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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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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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月28日，俄羅斯警方宣
布莫斯科國立特列季亞科夫畫廊的名畫
被盜案告破，壹31歲的犯罪嫌疑人被抓
捕，被盜名畫《克裏米亞的埃佩特裏峰
》也已尋回。據俄羅斯當局稱，27日，
壹名男子在特列季亞科夫畫廊舉辦的壹
次展覽中，當眾取下了這幅俄羅斯著名
畫家阿爾希普·庫因吉的作品《克裏米亞
的埃佩特裏峰》，然後淡定離開現場。
阿爾希普·庫因吉是19世紀後期馳名畫
壇的俄國風景畫家，巡回展覽畫派的代
表畫家之壹。圖為被盜名畫《克裏米亞
的埃佩特裏峰》。

當地時間2019年1月27日，巴西布盧馬迪尼奧，周五（1月25日）下午，位於距離貝洛奧裏藏特70公裏處的布盧馬迪
尼奧礦尾礦壩發生潰壩事故，造成環境事故和人員傷亡。大壩屬於礦業公司淡水河谷，尾礦已流入多條河流，主要是帕羅帕
巴河。當天，來自巴西軍方和外國救援隊的數百人攜帶專業設備趕到災區投入救援。米納斯吉拉斯州消防部門發言人說，隨
著時間推移，找到生還者的機會越發渺茫，但是“全體救援人員仍將全力以赴”。

馬杜邏和帕德裏諾壹
起觀看了委內瑞拉軍隊在
巴倫西亞舉行的壹場軍演
。報道稱，軍演期間，士
兵向山坡目標發射火箭彈
、機槍手發射高射炮、坦
克發射子彈……彰顯委內
瑞拉軍事力量以及軍隊的
忠誠度。“在這個世界上
，人們尊重的是勇者、有
膽識者以及強者，沒人尊
重弱者、懦夫和叛徒。”
馬杜羅說，“任何人都別
想踏上（委內瑞拉）這片
神聖土地。為了維護和平
，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當地時間2019年1月27日，俄羅斯聖彼得堡，吉尼斯世界紀錄保持者安德
烈·洛布科夫當日打破了在冰洞中舉起杠鈴的記錄。這壹記錄將在俄羅斯國內被
登記。



BB33綜合經濟
星期二 2019年2月05日 Tuesday, February 05, 2019

綜合報導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

長苗圩表示，2018年中國制造業實際

利用外資保持較快增長，其中特斯拉

上海新能源汽車項目1月7日開工建

設，成為中國進壹步擴大對外開放的

首批直接受益者。

苗圩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

布會上做上述表示。苗圩介紹，

2018 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

以美元計價達到了 412 億美元，同

比增長 22.9%，占全部利用外資總額

的30.5%。

“2018年壹批制造業領域重大外

資項目落戶中國。社會上有些傳言稱

外資因為中美經貿摩擦撤離中國，實

際上還有繼續投資中國的”，苗圩表

示。

2018年，中國取消船舶、飛機等

重大技術裝備等領域外資股比限制，

明確汽車行業對外資全面開放時間表，

壹般制造業實現全面對外開放。“有

8000多種工業類產品，按照稅號都不

同幅度降低了關稅。現在關稅總水平

已經大大低於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平均

水平，甚至接近某些發達國家平均水

平”，苗圩介紹，

例如在汽車行業，苗圩介紹，中

國汽車行業目前沒有全部開放，但也

制定了時間表，最遲到2022年實現全

面對外資開放。在關稅方面，過去整

車進口關稅是25%，2018年降低10個

百分點至15%；汽車零部件進口關稅

原來是15%，2018年降到了6%。“這

個幅度還是很大的”，苗圩說。

據苗圩介紹，2019年中國工業對

外開放有三方面措施：壹是全面實施

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

式，落實好已經承諾的飛機、船舶、

汽車、電信等領域的開放政策；二是

研究工業、通信業進壹步開放措施，

如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範圍，推動重大

外資項目加快落地實施；三是進壹步

修訂產業政策，堅持對內資外資企業

在中國發展壹視同仁的原則。同時深

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取消負面清

單以外領域的各種準入限制。

“中國仍然並將長期是外商投資

的壹片熱土，我們有巨大的國內市

場，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也歡迎各國

企業進壹步擴大在中國的投資”，苗

圩表示。

工信部：特斯拉是中國制造業
進壹步對外開放首批受益者

綜合報導 最 新 发 布 的 一 份 报

告显示，2018 年，中国 100 个城市

的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均 价 全 年 上 涨

1259 元，涨幅为 11%。

根 据 上 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发布的《中国百城房价报告》，

2017 年，易居研究院监测的 100 个

城 市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成 交 均 价 为

11541 元/平 方 米 ， 2018 年 为 12800

元/平方米，上涨了 11%。

报告显示，2018 年 12 月，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13382 元/平方米，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2%。当前房价继续上

