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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風水 真氣療法】養生講座

您有失眠、高血壓、高
血脂、高血糖、頻尿肥胖、
男性隱疾、骨質疏鬆、過敏
老化的現像嗎 ? 涂老師傳功
近 40 年的養生大法 「道家氣
功」 「強陽鐵襠功」在短時
間內就能改善您的健康。國
際大師涂金盛將於休士頓舉
辦兩場健康講座，第一場時
間: 5 月 30 日 ( 六) 下 午 2-5
點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122 室)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36， 第 二 場 5 月 31
日(日) 下午 2-5 點 中華文化
學 院 10550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諮詢電話
:626-400-9699 請 上 網 瀏 覽
www.MasterTu.com
國際主流媒體全球報導
譽為氣功界的奇葩，氣功大

師涂金盛全球傳功近 40 年受
益無數人，氣功論文多次獲
大獎、真氣外放多次接受世
界科學家測試，超能量氣功
界之最。洛杉磯成立第一功
夫明星學院，培育冠軍、破
世界紀錄高手。並於優勝美
地建設道家文化山莊，成立
【鐵襠功世界聯盟總會】，
國家地理雜誌採訪 [ 強陽鐵
襠功 ] 拖萬磅飛機全球第一
人。
涂老師現場分析 [鐵襠
功 ]，如何開發男性萎縮的睪
丸，促進雄性激素，睪固酮
分泌，讓骨質更強壯，活化
肌肉、血管；腦細胞，防止
老人痴呆，甚至肝腎功能，
諸多頑疾息息相關，並預防
癌症腫瘤，再造男性雄風。

何謂【鐵襠功】?為何要用男
性陰部吊重量，許多人心存
懷疑?甚至沒聽說過，還有人
怕怕是否會受到傷害。涂老
師表示:傳功 40 年從未有弟子
受傷，且受益無數人，弟子
遍佈全球。會受傷的原因就
是;1.無師自通閉門造車 2.師
承教導錯誤。經由醫學血液
測試證明:練鐵襠功不到一個
月，男性雄性激素迅速提升
。雄性激素是生命泉源的加
油站。更年期的女性荷爾蒙
來自腎上腺，雄性激素男性
賀爾蒙與女性荷爾蒙亦有體
內原子彈之稱。
涂老師傳功數十年來，
桃李滿天下，受益無數人，
數十年氣喘、骨質疏鬆、心
臟乏力、尿酸痛風、腰酸背

痛、前列腺肥大頻尿、失眠
、花粉過敏、高血脂、高血
壓、高血糖、心血管疾病無
形殺手、慢性疾病，透過自
然養生煉氣。恢復健康多不
勝舉。涂老師一點不保留，
傳您傳功 40 年的養生大法，
開通任督二脈奇經八脈，提
昇生命能量，抵抗惡疾延長
壽命。涂老師傳授內容：易
經奇門遁甲，解開道家修真
三大絕學: 1.靈龜八法,子午流
注,理奇門開奇經 八脈,運行
大小週天,人體自我發電.提昇
元氣,抗無藥病延壽回春 2.玄
空大法術奇門風水佈局 得氣,
尋龍點穴集氣納福,蘊身養命
3.道家法奇門最高境界. 鬥印
禳星,採氣充實生命能量.
現場將展出 2015 涂老師

新作【經絡運動】第一本經
絡穴道運動 MET 強化骨骼肌,
活化臟腑 360 穴.矯正脊椎全
身關節之養生大作。2014 台
灣暢銷書籍養生著作【道 21
世紀養生高智慧 】揭開山醫
命蔔相五術,知命.修命.強命
秘訣，【房中養生愛之道】
第一本揭開男女強腎、提昇
賀爾蒙練功要訣及房中禁忌
，彩色圖文並茂,公開涂老師
近 40 年的精髓功法心法大揭
秘。【隱仙派涂家太極氣功
】，傳家寶典 DVD : 1.八大
奇功 2.四大名功 3.採氣發功
4.練氣心法。現場收藏或網
購。講座會後將有[養生氣功
班] [ 強 陽 鐵 襠 功] 6/1 開 課, 涂金盛老師公開近 40 年的養生精髓功法
由涂老師親自傳授。
心法 2015 最新著作現場選購收藏

一位老當益壯的台僑

郭正泉先生榮獲休士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許隼夫）在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非常活耀
又熱心的郭正泉先生於 5 月 15 日在休士頓大學
工程學院的畢業典禮中，由他的指導教授王克
漢(Keh-Han Wang)授予哲學博士學位 。這不但
是郭家的殊榮，也是台灣同鄉的典範。
休士頓大學工程學院的畢業典禮盛大又隆
重。工程學院院長 Joseph Tedesco 在致詞中特別
介紹郭正泉先生是最年長的博士班畢業生。他
幽默地說： 「He is only 64 years yang(他是個 64
歲的年輕人)」。全體會眾報以歡呼拍手致敬。
郭正泉先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他的臉
上時常掛著一幅笑容。他的個性溫和開朗，做

他通過留學考試，
但必需借錢買機票
才能成行。到美國
一面念書，一面在
餐廳打工完成他的
碩士學位。因為經
濟的壓力，他放棄
進修機會。先找工
作賺錢養家，進入
工業界工作。他工
作認真，很有成就
郭正泉博士與家人((許隼夫攝
郭正泉博士與家人
許隼夫攝))
。他的部下很多都
應邀為她們女兒證婚，我們也應邀參加他們家
有博士學位，但他的實際經驗與成就，加上他
的進取與敬業精神贏得他們的信服。多年來很 的很多活動。這次有機會應邀參加郭先生榮獲
多人常常叫他郭博士，每一次他都要謙虛說明 博士學位的畢業典禮，見證他的成就與奮鬥精
與道謝。所以他想完成當初來美的志願，完成 神，心裡非常感動敬佩。我在他畢業典禮的頒
授學位過程中，默想他的成就，靈感一來，寫
他的夢，做個名副其實的博士。
下一首
「台語詩」賀他完成他的夢，榮獲博士
郭先生除了學術與工作上的成就之外。他
學位。這也描述我所認識的郭正泉先生：
與夫人翠梅女士非常熱心參與社區與鄉社的志
願服務事工。他本身開班教授氣功，幫助同鄉 (華語翻譯)
們的健康 。夫人曾擔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正 泉 先 生 福 人 相 待 人 誠 懇 心 大 量
(FAPA)休士頓分會長。每次鄉社的大活動都少 慈 悲 仁 愛 善 助 人 慷 慨 大 方 名 望 震
不了他們的參與領導，他們是招募人力與物力 服 務 鄉 社 很 熱 心 出 錢 出 力 超 殷 勤
等募捐的高手。因為他們盡心盡力並且以身作 家 庭 美 滿 親 情 深 敬 長 疼 細 幸 福 吟
好學精神大勝出 六十四歲拿博士
則，贏得同鄉的讚賞與配合。
十年前我們搬來休士頓有幸與郭家做朋友 敬 賀 人 生 大 成 功 願 神 賜 福 豐 加 豐
。他們的兒女都是許牧師娘的鋼琴學生。我也

美南新聞旅行箱與名牌手提包大清倉

美南新聞最後一批旅行箱及女士手提包（
美南新聞最後一批旅行箱及女士手提包
（Coach 和 MK
MK）
）大清倉
大清倉，
，最流行的款式
最流行的款式，
，比進貨價還低先來先得
比進貨價還低先來先得，
，要搶得快哦
要搶得快哦！！！
！！！
地址：
地址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電話
：281
281-498
498-4310

休城社區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德州分公司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http://www.luckymov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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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建會 2015 年工程技術研討會
六月六日登場 昨介紹各組會議主題

（休士頓/秦鴻鈞）美國國建會 2015 年工程技術研討會，將
於六月六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起，在糖城的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正式登場，今年會議主題：能源，醫療及生化科技
，環境保護，奈米及複合科技，海洋科技，煉油與石化科技，科
技，健康，會計與商務管理。 「國建會」昨由會長王國治，準會
長林欣慧主持華文媒體記者會，介紹今年各組的會議研討細節：
（一） 能源討論會：將由李怡德主持，由主講人關林華主
講： 「在現今油價環境下，大石油公司的挑戰及機會」，潘吉祥
主講： 「低油價的衝擊——誰是利益相關者」，黃瀛洲主講 「現
今油價的分析及其發展趨勢」他將分析目前油價的趨勢及未來的
走向，朱國堂：他將以 Shell 公司深海鑽探主管對這四主題提出
見解。
（二） 環境保護討論會：由會長陳天生介紹：該會共有六
位講員，其中兩位從台灣來，包括曾正懋博士（台灣環境署）及
Dr. Ying-Jen Chou，曾博士主講 「台灣綠標及環保購物」，陳天
生主講： 「美國及休市電子廢品的處置」，陳志恆主講： 「容器
處理有機複合廢料」，來自台灣的 Ying-Jen Chou 博士介紹 「重
金屬污泥的回收技術」，有效利用重金屬在環保上的利用。以及
前會長詹濟群及一位日裔美國人，介紹 「太陽能」的應用。
（三） 奈米及復合科技：由共同主席浦浩德博士介紹，其
四位主講人分別為：王安琪先生（博士研究生）主講 「壓力對內
存熱的形狀記憶聚合物」，張鵬飛博士主講： 「從人工肌肉瘉合
的複合高分子材料」，楊茜茜女士主講 「測試形狀記憶的聚氨酯
纖維及表徵」，李國強博士主講： 「自然瘉合的工程結構」。
（四） 會計師協會 「專業會計師——財務管理講座」，由
李尤梅會計師擔任主席，Quest IAR, Inc.的 CEO Nathan Loug 主
講 「Self Directed IRAS 101」，以及陳彥呈博士主講 「如何利用

大數集人工智慧用於我們的工作及生活上」。
（五） 醫療及生化科技：該講座由 「德州台灣生物科技
協會協辦」，由謝文儒，許雅捷，王愷等人分別探討皮膚表裡
幹細胞發展及在血液中定序 DNA，以及下午張施恩，戴秀芳，
黃文鴻（台灣特別請來醫療方面的 Data Base）。
（六） 學生研究壁報比賽，由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協
辦，由胡先葳擔任主席，顧寶鼎擔任評委員們。
（七） 海洋科技研討會：包括 George Wang： 「水下結構
簡介」，郭元鴻： 「吸椿安裝之及時吸壓監測」，羅子偉主講
： 「海洋風動渦輪設計的綜合考慮因素」，以及陳進祥博士主
講： 「海洋地質結構之離心模擬」。
（八） 煉油與石化科技研討會：劉耀華博士介紹今年將
由 Techip 工程公司的王家驄博士及 Celanese 化學公司的劉耀華博
圖為 「美南國建會
美南國建會」」 各組代表與會長王國治
各組代表與會長王國治（
（前排左二
前排左二），
），準會
準會
士共同主持。
長林欣慧（
長林欣慧
（前排中
前排中）
）合影於記者會上
合影於記者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今年 Downstream（石化下游工業）的主題仍以頁岩氣對下
游化工業的影響為方向。雖然頁岩氣在美國開發已有減緩的趨勢 流，消化不良是一些常見的胃酸反流症狀，會導致食道狹窄甚至
，但由於它可以支持美國天然氣自身消耗許多年及大量生產引致 形成癌症，曹醫師將討論如何預防和治療 GERD 胃酸回流。2）
的低廉價格，使得許多下游生產商考慮改用天然氣作為生產原料 潘人榮醫師主講 「非酒精性脂肪肝」，潘人榮畢業於陽明醫學院
。今年的研討會將有三篇論文發表：1）國建會前會長周禧談他 ，紐約 Buffalo 病理博士學位，又赴佛羅里達學 「肝移植」，現為
個人正在參與的一個由中國大陸投資的甲醇項目。2）由 Techip UT 副教授， 「非酒精性脂肪肝」為最常見的慢性肝疾病，與生
資深工程師嚴明博士，向大家介紹液化天然氣的發展及在美國的 活形態（飲食，運動）疾病（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與遺傳
商機。3）由 GTC 技術的金衛華博士介紹他們公司自行開發的 基因有關，需及早診斷，脂肪肝目前設有特別的治療方法，一般
Toluene Methylation 技術，該技術會降低生產成本及減少對環境 建議透過限制每日卡路里攝取量及規律運動達成持續減重。
（十） 商業講座：一為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協辦，由黃春
有害的苯副產品。
蘭，廖秀美主講，一為華商經貿聯誼會協辦，分別由
1）施惠德
（九） 健康講座：由陳康元儀式，陳王琳博士主持，主題
「消化系統保健新知」，將由 1）曹有餘醫師主講 「胃食道反流 醫師主講 「食品安全」2）張世勳僑務顧問主講： 「荷門公園發
性疾病」：超過 60 萬美國人經歷胃酸反流疾病，如胃灼熱，返 展及市民參與」3）黎淑瑛僑務委員主講： 「餐管及旅館經營」
，以及葉宏志僑務委員主講 「台僑高科技公司在美上市」。

