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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吸力,

方太第三代侧吸油烟机全新上市!
FOTILE’S 3RD GENERATION OF SIDE-DRAFT RANGE HOOD

挥手就来!
WAVE AT FUTURE VENTILATION POWER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預售日期：

MORE FEATURES, MORE POWERFUL!

增值不加價預購包基本安裝

11/15-11/28
Pre-Order Duration

分享即送額外3年有效質保，延長8年！
1.谷歌地圖 / Yelp / 微信朋友圈 /  INS / FB壹平臺嗮圖好評；

2.掃碼添加 “FOTILEUS”客服，進行驗證

WWW.FOTILEGLOBAL.COM/US

FOTILE KITCHEN APPLIANCE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201-8186

幸運兒將有機會贏取現金:$100,000元

十一月三十日活動結束

十一月2, 9, 16, 23日，每個小時都會出現贏家

Coushatta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賭場度假村| ccrla.com

$
$$

贏家現場     兌換現金

十一月裡面的
每個星期六

十一月

        每周從周一早上4點到周六晚上11點(11月30日午夜12點)賺取賭場入場券。入場券不會從一個星期延續到另
一個星期。
        每賺取1個領先的積分可獲得1個抽獎條目。在每個抽獎日下午4點後激活獲得的具有額定遊戲度的入場券。
該優惠入場的客人所準備。賭場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本活動的權利。更多信息請訪問ccr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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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攀登者破世界紀錄尼泊爾攀登者破世界紀錄
189189天登天登1414座八千米高峰座八千米高峰

尼泊爾登山運動員尼馬爾尼泊爾登山運動員尼馬爾··普普
爾亞於爾亞於 1010 月月 2929 日成功登上海拔日成功登上海拔
80278027米的希夏邦馬峰米的希夏邦馬峰。。至此至此，，他他
用時用時 189189 天登上世界天登上世界 1414 座海拔座海拔
80008000米以上的山峰米以上的山峰，，打破登山世打破登山世
界紀錄界紀錄。。

肯尼亞內羅畢開設母乳銀行肯尼亞內羅畢開設母乳銀行 系東非第壹家系東非第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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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壹家外形為美國加州壹家外形為““電吉他電吉他””形狀的酒店形狀的酒店。。據悉據悉，，這家酒店舉辦這家酒店舉辦
了盛大的開業典禮了盛大的開業典禮，，眾多大牌明星到場助陣眾多大牌明星到場助陣。。



BB33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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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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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德國企業雲集的金牌榜
中國企業需要努力

