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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帕坦尼泊爾帕坦，，壹男子背著慶祝用的稭稈團走街串巷壹男子背著慶祝用的稭稈團走街串巷。。目前目前，，尼泊爾尼泊爾
正處在斯瓦斯阿尼節正處在斯瓦斯阿尼節（（Swasthani Brata Katha FestivalSwasthani Brata Katha Festival））期間期間，，這是這是
節日活動的壹部分節日活動的壹部分。。

芬蘭芬蘭““聖誕老人故鄉聖誕老人故鄉””的浪漫禮物的浪漫禮物
唯美北極光現夜空唯美北極光現夜空



休城社區 B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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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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攜手金鷹，共創輝煌” 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
迎新晚宴在名門金宴舉行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2月10日，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
商會在休斯頓名門金宴餐廳舉行迎新晚宴，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
商會共同主席李雄，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共同主席、美國
IBMG集團董事長/總裁、中國建材海外發展委員會主席、中國
商業地產協會副會長李生，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名譽主席、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
席李蔚華，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名譽主席、斯坦福市議員譚
秋晴，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名譽主席、中國城希爾頓酒店總
裁許文忠，浙江寶盛控股集團美國公司總裁王朝陽，金城銀行資
深副總裁陳啓輝，時代國際商務執行長美齊，美南新聞傳媒集團
總編輯、資深記者朱全勝博士，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執行秘書長
成琳，著名製片人、攝影師牛曼，著名主持人孫聞出席。

李生主席指出，今天來到餐廳，感覺就像央視節目《深夜食
堂》一樣。 《深夜食堂》的核心不是吃，而是聚會暢談。他和
李雄董事長討論選這個日子，既要考慮到中國新冠病毒國難當
頭，心情沉重，要小型聚會，又要考慮今天要做出表率，不僅
是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蔡偉總領事做出了表率，金鷹企業聯盟
的領袖們也要做出表率。今天選擇庚子鼠年的這個易採納、易
訂盟、易祈福、易會友的黃道吉日，的確是個好日子。我們先
產受難的祖國同胞祈福，祝災難早日過去，身體健康！祝我們
偉大的祖國越來越富強！祝福經過這場疫情之後，從政府的管
理體制，到我們對這些疫情的管理體系，到我們之前吹哨的保
護措施，都得到進一步提升。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有十四億
中國人，有這麽龐大的土地和這麽強大的經濟實力，我們能夠
真正達到巨龍飛舞，祖國強盛！

李生主席對2019年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所取得的成就
進行了總結

他指出，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簡稱AGEEA），彙集
全球知名地產及建築行業名企，構建中美建築、建材國際貿易新
通道。總商會於 2019 年 6 月 15 日主辦的美國地產、建材行業
“金鷹獎”頒獎盛典及音樂會廣受贊譽，來自紐約、洛杉磯、舊
金山、芝加哥、達拉斯、日本、韓國、中國北京等20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開發商、投資商、建設商、建材商、運營商、房產中介
等地建材界代表 1000 多人參會。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 先生、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 先
生、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先生、休斯敦市議員
Mike Laster等盛贊“這場頒獎盛典是一場美國地產、建材界的'奧
斯卡'，是新一代亞裔華裔品牌形象的代表！”

他接著介紹2020中國綠色建材海外發展高峰論壇暨國際產
業園創立大。該大會於2020年1月4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來自

國內外的60多家知名建材企業代表出席參加，美國美南銀行醫
療公寓舉行了購買建材簽約儀式，The Allen項目現場發布了上
億美金的建材採購訂單。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新浪家居
、鳳凰衛視、澎湃新聞、《中國建材報》、中華門窗網、中國林
業產業雜誌等各大知名媒體對論壇做了專題報道。國家商務部原
副部長張志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
、國家商務部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李鳴濤、中國中建設計集團
有限公司黨委委員/總建築師薛峰出席論壇並致辭。

李生主席提出2020展望規劃
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將於 2020 年 9 月 12 日在唐城

（Sugar Land）高爾夫球場舉辦高爾夫球賽，休斯頓和達拉斯的
高爾夫球選手應邀出席。參賽人數約200-300人。比賽方式：18
洞個人比桿賽。計分方式：四人四球差點比桿。開球方式：集中
簽到，統一開球。

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聯合中國中建設計集團和斯坦福市
政府將於2020年9月13日在斯坦福藝術中心劇院會展大廳舉行
金鷹地產建材大會。大會主題：企業國際化發展、企業家健康、
中國綠色建材產品訂貨說明會。

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將於13日晚上斯坦福藝術中心劇
院演出劇場舉行金鷹地產建材頒獎盛典。

