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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同源會於日前在珍寶樓舉行年會休士頓同源會於日前在珍寶樓舉行年會﹐﹐駐休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伉儷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伉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施建志施建志
組長伉儷組長伉儷﹑﹑陳偉玲秘書伉儷等人應邀出席陳偉玲秘書伉儷等人應邀出席﹐﹐僑僑
務委員葉宏志務委員葉宏志﹑﹑休士頓中華公所丁方印主席休士頓中華公所丁方印主席﹑﹑
同源會總會會長敖錦賜同源會總會會長敖錦賜﹑﹑休士頓同源會副會長休士頓同源會副會長
William MeiWilliam Mei 林玉偉林玉偉﹑﹑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等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等
兩百多名嘉賓及僑界領袖均與會同歡兩百多名嘉賓及僑界領袖均與會同歡﹐﹐氣氛熱氣氛熱
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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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加強台灣學生與主流社會接軌，了解美國政體運作與結構，
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何仁傑牽線與極力爭取下，今年暑假促成德州農工大學李偉
綸及達拉斯德州大學陳杰祺兩位同學，於8月7日至8月25日暑期期間前往聯邦眾議員Pete Sessions
辦公室實習三周，這不僅是駐處創舉且具意義，兩位學生透過實習專案參與和當地活動考察，成
果豐碩，獲益良多。

能夠獲得這難能可貴的實習機會，兩人感到分外珍惜。其中，就讀資訊工程(Computer Sci-
ence)的陳杰祺表示，能有幸在聯邦眾議員Pete Sessions達拉斯辦公室實習，收穫豐碩。他說， 「在
美國這種成熟發展的民主社會中參與政治事務，讓我更可以看到台灣無限可能」。他補充，在民
眾政治的紛擾和口水戰下，民主社會還能持續進步，都要仰賴背後運作系統與社會文化的素質，
他希望台灣可以持續改善民主系統，未來是無限樂觀。

提到實習帶給他的體悟，那就是 「重視人的社會」，陳杰祺說，由於辦公室團隊使用聯邦的
資訊系統，建立屬於聯邦眾議員的人脈資料庫，另外也會連結共同參與活動及合照，在辦公室有
項每日例行任務，就是從當地報紙的訃聞，對照資料庫是否為議員所認識，主動向家屬致上關懷
；也因此， 「以人為本」是從事公共事務的出發點。

而在團隊中他也收穫良多，陳杰祺說，在實習中他觀察到團隊推展的專案很多元，而選區辦
公室更加貼近在地，例如，中學生美術競賽、參觀慈善團體北德州食物銀行和參觀Six Floor甘迺
迪紀念館，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回饋社會。

尤其，他對北德州食物銀行志工活動印象深刻，該食物銀行是一個彙集各界捐助與物資的慈
善團體，需要很多臨時志工，協助將罐頭等食物分裝寄出，以協助相關慈善機構與需要的民眾，
這些都是落實社會責任與凝聚團隊向心力的重要元素。

聯邦眾議員辦公室實習聯邦眾議員辦公室實習 台灣學生台灣學生：：台灣民主未來無限樂觀台灣民主未來無限樂觀

休士頓論壇休士頓論壇 探討川普亞洲行及槍擊案熱門話題探討川普亞洲行及槍擊案熱門話題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政
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關注兩岸及
國際動態，16日晚間節目中探
討川普亞洲行與德州教堂槍擊
案等國際熱門話題，多位評論
員一起加入討論， 給予社區不
同角度看新聞。

本集節目討論 「德州教堂
遭血洗，精神病患竟能買槍？
」、 「槍枝氾濫與精神疾病，
美國兩大社會問題」、 「川普
亞洲行風光、國內卻吃癟？」

、 「三大航母群護川普、金正
恩不敢搗蛋？」、 「習近平送
2500億大禮合算嗎？」、 「出
訪各國投其所好、川普滿載而
歸？」、 「川普印太戰略、堵
得住中國嗎？」及 「亞洲國家
合縱連橫、台灣沒角色？」等
標題探討，現場由主持人常中
政、休士頓大學國際關係及東
亞政治副教授李堅強與 Mor-
gan Stanley 財務顧問馬健一起
參與評論。

錯過播出的觀眾朋友，除

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 STV15.3
外 ， 也 可 藉 由 網 路 直 播 ，
Youtube 搜 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
，或 http://www.youtube.com/
channel/
UCbk0l-YLidz0v0pRojp3d-w/
live，也可掃描報上直播網站
二維碼，手機收看。相關訊息
都在本報上，觀眾請敬請鎖定
本報節目預告。

台灣學生陳杰祺台灣學生陳杰祺((左左))與李偉綸與李偉綸((右右))暑假期間前往聯邦眾議員暑假期間前往聯邦眾議員Pete Sessions(Pete Sessions(
中中))達拉斯辦公室實習達拉斯辦公室實習。。((陳杰祺提供陳杰祺提供))

台灣學生陳杰祺台灣學生陳杰祺((前排右三前排右三))與李偉綸與李偉綸((前排右一前排右一))與辦公室團隊合影與辦公室團隊合影。。((陳陳
杰祺提供杰祺提供))

陳杰祺參與北德州食物銀行志工活動陳杰祺參與北德州食物銀行志工活動。。((陳杰祺陳杰祺
提供提供))

休士頓論壇評論員馬健休士頓論壇評論員馬健 ((左起左起))、、常中政和李堅強教授常中政和李堅強教授。。((節目截圖節目截圖))

可掃描節目二維碼，手
機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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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隨著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
，支付行業為民眾帶來更強的創新服務，連接買方與賣
方，中國業者走在世界的前端，引領全球支付行業的發
展。作為中國支付市場的主要玩家之一，微信支付也將
進軍休斯頓，為休斯頓的商家搭建與中國遊客之間的橋
樑。

在11月14日上午，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行一場研討
會，由微信/Tencent騰訊、大休斯頓旅遊局、西南區管
委會(SWMD)等合作舉辦，現場吸引來近百位有興趣的
餐飲業、旅遊業、零售業商家、與相關企業到場進行研
討，連休士頓最大的購物商場 Galleria 的行銷主管都親
自參加，Galleria 是全美第四大的 Shopping Mall，吸引
眾多中國旅客購物。
大休士頓旅遊局局長Jorge Franz表示，休士頓面對越來
越多的中國觀光客，無論是購物、旅遊、用餐、住宿、
開會，若有微信支付，對市場無疑是很大的助力，為數
龐大的中國旅客很習慣地使用微信支付，這對激發休士
頓的經濟成長將有相當大的助益。

合作協辦單位之一的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則說道
，西南區有美南地區最大的中國城，每年都增加許多外
來新移民，中國城的消費能力已經受到各大支付公司的
注目，他認為微信支付甚具眼光，知道早一點進來能佔
先機。

騰訊公司美國的發展部經理Eagle Yi表示，微信兼
具溝通、連結、與商業功能，目前已有九億多用戶，其
中有六億用戶使用微信支付，中國行動支付從2012年一
路狂飆發展，到2016年，已經有5.5兆元的金額，是美
國市場的50倍。微信支付可以用於網上購物，或是在實
體店面的消費。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旅遊消費國家，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字，中國旅客一年在美消費330億
美元，購買力位居第一。

中國旅客購買力雖強，但是，在旅遊消費時卻有許
多限制，許多遊客的信用卡常常刷不過，使用現金亦有
限制，如果能夠使用微信支付來付款，不但對旅客花錢
方便，對美國的商家與企業更是如魚得水。

與騰訊合作的 CITCON 公司負責微信支付，做付
款平台，總經理Alex Chen表示，休斯頓的商家要如何
為中國遊客打開一道門？是否有計畫能招來更多中國旅
客？微信支付可以在實際上達成效果。以一個例子來說
，一家位於波士頓的中國餐廳，使用微信支付之後，每
桌客人的消費，平均約增長二倍。原因在於，許多中國
留學生沒有信用卡，如果花現金，總有種種的限制，一
旦使用微信支付消費，他們都比較敢花錢。因為生意成
長頗多，這家餐廳附近的店家，也紛紛使用微信支付，
方便中國客人付款。

