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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2017年3月5日 星期日
Sunday, March 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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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覺羅恆懿作客正生論道
周一晚間7時30分播出

中國當代著名女畫家﹑中國末代王朝的皇室直系後裔﹐也是宮廷
畫派的重要傳人愛新覺羅恆懿應幸福讀書會邀約舉辦「我的皇
室家族」一書座談會﹐受到休士頓僑界熱烈歡迎﹒為讓更多人認
識了解她的故事﹐愛新覺羅恆懿受邀上美南電視15.3「正生論
道」節目﹐談論創作和藝術創作過程﹐並分享她對二二八歷史事
件簿的看法﹐現場也吸引數十位來賓到場觀賞互動﹒節目周一
晚間7時30分至8時播出﹐精彩內容﹐敬請準時收看﹒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明星加油站明星加油站》》介紹養生獨門秘方介紹養生獨門秘方

BB22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明星加油站明星加油站》》((又名又名﹕﹕養生一點通養生一點通))是結是結

合大眾養生需求而打造的全新大型健康養生類合大眾養生需求而打造的全新大型健康養生類

節目節目﹒﹒每期節目邀請一位具有權威背景每期節目邀請一位具有權威背景﹑﹑獨家觀獨家觀

點的醫學名家點的醫學名家﹐﹐以大眾最關心的養生話題為中以大眾最關心的養生話題為中

心心﹐﹐通過深入淺出的講解以及生動易懂的現場操通過深入淺出的講解以及生動易懂的現場操

作等方式作等方式﹐﹐傳遞養生智慧傳遞養生智慧﹑﹑介紹獨門秘方介紹獨門秘方﹐﹐每期都每期都

有實用的健康知識讓您有實用的健康知識讓您““一點就通一點就通”﹒”﹒養生一點養生一點

通通﹐﹐生活更輕鬆生活更輕鬆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三上午每周三上午1010點至點至1010點半首播點半首播﹐﹐每周每周

五晚間五晚間1010時半至時半至1111時時﹐﹐每周日凌晨每周日凌晨1212點半至點半至11點點

重播重播﹒﹒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俄羅斯風暴俄羅斯風暴””加劇加劇﹐﹐川普團隊又陷其中川普團隊又陷其中

一場“俄羅斯風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愈刮愈烈﹒剛剛組建起來
的川普內閣被卷入這場風暴的核心﹒幾個星期前﹐川普的國家安
全顧問弗林將軍因與俄羅斯大使接觸失當而被迫辭職﹒星期四﹐
川普的另外一個高級助手﹐司法部部長塞申斯同樣因為與這個俄
羅斯外交官的接觸而陷入風暴之中﹒
塞申斯的麻煩來自他去年兩度會見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
克﹒當時塞申斯還是一名參議員﹐但同時也是川普競選團隊的成
員﹒作為參議員﹐他會見外國大使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但作為
川普競選團隊成員﹐塞申斯會見這位俄羅斯大使就讓人把俄羅斯
在大選期間的作用聯系起來﹒尤其是﹐塞申斯今年一月在參議院

司法委員會就他擔任司法部長舉行確認聽證會上否認他在競選
期間與俄羅斯官員有任何接觸﹒
他的這個證詞和他會見基斯利亞克這一事實之間的出入立即被
民主黨抓住﹐情勢突然嚴峻起來﹐要求他辭職或者回避相關調查
的呼聲迅速高漲﹒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星期四明確提出﹐“由
於司法部應當是無可指責的﹐為了國家的利益﹐司法部長塞申斯
應該辭職﹒”他說﹐只有塞申斯辭職才能夠保證調查不受影響﹐最
終找出真相﹒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南希·佩洛西發表聲明要求塞申斯辭職﹒佩洛
西指稱“塞申斯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撒謊”﹐認為他“不適合擔任我

們國家執法部門的最高官員職務﹐必須辭
職﹒”
根據全國廣播公司 NBC 新聞提供的信
息﹐國會兩院要求塞申斯辭職或回避調查
的議員名單長達103人﹐不僅有民主黨議
員﹐也有許多共和黨議員﹒
國會共和黨議員中出面支持塞申斯的人
數不多﹒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是其中之
一﹒他認為正在進行的有關調查沒有任
何證據顯示“川普競選團隊中有任何一個
美國人﹐或者任何人與俄羅斯人有關聯﹐
或者為他們工作﹒”
塞申斯的好友﹐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表
示﹐他認為塞申斯不是一個“撒謊的人”﹐
他並沒有“誤導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因為
（聽證會上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是關於競

選班子的接觸”﹒
星期四在維吉尼亞一家造船廠視察美國最新的航空母艦“福特
號”的美國總統川普很快對事態的變化做出回應﹒川普說﹐他對
塞申斯有著“完全的信任”﹐他對塞申斯與俄羅斯大使會面的事

“毫不知情”﹒川普還說﹐塞申斯在上個月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上的
作證“或許”是真實的﹒
分析人士認為﹐川普一方面說﹐“完全信任”﹐以支持塞申斯﹐但另
一方面又說“或許”真實﹐似乎有與塞申斯保持距離的意思﹒
白宮新聞秘書斯派賽做出的回應與川普相比顯得更加堅定﹒斯
派賽說﹐“他在（司法）委員會上的作證是百分之百的誠實﹒我認
為那些在這個事情上故意玩弄黨派政治的人應該為他們自己感
到羞恥﹒”
塞申斯去年兩次會見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一次是在七月
份共和黨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舉行全國大會開會期間﹐另一次是
去年九月基斯利亞克去國會山的時候到塞申斯的辦公室拜訪
他﹒當時﹐塞申斯是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
在此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情報機構提出的調查報告認為﹐俄
羅斯官方通過攻擊民主黨競選團隊負責人的電腦盜取內部電郵﹐
並在網上披露﹐有意幫助川普戰勝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
林頓﹒
為此﹐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分別展開調查﹒3月1日﹐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又決定就這個問題展開調查﹒調查範圍包括
川普的競選團隊與俄羅斯政府之間的通訊記錄﹒
調查正在進行﹒這場“俄羅斯風暴”會給川普政府造成多大影響﹐
公眾在密切關注﹒

星期日 2017年3月5日 Sunday, March 5, 2017

在白宮總統辦公室在白宮總統辦公室 ﹐﹐美國司法部長傑夫美國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在彭斯副總統主持下宣誓就職塞申斯在彭斯副總統主持下宣誓就職﹐﹐
塞申斯塞申斯 夫人手捧聖經夫人手捧聖經﹐﹐川普總統在場川普總統在場（（20172017年年22月月99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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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紀念碑 & 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
越戰紀念碑和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分

別位於林肯紀念堂的左右前方，之所以將
這兩處景點共同介紹，是因為它們均有著
相似的意義，且可以合併參觀，令遊客深
深感受到首都的肅穆氛圍。

越戰紀念碑由華裔建築設計師林徽因
的侄女林瓔設計，是一座全長500英尺的V
字型黑色花崗岩碑石，仿若是地球因為戰
爭留下了這個不能癒合的傷痕。紀念碑上
按照陣亡日期的順序，刻有全部58267名
在越南戰爭中陣亡或失蹤軍人的姓名，寓
意深遠。紀念碑的兩側還分別有一組越戰
的男兵雕像和女兵雕像。

直到今時今日，美國還有很多越戰老
兵每年會來到這裡悼念，同時進行各類反
戰活動，甚至每天都有祭奠者在牆邊來表
達他們對逝去親人的哀思。

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與越戰紀念碑不
同，當屬紀念園。雖然看起來更為零散，
沒有越戰紀念碑那樣巍峨，但事實上對於

