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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國國民黨返國助選團記者會休士頓中國國民黨返國助選團記者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出席大會黨員人士合影出席大會黨員人士合影。。

「「中山學術會中山學術會」」 會長唐心會長唐心
琴致詞琴致詞。。

全體合唱國歌全體合唱國歌。。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致詞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致詞。。出席大會的黨員代表出席大會的黨員代表。。

美南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南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致詞致詞。。

白釗明作返台投票心聲分享白釗明作返台投票心聲分享。。葉宏志說明葉宏志說明20202020總統總統//立委海立委海
外僑胞返國投票資格和辦法外僑胞返國投票資格和辦法。。

黃膺超為全場記者會作結論黃膺超為全場記者會作結論。。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隨著台
灣總統大選的競爭激烈,關心明年一月
十一日的總統大選的僑胞，近日來也
開始動作頻頻。昨天上午十時，休士
頓國民黨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中
華民國總統助選團記者會。由 「中山
學術會 」會長唐心琴主持。

會議主持人唐心琴
介紹了會議流程，並感
謝李董事長提供這麼好
的場地和服務; 唐心琴
邀請所有委員會成員和
工作計劃工作人員走上
展台，並唱國歌。之後
，國民黨美南支部常委
甘幼蘋致詞說：首先要
感謝各位同志和好朋友
們，熱烈出席參加今天
的座談會，當然我們先
要感謝李董事長提供這
麼好的場地和服務，也
感謝各位媒體的熱心支
持‧今天請大家來是為
了 2020 中華民國總統
大選在即，我們海外僑
胞們，關懷國事，所以
要如何取得選舉投票的
資格，才能夠也回去投

下寶貴神聖的一票，是非常要緊的一
件事。本會已經細心幫大家，安排了
一個回台灣投票以及選後的旅遊行程
。等一下我們會有專人為大家說明。

我們都知道這三年來，在蔡英文
當總統執政之下的政府，對國家社會

毫無建樹，對國計民生毫無
貢獻，各種行政措施更是荒
腔走板，離譜的作為簡直是
罄竹難書！即將來到的大選
，就是決定我們重返執政的
關鍵時機，是我們撥亂反正
，為國家民族盡心盡力的時
刻，2020 的大選是何等重要
，為中華民國，為台灣的同
胞，我們要選賢與能，請投
下神聖的一票，不只是要支
持本黨參選總統的候選人；
還有民意代表立法委員，才
能在行政立法兩方面充分配
合，為國家為民生服務。

現在本黨總統候選人在
初選階段，七月十五號公佈
，希望到時候本黨提名最後
的人選是那一位，那就是一
心一德團結的重要時刻！為
了我們的共同目標，大家都
一定要齊心協力，才能發揮眾志成城
的力量，拜託千萬不要再像2016年許
多已經返台的僑胞，拒絕投票放棄投
票，要知道你的一票不投，就等同送
給了民進黨，注意你不喜歡的人，你
也要投他一票，目地是要民進黨下台

，最後期待大家一起團結為一月十一
日的大選努力，且圓滿完成！

之後，有一個分享會，讓代表們
解釋他們在台灣投票的計劃和經驗;
代表包括：黃膺超, 陳素樸, 陳建中,
白釗民, 陳煥澤, 葉宏志分享發言並解

釋為什麼人們需要回去投票; 並介紹
回台投票的資格和規則。郭蓓麗介紹
越南，泰國，柬埔寨和新加坡13日遊
的旅行計劃和費用估算。會議圓滿成
功結束。

休士頓國民黨中華民國總統助選團記者會休士頓國民黨中華民國總統助選團記者會
昨天上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昨天上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澄清事實澄清事實，，消除恐懼消除恐懼，，認清權益認清權益，，參與社會參與社會 -- 記休士頓華裔科學界社區溝通會記休士頓華裔科學界社區溝通會
【施慧倫，美國華人聯合會休士頓負責人】大國交火之下，華裔科學界要如何做好準備？休士頓醫學

中心到底了出了什麼問題？這是最近休士頓華裔科技界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2016年以來美國政局動盪給
在美華裔科技工作者造成了無形的威脅和壓力，而FBI和NIH最近把休士頓醫學中心當成中國對美國知識
產權滲透和國家安全威脅的“重災區”，也使美國首家癌症中心MD Anderson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

休士頓時間6月13日週四晚，美國華人聯合會UCA（United Chinese Americans）以及休士頓亞裔代表
在休士頓醫學中心附近的銀宮餐廳與華裔科學界進行了社區溝通和問答。參會亞裔代表包括UCA 會長薛
海培，休士頓華裔教授代表白先慎，休士頓華裔社區代表Rogene Calvert， 亞裔民權組織OCA休士頓會長
Cecil Fang, OCA 休士頓執行長Debra Chen，韓裔律師Andy Kim ，UCA休士頓負責人施慧倫等。參會觀眾
主要來自休士頓醫學中心的研究人員以及對此事態關注的華裔。

UCA會長薛海培發言中提到他此次專程從華盛頓首府到休士頓參加亞裔代表與MD Anderson的正式
會晤，並介紹了UCA在全國范圍內所作的維權和目前全國高等院校的情況。休大白先慎教授解釋了MD
Anderson 的會晤情況以及最近兩年事態發展的大事記和參考資料。薛海培會長指出，休士頓醫學中心和
MD Anderson 最近發生的事情，是全國的一個縮影。 UCA與全國最有影響力的14所亞裔公益組織合作，
針對華裔科學家的冤假錯案做出努力。其中包括與美國國會亞裔議員進行的溝通，與NIH和FBI進行的交
涉，舉辦在休士頓，華盛頓首府，芝加哥，匹茲堡等地，FBI與華裔社區的見面會等等。在這些組織和社
會影響下，已經有近十所著名高等院校，包括伯克利，斯坦福，耶魯，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和休士頓的
萊斯等大學發表聲明，保護國際科學合作和科學工作者的權益 https://ucausa.org/one-more-universi-
ty-speaks-up-for-science-community/ （注：由 UCA 參與的美國華裔著名案件，還包括水利專家 Sherry
Chen， 物理教授Xiaoxin Xi的冤假錯案）.

