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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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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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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Shirley LiShirle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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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電話：832-500-3228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TX 77036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2019年
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於9月29日下午1
時 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的僑教中心展覽室隆重舉行由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
長授旗典禮。團長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

南分會會長賴李迎霞在夫婿賴清陽律
師陪同下，與 16 位團員共同接下中
華民國國旗，代表休士頓國慶籌備會
系列活動，與台北國慶活動同時接軌
。
羅秀娟擔任授旗典禮司儀，她介紹
到場觀禮的佳賓有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李
步青副參事、教育組楊淑雅組長、
108年休士頓國慶籌備會黃春蘭主任
委員、黃初平副主任委員、僑務促進
委員洪良冰、劉志忠，美南台灣旅館
公會葉德雲理事長、周雲前會長等。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
彥處長致詞，近年來台灣在國際上面
對許多挑戰，政府非常感謝許多國際

友人持續的支持，他肯定賴李迎霞會長
多年來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每年都
會帶團回國致敬，熱愛中華民國的心值
得嘉許。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讚揚
賴李迎霞等僑胞，除了這次的返國致敬

團，明年一月十一日還會再組團回台投
票，三個月內兩次長途飛行，團員們體
力

令人欽佩，陳奕芳主任同時表示僑
委會一直以來即支持僑胞返國投票。108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黃春蘭主任委員致詞
盛讚賴李迎霞團長支持中華民國的愛國
行為，祝他們返國致敬圓滿成功。

賴李迎霞團長說明在台灣的行程，
此行他們重點在參加僑委會在桃園舉辦
的 「四海同心聯歡大會」及 「雙十國慶
大典」，接著將參加由僑聯總會在國軍
英雄館舉辦的 「華僑節」大會，台北市
議員羅智強將到場演講，精彩可期。

賴清陽律師人在海外心在祖國，他
心有所感地致詞，他離開故鄉已40餘載
，一直關心著國家的變化，在國家慶典
的時刻，他看到這麼多僑胞犧牲休假來
到僑教中心，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下
大家共同慶祝國家大典令他感觸良多。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
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隆重舉行

（本報訊）日期: 十月五日(星期六)
上午11:30

地點: 僑教中心大禮堂
承辦單位: [音符文藝會]

108 年雙十國慶[千歌萬舞原鄉
情]活動, 將於十月五日(星期六)上午, 升
旗典禮結束後, 11:30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
舉行。

這個綜藝節目, 是由成立14年的[音
符文藝會]承辦。這個社團是由一群愛好
歌唱,不分年齡的學員們組成, 每週三和
週日下午, 在僑教中心 103 室，由 Emmy
楊思正老師指導上課,練習的歌曲曲目十
分廣泛,以歌會友,其樂融融。此外,每週
六下午二至四時, 楊老師還開設[熱愛大

自然]歌曲班，免費教授, 創新悅耳的正
能量歌詞，給予心靈一股清泉，歡迎參
加!

[千歌萬舞原鄉情], 顧名思義 ,就是以
原鄉歌曲和唱歌,及跳舞的方式, 以小故
事串聯起對家鄉的思念,也許也是您和我
的故事。從青春年華,帶著簡單的行李和
理想 , 不知天高地厚的, 飄洋過海來到美
國,闖蕩未來。唸書 , 工作 ,家庭, 時間就
在忙碌生活中匆匆消逝。孩子們長大成
人, 父母也添了白髮 , 多出了空閒,思念不
如動身回家鄉探親 訪友, 或去世界各地
旅遊吧!節目一共精選了 26 首經典歌曲,
有國語 ,台語 ,粵語 ,英文 ,還有西班牙語,
越南語和法語!

為了這個活動,音符文藝會的十七位
會員們,和Edward Huang Frida Qu 老師指
導的休士頓拉丁舞團，Lilu David 老師領
導 LD Dancing School，及在 Emmy 楊思
正老師領導和精心策劃下,選曲和互相鼓
勵, 認真練習, 十分珍惜這寶貴的機會, 期
許自己在這個重要的慶典中,有最好的表
現,以享親朋好友, 宣慰離鄉背景的僑胞
們。

[千歌萬舞原鄉情] 免門票, 有摸彩,
歡迎僑胞們攜朋伴友, 於 10/5 上午 11:20
來僑教中心, 欣賞音符文藝會帶來的歡唱
, 期待您的支持和掌聲鼓勵。

千歌萬舞原鄉情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左六左六））授旗給雙授旗給雙
十國慶返國致敬團團長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會長賴李十國慶返國致敬團團長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會長賴李
迎霞迎霞（（左七左七），），休士頓國慶籌備會黃春蘭主任委員休士頓國慶籌備會黃春蘭主任委員（（左五左五））
、、黃初平副主任委員黃初平副主任委員（（右七右七）、）、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八右八
））觀禮觀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賴清陽律師賴清陽律師（（左一左一）、）、洪良冰僑務促進委員洪良冰僑務促進委員（（左二左二）、）、賴李賴李
迎霞團長迎霞團長（（左四左四）、）、黃春蘭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左五左五）、）、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右五右五）、）、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右
四四）、）、黃初平副主任委員黃初平副主任委員（（右三右三））等共同切蛋糕為中華民國等共同切蛋糕為中華民國
慶生慶生。（。（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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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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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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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大於錢 法官裁定特斯拉和馬斯克在勞資糾紛中違反勞動法

《美南新聞》系列專輯

【泉深翻譯報導】CNN消息：加州勞工法官週五晚裁定，
紐約特斯拉（Tesla）違反了勞工法，威脅要試圖解僱加入工會的
僱員。公司現在必須召開會議，向工人展現工人自己的權利，並
且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必須參加。

行政法法官阿米塔·巴曼·特雷西（Amita Baman Tracy）週五
裁定，特斯拉在2017年和2018年多次違反《國家勞動關係法》
。

違規行為包括馬斯克在2018年5月發布的一條推文，其中說
：“沒有阻止特斯拉團隊在我們汽車工廠參加投票的工會。如果

他們願意的話，可以這樣做。但是為什麼要支付工會會費並放棄
股票期權呢？ ”法官說馬斯克的這條推文等於“威脅員工”，
如果他們投票贊成加入工會，他們將失去認股權。

特蕾西寫道：“馬斯克的推文只能由一名合理的員工閱讀，
以表明如果員工投票贊成工會，他們將放棄股票期權。 ” “馬
斯克揚言要奪走僱員投票參加工會所享有的利益。 ”

該裁定還發現，特斯拉禁止員工在下班時間在加利福尼亞州
弗里蒙特的員工停車場散發傳單，這違反了勞動法。告訴員工投
票支持工會是徒勞的；並詢問員工工會活動。

特雷西裁定，特斯拉需要“停止並製止”這種行為，並完全
恢復並賠償一名因參與工會活動而被非法解僱的員工。汽車製
造商還需要在會議上通知工人特斯拉多次違反《國家勞動關係
法》。該裁決是針對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提出的不公平的勞工
慣例投訴而發布的，其中包括2017年的一次指控該公司解僱
工會支持者的投訴。

