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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優惠截止日8/31/2019。有其他條件限制。詳細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
1-優惠僅限新開立的一般商業支票帳戶。開戶後前六個月期，若未達到最低存款額要求，相應的月服務費將被免除。月服務費細則請洽您當地的華美銀行分行。可能依帳戶活動收取其他交易服務費。
2-優惠僅適用於新開立的一般商業支票帳戶、Business Suite 或Business Elite 支票帳戶。僅限一盒華美銀行 “Image Check” 樣式支票。更改樣式可能須收取額外費用。
3-優惠僅適用於Business Suite支票帳戶與Business Elite支票帳戶客戶。遠程存款掃描機須搭配兩年合約，提前解約須支付$300罰金。每月須繳交遠程存款服務費。可能依帳戶活動收取其他交易服務費，詳情請參閱費用細則。
4-優惠僅適用於Business Suite支票帳戶與Business Elite支票帳戶客戶。Business Suite支票帳戶，每帳單月內首四筆電匯入款免收手續費；Elite支票帳戶，每帳單月內首四筆電匯入款、首四筆電匯出款免收手續費。詳情請參閱費用細則。
5-月服務費減免適用於Business Suite支票帳戶內，月平均存款$35,000以上，或Business Elite支票帳戶內，月平均存款$75,000以上的客戶。月服務費細則請洽您當地的華美銀行分行。可能依帳戶活動收取其他交易服務費。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輕鬆管理現金流
我們的商業支票帳戶為不同規模的
公司提供多層次的服務，助您簡化
日常營運，全力擴展事業。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easy 或致電 888.819.8880。

2019年8月31日前開立合格商業支票帳戶，即可獲享：

• 首六個月無最低存款額要求1(僅限一般商業支票帳戶)

• 免費標準樣式支票一盒2

若存款額達到標準，您還可獲得：

• 遠程存款掃描機3

• 免收電匯入款/出款手續費4

• 免收月服務費5

• 更多優惠歡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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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金城銀行於8月27日由金城銀
行百利總行、達拉斯理察遜分行、南加州阿罕
布拉市分行和爾灣以及羅蘭崗貸款辦公室聯合
主辦中小企業財經講座。由金城銀行總裁暨執
行長黃國樑博士主持講座，資深副總裁陳啟輝
主講中小企業商業貸款現行法制，資深副總裁
Regina Tunchez主講網路現金管理和商業支付處
理服務，此次亦邀請達拉斯和南加州地區的客
戶參與視訊講座，分享財務規劃資訊，現場氣
氛熱烈，參加的來賓踴躍提問。

黃執行長於致詞中表示： 「金城銀行不但
是社區的銀行和朋友們的金融後盾，我們秉持
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的學習，專注聆聽客戶
的需求，努力開發便利及多元的金融服務，以

協助客戶完成人生的夢想。基於金城銀行是學
習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 ，我個人亦不間
斷學習，近期將參加銀行董事雜誌(Bank Direc-
tor Magazine) 主辦的財務科技(FinTech) 研討會
，以精進最新的金融科技知識。我深信現代的
金融管理，必須擁有心智正直(Intellectual Integ-
rity)的力量，兼以創新的思考能力和行動力，才
能滿足顧客的銀行需求。今天為中小企業主介
紹包括商業貸款以及網路現金管理和商業支付
處理服務，希望經由今天的座談會幫助朋友取
得合適的金融服務，進而完成個人的人生及事
業的目標。金城銀行堅持穩健發展核心業務，
配合電子世代潮流，致力提供更方便和省時的
金融服務。金城銀行所有同仁攜手同心、擴大

服 務 社 區 的 層
面 ， 這 也 將 是
金 城 銀 行 未 來
持 續 堅 持 的 目
標。」
金城銀行資深
副 總 裁 陳 啟 輝
主 講 中 小 企 業
商 業 貸 款 現 行
法 制 。 針 對 許
多 中 小 企 業 受
限 於 資 本 不 足
或 取 得 資 金 成
本 過 高 導 致 發
展 受 限 ， 金 城
銀 行 和 聯 邦 中
小 企 業 署 合 作

並取得優先審核貸款人(Preferred Lender)資格，
可直接審核及批准貸款，減短貸款等待時間。
SBA Loans 特別適用於新創業者、 專業人士，
公司擴張融資 以及購買機器設備等。 它的特點
是： 政府支持的貸款計劃，增加就業機會，貸
款期限較長， 每月還款額較低，優惠利率，可
享有較低資本額限制等。陳資深副總裁對於中
小企業商業貸款的資格、限制以及貸款種類和
流程均做詳細說明，為中小企業主提供更佳的
貸款選擇。

金城銀行資深副總裁 Regina Tunchez 針對
網路現金管理和商業支付處理服務所能提供的
功能及方便性詳加介紹；包括客戶常需使用的
傳統存提款服務、即時轉帳、帳單付款、支票

止付甚至電匯服務等都可以經由網路現金管理
服務完成，省時又省錢。Regina Tunchez資深副
總裁特別講解現行最便捷的商業支付處理服務
，以多元的付款解決方案，方便顧客靈活選擇
付款方式。另外為因應現今網路作業需求，金
城銀行電子行動銀行，不論電子支票存款，轉
帳，管理及支付帳單， 查詢交易名細等，一機
在手，理財輕鬆走!

為慶祝金城銀行即將到來的34週年慶，在
講座中特別宣佈推出多項優惠方案，包括網路
現金管理服務减免三個月服務費，支票掃描機
免安裝費和三個月租金，以及存款帳戶優惠利
率等方案，以回饋並感謝客戶和社區朋友的長
久支持。

本次講座，二位資深銀行經理以深入淺出
方式，為社區朋友介紹中小企業商業貸款需知
、網路現金管理和商業支付處理服務，相信為
朋友們提供更多金融資訊，幫助大家瞭解如何
善用銀行資源。如需瞭解各項優惠方案，歡迎
親臨或致電金城銀行。

金城銀行秉持服務社區的宗旨，以提供用
心、誠懇、周密、專業的金融服務，以滿足社
區朋友的銀行需求。金城銀行是您打拼事業，
完成夢想的最佳夥伴！ 如需任何金融服務，歡
迎親臨金城銀行總行及附近分行或參閱金城銀
行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 最新訊息。金
城銀行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電 話 ：
713-777-3838。金城銀行與您共創利益、共享
金色未來。

金城銀行財經講座為認真的中小企業提供事業發展的方案！

多項優惠方案酬賓！

（本報訊） 時間：9/8/2019 星期天
下午十二點到四點
地點：熊貓自助餐館
12755 Sw Fwy Stafford, TX 77477
費用每位$15
小童十二歲以下$8

有抽獎, 卡拉OK演唱, 及品嚐中秋月餅
歡迎你來參加，歡渡佳節
買票請聯絡
馬黛華：713-3022386
江麗君：832-3727330
請盡早報名，不接受臨時入座

世界廣東同鄉會中秋節聯歡會

圖1：今年園遊會上百位嘉賓政要上台參與剪綵。(本報資料照片)

圖3：超級盃明年將在休士頓舉行。(取自休士頓紀事報)

