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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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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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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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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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Happy HourHappy Hour
All day (All day (全天全天))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7月31日2015年

星期二 2015年7月7日 Tuesday, July 7, 2015 星期二 2015年7月7日 Tuesday, July 7, 2015

《《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外景拍攝外景拍攝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報
道

由由Maxwell Flooring DistributorsMaxwell Flooring Distributors 邁威地板批發公司冠名贊助的邁威地板批發公司冠名贊助的《《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於於20152015年年99月月55日創意賽日創意賽、、99月月1212日旗袍禮服賽日旗袍禮服賽、、99月月2020日頒獎晚會日頒獎晚會。。

77月月44日下午日下午，，部分參賽辣媽來到部分參賽辣媽來到KatyKaty 老城區拍攝外景老城區拍攝外景，，為為《《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做宣傳做宣傳，，她們在自己工作與生活中都非常優秀她們在自己工作與生活中都非常優秀，，有幾個漂亮女士已經是三個四個孩子的媽媽了有幾個漂亮女士已經是三個四個孩子的媽媽了
，，她們依然是那麽的美麗動人她們依然是那麽的美麗動人，，活力四射活力四射！！作為主辦方作為主辦方，，我們看見休斯頓有這麽優秀的女性真是非常的開心與自豪我們看見休斯頓有這麽優秀的女性真是非常的開心與自豪。。她們用母性文化滋養與呵護著孩子的童年她們用母性文化滋養與呵護著孩子的童年，，給家庭情感關愛給家庭情感關愛，，給生命給生命
能量能量，，給精神導航給精神導航，，她們展示了母性之美她們展示了母性之美，，她們是名副其實的天使她們是名副其實的天使。。她們的社會意義更加重要她們的社會意義更加重要，，我們要讓母性之美成為一種時尚文化我們要讓母性之美成為一種時尚文化，，請給母親這個群體自信請給母親這個群體自信，，給她們營造熱愛生活給她們營造熱愛生活、、熱熱
愛生命的理由愛生命的理由，，快樂快樂、、自信自信、、熱愛生活的母親會帶出人格健全熱愛生活的母親會帶出人格健全、、積極向上的好孩子積極向上的好孩子。。也是男人的福氣也是男人的福氣：：快樂快樂、、自信自信、、熱愛生活的妻子會讓男人擁有快樂熱愛生活的妻子會讓男人擁有快樂、、陽光的生活陽光的生活。。

77月月44日下午日下午《《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 部分參賽辣媽在主辦方部分參賽辣媽在主辦方
的安排下來到的安排下來到KatyKaty 老城區拍攝外景老城區拍攝外景。。

《《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 部分參賽辣媽在主辦方的安排部分參賽辣媽在主辦方的安排
下來到下來到KatyKaty 老城區拍攝外景老城區拍攝外景。。

辣媽辣媽LuciaLucia

辣媽珊珊辣媽珊珊
辣媽辣媽AnnaAnna 辣媽辣媽JessicaJessica

二零一五華人石油協會舉辦午餐與學習活動
顧寶鼎博士陳帆律師徐曄發明人分享創業經驗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華人石油協會理事金虹博士華人石油協會理事金虹博士,,嚴梅松說嚴梅松說
明本次明本次66月月2727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中午在恆豐銀時至中午在恆豐銀
行大樓行大樓1212樓會議室舉行愛心學習活動樓會議室舉行愛心學習活動。。

主講人主講人Energo (A KBR Company)Energo (A KBR Company)
總經理顧寶鼎博士與華人石油協會會總經理顧寶鼎博士與華人石油協會會
員經驗交流互動員經驗交流互動。。

理事金虹博士理事金虹博士,,嚴梅松嚴梅松,,馬龍會長主辦華人石油協會馬龍會長主辦華人石油協會
舉辦午餐與學習活動舉辦午餐與學習活動,,邀請了三位在休斯頓的成功的第邀請了三位在休斯頓的成功的第
一代中國企業家顧寶鼎博士一代中國企業家顧寶鼎博士,,陳帆律師陳帆律師,,徐曄發明人來分徐曄發明人來分
享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在創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享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在創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
TracyTracy 理事共襄盛舉理事共襄盛舉。。

華人石油協會與會的近百人獲益良多並華人石油協會與會的近百人獲益良多並
與主講人互動熱烈與主講人互動熱烈..

華人石油協會馬龍會長表示歷史一再證華人石油協會馬龍會長表示歷史一再證
明明,, 移民是驅動美國產業發展的發動機移民是驅動美國產業發展的發動機..

顧寶鼎博士現任顧寶鼎博士現任ENERGOENERGO的總經理的總經理。。顧博士是顧博士是2525
份期刊和會議論文作者和合作者份期刊和會議論文作者和合作者。。他曾獲得他曾獲得19961996年的西年的西
南力學大會論文競賽二等獎以及南力學大會論文競賽二等獎以及20132013年深海技術會議最年深海技術會議最
佳論文獎佳論文獎。。目前顧博士在目前顧博士在APIAPI 擔任擔任Task GroupTask Group1919主席主席,, 致致
力於新一代固定離岸結構設計的研究力於新一代固定離岸結構設計的研究..

陳帆律師是陳帆律師是 Nguyen & Chen, LLPNguyen & Chen, LLP 聯合創始聯合創始
人人//管理合伙人管理合伙人,,陳帆律師曾代表眾多企業和個人陳帆律師曾代表眾多企業和個人
解決移民解決移民，，就業就業，，企業法律事務等方面的問題企業法律事務等方面的問題..

徐曄徐曄 Ztylus MediaZtylus Media 發明人發明人，，創始人創始人,,
他擁有超過他擁有超過1010項正在申請中或已經取得項正在申請中或已經取得
全球範圍內授予的專利全球範圍內授予的專利,,他的大部分創新他的大部分創新
已經成功應用於市埸已經成功應用於市埸..

正宗北京烤鴨 魯 粵 川菜精品 LULU餐廳將隆重開業

本報記者
孫雯報道

中國城本月內將新添
一枚中餐新貴。原江南人
家易主，新東主經過半年
的運籌準備，LULU 餐廳
將於7月31日正式開業。
最具特色的獨家秘方 --
正宗北京烤鴨，精品魯菜
，粵菜，川菜將會齊齊登
陸。大廳，包間，雅座，
寬敞舒適的就餐環境會讓
您眼前一亮。餐廳將於 7
月 25 日試營業，31 日正
式營業。 歡迎讀者朋友們
屆時千萬品嘗，提出意見
和 建 議 。 餐 廳 地 址 ：
6348 Corporate Dr Hous-
ton, TX 77036

中國城獨家正宗北京烤鴨中國城獨家正宗北京烤鴨，，鴨皮酥脆鴨皮酥脆，，鴨肉肥瘦適中鴨肉肥瘦適中，，精確的片皮精確的片皮
刀工和現烙的酥薄鴨餅刀工和現烙的酥薄鴨餅，，當然最重要的是獨家秘方自調甜麵醬當然最重要的是獨家秘方自調甜麵醬。。正宗味正宗味
道道，，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山東菜簡稱魯菜山東菜簡稱魯菜，，有北有北
方代表菜之稱方代表菜之稱，，是中國著名是中國著名
的四大菜系之一的四大菜系之一，，也是黃河也是黃河
流域烹飪文化的代表流域烹飪文化的代表。。它對它對
北京北京、、天津天津、、華北華北、、東北地東北地
區烹調技術的發展影響很大區烹調技術的發展影響很大
。。LULULULU 餐廳的魯菜將會取餐廳的魯菜將會取
之精華之精華，，菜單上都是最合本菜單上都是最合本
地華人口味的魯菜代表菜地華人口味的魯菜代表菜..

