會。
Mr. Mollai (Jamal Mehrjerdi

Mollai) ，Bel Furniture。以過
人的商人敏銳度，在短短的
10 年之內以黑馬之姿，創業
至今己在德州休士頓擁有 13
家銷售點及 3 個發貨中心。
己是休士頓快速發長成功的
傢俱商。相信在他強而有力
的經銷策略和網路行銷上將
快速提昇銀行推入在亞裔市
場另一個新層面。
Mr. Steven Chen，由於在德

州大達拉斯（DFW）地區從
事房地產開發和進出口製造
業，是數家著名投資和開發
公司的創辦及負責人。他更
是一位活躍於德州大達拉斯
（DFW）地區的社區領袖者
。因他與執行長李敏通先生

相交密切，再加上二者於商業觀點相
似，促使Steven加入董事會。這將使
美南銀行在達拉斯的業務發展再創新
局。

丁昭信在加入董事會後表示，”
能參與美南銀行的陣容，再一次的和
李敏通合作與共事有如以往令的我感
到非常興奮，使我覺得自己年輕了20
歲，充滿希望再度出發。”

執行長李敏通並在 3 月 21 日(周
四) 董事會上表示，在過去20年裡，
美南銀行前董事會在董事長李昭寬帶
領下奠定銀行堅實的基礎。現今隨著
4 位新董事成員的加入與在位的董事
們，就他們一生的建樹和聲望己經說

明了美南銀行未來發展趨勢，因為他
們會將自己的專長和對商業的敏感度
帶進美南銀行的企業文化中，為銀行
注入更多的新策略和方向。相信這將
加強美南銀行經營優勢、繼續強化管
理使其再上一層對於未來策略的規劃
。就員工、客戶和投資者的利益而言
，會將是一個全新的企機 。

李敏通說，”在此型式的經營管
理和邏輯理念下，會使一個企業“強
處將更強、弱處將改進”這也將成為
未來美南銀行的經
營策略與精神。在
過去的幾個月裡，
他己為美南銀行的
管理團隊明確制定
且表達了未來發展
願景及使命，未來
將側重於休士頓和
達拉斯市場增長，
在凱蒂(Katy)新增設
分行，加強糖行分
行服務外，並計劃
將銀行業務擴張至
南加州和德州奧斯
丁等地，該多重的
規劃策略獲得了董
事會全體的授權和
支持。”

他相信德州經
濟實力將會繼續蓬
勃發展，美中貿易
討論將在中國和美
國二個經濟大國之
間建立更加平衡的

經濟關係。良好、平衡和穩定的貿易
關係將為兩國金融體制帶來更積極的
發展機會。

前首都銀行在李敏通的帶領下除
了是德州區亞裔銀行的翹首外，更在
加州地區設立了分行、也在中國設立
辦事處。當被詢問到有關美南銀行的
發展計劃時，李敏通微笑的表示，請
大家視目以待，他堅信當美南銀行破
繭而出之時其成就將會有如我之前所
管理過的銀行一樣。

董事長李昭寬董事長李昭寬((左左 77,, 中中))、、執行長李敏通執行長李敏通((左四左四)) 與與((左起左起))董事洪恭儀董事洪恭儀、、董事董事
曹桂卿曹桂卿、、副董事長謝增坤副董事長謝增坤、、董事董事Jamal MollaiJamal Mollai、、董事董事 William H. GlickWilliam H. Glick、、董董
事事Jody LeeJody Lee、、總裁總裁Mohammed YounusMohammed Younus、、董事董事Hasu PatelHasu Patel、、董事李春紅董事李春紅、、
董事董事Ed MalmgrenEd Malmgren合影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2019 第五屆食品安全衛生座談會 
 

 

 

 

 

 

講員 Speaker: James Fehner, Fehner and Son Grain Co. LP 

主題 Topic :  The Secret of Feeds 飼料的秘密 
 

講員: 蔡舜年,前一品屋東主 

主題: 糕餅原料、製造、存放的安全衛生 

 

您對食品安全衛生的重要性認識有多少? 您有否注意到我們每天吃的食物

如雞、魚、牛、羊⋯等等。一切家畜、家禽、它們所吃的飼料是否對人體有

害? 如果我們吃了飼料有添加物的家畜和家禽、対我們身體健康是否會有

影響? 有那些問題? 我們吃的糕餅、原料是否也有問題? 糕餅的製造，存

放的安全衛生您知多少? 今年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邀請到專業人士為您講

解以及解答有關食品安全的問題。 
 

我們的主講人和評論小組將為您解答食品安全衛生有關的問題。 
 

 