僑教中心榮譽職人員授證茶會 並頒獎僑教中心亞洲文化導覽志工

（休士頓/秦鴻鈞）僑教中心榮譽職人員授證茶
會，於昨日（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在僑教中
心大禮堂盛大舉行，共包括新任及現任，本地及達
拉斯，奧斯汀等地的僑務榮譽職人員近百人。 「台
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主持這項授證及頒獎典禮，
他在致詞時勉勵大家：在巨人的肩膀上，繼續打下
基礎，繼續堅定支持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你們
圖為所有志工於頒獎後合影。（
圖為所有志工於頒獎後合影
。（記者秦鴻鈞
記者秦鴻鈞 為僑務打拼，你們就是這個地方最美麗的風景。
攝）
僑界中心也致詞感謝在場的僑務榮譽職人員對
僑教中心的協助，她說：僑務榮譽職人員，是無給
職，代表一份責任和榮譽，僑教中心是所有美南僑社的家，你們在做的是為僑社，為中華民國服
務的一項榮譽。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 11 天特別團$499
（含三峽遊輪）9 月 6-17 日

專辦中國簽證 豪華游輪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四川，山東，廣州，桂林，張家界，三峽等
▲美東$175 起、美加東 $303 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 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 起、歐洲、中國

王朝旅遊

郭正泉博士與指導教授((許隼夫攝
郭正泉博士與指導教授
許隼夫攝))

事積極，態度和善，和藹可親。他身邊的朋友
一大堆，各色人種都有。提到郭正泉，人人有
口皆碑。他與家人親戚都非常親密，每次他家
一有喜慶，他家兩邊的兄弟姊妹與親人都會從
台灣與世界各地趕來祝賀與團聚。他們的親情
濃厚，真是難能可貴。
他是 Chevron 石油公司的高級顧問，工作
很繁忙又勤作研究，寫論文又出書，被公司所
器重。除了上班、家務之外，他與夫人翠梅女
士對社區與同鄉會都非常熱心，做志工犧牲服
務，慷慨奉獻他們的才能、時間與金錢。夫婦
倆人都非常謙卑低調，不爭權奪利，不求名居
功。他的人生座右銘是努力工作、保
持健康、學習新知、幫助別人、享受
人生。
有人問他如何能在家庭、工作與
社區志工服務的繁忙生活中保持平衡
，又能夠上學修博士？他說出他生活
的幾個原則：第一、生活有規律，行
事排列優先，取捨要有抉擇；第二、
有效的管理與運用時間才能事半功倍
；第三、勤練氣功，保持身體健康，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
至於後半生再進修的動機，郭先
生說他跟很多從台灣來的第一代留學
生一樣；五十年前的台灣還很窮，而
且在霸權統治下，出國手續很困難。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福達旅行社 (713)

Tel:713-981-8868

aaplusvacation.com
網站﹕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安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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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wininsurance.com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
→
→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休士頓 ←
←
←
←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ww.farmersagent.com/j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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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12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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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道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Sales Associate

sunny.hsu@aarealtytx.com

andy.hsu@aarealtytx.com

竭盡所能﹐
為您提供誠信﹐

保險師

熱心﹐
省錢﹐
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 20 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 20 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有意者請電 713.550.6373，高小姐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❸您的銀行帳戶
$763

楊凱智

Steve Yang, Agent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我們說你的語言

平均節省$825*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0905023TX

2010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萬事達石業公司

713-981-6888

德州地產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 2012 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 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 A.
M.Best 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 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 尺 2 房
2 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 7 萬 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11 萬 9
3) 獨立屋 1300 尺 ,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9 萬 9

North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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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 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

713-550-6373(專線)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❶您的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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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nnen_g@yahoo.com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保護：
❷您的房子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服務客戶逾 20 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位於 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 4 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1)Cypress , 3 房 3 衛 1.5 story.高屋
頂、正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
池。社區環境優美，有八個湖，網球
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 5，000 呎空地，近中國城 8 号公
路，售價$30,000.00

我們的信念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713-988-0788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員工保險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地產保險
負責人

＊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 Package Tour.

呂氏 J. Eric Lu ˙餐館及商業
保險 Insurance Agency ˙房屋及水災

向更好邁進 TM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美東 5～8 天豪華遊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 4～9 天遊（四人一房）
˙美西 4～12 天精華遊
˙日本關東風情 6 日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 7 天 6 夜 （買二送一） ˙日本關西風情 7 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同里﹑杭州,上海 8 天
˙加拿大洛磯山 6 天/7 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夏威夷 4~7 天遊
˙加拿大東部 5 天遊（多侖多﹑屋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歐洲（英﹑法﹑意﹑德﹑蘇俄）7～17 天經典之旅
京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超值雲南風情遊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 4～7 天遊輪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773-1243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Cousin
Cousin Travel
Travel

價格保證 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昨天頒發授證的榮譽職人員為：僑務委員
：孟敏寬，劉秀美，葉宏志，黎淑瑛。
僑務顧問：周滿洪，張世勳，李雄，湯亞麗，
莊興亞。
諮詢委員：李小濱，陳文燦，鄭昭，駱健
明，胡啟年，楊明耕。
圖為所有新任僑務榮譽職人員於授證儀式上與頒獎
促進委員：廖于萍，王妍霞及僑教中心亞 人黃敏境處長
人黃敏境處長（
（ 中 ） 莊雅淑主任
莊雅淑主任（
（ 右六
右六）
） 合影
合影。
。
洲文化導覽志工：張世勳，陳逸玲，林琳，劉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佳音，吳而立，胡鄰，張錦屏，羅秀英，黃純
信，林寶蓮，王碧珠，鄔珠瑩，楊鐵城，邱秀春，蔡玉枝，趙婉兒，林承翰，Dang Pham，Khanh
Hoang，Cindy Diep 等人。

Wendy Xu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wendyc21sw@gmail.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反應迅速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專業施工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工廠直銷

花崗石廚房檯面 部分花崗石樣板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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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ITE MASTER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24 日

Sunday, May 24, 2015

廣告天地

B2

僑教中心榮譽職人員授證茶會

星期日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2015 年 5 月 24 日

Sunday, May 24, 2015

B15

米勒戶外劇場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 H1B, L1, L2, E1, E2 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洽詢專線 and Text:

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

黃敏境處長（左三
黃敏境處長（
左三）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左一
左一）
）頒發新任僑務委員證書給
頒發新任僑務委員證書給（
（右起
右起）
）孟
敏寬，
敏寬
，劉秀美
劉秀美，
，葉宏志
葉宏志，
，黎淑瑛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黃敏境處長（
（中）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左二
左二）
）頒發僑務諮詢委員
證書給鄭昭（
證書給鄭昭
（右二
右二），
），楊明耕
楊明耕（
（右一
右一），
），陳文燦
陳文燦（
（左一
左一）
）

Rei Ryan 朱 小 姐

915－
915
－691
691－
－9072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20 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金龍雜技團
大型雜技演出
May27 8 p.m.
台商會將演出結餘捐款給美南夏令營的捐贈儀式

勁爆巡迴休斯頓站
中國金龍雜技團
再掀熱潮

黃敏境處長（
黃敏境處長
（左三
左三）
）與來自北德州的僑務榮譽職員代表

請登錄 WWW.MILLEROUTDOORTHEATRE.COM
需要更多信息請撥打 281-373-3386

來自奧斯汀的 「奧斯汀台中姐妹市協會
奧斯汀台中姐妹市協會」」 會長姚東權
會長姚東權（
（右二
右二），
），
蔣凱娜（
蔣凱娜
（右一
右一）
）夫婦
夫婦，
，與僑務促進委員程美華
與僑務促進委員程美華（
（右三
右三），
），賴江椿
賴江椿
夫婦（
夫婦
（左一
左一，
，左二
左二）
）在茶會上

頒獎給有功僑務顧問甘幼蘋（
頒獎給有功僑務顧問甘幼蘋
（左二
左二），
），黃福安
黃福安（
（右一
右一）
）

黃處長（
黃處長
（右一
右一）
）頒獎給表演三太子
頒獎給表演三太子，
，扯鈴的義工

美南電視節目表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美中時間

MON.
18

TUE.
19

2015年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WED.
20

THU.
21

FRI.
22

SAT.
23

美南電視
5/18/2015 5/24/2015
SUN.
24

"健康之路"(重
00:00-00:30 廚王爭霸(重
"健康之路"(重播1)
"健康之路"(重播3) 檔案(首播) 特別呈現(首播)
播2)
播)
非常了得 (首播)
00:30-01:00
Chinese Class / 漢語學堂(首播) (English / Fun Ways to Learn Chinese)
01:00-01:30
Culture
Across
ChinaUntap Story China
台北故宮(首
台北故宮(首播
台北故宮(重播)
Matter(首播)(Engli
China(首播)
ped(首播) 故事在中國(重
) (English)
(English)
播) (English)
01:30-02:00
sh)
(English)
(English)
播)
Across
JourneysInTime(首播) (English)
02:00-02:30 台灣靈異事件
China(首播) 台灣靈異事件(
行知中國 (首播)
02:30-03:00
(首播)
重播)
影視風雲榜(首播)
03:00-03:30
勁歌金曲(重播)
司馬白話 (首播)
養生堂(重播)
03:30-04:00
04:00-04:30 留聲歲月(首
易經(重播)
"向幸福出發"
洋言洋語(重
04:30-05:00
(首播)
播)
05:00-05:30
檔案(重播)
因為愛情有多美(重播)
這裡是北京(重
05:30-06:00
"購時尚"(重
"甜甜圈寶貝"
(首播)共104集
06:00-06:30
勁歌金曲(首播)
播)
06:30-07:00
行知中國 (重播)
07:00-07:3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07:30-08:00
08:00-08:30 "星光大道"
今日關注(重播）
養生堂(首播)
08:30-09:00
(重播)
"向幸福出發
"健康之路"(首 "健康之路"(首
09:00-09:30
"
非常了得 (重播) "健康之路"(
偶像劇
"開門大吉" (重播)
(重播)
"來吧灰姑娘"(
生活(重播)
09:30-10:00
"開講啦"(重播)
重播)
旅遊在美國(
"北美電影新 "開門大吉"
10:00-10:30
粵語天地(重播)
(重播)
海峽兩岸(首播)
10:30-11:00
"購時尚"(首播)
11:00-11:30 留聲歲月(重 旅遊在中國(重播) 明星加油站(
大鵬秀(重播)
生活魔法師(
11:30-12:0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12:00-12:30
12:30-13:00
現場面對面(重播Live) 週一重播上週五
13:00-13:30
"家庭幽默大賽"
"大魔術"(首播)
13:30-14:00
娛樂現場(首播)
"中國魅力""(首
14:00-14:30
播)
易經(首播)
影視風雲榜(重 影視風雲榜(重
14:30-15:00
今日關注（首播）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00-15:30
司馬白話 (重播)
15:30-16:00
16:00-16:30
"向幸福出發"
"家庭幽默大賽
16:30-17:00
"男左女右"(重播)
(首播)
"年代秀"(重播)
"中國魅力""(
17:00-17:30
首播)
17:30-18:00 "北美電影新
18:00-18:30 寧靜時分(首 空中主日學(首播) 幸福來敲門(首 幸福來敲門(首播)
18:30-19:00
美南新聞/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9:00-19:30
19:30-20:00
現場面對面(首播Live)
20:00-20:30
20:30-21:00
因為愛情有多美(首播)
21:00-21:30
海峽兩岸(重播)
21:30-22:00
真情部落格/重播
旅遊在中國(
）
明星加油站(首播)
大鵬秀(首播)
22:00-22:30
首播)
22:30-23:0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今日關注（重播）

"甜甜圈寶貝" (重播)共104集
真情部落格/(首
特別呈現(重播)
播）
"大魔術"(重
偶像劇
生活(重播)
播)
"來吧灰姑娘"( 美食好簡單(首
首播)
烤箱讀書會(
明星加油站(重

劇情簡介：林多美（趙韓櫻子飾）成長於溫暖富裕的家庭，
她個性純真善良，與丈夫陳笑飛（蔣毅飾）有著美滿的婚姻。文馨
（海陸飾）幼時和哥哥走散後被收養，養父去世後，養母楊樹花
（苑瓊丹）飾對她從未停止過打罵虐待，很小就要為生計奔波。文
馨與林多美的哥哥林多俊（李泰飾）在國外相識相戀，回國後文
馨嫁進林家，婚禮上意外發現小姑林多美的丈夫陳笑飛居然是
她至今難忘的初戀……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健康廣告節目( 旅遊在美國(首
偶像劇
生活(首播)
"開講啦"(首播 "來吧灰姑娘"(重
播)
)
海峽兩岸(重
這裡是北京(
首播)

廚王爭霸(首播
)

"年代秀"(首播
)
"星光大道"
(首播)
影視風雲榜(重 影視風雲榜(重
播)
播)
Updated as:
5/17/2015

55.5 覆蓋全大休士頓 44.6 覆蓋全洛杉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數位頻道●免費中、英文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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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延品聯合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YANG & ASSOCIATES, PLLC
Email: info@yanglawus.com www.yanglawus.com
電話：（713）271-YANG (9264)
傳真：（713）271-9265

民： 勞工卡，傑出人才，國家利益獲免
技術移民，非移民申請，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移民法庭出庭，拘留保釋
移民上訴
地 產： 地產買賣，商業租約，產權分析
貸款文件
王大可律師協助辦案
*楊延品律師
商
業
：
公司成立，生意買賣，合約起草
亞利桑那州律師執照
德州律師執照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商業談判，合約審查，商標申請
聯邦南德州地區法院執照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執照
版權註冊，企業並購，破產重組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休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繼 承： 遺囑信托，遺囑執行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家 事： 協議離婚，監護撫養
訴 訟： 商業，地產訴訟，民刑訴訟，保險賠償
地址：668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302
Houston, TX 77072 (百利八號交界，SPARTAN 保安大樓內)

太平洋抽油煙機

鄧隆隆律師

Simon Tang, J.D., Ph.D.,
Attorney at Law

車禍
醫生誤診
不成功，不收費

商業訴訟

刑事法

特價 大酬賓
STAINLESS STEEL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299.

