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9月05日 星期三
Wednesday, September 05, 2018

BB11

www.lanecert.com

  
                      十萬年薪不是夢！

3-6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832-539-3333 | 972-268-7129 | Cell:682-333-3292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930 W Parker Rd, Suite 501, Plano, TX 75075

1:00PM-4:00PM

    

    800 CCIE
Cisco 12

    “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T Data Technology
”

门店地址/电话: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281)-201-8186

方太客服微信

现在只要 $699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陸佩雯醫師陸佩雯醫師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醫師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醫師
專精疼痛治療專精疼痛治療﹐﹐消除病痛原因消除病痛原因
電話電話﹕﹕832832--998998--24162416((中文中文))﹑﹑281281--208208--73357335((英文英文))
地址地址﹕﹕2837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官網官網﹕﹕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BB22時事圖片
星期三 2018年9月05日 Wednesday, September 05, 2018

西班牙小鎮舉行番茄大戰西班牙小鎮舉行番茄大戰 數萬人混戰海翻天數萬人混戰海翻天

西班牙瓦倫西亞地區布尼奧爾小鎮舉行壹年壹度的西班牙瓦倫西亞地區布尼奧爾小鎮舉行壹年壹度的““番茄節番茄節”，”，
人們互相扔番茄人們互相扔番茄，，場面海翻天場面海翻天。。活動期間活動期間，，卡車拖來卡車拖來160160噸番茄噸番茄，，供供
約約22萬人進行長達壹小時的大戰萬人進行長達壹小時的大戰。。西班牙西紅柿節始於西班牙西紅柿節始於19451945年年，，每每
年年88月的最後壹個星期三在布尼奧爾小鎮舉行月的最後壹個星期三在布尼奧爾小鎮舉行，，這壹年度活動已成為這壹年度活動已成為
當地的壹大旅遊看點當地的壹大旅遊看點。。

小海龜回家了小海龜回家了
黎巴嫩海岸放生黎巴嫩海岸放生2525只海龜幼崽只海龜幼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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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國家歷史博物館發布照片保加利亞國家歷史博物館發布照片，，展示在保加利亞卡瓦爾納附近發現的金銀展示在保加利亞卡瓦爾納附近發現的金銀。。壹組壹組
保加利亞考古學家於保加利亞考古學家於20182018年年88月月1515日日，，在保加利亞卡利亞克拉的壹處中世紀城堡發現了在保加利亞卡利亞克拉的壹處中世紀城堡發現了
藏於罐子中的寶藏藏於罐子中的寶藏————957957塊寶藏包括塊寶藏包括873873塊銀幣塊銀幣，，2828塊金幣塊金幣，，還有其他的財物等還有其他的財物等。。據保據保
加利亞國家考古研究所及博物館負責人佩楚諾娃（Boni Petrunova）介紹，這個寶藏是壹
個韃靼人的獵物，他在1399年入侵了這個地區並摧毀了保加利亞王國。在這些錢幣裏，有
來自蘇丹（某些伊斯蘭國家統治者的稱號）的錢幣、有巴耶濟德壹世（Bayezid I）和穆拉
德壹世（Murad I）的錢幣，還有從威尼西亞（古代意大利東北部壹地區）和熱那亞（意
大利壹城市名）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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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CA_FENG豐建偉2467B_8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FACC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PHD
中國城

,FACC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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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高價買“咖啡”
只為擺脫碳酸飲料依賴癥

