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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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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恒生指數66日收市報日收市報1919,,441441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回憶關懷愛護 市民深情道別
港人與全國人民同步3分鐘默哀 街頭駐足靜觀追悼會

江澤民深切悼念

◆◆許先生許先生

◆◆黃先生黃先生

◆◆葉女士葉女士

◆◆李先生李先生

◆◆張小姐張小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江主席，感謝您
對國家和香港作出的貢獻，我們永遠懷念您！”6日晨
寒風雖冷，仍無阻一眾學子對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作最
後的告別。有學校讓全校師生一同觀看追悼大會直
播，緬懷這位偉大的前國家領導人。有學生形容，從
小聽父母講述江澤民的事跡，已成為其童年的一部
分，會永遠懷念這位一代偉人。

多所學校下半旗誌哀
全港學校，包括創知中學、培僑中學、香島中

學、福建中學、漢華中學、培僑小學、鳳溪第一小
學、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等，以及科技大學、教育
大學、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等大專院校都有進行下半旗
誌哀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其中的創知中學，與該校約900

名全體師生一同觀看追悼大會直播。隨着大會正式開
始，師生一同站立觀看並默哀，整個禮堂瀰漫着沉重
和嚴肅氣氛，充滿着對江澤民的懷念與不捨。

該校中五學生陳灝傳在大會結束後與記者分享
指，小時候經常聆聽父母講述江澤民的故事，加上媒
體的報道，認識到江澤民在自己出生之前，已為國家
和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長久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這種為
國為民的精神非常值得學習。他形容，觀看追悼大會
和默哀時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嚴肅，“更多是一種不能

言說之情。”
該校另一中五學生梁符琦受訪時難掩心中哀痛，

她提到，自己從小就聽父母講述江澤民的事跡，並從
媒體報道中對他有更多認識，因此當從新聞中聽到他
離世消息時感到極其錯愕，心情一直十分沉重，因她
早已視江澤民為自己童年的一部分，對其離世深感可
惜，並且會永遠懷念。
在3分鐘默哀的時間裏，梁符琦相信同學們和自己

一樣，都是懷着沉重、悲痛和懷念的心情，在反思着
中國現代的發展，以及江澤民在當中的貢獻，感激感
恩之情亦油然而生。她坦言，站立一個小時觀看追悼
大會的確有點累，但非常有意義，並將其視為“中學
生涯中最難忘的一幕”。

6日晨的銅鑼灣，與平日亦有不同，9時許途經的
市民雙腳已不禁放慢，駐足在戶外大電視下等

待時針踏正10時，香港市民與全國人民一起低頭默哀3
分鐘。

為國為港貢獻大 莫不敬佩
退休大學教師黃先生是駐足市民中的一員，他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盡情訴說着對江澤民的敬佩：
“江澤民是一位偉大的國家領導人，他上任之後對香港
一直好關心，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帶領中國加入世貿，讓
國家的經濟當場起飛，他積極推行‘一國兩制’，對香
港的經濟繁榮有好大幫助。……江澤民在外交方面也非
常出色，他持有很包容的心態，讓中國在國際上獲得很
好的聲譽。”
年過70的許先生亦表達對江澤民的不捨之情，“我

這個年紀的人都見證江澤民為中國人，包括香港市民所
做的事，他的逝世我非常不捨，江澤民對香港的貢獻很
大，我記得很清楚他提出的‘河水不犯井水’……他幫
助香港發展，讓我們市民都非常受惠。”

受長者啟發 矢志服務市民
香港18個區的民政事務處在指定地點作出安排，方

便市民收看直播並參與默哀。64歲的葉女士6日早上特
意請假，提前20分鐘去到直播追悼大會會場，她希望鄭
重地送江澤民最後一程。她哽咽着說：“好捨不得這樣
一位偉大、令人尊敬的主席。”
葉女士感恩江澤民制定的方針政策，為中國發展奠

定扎實基礎，她認為，中國人民如今過上幸福生活，當
中有江澤民不可磨滅的功勞。她受到這位長者的影響，
平時亦會做義工服務社區，雖然貢獻或許微小，但她希
望像江澤民一樣盡可能服務市民。

從事企業管理的張小姐從國外返內地途經香港，她
得知香港有直播追悼大會會場，便特意到現場表達哀
思。在她心中，這位慈祥的長者總是把人民幸福放在第
一位，他在實施和推動政策比如改革開放，對中國產生
很重要的影響。她感恩江澤民為中國人民擁有好生活作
出的貢獻，感謝他一心為民。

長者視察香江 港人發展添信心
70歲的李先生特地通過手機直播觀看追悼大會，表

達對江澤民的懷念。他憶起香港回歸祖國後，江澤民
曾到香港視察，那時周圍人得知此事無不感到激動和
興奮，他雖然沒能有機會親眼看到江澤民，但如今想
起仍是一段對港人而言很特別的經歷。他說，在中央
政府的支持下，大家對香港回歸祖國後的發展愈來愈
有信心。
在商場，亦有市民駐足觀看追悼大會，一起默

哀。區小姐說，自己在香港成長，經歷過不少重大事
件，駐足觀看直播不止是送別一位長者，也是見證歷
史。而路過駐足看直播的白女士表示，自己受惠於改革
開放，才能離開鄉下到外地見識，“我會一直懷念江澤
民！”
另外，在香港網民製作的弔唁江澤民網站上，許多

市民留言寄託哀思。一條條“江爺爺走好”“我們永遠
懷念您”，抒發香港市民對江澤民的感情。連日來，已
有逾25萬名市民在弔唁網站獻花、留言寄託哀思。

未謀其面，但承其恩。對許多香港普通

市民而言，雖然未必曾親眼見過前國家主席

江澤民，卻無不享受着這位長者的關愛和恩

情。香港順利回歸祖國，支持香港渡過回歸

後的難關……港人對這些關懷和愛護銘記於

心，他們6日自發觀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

大會，並沉痛默哀。沉痛的3分鐘默哀，是香

港人民一起回憶江澤民音容笑貌的3分鐘，市

民腦海中“回放”着江澤民四度視察的風

采，迴響着他關於“一國兩制”的殷切言

辭，重現着這位長者開朗、灑脫的笑顏……

他們6日向心中敬重的長者，深情地道了一

聲：“永別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郭倩

◆◆香港香港1818個區的民政事務處於指定地點安排直播追悼大會個區的民政事務處於指定地點安排直播追悼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廣大香港同胞：
在我們敬愛的江澤民同志逝世後，香港各界人

士和市民紛紛到中聯辦所設靈堂弔唁、致送花圈，到
中聯辦外悼念獻花處追思、獻花、簽名，發來唁電、
唁函，在社交平台發聲悼念，表達對江澤民同志的無
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情。對此，謹表示衷心感謝。
香港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讓

我們化悲痛為力量，把學習貫徹二十大精神與學習貫
徹習近平主席今年7月1日在港重要講話結合起來，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進一步
增強奮進國家新征程、搶抓香港新機遇的戰略自信和
歷史主動，奮力譜寫香港由治及興新篇章。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2022年12月6日

中聯辦公告

◆◆創知中學舉行創知中學舉行““悼念已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悼念已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追
悼活動悼活動，，全校師生參與全校師生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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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5050多人在會所收看多人在會所收看
江澤民追悼大會直播江澤民追悼大會直播。。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5050多人在會所收看江多人在會所收看江
澤民追悼大會直播澤民追悼大會直播。。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5050多人在會所多人在會所
收看江澤民追悼大會直播收看江澤民追悼大會直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香港工商組織、同
鄉社團、地區團體及企業等紛紛組織首長、鄉親會
員、義工骨幹、員工一同觀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
大會直播，並跟隨大會默哀3分鐘，表達對江澤民逝
世的深切哀悼，並永遠銘記江澤民的傑出貢獻和崇高
風範。

重視經濟建設 予港龐大機遇
香港中華總商會6日上午聯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於中總禮堂安排直播前國家
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會上全體出席者跟隨大會肅立
默哀。中總會長蔡冠深表示，江澤民十分關心香港，
任內主理香港回歸工作，堅持落實“一國兩制”，為
香港長遠發展奠定穩固基礎。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成功推動內地經濟邁向更開放發展，
為香港工商界帶來龐大商機。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表示，江澤民重視經濟建設，

堅持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對國家影響
深遠。對香港廠商來說，能藉助改革開放的東風回到
內地設廠，對企業發展是巨大動力，這也為國家成為
“世界工廠”、“基建強國”奠定了良好基礎。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浙

江省同鄉會聯合會、香港江蘇社團總會、香港海南社
團總會等各大社團亦組織會員、員工收看了追悼大會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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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永遠懷念這位一代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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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2022年12月7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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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恒生指數66日收市報日收市報1919,,441441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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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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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或美金过桥贷款-Hard Money Loan

您需要快速资金周转吗？我们可五天内放款，可抵押物业包括：住

宅、商业地产、土地，不分地域，全美都可做。如果您上面已经有贷

款，我们可做第二、第三顺位贷款，不查信用，不做估价，借贷形式可

以是美金或者人民币。多年经验，专业服务，良好口碑，欢迎来电咨

询。

同时欢迎有多余资金，想赚取稳定利息的投资人也可以做我们的

lender，人民币、美金均可，用房契（deed of trust）,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Escrow 公司，正规贷款文件，免费每月service寄账单，
利息9%-12%，全程服务，无后顾之忧。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Address: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外国人贷款、净值贷款（查收入、

不查收入）、企业信用额度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公寓、土

地、仓库、办公楼）、老年人反向贷款（reverse mortgage）、人
民币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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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休斯敦中國城最佳位置的跌打療痛中心由廣東四大名醫位於休斯敦中國城最佳位置的跌打療痛中心由廣東四大名醫
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主理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主理，，名聞遐邇名聞遐邇。。 20222022年年22月月1515日日，，
美國女子擊劍冠軍何文青特別前來拜訪羅醫生美國女子擊劍冠軍何文青特別前來拜訪羅醫生，，並在店門口並在店門口
親切合影親切合影。。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828日日，，美南新聞集美南新聞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因應台灣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因應台灣
市長選舉國民黨大勝特別邀請市長選舉國民黨大勝特別邀請
美國對兩岸深有研究的僑領學美國對兩岸深有研究的僑領學
者舉行面對全球的者舉行面對全球的““台灣選舉台灣選舉
與美中台未來關係與美中台未來關係””視頻直播視頻直播
研討會研討會，，通過美南電視通過美南電視 1515..33、、
YoutubeYoutube和和FacebookFacebook三大平台同三大平台同
時直播時直播，，為美中台兩岸三地支為美中台兩岸三地支
招解套招解套，，豐建偉豐建偉、、徐建勳徐建勳、、楊楊
德清德清、、鄧潤京鄧潤京、、白先慎白先慎、、葉宏葉宏
志志、、唐心琴唐心琴、、黃登陸等八位專黃登陸等八位專
家出席家出席，，各自發表了非常有見各自發表了非常有見
地的觀點地的觀點。。

