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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4月30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I01-WE WIN唯安保險C7_A1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0、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Edward WangEdward Wang
專精於房產買賣租賃與投資專精於房產買賣租賃與投資,,包括商業與住宅包括商業與住宅
熱忱專業熱忱專業﹐﹐提供優質服務提供優質服務,,讓好投資落實讓好投資落實﹒﹒住進住進
心目中理想的房子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電話電話:: 832832--453453--88688868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LLC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LLC
28402840 Commercial Center Blvd #Commercial Center Blvd #104104, Katy, TX, Katy, TX 774947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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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金剛變形金剛””來了來了！！日本研發出可行走巨型機器人日本研發出可行走巨型機器人

越南壹酒店總統套房越南壹酒店總統套房 衛生間內金光閃閃衛生間內金光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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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舉行壹季度央企經濟運行情況新

聞發布會。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秘書

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在會上表示，壹季度中央企

業保持穩中向好發展態勢，經濟運行開局良好，實

現首季“開門紅”。

壹季度，央企累計實現營業收入6.4萬億元，同比

增長8.7%；3月份當月實現營業收入2.4萬億元，同比增長

2.8%。電力、煤炭、機械、商貿等企業收入增速較快，

石油石化、建築、交通運輸等企業收入增長平穩。

營業收入穩定增長的同時，央企效益保持高速

增長。央企壹季度累計實現利潤總額3770.6億元，

同比增加650.7億元，增長20.9%；3月份當月實現

利潤1698.7億元，同比增長17.8%，月度利潤創新

高。壹季度央企凈利潤同比增長19.4%，歸屬於母

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同比增長24.2%，國有資本回

報水平明顯提升。

“中央企業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壹季度，中央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128.1億元，

同比增長26.7%，高於中央企業平均增幅5.8個百分

點，工業企業增利額占中央企業利潤增量的近70%，

成為中央企業利潤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彭華崗說。

此外，央企新產品、新產業、新業態也在快速發

展。比如軍工企業加大軍民融合力度，加快推動產研

轉化，積極拓展智能制造、智慧安防、衛星遙感監測

等領域，新產業收入占的比重超過了30%。電信企業

的數據、內容、信息技術服務等新興業務快速發展，

壹季度新業務的收入同比增長了13.4%，新業務的比

重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

數據顯示，目前中央企業已累計化解鋼鐵過剩產

能超1600萬噸、煤炭過剩產能6200萬噸；截至今年2

月份，中央企業累計減少法人單位9117戶，共計減

少人工成本161億元、減少管理費用143億元。

彭華崗表示，我國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為

央企運行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深入推進、央企各項改革不斷深化、瘦身健

體提質增效工作紮實推進以及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全面加強，都是央企活力迸發、效益持續快速增長

的深層次原因。

■3月末央企平均資產負債率降至65.9%
今年壹季度中央企業資產負債率穩定中有所下

降，3月末央企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5.9%，較年初

下降0.4個百分點。中央企業嚴格落實降杠桿減負

債工作要求，從嚴控制帶息負債規模，多渠道補充

權益資本，持續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截至3月末，

大多數企業資產負債率比年初有所下降，近三分之

壹企業資產負債率比年初下降超過1個百分點。

■把工資總額企業內部分配權真正交給企業
彭華崗表示，這幾年國資委壹直在研究國企薪

酬改革的相關問題，下壹步我們會對工資總額進行

分類管理。“對於處於充分競爭領域的商業壹類企

業，工資總額完全實行備案制，由企業董事會自主

決定。對於商業二類企業或者公益類企業，工資總

額會實現核準制的管理。”他具體解釋說，企業情

況不同，管理方法也不壹樣，總的來說就是要把工

資總額的企業內部分配權真正交給企業。

■央企在產權領域改革過程中會更加開放
就是否有計劃出臺新舉措吸引外資參加國企混

改，彭華崗表示，擴大開放應該是必然的措施。

壹是加大開放合作力度，尤其在進口方面發力。

今年11月，我國將在上海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中央企業將積極參與，會組織壹個采購團。

二是在改革中加大包括與外資企業在內的各類所有

制企業的合作。“中央企業在改革過程中特別是產

權領域改革過程中，會更加開放。”彭華崗說。

國有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也會與各類所有

制企業更加緊密地合作。目前央企境外投資額約占

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0%，對外承包

工程營業額約占總量的70%，已在“壹帶壹路”沿

線開展各種形式合作項目近2000個。

經濟運行良好 央企利潤增兩成實現首季“開門紅”

