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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0江南游/$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2%

21
週年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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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活泉華人教會復活節慶祝活動糖城活泉華人教會復活節慶祝活動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詩班級帶領教會唱三首詩歌詩班級帶領教會唱三首詩歌。。有有5555 位基督徒和朋友參加復活節慶祝聚會活動位基督徒和朋友參加復活節慶祝聚會活動。。

有有5555 位基督徒和朋友參加復活節慶祝聚會活動位基督徒和朋友參加復活節慶祝聚會活動。。有有5555 位基督徒和朋友參加復活節慶祝聚會活動位基督徒和朋友參加復活節慶祝聚會活動。。

基督徒代表唱詩歌基督徒代表唱詩歌""我深信那各各他山頂我深信那各各他山頂"" 以紀念耶穌獻出生命來拯救人們的生命以紀念耶穌獻出生命來拯救人們的生命。。

白添成牧師講道主題是耶穌復活和耶穌帶給人們的希望白添成牧師講道主題是耶穌復活和耶穌帶給人們的希望。。

白添成牧師強調耶穌給人們帶來的生命力白添成牧師強調耶穌給人們帶來的生命力，，使賭徒成為一個使賭徒成為一個
虔誠的基督徒虔誠的基督徒，，改變了他的整個生命改變了他的整個生命！！

(本報訊) 十餘位來自北美高等學府從事漢學
及台灣研究的教授、於四月廿七日集會休士頓聖
湯瑪斯大學，討論如何以文學、文化及經濟的軟
實力角度建立平台，向西方社會介紹台灣的文化
實力和成就。

參加 「北美台灣研究工作坊」的教授們，
在學術領域上各有專精，大多在校擁有行政領導
的經驗，譬如 「工作坊」在文學單元提出工作報
告的有: 德大奧斯汀的張誦聖教授，曾出版兩本
有關台灣文學的英文著作，九零年代即被夏志清
教授點名是 「對台灣文學最有研究的旅美學者」
，她曾任UT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及全美華文及比
較文學協會主席。其次發言的杜國清教授，執教
加大聖塔芭芭拉分校，他是該校台灣研究中心主
任，並且始自 1984 年擔任 「台灣文學」期刊的
共同主編，以英文譯介台灣文學作品，至今己發
行六十餘期，第三位是來自密蘇裡州華盛頓大學
東亞語文系擔任中文系組長的程綾琪教授，她在
該校聖路易市校園邀請台灣話劇和舞蹈團的演出
，在社區引起熱烈迴響。

在第二單元 「文化和社會」的主題之下，有
來自東海岸的布朗大學 「美國研究」主任Caro-
line Frank 和加大聖地牙哥分校 「台灣文化研究
組」主任廖炳惠談論他們的經驗和心得， Caro-
line指出: 如何把台灣研究在大學校園和美國的學
術研究連接起來，如何吸引所有的學生乃當務之
急，而不單是指標亞洲學生，或亞裔的第二代，
Caroline Frank舉例自己帶領交換學生到台灣做原
住民的研究，除了參觀博物館，還遠至屏東鄉間
部落村莊，所產生後續的效果佳，台灣人的熱情
和美食，使得造訪的美國學生都愛上台灣…，曾
任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廖教授指出，
從擴展 「台灣研究」的基礎來看，台灣還有許多
沒有充分使用的資源，值得從全球的視角作番連
結：譬如台灣的海洋歷史、原住民對颱風土石流
的生態因應之方，還有鄭成功當年和荷蘭交戰勝
利之後，所立的商業王國，這些都是全球化歷史
之中值得去研究和探討的寶貴資源，早在九零年
代廖教授便提出台灣過去數百年歷經不同階段的
被殖民經驗，一則可以用它討論台灣的 「另類現
代性」，同時可以邁向 「比較社會、文化的後殖
民研究」，可提升台灣在全球後殖民研究之中的
學術參照地位。他最後幽默地說: 或許朝這些方
向努力，我們就可以從獅子口裡奪回一塊鮮肉來
。

進入工作坊的第三政單元由聖湯瑪斯大學台
灣與東亞研究主任史道頓Hans Stockton、德州大
學達拉斯分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Monique Wed-
derburn 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術副校長黃一莊
主講。黃教授認為台灣位居全球第十七大經濟體
，如何讓它的地位變得更為顯著 ？他指出，
「台灣研究」如果涉及政治，便會碰上 「主權」

議題，顯然不容易得到答案。如果更換角度，台
灣自七零年代開始經濟起飛，成為四小龍之首，
傳統文化向無斷層，一邊積累了文化資源，如今
可擴大國際視野，從更寬闊的背景和西方社會的
科技、人口移動（migration ）趨勢、原住民生態
、大都會等議題如LBDG等接軌，產生對話。黃
教授並提及九十年代從事 「台灣研究」也曾有過
風光和熱鬧的時刻，但近年來台灣留學生數量遞
減，尤其是中國經貿力量崛起之後，相形之下，
台灣漸有邊緣化之虞，因此在策略上必須擴展台
灣研究的基礎，加強宣傳PR工作，國際間爭取
更多的支持。

主辦本屆 「台灣研究」工作坊的葉耀元教授
是聖湯瑪斯大學 「台灣與東亞研究計劃」副主任
，全天來往穿梭會場，足見一人辦會的辛勞，休
士頓的台北經文處教育組長周慧宜亦列席工作坊
，會場中另有一對夫妻檔全天認真聽
講的是退休的華資銀行家王敦正伉儷
，退休之前除了擔任首都銀行董事長
，他並獲聘為 「大休士頓商會」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董事多年
，不止一次獲市政府的邀請隨市長參
加拓展國際貿易的訪問團，目的地之
一包括中國大陸，王董對於中共政府
近年來對待台灣的 「鴨霸」姿態感到
痛心與不平，因此主張以宣揚台灣軟
實力的行動，替故鄉寶島爭取公道，
他也是 「台灣研究」多年來的忠誠推
手。

白天的討論結束後，晚宴的主題
演說是由紐約市立大學的李弘祺教授
主講，講題是: 「台灣研究的另一視
界: 西方文化在台灣之滄桑」，李教
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台大和北京師
大講學，他所著 「學以為己: 傳統中
國教育」在歐美學界流傳甚廣，其修
訂版於 2017 年獲 「中國國家圖書館
年度獎」。(石麗東稿)

（（本報訊））神經遞質神經遞質((傳遞傳遞
素素))是大腦細胞產生的化學信使是大腦細胞產生的化學信使
，，神經遞質的平衡會影響大腦神經遞質的平衡會影響大腦
功能功能、、情緒情緒、、疼痛反應及運動疼痛反應及運動
性能性能，，本節目告訴你如何通過本節目告訴你如何通過

飲食和運動來促進神經遞質以飲食和運動來促進神經遞質以
益身心益身心。。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
光鹽健康園地
美南國際電視 STV 15.3 週二(5

