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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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49

12.21.2018

 全球直播
LIVE

圖為美國國際集團金融公司 (AIG ) 德州亞裔市場副總監譚秋晴（前排左三 )
與她的理財精英團隊合影。該團隊為 AIG 業績最好的團隊。
AIG 至今已成為全球壽險的領袖之一。在全世界已擁有超過 9000 萬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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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戰沈船致遠艦設計圖百年後在英國重見天日甲午海戰沈船致遠艦設計圖百年後在英國重見天日

在英國紐卡斯爾的泰恩—威爾檔案館在英國紐卡斯爾的泰恩—威爾檔案館，，檔案管理員瑞秋檔案管理員瑞秋··吉爾介紹吉爾介紹
致遠艦設計圖紙致遠艦設計圖紙。。 記者日前在紐卡斯爾泰恩—威爾檔案館查找北洋海記者日前在紐卡斯爾泰恩—威爾檔案館查找北洋海
軍史料時發現壹套七張軍史料時發現壹套七張、、檔案名為檔案名為““中國巡洋艦舵機設計圖中國巡洋艦舵機設計圖””的原始圖的原始圖
紙紙。。塵封百年塵封百年，，甲午海戰中抗擊日艦後沈沒的清北洋海軍致遠艦部分原甲午海戰中抗擊日艦後沈沒的清北洋海軍致遠艦部分原
廠設計圖紙在其建造地廠設計圖紙在其建造地———英國紐卡斯爾市的壹家檔案館首次被發現—英國紐卡斯爾市的壹家檔案館首次被發現，，
為打撈那段悲壯的歷史提供了重要慘考為打撈那段悲壯的歷史提供了重要慘考。。

貴陽六旬老人熱衷於貴陽六旬老人熱衷於““蛋雕蛋雕””
1414年間雕刻千余件作品年間雕刻千余件作品

段琴貴老人查看作品是否有瑕疵段琴貴老人查看作品是否有瑕疵。。貴州省貴陽市貴州省貴陽市6969歲老人段琴貴歲老人段琴貴
退休前是飛機維修師退休前是飛機維修師，，他從他從20042004年退休就開始自學年退休就開始自學““蛋雕蛋雕””創作創作，，廢廢
棄的蛋殼經過他的雕琢棄的蛋殼經過他的雕琢，，成為壹件件精美的藝術品成為壹件件精美的藝術品。。1414年來年來，，段琴貴共段琴貴共
創作創作““蛋雕蛋雕””作品作品10001000余件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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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三家發鈔銀行公布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三家發鈔銀行公布，，20182018新系列新系列10001000港元鈔票港元鈔票
將於將於1212月月1212日正式上市流通日正式上市流通，，500500港元新鈔將於明年港元新鈔將於明年11月月2323日起流日起流
通通。。市民可從發行當日起在三家發鈔銀行兌換新鈔市民可從發行當日起在三家發鈔銀行兌換新鈔。。圖為金管局工作人圖為金管局工作人
員展示整版員展示整版10001000港元新鈔票港元新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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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房企更名去“地產”
難改房產銷售業務核心

隨著中國房地產行業告別高速增長

階段，房企們也紛紛開始謀求轉型。而

將企業名稱中的“地產”兩字去掉，無

疑是最具象征性的手段。

對此，有業內人士指出，雖然當前

有不少房企紛紛進行了更名，但從實際

情況看，房地產銷售仍是其絕對的核心

業務，多元化也基本是靠房產銷售輸血

來發展。且短期看，難以形成匹敵地產

業務的規模。因此，這些企業雖然更名

去掉了“地產”兩個字，但本質上仍是

地產公司，能否最終轉型成功，還需要

數年時間來驗證。

奧園更名“去地產”
主業管控能力亟待加強
11 月底，中國奧園發布公告稱，

基於長遠的業務策略，公司名稱正式

由 “中國奧園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更改為“中國奧園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前11個月，中國奧園完成合

