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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六十天內買掉！

買房賣房請找王飛雪!

Fay Wang 王飛雪
832-858-4838
專精糖城﹑醫學中心﹑Katy﹑米城﹑Pear Land﹑Memorial及中國城新舊房產買賣出租

住宅、商業、投資、承租、地產管理 好區新屋介紹 保證價格優惠

1.中國城06年建高檔公寓，3房2衛，約1500呎，豪華裝修，步行中國城，有安全大門，僅售$179,000
2.糖城，Clements 高中，精裝木地板，3房2浴，售價$165,000.（紅字option pending)
3.高檔商住兩用三層商業樓，最佳投資，近中國城，共約5000英呎，僅售價$570,000
4.糖城，New Territory, Austin 高中，1 層全磚，4房2.5浴，售價250,000.
5.糖城New Territory，豪華獨立房，游泳池，精裝修，木地板等，Austin高中，售價$549,000
6.KATY，Cinco Ranch 高中,好區，2層全磚，4房2.5浴，2010尺,僅售$189,000
7.糖城好區，一層全磚，4房2.5浴，03 年建，最佳自住房，售價$229,000
8.Richmond 近WestTollway，約3300尺，2層，全磚，06年建，售價$249,000
9.糖城Avalon，Clement高中，私人泳池，3個車位，4-5房3.5浴，售價$439,000
10.Katy, 2層，06年建，2400尺，4房2.5浴，大院，地稅低，售價$192,400

faywang2008@gmail.com 提供全套快速貸款服務，保證最低利率

Heritage

全美銷量第一 最佳地產管理公司

榮譽地產經紀榮譽地產經紀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投資 // 自住自住 // 商業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鑒定、收購、委托拍賣
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36-2265， 832-251-6666

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
Houston Antique Auction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

2015年5月21日
下午6時

舉行拍賣會｛ ｝
“著名收藏家珍藏多年的
高級古董拍賣，機會難得！”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傳真：(713) 271-2288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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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服務休斯頓22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9889 Bellaire Blvd, C#329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981-6823

˙專門的按摩服、浴衣、拖鞋
˙美容部 ˙精油推拿、中藥泡腳

www.easternfootspa.com

東方足道東方足道
足療20元/小時，免費桑拿
買100元Gift card可作6次足底按摩

敦煌廣場二樓

USA Champion Property Inc.USA Champion Property Inc.USA Champion Property Inc.
冠軍地產投資公司冠軍地產投資公司

Richard Qi
你想開一家屬於自己的診所/餐廳/美容院-Massage店嗎？本公司聯手協作Silvestri Inv/
HEB/Droger等多家大型地產開發商，利用熱銷旺鋪重推出從顧問，租賃談判，圖紙設計，

項目合作，以及協助貸款融資等一條龍特別優惠服務，望各位有識之士廣為利用。

新張大放送新張大放送，，把握自主創業良機把握自主創業良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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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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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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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Katy全新屋特賣，好價格，好學區，最後幾棟抓住時機。
˙中國城套間辦公室出租，水，電，網全包，地點風水佳，價格最優。

免費
咨詢

6100 Corporate Dr #315. 中國城福祿大廈 熱線：832-860-1133 E-mail:Richard.qi@live.com

糖尿病鞋&鞋墊&襪子
開工防滑鞋
功能健康鞋

特別舒服旅遊鞋
醫用腳弓鞋

足康寧足康寧

地址：9896 -H1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電話：713-270-0600

憑此廣告買鞋
可得10%OFF

◆經驗豐富的足科醫生潘先樣看診，
所有鞋子經過潘醫生認可。

◆潘醫生為您專業打模定制醫用鞋墊，
健康舒適生活，從腳開始！

◆不管您的腳多寬、多痛、多畸形，
都可以在足康寧買到舒服的鞋子！

Foot PrincipleFoot Principle

下梁不正 上梁歪

背痛

膝蓋痛

腳跟痛

腿痛

看美南新聞廣告

來者另有

$300折扣

Sterling McCall

休士頓最大，品種服務最全的
ACURA車行，新舊車買賣，
貸款，汽車維修一條龍服務。

吳佳傑
Max Wu

832-929-7726
QQ: 987676004

Wechat: Maxwu9

地址：10455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mwu@sterlingmccallacura.com

富士日式料理
地址：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溫馨浪漫（14-16人）榻榻米包房, 可容納10-150人商務Party包房

新張優惠 提及此廣告20%OFF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電話：281-240-8388
www.fuzii.com

（happy Hour Menu除外，只限堂食）

7天特價午餐 9元起 7天Happy Hour 3PM-7PM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hot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聯禾地產UNITEDUNITED

3房 2浴,學區好, 交通方便,
挑高頂,全新裝修(全部到位,即
可遷入), 雅緻精巧, 一定喜歡.
價位好,難得機會, 先到先得.

僅售23.98萬
2200呎，走路到醫療中心，
新裝修木地板，挑高大廳，
寧靜安全，物超所值，
潛力大，投資自住皆宜。

僅售57.58萬起
醫療中心醫療中心

精心打造舊房換新貌

透析市場投資高回報

嚴選房客安心好收租

賣房賣房
買房買房
管房管房

房屋投資買賣、歡迎親臨免費諮詢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二樓 www. josielin.com
資深經紀★團隊服務

Josie LinJosie Lin
林承靜

832-618-5898
jlteam98@gmail.cm

歡迎有志同仁加入 共創房市榮景

糖城糖城 新上市新上市

本週精選

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中美旅遊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CAJ Travel Tel：832-643-3518 Annie Jiang
簽證 中國探親、旅遊、商務十年多次簽證

（服務費僅$30元)
機票 各大航空公司機票預訂(UA/AA/CA/BR)

（國航直飛北京及其他城市 $730起）
旅遊 北京、上海江南黃山千島湖、張家界、
九寨溝、雲南昆明、西安、桂林...回國順道遊

（江南遊$49免費送）
美加東、美西、黃石公園、加拿大洛磯山脈、
歐洲、夏威夷、邁阿密等（買二送一或送二）

7001 Corporat Dr.#212(美南銀行後面) Houston TX 77036
Email: CAJtravel@yahoo.com 十年專業經驗,誠信可靠

廠家直營店廠家直營店

Kawai Piano Gallery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地址：3814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77098

KAWAIKAWAI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MOVING SALEMOVING SALE
44月月 2323日開始日開始，，機會難得機會難得！！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

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
朱碧君

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KW休斯頓房產經紀人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投資 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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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廣告天地

The divers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rises members of more than 30 ethnic groups who speak 
more than 300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Port of Houston Authority hails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 in celebration of a vibrant, varied  
and growing community of Americans.

Port of Houston Authority
713.670.2400   |   www.portof houston.com

moving the world
and driving regional prosperity

2487-PHA-VOA-AHM.indd   1 5/4/15   9:29 AM

(本報訊)美國氣像局氣候預報中心昨天發布其每月一次的
報告，它說， 「聖嬰現象」將使太平洋海面溫度升高，有九成
機率延續到夏天結束，在今年四月，該中心預測說是有七成機
率，如今增加兩成機率。

美國氣像局氣候預測中心在每月報告中說，聖嬰現象有九
成機率持續整個夏天，有八成機率持續到年底。而且，它預
測 「聖嬰現象」甚至會延續到今年年底，機率為百分之80。

日本氣像專家說， 「聖嬰現象」會持續到秋天。澳洲本周
也提出警告，氣候情況要特別注意。

「聖嬰現象」通常為亞洲和東非帶來極端高溫，為南美帶
來洪水。上一次 「聖嬰現象」是在2009-2010年出現，造成
糖、可可（cocoa）和小麥歉收，使這些糧食價格飆漲。

設在馬裏蘭州的 「MDA 天候服務中心」氣像專家奇尼
（Don Keeney）稱， 「『聖嬰現象』肯定會到來，它將延續
數個月時間，將使農產品市場不穩定。」

美國氣像局氣候預報中心昨天發布報告之後，可可的期貨
價格便告上揚，因為可可主要生產地區的西非，將遭遇乾旱
天氣。

這項報告指出， 「聖嬰現象」影響赤道太平洋海域，造成
熱帶大氣影響。它承認目前還不知道 「聖嬰現象」的真正強度
有多大。

不過， 「聖嬰現象」將會減少在六月至十一月颶風季節，
颶風侵襲的機會。

美警告聖嬰現象 糧價恐飆漲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道）在美國經濟數據疲弱和削減鑽井平台速度減緩下，

投資人對全球供應過剩持續感到憂心，美國油價昨天連3天下跌。
紐約市場西德州中級原油的6月期貨價格下跌19美分，收在每桶

59.69美元。
倫敦市場北海布倫特原油的7月期貨價格上漲11美分，收在每桶

66.59美元。

憂供應過剩憂供應過剩 美國原油價跌美國原油價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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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Restaurant Equipment & Supplies ww.jks-tx.com
Over 25000 sq. ft.

餐具公司餐具公司JKS HoustonJKS Houston
批發零售

展廳展廳﹑﹑倉庫倉庫﹑﹑現貨供應現貨供應

中西式爐頭中西式爐頭﹑﹑油爐油爐﹑﹑
焗爐焗爐﹑﹑扒爐扒爐﹑﹑雪櫃雪櫃﹑﹑冷凍庫冷凍庫﹑﹑

製冰機製冰機﹑﹑洗滌洗滌SinksSinks﹑﹑
中西廚具中西廚具﹑﹑器皿器皿﹑﹑水喉水喉﹑﹑

PartsParts﹑﹑工工作鞋作鞋

經銷名廠

137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Tel: 281-403-5500
Fax:281-403-5502

Bellaire Down
TownW

ilcrest
M

urphy
R

d.

Sugar
Land

8

59

90

Cash Rd.

★

二十年安裝經驗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10

290
Genard Rd.

Be
ltw
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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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
an
i

Ge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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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顏色﹑種類多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rownflooringtx.com
※價優品優﹑服務好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12mm Laminate (限特定顏色） $0.90/sf & up

邊條Q-Round (限特定顏色） $1.50/pc & up

邊條T-Mold/Reducer(限特定顏色） $4.50/pc & up

邊條Stair nosing(限特定顏色） $6.50/pc & up

有大量馬賽克﹐石材﹐地毯及其他材料

搬遷新址，特價酬賓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又福地板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Gessner）Houston TX 77063

www.yulfgroup.comwww.yulfgroup.com
TelTel：：281281--501501--83308330 OrOr 832832--978978--64406440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2015年夏季6月到8月出发清凉价，

休斯敦前往中国, 提前预订

 经济舱$1453含税起,  商务舱$4623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和国航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www.airchina.us

促销最低价有14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5月20日前出票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招聘：銷售員、倉庫管理員（懂
開叉車者優先），待遇面談。








AA1414 AA33要聞速讀2廣告天地

不收Credit Card

SaraLee老師傳授

最 Smart的塑身秘訣！

脂肪燃燒療法

最少讓您輕盈 10 磅～20 磅

SaraLee小姐本身就是最佳的廣告

青春嬌嫩，倍添神采！

由
國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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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美
容
權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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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換膚”方法五花八門，錯誤選擇，
“美容”變“毀容”例子滿目皆是。

“SaraLee肌膚再生法”在過去的十多

年當中，以精湛安全技術，配合醫學界

皮膚科專家的指導，已為無數顧客換回
一張張白嫩的面容，更深受名媛淑女及
演藝界朋友的喜愛

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令您的皮膚

黑斑、雀斑、肝斑、壽斑，立即淡化白凈

黑頭、酒米、粉刺、暗瘡，立即平滑乾凈

乾紋、皺紋、笑紋、死皮，立即回復青春

毛孔粗大、粗糙、暗晦，立即光滑細緻

只需壹個療程
最少可令您的皮膚
有80%以上的
問題消失

標誌信心

SaraLee國際美容學院




新新

世世紀紀美美容容技技藝藝大大突突破破

王朝商場二樓(DYNASTY PLAZA
熱線電話：713-995-0199
I.C.K, Inc.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216A
Houston, Texas 77036

