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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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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240-9696

中式高端厨电领导者

近 吸 强 排 不 跑 烟＊
战役① 大面积也罩得住

方太独门武器：6sf超大拢烟范围，前置进风加后端导流

降伏四眼炉头，专为美国厨房设计

战役④ 如何做到清洗无压力？

方太独门武器：防油涂层设计

不积油、易打理，爱上厨房每一刻 

战役② 对油脂说BYE
方太独门武器：高配双劲风机，油脂分离度高达95%

隔绝油脂，保护你的美丽和健康

战役③“无味”厨房新境界

方太独门武器：近吸强排，气味降低度高达97%

油烟不入鼻，从此不怕炒辣椒

这一场
与油烟的“独立战争”
方太将陪您作战到底

侧吸神器JQG7501郑重宣誓：
近吸强排不跑烟*，

保护您的美丽与健康！  

*不跑烟：指在方太实验室规定条件测试下，
肉眼未见明显油烟逃逸

MEGA
SALE

Tel: 281-201-8186 Add: 3510 Hwy 6, Suger Land, TX 77478 WeChat: FOTILE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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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次出土漢代銀質地子母印四川首次出土漢代銀質地子母印
為西漢定敷侯劉越私印為西漢定敷侯劉越私印

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考古人員於考古人員於20172017年年77月至月至20182018年年66
月期間對位於四川省邛崍市泉水鎮樊噲村的四處古墓群進行了搶救性發月期間對位於四川省邛崍市泉水鎮樊噲村的四處古墓群進行了搶救性發
掘掘，，出土西漢武帝時期定敷侯劉越私印出土西漢武帝時期定敷侯劉越私印，，該印為子母印該印為子母印，，為四川地區首為四川地區首
次發現該類漢代印章次發現該類漢代印章。。

霹靂布袋戲霹靂布袋戲““霹靂藝術科幻特展霹靂藝術科幻特展””在臺北舉行在臺北舉行

臺灣霹靂布袋戲三十周年臺灣霹靂布袋戲三十周年““霹靂藝術科幻特展霹靂藝術科幻特展””在臺北舉行在臺北舉行，，展覽展覽
帶領霹靂迷進入壹個虛實互動全感官體驗的奇幻境界帶領霹靂迷進入壹個虛實互動全感官體驗的奇幻境界。。

西班牙村子西班牙村子““葡萄酒大戰葡萄酒大戰””醉瘋狂醉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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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降低關稅
幫妳算算帶來多少實惠

今年7月 1日起，我國將降低1449

個稅目的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並將降

低汽車整車及零部件進口關稅。此次關

稅下調將為消費者帶來多少受惠？商品

又能降價多少？記者進行了走訪調查。

政策很優惠：降低關稅比率和範圍
空前

根據此前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

布的公告，7月1日起降低的進口關稅包

括汽車整車及零部件和日用消費品兩大

類。稅率分別為25%、20%的汽車整車

關稅降至15%；稅率分別為8%、10%、

15%、20%、25%的汽車零部件關稅降至

6%。日用消費品包括食品、服裝鞋帽、

家具用品、日雜百貨、文體娛樂、家用

電子、日化用品、醫藥健康等8類，涉

及降稅的消費品平均稅率由15.7%下降

為6.9%，平均降幅為55.9%。

全國海關進出口商品歸類中心上海

分中心稅則研究科科長許秀融介紹，這

是近年來我國第5次降低消費品進口關

稅，涉及類目是前4次降稅總類目的7倍，

涵蓋日用消費品涉及稅目總數的七成以

上。“前4次日用消費品降稅均以設定

和調整‘進口暫定稅率’的方式來實施，

是動態的、臨時性降稅措施，而此次降

稅則是通過直接調降‘最惠國稅率’來

實施，更有利於穩定政策預期。”

據了解，在日用消費品中，無醇啤

酒關稅降幅最大，稅率從35%降至5%，

降低30個百分點。老百姓較為關心的醫

藥健康類消費品，平均稅率從5.5%降至

0.3%，降幅超九成。

對於降稅前後進口消費品關稅與進

口環節增值稅將會如何進行調整的問

題，上海海關關稅處征管壹科科長戎文

琦表示：以某品牌電動真空吸塵器為

例，其進口申報價格為1600元，降稅前

進口關稅稅率為10%，需繳納關稅和進

口環節增值稅441.6元；降稅後進口關稅

降至8%，需繳納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降至404.48元，比降稅前減少37.12元。

