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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警方突襲右翼組織繳獲大量武器彈藥意大利警方突襲右翼組織繳獲大量武器彈藥

在意大利多地警方協助下在意大利多地警方協助下，，都靈特別警察部隊都靈特別警察部隊(Digos)(Digos)在突襲極右翼在突襲極右翼
組織時繳獲了包括壹枚空對空導彈在內的大量武器彈藥組織時繳獲了包括壹枚空對空導彈在內的大量武器彈藥。。

壹只都別想跑壹只都別想跑 ““天鵝普查天鵝普查””隊壹本正經隊壹本正經““數天鵝數天鵝””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年度天鵝年度天鵝““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拉開帷幕拉開帷幕。。據說據說，，這項傳統已經這項傳統已經
延續了延續了800800年年。“。“天鵝普查天鵝普查””是為了掌握天鵝的生長情況是為了掌握天鵝的生長情況。。普查當天的普查當天的
任務主要是為天鵝稱體重任務主要是為天鵝稱體重、、測量增長率測量增長率，，檢查它們的喙檢查它們的喙，，看它們身上是看它們身上是
否有被魚鉤刮傷等否有被魚鉤刮傷等。。此外此外，，普查員還在每只天鵝戴上編號腳環普查員還在每只天鵝戴上編號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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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盧卡斯攝影師盧卡斯··蘭德斯蘭德斯（（Lucas LandersLucas Landers））發明了世界上最小的取景相機發明了世界上最小的取景相機，，制作這制作這
臺相機大約花費臺相機大約花費100100英鎊英鎊。。2727歲的盧卡斯花了兩周的時間來計劃和制作這款功能齊全歲的盧卡斯花了兩周的時間來計劃和制作這款功能齊全
的相機的相機。。它由黃銅加工而成它由黃銅加工而成，，折疊暗箱由橡膠布制成折疊暗箱由橡膠布制成；；它的形狀像壹個立方體它的形狀像壹個立方體，，邊長邊長
只有只有2525毫米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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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由文化和旅遊部、浙江省

