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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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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    城    分    行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  察  遜  分  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布  蘭  諾  分  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  斯  汀  分  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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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燒 (Hibachi Grill & Buffet)(Hibachi Grill & Buffet)
二百餘道南北佳餚二百餘道南北佳餚﹑﹑中西美食任君品嘗中西美食任君品嘗
生日當天壽星免費生日當天壽星免費((需至少兩人同行需至少兩人同行﹑﹑並帶並帶 ID)ID)
特別優惠銀髮長者特別優惠銀髮長者
電話電話:: 281281--293293--88188818
地址地址:: 1218312183 Katy Freeway, Houston, TXKaty Freeway, Houston, TX 7707977079
((1010 號公路與號公路與 Dairy AshfordDairy Ashford 交叉口附近交叉口附近))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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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馬拉出土壹瑪雅祭壇危地馬拉出土壹瑪雅祭壇 刻有浮雕距今刻有浮雕距今15001500年年

危地馬拉危地馬拉城危地馬拉危地馬拉城，，危地馬拉考古與民族博物館展出壹塊在瑪雅危地馬拉考古與民族博物館展出壹塊在瑪雅
遺址遺址La CoronaLa Corona出土的祭壇出土的祭壇，，上面刻有浮雕距今約上面刻有浮雕距今約15001500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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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828屆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美國哈佛大學桑德斯劇院舉行屆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美國哈佛大學桑德斯劇院舉行。。搞笑諾貝爾獎始於搞笑諾貝爾獎始於19911991年年，，旨在表旨在表
彰有趣的科研成果彰有趣的科研成果。。今年的主題是今年的主題是““心心”，”，組織者表示組織者表示，，這壹主題適用於各種各樣的事情這壹主題適用於各種各樣的事情，，此次共頒發了此次共頒發了
1010項最新搞笑諾貝爾獎獲獎名單項最新搞笑諾貝爾獎獲獎名單，，他們的研究看上去十分好笑他們的研究看上去十分好笑，，但卻引人深思但卻引人深思。。圖為搞笑諾貝爾化學獎得圖為搞笑諾貝爾化學獎得
主上臺主上臺。。該獎項是通過測量發現該獎項是通過測量發現，，人類唾液可作為骯臟物體表面的良好清潔劑人類唾液可作為骯臟物體表面的良好清潔劑。。獲獎者為保拉獲獎者為保拉··羅馬奧羅馬奧、、阿阿
迪利娜迪利娜··阿拉爾奧和已故的塞薩爾阿拉爾奧和已故的塞薩爾··維亞納維亞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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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歌山縣白濱釘，上個月出生的大熊貓寶寶當天在“冒險世界”樂園舉行的媒體見面會上
亮相。這只大熊貓寶寶的征名活動也將於同日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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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因“公路貨物運輸合同糾

紛”，百世物流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將ofo小黃車運營主體東峽大通（北京）

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起訴至杭州市濱江區

法院。13號上午9點，該案開庭審理。

奇怪的是，作為被告方ofo並沒有露面，

法院依法缺席審理。

百世物流：ofo 整體拖欠了 1400
多萬

昨天上午，被告方ofo運營主體東

峽大通缺席庭審。審判長當庭宣布：

“被告經本院送達開庭傳票無正當理

由拒不到庭參加訴訟，本院依法缺席

審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134條、144條之規定，本院依法

公開審理。”

對於這壹判定，審判長解釋說：

“被告未到庭參加訴訟。但是他庭前

就是向法院來打過電話，說會寄交書

面的答辯狀，但是現在書面答辯狀還

沒有收到。他如果寄來了書面答辯

狀，就視為他是向法院做出了壹個書

面的答辯。

庭審中，原告方百世物流要求ofo

方面支付 310 多萬元的運輸服務費用

。當審判長詢問 310 多萬元費用如何

計算得來時，原告代理律師表示：

“這個費用是根據這份合同，是指幹

線的運費，包含了2017年的 8月份、9

月份、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費

用。其中12月份的費用已經支付掉了，

就是說這個（310 多萬的）費用是包

括 2017 年 8月到 11月期間的幹線運輸

服務費用。”

