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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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4月30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I01-WE WIN唯安保險C7_A1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0、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許瑞慶許瑞慶
大成地產房地產經紀人大成地產房地產經紀人
專精於買賣房屋專精於買賣房屋﹑﹑投資租賃投資租賃﹑﹑管理管理﹐﹐涵蓋商業與住宅涵蓋商業與住宅
具十餘年住宅和商業結構經驗具十餘年住宅和商業結構經驗
以專業知識與真誠關懷以專業知識與真誠關懷﹐﹐提供最佳服務提供最佳服務

電話電話:: 832832--766766--5506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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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馬拉維之戰逃離居民首次返家菲律賓馬拉維之戰逃離居民首次返家 廢墟上尋財物廢墟上尋財物

菲律賓馬拉維成為壹片廢墟菲律賓馬拉維成為壹片廢墟，，自去年自去年55月菲政府打響收復馬拉維之月菲政府打響收復馬拉維之
戰後戰後，，當地居民首次獲準返回家園當地居民首次獲準返回家園。。去年去年55月月，，菲律賓政府軍與恐怖分菲律賓政府軍與恐怖分
子阿布沙耶夫和穆特組織在南部棉蘭老島馬拉維市發生武裝沖突子阿布沙耶夫和穆特組織在南部棉蘭老島馬拉維市發生武裝沖突。。

人老心不老人老心不老！！
法國法國103103歲鋼琴家歲鋼琴家
堅持彈琴出專輯堅持彈琴出專輯

法國巴黎法國巴黎，，壹位壹位103103歲的鋼琴藝術家歲的鋼琴藝術家Colette MazeColette Maze正在進行表演正在進行表演，，
她從四歲開始學琴她從四歲開始學琴，，並出過並出過44張專輯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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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慶九龍坡區金鳳鎮的重慶三耳火鍋博物館內，5000多個大醬缸整齊地擺放在
壹起，全都戴著棕葉編的“鬥笠”，顯得氣勢磅礴、十分壯觀。據悉，大醬缸中正在晾曬的
是通過傳統工藝釀造的重慶火鍋底料豆瓣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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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通訊董事長：將通過壹切法律允許手段解決問題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位於深圳的

中興通訊總部舉行記者會，公司董事長殷

壹民攜壹眾高管出席。殷壹民介紹中興通

訊立場和外界關心的話題，表示禁令將會

讓中興“陷入休克”，但也會傷害中興通

訊美國合作夥伴和供應商的利益。

禁令將給美國供應商帶來直接傷害

2018年4月，美

國商務部對中興通訊

發出激活拒絕令，禁

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

訊出售元器件等產

品。而事情的起因

是中興通訊對部分員

工獎金扣減計劃未及

時執行。

殷壹民表示，這

樣的制裁，將使公司

立即進入休克狀態，

將直接影響公司8萬

員工的工作權利，直

接損害8萬個家庭的

利益；將直接影響公

司對全球數百個運營

商客戶、包括數千萬

美國消費者在內的數

以億計的終端消費者

所應履行的責任；將

對全球三十萬股東的

利益帶來重大損害，將會對數以千計的

美國企業合作夥伴、供應商帶來直接傷害。

“我堅決反對美國商務部做出這樣的

決定，堅決反對不公平不合理的處罰，”