涨 ， 相 比 11 月 份 13297 元 上 涨 了

85 元 /平方米。

纵观 2018 年的全国房地产市

场，上半年熙熙攘攘，杭州、西

安、成都、长沙等多城出现排队

摇号买房的现象，下半年楼市出

现调整迹象，“金九银十”不再，

拐点开始出现。

但 即 便 如 此 ， 2018 年 全 国 商

品房的销售面积与销售额仍在上

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 年 全 国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171654 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

149973 亿元，商品房销售均价约

为 8737 元 /平方米。其中，住宅均

价约为 8544 元 /平方米，比 2017 年

上涨了 930 元 /平方米。

具体来看，根据《中国百城

房 价 报 告 》 ， 2018 年 12 月 ， 100

个城 市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成 交 均 价

中 ， 一 线 、 二 线 、 三 四 线 城 市

分 别 为 46485、 14240 和 10885 元 /

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在

2018 年 1 月房价创下了新高，即

为 42607 元 /平方米，随后月份则

总体处于下滑态势，到了 2018 年

下半年房价则呈现了小幅反弹的

态势。而三四线城市在连续 10 个

月环比上涨的基础上，12 月份首

次出现止涨的现象。

关于 2019 年的楼市，中国社

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

组组长邹琳华说，一线城市的房

地产市场或将率先缓慢复苏，二

三四线城市仍将继续调整。

邹琳华说，从城市格局看，

一线城市已经进入存量房市场，

开发市场的波动和商品房库存的

影响比较小，市场变动主要是取

决于政策的变动，特别是融资条

件的变动。未来，政策进一步趋

紧的可能性不大。

他认为，二三四线城市仍处

于增量房市场的阶段。当销售不

畅的时候，库存量就会再度迅速

增加，去库存的压力就会反过来

进一步增加房价下降的压力。

2018年房價跌了？
100個城市均價漲1259元

綜合報導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發布首份融資報告，稱私

營部門在參與基礎設施融資方面的潛

力遠未充分釋放，私營部門投資的重

要性將在未來幾年日益顯現。

亞 投 行 行 長 金 立 群 在 舉 行 的

《2019 亞洲基礎設施融資報告》發

布會上說，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多重

挑戰，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應

對挑戰沒有捷徑可走。亞投行團隊

調研撰寫這份報告，旨在客觀呈現

本地區基礎設施融資規模、融資成

本以及投資機遇等方面，推動基礎

設施互聯互通在亞洲及更廣層面達

成共識。

報告描述了中國、印度、孟加拉

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俄

羅斯、土耳其等8個國家的市場狀況和

項目融資趨勢。報告顯示，這8個國家

中，2017年達成融資條件的項目市場

交易總額與2016年相比，有所下降，

在2018年繼續小幅走低。

報告指出，盡管當前市場存在不

確定性和短期挑戰，亞洲大部分地區

仍然具有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機會。

以中國為例，報告說，中國的地

方性銀行已經發展成熟，成為中國基

礎設施融資的主要出資方。這能夠使

融資規避貨幣問題，並提供合理的長

期基礎設施融資利率成本。

“亞投行等多邊發展銀行在鼓勵

更多私營部門投資上發揮了重要作

用，通過在高質量項目上與私營部門

合作，為當地社區帶來經濟發展和社

會福祉。”金立群說，“我們將致力

於提供解決方案，讓投資中國對私營

部門更具吸引力。”

