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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Bellaire City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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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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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太第三代侧吸油烟机全新上市!
FOTILE’S 3RD GENERATION OF SIDE-DRAFT RANGE HOOD

挥手就来!
WAVE AT FUTURE VENTILATION POWER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預售日期：

MORE FEATURES, MORE POWERFUL!

增值不加價預購包基本安裝

11/15-11/28
Pre-Order Duration

分享即送額外3年有效質保，延長8年！
1.谷歌地圖 / Yelp / 微信朋友圈 /  INS / FB壹平臺嗮圖好評；

2.掃碼添加 “FOTILEUS”客服，進行驗證

WWW.FOTILEGLOBAL.COM/US

FOTILE KITCHEN APPLIANCE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201-8186

David Chen (Realtor)David Chen (Realtor)
專精住宅及商業管理專精住宅及商業管理
1515 年以上地產買賣租賃經驗年以上地產買賣租賃經驗
專業使用專業使用 Loopnet/HAR/ZillowLoopnet/HAR/Zillow
成功幫您的商業或房產訊息散播出去成功幫您的商業或房產訊息散播出去
電話電話:: 713713--240240--88998899
地址地址:: 99999999 Bellaire Blvd., SuiteBellaire Blvd., Suite 908908, Housto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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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德國柏林，，柏林動物園曝光了四張大熊貓寶寶的照片柏林動物園曝光了四張大熊貓寶寶的照片，，照片中大熊照片中大熊
貓寶寶依偎在母親夢夢的懷裏貓寶寶依偎在母親夢夢的懷裏，，親情無限親情無限。。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0192019年年88月月3131日日
，，兩只大熊貓寶寶在柏林動物園出生兩只大熊貓寶寶在柏林動物園出生，，它們是在柏林出生的第壹批大熊它們是在柏林出生的第壹批大熊
貓幼崽貓幼崽。。



BB33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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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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營商環境排名高位提升
世行報告采信京滬36項改革政策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全

球第31位，較去年提升15位，連續兩年被世行評

選為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全球10個經濟體之

壹。財政部副部長余蔚平昨日表示，已著手研究和

啟動下壹輪的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優化營商環境改

革。報告顯示，北京營商環境全球排名大幅提升。

北京市副市長王紅表示，目前已制定優化營商環境

3.0版，涉及204項改革措施。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全

球第31位，較去年提升15位。財政部副部長余蔚

平昨日在國新辦吹風會上表示，已著手研究和啟動

下壹輪的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優化營商環境改革。

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高位提升
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

顯示，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由去年第46位上升

至第31位，並連續兩年被世行評選為營商環境改

善幅度最大的全球10個經濟體之壹。其中，執行

合同、獲得電力指標排名分別位居全球第5位、第

12位，位居全球前沿；辦理建築許可指標排名實現

了彎道超車，排名由第121位躍居至第33位；保護

中小投資者指標排名大幅上升36位至第28位。跨

境貿易、辦理破產、納稅、開辦企業等指標排名也

實現了不同幅度的提升。

我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實現高位提升，證明中

國優化營商環境改革政策成效經得起市場主體和國

際社會的檢驗。

京滬建築質量控制指數達到滿分
余蔚平介紹，最新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

報告》，采信了京滬兩市政府以及有關部門在辦

理建築許可、保護中小投資者、辦理破產、跨境貿

易、獲得電力、納稅、開辦企業、執行合同、登記

財產等9個指標領域的36項新增改革政策。

余蔚平舉例說，比如京滬兩市瞄準全球最佳

水平，大幅壓縮了簡易低風險建築項目的審批流

程、耗時，多規合壹、多圖聯審、多驗聯合，並

完善了建築質量監管制度。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

評估，辦理建築許可全流程耗時由去年的155個

自然日壓縮至111個自然日、建築質量控制指數

達到了滿分，指標排名大幅提升 88名至全球第

33位，為我國今年總體排名提升做出了重要貢獻

。最高人民法院以及證監會進壹步完善了上市公

司的相關監管規則，加強對中小投資者的權益保

護，保護中小投資者指標排名顯著提升36位至第

28位。

將大力推進營商環境法治化建設
“這只是中國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優化營商環

境的兩個改革剪影。”談及下壹步打算，余蔚平表

示將持續推進營商環境便利化改革，進壹步壓縮涉

企事項的辦理流程、耗時及費用。

他舉例說，比如在開辦企業方面，將會同有關

部門推動參評城市全面應用電子營業執照，將社保

登記、公積金賬戶設立辦理等整合納入“壹網通辦

”平臺；在辦理建築許可方面，進壹步完善分類審

批、分類監管制度，打造覆蓋全流程的網上綜合受

理平臺，提高審批和監管效率；在跨境貿易方面，

進壹步提高通關“無紙化”程度，支持參評城市實

施進口船邊直提模式；在納稅方面，將依托電子稅

務局、壹網通辦、優化納稅申報表等手段，進壹步

減少企業納稅總耗時。

同時，大力推進營商環境法治化建設。“近期

，國務院專門出臺了《優化營商環境條例》，這是

在國家層面首次出臺優化營商環境的行政條例，進

壹步加強了營商環境工作的頂層設計。”余蔚平表

示，下壹步財政部將根據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的相

關改革要求，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法治化營商環

境。

余蔚平表示，作為納稅指標的牽頭部門之壹，

財政部將會同國家稅務總局以及有關方面，全面落

實好減稅降費現有政策，並進壹步完善後續政策設

計，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

■ 關註
北京優化營商環境3.0版涉204項改革措施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北京營商環境全球排

名大幅提升。北京市副市長王紅昨日在國新辦吹風

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北京將對標國際前沿城市

，進壹步提高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便利度。目前

已制定優化營商環境3.0版，涉及204項改革措施，

力爭實現新突破。

營商環境排名北京超日本東京
自2003年起，世界銀行每年發布《全球營商環

境報告》，通過測算開辦企業、辦理建築許可、獲

得電力、登記財產等10項指標及45個二級指標與

最高分值的差距，對全球190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

評分排名。

王紅介紹，據世行報告顯示，兩年來北京大力

度推進優化營商環境改革，共有88項改革被世行

采納。其中，在剛剛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

2020》中，采納35項，得分為78.2分，在去年大幅

提升的基礎上，今年又提高了4.6分，超過部分歐

盟國家和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水平。

同時，獲得電力的成本和手續、辦理建築許可

指標中的建築質量控制、執行合同的司法程序質量

等6項子指標均達到或超過全球前沿水平，其中4

項拿到滿分。5項壹級指標進入前30強，樹立了全

球最佳實踐的標桿。登記財產環節及時間、獲得電

力供電可靠性等24項子指標超過OECD高收入國家

水平，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改革先行者。

“北京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的大幅提升和樹立

對外開放的良好形象做出了重要貢獻。”王紅表示

，按照世行經濟體的城市排名，北京分值相當於名

列28位，超過29位的日本東京。

優化營商環境3.0版制定完成
“經過兩年多的實踐，我們也深刻地體會到優

化營商環境改革就相當於跑壹場馬拉松，190個經

濟體同場競賽，不進則退。同時，優化營商環境也

是壹場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既要堅持不懈久久為

功，又要迎難而上，奮發有為。所以必須馬不停蹄

，壹茬兒接著壹茬兒幹、壹輪接著壹輪推。”談及

北京下壹步的打算，王紅表示，北京將從三個方面

入手。

壹是堅持高位推動。要對標國際前沿城市，查

找不足和差距，逐項梳理失分點，充分發揮全方位

、多層次、跨區域的改革協調推動機制的作用，進

壹步形成強大的改革推動力。

二是堅持以企業和群眾獲得感為目標，這也是

我們營商環境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讓企業和

群眾參與改革、推動改革，改革的成果由企業和群

眾來檢驗。工作當中要問計於企，問計於民，其中

包括媒體提出的監督、批評以及建設性的意見，這

些都是改革的出發點。同時加強市區聯動，提高政

務服務標準化水平，不斷提升窗口服務的效率和質

量，進壹步提高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便利度。

三是聚焦企業群眾辦事的難點、痛點重點攻關。

北京在實施營商環境優化1.0、2.0的版本基礎之上，目

前已經制定完成了優化營商環境3.0版，改革任務涉及

12個方面204項具體的措施，力爭實現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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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屆台北金馬電影學院今

