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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寵來襲！
萌寵來襲
！國際純種貓狗展在德國舉行

國際血統犬和純種貓展覽會在德國愛爾福特舉行。
國際血統犬和純種貓展覽會在德國愛爾福特舉行
。 來自 15 個不同
國家的超過 3600 只狗和約 160 只貓參加了本周末的展覽和比賽
只貓參加了本周末的展覽和比賽。
。 圖為
松獅與人互動。
松獅與人互動
。

拍出 3萬
3 人民幣高價
泰國壹顆榴蓮
泰國暖武裏府，壹顆榴蓮以 150 萬泰銖（約合 33.2 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售出。kanyao 是世界上
最貴的榴蓮品種，吸引著眾多有錢的榴蓮愛好者。壹天前，工作人員從附近的農場中挑選來，這裏
最便宜的也要 4000 多元人民幣。這顆榴蓮以其完美的形狀、尺寸和成熟度刷新了去年 80 萬泰銖
（約合 17.6 萬元人民幣）的記錄，成為 2019 年榴蓮之王。

俄羅斯舉辦拖拉機越野賽
選手“
選手
“危險駕駛
危險駕駛”
”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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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降費紅利逐步釋放！

相關產業鏈悄然發生變化
同樣是減稅，將減下的稅款投入日
今年以來，壹系列減稅降費政策直擊當
前市場主體的難點，成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 常經營，是更多企業的選擇。
武漢泰欣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壹家
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國
家壹系列“組合拳”式減稅降費政策紅利正 以家用電器、電信器材通信設備及配件
批發零售為主的大型企業。近年受網絡
在釋放，賦能企業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
銷售渠道沖擊、房租人員成本上升影響
壹家企業減稅帶動整條產業鏈降價 ，公司發展進入瓶頸期。
2019年，該企業增值稅稅率由16%降
近日，長江日報記者走訪發現，武
漢減稅紅利開始發力，企業降低成本後 至13%，預計全年增值稅減少5200萬元；因
產業鏈競爭優勢逐步顯現，高端制造業 購進國內旅客運輸服務預計抵扣進項稅額20
余萬元。該企業計劃2019年營業收入將達
企業搶抓時機做大做強。
23.5億元左右，企業發展再上新臺階。
武漢泰欣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負
減稅後，整條產業鏈壹起降價
增值稅稅率下調3個百分點後，與上遊協 責人王文君告訴長江日報記者：“國家
商下降原材料價格，同步降低向下遊推出的新 為我們的發展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現金
品價格，共同為市場提供高效能、高性價比產 流，緩解了資金壓力！”
品，使整條產業鏈價格下降，銷量上漲。
減稅後，有企業搞科技創新
武漢寶久創美科技有限公司，不僅
還有不少企業則主動選擇了加大科
將減稅紅利抓在自己手裏，還通過市場
協商撬動整條產業鏈搶占市場份額，可 技創新力度。
在光谷，武漢漢密頓生物科技有限
謂是近期減稅降費的企業贏家。
寶久創美成立於2016年2月，是壹家以伺 公司——湖北省內第壹家致力於細胞治
服控制系統為主要產品的小型生產科技型民營企 療技術服務的高新技術企業，正在專註
業。2018年5月1日，寶久創美適用增值稅稅率 研究細胞治療技術的臨床應用。
由17%下降為16%，至當年12月減少增值稅5萬
剛參加完東湖高新區稅務部門舉辦
元。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再由16%下 的減稅政策培訓，對照著自己做的筆記
降為13%，預計全年再減少20萬元增值稅。
，該公司財務李萍趁著新鮮勁兒辦理起
在副總經理胡昊看來，減稅的力量 最新的稅收優惠減免申報。
不僅在節省稅款本身，更多的還在協商
減少的稅款用去哪？漢密頓已初步
整條產業鏈價格，共同提升競爭優勢。 有了計劃。公司創始人武棟成介紹：
減稅新政出臺，寶久創美即著手開啟與 “這筆省下的資金將投入到人臍帶間充
上遊企業的價格協商。純進口電子原器 質幹細胞新藥研發項目上。我們剛建立
件價格，按稅率調整下降 3 個百分點； 了完全屬於自己的細胞質量質檢室，對
鋁、銅等國產原材料同步國內大宗商品 標國際幹細胞治療技術質量標準。”
市場價格變動，國內加工費用也將按稅
“我們的細胞治療技術服務和化妝品，
率調整下降 3 個百分點。如何說服上遊企 都暫時不考慮降價。國家為我們節省了發展
業降價？胡昊說：“訣竅在於讓對方看到 資金，降低了我們的發展成本，我們就要用
未來銷量的增長。我們預估協商降價後， 在最需要的地方。只有做大做強核心技術，
今年產品銷量將比去年翻壹倍，擴大市場 培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企業才能有更好的
份額是我們和上遊企業的共同目標。”
發展，整個行業才能不斷前進。”
減稅後，有企業擴大再經營