白先慎教授指出，根據科學雜誌和休士頓紀事報的報導，MD Anderson在2017年12月同意將其23名
教工的電郵和檔案交給FBI進行審查。至今導致3名華裔教授在2018年辭職或退休。 2018年8月，FBI曾
在醫學中心召開有一百多人參加的醫院及研究機關行政會議，但其中沒有華裔代表的出席。

UCA和亞裔組織在2018年9月做出反應，組織了首次FBI在華裔社區的休士頓地區見面會，普及法律
常識， 並進行與FBI的進一步溝通。這些案例和重要進展在美國科學雜誌，自然雜誌，休士頓紀事
報，其他主流媒體，尤其是溝通會當天最新發表的彭博商業周刊上都有詳細記載。

MD Anderson 案件今年四月被曝光之後，美國華人聯合會於4月25日，就華裔科學界受到的影響發表
了5點正式聲明，提醒在當今的政局和國際關係之下，避免將華裔科學工作者變成兩國爭端的犧牲品和美
國 排 華 歷 史 的 重 演 （https://ucausa.org/uca-raises-concerns-for-chinese-american-scientists-as-collater-
al-damage/）。此後，MD Anderson 癌症中心Pister 院長對UCA的聲明做了答复，並答應了與薛海培會長
和亞裔代表見面的要求。 4月11日下午，德州華裔議員Rep. Gene Wu （吳元之）, UCA會長薛海培，休
大白先慎教授，美國百人會代表Harry Gee與MD Anderson院長Pister 及其科研副院長Hagberg和醫院運行
網副院長Kupferman，進行了正式會晤。亞裔代表要求MD Anderson 明確其在科學合作條例上的規範和培
訓，增加在對教工審查過程中的透明度和華裔的參與，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對文化敏感性的重視和培訓。亞
裔代表並要求MD Anderson 發表正式聲明，保障其中心對華裔科學工作者的公正待遇。薛海培會長提到
MD Anderson 聽取並表示考慮這些建議。他們將正式向院方遞交會議總結，保持與院方的溝通渠道，進一
步進行交涉。

亞裔代表與MD Anderson的會晤，無疑是華裔維權的一大進步。曾經任職於MD Anderson 副教授的
UCA休士頓負責人施慧倫指出，自2018年初以來，華裔社區中不斷的風聞和謠傳，造成對真相的猜疑和
扭曲，以及社區內的恐慌不安。她說此次UCA在休士頓的社區溝通會的目的也是澄清事實真相，減少錯
誤信息的流傳和無謂的恐懼，甚至很多醫學中心教授不敢來參加溝通會。正如OCA會長Cecil Fong所講，
“很多人認為自己老實工作就可以。但是時政變化下，華裔不參與，沒有聲音，一生的努力，不但付之東
流，還可能遭殃，這是全社區需要警戒的！ ” 本次會議和UCA的任務之一，也是希望華裔社區增加對事
態發展的正確認識，提高公民權益的覺悟和華裔社會的參與力及影響力。薛海培會長希望華裔科學界關注
和支持UCA的工作，團結一致，共度難關。

唐心琴邀請所有委員會成員和工作計劃工作人員走上展台唐心琴邀請所有委員會成員和工作計劃工作人員走上展台。。會議主持人唐心琴介紹了會議流程會議主持人唐心琴介紹了會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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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
「「老青少配合老青少配合」」，，一年一一年一度度『『長者樂活生涯諮詢長者樂活生涯諮詢』』活動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王秀姿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王秀姿、、周明潔周明潔、、洪良冰洪良冰、、
邵梅五邵梅五、、郭蓓麗郭蓓麗、、唐國珍唐國珍、、許樹雄等前台接待許樹雄等前台接待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邀請休士頓消防隊員談論備災準備工作邀請休士頓消防隊員談論備災準備工作

Center PointCenter Point 經理和休士頓消防員免費發放家經理和休士頓消防員免費發放家
用二氧化碳偵測器用二氧化碳偵測器

鄭雅文主持在雅苑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鄭雅文主持在雅苑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
青商會活動青商會活動

長者樂活生涯玩遊戲長者樂活生涯玩遊戲

第五區第五區MikeMike 李警官公共安全講座李警官公共安全講座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老青少配合老青少配合」」 跳健身舞蹈跳健身舞蹈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老老
青少配合青少配合」」 邀請專家講述有關身份盜竊講座邀請專家講述有關身份盜竊講座

66月月88日長者樂活生涯諮詢慶生活動日長者樂活生涯諮詢慶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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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敦報導) 暑假到了，辛
苦多日的老師們終於可以喘口氣啦，
為了學生的成長，教師們卯盡全力引
導孩子們學習，其中，有期許、有熱
情、有責任、也有負擔與壓力，為了
向教師們致敬，糖城著名的 Massage
Remedy特別推出 「敬師優惠」，上門