在德國，99%的企業都是中小企

業，這些雇傭人數不超過 500 人的企

業，對德國經濟的貢獻率高達56%，創

造了約60%的就業。

在中國，中小企業貢獻了50%以上

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

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

以上的企業數量。

同樣是中小企業，同樣對國民經濟

貢獻巨大，但中德兩國中小企業卻又不

壹樣。

據統計，全球有隱形冠軍企業2734

家，僅德國就占據了1307席，接近壹半

的份額。中國擁有隱形冠軍企業數量只

有68家。

隱形冠軍企業的概念由德國隱形冠

軍企業協會榮譽主席、西蒙· 顧和管理咨

詢公司創始人赫爾曼· 西蒙（Hermann

Simon）提出，是指在某個細分領域進入

同行業世界前三，年收入額不超過50億

美元，且不被大眾所熟知的企業。

眾多的冠軍企業，構築了德國制造

強國的基礎。中國正在從制造大國向制

造強國邁進，中小企業如何發展，德國

經驗值得借鑒。

由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主

辦，德國聯邦隱形冠軍企業協會、歐洲

時報傳媒集團聯合主辦的2019中德隱形

冠軍企業投資合作論壇日前在成都、重

慶、青島等地舉行。活動旨在為中德兩

國企業搭建溝通合作的平臺。

如何成為隱形冠軍？
在《隱形冠軍：未來全球化的先

鋒》壹書中，赫爾曼· 西蒙認為，隱形

冠軍企業具備持續的增長能力，較強的

市場領導力，產品和市場高度聚焦，能

夠深度創造獨特性以及在全球營銷等特

征。

提到高度聚焦，德國聯邦隱形冠

軍企業協會主席蒂特 · 伯寧（Dieter

Boning）表示，隱形冠軍企業的產品客

戶受眾面非常小，客戶非常單壹和專壹

。他們不做多元化，只做壹樣事情，但

在這件事上比其他人都做得好。

其中壹個例子就是M+C Schiffer公

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獨立牙刷生產公

司。這家公司只生產牙刷，因此它是只

有單壹產品的公司，並且也僅局限在價

值創造鏈的某壹環節，即生產環節。但

它的生產是超大規模的，每天有超100

萬支在工廠下線，提供給寶潔、漢高等

公司。

提到持續創新，赫爾曼· 西蒙列舉了

壹組數字。調查顯示，隱形冠軍企業研

發強度是普通企業的2倍，專利產出是

普通公司的5倍。很多隱形冠軍企業把

創新及相關專利視為企業核心能力。

在高度聚焦的同時，保持持續的創

新能力，隱形冠軍企業不依賴低價策略

搶占市場，而是通過優質的產品取勝。

赫爾曼· 西蒙認為，如果壹家企業在品質

、創新、服務和信譽等方面成為領導者

，那麼它就有更高機會贏得市場領導地

位。

除了高度聚焦和持續創新，隱形冠

軍還具備持續的增長能力。赫爾曼· 西蒙

介紹，Knorr是火車軌道領域的隱形冠軍

，Enercon是物流領域的隱形冠軍。在過

去20年，這些企業的規模、生產值、經

濟效益和利潤增長了10倍以上。

中國駐德國前大使馬燦榮表示，

在當前保護主義擡頭的背景下，在中

德經濟界，正是這些中小企業為中德

創新合作與共贏發展提供正能量，註

入穩定性。期待看到更多德國隱形冠

軍企業在中國拓展市場，同時也希望

更多中國企業向同業的隱形冠軍企業

學習成功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培育

國際化視野。

中德企業合作前景廣闊
德國中小企業以科技研發領先、工

藝設計先進、質量管理精細聞名於世，

形成了壹大批具有行業領先地位的隱形

冠軍；而在加工制造、商貿服務等行業

，中國中小企業有著產業配套齊全、生

產動員能力強的優勢。

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代表李

菁苗表示，在全球經濟新壹輪的轉型升

級過程中，中德雙方在新能源汽車、智

能制造、人工智能、數字化和5G等新興

領域合作前景廣闊。

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經貿合作

夥伴，中國已連續3年成為德國第壹大

貿易夥伴。

目前，已經有約8500家德國企業在

中國註冊，有超過2000家德國企業在中

國建廠，有57%的德國隱形冠軍企業在

中國開展業務。與此同時，中國在德國

投資的企業超過4600家，德國已成為中

國企業在海外的重要投資目的地。

在此次走訪中國成都、重慶城市

過程中，德國經濟界代表表達了開拓中

國市場及與中國企業合作的願望。

德國SBB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技術總

監約爾· 馬爾特（Jorn Malter）表示，希

望借助中國的市場，將自己企業的產品

和技術進壹步推廣。已經進入中國市場

十多年的Transfact軟件技術公司創始人

海克· 馬丁(Heiko Martin)對中國發展的速

度表達了贊嘆。德國先進工業科技研究

院總經理托馬斯· 諾汀（Thomas Nolt-

ing）三個月前剛剛在中國蒲江建立分支

機構，他認為德國的精確度和中國的速

度是完美的結合，期待後續的融合過程

壹切順利。

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未來全球經濟發展需要更大合作
綜合報導 第三屆(2019)錢塘江論壇在杭州

舉行。英國前首相戈登· 布朗在會上表示，目前

，日益崛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成為公平貿易的巨大

挑戰。如果未來全球經濟仍然需要發展，就需要更

大的合作。

當日，戈登· 布朗首先對中國的發展成就給予

了積極評價。他指出，中國經濟獲得了30多年的

快速增長，其對此有著非常良好的印象，祝賀中國

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戈登· 布朗舉例說，中國能夠在過去 30多年

實現數億人的扶貧，這是任何壹個國家都不能

夠比擬的巨大成就，對可持續發展目標亦是壹

個巨大貢獻。中國在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每年有700多萬的大學生畢業。

“未來中國將會進入壹個經濟發展的全新

階段，就是從壹個傳統制造業經濟的階段，進入

資本密集型經濟增長階段。過去十年，中國在這方

面已經做的非常好，創造了資本密集型經濟發展的

環境。”他說。

戈登· 布朗亦談及了全球經濟話題。他指出，

當下世界正在發生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力量的轉移

——從西方轉向東方。2008年之前，全球主要的生

產力量、制造力量、主要投資、主要進出口貿易等

都在西方。而後這些開始從西方進入新興市場，尤

其是亞洲接受了最大的經濟轉移，這對全球經濟是

壹件好事情。它意味著在亞洲創造大量的勞動就業

機會，當然這也會造成貿易保護主義擡頭。

貿易保護主義正是戈登· 布朗眼中全球經濟發

展面臨的重要挑戰。

其指出，日益崛起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影響公

平貿易。“國家之間當然有競爭，但是公平貿易可

以在國家之間實現共贏。目前保護主義等逆流使全

球經濟出現倒退，我們知道未來幾年經濟的增長都

會放緩。”

他強調，在這種背景下，各國壹定要加強合作

，而不是提高貿易的壁壘。因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

持續過去30多年的巨大的發展勢頭。

“如果未來全球經濟仍然需要發展，就需

要我們更大的合作。”戈登· 布朗說，“我們

必須攜起手來合作、更加緊密的合作，成立

壹個全球性的命運共同體，在全新的時代共

同推動我們的創新，解決我們的科技問題、

環境問題等。”

