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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國泰保險
奧巴馬健保免費申請
聯邦紅藍卡、白卡醫保
服務熱線:832-875-8084
微信：yiyichen6809

Email：gtbetteridea@yahoo.com
9219 Bellaire Blvd. Ste 153, 
Houston (百佳超市對面)

冠軍社交俱樂部

即將開幕  Coming Soon!

麻將｜撲克牌
亞洲美食｜西式美食｜豪華酒吧

電話: 281-568-8800
地址: 1298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請致電或email: championsSocialHR@gmail.com

招聘：Dealers | Bartenders  | Cocktail Servers  |Receptionists 
 | Cage/Cashiers  | Floorman  | Brush / Mahjong host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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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挪威4848歲的潛水員羅納德歲的潛水員羅納德··拉施在壹次潛泳到海底以上拉施在壹次潛泳到海底以上1515米米、、水面水面
以下以下1717米的地方時米的地方時，，偶遇壹只漂浮著的巨大透明球體偶遇壹只漂浮著的巨大透明球體，，裏面裝著成千裏面裝著成千
上萬只小烏賊上萬只小烏賊。。

美國加州南瓜稱重大賽舉行美國加州南瓜稱重大賽舉行 冠軍冠軍““霸王瓜霸王瓜””重量近重量近11噸噸

美國加州舊金山半島聖馬特奧縣半月灣美國加州舊金山半島聖馬特奧縣半月灣，，第第4848屆南瓜稱重大賽在屆南瓜稱重大賽在
當地舉行當地舉行，，在今年的比賽中在今年的比賽中，，兩個兩個““霸王霸王””南瓜以南瓜以21752175磅磅（（約合約合00..9898
噸噸））的重量奪冠的重量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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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被稱為“百病之母”，可
引發幾十種並發癥。《中華本
草》中詳細介紹，蜂膠對糖尿病
並發癥有綜合防治功能。
1.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
tiflowers)一物多能、綜合防治並發
癥，避免多藥同服!
　　蜂膠是《中華本草》記錄的

幾萬種物質中，為數不多能對並發癥有全面控制作用；它
能從並發癥的源頭—血管、神經、代謝、免疫四大系統進
行根本上的保護和調節！所以糖尿病人應把降糖藥和萬蜂
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同時服用，可全面阻止和
控制並發癥的發生和發展。同時可避免糖尿病人多藥同時
服用的煩惱和副作用。
　　2.剛查出血糖高的糖尿病患者服用蜂膠，可預防並發
癥的發生！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可以軟化、清除
血液垃圾、降低血脂、增強血管彈性；抵抗高血糖對血管
的腐蝕、避免血管堵塞、預防各種並發癥。堅持服用萬蜂
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可以推遲並發癥的發生和
發展。

　　3.剛出現並發癥服用蜂膠，可達到有效治療的目的！
　　出現了乏力、盜汗、瘙癢、便秘、腹瀉、視力模糊、
手腳發麻、針刺感等並發癥，馬上吃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
膠（Multiflowers)；消除血栓、疏通血管、保證血流暢通，
改善末梢循環。緩解和消除並發癥、減輕痛苦，活化胰島
細胞，消除病源，讓你腰腿有勁、睡得香不瘙癢、手不麻
腳不涼，看書看報看電視，遛彎買菜，幹幹家務，活得健
康。
　　4.重度並發癥用蜂膠，可阻止或延緩病情的惡化！
　　出現眼病、腎病、糖尿病足、心腦血管疾病等惡性並
發癥，有失明、截肢的危險，應馬上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蜂膠（Multiflowers)；全面保護心、腦、肝、腎等臟器，
維持現狀，不再整天提心吊膽；避免多藥同服，減輕痛
苦，雖然不能徹底治愈，但可生活自理，不拖累家人。
　　5.安全無毒副作用，適合常年服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無毒副作
用，還具有保肝護腎、消除西藥副作用大的獨特效果。在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的幫助下，糖友可以
放心大膽地吃降糖藥、打胰島素，而不用擔心傷肝傷腎。
常年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你會發現
肝功能始終正常，尿蛋白加號逐步減少甚至消失。