上海浦東新區開放之門越開越大
國際人才越聚越多

綜合報導 諾貝爾獎獲得者、上

海科技大學特聘教授維特裏希拿到

“中國綠卡”——永久居留身份證；

張偉、江海兩位外資企業外籍高管

辭職後，憑永久居留身份證在上海

浦東註冊公司，並享受國民待遇。

越來越多外籍人士在浦東就業創業，

折射出浦東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

國際化正向縱深發展，營商環境越

來越有吸引力。

第壹個金融貿易區、第壹個保

稅區、第壹個自貿試驗區……28年

來，上海浦東新區書寫壹個又壹個

第壹，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

地、排頭兵中的排頭兵。

隨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航運

中心、自貿試驗區、科創中心建設

不斷推進，浦東已形成壹大批硬成

果：浦東成為跨國公司及國際人才

的重要聚集區，陸家嘴形成我國外

資金融機構最密集的地區，外高橋

保稅區集聚了221家跨國公司營運中

心、73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與此同時，浦東壹批與國際接

軌的軟成果分外亮眼：率先開展自

貿區試驗，形成壹批可復制可推廣

的制度創新成果；負面清單管理正

成為外商投資管理的新模式；自由

貿易賬戶成為金融開放的新符號。

站在高起點，如何加快發展更

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浦東新區將

營造全球壹流的宜業宜居環境，作

為新的突破口和著力點。

國際化人才希望有國際化的政

府服務，浦東建設國際化的“壹網

通辦”政務服務品牌，辦事“最多

跑壹次”；國際化人才向往國際化

生活環境，浦東加緊國際化的規劃

建設，國際學校、國際醫院、國際

保險等生活配套服務設施正壹個個

落地：紐約大學上海分校新校址已

開工建設，德國、日本、美國、新

加坡獨資的醫院將陸續開業。

加大文化品牌建設，浦東打造

國際化演藝中心和全球高雅藝術演

出地。馬術、帆船等國際體育賽事，

紛紛集中選擇在浦東舉辦。

對標國際壹流標準，浦東用國

際視野打造更多公共休閑空間。黃

浦江浦東岸線 22 公裏已全部打

通，通過建設綠色空間加國際文

化走廊，濱江的壹些工廠、碼頭

變身博物館、展覽館和全球文化時

尚發布地。

改革開放再出發，浦東持續深

化人才制度創新，以對標先進和領

先超越的勁頭，出臺人才“35條”，

包括率先試點外籍高層次人才技

術入股市場協議機制。擁有重大

創新技術的外籍高層次人才以技

術入股方式在上海自貿試驗區註

冊企業的，可簡化程序，免於提

交第三方評估文件。這些舉措不

僅吸引了大量外籍優秀人才，也

讓面向國際的國內企業加速向浦

東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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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

地產投資增10.4% 創三年新高
中國公佈首季經濟數據 GDP增6.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今年一季

度經濟繼續在6.8%平穩運行；房地產投資增速超預期，同

比增長10.4%，創近三年新高；消費加快和民間投資改善

擔當“經濟穩定器”，成為增長亮點。但基建投資大幅放

緩、製造業投資低迷，工業增加值增速降至逾半年低位。

中國國家統計局表示，剔除春節等因素，市場向好、生產

增長的趨勢性特徵沒有改變。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一季度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

198,783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價格
計算，同比增長6.8%，與上年四
季度持平，但低於去年全年0.1個
百分點。從環比看，一季度GDP
增長1.4%，低於去年四季度0.2個
百分點，連續兩個季度出現回
落，為2016年二季度以來最低。

消費和民間投資成增長亮點
一季度消費和民間投資數據

表現強勁，成為經濟增長的亮
點。數據顯示，一季度消費同比
增長9.8%，增速比1-2月份加快
0.1個百分點。其中，3月份，消
費增速為10.1%，比1-2月份加快
0.4個百分點。汽車消費仍是拉動
消費增長的主力，居民消費升級
類產品也是亮點，化妝品類和金
銀珠寶類消費均保持20%以上增
速。
數據還顯示，一季度第三產

