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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動物園年度普查倫敦動物園年度普查 動物們集體出鏡賣萌動物們集體出鏡賣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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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首都雅加達遭暴雨侵襲印尼首都雅加達遭暴雨侵襲
兒童在洪水裏兒童在洪水裏““苦中作樂苦中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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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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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認為，合理、公正、暢通、有

序的社會性流動，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的有力支撐，是社會和諧進步的重要標

誌，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

各類城市放開和放寬落戶條件，將會釋

放壹輪效果明顯的“戶籍紅利”，有利

於吸引更多人才從壹二線城市向其他中

小城市流動，促進城市之間勞動力和人

才的良性流動——

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

公廳聯合印發《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

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對人才流動作出

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其中，有關全

面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的內容，受到

廣泛關註。

放寬落戶限制，哪些城市將受影響

？未來城市競爭格局將發生什麼變化？

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如何跟上？記者就此

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戶籍制度改革持續深化
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研究員、民盟

中央經濟委副主任馮奎在接受經濟日報

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我國戶籍制

度改革持續深化，現在難點與重點就是

突破大城市落戶問題。

《意見》要求，以戶籍制度和公

共服務牽引區域流動。全面取消城區

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

，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 500

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

人口 500 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

落戶政策，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會

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

比例。

武漢大學中國發展戰略與規劃研究

院副院長吳傳清認為，這與今年4月國

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2019年新型城

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相互呼應，並更

加深化。《重點任務》提出，繼續加

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區常

住人口 100 萬以下的中

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

取消落戶限制的基礎

上，城區常住人口 100

萬至 300 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

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至

500 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

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

戶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

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

、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

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合理、公正、暢通、有序的社會

性流動，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有力支

撐，是社會和諧進步的重要標誌，是實

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吳傳清

認為，《意見》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

思想。比如，《意見》提出，超大特大

城市要“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

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淡化了學歷等

要求，讓更多人擁有可以通過努力奮鬥

獲得幸福的機會。

“與此前相比，這次《意見》中放

寬落戶方面的具體政策站位更高，是站

在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角度提出

來的，長遠意義更突出，因為戶籍制度

改革是階段性的，但社會流動是持久性

的。這次意見所提內容的針對性也更

強。”馮奎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

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認為

，各類城市放開和放寬落戶條件，將會

釋放壹輪效果明顯的“戶籍紅利”，並

進壹步激發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

總體來說，這項利好政策還將有利於吸

引更多人才從壹二線城市向其他中小城

市流動，促進城市之間勞動力和人才的

良性流動。

落戶門檻越來越低
全面放寬落戶條件，哪些城市將主

要受到影響？

根據2014年11月國務院印發的《關

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以

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我國城市被

劃分為五類七檔。其中，城區常住人口

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城區常住人

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為中等城

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500萬以下

的城市為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

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

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

市。

記者對住建部發布的《2017年城市

建設統計年鑒》梳理發現，2017年底，

我國城區人口在500萬以上的特大和超

大城市共有9個，除4個直轄市外，還

包括深圳、成都、廣州、南京、武漢。

城區人口在300萬到500萬的有10個，

分別是西安、沈陽、哈爾濱、昆明、鄭

州、杭州、濟南、青島、大連和長春。

此外，太原、長沙、蘇州、石家莊、南

昌、汕頭等59個城市的城區人口，在

100萬到300萬之間。這些城市，主要是

二線城市和“新壹線城市”，經濟發展

基礎好，區域輻射帶動能力強，就業機

會也多。

實際上，即便是壹些特大城市，今

年以來也陸續出臺了放寬落戶限制的政

策。

吳傳清認為，當前，經濟和人口

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趨勢比較明

顯。《意見》順應了人口流動的這壹

趨勢，將有助於推動形成以中心城市

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

展新模式。

在馮奎看來，大城市全面放寬落戶

條件，對區域中心城市和中小型城市將

有不同影響。“部分中心城市將可以獲

得人口增量，進入規模擴張通道。但是

部分三四線城市、資源枯竭型城市可能

面臨著人口流失的挑戰，收縮性現象會

加劇。”

