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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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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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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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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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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聯邦眾議員Al Green頒發褒揚狀

推崇李蔚華社區貢獻
為迎接2月4日美南第21屆美南國際藝術節﹐慶祝農曆新年園遊會﹐1月26
日晚間美南報業傳媒集團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辦大型Kickoff派
對﹐聯邦眾議員Al Green(左))與各族裔社區領袖皆出席﹐並頒發褒揚狀給美
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推崇他對社區的服務貢獻﹐也呼籲號召大家一起
踴躍到場參與活動﹒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 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 ouston Area: 
M ain O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 arw 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 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 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 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 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 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VOA】在唐納德·川普就任總統的第一周裏﹐他已經
簽署了一系列文件用來推動政策發展﹒ 其中就包括
叫停奧巴馬醫改﹐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
其中的一些文件將以“總統行政令”的形式發布﹐另一
些則稱為為“白宮備忘錄”﹒兩者的區別在哪裏﹖各
自具有怎樣的權力﹖最著名的又有哪些呢﹖
總統行政令與白宮備忘錄
首先﹐不論是總統行政令還是白宮備忘錄﹐它們都具
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說﹐它們同國會通過並由總統簽
署的法案具有同等效力﹒
細微的差別
行政令將會被編號﹐並在美國政府的“聯邦公報”中公
布﹒而備忘錄則不需要在聯邦公報上公布﹒
行政令必須註明其權威﹐是屬於憲法範圍還是法律範
圍﹒
行政令還必須說明實施這一命令所需要的資金﹐而備
忘錄如果不超過1億美元則不需要註明這一點﹒

一些重大行政令
從喬治·華盛頓到現任總統川普﹐歷屆
美國總統都簽署過行政令和備忘錄﹐只有一位美國總
統除外﹐就是威廉·亨利·哈裏森﹒富蘭克林·德拉諾·
羅斯福是唯一一位任期超過兩屆的美國總統﹐也是簽
署“行政令”最多的總統﹐多達3721條﹒大多數都是關
於對付“大蕭條”和“二戰”中美國的行動﹒
一些行政令改變了歷史﹐有的起了好作用﹐有的則產
生了不利效果﹒下列是幾條最著名的行政令﹕

《解放奴隸宣言》
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 1863 年 1 月 1 日簽署了

《解放奴隸宣言》﹒它使內戰時期聯邦政府控制區的
黑奴獲得人身自由﹒但由於南方各州仍效忠邦聯政
府﹐因此﹐這項宣言在初期的影響僅限於使逃到北方
州的奴隸獲得自由﹒

《羅斯福新政》
在“大蕭條”時期﹐為了解決失業問題﹐羅斯福總統簽

署很多行政令 ﹒1933年冬﹐他成立的市政工程署創
造了四百萬政府工作﹒他還行使總統權力成立了美
國進出口銀行﹐並且在 1943 年成立農村電氣化管理
局﹐使偏遠地區通了電﹒

《日裔美國人囚禁》
在日軍1941年空襲夏威夷的珍珠港後﹐羅斯福總統下
達了第9066號行政令﹐授權美國軍事領導人將美國
國內戰略要地劃為“軍事區域”﹐並可以把生活在“軍
事區域”的任何人或者所有人遷走﹒命令還要求軍方
負責為這些居民提供交通﹑食物﹑住所和其他必要的
條件﹒結果是﹐在1942年到1945年期間﹐12萬男女老
少被遷離美國西海岸﹐安置到集中營﹐其中大多數為
日裔美國公民﹒

《消除軍隊種族隔離》
“二戰”過後的第三年﹐也就是1948年﹐哈裏·杜魯門總

統簽署了第9981號行政令﹐廢除美國軍隊中的種族隔
離﹒這項言簡意賅的行政令說﹕“不論人種﹑膚色﹑宗
教和民族﹐軍隊中所有人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和機
會﹒”在此之前﹐軍隊是根據不同種族而分隔開來﹒士
兵的訓練﹑工作和打仗都是在按種族分開的部隊﹒
時代的象徵
我們在這裏只列舉了一些有重要意義的行政令﹐它們
只是成千上萬的行政令中非常少的一部分﹒ 他們其
中的一些反映了總統在面對有敵意的國會不願意通
過立法時的挫折感﹒另一些則展現了當時的重要事
件﹒歸總起來﹐這些行政令提供了一個深度了解美國
歷史的機會﹐並且反映了每一屆總統優先處理的事項
和他們在任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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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VOA】來自紐約的美國國會眾議院孟昭文周四宣
布她已經提出一項決議案（resolution）﹐要求眾議院
在2017年正式承認中國農歷新年﹒
這一議案呼籲眾議院在2017年認可農歷新年在歷
史﹑文化領域的重要性﹒決議案中還對亞裔美國人
以及全世界所有慶祝農歷新年的民眾表達了最高
敬意﹒此外﹐這項議案中還詳細介紹了農歷新年的
歷史和習俗﹐並且向所有慶祝農歷新年的民眾致以
良好的祝願﹒
孟昭文說﹕“在紐約及全美各地﹐慶祝農歷新年的人

數持續增長﹒現在是時候讓國會認可並且重視這
個節日的時候了﹒鑒於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認可
並慶祝農歷新年﹐我希望我在國會的同事們能在不
久之後通過這項議案﹒”
此外﹐今年正值紐約市的學校實行為農歷新年放假
一周年之際﹐孟昭文對此表示歡迎﹒她與紐約市長
白思豪共同為該市的學校創立了這一節日﹒不過
由於今年的農歷新年假期正趕上周末﹐因此學校不
會關閉﹒
孟昭文提出的決議案得到二十多位議員聯署﹒

華裔議員眾議院提議案要求承認農歷新年華裔議員眾議院提議案要求承認農歷新年

進軍好萊塢進軍好萊塢 派拉蒙開始拿中國錢派拉蒙開始拿中國錢
華裔美國聯邦眾議員孟昭文華裔美國聯邦眾議員孟昭文（（20122012年年1111月月66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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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社名人，前 「榮光會」 理事禹如思先生
，於今年1 月 25 日逝世，距其生年民國12 年3 月 6 日，享年
95 歲。其家屬訂於二月四日 （ 周六） 上午八時半在永福殯儀

館設奠舉行告別式後，隨即引發安葬於Forest Park Westheimer
Cemetery ( 1280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77 , 電話：
281-497-2330 ）

禹如思先生民國12 年 3 月 6 日生於安徽和縣的名門望族。
其先祖禹萬源是光緒帝在位時的武狀元。禹先生抗戰時在四川
重慶進入復旦大學，民國33 年響應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號
召，進入空軍機校，後擔任B 24 轟炸機軍機械士，民國42 年

調任空軍台北松山基地至民國60年退役。他於民國43年與姚澐
女士相遇，結婚，育有子女三人，長子禹道源為退伍軍人醫院
醫師，次子禹道慶，現在敦煌廣場開設 「山水眼鏡 」，頗受
僑社好評，女兒禹道平，個性豪爽，為絕佳公關人才。

禹如思先生於1983 年移民來美。其妻過世後再續弦徐兆香
女士，結為老伴，度過二十餘年美好晚年，去年五月，再添一
曾孫，四代同堂，人生堪稱圓滿。

「 喪訊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新年新氣象，昨天
（2017 年 1 月 28 日大年初一） 在新春來臨之
際，美南山東同鄉會及其商會在中國駐休士頓
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及國會議員 Pete Olson ，
及山東同鄉會歷任會長的r見證下，與天時集團
，新奧集團等眾多在美華資企業簽訂了戰略合
作協議。由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分別與
「天時集團」 總裁張夢桂，及與 「新奧集團