減稅降費為 G60 科創走廊“減負”

松江是G60科創走廊3.0版的起點。在
這條途徑嘉興、杭州、金華、蘇州、湖州
、宣城等 9 個城市的戰略發展軌上，2018
年總研發投入達1598億；其中，松江段戰
略性新興產業稅收年均增幅達37%，工業
固定資產總投資超過1677億元。
科創企業不斷崛起，與近年來壹系列
優厚、便捷的“降負”政策密不可分。坐
落於松江的蒂森克虜伯電梯(上海)有限公
司財務總監樊華告訴第壹財經記者，“去
年5月1日，增值稅稅率由17%下降為16%
，公司減少稅費約 480 萬元；今年 4 月起
制造業 16%的稅率下調至 13%，僅 4 月當
月就減少增值稅近 500 萬元，年內預計減
少增值稅及附加稅費近1300萬元。”
科研能力是該企業作為世界500強的核
心所在，其全球唯壹壹個電梯曳引機(電梯
的核心部件)自主研發中心也位於松江轄區
內。“公司所有電梯型號因增值稅稅率降低
的獲利，都已經讓利給到終端客戶，而相當
壹部分增加的現金流，也將用於永磁同步無
齒輪曳引機的研發和生產，為公司的發展提
供了強有力的助推劑。”樊華說。

計抵減政策下，預計直接抵減增值稅稅額
30萬元。”除此之外，增值稅稅率下調、
科技型中小企業所得稅各類優惠政策都在
為這壹“成長型”企業加碼助力。

科創動能更加強勁
對科技企業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
也是力度空前。上海凱虹科技電子有限
公司是壹家從事標準電子器件生產的高
品質全球性制造企業。該企業在 2017 年
經匯算清繳後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額約
3730 萬元，按照高新技術企業 15%的所
得稅率，共節稅約 560 萬元。
據今年5月企業匯算清繳數據顯示，
2018 年該企業加計扣除額可達到約 6680
萬元，比 2017 年增長 80%，按照 15%的
所得稅率計算，可以節稅 1000 余萬元，
其中委托境外的研發費用節稅金額約
190 萬元，占比近 20%。
“在新政策作用下，2018 年節稅金
額是 2017 年節稅金額的 1.8 倍，而 2018
年研發產品改善帶來的企業相關收入約
1610 萬元，對企業投入後續研發大有幫
助。”企業財務負責人夏經理表示。
目前國家發改委正在編制的長三角
產業生態更具活力
壹批批駐紮在松江的科技型產業集群 壹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中，已將 G60 科創
走廊納入其中。以科創企業為驅動，減
，成為深化G60科創走廊發展的源動力。
以上海臨港松江科技城為例，該產 稅及稅務便利化為突破口，九城聯動有
業園區現有 1200 余家科技型入駐企業， 望共同釋放出科技創新的巨大能量。
2018 年總營收超過 807 億元，稅收超過
減稅降費加力 “綠色農業”科技化
26.5 億元；園區內孵化出諸多以 3D 打印
、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機器人、檢驗檢 水平更高
時值“三夏”，中原大地被金黃色的麥
測為業務領域的高新技術企業。
壹些“成長型”企業就加入到了全 田裝點出勃勃生機。作為全國農業大省，近年
面減稅的行列中。按規定，自 2019 年 4 來，河南全力提高農業質量效益，深入推進農
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允許生產、生 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由原料農業到品牌農
活性服務業納稅人按照當期可抵扣進項稅額 業、由傳統農業到智能農業的轉型道路上，減
加計10%，抵減應納稅額。生產、生活性服 稅降費的“春雨正當時”，為河南農業高質量
務業納稅人，則是指提供郵政服務、電信服 發展打開了又壹扇“豐收之門”。
作為目前全國最大的香辛料調味品生產
務、現代服務、生活服務取得的銷售額占全
企業，位於駐馬店的王守義十三香調味品集
部銷售額的比重超過50%的納稅人。
“我們是壹家從事教育技術服務的企 團有限公司是河南農業產業化優秀龍頭企業
業，去年5月遷移至臨港松江科技城。”明 。增值稅稅率從16%降至13%後，公司預計
材教育財務劉瑜告訴記者，“2019年公司 全年將減輕稅負4000萬元。社保費降率政策
專業技術服務收入將實現全面增長，預計 實施後，又將為企業減負120萬元左右。
“減稅降費紅利的釋放，讓我們有
全年合同實施金額不低於8000萬元，在加