此外，原告方代理律師還表示ofo方

面整體拖欠了1400多萬：“我們有六個

合同同時簽訂，不僅提供幹線，還有省

內的運輸和倉儲服務等所有零部件的配

送。”

百世物流方面還要求被告支付利

息、證據保全公證費 4000元，同時要

求 ofo 方面退還 10 萬元運輸風險保證

金。

ofo已因欠款第三次被供應商起訴
中國之聲梳理發現，這已經是ofo面

臨的第三起供應商訴訟。8月底，因合

同糾紛，上海鳳凰自行車起訴ofo要求其

支付貨款6800多萬元。在此之前，ofo還

曾因房屋租賃合同糾紛遭到武漢漢光谷

創客街區管理有限公司起訴，根據今年

7月24號做出的裁判顯示，法院凍結了

東峽大通在北京某銀行的112.9萬元存

款，凍結期限為1年。

這三起官司，歸根結底都是ofo拖欠

款項引起的。盡管 ofo 官方壹再對外

表示，公司不存在資金鏈緊張的問題，

但相關負面消息接二連三，這更讓社會

質疑，ofo是否面臨資金鏈危機？

從 2017 年下半年開始，關於 ofo

資金緊張、拖欠多家供應商貨款的說

法，壹直不斷，有媒體報道：知情人

士透露，ofo拖欠了天津飛鴿約1億元

貨款，拖欠富士達貨款超過 3億元。

深圳壹些規模較小的自行車生產商，

因 ofo 拖欠貨款，無力支撐運營，只

能選擇倒閉。今年 8月末，上海鳳凰

也將 ofo 訴至法庭，要求賠付貨款

6800多萬。

同時，ofo在海外的壹些項目，也不

斷被曝撤出或暫停。也許是為推動變

現，ofo進行了壹系列商業化探索，今年

5月下旬，ofo開始發動員工售賣車身廣

告：單個城市起售門檻為100 輛，最低

的價位是每月每輛車160元，加車軸部

分的定制廣告是2000元，都是最低壹個

月起訂。同時，手機應用中也嵌入廣

告；8月份，ofo小黃車還上線“試聽風

暴”，即在官方App上線短視頻廣告業

務，用戶在開鎖之前要先在App上看5

秒鐘視頻廣告。

眾多傳言中，對於資金及融資的問

題，ofo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昨天中國之

聲記者也多次聯系ofo方面，同樣未能得

到答復。昨天的庭審，因為被告方ofo運

營主體東峽大通未到庭參加訴訟，無法

組織調解，將作定期宣判。

綜合報導 由中國商務部、大連市人民政府主

辦的2018中國（大連）國際服裝紡織品博覽會（以

下簡稱“大連服博會”）在遼寧省大連市啟幕，吸

引來自中國、美國、丹麥、加拿大、日本、韓國等

26個國家和地區的千余家紡織服裝企業前來參展。

2018大連服博會以“絨裳”為主題，重點展示

適應東北亞及歐美市場為主的秋冬季服裝。本屆服

博會展出面積共5萬平方米，參展品牌總數達700

余個。服博會期間，將舉辦大連2018秋季時裝周、

“大連杯”國際青年服裝設計大賽、中國紡織物聯

網與智能制造大會等活動，旨在推動中國服裝產業

快速、健康發展。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在開幕儀式上致辭時

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新時代，特別是隨著

“壹帶壹路”國家倡議的提出、“中國制造2025”