UAW在周六沒有立即對此裁決發表評論。它說特斯拉工人
尚未對工會投票。

特斯拉沒有在周六立即發表評論。目前尚不清楚該公司是否
會上訴。

特斯拉在2017年表示，沒有任何員工因支持UAW的投訴而
受到支持工會的懲罰。

在 2018 年，特斯拉為 Musk 的 CNN Business 推文辯護。
“埃隆的推文只是承認以下事實：與特斯拉不同，我們不知道

有一家由UAW代表的汽車製造商向其生產員工提供股票期權或
限制性股票單位，而且 UAW 組織者一直否認特斯拉的價值（
TSLA）股權作為我們薪酬方案的一部分。 ”一位發言人說。

UAW週六表示，它與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的合同確實有
利潤分享計劃。

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處於眾多法律糾紛中，指控他比
特斯拉（Tesla）股東更加關注自己的利益。特斯拉的發言人和律
師表示，這些訴訟毫無根據，特斯拉將積極與他們抗衡。

美國李氏家庭協會正舉辦多族裔學生中國書法比賽

特斯拉馬斯克庭審後接受記者採訪特斯拉馬斯克庭審後接受記者採訪 特斯拉馬斯克成被告特斯拉馬斯克成被告

【泉深報導】由美國李氏家庭協會 （Lee Family Association
）和德州李氏聯邦信用會（Texas Lee Federal Credit Union）聯合
舉辦的“性格發展：面向所有族裔學生的中國書法比賽”於2019
年9月至2019年10月在休斯敦個高中、初中、小學舉行。休斯
敦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
先生任中國書法比賽組委會主席，Susannah Lee Wong任共同主
席。

學生作品通過郵件Contact@TexasLee.org發送作品，也可以
通過郵件發送到：

Chinese Calligraphy Contest
Lee Family Association
C/O Southern News Group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發送作品時請附上姓名、年齡、籍貫、學校名稱和年級、指

導教師的姓名及對作品的理解。目前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族裔
的高中、初中、小學學生投稿參加了比賽，組委會繼續接受書法
稿件。

比賽的目的是提高對經典書法之美的欣賞，並增進對經典公
理和詩歌對教義價值的理解。獲獎學生除了獲得獎學金之外，還
將向每位優勝學生的老師授予同等的獎勵，以承認老師在學生的
學習過程和性格發展中的作用。

獎學金將於2019年11月3日晚5:30 pm至8:00 pm在Lam Bo
宴會廳舉行舉行頒獎晚宴。

多族裔學生中國書法比賽接受讚助，每位贊助商均享有獎學
金的命名權，並應邀在晚宴上向獲獎學生和老師介紹公司情況，
並附上詳細信息，贊助級別為：

The Savant- $ 3,000
The Sage- $ 2,000
The Philosopher- $ 1,000
為確保對所有參賽者公平性，評委不允許見所有參賽選手。

評判標準包括寫作的整體美學，對經典公理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以
及對所寫短語含義的解釋。

書法比賽評判官是：
萊斯大學的孫月平（Y. Ping Sun）

聖托馬斯大學的漢斯·斯托克頓（Hans Stockton）
聖托馬斯大學的葉耀源
西南管理區的李雄（Kenneth Li）
全國李氏家庭協會的資深元老Jin G. Lee
根據學校的級別，將分別授予學生和教師三個獎項，獎勵如

下所示：
學校水平短語獎學金，分別授予學生和老師高中生琴棋書畫

獎三名優勝者，獎金分別是 $ 1,000，$ 300和 $ 200，總計$ 3,000
。

初中生尊師重道獎三名獲獎者，獎金分別是 $ 500，$ 300和
$ 200。總計$ 2,000。

小學生孝順父母三名獲獎者，獎金分別是 $ 250，$ 150和 $
100，總計$1,000。

中國書法比賽繼續接受讚助。
美國李氏家庭協會和德州李氏聯邦信用會衷心感謝您在本次

競賽中為促進文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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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的促成
下，萬眾矚目的第十四屆“錦繡中華”
舞蹈晚會將於2019年10月11、12日晚
上 7:30 在米勒劇場(MILLER OUT-
DOOR THEATER) 公演。屆時，亞美
舞蹈團、亞美舞蹈學校和專程趕赴休斯
頓的南京市歌舞劇院一行15人的專業

舞蹈家們將同臺獻藝，為海外的中外人
士帶來震撼人心、美輪美奐的藝術享受
。

由葉繼瑩和沈敏生創立於2001年
的亞美舞蹈團，及理事長、前休斯頓芭
蕾舞團擔剛 20 年首席演員的 Janie
Parker的帶領下，薈萃了眾多舞蹈界精
英。舞蹈團秉承在海外弘揚中華文化、

讓舞蹈成為連結中美兩國人民友誼橋梁
的宗旨，十八年裏，培育了無數舞蹈藝
術家和愛好者。

亞美舞蹈團令人矚目的成績和精湛
的演藝獲得了休斯頓各界的認可和贊賞
。2003年起，休斯頓市政府就委托亞
美舞蹈團在南美地區最大的米勒劇場一
年三季舉辦大型公益性的舞蹈晚會。亞
美舞蹈團是休斯頓唯一融入美國主流社
會的亞裔藝術團體。亞美舞蹈團舉辦的
舞蹈匯演每次都盛況空前，一票難求，
彰顯了晚會舉辦者的雄厚實力和舞臺演
出者的強烈藝術感染力。

多年來，亞美舞蹈團與中國舞蹈家
協會、上海舞蹈家協會、國內頂尖藝術
團體的舞蹈精英們密切合作，聯盟創辦
了歷屆“錦繡中華”的大型舞蹈晚會。
此次前來參加2019年第十四屆“錦繡
中華”的南京市歌舞劇院，是一個擁有
一百多位藝術工作者的國家專業文藝團

體。2009年, 該團表演的大型舞劇《蝶
戀花》，獲得了2009年春節晚會全國
觀眾最喜愛節目獎一等獎。2014年歌
舞劇院參加舉世矚目的第二屆青年奧林
匹克運動會開閉幕式主舞臺演出受到一
致好評。此外，院團還經常為來訪的外
國元首、政要舉行演出並每年定期舉辦
大量的公益性演出和專場綜藝晚會。這
次他們將給休斯頓的觀眾們帶來《花開
盛世》, 《雨打芭蕉》, 《歡樂頌》等7
支精彩絕倫的舞蹈。而作為主辦方東道
主的亞美舞蹈團和亞美舞蹈學校，則攜
其以先進教學方式訓練培養出來的亞美
舞蹈學校學生和團員，在晚會上將傾情
出演熱情洋溢的新疆舞《燃燒的火焰》
、奔放灑脫的西藏舞《康定情歌》、美
麗婉約的漢族舞《風酥雨憶》、毫邁的
蒙古舞《天鵝》等8支璀璨多姿的節目
。屆時, 休斯頓的觀眾們將一飽眼福!