了更充足的資金進行技術研發和擴大生
產規模。”公司財務人員周敏表示，在
稅收優惠支持下，企業將繼續做好農產
品深加工，走農業品牌之路，延長農產
品產業鏈，提升農產品價值鏈，實現壹
二三產業融合，全力服務鄉村振興。
在產業化發展的同時，河南省農業的科
技化水平也越來越高。在湯陰縣後攸曇村，成
片的小麥在植保無人機的“高空作業”下，幾
分鐘就完成了打藥工作，節省了時間和人力，
大幅減少了農藥用量，給“黃土味”十足的農
業生產貼上了“高大上”的綠色和科技標簽。
“作為壹家生產農用無人機的高新
企業，從成立之日起，減稅的真金白銀
就源源不斷註入企業，壹路伴隨企業成
長壯大。”安陽全豐航空植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財務負責人武智紅表示。
在稅務部門的幫助下，該公司於
2013 年完成了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認定，
當年減免稅 289 萬元。2016 年，通過銀
稅合作獲得“稅銀貸”支持 3500 萬元。
2016 至 2018 年，僅無人機植保作業服務
壹 項 ， 減 免 增 值 稅 就 達 970 余 萬 元 。
2019 年 4 月實施的深化增值稅改革將再
為企業全年減稅 20 萬元左右。
“有了政策支持，公司不斷加大新產
品的研發力度，從2016年起，我們每年投
入的研發費用以30%的比例增長。”武智紅
說，公司先後研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多
款智能懸浮植保機產品，獲得國家科技部成
果鑒定及農用無人機國家專利數十項，被評
為“農業農村部航空植保重點實驗室”。
“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給予了我們更
大的奮鬥信心。下壹步，我們將持續加大對
農用無人機的研發投入，以無人機飛防為切
入點，以打造綠色農業為出發點，以助農增
收為著力點，以引導農戶科學種植為目標，
向社會打造現代化農業服務平臺。”
“增值稅稅率降低、個稅基本減除費用
標準提高、六項專項附加扣除等壹系列改革
政策幫助企業減輕了稅負，促進了發展，企
業謀發展的底氣更足了。”全國政協委員、
河南綠色中原現代農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宋豐強表示，企業底子厚了，將有能力承擔
更多的社會責任，為增加農民就業、提高農
民收入、提升農業科技化水平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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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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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不需任何付費，
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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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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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報導。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海峽兩岸》韓國瑜聲勢強 蔡英文坐不住了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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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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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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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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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維利亞欣賞安達盧西亞弗拉門戈藝術