遊客來說，它似乎更具備參觀價
值。

整個紀念園由三部分構成，第
一部分是19個與真人相仿的美軍
雕像群，這些雕像個個頭戴鋼盔，

手持各種武器裝備，成散兵線隊形搜索行
進，就好
像一群正
在戰爭中
的士兵一
樣，仿佛
讓人看到
了一副戰
爭畫面，
非常直觀
具有震撼
力；第二
部分是印
有 38 個美國士兵映射的黑色花崗岩紀念
牆，牆面用噴砂方式蝕刻出38個美國士兵
的臉部映射，代表著朝鮮戰爭所在的北緯
38 度線，紀念牆的盡頭還鐫刻著一行大
字：Freedom is not Free，引人深思；第三
部分是一組置於地面的紀念石碑，分別篆
刻了對朝鮮戰爭老兵的紀念文字和越戰介
紹及傷亡情況。

TIPS：
每天全天9:30-22:00兩處紀念碑前都

會有工作人員看守，並提供講解和問答服
務；

參觀紀念碑要嚴肅禮貌，不要在紀念
碑前大聲喧嘩，特別是當看到有人前來悼
念時，應靜靜地欣賞；

還有一點小編雖然未曾親臨，卻是見
多位網友提示，參觀朝鮮戰爭紀念碑最好

不要在晚上，因為會有聚光燈從士兵雕像
的腳下照亮士兵的面孔，恐怕倒是紀念園
中的氣氛會有點兒詭異，膽小的你要不要
試試呢？

配圖：紀念碑1、2 來源：網路圖片
華盛頓國家藝術館雕刻園

很多華府的朋友都
喜歡親切地將這裡簡稱
為“雕塑公園”，而且
它的地理位置也相當可
人，就與國家藝術館相
連，幾乎所有遊客都會
有意或無意地從公園前
路過，想來是一處人人
都會參觀到的景點。

這所雕塑園內的雕
塑以現代風格為主，比
較突出的有巨型鐵樹、

立體房屋、空間金字塔、沉思的兔子等
等，比起博物館，這裡因為處於室外，整
體環境更為輕鬆，雕塑園有兩處大門，完
全免費參觀。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在雕塑園和國
家檔案館中間，還有一處噴泉水池，是遊
客們歇腳放鬆的好去處。噴泉旁還有咖啡
廳，您完全可以在這裡解決午
餐。在夏季，很多遊客都願意坐
在噴泉池邊將腳放入水池中，能
夠瞬間涼爽下來；而冬季，噴泉
池會變成溜冰場，晚上則更為熱
鬧，遊客只要租用溜冰鞋就可以
下場盡情遊玩。

配圖：雕塑園1、2 來源：
網路圖片

聯合車站
嚴格來講，聯合車站不應算

作為一處景點，但它卻得到了很
多前來華盛頓旅遊的人士們的青
睞，除了作為華盛頓特區最為重
要的交通樞紐，承載了鐵路、陸
路兩大條交通線路的轉乘工作
外，聯合車站不論是從建築風格
還是內部功用，都的確是一個旅
遊好去處。

聯合車站最早於1907年開始
啟用，後來經過了一系列整修，
甚至停運，直到1988年才如現在
這般重新開放。它的建築設計風
格比較古典，靈感來源於凱旋
門，採用了拱頂的內部空間，正

面更是氣派，三座拱形大門共長 600 英
尺，建築石材均採用大理石、白色花崗岩
等，被認為是美國古典建築中的典範，也
是華盛頓特區最為繁忙的地方之一。

而最為遊客們所津津樂道的是，聯合
車站內部根本就是一個購物中心，彙集了
超過130家的世界知名品牌商鋪，珠寶、
服飾、音樂、圖書、箱包、乃至家居用品
應有盡有，還有人潮洶湧的大型美食廣
場，各類美國小吃不僅味道正宗，價格還
非常實惠。

聯合車站位於一個 5 條路交匯的路
口，大門前現在建起了交通環島，環島廣
場上還有雕塑，道路旁還設有美國各州州
旗，每天都有很多遊客在這裡拍照留念。

TIPS：
在車站內參觀當然是全部免費的啦，

建議大家可以等一天的遊覽快結束時，傍
晚十分來這裡吃飯和休息，順便逛逛商
場，真可謂悠閒自在！

聯合車站是美國鐵路Amtrak的總部所
在地，如果你想體驗一下坐著火車遊美
國，不妨登錄http://www.amtrak.com官網
購買車票，通常都會有優惠價哦~
配圖：聯合車站1、2 來源：網路圖片

還在因去年的大雪而心有餘
悸嗎？或許今年早春二月的溫暖
早已掃卻了您心中的陰霾吧！相
信華府的朋友最近都共同感受到
了一件事，那就是天氣實在是太
暖和了，二月卻好似五月，連潮
汐湖畔的櫻花恐怕都要再一次提
前盛開。

根據氣象部門的資料顯示，
在 2 月 23 日，華盛頓特區的最高
氣溫已經達到了75華氏度，而歷
史上這一天最高氣溫的記錄也不
過是 78 華氏度，該記錄保持在

1985 年。在 2 月份中，華府已經
有至少四天的氣溫超過了70華氏
度，而這種溫暖天氣還將持續一
周左右。這是氣象部分統計的自
1870年以來華府經歷的最暖和的
二月。

如果再這樣暖和下去，很多
人猜測原本應該在三月下旬盛開
的櫻花或許又將迎來提早綻放，
今年的櫻花節或許將提前至三月
中旬。

配圖：華府春天 來源：網路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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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出行，向來是廣受關注，而其中入住
的酒店更是會經過層層工作人員的精挑細選，當
然，再加上總統或總統一家的喜好和品味，能夠令
總統下榻的酒店自然便成為許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士共同追捧的所在。近日，由酒店評價網站 Oyster
所做的一項“十大美國總統最愛酒店”就為我們揭
示了這一謎底，而幸運的是，華盛頓特區有兩家酒
店都榜上有名。

根據榜單顯示，華盛頓特區威拉德洲際酒店
（The Willard InterContinental, Washington, D.C.） 因
為靠近白宮和國家廣場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及可以

追溯到 1816 年的傲人歷史，成為受到多名美國總統
青睞的豪華酒店代表，甚至林肯都是這家酒店的常
客。

而另一家入選的酒店為華盛頓特區的海爾亞當
斯酒店（The Hay-Adams），這家酒店建立於 1927
年，曾是林肯的私人秘書和後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海
爾和亨利·亞當斯的自家花園，並且因接待過奧巴馬
而在2009年一舉出名。

而在榜單上其它一些酒店還包括：三藩市皇宮
酒店（Palace Hotel, San Francisco）、

夏威夷卡哈拉酒店及度假村（The Kahala Hotel
& Resort, Hawaii）、三藩市費爾蒙酒店（The Fair-
mont San Francisco）、科羅拉多州布朗宮酒店和水
療中心（The Brown Palace Hotel and Spa）、亞利桑
那鳳凰城巴爾的摩酒店（Arizona Biltmore, A Wal-
dorf Astoria Hotel, Phoenix）、紐約華爾道夫酒店
（The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City）、洛杉磯比
佛 利 希 爾 頓 酒 店 （The Beverly Hilton, Los Ange-
les）、波士頓費爾蒙科普利廣場酒店（The Fair-
mont Copley Plaza, Boston）以及芝加哥黑石文藝復
興酒店（The Blackstone, A Renaissance Hotel, Chica-
go）。

配圖：酒店 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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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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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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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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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春天悄然而至，在這春意盎
然的季節，逛逛農夫市場是最適合不過了。為了推廣環保概念
， 2017年休士頓市政府承辦的春季農夫市場(City Hall Farmers
Market)於 2 月 22 日在赫曼廣場(Hermann Square)重新開幕，一
路開放至6月28日。民眾可在此享受挑選新鮮蔬果、美食及生
活必需品的樂趣，健康綠化生活。

頗受市民歡迎，春季農夫市場重新開幕，現場照例吸引超
過30個展銷攤位，提供時令新鮮蔬果、各種琳瑯滿目具原創性
的手工藝品以及美味麵包、BBQ燒烤、自製甜點與各式乳酪果
醬等美食，民眾可邊走邊逛，還可享用新鮮天然的農產品。