第三屆(2019)錢塘江論壇由浙江省政府、杭

州市政府指導，浙江省地方金融監管局、杭州

市金融辦支持。浙江省金融業發展促進會、浙

江錢塘江金融研修院主辦。中國新聞網為合作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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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至 15 日，首屆華
僑華人粵港澳大灣區大會將在廣
州舉行。大會由廣東省人民政府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聯合主辦，
廣東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廣
州市人民政府承辦，以“匯聚僑
胞力量，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為主題，總參會人員約 500 人
，以海外僑胞代表為主體，部分
港澳同胞代表、國內知名企業家
代表也將受邀參會交流互動。
廣東有3000多萬海外僑胞

作為全國僑務大省，廣東擁
有3000多萬海外僑胞，佔全國海
外僑胞人數一半以上，分佈於世
界 160 多個國家和地區，海外華
僑華人、港澳同胞在廣東投資企
業超過6.2萬家，佔全省外資企業
總數六成多。

在11月4日廣東省人民政府
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廣
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僑辦主
任龐國梅指出，海外華僑華人擁
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豐富的智力
資源、成熟的商業網絡、廣泛的
人脈關係和融通中外的獨特優勢
，將這種力量和獨特優勢有效凝
聚起來，必將有力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

本屆大會是黨的十九大以來
，廣東首個以“省部合辦”（廣
東省人民政府+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形式主辦的全球性高端涉僑活動；是廣東省委、省政府在新時
代精心打造的首個以海外僑胞代表人士為參會主體並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主題的活動；是廣東
首個以“省市聯動”模式專題推介粵港澳大灣區的涉僑活動，旨在充分發揮廣東華僑華人眾多的
優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倡議。
展示大灣區建設真招實招

主旨演講、大會交流、政策宣講、精品文化展演、實地考察……本屆大會致力於通過系列活
動，積極宣介大灣區建設，引導廣大海外僑胞關心支持、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揮他們
對外交流合作的紐帶作用，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交流合作
，共同面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灣區故事、廣東故事。

大會將集中展示廣東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真招實招。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負責人將作專
題推介，整理匯總粵港澳大灣區對外招商引資引智以及廣東鼓勵支持港澳青年來粵創新創業發展

的政策文件索引。大會還將在會場設置專區，展示廣東省情、華僑華人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珠
三角九市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此外，與會嘉賓還將深入粵港澳大灣區九市實地考察商機，共謀發展。
每年或每兩年舉辦一屆大會

截至目前，合計共有來自108個國家和地區的440多名海外僑胞應邀報名參會。嘉賓從事行業
涉及經貿、政治、金融、傳媒、法律、文化、藝術等，既有從改革開放初期就投身廣東發展的僑
商，也有近期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業的青年才俊；既有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橋樑作用的僑團
負責人，也有抓住廣東發展機遇而新近成立的粵籍商會代表。

“根據實際情況，大會每年或每兩年將舉辦一屆，歡迎珠三角其他城市積極申辦，共同把大
會辦成凝聚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力量、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同圓共享中國夢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
創新性平台。”龐國梅說。

首屆華僑華人粵港澳大灣區大會本月11日至15日在廣州舉行
近500名僑界精英將齊聚羊城

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發布會現場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發布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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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暴力示威破壞香港經濟，也衝擊香
港的法治環境，消息指有外企正評
估是否繼續在港投資。財庫局局長
劉怡翔4日表示，了解到有外企就
是否繼續留港作檢討，但認為總部
是否留港，取決於法治、企業業務
網絡等。他又指，雖然近期內外圍
環境不明朗，下過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固，暫
未見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或香港銀
行體系。

劉怡翔4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承認，在本地、全球
及區域不穩定情況下，香港金融及
資產市場更多波動，但香港金融體
系各個環節至今運作暢順有序，港
元匯率保持平穩，銀行體系流動性
維持充裕，從最新存款和貨幣供應
數據反映，沒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
或香港銀行體系。金融監管機構已
進行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即使在極
端惡劣的環境下，銀行、證券業中
介人及保險公司均能繼續符合相關
的監管要求。他重申，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仍然穩
固。劉怡翔又提到，政府極關注現
時社會深層次問題，承認多方面需
要檢討。他指，需要很多時間檢視
香港價值觀及民主觀念，認為現時
並非以正常民主社會方式表達意
見。他希望社會狀況可盡快回復正
常，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同一場合
亦指，金管局與外資銀行接觸，得
到的回應是他們的確擔心目前的情
況，希望社會事件能夠盡快結束。
但他們亦同時表示，香港仍有不少
具吸引力的地方，例如以香港作為
橋頭堡進入內地市場，又表示對香
港金融科技有興趣，亦有部分機構
表示會考慮增加在香港的投資。