Mickey Mouse Welcomes Customers To Its
Largest Store Ever In Shanghai

C

713-772-9639 713-772-9622 713-277-8385

6200 Savoy Drive Suite #520, Houston, TX 77036

ohyan@ohyanlawgroup.com

10080 Bellaire Blvd., Ste. 220, Houston, TX 77072 (中國城Home Depot的北邊馬路對面，百利大道上)
傳真：832-201-7733
e-mail: info@tang-law.com
Licensed to Practice Law by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紐約及德州執照
聯邦德州南區

The Walt Disney Co. opened its biggest ever
store by size in Shanghai last Wednesday, predominantly to market the Shanghai Disney Resort, which is scheduled to open next spring.
Located in the landmark financial area Lujiazui of
Pudong, it is the company's first in the mainland
and will also spearhead what is expected to be a
huge merchandising operation, offering more
than 2,000 products, 90 percent of which will be
exclusive to the site.
The area covers 860 square meters indoors, and
5,000 sq m in total.
Paul Candl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Walt Disney
Co Asia, said: "The shopping experience is designed to be entertaining and to be complementary to what we do in our parks."
Walt Disney has 300 stores worldwide. The

People stand in line to check out the Disney
store in the Pudong New Area last week.
With an of 5,860 square meters and more
than 2,000 kinds of souvenirs on sale, it is
the largest Disney store in the world.
(Photo/ Wang Rongjiang)

公司常年法律顧問，公司成立，各式契約簽訂：合伙契約、租約、投資契約、房地產契約，
營業牌照，轉讓變更登記；訴訟；商標，著作權，等等

商 業
雇用
其它

約國家的投資者（E）
，學生（F）
，未婚夫妻（K）等等；強制遣返；公民入籍及面試陪同

僱傭契約, 僱傭手冊, 勞資糾紛協調, 保密協議, 不從事不公平競爭協議等等，僱用訴訟等等

專精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

10

蘇力律師*

AM1050 每月第 2,4 週一 5:30PM 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

鄢旎律師**

不論對方不簽字,不在美,失蹤都可成功

破 產

專業執照出庭律師確保您能獲得最高賠償
不成功﹑
不收費﹒
總賠償金額累積超過千萬元
24 小時緊急事故華語專線

律師費調降為賠償金額之 25%
申辦個人破產(保證成功) 刑 事 案 件 曾有多次辯護謀殺案的刑事專業執照律師
為您出庭辯護各類刑事案件
申辦公司破產
移 民 案 件 專 精 各 種 庇 護 ﹐停 止 遞 解 出 境 並 於 移 民 法
保護個人資產
院出庭辯護,移民監獄保釋,職業移民﹑親屬
客人資訊保密
移民﹑L/E/H 簽證﹑未婚夫妻簽證﹑單身證明﹑受虐

電話︰ (713)977-9900

傳真︰(713)977-9941 ﹑配偶﹑自行申請綠卡

地址﹕6420 Richmond., Suite 215,
Houston, TX 77057

華語專線︰(713)977-1616
華人法律助理︰Amber Ling(SMU法學碩士)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Sam 律師

Anal 律師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Licensed

by

the

Not Cetified by the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except as specifically indicated

Eva 律師

精辦移民
精辦留學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商 業 法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周六照常服務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Specialization.

宋 秉 穎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Law Offices of Sung & Associates,P.C.
地產買賣﹑
地產過戶﹑
各式租約﹑
各類地產相關合約﹑
貸款文件
H-1 及 L-1 等各類工作簽證﹑
傑
移 民
出人才及國家利益獲免等各種
職業移民﹐
各類親屬移民﹐
生活
擔保書及公民入籍等﹒
跨國投資﹑
爭議解決﹑
商 業 成立公司﹑
生意買賣﹑
各式商業合約
授權書﹑
家庭信託﹑
遺囑﹑
信託 各類遺囑﹑
及其它 無爭議離婚
房地產

宋秉穎律師﹐法學博士
Amy P. Y. Sung

德州﹐紐約律師執照

通國、英、台、粵語

Tel: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E-mail: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sunglawyer@yahoo.com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HOUSTON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72

新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7, (Inside of Corporate Plaza) Houston, Texas 77036
Licensed by

徐建勛

國際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E-Mail:shu_xj@msn.com http://www.jamesxu.com

◇公司成立、合伙協議 ◇商業訴訟、跨國追索

商 務 ◇商務合同、生意買賣 ◇民事糾紛、出庭辦案
訴 訟 ◇商標版權、專利申請 ◇勞資糾紛、雇用歧視

移民
徐建勛 律師

*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華東政法學院碩士
德州及聯邦執照律師

喬遷新址

Tel: 832-448-0190 Fax: 281-498-2728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Supreme Court of Texas. .

◇投資移民EB-5計劃
◇特殊人才綠卡申請

"We have experience of dealing with big
crowds and have designed our store
and the outdoor plaza with that in mind,
" he said, adding he expects an accompanying online operation to be open
soon. "But there will be no reason to
hurry. We have plenty of products and
inventory," he said.
Featuring a 5.8-meter-tall Disney Magic
Kingdom Castle, the store will tempt
shoppers with separate areas featuring
Mickey and Minnie mouse, the Pixar
characters, and those from Star Wars. It
also has life-size, hand-sculpted statues
of Iron Man, Thor and Captain America, The Shanghai Disney Resort Is Scheduled To Open
and an 8-foot-tall (2.44 meters) Hulk
Spring Of 2016.
from the Marvel series. A large clock
has become a persistent counterfeiting problem,
tower is expected to be built soon, and there will
and the perception that its product prices are
be a show involving 13 Disney characters.
high.
"The store will become a destination," said CandOnly by controlling its retail experience and enland. "It is meant to be aspirational."
suring product quality can the company entice
Ben Cavender, an analyst at China Market Reconsumers to spend, he said.
search Group, said: "Disney is very concerned
Another issue facing Disney in China, he said, is
about branding and about developing its image
its prices in the mainland compared to Japan.
in China."
"The company thinks the market can bear these
He said operating a flagship store selling merprices, but we are still to see how sales go over a
chandise is both a way to market its theme park
longer period of time to see if this proves the
but also of retaking control of its merchandise
case," he said.
and control quality in the country.
Candland of Disney said: "We have about 2,000
Cavender said the company had been working
items in the store, and we want to offer these at
on developing a retail presence in China for
attractive prices to our customers."
some time but ultimately it has to deal with what

’ s anger at Japan's refusal to show appropriate remorse over wartime atrocities have resulted in souring of ties
between the two neighbors.
The two countries are
locked in a territorial row
over a group of islands,
known as the Senkaku
islands in Japan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 Chin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met on the sidelines
of a summit in Indonesia
in November in April in a
A man looks at an electronic board showing the stock index in
symbolic
breakthrough
Tokyo, Japan, April 9, 2015 [Xinhua]
for ties.
Amid a slide in China’ s exports to Tokyo, China’ s
Beijing and Tokyo have seen brief periods of deteMinistry of Finance announced on Thursday that
rioration in bilateral ties before and usually found a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Finance Ministers will
way to settle if not resolve differences.
hold a summit in Beijing on June 6.
Trade ties have seen a downward spiral, affected
China’ s trade with Japan plummeted by 11 per
by the strain in political relations.
cent during the January- April period.
Japan’ 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fell nearly a
The Finance Ministers will discuss “ Chinese and
fifth in 2013, and dropped another 40 per cent to
Japanese economies, bilateral financial coopera300.8 billion yen (1.69 billion pounds) during the
tion and glob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said a brief
first half of 2014 from a year earlier.
notice on the Ministry website, signaling the desire
of both nations to
mend frayed ties
and promote a
cautious
rapprochement
This marks the
fifth bilateral finance
dialogue
since the first
meeting in 2006.
China’ s exports
unexpectedly declined in April owing to sluggishness in Europe
and a slide in
shipments to Japan.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Beijing

6200 Savoy Drive,suite 520.Houston,TX 77036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 OF PAUL N. MOODY, P.C.

John T. Robbins,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遺囑、信託、財務或醫療授權書、收養，婚前協議，認證程序等

(誠信經營追求卓超品質&高效率)

|

China, Japan Finance Ministers To Discuss
Economies At Summit In Beijing June 6

移民簽証：投資、傑出人才、傑出學者教授，國家利益豁免、跨國公司主管、勞工紙、親屬

移民 / 入籍 移民；非移民簽証：專業工作（H1B），跨國公司主管或技術人才(L1），傑出人才（O），條

保羅‧牧迪 律師事務所

離婚

•誠信經營
•追求卓越品質與高效率
德州執照、最高法院
聯邦德州東區，西區，南區，北區• 提 供 客 戶 及 員 工 合 理 報 酬
•關懷社會
•重視團隊運作
合夥人律師

Kevin Chavez

歐陽婉貞律師

移民入籍

涉刑事之、疑難移民案件
公司登記註冊
刪除犯罪記錄、封存刑事案底
涉刑事之綠卡吊銷
稅務局審查及上訴
金融詐騙、非法集資、監獄保釋
涉刑事之公民入籍
地產稅減輕及上訴
青少年犯罪、偷竊、販毒、打架、持槍
移民扣押保釋、政治庇護
商業合同、民事糾紛談判和解
酒醉駕車、妓女罪、組織賣淫罪
移民法庭辯護、驅逐出境翻案
生意買賣、商業租約簽訂
無照按摩、無牌開店、足療服務違規
聯邦法院上訴
房地產買賣、過戶
代辦德州各類職業執照
遞解出境後重返美國
商標、專利申請
及營業牌照之申請
投資移民
遺囑、信託
性暴力、家庭暴力
親屬、工作、分公司經理移民
婚前協議、離婚
守行為期提早結束
旅遊、商務簽證及延期

Shanghai outlet is fully owned, but the
soon-to-open resort is a joint venture with local
company Shanghai Shendi Group.
Though "broadly targeting consumers of all ages", Candland said the new shop is expected to
be particularly appealing to young female buyers,
who traditionally account for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company's global merchandising sales.
Readying himself for a likely heavy footfall in its
opening days, Candland revealed its cash registers are designed with functions that can actually
count money, meaning less queuing time.

2013

訂購電話﹕281-530-1511

主任律師

May 24, 2015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掃除拆洗煩惱:
˙自動清洗 ﹐
。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最先進的技術﹐
只需一按 AUTO CLEAN 就會自動清洗扇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 超高溫蒸氣洗」
，以超高
葉油污﹐
操作簡單方便﹐
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
，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最低的噪音 :
˙最超強的吸力﹐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
蒸好洗」
抽油煙機!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
形成強勁離心吸力﹐
全新流線
有名牌禮品贈送!!
內部結構﹐
使其吸力稱霸﹐
噪音最低﹒
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
全新流線外型﹐
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
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
覆蓋四個爐頭﹐
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00
PR 9630A

雷允士律師

|

Big Turnout For First Walt Disney Company Retail Store In China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
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
零件十年保證

Jim Leavens, J.D.,
Of Counsel

意外受傷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殺菌抽油煙機

最新

鄧隆隆大律師
713-818-0707; 832-818-0707

( 台灣製造精品
台灣製造精品))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AC3100 3300, IT30,

移

*Board Certified 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Law,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榮獲德州法律專業委員會移民法律專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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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B-1 / B-2延長及轉身份
◇H / L / E簽證及綠卡申請

婚 姻 ◇各類離婚、監護案件 ◇婚姻財產協議及訴訟
家 庭 ◇遺囑信托及財務安排 ◇小孩哺育費追索償還

肖沃特 律師**
D. Showalter
(of Counsel)

三十年商業訴訟經驗
德州及最高法院執照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 **Licensed to Practice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exas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s registered with U.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as a 501C6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Business Directory
Hon. Gezahgen Kebede

Pegah Pourasef, J.D.