月7日)晚 7:30 播出
Southern TV – STV15.3
Houston 網上直播
請掃二維碼 (QR Code) 手機立
時觀看

神經遞質神經遞質-- 運動与營養運動与營養

北美北美 「「台灣研究台灣研究」」 工作坊工作坊：：討論台灣所面對的挑戰和機會討論台灣所面對的挑戰和機會

台灣工作坊出席者台灣工作坊出席者，，左起左起:: Ｍｏｎｉｑｕｅ ＷｅｄｄｅｒｂｕｒｎＭｏｎｉｑｕｅ Ｗｅｄｄｅｒｂｕｒｎ、、程綾琪程綾琪、、張張
誦聖誦聖、、杜國清杜國清、、李弘祺李弘祺、、王敦正王敦正、、廖炳惠廖炳惠、、葉耀元葉耀元、、孫鐵漢孫鐵漢。。石麗東攝石麗東攝



BB44社區畫頁
星期日 2019年5月05日 Sunday, May 05, 2019

EllenEllen 黃中醫師黃中醫師、、王顧毓芬中醫師為僑界人王顧毓芬中醫師為僑界人
士提供義診服務士提供義診服務。。

心臟科施惠德醫師在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參心臟科施惠德醫師在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參
加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加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20192019春季愛心健康日春季愛心健康日

」」 義診活動義診活動。。

林琬真物理治療師出席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林琬真物理治療師出席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20192019春季愛心健康日春季愛心健康日」」 義診活動義診活動。。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的女兒陳冠妤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的女兒陳冠妤（（右右
一一）、）、陳柏妤陳柏妤（（左一左一））等慈濟志工參加慈濟基金會等慈濟志工參加慈濟基金會
德州分會德州分會 「「20192019春季愛心健康日春季愛心健康日」」 義診活動義診活動。。

【【本報訊本報訊】】兩千多年來兩千多年來，，靈芝在中靈芝在中
國醫學一直佔有崇高地位國醫學一直佔有崇高地位，，也是最吉祥也是最吉祥
珍貴的調理滋補類藥材珍貴的調理滋補類藥材。。在中國古代有在中國古代有
神農嘗百草的傳說神農嘗百草的傳說，《，《神農本草經神農本草經》、》、
《《神農四經神農四經》》把靈芝奉為把靈芝奉為 『『仙草仙草』』 ，，有有
道道 『『久食輕身不老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延年神仙』』 。。 『『許許
氏日本靈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在美上市在美上市1515年以來年以來，，
因其品質卓越作用顯著因其品質卓越作用顯著，，一直受到廣大一直受到廣大
消費群眾的肯定與歡迎消費群眾的肯定與歡迎，，實為返鄉實為返鄉、、孝孝
親親、、健康好禮健康好禮、、自用的首選自用的首選。。

今天今天，，許氏參業集團副總裁郭振益許氏參業集團副總裁郭振益
先生攜同日本長野靈芝農業生產組合處先生攜同日本長野靈芝農業生產組合處
長加藤千貴先生長加藤千貴先生，，及日本長野靈芝菌種及日本長野靈芝菌種
保有人藤澤祐子女士保有人藤澤祐子女士，，帶您認識帶您認識 『『許氏許氏
日本靈日本靈のの芝芝』』 的獨特之處的獨特之處--------優質原料優質原料
！！

日本日本〈〈長野一號長野一號〉〉特殊菌種特殊菌種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是全美最先採是全美最先採

用用 DNADNA基因鑑定技術研製的靈芝產品基因鑑定技術研製的靈芝產品
。。日本日本〈〈長野一號長野一號〉〉特殊菌種特殊菌種，，經台灣經台灣

大學大學DNADNA基因鑑定基因鑑定，，此菌種穩定此菌種穩定，，無無
變異變異，，可生長出菌傘大可生長出菌傘大、、厚身厚身、、特殊香特殊香
味的靈芝味的靈芝，，高多醣高多醣，，高三萜高三萜。。利用該尖利用該尖
端分析技術能確保端分析技術能確保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的原料百分百無誤的原料百分百無誤，，使產品質素更加穩使產品質素更加穩
定定、、更有保證更有保證，，亦是靈芝產品科學化的亦是靈芝產品科學化的
一項重大突破一項重大突破。。

專業栽培專業栽培
日本長野靈芝專業有機栽培日本長野靈芝專業有機栽培，，使用使用

全大椴木仿野生栽培方式全大椴木仿野生栽培方式，，引流高山雪引流高山雪
融之水用於灌溉融之水用於灌溉，，濾水裝置濾水裝置、、自動噴水自動噴水
器器、、空氣簾幕空氣簾幕、、中央排水系統中央排水系統，，讓現代讓現代
化菇寮的溫度化菇寮的溫度、、溼度溼度、、氧氣氧氣、、光線量控光線量控
制自動化制自動化。。這樣可生長出菌蕈有重量感這樣可生長出菌蕈有重量感
，，菌傘大菌傘大、、厚身厚身，，菌傘上充分附著著可菌傘上充分附著著可
可般狀孢子可般狀孢子，，高多醣高多醣、、高三萜高三萜，，無雜菌無雜菌
，，無污染無污染，，無農殘無農殘，，無重金屬之珍貴靈無重金屬之珍貴靈
芝芝。。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上市上市1515週年週年
是發展重要的里程碑是發展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邁向新紀元也是邁向新紀元

的轉捩點的轉捩點，，許氏認真檢驗過去許氏認真檢驗過去、、展望未展望未
來來，，將秉持一貫的宗旨與使命將秉持一貫的宗旨與使命，，繼續守繼續守
護健康護健康！！為此為此，，許氏將於近期開始特別許氏將於近期開始特別
推出促銷優惠推出促銷優惠--------買兩大盒買兩大盒 『『許氏日本許氏日本

靈靈のの芝芝』』 送一送一 『『整朵靈芝整朵靈芝』』 （（小小），），每每
一朵贈送的靈芝都標有唯一的特定編號一朵贈送的靈芝都標有唯一的特定編號
，，十分珍貴十分珍貴！！送完為止送完為止。。關於更多產品關於更多產品
的相關訊息的相關訊息，，請上網請上網www.hsuginseng.www.hsuginseng.

comcom 查 詢 或 諮 詢 訂 購 專 線查 詢 或 諮 詢 訂 購 專 線
11--800800--826826--15771577，，或至各大中醫參茸或至各大中醫參茸
藥行購買藥行購買。。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20192019春季愛心健康日春季愛心健康日」」
義診活動在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溫馨舉行義診活動在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馬護士馬護士、、SusanSusan護士護士、、H.E.BH.E.B花部謝碧蓮經理於花部謝碧蓮經理於44月月2828日參加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日參加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20192019
春季愛心健康日春季愛心健康日」」 義診活動義診活動。。