吳傳清表示，《意見》提出，推

動區域協調發展促進流動均衡。這也

意味著，我國將以更完善的政策保障

，推動人才在區域之間、產業之間、

城市和農村之間實現多元的、雙向的

流動。比如，支持中西部、東北地區

培育優勢特色產業，促進區域間流動

機會均衡。

用更好公共服務留人
放開落戶後，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能

承接住嗎？

“靜態而言，基本公共服務方面

有壹定缺口。但是如果各方面政策

改 革 到 位 ， 這 個 問 題 能 夠 得 到 解

決 。”馮奎認為，有三塊工作需要

跟上。壹是從中央層面來看，對於

吸收人口較多的城市，在土地、財

政資金等方面應落實相應支持性的

政策；二是城市要緊抓基本公共服

務的主要短板，並且通過治理能力

的提升提高承載力；三是動員社會

資本參與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

。應創造條件，大力培育民辦非營

利機構、社會組織等，擴大基本公

共服務有效供給。

在這方面，《意見》明確要求：推

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常住人口享有

與戶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業創業、社

會保險、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

共服務。穩妥有序探索推進門診費用異

地直接結算，提升就醫費用報銷便利程

度。進壹步發揮城鎮化促進勞動力和人

才社會性流動的作用，全面落實支持農

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推動城

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

口落戶數量掛鉤，推動中央預算內投資

安排向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較多

的城鎮傾斜。

未來，城市之間既要“搶人”，更

要“留人”。

“對於大城市而言，在吸引勞動力

和人才方面將面臨更大挑戰。要通過公

共服務的普惠性提供，提升所有常住居

民的獲得感和歸屬感；對於中小城市來

說，要抓住契機改善公共服務提供能力

，滿足落戶人口的各類公共服務需求，

吸引並留住人才。”馬亮認為，落戶政

策的核心是推動越來越多的家庭在城市

落戶，而不像過去那樣只是經濟性地利

用單個勞動力和人才。這意味著城市政

府要為每個人背後的家庭著想，從“宜

家”的角度考慮如何為勞動力和人才及

其背後的老少家庭成員提供全方位的公

共服務。

為支持實體經濟

發展，降低社會融資

實際成本，新年第壹

天，央行釋放降準信

息，決定於2020年1月

6號下調金融機構存款

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降準背後有怎樣的

意義？我們壹起來了

解壹下。

此次降準如何支
持實體經濟？

中國人民銀行表

示，此次降準是全面

降準，體現了逆周期

調節，釋放長期資金

約 8000 多億元，將有

效增加金融機構支持

實體經濟的穩定資金

來源，降低金融機構

支持實體經濟的資金

成本，直接支持實體經濟。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殷

劍鋒說，從長期來看，這是我們國家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改革的延續。隨著

環境的變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逐

漸下調是壹個趨勢。

如何緩解小微民企融資難融資貴？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降準

增加了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大中小

銀行都要積極運用降準資金加大對小

微、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在此次全

面降準中，僅在省級行政區域內經營

的城市商業銀行、服務縣域的農村商

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

作社和村鎮銀行等中小銀行獲得長期

資金1200多億元，有利於增強立足當

地、回歸本源的中小銀行服務小微、

民營企業的資金實力。

降準是否意味著貨幣政策改變？
央行表示，此次降準與春節前的

現金投放形成對沖，銀行體系流動性

總量仍將保持基本穩定，保持靈活適

度，並非大水漫灌，體現了科學穩健

把握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穩健

貨幣政策取向沒有改變。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殷

劍鋒說，2020年，全球經濟恐怕還是

壹個比較寒冷的“冬天”，所以為了

應對經濟周期的下行壓力，降準也是

壹個非常必要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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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落戶政策全面放寬
未來城市格局如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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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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年年11月月44日日，，美南山東總會年會在鳳凰活動中心盛大舉行美南山東總會年會在鳳凰活動中心盛大舉行，，休休
斯敦市長特納斯敦市長特納、、國會議會奧格林等國會議會奧格林等900900位重量級嘉賓出席位重量級嘉賓出席。。圖為圖為
鳳凰活動中心董事長許振城鳳凰活動中心董事長許振城，，文夢地板品牌創始人文夢地板品牌創始人、、SenHillSenHill國際國際
公司董事長公司董事長Christine YangChristine Yang楊在充滿中國年味的喜氣洋洋的向全體楊在充滿中國年味的喜氣洋洋的向全體
華人和新老客戶們祝福華人和新老客戶們祝福，，20202020財源廣進財源廣進。。