LULULULU的粵菜以海鮮見長的粵菜以海鮮見長，，客人可以直接從魚缸里選客人可以直接從魚缸里選
擇鮮活的海鮮進行烹調擇鮮活的海鮮進行烹調。。

廣式點心也會出現在菜單上供客人選擇廣式點心也會出現在菜單上供客人選擇。。一壺好一壺好
茶配一桌茶配一桌dim sum,dim sum, 美哉美哉美哉美哉..

喜 辣 的喜 辣 的
食客們也不食客們也不
用擔心粵菜用擔心粵菜
稍顯清淡稍顯清淡。。
川湘菜菜單川湘菜菜單
定會滿足您定會滿足您
嗜辣的胃嗜辣的胃。。

地址就在原江南人家地址就在原江南人家，，黃金廣黃金廣
場與王朝中間街道拐入場與王朝中間街道拐入10001000米左右米左右
左手邊廣場即是左手邊廣場即是。。一起期待一起期待 77 月月 3131
日日LULULULU餐廳的正式營業吧餐廳的正式營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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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尤其擅長中藥外治，針對患者個體差異配

制中藥洗劑，使用冷敷 熱敷 噴霧 熏洗等
方式，結合中藥內服 穴療 針灸等治療
手段，達到見效快 副作用小的效果。

A 痤瘡 酒糟鼻 脂溢性皮炎 口周皮炎 黃
褐斑 異位性皮炎 濕疹 蕁麻疹 接觸性皮

炎 玫瑰糠疹 癢疹 瘙癢癥 過敏性紫癜 白塞氏病 皮
膚變應性血管炎 雷諾氏病 帶狀皰疹及後遺神經
痛 傳染性軟疣 扁平疣 毛囊炎癤 手足癬 體癬 銀屑
病紅皮病白癜風脫發

主治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大皰性疾病（天皰瘡類天皰瘡皰疹樣皮炎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皰瘡）
D 冬病夏治 根據中醫“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理論，利用夏季人體陽氣旺盛，
治療一些慢性疾病，達到標本兼治、預防保健的作用（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鼻
炎風濕性疾病、痛經、脾胃虛寒平素易感冒等）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星期二 2015年7月7日 Tuesday, July 7, 2015 星期二 2015年7月7日 Tuesday, July 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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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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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週一至週五 黃金時間推出）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當地時間2015年7

月5日，義大利圖靈附

近韋納裏亞雷亞萊，

超過14000人在韋納裏

亞皇宮花園舉行白色

快閃晚宴。

希
臘
全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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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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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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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
全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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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最
終
結
果
出
爐

反
對
者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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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反
對
者
慶
祝
勝
利

希臘內政部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希臘內政部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

北京時間北京時間77月月66日上午日上午，，希臘公投選票已希臘公投選票已

經全部開出經全部開出，，6161..33%%的選民反對債權人救的選民反對債權人救

助計劃助計劃，，僅有僅有3838..77%%的選民支援的選民支援。。這意味這意味

著著，，希臘否決了協議草案希臘否決了協議草案。。圖為希臘雅圖為希臘雅

典希臘公投反對者歡呼慶祝勝利典希臘公投反對者歡呼慶祝勝利。。

當 地 時 間
2015年7月5日
，英國桑德林
漢姆莊園，夏
洛特小公主洗
禮儀式舉行，
皇室成員抵達
桑德林漢姆莊
園內的聖瑪麗
馬格達倫教堂
出席儀式。

英國小公主即將受洗
喬治王子踮腳看妹妹

義大利上萬人參加白色快閃晚宴義大利上萬人參加白色快閃晚宴 場面壯觀場面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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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電話:713.777.5123

康樂活動中心

9630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凡有Medicaid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電話:713.777.5123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 府 醫 療 卡

★各類成人疾病﹐傷風感冒﹐過敏花粉症﹐高血壓﹐
糖尿病﹐肺炎﹐支氣管炎﹐腎病﹐肝炎﹐心臟病﹐皮膚病﹐
貧血﹐出血﹐尿道發炎﹐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超聲波﹐神經測試﹐心電圖﹐肺功能﹐骨質疏鬆檢查﹐
★物理治療﹐中醫針炙推拿﹒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BEIJING/SHANGHAI(Reuters) - China's stock markets face a
make-or-break week after officials rolled out an unprecedented
series of steps at the weekend to prevent a full-blown stock market
crash that would threate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The government is anxiously awaiting the market opening on Mon-
day to see if the new measures will halt a 30 percent plunge in the
last three weeks, or if panicky investors who borrowed heavily to
speculate on stocks will continue to sell.
In an extraordinary weekend of policy moves, brokerages and fund
managers vowed to buy massive amounts of stocks, helped by Chi-
na's state-backed margin finance company which in turn would be
aided by a direct line of liquidity from the central bank.
China has also orchestrated a halt to new share issues, with dozens
of firms scrapping their IPO plans in separate but similarly worded
statements over the weekend, in a tactic authorities have used be-
fore to support markets.

"After the 28 companies
suspended their IPOs,
there will be no new IPOs
in the near term,"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said in a
statement on Sunday night.
An online survey by fund
distributor eastmoney.com
over the weekend, which
polled over 100,000
individuals, said investors
believed stock indexes
would rise more than 5
percent on Monday. But

many of those polled didn't think the bounce will last long.
"You're going to need the central bank to open the floodgates to take
us back to 4,500 points in Shanghai," said an investment manager in
Shanghai.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was last at 4,500 on June 25, and is
now trading 22 percent lower. [.SS]

China stocks had more than doubled in just 12 months even as the
economy cooled and company earnings weakened, resulting in a
market that even China's inherently bullish securities regulators even-
tually admitted had become too frothy.
But the slide that began in mid-June, which the CSRC initially tried to
downplay as a "healthy" correction after the fast run-up, has quickly
shown signs of getting out of hand.
A surprise interest-rate
cut by the central bank
last week, relaxations in
margin trading and other
"stability measures" did
little to calm investors,
who sent shares down
another 12 percent in the
last week alone.
China's top leaders, who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avert a sharper economic
slowdown, seem to be
losing patience.
FLURRY OF STEPS
Earlier, in a series of initial
announcements on
Saturday, China's top
brokerages pledged to
collectively buy at least 120 billion yuan ($19.3 billion) of shares to
help steady the market, and would not sell holdings as long as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remained below 4,
500.
The China Mutual Fund Association said 25 fund
companies also pledged on Saturday to buy
shares. Another 69 fund firms said on Sunday
they would do the same.
In addition, 28 companies that had been
approved to launch IPOs all announced they had
suspended their plans.
The u-turn is consistent with past IPO freezes in
China when share markets were falling sharply,
though they are usually spun as spontaneous
company decisions, not as government directives.
Respondents to the eastmoney.com survey
thought news of an IPO slowdown or freeze
would be the most welcomed on Monday.
Sunday, China state-owned investment company
Central Huijin said it had recently been buying
exchange-traded funds and would continue to do
so.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policies is to signal to
China's army of retail investors, who conduct
around 85 percent of share transaction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w standing behind the stock
market. But it is unclear whether even this will be
enough to put a floor under prices or revive the
rally.
Li Feng, a trader at Fortune Securities, said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brokerages and fund managers vowed to put
into the stock market was tiny compared with the size of leveraged
positions still waiting to be unwound.
Some analysts suggest total margin lending, both formal and infor-
mal, could add up to around 4 trillion yuan.
Samuel Chien, partner of Shanghai-based hedge fund BoomTre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said he was ready to pile into blue-chip
stocks, betting the new steps would trigger a rebound.
"Main indexes will rise. For the Shanghai Composite, the area below
4,500 is relatively safe now," Chien said. "I have ample cash at
hand, and surely will buy stocks this week."
But people like Shao Qinglong, a public service worker who has al-
ready lost over a quarter of his capital investing in stocks, told Re-
uters all he is waiting for is for the market to recover enough for him
to break even.
"I didn't sell at the peak because people all say the market will rise
beyond 6,000 points," Shao said. "I'm now waiting for the market to
rebound so that I can get out." (Courtesy Reuters)

