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五 美南周刊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BB11

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
Tuesday, January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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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直播
LIVE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8.2019

1152

Patty Yu           
Charter Title Company 
Business Development
服務好 * 價格低 * 效率高 * 專精商業地產，私人房產過戶
電話：832-520-9188 / 傳真： 713-341-6398
E-MAIL: patty.yu@chartertitle.com
公司地址：10111 Richmond Ave. Suite 400,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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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遭遇極端天氣黎巴嫩遭遇極端天氣 首都貝魯特積水成澇首都貝魯特積水成澇

壹場名為壹場名為““諾瑪諾瑪””的大風暴席卷黎巴嫩的大風暴席卷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海岸掀起巨首都貝魯特海岸掀起巨
浪浪，，市區積水成澇市區積水成澇，，氣溫急居下降氣溫急居下降。。黎巴嫩近日遭遇罕見暴風雨雪天氣黎巴嫩近日遭遇罕見暴風雨雪天氣
襲擊襲擊，，多處敘利亞難民營遭水淹或積雪覆蓋多處敘利亞難民營遭水淹或積雪覆蓋。。由於難民營內缺乏必要的由於難民營內缺乏必要的
取暖設施和取暖材料取暖設施和取暖材料，，難民們只能艱難度寒冬難民們只能艱難度寒冬。。

內蒙古赤峰冬季跑馬吸引眾多遊客內蒙古赤峰冬季跑馬吸引眾多遊客

近日，內蒙古赤峰克什克騰旗烏蘭布統蘇木牧民正在趕著馬群為遊客表演。內蒙古積極挖掘蒙古馬特色旅遊資
源，通過賽馬、馬術表演、跑馬等冬季旅遊活動項目，吸引了天南地北的遊客體驗、參與、欣賞，讓“蒙古馬
精神”助推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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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公司首席執行官離婚
為何亞馬遜股價波瀾不驚？
綜合報導 全球首富、美國亞馬遜公

司首席執行官傑夫· 貝索斯（Jeff Bezos）

與妻子麥肯茲（MacKenzie）周三在Twit-

ter 上發表壹份聯合聲明，宣布計劃離

婚。消息壹出亞馬遜股價發生窄幅波

動，小幅下跌約1%，但隨後出現回升。

截至收盤，報1659.42美元，漲0.17%，

市值8093.67億美元。

因為貝索斯離婚涉及“共同財產”

