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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保險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2016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五
Friday, December 16, 2016

www.allwininsurance.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Fax:713-952-5032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向更好邁進 TM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機票﹑
遊輪﹑
酒店﹑
租車﹑
旅遊度假﹑
為你度身訂做﹒
專精考察﹐
代理國內外旅行

＊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Tel:713-952-9898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訂座
電話

25 號出口
送$5 元或$10 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713713
-777-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44 號出口

送$10 元或$12 餐券
請注意：

新開 11:00AM 班車

送$10 元

27 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 11:00AM
班車

4 號出口

星期二、三、四
9：00AM
星期五、六
9：00PM
星期日
10：30AM

送$5 元或$10 餐券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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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文 匯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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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逾8年新低 離岸拆息續升
將軍澳足訓中心
獲 10 年長約

高度限制 不能興建房屋或商廈

■薛基輔 15 日透露
將軍澳中心興建進
展。
郭正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美聯儲加息並暗示加快加息步伐，美元指數曾一度升至 2003 年 1 月以

來最高。受此影響，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在岸和離岸匯率均出現大幅貶值，當日離岸價一度跌至 6.95，中間價
大挫 261 基點報 6.9289，官方收盤價報 6.9354，跌 305 點，兩者同創逾八年新低。專家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人民
幣兌美元大概率繼續走弱，建議明年適當收緊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政策，以促進資本流動平衡、穩定匯率。

15日離岸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繼續上行，其中隔夜拆息由周

內部對人民幣施加貶值壓力，二者合力之 採取非對稱的資本流入和流出管理，促進資
下，除非遇到強有力的市場調控，否則人民 本流動趨向平衡。一方面，進一步對外資開
三 的 7.32233% 大 漲 444 個 基 點 至 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繼續走弱是大概率事件。 放境內服務業、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也預計，
另一方面，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應適當收
11.76367%；周三隔夜 HIBOR 已漲 271 個
基 點 。 一 年 期 HIBOR 升 57 個 基 點 至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人民幣仍存貶值壓 緊。諸如個人對外實業投資、不動產投資和
6.66783%。離岸人民幣隔夜掉期隱含利率 力。美國經濟有望溫和增長，中國經濟增 證券投資等領域的放開應謹慎推進。持續加
長向好可持續性仍待觀察，中美利差可能 強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投機性購匯需
盤中一度大漲1,262個基點至16.125%。
進一步收窄，都會給人民幣帶來進一步貶 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久聞樓梯響的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終於再有新進展，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
15 日透露中心正
官媒：加息造成全球混亂
值壓力。
在加緊興建當中，預計明年 7 月落成並可於 9 月啟用，薛基輔更強調中心地皮已獲得政府承諾十年租約，而且該土地有建築高
另外，內地居民部門金融資產仍有進
官方新華社發表評論指，加息決議將不
度限制，不擔心傑志足球中心的爭議會重演。
可避免造成新一輪金融動盪，
令過度仰賴外 一步外流的持續需求，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
到期日
定價（厘）
部融資、自身償債能力不足的國家形勢惡 值相互促進、相互加強，易形成「資本外
隔夜
11.76367
化，特別是新興國家。「如果美國未來加快 流—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
1周
9.77833
年香港足總首次提出在將軍澳興建足
且該地皮有建築高度限制，
且該地皮有建築高度限制
，
不能興建房屋或商
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循環。
升息步伐，強勢美元將給全球造成混亂。」
球訓練中心的建議。
球訓練中心的建議
。
事隔超過十年，
事隔超過十年
，
廈
，
因此我可以保證將軍澳足球中心可以長期營
2周
9.34650
有外匯交易員認為，美聯儲後續仍有
對於加息後美元指數繼續大漲，建行

■中國官方公佈的人民幣

價為 6.9289
9289，
，比上一交易
低 261 個基點
個基點，
，創下 2008
月以來的新低。
月以來的新低
。
中

人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這個足球中心終於接近竣工，將軍澳足球中心將
這個足球中心終於接近竣工，
金融市場業務專家韓會師表示，美元指數大
有三個真草及三個人造草 11 人足球場
人足球場，
，另外還會
幅上揚主要因美聯儲暗示明年可能繼續加息
有三個小型五人足球場，
有三個小型五人足球場
，中心建築費用由香港賽
2-3 次，明顯超出市場預期。在「參考一籃
馬會負責，
馬會負責
，至於日常營運及維修費用
至於日常營運及維修費用，
，足總將會
子貨幣」定價機制下，一旦國際市場美元繼
成立一間管理公司負責。
成立一間管理公司負責
。薛基輔表示真草場將會
續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必然面臨貶值壓力。
由香港精英代表隊優先使用，
由香港精英代表隊優先使用
，而人造草場則會開
而在境內結售匯市場短期難以擺脫逆差格局
放約
35％的時段予公眾使用
35
％的時段予公眾使用：“
：“此外中心亦有健
此外中心亦有健
身室、
身室
、醫療中心及教室等設施
醫療中心及教室等設施，
，對香港足球的長
的情況下，「參考收盤價」定價規則也會從
遠及青訓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遠及青訓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
傑志足球中心由於政府有意收地興建房屋而
面臨關閉危機，
面臨關閉危機
，不過薛基輔就強調將軍澳足球中
心不會事件重演：“
心不會事件重演
：“我們跟政府簽了十年長約
我們跟政府簽了十年長約，
，
政府方面亦表明對香港足球長遠發展的支持，
政府方面亦表明對香港足球長遠發展的支持
，
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運。”

加息動作，將令人民幣繼續承壓，但監管層
1月
料仍會控制貶值速度，年內破
7 概率並不
安頓任菁英發展教練
2月
大，甚至不排除短期內借美元調整推動人民
另外足總亦聘請了西班牙教練安頓為第二 3月
幣階段反彈的可能。
位菁英發展教練，
位菁英發展教練
， 將負責為代表隊及香港青訓 6月

9.08338
8.35630
8.16167
7.28083

制訂發展及訓練計劃 ， 亦會為本地教練提供培
制訂發展及訓練計劃，
專家：收緊資本流出管理
1年
6.66783
訓，希望可以提升香港球員及教練的整體水
資料來源：香港財資市場公會
平 ，連平認為，當前形勢下，明年可考慮
曾於皇家馬德里及馬拉加等歐洲著名球會
工作的他表示，
工作的他表示
， 香港青訓主要面對場地及設施
不足等問題，
不足等問題
， 導致球員訓練時數遠遠不及歐洲
等足球先進國家：“
等足球先進國家
：“相信隨着將軍澳足球中心
相信隨着將軍澳足球中心
的落成，
的落成
， 問題可以得到改善
問題可以得到改善，
， 培養出更多本地 ■薛基輔兩年前向傳媒展示將軍澳足球訓
足球明日之星。”
足球明日之星
。”
不會無限制升值。另一方面，中國2008年以來 相同的匯率)，由此分析，人民幣兌美元在
練中心藍圖。
練中心藍圖
。
資料圖片

