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18年5月08日 星期二
Tuesday, May 08, 2018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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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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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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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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2018

吳文龍 先生
恆豐銀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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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國加州好萊塢中心的壹家酒店 的近日推出了壹道創意蘋果甜點，要價700美元
（約合4400元）。與其它甜品壹樣，這顆昂貴的“金蘋果”使用的也都是當地優選食材，
餐廳首席大廚Bryan Podgorski將蘋果掏成空心嵌滿頂級白巧克力醬，外圍塗滿了鹹焦
糖，再貼上可食用的金箔紙，最後澆上1.5盎司路易十三幹邑。

英国哈里王子大婚在即英国哈里王子大婚在即 所乘马车曝光所乘马车曝光

英國哈裏王子和未婚妻梅根婚禮將於英國哈裏王子和未婚妻梅根婚禮將於55月月1919日舉行日舉行，，皇家馬廄為兩皇家馬廄為兩
人婚禮準備了適合晴天和雨天乘坐的兩款馬車人婚禮準備了適合晴天和雨天乘坐的兩款馬車。。兩人的婚禮車馬安排將兩人的婚禮車馬安排將
由皇家馬廄的負責人托比由皇家馬廄的負責人托比--布朗上校負責布朗上校負責。。

探訪哥斯達黎加探訪哥斯達黎加““犬之島犬之島””
上千流浪狗聚居於此上千流浪狗聚居於此

哥斯達黎加的Territorio de Zaguates被稱為流浪狗之島，這裏是流浪
狗們的天堂。這個流浪狗收容所生活著超過1000多條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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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壹”公司進入中國
微信支付寶會出局嗎？

央行收到了世界第壹公司（World

First）關於申請支付業務許可的來函。

這是自3月底央行放開外商投資支

付機構準入限制以來，來自外資支付機

構的首個申請。

目前，中國支付領域目前的競爭格

局比較固定。面對國內微信、支付寶

“兩分天下”的局面，外資機構生存空

間幾何？世界第壹公司，究竟是怎樣的

企業？它是否會帶來安全隱患……

關於世界第壹公司，“國是直通車”