的分割問題，消息公布後最令人關註的

便是“共同財產”的界定。根據華盛頓

州家庭律師事務所McKinley Irvin提供的

“華盛頓離婚指南”（Guide to Getting

a Divorce in Washington）顯示，華盛頓

州采取共同財產制度，在這壹制度下，

婚姻期間積累的所有財產和所有債務，

包括配偶雙方的收入，均被認定為屬於

配偶雙方的“共同財產”。

這意味著，貝索斯持有的價值約

1370億美元的16.3%的股權將會受到影

響，除此之外，貝索斯早年還以個人身

份收購了華盛頓郵報，以及成立了商業

火箭公司Blue Origin。前者花費了2.5億

美元，後者在2017年獲得接近20億美元

的註資，這些都將進入“共同財產”的

範疇。由於目前沒有報道顯示二人簽署

了婚前財產協議，麥肯茲預計得到的合

理補償可能在660億美元左右。

當然，巨額的財產分割將會影響貝

索斯的個人財富，但令外界關註的當然

還是離婚是否會對亞馬遜經營產生影

響。此樁離婚案是第壹起發生在CEO任

職期間的大額離婚，可以想見，如果真

的如外界擔心的那樣，由於“共有財

產”的界定導致貝索斯的股權得到分割

將會影響公司內部各利益團體的持股比

例，對公司內部治理以及公司市場表現

產生較大影響。

不過，從目前的市場反饋來看，亞

馬遜股價只發生了窄幅波動，市場並沒

有情緒化看待貝索斯婚變對亞馬遜的影

響。

專註於公司治理的斯坦福大學商學

院教授戴維· 拉克爾（David Larcker）在

2013年撰寫了壹篇研究論文，概述了首

席執行官離婚可能對股東產生的影響。

他表示，有些為了離婚而剝離個人資產

的首席執行官，在企業中形成了避險情

緒。看到自己凈資產大幅縮水的人，可

能不太願意押註於高風險的創新，這才

是最應被關註的點。

由於亞馬遜始終

奉行的是業務擴張的

發展模式，並且其強

有力的市場表現也證

實不斷的開拓進取與

創新創造支撐起了人

們對於亞馬遜未來的

預期，那麽，如果離

婚導致的財產分割真

的使貝索斯形成避險

情緒，那將影響到貝索斯之後的經營決

策，而由此導致的亞馬遜的走向將會變

得不那麽明朗。不過，這種影響有待日

後觀察，所以暫時應該不會波及股價。

值得註意的是，貝索斯離婚並沒有

瞬間導致股價的跳水，這與國內形成了

壹定的對照。2016年年初電科院公告壹

高管離婚並且把壹部分股權劃給前妻，

結果公告壹出股票跌停。曾經的國內洗

護業龍頭霸王集團又卷入壹場始料不及

的創始人離婚風波，2017年12月復盤後

股價壹度暴跌超30%！2010年左右，土

豆網曾計劃赴美上市。但因為王微和前

妻的股權糾紛，土豆網錯失上市良機。

這樣的例子很多，其中2017年還包括趙

薇的哥哥與嫂子離婚也曾經牽動著上市

公司唐德影視的股價。

相比之下，國內類似離婚案由於治理

結構以及往往在股權上相對更情緒化，對

公司股價乃至經營的影響也更大壹些。

由於公司治理體制的差異，國內國

外在面對高管在離婚等不確定性事件或

突發性事件上的處理以及由事件帶來的

市場表現顯示出了較為明顯的差異。壹

來是因為國內外公司治理結構存在較大

差異，國內更多是壹言堂，缺少主帥可

能直接導致企業的巨輪停擺；二來是因

為國內外治理方式有著很大的不同，國

外更註重理性，按照公司治理軌道來處

理突發事件，能讓投資者及市場形成穩

定的預期；而國內則偏感性，情緒化的

成分比較大，特別的如果摻雜了人情世

故，很有可能形成股權上持久的糾紛，

以致企業的雕零，這反而增加了不確定

性預期，導致投資者和市場用腳投票以

規避可能的風險。

因此，從貝索斯的離婚我們實際上

也能看到不少國內外企業治理方面存在

的差距，雖然離婚確實對貝索斯個人財

富有著較大影響，但有賴治理體系的

完善，離婚的影響被很大程度上限制於

個人層面。

袁隆平“超級稻”旱地覆膜直播三亞下種
綜合報導 眼下中國大部分地區正是冬季農閑

時節，地處熱帶的三亞迎來新壹輪水稻播種期。1

月10日，三亞水稻國家公園的南繁基地內，國家

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南繁基地、海南

省農科院稻作研究所、湖南省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

研究所和黑龍江百順源現代農業集團袁隆平院士工

作站等單位聯合在此進行水稻機械化覆膜種植

試驗。技術人員通過覆膜直播的方法，種下袁隆

平團隊研發的“超優千號”稻種。

去年5月，正是在覆膜直播技術的支持下，

“超優千號”畝產量壹舉突破海南省水稻單產歷史

最高紀錄。“去年第壹次在海南用這項技術，就取

得了比較好的效果，當時每畝產量達到了1065.3公

斤。”海南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員孟衛東

認為，若風調雨順，有了去年的種植管理經驗，今

年覆膜直播“超優千號”或創海南水稻單產的歷史

新高。

記者在現場看到，當日試驗種植的稻田分水田

和旱田。技術人員打開壹筒筒附有稻種的可降解

膜，安裝在經過黑龍江百順源現代農業集團自主研

發的覆膜設備上，再駕駛農用機動車壹行行直接鋪

在田裏。“相比水田，旱地播種更快更方便，播完

之後再放水進田。”現場技術人員說。

“與常規種植方法相比，覆膜直播具有節水、

保肥、不用除草劑、省力等優點。”黑龍江百順源

現代農業集團袁隆平院士工作站負責人孫學慶介

紹，作為壹種新型水稻覆膜種植技術，將稻種直接

覆膜播種不僅改變傳統水稻種植環節，還將降低水

稻的生產成本。“而且我們用的是百分百降解膜，

九十天後地膜在田裏完全降解。”

