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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脈全球石化產業發展動向
業界人士共探中國機遇

綜合報導 “中國石化產業在未來的

十年中將得到大力的發展，逐步形成原

料多元化、投資多元化的發展格局，伴

隨全球的合資步伐加快，中國新的石化

企業產能將會集中釋放，行業競爭將會

不斷加劇。”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研

發中心總監趙旭濤如是說。

1在浙江舟山舉行的第三屆世界油

商大會期間，中國石化產業業界人士相

聚壹堂，共探全球視野下中國石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之路。

過去的壹個半世紀，石化行業經歷

了很大的發展，全球市場也進行了壹體

化的開放，現代石油工業經歷了產地轉

移、市場變化，技術革新等壹系列的發

展，形成了美國、歐盟、亞太三個主要

的石油需求中心，整個需求量達全球

80%。

“中國是過去十年石油增長需求最

多的國家，如果把中國14億人口的基數

按照6%的年增長率，可預期中國仍然是

最大的需求市場。”浙江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董事、榮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項炯炯表示，近年來，隨著市場需求

等日趨完善，中國與發達國家、中國企

業與全球領先企業的合作日益加強，中

國的石化產業迎來了井噴式發展，中國

逐步成長為石油化工生產大國和重要的

石化產品消費市場。

“而伴隨燃料油需求的降低，未來

幾年內，全球範圍內的經濟發展以及民

眾生活水平的提升，對化工原料需求將

大幅上升，在此趨勢引導下，煉油和石

化正向石化產品轉變。”霍尼韋爾UOP

中國大區總經理劉茂樹說。

以聚酯產業為例，在經歷了產業化

、壹體化的多年持續發展，2018年中國

聚酯產量達4575萬噸，連續多年成為全

球最大的聚酯工業生產基地和市場。

“近20年中國國內紡織業快速發展，

下遊產能快速發展，帶動了聚酯產業持續

擴展。”項炯炯表示，未來幾年，依托中

國的產業基礎、消費市場、人力資源、政

策環境等方面的聚集優勢和國企外資以及

民企各個環節的合作，中國的石化產業鏈

及下層的聚酯產業鏈將快速發展。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化工產品銷

售額占全球比重超過40%，對世界石化

產業增長的貢獻度約為38%。2019年1-7

月中國石化工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7.05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

利潤總額4234.2億元，同比下降16.6%。

談及中國石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之

路，在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化工

園區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楊挺看來，國內

產業尚需繼續加大環保和質量不達標的

落後產能淘汰力度，加快推動落後產能

出清，鞏固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成果，以

及集中力量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提升產

業鏈高端供給能力，形成循環高效低碳

的綠色生產方式等。

目前整個石化產業的發展面臨諸多

競爭，但也意味著機遇並存。

“中國石化產業應緊抓機遇，建設

壹批世界頂級石化基地和化工園區，將

全產業鏈成本壓縮到極致，形成對現有

國外產能顯著的成本優勢，最終在全產

業鏈完成從跟隨者向領導者的轉變。”

楊挺說。

惠生工程首席技術官龐雄鷹同樣對

中國石化產業未來充滿期待。“中國石

化產業正從壹個初級階段進入成熟階段

，在這個行業裏面的成熟的企業，正面

臨更多的機會。”

石化產業加速變革，在項炯炯看來

中國企業應在金融系統、數字化制造、

物流等方面形成成本領先的競爭力，同

時在產品領先和差別化上拓展空間。科

思創上海壹體化基地總經理及高級副總

裁陳耕從PC行業前景展望及塑料循環經

濟方面談及，“創新是推動PC需求的原

動力，低端的價格競爭會弱化創新，沖

擊價值，PC行業需要加大創新研發，積

極擁抱循環經濟，化挑戰為機遇。”

據悉，第三屆世界油商大會由浙江省

人民政府主辦，中國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中國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國家能源局共

同支持，浙江省人民政府自由貿易試驗區

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中國(浙江)自由貿

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聯合承辦。

GDP增速小幅回調，中國經濟依然出色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6.2%，其中三季度增