只要帶教師證，一律大優惠。
不少教師們，為了豐富學生的學

習成長，備課常常需要埋頭電腦前，
尋找有趣又富教育性的內容，有時還
要策畫課堂活動，寓教於樂，種種的
用心良苦、勞心勞力，為的都是孩子
。時常聽到有某老師說，肩頸僵硬、
腰背酸痛，這時候，如能找到好的專
業按摩師，將會有很大幫助。

發揚按摩理療的神奇之處
Massage Remedy 是一家專業的按

摩理療店，不僅按摩師技巧高超，同
時店內的環境氣氛超溫馨，乾淨又優
雅。更難得的是，老闆很有理念，具
有大格局，希望把按摩理療的神奇之
處發揚光大，讓更多人受惠於按摩理
療的幫助，舒通經絡、緩解疼痛，地
點就位在糖城6號公路上。

Massage Remedy 的按摩師都是有
政府許可證照的專業按摩師，他們精
益求精，均具有多年經驗，除了到專
業學校接受訓練，還定期接受各種按
摩培訓，不斷提升按摩技巧。因為他
們的用心與敬業態度，受到客人長期
的好評。

環境舒適與眾不同

只要去過 Massage Remedy 一次，
一定會發現這家店與其他店的不同，
一進店裡，舒適的環境讓人立刻有放
鬆之感，空間的設計很有格調，還有
輕緩的音樂和潺潺的溪水流淌，所有
物品排列的井井有條，明顯感受到是
「品質」在說話。這兒的員工都極為

友善，並且知識廣博，對中醫、經絡
都有獨特的理解，除了按摩理療之外
，這裏還有芳香療法、恢復足部磨砂
、和熱石(能量石)療法以及專業的中醫
師調配的藥浴。

融合中西方優點
Massage Remedy 的職業按摩師王

艷娥表示，身體的新陳代謝靠血液循
環來完成，按摩與熱石能促進血液循
環，暢通的氣血能幫助身體排毒，緩
解疲勞與疼痛。她結合美式的服務理
念與東方獨特的按摩技巧，融合中西
方的優點，提升按摩品質，給客人乾
淨、舒適、安全、身心得到舒緩的服
務。

這裏的按摩又分為哪些種類呢?包
括:

1.原點療法：專門設計用於通過按
摩改善血液循環而使壓力釋放，疼痛
減輕。

2.瑞典按摩：不僅僅是放鬆，它可
以改善血液循環和肌肉的柔韌性，從

而減少肌肉毒素，緩解緊張情緒。
3.深層組織按摩：它註重更深的壓

力來釋放長期的肌肉緊張，尤其是對
最深層的肌肉組織、肌腱和筋膜（肌
肉、骨骼和關節周圍的保護層），深
層組織等按摩方式可以減少壓力激素
水平和心率，同時通過觸發催產素和
血清素的釋放來促進情緒和放鬆。

4.運動按摩：特別設計的運動按摩
可以提高靈活性，減少疲勞，提高耐
力，有助於防止受傷，並為身心做好
準備，以達到最佳表現。

5.雙人間按摩： 家人或朋友在超
大按摩室的溫暖氣氛中，無論是接受
按摩、芳香療法、熱石療法、或足部
磨砂，當完成後，感到完全的放鬆，
更可以增進情感。

6.臉部按摩：通過對臉部肌肉，穴
位及肩、頸肌肉的點壓及按摩，放鬆
由於壓力而導致的顳下頜關節緊繃、
咬合困難、以及由此引發的頭痛。

7.頭部按摩：通過對頭皮、頭蓋骨
、以及枕骨下緣的點、按、揉等手法
按摩，促進頭皮皮下組織良性循環，
保持頭部清新的感覺。

8.全身按摩：通過綜合的按摩手法
，幫助緩解因長時間伏案電腦前工作

、及其他勞累而導致的肩背部酸痛，
幫助緩解腰部肌肉的緊張、及由此引
發的坐骨神經及其他腰腿酸痛。

好的按摩師懂得針對要點穴位加
強按摩，同時根據不同的身體情況，
幫助疏通經絡，緩解身心緊張情緒，
讓你能放鬆。尤其是對工作繁忙一整
天後的人，經過按摩，更能夠得到很
好的紓解，提高睡眠質量。

敬師大優惠
為了向教師們致敬，在六月、七

月間，凡是到 Massage Remedy 的老師
們，凡持教師證，均享受大優惠。電
話：346-874-7506、346-874-7499。
地址: 4131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Brake Check 後面 , 旁邊是
Cici’s Pizza）。

教師們辛苦了教師們辛苦了! Massage Remedy! Massage Remedy為您紓解壓力為您紓解壓力
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放鬆與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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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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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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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103 萬
港 人 上 街

抗議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讓政府可以應中央要求
，把在港人士移交往內地受審。這是自1989年六四事
件後，最多港人上街的一次，打破了2003年反對23
條立法的50萬人的紀錄。香港以外，全球近三十個
城市，都有 數以千計的各國民眾，上街支持港人的
抗議行動。這宗國際頭條新聞，對中國以至香港特區
的形象,肯定有負面影響。這對除了靠中國，也要國
際社會認同的一國兩制，是又一次沉重打擊。

香港政府遲至遊行當天近凌晨一時，才發表聲
明，只是重申修訂會如期呈交立法會進行二讀，並會
繼續向外解釋條文。主責此事的特首、政務司長、律
政司長和保安局長，既拒絕與法律界和新聞界組織會
面，又不敢與反對的議員公開辯論，只是不斷重複說
所有反對意見，皆源自誤解，市民要相信把關的特首
(一名須向中央負責的下屬)和法庭(只能看表面證據，
不能質疑接收疑犯的一方的司法制度是否公平公正)
等話。容我直言，這批官員，在上街的百萬港人心中
，已完全失去公信力。

