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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幹細胞(Stem Cells) 是指在原始階段、未分化的細胞，此細胞具備自我更新、分化與再生的能力。
▌幹細胞療法是治療退行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開拓性方法，又被稱為再生醫學，能幫助身體重建修復，啟動抗病與醫療的新

契機。
▌我們使用臍帶血幹細胞，由新生兒臍帶血所提煉而出，是目前五種幹細胞來源中最優良的，密度高，修復效果好。能幫助減

少發炎、控制免疫系統、和幫助中樞神經系統的再生。
▌幹細胞療法是世界上最自然、最有效的抗炎、抗病毒、抗菌、自我調節、和滋養身體的療法，為身體的免疫系統提供巨大的

修復與治療能量來源。
▌「幹細胞療法」，沒有任何副作用，且比大多數的治療更便宜、更安全。

 832-998-2416 (中文)    281-208-7335 (English)  

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幹細胞療法 疼痛患者的大福音

地址: 9798 Bellaire Blve #K, Houston, TX 77036 (位於黃金廣場)–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

「幹細胞療法」通過FDA檢測，如果您曾經嘗試其他注射療法卻無明顯的效果，歡迎您
來試試「幹細胞療法」。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運用「幹細胞」療法，成功地為
許多病人解除疼痛，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機體功能，免除開刀的各種風險。

什麼是「幹細胞療法」? 

陶慶麟 
醫師

何成宗 
       醫師

使用「幹細胞」來治療關節炎、膝關節受傷、腰背痛、肩膀痛、手腕或肘部痛、
腳痛、足底筋膜炎等各種疼痛，不用開刀就能有效消除病痛。

D03-Tao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陶慶麟6C_40

A08_STONE石山地產陽花山1357C_8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本週四 美南周刊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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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因潮  先生
休士頓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
美南浙江同鄉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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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夫妻擁有壹野生動物園法國夫妻擁有壹野生動物園 在家養獅子幼崽在家養獅子幼崽

法國卡斯泰法國卡斯泰，，朱麗葉和多米尼克兩人有壹個野生動物園朱麗葉和多米尼克兩人有壹個野生動物園，，他們會在他們會在
家中拯救壹些獅子幼崽家中拯救壹些獅子幼崽。。他們用他們用66個月時間來拯救這些幼崽個月時間來拯救這些幼崽，，66個月過個月過
後將動物們送到它們的母親身邊後將動物們送到它們的母親身邊。。

日本神社展出日本神社展出18001800個人偶娃娃迎女兒節個人偶娃娃迎女兒節

日本勝浦市遠見岬神社的日本勝浦市遠見岬神社的6060級石階上擺放了約級石階上擺放了約18001800個娃娃個娃娃，，迎接女迎接女
兒節兒節。。每年每年33月月33日是日本傳統的女兒節日是日本傳統的女兒節，，又稱人偶節又稱人偶節，，父母通常會把人偶父母通常會把人偶
娃娃裝飾在家門口娃娃裝飾在家門口，，為女兒祈福為女兒祈福。。日本千葉縣的勝浦市每年都會舉辦大型日本千葉縣的勝浦市每年都會舉辦大型
人偶節人偶節，，節日期間節日期間，，當地市藝術和文化中心會展出當地市藝術和文化中心會展出60006000個人偶個人偶。。

美
滑
雪
名
將
平
昌
比
賽
後

美
滑
雪
名
將
平
昌
比
賽
後

赴
韓
國
狗
肉
農
場
領
養
小
狗

赴
韓
國
狗
肉
農
場
領
養
小
狗

美國知名自由滑雪運動員Gus Kenworthy在完成平昌冬奧會的比賽後，走訪韓國始興
市壹處狗肉農場。Kenworthy曾在索契冬奧會期間救下了5只流浪狗，而這壹次他想在狗肉
農場領養壹只小狗。

與Kenworthy壹同現身該狗肉農場的還有國際人道協會（HSI）的執行主任Rebec-
ca Aldworth。HSI的最終目標是向韓國政府施壓，迫使他們主動關閉狗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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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傳出負面消息
智能化能否讓無人貨櫃走得更遠

短短壹年內，北上廣深等壹二線城

市的寫字樓裏入駐了五花八門的開放式

貨架。這些貨架無人看守，商品是泡

面、薯片、飲料等零食，用戶通過掃描

二維碼線上支付後即可拿取商品。

“解決購物最後 50米”是出現在

辦公場景內的無人貨架的核心理念。

2017 年，無人零售被認為是新零售的

重要壹部分，吸引了眾多投資者的關

註。壹方面，騰訊、京東等互聯網巨

頭紛紛入局；另壹方面，大量無人貨

架接連傳出撤櫃、裁員、“被迫賣身”

