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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WangEdward Wang
經由大數據分析投資趨勢經由大數據分析投資趨勢
對地產市場有獨特眼光對地產市場有獨特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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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電話:: 832832--453453--8868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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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NASA））發布的照片顯示了壹顆距離地球發布的照片顯示了壹顆距離地球
100100光年的人類宜居星球光年的人類宜居星球。。據介紹據介紹，，這顆名為多拉這顆名為多拉

臺灣藝術家微雕黃金小老鼠臺灣藝術家微雕黃金小老鼠
每只約壹毫米左右每只約壹毫米左右

被山火被山火““洗禮洗禮””後的澳洲小村莊後的澳洲小村莊
只有墓碑完好無損只有墓碑完好無損



BB33綜合經濟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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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CPI 上漲 2.9%
2020年走勢或前高後低

國家統計局9日發布數據，2019年

1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4.5%，漲幅與上月相同。2019年全年，

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2.9%。

專家分析，當前月度CPI同比漲幅

較高，主要是豬肉等部分食品價格推動

的。從2019年全年來看，物價漲幅仍然

維持在3%左右的預期目標範圍內。2020

年CPI月度漲幅或前高後低，物價總水

平保持穩定有堅實基礎。

全年CPI漲幅3%以內
綜觀2019年各月CPI同比漲幅，年初

2個月不到2%，3月至8月維持2%平臺，

之後升至3%及以上。全年平均，CPI比上

年上漲2.9%，漲幅較上年有所擴大，但仍

低於全年3%左右的調控預期目標。

專家分析，從月度數據看，盡管9月份

以來CPI漲幅有所擴大，但此前8個月漲幅

都較低；從內部結構看，食品價格上漲較快

，但非食品價格、服務價格等都比較溫和，

2019年生活用品及服務價格同比漲幅不到

1%，交通和通信價格同比下降1.7%，都對

全年CPI漲幅保持3%以下起到支撐。

與此同時，2019年剔除食品和能源

的核心CPI同比上漲1.6%，這也顯示當

前宏觀物價總水平仍保持在合理區間。

在物價總體穩定的同時，結構性矛盾

有所顯現。這其中，豬肉等食品價格成為

CPI上漲的主要拉動力。數據顯示，9月、10

月、11月的CPI漲幅中豬肉價格“貢獻”均

超過壹半。12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17.4%，影響CPI上漲約3.43個百分點。

針對豬肉價格的上漲，從中央到地

方正多措並舉穩定生豬供應。同時，在

物價結構性上漲的背景下，更要關註困

難群眾基本生活。記者從國家發展改革

委了解到，截至目前，各地已累計發放

價格臨時補貼100.69億元，惠及困難群

眾達3.53億人次，壹定程度上緩解了食

品價格上漲對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影響。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黨

