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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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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治
主主主

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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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將餐廳員工學費補助增加三倍麥當勞將餐廳員工學費補助增加三倍
任職期的最低要求也放寬為任職期的最低要求也放寬為9090天天

該公司同時將高中和大學網絡事業諮詢服務延伸提供給員工家人該公司同時將高中和大學網絡事業諮詢服務延伸提供給員工家人

180405B02麥當勞餐廳員工

【華府新聞日報訊】伊 利 諾 州 OAK
BROOK，2018 年 3 月 30 日 ─ 麥當勞（Mc-
Donald’s）宣布在今後五年提撥一億五千萬
美元經費給該公司Archways to Opportunity全
球教育計畫。這筆投資將因為該公司決定將
參與計畫的資格從任職滿9個月放寬到90天，
每週最低工作時數從20小時降低到15小時，
令全美將近40萬麥當勞餐廳員工取得參與計
畫的資格。此外，麥當勞還將部份教育福利
擴大到餐廳員工的家人。這些擴充計畫進一
步強化麥當勞與其獨立特許經營商對提供配
合餐廳員工生活之工作的承諾，讓員工在追
求事業野心和深造學業雙方面並駕齊驅。

Archways to Opportunity 計畫提供符合資
格的美國麥當勞員工取得高中畢業證書，大
學學費立即補助，免費教育諮詢服務和英語
非母語者學習英語的機會。

“我們對教育的承諾進一步強化我們對
員工的堅定支持，因為在創建更美好的麥當
勞的過程中，員工扮演著關鍵角色，“麥當
勞總裁兼首席執行長Steve Easterbrook表示。
“通過提供員工滿足事業野心和追求高深教
育的機會，我們幫助他們無論是在麥當勞或
其他地方，都能充分發揮潛能。”

鑒於美國稅法改變，麥當勞對 Archways
to Opportunity計畫擴大投資，包括：

-擴大對學費補助的投資：
o 餐廳員工：符合資格的員工每年學

費補助可從＄700增加到＄2500。
o 經理：符合資格的經理每年學費補

助可從＄1050增加到＄3000。
o 參與者可選擇將這筆錢使用於社區

大學、四年制大學或工業學院。學費補助沒
有終身上限，所以餐廳員工可以依照自己的
時間表繼續深造並滿足事業野心。新的學費
補助計畫自2018年5月1日起生效，可回溯到
2018年1月1日。

- 較低的資格要求：任職期的最低要求從
9個月放寬為90天讓更多人能夠參與計畫。此
外，每週最低工作時數從20小時降低到15小
時（大約兩個正職班次）讓更多的餐廳員工

能夠專心求學。
- 將服務延伸到家人：通

過 現 行 教 育 夥 伴 Cengage 和
Council for Adult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CAEL)將高中和大學網
絡事業諮詢服務延伸到餐廳員工
的家人。

- 其他資源：以合乎資格
的餐廳員工為對像的職業生涯規
劃服務將在今年稍晚推出。

- 創立國際教育基金：提
供全球市場的經費將為更多的地
方教育推廣計畫帶來契機和誘
因。

“Archways to Opportunity自
創立至今，始終以配合餐廳員工
的野心和動力，提供支持他們的
網絡和工具，幫助他們依照自己
的方式追求成功為使命，“麥當
勞員工事務首席長 David Fairhurst
表示。“通過三倍的學費補助、
延伸教育福利到員工家人，和放
寬參與計畫的條件資格到相當於
暑期打工的程度，我們釋放出只
要您到當地麥當勞工作，我們就
會投資您的未來的信號。”

2015 年在美國推出的 Arch-
ways to Opportunity 計 畫 已 為
24000人提供更多教育機會，提撥
超過兩千一百萬美元高中和大學
學費補助。畢業生取得包括企業
管理、人力資源、傳播、會計、
微生物學和其他科目的學位。

“如果沒有所有雇主共同的
前瞻、計畫和主動提供，我們就無法就今天
的員工為明日的經濟做好準備，“在美國為
弱勢族群建立教育和經濟機會的全國性非營
利組織 JFF的總裁兼首席執行長Maria K. Flynn
表示。“麥當勞擴大為員工和家人提供機
會，讓他們更能追求高深教育，就是確保所
有人都能在未來的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一

種企業投資。”
“麥當勞不但讓員工更容易享受到教育

福利，而且擴大福利範圍。僅僅將高中和大
學網絡事業諮詢服務延伸到員工家人，就可
能徹底改變某些家庭的未來，“The Aspen
Institute's Upskill America 總監Jamie Fall表示。
“直接為員工支付學費比起事後再歸墊的方

式讓更多員工充分利用計畫。這些都是Arch-
ways to Opportunity計畫非常正面的進展。”

麥當勞簡介
麥當勞是領先全球的餐飲服務零售商，

在120個市場有超過37000個據點。全球麥當
勞餐廳中超過百分之90是由當地男女企業家
獨立擁有和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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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第12屆 「2018年美南獎學金」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凡具資格應屆學子敬 請把握及早申請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20182018 年野餐會通知年野餐會通知
（本報訊）在這春光明媚的季節, 美國

華人石油協會敬邀各位親朋好友,一起到
野外去度過一段歡樂的時光。野餐舉辦
單位將會提供休斯頓頗有名氣的 Goode
Co. 燒烤,外加沙拉,水果,麵包,和飲料。
我們會一如既往地舉行拔河,飛碟(盤),呼
啦圈,高爾夫,排球比賽等活動。
時間: 2018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11 點至下午 3 點
地點: Bear Creek Pioneers Park,Pavilion

6( 六 號 亭),by Bear Creek Drive;Rain or
Shine.
公園地圖: 見附圖。活動當天,進入公

園後會有指示牌張貼在馬路邊。
六 號 亭 設 施: http://www.pct3.com/

parks/bear-creek-park/
活動安排:
11:00 a.m.–Noon

登記繳費,和新老朋友分享石油行業信息,了解石油協會。歡迎新會員現場註冊加入。
Noon–13:00 p.m.
Goode Co 憑餐券提供午餐。因為野餐時間有限,請務必準時到達。