」 副總裁張亞東簽署協訂。天時集團和新奧集
團是中國大型民營上巿企業，現分述如下：

TSC集團是一家全球性石油、天然氣鑽探
行業的產品及服務供應商，在香港聯交所主板
上市（股票代碼:206）。

TSC集團的主要業務為：1）陸地和海洋石
油鑽探單體大型設備及整個鑽井包的設計、制
造、系統集成；2）鑽井消耗件制造和全球網絡
銷售、海洋石油平台設備維修服務；3）頁岩油

氣鑽探開發關鍵設備、消耗件
的制造和供應。

TSC 是目前亞洲和中國唯一
一家具有深水海上平台成套設
備設計、制造、集成供貨和技
術服務的高技術裝備制造企業
。

TSC 集團在中國、美國、巴
西、英國、中東、新加坡、香
港、墨西哥、俄羅斯等地設有
22 家分公司或全資子公司，負
責產品研發、生產制造、銷售
及服務，可以在第一時間為全
球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

TSC 集團海洋工程及裝備研
究院分別建在美國、英國和中
國。

TSC 集團的中國運營總部設
在北京，在青島、西安、大連、鄭州建有生產
制造基地，中國海洋工程及裝備研究院位於青
島。

我們的客戶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國家石油公
司、國際石油公司、國際鑽井承包商、國際海
洋工程總包商和船廠。

TSC集團由於業務和發展規模的需要， 熱
誠邀請有識之士加入。TSC集團為員工提供在
全球業務環境中工作的機會，並在全球提供具
有挑戰性的職業發展機會。

另一家簽約的新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新奧集團”）是一家以清潔能源開發利用
為主要事業領域的綜合性企業集團。新奧集團
從事的業務板塊包括新奧能源、太陽能源、新
奧科技、能源化工、智能能源、文化健康、海
洋旅游等。2012年，新奧集團位居中國綠公司

民營企業100強第5位，中國民營企業500
強第41位；2013年，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位居中國企業500強第240位。

新奧集團創建於1989年，從燃氣業務
起步，到2013年構建了能源分銷、智能能
源、太陽能源、能源化工等相關多元產業
。截止 2012年12月，新奧集團擁有員工3
萬人，總資產過 600 億元人民幣， 100 多
個全資、控股公司和分支機構分布在國內
100多個城市及亞洲、歐洲、美洲、大洋
洲等地區。。

新奧能源已在中國15個省、自治區、
直轄市成功投資、運營了117個城市燃氣
基礎設施項目，並取得越南國家城市燃氣
經營權；為627萬多居民用戶、24000家工
商業用戶提供各類清潔能源產品和服務；
敷設管道逾18000公裡，天然氣最大日供
氣能力超過3000萬方；市場覆蓋國內城區
人口逾 5552 萬；在全國 71 個城市，投資
、運營330座天然氣汽車加氣站，同時在
20多個大中城市開展了包括供能系統外包
和多聯供等形式在內的整體解決方案服務
。

據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表示： 當
天原本還有 「玉皇化工集團 」也要參與
簽約儀式，因通知晚了，該公司重要主管
皆回中國過年了， 「玉皇化工集團」 在
美投資 15 億美金，創中資在美投資的新
紀錄。

當天出席簽約儀式的貴賓，中國駐休士頓
總領事李強民，美國國會議員 Pete Olson ，以
及當天主人豐建偉會長及馬欣會長皆在儀式上
致詞： 表示新春來臨之際，看到來自中國山東
的企業，到美國來投資的繁榮景象，實令人欣
慰。美南山東同鄉會成立三十餘年，在歷任會

長的領導下，逐步發展成為美南地區最有影響
力的華人社團之一。並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理
事會決定今年設立美南山東商會，專門服務於
在美華資企業，尤其是來自家鄉的企業，協助
企業與當地社區、政府等的合作交流，為華資
企業落地生根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美南山東商會昨與數家華資企業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玉皇化工在美投資15 億美金，創中資在美投資新紀錄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與德州中

文教師學會(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Texas, CLTA-TX)及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合作

辦理的「2017年德州中文教師研討會 (2017 Houst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PD workshop) 」於 2017年 1

月15日 (星期日) 在休士頓聖湯瑪斯大學舉行，共計

吸引了近百名華語教師報名參加。

研討會當天適逢休士頓馬拉松活動，聖湯瑪斯

大學周邊多數道路因被劃為比賽路線而封路。雖然

因此造成出席的不便，但依然不減參與教師的熱情

，大家準時抵達會場，展開一整天的訓練及交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也十分重

視這項活動，特別於上午9點蒞臨為開幕致詞。研討會更首

度邀請到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主席Desa Dawson 進行專題演講

，這次的研習會是她擔任主席以來的第一項活動，足見她對

華語教育的重視。

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每年會在德州不同的城市舉辦年會和

各種教師研討會，今年研討會移師到休士頓舉行，由多位資

深的大學教授、校長和老師擔任培訓講師，師資陣容堅強。

除了休士頓地區的華語教師踴躍參與外，更有教師遠從達拉

斯、奧斯汀及奧克拉荷馬等地前來參加。本次研討會除了提

供增進華語教學專業技能的機會，也提供給美南地區華語教

師一個交流教學經驗，建立人脈的平台。

圖為美南山東商會昨與天時圖為美南山東商會昨與天時，，新奧集團的簽約現場新奧集團的簽約現場。（。（前排中前排中））
為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與為美南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與 「「 天時集團天時集團」」 總裁張夢桂總裁張夢桂（（ 前排前排
左左 ），）， 「「 新奧集團新奧集團」」 ，，副總栽張亞東副總栽張亞東（（前排右前排右）） 在中國在中國 駐休士駐休士
頓總領事李強民頓總領事李強民（（ 後排右五後排右五））及山東同鄉會歷任會長的見證下簽及山東同鄉會歷任會長的見證下簽
訂戰略合作協議訂戰略合作協議。（。（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歷任會長及總領事李強民美南山東同鄉會歷任會長及總領事李強民（（ 左三左三 ））
頒贈紀念品給與會貴賓美國國會議員頒贈紀念品給與會貴賓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 (Pete Olson ( 右右
六六）。（）。（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的會長群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的會長群，，與駐休士頓中國總領與駐休士頓中國總領
事李強民事李強民（（前排中前排中））合影於簽約現場合影於簽約現場，，豐建偉會長豐建偉會長（（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家大門口家大門口。。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聞集團將於2月
4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 「第21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成為休士頓超級
盃合作贊助的多元文化盛會之一；在活動來臨之際，1月
26日晚間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辦大型Kickoff派
對，聯邦眾議員Al Green與各族裔社區領袖皆出席，董事
長李蔚華希望大家踴躍參與活動，讓農曆春節國際化。

活動上，各族裔社區領袖都踴躍出席，共同參與園遊
會啟動儀式，歡慶新年。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致詞表示
，又再度迎接新的一年，邁向新氣象。他先宣布農曆春節
園遊會正式更名為 「國際藝術節」(International Art and
Culture Festival)，共有超過13個國家加入籌備會行列，預
計將呈現多姿多采的各國文化表演，未來這些國家都將會
有更多元的國際慶典，豐富社區活動。