、新壹輪東北振興等國家戰略的實施，對服裝紡織

產業轉型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大連)國際服

裝紡織品博覽會是中國服裝紡織產業國際合作交流

的平臺，期待服博會為提升大連乃至整個東北亞時

尚軟實力和服裝行業的轉型升級發揮更大作用。

據中國（大連）服博會辦公室副主任李雲生介

紹，與往屆相比，本屆服博會最大的亮點在於國際

品牌參展數量較往屆有所增長，參展國家和地區總

數達26個，其中國際品牌超過200個，直接參展國

家和地區比上年增加10%以上。

記者在現場看到，丹麥的皮草、日本的首飾、

意大利的絲巾……眾多海外參展商頻頻伸出橄欖

枝，尋找合作夥伴。“我們公司主要銷售羽絨服，

來中國北方參展正好符合我們的經營需求。”意大

利埃姆公司總經理GianniMasciulli（加尼· 馬修裏）

告訴記者，期待通過此次博覽會能在中國尋求合作

機會。

位於展館顯著位置的大楊定制展廳，在絡繹不

絕的觀眾中顯得尤為引人註目。大楊集團總經理胡

冬梅表示，本次展會，大楊定制展區精心打造了七

個特色展區，分別是“五化”展區、歷程回顧展

區、創世品牌展區、智能工廠展示區、大楊定制體

驗區、KEYYMENKIDS學生裝展區、檢測展示區。

當日，2018首屆東北亞中小學生校服設計大賽

也在大連服博會上亮

相，吸引諸多觀展民

眾的目光。“凱門

杯”2018首屆東北亞

中小學生校服設計大

賽旨在借助賽事平

臺，挖掘培養原創性

與流行時尚相結合的

服裝設計師。現場，

還舉行了凱門學生裝

走秀活動，36套學生

制服在T臺上大放異

彩，向人們展示了在

校園生活中孩子們各

種時刻的著裝。

中國（大連）服博會至今已舉辦了28屆，其

通過“品牌引進平臺”功能在國際上形成了較高的

影響力，已成為引領行業的風向標。

2018大連服博會啟幕 中外企業共拓服裝產業商機

ofo第三次因拖欠貨款被訴
審判時卻根本沒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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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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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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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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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節目將討論大陸破獲臺灣間
諜案以及臺灣當局的回應。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二 2018年9月18日 Tuesday, September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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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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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歲的大滿貫球手林丹仍是歲的大滿貫球手林丹仍是
國羽不可缺少的悍將國羽不可缺少的悍將。。 法新社法新社

特首為青奧香港代表隊授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應香港體育協會暨奧委會邀請，17
日出席第18屆亞運會慶功及為參加第3屆青
年奧運會的香港代表隊授旗。

林鄭與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先後
向在亞運取得8金18銀20銅的香港運動員頒
發嘉許狀；亦向整裝待發的25名參加下月6
至18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夏季
青奧運動會的香港代表隊授旗，以壯行色。

青奧25名運動員中，尤以佘繕妡“資

歷”最深，在世青女重歷史性奪金，年初又
衛冕亞青女重個人賽；今次踏上青奧征途，
背負着奪獎牌的使命；但她並未因此感到壓
力。“專為18歲以下青少年而設的青奧是自
己最後一次參賽，不會讓自己後悔，機會要
自己爭取。師兄師姐的成就是自己的動力。
2018年對自己來說是奇妙、堅持的一年。經
歷多次大賽，更懂得聚焦每場比賽，不管對
手是否對賽過，每場比賽都是新開始。任何
運動員都是機會平等的。”她稱，她從未到

過布宜諾斯艾利斯，下月6日比賽前會忍口禁
吃喜愛的牛扒。

“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為佘繕
妡的座右銘，不要患得患失，要做就放膽去
到盡。在劍擊的同時，她還兼顧學業，亞錦
賽後即回港考試，翌日再飛雅加達戰亞運。

香港隊於上屆青奧共獲2金4銀1銅，今
次香港代表隊將參加游泳、劍擊、馬術、田
徑、沙灘手球、賽艇、乒乓球、三項鐵人及
有世青冠軍麥卓穎出戰的滑浪風帆。

本屆日本公開賽幾乎囊括了世界羽壇所有頂
尖選手，中國羽毛球隊也盡遣主力參賽，

賽事含金量很高。雖然距東京奧運會開幕尚有兩
年，但由於此次場館正是奧運羽毛球項目的比賽
地，這使得今年的日本公開賽被賦予了更多含
義。

最終世界羽壇群雄爭鋒的局面仍在延續，五
枚單項金牌被四支隊伍瓜分。其中東道主日本隊
奪取兩金，桃田賢斗、福島由紀/廣田彩花分別
摘得男單與女雙桂冠。奧運冠軍、西班牙名將馬
林獲女單金牌，而男雙冠軍則被印尼強檔吉迪
恩/蘇卡穆約摘走。中國隊僅鄭思維/黃雅瓊在混
雙中折桂，陳清晨/賈一凡、李俊慧/劉雨辰、王
懿律/黃東萍獲得銀牌。