20202020年年11月月22日日，，休斯敦市長休斯敦市長、、主計長主計長、、市議員在沃瑟姆大劇場隆重就職市議員在沃瑟姆大劇場隆重就職
。。圖為中國文化服務中心的小朋友們上台與就職官員們一起在美國國旗圖為中國文化服務中心的小朋友們上台與就職官員們一起在美國國旗
和德州州旗前宣誓和德州州旗前宣誓。。後排均為休斯敦不分區市議員後排均為休斯敦不分區市議員Mike KnoxMike Knox及他的議及他的議
員同事們員同事們。。

20202020年年11月月22日日，，休斯敦市長休斯敦市長、、主計長主計長、、市議員在市議員在
沃瑟姆大劇場隆重就職沃瑟姆大劇場隆重就職。。圖為世界名人網特邀記圖為世界名人網特邀記
者劉晶者劉晶Michelle LiuMichelle Liu在儀式結束後酒會上採訪再次在儀式結束後酒會上採訪再次
當選的休斯敦主計長當選的休斯敦主計長Chris BrownChris Brown。。

由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教育發展委員會主辦由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教育發展委員會主辦，，日中友好促進會日中友好促進會
主辦主辦、、北京國際交流協會北京國際交流協會、、中國發展網中國發展網、、世界名人網協辦的世界名人網協辦的20202020星星
光盛典國際藝術節將在光盛典國際藝術節將在11月月3131日在東京盛大舉行日在東京盛大舉行。。圖為董洁與潘慶圖為董洁與潘慶
林團長在研讀他的專著林團長在研讀他的專著《《世界需要中國中國世界需要中國中國
需要習近平需要習近平》。》。

20202020年年11月月22日日，，休斯敦市長休斯敦市長、、主計長主計長、、市議員在沃瑟姆大劇場隆重市議員在沃瑟姆大劇場隆重
就職就職。。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特邀主持人特邀主持人、、著名丹妮品牌著名丹妮品牌
創始人楊丹妮創始人楊丹妮Denni YangDenni Yang女士在儀式結束後酒會上採訪再次當選的女士在儀式結束後酒會上採訪再次當選的
休斯敦市長特納先生休斯敦市長特納先生。。

20202020年年11月月11日日，，科爾沁草原的百靈鳥科爾沁草原的百靈鳥，，蒙古族長調和科爾沁文化傳蒙古族長調和科爾沁文化傳
播者播者，，天籟女聲蒙古族青年歌手阿木古楞來到休斯敦出席美南山東總天籟女聲蒙古族青年歌手阿木古楞來到休斯敦出席美南山東總
會舉行的盛大年會會舉行的盛大年會，，與休斯敦釣魚群群主與休斯敦釣魚群群主、、FPSFPS董事長肥鵬在主辦單董事長肥鵬在主辦單
位在位在Fat NiFat Ni舉行的接風會上合影舉行的接風會上合影。。阿木古楞曾獲阿木古楞曾獲CCTVCCTV《《越戰越勇越戰越勇》》
金話筒冠軍金話筒冠軍,,山西衛視的山西衛視的《《歌從黃河來歌從黃河來》》歌王比賽全國歌王比賽全國66強強。。中央電視中央電視
台台《《中國民歌大會中國民歌大會》》全國蟬聯四期擂主全國蟬聯四期擂主，，在馮小剛執導的賀歲片在馮小剛執導的賀歲片《《芳芳
華華》》中中，，蒙古族著名的青年歌手阿木古楞在片中蒙古族著名的青年歌手阿木古楞在片中
客串一名文工團女歌手並演唱經典紅歌客串一名文工團女歌手並演唱經典紅歌《《草原女草原女
民兵民兵》。》。 20172017年年，，阿木古楞榮獲通遼市人民政阿木古楞榮獲通遼市人民政
府文學藝術最高獎府文學藝術最高獎————““科爾沁文化傳播獎科爾沁文化傳播獎”，”，
20112011年年77月發行組合專輯月發行組合專輯《《科爾沁姐妹訴說草原科爾沁姐妹訴說草原
夢夢》；》；20142014年出版了組合第二張專輯年出版了組合第二張專輯《《金邊袍金邊袍》》
。。 20182018年新專輯年新專輯《《千年的草原千年的草原》》榮獲銀禧大獎榮獲銀禧大獎
、“、“最佳女聲專輯獎最佳女聲專輯獎”、”、最受歡迎女歌手獎最受歡迎女歌手獎。。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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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1212月月3030日日，，著名愛國僑領著名愛國僑領、、休斯敦五邑休斯敦五邑
同鄉會會長戴慧怡女士與從英國倫敦來的女兒雯同鄉會會長戴慧怡女士與從英國倫敦來的女兒雯
雯雯((櫻澪櫻澪)Karman Li)Karman Li一起來到休斯敦聖誕賞燈聖地一起來到休斯敦聖誕賞燈聖地
River OaksRiver Oaks的巨大聖誕燈飾大樹下合影的巨大聖誕燈飾大樹下合影，，喜迎興喜迎興
旺發達的旺發達的20202020年年。。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3030日日，，美國最大的地產公司著名經紀人美國最大的地產公司著名經紀人、、飛雪地產董事長飛雪地產董事長
王飛雪女士在公司糖城總部喜慶王飛雪女士在公司糖城總部喜慶20202020年年，，並與馳名國際的室內裝潢設並與馳名國際的室內裝潢設
計師呂勁雄達成戰略合作計師呂勁雄達成戰略合作，，在新的一年里大展宏圖在新的一年里大展宏圖，，創造新的輝煌創造新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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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擴肺炎排查 料病例續增
疾控中心：多例提示為病毒性表現 需進一步鑒定病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據武漢當地官媒《長江日報》報道，湖北省武漢市

