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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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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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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導演梁晨談新片導演梁晨談新片導演梁晨談新片導演梁晨談新片「「「「落在紐約的灰落在紐約的灰落在紐約的灰落在紐約的灰」」」」﹐﹐﹐﹐一部一部一部一部在美移民的故事在美移民的故事在美移民的故事在美移民的故事

在疫情之下﹐許多產業都被受衝擊﹐特別
是影視產業﹐本台獨家邀請到了休斯頓
當地著名導演梁晨﹐來為我們分享一下
他的最新電影作品「落在紐約的灰」﹐以
及從拍攝到審查一路上的心路歷程﹒

「「落在紐約的灰落在紐約的灰」」獲獲44大電影節入圍與得大電影節入圍與得
獎通知獎通知
因為疫情影響﹐梁晨執導的新片「落在紐
約的灰」雖然尚未上映﹐卻已在本月六日
﹐榮獲2020年 IndieFest 國際自主電影
節評委會優秀電影奬﹒早在今年春季﹐
該片就榮獲了第53屆休士頓國際電影
節銀雷米導演奬﹐此次獲獎是第二次收
獲國際型大奬﹒梁晨指出﹐除了這兩項
獎項外﹐在11日晚間他收到了蒙大拿國
際電影節﹑戛納國際電影節入圍通知﹐可
謂成績斐然﹒
一幅在美華裔移民的浮世繪一幅在美華裔移民的浮世繪
梁晨指出﹐「落在紐約的灰」於2019年殺
青﹐是由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會長秦鴻鈞
作品「單程機票」改編而來﹐在85分鐘的
電影中講述了赴美第一代移民的時空背

景﹐如一胎化﹑重男輕女﹑偷渡﹑在美生活
等﹔以及底層小民生活的無奈﹑思想﹑得
失間的取捨掙紮﹑對逝去與命運的態度
等﹐對當時社會進行了寫實的描繪﹒
比如說﹐故事中講述了一名名叫冬梅的
女性﹐在偷渡到美國後﹐為了孩子的前途
﹐將女兒送給一個白人家庭﹐最終孩子獲
得成功﹐成了醫師﹒然而在這樣的社會
背景下﹐母女兩人是否還能維繫這種親
情的羈絆﹖另外一條故事線則描繪了一
名新移民姑娘﹐希望透過假結婚來拿到
綠卡﹐盼走一條捷徑來拿到身分﹐在美國
社會紮根﹒諸如此類的話題﹐都讓許多
移民感同身受﹒
梁晨分享當他初讀「單程機票」時﹐雖然
已事隔20多年﹐其中所描述的華人移民
生活樣貌卻沒太大改變﹐包括對情感的
追求﹑對國外生活的探索﹑快樂﹑辛酸與
無奈﹐都始終是身為移民永遠的課題﹐因
此毅然決然要將其翻拍成電影﹒此外﹐
梁晨認為許多專業演員並沒有移民經驗
﹐無法真正體會移民生活的辛酸﹐於是當

初在選角時﹐他選擇了許多美國﹑
休斯頓本地的演員與演藝愛好者
﹒梁晨表示﹐事實上這些演員都
能很真切地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呈
現在演出上﹐證明了他當初的想
法是對的﹒
天寒地凍的紐約天寒地凍的紐約﹐﹐梁晨憶拍片甘梁晨憶拍片甘
苦苦
梁晨分享﹐因為自己在紐約生活
了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對紐約十
分有感情﹐不同於休斯頓的炎熱﹐
紐約四季分明﹐特別是冬天非常
寒冷﹐他認為整個紐約的城市﹑地
景﹐配上大雪紛飛的畫面﹐十分能
營造電影感﹐因此當初拍攝時﹐他
與劇組在十一﹑十二月的紐約等