四國瓜分五項冠軍
五個單項中，目前國羽僅在混雙中擁有絕對

實力，世界第一鄭思維/黃雅瓊連續在世錦賽、
亞運會等多項大賽中奪魁，王懿律/黃東萍也屢
次與隊友會師決賽。日本公開賽也是如此，金銀
牌再度被中國隊包攬。

女雙曾是國羽的優勢項目，但在最新一期世
界排名中，日本組合共有三對選手衝進前五，集
團優勢明顯。反觀中國隊，前十中僅剩陳清晨/
賈一凡這根“獨苗”。今年世錦賽上，日本女雙
在四強中佔據三席，年輕組合松本麻佑/永原和
可那摘得金牌。

日本男單女雙強勢
此次面對現世界排名第一的福島由紀/廣田

彩花，新科亞運會冠軍陳清晨/賈一凡
在決賽中以0：2敗下陣來。日本隊共
有8對選手參加本項賽事，可見人才
儲備之雄厚。

對於近半年來狀態火熱的桃田賢
斗而言，日本公開賽的冠軍有着特別
的意義。桃田賢斗不僅首次擊敗了兒
時偶像林丹，還完成了對世界第一安
賽龍的8連勝，他用這枚金牌證明亞
運會的失利並非常態。

與之相比，中國選手的表現則遜色
不少，最終無人入圍男單四強。過往五
屆奧運會中，國羽四次摘得男單金牌，
其中近三屆由林丹和諶龍完成三連冠，
然而這一傳統將在東京遭遇巨大挑戰。

不僅男單，本次女單國羽也僅有
陳雨菲躋身四強，馬林、山口茜等名
將實力仍更勝一籌。中國隊單打整體
統治力下降是不爭的事實，東京奧運
會形勢不容樂觀。 ■中新網

日本羽毛球公開賽16
日落幕，中國混雙組合鄭思
維/黃雅瓊擊敗隊友王懿律/
黃東萍奪冠，男雙和女雙組
合則在決賽中分別落敗，獲
得亞軍。

當天的混雙決賽，鄭思
維/黃雅瓊對陣衛冕冠軍王
懿律/黃東萍。雙方第一局
打得十分膠着，在 19 平
後，鄭思維/黃雅瓊率先獲
得局點，並以 21：19 獲
勝。第二局，鄭思維/黃雅
瓊乘勝追擊，以21：8輕鬆
取勝。兩局用時36分鐘。

男雙決賽中，中國組合
李俊慧/劉雨辰挑戰賽會頭
號種子、印尼組合吉迪恩/
蘇卡穆約，結果以11：21、
13：21落敗。女雙決賽，中
國組合、亞運會女雙冠軍陳
清晨/賈一凡以 15： 21、
12：21不敵日本組合福島由
紀/廣田彩花。當天另兩場
比賽中，淘汰林丹的日本人
氣選手桃田賢斗直落兩局戰
勝泰國選手科希特，獲得男
單冠軍；西班牙名將馬林則
與日本選手奧原希望激戰三
局，最終以 21：19、17：
21、21：11衛冕。

一年一度的日本羽毛球
公開賽9月11日至16日在
東京都調布市武藏野之森綜
合體育廣場舉行，這裡也將
是2020年東京奧運會羽毛
球項目的比賽場所。

■新華社

“更新換代是殘酷的，卻又是如此美麗
的，屬於籃球這項運動的規律。” 中國籃
協主席姚明如是說。他與李楠、苗立傑、易
建聯、趙睿等一同出席了日前在京舉辦的中
國國家籃球隊共創未來儀式。

