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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雲閣點心城重新開業 道地港式茶點全日供應
東雲閣點心城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10am-9pm
週六週日﹕9am-9pm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 106, Houston, TX 77036

( 位於黃金廣場H Mart 旁)
電話﹕713-360-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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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社1
月18日洛杉磯/華盛頓訊）美國總統唐納德•
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將很快宣布是否對進口太
陽能電池板徵收關稅，並嘲笑說，當有些國家
在美國傾銷補貼的電池板時，“每個人都會倒
閉”。

太陽能產業正焦急地等待這一決定，這將
對該行業產生深遠的影響。反對廉價進口的國
內面板生產商將從關稅中獲益。但是，那些依
賴低成本硬件的安裝商最近的高速增長將會受
到影響。

在接受路透社(Reuters)採訪時，川普拒絕
透露他將如何處理此案——這一案件是去年由
一家國內製造商的貿易申訴引發的，但他抱怨
進口對美國電池板製造商的影響。

他說: “你知道，沒有了政府補貼，發生

了很多事情——他們拋棄了太陽能電池板，然
後所有人都破產了。”

當被問及何時宣布新規定時，川普總統說:
“很快。老實說,很快。”

根據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的工作程序，川普總統要到1月
26日才能做出決定。

破產的國內面板生產商Suniva去年的案件
引發了川普總統對關稅的考慮，當時該公司提
起了貿易訴訟，稱其無法與廉價進口產品競爭
。根據太陽能光伏市場調查（Solar Photovol-
taic SPV Market Research）的報告，美國約
95%的太陽能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板是在國外生
產的，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馬來西亞和菲律
賓。

Suniva 後來加入了德國製造商 Solar-
World AG
(SWVKk.F) 的
美國分公司。

今 年 10
月，川普總統
接受了美國國
際貿易委員會
(U.S. Inter-
national
Trade Com-
mission)成員
的一系列選項
，以保護國內
生產商，但他

也有很大的餘地提出自己的選擇，或什麼都不
做。

Suniva正在尋求強有力的措施。
Suniva 發言人馬克（Mark Paustenbach

）說:"一項強勁的關稅政策將允許Suniva重新
開工，並重新僱用員工。"

製造業有26萬個就業崗位。不過，這一
貿易案加劇了安裝商的焦慮，他們佔了整個行
業的大部分，並依賴於低價進口產品。

太陽能產業協會(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的貿易組織發起了反對關稅的活
動，稱它們將抬高太陽能的價格，削弱需求，
從而減少了成千上萬的就業崗位，並最終傷害
到那些尋求增加關稅的製造商。

“我對此持樂觀態度，畢竟這是公司所需
要面對的事情”可再生能源公司（Swinerton
Renewable Energy） 總 裁 喬 治 • 赫 什 曼
(George Hershman)說。

赫什曼說，他的公司僱用了2000名全職
員工和多達8000名臨時工，但在川普總統做
出決定之前，他還增加了幾個項目。

“如果你增加50%的工作成本，這可能就
不是經濟問題了。”赫什曼說。

據首席執行長夏爾馬(Suvi Sharma)說，在
加州和韓國生產電池板的美國公司 Solaria
Corp，也反對關稅。該公司表示，最近一輪
2300萬美元的融資比其本預計時間長了幾個
月，部分原因是投資者對此案感到不安。

“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這一切都消失，”夏
爾馬說。

川普：光伏產業關稅將出台 對業界影響巨大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白宮官方網站1月17日訊
）三個月前，川普總統曾經在賓夕法尼亞州哈裏斯堡（Harris-
burg）美國貨運協會的老闆面前發表了講話。當時，雖然他有經
濟方面的好消息要報告，但國會的減稅方案仍在討論當中。

川普總統說: “我們希望降低稅收，增加工資，為美國卡車
司機和美國工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今天，川普總統回到了賓夕法尼亞州，有更好的消息要與大
家分享。在減稅和就業提案成為法律後不到一個月，至少有187
家公司發放了獎金，提高了最低工資，計劃更多投資，或因減稅
而捐贈給慈善機構。

被忽視了的移民政策辯論
美國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本週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2001

年9月1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間，被判犯有國際恐怖主義相
關指控的4人中，有3人是外國出生的人，他們通過我們的移民
系統進入美國。

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最近的報告也提請人們註意在移民辯論
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問題:基於性別的暴力。

數據顯示：
• 2011 年政府問責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

的一份報告發現，在2003年至2009年的財政年度裏，有69, 929

次性犯罪的疑犯被判有罪。
• 2014年的一項研究估計，美國每年約有1500樁強迫婚姻

。
• 2014年的研究顯示，美國每年平均有23到27起榮譽謀殺

事件，其中90%的受害者是“太西方化”。
類似這樣的數據表明，不管政治立場如何，所有美國人都應

該想要一個支持和捍衛我們價值觀的移民體系。
“為什麽要徵稅?”
據《今日美國》報道，蘋果公司昨天宣布了一項“與最近的

稅收法案部分相關的全面舉措”，該公司將從海外利潤中支付
380億美元，同時在美國創造2萬個工作崗位。

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說: “蘋果公
司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它可能只發生在美國，我們為美國經濟的
長期支持而自豪。”

這條新聞意義重大，而《華盛頓時報》的專欄作家斯蒂芬
• 摩爾（Stephen moore）解釋了其中的原因。摩爾在書中寫道:
“現代進步派的一個前提是，稅收對人們的投資、工作和儲蓄，
以及他們居住的地方沒有太大的影響。”

“傻孩子，剛剛頒布的川普稅收法案已經證明這些批評者是
錯的。” 摩爾如是說。

今天，川普總統參加了獲獎者前參議員鮑勃 • 多爾 （Bob
Dole）的國會金質獎章頒獎儀式。

川普賓州推稅改 兌現一個諾言

川普總統在獲獎者前參議員鮑勃川普總統在獲獎者前參議員鮑勃 •• 多爾多爾 （（Bob DoleBob Dole））的國會的國會
金質獎章頒獎儀式上金質獎章頒獎儀式上。。攝於攝於20182018年年11月月1717日日 ((白宮官方照片白宮官方照片
，，Shealah Craighead)Shealah Craighead)

光伏產業光伏產業，，將無處不在的太陽能轉化為無所不能的電源將無處不在的太陽能轉化為無所不能的電源。。

圖為圖為20182018年年11月月1515日日，，生產運營商生產運營商
John WhiteJohn White在美國俄勒岡州在美國俄勒岡州HillsboroHillsboro
的的SolarWorldSolarWorld太陽能電池板工廠進行太陽能電池板工廠進行
檢查檢查。。 (Natalie Behring/(Natalie Behring/路透社路透社))

光伏產業還是有許多不定因素光伏產業還是有許多不定因素。。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粤聚粤有才
百万房补 千万巨奖 大湾区城市人才政策迭出

    　2018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之初，

珠三角各地大胆冲破传统体制对人才的束缚，创

造了“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景象。四十年的时光

匆匆流逝，珠三角如今走进大湾区时代，迎来了

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波澜壮阔的创新事业，对人才

的渴求也上升到了全新高度——全球揽才。在粤

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近年来，尤其是 2017 年，

推出了哪些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

佛山：
金融领军人才 每年奖励 100 万元

　    2017 年 10 月和 11 月，佛山市人社局分别与

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签订《共建“武汉大学 - 佛

山市人才驿站”合作协议》和《共建“吉林大学 -

佛山市人才驿站”合作协议》。双方在举办专场

人才洽谈会、博士后工作站、高新技术人才服务

平台、创业服务等方面加强合作，帮助佛山企业

招揽人才。佛山市人社局透露，还将在全国建立

5 个类似的人才驿站。

　　佛山市人社局目前正在制订人才服务工作三

年升级行动计划，将在一市五区打造高层次人才

服务专区，可为引进到佛山的海外等高层次人才

提供“一站式”高端人才服务和沟通交流的平台。

●扶持创新团队最高资助 2000 万
　　新引进佛山人才享 30 万元 ~600 万元购房补

助（不同领域补助不同）；本科以上学历人才至

少享受每年 6000~12000 元租房补贴；低于市场

价租金供大专以上人才申请人才公寓。

　　在佛山工作、纳税满一年的高端金融人才有

机会被认定为金融领军人才、金融高级管理人才

或金融高级专业人才，金融领军人才每年可获得

总共 100 万元的奖励。

　　对创业创新团队，最高提供 2000 万元扶

持资金。创业领军人才创办、领办且通过评审

的企业可进行股权等融资担保，最高 1000 万

元。高端金融人才所在机构当年缴税且实际入

库额同比每增加 1 亿元，奖励其管理团队及骨

干成员 100 万元；同比增加 5000 万元，奖励

50 万元。

中山：
英才计划引高才 分档资助创新团队

　　去年，中山在原有系列人才政策基础上，推

出《关于进一步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若干意见》，

主要内容包括：实施“中山英才计划”，补齐高

端人才短板；给力本土人才培养，实施“中山优

才工程”；打造特色展翅平台，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增强人才政策竞争力等。

　　认定的科技创新、企业经营管理、金融领域

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可获 3 年金额与其实

际年收入同等的补贴，每人每年最高 100 万元；

企业在国内外设立研发中心、分支机构、孵化载

体，就地吸引和使用人才资源，经评审认定，给

予 50 万元至 300 万元资助；短期工作专家连续

工作 1 个月以上，分层次给予最高 30 万元生活

补贴等。

　　分档次资助创新创业团队：国际领先团队最

高 3000 万元；国内领先团队最高 2000 万元；省

内领先团队最高 1000 万元。

　　院士等第一层次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可享

受 200 万元购房补助或免租入住 200 平方米以上

住房，在中山全职工作满五年可无偿获赠该住房；

第二至第六层次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享受 10

万元至 50 万元购房补助，3 年内可免租入住人才

公寓；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对高层次人才倾

斜实行最高 20% 额度上浮优惠。

　　凭“中山优才卡”，高层次人才可在社保、

购房、购车、职称评定等方面享户籍居民同等待

遇；在住房保障、配偶就业、入学入户、医疗保健、

绿色政务、文体生活等方面享优先便利。

深圳：
立法引“人才” 院士奖 600 万元

　　《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后简称《条

例》）2017 年 11 月 1 日正式实施。《条例》的

实施意味着深圳将人才政策优势努力转化为人才

立法优势。《条例》提出一系列创新性举措，旨

在破除制约人才创新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条

例》规定每年 11 月 1 日为深圳市人才日，在深

圳南山后海片区，全国唯一的“人才公园”也于

去年 11 日 1 日开放。《条例》还规定，设立“人

才伯乐奖”，对在本市人才培养、引进过程中作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补贴：杰出人才来深奖 600 万元
　　根据 2016 年 3 月 23 日深圳发布的《关于促