讓我們共同期待----大休斯頓地區

第十四屆“錦繡中華”舞蹈晚會, 為休
斯頓的廣大中外觀眾獻上剛柔並濟、騰
挪跌宕的舞姿，讓大家在出神入化中品
味中國舞蹈的無窮神韻！免費入場券，
請於演出當日 10:30AM –1PM 或 6:
30-7:15PM 於米勒劇場取票窗口領取
。地址：6000 Hermann Park Drive.
Houston, 77030。

亞美舞蹈學校的學生和有一定舞蹈
基礎的學生7歲就可以參加考試，加入
亞美舞蹈團，經過訓練於世界一流水準
的舞蹈家在米勒劇場同臺演出，以此拓
寬視野，提高藝術境界，培養自信心。
亞美舞蹈學校的秋季班已開學，歡迎3
歲以上的學生隨時插班。報名咨詢請電
：葉繼瑩：832-630-5048，沈敏生：
832-993-9333。學校地點：9889 Bel-
laire Bivd. C #335， Houston, 77036
（敦煌廣場）。該校網站：www.
danceaa.org

亞美舞蹈團將在米勒劇場舉辦第十四屆亞美舞蹈團將在米勒劇場舉辦第十四屆
““錦繡中華錦繡中華””舞蹈晚會舞蹈晚會

南京市歌舞劇院一南京市歌舞劇院一行行1515人赴休斯頓同臺獻藝人赴休斯頓同臺獻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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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屋，對於許
多人而言是人生的目標，而大多數的人
終其一生也只能買或住一到二間房屋。
根據統計有 50%買錯健康保險，而有
30%買錯房屋保險。而房屋保險為什麼
這麼重要？舉個例子，若您交了20至30
年房屋貸款後終於擁有了自己的房屋，
也打算退休後賣掉，改住公寓或小房屋
，將剩下的餘款當成養老金的主要來源
，而在這長達數十年的房貸，如何選擇
正確的房屋保險，來保障最重要的資產
就是一個您應該關心的問題。

那為什麼有高達30%錯誤的房屋保
險保單，最大的原因在於保險經紀人專
業的不足，用同一張保單行 「騙」天下
。

房屋的類型至少有18種:
（1）一個單位房屋，自有、自住

（Single Family House, Owner Occupy）
（2）一個單位房屋，自有、自住

，為渡假用或第二間房屋（Secondary
or Vacation House, Owner Occupy）

（3）一個單位房屋，自有、出租
（Single Family House, Tenant Occupy）

（4）康斗，自有、自住（Condo,
Owner Occupy）

（5）康斗，自有、出租（Condo,
Tenant Occupy）

（6）雙併房屋，自有，皆出租
（Duplex, Tenant Occupy）

（7）雙併房屋，自有、自住及出

租（Duplex, Owner & Tenant Occupy）
（8）雙併房屋，自有、出租一間

空一間（Duplex, Rental & Vacant）
（9）雙併房屋，自己僅有一個單

位，自住（Townhouse, Owner Occupy
）

（10）雙併房屋，自己僅有一個單
位，出租（Townhouse, Tenant Occupy
）

（11）雙併房屋，自有，全部出租
（Townhouse, Tenant Occupy）

（12）四個單位房屋，自有，全部
出租（Fourplex, Tenant Occupy）

（13）四個單位房屋，自有，自己
住 一 個 單 位 ， 其 餘 出 租 （Fourplex,
Owner & Tenant Occupy）

（14）租公寓（Renters－Apartment
）

（15） 租 房 屋 （Renters － Single
Family House）

（16）空屋：一個單位房屋（沒人
住Vacant House）

（17）空屋：康斗（Vacant Cando
）

（18）工廠組合房屋（Mobil Home
）

由上詳述此18種，讀者們可知房屋
種類的複雜性。筆者有一客戶擁有康斗
（Condo），應該買康斗的保險，他之
前的保險經紀人卻賣成一個單位房屋，
自 有 、 自 住 （Single Family House,

Owner Occupy），筆者發現後，幫他每
年節省了$500元保險費。所以讀者們不
可不知您的房屋到底屬於那一類型。

保險公司在定保險費上，空屋最貴
（至少 4 倍、5 倍），出租屋其次（貴
約30%至40%），自己住的房屋當然是
最便宜，原因在於人性自私，自己的房
屋，一有損壞馬上修補，問題當然不大
，租別人的房屋不會盡心盡力去照顧，
房東也不會花大錢去維護。空的房屋最
慘，完全沒人照顧。

筆者非常感慨，很多保險經紀人昧
著良心做事，為了拿到生意，為了幫顧
客 「省錢」，不管房屋是不是有人住，
不管是不是出租屋，一律欺騙客戶及保
險公司，呈報為 「自己住」。如果發生
事情便撒手不管，保險公司調查後當然
不賠，所以這樣的保險經紀人真的在為
您省錢嗎？若保險經紀人只是為了自身
利益，那您的權益在那裡呢？

很多讀者時常問筆者，該買什麼樣
的房屋保險？其實，絕大多數的消費者
還是以一個單位房屋，自有、自住為主
，所以筆者在此針對此種房屋類型來分
析，這種房屋有5種房屋保險可以選擇
。

（1）僅火災型（Fire Only）
（2）陽春型（DP－1）
（3）中等型（HO－A及HO-2）

（4）中優型（HO－A+）
（5）最優型（HO－3及HO－B）
筆者強烈建議您一定要買中優型或

最優型，原因在於房屋動輒20~30萬元
，不能靠運氣希望永遠不會發生事故，
並且讀者們一定要有一個觀念，買保險
，最好的未必最貴，每一家保險公司專
長不一，只要多用心多比較就可找到便
宜的最優型，當然這需要靠保險經紀人
的專業與經驗來為您量身打造，兼顧保
費與保障的保單。

另一個讀者們需要注意的是，知道
自己房屋的價值（House Value），所謂
房屋價值不是指市價（Market Value）
、賣價（Sale/Purchase Price）、折舊價
（Actual Cash Value）、政府估價（Ap-
praisal Value） ， 而 是 指 「重 建 成 本
（Rebuilt Cost/Replacement Cost，原地
蓋新房屋所需的費用）」，一定要按重
建成本來買房屋保險。

筆者以實例來說明為什麼重建成本
如此重要，筆者有一客戶他的屋齡15年
，被火災燒毀，所幸當初筆者請他務必
買足25萬元的重建成本，所以他獲得全
額理賠，試想如果當初只為了省$100元
的保費，而買了其它估價的保險，今天
只能拿到18萬元。

