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5月02日 星期三
Wednesday, May 02, 2018

B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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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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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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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WangEdward Wang 王先生王先生
專精於買賣專精於買賣﹑﹑租賃租賃﹑﹑投資房屋投資房屋
包括商業及住宅包括商業及住宅
熱誠熱誠﹑﹑細心細心﹐﹐提供最佳的服務提供最佳的服務
為您落實好投資與夢想之屋為您落實好投資與夢想之屋
電話電話:: 832832--453453--88688868

地 產 人 物地 產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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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羊群洗入夏土耳其羊群洗入夏““薅羊毛薅羊毛””大澡大澡

英國哈羅蓋特花展將舉行英國哈羅蓋特花展將舉行
““花仙子花仙子””徜徉花海徜徉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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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印貿易額同比增長20.3%
進口增長近40%

自2014年以來，中印經貿關系持續

快速發展。2017年，中印雙邊貿易額達

到844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20.3%，創

歷史新高，中國繼續保持印度最大貿易

夥伴地位。特別是中國自印進口大幅增

長近40%，使雙邊貿易更加平衡。基礎

設施領域的合作取得長足進展。截至

2017年底，中方累計對印投資超過80億

美元。經貿合作越來越成為中印關系的

加速器和壓艙石。

印度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最重要投資
對象國之壹

“印度矽谷”班加羅爾市中心，有

壹個巨大的工地，大門口用中文寫著

“南通三建”。工地現場，印度工人在

中國技術人員指導下綁鋼筋、進行土建

施工。這是印度班加羅爾金門置業有限

公司與中國江蘇南通三建集團有限公司

合作開發的“總統塔”高端住宅樓項目。

該大廈標高161米，建成後將是班加羅

爾乃至印度南部的地標建築。

南通三建印度分公司總經理毛建東

對本報記者說，該項目2017年7月正式

啟動，南通三建主要負責墊資、建設和

項目管理，用品牌管理經驗來推動項目。

印方利用當地資源優勢，負責與當地政

府部門溝通和市場銷售。金門置業執行

董事桑傑· 拉吉對本報記者說，過去4年

來，他們壹直在尋找壹個強大的國際合

作夥伴，“我們評估了來自美國、歐洲

和中國的多家戰略合作夥伴，最後選擇

了中國公司。結果證明我們的選擇非常

正確，這是雙方利用各自優勢合作的完

美結合，目前項目進展壹切順利。”

金門置業與南通三建的合作是中印

經貿合作的壹個縮影。中國駐印度大使

羅照輝對本報記者說，近年來中印經貿

合作不斷深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響

應印方提出的“印度制造”“數字印度”