疾控中心主任李剛表示，武漢市近期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提示為病毒性肺炎表現，需進一步進

行病原鑒定和病因溯源，衛健部門稱其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隨着搜索範圍的擴大，

預計病例數量還會有所增加。

李剛表示，患者臨床上多有發熱、乏力，部分患者有
咳嗽、少痰，一小部分患者隨着病情進展出現呼吸

困難；實驗室檢查表現為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減
低，淋巴細胞計數減低，部分患者出現肝酶和肌酶增
高；胸部影像學檢查顯示雙肺瀰漫性毛玻璃樣滲出影，
上述情況提示為病毒性肺炎表現。衛健部門已經排除了
流感、禽流感、腺病毒、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
東呼吸綜合症（MERS）等呼吸道病原，需要進行進一步的
病原鑒定和病因溯源工作。

採嚴格隔離治療
李剛還透露，武漢市衛健委接到部分醫療機構發現

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這一情況後，
在全市醫療機構開展相關病例搜索和回顧性調查，特別

是擴大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搜索範圍，組織
專家依據診療方案對搜索的病例進行了診斷排查。武漢
市官方通報的病例數量由12月31日的27例增至1月5日8
時的59例，他表示，搜索範圍的擴大，對現有病例的回
顧性調查的進一步深入，對納入監測病例排查的持續開
展，是患者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他預計隨着相關工作
開展，病例數量還會有所增加。

他再次強調，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患者臨
床表現為病毒性肺炎，有重症病例，病因尚不明確，病
原鑒定、病因溯源和相關流行病學調查工作還在進一步
開展中。根據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本着對公眾健康安
全負責任的態度，衛健部門採取較為嚴格的患者隔離治
療、密切接觸者追蹤和醫學觀察等預防性公共衛生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6日，
記者從阿斯利康獲悉，其新型口服降鉀藥物
利倍卓（通用名：環硅酸鋯鈉散）獲得國家
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的上市批准，用
於治療成人高鉀血症。利倍卓是該治療領域
首個在內地上市的創新藥物，填補了約56年
的空白期。

據介紹，上一代的高鉀血症治療方法是
1964年獲批的靜脈補鈣，此後一直未有創新
藥物獲批進入內地市場。

2019年上半年，環硅酸鋯鈉散因獨特的
作用機制與臨床療效，可幫助高鉀血症患者
解決未被滿足的治療需求，被國家藥品監督
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CDE）納入第二批
《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名單》，予以優先審評

審批。
據悉，環硅酸鋯鈉是一種不溶於水、不

被吸收的化合物，對鉀離子具有高親和力，
能快速降鉀並維持血鉀穩定在安全閾值。此
前，內地尚無有效治療藥物可在快速控制血
鉀的同時長期維持血鉀穩定。

內地約1.3億病患受益
高鉀血症是一種以血液中鉀含量升高

為特徵的嚴重疾病，高發於晚期腎臟病和
心力衰竭患者中，血液透析患者或使用常
規心臟病藥物的患者罹患高鉀血症的風險
更高。在內地約 1.3 億的慢性腎臟病患者
中，CKD4-5期患者並發高鉀血症的患病率
達40%以上。