等負面消息。

在冰與火之間，智能化技術日益

被運用其間，成為無人貨架進化的新

方向。

無人貨架領域融資額已超30億元
早在2015年無人貨架就已經初現雛

形，2017年它迎來了第壹個投資熱潮。

據公開資料顯示，去年無人貨架領域已

披露的融資項目已超25個，累計金額超

30億元。如猩便利、果小美、哈米科

技、小e微店、零食e家等新零售品牌大

量湧入線下無人貨架領域。

相較於無人便利店，無人貨架技術

門檻低；而相較於傳統便利店，無人貨

架可選商品數量、種類簡單，供應鏈相

對較輕，商業路徑更清晰。白領的辦公

場景被業內公認為零售業的“無人區”，

“風口+處女地”的誘惑是大量資本瘋

狂入場的原因之壹。

Talking Data發布的《2017年無人貨

架行業白皮書》顯示，從融資額度來

看，騰訊領投的每日優鮮便利購以 2

億美元的融資金額位居第壹梯隊，阿裏

背景的果小美，以及美團背景的猩便

利、小e微店暫居第二梯隊。

隨著大量資本的進入，壹場比拼鋪

點速度的競賽在無人貨架玩家間如火如

荼地開展。

數月間，猩便利在全國設下4萬個

貨架，2017年12月日峰值曾沖至100萬

單。在其他媒體的采訪中，猩便利聯合

創始人司江華曾表達過自己對無人貨架

點位擴張的觀點。他認為哪壹家無人貨

架公司率先達到30萬個左右點位的體

量，基本上就能占據絕對優勢。

同樣采取快速擴張策略的公司還有

每日優鮮，據了解，目前每日優鮮獲得

的融資主要用於推廣，每日優鮮的目標

是在60個城市快速完成50萬個點位的拓

展。

為了追求增速和市場占有率，友盒

無人貨架也曾經歷過僅追求快速鋪設點

位的時期，早在2017年3月，友盒就嘗

試過將經營重心全部放在點位數量上。

無人貨架遭遇困境：
貨損率、物流補貨費用高
2018年1月，瘋狂擴張點位的猩便

利無人貨架沒有迎來春天，相反地，大

量猩便利大幅裁員、大撤貨架的負面消

息接踵而至。

在經歷了4個月的瘋狂後，成都無

人貨架品牌“GOGO小超”從誕生走向

停運。“GOGO小超”項目也成為了西

南地區首個倒閉的無人貨架項目。

無人貨架早期的玩家之壹領蛙曾於

2017年宣布獲得長嶺資本數千萬元A輪

融資。而據媒體報道，迫於融資形勢嚴

峻，領蛙將並入便利蜂的無人貨架業

務，成為便利蜂旗下品牌。此外，番茄

便利和51零食也選擇“賣身”，被果小

美和猩便利收購。

除此之外，七只考拉大裁員 90%

以上，僅保留物流和倉儲部門的傳

言，也被七只考拉創始人文朝輝的內

部信證實。七只考拉無人貨架項目遭

棄，公司轉型做封閉智能設備考拉盒

子。

無人貨架品牌友盒則是無人貨架

行業裏的先鋒玩家之壹。據了解，在

拿到天使輪融資後，友盒開始發展校

園零食貨架，主要投放在食堂、文具

店、打印店等場景中。經過試錯和轉

型叠代，2016 年夏天，友盒最終確定

辦公室的商業場景、無人值守貨架的

商業模式。目前友盒共有近壹萬個無

人貨架點位，覆蓋了九個城市，點位

大多數分布在壹二線城市，其中近壹

半點位設立在北京。

據友盒創始人陳惠魯介紹，無人貨

架成本共分為壹次性投入成本和後期運

營成本兩類，他認為，在後期運營成本

中，補貨運輸成本及貨損成本不可忽

視。在陳惠魯看來，提升流水和降低貨

損，是比較需要下功夫的兩個地方。

由於無人值守，憑借客戶自身自

覺性進行收費等特點，不少業內人士

將其戲稱為壹門考驗人性的生意。貨

損率也決定了壹個貨架是否可以持續

運營，5%的貨損率常被看做無人貨架

的生死線。

此前已關停的“用點心吧”創始人

易濤在接受相關媒體采訪時曾表示，辦

公室的零食消費場景真實存在，但零食

貨架貨損較高是壓垮他們的主要原因。

“我們現在貨損率是5%~6%之間，

這半年以來，我們的貨損也漲了壹兩個

點，以前最低的時候能夠做到5%以內。”

陳惠魯表示，正常情況下貨損率應該是

逐步降低的，最近這半年貨損率增高有

行業影響的原因。

“我們很多同行為了追求速度，把

貨架就放在那裏，承諾客戶可以隨便吃。

這就導致了後期大量的貨架空置、無人

貨架不敢補貨等情況出現。這種方式對

行業是很有問題的，這樣的惡性競爭對

誰都沒有好處。”陳惠魯認為，白領們

最終需要的是貨架帶來的便利服務，無

人貨架行業壹定要和客戶達成壹定的共

識。等到行業逐漸成熟、逐漸理性，大

家慢慢接受了無人貨架後，貨損率也會

逐步下降。

同時，倉庫設計也決定了無人貨架

的物流運輸成本。如果貨架點位的密度

鋪得不夠密，相應地在物流上的成本也

就會被拉大。大多數無人貨架企業，在

設置倉庫前會先分析城市模型和商圈模

型，再基於城市、商圈的模型特點進行

倉庫布局設計。通過模型的優化決定建

倉的屬性，如建倉位置、建倉大小、倉

庫功能屬性等，這樣的操作方式能夠將

整個城市的物流成本控制到最低。

“我們使用大數據算法來管理每個

點位，按照點位等級分為六級。最好的

可能壹周或者10天就更新壹次，如果是

銷量比較壹般的店，我們可能壹個月換

壹批貨。友盒平均補貨運輸成本為20元

每次。”對貨損率問題，友盒方表示，

從貨物盤點進去的那壹刻，就要時刻和

用戶（公司）達成比較和諧的合作。如

果某公司的貨損低，將采用折扣、送禮

品等激勵方式。如某公司貨損高，高

到壹定的程度後就停止補貨甚至撤出

貨架等。

智能、精細化運營或成新零售領域
要點

“壹個勁地拓展數量，讓數量來撐

我的估值，利用估值再去融資之類的模

式大家已經很難去埋單了，猩便利也證

明了這個是不可行的。”陳惠魯認為，

行業再往後發展，將會有更多懂零售的

資本進來，這才是這個行業逐步走向正

軌的方式。零售行業中，大家比拼的應

該不是誰的開店速度快，而是誰的開店

能力強。

2016 年，馬雲提出“新零售”概

念，他認為純電商時代已經過去了，未

來十年是新零售時代，線上線下必須結

合起來。無人零售被認為是新零售的壹

個重要部分，無人店和無人貨架同時吸

引了眾多投資者的關註。但隨著無人零

售的發展，在新零售領域中，智能貨

架、智能販賣機等依托強技術進行無人

零售同樣成為了新興熱點。

魔盒CITYBOX是眾多智能販賣機中

的壹員，目前主要在上海，北京，杭

州，廣州，南京等10多個大城市進行布

點。相對於無人貨架而言，智能販賣

機、智能貨架成本較高，據魔盒CITY-

BOX介紹，現在市面上壹臺智能販賣機

設備平均價格是兩三萬元。

魔盒 CITYBOX 的點位數目前有

5000個左右，魔盒的申請門檻多是100

人以上的企業，因此大部分點位比較

優質。魔盒CITYBOX商品後臺有 3000

多個 SKU（庫存量單位），會根據不

同的點位，不同的場景配送不同的商

品，壹個魔盒 CITYBOX 能放置 40 個

左 右的 SKU。 據了解，現階段魔盒

CITYBOX 使用 RFID（射頻識別）技

術，掃碼開門，自動結算，貨物盜損

率幾乎為零。

“履約能力實際上是根本性解決客

戶體驗的問題。履約，是我們繼技術之

後，投入得最多的，這也是嘗試可能性

最多的。”點位的數量、密集度是未來

無人貨架行業的重要指標。

魔盒方面表示，從倉配、貨運到

上貨，智能貨架上貨也並非易事。如

果能在合適的時間把合適的商品送到

合適的點位，商家同樣會獲得轉換

率。“妳可以說我有很強的商品，妳

可以說我有很強的運營，妳可以說我

有很強的點位資源，但在沒有履約的

情況下，這些東西都很難做到真正意

義上的轉化。”

投入運營後，智能貨架運營逐漸凸

顯，魔盒CITYBOX打造了完善的“魔

方”雲端平臺，使用模塊化的硬件體系

來滿足不同場景的運營需求，系統根據

不同折扣需求，隨時修改商品價格；針

對個人喜好，推送促銷信息；根據商品

銷售情況，進行智能補貨。

雖然與無人貨架是在完全不同的賽

道上，但魔盒CITYBOX有關人士認為，

運營通過雲端平臺變得很輕，精準運營

才是智能零售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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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權威籲關注“紅色財團”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在近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多位中國

經濟界權威均提到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金融風險。中國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警告，有很多國企和民企已經成

為“紅色財團”，這些財團股權鏈條和投融資鏈條都不清晰，對此應

進行關注。他強調要對這些財團進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們的透

明度，強化他們的披露，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我

想東亞病可能會在中國爆發。”

2月25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
2018年年會，由中國人民銀行副

行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易
綱主持，樊綱、李揚、樓繼偉、錢穎一、
吳敬璉、吳曉靈、夏斌、許善達、任志強
等出席會議。
張文魁表示，現在的國有企業，特別

是央企財團化非常嚴重，幾個大企業合併
起來，成了國內500強，世界500強。很
多民營企業搞金融、搞房地產，也成了財
團。“他們動不動就是上千億，甚至是幾
千億元的貸款。但是他們的償債能力怎麼
樣？他們的全要素生產率怎麼樣？這是非
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現在
已經越來越多暴露出這些問題，所以除了
殭屍企業之外，財團化是非常嚴重的，下
一步會成為重點。”

慎防中國金融危機
張文魁認為，10年前爆發的歐洲金

融危機是因為工作時間短，福利高，實體
經濟衰敗，北美金融危機是居民部門過度
按揭貸款造成的，中國的危機也可能是亞
洲金融危機、歐洲金融危機和北美金融危
機的“三合一”。當然，更重要的是亞洲
金融危機因素，“20年前，很多韓國的財
團以及東南亞財團，雖然他們不是國有的
財團導致的政商連接非常嚴重，吸取了大
量的金融資源，造成了這些問題。”

