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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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的力量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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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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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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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的四川雙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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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壹景區懸空玻璃平臺廣東壹景區懸空玻璃平臺55DD““破裂破裂””效果嚇哭遊客效果嚇哭遊客

廣西龍勝舉辦龍脊梯田文化節廣西龍勝舉辦龍脊梯田文化節
少數民族盛裝巡遊少數民族盛裝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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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凡城土耳其凡城，，土耳其凡貓在土耳其凡貓在““凡貓之家凡貓之家”（”（ Van Cat HouseVan Cat House））的的
專屬泳池遊泳專屬泳池遊泳。。據悉據悉，，這壹泳池是這壹泳池是““凡貓之家凡貓之家””專門為喵星人打造的專門為喵星人打造的，，
成為它們炎炎夏日裏的避暑地成為它們炎炎夏日裏的避暑地。“。“凡貓之家凡貓之家”（”（ Van Cat HouseVan Cat House））是是
當地大有名氣的凡貓天堂當地大有名氣的凡貓天堂，，是為號稱土耳其國寶是為號稱土耳其國寶———凡貓專門設置的培—凡貓專門設置的培
訓和服務中心訓和服務中心，，每年平均吸引每年平均吸引55萬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觀萬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觀。。凡貓之家的工凡貓之家的工
作人員每天要為作人員每天要為160160只凡貓提供修甲和清潔服務只凡貓提供修甲和清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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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央企責任
和包支付亮相MWC世界移動大會