天起跑，共有14名華人學員齊聚

台北，在一個月的時間內，與演

員侯彥西和葉慈毓合作拍攝短片

。學院院長侯孝賢勉勵學員從日

常生活觀察人性。

金馬執委會今天發布新聞稿

，宣布曾培育出趙德胤、陳哲藝

與廖克發等新銳導演的台北金馬

學院，今天正式開學。今年由導

演李芸嬋、陳映蓉擔任導師，帶

領14名獲選學員。在未來的一個

月，除接受學院安排的課程外，

也將分成2組完成2部短片。

金馬電影學院院長侯孝賢，

在開幕式上強調真實的重要性，

希望學員學會從日常生活中觀察

、體會人性，他以自己為例，表

示自己喜歡透過搭公車、捷運來

觀察人的個性、行為，最後提醒

學員要對人有感覺。

金馬執委會指出，本屆金馬

學院學員資歷精彩，包括國片

「誰先愛上他的」導演許智彥，

「時下暴力」新生代導演廖哲毅

，以及本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

入圍者「老人與狗」與「紅棗薏

米花生」的2名香港導演，都是

今年學員。

此外，台灣學員還包括公視

學生劇展「無塵之地」導演、今

年LEXUS新銳影展最佳導演得

主。還有來自港澳的新生代創作

者，以及旅美華人導演；更有以

攝影師身分入選的學員，與今年

金穗獎一般組及學生組的最佳攝

影得主。

這14名學員將分成2組，並

和影集「用九柑仔店」演員侯彥

西、影集「20之後」演員葉慈毓

合作，以作家李夜的小說「寄居

」，與陳昀晨的小說「四十度的

夏天」為藍本，改編成2部短片

。

以年輕華人電影工作者為招

生對象的金馬電影學院，是金馬

影展的周邊活動，從2009年開辦

以來，不遺餘力培養電影新銳。

金馬執委會指出，在今年的金馬

獎入圍名單中，就有包括導演趙

德胤、陳哲藝、廖克發等共13名

歷屆學員參與的作品入圍。

第11屆金馬電影學院的結業

作品，將於11月 20日於台北新

光影城免費放映。

金馬電影學院金馬電影學院
侯孝賢勉學員侯孝賢勉學員
從日常生活觀察人性從日常生活觀察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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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9日（星期二）中國新聞2 ■責任編輯：凌晨曦

李克強本周出訪多國
將提與東亞合作20餘項倡議 擴“一帶一路”朋友圈

中國外交部28日在京舉行中外
媒體吹風會，介紹李克強總

理出訪相關情況。

倡多邊貿易 反貿易保護
關於上合組織總理會議，中國

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稱，會議將
按慣例簽署並發表聯合公報，明確
上合組織下階段重點合作領域，並
就重大的地區和國際問題發出共同
聲音。會議還將批准簽署涉及組織
建設和有關領域合作的多項文件。
商務部部長助理李成鋼表示，中方
期待此次會議就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發出明確信號，反對貿易保護主
義，切實深化貿易與投資便利化，
積極拓展區域合作領域。烏茲別克

斯坦是中國的全面戰略夥伴，共建
“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對象。陳
曉東介紹說，此訪是李克強總理首
次對烏茲別克斯坦進行正式訪問，
對於推動中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
展，促進兩國共建“一帶一路”合
作等具有重要的意義。雙方將簽署
涉及經貿、科技、投資、海關、人
文等領域合作的一系列協議。

將與多國簽協議發聲明
關於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

會議，陳曉東指出，當前東亞地區
形勢總體穩定，區域合作蓬勃發
展，同時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蔓延，有關熱
點問題時有升溫，為東亞形勢增添

了複雜的因素。陳曉東說：“在此
背景下，中方期待領導人系列會議
聚焦務實合作，攜手應對經濟下行
壓力，提振東亞發展的勢頭。聚焦
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實現更
高水平的經濟融合。聚焦對話協
商，避免炒作分歧，就地區形勢和
熱點問題建設性交換意見。李克強
總理將闡述中方對東亞合作的政策
主張，提出各機制下深化合作20
餘項中方的新倡議。”

陳曉東表示，中方期待中國－
東盟（10+1）領導人會議宣佈制
定落實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聯合
宣言行動計劃（2021-2025），發
表中國－東盟關於“一帶一路”倡
議同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

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中國－東盟
智慧城市合作倡議領導人聲明和深
化媒體交流合作的聯合聲明。同
時，雙方將宣佈把2020年確定為
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構建
中國－東盟藍色經濟夥伴關係，推
動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

關於訪問泰國，中國商務部部長
助理李成鋼指出，訪泰期間，兩國領
導人將就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
量發展，加強貿易投資、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產能、科技創新、數字經
濟等領域，以及多邊和區域、次區域
經貿合作廣泛深入交換意見。李克強
總理此訪必將有力鞏固中泰政治互
信，促進兩國全面合作，推動中泰經
貿關係發展邁上新台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將應邀於11月1日至5日出席在塔什干

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總理會議，並對烏茲別克斯坦

進行正式訪問；出席在曼谷舉行的東亞合作領導人

系列會議，並對泰國進行正式訪問。外交部、商務

部有關負責人28日表示，此訪將推動中國同相關國

家和國際組織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發出支

持多邊貿易體制的共同聲音。據介紹，李克強總理

還將闡述中方對東亞合作的政策主張，提出各機制

下深化合作20餘項中方的新倡議。

■■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2828日在京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日在京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介紹李克強總理出訪相關介紹李克強總理出訪相關
情況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抗癌新藥、針對新生兒的血液透析
系統、放療系統“4D處方”等一大
波“健康尖貨”將亮相第二屆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來自各國的行業巨頭們紛紛表
示，希望借助這一“窗口”，抓住中國蓬勃發展
的大健康市場，滿足中國百姓日益增長和多元的
健康需求。

得益於中國進一步加快對外開放和醫療、藥
品等制度改革，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的
“明星展品”已紛紛“飛入”百姓身邊。比如賽
諾菲的治療特應性皮炎靶向生物製劑，今年2月份
在博鰲超級醫院實現中國內地首針注射；美敦力
的全球最小無導線心臟起搏器，於今年6月正式在
國內上市；諾和諾德的德谷胰島素於今年8月，即
在中國上市一年多就被列入國家醫保目錄……

面對進博會釋放的溢出效應，賽諾菲中國區
總裁賀恩霆表示，今年參展的幅度會更大，不僅
是產品創新，還有數字化及健康管理模式創新。
預計至2025年，將引進30餘種創新藥品和疫苗，
助力健康中國。

強生中國區主席宋為群說：“中國政府繼續加
深醫療領域開放程度，加速引入創新醫藥產品，讓我
們備受鼓舞，對未來在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作為
第二次亮相進博會的參展商，強生今年將帶來多款首
發創新產品，包括用於房顫治療多電極射頻消融球囊、
用於治療復發和難治性多發性骨髓瘤的全球首個CD38
單克隆抗體兆珂、智能感光隱形眼鏡等。

這樣的“中國速度”還吸引了一批首次參加
進博會的跨國藥企。因預防宮頸癌的九價HPV疫
苗被人熟知的默沙東，今年將帶着腫瘤免疫藥物
“可瑞達”等一批創新藥品前來。值得一看的
是，該藥物從遞交申請到獲得黑色素瘤適應症的
批准，用時不到6個月，創下了中國進口抗腫瘤
生物製劑最快審批紀錄，並有望在第二屆進博會
上實現其新適應症的“中國首發”。

瓦里安則帶來了一款亞太首發的智慧放療平
台，在人工智能驅動下將 MR（核磁共振）、
CT、PET多模態影像自動融合，如影隨形地捕捉
腫瘤的動態變化（包括位置、大小、形狀等），
將診療時間從10小時壓縮到15分鐘，為患者開出
精準的、個性化的“4D處方”。

“其實去年就想來，但是展位太搶手錯過了，
第二屆我們一早就報名和準備了。”瓦里安全球副
總裁兼大中華區總裁張曉說，希望借進博會這一契
機，在中國構建更全面的癌症治療生態，幫助更多
患者，並逐步推廣到中國基層醫療市場。

除了新藥、新器械，在智能化的浪潮下，數
字化慢病管理解決方案也是一大看點。首次參加
進博會的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大中華區總裁高齊飛
說，將發佈多個創新解決方案，“卒中全病程解
決方案”就是其中之一。公司將聯合國內外合作
夥伴共同探索和開發數字平台，幫助家庭及社區
提高卒中症狀的早期識別和二次預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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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28日，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
有記者提問，關於39人遇難的事
件是否有更多的情況可以提供？

耿爽說，上周我的同事已經介紹
了一些初步的情況。目前英國警方仍
在對此案進行調查，並且已經對外介

紹了有關的進展情況。截至目前，英
國警方仍然表示，尚無法確認遇難者
的國籍。中國駐英國使館一直與英方
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要求英方提供更
多有效信息，以便進一步核實遇難者
的身份。這裡我還要再次強調，無論
遇難者來自哪裡，這都是一起非常不

