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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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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近海岸珊瑚受汙染威脅以色列近海岸珊瑚受汙染威脅 潛水員下海采集轉移潛水員下海采集轉移

近期近期，，以色列埃拉特灣以色列埃拉特灣，，以色列自然公園和公園管理局的潛水員打以色列自然公園和公園管理局的潛水員打
撈當地海域的珊瑚撈當地海域的珊瑚，，將它們轉移到附近的海洋公園將它們轉移到附近的海洋公園。。海洋生物學家表示海洋生物學家表示
，，埃拉特灣的珊瑚礁靠近海岸埃拉特灣的珊瑚礁靠近海岸，，增加了它們面臨人類工業活動帶來的增加了它們面臨人類工業活動帶來的
““毒素和汙染毒素和汙染””的威脅的威脅。。

鏡頭感極佳鏡頭感極佳
海豹面對攝影師變海豹面對攝影師變““好奇寶寶好奇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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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壹家公司聲稱開發了壹款能夠抵禦多種自然災
難的床 。該公司的工作人員表示，這款特殊的床具有強大的伸縮功能
，可以在颶風、地震、風暴或者外界入侵的時候將床的高度迅速提高，
變成壹間堅固的“房子”，從而達到保護的作用；而在平常的時候，這
款特殊的床並無異樣，不會額外占據室內的空間。目前這款床有三種規
格，售價從2400美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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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占比近半
中國版智慧城市怎麽建？

綜合報導 在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的關

鍵階段，融合了人、物、信息等諸多資

源，集物聯網、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

技術應用於壹身的“智慧城市”被公認

為下壹輪增長的重要引擎。2019(第五屆)

中國智慧城市博覽會14日在京開幕。開

幕式上，多位政商專家支招中國版智慧

城市建設要點。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欽敏在

當日的開幕式上表示，智慧城市建設有

四大要點：壹是要著力為經濟發展註

入新動能。二是要著力推動城市治理

邁上新臺階。三是要推動城市的綠色

可持續發展。四是要推動城鄉壹體化融

合發展。

自2012年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下

發文件，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以來，

數百城市湧入智慧城市建設“大門”。

住建部相繼公布三批試點城市名單，共

計277個城市“入圍”。

更多城市自發進行智慧城市建設。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彭森此前透露，截

至去年，全國100%的副省級以上城市，

76%以上的地級城市和超過32%的縣級

市，總計大約500座城市已經明確提出

或者正在建設新型智慧城市。根據德勤

發布的壹份報告，這壹數字占據全球已

啟動或在建智慧城市數量的近壹半，遠

超排名第二的歐洲(90個)。

雖然建設熱情巨大，但業內普遍認

為，目前中國智慧城市發展仍處於起步

階段，絕大多數城市處於起步期或準備

期，成熟期城市空缺。

中國版智慧城市發展的關鍵是什

麼？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

士李德仁在此間指出，中國發展智慧

城市具有後發優勢，雖然基礎較差，

但資本比較充足，借智慧城市這個抓

手，可以實現低碳、綠色、可持續的

發展。

不過，作為壹個快速建設中的發展

中國家，李德仁表示，中國也有不少獨

特的挑戰，包括超大城市誤區和基礎設

施建設跟不上等，光靠“智慧”是解決

不了的，必須抓好現實城市的具體規劃

和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提升城市建設水

平，才能讓智慧城市落到實處。

政府在其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中

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李

鐵指出，無論技術多先進，最終在市場

投入中有回報，才能形成最好的社會效

應。李鐵指出，智慧城市不應僅由政府

主導，而應通過無數市場創新的科研

成果形成在城市的應用，讓它為政府

服務，為居民服務，為廣大的市場需

求服務。政府可以購買服務，提高服

務效率，城市居民也會得到更大的收

益，更能激發企業在智慧城市各項技術

的研發和創新。

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認為，雖

然很多服務主體是企業，很多技術創新

也由企業發起，但不意味著政府可以

無所作為。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

應該進壹步加強規劃和引導。因為智

慧城市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不同領

域的連接和數據的共享，各自為政會

造成資源大量浪費。同時，智慧城市

也涉及到私人數據、私人隱私信息的保

護問題，這些都需要政府的統壹規劃和

法治制度保障。

浪潮集團副總裁姜振華指出，作為

運營商，關鍵在於如何整合方方面面的

資源，怎樣才能跟各合作方在壹個城市

裏愉悅地合作，這需要壹個組織者。而

政府往往扮演了這個組織、牽頭和監管

的角色。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院長華強森指

出，每個城市應配有城市發展的基礎

設施，比如鐵路，智慧城市應建立在城

市基礎設施之上。他認為，政企合作是

智慧城市發展的唯壹辦法。

本屆智博會展出面積23000平方米

，展期3天，多位國家部委官員和兩院

院士、40余位城市主管市長、600余個

地方政府組團、200余個知名企業、近

2000名相關企業機構代表、50余位國際

嘉賓出席，參會參展人數預計將達10萬

人次。

壹滴鹵水裏的滄海桑田 來自鹽湖股份的蹲點報告
立夏已過，北方平原金燦燦的冬小麥豐收在望。

而餵養這些冬小麥的“糧食”——鉀肥，在青藏高原

碧波蕩漾的察爾汗鹽湖源源不斷地“收割”、產出。

作為農業生產的關鍵要素，鉀肥讓金黃的麥浪與遠

隔千裏的高原緊密相連。鉀肥大幅增長的背後，是鹽湖

人的艱辛奮鬥史，更是中華兒女自強不息的縮影。

荒漠中成就中國奇跡
我國鉀肥生產起始於察爾汗鹽湖。60年來，鉀

肥工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由完全依賴進口發展

到自給率近60%。

上世紀50年代，受資源開發、生產技術等方面的

限制，我國鉀肥完全依賴進口，壹些外國專家曾斷言：

“中國是壹個貧鉀國家，根本無鉀資源可循。”

蒙語“察爾汗”，譯為鹽澤。現代科學勘探印

證：總面積達5856平方公裏的察爾汗鹽湖，是我國

最大的可溶性鉀鎂鹽礦床，其鈉、鎂、鉀、鋰的儲

量均居全國之首。

1958年，22歲的張連吉從老家山東來到荒無人

煙的察爾汗鹽湖。“鉀肥廠招工，我們壹起來了

170多個人，可到了這裏後發現沒水、沒電、沒房

子，什麼都沒有，大家都哭了。”