地﹐連續拍攝了近叁個月﹒
他憶道﹐因為是獨立電影製片公司的拍
攝﹐無法像大公司一樣進行封街﹐因此基
本上採用的是遊擊式拍攝﹐為了要
能在鬧區拍攝﹐想了各種各樣的方
法﹐也常常遇到被驅趕﹐就必須想下
一個方案﹐這樣快閃式的拍片方式
也考驗演員們的演技﹐要練就在短
時間內醞釀﹑轉換情感的本領﹒
而嚴寒的天氣也十分考驗演員﹐令
梁晨記憶猶新的是﹐當初要在自由
女神附近的河邊拍攝一場男女的對
話﹐當時大家已經全身都包得緊緊
的﹐卻還是冷到手腳發抖﹒然而﹐男
女演員還要在這種天氣之下﹐穿著
單薄的衣物﹐演出春天的氛圍﹐令他
非常感謝這些辛苦參與拍攝的演員
﹒
疫情疫情﹑﹑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影視受衝擊影視受衝擊
梁晨指出﹐今年因為疫情和中美關
係的影響﹐電影院無法營業﹑人們不

敢出門﹐為了顧及票房﹐許多好萊塢的大
片上映日都推遲了﹒此外﹐中國廣電局
的審查也比往常慢了許多﹐梁晨指出「落
在紐約的灰」中講述的是華人在美的生
活﹐除了談到歧視﹑華人的奮鬥等問題﹐
也描繪了一些華人耍小聰明﹑鑽空子的
情節﹐可能會是這部片子審查上要面對
的課題﹐但梁晨認為宏觀來看﹐整部片子
表現的是一種正能量的基調﹐因此表示
對於自己作品非常有信心﹐目前從中國
傳來的口碑也非常不錯﹐應該有望通過
審查﹒
梁晨指出﹐若通過審查﹐最早可能在今年
秋天就能正式上映﹒他也指出﹐一部電
影若要讓更多人觀看﹑有最大的收益﹐院
線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因此他可能
透過網上放映的方式﹐讓作品跟更多觀
眾見面﹑觸擊更多不同的族群﹒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拜登副手賀錦麗中文名 已故僑領蘇錫芬取

(本報訊)截止到周四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37716人, 1587人
死亡, 79767人痊愈.德州感染人數 506820人，9034人死亡。

新冠肺炎引致的皮膚病能反映病情的嚴重程度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香港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嚴竣，確診個案數字更
連續十多日突破三位數字，許多個案都無法追蹤感染源頭。美國
麻省總醫院發現新冠肺炎引致的皮膚病徵，能反映出病情的嚴重
程度。以下是一些要留意的症狀。

新冠肺炎引起的皮膚病症範圍廣闊。輕度感染者腳趾可能呈
紫色，稱為 「新冠腳趾」，而感染程度嚴重者則會出現網狀紅疹
，反映出患者體內有危害生命的血塊。研究分析了來自31個國
家、共716個患者的數據，發現特定的皮膚病徵可能是感染到新
冠肺炎的唯一跡象，或會伴隨其他新冠肺炎的病徵。

麻省總醫院(MGH)與哈佛醫學院(HMS)的研究人員與美國皮
膚病學會及國際皮膚病學會聯盟合作設立了一份國際登記名冊，
描述及將與冠狀病毒感染相關的皮膚疾病分類。

登記名冊研究報告及其臨床調查在《美國皮膚病學雜誌》出
版前已在網上發布。

麻省總醫院及哈佛醫學院的皮膚學首席研究員 Esther E.
Freeman指，登記名冊的資料能為傳染病人員提供新冠肺炎的疾

病演變及過程的資訊，對為應否為有特定皮膚
症狀的患者進行活性感染測試提供指引，判定
應將患者隔離及提供治療或接受抗體測試，以

便事先確認或排除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
她表示： 「登記名冊廣泛列出由新冠肺炎引起的皮膚病徵。