速降至6%；投資等壹些重要經濟指標也在走低。

18日出爐的這份經濟三季報，令人們對中國經濟

“健康狀況”不無擔憂。

當天參加中新社“國是論壇”的專家們認為，

從橫向對比來看，中國經濟表現在世界範圍內依然

出色，完成全年目標無虞。

GDP增速放緩怎麼看？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整體低迷。聯合國預計2019

年全球經濟增速將下滑0.7個百分點至2.3%，明年或

將面臨收縮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認為今

年全球接近90%的地方經濟增長都將放緩。相比其他

經濟體，中國經濟韌性相當強勁。在全球經濟總量超

過萬億美元的經濟體中，中國經濟增速是最快的。

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稱，在全球經濟都面

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能取得這壹成績

“還是不錯的”。此外，投資、消費、外貿“三駕

馬車”相對也比較平衡，這在今年外貿遭遇挑戰等

情況下“相當不錯”。

實體經濟能否脫困？
據官方數據，前三季度中國第二產業投資同比僅

增長2.0%，增速不到去年同期的壹半；其中制造業投

資增長2.5%，而去年同期增速達8.7%。值得註意的

是，發展實體經濟已經被中國置於相當突出的地位，

官方正采取壹系列措施為實體經濟註入“強心針”。

央行今年以來綜合利用定向降準、完善貸款市場報價

利率(LPR)等多種政策手段，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也針對先進制造業企業推出

稅收優惠。宗良認為，今後應精準擴大制造業投資，

推動更多資金進入技術改造升級這壹領域，通過投資

結構的調整帶動整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外貿能否穩住？
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關稅措施等因素影響，前

三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2.8%，其中出口

增速為5.2%，均低於上年同期。9月當月，進出口總

值同比下降3.3%。但實際上，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

外貿依然出色。以出口為例，據WTO數據，今年1-7

月全球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中，只有中國出口實現增

長，繼續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壹大國地位；中國外貿

占全球的份額也比去年同期提升0.1個百分點。

如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高

淩雲所言，在壹系列不利因素之下，中國外貿仍然

取得目前的成績是“非常不容易的”。穩外貿目標

能否實現？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

認為，考慮到四季度節日因素，以及近期各項穩外

貿政策效應逐漸顯現，今後出口訂單將有明顯增長

。但他同時也提醒說，因全球貿易普遍低迷，進出

口形勢確實不容大意，要進壹步推動實現市場多元

化，分散壓力和風險。

經濟前景可期
分析人士認為，盡管全球經濟或將“入冬”，

但中國經濟仍有多張“好牌”可打，能夠保持平穩

健康發展。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稱，當前

服務業支撐能力在不斷增強。前三季度，服務業增

加值增長速度為7%，服務消費增長速度超過10%

。服務消費較快增長，將拉動服務業保持較好增勢

，服務業“穩定器”作用會不斷鞏固。同時，前三

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60%以

上，特別是隨著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消費環境

不斷改善，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將日益加強。此外，

隨著時間推移，大規模減稅降費、加快地方專項債

券發行進度等舉措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也將逐漸

顯現。“盡管外部環境比較嚴峻復雜，但國內有力

的支撐因素比較多。下壹步經濟保持平穩運行還是

有條件、有支撐的。”毛盛勇說。

魏建國也表示，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不

斷釋放，今年完成增長目標“沒有問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先進制造業國際咨詢委員

會成員時表示，在國際形勢紛繁復雜背景下，中國經

濟在前三季度總體保持平穩運行，主要宏觀經濟指標

處在合理區間。我們堅定信心，也正視困難，經過努

力能夠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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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
游泳比賽為學界游泳每年的盛事，其中Divi-
sion 1組更為全港學界最高水平的游泳比賽，
各參賽學校均會派出隊精英泳員希望成為
“水中之王”。賽事將於本周五（25日）假
九龍公園游泳池進行決賽，各參賽學校精英
代 表 日 前 就 率 先 現 身 THE FOREST
“POOL IN THE CITY”的“游水人：中
學泳隊巡禮”宣傳活動，分享校隊最新備戰
情況。

活動上，一眾學界飛魚在THE FOR-
EST 1樓中庭欣賞學界D1游泳相片展覽。英

華書院的霍俊宏讚賞這類展出：“以往只有籃
球、足球才能在商場有宣傳活動，第一次見有
商場宣傳游泳，而且更是學界比賽，希望會令
更多人留意學界游泳比賽”長天的梁皓瑋則
謂商場願意宣傳學界賽對他們意義很大：
“可能對傳統名校來說，他們平時都會有媒
體宣傳，但對排名在第四、五的學校來說會
更有意思，讓其他人都能有機會認識我們的
泳隊。”協恩中學的陳芷翹認為學界泳賽值
得更多人關注：“學界比賽不是代表自己，
而是代表學校出賽，香港沒有任何一個比賽
能有如此氣氛，也是我們在讀書時期最重要

的比賽，所以別具意義。”
學界D1游泳賽初賽日已於上周五舉行，

目前男、女子組形勢，男子組有五間學校並
列第一，女子組亦有四間學校並列第一。拔
萃男書院泳隊長莫亦朗表示：“今年想
Grand Slam（贏得全部比賽），A Grade有
信心做得到，C Grade表現亦比預期好。”

