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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設計師臺灣設計師1313次朝聖敦煌復原壁畫千年華蓋次朝聖敦煌復原壁畫千年華蓋

第三屆絲綢之路第三屆絲綢之路（（敦煌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將於國際文化博覽會將於99月月2727日開幕日開幕，，臺灣設計臺灣設計
師嚴慕容和敦煌研究院研究員範麗娟從壁畫中師嚴慕容和敦煌研究院研究員範麗娟從壁畫中““33DD””復原出的復原出的55盞隋唐華蓋盞隋唐華蓋
也於日前完成並布展也於日前完成並布展。。圖為嚴慕容和範麗娟所復原的隋唐時期的華蓋圖為嚴慕容和範麗娟所復原的隋唐時期的華蓋。。

亨利八世亨利八世““金絲銀線金絲銀線””掛毯丟失近掛毯丟失近300300年後被發現年後被發現

英國亨利八世的英國亨利八世的““聖杯聖杯””掛毯由金絲銀線編織而成掛毯由金絲銀線編織而成，，最後壹次出現最後壹次出現
於於17701770年的溫莎城堡年的溫莎城堡，，但現在時隔近但現在時隔近300300年年，，在西班牙出現在西班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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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巴南區五洲員秋季紅楓層林盡染美如畫重慶巴南區五洲員秋季紅楓層林盡染美如畫。。據悉據悉，，
本屆秋季紅楓節將持續到本屆秋季紅楓節將持續到1111月底月底，，楓林面積為楓林面積為500500畝左右畝左右，，
主主要有三季紅楓要有三季紅楓、、羽毛楓羽毛楓、、黃楓黃楓、、青楓青楓、、雞爪槭雞爪槭、、中國紅楓中國紅楓、、
亞洲紅楓亞洲紅楓、、櫻花櫻花、、桂花桂花、、茶花茶花、、紅葉石楠紅葉石楠及各種杜鵑及各種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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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高質量發展重任
促消費仍有很大作為空間