多年來市政府想把農夫市場打造成，反應鄰里特色的社
區市集，讓市中心也能有農產品群聚地。市場內固定時間開
放，由於在每周三上午11時至下午1時30分開放，當天不只
會有新鮮蔬果、花卉和食物餐車進駐，也將成為午餐休息時
間的文化市場，給與休士頓活力朝氣。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主流農夫市場活動中，亞洲食物熱
賣。其中來自一對年輕夫妻Brandon和 Joyce經營的Snowtopi
，販賣改良雞蛋仔(Bubble Waffle)，受到好評，不只創新，口
味也讓顧客驚艷；另外也有來自Dumpling Hugs的各式亞洲
煎餃鍋貼，獨門醬汁吃過都說好吃，亞洲食物獨領風騷，征
服顧客味蕾。

市場上也有一家特別專賣寵物健康食品的，所有產品都
是有機天然食材製作，有狗糧棒、狗餅乾和其他適合毛小孩
吃的健康食物，也非常受到歡迎。

市政府表示，除了鼓勵民眾多利用農夫市場園地，淘寶之
餘，感受農產品特殊魅力，各類型攤位負責人也可善用此平台
；她希望此市集能提倡環保、加強健康綠化生活(Go Healthy
Houston Initiative)，之後將會擴大市場展銷時間，讓民眾品嘗
本地新鮮蔬果特產機會，藉由展銷會，協助本地農產品永續經
營。

有興趣的民眾，市區上班族建議採步行、搭乘市區接駁車
(Greelink)或騎乘休士頓腳踏車(Houston Bike)到此地，善加利用
大眾運輸工具，也更符合環保概念。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頗受市民歡迎的市府春季農夫市場
已於2月22日重新開幕，將一路開放至6月28日。現場販賣許多
蔬果農產品、手工藝品和美食，其中一家由一對年輕夫妻經營的
Snow.topi，販賣改良雞蛋仔(Bubble Waffle)，創新產品和獨特風味
，吸引許多顧客光臨，甜鹹滋味，令許多華人懷念。

雞蛋仔是一種香港原創傳統街頭小吃，味道與台灣小吃雞蛋
糕相似，用雞蛋、麵粉和糖煎至金黃色，皮脆內鬆軟，是許多華

人懷念家鄉的好味道。來自台灣的華裔Joyce，曾在台灣住過
一段時間，由於想念小時候常吃的雞蛋糕，於是與丈夫
Brandon創業，研發改良口味，希望販賣符合美國人口味，
又能勾起華人回憶的雞蛋仔小吃。

Joyce說，先前在醫院工作，丈夫也有正職，為了追求美
食夢想，兩人一起合夥，先從農夫市場展攤出發，試試水溫
，看看市場反應如何，今年是他們第一年擺攤，開幕到現在
得到的評價都很正面，也給了他們前進的動力。

為符合現代人養生觀念，Joyce也說所用的食材都非常健康，
外脆內軟的雞蛋仔包覆甜鹹食材，口味獨特，不膩口，搭配獨門
的水果茶和薄荷蜂蜜水更是爽口。

有興趣找回兒時記憶或嘗試亞洲風味小吃，可於每周三光顧
春季農夫市場，或者關注Snow.topi臉書，他們會不定期在各大活
動設攤，讓每個人都能吃到記憶中的好滋味。

年輕夫妻創業賣雞蛋仔年輕夫妻創業賣雞蛋仔
找回記憶中好滋味找回記憶中好滋味

市府春季農夫市場開幕市府春季農夫市場開幕
亞洲美食獨領風騷亞洲美食獨領風騷

春季農夫市場就在市政府水池兩側春季農夫市場就在市政府水池兩側，，環境優美環境優美。。((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春季農夫市場開幕春季農夫市場開幕，，感受農產品魅力感受農產品魅力。。((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各式展攤吸引人潮光顧各式展攤吸引人潮光顧。。((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年輕夫妻年輕夫妻Brandon(Brandon(左左))和和Joyce(Joyce(右右))販賣改良香港小吃雞蛋仔販賣改良香港小吃雞蛋仔，，
受到顧客歡迎受到顧客歡迎。。((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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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僑委會吳委員長新興博士午宴

梁開堯女仕糖城華人浸信會柔道班現招生中

休士頓台商會會長梁慶輝於二月二十二日中午於 Taste of Texas 舉行歡迎
僑委會吳委員長新興博士午宴。僑委會僑民處閰樹榮副處長，休士頓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及約三十位休士頓企業界
大老闆和專業經理人共同參與盛會。

吳委員長首先親切地與個別企業領袖寒喧交流，相談甚歡。台商會梁會
長於午宴開始時提到非常感佩吳委員長風塵僕僕向全球僑胞說明僑務政策方
向與重點工作，吳委員長對僑務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也非常感謝各大企業家
百忙中出席盛會，所有出席企業家都是休士頓各大行業的翹楚。陳水扁總統
及馬英久總統均曾到最能代表德州特色的 Taste of Texas 用餐，今日吳委員長
到訪別俱意義。會中吳委員長和梁會長互贈禮物，長榮航空代表亦致贈吳委
員長歡迎禮物。Taste of Texas 東主精心準備了牛仔帽、領巾及二十盎司的大
牛排送給吳委員長讓大家印象深刻。

在享用牛排大餐的同時，各企業代表一一自我介紹並向吳委員長提出建
言，吳委員長亦親切詳細回答。吳委員長強調新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闡述僑委會的核心價值就是為海外僑胞服務，解決僑胞的問題。在聯繫海外
台商的工作上，政府現正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正需要海外台商的投資與擴
大貿易，僑委會積極思考如何透過有限資源的有效運用，持續導引僑界成為
支持國家發展的重要力量。吳委員長強調，僑胞是國家重要的資產，而台灣
外交處境長期艱難，僑胞不斷地在僑居地發揮重要影響力，一直是協助國家
外交的重要助力，加上民間外交面向多元，能在世界各地有效行銷臺灣，僑
委會將配合國家政策，結合全球海外僑胞豐沛資源，為臺灣爭取更寬廣的國
際空間。與會貴賓和委員長交談甚歡，最後全體合影留念。

香港青少年柔道社主辦二零一七年雞年春節聯歡會，於二
月十三日假借中美酒樓與糖城華人浸信會柔道班、糖城康樂活
動中心柔道班協辦，誠邀糖城華人浸信會前主任牧師羅志傑牧
師、Oleg Xu 牧師、女傳道蘇曹潔貞女士、傳道部 Timothy弟兄、
香港青少年柔道社名譽顧問梁德舜牧師和青少年柔道社會長梁
預迎博士蒞臨參加。由香港青少年柔道社會長夫人梁林紫珊女
仕主持開幕典禮，席上由梁德舜牧師致勉勵詞，鼓勵各學員在
來年的表現，更加努力及出色，並由 Oleg Xu 牧師祝謝神的恩
典帶領。

席上匯報 2016 年暑假期間 : 由總教練梁開堯女仕 ( 全美華
人柔道最高段黑帶八段 )、教練余煥蓮女仕和張清珍女仕，帶同
八名學生前往日本東京講道館參加夏季習訓。本會梁龍傑成為
最年輕的國際會員；在七月本會榮幸邀請國際柔道聯盟裁判、
香港中文大學首席柔道教練羅麗華女仕 ( 黑帶六段 ) 蒞臨，主持
暑期聖經柔道訓練營，將最新的柔道技術介紹及傳授，令各學
員受益良多，及積極推動參與公開比賽，使各學員從而可以發
揮到國際水準。十一月六日，本會學員參加德州柔道公開賽，
勇奪青少年隊際賽冠軍，及八金九銀四銅佳蹟。