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共同主席李雄、休斯頓國際區長李
蔚華、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中國城希爾頓酒店總裁許文忠、浙
江寶盛控股集團美國公司總裁王朝陽、金城銀行資深副總裁陳啓
輝、時代國際商務執行長美齊分別上台致辭。他們提到這是海峽
兩岸海外同胞的以此聚會，共同祝願盡早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
在新的一年裏，各自的領域裏會密切與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
聯繫與合作，共同開發與創造經濟效益，共同與美國金鷹企業聯
盟總商會 “攜手金鷹，共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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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尊敬的朋友：您好！
我叫李奇觀，出生在中國上海，後移

民美國成為美國公民，我是中文老師，英
文老師和中醫藥學者。

我和美國具有GMP資質的優良製藥
廠開發了“生命系列”天然保健品。我希
望找到一個有經濟實力，有前瞻眼光的投
資商或代理商，共同開拓市場。中藥產品
現在開始在世界流行，因為沒有西藥的副
作用，既可治病又可強身，中醫所稱的
“辨證施治，表本兼治”，而受到廣大消
費者的青睞。推廣一個保健產品，創意十
分重要，當今很紅火的紅牛飲料（Red
Bull）就是就是通過一個偉大的創意從亞
洲走向世界的，它原來是泰國農村的鄉土
飲料，名叫卡拉廷登（KratingDaeng），
名不見經傳。 1985年，在寶潔（P&G）
公司擔任牙膏推銷員的奧地利人迪特裏希
去泰國出差時，偶然發現了它，富有創意
智慧又有創業熱情的迪特裏希辭掉了工作
，和卡拉廷登的老闆許書標合夥成立了紅
牛公司。公司的總部建在奧地利的一個不
到1500人的小鎮-濱湖富施爾，在那裡他
設計了紅牛出口商標, 並用一個響亮的口
號“紅牛讓你如虎添翼”，在除了泰國以
外的世界各國行銷。紅牛飲料的創意，使
它一舉躍居全球功能飲料的領先地位。
2012 年簽署國羽，成為正式贊助商，
2012年倫敦奧運會由林丹、周曉鷗同唱紅
牛奧運歌曲“熱力綻放”，達到了紅牛銷

售的巔峰。後來衛生部門驗出紅牛中含有
微量一級毒品可卡因（每公升含0.03微克
），被迫在許多國家下架，但迪特裏希的
創意已成為保健飲料市場行銷的經典，他
也因紅牛成為奧地利唯一的一個億萬富翁
，個人淨資產達到40億美金。

中國也有一些創意的典型，如王老吉
飲料的爆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王老
吉是廣東鶴山人王澤邦在1828年開發的
一款涼茶，後歸國有。 1995年，廣州製
藥廠把滯銷的王老吉交給由大陸去香港淘
金的陳鴻道代理，簽下了為期20年的合
約。陳鴻道打著“清火”的口號（怕上火
，喝王老吉！），把王老吉做成了百億的
大生意，捐款都是成億成億的捐，成為中
國飲料市場上的第一品牌，銷量超過可口
可樂和百事可樂。 2011年廣藥要把王老
吉收回去，雙方打起了官司，後又被控含
有毒的成分（其成分夏枯草有毒，另一成
分緬梔分泌的乳液有毒，《神農本草經》
將夏枯草歸為有毒、不可久服的“下品”
藥），造成多人身體不適，自此風光不再
。巨人集團的史玉柱是創意使企業起死回
生的又一個典型，1997年他在珠海造72
層的巨人大廈失敗，欠下了數以億計的巨
額債務，自此沈寂多年。 2000年他重出
江湖，轉戰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上海，
把在美國市場上再普通不過的褪黑激素，
包裝成“腦白金”推向市場（今年過節不
送禮，要送就送腦白金！ ），不但還清了

債務，還賺得盆滿缽滿，公司也在美國納
斯達克上市。

阿裏巴巴集團的成功是一個世界傳奇
。 1999年2月20日，十八名富有創新精
神的中國人在中國杭州一間沒有家具的公
寓裡籌劃電子商務生意。他們拼湊了50
萬元人民幣（60,000美元）建立了阿裏巴
巴網站。當時的中國，50萬元幾乎是他們
所有的積蓄。但是他們堅信，只要他們有
創新的想法和不懈的努力，他們就能打開
這個寶庫的大門。由於資金非常有限，他
們過著非常艱難的生活。當50萬元用完
時，公司還沒有賺錢。但是他們沒有放棄
：前行中遇到艱難，艱難中還在前行。

手中已沒錢，中國也差錢，這夥異想
天開的本土人開始向外國公司籌集資金。
開始時，阿裏巴巴沒有籌到一分一厘。他
們拜訪了美國矽谷的所有的高科技公司和
投資集團，但無一例外地遭到拒絕。他們
既沒有現成的商業模式也沒有一份市場企
劃書，他們的公司被批評為無法盈利和不
會持久。但是功夫不負苦心人，最終他們
在 1999年 10月 27日從高盛（Goldman
Sachs）籌集到500萬美元； 2000年從軟
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孫正義那裡（Ma-
sayoshi Son）獲得2000萬美元；後來，
在2005年，又從雅虎聯合創始人楊致遠
那裡（Jerry Yang）得到10億美元的投資
。