13:00 p.m.–15:00 p.m.
高爾夫,排球比賽等活動。兒童游戲包括有跳繩,呼啦圈,氣球等。
網上註冊:
請大家在 4 月 12 日之前到 www.capaus.org 註冊, 网上繳費, 並註明如下信息:
• 註冊者姓名及所在公司或組織,是否為 CAPA 成員
• 隨行小孩人數(為方便工作人員準備和組織兒童游戲)
• 如選擇現場繳費, 請註明所需餐券數(每張餐券包含一份午餐)
• 網上登記截至時間, 4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點
費用:
成人會員餐券$10, 成人非會員餐券$14,兒童童餐券$5(4 月 12 日之前註冊)
成人會員餐券$14, 成人非會員餐券$18, 兒童餐券$5(4 月 12 日之后和現場註冊)
注意事項:
• 由於全部工作均由志願者在業餘時間完成,資源有限,請大家務必先网上註冊,方便我們準確

統計人數和訂餐。謝謝!
• 如果您不需用餐,只想和親朋好友相約來享受美好的春光,則不必繳費。
• 請各位家長照看好小孩,並注意安全。
有問題請聯絡:向靜 jing.xiang6@gmail.com 戴柏青 dibal@sbcglobal.net
張釗: hao.zhang2008@gmail.com
(為便於統計, 這次活動只接受在協會網站上註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www.capaus.org,請不要發

郵件冊.)

（本報訊）美南銀行第12屆 「2018年美南獎學金」申請活
動己於2018年3月初起開始接受報名申請，並將於2018年4月30
日截止申請。 「美南獎學金」的申請不局限于美南銀行客戶，舉
凡應屆高中畢業生、清寒優秀學子學業平均成績GAP 3.0以上，
並已拿到入學許可者均可申請。獎學金獲獎名單將於2018年5月
初公佈，同時以郵寄通知。頒獎活動於2018年5月底前舉行月底
在美南銀行總行內舉行頒獎儀式。有關相關具體申請方式及資格
要求、申請表格， 請洽美南銀行公關 LingChuang (莊幃婷)
713-272- 5045 ，或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美南獎學金」自2005年起由美南銀行特別設立和主辦，
主要獎勵對象以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期許借此獎學金設立目的
表彰成績優秀學生,獎助弱勢族群學子，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用,
爭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和成為所有學生取得優異成績的動力，為
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20年來獲得本地商界僑團人士肯定與支
持。

「美南獎學金」名額共設五位，每位獎學金為美金1000元
。由美南銀行獎學金評審委員負責審理，從每年的申請者中根據
所提供的在校課學業成績、課外社區服務相關證明資料、其他活
動比賽的得獎資料、兩封介紹信教師推薦信、學生自我介紹信兩
頁、及學生本人在校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況，例如：演講比賽
，運動比賽，學校樂團等、和家庭經濟狀況財務證明 ( 收入 )等
。在美南獎學金評選委員審核評鑑後，於2018年5月初公佈資格
獲獎學子。並以郵寄通知獲獎者，在5月底於中國城總行舉行頒
獎儀式。

有關美南銀行 「2018年美南獎學金」具體申請辦法及資格要
求，請洽美南銀行公關Ling Chuang (莊幃婷)713-272- 5045 ling.
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

頓 中 國 城 地 址: 6901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 9700(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20年來擁有高度多元化的族群客戶和豐富的文化資源，以專

業的知識、優質的服務品質，提供客戶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美南
銀行在20年業務不斷茁壯成長擴展的同時，並本著取之社區、
回饋社區的原則，盡應有的社會責任，除了每年在休士頓和達拉
斯二地提供清寒獎助學金外，還不定期舉辦各種專題的講座和參
與社區各項等公益活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Plano、Rich-
ardson和奧斯汀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
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
處。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24時
全天候服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
網站：www.swnb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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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健康養生極品健康養生極品 淨濃度高達淨濃度高達8585％％

‧ 時間: 2018年4月14日 (周六)，上
午10:00am-12:00pm

‧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
區活動中心

‧ 主講人: 陶慶麟醫學博士 (德州第
一診療中心負責人)

任何人都可能得到背痛，在我們的生
活中會造成背痛和增加背痛的因素有很多
，然而有那些人，如年長者、衰老、身體
過重或不夠強健者、遺傳疾病、工作因素
、吸煙者…等是屬於比較容易會得背痛。
一旦有了背部疼痛應如何治療? 或在日常中
應如何避免造成背痛傷害?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特別邀請德州第
一診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醫生於4月14日(
周六)上午10點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
辦一場有關 「無需開刀或服藥治療背部疼
痛」 的免費健康講座。在當日講座中，陶
慶麟醫生將與會眾們分享他個人專業醫療
領域，教導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防禦背
部疼痛，無需開刀或服藥可以治療背部疼

痛。
陶慶麟醫生簡介，貝勒醫學院學士畢

業，聖路易斯大學醫療管理碩士學位，洛
根大學整脊博士學位。陶慶麟醫生曾多年
一直擔任醫療保健顧問，並在休士頓第一
家創立結合中西醫專家團隊診療方式的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 運用 「幹細胞」 療
法不用開刀診療就能治療各種身體疼痛，
包括關節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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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身體機能全方位的醫療服務與診療，造
福許多患者。

美南銀行（Member FDIC）創行至今
，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旨，對於攸關民眾
切身福利的各類資訊，本行隨時舉辦各種
多元化資訊免費講座，如稅務、生活健康
保健等的專業演講等。提供民眾最及時及
專業的訊息。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場備
有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問，歡迎商家
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時間在2018年
4月14日週六上午10:00，地點在美南銀行

總行社區會議中心，有關講座相關資訊查
詢，請洽：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Ling Ch-
uang) 713-272-5045，或 email: ling.ch-
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

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771-9700 (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
口處) 。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糖城
、達拉斯Plano、Richardson和奧斯汀等地
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
，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
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處，以提供更完
善全方位的各項金融業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
話銀行特別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務，歡迎
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
參閱網站：www.swnbk.com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無需開刀或服藥治療背部疼無需開刀或服藥治療背部疼痛痛》》**

科學家同時發現長期食用野生綠蜂膠的人
群，其各種疾病的患病率顯著低于普通人群。
而正是綠蜂膠的神奇生物學作用造就了這一世
界性長壽奇迹。
獲國際權威機構認證

隨著美國、巴西、日本、歐洲等世界各地
科學家對于蜂膠的深入研究，蜂膠的價值和奇
异功效逐步獲得人們的認識與肯定。Apiario
Silvestre公司成立於1982年，是巴西也是世界
上最早開始致力于蜂膠產品研究開發與生產的
公司。該公司不斷將科學家們的科研成果產業
化，在業界率先推出專有技術-- 無酒精超臨界
超高類黃酮萃取方案，并開發出多種具有神奇
療效的蜂膠產品。產品技術的不斷領先與創新
成為Apiario Silvestre的無盡追求，并以此獲得
了整個業界的高度認可與尊敬。

