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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探秘““美洲龐貝美洲龐貝””遺址遺址 14001400年前瑪雅小鎮重見天日年前瑪雅小鎮重見天日

位於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以西位於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以西3535公裏處的公裏處的Joya de CerenJoya de Ceren考考
古遺址古遺址，，因在因在14001400多年前被火山爆發所掩埋而得名多年前被火山爆發所掩埋而得名““美洲龐貝美洲龐貝”。”。如如
今今，，薩爾瓦多的考古學家在這座傳說中的瑪雅小鎮開始新的發掘薩爾瓦多的考古學家在這座傳說中的瑪雅小鎮開始新的發掘，，以尋以尋
找關於這座遺址在居民生活找關於這座遺址在居民生活、、作物和建築物等方面的線索作物和建築物等方面的線索。。圖為考古人圖為考古人
員發掘出來的遺址現場員發掘出來的遺址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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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界馬界““長發公主長發公主””
荷蘭壹匹母馬六年蓄起金色鬃毛荷蘭壹匹母馬六年蓄起金色鬃毛

荷蘭林堡荷蘭林堡，，壹匹名叫壹匹名叫““風暴風暴””的希爾菲格母馬在六年時間的希爾菲格母馬在六年時間
裏蓄起了超過壹米長的金色鬃毛裏蓄起了超過壹米長的金色鬃毛，，這些鬃毛呈自然卷曲這些鬃毛呈自然卷曲，，非常非常
美麗美麗，，但風暴的主人內奧米但風暴的主人內奧米··貝克斯貝克斯（（Naomi BeckersNaomi Beckers））會幫它會幫它
將腦袋前面的鬃毛編成辯子將腦袋前面的鬃毛編成辯子，，以防它在馬廄邊緣被卡以防它在馬廄邊緣被卡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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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識產權申請量再創新高
中國位列第壹