人民政府主辦，舟山市人民政府、浙江

省文化和旅遊廳承辦的2019國際海島旅

遊大會將於8月28-30日在浙江舟山盛大

召開。本屆大會以“新海島、新場景、

新動能”為主題，圍繞海島旅遊，深度

剖析產業現狀，思辨發展方向，前瞻未

來趨勢，從而有效推動我國海島旅遊的

可持續發展，提高我國海島旅遊目的地

的國際影響力。

國際海島旅遊大會已成功舉辦三

屆，往屆大會吸引了多方關註。2015年

首屆大會共計25個國家和地區，30個海

島城市，6位副部級以上境外官員參會，

發 布 了 《 世 界 海 島 旅 遊 發 展 報 告

（2015）》，形成了《世界海島旅遊發

展舟山群島共識（2015）》，確定國際

海島旅遊大會永久會址落戶舟山。

2016年第二屆大會，共計26個國家

和地區，40個境外代表團，10名副部級

以上官員，以及國際旅遊組織、文化和

旅遊企業、投資商、研究機構等近千名

嘉賓參會。組織舉辦了首屆國際海島旅

遊博覽會，總交易額達5530萬元。

2017年第三屆大會，共計45個國家

和地區、55個境外代表團，包括太平洋

島國政治家聯合考察團7個海島國家官

員在內的21位副部長級以上官員參會，

中外嘉賓人數超1300人。會上集中簽約

重大投資項目30多個，總金額超千億

元，其中舟山市簽約重大項目15個，金

額達520多億元。境內外60家主流媒體

百余名記者到場報道，大會規模和影響

力與日俱增。

本屆大會將有政府、各地文旅部

門、風險投資、產業基金、金融機構、

地產集團、路演項目方、文旅創業者、

目的地項目運營機構、行業研究機構及

協會、文旅服務機構及海島全產業鏈

相關機構等多領域的千余名領導、嘉

賓和精英齊聚壹堂，重新定義“新

海島”，創新開拓“新場景”，激活

發展“新動能”。

打破行業固有壁壘，重構“新海

島”格局。我國海島資源豐富，據自然

資源部發布的2017年海島統計調查公報

顯示，我國共有海島1.1萬余個，約占我

國陸地面積的0.8%。多家旅遊企業數據

顯示，海島遊產品在未來三年的復合年

均增長率將達到35%，目前海島旅遊市

場規模也已超1000億人民幣。海島遊的

千億市場潛力正在釋放。

但與火熱的國際海島旅遊相比，我

國的海島目的地稍顯冷清，大多數海島

開發還停留在觀光遊層面，行業整體仍

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缺少在國際市場上

具有高知名度的海島目的地，尚未形成

產業規模和產品優勢。

為充分挖掘和利用眾多海島資源的

寶藏，我國更應該借鑒海外的成功經驗，

同時結合文旅大消費產業的新思維，推

動海島旅遊產業從淺層的觀光旅遊轉變

成為深層的體驗旅遊，以全新思路發展

海洋海島文旅新產業。本屆大會將聚焦

“新海島”，並邀請國際海島城市共同

把脈海島旅遊，開出良方，推動海島旅

遊產業蓬勃發展。

開辟海上文旅“新場景”，開創流

量增長新航道。當前海島遊不局限於

“遊”，“海島+”將成為趨勢，這時

應打造新場景，融入文旅新內容，升級

全業態，賦能產業發展，促進海島遊成

為人們的壹種“海島美好生活新方式”。

在供給端，海島遊的服務和產品提

供將更為細分，海島遊產品更為多樣。

本屆大會將結合IP、住宿、主題公園、

科技、夜遊、大數據等文旅多業態，促

進海島遊產品更新疊代。

在需求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

人們的消費觀念發生轉變，對主題鮮明

的產品需求不斷增加。本屆大會的第三

天將聯合多家海島遊的創新企業，為消

費者打造包含水上運動、沈浸式、文旅

黑科技在內的多項體驗活動。

註入“新動能”，提升產業全面造血

能力。海島文旅新時代，人才培養對於行

業來說至關重要。如我國人才市場上普遍

存在的問題壹樣，海島遊產業的產學之間

、校企之間缺乏良好的互動關系，而且

當前也面臨著嚴峻的人才結構性缺失問

題，行業內缺少海島設計、規劃及運營

人才，不利於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人才是推動壹切行業的根本，是行

業得以發展的動力。如何加快升級人才

培養機制、如何構建海島遊人才培育體

系成為壹道考題。本屆大會將邀請學術

派和實戰派代表，共商人才創新，補齊

人才短板。

隨著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城

鎮化水平提升、居民消費結構調整、5G

等新技術的普及，我國文旅生態正在經

歷壹場重構，文旅的產業生態極為復雜，

在文旅融合趨勢下，旅遊與地產、教育、

文娛、體育、康養等領域的跨界創新越

來越頻繁，海島旅遊產業應與時俱進，

吸收最前沿思維。為此，要全面提升大

會“國際化、市場化、專業化、品牌

化”水平，努力打造中國與世界海島旅

遊國家、地區的外交平臺，以海島旅遊

為主題，貫徹落實“壹帶壹路”倡議的

交流平臺，聚焦海洋海島旅遊開發全產

業鏈的貿易平臺，推動我國海島旅遊發

展，助力產業結構優化，為行業開辟壹

條務實創新、合作共贏之路。

國際海島旅遊大會即將召開
開拓海島旅遊新格局

平臺經濟在中國興起 官方出手助力發展
綜合報導 近日召開的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