誰不想擁有一張白嫩白嫩的面容面容
誰不想擁有一副健美健美的身材身材

SaraLee讓您美夢成真

最新推出最新推出

歡迎垂詢 無論做臉或減肥
都需事先預約

徐建勛

三十年商業訴訟經驗
德州及最高法院執照

徐建勛 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華東政法學院碩士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公司成立、合伙協議
◇商務合同、生意買賣
◇商標版權、專利申請

◇商業訴訟、跨國追索
◇民事糾紛、出庭辦案
◇勞資糾紛、雇用歧視

商 務
訴 訟

◇各類離婚、監護案件
◇遺囑信托及財務安排

◇婚姻財產協議及訴訟
◇小孩哺育費追索償還

婚 姻
家 庭

移 民 ◇投資移民EB-5計劃
◇特殊人才綠卡申請

◇B-1 / B-2延長及轉身份
◇H / L / E簽證及綠卡申請

肖沃特 律師**

D. Showalter

喬遷新址

國際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E-Mail:shu_xj@msn.com http://www.jamesxu.com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of Counsel)

* **Licensed to Practice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Licensed to practice in all Texas Cousts. Not Certified by TX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Alfred Valdez
律 師

林 志 豪
律 師

Andrew Whang
律 師

(of Counsel)
Manal Tellawi

律 師

LIN & VALDEZ L.L.P林志豪林志豪林志豪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Tel: (713) 339-4200
Fax:(713) 339-4299

☆跨國公司成立﹐併購﹐調查﹐文件審閱
☆L-1 跨國公司經理及專業人才身份證及綠卡
☆投資移民（直投及區域中心）規劃及申請
☆EB-5審慎評估﹐風險調查﹐投資審查
☆E-2投資簽證（臺灣﹑加拿大﹑新加坡適用）
☆H-1B工作簽證﹐PERM勞工證申請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

網址: linlawfirmusa.com; 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移民辯護及其他

車禍及醫事法律部

遺產規劃與信托 家庭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生前信托﹐成人監護權申請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收養﹐監護﹐改名
☆兒童撫養費

☆政治避難面談﹐上庭﹐移民法庭辯護﹐遞解程序
☆移民上訴﹐交保釋放﹐案件重開﹐翻案申請
☆212﹐601及各種境內﹐境外﹐及法庭豁免申請
☆移民犯罪﹐非法居留﹐取消遞解出境
☆17年經驗﹐數百成功案件

☆車禍﹐工傷﹐人身傷害﹐醫療疏失﹐用藥錯誤
☆藥物以及醫療用品產品責任追償
☆醫療研究與專業的國家利益豁免（NIW)與傑出人才的申請

特別介紹部門主任：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臺灣律師執照，畢業於陽明醫學

院，24年的資深內科與家庭醫師資曆，臺灣及中國醫師執照。臺灣明德醫院副院長，
前臺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醫事法權威。臺灣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以及法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
歡迎臺灣醫事法權威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加入本所為廣大僑民服務。
黃醫師在臺灣有超過2，000件董事法代理案件的經驗與記錄。將以他專業的醫療
及法律眼光，協助本所律師辦理及辦認傷害與責任，為客戶尋求最高的賠償。辦理
案件包括：

09/09/14 L-1申請批准
09/04/14 L-1申請批准
08/22/14 L-1申請批准
08/06/14 L-1申請批准
07/30/14 L-1申請綠卡批准
07/16/14 L-1申請批准
06/09/14 L-1申請批准
05/27/14 L-1申請批准
05/21/14 L-1申請批准
03/28/14 B-1跳過L-1EB-1C綠卡批准

03/04/14 L-1申請批准
12/16/14 L-1申請批准
11/18/14 L-1申請綠卡批准
11/04/14 傑出商業人才綠卡批准
10/04/14 L-1申請批准
10/04/14 另一L-1申請批准
09/11/13 L-1申請批准
09/05/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8/23/13 L-1申請批准
08/12/13 L-1申請批准

07/19/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7/01/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5/23/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5/20/13 L-1申請批准
04/22/13 L-1申請綠卡批准
03/29/13 L-1申請批准
02/13/13 L-1申請批准
12/10/12 L-1申請批准
12/03/12 L-1申請批准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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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警方介紹本公寓是華人居住區治安紀錄最好的公寓

一個月免費
一個月免費

簽十三個月合同

簽十三個月合同

請洽市場經理：陳大任（Daniel Chan）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總公司：5850 PARKFRONT DR. HOUSOT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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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共有十六個不同地區的公寓
就在華人中心半哩內有三個公寓

華人服務合心意華人服務合心意
安全居住兩相宜安全居住兩相宜

電子監控與巡邏電子監控與巡邏
交通辦事很容易交通辦事很容易

電 話：
713-772-6247

˙國家利益豁免(NIW)
˙傑出人才綠卡(EB-1)
˙投資移民(EB-5)
˙勞工證(PERM)
˙跨國公司主管/

經理簽證(EB-1C)
˙工作簽證H-1B及L-1
˙親屬移民/

其它非移民簽證
˙商法及併購法鮑菲

移民˙綠卡˙簽證
˙十九年傑出服務品質保證

˙21位資深美國執照律師 ˙數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戶管理系統 ˙客戶遍布全美

˙休斯頓/矽谷/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奧斯汀/西雅圖七地辦公

如果您正考慮申請綠卡，
請將簡歷發到info@hooyou.com

免費停車網址: www.hooyou.com本地電話: 713-771-8433

張哲瑞
德州執照律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北京大學物理碩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Victor Bush
德州執照律師

休斯頓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周健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威斯康星大學法學博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徐忠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弗吉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復旦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Bennett
Wisniewski
夏威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夏威夷大學法學博士

Alex Park
加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斯坦福大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Lynn Greening
德州執照律師

凱斯西儲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張建華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業律師

芝加哥肯特法學院
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Andrew J.
McCusker
紐約州執照律師

緬因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Daniela Grosz
德州執照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John Lee
紐約州執照律師

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州
執照律師

新西蘭執照律師
美國托羅學院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鮑菲
紐約州執照律師

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
法律博士

印第安納大學法學碩士

谷歐文
新澤西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聖約翰大學法學博士

Ophelia
Enamorado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路易斯安那州執照律師
密歇根大學法律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汪亞洲
紐約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律碩士
上海交通大法律學士
塔爾薩大學法律博士

Kristin Whitaker
俄亥俄州執照律師
前美國移民局行政

上訴辦公室移民官，
培訓主任，資深律師

北肯塔基大學法學博士

Jung Wook Choi
法學律師
法律顧問

田納西州執照律師

Amanda
Schackart

法學博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Israel Saenz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Gabriel
Griesbaum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Houston* New York* Chicago* Austin* Los Angeles* Silicon Valley* Seattle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info@hooyou.com 傳真：713-771-8368

聯合律師事務所
Zhang and Associates,P.C.張哲瑞張哲瑞

移民局上訴辦公室前移民官Kristin Whitaker 律師加盟本所

綠卡申請 免費 評估

Robert K.
Feldman

科羅拉多州執照律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威斯康星州執照律師
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博士

精辦

Tel: (713)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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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無 抵 押 個 人
商 業 貸 款

便
捷
·快

速
·安

全

·基於月收入貸款，不動產貸款，客
帳融通貸款，硬錢貸款，風險資本，
以及更多...

·48小時內即可批準

·貸款金額從$2500到$10Million

·不需要信用分數
Ray MaRay Ma 馬銳馬銳brokerbroker網址：www.thebelmontfg.com
rma@thebelmontfg.comrma@thebelmontfg.com

公司公司：：832832--482482--46264626 手机手机：：312312--560560--77987798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1. 旺中餐館出售，旺地，好生意。
2. Motel. 28間房小區旅館，生意好，僅售28萬，近城中心Downtown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7萬多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美南科技大樓美南科技大樓
演講演講//展覽展覽//生日生日//婚禮婚禮//週年慶週年慶//舞會舞會//表演表演

場地預定專線場地預定專線：：
281281--498498--43104310 AngelaAngela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金價漲金價漲 FedFed升息恐推遲升息恐推遲調查：美國人即使年收入7.5萬美元 也難保退休無虞

【綜合報道】5月14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和海灣
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六國的代表在美國戴維營舉
行了為期一天的會談，就伊朗核問題、地區安全合作
、反恐、海洋安全、網絡安全以及彈道導彈防御等問
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說，美國
和海合會六國同意加強安全合作。盡管歐巴馬在會後
的新聞發布會上宣稱，此次峰會確定了美國同海灣國
家“牢不可破的安全合作”，但種種跡像表明，美國
同海灣國家的關系“已不再那麼鐵”，彼此間的嫌隙
並未消除。

此次峰會首要議題是伊朗核問題。目前，關於伊
朗核問題的談判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由於美國和伊
朗接近達成協議，糾纏了多年的“核爭議”有可能在
6月30日最後期限前得出一張“明白的路線圖”。海
合會成員國因為毗鄰伊朗，又一向同伊朗不和，對美
國同伊朗達成協議深表擔憂。

阿拉伯媒體分析認為，海灣國家對美國無視伊朗
支持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伊
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也門胡塞武裝等十分不滿
，要求美國向海灣國家提供安全擔保，並對未來美國
與海灣國家關系定位做出決斷。而歐巴馬既沒有說服
海灣國家相信美國同伊朗走近不會使地區力量失衡，

也沒有滿足它們的安全要求。這次沙特、巴林、阿聯
酋和阿曼4個海灣國家的元首缺席戴維營峰會，實際
上是對美國調整中東政策的“一種抵制和抗議”。

在峰會上，美國承諾同海灣國家一道“威懾和應
對任何針對海灣國家領土完整的外來威脅”。美國將
同海灣國家在軍事上進行“廣泛的合作”。雙方還就
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敘利亞局勢以及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衝突進行了交流。但埃及《黎明報》刊文
說，海灣國家對歐巴馬政府所做任何承諾已喪失信心
。

分析人士認為，“歐巴馬總統是在走鋼絲”，因
為美國對海灣國家的援助，既不能像對日本和韓國那
樣提供安全保護，也不能像北約成員國那樣有求必應
，只能提供更多的軍事裝備和訓練。海灣國家雖然對
歐巴馬的許諾表示歡迎，但也有疑慮。

埃及獨立媒體“伊萊夫”新聞網援引沙特學者沙
特·沙赫利的觀點稱，海灣國家難以相信伊朗的誠意
，擔心伊朗擁有核武器對這一地區構成威脅。盡管如
此，戴維營峰會再次強調了美國與海灣國家之間戰略
合作的重要性。海灣國家在政治與軍事上正在加強聯
合，變得越來越獨立，美國需要與此相適應。

（綜合報導）根據 SunTrust Banks Inc 的線上調
查發現，44%年薪超過7.5萬美元的美國人表示，他
們把儲蓄不經意花在生活開銷上。

根據人口普查局資料顯示，即使這些受訪者的收
入已是全美年收入中位數5萬美元的1.5倍，三分之
一的人仍舊表示變成月光族的情況更是稀鬆平常。

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說，沒有嚴格的理財紀律，是
讓他們無法存到錢的主要原因之一。儘管如此，53%
年紀約35至44歲之間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相信他們
對於未來退休生活的儲蓄是足夠的。然而，年齡約45
至54歲的受訪者則只有37%認為他們現在的儲蓄速度
能讓將來的退休生活無虞。

多數大眾的儲蓄都不足以應付退休生活已是不爭
的事實。SunTrust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財富管
理人員 Joe Sicchitano 說，美國稅法制度彌補這嚴重
的問題，人民可以透過追加條款來準備自己的退休生
活。

2015年，超過50歲的人將可額外貢獻給401(k)退

休福利計畫約6000美元，而最多可以貢獻2.4萬美元
。如果有個人退休金帳戶(IRA)，則額外貢獻金額為
1000美元，最大貢獻金額可為6500美元。

Sicchitano 說，美國稅法制度讓人民可以延遲享
受並且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這追加條款(catch-up
provisions)額外增加存入自己 401(k) 退休福利計畫、
Roth IRAs 以及 regular IRAs 等帳戶的金額。但如果
沒有額外資金可以存入，相對來說就無法從此條款中
受惠。