消費者最關心：商品能優惠多少錢
上海市民淩先生表示，自己此前就

通過新聞了解到降稅政策，最關心的還

是由關稅調整帶來的商品價格變化，尤

其是進口汽車的價格變化。

據悉，奔馳、寶馬、奧迪、林肯、

雷克薩斯等企業在關稅下調的相關政策

公布後，已經陸續宣布將下調其進口車

產品在國內的價格。特斯拉更是在政策

發布後不到3小時，就聲明將下調不同

車型價格5到9萬元不等。不過，2017年

中國市場的進口車總銷量僅占全國汽車

銷量約4%，此次汽車關稅下調對大多數

消費者而言影響有限。

進口日用消費品價格因降低關稅而

下降的趨勢，相較於汽車而言沒有那麽

明顯。記者在上海外高橋進口商品直銷

中心了解到，部分商品已經下調售價，

主要是企業配合降稅新政進行的價格調

整，為了讓消費者提前感受到政策的紅

利。

上海外高橋進口商品直銷中心有限

公司國際采購部總經理馬駿介紹，他們

是完全經營進口商品的商業渠道，關稅

下調對他們的產品價格影響比較大，

但是政策從實施到落地生效需要壹定

時間。“近期在售的進口消費品價格

主要受原先執行的銷售合同影響，今年

上架的商品價格其實是去年簽約的價

格，進口消費品的庫存也需要壹定的時

間來消化。”

馬駿說：“我們提出企業可以適當

讓利給消費者，根據政策情況，重新評

估和核查商品成本，再對價格作出針對

性的調整。”以香水品類為例，關稅從

10%降到3%，完稅成本也相應下調5到7

個百分點，再加上企業補貼，最後呈現

的商品價格大致相當於打了九折，原價

500元的香水現在大概450元能買到。

未來更可期：更多更好的商品將進
入百姓購物車

“此次降稅政策將會給廣大消費者

帶來壹系列利好。”戎文琦說。壹是降

稅釋放積極信號，有利於擴大進口，市

場上進口消費品的品種將更加豐富，既

可以滿足老百姓多樣化的消費選擇，也

可以在壹定程度上促進市場價格下調。

二是消費品降稅後，更多品質優良、價

格合理的商品湧入市場，消費者將有更

多購買渠道。三是降稅有利於產業升級，

讓商家在激烈競爭中提高產品質量和服

務，更好地滿足本國消費需求。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

大”，在今年4月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

上，主動擴大進口被明確為我國擴大開

放的重大舉措之壹。降低各類進口產品

的關稅，也被視為是主動擴大進口的重

要措施。

“在今年11月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開始之前，我們已經通過有關部門

搭建的展前對接會等渠道和壹些企業溝

通了合作意向，涉及到很多從未進入中

國市場的產品。”馬駿說，“我相信未

來會有更多更新更好的商品進入老百姓

的購物車。”

東盟國家青睞創新“智造” 合作 共享科技紅利
綜合報導 作為世界主要新興經濟體之壹的東

盟，正日漸青睞尋求創新“智造”方面的合作，以

期獲得更多的科技紅利。

中國—東盟工業設計與創新國際論壇在廣西柳

州市舉行。泰國財政部副部長娜麗蒙· 平育辛瓦在

此間表示，泰國正在實施“泰國4.0戰略”，東部

經濟走廊（EEC）是該戰略的旗艦項目，希望能獲

得更多在創新、智能制造方面的合作。

據悉，東部經濟走廊設立在泰國東部的差春

騷、春武裏和羅勇三府，泰國政府希望在此發展空

運、新型汽車、智能電子、高級農業及生物科技、

機器人、醫療保健、生物材料及信息技術等新興產

業，促進泰國產業的升級轉型。

隨著世界科技水平的不斷提升，東盟國家在國

際產能合作方面，對技術創新、智能制造等方面提

出了更多需求。

印尼創意經濟產業局國際市場銷售部部長博

尼· 布吉安多表示，2018年是東盟—中國創新合作

年，也是東盟—中國戰略夥伴關系建立15周年。

在創新領域，印尼與中國迎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

“歡迎中國的工業設計企業來到印尼調研，尋找合

作機會”。

博尼· 布吉安多同時也表示，目前印尼與中國

在產業發展和高科技等領域有不少合作。如中國車

企上汽通用五菱已在印尼建廠、兩國共同設立了印

尼· 中國經貿合作區、中國高速鐵路技術將讓印尼

民眾受益等。

據悉，總投資7億美元的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工

廠2017年7月投產，具備年產12萬輛整車的能力，

主要生產五菱品牌旗下的MPV車型。該項目包含

制造、供應和銷售等環節的完整產業鏈，促進了印

尼汽車產業集群建設。

前述中國與印尼的合作，只是中國與東盟在創

新“智造”合作的壹個縮影。2012年9月，中國科

學技術部啟動中國—東盟科技夥伴計劃，東盟各國

積極參與，在共建國家聯合實驗室、共建中國—東

盟技術轉移中心、共建中國—東盟遙感衛星數據共

享與服務平臺等方面的合作，帶動了相關產業的升

級。

被稱為“亞洲四小虎” 之壹的馬來西亞，也

有著同樣的期待。“事實上，我們需要更多擁有高

附加值的創新型綠色科技產業。”馬來西亞駐華大

使拿督再努丁· 葉海亞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為確保到2020年把馬來西亞建設成高收入的發達國