 

 

 
 

 

 

 

  

日期:  2019年 3 月 30 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時  

地點:  華僑文敎服務中心 203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主辧單位: 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  
 



休城社區 BB44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
美容複雜植牙手術，
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8月特價

 齒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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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口是心非惹麻煩
被捕時身上有3部蘋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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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果粉
&qu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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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7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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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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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畫像在亞洲漢文化圈的流傳與衍變

中國傳統畫像源于古代祖宗造
影。受明代中晚期文人注重自
我與情感的風氣影響，畫像遂
成爲男女文人的自我表述。
畫幅中人物形象與題詞相輔相
成，兩者的互動與其間的張
力，彰顯了人物内心情感與個
性。當其進入亞洲文化圈其他
國度，便迅即與其語境契合，
而衍生出新的畫像種類，以體
現當地文化的特質。

Faculty Host: Nanxiu Qian

Thursday, March 28, 2019 @ 4 PM
Mechanical Laboratory 209

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

毛文芳
臺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訪問學者

Wen-Fang Mao is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aiwa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nd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aesthetics, literatur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Ming - Qing short stories, poetry on 
paintings, Chinese artistic theories, and pictography. She earned her PhD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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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ooJohn Woo熱誠地產熱誠地產(Passion Realty)(Passion Realty)負責人負責人
www.KATatUniversity.comwww.KATatUniversity.com
電話電話：：832832-- 876876--86788678

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去年休士頓最震撼人

心的大事，莫過於座落在Grand Parkway 99 號公
路與 I - 10 高速公路東北角的 「 凱蒂大學城」 整
體化商圈的動土，使這塊佔地15餘英畝，高質量
控制開發的凱蒂大學城及附近商圈，成為休士頓
地區躋身主流多元生活圈的獨具特色的地區。該
區距Cypress 17 英哩，距Cinco Ranch 5 英哩，距

6 號公路 8 英哩。
其影響範圍將覆蓋
凱蒂（ Katy ) ,Cy-
press, Spring 甚 至
延伸至 Woodland ,
滿足大休士頓西北
區的多元族裔生活
需求。該地區由超
過300多個國際性
，全國性，和當地
的公司所組成，其
中包括埃克森美孚
化工，康菲石油公
司，雪鐵戈，陶氏
化學，沃利帕森，
殼牌石油公司，以
及 BP America。而
附近佔地8100 英畝
的住宅社區，更有
著 12000 戶家庭，
使該區適合餐館、

零售、醫療、辦公大樓和老年人生活住宅區，平
均家庭收入$120，000 美金，是面向高檔客戶群，
以保障高品質商業環境，同時為主流人群提供更
多機會了解亞裔社區。

隨著凱蒂UH ( 休士頓大學） 的動土，H Mart
已新開幕，現凱蒂大學城，再次出擊！也吸引眾
人的目光。 「 凱蒂大學城 」 就在有上萬學子的

「 休士頓大學 」 （ University of Houston ) 的校園
之南，乃商家必爭之地，位於中西合併的圓環中
心，全時段的人潮車流，還有高速雙十字地勢I10
及99高速公路每天30萬車流量，更是上學下班必
經之路。

凱蒂大學城，打造整體化商圈！包含辦公，
醫療，住宅，還有餐飲，全美第一漢亞龍超市，
購物，娛樂，整體生活機能，近在咫尺步行之間
。跟著 「凱蒂大學城」 走，讓您生活更完善。 「
凱蒂大學城 」 的商舖面積，各種大小隨意，從
1500 sf 到20,000 sf 皆有。並附有油井和消防系統
聯結。並有對街校園的頂級位置，先到先得，租
約最優，歡迎比價！

凱蒂大學城凱蒂大學城，，旺鋪招租旺鋪招租,,商舖有限商舖有限，，租約最好租約最好，，附送油井附送油井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正對上萬學生校園，，雙高速圓環中心點雙高速圓環中心點，，人潮車流不斷人潮車流不斷

「 凱蒂大學城」 現正熱誠招商中。洽租請找
Passion Realty （ 熱誠地產）的John Woo,電話：

832- 876-8678 ，或以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聯繫，John Woo 的
微信及Line 的ID : JohnTheRealtor 網站：www.