使用微信支付的好處有三。第一、在於解決中國客
人信用卡刷卡不過的問題，中國旅客在購物消費時，約
有三分之一的信用卡無法刷過，當然生意也不成了，若
使用微信支付便沒有這個問題。第二、在技術上，使用
微信支付很方便，只要掃描QR code就行了。第三、店
家所付的手續費比其他信用卡公司更低。

大休斯頓旅遊局亞太區的負責Leo Yao表示，藉由
微信支付，一方面方便中國旅客與留學生在休士頓的消
費，另方面也讓商家生意更興旺，提升休士頓的經濟發
展。同時，透過此活動，鼓勵使用微信支付的商家提供
免費的網路，讓休士頓成為Wi-fi friendly的城市。

想一想，能以手機直接付款結帳，支付可以是一件
這麼簡單的事情，將行動與生活結合，有關生活的方方
面面就更容易了。以後，進餐館也許不用人帶位、介紹
菜單、點餐，只要用微信掃描桌上 QR Code 定位，公
眾號就提供線上菜單，讓顧客直接在微信上點餐，吃完
後，付款也完成了。

微信支付不僅進軍美國，歐洲市場也在展開中，11
月初，法國的老佛爺百貨公司宣布其位於巴黎的旗艦店
及巴詩威百貨（BHV），開始試推行微信支付服務，已
經成為歐洲第一家使用微信支付的線下零售商。在接下
來的一段時間裡，老佛爺集團會逐步於法國各地的百貨
門市展開這項服務。

微信研討會微信研討會 廣受商家熱烈回應廣受商家熱烈回應
通過微信搭橋通過微信搭橋 迎接更多中國商機迎接更多中國商機

參與微信研討會的講者與主辦工作人員參與微信研討會的講者與主辦工作人員

現場吸引來近百位有興趣的店家與相關企業進行研討現場吸引來近百位有興趣的店家與相關企業進行研討

騰訊公司美國的發展部經理騰訊公司美國的發展部經理Eagle YiEagle Yi介紹微信平台功能介紹微信平台功能 CITCONCITCON公司總經理公司總經理Alex ChenAlex Chen介紹微信支付介紹微信支付 中國支付業者走在世界的前端中國支付業者走在世界的前端，，引領全球支付行業的發展引領全球支付行業的發展

吳元之吳元之 十一月中旬宣佈尋求十一月中旬宣佈尋求20182018年競選連任年競選連任
請投請投GeneGene吳助他繼續並更好地為德州人民服務吳助他繼續並更好地為德州人民服務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2017 年度義賣大會圓滿
昨在玉佛寺熱閙舉行，美食與歌聲令人難忘

（ 休士頓 / 秦鴻鈞
報導 ）德克薩斯州州代
表吳元之 (Gene Wu) 十
一月十四日申請休斯頓
西南 137 號住宅區競選
連任。 吳先生於 2012
年首次當選，目前在德
克薩斯州眾議院職，並
在眾議院撥款和人力服
務委員會任職。 Gene
吳作出如下聲明：

“為整個德克薩斯
州人服務，在德州代表
我的朋友和鄰居一直是

一種真正的榮幸。 我們
特別為在全面的問題上
取得成功而感到驕傲，
比如通過全面的兒童福
利改革，禁止在開車時
發短信。

我們提出了一個地
方議程，試圖解決我們
從三方成員聽到的鄰居
關切，如滋擾業務，庭
院停車場和行人安全。
我們順利通過了兩個方
案，幫助當地縣檢察院
對打擊人口販賣經常的

滋擾按摩業務和危險合
成藥物的處理提起民事
訴訟。但最近的立法會
議在政治上是艱難的。
我們在德克薩斯州的優
先事項應該是教育經費
，以便我們的孩子可以
有利於獲得工作，使我
們的司法制度更公平;
而不是分裂我們的政策
，如歧視性的盥洗室法
案或違憲“出示你文件
的法律”。

我們的工作還沒完

成。 我將繼續成為德州
移民的堅強擁護者，他
們是工人，企業主，納
稅人和鄰居，是我們社
區和經濟的組成部分。
我將繼續為孩子而奮鬥
，進行學校財務改革，
為公共教育系統提供資
金，以滿足學生的需求
，並在我們的工作上繼
續努力，確保我們的兒
童福利制度，以確保我
們最脆弱的孩子的安全
。 我們也需要全面改革

我們的司法制度。 我決
心將成人責任的年齡從
17歲提高到18歲，並改
善德州少年司法部。 我
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
期待著競選連任，並完
成這些事情。“

吳元之先生很榮幸
得到 Sierra 俱樂部，德
克薩斯州平等機構，德
州地區和縣律師協會等
機構的稱讚和認可以及
新美國領袖項目的表揚
。Gene 吳在 Sharpstown

附近長大，在休斯頓西
南地區生活了近 30 年
。 吳先生是私人執業律
師，曾在哈里斯縣檢察
官辦公室擔任檢察官。
他和他的妻子Miya是他
們儿子 Winston 和 Lyn-
don的尊敬的父母。 德
州 州 代 表 民 主 初 選 是
2018 年 3 月 6 日。請投
Gene吳幫助他繼續並更
好地為德州人民服務。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德
州佛教會玉佛寺2017 年度義賣大會
活動，於昨天（ 11 月 18 日，星期
六 ） 上午十時起在玉佛寺觀音殿前
廣場舉行。今年是第 38 屆年度義賣
會，36 年來，信眾的熱情不變，且
有越來越多的信眾不斷湧入。將觀
音殿前各小道，院落都擠滿了人，
任何一個美食攤位前，都排著長長
的人龍，由於賣的比作的快，甚至
還有食物來不及作的情形。但所有
人不著急，因為台上的卡拉OK義唱
會就在眼前，大家在品嚐美食的同
時，盈耳的盡是優美的歌聲，令人
有目不暇接之勢。

玉佛寺的唱將一個個輪番登場，
使卡拉 OK 義唱會頗有看頭--- 江

叔芳、詹硯文、陸燕琪、齊士林、何汝材、陳慧敏、李洪林、陳慧敏---- 到中午十一時前，貴
賓 「台北經文處 」 由陳家彥處長領軍，率領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俞欣嫻秘書來到現場，又是
另一波高潮。陳家彥處長的一曲 「小丑 」，為玉佛寺立即募了美金一千元的善款，還有莊主任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 及俞欣嫻的 「心動 」，一樣不含糊，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當天會中不僅備有各種可口素食小吃供大眾選購品嚐，同時也有各種佛教精品，手工藝品、
日用品、花卉、果樹幼苗，有機蔬果義賣及卡拉OK義唱活動，估計約有近千人參加，並且有多
位貴賓到場共襄盛舉，不僅是籌募善款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也是休士頓僑界每年一度的盛會。

義賣會當日氣候舒爽宜人，會友義工和僑界朋友的熱情也隨著好天氣更加洋溢。不到10點各
攤位已經準備就緒，會場也出現人潮。現做的熱食不斷的端出，卻似乎趕不上購買的速度，有的

攤位食品更造成排隊搶購的情況。許
多攤位的食品在午後不久，便已告罄
。其他如佛教精品，手工藝品，日用
品， 花卉，果樹幼苗，有機蔬果，也
吸引了很多信眾前往參觀選購。

將近10:30時左右，休士頓華嚴蓮
社住持乘瑄法師到訪，祝賀佛教會義
賣，年年成功。隨後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也由華僑文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和俞欣嫺秘書陪同
抵寺。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長老在致
詞時表示德州佛教會的年度義賣是每
年的重要活動之一，感謝處長主任義
工會友和僑界朋友的贊助護持，因為
大家的辛苦，義賣會才能順利舉辦，要感謝大家。

陳處長隨後表示釋迦弟子，慈悲為懷，方便度眾。佛教長久以來在安定人心和穩定社會上非
常重要，並祝福德州佛教會法務蒸上。莊主任也感謝玉佛寺長久以來對僑社的支持照顧和對社會
正面的貢獻。俞秘書接著上台說到很喜歡這裡的食物，感謝大家用美食展現愛心。三位來賓隨後
各以 「小丑」， 「月亮代表我的心」和 「心動」等三首歌為義賣會義唱募款和炒熱氣氛。