高鹽度環境讓美麗的察爾汗鹽湖成了生命的禁

區。“搭帳篷、找水源、挖運河……”張連吉說，

剛來鹽湖的日子是講不完的苦楚。如今，波光粼粼

的鹽田中，采鹽船伴著戈壁的大風不停進行著采礦

作業。過去根本想不到，鹽田上還能開船。

面對壹望無際的鹽田，青海鹽湖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王興富說：“鉀肥年產量從建廠

時的953噸到現在超過500萬噸，鹽湖人最初依靠人拉

肩扛的土辦法，彌補了我國鉀肥生產的空白。”

傳承中見證跨越發展
“皮褲糊滿了鹽漿，褲子脫下來都可以立起來。”

在張連吉兒子張振傑的童年裏，印象最深的是父親的

那條“泥褲腿”。“男工人采礦，女工人晾曬。”張

連吉說，早期鉀肥生產靠洋鎬、鐵鍁的“土辦法”，

工人們在鹵水沒膝的鹽田裏壹泡就是壹天。

“固體鉀礦溶解轉化工藝的實現相當於再造了

壹個察爾汗鹽湖，突破反浮選冷結晶技術極大地提

高了鹽湖鉀肥開采效率。”鹽湖股份鉀肥公司黨委

書記田紅斌說，依靠技術革新，目前鹽湖鉀資源總

利用率已由建廠初期的不足三成提高至七成以上，

資源保障由100萬噸規模服務30年擴大至500萬噸

規模服務50年。

作為我國最大的鉀肥生產企業，鹽湖股份通過

革新生產工藝、生產設備讓我國成為鉀肥價格的世

界“窪地”。

在鹽湖股份元通公司，如今已是公司董事長的

張振傑正在用手機隨時查看車間生產情況。“我在

廠區長大，小的時候覺得到處都是鐵銹、灰突突的，

只有鉀肥是白色的。”生在鹽湖、長在鹽湖，讓他

目睹了工人們的艱辛，也由此萌生了用科技改變工

人工作環境的念頭。

在元通公司的生產車間，工人只需要帶著平板

電腦和特質眼鏡就能完成巡檢工作，應用先進的數

字控制設備通過計算機數據分析實現了生產控制。

張振傑說：“去年公司裝置已達到75萬噸滿負荷

生產，未來我們將通過互聯網技術，根據土地墑情

滿足差異化用肥需求。”

循環中踐行綠色理念
今年5月30日，鹽湖股份22噸純鎂錠產品從察

爾汗裝車出發，搭乘中歐班列發往德國漢堡，這是

鹽湖股份第壹批出口歐洲的純鎂錠產品。近幾年，

鹽湖股份進軍循環經濟領域，深加工產品不斷湧現。

有“無機鹽寶庫”之稱的察爾汗鹽湖，各類鹽資

源總儲量達600億噸。王興富說，鉀肥生產過程中鹽

湖鹵水分級蒸發，先後產生氯化鈉、水氯鎂石等生產

“廢料”，而這些生產“廢料”通過技術轉化被加工

成堿化工產品、金屬鎂、碳酸鋰……最後尾礦又通過

固體鉀礦溶解轉化工藝回到鹽田，鹽湖資源形成了

“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利用模式。

循環經濟帶來生態紅利，讓鹽湖人興奮不已。張振

傑說：“與兒時鹽湖的荒涼不同，現在湖區能看到鸕

鶿、大雁、天鵝，還有壹些叫不上名字的野生動

物。”在鹽湖防洪堤壹側，約200平方公裏的濕地

“公園”，與另壹側鋼筋水泥的工業建築形成鮮明對

比。鹽湖股份鎂業公司副總工程師劉國建說：“循環經

濟理念貫穿鹽湖生產‘壹甲子’，這對於經濟基礎薄弱

的生態敏感區域發展工業經濟，是壹次有益探索。”

壹甲子滄海桑田。王興富說：“用開放創新的

思維，既保護好生態，又做好資源綜合開發利用，

鹽湖精神正鼓舞我們鹽湖人勇闖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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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6 月 18 日
是國際壽司日，我們
特別推薦休斯頓最佳
的壽司店"The best su-
shi in Houston"， 這 些
質量考究的日本料理
店分佈在休斯頓的不
同區域，同時別具一
格，各具特色。

國 際 壽 司 日 是
Facebook 自 2009 年發
起為全世界最受歡迎
的料理之一 「壽司」
慶祝的日子。根據統
計，目前全球有超過
61,000 多間壽司店 ! 全
球最大美食外送平台
foodpanda 表示: 壽司在
foodpanda營運的40幾個國家中
一直都是排名前五最受歡迎的
外送餐點.

那大家最愛點的壽司是什
麼呢? 香甜肥美入口即化的鮭
魚果然深受大家的喜愛，前五
名就有三項是鮭魚，鮪魚則是
拿到了第二名! 前十名分別是
─ 第一名鮭魚握壽司，第二名
鮪魚握壽司，第三名是辣鮭魚
捲，第四名是明太子鮭魚，第
五名是軍艦壽司，第六名是鮮
蝦握壽司，第七名是壽司捲，
第八名是白鯧魚握壽司，第九
名是玉子燒握壽司，第十名是
鰻魚壽司。

壽司是日本的代表料理，
但其實據說壽司發明於西元前
400 年的中國，不過當時的壽
司跟現在的不太一樣，當時的
壽司是指用來保存魚的方法之
一，我們現在所知的壽司於19
世紀由花屋與兵衛發明。而且
其實 「壽司」一詞並非大家所
想是生的魚， 「壽司」是指用
醋與鹽調味過的飯。近代壽司
漸漸的成為一種便宜的速食，
而廣受歡迎，現在全球有超過

61,000 間壽司店。近來
火 紅 的 加 州 壽 司 捲 於
1970 年在美國被發明，
自此更開啟了創意壽司
的新浪潮!
以下是休斯頓最佳的壽
司店。
Nobu
5115 Westheimer

MF Sushi
1401 Binz

Kata Robata Sushi + Grill
3600 Kirby

Tobiuo Sushi & Bar
23501 Cinco Ranch

Kuu Restaurant
947 North Gessner

Uchi
904 Westheimer

Izakaya Wa
12665 Memorial

Soma Sushi

4820 Washington

Teppay Japanese Restaurant
6516 Westheimer

Aka Sushi House
2390 West Alabama

Roka Akor
2929 Weslayan

Uptown Sushi

1131-14 Uptown Park

Azuma Sushi & Robata Bar
5600 Kirby

國際壽司日 今天你吃壽司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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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內地吸毒人數佔比首降
吸毒者現有240萬 同比降5.8％ 青少年預防教育見成效