等戰略倡議，積極拓展印度市場，印度

已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最重要的投資對象

國之壹。

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李

柏軍告訴記者，目前產業園區、智能制

造、醫療健康以及互聯網等產業是中印

兩國合作的重點領域，“快、穩、新、

活”是當前中印重點領域經貿合作的主

要特點。自2014年5月以來，中國對印

投資累計漲幅超過200%。在傳統產業領

域，廣西柳工集團和三壹重工等重裝制造

企業、美的與海爾等白色家電企業始終堅

持在印穩紮穩打，都取得了長足發展。

中國的新興產業也在印度大力開拓

。2018年第壹季度，中國手機品牌占印

智能手機市場份額擴大至57%。中國互

聯網企業也已入駐Paytm、Zomato、Hike

等印互聯網明星企業。此外，阿裏巴巴

與騰訊先後通過入股的方式涉足電商行

業，復星集團並購格蘭德制藥等案例都

顯示中國對印投資已不再局限於直接投

資，入股、並購、產業基金等多種投資

方式均成為中方投資的新模式。

以投資促貿易，經貿合作持續升溫
遼闊的印度北方邦大諾伊達地區，

工業走廊連綿數百裏。車出諾伊達城後

沿著工業走廊行駛壹個多小時，就看到

壹個三層高的鋼筋框架廠房已具雛形，

旁邊的基坑正在緊張施工。這是OPPO

智能手機印度制造中心項目壹期工程工

地。項目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說，該項目

總建築面積約 13 萬平方米，總投資 3

億美元。項目投產後，年生產手機能

力將達 5000 萬部，是 OPPO 在全球第

二大制造基地。未來該中心將雇用3萬

名當地員工，帶動手機產業鏈整體向印

度轉移。

在李柏軍看來，2017年中印經貿合

作持續升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中國企業“走出去”開花結果。

過去4年間，中國來印投資快速增長，

企業不斷開拓印度市場，挖掘市場潛力，

以投資促貿易的效果逐步顯現。

其次，“印度制造”推升需求。

2014年9月以來，隨著“印度制造”等

計劃的穩步推進，壹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靴子”落地，印制造業需求得到集中

釋放。2017年，中國對印機電產品出口

同比增長20.8%，拉動中國對印出口增

速近11個百分點。

最後，印度政策管制逐步放開。

2017年以來，印政府更加積極融入全球

市場，進壹步放松國內鐵礦石等資源類

產品開采和出口政策，削減有關產品出

口關稅。2017年，中國自印進口鐵礦砂

增長61.2%。此外，值得註意的是，中

國自印進口增速已明顯高於對印出口增

速，這將令兩國貿易更加平衡。

經濟互補性強，中印兩國合作潛力
巨大

4月24日，中國電建集團與印度阿

達尼集團正式簽署印度鼓達燃煤電站項

目EPC合同，建設鼓達2×800兆瓦燃煤

電站。中國電建駐印度代表馮亞楠對本

報記者說，截至目前，中國電建在印度

實施項目26個，合同金額超90億美元，

裝機容量超過20000兆瓦，是印度最大

的外國電站EPC總承包商。該公司所建

項目獲得工程質量、社會責任、環境保

護等多個獎項，累計為當地提供就業崗

位4萬余個，同時為印度培訓了大批緊

缺技術工人。

中國電建在印度取得如此大的成績，

證明中印兩國間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

力巨大。中印兩國人口占全球35%，國

內生產總值占全球20%，雙方擁有超過26億

人口的大市場，在貿易、投資、基礎設施、

信息技術、互聯網、文化旅遊、醫療健康等

眾多領域有著無比廣闊的合作空間。

桑傑· 拉吉認為，與中國合作可以為

印度市場帶來很多價值。同樣，中國

也看到了在印度發展的巨大潛力和機

遇。印度印刷公司總經理庫馬爾表

示，中國的印刷業居世界領先地位，

可以為印度印刷業的發展提供指導和

幫助，同時印度的軟件業也可以給中

國很大幫助。

羅照輝認為，經貿合作是促進中印

關系的重要加速器。中印兩國分別作為

最大發展中國家和重要新興市場國家，

在推動經濟全球化、反對貿易保護主

義、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等方面，具有共同關切和利益。兩國都

處在發展經濟、深化改革、推進現代化

進程的關鍵階段，雙方發展目標時間上

重疊，內容上亦可相互借鑒。羅照輝

說，中印雙方有必要繼續深挖合作潛

力，實現優勢互補，推動兩國經貿合作

向更高水平、更深層次加速發展，相信

隨著兩國總體關系不斷穩步向前發展，

中印經貿合作前景壹定會更加廣闊，不

僅將惠及兩國人民，也將對世界發展和

繁榮產生重要積極影響。

中國全面規範逾百萬億元金融資管業務市場
綜合報導 中國官方正式發布《關於規範金融

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中國逾百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金融資管市場將迎來新秩序。

近年來，中國金融機構資管業務快速發展，規

模不斷攀升，截至2017年末，不考慮交叉持有因

素，總規模已達百萬億元。其中，僅銀行表外理財

產品資金余額就達到22.2萬億元，信托公司受托管

理的資金信托余額亦達21.9萬億元。

上述由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

匯局聯合發布的《意見》明確，將按照資管產品的

類型制定統壹監管標準，對同類資管業務作出壹致

性規定，實行公平的市場準入和監管，最大程度地

消除監管套利空間，為資管業務健康發展創造良好

的制度環境。

據介紹，此次《意見》主要適用於金融機構的

資管業務，即銀行、信托、證券、基金、期貨、保

險資管機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接受投

資者委托，對受托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的

金融服務。

針對非金融機構違法違規開展資管業務的亂

象，《意見》按照“未經批準不得從事金融業

務，金融業務必須接受金融監管”的理念，明確

提出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非金融機構不得發行、銷

售資管產品。

同時，《意見》還強調資產管理業務不得承諾

保本保收益，打破剛性兌付；同時嚴格非標準化債

權類資產投資要求。

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表示，非標具有期

限、流動性和信用轉換功能，透明度較低，流動性

較弱，規避了宏觀調控政策和資本約束等監管要

求，部分投向限制性領域，影子銀行特征明顯。為

此，資管產品投資非標應當遵守金融監督管理部門

有關限額管理、流動性管理等監管標準，並且嚴格

期限匹配。

值得註意的是，相比此前的征求意見稿，《意

見》將相關機構業務的整改過渡期延長至2020年

底。上述負責人稱，此舉給予金融機構充足的調整

和轉型時間。對過渡期結束後仍未到期的非標等存

量資產，官方也將作出妥善安排，引導金融機構轉

回資產負債表內，確保市場穩定。



體育圖片 BB44星期三 2018年5月02日 Wednesday, May 02, 2018

斯圖加特賽斯圖加特賽
斯維托麗娜進八強斯維托麗娜進八強

前
美
國
總
統
比
爾

前
美
國
總
統
比
爾--

克
林
頓

克
林
頓

觀
戰
觀
戰NN

BB
AA

女排土超單項頒獎女排土超單項頒獎::
朱婷榮膺朱婷榮膺MVPMVP



BB55體育消息
星期三 2018年5月02日 Wednesday, May 02, 2018

美南版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8年5月2日（星期三）

券商看淡匯豐重啟回購
首季業績看好 大摩維持“增持”