摸彩也是每年義賣會的重點。今年的獎品有特獎$1000現金，頭獎蘋果iPhone手機，二獎空拍
機，三獎Vitamix果汁機，四獎蘋果平板電腦和五獎Fitbit運動腕帶等上百樣豐富的獎品。

近午時分，宏意法師上台感謝來賓會員的光臨支持，表示義賣會舉辦了38年，最初是為佛寺
修屋頂籌款之用。後來是用來支援佛教會日常的開銷。感謝大家的年年發心，長久護持。也感謝
僑界朋友的參加。義賣所得之善款，將用於道場平日弘法利生和慈善濟貧之需。義賣會約在下午2
時圓滿結束。

現場介紹貴賓現場介紹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立者立者 ）） 旁旁
（（ 左起左起）） 玉佛寺住持宏意法師玉佛寺住持宏意法師，，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長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長
老老、、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圖為玉佛寺義賣會現場人山人海的盛況圖為玉佛寺義賣會現場人山人海的盛況。（。（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德克薩斯州州代表吳元之德克薩斯州州代表吳元之 (Gene Wu)(Gene Wu)
十一月十四日申請休斯頓西南十一月十四日申請休斯頓西南137137號住號住
宅區競選連任宅區競選連任。。請投請投GeneGene吳幫助他繼吳幫助他繼
續並更好地為德州人民服務續並更好地為德州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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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的自然風光，可謂春季百花爭艷，夏日綠樹
成蔭，秋日多姿多彩，冬日白雪皚皚。無論您是想參
觀歷史戰場、還是徒步觀景、亦或欣賞秀美的山川湖
泊，徜徉在林海碧原，大華府各種各樣的國家或州立
公園都能滿足您的要求。

所以，華府巡禮特別推出公園系列，就請您跟隨
小編的腳步，先來簡單地做一番了解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1117HFXL

————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十十））

維州梅森頸州立公園（Mason Neck
State Park）

如果不是對華府非常熟悉的游客，往往會忽略了這間美麗的

州立公園，而事實上，它十分值得一去，是一處天然的半島地

帶，風景優美，自然資源也極為豐富，並且還具有歷史意義。

梅森頸州立公園位於北維州費爾法克斯郡，距離華盛頓特區

只有約 20 英裡，位於北部波希克灣（Pohick Bay），

南部貝爾蒙灣（Belmont Bay），東部波托馬克河

（Potomac River）形成的半島上。該公園面積達1,814

英畝（7.34平方公裡），是禿鷹，大藍鷺，魚鷹和許

多其他類型的野生動物的家園，也是北維州觀賞禿鷹

的最佳地點之一，很多當地居民都喜歡在清晨和晚上

來這裡拍攝禿鷹的圖片。

同時，公園為游客們提供許多戶外活動，如遠足

小徑，大野餐區，操場，獨木舟，皮劃艇、自行車和

游客中心。

公園的濕地，森林，開闊的水域，池塘和田野地

帶都使其成為環境研究和野生動物觀察的理想選擇，

也是自然保護區。公園的文化意義還在於擁有兩個國

家歷史古跡，即塔夫脫考古遺址和列克星敦遺址。

TIPS：

公園的開放時間為早8點至日落；

公園在今年的11月28日和12月5日將關閉，因為

年度獵鹿活動；

公園收取入園費5美元每車；

具體地址為：7301 High Point Road, Lorton, VA 22079-4010

配圖：梅森頸州立公園1、2 來源：網絡圖片

華府周末去哪兒玩：
到了周末，總是不想懶懶地窩在家裡，從本周開

始，小編將為您挑選一些華府本地的娛樂活動供您周末
精彩出行！

“輝煌大秦——兵馬俑”特展
有沒有想過在美國也能夠參觀到兵馬俑呢？這個周末，居住

在大華府的朋友們就將擁有這種機會！維吉尼亞藝術博物館即將

於11於18日至2018年3月11日舉辦兵馬俑展覽，歡迎民眾隨時

前往參觀。

據悉，此次展覽分為“大秦之崛起”、“天下一統”和“千

年永恆”三個部分，將有將軍俑、鎧甲俑、陶馬俑、立射俑、跪

射俑和文官俑等10件兵馬俑真品，以及諸多青銅兵器、禮器、

祭器、金銀器、玉器、陶器和建築構件等130余件珍貴展品千裡

迢迢從中國而來。這些展品來自陝西省 14 家博物館及考古機

構，每一件都飽含著燦爛的中華文明，旨在向美國受眾展示出中

國考古學者對秦代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如您對展覽感興趣，可

登陸官方網站進行查詢：https://vmfa.museum/exhibitions/exhibi-

tions/terracotta-army-legacy-first-emperor-china/

配圖：兵馬俑 來源：人民網

華盛頓特區聖經博物館開館
本就博物館林立的華盛頓特區又要開新博物館啦！就在本周

五（11月17日），華盛頓特區《聖經》博物館就將與廣大觀眾

亮相，並且完全免費對公眾開放！

顧名思義，《聖經》博物館將主要展出與《聖經》中的故事

有關的展品，將以《聖經》為主引，使參觀者更多更深刻地了解

《聖經》故事，以及與《聖經》及基督教有關的歷史，以及《聖

經》對美國的影響等等，其中很多展出的珍貴文物是從伊朗等古

國特別運送而來的。這家博物館的所有者是美國知名的家居工藝

品零售商HOBBY LOBBY的老板。

博物館的銅

制大門上用拉丁

文 刻 有 聖 經 故

事，且內部設有

兒童游樂場，從

本周末開始，歡

迎華府朋友蒞臨

參觀！

配圖：聖經

博物館 來源：

博物館官網

隨著華府地區越來越多城市郊區地帶的崛
起和發展，許多選擇在華府購置房產或租住在
華府以尋求工作發展機會的人們，都開始越來
越關注自己居住的地區是否適合步行，甚至很
多公司在選擇辦公地點、或是商戶在選擇店面
時都同樣關注地理位置是否能夠方便更多人步
行抵達，因此，大華府的規劃和發展者們向來
重視步行道的設計。近日，華府本地喬治華盛
頓大學房地產和城市分析中心的一份權威報告
更是驗證了這一點，因為在全美30個大都會城
市中，華府的適宜步行程度摘得亞軍。

據報告顯示，這項調查主要關注的是人們
所居住的地方是否可以滿
足日常的各種需求，如辦
公、零售業、出租公寓、
餐飲等在一個區域內所占
的百分比如果比較合理，
那麼就說明這個區域屬於
適宜步行來生活的地區。

根據榜單顯示，紐約
市是全美最適宜步行的城
市，其次幾個適宜步行的
大都市還包括波士頓、芝
加哥、舊金山和西雅圖。
相反的，大都會城市中最
不適宜步行、居民日常生
活幾乎無法離開汽車的幾
個城市分別是休斯頓、達

拉斯、拉斯維加斯、鳳凰城、聖地亞哥和奧蘭
多。

在大華府，杜邦環島和北維州的萊斯頓市
中心都被標榜為最為典型的適宜步行的大城市
居民區。

研究者們表示，雖然這些適宜步行的區域
似乎房價都比需要開車才能生活的更遠的城郊
地區要昂貴，但實際對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來
說，反而用在交通方面的花費要少很多，並且
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所以綜合起來，反而社會
公平程度會更完善。

配圖：步行城市 來源：WTOP網站

華 府 獲 評 全 美 第 二 大 適 宜 步 行 大 都 市華 府 獲 評 全 美 第 二 大 適 宜 步 行 大 都 市
在美國，很多人都有一個非常

良好的習慣，即不管駕車或坐車，
上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系上安全
帶，殊不知，就是這樣的一個小習
慣，可能在關鍵時刻救你一命！

根據國家機動車輛系統最新統
計的數據顯示，不系安全帶是車禍
死亡的主要原因，許多重大的交通
死亡事故，如果司機能夠系好安全
帶，或許能帶來不那麼嚴重的後
果。

數據還表明，在大華府地區，
安全帶的使用情況還是很值得樂觀
的，其中尤以華盛頓特區和馬裡蘭
州為佳，平均安全帶的使用率高達
93%，比全美的平均水平 90%還要
高 ， 可 即 便 是 這
樣，在華人朋友聚
居比較多的馬裡蘭
州，不系安全帶也
依然是在車禍中直
接導致駕駛者死亡
的主要原因。

