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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總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    城    分    行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  察  遜  分  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布  蘭  諾  分  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  斯  汀  分  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46

11.30.2018

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城董事長           
休士頓「北京烤鴨店」董事長           
圖為拉雷多市長 Pete Saenz（左 ）頒獎給高龍董事長（右 ）

 全球直播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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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位加拿大多倫多市民向記者展示壹位加拿大多倫多市民向記者展示
剛剛換取的加蔽剛剛換取的加蔽1010元新鈔票元新鈔票。。加拿大加拿大
當天正式發行其首張垂直設計的鈔票當天正式發行其首張垂直設計的鈔票。。
這張鈔票上印有約這張鈔票上印有約7070年前推動加拿大年前推動加拿大
反種族隔離政策的黑人女性維奧拉反種族隔離政策的黑人女性維奧拉··戴戴
斯蒙德斯蒙德（（Viola DesmondViola Desmond））的肖像的肖像。。維維
奧拉也成為出現在加拿大鈔票上的首位奧拉也成為出現在加拿大鈔票上的首位
黑人黑人，，以及首位非皇室女性成員以及首位非皇室女性成員。。

克裏米亞上演格鬥狂歡節克裏米亞上演格鬥狂歡節 重現中世紀經典戰鬥重現中世紀經典戰鬥

龐貝古城發現珍貴壁畫龐貝古城發現珍貴壁畫““麗達與天鵝麗達與天鵝””

近日近日，，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區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區，，考古人員在龐貝古城發現珍貴壁畫考古人員在龐貝古城發現珍貴壁畫
““麗達與天鵝麗達與天鵝”（”（Leda and the swanLeda and the swan）。）。壁畫描繪了壹只天鵝與壹個壁畫描繪了壹只天鵝與壹個
女人的場景女人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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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巨頭繼續尋找新發力點