綜合報導 消費升級關乎國計民生，

也關乎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可謂當前重

中之重。而要順利實現消費升級，則需

要從改善營商環境到供給側改革再到社

會政策調整等壹系統配套措施的實施。

簡言之，消費升級是個系統工程。

9月20日，中央發布了《關於完善

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壹步激發居民消

費潛力的若幹意見》。值此中美貿易摩

擦日趨危急之際，透支購買力的房地產

市場又已成眾矢之的，而大水漫灌式加

杠桿的刺激模式又將被拋棄，因而，消

費就自然而然地擔起了高質量發展和經

濟轉型的重任。

據估算，目前，消費對GDP增長的

貢獻率已經接近八成，但是實際上，

在存量當中消費占GDP的比重也只是

50%。這壹比例和很多發達國家占比達

到70%、80%甚至達90%相比，還相差很

遠。因此提升消費尤其是實現消費升級

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著實還有很大

的作為空間。

本次中央發布的激發居民消費的若

幹意見列舉了七個方面。而據分析，消

費升級未來將有四大看點：吃穿用安全

放心，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全面放

開養老服務市場，嚴格落實城鎮小區配

建幼兒園；培育消費新熱點，推動農村

居民消費梯次升級；健全質量標準信用

體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但我們還要看到更深層的問題，

讓消費者“能消費”“願消費”“敢

消費”，還有許多文章可做，許多潛力

可挖。

從大面來看，激發消費無非涉及兩

方面問題：錢從哪兒來？錢往哪兒花？

我們在此給出的實施路線圖是：增收

入，創財富，穩預期，促消費。

首先，錢從哪兒來？無非是增收

入、創財富。增收入就是居民要有錢，

要藏富於民。最近，深圳市原副市長張

思平發文《政府退壹步，中國經濟海闊

天空》引發大家共鳴。此文從政府掌握

的七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來看其弊端，對

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包括大大

降低資源利用效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

來巨大損失，而行政配置造成的國有企

業壟斷，也給消費者和國家壟斷行業的

改革造成巨大影響，等等。財富掌握在

少數利益群體手裏，居民手裏沒錢，如

何拉動消費？如何實現消費升級？因

此，改變政府對資源的錯配才是當務之

急，才能有效釋放改革紅利。

如何增強消費持續增長的能力？首

先要讓企業和民間創造財富。最直接的

作法就是減稅降費、推動收入分配改

革。最近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把已

定減稅降費措施切實落實到位，確保社

保費現有征收政策穩定，叫停了某些地

方以追繳企業社保為名、竭澤而漁的短

視做法。共度時艱，需要適度考慮如何

降低宏觀稅賦，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

民和企業，特別是改變民營企業的營商

環境。這需要降低宏觀稅負，包括減

稅、減費、降低社保費率等，還要簡政

放權——而最徹底的簡政放權就是縮減

政府開支，縮減人員，改變“有的人沒

事幹、有的事沒人幹”的低效局面。

最近宗慶後等企業家也指出，需要

降低個稅負擔，降低社保費率，這樣消

費才能拉動起來。建議政府下決心過緊

日子，少收點稅，減少基礎設施投資，

把財政收入更多用在民生上，用在教

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上。國家要

讓利於民、藏富於民，這樣不僅能增加

發展後勁，也是提高老百姓幸福感最有

效的途徑。

其次，錢往哪兒花？無非是穩預

期、促消費。今年6、7月份的社會零售

品銷售總額增速大幅低於預期，創近年

來新低。人們為何不敢消費、不敢升

級？社會保障不健全，消費起來有後

顧之憂，不敢有預期，根本上還是個沒

有安全感的問題。

如何在住房、醫療和教育這些居民

最主要的消費方面，讓人們無後顧之

憂，這是從中央到地方政策配套要考慮

的重要課題。如果在住房、醫療、子女

教育上給民眾減負，那大家手裏敢花的

錢多了，才會考慮購買家電、去旅遊、

購物消費。為此必須堅決地抑制房價、

房租，健全醫保體系，實施個稅抵扣教

育費用等相關社會政策改革。

就拿“穩房租”來說，只有“穩房

租”才能全面實現住者有其居，讓那些

真正的剛需，那些買不起房子的人，那

些要想在壹個城市工作生存下來的“漂

族”，能租得起房，無非是租大壹點的

還是小壹點的，租遠壹點的還是近壹點

的，租貴壹點的還是便宜壹點的。人們

租得起房了，其他消費包括大宗物品消

費、文化消費就跟著上去了。反之房租

漲了，人們自然就勒緊褲腰帶，減少其

他的消費，少吃壹次大餐，少看壹場電

影，少買壹部車。

所以，要想激發消費，請先穩住住

房、醫療和教育，讓人們有長遠預期，

有創造財富的動力，因為他們既是消費

者，也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

銀行保本理財產品量價齊跌 消費者還有哪些新選擇？
綜合報導 在資管新規要求打破“剛性兌付”