既有創意又有資金，公司開始在中國

市場迅速成長，並向全球擴展。由於中國
新興的中產階級在阿裏巴巴的網絡上的大
筆消費，而小公司則依賴他們的在線支付
系統，使阿裏巴巴很快就超越了競爭對手
，一度比亞馬遜（Amazon.com）和億貝
（e-Bay）的營收總和還要多。自1999年
以來，這18位中國人實現了當初所憧憬
的世界電子商務巨頭的理想。 2014年9
月19日，阿裏巴巴以250億美元的首次公
開募股（IPO）成為紐約證券交易所歷史
上最大的上市公司。

因此，“創意開創市場，智慧就是財
富”，這是一條在古今中外都被證明了的
顛撲不破的真理。

我做人和做事，都力求完美，不管在
中國或外國，都奉行“敬業、專業”的職
業操守。我曾在中國上海的一所重點中學
教高中的語文和高中的英文，學生和老師
很喜歡我的教學，我常常為本校和外校的
老師開示範課。我愛學校，把學校當家；
我愛教學，視教學為神聖。為了有更多的
時間學習和工作，我甚至有家也住在學校
裡，方便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和老
師教學上的問題，老師們很喜歡找我幫他
們寫文章和改教案，學生們很喜歡找我為
他們輔導閱讀和寫作，我和師生們的關係
相處得都很好，他們稱我是他們所見過的
最好的老師，在教育局舉辦的教學、寫作
和演講評比中，我多次獲得第一名。在
“譯林”和“外國語”舉辦的第一屆全國

文學英文翻譯比賽中，我是30名優勝者
之一；在“英語輔導”舉辦的全國科學英
文翻譯比賽中，我獲得第二名。

在商場上，我比較擅長於產品的創意
策劃，移民到美國後，我為美國的公司做
市場策劃，大家都認為我的計劃是最有創
意的，並成功地運用到市場中，公司的老
闆和主管都很喜歡我的工作，也很尊重我
的人格。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我始終恪
守做人道德和職場倫理，禮讓老員工，提
攜新員工，以提高他們的業績；同事們有
業務上的問題，我經常義務為他們培訓，
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美國的同事們稱我
是公司最好的員工。在美國我獲得過兩次
嘉獎：全球華人慶祝中秋詩歌比賽優秀獎
；2004年美國裏根總統金像獎。

我現在自創“生命系列”品牌，希望
找到一個好的伯樂，青睞我的創意，投資
生命系列產品, 從而把它們推廣到世界各
國去。附上生命寶產品說明和我的簡歷供
您參考。如蒙垂詢，敬請來電。
順緻

商祺！
李奇觀 敬上
電郵：lifecaretribune@hotmail.com
電話：(626)627-0963

華美銀行推出多項商業服務優惠計劃華美銀行推出多項商業服務優惠計劃
協助中小企業優化營運協助中小企業優化營運 開拓客源開拓客源

««生命寶生命寶»»系列產品誠征投資商和代理商系列產品誠征投資商和代理商

【洛杉磯訊】美國小型商業署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簡
稱SBA）於2019年公佈的數據顯示，
中小型企業佔美國企業總數的99.9%，
是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華美
銀行現推出三項商業服務優惠計劃，協
助中小企業向前邁進，實現夢想。優惠

詳情如下：自即日起
至 2020 年 5月 29 日
止，客戶凡在該行開
立合格商業支票帳戶
，即可免除首六個月
的最低存款額要求及
電匯入款手續費，還
將獲得免費支票一盒
；同時，客戶凡在該
行申辦各類信用卡和
手機付款的零售結帳
終端服務，即可享受

高達100美元的設備費減免。此外，客
戶凡在該行申請SBA 7（a）小型商業
署貸款計劃，即可獲享高達2,500美元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華美銀行是小型商
業署認證的優先貸款銀行（PLP），貸
款過程方便快捷。

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
行服務。2020年，該行憑藉穩健的營
運表現，在眾多上市銀行中脫穎而出，
獲評《富比士》 「全美百強銀行 」
（Forbes America’s Best Banks）第
11名，並自2010年起始終榮登榜單前
15名。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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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商業支票帳戶的優惠詳情，請
前往網站 eastwestbank.com/new或致
電877-828-9313；零售結帳終端服務
的優惠詳情，請前往網站 eastwest-
bank.com/fast或致電877-392-2651；
小型商業署貸款的優惠詳情，請前往網

站 eastwestbank.com/grow 或 致 電
888-245-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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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百42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
地區共有超過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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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

