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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藝術偵探發現荷蘭藝術偵探發現““波斯詩人王子波斯詩人王子””的罕見失竊副本的罕見失竊副本

荷蘭藝術偵探亞瑟荷蘭藝術偵探亞瑟··布蘭德展示了壹本罕見的布蘭德展示了壹本罕見的1515世紀詩集世紀詩集，，作者是作者是
哈菲茲哈菲茲。。據報道據報道20072007年年，，伊朗古董商伊朗古董商Djafar GhazyDjafar Ghazy在德國去世後在德國去世後，，人人
們發現他的收藏品中遺失了壹批價值約們發現他的收藏品中遺失了壹批價值約100100萬歐元萬歐元((110110萬美元萬美元))的金箔的金箔
卷卷。。在檢查在檢查GhazyGhazy的計算機時的計算機時，，人們意識到這位老人收集了數百本古代人們意識到這位老人收集了數百本古代
手稿手稿，，但都不見了但都不見了。。

甘肅古城張掖趕制甘肅古城張掖趕制
““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冰雕迎佳節冰雕迎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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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理財“春節模式”提前開啟
高收益產品需拼手速“秒殺”

近日，記者走訪了北京地區多家銀

行網點發現，“春節專享”產品已經出

現在中小銀行理財名單中，其中不乏5%

以上的高收益產品。有的銀行雖然沒有

推出春節專屬理財，但是推出了限時又

限購的高收益理財產品，壹經推出就遭

到投資者“哄搶”，成功買到需要“拼

手速”。

春節專供理財年化收益超5%
近日，記者走訪了北京地區多家銀

行網點發現，絕大多數銀行理財產品預

期年化收益率均在3%-4%之間，“春節

專享”產品的預期年化收益率誠意十足

，絕大多數在4%以上，最高可達5%以

上。

以某股份制銀行網點為例，該網點

的理財經理告訴記者：“近期我行發行

了5款‘新年特別款產品’，期限在35

天-6個月不等，起投金額為1萬元和15

萬元，其中有3款產品的預期年化收益

率為5%（含）以上，其他普通的理財產

品年化收益率均在3%-4%之間。”

在另壹家股份制銀行網點，記者

查看銀行的理財產品宣傳單發現，臨

近春節，高收益率產品全部為“專享

”產品，由於起購金額不同，預期年

化收益率在 4.22%-4.41%之間，而普通

的 理 財 產 品 預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在

4%-4.26%之間，低於專享理財產品。

例如，壹款投資期限為232天的“小年

特供”產品，起投金額為20萬元，預

期年化收益率4.27％。

據上述銀行人士介紹：“近期理

財產品收益率持續走低，‘專享’

產品受到投資者青睞，額度非常緊

張。”

在另壹家股份制銀行網點，客戶經

理對記者表示，該網點近期推出了壹款

春節專屬理財，期限為35天，預期年化

收益率為4.5%，比新客理財的收益還要

高壹些，1月19日-1月20日限時發售，

而且新資金需要提前三天進行預約以及

驗資。他還補充道：“好的產品要靠搶

，提前預約會好壹點。”

另外，記者在走訪調查中也發現

，部分銀行目前尚未開放節日專屬

理財產品申購，但會在近幾日陸續

開放。也有部分人員表示，今年是

資管新規過渡期限的最後壹年，所

有傳統型的產品目前均下調收益和

發行額度，春節前不壹定會有節日

專屬理財發行。

高收益產品限時又限購
雖然有的銀行目前沒有推出春節專

屬理財，但是推出了高收益理財產品，

其中部分產品收益率最高可達5.4%，壹

上線就被“秒殺”。

“我行理財子公司發行的壹款理財

產品壹上線，1分鐘就被搶完了，”某

股份制銀行的客戶經理告訴記者，“該

款產品的期限為5年期，業績比較基準

為5%-5.4%，有認購成本費，剛開始放

了10億元額度被搶完，隨後又放了5億

元額度，在當天上午也售罄了。

“目前高收益的產品很吃香，有的

產品上線1分鐘就被搶購壹空，大家都

在搶著買，有不少投資者在盯著他人撤

單後空出來的額度。”上述銀行理財經

理對記者表示。

在某城商行網點,前來購買理財產品

的張女士告訴記者：“現在理財產品的

收益率逐漸下降，如果有高收益理財產

品，我會讓理財經理第壹時間通知我。

而且我經常關註理財經理的朋友圈，因

為他們經常會在上面發壹些理財優惠信

息。”

在走訪中，銀行理財經理對記者說

的最多的壹句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壹直在下滑，只要

有收益較高的產品發行，銀行不用多做

宣傳就被搶購壹空。”

