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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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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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42

11.2.2018

王秀玲 Anna Wang   
德州共贏房地產董事長及負責人
電話：713-979-8242
專精商業地產
目前正在熱售休斯頓中國城首家高檔老年公寓祥瑞花園

 全球直播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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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發現世界最古老完整沈船黑海發現世界最古老完整沈船 沈睡沈睡24002400年年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黑海海洋考古項目教授黑海海洋考古項目教授

Jon AdamJon Adam在韋爾科姆收藏館手持希蠟古在韋爾科姆收藏館手持希蠟古
老沈船老沈船33DD模型模型。。考古學家在黑海發現世考古學家在黑海發現世
界最古老的完整沈船界最古老的完整沈船，，這條這條2323米長的沈船米長的沈船
來自古希蠟來自古希蠟，，已經在海底沈睡了已經在海底沈睡了24002400年之年之
久久。。沈船遺骸在海面壹英裏以下發現沈船遺骸在海面壹英裏以下發現，，由由
於缺氧環境於缺氧環境，，桅桿桅桿、、船舵船舵、、劃船臺都保存劃船臺都保存
完好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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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發現湖北發現22..4747億年前億年前
湖北鱷類和魚龍類化石湖北鱷類和魚龍類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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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布！
中國國有金融資本有這麽多

財政部部長劉昆向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作《國務院關於2017

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本的專項報告》。

這是中國國有金融資產第壹次全口徑公

開“家底”。

劉昆說，截至2017年末，國有金融

機構資產總額241.0萬億元，負債總額

217.3萬億元，形成國有資產16.2萬億元。

16.2萬億元的凈資產，劃分給14億

中國人，每個人就能拿到1萬多。

放在全世界，16.2萬億元凈資產也

是壹個龐大的數字。全球權威雜誌英國

《銀行家》公布的2018年報告指出，全

球1000大銀行2017年壹級資本總額合計

才8.2萬億美元。

值得註意的是，人民銀行研究局局

長徐忠曾撰文稱，現有國有金融企業的

國有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實的，有

的是自己為自己註資，有的註資早已消

耗殆盡。

問題是，財政部此次公布家底是為

了什麽？下壹步又有怎樣的打算？

事出有因
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接受中新

社國是直通車采訪表示，財政部此次對

國有金融資產進行摸底，跟國務院今年

7月份公布的《關於完善國有金融資本

管理的指導意見》有關。

在這份文件中，國家對國有金融資

本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比如，它要求解決國有金融資本管

理中存在的“職責分散、權責不明、授

權不清、布局不優，以及配置效率有待

提高、法治建設不到位”等問題。

在解決這些問題中，財政部被賦予

了更重要的責任。

文件明確，由財政部門牽頭統壹履

行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履行出資

人職責的各級財政部門對相關金融機

構，享有參與重大決策、選擇管理者、

享有收益等出資人權利。

“從這個角度看，財政部摸清家底

是為下壹步的管理做打算。”宗良說。

統壹管理
由財政部門牽頭負責，引出另外壹

個問題：國家要打破國有金融資本管理

“政出多門”的弊端。

比如，目前中央層面，財政部、匯

金公司、壹行兩會等都不同程度參與國

有金融資本管理；地方層面，國有金融

資本的管理也缺少統壹的模式。

再比如，國有金融資本發展的規模

越來越大，管理的鏈條越拉越長，管理

控制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壹些地方甚至

存在金融企業與非金融企業統壹監管，

缺乏風險隔離機制的問題。

這都導致了國有金融資本管理“職

責分散、風險增加”的問題。

在宗良看來，推行國有金融資本的

統壹管理，既能有效化解金融風險，也

為金融資產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條件。

正如《國務院關於2017年度金融企

業國有資產的專項報告》(下稱，報告)

