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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

安福修車
(Anfa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引擎修裡 ﹑電路系統
引擎修裡﹑
電路系統﹑
﹑剎車冷氣
剎車冷氣﹑
﹑汽車年檢
汽車年檢﹑
﹑板金噴漆
板金噴漆﹑
﹑保險
索賠﹑
索賠
﹑減免自付
減免自付﹑
﹑車輛保養
車輛保養﹑
﹑托車服務
托車服務﹑
﹑免費估價
價錢公道﹑
價錢公道
﹑技術高超
技術高超﹑
﹑誠信可靠
誠信可靠﹑
﹑經驗豐富
經驗豐富﹑
﹑專精進口高檔車
電話﹕
電話
﹕281
281-530
530-9955
9955((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粵語
粵語))
地址﹕
地址
﹕4115 S. Kirkwood Rd, Houston, TX 77072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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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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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總
行
糖 城 分 行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 察 遜 分 行
布 蘭 諾 分 行
奧 斯 汀 分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713-771-9700
713-272-5028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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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警犬展示多項偵查技能 沖火圈身手矯健

英男子無意間種出巨型西葫蘆
無心插柳柳成蔭

﹁

奧地利動物園人工受精大象慶祝五歲生日

和家人同享蛋糕

﹂

英國漢普郡 67 歲的退休會計 Gordon Lowe 展示他種出的巨型西葫蘆。他從網上購
買西葫蘆種子種下之後，六個月來對它不聞不問，結果西葫蘆長得出人意料的大，如同
壹塊巨石。

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動物園內，
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動物園內
，母象 Iqhwa 慶祝五歲生日
慶祝五歲生日，
，和家人
壹起享用水果蔬菜生日蛋糕。大象 Iqhwa 是通過非洲象冷凍精子受精而
壹起享用水果蔬菜生日蛋糕。
出生的成功案例。
出生的成功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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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巨虧 390 億元
滴滴靠什麽持續運營？
滴滴靠什麽持續運營
？
滴 滴 出 行 CEO 程 維 昨 天 發 布 全 員
信，信中透露滴滴 6 年來還沒有實現過
盈利，並表示已將抽成的絕大部分返還
給了司機和乘客，公司整體對應的 GMV
（成交金額）毛利率只有 1.6%。程維表
示，滴滴將會減持低毛利運營，把平臺
規則和定價機制向公眾和監管機構公
開，並升級產品安全運營體系，成立安
全指揮部，最大化降低安全隱患。
發聲
今年上半年總補貼金額超 117 億元
程維昨天坦言：“6 年來我們還沒有
實現過盈利。”他透露，滴滴出行業務對
應 GMV（成交金額）的平均抽成約為
16%。“公司整體對應 GMV 的毛利率只
有1.6%。上半年，包括司機高峰期補貼、
接單和服務獎勵、乘客優惠等在內的總
補貼返還金額超過 117 億元人民幣。”
他表示，“滴滴絕不是壹家黑心企業，也

絕不是壹家賺錢高於壹切的企業。”
記者從滴滴快車司機處了解到的信
息顯 示 ， 平 臺 的 抽 成 約 為 每 單 25% 左
右，不過，順風車抽成僅為 10%左右，
出租車業務免抽成。滴滴表示，這些錢
中的絕大部分都返還給了司機和乘客，
例如司機的高峰期補貼、獎勵等，乘客
方面的優惠活動等。此前有司機透露，
滴滴會在每日的早晚高峰對接單滿壹定
單數的司機進行獎勵，以鼓勵司機在用
車高峰出車，在乘客方面也開展了派發
優惠券等優惠活動，不過，在滴滴、快
的合並後，優惠力度越來越小，司機從
以往的早晚高峰每單補貼 10 元左右降低
為每日補貼 10 元左右，乘客方面的補貼
由 3-5 元的優惠券降低到了打車 98 折等
優惠。
關註
滴滴 6 年來融資額遠高於虧損額

