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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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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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陳家彥12月11日由休士頓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秘書俞欣
嫺陪同，前往奧克拉荷馬市（Oklaho-
ma City)探訪中台禪寺所屬佛心寺，深
入了解台灣宗教團體在當地弘法及服務
社區的事蹟。

由於住持見由法師返臺禪修，見芷
法師代表寺方接待陳家彥一行。她說明
佛心寺在當地已發展 15 年，感謝僑胞
及美國民眾積極護持，讓弘法及社區服

務工作順利進行。陳家彥則表示駐處願
提供相關協助，支持台灣的宗教軟實力
深入主流社會，成為臺美文化交流的堅
實後盾。

陳家彥一行並於 10 日晚間和當地
僑胞及外國友人餐敘，他感謝大家長期
支持臺灣，努力促進臺美實質關係。陳
奕芳則在場受理僑委會 「僑胞卡」申請
，僑胞反應熱烈，都期待返台好好利用
，享受購物折扣優惠。

陳家彥首訪奧克拉荷瑪佛心寺
感謝僑胞支持台灣

(本報訊)美南大專校聯會承襲傳
統，將於年終歲末的除夕夜舉行舞會
。校聯會安排了別出心裁的節目，僑
界知名的黄文正老師將展現精湛舞藝
，又邀請義大利專業舞蹈家特別演出
，另外還安排了拉丁舞，今年加添一
個新的表演節目，就是團體的探戈舞

。除了這些精彩的表演節目，還有趣
味性團體舞，所有來賓都可參與，加
上精緻可口的美食。請大家告訴大家
，邀請親朋好友來共襄盛舉！當晚可
以欣賞美妙熱情的舞蹈，享受美食，
一起同樂聯誼，迎新送舊！

舞會訂於12月31日星期二晚上八

時半在 DanceSport Club Houston 舉
辦，11758 Southwest Fwy, Houston

。12月25日之前購票付款有特別優惠
，一張票$25，12 月 25 日之後票價一
張$40，欲購從速。請聯絡：僑教中心
蔡 先 生 713-789-4995， 劉 美 玲
832-866-8932， 徐 小 玲
713-385-3854，鄧嘉 832-526-7373

大專校聯會除夕夜舞會

彰化女中100週年慶僑務委員陳美芬獲傑出校友獎

(本報訊)僑務委員陳美芬於12月14日回到
台灣母校彰化女中接受100週年校慶頒發的傑出
校友獎,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特別做了兩首詩一

首是慶祝彰化女中建校100週年,另外一首
是祝賀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獲頒百週年
傑出校友獎,陳美芬僑務委員從彰化女中畢
業以後就進入東海大學,東海大學畢業以後
就到了北投初中展開教職生涯,隨後結婚就
跟誰先生一起到美國來打拼,陳美芬和先生
第一個落足點是從紐約開始,然後再搬到休
士頓來工作.
當時兩個孩子都相當年幼先生在醫院工作,
他想自己能夠做什麼,正好碰到一個機會他
就投身到了旅館業經營,旅館有成後,為了
促進旅館業的互相交流陳美芬董事長創立
美南旅館公會,美南旅館公會後接著再創辦

了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除了曾經擔任
過美南旅館公會的會長,隨後接任了北美洲台灣
旅館公會聯合總會的第二任會長,陳美芬董事長

為了旅館業的第
二代能夠傳承,除
了定時組團國外
參訪外,同時每年
還舉辦第二代到
台灣去和旅館業
交流,如今每年舉
辦,他還準備明年
帶團去越南訪問,
他指出過去參訪
的青年們已經有
不少多傳承接下
家族的旅館事業
陳美芬投身公益不落人後,他是美南地區的喬務
委員,同時全力支持客家會辦理各種活動,他也兼
任松年學院的董事長鼓勵老年人學習陳美芬僑

務委員對僑界的付出獲頒彰化女中榮譽校友實
至名歸。

陳家彥首次拜訪佛心寺陳家彥首次拜訪佛心寺，，寺方熱情迎接寺方熱情迎接。。

陳家彥致贈僑委會月曆給出席陳家彥致贈僑委會月曆給出席1010日餐會的僑胞及外日餐會的僑胞及外
國友人國友人，，由奧克拉荷馬市姊妹市協會會長由奧克拉荷馬市姊妹市協會會長 MaryMary
PointerPointer代表受贈代表受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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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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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國王隊比耶利卡最後一秒命中三分擊敗休斯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12月9日晚上，國王隊作
客休斯頓，在比賽進行到第四節最後一秒時比分116:118
落後兩分，主教練要了暫停。暫停後，科里·約瑟夫
（Cory Joseph）將球直接交給比耶利卡（Bjelica），他觸
球後三分線外直接投籃，球旋轉入網，使國王隊一秒鐘以
119:118獲勝，將整個替補席球員送上球場慶祝。