委書記朱啟貴分析，近期物價上漲主要

是受到食品價格特別是豬肉等價格上漲

影響，背後的主因是非洲豬瘟疫情和供

給不足等。2019年全年，CPI漲幅維持

3%以內，說明宏觀調控有力有效，符合

調控目標和市場預期。

豬肉價格環比回落
春節市場供應有保障
從更能反映短期變動的環比價格看

，12月份CPI由上月上漲0.4%轉為持平

。其中，食品價格由上月上漲1.8%轉為

下降0.4%，顯示物價趨穩跡象。

這其中，豬肉價格走穩起到重要作

用。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沈赟

分析，隨著生豬生產出現積極變化，中

央和地方儲備豬肉陸續投放，進口量有

所增加，豬肉供給緊張狀況進壹步緩解

，價格由11月的環比上漲3.8%轉為12月

的環比下降5.6%。在豬肉價格下降的影

響下，牛羊肉價格漲幅回落，雞肉和鴨

肉價格由漲轉降。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有關負責人介紹

，為做好元旦春節期間豬肉保供穩價工

作，自2019年12月12日開始組織投放凍

豬肉儲備，至今已投放六批，合計約15

萬噸。全國大多數省份及主要城市也結

合當地市場形勢，聯動進行了投放。

此外，鮮菜、鮮果價格分別比11月份

上漲10.6%和 0.6%。上海財經大學高等

研究院院長田國強說，鮮菜、鮮果漲價

主要受氣候和運輸情況影響，臨近春節

出現小幅上漲屬於季節性因素。

臨近春節，做好市場保供穩價至關重

要。商務部市場運行司副司長王斌說，中

央儲備凍豬肉的投放將加大力度，並指導

地方和中央儲備肉投放形成聯動效應。

農業農村部副部長於康震表示，隨

著扶持政策落實，生豬生產保持良好勢

頭。壹些養豬場戶前期壓欄的肥豬開始

集中出欄上市，加上商業儲備、政府儲

備和進口增加的豬肉會陸續投放，預計

春節期間豬肉供需總體平穩。

2020年物價走勢或前高後低
展望2020年，專家認為物價總水平

將保持穩定，但豬肉價格等上漲帶來的

結構性矛盾仍將持續壹段時間，CPI運

行或將呈現前高後低走勢。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與價格研

究所研究員郭麗巖說，經初步測算，預

計豬肉價格變動對2020年CPI同比漲幅

的貢獻仍將超過壹半。從母豬補欄到商

品豬出欄尚需壹些時日，短期內豬肉供

給依然偏緊。從2020年年中之後，隨著

市場有效供給增加和對比基數的擡升，

下半年豬肉價格很難再出現超預期的漲

勢和漲幅，豬肉等肉類價格對CPI新漲

價的支撐力將會逐步緩解。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預

計2020年全年物價上漲保持溫和，考慮到

2019年下半年因豬肉價格上漲帶動CPI漲

幅擴大，翹尾因素影響明顯，2020年上半

年物價漲幅略高，下半年漲幅收窄。

從整體來看，我國物價水平保持穩

定有堅實基礎。專家分析，我國農業和

工業生產平穩、市場供應充足，總供給

和總需求保持相對平衡。

“預計CPI中樞繼續保持穩定運行，不

會演變成物價全面上漲。我國有充足的

政策空間，有強大的國內市場支撐，有

信心、有底氣，有能力、有條件保障物

價平穩運行。”郭麗巖說。

好友數量擴容 微信得失何在？
綜合報導 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微信體量將變

得更加龐大，有可能變成壹個混雜熟人社交、陌

生人社交、職業社交、兩性社交等多種功能的集

合器。

微信創始人、騰訊公司高級副總裁張小龍近日

在微信年度大會上表示，將近壹百萬微信用戶的好

友數量接近5000個人，這迫使微信考慮提高好友數

量的問題。張小龍稱，“之前我們限定壹個人最多

5000個好友，現在有將近壹百萬人已經接近5000好

友。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好友，但也促使我們要

擴大好友數目了。”但張小龍表示，擴大5000好友

這個限定非常容易，但是對於它帶來的影響，“誠

惶誠恐，我們會反復思考”。

從張小龍的表態來看，開放微信好友數量恐怕只

是時間問題。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兩個以上微信

號，而且微信好友數量都達到了5000“上限”，不得

已采取刪除非活躍現有好友來增加新好友的做法。或

許張小龍的表態，正是基於這部分用戶的需求。

同時也要看到，微信雖然牢牢占據了熟人社交霸主

位置，但在其他垂直細分領域仍然有不少對手。在職業

類工具領域，釘釘這幾年發展迅猛；在陌生人社交領域

，陌陌、探探等也占有先發優勢，而且不斷有新的互聯

網企業試圖進入這壹領域，從中可見潛力不小。

如果微信要繼續守住現有社交市場存量，做大

增量，就必須進行突破和創新。雖然之前騰訊也推

出了企業微信，最近也有消息稱騰訊在試水陌生人

社交，但總體來看，如果放著微信這個最大的用戶

流量池不用，對於騰訊而言就是嚴重浪費。

也因此，微信放出開放好友數量的風聲，也可

以看作其正嘗試功能升級。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

微信體量將變得更加龐大，有可能變成壹個混雜熟

人社交、陌生人社交、職業社交、兩性社交等多種

功能的集合器。

而如果真的如此，對於微信的發展利弊需綜合分

析。當然，這可能讓微信獲得更多新功能，提升用戶

活躍度，從而改善如今開始下滑的用戶停留時長等指

標。同時，也可以通過微信在陌生人社交、兩性社交

、職業社交等的試水，最起碼能激活壹部分用戶對於

微信在這方面功能的應用，未來究竟是繼續涵蓋於微

信中，還是時機成熟推出細分類微信及其他社交工具

，微信都能起到導流引流的重要作用。

但有得必有失。微信朋友圈擴容，固然能滿足

壹部分用戶的需求，但也可能帶來另壹部分用戶的

不滿，繁雜的好友會浪費更多時間，同時也讓清理

變得麻煩。畢竟，當初張小龍多次強調微信要成為

壹個“幹凈”的社交工具，甚至讓人用完即走，而

近年來，張小龍又轉變思維了，微信不斷在做功能

加法，包括微信公眾號改為信息流模式，增加“看

壹看”等新功能，都是為了留住用戶，讓用戶花費

更多時間使用微信。

張小龍未來會受到來自騰訊方面的更多壓力。

因為如今騰訊的“三條腿”——遊戲、社交和內容

，遊戲領域遭遇的政策風險加大，內容領域自今日

頭條的短視頻、信息流崛起後受到明顯威脅，那麼

更大的希望在於社交。

在這種情況下，張小龍最終說出擬放開微

信朋友上限，也是必然的結果。對於互聯網而

言，技術快速疊代、企業跨界發展的競爭壓力

時刻存在，稍不留神就會從領先者變成被淘汰

者，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也因此，騰訊需要

微信擴容，至於最終是否能獲得預期的成效，

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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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主 辦 ： 休 斯 敦 華 星 藝 術 團 (
Huaxing Arts Group Houston )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