幸的悲劇，我們為此感到痛心。
有記者就此事提問稱，有猜測一

些遇害者是越南人，也許他們有假的
身份材料，是中國身份，他們可能是
去了歐洲。中方能否證實這一點？中
方是否與越方直接溝通過？耿爽表
示，剛剛我已經介紹過了，截至目

前，英國警方仍在對此案進行調查，
仍然表示無法確認遇難者的國籍，他
們也沒有向中方提供更多的信息。至
於你剛才說的所謂的猜測，我不知道
這種猜測的依據是什麼？我們也希望
有關方面在關注這起事件的時候要以
事實為依據，不能先入為主，也不能
主觀的臆測。這裡我願指出，中國駐
越南的使館，也與越南的有關部門保
持着密切的聯繫。

藏屍凍櫃案 中英保持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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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追和河南 中超領先優勢縮小

■■隊長鄭智隊長鄭智
（（左左））任恒大任恒大
代理主帥代理主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簡拿華路簡拿華路（（左一左一））2727日晚率恒大日晚率恒大
出戰中超第出戰中超第2727輪比賽輪比賽。。 新華社新華社

2019年中超積分榜（前五名）
截至10月28日

排名 球隊 賽 勝 平 負 進球 失球 得失球 積分
1 廣州恒大 27 20 3 4 60 23 37 63
2 上海上港 27 19 5 3 55 23 32 62
3 北京國安 27 20 1 6 51 22 29 61
4 山東魯能 27 13 6 8 48 31 17 45
5 江蘇蘇寧 27 12 8 7 52 38 14 44

■■河南建業河南建業（（藍衫藍衫））2727日晚以日晚以22：：22戰和廣州恒大戰和廣州恒大。。 新華社新華社

27日晚，積分位居中超榜首且有3分領先優勢的廣州
恒大坐鎮主場，迎來中游球隊河
南建業的挑戰。本場比賽對廣州
恒大來講異常關鍵。包括亞冠淘
汰賽在內，恒大近8戰僅取得1
場勝利，如果不能及時扭轉頹
勢，簡拿華路的主帥位置將岌岌
可危。

正所謂怕什麼來什麼。比賽
進行到1分半鐘，河南建業率先
破門，伊沃推射破門閃電進球。
此後，河南建業越戰越勇，先後
有4次射門打中門框。34分鐘，
巴索戈推射遠角破門，上半場恒
大2球落後。

據媒體報道，中場休息時，
恒大老闆許家印對球隊表現十分

不滿，並向俱樂部高層指示，若
下半場不能扭轉局面，將宣佈簡
拿華路下課。

鄭智逆境率隊衝冠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簡拿華

路和助教商量了下半場的對策，
用鄭智換下徐新，同時用艾克森
替換塔利斯卡。形勢很快改善，
最終，憑藉保利尼奧的12碼和韋
世豪的頭球，恒大主場艱難地戰
平無慾無求的河南建業。

比賽結束後，簡拿華路沒有
出現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而是
被俱樂部高層叫入貴賓室交談。
之後，簡拿華路直接拖着箱子走
出天河體育場，並對現場記者
說：“謝謝你們，再見！”

與此同時，恒大俱樂部發出
通告：主教練簡拿華路於2019年
10月28日中午12時前到集團總
部參加恒大企業文化學習班。學
習期間，球隊由隊長鄭智代為執
行主教練職責。

恒大下一場聯賽將於11

月23日舉行，主場迎戰位居榜
眼、對冠軍虎視眈眈的上海上
港。屆時鄭智將球隊調教成什麼
樣，以及簡拿華路的最終結局，
都將是眾人關注的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
淦）香港足總28日公佈最新一份
香港代表隊初選名單，大軍將出
戰下月的“2022卡塔爾世界盃暨
2023中國亞洲盃聯合外圍賽”第
二圈賽事。

港隊將於11月14日及19日
先後於主場迎戰巴林及柬埔寨，
兩場戰果都足以影響到最終小組
排名。上任後還未打開勝利之門
的主教練麥柏倫，於上月作客伊
拉克前初選了33人，本月則直接
剔除香港飛馬門將梁興傑、東方
龍獅中場茹子楠及傑志中場鄭展
龍，名單削減至30人。

最新一份港隊名單並無驚
喜，對伊拉克的決選23人都有入

選，包括今季表現備受批評的傑
志中堅艾里奧，以及每次決選都
被踢走的冠忠南區門將謝德謙及
富力R&F前鋒基奧雲尼等邊緣港
腳；上月因傷落選的冠忠南區射
手夏志明亦繼續在陣。

諶龍法國賽稱王 奪今季首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法國羽毛球
公開賽當地時間27日結束各項決賽。男單衛冕
冠軍、國羽名將諶龍（上圖）以21：19及21：
12力挫7號種子印尼選手克里斯蒂，本賽季4進
決賽終於拿下首冠。另外，國羽首席混雙鄭思
維/黃雅瓊在24：22先贏一局下，以16：21及
12：21連丟兩局，不敵印尼的喬丹/梅拉蒂無緣
金牌、屈居亞席。
女單決賽，韓國天才少女安洗瑩以2：1力挫西
班牙名將馬林封后，韓國組合李紹希/申昇瓚在
女雙決賽勝出，男雙冠軍為印尼的吉迪昂/蘇卡
穆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恒大在27日晚

衝擊中超聯賽的關鍵戰役中，主場幾經艱難追平河南建業。賽

後，恒大集團管理層宣佈主帥簡拿華路將參加“企業文化學習

班”，隊長鄭智代執行主教練職責。有分析指，脫崗學習而不是

直接下課，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穩住軍心；不過，在聯賽僅剩3

輪、球隊領先優勢只有1分、且下一輪將直接面對爭冠競爭者上

海上港的情況下，這一操作存在一定風險。

港足初選30人備戰11月世外賽
香港代表隊初選名單

守門員：葉鴻輝（東方龍獅）、王振鵬（傑志）、
謝德謙（冠忠南區）、袁皓俊（理文）

後 衛： 翟廷峯、馮慶燁、曾錦濤（東方龍
獅）、羅素（河北華夏幸福）、丹尼、艾
里奧、羅梓駿、唐建文（傑志）、
徐宏傑（梅州客家）、梁諾恆、羅拔圖
（富力R&F）

中 場： 鍾偉強、李嘉耀、黃威、徐德帥（東方
龍獅）、陳俊樂（廣州富力）、黃洋、鞠
盈智（傑志）、
鄭兆均（理文）、陳肇鈞（冠忠南區）

前 鋒： 艾力士（大連一方）、基奧雲尼（富力
R&F）、陳廣豪、夏志明（冠忠南區）、
辛祖、孫銘謙（和富大埔）

“飛越啟德”助青年圓體育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棍網球總

會聯乘“飛越啟德”基金會，將於下月至明年10
月舉辦“Project Lax Move”活動，為16歲以上
有興趣在體育行業發展的中五、中六以及大專學
生進行培訓。課程將由公開大學老師、體育界精
英以及香港棍網球總會的教練及球證教授。完成
計劃後，最多兩名參與課程的人士將獲選於香港
棍網球總會實習，並有機會與香港代表隊一起參
加海外賽事。

■■夏志明夏志明（（右右））進入港足初選名進入港足初選名
單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短說
長話

■今季表現備受批評的艾里奧
（左）榜上有名。 資料圖片

中國富豪馬雲和菲律賓拳王
帕奎奧27日發佈影片，宣佈共組
“真馬尼隊”，並向擁“50勝0
敗”戰績的美國傳奇拳王梅威瑟
下戰書，“炫富拳王”梅威瑟對
此尚未正式回應。

現為菲律賓參議員的帕奎奧

在發佈於Twitter上的影片表示：
“ 梅 威 瑟 （Floyd Mayweath-
er），若你想來場真正的打鬥，
就衝着我來吧；若你想玩表演
賽，我的人、我的朋友馬雲會好
好照顧你。”隨後又稱他和馬雲
共組“真馬尼隊”（The Real

Manny Team），顯然是在開梅
威瑟的風格潮牌“錢之隊”
（The Money Team, TMT）玩
笑。

馬雲則聲稱：“我準備好
了。無論何時何地，真馬尼隊都
準備一搏。” ■中央社

帕奎奧夥馬雲向炫富拳王下戰書戰書

■■馬雲馬雲((右右))和帕奎奧組隊出戰和帕奎奧組隊出戰
令人期待令人期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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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交
通计划。

