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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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    城    分    行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  察  遜  分  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布  蘭  諾  分  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  斯  汀  分  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47

12.7.2018

 全球直播
LIVE

陳宗旗先生           
帝國石材總經理
超過 2000 套安裝經驗
超過 20 年石材製作工藝
超過 15 畝庫存
免費測量設計和估價
電話：713-812-8288
地址：6202 W. 34th St, Houston, TX 7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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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芬蘭MatrinselkonenMatrinselkonen小鎮小鎮，，壹只棕熊媽媽外出遛娃壹只棕熊媽媽外出遛娃，，和寶寶在樹林裏玩起了躲貓貓的遊和寶寶在樹林裏玩起了躲貓貓的遊
戲戲。。等小棕熊藏好後等小棕熊藏好後，，這位熊媽便開始找了起來這位熊媽便開始找了起來，，它很快就發現了藏在壹棵樹後的小家夥它很快就發現了藏在壹棵樹後的小家夥，，
不過不過，，它並沒有馬上招呼小熊崽出來它並沒有馬上招呼小熊崽出來，，而是隔著樹幹而是隔著樹幹，，給小寶寶送上甜甜壹吻給小寶寶送上甜甜壹吻，，就像是人類就像是人類
媽媽那洋，畫面超級暖。59歲體育教師Valtteri Mulkahainen拍到了這對熊母子暖心的壹幕。

實拍俄邏斯實拍俄邏斯““凍土博物館凍土博物館”” 恒溫零下恒溫零下99度度

遊客探訪位於俄邏斯西伯利亞東部雅庫茨克市梅爾遊客探訪位於俄邏斯西伯利亞東部雅庫茨克市梅爾
尼科夫永久凍土研究所主樓下的多年凍土研究歷史博物尼科夫永久凍土研究所主樓下的多年凍土研究歷史博物
館館。。圖為博物館內電子溫度計顯示室內實時溫度圖為博物館內電子溫度計顯示室內實時溫度。。

考古學家展示新石器時代石制面具考古學家展示新石器時代石制面具
做工精良做工精良

以色列考古學家
手持壹個罕見可追溯
到新石器時代的石制
面具。這壹石制面
具是在 Pnei Hever
地區發現的，目前
在洛克菲勒考古博
物館保存。面具是
由粉黃色石灰石制
成的，面具的周圍
有 4 個洞，可能是
為了便於戴在臉上
或者邦在什麼地方
進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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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下挫延續難言見底
數字貨幣市場規模縮水超八成