資本外流壓力增 出口提振有限

道）中國經濟學家指出，隨着美國進入加息
周期，再加上特朗普可能實施減稅等刺激政
策，令全球資金回流美國本土，中國首當其
衝的影響是人民幣短期將繼續貶值，但無論
美國還是中國自己都不會讓人民幣大幅貶
值。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提振有限，反而若
特朗普實施反全球化政策，中美貿易投資壁
壘反而會增加，中國出口反受拖累。在貨幣
政策方面，中國距離加息尚遠，央行首要應
對當前市場流動性緊張的狀況。
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美元進入
加息周期後，人民幣貶值趨勢在未來一兩年仍
會延續，但不會一直趨勢性貶。一方面，美國
政府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度持續貶值，美元也

的經濟下行周期快將結束，而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本身意味着人民幣不能持續貶值。
金融 40 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也指
出，特朗普不一定歡迎過於強勢的美元，美
元的強周期可能會告一段落，對於人民幣匯
率穩定是個利好。

流動性趨緊 或需降準
對於人民幣貶值的幅度，邱曉華預
計，上一輪人民幣升值幅度為36%，這一輪
貶值 20%-25%是大概率事件，推測明年會
破 7，後年繼續貶值，最終在 7.5 左右趨穩
定。另外，從未來人民幣和港幣的關係看，
最終兩種貨幣或很大可能走向同質(即走向

7.5左右可能是這一輪貶值的底線。
至於中國出口走向，專家認為，特朗普執
政後的政策走向起到更關鍵的決定作用。如果
特朗普實施反全球化政策，中美貿易投資將受
到影響，中國商品進入美國、人民幣匯率等問
題，將重新成為中美經貿關係的焦點。
另外，專家指出，美元進入加息周期，但
中國距離加息尚遠。反而近期市場流動性緊張
局面加劇、市場利率飆升，未來隨着資本外流
壓力增大，對市場流動性的衝擊也不容忽視。
中國央行首要應對的是年末資金波動
和外儲下降導致的流動性缺口。更有機構預
測，央行會加大公開市場操作投放流動性，
甚至不排除降準可能性。

債市告急 累滬指挫0.73%
東方亞冠戰恒大 牛丸盼取經大菲

200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投案；廊坊銀行發聲明，稱
上海報道）美國加息、債市違約、 在債券代持業務，不存在傳
爆倉、失聯傳聞充斥市場、外匯佔 虧損」。華夏基金亦澄清，
款連降 13 個月等利空兵臨城下， 所有貨幣基金均正常運作。
不 過， 澄 清 無 助 債 市
中國資本市場遭股債匯三殺。A 股
■史高拉利
期、10 年期國債期貨盤中雙
大金融板塊首當其衝，大幅下挫，
停，均為國債期貨上市以來
滬綜指盤中險些跌破
3,100 點，最 郭正謙）歷史性獲得亞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停。10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
終收跌 0.73%。債市更是兵敗如山
盃分組賽席位的東方龍獅將與廣州恒大、越南河內
收跌 1.81%，報 94.555 元，創
倒，中國 10 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
T&T及一支日職代表同組，這支本地班霸將以旺角
約 T1703 收跌
1.81%，創上市以來 以來最大單日跌幅。五年國
大球場為主場，而首場比賽則於明年2月22日作客
廣州，主帥陳婉婷（牛丸）表示非常期待與恒大的
合約報 97.595 元，下跌 1.16
最大單日跌幅。
巴西名帥史高拉利（大菲）交手，向他取經。挑戰
家公司取消或推遲發行債券。
傳聞困擾 亞洲球會最高級別的賽事，東方龍獅將遇上重回
債市兵敗如山倒
在各路利空壓制下，滬
頂級聯賽後最嚴峻的考驗，首戰就要作客兩屆亞
15 日全線低開，滬綜指開市
近日數條債市傳聞在投資圈炸
冠盃冠軍廣州恒大，剛獲選為今屆亞洲最佳女教
開了鍋，有指國海證券債券團隊負 0.47%，報 3,125 點，銀行等
練的陳婉婷表示感到期待及興奮：“亞冠盃是我
責人出國失聯，請廊坊銀行代持的 板塊下跌拖累下，低見 3,10
們在強大對手身上學習的好機會，史高拉利是當
但中小創卻逆勢上行，深成
1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債浮虧
今最出色的教練之一，極具智慧及充滿經驗，我
升近 1%、創業板指升近 1.5
巨大，還有傳聞指華夏基金貨幣基
很高興有機會和這位頂級教練交手，這將會促使
滬市萎靡加上債市告急，午
金爆倉，公司要賠6億元。
球隊繼續進步。”
國海證券 15 日就市傳其離職 始掉頭向下。截至收市，滬
員工私刻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義 3,117 點 ， 跌 0.73% ； 深 成
進行相關債券交易事項發公告，稱 10,256 點，漲 0.23%；創業板
公司未授權相關員工開展相關業 1,975 點，漲 0.65%。兩市共
務，目前涉事的兩名老團隊員工， 4,585 億 元 ， 較 周 三 縮 量
一名已離職、另一名已到公安機關 元。
■陳婉婷

■傑志足球中心面臨政府收
地建屋的危機。
地建屋的危機
。 資料圖片

河南擬召回朱婷戰全運會

羽聯總決賽開打
胡贇伍家朗受挫
總獎金 100 萬美元的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總
決賽，當地時間 14 日在阿聯酋迪拜開打。馬來西
亞“一哥”李宗偉、現役女單世界冠軍馬林等世
界名將紛紛“旗開得敗”，香港球手胡贇、伍家
朗也齊齊受挫。
在男子單打 A 組首日比賽中，國羽球手田厚
威耗時 34 分鐘，以 21：15、21：7 完勝德國的茲
維比勒爾。港將胡贇僅掙扎了 22 分鐘便以 8：
21、5：21 慘敗給丹麥名將約根森。而 15 日的次
輪賽事，胡贇再以 19：21、21：13 及 7：21 不敵
田厚威，遭遇兩連敗。約根森則直落兩局 21：
18、21：10 輕取德國球手茲維比勒爾，與田厚威
一起兩戰全勝。
男單B組的首日比賽，韓國球手孫完虎僅用時
38分鐘，便以21：10、21：16橫掃大馬“一哥”李
宗偉，爆出大冷門；港將伍家朗苦戰之下以13：21
及17：21負另一丹麥球手安賽龍。不過，在15日
的次輪比賽，李宗偉狀態回勇，面對港將伍家朗的
挑戰，力戰40分鐘，以21：15、22：20險勝。

女單方面，國羽“小花”何冰嬌以 16：21、
13：21 不敵世界排名第一的中華台北球手戴資穎
後，15 日在次輪小組賽以 18：21、15：21 負韓國
的成池鉉。B 組首日比賽，國羽新秀孫瑜鏖戰 59
分鐘，以 21：18、24：22 爆大冷擊敗世界冠軍馬
林，贏得鼓舞士氣的一戰。
■記者 陳曉莉