的背景下，壹向以“穩賺不賠”吸引投資者的銀行

理財產品發生了哪些變化？記者在北京走訪多

家銀行發現，近期銀行的保本型理財產品“量

價齊跌”，發行額度有所降低，收益率也出現不

同程度的下降。

“收益率壹降再降。”工商銀行的壹位理財經

理開門見山地說，目前保本型產品的年化收益率在

3%至3.65%左右，幾年前可達5.8%的收益率高峰難

以再現。

建設銀行的壹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近期銀行

理財產品的收益率“不是很高”，在建行現有的七

款保本型產品中，僅有壹款收益率達到4%，但該

產品的最短投資期限是602天。其余幾款產品的收

益率均在3.3%至3.8%之間，期限從3個月到12個月

不等。

與收益率走低並行的是發行額度的減少。記者

走訪壹家招商銀行網點時得知，近期保本型產品每

款的發行額度僅有兩三億元，相比以前十幾億元的

發行額度下降許多，“要搶才能買到”。

工行的壹位理財經理表示，按照資管新規的要

求，工行的保本型產品到明年年底就停止發售，但

具體如何變化還要看過渡期內政策落地的細則。

融360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8月份銀行理

財產品共發行11907款，較2017年8月份減少1989

款，同比減少14.31%；8月份銀行理財產品平均預

期收益率為4.67%，環比下降0.08個百分點，達到

10個月以來的最低值。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

為，理財產品收益率下降和整個市場資金面狀況

有關，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背景下，所有

金融工具的利率都在下降，銀行理財產品也不

例外。而資管新規要求打破剛性兌付，限制期限

錯配和資金池運作模式，使得保本和非保本產品

的規模都有所縮減。

新形勢下，不少銀行主動對產品結構進行調

整。推廣結構性存款便是轉型策略之壹。記者了解

到，自5月份起，光大銀行就將原先屬於保本型理

財的“安存寶”產品，劃歸在屬“個人存款”的

“結構性存款”類。

在工商銀行的壹個網點，記者看到門口的宣傳

板上寫著“結構性存款”。當記者向網點員工咨詢

時，得到推薦也是兩款結構性存款產品。壹款投資

期限為182天，年化收益率2.7%至3.5%，另外壹款

投資期限為357天，年化收益率2.7%至3.6%。

該網點理財經理告訴記者，比起“寶寶類”貨

幣基金，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沒有降特多”，

需求依然強勁，幾款結構性存款產品“買的人特

多，可能是從余額寶理財轉過來的”。

從記者走訪的情況來看，確實有不少年輕人到

銀行咨詢理財產品的情況。據他們介紹，以前多購

買互聯網理財產品，最近發現收益率降得太快，轉

而尋求更穩妥的銀行理財方式。

曾剛表示，結構性存款是保本型產品的壹種暫

時性替代，今後可能會隨著監管的調整發生新的變

化。

在當前的市場情況下，消費者應該如何選購

理財產品？壹位工行的理財經理表示，選擇產品

要根據持有的本金數額和閑置天數來考慮。如果

長期不用，可以考慮投資期限稍長的產品，提高

收益率。另外，他提醒投資者，要提升風險防範

意識，嚴格按要求填寫風險評估問卷，按照評估

結果選擇對應的產品，不買超出自己風險承受能

力的理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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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王宇佳 2018年10月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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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祖國69華誕，從
10月1日開始，一場水幕與光
影完美融合、古老與現代交相
輝映的大型光影秀《長安
頌》，在西安城牆永寧門震
撼上演。據悉，《長安頌》
以西安古城牆為背景，借助
投影、燈光、水幕等設施，
全方位展現西安十三朝古
都、三千年文化積澱的人文
歷史景觀，在帶領觀眾穿越
千年之門，體驗千年古都魅力
的同時，亦讓大家在這個舉國
同慶的日子享受到一場融通古
今的視覺盛宴。

“落吊橋，開城門，迎貴
賓！”作為中國現存規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
已有600多年歷史的西安明城
牆永寧門，被譽為“中華禮儀
之門”和“中華文化國門”。
為了傳揚西安文化，國慶佳節
期間，永寧門將每晚上演大型

光影秀《長安頌》。
據介紹，《長安頌》共分

為《亘古龍脈》、《十三朝古
都》、《盛世大唐》、《絲路
文脈》、《恢宏新篇》5個篇
章。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
到，伴隨着厚重的樂曲，在雄
偉的永寧門襯托下，無數燈光
投射在古城牆和水幕上，變幻
出不同的絢麗場景。從“半坡
炊煙”、“藍田猿人”，到
“詩經故里”、“十三朝盛
世”，每個朝代的代表性景象
都在光影中重煥新生。
有別於其它光影秀，《長

安頌》特別配以真人表演，身
着古裝的仕女、各民族的舞
者、跳着霓裳羽衣舞的貴妃，
彰顯出唐朝民風開放、文化大
包容的景象。
《長安頌》光影表演，讓

“老西安”王先生激動不已，
“沒想到城牆還能這樣展現，
就像佇立在天地之間的一個時
光機，一幕一個時代，一幕一
個故事，讓人深深沉醉其
中”，王先生說。
廣州遊客劉小姐則表示，

印象中“沉悶、呆板”的西
安，在現代光影技術的助力
下，讓歷史文化積澱的魅力得
以彰顯，為國慶節增添了喜慶
氣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美術
電影製片廠推出了以“阿凡

提”和“巴依老爺”等為主角的
系列分集動畫，深受青少年歡
迎。如今，“阿凡提”從傳統布
偶動畫，升級為三維建模的數碼
動畫。“大家發現阿凡提變年輕
了。”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廠長
速達說。
今年出任美影廠廠長的速

達，是美影廠“大耳朵圖圖”系
列的原創作者，其任美影廠藝術
總監期間，不僅推出了“大耳朵
圖圖”的首部大電影，同時她也
參與了修復《大鬧天宮》的大工
程。

《天書奇譚》修復版將上映
緊隨“阿凡提”之後，《天

書奇譚》等經典動畫也在蓄勢
“復出”。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

年，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正在醞
釀獻禮之作。2018年夏季試點推
出交響音樂會版的《天書奇譚》

就是其中之一。據速達介紹，美
影廠已經完成了對《天書奇譚》
的畫面修復，有關《天書奇譚》
藝術創作的紀錄短片也在拍攝
中，將帶給觀眾更立體、更現代
化的視聽享受。