另外，他也宣布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聘請新團隊，鄧潤
京將擔任共同主席、Anna Wang是新任公關負責人。休士
頓是一個國際化都市，百利大道上數千個中小企業，大家
都想來這發展，前景看漲，這也是為什麼需要讓自己更加
國際化，好應付瞬息萬變的市場。他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聯邦眾議員Al Green先以標準的中文向大家賀 「新年
快樂」與 「恭喜發財」，他推崇李蔚華對社區的貢獻，舉
辦各項活動，讓社區邁向多元文化，也更團結。他呼籲大
家一起要到場參加，並頒發褒揚狀給李蔚華，肯定他對社
區的服務奉獻，現場掌聲不斷。活動上也一一介紹參與的

多元族裔社區領袖，謝謝他們的付出。
活動上為慶祝農曆春節到來，不僅布置的年味十足，

鄧潤京也準備一隻烤乳豬，李蔚華率眾人一同切下烤乳豬
，象徵招財進寶和萬事如意的新年好兆頭，預祝活動順利
圓滿舉行。大家一起吃著年節美食，一同寒暄交換意見，
現場熱鬧溫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雖說人在海外，但大休士頓地
區許多廟宇、銀行、超市等華人組織，仍舊會在農曆春節傳統節
慶期間，舉辦隆重春節祭拜儀式和舞獅慶賀迎春活動，讓在異鄉
的移民遊子，也能感受傳統習俗。

各休士頓廟宇自農曆年三十晚，也就是國曆27日新年除夕
當晚，不同時段進行新春祈福法會。佛光山中美寺自9時有延生
普佛法會，並有傳燈祈福及上年香，開放至午夜，大年初一28
日上午10時30分則舉行彌勒佛聖誕，大年初二29日上午10時30

分有新春禮千佛法會；德州潮州會館本頭公廟自9時30分即有祈
福祭拜儀式。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則是自除夕晚間9 時30分有延
生普佛活動，一路進行至11時45分有叩鐘儀式，初一上午11 時
20分在大雄寶殿有佛前大供，初二上午10時也有新春祈福法會
，下午有虔頌 「藥師經」。

德州天后廟也是自農曆除夕晚11時開始進行投炷香儀式，
由全體理監事帶領十方善信進行祈福，迎接新春大吉。當晚有借
富發財前、接財神、請富貴竹、點頭炷香和醒獅表演助慶。另外

，德州關帝廟也是在除夕晚10時由廟主與眾
高僧開經誦福，燒香拜佛，接著11時30分至
午夜凌晨有少林功夫表演、舞獅賀歲活動以
及派發新年大吉 「利是錢」，初一則是有全
日新年喜慶活動。

除了香火鼎盛的廟宇慶賀活動不斷，各銀行也有開張大吉及
舞獅獻瑞祈福表演。恆豐銀行將按照往例將在初三30日上午9時
拔頭籌，接著金城銀行上午10時30分、華美銀行上午11時、富
國銀行上午11時30分與美南銀行上午12時30分均有開市迎春舞
龍舞獅表演，民眾可到場沾沾喜氣，討個好彩頭。至於頂好廣場
則是在年初二日中午12時，將有醒獅匯演，屆時商場內也有商
品促銷，歡迎民眾共襄盛舉，感受過節氣氛。

廟宇祈福討好彩頭廟宇祈福討好彩頭 銀行商場醒獅迎春銀行商場醒獅迎春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左五左五))、、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六左六))與全體籌備會成員與全體籌備會成員
合影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眾人合切烤乳豬眾人合切烤乳豬。。((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左左)) 頒發褒揚狀給美南新聞董事長頒發褒揚狀給美南新聞董事長
李蔚華李蔚華((右右))。。((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國際藝術節春節園遊會國際藝術節春節園遊會KickoffKickoff 派對派對
Al GreenAl Green贈褒揚狀贈褒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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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銀行新春推廣  
盡享優惠年利率 將「幸運金雞」帶回家 

 
【2017年 1月 23日洛杉磯訊】國泰銀行恭祝大家新年快樂，心想事成，現推出新春特別優惠。
凡於 2017 年 1月 17日至 2月 17日，在國泰銀行開設指定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或個人或商業貨
幣市場帳戶，即可享受優惠年利率及獲贈「幸運金雞」。 
 

帳戶類型 開戶金額及最低結餘 優惠年利率 (APY) 

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 $30,000 - $99,999.99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0.80% 1.00% 1.21% 

個人或商業貨幣市場帳戶 詳情請聯絡國泰銀行 

 
 

  

 
若客人開設定存帳戶，並想獲取上述優惠年利率，其帳戶最低結餘必需等同開戶金額。費用會影

響帳戶收益。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被收取罰款。有其他條件限制。上述的年利率自 2017 年 1
月 17日起生效。如有垂詢，歡迎聯絡國泰銀行。 
 
多款新春推廣正在國泰銀行同步進行，請即親臨分行查詢如何獲贈雞年開運陶瓷錢筒，亦可即電

1-800-9CATHAY (1-800-922-8429)或瀏覽 www.cathaybank.com 查詢更多詳情。 
 
 
FDIC會員  平等房屋貸款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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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行旅遊-休斯頓周邊旅遊

( 本報訊 ) 國泰銀行恭祝大家新年快樂，心
想事成，現推出新春特別優惠。凡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17 日，在國泰銀行開設指定
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或個人或商業貨幣市場帳
戶，即可享受優惠年利率及獲贈「幸運金雞」。

若客人開設定存帳戶，並想獲取上述優惠
年利率，其帳戶最低結餘必需等同開戶金額。
費用會影響帳戶收益。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
被收取罰款。有其他條件限制。上述的年利率
自 2017 年 1 月 17 日起生效。如有垂詢，歡迎

聯絡國泰銀行。
多款新春推廣正在國泰銀行同步進行，請

即親臨分行查詢如何獲贈雞年開運陶瓷錢筒，
亦 可 即 電 1-800-9CATHAY (1-800-922-
8429) 或瀏覽 www.cathaybank.com 查詢更多詳
情。

FDIC 會員
平等房屋貸款機構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公司 ( 那斯達克
代碼：CATY) 的附屬機構。國泰銀行成立於
1962 年，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服
務。國泰銀行的總部設於洛杉磯，並在美國本
土的加州、紐約州、伊利諾州、華盛頓州分行、
德州、馬里蘭州、麻州、內華達州及新澤西州
設有超過五十間分行。國泰銀行另在香港設有
分行，及於台北及上海設有代表處，服務大中
華市場。國泰銀行在福布斯雜誌 2016 年美國
最佳銀行排名中名列第十二位。國泰銀行網站
www.cathaybank.com。FDIC 保險的保障限於
提供予國泰銀行美國境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休斯頓千裏行旅行社隆重推出休斯頓周邊
旅遊，美國中南部名城 7 天旅遊團、首團在今
年春季 3 月 1 日首發，包含休斯頓，巴吞魯日，
新奧爾良，聖安東尼奧，奧斯汀。集中暢遊各
個城市景色一網打盡，讓您親身體會美國南部
別樣風情。帶您遊覽：

* 國家太空總署 (NASA) 太空中心，休士
頓因為是平原，氣候和溫度也非常適合無線電
波的傳送，被選中建立太空中心是當之無愧。
為你揭開神秘的秘面紗，此生必去的地方。

* 橡樹莊園 - 著名電影《飄》的取景地，
貴族莊園的雄偉氣魄，照片完全展示不出來。
300 多年樹齡的 28 棵橡樹，僅在此園才可以看
到。南方莊園文化的縮影。

* 濕地樹林 - 乘沼澤船探險。沼澤處於植
物生態演替過程中間，是從水體向陸地進化的
中間階段，植物大量生長，分解速度不快時，
就促使沼澤發育，植物遺骸不斷堆積，形成泥
炭，最終沼澤退化，變成草原。