亞投行資深經濟學家程章斌表示

，當前要務是在多邊夥伴關系模式基

礎上，促進跨境聯通，動員更多私營

資本進入基礎設施投資。亞投行希望

在這壹領域提供更多協助。

亞投行：私營部門參與
基礎設施融資潛力亟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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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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目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
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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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跟踪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近百名台灣師生飛赴吉林參加冬令營文化學習
之旅打開了解東北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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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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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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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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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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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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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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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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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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泉深報導】【泉深/圖文】慶祝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
立 40 週年暨休斯頓國際區第 23 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23nd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於 2019 年 2 月 2 日上午
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綠色廣場盛大舉行。休
斯頓市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 市長、美國國會議員
艾爾∙格林(Al Green)、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美國
國會議員彼得∙奧爾森（Pete Olson ）的亞裔代表張晶晶、中國
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王昱副總領事、休斯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
家彥處長、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前休斯頓市議員關振鵬、著名影
星周潔等出席。休斯頓僑學界僑領代表和大休斯頓地區數千名來
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觀眾出席了本次盛大慶典活動。美國ABC
電視台（Chanel 13）進行了實地採訪報導。

休斯頓市特納市長特納、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王
昱、休斯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以及休斯頓政商名流
蒞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40週年慶典現場剪彩。慶祝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40週年慶典活動由中華總商會孫鐵漢
會長主持。

休斯頓市特納市長在慶典儀式上致辭。他說：“我是美國來
自不同國家、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大都市市長，市政府做任何
決策都要考慮多元化和包容性，要看到他們的面孔，聽到他們的
聲音。” “今天有無數的傑出的、成功的企業家聚集在這裡，

慶祝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40周和迎接國際農曆新年的到
來。今年是豬年，我要向各位拜年。” “我每天都遇到姓李的
人士，今天要特別提到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他
在過去40年創業的發展過程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創建了
休斯頓乃至全美最大的華文媒體，擁有自己的美南國際電視台，
形成了龐大的印刷體系，每天印刷100份不同文字的報紙，對他
的產業印象特別深刻，他為休斯頓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做出巨大
的貢獻，是國際區著名企業家，是移民的榜樣。”

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在致辭中說到，他和李蔚華先生是
多年的朋友，李先生剛到休斯頓國際區時，這裡是一片荒地，沒
有建築，街道也很少，更沒有國際貿易中心。李先生通過自己的
不但努力，在休斯頓國際區的建設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堪稱國
際區的教父。他同時也熱烈祝賀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舉辦了第23
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同時向國際區和大休斯頓的市民拜年！

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在賀辭中指出，她和李蔚華
先生有多年的交情，李先生建立了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和國際
貿易中心，將電視和新聞媒體融為一體，又有大型印刷系統，也
幫助中小企業的發展，為國際區做出了突出貢獻。她說美國是法
制國家，移民國家，新移民為這個國家做出了貢獻，應該得到應
有的權力和尊嚴。美國國會答應再也不要停止政府運行，讓政府
工作人員可以得到工資。她接著說這裡有很多工作人員在航空航

天中心、公園、和司法機構工作，國會保證你們的工作將繼續進
行。美國國會已經允諾不要有戰爭，要聰明地決定邊境的安全。
她祝賀國際農曆新年的到來各位在各行各業取得輝煌成就。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國際貿
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在致辭中說：“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已
經成立40週年了，我們一起建造這個國際社區，看到國際區有
無數成功的範例，我感到無比的自豪。” “我們一定要團結在
一起，告訴華盛頓，我們移民是這個偉大國家的一部分，也是這
個國家發展的動力，我們需要平等和尊嚴。” “二十年前國際
區的百利大道兩邊，是未開墾的一片荒地，現在馬路寬敞，繁華
似錦，這是我們新移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在國際農曆新年
到來之際，向休斯頓多元文化民族和國際友好人士以及大休斯頓
地區華僑華人拜年，祝在新的一年裡各行各業取得更大的進步，
與休斯頓同發展、共繁榮。” 李先生接著說到。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王昱、休斯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前休斯頓市議員關振鵬、德州眾議院吳元之
、國會議員代表張晶晶等分別緻辭祝賀農曆新年到來。
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文藝工作者進行了豐富多
彩的文藝節目表演。

慶祝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慶祝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4040週年週年
暨第暨第2323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盛大舉行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盛大舉行

美國美國ABCABC電視台電視台（（ChanelChanel 1313））進行了實地採訪報導進行了實地採訪報導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4040週年慶典現場剪彩週年慶典現場剪彩 休斯頓市特納市長致辭休斯頓市特納市長致辭

美國國會議員艾爾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致辭格林致辭 美國國會議員希拉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傑克森∙∙李賀辭李賀辭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致辭休斯頓國際區區長致辭