新老版權“兩條腿”發展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積累了大

量經典動畫版權，包括《大鬧天
宮》、《小蝌蚪找媽媽》、《九色
鹿》、《雪孩子》、《哪吒鬧海》
等，它們共同構成動畫“中國學
派”的大家庭，成為上海美術電影
製片廠復活經典的寶庫。
“對今天的美影廠來說，

‘兩條腿’奔跑很重要！”速達
說，一方面，美影廠將梳理、開
發經典動畫；另一方面，對改革
開放後，特別是近年來美影廠的
新一代版權，也加速開發。

她透露，2019年秋季，《大
耳朵圖圖》的第二部動畫大電影
將問世，延續第一部的闔家歡模
式，主人公“圖圖”還將遇到

“如何關愛老人”“如何更加環
保”等新挑戰。

針對新一代版權的開發，
“圖圖”衍生品已經涉及日用消
費品和幼教服務產品等全系列的
開發。除了“圖圖”系列，美影
廠品牌動畫片《我為歌狂》也正
在醞釀拍攝真人版。

探索中國“全家福”動畫
“全家福”式動畫近年大

熱，迪士尼及旗下的皮克斯、漫
威等紛紛探索全家福式的跨界演
出——讓不同動畫人物，在同一
部電影中會面，例如“蜘蛛俠”
可以和“美國隊長”握手。
“根據一段時間的市場調查

分析，美影廠也在醞釀推出我們
中國式的‘動畫全家福’。比如
‘黑貓警長’和‘雪孩子’、
‘哪吒’和‘蛋生’會不會在同
一部動畫裡出現？如果他們相互
成了朋友，今後的故事又將會怎
樣？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速
達說。

日前，中國經典動畫“阿凡提”正式

復出，電影《阿凡提之奇緣歷險》1日起

在全國院線公映。作為“阿凡提”初版的

製片方，去年剛過“60歲生日”的上海美

術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美影廠”）被

譽為動畫“中國學派”的搖籃，其位於徐

家匯的“上影廣場”美影廠新址裡，一批

國產動畫經典的新作將逐步與觀眾會面，

並可能讓不同動畫人物同演一部“全家

福”式大電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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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歲小童夜間突然不知去向，慌張的
家人聯同警察十餘人苦尋逾兩小時，最後
發現小童竟在家中床底酣睡。
9月30日晚9時40分許，湖北武漢東

西湖區常青花園社區12村的孫先生突然
發現，在兒童房做家庭作業的兒子樂樂
（化名）不知去向，孫先生和妻子到小區
尋找無果。這下，孫先生夫婦有點慌了，
因為他們剛從白沙洲搬至此處，不熟悉環
境，連忙報警求助。

躲父母罵躲到睡着
當地派出所人員馮達接到求助後，帶

領10餘名同事兵分5路趕至常青花園12

村尋找，並追蹤治安視頻，都找不到樂
樂。“難道孩子故意藏起來了？”馮達推
理道，因為樂樂父母曾說，當晚樂樂做作
業時曾受到父母嚴厲批評。於是，馮達等
人和樂樂父母一起，在家中找了起來，並
對他做作業的兒童房進行徹底清查。當他
們把兒童房床單掀開時，發現失蹤2個多
小時的樂樂正在床底睡得香甜。“這麼狹
小的空間還能藏人？”見此一幕，樂樂的
父母哭笑不得。

原來，樂樂是因為怕完成不了作業被
罵，就趁父母不注意，借自己身材偏瘦的
優勢，鑽進兒童房狹小、低矮的床底睡起
了大覺。 ■《楚天都市報》

武漢夫婦大擺烏龍“失蹤”兒子酣睡床底

阿凡提阿凡提““
■阿凡提等經典動
畫 是 中 國 “70
後”、“80 後”
共同的童年回憶，
如今重回院線，預
示着國產動畫或將
再次紅遍神州。

網上圖片

””

■■西安西安古城牆大型古城牆大型
光影秀集聲光光影秀集聲光水電水電
於一體於一體。。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陝西傳真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8年10月3日（星期三）

“第三屆世界太極拳錦標賽”上月28日在保加利亞布爾加斯拉開帷幕，是
次賽事共吸引來自36個國家或地區的太極拳高手參與角逐。經過4日拚搏奮
戰，香港武術代表隊表現突出，為香港取得11金7銀5銅及16個一等獎、5個
二等獎、2個三等獎之佳績，獎牌得主如下：