糖城國際象棋比賽於糖城國際象棋比賽於20222022年年1212月月22日舉行日舉行，，僑界名人僑界名人、、世界世界
名人網資深副總裁黃琛的小兒子名人網資深副總裁黃琛的小兒子Allen GuAllen Gu屢戰屢勝屢戰屢勝，，成為優勝成為優勝
選手選手。。圖為青少年棋手在苦思策略圖為青少年棋手在苦思策略，，捉對戮戰捉對戮戰。。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33 日日，，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 休斯敦分會在休斯敦分會在
NorthgateNorthgate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 Club RoomClub Room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邀請邀請
僑界名人張晶晶僑界名人張晶晶、、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畫家藝術家常君睿畫家藝術家常君睿
、、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SusanSusan和青年歌手和青年歌手JuliaJulia演唱膾炙人口的演唱膾炙人口的
歌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歌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
主席主席Tom McDevittTom McDevitt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規格非常高規格非常高，，秋芬秋芬
老師的活動辦的特別高雅有水平老師的活動辦的特別高雅有水平，，籌款任務圓滿完成籌款任務圓滿完成。。圖為和圖為和
平大使頒發現場平大使頒發現場。。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33 日日，，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 休斯敦分會在休斯敦分會在
NorthgateNorthgate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Club RoomClub Room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邀請邀請
僑界名人張晶晶僑界名人張晶晶、、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畫家藝術家常君睿畫家藝術家常君睿
、、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SusanSusan和青年歌手和青年歌手JuliaJulia演唱膾炙人口的演唱膾炙人口的
歌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歌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
主席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主席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規格非常高規格非常高，，秋芬老師的活動辦的秋芬老師的活動辦的
特別高雅有水平特別高雅有水平，，籌款任務圓滿完成籌款任務圓滿完成。。圖為牡丹畫家江宜橋的圖為牡丹畫家江宜橋的
扇面作品被華盛頓時報主席扇面作品被華盛頓時報主席Tom McDevittTom McDevitt收藏收藏。。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33 日日，，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 休斯敦分會在休斯敦分會在
NorthgateNorthgate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Club RoomClub Room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邀請僑邀請僑
界名人張晶晶界名人張晶晶、、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畫家藝術家常君睿畫家藝術家常君睿、、
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SusanSusan和青年歌手和青年歌手JuliaJulia演唱膾炙人口的歌演唱膾炙人口的歌
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主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主
席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席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規格非常高規格非常高，，秋芬老師的活動辦的特秋芬老師的活動辦的特
別高雅有水平別高雅有水平，，籌款任務圓滿完成籌款任務圓滿完成。。圖為世界名人網圖為世界名人網OnlineTVOnlineTV
主持主持Grace HeGrace He現場採訪華盛頓時報主席現場採訪華盛頓時報主席Tom McDevittTom McDevitt。。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44日日，，美國亞裔選舉聯盟在美南國際演播廳舉行德州州議員美國亞裔選舉聯盟在美南國際演播廳舉行德州州議員
陳筱玲見面會陳筱玲見面會，，關心亞裔在美地位的僑領和民眾在楊德清會長的召喚下齊關心亞裔在美地位的僑領和民眾在楊德清會長的召喚下齊
聚一堂聚一堂。。見面會上見面會上，，陳筱玲州議員特別為楊萬青陳筱玲州議員特別為楊萬青、、楊保華楊保華、、豐建偉三位傑豐建偉三位傑
出亞裔僑領頒發德州企業家獎出亞裔僑領頒發德州企業家獎。。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66日晚日晚，，再選連任的亞裔再選連任的亞裔，，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Jacey JettonJacey Jetton
在在Pablo Mexico KitchenPablo Mexico Kitchen舉行感謝晚會舉行感謝晚會，，感謝支持者感謝支持者、、義工在義工在
選舉時的鼎力支持選舉時的鼎力支持。。 FBISD TrusteeFBISD Trustee第二席第二席Judy TaeJudy Tae特別前往特別前往
祝賀祝賀JaceyJacey當選當選。。在在1111月月88日的中期選舉中日的中期選舉中，，JettonJetton 獲得獲得 3737,,337337
選票選票 佔比佔比 6060..6868%,%,挑戰者挑戰者 Daniel LeeDaniel Lee 獲得獲得 2424,,192192 選票選票，，佔比佔比
3939..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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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美南時事通

涉及台南學甲爐碴案被起訴也被捲入88發
槍擊案的民進黨中執委郭再欽14日宣布，為專
心循法律途徑捍衛清白，即日起辭去民進黨中執
委職務。對此，市長黃偉哲表示，尊重黨的機制
及個人意志， 「我們不方便代答」 ；市議會國民
黨團書記長蔡育輝則認為，現在才切割已經太晚
，效果不大了。

本屆台南市議會14日起召開為期10天的最
後一次臨時會，蔡育輝一開議即要求變更議程增
加學甲爐碴專案報告，獲大會通過列入19日的
議程。

昨天郭再欽發表聲明指出，他是槍擊案受害
者，卻遭攻擊為黑金，他將針對不實言論予以回
擊。爐碴案舊案重查，起訴內容多所錯置，為了
捍衛自身清白，將循司法途徑力爭到底。任何以
政治操弄的手段，攻擊他的言論，亦將一併循法
律途徑予以追究。

郭再欽還強調，指控他為黑金的人，真實的
面目才是真正不堪聞問，他將一一揭露這些人的

敗行劣跡，讓選民逐一檢視誰才是黑金？
針對爐碴問題，黃偉哲表示，台南市政府不

管誰擔任市長，只要有違法的事，無論關係親疏
遠近，或是什麼樣的關係，任何人只要有違法，
就應該受到相關調查；市府環保局對此案已經採
用最高標準開罰，還勒令相關業者清除填滿的爐
碴，甚至架設直播讓關心的民眾都可以上網觀看
。目前埋在魚塭的爐碴已經清除掉，至於工業地
或其他部分有爭議的，因為司法還在進行相關調
查，他予以尊重。

蔡育輝則強調，此做法明顯要棄車保帥、進
行切割，希望讓民進黨推出的人選形象好一點，
但已經太晚了，時機已來不及；如果在檢察官還
沒有起訴之前，效果會比較好，現在效果不大了
。

蔡育輝還希望檢方清查郭再欽的不法所得，
有沒有用在本屆及下屆議長選舉，以及郭再欽靠
政商白道的關係，背後是否涉及市府工程。

郭再欽辭民進黨中執委 國民黨諷太晚了

高市府青年局助攻青年就業，委託104人力
銀行建置職缺平台專區，網羅高雄在地職缺，提
供逾千種涵蓋活動企劃與開發、行銷企劃、電子
商務及網路程式設計師等多元化產業類型，今年
戰績豐碩，已成功媒合超過2000名青年至490
家高雄在地企業工作。

青年局長張以理指出，後疫情時代到來，加
上網路普及，線上視訊面試儼然成為一種新趨勢
，透過職缺專區提供求職者在線上面談功能，也
可線上投遞履歷，並利用手邊行動裝置直接與企
業面談，省下不少面試時間及打破地域限制。

青年局提到，此計畫已連續辦理第2年，今
年職缺專區除可於線上面談外，另新增2場企業
線上說明會，更擴大辦理2場線上媒合面談會，
邀請高雄在地知名企業人資主管於線上與求職者

互動及面談，培養求職者核心的就業力，更增進
職場專業力、競爭力。

青年局進一步說，該媒合平台光是今年就已
成功媒合逾2000名青年至490家高雄在地企業
工作，超越去年成功媒合376家企業的成績。

來自桃園的蔡同學參加8月17日線上媒合面
談會，正式錄取順發電腦，目前已穩定就職3個
月。他表示，感謝青年局提供職缺專區平台，讓
求職者有更多不同產業職缺可選擇。

青年局將在12月23日於高雄新媒體人才培
育中心加碼舉辦實體媒合面談會，想在農曆春節
前找到好工作，可把握這次實體面試機會。此外
，找到工作或待業中的青年，也可登記參加青年
就業獎勵計畫及尋職津貼計畫，符合資格者即可
領取相關就業補助。

高雄青年局職缺平台 媒合2000人順利就職

寒流來襲，高雄市農民與漁民提早做好防
寒措施，農民利用灌水、樹頭噴霧、設置防風
網等措施。永安養殖業者則提早拉起防風布棚
，避免魚兒受凍。此外，因應枯水期，農田水
利署高雄管理處實施精準灌溉，務求在枯旱期
間低流量時順利完成一期作灌溉任務。

氣象局預報12月19日至21日南部地區因
寒流南下影響，氣溫明顯下降，並有零星短暫
雨。農業局提醒農友加強防寒減少損失。

其中，正值花果或採收期的蓮霧果園及將
屆採收期的棗果園請多加留意，低溫後如果回
溫過快，成熟蓮霧可適度採收，減少落果發生
；低溫若伴隨降雨，有頂膜的果園要展開遮雨
，已可採收棗需適度採收，降低棗果皮損傷可

能。
至於一期作水稻，高市農業局說，如果未

插秧應待寒流過後再插秧，已插秧田區可灌溉
3至5公分深，減輕低溫影響，回溫後補植並
酌施氮肥；蔬菜如苦瓜、絲瓜等可利用畦溝灌
水及畦面覆蓋維持土壤溫度，加覆網布於網室
外阻隔低溫，減少低溫影響。

花農也要做好因應，像是火鶴花可能因低
溫出現葉片黃化、花苞片異常等現象，可以加
強設施防風或保持植株及栽培介質乾燥，減少
寒害。

在永安養殖石斑魚的業者蘇班長說，感覺
今年寒流來得晚，但也不能大意，已經在魚塭
旁搭起防風布棚，為低溫做好準備。

防寒害 農業局籲提前部署

選舉已結束，彰化地檢署11月掌握5連霸
資深彰化縣議員林茂明及樁腳涉嫌向選民賄選
，並查扣4000元賄選金，13日將林茂明拘提到
案，訊後認為林有湮滅、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14日依違反《選罷法》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
獲准。

選前彰化地檢署接獲買票行賄情資，檢察
官姚玎霖指揮彰化警分局、彰化縣調站、刑事
警察局偵六隊等，查獲林茂明的樁腳吳男和陳
男涉嫌以500元到1000元不等代價向選民行賄
，吳男、陳男當時就遭檢方羈押禁見。

檢方見時機成熟，13日持拘票指揮彰化縣

調查站將連任成功的林茂明拘提到案，經漏夜
偵訊後，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除了林茂
明外，彰檢查到公告當選者或團隊人員較明顯
涉及賄選案還有超過40件，未來若查證屬實都
將起訴，當選人恐當選無效。

檢方表示，目前調查中的賄選案包括5名

縣議員當選人、2名鄉鎮長當選人、17名鄉鎮
民代表當選人和18名村里長當選人，將逐一檢
視事證，證據到哪就辦到哪。檢方強調並非這
些當選人都可能被判當選無效，會在本月底前
針對已起訴、在押事證明確的相關當選人，提
出當選無效之訴。

彰化5連霸議員涉賄選羈押禁見獲准

機遇只屬於有準備的人，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了
馬雲在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喜歡
阿甘，喜歡他的永不言敗、純粹、永遠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很多人也欣賞阿甘
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幾個人做到
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了。馬雲說他
喜歡裡面的一句話：人生就像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是什麼味道。很多
人都知道這句話，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
的領悟這句話而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
個人都可以隨隨便便成功的，成功總是
留給足夠努力、勇於挑戰自我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人
會說，我沒讀過大學。可能還有人說，
我的專業很冷門，找不到工作。現在，
就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努力，其
他都不是問題！只要學習3-6個月，就能
成為Cisco網絡工程師，年薪達到10萬美
金！

Lanecert.com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
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剛進駐

休斯敦。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
讀書時GPA不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
適的工作，又或者屢次被各公司以沒有
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Cisco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你就會發
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LaneCert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
培訓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
機構，其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
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
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技術區域一直
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
中CCIE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
計，Cisco互聯網專家CCIE只有 1萬人，
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
需。 Lanecert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CCIE
培訓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Cisco專家培
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
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
要打退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

學。其實，事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最大的優勢！零基礎，任何人都
可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co互聯
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
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
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
質，幫助你在3到6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
在到Cisco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
知識框架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
，LaneCert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
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
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的教學方法
，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採用小
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被
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
教學質量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
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Cert承諾免費
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Lane-
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如果
找不到工作，LaneCert僱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
於懶惰、安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
就抱怨自己命不好，其實，不是你命不
好，是你不夠努力，不夠勇於挑戰自我
。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們
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們
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
不嫌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
的機會，你，能抓住嗎？ Cisco互聯網專
家培訓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
訓學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
斯敦分校已經開學，如果你沒有工作、
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份、或者對現有
工作不滿意，請來LaneCert，給世界一個
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將回
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 址 ：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77072
電 話 ： 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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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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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即將於11
日在麥花臣場館舉行首次香港個唱的吳若希
（Jinny），自完成一連串的演唱會宣傳後，
現已全情投入音樂排練，Jinny覺得這個首次
個唱有如和朋友聚會，所以現時心情一點也
不緊張，之前在廣州的個唱經驗令她現時的
狀態和心情也預備得很好，很期待可以快點
踏上舞台。

