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廣告
星期五       2022年6月10日       Friday, June 10, 2022



BB22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22年6月10日       Friday, June 10, 2022

休城工商

什么是租客保险什么是租客保险？？

繁忙的稅季終於結束，生活又回復
正常。稅季申報是對前一年的商業行為
總結。申報的正確與否完全依賴於日常
會計記賬的及時性和準確性。好記性不
如爛筆頭，更何況現在已經幾乎不使用
筆頭記賬了，一切電子化甚至是雲計算
。記賬應該就更準確了。電子記賬，尤
其是雲端第三方提供平臺為小型企業和
專業會計師提供了極大的便捷。 企業無
需聘用公司內部會計，會計師也無需坐
在公司內部辦公桌來記賬。通過雲端平

臺，公司運營與會計師記賬可同時進行
。

商業運營與會計記賬息息相關。以
生產企業為例，企業運營包括技術部門
產品設計、原材料及辦公物資采購、產
品組裝、成品銷售、公司員工薪金發放
和會計部門的資金帳目匯總及管理。會
計部門就如同我們中國五行學中的土，
座屬中央主管運化及平衡。產品設計需
要市場分析及預算，原材料及辦公物資
采購涉及到應付賬款，產品組裝涉及人
工及庫存管理，成品銷售涉及應收賬款
，員工薪金涉及產品成本及公司管理費
用。
在小型公司的運營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兩
本賬的問題。日常老板自己記一本帳，
主要用於催帳及付賬用。年終會計師又
根據銀行對賬單和信用卡對賬單記一本
帳，用於報稅。

因為大多數的老板沒有會計專業，
不會使用會計專用軟件，大多會用Excel
甚至仍是筆頭記錄一年的營收與支出。
這樣的記錄會很不全面。首先，因為沒
有和銀行或者信用卡核對，難免會漏掉

一些收入和支出，尤其會漏掉信用卡裏
面的支出。這些都會造成應收帳目和應
付帳目不準確。應收帳目不正確會造成
客人的不信任。因為心裏沒底，給客戶
打電話咨詢付賬情況都會小心翼翼咨詢
對方是否付款。當被要求提供賬單及支
付歷史時更是拿不出憑證。更為糟糕的
是收到客人的支付之後沒有消掉對應的
應收帳目，反而直接記成了公司的收入
，這就造成了收入的多重記錄，白白多
向國稅局繳稅。應付帳目不準確，會造
成多次支付或者忘記支付，引起不必要
的損失。另外公司資產貸款的支出也相
當混亂，無法準確記錄可以抵稅的利息
費用。

當第二年年初時，會計師拿到公司
提供的日常記賬發現很多帳目莫名其妙
與銀行和信用卡公司都對不上，無法使
用。只好另立門戶重新記過。這個記錄
過程的過程就會比較粗糙，一兩個星期
的時間要錄入全年的收支。時間久遠，
回憶當初造成心理和生理上的壓力自不
必說。記賬過程中經常出現的錯誤有股
東存入公司的資金或者其他公司或個人

貸款給公司被當成公司的收入。 本應是
老板自己的稅後儲蓄或者是借來的錢卻
被當成是收入，無形中繳納了不應該繳
納的稅。 另外，因為公司貸款購買的資
產沒有體現在銀行或信用卡對賬單上，
無法正確記錄甚至會漏記，錯失本應該
可以100%折舊減稅的機會，同時造成公
司資產記錄錯誤。這種記賬方式已完全
失去了會計的監管功能，這不是記賬是
在補帳，只是為了稅務申報。這種記賬
方式無法提供準確的年底應收賬款、應
付賬款及庫存，追蹤公司費用支出的時
效性。尤其是公司將相同金額的月支付
或年支付設為自動付之後，資金會自動
從公司銀行支出，會計師也會很容易忽
略其時效性，將其記為同一種費用。殊
不知，公司也許在一年或更久遠之前就
停止了購買此項服務，如廣告費用支出
等。

如果能將兩本賬合為一本帳，就會
減少以上諸端弊病。會計師可以實時監
督並指導小公司的記賬，同時公司的老
板也可以準確地知道自己公司的運營狀
況。年終的時候會計師就可以胸有成竹

地使用日常記賬來報稅。目前的遠程網
絡及會計軟件技術也提供了這種工作便
利。比如Intuit 公司的Quickbooks 既有桌
面版本也有網絡版的，甚至還有第三方
提供的雲端服務。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會計師
代替不了公司老板操作公司業務，非會
計師專業的老板也不會將公司的會計系
統設計的準確無誤。但兩廂配合，一定
會事半功倍。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稅
務、法律或其他專業咨詢者提供的咨詢
意見。謹誠會計不對任何信息出現差錯
或遺漏，以及因使用該信息而獲得的結
果承擔法律責任。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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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個人簡介 