“‘超優千號’在以往的高產攻關實踐中，

已經取得了高產紀錄。現在我們希望通過覆膜直

播技術，進壹步發揮這個品種的高產潛力。”袁

隆平助理、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究

員吳朝暉說，覆膜直播水稻也是體現農業綠色發

展的理念，“節水節肥不用除草劑且降低化肥殘

留”。

“我們發現‘超優千號’有耐鹽堿的潛力，所

以今天有壹片田是鹽堿成分較高，我們將觀察同壹

個品種在不同土壤下的產量表現。”負責歸納總結

稻種栽培種植模式的吳朝暉補充說，“當前目標除

了瞄準高產，還需通過試驗不斷修正完善覆膜直播

技術的機械設備、有機黑膜、栽培模式、農機農藝

融合等內容。”

據介紹，三亞水稻國家公園內有國家雜交水稻

研究中心的300畝南繁試驗田和三亞市南繁科學技

術研究院的水稻試驗田等項目，每年種植有數百個

水稻品種。

“秋冬季我們在這裏做水稻品種的展示，春

夏季試驗直播技術、插秧技術等栽培技術。”三

亞市南繁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柯用春看好覆膜直

播技術帶來的機械化和標準化，“廠房打孔卷膜

代替人工播種育秧，工廠化就意味著有標準有批

量，這正印證了袁隆平院士此前的認定：水稻機

械化覆膜種植技術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值得大

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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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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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的“臺獨”聲音不得
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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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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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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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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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星期二 2019年1月15日 Tuesday, January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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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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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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 2019 /  ZZT05252  

星期二 2019年1月15日 Tuesday, January 15, 2019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9年1月15日（星期二）

幾支港超球會紛紛在下半季加碼，原因不盡相同。元朗是因為尼
日利亞前鋒卡立入籍，今後能以香港球員身份上陣，加上防守

需要加強，才簽下王睿，他亦成為港超首位中國台北球員。

元朗台援首秀獲一致好評
王睿13日在對香港飛馬一役初試啼聲，多次與對手外援對抗仍

不落下風，教練郭嘉諾給予正面評價：“亞運期間我已留意他，上仗
他展示出無論頭球、還是左、右腳解圍都有一定能力，速度也不輸給
佐佐木周，用球能力亦符合球隊要求。”他又認為，中國台北球員大
多只是業餘身份，要求條件不高，很適合來到港超這個平台發展。

爭標分子東方龍獅及傑志都是因為主力受傷而增兵。東方龍獅在
銀牌對理文之戰有荷西安祖觸傷韌帶提早收咧，由於日援井川祐輔及
基頓這對組合難予教練團信心，加上之後球隊戰績直線下滑，會方唯
有簽下24歲的葡萄牙中堅利馬彭利拿，暫時取代被撤銷註冊的荷西
安祖。教練陳婉婷對利馬彭利拿觀感不錯，認為他的踢法比荷西安祖
更硬朗，下仗對理文正是他的考牌戰。至於傑志的馬特史密夫因狀態
不足，上周六作客冠忠南區未列入大名單，暫時未能一窺全豹。

理文積極增兵居各隊之首
10支港超隊中最積極增兵的一隊則是

理文，由於上半季戰績不似預期，會方在轉
會窗重開後一口氣簽入法國射手尼迪利及烏
克蘭中場沙普夫。初步觀察尼迪利各
方面能力都在已離隊的戴倫度之上，
相信有助改善把握力不足的問題。值
得留意的是，理文現時陣中6名外
援，分別來自巴西、西班牙、荷蘭、
韓國、法國及烏克蘭，教練陳曉明指
足球是共同語言，相信各人溝通上不
會有問題。