可 是 維 吉 尼 亞
州的情況就比較令
人 擔 憂 。 在 2017
年，維吉尼亞州司
機們的安全帶使用

率只有85.3%，就這一數字，還創下
了歷史新高，而往年維州司機的安
全帶使用率只有79%到80%左右。在
2017年維州發生的631人的車禍死亡
人數中，就有236人沒有系安全帶，
這一比率超過任何其他致死因素。
去年維州的情況可謂更糟，在車禍
中死亡的人裡有高達55%的人沒有系
安全帶！

在此需要提醒廣大華人朋友，
請您駕車或坐車時務必系好安全
帶，因為許多經驗告訴我們，即使
您可以做到無錯誤地在路上開車，
也不能保證別的駕駛者不向您撞
來。

配圖：安全帶 來源：網絡圖片

生活資訊生活資訊：：華府車禍死亡多因不系安全華府車禍死亡多因不系安全

華府特約版
星期日 2017年11月19日 Sunday, November 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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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超市每週特價活動大中華超市每週特價活動，，特價商品根本掃不停特價商品根本掃不停！！
每週都幫你精打細算(11/17/17~11/23/17)

第 68 屆感恩節大遊行將於 11 月
23日(四)上午在休士頓市中心盛大舉
辦，休士頓感恩節大遊行係休士頓節
慶盛大慶祝活動，參與遊行團體包括
軍隊、球隊、學校儀隊、樂隊及各大

公司行號花車及表演，全程約4小時
，每年均吸引上萬人前往觀賞，並由
CBS 休士頓臺全程轉播，吸引數百萬
觀眾觀看，在闊別20年後，本年我僑
社休士頓台灣傳奇隊將組金龍舞龍隊

伍以及臺灣原住民舞蹈隊伍約百人首
度參與遊行，精彩可期~歡迎大家踴
躍前往支持，為我遊行隊伍加油打氣
，讓世界看見台灣，也共同歡渡感恩
佳節!

時間:11月23日(四)上午7時30分
集 結 點:601 Lamar St. Houston(Lamar
St@Smith St交叉口，Wells Fargo Plaza
前面)
附上週邊地圖(遊行區域是日7時進行
交通管制，但週邊仍有許多的停車場

，請將車輛停放週邊附近停車場後步
行即可抵達)

有意參與加油團隊者，請於11月
20 日前以 email 回覆報名，讓我們一
起讓世界看見台灣!

(本報訊)大中華超級市場，主要是希望讓亞裔家庭
，能夠在舒適的購物環境中，買到熟悉喜愛的食品和日
常用品，讓生活更充實。也希望把多姿多彩的亞洲飲食
文化，介紹給多次元社會的所有家庭。每周大中華超市
將會推出不同的特價商品。新鮮美味的商品將以最優惠
的價格。讓顧客放心的放入自己的購物籃中，您的需求
我們已經準備好，而您準備好了嗎？

本週特價(11/17/17~11/23/17)哈密瓜$0.88/磅、$大
板栗 0.98/磅、柿子$0.88/磅、大富士蘋果$0.88/磅、茄
子$0.68/磅、王子菇$1.68/磅、小黃瓜$0.58/磅、 青江苗
$1.18/磅、牛柳$5.99$/磅、肥肉碎$0.99/磅、大雞腿$0.
49/磅、阿根廷紅蝦$4.98/磅、花鮫魚$ 1.48/磅、金鯧魚
$ 2.28/磅、 韓國年糕片$2.58/ 袋、三全湯圓/無糖/黑糯

米3種$1.98/袋、金品 蔥油餅/蔥抓餅/ 南瓜抓餅$5.00/2
包、冰泉 黑芝麻糊/女人黑芝麻糊$2.98/袋、華美毛豆仁
$0.98 /袋、李記樂寶香菜心$0.68/袋、紅翻天純鮮剁辣椒
& 蒜蓉辣椒2罐$5.00、HC紅衣花生$3.98/袋、香菇-椎
茸5lB$29.98 /包

特價只限大中華休斯頓店。特價品以庫存量為限，
售完為止。如此廣告上之圖片或價格不符，請以賣場實
際公佈為準。本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優惠商品與方式，
恕不另行通知。本廣告圖片均為 美術設計作用，可能別
於實物。大中華超市休斯頓店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Building B Houston，TX 77036、 Tel:281-501-1820、營
業時間 8:00 am - 11:00 pm

休斯敦市議員Steve Le將做主旨演講。邀請的嘉賓
講員包括：
·國會眾議員Al Green，Pete Olson，Sheila Jackson Lee
·州眾議員Hubert Vo
·休斯敦獨立學區HISD校董Anne Sung （德州最大學
區，283所學校）
·州眾議院候選人Sarah McMerchant，法院候選人Jen-
nifer Chiang
·北美同源總會（1895年成立的華人組織）總會長敖錦
賜（Ed Gor）
·美國華人聯合會主席白先慎（Steven Pei）
·80-20休斯敦主席M. Salahuddin Imaduddin
·OCA休斯敦主席Deborah Chen
·APAHA主席Nelvin Adriatieo
·亞太聯盟創始人、全國主席尹集成（CC Yin）

·亞太聯盟全國總裁黎志一（Victoria Li）
·亞太聯盟西南地區主席趙明菲（Alice Yi）
關於APAPA

APAPA 的 全 名 是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Association （美國亞太聯盟），是一個民
間群眾團體，是在美國聯邦政府註冊的501(c)(3)非營利
組織。 APAPA專注於通過教育、參與和領導能力的培
養，提高亞太裔在美國參政、議政的意識和能力。
APAPA於2001年在加州由著名亞裔領袖尹集成創立，
目前在全國各地有4萬名會員，通過其實習生項目培養
了數百名亞裔青年領袖，通過組織各種草根層面的選
民教育、領導力培訓，推動在本地、州一級到聯邦一
級的亞裔參政議政，促進了數十名亞裔當選為聯邦、
州一級的官員。網址：apapa.org。

第第6868屆感恩節大遊行隆重登場屆感恩節大遊行隆重登場
熱情邀約大家踴躍共同參與熱情邀約大家踴躍共同參與

APAPA Houston Chapter Grand Opening,
De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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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網
站天王阿
里巴巴集

團於11 月11 日舉行天貓 「雙十一」全球狂歡節，
真的是狂極盡歡，上周六晚結束，當日用了13小
時9分49秒，達到去年1,207億人民幣(下同)的商
品交易額(GMV)，全日累計 GMV 為 1,682 億元，
再創歷年新高，較早前市場估計的1,520億元為高
。菜鳥網絡數據顯示,開場首1分鐘，一共接到383
萬個物流訂單,截至上周六上午9時36分，阿里共
有4.67億個物流訂單。

而阿里的競爭對手京東今年自 11 月 1 日起舉
行 「雙十一」促銷活動，GMV於周六早7時46分
，已突破1,000億元，全日累計錄得1,271億元銷售
，按年增長逾50%，較阿里巴巴集團的40%高。

京東今年首次公布銷售數據， 「雙十一」當
日的定單有85%當日出貨，累計售出商品7.35億件
。當中以金額計，與阿里的天貓一樣最受歡迎的
是手機，首41秒已銷售過億，按年增長165%，其
次是電視、冷氣、手提電腦及洗衣機。阿里“雙
十一”銷售1,682億。再次刷新紀錄。這是一個十
分吉祥的銷售數字： 廣東話諧音是： 一路發易!
象徵著阿里巴巴集團今後一路順風順水，發財容
易！

按照阿里巴巴公佈的數據，在“雙十一”當
天阿里巴巴旗下各平台總交易額達到一千六百八
十二億元，其中，無線佔比達到九成。成交商家
和用戶覆蓋二百二十二個國家和地區。“雙十一
”全天累計物流訂單量超過七點五億單，累計生