 

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有些租房者都會覺得房東的保險會
涵蓋他們的個人財物，但事實是您房東
的保險只會涵蓋房東自己的物業即建築
物本身，但不包括您的個人物品， 這就
是為什麽租房者需要購買租客保險。

房客保險可保護您在您租用的住宅
內的個人財產免受盜竊、火災或其他意
外情況的影響，並為您的財產丟失或損
壞支付費用。 租客險還會提供責任險賠
付。

租客保險在範圍上與房主保險相似
，但它不為住宅本身或其他結構提供保
險。

租客保險如何運作？
如果您在租用的空間中遇到承保損

失，租客者保險可以幫助支付相關費用
。 承保金額取決於發生的損失類型和您
擁有的承保金額。

典型的租客者保險有兩種類型的承
保範圍：實際現金價值承保範圍和重置
成本承保範圍。 這是兩者之間的區別：

● 實際現金價值保險 - 將補償您
在損壞或丟失時的物品折舊後的現金價

值。
● 更換成本保險 – 將涵蓋更換丟

失或損壞的物品所需的成本賠付。
租客保險涵蓋哪些內容？

租客者保險為您提供在保險計劃所
涵蓋的災害或事故發生時個人財物丟失
或毀壞的保障。或在以下情況下，租客
保險也可能為您提供保障：

您被迫暫時搬出您的房屋：如果您
的房屋因火災或故意破壞等承保情況造
成的損壞而無法居住，租客者保險可以
幫助您在房屋維修或重建期間支付替代
生活安排的費用。

有人在您的房屋內受傷並需要就醫
：責任保險旨在保護您以及在事故發生
時訪問您家的第三方。 這種類型的保險
將有助於支付您可能產生的醫療費用和
法律費用。

租房保險不包括哪些內容？
既然您對租客者保險涵蓋的內容有

了基本的了解，那麽了解基本租客者保
險不涵蓋的內容非常重要，以便您做好
準備：

● 貴重物品
貴重的收藏品和貴重物品（如珠寶

）可能不在基本承租人保單的承保範圍
內，可能需要額外承保。

● 家庭業務
在您家外經營一家小型企業並不意

味著您的租客保險將涵蓋它。例如，如
果您的商務筆記本電腦從您的公寓被盜
，它有可能被視為商業財產，因此不會
完全由您的租客保險承保。請咨詢您的
保險公司，看看您的保單是否需要額外
的保險。

● 機動車輛
● 即使汽車停在您的家裏，您的

租客保險也不涵蓋機動車輛的受損索賠
。然而，存放在車內的個人物品通常會
被涵蓋。

此外，一定要通讀您的保單，以便
您了解您的保單涵蓋的內容和不涵蓋的
內容。

由此可見租房保險是保護租客的個
人財產和責任的保險，當有災害或事故
發生時它可以幫助房主和租客減少了許

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除了房東需要購
買房東險之外或租客也應購買租客險。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投保人的個人條

件的重點都不盡相同，保費費率各異，
尋找有經驗靠譜的保險代理綜合報價尤
為重要。瑞源保險事務所代理眾多A級
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合適的保單和
優質便宜的報價。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任
何手續費。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
保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險、人
壽保險、年金、長期護理等。保險計劃
的全面性和保險咨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
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領域
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
女士擁有20年的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
國知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
保險專業知識，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
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
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
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瑞女士直線電話：214-971-8026

，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INFO@BENEFONS.COM。 公 司 在 達
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
居民。

註：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
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人想移
民美國，是為了讓自己與家人更好
、更自在地生活。然而，美國移民
政策的跌宕變化，讓這條移民之路
增加不少波折，甚至在心理上承受
壓力。這時候，一位兼具理性與感
性的律師，便起了莫大的幫助，鄭
家晴律師曾經幫助眾多的客戶完成
移民心願，她做事負責有效率，個

性和善親切，與她接觸過的人，都
感覺到她的真誠與認真，非常值得
信任。

鄭家晴律師的邏輯超強，她為
每個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
，尋求最適當的方案。每個想移民
的人，所具備的條件不同，要如何
籌備才能成功過關就是藝術了。鄭
律師會親自審閱當事人的所有資料
，細心評估，然後與當事人討論，
把所有可能性攤開來看，這時候，
又展現感性的一面，兼顧到當事人
的需要與感受。

如果當事人所具備的條件真的
不適合立即申請，鄭律師也會據實
以告，同時給予適當的建議，應該
如何改善條件，向可行的方向去努
力，一段時間之後再提出申請，幫

當事人奠定符合規定的基礎後，自
然能水到渠成。

鄭律師專精各種親屬移民、各
種職業移民、非移民申請及簽證、
公民入籍、政治庇護等等。她經驗
豐富，收費非常合理，重要的是，
能真正解決許多問題，在移民過程
中，各種麻煩的問題應該如何處理
，當事人都在她的解說之下了然於
心，也因此，客戶滿意程度非常的
高。