Beijing (AFP) - China passed a wide-ranging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last Wednesday, expanding
its legal reach over the Internet and even outer
space as concerns grow about ever-tighter limits
on rights.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the rul-
ing Communist Party has overseen a wide-ranging
crackdown on activists, while unrest related to the
mainly Muslim region of Xinjiang has worsened
and sprea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has become in-
creasingly severe," said Zheng Shuna, a senior of-
ficial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the
rubber-stamp parliament.
China was under pressure to maintai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at the same time handle "political
security and social security, while dealing with in-
ternal society", she said.
It would "not leave any room for disputes, compro-

mises or interference"
when protecting its
core interests, she add-
e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PC
passed the law by 154
votes to nil with one
abstention, official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said.
It will come into force
later on Wednesday
when Xi signs it,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The legislation was
both wide-ranging and
couched in general
terms, with few exact
details such as
sentences for violators.
The practice, which
leaves the authorities
ample room for
interpretation, is

common in China, with the government issuing
detailed regulations later.
The law vows to "protect people's fundamental in-
terests", Xinhua said, including "sovereignty, unifi-
cation,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It declares both cyberspace and outer space to be
part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long
with the ocean depths and polar regions, where
Beijing has been extending its exploratory activi-
ties.
The text requires key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sys-
tems to be "secure and controllable", Xinhua said,
potentially raising concerns for foreign technology
companies.
The Internet -- which is subject to strict censorship
in China -- was "a 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facility
of the country", Zheng said, adding that Beijing's

sovereignty over it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maintained".
Xi has made
security concerns a
top issue, and
chaired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in April last year.
Beijing has

repeatedly clashed with Washington over
cyberspying and is embroiled in longstanding
territorial rows in the East China Sea with Japan,
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several regional
countries.
'Very Vague'
Maya Wang, a China researcher for US-based Hu-
man Rights Watch, said all governments were justi-
fied in having their own national security laws and
apparatus, but the content of China's law had
caused concern.
"It includes elements that define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 as a form of subversion," she said.
"It is very vague in defining what kind of specific
actions would constitute a citizen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The new law has been also criticised by the Euro-
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whose president Joerg Wuttke said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The definitions... are so extensive in
both wording and scope that we are in effect look-
ing at a massive national security overreach.
"Such vagueness creates a great deal of uncertain-
ty for business."
Wang said the measure was part of a series of
state security legislation -- including a new anti-ter-
rorism law -- that as a whole "reduces the capacity
of civil society to criticise the government and 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Campaigners say the draft anti-terror law contains
measures for a "non-stop strike hard campaign" in

Xinjiang,
homeland of
the Uighur
ethnic
minority,
signaling that
a crackdown
initially
intended to
last one year
could
continue
indefinitely.
China has already rolled out tough measures to
confront what it labels "terrorism" in the
far-western region.
A new criminal law was submitted last week to the
NPC, which includes harsher punishments for
those involved in "cults or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and widens the list of activities which can be
defined as terrorism, state media said.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does not ap-
ply to Hong Kong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
tems" principle that gives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wide-ranging autonomy.
But it mentions the territory, along with Macau,
and pro-democracy Hong Kong lawmaker Alan Le-
ong told local broadcaster RTHK it "can be consid-
ered as giving pressure to Hong Kong" to enact its
own security law.
A security bill put forward by the Hong Kong gov-
ernment in 2003 sparked a massive protest, with
some 500,000 people taking to the streets, before
authorities scrapped the measure.(Courtesy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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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argets Web Control With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new law vows to "protect people's fundamental interests,”
including "sovereignty, unification, territorial integrity...(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t declares both cyberspace and outer
space to be part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long with

the ocean depths and polar regions, where Beijing has been
extending its exploratory activities.

Investors talk in front of an electronic board showing stock
information, filled with green figures indicating falling

prices, at a brokerage house in Nanto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July 3, 2015. (REUTERS Pho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made

security concerns a top
issue and chairs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established in 2013
(AFP Photo)

Fuyang in central China's Anhui
province Monday June 29, 2015.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fell 3.3 percent to 4,053.03
despite China's surprise weekend
interest rate cut. (Chinatopix Via

AP)

Shanghai collapsed in the last hour of trading on July 1,
2015, closing 5.23 percent lower (AFP Photo/)

The US-based Human
Rights Watch

organization stated
that China's new

security law, "...is very
vague in defining what
kind of specific actions
would constitute a
citizen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China new security law is
wide-ranging and cites an

"increasingly severe" 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FP

Photo)

Investors chat as they watch a
board showing stock prices at a
brokerage office in Beijing, China,
July 6, 2015. China's key stock

indexes showed signs of stabilizing
on Monday, rising close to 3

percent, in response to
unprecedented rescue measures
announced over the weekend.
REUTERS/Kim Kyung-Hoon

美南報業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新書出版
「「新聞最前線新聞最前線」」關注海內外局勢風雲關注海內外局勢風雲

中山大學美南校友聯歡會有感中山大學美南校友聯歡會有感
許國殷許國殷

又是拜讀美南新聞日報登載的消
息，我才有幸出席了今年五月廿三晚
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會所（6925 Tur-
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舉辦
的美南中山大學校友會聯歡晚會，有
機會與上百位鄉親校友們敘舊談新，
感慨很多。

久違了。記得1982年春天我初到
休士頓時，有一次偶爾看到美南新聞
登載了中山校友聚會的一則消息，如
獲至寶，親自步行到舊中國城美南新
聞編輯室去拜見李蔚華先生，得到了
聯繫電話。之後，當時的老會長吳銘
彬先生帶領我參加了幾次在洪記飯店
，皇寶樓等餐館的活動。與會的人多
是老中大的人或晚輩，還有人是讀過
襄勤大學的（那是廣州一間比國立中
山大學小得多的私立大學）也來聚在
一起。席間我曾提到我父親也是中大
化工系畢業生，並在抗日戰爭廣州淪
陷後，隨校遷往雲南西南聯大讀書，
但在座的都不認識他。

由於功課繁忙，又要在假期抓緊
時間全職打工，以維持自費留學，所
以一段時間之後，我就無法列席校友
會了，更後一些，在電話中得知吳會
長辭世的不幸消息，聯繫就更少了。
直到1995年我成為美國公民之後，才
又按校友通訊錄去拜訪過去曾在席間
與我交談甚多的吳尚勢先生，向他送
上我在雜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他也
送了一本書給我。當時吳老已經高齡
89歲，由他口中得知校友會沒有活動
，也沒有會長了。但89高齡的他還是
不辭勞苦，親自開車載我到附近一家
Buffet店吃了午餐。