當日的儀式回顧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籃
球比賽至今中國男女籃的表現，並展望了即
將舉辦的女籃與男籃世界盃。剛剛與中國男
女籃國家隊續約10年的NIKE展示了十年間
重要時刻的照片以及六代男女籃國家隊球
衣，活動現場一片奪目的中國紅。

姚明說，女籃的平均年齡從28歲左右
降低到不到24歲，男籃“也有了更多稚嫩
的肩膀在扛着我們前進”，這要感謝老隊員
們的付出與犧牲。“我們犧牲了經驗，換來

了活力，換來了新的希望。更新換代是殘酷
的，卻又是如此美麗，屬於籃球這項運動的
規律。”談及男女籃世界盃的目標，他表
示：“我希望我們的隊員們能夠打出屬於自
己的東西，有所收穫，除此之外，才是去贏
下比賽，向2020年進軍。”

“任何一種對抗性運動都是攻守雙方對
立，也是自己與對手對立。比起研究和改變
對手，思考與改變自己是更為容易的，更能
掌握主動權的。”姚明表示，事物的發展以
波浪形前進，有高峰就會有低谷。中國籃球
現在正處於爬坡上升期，在一步步地往上
走。“我們能做的，就是去做好自己能做的
一切，相信自己，相信我們正在往好的方向
發展。” ■新華社

日本羽毛球公開賽於16日落幕。

在五個單項中，中國隊僅收穫混雙一枚

金牌，再次反映出國羽在東京奧運的嚴

峻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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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男女籃更新換代殘酷卻美麗

■陳雨菲在女單4強不敵馬林。 法新社

■■鄭思維鄭思維//黃雅瓊黃雅瓊（（右右））連續連續
在世錦賽在世錦賽、、亞運會等多項大賽亞運會等多項大賽
中奪魁中奪魁。。 法新社法新社

■■陳清晨陳清晨（（右右））//賈一凡獲賈一凡獲
女雙亞軍女雙亞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男女籃成員中國男女籃成員
在主題活動後合在主題活動後合
影影。。 新華社新華社

■■林鄭月娥（左二）向參加青奧的香港代表隊授旗。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火箭”成功衛冕大師賽
世界桌球上海大師賽16日晚收

桿。“火箭”奧蘇利雲（下圖）以
10：9戰勝鶴健士，繼去年折桂後再
次奪得是項大賽冠軍。至此，奧蘇利
雲不僅用3次奪冠成為上海大師賽奪
冠次數最多的球員，也成為該項賽事
歷史上首位成功衛冕的選手。賽後，
“火箭”還將自己的單桿最高分獎盃
和冠軍獎盃送給了現場的小球迷。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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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 / 圖文】由休斯敦亞裔商會（
The Asian Chamber of Commence ）和休斯
敦社區大學（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聯合開設、並由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獨家贊助的 “2018 期企業家和管理人員中
文培訓班 ” 新聞發布會於 2018 年 9 月
12 日在休斯頓皇冠酒店（ Crowne Plaza
Hotel ）舉行。亞裔商會部分理事、 2108
培訓班組委會成員、講師和學員代表等出
席了新聞發布會 。

該培訓班發起人、亞裔商會前董事會
主席趙紫鋆先生主持了此次新聞發布會。
他說： “ 非常高興第三次主持亞裔商會
企業家和管理人員培訓班的新聞發布會，
這說明我們前兩次培訓班辦的非常成功。
而且，也正是由於前兩次辦的非常成功，
華人社區反響熱烈，期待新的一期早日開
辦，所以，亞裔商會響應社區要求，一個
月前才決定在 2018 年開辦第三期。經過短短一個月的籌備，現
在正式開始招生，並定於 10 月 6 日正式開課 。

趙紫鋆還提到，同 2016 和 2017 期培訓班一樣，本培訓班的
招生對象仍是謀求企業發展的企業家、想開辦生意的創業人士以
及欲求提升的企業管理人士。在提供美國經商技能培訓的同時，
主辦方也希望藉助這個項目，給參加課程的學員提供一個認識、
交流和互相學習的平台。