“現在不單是民營企業，包括很多國
有財團。國有財團可以做紅色財團，很多
民營的財團其實也是淺紅色的財團，他們
跟政府官員有很多的聯繫。”張文魁批評
這些財團不但股權鏈條不清晰，融資投資

鏈條不清晰，甚至業務鏈條不清晰，透明
度很差。他強調，“下一步簡而言之，要
對這些財團進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們
的透明度，強化他們的披露，這是最基本
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我想東亞病
可能會在中國爆發。”

社會缺乏風險意識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

偉則認為，當前一個大問題就是金融風
險，全社會缺乏風險意識是大問題。他
稱，“我現在返回投資界，看到的全是風
險……最近金融業協會開始登記註冊，發
現有些GP管了好幾十個基金，這在國際
上是不允許的，但在我們這裡成了常態，
這怎麼可以？”故他強調，要施行比較嚴
格的監管。
樓繼偉還指出，要關注市場風險和政

策風險，“政策風險是最不可預估的，我
們經常看到的是政策風險，監管從這一端
走到那一端，不可預期的持續的監管方
式。”此外，還要研究金融市場模式，
“否則光談監管模式恐怕還不行。”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
璉也在同一場合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
決定提出了336項改革，現在過了四年
多，要檢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
些東西需要改進，哪些地方原來執行不
力，有很多實際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
喊口號。“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高屋建瓴
的，但是不能落到實處就變成一紙空
談。”他認為，政府提出號召，“你們要
做什麼，政府自己要做什麼，應該作出比
較實際和明確的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上市A股的樂視網發佈2017
年全年業績快報，全年業績由盈轉
虧，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虧損為
負116.1億元（人民幣，下同），基本
每股收益為負2.9146元。報告期內公
司實現營業總收入74.63億元，較去年
同期下降66.06%；營業虧損為157.6億
元；利潤總額負157.4億元。
樂視網在公告中表示，主要有三

方面導致公司2017年度經營業績大幅
下滑：一是由於持續受到關聯方資金
緊張、流動性風波影響，社會輿論持
續發酵並不斷擴大，對公司聲譽和信
用度造成較大影響，公司的廣告收
入、終端收入及會員收入等業務均出
現較大幅度的下滑。同時，公司日常
運營成本（如 CDN 費用、攤提費用
等）以及融資成本卻不斷增加。
其次，報告期末，考慮關聯方債

務風險及可收回性等因素的影響，經

初步測算，公司預計將對關聯方應收
款項計提壞賬準備約為44億元。此
外，公司管理層出於謹慎性考慮，對
無形資產中影視版權、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等長期資產存在的減值風險進行
識別及判斷，經初步測算預計將對部
分長期資產計提減值準備約35億元。

西部證券起訴賈躍亭
另據西部證券27日傍晚發佈業績

快報稱，公司2017年淨利為7.36億
元，同比下降34.52%，淨利減少幅度
較大的主要原因為計提金融資產減值
準備較多所致。據其進行的單項金融
資產減值測試，信用交易業務質押股
票“樂視網”，融出資金本金作為單
項金融資產計提減值準備43,941.56萬
元，超過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
計歸母淨利30%。

據披露，截至去年12月31日，西
部證券共計為質押股票“樂視網”融

出資金本金101,850萬元，其中向賈躍
亭融出本金47,350萬元、向賈躍民融
出本金29,600萬元、向劉弘融出本金
24,000萬元、向楊麗傑融出本金900萬
元。賈躍亭及賈躍民因股票質押式回
購交易相關協議到期後，未履行相應
合同義務，已構成違約。為維護自身
合法權益，西部證券向陝西高院提起
訴訟，法院已正式受理。

樂視網去年勁虧116億

■樂視網去年全年錄得淨虧損116.1
億元人民幣。圖為賈躍亭。 資料圖片

張文魁批評股權鏈條融資投資鏈條不清晰 促提高其透明度

■■在日前的中國經濟在日前的中國經濟5050人論壇人論壇
20182018年年會上年年會上，，多位中國經濟界多位中國經濟界
權威提到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以權威提到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以
及金融風險及金融風險。。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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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升班馬變最大黑馬

中超升班馬變最大黑馬

今今年年2424歲的卡拉斯高是比利時國家歲的卡拉斯高是比利時國家
隊國腳隊國腳，，司職左邊鋒司職左邊鋒。。卡拉斯高卡拉斯高

在在20152015年夏天從法甲摩納哥加盟馬體年夏天從法甲摩納哥加盟馬體
會會，，兩個半賽季中出場兩個半賽季中出場124124次攻入次攻入2323
球球。。20152015至至20162016賽季歐聯決賽賽季歐聯決賽，，卡拉卡拉
斯高在對陣皇家馬德里時攻入了扳平入斯高在對陣皇家馬德里時攻入了扳平入
球球，，可惜最終馬體會還是倒在可惜最終馬體會還是倒在1212碼大碼大
戰戰。。

需繳納高額調節稅
這次重金引進的另一外援加坦這次重金引進的另一外援加坦，，

來自阿根廷中場來自阿根廷中場。。20162016年夏年夏，，加坦從加坦從
葡超勁旅賓菲加轉會而來葡超勁旅賓菲加轉會而來，，在一個半賽在一個半賽
季的時間裡完成了季的時間裡完成了4949場比賽場比賽，，並有並有44個個
入球入賬入球入賬。。據悉據悉，，大連一方在求購費蘭大連一方在求購費蘭
度托利斯失敗的情況下度托利斯失敗的情況下，，最終簽下這名最終簽下這名

阿根廷國腳阿根廷國腳，，雙方簽訂了一份為期雙方簽訂了一份為期
兩年的合同兩年的合同。。

由於中國足協為防止高價引進由於中國足協為防止高價引進
外援外援，，增設了增設了““調節稅調節稅””這一規定這一規定，，中中
超球會引進外援凡是超過超球會引進外援凡是超過44,,500500萬元人萬元人
民幣民幣（（約合約合600600萬歐元萬歐元），），都需要向中都需要向中
國足協繳納國足協繳納11::11的調節稅的調節稅。。因此因此，，大連大連
一方在引進二人的同時一方在引進二人的同時，，亦需繳納高額亦需繳納高額
調節稅調節稅，，總花費預計達到總花費預計達到99,,600600萬歐元萬歐元
（（約合約合77..4646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

大連一方俱樂部官方早前宣佈大連一方俱樂部官方早前宣佈，，
此前効力於英超韋斯咸的中堅荷西方迪此前効力於英超韋斯咸的中堅荷西方迪
加盟加盟。。荷西方迪是葡萄牙現役國腳荷西方迪是葡萄牙現役國腳，，已已
為國家隊出戰為國家隊出戰2727場場。。據英媒消息據英媒消息，，荷荷
西方迪的身價並不高西方迪的身價並不高，，僅有僅有490490萬英鎊萬英鎊
（（約合約合44,,318318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雙方簽約雙方簽約
33年年，，稅後年薪稅後年薪350350萬英鎊萬英鎊（（約合約合33,,084084
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新賽季中超聯賽即將在本周五打新賽季中超聯賽即將在本周五打
響響，，大連一方在積極尋找第四名外援的大連一方在積極尋找第四名外援的
同時同時，，也在中國向許多球員提供報價也在中國向許多球員提供報價，，
但由於時間問題但由於時間問題，，恐怕引入內援將會等恐怕引入內援將會等
到夏季轉會窗口開啟之後才能完成到夏季轉會窗口開啟之後才能完成。。上上
周四周四，，萬達正式接盤大連一方的消息傳萬達正式接盤大連一方的消息傳
出出，，球會最早要到年底方可進行股權變球會最早要到年底方可進行股權變
更更。。事實上事實上，，一方集團董事長孫喜雙與一方集團董事長孫喜雙與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交往甚密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交往甚密。。同同
時時，，大連一方官方聲明大連一方官方聲明，，稱未與任何外稱未與任何外
籍教練團隊接觸籍教練團隊接觸，，目前網上個別媒體的目前網上個別媒體的
此類傳言均不屬實此類傳言均不屬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2月27日，西甲馬體會宣佈，卡拉斯高、加