隨著可口可樂宣布51億美元收購

Costa，咖啡市場的格局陡然生變。連鎖

咖啡市場將演變成星巴克和可口可樂的

競爭，而咖啡零售市場將變成可口可樂

與雀巢的直接對壘，咖啡市場將上演星

巴克、可口可樂、雀巢之間的“三國

殺”。豪賭咖啡市場的可口可樂是否能

將Costa打造成另壹大超級品牌也有待時

間考驗。

滾燙的咖啡！
三天內兩筆天價交易
咖啡市場到底有多火熱？三天之

內，咖啡行業誕生了兩筆天價交易，

快消巨頭們都忙著在咖啡市場“跑馬

圈地”。

全球食品巨頭雀巢宣布以71.5億美

元完成對星巴克部分產品營銷權收購。

話音剛落，8月31日，全球飲料巨頭可

口可樂則宣布，將以39億英鎊(合51億

美元)的價格從Costa母公司韋博得集團

手中收購Costa。

根據協議，可口可樂公司將獲得

韋博得集團全資子公司咖世家的所

有已發行和流通的股票，該子公司

包括了咖世家目前所有運營業務。

業內人士指出，此收購協議的達成，

意味著可口可樂正式將觸角伸向咖

啡連鎖餐飲領域，更重要的是快消

巨頭們在咖啡領域“圈地”速度明

顯加快。

全球最大的咖啡公司雀巢劍指的

是零售咖啡業務。雀巢與星巴克在

官網發表聯合聲明稱，已經完成今

年 5 月達成的“雀巢以 71.5 億美元收

購星巴克零售咖啡業務，雀巢將獲

得永久性的全球營銷權，能在星巴

克門店以外銷售包裝消費品等星巴

克產品。

買買買的焦慮！
擺脫碳酸飲料依賴癥
可口可樂CEO兼總裁詹姆斯· 昆西

表示，“熱飲是可口可樂公司少數幾

個沒有全球品牌的領域之壹，而Costa

強大的咖啡平臺讓我們得以進入這個

市場。”

對於急於擺脫碳酸飲料依賴癥的可

口可樂而言，其正通過壹系列的買買買

來加速調整產品組合。

最近幾年，可口可樂已陸續將Hon-

est Tea有機茶、ZICO椰子水、Fairlife牛

奶和Topo Chico氣泡水等放入自己的品

牌組合中。此外，還成為了在北美頗有

市場的能量飲料Monster以及綠山咖啡的

股東。可口可樂買買買的名單還在擴

充，今年8月初收購了運動飲料Bodyar-

mor部分股權。

可 口 可 樂 CEO 詹 姆 斯 · 昆 西 曾

表示，公司創建“以消費者為中心

的飲料組合”。在今年 4月舉行的年

度股東大會上，昆西還對股東表示，

“測試和學習”的方法使其能夠有

效監控全球消費者的需求，進而調

整其飲料組合，以提供“人們想要

的東西”。

不過壹系列的買買買舉動折射出可

口可樂這個全球飲料巨頭的焦慮，如何

尋找到碳酸飲料的替代品。在可口可樂

擴充產品線的道路上，咖啡被擺在了醒

目的位置。而51億美元的價格也被認為

是壹筆劃算的買賣。

1971年在倫敦成立的Costa是全球第

二大咖啡連鎖品牌，僅次於星巴克。不

過發展勢頭卻大不如星巴克，數據顯

示，Costa咖啡去年的同店銷售額僅增長

了1.2%。截至2018年3月1日的2018財

年，Costa 咖啡的營收為13億英鎊（17

億美元），息稅前利潤為 2.38 億英鎊

（3.12億美元）。

“從整個產業端和消費端來看，

從中長遠角度來考慮的話，這個價格

非常劃算”，中國食品產業分析師朱

丹蓬指出，2017 年咖啡界迎來行業的

爆發期，在這個節點上可口可樂對

Costa 收購可以加速在整個非碳酸類

的布局。

咖啡市場“三國殺”！
可口可樂要PK星巴克和雀巢
在中國，可口可樂、星巴克與雀巢

少不了壹場大混戰。

近年來，中國咖啡市場的高速增長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據中國產業信息

網數據顯示，中國咖啡市場規模每年增

長幅度保持在25%以上，超過世界平均

水平的10倍。有機構預測，中國咖啡市

場規模 2020年有望達到 3000億元，到

2025年或超10000億元。

可口可樂早就在中國咖啡市場有動

作。2014年可口可樂將旗下即飲咖啡品

牌喬雅引入中國市場，最大的競爭對手

是雀巢。而將Costa攬入懷中之後，在連

鎖咖啡領域，可口可樂的競爭對手變成

了星巴克，還有包括瑞幸在內的新零售

咖啡品牌。

過去幾年，Costa 將投資、鋪設

的自助咖啡吧看作是提升經營效率

的壹種方式。Costa Express 的業務模

式使得 Costa 和其外帶咖啡出現在包

括加油站、電影院和旅遊中心的各

種移動場所。而雀巢也在重點打造

咖啡零售業態，這也意味著在咖啡

零售領域，可口可樂將與雀巢展開

正面交鋒。

在咖啡連鎖方面，可口可樂與星巴

克的交鋒更為犀利。Costa在海外布局了

超過1400家咖啡店，其中包括在中國布

局的459家咖啡店。按照該公司先前的

計劃，中國咖啡店的數量將在2022年達

到1200家。

而按照星巴克計劃，未來 5 年每

年新增 600 家門店，在 2022 財年末

（2022 年 9 月底）將中國大陸市場的

門店數量倍增至 6000 家，進入 230 個

中國城市。這也意味著，到 2022年，

星巴克在中國的門店數量將是Costa的

五倍，如何能在星巴克的瘋狂擴張下

殺出壹條血路，對收購方可口可樂而

言是個巨大考驗。

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發布 制造業企業占半壁江山
綜合報導 2018 中國 500 強企業高峰論壇全