　　6.經濟實惠，減輕治療費用負擔！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最大的優勢在
於綜合功效，能同時作用血管、神經、代謝、免疫四大系
統；單用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就可同時解
決並發癥、穩定血糖、保肝護腎、祛除耐藥性多種難題！
避免了多藥同服的花費，就能有效控制住並發癥、不用住
院，省去了大筆醫療費，而且越久越實惠！
只有高品質、高活性、高類黃酮素含量的蜂膠才能達到好
的療效。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其中的有效
成分（黃酮、多元酚以及阿替匹林C）都遠比其它蜂膠為
優。各類活性物質含量最高,數倍數十倍與同類產品:類黃酮
業界含量最高標準最高18.5mg/ml,酚多體3.5%。萬峰牌巴西
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獲得了美國FDA、加拿大衛生
部、巴西農業部認證。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是大自然賜予人類
最好的禮物，是您健康的保護神！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加拿大viker公司出品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讓你告別糖尿病重塑精彩生活

日前，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再傳新

進展，工廠主體已全部完工，首批試裝

車白車身下線，國產Model 3將在年底

交付。

關於投產日期，特斯拉官方回

應稱，“官方尚未發布消息，壹切以官

方消息為準。”新京報記者也對此采訪

特斯拉相關人士，但均表示以官方消息

為準。

按照規劃，上海工廠建成後，特斯

拉計劃在初始階段每周生產約 3000輛

Model 3，在完全投入運營後，年產量將

攀升至50萬輛純電動整車。未來，上海

工廠將為大中華區生產入門款Model 3

以及Model Y車型。

海水
零部件技術同步提升
落戶上海後的特斯拉給予了中國汽

車零部件產業鏈不小的受益點。此前，

華金證券就表示，特斯拉產量與交付量

持續提升並已開始實現盈利，隨著美國

工廠產能穩步提升以及中國工廠後續順

利投產，特斯拉產銷量與盈利能力仍有

巨大的提升空間，產業鏈相關標的有望

持續受益。

壹方面，特斯拉原有的供應商同步

進駐上海臨港。根據特斯拉供應鏈的公

開消息，Model 3的汽車玻璃供應商聖

戈班在臨港建立了壹個工廠，為臨港的

特斯拉3號超級工廠供應汽車玻璃。根

據公開消息，聖戈班臨港工廠將在10月

中旬開始大規模量產以配合特斯拉Mod-

el 3的全面投產。

但可以想見的是，特斯拉無法完全

照搬美國的供應商體系。本土的供應商

具備更強的距離優勢和成本優勢，特斯

拉在中國生產、服務以及充電網絡搭建

等諸多配套設施都有賴於國內供應商。

據了解，目前特斯拉諸多方面選擇

了國內的供應商，包括人車交互方面選

擇均勝電子，空調零部件選擇三花智控

，鋰電池組的供應商更是包括天齊鋰業

、贛鋒鋰業、億緯鋰能、新宙邦等。

而參與特斯拉新車產業鏈的供應商

得到訂單收益的同時，作為國內優秀的

新能源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帶來更大的

示範效應，或將持續獲得更多優秀客戶

選擇。

火焰
刺激市場加速洗牌
據馬斯克宣稱，國產後的特斯拉將

比進口車售價低三分之壹左右。倘若如

此，以特斯拉目前的售價來看，特斯拉

Model 3的售價或將下探至30萬元以下

，這將對蔚來汽車、小鵬汽車等造車新

勢力帶來沖擊。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在中

國累計總銷售金額約為14.69億美元，約

合人民幣101.25億元，同比增長41.8%。

中國已成為特斯拉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場