一般保險經紀人為了節省保費，故
意壓低保障額度，若房屋要30萬元才蓋

的起來，卻只向保險公司投保20萬元，
保額低，保費當然便宜，而保險經紀人
強詞奪理的說詞如下， 「您的房屋政府
在繳稅單上，只估 20 萬，買 20 萬就夠
了」， 「大部份的損失只是部份損失，
很少有房屋全部燒掉的，買20萬就夠了
」，更胡址的說詞是 「買到80%就夠了
，因為有80%共保」，筆者不想得罪同
行，但為了保護廣大消費者，不得不在
此澄清，這些說法是不正確的，80%共
保條款（80% Co-Insurance Clause），
只有存在於少數商業險保單中，在個人
房屋險保單， 95%以上的保險公司已取
消此一條款，如果您的保險經紀人告訴
您有80%共保時，請一定要他指出寫在
保單何處，而且80%共保條款也不是設
計來 「節省」保險費用的。

筆者在此指出一個方向，您有二條
路可以走，第一，如果您的目的只是為
了節省保險費用，就買小於5萬元的房
屋保險，筆者處理上千件房屋理賠實務
中，99.9%的案例適用於此理賠金額。
第二，以您的重建成本買足保險，這才
是100%可以給您最好的保障，所以依重
建成本買足保單才是最佳保障。

詳情請洽休斯頓李元鐘保險公司，
電 話 （832） 500-3228， 郵 箱 Hous-
ton@johnleeins.com 。地址: 7001 Cor-
porate Dr., # 201, Houston。

李元鐘保險專欄李元鐘保險專欄
（（一一））如何選擇正確房屋保單如何選擇正確房屋保單：：解析篇解析篇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海洋是我

们在阳光明媚的表面上看到的。但

在波光粼粼的海浪下，有一个更深

的层，叫做暮光区。

科学家称之为中间层，这个维

度在我们对生态系统的理解中被认

为是一个“黑洞”，也是世界上最

不充分研究的地区之一。

根据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

研究所（WHOI）的数据，暮光区

可以在海洋表面 200 至 1000 米（约

650 至 3,300 英尺）处，在太阳光线

无法到达的地方找到。因为它太深

而且没有阳光，所以它是寒冷和黑

暗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深层仍然

安静。相反，它充满生机，包括鱼

类，甲壳类动物，水母，鱿鱼和蠕

虫。偶尔，当生物发出自然光时，

会有爆发性的生物发光。

研究人员估计该区域可能有多

达 100 万种未被发现的物种。想要

研究这一生的海洋学家没有太多的

自然光来观察它们。但如果他们使

用过多的人造光，他们就有可能吓

坏他们。因此研究人员仍在努力寻

找合适的平衡点。

区域内的生物

研究表明，暮光区鱼类的生物

量或重量可能比原先想象的高 10

倍，这比整个海洋的其余部分都要

多。据蓝色海洋基金会称，它实际

上 可 占 海 洋 中 所 有 鱼 类 的 90％ 以

上。

据科学报道，最近，拥有 6 年

3500 万美元的海洋暮光区（OTZ）

计 划 的 研 究 人 员 将 他 们 的 5 米 长

（16 英 尺 ） “ 深 海 ” 雪 橇 探 测 器

送入了暮光区。雪橇配有摄像头和

音频传感器，可以从这个“被忽视

”的海洋层采集样本。

“我们一直看到生物体一直在

下降，”WHOI 的物理学家 Andone

Lavery 说道，他是该项目的领导者

。“这真是令人惊讶。”

这些鱼不仅有这么多，还有不

同寻常的外表和行为。

蓝色海洋基金会写道：“Meso-

pelagic 鱼类很小，看起来古怪，许

多人每天上下班，夜间垂直移动，

在黑暗的安全范围内在 200 米以上

的浅水区进食，然后白天撤退到深

处。”

钓鱼问题

因为暮光之城有如此多的鱼类

，捕鱼业自然对这个黑暗而神秘的

层感兴趣。

据 WHOI 称，在日本和挪威等

国家，工业捕捞作业正在收获一些

跋涉到地表的生物。大量的小型甲

壳类动物如磷虾和桡足类被收获和

加工用于宠物食品，牲畜饲料和人

类营养补充剂。

这些远离陆地的开放水域渔业

大多没有规定。研究人员和环保主

义者担心从这个鲜为人知的层中去

除这么多生物的后果。

据美国蓝海基金会报道，由于

担心对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

响，美国禁止商业渔业去除太平洋

中的鱼类。联合国正在谈判一项新

的国际协定，以改善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管理和保护。

暮光之城的鱼是环境的关键。

研究人员知道，鱼类通过将大

量的碳从表面附近的水中携带到海

洋的更深处，在海洋的食物网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助于防止它作

为温室气体逃逸到空气中。

此外，它们是海洋哺乳动物的

重要猎物来源，因此当渔业去除大

量的暮光带鱼类时，它会破坏海洋

生物多样性。

因此，渔业和研究社区正在平

衡保护生态系统的需求与寻找新的

食物来源以应对世界饥饿问题的好

处。

“ 海洋科学前沿 ”杂志上的

一篇透视文章研究了暮光区钓鱼论

点的各个方面。

他们引用 IFFO 总干事安德鲁 ·

马利森的话说，鱼粉和鱼油生产商

和消费者组织，他们说：

“该行业肯定需要更多的原材

料 - 随着全球水产养殖（和饲料

）的增加，需求超过供需，预计需

求将继续增长。但是，这些更深的

水鱼收获成本更高，而且必须有一

套完善的基于科学的收获控制规则

，以满足任何环境或生态系统影响

问题。如果科学表明具有合理产量

的 潜 在 可 持 续 渔 业 ， 有 几 个 IFFO

成员公司可以研究捕捞努力和回报

的经济学。

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护海洋的“暮光之城”

暮光区域是如此寒冷和黑暗，往往唯一的光源来自生物发光生命。（照片：Margus Vilibas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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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地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中美兩地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
財產規劃師財產規劃師 陳文城陳文城

時間時間：：1010//55 上午上午 99::3030--1111::3030
地點地點：：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122122))
9800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77036
前言前言
中國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44 00年這段期間由於年這段期間由於

經濟增速大幅成長造就很多富裕家庭經濟增速大幅成長造就很多富裕家庭,,這這
些家庭為了孩子的教育及成長環境都考些家庭為了孩子的教育及成長環境都考
慮移民慮移民,,目前國內在選擇移民國家中目前國內在選擇移民國家中,,美美
國是首選國是首選.. 根據美國聯邦在根據美國聯邦在20182018年年55月月
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數據顯示數據顯示，，截止截止
到到20172017年為止年為止，，華裔美國人超過華裔美國人超過508508萬萬
，，首次突破首次突破500500萬大關萬大關。。

這幾年國際間稅務環境變化非常大這幾年國際間稅務環境變化非常大,,
各國對於稅務征收的力度越來越強大各國對於稅務征收的力度越來越強大,,在在
20192019年年0707月月0303日有則新聞報導日有則新聞報導””隱匿隱匿
中國賬戶中國賬戶 北卡華女恐關北卡華女恐關55年年””((紐約報導紐約報導

