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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威尼斯運河水位上升意大利威尼斯運河水位上升 聖馬可廣場被淹聖馬可廣場被淹

意大利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威尼斯運河水位上升威尼斯運河水位上升，，洪水淹沒聖馬可廣場洪水淹沒聖馬可廣場。。據美據美
聯社報道聯社報道，，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212日上午日上午，，水位峰值達到水位峰值達到127127厘米厘米。。圖為民眾涉水圖為民眾涉水
出行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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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馬首銅像捐贈儀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圓明園馬首銅像捐贈儀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中國文化和旅遊中國文化和旅遊
部部長雒樹剛為圓明園馬首銅像揭幕部部長雒樹剛為圓明園馬首銅像揭幕，，並向捐贈者何鴻燊的代表何超瓊並向捐贈者何鴻燊的代表何超瓊
頒發榮譽證書頒發榮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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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具有很多
的功效，能夠全面改善人
體的健康，據說蜂膠在治
療胃病的過程中也具有很
多的效果，但是對於這樣
的說法很多人存在不同的
看法，下面內容將為大家
詳細的介紹一下，萬蜂牌
巴西極品綠蜂膠（Mul-
tiflowers）真的能治好胃
病嗎？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真的能治
好胃病嗎

      在我們的腸道內，本身就
含有很多的細菌，這些事情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種類，有可能
是有益細菌，也有可能是致病細菌，抗生素的藥物就可以將
我們腸道內的細菌全部都摧毀，但是如果長時間的服用，那
麽也會導致腸道的菌群因此而出現失調，所以說很多人都會
服用蜂膠，蜂膠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就能
夠保護我們的腸道健康，在清除致病細菌的過程中，也會全

面的保障有益細菌，那麽就不會影響到菌群失調，就可以起
到治療胃病的作用。所以，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
flowers）可以治療胃病。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改善胃腸道功能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成
膜性，在服用過後，就能夠在我們胃腸黏膜表面上形成一層
保護膜，能夠起到保護胃腸道粘膜的作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裏面所含有的活
性物質，對於很多的致病菌其實都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果，能
夠全面的消除這一些活性物質，也就是說服用蜂膠之後，就
能夠起到治療慢性腸炎，治療腹瀉的效果。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裏面含有豐富的
氨基酸，氨基酸對於病變損傷的組織細胞都可以起到修復的
作用，也能夠讓組織細胞促進再生，精氨酸本身就可以起到
活化的效果，能夠讓人體的胃腸道功能得到全面的改善。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對於消化腺體細
胞受損的現象也可以起到改善的作用，同時我們都知道，蜂
膠裏面本身就含有豐富的活性物質，這些活性物質對於人體
的消化腺體細胞能夠起到活化的作用，通過修復消化腺體細
胞的活化，那麽就可以讓腺體分泌出更多的消化酶，使得人
體的消化功能有所加強，全面的改善人體的胃腸道功能。
        因為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本身就具有

滅殺有害菌的作用，對於急性腸炎，慢性腸炎都可以起到治
療的效果，同時也能夠讓有害氣體的產生現象有所減少，促
使我們腸道機能快速的恢復。
       在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之後，就
能夠讓人體裏面所含有的毒素快速的排出，也可以讓微循環
功能有所改善。
       對於慢性腸炎急性腸炎患者來說，如果可以服用萬蜂牌
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那麽只需要一個星期的時
間，腹脹的現象就會快速的消失，止痛的現象也會逐漸的改
善，基本上服用三個星期就能夠全部治愈。
       對於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真的能治好
胃病嗎？這個內容我們在看完情況之後就有了相應的了解，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僅可以具有美容養
顏的作用，同時對於胃腸道改善的功能也有著神奇的效果，
不僅可以起到保護我們腸道的功能，也能夠促使腸道的功能
變得更加的強大。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獲得了美國
FDA、加拿大衛生部、巴西農業部認證。由於品質卓越而熱
銷歐洲、日本、臺灣、南美、北美、中國大陸
       只有高品質、高活性、高類黃酮素含量的蜂膠才能達到
好的療效。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對高血壓、心臟
病、腦血栓、動脈硬化等有顯著的醫療保健作用，也對預防
和治療糖尿病、血管系統並發癥及視網膜病變有特殊意義。

專家咨詢熱線：1-888-518-7778
網站：http://www.vikerm.com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治療胃腸有奇效