綜合報導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近

日發布的《世界知識產權指標》年度報

告，2017年全球共提交了317萬件專利

申請，連續第八年實現增長，漲幅為

5.8%。全球商標申請活動總量為1239萬

件，而工業品外觀設計的申請總量為

124萬項。引人註目的是，中國國內專

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等各類知識

產權的申請量都位列世界第壹。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

高銳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專利制

度從無到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

出了重要貢獻。“在短短幾十年中，中

國從無到有建立了知識產權制度，鼓勵

本土創新，並加入了全球知識產權引領

者的行列，如今正在推動全球知識產權

申請量的增長。”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指標》年度報

告，2017年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的

專利申請數量最多，達到了創紀錄的

138萬件。2017年，中國改進了匯編專

利和工業品外觀設計申請數據的方法，

僅計算已支付申請費的申請。排在中國

之後的是美國（60萬件）、日本（31萬

件）、韓國（20萬件）和歐洲專利局

（16萬件）。

報告認為，亞洲作為專利申請最活

躍地區的地位得到了鞏固。2017年，亞

洲各主管局受理的專利申請占全球申請

總量的65.1%。相比2007年的49.7%增幅

顯著。報告稱，這主要受益於中國經濟

增長的推動。

報告指出，在外國提交申請，表明

希望向新的市場擴張。在這方面，中國

的向外申請量增幅為15%，遠遠高於日

本（+2.1%）和美國（+2%）。

在商標專利方面，2017年全球約有

911萬件商標申請，涵蓋1239萬類。中

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申請活動數量最

多，涵蓋約570萬類。2017年全球約有

4320萬件有效商標註冊——比2016年增

長了9.7%，其中僅中國就有1490萬件，

其次是美國的 220 萬件，日本的 190

萬件，印度的160萬件。

在工業品外觀設計上，2017 年全

球共提交了約 945100 件工業品外觀設

計申請，亞洲各主管局占全球所有外

觀設計申請的三分之二以上（67.9%）。

全球範圍內的有效工業品外觀設計註

冊總量增長了 5%，達到了 375萬項。

其中，中國約有146萬項（占世界總量

的38.9%）。

在創意經濟方面，11個國家涵蓋三

個部門（貿易、教育與科學、技術與醫

療）的出版業收入達到2480億美元。中

國報告的凈收入最高（2024億美元），

其次是美國（259億美元）、德國（58

億美元）和英國（47億美元）。

弗朗西斯· 高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

示，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是目前世界第

壹大知識產權局。他認為中國在知識產

權制度運用方面充滿了東方的智慧。他

說，專利制度有壹個很重要的功能，就

是要求技術的開放性。因為專利制度提

供了很多前沿技術，它具有系統化的特

點，同時也便於公眾利用這些先進技

術，為日後技術的更新打下堅實的基

礎。中國政府制定了壹系列促進知識

產權事業發展的政策，在這種得天獨

厚的環境下，中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取

得的成績也有利於知識產權制度在全

球推廣。

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知識產權組

織，是壹個推廣知識產權政策、服務、

信息和合作的全球主要論壇。作為聯合

國的壹個專門機構，該組織協助其191

個成員國制定兼顧各方利益的國際知識

產權法律框架，滿足社會不斷發展的需

要。它提供有關在多個國家獲得知識產

權以及解抉爭端的業務服務，還提供能

力建設計劃，幫助發展中國家從利用知

識產權中受益。此外，它也提供免費使

用獨有的知識產權信息知識庫的機會。

中國於1980年加入該組織，並慘加歷次

成員國大會，現已加入該組織管轄的13

個條約。

綜合報導 2018 APEC起點新能源年會在深圳

舉行。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師建華表示，

2018年中國汽車全年銷量負增長幾成定局，預計

2019年汽車整體銷量增速為零。但新能源汽車持續

增長，明後年都會成為中國汽車增長的動力。預計

今年年底，可銷售118萬輛新能源汽車，到2020年

可完成200萬輛的新能源汽車銷售目標。

在整車領域，傳統汽車銷量下滑、新能源汽車

銷量增長可期，成為了行業的普遍共識。師建華指

出，中國汽車的整體市場開始出現負增長，1-10月

份整體產量下降了 0.4%，今年的負增長已經成

定局。“當然，這裏負增長也和很多客觀因素有

關。”師建華補充道，他認為2019年的增長速度

可能保持在0。

與之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新能源汽車銷量的持

續大幅增長。師建華認為，雖然整體汽車市場