支付作為移動集團“139發展戰略”的

重要壹環，在此次大會上承擔著協助主

業、展示能力的重大使命，其現場展出的

賞金平臺、號碼紅包、中國故事專區、和

包名片等特色業務，受到了業界高度贊賞。

萬物互聯已成新常態，業內外聯合
共築生態圈

在“互聯網+”的發展新業態下，

互聯網與傳統產業深入融合，以產業升

級提升經濟生產力，改變了人們的生

產、工作、生活方式，也引領了創新驅

動發展的“新常態”。

中移電商總經理李政暉表示，互聯

網+模式的優勢在於打通線上線下平

臺，使之釋放更多可能性，而號碼紅

包、和包紅包作為新型的營銷資源恰好

連接了線上線下，為互聯網+的深入完

善提供了有力支撐——通過這兩者將移

動公司、商戶或其他企業以及用戶連接

成壹個良性循環、持續消費活躍的生態

鏈，商家和公司自身都能從中獲得競爭

優勢，從而促進萬物互聯生態圈的良性

發展。

現場的MWC—和圈活動正是以號碼

紅包為核心打造的壹款現場搶紅包雨互

動活動，用戶搶到的紅包將存入和包余

額，可用作和包超市購買、客戶端內繳

費、和包商城等線上渠道支付抵用。和

包支付秉承服務用戶的初心，致力於為

用戶提供優質的使用體驗，在展會期

間，MWC-和圈共引發上萬人參與，單

場紅包雨最高在線人數達數千人，在調

動現場氣氛的同時，成功為和包支付客

戶端引流。

紅色電商、在線繳黨費，和包開創
支付新生態

紅色電商是由中移電商、人民日報

共同推出的紅色讀物銷售平臺，而

“中國故事專區”則是即將在和包支

付商城上線的壹項弘揚紅色文化的重

點欄目，用戶可以通過中國故事了解

紅色故事、學習紅色精神、購買紅色

書籍等，並獲得積分、和包券、紅包等

多種福利回報。

和包支付中國故事專區的開啟，是

繼在線繳黨費功能上線後的又壹便民功

能，營造良好文化氛圍的同時，更彰顯

了黨管國企支付特色，開創了運營商支

付新局面。隨著企業發展、技術進步以

及社會文化環境的不斷變遷，作為央企

壹員，和包支付正不斷拓展企業社會責

任的內涵和外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

履責之路。

開拓社交新模式，構築互聯新風尚
為充分挖掘號碼價值，和包支付發

揮運營商差異化優勢，以手機號碼為連

接符，疊加豐富的個人信息，全新推出

了和包名片產品。和包名片創新以往個

人名片及群名片模式，支持個性化個人

名片、群成員共享信息、手機通訊錄備

份等功能，滿足用戶的商務和社交需求

。其特有H5輕量化產品形態，便於新用

戶快速使用和包名片基礎功能；新穎獨

特的操作界面，海量精美豐富的模板也

是產品的顯著特點。未來，和包名片還

將引入更為立體的個人內容，開放引入

簽到、投票等小程序應用，並與和包紅

包等其他和包支付業務形成協同，共同

構建和包支付社交生態。

進壹步打通線上線下，以跨界合作創

造更多可能性，挖掘社交新模式等等，

和包支付在MWC世界移動大會驚艷亮

相，實力證明了過去壹年的力量積蓄與行

業貢獻。未來發展道路上，和包支付將加

大加快內外資源的整合，持續升級用戶消

費體驗、豐富用戶應用場景，為用戶創造

獨特價值，發揮“移動+支付”優勢，為

用戶提供更優質的體驗與服務。

穩中向好，供求兩旺——從就業指標看中國經濟“含金量”
從鄉村到城市，從個人到社會，就業是民生之

本，是備受社會關註的重點。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

外形勢，就業這壹最大的民生發揮著經濟發展壓艙

石的作用。

更充分的就業印證經濟穩定向好態勢
縫紉操作、制作漁具……安徽省靈璧縣73個

貧困村裏近些年來建起了數家企業，廠房中壹片熱

火朝天的景象。

為加大產業扶貧力度，靈璧縣通過建成“扶貧

工廠”，引入勞動強度不大、勞動力需求旺盛的公

司，送項目到村、送技能到人，目前已安置勞動力

1833人，帶動貧困人口就業929人，人均月工資達

到1807元。

靈璧縣的發展只是今年我國就業市場不斷向好

的壹個縮影。壹組來自權威部門的最新數據顯示，

今年1至5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達到613萬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4萬人；5月份，全國城鎮調

查失業率為4.8%，比去年同期下降0.1個百分點；

壹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89%，比去年

同期下降0.08個百分點；壹季度100個城市公共就

業服務機構市場求人倍率為1.23，意味著崗位需求

數大於求職人數。

“今年的數據在近幾年中處於比較好的水平，

從基礎指標來看，目前就業形勢總體平穩，穩中向

好，在壹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的平穩發展。”中國

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說。

比較充分的就業增長，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

效益的關鍵所在。

莫榮表示，“就業數量的增加意味著我們能創

造更多的GDP，失業率的降低意味著更多的人獲得

了就業，增加了收入，進而增加消費，刺激經濟。

這是壹種良性循環，也是經濟形勢向好的表現。”

從勞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就業指標是壹

個滯後的指標，經濟先期指標向好，後期就業

指標也向好，可以印證我國經濟處於不斷穩定向

好的態勢中。

“就業奇跡”緣何實現
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力度加大，結構性就

業矛盾突出，勞動力供給仍處高位。在這樣壹種背

景下，我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連續5年超過1300萬

人，今年前5個月提前完成半年目標任務。世界驚

呼的“就業奇跡”是如何實現的？

莫榮認為，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加大，對就業有

明顯拉動作用。“比如過去我們40萬億元GDP的

時候，經濟增速10%左右，每年額外增加4萬億元

的GDP；現在我們82萬億元GDP，經濟增速6.9%

左右，仍超過了4萬億元。表面上看經濟增速趨

緩，但經濟總量依然持續增長，從而可以讓更多

人實現就業。”

其次，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調整，新動能、新產

業的發展也為就業形勢持續向好提供了“助推劑”。

“創業創新帶動就業的作用明顯。目前我國每天有

1.47萬戶新登記企業，更多人被吸納進新的就業形

態，帶動了大量的就業。”莫榮說。

除此之外，落實積極的就業政策、提高就業技

能培訓的次數和質量、深化工資收入制度分配

改革，拉動了就業數量，也為實現更高質量就業提

供了保障。“更好的崗位提供更高的工資水平，也

要求從業人員擁有更高的技能水平，從而實現了就

業的高質量發展。”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

院企業薪酬研究室主任劉軍勝說。

穩中向好也要居安思危
穩中向好，供求兩旺，1至 5月持續向好的

就業形勢為完成全年就業任務奠定了堅實基礎。

但在未來半年的發展中，也要居安思危，未雨綢

繆。

從重點群體來看，今年大學生畢業人數約為

820萬人。“與去年相比，大學生畢業的人數有所

增加，這壹群體的就業仍是下半年工作的重中

之重。”莫榮說。

從就業結構來看，全國技能勞動者總量超

過 1.65億，占就業人員（7.76億）的 21%，但高

技能人才只有約 4791 萬人，僅占就業人員的

6%。

“雖然總量和結構與部分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

足，但隨著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技術工人的重要

性日益突出。”劉軍勝表示，我國已明確提出要加

強高技能領軍人才的服務保障、政治待遇、經濟待

遇、社會待遇等。

上下合力，謀民生之利，解民生之憂。展望未

來，就業這壹民生壓艙石將愈發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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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导语：男女 7大择偶观分别是，以事业为重的择偶心理，追求精神满足的择偶心理，金钱至上