鄭家晴律師是德州及紐約州執
照律師、北德州聯邦法庭起訴律師
、聯邦法院第五區上訴律師、美國
移民律師協會會員。她是SMU法學
博士(J.D.)。

鄭 家 晴 律 師 的 Email: cheng-
kate@ymail.com。 電 話:

832-407-0097 (由鄭律師親自提供
免費電話諮詢)

鄭家晴律師助人圓滿移民之夢鄭家晴律師助人圓滿移民之夢
專業細心評估專業細心評估 認真負責有效率認真負責有效率

(本報休斯頓報導) 運動鍛鍊身
體對每個人來說都極為重要，不過
，如果運動量過大、或是運動不小
心，有可能會造成運動損傷。所以
，在運動時要特別注意鍛鍊的強度
及分寸，並且根據自己身體的狀況
來調整運動量。萬一真的受到運動
傷害，也應該找專門的運動醫學醫
師來診治。休斯頓有位華裔的運動
醫學醫師，他是呂汶錫醫師(Kevin
Lyu, M.D.)，不僅專精運動損傷與疼

痛，對於關節炎與骨科的治療也非
常拿手。

曾擔任萊斯大學助理隊醫
呂汶錫醫師是 Fondren Ortho-

pedic Group的非手術骨科/運動醫學
醫師，是休斯頓最大、最全方位的
私人骨科集團之一。呂汶錫醫師擔
任過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助理
隊醫，以及休斯頓 Chevron 馬拉松
賽、休斯頓PGA高爾夫球賽等場邊
醫生，並專門以非開刀的方式治療

各類骨科疾病。
呂醫師待人親切和善，中英文

流利，能以中文和病人溝通，不會
有語言隔閡而產生溝通障礙。

無論是羽球愛好者、週末長跑
健將、籃球迷、足球迷、運動員，
還是平時有固定鍛煉身體的人，遇
到運動受傷都不可掉以輕心，應該
及時尋找運動醫學醫師的診治，若
是沒有好好處理，有可能造成病根
，產生後遺症。此外，運動醫學醫

生也治療退化性關節疾病，以及職
業傷害方面的損傷。

呂醫師專精的項目包括:
- 退化性關節炎 (頸, 手臂、手

、脊椎、臀、膝、腳)
- 骨折、扭傷、拉傷、肌腱炎

、五十肩、網球肘、腕隧道症候群
、媽媽手、板機指、背痛、坐骨神
經痛、膝蓋痛、足底筋膜炎等等

- 玻尿酸、類固醇、血小板、
幹細胞等超音波針劑治療

- 職業傷害/勞工保險(Worker
’s Compensation)

呂汶錫醫師在聖喬治大學醫學
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在休斯頓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完成了家
庭醫學住院醫師培訓，也在 Hous-
ton Methodist 完成運動醫學次專科
訓練，他擅長以非開刀的方式治療
各種骨科疾病。

呂醫生於 2020 年加入 Fondren

Orthopedic Group。他是美國運動醫
學會、和美國家庭醫師學會的成員
。

呂醫師電話: 713-383-5390。
可約視訊門診。接受多家保險。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網站: www.drkevinlyu.com

您有關節炎您有關節炎//背痛背痛//運動受傷運動受傷//五十肩五十肩//媽媽手媽媽手??
呂汶錫醫師呂汶錫醫師 專以非開刀方式治療骨科疾病及疼痛專以非開刀方式治療骨科疾病及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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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六月四日和六月五日
美國德州奧斯汀中文學校
延續去年的二日網夏趣夏
令營, 今年又再度舉辦二日
線上夏令營, 休士頓僑教中
心 陳奕芳主任和 黃依莉副
主任也到場為奧斯汀學校
的夏令營開場祝賀, 讓我們
的學員聽了精神為之振奮!

雖然上線上課的熱度
已漸漸消退, 但秉持著誠信
辦學, 永續經營以及傳承中
華文化的使命繼續由本校
老師及行政人員從營前規
劃到執行, 一點也都不馬虎
! 同樣帶給信任本校的家庭
滿滿的臺灣熱情與服務, 口
碑極佳!

在課程方面, 今年本校
規劃內容非常與眾不同! 有
紙藝魔法、 畫成語故事、

風趣菜名、 童玩毽子、 青
花紙盤視覺畫、 童玩竹槍
、 皇帝軼事、 臺灣夜市小
吃; 非一般之中文課程! 眼
睛看的, 手做的, 筆畫的,
口說的, 腳踢的, 心想的,
嘴巴吃的, 全都在這二日線
上夏令營中一一完成! 互動
性極高!