家，該國需要通過吸引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

業向高價值產業鏈轉型。

在論壇現場，洛客科技有限公司與中國—東

盟（馬來西亞）企業家協會簽署了創新發展合作

備忘錄。該公司欲設立馬來西亞設計中心，服務

並帶動馬來西亞企業創新，進而助力馬來西亞制

造業掘起。

洛可可創新設計集團董事長、洛客科技創始人

賈偉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發展新興工業業

態的角度來看，東盟市場已具備相當有利的條件，

發展走在尖端的產能，將幫助東盟國家實現新工業

時代的跨越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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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出發一路向
西，不到一個小時的車
程，就能看到一片佔地超8
千畝的山水田園“寶苞農
場”，因地處珠三角核心
區域的廣東省佛山市三水
區西北區域， 這裡的貨櫃
改造客棧，現實版QQ農
場，大鍋飯親子採摘，高
爾夫場地練習，一應俱
全。農場內提供作物種苗
及農具，現場學習耕種勞
作，遊客可以親手扶起犁
耙，提起耬柄，體驗勞動
的幸福。
“寶苞農場”，本是一

塊雜草叢生的廢地，“90
後”女生明明在此創業，她
獲得A輪融資3,000萬
人民幣後，再租下這片
8,000多畝的荒地，把
它改造成了多達25個
主題區域的超級大農
場。
貨櫃改建而成的

“貨櫃客棧”和“時
尚房車”，就是農場
的田園客棧，一開門
就是遍地綠蔬，四周
籬笆圍築，既有私密
性，又親近自然。

“這裡過去是勞改農
場，一直荒在那裡，到處
都是半腿高的泥牆、深深
的水塘與草地。”“寶苞
農場”創始團隊透露，秉
着把年輕人對農場的創新
概念，一點點付諸實踐的
想法來打造的樂園，如今
不僅成為散客的樂園，也
成為企業“團建”的人氣
場所。據悉，農場去年有
超200萬遊客入園體驗。
入園以後，常常能看

到一家老小追雞趕鴨、採
摘蔬果，食材到手後聚食
圍餐，飽餐之後，湖邊垂
釣，踢水嬉戲，其間淋漓
歡樂無需贅言。

近一兩年，廣州增城、從化、
番禺、南沙四區都發展了一批頗具
規模的以生態親子為主題的農場。

比如，增城小樓鎮長嶺村的
品鄉品味生態農場是當地體驗式

鄉村旅遊的代表，農場內設有插
秧大行動、田地捉魚、古法石磨
豆漿、腐竹機體驗、植樹、種
菜、摘菜、拔花生、挖番薯、餵
養小動物等農耕體驗項目。

最讓大家開懷的是，
一起做柴火飯。小孩子新
奇的同時，大人也幹勁十
足。

邊玩邊上自然課
此外，不可錯過的全

家“插秧總動員”體驗，
是每一個城市客人前來感
受的重要內容。光着腳丫
插入泥土，一開始不少小
朋友不敢下田，害怕弄
髒。等看到一些淘氣的小

朋友，還能在泥地裡踢起足球
來，還有搓草、巡田水、等一系
列的傳統農事可體驗。
充滿鄉村感覺的水稻田，也是

自然課的天然教育場地。暢想一
下，手中小小的秧苗綠意油油，需
經歷孕穗過程才能等來金燦燦的稻
穗彎腰。其間，需要灌溉多少心
力，對於孩子而言，就是寫日記最
好的感受。
一試自磨豆漿、腐竹如何？石

磨當前，頑皮的小朋友也成勤勞的
小幫手，轉着圈磨出豆香，點滴豆
漿不加蜜也甜。

另一邊的番禺、南沙，發揮
水鄉優勢，在南沙十二涌與十三
涌之間坐落着一座永樂農莊，名
氣早就傳到了香港的中小學生圈

中。
每年夏天，坐船前來的香港

小朋友，在此打着赤腳、捲起褲
管，手上、腳上沾滿泥巴、笑語
盈盈之貌最是活潑可愛。

1、連州味道大排檔：當地熱門美食第一位，人均消
費20元人民幣，類似湖南“劉陽蒸菜”一樣的盛放擺
設，食客需自己填單，在菜籃子裡選擇想吃的菜品。

地址：連州市北山路103號

2、佛山輝記甜品店：作為當地的老字號甜品
店，老店晚上十點依然是排起長龍。到店必點豬腳薑。
地址：佛山南海區文昌西路5號

3、增城荔枝宴：作為荔枝的故鄉，增城的荔枝宴
不可錯過。煎煮炒花樣齊全，味道清甜無比。
地址：廣州增城市增城大道1號

4、增城正果臘味：獨特的製作手法，精細醃製、
極具色澤，口感以甘甜鮮香著稱，種類包括臘肉、臘
腸、臘豬頭皮、臘山鼠等等。其中，又數質地紅潤、油
光閃亮、甘腴肥美的臘肉為上品。
地址：廣州增城正果鎮正果河邊