總結說，穩妥做好風險處置工作，提升

國有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壹是不良貸

款率穩中有降，不良資產處置穩步推

進，4家資產管理公司積極發揮收購處

置不良資產主力軍作用。二是金融機構

抗風險能力得到提升，銀行業風險抵補

能力不斷增強，證券保險業主要風控指

標遠高於監管標準。

公私兼顧
毋庸置疑，完善對國有金融資本的

管理，始終要保持國有金融資本的控制

力和主導作用。

中國的國有金融資本主要集中分布

在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其中銀行

業尤為集中。因此，對國有金融資本的

管理也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

報告提出，要以管資本為主加強金融

企業國有資產管理，切實防範金融風險。

具體表現為，夯實國有金融資本管

理法規制度體系，健全國有金融機構激

勵約束機制，落實國有金融資本經營預

算制度；優化國有金融資本戰略布局，

推動國有金融資本向重要行業、關鍵領

域、重要基礎設施和重點金融機構集中；

完善國有金融機構授權經營體系，推動國

有金融機構履行好服務實體經濟和防控金

融風險的主體責任；完善現代金融企業制

度，加強股權董事監事實質化管理，引導

國有金融機構降低組織結構復雜程度。

恒豐銀行研究院研究員張濤建議，

在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同時，也要

做到“公私兼顧”和“內外兼顧”。比

如，競爭比較充分的中小商業銀行，國

有資本可以進壹步退出，更多交由市場

競爭；取消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

外資壹致的股權投資比例規則，持續推

進外資投資便利化。

網上辦事十年 支付寶：下壹個10年會進入刷臉辦事時代
綜合報導 支付寶發布“網上辦事十周年”報

告。數據顯示，十年來，支付寶已為300余城市近

5億人提供包括政務辦事、醫療服務、交通出行、

生活繳費等在內的100余類服務，超過50%熱門辦

事功能可以網上辦。“我們認為，中國正在全面進

入網上辦事時代，下壹個10年，我們會進入刷臉

辦事時代。”支付寶副總裁鄒亮如是表示。

支付寶“網上辦事十周年”數據顯示，網上辦

事已成為老百姓的首選。北京、成都、廣州、

杭州、合肥、南京、上海、深圳、武漢、西安入選

首批“十大不跑腿城市”，十大城市超過7成主要

業務可在線辦理。

從2008年至今，十年間，從單壹的水電煤繳費

到五險壹金、交通違章處理、醫院掛號等，中國老

百姓越來越多的事情從線下辦變成了網上辦。

2008年，上海電力局率先嘗試網上交電費，上海

市民從排隊1小時到1分鐘就可以辦完。這成為

壹個起點，拉開了全國網上辦事的序幕。

壹年後，杭州的水電煤繳費也全面支持網上繳

費。那麽，如何讓更多城市加入進來？支付寶第壹

家銀行合作方——光大銀行的加入起到了關鍵作

用。通過光大銀行，支付寶能夠連接全國更多水電

煤繳費機構。

民生無小事。不僅水電煤公司，從2008年開

始，更多機構開始想方設法，讓老百姓少跑腿，點

點鼠標、點點手機就能辦。

目前，中國超過300個城市，有100多類服務

實現了網上辦理，老百姓常用的熱門服務中，超過

壹半開始能夠網上辦理。其中水電煤繳費、五險壹

金的查詢與提取、交通違章信息查詢和處理、醫院

遠程掛號是老百姓使用最多，最歡迎的四大服務。

同時，辦事單位自身也在感受著互聯網帶來的

紅利。與辦證打了21年交道的武漢出入境老警長

何彥平，見證了排隊最長的窗口從淩晨5點有人放

磚頭排隊，到現在“備受冷落”；浙江省直公積金

辦事大廳的復印機最忙的時候，壹天要用掉7包

紙，現在1天2包都用不完……

現場，鄒亮說：“我們做的從來都不是聚光燈

下的業務，但卻是老百姓真真切切最有感受的。”