光陰一幌又是廿載。如果不是因
事適逢到中國城拿了美南新聞日報，
我肯定又會錯過最近這一聯歡會。當
晚我依時報到入席，負責工作的校友
遞給了我一份前年印的資料，才知道
早年 2012 年 12 月已經正式召開了新
一屆及中大友會成立大會。

我仔細閱讀了這份資料，補了上

次缺席的一課。感到耳目一新，又驚
又喜。首先， 「中山大學」的手寫體
已經回復到使用我父親時代畢業團體
拍照用的那種字體，而不再是後來其
它大學都用的仿毛體；英文名稱也恢
復使用 Sun Yat-sen University。而不
是漢語拼音了。真有正本清源，反樸
歸真之感。我很欣賞這些改動，這些
改動是十分重要而且義意深遠的。其
次，我在和校友閒聊時，得知現在中
山醫學院已和中山大學合併了。這個
消息同樣可喜可賀。因為國立中山大
學原本是為了紀念革命先行導師孫中
山先生而創辦的，原本就包括醫學院
、理學院、工學院等，孫中山先生本
人也是一位懸壺濟世的名醫。如今兩
校經歷了多年的分開之後又合併，可
以說是恢復了中山大學歷史的本來面
目。

在最近這次晚會上，黃孔威會長
報告指出，幾位正在德州醫學中心研
究的中大醫學家們，已經取得多項傑

出成就。這個消息令人歡欣鼓舞，
大家紛紛向他們鼓掌祝賀。黃會長
又說，如今除了美國有美東、美西
、美南中大校友會之外，在歐洲和
世界其它主要國家也有中大校友會
，這個訊息網將全世界的中大校友

連在一起了，說明我們已經走出校門
，進入世界舞台了，影響之大是可以
預期的。

從我個人的角度看，一個同樣可
喜的大變化是：與其它大學的校友要
去餐館聚會不一樣，我們是在黃氏宗
親會會所裡搞聯歡活動。完全沒有人
一走，茶就涼的感覺。我本人很重視
和欣賞這個傳統，所以在聯歡會之後
，我特別請黃會長帶我走進供奉歷代
黃氏宗親的那間神壇室，參拜了裡面
掛著的中華民族最早的祖先軒轅黃帝
像，黃氏祖先像，和點著長年不滅焟
燭供奉好神。黃氏宗親好後代們做得
很正確，我在室裡見的如今世界上很
多地方都有黃竹宗親會所送來的錦旗,
這個傳統和成就很值得其他姓的華人
效仿,過去國內曾經反復批判我們的老
祖宗，駡爹又罵，更批判一代宗師孔
夫子，這是對先人的不敬和侮辱，必
須徹底糾正。我的老祖宗為後代做了

千辛萬苦的奮鬥才有我們今天，我們
有甚麼理由數典忘祖？祖先們必須受
尊敬和景仰。

置身黃氏宗親會所這幢大廈，我
有海外如臨親家的感覺。這裡建有寬
敬的大禮堂，周圍設置多間課室，舞
台道具鑼鼓獅子樂器音響設備一應俱
全（我偷偷獨自立鋼琴上試彈一段宵
邦圓舞曲：蠻不錯）。真是公眾活動
和教育好好場所。當晚看見很多父母
來參加晚會的六七歲小朋友，他們在
這裡很快就打成一片，互相追逐遊戲
，蹦蹦跳跳，嬉笑充滿大廳。而他們
的父母也正風華茂，生龍活虎，正在
對世界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一泒生氣
勃勃的景象，不禁令我感嘆：善哉、
江山代有人出，幾度夕陽紅。

這次聯歡晚會對我是一場有歷史
意義的教育活動，俗話說：三十年河
東、三十年河西。但對我而言，從
1949 年到 1982 年初我在廣州，又從
1982年來美到今年2015，恰巧是我一
生兩個33年，可說是 「33年河東、33
年河西」，我親身目睹見証了中山大
學美南校友會的巨大變化。讓我再三
感謝黃氏宗親會，再三感謝美南新聞
。

(本報訊)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撰寫的新書 「新聞最
前線」（中英文版本）日前由美商
EHGBOOKS微出版公司出版，並在
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銷售網絡亞馬遜
（ Amazon ）網站銷售發行。同時，
該書除了傳統的紙質圖書外，還有配
套的電子版本可供Kindle閱讀。

作者從新聞視角入手，以獨特眼
光再現過去重大的社會新聞事件，同
時也展現了作者一手打造美國美南報
業電視集團的創業感悟。
本書集結了美南報業集團李蔚華董事
長的新聞札記，過去數十年間，從大
國冷戰結束到中國崛起，數位時代帶
來之衝擊，地球暖化對氣候造成之變
化物質文明對人類之極大影響；李蔚
華以其獨特的知識觀點，剖析國內外

重要新聞──媒體事業是為多元社會
不斷記錄歷史，為社會伸張正義，為
弱勢者吶喊，為社會提昇能正量。

李蔚華，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董事長，２０１２美中經濟文化訪問
團團長。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位於美國
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巿，是一家多元化
，國際化的傳媒集團，集團擁有報紙
、印刷、電視、互聯網以及國際貿易
中心等多家機構。
美南報業集團創辦三十餘年，在美國
華文媒體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旗下媒體 「美南新聞」， 「美南
黃頁」， 「亞美新聞」（簡體報），
英文日報，發行覆蓋全美１１個主要
城巿。

李蔚華先生畢業於德州州立拉瑪

大學政治學碩士，並就讀哈佛大學商
學院，１９７９年在休士頓創辦美南
新聞報紙。

２００７年，李蔚華先生創辦國
際貿易中心。 ２００９年，創辦美
南國際電視，自創節目體現華人社區
生活，收視廣泛。
李蔚華先生並擔任休士頓國際區區長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哈瑞斯郡醫學
委員會董事，艾格林國會議員顧問，
亞州協會董事等職務。

多年來，李蔚華先生還積極致力
社區服務，擔任多項社區要職包括休
士頓自然博物館，休士頓優商機構董
事成員，美南銀行董事，曾獲得 「１
９７６年海外傑出華人」 「１９８３
年美國傑出青年」， 「領袖型美國執
行長」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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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各種規格報紙印刷﹐承接名片印刷﹐招貼海報﹐廣告
傳單﹐商業表格﹐文宣畫冊﹐超市及零售業宣傳品﹒

現特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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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能浴 "沈追冷汗都下來

了袁"冊立之事尙未行袁如果惹惱了
陛下就麻煩了遥

祁王案雖是夏江主查袁 但最終
處置成那個樣子的人畢竟是陛下遥

若無強有力的證據而要求重

審袁陛下只會認爲他自恃新功袁無端
翻弄舊事遥

你是知道的袁 陛下最痛恨地是
什么钥就是意圖貶低君威浴要重審祁
王逆案袁 不就擺明瞭認爲陛下當年
是犯了大錯嗎钥陛下絶不會容忍的浴
"

" 可是噎噎" 蔡荃堅持道袁" 從

夏江謀逆就可以看出袁 也許當年的
眞相噎噎"