H.E.B Stephen AuH.E.B Stephen Au藥劑師藥劑師、、花部謝碧蓮經理出席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花部謝碧蓮經理出席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20192019春季愛心春季愛心
健康日健康日」」 義診活動義診活動。。

家庭家庭//內科醫師張文麗內科醫師張文麗、、汪家成等參加慈汪家成等參加慈
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20192019春季愛心健康春季愛心健康

日日」」 義診活動義診活動。。

慈濟人醫會總幹事孫秀蕊慈濟人醫會總幹事孫秀蕊（（左一左一））及醫護人員及醫護人員
出席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出席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20192019春季愛心健春季愛心健

康日康日」」 義診活動義診活動。。

社會服務諮詢周宏社會服務諮詢周宏、、周卓等提供專業服務周卓等提供專業服務。。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王崑賢副執行長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王崑賢副執行長（（左一左一）、）、
慈濟人醫會會長陳正德醫師等為慈濟人醫會會長陳正德醫師等為 「「20192019春季愛心春季愛心

健康日健康日」」 義診活動貢獻心力義診活動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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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兩期，我們談到許多在美國的華人，如
果打算購買現成的生意行號，例如頂讓餐廳、店
面生意等等，應該要注意哪些法律事項。還有，
最好設立一個公司來進行交易買賣，以及做為將
來營業的主體。本期，我們要談資產買賣合約應
該注意哪些事項。

資產買賣合約的注意事項如下：要購買的是
餐廳資產、機器設備、商譽，不要漏了網路上的
網 站 社 群 媒 體 Google，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這些有對生意很有幫助的一些社群網站
。
另外，必須要求賣方承諾一定的競業條款，或者
是商業保密條款，保證條款，保證所購買的資產
設備，沒有第三人可以主張所有權、扣押權丶抵
押權...那麼就資產買賣合約的本身、和法律附件的
細節，在此稍微為大家解釋一下。

1、財產清單：要列出每一項財產的型式及編
號，對重要財產更要詳細說明清楚并付上保證書
。對於不能一一列清的小工具零件可以用字句
“一切現時正被本生意使用而未在本合約他處到
入之全部工具零件及其他物件”概括在內。

2、付款條件以及是否包含抵押合約(Security
Agreement)

雙方是必須明文寄出，所有的付款日期以及

分期付款的方式、以及這些機器設備的所有權是
否在簽約日 contract date 當天、或者是在點交日
closing date 移轉?如果交易完成后，買主尚有部份
款項未付清給賣主，通常賣主會要求買主簽訂一
份抵押合約，同意將買主擁有的私人資產如房產
、定期存款等，作為付款給賣主的保証。一旦他
日買主逾期不付款，賣主有權變賣抵押品來償債
。

3、借据(Promissory Note)
如果是分期付款，尚未付清的部分，特別是

利息之計算以及還款時本金之扣減，必須具体而
明碓，利息高於法定部份屬不合法而不能收取。

4、整批售出聲明(BULK SALES AFFIDAVIT)
這是用來防止賣方把存貨賣掉而不付清貸款.

賣方一次把存貨賣給買主時，應先簽好一份整批
售出聲明。聲明中必須列出這些存貨所欠債務的
債主以及數額。買方的律師根據這個明細單以掛
號信一一通知債主，債主們在期限內提出付款要
求及依据，在完成交易時，所有應付給賣方的款
項都會先用來還債，剩余部分才給賣方。

5、租約之轉讓(ASSIGNMENT OF LEASE)條
款

大多數的不動產租約都准許租客在獲得房東
的書面許可的條件下，將租約轉讓給買主承租。
如果有意接下賣主的租約，則應要賣主儘快取得
房東的書面同意consent to the assignment of lease 。
大部分的房東在審核買方的信用之後，如果買方
沒有不良的信用紀錄，會願意同意轉讓，當然房
東也可能想利用此一机會另訂新租約，以便取得
高的租金、或較長的租期。為了避免，簽的買賣
交易以後房東不願意配合或同意轉讓租約，必須
加入＂房東同意轉租”作為交易的條件(CON-
TINGENCY)，也就是說，如果房東不同意轉租，
買賣合約就無效.

6、 競 業 條 款 (NON-COMPETE COVE-
NANT)

防止賣方在附近新開一個生意與他賣給你的
生意作直接或不公平的競爭。這個條款沒有辦法
無限上綱，必須在合理的範圍內做限制，因此，
約定的文字必須合理才能達到預期目的。所謂合
理，指的是＂合理”的地域及時間，一般來說，
規定三年之內、五英里之內都算是合理。

7、 保 密 條 款 (CONFIDENTIALITY COVE-
NANT)

在買賣合約中，明訂賣方出售生意后，不得
向第三者透露該生意之秘密，如配方、价格、供
應商、客源、宣傳策略等對生意有重大影響的資
訊數据等。

8、公司決議(CORPORATE RESOLUTION)

或者是合夥人同意的保證條款
賣方必須證明，並提出保證，該出售的行為

是經過授權的。假設賣方是公司，是否有經過股
東會或董事會決議通過？假設是合夥事業，是否
所有的合夥人都同意出售?代表賣方簽名的人必須
提出他有經過授權的證明。

9、資產分配說明
稅法規定必需將購買一個生意的價款依照下

述分類作一分配，以供其在完成交易時課稅:
第一類:現金
第二類:有價證券如股票，債券
第三類:所有其他資產，設備，用具等
第四類:無形資產

頂讓生意行號，必須對交易的總金額就上述
類別加以劃分，資產分配的規定由買賣雙方，各

自依據其自身的情況向國稅局(IRS)申報資產明細
，雙方申報數額常有不同，終極目的都是為了省
稅，稅法上對於不同的財產種類，有不同的折舊
計算標準。

10、 員工累積假期或病假的分攤
頂讓生意的同時，買方大多數希望把原來的

員工保留下來，以免造成生意上的動盪。如果員
工被允許把他們沒有使用的帶薪休假及病假累積
起來，則累積總數折合成現金之總額應該在售價
中扣除。

陳昭菁律師 & 費保祥律師(Chen & Associates
Attorneys at Law)專精商業交易法、各類移民、稅
法 、 跨 國 投 資 、 商 標 申 請 等 。 諮 詢 電 話
832-373-7999、 888-669-8405。 www.chenle-
galservices.com。 地 址: 10333 Harwin Dr., #665,
Houston, TX。7623 Louetta Rd., Spring, TX。

如何在美國建立自己的人生事業如何在美國建立自己的人生事業((下下))
作者作者::陳昭菁律師陳昭菁律師



BB66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9年5月05日 Sunday, May 05, 2019



BB77醫生專頁

D03-FA_YiZhouMD周藝_2 美南新聞 版權所有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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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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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陰
晴 不 定 ，
面 對 港 府