記者金春香記者金春香),), 因編幅限制摘取部分內容因編幅限制摘取部分內容::
一名住在北卡州的華人女子一名住在北卡州的華人女子，，因未因未

將在外國開設的金額超過將在外國開設的金額超過11萬元的銀行萬元的銀行
賬戶上報給美國財政部而被聯邦起訴賬戶上報給美國財政部而被聯邦起訴，，
33日她在北卡西區聯邦法院出庭認罪日她在北卡西區聯邦法院出庭認罪，，
將面臨最高五年監禁和將面臨最高五年監禁和2525萬元罰款的處萬元罰款的處
分分。。

據法庭文件據法庭文件，，5959歲邊莉莉歲邊莉莉(Lili Bian(Lili Bian
，，姓名皆音譯姓名皆音譯))是中國公民是中國公民、、持美國綠卡持美國綠卡
，，報住北卡夏洛特市報住北卡夏洛特市(Charlotte)(Charlotte)，，她承認她承認
在在20152015年年66月月3030日有意沒向財政部上報日有意沒向財政部上報
外國銀行和金融帳戶表格外國銀行和金融帳戶表格(Foreign Bank(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 FormFBAR)and Financial Account FormFBAR) 法源法源::根根
據美國據美國FATCAFATCA法案有關的海外財產申報法案有關的海外財產申報
規定規定：：

（（11))海外金融資產超過海外金融資產超過55萬美元萬美元，，
每年要申報該賬戶資料每年要申報該賬戶資料，，未申報罰款未申報罰款11

萬至萬至55萬美元萬美元；（；（22))在美國境內的金融在美國境內的金融
機構機構、、外國公司外國公司，，如果拒絕配合美國政如果拒絕配合美國政
府查稅時府查稅時，，美國美國 政府有權扣該機構所政府有權扣該機構所
得的得的3030%%。。凡美國稅收居民凡美國稅收居民，，只要每年只要每年
美國境外銀行賬戶美國境外銀行賬戶、、衍生性金融產品衍生性金融產品、、
有價證卷等金融商品有價證卷等金融商品，，金額超過金額超過11萬美萬美
元就要申報元就要申報。。未申報遭查獲者未申報遭查獲者，，處罰處罰1010
萬美元或該賬戶資產的萬美元或該賬戶資產的5050%%。。

咱們可以肯定未來隱匿海外金融賬咱們可以肯定未來隱匿海外金融賬
戶的案例戶的案例,,會越來越多被揭發出來會越來越多被揭發出來..在咱在咱
們中國對於國內＆國外征稅法令鋪天蓋們中國對於國內＆國外征稅法令鋪天蓋
地陸續出臺地陸續出臺,,

11--為了履行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為了履行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
交換國際義務交換國際義務,,規劃金融機構對非居民金規劃金融機構對非居民金
融賬戶涉稅信息的盡職調查行為融賬戶涉稅信息的盡職調查行為,,國家稅國家稅
務總局務總局,,財政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
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卷監督管理中國證卷監督管理
委員會委員會,,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制定
了了((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
理辦法理辦法),),自自20172017年年77月月11日實施日實施..

22--根據根據20182018年年88月月3131日第十三屆全日第十三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關於修改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
法法))的決定第七次修訂的決定第七次修訂..

33--未來中國遺產稅出臺的調研報告未來中國遺產稅出臺的調研報告
::

33--11::20132013 年年 22 月月 55 日國務院發布日國務院發布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幹意見的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幹意見的通

知知』』 （（國發國發““20132013””66號文號文））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問題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問題。。

33--22::社科院社科院20172017年年 『『中國經濟藍皮中國經濟藍皮
書書』』 明確提出明確提出：：著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著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
，，開征房地產稅和遺產開征房地產稅和遺產，，迫在眉睫迫在眉睫。。

對於移民家庭的父母對於移民家庭的父母，，咱們既想把咱們既想把
所有的愛都給孩子所有的愛都給孩子，，又想安全傳承財富又想安全傳承財富
，，不希望自己一輩子打拼的成果付諸東不希望自己一輩子打拼的成果付諸東
流流。。如何用簡單又有溫度的方式傳承愛如何用簡單又有溫度的方式傳承愛
，，傳承財富傳承財富，，避免家人之間出現糾紛避免家人之間出現糾紛，，
如何做好更合規的財富管理規劃如何做好更合規的財富管理規劃??

讓您的錢袋子更安全讓您的錢袋子更安全?? 這是本次這是本次””
中美兩地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中美兩地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的重點的重點

【【懇談會合適身份懇談會合適身份】】::
11--部分家人是美國稅務居民部分家人是美國稅務居民,,部分是中國部分是中國
稅務居民稅務居民
22--家中家中11人是中國稅務居民人是中國稅務居民,,其余家人均其余家人均
是美國稅務居民是美國稅務居民
33--部分家人是美國稅務居民部分家人是美國稅務居民,,部分是美部分是美
國＆中國稅務居民國＆中國稅務居民

44--親人在中國有企業親人在中國有企業,,總的資產超過總的資產超過
15001500萬人民幣以上萬人民幣以上
【【財產範圍財產範圍】】::
11--輕資產在美國輕資產在美國,,重資產在中國重資產在中國
22--中美兩地的財產均等中美兩地的財產均等
33--目前在中國的財產代持狀態目前在中國的財產代持狀態

【【中美兩地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中美兩地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
議題議題】】
11..掙錢的目的掙錢的目的
22..人在境外財產在境內如何合規傳承人在境外財產在境內如何合規傳承??
33..跨境資產配置中國際財富傳承規劃策跨境資產配置中國際財富傳承規劃策
略略
44..移民家庭財產＆婚姻規劃策略移民家庭財產＆婚姻規劃策略
55..移民家庭財產保全＆傳承規劃策略移民家庭財產保全＆傳承規劃策略
66..實務規劃案例實務規劃案例&&總結總結
77..Ｑ＆ＡＱ＆Ａ

光鹽社健康講座 優質蛋白質的食物來源
主題主題:: 優質蛋白質的食物來源優質蛋白質的食物來源

講員講員::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時間時間:: 1010月月5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下午22--44點點

地點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光鹽社辦公室

((98009800 Town Park Dr, SuiteTown Park Dr, Suite 251251,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蛋白質是人體不可缺少的營養蛋白質是人體不可缺少的營養，，它是由許許多它是由許許多
多不同的胺基酸連在一起構成的多不同的胺基酸連在一起構成的，，對身體組織如對身體組織如
肌肉的生長和復元尤其重要肌肉的生長和復元尤其重要。。構成人體蛋白質的構成人體蛋白質的
胺基酸有胺基酸有2020多種多種，，其中有其中有99種是必需氨基酸種是必需氨基酸。。所所
謂必需胺基酸是指人體不能合成謂必需胺基酸是指人體不能合成，，或合成速度不或合成速度不
能滿足機體需要能滿足機體需要，，必須從食物中獲得的胺基酸必須從食物中獲得的胺基酸。。
但甚麼食物才有豐富蛋白質但甚麼食物才有豐富蛋白質？？我們一般熟知我們一般熟知，，平平
時要補充蛋白質時要補充蛋白質，，一定就是要多吃含有蛋白質的一定就是要多吃含有蛋白質的
食物食物，，我們多半會選擇新鮮肉類我們多半會選擇新鮮肉類、、魚類魚類、、牛奶牛奶、、