Val Thompson

John Robbins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3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448-0526
Cell: 832-788-5439
Fax: 832-448-0189
Email: gezahgen@juno.com

President of Operations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3
Houston, TX 77072
Cell: 832-423-5690
Fax: 1-888-887-4189
Email: pegah@graduatemed.com
Website: www.graduatemed.com

Director International Press Club of Texas
News & Review Editor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9
Houston, TX 77071
Cell: 281-898-6029
Email: john@scdaily.com

Paul Rosario

Marie Lee

President & CEO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Inc.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22
Houston, Texas 77072
Direct: 832-448-0537
Cell: 832-526-3335
Fax: 832-626-9528
Email: vthompson@houstontrade.org
Website: www.houstontrade.org

THO Agency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6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448-0526
Email: Prosario56@hotmail.com

President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Inc.
Office: 832-448-0530
Email: marie-lee@sbcglobal.net
Website: www.acahouston.org

James Shu

Robert G. Moll, Esq.

Shu & Associates LLP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31-233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713-772-2400
Cell: 713-562-0606
Fax: 800-887-7059
Email: shu_xj@msn.com

President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29-230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448-0538
Email: info@unahouston.org
Website: unahouston.org

Tom Ren
Global XLR (Globalization Accelerator)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72
Cell: 832-541-5558
Fax: 888-681-3098
Email: Tomren88@gmail.com

Wendell Rogers
Gen. Claire L. Chennault Foundation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230-3831
Cell: 318-801-3353
Email: Wjr56@yahoo.com
Website: www.chennaultfoundation.org

Ed Horn
President
Electronic Medical Resources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35
Houston, TX 77072
Cell: 713-505-5863
Email:ehorn@electronicmedicalresouces.com

Parvez Jamil Khan Swati
Past President
Pakistan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72
Direct: 832-448-0520
Cell: 832-754-1464
Fac: 832-448-0189
Email: pjkhanswati@pccusa.org

Parvez Jamil Khan Swati
Director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
Frontier Medical & Dental College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72
Phone: 832-448-0520
Cell: 832-754-1464
Fax: 832-448-0189
Email: pjkhanswati@hotmail.com

Sijollie Braham

A subsidiary of

Carribean Chamber of Commerce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6
Houston, TX 77072
Phone: 832-448-0518
Email: sijollie@carribeanchamber.org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rporate Office - Houston USA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Building Bridges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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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國》第三季啓動
[摘要]中國美食在異域的發展與流變，將會

的中國曳前兩季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院它先後在十

這部叶與全世界做生意曳袁講述了 30 多個正在

命的力量曳叶野性的呼喚曳叶雪豹曳等袁這些都將在年

是《舌尖 3》關注的重點。

個上星頻道播出袁兩季累計播出 1124 集袁CCTV-1

發生的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商業故事袁攝製組足迹遍

內播出遥在海外引進大片方面袁叶二戰全彩實録曳叶環

最 高 收 視 率 達 到 2% ,CCTV9 最 高 收 視 率 達 到

布亞尧非尧歐尧北美尧南美和南極六大洲袁在中國尧美

球奇聞大搜索曳叶BBC 野性世界系列曳等多部大片也

0.5%曰在視頻平台播放次數超過 8 億次袁海外單片

國尧意大利尧日本尧印度尧蒙古尧緬甸尧卡塔爾尧印尼尧

備受期待遥

銷售額高達 35 萬美元袁形成了輻射全球的影響力遥

肯尼亞尧埃塞俄比亞尧阿根廷等 12 個國家袁對故事

未來十年袁紀録片的黃金時代

雖然與第一季衆口一詞的贊譽相比袁第二部由於對

進行紀實跟踪拍攝和採訪袁描繪出發生在不同行

開播 4 年袁面向全球 24 小時全天候播出袁覆蓋

故事的渲染還曾引發過一些討論甚至質疑袁但在第

業尧不同國家和地區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彩野生
意冶袁以及被生意改變了的野生活冶和野生命冶遥

近 10 億觀衆袁對於央視紀録片頻道來説袁其品牌優

三部中袁陳曉卿表示袁會調整美食和故事的比例袁故
事會少一些袁會把重心更多地放在美食上遥

勢已經得到業界認可遥紀録頻道副總監周艷説袁紀
録頻道作爲高度的傳播平台尧高品質的內容平台尧

與前兩部相比袁叶舌尖 3曳的視野將更國際化袁它

高端的品牌合作平台袁在引領社會主流文化尧促進

將在全世界的框架下呈現中華美食文化遥野世界這

紀録片産業發展和創造品牌價値方面袁都發揮着重

2015 年 5 月 12 日袁央視紀録頻道渊CCTV9冤節

么大袁我想去看看冶袁除了中國取景袁南美尧歐洲尧東

目資源推介會在北京舉行遥在推介會上袁一共有 14

亞等世界多個地區袁都會成爲叶舌尖 3曳的取景地遥隨

部紀録頻道原創作品隆重推出袁其中袁叶舌尖上的中

新優勢袁央視紀録頻道正在努力向全媒體和全産業

着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腳步袁美食在異域的生存與流

鏈方向發展遥冶

國曳第三季袁成爲推介會的壓軸環節遥

變袁將會是叶舌尖 3曳主創團隊關注的重點遥

走向世界的叶舌尖 3曳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元素

要影響遥她還透露院野憑藉強大的産業優勢和體制創

在推介會上袁央視市場硏究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徐立軍發佈了紀録頻道的收視數據遥據統計袁從

叶舌尖上的中國曳第三季即將開拍的消息袁早在

2011 年開播以來袁央視紀録頻道實現了市場份額與

2014 年 10 月就已向媒體公佈遥2014 年 11 月 18 日袁

觀衆規模同步倍增遥收視份額從 2011 年的 0.31%增

央視 2015 年黃金資源廣吿招標會上袁叶舌尖上的中

長爲 2015 年的 0.61%袁增長了 96%曰平均到達率從

國曳第三季廣吿冠名權就拍出 1.18 億的高價遥

2011 年的 4000 萬增長爲 9.1 千萬袁提陞了 124%遥

在 5 月 12 日的推介會上袁中央電視台副總編輯

題時袁時代的走向似乎不言而喩袁而野中國名片冶的

野紀録頻道的播出比重佔全國市場的 28%,收視比重

程宏尧叶舌尖曳系列總導演陳曉卿尧系列總顧問蔡瀾

打造袁也成爲原創紀録片的一個大方向所在遥在本

佔據全國專題片市場半壁江山遥一線城市與經濟發

與四家行業合作夥伴一起開拍打板袁共同宣吿了新

次推介會推出的新紀録片中袁再現中國經典園林的

達區域觀衆對紀録片的收視需求開始釋放袁觀衆以

叶園林曳尧探尋漢文明生存智慧的叶尋漢院中國故事曳尧

一季的正式啓動遥

也有描述少林功夫發展現狀的叶功夫少林曳尧訴説長

在推介會上播出的叶舌尖 3曳短片中袁展示了以

城前世今生的叶長城院中國故事曳尧首部中國地圖故

野過年冶爲主題的一系列美食製作鏡頭袁這是主創團
隊在春節期間提前搶拍的一組用于第三季的素材遥
野食物是最豐盛的表達袁最奇異的景觀冶袁在一家團
聚的背景下袁美食與人情完成了無縫的啣接遥
據叶舌尖曳系列總導演陳曉卿介紹袁新一季的
叶舌尖曳將在 9 月份開拍袁預計 2016 年年中播出遥
作爲中國原創紀録片的現象級作品袁叶舌尖上

除了叶舌尖上的中國曳第三季外袁以野走向世界冶
爲線索袁展示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人對財富夢想
理解的 叶與全世界做生意曳袁也是本次推介會的重
點遥値得一提的是袁這部紀録片的音樂袁是由知名音
樂人小柯所打造袁這也是小柯第一次爲紀録片做音
樂遥

事叶地圖傳奇曳袁以及叶舌尖上的中國曳系列袁都是對

野中國元素冶的提純精煉遥

T:10”

當國際化的時尙大秀都在以野中國元素冶爲主

高學歷尧高收入尧城市化人群爲主流遥冶
在徐立軍的 PPT 里袁明確地斷言了野未來十年袁
中國紀録片發展將進入黃金時代冶遥數據迷魂湯袁在
人均 GDP 的不斷增長下袁紀録片的受衆群將同步
增長遥而央視紀録片頻道袁在這個野大好形勢冶下持

在歷史文化題材之外袁社會紀實類的原創新
片袁旣有記録 2014 年高考的叶高考曳袁也有英國著名
紀録片人菲兒阿格蘭擔綱製作的環保巨制叶雲與夢
之間曳遥而自然地理類紀録片則有叶自然地力量曳叶生

續創造良好口碑袁前景可以預見遥但在原創作品系
列里袁哪個系列會成爲下一個像叶舌尖曳一樣現象級
作品袁尙須拭目以待遥

中國古村落風光

德州樂透彩券
支助德州教育及
退伍軍人

請理性購彩。查詢詳細中獎機率和遊戲資訊，
請訪問網站 txlottery.org 或致電 1-800-375-6886。
必須為18歲或以上方可購買彩券。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ASSOCIATES

STANLEY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Richmond City，近 Westpark Tollway & Fwy 99，交通便利，3 房 2.5 浴，二層樓，售$179,000
◆西北區近 290 位 Lake Jersey Village 社區，原 Darling Homes 建商，稀有硬瓦屋頂，3 房 3 浴，一層樓，
售$289,000
◆休斯頓北邊位 45 號，投資良機，50 個單位公寓 / Motel 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 12%，售$1,500,000
◆Missouri City，兩棟獨棟商業樓出售，位 6 號邊 & Sienna Parkway，100%出租，佔地 38,115 呎，室內使用
8,040 呎，售$3,370,000
◆西北區，近 290 成熟區 Shop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 58,370 呎，建築 Building 58,370SF，高酬率約
8.25%，售$1,499,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 Hobby 機場 1 Mile，2 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 75￠/呎
◆westheimer 商業區成熟日本餐館出售，有意請洽 Grace.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 832-235-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Cell: 713-459-2656

美聯鐵工

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服務快捷

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

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金門爐頭廠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Bellaire
59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

Summerbell

★

Honeywell

Bissonnet

9330 Summerbell

Beltway 8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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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威律師
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 樓上）

(281
281)) 766
766--7939
Kai@stanley-Lawfirm.com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責任編輯：胡玉蘭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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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藝

星期日

醫師

YI ZHOU, M.D.

醫學博士

713--981
713
981--8898
˙週一至週六˙

通中﹑
英﹑
粵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現任Memorial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Hermann Southwest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Hospital 主治醫師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專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即時Ｘ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光
檢
治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驗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6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健強牙科
何繼強

713-773-1115

D.D.S.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Tel: 713-270-9188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惠 Fax: 713-271-9188
Tel: 281-491-2199
康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Fax: 281-491-2332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廣 11:00am-6:30pm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糖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9:00am-6:00pm
場 星期二 公休
（前達君視力眼鏡） 城 星期六 9:00-4:00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診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診 星期日 公休
www.EagleEyeCtr.com
Dr Ya Chin Bao (O D)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所 網址:
所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

Fiesta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門診時
間 一一
一一
一
一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一一
一281-565-7337
一一一
一一
一4610一
一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一
Sugar Land, TX 77479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Hwy 6

大通銀

行

59

★

Sweetwater Blvd.

