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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僑務委員陳美芬、黎淑瑛、張
世勳，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休士頓台灣商會等休士頓僑社於7月
7日下午6時至下午9時在Lambo Ballroom設宴 「歡迎桃園市長鄭
文燦」，三百多位嘉賓、僑胞共襄盛舉。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
son Lee、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Hubert Vo)、休士頓市議員Jack
Christie、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哈瑞斯縣縣政委員R. Jack Cagle,

僑委會僑務委
員長吳新興，
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陳家彥
，僑教中心主
任陳奕芳、副
主任楊容清都
出席盛會。
桃園市長鄭文

燦於7月7日晚
上在休士頓作
「美中貿易戰

下台灣的機遇
與挑戰」演講強調，美國兩黨在移民、健保等議題上都有著相當
多歧見，但在面對崛起中的中國時明確、堅定的支持台灣。

桃園市長鄭文燦提到，台灣的民主相當值得驕傲，台灣是民
主，戰略及科技上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夥伴。今年3月曾來到美國
進行訪問行程，並前往國會山莊拜會參眾議員，其中不少人提到

，美國兩黨在移民、健保等議題上都有著相當多歧見，但在面對
崛起中的中國時，在堅定對台灣的支持上都有明確共識。而處在
對抗中國第一線的台灣，桃園市長鄭文燦用聖經中大衛打倒巨人
哥利亞的故事來做為比喻，認為台灣要對抗巨人，不能缺少足夠
的武裝，因此除了得到外部支持外，內部也必須要團結，台灣雖
然吵吵鬧鬧的民主，但對於選舉結果都能接受，顯示民主素養已
經在台灣根深蒂固。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現在是台美關係最好的時候，包含在
外交上協助台灣等許多法案不斷推動，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台灣在總統蔡英文帶領下，將會更加民主、繁榮、穩定。

桃園市長鄭文燦談到在出發前往休士頓前的當晚7時才完成
長榮罷工勞資協議，隨即前往機場搭上晚間10時的飛機，但他
到達休士頓後，感受相當親切，除了天氣和台灣相似外，也得知
台灣常見的7-11超商就是在德州起源。

桃園市長鄭文燦說到許多人回到台灣會對他說，真抱歉都沒
有去過桃園，但他都會跟對方說，沒關係，其實你一回到台灣第
一站就是桃園，所以桃園不會被忘記。市長鄭文燦希望桃園未來
和休士頓的交流能更廣泛、更密切。

桃園市長鄭文燦強調面對中國美堅定支持台灣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於 7 月 7 日下午 1
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在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的休士頓僑
教中心大禮堂溫馨舉行 「2019年會員聯誼
、慶生、才藝表演敬雙親」活動，邀請斯
坦福市新科市議員譚秋晴與世華全球前總
會長，現任僑務委員黎淑瑛，及神秘嘉賓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共襄盛
舉。當天安排精彩表演節目、美容及安全
講座，並準備了可口點心與大蛋糕，會員
親友與嘉賓百人出席盛會。

活動孫玉玟主持人介紹休士頓幸福舞
蹈班帶來的採茶舞，緊接著介紹嘉賓及當
天精彩節目，包括有鄭麗如理事等表演的
國標舞、May與鄭麗如理事表演的排舞，
幸福舞蹈班表演的山地舞和蔡昀砡理事主
講美容示範講座，及休士頓警察局警官
Don Vo安全講座問與答，理事會提供點
心，並由洪良冰副會長代表贈送精美禮品
給1月至7月會員壽星們。

Stafford City 首位華裔市議員譚秋晴
致詞，肯定美南分會多年來貢獻社區公益
及結合各族群，並介紹斯坦福市目前市政
發展，Stafford City 是目前唯一沒有地產
稅且商業發展城市，她歡迎民眾搬遷入住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肯
定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成
立多年來日漸茁壯，特別是在前總會長黎
淑瑛帶領下再次擴展，在全世界 20 個國
家總共成立 66 個分會，長期致力在社會
公益活動，結合海外工商婦女智慧、強化
國際資訊交流，促進商業經濟發展，並協
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貢獻重大。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洪良冰副會長致詞感謝所有義工和理監事
們群策群力完成活動，並且邀請吳新興委
員長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及所有生日壽
星和嘉賓一起切蛋糕，還贈送精美禮品給
1月至7月壽星們祝生日快樂。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溫馨舉行
「2019年會員聯誼、慶生、才藝表演敬雙親」 活動