Apiario Silvestre野花牌系列產品于1986年
率先通過巴西聯邦農業部的認證，并聘請國際
最權威的聖保羅大學生物學博士、昆蟲學博士
、食品科學碩士 Dr. Esther Margarida A.F.
Bastos擔任其公司首席科學家。自創建以來，

Apiario Silvestre總計銷售野花牌極品綠蜂膠萃
取液上千萬瓶，持續以其卓越的 「永遠不打折
扣的品質」 贏得世界各國消費者的信賴，奠定
了世界蜂膠行業的領導者地位。

蜂膠是蜜蜂采集膠源性植物的樹脂摻和其
上顎腺及蠟腺分泌物，經蜜蜂反復加工塗到蜂
巢入口、內壁，以保持巢內相對無菌狀態的膠
狀物質。蜂膠是一種稀有的、珍貴的蜂產品。
一般情况下，每群蜂在采膠期每天只能為0.2克
左右。蜂膠是由樹脂、蜂蠟、精油、與花粉組
成的混合物。野花牌綠蜂膠中，含有許多具抗
氧化作用的類黃酮(flavonoids)。目前已經分離
確認的就有二十餘類；其它還含有三百多種天
然成分，三十多種脂肪酸及二十多種氨基酸、
十多種帖烯類化合物，以及鋅等三十多種礦物
質、維生素P等多種維生素、胰蛋白酶等多種
活性物質－由于蜂膠的主要成分是蜜蜂所采集
到的樹脂物質，因此所采集的樹種或地區若有
不同即會直接影響到蜂膠的品質。原始無污染
的生長環境，是選擇蜂膠的首要條件。 而且巴
西綠蜂膠品質被世界公認最好。

日本著名醫學家山本倫大說： 「蜂膠是上
天通過蜜蜂給人類帶來的至高無上的仙丹！」
但是市面上銷售的蜂膠良莠不齊，價格也不相
等。巴西綠蜂膠一向著稱于世，而Apiario Sil-
vestre 生產的“野花牌”綠蜂膠淨濃度最高
（達85％）絕不含酒精，絕無蜂臘、不分層、
不沈澱，國際GMP認證，在很多國家早成為巴
西極品綠蜂膠的代名詞。“野花牌”綠蜂膠以
其“永遠不打折扣的品質”，熱銷多倫多，實
屬當之無愧的極品。

加拿大NPN#80006418·美國 FDA食品藥
品監管局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
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医 学 咨 询 長 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
您健康！

正宗的四川雙椒餐廳
獲得美國主流社會和媒體的高度認可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雙椒四川餐廳的
啟動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 嚴格來說，楊女士
在創立雙椒四川餐廳的時候是一個完全業餘的
。 在2009年來到美國後的頭幾年，作為醫生，
她專注於早期癌症的研究，並從美國國防部獲
得了445,000美元的研究經費。

當時她在醫學研究領域取得了成功，但在
長期接觸有害物質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後，醫
生建議楊醫生休息一下，這是楊醫生事業的轉
折點。 在休息的幾個月裡，楊醫生 越來越意識
到健康的重要性，並非常想念家鄉的的四川菜
。 當楊醫生發現在美國，沒有真正的四川美食
，這促使楊醫生創辦了自己的四川餐館。 她以
前在餐飲行業沒有經驗，但並沒有動搖她的決

心。 當沒有經驗可以學習的時候，自己做。 在
沒有商業運營借鑒的情況下，她發展自己的模
式。經過多次嘗試，創造屬於自己的雙椒四川
餐廳，一個堅持健康，綠色，有機的管理哲學
的真正的四川餐廳誕生了。

裝飾：烹飪風格決定餐廳品牌的方向，而
室內裝飾決定其主題和目標客戶。 雙椒四川餐
廳 的室內裝修旨在突出川菜的精髓，並以他們
所接受的方式將其提供給國外客戶。 因此，選
擇了傳統的中國風格作為主要的裝飾主題，牆
上掛著中國畫，全球流行的實木家具圖案和精
美的餐具，與中國傳統的中國美食相得益彰。
餐飲室內裝飾設計中西結合理論創造了和諧的
文化融合。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的一家四川餐廳已經被
美國知名媒體多次報導，因為它為顧客提供有
機，健康和無添加劑的食品，保持了原食材的
原味和香味。 即使是紅椒油，一個正宗的川菜
烹飪不可或缺的烹飪香料，必須由餐廳與各種
味料手工製作。 這家著名的餐廳的名字是雙椒
四川餐廳。

為什麼雙椒四川餐廳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
認可？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中國餐飲品牌在美國
營運後，雙椒四川餐廳竟然敢自稱是一家正宗

的四川美食餐廳呢？ 這是因為雙椒四川餐廳的
創始人楊女士，除了連續的餐飲管理方式外，
還有從中國傳播四川美食的傳統文化的夢想。
為了實現這一夢想，雙椒四川餐廳釋出了川菜
的秘密，不僅在室內裝飾上增加了“中國傳統
風格”，而且還增加了菜單，廚師，材料和口
味的選擇。

雙椒四川餐廳連鎖店:
River Oaks: 191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Tel: (346) 204-5644
Montrose: 315 Fairview St, Houston, TX
77006 Tel: (832) 649-7175

Kirby: 3915 Kirby Dr., Houston, TX 77098 Tel:
(346) 444-6493
Katy: 1315 W. Grang Pkwy S, Katy, TX 77494
Tel: (281) 201-5664

雙椒集團負責人楊玉楠女士雙椒集團負責人楊玉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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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座落在
Medical Center，主要以中醫的自然療法
服務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癌癥病人，主攻
中晚期肺癌、淋巴癌、胃癌、腸癌、乳
腺癌、子宮卵巢癌、白血病、骨癌、紅
斑狼瘡等惡性腫瘤，同時也治療調理手
術或放療、化療後的頭暈、惡心、食欲
減少、口幹舌燥、四肢寒冷、脫發、白
細胞低下、周身無力，抵抗化療帶來的