特別梳理了6個問題並作出解答。對這

家外資支付機構的某些疑問，或許可以

從中找到答案。

1，誰是世界第壹公司？
根據公開資料，世界第壹公司

（World First）2004年誕生於英國倫敦，

成立之初從事貨幣兌換，隨後逐漸發展

出支付業務，主要為全球個人客戶和企

業客戶提供跨境支付服務，並為跨境電

商賣家解決跨境收款問題。現已支持亞

馬遜等全球66個網上銷售平臺。

World First可提供美元、日元、歐

元、英鎊、澳元、新西蘭元及加元收款

服務，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中國

香港、新加坡、日本及荷蘭設有分部。

目前已有超過2萬名中國跨境電商

賣家在使用World First的服務，在全球

每年的交易流水超過10億美金。外資機

構中，與World First公司屬於同業的還

有PayPal等。

2，它安全嗎？
與錢掛鉤的業態，人們通常會對其

安全性多加考量。對於這樣壹家外資支

付機構，不免有人對其安全性心存疑慮

——它安全可靠嗎？

根據央行要求，外商投資支付機構

申請牌照需滿足設有境內實體企業、支

付業務設施、信息安全等條件。獲取支

付許可證後，外商投資支付機構與境內

支付機構相同，遵守央行關於非銀行支

付機構的監管要求。

關於信息安全，央行規定，外商投

資支付機構在境內收集的各類信息處理

與分析都應當在境內進行，如果必須向

境外傳輸信息，應當在符合相關規定的

前提下，經個人信息主體同意，境外主

體也要履行保密義務。

3，為何選擇中國？
這與中國近年來飛速發展的支付服

務市場，以及中國金融業進壹步擴大開

放的主基調有關。

自2010年建立支付業務許可制度以

來，中國支付服務市場發展迅猛。央行

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7年，中國支付

機構處理的業務量從 371 億筆增長到

3193億筆，金額從18萬億元增長到169

萬億元。

另壹方面，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

的主基調下，中國大幅放寬包括金融

業在內的市場準入。今年 3月，中國

人民銀行印發《中國人民銀行公告

〔2018〕第 7 號》，明確外商投資支

付機構準入和監管政策，歡迎和鼓勵

外資機構參與中國支付服務市場的發

展與競爭。

在7 號《公告》中，央行明確規

定，外資和內資支付機構須遵守相同

規定，實現統壹的準入標準與監管要

求，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這意味

著，外資機構進入中國支付市場將享受

全面“國民待遇”。

4，在中國生存難嗎？
業內分析人士認為，國內支付市

場格局已定，監管趨嚴，外資支付機

構進入中國市場的挑戰不小，或將面

臨用戶轉化、商戶獲取、利潤率低等諸

多問題。

目前，國內第三方支付產業發展得

比較完善，產業鏈齊全，經過多年市場

洗禮相對比較成熟。另壹方面，外資支

付機構在國外的費率壹般為1.5%-2%，

而國內第三方支付機構費率只有不到千

分之五的水平，而且國內支付巨頭在推

廣期間都大量“燒錢”補貼。在如此環

境下，外資支付機構在華盈利能力也將

面臨考驗。

不過，分析人士也表示，外資支

付機構在某些特定領域的服務上仍

有機會，比如跨境支付，這需要支

付機構要具備聯通能力和準確分賬的

能力。

5，對中國支付格局有何影響？

有業內人士指出，未來在外商的不

斷進軍下，國內支付市場將邁入群雄逐

鹿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

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表示，外資支付

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會帶來競爭，為支付

行業註入新的活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

研究員董希渺則認為，就境內市場而

言，市場格局短期內難有改變。“現在

境內非銀行支付已經把價格拉得很低

了，境外這些機構走進來能不能活下去

都是壹個問題”。

但董希渺同時也指出，在加強監

管、防範風險的前提下，擴大對外開放

總體上是有積極作用的。

6，外商來了，怎麽辦？
此前，據央行相關負責人介紹，隨

著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

高，越來越多的外資機構表示希望進入

中國支付服務市場。

對此，北京網絡法學研究會副秘書

長趙鷂表示，隨著開放的不斷擴大，監

管部門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局面，需要考

慮新入者會對現有支付產業生態體系帶

來何種影響，如何促進各方協調平衡發

展，防範系統性風險。

世界最大跨度自錨式懸索橋在長江上合龍
綜合報導 隨著重慶市鵝公巖軌道交通專用橋

最後壹段鋼箱梁安裝完成，標誌著世界最大跨度的

自錨式懸索橋順利合龍。

該橋項目經理高學文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鵝公巖軌道交通大橋項目由中國鐵建大橋局承建，

全長 1650.5 米，其中主橋長 1120 米，引橋長

530.5 米，主跨為 600 米的雙塔雙索面五跨連續

鋼箱梁自錨式懸索，是跨徑為同類型橋梁的世

界之最。

在此之前，世界上已經建成的最大跨度自錨式

懸索橋是愛沙尼亞穆胡島橋，主跨480米。“從

480米到600米不只是數值上的增長，而是橋梁建

設史上設計能力、高強度厚鋼板材料性能及其焊接

工藝、施工能力、施工裝備等方面質的飛躍。”中

國鐵建投資集團重慶環線南環項目公司董事長李新

民稱。

據介紹，鵝公巖軌道專用橋位於鵝公巖公

路橋上遊70米，兩橋橋面凈距僅有45米，承臺

最小凈距為 16.1 米，施工空間狹小，給橋梁施

工增添了巨大難度。由於老橋已將主纜錨固區

占用，且主跨為長江主航道，不能按照常規的

臨時墩頂推鋼梁施工工藝進行施工，經過多次

專家論證，進行了9項課題研究，最終采用了國

內首例“先斜拉後懸索”的體系轉換施工工藝。

即先建成斜拉橋，再將斜拉橋轉換成懸索橋，

並且在橋跨和配色上與公路橋相呼應，成橋後

將呈現“姊妹橋”的景觀。高學文告訴記者，

這種世界首創的建設方式帶來的也是世界級的

施工難題。

鵝公巖軌道專用橋69段鋼箱梁，單段最重達

408噸，施工過程中采用自主研發的同類型起重量

最大的“橋面變幅式步履吊機”，首片鋼箱梁於

2017年2月13日吊裝，經過建設者精心組織，科技

攻關，歷時14個月安裝完成，目前已經獲得7項國

家發明專利。

重慶軌道集團副總經理馬虎說，鵝公巖軌道專

用橋的合龍，將為早日實現重慶輕軌環線通車奠定

堅實的基礎。屆時，從重慶南岸區到九龍坡區僅僅

需要幾分鐘時間，將極大緩解重慶市過江通行的交

通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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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小型婚礼相比于大型婚礼来说更加温馨浪漫，且经济实惠，

