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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警察不堪工作壓力展開法國警察不堪工作壓力展開““憤怒遊行憤怒遊行””

法國警察不堪工作壓力法國警察不堪工作壓力，，在巴黎展開在巴黎展開““憤怒遊行憤怒遊行”，”，旨在引起社會旨在引起社會
各界重視各界重視。。有警察扛著棺材模型走上街頭有警察扛著棺材模型走上街頭，，棺材模型上貼著呼籲社會關棺材模型上貼著呼籲社會關
註警察自殺的傳單註警察自殺的傳單。。法國官方數據顯示法國官方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已有多達今年以來已有多達5252名警察名警察
自殺自殺，，這壹數字創下近年來紀錄這壹數字創下近年來紀錄。。

埃及流失文物埃及流失文物““牧師納吉姆牧師納吉姆--安赫金棺安赫金棺””
回歸後首次展出回歸後首次展出

回歸埃及的回歸埃及的““牧師牧師
納吉姆納吉姆--安赫金棺安赫金棺””在位在位
於埃及開羅的埃及文明於埃及開羅的埃及文明
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NMEC)(NMEC)展出展出
。。此前此前，，這壹金棺在美這壹金棺在美
國紐約波利坦地鐵博物國紐約波利坦地鐵博物
館展出館展出，，埃及文物部和埃及文物部和
埃及總檢察院發現該文埃及總檢察院發現該文
物非法流出境外物非法流出境外，，經埃經埃
及和美國兩國政府持續及和美國兩國政府持續
壹年多的溝通壹年多的溝通，，特別是特別是
在埃及駐紐約總領事和在埃及駐紐約總領事和
位於紐約的美國總檢察位於紐約的美國總檢察
長辦公室協調後長辦公室協調後，，流失流失
文物最終回歸文物最終回歸。。 埃及有埃及有
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
，，政府壹直在不遺余力政府壹直在不遺余力
的進行文物追討工作的進行文物追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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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宇航局“洞察”號火星探測器的“SEIS”圓頂地震檢波器。正在火星上執行任務“洞察
”號日前向地面傳回了壹組數據，在經過美國宇航局（NASA）科學家的分析處理之後獲得了兩段
記錄火星地震的音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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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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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旺季來襲金首飾或迎購買高峰期

妳會買嗎？

“今年上半年，黃金價格的漲幅已

經超過了我們本來的預期。就今年而言

，我建議短線持有，不過從長期來看，

黃金還是呈上漲趨勢，明年或許有壹波

更大的漲幅。”乾坤黃金陳誌豪在接受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采訪時分析道。

隨著“金九銀十” 的到來，記者走

訪天河城百貨、友誼商店、東山百貨等

地發現，國慶假期的黃金促銷活動正如

火如荼地進行。“按照往年情況，節假

日第三天將迎來買黃金的高峰期。”業

內人士表示，國慶假期的黃金銷售額比

平時多兩三倍是很正常的。

從消息面來看，由於隔夜美國經

濟報告爆冷，引發市場對經濟衰退擔

憂。隨著避險情緒升溫，10月 2日歐

市早盤，現貨黃金短線拉升超5美元，

再度回到 1480上方。多家機構認為金

價仍有上行空間，黃金的長線倉位可以

繼續持有。

昨日23時12分，現貨黃金每盎司報

1498.90，漲幅超1.30%。

商城促銷吸引市民選購
天河城百貨黃金飾品每克減40元、

友誼商店(環市東店)的黃金因為品牌不

同，每克減20元~30元不等、東山百貨

黃金首飾每克減70元……廣州多家商場

或者黃金珠寶賣場紛紛趁著節假日搞起

黃金打折促銷活動，吸引市民購買。

假期首日下午，記者在天河城百貨

的珠寶金屋看到，各大黃金品牌櫃臺上

都有市民圍觀或選購、或試戴黃金飾品

、或問詢價格等，但並沒有到擁擠地步

。壹對即將舉行婚禮的年輕人前來選購

項鏈，“我們馬上要舉行婚禮了，她剛

剛挑選到的項鏈大概4000多元，不貴，

主要是想讓她開心開心，再者壹般在假

日期間黃金都有折扣。”市民黃先生告

訴記者。

2日中午，前來東山百貨黃金櫃臺

的市民較多，雖然只有壹排櫃臺售賣黃

金，僅四個營業員，但每個營業員都很

忙。記者在該處呆了半個小時觀察發現

，很多市民來商場就直奔黃金櫃臺；前

來購買的市民年紀偏大，多跟親朋好友

壹起選購；多數是因親戚結婚而前來買

黃金；選購時間通常10~20分鐘；購買

類型多為龍鳳鐲、項鏈、吊墜等飾品。

“平時我們就是免手工費，這次黃金首

飾每克減70元，力度算比較大的了。”