"你怎么還沒懂钥 "沈追沒好氣

地道袁"什么是眞相钥 你以爲十三年
前就沒有人對眞相有所質疑嗎钥 可結果呢袁或貶謫出京袁或人頭
落地袁或者噎噎乖乖地閉口不言遥

也許對陛下來説袁祁王當時是不是眞地反了並不重要袁重要

的是他一旦想反地話袁隨時都可以反浴 "

蔡荃是第一次聽到這樣地論調袁不由地全身一陣發麻袁看着
沈追半天説不出話來遥

"總之袁單憑夏江謀逆就推測當年是冤案袁這個理由不夠袁"

沈追又放緩了語氣袁神情有些無奈袁"我想靖王殿下大概也是想

到這一層袁才這般鬱鬱不樂的吧噎噎"

蔡荃目光沉沉地看着車頂袁 冷冷地道院"若我是靖王殿下袁
我也不會罷休地遥 "

"你説什么钥 "沈追沒太聽懂袁詫異地看向他遥
"什么叫做想反的話隨時都可以反钥 就因爲這個袁數萬的人

頭便要落地钥 "蔡荃説着説着竟激憤起來袁"天子之責袁在于撫育
萬民袁天子之威袁在于仁德懿范遥

並無反迹卻要疑人有反心袁天子的胸襟如此袁爲臣者何來霽
月光風钥我原本還以爲靖王爲祁王不平袁只爲他們兩兄弟情義甚
深袁今日聽你這樣一説袁竟然噎噎"

"好啦袁"沈追一把捂住了好友的嘴袁"當我什么都沒説遥
不過看你都憤憤不平的樣子袁我更能明白殿下的心情了遥
但急也不能急在這會兒袁等將來噎噎那個時候到了袁什么辦

不成钥 咱們還是要找個機會勸勸殿下不要魯莽行事才好遥 "

"要勸你去勸袁我不去遥 "

他飛快的睃了我一眼袁目色深沉袁長長的眼睫在他挺括的鼻翼旁落下一片陰影遥
我的一顆心隨着他死寂般的沉默而越跳越快袁怦怦怦怦袁我腦袋震得發暈袁終于抑制
不住緊張袁手心茫然的按上心口遥

"西宮側妃噎噎"也不知過了多久袁也許只是幾秒鍾袁也許已過數十分鐘袁多爾袞
忽地嗤笑袁"好端端的突然提她做什么钥她不是你的親姪女么钥 "我臉上一紅袁假裝沒
聽到他後半句的調侃袁 只是瓮聲瓮氣的説院"不能提么噎噎"底下的話在舌尖上滾了

三四遍袁卻猶豫着不知該如何問出口袁最後只得長嘆一氣袁"算了袁只當我什么都沒
問浴 ""旣是問了袁又如何能再當作什么都沒問呢钥 "我微微抽氣遥

他曲起膝蓋袁雙臂抱膝袁下巴擱在膝頭遥 月光下袁赤裸的上身削瘦卻並不顯得過
于單薄袁臉上帶着一種慵懶而又略帶散漫袁隱約間可以看出他的情緒竟是出乎尋常
的平靜院"宮闈之事不是你我該過問的袁我覺得你對汗妃們過于關切了遥 難不成噎噎
你竟是對大汗存了什么不可吿人的心思钥 ""你噎噎你胡説什么钥 "我被他一腳踩到痛

處袁又羞又急袁當場從席上蹦了起來遥
多爾袞果然不愧爲多爾袞袁我不曾想到他的洞察力竟是如此敏鋭袁難道我的感

情當眞表露得如此明顯袁居然讓他一眼洞穿钥
不浴我沒法解釋清楚自己的身份來歷袁又如何向他解釋東哥與我的前世今生钥那

三十五年的南柯一夢袁説出來只會令他把我當成妖人看待浴
"你浴 "情急之餘袁我倏地伸手指向他袁惱羞的叱道袁"關我什么事了钥明明是你和

大玉兒之間不清不楚袁曖昧噎噎"一句話未喊完袁我右臂劇痛袁竟是被多爾袞伸手拉
住用力往下一拽遥 我整個人猝不及防的跟着栽倒袁他順勢撲了上來袁牢牢壓住我遥

我又驚又怒袁果然逞一時快意非明智之舉袁一報還一報袁他踩我了袁我也踩了他袁
只是我踩他只怕會付出難以想象的代價遥 傳聞多爾袞與大玉兒兩情相悅袁甚至有野
史稱順治帝福臨乃是多爾袞的私生子袁難不成是眞的钥

"你想殺人滅口钥浴 你別以爲自己瞞得甚好袁 其實大汗一早便洞悉你們的奸情
噎噎"我慌亂口不擇言袁這當口只想着如何脫離他的壓制袁伸手盡力去夠那枕邊擱着
的腰刀袁哪里還顧忌自己到底在講些什么遥

"你這張嘴噎噎能不能安靜會兒钥"他突然俯下頭來袁溫厚的嘴唇覆住我的唇瓣遥
我打了個哆嗦袁緊閉牙關不讓他探入袁猛烈搖頭遥 他雙腿彈壓住我的膝蓋袁右手

卡住我的下巴袁不讓我亂動遥
我渾身顫慄不止袁右手筆直探出袁指尖才剛剛夠到刀柄袁突然多爾袞的左手飛速

探過袁搶在我之前抓住刀鞘猛力往外一摜遥 "啪 "地聲腰刀摔到角落袁我的心急遽一
沉袁如墮冰窟遥

"姐姐袁你不是説你叔叔是個做官的嗎钥 况且姐姐的家中也是書香
門第袁只不過家道中落才落魄如此袁姐姐又怎能這般妄自菲薄钥 "寒娥

説道遥
馮佑憐含笑搖頭袁不想爭辯袁只是拉着寒娥的手走過另一條街道遥

一邊走還一邊解釋院"算了袁現在找到叔叔最爲重要袁這些事稍後再説
吧遥 "

"這又是哪兒钥 我可沒來過鄴城啊遥 "寒娥着急地説遥
"我記住了叔叔的家住地址遥 只希望他們還沒有搬遷遥 "馮佑憐説

道院"你隨我來就是遥 "

馮佑憐熱情地詢問街上路人袁 兩人一路打聽之下終于到了所記的
地址袁果然有位姓馮的官爺住在此衚衕遥

寒娥迫不及待地拍打紅門袁馮佑憐沒有阻止也是焦急地觀望着遥
"誰袁誰啊噎"

"咯吱遥 "門開了一個小隙縫遥馮佑憐幸喜地説道院"這位大伯袁請問
這里是不是馮史宗大人的府邸钥 "

"你什么人钥 膽敢直呼我們老爺的大名钥 "里面的人喝道遥
馮佑憐與寒娥沒有驚嚇袁反而歡喜地推着大門急説院"我是大人的

遠方親戚袁請老伯讓我們進門見見大人好嗎钥 "

"哼袁你説是親戚就是親戚钥 可有證明钥 "

"這噎"馮佑憐傷心地搖了搖頭袁寒娥則立刻説道院"老伯袁你先通
報一聲袁相見就是最好的證明啊遥只要大人見到我家姐姐便可認出了遥 "