特別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

中華海外聯誼會海外事務部
協辦：東方藝術教育中心，釋行

浩少林功夫學院，美術綠島，騰龍教
育學院，智勝學院，休斯敦幸福讀書
會，休斯敦書法社，休斯敦各社團

時間：2020 年 1 月 25 日 週六 11:
00am – 4:00pm

地點：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04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與亞洲協會德
州中心將於農曆春節大年初一聯合舉
辦《四海同春 華星閃耀》- 2020 休
斯敦新春嘉年華。這是休斯敦華星藝
術團繼過去三年來與亞協成功舉辦春
節慶典之後，第四次攜手，以中國民
俗節慶傳統文化為主題，所舉辦的又
一國際性大活動。

嘉年華活動精彩豐富，通過學中
國舞，玩手絹，剪窗花，寫書法，做
賀卡，品茗茶，嘗美食， 有獎問答等
趣味性的文化互動項目，體驗中華傳
統文化的多彩豐姿。屆時，來自亞洲
國家的多個文藝社團也將帶來越南，
韓國，日本等地的春節特色節目，與
來自世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的
社團代表、駐休斯敦使節，各族裔家
庭共度農曆新春佳節。用多元性和包
容性的文化元素，讓中國故事、中國
聲音，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對雙方的再次
合作充滿期待，每年的春節慶典接待
上千家庭， 80%來自非中國族裔，佳
評如潮。 《四海同春 華星閃耀》休
斯敦新春嘉年華慶典已經形成休斯敦
例行的文化品牌，成為打開旅美各族
裔了解中國的窗口，增進各族裔之間
的友誼的平台。
今年的特色活動如下：

a).鑼鼓喧天送舊歲，舞龍舞獅迎

新年（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
。

b).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特別
準備了兩場名為《紅紅火火中
國年》的精品文藝表演, 讓觀
眾在優雅多姿的舞蹈和民族樂
器演奏的美妙樂聲中領略中國
各地風土人情，美術綠島畫家
常君睿的沙畫表演更是令人期
待。

c). 通過宣傳圖片了解春節
的由來， 十二生肖的意義和亞
洲各國慶祝農曆新年的習俗，
還有十二生肖年代對應表，供
遊客查詢自己的生辰屬相和幸
運屬性。

d). 總領事為各國兒童發
“紅包”是每年孩子們翹首期
盼的熱門節目， 各族裔孩子學
說中文“新年快樂“，並有機
會通過有趣的節慶文化常識遊
戲抽大獎， 獲得鼠年吉祥物。

e). 組織休斯敦獨立學區和
孔子學院學生參加鼠年專題繪
畫有獎比賽，從孩子們的獨特
視覺和色彩斑斕的創意繪畫中
了解各族裔的新春習俗和新年
祝福。

f).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書法
班的師生和休斯敦書法社的藝
術家們開設的文化攤位最受孩
子們的青睞，各族裔孩子們學
習中國書法， 並在書法長卷上
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寫上最美的
新春祝福，共享節日喜悅。

g). 由東方藝術教育中心的
學生們展示民族舞蹈，服裝，
教遊客們學習玩手絹花，學習
漢族扇舞, 傘舞, 傣族舞基本舞
步。

h). 中國傳統旗袍，國粹京
劇服飾展示， 在會場中心區
設 “合家歡“攝影牆，讓各族
裔家庭在華星主題標版前合影留念。
i). 製作新年賀卡，鼠年面具，鼠年帽

j). 日本摺紙，賀卡，吉祥鶴製作
k). 製作蒙古駱駝
l). 自寫吉祥語，許願詞，裝點越南幸

運樹
m). 製作簡易韓國風箏
n). 風味食品攤位，雙椒餐廳的煎餃，

涼麵，茶吧的波霸奶茶，油條，韓國
的醬菜， 日本的飯糰，越南的河粉等
特色小吃。

《四海同春 華星閃耀》2020休斯敦新春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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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緯加盟富力
季內不倒戈東方

■■國奧球員黃聰國奧球員黃聰（（右右））在比賽中拚搶在比賽中拚搶。。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男子三大球
足排預選賽二連敗足排預選賽二連敗 籃球命懸一線籃球命懸一線