Jinny 5日晚於錄音室綵排後，感覺非常
享受，她說：“當中有些歌曲很久也沒有唱
過，不過這幾天在網上和歌迷互動時，他們
也很想念自己早期的作品，剛和樂隊排練
那幾首舊歌後，自己的心就好像回到了那
個時空，想起自己因為喜歡唱歌這原因而入
行，而那些舊歌背後的故事和每一個字都恍
如插在心上般，所以很期待可以快點和大家
在今個星期日見面，和大家分享這種感
覺。”

她希望透過歌曲和深情剖白去說生活和
情感上故事，相信大家屆時必定能享受一個
感性的晚上。

首次在港開個唱不緊張

吳若希：有如朋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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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加持
蕭芳芳薛家燕陳寶珠陳寶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粵劇

新秀王志良和梁非同將首度合作，演

出資深傳媒人暨粵劇出品人彭美施

（施姐）策劃的新編粵劇《新胡不

歸》，此劇亦是向陳寶珠及蕭芳芳合

演的電影《七彩胡不歸》致敬。6日

在有關記者會上更獲得陳寶珠、蕭芳

芳及薛家燕“加持”！擅長武場戲的

小生花旦王志良與梁非同轉文戲，肩

負傳承粵劇經典重任，幸有尹飛燕悉

心指點。彭美施指此劇亮點是靚人、

靚衫和靚景，為劇迷帶來賞心悅目的

感覺。

◆吳若希由籌備至開騷時間都非常緊迫。

彭家麗的新歌《是不是這樣的痛過人才算真正的成
長過》，表面上是以同樣17個字歌名，向30年前的經典
歌《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致敬，而
事實上卻“點止致敬咁簡單”，還剖白了她這些年的痛
苦與成長，展現出痛過後頓悟的釋懷。她入行以來不會
為錢走捷徑，強調要對得起自己良心。

彭家麗說：“經常有人問，是否真的要痛過才能成
長？而我的答案……是！”

彭家麗表示，新歌的歌詞，由她的感情到性格，都完
全是為她度身訂做的寫照，講述她在人生中經歷過的眼淚
和傷痛，從而頓悟人生；而第一句已被“錐”中要害！
“這首歌的第一句歌詞‘街裏充滿幻覺幾個他也說謊’
已經令我毛管戙。在感情世界中，我真的遇過感情騙子、
對方瞞着我有第三者，但令我意外的是我沒有說過，卻被
填詞人寫出來。至於‘不違心’亦描繪了我的性格，因為
生活上難免會遇上許多波折，特別是娛樂圈這一行有好多
誘惑，很容易會為了搵錢走歪路，入行多年來，我亦試過
兩度被‘問價’，但當然都沒有答允，亦從沒參與過任何
飯局。我由以前到現在，甚至將來都不會為錢走捷徑；要
對得起自己良心、不做違背良心的事，亦是我做人的宗
旨。”正因經歷過許多，彭家麗表示令她變得堅強，面對

任何新歷煉都視為人生新一課。

遇扑頭搶劫從無抱怨
除了心靈上的痛，身體上的最痛，對彭家麗而言非

2004年遇上扑頭搶劫事故莫屬，當時的她頭骨破裂險送
命；始終傷過頭部，她稱事隔18年，現在的記性仍大不
如前，而精靈度亦只回到受傷前的七成；但相對最初康
復時較好，當時組織和思考能力都出現問題，更出現手
腳不協調、反應極之緩慢，連說話也有難度、打鼓也打
不到，因此現在已很感恩和滿足。

認同經過痛苦才能成長

彭家麗不做違背良心事

王志良和梁非同將於明年2月7至8日假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
劇院演出新編粵劇《新胡不歸》，門票8日公開發售。6日施姐與

兩位主角聯同一眾台前幕後、贊助商及嘉賓等現身記者會，包括何文匯
博士、張德蘭和老公楊偉誠、尹飛燕（燕姐）等。

至於寶珠姐、芳芳姐和家燕姐分別以不同形式支持施姐，當年飾演
文萍生的寶珠姐以口訊留言：“多謝彭美施，我哋都好開心睇到一個新
嘅《胡不歸》作品。”當年飾演趙顰娘的芳芳姐以短訊文字寫上：“厲
害了彭美施，又是出品人又總策劃，恭喜賀喜，好感動……剛收到寶珠
短訊，會馬上告訴她。”家燕姐更拍片說：“我和這個劇目好有淵源，
當年和寶珠及芳芳合演《七彩胡不歸》，我演春桃都有得發揮，該片亦
好賣座，今次我知道是向我們《七彩胡不歸》致敬，非常之感激。此劇
由文武生王志良與花旦梁非同兩位好優秀的演員演出，肩負傳承責任，
好值得支持，再次預祝成功！”

尹飛燕注重唱腔指導
施姐表示以前已很喜歡寶珠姐、芳芳姐和家燕姐合演的《七彩胡不

歸》，今次由電影世界搬上粵劇舞台，雖然壓力很大，但志良、非同，
加上編劇李廷𩆨 也是非常年輕，喜見薪火相傳，具有傳承的使命。她又
指，志良及非同這對黃金組合是首次合作，此劇的一大亮點是靚人、靚
衫和靚景，為劇迷帶來賞心悅目的感覺，並且年輕一代演員有年輕一代
的演繹方法，希望二人為角色注入新的生命力。施姐亦感謝燕姐擔任藝
術總監一職，稱《胡不歸》屬於一個愛情、婆媳的倫理劇，更是一齣傳
統考牌戲，很講求唱腔、做手及身段，有燕姐指導志良及非同的唱腔，
讓她很安心。志良和非同則乖巧地向燕姐送花表謝意。

燕姐在當年的《七彩胡不歸》中為芳芳姐擔任幕後代唱，今次再遇
劇目，她坦言許多回憶湧上心頭，還記得當年芳芳姐親自主唱一段數白
欖，唱得非常好聽。說到志良和非同過往大多演武戲、對文戲經驗尚淺
可能會吃力，燕姐認同指武打戲是硬撐，轉演柔弱的文戲會較辛苦，所
以會主力“谷”二人這方面。問她是否嚴師？她不諱言對兒子會較嚴
格，因演技要得到觀眾接受，教一次不成功就教十次，要兒子演到得為
止；不過對學生就不能太苛求，再且，現今的新一代很聰明、學習能力
又高，而二人又不是新演員，從旁指導已足夠，預計過年後開始綵排，
屆時會一起研究。

由武戲轉演文戲新嘗試
首度合作的志良和非同表示今次是新配搭、新嘗試，而首要是熟讀

劇本，繼而就要燕姐指點如何處理角色。由於文戲為重，他們坦言感到
壓力。非同稱武戲可以練功，但文戲是內心戲，無得練，很講求人生歷
練，還要感動到觀眾落淚就更有難度，並且角色顰娘是一個弱質女子，
要揣摩一個古代女性飽受傳統家庭的委屈並非易事。志良表示角色文萍
生是一個懦弱男子、要跟母親發生頂撞，無處發洩，因而在“哭墳”及
“慰妻”兩場戲中都會爆喊，亦是他最喜歡、最有難度及挑戰的情節。
非同就指最喜歡尾段的“天宮”一幕，因化身成仙子載歌載舞，畫面很
靚、很開心；又謂電影在當年叫好又賣座，是電影及粵劇界的雙經典，
會以戰戰兢兢及敬畏的心去演好角色。志良更大讚寶珠不單止把角色演
得很好，扮相更英俊、瀟灑，眼神還散發出真善美，令他也被迷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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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麗表示經歷過許多彭家麗表示經歷過許多，，令她變得堅強令她變得堅強。。

◆出品人彭美施（後排左四）與《新胡不
歸》演出團隊一起大合照。

◆王志良和梁非同感謝尹飛燕
（中）指點。

◆◆薛家燕拍片薛家燕拍片
打氣支持打氣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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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芳芳對於蕭芳芳對於
新作品的推出新作品的推出
十分感動十分感動。。

◆粵劇新秀王志良和梁非同將會首
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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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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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兄弟”
齊撐摩洛哥

世界盃首次在中東舉行，阿
拉伯國家以行動證明他們的團結以
及對足球的熱情。足球或許是由歐洲及
南美國家稱霸的運動，不過在今屆世界盃
的看台上，阿拉伯國家球迷才是主角。觀看了
這麼多場世界盃，摩洛哥及沙特球迷所展現出
的投入和激情，完全超越了小記的想像，全場
不斷的打氣（或喝罵），幾乎沒有靜下來的時
候，無論人數和聲勢都非常震撼。

來到16強，摩洛哥成為阿拉伯國家的獨
苗，更是讓所有阿拉伯球迷的希望都集中在
他們身上，來自摩洛哥、沙特、阿爾及利亞
和巴勒斯坦的球迷在場外掀起一片“紅海”
包圍着西班牙，沙特球迷Yazeed表示世界盃
是他們向所有人展示阿拉伯國家團結精神的
最好機會：“我們未必擁有最好的球員，不
過一定擁有最好的球迷，我們阿拉伯‘兄
弟’會一直支持對方，有我們的支持，摩洛
哥不會懼怕任何對手，西班牙會後悔遇上我
們而不是克羅地亞。”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基建近年發展迅速，各種高樓大廈及
新派建築紛紛落成，不過瓦其夫市場仍然

保留着卡塔爾的傳統建築風格，在2006年經過
翻新後更成為遊客必到的熱門景點。世界盃期間
從早上8點開始已有不少球迷、旅客到訪，而到
中午及晚上時段更是人頭湧湧。

月營業額近百萬港元
雖然瓦其夫市場傳統上在中午12點半至下

午4點會暫時關閉，以避開卡塔爾下午的高溫，
不過為應付世界盃期間龐大的人流量，大部分商
舖都會打破慣例繼續營業。有飾品店的老闆一談
到世界盃的生意額時就笑不攏嘴：“我在卡塔爾
開店六年，從沒看過這麼多遊客，夏天時每天營
業額大概只有3至5千里亞爾（卡塔爾貨幣），
世界盃開幕後每天至少做到1萬4千里亞爾的生

意。”換算成港幣的話，月營業額已近百萬元，
在香港夠付首期一圓“上車夢”了。

瓦其夫市場主要售賣一些當地傳統服飾、手
工藝品及食品，還有一些中東菜餐廳和咖啡廳，
如果撇除建築風格，其實頗具“女人街”的味
道。在世界盃效應的影響下，這裏便成為了球迷
每天必到的地點。來自加拿大的父子球迷Paul和
Nick就對瓦其夫市場讚不絕口：“我們都很喜歡
這個市場，這是球場以外最有氣氛的地方，我們
在這裏可以遇見來自不同國家的球迷，了解到卡
塔爾的文化。”
亦有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女球迷表示自己雖然

已經來過兩三次，但仍是樂此不疲：“我很喜歡
這裏建築的風格和氣氛，每次來到都會花一點錢
買些紀念品，這裏日間和晚上有完全不同的感
覺，那種帶有神秘感的中東情調很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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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效應營業額激增四倍

卡塔卡塔爾爾商戶老商戶老闆闆笑逐顏開笑逐顏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特派記者郭正謙 綜合卡塔爾
報道）今屆世界盃淘汰賽爆出首個冷門！賽前被看低一線的摩洛
哥，與2010年盟主西班牙踢足120分鐘打成0：0，互射12碼贏
3：0打入8強，追平了非洲球隊的最佳紀錄。