桃園市長鄭文燦於桃園市長鄭文燦於77月月77日晚上在休士頓以日晚上在休士頓以 「「美中貿易美中貿易
戰下台灣的機遇與挑戰戰下台灣的機遇與挑戰」」 強調強調，，美國兩黨堅定支持台灣美國兩黨堅定支持台灣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桃園市長鄭文燦桃園市長鄭文燦（（右右））贈送感謝狀給休士頓台灣同鄉會贈送感謝狀給休士頓台灣同鄉會
宋明麗會長宋明麗會長（（左左）。（）。（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王妍霞理事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王妍霞理事
（（由左至右由左至右）、）、前總會長現任僑務委員黎淑瑛前總會長現任僑務委員黎淑瑛、、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吳新興委員長吳新興委員長、、斯坦福市斯坦福市
市議員譚秋晴市議員譚秋晴、、洪良冰副會長洪良冰副會長（（右一右一））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王秀姿前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王秀姿前
會長會長（（左三左三）、）、王妍霞王妍霞、、洪良冰副會長洪良冰副會長（（左五左五
）、）、黎淑瑛前總會長黎淑瑛前總會長、、吳新興委員長吳新興委員長，，斯坦福斯坦福
市市議員譚秋晴市市議員譚秋晴、、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孫玉孫玉
玟主持人玟主持人、、蔡昀砡理事蔡昀砡理事（（右三右三）、）、周宏前會長周宏前會長
（（右一右一））及資深會員及資深會員、、壽星們切蛋糕壽星們切蛋糕。（。（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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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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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南賽區落幕
舒晴於鳳童晉級美洲區總決賽

【泉深/圖文】由鳳凰衛視美洲台主辦、休斯敦陽光傳媒協
辦的2019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南賽區比賽於7月4日晚
在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隆重舉行。劉金璐、楊欣邁任主持人
。

本次選美比賽共8名佳麗參賽，年齡最大的28歲，最小的20
歲。其中一名選手因傷缺席。選手從事會計、金融、傳媒、時裝
、商務等領域，喜愛唱歌跳舞、琴棋書畫、寫詩朗誦、遊戲健身
等。

當晚的比賽由選手自我介紹、機智問答、泳裝表演、才藝展

示、晚禮服走秀獲得評委評分。
鳳凰衛視美洲台人力資源、公關部顏小琪為主評委，Alan

Lee、徐利、李文一、查中華為評委，經過嚴格的評分，評出1
號徐欣妍獲陽光活力獎；2號徐怡晟獲友誼小姐獎；3號舒晴獲
最佳上鏡獎；4號於鳳童獲最具氣質獎；8號孫寧謙獲最佳才藝
獎。綜合評分評出舒晴、於鳳童二位佳麗晉級鳳凰衛視美洲台於
2019年8月3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美洲區總決賽。

在頒發證書典禮上，鳳凰衛視美洲台公關部經理顏小琪指出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是香港鳳凰衛視舉辦的全球性選美盛事

。 2003年舉辦首屆，今年是第十七屆，是建立華人新生代美麗
標準的選美大賽，推崇 “美麗與智慧同行，內在與外在兼修”
。以“ 高標準、高定位、高品味” 為原則，打造高端型的全球
性選美賽事，是唯一由電視媒體獨家主辦的覆蓋全球的歷時半年
的選美比賽。

陽光傳媒董事長James Luo在賀辭中提到，這是休斯敦陽光
傳媒協辦的第三次選美比賽，每次都有驚人的發現，每次都有優
秀選手參加美洲區總決賽並在美洲賽區獲大獎。他邀請2017年
、2018年獲獎佳麗暢談參賽感受和獲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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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全旅】】特別推出日本團系列特別推出日本團系列,,
包休斯頓出發機票包休斯頓出發機票,, 只需只需$$998998//人起人起

第八屆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峨眉論劍第八屆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峨眉論劍
行浩大師弟子王臻真戴曉辰披金掛銀行浩大師弟子王臻真戴曉辰披金掛銀

（本報訊）第八屆世界傳統武術
錦標賽於6日16日至18日在中國四
川峨眉山市盛大舉行。來自中國、美
國、俄羅斯、巴西、新西蘭、土耳其
、香港、臺灣、澳門等48個國家和地
區的5200多名運動員匯聚中華武術
發祥地之一的峨眉山切磋武藝，交流