姓樊的負責人告訴記者。

假期首日各大商場黃金售賣情況如

何？昨日，記者從廣州友誼商城相關負

責人獲悉，根據該商城的假期首日市場

銷售情況來看，金秋十月即進入傳統婚

嫁旺季，珠寶金飾、情侶對表成為主力

，包括卡地亞、蕭邦、萬寶龍、歐米茄

、周生生、周大福等珠寶金飾、國際名

表的銷售繼續呈現上升趨勢，尤其是項

鏈、對戒、對表等婚嫁珠寶首飾同比呈

現增長。

“不算其他分店，就東山店的黃金

，國慶假期首日黃金賣了270多萬元，

包括首飾金和金條。從往年國慶銷售情

況來看，假期第三天開始會明顯旺起

來。”廣州東百業務部經理戴崇業接受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采訪時表示，9月

30日－10月7日，東山百貨的首飾金的

價格為378元／克，比平時的448元／

克，每克便宜70元，其次買滿70克送

1 克。而投資金在 10 月 2 日的價格為

344.2元／克，在9月14號投資金達到近

期最高的價格為358元／克。

黃金首飾消費趨勢向輕量化、低克
重轉變

根據中國黃金協會官網的數據，

2019 年上半年，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

523.54噸，其中黃金首飾358.77噸，同

比增長1.97%，保持穩中有升態勢。

記者發現，從下半年起，黃金珠寶

類商品銷售暢旺已呈現明顯態勢。

來自廣東省統計局官網關於黃金價

格的最新數據顯示，前7月，在黃金價

格持續上漲以及金銀珠寶類商品網絡零

售促銷優惠帶動下，金銀珠寶類商品零

售快速增長。其中，7月廣東限額以上

單位金銀珠寶類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

11.5%，增速同比加快1.1個百分點。1-7

月，限額以上單位金銀珠寶類商品零售

額同比增長8.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

個百分點。

業內人士表示，隨著消費群體的年

輕化，黃金首飾消費趨勢繼續向輕量化

、低克重發展，促使首飾加工商不斷進

行產品創新、創造高利潤空間。而創新

首飾品類的出現正培育壹批新的首飾加

工商，為行業註入新力量的同時，也增

加了行業的競爭力。

後市機構看好黃金期貨
業內人士表示，上周以來強勢美元

的表現令黃金承壓，但盡管短期內黃金

受到強勢美元打壓有所走低，其依舊看

好黃金的未來表現。近壹年來，現貨黃

金價格累計上漲約25.36%，但仍有充足

的上升空間。

輝立期貨分析師Benjamin Lu表示，

美國制造業數據提振隔夜黃金，促使周

三亞洲時段壹些投資人獲利了結。“考

慮到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黃金仍是強

勁的避險資產。”

“預計黃金年內的目標價格可能

達 到 1650 美 元/盎 司 ， 明 年 則 看 到

2000 美元/盎司。”東證期貨衍生品

研究院大宗商品研究主管金曉表示，

未來壹到兩年，最看好的資產首先是

貴金屬。

雲南“神奇植物”助企業發展生物醫藥產業
生物醫藥產業是雲南省大力發展的8大重點產業之

壹。近年來，結合區位和資源優勢，雲南省大力強

化科技創新，產生了壹批生物醫藥產業成果。

近日，記者走進昆藥集團、昆明貝泰妮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等企業，看看雲南的“神奇植物”如何

助其發展。

昆藥集團前身為昆明制藥廠，該企業利用雲南

獨特的資源優勢，多年來，立足三七、天麻、青蒿

“三顆草”，形成了三大植物藥系列產品。三七系

列產品中，在治療心腦血管疾病上有顯著療效的絡

泰血塞通凍幹粉針填補了國內天然藥物凍幹粉針制

劑的空白；天麻系列中，治療神經衰弱綜合征的乙

酰天麻素片是安全抗焦慮抑郁的首選用藥；青蒿系

列中，與屠呦呦教授及其團隊合作的“雙氫青蒿素

片治療紅斑狼瘡項目”已進入臨床Ⅱ期。

2010年，國產護膚品品牌薇諾娜所隸屬的昆明貝

泰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與歐美護膚品牌不同

，薇諾娜從雲南的“植物寶庫”中篩選出青刺果、

馬齒莧、滇重樓、滇山茶等植物中萃取活性成分，

產品能有效舒緩敏感、修護皮膚屏障，尤其適合敏

感肌膚的消費者。

據了解，該項目為壹個“產學研”相結合的項目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負責篩選雲南的特色植物，

發掘、提取植物的活性成分，薇諾娜在此基礎上進行

產品研發和產業化，同時昆明醫科大學第壹附屬醫院

皮膚科牽頭完成產品的臨床難點研究和臨床觀察，以

保證產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這種模式在雲南有很

多成功的經驗，如著名的雲南白藥、享益世界的青蒿

素等。”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劉海洋博士介紹到。

據悉，科研人員研究發現，青刺果生長於雲南高

原海拔2300米以上的高寒山區，提取出的青刺果精

華具有很強的修護能力，能夠促進角質層神經酰胺

合成，從而起到修護皮膚屏障的作用；馬齒莧精萃

富含多糖化合物，能夠讓舒緩敏感的活性成分直達

肌膚磚墻結構，從而舒緩皮膚泛紅、幹癢、灼熱等

不適問題；滇山茶花生長於海拔約2800米高山，花

瓣萃取物可使肌膚變得透白有光澤，花籽萃取物則

可使得肌膚水潤通透；還有從滇重樓中提取到的甾

體皂苷，可以從痘痘根源上阻隔致痘源汙染，以抗

衡各種外界誘因。

目前，該公司每年研發費用占主營業務收入比例

超過3%，獲授權發明專利13項、實用新型專利6

項、外觀設計專利35項，並先後獲雲南省科技進

步特等獎、雲南省創新團隊壹等獎等。值得壹提的

是，薇諾娜品牌已通過昆明醫科大學第壹附屬醫院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等多家國內著名