女子組形勢雖不及男子激烈，但德望學
校的呂凱妍認為今年學界賽氣氛還是不錯：
“雖然今年學界門票數目減少，打氣人數不
及往年，但我在水中仍能聽到有人叫我個
名，整體氣氛仍算不錯。”

■■楊倩玉與逄瑤楊倩玉與逄瑤
慶祝奪冠慶祝奪冠。。

單車會圖片單車會圖片

■■左起左起：：朱夢惠朱夢惠、、王簡嘉禾王簡嘉禾、、張雨霏張雨霏、、楊楊
浚瑄在領獎台上敬禮浚瑄在領獎台上敬禮。。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香港單車代表隊在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煞

科日大發神威，一口氣在女子凱林賽、女子麥迪遜賽及男子捕捉賽連奪3面金

牌，累積4金1銀4銅收官。如果說李慧詩個人包辦2金是大熱勝出，那麼逄瑤

及楊倩玉所獲的冠軍就是港隊合作精神的體現；而繆正賢首次贏得大賽金牌，

更成為今屆亞錦賽一大驚喜。

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軍運
會）游泳項目日前迎來第二個比賽
日，當天舉行的8項決賽中，中國游
泳軍團斬獲6金3銀1銅，並打破3項
賽會紀錄。

當晚男子200米個人混合泳、女
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中，中國選手汪
順、楊浚瑄分別以1分56秒25、1分
56秒21斬獲冠軍；女子4×100米自
由泳接力決賽，中國隊派出朱夢惠、
王簡嘉禾、張雨霏、楊浚瑄參賽，以3
分39秒57的成績拔得頭籌。上述3項
比賽成績均打破賽會紀錄。

朱夢惠在賽後受訪時表示，賽前
4個人曾討論了一下，感覺金牌很難
拿，但大家還是用盡全力去比賽。賽
事中，每個人都發揮出應有的水準，
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

在女子100米蝶泳、女子50米蛙
泳、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賽中，中國
選手張雨霏、索冉、季新傑分別以58
秒59、30秒74、7分53秒65率先觸壁
奪冠。

另外兩場決賽分別為男子50米蝶
泳、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前者
冠軍花落俄羅斯選手KOSTIN Oleg
之手，後者冠軍被巴西人收入囊中。
中國代表隊獲得男子4×100米自由泳
接力亞軍。

游泳是中國解放軍代表團在軍運
會上的優勢項目。開賽首日，中國代
表隊便斬獲6金2銀4銅。加上次日的
戰果，中國代表隊兩天來在該項目上
已獲12金5銀5銅。

本屆軍運會游泳賽事將持續至23
日，共產生42枚金牌。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四年一度的“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
（INAS）環球運動會”日前於布里斯本昆士蘭州投球中心圓滿
結束！港隊是次派出23名健將，最後在游泳及乒乓賽奪得10
金12銀9銅共31面獎牌的佳績，更打破兩項男子游泳INAS世
界紀錄。閉幕禮上，獨攬5金4銀的游泳代表陳朗天擔任港隊
持旗手，至於香港代表團團長陳毅宇以INAS亞洲分區主席身
份出席儀式，並為大會頒發最佳男、女運動員共5個獎項，閉
幕儀式亦加入獨特的澳洲元素，為智障界別體育盛事劃上完美
句號。港隊在連日來的賽事中屢創佳績，分別在游泳及乒乓賽
項勇奪9金10銀6銅及1金2銀3銅。“飛魚”陳朗天在游泳個
人及接力賽事一共奪得5金4銀。更打破男子200米蝶泳、400
米混合泳及4×50米混合泳INAS世界紀錄，為港隊爭光。在
男子4×50米混合泳初賽中，許家俊、陳朗天、鄧韋樂及黃漢
彥在決賽游出1分53秒76，打破日本隊在同日早上所創的世界
紀錄摘金。

港隊團長兼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主席陳毅宇對於代表隊
的成績非常滿意，並冀運動員透過大賽建立信心，他表示：
“今屆我們未有參加划艇項目，比上屆出戰項目減少了一項，
不過整體成績依然十分出色。我在現場看到運動員傾盡全力比
賽，亦希望他們能透過參與大賽建立自信。”同為香港智障人
士體育協會主席的他補充，協會在去年新增長跑為訓練項目，
並期望繼田徑、游泳及乒乓球以外，成為能夠派隊出戰本地公
開賽及國際賽事的新項目。