本校 Anny 廖校長表
示, 很開心透過僑委會的協
助能繼續開辦線上夏令營,
讓外州學生也能繼續透過
網路無國界的操作概念來
參與本校的所有線上活動,
本校也會秉持著華語教育
不中斷, 千裏學習一線牽的
信念繼續辦理實體和線上
中文學校, 我們有恆心有愛
心, 我們走的是普及華語教
育的路, 我們唱的是滿是感

恩的歌!
美國奧斯汀中文學校

與臺灣僑委會第二屆二日
網課吃到飽夏令營!!!

奧斯汀中文學校二日
網課吃到飽夏令營新聞稿
件及照片連結： https://
drive.google.com/drive/
folders/
12AwX3T9hyVhsLvSf-
ceCPeQSRPHPfrfJV?
usp=sharing

附上聯絡人資料
教務主任: 陳美杏
奧斯汀中文學校電子信箱:
austinchinese-
school2016@gmail.com
電話:1-512-999-5975
地 址: 12800 Noyes Ln,
Austin, Tx78732

美國德州奧斯汀中文學校第二屆美國德州奧斯汀中文學校第二屆
線上二日吃到飽夏令營圓滿收營線上二日吃到飽夏令營圓滿收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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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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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墨西哥X卡雷特生態公園 （Xcaret Eco-
logical Park）是一個私人擁有和經營的主題公園、度假村和生態
旅遊開發項目。它位于加勒比海岸的墨西哥金塔納羅奧州
（Quintana Roo) 的裏維埃拉瑪雅（Riviera Maya）。它是X卡雷
特體驗集團 （Xcaret Experiencias Group）的一部分，該集團還擁
有 Xplor Park、Xel-Ha Park 、Xenses Park 公園以及 Xichen、
Xenotes、Xavage 和 Xoximilco 遊覽和活動景區。它位于坎昆
（ancun) 以南約 75 公裏（47 英裏）處，距離最近的大型定居點
普拉亞德爾卡門（Playa del Carmen）以南 6.5 公裏（4 英裏）。
該生態公園與考古遺址X卡雷特建在同一區域，因此以考古遺
址 X卡雷特命名。

這塊土地最初是由建築師米格爾·昆塔納·帕利 （Miguel
Quintana Pali）領導的一群墨西哥企業家于1984年先購買了5公
頃(約12.5英畝）的土地開始興建。

當他開始清理土地時，發現了天然井，由坍塌的洞穴天花板

形成的落水洞，在洞中發現，經過 300 萬年的流水的沖擊侵蝕，
形成了流入大海的地下河流。他看到了該地區的生態環境和旅遊
業的潛力，並提出了向公衆開發生態公園的想法，並很快與奧斯
卡、馬科斯和卡洛斯康斯坦斯聯手投資開發，于 1990 年 12 月建
成了生態公園並對外開放。

同時，他與國家人類學和曆史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INAH）建立了聯系，目的是重建在該地
區發現的瑪雅金字塔和建築物的遺迹。公園的行政部門所有運營
提供補貼，INAH 負責管理一個專家團隊。

公園的自然景點包括一條穿過瑪雅村莊的河流，這是一個地
下混凝土式的海水道，人們可以穿著救生衣遊泳和浮潛。入海口
附近有海灘休閑活動場、潛海觀魚、海裏餵魚、附近珊瑚礁的海
上跋涉道或在海洋館與海豚和魚一起遊泳。該公園還有一個珊瑚
礁水族館海龜築巢地。入口旁邊是海牛區。公園內還有鳥類館、
蝴蝶館、蝙蝠洞、蘭花鳳梨溫室、美洲虎島、鹿窩等區。

文化景點包括一座開放式教堂、一個真正的工匠在工作的瑪
雅村莊複制品、墨西哥墓地、博物館、馬術表演、中美洲球賽、
一個開放式劇院，表演前西班牙舞蹈，帕潘特拉飛人和一個可容
納 6000 人的格蘭特拉科劇院（Gran Tlachco）。這裏有中美洲球
類比賽的表演，以及兩個世界-瑪雅人和西班牙人-的會面景點
以及幾個墨西哥民間傳說舞蹈的展示。墨西哥傳統的其它示範包
括亡靈節慶祝活動和瑪雅聖十字（Travesía Sagrada Maya），這是
瑪雅人從 Xcaret 和 Playa del Carmen 渡海到科蘇梅爾的年度儀式
，以向月球女神伊克斯切爾 （Ix Chel）致敬的儀式。

X卡雷特生態公園全天在不同區域有不同的表演。其中X卡
雷特墨西哥盛會 （Xcaret México Espectacular）表演是公園內最
大、最精彩的的表演項目，時間長達2 小時，超過 300 位藝術家
在此演出。該節目位于格蘭特拉科劇院，是當天的最後一場演出
（已有專題報道）。