比特幣下探至3500美元，全球數字

貨幣市場再現集體大幅殺跌，市值較頂

點的8500億美元市場規模縮水超過85%。

業內人士稱，隨著監管趨嚴、支付普及

難度大等因素，數字貨幣下行趨勢可能

延續，相關IT廠商也將受到沖擊。

比特幣上演價格“大跳水”
自2018年以來，比特幣價格持續下

跌，近期上演了“大跳水”。

多家數字貨幣交易所數據顯示，25日

比特幣盤中跌破3500美元，為2017年8月

以來最低點，隨後拉升至3800美元附近。

而去年12月，因散戶投資者紛紛湧

入，比特幣壹度觸及20000美元的峰值。

隨著此輪暴跌，多家媒體稱比特幣“泡

沫正在破滅”。

據彭博社統計，從11月16日至24日，比

特幣五個交易日跌幅已高達24%，為本年

度最差單周表現，連續下跌周期也達12個

交易日。隨著比特幣價格暴跌，成交量也

嚴重縮水，甚至不到高峰時的1/7。

CNBC援引分析師觀點稱，新入市

者信心受挫，可能無法支撐比特幣幣值，

此輪下跌可能要到3000美元左右。

比特幣暴跌也引發其他加密貨幣大

幅下挫。CoinMarketCap數據顯示，目前

整個加密貨幣市場價值已跌至約1200億

美元左右，與今年初8500億美元規模相

比嚴重縮水。

Oanda公司亞太交易部主管伊涅斯

表示，近期比特幣連續下挫，但難言見

底。“當前市場投資者還有很多，但如

果比特幣繼續朝3000美元壹線靠攏，勢

必會引發恐慌性出逃”。

他還預測，短期交易區間會在3500

美元至6500美元之間，但不排除到明年

1月下探至2500美元。

“與其他資產屬性不同，比特幣畢

竟不是黃金。”他補充說。

幣值受多因素打壓
業內人士認為，此次比特幣大跌是

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而監管升級和貨

幣分叉將持續給幣值施壓。

當前大量區塊鏈項目存在嚴重泡沫，

在區塊鏈基礎設施不健全的情況下，從

業者不斷拉高市場預期至不切實際的高

度，最終遭遇現實打擊，致使市場信心

不斷喪失。

安永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該

公司去年分析的 372 筆首次代幣發行

(ICO)中，有30%失去了“幾乎全部”價

值，而在使用ICO籌集資金的公司中，

有71%的公司尚未推出原型產品。

另外，由於比特幣市場是資金市場，體

量相對較小，隨著大額持幣用戶的砸盤，

也容易造成幣價大幅波動。如此屬性令業

界對其支付普及和推廣前景感到擔憂。

全球各大監管機構也在布局數字貨

幣的管理體系。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相關規定，比特幣

不是由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

制性等貨幣屬性，並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

。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壹種特定的虛擬

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

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然而，近年來，壹些人打著“金融創

新”、“區塊鏈”等旗號，通過發行所謂

“虛擬貨幣”、“虛擬資產”、“數字資

產”吸收資金，侵害公眾權益。為此，中

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曾發文叫停各類代幣

發行融資，並提醒公眾理性看待區塊鏈，

樹立正確貨幣觀念和投資理念。

香港證監會本月宣布，計劃對數字

貨幣交易所和投資於數字資產的基金實

施監管，目的在於保護投資者。

香港證監會表示，它正在考慮通過

“沙盒”或運用針對數字資產相關風險調

整後的現有法規，對數字貨幣交易所和加

密資產投資組合管理公司實施監管。依

據現行規則，除非數字資產被歸類為證

券或期貨合約，否則數字貨幣的交易不

受證監會監管。

日本在2017年規定，比特幣和“另類

貨幣”交易所必須接受日本金融廳的監管

，而美國證交會今年早些時候表示，數字

貨幣交易所可能屬於它們的職權範圍。

11月，兩家於2017年通過ICO出售

加密貨幣籌集資金的公司被美國監管機

構責令將資金返還給投資者，因為其沒

有將ICO註冊為證券。市場擔心，其他

類似公司也將被迫效仿。

貨幣分叉也打擊了貨幣本身價值和

投資者信心。

“比特幣現金”日前宣布分叉為兩個

不同的版本。據報道，雙方陣營現在正瘋

狂地在各自的區塊鏈上開采區塊以建立控

制權。這是壹項代價高昂的工作，兩個團體

都被懷疑囤有大量比特幣，他們可以變賣

這些資產來為他們的行動提供資金支持。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稱，這

種稀釋正是加密貨幣最終註定失敗的原

因。與比特幣旨在模仿並打敗的實物黃

金不同，這種數字黃金不存在真正的稀

缺性。雖然原始比特幣只能有2100萬個，

但是可以拆分的版本數量沒有上限。

IT廠商受沖擊
多家IT設備生產廠商近期將業績下

滑歸結為數字貨幣市場下滑沖擊。

英偉達本月業績令人失望，該公司將

業績欠佳歸咎於加密貨幣挖礦活動逐漸減少

導致芯片庫存增加，出現“加密後遺癥”。

二季度時，英偉達的數字貨幣“采

礦”業務收入壹度環比深跌 70%，至

1.16億美元。當時公司高管表示，隨著

數字貨幣價格下跌，預計未來這類相關

的業務收入都可以“忽略不計”。

三季度，英偉達承認，PC代工營收

下滑將近40%，並產生了與舊產品有關

的5700萬美元費用，而這主要是受到定

位於加密數字貨幣采礦類圖形處理芯片

產品需求下降的拖累。由於前期發展過

猛，導致庫存過剩。

亞洲最大的科技公司之壹臺積電在

第三季度財報中預計，在第四季度，

“加密貨幣挖礦需求持續疲軟”將抵消

其部分增長。

另外，受數字市場疲弱影響，部分公

司擴張步伐受到影響。本月數字貨幣交易

所Coinbase澄清，近期應該不會進行IPO。

原先CNN曾曝出該公司擬IPO的消息。

業內人士稱，目前數字貨幣市場屬於

熊市，時機不對，不利於新上市企業獲得

高估值。

綜合報導 經過為期壹個月的征求意見後，中

國銀保監會2日晚間正式發布《商業銀行理財子公

司管理辦法》。值得註意的是，與之前征求意見稿

相比，此次官方適度放寬了銀行理財子公司自有資

金使用範圍。

據介紹，《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為此前發布

“理財新規”的配套制度，與“資管新規”和“理

財新規”共同構成理財子公司開展理財業務需要遵

循的監管要求。本次辦法對“理財新規”部分規定

進行了適當調整，使理財子公司的監管標準與其他

資管機構總體保持壹致。

例如，在前期已允許銀行私募理財產品直接投

資股票和公募理財產品通過公募基金間接投資股票

的基礎上，進壹步允許理財子公司發行的公募理財

產品直接投資股票；參照其他資管產品的監管規

定，不在《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中設置理財產品

銷售起點。

對比之前的征求意見稿，此次官方吸收各方合

理意見後作出壹些調整。在股權管理方面，銀保監

會采納市場機構反饋意見，在鼓勵各類股東長期持

有理財子公司股權、保持股權結構穩定的同時，為

理財子公司下壹步引入境內外專業機構、更好落實

銀行業對外開放舉措預留空間。

在自有資金投資方面，參照同類資管機構監管

制度，適度放寬自有資金使用範圍，允許理財子公

司在嚴格遵守風險管理要求前提下，將壹定比例的

自有資金投資於本公司發行的理財產品。

在內控隔離和交易管控方面，參照同類資

管機構監管制度，在投資管理與交易執行職能

相分離、建立公平交易制度和異常交易監控機

制、對理財產品的同向和反向交易進行管控，

以及從業人員行為規範等方面進壹步細化了監

管要求。

銀保監會表示，上述舉措將有利於強化銀

行理財業務風險隔離，優化組織管理體系，推

動銀行理財回歸資管業務本源；培育和壯大機

構投資者隊伍，引導理財資金以合法、規範形

式進入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促進統壹資管產

品監管標準，更好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有效

防控金融風險。

中國出臺銀行理材子公司管理辦法 這度放寬自有資金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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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主題： “九合一”選後
臺灣民意出現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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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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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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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諾弘吳諾弘（（Lawrence NgLawrence Ng））
暱 稱 菠蘿仔