KATatUnivers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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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對於許多中
低收入的民眾而言，他們長期租屋而住
，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子，一個重要的關
鍵是首付不夠。有鑑於此，聯邦政府和
地方機構都推出不同的住房首付款補助
計畫，幫助民眾邁向擁有自己房子的路
。

補助款來源不同
休斯頓市政府為了讓首次自住房購

房者(First Time Homebuyer)可以負擔得
起，目前提供最高3萬美元的首付款補
助，這筆補助金可與最近頗受矚目的富

國銀行提升鄰里計劃（Neighborhood-
LIFT）的 1.5 萬美元首付補助金合併使
用。如果有去申請並且通過，合格的個
人或家庭最多能獲得 4.5 萬美元的補助
金。

在3月22日、23日兩天，休斯頓富
國 銀 行 的 提 升 鄰 里 計 劃 （Neighbor-
hoodLIFT）在Crowne Plaza湧入數千名
民眾，包括網上申請者與現場報名的人
，這些民眾經過一關一關的審核，最後
共有300個家庭與民眾合格且獲得補助
，金額共四百萬五十萬美元。

筆者的好友趙女士有幸獲得補助，
她表示，其實申請並不難，現場其他各
個族裔都很踴躍，可惜的是，華裔申請
者好少。也許華人不知道此消息，或是
不相信天下有這麼好的事。她要特別感
謝地產經紀人金先生，因為是從他那裏
獲知此補助計畫的消息。

我們也採訪了金先生，他在多年前
因為幫助朋友買房而熟悉 「自住房購房
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
」。金先生表示，早年休斯頓政府申請
的手續相當繁雜，現在已經逐步簡化，
但是，對於不熟悉規定的民眾而言，還
是摸不著頭緒。如果由有熟悉程序的人
來協助，可以逐項克服困難，當他看到
朋友買到房子、並且成功申請到補助金
時，心中非常開心。

富國銀行的提升鄰里計劃
在今年富國銀行的提升鄰里計劃中

，金先生一共鼓勵了12位客戶申請補助

，其中8位客戶成功申請到補助，成功
率可說相當高，他表示，本來可以更多
客戶申請到的，在3月22日周五申請的
民眾都成功了，沒有申請到的都是3月
23日周六的人，因為名額已滿，補助金
花光了。如果他們早一天去申請，成功
率還要增加。

Crowne Plaza 大廳中擠滿身懷買房
夢想的民眾，為了應對大批申請首付補
助款的人，富國銀行的休斯頓提升鄰里
計劃徵招數百名來自聖安東尼與奧斯丁

的員工，從報名、輸入資料、審批貸款
合格與否、到收入、報稅的察看。其中
，資料準備齊全的民眾均節省不少時間
，也比其他民眾進行的都更順利。

金先生表示，富國銀行此一計畫源
於美國的 CRA（Community Reinvest-
ment Act）法案，鼓勵受規管的金融機
構回饋社區，貸款給有需要的住戶，甚
至提供首付補助，幫助中低收入者取得
購房貸款的機會。為了協助客戶申請補
助，金先生一早五點多就醒來，幫客戶
準備。當然，當這些人申請到補助，內
心都相當感激金先生。

買主怎樣才能符合申請資格呢？
富國銀行的提升鄰里計劃雖然已經

落幕，但是還有休斯頓市政府的 「自住
房購房補助計畫」補助款可以申請補助
。

休斯頓市政府 「住房和社區發展部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 行

政經理 Brandi N. Sullivan 表示 「自住房
購房補助計畫」所協助的對象，是首次
自住房購房者，或是在過去三年內未曾
買房的中低等收入的休士頓家庭。

申請人必須符合中低收入標準，然
而，民眾別以為中低收入是賺很少的年
收入，如果您家庭總收入不超過本市平
均收入的80%，就可能符合條件。舉例
來說，單身人士的收入為$41,950，二口
之家的收入在$47,950以下，或四口之家
的收入在$59,900以下就可以申請，收入

限制根據家庭人口而定。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目前最高可補

助$30,000，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一)、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二)、