金城銀行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金城銀行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右七右七））等與前來參加等與前來參加88月月
2727日講座的休士頓地區中小企業的代表們合影日講座的休士頓地區中小企業的代表們合影。。((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金城銀行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金城銀行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右四右四）、）、資深副總裁陳啟資深副總裁陳啟
輝輝（（右三右三）、）、AndyAndy 侯侯((左四左四))、、資深副總裁資深副總裁Regina TunchezRegina Tunchez
（（左五左五））在財經講座中擔任講師在財經講座中擔任講師。。公關侯秀宜公關侯秀宜((左三左三))介紹介紹
講師講師.(.(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江麗君會長江麗君會長((一左三一左三))於於88月月44日下午日下午22時在僑教中心主持即時在僑教中心主持即
將於將於99月月88日在熊貓自助餐館舉行日在熊貓自助餐館舉行[[世界廣東同鄉會中秋節世界廣東同鄉會中秋節
聯歡會聯歡會]]討論事宜討論事宜，，前會長林國煌前會長林國煌((一右四一右四))、、王煒蘭王煒蘭((二左二左
一一),),副會長馬黛華副會長馬黛華((一左一一左一),),秘書長陳慶輝秘書長陳慶輝((二左二二左二),),監事長毛監事長毛
志江醫師志江醫師((二右三二右三),),理事唐國珍理事唐國珍、、黃廷標黃廷標、、莫德賢莫德賢、、王寶兒王寶兒
等與會等與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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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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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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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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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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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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來源網絡媒體】美國堪薩斯大學華裔副教授陶
豐（Feng‘Franklin’Tao），日前因涉嫌欺詐被美方拘捕。陶豐
同時作為中國福州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教育部特聘的 “長江學
者”教授，在被捕前，頻繁在大陸活動，並在國內復制了一個和
美國很類似的研究所。

現年47歲的陶豐8月21日在美國堪薩斯州勞倫斯市的家中
被捕，被起訴，並將於8月23日首次出庭。

美國司法部指控，陶豐在堪薩斯大學環境有益催化中心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ly Beneficial Catalysis，CEBC）任副教
授期間，又在2018年5月與福州大學簽署了一份為期5年的合同
，成為中國“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美國指控，陶豐在承擔兩個美國能源部項目、4個美國國家
科學基金會項目的情況下，隱瞞了他在中國擔任“長江學者特聘
教授”這一有潛在利益衝突的職位，欺騙了美國政府。

陶豐被指控涉嫌一項電信欺詐（Wire fraud）罪和三項項目
欺詐（Program fraud）罪。如果罪名成立，他將面臨最高20年的
監禁，以及最高25萬美元的電信欺詐罪罰款，而每一項的項目
欺詐罪他亦面臨最高10年監禁和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

陶豐在美國的研究工作
陶豐2002年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畢業，2006年至2010

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後研究，2010至2014年在美國
聖母大學擔任助理教授，2014年8月被聘為堪薩斯大學終身副教
授。

陶豐在堪薩斯大學的研究簡介顯示，他主要從事化學催化方
面的研究與表徵，他的實驗室內有催化劑合成實驗室、催化性能
評價實驗室 、近常壓X射線光電子能譜儀實驗室、近常壓掃描
隧道顯微鏡實驗室。

陶豐在堪薩斯大學期間，從2015年至今，已經發表69篇有
關催化劑方面的高質量的文章。

陶豐同時被聘為長江學者
但是，就在陶豐承擔美國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多個項目

的同時，他在2017年又與中國的福州大學簽訂協議，成為福州
大學教授，並在該大學成立了“分子催化與原位表徵研究所”。

2018年，陶豐被福州大學推薦為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
教授”。

陶豐在中國複製了同樣的實驗室
陶豐被捕後，中共官方很快刪除了他在國內研究領域的相關

信息，但在陶豐的一些資料介紹中，仍可以看出他擔任福州大學
教授、 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期間，在該校成立幾乎與美國大學一
樣實驗室—— 分子催化與原位表徵研究所。

而且該研究所擁有的設備，與陶豐在堪薩斯大學儀器幾乎一
樣。該研究所擁有的設備和儀器包括：催化劑製備設備，催化劑
性能評價系統，近常壓X射線光電子能譜儀，近常壓掃描隧道顯
微鏡，原位X射線衍射儀等儀器。

該研究所還擁有教授1名，副教授4名，研究生二十餘人。
研究所研究方向為多相催化及表界面科學。

被捕前 陶豐在國內很活躍
中國教育部2018年5月18日正式印發“ 2017年度長江學者

獎勵計劃入選名單”，上面的148名建議人員名單，悉數通過。
同年6月，福州大學黨委書記陳永正專門“看望”了入選長

江學者特聘教授的陶豐，並“詢問”了陶豐在該校的工作和生活
情況。

根據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規定，特聘教授聘期為5年，聘期
內享受每百萬年薪，配套科研經費、數百萬的科研啟動費、安家
費等諸多優惠，“但聘期內必須全職在聘任的高校工作 ”。

但陶豐在美國大學的簡歷以及在中國大陸的活動顯示，他在
美國和中國兩邊走。他在堪薩斯大學既有教學任務同時還搞研究
，而他在福州大學也有研究團隊，並且在國內多地做演講。

今年7月18日上午，陶豐在中國石油大學的“重質油國家重
點實驗室”，還做了題為“甲烷在溫和條件下的催化轉化”的學
術報告。但一個多月後，他就在美國被捕。

4月17日，陶豐在重慶大學虎溪校區理科樓做了題為“低碳
烷烴在溫和條件下的催化轉化”的學術報告。

1月11日，陶豐在寧夏大學做了兩個報告。當天上午，他做
了題為“近常壓光電子能譜在催化研究中的應用”的報告，當天
下午做了題為“原位近常壓光電子能譜裝置與應用”的報告。

去年8月17至20日，大陸第十七屆全國青年催化學術會議
在蘭州召開時，陶豐與數名院士、教授應邀做了大會報告。

“千人計劃”學者被美國盯緊
陶豐不是被美國抓捕的首名“長江學者”，在他之前也有多

名“長江學者”被抓。
2015年5月21日，美國天普大學物理系主任、中國“長江學

者”郗小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被捕。他被控非法向中國輸送敏
感軍事技術。

同年5月16日，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天津大學教授張浩，
從中國飛到美國洛杉磯入關時被警方逮捕。

2018年2月，美籍華人海洋專家王春在美國被判刑。他曾於
2000年-2016年期間在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任
職期間，同時從中國“長江學者計劃”裡獲得另一份工資。

今年4月，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解雇了3名教授
，調查2名研究人員，其中至少有3人與中國的“千人計劃”有
關，他們被指控涉嫌盜竊醫院的知識產權。美國調查人員發現，
一名安德森中心的職員同時還在一所中國大學有職位。該大學每
月向其提供3萬元的補貼。

4月23日，2018年入選中國“千人計劃”的前通用電氣首席
工程師鄭小清，被美國司法部起訴。他被指控犯下經濟間諜及竊
取商業機密等14項罪名。

被美國拘捕的華裔教授陶豐在中國干了啥？

在美被指學術造假 華裔學者史香林、張卓夫婦面臨解僱
【泉深報導/來源肯塔基大學】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的

背景下，華裔學者在美境遇備受關注。近日，有消息指，華
裔學者史香林、張卓夫婦恐遭解僱。

美國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於近日宣布
，其醫學院毒理學和癌症生物學係史香林、張卓夫婦涉嫌學
術不端，若不主動辭職，將啟動程序，終止僱傭關係。

目前，史香林夫婦的實驗室被關閉，從基金項目領取薪
水的5名實驗室成員已經離開。在實驗室工作了8年的研究
科學家Donghern Kim也已被解僱。史香林夫婦和Donghern
Kim還被禁止和學校裡的任何人接觸，並且除了就醫，禁止
進入肯塔基大學校園。

資料顯示，2003年12月15日，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
學研究院營養科學研究所揭牌成立。同年2月1日，史香林
擔任該研究所所長。

不過，三年不到，史香林因個人原因辭去上述職務，並
於2006年6月1日自行應聘並擔任了美國肯塔基大學的全職
教授。 2018年6月，美國肯塔基大學正式啟動對史香林、張
卓和Donghern Kim學術不端指控的調查。 2019年7月24日
，該校調查委員會完成了最終調查報告。