同銷售738.9億元，較2017年同期增長約

115%，已超額完成此前制定的全年目標

730億元。

中國奧園管理層表示，公司提早布

局，目前已涵蓋地產開發、商業運營、

物業管理、健康醫美、文旅養生、跨境

電商等板塊，隨著各板塊規模的不斷擴

大，形成了“壹業為主、縱向發展”的

業務格局。據悉，截至 2018 年 6月 30

日，奧園的土地儲備總建築面積約為

3001萬平方米，分布於60個境內外城

市。公司2012年至2017年合同銷售年復

合增長率達54%。

不過，就在中國奧園加速擴大規

模，並決心轉型的同時，公司對主營業

務的管控能力，也有待提升。

11月6日，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

廳網站發布《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

關於公布2018年各地查處的第四批違法

違規房地產開發企業、中介機構和物業

服務企業名單的公告》。中國奧園旗下

的合創泰富位列其中，其違法違規行為

包括，未在銷售現場公示規劃部門審批

的總規平面圖、分層平面圖、前期物業

服務合同等；未按“壹房壹價”的規定

要求公示，價格公示不規範。

同時，根據住建部官網的信息顯

示，12月3日下午，在廣東省茂名市電

白縣金源海灣文化城項目壹期壹區，發

生高處墜落事故，最終造成1人死亡。

而該項目的建設單位為茂名金源海灣房

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其大股東為廣州郡

峰置業，隸屬於中國奧園。

對此，有分析人士稱，當前中國的

房地產市場已進入相對成熟的階段，市

場對於公司的監管不斷提升，業主對房

屋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部分房企在

發展多元化業務的同時，主營業務的能

力更需不斷提升，畢竟只有根基穩固才

能讓企業更好的發展。

完善自身業務生態
轉型仍處探索階段
除中國奧園外，包括保利、龍湖、

萬達、時代、朗詩等品牌房企，紛紛在

今年將公司名稱的“地產”兩字去除。

而恒大、遠洋等巨頭也在稍早前便完成

了上述動作。

龍湖在更名公告中表示，集團現

已涵蓋地產開發、商業運營、長租公

寓和物業管理四大主航道業務，未來

更將深度探索及參與城市空間和服務

的重構。

龍湖CEO邵明曉表示，當下中國

正在進行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首先

是控制杠桿，第二是不斷弱化房地產

投資屬性，第三個是各個城市，尤其

大城市都在做產業升級。這個大背景

下，龍湖的戰略方向依然是圍繞房地

產主業，也就是空間營造，為客戶做

更好的服務。

同時，保利在更名後也對外宣布，

集團將用做平臺的思維，主動鏈接、

主導整合、主推賦能，把產業的邊界

打通，將資源的價值提升，自主進化成

不動產生態的神經網絡。

可以說，當前房企紛紛更名，背後

更多是企業多元化的轉型和戰略發展定

位的升級。

而國泰君安分析師謝皓宇則指

出，當前房企的轉型方向已基本確

定。主要分為兩個方向。壹個是圍繞

房地產的服務產業，例如社區消費、

物業服務、房地產金融等；另壹個是

“產業+地產”，例如物流地產、養老

地產、旅遊地產等。前者是基於存量

地產挖掘後服務市場，後者是地產領

域裏的新產品線，當前的盈利模式主

要以出租和銷售為主。在經歷了此前

的多種業務摸索期之後，當前龍頭房

企已基本明確戰略定位，成立相應的

事業部開始發展。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龍頭

房企們面對行業天花板，紛紛開啟

自身業務生態系統的完善工作，但

轉型是壹項長期的工作，大部分仍

處於摸索階段，能否成功還要看各

自的資源整合能力以及對市場變化

的準確把握。

大英博物館：與天貓在中國建立更深度商業合作關系
綜合報導 大英博物館與中國天貓晚在倫敦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將在中國建立更深入的商

業夥伴關系。

根據合作內容，未來3年內，大英博物館在中

國的獨家授權運營商——品源文華，將繼續經營大

英博物館天貓旗艦店，推廣博物館新ip衍生品，同

時與天貓上的多個零售夥伴壹起擴展其大英博物館

授權產品的開發。此次有20余款新品將於17日在

天貓獨家首發。

大英博物館IP授權總監Craig Bendle說：“我

們工作的壹個重要部分是發現新的方式與世界分享

大英博物館，我們很高興進壹步擴大了和天貓、品

源文華的合作，通過推出系列新產品和新零售體驗，

將把博物館的精彩帶給更多的中國消費者。”

擁有265年歷史的大英博物館在天貓上“返老

還童”，是第壹家在天貓開店的海外博物館。其天

貓官方旗艦店從7月1日開始試運營，僅用兩個星

期就沖上當天行業第壹，到現在已經積累了近36

萬名粉絲。

大英博物館自今年7月入駐天貓，僅僅用了16

天，所有商品就已全部售罄，深受中國消費者的喜

愛。目前，天貓已成為中外博物館擁抱數字化的第

壹平臺。除世界五大博物館中的故宮博物院、大英

博物館外，中國國家博物館、頤和員、陜西歷史博

物館、蘇州博物官、V&A等均已入駐天貓。這些

博物館在天貓上有近300萬粉絲，其中2家年訪問

量已超過千萬人次。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英國國家

美術館等正在入駐天貓的進程中。

據天貓新品創新中心對消費者的分析發現，

2018年 1月到10月，在天貓和淘寶平臺上，搜索

“博物館”的用護數是2016年同期的2.15倍，其中

有近9成用護瀏覽了博物館周邊文創產品；而在線

下，中國的博物館慘觀人次也在逐年上升，2016

年達到了8.5億人次。

天貓營運平臺事業部總經理家洛表示，天貓上

有上百萬品牌商家，他們構成了豐富的商業生態，

也為文創IP的商業化提供了廣闊的試水空間。“我

們會幫助博物館與天貓上越來越多的家紡家居、美

妝、食品、電器數碼等品牌展開跨界合作。”