出，近年來中國平臺經濟蓬勃興起。要遵循規律、

順勢而為，支持推動平臺經濟健康發展。同時，會

議確定了支持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的三方面措施，壯

大優結構促升級增就業的新動能。

國務院常務會議稱，互聯網平臺經濟是生產力

新的組織方式，是經濟發展新動能，對優化資源配

置、促進跨界融通發展和“雙創”、推動產業升級、

拓展消費市場尤其是增加就業，都有重要作用。

中國互聯網協會青年專家向坤對中新社記者表

示，平臺經濟能發揮出長尾效應，使得原本不那麼

受重視、小眾的商品和服務得到關註，從而促進需

求和供給的均衡與匹配，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時，

通過網絡效應擴大市場規模，這是平臺經濟對中國

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平臺經濟為企業“減負”亦是貢獻。中國跨境

電商 賣家服務平臺PingPong，在四年時間裏用技

術讓行業費率下降了70%，服務超過40萬的中國跨

境電商賣家，累計為他們節省超過10億美元。

就業是重中之重。阿裏巴巴集團合夥人、阿裏

本地生活服務公司總裁王磊表示，“餓了麼蜂鳥即

配”目前在全國範圍內擁有超300萬註冊騎手，約

65%的騎手來自中西部地區，為中西部創造大量就

業崗位。

與此同時，“餓了麼口碑”還帶火眾多新興職

業：智能調度算法專家、外賣運營、菜單分析師、

菜品攝影師、小龍蝦品鑒員……平臺經濟下應運而

生的新崗位新職業，方便了民眾生活，改善了民生

福祉。

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分別從發展平臺經

濟新業態、優化發展環境、創新監管方式三方面著

手，助力推動平臺經濟健康發展。

會議提到，要適應產業升級需要加快工業互聯

網平臺建設及應用，推進制造資源、數據等集成共

享，發展智能制造和服務型制造。

向坤認為，中國關註工業互聯網平臺會找

到產業升級的突破口，跟上國際步伐，使得中

國工業互聯網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無“時差”，

工業互聯網平臺能夠幫助中國升級產業鏈、創

新業態，並降低生產浪費，提升更多個性化的

工業服務。

如何實現與政府數據的共享是平臺型企業發展

的共同難點。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要加強政府部

門與平臺數據共享。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許憲

春指出，平臺經濟背後的核心驅動力是數字技術，

數據資產已經成為許多平臺經濟企業最為核心的資

產，作為公共品的政務大數據將成為平臺經濟企業

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需要政府部門打破“信息孤

島”，構建政府大數據平臺。

涉及平臺經濟的創新監管，會議要求，強化信

用約束，科學合理界定平臺主體責任，依法懲處網

絡欺詐、假冒偽劣、不正當競爭、泄露和濫用用戶

信息等行為。

“從全球範圍來說，對包括平臺經濟在內的互

聯網行業加強監管是大勢所趨。”向坤表示，從監

管方式看，可引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以此提高監

管效率；從監管主體看，可增加消費者協會、行業

自律協會等新的公共組織來進行監管，形成協同監

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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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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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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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
第二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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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郭臺銘不出走 國民黨整合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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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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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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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近期嘉賓：

建築大師李兆瓊CC李先生
熱點話題：建築中的風水學，休斯頓近期

城市發展運勢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q9oxLi2GeTc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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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南海的西樵松塘古村，可是當地一
張靚麗的名片，獨特的翰林文化每年吸引數十
萬遊客。松塘村有800餘年歷史，自南宋開村
以來，一直重視教育，耕讀傳承，僅明清時期就
出了二十幾名進士和舉人，其中四人入翰林院，
因而又有“翰林村”的美譽。
松塘村具有獨特的自然景觀和悠久的歷史文化

底蘊，先後獲得了“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廣東十
大最美古村落”、“廣東旅遊名村”等稱號。穿過牌
坊走進村中，放眼望去盡是嶺南傳統建築，鱗次櫛比的
宗族祠堂、古樸大氣的鑊耳大屋以及矗立月池旁的旗杆碑
石，無不彰顯着松塘古村的特色。看着眼前那些熟悉的青
磚、木雕、鑊耳屋、石板……書香之氣撲面襲來。繼續前
行，只見荷花滿塘，蓮葉田田，魚躍塘中，綠意盎然，在酷
暑中讓人倍感清涼。涼風習習，荷花怒放，林立整齊的宗
祠、家塾倒映在湖上，猶如一幅雅致的古典村居圖，與鑊耳
屋群相映，構成了一幅靜謐雅致的嶺南畫卷。

一提陽山，大
家或許會想到有着“原
始森林”的廣東第一

峰，又或者是素有“廣東漓
江”之稱的魚水旅遊風景區。

其實，在陽山還有一個地方，同
樣遠近聞名，絕色美景令人驚歎，
那就是陽山縣北部的嶺背鎮。

賞荷歎山水消暑正當時
上游的秤架河與黃坌河在嶺背鎮交

匯，使交匯處的蓮花村擁有優美的水鄉景
色。據說，蓮花村先祖為躲避饑荒流落至
此，見村中風景秀美，蓮花盛開，不禁駐
足停留，採蓮子、挖蓮藕煲湯食用，味道
鮮美異常，遂決定在此定居，並給這裡取
了蓮花村這個美麗的名字。

如今正值賞荷佳期，蓮花村的荷花觀
賞基地約有50畝荷花，當中有玉蓮、江
溪紅蓮等10多個珍稀品種，還搭建了400
多米的沿河遊覽棧道和觀景平台。

走進荷田，夾雜着花香的微風拂面而
過。目光所及，粉白荷花在碧綠荷葉的簇
擁下亭亭玉立；偶爾夾雜着幾朵美麗的白
蓮花，潔白無瑕，更顯清雅；朵朵花苞引
蜻蜓駐足，又是另一種意境。