的择偶心理，寻找政治靠山的择偶心理，追求外表美的择偶心理，要求十全十美的择偶心理，游戏择偶心

理。这些择偶心理都会导致不必要的情感损失。

一、以事业为重的择偶心理
其实，每个人都愿意重视这一点，都希望自己的对象能成为栋梁之材，在工作、事业上出人头地，但由

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目前，具有这种择偶心理的人为数不多，可在知识分子群里，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把

工作成绩、事业进展看成人生最大的快乐。把对方有无事业心和拼搏精神，作为择偶天平上一个重要砝

码，把爱情的幸福寄托于事业的奋斗之中。这种爱情由于事业的永恒性而得到永恒。

二、追求精神满足的择偶心理
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这肿择偶心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着重对方的思想感

情、道德品质、性格爱好等，追求彼此心灵上的沟通和感情融洽。只要能在精神上得到愉快和满足，哪怕对

方的经济条件，身体状况等方面欠佳，都无所谓。这种建立在精神上的爱情是高尚的，许多传为美谈的爱

情故事，都属于这秤爱情心理的追求。

三、金钱至上的择偶心理
这一类择偶心理比较普遍，尤其在经济落后地区。他们把对方的经济状况放在首位，他们的婚姻是为

了得到一个能满足他们吃、穿、住、玩的安乐窝，或者借以生存的依靠。这种建立在物质、金钱基础上的婚

姻，是不牢靠的，因为经济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它常常因对方丧失了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失去凝聚两人心

灵的吸引力，从而不得不分道扬镳。

四、寻找政治靠山的择偶心理
这种择偶心理在封建社会是相当普遍的，他们通过婚姻打通自己的仕途之路，或者巩固官场上的裙

带关系，即所谓的政治联姻。现在虽然这种择偶心理并不普遍，但是，借此另有所图的人还大有人在，他们

并不注重两人的情感和心理相容，更谈不上什么知音，而把隐藏在婚姻背后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放在爱情

的首位。这种爱情同样是不可靠的。

五、追求外表美的择偶心理
这种心理在青年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对象更漂亮点，更英俊些，这是人之常

情，但如果一味地追求这种外表美，因此常走上歧途。靠对方漂亮的外表产生的爱情，是短暂的。随着岁月

流逝，爱情也会随着外貌的衰老而消失。正如歌德所说："外貌美丽只能取悦一时，内心美方能经久不衰。"

六、要求十全十美的择偶心理
有的人选择对象时，事先制订一系列标准，条条框框很多，凡不符合其中一二点的，哪怕其它方面都

中意，都不在考虑范围。具有这种择偶心理的人，虽然以年轻的初恋者为多，但常常会使他们成为大龄青

年。

七、游戏择偶心理
抱有这种心理的人，只是少数。他们以恋爱为名，玩弄他人感情，朝三暮四，寻花问柳，他们的人生观、

恋爱观是腐朽的，结果，浑噩一生也无法亨受真正的爱情。

总之，男女的择偶心理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他人的择偶心理。上述不过是几种基本的

择偶心理。有道是：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色交者，色衰则疏，以心交者，方能永恒。

男女 7大择偶心理 "失衡 "
金钱观太重

苹果: 熬夜的人很容易出现内分泌失调

而便秘或者肥胖，皮肤变差等情况，而

苹果中大量的维生素和苹果酸恰能使

积存于体内的脂肪分解，可有效防止体

态肥胖，增加血色素，使皮肤变得细腻。

同时，其丰富的果胶，还可以促进排泄，

防止动脉硬化。

責任編輯：XX

六种水果拯救世界杯熬夜小伙伴
(综合报道）世界杯开赛后，不少球
迷为看球做好了长达一个月“加班
到天明”的思想准备。然而熬夜违背
了正常的生物钟，势必会给身体造
成一系列的伤害：皮肤粗糙暗淡、免
疫力下降，同时身体毒素增多，损害
肝脏等，还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有
什么补救方法呢？今天，我们为大家
推荐几种水果，熬夜党们马上来看
看熬夜时该吃什么好吧！