在澳洲、日本及韓國隊3支亞洲隊畢業之後，摩洛哥便成為
今屆世界盃唯一的非歐洲及南美傳統勁旅。這支北非球隊今屆分
組賽表現出色，更以F組首名出線，打入16強已追平了這支北非
球隊1986年所創下的最佳成績。香港時間昨夜，面對收起艾華路
莫拉達、排出無鋒陣的西班牙，摩洛哥在阿舒拉夫夏基美及薛耶
治領軍下出戰，兩隊踢法相近，同樣喜愛後場組織，比賽早段拉
成均勢。

西班牙今仗改披作客的粉藍戰衣應戰，26分鐘加維截得對方
防線誤傳射中楣，但隊友越位在先；1分鐘後馬高阿辛斯奧接應
過頭波窄位狂抽，皮球又射中網側。完半場前摩洛哥搶回不少攻
勢，可惜均屬隔靴搔癢，始終欠缺有威脅射門，半場兩無紀錄。

換邊後戰局依然膠着，西班牙控球時間雖多，但多外圍搓
傳，射門機會寥寥可數，53分鐘丹尼爾奧莫窄角度接應罰球勁
射，摩洛哥門將耶辛尼保奴封位打出，這亦是西班牙今仗首次中
目標的射門。戰至63分鐘，西班牙主帥安歷基終於換入艾華路莫
拉達，惟雙方90分鐘踢成0：0，加時也無進賬，要射12碼分勝
負。結果西班牙前3輪都射失，摩洛哥4射3中，贏3：0踢走對手
出線，北京時間周六晚將迎戰葡萄牙。

卡塔爾為今屆世界盃豪花超過2,000億美元，外界均認為

是一門穩賠不賺的生意，不過對於當地的中小商戶來說，主

辦世界盃卻是百年一遇的商機。卡塔爾熱門景點之一的瓦其

夫傳統市場正是世界盃效應影響下的受惠者，有店舖老闆表

示營業額比平常激增超過四倍，開店一個月已抵得上以往半

年收入，足證體育絕對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

◆圖/文：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傳真

摩洛哥摩洛哥1212碼淘汰西班牙晉碼淘汰西班牙晉88強強

500港幣變身世盃版阿拉伯王子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

塔爾報道）來到卡塔爾世界盃，當然要穿
着一身阿拉伯王子造型的服飾睇波才夠
“潮”，而瓦其夫市場正是一眾球迷購買
“戰衣”的熱點。正宗的卡塔爾傳統頭飾
和長袍一套售價達兩三千港幣，不過“平
民版”的只需500港幣內已有交易。雖然

衣料質量有差別，不過卻能印上不同國家
的國旗圖案，還有專人教授戴頭飾的技
巧，絕對是世界盃球迷的必買手信。
為響應世界盃熱潮，瓦其夫傳統市場

亦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盃手信購買區，無論
是服飾店、飾品店，甚至是糖果店，總能
看到一些與世界盃相關的商品。不過要數

最受歡迎的必定是卡塔爾傳統服裝店。為
迎合遊客將原本白色的傳統頭飾和長袍添
上色彩斑斕的國旗圖案，相對便宜的價格
更是深受各國球迷歡迎；而且店舖的售後
服務亦相當周到，有專人教授穿戴卡塔爾
頭飾的技巧，有得買有得玩之餘還可以學
到東西。

◆◆瓦其夫市場內的裝飾藝術別具一格瓦其夫市場內的裝飾藝術別具一格。。

◆◆來自加拿大的父子球迷來自加拿大的父子球迷PaulPaul 和和
NickNick對瓦其夫市場讚不絕口對瓦其夫市場讚不絕口。。 ◆◆這位飾品店的老闆談到生意額時笑不攏嘴這位飾品店的老闆談到生意額時笑不攏嘴。。

◆◆在卡塔爾在卡塔爾，，隨處可見售賣隨處可見售賣
世界盃相關商品的店舖世界盃相關商品的店舖。。

◆◆耶辛尼保耶辛尼保
奴奴（（上上））多多
次次““神救神救””，，
助摩洛哥淘助摩洛哥淘
汰西班牙汰西班牙。。

路透社路透社

◆◆摩洛哥的阿古摩洛哥的阿古
特特（（紅衫紅衫））與西與西
班牙中場馬高阿班牙中場馬高阿
辛斯奧爭持不辛斯奧爭持不
下下。。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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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 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 )

想到�国休斯顿展店创业当���

AMA Kitchen带你掌握三⼤�饮趋势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因疫�的缘故为��社交���许��费者⽤�习惯由内⽤改为�带�并⼤

幅提升在线点�频率�为贴�⽤戶�求�许��厅业者陆续推出线上订�服

务���APP点�或是⾃助点�机��少⼈群��与�体��机会�

REALTY GROUP

346-998-8000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詳細�訊�洽UMRE辦�室� AMA@united888.com

�亚营销（AsUnited）助你跟上���饮�趋势��往休斯顿凯�亚�城的AMA Kitchen云端
厨�开店�我们采⽤整合的智��统Kiosk⾃助点�机� 整合����带�内⽤订单��过AMA
On-The-Go 平台与专���团队��合亚�城各品��点推⼴给�费者�AMA Kitchen创��
饮�式⼀站式提供「亚�⻛味」�协助你轻�与�家品��⼿�提供�费者⼀�订购�家�馆不
同的�点�并仅⽀付⼀��费⼀���到府�让�家共同满⾜�费者�求来创�共赢��合进驻
的�家例�: 提供街头⼩吃�之⼩型店家�或是�物易于准备与�合�带的�家�
因应疫�改变�费者⽤�习惯�结合�饮主�云端厨��成本创业的优势�AMA Kitchen为�
家提供现成厨��间�基础厨�设备�业主仅�依照其制��求再引�专业设备�不必�⼼⼒装
�店⾯�我们不仅为业主省下店租�同时负担⼈⼒��险和部�税务�开销�让�⼤幅��开业
成本�启动资⾦预估只�＄11,300 �元�即可�驻凯�亚�城�让���开启�国休斯顿�饮
市场�同时兼顾内⽤与��市场�欢�⼩型�家��创�饮�连锁品�拓点�现�14间厨��
⾯积 230⾄250平⽅�尺可供选择�想到凯�亚�城开店吗?⽴即与我们�络开启�的事业�

价便宜��⽅便��⽽使其业绩�势上升��之位在⼀级��与购物中⼼的连锁�饮�家�定价
相对较⾼�加上�⽀付昂贵租⾦不⻅得占优势�尽�Covid-19⼤�⾏已过疫�⾼��但由于疫
��时可�再��加上�费者�饮习惯⼤幅改变�对于�饮�家来说提供在线或⾃助点�服务并
具备���⼒⼗�重��整体厨�内部�置�从�点制作�出�到�合��⼈员��动线都须�
��当�许��厅采⽤��厨��式�在没�实体�厅的�况下进⾏�点制作���和���

AMA Kitchen 云端厨�创��饮�式

凱�亞�城��年 12⽉限定外�套�

家庭套� (Family Bundle)

AMA ON-THE-GO Home Delivery

单⼈套� (Single SET)
双⼈套� (Double Meal) ＄30

＄50

＄15

套��选: 主� +  副�+ 饮品/�品/点⼼

线上点�或⾃助点�机�助于提升�家效率�并�效节省⼈⼒成本�
疫�让⼤部�⼈倾向于�在家⽤��⽽�友家⼈喜爱的⼝味不尽相
同�可�想��的�点横跨�间店⾯��果在线点��针对这样的痛
点�提供更佳的服务��机会为品�创�更��机并提升⽤戶体验�

�家�过社群经营与内容营销���在���⼤��评论⽹站Yelp与
Google我的�家�⽅布局�让�在⽤戶对�饮品�更熟������
厅�可�建⽴品�专�facebook�丝专⻚定期更��点图�并�享�
厅信息�将这��三⽅平台的⽤戶�引�成为⾃家社群平台的忠实�
丝��过不定期�惠活动引导�费者再度�访�提升客戶�着度�

疫�冲击对纽约�洛杉矶��加哥�⼤都会区的⼀级��影响�⼤�
为�免��增加�疫⻛险�许�⼈减少�往⼈潮密�的��⽤��导
���⼈潮不��往�根据�期�布数据��年���厅内⽤⼈数下
�28%�后疫�时代�饮��成为⺠众⽇常⽣活常态���智库平台
共同发�⼈费奇认为�受疫�冲击服务社区��居⺠的⼩吃店�因单

经营品�社群形�

�饮���带业绩�势上升

在线点�服务

AMA ON-THE-GO

⾃由选择��
喜爱�点

扫码下单

�客优惠�年套�买⼗�⼀

�客订单�费�35元
(�)�上�使⽤折扣码

NEW5OFF折�5�元�

活动期间内订购�年套�
累积满10��再�1�免费

�年套��

额外优惠

活动时间�2022/12/1‒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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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安穩保險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專營專營:: 汽車汽車﹑﹑房屋房屋﹑﹑商業商業﹑﹑醫療醫療﹑﹑人壽人壽﹑﹑年金年金
愛客戶如親人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視信譽如生命

電話電話﹕﹕713713--952952--50315031
Email: yangdeqing@yahoo.comEmail: yangdeqing@yahoo.com
地址地址﹕﹕69016901 Corporate Dr SuiteCorporate Dr Suite 218218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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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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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恒生指數66日收市報日收市報1919,,441441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回憶關懷愛護 市民深情道別
港人與全國人民同步3分鐘默哀 街頭駐足靜觀追悼會

江澤民深切悼念

◆◆許先生許先生

◆◆黃先生黃先生

◆◆葉女士葉女士

◆◆李先生李先生

◆◆張小姐張小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江主席，感謝您
對國家和香港作出的貢獻，我們永遠懷念您！”6日晨
寒風雖冷，仍無阻一眾學子對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作最
後的告別。有學校讓全校師生一同觀看追悼大會直
播，緬懷這位偉大的前國家領導人。有學生形容，從
小聽父母講述江澤民的事跡，已成為其童年的一部
分，會永遠懷念這位一代偉人。

多所學校下半旗誌哀
全港學校，包括創知中學、培僑中學、香島中

學、福建中學、漢華中學、培僑小學、鳳溪第一小
學、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等，以及科技大學、教育
大學、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等大專院校都有進行下半旗
誌哀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其中的創知中學，與該校約900

名全體師生一同觀看追悼大會直播。隨着大會正式開
始，師生一同站立觀看並默哀，整個禮堂瀰漫着沉重
和嚴肅氣氛，充滿着對江澤民的懷念與不捨。

該校中五學生陳灝傳在大會結束後與記者分享
指，小時候經常聆聽父母講述江澤民的故事，加上媒
體的報道，認識到江澤民在自己出生之前，已為國家
和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長久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這種為
國為民的精神非常值得學習。他形容，觀看追悼大會
和默哀時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嚴肅，“更多是一種不能

言說之情。”
該校另一中五學生梁符琦受訪時難掩心中哀痛，

她提到，自己從小就聽父母講述江澤民的事跡，並從
媒體報道中對他有更多認識，因此當從新聞中聽到他
離世消息時感到極其錯愕，心情一直十分沉重，因她
早已視江澤民為自己童年的一部分，對其離世深感可
惜，並且會永遠懷念。
在3分鐘默哀的時間裏，梁符琦相信同學們和自己

一樣，都是懷着沉重、悲痛和懷念的心情，在反思着
中國現代的發展，以及江澤民在當中的貢獻，感激感
恩之情亦油然而生。她坦言，站立一個小時觀看追悼
大會的確有點累，但非常有意義，並將其視為“中學
生涯中最難忘的一幕”。