互鑒。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世界武術
聯合會名譽主席於再清先生，世界武
術聯合會會執行副主席吳廷貴（An-
thony Goh) 先生，中國武術協會主席
張秋平先生和四川省及樂山市領導出
席了開幕式並現場觀摩了訓練、比賽
和匯報演出。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弟子戴曉辰
、王臻真兩位同學作為美國隊的成員
也參加了這一有著武術界的奧運會之
稱的武術盛會。這一賽事不僅有專業
運動員參加，也向業余選手開放。雖
然說選手入圍的門檻不是特別高，但
是要想在與海內外的各路高手的比拚
中脫穎而出、爭金奪銀卻也是絕非易
事。戴曉辰、王臻真兩位同學克服萬
裏長途旅行和13小時的時差所帶來的
疲勞和挑戰，一到駐地馬上投入到適
應比賽場地、積極熱身的準備中來。
在16日下午舉行的傳統北方拳種12
歲以下國際組的比賽中，王臻真精神
抖擻健步出場，高質量的完成了行浩
師父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和心血指導
的少林童子功，力挫群芳，勇奪金牌
！在17日下午的其它傳統器械12歲
以下組的比賽中，再次正常發揮，以
一套少林功夫扇獲得了一枚銀牌。戴
曉辰在16曰下午的傳統北方拳種12
一17歲的比賽中以0.01分之差遺撼
地與獎牌失之交臂。但她並不氣餒，
在姐姐戴娜的鼓勵幫助下，積極備戰
17日下午的九節鞭的比賽。比賽中，
她沈著冷靜，膽大心細，旋子又高又
飄，每組動作都高質量的完成。最後

獲得了第二名，收獲了一枚寶貴的銀
牌。兩位選手以一金二銀的優秀成績
不僅實現了在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上
披金掛銀的夢想，也為美國隊、為休
斯頓市、為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爭得
了榮譽。她們也在比賽期間結識了很
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武術同道和朋友，
建立了友誼，加強了溝通，相約相逢
於未來的國際武術大賽中，共同為中
國功夫和中華武術在海內外的傳承和
發展做出自己的一分貢獻，譜寫新的
篇章！

在賽事最後一天18日上午10時
舉行的冠軍匯報演出中，王臻真有幸
被組委會遴選，作為16名不同膚色不
同年令風格迥異的代表之一，為大家
表演了行浩師父悉心栽培的少林童子

功。得到了現場觀眾和武術前輩和同
道的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

本屆比賽以“慧定峨眉• 武動世
界”為主題，由國際武術聯合會和中
國武術協會主辦，四川省體育局和樂
山市共同承辦。比賽分境內組和國際
組，由個人項目、對練項目和集體項
目組成。其中個人項目分為傳統拳術
和傳統器械兩大類。賽事期間還舉辦
了多場武術名師講座和教學活動、冠
軍匯演、武術體育用品展銷和文化旅
遊活動等。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地址：
5905 Sovereign Dr. #131,Houston,
TX77036 網 址 ： Houstonshaolin.
com 電話：832-858-3898

為了迎接9-11月日本賞楓旅遊旺季
，迎接2020東京奧運會，

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假期】特別推
出

日本團系列, 包休斯頓出發機票,

兩人同行, 一人只需要$998/人起
行程:
DAY 1 休斯頓飛往東京
DAY 2 抵達東京
DAY 3 東京
DAY 4 東京 - 濱松
DAY 5 濱松 - 名古屋
DAY 6 京都 - 大阪
DAY 7 大阪飛回休斯頓

團費：US$998/人 起（2人同行
1人$998起）*含休斯頓來回機票*
指定自費US$360/人，小費US$70/
人

9個出發日期：
9/07, 9/21, 9/28
10/05, 10/12, 10/26
11/09, 11/16, 11/29

行程備註：
1）第一天抵達客人需自行搭乘免費
Shuttle Bus至團隊酒店；
2）只限9-11月，共計九個出團日期

，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3) 限北美華僑成人，2成人參團同一
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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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報導) 為了服務社區，
提供更有價值的健康資訊，聯合健康保
險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從去年開始舉辦
多場公益演講。在陽光燦爛的七月，亞
裔資訊中心將舉辦兩場健康講座，7月
18日(週四)上午10點，由蘇燕萍牙醫博

士主講 「口腔衛生問與答」，7月25日(
週四)上午 10 點，由馬欣博士主講 「全
人健康- 生活方式醫學」。兩位均為著
名的講者，將分享有關口腔與身心健康
的知識，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7月18日(週四)上午10點，由蘇燕
萍(Jessica Su)牙科醫師主講 「口腔衛生問
與答」，分享年長者的口腔保健知識。
年長者因為身體機能與自我照顧能力日
趨下降，容易有許多口腔的問題，像是
齲齒、牙周病、缺牙等等。年長者缺牙
的比例相當高，缺牙不僅影響正常的咀
嚼，時間久了，兩側牙會向中間空缺處
傾斜，佔據缺牙的位置，進而影響語言
和容貌，修復也變得較複雜。正確的潔
牙方法對年長者非常重要，希望年長者
在年紀大的時候還能有好的牙齒，對於
退休的生活品質和身體健康將有明顯的
提昇。