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对新当选的两院

院士和新引进的杰出人才，每人给予 100 万元工

作经费和 600 万元奖励补贴。深圳财政每年投入

不少于 10 亿元，用于培育和引进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和团队。经认定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

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和海外 A 类、B 类、C 类

人才，分别给予 300 万元、200 万元、160 万元

奖励补贴。

●住房：高层次人才可免租
　　杰出人才可选择 600 万元奖励补贴，也可选

择面积 200 平方米左右免租 10 年的住房。选择

免租住房的，在深圳全职工作满 10 年、贡献突

出并取得本市户籍，可无偿获赠所租住房或给予

1000 万元购房补贴。符合条件的其他高层次人才，

在享受相关奖励补贴的同时 , 可选择最长 3 年、

每月最高 1 万元的租房补贴，或选择免租入住最

长 3 年、面积最大 150 平方米的住房。

　　人才申请轮候公共租赁住房，不受缴纳社会

保险时间限制。向新引进入户的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发放一次性租房和

生活补贴，其中，本科生每人 1.5 万元，硕士生

每人 2.5 万元，博士每人 3 万元。

●创业：设基金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全日制大专以上应届毕业生可直接引进入

户，在专业、院校、指标、申办方式等方面均无

限制，技能人才入户有加分。

　　深圳还设立了 80 亿元规模的人才创新创

业基金，支持人才创新创业。如出国留学人员

来深创业，符合条件的给予 30 万元 ~100 万元

创业资助，特别优秀项目给予最高 500 万元资

助。本市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项目经过评审的，

可申请最高 10 万元小额担保贷款以及场租补贴

等。

东莞：
揽海外高才 房补最高 250 万元

　　在创新人才引进方面，东莞近年来推出了一

揽子政策。其中，在 2015 年，东莞市出台了《东

莞市成长型企业人才扶持试行办法》，主要对接

企业中高端人才需求，创新人才扶持办法。此外，

东莞还出台了《东莞市鼓励柔性引进海外专家来

莞工作试行办法》等。

　　企业引才奖励最高 50 万元，人才创业贷款

贴息最高补助 200 万元，特级人才最高可享受

250 万元购房补贴；创业领军人才最高可享受

500 万元配套资助；引进创新科研团队资助加奖

励最高达 2000 万元。

　　在优化人才入户服务方面，东莞实施条件准

入、积分制入户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的“1+3”

入户政策，建立全市统一办理平台，条件准入实

行“即来即办”。

　　按特色人才类别给予购房补贴：特级人才最

高可享受 250 万元购房补贴；一类人才购房补贴

150 万元至 200 万元；二类人才购房补贴 100 万

元至 150 万元；三类人才购房补贴 50 万元至 100

万元。

　　 符 合 条 件 的 人 才 也 可 申 请 租 房 补 贴 租 住

市场商品房。一类人才可享受每月 2500 元至

3000 元租房补贴，二类人才可享受每月 2000

元至 2500 元租房补贴，三类人才可享受每月

1500 元至 2000 元租房补贴，为期三年。（广

州日报记者肖陆军、张翔宇、陈臣、马俊贤、

陈治家、李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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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現今，全球各地均掀起一股再生醫學的新
浪潮，在國際間受到廣泛的研究與討論，那就是 「幹細胞療法」
，是目前全球最受矚目的醫療方式。為什麼被稱為再生醫學呢？
因為 「幹細胞療法」能夠從根本上幫助身體重建與修復，是治本
之方，因而啟動抗病與醫療的新天地。

那麼，什麼是 「幹細胞療法」?
幹細胞(Stem Cells)指的是所有細胞的源頭，是指在原始階段

、未分化的細胞，此細胞具備自我更新、分化與再生的能力。
幹細胞技術就是將幹細胞註入體內，幫助身體促進再生能力，達
到再生與抗病的目的。幹細胞可以幫助身體源源不斷的製造許多
生物活性物質，就像一個內在小工廠似的，所以能讓身體修復。
幹細胞療法是治療退化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開拓性方法，對於治
療身體上的疼痛和老化是非常理想的方式，許多老人家有的骨關
節炎、肌肉和關節疼痛、或是急性損傷，幹細胞療法都能提供令
患者滿意的治療，使用幹細胞，能讓病人組織再生，並提高身體
自然癒合的能力。

幹細胞療法的優點
幹細胞療法是從根源上著手，而非只是治療癥狀。

幹細胞療法是世界
上最自然、最有效的
抗炎、抗病毒、抗菌
、自我調節、和滋養
身體的療法，為身體
的免疫系統提供巨大
的修復與治療能量來
源。
有些關節炎病人被告
知要換用人工關節，
或是長期使用帶有副
作用的成癮性疼痛藥
片，相較之下，幹細

胞療法更自然、更少
風險，它可以自然改
善和恢復身體健康。
此外， 「幹細胞療法
」沒有任何副作用，
且比大多數的開刀治
療更便宜、更安全。

「幹細胞療法」通
過FDA檢測，如果曾

經嘗試其他註射療法卻無明顯的效果， 「幹細胞療法」值得您一
試。

目前醫學上使用的幹細胞有五種來源，分別是從羊水、胎盤
、未發育完全的嬰兒、患者自身、以及臍帶血等五種方式提煉出
來，臍帶血幹細胞是其中最優的，新生兒出生時能將臍帶血儲存
在血庫中，密度最高，品質最好，修復效果也最佳。能幫助減少
發炎、控制免疫系統、和幫助中樞神經系統的再生。由於人體的
免疫系統不會將這些幹細胞識別為外來之物，因此不會有排斥。
休斯頓的德州第一醫療中心(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運

用 「幹細胞」療法，已經成
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
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機
體功能，免除患者動手術的
各種風險。其中主要的治療
包括關節炎、膝關節受傷、
腰背痛、肩膀痛、手腕或肘
部痛、腳痛、神經疾病、疤
痕組織、足底筋膜炎、急性
或慢性等各種疼痛，不需要
開刀就能有效的消除病痛。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所使用的
是臍帶血幹細胞，由新生兒
臍帶血所提煉而出，是目前
五種幹細胞來源中最優良的
，密度高，修復效果好。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負
責人陶慶麟醫師(Dr. Sammy
Tao)表示，幹細胞療法讓病人
不用走開刀的路線，沒有副
作用，病人不須經歷動手術
麻痺，不用等手術後漫長的
恢復期，而且治療效果良好
。許多老人家有退化性關節
炎、腰疼、軟骨突出等，用
幹細胞療法都很有效。

舉個例子來說，一位六十多歲的男性病患，在來到德州第一
醫療中心之前，已經動過關節手術，但是還是疼。德州第一醫療
中心為他註射幹細胞之後，第二天就不疼了。

此外，幹細胞療法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同時治療身體多處
的疼痛，在同一天註射不同的疼痛部位，如果是開刀的話，就不
可能達成。尤其很多老人家同時有腰部、肩膀、膝蓋的痛癥，用
幹細胞療法便可同時解決。

據悉，在美國膝蓋的手術約要四、五萬美金，肩部開刀約要
三萬多美金，背部手術要超過十萬美金，即便有保險涵蓋，還是
有自付額要付。比較起來，幹細胞療法不僅便宜的多，也不用冒

手術的風險，效果還更好。
在接受幹細胞療法之後，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醫師群會給患者相
關的醫療建議，讓患者去掉造成病因的來源，從根本處徹底改善
身體，讓患者更長時間的維持健康。
詳 情 請 洽 德 州 第 一 醫 療 中 心 。 電 話 832-998-2416( 中 文)、
281-208-7335(英文)。地址: 中國城診所 9798 Bellaire Blv., #K,
Houston, TX 77036(位於黃金廣場)。糖城診所 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幹細胞療法幹細胞療法 治療疼痛不用開刀治療疼痛不用開刀
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從根本上幫助身體修復與重建

休斯頓深圳姐妹城市協會一月七日舉行會長交接休斯頓深圳姐妹城市協會一月七日舉行會長交接
新任會長吳華昌將致力經濟文化商業發展新任會長吳華昌將致力經濟文化商業發展，，作兩城市之間的橋樑作兩城市之間的橋樑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斯頓深圳妹妹市協會 新舊任會長交
接儀式於一月七日（星期日）晚間在珍寶樓舉行，由該會2016～
2017 會長Mr. Jim Olive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吳華昌（David
Ng )先生, 兩位會長在會上都提出將致力於休斯頓 - 深圳姊妹城
市協會經濟文化商業的發展，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城市之間
的橋樑。

「休斯頓深圳姊妹市協會」新任會長吳華昌（David Ng )先
生是休士頓家喻戶曉的財經名人，擁有非凡的 新任會長公證師
吳華昌擁有非凡的人壽保險知識和經驗，他榮幸應克林頓總統和
高爾副總統的邀請前往白宮演講，他個人背景信息包括以下特點
：出生於香港，並已在美國53年。是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度過了50年的美國公民。能說流利的英語，粵語和國語3種語言
。專業特長包括：個人和團體人壽保險，健康，年金和商業保險
。

工作技能和資格包括以下專業特點：擁有財務和管理方面學
士學位; 1986 年得克薩斯州休斯頓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 顧問委員會主任; 投資者顧問，尤其是在德克薩斯州的休
斯頓; 頂級專業; 1985;圓桌會議領導- 有頂級資格的終生會員;
MDRT - 有頂級資格的終生會員18年; NQA - 18年全國合格獎
和終身會員; 全國18年的銷售成就獎和終身會員; 領導俱樂部獎
和保險行業榮譽獎; 健康保險質量獎; 自1970年以來美國將軍人
壽保險公司; 符合所有美國將軍人壽保險會議的要求; 總統內閣美
國將軍人壽保險13年; 休斯敦市代理處最高級經紀人16年;新時
代人壽保險公司- 德克薩斯州休斯敦，1991 - 1992年的頂級代