6日晨的銅鑼灣，與平日亦有不同，9時許途經的
市民雙腳已不禁放慢，駐足在戶外大電視下等

待時針踏正10時，香港市民與全國人民一起低頭默哀3
分鐘。

為國為港貢獻大 莫不敬佩
退休大學教師黃先生是駐足市民中的一員，他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盡情訴說着對江澤民的敬佩：
“江澤民是一位偉大的國家領導人，他上任之後對香港
一直好關心，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帶領中國加入世貿，讓
國家的經濟當場起飛，他積極推行‘一國兩制’，對香
港的經濟繁榮有好大幫助。……江澤民在外交方面也非
常出色，他持有很包容的心態，讓中國在國際上獲得很
好的聲譽。”
年過70的許先生亦表達對江澤民的不捨之情，“我

這個年紀的人都見證江澤民為中國人，包括香港市民所
做的事，他的逝世我非常不捨，江澤民對香港的貢獻很
大，我記得很清楚他提出的‘河水不犯井水’……他幫
助香港發展，讓我們市民都非常受惠。”

受長者啟發 矢志服務市民
香港18個區的民政事務處在指定地點作出安排，方

便市民收看直播並參與默哀。64歲的葉女士6日早上特
意請假，提前20分鐘去到直播追悼大會會場，她希望鄭
重地送江澤民最後一程。她哽咽着說：“好捨不得這樣
一位偉大、令人尊敬的主席。”
葉女士感恩江澤民制定的方針政策，為中國發展奠

定扎實基礎，她認為，中國人民如今過上幸福生活，當
中有江澤民不可磨滅的功勞。她受到這位長者的影響，
平時亦會做義工服務社區，雖然貢獻或許微小，但她希
望像江澤民一樣盡可能服務市民。

從事企業管理的張小姐從國外返內地途經香港，她
得知香港有直播追悼大會會場，便特意到現場表達哀
思。在她心中，這位慈祥的長者總是把人民幸福放在第
一位，他在實施和推動政策比如改革開放，對中國產生
很重要的影響。她感恩江澤民為中國人民擁有好生活作
出的貢獻，感謝他一心為民。

長者視察香江 港人發展添信心
70歲的李先生特地通過手機直播觀看追悼大會，表

達對江澤民的懷念。他憶起香港回歸祖國後，江澤民
曾到香港視察，那時周圍人得知此事無不感到激動和
興奮，他雖然沒能有機會親眼看到江澤民，但如今想
起仍是一段對港人而言很特別的經歷。他說，在中央
政府的支持下，大家對香港回歸祖國後的發展愈來愈
有信心。
在商場，亦有市民駐足觀看追悼大會，一起默

哀。區小姐說，自己在香港成長，經歷過不少重大事
件，駐足觀看直播不止是送別一位長者，也是見證歷
史。而路過駐足看直播的白女士表示，自己受惠於改革
開放，才能離開鄉下到外地見識，“我會一直懷念江澤
民！”
另外，在香港網民製作的弔唁江澤民網站上，許多

市民留言寄託哀思。一條條“江爺爺走好”“我們永遠
懷念您”，抒發香港市民對江澤民的感情。連日來，已
有逾25萬名市民在弔唁網站獻花、留言寄託哀思。

未謀其面，但承其恩。對許多香港普通

市民而言，雖然未必曾親眼見過前國家主席

江澤民，卻無不享受着這位長者的關愛和恩

情。香港順利回歸祖國，支持香港渡過回歸

後的難關……港人對這些關懷和愛護銘記於

心，他們6日自發觀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

大會，並沉痛默哀。沉痛的3分鐘默哀，是香

港人民一起回憶江澤民音容笑貌的3分鐘，市

民腦海中“回放”着江澤民四度視察的風

采，迴響着他關於“一國兩制”的殷切言

辭，重現着這位長者開朗、灑脫的笑顏……

他們6日向心中敬重的長者，深情地道了一

聲：“永別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郭倩

◆◆香港香港1818個區的民政事務處於指定地點安排直播追悼大會個區的民政事務處於指定地點安排直播追悼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廣大香港同胞：
在我們敬愛的江澤民同志逝世後，香港各界人

士和市民紛紛到中聯辦所設靈堂弔唁、致送花圈，到
中聯辦外悼念獻花處追思、獻花、簽名，發來唁電、
唁函，在社交平台發聲悼念，表達對江澤民同志的無
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情。對此，謹表示衷心感謝。
香港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讓

我們化悲痛為力量，把學習貫徹二十大精神與學習貫
徹習近平主席今年7月1日在港重要講話結合起來，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進一步
增強奮進國家新征程、搶抓香港新機遇的戰略自信和
歷史主動，奮力譜寫香港由治及興新篇章。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2022年12月6日

中聯辦公告

◆◆創知中學舉行創知中學舉行““悼念已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悼念已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追
悼活動悼活動，，全校師生參與全校師生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攝

2022年12月7日（星期三）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樓軒閣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5050多人在會所收看多人在會所收看
江澤民追悼大會直播江澤民追悼大會直播。。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5050多人在會所收看江多人在會所收看江
澤民追悼大會直播澤民追悼大會直播。。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5050多人在會所多人在會所
收看江澤民追悼大會直播收看江澤民追悼大會直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香港工商組織、同
鄉社團、地區團體及企業等紛紛組織首長、鄉親會
員、義工骨幹、員工一同觀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
大會直播，並跟隨大會默哀3分鐘，表達對江澤民逝
世的深切哀悼，並永遠銘記江澤民的傑出貢獻和崇高
風範。

重視經濟建設 予港龐大機遇
香港中華總商會6日上午聯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於中總禮堂安排直播前國家
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會上全體出席者跟隨大會肅立
默哀。中總會長蔡冠深表示，江澤民十分關心香港，
任內主理香港回歸工作，堅持落實“一國兩制”，為
香港長遠發展奠定穩固基礎。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成功推動內地經濟邁向更開放發展，
為香港工商界帶來龐大商機。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表示，江澤民重視經濟建設，

堅持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對國家影響
深遠。對香港廠商來說，能藉助改革開放的東風回到
內地設廠，對企業發展是巨大動力，這也為國家成為
“世界工廠”、“基建強國”奠定了良好基礎。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浙

江省同鄉會聯合會、香港江蘇社團總會、香港海南社
團總會等各大社團亦組織會員、員工收看了追悼大會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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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永遠懷念這位一代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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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2022年12月7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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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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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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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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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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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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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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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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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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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或美金过桥贷款-Hard Money Loan

您需要快速资金周转吗？我们可五天内放款，可抵押物业包括：住

宅、商业地产、土地，不分地域，全美都可做。如果您上面已经有贷

款，我们可做第二、第三顺位贷款，不查信用，不做估价，借贷形式可

以是美金或者人民币。多年经验，专业服务，良好口碑，欢迎来电咨

询。

同时欢迎有多余资金，想赚取稳定利息的投资人也可以做我们的

lender，人民币、美金均可，用房契（deed of trust）,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Escrow 公司，正规贷款文件，免费每月service寄账单，
利息9%-12%，全程服务，无后顾之忧。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Address: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外国人贷款、净值贷款（查收入、

不查收入）、企业信用额度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公寓、土

地、仓库、办公楼）、老年人反向贷款（reverse mortgage）、人
民币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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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美金或者人民币。多年经验，专业服务，良好口碑，欢迎来电咨

询。

同时欢迎有多余资金，想赚取稳定利息的投资人也可以做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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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休斯敦中國城最佳位置的跌打療痛中心由廣東四大名醫位於休斯敦中國城最佳位置的跌打療痛中心由廣東四大名醫
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主理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主理，，名聞遐邇名聞遐邇。。 20222022年年22月月1515日日，，
美國女子擊劍冠軍何文青特別前來拜訪羅醫生美國女子擊劍冠軍何文青特別前來拜訪羅醫生，，並在店門口並在店門口
親切合影親切合影。。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828日日，，美南新聞集美南新聞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因應台灣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因應台灣
市長選舉國民黨大勝特別邀請市長選舉國民黨大勝特別邀請
美國對兩岸深有研究的僑領學美國對兩岸深有研究的僑領學
者舉行面對全球的者舉行面對全球的““台灣選舉台灣選舉
與美中台未來關係與美中台未來關係””視頻直播視頻直播
研討會研討會，，通過美南電視通過美南電視 1515..33、、
YoutubeYoutube和和FacebookFacebook三大平台同三大平台同
時直播時直播，，為美中台兩岸三地支為美中台兩岸三地支
招解套招解套，，豐建偉豐建偉、、徐建勳徐建勳、、楊楊
德清德清、、鄧潤京鄧潤京、、白先慎白先慎、、葉宏葉宏
志志、、唐心琴唐心琴、、黃登陸等八位專黃登陸等八位專
家出席家出席，，各自發表了非常有見各自發表了非常有見
地的觀點地的觀點。。

糖城國際象棋比賽於糖城國際象棋比賽於20222022年年1212月月22日舉行日舉行，，僑界名人僑界名人、、世界世界
名人網資深副總裁黃琛的小兒子名人網資深副總裁黃琛的小兒子Allen GuAllen Gu屢戰屢勝屢戰屢勝，，成為優勝成為優勝
選手選手。。圖為青少年棋手在苦思策略圖為青少年棋手在苦思策略，，捉對戮戰捉對戮戰。。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33 日日，，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 休斯敦分會在休斯敦分會在
NorthgateNorthgate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 Club RoomClub Room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邀請邀請
僑界名人張晶晶僑界名人張晶晶、、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畫家藝術家常君睿畫家藝術家常君睿
、、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SusanSusan和青年歌手和青年歌手JuliaJulia演唱膾炙人口的演唱膾炙人口的
歌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歌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
主席主席Tom McDevittTom McDevitt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規格非常高規格非常高，，秋芬秋芬
老師的活動辦的特別高雅有水平老師的活動辦的特別高雅有水平，，籌款任務圓滿完成籌款任務圓滿完成。。圖為和圖為和
平大使頒發現場平大使頒發現場。。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33 日日，，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 休斯敦分會在休斯敦分會在
NorthgateNorthgate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Club RoomClub Room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邀請邀請
僑界名人張晶晶僑界名人張晶晶、、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畫家藝術家常君睿畫家藝術家常君睿
、、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SusanSusan和青年歌手和青年歌手JuliaJulia演唱膾炙人口的演唱膾炙人口的
歌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歌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
主席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主席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規格非常高規格非常高，，秋芬老師的活動辦的秋芬老師的活動辦的
特別高雅有水平特別高雅有水平，，籌款任務圓滿完成籌款任務圓滿完成。。圖為牡丹畫家江宜橋的圖為牡丹畫家江宜橋的
扇面作品被華盛頓時報主席扇面作品被華盛頓時報主席Tom McDevittTom McDevitt收藏收藏。。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33 日日，，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Universal Peace Foundation 休斯敦分會在休斯敦分會在
NorthgateNorthgate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Club RoomClub Room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舉行首屆慈善籌款會，，邀請僑邀請僑
界名人張晶晶界名人張晶晶、、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著名牡丹花畫家江宜橋、、畫家藝術家常君睿畫家藝術家常君睿、、
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SusanSusan和青年歌手和青年歌手JuliaJulia演唱膾炙人口的歌演唱膾炙人口的歌
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曲等為來賓表演了一場藝術饗宴。。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主來自華盛頓的華盛頓時報主
席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席特別受邀擔任主講人，，規格非常高規格非常高，，秋芬老師的活動辦的特秋芬老師的活動辦的特
別高雅有水平別高雅有水平，，籌款任務圓滿完成籌款任務圓滿完成。。圖為世界名人網圖為世界名人網OnlineTVOnlineTV
主持主持Grace HeGrace He現場採訪華盛頓時報主席現場採訪華盛頓時報主席Tom McDevittTom McDevitt。。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44日日，，美國亞裔選舉聯盟在美南國際演播廳舉行德州州議員美國亞裔選舉聯盟在美南國際演播廳舉行德州州議員
陳筱玲見面會陳筱玲見面會，，關心亞裔在美地位的僑領和民眾在楊德清會長的召喚下齊關心亞裔在美地位的僑領和民眾在楊德清會長的召喚下齊
聚一堂聚一堂。。見面會上見面會上，，陳筱玲州議員特別為楊萬青陳筱玲州議員特別為楊萬青、、楊保華楊保華、、豐建偉三位傑豐建偉三位傑
出亞裔僑領頒發德州企業家獎出亞裔僑領頒發德州企業家獎。。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66日晚日晚，，再選連任的亞裔再選連任的亞裔，，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Jacey JettonJacey Jetton
在在Pablo Mexico KitchenPablo Mexico Kitchen舉行感謝晚會舉行感謝晚會，，感謝支持者感謝支持者、、義工在義工在
選舉時的鼎力支持選舉時的鼎力支持。。 FBISD TrusteeFBISD Trustee第二席第二席Judy TaeJudy Tae特別前往特別前往
祝賀祝賀JaceyJacey當選當選。。在在1111月月88日的中期選舉中日的中期選舉中，，JettonJetton 獲得獲得 3737,,337337
選票選票 佔比佔比 6060..6868%,%,挑戰者挑戰者 Daniel LeeDaniel Lee 獲得獲得 2424,,192192 選票選票，，佔比佔比
3939..3232%.%.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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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美南時事通