* 欣賞爵士樂 (Jazz) ，源於非洲，形成於
新奧爾良。從默默無聞、起源於民間，發展成
為美國本土產生的最有份量的藝術種類，保持
了自己的特色及獨具的魅力而流傳至今。

* 新月城 - 法語區。新奧爾良狂歡之城是
如何成了法國新貴最奢靡腐化的北美殖民地，
法國宮廷的窮奢極欲，狂野不羈，“大快活”
夜夜笙歌，日日糜爛，充耳不聞埠外事，最終
連自己的命運悄悄易手都懵然不知。兩場大

 

1 
 

即時發佈 
 
國泰銀行 
9650 Flair Drive 
El Monte, CA 91731 

聯絡人： Rex Hong 
電話： (626) 279-3250 

 
 

國泰銀行新春推廣  
盡享優惠年利率 將「幸運金雞」帶回家 

 
【2017年 1月 23日洛杉磯訊】國泰銀行恭祝大家新年快樂，心想事成，現推出新春特別優惠。
凡於 2017 年 1月 17日至 2月 17日，在國泰銀行開設指定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或個人或商業貨
幣市場帳戶，即可享受優惠年利率及獲贈「幸運金雞」。 
 

帳戶類型 開戶金額及最低結餘 優惠年利率 (APY) 

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 $30,000 - $99,999.99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0.80% 1.00% 1.21% 

個人或商業貨幣市場帳戶 詳情請聯絡國泰銀行 

 
 

  

 
若客人開設定存帳戶，並想獲取上述優惠年利率，其帳戶最低結餘必需等同開戶金額。費用會影

響帳戶收益。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被收取罰款。有其他條件限制。上述的年利率自 2017 年 1
月 17日起生效。如有垂詢，歡迎聯絡國泰銀行。 
 
多款新春推廣正在國泰銀行同步進行，請即親臨分行查詢如何獲贈雞年開運陶瓷錢筒，亦可即電

1-800-9CATHAY (1-800-922-8429)或瀏覽 www.cathaybank.com 查詢更多詳情。 
 
 
FDIC會員  平等房屋貸款機構 

             
─完─ 

 

1 
 

即時發佈 
 
國泰銀行 
9650 Flair Drive 
El Monte, CA 91731 

聯絡人： Rex Hong 
電話： (626) 279-3250 

 
 

國泰銀行新春推廣  
盡享優惠年利率 將「幸運金雞」帶回家 

 
【2017年 1月 23日洛杉磯訊】國泰銀行恭祝大家新年快樂，心想事成，現推出新春特別優惠。
凡於 2017 年 1月 17日至 2月 17日，在國泰銀行開設指定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或個人或商業貨
幣市場帳戶，即可享受優惠年利率及獲贈「幸運金雞」。 
 

帳戶類型 開戶金額及最低結餘 優惠年利率 (APY) 

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 $30,000 - $99,999.99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0.80% 1.00% 1.21% 

個人或商業貨幣市場帳戶 詳情請聯絡國泰銀行 

 
 

  

 
若客人開設定存帳戶，並想獲取上述優惠年利率，其帳戶最低結餘必需等同開戶金額。費用會影

響帳戶收益。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被收取罰款。有其他條件限制。上述的年利率自 2017 年 1
月 17日起生效。如有垂詢，歡迎聯絡國泰銀行。 
 
多款新春推廣正在國泰銀行同步進行，請即親臨分行查詢如何獲贈雞年開運陶瓷錢筒，亦可即電

1-800-9CATHAY (1-800-922-8429)或瀏覽 www.cathaybank.com 查詢更多詳情。 
 
 
FDIC會員  平等房屋貸款機構 

             
─完─ 

火，燒毀的是建築，文化還是被保留。
* 品嘗 Cafe du Mont 的法式咖啡配貝奈特

餅（Beignet），一種法式無孔甜甜圈，美國人
把它與新奧爾良聯系在一起，起源法國的宗教
節日—Mardi，由法國教會修女帶進入法屬殖
民地，在北美洲發揚光大，成為美洲的法國後
裔最普遍的手作點心。

* 聖安東尼奧 - 異國情調的文化氛圍。西
班牙文化遺址隨處可見，墨西哥的民族色彩引
人註目，美國印第安人的傳統文化別有風味。
德州第二大城市，吸引每年約 2000 萬遊人。

第一天 . 家園 - 休斯頓
第二天 . 休斯頓市區遊一日遊
第三天 . 休斯頓 - 巴吞魯日 - 新奧爾良

第四天 . 新奧爾良市區一日遊
第五天 . 新奧爾良 - 休斯頓
第六天 . 休斯頓 - 天然橋鐘乳石洞 - 聖安

東尼奧
第七天 . 聖安東尼奧 - 弗雷德裏克斯堡 - 

奧斯汀 - 休斯頓
中南部旅遊除了 7 天團行程以外，還有短

線休斯頓市區 1 日團、聖安東尼奧 2 日團、新
奧爾良 3 日團、新奧爾良聖安東尼奧 5 日團、
詳盡資訊請參考網站 :www.tmttravel.com；現
在就撥打我們的聯系電話 : 713-772-7570；公
司地址 : 7001 Corport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BB55廣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星期日 2017年1月29日 Sunday, January 29, 2017



BB66醫生專頁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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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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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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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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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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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歷12 月23，乃灶君老爺上西
天之日，想不到遠在萬裡之外的澳
門一份報刊的老編，有感我廿年來

為其報刋筆耕;今年特提前電郵我一首七律詩，以作提
前拜年之賀。驚喜之餘，得句以謝。為跟大家分享文雅
賀物，特將全詩列寫出來：
鵲噪枝頭春意催，飛傳一咭賀年來。舊人舊例舊雅事，
鴻略鴻文鴻運開。

梨棗墨香滿華座，詩書氣韻走驚雷。選篇盡是珠
璣句，端賴於今有棟材。

這位老編，對我言多讚賞，實在令我汗顏。我是
一介草民，無路請纓，學養有限，生平愛弄墨舞文，故
人在海外40 多年，仍以 「文章報國、言論匡時」。今
次執筆時刻，已是猴年大除夕之夜，由於相熟親朋戚戚

友眾多，因此借助這個美南平台，向諸位祝福，在此恭 大家：
除夕 您團聚香甜、 初一 您喜慶新春、 初二 您福貴 堂 、
初三 您福慧雙增 、 初四 您大吉大利、 初五 您 載而歸 、
初六 您春風 面 、 初七 您人日快樂 、初八 您福祿壽存 、
初九 您如意吉祥 、 初十 您萬事亨通、 十一 您一帆風順 、
十二 您吉星高照 、十三 您合家和樂 、 十四 您身心安 元宵
、十五 您愛情甜蜜 。

猴去雞來，踏入新歲雞年，我這位愛文尚武的儒生，不期
然想起古代過年時民間之一項歡樂活動，那就是舞雞鬥雞。該

項遊戲，己有超過千年歷史，參與的人數，至少兩人，多
的達五六人，多為青少年。他們挨門逐戶表演，一般會唱
上一兩支歌，舞畢，從雞身上，拔幾根雞毛插在主人的雞
籠上，祝福主人家當年六畜興旺，雞鴨成群。主人多以茶
點款待，或饋贈 「賀年禮包」。