護級水深火熱的凱景也正式與跟
操多時的金玟基簽約，惟因轉會紙問
題來不及於上周上陣，教練馮凱文指
這位身材略胖的射手有一定能力，可
在前線分擔安基斯的入球責任，會方
並打算再物色一名後衛。

■■江旻憓成為首位江旻憓成為首位
世界排名躋身三甲世界排名躋身三甲
的香港劍手的香港劍手。。

FIEFIE圖片圖片

■■江旻憓江旻憓（（左左））在女子重劍在女子重劍
世界盃一舉奪冠世界盃一舉奪冠。。 FIEFIE圖片圖片

2019年轉會窗重開 各隊紛紛加碼

江旻憓世界排名升第三 史上新高

2019年阿聯酋亞洲盃當地時間13日
結束了次輪爭奪，共有9支球隊斬獲兩連
勝，從而提前出線晉級16強。其中西亞
球隊表現強勁，奪冠熱門日本和韓國的
戰績卻遜色不少。

本屆亞洲盃首次由16支球隊擴軍至
24支，每個小組前兩名以及4支成績最
好的小組第三名球隊均可出線。前兩輪
斬獲全勝、獲6個積分的隊伍已確保小
組前兩名，末輪則將為小組頭名爭奪。

本屆亞洲盃首支提前晉級的球隊是
B組的西亞球隊約旦，但西亞其他球隊
表現同樣搶眼。伊朗以5：0大勝也門，
2：0挫越南，攻入7球、未失一球，成
為奪冠大熱。

同伊朗一起亮相去年世界盃的西亞
球隊沙特同樣實力不俗，4：0大勝朝
鮮，2：0完勝黎巴嫩，但同組的頭名卻
是卡塔爾。卡塔爾首輪2：0戰勝黎巴
嫩，次輪又以6：0大勝朝鮮，兩輪過後

卡塔爾淨勝球數力壓沙特。另外，伊拉
克首輪以3：2艱難逆轉越南後，次輪
3：0輕取也門，同樣獲得兩連勝出線。

東亞球隊韓國和日本的表現相對遜
色。在與亞洲盃新軍菲律賓和吉爾吉斯
對陣中，韓國隊均僅以1：0小勝。日本
的兩連勝更有不少運氣成分。首輪對陣
世界排名相差77位的土庫曼，以3：2險
勝。次輪對陣阿曼，以爭議的12碼勉強
1：0擊敗對手。

前兩輪後，中國隊表現不俗。首輪
2：1逆轉吉爾吉斯，次輪3：0完勝菲律
賓，中國隊在淨勝球數上力壓韓國位居
小組頭名。

另外一支獲得兩連勝的球隊是烏茲
別克。他們首輪2：1戰勝阿曼，次輪又
以4：0的大比分戰勝土庫曼。

亞洲盃當地時間14日起展開小組賽
末輪爭奪，各球隊出線及對陣形勢將逐
漸明朗。 ■中新社

日前在女子重劍世界盃古
巴站勇奪冠軍的香港劍手江旻
憓（Vivian），在世界劍聯最
新一期世界排名中連跳4級，
由第7位躍升至第三，成為首
位世界排名躋身三甲之內的香
港劍手。

江旻憓在北京時間剛剛過
去的周日，在女子重劍世界盃
古巴站力壓群芳封后，令其世
界排名積分累計至151分，壓
過里約奧運冠軍、匈牙利老將
Emese Szá sz，躍升至第三，
成為首位躋身世界排名前3的

香港劍手。這位24歲的香港
劍手與世界排名第二的羅馬尼
亞劍手Ana Maria Popescu僅
相差22分，而與榜首的意大
利劍手Mara Navarria則相差
52分。

去年，江旻憓連奪女重
亞錦賽及世界大獎賽銀牌，
世界排名升至個人最高的第
5名，惟她於世錦賽前左膝
十字韌帶斷裂，未能再進一
步。不過踏入2019年，江旻
憓再攀高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亞洲盃首兩輪 西亞強勁日韓遜色