贊助方富國銀行的代表、副總裁 Gloria Liu ，高級商務專員
Lindsay Gao 等到場表示祝賀。

她們均表示非常自豪能成為這個項目的獨家贊助商，正因為
有了富國銀行的資金支持，才促成了 2016 年第一屆培訓班的產
生，富國銀行希望通過這個平台，能幫助到更多的亞裔小型企業
及個人，讓他們在知識面及社交網有更進一步的提升。將來這些
學員如果有投資方面的需要，他們非常樂意提供幫助。

趙紫鋆特別提到，本次負責籌備工作的組委會成員主要是
由 2016 和 2017 期學員組成，組委會主席是 2016 期的學員之一
陳宇雯。然後，趙紫鋆正式介紹了 2018 期培訓班組委會主席、
中信太富特鋼集團北美分公司行政經理陳宇雯。由於這些學員從
培訓中收益，現在反過來通過亞裔商會這一平台服務社區的同時
，也鍛煉自己，成為商會未來發展的中堅力量。這對商會也是一
大收穫，創造了學員、商會和社區的共贏局面，其效果遠遠超過
了他們幾年前發起這一培訓班的預期。

陳宇雯首先介紹了本次培訓班的組委會成員，其中， 2016
期學員有 4 位，除了組委會主席陳宇雯，還有龐統美國公司總裁
龐衛平、 WEIWEI Investment 公司總裁杜少博、 BTIC America
公司總裁鄭國祥； 2017 期學員 1 位， Merrill Lynch 投資顧問康
甯。亞裔商會前主席趙紫鋆，候任主席俞斌和前財務長林起湧也
積極參與組委會的籌備工作。接著，陳宇雯介紹了本次培訓班的
籌備和招生情況。此次企業家培訓班主要課程包括商業計劃、財
務、金融、營銷、合同法和勞工法、獲取政府和大公司訂單的途
徑與技巧等，共 10 週課程，每週六上午上課。 2018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上午 9:00 AM 開課。每次 3 個半小時，有課前早餐

交流、講師授課、問答、講師和學員互動。
各個科目均由相關領域的成功企業家 / 專家主講和分享成功

經驗，全程以中文授課為主。主要講師包括：領銜講師、德州地
產公司董事長、休斯敦市長國際貿易發展委員會亞太區主 席李
雄， 三菱集團麗陽美國公司總裁顧建平，美國洛克律師事務所
資深商務律師童樟茂，美國稅務專家信心 ，富國銀行副總裁
Gloria Liu ，元臣律師事務所 Brian Gargano ， Hollinden 公司總
裁 Christine Hollinden ， Ykcreative 公司總裁 Vivienne Kwon ，
Performance English 公司總裁 Mariam Haddad 等。

領銜講師李雄作為連續三屆的領銜講師也代表講師向組委會
表示了祝賀，他表示有了前兩屆的經驗，這次在課程和講師方面
做了更進一步的優化，針對學員的反饋，更註重於實戰性的課題
，比如說在市場營銷方面請來了 Hollinden 公司總裁 Christine
Hollinden 和 Ykcreative 公司總裁 Vivienne Kwon 兩位營銷專家。
其它課程的內容都做了一些調整，由於有些講師的日程還沒最後
敲定，具體課程信息會在開學前做一次最後更新，敬請期待。

陳宇雯還談了她參加第一期培訓班的體會，她說： “ 從 '
黃埔軍校 ' 第一期的畢業生，然後為第二期提供後勤服務，到現
在擔任第三期組委會主席。這個過程究竟學到了多少東西已經是
無法用言語來說清楚，其實我去年也分享過，接下來也有其他同
學會跟大家分享 ” 。講到收穫，她說： “ 在去年 ACC 的年會
晚宴上，我還意外獲得了 ACC 頒發的總裁獎，這是我人生的第
一個貢獻獎，非常意外，十分驚喜！在那一剎那我突然覺得自己
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我為某中文學校做了 11 年義工，
我也是他們的理事；三年前我和康甯等幾位家長一起組建了一個
少兒足球俱樂部；還有哈維賑災等等等等，我幾乎把所有業餘時
間都用在的公益活動上，只是從來沒想到過要拿獎，但是我們的
前主席 Austin 想到了， ACC 想到了。這是我的榮譽，這是
ACC 對我付出的認可。所以你們看看我就知道，這個 Program
是多麼的催人成長， ACC 為我們搭建的不止是一個學習的平台
，也一個人生的舞台！它可以讓我們自由自在的隨意發揮，演繹
一個不一樣的自我。 ”