從財報數據看，幾大互聯網巨頭業績

依然亮眼，但未來營收增幅可能收窄、遊戲

收入下降、用戶數下降等憂慮也帶來不少

挑戰。而傳統產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下的

行業機會，則成為巨頭們未來的發力點。

隨著小米、京東和拼多多先後發布

財報，互聯網板塊的巨頭們幾乎都已交

出新壹季度企業運營答卷。從財報數據

看，盡管各家情況有喜有憂，但整體上

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好年景”仍在繼續，

接下來能否找到新的發力點，將成為決

定未來競爭格局的關鍵。

快慢並存
BAT（百度、阿裏巴巴、騰訊）傳

統互聯網三巨頭的表現仍是市場關註的

焦點。僅從盈利能力看，這三家的表現

依然亮眼。2018年第三季度，阿裏巴巴

營收達851.48億元，同比增長54.5%，增

速超過矽谷FAANG（臉書、亞馬遜、蘋

果、奈飛、谷歌）五大公司。阿裏凈利

潤182.41億元，同比增長4.8%；騰訊在

第三次架構調整後首次發布財報，總營

收突破800億元達到806億元，凈利潤

233.3億元，同比增長30%，超過市場預

期；百度總營收為282億元，凈利潤為

124億元，但增速在三家中最高，達56%。

即使如此，來自資本市場和行業分

析師們的反饋依然不佳。阿裏巴巴發布

新壹季財報後第二天，其股價下跌

2.42%。原因在於，其宣布下調2019財

年的收入為3750億元至3830億元，而此

前的預估則為增速60%，達4004億元。

如果按下調後的數字計算，阿裏巴巴

2019財年的營收增速預計將為49.8%—

53%，這意味著未來兩個季度的營收增

幅還可能會繼續下降。

對於騰訊的擔憂則來自於其核心盈

利業務遊戲。第三季度，騰訊遊戲業務

整體收入環比下降4%至258.13億元，這

是近兩年騰訊遊戲首現負增長，遊戲收

入占整體收入的32%，比例也進壹步下

降，達到2015年以來的低點。

百度的問題是，盡管在凈利潤上和

其他兩家相差不多，但在營收上，僅為

阿裏巴巴和騰訊的三分之壹左右。市值上，

百度徘徊在650億美元左右，而另外兩家則

進入了3000億美元俱樂部。此外，百度在

移動互聯網端也缺乏“超級入口”。

三巨頭之外，“喜憂參半”同樣是

其他公司本季財報的關鍵詞。拼多多第

三季度收入為33.72億元，同比增長高達

697%，截至第三季度年度活躍用戶為

3.855億，同比增長144%。京東第三季

度收入1048億元，同比增長25.1%，增

速創連續9個季度以來最低。在用戶數

上，截至第三季度京東年度活躍消費用

戶為3.052億，環比首次出現下降，這意

味著，拼多多活躍用戶已超過京東。不

過，京東凈利潤為30億元，同比增長

200%，拼多多則虧損7.9億元。

“暗戰”技術
隨著“人口紅利”的消退，互聯網

產業的競爭正進入“深水區”。網絡購

物新增用戶數據就是最好的例證。

以往被認為消費能力有限，又需要

大量基礎設施“加持”的低線城市用戶

成了“香餑餑”。拼多多的掘起正被認

為來自這些用戶。同時，第三季度阿裏

巴巴新增用戶中，75%同樣來自於低線

市場。京東商城輪值CEO徐雷也表示，

京東將持續滲透到低線城市。

在爭奪用戶的過程中如何勝出？技

術投入帶來的創新成為“利器”。阿裏

巴巴方面稱，用戶的高增長得益於強大

的人工智能能力。淘寶得以根據用戶以

往的購物行為，向用戶推送更加高質量和

精準的商品和服務。數據顯示，京東第三

季度在技術研發上投入了34.5億元，同比

增長96%，占總收入的3.3％。而去年全

年此項投入合計66.5億元。以其開放人

工智能平臺NeuHub為例，京東方面稱，

基於這壹平臺的情感分析能力，京東智

能客服為消費者提供了超過1630萬次服

務，其中90%的問題都能由智能客服獨

立解決。

針對最被詬病的“傍名牌”問題，

拼多多CEO黃崢表示，拼多多正在不斷

嘗試創新技術手段加強平臺治理，如利

用算法模型與圖像識別技術打擊“傍名

牌”，“即使消費者在搜索框輸入山寨

詞，也只能搜到正規品牌，這將讓‘山

寨’商家知難而退”。

“下註”融合
傳統產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是另壹

個被互聯網巨頭們寄予厚望並投入重金

的新方向。

按照騰訊總裁劉熾平在財報電話會

議中的說法，“產業互聯網業務最初的

營收機會還是來自雲業務”。雲業務作

為融合的“基礎設施”，成為巨頭們開

拓這壹“藍海”的發力點。

在成立新的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群後，

騰訊在新壹季財報中首次披露了騰訊雲

業績，騰訊雲2018年前三季度營收超過

60億元，第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長超過

100%。在國內，騰訊雲最大的競爭對手

是阿裏雲，第三季度，阿裏雲營收高達

56.67億元，增速同樣高達90.5%。

在體量上，騰訊雲業務與阿裏巴巴

依然存在較大差距。不過，按照雲與智

慧產業事業群總裁湯道生的說法，雲業

務被視為騰訊的核心平臺，“希望通過

技術、數據幫助產業實現轉型升級，把

騰訊與各行各業的連接做得更緊密”。

在他看來，騰訊在C端的用戶需求優勢

將被平移到B端，“這壹點也能把騰訊

和其他服務提供商區別開”。

在阿裏雲方面，阿裏巴巴已開始將

其融合經驗與方案向全球拓展。數據顯

示，截至目前，阿裏雲在全球19個地區

運營了多達52個可用區，成為首家覆蓋

美國、英國、德國、日本、中國這全球

前五大雲計算市場的中國雲計算廠商。

在全力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之外，融合

也已開始帶來“真金白銀”。第三季度，

騰訊網絡廣告業務收入同比增長達47%，

至162.47億元，其中社交及其他廣告收入

同比增長61%，至111.57億元。基於微信的

朋友圈廣告和營銷推廣，線下商戶已開始

為騰訊貢獻價值。在線數字營銷服務平臺

“搞定”CEO李棟表示，通過線下微信支

付的流水量，線下小微商戶目前可以在騰

訊得到壹定的免費廣告置換。線上線下的

打通，將持續成為騰訊收入的“金礦”。

來自小米的數據同樣顯示出融合的

力量。數據顯示，智能物聯網設備及生

活消費品成為小米的“金庫”。第三季

度，這壹部分的收入為108億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89.8%。與此同時，第三季

度小米消費級物聯網連接設備數，已達

1.32億臺（不包括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

腦），擁有5臺以上智能設備的用戶達

198萬，環比增長16.5%。這同樣意味著，

以智能家庭為核心的物聯網智能設備也

在保持高速增長，作為下壹個“風口”，

物聯網也已“準備就緒”。

IFF 全球年會在穗開幕 探路新型經濟全球化
綜合報導 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5屆全球年