基於不斷入駐的博物館，天貓已經開辟了壹條

新的業務線——天貓Club文創空間，全面開啟針對

年輕用護的文化創意展示、商品售賣、線下體驗壹

體化的文化創意傳播和商業聯動模式。

據悉，大英博物館除了開設天貓旗艦店外，也

通過大英的品牌授權，在中國區與天堂傘、野獸派、

晨光、收納博士、墨色、FION 等多個天貓上的品

牌進行了IP授權及商品合作。

發布會當天，受益此次合作的天貓會員作為首

批幸運消費者也抵達倫敦，慘與了天貓Club文創空

間的博物館奇喵夜活動，大英博物館為這批消費者

提供了盛大的火把接力迎接儀式，聖誕唱詩班表演

和探秘埃及館等專屬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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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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勢變化 美國“
臺灣牌”不好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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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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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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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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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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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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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游泳協中國游泳協
會主席周繼紅會主席周繼紅
（（右右））為曹緣為曹緣
頒獎頒獎。。 新華社新華社

■■施廷懋發施廷懋發
表 得 獎 感表 得 獎 感
言言。。 新華社新華社

■■南非運動員勒克洛斯南非運動員勒克洛斯（（左左））
在頒獎典禮中在頒獎典禮中。。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隨着曹
星如轉戰奧運拳擊，潘啟情成為香港碩果
僅存的職業拳擊手，這名年僅22歲的香港
拳手於除夕夜將於澳門永利皇宮大宴會廳
硬撼泰國新秀爭奪三個頭銜，經理人劉志
遠表示會以今場表現作為標準，以決定明
年會否安排潘啟情挑戰世青金腰帶。

出道至今7戰錄得6勝1負，劍指世青冠
軍的潘啟情在12月31日將會再度出擊，於澳
門首度挑戰WBC輕蠅量級世界青年國際洲際
腰帶，而對手則是19歲的泰國拳手艾獲特沙
諾路斯。

賽前特意前往日本集訓一個月，回來後

卻不慎發燒的潘啟情坦言不免擔心：“這兩
天維持不了正常訓練，希望再休息一晚後可
以恢復，距離比賽尚有兩星期左右，會盡力
將狀態提升至最好。”

日本集訓期間有機會與京口絃人等世
界冠軍級人馬對打，潘啟情表示見識到自
己與世界頂級拳手的差距，亦從中獲益良
多：“在日本有很多和我量級相近的拳手
與我對打，相反在香港則少之又少，這些
對打訓練對我幫助很大，尤其是有機會與
前世界冠軍京口絃人對打，他的一個普通
刺拳對我來說已經有重拳的效果，讓我感
受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亦看到了值得奮鬥

的目標。”
與潘啟情同場比賽的尚有三名日本拳

手挑戰世界冠軍金腰帶，這名香港拳手坦
言今場是職業生涯以來最華麗、戲碼最強
的比賽，自己作為香港目前排名最高的職
業拳手，有着在香港推廣拳擊的責任。

期待潘啟情有脫胎換骨表現的經理人
劉志遠表示會以今場演出為標準，決定下
年會否安排潘啟情挑戰世青金腰帶：“明
年我至少會為潘啟情安排三場比賽，至於
當中會否挑戰世青冠軍，就視乎他在今場
的表現，如果他能夠證明自己已經準備就
緒，我一定會盡力協助他圓夢。”

在國際泳聯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落幕後，2018

年度國際泳聯年度最佳頒獎典禮日前在杭州國際博

覽中心拉開帷幕。奧運冠軍施廷懋連續第四次捧起

最佳女子跳水運動員獎盃，曹緣第二次獲得最佳男

子跳水運動員稱號；匈牙利“鐵娘子”霍蘇和南非

名將勒克洛斯分獲最佳女子、男子游泳運動員。

潘啟情除夕夜硬撼泰國新秀

■■潘啟情潘啟情（（右二右二））1717日舉行賽前日舉行賽前
記招記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潘啟情積極備戰潘啟情積極備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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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月開始的世界水球聯賽
到年末在杭州舉行的世界

短池游泳錦標賽，國際泳聯舉
辦的游泳、跳水、水球、花樣
游泳、高台跳水和公開水域游
泳賽事貫穿全年，遍佈全球。
由國際泳聯主辦、中國國家體
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和阿
里體育聯合承辦的國際泳聯年
度最佳頒獎盛典始於2014年，
年終對表現最出色的運動員、
運動隊和教練授予年度最高榮
譽，是全球水上運動領域參與
明星最多、規模最大、世界泳
壇最具權威的頒獎典禮。

施廷懋：還有完善空間
連續第四次獲得年度最佳

女子跳水運動員稱號的施廷懋用
英文發表獲獎感言說：“感謝中
國跳水隊和所有人的支持。我在
2018年贏得了所有比賽的勝
利，但是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完
善。希望在明年的世錦賽中表現
出色，爭取贏得第五座獎盃。”

第二次獲評最佳男子跳水
運動員的曹緣上一次獲獎時由
於護照原因沒能出席頒獎典
禮，如今親臨現場的他顯得有
些緊張：“這比我參加比賽還
要緊張，在各國運動員、教練
員和官員面前發言，感覺很新
鮮。我會繼續努力，做到更
好！”