余偉文續指，香港是金融中
心，資金進出活躍，既有人擔心香
港現況，而開立離岸戶口或調走資
金，也有人將資金轉入香港，若資
金明顯流動，銀行存款額、港元匯
率都會出現變動，但近月兩項指標
都維持穩定。他補充，近4至5個月
港匯貼近7.84水平，其間因為月
結、季結及IPO而稍為轉強，但整
體港匯市場運作正常，反映市場對
聯匯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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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季賺202億 環比插半
港金管局：環球不確定多 將影響今季表現

外匯基金首3季投資收益1,986億元，遠多於去年
同期的445億元。單計今年第3季，由於美債息

率下跌、債價上升，期內債券投資收益達299億元，足
以抵消港股疲弱下，季內港股投資錄123億元虧損，以
至外匯投資則錄得20億元重估損失。

港股上季蝕123億 債券收益勁
余偉文4日首次以香港金管局總裁身份出席立

法會財委會，而他在未升任前、已負責管理近4萬
億元外匯基金多年。他表示，外匯基金第3季投資
收益大部分來自債券，主要受惠於美債孳息率下
跌，目前難言第4季投資表現，主因環球投資環境
仍有不確定性，包括中美貿易爭議、英國脫歐進
程、美聯儲貨幣政策等。

長期增長組合比重仍可提升
展望未來，余偉文認為外匯基金仍有空間提升

長期增長組合的投資比重，主因有關投資組合在過
去十年的年化回報達13%，有望提高整體外匯基金
的投資收益。不過，他提醒雖然有關投資回報較
高，但年期較長、流動性亦較低，而外匯基金需保
持足夠流動性，會在收益與流動性之間保持平衡。

近期不少政府官員警告香港今年全年經濟或見
負增長，余偉文則認為，香港經濟受全球增長放
緩、中美貿易摩擦、近期香港社會事件等影響，經
濟下行壓力較大，第3季GDP按年跌2.9%、按季
跌3.2%，當中旅遊、零售及飲食等跌幅較大，未來
會密切關注有關經濟數據表現，以及對銀行業影
響。

謠言頻傳 冀數小時內作澄清
余偉文在會上亦多次提到，近日社會事件及近

期針對香港金融體系的謠言，他重申當局無意改變
聯匯制度及無意實施外匯管制，又指日後若再有謠

言，局方目標將在謠言傳出數小時內作出澄清。而
被問到香港近期有否出現大規模走資等，他指港匯
大致於7.84水平穩定上落，而今年以來香港存款總
量及港元存款亦錄得上升，暫時未見資金外流跡
象，亦強調香港作為開放經濟體，有資金流出流入
十分正常。

鼓勵業界寬鬆處理中小企貸
另外，金管局早前已下調香港銀行的逆周期緩

衝資本，冀銀行善用空間重點支援近期受影響的中
小企。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4日表示，根據局方第
三季統計數字顯示，大部分銀行對中小企的貸款總
量未有改變，現時銀行業貸款質素仍然良好，6月
零售銀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僅為0.54%，整體銀行
體系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則為0.56%。他又指，金管
局亦已與銀行界組成協調機制，鼓勵業界以寬鬆態
度處理中小企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受惠債市投資收入大

賺，外匯基金第3季賺202億元(港元，下同)，按年升1.1

倍，按季則減少55%，為去年第4季以來最差。單計今年

第3季，港股投資蝕123億元表現最差，不過債券投資收益

達299億元，其他股票投資則賺46億元，外匯投資則錄得

20億元重估損失。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4日表示，目前

環球投資環境仍有不確定性，香港經濟下行壓力大、社會

事件仍未平息，或將繼續影響外匯基金今季投資表現。

金管局對香港金融體系評估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摩擦等風險仍然存在

■■香港的實體經濟顯著轉差，中小企承受尤其大的壓力

■■資金未有顯著流出，港元市場繼續有序運作

■■香港的銀行與金融體系維持穩健，抗震能力充裕

■■市場情況易變，金管局已加強監察力度，有需要時會採取適當
措施以保持銀行及金融體系穩定

■■余偉文余偉文44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日首次以金管局總裁身
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份出席立法會財委會。。 馬翠媚馬翠媚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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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世盃 武大靖 500 米稱王

在北京時間3日進行的短道速滑男子
500米第一次比賽，武大靖因為冰刀

被打出了豁口無緣獎牌，位列第四。但在
第二次比賽，和武大靖同場競技的有匈牙
利的劉少林、哈薩克的阿巴扎爾以及韓國
的金東旭。
比賽開始後，武大靖憑借有力的佔位

和出色的起跑率先佔據領滑位置，緊跟他
的是匈牙利的劉少林，武大靖沒有給對手
任何機會，最終以39秒702的成績奪得冠
軍，亞軍劉少林的成績是39秒732，季軍
由哈薩克斯坦選手阿巴扎爾獲得，成績是