7月25日(週四)上午10點，由貝勒
醫學院的馬欣博士主講 「全人健康- 生
活方式醫學」。您可知道，有一種醫學

方式，不用吃藥、不用開刀，就能提升
人的健康，這種方式不僅能幫助個人的
健康、節省個人的金錢，還能節約國家
的醫療資源，甚至讓家庭更和樂、社會
更和諧，那就是生活方式醫學(Lifestyle
Medicine)。

生活方式醫學的重點不僅只是治療
疾病，更強調疾病的預防，適合所有的
人，對一般人而言是 「治未病」；對於
病患來說，生活方式醫學指導患者改善
不良的生活方式，從負向轉成正向，從
根本上邁向健康。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的工作人員
亦在講座後協助解答相關的健保資訊。
亞裔資訊中心的經理表示，亞裔資訊中
心每月會舉辦系列演講，分享更多有關
健康、理財、保險、法律、或是其他年
長者關心的議題，也歡迎居住在德州的
紅藍卡受益人、白卡持有人、和提供照
護者前來資訊中心，瞭解聯邦醫療保險
計劃的選項。

講座地點在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

訊 中 心 ， 地 址 是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於二樓，Saigon Houston
Plaza內), Houston, TX 77072。華語查詢

專線：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
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聯合健保公益講座聯合健保公益講座 服務社區服務社區
七月舉辦兩場講座七月舉辦兩場講座 助您掌握健康助您掌握健康

20202020美國升學公益講座美國升學公益講座（（三三））
美高申請須知和美高招生推介會系列美高申請須知和美高招生推介會系列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本土、
美南最大、美國教育機構認證
的留學升學諮詢機構美金榜教
育集團今夏推出一系列的公益
講座，幫助學子與家長們規劃
升學與了解申請程序，所邀請

的講者都是領域中的專家，歡
迎需要的民眾線上聆聽。
第一場講座：申請美國高中須
知（中文）
主題：美高申請提前規劃和申
請程序

主講人：美金榜創始人，高中
部負責人張洋博士
時間：美國中部時間 7 月 13 日
晚上 8 點，中國時間 2019 年 7
月14日（星期日）早上9點
時長：一小時
會 議 平 台 ： Zoom, ID:
590-846-134
註 冊 鏈 接 ： https://zoom.us/
meeting/register/8142d182bbe-
af17d7c24e00bf0acd2b8

第二場講座：Northland Chris-
tian School/北地中學介紹和招
生細節（中英文）
主講人：NCS副校長Woods先
生
時間：美國中部時間 7 月 14 日
早上8：30，中國時間2019年7

月14日（星期日）晚上9：30
Zoom ID: 764-327-918
直接進入，無需註冊
第 三 場 講 座 ：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High
School/德州國際領導力高中介
紹和招生細節
主講人：ILTexas 招生官 Blake
Thomas先生
時間：美國中部時間 7 月 19 日
早上8：00，中國時間2019年7
月19日（星期五）晚上9：00
Zoom ID: 667-789-871
直接進入，無需註冊
第四場講座：Houston Christian
High/休斯頓基督高中介紹和招
生細節
主 講 人 ： HCH 招 生 官 Olivia
Jolet女士

時間：美國中部時間 7 月 24 日
早上8：00，中國時間2019年7
月24日（星期三）晚上9：00
Zoom ID: 542-334-937
直接進入，無需註冊
美金榜教育集團是一對一精准
定制的高端升學服務機構，協
助初高中、本科、研究生申請
、提前規劃/背景提升、SAT/
TOEFL/ISEE 培訓和美高全科
，洽詢電話：281-797-5614。
微 信 ： lonestar2012； HeOu88
； lidaqd；
QQ： 46575703。客服部：ser-
vice@meijinbang.com。 或 登 陸
美金榜官網：www.meijinbang.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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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歡迎桃園鄭文燦市長晚宴休士頓僑界歡迎桃園鄭文燦市長晚宴((上上))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桃園市長鄭文燦贈送感謝狀給休士頓僑務委桃園市長鄭文燦贈送感謝狀給休士頓僑務委
員黎淑瑛員黎淑瑛