殷壹民表示，美方將細微的問題無限擴

大化，對企業造成極大影響，對此公司

高度關註，公司將通過壹切法律允許手

段解決問題。

中興通訊大量使用自己研發芯片
美國的禁令將使中興通訊陷入“休

克狀態”，那麽中興通訊在通信業界處

於怎樣的水平？

殷壹民表示，在和5G關聯的無線、

核心網、承載網和終端等整體解決方案

中，中興通訊位列全球前列，公司各個

主要產品的核心元器件，大量使用中興

通訊自己研發設計的專用芯片，但還是

有大量通用元器件不可避免地要用外部

產品，中興通訊將加大技術投入，提高

自身能力。

信息產業是全球開放程度最高的產

業，全球各國都在發展信息技術，導致

產業鏈全球化非常分散，沒有任何人、

任何國家能夠獨立完成所有產品。

“美國的企業同樣不可避免地需要

全球產業鏈的產品。所以因為對我們的

制裁，導致我們的產業鏈中斷，不意味

我們沒有核心能力，而是整個產業全球

化的結果。”殷壹民表示。

中興通訊2017年合規投入5000萬美元
2018年3月8日，中興通訊向相關在

職員工發出懲戒信，並對扣減2016年獎

金作出安排，將從2017年度的獎金中扣

減。同日公司主動向得克薩斯州北區美

國地方法院報告相關情況。此後又聘請

另壹家律師事務所展開調查。

據殷壹民介紹，中興通訊有總裁直

接領導的出口管制合規管理委員會，組

建了壹支覆蓋全球的資深專家組成的專

業團隊，引入了多個國家的頂級顧問，

2017年合規方面投入不少於5000萬美元，

並且計劃在2018年投入更多資源。

“公司壹直致力於建立全球壹流的

出口管制體系”，殷壹民說，中興的業

務非常復雜，在全球的分布也非常廣泛，

員工眾多，要保證每個員工在每件事、

每個時間點，都不出現任何疏忽，還要

更加努力。

“本次事件上，我們通過自查發現

了問題，按照法律合規要求第壹時間主

動向美國方面進行了通報，及時采取了

措施，並且聘請美國律師事務所進行獨

立調查，本身就體現了公司合規體系在

有效運轉”，殷壹民表示。

綜合報導 阿裏巴巴與泰國政府簽訂壹系列合

作備忘錄。簽約儀式上，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

表示：“正是為了草根農戶和年輕人的未來，雙方

所做的不是簡單的生意，而是選擇了更難的合作方

式。”

泰國副總理頌吉認為阿裏巴巴將為泰國草根農

戶創造新的產業機會，並同時給東南亞擁有大量貧

困人口的眾多國家帶來收入、轉型與發展。

根據備忘錄，阿裏巴巴將在泰國投資建設智慧

數字中心，以打造泰國產品面向全球出口的基礎設

施。阿裏巴巴還將與泰國商會、商務聯合會、工業

聯合會共同發展，提升泰國企業在數字經濟方面的

能力。

此外，泰國政府部門還將與阿裏巴巴緊密

合作，培養數字經濟人才，泰國的觀光旅遊業也將

通過阿裏巴巴的平臺發展。

簽約前，泰國總理巴育會見馬雲。巴育表示，

泰國必須與阿裏巴巴建立夥伴關系以加速變革，使

泰國低收入人群和農民群體提高收入，提升生活質

量。巴育高度評價稱：“馬雲和阿裏巴巴是真的來

幫助泰國的草根民眾。”

簽約儀式上，雙方的關註點都遠遠超過農產品

的銷售，而聚焦在合作將為泰國草根農戶和年輕人

在數字時代帶來的發展希望。

頌吉將阿裏巴巴定義為“正確的合作夥伴”，

將為泰國邁向數字時代帶來“擴大式、成倍式、爆

炸性”發展。他說：“泰國部分人口收入還處於低

水平，必須提升中小企業、草根民眾的收入，為新

壹代人創造新的產業機會。阿裏巴

巴能夠幫助泰國中小企業實現互聯

網轉型，幫助泰國進行農業革命，

從而幫助泰國農戶增加收入，改善

生活條件，擁有更好的生活質量。”

對於此次合作，頌吉說：“從

泰國到印度太平洋東西走廊內，包

括緬甸、柬埔寨和老撾等共五個國家，如果能夠產

生面向數字經濟時代的共同理念，並在基礎設施上

實現互聯互通，將帶來世界級的發展。”他表示，

泰國處於這五個國家的樞紐位置，泰

國政府的政策不只是獨善其身，還要

讓周邊國家能夠發展。“所以阿裏巴

巴與泰國的合作，將同樣幫助泰國周

邊擁有大量貧困人口的國家。”