欲強行修訂《逃犯條例》，實際是以 「送中」惡法壓
頂，港人對前景也越來越忐忑；政府藉台灣殺人案和
堵塞法律漏洞之名，修訂《逃犯條例》，使港人免被
「拉返大陸」的保護網失效。繼3.31反惡法遊行，港

民於4 月28日再發起遊行，要求港府撤回修例。當天
有13萬人上街反送中惡法，守護香港，是2014年7.1
以來遊行人數最多一次，亦是雨傘運動後低潮中的新
高。在遊行隊伍中的平凡小市民，絕非人云亦云，而
是人人自危。大家均懼怕早已風雨飄搖的一國兩制保
護傘，一旦被《逃犯條例》修訂撕開缺口，人人都可
以是逃犯，將來都可能因莫須有罪名，，而被移送內
地。民陣警告，政府若不聆聽民意，下一步會發起包
圍立法會運動。

民陣一個月之內發起第二次遊行，要求政府撤回
《逃犯條例》修訂。遊行原定下午4時由銅鑼灣東角
道起步，部份政黨在場設街站，其中 「快必」譚得志
以一身囚犯裝上陣，警醒市民若不齊心抗惡法，他日
人人都有機會成為逃犯。到下午3時等候人群已排至
後街的銅鑼灣書店樓下，之後更迅速逼爆附近的記利
佐治街及百德新街，警方突然要求民陣提早在3時42
分出發。

警方一度只開放軒尼詩道兩條行車線，遊行人士
不斷高喊 「開路」下，警方終全開三條行車線。遊行

隊伍高叫撤回修例及林鄭月娥下台等口號前進，隊頭
走到駱克道街巿對面時，警方突又將遊行重新收窄為
兩條行車線，令隊伍要放慢速度，而銅鑼灣的隊尾有
大批市民, 等待一個半小仍未能出發。香港眾志成員
其後突破缺口，帶領隊伍進入電車路。5時半隊頭到
達立法會之後，在銅鑼灣的隊尾才開始起步，到晚上
7時47分才到立法會。

當日不少家長都帶同子女參加，因為大家均擔心
下一代的未來，會失去保障，香港會變成與內地一樣
，連遊行發聲的機會，都被剝奪。部份人則稱上一次
遊行並無參加，但近日發覺情況嚴峻，所以決心出來
表態。梁小姐認為： 「條例剝削緊我哋人權，人權係
香港人唔可以退嘅防線。」居港法國人Victoria認為
，《逃犯條例》不但影響本地人，外國人都有機會受
影響，故即使聽不明白遊行的廣東話訴求，她亦出來
遊行。

民陣公佈遊行人數達 13 萬，警方則指最高峯時
有22,800人。上個3月尾第一次反送中修例遊行，民
陣公佈有1.2萬人參與，警方稱最高峯有5,200人。

得 2.3 萬人？！下午 3 點幾起行，開足三條行車
線，全程人迫人，隊尾人群要晚上9點幾才到達終點
，咁都係得2.3萬人？！港府真係當港人盲的還是儍
的呢？！次次遊行人數都是大大縮水，這樣的政府，
叫港人怎麼相信？

香港人，今天讓世界見到我們的堅持！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表示，遊行人數大增是官逼

民反，若政府
不收回修訂，
民陣別無選擇
，只能發起包

圍立法會運動，預計詳情5月中會公佈。13萬人上街
反對 「送中」條例，但特首林鄭月娥卻無視港人意願
，借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昨被判洗黑錢罪入獄 29
個月機會施壓，聲稱陳最快今年10月獲釋，堅持要
立法會7月休會前完成《逃犯條例》修訂，又對13萬
人上街不以為然，稱香港不時也有公眾集會遊行。建
制派則紛紛表態為強行通過惡法護航；民主派指政府
現有足夠時間撤回 「送中」惡法，根本毋須急於一、
兩個月內通過，揚言港府若漠視民意，將發起包圍立
會行動。
涉台灣殺人案的疑犯陳同佳昨因洗黑錢罪判囚29個
月，昨外訪返港的林鄭月娥，為此特別安排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到機場與她見記者，再以陳刑期為硬推 「送
中」條例施壓。李指若在囚人士行為良好可扣減三分
一刑期，預計陳最早10月可出獄，林鄭再藉台灣案
中死者家屬悲情，堅持修例 「的的確確有逼切性，可
以話係刻不容緩」，再次表明希望立會在休會前通過
修例。
不過兩人均未有回應任何外界對修例質疑，被問到13
萬名市民上街反對修例，遊行人數創2014年傘運後新
高，林鄭對此不以為然，稱香港時常都有公眾集會遊
行，她早知修例有極大爭議，港府會盡力化解有關爭
議，若議員提出建議有助消除社會疑慮，當局會認真
考慮。李家超則指，台灣早前向特區政府提出司法互
助和移交疑犯的要求，港府上月開始已透過協進會和
策進會平台與台方展開溝通，一、兩日內會回信台方

商討如何會面，就有關要求作準備工作。
建制派昨日也緊跟林鄭以 「逼切性」為通過惡法

護航，有份協助死者家屬的民建聯周浩鼎形容修例有
逼切性，他一邊聲稱 「尊重同聆聽巿民嘅意見係應當
嘅」，一邊指立會應盡快就 「送中」條例開展法案委
員會工作，但拒絕正面回應以其他方法處理台灣案件
可行性。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工聯會黃國健亦指，立法會
有必要配合，更認為民主派動員不少法律界代表解說
，令市民被 「誤導」，下一步要在民意戰上反攻。身
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經民聯梁美芬則指，陳同佳案
判刑令修例在時間上壓力減少，立會仍有時間審理修
訂，改善草案民間人權陣線、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專
業團體以及法律界選委代表昨召開記者會回應事件，
直斥修例打破一國兩制，林鄭月娥應撤回惡法，否則
必須下台。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表示，政府有足夠時間
和機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考慮國際社會、商會
意見，以及大律師公會和民主派提出的不同方案，
「根本冇需要咁急，匆匆一、兩個月通過方案」。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警告，如果林鄭拒絕撤回修例，
民陣將別無選擇，只能短時間內公佈包圍立法會的行
動。他又批評林鄭未回應台灣陸委會訴求，亦無回應
民主派日落條款建議，民陣對此表達強烈不滿， 「如
果林鄭、李家超唔識處理，請佢哋立即下台，並交由
識處理嘅人處理問題」。

民主派召集人毛孟靜指，13萬人遊行已顯示林鄭
管治已達臨界點，應認真回應民意， 「一係撤回惡法
，如果唔撤回，起碼都要凍結、擱置」，以日落條款
或擴大香港法院域外司法權等處理台灣案件，並要求
林鄭從速與民主派會面。