如此，但新能源汽車表現強勁，在各方面的支持

下，新能源汽車明年還會高速增長，而中國汽車

市場明年若要實現增長則主要靠新能源汽車，到

2020年完成國家的發展規劃，預期能實現200萬輛

銷售目標。

行業普遍認為，除了乘用車領域，物流車、環

衛車等類似專用車領域、農村的農用車電動化，以

及微型電動車等幾個方向，都存在著較大的發展空

間，可作為行業未來選擇的重點發展領域。

全國乘用車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則預計，今年

新能源車的銷量可達到120萬輛，2019年預計可達

到160萬輛。整個新能源車制造領域，產業的核心

跟智能化、電動化的發展，存在著巨大的提升

空間。其中，國家推出的積分政策對新能源乘用

車起到巨大的拉動作用，預計合資企業在新能源車

領域將在未來兩年裏呈爆發的趨勢。

同為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動力電池領域，近兩

年隨著國家補貼退坡等政策的影響，存在著行業洗

牌的現象。壹些在技術上缺乏競爭力的小企業被洗

出局，而國外的壹些大型動力電池廠商也紛紛開始

瞄準中國市場進行布局。

保定長安客車制造有限公司副經理馮鐵林認

為，動力電池行業洗牌加快，將給行業帶來難以預

料的風險，表現在多方面：首先，國內汽車動力電

池行業集中度大幅上升，據其統計，2018年行業前

五名的動力電池企業的市場份額占77%，其中前兩

名的企業市場份額高達63%。其次，動力電池

國際品牌加快中國布局，目前 LG、三星、

SKI、松下等等壹些國際品牌在中國布局，對

中國自主品牌企業造成很大的沖擊，也將對後

補貼時代動力電池競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第

三，未來大多數國內動力電池企業將逐步失去

生存能力，企業倒閉，因此有可能動力電池的

售後服務問題將難以解決。

在新能源汽車的技術路線上，有專家提

出，幾年之後，“新能源汽車”的概念將常態

化消失，未來將分為節能汽車、純電動汽車、

混動汽車、智能網聯汽車等類別。浙江遨優動

力系統有限公司副董事長陳光森建議，當前三元電

池的能量密度有很明顯的提高，可以有效滿足電動

汽車的續航需求，但存在著成本過高、不斷上漲的

問題。而行業的競爭卻特別激烈，因此出現了價格

戰的現象。他呼籲行業共同努力，降低鎳和鈷的含

量，以此降低電芯的成本，共同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中汽協：預計新能源汽車明年繼續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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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報 訊 ）
Glassdoor是一家全
球工作和招聘的網
站，在一年一度的
最佳公司評比中，
休斯頓有 25 家公
司上榜。
第十一屆年度員工
評比獎勵是根據匿
名投票，投票人對
其所在的工作內容
，工作環境以及對
老闆一年來的整體
表現給予全面的評
估。

這項評比包括
19家大型公司，員
工 超 過 1000 人 ，
同時還有 6 家中小
型公司，這些經評
選上榜的公司主要是諮詢公司，會計公司，航
空公司，能源公司，地產投資公司，零售公司
。

休斯頓大型公司評比上榜的有：Southwest
Airlines 排名第 10 位，Slalom 位於第 14 位。
Power Home Remodeling 位 居 第 15 位 。

H-E-B 位 於 第 34 位 ， T-Mobile 排 名 50，
Keller Williams 位居 57 位 ，MD Anderson 的排
名是第 68位。

在中小公司排名評比中，NetWorth Realty
位居第 15 位，Pariveda 排名 19。 Emser Tile 位
居 36 位，eXp Realty 排名 49 位。 Berkshire 位
居第46位。

年度評比 休斯頓最佳工作環境評比揭曉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這場
暴風雪在維吉尼亞州的白頂（Whitetop）下了
最多的雪，白頂位於維吉尼亞州與北卡羅來納
州邊界西端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 Moun-
tains）內。白頂積雪已達60公分，北卡的格林
斯伯勒（Greensboro）有41公分，杜倫（Dur-
ham）有36公分。

美國國家氣象局氣象學家皮特森（Daniel
Petersen）說，今晚氣溫預計將降至冰點以下
，在北卡羅來納州中部與西部和維吉尼亞州西
南部，道路將會變得溼滑。

不過，幾天後氣溫預計將回升，阿帕拉契
山脈東方的北卡，14日氣溫預計將升至攝氏10

度以上，有機會下雨。
北卡州長古柏（Roy Cooper）辦公室發表

聲明說，有3人受到暴風雪的影響而死亡。有
一名民衆前往避難處時因心疾過世，還有一名
末期婦女在氧氣設備停止運作後死亡。

北卡西南部馬修斯市（Matthews）警方發表聲
明說，一輛行駛中的車子遭傾倒樹木砸中，造
成駕駛死亡與一名乘客受傷。

根據追蹤美國各地停電情況的 Power-
outage.us，南、北卡羅來納州和維吉尼亞州無
電可用的用戶，在今晚前已從超過22萬戶降至
約13萬8000戶。

哈佛大學自2012年起透過其附屬公司Brodiaea在加州大舉收
購葡萄園及該地產水權，總投資金額已達390億美元。不過與其
他葡萄園不同的是，哈佛的葡萄園並不歡迎遊客入內品嚐，甚至
在外頭貼著‘請勿擅自入園’的標誌。