杨桃:杨桃含有对多种人体健康有益的成分，

其丰富的果酸能够抑制黑色素沉淀，并且具

有保湿的作用，对改善干性或油性皮肤组织

都有显着的功效。对于熬夜的女性来说，正

是有益皮肤的好水果。

橙子: 很多熬夜的人会因为休息

不够而便秘。橙子中特有的纤维

素和果胶物质，有利于清肠通便，

排除体内有害物质，确保身体健

康，增强免疫力。

柠檬:经常熬夜的人脸上容易长斑或者

痘痘，而柠檬中的柠檬酸能去斑、防止

色素沉着，内服外涂都很有效果。而且

常吃柠檬可帮助消化吸收，令皮肤光洁

细腻。

葡萄:葡萄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及多种维

生素，对保护肝脏效果非常明显。其营养

价值极高，同时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

能延缓衰老，非常适合熬夜的人吃。

香蕉:香蕉中含有非常丰富的钾和镁。

钾能够有效的避免血压的上升或者肌

肉出现痉挛的情况，而镁则具有消除

疲劳的效果。此外，香蕉中的糖分可迅

速转化为葡萄糖，立刻被人体吸收，是

一种快速的能量来源，在熬夜后可以

吃根香蕉补充体力。

小贴士

熬夜后的最佳早餐

1.鲜奶燕麦片饮，燕麦和鲜奶搭配，营养价值很高。

2.小馄饨茶叶蛋，含有适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

物质。

3.银耳莲子粥 1碗加三明治(低脂乳酪、生菜、面包

火腿各 1片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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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強88巴西順利入
尼馬破僵局傳射奠勝尼馬破僵局傳射奠勝 22：：00奏奏凱凱歌歌

16強
戰報

巴西隊是役正選陣容續有尼馬、菲
臘比古天奴及加比爾捷西斯負責

攻堅；但由於正選左閘馬些路，以及右
翼杜格拉斯哥斯達受傷，教練泰迪只能
以馬德里體育會老將菲臘路爾斯，以及
車路士的韋利安任正選。墨西哥方面，
“小豆”查維亞靴南迪斯繼續與卡路士
韋拿、夏榮羅辛奴合組攻擊鐵三角，唯
一是中堅赫達摩蘭奴停賽，要由卡路士
沙些度頂替其位置。
連續第7屆殺入世界盃16強的墨

西哥，於開賽僅1分鐘已有射門機
會，惟羅辛奴的攻門被對方守將擋出
底線。站穩陣腳的巴西3分鐘後即還
以顏色，惟尼馬禁區頂勁射太正，被
墨西哥門將奧祖亞輕鬆擋出。比賽於
之後20分鐘陷入膠着，巴西主攻不成

之餘，墨西哥的反擊亦未能構成太大
威脅。直至24分鐘，巴西終於再有埋
門機會，當時尼馬於左路憑個人技術
扭過對方守將後勁射，惟其攻門又被
奧祖亞撲出。到32分鐘，“森巴兵
團”再有加比爾捷西斯推過數名對手
後衛後攻門，惟同樣未能突破奧祖亞
十指關，雙方上半場互無紀錄返回更
衣室。

墨西哥連續7屆止步16強
下半場墨西哥率先變陣，以攻擊

球員拿恩入替老將防中馬基斯，明顯
希望加強反擊能力，只是這次變陣反
而令球隊防線更為空虛，雖則47分鐘
古天奴招牌勁射被奧祖亞擋出，但到
50分鐘韋利安左路突破後，地波傳中

予門前的尼馬輕易撞入，終助“森巴
兵團”成功打破悶局。領先後的巴西
銳意拉開比分，惟奧祖亞依然神勇，
先後撲出荷西保連奴及韋利安的勁
射，只是墨西哥前場完全未能找到破

門機會，最終巴西更由法明奴接應尼
馬地波傳中再下一城，順利淨勝對手
兩球晉身8強，墨西哥則連續7屆世
盃均16強止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北京時間2日晚又完成了一場世界盃

16強比賽，結果賽前被看高一線的巴

西，上半場連番攻門雖無功而還，惟球隊

下半場終憑尼馬入波打破僵局，以及由他

助攻羅拔圖法明奴建功，以2：0擊敗墨

西哥，順利殺入8強之餘，亦把在世界盃

對戰墨西哥的戰績改寫成4勝1和，並依

然保持未失1球予對手紀錄。

■■尼馬下半場建功尼馬下半場建功，，成為成為
巴西晉級英雄巴西晉級英雄。。 路透社路透社

■■尼馬尼馬((左二左二))剷射中剷射中
鵠鵠，，11：：00。。 路透社路透社

恩尼斯達結束國家隊生涯
未能帶領西班牙殺入8強的老將中場恩尼斯

達，於2日不敵俄羅斯的比賽後正式宣佈結束國
家隊生涯，將專心為新東家神戶勝利船効力。另
一方面，克羅地亞於北京時間2日凌晨結束的另
一場世盃16強戰，亦要苦戰至互射12碼，才淘
汰丹麥。
雖然早有傳言，惟恩尼斯達到2日西班牙出