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
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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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westbank.com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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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華裔朋友來美國
之後，想必都有個體會，那就是在美國
社會，信用非常重要。信用是定期的單
方面轉讓有價值物，到期再償還，允許
一方（稱為貸方）向另一方（稱為借款
人）提供財務或資源，期滿借款人必須
償還。為了使交易順
利成功，借款人必須
具有良好的信用分數
，好的信用分數表示
借款人可靠、值得信
任，償還貸款不會有
問題。

然而，如果沒有
好的信用分數，貸款
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或是承受比一般市場
利率高得多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當商業
借貸投資時，如果貸
款不利，可能會削弱

您的業務，使您損失不貲。
清除不良紀錄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CK

Portfolio Capital）是一家發展快速的信
用修復公司，在近三年的運營中，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通過清除本不應

該有的不良紀錄，幫助數百人恢復了信
用記錄。

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口碑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幫助、

並指導客戶解決其信用記錄可能遇到的
任何困難，其客戶廣泛眾多，包括華裔
、韓裔、菲律賓裔、越南裔、墨西哥裔
、甚至是美洲印第安人等各種背景、各
種族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客戶來自口
碑，他的客戶在自己的信用困難被解決
後，也樂於推薦給朋友。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團隊
是經驗豐富、且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
能夠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所引起的大多
數問題。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歡
迎有機會與客戶討論特定的信用報告問
題，所有查詢都是嚴格保密的，並最好
地評估應如何處理。同樣的，所有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初始討論都是
免費的。

專業加效率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是進行
信用修復時，最專業和具有知識的集合
，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不斷
研究、並了解與信用報告有關的法規。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也是此行業

中最快、最有效的機構，憑藉其獨特解
決問題的方法，已證明 「達成修復信用
專家公司」能夠與三個徵信機構和政府
單位進行談判。

因此，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的信用修復計劃可確保大多數人在頭45
天內，都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並且
不會產生負面信息，在三到六個月內刪
除不良紀錄。

客戶滿意度是重中之重，因為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將對客戶的信用
狀況進行切合實際的評估，以便可以採

取最佳和最完善
的 補 救 措 施 。
「達成修復信用

專家公司」的全
面性和職業道德
也是客戶信用評
分中的優先選項
。
有關個人信用資
料的更多信息，
或有困難貸款買
房屋、汽車等，

歡迎立即聯繫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免費討論您的權益，通過安全措施
評估您遇到的問題。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可以提供您解決信用報告中所
有問題的方法。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CK Port-
folio Capital）總裁黎懷南(Nam Le)，歡
迎免費諮詢黃小姐電話: 713-582-9857(
國 語 、 廣 東 話 、 台 山 話)、
713-826-9971(英文、越南文)。地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恆豐銀行大樓 9 樓 909 室）
。 Email: sandyhuang1289@yahoo.com。
網站 www.kcportfoliocapital.com。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tal.com。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增加信用分數增加信用分數
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所引起的各種問題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所引起的各種問題