摩根士丹利對匯控的前景最為樂
觀，發表報告重申匯控為其行

業首選，維持“增持”評級，目標價
為88元（港元，下同）。該行預計，
受淨利息收入上升帶動，匯控今年首
季總體收入按年升8%至139.3億美
元，稅前盈利按年升17%至58.03億
美元，經調整稅前利潤按年升4%至
61.53億美元，其中淨利息收入料按年
升11%至75.19億美元，及手續費收
入料按年升4%至33.65億美元。

股價料重返80元關口
摩根士丹利預期，匯控何時重啟新

一輪回購將成為投資者關注的重點之
一，該行並未有預測回購的時間，但預
測匯控今年全年會動用35億美元進行

股份回購。耀才證券金融集團研究部總
監植耀輝同樣預期，投資者在匯控首季
業績將關注有否回購或收購等消息，不
過在美國踏入加息周期的利好因素下，
認為若匯控股價可衝破78元阻力，股
價要重返80元以上應該不難。
匯控近日藉即將公佈業績炒上，

4月30日收報78.7元，升1.68%，相
對近2年前英國脫歐消息公佈後，股
價曾急挫至45元以下，股價已回升逾
75%，當中主要透過不斷回購，股價
才逐步站穩陣腳。不過，相對匯控金
融海嘯前、2016曾高見逾150元，至
今仍相對落後近半。
值得一提的是，該行2月底公佈

去年全年業績時未有公佈回購計劃，
在回購“斷纜”下就曾拖累翌日股價

急跌3.1% 。
范寧在3月時曾解釋，因應監管

當局不容許該行同時發行額外一級資
本證券（AT1債）和回購，在符合發
行AT1債需要下，該行未有同時進行
回購。
瑞信發表最新報告認為，匯控

AT1債發行僅41.5億美元，仍低於50
億至70億美元的指引，因此預期首季
業績不會公佈回購或其他策略性改

動，但維持該行下半年將動用30億美
元進行股份回購的預測。

亞洲表現料維持強勁
報告又指，匯控去年亞洲區表現

強勁，料今年首季可以維持，加上受
惠於拆息向上，淨息差有望擴闊至
1.67厘，料今年首季收入達136億美
元，稅前溢利達57.03億美元。調升
匯控評級至“中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匯控將於4日公佈首季業

績，雖然在環球加息潮下，市場憧憬加息利好因素將陸續反映

在銀行股業績上，但匯控高層剛完成換血，新任行政總裁范寧

曾多次表明正檢視業務，料最快中期業績才公佈最新詳情，意

味4日重啟回購的機會渺茫。不過，不少券商對匯控的前景仍感

樂觀，摩根士丹利料匯控今年首季經調整稅前利潤按年升4%至

61.53億美元，瑞信亦料其稅前溢利達57.03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有外媒引述消息指，股王騰
訊旗下的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擬於
今年底前赴美上市。

集資逾40億元美元
據悉，騰訊音樂已邀請多家

投行在下周投標以便安排首次公
開募股（IPO），料集資規模最多
為40億美元，集團估值達250億
美元。
報道指，騰訊音樂與提供音

樂串流服務的美國上市公司Spoti-
fy曾於去年底進行換股。根據換
股協議，當時Spotify持有約9%的
騰訊音樂股權，騰訊控股則持有
7.5%的Spotify股權，當時騰訊音
樂估值只有125億美元，僅為現時
估值的一半。截至上周五，Spoti-
fy的市值約為285億美元。

報道又指，騰訊音樂自去年
底起與相關人士討論IPO計劃，
當時港交所曾放風指有意放寬上
市規則，以鼓勵更多科技公司在
港上市，騰訊音樂曾研究赴港上
市的可能性。不過，隨着港交所
陸續公佈更多新規細節，包括不
容許加權投票權，騰訊音樂最終
決定棄港上市計劃，並跟隨Spoti-
fy在美國上市。

騰訊音樂旗下包括中國三大主
流音樂服務供應商QQ音樂、酷狗
音樂及酷我音樂，業務涵蓋音樂播
放器、音樂直播秀、版權轉授權及
廣告等。
據報道，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早