出生日期 1999年10月14日（19歲）

出 生 地 香港

教育程度 中學（拔萃男書院）

■■吳諾弘吳諾弘((左左))從小已在電視劇從小已在電視劇
中亮相中亮相，，擅於面對大場面擅於面對大場面。。

吳諾弘提供吳諾弘提供

■■丁俊暉反勝塞爾丁俊暉反勝塞爾
特晉級特晉級3232強強。。

美聯社美聯社

■■女國腳劉慧婷女國腳劉慧婷（（右右））
帶球推進帶球推進。。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香港桌球好手傅家俊（Mar-
co）及內地“一哥”丁俊暉，於當
地時間2日在英國北部約克進行的
桌球英國錦標賽第二輪比賽中，分
別以6：2及6：5淘汰另一內地小將
羅弘昊及英國選手塞爾特，攜手晉
級32強。

世界排名第16位的傅家俊當日
狀態極佳，面對職業賽“新丁”羅
弘昊，完全控制戰局，首局破百
（124度），次局83度，取得2：0
的領先優勢，後雖然羅弘昊以69：

40追回一局，但Marco以70：34再
下一城。小憩後，傅家俊越戰越
勇，第5局轟出144度，即使對手其
後追至2：4，但已無力回天，Mar-
co再以85：39、64：26連取兩局，
以總局數6：2奏凱。

至於內地頭號選手丁俊暉則在
2：4落後的情況下反擊，最後以6：5
逆轉英國選手塞爾特晉級。賽後，丁
俊暉表示：“我打得很艱苦，但很高
興最後取得了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北京時間3日在關島進行的女足
東亞錦標賽2019第二圈賽事，港隊
以0：6不敵中國國家隊，由於日前
以0：2不敵中國台北連負兩場的關
係，港隊已肯定出線無望，5日最後
一役對陣蒙古，將為榮譽而戰。

而3日另一場比賽，中國台北以
6：0勝蒙古。5日，兩戰皆勝的海峽
兩岸女足將短兵相接，爭奪唯一的
出線席位。

中國足協發文悼念張歐影
另外，曾多次入選國家女足並

獲得多項榮譽的前國腳張歐影2日
因身患肺癌不幸病逝，享年43歲。
為此，中國足協發文悼念，文章

稱：“張歐影女士的辭世是中國足
球界的損失，我們為失去這樣一名
值得尊敬的足壇名宿感到萬分痛
惜。”中國足協表示，中國足協和
中國足球界全體同仁對張歐影的辭
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並向其親屬致
以誠摯的慰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傅家俊丁俊暉齊晉英錦賽32強
港女足東亞賽連負兩仗無緣出線

■■易建聯易建聯（（中中））在比賽在比賽
中帶球進攻中帶球進攻。。 新華社新華社 ■■姚明現場觀戰姚明現場觀戰。。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報道）2日晚，中國男籃在佛
山迎來了2019年男籃世界盃外圍賽
（世外賽）第二場比賽，最終以
72：52大勝黎巴嫩，在主場成功復
仇。這是男籃紅藍兩隊合併之後的
第二場比賽，並且迎來了兩連勝。

中國男籃核心易建聯在本場比
賽中用快速反擊上籃得分拉開了本
場比賽的序幕，首節結束，中國隊
17：10領先黎巴嫩。進入第二節，
中國隊打出精妙的籃下配合，突破
更為犀利，比分隨之拉大。半場戰
罷，中國隊 43：19 領先對手 24
分。第三節，中國隊的領先優勢接
近30分。最後一節，勝券在握的中
國隊，陸續換上沈梓捷、胡明軒等
小將。最終中國男籃以72：52大勝

黎巴嫩，取得連勝。
本場比賽，中國男籃在攻防兩

端提速明顯，形成了向對手的壓
制。各條戰線上的球員，表現得十
分出色。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主
教練李楠表示，回到更衣室，他首
先感謝了所有球員，大家都很拚，
打出了新面貌。

本場比賽，作為中國男籃的領
袖，易建聯依然表現神勇。易建聯
全場貢獻15分8籃板2助攻3搶斷的
全面表現。對此，李楠表示，易建
聯和周鵬和郭艾倫是帶傷來的，他
們不在乎自身的傷病情況，及時報
到，整個行動都和隊伍統一進行，
表現也非常好，起到了非常好的帶
頭作用，給年輕隊員做了非常好的
榜樣。

■■在商場內比賽在商場內比賽，，吳諾弘吳諾弘（（左左））全無怯全無怯
場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吳諾弘吳諾弘（（左左））獲得家人的大力支獲得家人的大力支
持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吳諾弘吳諾弘（（右右））與張家朗在香與張家朗在香
港公開錦標賽冠軍戰中對決港公開錦標賽冠軍戰中對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今屆香港公開錦標賽強手環伺，但
出戰男花的Lawrence在晉級過