天津自貿試驗區進入制度創新2.0時代
綜合報導 天津海關與自貿試驗區管委會簽署

《共建自貿區聯合創新工作機制戰略合作協議》，

內容涉及政策創新、功能開發、企業服務等5方面

。協議的簽署，標誌著天津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已

完成由單壹性創新向復合性創新、由單部門創新向

多部門聯合創新的升級轉變，正式進入跨區域、跨

部門、跨領域密切協同的2.0時代。

根據雙方協議商定，天津海關與自貿試驗區管

委會將以協議簽署為契機，與其他相關單位密切協

調，攜手共進，搭建制度聯合創新平臺，圍繞物流

供應鏈通關模式優化、重振口岸經濟等，共同推進

政策創新；圍繞保稅維修、郵輪配送、平行進口汽

車符合性整改等新興業態，共同推動功能開發。

圍繞營造更加透明高效的營商環境，雙方將共同

為企業做好全流程服務；圍繞舉辦好專題沙龍，充分

營造開門納諫、博采眾長的濃厚氛圍，吸引更多的行

業專家、更多的領軍企業匯聚津門，提升天津自貿試

驗區發展層級，創造更多體制機制創新成果。

據了解，目前中國國務院共下發5批自貿試驗區改革

試點經驗，其中涉及海關事權共52項，天津海關復制了50

項，並推出55項自主創新措施，有9項制度經第三方機構

評估為全國首創，其中4項創新措施被全國復制推廣。

同時，天津海關全力促進天津市綜合保稅區高

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綜保區21條政策措施中，12

項制度已經落地。新政實施以來，帶動作用不斷顯

現，累計新增入區企業870余家，新增註冊資本超

過47億元(人民幣，下同)；全力支持天津出口加工

區、天津東疆保稅港區、天津保稅物流園區升級綜

合保稅區，加快推進天津市特殊監管區域轉型升級

為綜合保稅區，持續釋放政策“紅利”。

與此同時，天津海關全力支持自貿試驗區內融

資租賃等新興業態發展，並形成示範效應。實施融

資租賃監管制度創新，解決了租賃資產交易、海關

異地監管、稅款擔保方式、申報通關等問題，填補

了全國融資租賃產業的政策空白。

目前，天津自貿試驗區內各類租賃公司超過

3600家，租賃資產累計總額超過1.3萬億元，租賃

飛機、國際航運船舶、海上石油鉆井平臺數量均占

全國的80%以上，天津自貿試驗區東疆片區已經成

為繼愛爾蘭之後全球第二大飛機租賃聚集地。

獐子島扇貝死亡股價跌停
深交所火速下發問詢函

上市公司獐子島股價開盤壹字跌停

，截至收盤也未能翻身，報2.70元/股，

封單超9萬手。

前壹晚，獐子島發布公告稱，根據

公司日前已抽測點位的畝產數據匯總，

抽測區域2017年存量底播蝦夷扇貝平均

畝產不足2公斤，2018年存量底播蝦夷

扇貝平均畝產約3.5公斤，畝產水平大幅

低於前10月平均畝產25.61公斤，公司

初步判斷已構成重大底播蝦夷扇貝存貨

減值風險。

這已經不是獐子島第壹次上演懸疑

劇。在此之前，曾經上演了“扇貝跑

了”“扇貝餓死了”戲碼的獐子島，在

年報扭虧後的第壹個季度就再次虧損，

“逃跑的扇貝”再次成為“背鍋俠”。

扇貝離奇死亡，獐子島尚不知何因
11月11日晚，獐子島發公告稱，根

據公司日前已抽測點位的畝產數據匯總

，公司初步判斷已構成重大底播蝦夷扇

貝存貨減值風險。

此次獐子島秋季底播蝦夷扇貝抽測

涉及面積共58.4萬畝，涉及目前在養的

2017年、2018年底播蝦夷扇貝。基於抽

測現場采捕上來的扇貝情況看，底播扇

貝在近期出現大比例死亡，其中部分海

域死亡貝殼比例約占80%以上。

扇貝死了，“兇手”是誰？針對上

述情況，獐子島稱，公司正組織海洋專

家和科研機構，盡快趕到海洋牧場現場

進行勘察並將進行扇貝自然死亡原因分

析。目前尚未能獲知導致本次蝦夷扇貝

大規模自然死亡的具體原因。此外，因

本次抽測工作未完成，且部分海域蝦夷

扇貝死亡情況可能還將持續，暫時無法

判斷此次底播蝦夷扇貝死亡應計提存貨

跌價準備及核銷的具體金額。

11月12日，獐子島全天壹字封死跌

停板，截至收盤報2.70元/股，封單超9

萬手。而在2014年獐子島首次因為扇貝

出事停牌前，股價報15.46元/股。也就

是說，目前獐子島的股價因為扇貝屢次

出事，股價已經跌去82.54%。

獐子島的扇貝因何又暴斃，公司將

如何處理這種情況？11月12日，記者致

電獐子島董事長吳厚剛，對方回復稱

“關註公司公告”。

為何11月才秋測？深交所火速發函
獐子島扇貝又出事，深交所火速下

發問詢函，要求其說明底播蝦夷扇貝存

貨減值風險是否對公司2019年度經營業

績構成重大影響；底播蝦夷扇貝在10月

末至今短時間內出現較大面積死亡的原

因、發現減值跡象的時間，以及此前信

息披露是否真實、準確、完整，公司是

否存在隱瞞減值跡象的情況。

深交所還提出疑問，根據獐子島

《蝦夷扇貝存量抽測管理規定》，公司

於每年4月至5月、9月至10月分別進行

春季、秋季底播蝦夷扇貝存量抽測，但

2019年秋測於11月才開始。深交所要求

公司說明原因及是否符合公司相關內部

規定。

實際上，獐子島已經屢屢收到深交

所的問詢函和關註函。

今年三季度業績大幅預虧時，深交

所對獐子島發出關註函。10月19日，獐

子島在回復中表示，其2017年度底播蝦

夷扇貝投苗量31.8億枚，投苗面積40.7