今年4 月份，整個世界風雲變幻：先
有美國 「通俄門」經三年審查，美國總統
特朗普似無欺瞞國民，從俄羅斯手中接過
鋤低民主黨希拉莉的實質証據。其次是法
蘭西文明的重要象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認定的世界遺產巴黎聖母院，受到不明大
火嚴重焚燒，有着850 年的文物幾乎毀於
一旦。接着舉世華人的目光，又突然轉向
台灣寶島，為的是台灣首富郭台銘在事前
毫無跡象的情況下，宣布會參加2020年台
灣總統選舉的國民黨內部的初選。

此椿石破天驚的事情，立即引起中港
澳台兩岸四地及世界上各地華人社會民間
的熱議。原因是過去華商(尤其是大的)，
甚少會對參政有太大的興趣，他們甚至會
盡量少在政治議題上表態，以免順得哥情
失嫂意。

郭台銘創辦的鴻海精密集團公司(香港
人聽得較多的是他旗下的富士康科技集團)
，在內地、美國以及墨西哥都有生產基地
。一旦郭氏從政，就會落入中美矛盾的風
口上，很難同時平衡中美兩個敵對國家的

利益。若是惹來其中一方施壓的話
，必然會損害郭台銘的商業利益。
郭台銘的商業夥伴與機構內的管理
人員，相信大多數都不會太過支持
郭台銘參政，以免因此受到拖累。

從這個角度來看，今次郭台銘參
政，應該不是為了商業上的利益。
按郭台銘自己的說法，他是參拜板
橋媽祖廟後，獲媽祖啟示，才決定
參選的。目的是要做一些事情為人
民。這是不是實情我不知道。但台

灣人的確很信媽祖，不排除郭台銘想藉此
借助民情。這總比在台灣這樣的時空下，
指控郭台銘拜媽祖是迷信來得高明，商人
參政的優點，就是懂得去貼近民情。

郭台銘的生意做得這樣大，絕不可能
是一個只講理想不講現實的人。因為商業
市場是非常現實的，不尊重市場的現實，
市場一定會要他吃苦頭，直到他肯低頭為
止。

過去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台灣的
民情，有只講理想，不顧現實的偏向，結
果經濟與民生都停頓不前。現在吃夠了苦
頭，才讓韓國瑜這個國民黨的代表，也有
機會在民進黨的大本營高雄市內，，當選
做市長。若非台灣民情出現了這樣的改變
，郭台銘應該不會貿貿然放下自己的商業
王國，轉去參選總統的。

商人參選的優點，是較為現實，不會
只奢談理想，而台灣的民情，也正正希望
政府能為他們解決一下實際生活上的問題
。但亦有人擔心，商人唯利是圖，會導致

政府貪污腐化。但唯利是
圖只是小商人的特色，能
領導一個逾百萬員工的企
業家，一定需要有政治家
的風範。他必須有自己的

願景，才能吸引追隨者，才能令自己的團
隊有使命感。除此之外，他亦得有謀略，
懂得按照具體的現實，去選擇自己的路線
，作出適當的戰略部署。郭台銘若果沒有
這方面的才能，是不可能靠唯利是圖，去
達致他今天這樣的舉世稱頌的商業地位的
。

回頭來看美國總統特朗普，他也是商
人出身，他參選初期，共和黨內黨外的黨
員，以至黨外一般民眾，都看不起他，認
為他根本不會當選。結果他展示出來的政
治才能，遠比那些長期在政治圈子裏得浪
的職業政客強得多。他心思細膩，幾下手
勢，在美國民間所獲得的支持率，就一路
有增無減，直至登上白宮寶座。

郭台銘在商場上取得的成就，絕對不
比特朗普差。他白手興家，專注做實業，
不靠投機取巧，穩扎穩打，克服重重困難
，才建立起自己的商業王國。郭台銘的個
人才能，在台灣社會上，不會有人懷疑。
所以他在政治上的競爭對手，對他有意參
選，都非常重視，立即群起對他圍攻。

現時，對手攻擊郭台銘的焦點，多集
中於他在中國內地有很大的商業利益，很
容易被大陸要脅，這樣怕他私下會出賣台
灣利益，這樣，郭台銘今次參選 ，或會出
現阻力重重.

我原先已預期，郭台銘的生意夥伴與
公司管理層,應 該不會太想他從政。因為
郭台銘一向在公司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
，一旦他把注意力他移到競選以至日後當

選，其公司的業務，將無可避免地會受到
影響。想不到爆出他有意參選的意願之後
，首先出事的,不是他的生意，而是他的家
庭。

據郭台銘自己透露，他的妻子曾馨瑩
日前已因不諒解他參選而離家出走，已有
一周沒見面了。現在他要一早放工，回家
照顧孩子，所以他呼籲妻子早日回家。不
過，他參選的決心並沒有因此而動搖。按
他的說法， 「軍國大事，後宮不要干政，
我參選是選擇付出，替年輕人做點事情。
」

把妻子稱為 「後宮」， 此種言論，先
受到台灣婦女界、其後西方女性的批評，
郭台銘十方識做，已為此馬上道歉。但這
已難掩他心底裏的大男人意識。他妻子對
此應一早意識到，所以當她發覺郭台銘已
決定豁出去的時候，今後她唯一的選擇，
就是回家支持丈夫。因此，家庭應該不會
是郭台銘從政的主要阻力。

至於生意更是身外物，既然郭氏的人
生的目標已經轉移到要為台灣的年輕人做
點事情，生意上的利益，當然可以放在一
邊。但問題是買了郭台銘旗下上市公司股
票的人，就可能會有原先意想不到的損失
。若果郭台銘為了搞好台灣的經濟，把自
己機構的生產線大量遷回台灣，那就未必
符合股東的利益。最好的方法，莫如把所
有的生意都放入一個信託基金，由專業人
士打理，在從政期間避免利益衝突。相信
郭台銘如果當選，應該會這樣做，這也是
今天世界上人人商界踏上政界的人仕的慣
例。

然而，即使郭台銘能解決家庭與生意
上的問題，他在從政路上仍會阻力重重。
首先，他的背景很容易被對手抹紅，他要

完全洗脫並不容易。他這個年紀的人，在
台灣通常都是大中華意識比較強的人，而
他在大陸又有這麼大的生意，與大陸官員
私交甚篤，這叫傾向本土主義的台灣年輕
人，怎敢放心投他一票？這會嚴重影響他
的票源。

更要命的是，他似乎未取得美國方面
的認可。從那些長期為美方御用的文化人
對他的評論來看，美方對他並不信任，認
為他會受北京較多的影響。眾口同聲都說
託夢給他的媽祖實為北京的化身。台灣人
很清楚，若果沒有美國的支撐，台灣是沒
法保持現狀的。因此，只要郭台銘一天未
能得到美國明確的首肯，有相當一部分台
灣人，是不敢把自己手上的票投給郭台銘
的。