坦加盟中超聯賽球隊大連一方。其中，卡拉斯高轉會費高達3,000萬歐元，加坦轉會費

為1,800萬歐元。在萬達重新進入足球圈並入主大連一方後，球會顯示

了強大購買力。即將拉開戰幕的新賽季中超聯賽

中，這支升班馬有望成

為最大黑馬。

比利時球員卡拉斯高確認離開西甲
馬體會、加盟中超球隊大連一方；他表
示，中國足球的發展是促使他作出這一決
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卡拉斯高說：“我決定離開馬體會，

在大連一方開始一段新的征程。我對作為
馬體會投資方的萬達集團很熟悉，他們在
競技方面的計劃說服了我，並促使我下定
了這個決心。”他肯定，大連一方開出的
邀請“展示了對我的信任和尊重，並為我
提供了一個發掘個人潛質和開拓自我未來
的機會”。比利時邊鋒還透露，中國在諸
多方面都對他有着強大的吸引力：“中國
足球聯賽正在蓬勃發展，擁有出色的工作
環境和現代化的體育設施，足球水平也在
年年攀升。”
同時卡拉斯高也強調，遠離歐洲賽

場對自己的世界盃之夢不會有任何影響：
“我與歐洲大陸之間的距離，並不代表我
參與世界盃的雄心有所減弱。我將作出必
要的努力，向國家隊主帥展示：我已準備
好今夏隨紅魔比利時參與俄羅斯世界
盃。” ■新華社

卡
拉
斯
高
：

中國足協2月27日在上海
召開2018賽季職業聯賽動員
大會。記者獲悉，新賽季中超
將加大處罰力度，啟用視頻球
證（VAR）及附加助理球證技
術（AAR），暴力行為直接驅
逐。
新賽季中超對嚴重犯

規、暴力行為等都將加大處
罰力度，對危及對方球員安
全、野蠻動作搶截、單腿或
雙腿蹬踹動作、攻擊對方頭
部等，不管是否有身體接
觸，都“必須視為嚴重犯
規”，直接出示紅牌，不得

降格處理。另外，在球場上
無論是球員、俱樂部官員、
行政官員、觀眾等任何人有
暴力行為，都將會被直接驅
逐出場。
此外，2018新賽季中超

將啟用視頻球證及附加助理球
證，並強調視頻助理球證技術
的使用範圍，即只有在入球、
判罰12碼、直接紅牌和處罰
對象錯誤的情況下使用球證視
頻回放功能。無論是否使用該
技術，球證都需要先作出決
定，而不是將決定權交給視頻
助理球證。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國籃2月26日晚客
場擊敗港隊的世界盃A組外圍賽一戰後，國籃主帥杜鋒
直言，港隊隊員比賽態度值得國家隊員學習。
杜鋒說：“感謝港隊與國家隊合演一場精彩的比

賽，雖然港隊不是全職球隊，但他們在場上拚搏的精神
很值得國家隊學習，即使在全場落後的時候表現仍十分
敬業，雖然比分落後，但也打出過很多精彩的配合，拉
出進攻空間並以外圍投射得分，更有一段三分攻勢為我
們帶來不少麻煩。”

惠龍兒：與國手差距沒想像中大
至於港隊隊長惠龍兒就認為，港隊與一眾國手差距

並沒想像中大：他說：“我們和國手之間的差距沒想像
中那麼大，個別位置我們並不輸蝕，好幾位隊友比如李
琪、蔡再懃在CBA明星級球員面前仍能發揮自身能
力，證明香港籃球的水平持續有提升。”

惠龍兒又說：“港隊備戰時間不及其他球隊有訓練
營，我們磨合時間不足。但經過多場世界盃賽事後，可
以看到我們默契愈打愈夾，餘下兩仗會做得更好。”港
隊餘下兩場世界盃外圍賽賽事，分別在6月28日作客新
西蘭和7月1日主場對韓國。

完成CBA新秀賽季，惠龍兒和經理人仍在與浙江
稠州商討來季安排，待3月15日向球隊報到後會有明確
答案，他希望清楚會方對自己的要求，做好球會工作。

國籃主帥杜鋒：港隊態度值得學習
“FIVB女排國家聯賽”的香

港站參賽球隊近日確定為中國、
日本、意大利及阿根廷，香港球
迷將可在港看到中國女排的風
采。一直廣受球迷歡迎的“FIVB
世界女排大獎賽”已成歷史，國
際排球聯會早前已表示將以全新
的“FIVB女排國家聯賽”取代大
獎賽。本屆“FIVB女排國家聯
賽”於5月中展開，5周賽事共20
站，當中香港站賽事為第12站，
將於5月29至31日在香港紅館舉
行，訪港球隊包括中國女排、日

本、意大利及阿根廷。
另 外 ， 亞 洲 排 球 聯 會

（AVC）2月27日為10項亞洲級
賽事進行抽籤，包括今年暑假期
間在香港主辦的首屆“亞洲女排
挑戰盃”，港隊將在主場迎來其
他亞洲國家的挑戰。今年首辦的
“亞洲女排挑戰盃”為兩年一度
的賽事，將於7月30日至8月5日
在香港舉行，參賽隊伍包括烏茲
別克、斯里蘭卡、斐濟、蒙古、
澳門、馬來西亞及新西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女排國家聯賽 中阿意日會師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女子乒乓球隊早前奪得
世界盃團體賽銅牌，球隊2月27
日中午從英國倫敦凱旋回港。港
女隊以全香港本土培養的球手出
戰，總教練陳江華十分滿意她們
在整個比賽中表現出很好的抗壓
能力。同時，對於從這次奪銅，

展望今年亞運獎牌機會？陳江華
坦言：“今個賽事為東京奧運採
用賽制，跟亞運會不同賽制，印
尼雅加達亞運就只設有五個獎
牌，分別是男、女子團體、男、
女子單打和混合雙打。實力上我
們兩個團體項目可衝獎牌，至於
混雙就看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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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助理球證

■■中超新賽季啟用VAR。 資料圖片

■ 杜 鋒
（左）在指
揮球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志南攝

■ 惠 龍 兒
（左）在比
賽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志南攝

■■荷西方荷西方
迪早前已迪早前已
加盟大連加盟大連
一方一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阿根廷阿根廷
中 場 加中 場 加
坦坦。。

法新社法新社

■■卡拉斯高落卡拉斯高落
““馬馬”。”。美聯社美聯社

新 賽 季 中 超 啟 用

港女乒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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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屬鼠人進入2018年戊戌狗年，今年為驛馬年
，有遷移外出的動象，走動一定會比平時要頻繁
，即使平日不喜歡外出的屬鼠人，今年亦可能會
作一個短途旅遊，平時已經喜歡旅行的人，今年
積極性將會更高。屬鼠人今年行動上會較為懶散
，有時放慢一下脚步也是好的，加上今年是驛馬
年，如果時間許可的話，可給自己放一個長假，
看看一下外面世界，感受一下別人的生活，這樣

