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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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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兩次入選全明星的維克多兩次入選全明星的維克多··奧拉奧拉
迪波迪波（（Victor OladipoVictor Oladipo））上週交易到火箭隊上週交易到火箭隊，，已經通過身體檢查抵已經通過身體檢查抵
達休斯頓達休斯頓，，並有望在周一並有望在周一（（11月月1818日日））客場對陣公牛的比賽中以客場對陣公牛的比賽中以
火箭後衛首次亮相芝加哥火箭後衛首次亮相芝加哥。。

奧拉迪波通過奧拉迪波通過ZoomZoom會見了媒體會見了媒體，，並表示很高興能在休斯頓並表示很高興能在休斯頓
打球打球。。

他說他說：“：“我很幸運我很幸運，，很幸運能來到休斯頓很幸運能來到休斯頓。”。” ““這是這是（（我我
））來到休斯頓打球並產生影響的機會來到休斯頓打球並產生影響的機會，，要贏得最高級別的比賽要贏得最高級別的比賽
（（總冠軍總冠軍）。”）。” ““我知道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知道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只是想成為我只是想成為
其中的一員其中的一員，，而且我知道我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而且我知道我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這個成長空間這個成長空間
會使我會變得更好會使我會變得更好。”。”

他接著說他接著說：“：“我來這裏有一個目的和原因我來這裏有一個目的和原因，，我來這裏是為了我來這裏是為了
贏得贏得NBANBA 精英的水平精英的水平，，我期待向球迷展示我期待向球迷展示。”。”

奧拉迪波告訴記者奧拉迪波告訴記者，，他已經與火箭球員約翰他已經與火箭球員約翰··沃爾沃爾（（JohnJohn
Wall)Wall) 取得了聯繫取得了聯繫。。

奧拉迪波說奧拉迪波說：“：“我認為這種聯繫是巨大的我認為這種聯繫是巨大的，，因為那裏有相互因為那裏有相互
尊重的程度尊重的程度。”。” ““我知道他的比賽我知道他的比賽，，他也知道我的比賽他也知道我的比賽。。我們我們
已經互相學習了一段時間已經互相學習了一段時間，，所以我很期待能在那裏所以我很期待能在那裏。。最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
就是與他競爭就是與他競爭（（首發首發），），因為我知道他的心態因為我知道他的心態--他想贏得首發他想贏得首發。。
””

奧拉迪波通過詹姆斯奧拉迪波通過詹姆斯··哈登交易來到火箭隊哈登交易來到火箭隊，，並表示他想在並表示他想在
火箭隊產生影響火箭隊產生影響。。

問題是奧拉迪波處於合同的最後一問題是奧拉迪波處於合同的最後一
年年，，本賽季結束後將成為自由球員本賽季結束後將成為自由球員。。

奧拉迪波本賽季在印第安納步行者奧拉迪波本賽季在印第安納步行者
隊場均貢獻隊場均貢獻2020..00分分（（叁分球命中率叁分球命中率3636..22％％
），），55..77 籃板籃板，，44..22 助攻和助攻和 11..77 搶斷搶斷，，預計預計
他將在周一晚上對陣芝加哥公牛隊首秀他將在周一晚上對陣芝加哥公牛隊首秀
。。主教練史蒂芬主教練史蒂芬··西拉斯西拉斯（（Stephen SilasStephen Silas））
在談到他的這位在談到他的這位66英尺英尺44英寸的後衛時說英寸的後衛時說
，，他是進攻和防守能力非常強的尖兵他是進攻和防守能力非常強的尖兵。。

奧拉迪波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奧拉迪波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因為因為
他將在休斯頓的首發陣容中佔據詹姆斯他將在休斯頓的首發陣容中佔據詹姆斯··
哈登的位置哈登的位置，，休斯頓的球迷毫無疑問地休斯頓的球迷毫無疑問地
要將他與剛交易到籃網的得分王哈登比要將他與剛交易到籃網的得分王哈登比
美美，，哈登在籃網的首秀中贏得了華麗的哈登在籃網的首秀中贏得了華麗的
大叁雙大叁雙。。