三甲醫院多中心功效性和安全性臨床檢驗，是首個

通過國際權威化妝品檢測機構認證的中國醫學護膚

品牌。

記者從雲南省科技廳獲悉，接下來，雲南省將

實施重點項目，形成產業發展增量。同時，啟動實

施幹細胞治療技術和產品、疫苗等生物制藥產品、

生物合成等11個生物醫藥科技重大專項，以生物

資源數字化、重大創新藥物研發、特色中藥(民族

藥)品種國際化等為重點，組織策劃2020年科技重

大專項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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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上週財經回顧：
上周金融市場可謂過山車。前半場由於第三季度美國製造業數據未達到

預期，連續兩個月收縮，從而引發與製造業相關的其他週期性行業的前景擔
憂，市場各大指數直線下降，兩天內下滑2.5%，尤其道指狂跌800點。後半場
市場迅速走強，追回之前兩天的損失，主要得益於9月就業數據持續良好，失
業率下降至3.5%，達到近50年來的最低水平。新增工作崗位13.6萬個，雖略
低於14.5萬的市場預期，但仍給市場帶來信心。截止上週五，股市整體小幅
度走弱，債券市場表現強勁，上週增幅0.8%。擁有股票+債券平衡配置的投資
組合上週整體變動不大。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一年四季的交替不僅有明顯的徵

兆，而且有明確的時間表，每個節氣
在日曆上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日期。
如夏天到秋天的轉換發生在九十月份
，伴隨著氣溫降低、夜長晝短、樹葉
變黃等特徵。正如四季交替一樣，經
濟周期的轉換也有明顯的徵兆。但不
同於四季交替，宏觀經濟和投資市場
並沒有一個日曆能夠預測出某年某月
某日是一個新經濟周期和牛市/熊市
的開始。

分析師認為，本輪經濟增長和投
資市場的強勁表現已經持續了10年時
間，經濟增長較前幾年有所放緩，但
仍在適度增長，投資市場仍有上升空
間，不存在近期牛市結束的擔憂。 9
月數據表明，美國製造業連續2個月

收縮，然而製造業占美國經濟總量及
就業崗位的比重不到10%，製造業的
走弱並不會造成巨大影響。服務業占
美國經濟的80%，其增長速度符合整
體經濟適度增長的現狀。 9月新增工
作崗位 13.6 萬個，高於 10 萬的指標
（每月新增工作崗位10萬個是推進整
體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指標）。失
業率降到了3.5%，為50年最低值。工
資增長水平從 8 月的 3.3%下降到 9 月
的 2.9%， 但仍高於 10 年平均增長水
平（2.3%）。就業市場的強勁可以支
撐消費者的持續消費，而消費是推進
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由於此輪牛市持續10年，投資者
和媒體比以往更加積極的尋找經濟衰
退和熊市來臨的徵兆。 2019年下半年
以來，雖然影響股市的壞消息貌似不

斷，但實際上只有7天市場波動超過
2%（1970 年以來平均每年有 14 天市
場波動2%以上）。經濟基本面（hard
data）並未改變，變化的更多是情緒
(soft data)。與其假想一個時間表，預

言經濟衰退和牛市結束的時間，不如
明確自己的投資目標，股票+債券平
衡搭配，制定可應對不同市場環境的
投資策略。

更多市場動態及投資策略分析，

請聯繫美國愛德華.瓊斯投資公司
（Edward Jones Investments）投資理財
顧問、美國金融監管局（FINRA）註
冊證券經紀人許瑩瑩女士，yingying.
xu@edwardjones.com, 281- 746-1011

休斯頓湖北人盼望已久的同鄉會
已於 2019 年九月在美國德州正式註
冊成立，全名為大休斯敦湖北同鄉會
（簡稱“湖北同鄉會”，英文名稱：
Hube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
）。湖北同鄉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其宗旨在於為全體工作生活在大休斯
敦地區的湖北人提供一個共同的精神
家園，使大家可以聽鄉音鄉情，聊家
鄉美食；並建立一個休戚相關，在職
業和生活上團結互助的團體。

同鄉會對休斯頓湖北人具有重要
意義，為慶祝它的成立，同鄉會理事
會決定於2019年11月3日下午3：30
在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15300

University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舉行成立大會暨燒烤聚會，屆
時朋友們將可享受到熱乾麵，藕湯，
豆皮，燒賣等各種地道的湖北風味美
食，一解思鄉之情。歡迎來自湖北的
各行各業的鄉親扶老攜幼，共同見證
同鄉會的成立。

湖北同鄉會理事會為本次活動及
同鄉會後續發展，向社會公開募集資
金，並製定了具體的回報細則，包括
在同鄉會網站鳴謝所有贊助的商家與
個人，為贊助的商家在同鄉會成立慶
典上提供機會推介本公司的產品，以
及燒烤大會免費入場券等。
自信息公佈之日起，湖北同鄉表現出

了極大的熱情，同鄉會已收到眾多湖
北商家及個人的捐款，美味居餐廳
（King Flavor）為本次活動特別贊助
商，其他贊助商及個人包括丹妮/田
方中律師夫婦，1898 Club和 Joy Life
Floor, 以及會計師房婷婷，會長黃艷
等。