涉及台南學甲爐碴案被起訴也被捲入88發
槍擊案的民進黨中執委郭再欽14日宣布，為專
心循法律途徑捍衛清白，即日起辭去民進黨中執
委職務。對此，市長黃偉哲表示，尊重黨的機制
及個人意志， 「我們不方便代答」 ；市議會國民
黨團書記長蔡育輝則認為，現在才切割已經太晚
，效果不大了。

本屆台南市議會14日起召開為期10天的最
後一次臨時會，蔡育輝一開議即要求變更議程增
加學甲爐碴專案報告，獲大會通過列入19日的
議程。

昨天郭再欽發表聲明指出，他是槍擊案受害
者，卻遭攻擊為黑金，他將針對不實言論予以回
擊。爐碴案舊案重查，起訴內容多所錯置，為了
捍衛自身清白，將循司法途徑力爭到底。任何以
政治操弄的手段，攻擊他的言論，亦將一併循法
律途徑予以追究。

郭再欽還強調，指控他為黑金的人，真實的
面目才是真正不堪聞問，他將一一揭露這些人的

敗行劣跡，讓選民逐一檢視誰才是黑金？
針對爐碴問題，黃偉哲表示，台南市政府不

管誰擔任市長，只要有違法的事，無論關係親疏
遠近，或是什麼樣的關係，任何人只要有違法，
就應該受到相關調查；市府環保局對此案已經採
用最高標準開罰，還勒令相關業者清除填滿的爐
碴，甚至架設直播讓關心的民眾都可以上網觀看
。目前埋在魚塭的爐碴已經清除掉，至於工業地
或其他部分有爭議的，因為司法還在進行相關調
查，他予以尊重。

蔡育輝則強調，此做法明顯要棄車保帥、進
行切割，希望讓民進黨推出的人選形象好一點，
但已經太晚了，時機已來不及；如果在檢察官還
沒有起訴之前，效果會比較好，現在效果不大了
。

蔡育輝還希望檢方清查郭再欽的不法所得，
有沒有用在本屆及下屆議長選舉，以及郭再欽靠
政商白道的關係，背後是否涉及市府工程。

郭再欽辭民進黨中執委 國民黨諷太晚了

高市府青年局助攻青年就業，委託104人力
銀行建置職缺平台專區，網羅高雄在地職缺，提
供逾千種涵蓋活動企劃與開發、行銷企劃、電子
商務及網路程式設計師等多元化產業類型，今年
戰績豐碩，已成功媒合超過2000名青年至490
家高雄在地企業工作。

青年局長張以理指出，後疫情時代到來，加
上網路普及，線上視訊面試儼然成為一種新趨勢
，透過職缺專區提供求職者在線上面談功能，也
可線上投遞履歷，並利用手邊行動裝置直接與企
業面談，省下不少面試時間及打破地域限制。

青年局提到，此計畫已連續辦理第2年，今
年職缺專區除可於線上面談外，另新增2場企業
線上說明會，更擴大辦理2場線上媒合面談會，
邀請高雄在地知名企業人資主管於線上與求職者

互動及面談，培養求職者核心的就業力，更增進
職場專業力、競爭力。

青年局進一步說，該媒合平台光是今年就已
成功媒合逾2000名青年至490家高雄在地企業
工作，超越去年成功媒合376家企業的成績。

來自桃園的蔡同學參加8月17日線上媒合面
談會，正式錄取順發電腦，目前已穩定就職3個
月。他表示，感謝青年局提供職缺專區平台，讓
求職者有更多不同產業職缺可選擇。

青年局將在12月23日於高雄新媒體人才培
育中心加碼舉辦實體媒合面談會，想在農曆春節
前找到好工作，可把握這次實體面試機會。此外
，找到工作或待業中的青年，也可登記參加青年
就業獎勵計畫及尋職津貼計畫，符合資格者即可
領取相關就業補助。

高雄青年局職缺平台 媒合2000人順利就職

寒流來襲，高雄市農民與漁民提早做好防
寒措施，農民利用灌水、樹頭噴霧、設置防風
網等措施。永安養殖業者則提早拉起防風布棚
，避免魚兒受凍。此外，因應枯水期，農田水
利署高雄管理處實施精準灌溉，務求在枯旱期
間低流量時順利完成一期作灌溉任務。

氣象局預報12月19日至21日南部地區因
寒流南下影響，氣溫明顯下降，並有零星短暫
雨。農業局提醒農友加強防寒減少損失。

其中，正值花果或採收期的蓮霧果園及將
屆採收期的棗果園請多加留意，低溫後如果回
溫過快，成熟蓮霧可適度採收，減少落果發生
；低溫若伴隨降雨，有頂膜的果園要展開遮雨
，已可採收棗需適度採收，降低棗果皮損傷可

能。
至於一期作水稻，高市農業局說，如果未

插秧應待寒流過後再插秧，已插秧田區可灌溉
3至5公分深，減輕低溫影響，回溫後補植並
酌施氮肥；蔬菜如苦瓜、絲瓜等可利用畦溝灌
水及畦面覆蓋維持土壤溫度，加覆網布於網室
外阻隔低溫，減少低溫影響。

花農也要做好因應，像是火鶴花可能因低
溫出現葉片黃化、花苞片異常等現象，可以加
強設施防風或保持植株及栽培介質乾燥，減少
寒害。

在永安養殖石斑魚的業者蘇班長說，感覺
今年寒流來得晚，但也不能大意，已經在魚塭
旁搭起防風布棚，為低溫做好準備。

防寒害 農業局籲提前部署

選舉已結束，彰化地檢署11月掌握5連霸
資深彰化縣議員林茂明及樁腳涉嫌向選民賄選
，並查扣4000元賄選金，13日將林茂明拘提到
案，訊後認為林有湮滅、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14日依違反《選罷法》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
獲准。

選前彰化地檢署接獲買票行賄情資，檢察
官姚玎霖指揮彰化警分局、彰化縣調站、刑事
警察局偵六隊等，查獲林茂明的樁腳吳男和陳
男涉嫌以500元到1000元不等代價向選民行賄
，吳男、陳男當時就遭檢方羈押禁見。

檢方見時機成熟，13日持拘票指揮彰化縣

調查站將連任成功的林茂明拘提到案，經漏夜
偵訊後，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除了林茂
明外，彰檢查到公告當選者或團隊人員較明顯
涉及賄選案還有超過40件，未來若查證屬實都
將起訴，當選人恐當選無效。

檢方表示，目前調查中的賄選案包括5名

縣議員當選人、2名鄉鎮長當選人、17名鄉鎮
民代表當選人和18名村里長當選人，將逐一檢
視事證，證據到哪就辦到哪。檢方強調並非這
些當選人都可能被判當選無效，會在本月底前
針對已起訴、在押事證明確的相關當選人，提
出當選無效之訴。

彰化5連霸議員涉賄選羈押禁見獲准

機遇只屬於有準備的人，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了
馬雲在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喜歡
阿甘，喜歡他的永不言敗、純粹、永遠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很多人也欣賞阿甘
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幾個人做到
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了。馬雲說他
喜歡裡面的一句話：人生就像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是什麼味道。很多
人都知道這句話，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
的領悟這句話而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
個人都可以隨隨便便成功的，成功總是
留給足夠努力、勇於挑戰自我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人
會說，我沒讀過大學。可能還有人說，
我的專業很冷門，找不到工作。現在，
就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努力，其
他都不是問題！只要學習3-6個月，就能
成為Cisco網絡工程師，年薪達到10萬美
金！

Lanecert.com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
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剛進駐

休斯敦。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
讀書時GPA不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
適的工作，又或者屢次被各公司以沒有
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Cisco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你就會發
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LaneCert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
培訓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
機構，其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
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
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技術區域一直
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
中CCIE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
計，Cisco互聯網專家CCIE只有 1萬人，
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
需。 Lanecert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CCIE
培訓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Cisco專家培
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
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
要打退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

學。其實，事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最大的優勢！零基礎，任何人都
可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co互聯
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
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
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
質，幫助你在3到6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
在到Cisco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
知識框架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
，LaneCert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
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
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的教學方法
，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採用小
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被
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
教學質量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
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Cert承諾免費
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Lane-
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如果
找不到工作，LaneCert僱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
於懶惰、安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
就抱怨自己命不好，其實，不是你命不
好，是你不夠努力，不夠勇於挑戰自我
。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們
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們
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
不嫌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
的機會，你，能抓住嗎？ Cisco互聯網專
家培訓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
訓學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
斯敦分校已經開學，如果你沒有工作、
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份、或者對現有
工作不滿意，請來LaneCert，給世界一個
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將回
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 址 ：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77072
電 話 ： 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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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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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即將於11
日在麥花臣場館舉行首次香港個唱的吳若希
（Jinny），自完成一連串的演唱會宣傳後，
現已全情投入音樂排練，Jinny覺得這個首次
個唱有如和朋友聚會，所以現時心情一點也
不緊張，之前在廣州的個唱經驗令她現時的
狀態和心情也預備得很好，很期待可以快點
踏上舞台。

Jinny 5日晚於錄音室綵排後，感覺非常
享受，她說：“當中有些歌曲很久也沒有唱
過，不過這幾天在網上和歌迷互動時，他們
也很想念自己早期的作品，剛和樂隊排練
那幾首舊歌後，自己的心就好像回到了那
個時空，想起自己因為喜歡唱歌這原因而入
行，而那些舊歌背後的故事和每一個字都恍
如插在心上般，所以很期待可以快點和大家
在今個星期日見面，和大家分享這種感
覺。”

她希望透過歌曲和深情剖白去說生活和
情感上故事，相信大家屆時必定能享受一個
感性的晚上。

首次在港開個唱不緊張

吳若希：有如朋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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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加持
蕭芳芳薛家燕陳寶珠陳寶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粵劇

新秀王志良和梁非同將首度合作，演

出資深傳媒人暨粵劇出品人彭美施

（施姐）策劃的新編粵劇《新胡不

歸》，此劇亦是向陳寶珠及蕭芳芳合

演的電影《七彩胡不歸》致敬。6日

在有關記者會上更獲得陳寶珠、蕭芳

芳及薛家燕“加持”！擅長武場戲的

小生花旦王志良與梁非同轉文戲，肩

負傳承粵劇經典重任，幸有尹飛燕悉

心指點。彭美施指此劇亮點是靚人、

靚衫和靚景，為劇迷帶來賞心悅目的

感覺。

◆吳若希由籌備至開騷時間都非常緊迫。

彭家麗的新歌《是不是這樣的痛過人才算真正的成
長過》，表面上是以同樣17個字歌名，向30年前的經典
歌《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致敬，而
事實上卻“點止致敬咁簡單”，還剖白了她這些年的痛
苦與成長，展現出痛過後頓悟的釋懷。她入行以來不會
為錢走捷徑，強調要對得起自己良心。