業對GDP的貢獻率為61.6%，消
費支出貢獻率77.8%，高於資本形
成總額46.5個百分點，消費的基
礎性作用在繼續增強，連續第五
年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
力。
在民間投資方面，一季度民

間投資同比增長8.9%，增速比1-2
月份加快0.8個百分點，比去年全
年加快2.9個百分點。

此外，房地產投資增速亦超
預期反彈，前三月同比增長
10.4%，增速比1-2月份提高0.5個
百分點，創下三年以來新高，新
開工累計增速亦反彈至9.7%。

統計局：市場向好趨勢不變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與民間

投資明顯改善、房地產投資創新
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基建投資
增速大幅放緩、製造業投資低
迷，拖累前三月全國固定資產投
資增速降至7.5%，比1-2月回落
0.4個百分點。
而在工業生產方面，3月規模

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
6.0%，比1-2月份回落1.2個百分
點，結束自去年12月以來的上升
趨勢，為去年9月以來最低，顯示
節後復工力度明顯偏弱。

國家統計局認為，3月部分指
標出現波動，主要還是今年春節
滯後對相關領域生產影響比較明
顯，加之3月工作日比去年少1
天，“剔除季節性因素，相關領
域市場向好、生產增長的趨勢性
特徵沒有改變”。

統計局相關人士強調，雖然
今年實現6.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
標無虞，但未來影響經濟放緩的
因素較多，對外需的不確定性、
去槓桿等可能影響經濟平穩運
行，應提早應對。

一季度經濟運行平
穩，不僅消費亮眼、內
需穩定，地產投資增速

也升至三年新高。專家對此表示，數據顯
示房地產對經濟的拖累低於預期，表現出
中國經濟的韌性，今年經濟增長實現6.5%
的預期目標壓力不大，但未來經濟運行的
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外部衝擊，可以通過提
振內需來應對。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分
析認為，在房地產調控不放鬆的背景下，房
企投資節奏繼續加快，有三大原因：一是房
企主動補庫存；二是近期部分房企積極進入
三四線城市，拿地節奏加快；三是去年開始
的水泥和鋼鐵成本上升，或帶來開發投資中
的造價成本上升。

招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謝亞軒也指
出，在3月房地產銷售下滑背景下，3月房
地產土地購置面積增速有所回升，投資與
購置面積回升與房地產補庫存有關。此

外，土地購置費延期付款，也推高投資增
速數據，預計上半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在土
地購置費的推動下還有進一步上行的可能
性，全年地產投資增速超預期的概率也在
上升。

華泰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李超指出，
目前消費穩健增長，地產投資表現不弱，
大中型企業、國有企業的生產和盈利表現
相對較強，預計未來總量經濟數據波動不
會太大，GDP快速回落的可能性較低。但
基建、製造業投資均明顯弱於去年同期，
需求層面未來仍有下行壓力，預計剩下三
個季度 GDP 增速可能小幅回落至 6.7%左
右。

“提振內需應對外部衝擊”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

俊分析指出，去年經濟增長超預期主要受
出口增長的拉動，而今年出口可能對經濟
的拉動效應不如預期，政策層面需要提前

預案。從三大需求貢獻率來看，一季度消
費拉動GDP增長5.3個百分點，與去年一季
度持平；資本形成的貢獻上升0.8個百分點
至2.1；而淨出口從去年一季度的正向拉動
0.3個百分點，轉為拖累增長0.6個百分點，
反映去年支撐中國經濟增長超預期的重要
因素開始明顯減弱。

章俊建議通過提振內需來應對外部不
確定性。從特朗普政府公佈的關稅清單與
“中國製造2025”重點發展行業高度重合
來看，美國已經感受到近年來中國製造業
升級和高速發展對美國製造業的威脅。有
鑒於此，政府應該加大力度鼓勵國內產業
升級，以信貸、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來鼓
勵企業加大淘汰落後產能，新建先進高效
產能。“製造業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的30%
以上，如果能有效刺激製造業投資，將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傳統的基建和房地產
投資來對沖出口增長的不確定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13

看好三四線城市 房企拿地節奏加快

■■今年今年11--33月份月份，，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
2121,,291291億元億元，，同比名義增長同比名義增長1010..44%%。。
圖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圖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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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衛
冕冠軍李斯特城將強勢出戰下月18 日
揭幕的“2018 香港足球會Citi 七人足
球賽”，並於首圈賽事中迎戰白禮頓、
香港飛龍及新加坡木球會。
香港飛龍以香港青年軍代表為班