展望 2017 年，希望各學員踴躍參加教會主辦的各項活動，
如假期聖經學校 (VBS)；柔道訓練營；自制木頭車比賽；七月前
往日本東京講道館參加夏季習訓及十一月柔道公開賽。鼓勵學
員做到德智體群的目的、學習尊重師長、服從指導、不怕艱辛
體力訓練，幫助同伴努力練習，不屈不撓的精神，從而養成良
好品格，努力向前，忘記背後，向著標桿直跑。 
本會現招生，歡迎各年齡人仕參加。

1. 上課地點：糖城華人浸信會柔道班 (Sugar Land Chinese Baptist 
Church Judo Class)10408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上課時間：逢星期日下午 2:00 -4:00
學費：全免 ( 但必須參加美國柔道總會會員費用 50 元 )
柔道衣服：向教練購買
2. 上 課 地 點： 糖 城 康 樂 中 心 柔 道 班 (Imperial Park Recreation 
Center Judo Class)234 Matlage Way, Sugar Land, TX 77478
上課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2:00 -4:00
學費：每月 10 元 ( 另加必須參加美國柔道總會會員費用 50 元 )  
柔道衣服：向教練購買
糖城康樂中心會員費：糖城居民－每年 10 元；
非糖城居民－每年 58 元 請與張清珍聯絡 (281-435-1369)

羅志傑牧師 ( 前左一 ), 梁德舜牧師 ( 前左二 ), Oleg Xu ( 後
左一 ), 蘇傳道 ( 後左三 ), 梁預迎博士 ( 後右一 ) 與學員們
合照。

嘉賓們與眾學員及家長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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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您過高的物業評價稅:
請聯繫黃維芬Vivian Huang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恭喜您！ 今年你的房子比去年更值錢
了。 但是，壞消息是你的財產稅也在急劇的增加。因此，請務
必在4月30日前聲稱您符合資格的所有豁免財產稅的權利，並在
5月31日前抗議您不合理和過高的資產財產稅。請注意，如果您
在2017年1月31日之前未支付物業財產稅，您可能無法抗議您
過高的物業評價。 請與縣評價區（CAD）核對您的納稅記錄。

縣評價區 (CAD 的估價價值通知有兩個數值：市場價值和估
價價值。 您的房產稅是基於估價值計算出來的。 抗議物業財產
稅的目標是將市場價值降低到評估價值以下，以減少您的財產稅
金額。

如果你在1月1日之前，住在你現在的房子內，你可能符合
家園房產稅的豁免。 如果您超過65歲，您可以獲得超過65歲的
房產稅豁免，沒有提交截止日期的時間限制。 為了節省您的稅
金到最大金額，請務必查看不同的豁免類別及其要求。如果您正
在考慮在2017年5月31日之前購買房子，只要您在5月31日前
提出抗議申請，你仍然可以抗議您房子過高的物業評價價值。

為了幫助您準備您的抗議證據，您必須首先在您的財產所在
的CAD行政區完成在線註冊，以獲得用於評估您的財產價值的
證據的副本。 如果您在的CAD行政區完成沒有在線註冊，您需
要寫信給CAD，請求他們發送一份CAD證據申請包給您。在您
的信中，確保您標記所有的抗議原因，特別是市場價值和不平等

過高的價值。 如果您不清楚標記抗議的原因，那
麼您不能在這些豁免類別下抗議。 再次，大多數
房主抗議過高的市場和不平等的估價價值。 即使
你的物業的市場價值很高，您仍然可以通過不平
等的抗議減少評估的價值金額。 不平等的價值金
額意味著您的房子價值與你的鄰居相比過高。 如
果您的資產的價值低於市場價值，則 CAD 必須

將您的資產評估價值設置為較低的資產價值為您減稅。
您需要帶到資產價值聽證會的證據包括：資產圖片和

承包商維修資產的報價。 如果你剛買了房子，只有在評估
區的市場價值高於您支付的市場價時，帶您過戶的HUD文
件。 如果您有任何房產價值低於CAD的評估價值的評估，
將其帶入聽證會。 對於新建房，市場價值應設置為: 至2017
年1月1日建築完成百分比。 如果您正在進行房地產過戶交
易，請將您的購買價格與CAD的估價值進行比較。 如果您
的購買價格高於評估價值，您可以考慮不在MLS上披露。

德克薩斯州是一個不披露購房價格的州，你不需要披
露的購房價格。 CAD通常會向新業主發出信件，要求他們
提供購房信息。但 你不需要回應。一些CAD提供在線抗議
，您可以先嘗試，但您可能不想要在線註冊簽名。 下一步
是非正式聽證會。 這意味著您會會見一個評估人討論您的
物業價值。 如果您不喜歡這個評估價值，那麼您可以去評
估審查委員會（ARB）的聽證會。ARB的聽證會 將有3名
ARB成員和一名CAD評估員。 您和CAD都會提出您的證
據。 ARB聽證會將決定一個值。 如果您還是不喜歡這個價值，
那麼您可以提起訴訟或仲裁。

有關德克薩斯州財產稅的更多信息和視頻，請訪問：http://

www.window.state.tx.us/taxinfo/proptax/
; 此外，CAD網站還提供常見問題，程序，以及如何抗議視頻。
如 果 您 有 任 何 其 他 的 問 題 ， 請 聯 繫 Vivian Huang， 電 話 ：
832-380-4588或電子郵件：Vivian@RealStake.com。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投
資顧問蕭雲祥先生主辦的 「投資座談會
」 於昨天（ 3 月 4 日 ） 上午在蕭雲祥
位於美南銀行大樓一樓的辦公室舉行，
出席者極為踴躍，一位難求，很多人是
站著聽講的。主講人除蕭雲祥先生外，
還有AIG 公司的兩位特邀嘉賓：AIG 副
總栽兼全美銷售總監郭鑫愷先生及AIG
德州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晴女士。

郭先生以精彩的不斷舉例，說明我
們不斷用明路，暗路避稅，終逃脫不了
國稅局的追查。而現在AIG 改變現況，
它可把生前利益（ 即全部保額用在自己
身上）。當你需用錢時，AIG 可把你的
錢借出來給你（ 5% ) , 而每年又補還給
你 5% ，只要規定金額還在。所謂 「
Lifetime Insurance 」（ 生前利益萬全保
）。它的保險是有 Guaranteed, 用 「合

約 」 的法律保障客人的需要。以及中
國國內資金需如何在美國投資與分配渠
道、政策、趨勢。

AIG 德州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
晴則談 「小型企業應如何建立商業及稅
負規劃保障、獎勵、招聘、商業傳承」
。她從她以前也是 「小型業主」 談起
，從找合夥人（ 資金 ），租房子，辦
公費用，找員工及客戶所面臨的各種情
況談起。

蕭雲祥最後談 「如何在低利率高風
險時代建立一個安穩的退休計劃，即保
本、增值、減稅、風險管理。他談到
2017 巿場趨勢，投資策略，退休計劃，
及累積財富方法：

（ 一 ） 他談到巿場趨勢及投資策
略，包括：A. 巿埸的基本面，包括利率
，公司獲利率，股票價位（P/E ), B. 巿

場的技術面： 包括阻力/ 支撐點，波動
理論/.Gsnn's Theory .