前流出一份資料顯示，集團在2016
年下半年開始錄得盈利，同年盈利
為6億元人民幣，去年盈利增加至
16億元人民幣，預計今年盈利達31
億元人民幣。

英格蜜兒申IPO
另外，醫學美容集團英格蜜

兒（INGRID MILLET）向聯交
所遞交主板上市申請，獨家保薦
人為中銀國際。 初步招股文件顯
示，公司主要向客戶提供一站式
醫學美容解決方案，其控股股東
是商人廖桂昌兒子廖敬邦。截至
去年底止9個月，公司收入則按年
增16.89%至7.96億港元，盈利則
按年增49.51%至1.4億港元。

騰
訊
音
樂
擬
赴
美
上
市

香港文匯報訊 汽車生產商德
國大眾正與中國滴滴出行商談成立
合資企業，為後者管理部分車輛，
並幫助開發用於滴滴服務的“特定
用途”汽車。路透社引述大眾汽車
一位高層管理人員透露，預計協議
在下月初簽署，作為協議一部分，
大眾初期將為滴滴出行管理約10
萬輛新車，其中三分之二將是大眾
集團旗下的汽車。
據指，大眾將與滴滴一道購置

部分新車，以便讓滴滴擴大車隊規
模。兩家公司又計劃合作設計並開
發專用汽車，最終目標是生產並使
用自動駕駛汽車。滴滴在每天向中
國用戶提供的300萬次出行服務中，
積累龐大的客戶行為數據。上述管
理人士稱，有關合作協議最終將讓
大眾獲得滴滴的部分用戶數據。
報道指，大眾與滴滴的攜手，

是滴滴最近與31家汽車廠商與零
部件供應商達成廣泛聯盟以後，開

始着手推動的首個已知項目。滴滴
曾表示，將與大眾聯手在多個方面
展開合作，並最終開發用於滴滴服
務的特定用途汽車。上述管理人士
稱，例如滴滴多達80%的用戶是獨
自乘車，不需要尺寸較大的四座轎
車。
滴滴還預測，今後其車隊的多

數車輛將為電動汽車，據稱該公司
已經開始與廣汽集團、車和家合作
設計電動汽車。

大眾汽車擬夥滴滴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中興通訊5月1日晚發

出公告稱，將在必要的情況下考慮採取相
關美國法律下可採取的行政或法律措施。
公司表示，收到BIS的指引，內容有關美
國商務部接受並審議公司提交的補充資料
的程序。公司預計將按照上述程序向BIS
提供資料。
另外，中興通訊H股自2018年4月

17日上午九時起在港交所短暫停牌，並將
維持停牌，直至公司發佈進一步內幕消息
公告。

中興將向美提供資料

■摩根士丹利料匯控
首季經調整稅前利潤
按年升4%至61.53億
美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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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皓晴 杜凱琹 蘇慧音領軍

■■卡基爾將受中國卡基爾將受中國
足協邀請下季執法足協邀請下季執法
中超中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年，中超燒錢不僅吸引了諸多世界
級球星加盟，還邀得世界名哨紛紛來華執
法，例如著名的土耳其主裁卡基爾。

據內地傳媒消息，歐洲足協旗下的著
名裁判卡基爾下賽季將會執法中超。而為
了吸引這位“歐洲金哨”的加盟，中國足

協開出“天文數字”的報價。
現年41歲的卡基爾是目前歐洲足壇最

優秀的裁判之一，他已在國際足壇執法12
年之久，2010年他正式成為歐洲足協欽點
的精英裁判。
本賽季，卡基爾已被歐洲足協委以重

任執法了包括歐聯淘汰賽車路士1：1和巴
塞、祖雲達斯0：3負皇馬等在內的五場焦
點大戰。
另外，中超球隊山東魯能1日在官網

闢謠：“驚悉網友要給雲加先生辦個轉
會，小編是不是得給您準備個接風宴？不
過怕教授不一定喜歡擼串，濟南還是不請
了！因為我們泰山隊有自己的‘李教授
（李霄鵬）’，堅決支持魯能版‘雲
加’，妥妥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足協天價邀歐洲金哨執法中超 2018敦煌雙遺國際馬拉松賽1日在甘肅省敦煌市鳴沙山
下鳴槍開跑，除中國外還有來自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美國等
國家和地區的近萬名選手參賽。圖為一名參賽選手在比賽中。