底，教練郭家樂對抽到與衛冕冠軍李斯
特城同在Ｄ組表示歡迎，認為賽事水準
與歐洲高水準足球賽不相伯仲，可以讓
港隊成員認識到香港和歐洲大球會年輕

球員的差距。
今屆賽事將於5月18日至20日舉

行。新鮮出爐的港超冠軍傑志被編在B
組，將挑戰曾6度稱王的阿士東維拉及
卡利亞里、港會隊長選手隊。
賽事首階段採取小組賽形式，次階

段為淘汰賽。A組隊伍包括：韋斯咸、
威靈頓鳳凰、鹿島鹿角及友誼聯賽選手
隊；C組隊伍包括：紐卡素、格拉斯哥
流浪、紐卡素噴射機及港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羽毛球“一哥”伍家朗下
周二將出戰在武漢舉行的亞洲羽毛
球錦標賽。根據抽籤形勢，若順利
晉級，將在8強遇上東道主、國家
羽隊（國羽）“一哥”諶龍。家朗
希望重演前年“諶龍殺手”的一
幕，擊敗目前世界排第4的諶龍。

23歲的伍家朗17日午出席中
銀香港、中銀人壽的“全方位”保
障計劃記者會。他透露在今年多個
大賽中以亞錦賽為首個目標。今年
亞錦賽必遇上8月印尼亞運會的一
眾對手，是很好的前哨戰和實力的
檢閱。
近期先後擊敗兩位世界名將─

─國羽的“超級丹”林丹及馬來西
亞“一哥”李宗偉，家朗坦言增強

了自己的信心。全英賽後留港訓練
一段長時間，他借用“全方位”保
障計劃來形容訓練的全面性：除了
技術，還有體能，另外須特別針對
新的發球高度進行適應等。
去年亞錦賽8強曾輸給諶龍，

家朗希望今年先打好頭兩圈，目標
晉身8強。如果8強再遇諶龍，
“希望好好地再挑戰他一次。”
首次接受中銀人壽保險邀請拍

大型廣告，伍家朗認為是贊助商對
自己成績的認同，這也激勵自己必
須打得更好。他十分滿意廣告效
果，認為拍出了自己的心聲：“這
集廣告大約是兩、三個星期前拍
的，第一次拍這麼大型的廣告，都
有點緊張，幸好內容主要講自己羽
球的心路歷程。”

伍家朗戰亞錦賽 盼再演諶龍殺手

中國乒隊（國乒）為備戰月底的瑞
典世乒賽，在剛剛過去的周日、周一於
黃石基地進行了一場熱身賽。馬龍率隊
的男一隊在許昕告負的情況下，憑藉樊
振東獨得兩分登頂。女隊，A隊的丁寧
不敵陳夢，使劉詩雯帶隊的B隊奪冠。
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將於4月29

日至 5月 6日在瑞典哈爾姆斯塔德舉

行。16日結束的熱身賽上，馬龍、樊振
東、許昕“三駕馬車”組成的男一隊奪
冠。
在前期世乒賽隊內選拔中，23歲的

林高遠和17歲的王楚欽獲得男隊前兩
名，首次入選世乒賽團體賽名單，但他
倆在周日的比賽中雙雙以1：3告負。對
此，主帥劉國正評價說，他倆在心態上

還不夠穩定，缺乏經驗。因為熱身賽對
手都是隊友，相對非常了解，能夠製造
很多困難，如果心態不好肯定會輸球。
參加世乒團體錦賽的國乒男隊隊員

為馬龍、樊振東、許昕、林高遠、王楚
欽；女隊則為丁寧、劉詩雯、朱雨玲、
陳夢、王曼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乒熱身賽 劉國正不滿小將心態

港青藉七人足賽向強隊找差距

女足亞洲盃 韓國晉法國世盃
韓國女足當地時間16日晚間以5：0

擊敗菲律賓隊，獲得2019年法國世界盃
最後一張入場券。
至此，明年法國世界盃亞洲區參賽

球隊全部產生，分別為中國、泰國、澳
洲、日本以及韓國。女足亞洲盃準決賽

於香港時間18日凌晨進行準決賽，由中
國對日本及澳洲對泰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城市探索競賽下月中環舉行
下月13日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將舉行