會24日在廣州開幕，來自全球的200多位財經政

要、金融領袖、行業專家圍繞年會主題“新全球

化· 未來之路——走向共同發展的新型經濟全球

化”展開探討。

國際金融論壇（IFF）是總部設於中國北京的

國際學術組織，2003 年 10 月由中國、美國、歐

盟、聯合國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及相關國際組織

的領袖共同發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領域高級別常設

對話交流和研究機構，被譽為全球金融領域的

“F20（Finance 20）”。

本次年會設置了以“新全球化：新時代、新格

局、新未來”為主題的開幕大會。“今年IFF年會

的主題切合時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

裁拉加德在視頻致辭中指出，國際貿易摩擦以及對

多邊貿易體制的質疑，正讓全球經濟受到威脅。

“中國堅持推進全球化，同時按照多邊主義原

則來推進全球化。”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

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認為，全球化最根本的出

發點是經濟合作、交流和互補，所體現的是貿易與

投資活動；同時，它面向於全球共同富裕，通過全

球之間的資源優化配置和分工合作，使得全球都能

夠受益，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會在此過程中取得更大

的收益，使全球發展更加平衡、更加美好、更加強

勁有力。

在開幕大會上，歐盟委員會前主席、葡萄牙前

總理巴羅佐，韓國前總理韓升洙，巴基斯坦前總理

肖卡特· 阿齊茲，菲律賓眾議長、前總統阿羅約，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鄭之傑，就“既往全球化的

經驗與問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與未來”“新全

球化的未來方向”等話題進行分享交流。巴羅佐認

為，國際社會不可能避免競爭，關鍵是要爭取建立

壹個穩定的、具有規則的競爭環境，並在國際層面

和國家層面加強多邊主義理念，促進互聯互通。

廣東省省長馬興瑞、中共廣州市委書記張碩輔

在會上分別致辭。除了開幕大會，此次年會還設置

20多場正式討論活動，包括1場學術圓桌峰會、4

場政策對話會、4場圓桌會議、4場專題峰會，並

將發布《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報告》《中國金融

開放40周年報告》等4份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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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主題： 選舉慘敗 蔡英文
辭去民進黨主席 綠營是否面臨分裂局面？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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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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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

713-505-3919
iptvho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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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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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國際太陽國際
惠及多元種族惠及多元種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
敏輝廣州報道）12月12日至
16日，2018匯豐世界羽聯世
界巡迴賽總決賽將在廣州天
河體育館舉行，總獎金150
萬美元。根據世界羽聯巡迴
賽“通往廣州”積分排名，
中國羽毛球隊在兩個單打項
目各獲一個參賽席位，在3個
雙打項目則實現滿額參賽。
林丹、諶龍、安賽龍等大牌
球星由於積分排名未符合參
賽資格而無法參賽。

根據規則，只有位列世
界羽聯“通往廣州”積分榜
男單、女單、男雙、女雙以
及混雙前8的選手，才能獲得
世界巡迴賽總決賽參賽資

格。男單方面，中國台北隊
周天成、日本隊的桃田賢
斗、印尼隊小蘇吉亞托、中
國隊石宇奇、韓國隊的孫完
虎、泰國隊的汪查榮和印尼
隊的金廷已鎖定7個參賽席
位，最後一席將在日本隊的
西本拳太以及印度隊的維爾
馬之間產生。林丹和諶龍，
包括丹麥名將安賽龍，都無
緣總決賽。其中諶龍和安賽
龍今年狀態並不好，加上傷
病，參加的比賽也有限。而
林丹本有機會進入前8，但在
過去兩周的中國公開賽及中
國香港公開賽上，都是首輪
即被淘汰，導致積分無法增
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CBA公司26日與卡特彼勒在滬簽約，正式
宣佈卡特彼勒成為CBA聯賽官方贊助商。
CBA公司董事長姚明與卡特彼勒全球副總
裁、卡特彼勒（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其華出席並見證卡特彼勒與CBA公司的
“實幹家聯盟”。

陳其華在致辭時表示：“卡特彼勒支持
為建設更美好世界的實幹精神，這與CBA及
其球迷的精神十分契合。隨着我們的品牌與
CBA賽事走向全國，我們希望‘實幹成就夢
想’這一價值觀能夠得以向社會推廣，鼓舞
我們的員工、客戶和社會大眾。”

而姚明則表示：“ 歡迎卡特彼勒加入
CBA聯賽的大家庭，正式成為CBA聯賽的
官方贊助商。我們期待與卡特彼勒建立積極
有效的推廣合作，將‘實幹成就夢想’更廣
泛地傳遞出去。”姚明稱，期待CBA成為更
多年輕人和合作夥伴的追夢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姚明在接受簡短的媒體
群訪時特別強調，比起更多人關心的CBA如
何賺錢，他更希望大家關注CBA為何要積累
資本。此外，他提及，目前CBA聯賽與世界
頂級聯賽間的差距依然是團隊潛能的挖掘。

由名宿陳志康擔任總監、丘建威任
青訓發展經理的太陽國際體育

會，已發展地區青訓多年，更與香港不
同社區組織合辦免費班。由最初的葵青
開始，現時足跡已遍佈油尖旺、香港
仔、大埔、黃大仙及天水圍等地區。到
2015年10月，太陽國際體育會更殺入
東涌，經過3年時間，現時每周1至2
次的訓練，已成為區內居民恒常活動。