就像奧拉迪波和西拉斯所看到的那樣就像奧拉迪波和西拉斯所看到的那樣，，火箭隊並沒有要求他火箭隊並沒有要求他
完全替代哈登完全替代哈登，，他們只是想讓他從星期一的晚上他們只是想讓他從星期一的晚上77點開始點開始，，充分充分
發揮自己的比賽天賦發揮自己的比賽天賦。。

但火箭隊並不像奧拉迪波那樣充滿信心但火箭隊並不像奧拉迪波那樣充滿信心，，火箭會在未來幾週火箭會在未來幾週
內就奧拉迪波的處境做出決定內就奧拉迪波的處境做出決定，，因為他的合同將在本賽季末到期因為他的合同將在本賽季末到期
。。如果休斯頓選擇不保留他如果休斯頓選擇不保留他，，或者不相信他想長期留任或者不相信他想長期留任，，那麽總那麽總
經理拉斐爾經理拉斐爾··斯通可能會在斯通可能會在33月月2525日交易截止日期之前將奧拉迪日交易截止日期之前將奧拉迪

波轉移到另一支車隊以獲取未來資產波轉移到另一支車隊以獲取未來資產。。
所以未來幾週奧拉迪波的表現尤其重要所以未來幾週奧拉迪波的表現尤其重要，，一方面要發揮叁巨一方面要發揮叁巨

頭的潛能頭的潛能，，象哈登一樣在球場發揮核心作用象哈登一樣在球場發揮核心作用，，另一方面要能和隊另一方面要能和隊
友和協相處友和協相處，，證明自己有信心長期留在休斯頓證明自己有信心長期留在休斯頓，，不拿火箭做跳板不拿火箭做跳板
。。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全明星奧拉迪波正式入主火箭全明星奧拉迪波正式入主火箭
週一芝加哥客場首秀鬥公牛週一芝加哥客場首秀鬥公牛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ment Advisor (RIA)】】上週股市稍作喘息上週股市稍作喘息，，
在周初創下歷史新高後在周初創下歷史新高後，，收盤跌幅超過收盤跌幅超過11％％。。富富
國銀行國銀行（（Wells FargoWells Fargo））和摩根大通和摩根大通（（JP MorJP Mor--
gangan））上週發布了盈利報告上週發布了盈利報告，，揭開了企業盈利季揭開了企業盈利季
的序幕的序幕。。經濟消息方面經濟消息方面，，總統當選人拜登宣布總統當選人拜登宣布

了了$$11..99萬億財政刺激計劃萬億財政刺激計劃。。由於疫苗的分配遠由於疫苗的分配遠
遠低於預期遠低於預期，，並且發現了新的冠狀病毒毒株並且發現了新的冠狀病毒毒株，，
投資者擔心經濟停滯可能會持續更長的時間投資者擔心經濟停滯可能會持續更長的時間。。
截至截至11月月99日的當週首次申請失業金人數激增日的當週首次申請失業金人數激增，，
就業市場再次受到壓力就業市場再次受到壓力。。儘管近期前景喜憂參儘管近期前景喜憂參
半半，，但歷史性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加上疫苗但歷史性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加上疫苗
分發的進展仍將對股市有益分發的進展仍將對股市有益。。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道

瓊斯工業指數收盤瓊斯工業指數收盤3081430814點點（（週跌週跌
幅幅00..99%%，，年漲幅年漲幅00..77%%），），標普標普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7683768點點（（週跌幅週跌幅11..55%%，，
年漲幅年漲幅 00..33%%），），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1299912999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11..55%%，，年漲幅年漲幅
00..99%%）。）。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股市小幅下跌，扭轉了年初至今的部分

漲幅。固定收益和美國國債收益率在今年的前兩
周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今年初10年期美國國債
基準收益率低於1％，是有史以來最低水平，但此
後一直穩定上升，達到去年3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是什麼原因促使債券收益率上升？對投資者的啟
示是什麼？