《2018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表示，儘管內地治理毒品濫用取得一定成效，但合成毒品濫用仍呈蔓
延之勢，濫用毒品種類和結構發生新變化。在240.4萬名現有吸
毒人員中，濫用冰毒人員135萬名，佔56.1%。冰毒已取代海洛
因成為內地濫用人數最多的毒品。大麻濫用繼續呈現上升趨
勢，在華外籍人員、有境外學習或工作經歷人員及娛樂圈演藝
工作者濫用出現增多的趨勢。

廣東現源頭性收縮
報告稱，為吸引消費者、迷惑公眾，一些毒販不斷翻新毒

品花樣，變換包裝形態，“神仙水”、“娜塔沙”、“0號膠
囊”、“氟胺酮”等新類型毒品不斷出現，具有極強的偽裝
性、迷惑性和時尚性，以青少年在娛樂場所濫用為主，給監管
執法帶來難度。

報告指出，經過持續嚴打整治，內地製毒犯罪活動受到重
創，傳統製毒重點省份廣東出現源頭性收縮，製毒活動不斷向
其他管控薄弱地區轉移，以往較少發現製毒活動的西北、東北
地區製毒活動上升明顯。

境外毒品滲透加劇
隨着互聯網、物流寄遞等新業態迅猛發展，不法分子越來

越多地應用現代技術手段，全方位利用陸海空郵渠道走私販運
毒品，渠道立體化、手段智能化突出。報告指，“互聯網+物
流”已成為販毒活動主要方式。

報告指出，“金三角”（緬甸、老撾、泰國交界地區）、
“金新月”（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的三角地帶）和南
美、北美等境外毒源地對內地“多頭入境、全線滲透”的複雜
態勢仍未改變，境外毒品向內地滲透呈進一步加劇勢頭。據統
計，全球約有2.75億人至少使用過一次毒品，其中近3,100萬人
為吸毒成癮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家禁

毒委員會辦公室17日在京發佈《2018年中國毒品

形勢報告》。報告指出，2018年，內地現有吸毒人

數佔內地人口總數的0.18%，首次出現下降。截至

2018年底，內地現有吸毒人員240.4萬名（不含戒

斷三年未發現復吸人數、死亡人數和離境人數），

同比下降5.8%。2018年新發現吸毒人員同比減少

26.6%，其中35歲以下人員同比下降31%，青少年

毒品預防教育成效繼續得到鞏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 北京報道）國家禁毒委員
會辦公室17日發佈的《2018
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指
出，2018內地和港澳警方聯
合開展有“獵劍-黑武士”行
動，破案198起，抓獲台港澳
籍毒販350名，繳獲各類毒品
8.6噸。

報告指出，南美大宗可卡
因過境中轉情況突出，繳獲量
增長迅猛。2018年，內地繳獲
南美可卡因1.4噸，同比上升
3.4倍。報告內容顯示，南美可
卡因經海路從東南沿海港口販
運入境後再採取“螞蟻搬家”
等方式販往香港、歐洲、澳
洲、新西蘭等地。雖已連續3
年被內地查獲數量超過1噸，
損失巨大，仍在不斷調整路線

入境中轉。與此同時，也有少
量可卡因通過航空等渠道向內
地滲透。

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
公安部黨委委員、反恐專員劉
躍進在發佈會上表示，由於內
地與香港的毒品犯罪緊密相
聯，所以近年來內地與香港警
方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相互
協助配合，聯手打擊跨兩地毒
品犯罪。這兩年來，兩地警方
聯手開展了“獵劍-黑武士”等
專項偵察打擊行動，破獲一批
跨兩地的毒品案件，抓獲了一
批大毒梟，狠狠打擊了跨兩地
毒品犯罪的囂張氣焰。同時，
內地警方亦在認真研究在網上
打擊毒品犯罪並與香港警方有
着良好的配合，以共同提高網
上打擊毒品犯罪的能力。

去年抓捕350台港澳籍毒販毒品濫用五種新變化
■毒品濫用人數增速減
緩但規模依然較大，

新增吸毒人員減少。

■冰毒成為濫用“頭號
毒品”，大麻濫用人

數增多。

■復吸人員濫用合成毒
品佔主流，交叉濫用

者更加突出。

■毒品市場花樣多，新
類型毒品不斷出現。

■毒品濫用危害極大，
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葛沖

■■20182018年年，，內地現有吸毒人數佔內地人口總數的內地現有吸毒人數佔內地人口總數的00..1818%%，，首次出現下降首次出現下降。。圖為雲南德宏公安邊圖為雲南德宏公安邊
防支隊芒市邊防大隊偵查隊防支隊芒市邊防大隊偵查隊““女子偵查組女子偵查組”，”，該女子偵查組自該女子偵查組自20152015年年66月成立以來月成立以來，，截至截至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共查獲毒品案件共查獲毒品案件118118起起，，抓獲犯罪嫌疑人抓獲犯罪嫌疑人123123名名，，繳獲各類毒品繳獲各類毒品320320餘公斤餘公斤，，
被譽為刀尖上跳舞的被譽為刀尖上跳舞的““霸王花霸王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中國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
理專業委員會17日發佈《新一
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發展負
責任的人工智能》，就人工智能
治理明確提出八大原則。

應符合人類價值觀
該委員會指出，人工智能發

展相關各方應遵循：和諧友好，
人工智能發展應以增進人類共同
福祉為目標，應符合人類的價值
觀和倫理道德，應以保障社會安
全、尊重人類權益為前提；公平
公正，人工智能發展應保障利益
相關者的權益，促進機會均等；
包容共享，人工智能應促進綠色
發展、包容發展和共享發展。

尊重隱私，人工智能發展應
尊重和保護個人隱私，充分保障
個人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安全可
控，人工智能系統應不斷提升透
明性、可解釋性、可靠性、可控
性，逐步實現可審核、可監督、
可追溯、可信賴；共擔責任，人
工智能研發者、使用者及其他相
關方應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
自律意識，嚴格遵守法律法規、
倫理道德和標準規範。