，中國消費者對於特斯拉有著很強的認

可度，這顯然對於國內的新能源汽車市

場沖擊明顯。

與此同時，特斯拉在國內動力電池

格局上再掀波瀾。此前，特斯拉已與韓

國LG化學達成協議，特斯拉上海工廠將

從LG化學采購動力電池。而LG化學總

投資20億美元的電池項目於2018年落戶

中國南京。項目總規劃產能為32GWh，

預計2019年10月開始量產，於2023年實

現全面達產。2019年1月，LG化學追加

投資73億元人民幣擴建在中國南京的電

池生產線，以應對圓柱形電池全球需求量

的激增。隨著LG化學在中國布局進壹步

擴大，同時訂單規模持續擴大，國內動力

電池與日韓動力電池的競爭也日益顯著。

據記者了解，特斯拉有意向在LG化

學之外，另外尋找電池供應商，這將為

國內的動力電池廠商帶來機會，前提是

技術和產品實力達到特斯拉的標準。

特斯拉國產讓國內零部件供應商受

益匪淺，也為他們帶來了壓力。但即便

成為攪動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鮎魚”，

市場真實反饋如何，還需等待銷量說話

。數據顯示，特斯拉今年第三季度交付

量約為9.7萬輛，但低於華爾街此前預計

的9.9萬輛，也低於馬斯克定下的10萬

輛目標。截至今年三季度，特斯拉累計

交付新車約25.5萬輛，而今年年內特斯

拉的預定目標下限為36萬輛。距離這個

“小目標”，特斯拉四季度的全球交付

目標為10萬輛。

對於中國汽車行業來說，特斯拉的

闖入，帶來了壹半海水，壹半火焰。隨

著特斯拉國產的到來，國內新能源汽車

市場的刺激真正來臨，動力電池市場也

將帶來真實的沖擊。

特斯拉國產：壹半海水壹半火焰

9月金融數據全面提升 支持實體經濟效果顯現
綜合報導 央行及金融監管部門有效疏通了

金融流動性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渠道，令資金供

需關系更為合理，有力地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

展。

10月15日，央行發布的9月金融數據顯示，9

月廣義貨幣(M2)余額195.23萬億元，同比增長8.4%

；9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2.27萬億元，分別比上

月和上年同期多增2550億元和1383億元；9月人民

幣貸款增加1.69萬億元，同比多增3069億元。

9月金融數據充分表明中國金融形勢總體向好

，高於市場預期。向好的金融數據，折射出中國實

體經濟的資金需求能力增強，所蓄積的發展動能在

提升，未來發展前景值得期待。同時，也反映出金

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進壹步加強，效果得

到壹定的體現。尤其是央行及金融監管部門在規範

金融秩序的同時，加大宏觀經濟逆周期調節力度，

有效疏通了金融流動性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渠道，令

資金供需關系更為合理，投向實體經濟的資金明顯

增加，有力地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中國金融數據的全面回暖，是央行充分運用貨

幣政策調整工具發揮靈活調控的結果。比如，央行

會同有關金融管理部門，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

豐富銀行補充資本的資金來源，適時降低銀行存款

準備金率，增強商業銀行資金運用能力，推動M2

的回升。同時，認真執行國家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

，壓縮和控制房地產貸款規模，推動資金進壹步向

實體經濟領域和國家重點支持引導的領域集中，加

大了金融流動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今年前三季度，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