■港將胡贇遭遇二連
敗。
法新社

■李宗偉
李宗偉15
15日險勝伍家朗
日險勝伍家朗。
。

法新社

2016-2017 賽季歐洲女排冠軍聯賽當地時間展開 16 強
正賽，中國球員朱婷効力的土耳其瓦基弗銀行坐鎮主場迎
戰俄羅斯勁旅烏拉洛奇卡。儘管先輸一局，但瓦基弗銀行
連扳三局，以 8：25、25：20、25：16 和 25：13 反勝。本
場比賽，朱婷取得全場最高的 28 分，其中進攻 21 分攔網 6
分發球 1 分。不過，與此同時，據內地“南方網”報道，
由於朱婷母隊河南女排戰績不佳，球隊領導和部分球迷強
烈希望朱婷能在下賽季回歸。
其中球迷最關注的一項比賽就是全運會。對此，河南
隊主教練詹海根在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已確定在
明年全運會女排預賽時召
回朱婷，屆時朱婷必須回
國參加全運會比賽後，才
能回到土耳其履行她剩餘
的合同，因為她的合同裡
有這個條款。
根據歐冠及全運賽
程，倘若瓦基弗銀行一路
高歌猛進殺入最後的四強
總決賽，歐冠冠亞軍決賽
將在 4 月 23 日舉行。但女
排成年組全運會預賽則在
5 月 18 日舉行，故對於朱
婷而言並未構成賽程衝突 ■ 朱婷在歐冠盃 16 強戰獨取
的情況。 ■記者 陳曉莉 28
28分
分。
新華社

體育圖片

2016 年 12 月 16 日

綜合報道 休斯敦火箭隊（18 勝 7 負）在主場延續勝勢。哈登得到 36 分、11 次助攻和 8 個籃板，戈登得到 24 分
，他們率隊在第四節最後時刻重新領跑，貝弗利一次搶斷葬送了對手的追平希望，火箭隊在主場以 122-118 險勝布
魯克林籃網隊（6 勝 17 負）。火箭隊拿到 7 連勝，籃網隊遭遇 2 連敗。林書豪複出得到 10 分和 7 次助攻。

綜合報道 近日，有外媒爆料小貝打算以 240 萬英鎊的賤賣位于洛杉矶、面積達到 5000 平米豪宅，理由是嫌面
積太小，不適宜小孩玩耍，此消息一出，網友驚歎：有錢人的世界不能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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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曼聯後衛達米安的女友在個人社交媒體表示已經答應了達米安的求婚，從照片
中可以看到，兩人在幸福地擁吻。達米安女友的手心中清晰地寫著﹁我答應了﹂，並且無名
指上戴著一枚閃閃發亮的鑽戒。達米安的女友弗朗西斯卡出生于 1989
年，與達米安同歲。

星期五

綜合報道 近日，加拿大著名
歌手賈斯丁-比伯被拍到攜女伴在
戶外慢跑，當時他穿了一件印有自
己名字的阿森納客場球衣，號碼是
6 號，今年 10 月份在倫敦在做巡演
時，比伯還去阿森納訓練基地和厄
齊爾交換了球衣。

臺灣影視
星期五

2016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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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淑臻美國翻垃圾新戲拍到想吐
蔡淑臻７日出席健身房活動，提到先前赴美拍攝新劇
《鑑識英雄２》，在當地發生一段驚魂記，劇中她遭一名
黑人搶劫，一位路過的洋妞誤以為是真的發生搶案，竟見
義勇為跳出來救她，讓她印象深刻，她也笑稱此行是「垃
圾之旅」，因她飾演鑑識人員必須徒手在垃圾中找證物，
有些垃圾還是從廁所出來的，她翻到一半常想吐作嘔，但
也體會到鑑識人員的辛苦。
她原本腳傷復原得差不多，不過在美國拍一場跳躍
過垃圾桶的戲，腳傷又復發，昨活動上仍帶著護膝，她男
友李沛旭是健身狂魔，已增肉８公斤，仍覺得不夠壯，常
揪她上健身房，她無奈笑說：「他不會心疼我啊！」小兩口
私下喜歡打打鬧鬧製造情趣，「我常覺得一不小心就會被
他推飛。」
最近演藝圈婚訊多，她笑說：「不關我們的事啊！」認
為結婚比較像是「做一場 Show」，感覺要向很多人交代，
她覺得２人現階段的關係很好，找不到「動力」和「必要性」
結婚，對養毛小孩反而比較有耐性。

連 9 年參展不缺席 貿協南攻影視星商機
貿協今年第 9 年參加「新加坡亞洲電視節展」並籌組台
灣館，盼協助國內業者推廣原創動畫及影視作品，爭取國際
合作機會，以提高台灣影視內容能見度及接軌國際。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今天表示，新加坡亞洲電視
節展為當地媒體節的重要活動，且自 2000 年起開始舉辦迄
今，已成為亞太地區最具規模的影視節目買賣交易平台，每
年都吸引全球影視業者、頻道商及買主前往參觀。
為協助國內影視動畫業者拓展海 外市場，貿協說，從
2008 年起接受經濟部國貿局委託，帶領潛力數位內容及影
視業者連 9 年參加「新加坡亞洲電視節展」並籌組台灣館，
協助國內業者推廣原創動畫及影視作品，爭取國際合作機
會。
貿 協 指 出， 今 年 台 灣 館 以「Exclusive Contentfrom
Taiwan」為主題，於 12 月 7 日至 9 日在星國金沙國際會展中
心展出，佔地面積為 120 平方公尺，共計有 11 家台灣影視
動畫業者展出獨有的影視及動畫作品。

女粉絲 Yuki 罵蕭敬騰
「騙財騙色」 判賠百萬
登報道歉女粉絲 Yuki
罵蕭敬騰「騙財騙色」
判賠百萬登報道歉

參展 廠商包括有清華大學團隊，近 來才以「吉 娃斯 愛
科 學」作品榮 獲 第 51 屆金 鐘 獎 殊 榮；鈺 昇 動 畫也 展出以
Chobe Town 內容所發展出的 VR 動畫遊戲；還有數位動畫
特效的數位領域有限公司、跨地區合製的童園創意及各式跨
領域的影視內容開發商等。
此外，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長徐芳達也特意到台灣館
參觀，並希望透過台星雙方合作，創造影視產業的新合作模
式。
貿協表示，希望透過台灣館參展方式，將國內多元的影
視及動畫開發能量，透過新南向舞台完整呈現，成功提高台
灣影視內容能見度，接軌國際市場。
新加坡亞洲電視節展享有盛名，全球知名的頻道商及製
片商都到場展出最新的影視作品，像是 CBS 電視網、米高
梅電影、派拉蒙影視、索尼、迪士尼及華納兄弟等，貿協希
望藉此尋找合作對象、拓大商機。

康康主持簽生死狀 埋泥坑險沒氣

藝人康康自曝剛出道主持為拚收視、做效果，簽下不少
「生死狀」，被要求做很多危險特技，有次錄影全身連頭被
埋在泥巴裡，真的快沒氣，還被大家踩過去，讓他無比心酸。
康康將推出新外景節目「我家也有總鋪師」，挖掘藏身
在左鄰右舍的料理高手及家傳美食。日前接受中視「改變的
起點」專訪，回憶起年輕時在餐廳駐唱，有次表演結束走出

餐廳，看到門口對面站著拿鐵棍、鐵棒的大批兄弟，真的嚇
死他了。
其中一個小弟逼近康康，劈頭喝斥「你不要命了，敢對
我們大哥嗆聲」，當時他心想應是難逃死劫，明天要上社會
頭條，但他最後被放走，嚇得頭都不敢回，黑道小弟卻喊出
一句讓他終身難忘的話「哼，你吳宗憲有什麼了不起啊」，
說完讓原本氣氛凝重的攝影棚瞬間爆笑。
之後當諧星搞笑主持節目，康康自曝曾為節目拚收視、
做效果，默默簽下不少「生死狀（切結書）」，被要求做很多
危險特技，包括摸凶猛花豹的頭、用毫無安全保障的滑翔
翼飛行等。
康康表示，有回節目錄影，遊戲輸了被懲罰，慘遭滿坑
泥巴活埋，「當我頭被壓在泥巴裡的那時候，我已經快沒有
氣了，還被所有人一個一個從身上踩過去」
，他覺得快受不了，
好慘、好心酸，但在這危機時刻，他更堅定決心要忍過去、
一定要成功。