學員出身廣泛 相處融洽
快年滿8歲的謝燿謙，便是東涌區

訓練班其中一位“元老”，在港鐵任職
的爸爸謝先生回憶說：“記得最初收生

時還未足5歲，一
轉 眼 已 3 年
了。難得
燿謙有

興趣，作為父親當然很支持，畢竟喜歡
他玩戶外運動多過打遊戲機。他自從參
加足球班以來，不只基本技術有進步，
身體也健康了，現時更越級代表離島區
U10參加常規比賽。”對於東涌近年發
展迅速，謝爸爸指居民生活未受影響：
“東涌很多飛機師及空中服務員聚居，
周遭都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最近
多了遊客，其實只影響到車站附近，我
們一般市民未受影響。”

丘建威則表示，東涌的授課與其他
地區有點分別：“這區有很多不同種族
的學生，教練們上課時都要用到兩文三
語。而且他們的生活模式很悠閒，與其
他地區人士急趕的性格截然不同。”燿
謙的隊友當中，便有來自歐洲、南亞及
內地的新移民家庭，各人都相處融洽。

依靠足球打破語言界限
身為芬蘭及中國混

血兒的Val，勇於盤球
突破，是學生中比教
突出的一個。負責
香港學生到芬蘭

留學工作的爸爸Thomas感謝教練栽
培：“我知道這是東涌唯一具規模的足
球訓練班，所以讓Val來上課，因為工
作關係，我平時很少見他踢足球，今天
驚覺他球技進步神速！”Thomas在求
學時代曾為雪合戰運動員，得過獎學
金：“我夢想過要做職業選手，但現時
已沒機會了，他日如果Val想踢上職
業，我會大力支持！”

Val雖然不太懂廣東話，但他與隊
友溝通完全沒障礙，袁梓哲及梓琳兩兄
妹和Val就最為熟稔。梓哲及梓琳祖母
解釋：“我們兩個家庭住在同一棟大
廈，他們又經常一齊上學，可以說是從
小玩到大了。也由於足球的關係，令他
們之間溝通更加多，能夠與不同國家、
地區的朋友一同成長，對小朋友也是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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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協盃決賽首回合
國安魯能握手言和
本季中國足協盃決賽首回合日前在北

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北京中赫國安隊主場
與山東魯能泰山隊1：1賽和，兩隊球員迪
亞高達杜尼和巴甘布先後命中12碼。

在足協盃歷史上，山東魯能曾5次奪
冠，北京國安則3次捧盃，本次決賽的勝
者將直接進軍下季亞冠聯賽正賽。上半
場30分鐘，主隊的巴甘布在禁區內手
球，魯能獲得12碼，迪亞高達杜尼一蹴
而就，將比分改寫為1：0。下半場開場
後不久，國安球員示意對方球員卡路士
基爾在防守時手球，球證卡頓保起初未
予理會，之後又在視頻助理裁判
（VAR）的提示下判給主隊12碼，巴甘
布將功補過主罰命中將功補過主罰命中，，最終兩隊最終兩隊11：：11握握
手言和手言和。。雙方次回合的比賽將於雙方次回合的比賽將於3030日在日在
濟南進行濟南進行。。

賽後，國安主帥施密特就表示和局
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今天是戰鬥
的第一部分，這個比分我們可以接受。
我們當然更希望取得比賽的勝利，但我
想這樣的比分在第一回合結束後還有很
多可能性。現時要做的就是好好恢復，
準備下一場比賽。下場一定會像今天一
樣困難，但我們會像今天一樣用盡全
力。今天過後，我對於我們拿下這個冠
軍更有信心了。”

談到巴甘布因手球送給對方一個談到巴甘布因手球送給對方一個1212
碼碼，，但自己後來又將功補過但自己後來又將功補過。。在評價他在評價他
的發揮時施密特說的發揮時施密特說：“：“他今天其實在攻他今天其實在攻
守兩端為球隊付出了很多守兩端為球隊付出了很多，，在埋門的時在埋門的時
候欠缺一些運氣候欠缺一些運氣，，但他和其他隊員一但他和其他隊員一
樣樣，，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新華社新華社

CBA
與
卡
特
彼
勒
達
成
合
作

林丹諶龍缺席世羽巡總決賽

港珠澳大橋開通，連帶位

於香港大嶼山的東涌也熱鬧起來，同時

也意味着區內發展潛力大增。但其實早在3年

前，已有香港球會看中該新市鎮有需求，在區內開

辦足球訓練班，希望透過一個足球，成功將社區內不

同種族的家庭及小朋友連結起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殺入東涌搞足球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太陽國際
是 “ 香 港 飛 馬 ” 前 身 “ 太 陽 飛 馬 ”
（2012-2015）的主要贊助商，自退出頂級聯賽
後，便集中資源投入青訓工作，組隊角逐各年齡級別
青年聯賽之餘，也曾以U18球員為班底征戰丙組聯賽，
過去周日剛為冠忠南區把關的19歲門將蔡子濤，當年正是
主力一員。而陳凱柏（南區）、陳晉一、于楊、周衍丞（傑
志）及張憙延（飛馬）等等，也是球會青訓梯隊出身，現時
均已躋身港超，追隨師兄陳港斌（南區）及胡晉銘（飛馬）
等的步伐。