一個與別不同的跑步體驗──城市探索
競賽“District Race”。

比賽沒有固定賽道，參加者利用專
用手機程式，在兩小時的競賽中，挑戰
80多個虛擬關卡及挑戰站，建構出獨一
無二的“電網”賽道，以嶄新角度探索
香港。有興趣者可於4月9至29日參加
District Mission in Hong Kong，率先免
費試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港青教練郭家樂（右）及主力余瑋廉出
席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伍家朗（左起）、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
部副總經理盧慧敏及中銀人壽副執行總裁張子裘合
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恒大主場奏凱 亞冠小組首名出線
開場後，恒大迅速展開攻勢，在前場持續

壓迫對手。前5分鐘，恒大出現6次射
門。顯然，主帥簡拿華路希望迅速打開局面，
為勝利奠定基礎。大阪櫻花也同樣打法明確，
防守反擊之勢堅定。
第6分鐘，恒大進攻取得效果。高拉特傳

球給左側李學鵬，後者邊路斜傳給黃博文，黃
博文稍微趟球後，在小禁區射門，皮球應聲入
網。不過，恒大進球剛過1分鐘，大阪櫻花很
快還以顏色。對方反越位成功，福滿隆貴長驅
直入，晃過守門員打空門得手。雙方再次站在
同一起跑線上。

下半場，恒大依然主攻，畢竟平局隨時
可能被打破。56分鐘，黃博文發角球，郜林
爭到頭球，阿蘭接球左側小角度轉身打門擊中
門柱內側入門，恒大再次領先。87分鐘，恒
大徹底鎖定出線權，阿蘭在禁區前沿得球，直
接推射成3：1。

最終，憑借黃博文的首開紀錄和阿蘭的
梅開二度，恒大最終鎖定小組第一的位置，順
利晉級淘汰賽。

而大阪櫻花輸球後，因武里南聯取得勝
利，積分被反超而出局。至此，除上海申花
外，三支中超球隊均獲得小組出線權。

■黃博文（左）破門，為恒大首開紀錄。法新社

■廣州恒大射手阿蘭（右）個人“梅開二
度”。 新華社

為了增強公平性，多國聯賽近年均
開始試用視像裁判系統（VAR）幫助
球證執法，然而自試用以來，VAR一
直受到質疑。在周二凌晨的德甲緬恩斯
對弗賴堡，VAR系統又再惹爭議，球
證竟於半場完結後，才使用VAR系統
判罰弗賴堡12碼，令已返入更衣室的
球員要再度出場。

球員要從更衣室返回場內
事件發生在完半場前，當時緬恩斯

球員保辛斯基於右路傳中，皮球省中弗
賴堡守將甘普夫的手，球證域克文未有
表示。惟完半場後，域克文卻使用
VAR重看手球事件，更決定改判12
碼；此決定導致雙方球員要重返球場，
最終下半場再入1球的柏保路巴拉斯主
理12碼得手，助球隊領先1：0，緬恩
斯最終則淨勝兩球完場，賽後以較佳得
失球壓過同樣30戰得30分的弗賴堡，

暫時升上第14位安全位置。
賽後，兩軍也有就VAR事件發表

意見，其中緬恩斯方面就謂對此感困
惑，但仍把12碼射入了。至於弗賴堡
自然感到不滿，認為此判決是不可理
喻。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完半場補罰12碼
德甲VAR離奇爭議

北京時間周二早上兩場NBA季後
賽，其中西岸大熱門金州勇士主場以
106：101再贏聖安東尼奧馬刺，場數
領先2：0。東岸方面，邁亞密熱火作
客以113：103勇挫費城76人，場數追
至1：1平手。

雖然有頭號球星史提芬居里缺
陣，勇士於第二戰仍有出色表現，正
選中除了獲9分的德雷蒙格連，其餘4
位球員皆有雙位數進賬，當中杜蘭特
及基利湯遜表現最搶鏡，分獲32及31
分。相反地，馬刺陣中僅有交出34分
及12籃板“雙雙”數據的艾迪治演出
較佳，難怪馬刺於季後賽已6連敗予勇
士。
賽後，馬刺教練普波域治認為落