500* 英里的出行改善，无论您
是乘车或是驾车

在此了解更多信息：

METRONext.org
*在最終實施之前的近似里程

该项目在前进计划
 (MOVING 
FORWARD 
PLAN) 内

75 英里的新建METRO捷运巴士
服务，像轻轨一样运行，包括至

布什机场的交通延长线

21 个新建或改造的郊区
Park & Ride和转运中心

16 英里的METRO轻轨，以及
前往霍比机场的轨

道交通延长线

110 英里的地区高速网络，
包括双向高乘载

车辆专用道

290 英里的 BOOST 和 
Signature 巴士服务，以及对

于残障和高龄人士无障碍和适用性
服务的改进

【泉深報導】秋高氣爽，佳節臨近
。為了加強大休斯敦地區中山大學校友
之間的交流，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於10
月27日在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舉辦
了中大校友燒烤聯誼會。中山大學美南
校友會會長楊旭東，副會長朱全勝、
Michelle Zhan、吳偉濤、李懷東以及來
自各界的中大校友和親友約50人參加這
次聚會。

中大美南校友會會長楊旭東指出，
美南校友會是大家離開學校後的一個溫
暖的大家庭，奮鬥於各行各業中大校友
們都十分出色，校友們相聚在一起，互
相勉勵，交流互助，共同進步。祝愿校
友們在休斯敦生活快樂，工作順利。

中大美南校友會感謝陽光傳奇高爾
夫休閒山莊董事長、中山大學校友
James Luo免費為校友會提供明亮、寬敞
、整潔的燒烤場地，漂亮的網球場和優
雅的高爾夫球訓練場地，並為校友們提
供野豬肉和美酒，讓校友們度過了一個
愉快的周末。

中大美南校友會感謝義工 Michelle
Zhan、吳偉濤、謝學範、胡正林、李懷
東、楊旭東、朱全勝等為校友們準備了
豐盛的燒烤宴。

中大美南校友會感謝校友婁啄明、
萬洋伊等為校友們拍照留戀。

隱藏在美國德州休斯敦郊區的陽光
傳奇高爾夫球休閒山莊位於休斯頓市郊
西北區的 Hempstead 市，猶如一顆碧海
遺珠、世外桃源，緊靠290高速公路，
距離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約 35 分
鐘車程，距離休斯頓市中心和休斯頓中
國城均只需50分鐘車程，距離德州首府
奧斯汀也不到兩小時車程。這裡每月舉
行高爾夫球錦標賽，吸引了無數的高爾
夫球愛好者。

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在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舉辦校友燒烤聯誼會



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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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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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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畫山水 中國·永嘉——瑞士·因特拉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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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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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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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0月30日       Wednesday, October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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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中
美寺【中美文化講壇】今年好戲連台
，繼上個月李寶春京劇演出之後，由
文學大師白先勇在周日（10月27日）
第三度蒞臨佛光山中美寺，講的又是
他集其一生對紅學的研究精華- [戲中
戲~ 【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令全場觀眾視野大開，大呼過癮。白
老師是頗富盛名的台灣文學家、劇作
家、小說家、崑曲製作人，香港中文
大學博文講座教授。其代表作品：
「寂寞的十七歲」、 「孽子」、 「遊

園驚夢」、 「台北人」、 「紐約客」
等書。

白先勇老師一開場即提到 「白先
勇細讀紅樓夢」， 「正本清源說紅樓
」他提到 「紅樓夢」中國大陸有 「庚
成版 」，1980年前又出了 「成夷」版
，他在教課時把此二版本對了一次，
吃了一驚，比來比去，都是 「成夷 」
本比 「庚成」本好, 「正本清源說紅樓
」，現在把 「成夷」本復活了。

而 「紅樓夢」為什麼偉大? 除了雅
俗共賞外，還在於（一 ）它的 「架構
」：有 「神話架構」，也有 「寫實架
構」。如女媧補天遺漏一塊石頭沒被
用上，而下凡來，而林黛玉又是絳珠
仙草，拿眼淚還他。故 「紅樓夢」又
名 「石頭記」，而情僧又指 「斷情」

之意。（二 ）中國儒、佛、道三家哲
學境界，在小說內舖陳的非常好。白
老師說 「紅樓夢」寫18世紀乾隆盛世
時的貴族家庭，非常寫實，刻劃的非
常生動，尤其 「人物」的刻劃，而對
話更好的不得了。曹雪芹將唐詩，宋
詞，元曲，及明清的小說，戲曲，通
通融成一塊。曹雪芹的詩文，既有南
方人的婉約纏緜，又有北方（北京）
的西風殘照。白先勇老師也提到乾隆
時代的GDP 是世界第一，是中國最成
熟的時候，但也暗暗埋下了要崩潰的
種子。賈府的興衰，也寫盡人世不可
挽轉的命運。而 「紅樓夢」更是史詩
式的人生輓歌，深刻揭示人生無常，
而書中不少人物的衝突關係實為儒家
與道釋兩家思想的交鋒， 「紅樓夢」
是集大成的一部書。

白先勇老師說：因為乾隆時代，
「崑曲」盛行，因此， 「戲曲」在
「紅樓夢」內扮演重要地位。譬如
「紅樓夢」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

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演崑曲，清
，李玉的（豪宴）- {一捧雪，}，及
清，洪昇的《 長生殿 》中的（乞巧）
（密誓）唱的是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
事，反映當時皇上與元妃之情。而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

悟禪機」唱的正是清·邱閭的《山門

》中的（寄生草）一段：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
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
沒緣法，轉眼分離乍。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那裡討，煙蓑雨笠捲單行?
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 !

白先勇老師說：此戲暗示寶玉出
家，點出二主線：（一）賈府興衰
（二）寶玉出家。

又如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
戲語 牡丹亭艶曲警芳心】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
付與斷井頹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只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不覺心動神搖
你在幽閨自憐

白先勇老師說：林黛玉，有仙氣
，非常敏感， 「全身都是神經末梢」
因為孤女，多疑，疑心病重。

又如第九十三回，清，李玉的
《占花魁 》提到 「情種」- 賈寶玉本
身就是情種，而花魁女，指的就是
「花襲人」，最後蔣玉菡將花襲人贖

出。至 120 回 「寶玉出家」，由蔣玉
菡，花襲人替賈寶玉圓此俗緣。

文學大師白先勇蒞臨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 演講
[戲中戲～【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每年最後一季Medicare 及個人健
保都進入年度申請期，全美數千萬民
眾面對眾多健保計畫, 往往一頭霧水
。美國醫療費用昂貴世界居冠，健保
保費隨之水漲船高，以致無健保者人
數逐年增加，一旦遭遇重大醫療開支
，不但造成個人及家庭的財務危機，
也帶給整個國家沉重的社會成本。因
此，如何建立一般民眾負擔得起的健
保制度，成為歷任總統最重大的課題
。2006 年，Bush 政府將實施有年的
Medicare 制度開放民營；2013 年，

Obama 總 統 力 推 的 Affordable Care
Acts 全面實施，美國健保體系雖然經
過兩度翻天覆地的大改變，卻因為沒
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以致制度越改越
複雜，民眾無所適從。

為協助民眾了解美國健保體系的
最新近況，美南銀行特別邀請資深保
險專家常中政，為大家解答一般民眾
在 Medicare 與 Obamacare 申請過程中
常遇到的疑問。常中政長期從事社區
服務工作，以自身專業提供民眾必要
的保險常識，他連續15年在休士頓僑

界以Medicare ABCD 為題舉辦講座，
並經常受邀到各非營利社團機構演講
，為民眾解惑。

美南銀行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旨
，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資訊，本
行隨時舉辦講座，提供民眾最及時及
專業的訊息。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
場備有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問，
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

時間： 2019年11月2日(週六) 上
午10:00-12:00

主講人： 常中政 (常安保險負責

人、美南國際電視台 『休士頓論壇』
主持人)

地點： 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
心（Member FDIC）

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
ton TX 77036

連絡電話：713-975-1088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Obamacare 與 Medicare 教育講座

圖為佛光山中美寺圖為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執行長辜懷箴執行長辜懷箴（（右右 ））在講座結束時向在講座結束時向
白先勇老師白先勇老師（（左左 ））精彩精彩，，震撼的演說致謝震撼的演說致謝。（。（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白先勇老師第三度來中美寺演講白先勇老師第三度來中美寺演講，，依然盛況空前依然盛況空前。。大殿內座位全滿大殿內座位全滿，，連門連門
外走廊上也滿滿坐滿了觀眾外走廊上也滿滿坐滿了觀眾。（。（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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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產 人 物地 產 人 物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Bellaire City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Wednesday, October 30, 2019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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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太第三代侧吸油烟机全新上市!
FOTILE’S 3RD GENERATION OF SIDE-DRAFT RANGE HOOD

挥手就来!
WAVE AT FUTURE VENTILATION POWER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預售日期：

MORE FEATURES, MORE POWERFUL!