此外，台灣民間的仇富情緒十分濃烈
。郭台銘是台灣首富，仇富的人會認為錢
賺得越多的人，也就是作惡越多的。而郭
台銘管理生意的手法，是極為軍事化的。
流程監控十分嚴密，一切以生產的需要，
以及公司的整體利益為重，做事是不講人
情味的。早年在中國內地就出現過農民因
沒法適應這種工生產環境，而接連跳樓自
殺的事件。近年雖已鮮有發生，但已在人
們心裏留下不良印象。在選情白熱化的時
候，對手一定會再挑起這些事件來炒作。
有人可能會說，讓郭台銘當選，台灣人可
能被迫要跳樓。

話又轉到今天台灣現況，可能由於現
今的蔡英文總統上台後的表現，實在太差
勁了，台灣民眾求變心切，所以在民調上
，郭台銘仍排在各有意參選人之首(韓國瑜
尚未表態參選)，但這並不代表他之後可以
一帆風順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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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參選勝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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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誼兄弟上市後年度首虧
馮小剛鄭愷為對賭買單

在2018年曾經歷輿論風波的華誼兄

弟，最終交出了上市以來最差的壹份年

度成績單——虧損10.93億元。

華誼兄弟發布2018年年報顯示，當

年實現營業收入38.91億元，同比下降

1.40%；實現歸母凈利潤虧損 10.93 億

元，同比下降231.97%；歸母扣非凈利

潤11.81億元，同比下降1001.40%。這是

華誼兄弟自2009年A股上市以來歸母凈

利潤首年虧損。華誼兄弟將虧損原因歸

結為“重點電影項目的票房失利和商譽

減值”。

2019年1月，華誼兄弟董事長王中

軍在投資者交流會上表示，會對公司戰

略做階段性調整，聚焦“電影+實景”

，強化核心競爭力。

業績首年虧損：多部影片票房未達
預期

華誼兄弟發布2018年年報顯示，實

現營業收入38.91億元，同比下降1.40%

；歸母凈利潤虧損10.93億元，同比下降

231.97%；歸母扣非凈利潤11.81億元，

同比下降 1001.40%。這是華誼兄弟自

2009年A股上市以來首年虧損。

可怕的是，“虧損”的態勢還在延

續。同日發布的2019年壹季報顯示，今

年前三個月，華誼兄弟實現營業收入

5.91億元，同比下降58.21%；實現歸母

凈利潤虧損 9392.79 萬元，同比下降

136.33%；歸母扣非凈利潤虧損1.29億元，

同比下降151.10%。

華誼兄弟營收主要包括影視娛樂、

品牌授權及實景娛樂、互聯網娛樂三個

板塊。2018年，影視娛樂板塊實現營收

36.57億元，同比上升8.39%；品牌授權

及實景娛樂板塊營收1.50億元，同比下

降42.15%；互聯網娛樂板塊營收5260.65

萬元，同比下降82.85%。

但華誼兄弟表示，2018年影視行業

經歷了壹系列規範、調整和優化。公司

主營業務較上年同比略有下降，影視娛

樂板塊上映的部分影片票房未達預期；

品牌授權及實景娛樂板塊也受市場環境

影響，各項目推進進度存在時間性差異，

導致收款進度在各年之間有所差異。

其中，華誼兄弟發行的《芳華》在

報告期內實現票房約2.2億元，《前任3

：再見前任》票房約16.4億元。但《狄

仁傑之四大天王》《雲南蟲谷》等影片

的票房未達預期。

華誼兄弟在2019年壹季報中表示，

公司因優化電影業務缺席春節檔，報告

期內上映的跨期影片《雲南蟲谷》《把

哥哥退貨可以嗎？》票房不及預期，導

致收入同比出現較大程度下滑。

北京市文化投資發展集團董事長周

茂非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

“2018年經濟形勢確實不太樂觀，文化

產業投資呈增速放緩趨勢，2019年上半

年仍然存在不確定因素，包括國內外經

濟形勢的影響，我覺得主要還是在信心

上。”