李娜療痛中心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位於 Fiesta 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 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832-863-8003
Tel:
713-492-0686 (英文）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Tel:
Tel: 832-818-2630
） TX (請預約)
832-863-8003
Fax: Tel: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中文
Houston,
77036 (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Chun Xie
M.D.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 營業六天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JianWei Feng,

治

李東方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悅來海鮮

精通﹕
國﹐
粵,台﹐
英語﹐
接收醫療保險

專治: 各種牙患﹑
牙週病﹑
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
磁牙﹑
根管治療

群鷹視學眼科中心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 主治醫師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李娜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Bin S. Sung, M.D., FAAP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Xiaodong Zhou, MD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宋檳生 醫學博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主治

周一至周五 9AM-5PM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歡迎洽詢預約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713-272-8883

婦產科醫生
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
毛迅
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
毛迅
兒科醫生
毛迅 兒科醫生
兒科醫生 周曉東
Xun Mao, MD

B5

Sunday, May 24, 2015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281-988-0088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下肢麻痺

2015 年 5 月 24 日

Lexington

平板腳

號公路

骨刺

中國城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Gessner

Sunday, May 24, 2015

8 號公路

2015 年 5 月 24 日

專專專 科科科

星期日

廣告天地

B12

小小小 兒兒兒

廣告天地

主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設 備 齊全

中 國 城

MD, PHD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臟起搏器
心律監護器
運動走步機等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心臟專科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彭莉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 Saint Louis 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陳永芳
醫學博士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主治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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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Medicaid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門診時間：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隨到隨診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接受各類保險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Vision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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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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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鑲牙。
特色服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20 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 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 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科，
精密植牙，根管治療，仿真假牙，隱形矯正，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敦煌廣場面 Bellaire 入口）
Phone:281-501-0520
周手術。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劉興坤牙醫博士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XingKun George Liu
設備先進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D.D.S., M.S., Ph.D.
消毒嚴格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 腿 疼, 關 節 炎,
手 腳 麻 木, 各 種 外 傷,
工傷, 車禍……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Local Magazine 2013 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Preminun”醫師認證
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 VIP 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週一至週六
電話:
8:30am-5:00pm
內設針灸診所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 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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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拆散寄內地 香港主犯落網
浙粵聯手破走私槍彈案 檢 112 槍支 3000 餘發子彈

倩、通訊員 朱菁 杭州報道）杭
州海關日前成功破獲 1 起特大跨
主犯倪某在內的犯罪嫌疑人 9
名，共查獲、查證各類違法槍支
112 支 ， 鉛 彈 、 子 彈 3,000 餘
發，槍支買家遍及中國十餘個省
■由散件組成的槍支
由散件組成的槍支，
，具備發
射能力。
射能力
。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主犯倪某是香港人。據杭州海關介
紹，去年 1 月 24 日，杭州海關在一

飾品、燈具等，通過快遞從香港直接把
氣槍走私入境，快遞至各個境內買家指
定的收貨地址，槍支買家遍及全國十餘
個省區市。據介紹，杭州海關把案件向
海關總署及浙江省公安廳報告後，各地
公安機關根據海關移交的線索，陸續查
獲槍支85支、配件一批。

個從美國郵寄入境的郵包中，查獲疑似槍
支重要配件。在案件偵辦過程中，杭州海
關又陸續查獲多個藏有疑似槍支配件的郵
包。海關緝私部門對這些寄往不同省份、
不同地址的郵包進行了分析比對，發現這
些金屬散件可能可以拼接，經過組裝成為
3 支槍，並且完全具備發射能力。此外，
這些郵包中還有一些配件無法組裝，可能
屬於其他槍支的配件。對此，杭州海關成
立專案組，對案件開展深入調查。
同年 5 月 5 日，廣州黃埔海關也立案
偵查一起快件渠道走私槍支案，手法同
樣是從香港郵寄槍支配件入境。隨着案
件偵辦工作的推進，兩個案件指向了同
一犯罪團夥。因案情重大、涉及面廣，
海關總署緝私局決定對 2 起案件開展同步
偵查，統一行動。7月18日，香港籍主犯
倪某返回內地，杭州海關緝私人員迅速
行動，將其一舉抓獲，並在其住所查獲 2
支槍、一批槍支配件。此後，杭州海關
專案組先後在江蘇、浙江、福建等地拘
捕了該案多名犯罪嫌疑人。該案共查獲
各類槍支27支，鉛彈、子彈3,000餘發。

一起案件中，揭發港人許某俊不僅自己走私、販賣槍支，並
聯同妻子和父親進行家族式作案。

主犯可判囚十年
據業內人士介紹，《中華人民共和
國刑法》第六條的規定：“凡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
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犯罪的行為
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領域內犯罪。”香港籍主犯倪某將和其
他犯罪嫌疑人一起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接受審判。本案查獲各類違法槍支 112
支，鉛彈、子彈 3,000 餘發，案情嚴重。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製
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
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
釋》的相關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處
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
判處死刑。

從美國入貨 水客帶到內地

■落網的家族式販槍團夥主犯、港人許某俊。
廣東省公安廳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近年來，香港
人在內地進行網上販賣槍支活動活躍。記者了解到，去年以
來，廣東警方及海關破獲多起走私槍支案。深圳警方破獲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查辦騰格里沙漠數起污
染環境案件過程中，檢方已依法對甘肅武威市涼州區環保局局
長林興述涉嫌瀆職犯罪立案偵查；對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及其法
定代表人廉興中、總經理朱生余等兩人提起公訴。最高人民檢
察院昨日向記者提供上述信息。

入沙漠腹地，對騰格里沙漠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
案發後，最高檢偵監廳、公訴廳和瀆檢廳分別將內蒙古
阿拉善盟騰格里工業園部分企業污染環境案、寧夏中衛明盛染
化公司污染環境案、寧夏中衛工業園區部分企業污染環境案、
甘肅武威市榮華工貿有限公司污染環境案等 4 起案件列為重點
掛牌督辦案件。
最高檢聯合相關部門組成督辦組，趕赴內蒙古阿拉善
盟、寧夏中衛、甘肅武威三地，實地勘察、督導案件辦理。
截至目前，在寧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污染環境案和寧夏
中衛工業園區污染環境案中，經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法院對明
盛染化有限公司判處罰金 5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對廉興
中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6 個月，緩刑兩年，並處罰金 5 萬元。在
職務犯罪查處方面，寧夏檢察機關依法對中衛市環保局環境監
察支隊原副支隊長利俊成、中衛市環保局環評科負責人劉國芳
分別以涉嫌玩忽職守罪、濫用職權罪立案偵查；甘肅檢察機關
依法對武威市涼州區環保局局長林興述、涼州區環保局副局長
兼環境監察大隊大隊長文武以涉嫌玩忽職守罪立案偵查。

最高檢掛牌督辦4案件

嚴厲打擊“保護傘”

騰格里沙漠位於內蒙古、寧夏和甘肅交界處，自去年 9 月
以來，相繼曝出內蒙古阿拉善盟騰格里工業園部分企業、寧夏
中衛明盛染化公司、寧夏中衛工業園區部分企業、甘肅武威市
榮華工貿有限公司等企業通過私設暗管，將未經處理的污水排

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負責人表示，檢察機關將繼續加大
對破壞生態環境犯罪的打擊力度，以零容忍的態度和更有力的
措施，嚴厲打擊背後的“保護傘”，深挖嚴查生態環境領域的
瀆職等職務犯罪。

網上圖片

據警方介紹，許某俊在網絡上發現從香港走私槍支到內
地販賣有利可圖，便夥同妻子王某麗和父親許某成等從香港
走私槍支，並在網絡上進行販賣。警方調查發現，許某俊的
下線紀某力（男，山東青島人）、管某坤（男，江西贛州
人，在深圳活動）等人從美國購買氣槍，經美國的郵政快遞
公司運至香港後，由許某俊安排人員到香港郵局取貨，通過
水客走私到內地，再通過快遞公司發貨給紀某力等人。
在偵辦過程中，深圳警方通過香港警方獲悉，香港警方
拘捕了郵局提貨的許某成，繳獲氣槍 1 支、長槍管 5 支、比
利時格洛克 G17 槍管 1 支、彈匣 2 個及槍支配件一批。去年
11 月 24 日，內地警方判定時機成熟，專案組分別在深圳、
青島等地開展行動，在深圳市龍崗區南嶺街道一小區拘捕許
某俊夫婦，當場繳獲俄羅斯 654K 氣槍 5 支、TT33 氣槍 1
支；在青島市李滄區拘捕紀某力。目前仍在追捕其他涉案人
員。

大優惠！
大優惠
！開台即送

$100

最新優惠$14.99

CCTV4、CCTV 娛樂、CCTV 英語、CCTV 戲曲、CCTV 西班牙語、中國電影、重慶國際、黃河國際、東方衛視、
福建海峽衛視、廣東南方衛視、湖南衛視、江蘇國際、體育台、華夏電視、鳳凰資訊、鳳凰衛視、深圳衛
視、廈門衛視、浙江衛視、安徽國際、亞洲電視、北京電視

台灣天王套裝 21 個頻道+TVBS

$29.99

TVBS、東森新聞、CHANNEL V、華視、大愛、東森中國、東森戲劇、東森財經、東森衛視、FOOD
NETWORK ASIA、民視、國際衛視、日本電視台、MOMO KIDS、體育台、三立國際、天下衛視、天下
衛視 2 台、衛視中文台、衛視電影台、台視、非凡美洲台、東森幼幼

香港翡翠電視九個頻道

$29.99

TVB1、TVB2、TVBE、TVBS、CCTV4、TVBHD、TVBpearl、TVBdrama、TVB8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日前在例行記者會
上應詢時表示，美方軍機抵近中方南沙
島礁偵察極易引發誤判，中方對此表示
強烈不滿，將繼續嚴密監視有關海空情
況防止海空意外事件發生。
20 日，美軍一架 P-8A 反潛偵察機
抵近中方南沙有關島礁海域進行偵查活
動。中方守礁部隊依照規定對其進行無
線電喊話驅離。
洪磊指出，美方軍機抵近偵察的舉
動，對中方島礁的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第一年）

綜合報導 隋棠 5 月初開心的與外界分享懷孕
喜訊，並開心稱“兒子快要來報到了”。模特兒身
材的隋棠，儘管現在已懷有身孕，但身材依舊火辣
，昨日，她曬出一張與老公 Tony 外出的照片，穿
著熱褲的她大曬美腿，讓網友都忍不住直言“肚子
呢？”。
隋棠懷孕後依舊到處走，堪稱是個十足的健康
媽咪，先前她才曾在網上稱自己儘管已是個孕婦，
但仍會運動一個半小時，包含有氧、快走以及重訓
，最後也會靠伸展幫助身體恢復。
昨日，隋棠又曬出與老公 Tony 外出的照片，
兩人目前人在新加坡，路旁的美景讓她忍不住讚嘆
，“整個城市在綠蔭環繞中生生不息。在這裡都市
健行舒服乾淨”。看到照片後，粉絲搞笑稱，“我
沒看到孕婦的肚子，只看到美腿”。

洪磊說，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中方要求美方嚴格遵守國際法和相關國
際規則，不要採取任何冒險和挑釁行
動。中方將繼續嚴密監視有關海空情
況，並視情況採取適當和必要措施，防
止發生危害中國島礁安全的情況和海空
意外事件。

我們也有商家 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
餐館、辦公室、商場
商場......
......

月
精選130個英文台 $19.99/
（第一年）

超值
送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慈濟斜對面，世紀廣場內） Mon-Fri 9:30am-6:30pm Sat 9:30am-5:30pm

綜合報導 今 日 中 午 ， 與 老 公 正
在享受甜蜜 2 人假期的霍思燕，通過
微博曬出一張兒子“嗯哼大王”大
哭的照片，並留言稱，“在度假中
的我們每天和他視頻好幾次，今天
他終於忍不住大哭，一直喊爸爸媽
媽抱抱，心都碎了，下次說什麼也

1-866-772-0888

免費設備，免費基本安裝，即訂購 即安裝,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
DISH Network，DIRECTV授權經銷商

綜合報導 昨晚，劉亦菲通過
微博曬出一張自己騎單車的照片。
照片中，正在騎單車的劉亦菲穿著
休閒，戴著墨鏡。
網友看到照片後紛紛留言點讚
，“我的茜茜仙女”、“大帥妞”
、“騎單車的女神依舊那麼美”、
“神仙姐姐”。

不會把他丟下了”。
照片中，正在與父母視頻的“嗯哼
大王”張大嘴大哭，看著讓人十分揪心
。網友看到照片後紛紛留言表示關切，
“好可憐的嗯哼，心疼”、“小可憐”
、“快哄哄小可愛”、“坑娃神爸媽”
、“心都碎了”。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5 年年金計劃

岑氏保險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77-9111
Secure Choice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第四年利率 第五年利率

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3.2%
3.2%
3.2%
3.2%
丌丌
丌丌
丌3.2%
丌丌
丌
丌
丌丌丌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3
丌丌丌丌丌為
丌
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為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低解約費僅 5 年年限﹐
第一年至第五年是 5%﹐
5%﹐
5%﹐
5％﹐
5％

（第一年）

老客人介紹新客戶，送$100

Tel:281-983-0088 www.generalcomm.com/ch

網友讚大帥妞

$10,000 以上

免費三個月 HBO，STARZ，SHOWTIME，電影台

˙120 個英文台 $26.98/月
˙6 個中文台

劉亦菲曬騎單車美照

年金金額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29.99

與老公外出大曬美腿

表示強烈不滿 將採必要措施

■ 美軍偵察
機抵近南沙
島礁偵察，
島礁偵察
，
被中國海軍
透過無線電
警告驅逐。
警告驅逐
。
網上圖片

“不化粧也是特別美。希望一直幸福
著”、“甜馨爸爸拍得真的很好哦”
、“超喜歡你的身材，嬌小人兒”、
“璐女神美美噠”。

隋棠懷孕後身材仍火辣

極易引發誤判，進而導致海空意外事
件，是十分不負責任，也是十分危險
的，有損地區和平穩定。

快速上網無合約$39
39..99 /月

★以上中文套裝需加訂英文套裝或中文基本套裝 $10.00

英文 120 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綜合報導 今日中午，李小璐通過 賈大亮&二姑姐)”。
微博曬出多張美照，並留言稱，“面
照片中，李小璐身著露肩白裙，
對什麼樣的人生取決於什麼樣的心態 頭上別著雞蛋花，造型十分清新唯美
，不化粧拍照我就是大熊貓(photo by 。 網 友 看 到 照 片 後 紛 紛 留 言 點 讚 ，