（ 二 ） 退休計劃及財富累積： 包
括： A. 需要多少錢退休？B. 儲蓄管道
包 括 ： • 401K, • IRA/ Roth IRA /
SEP , • F IA : Fixed index Annuity,

• FIUL :Fixed Index Universal Life
, • DOA : ETF / Mutual Fund , C.
Check List : 保本，增值（ 通貨膨脹+
3% ) , 減稅/ 緩稅/ 免稅。D. 資產配置
： 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 百分比
，渠道，產品 ）

（ 三 ) 蕭雲祥介紹該公司的服務範
圍包括：A. 退休計劃，B. FIA, 退休年
金，C. IUL 指數型人壽保險； D. 基金
，ETF , Broker Account, 定期儲蓄；E.
債券及債券基金。

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時代建立一個安穩的退休計劃
蕭雲祥，譚秋晴，郭鑫愷昨在 「投資座談會 」 演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夫婦（（左四左四，，左五左五））於於
20172017年年33月月44日上午帶領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組成的日上午帶領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組成的 「「台灣的台灣的
驕傲驕傲（（Taiwan PrideTaiwan Pride））」」 隊伍參與在休士頓市中心舉行的隊伍參與在休士頓市中心舉行的 「「休士頓休士頓
牛仔節牛仔節（（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 遊行遊行，，並與參與遊並與參與遊
行僑胞於所乘坐之馬車前合影行僑胞於所乘坐之馬車前合影。。

圖為圖為AIGAIG 德州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晴德州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晴（（ 右立者右立者）） 在座談會上介紹在座談會上介紹
她費了很大力氣邀請來的貴賓她費了很大力氣邀請來的貴賓AIGAIG 副總裁兼全美銷售總監郭鑫愷先生副總裁兼全美銷售總監郭鑫愷先生
（（左立者左立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台灣的驕傲台灣的驕傲（（Taiwan PrideTaiwan Pride））」」 於於 「「休士頓牛仔節休士頓牛仔節」」 遊行遊行



BB66醫生專頁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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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許 旭 東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陳 永 芳
醫學博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ity住院總醫師

Mermon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rmon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ity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Tel : 713-995-8886   Fax : 713-270-9358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Address : 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 

隨 到 隨 診

週一至週五: 8:00am-4:00pm
週六 : 8:00am-2:30pm

主
治

移民
體檢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Medicaid 

D03FA_Welcome許旭東3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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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特首曾蔭權日前被裁定一項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立，香港高等
法院2 月22日早上宣布判決，判處曾

蔭權入獄二十個月，其家人表示會上訴。曾蔭權另一項控
罪 「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法官決定排期今年九月重審。
曾蔭權是香港迄今為止被判刑的最高級別官員。法官陳慶
偉在宣判時指，案件的嚴重性在於被告曾蔭權是行政長官
，不只對香港人負責，亦要對中央政府負責。作為特區首
長，他必須具有誠信，這也是基本法中有列明這項要求的
唯一一個職位。陳慶偉指出，因為被告違背了誠信，知法
犯法，應處以阻嚇性刑罰，量刑起點為入獄30個月，減10
個月刑期，但沒有緩刑理由，即時判囚20個月。
控罪指，曾蔭權於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
，在處理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的廣播牌照時，未有向行會申

報他與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就深圳東海花園物業的事務往來及商議
。陪審團於早日以8比1大比數裁定上述罪名成立，期間曾蔭權不
准保釋外出，即時還柙。法官陳慶偉判刑時表示，根據陪審團就第
二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裁決，清楚顯示陪審團不接納曾蔭權是
因疏忽而未有申報的理由。

曾蔭權妻子曾鮑笑薇與家人其後在法庭外的會議室與律師商討
。她在中午離開法院時表示會提出上訴，她說 「對於今日法庭的裁
判，我與家人都感到非常失望及傷心。我與蔭權在過去五年來受到
極大困擾及壓力，所以對今日的結果，感到非常難過，但我們會堅
強及勇敢面對，我們會上訴。」隨後，曾蔭權妻子曾鮑笑薇在兒子
攙扶下離開法庭，神情傷心。

上述這些香港新聞報導，我遠在美國萬裡之遙，但借助人造衛
星的高科技技術，可以跟港澳居民一樣，看到現場直播。這宗曾氏
審判案件，與前幾天的香港七警襲民案 、及現任火辣的下任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選舉的時事，被美國華人列為當前香港的三大重點新聞

。今時今日大多數移居自港澳地區的美國華人，經濟環境不錯，
家居之中，早已安裝有人造衛星的電視功能，不少華人於每晚六
時過後，（約為香港翌日上午8點或9 點，視乎居住在美國那個時
區而定）便在屋中啟動香港無線電視台，全程追看香港當時的新
聞報導。曾蔭權貴為香港最高官員，可以稱之為 「一人之下、萬

人之上」，但今次竟然會在上屆離職之前: 被傳媒踢爆連串貪污醜
聞，以至五年後的今天，要瑯璫入獄，以至名氣盡失，格外顯示出
香港 「一國兩制」的獨立司法機關的可貴可歌，彰顯出香港法治精
神的可敬。

對於曾蔭權，我是有些感觸，因為在我移居美國之前，（時為
1966年夏天），我曾跟他在香港相遇，有個一次小談幾句的機會。

更詳細的內容，容許我一一道來。1962 年6 月，我畢業於婦聯
子弟學校，是她第一屆畢業生。隨即我轉到濠江中學五年制中一班
內就讀。我小學有一位 「死黨」同學梁章強，他也跟我成為中學同
窗。可惜唸到中二年級時，（1963年）其父親英年早逝，他一家六
口（母親及四位第妹），頓時失去經濟支柱，我當時身為班長，在
班主任吳仕明的領導下，發動募捐，為他解決燃眉之急！但之後梁
家的生活開支，便成問題。梁母得友人介紹，到澳門大來碼頭二樓
的德記飯店內上班，算是有現金收入，同時，每天酒樓有餘廚剩下
，可以讓梁母帶返家中供子女伙食。不過，好友梁章強就再也不能
繼續唸書了。他一定要外出工作，賺取工資，以供他之下的四位弟
妹入學。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澳門，人浮於事，即使找到工作，入息也是
低微,因此不少澳門人會千方百計爭取到香港謀生，以求取較佳工作
機會及收入。在澳門天主教會的協助下，梁章強神跡地被香港移民
局批准到香港居住及工作。任職於九龍旺角上海街天德大藥房，為
一位樓面後生，在打掃舖面之余，學習西藥藥名及藥物排放位置。
好友梁章強生性明理，心知不能一世做後生，因此工作十分快速整
潔，以便爭取更多時間來學習西藥房業務，並於晚上放工後，到九
龍塘YMCA上英文班，加強英文閱讀能力。

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的為人及工作表現，深得老闆賞識，三年
後的1966 年，晉升他為藥行二櫃，每天開始面對數以百計到來購
買西藥的人客，與及西方各大藥廠的推銷員。在這年的夏天，我由

澳門往港探望我的二伯娘及堂兄，趁此機會，當然走到天德大藥房
去，一見好友梁章強。當天只見他工作十分熟煉，拾取藥物、回答
客戶需求，亦相當爽快。當時有位官仔骨骨、西裝筆挺、笑容滿面
的藥行推銷員，正站在一邊，等待章強有空間的一刻，聽取天德藥
房每周所需的西藥入貨表格。那天可能是週末關係，藥行生意十分
興盛，人去人來，要那位推銷員足等待大半小時，章強才有一刻停
止下來，從辦公室裏取出存貨表，來跟對方核算。這一刻，章強把
這位推銷員介紹給我認識：美國輝瑞藥廠最出色的salesman, Donal
Tsang, 曾蔭權，也是香港鼎鼎有名的華仁書院的高材生！對方馬上
輕鬆地回應： 什麼名義都不實際，最緊要的是你們藥行每周可以讓
我得到 「大柯打」（order), 好使我回到公司有所交代！

這就是我第一次聽到曾蔭權的名字。
第二次再聽到他的名字，是我澳門的第八舅父劉祖興對我提及

。他跟彭彼得、徐東海先生一起，經營澳門東亞酒店地下的蘭香閣
酒家。該酒家與新馬路跟十月初五街交界之處的元記餅家，只有幾
步之遙。元記餅家之老細鮑馬壯先生，乃是當年澳門體育界著名人
士，跟彭彼得、徐東海兩人十分稔熟，不時到蘭香閣酒家內打 「牙
較」。一次他告知彭、徐及我舅父等人，他的胞妹鮑翠薇，從澳門
嫁往香港，妹夫乃香港一位政務官，名字叫曾蔭權！

名字似曾相識。我連忙向藥行的章強八卦一下。原來曾蔭權已
離開輝瑞藥廠，改到香港政府部門裡任職。以後的日子，我已移民
美國，而曾蔭權亦在此45 年中，扶搖直上，最後升至香港最高領
導人！最後的最後，大轉變，成為階下囚！