據陸媒財新網披露，這份長達1,000多頁的調查報告顯
示，在三人提交的7個項目申請書和至少15篇學術論文中，
存在多處篡改或編造數據的情況。

對此，該校校長表示，“這一事件涉及到嚴重的道德違
規，而這些道德規範對於作為學術共同體成員的我們來說極
為重要。 ”

7月16日，史香林回應稱，委員會的調查存在嚴重的缺
陷，包括沒有給他們三人提供任何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就做
出大部分的結論。他表示，如果有一個申辯的機會， “大
多數問題本來都是可以解決的”。他還指出，委員會認為的
篡改和編造，本身是無心之失，都是小錯或失誤。

8月24日，肯塔基大學在聲明中稱，如果最終史香林夫
婦不同意辭職，他們或被解僱。

近年來，美國加強對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的監督，在
美華人越來越擔心遭遇不公平待遇，成為中美關係緊張下的
受害者。

觀察人士認為，美國政府的這種打壓是根據種族加以區
別對待，此舉不僅會削弱科研，也是對無辜的研究人員的污
衊。

史香林史香林（（右右）） 張卓張卓（（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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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海鮮城珍寶海鮮城，，開業近開業近2020年價格公道年價格公道，，菜式一流菜式一流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市粵菜的重鎮---

「珍寶海鮮城 」 一直是僑界人士、社團最喜愛前
往聚會、擺酒的所在。因其位置適中、廳堂豪華
、氣派，菜色價格公道，服務周到，一直是各公
司、社團聚會的首選。尤其在去年9月15 日因為
一樓大堂，經多月裝修完工，重新開業，更是煥
然一新、美崙美奐、氣派非凡。 「珍寶海鮮城」
價格公道，場地一流。一般酒席價格，有$280，
$330及$380三種。內容豐富，酒席菜色氣派，豐
富，是宴請貴賓，社團聚餐，春宴最理想的場所
，並有大型舞台，聲光一流。是僑界大型活動的
首選。 「珍寶海鮮城」 負責人父母皆來自越南僑
胞，在此地出生、長大的他，完全不涉政治，他
一視同仁，面向全僑，擁抱全僑。每日所思，以
最上乘的精緻美食去回饋僑社。

開業近二十年的 「珍寶海鮮城」 ，一直是休
市各大社團集會，春宴，公司行號擺酒最喜愛選
擇的地點。因菜色精美，價格公道，場地寬敞，
還有大型舞臺，是僑社各大小社團公司，年節聚
會，公司聚餐最喜愛前往的所在。如今，全新裝
修完工的樓下大堂, 推出煥然一新，整潔明亮，是
用餐最理想的所在。裝修完工的一樓大堂內，可
擺酒64桌，寬敞舒適，是社團、公司聚會，聚餐
最理想的所在。

重新開張的珍寶海鮮城,在點心和菜色上也更
新了，不僅點心更為精美，又更新了更多別具匠
心的午餐和晚餐菜色，令每一位看到菜單的珍寶

樓食客驚喜不已。
多年來以天天茶市、正宗粵菜、港式點心馳

名的 「珍寶海鮮城」 ，隨著一樓全新裝修完工，
他們新推出的菜單，也更令人驚豔！如點心類、
各式海鮮、名菜、洋洋灑灑上百種，令人目不暇

給。每道菜都是新菜，每道菜您從未吃過，等待
您來嚐試，大塊朵頤！

「珍寶海鮮城」 還精心承辦婚禮壽司，社團
的各類型宴會。除一樓大廳可容64桌，二樓大型
豪華宴會廳，更有大型舞臺，可容納百餘席。

「珍寶海鮮城」 每天上午十時至晚間十時營
業。該餐廳位於 「香港城」 西側前方，地址：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
281-988-8898

「「珍寶海鮮城珍寶海鮮城」」 於去年九月重新裝修完工於去年九月重新裝修完工，，美崙美奐的一樓大廳美崙美奐的一樓大廳
，，使在這裡進餐成為無上的享受使在這裡進餐成為無上的享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重新裝重新裝修修，，可擺酒可擺酒6464桌桌，，推出精美點推出精美點心心，，別具匠心別具匠心午午、、晚餐菜色晚餐菜色

什麽是“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是傳統中醫藥特

色療法。它是根據祖國傳統醫學典
籍《素問•四氣調神論》中的“春
夏養陽”、《素問•六節臟象論》

中的“長夏勝冬”等中醫養生治未
病思想，對於一些在冬季容易發生
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給予針對性
的治療，提高機體的抗病能力，從
而使冬季易發生或加重的病癥減輕

或消失，是中醫學“天人合一”的
整體觀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預防
觀的具體運用。常用的治療方法包
括穴位貼敷、針刺、中藥內服等，
通過在夏季自然界陽氣最旺盛的時
間對人體進行藥物或非藥物療法，
益氣溫陽，散寒通絡，消滅蟄伏在
體內的陰寒之邪，調整人體的陰陽
平衡，減少和避免宿疾發作，從而
達到防治冬季易發疾病的目的。

為什麽“冬病”適宜“夏治”
？

夏季五行屬火，自然界陽氣旺
盛升發，若夏季養生不當，在冬季
便會招致疾病發作。常見的“冬病
”有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風濕
、類風濕性關節炎，以及陽虛體質
人群或老年人由於陽氣匱乏而導致

的畏寒、脾胃虛寒類疾病。這些疾
病多半是因體內陽氣虛衰、外邪侵
入而致。基於中醫“天人合一”、
“春夏養陽”的理論，便有了“冬
病夏治”這一傳統特色療法。

夏季陽氣充足，人體陽氣在夏
季有隨之愈升愈旺的趨勢，氣血流
通旺盛，藥物容易吸收，“冬病”
暫得緩解，體內凝寒之氣易散，運
用補虛助陽或溫裏散寒藥物，最易
把冬病之邪消滅在蟄伏狀態。“冬
病夏治”的原理歸結起來有兩條：
一是針對寒邪；二是針對虛寒體質
。另外，中醫認為虛寒疾病與肺、
脾、腎三臟關系密切，夏季治療以
補腎、健脾、養肺為主要法則。

哪些“冬病”適宜“夏治”？
1.呼吸系統疾病 慢性咳嗽、

哮喘、慢性支氣管炎、慢性阻塞性
肺病、反復感冒等。

2.骨傷及風濕免疫性疾病 關
節疼痛及肢體麻木、肩周炎、風濕
性關節炎等。

3.消化系統疾病 慢性胃腸炎
、消化不良等。

4.耳鼻喉科疾病 過敏性鼻炎
、慢性鼻竇炎、慢性咽喉炎、慢性
扁桃體炎等。

5.慢性皮膚病 凍瘡等。
6.婦科疾病 慢性盆腔炎、痛

經、經行泄瀉等。
6.陽虛型體質的亞健康人群。

如在夏季表現出冬天之寒證者，諸
如怕風畏冷，不喜空調、電扇，喜
溫燙食物，欲穿長袖衣衫等虛寒體
質人群。

李娜醫生將家傳秘方研制成純
天然中藥外敷系列藥貼，冬病夏治
專門針對各類疼痛，如腰椎間盤突
出、頸椎病、關節炎、肩周炎、腰
肌勞損、滑膜炎、腰椎管狹窄、風
濕腰腿痛、坐骨神經痛、膝蓋腫痛
等骨關節和軟組織類疾病。有溫陽
通絡、活血散瘀、通利關節、軟堅
生肌、消炎止痛的奇效。