鬥雞是我國民間的一種頗具特色有趣的雜藝娛樂民俗
活動，歷史悠久。始於西周，春秋戰國，鬥雞是一種娛樂。到
漢代已成時尚，最盛是在唐代，長安城鬥雞作為一種遊戲，非
常盛行，多在寒食節時於城郊舉行，宮廷內亦盛行鬥雞。唐玄
宗未即位時，十分喜愛民間鬥雞，即位後，仍樂此不疲，專門
設立了 「鬥雞坊」，飼養訓練鬥雞， 「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
、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訓擾教飼
之」，以供其玩樂。在今西安南門外東邊設有 「鬥雞場」，鬥
雞時有音樂伴奏，場周圍還有小商、小販、小吃，十分熱門。
故有人稱玄宗為 「鬥雞皇帝」。著名詩人李白，也是鬥雞好手
，在《敘舊贈江陵宰陸調》有詩曰：

「我昔鬥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
」武則天時，宋之問在《長安路》詩中說：

「日晚鬥雞場，經過狹斜看」。宋之問武後時官授考功員
外郎，尚在下班後擠在人群堆中觀看鬥雞，可見當時鬥雞之盛
。唐代還流行一首民謠《神雞童謠》：

「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神雞童竟成了皇
帝身邊的紅人。唐末以後，鬥雞之風漸衰。但到了明代，鬥雞
在民間還很盛行，甚至還有專門的 「鬥雞社」民間組織。《陶
庵夢憶》載：

「天啟壬戌年間好鬥雞，設鬥雞社於龍山下。」這種民間
鬥雞組織的出現，可以看出當時鬥雞風俗之流行了。我國歷代

王朝如西周、春秋戰國一直到明代都有鬥雞的歷史記載，至今
在新疆、河南、山東、安徽、雲南等地和壯族民間，仍有鬥雞
習俗存在。在國外，不少國家都有鬥雞習俗。

雞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非常之好的形像，被視為吉祥瑞
禽、驅邪的神物。其冠名於山河地名，歷代文人墨客以雞為題
材，吟詩、作賦、丹青、傳說、故事、成語、俗語、警句、歇
後語、戲劇、雕塑，浩若煙海。如陝西的寶雞、金雞嶺就是以
雞為地名的，不一一列舉。

地名與街名，本來是個標誌而已，然而因各種原因，會發
生化學反應──令人笑破肚皮！如 「中國鐵路」微博給大家拜
個早年，貼出一張在車站前舉起揮春的相片，讓大家笑個不停
的是站名：六個雞。

六個雞，雞年最應景的地名吧！它在哪裏？據 「網絡新聞
聯播」的資料，該站建於一九七四年，位於貴州省凱裡市六個
雞村。為何改這樣的村名？因過去交通不方便，該條道路並無
特殊地標，當地人就以有村民養了六隻雞，便取了這個名字，
一直沿用下來。

有網友就數出用中國數字作開頭的地名：五棵松、六個雞
、七裡莊、八寶山、九棵樹、十裡堡。接著有趣的車站名：吉
林開往的小姑家，有小姑家，有大姑家嗎？有，去完小姑家，
順道去大姑家，哈哈！

「網絡新聞聯播」把列出跟數字有關的火車站名：一面坡
、二道河、三棵樹、四道溝、五台山、六個雞、七裡坪、八達
嶺、九龍崗、十堰、個舊（ 「個」是數量詞啵，也算？）、十
渡、百朋、千島湖、萬泉河。

踏遍五湖四海的旅遊人士，快找找自己到過上述哪些車站
？我只去過八達嶺，沒在車站前拍照，因坐旅遊巴士前往。

飛傳一咭賀年來
楊楚楓楊楚楓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

新加坡被扣軍車起死回生
楊楚楓楊楚楓

風向突變 , 香港特別行政區海關
關長鄧忍光1月24日確認，將歸還去
年11 月中旬新加坡於香港口岸被扣之
9 部軍車及相關裝備，在此之前，該
批設備曾“赴台交流”。

香港海關關長鄧忍光當天在回應
傳媒查詢時表示，作為全球經濟中一
個活躍及負責任的貿易伙伴，香港特
別行政區一直致力恪守戰略物品貿易
管制的國際標准，為此香港執行一套
嚴格的管制制度。他解釋：“按照香
港法例，未有遵照許可證制度的規定
進出口及轉運／過境戰略物品均屬刑
事罪行，可受法律懲處。香港海關於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對新加坡
采取行動，是因為懷疑有違反香港法
律的情況出現。”

鄧忍光表示香港海關已經完成有
關懷疑違法個案的調查，可能會作出
刑事檢控。不過，“該批軍車及有關
裝備，將會經由船公司歸還新加坡。
”

今次由商業船運公司APL負責運
輸 的 九 輛 新 加 坡 武 裝 部 隊 泰 萊 斯
（Terrex）輪式裝甲運兵車及裝備，

2016 年 11 月 23 日在香港葵湧貨櫃碼
頭被查扣，25日凌晨被運往屯門海關
內河及貿易組碼頭，以作進一步調查
。新加坡國防部 12 月 23 日就裝甲車
遭扣押事件發表了聲明。該聲明表示
，新加坡政府在那之前的三周裡，已
正式向香港特區政府表達新加坡的立
場，期待事情圓滿解決，以及香港特
區政府歸還資產。

對於“赴台交流”的新加坡武裝
部隊裝甲車被扣一事，有記者在中國
外交部 2016 年 11 月 25 日記者會上提
問“新加坡和台灣長期保持軍事關系
。香港海關此舉是否根據內地授意？
中方是否以此表達對新加坡同台灣保
持軍事關系的不滿？”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對此表示，外
國人員與貨物進出香港特區，應該遵
循香港特區相關法律。與此同時，中
國政府一貫堅決反對我建交國與台灣
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包括
軍事交流與合作。

自被扣事件爆發之後，兩個月以
來，雖經多次協商，新加坡9輛輪式
裝甲車仍然被香港扣押。此段期間，
北京對新加坡做出暗示，放棄與台灣
的關系或許是新加坡解決此事的唯一
辦法。據英國《金融時報》1月11日

報 道 ， 新 加 坡
與中國關於9輛
在 香 港 被 扣 押
的 裝 甲 運 兵 車

的口水戰出現升級，此前北京方面暗
示，需要新加坡放棄與台灣的低調關
系，才能解除扣押。此時，亞洲政治
正處於一個重要時刻，中國試圖通過
向新加坡等國施壓，進一步孤立台灣
。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中國對外關系
的專家時殷弘表示：“中國與新加坡
的關系已陷入谷底。”時殷弘將此次
的爭端與新加坡對台灣貿易與防務關
系、以及新加坡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
主權聲索所持立場聯系起來。中國視
台灣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海關經過調查後，決定歸還
扣留兩個月的九輛新加坡軍方裝甲車
；車輛會在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下月
11日)前，運回新加坡。新加坡當局表
示，這是正面的結局。一場牽涉軍事
、外交的事件，在農曆新年前得以解
決，不致戟指互駡，毫無疑問是一件
好事。當然，中國和新加坡之後會否
心存芥蒂，則是另一回事，要待下回
分解。

中國外交部之前評論事件時，表
示新加坡應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
又稱要遵守香港法律。這就把政治及
法律問題都說白了。至於新加坡方面
對事件的總結，恐怕只有當地最高級

官員才知道。不過，今次事件令人萌
生另一個討論空間，那就是新加坡的
地緣戰略位置，使得她有戰略談判本
錢、亦有叫價本錢。

新加坡位處南海最南部咽喉要塞
，由印度洋到東亞的海上航運路線，
最省時是沿馬六甲海峽南下，經新加
坡北上南海，中日韓俱是如此。若刻
意不走這線，那就要拐一個大圈，經
濟上及時間上都極不化算。所以，上
世紀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軍一開始便
南侵新加坡，就是這個道理。