也就是說，我們的錢在存入退休福利計畫帳戶之
前，就莫名其妙消失。68%的受訪者說，太喜歡在外
面餐廳消費就吃掉他們存款的最大元兇。而18至34
歲的受訪者中，更有70%表示同意。

Sicchitano 說，如果我們安排退休生活的目標明
確，那就要告訴自己，要減少花費。如果人們能越重
視將來的退休生活，那麼他們就能在此時此刻越有計
畫地安排他們的財富。並且在外用餐時，想要點一瓶
紅酒前，可能要多為退休生活三思而後行。

美大學生心理危機美大學生心理危機 校園自殺案件增加校園自殺案件增加

（綜合報導）彭博報導，紐約金價
創下 1 月中旬以來最大周線漲幅，美國
消費者信心意外下降，助燃美國聯邦準
備理事會（Fed）將等更久才會升息的預
期。

成長跌跌撞撞讓美元上月的鋒芒不
再，黃金作為替代投資工具魅力頓增。
彭博訪查經濟家指出，聯準會官員下月
集會時，料將下修經濟成長預測值。

美國 5 月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
數跌幅創2012年12月來之最，初值由4
月的95.9降至88.6，是去年10月以來最
低，並落後彭博訪查68名經濟家的最低
估值。

芝加哥RJO期貨（RJO Brien & As-
sociates）資深商品策略師史崔柏（Phil
Streible）接受電訪指出： 「至少可以說
，消費者信心數據令人非常失望。類似

這樣的數據讓更多投資人對於聯準會何
時升息感到焦躁不安。」

美國成長降溫有利金價走勢，因經
濟呈現動盪之際，投資人大多轉戰黃金
避險。

成長前景疲弱可能促使聯準會推遲
緊縮，通膨升溫的機率為之大增，而高
利率也損及黃金投資魅力，因黃金並未
像債券等資產配息。

紐約6月金價每盎斯收1225.30美元
，漲幅不及0.1%，全周計漲2.9%，漲幅
創下1月16日來之最。

紐約 7 月期銅每磅收 2.9245 美元，
漲幅也不到0.1%。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3個月期銅
收漲0.2%，每噸報6415美元，相當每磅
2.91美元。

歐巴馬出席海灣歐巴馬出席海灣66國峰會國峰會 44國家元首缺席國家元首缺席

（綜合報導）一項最新報告指出，美國大學生相對而言，比
過去任何時期都更為沮喪和焦慮。不少大學生都跑到學校的顧問
中心尋求協助，但因為人數太多，往往要排期等候長達數周時間
。各大學都想對學生的要求，及時作出回應，但是學校能力已不
能解決這項危機。

JED基金會醫療主任，亦是前前紐約大學學生顧問醫療主任
的維克多. 施瓦茲（Victor Schwartz）說， 「我們知道許多大學都
增加職員和經費，用來因應這方面的需求，但是學生遭遇問題的

人數大幅增加，學校增加人手與經費趕不上
需求的增速，顯然的學生對精神方面的諮商
需求強烈。」

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麼因素使校園中，增
加這種沮喪和不安的情緒。現在的學生都能在遭遇問題時，尋求
專家協助，而不是自己悶在心裏，使問題更加惡化。 「兒童心理
研究機構」（Child Mind Institute）的兒童心理醫師艾利森. 貝克
（Allison Baker）也認為，更多年輕人接受兒童心理治療。但是
，有些大學的顧問中心顯然設備不足，無法因應學生複雜的心理
問題之要求。

但是，在這個現象也有社會與文化因素影響年輕學生。 「紐
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尼（Frank Bruni），他是 「你去那裏，並

不代表你就能夠成為那裏的一份子: 對狂熱就讀大學之良方」一
書的作者。他說，大學當局普遍對今天的學生看作是 「脆弱的」
（fragile）。這使今天不少大學生無法面對不如意或挫折，有人
怪罪過度熱心的家長，他們過度參與大學生所有事務，使大學生
本身失去了解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大學校園裏發生不少學生因為精神疾病而自殺的事件，這些
不幸事件偶有所聞，應該設法防止。

創立JEF基金會的唐娜. 薩托（Donna Satow），是在她兒子
於1998年自殺之后，成立這個基金會。她強調， 「自殺是可以
預防的，精神疾病是可以醫治的。」她希望傳達這個正面的訊息
，減少大學生因為精神疾病奪走自己的生命。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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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科技資訊

王子先會計師事務所

Tel: (713)772-9600 Fax: (713)773-9600
10310 Westpark Drive, Houston,TX 77042

二十餘年經驗為您做：

tax@wangcpa.com

★商務諮詢 ★公司成立 ★制度建立

★貸款申請 ★執照申請 ★酒牌領取

★帳務處理 ★稅務申報 ★稅局查帳

★財務計劃 ★退休計劃 ★遺產計劃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群
智
貸
款

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

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3030種種款式款式，，任您選擇任您選擇
88種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睡得平安，，健康健康，，長壽長壽

木板床

類 別 TWIN / 件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經濟床 85 109 139 179

★好睡床 159 209 249 309

★經濟硬床 189 229 269 370

中國城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6121HillcroftH
illcroft

★床墊世界床墊世界

US
59

↑↑ Gulfto
n St.

北
七天營業

席夢思

二十多年老店MATTRESS WORLD

床墊世界

工廠直銷、批發

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物美價廉。

10:30am-7:00pm

工廠直營工廠直營，，全新床墊全新床墊，，
歡迎貨比貨歡迎貨比貨，，價比價價比價。。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商場內）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20080﹐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297,900 ﹒

☆Townehome出租﹐西南區﹐Richmond附近/Eldridge﹐2房2浴﹐＋遊戲間﹐租＄925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56,000﹒

☆華麗房出售, 西北區249/cypresswood,4房3.5浴,3,500呎豪華裝修,售$220,0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200

主日聚會時間：
上午 9：30 中、英文主日學
上午 10：30 中英文崇拜，兒童主日學
中午 12：00 午餐交誼
下午 1：00 英文ESL班
晚上 6：30 家庭小組聚會

(713) 461-9868, (281) 796-6388
羅葦園 牧師 REV. WAYNE LO

歡迎您來參加聚會

1055 Bingle Rd.
Houston, TX 77055救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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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2600呎Climents High﹑小學﹑初中頂尖學區靚宅﹐4/2.5/2.全新廚房﹐全新衛浴裝修﹐木地板﹐帶泳池廣闊綠地景觀﹐近圖書館﹑郵局,
First Colony Mall,6號及59號公路﹐極其方便﹐月底上市﹐$36.8萬﹐同款同區﹐$38.8萬過戶﹒

˙Missouri City﹐2005年建﹐3/2.5/2﹐2300呎﹐全新裝修﹐大理石臺面﹐木地板﹐近90及第五大道﹐便利於醫療中心工作人士和休大學生﹐
全區低價﹐僅$18.6萬,可租$1600-$1700每月﹒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8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
˙59及8號公路﹐二室一廳﹐1100sft Condo﹐轉讓僅$2.3萬﹐長租客$650月﹐好投資﹒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Katy on Mason Rd. 租$1500，1500呎交通繁忙地段Office Condo租，內有多間辦公室、大廳，適用於辦公室生意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腰參， 豬婆參，龍
尾參，速凍澳洲青
邊鮑，黃油鮑，各種
魚肚（花膠），哈爾
濱特產“風幹腸”新貨上市新貨上市物美價廉物美價廉

832832--655655--31383138
281281--753753--38813881

工廠直銷 代辦郵寄海參國際海參國際

9403 Bellaire Blvd., #59, Houston,

TX 77036（金城銀行右側）

以出廠價批發以出廠價批發
以批發價零售以批發價零售

全場海參全場海參
$$3535 起起//磅磅
數量有限數量有限

威斯康辛州威斯康辛州
正宗野生花旗參正宗野生花旗參

假一賠十假一賠十

不良信用分數
信用記錄差
沒有信用分數

Ray Ma 馬 銳

我們幫你修復
你的信用分數

專業團隊專業團隊，，歡迎來電歡迎來電，，免費咨詢免費咨詢，，方便快速方便快速
公司公司：：832832--482482--46264626 手机手机：：312312--560560--77987798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責任編輯：XX