增值不加價預購包基本安裝

11/15-11/28
Pre-Order Duration

分享即送額外3年有效質保，延長8年！
1.谷歌地圖 / Yelp / 微信朋友圈 /  INS / FB壹平臺嗮圖好評；

2.掃碼添加 “FOTILEUS”客服，進行驗證

WWW.FOTILEGLOBAL.COM/US

FOTILE KITCHEN APPLIANCE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201-8186

David Chen (Realtor)David Chen (Realtor)
專精住宅及商業管理專精住宅及商業管理
1515 年以上地產買賣租賃經驗年以上地產買賣租賃經驗
專業使用專業使用 Loopnet/HAR/ZillowLoopnet/HAR/Zillow
成功幫您的商業或房產訊息散播出去成功幫您的商業或房產訊息散播出去
電話電話:: 713713--240240--88998899
地址地址:: 99999999 Bellaire Blvd., SuiteBellaire Blvd., Suite 908908, Housto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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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德國柏林，，柏林動物園曝光了四張大熊貓寶寶的照片柏林動物園曝光了四張大熊貓寶寶的照片，，照片中大熊照片中大熊
貓寶寶依偎在母親夢夢的懷裏貓寶寶依偎在母親夢夢的懷裏，，親情無限親情無限。。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0192019年年88月月3131日日
，，兩只大熊貓寶寶在柏林動物園出生兩只大熊貓寶寶在柏林動物園出生，，它們是在柏林出生的第壹批大熊它們是在柏林出生的第壹批大熊
貓幼崽貓幼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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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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0月30日       Wednesday, October 30, 2019

中國營商環境排名高位提升
世行報告采信京滬36項改革政策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全

球第31位，較去年提升15位，連續兩年被世行評

選為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全球10個經濟體之

壹。財政部副部長余蔚平昨日表示，已著手研究和

啟動下壹輪的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優化營商環境改

革。報告顯示，北京營商環境全球排名大幅提升。

北京市副市長王紅表示，目前已制定優化營商環境

3.0版，涉及204項改革措施。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全

球第31位，較去年提升15位。財政部副部長余蔚

平昨日在國新辦吹風會上表示，已著手研究和啟動

下壹輪的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優化營商環境改革。

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高位提升
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

顯示，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由去年第46位上升

至第31位，並連續兩年被世行評選為營商環境改

善幅度最大的全球10個經濟體之壹。其中，執行

合同、獲得電力指標排名分別位居全球第5位、第

12位，位居全球前沿；辦理建築許可指標排名實現

了彎道超車，排名由第121位躍居至第33位；保護

中小投資者指標排名大幅上升36位至第28位。跨

境貿易、辦理破產、納稅、開辦企業等指標排名也

實現了不同幅度的提升。

我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實現高位提升，證明中

國優化營商環境改革政策成效經得起市場主體和國

際社會的檢驗。

京滬建築質量控制指數達到滿分
余蔚平介紹，最新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

報告》，采信了京滬兩市政府以及有關部門在辦

理建築許可、保護中小投資者、辦理破產、跨境貿

易、獲得電力、納稅、開辦企業、執行合同、登記

財產等9個指標領域的36項新增改革政策。

余蔚平舉例說，比如京滬兩市瞄準全球最佳

水平，大幅壓縮了簡易低風險建築項目的審批流

程、耗時，多規合壹、多圖聯審、多驗聯合，並

完善了建築質量監管制度。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

評估，辦理建築許可全流程耗時由去年的155個

自然日壓縮至111個自然日、建築質量控制指數

達到了滿分，指標排名大幅提升 88名至全球第

33位，為我國今年總體排名提升做出了重要貢獻

。最高人民法院以及證監會進壹步完善了上市公

司的相關監管規則，加強對中小投資者的權益保

護，保護中小投資者指標排名顯著提升36位至第

28位。

將大力推進營商環境法治化建設
“這只是中國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優化營商環

境的兩個改革剪影。”談及下壹步打算，余蔚平表

示將持續推進營商環境便利化改革，進壹步壓縮涉

企事項的辦理流程、耗時及費用。

他舉例說，比如在開辦企業方面，將會同有關

部門推動參評城市全面應用電子營業執照，將社保

登記、公積金賬戶設立辦理等整合納入“壹網通辦

”平臺；在辦理建築許可方面，進壹步完善分類審

批、分類監管制度，打造覆蓋全流程的網上綜合受

理平臺，提高審批和監管效率；在跨境貿易方面，

進壹步提高通關“無紙化”程度，支持參評城市實

施進口船邊直提模式；在納稅方面，將依托電子稅

務局、壹網通辦、優化納稅申報表等手段，進壹步

減少企業納稅總耗時。

同時，大力推進營商環境法治化建設。“近期

，國務院專門出臺了《優化營商環境條例》，這是

在國家層面首次出臺優化營商環境的行政條例，進

壹步加強了營商環境工作的頂層設計。”余蔚平表

示，下壹步財政部將根據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的相

關改革要求，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法治化營商環

境。

余蔚平表示，作為納稅指標的牽頭部門之壹，

財政部將會同國家稅務總局以及有關方面，全面落

實好減稅降費現有政策，並進壹步完善後續政策設

計，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

■ 關註
北京優化營商環境3.0版涉204項改革措施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北京營商環境全球排

名大幅提升。北京市副市長王紅昨日在國新辦吹風

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北京將對標國際前沿城市

，進壹步提高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便利度。目前

已制定優化營商環境3.0版，涉及204項改革措施，

力爭實現新突破。

營商環境排名北京超日本東京
自2003年起，世界銀行每年發布《全球營商環

境報告》，通過測算開辦企業、辦理建築許可、獲

得電力、登記財產等10項指標及45個二級指標與

最高分值的差距，對全球190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

評分排名。

王紅介紹，據世行報告顯示，兩年來北京大力

度推進優化營商環境改革，共有88項改革被世行

采納。其中，在剛剛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

2020》中，采納35項，得分為78.2分，在去年大幅

提升的基礎上，今年又提高了4.6分，超過部分歐

盟國家和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水平。

同時，獲得電力的成本和手續、辦理建築許可

指標中的建築質量控制、執行合同的司法程序質量

等6項子指標均達到或超過全球前沿水平，其中4

項拿到滿分。5項壹級指標進入前30強，樹立了全

球最佳實踐的標桿。登記財產環節及時間、獲得電

力供電可靠性等24項子指標超過OECD高收入國家

水平，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改革先行者。

“北京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的大幅提升和樹立

對外開放的良好形象做出了重要貢獻。”王紅表示

，按照世行經濟體的城市排名，北京分值相當於名

列28位，超過29位的日本東京。

優化營商環境3.0版制定完成
“經過兩年多的實踐，我們也深刻地體會到優

化營商環境改革就相當於跑壹場馬拉松，190個經

濟體同場競賽，不進則退。同時，優化營商環境也

是壹場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既要堅持不懈久久為

功，又要迎難而上，奮發有為。所以必須馬不停蹄

，壹茬兒接著壹茬兒幹、壹輪接著壹輪推。”談及

北京下壹步的打算，王紅表示，北京將從三個方面

入手。

壹是堅持高位推動。要對標國際前沿城市，查

找不足和差距，逐項梳理失分點，充分發揮全方位

、多層次、跨區域的改革協調推動機制的作用，進

壹步形成強大的改革推動力。

二是堅持以企業和群眾獲得感為目標，這也是

我們營商環境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讓企業和

群眾參與改革、推動改革，改革的成果由企業和群

眾來檢驗。工作當中要問計於企，問計於民，其中

包括媒體提出的監督、批評以及建設性的意見，這

些都是改革的出發點。同時加強市區聯動，提高政

務服務標準化水平，不斷提升窗口服務的效率和質

量，進壹步提高企業和群眾辦事創業的便利度。

三是聚焦企業群眾辦事的難點、痛點重點攻關。

北京在實施營商環境優化1.0、2.0的版本基礎之上，目

前已經制定完成了優化營商環境3.0版，改革任務涉及

12個方面204項具體的措施，力爭實現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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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屆台北金馬電影學院今