结婚3年多了，3月12日那天晚上，

又因为我在照顾孩子时候，说：醒了这

么多次，还不睡，累死我啊。老公听见

了，睡不着了，4点多和我说吵到天亮

。孩子2岁4个月多了，男孩。一直跟我

睡。老公说我就会给孩子说难听的，吓

唬他，说我下班回来就没有好听的话，

哄孩子都不会。他自己越说越气，越说

越气，连着3次直接掀开我被子，说他

睡不着，全怪我。我没有结婚前温柔，

结婚前好。变了很多。说我们沟通少，

他和孩子玩我从来不参与。

我说，你们玩的时候，我在刷碗，

给孩子洗衣服。他说没事了你就看手机

，你不会别的啊你就是现在条件好了忘

本!跟你妈学的，越学越像，就会教训人

。还说：你身为妈妈，不就应该照顾孩

子吗，谁生的。孩子怎么喜欢我啊，他

要不是吃你奶长大，他会一直跟我的，

你信不信。

我心里有话，但就是堵得慌。我们

都是上班一族，家里有奶奶看小孩。我

努力做个好妈妈，男孩想多严格要求要

求，说严格其实最多说说，语气重一点

，有他这样的爸爸，我是如何都教育不

全面的。我跟老公说，我对你的好，你

都看不见，我的缺点你记得清清楚楚。

我买菜全买，帮孩子奶奶做饭，做家务

。

老公说你说的这些是你应该做的，

我没有觉出你对我的好来!我常想是不是

结婚时间长了就觉得对方哪都不好了?老

公吵起架来，他睡不着，别人也别想睡

。把话说清楚了再说，你到底是怎么想

的，怎么就不再温柔点，对孩子对他有

意见?不想过了啊。

他这样的脾气我了解得很，他居然

还说到我妈，我急了。请他闭嘴，说他

没大没小，还轮不到他说老人家。老人

家再有缺点，也不应该去说，更何况，

这么小的事，吵成这样，我不知道我这

样请大家看，多少人会心里暗笑!老公没

有外遇，下班就回家，孩子气重，对孩

子心疼有加，说怎样就怎样。对我也很

好，我早上没有断过牛奶，爱吃方便面

，他记得给我买，吵起架来一点情面不

留。

两人两眼睁到天亮，他突然又抱我

，说别吵了，他伤心，好好的周末不过

么。伤心啊伤心，眼泪哗哗的，我如何

是好，不能轻易LH说出口，我的孩子还

小，还小，我得给他完整的家。是这样

的人性，是这样的性格，太软我做不到

，太硬，硬碰硬我俩两败俱伤……心里

是苦的，很苦涩的……

老公31岁，大我3岁，自孩子出生

，婆婆正好就生病住院，我妈来伺候月

子，老人给孩子绑三角巾，老公就闲我

妈给勒劲大了，说：谁绑的这是，我妈

气不过，说了我老公几句，老公从此记

恨住了，我俩吵架凶了，他经常挑头说

我妈妈，教我这教我那，说我到底和谁

过日子。我妈前后看了孩子有8、9个月

，但实在忍受不了老公，每每就气回家

了，换奶奶来。我就感慨，他怎么连起

码的礼貌都不懂呢。

他好的时候像个小孩在人怀里撒娇

，不高兴地时候就瞪眼睛，连我婆婆他

都说。我婆婆老说他儿子是好心的，就

是说话方式不对。结婚这么久，老公从

不主动去我家，别提过年回家给我父母

拜年了，电话也不打一个，我说过他，

但没用。

我儿子还小，我觉得我得一直给他

耗着精力对付他这样的小心眼，这样的

情况要多久，我能让他视野开阔点，真

心想想别人吗，我的态度应该是强点，

还是弱点呢?老公怀疑我的用钱，买东西

嫌买贵了，神经起来把能消费购物的卡

，全从我包里拿走，全不顾我的感受。

并说那全是他的，他拿就拿。老公没有

父亲了，在他上大学那年就去世了。老

公很聪明，上学时候不费力气，成绩就

数一数二，他母亲常常自豪的说。但工

作了，这个人际关系就基本没有什么发

展，幸亏搞技术的。

他妈妈也挺不容易的，买房时候我

们首付了20多万，我老公自己有15万，

他妈卖了老家房子连积蓄出了几万，我

家父母姐姐出了4万，说好，我们还完

贷，宽裕了还姐姐2万，他们也不富裕

。其实我们早就还完了，老公说姐姐要

就给，不要就不给，我想给父母1万左

右养老钱，觉得跟老公商量还是没有用

，反而加深他对我家的意见。我想自己

攒钱自己给，您怎么看。老公比我挣得

多多了，比如他有10万，我才有1万。

回复：

你很不幸，你嫁给了一个晚熟的男

人，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做丈夫的心

态，更别说做父亲的心态了。最糟糕的

是，你无法驾驭他，你现在之所以感觉

很累，孤单无助，是因为他在你面前就

是个小霸王，他在你面前撒娇你要哄着

他，他在你面前为所欲为你要容忍他，

他非常情绪化，没有责任感，对你有非

常强的依赖心和占有欲望。

而你，也是晚熟的女人，你竟然还

崇拜他，我告诉你，他现在赚钱赚得再

多你也不用欢欣雀跃，因为他的发展是

不稳定的，钱来得快去得快。你说“老

公比我挣得多多了，比如他有10万，我

才有1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经济不独立，手上没钱，会给你带来

很大痛苦。

你要看清你老公的本质，他这样的

老公是永远不能依靠的，你越早独立，

包括精神和经济上的独立，你才能越早

脱离险境。趁你老公现在还需要你，你

就可以规范他，和你婆婆一起，做一个

你们生活的详细规划，具体到怎么带孩

子，谁带孩子，什么时间是做爱时间，

什么时间是陪他玩的时间，遵守规则怎

么奖，不遵守规则怎么罚，这样的规则

看似很荒唐，但对你的老公会有效，能

起到控制他的作用，使他不那么情绪化

，而对你也有用，能让你知道自己每天

到底要干什么，不至于乱了手脚。

你老公这么不成熟，就要求你成熟

，有智慧有手段，承担更多，所以你必

须俯视他，你不能把他当一个正常的

心理成熟男人来对待。你要知道，一

个正常妻子在老公面前享受的权利你

是没有了，你在他面前不能抱怨，不

能情绪化，因为你发脾气的结果就是

他给你更大的气受，你会更累更烦，

你在他面前只能永远理智，说什么做

什么都是从家庭利益出发的，永远都

是有理的，他抓不住你的小辫子，也

就不能对你为所欲为了。如果你婆婆

是个有头脑的人，你就可以联合她，

向她请教和你老公相处的方法，遇到

事情，有她帮着你，你的日子会好过

一点。只有当你能驾驭你老公的时候

，你的婚姻才会是和谐的。

爱
撒
娇
的
老
公

翻
起
脸
来
不
认
人



休城工商 BB77星期五       2020年2月14日       Friday, February 14, 2020

【【洛杉磯訊洛杉磯訊】】美國商業雜誌美國商業雜誌《《富比富比
士士》（》（ForbesForbes））日前公佈日前公佈 「「20202020年全年全
美百強銀行榜美百強銀行榜 」」 （（AmericaAmerica’’ s Bests Best
BanksBanks 20202020）。）。華美銀行憑藉穩健的營華美銀行憑藉穩健的營
運表現運表現，，在眾多上市銀行中脫穎而出在眾多上市銀行中脫穎而出，，
位居第位居第1111名名，，並自並自20102010年起始終榮登年起始終榮登