雞蛋等含蛋白質量較多雞蛋等含蛋白質量較多。。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將會在本次的健康講座將會在本次的健康講座，，為大家介紹優質蛋白質為大家介紹優質蛋白質
的食物來源的食物來源。。

陳康元醫師於陳康元醫師於19681968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堤牙哥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堤牙哥
UCSDUCSD太空機械工程博士學位太空機械工程博士學位。。在太空及國防界工在太空及國防界工
作十年作十年，，曾是一位導彈物理專家曾是一位導彈物理專家，，發表專業著作發表專業著作
三十餘篇三十餘篇。。中年轉行中年轉行，，19811981年獲得邁阿密大學醫學年獲得邁阿密大學醫學
博士博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
，，Victoria Kathryn OVictoria Kathryn O’’ConnorConnor 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

任任，，休士頓華裔醫師學會理事休士頓華裔醫師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美南國建協進會
理事多年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

王王 琳博士琳博士,, 19701970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理學碩士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理學碩士
，，19861986年獲得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年獲得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是光鹽是光鹽
社義工社義工，，也是癌症倖存者也是癌症倖存者，，曾與陳康元醫師共同曾與陳康元醫師共同
執業執業，，有化療有化療、、放療放療、、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練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練。。
夫婦二人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夫婦二人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
題題。。

家族财富管理恳谈会 
 A P P C  个 人 财 产 规 划 师  陈 文 城  

地 點  
中 華 文 化 服 務 中 心  ( # 1 2 2 )  
9 8 0 0  T o w n  P a r k  D r .  
H o u s t o n ,  T X  7 7 0 3 6  

Venue 

時 間  
1 0 / 5  上 午  9 : 3 0 - 1 1 : 3 0  

Time 

陈文城 
信托规划实战专家  

多年国际寿险百万圆桌优秀会员C.O.T/T.O.T 
台湾个人财产规划人员协会第一届财产规划师 

CCFP中国理财规划师认证 
工商银行浙江私人银行顶级财务顾问培训讲师 

香港国际理财规划师RFP专任培训讲师 
十多年实务经验 

规划上百件家族信托 
500场以上信托规划实务讲座 

Mr.3QS 
 

2. 人在境外财产在境内如何规划传承? 

3. FATCA架構下财富传承规划策略 

4. 移民家庭财产＆婚姻规划策略 
 
5. 移民家庭财产保全＆传承规划策略 

6. 实务规划案例&总结享 

7.Ｑ＆Ａ 

1. 挣钱的目的 

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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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盟開啟數字經濟合作新局
綜合報導 5G、加密通信、語言識別、駕駛輔

助、智慧城市……正在南寧舉行的第16屆中國—

東盟博覽會(簡稱東博會)上，以互聯網、大數據、

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壹代信息技術和應用引發各方

關註。

隨著中國—東盟全方位合作不斷深化，數字經濟產

業正成為雙方合作的重點領域。東博會期間，各方就如

何開啟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新局展開討論。

“東盟曾多次在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建設智慧城

市，開展數字經濟合作已引起各國領導人的高度關

註。”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寧寧出

席東博會時表示。

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熱潮從何而來？許寧

寧認為，或與東盟自身迫切需求有關。“東盟今年

的經濟增長速度預期是4.9%，比去年略有下調，各

國正在采取壹系列舉措來應對當今世界經濟變化。

數字經濟合作可以為經濟增長註入新活力。”

就產品本身而言，智慧城市系統可以在某地發

生洪水、泥石流、山體滑坡等自然地質災害時，短

時間內評估災情，發現和預測災害風險隱患，並提

出態勢研判，為相關部門提供決策依據。這壹效能

，對於自然災害頻發但各國應對能力較為有限的東

盟地區尤為重要。

此外，東盟國家勞動適齡人口數量大，約達

4.38億；當地網民人數居世界第三，但泰國、越南

、柬埔寨、印尼、緬甸與老撾六國的互聯網用戶尚

不足國民的50%，網民增長潛力大；東盟區域內互

聯網零售增長和第三方移動支付方式發展還有較大

空間，以上種種，均為當地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深

厚的市場基礎。

東盟對數字經濟合作的迫切需求可通過與中國

攜手實現。

近年來，中國全面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建設

數字中國，發展數字經濟、共享經濟，推動互聯網

、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新

增長點、形成新動能。

東博會開幕大會上，中國領導人表示，中方願

同東盟各國壹道，以明年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

年為契機，積極拓展電子商務、數字貿易、5G網

絡等領域合作。中方支持東盟智慧城市網絡建設，

將推動更多中方城市同東盟開展智慧城市點對點合

作。

當前，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工智能企業“下

南洋”，與東盟各國開展合作。

浪潮雲總裁王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浪潮

的雲計算方案與服務已成功贏得了泰國、越南、緬

甸、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政府和企業的認可，在政

府、教育等領域發展迅速。

中科曙光則在連接中國與東盟的前沿省區廣西

設立了控股子公司，旨在輻射東盟的雲計算、大數

據和智慧城市整體建設服務。

談及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未來之路，許

寧寧認為，中國有優勢，東盟有需求，雙方合作前

景無限。

“中國與東盟應充分調動積極性，循序漸

進。”許寧寧指出，打造數字貿易合作新機制

是推動下壹步打造新經濟、數字貿易、數字經

濟和電子商務合作的重點，有利於促進中國與

東盟有效對接。

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副會長袁丁表示認同。他建

議，對於經濟較發達的國家，中國可以與之加強在

數字經濟和數字城市等領域的合作；對於緬甸、老

撾、柬埔寨等相對欠發達的國家，中國應根據他們

的需求來選擇合作重點。

中國國務院研究室參事劉燕華也表示，東盟各

國絕不能忽視新技術革命這壹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加強科技合作，人才交流，共

同應對新壹輪競爭。

西門子大中華區總裁：
中國的崛起是個機會

眼下，全球跨境投資正因世界經濟

前景不明陷入低潮，但流入中國的投資

卻不降反增。據官方統計，今年1-8月中

國吸收外資額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6.9%；8月當月吸收外資額超過

700億元，同比增長3.6%。

工業巨頭西門子就是持續增資中國

的代表之壹。繼將其德國之外的首個人

工智能實驗室落戶北京後，該公司還準

備在廣州建壹個新的配電變壓器研發和

制造基地。

西門子大中華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赫爾曼

“毫無疑問，對跨國公司而言中國

的崛起是壹個機會。”談及為何持續加

大對中國市場投入，西門子大中華區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赫爾曼近日接受中新社

國是直通車專訪時說。

“中國是西門子全球戰略最重要的
布局之壹”