彭家麗說：“經常有人問，是否真的要痛過才能成
長？而我的答案……是！”

彭家麗表示，新歌的歌詞，由她的感情到性格，都完
全是為她度身訂做的寫照，講述她在人生中經歷過的眼淚
和傷痛，從而頓悟人生；而第一句已被“錐”中要害！
“這首歌的第一句歌詞‘街裏充滿幻覺幾個他也說謊’
已經令我毛管戙。在感情世界中，我真的遇過感情騙子、
對方瞞着我有第三者，但令我意外的是我沒有說過，卻被
填詞人寫出來。至於‘不違心’亦描繪了我的性格，因為
生活上難免會遇上許多波折，特別是娛樂圈這一行有好多
誘惑，很容易會為了搵錢走歪路，入行多年來，我亦試過
兩度被‘問價’，但當然都沒有答允，亦從沒參與過任何
飯局。我由以前到現在，甚至將來都不會為錢走捷徑；要
對得起自己良心、不做違背良心的事，亦是我做人的宗
旨。”正因經歷過許多，彭家麗表示令她變得堅強，面對

任何新歷煉都視為人生新一課。

遇扑頭搶劫從無抱怨
除了心靈上的痛，身體上的最痛，對彭家麗而言非

2004年遇上扑頭搶劫事故莫屬，當時的她頭骨破裂險送
命；始終傷過頭部，她稱事隔18年，現在的記性仍大不
如前，而精靈度亦只回到受傷前的七成；但相對最初康
復時較好，當時組織和思考能力都出現問題，更出現手
腳不協調、反應極之緩慢，連說話也有難度、打鼓也打
不到，因此現在已很感恩和滿足。

認同經過痛苦才能成長

彭家麗不做違背良心事

王志良和梁非同將於明年2月7至8日假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
劇院演出新編粵劇《新胡不歸》，門票8日公開發售。6日施姐與

兩位主角聯同一眾台前幕後、贊助商及嘉賓等現身記者會，包括何文匯
博士、張德蘭和老公楊偉誠、尹飛燕（燕姐）等。

至於寶珠姐、芳芳姐和家燕姐分別以不同形式支持施姐，當年飾演
文萍生的寶珠姐以口訊留言：“多謝彭美施，我哋都好開心睇到一個新
嘅《胡不歸》作品。”當年飾演趙顰娘的芳芳姐以短訊文字寫上：“厲
害了彭美施，又是出品人又總策劃，恭喜賀喜，好感動……剛收到寶珠
短訊，會馬上告訴她。”家燕姐更拍片說：“我和這個劇目好有淵源，
當年和寶珠及芳芳合演《七彩胡不歸》，我演春桃都有得發揮，該片亦
好賣座，今次我知道是向我們《七彩胡不歸》致敬，非常之感激。此劇
由文武生王志良與花旦梁非同兩位好優秀的演員演出，肩負傳承責任，
好值得支持，再次預祝成功！”

尹飛燕注重唱腔指導
施姐表示以前已很喜歡寶珠姐、芳芳姐和家燕姐合演的《七彩胡不

歸》，今次由電影世界搬上粵劇舞台，雖然壓力很大，但志良、非同，
加上編劇李廷𩆨 也是非常年輕，喜見薪火相傳，具有傳承的使命。她又
指，志良及非同這對黃金組合是首次合作，此劇的一大亮點是靚人、靚
衫和靚景，為劇迷帶來賞心悅目的感覺，並且年輕一代演員有年輕一代
的演繹方法，希望二人為角色注入新的生命力。施姐亦感謝燕姐擔任藝
術總監一職，稱《胡不歸》屬於一個愛情、婆媳的倫理劇，更是一齣傳
統考牌戲，很講求唱腔、做手及身段，有燕姐指導志良及非同的唱腔，
讓她很安心。志良和非同則乖巧地向燕姐送花表謝意。

燕姐在當年的《七彩胡不歸》中為芳芳姐擔任幕後代唱，今次再遇
劇目，她坦言許多回憶湧上心頭，還記得當年芳芳姐親自主唱一段數白
欖，唱得非常好聽。說到志良和非同過往大多演武戲、對文戲經驗尚淺
可能會吃力，燕姐認同指武打戲是硬撐，轉演柔弱的文戲會較辛苦，所
以會主力“谷”二人這方面。問她是否嚴師？她不諱言對兒子會較嚴
格，因演技要得到觀眾接受，教一次不成功就教十次，要兒子演到得為
止；不過對學生就不能太苛求，再且，現今的新一代很聰明、學習能力
又高，而二人又不是新演員，從旁指導已足夠，預計過年後開始綵排，
屆時會一起研究。

由武戲轉演文戲新嘗試
首度合作的志良和非同表示今次是新配搭、新嘗試，而首要是熟讀

劇本，繼而就要燕姐指點如何處理角色。由於文戲為重，他們坦言感到
壓力。非同稱武戲可以練功，但文戲是內心戲，無得練，很講求人生歷
練，還要感動到觀眾落淚就更有難度，並且角色顰娘是一個弱質女子，
要揣摩一個古代女性飽受傳統家庭的委屈並非易事。志良表示角色文萍
生是一個懦弱男子、要跟母親發生頂撞，無處發洩，因而在“哭墳”及
“慰妻”兩場戲中都會爆喊，亦是他最喜歡、最有難度及挑戰的情節。
非同就指最喜歡尾段的“天宮”一幕，因化身成仙子載歌載舞，畫面很
靚、很開心；又謂電影在當年叫好又賣座，是電影及粵劇界的雙經典，
會以戰戰兢兢及敬畏的心去演好角色。志良更大讚寶珠不單止把角色演
得很好，扮相更英俊、瀟灑，眼神還散發出真善美，令他也被迷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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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麗表示經歷過許多彭家麗表示經歷過許多，，令她變得堅強令她變得堅強。。

◆出品人彭美施（後排左四）與《新胡不
歸》演出團隊一起大合照。

◆王志良和梁非同感謝尹飛燕
（中）指點。

◆◆薛家燕拍片薛家燕拍片
打氣支持打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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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芳芳對於蕭芳芳對於
新作品的推出新作品的推出
十分感動十分感動。。

◆粵劇新秀王志良和梁非同將會首
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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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明年料跑贏全球
美息快將見頂 大行接力唱好大市

踏入12月份將近年尾總

結成績，恒指連日發力收復

年內大部分失地， 6 日仍穩守

19,000點大關，惟較去年底仍低近

17%。美聯儲暗示快將放慢加息步

伐下，多間大行接力唱好大市，大

多料明年美息將見頂，並看好受惠

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下，大市有機會

從低位復甦，而在流動性及經濟增

長的支持下，內地A股及港股有望

跑贏全球大市，恒指明年將重返2

萬關口，最牛預測料明年高見

23,000點，而眾多投資產品之中，

以短期的高收益債券最受“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
◆恒指明年預測為22,470點；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4,600
點。

◆料美聯儲將在12月和明年2月再加息2
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

◆鑒於核心通脹居高不下，料美聯儲明年內
將維持4.875%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

◆料香港明年GDP增長3.5%；內地明年
GDP增長5.2%。

◆料人行明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次下
調半厘，並增加目標地區的再貸款配額。

◆人民幣明年底料將升至6.9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
美聯儲有望放緩加息步伐，加上中國內
地放寬部分防疫措施，近日港股表現回
暖 。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6
日表示，隨着內地經濟表現轉強，港股
將能受惠，預期明年恒指目標價為
23,000點，恒生科技指數的全年目標為
4,600 點，內地上證綜指全年目標為
3,500點。該行明年重點部署的港股四大
板塊包括科技、內需、航空及收息股。
另外，明年全球主要央行加息幅度將會
放緩，甚至停止加息，令人民幣貶值壓
力隨之降低，加上內地持續推出措施支
持內地經濟發展，令港股有較高值博空
間。

看好科技內需航空收息股
伍禮賢稱，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

加上內地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看好國泰航
空與東方航空。內需板塊則繼續受國策支
持，加上國潮及消費升級因素影響，該行
看好中國中免及蒙牛乳業。至於過往因加
強監管而股價曾經受壓的科技股，隨着內
地監管常態化、經濟復甦，以及預期美聯
儲加息步伐將會放緩，投資者將更聚焦基
本因素，相關股份仍有很大吸引力。看好
阿里巴巴受惠降本增效措施與季度經調整
淨利潤止跌回升；美團則受惠成本效益改
善及新業務虧損減少，而且內地放寬防疫
措施將有利公司業務表現增長。另外也看
好財務穩健兼現金流強勁的收息股，包括
領展及新創建。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發表報告指，展望2023
年，料在美息見頂和通脹放緩之下將支持

債券表現，故該行對全球所有地區的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置，並偏好短至中
期債券。該行對明年環球股票則維持溫和偏低
比重配置，至於亞洲股市方面則對內地、香
港、印尼和泰國持偏高比重配置。

滙豐私銀料港明年回復增長
該行對明年底恒生指數預測為22,470點，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為7,830點，滬深300指數為
4,600點。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北亞首
席投資總監何偉華解釋，隨着內地經濟反彈，消
費信心有望明顯復甦，料有助帶動明年香港經濟
回復正增長3.5%。

他亦提到目前港股估值低，但加息環境始終
影響股市估值，亦要考慮外圍經濟衰退風險，加
上已由低位反彈不少，不排除出現獲利回吐，但

明年則有望回升。
何偉華預計北亞經濟體，尤其是內地、香港

和日本，明年應會最受惠於經濟重啟，因為這些
地方放寬出入境程序和其他疫情限制的步伐落後
於世界其他國家，而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速放
寬，以及明年香港及內地有望恢復全面正常通
關，因而相信香港及內地都能受惠於經濟重啟，
並看好亞洲旅遊、航空、酒店、餐飲、澳門博彩
和大眾消費板塊的優質行業龍頭。

滙豐環球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亞洲區首席投
資總監范卓雲提醒，從周期因素分析，料全球經
濟數據可能會在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前後觸底，
但全球經濟放緩仍將是未來幾個月企業盈利的主
要阻力。
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該行認為亞洲（日本以

外）是預期唯一在明年將錄得增長加速的地區，
料將由今年的3.9%增長升至明年的4.5%，主要
是受惠內地加快經濟重啟，以及推出穩定內房市

場的寬鬆政策。

美聯儲或僅明年初加息
范卓雲亦預期美聯儲在本月和明年2月再加

息兩次，每次加息半厘，然後暫停加息。不過由
於美國當地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她預計美聯儲明
年將維持4.875厘的峰值利率不會減息。她認為
隨着市場對美國利率見頂作部署，料美元的升勢
已經結束，美元與其他十國集團貨幣之間的利差
不大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中人民幣匯價明年底料
將溫和升值至6.9算。

至於債市方面，范卓雲指該行對發達市場、
新興市場和亞洲的高評級債券持全面偏高比重配
置，並偏好短至中期存續期（即2年至5年）債
券。何偉華補充，該行看好亞洲的優質企業債
券，包括高評級香港企業債券、中國TMT債券
和印尼美元債券，而為把握香港向外重啟的機
遇，亦看好零售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級別債券。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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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恒生指數66日收市報日收市報1919,,441441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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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兄弟”
齊撐摩洛哥

世界盃首次在中東舉行，阿
拉伯國家以行動證明他們的團結以
及對足球的熱情。足球或許是由歐洲及
南美國家稱霸的運動，不過在今屆世界盃
的看台上，阿拉伯國家球迷才是主角。觀看了
這麼多場世界盃，摩洛哥及沙特球迷所展現出
的投入和激情，完全超越了小記的想像，全場
不斷的打氣（或喝罵），幾乎沒有靜下來的時
候，無論人數和聲勢都非常震撼。