我們未有發現新冠肺炎能單獨引起某類皮疹，不過反而會引致多
種皮疹。」

麻省總醫院及哈佛醫學院收集了716宗懷疑感染新冠肺炎患
者的皮膚病徵資料，當中包括171宗經實驗室檢測證實受感染的
患者。

研究發現，經由實驗室確診的個案中，最常見的症狀是麻疹
狀紅斑，出現在22%的中度感染患者身上。而所謂 「新冠腳趾」
（類似凍瘡）的症狀會令患者的腳趾、腳後跟或手指出現紅或紫
色的痕癢小腫塊，這些症狀通常出現在暴露在冷空氣或表面的皮
膚。這種症狀出現在登記名冊中的共18%的患者，而患者通常屬
於輕度感染。

相反，以上提及的網狀紫斑則由微細血管中的血塊引起，並
出現在6%的患者身上，這類患者的病情通常都較為嚴重及需要
住院。

Freeman指： 「大部分的皮疹均與新冠肺炎的其他症狀同時
或緊接出現，但有12%的皮疹則是新肺肺炎的首個病徵。大家需
要留意自己的身上若無故出現不尋常的皮疹，或出現以上提及的
皮疹，你便可能需要聯絡醫護人員尋求協助。」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建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
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
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臟病
、高血壓、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
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
用尖端療法治療複雜且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是全美排名第一
的研究型醫院，也是美國唯一一家所有16項專科全部上榜《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本報訊)代表民主黨角逐美國總統的拜登（Joe
Biden），敲定副手為賀錦麗（Kamala Harris），華
爾街多給予好評，認為她在政府的工作經驗與強大
募款能力，正好給予拜登擊敗川普所需的兩大優勢
。 「賀錦麗」三字是已故僑領蘇錫芬為她取的中文
名。

美國2020大選兩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正式底定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透過推特宣布加州參議員
賀錦麗（Kamala Harris）出任他的競選搭檔，挑戰
現任的總統川普和彭斯搭檔。賀錦麗具有非印裔雙
重血統，是美國史上第一個獲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
的非裔女性。

此外，賀錦麗的中文名字引發關注！她崛起的
加州，是個多族群混合的社會，尤其是在舊金山，

因為有大量華裔族群，許多公職人員都取中文名字
，此舉不僅為吸引選票，更是近20多年來華人文化
在全球受到重視的趨勢所造成。賀錦麗這個中文名
字是她在2003年競選舊金山檢察官時，由當時舊金
山婦女委員蘇榮麗的父親蘇錫芬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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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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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休城工商

居家安全提醒：拒絕聲稱是水電工的不明
人員進入您的家中

西南管理區，International 和 Brays Oaks
管理區共同向大眾發出警告，指出有不法分子
假冒休斯頓公共事務部的工作人員，企圖以檢
查供水為由進入居家中進行盜竊。

真正的公共事務員工是不會要求進入公眾
家中檢查供水，並且會在執行公務的時候隨時

佩戴證件。
這項警告緣起於8月3日星期一的一項非法

入侵案件，該案發生在西南管理區Bellaire和
Beechnut道路交界處的一座住宅。

當時有3位偽裝成市區水工的不法分子進
入此住宅盜取首飾。其中一位盜竊犯襲擊了一
位住戶，隨後駕駛一輛福特F-250皮卡車離開
。休斯頓警察局警官和S.E.A.L安保人員在接到

住戶的報警後做出了回應，此案目前正在調查
中。

在休斯頓發生的其他類似案件還包括一夥
犯罪分子偽裝成工人修剪公共區域的樹木。他
們通常會來到住宅的前門，說服住戶讓他們進
入後院。一位犯罪分子會在後院轉移住戶的注
意力，其他人則從前門進入其家中盜取貴重物
品。

如果遇到類似的可疑行為，請務必不要讓
嫌疑人進入您的家中。為安全起見，在疫情期
間您都不應該讓任何人進入家中。這時可以撥
打 911 或 休 斯 頓 警 局 非 緊 急 情 況 電 話
713-884-3131。