確保人工智能有利人類
開放協作，鼓勵跨學科、跨

領域、跨地區、跨國界的交流合
作，在充分尊重各國人工智能治
理原則和實踐的前提下，推動形
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國際人工智能
治理框架和標準規範；敏捷治
理，尊重人工智能發展規律，在
推動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有序發
展的同時，及時發現和解決可能
引發的風險，確保人工智能始終
朝着有利於人類的方向發展。

據了解，為加強人工智能法
律、倫理、社會問題研究，積極
推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國新
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推進辦公
室今年3月成立國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將起草新
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列入該委
員會重點工作。經過網上建議徵
集、專家反覆研討、多方徵求意
見等環節，最終在凝聚廣泛共識
的基礎上形成並發佈本次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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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組合 阿根廷積弊未改
阿根廷此敗，也是12年來

在美洲盃第一次於90分鐘法定
時間內輸波。之前三屆，阿根

廷全部敗仗都是互射12碼所輸的。盼一洗去年
世界盃頹風的阿根廷今次賽事以新老組合出

戰，但首戰效果未見理想，依然是全無隊形。
阿根廷今仗正選陣容，以美斯、阿古路和

迪馬利亞領銜鋒線；貝迪斯的盧施素、巴黎聖
日耳門的里安度柏利迪斯夥拍去年沒入選的古
度洛迪古斯，三位較年輕的球員組成中場線；
後防由奧達文迪和左閘達利亞費高擔大旗。然
而，這支由少帥史卡朗尼接手的阿根廷卻延續
着近年“亞軍廷”各自為戰、全無隊形的毛
病。

哥是役以粗野防守將美斯凍結，比如60分
鐘古達度無計可施下出“超技術”從後剷跌美
斯，犯規後更向美斯滿臉不屑，阿根廷球員嬲
怒得一時將他圍住。可見這支阿根廷，一旦鋒
線球員的個人技術施展不來，便很難打破僵
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阿根廷在美洲盃已經40年沒在首場輸波了，他
們最後一次首戰告負還是在1979年，當時以

1：2負於玻利維亞。“我過了一陣子才接受這個失
敗的結果，我們看接下來幾天吧。我們需要看到地
平線，然後繼續走下去，輸波後我們必須用另一種
方式、另一種想法去重新開始之後的比賽了”。美
斯賽後在採訪區說道。

嘆表現最好時被哥足連轟兩粒
今場在巴西東北部城市薩爾瓦多舉行的美洲

盃B組首戰，哥倫比亞憑藉羅渣馬天尼斯和杜雲
沙柏達在71分鐘及86分鐘的入球，戰勝由美斯領
銜的阿根廷。美斯對比賽最後25分鐘讓對手連入
兩球非常遺憾，因為下半場本身阿根廷佔據優
勢，他說：“下半場我們開始放鬆，但正在踢得
越來越好時卻被對方攻入一球。那球非常漂亮，
第二球也是高水平的，但確實兩球都是在我們自
己表現最好時（失的）。”

遺憾之餘，美斯也表達了對下一場比賽的信
心，他說：“我在下半場找到感覺，己隊也有很
多機會。但我認為我們會迅速恢復過來，這就是
我們要走的道路，我們將把今天比賽下半場的狀
態繼續保持到下一場與巴拉圭的比賽，只要保持
這種狀態，我們會贏的。”

美斯補充說：“我們必須從今天的比賽中看
到積極的一面，然後去想明天的事。我們獲得很
多機會，因此我們的頭依然是昂起的，我們要昂
首接受失敗，並將用另一種方式一步步向前
走。”另一場賽事，委內瑞拉和秘魯在巴西阿雷
格里港進行的A組首輪以0：0終場。 ■新華社

在波蘭時間15日進行的U20男足世界盃
（世青盃）決賽，烏克蘭以3：1戰勝韓國隊，首
次奪得冠軍。

韓國和烏克蘭闖進決賽讓人不免感到意外，
但這兩支U20球隊不愧為本屆世青盃表現最出
色、最穩定的球隊。當天在波蘭中部城市羅茲的
比賽中，韓足又迎來理想開局，開賽不到5分鐘
便獲判12碼，核心李康仁主射命中助韓足領先。
此後，烏足加緊逼搶，並憑藉嫻熟的配合控制住
局面，控球率明顯佔優。34分鐘，烏足前場罰
球，韓國後衛解圍不遠，皮球誤打誤撞落到12碼

點附近的蘇比亞夏腳下，他順勢轉身射入其個人
本屆賽事的第一球。

基輔戴拿模新秀梅開二度
易邊再戰，52分鐘，烏隊球員前場帶球進

攻，韓足後衛上前攔截，皮球又是在爭搶中不偏不
倚來到後上的蘇比亞夏腳下，這位効力基輔戴拿模
的19歲前鋒冷靜射入反超前。韓足之後組織了頗有
效的進攻，但無奈運氣不好，臨完場前反被對手再
下一城。87分鐘，烏足的捷泰斯維利後場截擊得
手，並單騎突入禁區射入鎖定勝局。 ■新華社

烏克蘭挫韓足首捧世青盃

阿根廷近阿根廷近4040年美洲盃年美洲盃
首次出閘脫腳首次出閘脫腳

一時無法 接受落敗
美斯：

阿根廷國足在2019年美洲盃的第一場

比賽就以0：2告負，“球王”美斯覺得這

個戰果，一時之間確實是有些難以接受。

在B組取下首個3分的哥倫比亞，曾經効

力於中超蘇寧的羅渣馬天尼斯為哥足率先

破網，最後再由杜雲沙柏達鎖定勝局。

■■美斯美斯((右右))撞到頭部撞到頭部。。 法新社法新社

■■羅渣馬天尼斯羅渣馬天尼斯((右右))慶祝入波慶祝入波。。路透社路透社

■■阿根廷慘吞兩阿根廷慘吞兩
蛋蛋，，美斯非常沮美斯非常沮
喪喪。。 美聯社美聯社

點 評

國際乒聯巡迴賽日本公開賽16日在日本北海道札
幌落幕，中國隊包攬全部五項冠軍。中國隊員許昕在
此戰中獲得“大豐收”，摘得男單、男雙、混雙三個
冠軍。

男單決賽由許昕對陣中國台北選手林昀儒。首
局，許昕以11：9先下一城。第二局面對開局0：4的
不利，許昕沒有急躁，最後以14：12反超勝出。第三
局林昀儒以11：8扳回一局。許昕很快調整了狀態，再
一次控制住了比賽局面，以11：8和11：3再勝兩局，
鎖定勝利。