匈牙利“鐵娘子”霍蘇連
續第四年獲得最佳女子游泳運
動員稱號。她說：“我喜歡比
賽，儘管今年我換了教練，但
我的表現並沒有因此受到影

響。尤其是這一周在杭州參加
短池游泳世錦賽，收穫了4塊
金牌，成績很好，能以這樣的
成績告別2018年，我覺得非常
開心。”

在其他獎項中，南非名將
勒克洛斯榮膺最佳男子游泳運
動員稱號，匈牙利和美國隊分
獲最佳男、女水球隊，意大利
的米尼斯尼和烏克蘭的亞卡諾
獲評最佳男、女花樣游泳運動
員，荷蘭名將威爾特曼和巴西
的楚哈被評為最佳男、女公開
水域運動員，英國的亨特和澳
大利亞的伊芙蘭問鼎最佳男、
女高台跳水運動員評選，最佳
游泳大師獎授予了中國橫渡勇
士張健和王燕，國際體育記者
聯合會獲得國際泳聯頒發的最
佳媒體獎，中國跳水教練趙文
進獲得最佳教練員獎。

徐嘉余：今年還算圓滿
中國男子背泳選手徐嘉余

獲得阿里體育特設的“中國最
佳突破獎”，他在國際泳聯短
池世界盃東京站100米 背泳決
賽中打破世界紀錄。回顧2018
年，徐嘉余認為“還算圓
滿”：“可惜沒有有始有終。
亞運會比較順利地達到了賽前
制定的目標，本來希望杭州世
錦賽可以為2018年畫上圓滿的
句號，但是這次最後的表現並
不是特別理想。每年都會留下
一些遺憾，希望明年能有更好
的表現。不管是輸是贏，都是
寶貴的經驗。我的目標是東京
奧運會。” ■新華社

2018杭州短池世錦賽於
日前閉幕。隨着傅園慧率領
三位小將為中國隊在壓軸之
戰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
得銀牌。中國泳軍以累計3金
5銀5銅位列獎牌榜第五。累
計斬獲17金的美國隊成為本
屆賽事最大贏家。

當日壓軸之戰女子4×
100米混合泳接力，傅園慧率
史婧琳、張雨霏和朱夢惠一同
參賽。頭棒的傅園慧緊跟在本
屆短池世錦賽五金得主、美國
名將奧利維亞·斯莫利佳身
後，並以第二位完成交接棒，
為中國隊開了好頭，其餘三人
則將這一優勢保持到最後。最
終，中國隊以3分48秒80摘
得銀牌。美國隊摘金，並打破
賽會紀錄。

男子200米背泳，中國名

將徐嘉余受連續作戰影響，僅
摘得第六，無緣獎牌：“疲勞
不斷積累，最後沒能頂住。我
的目標就是 2020 年東京奧
運，這些失敗只是通向奧運道
路上的磨練。”女子200米蛙
泳，小將于靜瑤和奧運冠軍葉
詩文分別位列第四和第六。美
國選手阿妮耶摘得金牌。
在六天進行的46項賽事

中，中國泳軍累計摘得3金5
銀5銅位列獎牌榜第五。中國
游泳隊領隊程浩表示，這是中
國隊自2012年倫敦奧運會以
來在世界游泳三大賽（奧運
會、世錦賽、短池世錦賽）獲
得的最好成績。美國泳軍共摘
得17金15銀4銅位列獎牌榜
榜首，並打破5個接力項目的
世界紀錄，成為本屆短池世錦
賽最大贏家。 ■中新社

■匈牙利運動員霍蘇領獎 。
新華社

■■（（從右至左從右至左））傅園慧傅園慧、、史婧琳史婧琳、、張雨霏張雨霏、、
朱夢惠在頒獎儀式上朱夢惠在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新華社

國際泳聯年度最佳頒獎典禮國際泳聯年度最佳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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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門前包裹被偷日益猖獗家門前包裹被偷日益猖獗 休斯頓排名全美第七休斯頓排名全美第七
（本報訊 ）進入了美國的購物季節，在網上訂貨並直接將包裹運送至家中已經是非常普遍的

事情，但是，節日郵遞送貨也滋生了大量的門前偷竊犯罪。根據一項調查結果，這種現象正愈演
愈烈，休斯頓相關犯罪率躍居全美大城市前十名。

由於許多市民在網上訂購禮品，為的是聖誕饋贈家人朋友，但當商品被送至家門前，送貨人
員剛剛離開，就被那些等候多時的竊賊偷走，而且這些案件正不斷增加，因此提醒市民一方面注
意接收自己訂購的商品，另一方面也採取一些必要的防範措施。

根據對此類節日期間家門口包裹盜竊案件的調查，休斯頓在全美大城市的排名為第七位，這
項調查數據來自於保險公司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共同統計。