西門子與中國淵源深厚。早在1872

年，西門子就向中國出口了第壹臺指針

式電報機。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

西門子在上海舉辦了首屆電子和電氣技

術展覽會，成為助推改革開放事業的先

行者。

40多年過去，西門子與中國的關聯

越發密切。如今，西門子已成中國最大

的外商投資企業之壹；中國則是西門子

第二大海外市場，也是該公司全球戰略

布局最重要的壹部分。截至2018財年，

西門子在華已設立了21個研發中心，擁

有近5000名研發和工程人員。

“中國市場規模龐大，能夠支持新

商業模式發展；創新意願也很強烈，這

就是我們為什麽願意在中國加大投入並

融入其中的原因”，赫爾曼稱，中國並

未因40年改革開放已取得巨大成就停下

發展變革的腳步，而是繼續闊步向前。

從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到努力推動經濟高

質量發展，從推動“中國制造”向“中

國智造”、“中國創造”升級，中國經

濟轉型升級正不斷加快。

據官方數據，今年8月，中國高技

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高於同

期工業整體增速；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

重達14.1%，比上月提升0.4個百分點。

截至2018年9月，中國企業數字化研發

設計工具普及率和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已

分別達到67.8%和48.5%。

在赫爾曼看來，速度和規模是描述

中國市場“最合適的字眼”。創新正在

加快中國經濟轉型的速度，而共建“壹

帶壹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則使中國

在全球舞臺上的體量越來越大，這給西

門子帶來了大量新機遇。

“願與中國共同創造更大價值”
近年來，中德兩國在制造業領域的

合作不斷深化。在以工業互聯網為代表

的智能制造領域，雙方合作尤其可圈可

點。例如，西門子和阿裏已經攜手，該

公司基於雲的開放式物聯網操作系統

MindSphere已經在阿裏雲上成功部署並

開始運營，中國客戶已經在使用這個平

臺開發自己的應用程序和產品。

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

所長崔洪建的話說，中德兩國在制造業

領域的合作“十分成功”。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正把實體經濟

特別是制造業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高

層已明確表示，中國高度重視制造業發

展，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推動制

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

系的重要壹環。

赫爾曼認為，中國加快發展先進

制造業對西門子來說是新的機會。他

以粵港澳大灣區舉例說，該區域希望

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升新興產

業和制造業核心競爭力，這使以工業

互聯網見長的西門子有機會與中國工

業企業開展合作，幫助其提高效率和

產品質量。

如果說中國發展先進制造業的計劃

為外企加大在華投入提供了“拉力”，

那麽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則為其進入中國

減少了“阻力”。

今年3月，中國通過外商投資法，

為外企在華投資經營合法權益提供了法

制保障。7月30日起，中國開始實施新

版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條目從48條

縮減至40條，允許外企獨資或控股經營

的領域越來越多。8月，繼上海自貿試

驗區臨港新片區揭牌後，中國又新增了

六個新設自貿試驗區。

“我們贊賞中國政府為改善營商

環境付出的努力”，赫爾曼稱，今後

西門子“期待以負責任、相互尊重和

可持續的方式與中國共同創造更大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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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冠四強首回合紅鑽兩球淨勝恒大
■■法比斯奧法比斯奧（（中中））慶祝先慶祝先
開紀錄開紀錄。。 法新社法新社

■■恒大中場荷西保連奴恒大中場荷西保連奴
（（黃衫黃衫））避過對手攔截避過對手攔截。。

法新社法新社

本屆亞洲聯賽冠軍盃於2日上演四強首回
合比賽，結果佔主場之利的日本代表浦和紅
鑽，以2：0擊敗中超代表廣州恒大，拿着兩
球優勢進入次回合比賽。

雙方是役皆精銳盡出，主隊浦和紅鑽有
槙野智章、興梠慎三、外援法比斯奧和艾華
頓彭利拿壓陣；至於恒大則有馮瀟霆、鄭
智、張琳芃、艾克森、外援荷西保連奴和塔
利斯卡正選掛帥。

上半場主場的紅鑽佔得上風，更於19分
鐘由曾効力杭州綠城的法比斯奧，在離門25
碼射入世界波取得領先；27分鐘，浦和的橋

岡大樹有單刀機會，但其射門卻被門前

的恒大守將鄧涵文護空門解圍，主隊半場僅
以1球領先。

下半場雙方於初段互有攻守，恒大眼看
未能改變戰局，選擇以郜林入替鄭智變陣，
但此調動未見效果，恒大卻差點再輸一球。
66分鐘紅鑽的武藤雄樹右腳射門被擋出，興
梠慎三上前補射再被恒大守將擋出底線。大
難不死的恒大似乎未有吸取教訓，於74分鐘
再放任對手的關根孝弘遠射得手，作客落後
至兩球。

恒大之後有拉近紀錄機會，可惜韋世豪
入球被指越位在先，紅鑽終以兩球淨勝而
回。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謝震業謝震業創中國選手最好成績創中國選手最好成績
獲 世 錦 賽 200 米 第 七 名

當地時間周二的決賽，謝震業在第二綫
道出發。槍響過後，他起步穩健，保

持了很好的速度和節奏，但過彎道時開始
落後。進入直路爭奪，謝震業一度曾加速
想要縮小與領先集團的距離，最終跑出20
秒14，名列第七。美國名將萊爾斯以19秒
83奪冠，加拿大選手德格拉塞和厄瓜多爾
選手基諾內斯分列第二、三位。

謝震業賽後說：“我覺得今（當）天
是穩定發揮吧，在自己的預期內。200
米，越在內線越難跑，今天確實落後比較
多。大家水平都差不多的情況下，很難在
後程去追。所以，在前程落後的情況下，
總體還是穩定在20秒左右的水平，我覺得
還能接受。”

作為男子200米亞洲紀錄保持者，謝
震業預賽就跑出20秒20，以小組第一直接
晉級。準決賽中，他跑出20秒03的個人歷
史第二好成績，順利殺入決賽。

第一次站上世錦賽200米決賽的“舞
台”，謝震業為自己感到自豪：“自己蠻
興奮的，尤其是這次決賽的開場設計還挺

隆重。在這個賽道上跑出第七這麼一個成
績，應該說也是創造了歷史。這次也是一
個五星難度，不會有比這個更大難度的
了。”

增強對東京奧運信心
在本屆世錦賽上的出色表現無疑增加了

謝震業對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信心。“對於
之後的比賽，包括明年東京奧運會，有了更
大的信心。經過這次的激勵，我相信總不會
比這次更難了，因為這次難度已經基本封頂
了。預賽、準決賽和決賽，基本都是最難的
分組和線道，所以我覺得都是不錯的鍛
煉。”謝震業說。

本屆世錦賽，謝震業還參加了男子100
米的比賽，最終止步準決賽。談到整體表
現，他說：“今年整體來說達到了自
己制定的一系列小目標，包括破
20秒，單項進決賽。因為去年自
己受傷以後，今年的目標沒有定
那麼高，主要是穩定身體，穩定
成績。” ■新華社