記者了解到，滴滴2012年成立，6年
來虧損額約390億元，僅2018年上半年，
滴滴整體凈虧損就達40.4億元人民幣。
不過，滴滴 6 年來的融資額遠高於
其虧損額，這也是滴滴壹直能夠持續經
營的原因。2012 年，滴滴獲得數百萬元
的天使輪融資及來自金沙江創投 300 萬
美元的 A 輪融資。2013 年，滴滴拿到來
自騰訊的 1500 萬美元 B 輪融資。2014 年
年初，滴滴完成來自中信產業基金、騰
訊以及其他投資機構的 1 億美元的融資；
年底又拿到由淡馬錫、DST、騰訊主導
的 7 億美元融資。2015年情人節，滴滴、
快的合並；同年 7 年，滴滴完成由中國
平安、阿裏資本、騰訊、淡馬錫、中投
公司等投資的 30 億美元融資。2016 年，
滴滴宣布完成了蘋果、中國人壽、螞蟻
金服、騰訊、阿裏巴巴、軟銀、招行等
多個投資人投資的 45 億美元股權融資，
滴滴的規模不斷擴大。2017 年，滴滴宣
布完成新壹輪 55 億美元融資。
由此計算，滴滴過去這些年來，融
資總額超 130 億美元，約 2000 億元人民
幣。市場傳聞此次融資後，滴滴的估值
高達 5000 億元，同時傳出其計劃上市的
消息，不過滴滴對上市壹說並未回應。

聚焦
滴滴將公開平臺規則和定價機制
程維在內部信中表示，從出租車打
車軟件起步，滴滴陸續上線了大數據風
險預判模型、人臉識別、壹鍵報警、緊
急聯系人、號碼保護、行程分享、行程
錄音、線上線下司機培訓等安全功能和
保障措施。每天，有 2700 萬次司乘通話
得到號碼保護；有超過40萬人分享行程，
給親友報平安。每天，客服們處理 210
萬次咨詢和投訴的進線中，包括 1 萬多
次緊急求助。每天，準入審核平臺將 4
萬多不合格的申請擋在門檻之外。2017
年，平臺事故發生率降低了 21%，後座
安全帶使用率從 2.5%提升到 10%。
他表示，樂清事件後，自己很自責。
“痛定思痛，問題在我們自己身上。好
勝心蓋過了初心，狂奔的發展模式早已
種下隱患。內部體系提升跟不上規模擴
張，就像靈魂跟不上腳步。互聯網第壹
次開始大規模組織運送生命，被賦予時
代機遇的我們還沒有真正理解肩上的責
任和挑戰，缺乏敬畏。我們的安全指標
體系存在著盲點，過分關註億英裏事故
率、亡人率和沖突率等宏觀指標；對重大惡

性個案的防控體系還不健全。犯罪分子
乘虛而入，給用戶帶來無可挽回的傷
害，而滴滴也付出了沈重代價。”
滴滴現在要做的是“放下浮躁，投
入安全，徹底補課。我們更需要從文化
上把安全第壹融入血液”。為此，他決
定，滴滴要旗幟鮮明地做壹家社會化企
業，將把平臺規則和定價機制向公眾和
監管機構公開。
舉措
滴滴已升級成立安全指揮部
程維表示，現在滴滴正積極配合多
部委的聯合安全大檢查，準備更加深入
持久的安全攻堅戰。公司現已升級成立
安全指揮部。程維任組長，柳青任副組
長。各戰線核心幹部都動員和投入進
來：CTO 線調動力量，全面升級安全產
品運營體系，最大化降低安全隱患；客
服體系投入攻堅戰役，保證建立快速反
應機制，處置到位；各業務線協同，迅
速推進網約車合規方案設計與落實；安
全事務部加強對全局安全體系的專業化
建設和監督，全力推動警企聯動合作；
其他各部門，在各自戰線上共同努力，
建設完善公司安全體系。