離開舒適圈轉型創作 Lara 新歌 3 度難產
梁 心 頤（Lara）自 離 開 南
拳 媽 媽 後，與 姊 姊 梁 妍 熙自
組公司「妹妹娃娃多媒體」，
出道 15 年來不斷地成長及蛻
變，讓她卸下偶像包袱，嘗試
以音樂創作離開舒適圈。新歌
〈Where Do We Go〉
３度難產，
第１次是她跟合作單位出現意
見分歧加上接演了《小時代》
音樂劇而延宕；第２次因媽媽
過世，生活陷入一片黑暗，發片
又喊暫停；之後嘗試自己做音
樂，身兼數職以致身體不堪負
荷，結果未能完成發片。
Lara 自從開公司後，常被
問什麼時候要發新專輯？但她
不 想 製 造 為了發片而創 作 的
垃圾，所以決定休息半年，投入影片製作，在不熟悉的環境
下，每天活在成就感及挫折的日子裡，這時，她又想起了自

藝人蕭敬騰的日籍女粉絲 Yuki（蔭山友紀），前年 10 月起在網路發
出「夾在兩大女人中間」、「敗類」 、「騙財騙色」等言論，詆毀蕭敬騰與
其經紀人林有慧。士林地院去年依公然侮辱、散布文字誹謗罪，判 Yuki
拘役 90 天，而民事部分 8 日則判 Yuki 須賠償蕭敬騰 100 萬、林有慧 50 萬，
並登報紙娛樂版道歉。
Yuki 之前曾在個人微博上轉貼蕭敬騰的報導與照片，並批評對方是
「台灣敗類」、「會騙財騙色」，還攻擊蕭敬騰的經紀人林有慧是「惡毒的
女人」
，被蕭敬騰提告加重誹謗並與經紀人提出各 6 千萬和 3 千萬的賠償。
士林地檢署偵訊時 Yuki 認罪被起訴，但士林地院審理後，Yuki 突然
翻供不認罪，最後法官不採信 Yuki 辯詞，將她依公然侮辱、散布文字誹
謗等罪，判處拘役 90 天，得易科罰金 9 萬元。
至於民事求償部分，士林地院認為蕭敬騰是知名藝人，林有慧也是知
名經紀人，形象對於 2 人很重要，Yuki 的言論恐會危及其出片、演出、廣告、
代言等機會，但 2 人求償金額過高，審酌之後判 Yuki 須賠償蕭敬騰 100 萬、
林有慧 50 萬，並登四大報紙娛樂版道歉。

己最熟悉的音樂，嘗試轉型 創作。〈Where Do We Go〉12
日 KKBOX 數位發行，由姊姊梁妍熙再次掌鏡拍攝的 MV
也將在 20 日首播。

www.bfftou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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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極光奇幻 6 天遊


100%

2016

／

更精彩

+

+

+ 冬季極光號列車 8 天遊

含單程火車票

／

美西南 3 州, 遊遍德州 6 大城市,古蹟+美食…

美西南大圓環 + 死亡谷 6 天遊
墨爾紅木公園/納帕谷/生蠔養殖場/加州 1 號公路 …

(行程詳細將於網頁公布)

專營美國國內旅遊。獨家設計特色旅遊套餐。一站式報名及直接出團。

私人量身訂制遊團

時間  地點  風格

計劃一個完全屬於你的旅遊行程

中國經濟
香港娛樂
娛樂頭條

文文
匯匯
娛財
樂經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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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逾8年新低 離岸拆息續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澳門直擊）電影《一夜再成名》15 日於澳門舉行發佈

■藤原紀香
盡騷 4 吋事業
線。

會，日本男星中村雅俊、水着偶像石川戀、池田依來沙、松岡李那、香港演員李彩華、

連詩雅、陳奐仁及內地演員李引一同出席，唯獨女主角藤原紀香卻在澳門趕戲未及前來

發佈會。紀香之後穿上低胸和風晚裝見傳媒，新婚不久的她絕不吝嗇照晒性感，盡騷 4
吋事業線。

中村雅俊拍港片重唱經典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美聯儲加息並暗示加快加息步伐，美元指數曾一度升至 2003 年 1 月以

性感

來最高。受此影響，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在岸和離岸匯率均出現大幅貶值，當日離岸價一度跌至 6.95，中間價

人妻紀香

大挫 261 基點報 6.9289，官方收盤價報 6.9354，跌 305 點，兩者同創逾八年新低。專家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人民

幣兌美元大概率繼續走弱，建議明年適當收緊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政策，以促進資本流動平衡、穩定匯率。

15日

離岸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繼續上行，其中隔夜拆息由周
三 的 7.32233% 大 漲 444 個 基 點 至
11.76367%；周三隔夜 HIBOR 已漲 271 個
基 點 。 一 年 期 HIBOR 升 57 個 基 點 至
6.66783%。離岸人民幣隔夜掉期隱含利率
盤中一度大漲1,262個基點至16.125%。

官媒：加息造成全球混亂

■松岡李那(左)今次終可與其 ■李彩華自言不是闊
內部對人民幣施加貶值壓力，二者合力之 採取非對稱的資本流入和流出管理，促進資
太命。
他日本演員同聲同氣演出。
下，除非遇到強有力的市場調控，否則人民 本流動趨向平衡。一方面，進一步對外資開
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繼續走弱是大概率事件。 放境內服務業、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也預計，
另一方面，對資本流出的管理應適當收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人民幣仍存貶值壓 緊。諸如個人對外實業投資、不動產投資和
力。美國經濟有望溫和增長，中國經濟增 證券投資等領域的放開應謹慎推進。持續加
長向好可持續性仍待觀察，中美利差可能 強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投機性購匯需
進一步收窄，都會給人民幣帶來進一步貶 求。
值壓力。
與日本演員合作分別不大，一樣很熱情地投入角色。今 合作感到很高興。最近紀香再婚，現場傳媒向她祝賀
另外，內地居民部門金融資產仍有進
次他在片中演音樂人，故有機會重唱多首個人的舊歌， 時，其經理人表示不想她回答有關問題，不過紀香仍
一步外流的持續需求，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
也不用特別去練習，只怕歌曲太舊擔心觀眾會不認識，
到期日 答謝大家，表示現雖然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在工作方
定價（厘）
值相互促進、相互加強，易形成「資本外
但當年受歡迎的日劇《前程錦繡》主題曲則會壓軸演唱， 面仍會衝刺，更擴闊了其人際關係。到結束訪問，紀
隔夜
11.76367
流—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
他還即場哼出幾個音符，記者着他即場演繹，中村笑着 香舉起 V 字手勢才離開。
1周
9.77833
婉拒，反叫大家入戲院捧場便欣賞得到。中村又表示與
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循環。
李彩華婚後會工作
藤原紀香及石川戀均是首度合作，會以日語及英語對白
2周
9.34650
有外匯交易員認為，美聯儲後續仍有