【 泉 深/
深/圖 文 】 到 了 西 班 牙 ， 就 要 去 看 鬥 牛 (Bull
Fighting) 和弗拉門戈
和弗拉門戈(Flamenco)
(Flamenco)，
， 鬥牛和弗拉門戈並稱
為西班牙兩大國粹。
為西班牙兩大國粹
。
西班牙人以能歌善舞著稱於世，
西班牙人以能歌善舞著稱於世
，目前最為流行的西
班牙舞蹈形式就是弗拉門戈舞，
班牙舞蹈形式就是弗拉門戈舞
，是西班牙的一種綜合性
藝術，
藝術
，它融舞蹈
它融舞蹈、
、歌唱
歌唱、
、器樂於一體
器樂於一體。
。弗拉門戈舞源於
吉普賽、
吉普賽
、安達盧西亞
安達盧西亞、
、阿拉伯
阿拉伯、
、西班牙猶太人的民間歌
舞。十四
十四、
、十五世紀
十五世紀，
，吉卜賽流浪者把東方的印度踢踏
舞風、
舞風
、阿拉伯的神秘感傷風情融合在自己潑辣奔放的歌
舞中並帶到了西班牙。
舞中並帶到了西班牙
。從十九世紀起
從十九世紀起，
，吉普賽人開始在
咖啡館裡跳舞，
咖啡館裡跳舞
，並以此為業
並以此為業。
。於是
於是，
，弗拉門戈一詞首先
用來稱呼他們當時的音樂和舞蹈。
用來稱呼他們當時的音樂和舞蹈
。
6 月 7 日晚
日晚，
， 我們趕到座落在塞維利亞城市中心位
置、塞維利亞王宮
塞維利亞王宮（
（Real Alcá
Alcázar de Sevilla）
Sevilla）和塞維利亞
大教堂附近的弗拉門戈博物館（
大教堂附近的弗拉門戈博物館
（Museum of Flamenco
Dance ) 欣賞安達盧西亞弗拉門戈舞
欣賞安達盧西亞弗拉門戈舞。
。 該博物館是迄今
為止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弗拉門戈博物館，
為止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弗拉門戈博物館
，致力於
對弗拉門戈藝術的表達。
對弗拉門戈藝術的表達
。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
他們都是為了了解弗拉門戈的起源、
他們都是為了了解弗拉門戈的起源
、發展和百年的弗拉
門戈文化。
門戈文化
。
弗拉門戈博物館的建立是由塞維利亞弗拉門戈舞蹈
家克里斯蒂娜·霍約斯
霍約斯（
（Cristina Hoyas) 倡導建立的
倡導建立的。
。建
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開始興建
世紀開始興建，
， 經過數次的翻
新工程後，
新工程後
，於 2006 年 4 月 7 日對外開放
日對外開放。
。
博物館有四個樓層，
博物館有四個樓層
，上面幾層是辦公室和一些展覽
館。博物館的一樓裡面是演出廳
博物館的一樓裡面是演出廳，
，晚上提供常規弗拉門戈舞表演
晚上提供常規弗拉門戈舞表演，
，每演三場
每演三場，
，每場一小時
每場一小時，
，場地
較小，
較小
，每場只能容納 120 位觀眾
位觀眾，
，一票難求
一票難求，
，要事先網上訂票
要事先網上訂票，
，入門要排長隊
入門要排長隊。
。白天在這裡提供
弗拉門戈舞蹈教學。
弗拉門戈舞蹈教學
。我們到達時發現一樓的三場演出票已售馨
我們到達時發現一樓的三場演出票已售馨，
，地下室 VIP 包間尚有數張門票
包間尚有數張門票，
，
門票比常規門票貴 10 歐元
歐元，
，我們訂好了這裡的門票
我們訂好了這裡的門票，
，按時進了地下室小包間
按時進了地下室小包間。
。
地下室小包間只能容納 44 位觀眾
位觀眾，
，進門時送給每人一杯當地葡萄酒
進門時送給每人一杯當地葡萄酒，
，有紅白葡萄酒由顧客自
己選擇。
己選擇
。地下室 VIP 包間出乎預料
包間出乎預料，
，沒有一點豪華的的氛圍
沒有一點豪華的的氛圍，
，其特點是它保存了建築初始的原樣
，基本沒有任何裝修和裝飾
基本沒有任何裝修和裝飾。
。
無論是樓上還是樓下演出廳，
無論是樓上還是樓下演出廳
，都是 6 個演員
個演員，
，3 位是專業弗拉門戈舞蹈家
位是專業弗拉門戈舞蹈家，
，2 位是歌手
位是歌手，
，一位
是吉他手。
是吉他手
。音樂節律來自雙手指
音樂節律來自雙手指、
、雙手掌和雙腳底撞擊發出的和諧聲
雙手掌和雙腳底撞擊發出的和諧聲，
，有高低起伏
有高低起伏，
，抑揚頓挫
抑揚頓挫，
，
此時吉他彈奏似乎成了音樂旋律的扮相。
此時吉他彈奏似乎成了音樂旋律的扮相
。