原因一，不斷上升的通脹預期。上週發布的
最新通脹數據顯示12月份物價僅小幅上漲。與去
年相比，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1.6％（不包括食
品和能源），遠低於疫情之前2019年的平均水平
2.2％。但是，對未來通貨膨脹的期望一直在上升
。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美元貶值和廣泛的政策
支持下，以市場為基礎的衡量通脹預期的10年盈
虧平衡率升至201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仍然疲軟
的勞動力市場可能會限制通貨膨脹上升的程度，
但是通貨膨脹上升的趨勢還是不可避免的。

原因二，額外財政支持的前景。新政府上週
四公佈了一項1.9萬億美元的經濟救濟計劃，該計
劃將提交國會批准。擬議法案的規模約佔GDP的
9％，是上個月批准的兩黨法案的兩倍多。該計劃

是拜登在總統任期內的兩個主要支出計劃中的第
一個，其中包括對家庭的額外支票，擴大的失業
救濟金，最低工資提高，疫苗資金以及對州和地
方政府的援助。該計劃將加速經濟復甦並增加市
場上已經供應充足的債券，從而對債券收益率施
加上行壓力。

原因三，疫苗推出將帶來預期的經濟增長。
假設沒有重大挫折，那麼COVID-19疫苗的分佈
將使經濟在年底前恢復到接近正常狀態的水平。
預期消費者將重回原有的消費習慣，將有助於更
快，更均勻地恢復經濟，從而保證長期債券收益
率上升。

利率上升是否會對股票構成風險？在過去30
多年，長期利率一直在下降並保持在歷史低點附
近，這增強了股票的相對吸引力並提高了估值。
自1990年以來，發生過七次十年期基準利率在數
月內有明顯上升的情況，而這七次中有六次股市
以高於歷史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長。債券收益率的
上升通常與經濟加速增長有關，這也可以解釋為
什麼在債券收益率上升時，股票市場回報也通常
高於平均水平的原因。

長周期債券雖然可以提供更高的收益回報，
但在利率上升的環境中收益受影響最大。創建一
個由短期，中期和長期債券構成的平衡的固定收
益投資組合，可以使投資者為不同的利率制度做
好準備。除了債券時間週期的多樣化佈局，建議
適當納入高收益債券，儘管這些債券比起投資級
別債券的風險稍大，但從歷史上看，它們在經濟
加速增長的期間裡會有效提升投資組合的回報。

休斯頓將很快成為美國最大的休斯頓將很快成為美國最大的
城市太陽能農場的所在地城市太陽能農場的所在地

(本報訊)休斯敦市市長
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
ter Turner）和休斯敦市議會
批准將森尼賽德（Sunny-
side）地區240英畝的城市
擁有權的土地租給沃爾夫能
源（Wolfe Energy）公司。

這個曾經是垃圾填埋場
的桑尼賽德（Sunnyside）
的物業不久將被改造成該都
市最大的城市太陽能農場。
該地區在休斯頓社區被視為
有礙觀瞻，因為垃圾填埋場
空置了半個多世紀。

休斯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在新聞稿中說：“該

項目將要振興該地區的發展
，多年來這裡的狀況一直困
擾著社區，降低了物業的價
值，新計劃而且還可以使
Sunnyside成為一個更加完
整，可持續和有彈性的社區
。”
特納說：“在過去的50年中
，這個受污染的垃圾填埋場
嚴重影響了社區價值。”

該市將以每年1美元的
價格向公司出租240英畝土
地。整個項目耗資7,000萬
美元。

Wolfe Energy計劃創建
一個50兆瓦的太陽能項目，

該項目將產生足夠的能量來
為休斯頓地區的5,000戶家
庭供電。除太陽能項目外，
該公司還將修復該物業。

該項目是森尼賽德地區
的一項艱鉅任務，但已完成
的工作將遠遠超出休斯頓。
預計每年產生的綠色能源將
抵消1.2億磅的二氧化碳。

特納市長說，只有在休
斯敦完成這項工作才有意義
，因為休斯敦是世界能源之
都。

特納說：“我們是世界
能源之都，我們正在尋求引
領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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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疫下尋找新機遇 外資滬上開新局
上海開放走向縱深 新年伊始62個外資項目集中簽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全球經