受氣候暖化影響，加州的水資源成為不斷增值的資產。哈佛
的這場賭注明顯具有先見之明，投資金額達390億美元，屬於全
美最大筆的捐贈基金。現在葡萄園總價為3.05億美元，比2013
年時增加近三倍，儘管其整體自然資源投資表現不佳。

據路透報導，哈佛大學於2012年創建Brodiaea，投資超過6
，000萬美元，2015年時已在加州的聖巴巴拉、聖路易斯-奧比
斯保等地區收購多達1萬英畝葡萄園。

乾旱近年來持續困擾加州，特別對農民的打擊甚大。根據一
份 2015 年資料顯示，加州中央海岸過去 20 年曆經乾旱機率為
30%，相比過去一百年間發生乾旱機率為14%。史丹佛大學教授
狄芬包格表示，乾旱導致地下含水層的抽取量激增，其中許多在
雨季時也無法填補足夠水量。

因氣候暖化，乾旱問題持
續惡化，即使投資水資源的方
式不多，但購買可耕地是一種
方法。專門研究葡萄園的地產
估價師沃爾表示，擁有絕佳水
源的最佳地產將以破紀錄價格
出售。

不少當地農民擔憂哈佛最
終將耗盡地下水並過度影響用
水規定。不過也有人表示不擔
心，有農民指出不少農作物種
植起來比葡萄更耗水。

哈佛管理公司發言人表示
，這筆投資為捐贈基金，因此
不討論個人投資。卜若地在2012年發佈的採購財務報告中，哈
佛大學表示偏好自然資源資產類別，‘因為我們相信由資產所生

成的實體產品，需求量將在未來幾十年內不斷增加’。

暴風雪襲美東南部 已釀3死逾13萬戶仍無電可用看好藍金增值 哈佛大學重金買加州水權



BB55體育消息
星期三 2018年12月12日 Wednesday, December 12, 2018

其實，9日故宮博物院文化創意館就首
次發佈了“故宮口紅”，並引爆朋

友圈。這6款口紅顏色靈感全都來自於故
宮院藏的紅色國寶器物，而外觀的設計則
主要是從清宮后妃服飾與繡品中汲取的靈
感。比如，備受美妝愛好者青睞的“郎窯
紅”色號，靈感源自“郎窯紅釉觀音
尊”，外觀設計靈感源自“洋紅色緞繡百
花紋夾氅衣”，口紅膏體顏色和外管色調
搭配得十分協調。

外觀靈感源於院藏文物
除了故宮博物院文化創意館以外，故

宮淘寶11日早上也公佈了一系列彩妝產
品，包括口紅、眼影、腮紅、高光等。
“浮天滄海．故宮仙鶴系列”彩妝，設計
元素來源於故宮院藏文物“紅漆邊架緞地
繡山水松鶴圍屏”。設計師將明年的“流行色”——珊
瑚橙融入彩妝設計中，使得腮紅在橙色基礎上透出粉色
的輕柔。據介紹，這個顏色來源於故宮院藏文物“畫琺
琅長方盆玉石珊瑚菊花盆景”。而外觀華美“暗夜流光．故宮螺鈿系
列”彩妝，靈感則來源於故宮院藏文物“黑漆嵌螺鈿花鳥羅漢床”，外
盒在燈光的輝映下，如文物上貝殼珠光般閃爍。此外，還有“攝人心
魄．故宮點翠眼影”，靈感來自故宮院藏文物“點翠鳳吹牡丹紋頭
面”，“須臾一夢．故宮海水高光”則脫胎於故宮院藏文物《水
圖卷》……

故宮淘寶推出的彩妝網店“上新”後，立刻引起了大
批“宮粉”的熱烈回應：“管不了‘雙十二’滿減了，
只怕‘下手沒’！”截至11日23時50分，“仙鶴口
紅”就已經售出超過15,000管。