理; 符合所有新時代人壽保險會議; 亞洲商會，1993年主席。
吳華昌也是世界上非常受歡迎和成功的保險頂級代理，自

1984年至1994年，他曾受邀到世界各地談論他所代理的保險計
劃， 這些光榮的演講會議包括以下地點：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2
次; 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香港和曼谷，1985; 加州，蒙特利公
園，洛杉磯和聖地亞哥3次; 俄亥俄州，香港6次，6個不同的年
份; 悉尼，澳大利亞; 韓國首爾; 不列顛哥倫比亞溫哥華並於1993
年至1994年應克林頓總統和戈爾副總統的邀請前往白宮演講。

休斯頓- 深圳姐妹城市協會 (HSSCA) 組織的宗旨是促進世
界上最具活力的兩個城市，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和中國深圳之間的
商業，文化理解和友誼。作為姐妹城市國際的成員，這是一個由
艾森豪威爾總統在60多年前成立的組織，我們相信面對面的會
議和個人關係對於促進人民之間的和平與繁榮至關重要。

世界上大多數大城市都有姐妹城市。事實上，休斯頓有18
個姐妹城市，包括巴庫，阿塞拜疆，尼斯，法國和澳大利亞珀斯
等地 (Baku, Azerbaijan, Nice, France, and Perth, Australia)。休斯頓
最長的關係之一就是深圳，像休斯頓這樣的城市，經歷了長期的
經濟好時光。

深圳曾經是香港隔壁的珠江上一群被稻田包圍的貧窮村莊
。 1979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把它定為國家第一個經濟特區。
他想給予全面免費的企業一試。這個實驗超出了所有的預期，深
圳的增長速度可能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城市都要快。今天，這是一
個擁有令人眼花繚亂的建築的工業巨人，現在人口比休斯頓，達
拉斯和聖安東尼奧三倍。這也是中國的矽谷，它的工廠生產出每

一個可以想像的技術組件。
1986年，“休斯敦頓- 深圳姐妹城市”項目形成，交易，文

化，教育，醫療交流成為兩市的特色。目前，休斯頓 - 深圳姐
妹城市協會在兩座城市的市長辦公室之外運作。在休斯頓，該組
織由當選國際知名企業和環境攝影師吉姆.奧利夫領導。

推動休斯頓人與深圳人之間的友誼，商業交流，文化藝術，
國際貿易與理解。現代外交的起源是在城市之間的關係。 Henry
Kisinger說: 今天，城市是我們的世界貿易渠道，我們主要的文化
傳播者，與其他國家的民族聯繫最密切的國家，也是未來世界領
導地位的經過驗證的訓練場所。姊妹城市計劃有助於為所有這些
重要資產提供更有意義的手段。

休斯頓於1963年建立了第一個姐妹城市，此後又增加了15
個姐妹城市。休斯頓是姐妹城市國際的成員，因此符合所有的
SCI規則和條例。 HSSCA課程涵蓋廣泛的領域，包括貿易，教
育，文化和藝術。 HSSCA的目標還包括促進休斯頓的國際化，
增加旅遊和貿易，並激發民族傳統的自豪感。

休斯頓和中國深圳市自1984年以來一直從事文化，教育，
社會和經濟交流活動。休斯頓 - 深圳姐妹城市項目於1989年正
式確定，當時深圳市市長李昊和一個代表團前往休斯頓出席 由
當時的市長凱西.惠特米爾簽署的建立休斯頓與深圳的姐妹城市
關係的簽字儀式。深圳不僅是休斯頓的姐妹城市，也是姐妹港口
。 HSSCA高中表演藝術學校（HSPVA）與深圳同等學院之間也
有類似的關係。

圖為休斯頓圖為休斯頓--深圳妹妹城市協會新任會長吳華昌深圳妹妹城市協會新任會長吳華昌（（右右 ））
贈送紀念品給卸任會長贈送紀念品給卸任會長Mr. Jim Olive (Mr. Jim Olive ( 左左））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20162016年年1212月月22日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日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特納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第一排中第一排中））和休斯頓和休斯頓-- 深圳姐妹城市協會團隊領導相互慶祝休斯頓的節深圳姐妹城市協會團隊領導相互慶祝休斯頓的節
日慶典日慶典;; 由由ReliantReliant提供樹燈提供樹燈。。

圖為休斯頓圖為休斯頓--深圳姊妹市協會重要理事與新舊任會長合影深圳姊妹市協會重要理事與新舊任會長合影。（。（二二
排右一排右一））為新任會長吳華昌為新任會長吳華昌，（，（二排右二二排右二））為卸任會長為卸任會長Mr. JimMr. Jim
OliveOlive及重要理事段文小燕夫婦及重要理事段文小燕夫婦（（二排左二二排左二，，左一左一）。（）。（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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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吃喝玩樂”，美食永遠是排在
第一位的。無論您處於什麼年紀，是外出
旅游還是日常休閑，一家環境優雅、食物
品質上乘的餐廳，都會令您得到身心的雙
重愉悅和滿足。而談起西餐美食，相信您
一定首先想到的就是牛排，一家西餐廳的
廚藝高低，往往一份牛排就可見分曉。那
麼下面，就讓小編為您精選出華府的十大
牛排餐廳，您不妨挑上一家，親自去品鑒
一番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119HFXL

根據最新的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美國人的

家庭年收入中位值已達到59039美元，這已是自1999年

以來的歷史最高值。但職業的不同，卻在客觀上大大

影響著人們的收入，依然有很多低薪職業使工作者們

生活拮據，而一些職業，卻擁有著與生俱來的豐厚報

酬，想必求職者都希望能夠找到這樣工作。近日，商

業內幕雜志就為我們總結出了 2018 年的美國工作 20

強，下面，就讓我們來逐一了解一下吧！

根據榜單，全美最好的20個職業倒序依次為：

20. 業務運營經理：平均年薪$99,31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9.1%；

19. 財務顧問：平均年薪$90,53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4.4%；

18. 銷售經理：平均年薪$117,96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7.4%；

17. 財務經理：平均年薪$121,75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8.7%；

16. 律師：平均年薪$118,16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9.4%；

15. 足病醫生：平均年薪$124,83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9.7%；

14. 營銷經理：平均年薪$131,18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0%；

13. IT經理：平均年薪$135,80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1.9%；

12. 石油工程師：平均年薪$128,23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4.5%；

11. 麻醉護士：平均年薪$160,27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6%；

10. 假牙修復學專科醫生：平均年薪$126,05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7.2%；

9. 牙醫：平均年薪$159,77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7.2%；

8. 兒科醫生：平均年薪$168,99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7.8%；

7. 精神科醫生：平均年薪$194,74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3.1%；

6. 醫師：平均年薪$201,84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4.9%；

5. 正牙醫生：平均年薪$228,78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7.3%；

4. 口腔頜面外科醫生：平均年薪$232,87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7.2%；

3. 產科和婦科醫生：平均年薪$234,31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7.9%；

2. 外科醫生：平均年薪$252,910，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6.8%；

1. 麻醉師：平均年薪$269,600 ，預計2016至2026工作崗位增長17.8%

配圖：最佳職業 來源：商業內幕網站

延伸閱讀延伸閱讀：：20182018年全美年全美TOPTOP2020最佳工作最佳工作

—————華府—華府TOPTOP1010牛排餐廳大盤點牛排餐廳大盤點（（上上））

BLT牛排
在這家明亮、經典的搖滾餐廳裡，你也可

以盡情地讓自己的食物和味覺搖滾一下。正如

其名，牛排是這裡最值得一嘗的美味，其中

“堪薩斯城牛骨”味道最為濃郁，另外牛群牛

排也是比價不錯且傳統的選擇。此外，餐廳還

有雞肝醬、雞尾酒大蝦、小牛排等其他菜肴也

十分可口。甜品可以嘗試創意季節聖代，其中

專屬於夏季的草莓聖代最為人所津津樂道。

地址：1625 I St. NW

波 旁 牛 排 （Bourbon
Steak）

波旁牛排位於華盛頓特區四季酒店餐廳，

它不同於那些標榜自己擁有某種特定品種牛排

的餐廳，牛排的取材非常廣泛，堪稱一間“食

肉動物的游樂場”。這裡的牛排有時髦的35天

干牛排、德克薩斯牛排、宮崎駿日本和牛......應

有盡有，這些上等牛排都將經過橡木烤架上的

黃油浴，保證肉質鮮美。甜品可以在店內召喚

一個威士忌手推車，搭配甜甜圈，是不是也頗

有特色呢？

地址：2800 Pennsylvania Ave., NW

查理帕爾默牛排（Charlie
Palmer Steak）

來自紐約的大廚查理•帕爾默在2003年開

了這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牛排店，為首都華

盛頓特區帶來了一股牛排新浪潮。這家店距離

國會大廈僅幾個街區，將原本肉味兒濃重的老

男孩風格牛排改頭換面成了一家味道清爽，且

兼賣金槍魚韃靼和龍蝦玉米熱狗的現代新型店

鋪。這家店目前偏愛菲力牛排，加上黑胡椒和

貝雷尼斯，簡直味道一流。店裡還有傲人的

6000余種葡萄酒，精彩不容錯過。

地址：101 Constitution Ave., NW

華府周末去哪兒
玩：

到了周末，總是不想懶懶地窩在
家裡，小編將為您挑選一些華府本地
的娛樂活動供您周末精彩出行！

華盛頓特區餐館周活動
（Metropolitan Washington
Restaurant Week）

又到了令人興奮的餐館周，2018年，華盛

頓特區的餐館周還將延續往年的傳統，有超過

235家當地的知名餐廳即將加入到今年的特惠活

動當中，每個餐館都將為食客們打造出精心挑

選的特色菜單，所有參與活動的餐館，三道菜

的午餐價格一律為每人$22，晚餐價格為每人

$35，一些菜品組合在平日裡可能需要花費上百

美元才能享受得到，如果您對哪些餐館特別鐘

意或向往已久，不妨趁此機會前去一窺究竟。

時間：1月22日至28日，具體參與餐館和預約

訂位，可登陸活動官網查詢：http://ramw.org/

restaurantweek地址：750 15th Street NW

劉虹版畫藝術展（HUNG
LIU IN PRINT）

來自中國的女性藝術家劉虹擅長版畫創

作，其作品從中國歷史人物到現代人物，獨具

中國特色，題材廣泛有內涵。美國國家女性藝

術家博物館將從本周開始，歷時半年時間，來

為大家呈現一場

精美的劉虹版畫

藝術作品展，歡

迎廣大華人朋友

積 極 參 觀 。 時

間：1 月 19 日至 7

月 8 日 ； 地 址 ：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 1250 New

York Ave. NW,

Washington, DC

配 圖 來 源 ：

活動官網

新的一年為求職者帶來了新的希望，
盡管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全美的就業機
會減少了6%，但是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
最新數據顯示，失業率卻維持在了4.1%，
美國整體的就業環境在逐漸轉暖，求職者
除了可以預期更好的職位，也許還將得到
更加理想的薪資，已有經濟專家預測，
2018年很可能是就業者獲得加薪的一年，
而且全美一些大城市本身的起薪就高於其
他地區。