成電子面單超
過三億。該統
計數據為初步
結果，並未經

過審計。
據《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該數字距離此

前外界的預期有所降低，但仍然創下了阿里巴巴
乃至全球電商平台的單日成交額新紀錄，超過一
百○五家品牌銷售額過億元。

九年時間內，阿里巴巴“雙十一”成交額增
速堪稱神話。二○○九年“雙十一”，阿里巴巴
的交易額只有五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交易額
一千二百○七億元，比二○○九年第一屆“雙十
一”增長了二千三百多倍。今年成交額較九年前
增長了三千多倍。

根據官方數據統計，十一日零時僅過了三分
一秒，天貓“雙十一”成交總額已超過一百億元
。截至十一日上午九時四秒，二○一七天貓“雙
十一”全球狂歡節成交額超一千億元。去年天貓
“雙十一”全天成交額一千二百○七億元的紀錄
也被輕鬆地打破，十一日下午一時九分四十九秒
，天貓“雙十一”成交額突破一千二百○七億元
。

天貓“雙十一”今年主打線上線下融合的
“新零售”，除了網購優惠，還加強實體店的活
動宣傳，為了讓網購平台上的產品或品牌有更多
曝光機會，阿里巴巴十日晚上打造“雙十一”晚
會，並透過微博等管道不斷發送產品訊息。

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受訪時直言，對數字
從來不做預測。“九年前，我也沒有想到會達到
上千億，簡直是做夢都不敢去想的。它要求我們
不同領域的團隊，都要為這個共同的目標去努力

。誰也不能掉鏈子，必須環環相扣才都能成功，
才能把這件事情辦好。”

一年一度的“雙十一”電商大促銷正式開啟
，天貓、京東、網易考拉等各大電商平台的交易
額普遍迅速攀升。在專家看來，隨着各大電商平
台積極佈局新零售，此次“雙十一”將集中檢驗
各家對零售生態佈局的成效，成為對新零售模式
的一次模擬考試。

據新華社報道，從歷年“雙十一”的交易數
據來看，經過前兩年的爆發性增長過後，增速逐
漸放緩進入穩步發展階段，京東、蘇寧、國美等
平台“雙十一”的市場份額, 近兩年在不斷提高。

今年的“雙十一”和往年有所不同。往年
“雙十一”，儘管或多或少有“新零售”的元素
存在，但社會各界關注更多的是品牌商家又聯手
創造了多少銷量。隨着阿里投建的眾多新零售試
驗田初見成效，以及越來越多品牌商家參與到新
零售嘗試中，這些項目今年將在“雙十一”中貢
獻價值。

縱觀阿里近期的市場佈局，可以看出，阿里
正在構建屬於自己的生態閉環。除了天貓超市，
還結合了盒馬鮮生、蘇寧、銀泰、易果生鮮等多
方面品牌合作夥伴的資源，不僅打通了阿里系零
售資源的線上線下渠道，在末端配送上也實現了
安鮮達與菜鳥的數據連通，這些內容也都成為今
年天貓“雙十一”的新玩法和亮點所在。

京東今年則提出了“無界零售”概念。京東
集團高級副總裁馬松表示，線上線下融合、無人
店亮相……無界零售讓這個“雙十一”擴展到前
所未有的豐富場景中，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生
物識別、物聯網為代表的核心技術則在背後驅動
整個零售系統的資金、商品和信息流動不斷優化

。消費場景創新將讓消費者體驗到無處不在的購
物體驗。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認為，新零
售的試水，對今年的“雙十一”有着非同尋常意
義。往常的電商促銷活動多是由電商平台和商家
自上而下推動，目的在於強化用戶體驗。但在當
前情況下，隨着電商拓展線下舉措變得常態化，
線上線下聯手促銷目的更多在於收集消費數據，
從而幫助商家對產品細化定位，尋找市場需求點
進行精準營銷，把握核心目標用戶。

隨着新零售、無界零售等新模式的推進，電
商平台正以前所未有的積極性擁抱線下渠道。對
於積極擁抱零售生態變革的線下渠道來說，“雙
十一”成為一次新的機會。電商平台已經擁有豐
富的線下渠道資源，使其可以整合利用多種渠道
，打造新型零售生態。

線上線下融合，用“黑科技”支撐新的零售
生態，已經成為各家必選。上海國美總經理王炎
稱，“雙十一”經過多年發展，消費者愈發理性
，重新煥發活力的實體門店吸引越來越多的用戶
步入其中。此次“雙十一”活動期間，上海國美
也依托新零售戰略核心優勢，通過新場景改造為
消費者提供一站式購物體驗，有序引導理性消費
。
推轉型新階段

“‘雙十一’不再僅是線上零售狂歡，而是
零售生態的狂歡。這將是對各電商平台構建新的
零售生態能力的一次檢驗。”國際數據公司分析
師陳舒歆認為，電商平台一直被視作零售業數字
化轉型的引領者，在激烈競爭下，這些電商平台
正在進行“數字化再轉型”，以推動業務轉型進
入新階段。

接連兩月，港澳地區及海外華
人聚居的地方，都有人在談論香
港球迷在球場上觀看香港足球隊
員跟外地球員比賽前夕，中國國
歌高奏之際，作出噓聲及高舉手
指，作出不雅不敬動作。這種現
象已非初次，而是一而再，再而
三，結果激怒北大人，馬上先在
中國大陸立法： 凢對國歌不敬者
，扣押入牢。繼而透過 「基本法
」，將法案交付香港特區政府，
意即香港地區方面，也要速速通

過此一 「國歌法」，今後再有香港市民對國歌不
尊不敬，一於無情講，最高者投入黑獄三年，懲
罰不可謂之不嚴。

《國歌法》未來將是怎樣在香港執行，過去
幾天，各種說法紛呈。有稱奏唱時要肅立，有稱
大家 「執生」，可是這兩點之間的距離實在太過
遙遠，大概要等到進一步說明，否則無法進行實
質討論。

談到外國國歌，朋友之間總有人問及美國的
情況。以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凢有美國大型活動
，尤其是體育比賽前，不管職業賽抑或校際賽，
必有唱國歌這一環節。有時是請來著名歌手，也
有可能是一批學生，亦有銀樂隊純是樂器演奏；

唱法各有不同，有原版清唱，亦見以爵士樂風格
演繹，不一而足。至於現場觀眾，通常是司儀請
大家站立脫帽，不少則是右手按於心臟位置，這
叫做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由心底）唱到
最後一段，這時，全場喝采之聲四起，聽不清演
唱者歌聲的情況常有出現。

不過，美國雖然國歌常唱，卻不是硬性規定
必須跟隨。有次看全國棒球聯盟（MLB）紐約大
都會隊主場作賽，我與朋友坐在最頂層，前面有
三個青年，入場之後就不停喝啤酒及大聲說話。
到了唱國歌時段，此三人既沒有站起，也沒脫帽
，當然更沒有跟着唱，他們到來球場，就像是找
機會在大白天喝酒一樣。球賽打完第七局，還差
兩局完場，這三位仁兄站起來就走了，而全個過
程，在場觀眾及保安人員，由此至終沒有人上前
勸喻或干涉。

上世紀九十年代冷戰之後的俄羅斯唱國歌，
頗有不同故事。1991年蘇聯倒台，葉利欽當總統
的俄羅斯時代登場，國歌改用《愛國歌》，完全
脫離蘇聯時代。到了2000年，總統普京簽署法案
，棄用《愛國歌》而用回前蘇聯國歌，不同的是
舊曲譜了新詞。有一次，普京訪問蒙古，奏國歌
時突然淚流不止，此事始終沒有一個正式說法，
有說是普京聞國歌而心情激動，也有說是那天蒙
古首都烏蘭巴托風大，沙吹入眼內，以致分泌大

量淚水，成為俄羅斯國歌故事其中一則花邊趣聞
。

另外不妨留意德國足球隊。2014 年世界盃決
賽對阿根廷一役，場邊一眾教練之外，連總理默
克爾也在看台上同聲合唱國歌，但場上11個球員
，卻並非全是如此，然而不唱國歌的球員，卻是
一臉嚴肅站立綠茵場上。這些片段網上不難找到
，看看是哪些球員沒唱國歌。