德州其他的大城市包括奧斯丁和達拉斯福特沃斯地區則位居該類調查第八位，根據地域統計
，休斯頓1000名十名中就有20人遭遇此類的包裹盜竊。

再次提議民眾，盡量使用一些有櫃子的專用公司，如亞馬遜的收貨櫃，避免將包裹丟在家門
前。

使用監控鏡頭或者高科技的門鈴設備來監控來人。
盡量將包裹送至你所在的工作地點，或者送到指定的投遞地點。
更多的安全防範信息也可以到SafeWise.com網站上搜尋。

（本報訊 ）根據一
項新的科學研究，在美國，
平均門診費用接近500美元。
此外，2016 年住院病人的平
均費用超過2.2萬美元。這兩
個數字都突顯了醫療行業的
一個共識：美國的醫療總成
本超過了其他所有國家。

據每日科學報道，華盛
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
所(IHME)的這些發現是一項
關於每個國家全民醫療保險
（UHC）所需資金和服務的
大型研究的一部分。

IHME 的 韋 弗 （Marcia
R. Weaver）教授說:“為了實

現全民健康覆蓋，政府、私
營和非營利部門的衛生官員
需要擴大服務，以適應人口
增長和老齡化，以及擴大保
險覆蓋面。”“毫不奇怪，

我們發現住院和門診設
施的服務利用率都有過高和
不足的情況。更重要的是，
像荷蘭、葡萄牙和泰國這樣
的國家，研究發現它們在這
方面的比例是適當的。

1990 年至 2016 年間，全
球住院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二
以上，而門診人數增加了一
半以上。在中國、印度尼西
亞、泰國和土耳其等國，擴

大覆蓋面的政策與病人就診
和入院人數的增加有關，而
在某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
家，增加的大部分是由於人
口增長。

該研究估計，作為聯合
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之
一的全民健康覆蓋將耗資 5,
760億美元，需要增加49%的
入院人數和27%的就診人數。

該研究發表在聯合國宣
佈為“全民健康覆蓋日”的
12月12日當天的《柳葉刀公
共衛生》雜誌上。

[綜合報導]格
隆匯12月18日丨美東
時間12月17日週一，
美國財政部公佈的國
際資本流動報告（TIC
） 顯 示 ， 10 月 中 國
（內地）所持美國國
債規模環比減少125億

美元，降至 1.1389 萬
億美元，這是中國連
續第五個月減持美債
，而且繼8月和9月創
去年 6 月以來新低之
後，10 月持倉規模又
創去年 5 月以來新低
。

在十大美債海外
持有地區之中，10 月
僅開曼羣島增持，其
餘國家地區均減持。
此外，繼 9 月拋售美
股169.8億美元後，10
月海外投資者連續第
六個月拋售美股，拋

售規模達到220億美元
，刷新海外拋售美股
的最高紀錄。過去六
個月，官方和私人海
外投資者合計拋售美
股 1240 億美元，也創
同期拋售最高紀錄。

海外投資者海外投資者1010月份大幅拋售美股月份大幅拋售美股、、美債美債 醫療費用昂貴醫療費用昂貴 美國平均門診費用接近美國平均門診費用接近5005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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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多年來以精湛的
醫術，專業的醫療服務，及視病人如親
人的 「大愛」 精神的著名心臟科醫師豐
建偉，他的 「黃金心臟中心」 及他籌組
的 「豐建偉醫療集團」 於上周六喬遷新
址，並舉行新址正式開幕典禮。

休斯頓城內盛事黃金心臟中心新址
開業慶典從上週六上午十點正式開始，
下午兩點圓滿結束。參加慶典的嘉賓近
200人， 政、商、醫、媒體名流雲集。
出席的貴賓有中國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
事王昱先生，休斯頓市市長Mr. Sylvester
Turner，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先生（Mr.
Gene Wu），萊斯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
博士，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
博士，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博
士，聯邦眾議員Al Green 亞裔代表Ms.
Alice Chen, 紀念赫爾曼西南醫院（Me-
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副

總裁(VP & CNO)Ms. Gillian Alexander, 紀
念赫爾曼西南醫院首席營運官 Mr. Blu
Baillio, 紀念赫爾曼西南醫院財務總監Mr.
Becky Tucker,休斯頓總商會會長崔光磊先
生，地產大亨和慈善家Mr. Rocky Lai, 地
產大亨和慈善家Mr. Steven Le Senior，穆
迪銀行（Moody Bank）執行副總裁 Mr.
Michael Learner,仁和智本休斯頓分公司
總裁鄭磊先生，德州醫學中心教授、休
斯頓山東同鄉會前會長馬欣博士，休斯
頓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先生，山東同
鄉會繼任會長修宗明先生，中美建交四
十年活動主席、古董拍賣行董事長吳因
潮先生，美國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會長
高旭春先生，休斯頓東北同鄉會前會長
李秀嵐女士，休斯頓北美華人醫師協會
主席姜楠醫生，華美銀行高級副總裁林
起勇先生，Rigid全球建築公司總裁羅伯
文先生，休斯頓著名華人人律師賴清楊