39秒881。
這是中國隊在新賽季拿到的第一塊金

牌，也是武大靖在男子500米項目上獲得
的第15塊世界盃金牌。此外他還獲得過兩
次世錦賽冠軍，並在平昌冬奧會奪得該項
目金牌。這次武大靖用成績證明，他依然
在該項目上具備世界頂尖水平。

女子3000米接力奪魁
女子3000米接力一直是中國隊的傳

統優勢項目，溫哥華冬奧會上王濛、周
洋、張會、孫琳琳的金牌組合至今仍為人
們所津津樂道。但在上賽季的短道速滑世
界盃和世錦賽上，中國隊均未進入前三
名，甚至21年來首次無緣世錦賽。

本站世界盃女子
3000米接力決賽，由范可新、曲春雨、韓
雨桐、張雨婷組成的中國隊戰勝了頗具實
力的韓國隊，以4分08秒746的成績奪
冠。而中國隊上次獲得國際賽事女子3000
米接力冠軍還要追溯至756天前，2017年
10月8日的世界盃荷蘭多德雷赫特站。韓
國隊、加拿大隊分獲本項目亞軍與季軍，
成績是4分08秒979和4分09秒009。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賽中國女隊的

6名選手范可新、曲春雨、韓雨桐、張雨
婷、張楚桐、臧一澤在接力比賽中全部輪
換出場，這說明了中國女隊整體水平在不
斷提升，讓教練組在排兵佈陣時有了更多
選擇。
至此，2019-2020賽季短道速滑世界

盃鹽湖城站的比賽全部落下帷幕，中國隊
以2金3銀2銅的成績位列金牌榜第2位，
同時以7枚獎牌與韓國隊並列獎牌榜的首
位。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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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世界盃於北京時

間4日凌晨結束了首站鹽湖城的

比賽，中國選手、奧運冠軍武大靖奪

得500米個人第15個世界盃冠軍，中國

女隊時隔兩年重奪3000米接力冠軍，最

終中國隊以2金3銀2銅的總獎

牌數與韓國並列獎牌榜第

一。

中國女隊在短道速滑
世界盃鹽湖站時隔756天
重奪女子3000米接力金
牌，與此同時，中國女運
動員在個人項目上也實現
了突破。
女子500米第一次比

賽意外止步準決賽的曲春
雨，順利闖入第二次比賽
A組決賽，最終以42秒
452 的成績收穫一枚銀
牌。加拿大人布廷再獲冠
軍，她的成績是 42 秒
336。這也是曲春雨在500
米項目上獲得的個人最好
成績，此前她曾在2018
年 3 月獲得過世錦賽銅
牌。

在中國隊內選拔賽獲
得綜合排名第一的韓雨
桐，繼第一個決賽日拿下
女子1500米銅牌後，又
在女子1000米比賽中收
穫了一枚銀牌，她的成績
是1分28秒664，僅以微
弱的劣勢落後於冠軍選手
的1分28秒517。
此外，在女子 1000

米比賽中備受關注的新星
張楚桐，以1分29秒621
的成績獲得銅牌。本次參
加世界盃的中國隊全部6
名女隊員均有進入各單項
決賽，充分體現了整體實
力的提升。

■中新網

■■曲春雨曲春雨（（右右））在在
女子女子500500米比賽中米比賽中
收穫銀牌收穫銀牌。。美聯社美聯社

■■武大靖武大靖（（左左））在比賽中一馬當先
在比賽中一馬當先。。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女隊中國女隊（（前排前排））在在756756天後天後
再奪再奪30003000米接力金牌米接力金牌。。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
賽前排名聯賽榜“尾2”的香港飛
馬，4日晚於中銀人壽港超聯賽大
踢爭氣球，可惜在兩球領先下仍未
能打開聯賽勝利之門。冠忠南區憑
高美斯及許宏鋒建功，劣勢下以
2：2逼和對手力保不敗身，仍然排
在第3位。
今場賽事原本於上周六下午上

演，因避開示威活動而延至4日晚
補賽。主場的香港飛馬近況有回勇
跡象，即使新援文迪斯及門將梁興
傑缺陣，整場賽事仍佔得上風。客
串進攻中場的大衛拉菲爾表現非常

活躍，不但多次起腳威脅客軍大
門，更不時為隊友鋪橋搭路，只是
均逃不過謝德謙十指關。

今仗4個入球全部在下半場出
現，香港飛馬49分鐘由佐佐木周把
握比圖失誤窩利射入先開紀錄，後
備上陣的查理士58分鐘窄位抽入，
一度令主隊燃起贏球希望。冠忠南
區落後兩球後如夢初醒，60分鐘一
次死球埋門，由高美斯白界前頂入
追成接近紀錄；補時階段主隊張志
勇與張春暉發生誤會，已改任左閘
的許宏鋒後上快一步插上射入，為
客軍追成2：2完場。