時間過了幾十年，不過戰略環境
絲毫未變，未來除非如中國大陸網民
所稱那樣，北京要斥資在泰國中部攔
腰挖一條運河貫穿，否則新加坡依然
緊握東亞海運關節。(到了泰國運河挖
通，泰國戰略地位變成今天的新加坡
那樣，這又要另一重戰略思考，不過
這些都是後話)

新加坡當然知道自身戰略地位吃
重，而外交上則企圖開拓不一樣的空
間。新加坡與中國於 1990 年 10 月建
交，是東南亞國家當中最遲的一個。
當時中國因六四鎮壓被西方制裁，新
加坡就在這時與中國建交，我記得當
時有聯合國工作人員說這是新加坡
「幫中國一個大忙」雲雲。時移勢易

，中星關係今天如此，在九十年代初
是誰都想像不到的。

中國是政經大國，新加坡是地緣

戰略舉足輕重國家，這兩樣未來好長
一段時間，都不會改變的。這次事件
當中，中方清楚說明 「一個中國」的
立場，新加坡多年來在兩岸之間的角
色會否因此有變，值得觀察。從目前
看，中星兩國將盡力維持現狀關係，
但過去的祥和恐怕一去不復返，一種
新的中星關係形態，即將來臨。日前
新加坡防長曾經作過這樣表示：我們
已從裝備被扣的事件中，吸取教訓，
以後應當改變做法，保護新加坡財產
。新加坡國防部已經發表了六次聲明
。因為這批裝甲車是新加坡軍方在台
灣參加完“星光計劃”軍事演習返回
途中被扣的，該事件被解讀為新加坡
和中國的外交事件。

裝甲車被扣事件發生後，新加坡
官方多次表示尊重一個中國原則，不
希望此事影響新中關系。談及該事件
，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在接受專訪時
強調，“關鍵是不使事情惡化，不推
高情緒、不使形勢更嚴峻，保持冷靜
，開放所有溝通渠道……更重要的是
要了解對方為何有那樣的立場。”

維文同時表示，“新加坡太小了
，不可能要其他國家順應我們，但我
們可以去了解對方立場不同的原因，
確保這些差異不會干擾長遠的戰略性
關系。第一，不使形勢惡化；第二，
也不能逆來順受，否則，我們會失去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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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1 月份月會
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行

Texas A&M 陳蕾詩博士為長春
會會員們演講 , 講題是腸保健
康 : 緣起、過程、挑戰。

Texas A&M 陳蕾詩博士及其學生為長春會會員們演
講 , 講題是腸保健康。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會長柯志佳、副會長許碧珠、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祝賀一月壽星：柯嫚妮 , 孫碧華 , 吳
榮惠 , 劉如峰 , 蔡朱芳美 , 吳何瑞齡 , 楊慶森 , 莊承業 , 林淑寬 , 余賴碧珍 , 王淑華 , 賴炳文 ,
黃金珠 , 徐澤濱 , 卓鈺翔 , 陳瑞金 , 顏琇莉 , 黃華芬 , 劉素雲 , 許秀月 、宋明繡。

柯志佳新會長致詞， 感謝許
會長兩年來帶領理事、志工們
為長春會眾會員服務，也感謝
卸任的王素美理事、 江淑芸
理事，兩年來為長春會辛勞。  
2016 年 12 月 10 日會員大會時
通過 2017 年度理事：吳美瑢，
林三江，王吉盛，陳金菊，許
碧珠為本會服務。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全年的月會全勤者，1 月份月
會時副會長柯志佳、會長許碧珠表揚獎勵，名單
如下：經文處 ; 會務組 ; 王吉盛 , 林淑寬 , 孫碧華 ,
張明忠 , 吳美瑢 , 許碧珠 , 鄧玉庭 , 鄧張翠梅。

柯志佳新會長頒發 [ 熱心服務，造福會友 ]
感謝獎牌給許碧珠前會長 , 僑教中心李美姿
副主任見證。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致賀
詞。

2017 年度理事會 會長柯志佳、副會長許碧珠 - 關懷 , 出納，吳美瑢 - 康樂 , 會計，理事：
尤文芳 – 公關 ， 何麗珍 – 會籍 ， 張麗姬 – 會籍 ， 陳金菊 – 會籍  林三江 – 總務 
， 謝文山 – 總務 ，王吉盛 – 總務 ， 謝勝男 – 總務。

Texas A&M 陳蕾詩博士、王素美理事、僑教
中心李美姿副主任歡聚於長春會月會。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全年的月會全勤者
經文處 , 由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代
表接受許碧珠會長頒發紀念品。

鄧玉庭、周宗德夫婦等會員們
參加長春會，輕鬆愉快，元氣
活潑。 老朋友相見甚歡，認識
新朋友益喜樂。

柯嫚妮 , 廖李碧玉 , 廖文豪及
會員們於 1 月 14 日下午 3 時在
台灣人活動中心參加休士頓台
灣長春會 1 月份月會。

中國著名歌唱家袁晨野在休巿會晤藝文界人士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為歡迎中國著名歌唱家袁晨野（ 右六 ），來休巿演出歌劇 < 尼克松在中國 ＞ , 白先慎（ 右四），歐陽美倫（ 
右七 ）夫婦上周五在「姚餐廳 」設宴款待，並與休市多位僑界藝文人士餐叙（ 右起 ）李堅強教授、梅路
村、王建光、男高音歌唱家王維國、男中音歌唱家錢護壯、湯維藩、程美華、姚鳳北夫婦、畫家張要武。