現場，馬雲稱這是阿裏巴巴與泰

國經過8個月的討論與籌備才簽訂合

作的原因。“如果我們雙方的合作僅

僅是生意、采購、買賣，討論最多只

需要壹個星期就夠了。但我們並沒有

選擇做容易的事情，而是選擇了非常

難的方式。”他表示，因為雙方希望看到未來，希

望探求國際貿易新的交易方式以及使老百姓受益的

更好的商業模式。

馬雲說：“我們會賣泰國的的米、泰國的榴

蓮、泰國的水果，但我們不僅僅賣農產品，不僅

僅賣服務業和旅行，我們希望賣的是未來，共同為

未來努力，為年輕人努力，為希望而努力。我們共

同的願景是幫助小企業，幫助年輕人和農民。”

據了解，兩天前，天貓的泰國金枕頭榴蓮預售上線

僅僅壹分鐘，8萬個超過40萬斤的榴蓮就被壹搶而空。

阿裏與泰國簽合作備忘錄
馬雲：為農戶和年輕人的未來



體育圖片 BB44星期三 2018年4月25日 Wednesday, April 25, 2018

[[

季
後
賽

季
後
賽]]

開
拓
者

開
拓
者11

22
33
--
11
33
11

鵜
鶘
鵜
鶘

[[德甲德甲]]
漢諾威漢諾威9696 00--33拜仁拜仁

女排意甲決賽女排意甲決賽IIII
科內科內33--22諾瓦拉諾瓦拉



BB55體育消息
星期三 2018年4月25日 Wednesday, April 25, 2018

美南版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魯 冰 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會議傳遞積極信號，指出要推動信貸、股市、債市、匯市、樓

市健康發展，投資者憧憬政府呵護下市場流動性增加，A股一洗

頹勢，三大指數齊彈，跌到3,000點邊緣的上證綜指大漲1.99%

重上3,100關口，金融地產等大藍籌股領漲。分析師指出，中共

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保持股市等金融市場平穩發展，政策預

期趨暖，為市場打入強心針。

滬綜指漲近2% 收復3100點
中央釋寬鬆信號 金融地產股領漲

滬深股指均呈單邊上揚，滬綜指
曾升逾2%，截至收市報3,128

點，漲60點或 1.99%，站上3,100
點，創下兩個月來最大單日升幅；
深成指報 10,556 點，漲 226 點或
2.19%；創業板指報1,806點，漲53
點或 3.07%。成交重返 4,000 億元
（人民幣，下同）上方，兩市成交
共錄得4,524億元，較周一放量586
億元。

軟件服務電子信息領漲
除船舶製造和貴金屬板塊微幅

下探外，全部行業板塊均以紅盤報
收，軟件服務、電子信息、消費、
金融等板塊領漲。國產軟件狂飆
5%，次新股、高送轉上行4%。

銀河證券分析師任承德表示，

中央提到五個市場要健康發展，這
是第一次，讓大市看到穩定市場的
基調再現，未來藍籌股應該沒問
題。A股的政策底部基本確定，接
下來等待市場底，而刺激消費的政
策導向對消費股有利。

投資者看好中國經濟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

高挺認為，北向資金上周開始恢復淨
流入，顯示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
下半年增長的預期，好於內地投資
者，在降準等政策催化後，此輪可能
是相對較為積極的國際投資者（如對
沖基金）開始逐步淨流入。
隨着中央釋放“擴大內需”，

和推動“信貸、股市、債市、匯
市、樓市健康發展”的信號，投資

者或許將逐步向上修正一些對未來
政策加緊導致經濟下行的悲觀預
期，在流動性寬鬆的環境中，壓制
市場風險偏好的貿易戰並未消除，
市場的風格表現或更加均衡。
湘財證券分析師樊波提醒，A

股的運行路徑或依然坎坷複雜，市
場的演變並非一蹴而就，常態的分
化行情對於投資者而言，依然是難
點所在，客觀來看，市場不會因為
一天的大漲就開始徹底扭轉，震盪

蓄勢將是後期的主要格局。

寶能系再沽萬科A
交易所盤後數據顯示，萬科A

出現一筆18.65億元的大宗交易，成
交量為6,346.59萬股，成交價格為
每股29.38元，賣方為華泰證券深圳
益田路營業部，機構席位接盤。市
場判斷賣出方大概率為寶能，鉅盛
華旗下資管計劃廣鉅2號持股數量
正好是6,346.59萬股。