填補56年空白 高鉀血症新藥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疫苗安

全事關千家萬戶。6日，廣東省政府公佈《廣東省疫苗
安全事件應急預案（試行）》，全面加強對疫苗安全
事件的預防和管控。預案特別強化疫苗安全事件的報
告程序和時限，其中，疑因疫苗問題導致2人以上死亡
或3人以上永久性傷殘的疫苗安全事件，獲知相關信息
後須在30分鐘內電話報告、1小時內書面報告。

共分四個響應等級
該預案將疫苗安全事件分為特別重大、重大、較

大和一般4個級別，依次對應Ⅰ、Ⅱ、Ⅲ、Ⅳ級響應。
其中，同一批號疫苗疑因質量問題在短期內引起5

例以上患者死亡，或者在集中區域集中時間內同一批號
疫苗引起非預期不良事件超過20人，且造成永久性傷殘
或危及生命的，屬特別重大疫苗安全事件。死亡2人以

上5人以下，傷殘3人以上5人以下，屬重大疫苗安全事
件。

按照預案要求，廣東省成立省疫苗安全事件應急
指揮部，由分管副省長擔任指揮長，省公安廳、省衛
生健康委、省港澳辦等17個廳局單位作為指揮部成
員。其中，省港澳辦負責協助有關監管部門對涉港澳
台的疫苗安全事件進行應急處置。

發生一般及較大疫苗安全事件後，當地政府應立
即成立現場指揮機構。發生較大及以上級別疫苗安全
事件發生後，從省藥品專家庫中遴選相關專家成立省
疫苗安全應急專家組，提供技術支持。

預案對疫苗安全時間的上報程序和時間有嚴格要
求。特別重大及重大級別疫苗安全事件，應在獲知相
關信息後30分鐘內電話報告、1小時內書面報告；其他
級別事件亦分別在6小時和24小時內報告。

廣東：疫苗致死2人以上 須30分鐘內上報

■防疫人員進入華南海鮮城進行消毒工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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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期動態觀察、評估中國足球運動員在
職業聯賽中的表現，探索不同階段的中國足球
技術發展道路，中國足協決定建立聯賽優秀中
國籍球員技術檔案庫，首批有64名球員入選，
另有8名球員被列入重點考察年輕球員名單。

據中國足協方面介紹，共有423名中國籍
球員（含2名中國香港籍和1名中國台灣籍球
員）在2019賽季中超聯賽中報名。中國足協
邀請獨立第三方數據公司艾米斯科（Amis-
co），以中超聯賽的中國籍球員為樣本核心，
同時納入部分在中甲聯賽表現出色的球員，
按照從前鋒到守門員，選取對於該位置技術
最為重要的多維度數據進行分析和排序。

近日，經中國足協專家組在數據分析基
礎上進行多輪評估，最終形成了首批聯賽優

秀球員技術觀察名單（64人）和重點考察年
輕球員名單（8人）。這份名單基本涵蓋了目
前中國男子足球最具競爭力的優秀球員，包
括吳曦、張琳芃、韋世豪等經常代表國足征
戰的主力，也包括艾克森、李可等歸化國
腳。另外還有“00後”小將朱辰傑、40歲老
將鄭智及中甲前鋒譚龍等。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高總）為讓更多香

港本地高夫爾球手有參與國際級賽事的機

會，一直努力不懈，在周四展開的第61屆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更成功推薦了13位本地球員參賽，成為歷

來最多本地球手參加的一屆。為此，高總特意邀請香港代表隊主教練

Gary Gilchrist赴港為參賽球員催谷指導、進行深度訓練。

一連四天的第61屆“香港高爾夫球
公開賽”，將於本月9日至12日在

香港哥爾夫球會粉嶺球場舉行。即將參
加這一全球矚目體育盛事的高總球員包
括：張雄熙、林日曦、伍城鋒、鄧子
軒、黑純一、楊慕天、黃帥銘、Leon
D'Souza、許龍一、楊曉威、史都華、
馮裕德及蔡維臣。
高總為令這些球手以最佳狀態參

賽，特意邀請了港隊主教練 Gary Gil-
christ從美國赴港，6日起在粉嶺球場為
球手們催谷指導、進行深度訓練。Gary
Gilchrist曾帶領多位女球手登上世界“一
姐”寶座，當中包括中國“一姐”馮珊
珊、泰國高球神童Ariya Jutanugarn及新
西蘭的高寶璟等。Gary Gilchrist接任後
加強了高總對球員的培訓策略和提升了
訓練系統，令年輕球手近年的進步有目
共睹。