■新華社

與 駱 駝 賽 跑

香港女子乒乓隊於“2018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打出好成績！由李皓晴、

杜凱琹及蘇慧音領軍的港隊，於北京時間周二凌晨的分組賽再贏德國，因此她們

雖於1日午以1：3不敵韓國，但仍能成功出線之後16強淘汰賽。至於由黃鎮廷、

何鈞傑及林兆恒坐鎮的男子隊，則於周二凌晨勇挫埃及，令港隊在分組賽暫以2勝

1負成績，屈居德國及東道主瑞典之後留守第3位。

■■杜凱琹壓力下表杜凱琹壓力下表
現佳現佳。。 路透社路透社

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當地時間
1日在瑞典哈爾姆斯塔德結束全部小
組賽的較量。中國女隊（國乒女隊）
以3：1輕取新加坡，以四戰全勝姿
態躋身8強。中國男隊方面，同樣保
持不敗。不過，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
男隊於4月30日則以1：3不敵實力
中庸的英格蘭隊，遭遇本屆世乒賽開
賽以來的最大冷門。
中國男乒在4月30日分別以3：0

擊敗捷克隊和巴西隊，其中在當天上
午對捷克隊的比賽中，樊振東、許昕
分以3：0勝出，最後一個為國乒披甲
的林高遠迎戰康內克尼。林高遠前兩
局以11：8、11：5輕鬆獲勝，但第三
局被對手以11：9扳回一局，幸在第四
局林高遠連續得分，以11：4、總比分
3：1戰勝對手，助國乒男隊以3：0完
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早前連勝泰國及巴西的香港女
子乒乓隊，在北京時間周二

凌晨出戰對德國隊的第3場分組
賽，結果首先登場的李皓晴雖以局
數0：3不敵Petrissa Solja，但之後
出場的杜凱琹及蘇慧音，分別以局
數3：0及3：1勝出，助港隊反超
前2：1。到第4戰，港隊派出杜凱
琹對戰Petrissa Solja，結果杜凱琹
在先輸一局下，再以3：1反勝對
手，令港隊以場數3：1獲勝。

賽後，港隊教練李靜如此評
價三名球員：李皓晴仍需努力；
杜凱琹則在壓力下，有上佳表

現；至於蘇慧音，則漸入佳境。

分組賽3勝1負次名出線
在首3戰全勝的情況之下，港

隊雖然於1日下午進行的第4輪分
組賽，以1：3不敵同樣於之前保持
全勝的韓國隊，但仍確保躋身16強
淘汰賽資格。港隊最後一場小組賽
對盧森堡。
另一方面，在早前得1勝1負

成績的香港男子乒乓隊，則於北京
時間周二凌晨勝出對埃及的第3輪
賽事。值得注意的是，黃鎮廷、何
鈞傑及林兆恒，均以直落3局橫掃

對手。而在北京時間周三凌晨才出
戰最後一輪對德國的港隊，暫以2
勝1負成績排第3位，僅次於全勝
的德國及對賽成績較好的瑞典。
由於4個小組每組首名直接晉

級8強，次名及第3名需進行16強
淘汰賽爭出線，故男隊面對德國之
戰絕對是出線重要關鍵。對此，黃
鎮廷明言會是一場硬仗：“未知對
方排陣，有波爾和奧查洛夫都不好
打，而且他們更有一個削球手，要
贏他們需要一點運氣加超水平發
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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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訊

丁俊暉成世錦賽頭號奪冠大熱
中國“一哥”丁俊暉（下圖）日前在謝菲

爾德進行的世界桌球錦標賽以13：4淘汰麥克
吉爾闖入8強後，來自蘇格蘭的對手賽後感
嘆，丁俊暉簡直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自己寧
願作為一名前排的觀眾來欣賞他的比賽。這是
丁俊暉連續第四年闖入世錦賽8強，由於衛冕
冠軍沙比和五屆冠軍奧蘇利雲都已出局，令他
被博彩公司列為奪冠的頭號熱門。 ■新華社

國籃58球員集結 備戰世外賽
隨着CBA聯賽正式落下帷幕，中國男籃

紅隊及藍隊共58名球員開啟新一輪集訓。按
照男籃未來的比賽計劃，5月30日和6月1日
藍隊將與伊朗進行兩場友誼賽。6月8日、10
日和12日紅隊將與澳洲NBL聯隊進行三場友
誼賽。6月28日、7月1日，紅隊將進行男籃
世外賽第三階段的比賽；而9月13日及9月17
日，藍隊則進行世外賽第四階段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競走女王王麗萍跑半馬摘亞
2018紅色涉縣國際馬拉松4月30日鳴槍

起跑。來自中國、肯尼亞、愛爾蘭等八個國家
和地區的7千餘名選手展開角逐。最終肯尼亞
選手基貝特．派亞齊和洛倫斯分別獲得男女全
程冠軍。中國選手賈波和葛香紅分獲男女半程
冠軍。而悉尼奧運會女子20公里競走冠軍王
麗萍以1小時42分 12秒奪得了女子半程亞
軍。 ■中新網