他認為，包括“國家政策推動，公司內部重視，互

聯網發展成熟”在內的內因外力促“網上辦事”成

為大勢所趨。同時，科技是推動“網上辦事”突圍

的重要利器。

例如，刷臉技術的日漸成熟，成為推動此

事的壹大科技助力。原來許多事情必須本人到場

才能辦，現在刷臉也行了。2017年，浙江地稅在

全國首個開啟“刷臉查稅”，目前已經有超過

40個城市開通“刷臉政務”，查詢公積金、繳

納交通罰單、申報個稅、領取身份證網證、電

子社保卡等電子證件，人們不再需要用壹堆材

料證明“我是我”。

杭州省直公積金是全國第壹家刷臉提取公

積金的機構，杭州市省直單位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

副主任吳旭輝表示：“刷臉技術的可靠性很高，運

用刷臉技術以來，結合著支付寶其他的實名認證等

安全技術，我們還從未遇到過冒領錯領案例。”吳

旭輝進壹步表示，未來希望在公積金繳存和公積金

貸款上，能和支付寶有更多的合作。

上海浦東威立雅自來水有限公司客戶服務中心

經理陳維佳說：“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

我們還會嘗試遠程抄表、定制化電子賬單等更

復雜的功能，讓支付寶能成為我們的其中壹個

網上辦事廳。”

“刷臉技術正應用在越來越多的民生服務領

域，我們相信結合著圖像識別、AI、區塊鏈等更

多技術，下壹個10年，中國將會逐步進入刷臉辦

事時代，便捷的數字政務將會成為數字城市的標

配。”鄒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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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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節目主題：臺灣選戰，蔡英
文成民進黨“票房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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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 Tuesday, October 30, 2018



BB66體育消息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

713-505-3919
iptvho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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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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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羽賽國家隊奪三冠

短 訊

■■鄭思維鄭思維（（右右））與黃雅瓊與黃雅瓊
輕鬆擊敗對手輕鬆擊敗對手。。 新華社新華社

■■韓呈愷韓呈愷（（右右））與周昊東在比賽後慶祝勝利與周昊東在比賽後慶祝勝利。。 新華社新華社

■■諶龍諶龍（（右右））和石宇奇在和石宇奇在
頒獎儀式上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新華社

奪冠後的諶龍振臂高呼，這是他在
2018 年收穫的首個單打冠軍。

“挺開心的。今年的表現可能沒有那麼
好，但是依然沒有影響我對勝利的渴
望，反而越來越強烈了，也是因為能贏
下一些比賽之後自己會更有信心。”諶
龍在接受採訪時說。
首局石宇奇的幾記後場扣殺以失誤

告終，諶龍一直手握着5分左右的優
勢，他以21：17將首局勝利收入囊中。
第2局前半段兩人競爭激烈，石宇奇依
靠斜線扣殺在局中休息時以11：10領
先。戰至19平後，諶龍先用一記高質量
的後場調動佔得先手，又在石宇奇回球
出界後將比分鎖定在21：19。“今年的
交手我輸了兩次，足以證明他的進步，
已經是世界男單頂尖水平。今天他表現

得非常頑強，第2局我們打得非常激
烈，比分始終沒有拉開，也反映出我們
對於勝利的渴望。”諶龍說。

韓呈愷/周昊東首勝世巡賽
國羽男雙新銳組合韓呈愷/周昊

東，同日在決賽中以23：21、8：21、
21：17擊敗世界排名第1的吉迪恩/蘇
卡穆約，繼上個月中國公開賽後再度
戰勝對手，並摘得首個世界羽聯世界
巡迴賽冠軍。韓呈愷認為，能夠一路
走向冠軍，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兩人心
態很好：“拿了冠軍並不是說實力就
比每個對手都強。結果是我們一場一
場地打下來的，能夠戰勝他們，是因
為沒有太大包袱，心態放得比較平
穩。”

鄭思維/黃雅瓊混雙無敵手
混雙頭號種子鄭思維/黃雅瓊在決

賽中以21：19、21：14戰勝韓國組合徐
承宰/蔡侑玎，以未丟1局的成績，在上
周丹麥公開賽之後“背靠背”贏得公開
賽冠軍。女單和女雙決賽均沒有中國運
動員參加，兩項冠軍均被日本選手奪
得。女單前兩號種子戴資穎和山口茜上
演強強對碰，山口茜以22：20、17：
21、21：13笑到最後。世錦賽冠軍松本
麻佑/永原和可那以21：14、21：19戰
勝保加利亞的斯托伊娃姐妹，摘得女雙
冠軍。
法國羽毛球公開賽是世界羽聯世界