荷塘背枕連綿青山，遠處的雲霧，白
牆青瓦的房子，交織成一幅美妙的山水
畫，置身其中猶如身處仙境，淡淡清香也
令人寧靜。

鮮美炸魚糍尋到特色味
好風景還要配上好味道。來到嶺背

鎮，一定要嚐嚐特色小吃炸魚糍。將粘
米、黃豆加水磨成漿，然後包裹現撈現殺
的白鰱魚，起片、過油炸，待外皮酥黃便
可起鍋。新鮮炸出的魚糍，外焦內嫩既擁
有酥脆的口感，又保留了魚肉的鮮美。

麥羹也是陽山當地出名的一道美食，
是由玉米粉熬製而成，吃起來清甜濃香，
回味無窮。除了魚糍和麥羹，嶺背鎮還
有很多營養豐富又美味的好東西，山水豆
腐、河魚也是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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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廣東古村小鎮 盡享清涼田園風光

地址：江門鶴山市古勞鎮政府旁古勞水鄉旅遊開發中心
門票：20元人民幣

周邊景點：水龍橋、梅月呂公祠、江門仙鶴湖度假山莊

蓮花仙境青山連綿
清遠嶺背

松塘古村蓮葉田田
佛山西樵

十里荷香染暑衣
遠離都市探幽境

2019廣州
第二屆龍崗黃皮節

■穿過牌坊走進村中，盡是嶺南傳統建築。
網上圖片

■■特色小吃炸魚糍特色小吃炸魚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19廣州
第31屆蓮花文化旅遊節

江南水鄉盛名在外，廣東其實也藏着一個與世隔絕、有着
“東方威尼斯”之稱的嶺南水鄉——古勞水鄉。古勞水鄉位於
江門鶴山市西北部，地處西江河畔。明朝洪武年間起當地人在
西江邊上大規模修築堤圍，在堤內沖積灘，人們開挖出一口口
魚塘，魚塘間形成一個個的小土墩，因此也被稱為圍墩水鄉，
成為了珠江三角地區的典型水鄉之一。

水鄉生態區 夏荷連綿開
古勞水鄉中要數十里水鄉風景長廊最具特色。長廊途經水

鄉遊客服務中心、橫海浪濕地、新凼、水鄉民俗風情館、雙橋
市場、上升、雙橋水寨、仁和，最後又回到遊客服務中心。水
道兩旁，長滿野花、芭蕉、棚瓜、桃花等，水旁長着菱角、蘆
葦、水芋、荷花，乘船在水網田園之中穿梭，別具野趣。

在古勞水鄉遊玩，最值得花時間的就是西北端的橫海浪自
然生態區。它是古勞水鄉最大的自然湖泊，西江河水流入古勞
水鄉的第一重，被譽為古勞水鄉的“母親湖”。橫海浪面積約
500畝，在其中放養和自然生長的魚類逾30種，禽鳥類逾10
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白鷺也在此棲息有幾千隻；水生植物也
有10多種，荷花最為著名，每年6、7月吸引大批遊客紛至沓
來乘船賞荷。

七月正值盛夏時節，連綿數百畝的荷花盛開。遠遠望去，
茂密的荷葉、盛放的花朵、嬌嫩的花蕾、青澀的蓮蓬，隨手一

拍，已經恍如詩畫。除了橫海浪自然生態區，古勞水鄉內隨處
可見荷塘。漫步水鄉，入目皆是荷花美景。

濃郁文化味 覓名人故居
除了大片荷花資源，古勞水鄉還蘊含豐富的文化色彩，

“詠春文化”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文化要素。梁贊是詠春
拳的開派師祖，其故居位於古勞東便村，佔地面積660多
平方米，於2015年進行了全面修葺，現設有四個展
館，分別是梁贊先生的寢居室、習武授徒的拜師堂、
行醫的醫館榮生堂和傳承館。故居還擺放了包括
一代宗師葉問、影視明星李小龍在內的一批詠春
拳武術家的雕像，喜歡武術或港產功夫片的人
可以借機了解一番。

此外，一座典型晚清風格的民居——胡
蝶故居也坐落此地。胡蝶是中國第一代
“電影皇后”、中國電影藝術界一顆璀璨
的明星，也是中國電影史上最傑出的人物
之一。她的故居坐落在坡山水寨村內，
在上海出生的胡蝶，小時候隨父母回來
小住過。