天起跑，共有14名華人學員齊聚

台北，在一個月的時間內，與演

員侯彥西和葉慈毓合作拍攝短片

。學院院長侯孝賢勉勵學員從日

常生活觀察人性。

金馬執委會今天發布新聞稿

，宣布曾培育出趙德胤、陳哲藝

與廖克發等新銳導演的台北金馬

學院，今天正式開學。今年由導

演李芸嬋、陳映蓉擔任導師，帶

領14名獲選學員。在未來的一個

月，除接受學院安排的課程外，

也將分成2組完成2部短片。

金馬電影學院院長侯孝賢，

在開幕式上強調真實的重要性，

希望學員學會從日常生活中觀察

、體會人性，他以自己為例，表

示自己喜歡透過搭公車、捷運來

觀察人的個性、行為，最後提醒

學員要對人有感覺。

金馬執委會指出，本屆金馬

學院學員資歷精彩，包括國片

「誰先愛上他的」導演許智彥，

「時下暴力」新生代導演廖哲毅

，以及本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

入圍者「老人與狗」與「紅棗薏

米花生」的2名香港導演，都是

今年學員。

此外，台灣學員還包括公視

學生劇展「無塵之地」導演、今

年LEXUS新銳影展最佳導演得

主。還有來自港澳的新生代創作

者，以及旅美華人導演；更有以

攝影師身分入選的學員，與今年

金穗獎一般組及學生組的最佳攝

影得主。

這14名學員將分成2組，並

和影集「用九柑仔店」演員侯彥

西、影集「20之後」演員葉慈毓

合作，以作家李夜的小說「寄居

」，與陳昀晨的小說「四十度的

夏天」為藍本，改編成2部短片

。

以年輕華人電影工作者為招

生對象的金馬電影學院，是金馬

影展的周邊活動，從2009年開辦

以來，不遺餘力培養電影新銳。

金馬執委會指出，在今年的金馬

獎入圍名單中，就有包括導演趙

德胤、陳哲藝、廖克發等共13名

歷屆學員參與的作品入圍。

第11屆金馬電影學院的結業

作品，將於11月 20日於台北新

光影城免費放映。

金馬電影學院金馬電影學院
侯孝賢勉學員侯孝賢勉學員
從日常生活觀察人性從日常生活觀察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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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本周出訪多國
將提與東亞合作20餘項倡議 擴“一帶一路”朋友圈

中國外交部28日在京舉行中外
媒體吹風會，介紹李克強總

理出訪相關情況。

倡多邊貿易 反貿易保護
關於上合組織總理會議，中國

外交部部長助理陳曉東稱，會議將
按慣例簽署並發表聯合公報，明確
上合組織下階段重點合作領域，並
就重大的地區和國際問題發出共同
聲音。會議還將批准簽署涉及組織
建設和有關領域合作的多項文件。
商務部部長助理李成鋼表示，中方
期待此次會議就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發出明確信號，反對貿易保護主
義，切實深化貿易與投資便利化，
積極拓展區域合作領域。烏茲別克

斯坦是中國的全面戰略夥伴，共建
“一帶一路”的重要合作對象。陳
曉東介紹說，此訪是李克強總理首
次對烏茲別克斯坦進行正式訪問，
對於推動中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
展，促進兩國共建“一帶一路”合
作等具有重要的意義。雙方將簽署
涉及經貿、科技、投資、海關、人
文等領域合作的一系列協議。

將與多國簽協議發聲明
關於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

會議，陳曉東指出，當前東亞地區
形勢總體穩定，區域合作蓬勃發
展，同時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蔓延，有關熱
點問題時有升溫，為東亞形勢增添

了複雜的因素。陳曉東說：“在此
背景下，中方期待領導人系列會議
聚焦務實合作，攜手應對經濟下行
壓力，提振東亞發展的勢頭。聚焦
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實現更
高水平的經濟融合。聚焦對話協
商，避免炒作分歧，就地區形勢和
熱點問題建設性交換意見。李克強
總理將闡述中方對東亞合作的政策
主張，提出各機制下深化合作20
餘項中方的新倡議。”

陳曉東表示，中方期待中國－
東盟（10+1）領導人會議宣佈制
定落實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聯合
宣言行動計劃（2021-2025），發
表中國－東盟關於“一帶一路”倡
議同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

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中國－東盟
智慧城市合作倡議領導人聲明和深
化媒體交流合作的聯合聲明。同
時，雙方將宣佈把2020年確定為
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構建
中國－東盟藍色經濟夥伴關係，推
動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

關於訪問泰國，中國商務部部長
助理李成鋼指出，訪泰期間，兩國領
導人將就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
量發展，加強貿易投資、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產能、科技創新、數字經
濟等領域，以及多邊和區域、次區域
經貿合作廣泛深入交換意見。李克強
總理此訪必將有力鞏固中泰政治互
信，促進兩國全面合作，推動中泰經
貿關係發展邁上新台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將應邀於11月1日至5日出席在塔什干

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總理會議，並對烏茲別克斯坦

進行正式訪問；出席在曼谷舉行的東亞合作領導人

系列會議，並對泰國進行正式訪問。外交部、商務

部有關負責人28日表示，此訪將推動中國同相關國

家和國際組織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發出支

持多邊貿易體制的共同聲音。據介紹，李克強總理

還將闡述中方對東亞合作的政策主張，提出各機制

下深化合作20餘項中方的新倡議。

■■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2828日在京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日在京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介紹李克強總理出訪相關介紹李克強總理出訪相關
情況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抗癌新藥、針對新生兒的血液透析
系統、放療系統“4D處方”等一大
波“健康尖貨”將亮相第二屆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來自各國的行業巨頭們紛紛表
示，希望借助這一“窗口”，抓住中國蓬勃發展
的大健康市場，滿足中國百姓日益增長和多元的
健康需求。

得益於中國進一步加快對外開放和醫療、藥
品等制度改革，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的
“明星展品”已紛紛“飛入”百姓身邊。比如賽
諾菲的治療特應性皮炎靶向生物製劑，今年2月份
在博鰲超級醫院實現中國內地首針注射；美敦力
的全球最小無導線心臟起搏器，於今年6月正式在
國內上市；諾和諾德的德谷胰島素於今年8月，即
在中國上市一年多就被列入國家醫保目錄……

面對進博會釋放的溢出效應，賽諾菲中國區
總裁賀恩霆表示，今年參展的幅度會更大，不僅
是產品創新，還有數字化及健康管理模式創新。
預計至2025年，將引進30餘種創新藥品和疫苗，
助力健康中國。

強生中國區主席宋為群說：“中國政府繼續加
深醫療領域開放程度，加速引入創新醫藥產品，讓我
們備受鼓舞，對未來在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作為
第二次亮相進博會的參展商，強生今年將帶來多款首
發創新產品，包括用於房顫治療多電極射頻消融球囊、
用於治療復發和難治性多發性骨髓瘤的全球首個CD38
單克隆抗體兆珂、智能感光隱形眼鏡等。

這樣的“中國速度”還吸引了一批首次參加
進博會的跨國藥企。因預防宮頸癌的九價HPV疫
苗被人熟知的默沙東，今年將帶着腫瘤免疫藥物
“可瑞達”等一批創新藥品前來。值得一看的
是，該藥物從遞交申請到獲得黑色素瘤適應症的
批准，用時不到6個月，創下了中國進口抗腫瘤
生物製劑最快審批紀錄，並有望在第二屆進博會
上實現其新適應症的“中國首發”。

瓦里安則帶來了一款亞太首發的智慧放療平
台，在人工智能驅動下將 MR（核磁共振）、
CT、PET多模態影像自動融合，如影隨形地捕捉
腫瘤的動態變化（包括位置、大小、形狀等），
將診療時間從10小時壓縮到15分鐘，為患者開出
精準的、個性化的“4D處方”。

“其實去年就想來，但是展位太搶手錯過了，
第二屆我們一早就報名和準備了。”瓦里安全球副
總裁兼大中華區總裁張曉說，希望借進博會這一契
機，在中國構建更全面的癌症治療生態，幫助更多
患者，並逐步推廣到中國基層醫療市場。

除了新藥、新器械，在智能化的浪潮下，數
字化慢病管理解決方案也是一大看點。首次參加
進博會的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大中華區總裁高齊飛
說，將發佈多個創新解決方案，“卒中全病程解
決方案”就是其中之一。公司將聯合國內外合作
夥伴共同探索和開發數字平台，幫助家庭及社區
提高卒中症狀的早期識別和二次預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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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28日，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
有記者提問，關於39人遇難的事
件是否有更多的情況可以提供？

耿爽說，上周我的同事已經介紹
了一些初步的情況。目前英國警方仍
在對此案進行調查，並且已經對外介

紹了有關的進展情況。截至目前，英
國警方仍然表示，尚無法確認遇難者
的國籍。中國駐英國使館一直與英方
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要求英方提供更
多有效信息，以便進一步核實遇難者
的身份。這裡我還要再次強調，無論
遇難者來自哪裡，這都是一起非常不