巡迴賽全年5站超級750賽事之一，賽
事總獎金為75萬美元。 ■新華社

多哈體操世錦賽日前結束女子資格
賽較量，年輕的中國女隊以總分
165.196分、排名第3的成績晉級團體
決賽，美國和俄羅斯女隊分列前兩位。

本屆世錦賽是東京奧運會體操項目
的第一場資格賽，獲得男、女團體前3

名的隊伍將直接獲得東京奧運會團體參
賽資格。為了兵分兩路最大化爭取奧運
資格，同時由於受到退役及傷病影響，
中國女隊本次世錦賽派出的陣容非常年
輕，多名主力選手都是第一次參加世錦
賽。

姑娘們儘管在高低槓和平衡
木上出現失誤，不過兩項總成績
在所有參賽隊伍裡均排名第2。由
於跳馬和自由體操項目難度總體
不算高，因此中國女隊在這兩個
項目上被總成績僅領先自己0.301
分的俄羅斯隊拉分較多，同時中
國女隊落後美國隊9.233分。
由於每支隊伍在個人項目上

最多只能有兩人晉級決賽，最終，
排名第9和第13的羅歡和陳一樂晉
級個人全能決賽。高低槓項目上，
羅歡晉級決賽，劉婷婷獲得第一替
補席位。章瑾、劉婷婷晉級平衡木
決賽，劉津茹晉級跳馬決賽。
“（畢竟）是一支非常年輕的隊伍，

因此有些失誤也能夠理解，還是有點緊
張，”女隊主教練喬良說，對於中國姑娘
們在資格賽的發揮非常滿意。陳一樂表

示，平衡木沒有晉級決賽非常遺憾。接下
來她和隊友會全力以赴準備女團決賽，既
然平衡木出了問題，就把問題全部解決，
團體一定不能失敗。 ■新華社

場地單車世界盃加拿大站
於當地時間周日舉行最後一天
賽事，其中“牛下女車神”李
慧詩（Sarah）於凱林賽決賽未
能殺出重圍，只得一席第4
名，最終僅以1面金牌完成今
站比賽。
上站凱林賽驚險奪得銅牌

的李慧詩，在今站比賽晉級過
程順利，先是於首圈僅負爭先
賽決賽對手軒絲以小組次名過
關。到第2圈，Sarah則力壓俄
羅斯的舒米列娃以首名殺入決
賽。可惜Sarah在決賽未能成
功突圍，最終屈居金牌得主美
國的葛比、銀牌得主澳洲的摩
頓以及銅牌得主哥倫比亞的彭
妮達之後，只得一席第4名。

至於其餘港隊戰將方面，
亞運金牌組合梁峻榮及張敬
樂，於男子麥迪遜賽取得第8
名。楊倩玉則在女子全能賽獲
得第19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第三屆格薩爾賽馬節落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

道）第三屆格薩爾“王者榮耀”賽馬節
在青海玉樹圓滿落幕。本屆賽馬節吸引
了眾多當地群眾的熱情參與，草原上的
駿馬在一聲聲歡呼中奮力奔馳，當地老
百姓不斷揮動着手中吉祥的哈達，熱情
高亢的山歌使格冉雜神山環繞着史詩英
雄登基時的浩瀚熱鬧非凡。

CBA廣東男籃主場挫新疆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常規

賽第4輪日前進行了7場比賽。其中兩
場焦點戰中，雖然易建聯未能達成“一
萬分”的目標，但主場作戰的廣東男籃
仍憑首節建立的巨大優勢，以112：95
大勝新疆廣匯；衛冕冠軍遼寧男籃則在
末節發力，以104：98力克北京首鋼。