民幣貸款增加13.9萬億元，同比多增1.1萬億元；

企業貸款增加8.2萬億元，同比多增1.15萬億元。

其中，制造業的中長期貸款增速明顯回升，特別是

高技術制造業的中長期貸款保持快速增長，這是非

常可喜的變化，表明資金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不

斷加強。

截至9月末，人民幣房地產貸款余額為43.3萬

億元，同比增速為15.6%，連續14個月回落。前三

季度，新增個人住房貸款占各項貸款比例為24.1%

，基本保持在合理水平。此外，央行推行LPR，不

斷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實體

企業的資金需求和經營發展。根據8月和9月這兩

次LPR報價，壹年期LPR報價分別為4.25%和4.20%

，五年期均為4.85%，較此前的LPR和貸款基準利

率均有下調。

不過，在金融數據喜人的背後，也應看到潛在

的壹些隱憂，比如，房地產貸款占比仍然較大。今

年前三季度，新增人民幣房地產貸款4.6萬億元，

占同期人民幣新增貸款量的33.7%。其中，新增個

人住房貸款占各項貸款比例的24.1%，雖然較上年

同期占比有所下降，但絕對額依然很大，表明中國

信貸結構仍不盡合理。另壹方面，9月全國居民消

費價格(CPI)同比上漲3.0%，創近6年來新高，有可

能對未來的貨幣政策走向產生重要影響，也會影響

對制造業、民營及小微企業的定向滴灌政策的實施

，更可能會加大實體企業的融資成本，進而影響

LPR貸款利率新政穩步推行。

因此，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及

監管部門不可掉以輕心。壹方面，要進壹步加大信

貸結構調整力度，壓縮房地產貸款規模，讓更多資

金流向制造業、民營及中小微企業，助推實體經濟

發展。二要密切關註CPI、PPI走勢，在保持穩健中

性貨幣政策的同時，也要確保市場流動性的合理，

防止貨幣政策過於寬松誘發通及加大企業融資成本

上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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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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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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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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沒出路 “臺獨”是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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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018 -10/2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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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 23 24 25 26 27

00:00-00:30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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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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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蜜蜂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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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2019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快樂精靈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27~3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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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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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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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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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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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集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27~3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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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9年10月22日       Tuesday, October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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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電話：832-500-3228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TX 77036

全球貿易“寒意漸濃” 中國外貿“逆風前行”
綜合報導 全球貿易“寒意漸濃”背景下，中

國交出了總體平穩、穩中提質的外貿“答卷”。海

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外貿進

出口總值22.9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8%。從

全球層面看，世界貿易組織的最新數據也顯示，

今年前7個月，中國外貿增速高於德國、日本、

韓國等國家，外貿總值占全球的份額比去年同期提

高了0.1個百分點，仍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壹大國

地位。

壹般貿易主導作用“更加顯著”。所謂“壹般

貿易”，就是傳統的、最基本的進出口貨物貿易。

在受到外部環境等因素影響下，前三季度我國壹般

貿易進出口增長4.8%，占我國外貿總值的59.5%，

比去年同期提升1.1個百分點。壹般貿易進出口所

占比重提升，表明了我國對外貿易正在從勞動密集

型轉向知識密集型，並從壹個側面體現了我國在發

展高新技術產業、經濟轉型等方面取得的成績。

市場開拓效果“進壹步提升”。今年前三季度，我

國與前兩大貿易夥伴歐盟、東盟的貿易額分別增長

8.6%和 11.5%，分別占到我國外貿總值的15.6%和

13.7%。尤為亮眼的是，前三季度我國對“壹帶壹

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口達到6.65萬億元，增長

9.5%，占我國外貿總值的29%。這也足以表明，從

非洲到拉美，從歐洲到中東，“壹帶壹路”正在聯

結全球市場，這條“貿易大道”越來越寬廣。

民營企業外貿活力不斷增強。民營企業是創業

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在國際市

場開拓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民營企業前三季度進

出口9.69萬億元，增長10.4%，占我國外貿總值的

42.3%，比去年同期提升2.9個百分點。由此可見，

近年來國家出臺的壹系列扶持民營經濟發展改革舉

措成效正在凸顯。在減稅降費等系列政策利好下，

民營企業在外貿領域展現出越來越強勁的活力。

政策“加分”，外貿更好。不管是完善財稅政

策，還是加快出口退稅進度，亦或強化金融支持，

今年以來國家的壹系列舉措實打實、硬碰硬，皆為

外貿市場主體輕裝上陣創造了條件。10月8日，國

務院常務會議更是審議通過《優化營商環境條例(

草案)》，“確立對內外資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壹

視同仁的營商環境基本制度規範”，有助於持續營

造更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投資環境。

“中國經濟是壹片大海，而不是壹個小池塘”