松年學院今年將舉辦的第十六届松年杯募款高球賽松年學院今年將舉辦的第十六届松年杯募款高球賽
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和恆豐銀行合辦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和恆豐銀行合辦

青少年心理健康講座青少年心理健康講座（（中文中文），），歡迎大家參加歡迎大家參加

居家安全提醒居家安全提醒：：拒絕聲稱是水電工的不明人員進入您的家中拒絕聲稱是水電工的不明人員進入您的家中

(本報訊)休士頓松年學院工作人員祈祝您們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壓力下仍能安然無恙，甚
願上蒼眷佑保守諸君和您們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同時我們也期盼大家都能注意保持安全距離
，並在公共場域帶上口罩。

由於諸位熱心無私的支持和志工感動人心
的奉獻及努力，松年學院今年已堂堂邁入第十
七年，經營情況越來越順暢，我們衷心感念衆
多熱忱的支持者和志工。值得一提的一件事就
是學院今年春季班重新開了“高爾夫球課程”
，因為我們有幸來了一位高水準的高爾夫球教
授和另一位優良的助理教練。希望社區中的長

輩能把握機會學習打高爾夫球。松年學院過去
曾經開過兩年的高爾夫球課程，因此重開此一
課程讓社區裏的長輩相當興奮。

學院每年都舉辦松年杯募款高爾夫球賽來
歡度週年慶。今年將舉辦的第十六届松年杯募
款高球賽，我們很榮幸能與台灣駐休士頓辦事
處文化中心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和恆豐銀行合
辦，除為學院募款外，也共同藉著高球賽來慶
祝我們心愛的母國台灣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
這次球賽將在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一
點三十分開始，於鵪鶉谷高球場 El Dorado
Golf Club, Quail Valley Course (2880 La Quin-

ta Dr. Missouri City, Texas 77459 Telephone:
281-403-5900) 舉行。

去年十五届松年杯募款高球賽我們設定募
款目標五萬美元達標，因此鼓舞我們提高募款
目標至六萬美金，藉以彌補因新冠肺炎疫情而
顯著下降的捐贈金額；學院運作成本仍如往常
一樣，並未因為疫情而減少。我們在此特別懇
請各位仍本愛護支持松年長輩教育使命的初衷
，捐輸超越過往的額度，以彌補今年松年捐款
的短缺。

今年我們依循往例，鼓勵諸君捐獻一支
“愛心桿”：鑽石桿六千美金，白金桿五千美

金，金桿四千美金，銀桿三千美金，銅桿兩千
美金，鐵桿一千美金，木桿五百美金。我們切
切期待各位比過往更慷慨捐輸，能夠繼續大力
支持長輩終身學習機會；一元不嫌少，萬金不
嫌多。請將支票枱頭請寫 HTISC 寄到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104, Houston, TX 77036
。

聖經上說：“多種多收。”我們祈禱上蒼
回報您的慷慨愛心，賜下豐豐富富的祝福您府
上衆人，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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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億萬富翁
、 債 券 基 金 經 理 傑 弗 裏·岡 德 拉 克 （Jeffrey

Gundlach）認為民意調查是錯誤的，特朗普總
統將在白宮贏得第二個任期。

據彭博社報道，總部位於洛杉磯的Double-
Line Capital的首席執行官兼首席投資官、管理
著1,480億美元資為的經理岡德拉克在周二下午
得知拜登選擇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
作為競選搭檔後，於晚間在網絡直播中說：
“喬·拜登會在11月擊敗唐納德·特朗普嗎？我
認不會。”

他補充說，“劇毒的政治環境”使民意調
查“非常非常模糊”。

RealClear Politics的全國民意調查平均值顯
示，前副總統拜登週叁領先7.3個百分點。決定
選舉的主要戰場州的差距也不大，拜登領先4.3
個百分點。