萬畝，2019年進入收獲期。本年度計劃

收獲采捕約20萬畝，剩余面積2020年收

獲，目前不存在減值風險。然而，不到

壹個月後，獐子島就被自己打臉了。

今年7月，證監會對獐子島開出行

政處罰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因涉嫌

財務造假、虛假記載、未及時披露信息

等，證監會擬對獐子島進行60萬元的頂

格處罰，壹眾董監高處以3萬元-30萬元

罰款不等，對於董事長吳厚剛開出終身

證券市場禁入的處罰。

多次遇黑天鵝，獐子島全年業績會
變臉嗎？

資料顯示，獐子島是以海珍品種業

、海水增養殖、海洋食品為主業，集冷

鏈物流、漁業裝備等相關產業為壹體的

海洋產業服務商，其產品包括鮮活食品

、凍鮮食品、養生食品、料理食品和休

閑食品等五大系列，食材主要包括扇貝

、珍蠔、鮑魚、龍蝦、海螺等海產品。

早在2014年，獐子島就上演了“扇

貝跑路”的壹幕。當時公司的說法是北

黃海遭遇異常冷水團，公司105.64萬畝

海洋牧場遭受滅頂之災。受此影響，公

司前三季度業績“大變臉”，由上半年

的盈利4845萬元變為虧損8.12億元，當

年公司虧損11.89億元。2015年，公司再

次巨虧2.43億元，面臨戴帽“ST”的風

險。神奇的是，公司在2016年順利扭虧

為盈，躲過了戴帽危機。

然而，2017 年的獐子島再次出現

“扇貝跑路”的壹幕，導致當年業績虧

損7.23億元。2018年，公司又神奇地實

現扭虧為盈。

此前發布的2019年三季報顯示，報

告期內，獐子島實現營業收入20.11億元

，同比降低 4.44% ；實現歸母凈利

潤-3402.69萬元，同比下降245.53%。此

外，獐子島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目前

已達到87.63%。

11月2日，獐子島公布了壹大波高

管人員調整：公司常務副總裁梁峻、首

席財務官勾榮均申請辭去職務，另有工

作調整；副總裁、董秘孫福君則提出書

面辭職，不再擔任獐子島職務。

中國食品產業分析師朱丹蓬對記者

表示，獐子島扇貝多次出現問題，暴露

了公司內部運營的體制、機制和管理水

平問題，以及在整個運營過程當中出現

的重大紕漏。在經歷這麼多次匪夷所思

的事情之後，投資者或已對獐子島失去

投資信心。

而獐子島壹而再、再而三地出現

問題，令公募基金敬而遠之。Wind數

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從公募基金

前十大重倉股看，持有獐子島的數量

為0。截至今年6月底，持有獐子島的

公募基金僅有 1只，持股數量也只有

1.05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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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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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
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點新聞;
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
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踪報導。
《海峽两岸》韓国瑜 蔡英文民调有望接近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11/18/2019 -11/2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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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9 20 21 22 23 24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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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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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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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019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5集