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三)、能
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四)、願意參
加 8 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五)、有
工作、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
持有者；(六)、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
件。(七)、為休士頓市居民。

很多人都在問，什麼人可以合格呢
?買主必須確定是自己居住，而不是投
資屋，在此屋要住滿五年才可以轉手。
在買房之前必須上 8小時購房者教育課
程，要能獲得貸款。其次，有意願要申
請此項補助金的人，一定要誠實交稅，
不少人為了省稅金，沒有如實報稅，等
到申請貸款時就出現難題。金先生表示
，市政府有錢補助，但是民眾要懂得去
申請，懂得讓自己符合條件，申請過程

中有許多文件工作，對於熟悉作業的人
並不是問題，他鼓勵想要擁有自己住屋
的民眾趕緊申請補助金。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可上市政府官網查詢
: http://www.houstontx.gov/housing/hap.
html。

對休斯頓市政府的自住房購房補助
計畫，可洽詢電話地產經紀人金先生
(832)549-0282( 英 文)， 王 先 生 (713)
725-1703(中文)。

踏出買房夢想的第一步踏出買房夢想的第一步
各種不同補助各種不同補助 民眾要懂得申請民眾要懂得申請

Crowne PlazaCrowne Plaza大廳中擠滿身懷買房夢想的民眾大廳中擠滿身懷買房夢想的民眾，，報名申請富國銀行提升鄰報名申請富國銀行提升鄰
里計劃里計劃（（NeighborhoodLIFTNeighborhoodLIFT））

最後一關最後一關，，說明取得補助款流程說明取得補助款流程，，並給予證明補並給予證明補
助信件助信件

休斯頓市政府在提升鄰里計劃中的攤位休斯頓市政府在提升鄰里計劃中的攤位，，為民眾說明為民眾說明
休斯頓市政府如何補助休斯頓市政府如何補助

民眾等待審核中民眾等待審核中，，歷經數關歷經數關，，最後共有最後共有300300個家庭與民眾合格且獲個家庭與民眾合格且獲
得補助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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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免費健康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免費健康講座
陶慶麟博士主講陶慶麟博士主講 「「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痛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痛」」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南銀行於美南銀行於33月月2323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111時時3030分在該行社區服務中心分在該行社區服務中心
舉行免費健康講座舉行免費健康講座，，德州第一醫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醫學博士應邀對德州第一醫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醫學博士應邀對

僑界人士主講僑界人士主講 「「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痛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痛」」 。。

陶慶麟醫學博士主講陶慶麟醫學博士主講 「「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如何在家減輕身體疼
痛痛」」 ，，幫助僑界人士認識正確睡姿幫助僑界人士認識正確睡姿、、坐姿坐姿，，
教導僑界人士簡單肌肉按摩法以及在家能做教導僑界人士簡單肌肉按摩法以及在家能做

的運動的運動。。

僑界人士聆聽陶慶麟醫學博士幫助了解正確睡僑界人士聆聽陶慶麟醫學博士幫助了解正確睡
姿姿、、坐姿坐姿，，可使用合適枕頭來幫助達到正確睡可使用合適枕頭來幫助達到正確睡
姿姿，，平躺枕頭不宜過高平躺枕頭不宜過高，，側躺枕頭應該和肩膀側躺枕頭應該和肩膀

高度差不多高度差不多。。

與會人士聆聽陶慶麟博士提到可以在膝蓋處與會人士聆聽陶慶麟博士提到可以在膝蓋處
放置一枕頭來幫助減緩腰部壓力放置一枕頭來幫助減緩腰部壓力。。

僑界人士聆聽陶慶麟醫學博士提醒坐姿要保僑界人士聆聽陶慶麟醫學博士提醒坐姿要保
持正確持正確，，而每而每2020至至3030分鐘應起來走動分鐘應起來走動，，避免避免

久坐久坐。。

陶慶麟博士提到陶慶麟博士提到，，每當天氣變化較為明顯時期每當天氣變化較為明顯時期
，，有些人可能會感覺關節疼痛有些人可能會感覺關節疼痛、、不適不適，，這是身這是身
體所發出的一種警訊體所發出的一種警訊，，僑界人士要注意身體狀僑界人士要注意身體狀
況況，，若反覆出現疼痛狀況若反覆出現疼痛狀況，，應諮詢專業醫療人應諮詢專業醫療人

