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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行動的力量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貸

．SBA 7 (a) 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713-771-9700

1130

07.19.2018

蕭雲祥先生 
著名投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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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上演人馬大戰西班牙上演人馬大戰 勇士彪悍勇士彪悍““鬥野馬鬥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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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英國倫敦，，工人們為工人們為““大本鐘大本鐘””更換鐘面玻璃更換鐘面玻璃。。 英國國會大廈正英國國會大廈正
在進行的維修工程預計耗資在進行的維修工程預計耗資3535億英鎊億英鎊，，工程預計需要工程預計需要66年左右年左右；；之前的之前的
大本鐘維修項目已經於去年開始大本鐘維修項目已經於去年開始，，工期工期44年年，，20212021年大本鐘恢復發聲年大本鐘恢復發聲。。

日本洪水中失蹤的小馬竟然出現在屋頂日本洪水中失蹤的小馬竟然出現在屋頂

近日，日本境內遭遇洪澇災害，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甚重。上周五（7月6日），壹匹小馬在洪水中
失蹤。周壹（7月9日），人們發現了這匹失蹤的小馬——它竟然出現在壹戶民居的屋頂上！沒人知道它
是怎麽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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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效應提振俄羅斯經濟

俄羅斯世界杯於15日閉幕，本屆足

球賽事的舉辦產生了廣泛社會效應，對

該國經濟短期提振效應明顯，旅遊、零

售、餐飲等行業出現爆發式增長，麥肯

錫區域研究報告預計，本屆世界杯綜合

效益將達150億美元。不過，俄羅斯未

來能否從世界杯獲得持續性效應仍有待

觀察。

社會經濟效益雙豐收
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承諾，將為

那些在世界杯結束後希望繼續了解俄羅

斯的球迷提供簽證便利。

普京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世界歌

劇明星大型音樂會上表示，“外國客人

多次表示，希望帶上家人和朋友再次來

到這裏。對那些喜歡俄羅斯的球迷，我

們將考慮給予最大的簽證便利，以便他

們進壹步了解我們的國家。”

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同日在發言

中感謝世界杯的誌願者和組織者的出色

表現。“本屆世界杯不僅是全球最偉大

的賽事，還是世界杯歷史上最好的壹

屆。為此，我想真誠的感謝妳們”。

俄羅斯世界杯賽事組委會主席德沃

爾科維奇表示，此次賽事有助於打消球

迷和遊客對俄羅斯的偏見，俄羅斯通過

此次賽事展現出的開放好客形象將持續

吸引全球廣大遊客。

據悉，賽事期間總共發放球迷證件

約180萬份，約壹半是本地俄羅斯球迷；

外國球迷中，中國最多，達6.7萬份；美

國和拉丁美洲地區約占5.2萬份。

據不完全統計，賽事期間俄羅斯吸

引了超過70萬名外國遊客，這些遊客帶

火了當地的住宿和零售等行業。莫斯科

體育和旅遊部負責人說，首都城市吸引

旅遊者增幅達60%，約300萬人。訂房網

站Booking日前發布預警稱，在世界杯最

後壹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旅店訂滿

率達74%。信用卡公司Visa也對外宣稱，

俄羅斯本地球迷在四周的賽程中消費高

達1200萬美元。超市連鎖品牌Perekre-

stok表示，啤酒、軟飲和零食消費在世

界杯開賽前兩周即出現大增。俄羅斯當

地消費借貸公司Kviku表示，過去壹個

月裏，客戶數量上漲了四分之壹，客戶

主要購買往返於不同城市足球比賽的機

票。這家借貸公司還說，視頻觀看設備

同期消費也出現激增，電視機和智能手

機的銷量增幅比去年上漲20%。

巨大的客流量給俄羅斯經濟帶來紅

利，俄羅斯官方期望明年外來旅遊人數

增長15%。

各界高度評價此次世界杯賽事對俄

羅斯的積極影響，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

表示，體育和運動令人著迷，大型體育

比賽可成為國際盛事，凝聚人心，以至

為社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紅利周期是未知數
由於世界杯賽事期間消費激增，俄

羅斯經濟短期將獲得明顯提振，但未來

世界杯效應能否持續釋放紅利仍是未知

數。

俄羅斯央行曾預測，2018世界杯的

舉行將使俄羅斯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

長0.1至0.2個百分點。

“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國際盛會將有

助於第二季度的產量增長，到今年年底，

其對GDP增長的貢獻可能達到0.1至0.2

個百分點。”俄羅斯央行負責人表示，

世界杯對俄羅斯經濟的通脹影響不大，

只是對某些城市和某些商品及服務存在

短期影響。央行預測俄羅斯2018年國內

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1.5％至2％，年末

通脹率為3.5％至4％。

麥肯錫區域研究報告預計，本屆世

界杯綜合效益將達150億美元，超過巴

西、南非、德國等前幾屆主辦國。

另外，俄羅斯官方數據顯示，2018

年第壹季度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1.3％，達22.24萬億盧布（1美元約合63