恐緣盡東奧

■■林嘉緯林嘉緯（（左左））與富力足球隊總與富力足球隊總
經理經理郭能培合影郭能培合影。。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 中國男排中國男排（（藍衫藍衫））
以以00：：33負伊朗負伊朗，，無無
緣東京奧運緣東京奧運。。

FIVBFIVB圖片圖片

■■ 中國男籃無緣直通東京中國男籃無緣直通東京，，須在須在
落選賽中爭一席位落選賽中爭一席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12日同一個夜晚，中國男足（國奧）與中國男排先後在奧

運預選賽中落敗：國奧以0：2不敵烏茲別克；中國男排則在家門

口──廣東江門進行的奧運亞洲區資格賽以0：3不敵伊朗；如果

加上落選賽強手林立、出線機會極微的中國男籃，中國男子三大球

恐怕極可能集體缺席東京奧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富力R&F13日
宣佈成功從東方龍獅羅致林嘉緯，交易條件並未涉
及轉會費，只是季內不可倒戈。該位34歲的前港
腳也成為新東家第4位“傑志皇朝」功臣，將與盧
均宜、林志堅及林柱機故劍重逢。

港超班霸富力R&F對各項錦標均有覬覦之

心，然而上半季經歷高級組銀牌出局，聯賽及菁
英盃爭標也未見優勢。當冬季轉會窗重開後，會
方針對中場創造力不足的弱點增兵，看中在東方
龍獅失去主力位置的林嘉緯。林嘉緯2018年由傑
志加盟東方龍獅，雖然入球數字不多，但近兩季
都能在富力R&F身上取得入球，包括上季作客扳
平1：1，以及今季銀牌準決賽贏5：3的經典戰
役，兩個入球都直接間接令富力R&F緣盡冠軍，
堪稱為富力剋星。

東方龍獅今季在教練李志堅帶兵來投後兵源

過盛，季尾便約滿的“嘉緯」更前途未明，加上富
力R&F願意提供為期1年半的合約，東方龍獅與他
研究後，願意成人之美提早解約，條件只是餘下球
季不能倒戈，當中未有涉及轉會金額。至於他的
10號球衣將會由剛加盟的辛祖繼承，另一新兵盧
卡斯改穿9號。與此同時，另一港超球會香港飛馬
也有球員調動，上季遭棄用的艾華經兩星期跟操觀
察後再獲錄用，並穿起8號球衣。另外，會方亦已
與姚浩明終止租借合約，重返東方龍獅，據悉他或
會再被借到佳聯元朗。

今次男足預選賽，國奧與伊朗、韓國和烏茲別克
同在C組，這也堪稱“死亡之組」。小組賽首

輪以0：1遭韓國隊絕殺。由於該場比賽核心隊員張
玉寧傷退，令國奧在12日對烏茲別克一役作出人員
調整，楊立瑜頂替張玉寧，趙劍非出任左後衛，但依
然擺出4-2-3-1陣型。

國奧兩球負烏茲別克
據中新社報道，比賽開場後不久，烏茲別克展現

出身體對抗優勢，利用細膩的腳下技術，不斷給中國
國奧隊施壓。受到全面壓制的國奧上半場難以打出具
有威脅性的進攻，中場和後防線都顯得相當被動吃
力。上半場補時階段，烏茲別克的博佐洛夫帶球突入
禁區，魏震鏟球放倒對手，裁判判罰12碼，科比洛
夫主罰命中，國奧以0：1落後。

下半場，國奧門將陳威發揮出色。第65分鐘裁
判吹停比賽，視頻助理裁判顯示朱辰傑在禁區內手球
犯規，烏茲別克再獲12碼，但這一次被陳威神勇撲
救；第72分鐘，對手獲得單刀機會，陳威果斷出擊
將球沒收。但好景不長，第80分鐘魏震在門前倒地
解圍時沒有將球踢遠，圖赫塔辛諾夫補射入網，中國
國奧以0：2落敗。由於首輪0：1被韓國絕殺，故國
奧兩連敗小組排名墊底，提前無緣東京奧運。

男排0：3遭伊朗橫掃
至於中國男排，12日晚在京奧運會亞洲區男排

資格賽決賽中迎戰伊朗隊，可惜全場受壓下以14：
25、22：25、14：25 不敵，痛失亞洲區唯一的奧運
會入場券。

中國男足、男排東京奧運夢碎，三大球之中只乘
下男籃命懸一線。中國男籃在去年的世界盃無緣直通
東京，須經過落選賽爭奪奧運門票。不過，鑒於強手
林立，國籃出線極微。中國男子三大球極可能集體無
緣東京奧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美少女
重劍好手江旻憓（Vivian）在新一年首度出戰即
落筆打三更，於女子重劍世界盃古巴站倒灶，個
人賽首圈遭美國劍手淘汰，世界排名隨即回落至
第3位。