美南廣播電視台

傳統的弗拉明戈舞通常是由舞者在歌唱與吉他伴奏下進行即興表演。
傳統的弗拉明戈舞通常是由舞者在歌唱與吉他伴奏下進行即興表演
。弗拉明戈舞蹈風格著重
於內在的爆發力，腳步動作強烈並極具彈性
於內在的爆發力，
腳步動作強烈並極具彈性，
，含有挑釁性的舞姿造型
含有挑釁性的舞姿造型，
，強烈的節奏和復雜的腳尖
、腳掌
腳掌、
、腳跟擊打地面
腳跟擊打地面，
，是男性舞者的特點
是男性舞者的特點，
，而柔雅優美的手臂
而柔雅優美的手臂、
、手腕
手腕、
、軀幹動作則構成女性舞
者的特點。
者的特點
。響板
響板（
（Castanets
Castanets）
）的運用來自於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民間舞蹈
的運用來自於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民間舞蹈，
，在手指擊打響板的的過
程中，
程中
，有點像中國的快板
有點像中國的快板，
，強調舞步與身體
強調舞步與身體、
、腳步和情緒的協調配合
腳步和情緒的協調配合。
。
如今，
如今
，弗拉門戈儼然成為了具有西班牙特色和代表性的藝術之一
弗拉門戈儼然成為了具有西班牙特色和代表性的藝術之一。
。秉持了吉普賽的自由隨性
，融合了歐洲的高貴華麗以及美洲的奔放熱情的弗拉門戈早已響譽世界舞台
融合了歐洲的高貴華麗以及美洲的奔放熱情的弗拉門戈早已響譽世界舞台，
，被越來越多的人接
受和喜愛。
受和喜愛
。弗拉門戈藝術是世界藝術舞台上獨樹一幟的流派
弗拉門戈藝術是世界藝術舞台上獨樹一幟的流派。
。在這個大流變時期
在這個大流變時期，
，弗拉門戈舞也
在進行著有些變化。
在進行著有些變化
。它所面臨的困境正如許多中國古老的藝術形式所面臨的一樣
它所面臨的困境正如許多中國古老的藝術形式所面臨的一樣：
：傳統的東西在
不知不覺間一點一點流失。
不知不覺間一點一點流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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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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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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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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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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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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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烤魚餐飲行業龍頭
「尋魚私烤
尋魚私烤」
」 現已正式登陸休士頓

位於敦煌廣場，
位於敦煌廣場
，原 「時尚婚紗攝影
時尚婚紗攝影」
」 舊址的 「尋魚私烤
尋魚私烤」
」 餐廳
餐廳。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喜歡食魚的 「人
貓一族」 一個天大的好消息，重慶烤魚餐
飲業龍頭，重慶的美食名片-- 「尋魚私烤
」 現已正式登陸休士頓，雖還在試營業階
段，位於敦煌廣場的 「尋魚私烤」 ，早已
天天被嗅覺靈敏的 「饕餮客」 所擠爆。
一條魚經過獨特的 UFO 烤魚神器烤製
，水份被緊緊鎖住,帶來無可比擬的絕佳口
感，再經過獨家研製的重慶魚料，麻辣鮮
香的烤魚就此誕生！ 「尋魚私烤」 致力於
時尚、養生消費理念，弘揚餐飲美食文化
。 「尋魚私烤」 以烤魚文化為主題，在裝
修上，創新地採用了酒吧文化和街頭塗鴉
文化，大膽運用了一些跨界文化，突顯出
個性、簡約、時尚、年輕、朝氣 ！ 營造
出現代都市人追求時尚品味，釋放壓力的

生活節奏的就餐環境。
走進 「尋魚私烤」 ，還沒等到主角登
場，您就被它的一道道序幕所震撼。那是
大膽的、充滿現代感的餐廳設計，很合乎
追求時尚的年輕人的口味。緊接著一道道
冷盤、江湖菜登場。道道色香味極為出色
，無論擺盤和口味，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吃遍休士頓，還首度被這些 「冷盤」 的
獨特擺盤和設計所震撼，除了美感獨特外
，師傅對食材的搭配和口感，也充滿了天
才和創意。如一道裝在木桶內端上來的冷
盤 「茄辣蛋舂」 ，很巧妙的將皮蛋、炸過
的茄子及豆角拌在一起，口感獨特，令人
拍案叫絕，筷子止不住。還有涼拌北極貝
、紅油螺片、糯米藕----一道道端上來
擺盤的構圖，令人驚艶，更別提入口的千