港隊煞科日大發神威
單車亞錦賽一日奪三金

場地單車亞錦賽最後一個比賽日，手執1金
1銀2銅的港隊，在壓軸日多個強項出擊

搶牌，結果各港將也不負眾望，助港隊完成大
豐收。21日率先進行的男子捕捉賽，繆正賢在
賽事末段發力，超越主車群首名壓線，贏得職
業生涯首面個人賽金牌！港隊今屆賽事“多點
開花”，繼25歲的梁寶儀在女子個人追逐賽奪
金，24歲的繆正賢也首次在亞錦賽贏得個人賽
冠軍，證明已不再是由李慧詩“單天保至
尊”。繆正賢賽後受訪時坦承一吐烏氣：“我
第一次在衝線時舉手大叫，我等着做這個動作
已經很多年了！多年來的鬱結一掃而空，有種
吐氣揚眉的感覺。我們在團隊中都會有一個角
色，但都不是最突出的一個，有時候就是要靠
捕捉賽和記分賽這些項目來突破自己。”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則繼女子爭先賽

後，於女子凱林賽大熱姿態封后，獲得今屆亞
錦賽的第2金，至今已在亞錦賽的凱林賽及爭
先賽贏得6面金牌，成就非凡。煞科日另一面
金牌則來自女子麥迪遜賽，楊倩玉、逄瑤把握
中國隊完成第7次衝刺後意外“炒車”，成功
在最後一個有雙倍積分的衝刺圈搶分，後來居
上勇奪金牌。首次在亞錦賽贏得金牌的楊倩玉
賽後說：“真的非常興奮！賽前目標是要確保
拿到獎牌，直至衝線後的一刻我也不肯定是奪
冠了。”繼2017年後再次在這個項目奪冠的逄
瑤則說：“今年要搶奧運分數，備戰和準備的
功夫都做得很好，這次奪金對我們爭取奧運入
場券會有很大幫助。”程燕珊亦在青年組的女
子凱林賽贏得一面銅牌。

至於壓軸上演的男子麥迪遜賽，張敬樂及
梁峻榮則為港隊增添一面銅牌。

中國泳團軍運會再添六金

學界飛魚分享決賽備戰心情

港隊健兒港隊健兒INASINAS共奪十金共奪十金

■■繆正賢繆正賢（（中中））順
利奪順利奪

冠冠。。 單車會圖片
單車會圖片

■■李慧詩李慧詩（（中中））再添再添

一金一金。。 單車會圖片
單車會圖片

■■港隊在今屆比賽表現出色港隊在今屆比賽表現出色。。 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圖片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圖片

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春節，中國首部科幻片

《流浪地球》大熱。電影裡，人類移居地下並開始

食用蚯蚓乾，榴蓮味蚯蚓乾變成“網紅零食”。現

實中，影迷的好奇心讓廣西青年周子俱的網店迎來了

“春天”。看完整部電影，周子俱決定循着網友的建

議，開發一款真正的“榴蓮味蚯蚓乾”。

蚯蚓在
醫藥界的利
用最早可追
溯至《神農

本草經》中，蚯蚓被列為下
品，時稱“邱蚓”，後來歷
代本草也基本都有記載。

儘管中國人最早叫它
“邱蚓”，但歷代醫家卻將
作 為 藥 用 的 它 稱 為 “ 地
龍”，很多古本草經大多用
“地龍”單味入藥或入複
方。比如：《千金方》中單
味用乾“地龍”治齒痛；複
方用“地龍”的，就有著名
的補陽還五湯，那是清代醫
家王清任《醫林改錯》治療
中風的一張名方。

據悉，地龍蛋白 2009
年被中國衛生部列為“新資
源食品”。作為食品的蚯蚓
介紹如下：新鮮蚯蚓蛋白質
含量佔20％以上，乾燥體可

高達50％至70％以上 ；含人體必
需的8種氨基酸 ，種類齊全到基本
符合WHO／FAO規定的優良蛋白
質中必需氨基酸含量應佔氨基酸總
量40％的標準。

此外，蚯蚓的油脂含量在5％
至 8％之間，不飽和脂肪酸含量
高，可以調節人體血脂，預防和
治療因高血脂引發的心腦血管疾
病，還有調節血糖、延緩衰老、
抗癌等功效。因此，無論是作為
新型保健品的優質原料，還是因
一部電影而被挖掘出其他的商業
價值，蚯蚓乾的開發都未來可
期。

地
龍
富
含
蛋
白
防
高
血
脂
調
血
糖

■■《《流浪地球流浪地球》》讓讓““蚯蚓蚯蚓
乾乾””走紅走紅，，圖為周子俱展圖為周子俱展
示作為中藥材的蚯蚓乾示作為中藥材的蚯蚓乾。。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周子俱在打包網店的蚯蚓周子俱在打包網店的蚯蚓
乾乾。。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科幻片帶紅科幻片帶紅蚯蚓蚯蚓乾乾