盧布）。今年1月至5月，俄工業生產同

比增長3.2％，農業生產增長2.5％，貨

運量增長3.1％，零售總額增長2.4％。

俄羅斯國民經濟和國家行政學院

副教授謝爾蓋· 海斯坦諾夫將今年上半

年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總結為“低速

增長，景氣度不甚理想”。海斯坦諾

夫說，目前推動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壹

個重要因素，是俄政府部門通過大規

模投資，支持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例

如改、擴建世界杯足球賽場館及配套

設施等。這類大項目帶動了俄經濟領

域的投資需求。

海斯坦諾夫預計，今年下半年，當

俄政府對基礎設施項目大規模投資的拉

動效應釋放完後，俄經濟增速會有所下

降。但總的來說，反映俄經濟形勢的大

部分數據都顯示，目前俄經濟暫無嚴重

問題。俄羅斯經濟曾在2015年和2016年

出現下滑。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高級副總裁兼分

析師克裏斯汀· 林德表示：“雖然世界杯

會持續壹個月，但與俄羅斯的總體經濟

規模相比，相關的經濟刺激措施將顯得

比較無力。”林德還認為，雖然食品零

售企業、酒店和交通收入將出現增長，

但這些效果僅是壹次性的、短暫的，並

不會帶來實質性的改變。

外界還擔憂新場館建設後期的利用

問題，俄羅斯許多地方政府因興建或改

善賽場而負債累累，未來能否通過運營

收益覆蓋支出和還貸成本也是壹大難題

。對於外界的質疑，俄羅斯官方只回應

場館將有效利用，擬投入青少年訓練等

項目。

中國品牌營銷受關註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中國球迷為世

界杯經濟貢獻良多，中國品牌此次以

“集團軍”模式殺進世界杯，7家中國

品牌集體登陸俄羅斯，占據世界杯贊助

席位的三分之壹。不過，業界提醒，品

牌國際化過程中要註意長期布局。

俄羅斯世界杯的贊助商分為三檔：

國際足聯合作夥伴、世界杯贊助商和區

域贊助商，全部計算起來只有17家。此

次萬達成為第壹檔的國際足聯合作夥

伴，海信、蒙牛、vivo是第二檔的世界

杯贊助商，雅迪電動車、指點藝境VR

科技公司、帝牌男裝則是第三檔次的區

域贊助商。

專家們認為，中國品牌借助世界杯

等世界頂級賽事進行品牌營銷，壹定要

有清晰的市場定位、正確的營銷方案。

盛開體育CEO馮濤說，從中長期的效果

來看，企業必須從市場上有足夠的收

獲，這才是評判商業贊助、品牌營銷的

最終標準。

萊茵體育副總裁姚振彥分析說，對

國際體育賽事IP的贊助不應該是壹個短

期行為，應該與品牌的國際化步伐同

步。而國內個別企業依然拿著相對老式

的目光來判斷價值，往往容易發生誤判

——國際贊助和品牌營銷，決不能簡單

地取決於國內的電視曝光率。

馮濤表示，如果是主打國內市場的

品牌，從企業發展的戰略考慮，體育營

銷不要盲目跟風，不要為了國際化而國

際化。當國內市場相對飽和以後，需要

尋找新的國際市場，這才是國際化。

中國大別山區成立旅遊合作區助力扶貧
綜合報導 中國大別山連片貧困區域緊鄰的河

南商城縣、湖北麻城市共同組建的“大別山旅遊合

作區”14日正式宣告成立，擬“抱團”整合區域旅

遊資源，助力大別山區脫貧。

中國大別山座落於中國安徽省、湖北省、河南

省交界處，這裏因當年劉鄧(劉伯承和鄧小平)大軍

挺進大別山而聞名中外。

當日，“大別山旅遊合作區”活動啟動儀式在

河南鄭州舉行，商城縣委書記李高嶺和麻城市委書

記楊遙在現場當起“導遊”，分別對兩地的旅遊資

源進行了推介。

商城縣委書記李高嶺表示，該區域優勢是有著

壹脈相承的大別山革命精神；但旅遊開發瓶頸

突顯：景點豐富分布零散，重復開發缺乏新意，各

自為陣缺乏統籌。打破壁壘是大勢所需，深度挖掘

亟待攜手，提升品質迫在眉睫。

麻城市委書記楊遙表示，大別山區攜手合

作，既是歷史的機遇，更是歷史的責任，讓商

城、麻城及周邊連片貧困地區全面脫貧，是我

們的共同責任。

據知，大別山旅遊合作區，將秉承共享資源、

共同發展的宗旨，以生態、紅色、文化為主線，走

區域合作發展路子，合力打造大別山旅遊品牌，以

旅遊帶動產業，以產業推動脫貧，招徠更多的海內

外旅遊者。

2015年，國務院批復《大別山革命老區振興規

劃》，明確了大別山作為全國重要的旅遊目的地的

戰略定位。經過多方努力，2017年，大別山核心區

3省13縣旅遊界簽署了《大別山旅遊市場戰略聯盟

框架協議》。

是次活動便是上述基礎工作的延續。主辦方稱，

未來會吸納更多的大別山區域市縣參與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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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2018 -7/2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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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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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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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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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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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4:30-15:00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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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博物館 (首播)

16:00-16:30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17:00-17:30