員員，，及早發現及早處理及早發現及早處理。。

陶慶麟醫學博士贈送按摩小球給與會人士陶慶麟醫學博士贈送按摩小球給與會人士。。 陶慶麟醫學博士教導僑界人士利用按摩小球陶慶麟醫學博士教導僑界人士利用按摩小球、、泡泡
棉捲等簡單工具來進行按摩動作棉捲等簡單工具來進行按摩動作，，幫助肌肉伸展幫助肌肉伸展
與拉鬆與拉鬆，，緩解因過度運動而造成的不適感緩解因過度運動而造成的不適感。。

陶慶麟博士從生物力學角度來幫助僑界人士認識陶慶麟博士從生物力學角度來幫助僑界人士認識
適當的運動與鍛鍊可幫助身體強健適當的運動與鍛鍊可幫助身體強健。。他介紹數種他介紹數種
在家能做的運動在家能做的運動，，如返回擴展如返回擴展、、腰撑腰撑、、起坐起坐、、單單

肢站立等肢站立等，，使僑界人士在家能活動筋骨使僑界人士在家能活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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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德州以及醫療機構的報告，位於 Cypress
Fairbanks醫療中心近日計劃裁員600名工作人員，將提供全面服
務的醫院改成開放式的急救服務機構。

休斯頓健康護理機構的副總裁表示，醫療中心將從5月17日
正式開始裁員，儘管該機構承諾將為這些被裁人員提供相似的醫
療工作崗位，醫院方面也表示，已經有300位受到此次裁員影響
的員工已經接受了醫院提供的其他工作機會。

上週，醫療機構內部已經宣布了裁員的消息，本周德州勞工
部正式對外宣布裁員586人。此舉也是繼休斯頓北部另一家盈利
醫療系統HCA，該機構將醫院的181個全科服務的床位轉成開放
式的急救中心，目的是重新調整醫療服務的架構。近年來，
HCA這家醫療機構已經在地區擴張取得了重大的進步，成為休
斯頓最大的醫療系統。

HCA 2017年兼併了Cypress Fairbanks醫療中心，同時，急救
中心的轉換預計4月18日完成。

醫療機構裁員Cypress Fairbanks醫療中心減600人

（本報訊）根據房地美（Freddie Mac）的數據，截止2019年3月28日當週，美國30年期
固定抵押貸款的平均利率跌至4.06%，降幅為22個基點，創十年來最大單週降幅。上一週，30
年期固定住房抵押貸款平均利率為4.28%；一年前同期，該值為4.40%。

2018年，美聯儲的多次加息推升了住房抵押貸款利率。而進入2019年，美聯儲由“鷹”
轉“鴿”，又使得住房貸款利率逐漸下跌。

2月住房抵押貸款利率為4.5%，低於去年11月的5%，但高於目前利率。
美國2月成屋銷售較1月大幅增長（增長11.8%），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仍下跌1.8%。由於1

月待售房屋銷量回升（增加5%），市場預計2月待售房屋銷量將略有下降，但是實際數據顯示
跌幅大於預期。 2 月待售房屋銷量環比下跌 1.0% （預期下跌 0.5%），與去年同期相比大跌
4.9%。

雖然美國房價增速已處於七年來最低，但買家仍面臨過高的房價以及房屋供應的不足，這

些都是不利於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因素。而且，住房抵押貸款利率的下降雖然會提升購買力，但
是利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對經濟疲軟的擔憂造成的，也有可能打擊購買者的信心，所以住房
貸款利率的下跌是否會提振美國房地產市場還有待觀察。

美聯儲FOMC 3月議息會議宣佈不加息，多數官員預計今年全年不加息，明年加息一次。
同時美聯儲擬今年5月將美債縮表規模減半，到9月末停止縮表。此外，美國3個月和10年期
美債收益率曲線自2007年來首次倒掛，市場對全球經濟健康、特別是美國經濟將陷入衰退感
到擔憂。

市場對於美聯儲降息的預期逐漸升溫，交易員預計美聯儲年底前至少降息一次的概率已經
上升至37.9%，在2020年首次政策會議上降息的可能性則高達47.6%。但儘管市場預期強烈，
目前並未有任何跡象顯示，美聯儲有降息的傾向。