凯夫拉：防弹方显本色

摩托罗拉在 Razr系列手机，如 XT910的后壳就用到了凯夫拉纤

维。噱头之余，Razr所用的凯夫拉当然是没法防弹的，不过作为后壳能

够控制手机重量和厚度，相比普通的塑料也更加耐磨耐刮，另外也是

在好友面前炫耀的好东西，因为即便告诉他们能防弹，他们也是不会

用真枪去试的。

阳极氧化铝：给金属带上色

严格来说，阳极氧化铝不能作为一种材料在此介绍，因为这实际

指的是一种工艺。不过本世纪开始采用这种工艺并且具备较好质感的

手机产品就不在少数，比如众所周知的 iPhone 5/5s。实际用到这一工

艺的明星机型还有很多，像是诺基亚 N8/E7、HTC One、iPod Touch

5th等。

在提升质感但不提升重量的前提下，阳极氧化铝同时能够为金属

着色，所以我们看到诺基亚 N8、iPod Touch 5th具备多彩颜色可选，而

且在磕碰的情况下也不会显得特别容易掉色。不过作为铝合金，其防

刮擦表现确实不佳，而且即便着色力度相比普通上漆工艺更有力，实

际的掉色情况也较常见。

皮革：奢侈需要金钱

其实真正会用到皮革的手机也都是手机中的高富帅了，类似诺基

亚倾慕系列、黑莓 9系列之类的设备虽然摸起来也像皮革，但大多只

是仿皮革，毕竟皮革在奢侈品行业也是珠宝首饰之外的另一类稀罕

物。比如黑莓与保时捷合作的 P9981/9982的后壳就用到了皮革。

再往高精尖的说就是 Vertu和豪雅了，如 Vertu Constellation系列

就用到了大量的皮革，在动物保护协会尚未起诉这些公司之前，有钱

的同学可以去买个鳄鱼皮、蟒蛇皮或蜥蜴皮的 Vertu或豪雅 Link，这

些实在是上流社会的必备之选。

陶瓷：前不见古人

早在 Galaxy S3发布之前，有媒体传言称三星一改往日的塑料做

派，或将在 S3身上应用陶瓷材料。这一传言的初始在于雷达手表曾经

采用强化陶瓷技术：将极为精细的氧化锆 粉末通过高压注入模具，在

1000多度的高温下对粉末进行烧结，后以钻石粉末加工打磨制成粉末

合金。只可惜即便是现在，市面上除了一些景德镇特别的定制机还有

宣称是“陶瓷白”的手机，似乎看不见真正以陶瓷作为机身材料的手机

产品。

只是我们仍可在某些手机设备上寻得陶瓷材料的踪影———一种

Lumia系列旗舰设备的右侧按键都采用一种名为二硼化锆的材料。这

种材料在名称高大上可作为你在朋友中吹嘘的谈资之外，诺基亚认为

这类材料具备很高的强度和硬度、耐腐蚀且轻盈。实则我们看 Lumia

900后背摄像头位置的卡尔蔡司铭牌那么容易划花，而 920在这块铭

牌改用陶瓷材料后就显得耐刮多了。另外，Vertu Constellation也喜欢

用陶瓷键盘。

宝石：闪亮才能脱颖而出

跟施华洛世奇合作的其实不止三星、阿尔卡特、飞利浦等厂商，去

年 7月份就有一款 Sugar手机在四周边框镶嵌了 129颗总重 5.16克

拉施华洛世奇人造宝石。说得这么高端，还以克拉来计重量，这款

Sugar手机实则也就 3000多元的水平。

同样为宝石，不说 Vertu在翻盖手机上采用红宝石轴承、蓝宝石屏

幕之类的废话，Vertu Signature的 Diamond特别版机身两旁镶嵌整排

或者半排的钻石，铂金款则另外还配了一颗 0.25克拉的美钻，实在是

让其他宝石镶嵌的手机顿时失色啊。

厂商对设备外壳所用材料的追逐，不过爱活 3000问本次评选出

的最高端的材料乃是陨石，即便黄金、白金、钻石一类的手机比这都高

价，却没有如此稀有，尤其随时间推 移，Grand 350 Pioneer还会有升值

空间。随着制造和材料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未来我们还会在手机上看

到更多的材料，感受不同的手感。

什么材料的手机才能
给外星人留下深刻印象？

企業年金實施11年
超九成企業職工未享受超九成企業職工未享受

近日，隨著《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辦法》的

公佈，讓此前已實施多年的企業年金制度再次引起

公眾關注。

2004年我國開始實施《企業年金試行辦法》。

由於企業年金採取的是“自願建立”方式，雖歷經

11年，仍曲高和寡。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

據，在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參保職工中，只有約6.7%

的職工能享受企業年金。

企業年金推行難的原因是什麼？強制推行的職

業年金與自願建立的企業年金，是否會造成新的不

公平？如何引導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制度？

《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辦法》正式亮相，近

4000萬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將繳納職業年金， 其“強

制建立”的方式，讓所有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無一

例外都將享受這一補充養老保險所帶來的福利。

相比之下，企業年金卻處境尷尬。根據人社部最

新公佈的數據，2014年建立年金計劃的企業達7.3萬

家，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3.41億人，當年企

業年金參加職工有2292.78萬人，基金積累達7688.95

億元。2292.78萬人在3.41億人中，佔比只有約6.7%。

企業年金，指的是在政府強制實施的公共養老金

或國家養老金之外，企業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根據

自身經濟實力和經濟狀況建立的，為本企業職工提供

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補充性養老金制度。

我國企業年金髮展的起點應該追溯到上世紀90

年代初。1991年在國務院《關於企業職工養老保險

制度改革的決定》中首次明確提出“企業補充養老

保險”的概念，這是後來企業年金的雛形。2004年

出臺《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

試行辦法》，但試水者寥寥。

2004年起施行的《企業年金試行辦法》明確規

定，符合三項條件的企業可以建立企業年金：依法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並履行繳費義務；具有相應的經

濟負擔能力；已建立集體協商機制。

辦法同時規定，企業年金是指企業及其職工在

依法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上，自願建立的補充

養老保險制度。

機關事業單位的職業年金是“基本養老保險+職

業年金”的養老保障模式，企業職工的企業年金是

“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的養老保障模式，乍看

似乎差別不大，但是，一個是“強制”，一個是“自

願”，讓職業年金和企業年金的差距陡然形成。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到目前為止只有6.7%的企業

員工能享受到企業年金。而這有限的職工都是哪些人？

“這6.7%的人大多集中在央企和國企。如果企

業年金不儘快推廣開來，企業退休人員退休待遇將

與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形成新的落差。”中國勞

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

表示，與央企或者國企相比，很多中小企業員工根

本享受不到這種福利。

李先生是國資委管轄下央企的一名員工，2012年

剛進入單位的那年，單位就為他繳納了企業年金。“我

每月需要交120元，單位給我交480元，如果不更換單

位，到退休時，賬戶上累計將有20萬元左右。”

由於企業年金所需費用由企業和參加人共同按

月繳納。該企業年金方案實施細則規定，企業總繳

費比例不超過企業上年度職工工資總額的5%，個

人可以選擇個人繳費為企業為員工繳費的四分之一

或者1：1相匹配。

“我選擇的是交四分之一。我們願意交，但是不

願意交太多，因為還是帶有不確定性，交太多就把自

己禁錮住了。我們單位的年輕人大部分人都選擇比較

低檔的。而工齡比較長的員工選擇交的比較多。”

李先生所言的“禁錮”，源於他們公司企業年

金的具體規定。該公司企業年金方案實施細則規定：

員工司齡滿5年後開始計算參加企業年金計劃年限。

企業基本繳費按照職工參加企業年金計劃的年限，

逐步增加歸屬比例（見表格）。

歸屬比例的制定原則並非個案，為了穩定職工、

留住人才，實施企業年金的企業多會做相應的規定。

上述央企一位熟悉人力資源業務的總裁助理告訴

記者，如果企業職工中途離職，企業年金的個人繳費

部分100%歸屬於個人。但是，企業繳費部分，職工將

按照各自單位的企業年金方案中規定的歸屬比例來領

取。有的企業則根據個人工作年限規定，員工工作時

間越長，可領取的企業繳費部分的比例越高。有的企

業則規定中途離職無法享受企業繳納部分。

包括李先生在內，該央企總共為集團總部400多人

繳納了企業年金，從建立之初至今，已有幾十人領取。

上述總裁助理說，當初之所以建立企業年金制，

主要是響應國資委的規定。2007年國資委下發《中

央企業試行企業年金制度有關問題的通知》，自此，

企業年金在央企開始實施。

但並非所有的央企職工都能享受企業年金。

《中央企業試行企業年金制度有關問題的通知》要

求：財務合併報表虧損以及未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

值的企業，總部職工暫不得實行企業年金制度。

“自己很幸運，從2012年到這個單位，企業年金還

沒有出現停止的情況。”李先生說。

然而，對廣大中小企業職工而言，企業年金卻只

是“鏡中花，水中月”，看上去很美，卻無福享受。

很多中小企業對建立企業年金制度並“不感冒”。

王琳在北京經營醫療器械10多年，她自己的

企業在競爭激烈的中國醫療器械商業領域站穩了腳

跟，企業每年的利潤有100萬。

當記者問她的企業是否給員工建立企業年金時，

作為老闆的她使勁地搖頭：“不建，不建，建不

起。我們是小企業，建立企業年金想都不敢想。

難，非常難！如果建立，我大概計算了一下，企業

每年需繳50萬元企業年金。”

王琳說，她曾經想過要給企業元老級別的員

工和技術人才上企業年金，“但是如果上了，企

業每年需要投入至少50萬元的企業年金，同時還

要兼顧到當年效益，對我，確實算是一個不小的

負擔。”

蘇海南則認為，中小企業推行企業年金難的主

要原因就是“錢”。“現在社保五險一金已經佔工

資的40%左右，這樣的負擔除了央企和大型的企業

之外，其他的中小企業都很難承受。”

職業年金強制建立，使得所有機關事業單位的

工作人員都能享受到職業年金帶來的“紅利”。最

為關鍵的，職業年金的“錢”，來自財政撥款，有

財政兜底。而企業年金的“錢”，是羊毛出在羊身

上，要企業自己負擔。這就使得實施了11年的企

業年金離全覆蓋依然很遙遠，大部分職工依然無福

享受。

資料顯示，在世界上167個實行養老保險制度

的國家中，有1/3以上國家的企業年金制度覆蓋了

約1/3的勞動人口，丹麥、法國、瑞士的年金覆蓋

率幾乎達到100％，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在

50％左右。我國企業年金與國外的差距怎麼縮小？

在蘇海南看來，目前我國企業年金的定位有點類

似于錦上添花。

“有錢的企業就能夠建，建了以後其退休待遇

在全部企業退休人員內部又進一步拉開差距。如果

企業年金的定位是‘雪中送炭’，是彌補基本退休

金的不足，可能會比較容易推行。”

蘇海南將問題的癥結歸根于當前的社保繳費及

其他稅費負擔壓力大，他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表示，“當前社會保險的企業繳費負擔沉重，其他

稅收壓力也大，在經濟新常態條件下許多企業生產

經營不大景氣或具有不確定性，直接制約了企業建

立企業年金的積極性，這也是導致參與企業年金的

企業數量偏少的最重要原因。”

養老保險繳費水準偏高問題存在已久。在2013

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提出要適當降低養老保

險繳費水準。2014年12月，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在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作報告時也表示，當前社會

保險等繳費水準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佔到工

資總額的40%～50%。

由於多數單位每年對於職工工資以及五險一金

的繳費，都有預算限制，一般不輕易突破，對此，

蘇海南建議，要釋放企業的繳費能力，激勵企業為

職工建立企業年金，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儘快降低企

業在養老保險方面較高的繳費率，同時減輕企業其

他稅費負擔。

“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整個社保水準及養老金

關係要通盤考慮，如果基本養老保險水準降低一

點，在這個基礎上，採取稅收減免和納稅優惠，讓

多數企業能夠承受，這樣就能夠引導大多數企業有

能力、也有意願去建立企業年金。”

6.7％的職工享受企業年金
大多在央企和國企

建企業年金的往往是效益好、規模大的國企

專家：降低養老保險繳費水準、減稅

歐巴馬夫婦 身家財產逾600萬美元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主嫌被判處死刑

本·拉登“喉舌”在紐約被判終身監禁

（綜合報導）25國陣營發表的這份聯合公報有助於美國推動它
對伊國組織的強硬政策。美國奧巴馬政府因為堅持政策而面對尖銳
的批評。

據聯合早報消息 聯手打擊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25國陣營表明
，它們將堅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絕對不會支付贖金給這個
組織以換取本國公民的自由，借此切斷其金源。

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官員周四透露，反伊斯蘭國的金融集團7
日在沙特阿拉伯吉達舉行會議後，發表聯合公報表明“拒絕支付贖
金給伊國組織或為付款提供便利，以切斷伊國組織這個主要的資金
來源，同時去除誘使該組織繼續挾持人質的一個主要因素”。

這個於2014年在布魯塞爾成立的反伊國組織集團由沙特阿拉伯
、美國與意大利擔任聯合主席。該集團也呼吁私人機構采納或追隨
此項指導原則，不要理會伊國組織的贖金要求、不要付款。

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大片地區活動的伊國組織曾殺害美國、約
旦與日本人質。美國堅持不付贖金的政策，認為付款只會危及所有
美國人，其他西方國家則曾經支付大筆贖金來解救被抓的公民。

25國陣營發表的這份聯合公報有助於美國推動它對伊國組織的
強硬政策。美國奧巴馬政府因為堅持政策而面對尖銳的批評。

26歲的美國義工凱拉·米勒2月間在敘利亞的阿勒頗被伊國組

織武裝分子挾持後遇害。當時，他的父親曾說：“我們都明白政府
為何推行不付贖金的政策……我們嘗試了，我們要求了，可是他們
將政策置於美國公民的生命之上。”

美國官員稱，伊國組織曾經一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恐怖組織，
他們從占據的油田非法銷售原油每天獲得約 200 萬美元（264 萬
1800新元）的收入。為切斷該組織的財路，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便以
該組織占據的油田為襲擊目標。

贖金和出售文化瑰寶也是該組織大筆金錢的來源。國務院說，
在吉達開會的各國代表也就此進行了討論，磋商具體的應對措施。

另一方面，伊國組織14日發布宣稱是其領導人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錄音談話。“巴格達迪”呼吁世界各地的支持
者加入該組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戰鬥，或是在他們所在地拿起武
器作戰。

這是自去年11月以來，“巴格達迪”再次於網上發表音頻。這
段長約半小時的錄音透過該組織的媒體機構al-Furqan發布，並在
多個網站播放，聲音聽來像是巴格達迪。“巴格達迪”還呼吁穆斯
林遷移到他所建立的哈裡發國（caliphate）居住。由於“巴格達迪
”大談也門局勢進展，因此估計是在近期錄制的，不過仍無法確認
其真實性。

2525國陣營發表聯合聲明國陣營發表聯合聲明 堅持不付贖金斷伊國組織金源堅持不付贖金斷伊國組織金源

（綜合報導）白宮今天公布
美國總統歐巴馬的財產申報，他
和妻子蜜雪兒2人去年資產總值
最高達 690 萬美元（約新台幣 2
億700萬元）。

按美國法律規定，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只要求勾選大範圍的分
級資產估值，難以算出精確的數
字。

而白宮公布歐巴馬夫妻的財
產申報表顯示，兩人 2014 年總
資產在 190 萬美元至 690 萬美元
間，和2013年的180萬美元至近
700萬美元間差別不大。