對自己的內心亦能起到正面作用，能更清楚自己
所需，因為每天待在一個忙碌的崗位上，有時迷
失了自己也不知道。

今年吉星有 「地解」入宮，此星可逢凶化吉
，能大大減輕凶星的影響力，如果在事業上遇到
困難，不妨主動向有能力的親友或者同事求助，
在他人的幫助下可輕鬆解決問題。

凶星則有 「孤辰」在命宮，主要對情緒帶來
負面影響，心情難免會孤獨，時常被消極的情緒
左右自己，尤其是被派到外地工作者，孤獨的心
情更明顯，在此期間儘量多約朋友外出，吃飯、
逛街或者遊玩，及時化解負面的情緒。 「飛廉」
、 「喪門」、 「地喪」入宮則會給身體帶來較大
的衝擊，不管工作還是生活上都不要給自己太大
壓力，今年是一個適合放慢節奏的年份，以輕鬆
的姿態面對各種問題，不但會使得事情簡單化，
身體也會收益匪淺。另外家中的老人身體容易出
現問題，尤其是有舊患的老人，更要悉心照料，
發現問題及時醫治，以防病情惡化。

鼠

丑 生肖屬牛人去年為太歲相合年，
人緣運不差，進入2018年戊戌狗年，
更是有 「天喜」桃花入宮，不但人緣

運更佳，單身者更可把握機會，極有機會在今年
開展一段新的感情；雖然 「天喜」桃花沒有 「紅
鸞」那麼重，但也是真桃花，比較容易認識到能
夠發展下去的異性。已經有穩定感情者，亦有婚
嫁機會，加上今年運勢亨通，精神氣較佳，在這
氣氛的影響下，必然增加婚嫁的機會。

肖牛人今年為思維清晰活躍的年份，是一個
可以放慢脚步仔細思考的時期，尤其是73年及85

年出生的屬牛人，踏入社會已經有一段時間，可
仔細審視目前的情況，客觀看待自己的能力和位
置，發現不足之處和未來的方向，為自己制定周
全的發展計劃，對未來的事業發展會有重要的指
導意義。

今年吉星有 「天喜」桃花星，除了對男女感
情有幫助外，對人緣運亦能起到積極作用，即使
是已婚者，這顆天喜桃花對夫妻的感情和諧也有
正面的助力。 「太陰」則為女貴人星，今年在工
作上易得女性貴人扶助，若上司、合作夥伴或者
下屬是女性的話，都有機會給屬牛人提供較大的
幫助。

凶星有 「貫索」、 「勾神」、 「破碎」等小
的凶星，不足以對吉星造成大的威脅，因此並無
大礙，所以本年可說是只有吉星而無凶星的一年
，加上桃花星相助，事業必煞較為順暢。

至于經商投資的屬牛人，則可借助今年良好
的人際運，加大產品和服務的推廣力度，可有效
獲得客戶的認可，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牛

寅 去年為屬虎人的桃花年，而這桃花
的影響力在 2018 年狗年的上半年仍然

存在，單身者可把握好今年農曆一月、五月這兩個
桃花月，有望帶來一份新的感情；準備結婚的屬虎
人，如果去年未能成功，今年上半年機會仍大。今
年又為肖虎的寅戌相合年，人緣佳，感情運亦穩定
，尤其是去年結識的異性，今年容易有良好的進展
。今年屬虎人為學習能力極強的年份，適合考取證
書、學位或者職稱，在大機構任職的屬虎人也有望
通過評級而獲得升職加薪的機會。今年財運良好，
正財偏財都能獲得不少的進賬機會，通過踏實努力

的工作能得到相應的回報，經商投資人士如能把
握好市場變化，提前做好準備，可在貴人的助力
下贏得更多的商機。

今年吉星有 「天解」、 「解神」，這兩顆乃
逢凶化吉的星曜，有利減輕凶星之力，雖然屬虎
人今年是太歲相合年，人緣運是不錯的，不過今
年是非星亦不少，這兩顆解星正好能與是非的凶
星對沖。

[三台] 星入宮，意味著地位提升有進步，良
好的人緣運，正好讓虎人增加升遷機會，即使非上
班一族，亦可借助此星把自己在行內的名聲提升，
這總能為事業帶來正面影響。

凶星有 「五鬼」小人星，今年小人無處不在，
防不勝防，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莫管閑事、不搬
弄是非，小人自會遠離。 「官符」、 「年符」入命
，會帶來突如其來的官非是非，導致人事不和，但
這些官非不一定是要緊的，可能只是闖紅燈又或者
是違規停車而被罰款，總之今年做事規規矩矩便可
以了。

虎

卯
屬兔人去年沖太歲，容易出現感情、事業及住

房等方面的變化，而這種不穩定因素會維持至
2018年上半年，尤其是感情方面，有穩定感情而
又未婚者，感情仍然容易出現問題；相反，單身者
上半年仍然有意想不到的桃花運出現，尤其是農曆
三月及六月，這兩個桃花月更要積極參加活動或者
聚會，多給自己結識異性的機會。

本年屬兔人為權力地位提升年，這對上班一族
的影響最為直接，如今年公司準備作內部提升的話

不妨努力爭取，積極奮進，將會得到上司的認可。
從商或者投資者名氣地位提升帶來的得益不一定是
直接的，因個人或者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了，將會得
到更多客戶的支持和認可，並且不斷擴大規模，為
將來的良好收益打下堅實的基礎。

吉星有 「月德」臨門，此星有逢凶化吉之意，
今年即使遇到困難和挫折，只要虛心向周圍的人求
助或者請教，將會得到強有力的幫助，並且使得問
題迎刃而解，事半功倍。

凶星有 「劫煞」入宮，代表容易因親友而無故
招致損失，譬如借錢不還、替他人擔保卻要自己承
擔、受人連累而導致破財等，年初可多做善事，主
動用金錢去幫一些有需要的人，能化解破財的隱患
。 「小耗」也是另一顆破財星，若有一些較為心儀
而不捨得買的物品，可趁著今年花錢購買，既可應
掉了破財的情況，又能獲得心頭所好，可謂一舉兩
得。 「死符」意味著今年會有不少小的疾病，除了
上半月因去年相沖的關係仍然容易身體損傷外，本
年身體總體上不會出現大的問題，只是一些舊患需
要留意，以防有復發的危險。

兔

辰
屬龍人進入 2018 年狗年，今年是

沖太歲生肖，各方面都會面臨較大的變
化，運勢難免動蕩起伏。且今年為有大耗、歲破等
凶星進入命宮，易見刀傷或者車禍，尤其是農曆三
月、九月宜進行捐血、洗牙以應損傷流血，駕駛者
更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以免招致意外損傷。變化方
面，如要搬遷，應當選好良辰吉日，並且在室內進
行簡單的風水布局，化解太歲煞氣，無論收入穩定
的上班一族又或者是從商者都適合。

事業方面，工作穩定的工薪一族可以不變的話
最好便留在原地，如無可避免要轉變的，記著不要

心存厚望，如要跳槽或者轉職，需要事先做好周全
的準備和規劃，不打無準備的仗，以免陷入失業的
被動局面中。相反，對于收入不穩定的經商人士或
者創業者，今年要主動出擊，尋求產品或者管理模
式上的創新以及變化，不斷提升品質和服務，在變
動中贏得市場和客戶。

感情方面，以三十歲的屬龍人最容易出現變化
，除了結婚、分手外，添丁亦是變化之一種；而單
身者，今年容易出現一段突如其來的感情，但需要
花費一些心思去維護。

今年吉星有 「月空」，逢凶化吉，能減輕凶星
的壞影響。

凶星有 「大耗」，代表大破財，這是每年沖太
歲生肖都會跟隨的凶星，但這不一定代表錢財無端
耗費掉，因沖太歲生肖特別容易出現遷移及外出，
而這兩者都必然會導致一些額外支出，這樣也算應
掉了破財。 「囚獄」入宮，不但要提防牢獄之災，
也意味著今年是非較多，小人纏繞，沖太歲年是非
本來就會較平時多，今年不管做人還是做事都以低
調為前提，不參與是非和隨意評論他人或者公司，
以免帶來是非煩惱。