冷盤 「紅油螺片 」 。

立於 2002 年，專注於
滋百味。
在主角烤魚正式登場前的江湖菜，也 品牌連鎖，調味料生
頗值一提，在在顯露師傅的川菜絕技，令 產，餐飲直營品牌管
人吃來讚不絕口，無論是尖椒肥腸、泡椒 理，十年沈澱，十年
腰花、饞嘴跳跳蛙、極品酸湯肥牛、回鍋 風雨，在敏銳的市場
肉、熗炒蓮百、金牌毛血旺、孜然羊排、 洞察力和完善的餐飲
招牌糯米排-----每道菜無論賣相和口味 操作能力下，尋魚，
應運而生！ 創新突破
，都令人激賞不已，口齒留香。
主角烤魚最後終於在千呼萬喚中隆重 的尋魚模式，能迎合
登場。 「尋魚私烤」 的烤魚，極為考究， 市場和消費者需求，
單就魚種，就有側魚、鴉片魚、盲曹、鯰 站在巨人肩上的尋魚
魚、鱸魚等多種選擇。烤魚的口味可分： 已 初 露 鋒 芒 -----香辣味、剁椒味、豆豉味、酸辣味、蒜香 。
特別值得一提的
味、泡椒味、孜然味、番茄味、酸菜味、
圖為充溢了時尚品味，
圖為充溢了時尚品味
，釋放生活壓力的 「尋魚私
雙椒味、黃金醬、黑胡椒味、麻辣味等多 是，尋魚引進最先進
種選擇，從不辣、小辣、中辣、大辣等多 的 UFO 形狀大型炭火
烤」 時尚
時尚、
、朝氣的餐廳內部
朝氣的餐廳內部。（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種層次，再配上烤魚的配菜，有 25 種以 烤魚爐，外觀"高大上
「尋魚私烤」 位於敦煌廣場，原 「時
上的配菜任選,如白菜、海帶結、牛柏葉、 "，具有時尚、低碳、節能、環保、高效等
尚婚紗攝影」
舊址。地址：9889 Bellaire
魔芋絲、金針菇、午餐肉、紅薯粉、肥 特點。可同時烤 12 條魚，8 分鐘即可烤出
Blvd. D 224,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
牛-----,使您的烤魚更為出色，端出來洋 一條色澤金黃、口味鮮美的魚。
洋灑灑一大鐵盤，有如一幅瑰麗的圖畫。
讓我們今天就前往品嚐休市首家 「私 （281）720-8888
這種香鍋烤魚，除了在烤爐中融合大自然 家烤製創造者」 ---尋魚私烤！
的陽光、空氣、水，使魚肉夾雜
著清香，再加上種種天然的
食材，配合工匠傳承經
典的手藝，使我們每一
口，都讓味蕾在跳
躍，大家共享這經
典食尚。
根據該店表示
： 「尋魚私烤」 是
中國餐飲連鎖龍頭
企業 「重慶鮮全餐
飲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新創最具創新
力及擴張力的餐飲
品牌。重慶鮮全餐
飲管理有限公司成
圖為蒜香味的烤魚盤。（
圖為蒜香味的烤魚盤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冷盤 「茄辣蛋舂 」 。

江湖菜 「泡椒腰花 」 。

冷盤 「涼拌北極貝
涼拌北極貝」
」 。

江湖菜 「尖椒肥腸 」 。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榮光會和大鵬聯誼會
Eldridge 公園郊遊
休士頓榮光會、
休士頓榮光會
、大鵬聯誼會會員於 6 月 1 日 Eldridge 公園歡聚一堂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表示今年是台
灣關係法成立 40 周年
周年、
、讓美國和台灣
更加友好

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頒獎遊戲優
勝者

德州第 22 選區國會眾議員 Pete Olson
亦是美國退伍軍人參加榮光會活動讓
他感到極大的榮幸

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
致歡迎詞

劉秀美、
劉秀美
、葉宏志
葉宏志、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駱健
明、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熱烈歡迎德州第 22
選區國會眾議員 Pete Olson 與會同歡

甘幼薇、劉秀美
甘幼薇、
劉秀美、
、楊廷芳
楊廷芳、
、張連佑
張連佑、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左大為
左大為、
、丁方印
丁方印、
、休士
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
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
、國會眾議員 Pete Olson、
Olson、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駱健明
駱健明、
、
葉宏志、
葉宏志
、禹道慶
禹道慶、
、大鵬聯誼會鄭勵會長
大鵬聯誼會鄭勵會長、
、Christopher Meyer 合影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祝
大家玩的開心

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大鵬聯誼會鄭勵會長
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
大鵬聯誼會鄭勵會長、
、德州第
22 選區國會眾議員 Pete Olson、
Olson、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
Christopher Meyer 相見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