■投資者憧憬市場流動性增加，上證綜指24日漲近2%，重上3,100關
口。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作為海口美蘭國際
機場的經營主體，海航基礎股份23日
晚公告稱，公司擬更名為“瑞港國際
機場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更名
事項已經航基股份第六屆第十三次董
事會會議審議通過，後續將在股東大
會批准後辦理工商變更手續。
在民航業系列利好政策出台及

海南省國際旅遊島建設、離島免稅
等利好因素促進的背景下，2017年

航基股份實現營收14.7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21.6%；實現
淨 利 潤 4.92 億 元 ， 同 比 增 幅
22.3%。公司指出，為把握海南自貿
區政策紅利市場機遇期，航基股份
擬調整企業發展戰略，逐步參與機
場上下游產業的投資與管理，擴大
企業經營規模。新名稱將更能體現
航基股份未來的戰略目標。
未來公司將加大國際航空市場

開發力度，新增和加密與免簽國的
航線網絡佈局。2018年，公司計劃
繼續加頻開通國際航線，覆蓋包括
意大利、俄羅斯、新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
等免簽國家，國際及地區旅客量預
計達100萬人次，進一步推動與59
個免簽國家航線的互聯互通。
與此同時，公司將把握4月14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
見》提出的“實施更加開放便利的
離島免稅購物政策，實現離島旅客
全覆蓋，提高免稅購物限額”政策
機會，提前謀劃佈局，加快美蘭機
場離島免稅業務發展。內地首家機
場離島免稅店的美蘭機場，免稅店
銷售收入連續六年保持兩位數增
長，新政將拉動離島免稅消費升
級。

航基改名瑞港國際機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連日
來，中興通訊公司被美國商務部實施制裁
一事被中外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有知情人
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美國政府對中國
企業玩“定點打擊”絕非首次，此前就有
已在老撾投資超過十年的澳門商人亦遭美
國財政部無端指控，使其企業商譽及運作
受到巨大影響。

今年1月，美國財政部突然宣佈，以
“販毒、洗錢、販賣人口及野生動物”等
四項“罪名”，將澳門商人趙偉等4人，
以及其在香港註冊的3家公司，列入“跨
國犯罪組織”黑名單，不僅禁止所有美國
公民與他們進行商業交往，還凍結了其在
香港和新加坡的部分銀行戶口。

5年內投資6.5億美元
消息傳來，讓對趙偉和金三角特區熟

悉的老撾各界深感詫異。據知情人士透
露，2006年是老撾政府主動邀請趙偉前往
投資，因此金三角特區的設立和開發，完
全是老撾中央政府的意願。趙偉和他的企
業入駐金三角特區後，響應老撾政府號
召，帶領當地百姓搞“替代種植”，同時
積極發展旅遊業，短短5年內，累計投資
就達6.5億美元，使昔日“遍地罌粟”的
金三角變成了美麗的旅遊度假村，更為當
地人建造了居民新村，使他們可以安居樂
業。
趙偉和他投資建設的金三角特區獲得

了老撾政府的高度評價，不僅被老撾前任
總書記、國家主席朱馬利．賽雅頌稱為
“老、中兩國合作典範”，趙偉本人也在
2010年被任命為金三角經濟特區主席，成
為首個在老撾獲得行政職務的中國人。

老撾政府澄清：趙偉無涉毒
另一方面，此次美國指控出台後，老

撾政府也已證實並明確表示，近年來老撾
境內查破的所有涉及毒品案件，沒有一宗
與趙偉及其企業有任何關連。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國的這一舉動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完全是為了配
合美國政府意圖拓展在老影響力和全面限
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企圖。

在東南亞國家，老撾是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最積極的國家之一。目前，
中國不僅是老撾最大的投資國和第二大
貿易夥伴，而且在去年召開的“一帶一
路”峰會上，兩國還簽署了一系列合作
協議，將合作建設中老鐵路、老撾一號
衛星、賽色塔開發區等一大批有影響力的
標誌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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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B公佈國家聯賽各隊參賽名單