南區劣勢逼和飛馬 續做探花

■■南區中場狄卡奧南區中場狄卡奧（（77號號））引球推進引球推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牛
下女車神”李慧詩（Sarah）在世界盃白俄
羅斯明斯克站女子凱林賽失利，最終以1
面爭先賽金牌完成新賽季首站比賽。
李慧詩日前在爭先賽勇奪金牌，創下

18個月全勝的輝煌戰績。之後Sarah乘勇
出戰凱林賽，首圈力壓3名對手獲首名晉
級，隊友李海恩在另一組則排第4入復活
賽，惟最後敬陪末席未能出線。第2圈
Sarah在第1組受到國家隊名將鍾天使及日
本勁敵太田梨由夾擊，但仍能以首名衝
線，躋身最後6強獎牌戰。
然而李慧詩在終極之戰卻被編於最後

起步，領航車離場後她依然落後前列，直

至最後一圈發力，可惜受圍困下難以突
圍，最終僅以第5名完成賽事，未能為港
隊再贏獎牌。德國的軒絲則力壓群芳摘下
金牌，法國格露絲及韓國李慧珍名列亞軍
及季軍。男子麥迪遜賽，張敬樂/梁峻榮
則排第12名。

Sarah今年在UCI場地單車世界級賽
事中的凱林賽及爭先賽均未逢敵手，今仗
是她首次三甲不入。能夠在奧運前見到對
手用盡方法對付自己，難怪Sarah深信得
益良多：“今次世界盃見到新秀冒起，也
有對手改變了戰術，期待未來比賽會更加
刺激。”

世界盃第3站將在本月29日移師香港

單車館舉行，李慧詩將率領港隊主場爭
金，門票現已公開發售。

李慧詩凱林賽飲恨 白俄站一金謝幕

亞洲花滑賽
港隊奪兩亞一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經過五天的激烈角
逐，2019亞洲花樣滑冰公開賽3
日晚在東莞落下帷幕。中國香港
隊的三名選手也分獲兩個亞軍和
一個季軍，其中，何梓齊獲得初
級少年男子組第二名，張朝熙獲
得中級少年男子組第二名，周曉
柔（上圖）獲得青年女子組第三
名。香港滑冰聯盟主席葉小燕透
露，香港滑冰聯盟正與廣東、澳
門的相關機構商討，未來或將聯

合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滑冰賽事，
為中國冰雪運動的發展貢獻力
量。

恒大公告
簡拿華路重回帥位
中超勁旅廣州恒大3日晚通

過官網發佈公告稱，簡拿華路
（下圖）將繼續擔任球隊主帥。
中超第27輪，恒大主場2：2戰
平建業後，恒大網站賽後公告，
簡拿華路將於次日前往恒大總部
報到，“參加企業文化學習
班”，由隊長鄭智代為執行主教
練職責。不料，短短幾日後，恒
大再公告，簡拿華路已向恒大集
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呈遞書面報
告，對於2019賽季工作進行總結
與反省，即日起返回俱樂部，繼
續履行恒大主帥職責。 ■中新網

長話短說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李慧詩李慧詩（（右一右一））遭夾擊遭夾擊，，
無緣突圍無緣突圍。。 單車會圖片單車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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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上週財經回顧：

上週影響美國投資市場的大事不斷。 10月勞動力市場報告出
爐，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帶來了超過預期的新工作崗位。美聯儲今
年第三次降息，並暗示暫停進一步降息，以衡量未來經濟形勢。
影響市場的幾個風險性因素，如中美貿易僵局及英國脫歐問題，
在近期呈現緩解趨勢。分析師認為，美國經濟基本面大勢良好，
雖然前進速度較前幾年緩慢，但強勁的就業市場、持續增長的企
業盈利、較低的利率足以推進此輪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牛市繼續前
行。受各類正面數據影響，上周美股比之前一周上揚1.5%，攀升
至歷史新高。截止上週五，道指今年漲幅17%，標普500漲幅22%
，納斯達克漲幅26%。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隨在過去的10月份，美國就業市

場增加了12.8萬個新工作崗位，不斷
湧現的新工作機會抵消了最近通用汽
車公司（GM）員工大罷工的負面影
響。 10 月失業率 3.6%， 接近 9 月達
到的50年最低水平（3.5%），平均小
時工資同比增長 3%， 消費物價通脹
率保持在低水準。加上8-9月的就業
數據， 今年第三季度平均每月新增工
作崗位17.5萬個， 大大超過了保持健
康就業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每
月新增10萬個工作機會的標準線。良
好的就業率和工資增長帶來了堅挺的
消費支出，而消費支出是美國經濟的
支柱。最新數據顯示，美國消費支出
上漲2.9%，且高價格零售大件物品的
消費支出上漲了7.6%，顯示了消費者
信心強。企業盈利方面，80%的企業
在第三季度盈利超過之前預期，雖然
能源行業處於明顯落後地位。上週出
爐的 IHS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採購經理人指數仍顯示美國製造業的
疲軟， 但其指數並未達到預警線，沒
有衰退跡象。美聯儲在上週決定再次
降息25個基點，並表示過去三次降息
的目的是應對不斷上升的外在市場風
險（貿易戰、全球增長放緩等）而採