在華誼兄弟20周年慶典上，王中軍

曾提出，由於電影市場變化太大，如果

華誼的業務僅是開展電影壹項，很容易

陷入困境。因此，華誼要尋求多元化發

展，減輕電影業務的業績貢獻壓力。

自2014年，華誼兄弟開始將旗下各

子業務整合為影視娛樂、互聯網娛樂、

品牌授權、實景娛樂四大板塊。在“去

電影單壹化”背景下，以遊戲、新媒

體、粉絲社區、在線發行業務為代表的

互聯網娛樂板塊逐漸受到華誼兄弟的倚

重和青睞。

面對2018年電影表現的高開低走，

2019年1月，華誼兄弟董事長王中軍在

投資者交流會上表示，將把工作重心放

到公司主營優勢的重建，對公司戰略做

階段性調整，聚焦“電影+實景”，強

化公司核心競爭力。

根據公司規劃，華誼兄弟投資和制

作的影片按計劃穩步推進。其中，戰爭

巨制《八佰》預計在2019年7月上映，

田羽生執導的《偉大的願望》預計在

2019年8月上映，但這兩部暑期檔上映

的電影能否扭轉華誼兄弟的票房頹勢，

目前尚無定論。

除了電影業務外，華誼兄弟 2018

年互聯網娛樂板塊營業收入5260.65 萬

元，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82.85%。主

要是因為上年同期包含廣州銀漢科技

有限公司上半年的收入，公司於 2017

年 6 月出售廣州銀漢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權後喪失控制權，導致合並範圍

發生變動。

對賭代價：馮小剛和鄭愷需補償近
8800萬

2015年10月，華誼兄弟宣布以7.56

億元收購浙江東陽浩瀚影視娛樂有限公

司(簡稱“浩瀚影視”)70%的股權，令這

家成立僅壹天的公司估值壹舉超過10億

元。浩瀚影視的股東藝人包括李晨、馮

紹峰、Angelababy、杜淳、陳赫。

收購浩瀚影視壹個月後，華誼兄弟

於2015年11月發布公告稱，以10.5億元

收購東陽美拉股東馮小剛、陸國強合計

持有的 70%股權。東陽美拉在被收購

時也僅成立 2個月。公告顯示，當時

東陽美拉的資產總額僅為 1.36 萬元，

負債總額為 1.91 萬元，所有者權益

為-0.55萬元。

根據協議，馮小剛承諾東陽美拉

2016年的業績目標為稅後凈利潤不低於

1億元，2017年至2020年12月31日每年

度業績目標在上壹年承諾的凈利潤目標

基礎上增長15%，如有差額將以現金方

式補足。據此測算，東陽美拉2017年業

績目標為1.15億元，2018年業績目標為

1.32億元。

財報顯示，2018年東陽美拉實現凈

利潤 6501.50 萬元，遠未達到承諾的

“1.32億元”業績目標，東陽美拉需要

補償華誼兄弟近6700萬元現金。

浩瀚影視的部分股東也將承擔補償

責任。浩瀚影視此前承諾，2015年凈利

潤不低於9000萬元。明星股東也承諾，

自2016年度起，每個年度的業績目標為

在上壹個年度承諾的凈利潤目標基礎

上增長 15%。未達成業績目標則需以

現金方式補足。公告顯示，浩瀚影視

2016 年實現稅後凈利潤 1.01 億元，距

離收購時承諾的目標“1.035 億元”相

差250萬元。

2018年年報顯示，根據公司與交易

各方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2018年

度的業績承諾目標合計不低於 1.36 億

元。2018年浩瀚影視實現凈利潤1.95億

元，但少數明星股東由於參與制作的項

目未達到收入確認的時間，尚不能計入

本報告期凈利，該股東將根據協議進行

補償。

年報顯示，華誼兄弟已在2019年 4

月收到馮小剛 6821.11 萬元業績補償

款 ，需收鄭愷 1962.58 萬元業績補償

款。二人位列華誼兄弟2018年前五大

欠款方，合計需補償華誼兄弟 8783.69

萬元欠款。

壹季度中國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顯著提升
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副司長梁誌鵬介紹說，2019年壹季度，中國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顯著提升，棄水、棄風、棄光狀況持續緩解。

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壹季度末，

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達到7.4億千瓦，壹季度

新增1124萬千瓦。

其中：水電裝機達到3.53億千瓦、風電裝機

1.89億千瓦、光伏發電裝機1.80億千瓦、生物質發

電裝機1878萬千瓦，壹季度新增發電裝機分別為

29萬千瓦、478萬千瓦、520萬千瓦和97萬千瓦。

在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持續擴大的同時，可再

生能源利用水平顯著提高。梁誌鵬介紹說，壹季度，

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3885億千瓦時，同比增長

13%；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約占全部發電量的23.2%，同

比上升1.2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壹季度，中國風電發電量1041億千瓦

時，同比增長6.3%；全國風電平均利用小時數556小時。

同期，全國平均棄風率4%，同比下降4.5個百分點。

梁誌鵬指出，棄風限電嚴重地區的形勢均有所

好轉，其中新疆棄風率15.2%，甘肅棄風率9.5%，

內蒙古棄風率7.4%。

壹季度，中國光伏發電量440億千瓦時，同比

增長26%；全國光伏平均利用小時數240小時。同

期，全國棄光率2.7%，同比下降1.7個百分點。

在生物質發電並網方面，梁誌鵬介紹說，壹季度，

中國生物質發電新增裝機97萬千瓦，累計裝機達到1878

萬千瓦，同比增長19.2%；壹季度生物質發電量245億千

瓦時，同比增長16.7%，繼續保持穩步增長勢頭。

1212名僧人獲得名僧人獲得““格西拉讓巴格西拉讓巴””藏傳佛教最高學位藏傳佛教最高學位

西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20192019年度藏傳佛教學經僧人考核晉升格西拉讓巴學位年度藏傳佛教學經僧人考核晉升格西拉讓巴學位
立宗答辯暨頒證儀式在拉薩大昭寺舉行立宗答辯暨頒證儀式在拉薩大昭寺舉行。。來自藏傳佛教格魯派主要寺院來自藏傳佛教格魯派主要寺院
的的1212名考僧參加了立宗答辯名考僧參加了立宗答辯，，晉升格西拉讓巴學位晉升格西拉讓巴學位。。該學位是藏傳佛該學位是藏傳佛
教格魯派僧人修學顯宗的最高學位教格魯派僧人修學顯宗的最高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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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碧玉交龍鈕清乾隆碧玉交龍鈕““避暑山莊避暑山莊””印亮展儀式在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內舉行印亮展儀式在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內舉行。“。“避暑山莊避暑山莊””印印
是是清代皇家宮殿的鎮殿之寶清代皇家宮殿的鎮殿之寶，，是避暑山莊的重要標誌是避暑山莊的重要標誌。。印面印面1212..88厘米見方厘米見方，，印臺高印臺高44..88厘米厘米，，
印紐高印紐高55厘米厘米。。印文為陽文玉箸篆印文為陽文玉箸篆““避暑山莊避暑山莊””四字四字。。印紐為交龍鈕印紐為交龍鈕（（雙龍雙龍），），配明黃色綬配明黃色綬
帶帶，，是皇家璽印最尊貴的鈕式之壹是皇家璽印最尊貴的鈕式之壹。。19141914年古物陳列所揀選精品將熱河行宮文物分批運至北年古物陳列所揀選精品將熱河行宮文物分批運至北
京京。。此次此次““避暑山莊避暑山莊””印的展出印的展出，，是它自是它自20132013年年88月月99日回承後的首次亮相日回承後的首次亮相。。

驚艷驚艷！！飛行員駕駛戰機飛行員駕駛戰機
超低空高速通過山谷超低空高速通過山谷

北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進行超低空山谷飛行訓練北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進行超低空山谷飛行訓練，，提提
升飛行員突防突擊能力升飛行員突防突擊能力。。這是攝影師當天拍攝的訓練場景這是攝影師當天拍攝的訓練場景，，
飛行員駕駛戰機在山谷中穿行飛行員駕駛戰機在山谷中穿行，，場景驚艷場景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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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
目。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
每天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
屏互動，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中國輿論場》 海上閱兵中方陣容公布 新型艦艇將首
次亮相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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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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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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隊慶功 獲頒83萬港元獎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
微 上海報道）2019上海浪琴
環球馬術冠軍賽3日揭幕，而
上海久事國際馬術中心也揭開
神秘面紗，在項目啟動儀式
上，第一次以影像方式向市民
演示了中國首座舉辦頂級賽事
的永久性專業馬術場館全景。

在上午舉行的 1.45 米/
1.50米障礙兩段賽中，法國騎
手朱利安埃帕拉德折桂。中國
“騎士團”四人全部登場，不
過袁茂棟和張興嘉兩人的馬匹
均狀態興奮，令騎手有些難以
駕馭，雙雙在最後一道雙橫木
出現失誤。另一位上海本土騎
手張濱亦因與全新搭檔的戰馬
還不夠默契而出現失誤。反倒
是首次參加本項賽事的18歲
小將張佑，表現頗為亮眼，以
零失誤完賽，僅吃下一個時間
罰分，位列第20位。

下午的浦發銀行上海分行
盃 1.50/1.55 米障礙爭時賽
中，中國“騎士團”僅張佑一
人參賽，第二位出場的他在一
眾世界名將面前略顯稚嫩，碰
落兩桿，超時，以87.30秒的
10罰分完賽，僅列第32位。
冠軍由比利時騎手皮特德沃斯
奪得。