"哼袁我家老爺公事繁忙袁豈容你們説見就見钥 旣無法證明就甭想
見袁滾袁滾噎"説時袁里面的人怒氣冲冲地關上大門遥

"哎喲噎"寒娥氣鼓鼓地指着大門駡道院"氣死我了袁眞是狗眼看人
低袁哼袁以後要是被我得勢袁定饒不了你遥 "

"寒娥遥 "馮佑憐憂心忡忡地説道院"算了袁其實我們這么冒失地闖
入也很不妥袁不能怪罪老伯遥 "

"難道通報一聲會掉了他一塊肉嗎钥 "寒娥得理不饒人遥 馮佑憐走
下台階袁看了看馮府的牌匾袁説道院"想必叔叔做了官以後一定有不少人

奉承巴結袁我們手中無憑無證袁光靠一張嘴又怎能令人信服钥 "

"可是噎"寒娥失望地問院"難道就沒有辦法了钥 好不容易到了鄴
城袁卻有家不能回袁唉遥 "

"天無絶人之路袁寒娥袁我們乾脆在這里等候袁旣然沒人通傳袁那就
自己留守遥 "馮佑憐堅定地説院"只要叔叔見到了我一定能認出我遥 "

秦予喬身上穿着寬大的居家睡衣袁腳下是柔軟的棉拖鞋袁明明沒
有溫和服帖的模樣袁整個人卻散發着難以形容的凌厲袁看得夏姸靑轉
身繼續往自己的房間走去遥

秦予喬不作罷袁跟着夏姸靑來到她的房間袁而且搶先打開夏姸靑
房間的門走了進去遥

夏姸靑的房間是秦家的客廳重新裝飾一邊袁 秦予喬掃了一眼袁房
間的裝修很有夏姸靑的風格袁小資情調很濃袁一個房間光是燈就有七尧
八多盞遥

秦予喬掃完房間袁然後繼續掃向夏姸靑袁開門見山院"剛剛你在做

什么钥 "

夏姸靑呵呵笑了兩聲院"喬喬袁你什么意思钥 "

"別裝了袁不覺得倒胃口嗎钥"秦予喬此時就像變了一個人袁一步步
走向夏姸靑袁"眞噁心遥 "

"誰噁心啊遥 "夏姸靑也怒了袁不過臉色卻不怒反笑袁"半夜偷情袁
眞飢渴遥 "

秦予喬輕笑起來袁嘖嘖了兩聲院"我跟我男人做 |愛叫偷情钥 夏姸

靑你還眞搞笑啊袁你是帶着貞節牌坊出生的么钥 "

夏姸靑黑着臉袁然後轉過頭不去看秦予喬袁整個人宛如烈女般不
可侵犯袁然而越是這樣袁秦予喬心中的火就燒得更加厲害袁她比夏姸靑
要高出幾公分袁盯着夏姸靑看的時候眼中的寒意如破裂的冰塊一樣驟
然尖鋭遥

秦予喬心里是不好受的袁往事突然歷歷在目袁只要想起來就有把
刀子在身體里面輾轉袁所過之處是絞挫般的道道劇痛遥

"如果説起偷情袁 作爲偷情的産物袁 你應該比我更瞭解這兩個字
吧遥 "秦予喬噙着笑袁她的話在夏姸靑最敏感的地方刺了一刀袁夏姸靑
整個臉變得蒼白袁憎恨地看着秦予喬院"你別欺人太盛浴 "

秦予喬抿着唇袁突然心生無力感袁她即使眞把夏姸靑駡得狗血淋
頭又如何袁改變不了任何事實袁只是最終意難平袁當年如果不是夏姸靑
跟她説院"秦予喬袁其實你爸爸跟我媽媽已經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了遥 "

她或許還不會跟白天瑜出國袁當年她覺得噁心難以接受袁現在想想袁夏
蕓眞是敎出了一個好女兒遥

陸老爺今天的反應擺在那兒呢袁説不定今天回去之後袁就會數落陸子
言一通遥

堂堂陸家大少爺袁怎么可能娶一個廚子的女兒爲妻钥
第八十章一個夢

聽了這番話袁寧有方心里很不是滋味袁忽的頓住了腳步院"汐兒袁都是
爹沒用遥 如果我混出名堂來袁誰也不敢小瞧你了遥 "

他只是個身份低微的廚子袁雖然家底還算殷實袁可比起這些大富之家
來袁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遥 雖然不想承認袁可他心里也很清楚袁陸老爺肯定
不樂意自己的兒子娶一個廚子的女兒遥

事實上袁 如果一直這樣下去袁 寧汐將來想嫁個好人家是不太容易了
噎噎

寧汐見寧有方一臉的愧疚自責袁眼眶一熱院"爹袁你千萬別這么説遥 能
做你的女兒袁才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運遥 我不想嫁人袁我只想陪在你和娘
身邊噎噎"

前世的她袁曾那樣不顧一切的愛着一個男子袁爲所謂的愛情受盡了一
切委屈遥可到頭來袁卻落得那樣一個凄涼的下場遥她的心早已一片蒼涼袁再
也沒有愛一個人的勇氣了遥

陸子言是很好袁可是袁跟她又有什么關係钥
她不想早早的嫁人袁更不打算高攀任何人遥
寧有方略有些笨拙的拭去寧汐眼角的淚珠袁 愛憐的打趣道院"你這丫

頭袁説幾句就抹眼淚遥好好好袁都依着你遥你想什么時候嫁人就什么時候嫁

人遥 要是捨不得出嫁袁以後就招贅一個上門遥 反正爹養得起你遥 "

寧汐被逗的破涕爲笑袁隨口笑道院"爹這個主意倒是好遥 我眞捨不得
離開你們呢等我到二十歲的時候袁就招贅一個入我們寧家的門好了遥 "

寧有方被嚇了一跳袁連連擺手院"二十歲可不行袁那可就成老姑娘了遥
十八歲之前一定得成親遥 "這論調倒是和阮氏一模一樣遥

寧汐調皮的扮了個鬼臉院"好好好袁都聽爹的遥 "

父女兩個相識一笑袁有默契的不再提起這個話題遥
回家之後袁寧有方立刻喊了全家人到一起袁將陸老爺承諾的事情一一

説了一遍遥 寧大山第一個激動起來袁猛的一拍腿院"好好好袁實在是太好
了遥 "

寧有財由衷的感到高興袁笑着拍了拍寧有方的肩膀院"三弟袁你以後
可是要有大出息了遥 "

寧有方咧嘴一笑袁興奮激動之情溢于言表遥
王氏關心的卻是另有其事院"三弟袁你們大概什么時候走钥 公爹也跟

着一起去嗎钥 "

還沒等寧有方説話袁就聽寧大山瞪起了眼院"我一把年紀了袁跟着去干
什么遥 "

王氏訕訕的笑了笑袁不敢再多嘴了遥
阮氏對王氏那點小心眼心知肚明袁忙笑着打圓場院"公爹還是跟着我

們一起去京城吧大哥大嫂也在那邊袁到時候也能相互照應些遥 "

寧有方也笑着點頭院"是啊袁爹袁你就跟我們一起去吧二哥二嫂這么
忙袁只怕也沒時間照顧你噎噎"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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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爲什麽希臘選擇就是否接