當我目睹這一幕，到底是值得高興，抑或悲哀？面對一個在香
港曾掌控一切的人，理應奉公守法，廉潔正值。縱然，在他在任時
，會有很多事做得不理想，但在道德層面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只要不涉及個人利益，我與其立場不同，但至少也會尊重其
情操。相反，一旦涉及個人利益，無論有多少功勞，也會一鋪清袋
。

身為公僕，揹著這個行為失當的罪名，無論涉及的個人利益有
多少，又或者有沒有影響到其他人的利益……都不重要！因為，揹
上這個罪名，對公職人員來說就是最重的懲罰。無論之後的判刑如
何，作為公務人員因涉個人利益而被定罪，將是一生的污點。

我為曾蔭權惋惜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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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狂串特朗普
楊楚楓楊楚楓 余 生 也

晚 ， 自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在 港 澳 地 區

唸書時，愛上一年一度的美國影壇盛事奧斯卡之
後，五十多年以來，從來沒有一年是錯過對它的
現場電視觀看。今年是89 屆，又是事前吹捧它是
將會 「狠狠地咬著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放的
現場演出的一次。我又怎麼會不在2 月26 日的晚
上，放下手上一切工作，安詳地坐在電視機前面
，花上4 個多小時，由開幕前的紅地氈的現塲花絮
，一直看到 「最佳電影」的公佈呢？

在頒獎典禮開始前，本屆奧斯卡就被視為
“最政治化的一屆”。特朗普自當選後，就不斷
與好萊塢各路明星打嘴仗，前一段時間梅麗爾•
斯特裡普（Meryl Streep）在金球獎頒獎禮上，對
特朗普的嚴厲批評，以及特朗普後來的猛烈回擊
，讓外界紛紛猜測類似的場景，是否會在奧斯卡
頒獎禮上再次上演。而梅裡爾•斯特裡普對特朗
普的抨擊，得到好萊塢的廣泛支持。

更大陰影來自特朗普的“禁穆令”。雖然伊
朗導演阿斯加•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影片
《推銷員》，入圍了最佳外語片獎項，但他此前
明確表示，不會出席頒獎，以示抗議。在頒獎之
前的紅毯環節，多位奧斯卡提名明星，在參加典
禮時，都佩戴了藍色絲帶出場，以表示他們對於

美國民權運動以及
有關組織的支持，
而該組織，正是首
批通過司法程序對

特朗普移民禁令提出抗議的組織之一。
2 月 26 日奧斯卡晚間的頒獎禮全程，也成了

好萊塢展示自己立場的舞台。主持人吉米•坎摩
爾（Jimmy Kimmel）一開場就說：“啊呀，我好
緊張啊，全美國幾百萬人在看這場晚會呢，而全
世界剩下225個憎恨我們的國家也在看呢！”“我
要對特朗普說一聲謝謝，大家還記得嗎？去年人
們可是都覺得奧斯卡才是種族主義者。而現在，
黑人拯救了NASA，白人卻去振興爵士樂”。

不僅如此，吉米還針對前兩天，特朗普宣布
封禁好幾家全球知名媒體的事件，調侃道“在我
們開始之前我想問下，你們中間有誰來自CNN、
來自《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任何名字
中，帶有‘時報’的，你們都出去吧，我們容不
下假新聞”。結果當然惹來全塲熱烈迴響。在頒
獎禮進行了2個多小時後，吉米也不忘當眾“挑釁
”特朗普：“特朗普居然一條推都沒有發，我們
有點擔心他了。”隨後，吉米掏出手機，馬上發
了兩條推特，特意@特朗普，一條是“嘿，特朗普
，醒著嗎”，另一條是“梅裡爾向你問好”。

頒獎禮現場，特意請來了NASA的女英雄凱瑟
琳•約翰遜，很明顯，這是針對特朗普曾經歧視
女性的言論。主持人吉米趁機調侃：“這說明女
人還是有用的。”

最大的看點，來自於最佳外語片頒給了伊朗

導演法哈蒂的《推銷員》。法哈蒂的委托人上台
致辭時說：“很高興第二次獲得這個榮譽，很遺
憾我不能出席，我和我的同胞以及其他6個國家的
人民，都被擋在了這個國家之外。將人與人之間
進行劃分，會讓人與人之間心生恐懼。電影人則
擁有一種權力，將鏡頭對准人性中共同的部分，
消解這世界上的隔閡與恐懼。”此外，最佳男女
配角的獎項均由黑人演員摘得，也被外界視為
“狠狠回擊了特朗普針對少數族裔的言論”。

反常的是，一貫有在臨睡前發推特的特朗普
，在頒獎當晚沉默無聲。特別是在好萊塢影星整
晚都在炮轟他的情況下，並沒有出現外界預測的
“實時互懟”的情況。

有趣的是，中國大陸社交媒體上一度流傳一
條“特朗普推文”，裡面“奧斯卡是今晚的一場
災難”、“沒有人比我更愛奧斯卡，但假新聞毀
了這個夜晚，真令人傷心”、“自由派什麼都做
不對，可恥”等語句，非常像特朗普的語言風格
。但查閱特朗普的推特，可以發現，特朗普最後
一條推特，更新於美東時間26日中午，這條所謂
的“特朗普推文”，真的並非他本人所發。

今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戲肉，是在頒發最佳影
片獎時，把原本屬於《月亮喜歡藍》的獎項，錯
誤宣讀為《星聲夢裡人》，堪稱奧斯卡史上最令
人震驚的烏龍。 我重複 細看當時播出的頒獎實
況，負責頒獎的老牌影星華倫比堤(Warren Beatty)
在台上拿到的，竟然是上一個獎項“最佳女主角
”的得獎名單信封，他打開看，發現上面寫住
“艾瑪史東，星聲夢裡人”，他以狐疑的眼光投

向另一個頒獎人菲丹娜惠，停頓了幾秒後，菲丹
娜惠不明就裏，接過名單卡，直接宣佈：《星聲
夢裡人》。

接下來，《星》劇組全員興奮跑上台，在他
們上台領獎、製片人佐敦及其他團隊成員繼續發
表欣喜的感言後，沒想到製片致詞到一半時，佐
敦看到了眞正的最佳影片的得獎名單卡，他在台
上看起來還退後幾步，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數
秒後，他打斷頒獎程序，說：“對不起，不，出
錯了，《月亮喜歡藍》，你們贏得最佳影片獎。
”他還對台下的《月》團隊說：“不是開玩笑”
，隨後主持人占美也出面證實。而這是奧斯卡頭
一遭頒錯獎。當時台上的氣氛實在十分尷尬，占
美怪責華倫比堤擺了大烏龍，罵了一句：“你究
竟搞乜呀？”結果頒獎禮在勁尷尬的氣氛下結束
。

就此次烏龍事件，有網友發現特朗普二○一
五年曾在推特發文：“奧斯卡是個悲哀的笑話！
”令眾人認為他當年一句話竟真的神預測了，大
呼神奇之外，也紛紛笑說“今年奧斯卡原是有意
狂串狂酸特朗普，結果卻適得其反，奧斯卡自己
酸成這樣，自己卻更糗”、“奧斯卡出醜，特朗
普最開心”。

其實，奧斯卡實在不應該狂串特朗普，即使
荷裡活眾多天王巨星對他不滿，也不宜對他萬箭
穿心。假假地他也是一國之君，而且是經由民意
選舉出來的，沒有理由 「輸打贏要」。我奉勸這
批美國 「精英」份子： 「汝曹身與名俱滅，不費
江河萬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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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贊助文化中心“中國城預算一日游＂項目

雙十國慶籌備會工作總結討論會
房屋檢驗專家白釗明

在大專校聯會「風雅集」演說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所有出席人士合影於捐贈儀式上。（右七） 為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 後排中） 為美南銀行總裁
Gary, 與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 右六），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左一） 等人合影。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左一） 等人與文化中心美國聯合基金會成員合影。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 右一 ）在捐贈儀式上。