桂青誓研出桂青誓研出榴蓮味榴蓮味

▶在《流浪地球》
中，一盒包裝精美的蚯
蚓乾作為一份禮物，是電
影的道具之一。圖為該道具
在片中的畫面。 網上圖片

“80後”周子俱一身
簡 單 的 襯

衫，帶着香港文匯報記者穿過幾
排磚瓦民房，來到他租住在廣西
玉林市區的房屋內。不大的出租
房客廳一角堆滿了各式的中藥
材，他腼腆地介紹，這裡既是庫
房、工作室，也是他的住所。

求購者眾 問懵店主
2015年，為了方便照顧生病

的母親，在廣東務工的周子俱回
到家鄉，一番考察後，他開了一
家淘寶網店。“玉林是中國進出
口中藥材最大的集散地和中轉
站，所以我決定淘寶店銷售、批
發各式中藥材。”

為了開設淘寶店，周子俱還
自學了Photoshop。“剛剛開店，
網絡訂單並不多，賣的最好的是
廣西特產－羅漢果。”周子俱
說，經過一段時間經營，淘寶店
銷售稍微有了起色，雞血籐、羅
漢果、地蠶等中藥材銷售旺季能
有逾百單成交。

然而，今年春節卻突然多了

很多關於蚯蚓乾的詢問。“蚯蚓
乾在中藥材裡稱地龍，原本懂的
人不多，一般購買的多為專業的
中醫師或業內人士，多的時候一
個月也就十來單成交。”彼時，
還沒看過《流浪地球》的周子俱
對於突然“走紅”的蚯蚓乾內心
滿是疑惑。

昔無人買 今訂單繁
“我一開始以為是網友調

侃，因為有的人竟然問有沒有榴
蓮味，我解釋過沒有這種口味，
而且真正的地龍味道很腥，直接
吃根本吃不了。”即便周子俱再
三解釋，昔日乏人問津的蚯蚓乾
仍然多了好多筆訂單。

“之前一個月能賣十幾單，
很多還都是老客，而在電影播出
最熱的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
用在回應網友關於蚯蚓乾的諮
詢。”

“不斷有人在網上問我有蚯蚓
乾賣嗎？有沒有榴蓮味兒的？”當
時還沒看過電影的周子俱曾一度疑
惑。專程去看完《流浪地球》後，

對於網友慫恿其研製“榴蓮味蚯蚓
乾”的建議，周子俱心動了。“這
確實是一個商機。”

味苦且腥 研製屢敗
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周子俱

不想錯過這樣一個大熱的IP 商
機，但研製新口味的蚯蚓乾卻並未
如想像般容易。

周子俱說着從身後的蛇皮袋
中拿出一條蚯蚓乾展示說：“蚯
蚓乾做中藥一般是磨成粉末來入
藥，乾吃不僅味道特別苦，而且
還很腥。”

因為賣相、味道都不佳，周
子俱嘗試過將其水煮後油炸，也
嘗試過用麻辣的味道掩蓋其原本
的土腥味，但是均以失敗告終。

“憑借我自己的力量，要研
製成一種新口味的零食，確實有
點難。”為此，周子俱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他目前正在積極聯
繫食品廠，希望可以跟有實力的
食品廠合作共同研製。

“我很希望有一天，蚯蚓乾
真的能像魚乾、牛肉乾一樣，成
為一種受人歡迎的零食。”即便
屢試屢敗，周子俱仍表示自己還
將繼續努力研製《流浪地球》
“同款”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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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交
通计划。

500* 英里的出行改善，无论您
是乘车或是驾车

在此了解更多信息：

METRONext.org
*在最終實施之前的近似里程

该项目在前进计划
 (MOVING 
FORWARD 
PLAN) 内

75 英里的新建METRO捷运巴士
服务，像轻轨一样运行，包括至

布什机场的交通延长线

21 个新建或改造的郊区
Park & Ride和转运中心

16 英里的METRO轻轨，以及
前往霍比机场的轨

道交通延长线

110 英里的地区高速网络，
包括双向高乘载

车辆专用道

290 英里的 BOOST 和 
Signature 巴士服务，以及对

于残障和高龄人士无障碍和适用性
服务的改进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廣東報導】10月18日至
19日，來自12個國家和地區的海外華文媒體代表
團一行20餘人在中國新聞社福建分會社社長徐德
金、江門市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謝元春
、無限極業務發展支持總監宋志高的陪同下，參
訪了位於廣東新會的李錦記集團和其屬下的無限
極（中國）有限公司（簡稱無限極），對其醬料
王國的品牌和保健產品的品牌、加工流程、質量
檢控、包裝運輸等進行了實地考察，參觀了無限
極大學並與無限極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舉行了座
談。