近日，為了幫助就業者更全面地了解
就業市場，WalletHub網站對全美180多個
城市進行了比較和分析，結果發現，有10
個城市，員工的起始薪資就顯著比其他城
市要高，而如果再結合當地的生活成本來
綜合考量，最
終，網站給出
了全美“月平
均起薪”最高
的十個城市，
其中，首都華
盛頓特區位於
第五名。

榜 單 顯
示，這十個城
市依次為（括
號內數字為月
平均起薪）：

加 州 聖 何 塞 （5441） 、 加 州 舊 金 山
（4680）、加州奧克蘭（4680）、加州弗
裡蒙特（4680）、華盛頓特區（4637）、
康涅狄格州布裡奇波特（4082）、華盛頓
州 塔 科 馬 （4067） 、 華 盛 頓 州 西 雅 圖
（4067）、馬薩諸塞州波士頓（3863）和
紐 約 州 的 紐 約 市 （3477） 及 澤 西 城
（3477）。

同時，WalletHub還列出全美最好找工
作的地區，依然是加州的灣區表現最為強
勁。且2018年也許對大學畢業生是個好找
工作的年份，有數據還顯示雇主們願意聘
用應屆大學畢業生的數量上升了4%。

配圖：華盛頓特區 來源：網絡圖片

華 盛 頓 特 區 獲 評華 盛 頓 特 區 獲 評 20182018 全 美 起 薪 最 高 城 市 第 五全 美 起 薪 最 高 城 市 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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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行旅遊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代理成員（IATAN)，也是郵輪業代理協會成員（CLIA），是符
合認證的實體旅行社。是休士頓最專業的旅行社，擁有20年以上旅遊行業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士，本
著敬業的精神，顧客第一，服務 周到的宗旨，為所有顧客提供優質、準確、快捷的服務，並得到一
致的贊賞。我們衷心感謝您對我公司的支持，歡迎您聯系我們！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3 Houston TX 77036
電話:1-713-772-7570 1-713-772-9819
傳真:1-281-404-9063
團號: MAP6S

出發日期：週日（2/01/2018開始）
1. 小眾團管家式服務，一個導遊和一個司機， 15 人高頂，全程 VIP 服務。
2. 獨家升級入住紐約時代廣場內酒店。
3. 入住瀑布內酒店，步行幾分鐘可到瀑布。也可步行至加境（需有效加拿大簽證）。
4. 獨家帶您深入尼加拉瀑布“風之洞”。
5. 波士頓晚航班可參加波士頓深度遊：獨家內進金頂州議會大廳，美國不可錯過的歷史課。
6. 導遊免費辦理電子登機證，無語言障礙。
●行程線路 ●團費價格 ●日期及其他自費項目 ●註意事項

千里行旅遊推出美東千里行旅遊推出美東66天小眾休閑遊天小眾休閑遊

D1家園-紐約三大機場接機-夜遊 HOME-NEW YORK CITY(AIR-
PORT PICK UP)-NIGHT TOUR
酒 店 ： Hotel de Point， Howard Johnson， Ramada， Asiatic，
Marco Hotel，Quality Inn，The Parc Hotel或同等級
當您抵達紐約機場後，國內航班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等侯，國際航
班在出口處等候。

JFK, LGA, EWR機場團體免費接機時間：8:30am-11:00pm
（航班抵達機場時間），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最近的班車離
開機場。

沒有航班：如果您是自己提前到達紐約的客人，可以自行前往
三大機場，兩大唐人街集合點，等候安排班車送回酒店。
法拉盛集合點：紐約美食廣場（133-35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5:00pm;
曼哈頓集合點：77 Bowery, 2FL, New York, NY 10002）6:00pm;

接機後直接送往【時代廣場酒店】，讓您有更多時間感受曼哈
頓大都會，酒店步行即可到時代廣場，無論白天黑夜，街道兩旁的
霓虹廣告和大屏幕宣傳板都吸引著人們的眼球，晚上可選擇看百老
匯秀，或者在帝國大廈頂部放映你的電影片。（入住時間為3:00pm
後，提前到達酒店，需等候房間安排，曼哈頓酒店要求在辦理入住
時使用客人自己的信用卡來支付押金，退房時如無房內個人消費，
酒店會自動退回相應的押金）。

***享受免費接機或在曼哈頓，法拉盛上車的客人不含$12/人小
費，導遊會在行程結束前一天統一收取。任何由於天氣及其他原因
所導致航班延誤，令旅客無法在免費接機時間內到達，需收取接機
費用（1或2人$120，第3人起每多1人加$10，小費已含），或自
行前往酒店。
D2 紐約市觀光 NEW YORK CITY TOUR
酒 店 ： Hotel de Point， Howard Johnson， Ramada， Asiatic，
Marco Hotel，Quality Inn，The Parc Hotel或同等級
活動時間: 11-13小時。路程: 60英裏。
（30分鐘）領略繁華的【時代廣場】（50分鐘）乘船於【哈德遜河
】上遊覽【曼哈頓】，從平面的角度再次感受曼哈頓繁榮富裕，並
與【自由女神】像和【布魯克林橋】攝影留念。（60分鐘）深入參
觀【大無畏號】航空母艦和【協和號】超音速客機和各種戰機，領
略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超強實力。（75分鐘）參觀收藏無數珍寶的
【大都會博物館】和【中央公園】，紐約億萬豪宅區就在同條街道
上.（50分鐘）乘坐電梯，上到紐約市第一地標-【新世貿中心一號
大樓的頂樓】，在高空中鳥覽燈紅酒綠的曼哈頓，可見所有著名大
樓【帝國大廈】和【聯合國大廈】，【川普大廈】；下樓後，參觀
造價40億美元的【飛鳥車站】，建於舊世貿大兩個紀念水池。（40
分鐘）漫步世界金融中心【紐約股票交易所】所在地【華爾街】、
世界文化遺產【三一教堂】、與象征牛市的【銅牛雕塑】合影。在
車上途經遊覽：【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等著名景點
D3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 NEW YORK CITY TOUR
酒 店 ： Hilton/Radisson/Wyndham/Four Points/Crowne Plaza/

Courtyard/ Holiday Inn或同級
活動時間：10-12小時 路程：250英裏。
前往費城，（45分鐘）參觀【國家獨立歷史公園】。沿著鵝卵石鋪
就的街道前行，寂寂的【自由鐘】矗立在剛經修葺的自由鐘中心，
雖無聲卻仿佛歷史的鐘聲縈繞於耳。穿過年代久遠的【獨立廳】，
瞻仰一下【國會廳】，這兒見證了現代民主的建立以及《獨立宣言
》和《憲法》的誕生。隨後來到華盛頓特區，（40分鐘）參觀【美
國航空航天博物館】，記載了航天事業的發展史，從1903年萊特兄
弟的飛行器到現在的外太空探索，第一架橫跨太平洋的聖路易斯精
神號，還有太空艙和太空站內部結構。是一部完整的航空發展史記
載，並且陳列著數以百計的‘古董’退役飛機。世界名人堂【總統
館】與總統奧巴馬，川普等名人合影，當然少不了模擬總統辦公室
啦。（15分鐘）【美國國會大廈】（外觀），美國國會、參議院、
眾議院的所在地。（25分鐘）【白宮】（外觀）是美國歷屆總統的
住所和辦公地。於【林肯紀念堂】瞻仰這位受人愛戴的前總統；裝
飾精美的墻上鐫刻著出自這位傑出人物的名言警句，令人產生醍醐
灌頂之感，《阿甘正傳》等多部電影均有在此取景。由林瓔設計的
【越南戰爭紀念碑】上刻著烈士的名字，簡單而感人。【朝鮮戰爭
紀念堂】緬懷逝去的先烈，栩栩如生的士兵雕塑，描述了戰爭的緊
張和壯烈。車上途經【傑弗遜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
戰紀念碑】等。
D4 華盛頓 D.C- 康寧 WASHINGTON D.C – CORNING
酒店：Radisson/ Rochester Plaza/Park Plaza//Holiday Inn或同級
活動時間：11-13小時 。路程：350英裏 。
早上驅車前往（60分鐘）“西方景德鎮”世界玻璃之都【康寧玻璃
中心】，現場的熱玻璃表演技術，讓人大開眼界；您還將了解到
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如何制作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玻璃面具。
傍晚抵達【尼加拉瀑布】，最著名的自然景觀， 並被列為世界7大
奇跡之一。（60分鐘）搭乘【霧中少女號遊船】開往離瀑布最近的
位置，近距離感受到大自然無窮的威力。（冬季關閉，您還可以體
驗驚險刺激的快艇船【Jet Boat】，穿梭於波濤起伏的瀑布間，水
花迎面撲來，緊張刺激，更增加一份震撼力。如因天氣原因，可能
會關閉）。之後您可以選擇：A.在尼加拉市自由活動。B：自費深度
遊（$25/人，含古堡門票$12）。參觀尼加拉【軍事要塞古堡】。戰
爭古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它的背後就是一望無際的美國
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天氣晴朗的話，可以看到遠處的多倫多。
特別安排入住瀑布景區酒店，步行幾分鐘就能走到瀑布，晚上可欣
賞冬季燈光節，五彩繽紛的燈光照耀著尼亞加拉瀑布，絕對可以讓
你陶醉在燈火的海洋之中。【風之洞】Cave of the Winds，帶您深
入瀑布，沿著木棧道和階梯步行貼近瀑布，您會感到自己置身其間
，水從你的周圍流過，在這裏不僅可以觀賞美景，更能體驗尼亞加
拉大瀑布的磅礴氣勢。晚上入住瀑布區酒店。
D5 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NIAGARA FALLS – BOSTON
酒 店 ： Sheraton/ Doubletree/Radisson/Courtyard/Four Points/
Wyndham/Holiday Inn或同級