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 左一 ）在捐贈儀式上致詞。（ 右起）為美南銀
行董事長李昭寬，總裁 Gary 等人。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立者 ） 講話。旁為「 
台北經文處 」 副處長林映佐（ 中 ），「國
慶籌備會」 主委趙婉兒（ 左 ）。

「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立者）在討
論會上講話。（ 右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國慶籌備會」主委趙婉兒，副主委陳美芬。

現場觀眾提問發言踴躍。
白釗明分享經驗和所學，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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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倉式”減持引發疑慮

國企重組需模式創新

“順豐控股”正式亮相A股，中

國快遞協會會長高宏峰表示，順豐

的上市標誌著中國快遞業發展到新的

階段。順豐控股上市首日即壹鳴驚

人，不僅躲過了“三通壹達”上市敲

鐘當天股價全部下跌的“怪圈”，

且在壹個多小時內實現漲停。截至收

市，順豐控股維持在漲停價55.21元，

其總市值達到2309.81億元，超過了萬

科的2287.31億元，躍升深交所市值頭

牌，並逼近“三通壹達”的市值總

和。當天，在滬深兩市漲幅不到0.2%

的情況下，物流行業的股票漲幅超過

1.33%，連遠在美國上市的中通快遞也

上漲0.28%。

創造財富的神話最容易在哪裏出

現？順豐的故事再次告訴我們，在股

市，在資本市場，尤其是在中國資本

市場。只要壹上市，本來名不見富豪

經傳的大股東，霎時間成了首富、巨

富，順豐的股市故事，把經典再次重

播。筆者認識的壹位企業家，以華為

和娃哈哈為榜樣，雖然企業做得相當

不錯，規模和效益都已居行業前列，

但堅決不上市，堅決不碰資本市場，

甚至成為公司內的壹條“紅線”，以

及對外交往的底線，好像碰了資本市

場就大逆不道。當時筆者就說，企業

文化自己做主，但不必為“上市”而

上市，也不必為“不上市”而不上

市，壹切看企業發展需要而定，壹切

看市場變化而定。順豐就曾多次聲言

不上市，但最終還是IPO了。其實，

資本市場對企業而言，是規模擴張的

助推器，是產業升級和轉型的加速

器。當然，企業上市也要承擔諸多

社會責任，特別是要對公眾承擔信息

披露的責任。

“清倉式”減持引發疑慮
傳統產業結構遭質疑
據報道，按照公告日期計算，

2017年以來，A股市場先後有581家上

市公司發生了關鍵股東（大股東、董

監高以及持股比例在5%以上的股東）

的股份變化，其中，整體呈現為凈減

持方向的就達325家，這325家上市公

司的凈減持金額達到320.33億元。從

減持規模來看，凈減持參考市值在1

億元以上的就有71家，世紀遊輪、山

東鋼鐵和同力水泥的凈減持金額分別

達 38.03 億元、18.00 億元和 14.50 億

元，位居前三位。從減持細節來

看，上市公司股東的大比例減持甚

至是“清倉式”減持有愈演愈烈之

勢。山東鋼鐵2月24日晚間公告，天

弘基金管理的天弘平安長江1號資管

計劃於2月23日通過大宗交易累計出

售公司共計4.21億股，減持比例為公

司總股本的 4.99%，減持均價為 2.73

元/股，減持後上述資管計劃不再持

有公司股票。

大規模減持是市場上常見的行

為，大規模減持、特別是“清倉式”

減持很容易引起股民的反感甚至厭

惡。其實，對於大規模減持也要具體

情況具體分析。首先要看是否違規，

如果不違法、不違規，減持無可厚

非，行商逐利也是勢在必然。其次，

財務性投資就是逐利而來，如果股價

到達其理想價位，“壹走了之”名正

言順，何必為此多操心費力？不過，

大規模減持、特別是“清倉式”減

持，確實也有對上市公司發展前景不

甚看好、對上市公司現有產業結構喪

失信心而采取的對策，這種減持出現

值得投資者高度關註。如上面提到減

持前三名中，有兩名是鋼鐵水泥生產

企業。至於壹些上市公司推出超高比

例送轉股方案，刺激散戶進場接盤、

買單，大股東卻全身而退、清倉而

退，可謂損人至極，有市場欺詐之

嫌。還是那句話，市場有風險，投資

者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寶鋼股份復牌現漲勢
國企重組需模式創新
中國證券網訊，在完成吸收合並

武鋼股份後，被譽為“中國神鋼”的

寶鋼股份終於復牌。公司開盤後漲幅

壹度超8%，但隨後有所回落，截至發

稿，漲幅6.62%，報7.25元，成交5.8

億元。2016年9月22日，寶鋼股份和

武鋼股份的合並方案正式對外公布，

寶鋼集團作為重組後的母公司，將更

名為中國寶武鋼鐵集團，而武鋼集團

將整體無償劃入成為其全資子公司。

根據合並方案，寶鋼股份向武鋼股份

全體換股股東發行股票，換股吸收合

並武鋼股份。其中，寶鋼股份的換股

價格確定為4.6元/股，武鋼股份的換

股價格確定為2.58元/股。由此，武鋼

股份和寶鋼股份的換股比例為 1：

0.56，即每1股武鋼股份的股份可以換

取0.56股寶鋼股份的股份。2017年2月

24日，寶鋼股份公告稱，公司換股吸

收合並武鋼股份的換股工作已實施完

畢，新增股份將於2月27日上市，公

司股票將於同日復牌。

有業內人士指出，寶武合並後的

復牌，對鋼鐵板塊來說是迎來重要催

化劑。目前政策層面的深化國企改革

與去產能加速都有利於寶武合並後的

復牌走勢。不過我們也看到，復牌後

的走勢大致平穩，與順豐這類新興產

業掛牌後走勢“壹飛沖天”不可同日

而語，甚至與壹些傳統產業的上市公

司相比也較為遜色。大型國有企業的

重組是否都要走“合並同類項”這壹

條道路？合並後能否解決壹些難點問

題，如去產能，如產業升級，如資

源整合，甚至會不會出現“面和心

不合”、人浮於事這壹類新的問題，

值得關註。技術上看，國有企業大

股東都是壹個“大老板”，合並或

重組在股權上都沒有問題，但在運

行和實際管控上，恐怕還會有諸多

問題。重組企業之間的磨合、產業

之間的轉型和重新布局等等，還需

時日。

企業重組不兌現承諾
上交所三度發問詢函
去年3月完成借殼，並募集了配

套資金約16億元；未料，時隔數月又

推方案，計劃再募集約115億元。今年

1月底，恒力股份（600346，SH）在上

交所發布重組預案，計劃通過發行股

份的方式從實際控制人範紅衛處收購

“恒力投資”、“恒力煉化”各100%

股權，並募集配套資金。方案壹經披

露便遭外界強烈關註。原來，恒力股

份的這項重組不單融資金額龐大，還

涉嫌違反範紅衛及其配偶當初許下的

承諾。盡管公司極力辯解，仍難說服

監管層。在連續發出3份《問詢函》

後，上交所已勒令恒力股份盡快召開

股東會予以表決，若股東們不認可他

們的說辭，當立刻終止重組。

問詢函是最近壹個階段屢屢搶鏡

的行動。壹般說來，問詢本身是中性

的，不壹定有好壞或積極消極之分；

但在資本市場上，問詢函似乎成了

“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代名詞，上市

公司壹次甚至多次接到主管機構的問

詢函，怕是多多少少“出事”了。而

像這樣連續3次被問詢，還是比較罕

見，應該引起公司高層的高度關註，

更應該反身自問，積極查找自身不足，

積極改正錯誤，而不是極力辯解、百

般推脫，自認為道理比監管部門還

足。固然，企業有申辯和自證清白的

權利，但是更要對事實負責，對所作

所為負責，正確對待問詢函和其他監

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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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記者從浙江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了解