中方：美軍機抵近南沙易引誤判

Comcast Xfinity

最 佳
中英文電視台

˙永久免費 HD 高清頻道

李小璐曬美照秀香肩

粵港破港人家族式販槍

企業污染騰格里沙漠判罰 500 萬

.99

B11

愛子大哭“求抱抱”

此案共拘捕境內外犯罪嫌疑人 9名，
共查獲、查證各類違法槍支 112 支，鉛
彈、子彈 3,000 餘發。目前，該案件移交
給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杭州海關將依
照法院判決對查獲、查證的各類違法槍
支、鉛彈、子彈移交或銷毀。

經初步查證，香港籍犯罪嫌疑人倪
某等人於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間在香港通
過 QQ 群組和網上論壇，向群組內公開
發佈、兜售氣槍，如有買家要買，犯罪
嫌疑人會先收取購槍款項，然後在境外
組織貨源，把槍支拆成散件並偽裝成裝

長城平台 22 個頻道

Sunday, May 24, 2015

捕境內外9疑犯

售往十餘省區市

■騰格里沙漠有企業非法排污
騰格里沙漠有企業非法排污。
。

2015 年 5 月 24 日

霍思燕與老公
撇下兒子度假

境走私武器彈藥案，拘捕香港籍

區市。目前，該案件已移交給杭

星期日

頭戴雞蛋花穿白裙 造型十分清新唯美

■杭州海關展示部分查獲的
槍支。
槍支
。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

影視娛樂

Secure Choice

年年金計劃

年 金 金 額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10,000 以上

2.35%

2.35%

2.35%

⊙低解約費僅 3 年年限﹐
第一年至第三年是 5%﹐
5%﹐
5%
⊙自 7/1/12 起如提早解約﹐
兩計劃另有 MVA﹐
市值調整額﹐
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
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 2/1/15 起﹐
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廣告天地

星期日

www.drmeizhang.com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門診時間

電話﹕
281-242-6889
傳真﹕
281-884-6071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 和 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 2-3 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 Botox 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Center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Tel: (713) 978-7504

主 治

713-795-5343

內科診所

服務項目

(BOARD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時代牙醫中心

Head and Neck Surgery

00NT

OU
$I4
SC
D

一對

聽器

碼助

買數

高峰

713-779-3355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電話﹕281-988-5930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 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艾瑞牙科 Aria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最新 CEREC 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
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
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牙醫博士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薛志剛牙醫博士 Steven Xue, D.D.S.

限購

牙科診所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惠康醫療中心

ALLCARE
MEDICAL CENTER
姚聖坤

Ear, Nose and Throat

˙每一對助聽器 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Tel：713-665-0700

主治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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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RICHARD T. HUNG, MD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各種內科，皮膚疾患，外傷及急診
各種體檢，血尿化驗
心電圖，高血壓，糖尿病
外科小手術，腰腿疼痛

JANE DENTAL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華人專線:(713)978-5959

洪德生

栗懷廣醫生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主治：

★20 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原教授
★Baylor College of Medical Instructor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內科住院醫師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營業時間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亮珍牙科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新增唯一 FDA 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Mei Zhang, MD

黃金醫療中心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Sunday, May 24, 2015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主治項目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預約電話: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私立紐約大學 NYU 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設備齊全

(713)772-8885

請來電預約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 45.00 /副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起

接受 Medicaid 免費配鏡

電話﹕
713-774-2773
傳真﹕
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休士頓診所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院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3524 Hwy 6 South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特聘修复專家

Tel: 713-995-0086

Tel: 281-565-0255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JY 家庭全科及急症
★動物抓、咬傷
★感冒
★腹瀉
清創縫合
★咽喉痛 ★尿路炎
★鼻竇炎 ★關節注射 ★角膜異物清除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本診所自 2014 年起，週四公休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週日
1pm-7pm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Tel:832-433-7159
間

中國城診所

D.D.S.M.S

電話:713.777.5123

★皮膚活檢 ★骨質疏鬆
★婦科病
★憂鬱症
★兒科病
★老年癡呆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Tang Ho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主治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專治：肩頭痛、腰酸背痛、手麻腳麻、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伊利諾州立大學生物力學碩士
坐骨神經痛、扁平足、扭傷、
-伊利諾州國家健康科學大學解剖學兼任教授
-美國脊骨神經醫學專科醫師(德州、伊利諾州執照)
運動傷害、關節炎。
免費諮詢，預約電話：
（281）302-6902 email:SugarlandDC@gmail.com

地址：3540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華超市旁，Luby's 隔壁)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國城

糖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每週二、五)

腳

Y. YONG M.D., Ph. D., F.A.C.C.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生化博士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容永騏醫學博士

Tel : 713-779-8148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主治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專科

STEVEN

李岳樺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美南版

Sunday, May 24, 2015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B7

共建國際合作新平台 十萬客商陝西覓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實習記者 胡霄 西安報道）
第十九屆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暨絲綢之路國際博覽

■東北大學
東北大學。
。網上圖片

會昨日在陝西西安開幕，來自 98 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2,000 名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
道）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的《關於深化
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
指出，到 2020 年要建立健全高校創新創業
教育體系。在遼寧，自 2000 年起就在全校
範圍內開展創新創業教育的東北大學，此
前也通過發佈《東北大學學生創新創業校
長獎章章程》設立首個由校長簽發的學生
創新創業最高獎項，表彰創新創業方面表
現突出的本科生、研究生。

要和嘉賓參會。此次大會以“共建絲路合作平台，推進區域開放
發展”為主題，推介項目大多聚焦“一帶一路”建設，海內外逾
十萬客商參會尋求發展商機。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艾力更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艾力更．
．依明巴
海（右三）、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右
二）、
）、陝西省省長婁勤儉
陝西省省長婁勤儉（
（左二
左二）
）等參觀西
洽會陝西館。
洽會陝西館
。
實習記者程尹星 攝

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恩琛、樂國玉
郴州報道）第三屆中國（湖南）國際礦物
寶石博覽會前日在中國觀賞石礦物晶體之都——郴州
拉開帷幕，圓明園獸首、世界最重綠松石、菱錳礦
“中國皇后”等世界著名的珍寶，也在此次展會上亮
3相。

文匯財經

中國經濟

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會期舉
辦的 21 項主要活動均圍繞“一帶
一路”建設設置。其中，“一帶
一路”地方領導人對話會議、主
賓國活動、“一帶一路”海關高
層論壇等活動備受矚目，其活動
規模、規格和影響均創下西洽會
暨絲博會歷史之最。

今年增邀海絲沿線國
在去年邀請絲綢之路經濟帶
沿線國家參會的基礎上，今年
大會還邀請海上絲綢之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參會，擴大了參展
國別，國際化程度大幅提升。
據悉， 圍繞“一帶一路”主
題，大會專門設置了絲綢之路
國際館，來自亞洲、歐洲、非
洲 、 美 洲 等 超 過 45 個 國 家 的
400 餘家企業參展，其中 23 個國
家設立了國家館。
記者在現場看到，絲綢之路
沿線國家地區的異域風情和特色

設二千多項省級以上獎勵

“礦博會”展出世界珍寶

據悉，此次西洽會暨絲博會作
為國際化合作新平台，深度

首四個月重污染天減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北京市
環保局日前發佈消息稱，今年前四個月，北京市空氣質
量進一步改善，PM2.5 同比下降 19%，空氣質量達標天數 57 天，
重污染天同比減少 42%。該段期間，北京全市環保部門共實施環
境行政處罰775宗，金額2,315.12萬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分別增
長9%和41.62%；依據新的環保法實施查封扣押案件36宗。

北京

首季62個省重點項目開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一龍 河北報道）河北省
發改委發佈，今年以來，該省各級各部門把重點項目建
設作為穩增長、調結構、治污染、惠民生的重要舉措，着力推進
“三個一百”省重點項目、1,500個投資10億元人民幣以上重大產
業項目。首季度，河北省重大產業建設項目和省重點建設項目開
工率分別達到54.5%、51.7%，較上月分別提升30.1和20.8個百分
點。長城河谷一期工程、乳粉液態奶搬遷改造、中集空港專用裝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
備等62個省重點項目實現開工建設。

河北

河南

超購逾 277 倍 凍資逾 4870 億稱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華泰
証券 H 股 22 日截止公開發售，市傳其初

王。除此之外，華泰榮登三寶座，成為今
年凍資王、集資王及認購王。外電指其傾
向以上限24.8元定價，集資額達347.2億
元，打破廣發証券成為今年新股集資王。
■傳華泰超購逾
277倍
277
倍，逾 26
26萬人
萬人
申請認購。
申請認購
。
資料圖片

申請認購，遠超廣發證券的 9.58 萬人，
成為今年最多人認購的新股。
2009 年上市的金隅股
翻查資料，華泰更取代
份，成為港股 IPO 史上凍資最多新股第三

位，僅少於同年 9 月 23 日上市的國藥，國藥當時
公開發售凍資逾5,000億元。華泰亦是4年以來，
繼嘉能可後，史上第八大集資新股。華泰 A 股再
報捷，22 日收報 31.73 元人民幣，較 H 股招股價
24.8元約溢價37.5%。
另外，網上營銷公司超凡網絡22日公布，以

配售方式在創業板上市，預期配售最多 4.48 億
股，當中包括 4 億新股，配售價介乎 0.21 元(港
元，下同)至 0.25 元，預期股份將於下周五(29 日)
開始在創業板買賣，以每手 1 萬股為買賣單位。
獨家保薦人創僑國際。
按中間價每股 0.23 元計，預期配售所得款項
淨額估計將約6,700萬元，其中約37.3%將用於選
擇性併購取得增長，約 27.6%將用於加強及拓闊

集團現有的數字營銷服務範疇，約 26.1%將用於
擴充本集團客戶基礎及業務營運，餘額用於營運
資金及一般企業用資。
公司亦已根據包銷協議，向獨家牽頭經辦人
授出發售量調整權，可於26日或以前任何時間行
使，按配售價配發及發行最多 6,720 萬股額外股
份，相當於配售股份最初數目 15%，僅用作補足
配售的任何超額分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華泰証券
H 股招股大熱，瑞銀亞洲投資銀行部主管兼董
事總經理金弘毅22日表示，香港新股至今的集
資規模已達71億美元，計及華泰証券的逾50
億美元巨額集資，今年香港 IPO集資額有望超
越去年的300億美元。下半年將有金融保險公
司托起香港新股市場，數間內地保險公司將在
第三季登陸港交所。
近年不乏巨型中資金融股在兩地掛牌，他認
為，金融類公司需要大量資本發展，來港上市可
建立融資渠道以便日後補充資本。而且，排隊在
A 股市場掛牌的企業已積壓不少，部分急需融資
公司或改到香港上市。
■左起：瑞銀亞洲投資銀行部主管兼董事總經理金弘毅及
年初至今，A股 IPO 集資規模達395億美
瑞銀亞洲債券資本市場部聯席主管、債券承銷部主管兼董 元，有望全年規模可超越去年的740億美元。
事總經理區俊傑。
陳楚倩 攝 內地出台新股註冊制進行改革，政策有助縮短

近9000項目在線推介
記者從西洽會暨絲博會執委
會獲悉，作為以投資洽談為主的
盛會，大會前期已面向參會省區
市徵集招商項目，截至目前，徵
集到新疆、海南、青海、山東、
雲南、陝西等 15 省區市代表團推
介交流項目 8,796 個，已全部上網
發佈，開展在線招商推介。作為
東道主，陝西省推出了360個重點
招商項目，總投資額達 7,600 多億
元人民幣。
在西洽會現場，大會則設置
了 30 萬平方米的展示面積，主要
包括絲綢之路主題展、東中西部
合作展、專業展 3 個板塊，共 8 個
展館和1個室外展區。客商可在展
會現場進行面對面洽談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攀 鄭州報 在40億美元左右；重點培育一個10億美
道）河南省近日出台《關於擴大農業對外 元、兩個5億美元、三個2億美元、四個
開放促進食品農產品出口的意見》（以下 1億美元出口品種；對外註冊食品農產品
稱《意見》）指出，河南將充分發揮“一 出口企業 130 家以上；建成國家級出口
帶一路”重要節點的區位優勢，除鞏固東 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示範區 35 家左右；
盟、日韓、港澳等傳統市場外，還將開拓 出口食品農產品一次合格率保持在 99%
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並擴大清真食品 以上，區域性、系統性和行業性重大質
國際市場，提高河南食品農產品國際市場 量安全風險得到有效控制。
佔有率。
《意見》還確定了加快食 ■ “ 河南省出台擴大農業對外開
放促進食品農產品出口意見”
”新
品示範區建設、扶持產業集群 放促進食品農產品出口意見
聞發佈會現場。
。
及龍頭企業、培育知名品牌、 聞發佈會現場
拓寬出口渠道、構建食品農產
品冷鏈物流體系等五大任務。
《 意 見 》 提 出 ， 至 2017
美南版
年，河南省食品農產品出口值

華証傳逾 26 萬人申購

同時，消息指華泰公開招股錄逾 26 萬人

產品吸引了眾多參會者參觀洽
談。此外，今年大會還首次設立
了泰國、格魯吉亞、塔吉克斯坦 3
個主賓國，通過文藝演出、經貿
推介等活動，讓參會者大飽眼
福。

拓新興市場助食品農產“走出去”

瑞銀：香港 IPO集資額有望超上年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2015 年 5 月 24 日

億元(港元，下同)，成為新鮮出爐的凍資

★凡有 Medicaid 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電話:713.777.5123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星期日

步錄得逾 277 倍超額認購，凍資逾 4,870

時

Jennifer Chen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在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康樂活動中心

急 症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主 治

陳志堅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現任休士頓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各類成人疾病﹐
傷風感冒﹐
過敏花粉症﹐
高血壓﹐
糖尿病﹐
肺炎﹐
支氣管炎﹐
腎病﹐
肝炎﹐
心臟病﹐
皮膚病﹐
貧血﹐
出血﹐
尿道發炎﹐
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接受各種保險
★超聲波﹐
神經測試﹐
心電圖﹐
肺功能﹐
骨質疏鬆檢查﹐
政府醫療卡
★物理治療﹐
中醫針炙推拿﹒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9630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醫生
MD, PhD, FACR

風濕免疫內科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

陶翔

山水眼鏡 GLACIER OPTICAL

門診時間

主治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Jerry Tsao,M.D.