X卡雷特生態公園
考古、音樂舞蹈、遊泳、潛海觀魚、海邊漫步、餐飲樣樣俱全

（本報訊）（美南新聞報道）6月3日，恰逢中國端
午節，在這個有著2000多年曆史，充滿了平和安康的傳
統節日，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走訪了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看望了當地的華人華僑，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
以及主要訴求。

在當晚舉辦的僑界端午節晚宴上，來自中美社會各
界人士和團體以及多家媒體出席，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
長彭梅女士首先致歡迎辭。

當晚，秦剛大使在發表講話中對德州人民淳樸的民
風，雄厚的經濟實力和中美兩國經濟合作的發展前景給
予了高度評價，他表示：“中國在德州投資企業有200多
家。2018年德州成為美國對華出口最多的州，吸引中國
投資數量居全美之首，與中國友好省州市關系多達19對
。雙方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領域交流密切。”

秦剛大使回顧了中美兩國關系的發展曆史，“50年
前，尼克松總統訪華實現跨越世界最遼闊海洋的握手；
43年前，鄧小平同志訪美時說“太平洋再也不應該是隔
開我們的障礙，而應該是聯系我們的紐帶”。習近平主
席說，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
。這些都啓示我們：兩個曆史、文化、制度不同的大國
，完全可以走到一起。”

2021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休斯頓舉辦了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也贏得了世界的關注。秦剛大使高
度評價了這一意義深遠的賽事，並強調“讓我們重溫在

競爭中相互尊重，相互欣賞，互學互鑒，共同提高的理
念”。

同時，秦剛大使也稱贊當地華人華僑積極努力的精
神，他說“”旅居德州的華僑華人秉持頑強拼搏、自強
不息的民族精神，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紮根開花結果，
為當地發展繁榮做出重要貢獻，也為中美關系發揮了重
要橋梁和紐帶作用。”

2020年7月美方悍然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中
美關系受阻並嚴重影響美南各州同中國的正常交流合作
，也成為當地僑社最關心的一個問題，秦剛大使此次到
訪休斯頓，也是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被迫關閉近兩年來
第一個中方高級別官方代表團到訪。對此，秦剛大使明
確表示：“雖然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被迫關閉了，但是
有中國駐美使館在！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堅定維護華僑華
人的合法權益，全心全意為僑胞做好事、辦實事、解難
事。”秦大使的這番話也博得了在場各界人士的熱烈掌
聲。

晚宴當中，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博士，著
名的心臟科醫生豐建偉，律師徐建勳，美南江蘇總會副
會長顧華等在講話中，都希望中美兩國關系能重返健康
發展的軌道，兩國人民能夠在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更
加順暢，休斯頓總領館未來也能夠重新開啓服務僑民，
休斯頓當地華人華僑將對推動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發揮
更加積極重要的作用。

秦剛大使出席休斯頓僑界端午節晚宴並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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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印尼大師賽首圈賽事
香港羽毛球代表隊多名選手，於8日出戰印尼大師賽首圈

賽事，其中位列6號種子的混雙拍檔“鄧謝配”鄧俊文/謝

影雪，以直落兩局輕取荷蘭組合Robin Tabeling/Sele-

na Piek；男單方面，李卓耀以2：1反勝印尼的

Tommy Sugiarto，至於在晚上登場的伍家朗，

則以直落兩局擊敗國家隊代表翁泓陽。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鄧謝配”
輕鬆晉級

WTT捷克青少年公開賽 陳顥樺小組賽全勝過關

韓旭創WNBA生涯得分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據香港乒乓總
會官網消息，3名港隊男子小將正出戰WTT捷克
青少年公開賽，其中陳顥樺在小組賽不失一局下
以首名晉級，姚鈞濤和蔡俊杰則在同樣先輸一場
下，於第二戰取勝，以小組次名殺入64強。

姚鈞濤蔡俊杰同闖64強
在早前西班牙站比賽有出色表現的陳顥樺，於

今次捷克站比賽延續強勢，首戰對陣青年世界排名
29位的以色列球手Tal Israeli，以直落3局11：5、
11：8、12：10擊敗對手先拔頭籌。在第二戰，陳
顥樺面對奧地利代表Mark Juhasz同樣未受壓力，
直落3局11：3、11：3、11：6勝出，以兩戰全勝

之姿獲首名晉級。除了陳顥樺，姚鈞濤和蔡俊杰亦
代表港隊出戰今次捷克賽，其中姚鈞濤首場面對青
年世界排名第5的羅馬尼亞球手Darius Movilea-
nu，頭兩局均在“刁時”下以10：12、13：15失
利，雖然第3局以11：8扳回一局，惜第4局再輸
9：11，力戰下以1：3惜負。幸而，姚鈞濤在第二
場比賽對戰波蘭球手Dawid Pawel Michna，順利
把握機會以13：11、13：11、7：11、11：5擊敗
對手，成功以次名出線。