中國“廚房經濟”迎消費升級 技術創新成破局關鍵
綜合報導 2017 年，中國廚電市場規模接近千
億元人民幣關口，行業預期今年有望實現突破。但
2018 年上半年，中國廚電市場整體形勢卻沒有達到
此前的樂觀預期。
市場研究機構中怡康測算數據顯示，2018 年上
半年中國廚電市場零售額規模為 469 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去年同期下滑 0.5%。尤其是傳統廚
電品類：吸油煙機、燃氣竈和消毒櫃市場零售額分
別下滑 3.8%、1.6%和 13%。
業內人士分析，中國房地產調控的持續高壓態
勢或成為影響廚電市場增長放緩的重要因素。
此外，產業鏈上下遊的擠壓及廚電行業競爭激烈化
也帶來了壹定影響。
國家信息中心資深產業專家蔡瑩在此前召開的

“2018 中國廚電高峰論壇”上表示，在連續高速發
展後，中國廚電行業已進入調整期。這壹時期，
“有憂有喜”。壹方面，傳統廚電銷售下滑給廚電
行業帶來了明顯壓力，品牌淘汰開始出現；另壹方
面，傳統廚電類產品結構升級與新興品類的快速增
長，成為拉動廚電市場增長的兩股重要力量。
蔡瑩認為，中國廚電市場將加速產業集中，不
具備創新研發能力的企業將被逐漸淘汰，高端品牌
和龍頭企業的優勢將逐漸凸顯。
奧維雲網全渠道推廣數據顯示，相比傳統廚電
品類，今年上半年洗碗機與嵌入式廚電等新興品類
的表現要好得多。上半年洗碗機市場零售額達 24
億元，同比增長 38.2%；嵌入式電烤箱零售額為 15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13.5%。

中國高端廚電制造商方太集團副總裁孫利明介
紹說，在高端市場，方太油煙機增長率達到
11.67%，燃氣竈增長率達到 18.5%。此外，以水槽
洗碗機為代表的新興高端品類均實現持續性增長。
“不斷加大創新力度，加速創新性、高質量產
品的叠代研發是方太保持增長的主要因素。”孫利
明表示。
廚電行業已進入調整期。中國家用電器協會副
理事 長王雷表示，政策層面，中國房地產調控政
策預計還將持續下去，廚電行業也將由高增長進入
緩增長周期。在此背景下，廚電產業人士開始思
考，未來市場增長點在何處。
北京中怡康時代市場研究有限公司總經理賈東
升認為，未來高端廚電產品占比將持續攀升，新品

類將為行業帶來延伸空間。其中洗碗機、嵌入式微
波爐、嵌入式蒸汽爐等新興品類未來 3 年內消費者
購買意向選擇率均在 20%以上，特別是洗碗機市場
選擇率將超過 36%。與此同時，嵌入式蒸箱、烤
箱、電磁竈等新型廚電產品也將在消費升級中迎來
高速增長。
多位專家認為，廚電產品已從簡單的性價
比，朝著品牌、品質等方向發展，企業必須精
準把握消費升級趨勢，推出高端化、高附加值
的產品和創新性的高尖技術，才能徹底引爆
“廚房經濟”。
王雷表示，中國廚電企業已經行動起來，開啟
新舊動能轉換，推動新興品類發展，加速向三四級
渠道下沈，開拓新渠道與試水新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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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心臟中心
JianWei Feng, MD,PHD ,FACC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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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中國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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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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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FACC

心臟專科
D03CA_FENG豐建偉24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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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B5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節目介紹：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美國把臺灣推向火線
1. 掃二維碼(QR code)：
蔡英文：不怕炮彈。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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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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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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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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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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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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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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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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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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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足新帥

體 育體育消息
新 聞 ■責任編輯：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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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關島上海台灣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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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芷珊辭足總董事：