和風 Look谷戲

■中國官方公佈的人民幣

價為 6.9289
9289，
，比上一交易
低 261 個基點
個基點，
，創下 2008
月以來的新低。
月以來的新低
。
中

人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官方新華社發表評論指，加息決議將不
可避免造成新一輪金融動盪， 令過度仰賴外
部融資、自身償債能力不足的國家形勢惡
化，特別是新興國家。「如果美國未來加快
升息步伐，強勢美元將給全球造成混亂。」
對於加息後美元指數繼續大漲，建行
為主。另中村去年在港推出過唱片登上銷量榜，他坦言
金融市場業務專家韓會師表示，美元指數大 加息動作，將令人民幣繼續承壓，但監管層
1月
知道後也感到興奮，希望能再度赴港開個唱。談及女兒
7 概率並不
幅上揚主要因美聯儲暗示明年可能繼續加息 料仍會控制貶值速度，年內破
2月
中村里砂以模特兒身份入行，不過一直未有機會父女檔
2-3 次，明顯超出市場預期。在「參考一籃 大，甚至不排除短期內借美元調整推動人民
合作，他表示也不會抗拒。中村雖年屆65歲，但見他保
3月
■紀香與中村獲大會送贈片中劇照的畫像
紀香與中村獲大會送贈片中劇照的畫像。
。
養得宜，他指本身飲食方面沒有戒口，不過會勤做運動，
子貨幣」定價機制下，一旦國際市場美元繼 幣階段反彈的可能。
6月
而他在日本連續42年來都有開騷，故此向來都注重保持
續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必然面臨貶值壓力。
村雅俊於台上透露今次除演出以外，還會重唱 專家：收緊資本流出管理
健康的體魄。
1年
而在境內結售匯市場短期難以擺脫逆差格局
自己的經典金曲，當中包括 40 年前的《前程錦
的情況下，「參考收盤價」定價規則也會從
紀香被咪牌陣嚇倒
繡》，他還記得
30 年前赴港時，感覺香港粉絲都很 連平認為，當前形勢下，明年可考慮

中

債市告急 累滬指挫0.73%

李彩華（Rain）於戲中扮演著名監製，與死對頭
9.08338
阿 Bob 最多對手戲，另跟內地小鮮肉李引也有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8.35630
她帶笑指還好在鏡頭前也不似對方家姐，應該是每日
上海報道）美國加息、債市違約、
敷面膜及有媽咪的花膠湯美顏有關。至於
Rain 與男
8.16167
爆倉、失聯傳聞充斥市場、外匯佔
友拍拖一年多，一直感情穩定，她常於內地拍戲，男
7.28083
友也會前往探班，且雙方已有共識在一、兩年後結
款連降 13 個月等利空兵臨城下，
婚，她笑說：“我不是闊太命，所以不能脫節，也感
6.66783
中國資本市場遭股債匯三殺。A 股
覺現在內地發展也很好，即使婚後也會繼續工作。”
大金融板塊首當其衝，大幅下挫，

資料來源：香港財資市場公會

滬綜指盤中險些跌破 3,100 點，最

熱情，令他感到好驚喜。至於石川戀是首度來澳門拍
戲，感覺很開心，也期待電影能盡快上映。接着中村
雅俊獲大會送贈他於片中劇照的畫像，他看後也讚賞
畫得他很神似。

藤原紀香相隔 16 年再接拍港產片《一夜再成
終收跌 0.73%。債市更是兵敗如山
名》，15 日午她趕拍完外景，穿上低胸性感和風晚裝
倒，中國 10 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
與中村雅俊、石川戀等再會見傳媒，導演梁華生送上
以紀香在片中造型的畫， 紀香俯身接受禮物時盡騷 4
約 T1703 收跌 1.81%，創上市以來
相同的匯率)，由此分析，人民幣兌美元在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海 巖 北 京 報 不會無限制升值。另一方面，中國2008年以來
吋事業線。
最大單日跌幅。
中村望再赴港開唱
紀香接受訪問時給數十個咪牌包圍，她露出一臉
7.5左右可能是這一輪貶值的底線。
道）中國經濟學家指出，隨着美國進入加息 的經濟下行周期快將結束，而推動人民幣國際
陳奐仁於記者會上以日文跟石川戀及池田依來沙 驚訝表情，並立刻叫經理人拍下這情況。紀香透露今
至於中國出口走向，專家認為，特朗普執
周期，再加上特朗普可能實施減稅等刺激政 化本身意味着人民幣不能持續貶值。
兩位日本女星交談，更用手機玩直播，兩日女星面向 次演出一位婚後引退再重踏舞台的演歌歌手，15 日就
金融
40
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也指
政後的政策走向起到更關鍵的決定作用。如果
策，令全球資金回流美國本土，中國首當其
近日數條債市傳聞在投資圈炸
鏡頭大派飛吻，陳奐仁之後才醒覺李彩華與連詩雅坐 拍她於澳門開騷的重頭戲，故找來設計師設計身上的
特朗普實施反全球化政策，中美貿易投資將受
衝的影響是人民幣短期將繼續貶值，但無論 出，特朗普不一定歡迎過於強勢的美元，美
在對面，也就將兩人拍入鏡頭。另松岡李那身穿黑色
開了鍋，有指國海證券債券團隊負
和風晚裝造型，展現日本文化的一面。這次是紀香首
短裙坐下時因動作太大不慎走光。
到影響，中國商品進入美國、人民幣匯率等問
美國還是中國自己都不會讓人民幣大幅貶 元的強周期可能會告一段落，對於人民幣匯
度到澳門，而戲中跟中村雅俊及多個地方的年輕演員
責人出國失聯，請廊坊銀行代持的
■陳奐仁用手機玩直播
陳奐仁用手機玩直播。
。
中村雅俊首度跟內地及香港演員合作，他表示感覺
率穩定是個利好。
題，將重新成為中美經貿關係的焦點。
值。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提振有限，反而若

資本外流壓力增 出口提振有限

傳聞困擾 債市兵敗如山倒

特朗普實施反全球化政策，中美貿易投資壁
壘反而會增加，中國出口反受拖累。在貨幣
政策方面，中國距離加息尚遠，央行首要應
對當前市場流動性緊張的狀況。
(
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美元進入
加息周期後，人民幣貶值趨勢在未來一兩年仍
會延續，但不會一直趨勢性貶。一方面，美國
政府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度持續貶值，美元也

■姜素拉比玄彬小 8
歲。
資料圖片

1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債浮虧
另外，專家指出，美元進入加息周期，但
巨大，還有傳聞指華夏基金貨幣基
流動性趨緊 或需降準
中國距離加息尚遠。反而近期市場流動性緊張
金爆倉，公司要賠6億元。
對 於 人 民 幣 貶 值 的 幅 度 ， 邱 曉 華 預 局面加劇、市場利率飆升，未來隨着資本外流
國海證券 15 日就市傳其離職
計，上一輪人民幣升值幅度為36%，這一輪 壓力增大，對市場流動性的衝擊也不容忽視。
員工私刻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義
中國央行首要應對的是年末資金波動
貶值 20%-25%是大概率事件，推測明年會
進行相關債券交易事項發公告，稱
“互相原諒，互相包容，但講就易。”孫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孫秉樞博士
和外儲下降導致的流動性缺口。更有機構預
破 7，後年繼續貶值，最終在
7.5 左右趨穩
公司未授權相關員工開展相關業
的男孫孫智威與前港姐龐卓恩拍拖多年，問到
與太太何潔貞今年慶祝六十周年鑽婚，日前舉
測，央行會加大公開市場操作投放流動性，
定。另外，從未來人民幣和港幣的關係看，
務，目前涉事的兩名老團隊員工，
行晚宴慶祝，禮金捐贈予蕭芳芳發起的護苗基 他可時娶孫新抱？他笑說：“十劃未有一撇，
甚至不排除降準可能性。
最終兩種貨幣或很大可能走向同質(即走向
一名已離職、另一名已到公安機關