盡管拜登選擇加州參議員哈裏斯作為競選
夥伴的影響尚未反映在民意調查中，但岡德拉
克認為她“有點太有魅力了”，不是一個好選
擇。

許多備受矚目的共和黨人也批評了拜登的
選擇，盡管民主黨人稱贊哈裏斯，有些人說他
們期待著觀看這位資深檢察官如何辯論副總統
邁克·彭斯。

岡德拉克正確地預測了特朗普在2016年的
獲勝，他認為在選舉日之前“會有很多曲折”
，因為獨立選民仍然需要確定哪個候選人最符

合他們的觀點。
從現在到 11 月 3 日，COVID-19 疫苗的狀

態可能是最大的通配符，它將幫助恢複消費者
的信心，因為居家令使經濟螺旋上升至最嚴重
的經濟衰退後跌至六年低點還要追溯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的時代。

其他關鍵問題包括中國，最高法院的組成
以及在5月下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拘留的
黑人喬治·弗洛伊德死後在大城市中時有發生的
暴力抗議浪潮。

岡德拉克的政治預測並不總是正確的。去
年他告訴FOX Business，拜登是“佔位符類型的
候選人”，他“沒有辦法”獲得提名。

岡德拉克在去年 9 月說：“我一直在問人們，
‘你知道有人真正支持喬·拜登嗎？’ 我還沒有
聽到一個人說他們知道任何人真正支持喬·拜登
。”

拜登初選階段經曆過搖搖晃晃，遭到現在
的搭檔哈裏斯的猛烈攻擊，被競選對手譏笑年
老體弱和記憶力減退，講話語無倫次， 甚至有
前女助理指控他性騷擾，但是他最終還是贏得
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圖片來源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億萬富翁岡德拉克：
民意調查有誤，特朗普將擊敗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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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熊犬給昆明動物園黑豹幼崽當奶媽比熊犬給昆明動物園黑豹幼崽當奶媽

小黑豹和幼犬正在吃母乳小黑豹和幼犬正在吃母乳。。近日近日，，昆明動物園內壹黑豹產下幼崽昆明動物園內壹黑豹產下幼崽。。
由於是第壹次生產由於是第壹次生產，，母豹沒有育仔經驗母豹沒有育仔經驗，，出現棄仔現象出現棄仔現象。。經過昆明動物經過昆明動物
園多方尋找園多方尋找，，壹只壹只44歲的比熊犬媽媽順利成為小黑豹的奶媽歲的比熊犬媽媽順利成為小黑豹的奶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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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低風險地區有序開放跨省團隊旅遊，作為旅遊海濱城市的山東青島各個
景點的遊客接待量也逐漸攀升。在青島西海岸新區金沙灘啤酒城，由數萬個燈珠
打造的大型5D全息光影藝術展宛如璀璨星海，高科技營造出的夢幻光影空間、
互動式體驗，令眾多遊客紛至沓來。



BB77星期五       2020年8月14日       Friday, August 14, 2020

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2020年8月3日, 恆豐銀行總資產
突破20億大關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
長代表董事會全體成員感謝銀行全體同
仁的共同努力! 同時, 感謝所有股東的信
任以及廣大客戶對於恆豐銀行業務的長
期支持。

2020年是不尋常的一年, 年初開始
的殃及全球新冠疫情, 無論在公共衛生
方面, 全球經濟體系方面, 以及個體經濟
方面, 因著疫情的不斷蔓延都受到傷害
。作為必須行業,疫情的肆虐並沒有影響
恆豐銀行的正常運行，為了給廣大客戶
提供安全的服務環境, 對內, 恆豐銀行對
所有員工的休假做出調整, 取消所有旅
行休假, 明確要求員工不得參與大型聚
會, 要求員工一旦家庭成員或任何近距
離接觸人員有任何癥狀出現, 除需上報
銀行, 及時進行檢測外, 由銀行提供帶薪
假進行隔離, 並需出具檢測證明, 方可返
回工作崗位。同時, 恆豐銀行及時在櫃
檯安裝隔離玻璃, 以確保員工及客人有
安全的接觸距離。對外，鼓勵客人使用
Drive Thru 方式進行存取款業務, 並對
於必須進入大廳辦理業務的客人實行預
約服務. 本次疫情對於中小企業業主產
生巨大的撞擊, 恆豐銀行協助近300個
中小企業主申請 SBA 提供的 PPP
LOAN , 總金額近一仟四佰七拾萬，在