中國女排帥位
國際排聯國際排聯（（FIVBFIVB））官網於官網於

北京時間北京時間2424日公佈了日公佈了20182018年女年女

排國家聯賽中國隊的參賽名單排國家聯賽中國隊的參賽名單。。此此

份名單中郎平的名字出現在教練一份名單中郎平的名字出現在教練一

欄欄，，這位功勳主帥有望在本屆大賽這位功勳主帥有望在本屆大賽

上回歸教練席上回歸教練席。。此外此外，，共有共有2626位位

球員入選這份名單球員入選這份名單，，隊長朱婷以隊長朱婷以

及袁心玥及袁心玥、、張常寧張常寧、、曾春蕾等名曾春蕾等名

將悉數在列將悉數在列。。

■■郎平將在國家聯賽再郎平將在國家聯賽再
次站在第一線次站在第一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率領中國女排在里約時隔12年再次問鼎
奧運會冠軍之後，郎平在沒有三大賽

的2017年出國進行了兩次髖關節置換手術。
去年3月，郎平出任中國女排總教練，但
因身體原因，她並未出現在比賽一
線。大冠軍盃期間，郎平曾隨隊出
征，也並未出現在教練席。

在國際排聯公佈的中國
隊參賽名單中，郎平
的名字赫然出現

在 教 練 一

欄，這也就意味着，她將有望在本屆大賽中
回歸教練席，親自指揮隊伍。此外，去年曾
率隊征戰女排大獎賽、大冠軍盃的安家傑將
在本次比賽中擔任助理教練。

安家傑擔任助理教練
本次公佈的球員名單共有26人，目前

仍在土耳其征戰的朱婷依然擔任球隊隊長，
此外，袁心玥、丁霞、龔翔宇以及術後休養
的張常寧等里約奧運會冠軍成員也一併入
選。值得一提的是，備受矚目的聯賽超級新
星李盈瑩同樣入選，她將身披前隊長惠若琪
的12號戰袍出戰。

本次26人名單與此前中國排協
公佈的 30 人集訓名單相

比，還增加了

天津女排自由人孟子璇，而天津二傳陳馨
彤、遼寧自由人宮美子、上海自由人王唯
漪則遺憾無緣國家聯賽參賽名單。
2018女排國家聯賽是國際排聯對原世界

女排大獎賽進行改革，2018女排國家聯賽將
有16支隊伍參賽，其中包括中國女排在內的
12支核心球隊和4支挑戰球隊。賽事將歷時5
周，總成績排名前5位的隊伍與東道主隊伍將
會師總決賽，角逐最終冠軍。值得一提是，寧
波、香港、澳門、江門分別承辦分站賽事，南
京將會承辦2018女排國家聯賽總決賽。
2018女排國家聯賽第一周比賽將於5月

15日開賽，這是世界女排聯賽的全新亮相，
也是中國女排2018年的首秀。屆時中國女排
將會坐鎮寧波北侖與比利時、韓國、多米尼
加三支隊伍展開激烈角逐。 ■中新網

中國花樣滑冰隊雙人滑項目的海選和集訓
23日在三亞國際數學論壇展開，包括冬奧會五
朝元老張昊在內的30多名運動員前來參加。
中國花樣滑冰隊總教練趙宏博告訴記

者，在這次集訓中，首先將用5天時間，由
專業體能測試團隊對參訓運動員進行速度、
耐力、靈敏性、協調性、柔韌性、平衡感、
本體感覺等方面的身體測試和冰上訓練測
試。測試合格者將試訓4周。根據試訓情
況，擇優吸收進入各級別國家隊。在這次集
訓中，中國隊還可能會對雙人滑組合進行調
整和重組，女單名將李香凝也以兼項的形式
參加了這次集訓。
中國頭號雙人滑組合、平昌冬奧會亞軍

得主隋文靜／韓聰暫時沒有參加集訓。因為
腳趾的疲勞性骨折，隋文靜還在國家體育總
局的體育醫院接受康復治療。除了他們之
外，張昊、于小雨、金楊、彭程等雙人滑名
將都參加了集訓。兩屆冬奧會冠軍得主、來
自俄羅斯的雙人滑名宿高爾捷娃也應邀來到
三亞，參與中國隊的雙人滑隊員選拔和組合
工作。 ■中新社