兩網店均獲認證
定位有別不分“嫡庶”

古 風 包 裝 潮 流 配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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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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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故宮在官方淘寶店推出了原創

紙膠帶，成為了“網紅界”的一朵“奇葩”。

當時有不少粉絲利用宮廷味十足的膠帶，來裝

飾口紅及其他彩妝的外觀，以此打造“私人御

用訂製款”。之後，故宮淘寶推送了“腦洞文

章”——《假如故宮進軍彩妝界》，文中暢想

“點翠眼影、花朵腮紅、千里江山指甲

油……”，立刻引起了“宮粉”的強烈共鳴，

超3萬網友點讚支持故宮的創意。如今，千呼

萬喚的故宮彩妝終於亮相了。11日早上，故宮

淘寶的官方公眾號對推出的彩妝進行了“官

宣”，多個系列的原創彩妝產品也同步在故宮

淘寶網店“上新”，精緻華美的外觀引起大批

粉絲爭相購買。 ■《北京晚報》

■■故宮博物院文化故宮博物院文化
創意館推出的六色創意館推出的六色
口紅口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浮天滄海·故宮仙鶴系
列”的腮紅。 網上圖片

■■““仙鶴口紅仙鶴口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浮天滄海浮天滄海··故宮仙鶴系列故宮仙鶴系列””彩妝彩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12月12日（星期三）

故宮淘寶12月10日在微博宣佈：“故宮彩妝，明天
見”。11日，故宮淘寶如期推出自己的彩妝陣營，包括眼
影、腮紅、口紅。但就在9日，“故宮文創館線上銷售”
發佈《故宮口紅，真的真的來了》的文章，其中介紹了六
款顏色分別為：碧璽色、豆沙紅、玫紫色、變色人魚姬、
楓葉紅、郎窯紅。這六色口紅都在“故宮博物院文化創意
館”上線，且定價為每支199元（人民幣，下同）。這六
支口紅的質地為“玻尿酸加天然蜂蠟”，外包裝從清宮后
妃服飾與繡品上汲取元素，不同色號包裝不同，以黑、
白、赤、青、黃五色系結合宮廷藍為底色。兩款口紅同時
間推出，掀起了“都是故宮的，但是誰是嫡出誰是庶出”
的討論。
據悉，故宮文創旗艦店經營的業務有三種，一種是故

宮出版、一種是故宮票務、一種就是故宮的各式文創產
品，產品格調比較高、同一系列採用相仿的設計元素，比
較有設計感。賣的產品也較為雅致，比如立軸、茶具、文
具、絲巾配飾等等，定價也較高。故宮淘寶的頁面設計則
明顯活潑一些，它經營的業務主要有故宮娃娃的手辦、手
帳周邊、膠帶、飾品、包包、襪子等等，比較年輕化、定
價也不高。從故宮博物院的官網上可見，故宮商城、故宮
文創旗艦店、故宮淘寶是平起平坐的，證明都是故宮認可
的，無法分清故宮文創和故宮淘寶誰嫡誰庶。

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曾談到，2017年，故宮
博物院通過自營、合作經營和品牌授權，文創產品收入超
10億元，文創產品種類接近1萬種。一萬種產品，光是憑
藉故宮有限的人力物力，是不好實現的，所以才有自營、
合作經營、品牌授權各種方式。
故宮文創於2008年在故宮文化服務中心成立，故宮博

物院院長單霽翔稱，故宮文創有不同專類的團隊，故宮也
鼓勵這些團隊多做沒嘗試過的東西，“我們研發故宮文創
小商品的團隊，每個月都會有幾十、上百種文創產品，經
過市場檢驗，然後淘汰。我們也會與知名設計師合作，出
成品以後我們可以和設計師簽約。” ■澎湃新聞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王宇佳 2018年12月12日（星期三）