女單決賽在中國選手孫穎莎和劉詩雯之間展開，
這場比賽可謂一波三折，兩名選手展開了激烈爭奪，
鏖戰七局，最終孫穎莎以4：3反勝，繼2017年之後再
次獲得日本公開賽女單冠軍。

此外，在男雙決賽中，中國組合樊振東/許昕直落
三局擊敗德國組合貝尼迪克特．杜達/邱黨奪得冠軍。
女雙決賽在中國組合劉詩雯/陳夢和孫穎莎/王曼昱之
間進行，最終劉詩雯/陳夢組合以3：1獲勝。而15日
上演的混雙決賽，中國組合許昕/朱雨玲以3：0橫掃日
本組合張本智和/早田希娜奪冠。 ■中新社

2019年射箭世錦賽於當地時間16日在荷蘭
斯海爾托亨博斯落下帷幕。在反曲弓男子團體決
賽中，由魏紹軒、馮浩、丁倚亮組成的中國隊以
6：2戰勝印度隊，歷史上首次奪得世錦賽男團項
目冠軍。女子團體比賽中，鄭怡釵、孟凡旭和安
琦軒組成的中國隊在銅牌戰中以4：5不敵英國

隊，獲得第四名。中國台北在冠軍爭奪戰中以
6：2戰勝韓國，歷史上首次獲得世錦賽女團冠
軍。“這次世錦賽，我們派出了非常年輕的參賽
陣容，6名隊員中有3人都是18歲，平均年齡20
歲，而且所有隊員都是第一次參賽。”國家隊領
隊肖昊鵬說。

根據國際射箭聯合會的有關規則，本次世錦
賽上男女團體進入前八的隊伍，將自動獲得明年
東京奧運會的滿額席位（除了團體項目資格以
外，男女個人項目分別可派3人參賽）。中國隊
成為目前僅有的4支拿滿參賽席位的隊伍，其他
三支分別是中國台北、英國以及傳統強隊韓國
隊。“去年11月聘請韓國教練以後，國家隊的
訓練方式方法、訓練理念以及選拔辦法都發生很
大變化。這次任務和目標就是盡力完成滿額席位
任務，同時在過程中鍛煉隊伍，檢驗前期訓練和
選拔成果，對下一步備戰進行分析調整。”肖昊
鵬說。本次世錦賽混合團體項目冠軍被韓國隊獲
得，決賽中他們以6：0完勝東道主荷蘭隊。自
2011年世錦賽設立混合團體項目以來，韓國隊還
從未讓該項目冠軍旁落過。 ■新華社

中國首奪射箭世錦賽男團冠軍

日乒賽中國攬五冠

■■中國男子射中國男子射
箭隊賽後開心箭隊賽後開心
合影合影。。
國際箭聯圖片國際箭聯圖片

■■ 許 昕 奪 男許 昕 奪 男
單單、、男雙及混男雙及混
雙三個冠軍雙三個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烏克蘭一班年輕球員烏克蘭一班年輕球員，，高舉高舉20192019年世青盃冠年世青盃冠
軍獎盃軍獎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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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編輯】近日，汕頭大學
宣布將推出“本科生學費全額獎勵
計劃”，該計劃為李嘉誠基金會捐
資在汕大設立的專項獎助學金，首
期獎勵對象為2019級至2022級本科
生，包括四年制專業和臨床醫學、
口腔醫學等五年制專業。在該計劃
中，每年的捐資額度依據 2019 級至
2022 級本科生當年的學費總額，並
以一億元人民幣為資助上限。

值得一提的是，與以往各高校
針對成績優異或家庭有困難學生的
獎助學金不同，這一獎勵計劃面向
全體學生，其新聞通稿中表示，
“汕頭大學成為國內第一所全日製
本科生學費全額獎勵的公立綜合性
大學”。

消息一出即登上微博熱搜榜，
網友紛紛羨慕起“別人家的大學”
，也有人擔憂汕頭大學今年的分數線
會大幅上漲。

汕頭大學的成立由李嘉誠一手促
成，二者淵源頗深。

汕頭大學成立於1981年，是由教
育部、廣東省、李嘉誠基金會三方共
建的高等院校，是全球唯一一所由私
人基金會（李嘉誠基金會）持續資助
的公立大學。據汕頭大學官網的披露
，李嘉誠基金會對汕大的支持款項就
已超過100億港元。

2017年11月，在李嘉誠辭任汕頭
大學名譽主席之後，有網絡傳聞稱李
嘉誠基金會將撤出汕頭大學，汕頭大
學很快在聲明中回應稱，網文與事實
不符，此外，李嘉誠基金會還決定在
未來8年內再捐資20億港元，支持汕
頭大學加快發展。

在這次推出“全員免學費”計劃
前，李嘉誠基金會已於2018年在汕大
內試點推行了上述獎勵計劃，為汕大
新開設的生物醫學工程專業的34名本
科生提供學費全額獎勵。

根據汕大公佈的2019年本科招生
計劃，學校計劃在全國范圍內招收
3100人。根據不同專業，學生的學費
在 5510 元/學年至 10000 元/學年（藝
術生）不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
的招生計劃中，省內生源達到2447人
，即學校將近80%的名額留在了廣東

省內。
這或多或少體現了汕頭大學一直

以來的招生困境——儘管有李嘉誠的
名氣加持，但學校的省外知名度不高
。

在媒體報導中，汕頭大學經常被
形容為“高等教育改革'實驗田'”，除
了採取小班教學和在本科階段就引入
導師制以外，學校還進行了學分制改
革、引入香港式的書院制育人模式，
加強學生的綜合素質教育與管理。

但汕頭位於經濟算不上發達的粵
東地區，與省內的經濟中心珠三角地
區距離較遠，相比於華南農業大學、
深圳大學等廣東省其他的一本院校，
省外學生對汕頭大學了解甚少，這樣
的地理位置也對學生後續的實習就業
幫助不大。而此次面向全部新生的獎
勵計劃具有普惠性質，想必能夠為今
年的招生帶來積極影響。

這些高校也想給你送錢
想給大學新生掏學費的也不僅僅

是李嘉誠。
據澎湃新聞報導，為了吸引高分

新生報考，今年有多所廣東省內高校
都推出了新生獎學金制度，最高甚至
能達到30萬元/人。

在這份名單中，包含深圳北理莫
斯科大學、廣州大學、廣東醫科大學
、東莞理工學院等高校。深圳北理莫

斯科大學的獎學金獎
勵等級分為特等獎 30
萬元/人，一等獎 4 萬
元/人，二等獎2萬元/
人，三等獎 1 萬元/人
，優秀獎 5000 元/人，
獲得特等獎的學生高
考成績需要在各省的
排名進入前 1000 名，
一等獎的排名需要在
前2%，以此類推。