受救助計劃進行公投，不接受的公投結

果又意味著什麽呢？

此前，希臘的債務總額已經超過三

千億歐元，僅僅在2010年和2012年，國

際債權人就曾經分兩輪向希臘提供過總

額高達2400億歐元的貸款。但是在過去

5年當中，希臘的經濟縮水了四分之一

，失業率也超過25%。股市受挫，國債

收益率飙漲，政府面臨著還不起錢這樣

一個窘境，甚至也沒有辦法支撐整個國

家系統的正常運轉。所以希臘債務也是

成了填不滿的黑洞。

今年6月25號，在最近一輪的救助

協議即將到期的情況之下，歐盟委員會

、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成的

國際債權人提出一份新的協議草案，同

意向希臘提供155億歐元的新一輪貸款

，把救助計劃再延長五個月。但同時，

他們也要求希臘削減養老金支出，提高

退休年齡，上調增值稅稅率，以便在

2016年實現相當于國內生産總值1%的增

收。換句話說，國際債權人組織希望希

臘用緊縮來換取新的救助。

但是，在今年年初剛剛上台的希臘政

府應對債務危機的理念，就是反對這樣的

要求。總理齊普拉斯更是曾經表示，這是

在敲詐，意在羞辱希臘人民。政府的請求

非常明確，希望增加政府開支，減少部分

稅收，還想要更多的債務減免。

于是在一周以前，希臘政府和國際

債權人的談判破裂之後，希臘國會通過

了公投的決議，把向國際債權人對新一

輪救助協議點頭或者搖頭的權利交給了

全體的希臘選民。隨後，歐洲央行也是

決定不再提高對希臘銀行的緊急流動上

限，而爲了避免銀行系統的崩潰出現擠

兌的現象，從6月29號開始實施資本管

制，所有希臘人的銀行卡每天只能取60

歐元的現金。

到6月30號，希臘沒有能夠償還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55億到期貸款，如

今公投結果産生之後，歐洲方面自然是

非常不高興，各國領導還有各個相關組

織的領導人，也都認爲不接受的公投結

果實在是難以想象，只會讓希臘危機更

加複雜和麻煩，甚至在公投之前，就有

人說，如果希臘選擇了不接受，那就會

有退出歐元區甚至進一步可能和歐盟的

關系也不知道會走向何方。

而現在歐洲的最新的反應是，針對

這個不接受結果，歐元區領導人已經安

排了一個緊急的峰會，安排在周二進行

，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然後在當地時

間的周二的下午4點開始。

綜合報導 白俄羅斯副總理加

裏甯出席蘭洽會推介本國機械制

造、化肥生産等優勢産業，以及

在經貿合作方面的優惠政策，他

希望通過蘭洽會加深彼此了解，

使得中白兩國投資貿易合作翻開

一個新的篇章。

當日，在第21屆“蘭洽會”

白俄羅斯共和國投資貿易推介會

暨合作項目簽約儀式上，甘肅省

政府與白俄羅斯成功簽約了中白

合作大型農機裝備制造項目和中

白貿易合作中心項目。

作爲蘭洽會曆史上首位主賓

國，白俄羅斯由建設部、通信與

信息化部、貿易部等組成政府代

表團和戈梅利州、格羅德諾州代

表團以及50多家企業出席。

加裏甯表示，近四年來白俄

羅斯吸引直接外資投資達到18億

美元。此次來甘肅，不僅要領略

甘肅的文化，更要學習甘肅在經

濟發展方面的先進經驗。我們還

實施了一系列經濟對口項目政策

，目的是吸引更多外資來白俄投

資、合作、建設，促進白俄的經

濟發展水平邁上新台階。

甘肅省長劉偉平說，白俄羅

斯是中國在歐亞地區開展大型合

作最爲廣泛的國家之一，是中國

的好朋友、好夥伴，格羅德諾州

與甘肅省自2007年建立友好省州

關系以來，雙方的經貿合作不斷

地擴大，人文交流日益地密切。

劉偉平說介紹，甘肅作爲連

接歐亞大陸橋的戰略通道和向西

開放的重要門戶，正不斷加大對

外開放和向西開放的力度。目前

，中歐貨運班列天馬號、蘭州號

已開通運營，蘭州綜合保稅區即

將建成封關，爲擴大開放、尋求

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合作發展創

造了良好的條件，甘肅將不斷與

白俄羅斯深化合作。

期間，白俄羅斯企業代表與

甘肅代表“面對面”進行了貿易

洽談，雙方提出將在機械制造、

化工原料、農業技術以及留學生

等方面進行合作。

第21屆蘭洽會于7月6日至11

日在蘭州舉辦，吸引了來自白俄

羅斯、中亞五國等 46 個國家的

400多名國外賓客與港澳台地區的

100多名代表參加。

希臘全民公投不接受救助協議

或被迫退出歐元區

綜合報導 中國首家稀土交易所——包頭

稀土交易所6日對外公布，今年上半年該稀交

所累計實現交易額151.27億元(人民幣，下同)