台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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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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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12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7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王者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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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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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藏密（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

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王者歸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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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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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小瑞與大魔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舌尖上的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開門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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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舌尖上的中國(首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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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海峽兩岸》
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

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旨是“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
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
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
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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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個月共64場比賽，本屆
俄羅斯世界盃終於圓滿落幕。今屆
比賽中共有多項紀錄被打破，其中
在VAR的使用下，球證給予12碼的
數字便創出新高。

由於VAR的出現，令到球員在
禁區防守時的所有動作均無所遁形，
因此早在分組賽後，單屆世盃判罰18
個12碼的紀錄已輕鬆被打破，總計全
屆賽事共判出29個12碼，當中22球
射入7球射失，3項數據皆遠遠打破了
舊數據。此外，本屆賽事的烏龍球亦
特別多，共有12位球員“擺烏龍”，

輕易打破1998年法國世盃的6球紀
錄。

63場有入球史上首次
另方面，今屆比賽多支隊伍雖

然均以防守為主，但全屆合共有169
個入球，僅較1998年及 2014年的
171球差兩球。此外，除了法國對丹
麥的分組賽，今屆其餘63場賽事均
有“士哥”出現，而在法、丹之戰
前的頭37場比賽連續有入球，亦是
世盃首次出現，較之前紀錄多出了
10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克羅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克羅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左左))，，跟法國總統馬克龍跟法國總統馬克龍
((左三左三))，，賽後到更衣室安慰格仔軍球員賽後到更衣室安慰格仔軍球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莫迪歷莫迪歷((右右))贏得世盃金球獎贏得世盃金球獎，，賽後跟好拍檔拿傑迪賽後跟好拍檔拿傑迪
錫互相交換球衣錫互相交換球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年輕法軍王朝復興
克國黃金一代留憾
克羅地亞錯失首度贏得世界

盃冠軍的機會，令到一眾因他們
的激情而感動的球迷感到可惜。
然而有一個更殘酷的事實是，以
莫迪歷為首的“格仔軍”黃金一
代，可能已錯失最後一個贏得冠
軍的機會，相反重奪世盃的法國
卻是年輕富朝氣，大有機會於未
來建立屬於自己的王朝。

雖然做出立國以來世盃最
佳成績，惟要注意的是克羅地亞
陣中主力如莫迪歷、拿傑迪錫、
文迪蘇傑及蘇巴錫，其實均已年
過30歲。這次錯失良機，可以說這
班克國黃金一代已再無機會衝擊世界
冠軍。

莫迪歷：收拾心情需時
說到這次失冠，最失望的球員

則肯定是隊長莫迪歷，年屆32歲的
他雖獲頒世盃最有價值球員（世盃金
球獎），但接受頒獎時全無表情，明
顯對失冠十分失望。由於年紀漸長，
又受到涉嫌在一單瞞稅案作假證供事
件困擾，故賽後亦有記者問到莫迪歷
是否考慮退出國家隊。這位皇馬中場
回應指，需要時間作思考：“現在說
什麼也沒有意義，給我一星期或更多
時間收拾心情，然後再想想下一步如