廣州大學同樣對
新生設立了10萬、5萬
、2萬元的一次性獎勵
金，其中 10 萬元獎勵
金將給予廣東省文科
高考排位前 0.1%、理
科排位前 0.6%或者外
省文理科前 0.1%的考
生。

從獎勵要求可看
出，這些高校瞄準的是高分考生，希
望以高額獎學金吸引高分新生報考。
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發
表評論文章指出，根據《廣東省招生
委員會關於做好廣東省2019年普通高
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育部規定高
校不得在錄取工作結束前以各種方式
向考生違規承諾錄取或以“簽訂預錄
取協議”“新生高額獎學金”等方式

惡性搶奪生源。
熊丙奇認為，這是因為“在當前

的高考錄取制度之下，高校並沒有充
分的招生自主權，並不能承諾錄取某
名學生”。當報考人數過多時，學校
的錄取分數線會應聲上揚，學校可能
無法兌現此前許諾的“預錄取”或
“高額獎學金“，就會影響到考生的
權利與高考招生的秩序。

對於高校來說，想要一個漂亮的

招生業績無可厚非，但在把高分考生
吸引來過後，良好的教學質量與雄厚
的師資力量才是能吸引未來學生源源
不斷報考的重點。畢竟一個能上北大
的學生，大概率不會因為高額獎學金
而報考二本大學。

獎學金與學費免除都不是最能吸
引學生的，大學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應如梅貽琦所言，“所謂大學者，非
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上汕頭大學 李嘉誠為你付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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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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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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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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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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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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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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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魅力友城 中國 賀州——英國 伍斯特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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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史上的天然胰島素
——記天然胰島素的發現和研制者王淑
霞、李坪林PHD醫學博士

（本報訊） 美國中醫針灸科學院、
糖尿病研究所的醫學科學家李坪林與著
名中醫腫瘤權威王淑霞博士合作，2006
年他們去雲南與越南相鄰的地區研究考
察藥源的途中，因為自身帶的水用完了
，又沒有找到水源，李坪林隨手采到了
一種植物來品嘗，吃了以後很久沒有感
到口渴，於是他采集了一些帶回實驗室
，實驗中奇跡地發現這種植物有降壓、
降血尿糖的作用，並且毒理實驗無副作
用。

2008年他們研制發明了天然胰島素

“克糖平膠囊”，經黑龍江醫藥主管部
門按照“既食又藥”批準投產。2008年
8月王淑霞在百忙的工作之中從美國回到
北京，李坪林從英國倫敦回到北京的天
然胰島素的發現發明在北京召開新聞發
布會，參會的有《人民日報》、《光明
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的記者。

2008年12月美國舊金山矽谷的一家
生物藥業欲投巨資購買本草“克糖平”
的獨家技術專利權，獨家生產，美國鹽
湖城是著名的保健品生產基地，一家保
健品公司的總經理迪爾多次尋找王淑霞
合作，迪爾總經理深有體會地說：“中
國的自然醫學很厲害嘛，“克糖平”的
選料、配方都很特別，提取工藝很科學
，很難破解。”迪爾懇求能否先給他的
母親治療，他母親在波士頓，患二型糖
尿病已有十幾年了，多年來離不開胰島
素，視物模糊、周身無力、喝得多、便
得多，兩年前做了心臟支架，尿路經常
感染，迪爾先給他的母親購買了兩個療
程本草“克糖平”，口服17天後，他母
親早上起床後看東西時突然視線清晰起
來，再口服一周後，尿路感染痊愈。一
個療程下來血壓、血尿糖平穩下降。口
服“克糖平”之前，餐前血糖6.5，餐後
血糖14.5。口服兩個療程之後，餐前血糖

5.5—6，餐後血糖7.0-8.0，註射胰島素
開始減量，血壓、血尿糖、體力、視力
、睡眠都有很快的恢復。口服“克糖平
”6個療程後，血壓、血尿糖基本趨於正
常，幾年不敢吃的水果和食物現在都敢
吃了。迪爾先後給我們介紹了十幾個主
流社會的糖尿病人，他們都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恢復。最嚴重的是三型糖尿病，
視力只有0.2，雙下肢潰爛、腳趾疼痛，
已潰爛掉一到二節流水生蛆，胰島素已
增加到最高用量，口服兩個療程“克糖
平”膠囊，視力明顯恢復0.4—0.6，尿路
感染痊愈，口服6-8個月後，腳趾潰爛
痊愈，已不再坐輪椅，視力清晰，腿走
路有力，原高壓160,、低壓120；八個月
後，血壓、血尿糖趨於穩定。

李坪林主任表示，長期的一、二型
糖尿病容易引起糖尿病黃斑變性而且糖
尿病患者患視網膜病變的風險高於常人
，失明幾率是常人的20倍。李坪林團隊
的科學家一方面給病人口服天然胰島素
平穩降壓、降血尿糖外，另一方面王淑
霞博士會采用針灸療法治療糖尿病引起
的視力病變。

近10年來，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患有
糖尿病，不及早發現治療血糖，導致視
網膜病變的患者趨於年輕化。紐約的陳

先生，62歲，從事房地產工作多年，因
家族有糖尿病史，40多歲就發現患有糖
尿病，當時並不嚴重，從2010年開始，
眼睛不定期出現出血現象，不痛不癢，
幾天就好了。2015年不但玻璃體出現，
視野呈現黑影，看不清東西等癥狀，視
力從1.2降到0.3。這個時候才感覺到害怕
，2016年經一個糖尿病病友介紹，在拉
斯維加斯找到了王淑霞教授，經過口服
天然胰島素“克糖平膠囊”6個療程配合
針灸，雙側視網膜病變得到控制和恢復
。王教授建議定期進行眼底篩檢，早發
現早治療，很多病人發現眼睛有玻璃體
出血，都不引起重視，等真正失明的時
候就太遲了！李坪林、王淑霞博士的糖
尿病團隊采用的是中醫針灸自然療法治
療糖尿病，療程短、恢復快、無副作用
等特點，受到來自眾多糖尿病患者的好
評。

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大多是超肥胖的
兒童或青壯年，化驗體檢，發現血尿糖
超標但無體征，對於這種情況，家長不
能忽視，一般一型糖尿病也屬於隱性糖
尿病，早預防、早治療、早恢復。