中國著名歌唱家袁晨野（ 中 ） 與梅路村
（ 右 ），秦鴻鈞（ 左 ）合影。

中國著名歌唱家袁晨野（ 中 ），與李堅強
教授（ 右 ），歌唱家錢護壯（ 左 ）。

三位歌唱家都是師從於美國聲樂教授 Steven 
Smith 的師兄弟（ 右起） 王維國、袁晨野、
錢護壯。

中國著名歌唱家袁晨野（ 右） 與姚鳳北夫婦合影。

中國著名歌唱家袁晨野（ 右 ），與休巿畫
家張要武（ 左）合影。

中國著名歌唱家袁晨野（ 右 ），與「 愛心
組織 」 創辦人黃登陸（ 左 ）合影。

中國著名歌唱家袁晨野（ 右 ） 與「 姚餐
廳 」 東主郭翠華（ 左） 合影。



BB1010綜合經濟

新聞圖片

星期日 2017年1月29日 Sunday, January 29, 2017

這兒是獨壹無二的雪的王國，千姿

百態、如夢似幻。無論白天還是夜晚，

零下20多攝氏度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大海

林林業局雙峰林場依然遊人如織，讓這

個曾是苦寒之地的林海雪原變成了紅紅

火火的“中國雪鄉”。這紅火的背後，

折射出的是林海雪原發展旅遊業化為金

山銀山的巨變。

林海雪原，火了雪鄉火了遊人
走進1月的雪鄉，令人心動的雪韻

便透了出來：湛藍的天空，壹座座相連

的“雪屋”，紅彤彤的燈籠……風兒壹

吹，雪飄燈搖。街邊不時見到花棉襖白

氈靴、狗皮帽子紅圍巾的山裏妹子，任

擺滿凍梨、凍柿的水果攤上鋪滿雪花。

雪鄉是雙峰林場所在地，“夏無三

日晴，冬雪漫林間”。當地人說，來自

日本海的暖氣流和來自貝加爾湖的冷氣

流在這裏相遇，撞出長達7個月的雪期

和高達 2米的積雪。這兒的雪又黏又

輕，生成了風情萬種的奔馬、臥兔、神

龜、巨蘑……

“這麽漂亮的雪只在照片上見過，

實在是太美了！”廣東遊客小張說。夜

晚，站在雪鄉3.2公裏棧道上俯瞰，家家

戶戶懸掛在房檐、屋角、門樓前的串串

紅燈籠，以特有的“中國紅”調色著

“白雪”，似白似紅，光怪陸離，營造

出迷人的浪漫。在靜謐的雪韻大街上，

林場職工自編自演的東北大秧歌，吸引

著遠遠近近的遊人。

大海林林業地區旅遊局副局長劉忠

才說，從去年 11 月 6 日到今年 1月 19

日，雪鄉已接待遊客27.7萬余人次，同

比增長52%。

落雪成金，過上紅火的日子
在雪鄉壹個農家院的門前掛著這樣

壹副對聯：“綠水青山迎賓客，冰天雪

地招財來”，橫批是“落雪成金”。折

射出雪鄉發展旅遊業帶來的巨大變化。

“2000年以前，雪鄉是苦寒的代名

詞，組織上派誰誰都不願來。”雪鄉旅

遊風景區管理委員會黨支部書記楊榮濤

說，雪大、路遠、海拔高、山多地少，

那時138戶人家的林場竟然連個學校都

沒有，“如今，連神仙都願來啦。”

林場職工樊兆義見證了雪鄉的變

遷。上世紀80年代初，樊兆義被分配到

雙峰林場當伐木工，妻子周長貴在林場

食堂工作。“不景氣時，壹個月收入只

有兩三百元，還不按時發。有壹年發了

4個月工資，壓了8個月。”樊兆義說。

2002年左右，林場號召職工轉型發

展旅遊。“這麽多年就是砍樹伐木頭，

旅店那事咱整不了。”那時已到機關工

作的樊兆義說，林場要求機關帶頭，並

提供優惠木材蓋房子。他拿出準備留給

兒子結婚用的1萬元錢，動員妻子硬著

頭皮開起了周大姐家庭旅館。

“剛幹那會，只有三鋪炕、壹個廚

房，也沒有室內廁所，也沒多少客人，

賺不到錢。”樊兆義告訴記者，隨著遊

人的增多，旅館不斷“升級換代”。如

今，周大姐家庭旅館實現了“鳥槍換

炮”，有15間客房、8個服務員，還有

壹個大餐廳。每天接待遊客50余人，年

收入30多萬元。

像樊兆義壹樣，林場職工隨著雪鄉

的紅火陸續都圍著旅遊忙活起來。“過

去千把元錢就能買壹趟房子，現在壹個

普通的農家院都要上百萬元，甚至幾百

萬元。”

“換崗不下崗、分流不出局、人員都

安置。”楊榮濤說，雪鄉火了，也讓林

業職工日子火了。2016年僅林業局圍繞

雪鄉遊的經營人員就達5300余人，直接

從事旅遊工作的達3858人，安排林業局

轉崗職工就業833人。

斬斷黑手，雪鄉傳播“正熱能”
進入雪鄉，在廣場上就可以看到壹

個大大的電子顯示屏，上面除了滾動播

出當天的日出時間、溫度、遊客註意事

項外，明碼實價地公布著餐飲價格標

準。“對於遊客舉報的違規商家、亂收

費現象也都全部實名曝光。”楊榮

濤說。

曾有壹段時間，蜂擁而至的遊客，

讓雪鄉猝不及防。壹些不良的商家與旅

行社瞅準機會宰客。剛剛過上紅火日子

的雪鄉人心痛至極，大海林林業局和景

區管委會除了管與罰外，將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加強有效供給上，以市場手段平

抑亂漲價和亂收費行為。

雪鄉還有免費的3.2公裏的高山徒步

棧道和觀景臺，有了再現原生態自然景

觀的幾十個茅草屋及柴棚、糧囤、圈舍

以及農家小院，有了林業局管理的雪韻

閣、民俗旅館、木刻楞房以及汽車旅館

等旅館設施，有了雪韻大街上的“雪鄉

特色產品展銷中心”。“這個店是林業

局是2014年開的，除了展示，還可平抑

宰客行為。”店長劉冉告訴記者，店裏

平價出售幾十種森工產品，還有當地特

色產品、旅遊紀念品等。

據介紹，2016年雪鄉實現旅遊產值

2.3億多元，林場直接收入2700多萬元。

直接帶動當地餐飲收入3032萬元、住宿

收入3498萬元、山貨等購物收入5598萬元，

帶動區域旅遊相關產業收入5億元。

“遊客火了，林場火了，職工火了，

種養加產業也火了。”楊榮濤說，在雪

鄉，只有贏家，沒有輸者。

“中國雪鄉”冷資源變成““熱能量熱能量””

中國還有6.42億非網民 這些人因為啥不上網？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9次中國

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

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這些網民中，年

齡、收入結構如何？農村網民有什麽特點？中國非

網民規模為6.42億，又是啥阻礙他們上網？為此，

中新網對該報告進行了梳理。

網民向低學歷人群擴散，小學及以下學歷網民
占比提升

報告顯示，2016年12月，中國網民男女比例

為52.4:47.6，截至2015年底，中國人口男女比例為

51.2:48.8，網民性別結構進壹步與人口性別比例逐

步接近。

年齡上，中國網民以 10-39 歲群體為主。截

至 2016 年 12 月， 10-39 歲群體占整體網民的

73.7%。其中20-29歲年齡段的網民占比最高，達

30.3% ； 10-19 歲 、 30-39 歲 群 體 占 比 分 別 為

20.2%、23.2%，較 2015 年底略有下降。與 2015

年底相比，10歲以下低齡群體和 40歲以上中高

齡群體的占比均有所提升，互聯網繼續向這兩

部分人群滲透。

報告指出，中國網民中，月收入在中等水平的

網民群體占比最高。截至2016年12月，月收入在

2001-3000、3001-5000元的群體占比分別為17.7%和

23.2%。報告還指出，2016年，中國網民規模向低

收入群體擴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群體占比較

2015年底增長1.2個百分點。

網民中具備中等教育程度的群體規模最大。報

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初中、高中/中專/技校

學歷的網民占比分別為37.3%、26.2%，其中，高

中/中專/技校學歷網民占比較2015年底下降3.0個百

分點。與2015年底相比，小學及以下學歷人群占比

提升了2.2個百分點，中國網民繼續向低學歷人群

擴散。

農村網民規模擴大，城鄉互聯網普及差異依然
較大

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國農村網民

占比為27.4%，規模為2.01億，較2015年底增加526

萬人，增幅為2.7%；城鎮網民占比72.6%，規模為

5.31億，較2015年底增加3772萬人，增幅為7.7%。

報告指出，中國農村網民規模持續增長，但城

鄉互聯網普及差異依然較大。截至2016年12月，

中國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69.1%，農村地區互

聯網普及率為33.1%，城鄉普及率差異較2015年的

34.2%擴大為36.0%。

報告還指出，中國農村網民在即時通信、網

絡娛樂等基礎互聯網應用使用率方面與城鎮地區

差別較小，即時通信、網絡音樂、網絡遊戲應用

上的使用率差異在4個百分點左右；但在網購、

支付、旅遊預訂類應用上的使用率差異達到20個

百分點以上，這壹方面說明娛樂、溝通類基礎應

用依然是拉動農村人口上網的主要應用，另壹方

面也顯示農村網民在互聯網消費領域潛力仍有待

挖掘。

中國還有6億多非網民，半數因不懂電腦/網絡
報告顯示，農村人口是非網民的主要組成部

分。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國非網民規模為 6.42

億，其中城鎮非網民占比為39.9%，農村非網民占

比為60.1%。

報告指出，上網技能缺失以及文化水平限制仍

是阻礙非網民上網的重要原因。調查顯示，因不懂

電腦/網絡，不懂拼音等知識水平限制而不上網的

非網民占比分別為54.5%和24.2%；由於不需要/不

感興趣而不上網的非網民占比為13.5%；受沒有電

腦，當地無法連接互聯網等上網設施限制而無法上

網的非網民占比為12.8%。

埃及開羅遭襲博物館三年後重新開放

埃及開羅埃及開羅，，開羅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重新開放開羅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重新開放。。