兩人名下最有價值的資產是
聯名投資的政府公債，價值達
100萬至500萬美元間。

（綜合報導）法院官員
表示，針對波士頓馬拉松賽
爆炸案主嫌 21 歲的佐哈．
查納耶夫（Dzhokhar Tsar-
naev）進行審議的陪審團今
天宣布，對是否判他死刑或
終身監禁並不得假釋已做成

決定。
12名陪審團成員經過3

天、超過 14 小時審議後，
透過電子郵件對外發布審議
結果。

官員指出，法庭將在當
地時間下午3時重新召開。

歐巴馬弔比比．金：美國痛失傳奇人物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向

已故藍調傳奇歌手比比．金（B.B.King）
溫情致敬，這位歌手曾參觀白宮，並說服
歐巴馬與他合唱1曲 「甜蜜的家園芝加哥
」（Sweet Home Chicago）。

歐巴馬今天說： 「藍調音樂失去了它
的國王，美國失去了1位傳奇人物。」

「他在你腦中揮之不去，他讓你感動
，他會讓你做出一些你可能不該做但又總

是高興做了的一些事。」
「比比．金也許走了，但他帶來的激

動將永遠與我們同在，而且今晚在天堂就
會有1場精采的藍調演唱會。」

比比．金的女兒佩蒂（Patty）稍早透
露，現年 89 歲的這位藍調之王昨天夜間
在拉斯維加斯家中辭世。他是影響 20 世
紀音樂走向的1股主力。

音樂界和其他領域的人士紛紛向比比

．金致敬，包括他最知名的粉絲歐巴馬。
歐巴馬說： 「比比．金出生在密西西

比州的1個佃農之家，在田納西州曼非斯
（Memphis）成年，並成為 1 位代表人物
，為自己國家和全世界帶來典型的美國音
樂。」

「沒有人比他更努力，沒有人比他激
勵過更多有前途的藝人，也沒有人比他更
能散播藍調的福音。」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本·拉登的前高級助手、被稱為其“喉舌”的哈立德·法瓦茲15日在紐約被判終
身監禁，罪名是他散播本·拉登的恐怖指令，並參與導致224人死亡的1998年美國大使館爆炸案。

15日的宣判為這一長達17年的審判劃上了句號。1998年8月7日，美國駐坦桑尼亞和肯尼亞
大使館幾乎同時遭到汽車炸彈襲擊，最終導致224人遇難。不久，法瓦茲在其倫敦辦公室被捕，
2012年被引渡到美國，並於今年2月被定罪。

檢方稱，法瓦茲在其倫敦辦公室向全世界傳播賓拉登的指令或宗教指示，包括號召穆斯林襲
擊美國人。同時，在法瓦茲的組織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數家媒體曾經對本·拉登做過
專訪。

據稱，法瓦茲在基地組織領導層中排名第九，在被捕前已為本·拉登效力約十年之久。他不僅
在阿富汗領導一個訓練營，還曾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建立了基地組織東非恐怖小組。

紐約南區檢察官普瑞特·巴拉拉稱他是“本·拉登與西方溝通的橋樑”，說他陰謀建立一個凶

殘的國度，結果就是恐怖和死亡。
“他將付出的代價遠遠不可能補償
受害者及其親屬”。

法瓦茲的辯護律師稱他只是一
個和平的政治異見者，而不是暴力恐怖分子。法瓦茲當天在法庭上還向前來聽審的爆炸案倖存者
及遇難者家屬說，言語無法表達他的悲痛，“我並不支持暴力”，他還辯稱，自己的目標是改革
，而非叛亂。

有媒體注意到，法瓦茲在倫敦的一處辦公室與不久前被曝光的“伊斯蘭國”(ISIS)的“劊子手
約翰”長大的地方僅數百米遠，而且他在那處辦公室的同伙之子後來也加入了ISIS。

據稱，52歲的法瓦茲將被關到科羅拉多州的聯邦監獄，該監獄號稱是美國乃至全世界設備最
先進、管理最嚴格、戒備最森嚴的超級監獄。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江桂芝 會計師 財務計劃師 事務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0,Houston, TX 77036 (恆豐大樓九樓)
Tel:713-771-9646, Fax:713-771-0932, E-mail:marychiang@biz-intl.com

MARY K. CHIANG, CPAs, CFP, 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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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務
資
訊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American General Life and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y

Agent
楊采燕

Rose Young

提供您在重大疾病重大疾病 發生時，
可以支付醫療費用的人壽保單
癌症保險，意外保險，老年基金。

萬用人生保：保障您的金錢增值，

維護您的生活品質，彈性保費萬全保障，
保費合理。

American General

(713)301-6961

AA1212 AA55全美要聞廣告天地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關 懷、誠 實、效 率、踏 實、創 新、專 業、穩 健、熱 忱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713-273-1838 281-762-66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East Branch
817-261-5585 972-272-3375 972-578-7777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702-777-9988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恆豐銀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賬戶
個人定期存款賬戶
個人貸款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絡、ATM服務

商業：商業支票賬戶
商業儲蓄賬戶
商業定期存款賬戶
商業貸款

http://www.afnb.com

恆豐銀行總分行

以心服務以心服務，，服務至心服務至心
恆豐銀行卓越團隊

快速、多元、便利、彈性、周到、
的全面服務。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9：00-下午5：00
週五：上午9：00-下午5：30

週六：上午9：00-下午1：00

提供您：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張
陳
雪

張
陳
雪
津津

●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休
士
頓
精
選

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
好學區﹐售35萬元.

2.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9萬9千元﹒
3. 近Bellaire City﹐約29,093 Sqft﹐佔地1.91Acre﹐年收入約19萬﹐

如全租出﹐年收入可達25萬﹐售2百30萬﹒

福
遍
精
選

1. 將上市，漂亮臨湖Custom Home，售75萬.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3. Clements高中，約4290呎，5房3.5衛，木地板，售54萬9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SoldSold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貝佳天然藥業

  父親節大酬賓
購

貝 佳 天 然 藥 業

特
約
經
銷

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1.888.902.1688 免費

洽詢

【2015 最新見證】洛杉磯赴芝加哥楊先生（626-715-37XX），10 年動脈硬化、
高血壓史，伴有心肌缺血，心悸， 堅持服用心血通，心悸好了。●上海韓建
煌先生被醫院診斷為冠心病（心絞痛型）高血壓（3 級極高危組），出院後服
用心血通，胸悶胸痛大大改善，飛到紐約看兒子！【最新見證】王小姐 (780-
966-61XX) 內蒙古老爸腦血管鈣化，左手麻得厲害，早上服用兩粒心血通，
晚上兩粒益腦靈，頭痛、手麻明顯減輕，現在像變了個人，還能去放羊。 

【2015 最新見證】天津外國語學校創校校長范桐行，因骨質疏鬆幾次骨折，她
在美國的學生陳先生購骨精華給她服用，骨折關節癒合，願意實名見證骨精華
的卓著功效。●廣州陳女士 ( 見證電話 13302284XXX) 骨關節疼痛，用骨精華，
與同學去歐洲旅遊：“我真沒想到腿這麼好， 原先被當作老弱病殘，現在沒拉
下半步！” 故再次購買 6 療程骨精華分送親戚。”

消除胸悶、心悸、心慌、心絞痛，預防心
肌梗塞    
降血壓 / 甘油三酯 / 壞膽固醇，升好膽固醇
起效快，作用持久，安全無副作用，讓你
精力充沛，大量實名見證

◆打通血管

◆三降一升
◆強健心肌

修復軟骨，消除關節疼痛、僵化、響聲、骨刺、五十肩、
網球肘
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又補鈣，全面防止骨質疏
鬆、腿腳抽筋、骨折
珍貴小雞胸軟骨提取，保證 6 周見效，兩療程鞏固療效，
無數成功案例

◆快速修復

◆雙效合一

◆配方科學

增強腦供血供氧，克服銀髮族、電腦族丟
三落四
改善手腳麻木、頭暈、目眩、耳鳴、突然間
口角歪斜
增加認知能力，抗中老年癡呆階段性惡化

◆提高記憶力

◆預防腦中風

◆抗老年癡呆

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有效改善頭暈耳鳴
預防腦中風/老年癡呆

美國專利 US Patent# 7030102  美國專利 US Patent# 6524616

骨精華
美國專利
US Patent 
# 6838440

買 6 送 1〔一療程〕●買 12 送 3〔兩療程〕

大力消除關節疼痛
全面防止骨質疏鬆

保證六周見效 *10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心腦健康得安寧 *7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父親節送健康 既強心又健骨
【骨精華】【心血通】【益腦靈】

每個療程加送極品靈芝    瓶

從 業 21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新產品 繽紛上市

好產品 效果卓著

蝦 青 素
納 豆 溶 栓
白 藜 蘆 醇

伊 美 寶
糖 尿 淨
明 眼 素

心血通 益 腦 靈

休 士 頓 燕 窩 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福出
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
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
窩 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
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綜合報導 美國亞利桑那州警方證

實，圖森市南部一處住宅12日發生致

命槍擊案，屋內5名男女全部中槍身

亡，當局初步懷疑這是一起謀殺-自殺

案件。

圖森市警方發言人杜根(Pete Du-

gan)表示，12日下午 6點左右，警官

接到一名男子報警電話後前往圖森市

南部一處單層房屋檢查，發現了5具

屍體。

“案情細節還有待梳理，但所有死

者均有明顯的槍擊創傷跡象。”他說，

當局沒有積極尋找犯罪嫌疑人，因為初

步調查顯示這是一起謀殺-自殺案件。

杜根指出，一名男子告訴了警方這

起流血事件，他前往該處房屋與某人見

面，“向屋內窺視時發現一個人似乎身

中數槍死亡”。

調查人員沒有透露更多細節和資訊

，包括受害者姓名和年齡。

圖森警察局局長維拉塞納(Roberto

Villasenor)表示，所有5名男女均于12

日某個時刻遭到槍擊，其中沒有年幼的

孩子。屍體在房子的不同區域被發現。

案發地點靠近圖森國際機場，距離

戴維斯-蒙森空軍基地大約2英里。當

局正展開進一步調查。

亞利桑那州上月也發生一起家庭槍

擊命案，起因是家庭糾紛，造成3男、

2女共5人死亡。

綜合報導 美國與古巴兩國關係回

暖將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古巴外長布魯

諾•羅德里格斯在當地時間5月13日表

示，將進行關於美國、古巴兩國重建外

交關係的新一輪談判。據悉，談判將於

未來幾周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報道稱，自1961年後，美國與古

巴兩國外交關係一直處於中斷狀態，此

次會議日期尚未決定，但將會是1月及

2月舉辦的關於重建兩國外交關係會議

的延續。奧巴馬與勞爾•卡斯特羅于

2014年12月17日發表的破冰宣言成為

兩國關係緩和的開端。

當地時間5月12日，古巴領導人勞爾

•卡斯特羅表示，5月29日，哈瓦那方

面任命大使的主要障礙將得以消除。4

月中旬，奧巴馬曾通知國會，稱打算將

古巴從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

美國國會有45天時間審查奧巴馬此項

提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傑夫•拉克特

(Jeff Rathke)表示，審查後互派大使是

正常程式，但他強調何時派遣大使還未

確定。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對古巴實行經濟

封鎖。從1977年以來，美古兩國各自

擁有一個辦事處，以充當大使館。

綜合報導 儘管一些報告顯示美國

人的積蓄並不多，但是一項新的數據顯

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利用401K

計劃和其他金融工具存錢。

美國商業銀行美林 401K 調查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401(k)

Wellness Scorecard)12 日公佈的數據顯

示，那些在2014年使用401K的人中，

78%的人開始積極替退休後的生活做準

備，如開始向賬戶中存錢，或者增加帳

戶存款，增加存款的人數比去年增長了

18%。雖然很多研究顯示美國人懶於存

款，但是美林的數據說明這一趨勢正在

改變。

其中，千禧世代向 401K 帳戶存

款的人數增長特別迅速，比去年增

長了64%。美國商業銀行美林退休金

融 管 理 主 管 烏 連 (Steve Ulian) 說 ：

“金融危機之後，千禧世代找工作

越來越困難。即使找到了工作，也

可能不會讓他們去思考長期的金融

福利。雖然千禧世代一般不信任金

融機構，但是這64%的增長說明他們

也開始為長遠打算，腳踏實地地考

慮他們的財務了。”