Gary Gilchrist說：“這是我首次以
港隊主教練的身份幫助高總球手備戰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我相信球員
可以透過參與此次國際職業賽事，在球
技、策略和心理質素上都有所得着。
我會藉此次機會深入觀察他們的優

點和可以改善的地方，然後作出指導，
最重要是讓他們明白作為球員，要抓緊
每一次比賽的機會去提升自己的表現，
而不是只聚焦於比賽的成敗。”

17歲楊曉威年紀最輕
是次參加“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的高總球手中年紀最輕者為17歲的楊曉
威。對於有機會與國際級球手同場較
技，楊曉威感到非常興奮，同時熱切期
待在複合球場測試自己的實力，他的目
標是每打一桿都可以發揮自己應有的水
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6日，國際著名經理人公司IMG高
爾夫6日正式宣佈將“新生代領軍人物”李昊桐簽至旗下，此後將負責其在全
球範圍內的經紀管理事務。本次合作在擴大IMG高爾夫版圖的同時，也將助李
昊桐在賽場上有更高的突破，進一步提升中國高爾夫的世界影響力。

李昊桐在2011年正式轉為職業球員；在2014年度美巡系列賽─中國的全
部12場比賽中，李昊桐以11場晉級3個冠軍的優秀成績一舉奪得該年度獎金
王，並順利收穫次年美巡二級賽全卡。2016年Volvo中國公開賽上，李昊桐贏
得個人職業生涯的首個歐巡賽冠軍，成為該項賽事歷史上最年輕的冠軍得主。
2018年李昊桐又在迪拜沙漠精英賽中以低於標準桿23桿的成績，一桿優勢擊敗
前世界第一麥基爾羅伊，奪得個人職業生涯第二座歐巡賽冠軍。22歲的他，也
因此成為了第一位進入世界前五十的中國內地球員。對於本次強強聯合，李昊
桐表示，“我期待着未來能夠通過IMG強大的體育、娛樂資源獲取更多高爾夫
以外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WTA新賽季首個
巡迴賽──深圳網球公開賽6日繼續進行女單首輪角
逐，中國“一姐”王薔送蛋橫掃突尼斯的賈貝烏爾，
與在德比戰中勝出的彭帥一起迎來開門紅。
中國“一姐”王薔賽季首演表現出色，6日面對突

尼斯的賈貝烏爾，快速進入狀態。進攻火力全開的她
首盤破掉對手全部3個發球局，以6：0送蛋勝出。次
盤賈貝烏爾與王薔僵持到3：3，但中國“一姐”憑借
第8局的破發贏得最後的3局爭奪，以6：3奠勝。王薔
將與白俄羅斯的薩斯諾維奇爭奪一個8強席位。

2019-2020賽季國際登聯攀冰世界盃在吉林長春落
幕。中國選手韓燦燦在女子速度賽中排名第六，創造中
國攀冰歷史最好成績。作為剛剛成立兩年的中國隊，有
着宏大的目標——在未來攀冰項目進入冬奧會後衝擊金
牌。

本次比賽共計3天，分設男女速度賽和難度賽四個
項目，吸引了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近80名運動員參
賽。最終，俄羅斯選手包攬了男女子速度賽的所有獎
牌；男子難度賽冠軍由法國選手奪得、韓國選手獲得女
子難度賽冠軍。

中國隊有15名運動員參賽，其中男子選手9人，女
子選手6人，他們參加了全部四個項目的角逐。其中韓
燦燦在女子速度賽中排名第六，創造中國攀冰歷史最好
成績。

賽後中國攀冰隊教練李光緒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介
紹，本次世界盃的速度賽道，相比於以往有了很大不
同。以前的賽道都是斜的，而這一次和地面呈90度。
隊員們第一次用這樣的場地，還不是特別適應。

攀冰國家隊成立於2017年12月，最初有10個隊
員，現在超過30個隊員，其中大部分是全職運動員，
也有一部分業餘愛好者隨隊訓練。中國登山協會副主席
王勇峰介紹，2026年攀冰應該會成為冬奧表演項目，
2030年會成為正式比賽項目。而李光緒則表示，他們的
目標是衝擊奧運冠軍。 ■中新網