■責任編輯：徐曉明 201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

西洽會聚焦
“一帶一路”

十餘年來，東北大學誕生了 2,545 項省
級以上競賽獎勵、1,200多個創新項目、289
項專利成果、數十家學生創業企業等，特
別在創新創業學分設置、創新創業能力培
養計劃制定、創新創業激勵機制等方面，
具有高校推動創新創業的示範價值。
首次設立的學生創新創業“校長獎
章”，作為獎勵在創新創業方面取得突出
成績的學生的最高榮譽，將面向全體在籍
本科生、研究生，要求獲獎學生不僅“德
才兼備”，還必須在創新創業方面有突出
表現，為學校贏得較高榮譽或產生一定的
社會影響。評選工作將於每年 11 月至 12 月
開展，評選人數為 10 人左右。表彰決定由
校長簽發。
今年，學校專門在雲計算科技產業園
中開闢1,000 平方米空間，讓東北地區最大
的超算中心成為學生的創新夢工廠。

Estella Guo, D.D.S.

曹有餘醫師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週一至週五：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9:00am-5:30pm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歡迎電話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預約查詢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地方視窗

郭艾詩醫師

接受 CHIP MCNA 保險

(713)272-98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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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高校設校長獎章促創新創業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2015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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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審批周期，刺激A股市場表現。市場擔心
屆時A股搶佔香港新股市場份額，他則認為，
香港資本市場的穩定及透明度吸引不少外資，
在港上市仍具吸引力。
市傳上交所推出戰略新興產業板，他認為，
可為市場提供正當投資渠道。至於現時A股出現
短炒過剩及過熱的情況，但相信只是短期的周期
性問題，A股長遠需要大型機構投資者及多元化
資本。
亞洲債券市場方面，瑞銀亞洲債券資本市
場部聯席主管、債券承銷部主管兼董事總經理
區俊傑表示，佳兆業(1638)違約問題影響整體
內債海外發債，但近期情況已有改善，預計未
來2至3個月將有更多內房會陸續發債。年初
至今，以歐元、美元及日圓發行的亞洲債券規
模為910億美元，相當於去年的43%。

眾安1.25億人幣購天津物業

香港文匯報訊 眾安房產 22 日公布，集團近期
已收到天津產權交易中心發出之受讓資格確認通知
書，確認旗下非全資附屬天津三九眾安置業顧問具
備受讓該物業之資格，惟須待該集團於規定期
限——支付保證金5,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後，
集團方會獲發該物業的受讓資格確認。
受讓資格確認通知書由該集團就天津產權交易
中心於 4 月 16 日至 5 月 14 日期間，對該物業以競標
價1.25億元進行競投後發出。
該物業為位於天津市河西區小圍堤道 72 號房
產，包括總地盤面積為 17,281.5 方米劃撥土地之土
地使用權。競投文件規定，該物業將按“現狀”基
準轉讓予成功競標人，目前預期該物業將由集團開
發作住宅用途。

光大控股購美生物藥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光大控股旗下
的醫療健康基金與復星醫藥、厚樸投資及藥明康得
宣布，與 Ambrx Inc 簽訂協議，上述機構將購買
Ambrx 的所有股份，獲相關監管部門的批准並成交
條件得到許可後，交易預計將在今年度第二季完
成。
Ambrx 專注於研發創新前沿的蛋白質藥物，即
生物軛合（偶聯）物，專有的技術平台可以將具有
藥物活性的小分子更加精準地偶聯到蛋白大分子內
的特定位置上。另外，該公司開發了一條創新產品
線，包括抗體偶聯藥物，即 ADC，雙特異性及多
特異性抗體藥物複合體、以及長效型治療性蛋白。
光大控股首席執行官陳爽表示，是次合作結合
了各類優勢，包括中國的醫藥企業與美國的生物技
術創新者，以及光大控股的金融資源及網路，形成
優勢互補，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

新意網與母企簽數據中心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 新意網 22 日公布，與控股股東
新地訂立建築合同，新地同意按合同總額 10.388 億
元，就將軍澳地皮樁帽上興建一個高端數據中心
(包括兩座大樓)進行開展工程、承擔全部責任並完
成工程。
有關地皮位於將軍澳第 85 區環保大道，及於
土地註冊處註冊為將軍澳市地段第 122 號的土地，
工程包括在土地樁上興建一個高端數據中心，涉兩
座大樓，估計總樓面面積約 4.4 萬方米及若干裝修
工程，以及所有外部工程。工程預計約在今年 7 月
開始，並預計將約在 2017 年 5 月竣工。

台灣新聞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24 日

Sunday, May 2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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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張會達成六共識 四議題待協商

（中央社）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間的第 3 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今天舉行，雙方就陸客中轉、金門
供水、兩會互設辦等達成六項共識。
在這場俗稱 「夏張會」的會談中，雙方達成六項共識：
一、陸客中轉：雙方同意年中實施，不過大陸仍有旅客出國
證件等問題，台灣也有海關程序調整，因此陸委會主委夏立言表
示，希望能在 6 月達成共識、年中實施。
二、金門相關議題
金門供水：雙方同意交由雙方業者進行後續洽談，大陸國台
辦新聞局長馬曉光表示，應該很快就能簽訂合約。
違法捕魚、海砂盜採：兩岸同意相關執法部門繼續透過 「海
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聯繫機制及執法平台，就
金廈海域盜採海砂及違法捕魚等情事，加強宣導及同步取締查處
。
雙方也同意會商有效執行解決方案，以共同合作打擊非法抽
砂行為及維護兩岸漁業秩序。
垃圾治理：雙方同意以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共同維護涉及
雙邊的法律問題。
三、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互設辦事機構
：雙方同意交由兩岸兩會進行後續協商，並希望兩會第 11 次高
層會議儘快召開。
四、兩岸制度化協商：雙方同意制度性溝通管道的必要性，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當面提出邀請，夏立言也回應會在適當時
機回訪大陸。
五、陸方加強協處 「指標性重大經濟罪犯遣返」：雙方將協
調兩岸相關執法部門，就外界關注的指標性重大罪犯之遣返情事
，持續積極協調與務實磋商，以共同合作打擊重大罪犯，維護兩
岸經濟金融及社會秩序。

六、兩岸各領域交流合
作：雙方加強對台生、陸生
的醫療照顧，持續加強大學
院校間的交流，也鼓勵透過
兩岸基層、青年、經貿等各
領域的合作交流。
兩岸雙方還有四項議題
待協商：
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AIIB，亞投行）：夏
立言表示，台灣必須以尊嚴
、平等的方式參與，中華台
北（Chinese Taipei）是名稱
上的底線；陸方雖然表示歡
迎台灣參與，但重申應該以
適當名義加入。
二、核廢料最終處理：
陸方表示雙方沒有觸及；夏
立言強調是因為 「夏張會」
議程太多，將找機會向陸方
表達台灣對此立場。
夏張會場外 夏立言迎張志軍
三、兩岸貨品貿易協議
「夏張會」 開始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夏立言（右）在場外歡迎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雙方皆表示希望儘快完成 主任張志軍（左）。
談判，但具體期程未定。夏
此外，陸委會主委夏立言還就大陸公布國家安全法草案、大
立言提議，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能從旁協助，促成雙方盡快舉行兩
陸與白俄羅斯發出聯合聲明等具爭議作為，向陸方重申政府嚴正
岸貨貿協議第 11 次業務溝通。
四、M503 航路：陸方記者會未提；夏立言表示提及觀察後 立場及表達台灣社會的反應，呼籲陸方要顧及台灣民眾感受，在
台灣人民關切的安全、尊嚴及國際參與等議題釋出善意。
續運作；陸委會說，雙方檢視 M503 航路執行情形。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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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袁國強籲匯聚訴求 讓議員聆聽主流民意

眾官勉眾發聲“普”願成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首普選方案預料最快下月
於立法會表決，特區政府官員把握機會，繼續呼籲市民勇於就政改
發聲。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22 日均作出公開
呼籲，期望香港市民踴躍發聲，表達支持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的訴
求，讓立法會議員聽到大家的心聲，投票贊成通過政改方案，以如
期於 2017 年以“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行政長官，攜手為香港開創
民主發展的新里程。
22 日出席新社聯成立 30 周年會慶活動時表示，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
林鄭月娥
布 25 周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 18 周年。她指出，自回歸以來，香港保持繁

榮安定，一直穩步發展，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針
得以成功落實，並強調這個成果不但有賴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施政的大力支持，
也是廣大市民堅毅拚搏、團結一致為香港奮鬥的成果。

林鄭：方案兼顧港利益及民意
林鄭月娥續指，香港特區政府於上月向立法會提出了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這
個方案是以香港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及香港市民意願為依歸的。她重申，只要
特首普選方案獲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全港500萬名合資格的選民便可以
如期，於2017年以“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表示，期望香港市民繼續踴躍發聲，表達支持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
的訴求，讓立法會議員聽到大家的聲音，攜手為香港開創民主發展的新里程。

蔡英文：維持兩岸現狀無違決議文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主
席蔡英文昨天說，她的 「維持
兩岸現狀說」就是維持台海和
平，並以公開透明、公共參與
和公平性處理相關議題，這與
「台灣前途決議文」並沒有不
一致的地方。
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日前
對蔡英文所提的 「維持兩岸現
狀說」提出質疑與批評， 「為
什麼不用民進黨提出的台灣前
途決議文處理兩岸關係？」
蔡英文上午在宜蘭說，她
的 「維持兩岸現狀說」就是維

持台海和平的現狀，並能朝和
平穩定的方向發展。這個主張
其實在很多民調中都顯示，已
獲得多數台灣人民的支持，也
希望在這個基礎之下大家可以
凝聚更多力量維持台海和平，
讓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從
事內部的改革。
她表示，兩岸的事情涵蓋
層面非常廣，整個台海問題的
處理和兩岸關係的處理，最重
要就是朝和平穩定往前走的方
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
遵循公開透明，也必須注意到

要有公共的參與，並確保兩岸
往來的公平性，這些跟 「台灣
前途決議文」沒有不一致的地
方，也希望能朝台灣人最大的
共識且積極的一面來做這些事
情。
對於即將啟程訪問美國，
蔡英文說，感謝美國政府在這
次訪美行程的全力協助，在過
程中也感受到雙方互信和友誼
，希望這一次訪美過程可以強
化台美關係，增進相互的瞭解
。

長照法 蔡英文：民進黨擬修法注財源

律

師

Alfred Valdez
律 師

Manal Tellawi
律 師

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Andrew Whang
律 師
(of Counsel)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09/09/14
09/04/14
08/22/14
08/06/14
07/30/14
07/16/14
06/09/14
05/27/14
05/21/14
03/28/14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B-1 跳過 L-1EB-1C 綠卡批准

03/04/14
12/16/14
11/18/14
11/04/14
10/04/14
10/04/14
09/11/13
09/05/13
08/23/13
08/12/13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傑出商業人才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另一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07/19/13
07/01/13
05/23/13
05/20/13
04/22/13
03/29/13
02/13/13
12/10/12
12/03/12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跨國公司成立﹐併購﹐調查﹐文件審閱
☆L-1 跨國公司經理及專業人才身份證及綠卡
☆投資移民（直投及區域中心）規劃及申請
☆EB-5 審慎評估﹐風險調查﹐投資審查
☆E-2 投資簽證（臺灣﹑加拿大﹑新加坡適用）
☆H-1B 工作簽證﹐PERM 勞工證申請