是很多追求时尚的年轻新人的婚礼首选。那么小型婚礼场地要怎样布

置才能更加出色呢？小型北京婚礼场地的打造要点又包括哪些呢？

相比于大型婚礼来说，小型婚礼的场地选择还是比较多样的。无论

是室内还是室外，只要布置得当，都可以作为小型婚礼的举办场地。当

然，新人还可以选择小花园、院落、餐吧、别墅等一些户外场地，这样的

场地一般比较空旷，宾客在参加婚礼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户外的美景，

非常惬意舒适。

由于婚礼场地的规模受限，所以小型婚礼的色彩选择和搭配就显

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新人可以选择一些淡色系的颜色来增加空间的

视觉感，而过于热烈的色彩会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狭小。所以婚礼色调

最好选择例如白色、绿色、粉蓝等这一类比较清新的色彩，这样既能让

婚礼显得大气，而且还能够增加浪漫感。

婚礼规模不论大小，一般都氛围迎宾

区、舞台和宾客席三个部分。由于场地的限

制，对于客人不多的小型婚宴，布置重点应

该着重在舞台和餐桌的打造上。新人可以选

择圆形舞台或 T型台代替传统的前置舞台，

这样不仅可以方便与来宾的交流，而且可以

让整个婚礼显得更加地温馨。为了让新人和

宾客近距离接触，在婚礼中可以巧用一些互

动节目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尽

情享受幸福时光。

小型婚礼场地打造要点是什么呢？为了

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小型婚礼的各个分区应

该打造得比较明显，要有明确的路标指示

牌。同时，像迎接牌、请柬、座位卡、签到本、

回礼等这些小物件都要符合婚礼的场地和

色彩的要求。最好能够使用成套的印刷品，

设计可以小巧精致一些，这样才能更加符合

整个婚礼的气质。

结婚
怎么谈钱
才不伤感情

(综合报道）曾有媒体爆出天津的婚庆服务花费已从

上世纪 90年代的二三百元增长到现在的 2至 3万

元，婚庆开销 20年间涨了 100倍。其实这也只是保

守估计，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如果选择在五星

级酒店举办婚宴，一桌酒席的售价就要过万，加上司

仪、鲜花、现场布置等费用，那么结婚应该谁买单呢？

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习俗，在

涉及结婚花费的问题上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思

维。

在欧美国家，男女平等的意识渗透到婚礼开销

上，一般情况下新娘一方都会承担一部分结婚成本，

如果协商一致，男女双方甚至可以 AA制均摊婚礼

花费。按照传统，订婚仪式由新娘家负担，此外还包

括婚礼邀请、婚纱、首饰、鲜花、新郎婚戒、送给伴娘

的礼物，以及接待和仪式的费用。新郎家则负责男方

服装、婚礼前的排练晚宴、新娘戒指、结婚登记、仪式

费用、送给新娘及伴郎的礼物，以及蜜月开销。

中东国家在婚礼开销上有着近似的传统，一般

阿拉伯婚礼男方会支付所有花销。场地、装饰宴席邀

请等等，能想到的一切都由丈夫买单。在婚礼开销上

大包大揽的阿拉伯男人几乎让人开始认可大男子主

义？在沙特、阿联酋、约旦、黎巴嫩等国家，男方需承

担所有婚礼费用，在自愿的情况下，女方也可以自己

支付婚纱礼服的费用。根据传统，女方应支付订婚仪

式的开销，而新郎则负责婚礼、蜜月和婚房。

亚洲国家有着独具特色的传统喜文化，但近年

来也越来越成为东西文化的融合地。按照传统，似乎

男方付钱理所当然，但在今天的新娘们看来，结婚只

让男人掏腰包似乎也不再是女人天赋的权力。在很

多亚洲国家，婚宴都十分隆重，动辄数百人的亲朋好

友欢聚一堂，不菲的婚宴费用一般由女方家庭承担。

而婚房、汽车等“结婚必备品”，在大多数准丈母娘们

心中一定指望姑爷能有上佳表现。

其实大可不必在乎繁文缛节，婚后就是一家人，

你花我花都是花的自家钱。为了一场婚礼，一套婚

房，实在无需逼得双方父母背上更多的按揭贷款。此

外，如今的年轻人大多结婚较晚，也具备了相当的经

济实力，自掏腰包承担大部分结婚费用也是理所当

然的。

婚礼只是婚姻生活的开始，婚姻关系自然需要

物质基础，也更需要双方的理解和彼此尊重。在国人

眼里，开口谈钱似乎有伤感情。但充分考虑夫妻双方

家庭经济状况，共同商议婚礼开销，做出合理的预

算，才是幸福婚姻的经营之道。 責任編輯：XX

来源：家庭医生在线

21世纪的现在，绝大多数的家里面都开始在使用冰箱了，一些多数的家里面都开始在使用冰箱了，一些关于冰箱内存储蓄物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哪些食物不能放进冰箱里，你都知道吗?