先生，MicMD醫療中心首席執行官史寧
先生，美中藝術協會會長/著名國畫家王
鑫生大師，時代商務總裁美齊女士，以
及黃金心臟中心的重要成員，豐建偉黃
金心臟中心醫療集團董事長豐建偉博士
及太太黃金醫美中心董事長李玉靜醫生
，黃金享尊醫療中心和黃金心臟中心內
科專家梁敏博士。

休斯頓市長Mr. Sylvester Turner 首先
致辭，他說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感謝豐醫生和李醫生的巨大貢獻。他
盛贊豐醫生不但在休斯頓本土行醫，並
且在中國甚至全世界有影響力，休斯頓
很榮幸擁有象豐醫生這樣的醫生。他也
提到現場名醫眾多，開玩笑說“We are
in good hands.”得到與會者會意的笑聲
和掌聲。

中國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王昱先
生發表英文祝辭，稱昨天在華盛頓開一
天的會，晚上婉拒朋友喝酒小酌的邀約
，特意趕回休斯頓，參加豐醫生的醫療
集團開業盛典。他贊揚休斯頓的多樣化
和包容性，很多休斯頓人受到良好的教
育，提供專業的服務，而豐醫生是這些
休斯頓人的榜樣。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先生的發言讓人
感動。他的父母是豐醫生的病人，身為
病人家屬，他大力贊揚並感激豐醫生及
他的醫療團隊提供的專業的、完美的醫
療服務，足可做為休斯頓甚至全美的模
範；身為外國移民，他說若幹年前他的
父母僅攜20美元闖美國，努力打拼，才
得以創造今天的財富。美國夢的意義在
於，每個人都有可能獲得成功，而豐醫
生正是其中的一員。

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亞裔代表 Ms.
Alice Chen則稱贊豐醫生天賦極好，是一
位很好的主持人。她說很多人告訴他豐
醫生是最英俊的醫生之一。她說豐醫生

不但治病救人，更有一顆善良、溫柔的
心，對社區慷慨，捐獻眾多，很幸運豐
醫生是我們社區的一員。

休斯頓市長Mr. Sylvester Turner再次
上臺，向豐醫生頒發獎狀，12月15日被
休斯頓市定為”Dr. Jianwei Feng Day”,
贊揚他的高超醫術和仁慈愛心。聯邦眾
議員Al Green 亞裔代表Ms. Alice Chen誦
讀了聯邦眾議員Al Green 的賀詞。

萊斯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博士代表
他的先生萊斯大學校長祝賀豐醫生的巨
大成功。她說比起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先
生父親的20美元，她深感富裕，因為她
來美國時口袋裏有30美元。她說豐醫生
讓她想起Rice大學的名字：R-Respon-
siveness，豐醫生總是及時響應病人的需
求，I-Inclusiveness,不論病人種族、年紀
等，他都提供專業的服務，C-Commit-
ment, 對病人和社區都極其慷慨，成立基
金，支持教育，E-Excellence,不論豐醫生
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到第一流。孫博士
相信隨著新診所的開張，會有更多的病
人受益。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博士,
也發表祝辭，說豐醫生做為世界級的心
臟病專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這些
人有我們的親戚和朋友，我們的社會很
幸運能擁有豐醫生提供的服務。

紀念赫爾曼西南醫院（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副總裁(VP
& CNO)Ms. Gillian Alexander發表賀詞說
，她個人和豐醫生共事14年，深知病人
崇拜他，護士們崇拜他，每個人都高度
贊揚他，感謝他的辛苦工作，也代表醫
院的病人謝謝他，盼望西南醫院能夠繼
續和他合作下去。

嘉賓致辭後，開始剪彩，共同見證
了這樣一個特殊的、美好的時刻，黃金
心臟中心新址正式開業！豐醫生隨後致

辭，感謝各位好朋友的蒞臨，感謝大家
的支持和信任。他感謝紀念赫爾曼西南
醫院多年來的支持，多名管理層要員出
席開業典禮。豐醫生說他不但希望他所
有的病人有一顆健康、強壯的心臟，更
希望他們擁有由內而外的美麗，他邀請
他親愛的太太並終生伴侶李玉靜醫生上
臺，介紹李醫生是疼痛科專業醫生，現
同時從事醫療美容微整服務；他很驕傲
地介紹李醫生同時時中國城唯一一個進
行幹細胞治療的醫生。豐醫生很高興他
將與他的太太一起工作，共同致力於為
病人謀福祉。他同時邀請黃金心臟中心
重要成員之一的內科醫生梁敏醫生上臺
，介紹她強大的治療糖尿病的專業背景
。豐醫生希望各位醫生一起努力，讓病
人們身心健康，內外皆美。

隨後，由馬欣博士主講現代生活醫
學，李玉靜醫生主講慢性疼痛治療新進
展及再生醫學，梁敏醫生主講糖尿病最
新治療及醫學治療肥胖，座無虛席。抽
獎環節也吸引了很多與會者的關註，劉
先生率先獲得由黃金醫美中心提供的
$200的代金券，隨後，三位幸運兒分別
獲得了由 Sterling Pharmacy 提供的三臺
血糖儀及檢測材料，由Moody Bank提供
的大獎彩色電視機一臺則由豐醫生的一
名老病號獲得。