炎炎夏日，同去採摘時令水

果，夏天插秧，這汗如雨下的勞作

生活，如今已成久違的美好。艷陽當空

照時，推窗望水，勞作過後帶着疲倦，

遙數北斗七星。流過汗的夏天，最是興

之所至。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

廣州報道

連州葡萄、水晶梨、鷹嘴桃陸續進入採
摘期，連州鄉間的庭院生活熱鬧非凡。在
S114線連州至東陂路段，成片的葡萄園中
湧動着歡快的採摘身影。

盛夏陽光照射紅的、青的、紫的葡萄，
手捧一杯葡萄汁，咕咚咕咚暢飲，滿腹甘
甜。採摘旺季，西岸“採摘之家．東村葡萄
莊園”，每天都有珠三角遊客組團前來採
摘。

近期，連州周邊諸如河畔小院、田心農
莊、龍潭客棧等民宿聲譽漸濃，遊客驚歎
“這就是嚮往的生活”。民宿價格不過300
元人民幣一晚，卻是乾淨明亮，不少來自深
圳、廣州的遊客至少在此停留三天兩晚。
連州的民宿中，河畔小院可以濃墨重彩

一番。民宿的主人，是從深圳回鄉的“80
後”女生。
看到荒廢已久的小學，她儲蓄了一番歷

練後決定改造成一座四合院民宿。如今，這
個青瓦白牆的民宿，青山環繞，碧水潺潺，
青石板路、石墨坊都自成景致。
不遠處河裡的小魚歡騰的穿梭於鵝卵石

之間，游水的鴨子抖抖水珠似乎也準備上岸
歸欄。

下田插秧、洗衣做飯，閒話家常，都是
鄉間的小日子。打艾粑，無疑是親友們最好
的互動。

連州：歡快採摘當季果 住濃墨重彩民宿

創意農場共勞作 田園客棧小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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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燒柴煮飯磨豆漿 全家“插秧總動員”

日間下田插青秧
夜聞瓜果滿院香

	� �

%��"��

■清遠連州周邊龍潭客棧等民宿價格不過300元人民幣一晚，環
境舒適，大受歡迎。 網上圖片 ■清遠連州的河畔小院，清靜宜人，別有一番風情。 網上圖片

■■獲注資過千獲注資過千
萬的明明創辦萬的明明創辦
““寶苞農場寶苞農場””
時僅時僅2222歲歲，，今今
已攜新項目再已攜新項目再
次活躍商場次活躍商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家大小在“寶苞農場”內看
小豬出遊。 網上圖片

■一家人一起燒烤，樂也融融。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增城農場內的西紅柿爬滿籬笆。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孩子在農場裡與小動物親密接觸孩子在農場裡與小動物親密接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南版3 兩 地 產 經 ■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8年7月4日（星期三）

深圳作為與北京、上海和廣州齊名的中
國四大一線城市，雖然近些年來經營

成本不斷上升，但該市仍擁有緊鄰香港、創
新創業活躍、完善的產業鏈、人才聚集、信
息匯聚等優勢。此外，還有良好商業環境，
加上市民心態較為包容、市場經濟相對較為
成熟，以及開放自由思想觀念，這些都令深
圳散發出巨大吸引力。

經營成效增企業信心
順豐控股今年首季將其註冊地址由安徽

省馬鞍山市，遷入到深圳市寶安區。該公司
負責人表示，遷入原因是公司對深圳營商環
境信心十足：“我們在當地（安徽）也是舉
足輕重的大型企業，政府對我們非常關注，
也給我們很多優待的條件……但我們的心在
深圳。”他稱，深圳商業環境良好，令公司
能有更多精力和信心開拓市場，“我們更希
望我們集團優良資產的組合和運營在深圳，
讓旗下的公司在共同發展的道路上凝聚到一
起。”
北訊集團更是將其總部遷入深圳，前

負責人亦表示：“其實我們全資子公司在
深圳已經運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與我們
總公司的業務是相同。看到這些年子公司

在深圳的發展不斷加速，總部十分心動，
也立刻作出了行動。”作為全國最大的無
線寬帶專網運營商，北訊集團總部剛遷入
深圳，在上海、廣東、浙江、福建等省市
均設有子公司，向政府部門和行業客戶提
供無線寬帶技術、信息技術與行業應用的
通信服務。
據內地媒體不完全統計，在今年首季，