局後，才正式公佈自己的決定：“這是我為西班
牙出戰的最後一場比賽，一個偉大的時代結束
了，雖然結局不如我所願。無疑這是一個很艱難
的時刻，就算我們已身經百戰，仍是很難去接受
現實。”
另一方面，克羅地亞於2日晨結束的另一場

16強比賽，90分鐘內與丹麥踢成1：1平手；到加
時下半場丹麥門神卡斯柏舒米高撲出莫迪歷的極
刑，令比賽要以互射12碼分勝負。最終丹麥有艾
歷臣等3人射失，令也有兩人“宴客”的克羅地亞
得以3：2晉身8強，將與俄羅斯爭入準決賽。
全場合共撲出三個12碼的卡斯柏舒米高，賽

後未有怪責多名隊友宴客：“我們是一個團隊，
所有人都是英雄，所以沒有什麼好怪責的。”

至於克羅地亞守將洛夫雲，就認為球隊晉
級是實至名歸：“雖然我們很快扳平了比分，
但之後比賽仍很艱難，不過我們沒有放棄，也
頂住了壓力，故取勝是實至名歸。”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恩尼斯達在恩尼斯達在
西班牙被淘汰西班牙被淘汰
後一臉茫然後一臉茫然。。

路透社路透社
英超傳統勁旅利物浦於2日

宣佈，成功與陣中球星穆罕默
德沙拿續約5年至2023年，據
報該名剛戰畢世界盃的埃及國
腳獲加薪達1倍至到20萬英鎊
周薪。

去年夏天由羅馬加盟利物
浦的沙拿，於剛過去英超球季
“大爆發”，合共交出 44個
“士哥”，並助球會殺入歐聯
決賽，出色的表現已迅速令這
名埃及球員獲得皇家馬德里的
青睞，惟今次續約相信可以令
到傳聞告一段落。根據報道，
沙拿這次續約將獲加薪1倍至20
萬英鎊周薪，而最重要的是當
中並沒有買斷條款。
2日已回到訓練基地的紅軍

領隊高洛普表示，沙拿的續約
顯示了球會的決心：“這可說
是對沙拿上季出色表現的回
報；同時間，沙拿的續約亦代
表他對球會的信任，以及我們
再闖高峰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戰畢世盃即續約
沙拿加薪1倍留利記

■■穆罕默德沙拿戰畢世盃後即續穆罕默德沙拿戰畢世盃後即續
約約。。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國際女球證

加時多換一人 世盃見證新例
16強賽事已接近尾聲，相信大家對

頭兩場淘汰階段的比賽結果都頗意外。兩
大球王同日出局，很多球迷都開始意識
到，現代足球靠個人突破難以成功！故此
踢畢小組賽後，英格蘭及法國都被捧為黑
馬熱門，全因隊內比較整體，未有如美斯
及C．朗拿度的超級球星在陣。沒有英超
球證的世界盃，希望今晚英格蘭能殺出血
路，更上一層樓就好了！

至於2017/18年新修訂提出，重提在
國際A級賽事中，後備球員名單可由三至
最多12名人選中，最多可替換六名後備

球員。國際A級賽事例子有國家隊國際友
誼賽等等。
而在正式比賽中，除男、女子最高

級別球會一隊及國際A級隊伍賽事，每隊
在法定時間比賽中，維持替換不超過三名
球員。但有一項修訂較為重要的，是加時
作賽即90分鐘打和後，進行上下半場各
15分鐘的加時賽中，就可以額外多加一
名換人名額。即好像西班牙對俄羅斯的
16強賽事中，兩隊踢至加時，都用上了
第四個換人名額。
只要有加時的進行，在新例書中就