到，2016年，浙江（除寧

波）共出口蜂王漿857噸、

貨值3142萬美元，貨值占

中國總出口貨值的73%。

其中，日本、歐盟分

別位列浙江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轄區蜂王漿出口第壹

位、第二位，貨值分別為

1211萬美元、823萬美元。

法國成為浙江轄區蜂王漿

出口增幅最大的國家，貨

值達397萬美元，同比增長

55%。

蜂王漿是浙江轄區優

勢出口產品，出口量連續

多年位列中國第壹。為推

動包括蜂王漿在內的蜂產

品產業發展，浙江出入境

檢驗檢疫局強化源頭管

理，以推進該省桐廬和江山兩個出口蜂產

品質量安全示範區建設為抓手，大力推動

養蜂基地建設，加大對蜂農及出口企業的

技術指導和培訓，從源頭上把控蜂產品質

量安全。

此外，浙江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還與出

口蜂產品企業簽訂質量安全承諾書，同時

根據風險評估，開展出口蜂蜜現場查驗和

實驗室抽樣檢測，壹旦發現摻雜使假問題，

立即取消相關出口企業的備案資格。

據了解，2016年，浙江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共計抽檢蜂蜜和蜂王漿樣品135個，

對轄區內2家蜂蜜生產加工企業實施飛行

檢查，重點檢查企業對蜂蜜原料驗收的質

量控制及糖漿使用情況，避免企業出現摻

雜使假行為。

記者還了解到，浙江出入境檢驗檢疫

局積極應對國外技術貿易壁壘。針對丹麥

媒體對中國出口蜂產品的惡意炒作，浙江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及時做出反應，加強轄

區內輸歐特別是輸丹麥蜂蜜產品的監管和

檢測，消除不良影響。

據悉，2017年1-2月，浙江（除寧波）

出口蜂王漿85批、155.8噸、614.26萬美元，

同比分別增長23.19%、20%和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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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阿什本英國阿什本，，當地舉辦壹年壹度的懺悔節足球賽當地舉辦壹年壹度的懺悔節足球賽，，比賽隊伍分比賽隊伍分
成成““上遊隊上遊隊””和和““下遊隊下遊隊”，”，比賽的球場沒有邊界比賽的球場沒有邊界，，球門是兩個相球門是兩個相
距距33英裏的柱子英裏的柱子。。這壹遊戲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這壹遊戲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717世世紀紀。。

巴西東北遭遇史上最嚴重旱情巴西東北遭遇史上最嚴重旱情 土地龜裂牲畜屍體遍地土地龜裂牲畜屍體遍地

意大利埃特納火山持續噴發意大利埃特納火山持續噴發
熔巖迸濺順流而下熔巖迸濺順流而下

近日近日，，巴西東北部地區正遭遇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幹旱巴西東北部地區正遭遇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幹旱。。作為大坎皮納作為大坎皮納
地區地區4040萬居民的唯壹的水源萬居民的唯壹的水源———水庫的水量越來越少—水庫的水量越來越少。。經過兩年的定量配經過兩年的定量配
給給，，居民們開始抱怨水庫的水源臟居民們開始抱怨水庫的水源臟、、有味有味、、無法飲用無法飲用。。富裕的居民開始購富裕的居民開始購
買瓶裝水煮飯買瓶裝水煮飯、、刷牙刷牙、、甚至餵寵物甚至餵寵物。。目前水庫的蓄水量僅為其儲存能力的目前水庫的蓄水量僅為其儲存能力的
44%%，，而今年的降雨量預計仍然悲觀而今年的降雨量預計仍然悲觀。。水資源專水資源專Janiro Costa RegoJaniro Costa Rego表示表示，，
““如果繼續不降雨的話如果繼續不降雨的話，，預計城市的供水系統將於年中崩潰預計城市的供水系統將於年中崩潰。。這將是壹場這將是壹場
毀滅性的災難毀滅性的災難，，居民必須撤離居民必須撤離。”。”圖為當地時間圖為當地時間20172017年年22月月1313日日，，巴西巴西
帕拉伊巴帕拉伊巴，，55歲的歲的Natan CabralNatan Cabral走在波奎老水庫龜裂的地面上走在波奎老水庫龜裂的地面上。。

意大利西西裏意大利西西裏，，埃特納火山噴發埃特納火山噴發，，熔巖熔巖
迸濺順流而下迸濺順流而下。。埃特納火山是歐洲最高的和埃特納火山是歐洲最高的和
最活躍的火山最活躍的火山。。



"networks are adapting by using greater ingenuity in 
accessing formal banking channels as well as bulk 
cash and gold transfers."
William Newcomb, a former member of the U.N. 
sanctions panel on North Korea, said, "You have 
designated entities that have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China. It's not an accident. China's security services 
are good enough to know who is doing what inside 
their country."
China wants to maintain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but has shown little effort on 
implementing the U.N.'s interest to stop Pyongyang 
from trading nuclear weapons.
The U.S. is investigating a number of companies who 
are suspected to be fronts for North Korea. One of 
these companies is Dandong Hongxi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The company was sanctioned by Washington and 
should serve as a warning, according to Daniel 
Fried, sanctions policy coordinator at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for illicit trade and North Korea's front companies in 
China are still operating. When China was confronted 
by diplomats from America and Japan, the government 
refused to respond.
The front companies have been North Korea's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get funds for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The 
firms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wide 
network.
With the economic 
sanctions imposed 
by China, North 
Korea is still able to 
sustain its economic 
lifelin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North 
Korea's business 

"North Korea is flouting sanctions through trade in 
prohibited goods, with evasion techniques that are 
increasing in scale, scope, and sophistication," said the 
report.
The support given by China to North Korea is apparently 
beyond limiting 
the importation of 
products. The report 
indicated that China 
has imported coal, 
gold, and iron from 
North Korea.
The confidential 
report revealed that 
in the latter part of 
2016, China has 
imported 2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oal 
from North Korea. 
The U.N.'s ceiling is 
1 million tons.
China has been a hub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Wang added.
They will also hear and discuss work report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e added.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fulfilled 
its duties by carrying out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political consultation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over the past year, 
supporting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he 
told reporters.
The CPPCC is an important organ for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omoting socialist 
democracy.  (Courtesy http://www.
xinhuanet.com/english/special/2017)

An unpublished and confidential report leaked recently 
that North Korea is trying to evade sanctions on nuclear 
arms testing. The report indicated that China has been 
protecting Pyongyang.
The report is contrary to what China's seeming 
intention of following the request from the U.S. of 
getting North Korea to abide by U.N. policies.
The U.N. report was completed by an eight-member 
team that is led by a British expert. The team is 
composed of other experts from China, Russia and the 
U.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has handled proposals from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members since the 
previous session, according to Wang.

Political advisors submitted 5,769 proposals in the 
past year, focusing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f the medical and 

BEIJING, March 2 (Xinhua) --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the country's top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opened its annual session at 
3:00 p.m. Friday in Beijing.
Over 2,000 members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from different sectors across the country 
will discuss maj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year's session, which is scheduled to conclude on 
March 13, said Wang Guoqing, spokesperson for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Political advisors will hear and deliberate a report 
about the work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nd a report on how 

healthcare system, Wang said.
A political resolution is also expected to be adopted at 
the meeting, the spokesperson said.
The political advisors will be present at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s non-
voting participants, hearing and discussing a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and discussing a draf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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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 has sanctioned North Korea for nuclear arms testing. 
(Photo/Getty Images)

China's Top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Opens Annual Session On Friday

Confidential UN Report: China Is Sustaining North Korea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China's top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open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3, 2017. (Photo/Xinhua)

Wang Guoqing, spokesperson for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2th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ttends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2, 2017. (Xinhua/
Xue Yubin)

Yu Zhengsheng,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delivers a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s Standing 
Committee at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3, 2017.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opened in Beijing on March 3. 
(Photo/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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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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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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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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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星期日 2017年3月5日 Sunday, March 5,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