IMG高爾夫官宣
簽約李昊桐

中國攀冰世盃創最佳中國攀冰世盃創最佳
憧憬奧運金牌憧憬奧運金牌■■ 俄羅斯選手博格俄羅斯選手博格

丹摘得攀冰女子速丹摘得攀冰女子速
度賽金牌度賽金牌。。 中新社中新社

足協建中國球員技術檔案庫

王薔 彭帥深圳網賽開門紅
■■ 王薔橫掃王薔橫掃
賈貝烏爾賈貝烏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艾克森艾克森（（右右）、）、李可進入首批聯賽李可進入首批聯賽
優秀球員技術觀察名單優秀球員技術觀察名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Gary GilchristGary Gilchrist （（左二左二））幫幫
助高總推薦的球手備戰助高總推薦的球手備戰““香港香港
高爾夫球公開賽高爾夫球公開賽”。”。 高總提供高總提供

■■ IMGIMG高爾夫高爾夫66日正式宣日正式宣
佈將李昊桐簽至旗下佈將李昊桐簽至旗下。。

■■高總推薦的球手與高總推薦的球手與
Gary GilchristGary Gilchrist（（右三右三））
合影合影。。 高總提供高總提供

備戰高球公開賽備戰高球公開賽 港隊主帥催谷指導港隊主帥催谷指導

1313香港球手參賽香港球手參賽 歷屆最多歷屆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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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中部時間2020年1月3日晚上，休斯頓詹姆斯·哈登取得44分，11
個籃板和11個助攻，在周五晚上帶領休斯頓隊以118:108擊敗費城76人隊。

在“閃回星期五”（Flashback Friday) 的夜晚，休斯頓在90年代中期的NBA背靠背比賽中穿著復
古的番茄醬和芥子氣製服，哈登穿著自己的複古外觀，白色頭帶和頭髮捲成玉米穗。

今天比賽費城對休斯頓沒有造成威脅，哈登在比賽還剩1分17秒時在喬什·理查森嚴防的情況下後
退投中三分。在接下來的進攻中，他將球傳給卡佩拉，後者扣籃得分。

卡佩拉今天得到30分和14個籃板結束比賽，距離他的職業生涯得分最高點還差一點。
76人隊已經連續四場失利，這是自2017年12月連續失敗5場以來連續最長的失敗。
本·西蒙斯以29分，13個籃板，11次助攻和4次蓋帽領先費城，這是他的職業生涯最高紀錄。托

比亞斯·哈里斯獲得24分。喬爾·恩比德貢獻了20分和12個籃板。
休斯頓本賽季主場戰績提高到13勝4敗，並在豐田中心贏得了最近四場比賽。
76人隊在第一節結束後以27-20領先，佔據了油漆區的主導地位，並控制了休斯頓的投籃。在本

節還剩下不到五秒鐘的時間裡，哈登在投三分球命中過程中被特雷·伯克犯規，但投籃被取消，激怒了
休斯頓隊主場教練邁克·德安東尼，後者在休息時間與官員爭辯。

在第二節開始，威斯布魯克因與恩比德糾纏而對他犯規，被判技術犯規。
在第一節之後，休斯頓的投籃有所改善，火箭在半場結束時以60-53領先。
威斯布魯克在第三節表現不佳，在此期間他錯過了一個無人防守的雙手扣籃，並在比賽中錯過上

籃機會。威斯布魯克以22投9中，得到20分7個籃板和4個助攻的成績。
休斯頓埃里克·戈登在因膝傷缺席了將近七個星期的比賽，這是膝傷後的第三場比賽，在替補上場

30分鐘內，13投3中，三分球10投2中得到12分。休斯頓3分球命中率只有37.5％。
76人隊的特里·伯克在第二節末期因在守衛埃里克·戈登期間被指控犯規而被判技術犯規。詹姆斯·

恩尼斯三世因胃病錯過了比賽。

得分手哈登44分三雙 休斯頓118:108擊敗費城76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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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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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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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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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之城 中國·馬鞍山——澳大利亞·珀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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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2019 -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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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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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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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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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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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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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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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Wednesday, January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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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2020年
第一個活動，特別邀請旅居休士頓的專業風水諮詢師、休士頓華
美易經學社的發起人衍易女史，為大家主講 『2020年流年風水』
。

時間: 2020年 二月一日星期六下午2:00-4:00
地點: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

ton, TX 77042)
衍易女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江世族。自幼即在飽讀詩書的

祖父指導下啟蒙易經，學習陰陽五行。對中國的占卦、風水、醫
道、命理，都有自己獨創的見地。 衍易先後於多所國立大專院
校任教，教授中國文學、哲學、修辭、中文文法，以及理則學等
課程。 衍易致力於推廣中國文化的實用性，揭開 「五術」的神

秘面紗。古文上的專業研習，衍易直接向古人取經。衍易在風水
命理上探討實證，去蕪存菁，領悟出適應當今環境的適用法則.