寫明無論本身的換人名額用盡與否，在加
時階段都可額外多換一人。由16強起，
世界盃打到去淘汰階段，法定時間一旦和
波，在加時就有機會睇到第四個換人發生
了。

對提升比賽可觀性效果正面
其實此條例在不同比賽做了兩年實

驗，證明對球員的體力及足球運動比賽的
觀賞性角度來說都非常正面，至於其他比
賽使用此條例與否就要按比賽機構自行決
定了。

羅碧芝

占士四年1.54億美元變身湖人
未能帶領騎士贏得NBA總

冠軍的“大帝”勒邦占士（見
圖），2日落實與湖人
簽下一紙1.54億美元
的4年合約，職業生
涯首度轉戰西岸球
會。
占士的經理人公

司於2日發表聲明，
證實這位4屆常規賽
MVP 及 3 屆總決賽

MVP已經與湖人達成協議，並
將簽下一紙價值1.54億美元的4

年合約。占士及後則
於個人社交網站發文
告別舊東家：“感謝
俄亥俄州東北部過去
帶給我的美好時光，
這 裡 永 遠 是 我 的
家。”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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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中之間很有可能引發一場針鋒相對的貿易
戰——繼美國宣布對中國價值500億美元商品徵收
關稅後，近期，特朗普（又譯川普）政府又擬向
額外的價值4000億美元中國商品追加關稅。然而
，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這場商品貿易爭端時
，華盛頓方面又開闢了另一條戰線：投資。

關於擴大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CFIUS）審查範圍的立法草案有望在國會通過。儘
管法案中提出的一些修改（《外國投資風險審查
現代化法案》或FIRRMA）是有根據的，但由於特
朗普總統對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經濟的強硬和不可
預知的態度，我擔心含糊的措辭會給特朗普政府
太多的迴旋餘地，從而令法案的實施帶有政治化
色彩。

美國財政部原定於6月29日對外公布針對中
國投資的額外限制條件，但特朗普總統日前宣布
決定不對中國投資採取最嚴厲措施。這一轉變引
發了內閣部分成員的反對。當前的貿易形勢跌宕
起伏，我們還無法確定這些限制條件是否已經不
在討論範圍之內。美國可能還是會對中國在高科

技領域的收購實施特別限制，並對綠地項目中涉
及的技術轉讓採取更嚴格的控制。與特朗普的貿
易政策一樣，此類限制將損害美國的利益和經濟
福利。

首先，此類的投資限制將進一步削弱由中國
帶來的投資和相關福利。中國對美投資從幾乎為
零攀升至2016年的460億美元，這些投資帶來的
直接益處包括促進地區發展、增加稅收、創造和
維持就業機會，且為推動美國當地創新貢獻良多
。但在過去的18個月裡，中國對美投資大幅下降
。2017年，投資額縮減至290億美元；2018年前5
個月僅為18億美元，創六年來最低水平。

儘管中國對境外資本流動的管控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2017年中國對美投資額，但更大的影響
來自於美國當局的投資政策——CFIUS對中國的投
資審查標準日趨嚴厲，用時也越來越長，以及對
中國的強硬政策立場，都進一步導致投資額的下
降，阻礙了中國對美投資復甦的進程。反觀中國
，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對外投資已回升至2016年之
前的水平，特別是針對歐洲的投資正強勁復甦，
與在美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對外投資已經復甦，但在美

國仍然低迷
（2018年1月至5月）

數據來源：
中國對美直接投資數據來自榮鼎集團（Rhodi-

um Group）
中國全球非金融类對外投資數據來自中國商務部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進一步限制，只會繼續降

低中國在美投資回升的可能性，並將中國資本轉
移至歐洲和其它發達經濟體。

從歷史上來看，美國從來沒有因經濟影響而
對外國投資進行篩選（競爭政策除外），因此，
美國政府中也沒有任何機制或機構有資格（或通
過民主方式使之合法化）來做出這些決定。因此
，任何投資限制都無法透過一項 「逐案決定」 的
制度來實施，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能採取 「一
刀切」 的方式，全面禁止與特定行業或技術相關
的所有投資。這意味著，美國希望獲得的有效且
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外國直接投資也無法倖免。例
如，特朗普總統不滿中國對美國汽車製造商設置
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如果美國因此對中國的汽車
投資施加限制，這樣做雖然可以遏制 「惡意」 投
資，但也極有可能失去對美國有益的投資交易，
例如福耀集團在俄亥俄州（Ohio）開設汽車玻璃工
廠以及佳通輪胎在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
）設廠。每個項目都為藍領階級創造了成百上千
的工作機會，而這些工作機會對於特朗普總統至
關重要。這種 「一刀切」 的限制還將抑制像百度
、蔚來公司（NIO）和拜騰（Byton）這類公司對自
動駕駛汽車技術研發設施等高科技領域的投資。
這些投資為美國提供了數百個高薪職位，並對世
界領先的美國科技公司做出重要貢獻。