休斯頓拉塞爾·威斯布魯克在
連續三場拿下三雙后本場表現突
出，拿到賽季最高的 34 分。詹
姆斯·哈登為休斯頓貢獻了27分
和10次助攻。

在比賽進入第四節時場上比分
一直持平，威斯布魯克在比賽還
剩 22.7 秒時將球交給本·麥克勒
莫爾，麥克勒莫爾投中三分，將
比分改寫成116:113 。之後，希
爾德錯過了三分球，但是博格
丹·博格達諾維奇搶到了籃板，
將球再交給希爾德，後者再也沒
有錯過這次扳平比分的機會，三

分球將比分追平至116:116平。比賽還剩8.4秒，威斯布魯
克控球壓制時間並上籃得分，休斯頓118:116領先，比賽
只給國王隊留下最後一秒，必須觸球投籃才能贏得時間，
沒想到國王最後一秒由比耶利卡觸球直接投籃命中三分以
119:118獲勝。

哈登10個三分球得55分，休斯頓屠殺騎士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東部時間2019年12月11日
晚上，休斯頓做客克利夫蘭，詹姆斯·哈登（James Harden）三分
球18投10中，第四節拿到20分，全場拿下55分。拉塞爾·威斯
布魯克（Russell Westbrook）拿下23分，卡佩拉搶到了13個籃板
，休斯頓116:110屠殺騎士。

休斯頓上半場在漫長的夢遊中也得分似乎佔據了控制權，以

64:57領先，但是下半場休斯頓放鬆了，克利夫蘭在沒有核心球
員樂福的情況下以令人震驚的24:0的得分領跑，在第四節還有4
分43秒時比分以99:88領先。但在騎士後衛喬丹·克拉克森（Jor-
dan Clarkson）失誤之後，塔克（PJ Tucker）從角落將三分球命
中，克林特·卡佩拉（Clint Capela）在克利夫蘭的另一次失敗後
又扣籃成功。哈登第四節連續命中3分球，反超比分並一直領先

。
沒有經驗的騎士隊在最後一分鐘崩潰了，接連三次失誤。被

傷痕累累的背部和疾病所困擾的騎士隊核心球員樂福（Love）今
天因為傷沒有上場，他場均得到15.6分和全隊最高的10.5個籃板
，但是他近況成績不佳，在過去的六場比賽中平均只有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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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所在的 HARRIS
COUNTY 2019年提供的地稅標準，蒂
凱佳苑（Grand West Condos）這個全
新住宅卻有著低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地稅
率2.44％，絕對是在休斯頓地區難能可
貴的！一般KATY的房子, 稅率一般都
在3％以上，而越新開發的區域地稅率
越高，附近甚至超過3.7％以上！有在
休斯頓大都會區置業的人都知道，休斯
頓的房屋地稅率是全美排名前列，每年
業主在地稅上的支出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很多時候決定買不買，在哪裡買，地
稅是一個需要權衡的重點！

蒂凱佳苑地處休斯頓KATY大學城
，是此Katy的造鎮計劃之中，唯一可以
個別擁有的住宅項目，僅有50套，其
超低的地稅率2.44％，相較一般Katy
3％的地稅，每年可以節省約$ 1500左
右，如是自住屋減免則可低至2.13％左
右，超過 65 歲的長者減免更可低至
1.5％以下！自然多出了一筆可支配收
入！

蒂凱佳苑2.44％的低稅率甚至比以
低稅率標榜的休斯頓中國城地區還低，
而蒂凱佳苑所擁有的利多, 不僅有絕佳
地點，全新屋，獨立產權，治安優良，

大學城周圍，KATY亞洲城商圈，步行
可達的食.衣.住.行.育.樂配套，既省時
間，省油錢，現在加上超乎想像的低地
稅，其優越性是任何其他區域難以相提
並論的！

買房子不是小事情，需要考量再三
是很正常的，但很多時候好房源真的是
稍縱即逝，蒂凱佳苑就只有50個單位,
在這個商圈不會再有!老話說得好“過了
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 所以在購買
房地產，需積極認真了解, 洞察先機，
把握有限的機會，出手快和準，是投資
成功的關鍵。

蒂凱佳苑是聯禾地產的獨家項目，

一如既往, 必屬佳品! 負責人Josie Lin林
女士在推廣項目之前, 都有審慎的專業
評估，因此她的成就不僅得到全球第一
房產公司RE/MAX 的肯定，獲邀在今年
度商業論壇發表， 是九位講者中唯一的
亞裔女性，更在今年十月獲得國際認證
不動產投資師(CCIM)的資格！就如現已
為大休斯頓地區新地標之一的KATY亞
洲城及其創造的 “風味亞洲”定位，這
片當初荒蕪但極具潛力的寶地，有賴於
她先期進入了解，與開發商積極配合，
進行專業的營銷推廣，因此第一批跟隨
聯禾地產進場的投資者，毫無疑問是獲
利最豐的先機洞察者! 因此地產投資的
要訣在於相信專業, 懂得把握先機先得
的契機。