全中國和海外至少有44家企業遷入深圳，
包括：同方全球人壽保險公司，一家北京新
三板掛牌上市企業和北京的一家項目投資公
司，相繼來到深圳市行政服務大廳企業註冊
登記窗口諮詢遷入深圳事宜。

去年遷入企業增60%
深圳市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管理協調處

副處長張衛清表示，從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
來看，外地企業遷入情況正呈現出逐年大幅
增長的局面。如2015年深圳遷入企業是138
家，2016年遷入企業增長42家至180家，同
比增30.4%；2017年遷入企業更是暴增110
家，至290家，同比飆60.6%，其中世界500
強企業恒大總部去年8月1日正式遷入深圳，
而恒大地產集團和恒大金融集團也是在短時
間內遷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
吸引力日益突顯，一些此前遷出深圳的企業，近年
來，回遷意願不斷增強。深圳市市場和質量監管委
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已有包括招商基金管理公司、
亞洲公務航空公司、深圳美麗生態公司等在內的25
家優質企業，有回遷意願或正在辦理回遷手續。
這25家企業中，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佔到三

分之二，餘下涉及金融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
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另有數據顯示，在深圳市
遷出的企業中，約五分之一企業提出回遷要求或正
在辦理回遷手續。
對企業回遷的原因，深圳市政務服務管理辦公

室管理協調處副處長張衛清告訴記者，主要是因為
外地的一些招商引資政策難以落到實處，存在無法
兌現的浮誇成分，而深圳的招商引資政策說到做
到。他指出，不少企業尋求到內陸地區進行低成本
運營，但企業到當地後，發現營商環境與深圳相比
差距很大，企業很難招到匹配人才，加上運營平台
資源局限，更加難以獲利。

另外，深圳在保護知識產權和企業權益不受侵
害方面的力度較大，加上市場化程度高，政府對企
業經營干預少，執法更規範，甚少因政府行為增加
企業的經營負擔。與其他城市對比，深圳政府的服
務意識亦較強，雖然土地成本會高一些，但交易性
成本和制度性成本等軟成本具有明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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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深圳““築智多謀築智多謀””助企業落戶助企業落戶
創新不停步創新不停步 抵消成本增抵消成本增各項成本偏高的深圳，憑借良好創新理

念、完善產業鏈和較佳營商環境，繼續吸引

大量外地企業和海外公司落戶。記者日前從

深圳市行政服務大廳獲悉，去年內地遷入深

圳企業達290家，同比增60.6%，包括恒大

及威華等。綜合過去3年計，從外地遷入深

圳的企業註冊資本總額，每年都數倍於遷出

企業的註冊資本總額，而且遷入企業質量不

斷提升，帶來一股“孔雀東南飛”熱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2015年至2017年
遷入深圳企業數量比較

■企業在深圳市行政服務大廳諮詢遷入事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深圳電子政務十分便捷，昔日排隊等候服務的現
象一去不復返。圖為深圳市行政服務大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深圳以其優越的創新環境深圳以其優越的創新環境、、完善的高完善的高
科技產業鏈和營商環境吸引海內外大量科技產業鏈和營商環境吸引海內外大量
企業遷入企業遷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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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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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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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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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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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4:30-15:00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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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博物館 (首播)

16:00-16:30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17:00-17:30
台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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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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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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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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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王者歸來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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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王者歸來(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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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休士頓論壇(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舌尖上的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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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尖上的中國(首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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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XX

（综合报道）家长们总想给孩子最好的，厂家们因此也推出了号称添加了各种保健因子的儿童酸奶。近日，某网

站对 6款儿童酸奶进行了测评。专家指出，所谓添加了保健因子的儿童酸奶，其主要营养其实和普通酸奶差不

多。

保健因子效果有限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市面上的儿童酸奶可不少。这些儿童酸奶一般都是以卡通人物作为包装主形象，十分

惹眼。有的产品在包装上醒目标注了 "专为儿童设计配方 "、"DHA藻油 "等字样，有的品牌则强调添加了混

合果蔬汁、维生素、益生元等。还有很多产品号称其中添加了牛磺酸、叶黄素脂、水解蛋黄粉、鱼油、膳食纤维、

坚果复合油等营养素。

那么，孩子们究竟能从儿童酸奶中得到多少营养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

志红指出，牛奶里有一点外加保健成分未必不好，但很难说在膳食整体上起到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宣传