哪些食物不能放进冰箱里
：若把香蕉放在 12度以下的地方储存，会使香蕉发黑腐烂。

：若将荔枝在 0度的环境中放置一天，即会使其表皮变黑，果肉变味。

：由于害怕低温，不适宜放在冰箱里，如果冷藏，反而会“冻伤”水果，令其表面凹陷，出现黑褐色的斑，不仅损失营养，还容易变质。未熟的水果，则更不能放进冰箱里，否则很难正常地成熟起来。正确的方法

是，避光，阴凉通风处储藏。

：西红柿经低温冷冻后，肉质呈水泡，?显得软烂，或出现散裂现象，表面有黑斑，煮不熟，无鲜味，严重的则腐烂。黄瓜：黄瓜在冰箱中久存，会出现冻“伤”———变黑，变软，变味。黄瓜还会长毛发粘。因为冰箱你

存放的温度一般为 4度至 6度左右，而黄瓜储存适宜的温度为 10度至 12度，青椒为 7度到 8度，因此不宜久存。黄瓜、茄子、西红柿等的适宜放温度为 7.2度至 10度之间

：因为它冷藏后比较容易烂。最好不要挨着冰箱放。白菜，芹菜，洋葱，胡萝卜等的适宜存放温度为 0度左右。南瓜适宜在 10度以上存放。

苪：放进冰箱的巧克力在拿出来后，表面容易出现白霜，不但失去原来的醇香口感，还会利于细菌的繁殖， 莉莉说，存储巧克力的最佳温度是 5度至 18度。夏天室温过高时，可先用塑料袋密封，在置于冰箱存

储。取出时，别立即拉开，让它慢慢回温至室温再食用。

1、存放时间有限制
肉类生品冷藏时间一般为 1～2天，瓜果、蔬菜为 3～5天。鸡蛋在冰箱里最多冷藏 15天，蛋壳脏要先擦拭，但不要用水洗。绿叶蔬菜冷藏 5天后，即使没变色，最好也不要吃。冷冻柜内，鱼肉存放的时间最好不要超

过两个月。如果肉冻得发黄，说明脂肪已经被氧化，最好丢弃。

2、食物摆放有讲究
食物不能摆放过多，与冰箱壁之间要留有空隙，便于空气流通;吃剩的饭菜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一般熟食品在上，生食品在下。冷藏室的温度上低下高，因此鱼、肉等动物性食品宜放在上面，而水果、蔬菜等放在

下面。冷冻柜内，冷饮等直接入口的食品放在上层，冻鱼冻肉则放在下层。

3、定期消毒有必要
夏季最好每周对冰箱清洗一次，除菌、消毒。除常规部位外，更需注重用冰箱专用消毒剂对冰箱内部的滴水槽、隔板槽等死角喷洒消毒。冰箱内壁、死角喷雾完成后，应将冰箱门关闭 5～10分钟，让消毒剂充分杀菌，

最后用抹布擦干净。

4、蔬果放冰箱前不要洗
一般蔬果表面都有一层蜡质，具有保护其不受微生物侵害的作用。蔬果在清洗后，尤其是用洗涤剂清洗干净后，其表面的蜡质层会遭到破坏，细菌很容易进入蔬果内部，导致蔬果变质腐烂。

使用冰箱
需谨慎:

种不宜
放进冰箱的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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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乒賽橫掃德國 實現九連冠當地

時間6日，瑞

典世乒賽男團決

賽落下帷幕，中

國男乒（國乒）以

3：0橫掃德國隊，收穫9連冠。整個世

乒賽，國乒男團面對所有對手均以大比

分3：0完勝，未失一場，展現出極強

的統治力。無論是久經沙場的主力馬

龍、樊振東等人，還是新銳小將

王楚欽、林高遠，都收穫了屬

於自己的寶貴財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足總7日公佈
“香港飛龍”U20（20歲以下）代表隊16人名單。

這支港青將角逐本月18至20日在香港足球會進行
的“2018香港足球會Citibank七人足球賽”。“香港飛
龍”編入D組，同組對手包括李斯特城、白禮頓和新加
坡木球會。上屆港青打入主項盃賽，前屆奪得銀蝶冠
軍。為爭取佳績下周一起一連五課集訓。
另外，香港足球總會紀律委員會將就轄下港超球會