至於蔡俊杰首戰面對瑞士球手Mauro Schar-
rer，以6：11、9：11、11：1、7：11見負，惟他
在第二戰以11：6、11：9、13：11勇挫希臘球手
Alexandros Madesis，同樣以小組次名闖入64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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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 俊 文
（右）和謝影雪
順利闖過首圈。

資料圖片

◆ 韓旭（左）得分創WNBA生涯新
高。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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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國家羽毛球代表隊，8日亦有多人出戰
印尼大師賽，其中“一姐”陳雨菲在“國家德比”中，淘汰王祉怡過關。

作為賽事1號種子，陳雨菲首圈即要對戰另一國家隊代表王祉怡，結果
在早前泰國賽得亞軍的陳雨菲贏德比預期輕鬆，以直落21：13、21：18晉
級，下一圈對手為美國代表張蓓雯。賽事6號種子何冰嬌，首圈面對外圍
賽晉級的印尼選手Putri Kusuma Wardani，結果何冰嬌輕鬆以21：16、
21：14晉級。

男單方面，陸光祖首圈對戰馬來西亞的劉國倫遇上考驗，結
果在激戰58分鐘下，才以21：16、23：21過關，16強將對戰韓
國的許侊熙。

在雙打賽事，男雙何濟霆/周昊東，以21：16、
21：11擊敗韓國組合金基正/金沙朗。劉雨辰/歐烜屹組

合，則以21：15、21：19淘汰馬來西亞組合王耀
新/張御宇。

◆◆陳顥樺全勝過關陳顥樺全勝過關。。香港乒乓總會圖片香港乒乓總會圖片

◆◆陳雨菲在比賽中回球陳雨菲在比賽中回球。。新華社新華社

▲李卓耀反
勝過關。

美聯社

▶ 伍家朗
首圈即遇上考
驗。法新社

2022年6月9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根據消息指，香港羽毛球
代表隊將於本周起接連

出戰多項比賽，完成今次大師賽和之後印尼
公開賽後，還會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參加比賽。

在8日大師賽首圈賽事，出戰混雙的“鄧謝配”鄧俊文/
謝影雪，首圈對手為世界排名第21的荷蘭組合Robin Ta-
beling/Selena Piek，雙方之前交手各得一勝，結果今次對
碰“鄧謝配”完全未受考驗，僅花了31分鐘便以直落兩局
21：9、21：16晉級。

“鄧謝配”晉級後，原有機會在次圈16強對戰另一港隊
組合張德正/吳詠瑢，可惜“張吳配”於8日比賽，以19：

21、13：21不敵馬來西亞組合許邦榮/杜頤
溈，且看“鄧謝配”能否為隊友復仇。

男單方面，於中午登場的李卓耀，則迎戰
印尼的Tommy Sugiarto，首局李卓耀未適應節
奏，以17：21落敗，但次局起李卓耀開始取得主
導權，除先以21：9大勝追平，決勝局更再以21：
17勝出，在激戰1小時3分鐘下成功反勝過關。李
卓耀16強對手將為中國台北代表周天成，後者8日
以21：15、22：10淘汰馬來西亞的宋俊偉。

伍家朗勇挫翁泓陽
最後一位港隊代表伍家朗於8日晚登場，對手為國家隊

的翁泓陽。後者今年冒起甚速，更在4月時贏得韓國羽毛球
公開賽，然而伍家朗在賽事中仍佔上風，連贏21：18、21：
17過關，下圈對手為國家隊另一代表趙俊鵬。

美國女子職業籃球聯賽（WNBA）於當地時間7日繼
續進行，中國選手韓旭所在的紐約自由人在主場88：69大
勝明尼蘇達山貓。韓旭在替補出場的25分鐘內，12投6中
砍下WNBA職業生涯新高的15分，同時還有5個籃板、1
次助攻和1次搶斷。贏下山貓後，自由人在近4場比賽中取
得了3場勝利，一掃此前7連敗的陰霾。

韓旭近幾場出場時間和比賽表現也逐步提升。在賽後
接受採訪時，韓旭表示，職業生涯得分新高離不開教練的
支持，“十分感謝教練對我的信任，給我這麼多的上場時
間，還為我制定了一些戰術”。“二年級”新秀賽後還總

結了自己在比賽中的發揮。“在防守端做得基本還可以，
但還需要加強籃板球的拚搶。”她說，“在進攻端，最近
投籃有些不穩定，還需要再努力訓練去更進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山貓的助理教練凱蒂史密斯正是韓旭
2019年加盟自由人時的主教練，兩個“老熟人”也在賽前
見面互相打趣。“她問我最近怎麼樣，我說挺好的。然後
她說我上一場表現挺好的，這天（作為對手）就不會再有
了。”韓旭說，“結果今天我就創造生涯新高了。”