何走下去吧。”

迪甘斯：未來4年留頂峰
相比克國的悲壯，奪冠的法國

自然是喜氣洋洋，更可怕的是法足今
次大軍有15人是在25歲或以下，而
兩大功臣基沙文、簡迪現年也只是
27歲。教練迪甘斯賽後的一番話也
點出了法國的未來：“我帶領着一支
青年軍，其中14個人首次出席世
盃，現在我們已是世界冠軍，而之後
的 4年時間，我們也會在世界頂
峰。”可以預期，年輕的法蘭西大軍
在未來日子仍會繼續稱霸世界，並建
立像當年西班牙一樣，一個屬於自己
的王朝。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迪甘斯(上)帶領年輕法軍勇奪錦標。
美聯社

世界盃向來是球員們顯示身價的最佳舞台。今屆賽

事防守反擊當道，死球成為破關的殺着，造就一眾後衛乘勢

冒起，其中以英格蘭的哈利馬古尼、哥倫比亞的耶利文拿及法

國的班捷文柏華特最為突出，無論攻防兩端均為球隊作出極大

貢獻。不少歐洲頂級勁旅紛紛伸出橄欖枝令他們身價暴漲，

這三名“帶刀侍衛”有望在今夏一登龍門，挑戰職業生涯

新高峰。

踢9場摘3冠 文迪幸運贏家

12碼烏龍波歷屆最多

英格蘭的“幼獅”們能夠以殿軍完成今
屆世盃，成績令人喜出望外。三人防

線的穩定發揮成為球隊的堅強後盾，其中哈
利馬古尼更是最大驚喜。

馬古尼：鬥志佳大錯少
有着傳統英式守衛的頂上功夫及硬

朗，馬古尼更開發出引球出擊的技能。他亦
是英格蘭防線心理質素最為穩定的一位，
鬥志旺盛而且少有大意失誤。25歲的馬
古尼如能進一步改善腳下功夫及傳送質
素，相信未來數年他於英格蘭的正選地
位將難被撼動。一年前以1,700萬英鎊

將他收歸旗下的李斯特城
已積極展開續約談判，不
過有指曼聯有意對他提出
收購，而身價更可能

高達 5,000 萬英
鎊。

哥倫比亞雖

然於16強止步，不過“帶刀侍衛”耶利文
拿卻乘勢冒起。在占士洛迪古斯缺陣下，耶
利文拿成為哥軍的奇兵，頂入3球成為隊中
首席射手。這名23歲中堅今年1月轉會巴塞
隆拿後一直未受重用，不過迎來大翻身的他
來季不愁出路。

耶利文拿：頭槌王再現
身高達1.95米的耶利文拿彈跳力驚人，

而且擁有南美球員一貫秀麗的腳下功夫，英
超球隊愛華頓已表明對這名中堅甚有興趣，
有望斥資2,400萬歐元收購。不過巴塞隆拿傾
向將他外借，至於耶利文拿本人則希望繼續
留在巴塞打拚：“我希望和世界上最好的
球會巴塞一起創造成績，要得到教練的信
任。如果不成功，我會一直努力！”

柏華特：有技術夠穩定
星光熠熠的法國能夠成為世界冠軍，

陣中無名英雄的作用不可或缺。司職右閘的
柏華特以穩定的表現為法國右路提供源源不
絕的活力，16強對阿根廷的世界波更是令
他聲名大噪。兩年前僅以500萬歐元加盟史
特加的柏華特身價已不可同日而語，拜仁慕
尼黑及熱刺均希望將他收歸旗下，甚至有指
拜仁已與史特加達成協議，下年將以3,500
萬歐元羅致這位法國守衛。

年僅22歲的柏華特本職為中堅，不過
世盃期間他在邊線顯示出優秀的個人技術及
效率，加上年齡優勢有大量進步空間，相信
柏華特無論在國家隊或球會前途均無可限
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法國隊順利捧盃，如基沙文及
麥巴比等主力自然成為焦點，然而
今屆僅上陣1次的左閘班捷文文迪賽
後竟也受到媒體青睞，究竟所為何
事？