■新華社

本年度法國羽毛球公開賽日前迎來決賽日。去

年在巴黎顆粒無收的中國隊今次共獲得男單、男雙和

混雙3項冠軍。其中男單決賽上演國羽“內戰”，

奧運冠軍諶龍直落兩局擊敗2號種子石宇奇。

體操世錦資格賽中國女隊排第三

■■中國女隊選手中國女隊選手（（從左至右從左至右））羅歡羅歡、、章瑾章瑾、、陳一樂陳一樂、、劉津茹劉津茹、、劉婷婷和杜思雨劉婷婷和杜思雨
在比賽前向觀眾致意在比賽前向觀眾致意。。 新華社發新華社發

■■陳一樂陳一樂
在自由體在自由體
操 比 賽操 比 賽
中中。。

新華社新華社

■■諶龍諶龍（（右右））慶祝慶祝
比賽勝利比賽勝利。。 新華社新華社

■■李慧詩在凱林賽僅得李慧詩在凱林賽僅得
第第44名名。。 單車聯會圖片單車聯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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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三分之一成人患糖尿病德州三分之一成人患糖尿病 儿童患病數量全美第七儿童患病數量全美第七
（本報訊 ）根據一家基金會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的報告，德州糖尿
病成人患者數量在美國各個州排名中位居第
14位，而10歲至17歲的青少年患者排名中
則位居全美第七位。

對於德州的成人和兒童，糖尿病依然是
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在全美各大州中排名
一直靠前。

根據這家基金會的調查，去年，三分之
一的德州成年人和五分之一的德州兒童患有
糖尿病。

和全美的情況相似，兒童階段的糖尿病
在德州是一個顯著問題，同時族裔之間罹患
糖尿病的數量也不相同，非裔和西班牙裔的
居民患糖尿病的比例要高於白人。因此，社

區需要不同族裔和不同年齡階段的領袖人物
來呼籲糖尿病的預防，控制兒童的體重和飲
食等問題。

一個好消息是，專門為低收入孕婦提供
的營養項目WIC顯示的數據表明，2至4兒
童患有糖尿病的比例正逐步下降，同時，德
州青少年糖尿病患者近年來的數量也從
16.9%減少至14.9 %，德州患有糖尿病年齡在
45 歲至 64 歲的成人比例最高，非裔和西班
牙裔高於白人，男性患者數量要高於女性患
者。

全美成人患者中各州調查中，，West
Virginia 州排名第一為38%，Colorado 排名最
低為22%。

（本報訊 ）根據 CultureMap 的報導
，位於休斯頓4601 華盛頓大街的餐廳Kitchen
713本月28日突然宣布關閉，這家推出現代美
國南方黑人傳統美食的餐廳，並在 2017 和
2018年連續兩年躋身休斯頓紀事報美食100家

的行列。
2014 年，這家餐廳的業主和主廚 James

Haywood 和 Ross Coleman 以8000美元的小投
資創立了這家新概念的現代餐飲為主的餐廳，
起初地點位於休斯頓Second Ward District 。

2016年6月，這家餐廳曾經關閉，讓很多
喜歡這家餐廳的食客感到失望，直到當年9月
，這家餐廳在位於華盛頓大街租到了佔地4700
平方英尺的新的地點，新餐廳擁有現代時尚和
空間充足的餐廳和酒吧，獲得了良好的口碑。

餐廳業主James Haywood在接受采訪時表
示，此次關閉餐廳主要是希望能夠利用這段時
間全球旅行，並希望能為今後的人生帶來動力
和靈感。

休斯頓排名前100餐廳 突然宣布關閉

[綜合報導]萬聖節將至，西方多國媒體近日忙於發布安
全警報，提醒家長們注意保護未成年人的安全。據了解，這一傳
統節日對孩子來說堪稱“最危險的節日”之一，發生各類事故的
可能性比平日高出數倍。

美國《沃特敦日報》29日報導，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提醒稱，交通事故是萬聖節的頭號安全隱患，未成年人在這一天
遭遇車禍的概率是平日的4倍，而交通事故死亡率是平日的兩倍
。除了受害人疏於防範路面安全外，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萬聖夜

的醉駕者數量激增。官方數據顯示，在2007年至2011年萬聖節
期間，近1/4的行人交通事故由醉駕導致。該報建議，孩子外出
“要糖果”時應有成年人陪同，最好在服裝或糖果袋上貼上熒光
貼紙。