副作用。扶正、調補氣血、活血化瘀、
疏肝理氣，用蛇精@桑黃抗癌膠囊加強
對癌細胞的殺傷力，不同臟腑的癌癥，
采用不同的療法，靶向抑制癌細胞的轉
移，增加食欲，增強體力，逐漸使腫瘤
軟化或縮小，提高生活質量。

王淑霞博士現任美國中醫腫瘤研究
所所長、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主任，也是
加州中醫藥大學的博士生導師，親自主

診，她擁有中醫治療癌癥的絕技醫術。
1969年她是當今世界首次發現砒霜

（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的醫學科學
家。

1997年蛇精桑黃抗癌膠囊（原神康
01膠囊）治療中晚期肺癌1500例，臨床
研究報告獲巴黎國際首屆疑難病大會論
文一等獎。

1998年神康01膠囊治療乳腺516例
臨床研究報告獲印尼雅加達國際首屆中
醫疑難病大會論文三等獎。

2002年蛇精神康01膠囊治療前列腺
癌356例臨床研究報告獲香港中醫國際
疑難病大會論文一等獎。

王淑霞博士擁有50年治療腫瘤的臨
床經驗，多年來，她用她的中醫絕技為
多個國家的首腦政要診治過疾病。她對
抗腫瘤治療的重大發明，使無數臨近死
亡的癌癥病人絕處逢生。

分享典型病例：
祖女士，63歲，美國拉斯維加斯華

僑，住女兒家。2014年7月份開始，自
覺食道有灼熱感，吞食物時前胸後背有
隱痛，9月開始食道下段有阻塞的感覺
，女兒帶病人到拉斯維加斯的UMC醫
院做食道鏡檢查，病理診斷食道下段鱗
狀細胞癌、胃轉移。回來後，吃完的食
物20分鐘後又都嘔吐出來，10月份就靠

全流食生存，11月
份只能吃少量的全
流食，仰臥時用手
能觸摸到肚臍上腹
部有一雞蛋大小的
硬腫物，搖之不動
，身體明顯消瘦，
病人體重從 169 磅
降至現在的 122 磅
，化療做了六次，
副作用導致脫發、
頭暈、周身無力、
口舌幹燥、語音無
力、走路活動艱難
，11月在親屬的幫助下，在拉斯維加斯
國際中醫腫瘤研究院開始口服蛇精@桑
黃抗癌膠囊，口服一周後，無任何的感
覺，口服二周後，大便下來很多黑色的
惡臭便，口服三周後自覺身體開始有力
，能喝100毫升牛奶。一個月以後，自
覺腹部脹痛消失，觸痛腹部腫物邊緣變
軟，口服 2 個月後，能吃 2 兩較細面條
，用手觸摸腹部腫物縮小，化療期間醫
生告之化療對食道鱗狀細胞癌療效不明
顯，因為胃轉移不能做放療—經病人介
紹才知道找名中醫治療，當時化療醫生
告訴只有3-5個月的生命期，感謝上帝
又給第二次生命，只要有信心，天無絕

人之路！她逢人便講，至今已生存4年
多了，經常到社區參加活動，飲食基本
正常了，胃部轉移的腫塊現已全部消失
，體重又恢復到150多磅，感謝蛇精@
桑黃抗癌膠囊救了她的命。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Inter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地址：7505 Fannin St, ste 120, Houston,
TX77054
王醫生咨詢電話：702-526-6288

281-818-7928

蛇精桑黃抗癌膠囊蛇精桑黃抗癌膠囊
創造了生命的奇跡創造了生命的奇跡！！

兒童濕疹久治不愈，“飲料”惹的禍（1）
夏天，甜甜的飲料是孩子們的最愛。但是這

些飲料帶給孩子們各種各樣的皮膚病，濕疹就是
其中一種。專家證實，飲料中的甜味劑能夠導致
兒童過敏並引發各種皮膚病，尤其是濕疹。如一
些甜蜜素，會刺激孩子的胃腸道，引發過敏。兒
童飲用後易引起蕁麻疹、皮膚瘙癢、濕疹和過敏
性皮炎等。

所以，凡患有皮膚病的兒童，不宜喝各種飲
料，以防誘發或加重皮膚病，應該以純凈水為主
。

案例：我叫曉玲，有一個8歲的兒子。三年前
移民來加拿大，孩子開始有了濕疹。（此案例，
由於篇幅有限，請看下期。“飲料”惹的禍）。

當然，誘發濕疹，飲料只是一個方面，食物引起
的濕疹更為復雜。要想杜絕各種濕疹，就要杜絕
一切過敏源。

濕疹兒童在飲食上有什麽要求？
要想徹底治好濕疹，首先要去醫院接受過敏

源測試。並將測試出來的所有過敏食物完全杜絕
。同時多吃一些有利於濕疹的防禦和治療的食物
。其種類有：

1、苦瓜：苦瓜內含奎寧。具有清熱解毒、祛
濕止癢之功。對治療濕疹有幫助。

2、西紅柿：西紅柿堿有抑菌消炎作用，有利
於濕疹的治療。

3、韭菜：韭菜有解毒祛濕的功效，濕疹患者

可多吃韭菜。等等。
濕疹患者應該忌口的食物

濕疹，中醫認為是先天不足、胎火濕熱，或
因後天脾胃運化失職，致使濕熱蘊積肌膚。如果
再濫補亂吃，猶如火上澆油，使疾病更難治療。
所以濕疹患者應該忌口，其種類有：

1.糯米：滋膩粘滯，濕疹患者多食或久食，濕
熱之邪更甚，所以應當忌食。

2.雞肉：濕疹患者多於濕熱，雞肉是肥膩壅滯
的溫補食物，應當忌食。另外，雞肉多食可生熱
動風，也容易引發皮膚瘙癢，加重病情。所以不
宜食用。

3.螃蟹：性質寒涼，民間以及古代醫家都將螃

蟹看作是發風動疾的大發之食物，吃了以後會加
重或者誘發皮膚瘙癢的病情，所以切勿服食。

4.帶魚:是海腥發物食品，濕疹患者忌食。等
等。

另外，專家提醒：切勿濫用各種激素性止癢
藥，它們對濕疹只起緩解作用，但危害更大。目
前，加拿大上市的純天然中草藥膏—《劍牌》皮
膚病霜是你的不二之選。無激素，效果很好，一
試便知。（待續）