桃園市長鄭文燦於桃園市長鄭文燦於77月月77日晚上在休士頓以日晚上在休士頓以 「「美美
中貿易戰下台灣的機遇與挑戰中貿易戰下台灣的機遇與挑戰」」 強調強調，，美國兩黨美國兩黨
在移民在移民、、健保等議題上都有著相當多歧見健保等議題上都有著相當多歧見，，但在但在
面對崛起中的中國時明確面對崛起中的中國時明確、、堅定的支持台灣堅定的支持台灣。。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致詞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致詞
熱烈歡迎桃園市長鄭文燦熱烈歡迎桃園市長鄭文燦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致歡迎詞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致歡迎詞哈瑞斯縣縣政委員哈瑞斯縣縣政委員R. JackR. Jack
CagleCagle致詞歡迎鄭文燦市長致詞歡迎鄭文燦市長

FAPAFAPA全美會長郭正光全美會長郭正光、、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鄭文燦市長鄭文燦市長、、國策顧問國策顧問、、福遍郡福遍郡

長長KP GeorgeKP George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僑委會僑務委員長吳新興在休僑委會僑務委員長吳新興在休
士頓僑界歡迎桃園鄭文燦市長士頓僑界歡迎桃園鄭文燦市長

晚宴致詞晚宴致詞

客家會前會長賴江椿夫婦與鄭文燦市長同歡客家會前會長賴江椿夫婦與鄭文燦市長同歡休士頓僑務委員張世勳休士頓僑務委員張世勳、、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
、、台商會張智嘉會長台商會張智嘉會長、、新世紀保險公司總裁陳新世紀保險公司總裁陳

舜哲熱烈歡迎桃園鄭文燦市長舜哲熱烈歡迎桃園鄭文燦市長

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德州州眾議員武休伯（（Hubert Vo)Hubert Vo)、、休士頓市議員休士頓市議員Jack ChristieJack Christie、、哈瑞斯縣縣政委員哈瑞斯縣縣政委員R. Jack CagleR. Jack Cagle、、鄭文燦市長鄭文燦市長、、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台北經濟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新世紀保險公司總裁陳舜哲新世紀保險公司總裁陳舜哲、、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相聚於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相聚於77月月77日下午日下午66時至下午時至下午99時在時在LamboLambo餐廳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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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加持，民用無人機將飛得更“高”

從航拍攝影到快遞運送，從天空炫

技到滅火巡海，從超低空自拍到噴灑農

藥，近年來，無人機憑借著易部署、安

全、便捷等特點在我們日常生活和工業

生產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固定翼無人機、多旋翼無人機、無

人飛艇、傘翼無人機、撲翼式微型無人

機……近日，400余家國內外無人機企

業帶來的1000多架無人機在2019世界無

人機大會暨第四屆深圳國際無人機展覽

會集體亮相，其上下遊配套產業同期展

出。

新興產業鏈多點爆發
2015年，我國無人機在各個領域開

始了大規模的拓展，被稱為“無人機元

年”，民用無人機市場規模達到了24億

元。業內產業評估機構預計，2020年我

國民用無人機產品銷售和服務的總體市

場規模將達到465億元，2025年將達750

億元，未來市場容量十分可觀。

“目前我國民用無人機的發展現狀

可概括為‘三多兩快’，即研制單位多

、研發經費投入多、成熟產品多、技術

創新和市場跟蹤快、總體技術水平和產

品質量上升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無

人機研究院教授黃大慶在接受科技日報

記者采訪時表示。

記者在相關企業信息網站上查詢到

，公司名稱中包含“無人機”關鍵詞且

目前在業的企業有460家，項目及經營

範圍與之相關的企業4000余家，大部分

是在5年內成立的新興企業。除了企業

之外，南航、西工大等高校和研究機構

也設有無人機研究中心，為無人機技術

的發展註入源源動力。

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認識到，若想

在無人機市場占有壹席之地，必須在研

發投入上“下血本”。據報道，民用無

人機產業領頭羊大疆有將近25%的員工

從事研發工作，研發經費投入占比在

15%左右。

“硬核”的研發投入推進了技術創

新的產出。截至2019年1月，大疆專利

申請量近4000件，在全球範圍內也屬罕

見。“作為新興產業，無人機領域無論

從人才、企業、研制單位、產品等多個

方面均呈現大爆發的態勢，新興產業鏈

發展迅速。”黃大慶表示，近年來，無

人機技術質量也在穩步上升，安全性、

可控性、精度及作用距離也正在增大，

市場上的無人機產品愈加成熟，種類超

過1000種。

多領域應用瓜分市場蛋糕
民用無人機主要分為面向民眾的消

費級和面向工業生產的工業級兩類。消

費級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娛樂需求，如

航拍、跟拍、賽事競技等；工業級產品

則逐漸發展成了“無人機+行業應用”