程中表現出色，四強先以15：11力克
大師兄張小倫，決賽面對自己的偶像
張家朗也不落下風，一度打成8：8平
手，但關鍵時刻家朗展示出亞洲冠軍
本色，Lawrence最終輸11：15，屈居
亞軍。

視好友張家朗為偶像
“今次是最接近一次了！”現時

香港排名第5的Lawrence深知與家朗
仍存在差距，因此賽後並非太過失

望：“我曾4次在決賽對家朗，最後
結果都一樣。他的經驗、技術層面及
戰術運用都比我好，我已有超水準發
揮，本身也沒想過要衝擊獎牌，即使
決賽落敗也很感到很開心。”
Lawrence自9歲開始接觸劍擊，

他與年長兩歲的家朗識於微時，是由
細玩到大的好友，他毫不掩飾對家朗
的敬佩之心：“他小時候已比同齡對
手突出，我一早已視他為偶像，是我
的奮鬥目標。最值得我欣賞的，是他
對後輩從不囂張，不會吝嗇與我分享
劍擊心得，因為他樂於見到香港劍手

水準提升。”
家朗中四已輟學全情投入運動員

生涯，Lawrence亦急不及待，1年前
決定全職打劍，棄考中學文憑試：
“很多人覺得我‘戇居’，還有1年
時間也不去完成中五學業，但我反而
認為自己是賺了1年，今次香港公開
賽成績便證明了我的選擇正確。”

短期目標亞青和世青
從小已演出過多部電視劇的他，

為了專心運動事業，更願意暫停演藝
生涯：“演戲不是我的志向，而且很
多時要捱更抵夜，我不想犧牲練習時
間，以後只會在休季時才考慮拍
戲。”
問及未來目標，已跟成年隊一同

練習的他劍指2020年東京奧運：“不
只是東京這一屆，未來的奧運我都想
參加。來年是我最後一次參加青年賽
事，所以短期目標是在亞青及世青爭
取獎牌，成年賽事則希望先打入正
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男子花劍隊向來不乏新

血，繼張小倫、崔浩然之後，2016年再有張家朗橫空出世；現

年19歲的吳諾弘（Lawrence），極可能就是下一位的冒出頭來

的新星。這位演藝界出身的年輕劍手， 周日在“藍十字保險

2018香港公開錦標賽”勇奪銀牌，為來年爭奪亞青及世青獎牌

注下強心針。未完成中五學業已轉為全職運動員的Lawrence不

諱言，終極目標就是代表香港出戰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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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籃大勝黎巴嫩國籃大勝黎巴嫩 世外賽兩連勝世外賽兩連勝



BB77德州本地新聞
星期二 2018年12月04日 Tuesday, December 04, 2018

休城畫頁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在香港及越華超市勸募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在香港及越華超市勸募
加州林火肆虐點燃愛心濟災民協助受難災民加州林火肆虐點燃愛心濟災民協助受難災民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善心人士於善心人士於1111月月2424日在越華超市向慈濟基金日在越華超市向慈濟基金
會德州分會志工吳碧珍師姊捐款會德州分會志工吳碧珍師姊捐款，，發揮愛心協發揮愛心協

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

善心僑界人士於善心僑界人士於1111月月2424日在越華超市向慈濟基日在越華超市向慈濟基
金會德州分會志工伍偉雄師兄金會德州分會志工伍偉雄師兄，，姚子謙師兄捐款姚子謙師兄捐款
，，發揮愛心幫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度過難關發揮愛心幫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度過難關。。

善心人士於善心人士於1111月月2424日在越華超市向慈濟基金日在越華超市向慈濟基金
會德州分會志工伍偉雄師兄會德州分會志工伍偉雄師兄，，姚子謙師兄捐款姚子謙師兄捐款

，，發揮愛心協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發揮愛心協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

外國善心人士於外國善心人士於1111月月2424日在越華超市向慈日在越華超市向慈
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吳碧珍師姊捐款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吳碧珍師姊捐款，，希希

望幫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望幫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1111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22
時時，，在越華超市勸募在越華超市勸募。。外國善心人士向黃濟恩執行長外國善心人士向黃濟恩執行長
，，伍偉雄師兄伍偉雄師兄，，姚子謙師兄捐款姚子謙師兄捐款，，發揮愛心表達對加發揮愛心表達對加

州林火受難災民的關懷州林火受難災民的關懷。。

香港超市是僑界人士常去的地方香港超市是僑界人士常去的地方。。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陳錦綉師姊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陳錦綉師姊，，李正德師兄於李正德師兄於1111月月2424日在香港超市勸募日在香港超市勸募，，希望希望
能協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能協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

女善心人士於女善心人士於1111月月2424日在香港超市向莊慈銘師姊日在香港超市向莊慈銘師姊，，葛蘿媚師葛蘿媚師
姊捐款姊捐款，，發揮愛心表達對加州林火受難災民的關心發揮愛心表達對加州林火受難災民的關心。。