讓我們看一看前星期香港對巴林的國際足球
賽事上，當現場奏起國歌時，有撐港隊的球迷發
出噓聲。這個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已成為近年在
香港舉行國際賽事時，部分球迷的慣性動作，而
香港足總也因此遭到國際足協罰款。今天更大的
問題是，當《國歌法》在香港立法後，政府會如
何依法處理球迷噓國歌的行為？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國歌法》規定，當
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士 「應當肅立，舉止莊重，
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至於構成刑事罪行
的行為包括 「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最高刑罰
是入獄3年。在《國歌法》本地立法過程中，有關
條文應該清楚界定 「不尊重國歌」和 「侮辱國歌
」兩類行為，例如前者是否包括當國歌奏起時，
在場人士不肅立，或舉止不莊重，而後者是否包
括喧嘩或發出噓聲？這是確保執法人員有法可依
，以及避免人大在發生違法事件後，就如何構成
嚴重侮辱國歌的行為釋法，導致香港的司法制度
再次受到衝擊。

眾所週知，當國歌在公共場合如球賽開始前
奏唱，在場人士如果發出噓聲肯定是一種不尊重

國歌的行為。但這是否構成刑事罪行，而假如是
的話，最高罰則是甚麼，需要仔細研究，並最好
能夠在此事上，取得香港社會共識，才正式立法
。

即使噓國歌會構成違法行為，政府其實毋須
急於求成，立刻執法。政府可以首先與香港足總
商議，在有關賽事舉行前，廣泛宣傳《國歌法》
已生效，並在觀眾進場後，再次提醒他們，當奏
國歌時不要喧嘩。我相信，當場的噓聲會較前減
少，而假以時日，這類行為會變成微不足道。大
多數港人不認同噓國歌的行為，但卻不贊成對犯
事者施以重刑。我希望香港政府抵著部分建制派
人士及中國大陸極左份子的壓力，以寬容的態度
來化解問題，而不是恃法治人。我常覺得：當有
一天噓國歌的港青聞歌肅立時，中

央對港政策便是空前成功了。如果希望國歌
受到尊重，透過引入《國歌法》是否可達到這效
果呢？政府需要探索為何有人不尊重國歌。 「是
否一些大陸官員所說的人心未回歸？如果人心未
回歸根本原因是什麼，是否因為現時香港的政治
制度改革受到嚴重窒礙，以致它的經濟越來越貧
富懸殊，包括房屋權都無辦法得到一個保障，這
些是否根本原因呢？如果這些是根本原因，引入
《國歌法》根本不能解決一些人士對國歌的藐視
和不滿。」對於香港未來的民主路，我始終認為
，前年人大 8.31 決定，仍是一大阻礙，相信最終
中央，會順應香港沉默大多數的民意，會撤回決
定，到了哪一天，再沒有會噓國歌矣。

楊楚楓楊楚楓

我也談談國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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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兼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王慧娟王慧娟、、雷瑩於雷瑩於1111月月1717日在鄧祖珮校日在鄧祖珮校
友功文數學教室參加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友功文數學教室參加美南休士頓銘傳大
學校友聯誼會聚餐學校友聯誼會聚餐。。

林富桂律師林富桂律師、、何真何真、、 新會長新會長 張園立參加美南休士頓銘傳張園立參加美南休士頓銘傳
大學校友聯誼會聚餐大學校友聯誼會聚餐。。

胡小蓮胡小蓮、、張錦娟張錦娟、、 羅秀娟出席羅秀娟出席 美南休士頓銘傳大美南休士頓銘傳大
學校友聯誼會聚餐學校友聯誼會聚餐。。

徐廣梅徐廣梅、、前會長洪良冰前會長洪良冰、、前會長鄧祖珮前會長鄧祖珮、、周圓參加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周圓參加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
友聯誼會聚餐友聯誼會聚餐。。

新會長新會長 張園立張園立、、前會長蔣瑰玲合切蛋糕在美南前會長蔣瑰玲合切蛋糕在美南
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聚餐上分享校友們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聚餐上分享校友們。。

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前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前
會長鄧祖珮會長鄧祖珮、、徐廣梅等校友歡聚一徐廣梅等校友歡聚一
堂堂。。

林富桂律師林富桂律師、、胡小蓮胡小蓮、、前會長蔣瑰玲前會長蔣瑰玲、、新會長新會長 張園立張園立、、張錦娟張錦娟、、前會長洪良冰前會長洪良冰、、雷瑩雷瑩、、徐廣梅徐廣梅、、何真何真、、羅秀娟羅秀娟、、陳光華陳光華、、黃淑玲黃淑玲、、前會長鄧祖珮前會長鄧祖珮
、、周圓周圓、、王慧娟王慧娟、、毛紀寧毛紀寧、、蔣雅君蔣雅君、、徐麗斐徐麗斐、、張弘張弘、、胡美莉等校友們參加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聚餐胡美莉等校友們參加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聚餐。。

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新會長美南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聯誼會新會長 張園立張園立、、前會長蔣瑰玲於前會長蔣瑰玲於1111月月1717日在林日在林
富桂律師監交下完成新舊會長交接典禮富桂律師監交下完成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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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各工藝品的攤位也大現場各工藝品的攤位也大
受歡迎受歡迎。。

「「台灣塑膠公司台灣塑膠公司」」 的吳堯明副總的吳堯明副總，，年年是玉佛寺義賣大會的年年是玉佛寺義賣大會的
常客常客。。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德州佛教會玉佛寺20172017 年度義賣大會年度義賣大會

本
報
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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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演唱處長陳家彥演唱 「「 小小
丑丑 」」 ，，一曲募到美金一千元一曲募到美金一千元。。

玉佛寺的名唱江叔芳一首玉佛寺的名唱江叔芳一首 「「 王昭君王昭君
」」 募到二千元募到二千元。。

長年素食者洪良冰長年素食者洪良冰（（ 右一右一））是素食行家是素食行家。。

玉佛寺慧度法師玉佛寺慧度法師（（左一左一））前的美食攤位大排長龍前的美食攤位大排長龍。。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左左 ）） 與玉佛寺續超法與玉佛寺續超法
師師（（右右））在義賣大會上在義賣大會上。。

西北區吉他社表演兩首歌曲西北區吉他社表演兩首歌曲。。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俞欣嫻秘書演唱俞欣嫻秘書演唱 「「心動心動 」」 義賣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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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銀行理財收益小幅走高
“火爆”景象難現