1888年，李錦裳於廣東省珠海南水鎮發明蠔
油，創辦該企業。集團總部（又稱企業支持中心
）設於香港，1992年進入中國大陸。

“思利及人” 和“務實，誠信，永遠創業精
神” 是李錦記貫徹和堅守的經營理念。 “發揚中
華優秀飲食文化”是李錦記的第一個使命；而李
錦記的第二個使命是：“弘揚中國優秀養生文化”。歷經121年
的持續發展，李錦記已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醬料王國，成功打造
出一個百年民族企業，成為中華民族企業“質量與信心標誌”的
國際品牌。

無限極是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旗下成員，成立於1992年，
是一家從事中草藥健康產品研發、生產、銷售及服務的現代化大
型企業。

無限極努力打造產品、品牌、核心技術和平台建設等方面的
競爭優勢，擁有新會、營口兩個生產基地，香港無限極廣場、廣
州無限極中心、上海無限極大廈和廣州無限極廣場（在建）等物
業，在中國內地設有30家分公司、30家服務中心和超過7500家
專賣店。

無限極視產品品質為企業的生命，建立全鏈條產業化管理模
式，嚴把產品品質關。同時加大科研投入，與劍橋大學、法國科
學院-巴黎狄德羅大學、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資源中心、中國科
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及北京工商大學等國內外多家權威科研機構

、知名學府緊密合作，致力於為消費者提供高品質的中草藥健康
產品，無限極第一款產品增健口服液於1994年上市，以“複合
多醣”為核心成份，已銷售20多年。

在質量管理方面，無限極（中國）始終堅守“100-1=0”的
質量理念，成功通過ISO 9001:2015、FSSC 22000:V4.1、HACCP
、ISO22716:2007(E)/GMPC(US) 2008等多項認證。

2003-2018年期間連續15年在中國食品安全年會上獲得“食
品安全百家誠信示範單位”“食品安全管理創新優秀案例”等多
項榮譽。 2008-2017年期間，無限極曾4次獲得國家授權廣東省
頒發的“高新技術企業”稱號，累計有增健口服液、常欣衛口服
液及萃雅菁顏無痕系列產品等多款產品被認定為“廣東省高新技
術產品”，無限極新會生產基地產品檢測中心、營口生產基地產
品檢測中心都已通過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實
驗室認可，新會生產基地產品檢測中心還通過了英國FAPAS（重
金屬、農藥殘留檢測）、德國DRRR（營養成分檢測）和英國
LGC（化妝品中的粘度、密度，食品中的鉛、總砷、鎘等6個項

目）能力驗證。
秉承“思利及人”的核心價值觀，無限極（中國）堅持“弘

揚中華優秀養生文化，創造平衡、富足、和諧的健康人生”的企
業使命，創造了獨特的健康理念，致力於鑄就高美譽度品牌，獲
得廣泛的社會認可。 2017年，“無限極”品牌價值經世界品牌
實驗室評估為658.69億元人民幣，位列當年度“中國500最具價
值品牌” 排行榜第45位。

在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無限極（中國）積極響應聯合國可
持續發展目標（SDGs）, 結合公司獨特的企業文化與健康理念，
打造以“健康人生”為道位的公益品牌，在“健康、品質、員工
、夥伴、環境、社區”六大領域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致力於“成
為履行社會責任的優秀企業”。

目前，公司在中國內地捐建 21 所無限極小學，還開展了
“無限極養生行走系列活動”等公益項目，並捐贈2000萬元人
民幣設立“思利及人公益基金會”，開展了“思利及人助學圓夢
”“無限極快樂足球”及“分公司創新公益”等公益項目。

海外華文媒體代表團參訪李錦記集團 感知“思利及人” 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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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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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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港城故事 中國·石獅——荷蘭·鹿特丹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10/21/2018 -10/2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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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 23 24 25 26 27

00:00-00:30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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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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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蜜蜂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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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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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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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0/19/2019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快樂精靈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27~3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25~2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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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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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25~29集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27~3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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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0月23日       Wednesday, October 2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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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獎導演李安、好萊塢巨星威爾史密斯