WHO世界衛生組織近20年的資料顯
示，糖尿病引起的視網膜黃斑變性（病
變）是造成視網膜模糊、青光眼、失明

的罪魁禍首，現代醫學除了胰島素、鐳
射治療法之外，無特殊療法可治，多年
來“克糖平”使無數一、二型糖尿病人
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康復，療程短恢復快
，無副作用，避免了心腎衰竭的發生。
天然“克糖平”的發現，給治療、預防
一、二型糖尿病開辟了新的治療途徑。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預約報名電話：702-526-6288；聯系

電話：281-818-7928.
地址：7505 Fannin St, ste 120, Houston,

TX77054（德州醫療中心）
網址：www.icrc-houston.com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專欄國際癌症康復中心專欄1313----糖尿病史上的天然胰島素糖尿病史上的天然胰島素

美國國會議員代表給王淑霞醫生頒獎美國國會議員代表給王淑霞醫生頒獎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2020》》周師傅告訴周師傅告訴你你：：考駕照筆試試題考駕照筆試試題33
在美國，不開車沒法生活！尤其是在我們大德州

，地方大，到哪裏都得開幾十分鐘半個小時的車，所
以，不管你是新移民還是青少年，當務之急是考上駕
照，自己開車！

周師傅告訴你，考駕照首先是考筆試，筆試可以
用中文考，直接在王朝駕校考試就行，不用去交通局
排隊考試。筆試試題都是從題庫裏選出來的，上一兩
期我們列出了20道筆試題，今天我們接著再列10道試
題。

21，問：當兩輛車在一條雙線道與四線道口會車
時，哪輛車應禮讓先行權？
答：在雙線道行駛的車輛應禮讓在四線道行駛的車輛
先行。

22，問：行車時耳聞警鈴聲，應如何處置？
答：將車輛駛至右手路邊停車。

23，問：車輛打滑時，第一件事你應該怎麽做？
答：松開油門，不要大力剎車。

24，問：一天中何時應打開車前燈？
答：日出前半小時或在一千尺內看不清人車時。

25，問：哪些情況下，駕照將被扣留？
答：1，吸食藥物或酒後駕駛；2，拒絕接受作測定是
否酒精中毒的測驗；3，酒後殺人；4，駕車肇車禍致

人於死或受傷；5，違反足以讓你使你坐牢的交通規
則；6，違法超一輛校車；7，持無效駕照駕車；8，
肇事逃跑；9，酒後開車。

26，問：一氧化碳是什麽？會對駕駛人員造成怎
樣的傷害？
答：一氧化碳是一種毒瓦斯，可致人於死。

27，問：行車時發生爆胎應如何處理？
答：不可大力剎車，腳尖離開油門，輕輕地剎車，靠
右行駛，慢慢在路邊停車。

28，問：駕駛手動汽車下坡時，應如何操作？
答：換抵擋使車速減緩，切勿放空擋或踩離合器。

29，問：如果你對駕駛員不在的停泊的汽車造成
損壞時應如何處理？
答：必須找到被損車輛的車主或留下你的姓名、地址
或你所駕駛車車主的姓名及車輛損壞的位置。

30，問：發生哪些交通事故後必須報告有關部門
？
答：當交通事故造成死亡、受傷或造成二百五十元以
上損失時。

記住，任何與開車有關的問題都請來找王朝駕校
！王朝駕校經驗豐富，針對不同需求的個人，可以設
計不同的教學計畫，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學員可以

在王朝駕校內考筆試，不用去交通局排隊浪費時間，
6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證，輕松上路。王朝駕校的教
練Alison是交通局的路考官員，她可以直接給學員考
路考，王朝駕校是中國城唯一可以直接考路考的駕校
。所以，如果您英文不好，如果您初來乍到不熟悉情
況，請找王朝駕校學習開車，邁出您美國生活的第一
步。

王朝駕校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周師傅電話：832-633-5555

周師傅周師傅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具備 「三贏」局面，開拓休士
頓有史以來最大的華人大型活動（不輸於主流社群），由台北、
北京兩岸華人攜手合作，真正互相理解、支持，取長補短，並因
應巿場多變的地產環境，真正達到了升級、合作平台，將大會主
題提升為：地產+ 互聯網、地產+金融、 地產加教育、科技、運
動，真正達到了地產跨界合作的一項由美國金鷹企業聯盟
（AGEEA )主辦，德州地產集團和IBMG集團等協辦，備受關注
的2019美國地產行業“奧斯卡”大會—— “金鷹獎”頒獎盛典
暨音樂會於2019年6月15日晚在休斯敦浸會大學Dunham劇院圓
滿落幕。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休斯敦市市長西
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得克薩斯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美中合作委員會
主席查爾斯·福斯特(Charles Forster)，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
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豐建偉基金會主席、黃金心臟中心著名心
臟專家豐建偉，德州地產集團董事長李雄， IBMG集團董事長李
生等以及休斯敦當地代表與來自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
、達拉斯、奧斯汀、中國北京、山西等20多個世界各大城市和
地區的近300家地產大咖企業及圍繞地產行業的開發商、投資商
、建設商、運營商、中介公司和經紀人等地產界代表等1000多
人參加，大會發獎及演出節目得到嘉賓政要及參會、獲獎人員、
廣大觀眾的一致好評。

頒獎慶典由王小穎、陸俊、劉金璐主持。休斯敦市特納市長
首先致賀詞，他熱烈祝賀美國地產界“奧斯卡”金鷹獎在休斯頓
隆重舉行！他高度地讚揚休斯敦西南區區長、德州地產集團董事
長李雄先生是美南地產界叱吒風雲的領軍人物，他用精湛的業務
能力服務海外僑民，幫助上萬人安家置業。高度讚揚IBMG集團
董事長李生是中國商業地產界的開荒人，是金鷹地產大會的總設
計師，是創建美國地產界 “奧斯卡”的領軍人物。他說李先生
以卓越的遠見，攜帶共贏的理念，通過實力，努力和奮鬥，成功
打造了金鷹地產聯盟平台，服務於大休斯敦地區。休斯敦是多元
民族、多元文化的大都市，新的移民不斷的湧入，房地產行業需
求量大，市場前景廣闊，大有用武之地。休斯敦的發展空間無限
，也是美國最容易賺錢的城市！