龍

巳
屬蛇人來到2018年狗年，有【紅鸞】這顆

正桃花星入宮，人緣及貴人運比去年更佳，人
緣運好，必然會為事業帶來正面作用，現代商
業社會，人際關係也算是重要的一環，人緣好
了，做事自然容易水到渠成，否則便會處處遇
到阻力。肖蛇今年又為思想投資得財年，人緣
運所起的作用比往年來得更重要，尤其是打算
在今年想要在事業上大展拳脚譬如創業或者擴
大投資的屬蛇人，更能起著積極的正面作用，
因為開始籌備時，必然需要各方之助又或者時

常要徵詢別人意見，這個人緣年正好為屬蛇人
避免了不少阻力，即使沒有打算在今年開始新
的計劃，在這經濟逆轉期能得貴人扶助，也能
使得蛇人在各方面遇到困難時能夠扭轉乾坤，
轉危為安。

吉星有 「紫微」、 「龍德」，這兩顆是最
有力的貴人星，必然能得有力之貴人扶助，加
上今年又是桃花年，在人緣交往時必然能事半
功倍。

凶星有 「天厄」、 「歲煞」、 「天煞」、
「暴敗」，影響不大，只是需要留意細節的問

題，容易因為一時疏忽而導致出現大的紕漏，
以致功敗垂成，故2018年可說是鴻運當頭的一
年，屬蛇的朋友無論是在事業上還是在個人感
情上，都能左右逢源；一旦有了目標和想法必
須積極去落實，不要因為猶豫和缺乏自信而錯
失良機，否則即使再好的運氣也只能白白揮霍
掉。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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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猴

亥
屬豬人2018年為學習運以及投資運強勁的年

份，如果已經在去年報讀了專業課程或者做好了
詳細的投資計劃，今年是能力和事業穩步上升，
利于實行計劃，獲得可觀收益的年份。如果去年
因整體經濟狀況不太好而猶疑不決的話，今年亦
是一個起步的時機。

屬豬人今年吉星有 「太陽」入宮，得到男貴
人的助力，如上司、合作夥伴或下屬是男性的話
，會特別容易帶來正面而有力的幫助。 「扳鞍」
星則有助權力地位提升，尤其在農曆三、四月的

升遷月，有望在工作上獲得表彰和肯定，並給予
更多的權力或者升職提拔。至于從商或者投資的
屬豬人，在行內的名聲提升了，獲得更多客戶的
認可，也算是升遷的一種，故今年宜以求名為先
，積極推廣並提升公司和品牌的知名度，便可得
到更豐厚的回報。

凶星有 「陰煞」侵擾，代表女性小人，故今
年要遠離愛搬弄是非的女性，必然在提升事業上
有幫助。 「天空」則代表著計劃易成空，故宜按
部就班實行已經確定的計劃，不宜三心二意，否
則將會一事無成。至于想在今年創業的屬豬人，
如時機成熟，不妨果斷進行，不要畏首畏尾，創
業過程中必然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靈活
應對，遇到問題時也要沉著冷靜。

「晦氣」進入命宮，此星主要對心情容易產
生負面影響，而且也容易使得事情功虧一簣，即
使已談好的合作，到最後都有可能泡湯，只要作
好心理準備，事事盡力去做，不管成功與否，都
能收穫寶貴的經驗以及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豬

午
生肖屬馬人在2018年狗年裏與太歲戌狗相

合，人緣運比去年要好得多，雖然今年並無貴
人星，外來助力不大，但人際關係好了，也能
為生活及工作帶來一定的便利，況且今年亦無
力量大的凶星入命宮，壞影響也較弱，使得馬
人更容易掌握現狀，是攻是守，就看自己是否
準備充分以及自身的進取心是否足夠強勁。今
年與太歲相合，凡事多有助力，今年與人合作
更佳，取長補短，成功的機會也會增大，管理
階層的屬馬人今年要善于團結下屬，增強團隊

凝聚力，勿過于強勢與得理不饒人。
今年肖馬人為財運旺盛年，尤其是收入不

穩的從商或者投資人士，財運年必然能帶來滿
意的收益。如果想在今年作新嘗試，在這個財
運年也能帶來好契機，不過凡事需要付諸行動
去把握，天上並不會自己掉餡餅！

今年吉星較少，故外來助力不多，事事要
靠自己親力親為。凶星有 「地煞」、 「白虎」
、 「破碎」等，力量不大，只是會給身體帶來
衝擊，故今年可算是平穩的年份，但憑著太歲
相合，得人緣運之助，這也是正面的影響。

肖馬者也能因財運年而獲得一定的好處，
這對從商、投資者而言是個好消息，而收入穩
定的上班一族，今年也可以嘗試多買做理財，
可獲得一些意外收穫。不過今年健康受到白虎
凶星的影響，容易有突如其來的疾病或者傷害
，導致錢財耗費在看病上，因此屬馬人平時要
注意安全，日常生活保持鍛煉和規律的飲食作
息。

馬

屬羊人去年是驛馬年，影響會延伸至今年上半
年，遷移外出的機會仍較多，而進入2018年狗年
，為紅鸞桃花年，有婚嫁的機會，這亦會增加了遷
移的可能。但單身的屬羊人，桃花星入宮除了代表
本年人緣運較佳外，也代表容易開展一段長久穩定
的新感情。只是今年亦是太歲相破年，是非會來得
比往常多，所幸今年桃花人緣的力量比小人是非要
大，故多近貴人，遠離小人便可。

今年為肖羊人的財運年，因得紅鸞桃花星的助
力，不管對單身或者已婚者都能起到積極的正面作

用，因桃花除了代表男女關係外，亦代表在人緣上
能起到好處，在桃花年別人對你的印象會比平常好
，也樂意與你展開合作，故在洽談生意上明顯會順
利得多。

「福星」、 「福德」為貴人星，雖是普通力量
的貴人星，但得紅鸞之助，必能提升貴人的助力。
「天德」為逢凶化吉之星，能減弱凶星的壞影響，

且天德為心慈之星，心慈而少怨恨，凶事自然少。
凶星有 「咸池」，咸池也是桃花星的一種，對

單身者必能起到正面作用，只是咸池是霧水桃
花，易聚也易散，故今年真假桃花同時展現，

如處理不當，容易墮入三角關係的陷阱之中。尤其
是已婚者，切記要提醒自己將桃花化成人緣，這必
能對事業起到正面作用，避免陷入婚外情中，否則
會給生活和家庭會帶來巨大的困擾和煩惱。

今年容易與人發生爭吵，即使平常脾氣良好的
屬羊人，也容易因一時之間失去理智而爭吵起來；
所幸今年得貴人與桃花星的強力相助，這些小吵鬧
不會對事業構成不良影響。 「披麻」星入宮，要小
心提防長輩身體，如家中長輩稍有不適，宜及早帶
去醫院作檢查，防患以未然。

去年是屬猴人的桃花年，桃花星力量的影響
力可伸延至今年上半年，已有穩定感情者，如在
上半年結婚也算是在紅鸞桃花年結婚。單身者亦
不要氣餒，上半年機會仍在。

屬猴人2018年有【文昌】星入宮，為學習能
力較強的年份，不管是工薪一族還是經商人士，
都有獲取新的技能、掌握新的資訊以及瞭解市場
變化的強烈意願，學習能力對任何人都是極為重
要的，尤其是上班一族，要不斷提升自我才不致