（Will Smith）18日為宣傳新片「雙子殺手」抵台，

正式宣傳記者會與首映紅毯訂在21日，2人的私人行

程受到外界關注；今晚李安和威爾史密斯被直擊現身

寧夏夜市，除了品嚐美食外，還玩了射氣球遊戲，大

展在新片中精湛的槍法，讓目擊民眾看得很過癮。

李安和威爾史密斯在台灣的首日並未外出，不過

威爾史密斯卻在今天晚上與大批人馬現身寧夏夜市，

李安及弟弟李崗也一路跟隨，他們透過電影公司安排

，與張允曦（小8）以及「這群人」的展榮、展瑞邊

品嚐美食邊拍攝影片。

威爾史密斯一到現場就引起騷動，不少

民眾搶著拍照，爭相目睹巨星的風采。

威爾史密斯先品嚐了麻油雞，再來是果

汁，還一連喝了3杯各式口味，木瓜牛

奶、苦瓜汁以及西瓜牛奶，其中西瓜牛

奶最符合他胃口，頻誇「好喝」，而苦

瓜汁則用中文說「不好喝」。

餵飽五臟六腹後，大夥也玩了乒乓球、

套圈圈、射氣球等夜市小遊戲，威爾史

密斯拿起BB槍時架勢十足，而李安則抱著大娃娃在

一旁準備頒獎，過程中他們也與路人親切互動，結束

了短暫的夜市行。

李安的助理李良山透露，「19日白天李安在飯

店休息，晚間則與全體工作人員共度。20日早上開

始一直和家人共度。」對於其他細節則表示不方便透

露。而李安的兒子李淳近日除為新片「陪你很久很久

」奔波宣傳，另一部「武動天地」被選為平遙電影節

閉幕片，經紀公司老闆唐在揚表示李淳20日返台，

當天是私人行程，一定會跟家人聚聚。

巴西聖保羅「2019台灣電影

展：台灣電影新視角」今天落幕

，導演虞戡平映後座談成功向巴

西觀眾推廣台灣電影，訪問巴西

期間並與當地原住民、影人進行

文化與藝術交流。

由外交部、文化部光點計劃

支持、聖保羅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指導，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博士

謝如欣與巴西聖保羅大學電影學

院（Cinusp）副主任梅洛（CecI-

lia Mello）共同策展的「2019台

灣電影展」分為3大主題，包括

2000年以來不同流派的新電影，

同志議題影展，以及虞戡平作品

特展。

虞戡平的商業電影作品不多

，但都極具社會性與前瞻性，在

台灣電影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本屆影展選映了5部代表性

作品，包括經典音樂電影「搭錯

車」、探討本省外省情感融合的

「海峽兩岸」、台灣首部同志電

影「孽子」、首度關注原住民的

「兩個油漆匠」，以及耗時24年

完成的紀錄片「我的部落我的歌

」。

此次，虞戡平應邀訪問巴西

，17日晚在聖保羅大學電影學院

進行「搭錯車」映後座談，現場

觀眾踴躍提問，對虞戡平的拍攝

手法及社會議題的處理展開熱烈

討論。

虞戡平表示，台灣新生代的

文化藝術創作充滿自由，不再像

過去受到侷限，期待未來巴西觀

眾能有更多機會認識不同面向的

台灣電影。

虞戡平在巴西訪問期間，還

與多位巴西影人及電影系教授交

流拍攝理念與經驗，同時參訪聖

保羅原住民部落，與不同部族原

民進行訪談互動，發現許多祭儀

與文化結構，甚至歌聲和語言，

都與台灣各部族原住民有不少共

通性。

虞戡本表示，這些年他的重

心轉向關注部落青年，希望能將

技術傳承給下一代的原民，讓他

們透過自己的生命經驗與獨有的

原民觀點，去拍攝更多原民的故

事。期盼未來能促成台灣原住民

與巴西原住民在表演藝術及紀錄

片拍攝上，有進一步的互動與發

展。

聖保羅台灣電影展今天圓滿

落幕，除虞戡平作品外，亦展出

「一一」、「色戒」、「再見瓦

城」、「海角七號」、「Kano」

、「一頁台北」、「接線員」、

「醉生夢死」、「誰先愛上他的

？」、「跑道終點」等共15部代

表性的台灣電影，以及蔡明亮導

演的虛擬實境電影「家在蘭若寺

」。

聖保羅台灣影展落幕
虞戡平盼促台巴原民交流

野生威爾史密斯
出沒夜市！

嫌這個飲料不好喝

李燕伯先生和王美女士本周六主講
「長期護理給自己身體做個保障」 刻不容緩
美國嬰兒潮一代一一於 1946 至

1964年之間出生的人，達8000萬人之

多，自五、六年前起就以每天1.1萬

人的速度退休，美國也跟許多其他國

家一樣社會日漸趨於老齡化，雖然美

國人壽命比以前更長，但長壽不一定

就更健康更幸福，伴隨年齡日增很多

人有慢性病、或身體老化的現象慢慢

出現，因此規劃未來、具備長期護理

就是給自己做個保障，至關重要。

據美國流行病學統計，相當多的

退休人士及耆老有身體、情感和認知

產生障礙，影響他們獨立生活能力。

據統計，美國目前接受長期護理的民

眾約有1200萬人，其中高達87%是透

過沒有報酬的家庭成員來照顧，這對

提供照顧服務的家人(Caregiver)來說，

不論財務、情感、身體和時間上的消

耗相當巨大。因此事前準備工作就相

當重要，目前主要支付長期護理開銷

的方式有三種，分別是「自掏腰包、

長期護理保險的理賠、政府醫療補助

」等。

據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

man Services(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統計，6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70%會