招聘程序全錯

■韋特
韋特（
（左）從足總行政總裁
薛基輔手上接過香港隊戰衣。
薛基輔手上接過香港隊戰衣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足球總會 10 日宣佈，加利韋特
（Gary White）9 月 10 日起正式出任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港足）及 U23 代
表隊主教練，新帥 10 日聯同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舉行記者會。
11 月份的東亞足球錦標賽外圍
韋特首個任務會是
賽第二圈賽事。而第一場領軍香港隊的比賽是

10 月 11 日主場友誼賽對泰國國家隊，第二場比賽是
10月16日作客對陣印尼國家隊。
韋特表示，他已計劃上任初期四出觀看港超聯
比賽，評估各球員表現以確定組軍名單，另外還會
與球會人士會面。

自稱如雄獅勇敢迎困難

■韋特
韋特（
（左二
左二）
）來港履新前曾任中華台北主帥
來港履新前曾任中華台北主帥。
。
資料圖片

先後在關島、上海及台灣執教的韋特，在記者會
上強調喜歡進攻足球：“上任之後要帶領香港隊踢出
好成績，進攻的風格及頑強的防守，更重要是找出最
好的球員代表香港隊比賽，不論華人還是洋漢。我知
道香港的球迷都想要成績，希望港隊的世界排名有所
提升，這些都是我的任務。”
足總董事局曾就聘請韋特一事出現意見分歧，
董事梁芷珊在社交網揚言請辭。對此，韋特表示不
擔心：“無論去哪裡工作都會有麻煩，但我自己像
一頭獅子，會勇敢面對任何困難。最重要是幫助球
員提升水平。”
他感謝香港足球總會會長、主席，以及董事
會給予這次機會：“我非常榮幸能帶領香港代表

隊，過去對戰香港隊時見得到不少有實力的球
員，其中亦有很多具備潛質的年輕球員，在未來
日子將會積極改善及加強香港代表隊實力，帶領
球隊前進。”
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則表示：“韋特擁有豐富執
教國家和地區隊經驗，而且好有感染力，可以激勵球
員進步。他熟悉亞洲足球，呼籲香港足球界支持韋
特，互相合作從而達至我們一直渴求的成功。”

在當地時間 9 日進行的美國網球
公開賽青少年組女單決賽中，17 歲的
中國球員王曦雨以 7：6（4）、6：2
戰勝法國選手比雷爾獲得冠軍，她也
成為第一位獲得大滿貫賽事青少年組
女單冠軍的中國選手。
第一盤首局王曦雨狀態慢熱，連丟
4分遭到破發，不過中國小將沉着應對，
很快反破成功，將比分追成2：2平。隨
後兩位選手均有起伏，數次交換破發之
後，比分來到“搶7”。“搶7”中王曦
雨在關鍵分的處理上更為穩定，以7：4
拿下。首盤比賽進行了54分鐘。

44 歲的英格蘭人韋特，在香隊的任期將至 2020
年 3 月。之前他在亞洲各地任教六年半，包括於
2012-2016 執教關島國家隊，2016 年執教當時中甲球
隊上海申鑫，2017年起擔任中華台北男子足球代表隊
主教練，更做出七場主場不敗及贏巴林的神奇戰績。
他首個率港足參加的國際賽是 11 月 11、14 日及
17 日於台北舉行的東亞盃次圍外圍賽，迎戰朝鮮、
舊東家中華台北及蒙古，力爭出線資格，參加 2019
年在韓國舉行的決賽周，與中國、日本及韓國爭奪
錦標。
香港隊目前國際足協世界排名第 142 位，排名
上比起中華台北的125位低17位。