譚嘉宜 女A組 42式太極劍 銀牌
第3套太極拳 銅牌
32式太極劍 銅牌

薩百朗 男子B組 第3套太極劍 銀牌
42式太極劍 銅牌
孫式太極拳 銅牌

庄家泓 男子B組 吳式太極拳(45式) 金牌
新陳式太極拳 銀牌
陳式太極拳(56式) 銀牌

楊頌熹 男子B組 楊式太極拳(40式) 金牌
新楊式太極拳 金牌

許得恩 男子B組 新楊式太極劍 金牌
新陳式太極劍 金牌
自選太極劍 銅牌

莫宛螢 女子B組 新楊式太極劍 金牌
新陳式太極劍 金牌
自選太極拳 銀牌

陳穗津 女B組 孫式太極拳(73式) 金牌
42式太極劍 金牌
新陳式太極拳 銀牌

楊千締 女B組 第3套太極劍 金牌
新楊式太極拳 金牌
陳式太極拳(56式) 銀牌

■■上港球員武磊暫以上港球員武磊暫以2121
球領先射手榜球領先射手榜。。 新華社新華社

“學生軍”征戰中乙賽場？
以河海大學校隊為班底組建的南
京沙葉隊正在朝着這一方向前
進。日前出爐的2018中冠聯賽
總決賽8強，他們便是其中一
員。
2015年註冊成立的南京沙

葉足球俱樂部是連續第三年打業
餘聯賽（今年更名為中冠）。剛
剛打進中冠8強的這支球隊，是
以河海大學校隊為班底組建的，

除了幾名畢了業的學生，絕大多
數都是在校學生。河海大學是全
國傳統足球強校，沙葉與河海的
聯合，一方面使沙葉有了一批
“即戰力”，同時也給河海大學
的這些大學生們提供了另一條出
路。今年3月，沙葉還與河海大
學簽訂校企合作框架協議，力圖
建立持續而穩固的合作關係，實
現學校企業全面發展共贏的局
面。

由於下賽季中乙擴軍，本賽
季中冠有6個升級名額，這也意
味着8強戰的勝者就將鎖定一個
中乙准入名額，而落敗的一方同
樣有機會爭取剩餘的兩個名額。
本月7日的中冠8強戰首回合，
沙葉將在主場迎來和泰州遠大隊
的“江蘇打吡”。這也意味着江
蘇至少將有一支球隊能獲得下賽
季中乙資格。

■新華社

20182018年中超積分榜年中超積分榜
排名 球隊 勝 平 負 淨勝球 積分

1 上海上港 17 4 3 36 55
2 廣州恒大 16 3 5 34 51
3 北京國安 13 6 5 17 45
4 山東魯能 13 6 5 14 45
5 江蘇蘇寧 10 8 6 10 38
6 華夏幸福 8 8 8 0 32
7 北京人和 7 9 8 -7 30
8 上海申花 8 6 10 -8 30
9 廣州富力 8 5 11 -6 29
10 長春亞泰 8 5 11 -6 29
11 大連一方 8 5 11 -17 29
12 天津泰達 7 6 11 -7 27
13 天津權健 7 6 11 -11 27
14 重慶斯威 6 6 12 -7 24
15 河南建業 6 4 14 -20 22
16 貴州恒豐 5 3 16 -22 18

鄭賽賽負史堤芬絲 中網出局
本年度WTA最後一個皇冠級賽事

──中國網球公開賽2日繼續在北京網
球中心進行女單次輪角逐。持外卡參賽
的中國金花鄭賽賽連丟兩盤，以1：6、
3：6的比數完敗在去年美網冠軍、今年
法網亞軍史堤芬絲拍下，無緣16強。史
堤芬絲三年來首次在亞洲賽季拿到連勝，
她將在第三輪對陣斯洛伐克球手施寶高
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亞泰盃青少年足賽國慶開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長春

報道）十一國慶假期，中國足球青訓
圈迎來重磅事件：2日，“亞泰盃”青
少年足球邀請賽在吉林省長春亞泰足
球俱樂部淨月基地拉開戰幕。未來五
天內，東北和華北地區的20支參賽球
隊將對U10和U11兩個組別的冠軍獎
盃發起衝擊。
長春亞泰足球俱樂部青訓總監高

敬剛表示：“‘亞泰盃’是俱樂部傾
力打造的一項具有品牌影響力的傳統
足球賽事。首屆只設置了U11和U10
兩個組別，但未來還會有更多的組
別，讓更多的青少年球員得到盃賽的
歷練。”