遊行人士沿途反應最熱烈的口號，不是 「反送中
」，而是 「林鄭下台」。我衛星電視中看到，不少年
輕人帶同年幼子女上街。他們對記者說，他們是第一
次出來，因為實在容忍不了官員的狡辯和謊言。也有
人說，這次修訂, 挑起不少港人家中老人在內地被鬥
爭的慘痛回憶。這類民意民情，在香港出生、今天掌

權的政府領導官員，豈會不曉不知？他們只是不敢面
對，於是有時胡言亂語(例如說政府才是受害者)，最
多小修小補(例如不敢把人權保障寫入法例)，不慎時
甚至冒犯中央(例如說，(表明不接受西方價值)的內地
政府奉行司法獨立)。

在香港成長的官員，讀書時應該讀過文天祥的正
氣歌，其中一句是：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今天香港時窮，可惜在受市民供養的官員身上, 卻
找不到節氣。看到百萬人上街反對，竟然而無動於衷
，他們是否真心相信自己是跟隨孟子之言： 「自反而
縮(即有道理)，雖千萬人吾往矣」？若干年後，他們
會否有人在一個有自由和法治的國度安享晚年時，午
夜夢迴，想起香港這個已褪色的故鄉，然後生起一絲
愧疚？

執筆時，我不知道特首林鄭月娥看到數以十萬計
的港人，為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上街遊行抗議
後，會否考慮撤回建議。雖然我對林鄭從善如流的可
能性沒有期望，但我想指出，根據《基本法》第 43
條，特首向中央負責，同時也是向香港特區負責。因
此，在逃犯修訂上，假如林鄭以得到中央支持為由，
而不理會大多數港人的反對意見，一意孤行，她其實
沒有履行向港人和香港整體利益負責的憲制責任。

記得保安局長李家超在香港歷史上最短的 20 天
諮詢期結束後，聲稱收到逾4,500份意見，其中有三
分二(即逾3,000份)表示支持修訂。不過，他拒絕《南
華早報》的要求，堅拒提供所收到的意見的任何資料
(即使遮蓋有關團體或人士的名稱也不行)。這個與以

往政府開誠布公背道而馳的做
法，令人懷疑所謂支持修訂的
意見，其內容和數目，可能是
千篇一律和缺乏廣泛代表性，

甚至是造假而矣。上星期，香港《明報》委任中大做
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47.2%受訪者，反對修訂，較
支持者(23.8%)多一倍。香港政府有膽量多做一次民意
調查嗎？ 沒有！因為他們心知肚明，一倣就 「爆煲
」！

除了港人反對修訂的數量佔大多數外，反對者更
包括對香港的法治、經濟，以至未來發展有重大影響
的群體(例如兩個律師組織、絕大多數港商、外商、
新聞界、與香港有密切經貿金融關係的美、英、歐盟
、加拿大等國家)。至於支持修訂的建制派議員，政
府心知肚明，他們其實是 「俾面」中聯辦；在周邊搖
旗吶喊的人士，不少是博有回報而毋須負責的識時務
分子。聰明如林鄭可否聽過，殺君馬者道旁兒的故事
？

既然中央表明逃犯修訂是香港內部事務，林鄭完
全有理由在認真考慮過港人的強烈意見和特區的重大
利益後，決定先撤回修訂，再從長計議(包括重新諮
詢或與內地商討一條更聚焦的逃犯移交協議)。這樣
做不應自視為 「無面」或示弱，而是體現向特區負責
的責任，此舉更會替林鄭挽回市民對她失去的信任。
現在就看林鄭是否為港人著想，和還擁有高度自治了
。

社會各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行動升級，多間
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中學學生會、家長團體、工會、
多個社福及宗教團體，以至商界各行業商戶都呼籲或
參與 「三罷」。有學校為罷課學生安排特殊補考。

中大、理大、科大、城大、教大、浸大和演藝學
院的學生會發起罷課行動，並聲言視乎今天參與人數
，再考慮行動升級，又指會一直留守，並確保抗爭者
和學生安全及提供物資。教育局昨午晤教育界各團體
，表明教師及學校應以學生利益為依歸，副局長蔡若
蓮表示有其他合法渠道表達意見，反對罷課，（有又
怎樣？林鄭政府拒不接見群眾），又呼籲學生參與活
動亦不可參與違法行為及注意自身安全。

香港教聯會及香港中學校長會，反對罷課，但同
時盼政府暫緩修例。義務總幹事黃謂儒表示，匆匆通
過修例, 可能會激化更多爭議，認為暫緩修例更可取
。

社福及宗教五十多個團體聯署發起罷工行動，並
視乎立法會就條例三讀審議時間，或會長時間維持行
動，籲各機構理解現況及員工決心，作彈性安排。

會計師行德勤發出內部指引，因應近日香港金鐘
一帶市面可能有遊行抗議，做成交通擠迫狀況，而員
工的安全是公司的首要考慮，呼籲員工留意四周環境
，特別是接近人群時，又讓員工可選擇留在家工作。
至我執筆為止，己有逾1440所商戶表示參與罷市，包
括100毛、CALL4VAN客貨車等。有自稱是國泰及港
龍航空員工，發起網上聯署要求工會考慮加入罷工，
即時收集到超過4,000人參與行動的反應。

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觸發百萬人上街怒
潮，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否認修例是中央授意，不過，
香港政壇元老李鵬飛認為，修例一定不是特區政府的
主意， 「但佢(林鄭月娥)一定要出嚟頂」，他並形容
林鄭月娥現時是 「官到有求膽自細」， 「因為佢(林
鄭月娥)有求，想連任，有求於人，嗰個人唔係香港
市民，係主子，所以聽話。」