香港隊今站共有6名劍手出戰，上屆此站冠
軍Vivian直入主賽圈，可惜她於64強首圈以10：
15被美國劍手打敗，慘遭“一輪遊」。Vivian也
由賽前的世界排名第2微跌1級。港將朱嘉望、

連翊希及何迪琳也先後在淘汰賽首圈或分組賽出
局，佘繕妡及陳渭泠則在次圈行人止步。

此外，正在巴黎出戰男子花劍世界盃法國站
的港隊，當地時間周日殺入團體賽4強，最終以
第4名完成，雖然未能站上頒獎台，但仍搶得寶
貴的奧運積分，為進軍東京奧運注下強心針。下
月的世界盃埃及站是最後一場團體奧運計分賽，
港將最終排名只要比韓國或俄羅斯高，即可歷史
性獲團體賽入場券。

2020年東京奧運女排洲際資格賽落幕，歐
洲的土耳其、亞洲的韓國、中北美的多米尼
加、南美的阿根廷和非洲的肯尼亞榮膺各大洲
冠軍，成功搭上通往東京奧運的尾班車，加上
此前入圍的中國、美國、巴西、塞爾維亞、俄
羅斯、意大利和日本，東京奧運女排12支參賽
隊全部產生。

國際排聯將按照1月31日的世界排名將這

12支隊伍分入東京奧運會女排比賽的兩個小組，
待到奧運會啟程，各小組前四名將進入8強。

由於2019年世界盃後沒有世界級的大賽，
因此最後的排名與現在相比應變化不大。按照
現階段的世界排名，日本、塞爾維亞、巴西、
韓國、多米尼加和肯尼亞被分為一組；中國、
美國、俄羅斯、意大利、阿根廷和土耳其在另
一組。 ■中新網

2020年CBA全明星賽12日晚在
廣州落幕，憑藉胡明軒最後時刻的上
籃“準絕殺」，南方明星隊以167：

166險勝北方明星隊。全場得到30分的廣東
隊後衛趙睿奪得MVP稱號。

除了趙睿，南方隊的胡金秋得到30分
和9個籃板，鄧蒙拿到26分，陳林堅貢獻
19分。林書豪為北方隊貢獻了最高的41
分，另有9個籃板和5次助攻；韓德君得到
37分和11個籃板，陶漢林入賬34分，翟曉
川得到20分。

當晚最大的關注點當屬1v1單挑環節。
在後衛單挑中，林書豪和趙睿各自進了兩個
三分和一次扣籃，最終打成9：9平。三、
四節間的1v1，遼寧隊的韓德君與浙江廣廈
的胡金秋最終8：8打成平手。

中場的技巧挑戰賽中，山東隊的陳培
東後來居上，三分一箭穿心力克王俊傑取
得技巧挑戰賽冠軍。扣籃大賽中，雲南
“滑翔機」矣進宏第一扣就技驚四座拿到
滿分50分，第二扣得到45分，最終以總分
95分奪冠。 ■新華社

12支東奧女排出爐 中美俄意阿同組

CBA

世界盃古巴站
江旻憓一輪遊

■■北方隊的林書豪北方隊的林書豪（（右右））與南方隊球員趙睿場上與南方隊球員趙睿場上
是對手是對手，，場下是朋友場下是朋友。。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排在去年中國女排在去年88月資格賽成月資格賽成
功挺進東京奧運功挺進東京奧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江旻憓江旻憓（（左左））被對手刺中被對手刺中。。 FIEFIE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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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支持港澳青年就業創業

政策不斷推出，雙創基地如雨後春筍。在廣東省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針對局地

雙創資源雜亂甚至錯配情況，多名熟悉大灣區的廣東省政協港區委員建議，改革目

前多頭管理、各自為政的雙創支持模式，由三地政府聯合推動設立大灣區港澳青年

雙創協調機構，並建立政策信息獲取、諮詢以及創業支持平台，把項目引導到符合

功能定位的基地，把人才精準引導到適合其發展的崗位。要重點做好香港“夾心階

層”（非高端專才無住房資助）青年的雙創扶持工作，有針對性地提供專業技能學

習，提升其雙創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近年
來，香港民生問題成為社會關注重點，也是特區政
府施政的重點領域。多名港區委員表示，隨着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逐步深入，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更
多空間，一些如住房、就業、養老、教育等民生問
題，可以透過大灣區來緩解。