■■日本的水日本的水
谷隼以谷隼以22：：33
負於英格蘭負於英格蘭
選手選手。。

新華社新華社

■■蘇慧音險勝韓國球手蘇慧音險勝韓國球手
YOO EunchongYOO Eunchong。。

乒總提供乒總提供

■■飛馬射手查維斯飛馬射手查維斯（（紅衣紅衣））衝門衝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黃鎮廷黃鎮廷
在對埃及在對埃及
一役為港一役為港
隊 拔 頭隊 拔 頭
籌籌。。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陽光元朗在主場進行的中銀人壽香
港超級聯賽對香港飛馬的比賽中，
兩度領先下遭飛馬逼和3：3；而較
早前進行的另一場港超聯，東方龍
獅面對已肯定降班的標準流浪，大
開殺戒以5：0大炒對手。
元朗在物色新贊助不樂觀下，1

日役彌漫着散班氣氛。祖連奴上下
半場獨取兩球領先2：0。67分鐘方
柏倫禁區外窩利冷箭，以1：2為飛
馬破蛋。
73分鐘法比奧接應角球前柱鏟成

入3：1，再為元朗帶來勝利希望。可

是1分鐘後元朗球員禁區犯手球，利
馬主射12碼得手又追近2：3；其後飛
馬換入“陳七”陳肇麒與查維斯雙高
塔攻堅，完場前1分鐘竟然由個子最
矮的利馬頂入梅開二度，以3：3逼和
元朗。
此役之後，飛馬與大埔同積34

分，對聯賽榜眼席位的爭奪更見白
熱化。賽後陳肇麒稱：“兩隊將於
本月13日為爭奪聯賽亞軍而決戰，
飛馬和波也可拿得超聯亞軍。不過
要出戰亞協盃，還要看傑志能否奪
足總盃。”

另一場港超聯，東方大炒流

浪，觀眾席上總監梁守志首度開腔
透露下屆組軍已展開七七八八。他
直言：“有關撬本地球員的問題，
限於對方尚有合約不方便透露。不
過包括行政經理司徒文俊、前教練
‘牛丸’陳婉婷及助教黃鎮宇在內
的教練團，則已赴歐洲揀蟀，涉及
的國家有葡萄牙、英格蘭及西班牙
的外援。”
1 日午東方龍獅上半場由基

頓、羅港威的入球，以2：0領先。
下半場調入李威廉、般盧、林學曦
加強攻力，洛迪古斯、勞高、井川
祐輔各入一球成5：0。

飛馬逼和元朗 月中與大埔爭亞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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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30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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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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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4/2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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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環球中國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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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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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走進中國（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環球中國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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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休士頓論壇(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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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家庭幽默大賽

來吧灰姑娘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來吧灰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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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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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家庭幽默大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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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女人心疼男人的方式
1、当你爱上一个男子，千万