提早跳船免解約金提早跳船免解約金獲日球會聘約獲日球會聘約

■■中國女網金花王薔中國女網金花王薔
在香港網球公開賽獲在香港網球公開賽獲
單打亞軍單打亞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帥張帥（（右右））及史杜素奪得及史杜素奪得
港網雙打冠軍港網雙打冠軍。。 大會圖片大會圖片

■■兩支香港球隊南華兩支香港球隊南華（（紅衫紅衫））及永及永
倫倫1212日晚短兵相接日晚短兵相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超級工商盃開鑼 東方南華齊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第二十二屆優品360̊

超級工商盃國際籃球邀請賽”11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揭幕，C組的香港東方龍獅在揭幕戰以103：75大破泰國。
而當晚另外兩場比賽，香港滿貫以74：79不敵美國南加
州，香港南華則以82：54大炒馬來西亞隊。

今屆超級工商盃首次有4支香港球會參賽，香港東方龍獅
上屆首度參戰獲得殿軍，今屆再度出師，雖然同時間要分心應
付東南亞職業聯賽（ABL），但以球隊兵力，收起艾利諾、迪
加拿及費格遜等外援之下，面對泰國隊仍遊刃有餘。

首節已大比分領先28：15，半場再拉開到53：34；全場

大勝103：75。
身高2米08、首次為東方上陣的加拿大中鋒漢尼拔攻入

21分，另獲14個籃板，表現冠絕全場，此外，李琪、陳翊
麟、陳兆榮及劉子禮亦有雙位數字得分。李琪賽後指漢尼拔
能彌補球隊不足：“我今場也是首次與他一同比賽，他能彌
補我們內線不足，適合我們的陣容。”
賽事12日續於伊利沙白體育館舉行，頭場下午4時由A

組廣西威壯對美國福建隊。緊接晚上7時則由兩支本地球隊
上演B組內訌大戰，由南華大戰永倫。晚上8：45則由東方
龍獅迎戰印度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正當香港

足球圈仍沉醉於出線東亞盃決賽周的喜悅中

時，足總11日中午突然宣佈，已接納港隊

主帥加利韋特請辭，消息震驚整個球壇。

足總新聞稿稱，加利韋特是因為獲得日本

球會聘約而離開。由於他只上任剛好3

個月，還未過試用期，今次與足總分手

可免卻解約金，足總可謂人財兩失。

自金判坤年初離任後，港足主帥
一職懸空達8個多月，直至加利

韋特於9月10日履新，負責港足及
U23代表隊主教練職務。惟因他並非
出身名門，上任之前已有圈中人質疑
其能力。後來更被足總董事梁芷珊揭
發，足總在招聘教練程序上出現問
題，梁芷珊甚至憤而掛冠離開董事
局，引起圈中人熱議。

率港足躋身東亞盃決賽周
但雖如此，曾在亞洲多地打滾的

韋特，上任後運用其出色的人脈及交
際手腕，為自己樹立正面形象。儘管
港隊場上表現並不突出，首兩場國際
友誼賽只得1和1負，但他11月領軍
到中國台北出戰東亞盃外圍賽，成功
守和朝鮮，最終更藉入球數字較多的
優勢，僅僅壓倒對手躋身明年12月於
韓國舉行的決賽周。

韋特與前任金判坤的最大分別，

就是與香港球會完全沒有關係，在選將
用材方面不受掣肘，更敢於提拔新人。
此外，對於與梁芷珊關係密切的香港飛
馬球員，他更索性放棄徵召，堅決態度
可見一斑。韋特與足總合約期本應到
2020年3月才屆滿，今次因獲外地球
會聘約而選擇離開，事前沒太多人知
道，就連與他共事的港隊助教郭嘉諾
也被蒙在鼓裡。足總本月7日才公佈，
以韋特之名推出“Whitevolution! ”限
量tee及限量衛衣，惟尚未公開發售主
角已去如黃鶴。