國家雙人花滑隊
三亞海選集訓

18
歲
超
新
星
披
惠
若
琪
戰
袍 ■■天津女排隊員李盈瑩天津女排隊員李盈瑩

（（上上））在超聯光芒四在超聯光芒四
射射。。 新華社新華社

■■安家傑安家傑（（藍衫藍衫））出任出任
助理教練助理教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排球員名單
主攻（7人） ： 2號朱婷、9號張常寧、10號劉曉彤、

19號劉晏含、20號段放、21號張軼嬋、
22號任凱懿

副攻（7人） ： 1號袁心玥、4號楊涵玉、5號高意、
7號王媛媛、14號鄭益昕、17號顏妮、
25號胡銘媛

接應（4人） ： 3號楊方旭、6號龔翔宇、8號曾春蕾、
12號李盈瑩

二傳（5人） ： 11號姚迪、13號刁琳宇、16號丁霞、
23號孟豆、24號孫海平

自由人（3人）： 15號林莉、18號王夢潔、26號孟子璇

■■朱婷續任中國女排朱婷續任中國女排
隊長隊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際排聯於北京時間24日公佈
了女排國家聯賽各球隊的參賽名
單。全國超級聯賽新星李盈瑩名列
其中，她將身披前中國女排隊長惠
若琪的12號戰袍出戰。
李盈瑩是全國女排超級聯賽的

得分王，並且一舉打破朱婷的單場
得分紀錄，因此得以繼2016年試訓
女排國家隊後再度師從郎平。根據
國際排聯官網信息，李盈瑩在今次
國家聯賽申報的位置是接應，而非
排超聯賽時所擔任的主攻。
據傳媒分析，目前郎平已不再

拘泥於主攻或接應的固定位置，她
要求朱婷、張常寧、龔翔宇和曾春
蕾等都須具備四號與二號位的攻擊
力，即是前排盡量避免繁瑣的站
位。在這一前提下，李盈瑩有望同
時兼職主攻和接應。不過這位年僅
18歲的新星能否在二號位達到四號
位的攻擊力尚需檢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本季青年歐洲聯賽冠軍盃日
前上演終極決戰，結果巴塞羅那
憑馬基斯梅開二度，以及艾比雷
斯的入球，輕鬆地以3球淨勝車路
士，繼2013/14球季後第二度稱
王，追平後者兩度奪冠的紀錄。

力挽青訓搖籃名譽
出產過美斯、沙維及法比加

斯等球星，一向以青訓厲害見稱

的巴塞羅那，近年卻鮮有在拉瑪
西亞訓練營出身的球員能獲提升
上一隊出賽，在早前對切爾達的
西甲賽事，更出現16年內首度
沒有青訓產品在正選名單的怪
事，一時間令巴塞青訓營的名譽
受到一定損害。一眾巴塞青年軍
今次證明，拉瑪西亞仍然是盛產
潛力年輕球員的搖籃。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巴塞挫車仔奪青年歐聯錦標

■■巴塞小將贏得巴塞小將贏得1919歲以下歐聯錦標歲以下歐聯錦標。。 美聯社美聯社

法國知名雜誌《法國足球》於日前公佈
了2017/18賽季的最高收入球員及教練名
單，結果巴塞羅那球星美斯，以及曼聯領隊
摩連奴分別高踞榜首。
據報道顯示，在巴塞稅後年薪高達4,

500萬（歐元，下同）、還另有很多商業收
益的美斯，於2017/18賽季的收入高達1.26
億，這足夠令他超越C．朗拿度成為本季
“搵銀王”。說到C朗，這位葡萄牙鋒將本
賽季收入也高達9,400萬，穩佔次席。至於
收入8,150萬的尼馬、4,400萬的加里夫巴
利、2,900萬的碧基，則分列3、4及5位。

國足主帥納比位列次席
教練方面，曼聯領隊摩連奴雖然於英超

被哥迪奧拿所壓制，但今季論收入摩佬卻仍
以2,600萬居首。排次席的是中國國家隊主
帥納比，這位意大利老牌教頭在中國有很多

商業收入，故收入數字高達2,300萬。第3、
4及5位則分別是馬德里體育會的施蒙尼、
皇家馬德里教頭施丹以及曼城的哥迪奧拿，
收入分別為2,200萬、2,100萬及2,000萬歐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摩連奴吸金力摩連奴吸金力
強勁強勁。。