■■法國前鋒尼迪利有望增強理文攻法國前鋒尼迪利有望增強理文攻
擊力擊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中國隊表現不俗中國隊表現不俗，，兩連兩連
勝提前出線勝提前出線。。 路透社路透社

■元朗新援、中
國台北的王睿表
現獲一致好評。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 攝

■■東方龍獅引入葡國新援東方龍獅引入葡國新援
利馬彭利拿利馬彭利拿。。 東方圖片東方圖片

■■理文新援理文新援、、烏克烏克
蘭中場沙普夫蘭中場沙普夫。。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記者黎永淦 攝攝

2019年港超新援
球員 効力球會 年齡 位置 所屬足總

利馬彭利拿 東方 24 後衛 葡萄牙

王睿 元朗 25 後衛 中國台北

金玟基 凱景 28 前鋒 韓國

沙普夫 理文 28 中場 烏克蘭

尼迪利 理文 34 前鋒 法國

馬特史密夫 傑志 36 後衛 澳洲

港超列強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今季港超競爭激烈可

謂近年之冠。2019年轉會窗重開後，多支球隊都積極補

充人腳，截至14日為止，各球會已公佈的新外援達6

位，來自中國台北的王睿已於13日率先亮相，表現獲

一致好評。稍後在香港大球場東方龍獅對理文一戰，

兩隊料將共有3個新面孔登場，且看這幾位能否好好

擔當“及時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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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和德州私立學校評比排名出爐休斯頓和德州私立學校評比排名出爐

（本報訊）1.這家機構最新的統計資料是更
具美國教育機構的學校信息以及用戶的評估結
果，評估包括許多方面的內容包括SAT 和ACT
的考試成績，大學申請人數，文化和多元化的
組成，學生和老師的人數比例，以及學生家長

和學生對學校整體的調查評估結果。
其中SAT ACT的考試成績佔此次評比的30%的
比例。以下是排名前六位的學校：
St. John's School: 德州排名#4 ，休斯頓排名 #1
整體評估: A+

學生教師比例: 7:1
學生人數: 1,258
The Awty International School: #7 in Texas, #2 in
Houston
整體評估: A+

學生教師比例: 7:1
學生人數: 1,644
The Village School: #8 in Texas, #3 in Houston
整體評估: A+
學生教師比例: 7:1
學生人數: 1,705
St. Thomas Episcopal School: #15 in Texas, #4 in
Houston
整體評估: A+
學生教師比例: :1
學生人數: 666
Duchesne Academy of the Sacred Heart - #16 in
Texas, #5 in Houston
整體評估: A+
學生教師比例: 8:1
學生人數: 703
Second Baptist School - #26 in Texas, #6 in

Houston
整體評估: A+
學生教師比例: 9:1
學生人數: 1,010

（本報訊 ）由於住房成本上漲，現在
許多美國父母正面臨一個現實，就是孩子老大不
離家，或是難以在大城市討生活，導緻美國也出
現一種中國式的傳統現象，就是買房或租房給孩
子成家立業。

據美國房地產網站 Zillow 數據顯示，截至去
年 11 月美國的房屋中位數價值為 221,500 美元
，比一年前高近 8%，比十年前高 25%。事實上
，現在全美國一半以上的房屋比經濟衰退前的房
地產泡沫更有價值。

根據房地產網站 Apartment List 在 11 月的報
告顯示，在舊金山將近一半租房者必須將超過三
分之一收入用於住房相關費用，稱為重度負擔的
人（cost-burdened）。隨著住房成本增加，有能
力幫助孩子的父母不會袖手旁觀。 Apartment
List 報告顯示，大約 8% 不再上學的千禧一代有
父母贊助租房，也有愈來愈多父母直接買房子給