其它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告知：
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友在當地均有銷售
。統一零售價$38。廣告圖片及銷售網點見第C2版
。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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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台長講白話佛法盧台長講白話佛法------學佛後還不變好的問題所在學佛後還不變好的問題所在
180405B01觀音堂

近日來在回答朋友們的問題時,常常聽到
朋友們內心的苦悶,也感受到很多朋友的疑惑,
為什麼我的能力不比別人差,而他能很容易找
到一個我夢寐以求的工作而我到現在還在奔
波, 為什麼我的身上有這麼多的病痛,即使我念
了這麼多的經也還不好,等等,不一而足。特別
是最近的一位朋友通過Email問了如下的問題,
非常有代表性:“專門的回向，普回向我都有
做。不順好多年了，念佛經也不少年了，工作
能力很強，卻一直找不到工作。 也經常求菩
薩保佑找到工作。這些年來我念了幾千遍大悲
咒，幾百遍《地藏菩薩本願經》，幾乎百萬遍
准提咒了。遇到別人推薦的特靈的命理師，給
我算就是不准。 別的方面也在妨礙，工作方
面，一到面試前一天，我點的蠟燭就會出問
題，明明很適合我的工作，硬生生的給剝走，
在別的方面也是如此，我這輩子並沒有怎樣害
過 人，也從來不愛和人爭。所以我很想知道
到底是誰這麼恨我，為什麼？”可以說有這樣
的想法困惑的人絕不占少數,從這裡我們可以
明顯地看出一些普遍存在的心理 誤區,這些心
理就是常說的魔障,不但使念經時心中存有疑
惑導致心不誠,從而念經效果大大減弱,同時會
讓有這樣想法的人不自覺地找尋更多的生活中
的實例支持 這種想法,從而使修佛的信心減退,
甚至最終放棄,害處是非常明顯的。

這種心理的第一個重要誤區是:我這輩子
沒害過人,為什麼我這麼難? 或者為什麼我就不
如那個辦事能力還不如我的XXX好? 實際上這
就涉及到“命”的本質，命由什麼決定的問
題。命是一個人一生下來就定下的，是由前生
往世的富報功德業障惡報綜合而定的，就像歌
曲的調們一樣，每個 人的貧富高低基調都有
所不同，今生是改不了的（非絕對）。在台長
看圖騰的時候，這一點很明顯，比如同樣是屬
龍的，有的龍活靈活現，須飄尾動，有的則如
若木 雕石刻一般，缺乏生氣，而且龍的環境
也都不一樣，有的龍騰空而起，前程萬裡，有
的身陷泥潭，阻礙非凡。有的虎是過山虎適得
其所，有的虎是落入平陽，難有出 頭。這種
種不同，就是你的福報或業障決定的。這也就
是為什麼有的人生於遙遠的農村(生於邊地,罪
報的一種),經過許許多多的苦難努力才考上大
學進入城市, 有的人一生來就在大城市,享受著
城市的文明和設施,同樣的城市人,有的人生於
富貴,有的生於貧乏,等等,這些大的不同,大家都
很容易理解。還有小的不同, 同樣是同班同學,
有的聰明異常,有的領會的慢的要命, 但聰明異
常的人,出了學校反而懷才不遇,而資質平平的

人成就了事業。這都是有前世因導致的今生
果。這也就是這位朋友的問題的答案，雖然你
今生的為人好沒害 過人，可是前世卻作了很
多壞事，所以今生的命的基點就很低，受這些
苦來受報。大家不但要明白這個道理,而且要
把這個道理應用在實際生活中。要理解自己的
現 在這樣不是因為“世道不公”所致,而是因
為世道是公平的,報應是不爽的,綜合計算了我
們的前世，所以才有你所見到的這種種“不
公”。我們今天的每一比帳還 要繼續地被記
錄著，來世接著算。

第二個誤區是“既然我修佛,就應該很快
好”。通過修佛能不能改變命，能不能從基調
上改一改？ 平陽的虎能不能變成坡上虎，泥
中的龍能不能騰飛，水下的鼠能不能浮出水
面？這些都是我們每個人關心的問題，要講清
楚必須結合運的變化才行。運，就是每個圖
騰的前面的路，即使是騰空而起的龍，路也有
高有低，也有坑坑窪窪，平陽的虎也一馬平川
的時候。通過修佛，得法的修，可以坑坑窪窪
的路修的平坦一些，一馬平 川的階段修的長
一些，這是把運程修好修順，對應到我們人生
來說，可以把壞運敗運時的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好運得意的運要盡量研長，而且最大利益
化。這是修 佛可以做到的。運改變了，從而
反過來影響命的基調，但這是一個長期的變
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通過長期修佛，可以把
谷底的虎，拉到山坡上，把泥潭中的龍拉到
潭邊上，但都有個度，像小學二年級的人，通
過勤修精進，可以完成小學五年級的課程，但
你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為高中生或大學生，更
不可能成為博士。你要想成 為“博士”，那
麼就得大功德或多世的修德修福才能達到。所
以大家要明白，人是有不同的，差別是存在
的，想來世好，今世就要勤修，做好事種富
田，想今世好，更得修。

那麼既然修佛能使人變好，這位朋友為什
麼還這麼難，很多同修也會又這樣的疑問。
修，大家都在作，可是為什麼“修佛”很多年
了，經念了這許多，“我還是不 順”？請問
一下佛給了我們“十萬八千法門”是讓我們更
忍受更多痛苦嗎？是讓你重復體會“為什麼我
就是不行”？不是的，“十萬八千法門是為了
讓我們修的更好 更便利。如果當你修了很多
年還是沒有體會到菩薩佛的神通慈悲，那麼你
首先就要看看你明白不明白修佛要怎麼修。