不過也有銀行業內人士提醒投資者，

部分銀行在春節前夕發售的理財產品可

能會在節後起息，投資者在購買理財產

品時要將可能存在的“資金站崗”問題

考慮在內。另外，年末不同機構不同類

別的理財產品依次登場，建議大家盡量

選壹些優質的平臺，因為資金的安全比

收益更重要。

2019年中國經濟：實現“量穩質升” 通過“壓力測試”
2019年中國經濟運行數據17日公布，GDP錄

得6.1%的增幅。在多位北京專家看來，考慮到全球

經濟放緩及貿易環境嚴重惡化，國內經濟轉型升級

的復雜性、長期性帶來的挑戰，2019年的成績來之

不易、含金量高，較好地實現了量的穩定增長和質

的穩步提升。

就業狀況保持穩定
2019 年城鎮新增就業 1352 萬人，完成全年

目標的 122.9%。各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

在5%至 5.3%之間，實現了低於5.5%左右的預期

目標。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白景明表示，就業

是中國經濟最大的基本面，就業的穩定，表明中國

經濟的總體穩定和健康，經濟增速窄幅的波動是可

以接受的。

值得註意的是，2019年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比

上年增長6.9%。其中，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科技服

務業和高技術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增長均超10%，

也都快於全部規模以上服務業。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

和林表示，服務業快速崛起為全國提供了大量新興

就業崗位，外賣小哥、快遞員、代駕等服務型職業

的需求愈發加大。新業態、新模式是穩定就業的強

大動能。

居民收入增長較快
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義增

長8.9%，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與人均GDP增長

大體持平。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於城鎮

居民，城鄉差距繼續縮小。

2019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過1萬美元

關口，距離世界銀行2018年給出的高收入國家標準

僅“壹步之遙”。

人均GDP水平提高的背後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的提升。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指

出，1978年，中國人均GDP不到200美元，不到半

個世紀取得如此大成就，可謂人類發展史上的壹個

奇跡。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亦

表示，收入穩定增長為持續擴大消費、建設強大的

國內市場打下非常好的物質基礎。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2019 年中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全年第三

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3.9%，比

上年提高 0.6 個百分點，高於第二產業 14.9 個百

分點。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

率為57.8%。

王軍表示，這些數據意味著經濟發展中的新動

能在加快形成。過去幾年，經濟新舊動能的轉化進

展比較順利，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特別是在“北

上廣深”等經濟發達地區，新動能快速成長的趨勢

非常明顯，經濟轉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日

漸顯現，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在加快

成長，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保持較快增

長。

經濟風險整體可控
2019 年中國經濟增速沒有出現“斷崖式下

跌”，物價總體溫和上漲，通脹和通縮風險均

不大。經濟領域中的明顯風險點，如房地產、

地方政府債務、僵屍企業、金融亂象等，都在

逐步平穩化解過程中。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認為，2020

年中國經濟發展更要“以我為主”。壹方面，

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聚焦解決結構性

、體制性問題；另壹方面，宏觀政策要強化逆

周期調節，把控政策力度與靈活性，熨平周期

性波動。

在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看來，2019

年，中國經濟壹度遭遇“壓力測試”，但最終

實現了 2019 年的平穩收官。在逆周期調控的托

底作用下，內生需求已初現回暖跡象。得益於

四季度的築底，2020 年中國經濟依然保有相對

穩健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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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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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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臺灣民意走向發生了哪些變化？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1/27/2019 -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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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29 30 31 1-Fe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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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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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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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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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集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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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走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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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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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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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一對一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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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16~2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6~2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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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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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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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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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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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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一醫生感染新冠肺炎湖北省一醫生感染新冠肺炎 新年第一天去世新年第一天去世
【【澎拜新聞澎拜新聞】】原標題原標題：：湖湖

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耳鼻咽喉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耳鼻咽喉
科主任梁武東因新冠肺炎離世科主任梁武東因新冠肺炎離世

澎湃新聞記者從湖北省中澎湃新聞記者從湖北省中
西醫結合醫院西醫結合醫院（（湖北省新華醫湖北省新華醫
院院））耳鼻咽喉科獲悉耳鼻咽喉科獲悉，，該院耳該院耳
鼻咽喉科主任梁武東因感染新鼻咽喉科主任梁武東因感染新
冠肺炎冠肺炎，，於今晨於今晨77時許在武漢時許在武漢

市金銀潭醫院離世市金銀潭醫院離世。。
20202020年年11月月1616日日，，該院耳該院耳

鼻喉科醫生梁武東疑似感染新鼻喉科醫生梁武東疑似感染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型冠狀病毒肺炎，，1818日日，，其轉其轉
到金銀潭醫院就診到金銀潭醫院就診，，於於11月月2525
日早上日早上77時許不幸去世時許不幸去世，，享年享年
6262歲歲。。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CNN消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宣布，美國已於上個
月在中國武漢首次發現了一種新病毒確診病例，該病毒已經使亞洲數百人患病，並導致六人死亡
。

近日美國發現一例新型冠狀病毒感病人近日美國發現一例新型冠狀病毒感病人，，該男性患者正在華盛頓埃弗里特的普羅維登斯地區該男性患者正在華盛頓埃弗里特的普羅維登斯地區
醫療中心隔離醫療中心隔離，，他是華盛頓州他是華盛頓州SnohomishSnohomish縣的居民縣的居民。。該男子從武漢前往華盛頓該男子從武漢前往華盛頓，，但表示他沒有參加但表示他沒有參加