短 訊

太極拳世錦賽 港隊奪11金7銀5銅

■■香港武術隊於第三屆世界太極拳錦標賽戰績卓越香港武術隊於第三屆世界太極拳錦標賽戰績卓越。。

南京“學生軍”有望躋身中乙

目目前在積分榜上前在積分榜上，，上海上港以上海上港以5555分高居分高居
榜首榜首，，領先領先5151分的恒大分的恒大44分分，，而同積而同積

4545分的北京國安及山東魯能分的北京國安及山東魯能，，基本上已經退基本上已經退
出了冠軍的爭奪出了冠軍的爭奪，，因此冠軍爭奪只剩下上港因此冠軍爭奪只剩下上港
和恒大的和恒大的““二人轉二人轉”。”。66輪追輪追44分分，，對於衛對於衛
冕冠軍恒大來說確實難度極大冕冠軍恒大來說確實難度極大，，但也並非不但也並非不
可能完成的任務可能完成的任務。。

首先首先，，第第2828輪恒大將在主場迎戰上輪恒大將在主場迎戰上
港港，，如能擊敗對手如能擊敗對手，，恒大將直接縮小恒大將直接縮小33分的分的
差距差距，，一旦其他比賽上港有所閃失一旦其他比賽上港有所閃失，，恒大便恒大便
可趁機迎頭趕上可趁機迎頭趕上。。

最後六輪最後六輪 滬穗各有優劣滬穗各有優劣
其次其次，，在其他五場比賽中在其他五場比賽中，，恒大將分別恒大將分別

面對河北華夏幸福面對河北華夏幸福、、北京人和北京人和、、貴州恒豐貴州恒豐、、
重慶斯威和天津泰達重慶斯威和天津泰達，，而上港的對手是貴州而上港的對手是貴州
恒豐恒豐、、江蘇蘇寧江蘇蘇寧、、山東魯能山東魯能、、北京人和及天北京人和及天
津權健津權健，，上港賽程的難度比恒大稍大上港賽程的難度比恒大稍大。。不不
過過，，國家隊抽調對恒大和上港的影響都不國家隊抽調對恒大和上港的影響都不
小小，，但由於恒大年齡結構偏大但由於恒大年齡結構偏大，，在賽季臨近在賽季臨近
結束結束，，球員的疲勞積累恐怕要大於上港球員的疲勞積累恐怕要大於上港。。雖雖
然恒大仍有機會衝擊然恒大仍有機會衝擊““八連冠八連冠”，”，但爭冠的但爭冠的
主動權無疑仍然掌握在上港手中主動權無疑仍然掌握在上港手中，，他們並不他們並不
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要做的其實很簡單要做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自己少犯錯誤就是自己少犯錯誤。。
相比較為明朗的爭冠形勢相比較為明朗的爭冠形勢，，保級區可謂保級區可謂

一片混沌一片混沌。。特別是剛剛結束的第特別是剛剛結束的第2424輪輪，，積積
分榜後三位的球隊全部取勝分榜後三位的球隊全部取勝，，讓形勢更加撲讓形勢更加撲
朔迷離朔迷離。。

積分榜第積分榜第77位的北京人和僅僅領先積分位的北京人和僅僅領先積分
榜末位的貴州恒豐榜末位的貴州恒豐1212分分，，這這1212分的跨度聚集分的跨度聚集
了了1010支球隊支球隊，，都還沒有都還沒有““上岸上岸”。”。當然當然，，目目
前排名末位的貴州恒豐依然是降級最大熱前排名末位的貴州恒豐依然是降級最大熱
門門，，未來六場比賽他們不僅將面對上港未來六場比賽他們不僅將面對上港、、恒恒
大這兩個爭冠球隊大這兩個爭冠球隊，，還將面對大連還將面對大連、、建業建業、、
重慶等保級直接對手重慶等保級直接對手，，可謂命懸一線可謂命懸一線。。

另外一個降級名額歸屬形勢則很不明另外一個降級名額歸屬形勢則很不明
朗朗，，倒數第二的建業積倒數第二的建業積2222分分，，僅僅落後倒僅僅落後倒
數第三的重慶數第三的重慶22分分，，甚至泰達和權健兩個津甚至泰達和權健兩個津
門門““難兄難弟難兄難弟”，”，也只領先建業也只領先建業55分而已分而已。。
另外一個降級球隊大概應從上述四隊產生另外一個降級球隊大概應從上述四隊產生。。