2016 屆學生、 WEIWEI Investment 公司總裁杜少博分享了

她的兩點心得： 1. 所有的講師都是商場打拼多年的高手或者是
某一專業領域權威，無論你的事業處於什麼階段，你是心中躍躍
欲試摩拳擦掌準備創業，還是剛剛創業，或者是發展到一定階段
想進一步提升自己的企業，這些導師都會給你提供最有效的意見
。因為你今天所經歷的困難和瓶頸，都是他們曾經經歷過的，他
們不僅可以跟你分享成功的經驗，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願意和你
分享失敗的教訓，和失敗之後如何糾正錯誤重新開始。 2. 你的
同學和校友將會成為你最強大的朋友圈，你的同學中有年輕有為
有創造力的 90 後，也有事業有成的企業家，關鍵是大家志同道
合，都在努力把自己的事業更上一層樓，互通有無，取長補短，
很多同學會成為你終生受益的好朋友甚至合作夥伴。

2017 屆學生、 ABM Nano LLC 總裁陳卓感慨地說： " 作為
2017 屆 ' 企業高管班 ' 的畢業生 , 我和所有同學一樣感到受益匪
淺。我們的授課老師都具有非常豐富的知識和實戰經驗，比如三
菱化學的顧建平總裁、萊斯大學的陸軍教授，著名律師陳帆，童
樟茂，以及著名會計事務所合夥人信新等，因此是含金量極高一
系列課程。學員們不僅能了解企業經營管理成功經驗以及最新的
法律法規，稅務，市場營銷等多方面的相關知識，也同時為學員
拓寬人脈，為企業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機會。作為一名企業經營
者，我很榮幸能成為這個班級的一員並獲得老師們的熱心指導，
祝願更多的華人朋友從這裡出發 , ，踏上成功之路 !"

2017 屆學生、 Merrill Lynch 投資顧問康甯提到 ACC 企業高
管班的內容遠遠超出他的預期。它不僅僅有一個完整全面的教學
課程，更是一次非凡的領導力培訓，促進個人成長和專業發展
。 他認為整個計劃設計得非常好，為他們的長期職業目標增添
了巨大的價值。

亞商會營運經理 Barbara Gallo 女士認為， 亞商會非常自豪
的與休斯頓社區大學合作， 並在富國銀行的大力贊助下， 推
出這一非常有意義的高級商務課程， 並用中文的形式授課。這
將進一步推動華人企業在美國的成功發展。她將儘自己的最大努
力，把這一期的培訓班辦的更加成功。
報名請到亞裔商會網站 :
http://www.asianchamber-hou.org/form/view/15568

亞裔商會亞裔商會““ 20182018 期企業家和管理人員培訓班期企業家和管理人員培訓班””
新聞發布會在休斯頓皇冠酒店舉行新聞發布會在休斯頓皇冠酒店舉行

（記者秦鴻釣）亞美舞蹈學校校長葉繼瑩- Janie Yao畢業於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舞蹈系，她主持的舞蹈學校擁有休斯頓
最優質的精英教師團隊：前休斯頓芭蕾舞團首席Amy Fote，前休斯
頓芭蕾舞團獨舞演員Nao Kazusaki，上海舞蹈學院中國舞資深教師
蘇燕妮， 畢業於Sam Houston 舞蹈專業、擅長編舞與教學的Mi-
chelle McKay，多才多藝的 Dawn Dippel 和Jane Thayer，畢業於休斯
頓大學舞蹈系的Jerrica Mark，還有陸續從國內前來的中國舞蹈老師
加盟。前休斯頓芭蕾舞團主要演員、現任亞美舞蹈團理事長Janie
Parker 和前休斯頓芭蕾舞團主要演員、現任亞美舞蹈團理事 Lauran
Anderson 擔任顧問，亞美舞蹈團配備了空前強勁的教師團隊。