香港飛馬註冊教練李威廉打假波罪成一事召開會議，確
定是否對李追加處罰。按照過往同類事件判罰慣例，李
威廉現任電工學徒李威廉極可能被判終身停賽，從而不
能再參與任何香港足球總會、國際足協、亞洲足協所主
辦的所有足球賽事包括慈善表演賽和出任球會職位。

“香港飛龍”初選名單
守門員： 謝家榮（夢想FC）、

蔡子濤（冠忠南區）

後 衛： 鍾昇霖（標準流浪）、潘栢安（夢想FC）、余煒
廉（陽光元朗）、鄭俊彥

中 場： 林衍廷（夢想FC）、李啓智（理文）、陳凱柏、陳
靜謙（冠忠南區）、黃晉軒（陽光元朗）、叢振洪

前 鋒： 朱偉鈞（夢想FC）、鄭子森（理文）、林樂勤（香
港飛馬）、李鍶泓（陽光元朗）

歷時8天的第54屆世乒賽團體
賽當地時間6日晚在瑞典哈爾姆斯塔德

落下帷幕。5日，中國乒乓球女隊在決賽以
3：1擊敗日本隊奪得四連冠；6日，中國乒乓

球男隊在決賽以3：0擊敗歐洲勁旅德國隊，順利
實現九連冠。賽後，樊振東榮獲大賽MVP獎。
此次世乒賽，新晉世界第一的樊振東堪稱“勞

模”，從小組賽到決賽8場比賽無一缺席。8場比賽
中，唯一令人為他捏把冷汗的比賽，是在男團小組賽
第四輪和葡萄牙的傑拉爾多的對陣。頭兩局樊振東意
外以0：2落後，艱難扳回一城後第四局又一度被對手
搶先拿到賽點，但擁有“大心臟”的樊振東最終實現
大逆轉。

其餘7場比賽，除準決賽中瑞之爭3：1讓對手贏
得一局外，另外六場樊振東都以3：0輕取對手。憑
藉8戰全勝的優異戰績，樊振東牢牢坐穩了世界第
一寶座，還獲得了賽會頒發的最有價值球員獎
（MVP），可謂名至實歸。

總結樊振東的表現，國乒男隊主帥劉國
正認為，樊振東此役經歷很多波折，為他
今後的比賽積累了寶貴經驗。

■中新社

樊振東樊振東八戰全勝八戰全勝 膺膺MVPMVP

當地時間6日在羅馬尼亞舉行
的歐洲女排冠軍聯賽落幕，中國球
員朱婷効力的土耳其瓦基弗銀行隊
以3：0戰勝東道主羅馬尼亞的阿
爾巴－布拉日隊，成功衛冕歐聯。

女排歐冠聯賽是瓦基弗銀行隊
本賽季爭奪的最後一個冠軍，此前
本賽季瓦基弗銀行隊曾收穫土耳其
超級盃、土耳其盃、土超聯賽冠
軍，歐冠聯賽的成功衛冕也意味
着，朱婷“留洋”第二季圓滿收
官。
朱婷5日右腳崴傷，但在歐聯

決賽中依然出場助力瓦基弗銀行
隊，直到第三局後半段才被替換下
來。朱婷在決賽中貢獻15分，榮
膺全場得分王。當地評論員說，腳
傷使朱婷的進攻明顯減少，不過其
他隊員配合默契，為贏球立下了功
勞。
此次歐聯奪冠之路，朱婷立下

汗馬功勞，從準決賽到決賽，她兩
次獲得得分王。

中國女排國手朱婷在里約奧運
會後加盟土耳其瓦基弗銀行隊，加
盟後的首個賽季就幫助球隊奪得歐

聯和世俱盃兩項冠軍。但因為沒能
獲得最想拿的土耳其超級聯賽冠
軍，朱婷曾對第一次留洋生涯只打
出70分。在開啟土耳其留洋第二
季前，朱婷就曾表示，自己的目標
是幫助球隊爭取獲得所有冠軍。
如今朱婷不僅助力瓦基弗銀行

包攬本賽季全部四個冠軍，個人還
在土耳其盃和土超聯賽兩奪
MVP。接下來朱婷將回歸中國女
排國家隊，一起備戰世界女排聯
賽、亞運會、世錦賽等一系列重要
賽事。 ■中新社