敗合理：“我未算太失望，其中艾迪
治的表現值得讚賞；另外勇士的卡爾
教練的確出色，我早已看好他可以成
為頂級教練。”

熱火憑後備上陣的老將韋迪攻入
全場最高的28分，作客以113：103擊
敗76人，總場數追至1：1。落敗的76
人還收到壞消息，球隊史上得分王基
亞於日前病逝，享年81歲。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勇士再挫馬刺領先2：0

■弗賴堡球員不滿球證域克文竟在完
半場後補判12碼的決定。 路透社

■■杜蘭特杜蘭特((右右))帶領勇士再下一城帶領勇士再下一城。。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亞冠盃小組賽17日迎來收官

戰，廣州恒大坐鎮主場迎戰遠道而來的J聯賽大阪櫻花。由於這場比賽事關兩

隊出線權，天河體育場迎來一場生死戰。最終，恒大憑借黃博文和外援阿蘭

的進球，以3：1戰勝對手。

■■弗賴堡球迷扔紙巾落弗賴堡球迷扔紙巾落
場抗議場抗議。。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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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6 17 18 19 20 21 22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4/12/2018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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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近日《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研究，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缺少自我控制并不意味着

放纵或享乐，而是不论好坏、按照既已形成的习惯模

式，照例行事。

该研究的作者、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文理学院（Univer原
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的副院长伍德·

温蒂（Wendy Wood）是世界上研究人类行为习惯的专

家，她致力于研究使得我们得以每天正常生活、工作

的一种无意识行为：“自动行为”（想象一下如果这种

行为失常，我们每天早上将不得不重新学习怎样刷牙

或找出去工作地点的路）。

她和同事大卫·尼尔（David Neal）的研究结果指出，我

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本来就十分有限，这就意味着当我

们感到压力很大或疲惫时，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行

为。结果呢，当想自我放纵时，我们的行为更可能不自

觉的表现为平时已养成的习惯，比如吃一份健康的早

餐或者依旧坚持去健身房。

“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时，我们总是为我们的

动机和自控力制定相应的策略。但是实际上，我们的

研究指出应该着重考虑如何建立一定的习惯。习惯会

一直持续影响我们，甚至在我们疲惫而没有能量进行

我控制时，”伍德如是说。

习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表明运

动不足、吃得太多和吸烟是许多疾病的重要风险因

子。据一篇近期由南加州大学戴维斯学院的老年医学

科学艾琳·克里米（Eileen Crimmins）教授发表在《美

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的报告，肥胖和吸烟是造成

美国人比其它高收入国家人民早亡的主要原因。

然而目前，对于许多疾病的预防大多依赖于自我控

制，而伍德这份最新的研究指出，预防疾病最好的方

法可能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每个人都会感到有

压力，而将全部精力放在自我控制上可能不是实现目

标的最好方法，”她说道，“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你是

那种意志力不强的人，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就显得更

加重要。”

例如，在伍德和她的同事做的一项实验中，他们跟踪

测试了学生们一个学期（包括考试期间在内）的行为

表现。在测试过程中他们发现，当学生们感到有压力

或睡眠不足时，他们会更加忠实于自己的老习惯。伍

德解释道，“就好像他们没有精力去做一些新的改

变。”