，接近去年全年的3倍。

2014年3月28日，中國首家專門以各類稀

土産品爲交易品種的大宗商品現貨電子交易所

——包頭稀土産品交易所在試運行3個多月後

正式開盤運營。該交易所交易模式有稀土網上

商城、現貨競價交易、現貨挂牌交易三種。其

中，網上商城上市的商品涵蓋稀土氧化物、稀

土金屬、碳酸稀土三大類共計10余種商品。

中新社記者了解到，今年年初以來，該稀

交所加大重點市場開發及推廣力度，不斷培育

現貨産銷客戶、現貨投資客戶及個人投資者。

僅上半年，該稀交所新增企業開戶數量16家，

新增個人投資者13戶。截至目前，入市企業已

達110家，投資者人數達270人。

在平台建設不斷完善，服務水平不斷提升

的同時，稀交所的成交量不斷放大。

截至6月30日，稀土網上商城、現貨競

價、現貨挂牌交易三種交易模式總成交額爲

151.27億元，完成年計劃(200億元)的75.6%。

其中，現貨挂牌交易成交量108610噸，成交

額151.27億元；網上商城模式共交易4筆稀土

抛光粉産品，交易量共計 14 噸，交易金額

38.2萬元。

中國首家稀土交易所

上半年交易額
突破150億元

白俄羅斯副總理蘭洽會
翻開經貿合作新篇章

全球製造業PMI陸續公佈
英美製造業增速放緩

綜合報導 全球製造業數據陸續公佈

，整體而言仍處於擴張階段，但主要國

家的製造業指數表現不盡相同。美國和

英國的製造業處於擴張週期，但是增速

有所放緩，而歐元區的製造業繼續處於

反彈過程之中。

數據顯示，美國6月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終值降至53.6，為2013年10月

以來最低，5月為54.0。6月終值較初值

53.4略有上升。

從分項指數看，產出疲弱拖累了指

數，產出分項指數終值為53.9，為2014

年1月以來最低，而5月為55.2。就業分

項指數6月升至55.5，為2014年9月以來

最高，5月為54.6。但是,新業務擴張較

快，投入價格創2014年 11月最高值。

Markit首席經濟學家克裏斯· 威廉姆森說

, 美國經濟擴張減速主要是因為強勢美

元導致的出口受阻和投資下滑。他表示

，美國製造業擴張速度為逾一年半以來

最慢，表明美國經濟再度放緩，而這主

要與出口連續第三個月下降有關，強勁

美元損害了許多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Markit當日同時公佈的調查顯示，

英國6月製造業增速也出現了意外放緩

，為兩年多來最慢。

數據顯示，英國6月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降至51.4，為2013年 4月以來

最低水準；低於預期的 52.4，前值由

52.0修正為51.9。其中分項指數新訂單

指數也降至52.8，為2014年 9月以來最

低；6月整體新訂單上升，不過出口訂

單連續第3個月下跌。

有分析認為，出口訂單疲軟的主要

原因是歐洲需求停滯，歐元區存在不確

定性且英鎊太過強勢。今年迄今為止，

英國實際匯率已經上升近6%，這使得對

外貿易仍是英國一季度經濟增長的拖累

因素。Markit指出，這種拖累可能會持

續下去，此外強勢英鎊也對經濟帶來了

影響。

調查顯示，由於歐元區經濟復蘇被

希臘債務危機的陰霾籠罩，英國經濟仍

需依賴於本國內需。而由於製造業增速

放緩，Markit駐倫敦高級經濟學家多布

森指出，該國將會更加依賴服務業等其

他領域來推動經濟增長。

從數據上看，歐元區6月製造業指

數處於持續的溫和反彈之中。當月PMI

產出分項指數終值為53.6，初值為53.5

，5月終值為53.3；6月製造業PMI產出

價格指數終值為51.0，創18個月最高水

準；初值為51.0，5月終值為50.0。

主要歐元區經濟體中，法國製造業

出現了2014年4月以來的首次增長，當

月製造業PMI終值上修至50.7，高於預

期值和初值50.5，創下14個月來新高。

德國6月製造業PMI終值確認為51.9，高

於前一個月的51.1，創下兩個月新高。

當月該國PMI表明製造業生產加速，而

且產出增速基礎廣泛，消費者、仲介商

和投資商品行業都錄得增長。但是由於

生產成本增速高於出售價格，使得通脹

升至過去一年半以來第二高位。

其他歐元區國家中，荷蘭製造業

PMI為56.2，創18個月來新高；義大利6

月製造業PMI降至54.1，低於預期的54.4

，也低於前值54.8，但為連續第5個月守

在50上方。西班牙6月製造業PMI降至

54.5，但為連續第19個月處於50榮枯線

上方；前值為55.8。上述幾國雖然製造

業數據有升有降，但從強勁程度來看是

歐元區表現最好的幾個國家。希臘6月

製造業PMI降至46.9，前值為48.0，是歐

元區唯一一個製造業數據顯示收縮的國

家。

威廉姆森認為，除了希臘帶來的不

確定性影響之外，德國和法國經濟增速

放緩也進一步限制了歐元區製造業的擴

張，製造業當前為歐元區經濟只帶來了

溫和的刺激。

Markit經濟學家肯尼迪則指出，產

出和新訂單分項大體穩定，物價和雇傭

等分項也錄得增長，不過歐元疲弱對法

國製造業帶來了通脹壓力，進口物價上

漲速度為三年最高。他還表示，強大的

競爭壓力依然使製造商無法對消費者傳

遞紅利。

另外，在亞洲，日本製造業擴張減

速。日本6月製造業PMI為50.1,低於前

值50.9，也低於長期均值，這主要受到

產出和新訂單下降的影響。受日元貶值

影響,新出口訂單繼續增加,創一年半來新

高。同時,投入品價格以較溫和的速度上

升。總體來看,日本製造業擴張減速主要

受內需下降影響。

新興經濟體中，中國製造業維持低

位企穩。中國6月製造業PMI為50.2,預

期50.4,前值50.2；非製造業PMI53.8,前值

為53.2。數據表明,經濟維持低位暫穩,驅

動力來自穩增長加碼和地產回暖,但經濟

企穩基礎仍顯不穩,財政貨幣寬鬆方向不

變。另外，受新出口訂單下滑企穩影響

，巴西製造業6月PMI錄得46.5，前值為

45.9。

經濟學家預計美聯儲9月將啟動加息
綜合報導 儘管美國6月非農

就業數據表現喜憂參半，但多數

經濟學家仍預計美聯儲將在9月

首次加息。摩根大通美國首席經

濟學家費羅利在就業數據公佈後

表示對9月加息更加有信心。

法國巴黎銀行經濟學家德維

爾認為，就業

報告顯示就業

市場運作健康

，一切都處於9

月加息的軌道

上。

美國勞工

部的數據顯示

，6月美國新增

非農就業崗位

22.3萬個，基本

符合預期，失

業率降至 5.3%

的七年新低。

但4月和5月的

新增就業崗位

數量分別大幅

下調6萬個。薪

資增長仍略顯疲弱，6月與前一個

月基本持平。分析人士表示，隨

著失業率進一步下滑，美聯儲的

關注重點將全部放在通脹上。

下半年美聯儲將召開四次例

會，分別在7月、9月、10月和12

月。在6月的上次例會上，聯邦

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17位委

員中有15位預計將在2015年底前

開始加息，只是在加息次數上存

在分歧。而經濟學家認為，考慮

到希臘債務問題處理前景尚不明

朗，美聯儲在7月的例會上將按

兵不動。

希臘全民公投不接受救助協議
或被迫退出歐元區

綜合報導 為什麼希臘選擇就是否接受救助

計劃進行公投，不接受的公投結果又意味著什麼

呢？

此前，希臘的債務總額已經超過三千億歐元，

僅僅在2010年和2012年，國際債權人就曾經分

兩輪向希臘提供過總額高達2400億歐元的貸款。

但是在過去5年當中，希臘的經濟縮水了四分之

一，失業率也超過25%。股市受挫，國債收益率

飆漲，政府面臨著還不起錢這樣一個窘境，甚至

也沒有辦法支撐整個國家系統的正常運轉。所以

希臘債務也是成了填不滿的黑洞。

今年6月25號，在最近一輪的救助協議即將

到期的情況之下，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組成的國際債權人提出一份新的協

議草案，同意向希臘提供155億歐元的新一輪貸

款，把救助計劃再延長五個月。但同時，他們也

要求希臘削減養老金支出，提高退休年齡，上調

增值稅稅率，以便在2016年實現相當於國內生產

總值1%的增收。換句話說，國際債權人組織希

望希臘用緊縮來換取新的救助。

但是，在今年年初剛剛上臺的希臘政府應

對債務危機的理念，就是反對這樣的要求。總

理齊普拉斯更是曾經表示，這是在敲詐，意在

羞辱希臘人民。政府的請求非常明確，希望增

加政府開支，減少部分稅收，還想要更多的債

務減免。

於是在一週以前，希臘政府和國際債權人的

談判破裂之後，希臘國會通過了公投的決議，把

向國際債權人對新一輪救助協議點頭或者搖頭的

權利交給了全體的希臘選民。隨後，歐洲央行也

是決定不再提高對希臘銀行的緊急流動上限，而

為了避免銀行系統的崩潰出現擠兌的現象，從6

月29號開始實施資本管制，所有希臘人的銀行

卡每天只能取60歐元的現金。

到6月30號，希臘沒有能夠償還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的155億到期貸款，如今公投結果產生之

後，歐洲方面自然是非常不高興，各國領導還有

各個相關組織的領導人，也都認為不接受的公投

結果實在是難以想像，只會讓希臘危機更加複雜

和麻煩，甚至在公投之前，就有人說，如果希臘

選擇了不接受，那就會有退出歐元區甚至進一步

可能和歐盟的關係也不知道會走向何方。

而現在歐洲的最新的反應是，針對這個不接

受結果，歐元區領導人已經安排了一個緊急的峰

會，安排在週二進行，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然

後在當地時間的週二的下午4點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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