從上面說的這位同修的問題中，可以看出
他認為自己修的至少說來應該不錯，可沒有效
果，從他的圖騰上也說明這一點。問題出在哪

裡？
原因有二，一個是修的法門有些不適合。

佛為什麼說法如筏喻者，法應尚舍何況非法？
是因為法和 法門都有時效性，是隨著時代變
化的。一個最簡單的例證就是過去佛教鼓勵人
們上山出家修行，舍小家如大家，現在則是入
世修行，修小家成大家。所以法門是在變化
的。迴向不是普通人可以隨便運用的一個法
門。大家念的經就好比現在的錢,而迴向則是
慈善捐款, 特別是迴向“歷代冤親債主”，那
就是捐款給全世界人民一樣。請問您有多少家
底？您家裡吃飽穿暖沒有？再有您捐的錢均下
來全世界的人一人幾釐，能管什麼用？ 所以
我們要念經修佛，先要修自身，把自己的債還
清了，把自己加強了，自己的運才能變好。在
你的債還完之後，你的圖騰不再是污穢不堪
了，再修才可以用來改運。如果你說“我還不
過來，能不能先讓我好一好再還”，你身上的
靈性不會答應，你的業障時辰一到還是要你來
還，一絲不爽。所以不要隨便迴向，在我們解
決個人“飢飽”之前，超度身上的靈性還須清
業障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只要得法，即使你的
運還沒有變好，但只要你修，變化就是真實存
在的，自修自得，就像用火燒開 水，雖然還
沒看到水沸，但水溫也在升高，只是有的人火
猛，很快就能燒開一壺水，區別在於有的火苗
小(功力不深)，但只要堅持,終有開的時侯。

第二個原因就是經文的選擇不正確。有些
經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念的，具體的解釋
不同的經有不同的藥效,所以每個人要根據自
己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經 文。經文又
好比是大學的學科,一個人如果涉及太多的學
科,就不會有所成就。而且即使是本專業,一年
級的學生也不能學三年級的課程。選用什麼
經, 也就是在走不同的路, 一樣的道理, 有的經
是基礎,有的經是功力到一定層次後才能念
的。 不是什麼經都可以拿來念的。

只要大家能認真對待這兩點，先著眼於用
正確的法們超度還債，同時用正確的經文加強
自己，很快就會感到不同。

下面是一個普遍存在的誤區“我們應該回
向，也就是救助別人，不應該先想著自己”。
實際上這是對佛法的片面理解。的確我們修佛
的一個目的就是救人度人，一個重要尺度就是
慈悲心的程度。可是不要忘記，救度眾生是要
功力的，就像我們在洪水裡救人，首先要自己
有力量，自己的船堅固。另外大師們常說的
“放下”，是的 “放下”了心才清才淨，可
是怎麼才能放下，即使我不貪，可“我要養

家”呀。這就是盧台長常說的，每個人要先自
救，修好自己修家人，自家修好了，自己的
“船”修堅固修夠大了，我們才能救別人，幫
助別人，否則自己的船多處漏水，人沒救一
個，自己先搭了進去。同時你是眾生之一，你
的家人也是眾生之一，救治你自己你家人，也
是在救眾生。

修佛修的是什麼？通常情況下，多數圖騰
因為靈性或業障的存在本身會有黑氣，像那些
病痛多年的 人黑氣會覆蓋圖騰的大部分。而
運氣事業有阻礙的人不順的人不但圖騰本身有
黑氣，圖騰的周圍也會有黑氣圍繞，這些身邊
的黑氣就是阻礙，是業障導致的，起到交 通
燈控制交通一樣的作用管理著人的運程。一個
人不論在好運還是壞運，都可能有這種情況，
所以好運裡往往潛藏著壞運的起因。這也是為
什麼“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即使是一個運氣
很好的人，也總有這 樣那樣的不如意經過得
法的修行後，會有兩點變化：圖騰本身會變干
淨變亮，周圍的黑氣變淡甚至有白雲拱繞。而
這兩點就會使人的運氣改變。本身變亮了，形
像的 講，就是自身能量增強了抵抗力增強
了，而且業障消除了，欠靈性的帳到期的也還
了，從而使自己能輕易地跨過壞運時路上的溝
壑，好運時跑得更快更高更遠。周圍的黑氣變
淡或變沒了，那麼這個人就可以左右遂意，前
途明朗了。所以說修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到這
兩點。

大家在修的時候，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不
知道哪一條才是正道，不知道自己走的對不
對，也常常懷有疑問“我修到什麼了嗎”。盧
台長和大家走在同一條路上，但能看的遠一些
多一些，所以願為大家作黑暗中的燭光為大家
照亮眼前的路和障礙，願為大家作進步的尺度
時刻提醒大家的進步的程度和方向。盧台長不
反對大家問前程問 姻緣，但更希望大家能多
探討一些如何修如何精進的問題，這才是我們
更應該關心的問題。也希望這篇文章能解答多
數同修的內心困惑，使大家心清淨，更好的修
行。

有關於學佛和念經上的問題可以咨詢”觀
音堂“。

觀音堂電話：301-683-8831，
240-621-0416 。

地 址 ： 1111 Spring Street,
Suite 301, Silver Spring, MD 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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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景盡在美南

第四屆美洲第四屆美洲-- 中國房地產業高峰論壇中國房地產業高峰論壇
昨在休士頓舉行首場論壇昨在休士頓舉行首場論壇，，成果豐碩成果豐碩

本本
報報
記記
者者
秦秦
鴻鴻
鈞鈞
攝攝

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 (Al Green ( 右五右五 ））在大會上頒發賀狀在大會上頒發賀狀，，由中國房由中國房
地產協會會長劉志峰地產協會會長劉志峰（（ 右四右四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 右四右四 ）） 在大會上宣讀賀狀在大會上宣讀賀狀。。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致歡迎詞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致歡迎詞。。

Henry S. MillerHenry S. Miller 的代表在大會上的代表在大會上。（。（ 右二右二 ）） 為大會主持人張為大會主持人張
福麟福麟。。

美洲美洲-- 中國房地產業高峰論壇共同主席李雄中國房地產業高峰論壇共同主席李雄（（ 中中 ）） 與其團隊及與其團隊及
參會貴賓在大會上參會貴賓在大會上。。

休士頓論壇主委會主席林富桂休士頓論壇主委會主席林富桂（（ 右三右三 ）） 與來自達拉斯的房地產與來自達拉斯的房地產
業代表在大會上合影業代表在大會上合影。。

來自達拉斯的房地產業代表在大會上來自達拉斯的房地產業代表在大會上。。
休士頓休士頓-- 達拉斯高鐵建設委員會主席達拉斯高鐵建設委員會主席RobertRobert

EckelsEckels在大會上介紹休士頓在大會上介紹休士頓-- 達拉斯高鐵的建設達拉斯高鐵的建設
細節細節。。

三百多人出席第四屆美洲三百多人出席第四屆美洲 -- 中國房地產高峰論壇中國房地產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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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領許華章先生追悼儀式僑領許華章先生追悼儀式
備極哀榮備極哀榮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影黃麗珊攝影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陳錦泉秘書長以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陳錦泉秘書長以沉痛心情來深切悼念一位沉痛心情來深切悼念一位
老朋友老朋友，，原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會長原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會長，，在此謹代表德州越棉寮在此謹代表德州越棉寮
華裔聯誼會及天后廟第十六屆理監事會全體理事以及同鄉華裔聯誼會及天后廟第十六屆理監事會全體理事以及同鄉，，對許華對許華