體大會 2 日在西安舉行。中國企業聯合會、中

國企業家協會發布“中國企業 500 強”排行

榜，其中有 253 家制造業企業入圍，占全部企

業的50.60%。

本屆高峰論壇，以“踐行高質量發展 爭創世

界壹流企業”為主題，旨在探討中國大企業如何把

握時代特征，向世界壹流企業看齊，向產業鏈高端

邁進；如何堅持創新轉型升級，擔當引領高質量發

展的時代重任。

本屆論壇設主題論壇、平行論壇等多個

環節，其中“中國企業 500 強”排行榜發布作

為此次論壇的重頭戲，成為業界所關註的焦

點。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王忠禹

在大會上表示，以中國企業500強為代表的中國大

企業，主動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持續推進創新升

級，繼續呈現穩中向好發展態勢，在做強做優做大

方面邁出堅實步伐。

2018中國企業 500強分析報告中顯示，中國

企業 500強入圍門檻首次突破 300億元人民幣大

關，入圍企業營業收入總額首次超過 70萬億元

人民幣。同時，還呈現出“壹帶壹路”沿線地

區企業發展質量顯著改善、國有企業研發強度

低於民營企業、專利數量持續快速增長、國有

企業資產負債率高位趨穩、服務業地位進壹步

鞏固等特點。

中國企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朱宏任表示，當

前，中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

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迫切需要廣大企業

家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引領企業加快改革創新

和轉型升級步伐，拓展新的發展空間，探索新的

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全球競爭，提高發展的質量

和國際競爭力。

會上，王忠禹對中國大企業提出了強化創

新驅動發展，在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上下功夫；

以全球視野謀劃發展，不斷提升在全球價值鏈

中的地位；持續推進結構優化升級，著力增加

優質供給；深入推進企業改革，更大程度激發

內在動力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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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網次輪沃茲爆冷出局美網次輪沃茲爆冷出局

亞運男籃半決賽亞運男籃半決賽：：
中國隊中國隊8686比比6363擊敗中國臺北擊敗中國臺北

20182018環羊卓雍錯自行車公開賽落幕環羊卓雍錯自行車公開賽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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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王宇佳 2018年9月5日（星期三）

由於賽駒身價不菲，廣州
海關多部門經過反覆會商，提
出實行五個等級的分級管理方
法，入境時海關即可憑此進行
快速審價。同時，賽駒進境還
採取稅款總擔保的方式，即由
銀行統一出具保函，免去每一
匹馬都需跑往銀行交一次保證
金的做法。對於進口飼料、草
料和藥品等，還實行“匯總徵
稅”的便捷模式。“監管的時
空進一步前伸後移，現場的通
關環節可以做到‘秒放’。”
廣州海關相關負責人表示。

兩地疫病監測一體化
此外，廣州海關還將與香

港特區漁護署持續強化合作，
共同開展馬屬動物疫病監測，

實現兩地疫病監測一體化，即
統一檢測項目、統一採樣標
準、統一檢測方法、互認監測
結果、統一處置程序，準確掌
握賽駒的健康狀況，為賽駒跨
境運輸的起運地檢疫和出證提
供依據。 香港馬會內地事務部
工作人員介紹，到今年底，常駐
從化馬場的馬匹預計將達到200
匹至300匹。馬場內設的馬醫院
也已啟用，這裡擁有世界一流水
平的獸醫官和臨床獸醫。
從化海關關長謝志濤表

示，如此大批賽駒頻繁跨境運
輸，在國際上還沒有先例，粵
港跨境賽駒監管的創新舉措和
深度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提供了樣板。 ■香港文匯報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3日下午1時，兩輛車身標注着“香港賽
馬會”的白色奔馳（Benz，港稱“平