麥巴比稱將留効PSG
根據資料，去年夏天以5,200萬

英鎊身價轉投曼城的文迪，曾因遭
遇重創缺席近7個月，這賽季其上陣
記錄只有7場英超、1場歐聯及1場
世盃，合共上陣時間只有491分鐘，
惟在這情況下，文迪卻已成功收穫
英超、英聯盃及世盃冠軍獎牌，說
他是今年最幸運的人相信也不為
過。

另方面，獲選賽事最佳年輕球
員的基利安麥巴比，賽後則向巴黎
聖日耳門（PSG）粉絲大派定心
丸，表示自己100%會於來季留効。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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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盃表現耀眼 奇兵身價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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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洁如孟洁如

在美國第一次買房，往往由於經驗不足，會犯
一些錯誤從而無法買到自己心儀的房產。很多人會
套用在中國的思維和購房經驗，但是這些在美國會
“水土不服”。
本文試列舉一些買房常見錯誤，希望對初次購房者
有所幫助。

錯誤一、目標不明確
購買房屋，首先要目標明確。您是打算買投資

房還是自住房? 如果是投資房，是更註重現金流還
是升值空間？如果自住，是更註重學區還是上班方
便。在買房前要考慮清楚，假如不提前做好功課就
盲目入場，不僅會耗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而且還
很難買到滿意的房產。

錯誤二、 看房時見小不見大
下offer 前的看房是一個重要環節，有些買主看

房時很註重細節，會非常在意一些小的破損，比如
門窗地板有磨損、墻面有劃傷、地毯過臟等等。其
實這些所謂的”皮外傷”對於房子的價值來說並不
重要，花少量的錢就可以請工人修好。相反，房子
的地理位置、學區、戶型結構，這些花錢都沒法改

變的東西才真正重要。
錯誤三、財務證明準備不充分
這是在美國和中國購房的一個不同。賣主十分

在意買主的購買或者貸款能力，因為這直接決定能
否最終按時過戶。所以，在看房以前，買主就要做
好財務證明的準備。如需要貸款，要準備銀行或貸
款公司提供的pre-approval letter，來證明您的貸款
能力; 如需付全款，準備好美國銀行的存款證明或
bank statement。如果錢還在國內，當然是要盡快
匯入美國銀行。沒有這些證明，下offer時賣主是不
會接受的。

錯誤四、出價過低
出價過低也是中國買家常犯的一個錯誤。因為

美國房地產市場比較成熟，各種信息公開透明，因
此待售房源也不會隨便開價，買房時也無需大幅度
殺價。

在買房時，請房產經紀人分析以下三個因素，
從而決定如何出價：

1） 房屋的政府評估價 。
2）過去3到6個月同一區域、相似戶型售出的

價格，也就是CMA( Comparative market analysis).
3) 待售房源在市場上放置的時間。
據統計，在休斯頓，房屋的售價平均低於標價

的3%左右，這也就是買家實際壓價空間。在出價
時，我們根據以上三條分析結果，以3%為基礎，
適當調高或者調低砍價幅度，在市場上放置時間越
長砍價空間越大，剛上市的砍價空間較小。

錯誤五、索要高額維修費
在美國買房，尤其二手房，在簽署購房合同之

後買主有權進行驗房，根據驗房報告，要求賣主修
理或者支付維修費。

這樣的規定本來對買主是好事，但是如果買主
過分利用這個機會，向賣主索要高額維修費，而賣
主無法接受時，交易往往就會中途夭折。

正確的做法是，買主向賣主出示驗房報告，逐
條羅列維修項目，並請專業人士進行逐項估價，這
樣才是對買賣雙方公平，交易也才能繼續進行。

電話：832-474-9186
email: jennymeng@hotmail.com

微信：jennymeng11

不看不知道，美國買房常犯的五大錯誤

達拉斯最大的中國舞蹈學校：樂姿舞蹈學校的媽媽團發言人
Jessica Shi ( 左 ） 在表演現場介紹該校。旁為 「鳳城海鮮酒家
」 東主馮海（中），及活動主持人陳瑩。（記者秦鴻鈞攝）

秦鴻鈞 

會  心  集  

Christi Mei
WeChat: Christimei
E-Mail: christimei2011@aol.com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上周六在 「鳳城海鮮酒家」 盛大舉行
看節目抽大獎，鳳城送出 20 盤龍蝦，達拉斯冠軍舞蹈隊演出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
了宣傳 「 美南電視」 廣播電視
台合為一體，全球直播，或直接
掃二維碼（ QR code ); 上Google
網 站 「 Southern TV --STV 15.3
Houston 」 搜尋； 或以下載Ap-
ps 方 式 ， 在 Apps 裡 收 看 STV
15.3 電視直播，人人都可在手機
上每天觀看美南電視。