許多病人被感染的動物市場許多病人被感染的動物市場。。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還在周二宣布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還在周二宣布，，它將開始對直接或間接從武漢飛往哈茨菲爾德它將開始對直接或間接從武漢飛往哈茨菲爾德--傑克遜亞特傑克遜亞特

蘭大國際機場和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的乘客進行篩查蘭大國際機場和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的乘客進行篩查。。
11月月1717日日，，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開始對從武漢抵達紐約約翰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開始對從武漢抵達紐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旅客進行篩檢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旅客進行篩檢，，

隨後是洛杉磯國際機場和舊金山國際機場隨後是洛杉磯國際機場和舊金山國際機場。。

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認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認
首例武漢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傳入美國首例武漢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傳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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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欧红在路上走着，突然

瞧见地上有张婚介所的宣传单。单

子上印着好几位未婚男士的照片，

其中一位高大帅气，气质出众，再

细看资料，此男为留学海归人士，

五百强企业高管，在市里有两套别

墅，还有名牌车……只差好姻缘。

欧红似乎很有兴趣，立马按地

址找到了这家婚介所。婚介所门面

不大，位置看起来很隐蔽，一位大

妈得知欧红的来意，便热情地介绍

起男方详细的背景资料来。

听完介绍，欧红当即表示想跟

对方见面。大妈却面露难色，说人

家最近工作忙，不一定能安排，接

着又拿出一些资料，说：“我们这

里还有很多优质男士供你选择，姑

娘，东家不行选西家嘛!”欧红看了

看，那些男士可没有宣传单上那个

好呢!她坚持道：“我就想见宣传单

上那位男士，我一眼就看出，他是

我的真爱!”

见欧红兴致这么高，大妈倒是

有点犯愁，想了一会儿，说：“姑

娘，本婚介所只安排会员见面，只

要你愿意交28888元，成为我们的高

级会员，我立马帮你想办法!”

欧红爽快答应，但说钱没带够

，她便打了个电话，让家人来送钱

。大妈心花怒放，说见面的事，她

会尽快安排，让欧红耐心等两天。

可没过多久，婚介所走进来一

位男士。欧红抬头一瞧，笑了，正

是宣传单上那位帅气的男士呀!欧红

走上前，亲昵地揽住了男士的胳膊

，这一幕把大妈都看蒙了，她拿起

宣传单对照了好一会儿，忍不住问

：“你俩认识啊?”

“我说了，他是我的真爱!”欧

红冲大妈笑了笑，然后对那位男士

说，“老公，快报警吧，这家婚介

所盗用了你的艺术照!”

遇见真爱

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个小庙，

庙里住着个老和尚。小镇民风淳朴

，小庙没有高墙防护，夜间大门都

不上锁。庙里面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只有案前的那个功德箱里有些香

油钱。老和尚每隔两个月会开一次

箱，把钱取出来。

这天，老和尚正要开箱取钱，

却发现功德箱被人动过了，打开后

里面空空如也。功德箱里的香油钱

虽然不算多，但在寺庙里出现盗窃

案，实在是对佛祖的不敬，老和尚

很生气，赶紧报了警。

警方相当重视，很快就锁定了

嫌疑人。这人名叫张大力，是镇上

有名的单身汉。面对警察的审讯，

张大力却口口声声说钱不是他偷的

，是他光明正大“借”走的。他说

，那天晚上他打牌输光了钱，一时

郁闷，喝得迷迷糊糊，之后他去庙

里求财运，在庙里遇到老和尚，老

和尚答应将香油钱借他翻本。

为了让警察信服，张大力强烈

要求与老和尚对质，他甚至愿意回

寺庙来个现场还原。警察觉得事有

蹊跷，便押着张大力去了寺庙。

老和尚见了来人后，气得直吹

胡子：“简直胡说八道!我几时说過

借你钱了?”

“说是没说，但你站在那里对

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才敢开箱

拿钱的。”张大力手往寺庙角落一

指，说，“喏，我记得很清楚，你

当时就站在那儿!”

“你睁眼说瞎话!你……”老和

尚气极了，可当他下意识地循着张

大力手指的方向望去时，顿时哭笑

不得，只见不远处的角落里摆放着

一尊待翻新的佛像，佛像有一只手

举着，大拇指与食指相触，殿里灯

火幽暗，夜里望去，还真像有人比

画着“OK”的手势呢!

失窃的香油钱

丈母娘来家小住，阿城两口

子忙前忙后照应，生怕怠慢了丈

母娘。

尽管这样，两人还是发现了

问题。自从丈母娘来了，每次吃

饭她都要剩那么一点。阿城以为

是自己的饭菜不合丈母娘的口味

，就变着花样做，可无论什么饭

菜，到最后，丈母娘碗里还是要

剩那么一口。妻子对阿城说：

“我妈这是怎么了，咋餐餐都要

剩饭?”

“可不是，以前也没见她这样

，会不会是患了什么心理障碍?”

听阿城一说，妻子也担心起来

，说：“听说市医院从北京来了一

批心理专家，不如带我妈去看看?”