活動時間：11-13小時.路程：350英裏。
（30分鐘）觀看【室內巨幕Imax電影】，這部投資一千五百萬的電
影向您講述了尼加拉瀑布多姿多彩的傳奇故事。沿著伊利運河的方
向，橫跨紐約上州，感受到美國的遼闊，下午到達麻省劍橋市，
（45分鐘）參觀【哈佛大學】最古老的校園區，與聞名世界的謊言
雕像－哈佛雕像合影，參觀哈佛圖書館（外觀）。（15分鐘）留影
於【麻省理工學院】主教學樓。（10分鐘）波士頓中心【三一教堂
】、華裔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設計的【漢考克摩天大樓】樓中樓。
車上途經古老的【波士頓公園】、【天鵝湖公園】、【普天壽大樓
】，【波士頓圖書館】，金色圓頂的【州議會大樓】。（70分鐘）
晚上享受極富盛名的新鮮【波士頓龍蝦大餐】。
D6 波士頓 -紐約/家園 BOSTON-NEW YORK/HOME
活動時間：波士頓離團（6-7小時）。紐約離團（10-11小時）。
路程：250英裏（波士頓-紐約）
（60分鐘）乘坐【波士頓海港遊船】，盡情遊覽波士頓港灣。（60
分鐘）漫步於古老的【昆西市場】，感受波士頓古老的文化遺產，
還可以選購各種商品和紀念品。幾十家餐廳的午餐選擇，品嘗各種
地道美食，在導遊的介紹下，當然不能夠錯過著名的波士頓蛤蜊湯
。行程結束送波士頓和紐約機場。（波士頓機場BOS，請選擇1:
00PM後航班；紐約三大機場JFK/LGA/EWR，請選擇7:00PM後航
班；法拉盛和曼哈頓也可以離團。）紐約離團的客人，時間允許下
我們將加遊聽濤山莊(夏季)，州議會大廈(冬季)，和耶魯大學。
波士頓4:00pm後的航班可自費參加波士頓深度遊：成人：$25/人
，小童：$15/人（4人成行）
（45分鐘）【舊州議會】Old State House，現在是波士頓歷史博物
館，也是波士頓最古老的公共建築，是自由之路的一站，這代表了
北美殖民地邁向自由的歷史的一步。入內參觀需付門票（大人
$10.00，老人(62+) $8.50，小童免費）
（20分鐘）【燈塔山】是波士頓一個古老的街區，以其煤氣燈照明
的狹窄街道和磚砌人行道著稱。今天燈塔山被視為波士頓富人區、
最昂貴的街區，有不少明星都住這裡。
（45分鐘）【馬薩諸塞州議會大廈】Massachusetts State House
，由十八世紀著名的建築師查爾斯•布而芬奇設計，別具一格的州
議會大廈的金頂長期以來一直是波士頓市的標誌。大樓內部富麗堂
皇，旗廳就在圓頂下面，是為了收集內戰時期的戰旗而建的。有關
裏維爾飛騎報信和“波士頓茶黨案”的壁畫裝點了參議院樓梯廳，
站在燈塔山山頂俯瞰波士頓公園。（州議會週六日關門，改為參觀
（25分鐘）【波士頓公園】是自由之路的起始點，同時也是整個美
國年代最久的公園）。 外觀【波士頓傾茶船博物館】，發生在1773
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是美國革命的關鍵點之一。這起反抗事件是美
國獨立戰爭的遠因，最終並促成美國脫離英國獨立。
***請訂團時，提供離團機場和航班起飛時間，以便我們安排您和同
一個機場的旅客一輛車，節省您在送機路上的時間，讓您的旅途更
輕松。延住紐約機場酒店者，免費送回酒店並辦理入住。（只向本
旅行社預定房間才包含送回酒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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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打虎喝彩還是為腐敗悲哀

楊楚楓楊楚楓

剛 剛 在
新年過後
，新華社

馬上有猛料報道，中央軍委前委員、聯合參謀部
前參謀長房峰輝，涉嫌行賄及受賄，被移送軍事
檢察機關依法處理。

67歲的房峰輝，曾在2009 年中國國慶60週年
的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大閱兵典禮時，擔任總指
揮，受到全世界的注目。他亦曾是中國七大軍區
最年輕的司令，及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首任參謀
長，去年8月21日，仍以中國參謀長身份，會見
泰國武裝部隊最高司令素拉蓬，但五天之後的8 月
26日的官方新聞報道時，卻顯示參謀長已換人，
及後傳出房峰輝乃涉貪腐被查，而同一時期 「消
失」的，還有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張陽。
張陽涉行賄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去年11
月28日在家中畏罪自縊身亡。據悉，房峰輝是去
年落馬的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老鄉兼舊部，張
陽則是徐才厚嫡系。

中共又一名軍中大老虎房峰輝，在消失141天
，2018年開年後，涉嫌行賄、受賄罪行，被拉落
馬，被移送軍事檢察機關處置。消息在網上引起
中外民間熱議，紛紛猜測房峰輝這麼大的官，向
誰行賄。
1月9日傍晚，中國喉舌新聞社公佈了現任國家中
央軍委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原委員、中央
軍委聯合參謀部原參謀長房峰輝因涉嫌行賄、受
賄犯罪，被移送軍事檢察機關處理。

近年多次反貪反腐的相同的內容，今次中國
喉舌央視卻冠之以 「獨家報導」，中國官方新華
社也宣稱 「權威發佈」，十分明顯，這隻猛獸來
頭不少。去年8月21日下午，房峰輝還以參謀長

的職務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當時他在北京八一大
樓, 會見泰國武裝部隊最高司令素拉蓬。僅僅只是
5天後的8月26日下午，官方消息，中央軍委聯合
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
會見了參加第二屆 「阿中巴塔」四國軍隊反恐合
作協調機制高級領導人會議的巴基斯坦陸軍參謀
長巴傑瓦， 至此，中國軍方頭馬已改變，房峰輝
的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職位，已經被更換。
房 峰輝落馬的消息很快在網上引起熱議： 「終
於，原來傳言都是真的」 「上將，而且2010年就
授勳的上將，總參一把手」 「2009年北京軍區司
令，60週年閱兵總指揮」……也會落馬，多少人
始料不及。

粗略一看;中共自十八大以來折損的將軍，已
經比從抗日戰爭到抗美援朝戰爭所折損的還要多
。老虎越打越大，越打越多！我不知道是該為中
央打虎的決心來喝采呢，還是該為中國解放軍軍
隊領導的腐爛而悲哀。

人們尤其感興趣的是，像房峰輝這樣的大官
，他的行賄對像是誰。他已經是位列人臣之上，
房峰輝還可以給誰人行賄？ 」不單止是大陸民眾
，連海外地區華人也表示， 「受賄的含義人人皆
明白，好易理解，但行賄是給誰呢？真的是耐人
尋味，其實是呼之欲出！」他還要行賄， 「細思
之下，極為恐怖」。成千上萬的網友都是說：難
以置信， 「已經是這個超高級別了，還 去行賄？
他行賄給誰？」

中國革命戰將紅二代羅宇向記者表示，房峰
輝躍升少將，是在江澤民與徐才厚、郭伯雄掌控
中央軍委的時候， 「畫公仔不用畫出腸」，房峰
輝向郭伯雄、徐才厚行賄這是沒有疑問的了。此
前中共內部就傳出：張陽一次性給郭伯雄行賄2千

5 百 萬 ， 求 助
再次步步高升
！

「因 為 現 在
的中國官方抓那一個高官，都可以說行賄受賄，
都不會冤枉。但房峰輝肯定不是行賄收賄這點事
情。可能是政治上不忠誠、或非組織性活動，總
之是政治方面的問題，所以才會瑯璫入獄。」房
峰輝是中共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的老鄉兼舊部，
他在任蘭州軍區下轄的第21集團軍副軍長、軍長
時，就成了時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的郭伯雄的下屬
。

據網上公開資料顯示，房峰輝生於1951年，
陝西彬縣人。 1968年入伍，長期在新疆地區服役
。 1998年，房峰輝晉升少將軍銜，1999年成為第
21集團軍軍長。 2003年12月，房峰輝又擔任廣州
軍區參謀長，成為大軍區的副職將領。 2005年，
房峰輝晉升中將軍銜。 2007年6月至2009年10月
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 2009年10月1日，擔任紀
念中國建國60週年閱兵式總指揮。 2010年7月，
房峰輝晉升上將軍銜，2012年10月起升任中共軍
隊總參謀長，並成為中央軍委委員。 2016年1月
，任新成立的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首任參謀長。

中國解放軍將領近年被控涉貪者不少，徐才
厚、郭伯雄都是，現在則是再加一個房峰輝。對
外國尤其美國來說，也許覺得房峰輝被查不可思
議，因為去年四月，當中國最高級領導人習近平
訪問美國，在佛羅裡達州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
時，房峰輝是中國主要隨行成員之一。當天在特
朗普接待習近平的宴會之上，一身軍裝打扮的房
峰輝，正好坐在美國 「第一女兒」伊凡卡身旁。
所以不但為14 億中國人民所樂見，也為3 億美國
人民及世界各國民眾所看到。再看去年八月後主
北韓核武頻射危機的一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鄧福德訪華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出面對話