請其他有意贊助的商家/個人聯
繫蔣娜（電話：832-275-9786）。
請有意報名參加燒烤聚會的湖北鄉親
聯繫 Cissy Ma(電話：832-880-5184)
。請登錄同鄉會官網http://www.ha-
ogh.org 獲得更多資訊以及後續報導
。

解鄉愁 會朋友
湖北同鄉會成立大會暨燒烤聚會11月3日即將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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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手持
東京奧運100米及200米自由泳兩張入場
券的“美人魚”何詩蓓（Siobhan），於
美國舉行的國際游泳聯賽（ISL）首站賽
事勇奪1金1銀1銅。其中在200米自由泳
決賽，更以0.6秒之優勢、超香港紀錄的
成績力壓奧運5金得主Katie Ledecky勇奪
金牌，惟紀錄卻不被承認。

總共6站的國際游泳聯賽是全新創辦
的短池賽，首站於印第安納波利斯舉行。
各泳會參與泳手均為世界頂級，當中75％
為現役世界冠軍或世界紀錄保持者，Siob-
han則是唯一有份出戰的香港人。首天賽
事，代表DC Trident泳隊的Siobhan有出
色表現，她與隊友出戰女子4×100米自由
泳接力，在首棒游出全場最快的52秒30，
最終協助泳隊以3分32.52秒躋身三甲。

Siobhan其後轉戰200米自由泳再有
突出表現，並以1分52秒88首名衝線，以
0.6秒之優勢力克同代表DC Trident的隊

友Katie Ledecky奪冠。次日賽事，Siob-
han再接再厲，在100米自由泳游出52秒
34屈居亞軍。而於200米個人混合泳、
4×100米混合泳接力及淘汰制進行的50
米自由泳則未能打入前3名，獎牌數目鎖
定為3面。由於國際游泳聯賽不屬於國際泳
聯賽事，即使Siobhan在100米及200米自由
泳成績超自己所保持的香港紀錄（時間為53
秒28及1分55秒96），但仍不能獲得身為國
際泳聯會員的香港泳總承認。

■■中國女子競走集體優勢明顯中國女子競走集體優勢明顯，，劉劉
虹奪虹奪2020公里比賽冠軍公里比賽冠軍。。 中新社中新社

■■梁瑞在女子梁瑞在女子5050公里競步為中國隊奪得本屆世錦賽首金公里競步為中國隊奪得本屆世錦賽首金。。
路透社路透社

HOKA ONE ONE大嶼山兩峰賽於剛剛過去
的周日（6日）圓滿結束，即使當日香港交通仍未
完全恢復正常，但仍有近五百位跑手準時參賽。賽
事設15公里和23公里，參賽者需連續攀越香港境
內第二與第三高峰──鳳凰山及大東山，其中23公
里賽程的總爬升高度將近2,000米，挑戰眾人體
能。

結果，23公里男子組冠軍由菲律賓籍跑手

John Ray Galutera Onifa奪得，成績2小時42分38
秒完成，打破大會紀錄。而23公里女子組比賽，英
國籍的Zein Williams以3小時25分36秒成功奪冠，
比亞軍的新西蘭跑手Lucy Cant快近6分鐘。15公
里的男子組冠軍是加拿大跑手Bryan Crane，時間
為1小時29分10秒；女子組則由Karen Farzam以1
小時52分17秒取得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本本屆世錦賽中國隊屆世錦賽中國隊99枚獎牌全枚獎牌全
部來自于女子競走和投擲部來自于女子競走和投擲。。

女子女子5050公里競走梁瑞公里競走梁瑞、、李毛措斬李毛措斬
獲冠亞軍獲冠亞軍，，2020公里競走劉虹公里競走劉虹、、切切
陽什姐陽什姐、、楊柳靜更是同時站上領獎楊柳靜更是同時站上領獎
台台，，實現歷史性突破實現歷史性突破。。本屆世錦賽本屆世錦賽
中國女子競走共奪得中國女子競走共奪得 22 金金 22 銀銀 11
銅銅，，展現出相當強悍的統治力展現出相當強悍的統治力。。

目目前中國女子競走已擁有一前中國女子競走已擁有一
大批世界頂級選手大批世界頂級選手，，梯隊厚度十梯隊厚度十
分可觀分可觀。。里約奧運會冠軍劉虹復里約奧運會冠軍劉虹復
出後再度奪冠出後再度奪冠，，她坦言目標就是她坦言目標就是
衛冕奧運冠軍衛冕奧運冠軍，，並表示很榮幸帶並表示很榮幸帶
領中國競走新秀一批一批成長起領中國競走新秀一批一批成長起
來來，，直到最後把接力棒交給她直到最後把接力棒交給她
們們。。

男子競走男子競走 日本強勢崛起日本強勢崛起
里約奧運會中國田徑隊取得的里約奧運會中國田徑隊取得的

另一枚金牌來自男子另一枚金牌來自男子 2020 公里競公里競
走走，，當時王鎮奪冠當時王鎮奪冠，，蔡澤林獲得亞蔡澤林獲得亞
軍軍。。倫敦奧運會該項目冠軍同樣由倫敦奧運會該項目冠軍同樣由
中國選手陳定獲得中國選手陳定獲得，，王鎮和蔡澤林王鎮和蔡澤林