6 月13 號週四晚上八時，我放下手頭上大小寫作
方案，跟子一度，坐在大廳中，金晴火眼地注視著
13 號ABC 電視台現場直播加州甲骨文運動塲館中播
出的NBA 第六塲猛龍與勇士對抗的現況。

七天之前，大熱門的勇士以3:1 落後於猛龍，而
且兩塲均在自己加州主塲失手。幸好新返一役，到多
倫多作戰時，扳回一勝，形成3:2 的局面。而當晚是
在加州對旅，不少球評家均認同，勇士可以再下一城
，變成3:3 然後在6 月16 號週日晚上，再到多倫多作
生死一斗！

不過當晚似乎天亡勇士！在NBA總決賽第六場
及甲骨文球場的最後一戰，勇士繼上仗傷杜蘭特，在
關鍵時刻再傷攻入最高三十分的湯臣。最後3 秒時，
勇士在居里被嚴防下射失關鍵三分，最終猛龍在四人
得分20+及李安納最後三罰全中，作客贏一百一十四
比一百一十，以場數四比二贏得隊史上首個總冠軍。

勇士上仗有杜蘭特受傷慘勝，博得在甲骨文主場
最後一戰的機會。第六戰繼續無冷場，傷兵滿營的勇
士被速龍反客為主，盧利先入局在首節已獨取十一分
，施亞甘在首節三球三分，勇士靠湯臣、居里及今場

打正選的伊古奧達拿等撐住而
落後一分。猛龍半場僅領先三
分。
勇士藉湯臣發火，十二投八中
包括四球三分及十罰全中，攻

入最高的三十分，助勇士在三節後反超兩分。惜湯臣
在剩下兩分廿二秒入樽被D格連擋下，落地時弄傷左
膝，一度離開球場，後返回罰中兩球才離場，亦成為
他在甲骨文的最後身影。

接連再傷主力的勇士，第四節只能靠居里獨力領
軍，猛龍多次以兩人或三人包夾居里。又有雲列特單
節得十二分奪回領先，勇士雖靠今場得十一分、十九
籃板及十三次助攻取得“三雙”的格連與卡辛斯聯手
得七分追至差一分，並在最後九點六秒，逼得D格連
失誤而獲得球權。惜居里被夾擊下射失三分，格連在
爭波後要求暫停，但因勇士已沒有暫停而被吹技犯。
李安納罰中後，勇士再施犯規戰術，李安納再兩罰全
中攻入廿二分，助猛龍登頂首奪總冠軍。即時見到加
拿大各大城巿群眾歡聲雷動、鞭炮齊鳴。我兒亦立刻
跟我握手，恭喜我這個書生球評家，一語估中猛龍在
今年NBA 冠軍爭霸戰中勝出！（詳情見前個周日拙
文 「我願猛龍奪金冠」）

猛龍全隊有四人得分20+，盧利與施亞甘各得廿
六分，雲列特與伊巴卡在後備共貢獻卅七分亦是關鍵
。猛龍成軍廿四年來首次打入總決賽即奪總冠軍，亦
成為首支奪冠的加拿大球隊。

季初接手的猛龍教練拿斯，成為近五季第三位首
次領軍即奪冠的教練。上仗雖未能鎖定冠軍在主場稱
王，但拿斯強調最重要是結果：“這冠軍對整個城市
及國家都有深厚意義。只要能贏總冠軍，我們不在乎
在哪裡稱王。”

更抵讚是猛龍高層今次的豪賭，冒着李安納隨時
成為自由球員的風險交易，又把握機會補入M加素等
增強防守，最終成就總冠軍。加素成為首對分別贏過
總冠軍的兄弟，而在總決賽上陣過一分鐘的林書豪，

亦成第三位獲冠軍指環的華裔球員。
猛龍粉碎勇士的三連霸美夢，首奪總冠軍，去夏

加盟的李安納帶領猛龍在季後賽一路過關斬將，成為
奪冠的最大功臣，獲選總決賽的MVP當之無愧，並
是第三位先後協助兩支不同球隊奪總冠軍兼贏FMVP
的球員。

上季尾被德州聖安東尼奧馬刺交易到猛龍的李安
納，絕對是今次首奪總冠軍的最大功臣，他在六塲總
決賽中，每場平均得是廿八點五分、九點八個籃板、
四點二次助攻、兩次偷波及一點二次封阻的全能表現
，今季季後賽共得七百卅二分居史上單季第三高，僅
次於“波神”米高佐敦及“大帝”勒邦占士。

因此眾口一詞地讚美李安納當選總決賽MVP實
至名歸，繼一四年助馬刺奪冠兼贏FMVP後，成為繼
四分一世紀前的渣巴及近年勒邦占士後，史上第三位
助兩支不同球隊奪冠及獲選FMVP的球員；亦是史上
第四位在首季效力球隊即贏總冠軍的MVP，前三人
分別是魔術手莊遜、摩斯馬龍及杜蘭特。

由上季甚少上陣，到今季帶領速龍稱王，李安納
坦言一切都是努力的回報：“過去一個夏天，我經歷
了很多。我不斷努力，目標就是贏總冠軍，來到新的
球隊但心態仍是一樣，全力助球隊贏得冠軍，這就是
我打籃球原因。我很高興每日的刻苦訓練能得到回報
，有這美滿的結局。”

不過李安納有權在今夏跳出合約成為自由球員，
他需在廿七日前決定是否執行下季二千一百三十萬美
元的球員選項。若成為自由球員，猛龍能向李安納提
供五年一點九億美元的頂薪合約，若改投其他球隊，
最多只能獲四年一點四億美元。李安納亦可先簽短約
，在二一年進入自由市場，在獲十年資歷下尋求更大
的合約。