■王曦雨手捧
獎盃在美網背
景前留念。
景前留念
。
法新社
取得第一盤的勝利之後，王曦雨
氣勢如虹，在進攻中採取了更為主動
的策略，底線附近經常大角度送出制
勝分，上網戰術也頻頻奏效，而對手
比雷爾明顯信心不足，非受迫性失誤
也開始增多，很快就以 2：6 敗下陣
來。
王曦雨說，此次美網是自己最後
一次打青少年組的比賽，能以冠軍收
官非常高興。“很多球星在成人組拿
大滿貫冠軍前，都曾經是青少年組的
冠軍。這個冠軍對我的信心非常有幫
助，是巨大的鼓舞，而且還幫助我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香港足總董事梁芷珊 9 日在社交網站
貼文，指將辭去董事職務。
“‘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主教
練’，我都是第一次知道。”她在貼
文中歡迎加利韋特正式上任，同時重
申並不是針對韋特個人，而是對整個
招聘程序有意見：“我是對整個招聘
程序有意見，有人問：‘是遺漏了什
麼程序？’不是，不是遺漏，而是
錯，我覺得。”
“假設‘全球招聘’這個動作應
該有十個程序，那麼我可以講，今次
聘請 Head Coach 的程序，由一至十
都是錯。”
“我考慮清楚，我搞好同足總同
事交接之後，就會向足總辭職，以私
人或私人公司身份，搞運動員第二職
業生涯規劃（我要想過個好的名，不
喜歡這樣長的名字），其實這件事我
想了十年，本來想完成董事任期後，
即是明年五月底先搞，而現在也好，
早了幾個月搞，太開心。”梁芷珊還
稱：“我覺得，今次招聘總教練的整
個過程都好錯，如果今次這樣隻手遮
天的行為都過到關，這樣即是請 TD
（ 技 術 總 監 ） 同 CEO 都 可 以 這 樣
行。我已經盡了力提醒董事局這樣好
有問題，但大部份（分）董事會成員
認為無問題，下次舉手投票我又再輸
7：1，這樣 sorry 了，你們繼續，我退
出。”

11月東亞盃率隊爭出線

王曦雨奪美網青少年女單冠軍

■王曦雨最後一
次以青少年球手
身份參加美網。
身份參加美網
。
法新社

B6

累了經驗，可以說是我邁向成人組的
一個台階。”
面對即將到來的成人組級別的比
賽，17 歲的小姑娘對自己也有很高的
期待：“短期目標是能夠進入世界前
200 名，長期目標是希望能像很多球
星那樣進入世界前 10，甚至是世界第
1，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拿到成人組的
大滿貫冠軍，當然這需要自己不斷的
努力。”
一年前，同樣來自中國隊的吳易昺
在美網青少年組男單比賽斬獲冠軍，也
創造了歷史。
■新華社

■梁芷珊較早前與國際米蘭副主
席辛尼迪（右）合影。資料圖片

田聯洲際盃 蘇炳添百米獲銀
新華社北京 9 月 10 日電 國際田聯官
網消息，2018 年國際田聯洲際盃比賽於當
地時間 9 月 8 日、9 日在捷克俄斯特拉發舉
行，在男子100米“飛人大戰”中，代表亞
太隊出戰的中國短跑名將蘇炳添以10秒03
的成績獲得銀牌。
剛剛以 9 秒 92 的成績奪得亞運會金牌
的蘇炳添，在比賽中起跑反應很快，在前
40 米中他有效地控制好了節奏，前半程一
直處於領先位置。21 歲的美國小將萊爾斯
後來居上，在最後 5 步超越蘇炳添，跑出
10 秒 01 的成績，以 2％秒的微弱優勢奪
冠，蘇炳添以10秒03的成績位居次席。
其他中國選手在比賽中也表現優異。
女子鉛球項目，中國名將鞏立姣以 19.63
米的成績奪冠。中國選手呂會會以 63.88

米的成績奪得女子標槍的冠軍。
在女子4×100米接力比賽中，以中國
女子隊員梁小靜、韋永麗、葛曼棋、袁琦
琦為班底的亞太隊以42秒93的成績獲得第
三名。本次洲際盃最終美洲隊獲得團體冠
軍，歐洲隊第 2，亞太隊第 3，非洲隊第
4。
■新華社