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當下，上海依然被

視為全球資本的首選地之一：2020年，上海實

際使用外資達到 202.33 億美元，同比增長

6.2%，創歷史新高。“十四五”開局之年，全

球企業在上海“育新機”。

15日，2021年首批62個外資項目在上海集中簽約，投資總額達到118.5億美元。開放走
向縱深的上海，吸引全球企業“用腳投票”。

新空間：“老友”帶“新朋”
日資企業美守安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是由

日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全額出資的
一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1月1日剛在上海正式開
業，15日就出現在簽約儀式現場，與靜安區簽署
“戰略合作備忘錄”。

美守安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
理菅匡彥說，疫情期間，上海先後走訪跨國公司
地區總部和重點外資企業，在走訪三井住友時，
政府不僅關心企業在疫情期間的運營狀況，還建
議其利用風險管理方面的經驗，橫向拓展自己的
業務範圍。

“我們從去年5月份開始正式啟動籌備工
作，11月就完成了註冊。”菅匡彥說，從籌備到
註冊僅用了約半年的時間，這樣的“上海速度”
得益於這裏優質的營商環境，“我們深深感受到
上海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及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和服
務”。

外資控股券商、外商獨資基金管理公司、外
商獨資壽險公司……開放政策的不斷加碼，讓三
井住友這樣“老友帶新朋”的故事不斷續寫。菅
匡彥說，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金融行業的開

放政策頻頻，也讓企業信心滿滿。
發新品，促投資，進博效應正在不斷“發

酵”。以6天的展會為起點，新產品、新服務加
速進入居民家中；工廠車間，新合作、新朋友的
建立則讓更多的外資企業堅定了在華深耕的信
心。

從首秀到首發，進博會平台的“加速度”有
多快？去年11月，以第三屆進博會為平台，日本
美妝巨頭資生堂首度揭秘了與雅萌株式會社成立
合資公司後推出的新品牌“EFFECTIM璣妍之
光”。兩個月後，這一新品牌就在上海全球首發
了“進博同款新品”。

快速“決策”的還有意大利製藥企業凱西。
第三屆進博會剛結束，凱西就宣布將在上海的外
高橋投資設立貿易公司，還決定繼續參加第四屆
進博會。

新機遇：加速“數字化”賦能
“進博會的影響力非常大！”凱西醫藥諮詢

（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戴賦興說，進博會期
間，凱西展台前的參觀者絡繹不絕，還接到了不
少合作意向，讓自己非常欣喜。

“進入中國以來，我們一直受益於中國市場
不斷提升的營商環境，現在，上海不僅是凱西重
要的市場，也被看作我們的‘第二個家’。”戴
賦興說。

強生亞太區首個創新孵化器在張江落地、幫
助創新企業加速轉化創新成果；勃林格殷格翰在
上海成立數字創新實驗室和中國外部創新合作中
心……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感受到中國市場的活
力，借力數字經濟加速創新，讓帶有中國“印
記”的創新走向世界。

百事公司大中華區食品業務高級副總裁兼總
經理謝長安說，疫情沒有改變百事對中國市場的
信心，2020年底，百事完成了位於松江區的食品
工廠擴建工程，這一工廠成為百事公司在華最大
的薯片生產基地，現在企業還將百事食品的大中
華區總部落“滬”。

“疫情凸顯數字化能力的重要性，特別是如
何運用大數據，提升創新的精準和速度。”謝長
安說，百事食品將抓住“雙循環”的機遇，持續
擴大在工廠、供應鏈、本地人才、本地創新等方
面的投資，同時，把中國的數字化經驗和以消費
者為中心的產品研發能力分享給百事公司其他市
場。

達涅利冶金設備（中國）有限公司首席執
行官馬一諾說，中國是達涅利集團在亞洲區最
重要的設計、製造和研發中心，“越來越多源
於中國的創新研發成果正在惠及全球，比如，
運用機器人加工鋼鐵的技術就從中國‘反向輸
出’到了意大利，幫助企業節省了一半的成本
和時間”。