為了協助大家立即可觀看美
南電視STV 15.3 台，美南電視的宣傳直
播車，上周六（7 月 14 日） 中午來到
休巿粵菜的重鎮-- 曾連續七年榮獲
Chennel 13, Blue Ribbon ( 藍帶獎 ）殊榮
的 「 鳳城海鮮酒家 」 ，在 「 鳳城 」 可
容五，六百人的華麗、寬敞廳堂前的表
演舞台上舉行美南電視直播大抽獎活動
，由美南電視資深主持人陳瑩主持。 「

鳳城海鮮酒家 」 東主馮海全家，包括
母親，姊姊，姊夫，馮太太，還有他們
的兒子GilBert馮 ，馮老闆的友人全程出
席，馮老闆還在活動開始，上台向全場
的食客及來賓致意，為表達對美南電視
STV 15.3 台的支持，馮老闆向抽獎來賓
加增了禮品，捐出十盤龍蝦（ 原定六
盤 ），後來又捐了十盤龍蝦給表演者和
STV 電視台全體工作人員，總共捐出二

十盤龍蝦令全場人士
感動不已。當天抽中
馮老闆大獎的前幾位
，清一色為外州的遊
客，足見鳳城盛名遠
播，連外地來的過客
，都知道休士頓有家
名店叫 「 鳳城 」 。

當天的節目，由董
革團長率領的 「 美南
電視藝術團 」 表演中
華旗袍真人秀，在優
雅的樂聲中，一個個
氣質美女以優雅動人
的舞姿，吸引了全場
的視線，令人目不暫
捨！當天現場還有唱
將張馨一的獨唱，演
唱 「 一杯美酒 」 及

「 感恩 」 ，美國著名歌手Thung Vu 演
唱 「 Sweat 」 ，獲得全場中外觀眾的激
賞，最後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Candaee
Li 表演中國獨舞 「 畫樓春 」 之後，一
群來自達拉斯地區最大的中國舞蹈學校
： 樂姿舞蹈學校（ Happy Feet Dance
School & Dance Company ) 的 Dance
Company Group D 班學生，她們在學校

創辦人羅敏老師的指導下，7 月 12 日參
加 了 在 Galveston Texas 舉 辦 的 2018
Show Stopper National Dance Competi-
tion, 在八歲Folk Dance 組獲得了鉑金獎
第一名（ Platinum First Place )的好成績
。小朋友在老師，家長的陪同下到鳳城
來吃飯，看到美南電視在現場演出。在
沒有事先安排之
下，全體小朋友
穿上放在車上的
舞蹈服，當場表
演的節目就是此
次大賽時榮獲冠
軍的舞蹈： 蒙古
族舞蹈 「 小小鴻
雁 」 ，令全場觀
眾興奮不已，咸
認為眼福不淺。

上周六，也是
美南直播電視第
二場的大抽獎活
動，即在 「 鳳城
海鮮酒家」 造成
空前的轟動和驚
喜。 「鳳城」 從
老闆以降，不僅
全餐廳服務態度

一流，處處以客為尊，他們菜色的鮮美
，點心的精緻獨特，五種口味的龍蝦：
金沙龍蝦、黑椒啤酒龍蝦、宮保龍蝦、
椒鹽龍蝦、椰汁咖喱龍蝦，凡嚐過的人
無數不印象深刻，滋味難忘，也對馮老
闆對菜色的研究創新，不斷求新求變，
為善不落人後的精神，印象深刻。

圖為達拉斯最大的中國舞蹈學校-- 「樂姿舞蹈學校 」 的小朋
友上周六在 「鳳城 」 活動現場表演羅敏老師指導的舞蹈---
蒙古族舞 「小小鴻雁」 。她們剛在7 月12 日在德州Galveston
參加2018 舞蹈大賽（2018 Show Stopper National Dance