幸福帳單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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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16~2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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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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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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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婚》 第16~2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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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9年11月19日       Tuesday, November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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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德州貴州同鄉會供稿
】糖城（Sugar Land)，位於休斯頓西南
約 40 公里處，德州貴州同鄉會每年兩
次的春秋聯誼活動都在這裡舉行，儼然
成了咱貴州人的老巢。 2019 年 11 月 3
日早上，陽光明媚，氣溫是休斯頓最舒
暖的時候，老鄉們等待期盼的聚會在糖
城紀念公園（Sugarland Memorial Park）
拉開了序幕。

簽到簽到、、貼上自己的名牌貼上自己的名牌，，看看下一看看下一
位來的是誰位來的是誰，，相識的老朋友趕緊問下近相識的老朋友趕緊問下近
況況。。眼到之處眼到之處，，全都是一幅幅溫馨畫面全都是一幅幅溫馨畫面
。。這次參加聚會的人數這次參加聚會的人數150150多人多人，，還有還有
老鄉王芳一家從達拉斯驅車老鄉王芳一家從達拉斯驅車55小時來參小時來參
加聚會加聚會。。

這次聚餐採取貴州農村酒席式這次聚餐採取貴州農村酒席式。。席席
開開 1212 大桌大桌。。理事會的創新作品已經在理事會的創新作品已經在
佈置整潔的桌子上放好佈置整潔的桌子上放好，，青岩古鎮青岩古鎮、、百百
里杜鵑里杜鵑、、黃果樹黃果樹、、小七孔小七孔、、梵淨山……梵淨山……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這些耳熟能詳這些耳熟能詳，，能勾起片片能勾起片片
回憶的景區景點名稱配上彩色圖片分別回憶的景區景點名稱配上彩色圖片分別
在在 1212 張桌子上張桌子上，，正靜靜的等候著大家正靜靜的等候著大家

。。大盆菜美味豐富大盆菜美味豐富，，拆耳根拆耳根、、紅油肚絲紅油肚絲
、、酸缸豆肉末酸缸豆肉末、、麻波豆腐麻波豆腐、、魚香肉絲和魚香肉絲和
素瓜豆配豆豉辣椒素瓜豆配豆豉辣椒，，花溪王小陳老闆提花溪王小陳老闆提
供的糍粑辣子雞和花溪牛肉粉供的糍粑辣子雞和花溪牛肉粉、、酸菜豆酸菜豆
米燴美式香腸米燴美式香腸、、苞谷飯等等苞谷飯等等。。蛋糕作坊蛋糕作坊
CafetopiaCafetopia 的各種千層蛋糕備受歡迎的各種千層蛋糕備受歡迎。。除除
了老鄉們自己做的菜外了老鄉們自己做的菜外，，理事會還外購理事會還外購
了披薩了披薩、、炸雞和香辣土豆絲等炸雞和香辣土豆絲等。。

會長余美祥會長余美祥、、副會長彭聰副會長彭聰、、副會長副會長
趙宇石及理事會所有成員為本次活動真趙宇石及理事會所有成員為本次活動真
是立下了汗馬功勞是立下了汗馬功勞。。

吃飽喝足吃飽喝足，，小年輕們爭分奪秒開啟小年輕們爭分奪秒開啟
了撲克大戰了撲克大戰。。老會長庭裕波和幾位老鄉老會長庭裕波和幾位老鄉
帶頭唱起卡拉帶頭唱起卡拉OKOK。。李泳慧老師領隊跳李泳慧老師領隊跳
健身舞蹈健身舞蹈，，鄉親們載歌又載舞鄉親們載歌又載舞，，歡樂一歡樂一
家親家親。。

20192019年德州貴州同鄉會秋季聯誼活年德州貴州同鄉會秋季聯誼活
動在舞翩翩歌綿綿中圓滿結束了動在舞翩翩歌綿綿中圓滿結束了。。

借用借用《《英國病人英國病人》》中的一句話來結中的一句話來結
束這篇短文束這篇短文：“：“當我們對周圍充滿信任當我們對周圍充滿信任
，，便會露出那種舒適的微笑便會露出那種舒適的微笑。”。”