來到江門鶴山，還可以到無污染的
農業生態莊園“鄉里人家”享受田園之
樂。“鄉里人家”位於山清水秀、空氣
宜人的鶴山市龍口鎮金崗那白管區內，
地處四堡水庫與崑崙山流域交界處，形
成以山林、溪流、田園風光構成的自然
綠色園林。老闆曾是當地土生土長的放
牛娃，因為對兒時鄉土的眷戀，租下了
附近的土地，希望將這裡打造成一個迎
合城市人追求“綠色”生活的桃花源。
結合都市人最感興趣的農村生活狀態，
如今這裡開拓了“自耕自種自煮”“休
閒燒烤”“水上娛樂”“放風箏”“釣魚”
“露營”等一系列的休閒度假項目。每逢假
日，前來體驗水面垂釣、水果採摘、田間勞作
的遊客絡繹不絕。如斯美景，還吸引了廣州書
畫專修學院前來，將這裡作為寫生創作基地。熱
愛藝術的市民也許還能與學院老師來一場偶遇。

江
門
鶴
山

■■古勞水鄉是珠江三角的典型水鄉之一古勞水鄉是珠江三角的典型水鄉之一，，有着有着““東方威尼斯東方威尼斯””之稱之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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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松塘古村
門票：免費

周邊景點：西樵山、西樵山國藝影視城、南海博物館、平沙島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荷花的美，通過一首首膾炙人口的古詩描

繪傳頌至今。如今正值盛夏，荷花盛開的

季節，不如遠離煩囂都市，來一趟賞荷

之行，在荷塘邊上看荷葉翻動、感

受清風徐來，尋找那些信手拈來

的詩句意境，一解暑熱帶來的煩

躁。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寶儀

廣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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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清遠市陽山縣嶺背鎮蓮花村荷花觀賞基地
門票：免費

周邊景點：山塘古村、魚水旅遊風景區、秤架臥佛山、賢令山

■■清遠嶺背鎮景色清遠嶺背鎮景色。。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清遠陽山縣嶺背鎮的荷清遠陽山縣嶺背鎮的荷
塘背枕連綿青山塘背枕連綿青山，，如一幅如一幅
美妙的山水畫美妙的山水畫。。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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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最新全國民調出爐，顯示近九成美國人
認為，美國因種族出現分裂，而且多數
人認為各政黨對何為美國人的定義有不
同觀點。

川普總統14日在推特要四名民主黨
少數族裔女議員 「回去」她們的祖籍國
，民調發現59%美國人不贊同川普言論，
其中有44%強烈反對，不過也有40%民眾
表達支持。

十名美國人中有九人認為，美國因
種族而分裂，不過政黨與種族差異會影
響他們的觀點。 88%民主黨人反對川普
的推特言論，但82%共和黨人支持，其中
有47%表示強力支持；獨立選民則有58%
反對，其中41%強力反對。

整體而言，48%美國人認為川普推特
具種族主義，34%不這麼認為。

白人看法分歧，各有41%民眾持正反
意見；76%非裔美國人和54%西班牙裔認
為川普發言具種族主義。年齡差距也有
影響，強力支持川普言論的65歲以上美
國人是30歲以下者的三倍，而且更多年
輕美國人認為川普發言具種族歧視。

在全國僅有26%民眾滿意川普對民主
黨議員的言論的情況下，57%共和黨人稍
微或非常滿意，18%表示不滿意；多數共
和黨人也覺得這番言論具美國精神，
70 %認為不具種族主義，43%認為這是總
統該有的發言，而且77%認為媒體過於關
注。

[本報訊]來自美國政府
的統計數據列出了該國新入籍
人數最多的幾個州。其中，加
州居全國之首，成為接收新公
民最多的州。

除了加州和紐約，2017 年
新加盟美國國籍人數最多的前
幾個州分別為佛羅裡達州、德
州、新澤西州、麻薩諸塞州、
伊利諾伊州、維吉尼亞州、馬
裡蘭州和喬治亞州。

來 自 政 府 的 數 據 顯 示 ，
2017 年，加州有超過 15 萬人入
籍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數字幾
乎是同比第二名紐約州的兩倍
。

據《橙縣紀事報》（Or-
ange County Register）報導，在
這方面，加州 2016 和 2015 年均
領先全國，每年都接收超過 15
萬人加入美國國籍。

數據顯示，2017 年全美近
40%的新入籍公民來自北美；
36%來自亞洲，來自歐洲的新公
民為9.2%。

另外，墨西哥向美國輸出
了17%的新公民，其次是印度，
佔7.2%，而中國人則佔5.3%。

有關部門的數據還顯示，
通常入籍申請人都能通過入籍
考試。來自康考迪亞大學公共
政策中心（Concordia University

’s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的
數據顯示，大約90%申請美國公
民身分的外籍人士人通過了由
美國公民和移民局組織的考試
。