孩子住。
根據聯邦住房管理局公佈的年度報告顯示，

超過四分之一接受聯邦住房管理局保障貸款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insured loan）的
房屋貸款人，頭期款得到家庭成員的贊助。聯邦
住房管理局保障貸款讓信用評分在一定程度之上
的人支付較低的頭期款，受到首次購屋者的歡迎
。

但是經濟學家警告美國利率上升將增加貸款
負擔，指出如果抵押貸款利率達到6%，加州聖
荷西的購屋者薪水中位數來看，將需要尋找比他
們現在考慮的價格低10 萬美元的房屋，而隨著
購屋者能力愈來愈無法負擔高利率，房價可能會
下跌。經歷過房地產泡沫，美國經濟學家提醒買
屋給孩子的父母必須確保手頭有足夠儲蓄，以免
在經濟衰退或孩子付不起房租時能安然度過危機
。

（本報訊）據美國媒體報道，隨著華
盛頓的政治僵局持續，市場閃爍著各種各
樣的警告信號，大部分美國人預計2019年
對他們的個人財政來說將是嚴峻的一年。

個人理財網站 Bankrate.com的一項調
查顯示，超過55%的美國人預計今年經濟
形勢不會改善，其中11.7%的人認為他們
的財政狀況將會惡化，43.7%的人認為將
保持不變。

此次調查是去年12月14日至16日之
間進行的，當時隨著股市劇烈波動，以及
對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美國
消費者信心降至五個月低位。全美1000個
年齡在18歲以上的成年人接受了調查，調
查結果的誤差幅度為正負3個百分點。

雖然美國人可能不會對自己的財務前
景過於樂觀，但數據顯示工資仍在增長。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12月的報告，過去一
年工人的平均時薪增長了3.2%。經通脹調
整後的中位數家庭收入也在增長。

近半（49%）的受訪者將他們的財政
預期的下降歸咎於華盛頓的政治領導層，
38%的人將這歸咎於生活成本上漲，37%
的人歸咎於債務增加。

調查顯示，“千禧一代”年輕人對自
己2019年的財政前景要比年長者更為樂觀
，近 60%的 18 歲至 37 歲受訪者預計，他
們的財政狀況今年將會改善，超過年長者
的35%。

逾半人認為今年財政狀況不會改善逾半人認為今年財政狀況不會改善年輕人買不起房年輕人買不起房 美國父母贊助幫忙美國父母贊助幫忙



BB88

休城工商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19年1月15日 Tuesday, January 15, 2019

【泉深編譯/來源各大媒體】由美
南福建同鄉會和美國德州福建總商會
聯合主辦的美南福建同鄉會成立25週
年暨2019年春節聯歡晚會於1月12日
晚在Lambo飯店盛大舉行。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僑務
組長葛明東、德州眾議員吳元之、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中國活動中
心-華助中心董事長靳敏等光臨現場
，提前向海內外華僑華人拜早年，恭
祝新春快樂，萬事如意！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
劉紅梅、德州眾議員吳元之、美南福
建同鄉會副會長陳貽亮分別登台致辭
，熱烈祝賀美南福建同鄉會成立25週
年，充分肯定了過去兩年美南福建同
鄉會對團結廣大旅居德州休士頓地區
的僑胞、吸納閩籍鄉親、服務華人社
區等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和取得的

成績，希望同鄉會進一步加強美南地
區與家鄉福建經貿文化人才等方面的
全面合作與交流，為社區的鄉親們提
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平台。

副總領事劉紅梅見證了美南福建
同鄉會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前任會長
唐宗法對過去兩年同鄉會的工作進行
了總結並擔任美南德州福建總商會會
長，他說總商會要積極參與各社團的
聯誼活動並與各社團建立了深度的交
流與合作，相信在新的一年裡，總商
會會越辦越紅。新任美南福建同鄉會
會長鄭榮聰在致辭中說“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同鄉會為廣大旅美僑胞
、僑商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服務平
台，在未來兩年希望更多的同胞用心
參與，一起共同努力，向新的發展目
標更進一步。