■玄彬感情有所着落
玄彬感情有所着落。
。
資料圖片

玄彬姜素拉拍拖半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現年 34 歲的韓國型男玄彬 15 日被爆
與年輕 8 年的女演員姜素拉撻着。雙方的經理人公司
隨即承認戀情，指他倆只是拍拖半個月，請大家祝
福及支持他們。
據韓國傳媒報道，玄彬和姜素拉今年 10 月相識
後，最近開始發展為戀人關係。姜素拉不久前和前
經理人公司約滿，在簽約新經理人公司過程中，與
前輩玄彬有所接觸，獲男方相當照顧，互生好感。

■P.O

■B-Bomb

BASTARZ 平安夜赴港狂歡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當紅男子組合 Block B 子團
BASTARZ 將出席《apm 平安夜狂歡派對夜》，與港
迷迎接聖誕節的來臨。屆時，BASTARZ 會在 apm 舉
行猶如小型演唱會，載歌載舞，更會與粉絲大玩遊
戲。今次 apm 平安夜狂歡派對夜是 BASTARZ 首次
在亞洲出席的大型公開活動。

投案；廊坊銀行發聲明，稱「
在債券代持業務，不存在傳聞
虧損」。華夏基金亦澄清，指
所有貨幣基金均正常運作。
不 過， 澄 清 無 助 債 市，
期、10 年期國債期貨盤中雙
停，均為國債期貨上市以來首
停。10年期國債期貨主力合約
收跌 1.81%，報 94.555 元，創
以來最大單日跌幅。五年國債
合約報 97.595 元，下跌 1.16%
家公司取消或推遲發行債券。
在各路利空壓制下，滬深
15 日全線低開，滬綜指開市
0.47%，報 3,125 點，銀行等
板塊下跌拖累下，低見 3,10
但中小創卻逆勢上行，深成指
升近 1%、創業板指升近 1.5%
滬市萎靡加上債市告急，午後
始掉頭向下。截至收市，滬綜
3,117 點 ， 跌 0.73% ； 深 成
10,256 點，漲 0.23%；創業板
1,975 點，漲 0.65%。兩市共
4,585 億 元 ， 較 周 三 縮 量
元。

蕭芳芳親邀 陳奕迅 Baby 拍性教育短片

金，並於 15 日在中環舉行支票捐贈儀式，出席
的還有護苗副主席施南生、孫博士長子孫大為
及幼兒孫大豪，而芳芳姐的丈夫張正甫亦有到
場支持太太。
向來風趣幽默的芳芳姐，甫見到傳媒就搞
笑問大家：“宮雪花今日（15 日）有活動喎，
佢有事業線，我冇，你哋要唔要趕過去做？”
她透露與孫博士相識逾五十載，當年到美國登
台，也是孫太為她造登台衫。
孫博士婉拒透露善款數字，只表示是一個
鑽石的價值。問到夫妻相處之道？他笑說：

（催婚？）唔會催，來時就來，年輕人事業有
個基礎先。”
芳芳姐透露孫博士的捐款底足夠新性教育
課程幾年的經費，她透露剛完成一個高中性教
育課程短片，更邀得逾 18 位藝人義務參與，當
中 包 括 陳 奕 迅 及 Angelababy， 她 更 恭 喜 道 ：
“Angelababy 有 baby 呀！”
她謂今次義務參與的藝人都是她親自邀
請：“我親筆寫 fax，寫到手軟。”
談到孫博士結婚六十年，芳芳姐笑道：
“自己結婚三十多年，有排至六十年。”她有

■孫秉樞將禮金捐贈予蕭芳芳發起的護
苗基金。
苗基金
。
感時下年輕人感情太粗糙，要有很深刻感情可
以維繫下去。聖誕節將至，芳芳姐透露將會與
兩個外孫一起度過，她又大談湊孫之樂，表示
有時與孫女玩完後腰赤，返屋企要搽跌打酒。

黎燕珊車淑梅山區送暖

BIGBANG 下月襲港開騷

乒乓球枱贈韶關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男子
組 合 BIGBANG 近 期 正 於 各
地舉行十周年演唱會巡演，
15 日 5 子宣佈將於明年年初
舉行香港首次戶外演唱會。
由於是次演唱會是香港少見
的大型戶外音樂活動，加上
BIGBANG 的號召力，着實令
人期待。
BIGBANG 將於明年 1 月
21 日及 22 日於東九龍郵輪碼
頭廣場舉行戶外演唱會，門
■BIGBANG 明年再襲港
明年再襲港。
。
票將於下周三早上十時起公
開發售，門票售價分別為
$688、$988、$1,588 及$2,188，除$2,188 門票可選企位或指
定座位外，其餘票價皆為企位。

香港文匯報訊 黎燕珊早前應資深
DJ 暨香港傑出義工會會長車淑梅邀請，
組一行接近 50 人義工隊，前往韶關市曲
江區進行愛心之旅。今次主要是探訪當
地資助小學學生與家長及山區長者，珊
姐為今次探訪之旅籌集經費，並聯同部
分贊助人一起同行，親身往送暖。
經過 5 小時車程，一行人先抵達白
土鎮中心小學，珊姐與贊助人等除了送
出學生需要的物資外，更為學生添了 5
張乒乓球枱，更由珊姐與淑梅姐來一場
乒乓球開球儀式作為啟動禮。兩人原來
都好“打”得，增添學生們不少歡樂。
翌日義工隊出發再深入山區探訪貧困家
庭及獨居長者，由於下着大雨，大家涉

■黎燕珊與車淑梅原來好
黎燕珊與車淑梅原來好“
“打”得。
足泥濘路行了個多小時。
已連任 4 屆“仁美清敘”主席的珊
姐，有感於擔任主席已長達 7 年，慈善
組織在重組至今亦已上軌道，所以來屆
擬卸任，退居幕後，給其他會員接任主
席一職。

餐

六人份

$40.95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四人份

老火例湯
蘭遠牛肉
京都排骨
椒鹽蝦
本樓豉油雞
精蒸海上鮮
送水果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119.95
海鮮魚肚羹
薑蔥雙龍蝦
白灼 椒/鹽大蝦
蘭遠滑牛
京都排骨
海鮮大會
本樓豉油雞
北菇扒菜膽
清蒸海上鮮 龍/利
送水果或甜品

特別推薦

●

Wilcrest

$5.50

套

中美

$29.95
老火例湯
蘭遠滑牛
京都排骨
本樓豉油雞
干燒全魚
送水果

(全天供應)

值

十人份
八人份
$99.95
雪花海鮮羹
薑蔥雙龍蝦
蘭遠滑牛
本樓豉油雞
椒鹽蝦
菜膽北菇
京都排骨
清蒸海上鮮

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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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sonnet