女善心人士於女善心人士於1111月月2424日在香港超市向梁義之師兄日在香港超市向梁義之師兄、、黃濟恩黃濟恩
執行長捐款執行長捐款，，發揮愛心協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發揮愛心協助加州林火受難災民。。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1111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22時時，，在香港超在香港超
市勸募市勸募，，加州林火肆虐點燃愛心濟災民協助受難災民加州林火肆虐點燃愛心濟災民協助受難災民。。黃濟恩執行黃濟恩執行
長長，，梁義之師兄梁義之師兄，，莊慈銘師姊莊慈銘師姊，，葛蘿媚師姊向僑界人士歡募葛蘿媚師姊向僑界人士歡募。。

休斯頓市長特呼籲大家穿襪子紀念布什總統休斯頓市長特呼籲大家穿襪子紀念布什總統

（本報訊 ）老布什總統葬禮
本週一舉行，休斯頓市長特納則希
望大家用穿襪子的方式來紀念美國
歷史上這位偉大的總統，並在本週
一晚上在市政府大樓前舉辦紀念活
動，

眾所周知，最為美國第 41 屆
總統，老布什總統喜歡顏色襪子上
了癮，他曾對記者說“我是襪子漢
”（I'm a sock man），他也告訴他
的孫女，說他“喜歡好看的襪子。
”小布什總統也表示，喜歡色彩鮮
豔的襪子是他父親的最新嗜好，因
此 家 人 都 稱 他 為 “GQ man”
（GQ man有風流倜儻、衣冠楚楚
之意）。

老布什可以穿彩色襪子配皮鞋
、西裝，因為他是退任總統，而且
已經是 80 多歲的高齡老人了，因
此不但不會引人側目，還有人叫好
，但一般的人如果有樣學樣，穿著
花襪子到辦公室上班，恐怕就不妥
了。

老布什總統上個月到白宮參加
頒獎典禮時，也不忘帶一雙自己喜
歡的襪子作為禮物送給歐巴馬總統
，白宮官方攝影記者拍下了他們在
一起談論這雙襪子的鏡頭，白宮還
特別將這張照片“推特”給讀者，
標題就是“謝謝送襪子，第41！”

Thanks for the socks, #41!

（本報訊 ）截至目
前，共有154個國家和地區建
立了548所孔子學院、1193個
孔子課堂和5665個教學點。

據瞭解，以“改革創新
促發展，攜手同心創未來”
為主題的第十三屆孔子學院
大會將於12月4日至5日在成
都舉行。會議前夕，孔子學
院總部/國家漢辦在成都公佈
了孔子學院最新發展情況。

國家漢辦新聞處處長樊
釘介紹，2018 年全球新建孔
子學院 30 所。其中，多米尼
加、薩爾瓦多等9個過去未建
孔子學院的國家在 2018 年新

建10所孔子學院。
為提高辦學質量，孔子

學院不斷完善國際漢語教師
標準、學習標準、課程大綱
及考試大綱，建立健全漢語
國際教育質量標準體系，大
力開展《國際漢語教師證書
》考試認證，出版了 80 個語
種共 6700 多冊漢語教材和文
化讀物，累計向170個國家贈
售教材圖書3000多萬冊。

截至目前，全球三分之
一孔子學院的外方院長都由
著名漢學專家擔任。孔子學
院總部/國家漢辦還設立研究
型孔子學院，開展中外經典

互譯和漢學人才培養；設立
“孔子學院獎學金”，2009
年 至 今 共 招 收 163 個 國 家
45000餘名各類獎學金學生。

為培養新一代漢學家，
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2013
年啓動了“孔子新漢學計劃
”，資助各國青年學者來華
攻讀博士或短期研修。該計
劃包括“中外合作培養博士
”“來華攻讀博士”“理解
中國”等，自實施以來累計
資助了600多名學生、學者、
青年漢學家來華攻讀學位或
進行研修，700餘名各界青年
領袖和業界精英訪問中國。

[綜合報導]美股還沒有完全走出低迷，
但這絲毫不阻礙華爾街繼續看漲。據彭博報道
，其從跟蹤的機構處收集了14個對於2019年的
預測。目前為止，華爾街平均預期標普500指數
將在明年年底前上漲11%至3056點。這是2009
年牛市開始以來最樂觀的看法。

這與投資者的情緒形成鮮明對比，數據顯
示散戶投資者正以三年內最快的速度籌集現金
，對衝基金也在採取防禦措施。不過，預測人
士表示，雖然10月份以來的股市大跌十分驚人
，標普500指數進入回調區域，較其創紀錄低點
跌去6%，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市場崩盤迫在眉
睫。

儘管美國經濟增長正在減速，但企業利潤
仍在擴大。標普500指數的預期市盈率為15.8倍
，較去年同期萎縮了15%，徘徊在2016年初以
來的最低水平附近。這主要受兩個因素影響：
股市停滯不前，但企業利潤上漲近25%。

雖然貿易和利率走高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但市場的恐懼可能有所誇大，股市估值急劇

下降正是反映了一點。瑞信分析師喬納森•
戈盧布（Jonathan Golub）表示，他最樂觀的
目標是3350點。

但投資者也需要知道，華爾街分析師往
往傾向於看漲未來股市。自從彭博從1999年
開始追蹤股市預期以來，這些專業的預測人
士從未預期股市會在第二年下跌，平均年增
長預期為9%。