Competition ) ，以該舞最大的中國舞最大的中榮獲鉑金獎第一
名的好成績。（記者秦鴻鈞攝）

孟洁如專欄

【泉深 / 圖文】由美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舉辦的“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第二次活動於
7 月 14 日星期六中午在休斯頓鳳城海鮮酒家（ Fung's Kitchen ）盛大舉行。大型餐廳座無虛席，
食客紛紛登記抽獎，並欣賞美南國際電視台的文藝節目表演和等待抽出鳳城海鮮酒家送出的 20 盤
風味不同的大龍蝦。

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由陳瑩女士主持，《美南日報》副社長秦鴻鈞女士致辭，她感謝鳳城海
鮮酒家為這次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提供的 20 盤不同風味的大龍蝦，她說現代高科技達到人人都可
用手機看美南國際電視節目，美南國際電視台電視節目在 STV 15.3 頻道，通過手機電視觀眾可
以 了解更多發生在休斯頓華人社區及大休斯頓地區的重要新聞。鳳城海鮮酒家董事長馮海先生致
辭，他感謝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在鳳城海鮮酒家組織這次大抽獎活動， 鳳城海鮮酒家以不斷推
陳出新，提供各式港式粵式名菜聞名。鳳城海鮮酒家連續多年被 Houston Press 評為年度最佳中餐
館獎，創華人中餐館最高的得獎紀 錄 。鳳城海鮮酒家不僅受華人青睞，也獲得老美及外國人的
認 同。 希望能與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長期合作，豐富休斯頓多元文化社區的物資和精神生活
。 世大國際建築事務所建築設計師、萊斯大學風水課程李兆 瓊 教授 和美南電視藝術團董革團長
上台致辭。

由董革團長率領的 美南電視藝術團旗袍隊表演旗袍真人秀， 在優雅的 《太湖美》樂曲 中，
一群美女以優雅動人的舞姿，吸引了全場觀眾的視線，令人目不暇接 。 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的獨
唱歌手張馨一，從小就是音樂酷愛者，一直是學校的文藝部長，偶像是著名歌唱家鄧麗君和李谷
一。她無論是民族或美聲，古典或流行，樣樣精通，從小夢就想成為一位優秀歌手，唱響華人社
區。她演唱新疆民歌的代表作《一杯美酒》及由正興法師作曲、王勝利作詞的歌曲《感恩》， 表

達了對國家、對民族、對時代、對幫助過的人、對喜愛音樂的觀眾的感激之 情 。美國著名歌手
Thung Vu 演唱《 Sweat 》，獲得全場中外觀眾的讚賞。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Candace Li 表演中國民
族舞《畫樓春》，舞姿飄逸， 閒婉柔 靡 。

令人意外驚喜的是一群來自達拉斯樂姿舞蹈學校（ Happy Feet Dance School & Dance Compa-
ny) 的 Dance Company Group D 班學生，她們在 Selina Zhu 老師的帶領下，於 7 月 12 日參加了在
Galveston Texas 舉辦的 2018 Show Stopper National Dance Competition, 在八歲 Folk Dance 組獲得了
鉑金獎第一名（ Platinum First Place) 的好成績。小朋友在老師和家長的陪同下到鳳城海鮮酒家午
餐，看到美南電視的現場演出。在沒有事先安排之下，全體小朋友換上放在車上的舞蹈服，當場
表演本次大賽時獲得冠軍的蒙古族舞蹈《小小鴻雁》，令全場觀眾興奮不已，讓休斯頓觀眾獲得
一份難得的驚喜。演出完後學生家長 Jessica Shi 上台感謝美南國際電視台給小朋友們在休斯頓舞台
提供的此次難得的演出機會，讓他們更加了解休斯頓的華人社區，感謝鳳城海鮮酒家提供美味佳
餚。 鳳城海鮮酒家董事長馮海先生在台上答應為演出團隊買單並送上精美的甜點。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下次活動於 7 月 21 日在大華超級市場（ 99 Ranch Market ）舉行，
大華超級市場地址： 1005 Blalock Road, Houston, TX 77055. 歡迎休斯頓華人社區華人光臨大華超
級市場，抽到大華超級市場提供的各項獎品。

美南國際電視台歡迎歌手、器樂手、舞蹈愛好者和特技演員報名參加“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
”演出活動，演出節目錄像在美南國際電視台播出。

聯繫電話： 281-917-0405 ，微信號： southernnewsgroup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 在鳳城海鮮酒家盛大舉行在鳳城海鮮酒家盛大舉行
達拉斯樂姿舞蹈學校帶來意外驚喜達拉斯樂姿舞蹈學校帶來意外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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