讓我們再一次祝賀豐醫生和他的醫
療團隊，祝賀豐醫生這樣一位致力於奉
獻社區和休斯頓，同樣也被社區和休斯
頓高度認同的心臟專家新址開業大吉！
也感謝50多位好朋友送來的花籃、樹木
、國畫和各種開業賀禮！

黃金心臟中心的地址如下：
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72
電話：(713)-595-9000

黃金心臟中心上周六遷移新址揭幕黃金心臟中心上周六遷移新址揭幕
休斯頓市長特納及王昱副總領事親臨剪綵休斯頓市長特納及王昱副總領事親臨剪綵

休斯頓市長特納休斯頓市長特納（（左六左六））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王昱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王昱（（ 左三左三）、）、州議員州議員
吳元之吳元之（（ 左一左一）、）、萊絲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萊絲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右三右三）、）、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Al

GreenGreen 代表譚秋晴女士代表譚秋晴女士（（右一右一））共同為豐建偉醫師共同為豐建偉醫師（（ 左四左四））的的 「「黃金心臟黃金心臟
中心中心」」 主持開幕剪綵儀式主持開幕剪綵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出席剪綵儀式的貴賓合影出席剪綵儀式的貴賓合影。。美南山東同鄉會頒贈美南山東同鄉會頒贈 「「齊魯之光齊魯之光」」 匾額給豐建匾額給豐建
偉醫師偉醫師（（會長會長）（）（ 左五左五）（）（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以美南山東同鄉會以 「「醫者仁心醫者仁心」」 字畫贈給豐字畫贈給豐
醫師醫師（（會長會長）（）（ 左五左五）。（）。（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剪綵儀式結束剪綵儀式結束，，大家入內接受免費血糖檢測大家入內接受免費血糖檢測。。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泉深編譯】台灣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台北市議員羅智強於
12月15日下午到訪美南國際電視台，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
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在會議室親切接見羅智強到訪團隊。羅
智強曾擔任馬英九總統競選總部發言人以及總統府副秘書長，長
期被視為是馬英九的核心幕僚。在上月台灣的中期選舉中，羅智
強以四萬多票的最高得票數當選台北市議員。

羅智強議員帶領的訪問團隊此行到訪了美國七個城市，休斯
頓是最後一站。在和李董事長的會談中，他一方面宣布競選2020
年中華民國總統，也是到目前為止台灣宣布競選2020總統的第
一人。他說儘管競選會遇到艱難險阻，但他會一如既往地進行，
一次不成功再繼續推進，永不放棄；另一方面推銷他所著的《馬
英九的十五個小故事》一書，為他籌備中的人人未來基金會募款
。

美南國際電視台休斯頓論壇欄目著名主持人常中政邀請中國
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中國國民黨海外代表陳煥澤和羅智
強議員一起來到演播大廳，暢談羅議員的競選綱領和施政理念。

羅智強議員強調：“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我的中國是
中華民國。” 他說正確的事就應該大聲說出來。他首次提出要
參選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要和中國大陸在金門簽署永久和平
協議。羅議員說，當年的新加坡馬習會，他是規劃參與者，最初
的規劃就是希望雙方最高領導人在金門會面。

羅智強議員認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不應該割斷自己與中
國文化的紐帶，應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他表示台灣應善用自身
優勢來影響大陸，也即用民主、自由、法治的精神和中國傳統文
化讓大陸人明白那邊的不足。 “台灣的問題千頭萬緒……我看
到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台灣人跟中國人的情感臍帶
被割斷了。” 羅智強說。他認為，儘管從政治上，中華民國的
公民不能認可中共統治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在文化和情感上，
台灣人卻應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一方面台灣依靠中華傳統文化才
能保持優勢，另一方面，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也有助於保持兩岸和
平。

羅智強議員談到，走訪美國拜會各地僑社對他而言就像是回
娘家，他因為2013年的政治風暴而離開總統府任職，之後以訪
問學人到美國，當時想要走訪美國各地發表演講，在鳳凰城舉辦
第一場演講後即出乎預期的陸續得到31個城市的僑社邀請，讓
他重拾熱情，也締造了他從政復出的第一個不可能。

羅智強議員在回答嘉賓提問中對於居美僑胞切身關係的台美
中三角關係的問題時，他表示，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確實有從
和平轉成衝突的態勢，尤其是現在的美中貿易摩擦。蔡英文總統
所面對的情勢比馬英九總統統治時要復雜的多，而馬英九的主張
是台灣要基於自身利益不當美國對抗大陸的馬前卒，也不當大陸
對抗美國的馬前卒；而蔡英文統治的民進黨把國家方向走偏了，