李強民總領事祝賀美國地產大會“金鷹獎”頒獎盛典在休斯
敦隆重舉行，他說這場頒獎盛典在休斯敦乃至美國地產界都是首
次，創造了奇蹟。李總領事提到最近中美貿易出現了摩擦，中美
之間的關係有所改變，影響兩國經濟的發展，這是中國人民和美
國人民都不願意看到的。從中美建交40年的歷史證明，合作是
中美雙方唯一正確選擇，中方願同美方一道，共同推進以平等、
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解決貿易摩擦，鞏固中美關係，促進雙
方經濟和貿易的共同發展。

休斯敦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代表休
斯敦國際區，熱烈祝賀李雄和李生在休斯敦舉辦這次大型頒獎盛
典！他說我們都從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來到美麗富饒的休斯
敦，我們要共同努力，為大休斯敦地區貢獻力量。他讚揚二位李
家兄弟都有過硬的本領，都在地產行業成為佼佼者和領軍人物，
他們聯合發起並成立美國金鷹企業聯盟，提出亞美地產的新理念
、新思想，憑藉強大的資本實力、專業的行業素質，好的口碑和
強大的責任心，以高品質的服務打造一個權威的亞美地區房地產

交流平台，為休斯敦國際新移民和美國移民做貢獻。
德州地產集團董事長李雄介紹說，儘管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因

素增加，但最新的一份阿克曼美國房地產行業報告顯示，美國房
地產市場的高管仍然看好商業房地產行業，受益於減稅政策及緊
張的房源庫存因素，美國房地產仍將吸引來自英國、中國、加拿
大甚至墨西哥的投資。本屆大會圍繞著房地產產業鏈上下游各個
環節進行跨領域的合作，提議設立一個運用新技術包括大
數據、社群營銷等手段的專業地產社交營銷平台，打造一
個亞裔地產經紀人評價體系，以滿足大休斯敦地區日益增
長的服務需求。

IBMG集團董事長李生介紹，商業地產是相對於住宅
定義的概念，包括各種零售、餐飲、娛樂、健身服務及休
閒等經營用途的房地產形式，如出租公寓、寫字樓、酒店
養老院等。位於美國南部的休斯敦，土地資源豐富，生活
成本較低，工作機會不少，吸引了大量國際移民和美國本
土其他州的人口遷居於此，導致當地建房供不應求，與芝
加哥、邁阿密、紐約等地被商業房地產投資者視為“核心
”市場。為此，本屆大會以“地產+互聯網、地產+金融
、賦能+創新”為主題，分析在全球新經濟環境下，美國
房地產發展趨勢和房產投資前景，推動地產與互聯網、金
融、商業、教育等行業的跨界整合。李生指出，近年來，
中國買家的增多帶動大量高學歷華人投身為地產執業經紀
人，但美國地產業尚缺乏一個客觀權威的亞裔地產經紀人
評價體系，缺少一個地產社交新技術營銷平台，因此，由
美國、中國、韓國、阿聯酋、新家坡等國家和地區的數十
位知名地產和金融企業家聯合發起的美國金鷹企業聯盟，
致力於打造亞美地區最大的華裔、亞裔房地產資源網絡和
房地產經紀人評價發布平台。

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吳元之
、黃金心臟中心著名心臟專家豐建偉博士分別上台致賀辭
。

本屆“金鷹獎”頒獎盛典設有七大獎項，包括：德州
亞裔地產行業功勳人物獎，金鷹地產行業功勳人物獎，金
鷹卓越地產開發商獎，金鷹地產行業傑出人物獎，金鷹金
牌地產運營公司獎，金鷹金牌地產經紀人獎，金鷹金牌地
產服務商（銀行、保險、律師、設計院、裝修、物業、建
設公司等)獎。

頒獎典禮期間，李生先生為美國地產大會“金鷹獎頒
獎盛典暨音樂會” 組委成員贈送自己的新書《商業地產
實戰》，講述100個實操案例，大咖老闆經驗心得，是商
業地產經理人必讀指南。

當晚，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舞蹈《輪迴》，國際金獎
女歌唱家Maria的《Un Bel Di Vedremo》和男中音歌唱家
James的《Large Al Factotum》，男女聲二重唱《La Ci Da-
rem》，Lulu Liu的舒曼《大衛聯盟》鋼琴獨奏，虞曉梅
的京劇《梨花頌》，劉銳的中提琴獨奏郭羽菲伴舞的《天
鵝湖》，Xin Liu、Chengwei Hsieh、 Bing Wei、劉銳的中
西合璧的中外曲目弦樂四重奏，張馨一的女聲獨唱《小路
》和《我住長江頭》，陳連紅的魔術《夢幻梁祝》，Xin

Liu 小提琴演奏的中國經典名曲《梁祝》，Dianna Feng 的獨舞
《Rainbow》， 歌曲串燒等表演贏得觀眾如潮掌聲。 Xin Liu、
Chengwei Hsieh、 Bing Wei、劉銳的中西合璧的中外曲目弦樂四
重奏。最後的壓軸節目是《歌曲串燒》歌聲中，嘉賓們一起上台
大合影，整個晚會圓滿落幕！

2019美國地產行業"奧斯卡"大會，地產升級合作平台
"金鷹獎"頒獎盛典暨音樂會圓滿舉行，開拓三贏局面

20192019 美國美國""金鷹獎金鷹獎""頒獎盛典暨音樂會於上周六晚間盛大舉行頒獎盛典暨音樂會於上周六晚間盛大舉行。（。（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2019"文化中國·水立方杯"球華人中文歌曲
大賽美國休士頓地區選拔賽，於上周六下午盛大舉行。共有六位青少年
組代表，及十一位成人組代表，經由知名、專業音樂家張昕偉、韓藝璇
教授、聲樂教育家武菁及女高音歌唱家林欣瑩一、詹硯文、指揮家蕭楫
，男高音歌唱家李文一擔任評委，各組前三名出爐如下： 「少年組」第
一名：葛耘暢，第二名：呂思萌、第三名：周子豪。 「成人組」第一名

：沈鈞琳，第
二名： 劉洪昌
，第三名：虞
曉梅。並頒獎
給 2018 首屆水
立方攝影、書
畫藝術展的獲
獎人：于建一
、陸鋼、常君
睿、賈忠、張
自洪、楊晉生
等人。

2019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全球華人中文歌曲大賽
上周六舉行休斯頓賽區選拔賽暨攝影書畫賽頒獎儀式

圖為所有得獎人頒獎後合影圖為所有得獎人頒獎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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