Leawood

281-498-1280

Boone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Kirkwood

中美酒樓
中美酒樓

N Beechnut

大陸影視
星期五

九位小鮮肉愛豆值破千萬
豪華演唱會正式開啟

古裝劇《錦繡未央》在東方衛視收官
，不出網友所料以悲劇收場，令人惋惜。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七姨娘終於苦盡甘來
，過上令人艷羨的生活。
該劇自播出後，七姨娘處處被刁難生
活境遇，讓壹眾網友為其鳴不平。在府中
小心謹慎卻得到壹次次的迫害，善良也只
被當做懦弱，成為府中的“受氣包”。然
而女兒李未央的出現，不僅扭轉了局面，
最終加封為二品淑賢夫人，苦盡甘來。
劇中飾演七姨娘的是合作過眾多男神
女神，被稱為“靚媽專業戶”的劉潔老師
，劇中哭戲、內心戲居多，然而卻沒有難
倒這位老戲骨，反而經過劉潔老師的詮釋
讓七姨娘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讓網友們
再壹次見證了實力派的風采。
據悉，劉潔老師正在《壹粒紅塵》的
拍攝當中。這是否會成為劉潔老師的另壹
部代表作吶，壹起期待吧！

《錦繡未央
錦繡未央》
》完結
劉潔七姨娘形象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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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電影《功夫四俠
動畫電影《
功夫四俠》
》將映
萌寵笑闖神域備受熱捧

由中國知名動漫品牌公司出
品的動畫電影《功夫四俠》將於
12 月 17 日正式登陸全國各大院線
。這部由數百名主創人員歷時兩
年多打造的奇幻冒險電影講述了
在壹個遙遠的神佑之地，風格迥
異的四位俠客聯手抵制邪惡力量
，開啟了神秘奇幻之旅的故事。
“天降大任”的冒險使命，驚險
刺激和驚喜逗趣的新奇故事以及
精致唯美的畫面共同組成了壹道
動畫電影合家歡盛宴，為今冬動
畫市場註入了新的活力。
作為 2017 年賀歲檔的開篇作
品也是 2016 年壓軸之作的動畫電
影《功夫四俠》壹直備受期待。
日前《功夫四俠》宣傳公司在北
京、廣東、福建、河北等多地舉

行了看片會，上千名小朋友和家
長提前目睹了四俠的鮮萌“面目
”，天馬行空的新奇故事讓小朋
友和大朋友的贊不絕口，影片也
因此被稱為“國產動畫片的新希
望”，自發推薦的口碑幾乎刷爆
了朋友圈，形成了大批的“自來
水”影迷。
目前，影片在貓眼、娛票兒
、時光網、格瓦拉等票務平臺的
評價都非常高，觀影期待也是直
線上升，很多觀眾都表示“帶孩
子看壹次《功夫四俠》才算是給
2016 年壹個完美的交代呢。”
動畫電影《功夫四俠》經歷
了長時間的宣傳滲透，從開始的
潤物無聲到觀影期待突然爆發，
四俠壹下子形成了炸裂之勢，不

斷出現在各大 APP 的 BANNER 位
置和各大新聞網站的焦點圖位置
，微博話題、微信轉發攻占了辣
媽群體的屏幕。
在線下，主題看片會更是場
場爆滿，航天主題、親子互動、
有獎贈票等形式都非常契合笑闖
神域的故事主題。
為了提升觀影體驗，片方還
準備了大量的精美禮品和衍生品
，尤其是形象逼真的四俠玩偶頗
受小朋友的喜愛，勢必成為 2017
年的玩具新寵。
動畫電影《功夫四俠》由知
名動畫導演孫友樹、劉邦邦聯合
執導，李金保擔任制片人。12 月
17 日正式上映，壹場奇幻冒險的
合家歡盛宴即將開始。

﹁

﹂

《靈魂擺渡 3》完結季已於日前圓滿收官，轉免
的劇場版《風華絕代》獲得粉絲的壹眾好評，除了
三季主演於毅、劉智揚外，劇場版還雲集了壹眾實
力派演員，令人驚艷的般若嶽麗娜，素有“收視辣
媽”之稱的楊昆，為三年《靈魂擺渡》進行壹場華
麗的落幕。
既當管家又當媽，楊昆演繹別樣關懷
《靈魂擺渡》系列是由張語芯任總制片人，郭
靖宇擔任藝術總監，小吉祥天監制並編劇，滿意導
演，於毅、劉智揚、肖茵主演的懸疑驚悚劇。以劇
場的方式作為《靈擺》的大完結，不僅解開了壹切
的謎團，還為觀眾帶來壹場視聽盛宴。“劇場版 3 集
的時長，看著不要太過癮”“莫名覺得劇場版的服
道化全部美翻了”網友們壹致回復。
在劇場版中，楊昆飾演的劉媽，表面是整個白
府的傭人管家，實際她是白牡丹的親娘。
在傳統的家族中備受白眼，將白牡丹培養成人
，以壹個傭人的身份默默的關心照顧，最後用壹杯
毒酒親手結束了無生趣的白牡丹。楊昆細膩的演繹

了壹個母親望子成龍的同時又希望兒子擺脫痛苦的
心態。壹句“只有我的小白子，成了角兒。到死，
都是風華絕代的白牡丹。”飽含了壹個母親的的驕
傲和心酸。
“收視辣媽”實力加盟 楊昆眉眼都是戲
由楊昆主演的《打狗棍》《生活啟示錄》《辣
媽正傳》等壹系列收視熱劇播出後，楊昆憑借著精
彩表現深受廣大觀眾的喜愛，在這些劇中，楊昆所
飾角色多為生活氣息濃厚的心直口快，性格耿直的
母親，因此獲得“收視辣媽”之稱。此次在《風華
絕代》中，劇情多次反轉，起初劉媽想壹個神婆，
絮絮刀刀，壹言壹笑透著詭異；後面對小祠堂的爭
吵時“這是上好的黃花梨”壹個管家傭人的心態暴
露無遺；到劇情最後，說到白牡丹的死，眼眶中充
盈著淚水，神色黯然，時而激憤時而落寞。引得網
友評論“實力派演員，眉間眼角都是戲，帶入感太
強烈”而由楊昆主演的《娘道》目前正在緊張拍攝
之中，將於 2017 年與觀眾見面，這壹次楊昆將搭檔
史可，繼《紅娘子》後兩人再續主仆情緣。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收視辣媽 上演另類驚悚