的產品格局，如巡線、消防、救災等，

產品種類多樣化、應用多元化。

“農業植保無人機是現階段我國乃

至全球用量最多的無人機機種。”黃大

慶告訴記者。

我國作為農業大國，18億畝的基本

農田需要大量的農業植保作業，如噴灑

農藥等。據統計，我國每年農藥中毒人

數有10萬之眾，致死率約20%。繼在日

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快速發展之後，

2016年，農業植保無人機逐漸成為我國

農業行業的新寵。據農業部統計，截至

2016年6月，我國市場上三分之二的無

人機公司為植保無人機生產廠家，生產

各類植保無人機共178個品種，保有量

超過5000架。

黃大慶指出，農業植保無人機之後，

我國用量第二的是測繪無人機。每年對

城市和農村布局的微調或變化的測繪對

測繪無人機提出了大量需求。

此外，黃大慶表示，“空中巡查員”

巡線無人機也占有較多市場，在高壓線、

油/氣管線的安全監測、故障巡檢等方面

大有可為。警用無人機也是近年來用量

明顯增大的無人機機種之壹，除了日常

監察外，監控人員密集的城市中心區是

否有非法無人機活動等內容也日益受到

重視。第五類應用廣泛的無人機當屬物

流類，翻山過河、從事邊遠地區直達線

路“送快遞”更是不在話下。

除了上述五類“主打產業”，目前

無人機應用較多的領域還包括水氣排汙

等城市管理、投放滅火彈等消防、遙感、

災後救援、海事巡查等多個領域。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5G等新型

技術的崛起，民用無人機將迎來壹個未知

但足夠讓人期待的未來。”黃大慶說。

“炒掉”央行行長後土耳其經濟會好嗎？
綜合報導 在土耳其央行行長突然“被炒”