阿城同意，可丈母娘却不乐意

，说她没病没灾的，去医院干吗?

阿城就劝，说那可都是从北京

来的专家，可遇不可求，咱只是去

做个检查。好说歹说，丈母娘才答

应了。

一番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问

题。丈母娘乐了，说：“我说我没

病没灾，你们还不信，现在专家也

这么说，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

妻子实在忍不住了，说：“妈

，既然你什么都好好的，那每次吃

饭咋都要剩那么一点?”

“对啊，我们都觉得奇怪呢。

”阿城忙随声附和。

丈母娘一愣，又乐了，说：

“搞了半天，原来你们是担心这个

呀?这呀，我也是听专家说的。”

妻子问道：“什么专家?”

丈母娘说：“电视上有个养生

专家，说‘每餐少一口，能活九十

九’，我这每餐不就剩那么一口不

吃，养生嘛!”

妻子和阿城一听，面面相觑，

一时哭笑不得。

剩饭

市里正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这

样一来，亮子的压力可真如山大啦!亮

子是社区干事，主要负责辖区内的环

境卫生。辖区内有几家大型养猪场，

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经常遭到周边群

众投诉，这也成了摆在亮子面前的一

大难题!

亮子多次找那些养猪场的老板谈话，可

人家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亮子去了，他

们就象征性地打扫打扫;亮子走后，一切照

旧。

这天开例会，社区领导严厉批评了这件

事，说工作能力这样差的人，可以考虑直接

开除了!谁都知道，这就是不点名地批评亮

子啊!

眼看饭碗要保不住了，亮子急了。会后

，他怒气冲冲地开着工作车，直奔那几家养

猪场而去。

谁知半路上工作车抛锚了，亮子只好先

去附近一家修理厂修车。修理工是亮子的发

小，他检查了车况后说，最快也得三天才能

修好。

亮子急道：“今天开会领导批评我了，

这事要再不赶紧搞定，我饭碗就保不住了!

”发小听了，拿出一把车钥匙，说：“我这

里有一辆刚修好的车，客户明天才来提车，

你今天先开这辆车去办事，只是……”

沒等发小把话说完，亮子就抢过车钥匙

，急忙开车走了。

亮子到了那里，把几家养猪场的老板都

叫了过来，说了一番狠话。老板们当即答应

投入重金，购置设备，改善养猪场的环境

——困扰亮子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有人觉得奇怪，一向不把亮子当回事的

老板们，怎么突然就变了呢?一问，一个老

板哭丧着脸说：“你不知道，这个亮子呀，

那天把殡仪馆运送尸体的车都开来了，这不

是要玩命吗?谁惹得起啊!”

歪打正着

阿娟的微信同学群里，有几个很会

过日子的家庭主妇，阿娟常常和她们探

讨治家之道。这天傍晚，班长阿懒忽然

在群里发话：“花菜便宜了!”阿娟看

到后，下班就去了农贸市场，果然花菜

最便宜，就买了一些回家。

没过几天，阿懒又在群里发消息：

“西红柿价格见底了!”阿娟的孩子好

这口，她就跑到附近的集市，发现西红

柿的价格果然跌了一半。阿懒的这一举

动，让大家省了不少钱。

这天午后，阿娟在群里表示了感谢

，阿懒却说：“我没有调查，

全是猜的。”那几个家庭主妇

都不信，就让阿懒猜，今晚什

么菜便宜。不久之后，阿懒在

群里回了三个字：“卷心菜。

”

下了班，阿娟去了农贸市

场，没想到正如阿懶所说，卷

心菜的价格特别亲民。

回家后，阿娟打开手机，

一看群里已经闹开了锅，很多人都点名

表扬阿懒，说阿懒真是神了。阿懒依旧

回复了那句话：“全是猜的。”大家怎

么能信?有人对阿懒说：“你是不是每

天都在网上查菜价啊?”阿懒又回道：

“实话跟大家说，是儿子每天告诉我的

。”

阿懒的儿子才上二年级，怎么可

能对菜价了如指掌?群里的气氛一下

子 变 了 ， 大 家 把 矛 头 指 向 阿 懒 ：

“ 坦 白 从 宽 ， 抗 拒 从 严 。 ” 阿 懒 回

了个委屈的表情。

阿娟悄悄私信问阿懒：“你儿子每

天都去菜市场?”阿懒回道：“我儿子

不去菜市场，可他每天都吃菜呀!”阿

娟又问：“吃菜怎么知道哪种菜便宜?

”阿懒回复了一个笑脸：“我去接儿子

放学，他会告诉我中午在食堂吃了什么

。食堂买菜，肯定是挑便宜的买啊!”