小太陽夏之光現場放大招，壹段民族舞跳得
風生水起，全場都被溫暖了。旋轉，跳躍，舞不
能停。作為舞蹈擔當，光光還能在指壓板上翻跟
頭，看著都會腳疼啊。
本期獲得愛豆力第壹的伍嘉成，為全民經紀
人帶來了壹首《Monica》，還拉著其他幾位少年
壹起跳了起來，“Thanks，thanks，thanks~”滿滿
都是送給全民經紀人的愛意，妳有沒有接收到？
每次被 cue 沒表情，自我介紹都說自己是話
最少的谷嘉誠，此次不僅話很多，還上演了毛毛
哥版“臣妾做不到啊”，那嬌羞的小模樣，就想
問妳：還。有。誰。
郭子凡在《妳畫我猜猜歌名》環節中，憑借
神還原《感覺身體被掏空》、《美人魚》、《火
》等經典曲目，不僅取得了超好的成績，還獲得
了在場少年的壹陣效仿，莫非廣場舞大媽們也要
有了新舞種？小編想，這可能是肖戰出道後最想
刪掉的片段之壹了。為了不用手就可以吃到臉上
的曲奇，wuli 戰戰壹邊唱情歌，壹邊還要不斷扭
曲面部，城會玩啊。說好的偶像包袱呢？
本期的少年實驗室是將壓扁後的空水桶恢復
原有的“美貌”。焉栩嘉化身少年實驗室最給力
的“托兒”，誰說我們的水桶好吹？看嘉嘉小臉
粉粉，小耳朵紅紅，就知道我們少年實驗室的考
驗絕不是蓋的。
在最後壹輪技能 get 中，彭楚粵、伍嘉成、
郭子凡和肖戰上演少年版《新還珠》，換上了古
裝的少年們自帶 5 毛錢特效，騎著只有馬頭的大
馬，搶鏡頭、扭腰搖擺、瓊瑤式撒嬌，爆笑開演
。《X 玖少年頻道》中，除了 X 玖少年團帶給大
家歡笑的同時，也彰顯了他們不斷努力拼搏的態
度。面對每壹個挑戰，少年們都用盡全力去完成
，這樣的他們受到了越來越多全民經紀人的關註
與支持。
少年們的豪華演唱會已經被開啟，在《X 玖
少年頻道》與全民經紀人壹起放飛他們的夢想吧
。當然別忘了繼續關註看了會上癮，玩了會爆炸
的《X 玖少年頻道》。拜托了，全民經紀人。加
油吧，X 玖少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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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昆助陣《靈擺》

X 玖少年團的首個偶像團綜《X 玖少年頻道
》來襲！這不僅是宇宙首檔雙框同屏視頻連線的
直播團綜，更讓妳看了會上癮，玩了會爆炸！現
播出僅 4 期，少年們的愛豆力總值就突破 1000 萬
，屬於他們的豪華演唱會被成功解鎖啦。
騰訊打造的《X 玖少年頻道》通過雙框同屏
視頻連線的方式，讓 X 玖少年團成員們 get 新技
能，獲得全民經紀人贈予的愛豆力。當愛豆達到
壹定的數值，就可以“升級少年”啦。
現在《X 玖少年頻道》播出僅四期，少年們
的愛豆值就已經突破了 1000 萬，成功解鎖豪華場
館演唱會！在少年們壹曲充滿“演唱會”歡呼聲
的愛豆舞中，小編仿佛聽到了全民經紀人雷鳴般
的掌聲和歡呼聲啊，真真是厲害了 Word 少年們
啊。
《X 玖少年頻道》到底有多好看？僅播出四
期就收獲破千萬愛豆值，還為少年開啟豪華演唱
會。小編只想說，看了就根本停不下來！第四期
《玖要 get 歌唱力》中，為了 get 新技能，少年們
吃苦瓜唱情歌，在指壓板上跳舞，扮演陸上美人
魚……還上演了壹段少年版《新還珠》，眼睛不
辣不刺激。快來和小編壹起重溫壹把吧。
第四期首先迎來的就是壹場離開地球表面的
表演，少年們雙腳離地，在單杠上唱歌，瞬間
high 翻全宇宙。彭楚粵帶來的原創歌曲《簡單》
，又讓全民經紀人進入到了壹場浪漫的約會，清
新的旋律，幹凈的嗓音，好聽到爆炸，還是唱給
妳聽呢。
用壹首歌的旋律唱另壹首歌的詞，這是壹個
管不住嘴的遊戲啊。如果《辣妹子》變不成《演
員》，那就只有吃掉苦瓜話筒了。從來不吃苦瓜
的趙磊感嘆：原來苦瓜是奇異果味的。說吧，多
少全民經紀人看完後迅速買了苦瓜來吃。
陳導放映室尷尬談話類節目，本期為您帶來
的是壹部具有教育意義的音樂短片。What？為什
麽我們看到的都是陳導自拍自導，重點在於自演
的 MV！對此本期陳導放映室的嘉賓紛紛表達出
了自己的看法，肖戰：哼，套路。粵粵：持續嘔
吐中。

2016 年 12 月 16 日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
歡迎預訂全年酒
席﹑社團聚餐

新聞圖片
古特雷斯宣誓就任聯合國第九任秘書長

星期五

2016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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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涉嫌“瀆職” 微笑出庭

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候任秘書長安東尼奧· 古特雷斯（左）宣誓就職。他將從明年 1 月
1 日起行使聯合國秘書長職權。

新加坡環球影城大型燈光秀
82 萬個燈泡創吉尼斯紀錄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12
日，新加坡，
新加坡聖淘沙
度假村環球影
城為迎接聖誕
節舉辦燈光秀
。也因共使用
82 萬 4961 個 燈
泡創造了最大
規模室內燈光
秀的世界吉尼
斯記錄。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12 日，法國巴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 12 日在法國巴黎法庭
出庭，拉加德被指控在擔任法國財長期間存在瀆職行為。

土耳其軍方壹架
F-16
F16 戰機墜毀

當地時間 12 月 12
日，土耳其軍方壹架
F-16 戰機晚在土耳其
東南部迪亞巴克爾省
墜毀，飛行員彈射逃
生。圖為墜機殘骸。

廣 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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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豐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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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 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大廳營業時間

商業: 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00 — 下午 5: 00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商業貸款

週五：上午 9: 00 — 下午 5: 30

其他服務: 國際貿易業務

週六：上午 9: 00 — 下午 1: 00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Call: 877- 473-18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713-273-1888 713-596-25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www.afnb.com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庆祝惠康超市开业15周年纪念
老品牌 新形象 感恩回馈

为了感谢广大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在15周年店庆来临之际, 惠康超市推出“双15感恩分享，买卡送现金活动”和幸运大抽奖！
参与现场酬宾活动的顾客，仅可使用现金或信用卡购买商品，不可使用购物卡、礼券或VIP卡。本次活动金额累计不包括每周特价商品、整箱
商品、电器、彩票、烟酒、米及服务台的货品。参与抽奖的顾客请在小票上填写姓名、电话号码及住址。抽奖时间定于2017年1月8日中午12点，
获奖者将在惠康超市店内现场抽出。中奖者号码将刊登于世界日报、侨报、美南新闻及美南电视55.5频道。

买卡就返额-双15优惠

幸运大抽奖-感恩有你

活动时间︓12月1日-1月2日
1. 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500, 立
即赠送5% 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
$1000, 立即赠送10%
2. 双15活动时间︓12月15日-1月2
日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1500, 立
即赠送15% (仅限2周）

活动时间︓2016年12月1日-2017年1月2日
特等奖︓2名 - 国航从休斯顿到北京和长
荣航空休斯顿到台北︐日本︐韩国城市
之一︐来回机票各一张
一等奖︓2名 - 65寸Samsung彩色电视
二等奖︓2名 - iPhone 7Plus
三等奖︓3名 - iPhone 7
四等奖︓3名 - iPad Air 2
五等奖︓5名 - iwatch

购物送现金 - 专享实惠
现场酬宾活动时间︓
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2日
购物满$30, 立即返现金礼劵$ 2
购物满$50, 立即返现金礼劵$ 4
购物满$80, 立即返现金礼劵$ 6
购物满$100, 立即返现金礼劵$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