。全球貿易“寒意漸濃”背景下，前三季度我國外

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2.8%，再次凸顯出中國經濟

的韌性和潛力。盡管國際經濟貿易增長放緩，外部

環境更趨復雜嚴峻，但我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改變，外貿穩中提質的態勢也沒有變。可以肯

定，隨著“壹帶壹路”建設穩步推進，以及加快開

拓新興市場、商談自由貿易協定、探索自由貿易港

等等，都將使得中國外貿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讓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更加鞏固。

戴森取消百億造車計劃
新能源汽車天涼好個秋

日前，以制造吸塵器聞名的英國電器

公司戴森宣布取消造車計劃。其創始人詹姆

斯·戴森在發給所有員工的郵件中宣布此消

息，並表示工程師團隊已經打造了出色的原

型車，但卻壹直沒有找到可行的商業化方案

，在出售未果後，公司只能決定放棄項目。

戴森的主動退出，在行業內引發了

巨大爭議。業內普遍觀點認為，與其“燒

錢”入局，當下主動放棄，是較為明智的

選擇。不過，也有觀點認為，這側面反映

出隨著行業的逐漸成熟，行業內的淘汰賽

也悄然打響。巨額的資金投入，持續的

“燒錢“，已經令不少新入局者望而卻步，

產業在朝著更集中化的方向發展。

對此，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汽車市場

研究分會秘書長崔東樹告訴證券時報記

者，中英兩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產業

鏈基礎情況不同，戴森取消造車計劃，

並不具備行業代表性，但中國的新能源

汽車市場確實進入了調整期，企業所面

臨的壓力也在增大。

造車門檻提升
公開信息顯示，戴森的電動汽車項目於

2016年啟動，計劃投資20億英鎊，其中壹半

資金用於汽車制造，另壹半用於電池開發。

值得壹提的是，該公司還計劃在英國投資2

億英鎊用於建設電動汽車測試軌道。

據悉，為了布局電動車業務，戴森先

後招攬了阿斯頓· 馬丁、特斯拉、寶馬、

路虎、賓利等知名車企的研發技術人才，

組建了壹支超過400人的研發團隊。

如今，時隔三年，戴森創始人詹姆

斯·戴森正式宣布取消造車項目，並表示，

盡管在開發的過程中戴森壹直很努力，但

卻看不到其在商業上的可行性。

此消息流出後，在汽車行業內引發了

廣泛討論。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戴森對造

車的“望而卻步”在壹定程度上體現出隨

著產業的成熟，行業內的競爭在逐步加劇

，也在壹定程度上提升了入局門檻。也有

另壹種聲音表示，近期隨著國內新能源汽

車產銷的減速，行業熱度也稍有減退。

對此，崔東樹告訴記者，戴森取消

造車計劃，不具備行業代表性。英國並

不具備中國如此完善的新能源汽車產業

鏈，新入局者起步是非常困難的，再加

上造車要耗費大量的資金和精力，因此

戴森的行為其實是較為理性的。

事實上，雖然新能源汽車產業蛋糕

巨大，但初創公司與傳統車企不同，在

缺乏制造基礎、沒有巨大資金支撐的情

況下，很難順利將產品推向市場。而在

產品進入市場後，企業還需要面臨交付

、營銷、售後等壹系列的難題。此前，

早在戴森宣布進軍汽車行業之時，就有

業內人士分析，這將是戴森公司目前為

止最奢侈的壹場豪賭，如果成功將會重

新定義戴森品牌，如果失敗會造成大量

資源的損失，甚至危及品牌的生存。

調整期已來臨
今年以來，部分專註於電動車打造

的新造車企業屢遭危機：車輛自燃、交

付延遲、裁員等不僅將新造車企業本身

推向了風口浪尖，也讓新能源汽車的市

場環境發生了變化。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