■20202020年年，，上海實際使用外資達到上海實際使用外資達到202202..3333億億
美元美元。。圖為在第三屆進博會上中國企業與外國圖為在第三屆進博會上中國企業與外國
企業簽訂合作協議企業簽訂合作協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5日，2021年首批62個外資項目在上海集中簽約，
投資總額達到118.5億美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新冠疫情無阻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
繼續攀升。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數
據顯示，去年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
的二手房價分別上漲6.3%、6.3%、7.5%
和14.1%，漲幅較2019年明顯擴大。不
過從全國來看，房價“只漲不降”的怪
圈有所鬆動，去年7個城市的新建商品房
價和26個城市的二手房價出現下降，房
價下跌由三四線中小城市擴展到天津、
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等省會城
市，跌幅亦明顯擴大，普遍在3%左右。

數據顯示，2020年新房價格漲幅超
過10%的城市只有兩個，銀川上漲14.2%
居首，唐山上漲11.2%。多數城市一手房
房價漲幅在5%-6%左右，一線城市漲幅
也明顯受到抑制，其中漲幅最大的是廣
州，上漲5.2%，上海和深圳分別上漲
4.2%和4.1%，北京的漲幅為2.3%。

一線城市樓市料升溫
展望今年，一線城市樓市可能繼續升

溫。貝殼研究院首席市場分析師許小樂預
計“2021年市場向核心城市聚焦，部分城
市房價面臨較大上漲壓力。”貝殼研究院
數據顯示，由於學區需求升溫以及落戶政
策邊際放鬆等影響，去年12月四個一線城
市二手房成交量環比增加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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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美
國支付巨頭PayPal近日完成收購國付寶100%股
權，此舉意味着中國內地首家由外資完全控股的
支付機構誕生。業內認為，PayPal短期內無法撼
動支付寶、微信支付的雙寡頭地位，但長期來看
有利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打破壟斷格局。

公開信息顯示，1月8日中國內地第三方支
付機構國付寶發生工商變更，國富通持有的30%
股份轉讓給PayPal的全資子公司美銀寶。早在
2019年12月19日，美銀寶已完成收購國付寶
70%的股權。今次變更完成後，PayPal將正式全
資控股國付寶。

國付寶是一家成立於2011年的第三方支付
機構，最初是由海航集團和商務部中國國際電子
商務中心合資組建，具國有背景。PayPal總部在
美國，特斯拉CEO馬斯克是其創始人之一，目
前擁有超過2.86億活躍支付賬戶，支持全球100
多種貨幣交易。