另外，由於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

提供高自付額的醫保計劃，越來越多

的僱員們開始利用健康儲蓄賬戶，這

個帳戶的存款為醫療專用，而且免稅

。美林的數據顯示，開設健康儲蓄帳

戶的人數在2013年到2014年之間增長

了36.7%。

美國亞利桑那州
發生致命槍擊案

5人陳屍住宅

美國古巴重建外交關係新進展

新一輪談判籌備中

越來越多美國人
開始存錢或因就業難

美國白宮稱美俄兩國總統

不排除進行電話交談

綜合報導 美國白宮發言人歐內斯

特在例行新聞會上表示，白宮不排除

美俄兩國總統可能進行電話交談。

報道稱，當記者問到美國國務卿

克裏訪俄後，美俄兩國總統是否計劃

進行接觸時，歐內斯特說：“去年一

年他們都定期進行電話交談。我不知

道是否有此類會談的安排，但這當然

是可能發生的。”

5月12日，美國國務卿克裏抵達俄

羅斯索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俄羅

斯外長拉伕羅夫舉行了會談。

上一次克裏到訪俄羅斯還是

2013年 5月，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以後

，他更是首位訪問俄羅斯的美國政

府高官。俄羅斯外交部此前表示，

希望美國國務卿的來訪能促進俄美

關係正常化。

綜合報導 此前曾有媒體報道過醫

生為病人做手術，但卻粗心將手術刀

和紗布等手術器具落在患者體內的消

息。但約旦的一名女子錶示，給她做

剖腹產手術的醫生馬虎得可不是一星

半點，竟然將手機落在了她的腹中。

據報道，約旦 36 歲女子哈南

(Hanan Mahmoud Abdul Karim)上個月

通過剖腹產手術誕下一名男嬰。家裏

添丁本來是件喜事，但是困擾卻接踵

而來。

哈南出院回家後，總感覺自己的

腹部會震動，並伴有劇痛。她之後前

往醫院檢查，發現腹中有異物。異物

被手術取出後，哈南大吃一驚，這個

害得她“肚子震”的東西，竟然是一

部手機。

哈南的家人稱，哈南的肚子裏之

所以有手機，是因為婦產科醫生為她

實施剖腹產時，意外將手機遺留在她

腹中，所以手機一有來電，哈南的腹

部就震動。

這起事件已經鬧到了約旦國會，

有關官員被要求為事件負責。不過約

旦衛生部發言人表示，該事件係“捏

造”，毫無根據。發言人同時指出，

會跟進此事進展。

女子剖腹產後“肚子震”
係因醫生將手機落其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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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特價龍蝦 $19.99兩隻

＊＊本週特價海鮮＊＊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1）高血糖及其併發症 血糖偏高、糖
尿病及其併發症
（2）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衰弱、腦萎
縮、抑鬱症
（3）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功能下降引
起的易感冒、易疲勞，及由此引發的
免疫系統疾病。

輔助治療
失眠及失眠後遺症
˙短暫性失眠
˙短期性失眠
˙頑固性失眠
˙及失眠引起的後遺症

適用症狀

失眠、緊張 不用愁！

7天讓你不再依賴安眠藥!

《靈芝安神膠囊》
免疫、安神雙重功效，中老年人、青年學生都可服用！

成份
取材于中科院黃山基地赤靈芝，高濃縮萃取其多糖精華，增強細胞分裂能
力，促使腦幹分泌出內源性睡眠因數繼而促使人體自然入眠，從根本上保
證人體根據睡眠規律自然入眠

作用
機理

迅速改善人們紊亂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及全身各系統，達到治療、強
身的目的。從根本上走出 「藥越吃越多，失眠病越治越重」的怪圈。

經大量臨床試驗表明，該產品具有改善睡眠、安神養氣、提高
免疫等生理功能，且無任何毒副作用。2001年經國家衛生部
專家組驗證，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產保健品批准證書》。

每瓶40美元 (60粒)SINO-SCI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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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樸槿惠的支援率攀升至今年以來的最高

值；韓國執政黨國家黨代表金武星力壓在野黨新政治民主聯合的

代表文在寅，在下屆大選支援率排行榜上位居首位。

據報道，韓國輿論調查公司對韓國2000名成人進行了電話調

查，並於近日公開了調查結果。數據顯示，樸槿惠的國政支援率

較上周相比，上升了 4.8%至 44.2%，該數據是 12 月第 5 周

（44.8%）以來的最高值。

報道稱，在下屆大選支援率上，金武星的支援率較上周上升3.4%至

22.6%，高出文在寅0.1%。金武星在下屆大選支援率位居首位，還是繼

去年10月第一週（18.5%）後的首次。

另外，文在寅的支援率較上周下滑2.3%至22.5%，連續3周出現下滑。

據此前民意調查機構公佈的結果顯示，4月27日至5月1日，韓國總

統樸槿惠的支援率為39.4%。這也是4周以來首次上升。

此前，樸槿惠支援率在 4月持續走低。從 4月首周的 41.8%下降

至第 2周的 39.7%，再到第 3周的 38.2%，第 4周甚至下降到 36.8%。

本次調查顯示，樸槿惠本週支援率與前一週相比，上升了 2.6 個百

分點。

分析認為，利好因素是在4月29日進行的補選中，執政黨新國家黨

意外地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韓國“富豪榜”新鮮出爐
三星會長穩坐頭把交椅

綜合報導 韓國“富豪榜”

近日新鮮出爐，據韓國“財閥

網”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以

收盤價為準，持有1萬億韓元以

上的上市股票資產富豪共計22

人。李健熙持有股票價值雖較

年初下降了 3.8%，共計約 11.9

萬億韓元，但仍穩坐“韓國富

豪榜”的頭把交椅。

據報道，李健熙夫人兼三

星Leeum美術館館長的洪羅喜所

持有的股票價值雖上漲65億韓

元，但其三名子女所持有的股

票資產均不同程度下降。

位居“富豪榜”第3名的是

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其所

持有的股票價值約為7.8萬億韓

元，較年初的9.3萬億韓元下降

了15.8%。與此同時，韓國新羅

酒店社長李富真和三星第一毛

織社長李敘顯所持有股票價值

分別以月2.6萬億韓元並列第8

名。

報道指出，在三星集團家

族持有股票價值下跌的同時，

韓國現代汽車集團會長鄭夢九

所持股票價值也大打折扣。數

據顯示，鄭夢九位居韓國富豪

榜第4名，總資產由5.9萬億韓

元跌至 5.3 萬億韓元，跌幅達

10.6%。而現代汽車副會長鄭義

宣則以2.4萬億韓元的股票資產

位居富豪榜第7名。

此外，韓國希傑集團（CJ）

會長李在賢所持股票資產因升

至2.7萬億韓元，趕超鄭義宣位

居第6名。韓國SK集團會長崔

泰源所持股票價值較年增長了

5.4%，位居排行榜第5名。

日本探討無人機安全飛行規則

東京都公園將禁飛

綜合報導 鋻於不久前在首相官邸屋

頂發現了小型無人機，日本政府本月基本

決定在5月內匯總無人機安全飛行規則概

要，討論掌握無人機購買者情況、設定飛

行範圍等。此外，東京都方面也決定禁止

在所有都立公園和都立庭園放飛小型無人

機。

據報道，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日

前在記者會上表示，將提交完善無人機相

關法律所需項目的相關法案，爭取在本屆

國會中獲得通過。

菅義偉稱：“要考慮到與培養機器

人產業之間的平衡性，同時也要儘早研

究制定規則”。鋻於自民黨正在推動

議員立法，欲把重要設施上空列為無

人機禁飛區，菅義偉還指出有必要與自

民黨合作。

據悉，在記者會之前，日本政府在首

相官邸召開了由國土交通省、警察廳等討

論無人機管制的第二次相關政府部門聯絡

會議，決定了今後的工作方針。

除了制定新的飛行規則外，工作方針

的內容還包括：（1）強化官邸和國會議

事堂等重要設施上空的警戒態勢，（2）

要求無人機銷售方向購買者提供基於議員

立法的禁飛區資訊，（3）調查國內無人

機使用的實際情況和國外管控措施等。

另一方面，鋻於日本各地相繼發生小

型無人機墜落事故，東京都已禁止在所有

都立公園和都立庭園放飛小型無人機。

儘管如此，除了機場周圍，日本政府

在客機航線經由的地區，對高度不滿150

米的空域也沒有直接禁止放飛小型無人機

的法律。

有鋻於此，東京都方面指出，如有小

型無人機在東京都內81處都立公園和都立

庭園墜落，可能會給遊園客人造成危險，

因此已從上月底開始，根據相關條例，禁

止在園內放飛小型無人機等。

根據條例規定，如有違反，可處以5

萬日元以下罰款，但東京都公園科表示：

“目前尚未考慮罰款問題，我們將繼續呼

籲大家不要放飛小型無人機，以確保遊園

客人的安全。”

澳大利亞安全挑戰日益嚴峻
政府增加反恐資金撥款

綜合報導 鋻於安全挑戰日益

嚴峻，澳大利亞政府準備撥出更

多資金，用於加強國家安全。澳

政府宣佈將在國家預算中額外撥

款4.5億澳元，對付土生土長的恐

怖分子以及加強情報機構應對安

全威脅的能力。

據悉，澳總理阿博特去年

在提高反恐警戒級別之後，宣

佈撥出6.3億澳元的反恐資金。

這些資金加上新的額外撥款，

如今用於反恐行動的費用將超

過10億澳元。

這些舉措反映澳政府深切關

注本土公民變得激進化的問題，

也擔心那些到敘利亞與伊拉克打

聖戰後歸國的公民，會在本國發

動攻擊。

澳當局今年至今已經粉碎幾起

企圖發動襲擊的恐怖陰謀，包括上

週五在墨爾本一處民宅逮捕一名17

歲少年和起獲三個爆炸裝置。

阿博特說：“為協助對抗本

土的恐怖活動和制止澳人到海外

搞恐怖襲擊，我們需要確保國家

安全機構有足夠的資源和權力，

應對日益增長的安全威脅及科技

更新的挑戰。”

他還說：“為了制止恐怖主

義，我們必須打擊極端組織的招募

手法，特別是其網上招募活動。”

澳大利亞去年9月把國家安

全警戒級別，提升至高級別，並

在之後展開一系列的反恐突擊。

官方去年底更通過一項新法，規

定任何澳公民前往恐怖主義活動

猖獗的國家，而又無法給予合理

的理由，都將被治罪，違法者可

面對最高10年監禁。

克羅埃西亞舉行老爺車大會克羅埃西亞舉行老爺車大會
各式古董車亮相各式古董車亮相

克羅埃西亞，來自12個國家的17個品牌的40輛經典古董車亮相老爺車大會，大批車迷前
去試駕“過把癮”。

藝術家創造自然生長木椅藝術家創造自然生長木椅 超超2020年成形不用一顆釘子年成形不用一顆釘子

奧地利奧地利LassnitzhoeheLassnitzhoehe，，奧地利藝術家奧地利藝術家Bernhard SchmidBernhard Schmid將椅子形狀的金屬框架綁在樹將椅子形狀的金屬框架綁在樹
上上，，樹木就會按照金屬框架的形狀生長樹木就會按照金屬框架的形狀生長，，經過超過經過超過2020年的生長年的生長，，最終長成椅子的形狀最終長成椅子的形狀。。
BBernhard Schmidernhard Schmid也從而創造了自然生長產生的椅子也從而創造了自然生長產生的椅子。。在椅子成形的過程中在椅子成形的過程中，，沒有使用釘沒有使用釘
子子、、螺絲或者膠之類的物品螺絲或者膠之類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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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VI APTS
六福公寓

5606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81
Tel :(713)667-8276
Fax:(713)661-2609