加拿大《溫哥華太陽報》稱，加拿大剛宣布大麻合法化，輿
論擔憂孩子們會在萬聖節期間誤食摻雜了大麻的糖果糕點。該報
提醒稱，家長要特別注意檢查孩子的糖果袋，以防“大麻巧克力
”或“大麻糖”一類危險食品混入其中。

萬聖節服飾及周邊產品安全問題引發了英國及澳大利亞媒體
的關注。英國《牛津郵報》稱，由於萬聖節期間孩子們會在南瓜
燈裡點蠟燭，為此家長要特別注意防火；購買萬聖節服裝時一定
要確保產品帶有歐洲合格認證的“CE”標誌，最好用電燈替代
。澳大利亞《信使報》稱，該國近日湧現出大量不合格的萬聖節
周邊產品，僅墨爾本市就沒收了3000餘件化裝道具。媒體提醒
，家長要注意這些產品的成分，以防兒童過敏。

萬聖節事故頻繁 對孩子來說堪稱最危險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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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主講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主講

( 本報記者秦鴻鈞）恆豐銀行於
10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半舉辦
「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 專題講座，
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為大家講解
，說明。高德潤女士有豐富的貸款經驗
，她服務熱忱又有耐心，一場演說，把
大家想要知道的貸款常識，解釋的清楚
明瞭，使與會者獲益良多！

高德潤女士一開場即明白指出：申
請房屋貸款，不論是買房或是做重新貸
款，一般需要有好的信用與足夠的收入
。同時要有身份證明，像駕駛執照、綠
卡、最近一個月的薪資單，兩年的
W-2 / 1099 form , 及報稅的1040 文件
。如果是開公司的申請者，還需要提供
兩年的1120 或1050 的文件，以及最近

兩個月的銀行存款單，證明存款的來源
。買自住房可接受親友的贈與（私人支
票或電匯）。

高德潤也一一介紹常見的各種貸款
，如：

1，新移民貸款-- 需要建立好的
信用，目前的工作（W2 )與在原來國內
最少做兩年的工作是相似的。目前的一
個月收入，就可當作申請貸款的收入。
當然也需要有兩個月的銀行存款，證明
存款的來源。

2， 大學畢業生的貸款-- 需要有
畢業證書， 證明所讀的科系與目前的工
作（W2）是相關的。需要有好的信用
，只需提供目前一個月的收入（W2）
以及兩個月的銀行存款單。

3， H1,L1, J1, EB5 或是政治庇護
的申請貸款，需要有好的信用。目前的
工作（W2) 與在國內所做的工作是相關
的。需要提供有效的工作證明（Em-
ployee Authorization Card ), 目前的一
個月薪資單，也可當作申請房貸的收入
，同時也需要有兩個月的銀行存款單。

4，自住和投資房降息/ 抵押重新貸
款。除了上述所講要有好的信用收入，
身份證明，報稅的文件，最近兩個月的
銀行存款單外，還需提供自己房子交稅
的證明，房屋保險及HOA( 社區管理費

）的交費證明。自住房的抵押重新貸款
不必提供銀行存款單，貸款金額至少
$125,000 元。

首次自住房的補助計劃（Home
buyer Assistance ), 最高可補助$25,000
元，凡是休士頓的居民，且是美國公民
或綠卡身份。有工作且報兩年稅，願意
參加 8 小時的課程，第一次買房，或是
已經有過房子，最近三年內沒有購房的

記錄。要確定買房以後，一定要住滿五
年的申請者，信用要好，收入也有限制
。

高德潤說：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不
同，而有不同的貸款方式。只要我們儘
早做好申請貸款的準備，提供完整的需
求文件，一定會很順利的完成貸款手續
，實現美國夢！

《休斯頓華富老人中心舉辦重陽節敬老畫展》

圖為講座現場圖為講座現場。（。（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為主講人高德潤為主講人高德潤，（，（左一左一））為為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市場部副總裁徐朗市場部副總裁徐朗，，她在開場時向大家介紹當天主講人她在開場時向大家介紹當天主講人----資深貸款專員資深貸款專員