的高級將軍，便是房峰輝。才五個月，不夠半年
光景，這位解放軍上將就變成階下囚，受軍法撤
查對象，令人深覺： 位高權重的大官也會被拉下
馬，是否太過 「化學兒嬉」？

要知道中國解放軍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其實
就是以前的中國總參謀長，相等於美國的參謀長
聯席會議主席。美國傳媒稱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
席，有另一個叫法：top soldier，意謂軍人之中的
老大，大哥大，是管理具體軍務的最高級軍官。
中美兩軍高層會面幾個月之後，房峰輝就因涉貪
下台，到底那時談的中美對北韓戰略未來將會如
何，或者美國很想知道中國高層的看法。

房峰輝1968年入伍，2007年任北京軍區司令
員，2009年是國慶大閱兵總指揮，是京畿重地的
一號軍人，也是一號紅人；2012年再擢升為解放
軍總參謀長，進入中央，2016年初轉任新設的中
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這就令人更加好奇：
房峰輝涉及的行賄是在甚麼時候發生，是在北京
軍區司令員之前、抑或當上北京軍區司令員之後
？還有的是，房峰輝行賄的動機是甚麼？

這些內容，如果到時對房峰輝的審訊是公開
的話，可望讓外界有所了解。不過，據新華社稱
，房案已轉軍事檢察機關處理；由於涉及軍隊，
審訊會有多少透明度，恐怕要讓人走著瞧了。

走筆至此，再一次聽到中共軍委副主席範長
龍被調查的消息。範是徐才厚餘黨之一，他跟其
他落馬的軍老虎一樣涉嫌受賄、行賄被查。他才
剛剛卸任，也會被立案審查，可見今時今日的中
國反貪反腐，端的是雷霆掃蕩，萬馬奔騰。

有小道消息稱， 「早先的內部傳言是范長龍
願意吐出贓款4500萬元人民幣，降為副兵團級後
立刻退休，希望免予追究。現在看來他還是難逃
習近平的懲罰。而中國人民軍隊之中的高級將領
無人不貪！」

從去年10 月初到年底除夕當天
，美國國內一直懸空的兩個樂透
大獎： 勁球（Power Ball) 及兆彩
（Mega), 仍然是 「待字閨中」等
待 「如意郎君」」來 「雀屏中選
」。因此購買上述兩種彩票的銀
碼，每分鐘以過百萬的速度增加
。當時間跨過2018 年新歲，而購
買彩票市民，已不再限於美國國
民，與美國為鄰的加拿大、墨西

哥國民, 遠至港台澳地區、中國大陸的華人，也紛
紛要求美方親友，或是單方代買，或是雙雙出資
，共同下注。

就在這一火熱時刻，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傳
出：有多名大陸民眾趁來美國旅遊之餘，竟然以
過萬美金集資，以電腦分析方法，向當地投注站
購買眼前火熱的美國彩券。以2 元一張彩券來看，
10000 元便有 5000 張。以售票系統 1 分鐘可以出
售45 張彩券計算，5000 張便要花上大約120分鐘
，即2 個小時。這群遠方華客豪客估計集資超過萬
元美金，所以等待出券時間，應該超越2 小時。他
們認真懂得享受生活。不在票站苦候，改成馬上
拉隊過去鄰近的凱薩賭場內食午餐，順便在那裡

玩兩手。他們
豪氣地說： 時
來運到, 可以在
賭場內贏得萬

元，即便是無本生利，去碰彩票運氣。若是福星
高照，一手中的，買中頭獎，便返回中國過肥年
矣！

上帝是懂得安排的！新年第五天1 月5號，美
國 「百萬大樂透」（Mega Millions）便開出頭獎
4.5億美元，幸運號碼組合是28、30、39、59、70
以及巨型球10，獎券落在佛羅利達州坦帕（Tampa
）市，竟是一人獨得，出售天價彩票是在大約40
英里外的里奇港（Port Richey）7-Eleven的一家連
鎖店售出的。售出頭獎的 7-Eleven，可獲得十萬
美元獎金。彩花開兩朵。一天之後的1 月6 號晚上
10 時，勁球（Power Ball)也開出頭獎5.5億美元，
中獎者來自美國北部伊利諾州。

究竟幸運儿是何方人士呢？他或她為什麼這
麼幸運？他或她又是以何種方式方法來購票呢？
中獎之後又怎樣花費？今後又怎樣生活呢？一大
堆問題成了坊間熱門話題，亦成了美國媒體追捧
的近況。
週五（1 月 12 日），這位 2018 年首位樂透幸運兒
在佛羅列達州現身，原來竟是一個年僅20歲的青
少年，名叫米斯勒（Shane Missler）。令大眾驚嘆
：今次真是幸運出少年。

談到領取過億元的彩券獎金，有2 種方法。一

種是分期取款，以30 年時間每年領取4.5 億元的
平均值，即每年取走約1 千6 百萬美元。 （按照
美國財政政策，彩金沒有任何利息補貼:也就是說
，中獎彩金是4.5 億元，30 年領取，也是這個平均
指數而矣。而且必須明白一点： 美國彩金是不可
以作遺產處理的。也就是說:如果幸運兒一旦意外
先去，益家便是美國政府，因為餘下的彩金款項
，便不用再送出去。而原中獎得主的家人親友，
一個仙再也收不到了。所以凢有買中巨獎的幸運
者，1 萬個都是選擇一次性領取獎金，而不會等到
30 年每年等派錢。但有一点要明白，凢是選擇一
次性領取獎金方式的，只能取得巨款的一半，以
今次彩金是4.5 億元來計算，美國聯邦政府及州政
府在扣掉稅收及其它費用後，到手金額大約2.8億
美元。這跟加拿大、澳洲、歐洲、香港等地六合
彩的領獎方式不同，後者是你買中多少，便派出
多少。

巨額彩金送出的當天，佛州的《坦帕灣時報
》報導說，今次的新中億萬富翁幸運兒米斯勒，
在父親及律師的陪同下，走進佛州彩票總部領獎
時，手上拿著裝有幸運彩券的信封，開心地咧著
嘴笑著。父親和律師陪代表他發表了一份聲明：
「我只有20歲，希望用這筆獎金完成夢想、追尋

我熱愛的興趣、幫助家人，以及為人類做善事。
米斯勒在聲明中說： 「如果我在這個地球上的短
暫時間內，有學到一件事情，那就是那些保持正
向思維及真誠的人們，會得到獎勵。我期待未來

。」 「雖然我還年輕，但本週我在財務管理方面
完成了一次速成班，我感到非常幸運，我擁有這
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財富和團隊。」他說。

米斯勒還告訴《坦帕灣時報》，他在買彩票
時即有預感會中獎，未來他計劃離開里奇港，因
為他打算 「照顧家人，享受一些樂趣，並且為財
務上的成功鋪平道路，這樣我可以對後代有所貢
獻」。

能夠發財立品 ，得志助人，總是一件好事，
值得廣為嘉，廣為報導。去年新澤西州特倫頓市
（Trenton）的一位老婦人帕爾麗·瑪艾·史密斯
（Pearlie Mae Smith），育有 7 個成年子女，子女
們長大離開家，老人依然住在承載著孩子們成長
歷程與記憶的老房子。有一天，她購買的威力球
彩券（Powerball）贏得頭獎，獲得的獎金高達4億
2,960萬美元，交完稅後，淨得獎金也有2億8,400
萬美元。但是她沒有獨享奢華生活，也沒有很快
的花掉這筆巨款。而是把獎金分配給家人，然後
再投入公益。造福當地人群。相識者都稱讚這戶
人家的善良。

對於任何一家人，一夜之間獲得 2.84 億美元
都是一個可謂天文數字的巨額財富。不過史密斯
一家並沒有迷失，他們對這筆錢的用途早就想好
了，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神靈幫助他們行善而賜予
他們的工具。得到獎金後，帕爾麗給自己買了一
套新房子居住，花掉了獎金的很小一部分。剩餘
的錢款，他們是全數交給慈善機構！

楊楚楓楊楚楓

發財立品 得志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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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左左）） 頒發僑委會感謝狀給陳慶頒發僑委會感謝狀給陳慶
輝主席輝主席（（右右））

陳處長陳處長（（右四右四）） 頒發僑委會感謝狀及賀狀給中華公所新舊任主席後全體合影頒發僑委會感謝狀及賀狀給中華公所新舊任主席後全體合影（（ 左起左起 ））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
姿姿，，主任莊雅淑主任莊雅淑，，新任主席黃以法新任主席黃以法，，馮啟豐馮啟豐，，陳處長陳處長，，卸任共同主席陳慶輝卸任共同主席陳慶輝，，丁方印丁方印，，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左左））頒發僑委會感謝狀給丁方印主席頒發僑委會感謝狀給丁方印主席（（右右））

休士頓中華公所新舊共同主席交接儀式休士頓中華公所新舊共同主席交接儀式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右右））頒發僑委會賀狀給新任主頒發僑委會賀狀給新任主
席黃以法席黃以法（（左左））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右右））頒發僑委會賀狀給新任主席馮啟豐頒發僑委會賀狀給新任主席馮啟豐（（左左））新任中華公所主席及主要職員新任中華公所主席及主要職員（（左起左起））共同主席黃以法共同主席黃以法，，馮啟馮啟
豐豐，，財務長財務長：：趙婉兒趙婉兒，，核數核數：： 周偉立周偉立，，秘書長秘書長：： 陸忠陸忠

新任兩位共同主席黃以法新任兩位共同主席黃以法（（左二左二）、）、馮啟豐馮啟豐（（左一左一），），頒發紀頒發紀
念獎牌給卸任共同主席丁方印念獎牌給卸任共同主席丁方印（（右一右一）、）、陳慶輝陳慶輝（（右二右二））

出席交接儀式的貴賓合影出席交接儀式的貴賓合影（（右起右起）） 僑務委員葉宏誌僑務委員葉宏誌，，甘幼蘋甘幼蘋，，休士頓中華公所主席聯誼會召休士頓中華公所主席聯誼會召
集人林國煌集人林國煌，，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陳慶輝陳慶輝，，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新任新任

主席馮啟豐夫人在大會上主席馮啟豐夫人在大會上。。

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黃漢生追悼會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代表們參加黃漢生追悼會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代表們參加黃漢生追悼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方宏泰方宏泰,,德州潮州會祕書長林國德州潮州會祕書長林國
雄雄,,張海等僑界人士出席黃漢生追悼會張海等僑界人士出席黃漢生追悼會。。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在黃漢生追悼會上發表深情的講話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在黃漢生追悼會上發表深情的講話..
黃漢生先生走過人生黃漢生先生走過人生8888年成功歷程年成功歷程，， 從中國中山從中國中山，，上海上海，，
又從越南來到美國休士頓又從越南來到美國休士頓。。 他多年來擔任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他多年來擔任休士頓黃氏宗親會
秘書長秘書長，， 休士頓炎黃堂理事休士頓炎黃堂理事，，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樓業董事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樓業董事
會董事會董事，，樓業部主任樓業部主任。。他對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他對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休士頓炎黃休士頓炎黃
堂和社區貢獻良多堂和社區貢獻良多，，朋友多朋友多，，人緣廣人緣廣，， 尤其在買黃氏大樓的尤其在買黃氏大樓的
過程中出力很多過程中出力很多。。

黃錦石於黃錦石於11月月1414日代表家屬們向出日代表家屬們向出
席黃漢生先生追悼會的僑界人士致席黃漢生先生追悼會的僑界人士致
謝詞謝詞..