舞翩翩舞翩翩 歌綿綿歌綿綿 美味香郁紀念公園美味香郁紀念公園
—記德州貴州同鄉會秋季聯誼—記德州貴州同鄉會秋季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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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上週財經回顧上週財經回顧：：
上周美股再創新高上周美股再創新高，，並連續第六周保持增長趨勢並連續第六周保持增長趨勢。。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指今年漲幅道指今年漲幅2020%%，，標普標普500500

漲幅漲幅2525%%，，納斯達克漲幅納斯達克漲幅2929%%。。雖然中美貿易談判結果仍然沒有定論雖然中美貿易談判結果仍然沒有定論，，但對近期達成階段性協議的但對近期達成階段性協議的
樂觀預期成為過去一個月以來市場上揚的主要動因樂觀預期成為過去一個月以來市場上揚的主要動因。。全球經濟方面全球經濟方面，，中國市場的十月零售和工業中國市場的十月零售和工業
生產水平有所下降生產水平有所下降，，但歐洲但歐洲GDPGDP數據好於預期數據好於預期。。全球製造業全球製造業PMIPMI（（採購經理人採購經理人））指數三個月來一指數三個月來一

直在上升直在上升，，也顯示全球製造業的萎縮情況有所緩和也顯示全球製造業的萎縮情況有所緩和。。在上一周的在上一周的77天裡有天裡有44天股市刷新了歷史高點天股市刷新了歷史高點
。。標普標普500500在今年近在今年近2525%%漲幅中有漲幅中有77%%是在過去是在過去66周達成的周達成的。。這得益於近期貿易戰的緩和這得益於近期貿易戰的緩和、、好於預期好於預期
的第三季度公司盈利的第三季度公司盈利、、及全球經濟沒有數據顯示會有明顯衰退及全球經濟沒有數據顯示會有明顯衰退。。近兩周金融投資市場趨於平靜近兩周金融投資市場趨於平靜，，
並未出現太多引人關注的新聞並未出現太多引人關注的新聞。。最新最新VIXVIX指數指數（（衡量短期市場波動率衡量短期市場波動率））顯示月均市場波動率為顯示月均市場波動率為
20182018年年88月以來最低值月以來最低值。。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市場是否過於平靜市場是否過於平靜？？低波幅趨勢是否還會持續低波幅趨勢是否還會持續，，還是只是暴風雨前的平靜還是只是暴風雨前的平靜？？當前經濟基本面當前經濟基本面

的良好數據足以支撐牛市進一步前行的觀點的良好數據足以支撐牛市進一步前行的觀點，，雖然我們目前處於此輪牛市的後期雖然我們目前處於此輪牛市的後期。。哪怕在強勁的哪怕在強勁的
牛市初期和中期牛市初期和中期，，市場波動也是正常不可避免的規律市場波動也是正常不可避免的規律，，牛市後期將更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考驗牛市後期將更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考驗。。

美國股市在過去一個月並未經歷某一天超過美國股市在過去一個月並未經歷某一天超過11%%幅度的波動幅度的波動（（不管是上揚或下降不管是上揚或下降11%%）。）。 20192019
年至今總共有年至今總共有3838次一天超次一天超11%%的波動的波動，，20182018有有6363次次，，20172017有有88次次（（十分少見十分少見），），20162016有有4848次次，，
20152015有有7171次次。。今年自今年自1010月以來月以來，，波動率比起前兩個月來明顯下降波動率比起前兩個月來明顯下降。。以上週二為例以上週二為例，，道瓊斯工業指道瓊斯工業指
數當天沒有任何變化數當天沒有任何變化，，根據華爾街時報根據華爾街時報，，這種情況在過去這種情況在過去1919年只發生過年只發生過33次次。。