治”）運輸車，緩緩駛入使用隔離圍網全封閉
管理的廣州從化馬場。這是廣州從化馬場開幕
後，自香港經深圳皇崗口岸入境的第二批共7
匹現役賽駒，標誌海關對賽駒跨境運輸監管新
模式的首次全面啟用。此時，海關工作人員通
過遠程監控管理系統，已經從大屏幕上，實時
追蹤賽駒從香港沙田馬場至廣州從化馬場的運
輸全過程，做好入境車輛24小時“隨到隨
驗”的準備。

芯片位於馬頸皮下
事實上，這套遠程監控管理系統正式名

稱為“粵港往返賽馬檢疫電子監管系統”。它
由八大功能模塊組成，以大數據和智能化手段

保障賽駒安全快捷通關。
兩輛運馬車駛經生物安全區的智能卡

口，自動噴霧消毒、電子地磅秤重、進入查
驗台，馬匹乖乖配合。工作人員隨後剪開關
鎖、核對車號和單號、掃描芯片，動作十分
連貫。據了解，芯片位於馬匹頸部皮下，通
過掃描可以即刻驗證每匹賽駒的電子身份。

完成上述步驟後，運輸車兩扇廂門和起
落架同時放下，在馴馬師的牽引下，馬匹款款
步出。該批賽駒健壯高大，全身棕色油光發
亮，有的馬轡與四個綁腿均用紅色裝飾，越發
顯得精神十足、神采奕奕。

賽駒一次審批多次往返
此時，賽駒並沒有完成入廄前的全部程

序。接下來，海關工作人員在馬會獸醫協助

下，逐匹臨床檢查健康狀況，確認身份和證
書，由身穿淺藍色工作服的馬夫一溜兒牽引
着，通過檢疫通道有序走向各自的馬廄。同
時，海關工作人員通過設置在通道上方的紅
外智能體溫檢測系統，自動完成了對賽駒的
體溫監測，緊接着對車輛和場地進行消毒處
理。
至此，該批賽駒完成所有入場手續，正

式開啟在廣州從化馬場“五星級”駐訓生活。
“這裡的馬匹都擁有自己往來粵港的

‘通行證’。”廣州海關隸屬從化海關馬場監
管科科長楊華成說，進境賽駒“一次審批、多
次往返”，滿足香港賽駒多次頻繁跨境往返的
需要，為隨時前往香港參加競賽提供條件。

港駒擁跨境港駒擁跨境““通行證通行證””
赴粵全程赴粵全程電子監控電子監控

香港賽馬
會從化馬場是
為訓練香港賽

駒而建立的世界級設施。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香港馬

匹一直安置於沙田馬場並於該處接
受訓練。近20年來，香港賽馬會一

直努力尋找額外土地，以增建設施
輔助沙田馬場的馬匹訓練運作。馬
會最終敲定在由其設計及興建的廣
州2010年亞運會馬術項目場地上，
建造新的馬匹訓練設施。

從化馬場佔地150公頃，目前
最多可同時容納超過660匹現役馬
匹，以特別設計的運馬車來往沙田
及從化，練馬師將決定安排旗下哪
些馬匹進駐從化馬場。

從化馬場距離香港約 200 公
里，從沙田馬場前往從化馬場的
一般車程約3小時，而經特別設計
的運馬車進行跨境運送則需時4小
時。雖然數小時的運送途程對香
港來說算新事物，但在海外賽馬
地區則極為普遍，一般海外賽駒
會在馬季期間經常往返各地賽場
作賽。

■資料來源：香港賽馬會網站

從化馬場 訓練賽駒

香港賽馬會從化訓練中心（下稱“從化馬場”）自8月28日正式啟幕

運營後，兩地跨境運輸賽駒已進入常態運作。據了解，這些現役賽駒匹匹

價值連城，和人員過關一樣，每匹馬都擁有各自編號不同的粵港“通行

證”。馬兒過關時，自帶芯片的“通行證”“滴”一聲，馬兒便可順利通

過。值得一提的是，賽駒從香港沙田馬場出發到進入廣州從化馬場，全程

實現電子監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馬匹出具保函 實現通關“秒放”

■■香港賽馬會賽駒正在通過海關香港賽馬會賽駒正在通過海關
智能測溫通道智能測溫通道。。 廣州海關供圖廣州海關供圖

■■廣州海關關員通過掃描芯片廣州海關關員通過掃描芯片、、核對單證核對單證
等方式驗證賽馬身份等方式驗證賽馬身份。。 廣州海關供圖廣州海關供圖

■■運馬車在進入海關檢疫運馬車在進入海關檢疫
區前接受自動噴霧消毒區前接受自動噴霧消毒。。

廣州海關供圖廣州海關供圖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魯 冰 2018年9月5日（星期三）