獲得第三和第四獲得第三和第四。。
然而然而，，當陳定當陳定、、王鎮逐漸淡王鎮逐漸淡

出出，，中國男子中國男子2020公里競走優勢不公里競走優勢不
再再，，目前國內成績最好的王凱華本目前國內成績最好的王凱華本
屆世錦賽僅獲得第屆世錦賽僅獲得第88，，上屆世錦賽上屆世錦賽
也僅位列第也僅位列第77。。與此同時日本男子與此同時日本男子
競走強勢崛起競走強勢崛起，，包攬了本屆世錦賽包攬了本屆世錦賽
2020公里和公里和5050公里競走冠軍公里競走冠軍。。東京東京
奧運會中國隊若想拚下金牌乃至獎奧運會中國隊若想拚下金牌乃至獎
牌都不是易事牌都不是易事。。

女子投擲是中國隊優勢項目女子投擲是中國隊優勢項目。。
本屆世錦賽鞏立姣在鉛球上成功衛本屆世錦賽鞏立姣在鉛球上成功衛
冕冕，，劉詩穎和呂會會獲得標槍的二劉詩穎和呂會會獲得標槍的二
三名三名，，王崢也在鏈球上拚下一枚銅王崢也在鏈球上拚下一枚銅
牌牌。。

短跨項目有突破添信心
東京奧運周期鞏立姣表現強東京奧運周期鞏立姣表現強

勢勢，，連續三年斬獲鑽石聯賽總冠連續三年斬獲鑽石聯賽總冠
軍軍，，不過本屆世錦賽她不過本屆世錦賽她1919米米5555的的
成績卻是世錦賽歷史上該項目最低成績卻是世錦賽歷史上該項目最低
的奪冠成績的奪冠成績。。鞏立姣也坦言自己沒鞏立姣也坦言自己沒
能發揮出水平能發揮出水平，，奪冠有些幸運奪冠有些幸運。。要要

想明年奧運奪冠想明年奧運奪冠，，鞏立姣無疑需要鞏立姣無疑需要
在臨場發揮上再做功課在臨場發揮上再做功課。。

本屆世錦賽中國隊短跨項目本屆世錦賽中國隊短跨項目
迎來不少突破迎來不少突破。。男子男子200200米謝震業米謝震業
位列第七位列第七，，是第一個闖入世錦賽是第一個闖入世錦賽
200200米決賽的中國人米決賽的中國人；；女子女子100100米米
梁小靜梁小靜、、韋永麗韋永麗、、葛曼棋三人晉葛曼棋三人晉
級半決賽創造了歷史級半決賽創造了歷史，，梁小靜更梁小靜更
是成為首位在世界頂級大賽上進是成為首位在世界頂級大賽上進
入準決賽前入準決賽前1616名的中國女子短跑名的中國女子短跑
選手選手。。

謝文駿謝文駿110110米欄最終位居第米欄最終位居第
五五，，創造了八年以來中國選手的大創造了八年以來中國選手的大
賽最佳戰績賽最佳戰績；；中國男女中國男女44××100100米米
接力史上首次同時晉級世錦賽決接力史上首次同時晉級世錦賽決

賽賽，，這無疑都為東京奧運會備戰增這無疑都為東京奧運會備戰增
添了信心添了信心。。

蘇炳添和謝震業男子百米均達蘇炳添和謝震業男子百米均達
標奧運會標奧運會，，謝震業還同時獲得了謝震業還同時獲得了
200200米奧運資格米奧運資格，，兩人依然是東京兩人依然是東京
奧運會最值得期待的奧運會最值得期待的““中國速中國速
度度”，”，但與此同時其他選手的成績但與此同時其他選手的成績
也急需提升也急需提升。。

里約奧運會中國田徑隊斬獲里約奧運會中國田徑隊斬獲22
金金22銀銀22銅銅，，創造了奧運歷史上最創造了奧運歷史上最
佳戰績佳戰績。。距離東京奧運會已不足一距離東京奧運會已不足一
年年，，在經歷多哈練兵後在經歷多哈練兵後，，期待中國期待中國
田徑軍團利用接下來的冬訓田徑軍團利用接下來的冬訓，，在明在明
年奧運會交出一份更好的答卷年奧運會交出一份更好的答卷。。

■■中新社中新社

2019多哈田徑世錦賽當地時間6日落幕，

中國田徑軍團共收穫3金3銀3銅，創下自1993

年世錦賽以來的最佳戰績，也實現了賽前制定

的超越上屆的目標。不過，作為東京奧運會前

一次最重磅級的練兵，3金收官的中國隊要想在

明年再創佳績，需要提升的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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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百跑手挑戰大嶼山兩峰

■■何詩蓓在美國游泳聯賽奪何詩蓓在美國游泳聯賽奪11金金11銀銀11
銅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鞏立姣在鞏立姣在
女子鉛球比女子鉛球比
賽 成 功 衛賽 成 功 衛
冕冕。。法新社法新社

多哈田徑世錦賽獎牌榜
（前十名）

排名 代表隊 金 銀 銅 總數
1 美國 14 11 4 29
2 肯尼亞 5 2 4 11
3 牙買加 3 5 4 12
4 中國 3 3 3 9
5 埃塞俄比亞 2 5 1 8
6 英國 2 3 0 5
7 德國 2 0 4 6
8 日本 2 0 1 3
9 荷蘭 2 0 0 2
9 烏干達 2 0 0 2