之後，該國經濟走勢再度吸引全球目光。金融

市場率先作出反應，裏拉對美元壹度大跌3%，

土耳其央行能否維持獨立性引起市場擔憂。

市場疑慮並非空穴來風。6日，土耳其總統埃

爾多安突然發布總統令，宣布解除央行行長切廷卡

亞的職務，由副行長烏伊薩爾接任。土官方並未言

明個中原因，但據媒體報道，埃爾多安與切廷卡亞

就央行基準利率問題長期存在矛盾或是此事“導火

索”。

將日歷翻回2018年，多年信貸高速擴張推動經

濟強勁增長後，土耳其經濟出現過熱，貨幣匯率迅

速貶值。當年8月危機最盛時，土耳其裏拉曾出現

壹夜之間貶值20%的“奇景”。為遏制通脹、穩定

物價，土耳其央行同年9月將政策利率從8%大幅升

至24%，但此舉也導致信貸迅速降溫，經濟顯著放

緩。

2018年全年，土耳其GDP僅增長2.6%，較前

壹年7.4%的增速出現“斷崖式”放緩。其中，去年

四季度該國GDP同比下滑3%，2009年來首現經濟

衰退。

經濟低迷和物價飛升，讓土耳其執政黨頗

為頭疼。今年 3 月，正義與發展黨在首都安卡

拉、伊茲密爾、伊斯坦布爾等主要城市市長

選舉中接連敗北，埃爾多安遭遇執政以來少

有的沈重打擊。

為此，埃爾多安多次在公開場合向央行喊話。

今年6月，他在伊斯坦布爾會見外國記者時就表示

，美聯儲正逐步接近降息，土耳其政策利率卻高達

24%，“這是無法接受的”。但此舉卻並未動搖切

廷卡亞的態度，在其執掌下土耳其央行今年來始終

按兵不動，拒絕降息。

7月25日，土耳其央行新壹次月度貨幣政策

會議將舉行。有分析認為，埃爾多安在此之前撤

換央行行長，目的十分明確，即降低利率、刺激

經濟。

事實上，由於近期土耳其通貨膨脹水平有所

降低，市場也多有猜測降息窗口臨近。土耳其統

計部門最新數據顯示，6 月份該國通脹率降至

15.72%，較5月份下降約3個百分點，為近壹年來

最低水平。

渣打銀行經濟學家卡爾拉· 斯利姆指出，6月

份土耳其總體通脹率降幅超預期，當月核心通脹

率也有所下降，這表明人們期待已久的基數效應

開始發揮作用，或推動通脹率未來幾個月繼續走

低。該機構預計，土耳其央行或在本月出手下調

利率100個基點。

但也有國際投行認為，土耳其貨幣當局降息

亦不能操之過急。由於對信譽問題和裏拉進壹步

走弱存在擔憂，土耳其央行可能會避免過早開啟

寬松周期。如果市場條件支持，其或於9月再開

啟寬松周期，全年累計降息可能超過200個基點。

面對今年來未見好轉的整體形勢，土耳其能否

在央行行長換人後通過政策轉向促使經濟回暖、穩

定金融市場，將成為未來壹段時間各方關註焦點。

中金公司認為，土耳其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

消化信貸“泡沫”破裂的後果，2019年其經濟或繼

續處於衰退中，且近期全球增長放緩還將對其外需

造成壹定壓力。在此背景下，平復金融市場波動需

要更加穩定的政治環境，從而為經濟盡快出清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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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超級盃澳門站門票開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2019國際超級盃（澳門站）本月27日將在澳門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舉行，由巴黎聖日耳門對戰國
際米蘭，這場精彩絕倫的豪門對決門票正式開
售。門票等級劃分為三檔，售價分別為2,499元
（澳門幣，下同）、1,999元和1,499元。

虎聯赴巴西出戰尼馬五人賽
全球最大型的五人足球賽Red Bull Neymar

Jr's Five 2019總決賽將於本周末假巴西聖保羅洲大
普拉亞尼馬學院舉行。成功衛冕港澳區總冠軍的虎
聯足球隊，10日凌晨出發往巴西參與這項世界足
球盛事。虎聯足球隊是由一班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
中學的校友及朋友組成，成員包括：陳海彰、陳皓
駿、蘇俊賢、翁日朗、蔡凱亮、黎洛賢及李嘉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正於挪威奧斯陸參加世界跳繩錦標賽的香
港代表隊，戰績輝煌，在首兩日比賽已奪4金
8銀4銅。

跳繩世錦賽是由世界跳繩體育聯會
（World Jump Rope Federation）主辦的一年
一度的大賽，今年吸引了近千名來自全球各地
的選手同場競技。

而在首兩日比賽，港隊狂風掃落葉，已奪

4金8銀4銅，其中四枚金牌分別來自朱慧盈
的15歲以上女子新秀組個人花式賽、蘇楚棋/
梁灝的11-12歲混合組二人同步花式賽、梁逸
希/楊靖嵐的13-14歲混合組2×30秒二重接力
賽及麥智軒的15歲男子新秀組1×30秒個人速
度賽。

比賽仍在繼續，料港隊會再接再厲爭金奪
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跳繩隊世錦賽掃四金

■■香港選香港選
手在比賽手在比賽
中表演高中表演高
難 度 動難 度 動
作作。。

今屆世大運香港運動員繼續帶來驚喜，上月於香港
城市田徑錦標賽兩破香港紀錄的俞雅欣再有新突

破，當地時間9日於世大運跳遠決賽跳出6米31，今
年第8度打破香港紀錄。這位21歲的小妮子認為這紀
錄別具意義：“完成資格賽後是有點累，不過自己的
狀態不錯，今次達到自己賽前目標，能夠在世大運這
種大賽上刷新香港紀錄特別開心，令我的首次世大運
旅程更值得紀念，亦大大增強了我的信心。”

何甄陶締50米自由泳新猷
同日，在游泳項目港隊亦帶來驚喜，在美國讀大

學的何甄陶於男子50米自由泳表現突出，這位新星先
於初賽以22秒34總成績第三名晉級，其後於複賽更
是游出22秒18刷新香港紀錄，除將自己保持的紀錄
推快0.07秒外，距離奧運A標準的時間22秒01亦只是
一線之差，有望為港隊爭奪獎牌外亦會乘勇衝擊奧運
A標。

另外乒乓球方面，林依諾於女單連勝英國及波蘭
球手殺入16強，成為港隊於乒乓球項目碩果僅存的唯
一選手。

其他項目，在網球女單16強，張瑋桓直落兩盤
6：4擊敗法國對手晉級8強，將與頭號種子的白俄羅
斯球手Anna Kubareva爭奪4強席位。不過唐偉傑則
在男單16強以0：2被美國球手淘汰。而香港男排於
第2場小組賽面對捷克，雖然首局先贏25：22，但其
後連輸19：25、18：25及10：25反勝為敗，遭遇二
連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正在意大

利那不勒斯進行的第30

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世大運），港隊一日

內兩破香港紀錄！跳遠超新星俞雅欣於決賽

跳出6米31，雖然僅獲第6無緣踏上頒獎

台，不過這位年僅21歲的運動員今年已第8

度刷新香港紀錄，前途無可限量；另外何甄

陶亦在男子50米自由泳複賽以22秒18寫下

新港績，力爭在決賽衝擊奧運A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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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繼去年首屆賽事成功舉辦後，2019別
克LPGA錦標賽於日前宣佈，作為今年LP-
GA亞洲巡迴賽的首站，將於10月強勢回歸
申城。屆時，衛冕冠軍美國球員丹妮爾姜
（Danielle Kang）與中國“一姐”馮珊珊
將在上海再聚首，向“別克女神”冠軍獎盃
發起衝擊。