春節聯歡晚會進行了豐富多彩的
文藝表演，其中包括：王飛雪演唱

《今夜無眠》，歌友村舞蹈隊伴舞；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笛子合奏《笑傲江
湖》，閆亦修指導；美南電視國際藝
術團表演旗袍秀《夜來香》；華夏
Katy中文學校多人表演芭蕾舞《小天
鵝》，聶莉敏指導；林思晨女聲獨唱
《兵哥哥》；馮愛林葫蘆絲獨奏《月
光下的鳳尾竹》，He Jin 伴舞；北美
詩歌協會配樂詩朗誦《我驕傲，我是
黃河的子孫》；少林功夫學院 CCTV
超級寶貝全球 500 強總冠軍王臻真表
演《少林童子功》、《九節鞭》；著
名葫蘆絲、陶笛演奏家鄭石萍演奏
《情義綿綿》；歌友村舞蹈隊藏族舞
蹈《心中的羅加》；MDS舞蹈學校單
人芭蕾舞《Swanilda Variation》；戴翠
萍演唱傳統京劇《紅娘》；飛天古箏
樂團古箏合奏《滄海一聲笑》；美南
福建同鄉會演唱《愛拼才會贏》。

美南福建同鄉會成立美南福建同鄉會成立2525週年暨春節聯歡晚會在週年暨春節聯歡晚會在LamboLambo飯店盛大舉行飯店盛大舉行

美南福建同鄉會向海內外華僑華人拜年美南福建同鄉會向海內外華僑華人拜年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致辭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致辭
副總領事劉紅梅見證了美南福建同副總領事劉紅梅見證了美南福建同
鄉會新舊會長交接儀式鄉會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美南福建同鄉會為兒童發放新年紅包美南福建同鄉會為兒童發放新年紅包

李蔚華董事長出席春節聯歡晚會李蔚華董事長出席春節聯歡晚會美南電視國際藝術團表演旗袍秀美南電視國際藝術團表演旗袍秀《《夜來香夜來香》》 陶笛演奏家鄭石萍演奏陶笛演奏家鄭石萍演奏《《情義綿綿情義綿綿》》

（本報記者秦鴻鈞 ）無論是亞洲
人還是美國人，對講究健康的日本菜
，無不心存好感。 「凱蒂亞洲城」 內
的 「Atami Xpress 」 ( 亞洲館II ),是該日
本餐廳在Katy 開的第二家，（另一家
在549 S. Mason Rd. 上）開張才二週，
就吸引了大批聞風而至的嚐鮮客，到
下午三、四點還人潮不斷。Atami
Xpress 的老闆娘Mona Lui ( 呂月燕）
女士，來自香港，對日
本餐廳有30 多年的經
營經驗，該餐廳所推出
的以傳統日本菜為主,
如壽司，廚房餐為主，
摒除所有防腐劑，調味
料，以健康的食材自熬
高湯，所推出的成品，
令人百吃不厭，吃了還
想再吃,其著名的菜色
如：牛肉捲（Nagima ),
鐵板火鍋（牛肉鍋）
（Sukiyaki ), 及咖哩飯

（Curry Rice Don ),尤其午餐，價格十
分大眾化，多在9 元、10 元、11 元左
右，除主菜外，再配上蒸米飯及麵，
每日不同的湯及沙拉，僅十元左右，
就可吃到營養豐富的日式午餐，如日
本燉牛肉，烤豬肉里脊，在醬汁和洋
蔥上煮熟，或在大豆醬汁中燜雞肉，
灑上芝麻種子；而他們的咖哩飯是雞
肉或豬肉Katsu,覆蓋日本咖哩醬在蒸米

飯上，每客才10 元，既經濟又美味，
其他還有亞洲風味的雞肉和蝦米炒飯
或拉麵每客在9元,10 元之間，難怪大
家都趨之若鶩，先嚐為快！

在凱蒂亞洲城的 「亞洲館 II 」 吃
日餐，你可有多種選擇，光是食材您
就可選擇金槍魚、白金槍魚、三文魚
、扇貝等多種食材,無論是作成生魚片
、壽司、煙熏三文魚、或是蝦天婦羅