在過去二十年中，當股市上漲時，華爾
街的看漲立場似乎有先見之明，在這個牛市
期間，標普 500 指數每年都超過策略師的目
標4.4個百分點。然而，在過去的兩個熊市中
，如果投資者聽取他們的看漲預期，會導致
一半的投資損失。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構成市場完
全崩潰的條件不足。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對利
率的看法轉向鴿派，緊張局勢有所緩解。與
此同時，領跌10月拋售潮的芯片製造商、房
屋建築商和銀行等股票正在反彈。

“增長的基本動力料將繼續存在，”瑞銀

集團本月早些時候在給客戶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他認為標普 500 指數明年將收於 3200 點。

“衝突未進一步升級、增長穩固的同時放緩、
利率適度提高均支撐了我們的觀點。”

美股恐慌情緒被誇大？ 華爾街看漲情緒創2009年來之最 全球已建548所孔子學院 遍佈154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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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
nic Ng）表示，近期中國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為
美國企業進軍中國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一點
應被列入中美談判議程。

11月底，特朗普（又譯川普）總統和習近平主
席將於二十國集團峰會（G20 Summit）上會面，
屆時關稅將成為首要議題。儘管近日中國已提出
了一系列貿易優惠措施，但美國副總統麥克•彭
斯（Mike Pence）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
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峰會上仍
威脅說，要把對中國商品徵收的2500億美元關稅
「提高一倍以上」 。然而，在中美經貿關係中，

貿易既不是唯一的層面，也不是追求國家利益的
唯一途徑，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是中國對待外
資的態度。近期，中國在開放外商投資方面取得
了實質進展，特斯拉（Tesla）和埃克森美孚
（Exxon）等美國企業抓住了這一契機。中美在投

資領域的互動對實現美國政府所追求的自由、公
平和互惠的經貿關係至關重要，應該被提上兩國
首腦的會談議程。

中國已全面改革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制度
儘管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仍不及如美國這

樣的發達國家，但在過去三年間，中國已取得了
明顯的改善，也為外資企業帶來了更多機會。首
先，中國政府的立場已經從 「正面清單」 轉為
「負面清單」 。在之前的制度下，外國公司只能

投資正面清單上的行業，也就是政府 「鼓勵」 的
行業，而且每一項投資都需要得到政府批准。這
些審批通常伴隨著限制（例如成立合資企業的要
求）或期望（例如技術共享）。在2016年實施的
新制度下，外國公司被允許投資所有的領域，除
非是在負面清單上註明的限制類行業。此外，對
於不在上述清單中的行業，外國企業不必再申請
批准，只需註冊投資即可。

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制度的第二個顯著改變
是，負面清單上的行業和相關限制明顯減少——
從2016年的93個減少到2017年的63個，2018年
只有48個。也許許多觀察人士對這份仍有諸多限
制的清單並不滿意，中國也的確還有很多進步空
間，但這已經是中國在該領域取得的一項重大進
展。在許多與美國公司相關的領域，情況已明顯
改善，包括電動汽車生產、航空製造、某些金融
服務和農業活動。如果這股勢頭持續發展，中國
將最終展現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該有的姿態。

美國公司正把握新的機會
儘管外國商界對中國執行更為寬鬆的政策持

懷疑態度，但中國政府正在認真實施這些舉措。
最有力的一項證明就是，當美國的政界人士叫囂
與中國 「脫鉤」 時，美國企業實際上正在擴大對

中國的投資。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在2018年1月至9月

期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較去年同期增長10%以上
。由此可見，美國企業對中國政府最近放開的領
域有很大的投資興趣。

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特斯拉（Tesla）。該
公司已開始在上海建造一間耗資20億美元的全資
電動汽車工廠，每年將為中國和全球市場生產50
萬輛Model 3和Model Y汽車。最近，中國取消了
對外資控股的限制，這使得特斯拉的汽車工廠將
成為中國第一家外資控股的汽車廠。其他外國汽
車製造商如德國的寶馬（BMW）也已效仿，收購
其在華現有合資企業的多數股權。

另一個例子是石化行業。自2011年以來，中
國逐步取消了對石化行業的限制，現已允許外資
控制生產設施。這一改變促使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考慮在廣東興建一間耗資數十億美元的石

化工廠來生產石化原料，以滿足亞洲日益增長的
消費需求。德國企業集團巴斯夫（BASF）也於今
年早些時候宣佈，將在廣東投資100億美元，建設
中國首家外商獨資的重化工企業。

最後，美國企業還準備利用最近公佈的金融
業改革。2018年4月，中國承諾允許外國公司持有
資產管理和證券公司的控股權（立即持股51%，三
年內持股100%）。許多公司（包括摩根大通和摩
根士丹利）正在通過控制現有的證券合資企業來
把握這個機會。這將有助於這些美國企業更好地
滿足中國在財富管理、代理和其他服務方面日益
增長的需求。

外商直接投資改革為當前的貿易戰指出一條
明路

當然，這些初步數據還不足以為中國外商直
接投資改革下定論，這些措施也不足以解決美國
目前對市場准入缺乏互惠的擔憂。然而，在當前
對經濟前景預測黯淡的情況下，我們急需聽到
「改革」 和 「外國企業反響熱烈」 諸如此類的好