在上课期间中吃不健康早餐如糕点、面包圈的学生，

在考试期间会吃更多的垃圾食物。同样的，那些吃健

康早餐，如燕麦片的学生，在考试期间仍然保持这种

健康的饮食习惯，甚至吃得更健康。与之类似的，那些

在学期间有每天阅读报纸社论习惯的学生，在考试期

间、甚至是时间很有限的时候，依旧保持这种阅读习

惯。而经常去健身房锻炼的人在倍感压力的时候依旧

会去健身房。

“你可能会推测，当学生有压力时或时间有限时，他们

根本就不会去读报纸了，然而他们反而忠实于自己阅

读习惯，”伍德说道，“习惯几乎不需要意志力、思想和

思考。所以，改变行为的关键问题应该是：怎样形成一

个健康的、有益的习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让这一行

为变成习惯，这样人们就会经常性的重复这一行为并

最终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好习惯，没那么容易被压力打败！
科 技

压力和疲惫可能会让我们变得麻木，但最新的研究表明，麻木并不意味

着我们会暴饮暴食或无节制的购物，有时，它也会让我们继续保持好的

行为习惯。

风力发电机的发电部分
为什么不安装在地下？

风机的发电机确实是装在上部的，维修一次费时费力。但是你知道维修的时

候主要是在维修什么吗？同步机的转速和频率有一个固定关系 n=60f/p，传

统异步机的转速为 n=60(1-s)f/p，因为转差率 s很小（一般都在 0.1以下），

转速也基本在同步速附近。一般风机的桨叶转速都很低，而电网要求使用

50Hz交流电并网，所以一般

都需要用齿轮箱进行变速，而

风机最容易损坏的部分就是

变速的齿轮箱，电机和桨叶本

身是比较耐用的不容易坏。现

在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风机

结构是这样的：

现在一些使用电力电子变换

装置的风机可以不依赖机械

装置实现变速（呃其实是变

频），省去了齿轮箱，也就省

去了很多维修的工作量。双

馈电机的电路是这样的：

也就是异步电机转子部分的绕

组也有线路引出，然后通过变

频器就可以调节网侧输入到转

子处的电流频率了，可以很灵

活的改变电机转差率，可以让

风机的转速在较宽的范围内运行（一般是-30%~+20%）但是其实上双馈异步

电机主要的好处还是在调节转速和灵活控制无功上，从上图可以看出还是

有薄弱环节齿轮箱的存在，还是很容易坏。然后大家又折腾出来了一种新

的东西———永磁直驱电机（反正咱们国家稀土多价格便宜嘛），长下面这个

样子：

这个电机就不需要用齿轮箱了！利用永磁体作为励磁，不需要再额外加励

磁电流，不过由于是同步电机，转速由定子侧频率固定，对于风机转速的调

节由定子侧的 AC-DC-AC装置进行（所以说电力电子相当有用啊）。这样就

结构简单多了，还没有齿轮箱，基本就能解决题主所说的维修问题了（因为

他根本就不容易坏啊！），缺点就是体积大，而且太贵了。。。。

如果现在为了在低处维修方便而使用链条或者其他的机械结构传动，抛开

效率不谈，可以想象最容易损坏的就是链条了，并且顶部与桨叶连接的齿

轮损坏时，维修困难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总之在风电这个领域，发展的趋

势是能用电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机械解决。同样都是调节转速，电力电子

装置比机械装置更稳固耐用，效率更高，更好控制，时间常数也更小，调控

灵活。而且电力电子装置还能顺带调节无功哦~电力电子棒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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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座落在Medical Cen-
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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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精桑黃抗癌膠囊創造了生命的奇跡！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
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
部CT、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馬
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
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
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
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烦不愿意看医生，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
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
快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
筋動骨的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
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
轉，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
遺憾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
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
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

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可能
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部位，便可
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
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
了。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
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
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
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
膜囊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
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
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
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

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
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
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
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
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
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
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
，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專精
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以高中生同性恋为题材的年