機會從來不等人，如果想進一步了
解蒂凱佳苑的潛力，並且快人一步挑選
樓層好、朝向好的心怡單位，請把握總
戶數有限的機會，聯絡聯禾地產，預約
選房！

（以上信息根據Harris County Ap-
praisal評估，最終評估標準須視個別案

例評定，解釋權在Harris County Ap-
praisal）

敬請關註我們的微網站 ，並添加聯
禾地產的微信 ，獲得詳細的資訊。

蒂凱佳苑：
地址：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電話：346-998-8000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中國城辦公室
：
電話：713-630-8000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辦
公室：
電話：346-998-8000
地 址 ：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驚喜驚喜!!!!!!全新的蒂凱佳苑地稅只有全新的蒂凱佳苑地稅只有22..4444％％！！
自住投資大利多自住投資大利多！！

Condominiums

G
Urban  L i v ing  .  Suburban  Re lax ing

Grand West Condos 
 

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安
居

度
假

投
資

短
租

蒂凱佳苑

預約看房專線 (346) 998-8000(346) 998-8000

23萬起23萬起KATY ⼤學城 KATY ⼤學城 

1房1衛/2房2衛 1房1衛/2房2衛 
@ University Center, Katy

The tax rate is per 2019 Harris County appraisal information. Individual needs to verified independently.

全新住宅超低地稅

 

 
把握年底最後機會
數量有限 預購從速!

2.44 %

Josie Lin 林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愛心組織
（CARE）西南地區的冬季CARE項目
名為 “愛的火花 (Spark of Love)”，
州眾議員Angie Chen將作為活動的志
願者。 很可能州眾議員Gene We和警
察局長也將加入我們。

今年，J區市議員Mike Laster以及
警察和牧師小組將主辦第十屆年度聖誕
節玩具活動。 在過去的幾年中， C.A.
R.E. (美國華裔救濟事工) 一直贊助這項
活動的午餐。將會有400個孩子以及父
母或監護人參加這項活動。 兒童年齡
在2至13歲之間，他們全部都已預先註
冊參加這項活動。

另一個CARE活動項目是通過衛生
部門的女嬰和兒童計劃（WIC）選擇被
幫助的兒童。 這些兒童都是來自低收
入家庭，有幾個孩子已經被選中。其他
需要幫助的孩子來自HPD和學校推薦
其他家庭。 去年，我們登記了來自亞
洲和中東社區的家庭。所有與會者都可
以坐下來享用午餐，享受娛樂活動，每
個孩子都會收到3-4個玩具。

CARE活動日期：12/14時間：11
am; 活動地址：6400 Highstar 77074
Southwest Multi-service Center (西南

綜合服務中心)。有關詳細信息，請聯
繫：劉立安：（832）-618-8722; 黃
浩 （Peter Hwang） ： ( 832）
818-1000。

休斯頓80-20 PAC已經決定擁護
和支持下列休斯頓市競選活動的候選人
：
市長: Sylvester Turner
休斯頓第1區: Raj Salhotra
休斯頓第2區: Honorable David Rob-
inson
休斯頓第3區: Honorable Michael Ku-
bosh
休斯頓第4區: Letitia Plummer
休斯頓第5區: Sallie Alcor
市議會A區: Amy Peck
市議會C區: Shelley Kennedy
市議會J區: J Sandra Rodriguez

休斯頓80-20 PAC強烈敦促亞裔
美國人社區在12月2日至10日的“早
期投票”期間或12月14日的選舉日投
票支持上述獲得認可的候選人。投票地
點可在以下網址找到：https：//www.
harrisvotes .com / PollLocations。

愛心組織（CARE） 將於14日在西
南服務中心舉行冬季愛心活動

休斯頓80-20 PAC強烈敦促亞裔社
區投票支持下述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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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律師為民眾
爭取權益，讓不公平的事件得到應有的
賠償。每一個法律抗爭案件背後都有故
事，有著讓人難忘的痛。具有豐富經驗
的 理 查 德 律 師 事 務 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曾為
許多民眾爭取應有的利益，並為意外事
件發生的民眾獲取賠償，安慰家屬，還
獲得德州州長授予 「德州執法法律辯護
獎」、及 「德州法律辯護兄弟勳章獎」
，可見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受到的肯定。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從1972年起陸續
獲得多項許可，德克薩斯州執業許可、
美國德州南部地區地區法院的執業許可
、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的執業許可、
美國最高法院的執業許可。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曾為各個行業的
企業和個人解決各類法律問題，無論在
談判桌上、或是在法庭上， 有了理查德
律師事務所的協助，很多難題都能迎刃

而解。如果你在尋找最有能力的休斯頓
律師，以便深入了解自己的情況、並提
供最佳建議，理查德律師事務所會是好
的選擇。

擔任數個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理查德律師在德州哈里斯縣從1972

年到1977年曾擔任助理地區檢察官，他
還是前休斯頓警察巡邏隊聯盟總法律顧
問（1979-2012 年），擔任兄弟會警察
局E of Texas 前總法律顧問（2002-2015
）。理查德律師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
會法律顧問、兄弟勳章39警察公會代表
律師、蒙哥馬利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連警察公會都邀請理查德律師做顧問
，可見他所受的信賴與尊重。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在刑事、民事、
和家庭法律案件中有廣泛的審判背景，
主要含括:

•勞資糾紛、國際收債、欺詐性貿
易行為、誤診、工作場所歧視、檢舉訴

訟，包括成功辯護100萬美元的誹謗訴
訟。

• 有子女或無子女離婚、收養子女
、孩子監護權問題

• 性侵犯、DWI、家庭暴力/毆打
、盜竊、致命行為的刑事辯護。

此外，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同時也具

有廣泛的刑事和民事聯邦法律案件審判
背景，包括:

• 遺產規劃，特別是遺囑和信託的
法律案件。

• 人身傷害和不當死亡方面的成功
的判決，包括在不當死亡傷害訴訟中超
過120萬的裁決。在州和聯邦上訴法院
辯論許多刑事和民事的問題，在最高法
院面前辯論了許多刑事和民事問題。兩
次代表德克薩斯州聯邦在美國最高法院
出庭（勞工/民事問題）。

為車禍意外爭取賠償
舉例來說，大約12年前，理查德律

師曾經糾正一個被保險公司誤判的死亡
案件。當時，一位Precinct 5的副警員在
Westpark Tollway 上停車，在向違規車
輛寫超速罰單的過程中，被另一輛車側
面掃過路肩的停放車輛，而撞死這位副

警員。
通過律師仔細調查，發現撞死這名

副警的車輛，司機居然在講手機而沒有
注意，才會發生意外。經過對司機的財
務背景調查，知道他沒有隱藏的資產可
以追回，然而，律師發現他在事故發生
時駕駛的車輛，是屬於公司的車。同時
，律師進一步了解，司機過去曾有交通
違法的案件，因此律師起訴公司疏忽委
託，這是律師用來對抗保險公司的一項
重要依據，最後達成超過120萬美元的
法律賠償，那名副警員的遺孀因此獲得
超過80萬美元的賠償。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擁有豐富經驗的
律師團隊，擁有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
執照，是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
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公會法律顧問，有著
強大而資深的德州律師團隊，服務德州
達四十六年之久。

業務範圍
刑事： 保釋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跨國追索、生意買
賣 、商業訴訟、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監護、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意外傷害、醫生誤診、職

業傷害（不成功不收費）
請聯繫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樂先生，

直線電話：281-889-1886（中文）
精通國、粵、英、台山語，歡迎來電洽

詢。
地址：1035 Dair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強大資深的律師團隊強大資深的律師團隊
倍受肯定倍受肯定 獲州長授獲州長授 「「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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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3歲的英國設計師克裏斯托弗歲的英國設計師克裏斯托弗··謝利斯謝利斯(Christopher Shellis)(Christopher Shellis)花了兩花了兩
年時間年時間，，打造出了壹款名為打造出了壹款名為““天使之翼天使之翼””的奢華高跟鞋的奢華高跟鞋，，這雙鞋由這雙鞋由1818kk
白金白金、、黃金和兩千顆鉆石打造黃金和兩千顆鉆石打造，，鞋帶搭扣是黃金鳶尾花鞋帶搭扣是黃金鳶尾花。。據悉據悉，，這款高這款高
跟鞋售價高達跟鞋售價高達3030萬英鎊萬英鎊（（約合約合275275..66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烘焙愛好者制作世界最貴烘焙愛好者制作世界最貴““金磚金磚””布朗尼布朗尼
由專屬保鏢送貨上門由專屬保鏢送貨上門

3939歲的前大學講師歲的前大學講師John LashleyJohn Lashley為了追逐自己的烘焙夢想放棄了為了追逐自己的烘焙夢想放棄了
工作工作，，並跟他並跟他1212歲的兒子壹同制作了壹款堪稱全世界最昂貴的巧克力歲的兒子壹同制作了壹款堪稱全世界最昂貴的巧克力
布朗尼布朗尼，，這款巧克力布朗尼售價這款巧克力布朗尼售價10001000英鎊英鎊（（約合約合91829182..99元人民幣元人民幣），），
由香草糖由香草糖、、可可可可、、藍蛋和藍蛋和2424克拉金箔制作而成克拉金箔制作而成，，這款豪華這款豪華““套餐套餐””還還
包含壹瓶香檳包含壹瓶香檳，，並由壹名保鏢專程送貨上門並由壹名保鏢專程送貨上門。。

柏林大熊貓寶寶迎來第壹個聖誕節柏林大熊貓寶寶迎來第壹個聖誕節
對鏡賣萌紅襪搶鏡對鏡賣萌紅襪搶鏡

德國柏林德國柏林，，西方最重要的聖誕節即將來臨西方最重要的聖誕節即將來臨，，兩只剛出生三個月的大兩只剛出生三個月的大
熊貓寶寶也感受到了濃濃的節日氣氛熊貓寶寶也感受到了濃濃的節日氣氛，，工作人員為它們的小窩旁布置了工作人員為它們的小窩旁布置了
四只紅色聖誕襪四只紅色聖誕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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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Dominic NgDominic Ng））表示表示，，近期中國大幅度放寬市場近期中國大幅度放寬市場
準入準入，，為美國企業進軍中國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為美國企業進軍中國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一點應被列入中美談判議程這一點應被列入中美談判議程。。