移民辯護及其他
☆政治避難面談﹐上庭﹐移民法庭辯護﹐遞解程序
☆移民上訴﹐交保釋放﹐案件重開﹐翻案申請
☆212﹐601 及各種境內﹐境外﹐及法庭豁免申請
☆移民犯罪﹐非法居留﹐取消遞解出境
☆17 年經驗﹐數百成功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主流民意支
持特區政府公布的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立法會紡
織及製衣界議員鍾國斌22日公布業界的民調結果，發
現有 75.9%受訪者支持普選方案，有支持者奉勸反對
派應實事求是，爭取普選時別一步登天，空喊口號，
並應提出實際的政改建議。

Tel: (713) 339-4200
Fax:(713) 339-4299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

網址: linlawfirmusa.com; 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車禍及醫事法律部
特別介紹部門主任：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臺灣律師執照，畢業於陽明醫學
院，24 年的資深內科與家庭醫師資曆，臺灣及中國醫師執照。臺灣明德醫院副院長，
前臺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醫事法權威。臺灣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以及法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
歡迎臺灣醫事法權威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加入本所為廣大僑民服務。
黃醫師在臺灣有超過 2，000 件董事法代理案件的經驗與記錄。將以他專業的醫療
及法律眼光，協助本所律師辦理及辦認傷害與責任，為客戶尋求最高的賠償。辦理
案件包括：

☆車禍﹐工傷﹐人身傷害﹐醫療疏失﹐用藥錯誤
☆藥物以及醫療用品產品責任追償
☆醫療研究與專業的國家利益豁免（NIW)與傑出人才的申請

遺產規劃與信托

家庭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收養﹐監護﹐改名
☆兒童撫養費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生前信托﹐成人監護權申請
Licensed to practice in all Texas Cousts. Not Certified by TX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勸反對派幫忙

林志豪

童。
基隆外海火燒船
早期在苑裡鎮，藺草編
基隆港新永福 6 號漁船疑似因發電機起火
號漁船疑似因發電機起火，
，發生火燒船
發生火燒船，
，基隆海巡隊全力搶救
基隆海巡隊全力搶救、
、撲滅火勢
撲滅火勢。
。船
織盛極一時，各家戶婦女 9 成
上 5 人都平安
人都平安，
，火燒船 23 日拖回漁港
日拖回漁港。
。
以上都從事藺編工作，婆婆
媽媽們編著草枝，練就一身
工藝技巧。葉文輝說，知名
「藺草的源由」，建議找出更多歷史、文化、文學的連結， 「不
的台中大甲帽蓆，其實原料、技藝都來自於苑裡。
光是編藺草，也把文化歷史編進去」，藺編工藝將更添意境，產
這項百年傳統產業曾因工業發展而沒落，因 「台灣藺草學會 業也更加深化。
」長期致力傳承藺編工藝，透過政府輔導結合產官學界資源，成
葉文輝表示，台灣藺草學會今天成立滿 6 週年，適逢總統造
立 「愛藺工坊」，匯聚在地藝師及年輕新世代，一起投入產業創 訪，別具意義，他感謝農委會水保局農村再生、勞動部培力就業
新復甦，商品更為多元，甚至出國比賽、參展，將台灣工藝之美 等計畫輔導， 「讓消失已久的在地工藝再活過來」，也盼政府持
推向國際。
續協助，讓傳統產業繼續扎根、發揚。
總統對於在地傳統產業能在眾人熱心呵護下，逐漸回溫、成
長， 「令人感動」。他也與學會成員座談，還當場出考題，提問

LIN & VALDEZ L.L.P

■林鄭月娥 22 日出席新社聯成立 30 周年會慶活動時表示，期望通過特首普選方案，攜手為香港開創民主發展的新里程。
黃偉邦 攝

﹁
﹂

苑裡藺編工藝復甦 總統期許產業深化

林志豪

袁國強：讓政制向前邁進

“主流願望”助改善民生經濟

鍾國斌於本月 4 日向紡織及製衣業界進行“2017
年特首選舉辦法”問卷調查，發出 2,829 份問卷，成
功收回 332 份回覆。結果發現，75.9%受訪者支持特
區政府提出的 2017 年特首選舉辦法，21.39%表示反
對，2.71%則表示無意見。
調查亦邀請受訪者就特區政府普選方案表達意
見。有支持者認為，“2017年普選特首是大部分香港
市民的共同願望”，促請立法會議員盡快通過方案，
以減少爭議，讓特區政府多些時間處理民生及經濟議
題。有支持者奉勸反對派應實事求是，不要一步登
天，冀他們別空喊口號，並應提出實際建議。另有受
訪者希望鍾國斌“幫忙游說‘泛民’支持政改”，不
要讓他們（反對派）抹殺合資格選民的投票權。

，也希望未來若能執政的話，能夠建立一個優
質的體系；這不只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
也要配合。
蔡英文表示，長照法雖已三讀通過，但每
年規劃的基金非常有限，加上隨著高齡社會的
到來，每年開銷將越來越大。為建構普及的體
系，民進黨將提出修法，將遺贈稅提高 10%、
以及房地合一稅，並加上政府預算，粗估約有
新台幣 300 多億元的預算規模，可做為長照體
系的穩定財源。

（中央社） 「台灣藺草學會」長期推動苗栗苑裡藺草編織產
業復甦；總統馬英九今天訪視學會並親身體驗藺編樂趣，期許強
化文化歷史元素，讓傳統在地產業更具意境。
總統馬英九昨天由勞動部次長郝鳳鳴、苗栗縣長徐耀昌、立
委陳超明、徐志榮等人陪同，訪視苗栗縣苑裡鎮的藺草編織工藝
，一行人由台灣藺草學會理事長葉文輝安排導覽，總統致贈學會
「金玉滿堂如意罐」，學會則回贈總統藺草編織的 「紳士帽」與
給夫人周美青的藺編網花提袋。
除了早期的草蓆、草帽，展示館裏陳列各式創新藺編作品，
從零錢包、大小背包、筆記本、燈罩、拖鞋、置物盒到手機套、
椅墊等琳瑯滿目，總統仔細欣賞，不忘俯身嗅聞藺草散發的天然
香氣，並與工藝師交流。
總統觀看工藝師現場編織技巧，直呼 「大開眼界」，並由工
藝師協助指導，完成一隻可愛的藺編小鹿，隨即贈與現場一名女

她讚揚新社聯扎根新界 30 年，本着“愛國愛港”、擁護香港基本法、維護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宗旨，努力耕耘，建樹良多。她又特別感謝新社聯，在過去一
年半，鼎力支持特區政府推行的政改工作。她指出，新社聯在政制發展的首輪和
次輪公眾諮詢之中，以積極務實的態度廣徵意見，動員新界區多個團體舉行大型
政改諮詢會，又以電話調查形式收集市民意見。這些普羅市民的心聲，對特區政
府的政改諮詢工作有莫大幫助。

製衣界挺 普

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23 日舉辦 「快甩日韓面膜!開箱搶日韓機票」 活動，參賽者貼上藝妓面
膜、動物面膜，搶行李箱中的日韓來回機票。

（中央社）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昨天說
，立法院日前通過 「長期照護服務法」，但每
年規劃的基金有限，未來民進黨將提出修法，
將遺贈稅提高 10%以及房地合一稅，做為穩定
的財源。
蔡英文上午前往宜蘭慈林基金會，參加民
進黨區域聯合治理平台的 「托育、長照、就業
，三合一照顧政策工作坊」座談時，針對台灣
目前的老弱孩童照顧政策，提出看法。
蔡英文說，長期照護對於台灣社會來說，
其實是一個急迫的事情，民進黨過去都很關心

讚揚新社聯 鼎力支持政改

76
%

貼面膜搶機票

美南版

通過勝停步 認同逐步優化

調查又發現，不少支持或反對方案的受訪者，均
認同要逐步優化方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框架下增加民主成分。有受訪者聲稱不支持方
案，但認為“通過比不通過好”，又指若能增加提名
委員會的民主成分，則會支持方案。
對於特首普選方案能否通過，鍾國斌認為，現階
段是十分困難，但相信隨着表決臨近，仍可能出現變
化。他又指，倘特首普選方案獲通過，2020年則可普
選立法會，特區政府應就功能組別問題開始探討；相
反，若方案被否決，當局亦應該開始循本地立法途
徑，探討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及新增界別的可行性。
另外，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曾提到“公
司票”轉“個人票”可作討論，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日前已
表明“無修改空間”。

袁國強 22 日出席另一午餐會時也表示，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下月將提交立法
會表決，他呼籲公眾向立法會議員表達支持方案的意見，讓香港政制能夠向前邁
進。

馬時亨：政改
“惠”未來

再等港“玩完”
馬時亨又說，1,200 人選出的特首跟 500
萬名合資格選民選出的特首，明顯不同，因為
後者是要讓候選人面對群眾，要向全港市民解
釋政綱，在競選活動時會受不同市民的挑戰，
因此最後在普選勝出後，他在推行政策時，自
然會更有認受性；若然無法回答市民的問題，
在投票日亦難以得到市民的選票。他相信，在
這個新的政制下，將會有更多有能力的人，走
出來為香港服務，因為他們不用擔心上任後，
沒有認受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香港反對
派堅稱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前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重申，若香港政制原地踏
步，青年便是受苦的一群，因為政改是為了更
好的未來，目前香港在內耗之下，經濟光環已
不再。他又指，明白青年的理想，但大家也要
現實一點，既然中央容許港人普選，大家應
“一人行一步”。

政制若停滯 青年吃苦

馬時亨 22 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出，
岑敖暉：再“佔”無改“8．31”
若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青年是受苦的一群人， ■馬時亨重申，若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青年便是
資料圖片
因為政改是為了更好的未來，尤其是目前香港 受苦的一群。
不過，同場的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則聲
的競爭力已被深圳超越，經濟光環不再，繼續 為中央已說明不會撤回，雖然他未知其他細節 稱，先由 1,200 人提名，再由 500 萬人普選，
內耗，情況只會更壞。他同意目前社會對特首 最終會否修改，但面對這樣重要的決定，大家 候選人都只會向 1,200 人交代。他被觀眾問到
普選方案意見分歧，他亦明白青年的理想，但 不應再糾纏在這些細節上，例如什麼微調會獲 違法“佔領”的成敗時承認，“佔領”是失敗
奉勸大家也要現實地想，既然中央容許港人普 得中央首肯，倒不如“速戰速決”先接受方 的，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沒有
選，大家應“一人行一步”。
案。否則，若否決方案，又要再等 5 年，而且 撤回，而且無法達至當初的目標。他又相信，
馬時亨強調，有人要求撤回全國人大常委 反對的人都提不出“下一步”是什麼，再等下 再次發起類似的大規模“抗命”，都無法改變
會“8．31”決定，根本是不現實的要求，因 去香港會“玩完”。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劉展灝：商界撐循序拓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六大商
會日前公布 2017 年特首普選民調結果，顯示九
成受訪會員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工
業總會主席劉展灝 22 日強調，商界對香港的建
設出了不少力，不想社會毀於一旦，認為循序
漸進的民主進程適合香港。他又指，對於將提
名委員會的公司票轉為個人票的問題，商會不
反對作詳細討論，但擔心員工未必能了解商界
的整體問題。
劉展灝22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六

大商會就特首普選方案所做的民意調查，提問簡
單直接，結果有九成受訪會員支持政府的方案。
他說，其他機構或大學所做的民調，同樣是以支
持方案的較多。至於六大商會的調查得出的支持
度明顯較高，他相信是因為商界希望社會穩健發
展，認為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適合香港。
劉展灝強調，商界對香港的建設出了不少
力，他們不想社會毀於一旦，雖然近日有很多
不同的民意調查，但商界仍有責任在適當時候
公布所做的民調結果。

對於坊間提出把提委會的公司票轉作個人
票，劉展灝認為要詳細討論，例如個人的定義
是什麼，每間公司的模式大小不同，花一年時
間討論也未必足夠。至於轉做個人票，要去到
公司哪一個層面，他指出，公司管理層角度和
一般員工的看法存在落差，一般員工未必能看
到商界的問題和需要，因此改為個人票後，未
必能夠代表商界的意見。
劉展灝又認為，立法會功能界別有一定作
用，現階段不能取消，倘現時立法會沒有功能
界別去平衡，情況可能更惡劣。但他強調，如
果將來民主發展成熟，立法會議員抱着建設的
心態，不搞亂香港的話，任何界別的人做議員
都沒有問題。

強力排油煙機

特價酬賓傾銷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清洗 AC
AC830
830 型號
包安裝只需$$595（限時供應
包安裝只需
限時供應）
）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www.accelaRH.com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832-919
832919-8338
批發熱線：732
732-694
694-3168
產品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