PayPal接管國付寶
首外資全控支付企

車輪上的2020：
汽車成為中國經濟復蘇的關鍵支撐

在全球汽車產業備受疫情沖擊，

各主要汽車大國銷量呈現不同程度的

下滑時，中國汽車市場走出了“獨立

行情”。

近日，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下稱

“中汽協”）發布了 2020年汽車行業

的預估銷量數據，累計銷量預計為

2527.2 萬輛，同比下降 1.9%。其中，

12月，汽車行業銷量預估完成280.2萬

輛，同比增長 5.4%，體現行業穩步回

暖態勢。

日前，多家上市車企也相繼披

露了12月產銷快報，全年數據也隨之

出爐。長安汽車、長城汽車、江淮汽

車 2020年銷量呈現同比正增長，增幅

分別為13.98%、4.84%和7.63%。廣汽集

團、東風集團、吉利汽車、比亞迪全

年銷量略有下滑，但總體降幅控制在

8%以內。

從2020年初突發新冠肺炎疫情讓汽

車產業鏈按下“暫停鍵”，到“報復

性”消費讓中國車市在全球率先復蘇；

從2020年上半年的斷崖式下跌，到市場

快速回暖，壹只只新能源汽車股的暴漲

，中國汽車產業用強大的恢復能力給予

了市場以足夠的信心，也讓外界見證了

中國經濟的韌性。

中汽協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付炳

鋒表示，2020 年中國汽車市場銷量遠

遠好於年初預期，展望 2021年，中國

車市有望實現4%的正增長，達到2630

萬輛。

消費升級趨勢顯著
“2020年，中高端車型銷量走勢非

常穩健，增速較高。”壹位證券分析師

告訴記者，這主要是有兩方面的原因，

壹是中高端收入人群受疫情影響比較小

，二是消費升級的趨勢長期存在且越來

越顯著。

近期，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

（簡稱“乘聯會”）公布了2020年銷量

統計數據，12月豪華車零售同比增長

26%，環比下降1%，繼續保持強勢增長

特征。另壹組令人驚訝的數據是：自

2020年4月以來，豪華車銷量保持大幅

增長，成為1-11月唯壹實現同比翻紅的

細分市場，累計銷量同比增長高達

13.8%。

“汽車消費升級導致高端換購需

求仍舊旺盛，但12月批發放緩暫時抑

制零售增長。”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

告訴記者，豪華品牌車型銷量和市場

占有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壹是

消費升級，促使豪華品牌換購需求回

暖；二是豪華車型促銷折扣帶來價格

下探，讓更多年輕消費者得以“圓夢

”。

記者了解到，2020年，豪華品牌銷

售均價已從2017年的35萬元下降到33.5

萬元。正因如此，包括奔馳、寶馬、奧

迪、雷克薩斯等豪華車品牌均加快了在

中國市場投放新車的步伐，“得中國市

場者得天下”的規律在如今的全球豪華

車市場中更為明顯。

近日，戴姆勒奔馳集團發布的最新

數據顯示，2020年，奔馳全球累計銷量

216.4 萬輛，其中在華全年累計銷量達

77.4萬輛，同比增長11.7%。這意味著，

2020年，奔馳在華銷量約占全球銷量的

36%。

寶馬目前並未公布其 2020 年在華

銷量，不過按照華晨寶馬 1-11月 55萬

輛的銷量以及 12.6%的同比增長幅度

來看，寶馬品牌最終在華銷量有望突

破70萬輛。

2020年，奧迪品牌在華累計銷量約

為72.63萬輛（含進口車），同比增長

5.4%，奧迪國產車型2020全年銷量約為

67.47萬輛，同比增長7%。值得註意的

是，2020年12月23日晚，上汽集團、奧

迪、壹汽集團聯合宣布，上汽奧迪的首

款車型也計劃於2022年初實現交付。這

意味著，奧迪品牌在中國的布局將進壹

步深入。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豪華品牌車企

看準了中國汽車市場的消費升級趨勢，

紛紛加大對中國市場的投放力度。其中

，不少豪華品牌車企的高管均紛紛強調

，中國不僅是最大的銷售市場，更是全

球戰略引領性市場。

中國品牌市場份額上升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上半年

中國汽車市場出現波動。其中，中國汽

車品牌受到較為嚴重的沖擊，市場份額

有所下降，部分車企更是遭遇了破產危

機。

不過，通過壹系列的調整，大部分

中國汽車品牌抵抗住了疫情帶來的沖擊

，甚至在危機中挖掘了更多的創新發展

趨勢，中國汽車品牌的總體市場份額也

有所增長。

中汽協數據顯示，2020年1-11月，

中國品牌乘用車銷量為670.3萬輛，同比

下降10.7%。市場份額為37.7%，下降1.3