李安納強調未想前途問題：“我現在只想與隊
友及教練享受奪冠的喜悅，未來的事以後再說。”

連續五年打入總決賽的勇士在甲骨文球場最後一
戰輸波，但在季後賽不斷遭中“傷”，奮戰至最後一

刻確是雖敗猶榮。居里強調勇士的冠軍NBA仍在，
誓言明年會捲土重來。

今年勇士球員生不逢時，在季後賽不斷受傷，先
有卡辛斯倒下，隨後到杜蘭特及隆尼，艱難捱到入總
決賽，第五場再有杜蘭特復出再傷；第六場則輪到湯
臣傷出，否則結局或有不同。勇士未能完成三連霸及
近五年第四冠，但在甲骨文最後一仗奮戰到最後的精
神，為球迷留下深刻印象，“雖敗猶榮”四字絕對配
得上。

勇士傷兵太多，下季可能失去杜蘭特，湯臣至少
缺陣半季，但在總決賽場均得三十點五分的居里，相
信勇士王朝仍未崩塌，有力捲土重來：“今夏將有很
多決定，我們需要處理及思考，但我們的冠軍DNA
及球隊特質，我不相信明年無法再走到這裡及再奪冠
軍。像我們這樣的冠軍應可適應，不論下季陣容如何
，都會保持這種DNA。我們為這系列賽戰到最後感
到自豪，這五年的成就很驚人，我不認為就這樣結束
。”

總決賽六場中兩次取得三雙的格連，同樣相信勇
士能重返冠軍行列：“若大家認定我們的霸業盡頭，
便是不太聰明。我們仍未玩完，只是今年輸了，知道
今年不屬於我們，但人生就是這樣。不過我們還有事
要做，會再回來。”

不過杜蘭特的阿基里斯腱手術雖成功，但勇士教
練卡爾透露，他下季幾肯定會報銷，因阿基里斯腱的
康復，估計至少需十個月至一年，這將影響今夏可跳
出合約成為自由球員的杜蘭特去向。湯臣則確認為左
膝蓋前十字韌帶撕裂，估計要休息半年至八個月，長
則一年，最快要到明年二月才能復出，勢使勇士下季
的實力大打折扣。

總的一句，接連欣賞六塲猛龍大戰勇士，確實是
精彩絕倫，而猛龍最終勝出，方圓我一夢，因為是加
拿大的多倫多，個中感情走向，容我賣個關子，日後
我定會另行補述，今時不寫，乃因為紙短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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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降準會來嗎？
央行7100億巨量投放

背後信息量很大
6月以來，央行累計釋放7100億元

流動性，維持市場流動性充裕。與此同

時，全球進入新壹輪寬松周期的苗頭日

益凸顯，隨著全球14家央行宣布降息，

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鴿派”，關於國

內降息、降準的預期再度升溫。在半年

末流動性收緊的情況下，央行是否會跟

隨寬松？對於未來中國的貨幣政策走向

，該如何看待？

目前，市場對於央行是否在近期

降準看法不壹，有觀點認為，在全球

央行貨幣政策繼續向偏鴿方向轉變、

部分央行陸續開啟降息的背景下，央

行大概率會繼續下調政策利率，進而

引導市場利率下降。不過，有業內人

士對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降準在6月

實施的可能性不大，央行仍會運用逆

回購或中期借貸便利(MLF)的方式調

節流動性，因降準的信號意義過於

強烈，而且當前並不具備貨幣寬松的

必要性。

央行上壹次宣布定向降準從今年5

月15日開始，對聚焦當地、服務縣域的

中小銀行，實行較低的優惠存款準備金

率，分三次實施，約有1000家縣域農商

行可以享受該項優惠政策，釋放長期資

金約2800億元。

央行6月已投放7100億
維護流動性合理充裕
端午小長假後的首個工作日，央行

進行300億元7天期逆回購操作，另有

800億元逆回購到期，實現凈回籠500億

元。

6月以來，央行連續四個交易日進

行公開市場操作。6月3日、4日、5日，

央行分別開展800億元、600億元、600

億元7天期逆回購操作。6日，央行又端

上了“逆回購+麻辣粉”，即100億元逆

回購和5000億元MLF。央行在四個交易

日內累計釋放7100億元流動性，維護銀

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考慮到稅期將至、地方債發行加速

、同業存單到期及傳統性季末流動性趨

緊等因素，6月流動性壓力不容小覷。6

月共有近1.2萬億元逆回購和MLF(中期

借貸便利)到期，僅低於今年 1月份的

1.23萬億。此外，同業存單市場也約有

1.73萬億元到期規模。

近期，金融監管層多次發聲傳遞穩

市場信號，對於中小銀行流動性風險的

擔憂，央行於近日表態稱“已作充分準

備”。

6月 2日，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

人民銀行對6月份影響流動性的各類因

素已作了全面估計和充分準備，將根

據市場資金供求情況靈活開展公開市

場逆回購和中期借貸便利操作，6月17

日第二次實施對中小銀行實行較低存

款準備金率政策還將釋放約 1000億元

長期資金，有效充實中小銀行半年末

的流動性。

值得註意的是，近壹段時間，金融

委、央行、銀保監會輪番密集表態，目

前，中小銀行整體沒有出現異常，流動

性較為充足，各項流動性指標整體處於

正常水平。央行則表示，將運用多種貨

幣政策工具，保持金融市場流動性合理

充裕，並對中小銀行提供定向流動性支

持。

三大機構重磅發聲被市場視作壹種

積極信號，即當前中小銀行風險完全可

控，監管層將進壹步穩定市場信心，維

護同業業務的穩定開展，更好地支持中

小銀行健康可持續發展。

6月8日至9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易綱出席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時表