由別克品牌聯手LPGA共同打造的世界
最高級別女子高爾夫旗艦賽事——別克LP-
GA錦標賽於去年首次登陸上海。比賽形式
為72洞比桿賽，賽事總獎金210萬美元。
首屆賽事吸引了81位世界頂尖女子高爾夫
選手參賽，其中世界排名前十名的選手有7
位。最終，美國選手丹妮爾姜憑借決賽輪的
超常發揮，後9洞抓到4隻小鳥，最終以總

成績275桿（低於標準桿13桿）的成績超
越一眾強手，捧起“別克女神”冠軍獎盃。

彼時，中國職業高爾夫賽事歷史上年
齡最小的冠軍、當時年僅17歲的北京姑娘
劉文博憑借搶眼的表現，獲得並列第2。同
樣躋身前10的別克高爾夫簽約球員劉鈺，
在別克LPGA錦標賽之後一路高歌猛進，本
賽季5次在LPGA闖入前10，包括美國女子
公開賽並列第5，目前世界排名已升至第38
位，成為中國第2，實力不容小覷。

隨着2020年日本東京奧運會的臨近，
今年的別克LPGA錦標賽還將成為中國球員
爭奪奧運積分，為國家榮譽出戰的必爭之
地。中國“一姐”馮珊珊曾在2016年里約
奧運會上勇奪銅牌，在世界最高體育舞台上
證明了中國高爾夫球項目的實力。

馮珊珊 丹妮爾姜聚首別克錦標賽

第30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乒乓球混雙
決賽於意大利那不勒斯時間9日晚在兩對中國
選手間展開，最終王藝迪/于子洋以4：1戰勝
范思琦/趙子豪，獲得冠軍。

決賽中兩位男選手均來自上海交通大學，
兩位女選手來自華東理工大學。于子洋參加過
2018年世界盃團體賽，與王曼昱搭檔獲得過
2017年全運會混雙冠軍，是本屆世大運乒乓球
賽場上世界排名最靠前的男選手。

中國乒乓球隊領隊孫麒麟表示，大家對彼
此打法比較熟悉。“于子洋是左手選手，王藝
迪是右手，兩人大賽經驗相對豐富一些，配合
起來更有優勢。明後天還有男女單打和雙打比
賽，希望我們可以繼續捍衛中國乒乓球的榮
耀。”

當日進行的其他項目比賽中，中國擊劍隊
獲男子花劍團體第7；女子水球12：1大勝法國
隊，晉級8強；游泳隊包穎晉級女子50米自由
泳決賽；田徑隊禤達軍差0.01秒無緣男子100
米決賽，最終排名第9；男子10,000米比賽中
清華大學學生王浩位列第7。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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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話 短 說

■林依諾打入世大運乒乓球女單16強。 ITTF圖片
■王藝迪/于子洋（左）奪世大運乒乓混合雙打冠軍。

新華社

■馮珊珊周日在LPGA刺莓溪精英賽封后。 美聯社

■俞雅欣（左）與港代表團團長陳炳祥合影。
香港隊提供

南華再勝東方晉甲一總決賽
常規賽冠軍南華10日晚在修頓室內場以87：

62大勝艾利諾倦勤的東方龍獅，在香港籃球男子
甲一組聯賽季後賽取得兩連勝，在三場兩勝賽制下
率先殺入總決賽。至於10日晚另一場比賽，背水
一戰的永倫以82：61力挫滿貫，總場數扳成1：
1。總決賽將於本月23日展開，採五場三勝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俞雅欣上月在城市俞雅欣上月在城市
田徑錦標賽打破香港田徑錦標賽打破香港
紀錄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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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
是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
借鑒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
長的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
多種表現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
時的代入感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
互動傳播方式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本期節目將介紹: 大鵬嘚吧嘚411-中國人何苦為難中國人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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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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星期五 2019年7月12日 Friday, July 12, 2019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美
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近期嘉賓：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執
行主席張玲
熱點話題：第一桶金、慈善心路、
電影夢想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1Q4lCU982k8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BB1111廣告

珍珠泡參中號4oz
0168-M4

大號泡參4oz
0111-4

中號泡參4oz
0112-4

中小號泡參4oz
0113-4

更多優惠訊息請洽各經銷商及超市

許氏創辦人 許忠政
攝於許氏威州花旗參農場

許氏45週年慶豐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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