樓市利好：住房貸款利率單週降幅為十年最大

前景不甚樂觀 美專家大砍經濟成長預測
（本報訊）根據調查，在全球經濟放緩、貿易戰持續延燒之

際，美國經濟學家對前景不甚樂觀，並且大砍今年經濟成長預測
。

法新社報導，美國全國企業經濟協會（NABE）在季度報告
中說，儘管在2020年前陷入衰退的機率仍低，風險卻在上升。

NABE會長史威孚特（Kevin Swift）說，由55位經濟學家組

成的專家小組如今認為， 「美國經濟已到達轉折點」。
專家小組一致將去年 12 月調查預測的實際國內生產毛額

（GDP）增長率從2.7%，下調0.3個百分點至2.4%。 2018年美國
經濟成長2.9%。

根據報告，2020年經濟料將進一步放緩，僅將成長2%。
3/4受訪者下調GDP預測，並認為經濟存在下行風險。

美國經濟學家達科（Gregory Daco）說： 「儘管如此，短期
內陷入經濟衰退的風險仍被視為低。」

專家認為，2019年開始陷入衰退的機率約為20%，2020年則
來到35%，略高於去年12月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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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8日（星期四）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在青島體育中心進行的2019年全國游泳冠軍賽暨世錦

賽選拔賽，27日舉行男子800米自由泳決賽，結果早前已

奪得兩金的孫楊一如所料再下一城，游出7分48秒03獲

得冠軍，並創造出今年暫時為止的世界最好成績。

2020年U23亞錦賽預選賽暨東京
奧運會第一階段預選賽東亞區J組最後
一場比賽，日前在馬來西亞沙阿蘭體育
場舉行，中國國奧隊在兩度落後的情況
下，以2：2戰平東道主馬來西亞，以
淨勝球優勢力壓對手獲得分組第一出
線，晉級U23亞錦賽正賽。

在兩萬多名主場球迷助威聲中，
馬來西亞隊打得更加主動。第11分鐘
沙赫米右路帶球突破傳中，中國隊中堅
朱辰傑解圍將球撞入自家龍門，馬來西
亞領先1球。中國隊迅速扳平了比分。
第16分鐘，胡靖航傳中予張玉寧頭槌
破門。下半場55分鐘，馬來西亞左路
開角球，中國隊門將陳威出擊接球脫
手，馬來西亞隊後衛丹尼爾輕鬆射入，

馬來西亞2：1領先。此後比賽，中國
隊換上中鋒單歡歡加強攻力，終在第
84分鐘扳平比分，溫家寶左路傳中，
蔣聖龍插上以頭槌扳平完場。

最後時刻扳平比分的蔣聖龍賽後
表示，落後的時候自己衝到禁區搶高點
是中國隊的計劃之一，很幸運能進球。
他說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球隊雖然
身體沒有中國隊強壯，但是他們的靈活
和拚勁都很足，進入正賽後要一場一場
拚，打出中國隊的精氣神。

此役過後，中國隊和馬來西亞同
積7分，中國隊以得失球優勢排名分組
第一，直接晉級明年初在泰國舉行的
U23亞錦賽正賽，賽事前三名將獲得東
京奧運會的參賽資格。由於日本隊是東

道主已經獲得參賽資格，因此如果日本
隊獲得U23亞錦賽前三名，出線名額
將順延至第四名。 ■新華社

國奧隊逼和馬來西亞
晉級U23亞錦賽正賽 遼寧男籃在日前CBA季後賽第二

輪第一場面對福建隊的比賽中，經過雙
加時苦戰以 124：118 戰勝對手。與
CBA比賽往往由外援主導不同，本場
比賽遼寧隊郭艾倫出戰48分鐘，砍下
職業生涯新高46分的同時搶到12個籃
板，並有5次助攻和5個搶斷，成為球
隊取勝的關鍵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比賽的最後，遼
寧男籃體育場全場球迷響起“郭艾倫，
MVP”的吶喊，以讚揚這位當家後衛
的神勇發揮。遼寧男籃主帥郭士強賽後
也表揚了愛將的表現。“這個賽季郭艾
倫在我心中就是MVP。他和前幾個賽
季相比進步確實非常大，不管是心態
上、經驗上，還是個人能力上、控制比
賽節奏上，都有很大進步，我希望他能
夠保持下去。”郭士強說。