港壁球隊港壁球隊 盼征戰奧運盼征戰奧運

在剛剛結束的2018年亞運會上
擊敗伊朗隊勇奪冠軍的中國男籃紅隊
日前載譽回京，在機場受到了熱烈的
歡迎。主帥李楠表示，這個夏天的比
賽給隊伍打80分，隊員們在亞運會
上作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真的是很激動，也很興奮，
過程比較難忘。這是一個年輕球
員、年輕球隊進步的過程。我希望
能夠有越來越多的這樣的人出現，
我也希望通過這種比賽，他們能夠
去樹立信心，能夠知道順利的球應
該怎麼贏下來，更要知道困難的球
應該怎麼贏下來。”紅隊主帥李楠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個夏天，亞
運會打得比較晚，球員在不斷地調
整，但是進入亞運會的時候投入了
百分之百的努力。

這是中國男籃時隔8年重奪亞運

會冠軍，隊中的年輕球員打出了氣勢
與擔當。多次扮演“救火隊員”角色
的阿不都沙拉木說，自己把夏天學到
的一些技術和練的東西展現在了場
上，亞運會的表現使他的自信心也有
了很大的提升。顏值球技“雙料在
線”的他表示，感謝球迷對他外貌的
喜歡，更希望大家能對他在球場上的
表現有更多的關注。

効力於NBA火箭隊的周琦認為
自己同樣收穫滿滿。他說：“這一年
對我的歷練，不管在球隊還是場上都
有種不同的感覺，我也希望盡自己最
大的努力幫助球隊獲勝。感覺我們之
前在仁川確實是出現了一些問題，這
一次能把金牌拿回來也很不容易，對
於我們球隊和李指導來說都是一種肯
定。” ■新華社

亞 運 成 績 斐 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
由中國唯一一個重量級奧運拳擊冠軍選手
張小平創辦的“拳新動力”《拳星匯》拳
擊聯合冠軍賽落地河南鄭州。9月 13日
晚，該賽事第5期將在鄭州舉辦，會產生2
條金腰帶，雲集中國拳壇頂尖人物，以及
世界級實力選手同台競技，號稱“笑面書
生”的李同輝、“利刃”牟小路，“低調
男孩”伊力夏提艾尼瓦爾等實力選手將在
擂台上獻上精彩表現。

9月4日在鄭州舉辦的該項賽事新聞發
佈會上，奧運冠軍、奧運金牌拳擊推廣
人、深圳市小平文化體育發展有限公司董
事長張小平稱，本着對中華尚武精神的傳
承與弘揚，對體育精神的分享與傳播，本
次比賽將落地武術之鄉河南。

張小平認為，在河南這個華夏文明和
武術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向世界弘揚武術
文化，分享體育精神，展示職業水準，見
證榮耀誕生，正是本次賽事的重要意義和
核心價值。希望借本次賽事的契機，讓更

多人可以認識拳擊，了解拳擊，體會拳擊
運動的魅力，並參與其中。

該項賽事由國際四大拳擊組織聯合授
權，亞太地區唯一獲四大拳擊組織聯合授
權的賽事平台“拳星匯”發起，並在
CCTV5全程同步直播，堪稱全國拳迷及廣
大觀眾共賞世界級的拳壇盛事。屆時張小
平、央視名嘴周英傑與中央電視台主持人
蔡猛等將蒞臨現場，為賽事增色。

李楠給隊伍打80分
中國男籃紅隊載譽歸國

拳擊聯合冠軍賽落地鄭州

■■賽會賽會44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

■■香港壁球亞運隊香港壁球亞運隊““金牌姐弟金牌姐弟””
歐詠芝歐詠芝（（右右））及歐鎮銘及歐鎮銘。。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亞洲壁球協會會長、香港壁球總
會主席梅應源高興地透露：

“在今屆亞運決賽時，國際奧委會主
席巴赫到壁球賽場觀戰。巴赫是次到
訪印尼雅加達亞運會只觀看了兩個項
目，分別是壁球和7人欖球項目。在
一起觀看到香港女團奪得史上首枚亞
運金牌的一幕，他和港隊啦啦隊一起
歡呼，一同感受喜悅！”同時擔任國
際壁球協會副會長的梅應源，也借此
向巴赫介紹壁球是在亞洲和世界盛行