度暖心爱情校园喜剧《亲爱的初

恋》（Love, Simon），融合著每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最不可或缺

的，包括爱情、校园、友情与家

庭等元素。电影不仅成功跳脱出

大众对于同志电影「太沉闷」或

是「太激情」的既定印象，其中

更乘载著每一个时代，对于青春

回忆的所有欢笑与感动，打造了

一个任何人都能够理解、包容且

进入的「衣柜」。台湾福斯影片

在今日更是宣布，与「铁肺歌后

」李佳薇共同携手，推出中文唯

一官方主题曲《你是我的 HEY

BABY》。浪漫且奔放的音乐氛围

，不只为即将于四月底与全台观

众见面的电影打了一剂给力强心

针，更是为这个温暖的春天，注

入了不一样的一道彩虹！主题曲

《你是我的 HEY BABY》将于今

日（4/17）数位平台全面上架！Ｍ

Ｖ晚间6点正式上线！《亲爱的初

恋》将于4月27日于全台抢先推出

口碑试映，5月4日正式登场！

李佳薇曾经于2012年以一首

《离场》被票选为同志最爱歌曲

，本次睽违6年，更与以高中同志

为被背景的年度浪漫爱情力作

《亲爱的初恋》合作献声，推出

了中文主题曲《你是我的》。直

接且毫不掩饰的歌词，不只勇敢

地表露了所有人在面对纯爱时的

告白心情，初恋纯粹的酸甜滋味

，更可说是与电影主旨完全契合

！从出道以来便以「铁肺」封号

的李佳薇，本身便拥有著多首超

高难度的动人金曲，如《煎熬》

、《像天堂的悬崖》、《鍊爱

》……等。然而，本次与金曲主

打创作人陶山Skot Suyama一同合

作的2018最新春日爱恋单曲，不

仅充分地展现了有别于以往「超

煎熬」的跨音域高音及悲苦外，

中毒式的甜蜜歌词，与繁花般盛

开的轻快旋律，搭配著快节奏的

特殊中国风编曲，也同样充分地

展现了李佳薇能量爆发的演绎实

力。

每个人都值得去爱，也值得

被爱。事实上，不论是在观看

《亲爱的初恋》，或是在聆听

《你是我的》时都不难发现，两

者皆是不断的强调「爱的能量」

与「自我肯定」这两件事情，希

望能够以轻鬆且温柔的方式去传

递「勇敢说爱」的讯息；而这其

实也与李佳薇一直以来，希望可

以透过自己的音乐与歌声所蕴含

的主旨不谋而合：「爱有一万种

可能，无论是什麽形式、类型的

爱。」她也表示：「爱本身是最

纯粹无瑕的，我们都有资格无所

畏惧、无可设限地勇敢表达自己

的爱，并且也接受不同爱的方式

与类型，不论对方的爱是怎麽样

地，我们都是爱对方最纯粹的本

质，不会因为他的性向或其他因

素而改变。」

有著人人称羡的超完美父母

与幸福家庭的17岁青少年「赛门

」（尼克罗宾森 饰演），他有著

再正常不过的高中生活，还有一

群最亲密无间的青梅竹马们。在

这些快乐的日常底下，赛门的内

心藏著一个天大的祕密，他是一

名同志。原本已经在内心暗自向

自己约定，只要从高中毕业、升

上大学后，他就要展开全新的阶

段，大方地告诉所有新生活圈的

朋友们：「我喜欢男生！」但一

则学校网站上的匿名出柜日志，

却打乱了他全部的计画。生命中

第一次，赛门对他人打开了心房

，多年来无法出柜的心情瞬间倾

洩而出，甚至也第一次尝到了

「初恋」的滋味。然而，就在他

拼尽全力希望能找出这位匿名网

友，并表白自己的心意时，他的

身分与性向却被有心人士，在最

糟糕的情况下曝露在全世界面前

，究竟这一切会带给他人生多大

的衝击？他的家人、好友及同学

又会以什麽样的眼光看待他呢？

福斯影片即将在4月24日于台

北大直美丽华摩天轮举办电影

《亲爱的初恋》告白首映会。不

仅将邀请来自全台各地「想爱却

迟迟未表态」的粉丝们，一同站

上舞台、大声说爱，届时也将邀

请网路超夯BL剧《深蓝与月光》

两大天菜男神王庭匀与陈彦名一

起于现场与大家同乐！而身为电

影官方主题曲演唱者的李佳薇更

是不会错过这场盛会，除了将亲

临现场亲自为电影助阵外，更将

首次于全台观众面前演唱中文主

题曲《你是我的》！《亲爱的初

恋》4月27~29日口碑场，5月4日

邀请你一起走出衣柜，迎向全世

界！

《亲爱的初恋》中文主题曲

《你是我的》（HEY BABY）MV

将于今天傍晚18:00于华纳音乐官

方YouTube频台全球首播。

《亲爱的初恋》改编自小说

《西蒙和他的出柜日志》，台湾

繁体中文版由高宝书版出版。

《亲爱的初恋》电影原声带

由索尼音乐发行。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伟大

的爱情故事。但是对一个17岁的

高中生「赛门」来说这一切却是

件超複杂的事：第一、没有人知

道他是同性恋；第二、他也搞不

清楚自己爱上跟他一样有同样困

扰的不具名网友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了解决这两个大麻烦，

赛门展开一段爆笑又吓人的解答

过程，但他没料到的是，最后得

到的答案却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

生。整部片充满欢笑、清新、感

人，又有初恋般的甜蜜滋味，绝

对将成为经典好片。

不分男女就是要说我爱你！
《亲爱的初恋》携李佳薇再创同志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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