，9月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8.9

萬輛和 8 萬輛，分別同比下降 29%和

34.2%。其中純電動汽車產銷分別完成

7.4萬輛和6.3萬輛，分別同比下降26.1%

和 33.1%；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產銷分

別完成1.5萬輛和1.7萬輛，分別同比下

降44.1%和38.4%。

據悉，這是今年以來新能源汽車市

場連續第三個月同比下滑。業內人士告

訴證券時報記者，當前我國新能源汽車

市場已進入短期階段調整期。

崔東樹認為，目前自主品牌新能源車

產品提升較快，在消費者使用環節主要關

註點上基本實現無明顯短板；但性價比優

勢和產品未來升級方向隨著補貼調整和外

資新能源的逐步布局而產生較大壓力。同

時，限購城市新能源需求放緩且低線級市

場新車需求相對低迷。這些都是促成當前

新能源汽車銷量放緩的因素。

不過，也有證券分析師指出，目前新

能源汽車的自燃等個別現象正在逐步改善

，同時二手新能源汽車也逐步企穩，隨著

2020年國內新能源車競爭進壹步充分，新

能源車認可度會進壹步提升，新能源乘用

車市場從谷底回升的潛力仍較大。

固態電池成新方向
記者了解到，雖然戴森取消了造車計劃

，但卻表示將專註於制造固態電池及其他核心

技術項目，將投資轉到固態電池等技術。

實際上，早在戴森開始入局汽車行

業之初時，就壹直在電池領域進行投入

。2015年戴森以9000萬美元並購固態電

池公司Sakit 3，開始自主發展固態鋰電

池技術，2016年戴森宣布投資14億美元

建設固態鋰電池工廠。

業內普遍認為，固態電池是未來主要發

展趨勢。據悉，固態鋰電池能量密度更高，

可匹配電壓電極材料。同時，與液態鋰離子

電池相比，固態電池使用固態電解質，還具

備不可燃、無腐蝕、不揮發等優勢。

事實上，針對固態電池的布局，不

少車企早已先行壹步，尤其是2019年更

是被稱為固態電池的布局爆發年。此前

，哪咤汽車、天際汽車、蔚來汽車、愛

馳汽車等新造車企業，都在積極推進固

態電池的商業化落地。

傳統車企方面，寶馬曾宣布和美國

電池技術公司Solid Power聯合開發下壹

代固態電池技術，希望能將電池的能量

密度提升兩至三倍；豐田也曾公開表示

將打造全固態電池汽車。

不過，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立泉指出，

目前固態電池仍存在電解質材料和電極材料

研究受阻的問題。不過，對於有意向入局汽

車行業的新創企業而言，固態電池不失為壹

種方向。例如戴森，如果能在此領域有所突

破，並找到商業化方案，或許也能分割到壹

定的行業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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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極為珍貴，人人都要面對的問題講座—
「明天會更好」 將於本周六（10月26日）上午10

時半至12時，在 「恆豐銀行」 12樓舉行，歡迎踴躍
前往聽講，您將有意想不到的可貴收獲 !
日期10月26號2019
時間：10:30AM到12:00PM
地點：恆豐銀行12樓

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 Texas 77036
主講人：Jasmin Tseng 曾菲 Tel： 713-371-2491
主題：明天會更好

曾菲是資深的保險經紀人， 無論在長者醫療保
險， 長期照顧、人壽、年金方面都有非常足夠的經
驗，經常在社區辦活動和講座，幫助社區大眾解決
疑問和提供協助。

她也是德州中文電台1320AM的常客， 經常在
電台和大家分享有關於保險和理財的一些資訊和常
識！ 藉由這次的講座，整理了一些對大家很有幫助
的資訊， 多一份準備、多一份保障！ 快樂變老！
安心無憂！ 讓你的明天會更好！