捲或是加州豪華卷，這種綜合了生魚
片、壽司的豪華餐，再配以湯和沙拉
，讓您一次盡享日餐的精華。

其他如雪蟹和鰻魚原料混合的手
捲,或是新鮮三文魚、牛油果和黄瓜切
碎Yellontail, 或是辛辣的梅斯和鱷梨三
文魚------ 各種食材的奇妙搭配，
使在 「亞洲館II 」 吃日餐，成為驚喜
而難忘的經驗。

「亞洲館II 」 位於Katy 亞洲城內A
棟A9, 及 A10 , 佔地 4000 多呎，可容
130 人, 該餐廳並於周一至周六，每天
下午四時至七時，為 「Happy Hour 」
時間，可享非常平價的餐飲。

「亞洲館II 」 的地址： 23119 Co-
lonia Pkwy Suite A9,A10 ,Katy, TX
77449, 電話：（832)913-6696

這是系列報導，由RE/MAX
United聯禾地產贊助和協調入駐
Katy Asian Town 的商家進行採
訪。將以"風味亞洲"的 「 品牌故

事 」 方式呈現給讀者。帶動對 「 凱蒂亞洲城」 商
圈的深刻認識，

使之能更快融入Katy 及鄰近地區居民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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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交界處
東北角的 Katy Asian Town 「 休士頓凱蒂亞洲城」

的開幕，
使這塊佔地15.5 餘英畝，高質量控制開發的亞

洲城，成為大休士頓地區 「唯一」 躋身主流多元
生活圈的獨具特色的亞洲城！其嘉惠範圍將覆蓋凱
蒂 Katy , Cypress , Spring 甚至延伸至 The Wood-
lands,

滿足大休士頓西北區的多元族裔生活需求。並
因其優越樞紐位置, 也將成為由西面到訪休士頓的
Austin, San Antonio 或 Dallas等地的居民, 先行嘗鮮
的地點! 該地區有超過300 多個國際性，全國性，

和當地的公司，其中包括埃克森Exxon美孚化工，
康菲石油公司，雪鐵戈，陶氏化學，沃利帕森，
Shell石油公司，以及BP America。而附近極受歡迎
的大型規劃社區, 如Cinco Ranch, Seven Meadows,

Grand Lakes, The Bridgeland, 及Elyson等Mas-
ter Plans 住有年均收入超過$100K的萬戶中上收入
家庭, 使 「凱蒂亞洲城 」 將是面向高檔客戶群，也
促使優質品牌設立旗艦, 甚至進入德州市場的首選!
不僅將確保高品質的商業環境，同時為主流人群提
供更多機會了解亞裔社區。

休士頓凱蒂亞洲城商圈鳥瞰系列報導之休士頓凱蒂亞洲城商圈鳥瞰系列報導之（（九九））
前言

「「凱蒂亞洲城凱蒂亞洲城」」 新開張日本餐廳新開張日本餐廳--Atami Xpress (--Atami Xpress (亞洲館亞洲館II )II )
推出傳統日本菜推出傳統日本菜、、壽司壽司、、廚房餐廚房餐，，健康保鮮健康保鮮、、令人驚艷令人驚艷

圖為圖為Atami Xpress (Atami Xpress ( 亞洲館亞洲館II )II )內部酒吧內部酒吧。。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KatyKaty 亞洲城亞洲城AA棟棟AA99,A,A1010 的的AtamiAtami
Xpress (Xpress ( 亞洲館亞洲館II )II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亞洲館亞洲館IIII 」」 美崙美奐的餐廳內部美崙美奐的餐廳內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亞洲館亞洲館IIII 」」 美崙美奐的餐廳美崙美奐的餐廳
內部內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亞洲館亞洲館IIII 」」 的便當精華的便當精華：：甜不辣甜不辣、、生魚生魚
片片、、壽司壽司、、牛肉捲牛肉捲。（。（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鐵板火鍋鐵板火鍋：： 「「牛肉鍋牛肉鍋」」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招牌美食招牌美食：： 咖哩飯咖哩飯。。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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