李娜療痛中心推出脊椎中藥外
敷， 針對性強療效快，一次 $50
， 或一個療程8次/ $300。

李娜療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832-863-8003，
713-492-0686

李娜醫生家傳秘方純天然中藥外敷系列藥貼李娜醫生家傳秘方純天然中藥外敷系列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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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Andrew Maye是Conroe地
區的壹名高中學生，在這個暑假剛剛開
始的時候加入了陳納德飛虎隊飛行學院
(General Chennault Flying Tiger Academy)
，從零基礎開始學飛。在8月3日他16
周歲生日的這壹天，Andrew成功完成了
自己的首次單獨飛行，成為陳納德將軍
飛虎隊飛行學院單獨飛行年齡最小的學
員。他在全家人的祝福和見證下進行了
單獨飛行的剪衫儀式，吹滅了生日蠟燭
，許下了生日願望。

雖然 Andrew 是單獨飛行年齡最小
的學生，但是他並不是陳納德將軍飛虎
隊飛行學院年齡最小的學員。學員Co-
lin Graham 在 2018 年 8 月加入陳納德飛
虎隊飛行學院的時候只有14歲，到今天
他已經積累了近80小時的飛行時間。他
在等待他的16歲生日，因為美國聯邦航
空局規定單獨最低年齡為16周歲，獲取
私人飛行員證照最低年齡為17周歲。現
在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像 Colin
這樣低年齡的學員越來越多。他們在中
學時代就開始飛行學習，等將來從大學
畢業的時候，他們已經積累了充足的飛
行經驗和工作經驗，充分滿足航空公司
招聘飛行員的要求。他們在職業規劃上
已經超越了很多同齡人，在將來走向職
場的時候也比同齡人更具競爭力。

誰可以成為飛行員？
美國聯邦航空局沒有限制進入學習

飛行的年齡，你可以在任何年齡開始飛
行培訓。但是他們規定16周歲可以進行
單獨飛行，17周歲可以獲得私人飛行員
執照。

作為私人飛行員，你需要通過三級
身體體檢；作為商業飛行員，你需要通
過二級身體體檢；作為航線運輸飛行員

，你需要通過壹級身體體檢。
飛行行業是否危險？
相較於其他交通出行方式，飛行並

沒有那麽危險。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
會給出的數據，美國人死於車禍的概率
為1/114,，而在死於航空事故的概率為
1/9,821。

此外，飛機起飛後，不僅有機場塔
臺的跟蹤，還有全美7大航空管制系統
會立即進行信號追蹤。飛機進入任何飛
行區域，都會有雷達進行時時信號跟蹤
，你不僅可以獲取前方天氣狀況，還有
周圍其他飛機的飛行情況，同時你自己
的飛行情況也會反饋給周圍其他飛機上
的飛行員。

目前，95%的飛行事故是因為飛行
員操作失誤，5%的原因在於飛行的機械
故障。所以壹家好的航校不僅要教授學
生精湛的飛行技術，更要註重壹個學生

飛行精神的培養——有堅定的社會責任
感和對緊急情況判斷和處理的能力。

飛行員職業有何優勢？
航空公司飛行員的平均工資為每年

$112,000；
航空公司飛行員每個月平均飛行75

小時，連續工作幾天，然後連續休息幾

天，所以飛行員比壹般的上班族有更多
的靈活時間來安排自己的生活；
航空公司飛行員自己和他們的家人可以
享受免費出遊飛行；
航空公司飛行員有健全的醫療和各種福
利；
航空公司飛行員有工會保障他們的權利
。

如何成為航空公司飛行員？
航空公司飛行員通常要求至少商業飛行
員執照，1,500 小時的飛行經驗，以及
至少2年的專科學位。如果你擁有工作
經驗、本科學位和良好的 溝通交流能力
，你會是他們更加青睞的對象。

GCFTA職業飛行員項目幫你實現
這個夢想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與安伯
瑞 德 航 空 大 學 （Embry-Riddle Aero-

nautical University, ERAU）合作，為學
員設計了壹套職業飛行員培訓項目：學
員在3年左右的時間裏，不僅可以獲取
安伯瑞德航空大學的本科學位，還可以
獲取商業飛行員執照、1,500 小時的飛
行時間及工作經驗

在你獲取本科學位的那壹天開始，
你的航空公司飛行員生涯也即將開始。
如果你有飛行的夢想，歡迎致電或前來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了解更多信
息。

電話： (713)-228-7933（中文）。
(877)-423-8237（英文）。
郵箱：info@gcfta.com。網站：https://
www.gcfta.com。 Facebook: GCFTA
Flight School。
地 址 ： 10013 Military Dr, Conroe, TX
77303。

飛行不再遙不可及飛行不再遙不可及
陳納德飛虎隊飛行學院陳納德飛虎隊飛行學院(GCFTA)(GCFTA)職業飛行員項目職業飛行員項目

傻子不会因为旅行而变聪明的

人类喜欢赋予意义。

吃个橙子说富含维C，吃个苹果说

有益长寿，旅行也是如此，动不动就上

升到精神层面，又是见多识广，又是洗

涤灵魂。

累不累？

为什么不能勇敢地承认，吃东西就

是因为好吃，出去玩就是因为好玩？

这两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出省或

出境一次，你问我灵魂升华没有？

怎么可能？我的愚蠢和固执，跟从

前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创新和迭代！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想想身边刚

旅行回来的朋友就懂了，你觉得他有改

变吗？心胸宽广了吗，更好沟通了吗，

工作能力更强了吗？

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因为一个人的改变，极少源于广阔

天边的风景。

它们要么源于日积月累的琐碎、磨

人生活，要么源于突如其来的人生巨变

。

一份日厮月磨的工作，一个长期磨

合的伴侣，一个亲人的陡然离世，一个

家庭的突生变故……相比于十天半个月

的旅行，这些更能令人脱胎换骨。

就连我们作者写文章，都只会写一

个人因为失恋和失业而变得坚强。

而不会写一个人去了一趟尼泊尔，

突然就高尚起来了。太扯了，读者会骂

人的。

当然，如果一个人天天在路上，一

年有半年都旅居国外，思维和眼界是会

区别于常人。

但这不是废话吗，一个有钱又有闲

，可以常年出去玩的人，能是普通人吗

？

让人进步的，都是痛苦的

近几年看鸡汤，总感觉人类的进步

，是靠花钱完成的。

花点钱买点护肤品，肉体就精致了

。花点钱出去玩，灵魂就升华了。

释迦牟尼要活在这个时代，就不用

受菩提顿悟之苦了，直接花钱住酒店就

行。

我时常听人说起“对自己好”、

“精致”、“提升”，乍一听高大上，

仔细一聊吓死人，无非就是用贵一点的

护肤品，去什么地方玩一趟。

朋友，现实一点。

真正令人进步的，无一不是痛苦的

。

彻夜通宵的工作，困乏身体的苦读

，长年累月的思考，以及在一个又一个

坑里的跌倒爬起。这些才更能锻造一个

人的心智，使生命璀璨而富有深度。

出去玩一趟谁不会呢？

8000块，撑死了就从我们广东走到

北京，能改变什么呢？

甚至不如拿8000块报个班，学习一

点专业知识，增长的见识更多。

但问题的关键出在哪呢？

旅游轻松愉快，读书艰难困苦，权

衡之下，还是安慰自己出去玩更涨见识

吧！

我当然不反对旅行。我自己就是旅

行爱好者。一年下来至少要去十几个地

方吧。

但我很反对把旅行这种事，扣上高

大上的帽子。

行万里路，原本是一件光风霁月的

事。

它应该是轻松的，自由的，无功利

的，自内而外的愉悦和享受，而不该被

赋予功利的意义，承载什么鬼灵魂升华

的任务。

出去玩就是出去玩，老指望着回来

能升职加薪，你真的玷污了出去玩。

花钱跟赚钱，是两码事

还有一种说法，叫“越会花钱，越

会赚钱”。

这话原本没错，所谓的“会花钱”