消息。
這些舉措表明，中國明白徹底改革過時的做

法、為外國企業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將
最終有利於本國的長期繁榮。同時，我們也能從
中看到，唯有實質的改革加上政府的支持，才能
讓改革在市場上發揮真正的效用，對企業產生切
實的影響，包括這些企業對中國市場長期前景的
看法。

中國在改革直接投資方面所帶來的機遇，理
應在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對話中佔據重要
位置。最後，在中美經貿關係中持有強硬的態度
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實現共同繁榮和建設性目
標的手段。

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撰文強調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撰文強調
「「現在正是投資中國的好時機現在正是投資中國的好時機」」

20192019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開放期還剩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開放期還剩1313天天
2019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開放申請

時間, 於今年11月1日開始，至12月15
日結束，還剩下13天的時間。光鹽社
自2014年開始，為政府授權的協助民
眾購買平價醫療保險的機構，有多名政
府認證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咨詢員。在
今年為大家辦理保險的過程中，發現民
眾經常詢問一些問題，我們在這裏統一
進行解答。

Q：在2018年12月15日以後是否
可以在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購買2019年
的保險？

A：如果錯過了正常開放申請期，

如果家庭情況有改變，需在60天內特
殊申請期購買保險，需要提供足夠的證
據說明家庭情況的改變，才能在特殊申
請期購買保險，這是很麻煩的。

Q：那些人可以在健康保險交易市
場購買保險？

A：平價醫療法案規定除了原住民
、非法移民、B1/B2簽證持有者和監獄
服刑者以外，所有合法美國居民都可以
購買健康保險。

Q：那些人可以享受到稅務優惠
(premimum tax credits) ?

A：下表為2019年聯邦貧困線標準

（Federal Poverty Level）。按照家庭
人口數的家庭年收入在聯邦貧困線標準
的1倍到4倍之間可以享受稅務補助，
補助的多少根據收入的不同而不同。如
果您的家庭收入不在聯邦貧困線標準的
1倍到4倍之間，您也可以購買保險，
只是需要自付保費。如果想了解可以享
受多少優惠補助，請與光鹽社連系。

預估2019年家 戶收入
家庭成員1人 $12,140
家庭成員2人 $16,460
家庭成員3人 $20,780
家庭成員4人 $25,100

家庭成員5人 $29,420
家庭成員6人 $33,740

Q：為什麽我已經提交了收入證明
，政府還繼續要求我提供收入證明？

A：這種情況有可能是因為您提交
的收入證明不符合政府的要求，或者收
入證明顯示的收入和下一年的預估收入
差距太大。這種情況下，您需要提交符
合政府要求並且與下一年預估收入相符
的收入證明。1040，w2, 1099，pay
stub等等都是政府接受的收入證明資料
。

Q：如果我沒有按時提交符合政府

部門要求的資料，會有什麽樣的結果？
A：會導致您的稅務優惠被取消，

需要您自付保費。
2019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開放註冊

時間只剩下13天的時間，請有意購買
保險，但是還沒有購買保險的民眾盡快
購買。

假如您對醫療保險有任何問題，歡
迎致電光鹽社713-988-4724，我們將
非常樂意協助！如果您需要協助申辦或
更新您的醫療保險方案，光鹽社開放接
受預約。

【泉深編譯/來源CNN】全球兩大經濟體的領導人唐納德特
朗普和習近平周六在阿根廷舉行了面對面會談，以期獲得備受期
待的晚宴，許多人希望這場晚宴至少會暫時停止針鋒相對的交易
戰爭。

布宜諾斯艾利斯兩位領導人之間的沙拉牛排，羅勒蛋黃醬蔬
菜沙拉和焦糖卷煎餅的晚餐持續了近兩個半小時，談判結果立即
未知。當天早些時候，特朗普取消了計劃中的新聞發布會，以紀
念前總統喬治•H•W布什的逝世。布什周五去世，享年94歲
。

但在晚宴結束後不久，總統的最高經濟顧問拉裏•庫德洛告
訴記者，特朗普與習近平的會談“非常順利”。

在晚宴上，特朗普的內閣成員兩側，包括財政部長史蒂芬姆
努欽和國務卿邁克龐培。特朗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他與習
近平的關系 “令人難以置信”，預示著兩個貿易夥伴的成功會
晤，同時暗示未來幾天會有進一步的談判。

特朗普說：“這種關系非常特殊，與習主席的關系非常密切
。” “而且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可能最終獲得的一個主要原因 -
最終得到的東西對中國有利，對美國有利。”

習近平回應了總統的講話，稱會議是 “我們個人友誼的體
現”。

在會議召開之前，任何人都在猜測最終的結果是什麽。
僅在本周，美國總統就已承諾繼續推進將中國商品2000億

美元的關稅從10％提高至25％的計劃，同時也表示樂觀地認為
他可以與習近平達成協議。來自白宮的混合信號加上特朗普的善
變人格，使華爾街陷入困境，既危及兩國經濟，也危及全球經濟
。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相當不確定的地方，”美中貿易全國委
員會主席克雷格艾倫說。 “很顯然，政府內部正在進行大量的
競爭，人們所采取的立場之間存在著非常鮮明的對比。這就是讓
這種情況變得如此不可預測的原因。我們不知道最終會在哪裏結
束。”