烏拉圭狂歡節舉辦開幕遊行烏拉圭狂歡節舉辦開幕遊行 奇裝異服搞笑海玩奇裝異服搞笑海玩

烏拉圭狂歡節在蒙得維的亞舉辦開幕遊行烏拉圭狂歡節在蒙得維的亞舉辦開幕遊行，，表演表演
者身著搞怪服飾將氣氛推向高潮者身著搞怪服飾將氣氛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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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巴蜀府泰國巴蜀府，，當地民當地民
眾在河裏淘金眾在河裏淘金。。當地遭遇當地遭遇
暴雨襲擊暴雨襲擊，，Klong ThongKlong Thong
河段遭洪水沖刷河段遭洪水沖刷，，金沙含金沙含
量大增量大增，，引發民眾引發民眾““淘金淘金
熱熱”。”。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 last nation to attempt a lunar 
sample return through the Luna 24 mission back in 
1976.
Chang'e-5 will be equipped with high-end technology, 
some of which can be used for a Mars sample return 
mission and eventual crewed journeys to the moon by 
China.

"The lunar probe is comprised of four parts: an orbiter, 
a return module, an ascender, and a lander," Ye Peijian, 
one of the country's leading aerospace experts, said in 
a report by state media Xinhua.
Once Chang'e-5 has landed on the chosen spot, it 
will drill holes into the soil and collect samples. An 
ascent module, together with an orbiter, will then 
perform an automated docking around the lunar orbit 
approximately 380,000 kilometers away from Earth.
Once the automated docking is complete, the orbiter 
will start its journey back home. The return module 
will detach itself once close to the Earth for a 'skip' 
reentry. The orbiter is planned to land in Siziwang 
Banner, Inner Mongolia.

"Once the samples are back, we can begin our analysis 
right away," Ouyang Ziyuan told the press back in 
October. Ouyang is one of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s (CLEP) cosmochemists and chief scientists.
Although Chang'e-5 is not the first orbiter to fly the 
moon, it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land, rove, and retrieve 
samples from the lunar surface. The mission marks the 
third phase of a Chinese project that began nearly 10 
years ago.
China is also planning two other ambitious missions. 
In late December, its space agency announced that it 
may land a probe on the moon's far side by late 2018 
— and that it plans to launch a Mars probe by 2020. 
Related
China Plans On Making Major Breakthroughs 

In Space Science
China plans to make major discoveries and 
breakthroughs in frontier areas of space science, said a 
recently released government white paper.
The white paper revealed China will implement a 
series of new space science satellite program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paper titled "China's Space Activities in 2016" 
also detailed China's key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China has set its sights on the moon. The nation just 
recently announced the country's first sampling and 
return mission, slated for launch late Nov. 2017,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bygbtimes.com.
Chang'e-5, an 8.2-tonne probe, will embark on the 
momentous journey. It will be launched on a Long 
March 5 rocket situated on Hainan Island's Wen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re.
Two years after putting its first rover on the moon, 
China says it will launch a mission to bring lunar 
samples back to Earth late this year. As it plans that 
mission, China's space agency is also preparing a 
separate trip to the moon's far side, possibly in 2018.
In late 2013, China became the third country to land a 
rover on the moon's surface, joining the U.S. and Russia 
in that elite club. Named the Jade Rabbit, China's rover 
ran into a slew of early technical problems, as the Two-
Way reported. But it overcame many of those issues 
and continued operations until August of 2016.
The mission to return lunar samples to Earth will be 
even more complex. 

five years and its plans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seek evidence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dark matter. They intend to use dark 
matter particle exploration satellites to detect high-
energy electrons and high-energy gamma rays in the 
Universe.
China also plans to launch a hard X-ray modulation 
telescope to study the matter dynamics and high-
energy radiation processes in the strong gravitational 
field of compact celestial bodies and black hole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also study large-scale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models of solar wind and the 
magnetosphere, and the response to magnetospheric 
substorm change proces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use the Shijian-10 recoverable 
satellite; Chang'e lunar probes; Shenzhou spacecraft; 
the Tiangong-2 space laboratory and Tianzhou-1 
cargo spacecraft to implement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research in biology, life sciences, medicine and 
materials in space.
China will also carry out experiments in space, said 
the white paper.
China will conduct basic research into sun-earth space 
environment; space climate and solar activity and its 
impact on space climate. It will also implement space-
relat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white paper said China will perform experiments on 
new space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soli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its space industry.
The 11,000-word white paper noted China's 
achievements in spac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se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successful debut of the 
heavy-lift rocket Long March 5; a new coastal launch 
site; a dark matter-hunting satellite and a quantum 
science satellite.
China is now preparing for Moon and Mars missions. 
It's once again aiming for the Moon, with planned 
lunar missions in 2017 and 2018.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Director for Southern News Group.
An official proclamation was presented from 
Congressman Al Green to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that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2017 Lunar Festival and it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Houston community.
Congressman Al Green congratulated Chairman Lee 
o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and his efforts 
to organize many activities to bring the community 
together into a more united and multi-community. 
He was honored with "Happy New Year" and 
"Congratulations to Fortune" in standard Chinese. 
Congressman Green urged everyone to recognize 
Chairman Lee for his dedication to community service.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Lunar New 
Year also included a prepared a roast suckling pig by 
Deng Runjing (David Tang) presented to Chairman 
Lee and together with the crowd as the roast suckling 
pig was carved. The roast suckling pig is a symbol of 
Lucky Po and a good sign for a good New Year ahead. 
Guest ate the New Year pork together, exchanging 
views and networking in the lively and warm scene.

A Kickoff Reception was held for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on Thursday, 
January 6th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from 5PM - 8PM. The Festival is planned for Saturday 
February 4, 2017, and will be held on the square in 
front of Southern News Group offices located at 11122 
Bellaire Blvd in southwest Houston.
A group numbering almost 80 participants attended the 
Kickoff Reception and included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and 
the Consul General of Japan
In his opening remarks, Chairman Lee thanked 
everyone for attending and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Lunar Festival would be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Arts 
and Cultural Festival in the future with a total of more 
than 13 countries to join the ranks of planning future 
events to show the variet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s 
these countries have to offer. There will be more 
international celebrations, rich with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Lee said.
Chairman Lee also announced that David Tang would 
be the new CEO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that Anna Wang would be the new Public Relations 

Kickoff Reception Held For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Chinese Mission To The Moon Will Launch Late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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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From The Reception For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val

China's Chang'e-5 craft, seen here at an exhibition in 
2014, will carry out a lunar soft landing,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s space agency.

China's quantum satellite. (Photo : CNSA)

Figure 1: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fifth from left),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sixth from left),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members of the event Planning Committee.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Figure 2: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left) presented a Proclamation 
recognizing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by his 
office for outstanding community 
service to Wea H. Lee (right),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Figure 3: Everyone enjoyed the cutting of the roast suckling pig.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Although Chang'e-5 is not the first orbiter to fly to the moon, 
it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land, rove, and retrieve samples 
from the lunar surface. (Photo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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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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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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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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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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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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