，是指把钱用在刀刃上，实现资金的投

入产生比最大化。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又被许多

人曲解了。

几年前认识一位朋友，天天嚷嚷着

出去购物、唱K，张口闭口就是“越会

花钱，就越会赚钱”，“花光了才有动

力去赚”。

也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登上福布

斯榜没有。

这样的花钱，谁不会呢？

不是我吹牛，买豆浆我都能喝一碗

，倒一碗。这跟会赚钱有什么必然联系

？

就拿那个高利贷去旅游的女生来说

，花钱一时爽，但她真能赚回来么？

人鼓励自己花钱时，总有一万个鬼

扯的理由。

骗骗别人无所谓，怕就怕连自己都

骗。可了劲去享受，去追求跟自己物质

条件不匹配的生活，结果呢，信用卡还

不是要自己还？

我当然鼓励消费。赚钱就是为了享

受，钱不花出去，就是个数字。

但前提是，你得负担得起才行。

赚一万花一万不可怕，可怕的是，

一毛钱都赚不到，还敢一万一万地花。

不是我恐吓你，今天爽完了，明天的日

子，怕要苦出血。

当然，这种话不讨喜。我可以预见

，这篇文章底下，一定有人要骂我了，

人家爱享受，关你什么事呢？

的确不关我事，高利贷又不是我借

的，砍也不会砍我。

但我知道关注我的读者，不乏在校

的学生。作为一个爱唠叨的中年人，很

想奉劝一句：借来的一切，都是需要偿

还的，唯有脚踏实地，才是真正的生活

。

这样很不酷，像一个唠叨的老母亲

。

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一切看似很

酷很酷的东西，都是付出了艰辛努力去

争取的。自由和平等，尊严和真爱，无

一例外。

你要努力，而不是做梦。

我裸贷8000去旅行

因为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

昨天听到一个令我诧异的事。
一个学妹在借贷平台上，借了

8000块去旅游，说得言之凿凿，什
么女孩子一定要趁年轻，多出去走
走见世面之类的。

等一趟旅游回来，利息已经滚
上了几万块，死活还不上了。大家
这才知道她的家境不太好，父母都
在工地干活，还有个弟弟在读书。

听朋友说完，我不禁倒抽一口
气，今天来讲讲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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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紀增大隨著年紀增大，，家庭醫生開始建議我們在常家庭醫生開始建議我們在常
規體檢中加入規體檢中加入““腸鏡腸鏡””這個項目這個項目，，朋友同事之間朋友同事之間
也常常閑聊起做腸鏡的各種體驗也常常閑聊起做腸鏡的各種體驗，，那麽究竟什麽那麽究竟什麽
是是““腸鏡腸鏡”，“”，“腸鏡腸鏡””是幹什麽用的是幹什麽用的，，腸鏡發現腸鏡發現
了腫瘤該如何辦了腫瘤該如何辦，，出現哪些癥狀的時候需要去就出現哪些癥狀的時候需要去就
診診，，今天我們請到了范縝醫生今天我們請到了范縝醫生，，給大家講解腸鏡給大家講解腸鏡
，，以及腸道腫瘤一些相關知識以及腸道腫瘤一些相關知識。。

問問：：范醫生范醫生，，我們常常提到的腸鏡我們常常提到的腸鏡，，究竟是究竟是
一種什麽東西呢一種什麽東西呢？？

答答：：腸鏡腸鏡，，是一條長約兩米是一條長約兩米，，寬一厘米的纖寬一厘米的纖
維軟管維軟管，，這種軟管末端裝有攝像頭這種軟管末端裝有攝像頭，，通過肛門置通過肛門置
入直腸入直腸，，結腸結腸，，能在顯示器上清晰的看到腸道內能在顯示器上清晰的看到腸道內
的各種狀況的各種狀況，，檢查過程中發現問題檢查過程中發現問題，，還能及時的還能及時的
采集標本采集標本，，送檢病理送檢病理。。腸鏡全程大約腸鏡全程大約3030分鐘分鐘，，
麻醉下進行麻醉下進行，，全程全麻無痛全程全麻無痛，，患者睡一覺患者睡一覺，，不知不知
不覺腸鏡就做完了不覺腸鏡就做完了。。腸鏡對結直腸的疾病腸鏡對結直腸的疾病，，如炎如炎
癥癥，，潰瘍潰瘍，，息肉息肉，，腫瘤等的診斷腫瘤等的診斷，，都有著不可取都有著不可取
代的作用代的作用。。對一些特定的息肉和腫瘤對一些特定的息肉和腫瘤，，則可以直則可以直
接在腸鏡下切除接在腸鏡下切除。。

問問：：那麽什麽情況下那麽什麽情況下，，需要進行腸鏡的檢查需要進行腸鏡的檢查
呢呢？？

答答：：在美國在美國，，推薦推薦5050歲以上的健康成年人歲以上的健康成年人
，，至少進行一次的腸鏡體檢至少進行一次的腸鏡體檢，，如果一級直系親屬如果一級直系親屬
中患有結直腸癌中患有結直腸癌，，則須將檢查時間提前至則須將檢查時間提前至4040歲歲
。。患有克羅恩病患有克羅恩病，，潰瘍性結腸炎等炎性腸病潰瘍性結腸炎等炎性腸病，，需需
要在癥狀開始的要在癥狀開始的88--1010年篩查年篩查。。正常人中正常人中，，如果如果
出現了大便習慣改變出現了大便習慣改變，，便血便血，，長期腹瀉長期腹瀉，，黑便等黑便等
，，也需要進行腸鏡檢查也需要進行腸鏡檢查。。

問問：：不少朋友談癌色變不少朋友談癌色變，，大腸癌越來越引發大腸癌越來越引發
關註關註，，那出現什麽癥狀需要警惕大腸癌呢那出現什麽癥狀需要警惕大腸癌呢？？

答答：：我們所說的大腸癌我們所說的大腸癌，，也就是直腸癌和結也就是直腸癌和結
腸癌的總稱腸癌的總稱，，早期常常沒有很典型的癥狀早期常常沒有很典型的癥狀，，但出但出
現以下一些癥狀則需要警惕結直腸腫瘤現以下一些癥狀則需要警惕結直腸腫瘤，，如大便如大便
習慣改變習慣改變，，包括大便次數增多包括大便次數增多、、長期便秘腹瀉長期便秘腹瀉，，
便後不盡感等便後不盡感等，，大便的改變大便的改變，，形狀變細形狀變細，，便中偶便中偶
見少量出血見少量出血，，重者可表現為粘液血便重者可表現為粘液血便、、粘液膿血粘液膿血
便便、、鮮血便鮮血便，，此外不少患者也可表現為腹痛此外不少患者也可表現為腹痛，，甚甚
至腸梗阻等至腸梗阻等，，無誘因乏力無誘因乏力，，消瘦消瘦，，貧血等貧血等，，也要也要
警惕結直腸腫瘤警惕結直腸腫瘤。。