1111月底月底，，特朗普特朗普（（又譯川普又譯川普））總統和習近平總統和習近平
主席將於二十國集團峰會主席將於二十國集團峰會（（GG2020 SummitSummit））上會上會
面面，，屆時關稅將成為首要議題屆時關稅將成為首要議題。。儘管近日中國已儘管近日中國已
提出了一系列貿易優惠措施提出了一系列貿易優惠措施，，但美國副總統麥克但美國副總統麥克
••彭斯彭斯（（Mike PenceMike Pence））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簡 稱簡 稱
APECAPEC））峰會上仍威脅說峰會上仍威脅說，，要把對中國商品徵收要把對中國商品徵收
的的25002500億美元關稅億美元關稅 「「提高一倍以上提高一倍以上」」 。。然而然而，，在在
中美經貿關係中中美經貿關係中，，貿易既不是唯一的層面貿易既不是唯一的層面，，也不也不
是追求國家利益的唯一途徑是追求國家利益的唯一途徑，，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另一個值得關註的
領域是中國對待外資的態度領域是中國對待外資的態度。。近期近期，，中國在開放中國在開放
外商投資方面取得了實質進展外商投資方面取得了實質進展，，特斯拉特斯拉（（TeslaTesla））
和埃克森美孚和埃克森美孚（（ExxonExxon））等美國企業抓住了這一等美國企業抓住了這一
契機契機。。中美在投資領域的互動對實現美國政府所中美在投資領域的互動對實現美國政府所
追求的自由追求的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經貿關係至關重要公平和互惠的經貿關係至關重要，，
應該被提上兩國首腦的會談議程應該被提上兩國首腦的會談議程。。

中國已全面改革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制度中國已全面改革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制度
儘管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仍不及如美國這儘管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仍不及如美國這

樣的發達國家樣的發達國家，，但在過去三年間但在過去三年間，，中國已取得了中國已取得了
明顯的改善明顯的改善，，也為外資企業帶來了更多機會也為外資企業帶來了更多機會。。首首
先先，，中國政府的立場已經從中國政府的立場已經從 「「正面清單正面清單」」 轉為轉為
「「負面清單負面清單」」 。。在之前的制度下在之前的制度下，，外國公司只能外國公司只能
投資正面清單上的行業投資正面清單上的行業，，也就是政府也就是政府 「「鼓勵鼓勵」」 的的
行業行業，，而且每一項投資都需要得到政府批準而且每一項投資都需要得到政府批準。。這這
些審批通常伴隨著限制些審批通常伴隨著限制（（例如成立合資企業的要例如成立合資企業的要
求求））或期望或期望（（例如技術共享例如技術共享）。）。在在20162016年實施的年實施的
新制度下新制度下，，外國公司被允許投資所有的領域外國公司被允許投資所有的領域，，除除
非是在負面清單上註明的限制類行業非是在負面清單上註明的限制類行業。。此外此外，，對對
於不在上述清單中的行業於不在上述清單中的行業，，外國企業不必再申請外國企業不必再申請
批準批準，，只需註冊投資即可只需註冊投資即可。。

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制度的第二個顯著改變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制度的第二個顯著改變
是是，，負面清單上的行業和相關限制明顯減少負面清單上的行業和相關限制明顯減少————

從從20162016年的年的9393個減少到個減少到20172017年的年的6363個個，，20182018
年只有年只有4848個個。。也許許多觀察人士對這份仍有諸多也許許多觀察人士對這份仍有諸多
限制的清單並不滿意限制的清單並不滿意，，中國也的確還有很多進步中國也的確還有很多進步
空間空間，，但這已經是中國在該領域取得的一項重大但這已經是中國在該領域取得的一項重大
進展進展。。在許多與美國公司相關的領域在許多與美國公司相關的領域，，情況已明情況已明
顯改善顯改善，，包括電動汽車生產包括電動汽車生產、、航空製造航空製造、、某些金某些金
融服務和農業活動融服務和農業活動。。如果這股勢頭持續發展如果這股勢頭持續發展，，中中
國將最終展現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該有的姿態國將最終展現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該有的姿態。。

美國公司正把握新的機會美國公司正把握新的機會
儘管外國商界對中國執行更為寬鬆的政策持儘管外國商界對中國執行更為寬鬆的政策持

懷疑態度懷疑態度，，但中國政府正在認真實施這些舉措但中國政府正在認真實施這些舉措。。
最有力的一項證明就是最有力的一項證明就是，，當美國的政界人士叫囂當美國的政界人士叫囂
與中國與中國 「「脫鉤脫鉤」」 時時，，美國企業實際上正在擴大對美國企業實際上正在擴大對
中國的投資中國的投資。。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在在20182018年年11月至月至99
月期間月期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較去年同期增長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較去年同期增長1010%%
以上以上。。由此可見由此可見，，美國企業對中國政府最近放開美國企業對中國政府最近放開
的領域有很大的投資興趣的領域有很大的投資興趣。。