啥菜便宜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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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上週財經回顧上週財經回顧
（（11//2020--11//2424））：））：出於對中國冠狀病毒疫情的恐慌以及疫情對出於對中國冠狀病毒疫情的恐慌以及疫情對
全球經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全球經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美股市場上週走低美股市場上週走低，，各大指數均各大指數均
有有11%%左右的回調左右的回調。。由於擔心疫情的爆發會大大降低民眾出行及由於擔心疫情的爆發會大大降低民眾出行及
對汽油的需求量對汽油的需求量，，原油價格出現一年內的最大幅度下跌原油價格出現一年內的最大幅度下跌，，僅上週僅上週
一周跌幅高達一周跌幅高達77%%。。雖然有關疫情的消息在上週才開始爆發雖然有關疫情的消息在上週才開始爆發，， 對對
美國股市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還並未明朗美國股市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還並未明朗，，但過往歷史顯示但過往歷史顯示，，病毒病毒
爆發對整體經濟和市場的影響幅度有限爆發對整體經濟和市場的影響幅度有限。。由於過往幾個月美國投由於過往幾個月美國投
資市場一直在高歌猛進資市場一直在高歌猛進，，此輪疫情也會成為市場短期回調的觸發此輪疫情也會成為市場短期回調的觸發
點點。。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11月份影響市場的好消息壞消息接連不斷—先是伊朗衝突升月份影響市場的好消息壞消息接連不斷—先是伊朗衝突升

級和迅速緩解級和迅速緩解，，之後中美貿易階段性協議達成之後中美貿易階段性協議達成，，近期對全球疫情近期對全球疫情
的擔憂又牽動著投資者的神經的擔憂又牽動著投資者的神經。。但得益於消費者強勁的消費數據但得益於消費者強勁的消費數據
、、中美貿易戰的停火中美貿易戰的停火、、及美聯儲持續刺激經濟的政策及美聯儲持續刺激經濟的政策，，分析師對分析師對

今年市場整體向上的預測沒有變化今年市場整體向上的預測沒有變化。。美股市場在過去美股市場在過去1616周有周有1313
周是在上漲周是在上漲，， 20202020年至今只有年至今只有66天下跌天下跌。。

冠狀病毒疫情冠狀病毒疫情、、伊朗軍事衝突伊朗軍事衝突、、總統彈劾事件會在近期持續總統彈劾事件會在近期持續
引發投資者的強烈關注引發投資者的強烈關注，，但這些因素對市場的影響是短期的但這些因素對市場的影響是短期的（（如如
20032003年年SARSSARS病毒對標普病毒對標普500500指數的短期影響為指數的短期影響為33%%）） 。。美國市場美國市場
的長期表現取決於美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取決於美國經濟、、企業盈利企業盈利、、和利率政策和利率政策，， 而這些而這些
數據仍然是積極正面的數據仍然是積極正面的，，並不會因為一個病毒或一次軍事衝突而並不會因為一個病毒或一次軍事衝突而
改變改變。。在過去十年間在過去十年間，，美股市場增幅高達美股市場增幅高達250250%%，，而最近幾個月而最近幾個月
的增幅尤為強勁的增幅尤為強勁。。就像一個人在高強度工作後總是需要進行調整就像一個人在高強度工作後總是需要進行調整
和休息和休息，，目前高歌猛進的市場也需要一個喘息的機會目前高歌猛進的市場也需要一個喘息的機會，，而此時突而此時突
發事件就會成為這個調整的引子發事件就會成為這個調整的引子。。下表顯示了自下表顯示了自20102010年以來的年以來的
此輪牛市中此輪牛市中，，55次美股次美股44個月漲幅高於個月漲幅高於1515%%之後的市場表現之後的市場表現，，可可
見短期回調是正常的見短期回調是正常的，，也並不會因此扭轉牛市增長的大趨勢也並不會因此扭轉牛市增長的大趨勢。。

投資是門科學投資是門科學，，任何以主觀感覺做投資的行為是投機任何以主觀感覺做投資的行為是投機。。作為作為
理性投資者理性投資者，，需要考慮以下三個方面需要考慮以下三個方面::
11. Positive:. Positive: 保持正面心態保持正面心態。。市場回調的內在原因而非回調表像是市場回調的內在原因而非回調表像是

決定投資舉措的根本決定投資舉措的根本。。如果整體經濟增長性良好如果整體經濟增長性良好，，回調是由於突回調是由於突
發事件造成的恐慌和風險規避發事件造成的恐慌和風險規避，，那隻是市場正常的表現那隻是市場正常的表現，，大可不大可不
必操之過急的調整長期策略必操之過急的調整長期策略。。
22. Panic:. Panic: 避免過度恐慌避免過度恐慌。。有一句投資諺語說有一句投資諺語說：：恐慌不會給你賺得恐慌不會給你賺得
一分錢一分錢。。分析師普遍認為分析師普遍認為，，雖然雖然20202020年會出現可預測的和不可年會出現可預測的和不可
預測的市場震盪風險預測的市場震盪風險，，但整體經濟形勢還是會促進市場的進一步但整體經濟形勢還是會促進市場的進一步
走高走高。。投資是一門科學投資是一門科學，，要根據自己特有的投資目標要根據自己特有的投資目標、、風險承受風險承受
度度、、及投資時間長短來理性制定投資策略和選擇產品及投資時間長短來理性制定投資策略和選擇產品，，而非根據而非根據
新聞頭條和情緒因素主觀做決定新聞頭條和情緒因素主觀做決定。。
33. Prepared:. Prepared: 做好準備做好準備。。沒有人能夠每次都準確預見波動沒有人能夠每次都準確預見波動，，但我們但我們
知道健康的市場注定要有波動知道健康的市場注定要有波動。。做好準備不是說在市場上揚時大做好準備不是說在市場上揚時大
量加持股票量加持股票，，在市場下跌時拋售股票在市場下跌時拋售股票。。做好準備是指股票類產品做好準備是指股票類產品
和固定收益類產品的組合要做好和固定收益類產品的組合要做好，，這樣才能在任何市場環境下有這樣才能在任何市場環境下有
長期良好的收益長期良好的收益。。如果去年股市的高漲讓您做了過度加持股票的如果去年股市的高漲讓您做了過度加持股票的
決定決定，，現在是靜下心來認真審視自己的投資組合現在是靜下心來認真審視自己的投資組合，，理性搭配並合理性搭配並合
理調整投資產品的時候了理調整投資產品的時候了。。