■■美斯收入稱冠美斯收入稱冠。。
路透社路透社

摩佬 美斯
高踞賽季收入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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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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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國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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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男左女右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爸媽囧很大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科技與生活(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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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責任編輯：XX

皮肤干燥起皮怎么办 必知 8大保湿死角
（综合报道）或许我们还会记得在脸上

抹上各种保湿补水护肤品的时候，但

是身体各种死角还是防不胜防吗？其

实身体娇嫩脆弱的部位容易被忽视，

不是简单的涂上护肤品就能解决的。

皮肤干燥起皮怎么办？下面小编就跟

大家一起来看看八处保湿死角吧！

死角一：耳朵背后

症状：紧绷

皮肤非常敏感，初次试用化妆品

时也是涂在这个地方来测试皮肤是否

过敏，容易干燥而拉紧面部肌肤产生

不适感。

解决方法：涂抹完脸部之后，别忘

了在耳朵部位点上一些保湿霜，双手

进行轻轻按摩，还有助于放松神经，缓

解皮肤干燥起皮。

死角二：鼻子

症状：瘙痒发红

鼻子是全身皮脂腺最密集的部

位，即使是干燥肌肤也会在这个部位

分泌油脂，在冬天反而因为护理过度

而干燥。

解决方法：喜欢用鼻膜清洁黑头

的女性，如果觉得鼻子有发红、起皮的

症状，可以减少做鼻膜的次数，清洁时

也要注意选择温和的清洁产品。

死角三：嘴唇

症状：干燥脱皮

嘴唇最易干燥不舒服，很多人会

下意识地舔唇，结果却往往越舔越干，

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甚至舔

得口唇周围皮肤粗糙变厚，经常起皮。

解决方法：秋季要及时涂抹润唇

膏，用温热的毛巾热敷，可以有效缓解

唇部肌肤的不适。

死角四：颈脖

症状：粗糙

和眼睛一样脖子也是透露年龄的

一个重要部位，这里皮肤连接面部和

身体，非常关键和特殊。

解决方法：用专为脖子肌肤研制

的颈霜，涂抹手法是由下而上，坚持按

摩还能防止脖子产生横纹和皮肤松

弛。

死角五：双手

症状：皲裂

每天工作用得最多的就是双手，

洗的次数最多的也是双手，这里的皮

肤最容易干燥甚至皲裂。

解决方法：一般的手霜只有滋润

的作用，如果要治疗手部裂开的皮肤，

还是要用特别的手霜。或者晚上涂完

手霜后带上手套睡觉，能加快肌肤愈

合。

死角六：关节

症状：干燥

关节部位经常活动，容易与衣服

产生摩擦而影响皮肤的正常呼吸而变

得干燥。

解决方法：首要，不要用过热的水

冲刷。其次，尽量少用番笕等碱性强的

清洁产物，挑选兼有保湿成效的沐浴

露。洗完澡后，当即涂上润肤霜，尽量

由下往上涂改身体保湿乳霜，加以悄

悄地按摩推进乳霜的吸收。

死角七：小腿

症状：起屑

小腿胫骨处的皮肤是全身皮脂分

泌最少的部位，往往皮肤没有大问题

的人在秋天也会觉得这处的肌肤干

燥、瘙痒、产生皮屑还容易过敏。

解决方法：洗完澡后趁着浴室的

雾气提供给皮肤水分，及时涂上身体

保湿霜，能锁住水分。平时皮肤干燥瘙

痒时也要及时涂抹。

死角八：脚踝

症状：起皮

脚踝是肌肤最简略枯燥的当地，

关于寻求潮流喜爱穿九分裤的女孩子

来说，秋冬露出枯燥起皮的脚踝那是

大大的为难了，所以此部位的保湿作

业尤为重要。

解决方法：想让足踝疾速康复详

尽，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去角质，即除掉