的運動，希望讓巴赫了解壁球加入奧
運的價值。

爭取壁球2024年入奧
梅會長坦言，雖然3年前爭取壁

球項目申請加入2020年東京奧運未能
成功，但國際壁球協會已爭取2024年
的巴黎奧運會，把壁球列為正式比賽
項目，路是遙遠但有年期。另一方
面，中國杭州正式接手主辦第19屆亞
運會，壁球已成為當然的比賽項目，

而且將會增加3項比賽。梅會長透
露，本屆亞運只有男、女單打及男、
女團體4項角逐，但下屆杭州亞運則
會加入男雙、女雙及混雙，屆時香港
健兒將有機會多拿幾塊獎牌。

壁球代表在今屆亞運取得男子單
打金、銀牌，女子團體金牌及男子團
體銀牌，每位出場的球手都有獎牌到
手。其中“金牌姐弟”之一的歐詠芝
（Annie）稱今屆太多個第一次，例
如香港女團首次奪金、男單首次由港
將包辦金、銀牌，港男、女團首次一
同入決賽，都是值得記住的。她更樂
見市民對壁球關注大大提高，自己感
受最大的是在乘搭交通工具時，市民
認識自己之餘更會說一句：“加油
呀！”這種受市民關心鼓勵，壁球運
動員獲認同，內心更為興奮喜悅！

徒弟奪牌激勵趙詠賢
在18年前釜山亞運奪得女單金

牌，今天已是金牌教練的趙詠賢，在
親手帶領壁球“四朶金花”奪得團體
冠軍後表示：“奪得金牌帶來兩種不
同的高興；從前是個人的，但現在我
開心於能證明港將是可以奪金的，更
鼓勵了我繼續教一批一批的球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壁球亞運隊取得2金2

銀，在男單包辦金銀獎牌，成績斐然，但征

戰奧運會更是香港壁球總會的終極目標。 ■■香港壁球隊希望有緣征戰香港壁球隊希望有緣征戰
奧運奧運。。 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梅應源會長梅應源會長（（左二左二））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左左
三三））在亞運賽場相遇在亞運賽場相遇。。 圖片由梅應源會長提供圖片由梅應源會長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
南）海通國際作為香港滑浪風帆
隊贊助商，4日午率先為4名亞運
獎牌帆手及一眾教練，舉行
“2018亞運會香港傑出滑浪風帆
運動員祝捷會”，合共頒發12萬
港元獎金以表彰在今屆雅加達亞
運會取得佳績的香港運動員。

陳晞文在代表運動員上台致
感謝詞時說：“馬君正及何允
輝，4年前是自己備戰仁川亞運
的陪練，今天卻同時獲得獎牌，
欣喜看到大家今屆可一起站上頒
獎台。”4人都認同當今的風帆
運動員真的很幸福，因為資源十
分充足。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企業融資主席孫劍峰
表示：“風帆是香港傳統運動強
項， 隊員在茫茫大海上乘風領
航、直濟滄海的壯志雄心，跟海
通集團理念不謀而合。運動員為
了踏上亞運這個舞台與對手比
拚，爭逐佳績， 付出了不少努
力與汗水，他們今次勇奪佳績，
實在值得表彰祝賀。”

至於獲得獎金的4位選手則
表示，會把獎金用作宴請風帆隊
團隊大吃一頓豐盛祝捷宴。海通
國際是次向出戰RS:X板的鄭俊
樑及陳晞文，分別頒發4萬元獎
金。而RS:One混合隊際成員馬
君正及何允輝，則會瓜分4萬港
元獎金。

海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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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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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獎
金
表
彰

■風帆隊出
席海通國際
頒發獎金祝
捷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志南攝

香
港
風
帆
健
兒
創
佳
績

■■中國男籃凱旋回歸中國男籃凱旋回歸。。 中國籃協圖片中國籃協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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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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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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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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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稅摩擦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及應對策略關稅摩擦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及應對策略
法律稅務熱點講座法律稅務熱點講座