老人北上養老
港區委員張瑞華認為，在養老從業人員資格方

面，可在大灣區設立專門的培訓基地，以香港的醫
療護理專業經驗和管理經驗，以及廣東的中醫保養
護理經驗為基礎，設立通行灣區的養老服務從業人
員資格評價標準，解決三地人員流動交流障礙，從
而推動更多香港老人北上養老。

推廣“粵菜師傅”
就業方面，港區委員陳耘認為，大灣區廣東9

市有很多政府推動的項目，其實也面向港澳人士。
她以餐飲為例，廣東“粵菜師傅”工程，在全省範
圍內推開，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大量青年人參與到
技能培訓，一些粵菜大師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
用。有意在餐飲業發展的香港青年完全可以參加這
種技能培訓。目前，“粵菜師傅”工程也和香港業
界有很多合作，並借助香港，讓粵菜廚師“走出
去”，這對香港業界來說，都是很好的機會。

建優質生活圈
港區委員陳丹丹表示，從長遠發展角度看，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民生為先、民生為重。建設大灣
區優質生活圈，要在基礎教育、公共文化設施、醫
療衛生條件、通勤條件等方面，進行細緻規劃和建
設。在這種前提下，可以打消港澳人士到珠三角生
活、養老、醫療和就業的顧慮和障礙，融入大灣
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粵政協會議關注多頭管理各自為政致資源錯配
港區委員建議整合雙創基地

香港民生問題可借灣區解決

近兩年來，各地港澳青年雙創基地不斷湧現。
特別是去年5月，廣東省政府印發《關於加

強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的實施方案》出台
後，各地基地建設加速，省級、市級、區級甚至
街道一級，都紛紛建立雙創基地。

缺乏整體協調規劃
廣東省政協常委霍啟山引用相關調查指，新

基地跟風不斷湧現，導致供過於求，甚至資源錯
配或浪費。一些冒進的基地對扶持項目的市場需
求和預期收益缺乏充分評估，出現成功孵化和轉
化率低下的現象。一些過於僵化的人才標準，也
會把一些潛力項目排拒在外。

港區委員蔡加頌則認為，雖然特區政府不斷
鼓勵港人到大灣區就業創業，但沒有一個政府機
構平台或諮詢中心可以提供綜合訊息。目前，包
括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等對大灣區雙創信息宣
傳較多，但對整個香港社會而言仍不夠，缺乏政
府層面的渠道，這也可能導致雙創資源和人才、
項目的不對稱或錯配。

目前，粵港之間還存在參與青創工作職能部
門和團體眾多、各自為政的問題。霍啟山指，由
於欠缺協調機制和整體規劃指導，導致一些基地
忽略市場化和專業化操作。

設立雙創協調機構
為此，霍啟山建議，粵港澳三地政府應引導

改革和創新現有的青創支持模式，改善資源碎片

化問題，並設立大灣區港澳青年就業創業協調機
構，重點加強財稅政策、平台服務、資源對接、
公共服務、基礎社會等領域的政策供給，確保有
關政策執行與落地制度化、系統化和常態化。

蔡加頌亦提議，由廣東省政府和香港特區政
府溝通協調，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平台，
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務。平台除了提供政策宣講、
政務手續外，還可以聯通工商界，提供各行各業
發展項目及資訊。這些服務由官方提供，可大大
提高可信度和公信力。港區委員吳學明有同樣建
議，他指，大灣區11城市政策不斷推陳出新，只
有借助統一的渠道，整合發放信息，提高政策透
明度，才能消除青年群體的憂慮。

開設專業技能課程
吳學明還建議對香港青年進行分類施策，精

準服務。他認為，香港青年可大致分為三類，第
一類是從事專業服務的，他們當中很多人會主動
爭取到大灣區工作，為他們提供政策和資訊即
可。第二類是在內地就讀的港生，他們對內地熟
悉，建立了人際網絡，灣區就業創業意願最高，
有平台和政策就可發揮才能。第三類是在香港本
土出生長大、既無高端專才優惠，又享受不到住
房資助的“夾心階層”，這也是最大的一個群
體。“我建議粵港產學研聯合開設銜接高效的品
牌專業技能課程，並有統一資格認證，完成課程
相當於初級或中級技能資格，亦可銜接香港、內
地高校繼續升學。”

■■在廣東省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在廣東省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港區委員小組討論港區委員小組討論，，
重點關注青年工作重點關注青年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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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2020年1月12日下午，美國
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Houston Hwamei Chamber Orchestra，
以下簡稱華美樂團) 在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 Stude
大型音樂廳隆重上演《2020新春音樂會》。這是華美樂團自
成立以來的首場大型演出，來之大休斯頓地區的音樂愛好者
擠爆整個演出大廳，全場不斷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看得出
剛走上正軌的華美室內樂團在休斯頓的影響力相當火爆！