太陽飛馬在港超3季雖無緣錦標，但也為球圈孕育出
不少教職人才。現時已獨當一面的陳婉婷（東方龍獅主教
練）、郭嘉諾（港隊助教及佳聯元朗主教練），以及陳振
宇（飛馬助教）、郭駿林（理文技術分析教練）、賴沛憶
（夢想FC體能教練）等，當年都曾執教太陽梯隊，大部
分人的教練生涯更是從太陽起步；理文行政經理周文健也
是太陽行政主任出身。見到不同範疇桃李滿門，相信前港
超最佳教練、現時球會總監陳志康也會感到安慰。

■■一眾來自不同地方的小隊員相處融洽

一眾來自不同地方的小隊員相處融洽。。

■■ThomasThomas（（左上左上））

對對ValVal（（左下左下））的進的進

步感驚訝步感驚訝。。

■于楊（左）及陳晉一（中）今季在傑
志一隊亮相，靜候初試啼聲。

■■北京國安球員巴甘布北京國安球員巴甘布（（前左前左））在比賽中射門在比賽中射門。。 新華社新華社

■■CBACBA與卡特彼勒在滬簽約與卡特彼勒在滬簽約。。

■■太陽國際體育會三年前已進軍東涌太陽國際體育會三年前已進軍東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
敏輝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
區又添一個大型馬拉松賽
事。被譽為“最漂亮賽道”
的2018雪松廣州黃埔馬拉松
賽，將於今年12月23日在廣
州黃埔體育中心鳴槍開跑。
屆時來自內地、港澳及海外
的15,000名選手，將參加此
項賽事。

據介紹，共有來自12個

國家和地區、國內29個省、
市、自治區、直轄市選手參
賽。賽道方面，黃埔體育中心
為起點站，跑過港灣路、進入
黃埔港，繼續沿着科豐路，跑
向開泰大道、開源大道，直達
科學大道。主辦方介紹，賽道
與青山綠水並肩，與公園綠
道並行。賽事終點設在有着
羊城八景“科城錦繡”美譽
的科學城綠軸廣場。

“最美賽道”馬拉松下月廣州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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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繼續跌油價繼續跌 市內油價每加侖見市內油價每加侖見22元元
（本報訊 ）休斯頓油價感恩節之後繼續下跌

，根據報導，市內部分油站已經看到每加侖低於2
美元的油價。

根據一家跟踪研究油價的機構 GasBuddy.com
的報導，休斯頓平均油價每加侖的價格本週再次下
跌0.08美元，為2.22美元。目前全美有18個州，
油價低於2美元，德州位居其中之一。上週日，德
州最低的油價位於 Denton 的 Buc-ees，每加侖為
1.79美元。

受到原油價格下降的影響，汽油價格今年以來
也持續下跌，上週的原油價格為每桶50美元，比
一周之前下降了8%，而今年十月的原油價格為每
桶76美元，下跌幅度超過30%。

休斯頓當地油價比一個月之前下降了0.31美元
，但和去年同期相比有0.04元的增長。

全美範圍內，汽油的平均價格為每加侖2.53美
元，比上週略有下降，而全國的平均油價比上個月
減少了0.29美元。

能源業界人士指出，未來幾週的油價有望繼續下降，和上個

月相比，意味著駕駛者每天的新入1.25億美元的用油節省費用。
但也有人擔憂，休斯頓作為能源之都，油價的持續低迷，會

影響到能源行業的發展，並拖累當地經濟的發展和消費者支出水
平。

（本報訊 ）休斯頓
今年進入秋季之後，晝夜溫
差加大，同時，溫度的變化
明顯，上週的感恩節秋風宜
人，陽光和緩，但本周雖然
晴天為主，但冷空氣再次來
臨，氣溫驟降，本週一和本

週二，氣溫再次接近冰點。
根據氣象部門預測，直

到本週三，當地的氣溫才會
緩緩攀升，本週四和本週五
，受到冷空氣過境的影響，
當地會有較小的機率產生降
雨和雷電天氣。

由於氣溫變化大，容易
感染流感，也提醒市民注意
保暖，特別是老年人和兒童
要注意防止流感引發的疾病
。

[綜合報導]2018，一個全球金融資產黯然失色的年份，
股市、債市、大宗商品、外匯市場，無一倖免。

彭博社稱，今年是自上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金融市場遭受
的最艱難的一年，各類資產幾乎都被拋售。據德意志銀行統計，
截至11月中旬，在所有70個資產類別中，多達70%都出現了美
元計價的投資收益為負值的情況，接近1920年創下的84%歷史記
錄。