别去想自己是不是应该矜持一

点。爱他就告诉他，有时候男人

也很爱虚荣，你的表白会让他的自

信达到顶点。

2、当你已经不爱他了，那么

也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别去考

虑他会不会脆弱，男人的自尊远比

伤痛重要。

3、当你们已经相爱，那么就

要对他信任，有什么想法就告诉他，不管他支持

不支持。任何一个男子都希望他的女人依靠他。

4、在他的朋友面前，要给他十足的地位。

面子对男子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不要介意在

人前当个小女人，要知道小女人都是男人宠出

来的。

5、他在打游戏的时候，不论你有多急的事

情，也不要直接去关他的电脑。最好是搂着他，

在他耳边轻轻的细语。因为男人对游戏的执迷胜

过你看一部精彩的肥皂剧。

6、男人每个月也有那几天，跟女人差不多，

心情无故低落。这个时候不要问他怎么了，只要

陪在他身边。做好你自己。

7、他和朋友出去喝酒、打

牌，你不要问他为什么不带你一

块前往。男人都愿意做风筝，只

要线还在你手里，那么就放他去

飞吧。

8、男人都很懒很笨，尽管他

爱你，但是不想费尽心丝讨好你，

你所能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给

他个明示。男人有时候需要女人

给他强有力的当头一棒。

9、男人不管他外表有多强大，但是骨子里都还

是一个孩子。他在任性的时候不要对他大吼大

叫，这对他不起做用。最有效的办法是陪他一起

疯。等他平静后轻轻的告诉他你很爱他。

10、男人都是不肯认错的，在他知道错的时

候给他一个台阶下。他会知恩图报的。

体谅一个男人，那就是把他当成你的爱人、

情人、哥哥、朋友、父亲、孩子。爱他，不要给

他负担，给他自由，给自己自由。做女人要知道

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挡在他

的前面；什么时候该躲在他身后。把他当成你自

己一样去爱护，成全了他的幸福，他才会成全你

的幸福。

面對七年之癢妳該何去何從
曾经有人在某网站论坛中做过这样的调

查，调查一个人从最初的结婚兴奋期到后

来的平淡生活期所需的大概时间。参加调

查的有将近三百位网友，大多数是已婚男

女，最后的统计结果为：结婚后一般男性

一至三年进入平淡期，女性则在3年以后进

入平淡期。 没有激情的婚姻与外遇非常接

近，据权威数字表明，外遇多数跟自己的

爱情和婚姻没有了新鲜感有直接关系，女人

甚于男人。

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结婚已经有好几

年了，你们的结合在外人看来是很美满的婚

姻，但是你对你自己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却

越来越不自信。你总是感觉和老公之间的情

感已经淡得如白开水，有时还夹杂着一些忧

伤和失落。想想自己婚后尽力地照顾这个

家，照顾着老公的生活，但你似乎已经开始

怀疑这样做是否有价值。因为老公对你的这

些付出似乎并不在意，你们之间的爱情和激

情已经在一点点地蒸发。

其实，婚姻是需要经营的，生活中的感情还

是要让人觉得安全和轻松，你要不时往里添加一

些东西…… 许多人在恋爱时大搞浪漫，但是真

正走入婚姻后则是生活得平平淡淡，他们认为婚

后的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不再需要恋爱时的

激情和浪漫，因此婚姻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

渐褪色。

男人通常被评说有“喜新厌旧”的恶习，而这

时的女人则像怨妇一样抨击男人的薄情，可这终究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认真想过吗？是男人真的薄

情寡义？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虽然大多数女人

多多少少都会沾上一点“黄脸综合症”，但是换个

角度来想，这说明你是一个顾家且有责任心的好女

人。对别人来讲，只要你是个善良、整洁的女人就

足够了，只是在对待自己、对待丈夫方面，你应该

多花一份心思。

根据有关资料调查显示，一对夫妻一般在

结婚七年后会进入离婚的高峰期，看来，我们

总说的“七年之痒”确有出处。男性一般在三

十岁之后就会感到婚姻平淡，因为这个阶段的

男人一部分已经事业有成，和妻子同创业共吃

苦的经历和回忆已经渐渐淡忘，留在脑海中更

多的是爱人的平常装束和没有激情的日常生

活，以及那种像履行公事一样的性生活。女性

一般会在三十五岁左右进入婚姻的平淡期，特

别需要提醒的是，作为女人，我们要及时捕捉

丈夫的红灯信号。

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丈夫下班后在单位上

网玩游戏或者和其他同事一起打牌，当你打电话

询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时，他说他在单位加班。

其实，丈夫下班后宁愿在单位待着也不愿意回

家，这说明他又回到了没结婚之前的状态，这是

婚姻进入平淡期的开始，同时也说明了妻子的爱

已经对他失去了吸引力。 一段婚姻一旦经营到

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两个人之间几乎到了无话可

聊的地步，婚姻就已经进入了平淡而缺少激情的

危险地带。

这时的婚姻中的男女，通常会出现以下症

候：

1.懒得回家，下班了也愿意耗在办公室里打

电话、玩游戏，或者干脆约上二三好友浅酌小

坐。

2.热衷于社交活动。休息日最主要的活动是睡

觉，或主动约朋友们到外边聚会。

3.对对方漠不关心，忘记彼此的生日，被对方

提醒时也是打个哈哈就算了；出差时再没有给你带

礼物回来的意识。

4.不再有兴致创造家庭新气象，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光顾花店；早就看着卧室的床位别扭，不知为

什么就是懒得调换一下。

5.懒得说话。两个人在家独处时，一个人抱电

脑，一个人抱电视，少有交谈，至于甜言蜜语，更

觉得是浪费口舌。

6.看着另一半就心存警戒。偶尔在街上遇见另

一半，第一反应是别过头去，感觉你们像彼此束缚

对方的绳索，心里总是想躲避对方。

7.喜欢叹气。在慨叹什么？对方的刻薄、唠叨

、懒惰、小气吗？总觉得自己竟然和这样的人同床

共枕，难道不应该叹气吗？

8.不再欣赏与鼓励。如果你做煮鸡蛋，他会

说他想吃煎的；如果你做煎鸡蛋，他会说他想

吃煮的；如果你既做了煎的又做了煮的，他会

说，你把该煮的那个给煎了，把该煎的那个给

煮了。

9.懒得吵架。原来发生不愉快时还能你争我吵

地争斗两句，现在却只想沉默。

情感專家蘇芩：
男人最想娶哪種女人做老婆
喜欢漂亮性感的女人，是生物界里，男人的

天性。喜欢有本事有能力的女人，是这个时代里，

男人的社会性。N多年前男人的心愿是：“要是

有个姑娘，漂亮又多情，又肯跟咱过苦日子，那

该多好！”现在经常听男人说：“要是遇上个姑

娘，能干又有钱，能帮咱过上好日子，那该多好！”