對一個國家實施有針對性的投資限制，也將
影響美國整體的外國投資環境。針對某個國家模
棱兩可的限制將打破美國一貫的開放傳統，而這
個傳統正是美國經濟強盛的支柱。幾十年來，外
國公司在美國的投資都是基於美國透明、有理可
依的對外投資待遇。這些企業在美國開展業務，
支持了約700萬個就業機會，每年創造近9,000億
美元的經濟產出。打破這一傳統意味著，這些外
國企業不再能夠在美國享受到政治的穩定性和可
預見性。例如，德國的一些企業會擔心自己是否
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因為他們的某些行為也被視
為不公平貿易而招致了特朗普總統的不滿。雖然

不可預見性正是特朗普擅長的談判策略，但此策
略則對全球投資者亮起了警燈，影響投資者信心
，將美國經濟陷于危機。

最後，特朗普政府低估了中國 「以牙還牙」
的能力。中國已表明將對美國提出的每一項關稅
措施進行匹配，並可能在投資方面採取類似的回
應。儘管在關稅方面，美國在中國進口商品的價
值方面佔據上風，但投資領域的情況則截然相反
，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遠遠超過了中國企
業在美國的規模。如果這場貿易戰蔓延到投資領
域，那些目前從中國市場獲利的美國企業就不得
不應對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1990至2017年美國與中國的累計直接投資交易額

（以百萬美元計）

數據來源：榮鼎集團
為了防止貿易衝突升級到影響投資的嚴重程

度，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措施？首先，美國國會必
須確保，新的FIRRMA法案將CFIUS的權限範圍集中
在國家安全而非經濟標準之上。他們還必須確保
以一種有限和透明的方式執行任何法律，將政治
化和職權濫用的可能性最小化，並增強外國投資
者需要的政策可預測性。此外，特朗普政府不應
實施針對中國投資者的限制——這只會進一步損
害有益投資，削弱外國對美國經濟的信心，並對
美國企業和公民造成實質性的經濟傷害。美國不
應放棄長期堅持的原則，而應通過理性的投資和
教育政策來吸引更多外國投資，確保美國仍是全
球最明智、最具創新精神的投資者的首選地。

不要將貿易戰變成一場投資戰不要將貿易戰變成一場投資戰 吳建民著吳建民著

李娜療痛中心：疼痛病癥快速門診，分級診療
疼痛是人體患病的重要信號，這

是疼痛對人體有利的一面，它提醒人
們應及時找醫生看病。但在絕大多數
情況下人們往往忽略疼痛給我們的信
號，去挑戰人體對疼痛的耐受度，病
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給人體會帶來
嚴重的危害，甚至引起災難性後果。
普通的疼痛可使患者身體疼痛、活動
功能缺失、精神痛苦、影響飲食起居
、導致生活質量下降；嚴重的疼痛引
起人體各個系統功能失調、免疫力低
下而誘發各種並發癥，甚至引致痛性
殘疾或影響到病人的生命。

無論是專業運動中的典型損傷，
還是通常出現的疼痛癥狀，如，頭暈

、神經痛、偏頭疼、頸部肌肉緊張、
慢性背部疼痛、腰膝關節病、纖維性
肌痛、腕管綜合、肩部疼痛等等，疼
痛療法在治療慢性疼痛中起著至關重
要的作用。。

大多數人群最初的疼痛病癥並非
很嚴重，所以人們都會忽略這些小疼
痛帶給生活的不便，但是經過一定時
間的積累，小的疼痛就會變成真正的
病理性疼痛，比如坐骨神經痛、下肢
疼痛無力、頭痛頭暈等等很多的慢性
疼痛。

李娜療痛中心，長年致力於人體
各類疼痛治療和對整體醫學的研究，
中西醫結合，有著豐富的經驗和純熟

的診療技術。近期中心，推出疼痛病
癥的快速門診和分級診療。

快速門診無須預約和等待，快速
精準的診斷疼痛病癥，省去病人過渡
消費個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分級
診療可以讓病人在理解自身真正問題
的情況下選擇對自己最適合治療方按
。

快速門診局部檢測 $ 50.00
快速康復性治療 $ 75/次， $300/5

次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德克薩斯州州議員Alma A. AllenAlma A. Allen向中國西部代表團贈送了向中國西部代表團贈送了
紀念證書紀念證書。。