你可能還沒覺得今年特別糟糕，但如果回望歷史，你會發現
今年是相當悲慘的一年。

他還補充了一句令人心驚膽戰的話：2019年看起來也好不到
哪裏去。

這與法國興業銀行股票策略師Roland Kaloyan的觀點不謀而
合。當時Roland Kaloyan稱，儘管確實有一些因素可以令明年上
半年的股市下跌有所緩和，但從長期來看，熊市依然在。

Roland Kaloyan表示，2020年中早期美國發生經濟衰退的幽
靈會在明年上半年影響股票市場。未來12個月，全球股票市場
仍存下行風險，糟糕的表現預計將在明年下半年集中爆發，因為
屆時投資者會將下一輪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期反映在股價上。

的確，市場轉換太快。 9月份，投資者可能還放心地睡著大
覺，當時標普500指數還在不斷刷新歷史最高紀錄，到了10月就
會猛然驚覺市場已經“變臉”了，大盤陷入調整區間，三大指數
近期一度回吐今年所有漲幅。

外圍股市也很慘，歐洲股市、韓國股市、中國股市早就進入
了調整甚至熊市區域。中國深證成指和中小板指數今年的跌幅都
超過了30%。香港恆生指數的年內跌幅也超過了10%。

大宗商品普跌，原油領銜，其價格今年跌掉了三分之一。新
興市場貨幣對美元全線貶值，連屢屢創造出神話般起死回生行情
的比特幣都跌破了4000美元。十年期美債價格走低，收益率升

至十年未曾見過的高位。
投資者承受著巨大的壓

力。曾在2004出版《做空期
權全指南》（The Complete
Guide to Option Selling） 一
書指導讀者做空的知名交易
員 James Cordier 前幾天爆了
倉，他在自述中幾經哽咽的
視頻火速傳遍了網絡。

過去一個多月以來，國
際油價暴跌讓全球油氣股大
舉蒸發 1 萬億美元市值，僅
埃克森美孚就損失了 350 億
。

全球最大原油對衝基金
Andurand Capital Manage-
ment 掌門人 Pierre Andurand
春天的時候還自信滿滿地看
多油價，認為 100 美元不是
夢，甚至 300 美元“也不是
沒有可能”。但現在，布倫特油價跌回了60美元，WTI油價更
是徘徊在50美元附近。這令他那10億美元的基金10月份蒙受了
公司史上最大的單月浮虧。

美國科技股的短時間內顯著調整令一些對衝基金不得不選擇
拋售。高盛根據13F分析稱，至少有26只對衝基金在第三季度清
空了Facebook的持股，其中就包括知名基金經理Daniel Loeb的
Third Point LLC，他們的理由是該股的表現“令人失望”。

市場風險情緒遭到了嚴重破壞。就在此時，高盛和美銀美林

相繼喊出了一種短期避險策略：持有現金。
美銀美林股票與量化策略師Savita Subramanian稱，“現金現

在很有競爭力，而且很有可能還將繼續增長”。高盛首席美股策
略師David Kostin認為，現在是很多年來現金首次成為比美股還
有競爭力的資產。

而在此前的金融危機之後的低利率時代，現金等資產收益率
近乎為零，因此投資者興趣寥寥。

全球市場展望：今年是歷史級的慘淡
明年可能更殘酷

忽冷忽熱忽冷忽熱 休斯頓本週再見零下溫度休斯頓本週再見零下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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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地區的白蟻大致分為本土
地下性白蟻, 乾材性白蟻, 及台灣種
地下性白蟻三種,. 其中台灣種地下
性白蟻多半發現在休士頓沿海
(Baytown) 附近, 在華人比較集中的
糖城 (Sugar Land) 以及 Missouri
City, Katy 等地區僅零散見於使用鐵
軌枕木做為園藝材料的房子. 乾材性
白蟻散佈範圍雖然較台灣種地下性
白蟻為廣, 但由於它們生活在木材之
內, 每窩白蟻的個体數目極少, 所以
造成嚴重損害的情形也極少見. 本土
地下性白蟻 (Native Subterranean
Termite) 是最常見的種類, 絕大多數
屋主所見到的都是這種白蟻.