高德潤高德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 左左 ）） 在演講前與該行在演講前與該行
「「市場部市場部」」 副總裁徐朗副總裁徐朗（（右右））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在今年農歷九月九日重
陽節，休斯頓華富老人中心
熱熱鬧鬧的舉辦了《華富老
人中心重陽節畫展》，以彰
顯敬老愛老成為時尚和賢傳
美德的社會風尚。

華富老人中心在負責人
高小姐的倡導和組織下成立
了老人繪畫班，由資深繪畫
老師曹淑敏老師執教。經過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這些
古稀耄耋老人已經從一個沒
有繪畫基礎的初學者，成為
了一個可以掌握基本繪畫原
理和繪畫技能的繪畫者，因

為他們的老人生活增加了很
多樂趣。曹淑敏老師耐心的
手把手給老人們從繪畫構圖
到顏料的調和配色進行由淺
入深的講解和指導，深受老
人們的喜愛，老人們繪畫上
也進步很快！

這次重陽節畫展，在休
斯頓其他的老人中心和社會
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敬老
畫展活動對促進老人們的身
心健康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為老人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
豐富的色彩。

【泉深 / 圖文】10月24日是 “聯合國憲章” 生效的周年紀
念日。晚上，大休斯頓地區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近300名代表在
休斯頓少年聯盟會議大廳聚會，隆重慶祝 “世界人權宣言” 發
布70周年，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應邀出席
。

慶典活動由辛西婭•西斯內羅斯 (Cynthia Cisneros) 主持。休
斯頓國際聲音合唱隊演唱美國國歌。聯合國休斯頓委員會主席丹
尼爾•斯托克 (Daniel Stoecker) 致歡迎辭。

難民和移民教育及法律服務中心(The Refugee and Immigrant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Legal Services) 執行董事喬納森•瑞恩

（Jonathan Ryan）作人權保護的專題演講。瑞恩先生是家庭團聚
和難民尋求庇護以及當前美國邊境人權危機的發言人和倡導者，
為美國移民提供移民法律服務。

慶典活動將終身成就獎頒發給薩拉•蒂姆斯 （Sara Timms
） 和大衛•蒂姆斯（David Timms）；將全球公民社區獎頒發給
德州州代表森弗龍尼亞•湯普森 （Senfronia Thompson）和 Gal-
lery Furniture 總裁吉姆•麥金維爾(Jim Mclnvale) ；將全球公民企
業獎頒發給石油供應商雪佛龍公司（Chevron）。

著名樂曲演奏家Fristoe 和Clayton Farris 兄弟演奏酒會樂曲。
Anjala藝術舞蹈中心表演了印度舞蹈和非洲鼓舞。

人權歷史上的裏程碑文件 “世界人權宣言”（ United Na-
tions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頒布於 1948 年 12 月
10日。它由聯合國提出，首次規定了受到普遍保護的基本人權。
前美國聯合國委員會（UNA-USA）董事會主席和人權開拓者埃
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擔任UDHR起草委員會主席
，並且是 “世界人權宣言” 采用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對全世界的每個人都是眾所周知
的。他們參加各種活動，包括災難時期的援助，以及來自自然災
害和戰爭損失造成的援助。他們為這些地方的有需要的人提供醫
療援助，並提供清潔的水，食物以及休息和康覆的場所。

休斯頓各界聚會隆重慶祝休斯頓各界聚會隆重慶祝
““世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 發布發布7070周年周年

休斯頓國際聲音合唱隊演唱美國國歌休斯頓國際聲音合唱隊演唱美國國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應邀出席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應邀出席。。

慶典活動由辛西婭慶典活動由辛西婭••西斯內羅斯主持西斯內羅斯主持。。 聯合國休斯頓委員會主席丹尼爾聯合國休斯頓委員會主席丹尼爾••斯托克致歡迎辭斯托克致歡迎辭。。 吉姆吉姆••麥金維爾麥金維爾(Jim Mclnvale)(Jim Mclnvale)獲全球公民社區獎獲全球公民社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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