章先生辭世沉痛哀悼及表示對家屬深切慰問章先生辭世沉痛哀悼及表示對家屬深切慰問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德州潮州會館德州潮州會館、、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休斯敦中國和平統一促休斯敦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進會、、中國聯合校友會中國聯合校友會、、中國旅美專家協會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華夏學人協會華夏學人協會

、、華夏中文學校華夏中文學校、、北京大學校友會等十多個社團派代表前來致北京大學校友會等十多個社團派代表前來致 哀哀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對對 許華章許華章曾經慷慨解囊曾經慷慨解囊，，資資
助中國聯合校友會助中國聯合校友會、、北大校友會多名學生北大校友會多名學生，，華夏學人協會華夏學人協會、、旅美專旅美專
家協會家協會、、華夏中文學校尤其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夏中文學校尤其中國人活動中心。。 他去世是中國人活他去世是中國人活
動中心巨大損失動中心巨大損失，，是休斯敦僑界的巨大損失是休斯敦僑界的巨大損失，，相信他的精神相信他的精神、、他的他的

奉獻奉獻、、他的大愛永遠在我們華人華僑心中他的大愛永遠在我們華人華僑心中

德州潮州會館秘書長林國雄德州潮州會館秘書長林國雄 與許華章實在是老同學與許華章實在是老同學，，19581958年認識年認識
到現在到現在、、 感到非常痛心感到非常痛心，，向許華章先生家屬特別分憂向許華章先生家屬特別分憂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請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帶來在美國國會請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帶來在美國國會
飄揚國旗給家屬飄揚國旗給家屬，，表示哀悼表示哀悼。。

僑領許華章先生追悼儀式於僑領許華章先生追悼儀式於33月月3131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時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家屬親友家屬親友
追悼追悼

僑領許華章先生追悼儀式由學者喬鳳祥博士僑領許華章先生追悼儀式由學者喬鳳祥博士、、范玉新博士司儀范玉新博士司儀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主祭並向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主祭並向家屬家屬 致致 哀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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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裏蘭卡傳統奔牛節斯裏蘭卡傳統奔牛節 霸氣牛車獲摩托霸氣牛車獲摩托““護航護航””公路狂奔公路狂奔

斯裏蘭卡霍馬格默斯裏蘭卡霍馬格默，，當地舉行傳統奔牛大賽當地舉行傳統奔牛大賽，，迎接僧伽羅和泰米爾迎接僧伽羅和泰米爾
傳統新年傳統新年。。 每年的公歷每年的公歷44月月1313日日、、1414日是斯裏蘭卡壹年壹度最重要的日是斯裏蘭卡壹年壹度最重要的
傳統節日傳統節日———僧伽羅和泰米爾新年—僧伽羅和泰米爾新年，，相當於中國傳統節日春節相當於中國傳統節日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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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士兵參加實彈演習瑞士士兵參加實彈演習
國民每年需服役數周國民每年需服役數周

近日，
瑞士士兵在圖
恩湖附近參加
陸軍裝甲學校
舉行的實彈演
習。作為中立
國的瑞士實行
全民兵役制，
在經過五個月
的訓練後，34
歲前瑞士國
民每年都要
有幾個星期
進行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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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利用率提高
鋼企將開啟新壹輪大規模重組

“當前鋼鐵行業面臨新的發展形勢，

供需矛盾從嚴重過剩轉入了相對平衡。”

近日，全聯冶金商會常務副秘書長王連

忠表示，中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從2015年

的70%提高到目前的80%，進入了基本

合理的區間。

王連忠透露，鋼鐵企業將迎來大規模

的重組計劃。許多民營企業在積極尋找機

會，開始重組和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的企業，

占民營企業的比例總數超過1/3。同時，有

明顯的跨地區、跨所有制兼並重組跡象。

全行業盈利水平大幅提升
2017年鋼企利潤大幅增長。全聯冶

金商會數據顯示，民營鋼鐵企業勞動生

產率、生產成本和利潤有較大幅度的提

高。人均年產鋼比行業平均水平高出

400多噸。噸鋼人工成本比行業平均水

平低200元左右。民營企業銷售利潤率

6.32%，比 2016年的 2.7%高出 3.62個百

分點；民營企業平均噸鋼利潤430元，

比2016年的94元提高336元。

具體來看，沙鋼集團實現利潤192

億；寶武鋼鐵業績預告顯示，2017年凈

利潤至少將達到190.66億，與上年同期

相比，將增加101億-108億，同比增幅

113%-121%；韶鋼松山年報顯示，2017

年總營收為260.38億，同比增長86.35%，

凈利潤為25.17億，同比增長23.81倍，創

下自1997年上市以來的最高水平。

唐宋大數據董事長宋繼平表示，

2016、2017年去產能達到1.15億噸，鋼鐵

產能利用率基本達到80%，產能過剩局面

明顯改善。尤其是出清“地條鋼”直接

拉動鋼鐵市場價格。螺紋鋼價格從6月份

的3460元/噸，壹路上漲至4980元/噸。

取締“地條鋼”的效果進壹步顯現，

“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得到抑制。民營

企業中的重點企業粗鋼產量2.99億噸，同

比增長7.45%；鋼材產量2.9億噸，同比增

長7.96%。其他小企業粗鋼產量1.71億

噸，同比增長1.26%；鋼材產量4.14億

噸，減少2811萬噸，同比下降6.36%。

王連忠說，產量向優勢企業集中是

可喜現象，說明生產條件好、鋼鐵產品

質量高的企業，增長速度高於那些生產

條件相對較低、產品質量不高的鋼鐵企

業，也就是改變了“劣幣驅逐良幣”的

現象。

重點防範“地條鋼”死灰復燃
“2018年是鋼鐵去產能的深化之年，

鞏固去產能成效的關鍵在於把住新增產能

這壹關。”工信部原材料工業司巡視員

駱鐵軍表示，2017年，中鋼協會員企業累

計盈利 1773.36 億元，同比大幅增長

613.57%。鋼企利潤的改善為新增產能帶

來了較大的壓力，存在已化解的過剩產能

復產、甚至“地條鋼”死灰復燃的可能。

駱鐵軍說，通過前兩年去產能攻

堅，鋼鐵去產能任務“大頭”已經落

地。目前我國鋼鐵行業已從過去產能嚴

重過剩，向部分地區產能過大、鋼鐵產

能集中度低、環境能耗難以承受三方面

問題轉化。

在過去的兩年中，我國累計去除鋼

鐵產能超過1.2億噸，占“十三五”整體

計劃上限目標的80%。今年的政府工作

報告明確提出，要再退出鋼鐵產能3000

萬噸左右。

2018年我國重點區域去產能壓力依

然不減。在此背景下，防止“地條鋼”