一個引人註目的例子是特斯拉一個引人註目的例子是特斯拉（（TeslaTesla）。）。該該
公司已開始在上海建造一間耗資公司已開始在上海建造一間耗資2020億美元的全資億美元的全資
電動汽車工廠電動汽車工廠，，每年將為中國和全球市場生產每年將為中國和全球市場生產5050
萬輛萬輛ModelModel 33和和Model YModel Y汽車汽車。。最近最近，，中國取消中國取消
了對外資控股的限制了對外資控股的限制，，這使得特斯拉的汽車工廠這使得特斯拉的汽車工廠

將成為中國第一家外資控股的汽車廠將成為中國第一家外資控股的汽車廠。。其他外國其他外國
汽車製造商如德國的寶馬汽車製造商如德國的寶馬（（BMWBMW））也已效仿也已效仿，，收收
購其在華現有合資企業的多數股權購其在華現有合資企業的多數股權。。

另一個例子是石化行業另一個例子是石化行業。。自自20112011年以來年以來，，中中
國逐步取消了對石化行業的限制國逐步取消了對石化行業的限制，，現已允許外資現已允許外資
控制生產設施控制生產設施。。這一改變促使埃克森美孚這一改變促使埃克森美孚（（ExxExx--
on Mobilon Mobil））考慮在廣東興建一間耗資數十億美元考慮在廣東興建一間耗資數十億美元
的石化工廠來生產石化原料的石化工廠來生產石化原料，，以滿足亞洲日益增以滿足亞洲日益增

長的消費需求長的消費需求。。德德
國企業集團巴斯夫國企業集團巴斯夫
（（BASFBASF））也於今也於今
年早些時候宣佈年早些時候宣佈，，
將在廣東投資將在廣東投資100100
億美元億美元，，建設中國建設中國
首家外商獨資的重首家外商獨資的重
化工企業化工企業。。
最後最後，，美國企業美國企業

還準備利用最近公還準備利用最近公
佈的金融業改革佈的金融業改革。。
20182018年年44月月，，中國中國
承諾允許外國公司承諾允許外國公司
持有資產管理和證持有資產管理和證
券公司的控股權券公司的控股權
（（立即持股立即持股5151%%，，
三年內持股三年內持股 100100%%

））
。。
許許
多多
公公
司司
（（
包包
括括
摩摩
根根
大大
通通
和和
摩摩

根士丹利根士丹利））正在通過控制現有的證券合資企業來正在通過控制現有的證券合資企業來
把握這個機會把握這個機會。。這將有助於這些美國企業更好地這將有助於這些美國企業更好地
滿足中國在財富管理滿足中國在財富管理、、代理和其他服務方面日益代理和其他服務方面日益
增長的需求增長的需求。。

外商直接投資改革為當前的貿易戰指出一條外商直接投資改革為當前的貿易戰指出一條
明路明路

當然當然，，這些初步數據還不足以為中國外商直這些初步數據還不足以為中國外商直
接投資改革下定論接投資改革下定論，，這些措施也不足以解決美國這些措施也不足以解決美國
目前對市場準入缺乏互惠的擔憂目前對市場準入缺乏互惠的擔憂。。然而然而，，在當前在當前
對經濟前景預測黯淡的情況下對經濟前景預測黯淡的情況下，，我們急需聽到我們急需聽到
「「改革改革」」 和和 「「外國企業反響熱烈外國企業反響熱烈」」 諸如此類的好諸如此類的好
消息消息。。

這些舉措表明這些舉措表明，，中國明白徹底改革過時的做中國明白徹底改革過時的做
法法、、為外國企業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為外國企業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將將
最終有利於本國的長期繁榮最終有利於本國的長期繁榮。。同時同時，，我們也能從我們也能從
中看到中看到，，唯有實質的改革加上政府的支持唯有實質的改革加上政府的支持，，才能才能
讓改革在市場上發揮真正的效用讓改革在市場上發揮真正的效用，，對企業產生切對企業產生切
實的影響實的影響，，包括這些企業對中國市場長期前景的包括這些企業對中國市場長期前景的
看法看法。。

中國在改革直接投資方面所帶來的機遇中國在改革直接投資方面所帶來的機遇，，理理
應在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對話中佔據重要應在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對話中佔據重要
位置位置。。最後最後，，在中美經貿關係中持有強硬的態度在中美經貿關係中持有強硬的態度
並不是目的本身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實現共同繁榮和建設性目而是實現共同繁榮和建設性目
標的手段標的手段。。

現在正是投資中國的時候現在正是投資中國的時候，，而非撤資而非撤資
吳建民著吳建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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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和個人最佳貸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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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於亞洲錦標賽勇奪一金三