榜單前榜單前1515名名。。該榜單的統計資料由標普該榜單的統計資料由標普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提提
供供，，旨在評估全美百強上市銀行的信貸旨在評估全美百強上市銀行的信貸
品質品質、、成長和盈利能力成長和盈利能力。《。《富比士富比士》》指指
出出，，受低利率受低利率、、減稅減稅、、創新低的失業率創新低的失業率
、、22%%的經濟增長率等其它因素的推動的經濟增長率等其它因素的推動
下下，，美國銀行業的年利潤接近美國銀行業的年利潤接近2525萬億美萬億美
元元。。不過不過，，儘管銀行業整體狀況良好儘管銀行業整體狀況良好，，
仍有部分上市銀行的表現參差不齊仍有部分上市銀行的表現參差不齊。。

此次評選基於十項與銀行財務狀況此次評選基於十項與銀行財務狀況
相關的指標相關的指標，，包括包括：：平均有形股東權益平均有形股東權益
報酬率報酬率、、平均資產報酬率平均資產報酬率、、淨息差淨息差、、效效

益比率益比率、、呆帳消除比率佔總貸款比例呆帳消除比率佔總貸款比例、、
非獲利資產佔總資產比例非獲利資產佔總資產比例、、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
比率比率（（CETCET11）、）、風險基礎資本比率風險基礎資本比率、、
準備金佔非獲利資產總額比例準備金佔非獲利資產總額比例，，以及營以及營
運收入增長情況運收入增長情況。。

華美銀行董事長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總裁兼最高執行
長吳建民長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在近日發佈的在近日發佈的
華美銀行集團華美銀行集團20192019年第四季度及全年年第四季度及全年
盈利報告中表示盈利報告中表示，，在過去十年間在過去十年間，，銀行銀行
的資產規模增加了一倍以上的資產規模增加了一倍以上，，全年每股全年每股
累計獲利增長了累計獲利增長了458458%%，，且商業貸款和且商業貸款和
無息存款分別實現了近五倍的成長無息存款分別實現了近五倍的成長。。銀銀
行的成長和盈利能力不僅展現出多元化行的成長和盈利能力不僅展現出多元化
商業模式的優勢商業模式的優勢，，還為下一個十年的持還為下一個十年的持
續穩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續穩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於華美銀行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股票代

號號 EWBCEWBC 在在 NASDAQ Global Select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Market交易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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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現有
總資產總資產44百百4242億美元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在美國和大中華
地區共有超過地區共有超過125125處服務網絡處服務網絡，，美國市美國市
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內華達
州州、、紐約紐約、、麻薩諸塞州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德州以及華盛
頓州頓州；；在大中華地區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華美銀行在香港
、、上海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
的銀行的銀行，，在北京在北京、、重慶重慶、、廣州及廈門亦廣州及廈門亦
設有辦事處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
和個人銀行服務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
超市分行超市分行，，七天營業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週間營業到下午
七時七時。。此外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
路銀行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
全天全天2424小時的銀行服務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有關華美銀行
相關資料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ww.east--
westbank.comwestbank.com查閱查閱。。

華美銀行連續第十一年榮居華美銀行連續第十一年榮居《《富比士富比士》》
「「全美百強銀行全美百強銀行」」 前十五名前十五名

華美銀行中國分行捐款人民幣華美銀行中國分行捐款人民幣100100萬元萬元
支持新冠肺炎抗疫支持新冠肺炎抗疫

【【洛杉磯訊洛杉磯訊】】華美銀行旗下全資子公司華美銀行旗下全資子公司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中國中國））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以下簡稱 「「華華
美中國美中國」」 ））宣佈捐款人民幣宣佈捐款人民幣100100萬元支持抗萬元支持抗
擊新冠肺炎疫情擊新冠肺炎疫情。。這筆捐款將在中國有關單這筆捐款將在中國有關單
位位、、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及湖北省青少及湖北省青少
年發展基金會的指導和協助下年發展基金會的指導和協助下，，用於採購湖用於採購湖
北省各地醫院急需的醫療用品北省各地醫院急需的醫療用品、、口罩口罩、、防護防護
服服、、消毒液消毒液、、護目鏡等物資護目鏡等物資，，以及為受到新以及為受到新
冠病毒感染的醫護人員家庭冠病毒感染的醫護人員家庭、、有患病親人且有患病親人且
經濟困難家庭的青少年提供資助經濟困難家庭的青少年提供資助。。