台灣人對蔡英文當局的施政有許多的不滿，許多的失望，許多的
厭惡，許多的痛恨，因此今年台灣中期選舉民進黨大敗。
羅智強簡介

羅智強（1970年3月26日－），基督徒，生於花蓮縣大陳一
村，籍貫浙江大陳島，前新黨籍人士，現為中國國民黨籍。畢業
於台灣省立基隆高級中學、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國立政
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歷任2008年馬英九蕭萬長競選總部發
言人、總統府發言人、2012年馬英九吳敦義競選總部副執行總幹
事、中華民國總統府副秘書長。

羅智強父母都來自大陳島，1955年隨中華民國國軍撤至台灣
。但羅智強父親來台灣後，為了謀生四處工作，曾參與興建中橫
公路，後至基隆港碼頭擔任工人。羅智強在花蓮縣大陳一村出生
，三歲時搬到基隆市。已婚並育有二女。

羅智強學生時代活躍於辯論團體，曾與趙天麟共同成立中華
演說與辯論協會。 1998年以無黨籍身份，參選高雄市議員落敗
，得到三千票。後考取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擔任陳長
文兼職助理。經指導教授陳長文推薦，於2008年總統大選時進
入馬蕭總部發言人團隊，與蘇俊賓、王郁琦三人同受馬英九賞識
，在馬英九當選後成為重要的國民黨新世代人物。

防範少數防範少數 ““壞分子壞分子”” 中國中國 ““千人計劃千人計劃”” 再惹爭議再惹爭議

台北市議員台北市議員 ““票王票王”” 羅智強做客美南國際電視台羅智強做客美南國際電視台
宣布競選宣布競選20202020中華民國總統中華民國總統

 
















【泉深編譯】華盛頓消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
） 說，一小撥外國研究人員將美國知識產權轉移到自己的國
家，讓美國各地的研究機構成為受害者。報告矛頭指向北京
招攬海外學人的 “千人計劃”。

NIH 是美國最大的醫學科研機構，隸屬美國衛生及人類
服務部，由聯邦政府撥款。星期四（12月13日）， NIH顧問
委員會向院長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呈交的調查報告指出
了一系列利益衝突和違規行為。

報告作者之一、NIH 副院長塔巴克（Lawrence Tabak）
指出：“讓我們覺得不安的是，一些人沒有披露他們從外國
政府獲得的資源，包括外國大學或外國政府給他們支付的薪
酬，更普遍的做法是獲得大量項目經費的資助。” “他們接
受NIH的資金，本應為NIH做研究，但他們卻跑到外國去做
研究，這不符合我們的規定。” 他說。

塔巴克說， 根據NIH規定，這些人有義務申報這些外國
資金。他還說，一些研究人員隱瞞了他們與其它機構的聯繫
，甚至在外國設立了實驗室。

調查人員還發現，一些研究人員試圖破壞研究院的 “同

行評審”（peer review）系統，將科研申請書、提案和會議內
容與非評審員分享。

“我們有非常明確的規定，評審員不得和他人分享資料
，” 塔巴克說，“這使得一些人可以接觸那些他們本無權接
觸的知識產權。”

這份最新調查報告指出，NIH 的一些評審員兼具北京
“千人計劃” 成員身份，導致保密資料被輾轉交到外國政府
手中。

“入選千人計劃的一個關鍵資質就是能接觸知識產權”
，報告的另一位作者、NIH顧問委員會共同主席威爾遜（M.
Roy Wilson）對《波士頓環球報》旗下的STAT網站說。

“這不是零星的問題，”他說，“問題很嚴重”。
大約一年前， NIH開始對外國政府和機構對該研究院的

學術影響有所警覺。
8月，柯林斯院長致信接受NIH資助的約一萬家機構，

要求他們幫助遏制這些影響。柯林斯建議這些機構聽取地方
聯邦調查局辦公室的簡報，了解如何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幾天后，他在美國國會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作證時說，

生物醫學研究的穩健性時常受到威脅，但各方信息顯示，
“這些風險的程度正在增加”。

塔巴克副院長指出，最近發生的事讓一些有中國背景的
研究人員感到不安。

“這可以理解，因為絕大多數的人是守規矩的，他們不
願被人看作有什麼不當行為，他們努力工作，為科學事業做
貢獻，” 他說。

塔巴克接著說，最近他幾次與一些在美的中國科學家會
面，坦誠地向他們保證，研究院支持他們的工作。

NIH顧問委員會的報告向院長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包
括要求資助機構明確披露其研究項目是否有外國支持和國際
合作，是否存在他國利益。他們還要求加強對外國學者的網
絡安全管控，因為這可能是 “不當信息採集” 的第一步。

調查小組指出，儘管報告的關注點是中國，但其他國家
的部分研究人員也存在類似問題。他們強調，NIH依然歡迎
外國研究人員，但也必須防範少數 “壞分子”。


	1218TUE_B1_Print.pdf (p.1)
	1218TUE_B2_Print.pdf (p.2)
	1218TUE_B3_Print.pdf (p.3)
	1218TUE_B4_Print.pdf (p.4)
	1218TUE_B5_Print.pdf (p.5)
	1218TUE_B6_Print.pdf (p.6)
	1218TUE_B7_Print.pdf (p.7)
	1218TUE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