銀一銅的香港馬術隊11日凱

旋回歸，有望獲得東京奧運

入場券的何誕華亦於三項

賽團體賽項目收穫一銀，

這位30歲的男騎手表示

對取得奧運入場券感到樂

觀，不過仍有待國際馬術

聯會的最終確認，期待在

奧運會這個體壇最高舞台

展現香港馬術的實力。

港隊於首屆亞洲馬術錦標賽成績驕人，所有參
賽項目均取得獎牌，收穫一金三銀一銅，其

中林立信、鄭文傑、賴楨敏及梁巧羚更於場地障礙
賽團體賽勇奪金牌，個人取得一金兩銀的林立信認
為這面金牌別具意義：“能夠在首屆亞洲錦標賽取
得好成績特別開心，因為在亞洲舉辦的高水平馬術
比賽不多，今次賽事是與其他亞洲好手測試本身水
平的好機會，而且在團體賽與一眾認識多年的隊友
一起奪冠更是令人高興。”

香港馬術隊近年在馬會大力支持下一直進步，

雖然在亞運及亞洲錦標賽等賽事屢獲佳績，但自
2008年憑藉東道主身份出戰奧運後，港隊始終未能
再次踏足這個體壇最高舞台；不過明年東京奧運將
可能再有香港騎手的身影，30歲的何誕華目前於三
項賽個人項目東南亞及大洋洲排名穩佔前二，只要
保持排名即極有可能殺入明年的東京奧運，何誕華
表示國際馬術聯會將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公佈結果，
他對取得奧運入場券感到樂觀，並已為奧運作好備
戰計劃：“2008年看到林立信他們穿着港隊戰衣出
戰奧運深受感動，很想在奧運賽場為港爭光，因此

為出戰東京奧運一直努力，在歐洲馬不停蹄出戰高
水平賽事，很高興自己的努力獲得回報。”

望亞洲多辦高水平賽事
何誕華稍事休息後星期日就會回到英國繼續訓

練，他希望今屆亞錦賽可成為未來有更多高水平賽
事於亞洲舉辦的契機：“目前亞洲沒有四星級別
的賽事，香港騎手要爭取高排名必須遠赴歐
洲，希望未來亞洲有更多高水平賽事舉行，相
信有利香港培養出更多高水平馬術騎手。”

何誕華何誕華有信心戰奧運有信心戰奧運
香 港 馬 術 隊 凱 旋

■何誕華（右二）對取得奧運入場券感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林立信對於林立信對於

團體賽奪冠特團體賽奪冠特
別高興別高興。。

■■林立信林立信、、賴楨賴楨
敏敏、、梁巧羚及鄭文梁巧羚及鄭文
傑勇奪場地障礙賽傑勇奪場地障礙賽
團體賽金牌團體賽金牌。。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攝攝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
日前宣佈，將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上訴中國游泳運動員孫楊和國際
泳聯案的聽證會裁決推遲至2020
年1月中旬之後。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在一份媒
體聲明中表示，各方目前正在準
備議定的仲裁書面筆錄，其中包
括孫楊在聽證會上證詞的完整翻
譯內容。仲裁庭正在評議案件並
準備仲裁裁決，預計在2020年1
月中旬之前不會作出裁決。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於11月
15日在瑞士蒙特勒舉行公開聽證
會，並應孫楊方面要求以對公眾
公開的形式舉行。當天，除約
200名媒體代表和公眾在現場旁
聽外，聽證會還通過網絡向全球
進行了直播。但由於對孫楊及其
證人證詞的翻譯不到位，法庭辯
論過程開展得並不順利。雙方律
師為讓翻譯和證人完全明白問題
而多次重複提問，甚至因翻譯不
準確而直接打斷證人發言以避免
誤解。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在日前的
聲明中強調，雖然仲裁庭允許當
事方使用非英語語言陳詞，但仲
裁庭出於獨立性和中立性原則，
不能參與聘請外部口譯人員；需
要翻譯的一方應自行聘請譯員並
承擔費用。 ■新華社

憾負韓國港足發展令人期待

■■港足隊長黃洋港足隊長黃洋
（（66號號））快韓國的快韓國的
金 甫 炅 一 步 解金 甫 炅 一 步 解
圍圍。。 路透社路透社

■■港隊門將葉鴻輝港隊門將葉鴻輝（（綠衫綠衫））出迎時出迎時
和韓國的金承大相撞和韓國的金承大相撞。。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亞足球錦
標賽香港足球代表隊首戰憾負！相隔9年再次
晉身東亞足球錦標賽決賽周，首戰面對東道
主韓國的港足表現絕不失禮，雖然力戰下最
終仍以0：2不敵對手，不過球隊無論防守及
反擊均有明顯進步，未來發展令人期待。
港隊近年起用大量入籍球員，不過主帥麥

柏倫今場面對韓國卻以“土炮”為骨幹，正
選十一人僅中堅艾里奧一名入籍兵。雖然欠
缺身體質素佔優的入籍球員坐鎮，但一眾本
地兵今場仍顯示出足以支撐球隊的能力，上
半場更有兩次漂亮的反擊機會，可惜夏志明
未能把握；韓國面對嚴密的港隊防守一度陷

於“老鼠拉龜”，直至完半場前才藉一次罰
球機會由黃仁範一射破網打破僵局。
換邊後港隊一直努力尋找反擊機會，可惜

未能製造射門機會，其後體力下降更被韓國
羅相浩藉角球機會頂入而落後兩球，最終港
足首戰以0：2不敵韓國，下場將於12月14日
迎戰日本。
主帥麥柏倫賽後則表示：“以往對韓國我