【泉深 / 圖文】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人民政府、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主辦，中國對外文化集團、
休斯頓華星藝術團承辦的《 2018 感知中國 - 中國西部文化美國
行》活動於 6 月 29 日晚在休斯頓市中心的哈比劇院（ Hobby
Center ）的創始人俱樂部（ Founders Club ）舉行開幕儀式。中
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主任蔣希偉
，中共中央宣傳部幹部局副局長、離退休幹部局局長姜培茂等一
行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代總領事王昱陪同下，和美國國務院
駐休斯頓領團辦主任 Robin E. Blunt 、德克薩斯州州議員 Alma
A. Allen 以及中美各界人士參加。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代總領事王昱在開幕式上致歡迎辭
，他說： “《 2018 感知中國 - 中國西部文化美國行》休斯頓站
活動今晚拉開帷幕，非常高興能參與此次盛會，我謹對孫志軍副
部長及國內代表團表示感謝，對出席今晚活動的各位朋友表示熱
烈歡迎！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西部自古以來就是
連接東西方的大陸橋，地域與民族特色濃郁，歷史文化資源非常
豐富。此次《感知中國》活動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將通過中國
西部尤其是中國新疆圖片展覽、電影展映等系列活動，充分展示
中國西部優美的自然風光、多彩的人文景觀、深厚的歷史文化以
及近年來的快速發展。相信這些活動將有助於美南地區各位友人
近距離感知中國、了解中國。”

美國國務院駐休斯頓領團辦主任 Robin E. Blunt 在開幕式致
賀辭，她說很高興有機會出席《 2018 感知中國 - 中國西部文化
美國行》開幕式和各項活動，通過看中國西部電影，閱覽中國西
部攝影作品，西部民族服裝展示和民族樂器對中國西部有全面的
了解。中國西部文化和黃河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搖籃，那裡有很多

世界著名的文化遺址，象 莫高窟 和敦煌壁畫以及秦朝的
兵馬俑等。中國和德克薩斯州一直有深厚的交往，中國於
2009 年在休斯頓自然博物館展示兵馬俑的原件，參觀的人
創歷史的最高記錄。 《 2018 感知中國 - 中國西部文化美
國行》 會在增進中美之間的友誼方面做出巨大的貢獻。德
克薩斯州州議員 Alma A. Allen 也在開幕式發表致辭並向中
國西部代表團贈送了紀念證書。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對休斯頓各方為《 2018
感知中國 - 中國西部文化美國行》活動的安排和支持表示
衷心的感謝。他說休斯頓不僅有世界領先的航天科技，更
有大名鼎鼎的休斯頓火箭隊，有 NBA 中國巨星姚明，也
有 中國人人皆知的 特雷西·麥克格雷迪 和詹姆斯·哈登
，他們為世界球迷貢獻了很多，也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佳寶
。習近平主席和川普總統會談時將人文交流定位為中美兩
國關係的基石，全面建立高級別的人文對話合作機制，為
兩國人民加強交流指明了方向。中國歷來倡導尊重世界文
明多樣性，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建超越
文名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本著這樣的美好願景，我們在這裡舉辦 《 2018 感
知中國 - 中國西部文化美國行》活動。中國西部地區正是
古絲綢之路的重要地方，也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中
國政府高度重視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和西部文化建設，加強傳統
文化的保護，推動各民族文化共存共生。

開幕式結束後進行《天山腳下》電影首映式，拉開了在休斯
頓中國西部電影及圖片展的序幕 。 電影展映中的紀錄片《天山
腳下》、《第三極》真實地再現中國西部地區各族人民的日常生

活及其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 《我們誕生在中國》記錄了中國
西部廣袤大地上諸多野生動物，畫面唯美、震撼 。

《 2018 感知中國 - 中國西部文化美國行》將於 6 月 29 至
7 月 5 日在休斯頓舉辦一周的交流活動。內容包括中國西部電影
展映、 “ 多彩西部 ” 系列展覽，其內容包括中國西部攝影圖
片展、中國西部民族服飾展及樂器展等 。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率團在休斯頓展示傳統中國西部文化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率團在休斯頓展示傳統中國西部文化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致辭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致辭。。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代總領事王昱在開幕式上致歡迎辭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代總領事王昱在開幕式上致歡迎辭。。 美國國務院駐休斯頓領團辦主任美國國務院駐休斯頓領團辦主任Robin E. BluntRobin E. Blunt在開幕式致賀辭在開幕式致賀辭。。

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德克薩斯州州議員Alma A. AllenAlma A. Allen在開幕式發表致辭在開幕式發表致辭。。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會見美國國務院駐休斯頓領團辦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志軍會見美國國務院駐休斯頓領團辦主任
Robin E. BluntRobin E. Blunt。。

欣賞小朋友才藝表演欣賞小朋友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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