幸的悲劇，我們為此感到痛心。
有記者就此事提問稱，有猜測一

些遇害者是越南人，也許他們有假的
身份材料，是中國身份，他們可能是
去了歐洲。中方能否證實這一點？中
方是否與越方直接溝通過？耿爽表
示，剛剛我已經介紹過了，截至目

前，英國警方仍在對此案進行調查，
仍然表示無法確認遇難者的國籍，他
們也沒有向中方提供更多的信息。至
於你剛才說的所謂的猜測，我不知道
這種猜測的依據是什麼？我們也希望
有關方面在關注這起事件的時候要以
事實為依據，不能先入為主，也不能
主觀的臆測。這裡我願指出，中國駐
越南的使館，也與越南的有關部門保
持着密切的聯繫。

藏屍凍櫃案 中英保持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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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追和河南 中超領先優勢縮小

■■隊長鄭智隊長鄭智
（（左左））任恒大任恒大
代理主帥代理主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簡拿華路簡拿華路（（左一左一））2727日晚率恒大日晚率恒大
出戰中超第出戰中超第2727輪比賽輪比賽。。 新華社新華社

2019年中超積分榜（前五名）
截至10月28日

排名 球隊 賽 勝 平 負 進球 失球 得失球 積分
1 廣州恒大 27 20 3 4 60 23 37 63
2 上海上港 27 19 5 3 55 23 32 62
3 北京國安 27 20 1 6 51 22 29 61
4 山東魯能 27 13 6 8 48 31 17 45
5 江蘇蘇寧 27 12 8 7 52 38 14 44

■■河南建業河南建業（（藍衫藍衫））2727日晚以日晚以22：：22戰和廣州恒大戰和廣州恒大。。 新華社新華社

27日晚，積分位居中超榜首且有3分領先優勢的廣州
恒大坐鎮主場，迎來中游球隊河
南建業的挑戰。本場比賽對廣州
恒大來講異常關鍵。包括亞冠淘
汰賽在內，恒大近8戰僅取得1
場勝利，如果不能及時扭轉頹
勢，簡拿華路的主帥位置將岌岌
可危。

正所謂怕什麼來什麼。比賽
進行到1分半鐘，河南建業率先
破門，伊沃推射破門閃電進球。
此後，河南建業越戰越勇，先後
有4次射門打中門框。34分鐘，
巴索戈推射遠角破門，上半場恒
大2球落後。

據媒體報道，中場休息時，
恒大老闆許家印對球隊表現十分

不滿，並向俱樂部高層指示，若
下半場不能扭轉局面，將宣佈簡
拿華路下課。

鄭智逆境率隊衝冠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簡拿華

路和助教商量了下半場的對策，
用鄭智換下徐新，同時用艾克森
替換塔利斯卡。形勢很快改善，
最終，憑藉保利尼奧的12碼和韋
世豪的頭球，恒大主場艱難地戰
平無慾無求的河南建業。

比賽結束後，簡拿華路沒有
出現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而是
被俱樂部高層叫入貴賓室交談。
之後，簡拿華路直接拖着箱子走
出天河體育場，並對現場記者
說：“謝謝你們，再見！”

與此同時，恒大俱樂部發出
通告：主教練簡拿華路於2019年
10月28日中午12時前到集團總
部參加恒大企業文化學習班。學
習期間，球隊由隊長鄭智代為執
行主教練職責。

恒大下一場聯賽將於11

月23日舉行，主場迎戰位居榜
眼、對冠軍虎視眈眈的上海上
港。屆時鄭智將球隊調教成什麼
樣，以及簡拿華路的最終結局，
都將是眾人關注的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
淦）香港足總28日公佈最新一份
香港代表隊初選名單，大軍將出
戰下月的“2022卡塔爾世界盃暨
2023中國亞洲盃聯合外圍賽”第
二圈賽事。

港隊將於11月14日及19日
先後於主場迎戰巴林及柬埔寨，
兩場戰果都足以影響到最終小組
排名。上任後還未打開勝利之門
的主教練麥柏倫，於上月作客伊
拉克前初選了33人，本月則直接
剔除香港飛馬門將梁興傑、東方
龍獅中場茹子楠及傑志中場鄭展
龍，名單削減至30人。

最新一份港隊名單並無驚
喜，對伊拉克的決選23人都有入

選，包括今季表現備受批評的傑
志中堅艾里奧，以及每次決選都
被踢走的冠忠南區門將謝德謙及
富力R&F前鋒基奧雲尼等邊緣港
腳；上月因傷落選的冠忠南區射
手夏志明亦繼續在陣。

諶龍法國賽稱王 奪今季首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法國羽毛球
公開賽當地時間27日結束各項決賽。男單衛冕
冠軍、國羽名將諶龍（上圖）以21：19及21：
12力挫7號種子印尼選手克里斯蒂，本賽季4進
決賽終於拿下首冠。另外，國羽首席混雙鄭思
維/黃雅瓊在24：22先贏一局下，以16：21及
12：21連丟兩局，不敵印尼的喬丹/梅拉蒂無緣
金牌、屈居亞席。
女單決賽，韓國天才少女安洗瑩以2：1力挫西
班牙名將馬林封后，韓國組合李紹希/申昇瓚在
女雙決賽勝出，男雙冠軍為印尼的吉迪昂/蘇卡
穆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恒大在27日晚

衝擊中超聯賽的關鍵戰役中，主場幾經艱難追平河南建業。賽

後，恒大集團管理層宣佈主帥簡拿華路將參加“企業文化學習

班”，隊長鄭智代執行主教練職責。有分析指，脫崗學習而不是

直接下課，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穩住軍心；不過，在聯賽僅剩3

輪、球隊領先優勢只有1分、且下一輪將直接面對爭冠競爭者上

海上港的情況下，這一操作存在一定風險。

港足初選30人備戰11月世外賽
香港代表隊初選名單

守門員：葉鴻輝（東方龍獅）、王振鵬（傑志）、
謝德謙（冠忠南區）、袁皓俊（理文）

後 衛： 翟廷峯、馮慶燁、曾錦濤（東方龍
獅）、羅素（河北華夏幸福）、丹尼、艾
里奧、羅梓駿、唐建文（傑志）、
徐宏傑（梅州客家）、梁諾恆、羅拔圖
（富力R&F）

中 場： 鍾偉強、李嘉耀、黃威、徐德帥（東方
龍獅）、陳俊樂（廣州富力）、黃洋、鞠
盈智（傑志）、
鄭兆均（理文）、陳肇鈞（冠忠南區）

前 鋒： 艾力士（大連一方）、基奧雲尼（富力
R&F）、陳廣豪、夏志明（冠忠南區）、
辛祖、孫銘謙（和富大埔）

“飛越啟德”助青年圓體育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棍網球總

會聯乘“飛越啟德”基金會，將於下月至明年10
月舉辦“Project Lax Move”活動，為16歲以上
有興趣在體育行業發展的中五、中六以及大專學
生進行培訓。課程將由公開大學老師、體育界精
英以及香港棍網球總會的教練及球證教授。完成
計劃後，最多兩名參與課程的人士將獲選於香港
棍網球總會實習，並有機會與香港代表隊一起參
加海外賽事。

■■夏志明夏志明（（右右））進入港足初選名進入港足初選名
單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短說
長話

■今季表現備受批評的艾里奧
（左）榜上有名。 資料圖片

中國富豪馬雲和菲律賓拳王
帕奎奧27日發佈影片，宣佈共組
“真馬尼隊”，並向擁“50勝0
敗”戰績的美國傳奇拳王梅威瑟
下戰書，“炫富拳王”梅威瑟對
此尚未正式回應。

現為菲律賓參議員的帕奎奧

在發佈於Twitter上的影片表示：
“ 梅 威 瑟 （Floyd Mayweath-
er），若你想來場真正的打鬥，
就衝着我來吧；若你想玩表演
賽，我的人、我的朋友馬雲會好
好照顧你。”隨後又稱他和馬雲
共組“真馬尼隊”（The Real

Manny Team），顯然是在開梅
威瑟的風格潮牌“錢之隊”
（The Money Team, TMT）玩
笑。

馬雲則聲稱：“我準備好
了。無論何時何地，真馬尼隊都
準備一搏。” ■中央社

帕奎奧夥馬雲向炫富拳王下戰書戰書

■■馬雲馬雲((右右))和帕奎奧組隊出戰和帕奎奧組隊出戰
令人期待令人期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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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交
通计划。