点而已。

范志红解释说，牛奶本来不是膳食纤维的来源，也不是 DHA的来源，更不要奢望替代其他种类丰富的天

然食物。水果、蔬菜和谷物都可以从日常膳食中轻易得到，蛋黄、坚果也无需从奶里获得。牛磺酸、DHA可以从

水产品中获取，叶黄素可以从深绿色叶菜里获取，益生元可以从各种豆子和豆制品中获得。孩子养成食用多种

天然食物的习惯是最重要的，重视奶里添加的那一点保健成分，只是家长的心理安慰而已。

热量高过普通酸奶
据报道，市场调查发现，儿童酸奶的热量大都高于普通酸奶。范志红指出，儿童酸奶热量高的原因基本都

是因为其中加了更多的糖分。

范志红指出，如果在牛奶原有成分的基础上再加糖，产品的能量就会上升。能量高了，意味着让人长胖的

能力更强，而市面上儿童酸奶畅销的秘诀之一就是 --"甜 "。为了诱惑孩子选择儿童酸奶，其中都添加了糖和

蜂蜜之类的甜味物质，有些产品还加入牛奶香精或香兰素等香味剂，让孩子更爱这种口味。

范志红提醒，孩子的味觉比成年人敏感，而且天生喜欢香甜味道，一旦喝了这种甜味奶，就很不情愿接受

不甜的牛奶，于是这类产品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益。但是，目前我国都市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已经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故意加糖让他们喝的牛奶能量上升，并不是值得提倡的事情。

较普通酸奶营养差不多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号称添加了保健因子的儿童酸奶，价格要比普通酸奶高不少。以一款号称添加了

DHA、维生素 D和益生元的儿童酸奶为例，一包 190ML售价近 4元，而普通酸奶同样规格售价则在 1.5元到

2.5元之间。

那么，儿童酸奶和普通酸奶的价格差异，是不是主要体现在其营养更好呢？

家住朝阳北路的刘女士告诉记者，3岁半的儿子不爱吃饭，也不爱吃水果，所以她经常给儿子买儿童酸奶

喝，希望借此补充缺失的营养素。

对此专家指出，想靠儿童酸奶来获得相应的营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酸奶的主要营养在于其中的蛋白

质、钙以及益生菌对肠道的益处。虽然儿童酸奶好像更适合儿童。但实际上，儿童酸奶的主要营养和普通酸奶

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多加了一点 DHA藻油、维生素、果蔬汁等。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永远是均衡的膳食，而不

是对某一种食物的偏爱。京华时报记者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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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綺夢舞展絲路綺夢舞展

絲路綺夢絲路綺夢，，相約休斯頓相約休斯頓！！

（本報訊）又一年桃李芬芳，舞夢蹁躚。
近日，絲路綺夢——周潔舞校第十五屆大型系

列舞展分別先後於青浦區文化劇場、寶山廣播電視
演播廳、上海雲峰劇場落下絢麗的帷幕。寶山場更
是首次嘗試以網絡直播的形式呈現多年的學舞成果
。這如千年之約的絲路綺夢還將在7月松江區方松
文化活動中心繼續演繹，並將於12月在美國休斯敦
Stafford Center畫上2018年最圓滿的織夢句點。

據悉，上海地區的四場舞展有總近2000名學
員參演。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美國周潔曉慧舞
蹈學校等合作的專業院校及姐妹學校，也紛紛帶著
古典芭蕾變奏《百萬小醜》、《睡美人》雙人舞和
現代舞《蔓延》、《風吟》、《Young and Beauti-
ful》等各自的精品節目貢獻給這歡聚的舞臺。

又一年你來我往，攜手絲路。
自1997年美國建校以來，周潔舞校21年來致力

於中美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作為中外交流的窗口，
周潔舞校不僅將國務院僑辦、上海市僑辦品牌項目
“尋根之旅、相約上海”落戶上海長寧，每年吸引
來自世界各地的華裔青少年到上海參加夏令營；還
通過承辦或主辦“中華文化大樂園”、“舞蹈公主
”、“全球青少年藝術大賽”等以舞蹈夏令營、舞
蹈比賽、大師班為特色的中外交流活動，打開舞蹈
的翅膀，傳遞友誼的力量，讓海內外青少年加強對
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了解和對彼此的理解、對祖國
的熱愛。

7月，中國的學員們將再次赴美，與美國休斯
敦當地的學生共同參加由美國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主
辦的為期10天的舞蹈夏令營。休斯敦芭蕾舞團的首
席演員Karina夫婦及一眾優秀的青年演員將為夏令
營的小舞者們帶去精彩的大師課。夏令營期間，中
國學員還將與美國學員一起參加全美Dance Show-
stopper比賽。