曼徹斯特兩大豪門雙雙大熱
倒灶，英格蘭超級聯賽當地6日
第8輪角逐，“紅魔”曼聯持續
低迷，作客以 0：1 不敵紐卡
素，8戰得9分寫下該隊近30年
最差開季成績，現時僅比倒數第
三位的降班區班緣高出2分；門
神迪基亞也坦白承認，己隊現況
“是他加盟以來最惡劣”。曼城
更是遭逢近8個月來的主場首
敗，爆冷淨吞狼隊兩蛋，讓8戰
8勝的利物浦在榜首一騎絕塵。

曼聯進攻欠缺板斧的毛病
繼續表露無遺，此戰控球率達
68％，但真正具威脅埋門卻不
多，每每到紐卡素禁區附近遇
上對方鐵桶陣就苦無辦法。

8戰2勝3和3負僅積9分，是
曼聯近30年在英格蘭頂級聯賽頭
8場開季最差的成績。蘇斯克查認
為，球員尤其年輕人現在欠缺信
心，此外球隊在進攻方面“我們
整體努力有餘，卻創造不出機
會。”迪基亞更是直接指出，

“這是我加盟曼聯（8年）以來最
糟透的時刻，我也不知何故，要
對球迷說聲抱歉。”被問到曼聯
有什麼需改善時，這位西班牙國
腳直言“所有”都需要提高，
“繼續努力吧，繼續戰鬥。”

紐卡素小將創隊史 布魯士首挫舊會
對比曼聯中場費特洛迪古斯

全場碌碌無為的表現，紐卡素中
場19歲小將馬菲朗達夫則鋒芒
更蓋隊中胞兄桑恩朗達夫。比賽
第72分鐘，積祖威廉斯禁區左
邊斜後橫傳，馬菲朗達夫禁區頂
撞射破網。他以19歲199天成為
隊史上聯賽首演即入球的最年輕
的球員，為布魯士個人英超執教
第400戰送上賀禮。作為曼聯名
宿，布魯士領軍生涯20年間23
次對陣紅魔，這還是他第一次獲
勝，“為了這一勝，我等待20
年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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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世錦賽3金3銀3銅締26年最佳

近30年最差開季
病“魔”繼續頹

2019年10月8日（星期二）中國新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國慶旅收超6000億 增長8.47%
接待國內遊客7.82億人次 紅色旅遊成主題

文旅部數據中心統計顯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周年，國慶假日期間內地多個景區均有舉

辦慶祝活動，很多家長選擇趁此機會對孩子進行愛
國主義教育，以不同形式參與愛國主題旅遊。上述
數據顯示，國慶長假期間內地有78.84%的遊客參與
了各式國慶慶祝活動。中共一大會址、南湖紅船、
楊家嶺、西柏坡、古田會議舊址、香山革命紀念地
等紅色旅遊景區迎來客流高峰。各地還上演絕美燈
光秀“告白”祖國。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
慶、武漢等城市夜間點亮地標建築，打出“我愛你
中國”“祖國萬歲”等，備受追捧。據相關旅遊網
站數據顯示，國慶期間，紅色主題景區全網在線售
票同比增長35.2%。

愛國旋律引領市場
長假期間，愛國主旋律引領旅遊市場。紅色

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各地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等通過舉
辦主題展覽，延長閉館時間，加大文化惠民力
度。中央和地方文藝院團推出了豐富多彩的文藝
節目。中國旅遊研究院的調查表明，66.4%的遊
客假日期間參觀了人文旅遊景點，59.45%的遊客
參觀了歷史文化街區，86.36%的遊客參與了兩項
以上文化活動。

大數據疏導作用顯著
數據還顯示，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

等科技在文旅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日趨凸顯，各地文
化和旅遊部門、旅遊景區和旅遊企業提前預判、及
時疏導，網上預約、線下分流，運用智慧化手段疏
解客流。定製遊已從概念走向市場實踐，62.3%的
遊客表示黃金周有意願嘗試“定製旅行”，其中

“80後”、“90後”遊客佔比超五成，“00後”
佔比達七分之一。

另據新華社報道，商務部7日發佈數據顯示，
10月1日至7日，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
1.5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8.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來自中國文化和

旅遊部的數據顯示，今年國慶七天，全國共

接待國內遊客 7.82 億人次，同比增長

7.81%；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6,497.1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47%。各項

指標均創歷史新高。其中，愛國主旋律引領

國慶假日旅遊市場，紅色旅遊、夜遊、文博

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白天
欣賞城市風光或探秘自然景色，夜晚觀賞各種主題
燈光秀，打卡各種國慶特別版節目，給前來廣東旅
遊的遊客留下難忘印象，尤其是豐富多彩的夜間文
旅體驗，帶動了夜間經濟的蓬勃發展。

今年國慶，遊客需求多元化、個性化日趨鮮
明，廣東的各大旅遊景區紛紛推出夜場經濟、探秘追
尋、寓教於遊等新項目吸引遊客。其中，珠江夜遊是
其中一個熱門夜遊項目。今年國慶期間，珠江兩岸的
景觀資源和璀璨燈光再度全新升級，30棟沿江建築

變成30幅燈光幕牆，組成打造了一條“珠江燈光畫
卷”，吸引無數人在兩岸拍攝。珠江夜遊還推陳出
新，每天的20時至21時，精心裝扮20艘珠江遊船，
組織“歡樂珠江·禮讚祖國”國慶珠江巡遊活動。據
珠江遊船企業直報數據顯示，10月1日至5日，珠江
夜遊共接待遊客14.24萬人次，同比增長19.33%，經
營收入1,210.09萬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2.03%。