取的保障性措施，而並不
是針對內在依然強勁的美
國經濟的刺激方案。美聯
儲發表聲明說貨幣政策
“in a good place”, 暗 示
將暫停降息，著重評估降
息措施對整體經濟形勢的
影響。

上周強勁的市場數據
再次說明，經濟基本面是
影響市場表現的決定性因
素。此輪美國歷史上最長
的牛市並沒有短期衰退的
跡象，但同樣由於此輪牛
市時間之長，投資者在市
場正常的短期震盪或特殊
事件發生的情況下更容易
產生恐慌情緒，從而做出
情緒化投資決策。個人非
專業投資者由於缺乏一手
的市場數據，容易導致投
資產品配置不當及情緒化
交易，造成投資回報率較
低。未來市場的起伏會成
為常態，建議個人投資者
傾聽專業建議，讓數據說
話，保持投資信心，避免情緒化投資
。

更多市場動態及投資策略分析，
請聯繫美國愛德華.瓊斯投資公司

（Edward Jones Investments）投資理財
顧問、美國金融監管局（FINRA）註

冊證券經紀人許瑩瑩女士，yingying.
xu@edwardjones.com, 281- 74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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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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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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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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入人心 中國·臨夏——德國·拜羅伊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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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019 -11/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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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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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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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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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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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走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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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走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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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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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19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35~3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現場面對面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6~1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35~39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光鹽健康園地 現場面對面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6~1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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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1月6日       Wednesday, November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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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賽常規賽]]
森林狼森林狼131131--109109奇才奇才

[[英超英超]]
沃特福德沃特福德11--22切爾西切爾西

破紀錄破紀錄！！北馬肯尼亞選手獲男子組冠軍北馬肯尼亞選手獲男子組冠軍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新成立的
「逢甲大學校友會」於上周六上午在 「恆豐銀

行」12 樓舉行講座，邀請休士頓大學城區部
「刑事司法」教授王曉明博士主講 「防制電話

詐騙的挑戰」，吸引了許多人前往聽講，不少
人還是有與電話詐騙者正面交鋒過的。

王教授說：電話詐騙者已經用駭客侵入資
料庫，有100萬以上，有的是用機器產生的號碼
。最常見是用西班牙語發音的，即使用封鎖功
能，但效果不大，下次他們再用不同號碼攻擊
。電話詐騙，華裔被騙約三億美金，其中六萬
至八萬是學生，十萬是教授。而學者資料數據
大於官方的資料。而我們要了解電話詐欺的本
質，電話詐騙，最早來自行銷電話。

詐騙包括兩作法：（一 ）取得信任，（二
）要與周圍社區有相關性，如 19 世紀 Charles
Ponzi (義大利人）的 「龐氏騙局 」；21世紀初
猶太人Bernard Madoff騙子；及中領館詐騙事件
。

王教授說：成功騙局有二因素：（一）獲
得信任 （二）從你的社區產生。全世界詐騙最
多的地區：非洲，馬來西亞，印度，東南亞。
犯罪集團的人員薪水為美金100萬元起跳。

而他們的詐騙技術：不給你時間去想。騙
子把你導引到假的 Web-side .你也不要去相信
「滿意顧客」，他們的技倆，是與騙子同伙。

他們最常用技倆-利用人的“貪
”。如：（一）特別獎被你抽中
。（二）已中特別大獎。（三）
贏 加 勒 比 海 一 小 國 （ 四 ） 贏
Free Bonus,（五 ）你一定要現在
決定，機會不等你了。

還有，假裝是政府官員，說
那些法律案件對你不利。一般人
如何上當：（一，）利用你的
「貪 」（二）利用你害怕的心理

。包括：（一）國稅局，（二）
福利詐欺（三）移民局。因此，
不要給他們（魔鬼 ）留餘地，讓
他能見縫插針。

王 教 授 又 提 到 FTC(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於 1915 年成
立，其部門包括：工程，教育，
起訴（把壞人繩之於法）。現今
詐騙者是用 「機器人」在跟你講
話，以找到 「潛在的受害者」因
此，電話來根本不要與他作任何對話就掛掉。

根據統計，2018年有34億通詐騙電話，單
是2018年4月，就比2017年多10億詐騙電話。
幾乎每天無時無刻不在。在2016～2017 年，有
720 萬通，營銷電話違規，其中四分之一成功了
，產生3億5千萬的損失。因此，電話響，不要