白蟻問題雖然普遍, 但真正影響
房屋結構的情形在比例上其實很低,
原因在於 (1)與多數人的瞭解所不同
的是白蟻在正常狀況下損壞木材的
速度很慢, 除非它們進入經常潮溼的
木材之中, 例如滲水的淋浴間牆壁或
下雨時會漏水的外牆之內. (2)地下性
白蟻為了自身的安全以及保持生活
環境溼度之需要, 對所有的活動範圍
都以泥土與外界隔離, 又因為工蟻有
不斷搜尋新的食物來源之天性, 這種

持續搜索活動會在牆上造成小洞以
及補洞所留下之泥土, 使得白蟻非常
容易被人發現以及處理. (3)房屋在建
造時所使用的木材都能夠承受相當
程度的損害而不致於危及結構強度,
對於沒有持續漏水問題的牆壁, 白蟻
在二三年內通常不會造成需要修理
木結構的損害. (4)地下性白蟻的處理
非常容易, 在2000年之前曾經有約
20年的時間, 市面上沒有容易使用
又具有良好效果的白蟻藥, 再加上處
理白蟻之業者的渲染, 使許多人對白
蟻產生了誇張性的恐懼, 但由於科技
的進步, 今天市面上已有很容易將白
蟻一網打盡的化學藥品, 大多數的白
蟻問題只要一次處理就能維持多年.

雖然白蟻處理不再困難, 但如果
房屋有了白蟻而多年不予理會或是
處理不得其法, 仍然有可能因過度延
誤而產生重要結構受損的情況, 這種
情況多半發生在屋主完全沒有警覺
性, 或是長期出租的房子, 由於在房
屋出租期間房東很少有機會觀察房
屋狀況而許多房客對於不直接影響
他們生活的問題並不在意而聽任其
自然發展. 做為一個購屋者, 當發現
房屋極度欠缺保養或曾經多年出租
時, 對於牆壁上的損壞應提高警覺,
仔細觀察. 對於白蟻造成結構性損壞

的牆壁通常有兩個共同特點, 其一:
在同一個區域內出現數條不同方向
的不規則裂縫, 裂縫後面的木材已變
質或鬆軟, 用螺絲起子一試就可明顯
感覺的出. 其二: 在出現裂縫的區域
有白蟻活動所留下的點狀或條狀的
泥土.

對於白蟻所造成的結構損壞之
修理工程, 其費用多寡因損壞位置之
不同而有很大差異. 在一般沒有門窗
的牆壁, 牆內的承重木結構非常容易
補強, 其修理費用最主要用於修補切
除後的表面牆板 (Sheet Rock) 及油
漆. 但如果損壞發生在門窗正上方的
橫樑 (Header 或 Top Plate) 上, 由於
橫樑需要完全取出更換, 成本就會高
出數倍. 最糟的情況是如果支撐二樓
地板的橫樑 (Joist) 也受到較大範圍
的損壞, 工程費用就會更高. 事前自
已多一些用心往往可避免許多事後
的頭痛, 完全仰賴經紀人及檢驗人員
去避免風險不是很切合實際的想法.
因為經紀人不是專業檢驗人員, 沒有
能力判斷白蟻是否存在及其損害程
度. 白蟻處理人員不具備結構方面的
專業知識, 沒有能力判斷損害是否需
要修理. 房屋檢驗人員對於表面牆板
之後的木結構由於無法看見因而沒
有責任做出評估.

白釗民專欄

德州屋主對白蟻德州屋主對白蟻
應有之基本認識應有之基本認識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感恩節午茗金冠感恩節午茗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韶光易逝，又到一年一度的 「感恩

節」 的來 臨。去年感恩節剛過，居住於
澳門的家慈，病情轉急，我等楊家子女
，急飛回去，送母最後一程。今年感恩
節，乃是親娘仙逝一年，昨晚午夜夢醒
，思母情切，深夜執筆，寫下小詩乙首
：

又見北風桐葉落，思親每念倍神傷
。

兒時母愛堪猶記，昔日歌聲迄未忘
。

幕幕溫馨催熱淚，絲絲愁緒繞哀腸

。
簷前滴水知恩報，莫待空餘夢夕陽

。
這本是個人感受，似乎不應強叫讀

者閱讀。不過人皆有母，而家母是以九
十高齡離去，應屬笑喪。我趁感恩節來
懷母，想諸君亦會體諒。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我夫妻兩人
均任職休市美國校區，碰上感恩節便有
一周假期，偷得浮生半日閒，先在家中
收拾一下雜物，其次便是跟不同親友，
飲茶食餐去也！

作為美國第4 大城市的休斯頓的居
民的我們，應該說是口福茶福不淺。只
要走入中國城中的百利大道一帶，可以
飲茶灌水食粥食飯的唐人酒家飯店，就
觸目可見有： 鳳城、點心皇、東雲閣、
錦江、東海、珍寶、黃金茶寮、金山、
金冠等各大小酒家茶樓，任君挑選。
內子好友林小姐，向我們講出她日前一
段飲茶經歷：