示，中國宏觀政策空間充足，政策工具

箱豐富，有能力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另

外，易綱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表示，如

果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中國有足夠的政

策空間來應對，包括調整利率和存款準

備金率。

有分析稱，在海外貨幣政策繼續偏

鴿、部分央行開啟降息周期的外部環境

下，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利率工具可以

更加靈活，長期來看，降準的概率有所

提升。

全球央行轉鴿信號顯現
中國央行何時降準
從全球央行整體表現來看，新壹輪

寬松周期的跡象日益凸顯。上周，繼澳

洲央行三年來首次降息後，印度央行也

宣布今年的第三次降息，今年以來，全

球已有14家央行宣布降息。而市場對於

美聯儲將會采取降息的預期也正在逐漸

增強。

事實上，近期降息的信號已出現在

壹些美聯儲官員的表態中。6月 4日，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並不確定貿

易摩擦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必要時將

采取適當政策支撐經濟增長，而這壹表

態被市場解讀為美聯儲對降息政策持開

放態度。

隨後，美聯儲副主席克拉裏達也提

及在經濟增長或通脹低於預期時美聯儲

將采取適當政策。市場普遍預計年內有

2-3次降息，年內至少降息壹次的概率甚

至上升到了 98%。

北京時間6月7日，美國勞工部公布

的數據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人口僅

增加7.5萬人，與此前預期數據相差10

萬人之多。市場分析人士指出，疲弱

的經濟數據進壹步強化了市場對美聯

儲年內降息的預期，如果勞動力市場

和其他指標進壹步釋放疲軟信號，那

麼美聯儲將不得不考慮通過降息來提振

經濟擴張。

美聯儲的政策意圖壹直左右全球

市場，當美聯儲暫停加息步伐而轉向

寬松時，全球各大經濟體不得不改變

策略。在全球央行貨幣政策繼續向偏

鴿方向轉變的背景下，中國央行會不

會跟隨全球貨幣政策趨勢進行降準、

降息操作呢？

西南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楊業偉

認為，隨著外部不穩定性上升和內需

走弱，國內政策將更為寬松。公開市

場資金在6、7月集中到期，預計央行

將在6月再度降準，而在外部利率普遍

下行環境下，不排除央行進壹步降低

銀行間利率，以及降低公開市場操作

利率的可能。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認為

，央行在流動性管理方面的政策儲備非

常充足。目前降準仍有空間。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首席固定

收益研究員明明分析認為，6月貨幣政

策短期面臨資金到期壓力，長期面臨繼

續降低融資成本、穩經濟的目標，貨幣

政策將邊際轉松。隨著經濟放緩和全球

貨幣政策轉松，適當下調政策利率，配

合穩杠桿政策可以更好地穩定經濟和提

高經濟質量。

明明認為，長期來看，中國可以適

當跟隨全球貨幣政策降低政策利率，也

可以考慮進壹步下調TMLF利率實現降

低小微企業信貸綜合融資成本目標。

也有聲音認為目前沒有降息或降準

的必要。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副院長、研究員董希渺在接受中新經

緯客戶端采訪時表示，“6月份降準的

可能性較小，央行更希望通過靈活調

整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或MLF利率來

引導整個市場利率的下降。而壹般情

況下，直接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可能

性不大。”

在董希渺看來，“降準釋放的信號

意義過於強烈”，等於向市場傳遞貨幣

政策寬松的信號。但事實上，目前並不

具備貨幣寬松的必要性。“壹季度全社

會的杠桿率上升比較明顯，結構性去杠

桿的任務仍然很重。”他說。

如果此時全面放寬貨幣政策，無疑

意味著去杠桿的成果大打折扣。董希渺

認為，比定向降準更重要的是建立中小

銀行較低存款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框架

，同時，更應該關註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和利率市場化改革。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認為，

從各個角度比較，我國的利率水平相對

而言依然較高。利率比較高，意味著在

貨幣政策上擁有相對更大的空間，但是

有空間不壹定意味著要大力度使用。

因為借鑒日本量化寬松的失敗經驗以

及過去貨幣超發的教訓，相信本輪貨

幣政策會更加穩健。既然財政減稅降

費仍有空間，那就沒有必要再走大水

漫灌的老路。

至於央行下壹次降準的時機，董希

渺認為，有可能等到二季度經濟數據公

布以後，才會適時考慮是否降準。半年

末往往也是流動性收緊的時候，因此長

遠來看，央行不是沒有降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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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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伊朗新一轮施壓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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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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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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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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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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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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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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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寧波湯圓、雪菜大黃魚、縉雲燒
餅、開化氣糕、蒲草烏飯，斯洛伐克的烤豬
肉、立陶宛的奶酪、塞爾維亞的香腸、克羅
地亞的煎餅、保加利亞的酸奶……來自中東
歐國家以及浙江各地美食和文化相遇，碰撞
出文化交融的絢爛火花。
6月9日下午，作為首屆中國─中東歐

國家博覽會暨國際消費品博覽會唯一的人文
交流活動─“舌尖上的相遇─中東歐美食與
‘詩畫浙江．百縣千碗’人文交流活動”在
老外灘正式開幕。
今年，中國─中東歐國家博覽會暨國際