專業誠信專業誠信 環宇精英金融集團環宇精英金融集團
提供更多元化訂制服務提供更多元化訂制服務

（（本報訊本報訊 ））環宇精英金融集環宇精英金融集
團團 (Elite Pacific Financial Group)(Elite Pacific Financial Group)，，
原系原系 AIGAIG 公司壽險部門的專業壽公司壽險部門的專業壽
險理財機構險理財機構，，一直專註服務於大一直專註服務於大
休斯頓地區的亞裔社區尤其是華休斯頓地區的亞裔社區尤其是華
裔社區裔社區。。20172017 年成立以來年成立以來，，以優以優
質的專業理財服務和社區奉獻質的專業理財服務和社區奉獻，，
獲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贊譽獲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贊譽。。

20202020 年新春伊始年新春伊始，，適逢中國適逢中國
農歷新年農歷新年，，環宇精英金融集團喬環宇精英金融集團喬
遷新喜遷新喜，，公司執行長兼公司總裁公司執行長兼公司總裁
胡炯洪胡炯洪（（Jimmy WooJimmy Woo））祝大家鼠祝大家鼠
年身體康健年身體康健，，事業有成事業有成，，並感謝並感謝

大家幾年來對公司的鼎力支大家幾年來對公司的鼎力支
持持，，同時也希望新的一年為同時也希望新的一年為
大家提供一如既往的專業理大家提供一如既往的專業理
財服務財服務。。

公司總裁胡炯洪公司總裁胡炯洪（（JimmyJimmy
WooWoo））本人本人 19861986 年開始從事年開始從事
金融行業金融行業，，在紐約的在紐約的 MetlifeMetlife
工作了三十年工作了三十年。。為了打開亞為了打開亞
裔市場裔市場，，特備是休斯頓極富特備是休斯頓極富
潛力和不斷增長的華裔市場潛力和不斷增長的華裔市場
，，於於 20162016 年成立年成立 AIGAIG 美國保美國保
險公司休斯頓分公司至今險公司休斯頓分公司至今，，
三年來三年來，，成績斐然成績斐然，，團隊不團隊不

斷發展斷發展，，銷售業績逐年增長銷售業績逐年增長，，在在
過往工作中不斷傾聽客戶的意見過往工作中不斷傾聽客戶的意見
和反饋和反饋，，深刻地感受到我們亞裔深刻地感受到我們亞裔
社區快速增長的理財規劃需求社區快速增長的理財規劃需求，，
以及對產品多元化選擇的需求以及對產品多元化選擇的需求。。
為了能夠給用戶提供更全面的理為了能夠給用戶提供更全面的理
財產品財產品，，和更具創新的理財方案和更具創新的理財方案
，，胡炯洪先生順應市場的需要胡炯洪先生順應市場的需要，，
於於 20202020 年庚子年來臨之際年庚子年來臨之際，，創立創立
環宇精英金融集團環宇精英金融集團，，帶領原帶領原 AIGAIG
專業理財團隊繼續服務大休斯頓專業理財團隊繼續服務大休斯頓
地區的亞裔社區地區的亞裔社區，，從而全面完成從而全面完成
從之前的單一銷售至根據客戶需從之前的單一銷售至根據客戶需

求而量身定做的多元化選擇服務求而量身定做的多元化選擇服務
。。

環宇精英金融集團不僅提供環宇精英金融集團不僅提供
AIGAIG 公司領先市場的壽險及儲蓄公司領先市場的壽險及儲蓄
年金產品年金產品，，還提供可供選擇的多還提供可供選擇的多
家壽險方案家壽險方案。。公司的服務還包括公司的服務還包括
長期護理長期護理，，殘障保險殘障保險，，大學教育大學教育
基金基金，，退休計劃退休計劃，，遺產規劃遺產規劃，，以以
及專為外籍人士定制的壽險解決及專為外籍人士定制的壽險解決
方案方案，，旨在幫助世界各地的華人旨在幫助世界各地的華人
獲得更大的財務保障獲得更大的財務保障。。公司全體公司全體
同仁對新公司的戰略方向充滿信同仁對新公司的戰略方向充滿信
心心，，將竭誠繼續發揮專長將竭誠繼續發揮專長，，為大為大
休斯頓以及北美更多地區的亞裔休斯頓以及北美更多地區的亞裔
社區帶去更領先市場的產品社區帶去更領先市場的產品，，更更
靈活的選擇靈活的選擇，，更盡心更盡心、、貼心的服貼心的服
務務。。