從沙漠到海上，從長安西行到廣州泉州出航，
古老中國的絲綢之路影響悠遠。而伴隨這絲路更跨
越時間和距離、貫穿史今的是中國的藝術和文化。

周潔舞蹈學校以舞蹈藝術教育為載體，以中美
文化交流為原點，將中美兩國的舞蹈學校聯結成一
座堅不可摧的虹橋，跨越大洋和陸地，走出一條鐫

刻著周潔舞校深刻印記的絲綢之路。
“我希望把自己的夢想在孩子們身上延續，在

孩子們美妙的舞姿中、自信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自
己的影子......”這是作為創校校長、舞蹈藝術家的
周潔每每驕傲宣告的心聲。她將自己對藝術的熱愛
和深情代代相傳，又以舞蹈為紐帶，搭建起中美文
化交流的平臺，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從周潔舞校出
發，學舞蹈、看世界。

文化與文化的碰撞，心靈與心靈的相連，我們
共同期待新時代一條雖稚嫩卻堅定的新絲路。

絲路綺夢、相約休斯頓----由美中國際藝術
教育聯盟、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美南新聞聯
合主辦。

周潔老師周潔老師（（右右））受到美國前受到美國前
總統老布什的接見總統老布什的接見

美國國會議員奧爾格林美國國會議員奧爾格林（（右三右三））來到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老師來到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老師
視察視察，，與老師們合影與老師們合影。。

雙人舞雙人舞學生的獨舞學生的獨舞

（綜合報導）僑務委員會高副委員長建智6月30
日至7月2日應邀至休士頓參與2018年美南台灣人夏
令會並順訪拜會休士頓僑社，關心僑社發展。高建智
於今年2月間接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一職，積極依
循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走動式優質僑務服務，即馬不
停蹄走訪全球各僑區。本次係高建智首度訪問休士頓
僑社，受到休士頓僑社歡迎。

高建智於6月30日下午抵達休士頓機場，僑務委
員甘幼蘋偕榮譽職人員、中華公所二位共同主席馮啟
豐、黃以法、世新校友會會長徐冠中、理事陳元華、
美南臺灣旅館公會前會長陳美芬及雙十國慶籌備會主
任委員嚴杰近十餘僑團負責人至機場持歡迎橫幅及國
旗手搖旗熱烈歡迎高建智來訪，高建智親切與接機僑
胞握手道謝，旋即前往美南臺灣人夏令會會場參與活
動。

在美南台灣人夏令會7月1日中午結束後，高建
智立即展開休士頓僑社拜會行程，首先高建智在駐休
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楊容
清副主任陪同前往視察休士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首先
以PowerPoint簡報中心運作情形，並陪同高建智陪同
視察中心設施，高建智表示僑胞是政府海外力量的延
伸，政府寶貴的資產，服務僑胞是僑委會、僑教中心
的責任，鼓勵休士頓僑教中心繼續提供優質僑務服務
。

隨後高建智在陳家彥、莊雅淑等人陪同於中心會
議室與休士頓青年世代座談，與會僑青社團代表為休
士頓臺灣傳奇隊，該隊由臺灣留學生及移民第二代組
成，目前設有有舞龍隊、龍舟隊及台灣原住民舞隊，
會長係僑務委員甘幼蘋，甘會長向高副委員長介紹團
隊幹部，並簡報臺灣傳奇青年參與德州龍舟賽以及休
士頓感恩節大遊行情形，高建智表示青年世代是僑社
永續發展的關鍵，期許僑青積極發揮所長，協助參與
主流社區活動，行銷台灣，高建智並與會員座談聆聽
意見，高副委員長平易近人的態度讓與會僑青倍覺親
近紛紛發言，現場氣氛熱烈。

第三站高建智在陳家彥、莊雅淑等人陪同拜會休
士頓中華公所拜會，該公所兩位共同主席馮啟豐、黃
以法偕所屬24個僑團負責人逾30人熱烈歡迎，高建
智致詞肯定中華公所堅守自由民主價值支持中華民國
政府，高副委員長還說明中共推動 「31項惠臺措施
」，名為惠臺，實為利中，政府以 「壯大臺灣無畏挑
戰」四大面向八大強臺策略應對，善用我國優勢，自
信面對同時也積極行動，中華公所係政府海外依持之
後盾，鼓勵中華公所團結一致，相信臺灣的自由與民
主，並肯定僑胞在海外對臺灣的努力與貢獻，馮啟豐
、黃以法兩位共同主席亦表示該公所永遠擁護自由民
主，支持中華民國台灣，拜會期間高建智與該公所與
會代表親切交流，場面熱烈。