同日另一場比賽，常規賽排名第

三的新疆男籃主場迎戰浙江廣廈。獲得
本季“最佳進步獎”的阿不都沙拉木本
場三分球7投6中，高效砍下33分，率
領多點開花的新疆男籃134：100大勝
對手。新疆外援斯托克斯是役也得到
31分12個籃板，費爾德首秀得到21
分，俞長棟得到17分並搶得8個籃板。
廣廈方面，福特森得到全隊最高的18
分並有10次助攻，趙岩昊、孫銘徽分
別得到15分和12分。 ■新華社

CBA郭艾倫46分
遼寧雙加時險勝福建

■張玉寧（左二）在比賽中拚搶。
新華社 ■郭艾倫（中）準備上籃。 新華社

在第四線道出發的孫楊，在初段已處於
領先位置，頭100米游出55秒77，領

先山東選手季新傑0.09秒；到後半段，孫
楊的優勢更是越來越明顯，領先距離亦開
始越來越大，在500米時時間為4分53秒
93，領先追上次席的小將孟瑞1秒56；最
終孫楊以7分48秒03獲得冠軍，亦是今年
為止世界最佳成績；至於季新傑後上以7分
56秒03獲得亞軍，程龍則以7分56秒38獲
得第三名。

孫楊：積極備戰奧運
賽後，孫楊接受訪問時就透露自己的成

績絕對是得來不易：“早前我到新加坡作集
訓，基本所有時間都花在訓練之上，基本上
沒有自己的時間，也沒有出去過，最多和朋
友聚餐，就連大年三十那天，我吃完飯及作
治療後也已經12點了；只是沒有辦法，明年
就是東京奧運了，我需要把時間和精力都放

在比賽上。”
另一方面，里約奧運銀牌得主徐嘉余，

日前以52秒27摘得男子百米背泳冠軍，更創
造出今年世界最好的成績。然而，徐嘉余賽
後似乎仍是對自己的表現不算滿意：“我賽
前給予自己一點壓力，但決賽發揮只是算可
以，沒有打破紀錄就證明之前的訓練差了一
點，還有一些地方沒有做好，所以就算贏了
也沒有太開心。”

徐嘉余目標世錦賽
此外，徐嘉余也揚言要於今夏的光州世

錦賽證明自己：“我今場起跳反應算不錯，
但在這類世界級比賽，做得好是應該的，要
知道每一位世界級選手也做到這種快速起跳
反應，我必須有這種能力才能和他們抗衡；
現時最希望的是在光州世錦賽證明到自己，
那才不會辜負對自己的期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孫
楊
奪
冠
軍
賽

第
三
金

第
三
金

證
明
上
綜
藝
不
影
響
成
績

傅
園
慧
百
米
背
泳
奪
金

在2016年里約奧運以一句
“洪荒之力”得到更多人認識的
中國女子泳手傅園慧，在日前以
行動證明上綜藝不會影響成績，
她於女子100米背泳決賽游出59
秒84奪金，成績更是今年世界第
四佳。

傅園慧因今年出演兩個真人
秀節目而成為焦點，但同時卻惹
來外間懷疑，她會否因此影響表
現，不過隨着今次奪冠，相信一
切疑慮也已一掃而空：“其實拍
攝期間我也是在堅持訓練，不會
因此有所耽誤。”

談到今場決賽表現，傅園慧
就謂自己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賽前沒有想到拿冠軍，因晉級
世錦賽才是我的目標；當然，賽
前預計的成績是比今次決賽游出
的59秒84快1秒，但看來狀態調
整還未十足，故只有正常發揮。
不過，我在冬天的訓練做得很扎
實，也很久沒有像現在這樣，對
自己有充足信心，相信未來表現
會繼續有所提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傅園慧在比賽後慶祝。 新華社

八
百
自
游
出
本
年
最
佳
成
績

■■孫楊慶祝贏得孫楊慶祝贏得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接受觀眾歡呼。

新華社

■■徐嘉余在比賽中徐嘉余在比賽中。。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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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鬆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鬆在節目中
兼任導演，編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
知識。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曉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紅色警戒中國鄰國武力值大PK(上)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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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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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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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戶 齊 分 享

許氏45週年

0168-M40111-4

0112-4 0113-4

優惠訊息
請洽各經銷商
及各大超市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五 2019年3月29日 Friday, March 2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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