靜如止水和狂風驟雨都屬於罕見情況靜如止水和狂風驟雨都屬於罕見情況，，在一定範圍內的震盪是金融投資市場的內在特性在一定範圍內的震盪是金融投資市場的內在特性。。雖雖
然宏觀經濟數據保持良好然宏觀經濟數據保持良好，，經濟基本面近期不會有明顯調整經濟基本面近期不會有明顯調整，，但是在貿易談判未達成最終協議及但是在貿易談判未達成最終協議及
大選年相關各類事件影響的背景下大選年相關各類事件影響的背景下，，市場在年底前出現震蕩的可能性還是很高市場在年底前出現震蕩的可能性還是很高。。市場低波幅後通市場低波幅後通
常接下來的兩個月會波動增加常接下來的兩個月會波動增加，，歷史數據顯示波動範圍會增加近歷史數據顯示波動範圍會增加近00..99%%。。在這一情況下在這一情況下，，投資者要投資者要
做到做到：：11..制定合理投資收益預期制定合理投資收益預期，，不要盲目追尋高風險高收益產品不要盲目追尋高風險高收益產品。。 22..平衡多樣化配置資產平衡多樣化配置資產，，不不
讓投資組合完全受制於市場波動讓投資組合完全受制於市場波動。。 33..確保投資決定是為理性的長期投資目標而服務確保投資決定是為理性的長期投資目標而服務，， 而不是左右而不是左右
於短期的市場震盪於短期的市場震盪，，作出情緒化的投資決定作出情緒化的投資決定。。

更多市場動態及投資策略分析更多市場動態及投資策略分析，，請聯繫美國愛德華請聯繫美國愛德華..瓊斯投資公司瓊斯投資公司（（Edward Jones InvestmentsEdward Jones Investments））
財富管理顧問財富管理顧問、、美國金融監管局美國金融監管局（（FINRAFINRA））註冊證券經紀人許瑩瑩女士註冊證券經紀人許瑩瑩女士，，yingying.xu@edwardyingying.xu@edward--
jones.com,jones.com, 281281-- 746746--10111011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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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德州佛教會於11月 16日星期六上
午十時在玉佛寺舉行第39屆年度義賣會。當天玉
佛寺準備了各種可口素食小吃，飲料點心供大眾
選購品嚐，同時也有多樣佛教文物、手工藝品、
日用百貨、花卉果樹、有機蔬果義賣及卡拉OK義
唱活動。估計超過八百人參加，並且有佛光山兩
位法師和多位貴賓到場共襄盛舉。義賣所得之善
款，將用於道場平日弘法利生和慈善濟貧之需。

義賣會前幾天還寒風凜冽陰雨連綿，溫度降
到攝氏零度。但是義賣當天氣溫回升，陽光普照
，與會大眾的熱情也隨著好天氣更加洋溢。不到
10點佛寺已經出現人潮。有的攤位前也排滿了的
隊伍。其他的非食品義賣項目，也吸引了很多人
前往參觀選購。這次的佛寺準備的義賣食品包含
紫菜蛋餅、生煎包、豆包湯麵、皮蛋粥、酸辣湯
、炒米粉、炸春捲、煎蘿蔔糕、芋頭糕、烤玉米
、紅豆餅、油飯、飯糰、滷花生、荷葉蒸飯、茶
葉蛋、潤餅、韓國涼拌粉絲、涼麵、紫米壽司、

紫菜手卷、酸菜刈包等。
飲料則有芒果汁、蘋果汁、冬瓜茶、熱茶、汽水
、西米露等。花卉植物則包含綠竹、野薑花、茉
莉花、木瓜、火龍果。除此之外更有佛書結緣和
佛教文物交流。

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和如悟法師也由
該寺 「中美文化講壇」 劉總監及夫人陪同蒞寺拜
訪，法師一行人先行在大殿禮佛，隨後便由佛教
會續超法師陪同參觀義賣會各攤位，品嘗美食和
與會大眾歡喜結緣。

義賣會義唱由陸燕琪師姐主持。本會歌唱好
手分別上場獻唱募款。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陳家彥處長也先後上台兩次，為義賣會高歌
募款，隨後又和夫人黃惠榆女士、休斯頓華僑文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和楊容清副主任同台合唱 「台
北的天空」 。

宏意法師上台致辭時感謝來賓會員的光臨支
持，表示義賣會舉辦了39年，最初是為佛寺修屋

頂籌款之用。後來是用來支援佛教會日常的開銷
。多年來持續地舉辦義賣會的原因有三: 1).義賣會
不僅為佛寺重要活動，也儼然成為僑社的年度盛
會。2).佛教會其他的活動都是免費參加，隨喜贊
助，唯有義賣會是為了籌措弘法利生的經費而募
款的活動。3).凝聚會員向心力，成為每年佛教會
教育、慈善、弘法的動力。