音樂會由資深音樂愛好者和音樂鑑賞家張國祥主持。華
美樂團以演奏中國室內樂作品《新春樂》開場，接著由有
“百靈鳥” 之稱的休斯頓著名青年女高音劉春池演唱由王磊
詞、胡延江曲的中國藝術名曲《春天的芭蕾》，約翰·斯特
勞斯的歌劇《假面舞會》選曲《笑之歌》以及瞿琮詞、鄭秋
風曲的《帕米爾我的家鄉多麼美》。

來自美國德州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 音樂系的聲樂
教授、多次獲得國際聲樂大賽獎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李佳蔚
博士(Dr. Chia Wei Lee) 演唱了法國著名作曲家比才的歌劇
《卡門》中的男中音唱段《鬥牛士之歌》，並與劉春池合唱
莫扎特的著名歌劇《唐璜》中的一段喜聞樂見的二重唱《與
你同行》。

世界鋼琴比賽獲獎者、著名鋼琴家周文理與樂團合作演奏
布勞池（Ernest Bloch）的鋼琴與弦樂隊格魯索協奏曲《第一號
格魯索協奏曲》（Concerto Grosso No1）。

國際弦樂比賽獲獎者，周遊列國演出的大提琴演奏家So-
nya Matoussova演奏了布魯赫（Max Bruch）的大提琴與弦樂協
奏曲《科爾·尼德雷》（Kol Nedri）。

世界音樂史上第一位用中國民族樂器參加世界大賽並贏得
冠軍的音樂家、琵琶大師吳長璐演奏了一曲《塞上曲》，精湛
的琴藝和深厚的中西音樂底蘊迷倒了無數中外聽眾，她的琵琶
獨奏深受觀眾喜愛。

抒情男高音歌唱家、中國聲樂界較早一批留學美國的歌唱
家王維國演唱了曉光詞、徐沛東曲的《鄉音鄉情》，在即將來
臨的中國春節之際，把華人華僑帶到了華夏土地、九曲黃河、
戈壁灘沙、洞庭湖泊。他與中國音樂學院聲樂系的畢業生、長
期活躍在休斯頓演藝界的著名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的美女歌手
張馨一合唱了歌劇《風流寡婦》的選段《默默無語》。

國際聲樂大賽金獎獲得者、青年男高音歌唱家許澤演唱了
由屈塬詞、印青曲的中國名曲《天路》，一條條巨龍翻山越嶺

、飛洋過海，為休斯頓的華人華僑送來安康！
劉春池還演唱了新疆民歌《瑪依拉變奏曲》和蕾哈爾的輕

歌劇《朱迪塔》選曲《我的雙唇那火熱的吻》。
最後，王維國、劉春池、張馨一、許澤演唱了《我愛你中

國》，把最美的歌聲獻給休斯頓的華人華僑，獻給海外的華人
華僑，獻給我們偉大的祖國，表達異國他鄉的赤子們對家鄉的
熱愛，對祖國的熱愛。
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簡介

美國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於2018年主要由居於美國休斯頓
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弦樂演奏家，歌唱家和鋼琴家組成。由資深
音樂愛好者和鑑賞家張國祥與鋼琴家周文理、女高音劉春池、
小提琴家 Andrew Meyer、小提琴家 Oleg Chelpanov 和大提琴
家 Sonya Matoussova共同發起正式成立。成立伊始開始參加社
區的演出活動，近來開始舉辦獨立音樂會。樂團以演奏演唱室
內樂和歌劇音樂為主，兼顧藝術歌曲和中國現代歌曲。樂團的
宗旨是作為一個音樂的橋樑，將更多華人帶入西方音樂的海洋
，將更多中國的西方音樂作品帶給西方。華美室內樂團在每年
的中國春節期間將舉辦一次大型的新春音樂會。

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在萊斯大學舉行2020新春音樂會 場面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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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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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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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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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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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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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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古堡風雲 中國·武勝——瑞士·蒙特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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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19 -1/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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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15 16 17 18 19-Jan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深度國際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0/2020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重播)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重播)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三       2020年1月15日       Wednesday, January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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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20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助學金 、即日起接受
申請。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九日。

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獎助學金，將分類
進行甄選分發。即日起接受報名。

1.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其主旨在鼓勵有志從政的青年爭取
在立法機構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國會、州議會議員的辦公室
，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這些實習生的職位，是提
供年輕人親眼目睹、親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佳良機；同時，
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物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金，名額至多二
名，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必須是在大學或研究所(包括法學
院)的學生，并且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州州議會或休士頓
市議會中任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2.校聯會傳統獎學金，校聯會已舉辦二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
，開放給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領導才
能、社區服務、與課外活動來甄選得獎者。校聯會傳統獎學金，
名額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友
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
、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
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
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每名一仟元。是夏尚
權先生及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
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台北科技
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
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3.獎助學金，是以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
中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
人所設，名額五名,金額每名二仟元。