公民考試中包括諸如 「美
國國會由哪兩部分組成？」
「美國參議員有多少人？」等

問題。
目前美國正在花大力氣解

決該國移民和邊境安全問題，
公民身分成為政治辯論中的一
個主要話題。川普政府計劃在
美國人口普查中增加 「你是美
國公民嗎？」的問題。

（本報訊）十一月份的休斯頓市長選舉即將到來，本週一共有四位市長候選人宣布要參加市
長的角逐。其中包括記者和社會活動家Derrick Broze，百萬富翁律師Tony Buzbee，商人Naoufal
Houjami，以及現任市長特納表示將追逐連任。

本週一在休斯頓市政大廳，市長特納宣布將參加連任競選後，其他三位候選人也在中午之前
宣布將參加市長選舉。

之前，多位市長候選人已經宣布，他們有意向參加市長選舉並上報了財物報告以獲得選舉募

款的資格，當天也是年底11月5日參加市長，財務長以及市議員選舉的首日申請登記日，登記截
止日的最後一天是8月19日。根據選舉規定，如果投票的結果未能超過50%, 則需要繼續進行再次
投票。

之前曾表示要參加市長選舉的多位候選人，商人Bill King，市議員Dwight Boykins，前女議員
Sue Lovell，以及其他鮮為人知的候選人本週一都沒有正式提出參加選舉的申請。

民調民調 近近66成不贊同川普言論成不贊同川普言論美接收新公民最多的美接收新公民最多的
1010個州個州 德州在列德州在列

年底休斯頓市長選舉四位參選人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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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
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股票代號EWBC，
於NASDAQ交易）7月18日公佈2019年第二季度財
務報告，淨利達1億5千零40萬美元，每股獲利
1.03美元。平均資產報酬率（ROA）為1.45%，平
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為12.9%。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Dominic Ng）表示，華美銀行2019年第二季度
成長穩健。截至2019年6月30日，總貸款創新紀
錄，達3百37億美元，較2019年3月31日的3百
29億美元增加8億7千1百萬美元，年均增長率11%
；總存款亦攀新高，達3百65億美元，較2019年
3月31日的3百63億美元增加2億零4百萬美元，
年均增長率2%。其中，無息存款增長最為顯著。

吳建民指出，華美銀行2019年第二季度的營
業收入（operating revenue）創新高達4億2千萬
美元，較2019年第一季度的4億零5百萬美元成長
4%，較2018年同期的3億9千萬美元成長8%。
2019年第二季度的淨利息收入較同年第一季度增
加1%，同時，非利息收入躍升25%；與2018年同
期相比，淨利息收入成長8%，非利息收入增加9%
。

吳建民表示，收入成長結合有效的營運管理
，推動了稅前撥備前盈利能力的進一步提升。2019
年第二季度的稅前撥備前盈利比率為2.51%，較上
季度增加0.08%。另外，非獲利資產、呆帳消除比
率和貸款損失準備金均低於上季度。

吳建民說： 「儘管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波動
，華美銀行仍逆勢成長，且憑藉卓越的盈利能力
為股東創造了豐厚的收益，這也展現出我們獨特
的策略優勢和為客戶帶來的價值。我們期待在
2019年下半年繼續保持強勁的成長勢頭。」

盈利表現概要：
• 獲利穩健成長 – 2019年第二季度盈利達

1億5千零40萬美元，每股獲利達1.03美元，2019
年第一季度為1億6千4百萬美元和1.12美元。調整
後的第二季度盈利和每股獲利分別為1億8千零50
萬美元和1.24美元，較上季度的1億6千8百90萬
美元和1.16美元分別成長7%。

• 淨利息收入及淨利差穩步上揚 – 2019年
第二季度淨利息收入達3億6千7百30萬美元，較
上季度增加4百90萬美元或1%，較去年同期增加
2千5百60萬美元或8%。2019年第二季度淨利差
為3.73%，上季度為3.79%。

• 總貸款創新紀錄 – 截至2019年6月30日
，總貸款達3百37億美元，較2019年3月31日的3
百29億美元增加8億7千1百萬美元，年均增長率
11%。總貸款的增長得益於工商貸款（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oans）、商業房地產和單一住宅抵
押貸款的綜合成長。第二季度總貸款額較2018年
同期增加35億美元或12%。

• 總存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19年6月30日
，總存款達3百65億美元，較2019年3月31日的3
百63億美元增加2億零3百60萬美元，年均增長