已有百餘戶華人同胞居住

˙進出有鐵門
˙固定有蓬車位
˙搖控電動門

近醫療中心及中國城
門口巴士直通市中心
近59高速和610 Loop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9:00AM-6:00PM
週六 9:00AM-1:00PM
週日

華人經理 通國、台、粵、英語ANDY

百利高中百利高中
Pin OakPin Oak 初中初中
PershingPershing 初中初中
ConditCondit 小學小學

單位有限 敬請從速
安全 安靜 干淨

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四
人
份

$29.95
老
火
例
湯

蘭
遠
滑
牛

京
都
排
骨

本
樓
豉
油
雞

干
燒
全
魚

送
水
果

六
人
份

$40.95

老
火
例
湯

蘭
遠
牛
肉

京
都
排
骨

椒
鹽
蝦

本
樓
豉
油
雞

精
蒸
海
上
鮮

送
水
果

八
人
份

$99.95

雪
花
海
鮮
羹

薑
蔥
雙
龍
蝦

蘭
遠
滑
牛

本
樓
豉
油
雞

椒
鹽
蝦

菜
膽
北
菇

京
都
排
骨

清
蒸
海
上
鮮

十
人
份

$119.95

海
鮮
魚
肚
羹

薑
蔥
雙
龍
蝦

白
灼/

椒
鹽
大
蝦

蘭
遠
滑
牛

京
都
排
骨

海
鮮
大
會

本
樓
豉
油
雞

北
菇
扒
菜
膽

清
蒸
海
上
鮮/

龍
利

送
水
果
或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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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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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人士看好A股
長期上漲前景 改革是原動力

綜合報導 行情太火爆，滬市的成交額竟然爆表了。3月以來，中國股市一路上漲，連續30個交易日內上漲超1200點，一度逼近4600點

。儘管出現漲跌分化的情況，但投資者入市熱情不減。根據中國結算統計，2015年一季度，新增股票賬戶同比增長433%。最新數據顯示，A

股賬戶數為1.98億戶，其中主力為“一人一戶”，按每人都擁有滬深賬戶計算，約1億中國人是股民。

綜合報導 上證綜指在經歷上周的波動調整後重返4400點。

對於中國A股走“牛”的原動力，華爾街投資者認為，年初以來

，中國A股上漲主要得益於改革紅利，長期來看仍有上漲空間，

短期波動屬正常現象。

改革是股市上漲原動力
4月底，中國上證綜指時隔七年再度站上4500點。而2014年

，中國A股以全年近53％的漲幅領漲全球。

海外專家普遍認為，從2014年開始，中國股市的優異表現

與中國深化改革的努力密不可分。美國信安環球股票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兼基金經理李曉西表示，國企改革等一系列舉措對股市

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

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副教授珍妮佛· 卡彭特對記者說，去

年以來中國股市持續走強，主要應歸功於投資者對本屆政府經濟

改革、金融改革等的良好預期。“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等改革舉措，將有利於中國設備出口、吸收過剩產能、消

化外匯儲備，這也提振了投資者對A股的信心。

A股仍有長期上漲空間
“由於有中國經濟基本面支撐，長期來看，中國股市仍有上

漲空間，”美國Cuttone＆Co公司高級副總裁基思· 布利斯說。

首先，中國股市估值仍維持在合理區間。李曉西認為，

即便經過上漲後，橫向看中國多數藍籌股的市盈率依然低於

美股同類企業，縱向看也低於自身歷史高值，現在仍處於估

值恢復期。

其次，企業從石油價格走低中獲益。中國是石油消費大國，

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某種程度上相當於給企業減

稅。

再次，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措施，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多數市

場人士預計，美聯儲將於今年內啟動加息，從而導致美元升值。

這在一定程度上利於中國出口企業提高競爭力並改善盈利狀況。

部分板塊存在估值泡沫
對於近來股市的波動，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金融教授羅伯

特· 懷特洛認為，投資者並不會因為A股的短期波動而對中國經

濟、市場前景產生疑慮，真正關注的焦點將是中國經濟轉型、金

融改革的推進。

但三山資本全球宏觀對衝基金首席投資官、紐約大學客座教

授陳凱豐提示，目前創業板存在泡沫，監管部門應警惕部分公司

利用網際網路概念炒作圈錢。

李曉西也認為，儘管A股的大型藍籌股處在估值水準恢

復期，但 IT板塊和創業板已被明顯高估，均存在明顯泡沫，

投資風險很大。但他同時認為，即便部分板塊泡沫破裂，對A

股整體影響也是有限的，“目前中國A股尚不是瘋狂牛市的

後期”。

股市 我來了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賽前在總場數以2:3落後的火箭，今場第3節最
多曾以68:87大幅落後，出線形勢極不樂觀，

然而這支西岸2號種子球隊未有放棄，決心絕地反
擊，打出51:20的比分，其中全場各貢獻19分的
保華與祖舒史密夫，在最後一節雙雙發威，分
別攻入15分和14分，帶領球隊扭轉敗局。

打破末節落後必敗魔咒
火箭過去49次在季後賽如最後一節落後

逾10分時，最終都是悉數落敗，今次終於能夠
打破魔咒，摘得20分和21個籃板球的中鋒懷特
侯活賽後說：“我們一直說‘我們不準備離
開。’我們一直相信，大家永不放棄。”火箭後衛
夏頓是役手風欠順，20次起手命中5球，僅憑投進全
部11個罰球，才有23分進賬，故在最後一節大部分時間
退居後備席，讓路予手感火熱的保華。

快艇在最後階段自毀長城，最後一節起手多達22
次，可惜只中4球，將幾已手到拿來的西岸決賽入場券暫
時“退回”，主帥李華士失望地表示：“我們試圖等賽
事完結，停止比賽，我們讓出了這場勝利。”快艇“孖
寶”基斯保羅與格里芬分別攻入31分和28分，然而仍未
能笑到最後，格里芬認為火箭的爭勝決心較大：“我們
沒有跑動、停止防守，今仗的勝負關鍵是哪支球隊爭勝
心較強。”
火箭與快艇將於17日在休斯敦上演決勝的第7戰，

兩軍均有2日時間休息，這對侯活來說是非常重要：“我
已接近30歲，所以我需要2日去讓身體恢復，這(第7戰)
將會是一場大混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騎士 14日力突重圍，即使“大
帝”勒邦占士手感突降、艾榮左膝又
傷，都未能阻攔球隊前進的腳步，憑
藉2名“奇兵”的貢獻，作客以94:73
大勝公牛，並以總場數4:2，時隔6年
重返東岸決賽。

勒邦占士是役23投僅7中，不過
個人仍然搶下15分、9個籃板球和11
次助攻的“準三雙”數據。艾榮此前
雙腿都有傷，而在第2節落地時，又誤
踩中隊友卓斯坦湯遜的腳而令左膝受
傷，被迫一瘸一拐地走入更衣室，提
早退下火線。

兩奇兵殺出重圍
面對如此不利因素，後衛德拉維

多瓦和中鋒卓斯坦湯遜成了“大帝”的左右護法，前者投入全隊
最高的19分，後者搶下13分和17個籃板球，順利帶領騎士突破
公牛的夾擊，以總場數4:2淘汰公牛，避免捲入第7場決戰，為球
隊下階段的比賽爭奪到喘息的機會。
占士賽後對隊友們的發揮讚不絕口：“我希望能給隊友們帶

來正能量，讓他們甚至有一剎那會相信，自己具備非一般的超能
力。今晚他們的發揮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東岸決賽將於20日舉行，騎士的對手將是鷹隊或巫師的勝
方，目前鷹隊暫時以總場數3:2領先。 ■新華社

搶搶火箭
快艇

兩配角主導大逆轉

騎
士
劏
公
牛
重
返
東
岸
決
賽

決勝決勝

在火箭擔當配角的前鋒祖舒史密夫和後衛保華，14日

在第6場西岸準決賽搶盡風頭，二人於最後一節發揮超水

準，協助火箭在下半場最多落後19分的劣勢下，上演驚天

大逆轉，作客以119:107反勝快艇，總場數追成3:3平手，

雙方將要以第7場決勝，爭奪西岸決賽資格。

■德拉維多瓦(右)成為騎士
最大勝利功臣。 法新社

■■祖舒史密夫祖舒史密夫((左左))在最後一節攻入在最後一節攻入1414分分。。路透社路透社

■■保華今仗搶盡保華今仗搶盡
風頭風頭。。 法新社法新社

■■懷特侯活懷特侯活((右右))雙雙
手入樽手入樽。。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女足一行15日上午離開
北京，飛往美國西雅圖，備戰下
月開戰的加拿大世界盃。前往送
行的中國足協副主席于洪臣表
示：“中國足協高度重視女足世
界盃，年輕的女足姑娘需要大賽
的歷練。”

據中新網消息，15日下午2
時，全隊準時登上大巴車，前往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機場出發
大廳內，足協副主席于洪臣親
自帶領足協工作人員前來送
機。“中國足協高度重視中國
女足出戰加拿大世界盃。”他說。
為了送行中國女足，他還特意準備
了25枝玫瑰花，親手送給每一名女
足球員及送上祝福。
“希望中國女足在下個月的世

界盃賽場，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正能
量的精神面貌和技戰術能力。”于
洪臣說。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屆中國女足

的平均年齡僅僅為23.5歲，堪稱史上

最年輕女足。面對這個疑問，于洪臣直
言：“任何一支年輕的隊伍都需要經歷
大賽的歷練，才能成長為頂樑柱，這是
運動隊、運動員成長的必經過程。四年
後，下一屆世界盃和奧運會上，她們將
正處當打之年。”

至於世界盃的目標，于洪臣透露：
“我們要打出自己的水平。現在確定的
目標是小組出線，力爭走得更遠。”

■記者 陳曉莉

女足赴美備戰世盃 足協送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張
仕珍、實習記者胡霄）中國足協15日
公布了男足國家隊（國足）參加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40強賽
的4個主場城市，深圳、長沙、武漢和
西安最終從10個申辦城市中勝出。其
中，備受矚目的港隊鬥國足將安排於鄰
近香港的深圳上演，相信能
吸引更多港隊球迷北上欣賞
賽事。
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港

隊抽中與國足、不丹、馬爾
代夫及卡塔爾同組，比賽將
於今年下半年展開。中國足
協日前在京舉辦世外賽國家
隊主場賽事申辦城市陳述會
議，北京、長沙、成都、大
連、南京、青島、瀋陽、深
圳、武漢、西安10個城市的
代表分別進行了申辦陳述。
經足協各相關業務部門負責
人組成的評議組對各申辦城
市的綜合評議，最終確定4
個主辦城市。其中，國足對
港隊一戰將安排於深圳舉
行。
香港大戰國足一役是國

足於世界盃外圍賽的首個主
場賽事，並將於9月3日進

行，鑒於港府有意跟隨內地將9月3日
定為抗戰勝利70周年假期，加上港深
交通之便，相信能吸引不少球迷北上支
持港隊，有消息指比賽場地暫定為寶安
體育場。港隊主帥金判坤表示，作客鄰
近的深圳可免卻舟車勞頓之苦，港隊可
為這場關鍵賽事作更充足的備戰。

國足其他三個主場比賽則分別在長
沙、武漢及西安上演。其中，西安將承
辦第四場主場，這場比賽是國足40強
賽的收官之戰。國足能否成功殺進12
強賽，最終結果將於明年3月29日在陝
西省體育場的中國VS卡塔爾之戰中見
分曉。

抗戰勝利紀念日抗戰勝利紀念日 港隊港隊深圳大戰深圳大戰國足國足

世外賽主場承辦城市世外賽主場承辦城市
日期日期 承辦城市承辦城市 比賽比賽

20152015··0909··0303 深圳深圳 國足國足 VSVS 港隊港隊

20152015··1111··1212 長沙長沙 中國中國 VSVS 不丹不丹

20162016··0303··2424 武漢武漢 中國中國 VSVS 馬爾代夫馬爾代夫

20162016··0303··2929 西安西安 中國中國 VSVS 卡塔爾卡塔爾

■■于洪臣于洪臣（（左左））
為中國女足送為中國女足送
行行。。 中新網中新網

孔卡重返故地 恒大上港言和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15日

展開第10輪較量，廣州恒大坐鎮主場
以1：1戰平上海上港，恒大的郜林上
半場補時階段頭槌破門打破僵局，海森
終場前5分鐘補射為上港扳平。兩隊各
拿1分，上港本賽季繼續保持不敗，以
22分佔據榜首；恒大積21分緊隨其後。