老化细胞，帮助血液循环，令脚部肌肤

保持幼嫩光滑。

爱美MM小心 7大坏习惯 成健康皮肤的“拦路虎”
1.用过热的水洗脸

滚烫的淋浴或泡澡会让全身得到放松，但是

每天用过热的水洗脸却会让肌肤的水分过分流

失，造成皮肤干燥、粗糙等健康问题。就当是帮帮

自己也帮帮你的皮肤吧，在沐浴的同时洗脸，请

将水调到微热的温度。

2.你爱吃甜食

赶快放下手中的巧克力块才能减少皱纹的

产生。摄入过量的糖分会损坏那些能增加肌肤弹

性的胶原蛋白，让皮肤变得松弛，早衰。事实证明

糖果并不是糖分摄入的唯一源头。警惕碳水化合

物，因为它们很容易转化成糖分(例如土豆、cup-

cake和面包)。尽量选择富含欧米伽 -3脂肪酸、

抗氧化物和维他命 C的食物来代替。

3.你没有行动起来

每周花几小时上健身房能使你的皮肤更加

健康。运动能加速血液循环，从内在为你的肌肤

增添光彩。同时，汗液也会带出身体里的毒素。只

需要注意在运动前后做好清洁工作，防止粉刺产

生。

4.你用的棉质寝具

用棉质的床上用品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考虑

到丝绸平滑的质地，对头发和面部肌肤更温和。

它柔和的面料也能帮助锁住身体的水分，避免皮

肤脱水。另外，它凉爽的特性也能使皮肤感觉更

舒服更健康，不会干燥粗糙。

5.你的放纵

请对睡前的贪杯坚决的说“不”。酒精会使皮

肤出现脱水状况，使脸水肿，还会打扰你的美容

觉。吸烟会减缓血液循环、加快肌肤老化，是皮肤

的大杀手之一。

6.有问题不找皮肤科医生

父母一直灌输要定期看牙医和医生，但是皮

肤科医生呢？有粉刺等皮肤问题困扰，第一时间

应该求助皮肤医生，而不是希翼通过护肤品解

决。皮肤科医生会为你的量身定做一套适合你的

护肤疗程，揭露肉眼看不到的皮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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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史上最大優惠!
-  許氏誠意回饋 -

*質量保證 原料直接由日本靈芝農場進口

*技術先進 日本的專利證孢子體破碎技術

*功效卓著 採用全靈芝及濃縮提純萃取粉

原價 $329.97

特價 $219.98 活動促銷至 2018/5/31 止

買2盒
雙靈芝禮盒

送1盒
雙靈芝禮盒

歡慶
許氏日

本靈芝在美上市15周年

李智雪在本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開幕式上艷李智雪在本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開幕式上艷
驚四座驚四座。。

（本報記者黃梅子）4月
21日下午，著名影星、舞蹈
家、教育家周潔邀請中國新
生代小花李智雪以及《九面
怪俠》劇組一行人訪問周潔
曉慧舞蹈學校。李智雪主演
的懸疑動作片《九面怪俠》
被選為本屆休斯頓國際開幕
式電影，也被提名為最佳影
片評審團大獎，李智雪被提

名最佳女演員，她是新近走
紅的九零後新生代小花。周
潔老師非常看好李智雪，也
很欣喜地看到中國電影界新
人輩出，她特別邀請《九面
怪俠》劇組一行訪問周潔曉
慧舞蹈學校，孩子們為嘉賓
們表演了精彩的舞蹈，李智
雪也以自己成功的經歷鼓勵
孩子們追求夢想，《九面怪

俠》總制片人張玲也發表了
演講，贏得了孩子們的掌聲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是明
星的搖籃，培養了很多位休
斯頓和全美華裔小姐，周潔
老師嚴謹的治學理念以及優
質的師資力量，使得周潔曉
慧舞蹈學校聲名遠播。

著名影星周潔邀請新生代小花李智雪
訪問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孩子們匯報表演孩子們匯報表演李智雪发言李智雪发言。。

《《九面怪俠九面怪俠》》總制片人張玲發言總制片人張玲發言。。

周潔老師周潔老師（（右二右二））高興得跳了起來高興得跳了起來

周潔老師周潔老師（（中中））與演員李冠廷與演員李冠廷（（右一右一）、）、李智雪李智雪（（右二右二）、）、學學
員員SaranSaran（（左一左一）、）、張玲張玲（（左二左二）。）。

周潔老師周潔老師（（中中））
與李智雪與李智雪（（左左））
、、張玲張玲（（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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