困難無助的情況下給中小企業主非常大
的幫助,可謂及時雨。

2020開年至今, 外部環境跌宕起伏
, 但無論外部環境變化如何, 恆豐銀行經
營始終保持穩步上升趨勢。 截止2020
年8月3日, 在董事會及銀行全員工多年
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總資產額突破20億

大關。資本總額近2億2仟2佰萬, 稅前
盈餘超過1仟 9佰萬元, 稅後盈餘超過1
仟 5佰萬, 資產報酬率 (ROA) 1.31%, 投
資報酬率 (ROE) 12%。同樣的2020這
個數字,恆豐銀行在2020年實現了總資
產突破20億,分行經營達到20家分行。

吳董事長特別提到，今天這個業績

對於一個成立二十二年的社區銀行,是一
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現在我還清楚的
記得6年前---2014年4月28日恆豐銀
行總資產達到十億的慶祝場景, 短短六
年的時間,我們將總資產又翻了一倍,這
跟所有董事會成員以及員工的努力是分
不開的。

恆豐銀行自1998年成立至今, 我們
從一仟伍佰萬起家,從臨時活動房辦公,
38名員工開始, 到2011年成功收購第一
國際銀行,同年開啟社區銀行跨洲經營的
歷程,到 2014 年總資產達到十億,到
2016年進軍華人聚集,競爭激烈的加州
市場, 到如今發展成為總資產20億,擁有
239名員工的專業團隊,德州休斯頓,達
拉斯,內華達州及加州擁有20家分行, 發
展成為總部設立於德州的大型社區銀行
, 這二十二年來,我們一步一個腳印,從未
停息,齊心合力,團隊通力協作,我們秉持"
誠信為本,專業為責"的經營理念,並始終
堅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 原則, 提供優
質的專業的服務給我們的客人, 同時,深
耕於亞裔社區, 努力支持社區的發展及
積極參與社區的活動, 以盡企業應盡之
社會責任。

吳董事長表示, 長期以來,恒豐銀行
本著對股東負責,對市場負責,對客戶負
責的原則,始終堅持認真審慎每一個貸款
專案,並嚴格控管貸款中每一個流程的正
確性,因著這一堅持,恒豐銀行增加資產
的同時,也保持著資產品質的優良。總資
產突破20億大關, 對於我們來講是成績
,同時也是一個新起點 , 未來，恆豐銀行
將一如既往地堅持這一原則,以期在大環
境變化的情況下,始終保持繼續發展,持
續增長的趨勢。

辛勤耕耘結碩果辛勤耕耘結碩果,,總資產突破二十億總資產突破二十億
恆豐銀行邁入新里程碑恆豐銀行邁入新里程碑

恆豐銀行主要股東合影恆豐銀行主要股東合影。。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左四左四 ））副副
董事長高成淵董事長高成淵（（左三左三 ））及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

切慶祝蛋糕切慶祝蛋糕。。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致詞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致詞，，感感
謝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謝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也感謝也感謝
所有股東的信任以及廣告客戶對所有股東的信任以及廣告客戶對

恒豐銀行業務的長期支持恒豐銀行業務的長期支持。。

88月月1010日恆豐銀行全體董事及各部門主管出席慶祝記者會日恆豐銀行全體董事及各部門主管出席慶祝記者會。。

【本報休士頓訊】為了方便民眾不
用出門就可以買到 「非處方藥」與 「防
疫用品」及 「維生素」，美福藥局首創
線 上 購 物 網 站 ： 「WWW.PILL-
BRIGHT .COM」，民眾只要透過網站
下單，就可享有全商品6-7折優惠，又
另可享受會員價85折優惠，在新冠疫情
嚴峻的當下，許多不方便出門的老人家