因某種因素而需要用到長期護理。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ong-Term

Care Insurance(美國長期護理保險協會)

統計，所有長期護理保險理賠中，有

50%的人需要長期護理的時間平均是

3.9年。而全美各地的Nursing home (療

養院)及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生活輔

助機構)費用各異，但可以肯定的是，

費用只會越來越貴。

很多美國民眾以為將來若需要長

期護理時，可以使用健康保險；或者

等年滿 65 歲時就有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聯邦醫療保險會照顧我們

，但實際上，健康保險不負擔長期護

理；聯邦醫療保險涵蓋的範圍也有限

，我們可能需要自己負擔大部分的費

用。

比方說，你需要長期護理時，住

進醫院至少三天才能轉院到聯邦醫療

保險核可的Skilled nursing facility(專業

護理機構)，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會全額負擔頭20天的費用；假如還繼

續需要Skilled nursing care(專業護理)，

第21到100天，聯邦醫療保險只負擔

部分費用，餘額需要自己Co-pay(共

付) ，超過100天時，聯邦醫療保險

不會負擔任何費用。而一般 Private

Medigap Insurance(私人 Medigap 保險)

，也只負擔部分 Copayment(共付額)

。

怎麼樣才符合長期護理的條件呢?

1. 日常生活中沐浴、進食、大小

便失禁、如廁、穿衣、下床走動這六

項中有兩項或以上不能自理，且超過

90天時，由醫生出具證明就符合需要

長期護理的條件。

2.如果是嚴重的認知失能，帕金

森氏症(Parkinson’s )或失智症(Demen-

tia)，其中一項經由醫生證明就符合。

需要住進療養老院或使用老年生

活輔助機構的花費相當多，即使自掏

腰包也是非常龐大的一筆開支，不是

每一個人都能支付得起，而且臨時需

用時不一定有空位，因此若沒有獲得

補助或是以保險支應，對財務將會是

個相當沉重的負擔。

加州南灣失智症教育聯盟主席

David Hart表示，「規畫未來重要的部

分，是了解長期護理系統，了解自身

需要，及早做出保險等規畫」。故而

，在比較年輕、身體健康狀況良好時

投保費用較低，而且應該投保足夠金

額；此外，應該在眾多保險計劃中選

擇優良的項目，最好是能由自己掌控

，而非受至制保險公司。

請不要錯過本周六（10月26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僑教中心203室

，由李燕伯先生及王美女士主講的

「如何掌控您的財務未來」研討會，

您將會深刻體會「長期護理給自己身

體做個保障」刻不容緩!（施慧倫供搞

）

每年一次的美國全國普選 General Election，提前投票
Early Voting已經於10月21日開始，11月1日結束。正式選
舉日Election Day為11月5日（最後投票日）。本次選舉，
休士頓城區包括市長Mayor，市議員City Council，和各個
學區代表的選舉。 Harris 縣還有不同運營債券，市政公共
事業區及維護管理的選舉。大休士頓地區包括州議員特殊
選舉，全州10項德州憲法修正案選舉。

本次選舉涉及中國城的治安管理，商業運營，學區質
量等多項內容。並且，中國城所在選區為休士頓分區Dis-
trict J， 亞太候選人Nelvin Adriatico參選市議員，他在亞太
社區服務多年，為公眾所熟知。 John Nguyen和Richard Nguyen 參選District F，Alief 地區。 Raj Salhotra 參選全市區At Large Po-
sition #4。他們作為優秀亞太代表，都有公共管理的經驗和資歷，並曾做為學區，市區，或公益組織而服務。

10月19日，休士頓亞太社團共同舉辦候選人見面，使他們與公眾進行焦點問題的對話。主辦單位包括亞太推動組織OCA，
Houston 8020， 和美國華人聯合會UCA。協助方包括亞裔商會，亞太工會聯盟等8個社團。由於Harris 縣本次投票過程改善巨大
，全縣變成開放式，電子式投票，會議特邀縣選舉辦公室亞太官員JoAnne Ray和Du-Ha Nguyen，推廣投票常識。樣本選票，選
舉內容及時間地點等，請訪問縣官方網頁（包括中文）：Harrisvotes.com，可以電話問答713-755-6965。大會組織者施慧倫博士
請華裔社區支持亞太候選人，使他們為大眾發聲，爭取華裔福祉。

全國普選開始
中國城治安提高 寄希望於新一屆休士頓市議員

亞裔候選人合影亞裔候選人合影

參會亞裔代表熱點討論參會亞裔代表熱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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