2013年校長葉繼瑩和沈敏生，帶領學生進軍美國主流電視選秀
節目 - 達人秀準半決賽 America’s Got Talent quarter final) ， 榮登
紐約舉世著名的藝術殿堂 (Radio City Music Hall) 大舞臺，為華人舞蹈

團體進軍美國主流電視節目譜寫了璀璨的第一樂章！該團連續18年
被休士頓市政府選為一年三度在市一流水準的米勒劇場舉辦大型公
演，也是唯一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亞裔舞蹈團。演出已成為大休斯
頓的文化品牌, 獲得了各族裔和舞蹈界的廣泛認同。

亞美舞蹈學校的宗旨是：以舞陶冶情，以舞培育人。招收的學生
年齡從3歲至成年。按年齡和水準分班，課程全面而系統, 包括: 幼
兒芭蕾舞、中國舞啟蒙教育, 兒童體操，中國舞, 西方芭蕾舞, 現代舞
, 爵士舞等。亞美舞蹈學校的學生7歲就可以參加考試，加入亞美舞
蹈團，與世界一流水準的舞蹈家在米勒劇場同臺演出，通過學習和
演出培養自信心和優雅的儀態，提升藝術境界美化人生。同時，為
有誌成為舞蹈家的學生，鋪設一條成功之路。2018年該校學生Be-
linda Wu參加YAGP國際專業舞蹈比賽獲得前12名，被Boston Ballet
錄取。

亞美舞蹈學校校長葉繼瑩特邀請母親、休士頓舞蹈學校的創始人
、資深舞蹈教育家沈敏生-Mitsi Shen擔任該校高級顧問。沈敏生老
師在休斯頓35年的教學生涯中，培育了數千名優秀舞蹈者和專業人
才，獲無數榮譽，有口皆碑。沈敏生和葉繼瑩老師有一套集30年豐
富經驗的教學大綱，學生每周只需要占有少量的訓練時間，卻能以
最高水準表演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劇“天鵝湖”“睡美人”等，達事
半功倍之效。

亞美舞蹈學校秋季班已開學，歡迎隨時插班。報名諮詢請電：
葉繼瑩：832-630-5048，沈敏生：832-993-9333。學校地點：
9889 Bellaire Bivd. C #335，Houston, 77036敦煌廣場）。該校網站：
www.danceaa.org

精英薈萃的亞美舞蹈學校精英薈萃的亞美舞蹈學校

"" 百會樂隊＂百會樂隊＂
本周六晚盛大演出本周六晚盛大演出
是休斯頓首次華人樂是休斯頓首次華人樂
隊專場演出隊專場演出，，絶對令絶對令

您耳目一新您耳目一新

休士頓唯一全素西點麵包店休士頓唯一全素西點麵包店
「「 大芳烘焙坊大芳烘焙坊」」 已在已在 「「 王朝商場王朝商場」」 重新開幕重新開幕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以「 少油、少鹽、全素
、沒有牛油」 為特色的休士頓唯一全素西點麺包店
「 大芳烘焙坊」已於日前在「 王朝商場 」 一樓，
原店舊址開幕。歡迎舊雨新知繼續光臨指教。

「 大芳烘焙坊 」 以推出各式蛋糕、無蛋蛋糕
、臺灣囍餅、蛋黃酥、手工製鳳梨酥---- 等西點及臺
灣手工素雞捲、素鴨、肉丸、貢丸、素肉乾、素肉
片、綠豆凸等臺灣風味小吃馳名，是休士頓很有特
色的唯一、全素西點麵包店。

「「 大芳烘焙坊大芳烘焙坊 」」 地址地址：： 96009600 Bellaire Blvd. , #Bellaire Blvd. , #
109109,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電話電話：（：（713713）） 270270-- 65256525，，
www.facebook.com/ ibunbakerywww.facebook.com/ ibunbak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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