美銀行資深副總裁美銀行資深副總裁，，行銷部與社區發展行銷部與社區發展
部總監王國蘭部總監王國蘭（（Emily WangEmily Wang））表示表示：： 「「華華
美銀行以美銀行以 『『搭建中美金融橋樑搭建中美金融橋樑』』 為己任為己任，，多多
年來服務大中華地區年來服務大中華地區，，為企業及客戶提供完為企業及客戶提供完
善的金融服務善的金融服務。。此次疫情的發展牽動著每一此次疫情的發展牽動著每一

位華人的心位華人的心，，希望我們的捐款能夠為抗擊疫希望我們的捐款能夠為抗擊疫
情貢獻綿薄之力情貢獻綿薄之力。。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
，，華美銀行中國分行遵守政府及監管部門指華美銀行中國分行遵守政府及監管部門指
導導，，制定了針對性的業務營運計劃和應急預制定了針對性的業務營運計劃和應急預
備方案備方案，，採取多項措施採取多項措施，，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用款單位的資金調撥用款單位的資金調撥，，提升資金交易提升資金交易、、帳務帳務
處理的工作效率處理的工作效率，，優先辦理與疫情防控有關優先辦理與疫情防控有關
業務業務，，並減免相關費用並減免相關費用。。在保障客戶和員工在保障客戶和員工
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提供高品質的金融服提供高品質的金融服
務務，，堅持企業經濟價值與社會責任並重堅持企業經濟價值與社會責任並重。。」」

關於華美銀行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股票代號

EWBCEWBC 在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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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現有總資產44百百4242

億美元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25125
處服務網絡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喬
治亞州治亞州、、內華達州內華達州、、紐約紐約、、麻薩諸塞州麻薩諸塞州、、德德
州以及華盛頓州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華美銀行
在香港在香港、、上海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
務的銀行務的銀行，，在北京在北京、、重慶重慶、、廣州及廈門亦設廣州及廈門亦設
有辦事處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
銀行服務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
七天營業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此外此外，，華華
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自動電話銀
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24小時的銀行服務小時的銀行服務
。。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www.eastwestbank.com查閱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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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台灣日報

（中央社）在桃園市虎頭山創新園區內研發
自駕車的中華電信子公司勤崴科技，拿到全國第1
張可營運的自駕車試車牌，交通部長林佳龍今
（13日）下午到園區聽取簡報，他表示，這將是
台灣自駕車新的里程碑開始，也感慨當初在台中
當市長時比桃園市還早推動，現在被桃園捷足先
登。

虎頭山創新園區是桃園市政府積極規劃成為
自駕車研發基地，在園區內設置了自駕車的測試
設施，去年6月開幕後，由具自駕車研發經驗勤
威科技負責營運，經過半年來努力，上月底台南
沙崙通過審議，拿到全台第1張 「可營運」的自
駕車試車牌，預計在今年第3季以固定路線的方
式，在彰化車輛測試中心與鹿港天后宮間進行試
運行，桃園也將規劃在石門水庫內做接駁營運。

林佳龍說，很高興交通部發出了第 1 張的試
車牌給桃園創新園區，這是國家的政策，交通部

作為無人載具的創新機關，看到地方政府相當積
極，產業聚落也逐漸形成，自駕車在未來5G時代
會成為引領智慧交通的火車頭，政府4年前推動
後現已看到初步的成果，交通部會在北中南選擇
試車的場域，桃園作為第1個通過的案子因此特
別來見證，也充滿期待未來在無人載具自駕車產
業的發展，這對未來交通治理有重大影響，是重
要的里程碑。

林佳龍在致詞時提到，他在台中市長任內時
比桃園市還早推動自駕車，台中花博時園區內就
有自駕車的實驗，但換了市長後好像沒有那麼積
極，結果讓桃園市先拿到試車牌。桃園市長鄭文
燦表示，桃園汽車產業鍊相當完整，又鄰近台北
有軟體的支持，電子產業也很發達，有相當好發
展自駕車的條件。他安慰林佳龍，台中花博那輛
自駕車本來就是桃園廠商作的，也會到桃園試駕
。