們可能都會大敗一場，而今場我們雖然只輸
兩球，但我仍然感到失望，因為球隊的目標
是至少取得一場和局；今場兩個失球均是可
以避免的，不過我們已經盡力，球員們亦顯
示出鬥志和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2019匯豐
世界羽聯巡迴賽總決賽11日在廣州正式開拍，首日比
賽中，率先出場的國家隊混雙組合王懿律/黃東萍，乾
淨利落地2：0戰勝對手取得開門紅。中國隊唯一的男單
參賽選手諶龍，則苦戰70分鐘戰勝丹麥名將安賽龍。

世界羽聯巡迴賽總決賽的參賽陣容由今年5個單項
的世錦賽冠軍及各單項巡迴賽積分排名前八位的選手構
成，中國隊共有13名選手獲得參賽資格，男單、男雙
僅諶龍、李俊慧/劉雨辰獲得資格，女單、女雙和混雙
均獲得兩個席位。總決賽先進行分組單循環賽，5個單
項均各分成兩個小組，分組前兩名進入準決賽。

首日比賽，混雙組合王懿律/黃東萍在國羽中率先
出場。首局他們以21：11拿下對手，次局又以21：14
再下一城。

諶龍作為本屆總決賽唯一獲得男單資格的國羽選
手，分組賽首戰遇到丹麥名將安賽龍。此前諶龍與安賽
龍曾經交手17次，諶龍13勝4負佔據上風，今年兩人4
次碰面各贏2次。首局比賽諶龍手感良好，以21：17先
下一局。第二局，安賽龍明顯加強了進攻，以21：11
大比分獲勝。關鍵第三局，雙方打得比較膠着，前半段
諶龍失誤較多，但下半節通過抑制對手進攻，並以21：
17取得第三局勝利。

世羽年終賽開拍 國羽全線衝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2019年國
際乒聯職業巡迴賽總決賽抽籤儀式11日在河南鄭州舉
行。中國香港組合黃鎮廷/杜凱琹進入上半區，首戰
對手是斯洛伐克組合皮斯特耶/巴拉佐娃。

女單頭號種子孫穎莎代表中國女隊參加了抽籤儀
式，她在獲得1號位後，幫助隊友們進行了抽籤。在
女單首場比賽中，將進行三場國乒內戰，朱雨玲首場
比賽將對陣王曼昱，孫穎莎把隊友何卓佳抽為自己的
首場對手，陳夢首輪將對陣錢天一。

首輪還將進行兩場“中日對戰”，王藝迪首場對
陣平野美宇，石川佳純的母親幫助女兒抽籤，她首場
將直接與劉詩雯進行對話。鄭怡靜首輪對陣伊藤美
誠，獨守4/4區的丁寧首輪將對陣佐藤瞳。

男單籤位中，許昕與張本智和同區，他還把隊友
趙子豪抽為自己的首場對手。樊振東首場將對陣波
爾，梁靖崑首場迎戰黃鎮廷，馬龍對陣鄭榮植，林高
遠將首場迎戰奧恰洛夫。

混雙方面，今年總決賽闖入四強的混雙組合將直
接晉級明年的東京奧運會。中國香港組合黃鎮廷/杜
凱琹進入上半區，首戰對手是斯洛伐克組合皮斯特
耶/巴拉佐娃。

“昕雯”組合進入下半區，首戰對手是韓國組合
趙大成/申裕斌。這對年輕的韓國組合在今年的混雙
賽場颳起一陣“青春風暴”，捷克公開賽中他們戰勝
水谷隼/伊藤美誠，首奪公開賽混雙冠軍。雖然趙大
成/申裕斌衝擊力十足，但無論在經驗還是技戰術能

力上，許昕/劉詩雯都更勝一籌，晉級四強難度不
大。本次比賽“三線作戰”的許昕也表示，“其他項
目也會盡力去拚，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混雙。”

男雙方面，中國組合梁靖崑/林高遠和樊振東/許
昕一同進入下半區，或許將在準決賽相遇。

女雙方面，國乒獨苗孫穎莎/王曼昱進入上半
區，首戰中國香港組合吳穎嵐/蘇慧音。

國際乒聯總決賽完成抽籤

■諶龍在比賽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抽籤儀式於抽籤儀式於1111日舉行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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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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期：追憶畢業時的年少輕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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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2019 -12/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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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Dec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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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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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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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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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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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2019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體育報導 (直播) 城市一加一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36~41集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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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1~2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加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36~4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1~2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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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Friday, December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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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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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Friday, December 13, 2019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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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
特惠產品

買3送1
限時限量

花旗參片 #0126ＭＭ花旗參粉 #1174 花旗參丸 #1001

>>> 請洽全美
超市及參茸行

＊全球花旗參第一品牌＊＊全球花旗參第一品牌＊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百佳超級市場 (糖城分店) 832-856-8808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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