接，立即掛掉，千萬不要 「回call 」。
FTC 網頁有教你如何識別詐欺。王教授說

：美國的執法面，效果有限。而刑事，行政兩
大部門，目前仍是政府管理。以 「做生意」方
式經營。如：學校招生，收的是 「學費」，如
同銷售員，學校是銷售知識。而兇殺案，搶劫

案是 「大案」，按美國法律概念- 寧可放過一
百，不可錯殺一個（與中國的曹孟德剛好相反
）。95% 的檢察官的證據力，是一點一滴收集
起來的。而執法單位，走行政 「認罪協商」方
式，對打擊電話詐騙效果不大。

（綜合報導）佛光山中美寺【中
美文化講壇】繼上個月震撼此地的文
學大師白先勇老師的文學講座之後，
另一場同樣讓人期待的文學講座也即
將登場了。

應【中美文化講壇】執行長趙辜
懷箴女士之邀，11/17 日下午二時，
加州柏克萊大學葉文心教授將蒞臨休
士頓佛光山中美寺，為大眾做一場精
彩的專題演講- 「近代史上的桃花扇
」。 清代文學家孔尚任
創作的傳奇劇本《桃花扇》為明朝末
年發生在南京的故事。接近真實的歷

史劇，以男女主角悲歡離合為主線，
借離合之情，表興亡之感。體現明朝
末年社會現實主義及朝末政權興衰的
原因，並清晰描述出忠貞不渝的時代
英雄及百姓情感。該劇歷久不衰，多
次被改編成黃梅戲、京劇、話劇等劇
種。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是孔子後
裔。劇本中充斥著滿滿的亡國之痛，
引發遺民深深的哀思。他雖因《桃花
扇》丟了烏紗帽，但《桃花扇》卻使
他流芳百世。

《桃花扇》的淒艷境界使它作為

一部歷史性悲劇。當年真是戲，如今
戲如真。明朝之後的學者們喜歡把現
代的政權轉移跟明清的改朝換代相互
參照。 在這個背景之下，產生了二十
世紀幾次對孔尚任《桃花扇》的評點
與閱讀，這也就是這場演講的主題。

為什麼 「桃花扇」這部巨作，三
度在近代史被提起討論?

桃花扇、和西廂記、紅樓夢、長
生殿並列為中國四大戲曲；如果它只
是愛情劇作？

又為什麼和近代史的民族意識息
息相關，不可切割。

11/17（星期日） 葉文心教授將
圍繞著《桃花扇》為主軸,仔細的為您
做深度的剖析，精彩的演繹，深入淺
出的賞析，絕對讓前來聆聽的您，充
分理解故事中的內涵及精髓，體驗大
作之美。期待與大家分享。

葉文心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畢
業，1984年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
史博士學位。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
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從1994年到2000
年曾任該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從
2007到2012任該校首位華裔並女性東
亞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

史研究，著重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文化
史和社會史，在國際漢學界很有影響
。

佛光山中美寺歡迎十方大眾再度
蒞臨，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參加。

講座免費入場，歡迎事先電話報
名登記，並請當天提早蒞臨以免向隅
。

時間：11月17日（星期日）下午
二時

地點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
葉文心教授文學講座《近代史上的桃花扇》

（本報訊）近期，詐騙分子頻繁利用技術手段冒
充中國各級司法和執法部門、中國駐美使領館，美國
稅務、海關、社安工作人員以及UPS等快遞公司實施
詐騙，甚至誘導當事人借高利貸為其轉款。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提醒旅美僑胞、留學生、中資企業人員，
務必提高警惕，謹防詐騙。

一、切記註意保護個人身份、家庭住址、銀行賬
戶等信息。特別是，不要因為對方已經掌握自己的部

分信息而放鬆警惕或受其要挾。
二、遇類似事件可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聯絡核

實，切忌按照詐騙分子指引“屏蔽”自己。休斯敦總
領館領事保護電話：713-521-9215；外交部全球領事
保護與服務應急呼叫中心電話：0086-10-12308。

三、如不幸上當受騙，請聯繫本人賬戶開戶銀行
，要求立即採取止付、凍結賬戶等措施。同時，可向
本人所在地警方報案。

領事保護提醒—防範電信詐騙

美南逢甲大學校友會上周六上午主辦講座美南逢甲大學校友會上周六上午主辦講座
王曉明教授主講王曉明教授主講：： 「「防制電話詐騙的挑戰防制電話詐騙的挑戰」」

圖為王曉明教授圖為王曉明教授（（右一右一））在恆豐在恆豐1212樓演講會現場樓演講會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主講人王曉明教授圖為主講人王曉明教授（（左二左二））與美南逢甲大學校友與美南逢甲大學校友
會代表會代表，，陳明華會長陳明華會長（（左三左三），），楊國貞楊國貞（（右三右三））等人等人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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