桃園拿到第一張自駕車試車牌桃園拿到第一張自駕車試車牌
林佳龍讚許未來交通里程碑林佳龍讚許未來交通里程碑

（中央社）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全台旅行社進入寒冬！一
名在東森旅遊高雄分公司工作的員工向《蘋果新聞網》投訴，指
公司宣布大量員工留職停薪並要裁員，他本人也遭到主管約談要
求留職停薪2個月。東森旅遊高雄分公司主管否認此事，堅稱若
有裁員是因員工自身業績表現不佳，和此次疫情無關。至於是否
有其他旅行社也遭波及？高雄旅行社公會今證實， 「已有旅行社
因疫情重挫營運，已要求員工上半年度先放年假，以共體時艱」
。

相關新聞：武漢肺炎導致業績下滑5成 桃機業者慘澹爆出
走潮

一名東森旅遊高雄分公司員工向《蘋果》投訴表示，因武漢
肺炎疫情影響，公司營收受影響，高層先是要求大家盡量 「把假
先休一休」，接著又開始要求員工留職停薪，甚至有員工遭到資
遣，就他所知目前台中、台南、高雄分公司都有員工受害。投訴
人表示，高雄分公司約有19名員工，就有4人被要求留職停薪、
2人被裁員資遣。

東森旅遊高雄分公司趙姓經理以 8 個字否認此事，他表示
「完全沒有，絕對不實」。趙經理說，如果有裁員也是因為個人

平常業績表現和工作行為適不適任的問題，完全和此次疫情無關
，也無人因疫情影響有留職停薪的狀況，投訴人所指絕非事實。

不過東森旅遊台北總公司表示，因疫情關係，現在真的沒有
業績，要推商品也沒有人理，因此2月份開始，公司就啟動員工
教育訓練。針對投訴內容，東森旅遊表示，本來就有依業績狀況
進行例行的裁員，並不是因為疫情關係；而留職停薪問題，公司
也沒有主動要求員工留職停薪，但以旅行業的狀況來說，員工若
無業績，薪資就大受影響，可能只有底薪可拿，的確有些員工主
動辦理留職停薪，自行嘗試看有無其他業務可做。

在旅遊業國際訂房網站工作的Ricky表示，他的公司只對口
國內旅遊業界，據他了解，旅行業界只能說一片哀鴻遍野，大家
都在處理取消和改期的旅遊訂房契約，根本沒有新訂單，原本2
月初，公司整年度還有9400個全球訂單，但至今已陸續取消400
間全球訂房數。

Ricky說，有1名商人原本訂了近10萬元訂單，後來直接取
消，即使10萬元被沒收，還直說： 「命留著，錢可以再賺。」

不只旅遊業界受影響，Ricky說，自己的公司在1月底疫情
爆發時，他的月薪已被砍了1萬元，2月5日公司直接通知 「旅遊
業界進入寒冬」，要同仁共體時艱 「鼓勵休假」，假若休完了，
薪資被砍成最低薪資23000元，至於何時恢復？公司未講明。

高雄市旅行公會理事長吳盈良表示，據公會了解，高雄旅行
社業界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營運，但目前雖未接獲裁員以及留職

停薪的狀況，不過確實有旅行社要求員工先行在上半年度抓緊時
間，把年假休一休。

吳盈良也指出，業界預估下半年度旅遊業會恢復往日榮景，
但吳盈良也坦承若疫情持續影響，時間拉長了，恐怕會有小間旅
行社會倒閉，現在高雄已有旅行社因為沒甚麼生意，已開始實施
做一天休息一天的措施。

吳盈良表示，高雄市旅行公會因應武漢肺炎的影響，先前已
對中央提出建議，希望政府對業者做出無息紓困及貸款，此外，
臨時無法出國的業務損失，請政府就此部分補貼有受到影響的旅
行社，以及旅行社藉機對整體員工做教育訓練的補助。吳盈良說
，旅行業界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也希望政府能補助業界，緩衝損
失，因旅行社畢竟是觀光產業的火車頭，若火車頭停了，其他餐
飲業、運輸業、百貨業一定是全部都掛了，盼政府對於旅行業支
持力度應再加強。

高市勞工局表示，該局並未接獲東森旅遊高雄分公司要對員
工進行留職停薪或裁員通報，明天一早就會到該公司進行了解。
勞工局並指，因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業務，截至今晚高市僅接獲一
間員工數僅五人的小型企業，指因業務量萎縮，要求員工一個禮
拜僅需到班三天，另四人休假，雖因此減少工資，但仍達基本工
資，且勞資都同意，並未有違法問題。

疫情重創觀光業 東森旅遊員工控遭強制留停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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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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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嘚吧嘚第417期：大鵬火星麻辣評娛聞

播出時間：
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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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020 -2/16/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0 11 12 13 14 15 16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台北故宮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台北故宮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深度國際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台北故宮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2/7/2020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出彩中國人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2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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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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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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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20年2月14日       Friday, February 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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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20年2月14日       Friday, February 14, 2020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 ' 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Nam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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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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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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