“感覺今年銀行理財產品整體的收

益水平都不給力。臨近年末，預期收益

率比上半年漲了壹些，但超過5%的產品

要麽起購點高、要麽期限長，而且經常

還搶不到。”近日記者聽到不少類似的

聲音。

與此前幾年動輒超過5.5%的預期收

益相比，今年年末的銀行理財收益水平

頗有些“冷靜”。對此，不少專家和銀

行業內人士坦言，這個情況以後或許是

“常態”……

投資理財
銀行理財平均收益率4.65%
數據顯示，11月3日-11月9日銀行

理財產品發行量共2701款，較上周增加

了 231 款；平均預期年化收益率為

4.65%，較此前壹周持平，維持在今年最

高水平。

從不同期限理財產品來看，3個月

以內理財產品1041款，平均預期收益率

為4.52%，3-6個月理財產品783款，平

均預期收益率為4.69%，6-12個月理財產

品777款，平均預期收益率為4.74%，12

個月以上理財產品73款，平均預期收益

率為4.82%。

從不同收益類型理財產品來看，保

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平均預期收益率

為4.12%，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

平均預期收益率為4.92%。不同類型銀

行來看，城商行理財產品平均預期收益

率為4.76%，在各類銀行中排名榜首。

年末收益率大幅增長幾率較小
銀行理財產品預期收益能再來幾輪

“爆發”？對此，記者為各位采訪了不

少專家和銀行業內人士，得到的回復可

能會讓投資者失望了。

據介紹，今年以來，金融去杠桿政

策效果明顯，尤其是同業理財規模減少

顯著，預計全年的理財產品規模難有大

增長。另外，嚴監管政策遏制了資金空

轉現象，使得理財資金配置加速回流實

體經濟，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銀行理財

產品的預期收益水平。

近期銀行理財市場比較平穩，銀行

理財收益率波動不大，但整體來看仍然

在穩步走高，年底前資金面只會更緊不

會更松，因此預計銀行理財收益率有可

能進壹步小幅上升。

展望年末的理財總規模，業內人士

預測，今年理財總量可以維持去年水

平，不會有太大下降。

購買理財產品小心“李鬼”
在銀行理財市場上從來魚龍混雜，

尤其是今年發生過某股份制銀行假理財

事件，這裏教大家如何準確地識別“李

逵”和“李鬼”。

所有理財產品對應的資產信息和產

品本身信息都要在全國銀行業理財信息

登記系統裏登記，普通投資者可以上網

查詢。銀行發售普通個人客戶理財產品

時，需在宣傳銷售文本中公布所售產品

在“全國銀行業理財產品登記系統”的

登記編碼。上網輸入這個編碼便可以知

道該理財產品的收益類型、風險等級與

產品期限。

當然，如果該編碼在網上查不到或

者幹脆就沒有印編碼時，請註意，妳很

大幾率遇到了“假理財”，請保存好證

據維權或投訴。本報綜合

提個醒兒
理財機構年末大送禮品
當心，提防陷阱！
2017年還剩1個多月，臨近年末是

理財的黃金時間，銀行，基金公司、

證券公司以及三方財富管理機構等各

大金融機構為沖業績，年底都會推出

年化回報率高的理財產品，來吸引投

資者理財。

就年底如何理財這壹系列問題，資

深理財師給予廣大投資者壹些年末理財

註意事項和技巧。

提早做預算，留下過年錢
年末理財需要提早做好預算，壹

是預留家庭緊急備用金，最好是3-6個

月的家庭生活開支；二是預留下過春

節的資金，根據往年家庭過節資金使

用情況而定。然後妳再決定投資理財

的資金大概預留多少，自己要有個年

末理財規劃。

存款與投資，存賺兩不誤
錢要不要存銀行？“當然要，存款

與投資是壹起的。”比如3-6個月的家庭

備用金和過春節的資金可以分開存放，

部分資金存銀行，剩余的資金可以存余

額寶中，相當於進行投資。當然預留的

投資資金，年末可以尋找壹些更好的長

期投資。

抓住時機，盡早投資理財
年末理財是黃金時機，各家金融機

構都會為沖業績推出不錯的理財產品，

此時不僅要抓住最佳投資機會，還要盡

早投資，往往年末推出的產品很搶手。

壹般銀行為了完成年終考核，會推出新

年產品，預期年化收益率相對於同期產

品高。

選擇自己熟悉的理財產品
年末選購理財產品也需要註意壹些

問題，壹是最好選擇自己熟悉的理財產

品，比如不懂炒股，那最好不要去碰這

塊投資；不懂藝術品投資，那最好不要

去投資。

如果懂基金投資，那妳去投資基

金；除了存款其他投資都不懂的呢，固

收類產品也不錯。

選購產品多比較、多咨詢
年末市場理財產品很多，壹是不

要 被 超 額 利 率 所 吸 引 ， 越 高 的 收

益，風險也越高；二是不要被銷售人

員所忽悠，吹噓風險小、利率高，看

清投資方向；三是年底理財送禮品，

也請當心，也是誘餌，還是需要清楚

了解產品後再做投資。另外多比較、

多咨詢。

綜合報導 在召開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

上，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主

任金興明表示，上海將加快地方國企與央企，以及

系統企業之間的戰略重組，未來五年上海地方國有

企業每年將計劃增量投資8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左右，重點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

除了加大資金投入外，金興明表示，上海還將

加大國資收益對企業科技創新、轉型升級的支持力

度，完善“視同利潤和單列”政策，以及企業科技

成果轉化收益分配、科技創新企業產股權有效激勵

等機制。以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為重點，打造

創新創業、城市更新平臺，形成大企業引領支撐、

小企業活力迸發，要素完備、開放聯動的創新驅動

發展的格局。

這是上海國資委對下壹步工作的規劃，實

際上，自上海市出臺《關於進壹步深化上海國資改

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簡稱“上海國資國企改

革20條”）以來，上海國企的改革創新步伐從未

停止。

上海國資委推動國資進行統壹管理，加強國企

分類監管。2016年，完成了金融、體育國資統壹管

理；2017年，文化、教育等企業改革納入國資整體

布局。目前，上海市國資委直接監管企業的資產總

額、營業收入、利潤均占市屬經營性國企總量的

99%。

上海國資委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企業

走公眾公司道路。目前，混合所有制企業占上海市

國資委直接監管企業比例分別為：總戶數68.5%、

資產總額86.4%、營業收入88.9%、凈利潤93.4%，

成為上海國有企業中最有活力、最有實力、最有發

展潛力的部分。

此外，上海國資委促進國資有序流動，打造

專業化平臺公司。推動國際集團、國盛集團戰略

轉型，兩大平臺通過參與企業改革、創新金融產

品，目前，已擁有股權價值800億元，盤活存量資

金約200億元。

據金興明介紹，五年來的改革發展，上海地方

國有企業已連續多年保持生產總值占全市GDP總量

1/4、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市總量1/4、繳納稅金

占全市企業稅費總量1/3、每年新增就業近9萬人的

水平。今年1-10月，上海地方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

入2.55萬億元，同比增長9.9%；利潤總額2531億

元，同比增長4.7%。到10月底，資產總額17.86萬

億元，同比增長7.2%。

上海國企未來五年擬每年增量投資8000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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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福利冬日福利！！法國法國““太陽蛋太陽蛋””桑拿屋開門迎客桑拿屋開門迎客

法國巴黎法國巴黎，，名為名為““太陽蛋太陽蛋”（”（solar eggsolar egg））的藝術裝置的藝術裝置。“。“太陽太陽
蛋蛋””其實是壹間桑拿房其實是壹間桑拿房，，由瑞典藝術家二人組由瑞典藝術家二人組 Mats BigertMats Bigert 和和
Lars BergstrmLars Bergstrm 設計並制作完成設計並制作完成。。

巴西裏約海灘現巴西裏約海灘現1212米巨鯨屍體米巨鯨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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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方男籃新援萊恩奧尼奧，18日隨大軍飛赴菲律賓，出戰東南亞
職業籃球聯賽（ABL）首場客場比賽。臨登機前，他突然興致勃發做起掌
上壓來。 東方供相

興 致 勃 發興 致 勃 發

中國羽毛球公開賽中國羽毛球公開賽1818日結束準決賽較量日結束準決賽較量。。在女子單在女子單
打打，，國羽國羽1919歲小將高昉潔爆冷以兩個歲小將高昉潔爆冷以兩個2121：：1919擊敗奧運會擊敗奧運會
冠軍冠軍、、西班牙的馬林西班牙的馬林，，闖進決賽闖進決賽。。

高昉潔在今次中羽賽以黑馬姿態出現高昉潔在今次中羽賽以黑馬姿態出現，，1717日晚淘汰日晚淘汰
奧運亞軍奧運亞軍、、印度名將辛杜晉級印度名將辛杜晉級44強強，，1818日又再挫馬林晉決日又再挫馬林晉決
賽賽，，為球迷帶來巨大驚喜為球迷帶來巨大驚喜。。

““其實我並沒有想那麼多其實我並沒有想那麼多，，我只是想做好自己我只是想做好自己。”。”賽賽
後後，，高昉潔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高昉潔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在對馬林的比賽前在對馬林的比賽前，，
她曾請教師姐她曾請教師姐、、前奧運冠軍李雪芮前奧運冠軍李雪芮，，後者給予她很好的建後者給予她很好的建

議議；；而教練而教練、、前世界冠軍張寧前世界冠軍張寧
也在場邊不斷提醒也在場邊不斷提醒，“，“像第像第
一局一局、、第二局被追分時都往第二局被追分時都往
她正手打她正手打，，教練一直在我身教練一直在我身
後提醒後提醒‘‘頭頂頭頂、、頭頂頭頂’，”’，”
小妮子模仿張寧的語氣小妮子模仿張寧的語氣

說說。。
第二局最後一球第二局最後一球，，隨着馬林隨着馬林

回球出界回球出界，，高昉潔興奮地跳了起來高昉潔興奮地跳了起來，，喜喜
極而泣……極而泣……

馬林於馬林於1919日赴港日赴港，，2020日中午日中午1212
時出席在香港銅鑼灣希慎廣場時出席在香港銅鑼灣希慎廣場 44
樓空中花園舉行的足球推廣活樓空中花園舉行的足球推廣活
動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國羽19歲小妮