觀看馬戲節目是遊客到長隆樂園的必備項目。
廣州長隆大馬戲每晚上演兩場世界頂級馬戲盛宴，
長隆水上樂園晚上開放至21時，吸引大量市民遊客

前往。珠海長隆更推出了300架無人機表白祖國、
國慶紅歌快閃等國慶特別版節目，最新大劇龍秀、
夜宿鯨鯊館、夜光大巡遊之“海洋保衛戰”等熱點
項目，均成為網紅打卡點。

國慶假日期間，廣東其他地方也紛紛推出夜間
主題活動，如佛山多地舉行夜場活動，佔地5萬平
方米的拾貳季生態島舉行網紅花燈藝術節，燈飾共
設60組，以浪漫愛情、四季繁花、萌寵動物、水中
精靈等為主題，造型唯美、體感3D，市民遊客賞夜
景的同時，也大大拉動了佛山的夜場經濟。

粵夜間文旅豐富 遊客增長明顯

今年國慶假期，有
不少遊客解鎖了品嚐美
食的新姿勢：邊逛邊
吃。在各地旅遊景區，
除了人頭攢動的遊客，

還多了不少外賣小哥的身影。
在線外賣平台的數據顯示，在國慶

前三天，有超過百萬名遊客在全國核心
景區點外賣。根據用戶日常下單城市和
國慶期間下單城市的數據分析，在來杭
旅遊的各地遊客中，要屬上海、北京、
南京的遊客最喜歡點外賣了。

在杭州的眾多景點中，西湖斷
橋、西溪濕地、南宋御街成了外賣訂
單量最多的景點。據杭州物流負責人
張飛介紹，西湖斷橋周邊、虎跑寺、
杭州少年宮附近的外賣訂單量更是景
點中的翹楚，成為西湖區域的外賣訂
單量前三名。

片兒川、葱包燴、荷花酥是杭州
特色小吃中最受遊客外賣青睞的，增
幅分別達到 24%、82%和 61%。其
中。在景點下單吃片兒川的遊客近
19,100 人次，超過 3,760 名遊客在西
湖斷橋吃片兒川外賣。

從全國範圍看，“今年國慶期間
外賣消費需求非常旺盛，全國大多數
城市都實現了訂單兩位數的同比增
幅。”阿里本地生活服務公司公共事

務資深專家羅南介紹，“而在熱門景區點外
賣，也成了今年黃金周的消費新趨勢。前三天
有1萬多人在上海的徐家匯點生煎，有3,000多
人在杭州的斷橋邊點了片兒川，而有5,000多
人在西安的大雁塔下點了肉夾饃。”

護國寺小吃，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傳統特色
美食。王朋是這個區域的一名外賣騎手，他告
訴記者，今年國慶期間，地方特色美食的訂單
突然增加了不少。

“比去年國慶的時候每天要多個十幾單，主
要現在遊客在賓館點得多一點，像護國寺小吃、
鴨王、京味齋這些餐廳出得比較多，北京烤鴨一
天最多送了一二十單。”外賣騎手王朋說。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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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期間，杭州西湖風景區的斷橋上遊人絡
繹不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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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假期間長假期間，，紅色旅遊紅色旅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文博遊等均為今年國慶熱門的出遊
主題主題。。圖為湖南湘西鳳凰古城迎來客流高峰圖為湖南湘西鳳凰古城迎來客流高峰。。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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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10月7國慶長假剛
剛結束，來自15個國家的華文媒體高
層一行27人，在中國新聞社湖南分社
社長白祖偕和總編輯劉雙雙的帶領下
，開展行走中國－湖南首日行，參觀
湖湘文化的經典之作－－座落在長沙
市洋湖濕地公園片區、湘江之濱、兩
強鼎立的“謝子龍攝影博物館“ 和
“李自健美術館”。

海外華文媒體團隊先走進謝子龍
攝影博物館。據介紹，今年5月，原
“謝子龍影像藝術館”正式升級為
“謝子龍攝影博物館”。自2017年9
月16日開館以來，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徵集、收藏、保護、研究影像歷史文
物、標本、文獻、藝術品，舉辦國內
外各類陳列展覽，開展社會教育活動
，為湖南乃至全國的影像藝術，做出
了非常大的貢獻，倍受長沙市民和外
地來訪者的歡迎。

謝子龍攝影博物館執行館長盧妮
表示：“非常感謝省文物局領導認可
百花齊放的態度來共同做好文化和藝
術的展覽傳播，這也是謝子龍攝影博
物館推崇的學術態度。” “博物館是
對歷史知識的整理呈現，是文化的歸
屬及自我肯定。升級為謝子龍攝影博
物館將繼續把國內外優秀的作品、歷

史影像資料帶給湖南、全
國乃至全世界觀眾，發揮
博物館的責任感和使命擔
當。” 她同時也指出謝子
龍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全
國政協委員、湖南省工商
聯副主席、老百姓大藥房
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他本著“一切為了老百
姓”的經營宗旨，充分運
用市場規律，減少流通環
節，降低經營成本，向藥
價虛高宣戰，使長沙的藥
價下調了約 20%，在全國
范圍內掀起了藥品降價的
狂潮。謝子龍利用老百姓
大藥房連鎖股份有限公司
獲得的利潤，私人投資
1.5 億人民幣興建了現在
的謝子龍攝影博物館，大部分館區對
外免費開放。海外華文媒體團隊欣賞
到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攝影師的佳作
一百餘幅，對一些作品的搶點拍攝和
自然光線的巧妙搭配表示讚賞；被一
些作品的多次曝光展實出水墨畫風彩
感到驚嘆！