■蘇炳添
蘇炳添（
（右）第二個衝
過終點。
過終點
。
法新社

中國足協宣佈希丁克掛帥U21男足
中國足協官網 10 日正式宣佈，荷蘭籍
教練希丁克出任中國 U21 國家男子足球隊
主教練，並將於10月開始帶隊集訓比賽。
中國足協在官網上稱：“為備戰 2019
年 3 月份舉行的 U23 亞錦賽預選賽比賽，
全力衝擊 2020 年東京奧運會，經中國足球
協會研究批准，荷蘭籍教練希丁克出任
U21 國家男子足球隊主教練，並將於 10 月
開始帶隊集訓比賽。”
中國 U21 國家男子足球隊主要由 1997
年齡段球員組成，主要任務是全力衝擊
2020年東京奧運會。

據悉，沈祥福仍將會是這支 U21 男足
的中方教練組組長，並將配合希丁克工
作。
現年 72 歲的希丁克有輝煌的主教練經
歷。他曾率荷蘭隊獲得 1998 年世界盃第 4
名、帶領韓國隊殺入 2002 年世界盃 4 強、
帶領澳洲隊進入 2006 年世界盃 16 強、率
俄羅斯隊殺入 2008 年歐錦賽 4 強。在球會
執教方面，他曾帶領燕豪芬成為荷甲、荷
蘭盃、歐洲冠軍盃“三冠王”，並執教過
西甲華倫西亞、皇家馬德里、皇家貝迪
斯、英超車路士等球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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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鄭州大學臨床醫學系醫學生參觀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感想

【作者：封帆、楊新越
責任編
輯：泉深】2018 年 8 月 28 日上午，在朱
全勝博士的邀請下，我們很高興地參觀
了休斯頓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和美南
國際貿易中心。朱全勝博士 作為美南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特派員對集團 內部的運
作機制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在參觀的過
程中我們認識到了報紙和電視 新聞媒
體 的製作流程 。術業有專攻，這無疑
對我們醫學來說，是一次開拓視野，增
廣見聞的新奇體驗。
此次我們有幸見到美南報業電視傳
媒集團的創始人也是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李先生對我們一行人表示了熱烈的歡
迎，並對我們醫學生的身份表達了了極
大的讚許，認為醫生是崇高的職業，作
為醫學生的我們，應當擔負起人民健康
的偉大使命。李先生對美南報業電視傳
媒集團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作了簡單的

介紹 。 在談話中，李先生回憶了他 40
年前移民美國，在美國奮鬥的故事。本
次遊學活動承辦方 Christel Long 女士聽
到後回憶起自己作為華裔移民的經歷，
深深地感悟到國富則民強，認識到華人
在美國要有夢想，不斷努力，才能為華
人贏得地位，增光添彩。李先生向我們
展現了他的理念就是提昇華人在美國的
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努力建設中美友好
關係。對此，我們為李先生在這方面作
出的突出貢獻表示感謝與敬佩。
談話終末，李先生對我們所有醫學
生寄予五個字母： HAATS，它們分別
代 表 Health 、 Ambition、 Action、
Timing、Serious。他說學醫學的道路是
漫長的、神聖的，需要一系列優秀的品
質支撐我們在醫學之路上更好的走下去
。 他要求我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有雄
心壯志，要有行動，要抓住機遇，要有

嚴肅認真的態度。感謝李先生的寄語以
及對我們醫學生的期望和鼓勵 。
本次醫學相關遊學活動是一項獨具
特色的醫學生學習活動，是非常有意義
的。到世界頂尖的醫院參觀、學習、交
流使我們在此次活動中收穫頗多，感受
到了 中美醫療環境的差異性，中美醫學
教育的差異性等等。中國作為 一個發展
中的大國，其崛起之迅速大家有目共睹
，醫療體系建設已基本完善，通過不斷
推進醫療衛生改革，逐步解決了國民看
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但也不可否認還
存在諸多問題。我們此次就是通過參觀
發達國家健全的醫療體系，去學習好的
醫療理念和模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於當下掌握強硬的基本功，於未來共
同努力建設一套適用於中國國情的醫療
體系，讓 中國醫療與時俱進，走在世界
前列，造福人類。