個百分點。值得關註的是，11月單月，

中國品牌乘用車銷量95萬輛，同比增長

17.7%，市場份額為41.4%，上升了2.1個

百分點。

記者梳理了多家上市車企公布的產

銷快報，多家公司的自主板塊表現搶眼

。長城汽車產銷快報顯示，2020年全年

，公司累計銷量111.16萬輛，同比增長

4.84%，其中新能源汽車品牌歐拉的增幅

顯著，全年銷量 5.62 萬輛，同比增長

44.76%。

長安汽車產銷快報顯示，2020年全

年公司累計銷量 200 萬輛，同比增長

13.98%，其中重慶長安部分累計銷量

70.27萬輛，同比增長14.24%。

上汽集團產銷快報顯示，2020年全

年公司累計銷量560萬輛，旗下上汽通

用五菱品牌累計銷量160萬輛，成為有

實力的銷量擔當。12月，上汽通用五菱

銷量突破24萬輛，同比增8.32%。記者

了解到，有著“神車”之稱的五菱宏光

MINI EV，自上市以來銷量壹路走高，

貢獻卓著。

此外，壹汽集團旗下的高端品牌紅

旗也在2020年完成了“質”的飛躍，數

據顯示，去年紅旗品牌累計銷量突破20

萬輛，同比增長100%。

中國汽車工業咨詢委員會主任安慶

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疫情的沖擊

給各個企業帶來了“冷靜期”，也讓更

多的中國汽車品牌意識到挖掘核心競爭

力的重要性。

記者註意到，在銷量有所恢復，

市場總體份額逐漸增長的情況下，中

國汽車品牌還掀起了集體向上的新風

潮。其中，東風汽車集團發布了高端

新能源汽車品牌嵐圖，長安汽車聯合

寧德時代、華為打造高端智能汽車，

上汽集團與阿裏巴巴合作推出智己汽

車，長城汽車確認推出高端新能源汽

車項目沙龍汽車，百度聯合吉利汽車

入局造車。

市場人士判斷，目前中國汽車品牌還

未徹底打破價格天花板，多種模式的嘗

試，將進壹步加速市場的洗牌。

2021年有望增長4%
日前，中汽協公布 2021 年中國汽

車市場預測，預測顯示今年我國汽車

市場將呈現緩慢增長，預計銷量為

2630萬輛，實現4%的正增長。同時，

中汽協也對未來五年的汽車市場做出

了預判，預計 2025年汽車銷量有望達

到3000萬輛。

中汽協副總工程師許海東透露道，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是基於二

方面原因：其壹是國家經濟恢復速度較

快，疫情影響減小；其二是廠家通過金

融政策和促銷手段拉動消費。總結起來

，國家政策、地方政府的支持與企業自

身的努力，將共同推動2021年中國汽車

市場繼續復蘇。

山西證券分析，2020 年下半年汽

車銷量增幅明顯，預計今年汽車整體

銷量將略高於去年同期水平。從政策

角度來看，2020 年國家多次提出鼓勵

相關地區優化汽車限購措施，開展新

壹輪汽車下鄉，預計 2021年政策端仍

會將穩定汽車銷量、鼓勵發展新能源

汽車作為重點。

新年始，商務部等12部門聯合印發

《關於提振大宗消費重點消費促進釋放

農村消費潛力若幹措施的通知》。重點

強調要釋放汽車消費潛力，包括優化汽

車限購措施，對現行非營運小客車指標

搖號、拍賣等制度進行優化完善，推動

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進壹步增

加號牌指標投放，開展新壹輪汽車下鄉

和以舊換新等。渤海證券分析稱，該政

策的發布，有望進壹步提振2021年汽車

消費。尤其是疊加各地發布的促消費政

策來看，2021年汽車產銷有望實現穩定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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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人工智能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或簡稱 AI) 能夠識別並
且自動地完成許多日常的工作、以及曠
日耗時的任務，自從新冠疫情發生之後
，人工智能的發展往前又跨一步，重要
性大大地增加，人工智能技術在疫情防
控工作上也成為重要的助手，用突破性
的技術，解決許多人類當前面臨的問題
。許多大公司如微軟、蘋果、亞馬遜、
NASA和SpaceX等公司，對AI專家的需
求都非常高。

休斯頓社區大學已經開始人工智能
（AI）應用科學副學士學位課程，成為
德州第一所有此類課程的社區大學。這
項新的 AI 課程，是在 2020 年秋季開始
， 今 年 春 季 學 期 在 HCC Southwest、
HCC Northeast、和 HCC Southeast 都有
在線提供，開放給學生修學，對想要進
入人工智能 (AI) 領域的人無疑是個大好
消息。