家屬們及僑界人士於家屬們及僑界人士於11月月1414日上午日上午99時在永福殯儀館時在永福殯儀館
出席黃漢生追悼會出席黃漢生追悼會。。

黃錦石等家屬們出席黃漢生追悼會黃錦石等家屬們出席黃漢生追悼會。。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們誦經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們誦經。。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方宏泰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方宏泰,,
張海等僑界人士參加黃漢生追悼張海等僑界人士參加黃漢生追悼
會會。。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代表們及僑界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代表們及僑界
人士參加黃漢生追悼會人士參加黃漢生追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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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上用手機“松綁”
“空地互聯”改變了什麽？

近日，飛機上可以使用手機的消息

成為壹大熱點。有網友認為“空中開手

機”改變了過去的“空中網絡信息孤

島”。飛機上使用手機有哪些限制？

“空地互聯”是怎樣實現的？空中上網

沖浪會成為新的增值服務嗎？記者采訪

了業內人士，對以上問題進行了解答。

國內航空公司爭相開通“空地互聯”
曬曬朋友圈、瀏覽壹下網頁，甚至

和家人打個視頻電話，這些在地面上可

以做的事情如今在空中壹樣可以實現。

18日零點起，東航部分客機的乘機

旅客就可在機上使用“飛行模式”的手

機、平板電腦（Pad）、筆記本電腦、電

子閱讀器等便攜式電子設備（PED）了，

但需關閉蜂窩移動通信功能。

除了東航，海航更是搶先壹步即推

出此項服務。17日21時36分，HU7781航

班從海口美蘭國際機場起飛，成為海航

PED開放的第壹班航班。春秋航空宣布將

於2月1日起，在國內國際地區航班上同

時“松綁”手機禁令，屆時，旅客可以在

飛行全程使用開啟飛行模式的手機。

從旅客實際體驗的情況看，盡管有

時網絡有點卡，但整體而言旅客即使在

空中，也不再是“網絡信息孤島”了。

航空公司爭先恐後開啟“空地互聯”

服務，猶如奔赴壹場“盛宴”，原因何

在？

早在2012年，東航集團總經理馬須

倫就曾向記者描述了空中WIFI的廣闊前

景。他說：“如今，旅客對上網的要求

是‘隨時隨地’，航空業也必須‘飛’

進互聯網時代，這是信息時代對航空業

發展提出的新要求。”

事實上，美聯航、漢莎航空、全日

空等國外航空公司早已推出空中上網服

務，要在航空市場上增強競爭力，國內

航空公司須快速追趕，補上這壹課。

壹位航空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空

地互聯”對於航空公司來說是進入互聯

網時代的新起點，未來的發展前景將十

分廣闊，“時不我待，誰都不甘落後”。

目前，東航已有74架飛機提供空中

WIFI，覆蓋全部國際遠程航線及166條

國內重點商務航線。海南航空的波音

787－9機隊中17架客機已實現空中接入

互聯網。

空中上網安全嗎？有哪些限制？
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世界上主要

有兩種主流技術方式用於實現“空地互

聯”。壹種是ATG（空地），即地面基

站向空中發射信號模式，但這種方式需

要在航路中架設地面基站，受地形和天

氣條件限制較多，尤其不能實現越洋飛

行。另壹種是用通信衛星，包括L波段

海事通信衛星和Ku波段通信衛星傳輸信

號。衛星網絡通信可以覆蓋全世界絕大

部分區域，不受航路及地形影響。

為最大限度保證飛行安全，國內航

空公司對上網的要求更為嚴苛，也將按

照相關規定嚴格執行。

飛機起飛後爬升到3000米以上才允

許開機並提供服務。當飛機下降高度低

於3000米時，設備自動關閉。“遇到氣

流出現嚴重顛簸，或者出現繼續提供網

絡服務可能影響飛行及通信安全的其他

情況時，上網設備也會短時自動關閉。”

壹位業內人士說。

東航表示，為了保證航班的安全，

空中上網需要滿足壹定的條件，並需嚴

格執行。旅客可在飛行全程中使用具有

飛行模式的移動電話（智能手機）和規

定尺寸內的便攜式電腦或平板電腦、電

子書、視／音頻播放機和電子遊戲機等

小型PED設備，但需打開手機飛行模式，

關閉蜂窩移動通信功能；而不具備飛行

模式的移動電話等設備，在空中仍然被

禁止使用。

此外，超過規定尺寸的便攜式電

腦、PAD等大型 PED設備僅可在飛機

巡航階段使用，在飛機滑行、起飛、下

降和著陸等飛行關鍵階段禁止使用。

根據中國民航局的規定，在低能見

度飛行階段等特殊情況下，或當飛行機

組發現存在電子幹擾並懷疑該幹擾來自

機上人員使用的便攜式電子設備時，飛

行機組有權要求關閉這些便攜式電子設

備，旅客應聽從指令關閉所有PED設備

電源，並安全存放PED設備。

空中上網會成為“免費午餐”嗎？

對於旅客而言，除了使用安全外，

最關心的問題是網速夠不夠快，將來會

不會收費？

記者采訪了解到，如旅客選擇乘坐

東航提供WIFI服務的飛機，通過提前在

東方航空App或東航官網上申請登錄密

碼，旅客可在登機後打開手機WIFI功能

連接東航空中互聯網絡，這項服務是免

費的。

國外航空公司早已啟動“空地互聯”

的服務，但有些需支付壹定的費用，價

格不等，中國航空公司的空中上網服務

將來會收費嗎？

受訪航空公司表示，打開“空地互

聯”的“窗口”猶如進入壹片新藍海，

目前還沒有向旅客收費的計劃，未來可

能實現的商業模式有很多，比如與電商

合作等，要實現商業成功，並不壹定要

旅客買單。

為滿足上網要求，飛機改造、硬件

安裝等這些為“空地互聯”投入的成本

自然可觀，航空公司也寄希望於“空地

互聯”能夠成為新的增值點，要做到既

讓旅客滿意、並成為吸引旅客的賣點，

又能夠增加企業的利潤，這是對航空公

司經營模式和創新思路的考驗。

有專家建議，航空公司可嘗試通過機

票折扣調整、引入個性化服務提供商、與

電商企業合作等方式實現商業成功。

2017年上海海關關區進出口近6萬億元 進出口額均創新高
綜合報導 上海海關18日發布2017年上海關區

進出口情況。2017年，上海海關關區實現進出口

5.9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自2012年以來

首次恢復同比2位數增長。其中，出口3.5萬億元，

增長10.6%，進口2.47萬億元，增長19.3%，進、出

口值均創歷史新高。

2017年，外商投資企業通過上海海關關區進出

口3.37萬億元，增長13.8%，占同期關區進出口總

值的56.5%。其中，出口1.75萬億元，增長7.9%；

進口1.62萬億元，增長21.1%。同期，民營企業進

出口1.78萬億元，增長15.9%，占29.8%，比重提升

0.5個百分點。此外，國有企業進出口8180.9億元，

增長11.9%。

2017年，上海海關關區對最大貿易夥伴歐盟

進出口 1.24 萬億元，增長 16.3%，占同期關區進

出口總值的 20.8%。其中，出口 6593.6 億元，增

長 13.1%；進口5800.1億元，增長20.2%。同期，

對美國進出口 1.07 萬億元，增長 12.2% ，占

17.9%；對東盟進出口7360.7億元，增長19.4%，

較同期關區進出口總體增速高出5.4個百分點，

占12.3%；對日本進出口6062.3億元，增長9%，

占10.2%。

2017年，上海海關關區出口機電產品2.01萬

億元，增長 11.4%，占同期關區出口總值的

57.4%，比重上升0.4個百分點。其中，自動數據

處理設備及其部件出口2090.6億元，增長15%；

集成電路出口1478億元，下降3.9%；電話機出口

1030.7 億元，增長 8.5%。同期，7類傳統勞動密

集型產品合計出口 8332.8 億元，增長 6.5%，其

中，服裝及衣著附件和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分

別出口3510.2 億元和 2775.6 億元，分別增長4.3%

和6%。

進口方面，2017年，上海海關關區進口高新技

術產品8234.6億元，增長20.8%，占同期關區進口

總值的33.4%。其中，集成電路進口3887.5億元，

增長29.5%；計量檢測分析自控儀器及器具進口

728.8億元，增長19.7%；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

件進口341億元，增長7.7%。

同期，汽車進口1158.4億元，增長15.2%；醫

藥品進口894.9億元，增長24%。此外，未鍛軋銅

及銅材、初級形狀的塑料、鋼材和鐵礦砂等大宗商

品進口呈現量價齊升態勢，進口量分別增加3.6%、

8%、2.3%和 23.9%，進口均價分別上漲 29.3%、

8.6%、13.9%和28.1%。

倫敦郊外的倫敦郊外的““首相酒吧首相酒吧””