短訊

黃鎮廷 何鈞傑瑞典賽爭冠
國際乒聯瑞典公開賽當地時間17日結束

正賽第二日的比賽。港隊男雙組合黃鎮廷/
何鈞傑以3：1勝印度選手躋身決賽。不過，
女雙組合李皓晴/杜凱琴則在4強賽以0：3
負國家隊的陳夢/朱雨玲，獲得第三名。至
於男女子單打，國乒在男單8強中佔據5個
席位。女單“大滿貫”得主丁寧也順利挺進
四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滬桌球大師賽明年全新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世界桌球公司與中國枱球協會以及承辦
方久事體育18日簽訂五年新約，世界桌球．
上海大師賽將在下賽季引入全新賽制。屆
時，該項賽事不僅會吸引到頂尖選手組成參
賽陣容，還將為本土球員、以及業餘桌球選
手，提供與國際桌球大師切磋的競技舞台。
此外，明年起，賽事的總獎金也將逐年增
長，2018年將為72.5萬英鎊，2019年將為
75萬英鎊，2020年將為77.5萬英鎊，2021
年將為 80萬英鎊，2022年將為 82.5 萬英
鎊。

國家女冰正式落戶深圳龍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崑崙鴻星冰球俱樂部旗下的深圳崑崙鴻
星和深圳萬科陽光這兩支女子冰球隊18日在
深圳大運中心分別迎來她們在CWHL（加拿
大女子冰球聯賽）的主場揭幕戰。賽前，國
家體育總局與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下屬的
崑崙鴻星冰球俱樂部召開發佈會（上圖），
宣佈國家女子冰球隊正式落戶深圳龍崗。11
月18日到12月20日期間，崑崙鴻星和萬科
陽光有12場比賽在深圳大運中心開球。

諶龍18日在男單準決賽面對韓國名將孫完虎，此前二人
在世界羽聯賽事交手14次，諶龍10勝4負佔優。18

日，雙方打得難解難分，比分一直咬緊。首局，雙方多次戰
成平局。而諶龍則耐心與對手周旋，利用對手的失誤將比分
反超，並以21：17先聲奪人。次局，現年29歲的孫完虎不甘
心輕易“繳械投降”，以21：10扳回一城。

決勝局，諶龍在多拍中佔優，連得6分以7：2反超。在
13：6後，諶龍連得4分擴大優勢。體力不支的孫完虎已無力
還擊，隨着諶龍劈殺對角得分，21：7又下一城，以2：1險
勝晉級決賽。獲勝後，諶龍總結18日比賽時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第二局開局打得不好，4：11，“於是就想放棄了，想
着怎樣去認真投入第三局比
賽，所以第二局後半段打得不
是那麼嚴謹，很快就輸了。第
三局開局有個多拍球打得比較
久，我贏了之後可能對整個局
勢是一個非常大的逆轉。”

港羽混雙組合鄧俊文/謝
影雪 18 日以 13： 21、 21：
18、15：21不敵國家隊組合鄭
思維/黃雅瓊，無緣決賽。
“他們好強啊，比之前技術更
加成熟，比較難找到對手的破
綻。”謝影雪告訴記者，“我

們一直搶不到網前球，對手攻防會更全面一些。”

鄧俊文：進步重於勝負
鄧俊文亦表示，在場上時他們並沒有想太多，

努力比賽亦沒有設立戰績上的目標，“對我們在
這次中羽賽的成績還算滿意，我們的進步多於執
着勝負。”

而港羽男單“一哥”伍家朗也以12：21，
17：21不敵丹麥的安賽龍，無緣爭冠。“今
天的場上球速比較慢，我沒有很有威脅的球
打對方，覺得有些可惜。”賽後伍家朗總結
道，安塞龍是年輕一代球員的代表人物，他
今年拿了世界冠軍，他的發揮越來越穩定和
出眾。“這場比賽後，我會加以總結，在未
來比賽把這些弱點彌補。”

挫馬林晉決賽

■■鄧俊文鄧俊文（（左左））與謝影雪與謝影雪
惜敗無緣決賽惜敗無緣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伍家朗不敵安賽龍伍家朗不敵安賽龍44
強止步強止步。。 法新社法新社

■■諶龍力挫諶龍力挫
孫完虎與安孫完虎與安
賽龍爭冠賽龍爭冠。。

法新社法新社

■■高昉潔淘汰馬林高昉潔淘汰馬林
晉決賽晉決賽。。 中新社中新社

阿仙奴18日晚英超第12輪
北倫敦打吡戰，憑藉梅斯達菲和
“山神”阿歷斯山齊士各入一
球，主場以2：0擊退同城死敵
熱刺，為近三季聯賽連續六次對
戰不勝的頹勢畫上句號。

熱刺後防大將艾達韋列特受
傷，艾歷迪亞移後頂替中堅位
置，綜觀全場防線漏洞的確有所
增加，讓之前狀態不佳的山神、
奧斯爾和拿卡錫迪這個阿仙奴三
叉戟攻起上來更得心應手。

上半場，“阿記”中場控球
機會較多，然而熱刺的快攻亦甚
具威脅。32分鐘，基斯甸艾歷
臣勁射貼左柱出底線，1分鐘後

又有哈利卡尼的頭槌被門將施治
救到。戰至36分鐘，阿記藉一
記死球打破缺口，由奧斯爾開出
左路罰球，梅斯達菲力敵三名敵
衛包圍下跳頂，皮球死角入網。
慢鏡顯示德國中堅入球前有稍稍
越位之嫌，球證並無表示。

臨完半場阿記再下一城，比
利連右路直線妙傳，拿卡錫迪突
破越位走位接應後殺入禁區再橫
傳門前，山神拿球後門前射入，
這是他近7場聯賽的第2個“士
哥”。

熱刺換邊後加強攻勢，黃金
機會出現在85分鐘，後備入替
的洛蘭迪頭槌二傳，孫興民14

碼外射門高出。熱刺門將洛里斯
亦救出山神的兩記險球，阿仙奴
最終保持2：0勝果完場，賽後
殺上第5位，只落後熱刺1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近7次北倫敦打吡首捷 阿記拔“刺”

■■山神(左)近門射入。 路透社

■■梅斯達菲(右二)頭槌破網。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中國羽毛球

公開賽（中羽賽）18日在此間結束準決賽較量，香港混雙

組合鄧俊文／謝影雪及男單“一哥”伍家朗先後不敵強

手，四強止步。而國羽的里約奧運會冠軍諶龍則順利挺進

男單決賽。

體壇
縱橫

4屆世界盃冠軍意大利無緣明年的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相信這是國際
足壇近期的轟動新聞，能夠晉級明年
決賽周的國家隊有32支，其中竟然沒
有此支4屆冠軍在內，其原因相信該國
足壇必會進行總結檢討，意大利人視
足球是自己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這
次缺席決賽周，對該國而言等同是一
次災難。

意大利與德國、荷蘭一樣，是曾
經出過足球大師的國家，他們所創造
的足球戰術影響了歐洲以致世界足壇
潮流，在國際足壇歷史上立下了功
碑，意大利也盛產著名的足球教練，
例如近年最成功的納比現在貴為中國
國足主帥，長期積弱的中國國家足球
隊正在借納比之助提升實力；還有最
近當選“中超”最佳教練的簡拿華
路，他曾當選“世界足球先生”，是
足球史上自有此獎項以來首位獲得此

榮譽的後衛，他
踢而優則教，曾
掌過恒大帥印，
在剛過去的中超
掌天津因成績好
而獲選最佳教
練。

意大利聯賽曾經是世界上最高水
平的聯賽，有“小世界盃”之稱，當
年最傑出的足球明星都在意大利聯賽
効力，包括馬拉當拿、西德和荷蘭三
劍俠等等，真是星光熠熠，目不暇
給。國際和AC米蘭、祖雲達斯是當年
足壇最高水平的品牌，後來在大家都
知道的假波事件中，意國足球遭到重
大挫折，在重大打擊下的當年，意大
利反而再奪取了一屆世界盃，缺席了
明年的決賽周後，相信意大利將可重
新出發，再創輝煌。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談談意大利

港羽混雙 男單四強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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