天津權健在輸給重慶斯威後天津權健在輸給重慶斯威後，，已經遭遇已經遭遇
三連敗三連敗，，他們接下來的賽程極為艱險他們接下來的賽程極為艱險，，要面要面
對魯能對魯能、、申花申花、、富力富力、、國安國安、、亞泰和上港亞泰和上港。。
這支代表中超闖入亞冠八強的球隊這支代表中超闖入亞冠八強的球隊，，正在面正在面
臨前所未有的考驗臨前所未有的考驗。。目前來看目前來看，，20182018年的中年的中
超爭冠與保級的懸念超爭冠與保級的懸念，，有可能保留到最後一有可能保留到最後一
刻才能揭曉刻才能揭曉。。 ■■新華社新華社

中超聯賽（中國足協超級聯賽）10．1國慶節

前結束24輪的爭奪，也就是說本季中超已完成了

80％的賽程，但爭冠和保級形勢仍然充滿懸念。

■■在中超第在中超第2424輪比賽輪比賽，，恒豐恒豐（（白衫白衫））主場力挫天津泰達主場力挫天津泰達。。 新華社新華社

■■在第在第2424輪中超輪中超，，恒大恒大33：：00
大勝大連一方大勝大連一方。。 新華社新華社

■■南京沙葉隊南京沙葉隊
（（紅衫紅衫））挺進挺進
中冠中冠88強強。。

河海大學河海大學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中超近尾聲 五隊保級大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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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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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
欄目，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
嘉賓講述，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
事，展現城市魅力。本期內容：靜心之旅 中國 荔波——澳大利
亞 凱恩斯。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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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於上
周六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國慶投資講座。題目是： 「股市投
資技術分析和經驗分享」，由對股票投資頗有心得的張南庭先生
主講。他在四小時的演講中和大家如何減少犯錯誤並能在股市中
賺錢的秘訣，吸引了大批人士前往聽講，使當天展覽室座無虛席
，很多人是站在後面聽完全程。 張南庭先生的演講內容包
括： （ 1 ）如何找到適合的投資組合（ 2 ） Trade War 對經濟
和股市的影響 （ 3 ）如何找到有前途的事業、公司，Fund 和
ETF 做長期投資，（ 4 ） 如何利用圖表（chart ) 技術分析，找
出買進賣出的最好時機。他在演講中把未來有希望的股票和sec-
tors, index 都用charts 來說明，他認為明年可能比今年困難，更
要小心選sectors, 股票。 他在演講中指出：

Friday 的股市在休息但是昨晚看到的新聞, 美加達成貿易的
frameworks, 我相信加拿大拿到較好的 deals, 因為要趕上 9/30
deadline, 昨天看到美韓新協議為什麼沒有宣傳,因為根本沒變什麼
, 主要是韓國開放美國汽車進口到韓國從25000輛增到50000, 因

為日韓人都不喜歡買美車因為性能不好,原來
25000都沒達到,現在說增加一倍只是好看不會減
少貿易逆差太多.

因為美加達成協議,pre-markets 美股升0.7%
左右, 我乃認為目前美股沒有大升的條件除非
good earnings,
Friday 很多股有新聞因此大升大跌

*** INTC 說 chips 缺貨在年底前會解決,因
此整年 earnings 沒問題, INTC 升 3.07%, 看來短
期最壞已見到, 應會試着反彈再上去一些, 相對
的 AMD 原來因為 INTC 缺貨可以多賣一些, 因
此跌5.22%, 它本來就升過頭該下來休息一下,

*** NVDA 升5.09%,因為有分析師把PT 價
從$300升到$400, 看來又要到new high.

*** BA 升1.23%, 到了new high, 因為拿到下
一代訓練機合約值$9.2B, 現在在用的是LMT 的

飛機, 沒想到被BA 搶到,
*** FB 又有 50M 客人資料外洩大跌

2.59%, 大家要注意$160 的重要 support, 假
如跌低於$160, 就會到$150, 它現在問題一
大堆, 長期仍看好但是短期可能在$160-$170之間,

*** TELA 因為被 SEC 起訢, 股票大跌$13.90%, 但是今
晚新聞雙方達成和解,仍可留做CEO, 看來明天一定反彈 尤
其 CEO 今晚說 TSLA 很快會獲利, 這是一個 trading 股, 隨
着新聞大起大落, 不是長期投資的股