消費品博覽會正式升格為國家級展會，成為
中國“17+1”合作框架下經貿合作的新平
台。“舌尖上的相遇─中東歐美食與‘詩畫

浙江．百縣千碗’人文交流活動”作為其中
的重要板塊，以“美食相遇，美好生活”為
主題，充分展示了中東歐國家的特色美食商
品、旅遊及人文風情，傳承中華美食文化，
也進一步擴大了“百縣千碗”美食的品牌影
響力。
目前，老外灘已與中東歐11個國家建立

了官方聯繫，先後落戶了匈牙利貿易署寧波
代表處、拉脫維亞投資促進署寧波代表處、
愛爾蘭米斯郡商會寧波代表處、立陶宛企業
署寧波代表處和中國─中東歐農促會聯絡
處、中國（寧波）中東歐青年創業創新中心
等機構平台，成為寧波與中東歐國家全面深
化合作的“城市窗口”，有力推進了寧波外
向型經濟的發展和中外文化的交融。

“舌尖上的相遇”中外美食亮相寧波老外灘

作為升格為國家級展會後的首屆中國—中東歐國家博覽會，此次共有
700餘名中東歐國家政府官員、客商以及來自22個國家和地區的6,700餘
名專業採購商參與會議論壇、經貿洽談、貿易展覽和人文交流等20多場
活動。

特設“中國館”展示開放成果
據介紹，本屆博覽會以“深化開放合作攜手互利共贏”主題，展覽

總面積近11萬平方米，參展國“朋友圈”也由中東歐16國擴展到德國、
法國、奧地利、俄羅斯等歐洲國家，參展企業達到1,186家，商品新增智
能科技、體育、家電、環境生活、物流等板塊。同時，博覽會設立中東歐
國家形象展、歐洲商品展和國際消費品展以及城市與園區展三大展區。
浙江省商務廳副廳長房立群告訴記者，城市與園區展也可被稱為“中

國館”。而寧波作為主辦地，將在這個展館入口處展示作為海上絲綢路的
重要起點，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成績和作為。特別是寧波舟山港已經
連續十年吞吐量位於世界第一，未來還將繼續發揮自身優勢，為促進與中
東歐的合作作出貢獻。
據了解，為了有利於中東歐商品進入中國市場，同時為國內商家提供

交易機會，寧波還專門設立了中東歐商品常年展銷中心，目前已有15個
國家23個特色館入駐，匯聚了3,000餘種特色商品，加上1,500平方米的
中東歐16國綜合展廳，寧波已成為全國最大的中東歐商品集散地。
寧波海關數據顯示，2018年，寧波與中東歐16國雙邊貿易額達243.6

億元，增長23.1%，佔全國比重的4.5%。此外，首屆進口博覽會上寧波
企業採購中東歐商品佔全國的15%。

寧波成中國最大中東歐商品集散地

■立陶宛願意給中國投資者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一日可完成企業註冊。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在致辭時表示，中國
與中東歐國家經濟優勢互補，加強貿易合作大有可為。中

方願意與中東歐各國相互擴大市場開放，簡化通關手續，提升
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願意積極擴大與中東歐國家間的進
口，希望中東歐國家企業將更多特色產品和優質服務帶入中國
市場。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與中東歐貿易額達到822.3億美元，

同比增長21%。今年1月至4月，中國與中東歐貿易額已達到
285.5億美元，同比增長7.9%。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
長張慎峰看來，展望今後的五至十年，中國─中東歐合作還將有
較大的增長潛力，“就貿易而言，雙邊貿易的增長速度仍將高於
中歐貿易的整體增長速度；在投資方面，中東歐國家將逐步成為
中國對歐投資的支點之一，未來的重要性將進一步顯現。”

盼迎資金及新運營模式
黑山前總統菲利普．武亞諾維奇在論壇上特別向與會嘉賓

推薦了黑山的旅遊資源，他表示，黑山旅遊資源豐富，目前旅
遊總收入已佔到GDP總量的23%，相信投資旅遊業將會有很好
的收益回報。他表示，旅遊項目的投資，不僅僅是資金上的投
資，還可以將新的管理理念、運營模式也帶到黑山來，所以歡
迎中國的投資者能夠前往黑山考察投資，將中國旅遊業發展的
經驗也引入黑山。

斯洛伐克馬丁市第一副市長魯道夫．科拉爾告訴記者：
“我特別想推薦馬丁的旅遊業，馬丁是一個山地城市，夏天和
冬天的景色都很美，希望更多的浙江人到馬丁去投資旅遊，給
我們帶來更多的商機。”

中企在立陶宛24小時可完成註冊
立陶宛經濟和創新部部長辛克維丘斯表示，立陶宛非常願

意給中國投資者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良好的法律保障，目前
24小時就可以完成企業註冊。特別在高新科技領域，願意與中
國共同發展。

斯洛伐克副總理理查德．萊希也表示，斯洛伐克擁有極具
戰略意義的位置、穩定的經濟增長、穩定的政治性和高效的勞
動力量，希望和中國不斷增進科技和創新之間的相互聯繫，一
起關注具有突破性、顛覆性的塑造未來的技術。

（記者王莉寧波訊）6月9日，中
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論壇在浙江寧波舉
行，來自中東歐17個國家和多個商會
“組團”參與本次論壇，希望增進與中
國合作，增加投資，搭建民間經貿往來
新平台。其中，波黑、愛沙尼亞等7個國
家帶來了143個項目，其中有24個項目
涉及旅遊業與酒店，成為投資重點。專
家指出，展望今後的五至十年，中國─
中東歐合作還將有較大的增長潛力。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論壇寧波舉行

中東歐中東歐1717國國““組團組團””赴華覓經貿合作赴華覓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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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老外灘上演“舌尖上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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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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 Sunday, June 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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