休城工商

UH Katy 已經動土，H Mart 即將開幕！
凱蒂大學城現正熱誠招商中！打造整體化商圈！
凱蒂大學城! 整體化商圈!
包含辦公，醫療，住宅。環繞美食，購物，娛樂。
整體生活機能，近在咫尺步行之間，讓您生活更完善。

www.KATatUniversity.com
熱誠招商
餐飲 購物 醫療 辦公 住宅
商鋪 從小到大 應有盡有
附有油井和消防系統聯結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今年休士頓
最震撼人心的大事，莫過於座落在
Grand Parkway 99 號公路與 I - 10 高速
公路東北角的 「 凱蒂大學城」 整體化
商圈的動土，使這塊佔地 15 餘英畝，
高質量控制開發的凱蒂大學城及附近
商圈，成為休士頓地區躋身主流多元
生活圈的獨具特色的地區。該區距 Cypress 17 英哩，距 Cinco Ranch 5 英哩
，距 6 號公路 8 英哩。其影響範圍將
覆蓋凱蒂（ Katy ) ,Cypress, Spring 甚至
延伸至 Woodland , 滿足大休士頓西北
區的多元族裔生活需求。該地區由超
過 300 多個國際性，全國性，和當地的
公司所組成，其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化
工，康菲石油公司，雪鐵戈，陶氏化
學，沃利帕森，殼牌石油公司，以及
BP America。而附近佔地 8100 英畝的

住宅社區，更有著 12000 戶家庭，使該
區適合餐館、零售、醫療、辦公大樓
和老年人生活住宅區，平均家庭收入
近$120，000 美金，是面向高檔客戶群
，以保障高品質商業環境，同時為主
流人群提供更多機會了解亞裔社區。
隨著凱蒂 UH ( 休士頓大學） 的動
土，H Mart 即將開幕，現凱蒂大學城
，再次出撃！也吸引眾人的目光。 「
凱蒂大學城 」 就在有上萬學子的 「 休
士頓大學 」 （ University of Houston )
的校園之南，乃商家必爭之地，位於
中西合併的圓環中心，全時段的人潮
車流，還有高速雙十字地勢，更是上
學下班必經之路。
凱蒂大學城，打造整體化商圈！包
含辦公，醫療，住宅，還有餐飲，全
美第一漢亞龍超市，購物，娛樂，整

對街對校園位置 先到先得
國際聞名的商家環繞四周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乃商家必爭之點

凱蒂大學城

中西合併圓環中心 全時段人潮車流
雙高速雙十字地勢 上學下班必經路

熱誠
招商

John Woo | 832-876-8678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Passion Realty
WeChat / LINE ID: JohnTheRealtor

對街校園 核心位置 各種大小 備有油井 租约最優 歡迎比價
For Lease - Katy University Center - Chinese

Metro Transit Center

Dual Highway

UH Katy

體生活機能，近在咫尺步行之間。跟
著 「凱蒂大學城」 走，讓您生活更完
善。 「 凱蒂大學城 」 的商舖面積，各
種大小隨意，從 1500 sf 到 20,000 sf 皆
有。並附有油井和消防系統聯結。並
有對街校園的頂級位置，先到先得，
租約最優，歡迎比價！
「 凱蒂大學城」 現正熱誠招商中。洽
租請找 Passion Realty （ 熱誠地產）的
John Woo,電話：832- 876-8678 ，
或以 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
com 聯繫，John Woo 的微信及 Line
的 ID : JohnTheRealtor 網站：www.
KATatUniversit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