諶龍諶龍 陳雨菲陳雨菲領銜國羽戰蘇盃領銜國羽戰蘇盃
環
球
馬
術
冠
軍
賽

張
佑
表
現
亮
眼

短說
長話

香港再辦國際乒聯公開賽
2018年在香港歷史性首辦的“菁

英航運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恒生香港
公開賽”，今年載譽歸來！賽事將於下
月4至9日假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
行。香港代表黃鎮廷、何鈞傑上屆主場
揚威勇奪男雙冠軍寶座，今年各地乒壇
精英力爭世界排名積分，爭取參加
2020年東京奧運，勢必再掀高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網球新秀踏溫布頓之路
全英草地網球俱樂部（All Eng-

land Lawn Tennis Club）14歲及以下挑
戰賽“通往溫布頓之路”（Road to
Wimbledon）香港大師賽於上周圓滿落
幕。女子組冠、亞軍李旻慧、鄧樂書成
功晉級總決賽。男子組冠、亞軍陳玨
汛、鍾禮澄也喜摘晉級資格。四名選手
將代表香港赴英參加8月11至17日舉行
的“通往溫布頓之路”全球總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諶龍將領銜諶龍將領銜
國羽男單出戰國羽男單出戰
蘇迪曼盃蘇迪曼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滿貫球手林丹無緣蘇盃大滿貫球手林丹無緣蘇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香港單車隊於今年場
地單車世錦賽及世界盃成績驕人，除李海恩獲得個人首面
世界盃獎牌外，李慧詩在世錦賽連奪兩金更創下新紀錄，
香港單車總會3日舉行慶功宴表揚單車團隊的全體努力，
更頒發83萬（港元，下同）獎金以作鼓勵。

踏入2019年香港單車隊成績連番作出突破，李慧詩
的世錦賽“雙金”以及李海恩的個人首面世界盃獎牌均令
人鼓舞，為表揚整個單車團隊的努力，香港單車總會3日
舉行慶功宴並頒發獎金。作為嘉賓的特首林鄭月娥表示，
香港單車隊能夠獲得兩個世界冠軍頭銜並不容易，未來會
投放更多資源發展香港本地體育。

在世錦賽歷史性連奪兩金的李慧詩獲頒45萬元獎
金，而李海恩則獲得8萬元，至於以沈金康為首的教練團
隊則獲頒30萬獎金。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中中），），李慧詩李慧詩（（右右））及及
李恩穎三位五月李恩穎三位五月““壽星女壽星女””一同切蛋一同切蛋
糕慶祝糕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香港單車隊今年成績驕人香港單車隊今年成績驕人，，33日慶功表日慶功表

揚全體努力揚全體努力。。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中國羽毛球協會日前向世界羽聯提交了中國羽毛球隊參加蘇迪

曼盃的20人名單，陸光祖、韓悅等8人首次入選蘇迪曼盃陣容，諶

龍、陳雨菲分別領銜男、女單隊伍。不過老將林丹、李雪芮、張楠

三位奧運冠軍落選。

據新華社消息，單打位置上，男、
女單打各有3人入選。男單包括諶

龍、石宇奇、陸光祖三人，陸光祖為蘇
盃新人。女單陳雨菲、何冰嬌繼上屆蘇
盃之後，將再次參加蘇迪曼盃，而近期
表現出色的小將韓悅也首次入選蘇盃陣
容。

雙打位置上，國羽也派出了眾多強
檔。男雙方面，雙塔組合李俊慧/劉雨
辰將挑起大樑，新銳組合韓呈愷/周昊
東將首次亮相蘇盃，而在剛剛結束的亞
錦賽上，在男雙和混雙上都有不錯發揮
的何濟霆也首次入選蘇盃陣容。

女雙方面，陳清晨/賈一凡、杜玥/李
茵暉兩對組合入選，另外去年首次參加優
霸盃的鄭雨，今年也將首次參加蘇盃。

混雙名單毫無懸念，世界排名第一
的鄭思維/黃雅瓊和世界排名第二的王
懿律/黃東萍將攜手出征。

第16屆蘇迪曼盃將於本月19日至
26日在廣西南寧舉行。中國隊與馬來西
亞、印度隊同在一個小組。

另外，新西蘭公開賽3日產生各項

目4強人選，林丹、李雪芮順利晉級，
港將伍家朗也以21：17、11：21、21：
19打敗馬來西亞新星李梓嘉躋身準決
賽，今與林丹爭奪決賽權。不過，在混
雙，港隊組合張德正/吳詠瑢3日以0：2
被印尼組合哈菲茲槐薩斯/格洛麗亞淘
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柏度柏度（（前前））為車路士取得寶貴作客入球為車路士取得寶貴作客入球。。 美聯社美聯社

■奧巴美揚（右）是役交出一傳一射。 法新社法新社

歐霸準決賽於北京時間3日凌晨迎來首
回合較量，其中德甲代表法蘭克福在主場先
入一球情況下，被英超的車路士以1：1逼
和；至於同樣來自英超的阿仙奴憑奧巴美揚
一傳一射，加上拿卡錫迪獨中兩元，主場連
追3球以3：1戰勝西甲的華倫西亞。

主場的法蘭克福於23分鐘發起迅速反
擊，並由盧卡祖域先開紀錄，主隊1：0領
先。第45分鐘，車路士右路角球開至門前，
最終由柏度洛迪古斯攻門得手，車路士扳平
比分。下半場雙方互有攻防，但誰都未能再
次攻破對手大門。

法蘭克福中場施巴斯坦洛迪與車路士中場
佐真奴費路有一次激烈的頭部碰撞。賽後洛迪
疲憊地說：“這是非常緊張的一場比賽，下回
合一切重來。”法蘭克福門將特拉普則對結果
表示滿意：“我們應該為今晚做的事情感到驕
傲。”車路士隊長艾斯派古達賽後說：“我們
在開場一段時間遇到一點麻煩，但最終還是掌

控了比賽，在中場休息前我們扳平比分，這非
常重要。我們當時是有信心在下半場贏得比賽
的。”

同日另一場比賽，華倫西亞率先發起攻
勢，並於上半場9分鐘就由莫達迪亞卡拜破
門得分。第18分鐘，主隊阿仙奴由拿卡錫迪
扳平比分。第25分鐘，格列沙加左路傳中，
拿卡錫迪禁區中路頭槌攻門，阿仙奴2：1反
超比分。易邊再戰，雙方都有入球機會，直
到終場結束前，奧巴美揚施展凌空抽射入
網，阿仙奴3：1鎖定勝局。

奧巴美揚賽後說：“希望我的第三個入
球對最終晉級有幫助。我們渴望贏得歐霸冠
軍，直接鎖定來季歐聯席位。” ■新華社

8人首入選 林丹等老將無緣

歐 霸 四 強 首 回 合

車路士和波 阿仙奴輕勝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9年5月05日 Sunday, May 0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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