接下來去參觀與謝子龍攝影博物
館一湖之隔的李自健美術館，這是由

李自健、丹慧夫婦獨資投建、創立的
國內外最具規模的現代化公益美術館
。

2014 年5 月，國際著名高僧星雲
大師親臨奠基，並專門為 “李自健美
術館”親筆題字。同年12月破土動工
。 2016年10月1日落成開館，免費對
公眾開放。 2017年7月16日，李自健
美 術 館 被 英 國 世 界 紀 錄 認 證 機 構

（WRCA）認證為“全球最大的藝術
家個人美術館”。

李自健美術館旨在傳播真、善、
美的藝術價值，促進國際藝術交流，
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豐富大眾精神生
活。李自健美術館的主展區以“人性
與愛·李自健油畫環球巡迴展”原基
本陣容為展覽核心，這個曾經在全球
持續20年，歷經六大洲、三十餘國家

和地區，舉辦過72次的大型公益巡迴
個展，全球觀眾累計超逾三百五十餘
萬，影響廣泛，迴響熱烈。而隨著李
自健美術館的建成，在畫家家鄉土地
上，在湘江母親河畔，謳歌人性、弘
揚大愛的現實主義繪畫藝術，勢將迸
發出更大的能量，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

海外華文媒體高層湖南行 欣賞湖湘文化的精髓

Tel: 281-498-4310 (Chinese)   281-983-8152 (English)  We’ll Help you get the stand out
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jennifer@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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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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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奇境雙城 中國·滎經——奧地利·克恩頓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10/7/2018 -10/13/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7 8 9 10 11 12 13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0/4/2019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重播)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0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王者歸來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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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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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精彩賽況俄羅斯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精彩賽況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為
慶祝中華民國 108 年國慶而舉辦的眷村美食活動，周日
（10月6日）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再創高潮。不到小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已滿滿坐滿了僑胞，桌上擺滿了眷村美
食，大家從這些古早味的風味美食和台灣小吃中，去懷念
久違的思鄉情懷和往事如煙 !

這次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共邀集了16個攤位，二家
一個攤位，共同32家投入眷村美食的行列。他們推出大家
最喜愛的平民美食，包括：牛肉麵、什錦滷味、鍋貼、水
餃、樟茶鴨、鹽酥雞、咖哩餃、綠豆椪、包子、客家粽、
紫米素粽、艾草粽、紅龜粿、鷄絲涼麵、滷肉飯、大腸麵
線、肉焿、炒米粉、雞捲、碗粿、油飯等38種之多，現場

每一家都生意紅火，有的攤位還大排長龍，遠遠看不到盡
頭。現場的桌上都擺滿了美食，不僅在桌前大塊朵頤，還
買了更多大包小包的美食，預備帶回去繼續大吃幾頓。尤
有甚者，很多僑界名人，到現場驚鴻一瞥，買了許多大包
小包的美食，隨即離去，一見即知是衝著美食而來。

還有更多的僑胞，大家非常迷戀這種歡聚一堂，大塊
朵頤的感覺，還有現場播放的當年眷村的形成，發展，以
及眷村故事的影片。還有僑界難得一見的原住民樂團— 洛
卡樂隊。演唱當年的經典歌曲，及鄧麗君、費玉清、高凌
風的代表作以及泰雅族全創歌曲，使這場美食聚會，，更
加生色不少。

中華民國108年國慶眷村美食活動
周日熱鬧舉行，700 餘人熱情參與

圖為僑教中心大禮堂眷村美食令人著迷的盛況。（記者秦鴻鈞攝 ）由休士頓西畫社舉辦的 「雙十國慶西
畫展」在上周六（10月5日）國慶升旗典禮
當天中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共展出
西畫社會友作品百餘幅。該社社長李美音
在剪彩儀式上說到該社對會員提升實力，
互相交流，學習分享方式提供了非常好的
環境，可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該社
鄭可達老師也在儀式上表示：創作是把個
人的內在與外在表達出來。她也表示多年
前教大家畫水墨畫，都覺得很難，至今同
學們都有很大的進展。她說他們共有七位
老師授課，大家都是藝術的使者，歡迎大
家參加西畫社學習活動。（圖左二起）僑
務委員陳美芬、吳光宜， 「國慶籌備會」
主委黃春蘭、西畫社社長李美音、 「台北
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務委員鄭金蘭、
張世勳、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他們共同為 「國慶西畫展」剪彩。國慶西畫展於10月4日至10月14日共展出二週。

國慶西畫展十月五日剪彩儀式國慶西畫展十月五日剪彩儀式
圖文：秦鴻鈞

為服務居住在達福地區鄉親，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訂於2019
年10月26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
時 在 達 拉 斯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地 址 ：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達福
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

赴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
敬請事先填妥申請書及相關表格，並
備妥相關證件及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
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申請案件

，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
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
，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roc-tai-
wan.org/ushou）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

載，或電話詢問（1-713-626-7445）
。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
華人活動中心（電話：972-480-0311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將於2019年10月26日在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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