16人入選香港飛龍
戰七人賽

朱婷助力 瓦基弗銀行衛冕歐聯

■■朱婷朱婷（（中中））與隊友和獎盃合與隊友和獎盃合
影影。。 新華社新華社

■■ 國乒男隊實現世乒賽九連冠國乒男隊實現世乒賽九連冠。。左起左起：：樊振東樊振東、、
許昕許昕、、劉國正劉國正、、馬龍馬龍、、林高遠及王楚欽林高遠及王楚欽。。 路透社路透社 ■■樊振東樊振東 88 戰戰

全勝全勝。。 法新社法新社

■馬龍在對德國一
役為國乒打頭陣，
旗開得勝。 美聯社

■■許昕為國乒許昕為國乒
奠勝奠勝。。 新華社新華社

由巴塞羅那與皇家馬德里合演
的西班牙國家德比，過往一向是寸土
必爭的比賽，因此今季西甲雖然大局
已定，惟兩軍於北京時間7日凌晨碰
頭時，仍然有着濃厚的火藥味。最終
巴塞於沙治羅拔圖被逐下，臨完場前
被皇馬逼和2：2，雙方和氣收場。

巴塞今場初段僅10分鐘便由蘇
亞雷斯先開紀錄，惟皇馬5分鐘後迅
速由C朗扳平，這位葡萄牙巨星亦成

功追平前輩迪史堤芬奴，對陣巴塞合
共射入18球的紀錄。雙方之後比賽
充滿火藥味，先是皇馬加里夫巴利腳
踩對手烏姆迪迪，球證未有表示。對
此不滿的巴塞就有右閘沙治羅拔圖於
上半場補時沉不住氣，在與馬些路碰
撞後竟揮拳襲擊對手，終被球證直接
出示紅牌驅逐離場。
整個下半場打少一人的巴塞，

卻反於52分鐘由美斯建功，這位阿

根廷球王亦以7球成為魯營的“國
家德比”得分王。另值得一提，助
攻的蘇亞雷斯其實是侵犯了華拉尼
才搶得皮球作反擊，而這位烏拉圭
國腳賽後也承認犯規在先。幸而，
有C朗在半場傷出的皇馬，仍能於
72分鐘由阿辛斯奧妙傳巴利建功扳
平，但球隊之後未能再添紀錄，兩
軍踢成2：2和氣收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美斯(左)、C朗火氣頗大。

法新社

國乒在決賽上陣的三名隊員沒
有太大的意外，依舊由馬龍

打頭陣，樊振東和許昕則出任
二、三號單打。德國隊則對陣容
進行了一定的調整，此前因傷狀
態不佳的世界第三奧恰洛夫遭到
雪藏，波爾繼續出任第一單打，
準決賽決戰盤力克韓國球手鄭榮
植的弗蘭西斯卡以及削球手費魯
斯，分別出戰第二場以及第三
場。

德國隊變陣 一時不適應
教練劉國正賽後坦言：“德國

隊的變陣我們沒有想到，我們在準
備的時候都準備的是奧恰洛夫，所
以當抽籤完了之後看到削球手費魯
斯上場，感到有一點不適應，教練
組馬上跟上場隊員進行溝通，奧恰
洛夫不上場對我們的威脅就沒有那
麼大，我們就要更加自信一些。最
緊張是比賽前一晚，包括在開完準
備會之後。”
面對老對手波爾，馬龍沒有遇

到太多困難，以3：0贏下第一場。
第二場，樊振東同樣以直落三局擊
敗削球手費魯斯。此前發揮最為穩
定的許昕面對弗蘭西斯卡時遇到一

定的麻煩，先丟一局。但隨後他迅
速找回了狀態，頗具藝術性的打法
也贏得滿堂喝彩，最終連勝三局為
中國隊鎖定冠軍。

誕首個00後世界冠軍
樊振東打滿全部八場比賽，並

且全取8分，堪稱國乒“勞模”。而
馬龍自2010年世乒賽輸給波爾之
後，在連續三屆世乒賽上打出18個
3：0，直到8強戰對奧地利加爾多斯
時被對手拖入決勝局，這一紀錄才
宣告終結。但隨後的準決賽和決戰
又都是3：0完勝對手，貢獻不言而

喻。
17歲小將王楚欽則收穫了個人

的第一座世界冠軍獎盃，也成為國
乒史上第一個00後世界冠軍。王楚
欽在小組賽對俄羅斯時擔任第三單
打，他也不辱使命，憑借出色的表
現3：0輕鬆贏下自己的大賽首秀。