問問：：大便帶血是否就是直腸癌的標誌呢大便帶血是否就是直腸癌的標誌呢？？
答答：：直腸癌的出血容易與痔瘡直腸癌的出血容易與痔瘡，，肛裂等疾病肛裂等疾病

混淆混淆，，很多人發現大便中帶血很多人發現大便中帶血，，常常誤以為是痔常常誤以為是痔
瘡出血或者肛裂瘡出血或者肛裂，，去藥店買藥膏塗抹去藥店買藥膏塗抹，，未及時就未及時就
診診，，而延誤了治療的最佳時機而延誤了治療的最佳時機。。痔瘡痔瘡，，肛裂肛裂，，直直
腸癌的出血是有區別的腸癌的出血是有區別的。。痔瘡出血為點滴出血痔瘡出血為點滴出血，，
或者呈輕微噴射狀出血或者呈輕微噴射狀出血，，肛裂出血往往劇痛肛裂出血往往劇痛，，且且
多見於廁紙上有血跡多見於廁紙上有血跡，，直腸癌引發的出血可能只直腸癌引發的出血可能只
是排出一些粘液是排出一些粘液、、膿液膿液，，伴有一些大便習慣改變伴有一些大便習慣改變

等等。。
問問：：結直腸癌的檢查都有哪些呢結直腸癌的檢查都有哪些呢？？
答答：：篩查可包括大便潛血實驗篩查可包括大便潛血實驗FOBTFOBT，，以及腸以及腸

鏡鏡，，腸鏡是我們說的診斷金標準腸鏡是我們說的診斷金標準，，CTCT和核磁共振和核磁共振
並不作為常規篩查手段並不作為常規篩查手段。。

問問：：結直腸癌的治療都有哪些呢結直腸癌的治療都有哪些呢？？
答答:: 如果腸鏡下檢查出結直腸的腫瘤如果腸鏡下檢查出結直腸的腫瘤，，則根則根

據腫瘤不同的位置據腫瘤不同的位置，，深度深度，，病理分型病理分型，，是否發生是否發生
轉移等轉移等，，決定不同的治療方案決定不同的治療方案，，有腸鏡下直接切有腸鏡下直接切
除除，，但絕大多數都需要手術但絕大多數都需要手術，，不符合手術指證的不符合手術指證的
，，則需要放化療則需要放化療。。具體選擇何種治療方案具體選擇何種治療方案，，需要需要

進行綜合評估進行綜合評估。。
問問：：那麽結直腸癌應該如何預防呢那麽結直腸癌應該如何預防呢??
答答：：結直腸癌與飲食結直腸癌與飲食，，吸煙吸煙，，遺傳等都有關遺傳等都有關

系系。。高膳食纖維飲食高膳食纖維飲食，，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多吃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多吃
蔬菜水果少吃紅肉蔬菜水果少吃紅肉，，即牛肉即牛肉，，豬肉豬肉，，羊肉等羊肉等，，促促
進排便進排便，，對預防結直腸癌起到關鍵作用對預防結直腸癌起到關鍵作用。。如果直如果直
系親屬中患直腸癌或結腸息肉等系親屬中患直腸癌或結腸息肉等，，也會增加罹患也會增加罹患
直腸癌風險直腸癌風險，，需要定期復查腸鏡需要定期復查腸鏡。。適當運動適當運動，，戒戒
煙煙，，良好的作息生活良好的作息生活，，也能幫助我們遠離結直腸也能幫助我們遠離結直腸
癌癌。。

近年來近年來，，隨著生活水平提高隨著生活水平提高，，結直腸腫瘤發結直腸腫瘤發

病率逐漸升高病率逐漸升高，，范縝醫生希望范縝醫生希望，，這種經常性的科這種經常性的科
普普，，能加強我們對結直腸腫瘤的認知能加強我們對結直腸腫瘤的認知，，加強預防加強預防
。。范縝醫生擅長各種結直腸疾病的診治范縝醫生擅長各種結直腸疾病的診治，，具有具有1515
年年，，數千例臨床經驗數千例臨床經驗。。范縝醫生團隊以一流的技范縝醫生團隊以一流的技
術和長期以來患者良好的口碑術和長期以來患者良好的口碑，，提供安全提供安全、、優質優質
的醫療服務的醫療服務。。范縝醫生目前有兩個診所范縝醫生目前有兩個診所，，具體地具體地
址是址是：：((11))中國城中國城：：94409440 Bellaire Blvd, SuiteBellaire Blvd, Suite 205205,,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 (22)) 88號公路和號公路和1010號公路交匯號公路交匯
處處：：11401140 Business Center Drive, SuiteBusiness Center Drive, Suite 403403, Hous, Hous--
ton, TXton, TX 7704377043。。撥打電話撥打電話713713--935935--97589758轉轉00號線號線
人工服務進行預約人工服務進行預約。。

范縝醫生提醒大家多關注范縝醫生提醒大家多關注““大腸大腸””腫瘤腫瘤

郭小莊郭小莊 活出美好生命的見證活出美好生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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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办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多久 ? 在广东 ,

答案是两分钟。

        这得益于一个叫“粤省事”的微信小程序。

        此前 , 有人为这个证明跑了七八趟、奔波万

里、等了几十天才总算办好。广州市民向先生准

备办理前心里就有些打怵。“没想到 , 打开微信 ,

刷脸登录 , 上传本人身份证照片 , 填写申请事由 ,

就可以了。”他说。

       在手机上完成办理的几天后 , 他到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领到了证明。

       公安部门告知 , 办事群众可以选择快递送达

服务 , 领取也不用跑了 , 动动指尖就能办。

      从出生证、驾驶证到护照、港澳通行证的电

子证明 , 从缴纳交通罚款到领取公积金 , 从开具

电子税票到办理各项证明……和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 708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 都可以在一个小

程序上全部“搞掂”。

      2017 年底 , 广东部署“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工作 , 整合了社保、医保、交管、教育、人社等

多个领域民生服务事项的“粤省事”小程序 , 是“数

字政府”建设的一个集中缩影。

“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广东实践
      改革前，广东省直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信息

中心，省直自建系统多达 1068 个，各个部门信

息系统烟囱林立，数据孤岛大量存在。这样的现

实，造成企业和群众反复跑办事窗口、反复提供

证明材料等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2017 年广东率先在国内启动

“数字政府”改革，省委省政府对改革作出全面

部署，对传统政务信息化模式进行改革，包括对

政务信息化管理架构、业务架构、技术架构的重塑，

通过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政务新机制、新平台、新渠

道，全面提升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履职能力，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广东将腾讯、华为、三大运营商等最优质的

资源组织起来，组建数字广东网络有限公司。公

司汇聚了全国甚至全世界顶尖的大数据人才、网

络人才、运营开发人才，承担政府原有的机械的、

基础的建设工作。

       数字广东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新辉认为，通过

“政企合作、管运分离”模式，在管理端，把政

府的职能回归到行政单位，从事信息化的顶层设

计管理；在建设端，把社会的优势资源集中在一起，

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运作，有效解决了人才

不足、建设机制相对僵化、系统建好就落后等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广东正在成为全国最领

先的省级政府数字化转型样板，多项探索经验也

成为了全国典范。55 个省级部门，21 个地级以

上市通过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共享了 2263 类数据，

归集数据总量逾 127 亿条，发布电子证照目录

1496 种，开通电子证照服务 769 种，已累计签发

电子证照 3.79 亿张。基于各部门数据资源，广东

着力建设人口、法人、信用、空间地理和电子证

照等基础数据库，为群众服务、为企业提高办事

效率提供数据支撑。

       2018 年 5 月 21 日上线发布“数字政府”改

革的首个成果——“粤省事”，是广东省在全国

率先依托微信推出“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集成了各部门 708 多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以及 59

种电子证照，其中 617 个事项实现“零跑动”，

平台上线以来实名注册用户已达 1462 万，累计

业务量突破 2.4 亿件，每 8 个广东人就有 1 个在

用“粤省事”，“粤省事”平台已成为广东居民

日常生活重要的工具，也是全国访问量第一的综

合性移动政务服务应用。

         而“广东政务服务网”是继“粤省事”后“数

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又一创新范本，也是改革建

设的亮点成果。平台于 2018 年 9 月上线后，实现

各部门业务集成和省、市、县、镇、村五级服务

事项全覆盖，为全省群众提供无差异服务，为企

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广东打造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目前服务涵盖 48 个省直部门、21 个地