被社會淘汰，經商者要緊跟市場的步伐才能不斷
改進自身的產品和服務。肖猴者今年並無刑沖，
是非並非特別多，但外來助力亦不明顯，事事要
靠自己親力親為，踏實做好每一件事情，才能獲
取應有的成績。

吉星有 「八座」入宮，有助地位提升，雖然
屬猴人今年不是升遷年，但事業上仍可借助此星
之力更進一步。今年【驛馬】入宮，意味著今年
外出的頻率較高，與愛人的關係會較為疏遠，一
些事情容易因無法及時溝通而產生誤會，需要雙
方共同付出努力去維護好這份感情；單身者在外
地旅遊或者出差時有不少機會遇到合適的對象，
不妨留下聯繫方式加深瞭解，有望發展為一段美
好姻緣。

凶星有 「披頭」、 「吊客」、 「天狗」等侵
擾，不管對自身的身體還是對家人的健康都會有
負面的衝擊，年初不妨在客廳的正西方二黑病符
方位簡單布置化煞風水，有助于全家身體安康順
遂。

申

酉

雞

戌

狗
屬狗人進入2018年戊戌狗年，也就是本命年

，今年是犯太歲年，容易被悲觀負面情緒籠罩，當
中尤其是以36歲者最為嚴重，事事都容易往壞處
去想。如可以的話，今年多抽空外遊，或是進修一
些無考試壓力的課程去分散注意力，讓悲觀情緒不
至于太嚴重。

其次是12歲及48歲的屬狗人，也要注意情緒
問題，尤其是農曆九月份，最好去外遊散心。

二十四歲的屬狗人，最容易出現感情變化，單
身者還好，因只會變來一段感情，而不會變走。但
如果有穩定感情者，卻沒有打算在今年結婚，便要

好好維繫，以免有分手危機。
六十歲的屬狗人今年要好好注意身體，如面相

嘴角左右下垂、門牙早已脫落，或嘴唇暗黑者，更
宜去作身體檢查，防患于未然。

而且犯太歲年易見損傷、撞車，尤其是農曆三
月、九月為高危月，可以的話，這兩個月宜少駕車
為妙；又這兩月宜捐血、洗牙，以應損傷。

今年肖狗者為辛苦個人力量得財年，對從事收
入不穩的自雇人士最有幫助。肖狗今年除了犯太歲
，亦是小人當道之年，是非亦較別的生肖多，唯有
在家中或辦公室的東北方放一杯水，西北放粉紅色
對象以旺人綠、化是非。

今年吉星有 「將星」入宮，權力提升，對管理
階層起到正面作用。 「金匱」為財帛星，經商創業
者今年除了財運可提升外，亦代表可以儲積財富。

凶星有 「劍鋒」、 「伏尸」，這兩顆凶星是每
年都會跟隨著犯太歲者，代表易受金屬所傷、容易
受傷流血，故今年宜捐血、洗牙以應掉損傷。 「天
哭」，心情不佳、易哭，尤其是眼淺者，往往容易
因一時感觸而落下淚來。但其實有時讓感情抒發一
下也是好的，反而能令心情容易回復平和。

屬雞人 2017 年雞年裏為本命年犯太歲，2018
年上半年仍然會受太歲煞氣的影響，如果去年已經
結婚了又或者正在懷孕的尚好，因一喜擋三災，喜
事可以沖散負面情緒；但如果因去年犯太歲而分了
手，又或者沒什麼喜事發生，農曆六月前負面情緒
仍然會困擾著屬雞人，可以的話，今年農曆六月宜
到外地旅行散心，即使情緒沒有問題，就當作是一
個暑期旅行，也可以緩解身心壓力。感情方面，單
身者在上半年仍可以積極主動，因犯太歲而帶來一

段新感情的機會仍較大。
屬雞人2018年為依靠個人力量辛苦得財年，

最直接得益者為從事多勞多得工作的屬雞人；其次
為經商一族，因工作忙碌，意味著商機隨之上升。
收入穩定的上班一族，今年工作會變得更加忙碌，
負責的工作範疇和業務也會增加，但這也意味著給
公司創造不少的價值，只要能維持這種局面，升職
加薪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吉星有 「陌越」入宮，有助于地位提升，對上
班一族最有幫助，意味著在工作上的努力和出色的
表現能獲得領導的認可，並給予升職加薪的機會，
則收入必然會隨之而上漲，使得屬雞人能在忙碌的
工作中獲得應有的回報。

凶星有 「天官符」的侵擾，帶來口舌是非，
人事不和，提醒屬雞人今年做事要遵守法規，勿劍
走偏鋒，嚴重者會招來官司訴訟，輕者則會遭受交
通罰單等情況。 「病符」入命宮，導致小的病痛出
現，但因今年並無刑沖，這顆疾病星影響不大，只
是上半年仍要處理好個人情緒，勿因一時的不順而
悲觀煩躁。 「亡神」則代表丟失物品，此星雖然是
小凶星，但遺失一些私人物品如鑰匙、錢包、手機
、身份證等，必然會為生活帶來不便。



BB77訃聞
星期三 2018年2月28日 Wednesday, February 28, 2018

訃 

聞

聞
      

先
夫
程
振
華
︵
士
官
長
︶
山
東
省
萊
陽
市
，
賢
友
村
人
，

生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九
月
六
日
，
慟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

凌
晨
一
時
逝
世
，
享
年
九
十
三
歲
，
臨
終
時
子
女
隨
侍
在
側
，

親
視
含
殮
，
遵
禮
成
服
。

謹
訂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三
日
上
午
十
時
起
至
十
二
時
，

於
永
福
殯
儀
館

舉
行
告
別
儀
式
，
屆
時
遺
體
火
化
。

謹
此
敬
告
諸
親
友
，
恕
不
另
訃
。

叨
在

（
8514 T

ybor D
r. H

ou
ston

 T
X

 77074)

未
亡
人
：
劉
萍    

率

長
子
：
魏
同
杰

         

魏
秀
蘭

姪
子
：
李
中
秋

泣
啟

F07-程振華訃聞-2-20-2018

誼
哀
此
訃

友戚親姻



BB88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三 2018年2月28日 Wednesday, February 28, 2018

休城社區

【VOA】美國在發生了佛州帕克蘭的瑪喬
麗•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校園槍擊慘案後
，槍枝議題再度成為民眾熱議的話題。
其中一方希望看到更嚴格的持槍枝法規。另
一方則是支持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
“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
當然也有很多美國人立場不那麽鮮明或者還

不確定他們對
槍枝議題的觀
感如何。許多
人開始研究槍
枝，搜索引擎
谷歌(Google)
趨勢也顯示出
美國人搜尋的
關鍵詞。
谷歌表示，上
一周全美各地
搜索“槍枝管
控”( gun 
control)的比
“持槍權利
”(gun 
rights)要多。

谷歌說，使
用者去年搜
索“槍店

”( gun shop)比“槍枝管控”的要多。但
是自從校園槍擊案發生後，“槍枝管控”的
搜尋次數比“槍店”要多了。
美國民眾雖然目前對於槍枝以及槍枝管控的
議題很感興趣，但是如果按照以往的經歷，
這方面的興趣會慢慢淡化直到另一場槍擊事
件發生。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校園槍擊案後 槍枝議
題成谷歌熱搜詞 

節目介紹：
《大瓷商》 是中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陽光盛通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天津電
影制片廠聯合出品的民國電視劇。由吳子牛導演，夏雨、伊能靜、劉德凱及寧靜
領銜主演。該劇講述的是民國初年景德鎮制瓷商人陶昌南波瀾起伏的一生，以及
中國瓷文化和制瓷業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的艱難成長和發揚光大。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五晚間8時30分至9時30分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5時至6時重播，敬