中美貿易戰讓很多企業由於貨物漲價，面臨違約、不能履行

簽訂合同，以及稅務調整等問題。 金潤律師事務所、思凡律師事

務所和盛豐理財一起舉辦熱點法律稅務講座。講座內容：

1. 貿易戰對合同履行的影響，訂立合同需要考慮不可抗力

等條款，來降低價格、通關、

履行時間等突發變化，避免由此產生的合同糾紛；

2. 企業並購與運作的法律問題，交易有關的關聯第三方重

要性，保密條款和不競爭條款，

資產和股票轉移容易引發的股東沖突；

3. 企業員工的移民身份問題， 申請高管L-1 簽證， 員工

H-1 B 以及PERM 綠卡的條件和

公司責任；

4. 企業如何在關稅增加的情況下，調整財產、稅務計劃，

合理避稅。

主講人：

1. Stefano De Stefano (思凡) ，律師，專長企業並

購，商務合同， 商務合作協議談判等；

2. Gary Chen (陳祖貴)，美國聯邦稅務局執照專業

稅務師，財務規劃師，專長稅務財務規劃，中美國際稅務

等；

3. Jessica Chen（陳文），律師，專長職業移民各

種簽證綠卡以及家庭移民，商標註冊、專利申請等；

4. James Hou (侯見融), 海運商業保險經紀人，專

長商業保險，海運保單等。

講座地點： 10700 Richmond Ave, Suite 107, Houston,
TX 77042

時間： 09/07/2018（周五）， 6:30 pm- 8:30
pm

聯系電話： 832-495-7889 (Jessica Chen),
713-306-4038 (Gar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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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休士頓報紙 「村莊新聞暨西南新聞(Village News/
Southwest News)」本(9)月4日在該報意見版以 「聯合國全球目標
：台灣可以幫助(UN Global Goals：Taiwan can help)」為標題，
刊出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所撰籲請各界支持台灣參
與聯合國，協助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專文。

吳部長表示，聯合國於2015年召開第70屆大會制訂2030年
永續發展議程時，強調重新建構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的重要性
，包括所有國家，所有利害關人，以及所有人，不應有任何人被
遺漏。

吳部長指出，即使聯合國有此宣誓，惟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
民卻無法參與此項努力，不僅違背了聯合國創立的普遍性原則，
並剝奪國際社會共同合作追求美好事務的機會。

吳部長說明，台灣雖然尚無法參與聯合國的會議、活動及機

制，做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從未規避責任，迄今台灣所達成的
具體成效均遠高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的標準。

「台灣並對其它國家提供發展援助，致力在太平洋、亞洲、
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等各地區協助推展潔淨能源、糧食安
全、食品安全、永續農業，及為各年齡層團體改善教育、健康及
福利，以及災難防治及因應等。」

吳部長進一步指出，雖然台灣持續在全球各地做出有價值的
貢獻，聯合國卻忽略台灣能夠貢獻其所長。聯合國並拒絕台灣記
者採訪其會議及活動，然而這些記者的報導卻攸關台灣及全世界
人民的利益。

吳部長強調，我們對於聯合國持續誤用其大會第2758號決
議案來合理化對台灣的排除與孤立，非常失望。

「該決議案既未解決台灣及其人民在聯合國體系代表權的問

題，亦未處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已被許多聯
合國會員國所挑戰。此一為全人類所設立之機構聯合國單方面界
定台灣地位顯然是錯誤的。」

吳部長最後呼籲，為確保聯合國係為全人類服務，聯合國應
力抗外來壓力，開門歡迎台灣參與。

「村莊新聞暨西南新聞」主要服務休士頓專業人士聚居的
West University、Museum District、Rice Village、Southside Place
、Bellaire等社區，讀者多為Texas Medical Center之醫衛專業人士
及美南知名私立大學Rice University之教職員等，該報紙本及網
路讀者群達14萬人。

值此本年聯合國大會開會前的關鍵時刻，駐休士頓辦事處處
長陳家彥特別表達感謝 「村莊新聞暨西南新聞」刊登吳部長專文
，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常安保險」 負責人常中政上周
六（ 9 月 1 日 ）在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及恆豐銀行所辦的講
座中介紹 2019 Medicare A,B, C, D,時要民眾分辨 Medicare Sup-
plement 與Medicare Advantage 的不同，前者是補充計劃，而後者
是替代計劃，兩者無論在付費條件、保險內容及醫生醫院的選擇
限制上都有不小的差異，民眾一定要慎選。