市、121 个县（市、区）、1 千多个镇街、2 万多

个村居。截至 2019 年 8 月初，广东政务服务网全

省事项进驻数总计 198 万项，可在线申办事项数

为 71 万项，便民利企专题服务 26 个。在广东政

务服务网统一认证系统注册的用户数为 2229 万，

其中企业用户 649 万，总访问量约 2.22 亿次。 

创新模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在“数字政府”改革推动下，广州建立了“一

卡通行、一号接通、一格管理、一网办事、一窗

服务”的新型社会治理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在深

圳，人才引进、民生服务、涉企服务等诸多领域，

只要把相关材料录入系统，审批结果就会自动生

成；惠州推出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有效杜绝“红

顶中介”现象……如今，广东“数字政府”的创

新模式进一步推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并且已经落实到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6 月 30 日，为港澳居民和华侨办理政务服务

和民生事务提供与内地（国内）居民同等便利，“粤

省事”和广东政务服务网都进一步优化登录方式，

并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便民服务专题，让港澳居民

及华侨也可线上查询办理多种业务。

      “粤省事”的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专题，整合汇

聚 202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面实现湾区居民办理

相关业务随时随地预约申请、不见面审批办理。

其中，纳入专题版面的出入境业务基本涵盖普通

签证、居留证件、口岸签证、停留证件、永久居

留身份证、出入境通行证、国籍变更等全部政务

服务门类。通过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大大

缩短了港澳居民和外国申请人申办时间，进一步

提高了群众办事的便捷性。湾区居民在办理粤港

澳直通车相关服务申请时可少填数据 107 项（少

填 73%），减少提交材料 13 份（少报 68%），

办事少跑 2 次（少跑 67%），粤港澳直通车车辆

延期登记、粤港澳直通车驾驶人变更登记、补（换）

领机动车号牌、指标停办登记等 4 项服务实现零

跑动，2 项最多跑一次。目前有关部门正加快启动

粤港澳大湾区第二批服务事项上线“粤省事”平台，

如为湾区内港澳居民和外籍人士推出高层次人才

服务、人才优粤卡申办和两地车业务等更多事项，

推出旅客关税缴纳、查询和跨境电商进口商品通

关查询，并抓紧开展业务系统改造对接，不断提

升跨境人流、物流便捷通关水平。省公安厅按公

安部工作部署将尽快推进持用回乡证、台胞证、

永久居留身份证、中国护照等人员的电子身份认

证在“粤省事”平台试点落地，让湾区内的港澳

和外籍居民享受与广东居民同样的指尖办事体验。

       而在“广东政务服务网”上，专题定位为方

便整个大湾区的民生和企业，针对的对象是整个

湾区的民众和企业，包括内地、港澳居民、华侨等。

负责运营的数字广东公司相关人士介绍，专题针

广东 助力大湾区建设
港澳居民和华侨华人同享便捷政务服务

对港澳、华侨群体新增 11 个事项，港澳和华侨

群体可以凭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护照等证

件就可以直接办理户籍、安居保障、子女入学、

社会保险、医疗服务、停居留和出入境、工商登记、

金融服务、交通服务、就业服务和其他服务。

      王新辉透露，全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

数字广东公司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将首先从三

地投资注册、快速通关等方面着手促进互联互通，

例如往来港澳备案及签注服务，其中个人往来港

澳签注业务功能已在“粤省事”小程序中上线。

广东政务服务网优化了广东省内企业、个体工商

户往来港澳商务签注备案登记，以及人员变更登

记的部分。原先企业申办往来港澳商务签注时，

需在企业备案登记之后，再进行企业人员的备案

登记，需要跑两次线下办事窗口，并提交多份纸

质材料。广东政务服务网上线后，实现了“零跑动，

零见面，全天候”式服务，可以同时办理企业备

案和企业人员备案，一旦有员工离职等人员变动

情况，可以直接在线上变更登记，大大便利了粤

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商务往来。

为侨服务推出“粤省事·侨乡行”服
务专区
       江门是中国侨都，享有“世界侨乡、侨乡世界”

以及“世界广侨之都”等美誉。江门市主动创新

对侨服务模式，发布“服务无堵点 指尖新体验”

系列服务，包括：“粤省事·侨乡行”侨乡服务

专区、新一代政务服务一体机和“侨都之窗”自

助机，全面拓展在线服务模式。

      “粤省事·侨乡行”侨乡服务专区以打造“中

国侨都”品牌为目标，对接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和江门 12345 热线等系统接口，在门户网站

开设“粤省事·侨乡行”侨乡服务专区，为海外

华人华侨提供特色资讯、办事、文化旅游等清晰

流程指引以及高效办理的优质服务。在侨乡专区

能了解关于所有侨乡的资讯，有江门旅游景区、

文化场所等旅游线路、攻略信息服务，与旅行社

服务实现关联，并对侨乡名优特产、特色美食的

分布及场所进行介绍。

     “粤省事·侨乡行” 江门地市专版及服务专区

建成后，江门市民和海外侨胞将能享受到三大便

捷服务：一是推动部门民生服务进驻移动端，实

现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闭环办理，完成体验流畅

的“一门式一网式”民生服务。二是充分享受电子

证照运用红利，推动个人电子证照嵌入平台并保证

可信、可用，减少办事材料提交，提升企业群众办

事效率。三是享受各类证件到期提醒、服务办结通

知、服务评议投诉应答等消息提醒服务，实现通过

提醒消息快速链接到办事入口功能。（宗和）



BB99體育消息
星期五 2019年8月30日 Friday, August 30, 2019

2019年8月29日（星期四）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李鴻培

中國游泳奧運冠軍孫楊27日在個人社交媒體就
“拒檢”風波發聲，表示自己所有行為都在領隊、隊
醫和浙江反興奮劑中心的領導指導下進行，輿論卻對
事實進行不同程度的扭曲，使自己的訓練和生活備受
困擾。“幸好監控視頻記錄下一切，一切都清楚明
白。”

今年1月，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報道
稱，孫楊在去年因與興奮劑檢測人員發生衝突，或面
臨終身禁賽。孫楊隨即聲明該報道失實，第三方興奮
劑檢測機構IDTM（國際興奮劑檢測與管理中心）的
三位工作人員在2018年9月4日的賽外反興奮劑檢查
中存在無法提供檢查的授權文件、無法提供反興奮劑
檢查官資格證明等違規操作，工作人員還在檢查報告
中虛假陳述捏造孫楊違反《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事
實，並將不實報告提交至國際泳聯。中國泳協也於當
日認定報道失實，並公開了國際泳聯反興奮劑委員會
對該案件作出的說明。

國際泳聯則發佈聲明稱根據相關條例和裁決，
國際泳聯無權再對孫楊案件發表評論，也不再關注相
關猜測與傳聞。不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並不買賬，就
孫楊拒檢一事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提起上
訴。

在上月的國際泳聯光州游泳世錦賽上，澳洲選
手霍頓、英國選手斯科特等外國運動員還在聽證會未
有決定之前無事生非，拒絕登上領獎台與奪冠的孫楊
同框合影，並引起孫楊不該現身世錦賽的輿情風暴。
孫楊則在賽後表示證明自己不需“打嘴炮”，自己一
直遵守相關規定，不該接受這般侮辱和詆毀。