截至本輪，韓旭本季場均得到9.5分和5個籃板，其中
得分在所有“二年級”新秀中排名第一。 ◆新華社

在2022年世界男排聯賽巴西
利亞站的首場比賽中，中國隊以
1：3不敵伊朗。

近兩年來極少現身國際比賽的
中國隊開局進入狀態較慢，以15：
25失掉首局；第二局中國隊狀態有
所恢復，在中局始終保持5至6分
的領先優勢，最終以25：19拿下
此局扳平比分；第三局的比賽激烈
而膠着，雙方在中局從14平戰至
20平，然後由伊朗隊打破均勢，以
25：22取得這一關鍵局的勝利；第
四局，中國隊開局便以0：5落後，
此後一直未能縮小分差，最終以
15：25失利。

按照賽程安排，中國男排還將
在未來5天內先後對戰亞洲老對手
日本、歐洲勁旅斯洛文尼亞和主場
作戰的世界強隊巴西。自6月7日
起，需守住世界排名以保證能參加
奧運資格賽的中國男排，將參加至
少長達兩月、橫跨多個大洲的全球
賽事。對中國隊而言，這既意味着
爭取奧運門票的機遇，也是對競技
水平、心理素質、後勤保障的全方
位考驗。

據悉，巴黎奧運會排球比賽資
格獲取路徑相較東京奧運周期有很
大變化。根據新規則，目前最緊迫
的時間節點是2022年9月12日，
國際排聯將在這一天確定巴黎奧運
會資格賽的參賽名單。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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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進入老年以後，身體
各功能大大下降，比如循
環系統出現障礙，免疫力
下降等，使老人的健康和
生命遭到各種健康隱患威
脅。野花牌綠蜂膠功能齊
全，沒有任何副作用，是
維護老年人健康的佳品。

益血管：綠蜂膠素有
“血管清道夫”的美譽。
其中含有大量的黃酮類物
質和蕓香甙能明顯降低血
脂含量、降低血管增厚變
脆等風險；綠蜂膠還含有
煙酸具有降低膽固醇的作
用。

益神經：很多老人都

有出現失眠、記憶力減退
等現象，其實這些都是神
經系統紊亂作的怪。在臨
睡前服用綠蜂膠具有安神
助眠的作用。

益免疫：免疫力低下
，是老年人健康出現問題
的主要原因之一。綠蜂膠
是很好的免疫調節劑，其
中的黏多糖成分能有效的
提高免疫力，有助老人遠
離健康威脅；同時還是高
營養物質，能從根本上改
善老年人的體質。

益代謝：過多的自由
基是導致衰老和身體出現
問題的重要因素。綠蜂膠

能清除自由基，延緩衰老
，讓老年人的機體充滿青
春活力，保持旺盛的精力
。

益營養：巴西頂級綠
蜂膠是一種高活性的營養
物質，含有400餘種營養成
份，且絕大部分營養物質
的配比都與人體十分相似
，其中的氨基酸、蛋白質
都是以遊離形式存在的，
極易被人體吸收。

益全身調節：許多中
老年人大都患有多種問題
。綠蜂膠可對人挺進行全
身多方位的調整，在輔助
治療的同時進行保健。

益長壽：一般常年食
用綠蜂膠的老年人，大多
紅光滿面，精神矍鑠，反
應敏捷。綠蜂膠不僅可以
為老人補充營養要素，還
能提高免疫力、增加新陳
代謝、調節內分泌。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
詢熱線：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Email： service@royalnatu-
ral.ca

網站: www.royalnatu-
ral.ca 網上中文快捷訂購！

野花牌綠蜂膠理想的降血脂天然品野花牌綠蜂膠理想的降血脂天然品
高血脂癥可引起胸悶、心悸、暈旋、手腳

麻痹、冰冷、腹脹和昏睡等癥狀，它常合併見
於血壓升高，血糖升高，脂肪肝等。降低血脂
水平是預防和治療其他常見病癥的重要而有效
的手段。

如何有效降低血脂？如何平衡各種降血脂
方法的利弊？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降低血脂
的方法？這些無疑是人們最關心的。高血脂癥
的治療原則是飲食療法+運動療法+藥物療法。
目前還沒有很合乎生理要求的降脂藥物。多數
降脂僅有短時療效，停用藥物後血脂往往又反
跳升高，而長期用則出現明顯副作用。因此，
自然療法成為醫學家探尋的目標。當科學家們