站到多哈哈里發體育場跑道的起點前，謝震業已經創造歷史，成為

第一個亮相田徑世錦賽男子200米決賽的中國選手。他最終排名第七，

獲得中國選手在世錦賽該項目上的最好成績。

上屆世錦賽，中國女子標槍選手有三人
晉級決賽，李玲蔚和呂會會最終分列二、三
名。兩年之後，這樣的成績再度上演：劉詩
穎獲得銀牌，呂會會獲得銅牌，中國女子標
槍再度與金牌擦肩而過。劉詩穎和呂會會在
前五投一直佔據着絕對領先，但最後一投，
澳洲選手巴貝爾突然爆發，投出66米56，
將兩名中國選手反超。

顯然，更遺憾的那個人是呂會會。這位
中國女子標槍名將早已聲名在外，2015年世
錦賽她獲得銀牌，2017年世錦賽又再次站上
領獎台，今年原本是她不斷突破的一年。得
益於出色的冬訓，她在不到四個月時間內三
次刷新自己保持的亞洲紀錄，將其提升至67
米98，上月還贏得個人首個鑽石聯賽總決賽
冠軍。本屆世錦賽及格賽她投出67米27，
相當輕鬆地晉級決賽。

“比了三屆世錦賽，尤其希望在今
年能拿金牌。”呂會會賽後說，其實自
己心態保持得比較好，但就是臨場發揮
還有欠缺，很多細節還不完善。

至於65米88其實是劉詩穎的本
季最好成績。上屆世錦賽，初出茅廬的她只獲得了第八
名。雖然嘴上說着滿意，但劉詩穎的眼裡一直含淚水：
“這是我超水平發揮了，但落差肯定會有吧，可能自己還
沒有到達那個層次，還需要再多努力吧！”

中國女子標槍上一次世錦賽奪冠還是在遙遠的1991
年，當時徐德妹以個人職業生涯最好成績奪
冠，這是中國獲得的首枚世錦賽標槍金牌，也
是目前為止在該項目上獲得的唯一一枚金
牌。

28年過去了，中國女子標槍還是與金牌
擦肩而過。劉詩穎說，標槍比賽就是有很大的偶然性：
“不過相信我們只要把細節做好，中國標槍會越來越

好。”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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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國網球公開賽2日上演多場賽
事，其中英國名將梅利苦戰近三小時下，以7：
6、6：7、6：1擊敗同胞諾里，順利進入男單八
強。

日前的首輪比賽，梅利擊敗意大利新星貝
雷蒂尼，是自復出後首次擊敗世界排名頭15位
的球員。

到2日，梅利對手是排名69位的同胞諾
里。首盤第8局，梅利率先取得破發以5：3領
先，但諾里很快回破得手，令比賽進入了搶
七，但梅利仍是抓住機會先下一城。

第二盤，諾里一直與梅利鬥得難分難解，
並追回一盤7：6；只是到決勝盤，梅利提升了
狀態，一開賽就取得破發，最終以6：1取得了

勝利。
由於連續兩日苦戰，梅利賽後顯得非常疲

累：“我真的很累，所以復出後首次要於記者
會前少睡一會，但我很高興最後可以獲勝，希
望明天可以透過休息恢復身體。”

彭帥/王雅繁女雙出局
女雙比賽方面，持外卡出戰的彭帥/王雅

繁，以2：6、1：6不敵2號種子巴博絲/梅拉德
諾域，未能晉級八強。首盤第5局，彭帥和王
雅繁的發球局遭破，以2：4落後。接下來中國
組合仍然落於下風，再度遭到破發，以2：6輸
掉首盤。

次盤首兩局雙方均直落四分保發，但第3

局起彭帥和王雅繁的發球局接連失守，終再輸
1：6被擯出局。

至於同日舉行的八強賽，4號種子徐一璠/
達布洛斯基以5：7、3：6不敵普利斯科娃姐
妹，無緣四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梅利晉級中國網賽八強

■■梅利苦戰晉梅利苦戰晉
級級。。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謝震業（前右）賽後將英國選手格米利拉起。
新華社

■萊爾斯（中）贏得冠軍。 中新社

■■謝震業謝震業（（右一右一））在在
比賽中衝過終點線比賽中衝過終點線。。

新華社新華社

■■ 劉 詩 穎劉 詩 穎
（（左左）、）、呂呂
會會在比賽會會在比賽
後慶祝後慶祝。。

中新社中新社

據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執行委員會最新通報，軍
運會志願者誓師大會9月30日在武漢順利舉行，目前軍
運會已累計招募志願者23.6萬人，包括2.6萬名賽會志願
者和21萬名城市志願者。

在軍運會志願者誓師大會上，高東壘、朱紅軍、劉
玉傑、蔣勇軍、汪晶晶、韓喬生、鞠彬彬、張龍等軍運
會志願者形象大使，帶領現場志願者莊嚴宣誓，傳遞
“全力以赴服務好軍運會”的信心和決心。

誓師大會上，軍運會官方App“軍運通”的“志願
者之家”在線平台正式上線。這一在線平台通過信息化
大數據，對賽會志願者進行管理、調配及保障。

軍運會執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2.6萬名賽會志願者
先後接受了通用培訓、專業培訓、崗前實訓等多輪培
訓，將活躍在禮賓接待、語言服務、交通引導、觀眾服
務等13大類別崗位。 ■新華社

軍運會已招募23.6萬名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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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大鵬淚灑錄影現場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9/30/2018 -1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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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0.1 2 3 4 5 6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現場面對面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現場面對面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9/27/2019

王者歸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光鹽健康園地 (直播) 現場面對面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1~15集 (重播)

武林風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9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1~15集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現場面對面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2~16集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2~16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味道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10月4日       Friday, October 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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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19年10月4日       Friday, October 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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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地
家族財富管理懇談會  

講 師: 陳文城
時間：10/5 上午 9:30-11:30
地点：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122)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1. 掙錢的目的
2. 人在境外財產在境內如何合規傳承?
3. 跨境資產配置中國際財富傳承規劃策略
4. 移民家庭財產＆婚姻規劃策略
5. 移民家庭財產保全＆傳承規劃策略
6. 實務規劃案例&總結
7. Ｑ＆Ａ

陳文城
Mr.3QS

‧ 信託規劃實戰專家，10多年
實務經驗，規劃上百件家族信
託，500場以上信託規劃實務
講座

‧ 2002-2016年5次入圍國際壽險
百萬圓桌優秀會員與超級會員
(TOT)

‧ 2009年4月Money雜誌《免稅
我最行》作者之一

‧ 臺灣個人財產規劃人員協會第
一屆財產規劃師

‧ 臺財協保證字第880016號
‧ CCFP中國理財規劃師認證
‧ 香港國際理財規劃師RFP專任
培訓講師

‧ 高雄市社會局殘障者信托講師
‧ 臺灣各地診所協會及醫師公會
講師200場以上沙龍

‧ 銀行&中小企業主沙龍講座首
席講師

‧ 臺灣提問技巧培訓第一講師，
一年超過百場演講

‧ 工商銀行浙江省私人銀行頂級
財務顧問項目培訓講師

‧ 工商銀行浙江省溫州臺州紹興
杭州青田嘉興等私人銀行高客
私董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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