另一名小將林高遠同樣通過本
屆世乒賽的奪冠經歷，收穫在國際
賽場上的信心以及經驗，從而在經
過歷練後變得更成熟和老練。林高
遠若能實現蛻變，無疑是
對他的未來注入一針強心
劑。 ■中新網

巴皇戰火藥味濃 C朗美斯齊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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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 攝影
今年四月中旬，（4 月15 日至23 日）我參加

了和樂公司主辦的 「 江南尋味之旅 」 。回到了我

睽違六年的中國江南。在 「 煙花三月下揚州 」 的
時節，旅遊了上海、揚州、鎮江、九華山、浙江
烏鎮各大江南景區，最大的收獲是直接參訪了和

樂公司多年的合作夥伴： 桂冠集團上海世達食品
有限公司、出產恆順鎮江香醋的 「江蘇恆順集團
有限公司」 ，洽洽食品公司及安徽安糧食品公司
等四大公司。從各公司 的發展歷程（ 有的長達上
百年，如恆順鎮江香醋），我們看到了這些代表
中國食品發展面相的食品公司，是如何存古風，
留美味，但也順應時代的飛躍發展，擁抱科技，
加強技術性交流合作，著重節能性、自動化技術
發展，並建立遠距離作戰資訊平臺，擴展到海外
世界，以期達到行銷資源共享，聚勢共贏的目標
。

上海世達食品有限公司由臺灣桂冠集團於
1995 年投資組建，旗下品牌有桂冠和新e 代，專
門生產速凍調理及沙拉醬類食品。公司承襲了桂
冠四十多年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力求將
各地中華傳統及國外美食的精髓轉化為優質的速
凍食品。

上海世達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David 王先生首
先在簡報中介紹桂冠的發展史及其建立輝煌品牌
的經過：桂冠事業於1950 年起步，當時以販賣冰

塊和出租冷凍庫起家。1970 年創立臺灣桂冠食品
，從生產魚餃開始。為臺灣零售速凍食品市佔第
一名。1976 年--1985 年為發展時期，1976年桂
冠湯圓上巿，1985 年桂冠沙拉醬上市，1986 年
成為臺灣火鍋餃自動化生產先驅。1987年與濁水
溪農場合作，打造桂冠湯圓專屬糯米田。1994 年
新增日式火鍋料系列產品。

1995 年上海世達食品有限公司成立，為華東
零售速凍食品市佔第二名。1997 年產品進入浙江
、江蘇、福建巿場，2000 年上海莘莊工業區工廠
落成，產品出口香港、澳大利亞，2003、2005 年
獲得上海名優食品獎，2007 獲得美國FDA 水產出
口認證，2008 年獲得快速消費品市場＂暢銷金獎
＂，2009 年進入廣東市場； 2011 年＂魚子蛋＂
獲得優秀新產品獎； 2012 年獲得暢銷金品獎；
2014- 2015 獲得中國火鍋料行業＂突出貢獻企業
＂獎； 2016 年＂芝士球、焙煎芝麻沙拉醬＂獲得
優秀新產品獎，同時也被中餐業聯合會評選為優
秀餐飲服務商。

和和樂樂公司公司20182018江江南尋南尋味之旅味之旅
--------從舌尖上認識改變中的中從舌尖上認識改變中的中國國（（系列之一系列之一））

桂冠五星餐飲定制研發服務體系，包括：（
一 ） 全球直採優質食材，（ 二 ） 匠心工藝，專
註火鍋料近50 年，海洋食材專家 ，（ 三 ）精準
定製研發： 整合研發、廚師、銷售、巿場一體化
項目服務團隊，（ 四 ）一對一專業服務： 建立共
同研發平臺，配備專業研發團隊，行業趨勢資訊
分享。（ 五 ）國際品控物流： 國際標準的原材料
採購達標監控系統，零下18 度恆溫的冷鏈儲運，
專業化的冷庫，全電子管控，全程冷鏈系統，確
保產品的全程質量安全。

桂冠的食品包括以下幾大類： 丸類火鍋料（
如桂冠貢丸、香菇貢丸、包心貢丸、牛肉丸、桂
冠魚丸、包心魚丸）； 海鮮火鍋料（ 如蝦味球、
魚豆腐、蟹味棒、魚子蛋、濃情芝士魚球、火鍋
香腸、黃金魚球、桂冠蛋餃） ；火鍋 餃（ 如桂冠