發現巴西綠蜂膠降血脂療效顯著而穩定，且無
不良反應，立即受到關註。

臨床研究顯示綠蜂膠使血脂下降35%，總
有效率達80%以上：中國九家權威醫學院及附
屬醫院聯合進行了蜂膠治療高血脂的臨床研究
，在停止其他降低血脂藥的情況下，給高血脂
病人每天服用3次蜂膠，療程2～3個月，結果
患者的血清甘油三脂、膽固醇均顯著下降，平
均下降35%左右，總有效率在80%以上，且出
現持續、累進的作用，更可喜的是對頑固性高
血脂患者也有效。

顯著改善血液循環，預防心率不齊、腦部
血液循環障礙的發生：過多的血脂成為血管內

的垃圾，造成血液粘稠度增高，血管阻塞，引
發心率不齊或卒死。中國“九五”研究和日本
、巴西和歐美等國的研究均發現，蜂膠在降低
血脂的同時，使血液粘滯度、血小板黏附聚集
、紅細胞壓積、纖維蛋白元等血液流變學指標
顯著改善，淨化血液。從而，起到預防心率不
齊和腦部血液循環障礙的發生。

綠蜂膠使心腦微循環發生障礙率顯著減少
。高血脂可使心腦微循環意外增多，血脂水準
下降1%，因心腦微循環障礙的死亡率可下降2%
，因此，降低血脂水準是預防和治療心腦微循
環障礙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醫學家證實高血
脂癥患者在使用綠蜂膠後，使心腦微循環障礙

的發生率可下降10～23%，起到血管清道夫的
作用。實踐表明，蜂膠有效防治或延緩血管狹
窄和阻塞，從而對心腦微循環障礙的改善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這也正是綠蜂膠得天獨厚的
魅力所在。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
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對老年人的益處對老年人的益處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獲殊榮被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獲殊榮被 AMAM
Best credit agency,(Best credit agency,(保險業評級機構保險業評級機構),),
升級至升級至A-A-等級等級((優異級優異級))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是由十級精算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是由十級精算
師陳舜哲博士創立師陳舜哲博士創立,,在美国保險市場及僑在美国保險市場及僑
界享有盛名界享有盛名..

今日被今日被 AM Best credit agency,(AM Best credit agency,(保保
險業評級機構險業評級機構),), 升級至升級至 A-A-等級等級((優異優異
級級),), 在由美國主流把持的保險業在由美國主流把持的保險業,, 實在不實在不
易易.. 也是台商之光也是台商之光..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自成立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自成立3030年以年以
來來,, 一直提倡以客户為主的市場開拓一直提倡以客户為主的市場開拓,,提提
供優良獨特的保險產品供優良獨特的保險產品,,宣導以客户服務宣導以客户服務
至至 上的經營理念上的經營理念,,得到主流市場經紀人得到主流市場經紀人
推崇推崇,,在美國保險界享有盛名在美國保險界享有盛名..

20212021年總資產破年總資產破1111億億15481548萬美元萬美元
,, 法定資本額逾法定資本額逾11億億50595059萬美元萬美元,, 然而調然而調

整後法定資本額則上升至整後法定資本額則上升至11億億68376837萬美萬美
元元。。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於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於20172017更被更被
知名休士頓商業雜誌知名休士頓商業雜誌 (Houston Busi(Houston Busi--
ness Journal)ness Journal) 統籌統籌,, 跟據各大保險公司跟據各大保險公司
年度保費總金額年度保費總金額,,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在休士頓排名第三大人壽保險公司在休士頓排名第三大人壽保險公司,, 跟跟
隨隨American GeneralAmerican General 及及 American NaAmerican Na--
tional Insurance Co.tional Insurance Co. 之後之後..

新世紀提供人壽儲蓄新世紀提供人壽儲蓄,,老人醫療補助老人醫療補助
險險(Med Sup),(Med Sup), 年金年金,,職業意外險職業意外險,,小額人小額人
壽險壽險,,及年紀及年紀6565歲以下的健康医療險歲以下的健康医療險..此此
外外,,更有商業房地產貸款如購物中心更有商業房地產貸款如購物中心,,公公
寓寓,, 投資住屋及未開發空地等投資住屋及未開發空地等.. 新世紀是新世紀是
全美唯一華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公司全美唯一華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公司..目前目前
在美國在美國5050州經營客户接近二十萬州經營客户接近二十萬,,業務業務
代表超過五千人代表超過五千人.. 財務穩固財務穩固,,資產雄厚資產雄厚..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獲殊榮被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獲殊榮被 AM Best creditAM Best credit
agency,(agency,(保險業評級機構保險業評級機構),), 升級至升級至A-A-等級等級((優異級優異級))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台商會周政賢夫婦等與會共襄盛舉台商會周政賢夫婦等與會共襄盛舉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經濟組長徐炳勳經濟組長徐炳勳,,僑僑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等應邀出席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等應邀出席

十級精算師陳舜哲博士十級精算師陳舜哲博士

西南管委會李雄西南管委會李雄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王敦正董事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王敦正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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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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