率2%。第二季度總存款額較2018年同期增加37億
美元或11%。

• 資產品質穩定 – 截至2019年6月30日，
貸款損失準備金為3億3千零60萬美元，或總貸款
的 0.98%為持作投資（held-for-investment, HFI）
，2019年3月31日為0.97%，2018年6月30日為
1.00 %。2019年第二季度的呆帳總額為7百60萬美
元，佔平均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0.09%，低於2019
年第一季度的0.18%，2018年同期為0.14%。截至
2019年6月30日，非獲利資產為1億1千9百30萬
美元，佔總資產的 0.28%，2019 年 3 月 31 日為
0.33%，2018年6月30日為0.27%。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19年6月30日，
華美銀行股東權益為47億美元或每股32.53美元。
普通股每股有形權益為29.20美元，較2019年第一
季度成長3%，較2018年同期成長17%。截至2019
年6月30日，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10.0%，
第一類資本比率（CET1）為12.5%，總風險資本比
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13.9%。

華美銀行管理階層表示，預期2019年下半年
銀行將繼續成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19年8
月15日派發2019年第三季普通股股息每股0.275美
元，股東將依其至2019年8月1日的持股份數獲派
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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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百29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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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服
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台北、廈門及廣州亦
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
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
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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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二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20192019年第二季度財報穩健年第二季度財報穩健
淨利達淨利達11億億55千萬美元千萬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11..0303美元美元

營業收入創新高達營業收入創新高達44億億22千萬美元千萬美元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20202020年年11//88--11//2121
柬埔寨柬埔寨、、南北越南北越1414天經典之旅天經典之旅((三三)--)--吳哥窟篇吳哥窟篇

聞名世界的奇景—吳哥窟，當然也
是我們此次柬埔寨越南之旅的重頭戲之
一。其實吳哥古城是分為大吳哥和小吳
哥，小吳哥又被稱為吳哥窟。但不管是
大/小吳哥城，都是歷史的遺跡，極具
觀賞價值，被列為世界遺產。

大吳哥城共有五個城門，每個城門
的入口陸橋兩邊各有54尊阿修羅神和惡
魔，分別抱著一條“七頭蛇”保護王城
。

南城門：在進入都城前，遠遠便會
看到高達七公尺的大石城門上頭，四面
都刻著吳哥王朝全盛時期國王加亞巴爾
曼七世的面容，象癥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的四面佛菩薩。

巴戎廟：以“高棉的微笑”聞名，
寺內現存37座佛塔，每座均為巨大的四
面佛雕像，按照高棉人的容貌精雕細琢
，栩栩如生。

塔普倫寺廟：圍牆內有三重迴廊，

由於此廟一直未被重視和研究，庭院裡
堆滿醊落的巨石，且被各種植物所佔據
，其至有許多巨大的樹木盤結在圍牆的
廟門上，反而成為此廟奇特的景觀。

鬥象臺：古時皇帝舉行慶典儀式的
地方，也是國王的閱兵臺。在吳哥時期
每年都會舉行盛大鬥象大會，在搏鬥中
勝出的大象才能成為國王的坐騎。

吳哥窟則是吳哥古都中保存最完好
的聖殿，佔地面積162.6平方公里，以
建築宏偉與浮雕細緻聞名於世，是世界
上最大的神廟。共分為三層：第一層是
幽深的長廊，墻壁上保存著刻有印度神
話故事的巨型壁畫；第二層的參觀重點

是敲心塔與秘密樹洞；第三層就是小吳
哥的頂層，登上塔頂可以眺望古跡全貌
。這一層可是吳哥窟地區最高的人工建
築，暹粒當地的建築法規定，所有建築
物的高度都不得超過小吳哥的頂層。

敲心塔：傳說在此塔的出口靠墻而
立，手擊胸口，可以聽到塔內穿了咚咚
咚的巨大迴音，只要在那裡敲才有迴音
。這個神奇的功能據說是透過迴音來檢
查身體是否健康。

秘密洞：電影《花樣年華》的結尾
，梁朝偉來到吳哥窟的一處古蹟，對著
一個小洞，將他的秘密傾訴並塵封在其
中。

仙女像：吳哥窟的仙女雕刻是必看
點之一，所有吳哥的寺廟中，小吳哥裡
面的仙女數量最多，保存最好。

傍晚時分我們還會前往巴肯山，在
如血的夕陽美景中，遠眺宏偉的吳哥古
城，定會令人終生難忘。（圖片源自網
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會募款餐會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會募款餐會
77月月2020日在珍寶海鮮餐廳溫馨舉行日在珍寶海鮮餐廳溫馨舉行

休士頓臺大校友會鄧曉林會長休士頓臺大校友會鄧曉林會長（（二左二二左二
））歡迎胡小蓮歡迎胡小蓮（（一左一一左一）、）、羅秀娟羅秀娟（（二二
左一左一））等與會等與會。。鄧曉林會長在會上致詞鄧曉林會長在會上致詞
感謝募款籌備會成員以及達拉斯臺大校感謝募款籌備會成員以及達拉斯臺大校
友會及僑界人士們友會及僑界人士們，，兩個月以來的努力兩個月以來的努力
和付出和付出，，總計募款金額為總計募款金額為3030萬萬65006500元元