死灰復燃是下壹階段任務重點。國家發

改委產業協調司冶金建材處副處長水恒

勇近日透露，防範“地條鋼”死灰復燃

和已化解的過剩產能復產的專項大檢

查，將由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和

脫困發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牽頭在5月

至6月組織開展。

水恒勇透露，專項大檢查的重點是

“地條鋼”易發高發的重點省（區、

市）。此外，對於產能置換中嚴禁新增

產能也將是檢查的重點。

企業整合重組向縱深推進
“目前企業跨區域、跨所有制整合

趨勢明顯。”王連忠表示，企業重組開

始成為潮流，許多民營企業積極尋找機

會，開始重組和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的企

業，占民營企業的比例總數超過1/3。例

如，江西方大集團重組西寧特鋼；沙鋼

參與東北特鋼的重組，發揮了國有和民

營兩種企業制度的優勢；建龍集團開展

了資源優化為核心的重組整合，整合原

海鑫鋼鐵、北滿特鋼。

事實上，2017年我國鋼鐵產業集中

度進壹步回升：粗鋼產量排名前四家的

企業合計產量占全國比重為21.9%，較

2016年回升0.2個百分點；排名前十家企

業合計產量占全國比重為 36.9%，較

2016年回升1個百分點。

“鋼鐵企業兼並重組還在深入發

展。”王連忠表示，以實現2025年鋼鐵

產業集中度達到60%為目標，正在籌劃

更大規模重組。如河北省計劃以遷安、

豐南、武安地方鋼鐵集團為支撐，通過

聯合重組形成三家具有區域市場主導能

力的以民營鋼企為主的大型鋼鐵集團；

山西省也擬通過兼並整合，從27家鋼鐵

企業降至10家。

山西省發文指出，鼓勵優勢企業按

照市場化原則加大兼並重組力度，推動

鋼鐵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兼並重

組。積極推動太鋼集團按照合理布局、

優勢互補的原則，實施不銹鋼產業兼並

重組，打造全球最具競爭力的不銹鋼企

業和世界壹流大型企業集團。支持晉南

鋼鐵集團、建龍集團、福盛鋼鐵等優勢

企業，加大對省內外產能資源的整合力

度，打造具有較高市場占有率和產品差

異化的區域龍頭企業。

河北省發布的相關方案也提出，鼓

勵有條件的企業通過參股控股、承債收

購等多種方式實施跨區域、跨行業、跨

所有制兼並重組。重點支持河鋼集團、

首鋼集團2家企業建成具有較強國際競

爭力、較大市場話語權、國際領先水平

的特大型鋼鐵集團；循序推進唐山豐南、

遷安和邯鄲武安地方鋼鐵企業實質性整

合，力促形成3家具有較強實力和明顯

競爭優勢的地方鋼鐵企業集團，形成10

家左右特色鋼鐵企業。

雄安2019年5G預商用 成新通信技術創新試驗場
綜合報導 雄安新區設立壹周

年之際，5G、物聯網、無人駕駛等

新通信技術和基於新通信技術的應

用已經開始在雄安落地，雄安已成

為新通信技術的創新及試驗之地。

4月3日，中國聯通宣布將在雄

安規劃約100個5G基站，形成對容

城、安新、雄縣等地及雄安市民服

務中心、白洋澱景區的連續覆蓋。

聯通方面表示，2019年中國聯

通規劃在雄安開展5G規模建設和

預商用，對於既有區域做到連續覆

蓋。根據新區建設節奏，及時跟進

覆蓋，建成壹批覆蓋壹批，保證用

戶第壹時間享受到高質量的5G服

務，打造雄安5G精品網。

3月24日，中國移動完成雄安

新區首次5G-V2X自動遠程駕駛啟

動及行駛測試，實現了通過5G網

絡遠程控制20公裏以外的車輛完成

啟動加速、減速、轉向等操作，網

絡時延保持在6毫秒以內，僅為4G

的十分之壹。中國電信、中興通訊、

百度三家也在雄安新區完成了基於

5G網絡實況環境下的無人駕駛汽車

測試。

目前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分頭

在幾個城市進行5G規模測試。中

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都選擇了雄安進

行5G試點，雄安和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城市同列5G規模測

試城市。

雄安將建起5G、物聯網等新技

術網絡等。2017年5月，中國電信

率先啟動雄安新區新壹代物聯網

（NB－IoT）實驗網絡的建設。2017

年8月，中國電信全面啟動雄安國家

骨幹網工程和5G創新示範網，並在

當年11月開通5G試驗基站。

基於5G的創新應用將較早在

雄安落地，除無人駕駛外，5G網絡

環境下的移動遠程醫療、5G支撐的

城市級別物聯網等應用都將在雄安

率先被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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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

許忠政 誠心推薦

精選珍珠參 (4oz) 精選珍珠參 (8oz) -  特價限量供應中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產自威州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多年信譽全球知名品牌

許氏
嚴選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許氏珍珠參
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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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

• 无合约 • 不查信用Lycamobile.com • 1.866.277.3221

如果用戶每月使用超出32GB的流量，其中3％客戶的流量使用速度將會被减慢.

限时优惠. 计划在30天后到期. 监管费用将适用于在Lycamobile.com上进行的购买和自动更新. 计划，费率和服务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并且
不适用所有地点或所有手机.

*

 无限 通话和短信到

中国

买三送一！
赶快行动 

全新

*

包括通话和短信
网速

全美无限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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