來到16強，摩洛哥成為阿拉伯國家的獨
苗，更是讓所有阿拉伯球迷的希望都集中在
他們身上，來自摩洛哥、沙特、阿爾及利亞
和巴勒斯坦的球迷在場外掀起一片“紅海”
包圍着西班牙，沙特球迷Yazeed表示世界盃
是他們向所有人展示阿拉伯國家團結精神的
最好機會：“我們未必擁有最好的球員，不
過一定擁有最好的球迷，我們阿拉伯‘兄
弟’會一直支持對方，有我們的支持，摩洛
哥不會懼怕任何對手，西班牙會後悔遇上我
們而不是克羅地亞。”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基建近年發展迅速，各種高樓大廈及
新派建築紛紛落成，不過瓦其夫市場仍然

保留着卡塔爾的傳統建築風格，在2006年經過
翻新後更成為遊客必到的熱門景點。世界盃期間
從早上8點開始已有不少球迷、旅客到訪，而到
中午及晚上時段更是人頭湧湧。

月營業額近百萬港元
雖然瓦其夫市場傳統上在中午12點半至下

午4點會暫時關閉，以避開卡塔爾下午的高溫，
不過為應付世界盃期間龐大的人流量，大部分商
舖都會打破慣例繼續營業。有飾品店的老闆一談
到世界盃的生意額時就笑不攏嘴：“我在卡塔爾
開店六年，從沒看過這麼多遊客，夏天時每天營
業額大概只有3至5千里亞爾（卡塔爾貨幣），
世界盃開幕後每天至少做到1萬4千里亞爾的生

意。”換算成港幣的話，月營業額已近百萬元，
在香港夠付首期一圓“上車夢”了。

瓦其夫市場主要售賣一些當地傳統服飾、手
工藝品及食品，還有一些中東菜餐廳和咖啡廳，
如果撇除建築風格，其實頗具“女人街”的味
道。在世界盃效應的影響下，這裏便成為了球迷
每天必到的地點。來自加拿大的父子球迷Paul和
Nick就對瓦其夫市場讚不絕口：“我們都很喜歡
這個市場，這是球場以外最有氣氛的地方，我們
在這裏可以遇見來自不同國家的球迷，了解到卡
塔爾的文化。”
亦有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女球迷表示自己雖然

已經來過兩三次，但仍是樂此不疲：“我很喜歡
這裏建築的風格和氣氛，每次來到都會花一點錢
買些紀念品，這裏日間和晚上有完全不同的感
覺，那種帶有神秘感的中東情調很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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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效應營業額激增四倍

卡塔卡塔爾爾商戶老商戶老闆闆笑逐顏開笑逐顏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特派記者郭正謙 綜合卡塔爾
報道）今屆世界盃淘汰賽爆出首個冷門！賽前被看低一線的摩洛
哥，與2010年盟主西班牙踢足120分鐘打成0：0，互射12碼贏
3：0打入8強，追平了非洲球隊的最佳紀錄。

在澳洲、日本及韓國隊3支亞洲隊畢業之後，摩洛哥便成為
今屆世界盃唯一的非歐洲及南美傳統勁旅。這支北非球隊今屆分
組賽表現出色，更以F組首名出線，打入16強已追平了這支北非
球隊1986年所創下的最佳成績。香港時間昨夜，面對收起艾華路
莫拉達、排出無鋒陣的西班牙，摩洛哥在阿舒拉夫夏基美及薛耶
治領軍下出戰，兩隊踢法相近，同樣喜愛後場組織，比賽早段拉
成均勢。

西班牙今仗改披作客的粉藍戰衣應戰，26分鐘加維截得對方
防線誤傳射中楣，但隊友越位在先；1分鐘後馬高阿辛斯奧接應
過頭波窄位狂抽，皮球又射中網側。完半場前摩洛哥搶回不少攻
勢，可惜均屬隔靴搔癢，始終欠缺有威脅射門，半場兩無紀錄。

換邊後戰局依然膠着，西班牙控球時間雖多，但多外圍搓
傳，射門機會寥寥可數，53分鐘丹尼爾奧莫窄角度接應罰球勁
射，摩洛哥門將耶辛尼保奴封位打出，這亦是西班牙今仗首次中
目標的射門。戰至63分鐘，西班牙主帥安歷基終於換入艾華路莫
拉達，惟雙方90分鐘踢成0：0，加時也無進賬，要射12碼分勝
負。結果西班牙前3輪都射失，摩洛哥4射3中，贏3：0踢走對手
出線，北京時間周六晚將迎戰葡萄牙。

卡塔爾為今屆世界盃豪花超過2,000億美元，外界均認為

是一門穩賠不賺的生意，不過對於當地的中小商戶來說，主

辦世界盃卻是百年一遇的商機。卡塔爾熱門景點之一的瓦其

夫傳統市場正是世界盃效應影響下的受惠者，有店舖老闆表

示營業額比平常激增超過四倍，開店一個月已抵得上以往半

年收入，足證體育絕對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

◆圖/文：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傳真

摩洛哥摩洛哥1212碼淘汰西班牙晉碼淘汰西班牙晉88強強

500港幣變身世盃版阿拉伯王子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

塔爾報道）來到卡塔爾世界盃，當然要穿
着一身阿拉伯王子造型的服飾睇波才夠
“潮”，而瓦其夫市場正是一眾球迷購買
“戰衣”的熱點。正宗的卡塔爾傳統頭飾
和長袍一套售價達兩三千港幣，不過“平
民版”的只需500港幣內已有交易。雖然

衣料質量有差別，不過卻能印上不同國家
的國旗圖案，還有專人教授戴頭飾的技
巧，絕對是世界盃球迷的必買手信。
為響應世界盃熱潮，瓦其夫傳統市場

亦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盃手信購買區，無論
是服飾店、飾品店，甚至是糖果店，總能
看到一些與世界盃相關的商品。不過要數

最受歡迎的必定是卡塔爾傳統服裝店。為
迎合遊客將原本白色的傳統頭飾和長袍添
上色彩斑斕的國旗圖案，相對便宜的價格
更是深受各國球迷歡迎；而且店舖的售後
服務亦相當周到，有專人教授穿戴卡塔爾
頭飾的技巧，有得買有得玩之餘還可以學
到東西。

◆◆瓦其夫市場內的裝飾藝術別具一格瓦其夫市場內的裝飾藝術別具一格。。

◆◆來自加拿大的父子球迷來自加拿大的父子球迷PaulPaul 和和
NickNick對瓦其夫市場讚不絕口對瓦其夫市場讚不絕口。。 ◆◆這位飾品店的老闆談到生意額時笑不攏嘴這位飾品店的老闆談到生意額時笑不攏嘴。。

◆◆在卡塔爾在卡塔爾，，隨處可見售賣隨處可見售賣
世界盃相關商品的店舖世界盃相關商品的店舖。。

◆◆耶辛尼保耶辛尼保
奴奴（（上上））多多
次次““神救神救””，，
助摩洛哥淘助摩洛哥淘
汰西班牙汰西班牙。。

路透社路透社

◆◆摩洛哥的阿古摩洛哥的阿古
特特（（紅衫紅衫））與西與西
班牙中場馬高阿班牙中場馬高阿
辛斯奧爭持不辛斯奧爭持不
下下。。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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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 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 )

想到�国休斯顿展店创业当���

AMA Kitchen带你掌握三⼤�饮趋势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因疫�的缘故为��社交���许��费者⽤�习惯由内⽤改为�带�并⼤

幅提升在线点�频率�为贴�⽤戶�求�许��厅业者陆续推出线上订�服

务���APP点�或是⾃助点�机��少⼈群��与�体��机会�

REALTY GROUP

346-998-8000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詳細�訊�洽UMRE辦�室� AMA@united888.com

�亚营销（AsUnited）助你跟上���饮�趋势��往休斯顿凯�亚�城的AMA Kitchen云端
厨�开店�我们采⽤整合的智��统Kiosk⾃助点�机� 整合����带�内⽤订单��过AMA
On-The-Go 平台与专���团队��合亚�城各品��点推⼴给�费者�AMA Kitchen创��
饮�式⼀站式提供「亚�⻛味」�协助你轻�与�家品��⼿�提供�费者⼀�订购�家�馆不
同的�点�并仅⽀付⼀��费⼀���到府�让�家共同满⾜�费者�求来创�共赢��合进驻
的�家例�: 提供街头⼩吃�之⼩型店家�或是�物易于准备与�合�带的�家�
因应疫�改变�费者⽤�习惯�结合�饮主�云端厨��成本创业的优势�AMA Kitchen为�
家提供现成厨��间�基础厨�设备�业主仅�依照其制��求再引�专业设备�不必�⼼⼒装
�店⾯�我们不仅为业主省下店租�同时负担⼈⼒��险和部�税务�开销�让�⼤幅��开业
成本�启动资⾦预估只�＄11,300 �元�即可�驻凯�亚�城�让���开启�国休斯顿�饮
市场�同时兼顾内⽤与��市场�欢�⼩型�家��创�饮�连锁品�拓点�现�14间厨��
⾯积 230⾄250平⽅�尺可供选择�想到凯�亚�城开店吗?⽴即与我们�络开启�的事业�

价便宜��⽅便��⽽使其业绩�势上升��之位在⼀级��与购物中⼼的连锁�饮�家�定价
相对较⾼�加上�⽀付昂贵租⾦不⻅得占优势�尽�Covid-19⼤�⾏已过疫�⾼��但由于疫
��时可�再��加上�费者�饮习惯⼤幅改变�对于�饮�家来说提供在线或⾃助点�服务并
具备���⼒⼗�重��整体厨�内部�置�从�点制作�出�到�合��⼈员��动线都须�
��当�许��厅采⽤��厨��式�在没�实体�厅的�况下进⾏�点制作���和���

AMA Kitchen 云端厨�创��饮�式

凱�亞�城��年 12⽉限定外�套�

家庭套� (Family Bundle)

AMA ON-THE-GO Home Delivery

单⼈套� (Single SET)
双⼈套� (Double Meal) ＄30

＄50

＄15

套��选: 主� +  副�+ 饮品/�品/点⼼

线上点�或⾃助点�机�助于提升�家效率�并�效节省⼈⼒成本�
疫�让⼤部�⼈倾向于�在家⽤��⽽�友家⼈喜爱的⼝味不尽相
同�可�想��的�点横跨�间店⾯��果在线点��针对这样的痛
点�提供更佳的服务��机会为品�创�更��机并提升⽤戶体验�

�家�过社群经营与内容营销���在���⼤��评论⽹站Yelp与
Google我的�家�⽅布局�让�在⽤戶对�饮品�更熟������
厅�可�建⽴品�专�facebook�丝专⻚定期更��点图�并�享�
厅信息�将这��三⽅平台的⽤戶�引�成为⾃家社群平台的忠实�
丝��过不定期�惠活动引导�费者再度�访�提升客戶�着度�

疫�冲击对纽约�洛杉矶��加哥�⼤都会区的⼀级��影响�⼤�
为�免��增加�疫⻛险�许�⼈减少�往⼈潮密�的��⽤��导
���⼈潮不��往�根据�期�布数据��年���厅内⽤⼈数下
�28%�后疫�时代�饮��成为⺠众⽇常⽣活常态���智库平台
共同发�⼈费奇认为�受疫�冲击服务社区��居⺠的⼩吃店�因单

经营品�社群形�

�饮���带业绩�势上升

在线点�服务

AMA ON-THE-GO

⾃由选择��
喜爱�点

扫码下单

�客优惠�年套�买⼗�⼀

�客订单�费�35元
(�)�上�使⽤折扣码

NEW5OFF折�5�元�

活动期间内订购�年套�
累积满10��再�1�免费

�年套��

额外优惠

活动时间�2022/12/1‒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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