在談及金融保險行業成功的在談及金融保險行業成功的
秘訣和三十多年來從業的經歷秘訣和三十多年來從業的經歷，，
胡炯洪先生坦言胡炯洪先生坦言，“，“熱情熱情，，信譽信譽
，，動力動力，，刻苦刻苦””是從事該行業成是從事該行業成
功的不二法寶和公開的秘訣功的不二法寶和公開的秘訣。。無無
論是紐約的客戶還是休斯頓的客論是紐約的客戶還是休斯頓的客
戶戶，，雖然在需求和產品配置方面雖然在需求和產品配置方面
有許多的不同有許多的不同，，但是在服務忠誠但是在服務忠誠
和人性化方面卻是異曲同工和人性化方面卻是異曲同工。。

新年的一年新年的一年，，環宇精英金融環宇精英金融
集團還將適時推出一項合作計劃集團還將適時推出一項合作計劃
，，招聘更多的專業人士包括律師招聘更多的專業人士包括律師
，，地產從業人員地產從業人員，，會計師等會計師等，，提提
供全套的理財服務供全套的理財服務，，此外此外，，針對針對
國外客戶群國外客戶群，，公司正在和公司正在和3030家美家美
國金融保險公司合作國金融保險公司合作。。新的一年新的一年
，，公司增長可期公司增長可期，，力爭業績踏上力爭業績踏上
一個新的臺階一個新的臺階。。
Jimmy Woo LUTCF, CLTCJimmy Woo LUTCF, CLTC
President/CEOPresident/CEO
ELITE PACIFIC FINANCIALELITE PACIFIC FINANCIAL
GROUPGROUP
OfficeOffice 281281--881881--86968696
Email: jimmy.woo@elitepacificfg.Email: jimmy.woo@elitepacificfg.
comcom

公司執行長兼公司總裁胡炯洪公司執行長兼公司總裁胡炯洪（（Jimmy WooJimmy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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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
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股票代號EWBC，於NASDAQ交
易）1月23日公佈2019年第四季度及
全年盈利報告，2019年全年淨利達6億
7千4百萬美元，每股獲利累計達4.61
美元；第四季度淨利達1億8千8百20
萬美元，每股獲利1.29美元。2020年
銀行連續第十一年位列《富比世》 「全
美百強銀行榜單」 （America’s Best
Banks by Forbes ）前十五名。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
長吳建民（Dominic Ng）表示，在過去
十年間，銀行的資產規模增加了一倍以
上，達4百42億美元，同時，商業貸款
和無息存款分別實現了近五倍的成長。
貸款方面，我們的商業貸款、商業房地
產貸款和房屋抵押貸款之間比例均衡；
存款方面，我們的商業和個人存款之間
也達到了很好的平衡。

吳建民說： 「華美銀行在過去的十
年內擴展了在現金管理、外匯及利率風
險規避諮詢、財富管理，以及商業貸款
方面的產品和服務，實現了貸款、存款
和收入的大幅成長和多樣化，進一步增
強了銀行在不同環境下的收益和盈利能
力，並使全年每股累計獲利從2010年
的0.83美元躍升至2019年的4.61美元
，成長458%。」

吳建民表示，截至2019年12月31
日，總貸款創新高，達3百48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24億美元或7%；總存

款創新紀錄，達3百73億美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19億美元或5%。2019年總收
入為17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
主要得益於服務費收入和淨利息收入

（創新高達15億美元）。貸款成長
帶動了淨利息收入增加，並克服了美聯
儲（The Fed）三次降息導致的淨利差
收窄。

吳建民總結： 「2019年，華美銀行
平均資產報酬率（ROA）達1.59%，平
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達14.2%。
我們的成長和盈利能力不僅展現出多元
化商業模式的優勢，還為下一個十年的
持續穩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盈利表現概要：
• 全年獲利表現 – 2019年全年

盈利達6億7千4百萬美元，全年每股
獲利累計達4.61美元，較2018年的7
億零3百70萬美元和4.81美元各減少
4%。調整後的2019年全年淨利為7億
零7百90萬美元，調整後的全年累計每
股獲利為4.84美元，分別較2018年的
6億8千1百50萬美元和4.66美元成長
4%。

• 第四季度獲利成長 – 2019年
第四季度盈利達1億8千8百20萬美元
，每股獲利達1.29美元，較2019年第
三季度的1億7千1百40萬美元和1.17
美元分別增加10%；較2018年第四季
度的1億7千3百萬美元和1.18美元分
別增加9%。調整後的第四季度淨利為1
億8千7百10萬美元，調整後的每股獲