位於倫敦郊外卡茲頓路邊、名為“卡茲頓之犁”的酒吧，是壹座兩層樓的小酒吧。在擁有6
萬多酒吧、“酒吧文化”享譽世界的英國，顯得極為平常，但因前首相卡梅倫經常光顧，“首相
酒吧”之名不脛而走。圖為擁有70多室內坐席的酒吧。

捷克存有歐洲最古老皇冠捷克存有歐洲最古老皇冠
需需77把鑰匙才能解鎖把鑰匙才能解鎖

捷克布拉格展出波西米亞國王的皇冠捷克布拉格展出波西米亞國王的皇冠。。該次展覽是為慶祝捷克斯洛該次展覽是為慶祝捷克斯洛
伐克獨立伐克獨立100100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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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運選舉接受公眾投票
“Samsung 2017 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

舉”1月21日起至2018年2月14日期間接受公
眾投票，市民可瀏覽活動網頁 http://sport-
star2017.hkolympic.org進行投票。每位成功投票
人士均可自動參加幸運大抽獎，有機會贏取
Samsung及Fitness First香港的產品，總值超過港
幣70,000元。選舉被喻為“香港體壇奧斯卡”，
是每年體育界的盛事，旨在表揚香港運動員在
2017年的傑出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南華勝安青 籃總盃三連勝
香港籃總盃籃球20日在修頓室內場館烽煙

再起，全日四場比賽分別為：遊協94：90勝建
龍，旭暉76：71勝飛鷹，南華133：39勝安青，
東方龍獅75：62勝晉裕，其中南華豪取三連
勝。比賽21日繼續假修頓進行，首仗由滿貫對
晉龍WTS，次場南青戰DOS；晚上標準福建對
日域及永倫對漢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女雙獲匈牙利乒賽季軍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之匈牙利公開賽於當地

時間19日結束正賽第二個比賽日。中國國乒選
手樊振東、劉丁碩和王楚欽攜手晉級男單8強，
陳夢、王曼昱、陳幸同和孫穎莎躋身女單8強。
港隊方面，李皓晴/杜凱琹在女子雙打比賽先以
3：1勝俄羅斯削球組合，再以 3：0淘汰球蘭組
合，惟之後以 1：3負國乒組合陳幸同/孫穎莎，
獲得第三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新鴻基隊此次獲得冠軍可謂是一球三折，先是
在出發時落後於其他船隊，後因大風天氣導

致船員不幸落水。可是在經驗豐富的船長域治帶
領下，船隊化險為夷，憑藉巧妙的戰術出奇制
勝，把榮譽帶回了燈光璀璨的維多利亞港。

“代表香港出戰並揚威主場，感覺非常興
奮，另外對船主李成煌先生而言也是特別的一
天。”域治說：“李成煌先生不僅是提供資金
上的支持，他更加希望在香港全力推廣帆船
運動，令普羅大眾對帆船加深認識。”

落後近90海里反敗為勝
他續道：“今次新鴻基／Scally-

wag隊的勝利希望可達成他推廣帆船
的目標，並期望我們能夠走得更
遠。”域治順利帶領船隊跨越6,
000海里兼曾一度落後對手近
90海里下後反敗為勝，在這
共有7支隊伍競逐的環球帆
船賽之第4站一枝獨秀，
以首名姿態於維多利亞港
衝線和在總成績位列第
5。

如果說新鴻基／
Scallywag隊奪冠
幾無懸念，那麼
東風隊的亞軍之
路則更加戲
劇。

東 風
隊 和 維
斯塔斯
11 小

時隊在三個賽段後積分相同，奪得亞軍的船隊將在
總積分榜上排名第二。自穿越赤道無風帶後，這兩
支率先向北航行抓住信風帶的船隊一直都咬得非常
緊，離開呂宋海峽後，維斯塔斯11小時隊一直領先
東風隊15海里左右。

但凌晨1點39分左右，在距離終點30海里左
右時，維斯塔斯11小時隊遭遇撞船事故，香港時間
20日凌晨4時33分，東風隊衝線，獲得第四賽段亞
軍。

中國東風隊戲劇性奪亞
東風隊中國船員陳錦浩正是在香港走上了大

帆船之路，到港後他非常激動地表示：“香港對
我來說有非常特別的意義，2011年，我就是在這
裡遇到了我的恩師龐輝先生，是他教給我航行技
巧和如何成為一名優秀的水手。今天能夠代表東
風隊來到香港，我感到非常驕傲和激動。完全沒
有想到現場會有這麼多人迎接我們。”

擁有40多年歷史的Volvo Ocean Race環球
帆船賽，被譽為“海上馬拉松”的終極之戰，吸
引來自全球各地的頂尖水手同場競技，在地球上
條件最艱辛的海洋環境中拚搏競爭。

船隊於2017年 10月從西班牙阿利坎特出
發，直至2018年6月在荷蘭海牙結束，船隊中途
停靠里斯本（葡萄牙）、開普敦（南非）、墨爾
本（澳大利亞）、香港（中國）、廣州（中
國）、奧克蘭（新西蘭）、伊塔加（巴西）、紐
球特（美國）、卡迪夫（英國）、哥德堡（瑞
典）。

第五賽段為不計分賽段，船隊將於2月1日從
香港出發，2日抵達廣州。2月5日，船隊從廣州
出發返回香港，2月7日，香港至奧克蘭的第六賽
段比賽將從香港起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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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國香港出戰的新鴻基／Scallywag隊不負眾望，20日凌晨在自家門口歷史

性地贏得Volvo Ocean Race環球帆船賽第四賽站的冠軍。而代表中國征戰的東風隊

也不甘示弱，緊隨其後，獲得亞軍。Volvo Ocean Race
環球帆船賽香港活動
練習賽

日期日期：：11月月2525日日

時間時間：：下午下午22時時

地點地點：：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港

HGC港內賽

日期日期：：11月月2727日日

時間時間：：下午下午22時時

地點地點：：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港

環島賽

日期日期：：11月月2828日日

時間時間：：上午上午1111時時3030分分

地點地點：：維多利亞港及港島沿岸維多利亞港及港島沿岸

Arcadis 準專業賽

日期日期：：11月月2929日日

時間時間：：下午下午22時時

地點地點：：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港

第五賽段（不計分）

日期日期：：22月月11日日

時間時間：：正午正午1212時時

地點地點：：維多利亞港起航至廣州維多利亞港起航至廣州

第六賽段

日期日期：：22月月77日日

時間時間：：正午正午1212時時

地點地點：：維多利亞港起航至奧克蘭維多利亞港起航至奧克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飛馬再失分傑志領放！香
港飛馬20日再度於主場失分，
以2：2迫和冠忠南區，落後榜
首的傑志5分，令後者的衛冕之
路愈見平坦。

上場大好形勢下痛失兩
分，飛馬今仗收起高美斯以艾
華夥拍查維斯攻堅，不過在南
區的硬朗防守下鮮有攻勢，相
反南區以擅長的快速反擊迎戰
更具威脅，馬高斯近門撞入早
段已為南區打開紀錄，東方借
將陳肇均今場大踢爭氣球，於
中場助攻助守是南區佔優關
鍵。

下半場飛馬改變戰術換入

高美斯加強高空攻勢收效，艾
華接應頭槌二傳射入為飛馬扳
平，可惜兩分鐘後南區憑一次
角球攻勢再度領先，馬高斯禁
區內勁射破網梅開二度。

傾力反撲的飛馬直至補時
階段才有所收穫，高美斯左路
的美妙傳中造就查維斯一頂破
網，這名澳洲前鋒亦憑這一入
球升上射手榜第一位，最終飛
馬與南區2：2打成平手，飛馬
再失兩分下令傑志成為最大得
益者，有5分領前優勢下傑志
之後的地獄賽程壓力有所減
輕。而20日另一場港超賽事，
陽光元朗客場以1：2不敵R&F
富力。

那天我接受了一個有關運動科
學對運動員比賽和一般人參與運動
有何幫助的訪問。簡單的答案是無
論在精英體育或大眾體育的層面，
運動科學的幫助愈來愈大和顯著。

就以世界各地的奧運選手或國
家/地區等精英運動員訓練基地為
例（包括香港的體育學院），運動
科學是其中支援運動員訓練和比賽
的重要部門之一，在這個部門裡，
一般都設有運動生理、運動心理、
生物力學、生化和營養等支援部
分，而這個部門的主要職責便是為
教練和運動員收集可以作客觀分析
的數據，並向教練建議有效的訓練
方法。以運動生理為例，從測試中
可以了解運動員的最大攝氧量，從
而協助教練制定運動員在心肺耐力
訓練的目標，或在訓練後的進步情
況。此外，採取運動員在訓練時的
血液樣本，可以讓教練和運動員知
道當時運動所造成體內的乳酸水
平，從而調整訓練量和強度。

至於生物力學方面，透過3D

動作拍攝和分
析，可以讓運動
員了解自己的運
動技能和動作，
以及身體重心是
否在一個理想的
位置。例如像武術套路比賽的動作
訓練中，生物力學經常可以發揮它
的效用。運動表現經常受到心理影
響，最常見的是運動員出現緊張、
焦慮、注意力下降等，透過心理調
控訓練，運動員可以在比賽中把緊
張、焦慮等問題調整過來。

除了協助運動員訓練和比賽，
現今用在運動器材、場地建築和設
計上的科技也能幫助運動員提升他
們的比賽成績。就以現今新建的快
水泳池為例，已經可以幫助泳手不
斷地刷新世界紀綠。這個“快水”
的主要設計是泳池水的深度增加至
約三米。減少池底因泳手划水時所
造成回彈的亂流。還有兩邊的排水
道可以減少水的回撞力，都可以減
少泳手前進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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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上鬥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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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馬利馬飛馬利馬（（紅衫紅衫））
的遠射無功而還的遠射無功而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新鴻基／新鴻基／ScallywagScallywag隊船員慶祝奪冠隊船員慶祝奪冠。。

■■中國船隊東風號順利抵港中國船隊東風號順利抵港。。

■■新鴻基／新鴻基／ScallywagScallywag隊率先抵港衝線隊率先抵港衝線。。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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