她有貴賓好友從紐約南下休市，林
小姐聽說休市高級地區之Galleria 內，
去年開有一間高級茶樓，固此誠請遠方

來客一聚。哪裡的食物出品不俗，要批
評的，是該店的茶水服務收費。一張6
人餐枱，位位飲茶，當然需要 兩個茶壺
的茶水來飲用，而當熱茶飲至一半後，
很自然會按一般茶樓慣例，請店內侍應
來添加熱水，以便可以多飲多食。誰知
該店規例，一壺茶水，就是一次過而已
，客人要添水，需要另外收費！

當林小姐聽到這樣的店例時，不禁
為之舉棋不定。因為哪裡的茶水收費己
不少，（為存忠厚，小生不便在此寫來
），若是再要加水，兩壺茶水便成雙倍

收費，似是 「斬客」 所為。不過貴友在
座，不便理論，只好作出 「含笑飲甘露
」 的動作，一於著企擡去馬加水，以免
失禮友前。

這不是天方夜譚，恕本書生孤陋寡
聞，我已走遍美國各大都市的中國城內
的粵式茶樓，迄今為止，才是首次聽到
有這麼一個飲苶添水收費。幸好我所喜
愛的金冠酒家沒有這樣的規定，而休市
眾多茶樓酒家，也不見這樣收取費用。
而我每次身處金冠之內，舉杯飲茶之時
，頓覺水滾茶靚，香味入喉哩！

【泉深編譯/來自 CNN 和 VOA】墨西哥蒂華納（Tijuana,
Mexico）消息，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周日在聖伊西德羅入境口
岸（San Ysidro port of entry）關閉了公路和人行天橋，該港口是
聖地亞哥和墨西哥蒂華納之間最大的陸地過境點之一。

中美洲移民群體已經聚集在離聖地亞哥最近的墨西哥邊境城
市蒂華納市多日，尋求通過邊境口岸進入美國。他們的到來吸引
了墨西哥軍隊抵達邊境，人群中的抗議者以粗暴的言論譴責特朗
普總統和墨西哥政府的官員。

自由撰稿人阿爾弗雷多•阿爾瓦雷斯（Alfredo Alvarez）說
，在聖伊西德羅（San Ysidro）聚集的人群中，大約有500名移民
以壓倒性的優勢沖向由美國聯邦和當地的墨西哥警察封鎖的邊境
。人群由男人，女人和很多孩子組成。隨著橋梁和行人過境點兩
個方向關閉，移民前往鐵路穿越的貨物儲存區。他們試圖靠近邊
界墻，設法悄悄地跨越邊界，海關人員無法從他們所在的位置看
到。

據美國總務管理局（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稱
，多數中美洲移民群周日在西半球最繁忙的陸地入境口岸聖伊西
德羅計劃進行更多示威活動。該機構表示，邊境兩側的移民有計
劃的示威活動促使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邊境口岸部署了更多
的人員。

“包括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官員、美國邊境巡邏人員以及
空中和海上特工在內的其他人員最近從全國各地部署到聖地亞哥
地區，以準備大篷車在蒂華納潛在抵達美國。” 阿爾瓦雷斯說
。

蒂華納市長胡安•曼努埃爾•加斯特倫（Juan Manuel
Gastélum）周日在推特上說，他不會讓移民的行為破壞該市與鄰
國的關系。蒂華納的許多居民每天都在美國工作，學習和訪問美

國，邊境關閉對他們也
有影響。
市長此前曾表示，該市
無法支持移民。
美國總統強硬，要求外
國阻止

星期日早些時候，
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墨
西哥與中美洲國家阻止
移民大軍前來美國。特
朗普之前表示，墨西哥
願意讓尋求在美庇護的
人留在墨西哥，等待美
國移民法庭審理他們的
庇護案件。墨西哥對此
加以否認。

特朗普在推文中說
，“如果墨西哥能夠在
移民大軍抵達我們南方
邊境之前阻止他們，或
者原發地國家能夠不讓
移民組成大軍 （後者是他們把某些人驅逐出他們國家並把他們
丟進美國的一種做法。現在不靈了），就是十分聰明”。

特朗普在推文中說，在野的民主黨人“制造了這個麻煩。”
特朗普星期六表示，目前抵達美國南部邊境的移民們 “在

他們的申請被法庭逐一批準之前，不會允許他們進入美國。我們
只允許那些合法申請的人進入我們國家。除此之外，我們十分強

有力的政策就是‘抓住和拘留’，不會在美國‘釋放’。” 這
些移民大部分來自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

特朗普還說，“所有移民都將留在墨西哥境內。如果出於任
何原因有必要的話，我們將關閉我們的南方邊境。邊境在被濫用
了幾十年之後，美國不會容忍這種既費錢又危險的局勢再次出現
！”

中美洲移民沖擊邊境中美洲移民沖擊邊境 美國關閉聖地亞哥的主要美國關閉聖地亞哥的主要
入境口岸入境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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