500* 英里的出行改善，无论您
是乘车或是驾车

在此了解更多信息：

METRONext.org
*在最終實施之前的近似里程

该项目在前进计划
 (MOVING 
FORWARD 
PLAN) 内

75 英里的新建METRO捷运巴士
服务，像轻轨一样运行，包括至

布什机场的交通延长线

21 个新建或改造的郊区
Park & Ride和转运中心

16 英里的METRO轻轨，以及
前往霍比机场的轨

道交通延长线

110 英里的地区高速网络，
包括双向高乘载

车辆专用道

290 英里的 BOOST 和 
Signature 巴士服务，以及对

于残障和高龄人士无障碍和适用性
服务的改进

【泉深報導】秋高氣爽，佳節臨近
。為了加強大休斯敦地區中山大學校友
之間的交流，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於10
月27日在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舉辦
了中大校友燒烤聯誼會。中山大學美南
校友會會長楊旭東，副會長朱全勝、
Michelle Zhan、吳偉濤、李懷東以及來
自各界的中大校友和親友約50人參加這
次聚會。

中大美南校友會會長楊旭東指出，
美南校友會是大家離開學校後的一個溫
暖的大家庭，奮鬥於各行各業中大校友
們都十分出色，校友們相聚在一起，互
相勉勵，交流互助，共同進步。祝愿校
友們在休斯敦生活快樂，工作順利。

中大美南校友會感謝陽光傳奇高爾
夫休閒山莊董事長、中山大學校友
James Luo免費為校友會提供明亮、寬敞
、整潔的燒烤場地，漂亮的網球場和優
雅的高爾夫球訓練場地，並為校友們提
供野豬肉和美酒，讓校友們度過了一個
愉快的周末。

中大美南校友會感謝義工 Michelle
Zhan、吳偉濤、謝學範、胡正林、李懷
東、楊旭東、朱全勝等為校友們準備了
豐盛的燒烤宴。

中大美南校友會感謝校友婁啄明、
萬洋伊等為校友們拍照留戀。

隱藏在美國德州休斯敦郊區的陽光
傳奇高爾夫球休閒山莊位於休斯頓市郊
西北區的 Hempstead 市，猶如一顆碧海
遺珠、世外桃源，緊靠290高速公路，
距離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約 35 分
鐘車程，距離休斯頓市中心和休斯頓中
國城均只需50分鐘車程，距離德州首府
奧斯汀也不到兩小時車程。這裡每月舉
行高爾夫球錦標賽，吸引了無數的高爾
夫球愛好者。

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在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舉辦校友燒烤聯誼會



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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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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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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畫山水 中國·永嘉——瑞士·因特拉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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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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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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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0月30日       Wednesday, October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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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中
美寺【中美文化講壇】今年好戲連台
，繼上個月李寶春京劇演出之後，由
文學大師白先勇在周日（10月27日）
第三度蒞臨佛光山中美寺，講的又是
他集其一生對紅學的研究精華- [戲中
戲~ 【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令全場觀眾視野大開，大呼過癮。白
老師是頗富盛名的台灣文學家、劇作
家、小說家、崑曲製作人，香港中文
大學博文講座教授。其代表作品：
「寂寞的十七歲」、 「孽子」、 「遊

園驚夢」、 「台北人」、 「紐約客」
等書。

白先勇老師一開場即提到 「白先
勇細讀紅樓夢」， 「正本清源說紅樓
」他提到 「紅樓夢」中國大陸有 「庚
成版 」，1980年前又出了 「成夷」版
，他在教課時把此二版本對了一次，
吃了一驚，比來比去，都是 「成夷 」
本比 「庚成」本好, 「正本清源說紅樓
」，現在把 「成夷」本復活了。

而 「紅樓夢」為什麼偉大? 除了雅
俗共賞外，還在於（一 ）它的 「架構
」：有 「神話架構」，也有 「寫實架
構」。如女媧補天遺漏一塊石頭沒被
用上，而下凡來，而林黛玉又是絳珠
仙草，拿眼淚還他。故 「紅樓夢」又
名 「石頭記」，而情僧又指 「斷情」

之意。（二 ）中國儒、佛、道三家哲
學境界，在小說內舖陳的非常好。白
老師說 「紅樓夢」寫18世紀乾隆盛世
時的貴族家庭，非常寫實，刻劃的非
常生動，尤其 「人物」的刻劃，而對
話更好的不得了。曹雪芹將唐詩，宋
詞，元曲，及明清的小說，戲曲，通
通融成一塊。曹雪芹的詩文，既有南
方人的婉約纏緜，又有北方（北京）
的西風殘照。白先勇老師也提到乾隆
時代的GDP 是世界第一，是中國最成
熟的時候，但也暗暗埋下了要崩潰的
種子。賈府的興衰，也寫盡人世不可
挽轉的命運。而 「紅樓夢」更是史詩
式的人生輓歌，深刻揭示人生無常，
而書中不少人物的衝突關係實為儒家
與道釋兩家思想的交鋒， 「紅樓夢」
是集大成的一部書。

白先勇老師說：因為乾隆時代，
「崑曲」盛行，因此， 「戲曲」在
「紅樓夢」內扮演重要地位。譬如
「紅樓夢」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

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演崑曲，清
，李玉的（豪宴）- {一捧雪，}，及
清，洪昇的《 長生殿 》中的（乞巧）
（密誓）唱的是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
事，反映當時皇上與元妃之情。而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

悟禪機」唱的正是清·邱閭的《山門

》中的（寄生草）一段：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
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
沒緣法，轉眼分離乍。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那裡討，煙蓑雨笠捲單行?
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 !

白先勇老師說：此戲暗示寶玉出
家，點出二主線：（一）賈府興衰
（二）寶玉出家。

又如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
戲語 牡丹亭艶曲警芳心】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
付與斷井頹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只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不覺心動神搖
你在幽閨自憐

白先勇老師說：林黛玉，有仙氣
，非常敏感， 「全身都是神經末梢」
因為孤女，多疑，疑心病重。

又如第九十三回，清，李玉的
《占花魁 》提到 「情種」- 賈寶玉本
身就是情種，而花魁女，指的就是
「花襲人」，最後蔣玉菡將花襲人贖

出。至 120 回 「寶玉出家」，由蔣玉
菡，花襲人替賈寶玉圓此俗緣。

文學大師白先勇蒞臨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 演講
[戲中戲～【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每年最後一季Medicare 及個人健
保都進入年度申請期，全美數千萬民
眾面對眾多健保計畫, 往往一頭霧水
。美國醫療費用昂貴世界居冠，健保
保費隨之水漲船高，以致無健保者人
數逐年增加，一旦遭遇重大醫療開支
，不但造成個人及家庭的財務危機，
也帶給整個國家沉重的社會成本。因
此，如何建立一般民眾負擔得起的健
保制度，成為歷任總統最重大的課題
。2006 年，Bush 政府將實施有年的
Medicare 制度開放民營；2013 年，

Obama 總 統 力 推 的 Affordable Care
Acts 全面實施，美國健保體系雖然經
過兩度翻天覆地的大改變，卻因為沒
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以致制度越改越
複雜，民眾無所適從。

為協助民眾了解美國健保體系的
最新近況，美南銀行特別邀請資深保
險專家常中政，為大家解答一般民眾
在 Medicare 與 Obamacare 申請過程中
常遇到的疑問。常中政長期從事社區
服務工作，以自身專業提供民眾必要
的保險常識，他連續15年在休士頓僑

界以Medicare ABCD 為題舉辦講座，
並經常受邀到各非營利社團機構演講
，為民眾解惑。

美南銀行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旨
，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資訊，本
行隨時舉辦講座，提供民眾最及時及
專業的訊息。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
場備有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問，
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

時間： 2019年11月2日(週六) 上
午10:00-12:00

主講人： 常中政 (常安保險負責

人、美南國際電視台 『休士頓論壇』
主持人)

地點： 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
心（Member FDIC）

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
ton TX 77036

連絡電話：713-975-1088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Obamacare 與 Medicare 教育講座

圖為佛光山中美寺圖為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執行長辜懷箴執行長辜懷箴（（右右 ））在講座結束時向在講座結束時向
白先勇老師白先勇老師（（左左 ））精彩精彩，，震撼的演說致謝震撼的演說致謝。（。（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白先勇老師第三度來中美寺演講白先勇老師第三度來中美寺演講，，依然盛況空前依然盛況空前。。大殿內座位全滿大殿內座位全滿，，連門連門
外走廊上也滿滿坐滿了觀眾外走廊上也滿滿坐滿了觀眾。（。（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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