CAS原定於今年9月舉行聽證會，然而就在本月
20日，CAS卻發表聲明稱聽證會因其中一方提出的

個人原因延期至10月底後進行，同時表示遵從孫楊
的意願將聽證會進行公開審理。據了解，孫楊並未提
出推遲聽證會的申請。

日前，孫楊在個人社交媒體發聲，表示自己經
歷數百次興奮劑檢測，每次都嚴格遵守國際反興奮劑
機構的規定，積極配合檢測官工作。然而去年的檢測
中，他發現檢測人員資質存疑，自己之後的每一個行
為都在中國游泳隊領隊、隊醫和浙江反興奮劑中心的
領導指導下進行，輿論卻一直在對事實進行不同程度
的扭曲，讓自己訓練和生活受到巨大困擾，超出承受
範圍。

“但我有話不能說，不能把真相公之於眾。”
孫楊表達了無奈，但同樣指出當時有監控視頻記錄下
一切，否則面對無端詆毀將百口莫辯。 “檢測人員
都是中國人，因此不存在溝通誤解。一切都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孫楊表示。 ■中新社

就“拒檢”風波發聲
孫楊：監控視頻記下一切

林書豪的加盟無疑是CBA今夏最重磅的新聞之
一。事實上，林書豪加盟CBA的呼聲一直都

有，而在這個夏天，不論是參加中國的體育娛樂節
目還是與中國運動品牌簽約，都被認為是“林瘋
狂”登陸CBA的前兆。此番正式加盟北京首鋼，林
書豪與CBA的“緋聞”終於變為現實，無論對於他
個人還是CBA來說，這一事件都有非同尋常的意
義。

對於林書豪來說，加盟CBA是個人職業生涯的
又一個里程碑。作為一名華裔球員，林書豪在美職
籃不僅上演了人們耳熟能詳的“林瘋狂”表演，還
在多個球隊打出過單場超過30分的閃亮表現。

31歲的年齡和多次的傷病讓林書豪的NBA之
路越走越艱難，在這樣的背景下，CBA無疑是林書
豪延續職業生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以林書豪的水
準，只要身體保持健康，其攻防實力不弱於其他隊
伍的小外援。而且身為華裔的他，在與隊友的溝通
方面有天然的優勢，這讓他在北京首鋼隊的訓練和
比賽十分讓人期待。

此外，已過而立之年的林書豪到了必須要為退
役後打算的年齡，在CBA打球也可以看作他為未來
的職業生涯轉型的一個很好的鋪墊，面對海量的中
國球迷和龐大的中國市場，林書豪無論是作為球員
還是退役後，都有足夠的想像空間，CBA擺在他面
前的，不僅是一個充滿挑戰的賽季，更是一個十分
有吸引力的未來。

NBA經驗助中國籃球發展
對於CBA來說，林書豪的到來無疑加劇了已經

火藥味十足的“軍備競賽”。在即將過去的這個夏
天，CBA諸強都有了一定的補強，新疆隊將周琦重
新招至麾下，遼寧隊也高價引入了得分能力不俗的
小外援史提芬遜，北京首鋼在簽下林書豪後，同樣
形成了“三外援”的配置。不出意外的話，這三隊
加上上季冠軍廣東隊，將形成新季CBA爭冠軍團的
主要框架。可以說，林書豪的到來讓CBA的爭冠懸

念大大增加了。
林書豪的到來對於中國籃球的其他方面也可能

產生一定的積極效應。首先，作為目前為止唯一一
名在NBA成功立足的華人後衛，林書豪在NBA和
NCAA積累的經驗將有可能幫助中國青少年進行更
有針對性的訓練，為中國新一代後衛球員的培養提
供更鮮活的範本；其次，林書豪作為在美國職業籃
球輾轉多支球隊且均有亮點的球員，他將為CBA帶
來更多聯賽運營等方面的經驗和體會，這對CBA的
成長也將有很大益處。第三，林書豪的勵志故事具
備很強的傳播價值和商業價值，
對於媒體和體育品牌來說，他
都是不可多得的合作夥伴。

總而言之，“林瘋狂”登
陸CBA，為中國籃球帶來了很
大的想像空間，他的加盟將產生怎 樣
的“蝴蝶效應”，值得期待。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
謙）班費達1,500萬港元的香
港飛馬今季引入不少新血，其
中22歲的澳洲外援查理士更是
重點收購，班主羅傑承大讚此
子身材高大之餘更是速度奇
高，配合一眾本地球員將以聯
賽前四為目標。

香港飛馬今季陣容煥然一
新，雖然西班牙外援加西亞回
國養傷要到9月中才歸隊，不
過澳洲前鋒查理士卻有望成為

鋒線支柱，班主羅傑承及新任
主帥文彼得均對這位年僅22歲
的新援讚不絕口：“查理士身
形很好而且年輕具活力，加上
他速度非常高，甚至比前南華
外援麥士維及艾華更快，相信
他可在港超有一番作為。”

羅傑承坦言球隊的資源不
及一些班霸，期望打造一支具
自身風格的球隊：“我們自知
不是冠軍熱門，來季會以前四
為目標，最重要是踢出球隊應

有風格，希望首三場比賽能全
取9分。”

飛馬新季以前四為目標

■飛馬舉行切燒豬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孫楊打破沉默孫楊打破沉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書豪（左）將引發CBA“軍備競賽”。 資料圖片

■■林書豪的林書豪的NBANBA經驗經驗
有助中國籃球發展有助中國籃球發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書豪林書豪（（右右））今年今年77月月
出席出席CBACBA選秀大會選秀大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 書 豪 加 盟 北 京 首 鋼

引發CBA蝴蝶效應
今年整個夏天曝光度都頗高的林書豪今年整個夏天曝光度都頗高的林書豪，，日前又讓國內籃球界日前又讓國內籃球界““瘋狂瘋狂””了一把了一把。。因因

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CBA））球隊北京首鋼宣佈球隊北京首鋼宣佈，，林書豪已與球隊正式簽約林書豪已與球隊正式簽約，，在下在下

季的季的CBACBA賽場上賽場上，，中國球迷們將看到中國球迷們將看到““林瘋狂林瘋狂””的身影的身影。。

第十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第二階段）日前結束第三日賽
事，港隊分別在田徑、硬地滾
球、游泳、乒乓球項目增添共七
面獎牌。在摘下一面銅牌後，
游泳運動員譚偉祐於日前的男
子S14級100米背泳決賽，以1
分13秒94的個人最佳成績奪得

銀牌，河北泳手張迪以刷新全
國紀錄的1分12秒65摘金。

田徑方面，莊恭源在男子
T20級400米決賽，以51秒52奪
得銀牌，其隊友謝彩玉亦在女子
T20級400米決賽，以1分07秒
46的個人最佳成績取得銅牌。

乒乓球隊日前則續戰雙打

和團體賽事，其中王婷莛和黃
珮淇在女子TT11級雙打決賽
不敵四川與重慶組合，獲得銀
牌。至於男子TT11級雙打循
環賽，范嘉豪和袁景誠在最後
一場賽事以直落三局輕取黑龍
江與寧夏組合，累積2勝2負為
港隊增添一面銅牌。

此外，港隊完成硬地滾球
雙人循環賽，廖詠彤與曾鈴茵
在BC3級雙人賽先憑附加局擊
敗重慶，惟最後一場不敵四
川，累積3勝2負獲得銅牌。
BC4 級雙人賽同樣上演煞科
戰，張沅與何景彤以14：0大
勝東道主天津，總計以1勝2負
取得銅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全國殘運會 港隊再奪七面獎牌

■■譚偉祐奪得男子譚偉祐奪得男子SS1414級級100100米背泳銀牌米背泳銀牌。。 殘奧會圖片殘奧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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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第418期：司馬南"擠腦"後首度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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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劇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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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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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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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8月30日 Friday, August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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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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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8月30日 Friday, August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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