將交給管中閔校長將交給管中閔校長。。

臺大校長管中閔致詞臺大校長管中閔致詞，，看到身在異國看到身在異國
仍心繫臺灣的校友十分感動仍心繫臺灣的校友十分感動。。同時說同時說
明他對臺大百年願景的執行策略和計明他對臺大百年願景的執行策略和計
劃劃。。希望從臺大做起希望從臺大做起，，發揮臺灣學術發揮臺灣學術
龍頭的角色龍頭的角色，，為臺灣整體高教水平與為臺灣整體高教水平與

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做出貢獻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做出貢獻。。

臺大校長管中閔臺大校長管中閔（（一左三一左三）、）、副校長副校長
周家蓓周家蓓（（一左二一左二），），休士頓臺大校友休士頓臺大校友
會副會長吳而立會副會長吳而立（（右四右四））向朱安平向朱安平

（（左一左一）、）、甘幼蘋甘幼蘋（（右三右三）、）、欒桐華欒桐華
夫人夫人（（右一右一））等敬酒等敬酒。。

臺大校長管中閔臺大校長管中閔（（二右四二右四）、）、執行長劉寧執行長劉寧（（二右六二右六）、）、財務長廖珮真財務長廖珮真（（二右五二右五））
，，休士頓臺大校友會會長鄧曉林休士頓臺大校友會會長鄧曉林（（二右三二右三）、）、副會長吳而立副會長吳而立（（二左五二左五））向張文華向張文華
法官法官（（一右一一右一）、）、張少歐醫師張少歐醫師（（二右二二右二），），美南日報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日報董事長李蔚華（（二左四二左四）、）、
社長朱勤勤社長朱勤勤（（二左三二左三））夫婦等敬酒夫婦等敬酒，，向捐款校友們及僑界人士致意向捐款校友們及僑界人士致意。。

臺大校長管中閔臺大校長管中閔（（一右二一右二）、）、財務長廖佩真財務長廖佩真
（（一右三一右三））向華啟梅向華啟梅（（一左五一左五）、）、潘敏潘敏（（一左一左
二二）、）、鍾章桂醫師夫婦鍾章桂醫師夫婦（（一左一一左一，，一左三一左三））等等

敬酒敬酒。。

臺大校長管中閔臺大校長管中閔（（二右四二右四））向邵梅五向邵梅五（（二左一二左一
），），校友周宏校友周宏（（二左三二左三），），林琬珍林琬珍（（二左四二左四））

等敬酒等敬酒。。

臺大校長管中閔臺大校長管中閔（（左四左四）、）、執行長劉寧執行長劉寧，，休士頓休士頓
臺大校友會會長鄧曉林臺大校友會會長鄧曉林（（左五左五）、）、副會長吳而立副會長吳而立

（（左六左六））向年輕的校友們及僑界人士敬酒向年輕的校友們及僑界人士敬酒。。

臺大校長管中閔臺大校長管中閔（（左三左三）、）、副校長周家蓓副校長周家蓓（（右右
三三）、）、財務長廖佩真財務長廖佩真（（左四左四），），休士頓臺大校休士頓臺大校
友會會長鄧曉林友會會長鄧曉林（（右一右一））向高嫚麟夫婦向高嫚麟夫婦（（左二左二

、、左一左一）、）、錢莉錢莉（（左五左五））等敬酒等敬酒。。

臺大校長管中閔臺大校長管中閔（（左五左五）、）、財務長廖財務長廖
佩真佩真（（右二右二），），休士頓臺大校友會會休士頓臺大校友會會
長鄧曉林長鄧曉林（（左四左四））向楊文珍向楊文珍（（左一左一））

，，鄔逸卉鄔逸卉，，金俊家敬酒金俊家敬酒。。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前會長鍾宜秀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前會長鍾宜秀
（（一左一一左一）、）、理事長葉宏志理事長葉宏志、、前會長劉前會長劉
秀美秀美、、孫雪蓮孫雪蓮、、謝家鳳謝家鳳（（一右一一右一），），風風
雅集會長周芝陽雅集會長周芝陽（（一左二一左二），），張南庭張南庭

（（二左一二左一），），楊嘉玲楊嘉玲，，李旭東李旭東（（二右一二右一
））出席出席 「「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會募款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會募款

餐會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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