港網榮獲WTA年度最佳國際賽

世界羽聯（世羽聯）於北京時
間10日晚公佈了各項2018年度最
佳，中國羽隊（國羽）混雙名將黃雅
瓊當選年度最佳女運動員。

年度最佳女運動員之爭在國羽
混雙名將黃雅瓊與女單世界第一、
中國台北名將戴資穎、女雙世界第
一、日本組合福島由紀/廣田彩花
之間產生，最終黃雅瓊成功當選。

2018年，黃雅瓊與鄭思維搭檔，
奪得世錦賽和亞運會冠軍，並收穫印
尼大師賽、馬來西亞公開賽、日本公
開賽、丹麥公開賽、法國公開賽以及
常州、福州兩站中國公開賽總共九
個混雙冠軍。 ■中新網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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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瓊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
11日宣佈“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2018（港網）”於33項國際巡迴
賽中脫穎而出，成功獲選為
“WTA年度最佳國際賽”。

每個WTA賽季，WTA球
手都會根據各大賽事組委會的表
現、賽事營運、球迷氣氛、對網
球運動的發展及體育界的貢獻等
因素投票選出不同類別的最佳球
賽。最終港網成功獲選為
“WTA年度最佳國際賽”。
港網於10月6日至14日假

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舉行，
今屆賽事是五年來最受歡迎的
一屆，總入場人次超過71,000
人；賽事自2014年復辦以來，
每年的入場人次均持續上升，
證明了賽事的吸引力。18歲的
烏克蘭新星恩絲杜絲卡最終於
單打決賽擊敗國家隊首席球手
王薔贏得后冠；而賽事的雙打

冠軍則由國家隊排名第二的張
帥及五項大滿貫雙打錦標得主
史杜素奪得。

2018年的賽事增添了不少
新元素，包括邀得亞洲網壇傳
奇球手李娜任特別嘉賓，與亞
洲歌壇巨星陳奕迅進行星級名
人賽；將網球同樂區移師至維
多利亞公園六號足球場，場地
擴展後得以提供更多互動網球
體驗及精選活動；首次於網球
同樂區連續三天舉行迷你音樂
會，由香港歌手獻唱帶動現場
氣氛；以及擴大球手的練習及
休息空間，讓球手能更加投入
比賽過程。

賽事督導委員會主席周維
正透露，2019年香港網球公開
賽已落實於明年10月5日至13
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足獲得東亞盃外圍賽港足獲得東亞盃外圍賽
冠軍冠軍。。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加利韋特加利韋特（（右二右二））率港足出戰東亞盃外圍賽率港足出戰東亞盃外圍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韋特臨場督戰韋特臨場督戰
港足港足。。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方球員楊睿騏東方球員楊睿騏（（上上））在對手緊纏下奮力保在對手緊纏下奮力保
持控球權持控球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韋特率領港足戰績
日期 比賽 賽果

10月11日 友賽 香港 0：1泰國

10月16日 友賽 香港 1：1印尼

11月11日 東亞盃外圍賽 香港 2：1中國台北

11月13日 東亞盃外圍賽 香港 0：0韓鮮

11月15日 東亞盃外圍賽 香港 5：1蒙古

出生日期：1974年7月25日（44歲）
出生地點：英格蘭，修咸頓

執 教 生 涯

1998–1999 英屬維爾京群島
1999–2008 巴哈馬
2009–2012 西雅圖海灣者足球會
2012–2016 關島
2016 上海申鑫
2017–2018 中國台北
2018 中國香港

加利韋特加利韋特（（Gary John WhiteGary John White））

■■黃雅瓊黃雅瓊（（右右））
／鄭思維在世錦／鄭思維在世錦
賽奪混雙冠軍賽奪混雙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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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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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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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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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中國 瀘州——法國 波爾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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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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我們的朋友和家庭餐。

價格和參與店家可能會有所不同。不能與任何其它優惠或套餐一起使用 ©2018 McDonald’s

Any Size 
Coffee

Small French 
Vanilla Latte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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