僑委會副委員長高建智拜會中華公所華公所 與休士頓僑青座談與休士頓僑青座談

高副委員長與臺灣傳奇會員及理事合影高副委員長與臺灣傳奇會員及理事合影，，前排左起前排左起：：金俊家創會會長金俊家創會會長、、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
、、甘幼蘋會長甘幼蘋會長、、高副委員長高副委員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劉美玲理事劉美玲理事。。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
士頓僑界歡迎中華民國高副委員
長建智先生晚宴，於周日（ 7 月
1 日 ） 晚在珍寶樓舉行，席開16
桌，170 餘僑胞與會。會中除了僑
務委員甘幼蘋致詞，向高副委員
長介紹德州地區僑界現況外，特
別是2015 年6 月19 日長榮在休士
頓- 台北直航，使僑胞覺得與家
鄉更接近了，真的是 「人在海外
，心繫中華民國台灣 」。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也上台致詞，表示當晚那個場面
，展現美南僑界的熱情、凝聚力
，展現大家對台灣的關心。他也
提到高副委長是個平易近人、真
誠的人。

張世勳僑務委員長在高副委
員長上台前，特別介紹高副委員
長於1953 年出生，台灣世新專科

畢業。曾任第八屆台北市議員，
第六屆立法委員。擔任立委等民
代期間，就積極耕耘僑界服務台
商，在東南亞擁有相當豐富的人
派。曾任立法院顧問，財團法人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第十屆常務董
事。今年三月一日接任僑務委員
會副委員長以來，走訪僑社，拜
訪僑民，親切問候，他表示無論
僑民身在何處，都心繫國家，血
濃於水； 而僑務不分黨派，僑務
委員會永遠是僑民最溫馨的娘家
，國家也都以僑民福址為依歸。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副委員
長高建智先生在晚宴上致詞表示
： 這是他第一次來休士頓，所有
僑民鄉親，展現台灣的實力。所
有台僑，也是國家經濟力、政治
力的延伸。感謝大家，不論你早
來，晚來，在海外打拼，非常不

容易。無論你是急難救助，或舞
龍舞獅，都是在宣揚中華文化。
他也歡迎企業主、僑胞朋友，有
時組團回台灣看看。雖台灣還有
要努力的地方，靠大家支持，共
同來努力。高副委員長特別在致
詞時強調： 民進黨政府不會消滅
「華僑 」，那些都是誤傳。

晚宴籌備會召集人甘幼蘋、
張世勳僑務委員，致贈高副委員
長德州牛仔帽及德州州旗。高副
委員長則回贈台灣高山茶。並現
場演唱 「心在故鄉」，以娛僑胞
。

當晚出席的社團代表，包括
： 校聯會，台大、成大等校、安
良工商會、世界廣東總會、台商
會、潮州會館、越棉寮、台塑、
國慶籌備會、中華公所、旅館公
會、中文學校聯誼會等社團。

休士頓僑界歡迎僑委會高副委員長建智先生晚宴休士頓僑界歡迎僑委會高副委員長建智先生晚宴
周日晚在珍寶樓盛大舉行周日晚在珍寶樓盛大舉行。。170170 餘僑胞與會餘僑胞與會

（綜合報導）由休士頓大學土木環境
工程學系徐增全教授及莫誼隆教授所主導
召集的 「地震中的混擬土結構」國際論壇
於本(2018)年 7 月 2 日到 3 日在休士頓大學
舉行，共有來自11個國家30幾位學者專家
齊聚一堂共同研討20多篇發表論文主題。

徐教授表示，休士頓大學在1980年第
一次召開以地震為主題國際論壇，1995年
在台灣辦理第2次，暌違多年後，這是第3
次辦理。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黃世建主
任、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張國鎮博士、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吳俊霖博
士、王柄雄博士等多位
重量級專家都從台灣前
來參與這次論壇。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黃世建主任也是國
立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應邀在論壇中發表”
SHEAR BEHAVIOR
PREDICTION OF
NON-DUCTILE-RE-
INFORCED CON-
CRETE MEMBERS IN
EARTHQUAKE”，探
討建物的鋼筋混凝土抗

剪行為與耐震設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吳俊霖博士表示，雖然休士頓不是地震
帶，但休士頓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系所在
相關領域有長足的訓練及專業人才，具備
與地震帶國家研究機構合作的能量。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代
表教育部在鳳城接待從台灣前來參與國際
論壇的學者專家，除表達誠摯歡迎之外，
並肯定台灣各領域頂尖人才在國際學術舞
台的積極參與貢獻。

台灣專家出席休大地震研討會 經文處教育組設宴歡迎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右四右四 ）） 周日周日
（（77 月月 11日日 ）） 晚在晚在 「「鳳城鳳城 」」 設宴歡迎來美國開地震研討設宴歡迎來美國開地震研討
會的台大教授張國鎮會的台大教授張國鎮（（ 左四左四）、）、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 王柄雄博士王柄雄博士（（ 左三左三 ）、）、吳俊霖教授吳俊霖教授（（ 左二左二 ），），他們是他們是
應徐增全博士應徐增全博士（（ 左一左一 ）） 之邀前來參加地震國際論壇之邀前來參加地震國際論壇。（。（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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