燕餃、桂冠魚餃、桂冠墨魚餃、桂冠蝦味餃）；
芝士年糕、香腸、桂冠湯圓、沙拉醬系列、米麵
簡餐食品--- 等等。

訪問團也現場參觀了上海世達食品有限公司擁
有現代化的速凍食品深加工廠房，如採用立體化
設計，符合GMP 標準，擁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流水
線，IQF 急速冷凍技術，倉儲設備和污水處理系統
。目前已經為全球各地市場研發了70多品類，
300 多個單品，並且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來量身定
做或研發產品。

品質是企業的生命，上海世達食品有限公司
是同企業中最早獲得＂先進技術企業＂的食品公
司，他們深信 「 創新、認真、負責 」 是桂冠始終
堅持的經營理念，努力為所有客戶帶來健康、方
便、美味的食品。

五十年來，桂冠歷經國營超巿年代、外資賣場
時代，到現在電子商務衝擊大賣場，新餐飲崛起
，桂冠新推出的米麵簡餐，如桂冠奶黃包、椰蓉
奶黃包、桂冠鮮肉包、叉燒包、桂冠豆沙包、香

菇素菜包、桂冠刀切饅頭，乃至各種桂冠南瓜餅
、芋艿餅，蝦仁炒飯、桂冠番茄肉醬義大利麵都
是桂冠因應快速步調的時代變革，而建構的新餐
飲計劃。

匠心傳承 擁抱科技 聚勢共贏 ----- 桂冠集團上海世達食品有限公司

「「和樂公司和樂公司」」 總經理總經理KathyKathy 冼冼（（ 冼健冼健））
（（右右 ）） 代表和樂公司頒發＂友好合作夥代表和樂公司頒發＂友好合作夥
伴＂獎盃給上海世達食品公司總經理伴＂獎盃給上海世達食品公司總經理

DavidDavid 王王（（ 左左））

跨界藝術家董長健斬獲第跨界藝術家董長健斬獲第51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
最佳男演員雷米金獎最佳男演員雷米金獎

董長健與郝龍在電影節董長健與郝龍在電影節《《華語之夜華語之夜》》表演中國功夫表演中國功夫。。

【泉深/圖文】第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頒獎晚會於4月28
日晚在休斯頓萬豪國際酒店隆重舉行，中國公益電影明星、跨界
藝術家董長健憑借在電影《格桑花開的時候》中以質樸、脫俗的
演技贏得休斯頓國際電影節評審委員會的認可，榮獲第51屆休
斯頓國際電影節個人獎項單元最高獎：最佳男演員雷米金獎（
REMI AWARD）。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Hunter Todd對董長健大加讚賞，他
非常喜歡董長健的正能量和純樸的演技，更喜歡董長健儒雅的風
格，以及多才多藝、傳播大愛的跨界精神。

《格桑花開的時候》是一部反映留守兒童成長的故事。內心
的寂寞與憂傷在孩子的成長中給他們心理上造成了影響，呼籲社
會上更多的人來關註留守兒童，凝聚更多的力量來呵護留守兒童
的心靈。該片在本屆國際電影節首映，董長健在劇中領銜主演山
泉小學的方老師，一位充滿愛心、留守在大山裏的唯一的支教教
師。他在劇中說：“我走了，咱們山裏的孩子父母都出去打工了
，那山裏的孩子我不管，誰來管，你不去做，別人也不去做，就
沒有人做。” 董長健即是電影明星，也是公益慈善家，他說在
呼喚社會關註留守兒童的同時，要展現留守兒童自立自強，積極

向上的精神面貌。
董長健，北京龍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馬來西亞

EZT汎馬國際集團中國區總裁。出生於安徽省，中國內地男演員
及設計師。1993年獲全國首屆青年服裝大獎賽銅獎，1998年起
連任三屆蚌埠市人大代表，2006年獲安徽省五一勞動獎章。2016
年5月參與錄制愛奇藝訪談類節目《世說新語》，從而加入了演
藝事業，同年8月參與錄制原創綜藝節目《總裁來了》。2017年
投資公益劇情片《格桑花開的時候》並飾演方老師，此影片入圍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並獲首映。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Hunter ToddHunter Todd對董長對董長
健大加讚賞健大加讚賞。。

董長健在電影節董長健在電影節《《華語之夜華語之夜》》演奏古琴演奏古琴。。 董長健在電影董長健在電影《《格桑花開的時候格桑花開的時候》》領銜主演方老師領銜主演方老師。。

著名美籍華人歐美流行聲樂導師秦瑋梵著名美籍華人歐美流行聲樂導師秦瑋梵、、聚焦中國電影聚焦中國電影
節副主席吳建俊向董長健祝賀節副主席吳建俊向董長健祝賀。。

嘉賓到場祝賀嘉賓到場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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