摸彩也是每年義賣會的重點。今年的摸彩獎
品包含：特獎:$1000現金。頭獎:蘋果 iPhone手機

。二獎:空拍機。三獎:蘋果 iPad平板電腦。四獎:
Keurig咖啡機。五獎:行車紀錄器等上百樣豐富的
獎品。義賣會約在下午2時圓滿結束。

德州佛教會長期舉辦一些佛學開示研討，禪
坐念佛靜修和社區學區服務的活動。如果您對德
州佛教會的任何活動有興趣參與或護持，請電玉
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或上網 www.jadebud-
dha.org查詢 。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20192019年年度義賣會圓滿年年度義賣會圓滿

現場還有許多精美藝品義賣現場還有許多精美藝品義賣。。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後立者後立者））開心的比出讚開心的比出讚

許的手式許的手式。。

這次玉佛寺準備了大批精彩食品義賣這次玉佛寺準備了大批精彩食品義賣，，吸吸
引很多人前往搶購引很多人前往搶購。。

玉佛寺觀音殿前院落成為大家聚餐所在玉佛寺觀音殿前院落成為大家聚餐所在。。

（（右起右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女士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女士，， 「「台塑台塑
美國公司美國公司」」 副總裁吳堯明夫人周照照女士在大會上副總裁吳堯明夫人周照照女士在大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德州佛教會年度義賣會上嘉賓雲集德州佛教會年度義賣會上嘉賓雲集（（前排右起前排右起））德州佛教會會長宏意法德州佛教會會長宏意法
師師，，佛光山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佛光山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玉佛寺玉佛寺

淨海長老淨海長老，，中美寺如悟法師在大會上中美寺如悟法師在大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南傳媒集團成立美南傳媒集團成立4040週年週年
慶典成功舉行慶典成功舉行（（一一））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左一左一）、）、希拉傑克森李希拉傑克森李（（左三左三））頒發祝賀頒發祝賀
文告給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文告給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左二左二）；）；台北經文處處長台北經文處處長
陳家彥陳家彥（（左四左四）、）、典禮主持人典禮主持人，，ITCITC共同主席共同主席，，國會議員候選國會議員候選
人人Jim Noteware(Jim Noteware(右三右三））,,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Ron Ronald(Ron Ronald(右二右二））見證見證。。

海外華文傳媒協會主席項翔海外華文傳媒協會主席項翔（（左二左二））
一行於一行於1111月月66日贈送美南報系李蔚華日贈送美南報系李蔚華

董事長董事長（（左三左三））字畫字畫。。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左左））與美與美
南集團李蔚華董事長夫人南集團李蔚華董事長夫人，，社長朱社長朱

勤勤勤勤（（右右））在大會現場合影在大會現場合影。。

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Ron Ronald(Ron Ronald(左三左三））代代
表州長頒發祝賀文告表州長頒發祝賀文告，，美南傳媒集美南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夫婦團董事長李蔚華夫婦（（左二左二、、左一左一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左左））
與前哈瑞斯縣長與前哈瑞斯縣長Robert EckelsRobert Eckels（（右右））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休士頓國休士頓國
際區區長際區區長，，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

席李蔚華致詞席李蔚華致詞。。

出席貴賓與李蔚華董事長夫婦共同為美南傳媒集團成立出席貴賓與李蔚華董事長夫婦共同為美南傳媒集團成立4040週週
年慶典年慶典，，海外華人媒體協會在美國召開年會海外華人媒體協會在美國召開年會，，美南國際貿易美南國際貿易
中心成立十五週年中心成立十五週年，，美國休士頓國際區成立十二週年美國休士頓國際區成立十二週年，，美南美南
國際金融醫療公寓大樓破土儀式等慶典舉行開幕剪綵儀式國際金融醫療公寓大樓破土儀式等慶典舉行開幕剪綵儀式。。

大休士頓地區政治大休士頓地區政治、、經濟經濟、、文化文化、、藝術藝術、、法律法律
、、地產地產、、商界等代表數百人出席盛會商界等代表數百人出席盛會。。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左三左三）、）、
社長朱勤勤社長朱勤勤（（左四左四））與卿梅與卿梅（（左二左二）、）、

宋蕾宋蕾（（右三右三））等中外貴賓合影等中外貴賓合影。。

美南傳媒集團社長朱勤勤美南傳媒集團社長朱勤勤，，董事長李董事長李
蔚華蔚華，，與德州州議員與德州州議員Ron RonaldRon Ronald等貴等貴

賓們合影賓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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