都说如今的女人太现实，实则在现实问题上，

男人一点都不输给女人，甚至越来越有“求包养”

的趋势。现代男人会喜欢越来越强有力的女人，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这是时代的物质性对人的

心理重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压力都很

大，尤其是男人。谈情说爱，需要氛围，浪漫也

绝对不是无条件的。背着一身房贷车贷的

压力，佝偻着脊背想想将来二十年的不堪

重负，哪个男人都渴望遇上个强大的财

女。这其实是人对严峻生活环境的一种本

能反应。

在工作中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

里，具有大男子主义的男性越少，男女

的地位也越平等。越是在发达城市中，人

渴望寻找强大伴侣的心态便越明显，美国

也好，中国的北上广也好，深处物质条件

大爆炸的环境中，人在择偶问题上，便越

有寻找拍档的意味。竞争如此之大，谁不

渴望能有人帮自己一把！这不是男人更弱了，而

是时代强大到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发怵了！

我们悲哀的看到，多少姑娘一生都在致力于

寻找一个“天”——一个能保障自己全部幸福的

强大男人。可惜，男人远没有女人想象得那么强

大。他亦会软弱、自卑、无所适从，亦渴望在困

境处能有人拉他一把。跟女人一样，男人同样渴

望被帮助的力量。

男人也好，女人也罢，说到底，都只不过是

生物界的同一种生物而已。既然是同样的人，又

何必把他想得太不同？！也许从今之后，女人该

做的是：试着把男人，想得平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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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晚會頒獎晚會

(本報訊)第51屆休
斯敦國際電影節於4月
28日晚在萬豪酒店舉
行了頒獎晚會，休斯
敦國際電影節是由休
斯敦國際電影協會創
辦於1968年，堪稱世
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獨
立電影節，已擁有50
多年的歷史，與舊金
山國際電影節、紐約
電影節並稱北美地區
三大評選性質的電影
節。越來越多的中國
電影和電影人在海外

獲獎，意味著全球第
二大市場的中國電影
離開本土市場，開始
逐步走向世界。

由電影節名譽主
席周潔老師推薦的著
名導演胡雪樺的鴻篇
巨制《上海王》收獲
頗豐，《上海王》榮
獲四項大獎，胡導獲
得最佳導演獎，影片
獲得了評審團大獎、
最佳美術獎、最佳特
效獎等四項大獎。28
日《上海王》將作為

閉幕式影片在影院上
演時，座無虛席，這
個代表中國電影頂級
水平的鴻篇巨制贏得
了在座美國和華人觀
眾的兩次鼓掌，為胡
雪樺導演這個真正的
電影藝術家喝彩。

美南新聞記者黃
梅子創作的電影劇本
《 一 往 情 深 的 戀 人
Guard Your Heart》榮
獲最佳原創愛情劇本
雷米金獎，黃梅子同
時也是自由作家，已

經在中國出版了三
本小說。好萊塢的
一家電影公司有意
向要購買《一往情
深 的 戀 人 Guard
Your Heart》的版
權，並打算邀請本
屆雙料影後李智雪
出演女主角。

第第5151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圓滿閉幕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圓滿閉幕
本報記者黃梅子劇本獲獎本報記者黃梅子劇本獲獎！！

在閉幕式電影在閉幕式電影《《上海王上海王》》開演現場開演現場
，，胡導致辭胡導致辭。。

電影明星陳燁夫婦電影明星陳燁夫婦（（左一左一、、二二））和周潔和周潔
老師老師（（右二右二）、）、胡雪樺導演胡雪樺導演（（右一右一）。）。

演員李智雪演員李智雪（（左左）、）、胡雪樺導演胡雪樺導演
（（中中）、）、周潔老師周潔老師（（右右））

胡雪樺導演胡雪樺導演（（左左）、）、周潔老師周潔老師（（中中）、）、張張
進戰導演進戰導演（（右右））是多年老友是多年老友。。

本報記者黃梅子榮獲最佳原創愛情本報記者黃梅子榮獲最佳原創愛情
劇本雷米金獎劇本雷米金獎。。

胡雪樺導演胡雪樺導演（（中中））榮獲最佳導演獎榮獲最佳導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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