Trump 公開說愛上了金小胖不再愛Xi, 現在加拿大問題
解決更會對China再採取行動, 我想在十一月選舉前應不會
再對$267B 加稅,但是可能對 high tech 及在美投資設限,
China 股應只能觀望還不要買

謝謝大家Saturday 來聽演講, 四小時仍不夠,很多東西沒
時間講, 我會找時間慢慢給大家看charts 解釋怎麽找support
和阻力,

在earnings沒有出來前,我不認為明天的加拿大協議消息

能使股市大升, 明天open 大升後是否能守住所升將是關鍵, 一些
好股都已升太多, 在九月底前因為quarterly report 沒有賣它(給股
東看買了好股,沒有握壞股) 到十月初將是一個考驗, fund manag-
ers 是否會賣一些好股買一些大家不要的股如semi. 股, 七到九月
的 Quarter 三大指數都升了 7-9%是 2013 以來最好的 3rd quarter,
目前除了earnings 可使個股上升,不會通通有獎, 因為trade war 的
烏雲仍罩著全球經濟, 最近股市上升沒有力氣, 到選舉只剩下一個
月, 十月下半股市將隨著選舉民調上下,

大法官事件出現大變化, 假如FBI 只要查出一件事証明法官
說謊,那就不會過, 我相信法官經常喝過頭, 我給他過的可能性不
到50%, 要看証據是否令人信服, 不然會影響GOP 是否出來投票,

這兩天是China 國慶,我想Trump 會利用加拿大消息使股市
上升而不致於對China 採取行動

（本報訊）休士頓國民黨分部，
將於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10:30在糖
城廣場舉行九合一助選團返國投票助
選授旗典禮，同時還有回國助選旅遊
講解。糖城廣場地址：4899 HWY 6,
Ste. 206B, Missouri City, TX 77459，
在B 棟。

為幫助國民黨九合一選舉成功，
休士頓泛藍特別組織助選團並號召大
家回國參加投票，自由行回國者也同
樣可以來參加助選團授旗典禮。

中國國民黨 107 年九合一選舉海

外助選團實施要點
報名資格：旅居海外支持中國國

民黨之僑胞，身體健康，可全程參與
辛勞的助選活動者。

報名時間：107 年 9 月 17 日起迄
10月20日止。

報名地點：海外各級組織、海外
後援會。

報名程序：經由 Sheree Lee 負責
組織收件後，轉送海外部確定團員名
單後，於107年10月31日前轉知各報
名人。（團員以收到本部通知者為準

）
回國活動時間：11月15日（星期

四）至 11 月 22 日（星期四），八天
七夜。

報到時間：11月15日（星期四）
下午三至五時。

報導地點：將於團員完成報名手
續後，在10月31日前轉知各團員。

行程安排：助選團於授旗誓師後
，旋即參加本黨提名候選人之掃街拜
票、遊行、政見發表會、大型助選造
勢活動等。

配合團員在台人際關係，助選團
預定分成南、北兩團，北團活動以台
中以北為主，南團則以台中以南為主
。

住宿安排：活動期間，均安排團
員住宿平價旅館，二人一房為原則
（單獨住宿，請自付差額）。

人員：助選團團員預定 210 人，
團員自費搭機返國在台北報到，活動
期間團體行動之食、宿、交通均統一
安排，並為每位團員辦理旅遊平安保
險。

團員服裝：為求展現團隊精神，
團體活動時，請著運動衫及運動鞋
（請自備），背心帽子等將由海外部
提供。

報名費：參加人員請於報到時交
報名費新台幣一萬元，單獨住宿需另
付差額新台幣一萬元。歡迎贊助活動
經費。報名後，如臨時無法參與，未
於11 月5日前告知者，仍請繳納報名
費。

休士頓國民黨分部 10 月 13 日上午舉行九合一助選團返國投票助選授旗典禮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上周六舉辦國慶投資講座

圖為張南庭先生演講的神情圖為張南庭先生演講的神情。。

圖為張南庭先生圖為張南庭先生（（ 左四左四 ）） 在演講開始前與出席貴賓在演講開始前與出席貴賓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陳家彥
處長處長（（ 右四右四），），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 右二右二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左二左二 ），），
與與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嚴杰主委嚴杰（（ 右三右三 ）） ，，副主委黃春蘭副主委黃春蘭（（ 左一左一））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會長鄧嘉陵會長鄧嘉陵（（ 右一右一 ），），鄭昭等人合影鄭昭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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