，以後就可以上網使用美福藥局的免費
送藥到府，也可享有線上購物外送到家
的服務。

「兒童口罩」 與 「旅行防疫用品」
美福藥局自首創推出 「兒童口罩」

與 「旅行防疫用品」後廣受好評，該藥
局為加強回饋消費者愛護，即日起更推
出 「集點兌換活動」，讓用藥人可以以

最划算的價格取得需要的保健用品，這
是對老人家們的一大福音。

美福藥局因應新冠病毒疫情，除一
如既往為老人家送藥到家服務外，更推
出 「詢醫問藥」與 「可拆式便攜藥盒」
，及防疫用品如醫用外科囗罩、酒精、
酒精乾冼手乳、防護面罩、防護鏡、防
護衣、防護帽、防護鞋套、kN95、手套

，以便提供民眾需求購買。
以上物品都可以到藥房新的購物網

址 www.pillbright.com 購買到，並立即
享受6-7折優惠，會員再享受85折。
休士頓目前疫情仍然嚴峻，兒童口罩需
求量大增，很多民眾擔心疫情持續擴散
，又買不到兒童口罩，美福藥局聽到民
眾心聲，特別貼心服務引進了孩童口罩
，口罩材質是醫療手術口罩，FDA批准
，民眾可以放心使用。並且推出旅行防
疫用品等，讓民眾可以多樣選擇，也可
以上網購買。

購物集點贈禮物
即日起到到該藥局購物，可免費獲

贈酒精乾洗手液 0.17oz(可帶上飛機)，
送完為止。為了使民眾確實做到防疫措
施，特別推出集點兌換活動，只要一張
處方籤、或購買非處方藥產品，就送一
點，先集滿五點，就送本店非處方藥禮
物一份，滿十點送本店精美禮物一份。

聯絡方式
美福藥局小小叮嚀：請醫師將處方

藥傳真至梨城美福藥局總部，傳真電話
： 281-506-2454， 華 語 專 線 ：
866-466-4499。 中國城美福藥局位於

精英廣場(王朝旅遊旁)，服務項目包括
收處方藥物單、保險及（无保險者購買
處方藥物可享受優惠價格）、非處方藥
、防疫用品等。即日起免費贈送 「成人
預防保健手冊」，歡迎索取，送完為止
，限中國城美福藥局。

服 務 電 話 832-949-9460、
832-629-0910、 832-605-5849。 地 點
位於 「精英廣場」，地址是 6918 Cor-
porate Dr., Suite A-13, Houston, TX
77036。

美福藥局線上購物網站美福藥局線上購物網站
www.pillbright.comwww.pillbright.com全面上線全面上線

美福藥局線上購物網站美福藥局線上購物網站www.pillbright.comwww.pillbright.com
方便民眾方便民眾

「「可拆式便攜藥盒可拆式便攜藥盒」」 上有印名字上有印名字、、藥品名稱藥品名稱、、與吃藥時間與吃藥時間，，攜帶攜帶
方便又安全方便又安全，，不會忘了吃藥不會忘了吃藥

兒童口罩的材質是醫療手術口罩兒童口罩的材質是醫療手術口罩，，經經FDAFDA批准批准

美福藥局推出集點兌換禮物活動美福藥局推出集點兌換禮物活動

美福藥局的呂岳勳藥師美福藥局的呂岳勳藥師((左左))、、與符永豐經理與符永豐經理((右右))，，待人親待人親
切經驗豐富切經驗豐富

美福藥局中國城店即日起免費贈送美福藥局中國城店即日起免費贈送
「「成人預防保健手冊成人預防保健手冊」」 ，，歡迎索取歡迎索取

，，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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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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