【洛杉磯訊】為迎接豬年到來，華美
銀行特別推出 「珠玉滿堂」 年節定存優惠
計劃。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客戶
凡在該行開立8個月或11個月合格定期存
款帳戶，且存款額不低於2萬5000美元，
即可獲享最高2.18%的優惠年利率，以及
琉璃工房為華美銀行客戶獨家訂製的 「幸
福家園」 限量版開運水晶。禮品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

個人銀行服務，資本穩健，連續九年盈利
創新紀錄。今年，該行更以強勁的營運表
現在眾多大銀行中脫穎而出，獲評《富比
士》 「全美百強銀行」 （Forbes America
’s Best Banks）第八名，並自2010年起
，始終位居該榜單前十五名。此外，華美
銀行還憑藉卓越的客戶體驗獲選《富比士
》 「2018加州最佳銀行」 （Forbes Ameri-
ca’s Best In State Banks）第二名。

您可前往華美銀行網站 eastwest-
bank.com/happy或致電 1-877-828-8963
，瞭解更多優惠詳情，您亦可蒞臨附近分
行，獲取全面優惠資訊。華美銀行位於大
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營業
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週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週日上午11
時至下午5時。華美銀行全體員工竭誠為

您提供超越一般銀行的優質服務。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
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
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4百10
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
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
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
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
，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
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
廣州、台北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此外，
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
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
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
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智勝學院智勝學院20192019春季班招生開始春季班招生開始

伴隨著感恩節和聖誕節的到來，
2018年就快要接近尾聲了，相信同學們
都在這一年裏學到了新知識，打下了更
加堅實的基礎，不斷成長進步。智勝學
院秋季班課程已經過半，我們很欣慰的
聽到一些家長反饋孩子們在這一期的課
程中對於學習興趣有了顯著增強，學習
方法上取得長足提高。許多高年級同學
在智勝學院大學升學顧問的悉心指導下
圓滿完成了心儀大學的申請工作，我們
祝願他們順利進入名校，造就美好的未
來。

有些同學因為秋季學期校內外活動

太多太忙而沒能及時報名，一時錯過了
對文化課的鞏固復習的機會，導致成績
不夠理想。對於這些遺憾沒能來參加秋
季課程的同學，春季班是幫助梳理知識
點，查缺補漏的好時間。同學們應當盡
早安排好春季學習計劃，為五月份即將
進行的學年期末考試做好充足的準備。

智勝學院的2019春季課程是2018
秋季課程的延續，依舊是原班人馬的優
秀老師團隊。其中來自休斯頓頂級私立
高中St. John’s 的老師Mr. S將傾力為
學生們分別教授7-12年級的英文精讀和
寫作課程，還有曾擔任休斯頓作家協會

副主席的Ms. N 會繼續負責高年級SAT/
ACT課程以及英文創造性寫作的教學。

智勝學院除了王牌英文課程之外，
也同樣重視數學和其它科學（化學，物
理和生物）課的教學。打好數學基礎，
擁有良好的數學思維和推理能力對於同
學們日後的學習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良好的數學基礎都是要在日常的 學習
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智勝學院的資
深數學老師們秉承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
，盡全力幫助同學們提高成績，發現數
學學科的樂趣。教授高年級數學的Mr.
L 講課風趣幽默，由淺入深，受到廣大

學生及家長的喜愛。教授小年紀數學的
Ms. S訓練的校隊更是多次獲得了HISD
（休斯頓學區）數學比賽的冠軍，她對
孩子有著無限的愛心和耐心，所以孩子
們也尊敬她，喜愛她。與此同時，為了
提高同學們的動手及邏輯思維能力，春
季也特別開設了Robotics & AI課程 。

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是萬物生長
的季節，也是學習各項知識的大好時機
。智勝學院偕同各位老師，願意與家長
攜手，共同幫助孩子們邁出成功的第一
步。智勝學院2019年春季課程擬定於1
月12日開始至5月18日結束，即日起開

始報名。詳細課程及師資介紹請參閱我
們的網站，也歡迎學生和家長來電或郵
件咨詢。

智勝學院上課地點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學院網站 www.AdvanceAcademy-

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

大家關註

華美銀行推出華美銀行推出 「「珠玉滿堂珠玉滿堂」」 年節定存優惠計劃年節定存優惠計劃
開立合格帳戶可獲獨家限量開運水晶開立合格帳戶可獲獨家限量開運水晶
20192019年年33月月3131日截止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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