昔日兩位恒大功勳球員孔卡和孫
祥，當晚身披上港戰衣重返廣州天河體
育中心，現場的大屏幕也打出了“孫祥
孔卡歡迎回家”的字句。昔日的功勳，

當晚成為恒大球迷“最熟悉的陌生
人”。但孫祥僅踢了31分鐘便因傷調離
火線，而孔卡的重炮轟門則造成恒大門
將曾誠脫手，助上港隊友海森將比分扳
平。
中國足協15日在官網公布了對恒大

球員李帥以及董學升的處罰決定。在足
協盃第三輪恒大以1：2不敵新疆一役，
李帥因推擊裁判被罰停賽4場及罰款2
萬，董學升因辱罵裁判被罰停賽4場及
罰款2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卡之戰將於陝西省體育場舉中卡之戰將於陝西省體育場舉
行行。。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AA88 AA99廣告天地 體育圖片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請上網查閱課程內容及師資

SAT / ACT / PSAT / Duke TIP
英文數學老師分開授課

上課地點: KIPP,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77063 辦公室: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77036

課程獨家設計課程獨家設計
特邀優質教師特邀優質教師

電話垂詢電話垂詢﹕﹕713713--777777--16881688

名符其實高品質教育，集休城一流教師於一校，
一流教學環境，培養一流學生進一流大學。來智勝

招生對象：2-12年級

2015暑期班招生

英文：2 - 6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7 - 12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英文文學
(AP English Literature), Advanced Reading &
Vocabulary, Advanced Writing & Grammar

數學：2-6年級數學, 數學應用問題, 奧林匹克數學,
初, 高中年級：Pre-Algebra, Algebra I,
Algebra I, Contest Math, Geometry,
Pr-Calculus, Calculus, Statistic

科學：GT Challenge,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Pre-AP & AP Classes
其他：Spanish, 全新中文, 演講及談判技巧, 領導才能, 科學研究設計,

世界歷史＆德州歷史, 大學申請輔導, 機器人設計，電腦&Java程序設計，
英文書寫和打字，國際象棋及各種才藝，少林功夫，乒乓球，交遊活動

4/11（星期六）
OPEN HOUSE
11:00AM - 12:00PM

6/15 - 8/7（每週一至五上課）(報名截止日6/12)

第一期6/15-7/10，第二期7/13-8/7

全方位全方位文體活動
文體活動打造一流夏令營

打造一流夏令營

【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20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77478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2011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57,000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8/25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歲~G8)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70位﹒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歲~5歲)
由Montessori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加強﹑TAKS﹑IOWA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沈敏生舞蹈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吉他﹑(中)小提琴﹑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MS VANESSA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由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繪畫基礎﹑中級﹑高級班(3歲~14歲)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歲~14歲)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遠程旅遊﹒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GT Learning Academy

• 每周的課程安排：
1. 小學部：

時間 課程安排A 課程安排B
7:30-9:00am Before Camp Care Before Camp Care
9:00-9:50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10:00-10:50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11:00-11:50 英文，數學 英文, 數學
12:00-1:30pm Lunch & Break Lunch & Break
1:40-2:40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2:50-4:00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4:00-4:30 Snack time Snack time
4:30-5:30 Craft activities 乒乓球
5:30-7:00 After Camp Care After Camp Care

TEL: 281-947-2410, 281-201-2803
（糖城大華超市旁）

校址：3410-A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網址：gtlearningacademy.com
Email: gtlearningacademy@gmail.com

新世紀學院

2. 中學部:

漢學熏陶 國學文化賞析 加強英文閱讀及寫作練習

• 夏令營時間：6月8日--8月21日 十一周
• 報名截止日期：5/31/2015

3. 高中部:

7:30-9:00 Before Camp Care
9:00-10:30 ELA Geometry
10:30-12:00 Algebra 1 Biology
12:00-1:00 Lunch
1:00-2:00 Games/Activities(Board Games,Chess,Sports)
2:00-4:30 Enrichment Classes

(Creative writing, art, summer reading,
dancing, music, drawing, etc.)

4:30-6:00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6:00-7:00 After Camp Care

9:00-10:30 Geometry ACT AMC10,12
10:30-12:00 Algebra 1 Biology SAT/PSAT
12:00-1:00 Lunch
1:00-2:30 Algebra 11 Pre-Cal AP-Biology
2:30-4:00 Chem1/Chem11 Physics1/ Physics11 Calculus

2015夏令營開始招生了！
現已開放註冊！

你想認識和學習密宗金剛乘的，
法教嗎？

歡迎您來本中心，由長駐喇嘛帕
滇多傑喇嘛引領您一窺堂奧！

另外不定期修習阿彌陀佛、藥師佛等
本尊法教，舉辦八関齋戒等活動。

每週日早上9：30 am- 12：00pm
修習 1. 大手印前行--四加行

2. 四臂觀音
3. 綠度母

本中心共修時間和課目：

八邦智慧林佛學中心

中心地址：八邦智慧林佛學中心
12300 Hodges St. Apt. 124 Houston, Texas 77085

聯絡人： Anna

(713) 825-2999
Lama Palden Dorjee

(832) 530-5162

TEST PREP CENTER
solutions-edu.com

HOUSTON總校：

(832)758-5872
14740 Barryknall Ste100

Houston, TX 77079

·可選擇當前SAT或新SAT
·日期：6月8日至8月15日
·時間：週一,週三,週五 9am-5pm 或 週二,週四,週六 9am-5pm

* 10週-夏季SAT/ACT密集班
大學升學預備課程（座位有限）

* 高中課程

* 初中課程

School Math: Algebra 1,2, Geomety, Precalculus, Calculus BC
School Science: Chemistry, Physics, Biology

Critical Thinking: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PSAT,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Math Club: Junior High GT, Algebra 1
* 小學課程 (4年級&5年級)

Book Club: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SUGARLAND分校：

(832)499-3772
4709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我在申請大學及大學入學作文上從
Solutions education學校得到大量的
幫助, 最終幫助我進入我的理想大學.

Solutions學校對我的高中生涯影響
巨大, 無論在SAT，大學作文和我的個
人簡歷 , 教師們都一步一步地引導
我, 使整個過程變得比原來簡單很
多. 沒有他們的幫忙, 我不會走得這
麼順利, 這麼遠.

因為Solutions學校的幫助, 我的SAT
考到2400分滿分.

Solutions學校對我的SAT及大學入學
作文幫助非常多, 如果沒有他們在整
個申請過程上的協肋, 我不可能進入
我的理想大學.

Solutions學校的老師及工作人員們
都非常關心學生們的教育及未來, 我
們遇到問題時, 都非常有耐心的幫忙
我們.

·日期：2015年5月25日 ·時間：早上8：45至下午1：00
Memorial Day“免費SAT測試+1對1諮詢”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星期六 2015年5月16日 Saturday, May 16, 2015

特價
清蒸游水鱒魚
$10.95

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

地址地址：：98889888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58158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西塔冷面
手抓餅
粘豆包

韭菜餡餅
手擀麵

純手工製作麵食純手工製作麵食本店招牌菜本店招牌菜

鍋包肉

溜肉段

尖椒幹豆腐

飄香東坡肉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電話：（：（713713））995995－－99829982

啤酒活魚
東北酸菜燉骨頭

尖椒炒羊肚
風味羊雜湯

美南電視節目表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55.5覆蓋全大休士頓 44.6覆蓋全洛杉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數位頻道●免費中、英文頻道

劇情簡介：林多美（趙韓櫻子飾）成長於溫暖富裕的家庭，她
個性純真善良，與丈夫陳笑飛（蔣毅飾）有著美滿的婚姻。文馨
（海陸飾）幼時和哥哥走散後被收養，養父去世後，養母楊樹花
（苑瓊丹）飾對她從未停止過打罵虐待，很小就要為生計奔波。文
馨與林多美的哥哥林多俊（李泰飾）在國外相識相戀，回國後文
馨嫁進林家，婚禮上意外發現小姑林多美的丈夫陳笑飛居然是
她至今難忘的初戀……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5/11/2015 - 
5/17/2015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1 12 13 14 15 16 17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01:30-02:00

台北故宮(首播) 
(English)

Culture 
Matter(首播)(Engli

sh)

台北故宮(首播) 
(English)

Across 
China(首播) 

(English)

ChinaUntap
ped(首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

播)

台北故宮(重播) 
(English)

02:00-02:30 Across 
首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養生堂(重播)  

04:00-04:30 留聲歲月(首播)

04:30-05:00 洋言洋語(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這裡是北京(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養生堂(首播)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生活(重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重播) 旅遊在美國(重播) "北美電影新

10:30-11:00

11:00-11:30 留聲歲月(重播) 旅遊在中國(重播) 明星加油站(重播) 大鵬秀(重播)
健康廣告節

目(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影視風雲榜(重 影視風雲榜(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生活(重播)

17:30-18:00"北美電影新勢 美食好簡單(首播)

18:00-18:30 寧靜時分(首播) 空中主日學(首播) 幸福來敲門(首播) 幸福來敲門(首播)
烤箱讀書會(

首播)
明星加油站(重播)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生活魔法師(首 旅遊在美國(首播)

20:00-20:30 生活(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海峽兩岸(重

22:00-22:30
旅遊在中國(首

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大鵬秀(首播)

這裡是北京(

首播)

22:30-23:00
23:00-23:30

23:30-00:00
影視風雲榜(重

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5/10/2015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2015年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廚王爭霸(重播

)
"健康之路"(重播1) "健康之路"(重播2) "健康之路"(重播3) 檔案(首播) 特別呈現(首播)

非常了得 (首播)
Chinese Class / 漢語學堂(首播) (English / Fun Ways to Learn Chinese)

台灣靈異事件(

首播)

JourneysInTime(首播) (English)

台灣靈異事件(重播)行知中國 (首播)

影視風雲榜(首播)  
勁歌金曲(重播)

司馬白話 (首播)

易經(重播) "向幸福出發"
(首播)  

檔案(重播) 因為愛情有多美(重播)

"購時尚"(重播) "甜甜圈寶貝" (首播)共104集
勁歌金曲(首播)

行知中國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星光大道" 

(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非常了得 (重播)
 

"健康之路"(首播1
"開門大吉" (重播)

"向幸福出發

"
(重播)  

  

"健康之路"(首
  

"健康之路"(首播3)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開講啦"(重播)

海峽兩岸(首播)
"購時尚"(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現場面對面(重播Live) 週一重播上週五

 "大魔術"(首播)

 

"家庭幽默大賽""(首

娛樂現場(首播)  
"中國魅力""(首播)

易經(首播)

今日關注（首播）

司馬白話 (重播) "甜甜圈寶貝" (重播)共104集

"向幸福出發"
(首播)  "男左女右"(重播)

 

"家庭幽默大賽""(首
 "年代秀"(重播)

 

"大魔術"(重

播)

特別呈現(重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魅力""(首播)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

首播)

美南新聞/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現場面對面(首播Live)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重播)因為愛情有多美(首播) "開講啦"(首播)

今日關注（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真情部落格/重播）

廚王爭霸(首播

)

 "年代秀"(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星光大道"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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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季後賽繼續進行季後賽繼續進行，，勇士客場迎來與灰熊的半決賽第四戰爭奪勇士客場迎來與灰熊的半決賽第四戰爭奪。。
全場打完全場打完，，勇士勇士101101--8484大勝灰熊大勝灰熊，，將系列賽總比分扳成將系列賽總比分扳成22--22。。

英超曼城英超曼城66--00QPRQPR

英超聯賽第英超聯賽第3636輪輪，，曼城主場曼城主場66球狂掃女王公園巡遊者球狂掃女王公園巡遊者，，阿圭羅戴帽阿圭羅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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