*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助學金, 名額二名, 金額每名三
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其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立
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的
，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王
袁杏月女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一仟元。

* RLC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定。
4. NorthBrook高中助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

、有志上大學的NorthBrook高中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政治大
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
名，金額三仟元。

5.音樂獎學金，申請者必須是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的學生。
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其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
人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立，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6.物理系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大學物理
系的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
馬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7.社區服務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其妻
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
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8.運動獎學金。是淡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志
慧女士所設，是以運動方面有卓越成就、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
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9.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獎學金。大專校聯會提供，為鼓勵從
台灣高中或大學畢業, 現就讀大休士頓地區大學或研究所, 有卓越
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的學生所設。名額至多二名，每名金額二仟
元。

10.國際臺北大師星秀音樂節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是休
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支持。提供音樂學子有機會與國際知名
大師一起生活及交流音樂的機會。名額一名，金額三仟伍百元。

11. Lamar學區高中助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
有志上大學的 Lamar Consolidate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高中
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台灣大學校友許淑娟女士為紀念先生 Mr.
Joel Schmieg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四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舉行
頒獎儀式。有關各類獎學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請見校聯會
網 頁 http://www.jccaa.net 或 電 詢 獎 學 金 召 集 人 鄭 大 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助學金即日起接受申請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在 28天之內人民幣升
值超過 1500 點，經歷了一年波瀾不驚的“破 7
”之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重回6.8時代。中國
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佈的數據顯
示，14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
美元對人民幣6.8954元，創下去年8月1日以來
新高。事實上，自去年9月以來，人民幣匯率累
計上漲近3000點，升幅超過4%。春節期間準備
去美元國家旅遊的小伙伴，這下又要開心地笑
了。

美國財政部13日公佈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
，取消對中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受利好
消息刺激，人民幣匯率大漲，A股三大股指集體
高開。實際上，人民幣對美元最近一輪升值始
於2019年12月。從去年12月第一周開始，人民
幣對美元匯率就開啟了一路飆升模式。1 月 14

日當天，人民幣中間價大漲309個基點，創下去
年7月以來漲幅最大值。在人民幣單邊升值期間
，美元指數並沒有出現大幅下跌。在近日舉行
的“2020中國經濟趨勢年會”上，人民銀行副
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表示，2019
年外部環境錯綜複雜，全球經濟貿易增長放緩
，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大，但人民幣匯率在全
球貨幣中表現相對穩健，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
持了基本穩定，同時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增強
、雙向波動，在配置外匯資源、平衡國際收支
、增強宏觀經濟韌性方面發揮了重要的自動穩
定器作用。

除了基本面和消息面因素，人民幣升值還
與外資流入有關。外資流入與人民幣升值是互
為因果的關係。外資流入越多，人民幣盤子越
大，人民幣升值預期越高。而人民幣升值預期

攀升，會促進更多外資流入。據中國中央國債
登記結算公司最新數據，去年12月境外機構淨
增持人民幣債券827億元，不但終結此前連續兩
個月的減持趨勢，且單月增持量創下過去半年
以來的最高值。顯然，此前因匯率貶值而沉寂
的人民幣國債投資需求，再度被激發了。

近年來，外資流入我國債市和股市資金明
顯增多，成為我國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的一
個重要特徵。截至去年11月末，境外投資者持
有中國債券和上市股票餘額分別為 3248 億和
2838億美元，比2016年末上升1.6倍和1.1倍。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近日公佈的2019年銀行間債
券市場境外業務運行情況顯示，2019年境外機
構投資者共達成現券交易5.3萬億元，同比增長
66%，其中淨買入1.1萬億元。截至1月13日A
股收盤，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入77.11億元，為連

續8個交易日淨流入。瑞銀中國全球金融市場部
主管房東明表示，目前外資通過北向資金進入
中國A股市場累計超過2000億美元。

人民幣升值意味著換 1000 美元可省 185 元
人民幣重，對於春節期間想要出境游或從海淘
網站買買買的小伙伴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因
為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同樣面值的人民幣可以兌
換更多的美元，有了更強的購買力。不到四個
月時間，換 1000 美元就可省 185 元人民幣。換
得越多，省得越多。如果是一家三口或五口舉
家出境游，吃住行遊購娛可能需要花一兩萬美
元，那麼僅僅匯率這一塊兒，比去年秋天時就
可以省下好幾千元人民幣。

人民幣匯率重回6.8 換1000美元能省185元
出境游僅僅匯率差比去年就可省下幾千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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