本次的講座純教育性質、不分年齡適合所有民
眾，免費入場！ 快樂分享！

曾菲的辦公室位於10333 Harwin Drive Ste 120E
Houston Texas 77036

講座會有茶點招待！也有小禮物抽獎！
因為要準備摸彩請先電話或簡訊通知參加，以準備
足夠的禮品。
Jasmin Tseng
Tel:713-371-2491

感受最熱烈聖誕氣氛，王朝旅遊推薦歐洲聖誕團

如何步向老年如何步向老年、、安心無憂安心無憂、、「「明天會更好明天會更好」」??
請聽曾菲本周六上午在恆豐銀行請聽曾菲本周六上午在恆豐銀行1212樓快樂分享樓快樂分享

Jingle bells、Jingle bells、Jingle all
the way...歐洲國家的聖誕節，就跟中國
的農曆新年一樣，是一年當中最盛大的
節日，想感受最濃厚最道地的聖誕氣氛
？來歐洲過聖誕就對了！

歐洲的 「聖誕市集」 最早可追溯到
15世紀，漫天紛飛的雪花，五彩繽紛的
亮麗燈飾，悅耳動聽的聖誕詩歌及音樂

會，誘人的甜品美食...交織出一片和樂
融融的聖誕世界，聖誕市集是最能集中
感受到熱鬧的聖誕氣氛和溫馨喜悅的地
方！

王朝旅遊為您推薦幾個著名的聖誕
市集：

奧地利薩爾斯堡聖誕市集
天才音樂家莫扎特的故鄉，聖詩

《平安夜》的發源地。聖誕期間到處都
會舉行音樂會和傳統市集，其中以老城
區的聖誕市場最為盛大，那裡裝飾優雅
、擺飾豐富多樣，被譽為 「奧地利最美
麗購物中心」 ，感受古典浪漫美學吧！

德國紐倫堡聖誕市集
大名鼎鼎的聖誕市集，擁有“天下

第一聖誕城”的美譽，歐洲最古老最傳

統最大的聖誕市集。在舊城區的賀普特
廣場舉辦，每個小攤檔都用心裝飾，整
個市集洋溢著愉快歡樂的氣氛，大量手
工藝品、食品及酒吧攤位，形形色色的
胡桃夾子，充滿童話色彩的遊樂區。

捷克布拉格聖誕市集
號稱 「最浪漫聖誕市集」 ，在布拉

格的舊城廣場，華麗的中世紀建築，小
木屋搭建的聖誕攤販，被CNN評為此生
必去聖誕市集之一。傳統美食薑餅、蜂
蜜酒以及煙囪捲都是必試的小吃，波西
米亞風格聖誕飾品最適合做手信。

法國史特拉斯堡聖誕市集
四百多年歷史的古老歐洲市集，位

於聖母院大教堂和布羅格利廣場四周，
附近有許多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建築。30

尺高的巨型閃爍聖誕樹，傳統糕點、手
工藝品、陶瓷器皿、飾品玩具琳瑯滿目
，熱紅酒、香腸、火焰薄餅、聖誕曲奇
等都值得一試。

瑞士蘇黎世中央車站聖誕市集
全歐洲最大的室內聖誕市集！位於

瑞士的中央車站。由薑餅、丁香、肉桂
和蘋果製成的軟薑蛋糕，是這裡的傳統
小吃，邊吃蛋糕邊觀賞車站大廳超豪華
的巨無霸水晶聖誕樹，是來到瑞士必看
的奇觀之一。

王朝旅遊有多個聖誕歐洲團，6國
10天之旅只要$999起。其實歐洲的大都
市幾乎都有自己的聖誕市集，冬季必遊
慶典，不容錯過的夢幻派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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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371-2491 