中華文化與哲學的基本概念，永遠包含天、地、人三個部分
。民族英雄文天祥寫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
為河嶽、上則 為日星、 在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日月星辰
為天，在上；山川河 嶽為地，在下；我們這些身為萬物之靈的
人，就在天地之間。衍易老師認為，風水也需要分天地人三個部
分 來看。房子本身的風水，為 『地』；個人所需要的風水，為
『人』。而跟隨時間推移的流年風水，為 『天』。屬於 『天』的

風水每年改變，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 『流年風水』。
衍易老師在立春之前為大家說明 2020 年流年風水的特色，

讓大家有時間對明年的風水預先做好調整的工作，以收趨吉避凶

的效果。演講內容包含：2020 年，住宅不同部分應該如何調整
；住宅中那些方位的煞氣比較重，需要化解；那些方位的吉氣
強 旺，應該善加利用。衍易老師的演講，一向深入淺出，非常
具有實用性。

感謝衍易老師能為我們介紹這個已經有千年歷史的古老學說
，讓大家都能分享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遺產，希望大家把握衍易
老師一年只有一次介紹2020 年流年風水的機會，善加利用。講
座免費嘉惠僑胞及會員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詳 情 或 有 任 何 問 題 請 洽 會 長 洪 良 冰 Nancy Chen
832-818-6688 email: nancygri@aol.com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辦 衍易女史 『2020年流年風水』 免費講座

（本報訊）由 STERLING MC-
CALL TOYOTA公司支持和讚助的第
十四屆 ”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日前在休斯頓“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
”落下帷幕。來自大休斯頓地區的共
50多名少年乒乓球愛好者進行了百餘
場的激烈角逐，最後分別決出了四個
組別的名次。在休斯頓有著良好口碑
的脊椎骨神經科劉書德醫師也對此次
比賽給與了大力支持。賽后，STER-

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的代
表DAVID LUO 先生，向此次比賽的
優勝者頒發了獎杯，表示祝賀，並同
參賽者及家長合影留念。比賽的組織
者王大志教練代表全體參賽運動員及
家 長 們 向 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及DAVID LUO先生本
人對大休斯頓地區少年乒乓球運動長
期以來的大力相助再次表示衷心的感
謝！同時也感謝劉書德醫師對此次比

賽的大力支持！
本次比賽獲獎選手名單如下：
A組 ： 冠軍： ANDY WANG 亞

軍：張傑瑞 季軍：羅楷衡 殿軍：王
梓僑

B 組 ： 冠軍： 戴寧寧 亞軍：
JAYDEN CAI 季軍：施愛琳 殿軍：肖
子傑

C 組： 冠軍：FEDERICO ME-
LENA 亞軍：MIGUEL RAMOS 季軍

：章可風 殿軍：杜逸飛
D 組： 冠軍： 王一凡 亞軍：楊

博文 季軍：陳文軒 殿軍：紀依心
並列第五名: 王依晨 許天宇 唐詩

炫 杜安得
並列第九名： 想想 高子楊 鄭康

祈 王潤珏 紀依夢 陶雨成 劉景淳 杜聽
雨

獲得優秀獎的是： 林成映 杜一
凡 付明軒 李子聰 王天立 顧文笑 孫
飛 孫翔

第十四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

圖為圖為AA組前三名優勝與組前三名優勝與TOYOTATOYOTA公司代表公司代表David LuoDavid Luo羅羅（（右二右二），），王大志教王大志教
練練（（左一左一））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A,B,C,DA,B,C,D 四組的所有優勝者與頒獎者四組的所有優勝者與頒獎者 「「TOYOTATOYOTA 」」 公司代公司代
表表David LuoDavid Luo 羅羅（（後排右一後排右一))與王大志教練與王大志教練（（後排左一後排左一））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第十四屆圖為第十四屆““豐田杯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少年乒乓球錦標賽AA組組
冠亞軍最後激賽的情景冠亞軍最後激賽的情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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