AI課程加速就業的機會
HCC 總校長塞薩爾•馬爾多納多

（Cesar Maldonado）博士說，這一新的
AI課程是休斯頓社區大學力求引領教育
創新又邁進的一步。他表示：“這是
HCC 不斷採用新技術並緊跟行業不斷
變化的需求的最新措施，提供像AI這樣
的創新課程，將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在休

斯頓、德州及其他地區都加速就業的機
會。”

人工智能將技術推向更高的水平
HCC 西南區校長 Madeline Buril-

lo-Hopkins博士表示，新計劃將繼續本
校區制定與21世紀技術前景相關的課程
的宗旨。

她說：“人工智能在當今已經改變
了工作場所的許多方面，並將對我們的
經濟和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我很
高興為我們的學生取得了這樣的一個飛
躍，將有助於未來將技術推向更高的水
平。”

新課程將為學生提供人工智能最佳
實踐的基礎，HCC 西南校區網絡與電
信計劃協調員G. Brown博士說，AAS的
畢業生可以升讀四年制大學，獲得計算
機科學、網絡安全、或電氣工程學士學
位。

熱門工作市場
布朗博士表示：“由於AI專家的嚴

重短缺，許多公司提供了豐厚的薪水。
微軟、蘋果、亞馬遜、NASA和SpaceX
等公司，對AI專家的需求都很高。”

去年，求職網站將機器學習工程師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列為25個最佳
職位的年度清單之首，理由是從2015年
到2018年，職位發布增加了344％，年

基本薪水為 146,000 美元。機器學習是
AI的一種應用。

人工智能專家結合了不同的技術，
使機器能夠以類似人的智能水平來感知
、理解、行動和學習，無論是關閉照明
以節省能源的智能建築，還是機器人學
會自行導航，或是無人駕駛飛機使用計
算機視覺技術避免物體進入。

HCC 的 合 作 夥 伴 MACE Virtual
Labs的 Josh Bankston表示，新的AI課程
“是MACE的勝利”。這家位於休斯頓
的公司與HCC Southwest合作，在2019
年開設了一個虛擬現實實驗室。他表示
：“技術的未來展望、和 HCC 服務的
所有行業的前景，只能從對機器學習和
人工智能等事物的更多理解和整合中受
益。”

詢問註冊請致電 713.718.7631。或
上網hccs.edu/apply。 歡迎瀏覽hccs.edu/
ai了解詳細內容。

2021年HCC春季報名現已開放
HCC 現已開放春季學期註冊，雖

然新冠疫情還在流行，HCC 仍致力於
通過靈活的方式，來提供學生優質的教
育。有在線課程或校園內的面對面課程
，或兩者兼而有之，歡迎立即註冊，千
萬不要耽誤您的學業。HCC 還為您提
供快捷計劃，以幫助您快速獲得認證，
從而盡早找到理想的工作。

課程廣泛
今年春天，HCC 西南校區將提供

更多的學分和持續教育課程，涵蓋高級
製造、信息技術、數字通信、視覺和表
演藝術、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對於高中學生，HCC 與當地學區
合作提供雙重學分計劃，使學生在完成
高中的同時也可以獲得副學士學位的大
學學分。居住在小區內的高中生無需支
付任何學費。

此外，HCC的“僅花$20元就能改

變生活”活動，讓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
獲得證書，只要付20美元的申請處理費
。要註冊，請訪問hccs.edu/changemylife

有關先進製造的更多詳細信息，請
致電 713.718.7757 或訪問 hccs.edu/man-
ufacturing
要 註 冊 信 息 技 術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776或訪問hccs.edu/digital

要 註 冊 商 業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5222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有關視覺與表演藝術的詳細信息，
請致電713.718.5628或訪問hccs.edu/arts

要 註 冊 健 康 科 學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356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要註冊其他 HCC 課程，請致電
713.718.2000或訪問hccs.edu/apply

有 關 更 多 信 息 ， 請 致 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 或 訪 問
hcc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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