主講人
Jasmin Tseng 曾菲

請大家打個電話或簡訊通知參加， 以準備足夠的茶點。

713-371-2491 

主講人
Jasmin Tseng 曾菲

請大家打個電話或簡訊通知參加， 以準備足夠的茶點。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台灣商會休士頓台灣商會20192019年秋季烤肉活動年秋季烤肉活動
在糖城在糖城Eldridge ParkEldridge Park溫馨舉行溫馨舉行

味全公司經理李樂罡味全公司經理李樂罡、、台灣商會顧問周政賢台灣商會顧問周政賢、、美美
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台北經文處組長何仁傑於台北經文處組長何仁傑於1010
月月2020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時3030分在糖城分在糖城Eldridge ParkEldridge Park提供提供

20192019年秋季烤肉服務年秋季烤肉服務。。

台北經文處組長施建志台北經文處組長施建志、、台灣商會理事陳元憲台灣商會理事陳元憲
、、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台灣商會前會長陳志台灣商會前會長陳志
宏宏、、方台生方台生、、胡先生胡先生、、理事簡文雄出席休士頓理事簡文雄出席休士頓

台灣商會台灣商會20192019年秋季烤肉活動年秋季烤肉活動。。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及林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及林
飛虎夫人提供沙拉服務飛虎夫人提供沙拉服務。。

休士頓台灣商會林重光前理事夫婦休士頓台灣商會林重光前理事夫婦、、管光虹夫管光虹夫
婦及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陳舜哲總裁夫婦參加婦及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陳舜哲總裁夫婦參加

休士頓台灣商會休士頓台灣商會20192019年秋季烤肉活動年秋季烤肉活動。。

莊雅玲莊雅玲，，謝碧蓮謝碧蓮，，呂明雪秘書呂明雪秘書，，陳元陳元
憲理事提供休士頓台灣商會憲理事提供休士頓台灣商會20192019年秋年秋

季烤肉活動報到服務季烤肉活動報到服務。。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
，，台北經文處組長施建志台北經文處組長施建志，，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
台灣商會顧問周政賢台灣商會顧問周政賢，，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
前會長林飛虎前會長林飛虎，，台北經文處組長何仁傑出席休台北經文處組長何仁傑出席休

士頓台灣商會士頓台灣商會20192019年秋季烤肉活動年秋季烤肉活動。。

休士頓台灣商會理事陳元憲休士頓台灣商會理事陳元憲，，前會長陳志宏前會長陳志宏，，
顧問周政賢顧問周政賢，，味全公司經理李樂罡味全公司經理李樂罡，，H-E-BH-E-B花花
部經理謝碧蓮部經理謝碧蓮，，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台灣商台灣商
會會長張智嘉會會長張智嘉，，台北經文處組長施建志歡聚台北經文處組長施建志歡聚。。

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佳賓佳賓，，休士頓台灣商會理休士頓台灣商會理
事梁競輝事梁競輝，，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何仁傑在休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何仁傑在休
士頓台灣商會士頓台灣商會20192019年秋季烤肉活動上互相交流年秋季烤肉活動上互相交流。。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台北經文處組長施建志台北經文處組長施建志、、何仁傑何仁傑，，德州州眾議員武休德州州眾議員武休
伯伯，，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美南銀行董事洪恭儀美南銀行董事洪恭儀，，榮譽副會長陳舜哲榮譽副會長陳舜哲，，
謝碧蓮謝碧蓮，，味全公司經理李樂罡味全公司經理李樂罡，，林重光夫婦林重光夫婦，，理事簡文雄理事簡文雄，，顧問周政賢顧問周政賢，，前會前會
長林飛虎長林飛虎、、方台生夫婦方台生夫婦，，卓宗成夫婦卓宗成夫婦，，僑務委員張世勳及會員們在休士頓台灣僑務委員張世勳及會員們在休士頓台灣
商會商會20192019年秋季烤肉活動歡聚一堂年秋季烤肉活動歡聚一堂。。

陳姍姍陳姍姍，，理事古玉枝理事古玉枝，，理理
事廖珮君分送烤肉食物事廖珮君分送烤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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