利為1.28美元，分別較第三季度成長
9%，較去年同期成長8%。

• 淨利息收入及淨利差保持穩健
– 2019年全年淨利息收入達15億美元
，較去年成長8千1百30萬美元或6%
； 淨 利 差 為 3.64% ， 較 2018 年 的
3.78%減少0.14%。

2019年第四季度淨利息收入達3億
6千8百20萬美元，較2019年第三季度
減少1百60萬美元或0.4%；淨利差為
3.47%，較第三季度的 3.59%減少
0.12%。與上季度相比，平均貸款收益
減少0.20%，平均存款成本減少0.11%
。

• 總貸款創新紀錄 – 截至2019
年12月31日，總貸款達3百48億美元
，較2018年12月31日的3百24億美
元成長24億美元或7%；較2019年9月
30日的3百40億美元成長7億5千3百
70萬美元，年均增長率為9%。

2019年全年的平均貸款為3百3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1億美元或
10%，得益於商業房地產貸款、房屋抵
押貸款和商業貸款的均衡發展。第四季
度的平均貸款為3百44億美元，較第三
季度增加7億4千8百70萬美元，年均
增長率為9%，主要得益於商業房地產
貸款和房屋抵押貸款的成長。

• 總存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19
年12月31日，總存款達3百73億美元
，較2018年12月31日的3百54億美
元增加19億美元或5%；較2019年9月
30日的3百67億美元增加6億6千4百

70萬美元，年均增長率為7%。
2019年全年的平均存款為3百6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8億美元或
8%，主要得益於定期存款和有息支票
存款的成長。2019年第四季度的平均
存款為3百74億美元，較第三季度增加
9億 1 千零 9萬美元，年均增長率為
10%，主要得益於有息支票存款、無息
存款和貨幣市場存款帳戶的發展。

• 資產品質良好 –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貸款損失準備金（allow-
ance for loan losses）為 3億 5千 8百
30萬美元，或總貸款的1.03%為持作投
資 （held-for-investment, HFI） ，
2019年9月30日為1.02%，2018年12
月31日為0.96 %。截至2019年12月
31日，非獲利資產為1億2千1百50萬
美元，佔總資產的0.27%，2019年9月
30日為 0.31%，2018年 12月 31日為
0.23%。

2019年全年的呆帳總額為5千2百
80萬美元，或佔平均持作投資貸款總額
的0.16%，損失準備金為9千8百70萬
美元。2019年第四季度的呆帳總額為8
百30萬美元，或佔平均持作投資貸款
總額的0.10%，損失準備金為1千8百
60萬美元。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華美銀行股東權益為50億
美元或每股34.46美元。普通股每股有
形權益為31.15美元，較2019年第三季
度成長3%，較2018年同期成長15%。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有形權益

與有形資產比率為10.4%，第一類資本
比率（CET1）為12.9%，總風險資本
比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
）為14.4%。

華美銀行管理階層表示，預期2020
年銀行將持續成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
在2020年2月14日派發2020年第一季
普通股股息每股0.275美元，股東將依
其至2020年2月3日的持股份數獲派股
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

票代號EWBC在NASDAQ Global Se-
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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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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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
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廈門及廣
州亦設有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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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財務報
告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
eastwestbank.com查閱。

此為中文譯本，內容以英文新聞稿
為准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20192019年全年淨利達年全年淨利達66億億77千千44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44..6161美元美元 總收入達總收入達1717億美元億美元

連續第十一年位列連續第十一年位列《《富比世富比世》》百強銀行前十五百強銀行前十五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第第2424屆德州國際新年遊園會在美南新聞大樓前廣場舉行屆德州國際新年遊園會在美南新聞大樓前廣場舉行
休斯頓國際區主席李蔚華先生歡迎休斯頓市長特納休斯頓國際區主席李蔚華先生歡迎休斯頓市長特納,,大選區市議員大選區市議員
Mike Knox,Mike Knox,州眾議員吳元之州眾議員吳元之,,台北經文處陳家彥等佳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等佳賓

休斯頓市長特納強調休斯頓是一個多元化的城市休斯頓市長特納強調休斯頓是一個多元化的城市，，連續連續2424年年
舉辦的美南報業園遊會更是重要的組成部舉辦的美南報業園遊會更是重要的組成部

休斯頓國際區主席李蔚華先生與佳賓們和休斯頓市長特納歡度農曆春節休斯頓國際區主席李蔚華先生與佳賓們和休斯頓市長特納歡度農曆春節

美南報業集團總裁美南報業集團總裁、、休斯頓國際區主席李蔚華先生與休斯頓休斯頓國際區主席李蔚華先生與休斯頓
市長特納同慶新年市長特納同慶新年

豐建偉和卿梅熱烈歡迎休斯頓市長特納能夠參加第豐建偉和卿梅熱烈歡迎休斯頓市長特納能夠參加第2424屆屆
德州國際新年遊園會德州國際新年遊園會

大年初一大年初一11月月2525日國會議員日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與藝術家們合影與藝術家們合影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特別在大會上特別在大會上
頒贈祝賀文告給李蔚華先生頒贈祝賀文告給李蔚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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