來自美國和中國的代理人，在阿根廷G20峰會期間舉行的晚
宴前夕，各自對可能的突破表示樂觀，盡管特朗普明確表示他只
願意打球如有必要，北京做出讓步。雙方可能的一條出路可能是
暫停新的關稅，而談判在數月陷入僵局後及時進行。

但如果會談失敗，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準備履行總統對中國
貨物2670億美元的第三輪關稅的威脅。

在過去的兩周裏，特朗普的頂級貿易談判代表羅伯特•萊希
特（Robert Lighthizer）表示，在美國政府調查中國不公平貿易

行為的最新報告中，北京在解決美國對
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問題的擔憂
方面做得很少。他還宣布，一周後，他
被總統指示 “檢查所有工具”，以解
決中國政府對美國汽車制造商征收的顯
著更高的關稅。

特朗普本周還在白宮南草坪上告訴
記者，當他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時，美
國和中國 “非常接近” 達成協議，同時迅速補充說他願意自從
他們幫助填補美國政府的金庫以來，我們堅持對中國商品征收數
十億美元關稅的現狀。

“但我不知道我是否願意這樣做，因為我們現在擁有的數十
億和數十億美元以關稅或稅收的形式進入美國，” 特朗普周四
上午表示。 “坦率地說，我喜歡我們現在的交易。”

專家們認為，總統的講話是特朗普政府再次企圖在中國之前
創造一個更大的優勢，迫使他們在談判前 “采取其他措施”。
本月早些時候，特朗普稱北京談判代表的最初提議是 “不可接
受”，並聲稱 “我們也可能會得到他們”，兩位總統之間以及
Mnuchin和中國副總理劉和之間的呼籲。

“這是一件好事，” 艾倫說。 “我們希望得到最好的交易
。這筆交易必須解決結構性問題 - 而且非常困難。”

在對Mnuchin和國家經濟主任拉裏•庫德洛等溫和顧問的打
擊中，特朗普請他的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和著名的中國鷹
派人士帶著他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再次展示武力。在白宮表示他
不會加入總統代表團之後發出邀請。專家認為此舉是對像Na-
varro和美國貿易代表Lighthizer這樣的強硬派的一種方式，以擴
大他們對總統的信息。

本周來自華盛頓的混合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自己
的西翼在自由貿易商（包括那些擁有華爾街背景的人，如
Mnuchin和Kudlow）以及Lighthizer和Navarro等貿易鷹派之間的
深刻分歧。

目前，特朗普和他的代理人，包括Lighthizer，在他們抵達
阿根廷後都暗示，當兩位領導人今晚相遇時，“成功” 可能即
將到來。幾天前，庫德洛對周二告訴記者說，“我相信他們會非
常尊重彼此。”

“這是特朗普在這一點上的思想問題，” 羅伯特•昆說，
他是中國領導人的長期顧問，也是CTGN與R.L. Kuhn在中國的
關系。 “當你沒有虛張聲勢時，最好的詐唬就是那個。我不認
為這完全是虛張聲勢，我認為他準備做更具侵略性的事情。他心

裏想著他的威脅會被相信，人們會相信努力工作以避免這種威脅
被實現。他正在利用他的強硬家夥帶回家。我認為這很清楚。“

雖然密切的觀察人士註意到雙方通常的咆哮，因為他們發出
信號，他們本周正在采取某種形式的協議，但兩國的言論變化仍
然存在廣泛的共識，特別是在幾個月的沈默之後。

“上個月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中國美國商會中心主席Jer-
emie Waterman說。 “相當清楚的是，這兩位總統希望能夠積極
地達成某種積極的，前瞻性的結果，這種結果有望逐漸消失。”

阿根廷的高額賭註是特朗普與習近平之間唯一正式安排的會
議，比特朗普在1月1日設定的截止日期提前幾周提高了2000億
美元的關稅，從 10 提高到 25％ ％。周五，特朗普表示他看到
“一些好跡象”，因為雙方的談判代表都在“努力工作”。他還
指出，庫德洛及其工作人員一直在“與他們打交道”，指的是來
自北京的談判代表。特朗普說：“我認為他們想要，而且我認為
我們希望如此。”

長期以來，美中關系專家表示，自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總
統對中國進行為期7天的正式訪問以來，兩國之間的會晤一直非
常重要。尼克松稱之為 “改變世界的那一周” 的這次旅行結束
了兩國之間長達25年的外交僵局。

“有一種妥協的動機，”布魯金斯學會John L. Thornton中
心主任李成說。 “如果你沒有達到令兩位領導人難堪的積極結
果，那就冒著關心這種關系的風險。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非常非常
令人不安的美中關系時期。”

盡管如此，專家仍對在領導人的晚宴上會有多少詳細協議表
示懷疑，這表明任何協議都可能會引發內閣官員很快就能解決的
重要待辦事項。

沃特曼說：“我認為我們沒有希望兩位總統能夠詳細討論，
當然，除了貿易之外，他們還會討論其他問題。” “並非所有
問題都會在一夜之間得到解決。”

特朗普和習近平晚宴時暗示美中貿易戰的特朗普和習近平晚宴時暗示美中貿易戰的
““好結果好結果”” 將要在將要在GG2020呈現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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