Medicare 從2018 年4 月 1 日起，全面換卡。新卡號為11 位
數字和字母混合碼，新卡號不會出現 S, L, I, B, Z ，舊卡在 12/
31/2019 前仍有效，如變更地址，請先跟社會安全局聯絡
（www.ssa. Gov ), 收到新卡後，請銷毀舊卡。同時，換卡期間應
防不肖人士藉機詐取私人資料，社安局或Medicare 服務中心一般
不會以電話聯繫受保人，如有陌生人以電話或上門詢問個人資料
，應立即拒絕，並聯絡 Medicare 服務中心 1- 800 MEDICARE
(1-800 -633- 4227 ) 檢舉。同時，CMS 禁止保險從業人員以電
話或上門進行陌生推銷Medicare 相關計劃。以下有幾點觀念需釐
清：

而所謂 「退休理財規劃 」 包括： 食衣住行 + 保險，理財
三支柱，包括： 投資（ 開源 ）、節稅（ 節流 ）、保險（ 避險
），所以退休理財第一要務： 做好保險規劃。

而 Medicare 與 Medicaid 兩者不同，Medicare 是社會保險，
而 Medicaid 是社會福利，Medicare Supplement Insurance 不等於
Medicare Advantage.

2019 Medicare A,B, C, D： Medicare 年度申請期每年 10 月
15，日開始，至12 月 7 日截止。年度申請期間可選擇加入或轉
換Part D 處方藥保險或Medicare Advantage 保險，新計劃從次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而Medicare 保險的對象包括：65 歲以上民眾、65 歲以下符
合政府殘障認定標準人士，在領取disability benefits. 24 個月後可
獲得Medicare ，以及末期腎臟疾病患者。

聯邦醫療照顧保險是美國人退休後最重要的社會福利，自
2006 年開放民營保險公司參與後，並也自2006年起，增加處方

藥保險，即 Part D, 且自 2006 年起，民營保險公
司 可 承 辦 Medicare Advantage 業 務 ， 有 HMO,
PPO,PFFS等不同形式的計劃。

聯邦原版 Medicare 內容： Part A: 為醫院保
險，繳足40 社安點數退休者，免保費。Part B: 醫
療保險，原有受保者保費每月$134.00(2018 ). Part
B 保費年收入個人超過8 萬5 千或夫妻超過17 萬
者，Part B 保費隨收入遞增，最高保費可達每月
$428.60(2018 )。而 2018 年 Part A 保費每月$232-
$422

Part B 醫療保險給付： 年度自付額$183
（2018） ，20% 自付比例，如手術費用$10000 元
x 20% = 自付$2000

常中政也提到Medicare 不給付的項目，包括
： 長期護理、牙醫、美容、足矯正鞋、針灸、助
聽器、出國旅遊醫療費用、眼睛檢查及配鏡。

而Part D 處方藥保險，從2006 年起開辦，全
部由民營保險公司承保，聯邦僅設定最低福利標
準。在2006 年5 月 15 日前或滿65 歲未申請者，
每延遲一個月，保費加計 1% 罰款。罰款以全國
平均保費計算，2019 年全美平均保費為$33.19 ,
延遲申請的罰款是永久性的。低收入者可申請處
方藥保費及藥費補助（Extra Help ), 處方藥保險最
新變動如年收入個人超過$85000 或夫妻超過$17
萬者，處方藥保險保費會調高，最可可至$76.20
。

而Medicare Supplement 保險，可選擇任何接
受Medicare 的醫生或醫院就醫，自由度最高。除非在滿65 歲首
次Medicare 合格，或其他保證期申請，否則須經過健康狀況審核
。保費負擔較重，且隨年紀增長而增加。但Medicare Sopplement
Insurance ( 補充保險 ），不等於 Medicare Advantage ( 替代保險

）。
Obamacare 健健保受保人如有申請Tax credits 補貼者，一旦

符合Medicare 資格，必須立即到healthcare.gov 申請停止補貼。
常中政 「常安保險 」 詢問電話：713-975-1088

2019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ABCD教育講座
常中政上周六在附中校友會及恆豐銀行開講

休士頓主流媒體 「 村莊新聞暨西南新聞」
刊出吳釗燮撰文籲請各界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

常中政常中政20192019 Medicare A, B, C, DMedicare A, B, C, D 教育講座現場盛況教育講座現場盛況。。

講座主講人常中政講座主講人常中政（（ 左一左一 ）） 與主辦方附中校友會會長馬定遠與主辦方附中校友會會長馬定遠（（ 左二左二 ）、）、
恆豐銀行代表恆豐銀行代表，，公關周潔明公關周潔明（（ 右一右一 ）） 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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