請準時收看。

《大瓷商》
講述景德鎮制瓷商人陶昌南波瀾起伏一生

▲ 海報。(取自百度百科)
▲ 劇照。(取自百度百科)

︱監控視頻顯示佛羅裏達州校園槍擊案嫌疑人克魯茲在布勞沃德郡法院出庭。（2018年2月15日）

【VOA】朝鮮正在韓國出席冬季奧運會閉幕
式的高級官員星期天說，朝鮮“有足夠意願
促成朝美對話”。
韓國總統府發言人金宜謙說，韓國總統文在
寅25日下午在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
委員長兼統一戰線部部長金英哲時表示，為
了根本解決朝鮮半島問題，應盡早促成朝美
對話。而金英哲回應稱，朝方有足夠意願促
成朝美對話，朝方也認為韓朝關系應與朝美
關系同步發展。
在本屆冬奧會開幕式期間，朝鮮曾同意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的特使、他妹妹金與正與美國
副總統彭斯會晤，但是朝鮮在會晤前兩小時
前突然決定取消會面。
目前正在韓國參加平昌冬奧閉幕式的朝鮮高
級別代表團中包括了朝鮮對美事務負責人、
外務省北美局副局長崔康一。崔康一曾多次
與美國直接對話，是對美政策的核心官員。
韓國觀察人士據此推測說，不排除朝方在此
訪中與川普女兒伊萬卡率領的美國代表團進
行幕後接觸的可能性。

 ︱美國總統女兒伊萬卡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英哲（右）在冬奧會閉幕式上。(路透社)

朝鮮稱願意與美國對話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一行，在總會長林貴香女士的率領下，於周日（ 2 月
25 日 ） 下午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行 「台灣
相關企業登錄服務 - 美國篇 」德州啟動記者會，特邀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蒞臨主持，及經濟組徐炳

勳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共同主持。會中介紹規
劃由台商會架設網站收集相關資訊，以取得更為完整
之資訊，使未來資料亦可靈活運用，以做為長期規劃
及研究之用。會中並由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 「台灣相關企業登陸錄服務- 美國篇 」 專案策劃人
林鋕銘，在記者會上以視頻介紹該計劃，讓大家快速
認識何為台灣相關企業登陸服務及其作法和條件：
一、台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是什麼？
A: 創造您與在美台灣相關企業、政府部門更多合作與
互動機會

登錄服務係由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
世總或 WTCC）發起，針對美國地區之台籍亦或台裔
第二、第三代的企業資料進行蒐集，內容包含企業聯絡資料、登
記州別(含美國屬地) 、產業類別與員工人數等商業資訊。藉由完
整的資料蒐集掌握台灣相關企業最新資訊，靈活運用至政府政策
研擬、智庫研究、商業趨勢等範疇，提供全美台灣相關企業未來
合作及和公私部門互動的機會。
二、什麼企業、公司符合登入條件？
A: 泛台僑所擁有或股份超過 10%以上之企業

本次服務對象為：具台灣身分（投資者之父母親或祖父母之
一曾經擁有台灣戶籍即可），在美國設立獨資、合資企業或投資
境外公司並獲得 10%以上股份的行為；或是以非股權的方式對被
投資企業擁有直接的影響能力者，即可視為在美台灣相關企業。
包含第三地轉投資的母公司為以上具台灣身分者擁有者。
三、什麼產業類型可以參加？
A: 一般工商百業、科技、生物….等新興類別

本次調查以北美產業分類系統（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NAICS）為分類基礎，所有分類系統項下之
任一產業，意即各行各業皆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s://www.bls.gov/iag/tgs/iag_index_naics.htm
四、如何參與登錄服務？
A: 只要上網，10 分鐘就能成為我們的一員

使用電腦或任何行動裝置上網，以網頁方式開啟登錄服務平
台後即可線上填答，填寫時間約 10 分鐘內。本計畫全數經費來
源皆由世總籌募，竭誠歡迎參與各界企業於線上平台捐款資助，
並請不吝填寫登錄服務滿意度與建議調查。
登錄服務平台：http://survey.wtcc.org.tw/
五、登錄服務有截止日嗎？
A: 2018 年 4 月 30 日推廣活動截止，以便準備報告, 請不要錯過
！

自即日公告起即可上網登錄，推廣活動時間至 4 月 30 日止

；推廣活動結束後歡迎繼續加入登錄，作為日後持續
更新資料之用。
六、美國以外國家的台灣相關企業可以參加嗎？
A: 美國首推，其他國家地區請等待

美國台灣相關企業為本計畫的首波調查對象，非
美國地區的台灣相關企業朋友請再等等，我們需要大
家相互支持推廣，讓全球都有連結的機會，帶動更多
商機與合作的契機。
七、參加登錄服務有什麼好處？參加者可運用嗎？
A: 當然，並可與其他百業交流、結盟、創造商機

1. 參與企業日後查詢自身產業之相關成果資料，
並有機會與其他參與登錄之企業進行商機交流與締結
合作機會。

2. 該資料協助政府機關未來政策擬定、智庫研究
抑或商業趨勢分析等，加強台灣相關企業互助合作與
台美經貿來往的機會。

3. 經彙整之數據報告可做為與美國聯邦、州政府
等相關部門溝通之基礎，為台灣相關企業與美國公家
機關開啟對話的窗口。
八、何時可以開始查詢作業？

參與登錄的台灣相關企業可於 6 月下旬，逕行上世總官網查
詢成果概要；如要進一步瞭解細部資料，亦可填具 「台灣相關企
業登錄服務成果使用申請書」向世總申請使用。
結語

本次美國地區的登錄服務為開創性之企業調查服務，是目前
海外台灣相關企業最新、最完整的服務。其成果將對於台灣相關
企業的互助合作與台美經貿的未來發展有著歷史性的意涵，您的
加入將不只連結了商機，更為下一代台僑企業開創無限的可能，
是意義非凡的傳承與傳揚。

現今的起步已然觸動了各國台灣相關企業高度的關心，並引
領期盼全球的接續登入與統合，是更為巨大的挑戰與創舉！我們
期待您的點亮與提攜。

請鼓勵大家不只參與登入！更在登入尾聲投入您實際的金援
，作為全球性登入發展的基金。共創全球台灣相關企業整合商機
的創舉，也為[商機無國界-兄弟共齊心]寫下歷史的一頁。
「登錄服務，台美同步」
立刻上網登錄 http://survey.wtcc.org.tw/
相關資訊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wtccbizsurvey
任何疑問請洽 wtccusasurvey@gmail.com
快速解答電話: +1-713-541-6689 (9:30 to 17:30 Central M-F)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周日下午舉行
「「 台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台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 -- 美國篇美國篇」」 德州啟動記者會德州啟動記者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致贈禮物給世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致贈禮物給世
界台商會總會總會長林貴香界台商會總會總會長林貴香,,歡迎她蒞臨休士頓歡迎她蒞臨休士頓!!兩位世界商會兩位世界商會
總會長相見歡總會長相見歡!!

圖為出席記者會的貴賓及各社團代表圖為出席記者會的貴賓及各社團代表（（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
甘幼蘋甘幼蘋、、僑務諮詢委員楊朝諄僑務諮詢委員楊朝諄、、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總會長林貴香會總會長林貴香、、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經濟組徐炳勳組長經濟組徐炳勳組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合影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 台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台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 美國篇美國篇 」」 德州啟動記者會現場德州啟動記者會現場，，第第2424 屆屆
世界台商總會總會長林貴香世界台商總會總會長林貴香（（ 中立者中立者 ）） 正在致詞正在致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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