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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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
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墓園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墓園
清明節清明節 VIPVIP 新墓產發布會新墓產發布會
對公眾開放參觀對公眾開放參觀:: 物業發行物業發行!!
33 月月 1414 日日((星期日星期日))1010AMAM––22::0000 PMPM
出席者均可享特別優惠出席者均可享特別優惠
高達高達 1818% Off%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
可提供嘉賓墓園視頻參觀可提供嘉賓墓園視頻參觀
電話電話:: 832832--913913--58885888
地址地址:: 13001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Katy Freeway | Houston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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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畫頁

美南華文作協歡送前會長劉緯遷徙惜別會美南華文作協歡送前會長劉緯遷徙惜別會
三月七日中午在糖城三月七日中午在糖城Memorial ParkMemorial Park 舉行舉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出席的部分會友在會上合影出席的部分會友在會上合影。。

出席的部分會友在會上合影出席的部分會友在會上合影。。出席的部分會友在會上合影出席的部分會友在會上合影。。

（（左起左起 ））陳一飛陳一飛、、唐一美唐一美、、成彥邦成彥邦
、、陳紫薇陳紫薇、、謝淑娟在餐會上謝淑娟在餐會上。。

（（左起左起 ））石麗東石麗東、、程美華程美華、、劉劉
緯緯、、劉虛心在餐會上劉虛心在餐會上。。

（（左起左起））成彥邦成彥邦、、錢莉錢莉、、丁文英丁文英、、
鄭昭合影鄭昭合影。。

（（左起左起 ））成彥邦成彥邦、、錢莉錢莉、、丁文英丁文英
、、鄭昭鄭昭、、陳紫薇合影陳紫薇合影。。

作協創會會長石麗東作協創會會長石麗東（（中立者中立者 ）、）、
劉虛心劉虛心（（右右 ））對前會長劉緯對前會長劉緯（（左左 ））

依依不捨依依不捨。。

召集此次惜別會的前會長陳紫薇召集此次惜別會的前會長陳紫薇
（（右右 ））出示出示 「「南軒集南軒集」」 劉緯劉緯（（左左

））擔任會長時的大作擔任會長時的大作。。

成彥邦醫師出示他發明的成彥邦醫師出示他發明的
「「STP-VSTP-V 」」 噴劑噴劑，，對嘴一噴對嘴一噴，，可可

阻擋侵入的濾過性病原體阻擋侵入的濾過性病原體（（VirusVirus
))。。並贈送每位會友一瓶並贈送每位會友一瓶。。

(本報訊)德州州長宣布
即將取消口罩令後，迅速引
發反彈，德州H-E-B商家進
一步澄清了其口罩政策。

在州長格雷格·雅培
（Greg Abbott）上周宣布將
結束全州口罩授權後，HEB
發言人麗莎·赫爾夫曼（Lisa
Helfman）表示，商店將繼
續要求員工和供應商在工作
時佩戴口罩，並“敦促所有
顧客”這樣做。

在周五發布的一份聲明
中，該公司重申了其在3月
10日任務期限結束後的口罩

政策。
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

：“雖然全州範圍的政策發
生了變化，但我們的商店協
議並未改變。” “我們的商
店將繼續使用面具。我們要
求面具使用的標誌將保留在
入口處，並且我們將繼續在
商店內發佈公告。”

我們將繼續期望購物者
在商店購物時要戴口罩。此
外，我們仍將要求所有合作
夥伴和供應商在工作時佩戴
口罩。”

H-E-B還表示，它將為

沒有口罩的顧客提供口罩。
此前H-E-B表示，口罩

令期滿後將不再要求客戶戴
口罩。該公司總裁麥克萊蘭
德說，儘管商店有權要求戴
口罩，但不加配合的顧客在
休斯頓商店就造成了近2,000
起相關事件。

麥克萊蘭德當時表示，
不戴口罩的顧客將被戴上口
罩。如果他們沒有口罩，商
家會為他們提供口罩。但是
麥克萊蘭德說，如果客戶繼
續拒絕，員工們不會將情況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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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Yingying Xu, Fi--
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
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IA)】】上周美國股市與利率之間的上周美國股市與利率之間的
博弈持續博弈持續。。雖然最新出爐的就業數據雖然最新出爐的就業數據
良好良好，，新一輪財政救助方案也會近期新一輪財政救助方案也會近期
出台出台，， 但對利率上升的預期使得股票但對利率上升的預期使得股票
尤其是以科技板塊為主的納斯達克回尤其是以科技板塊為主的納斯達克回
落落。。 22月就業報告顯示月就業報告顯示，，美國經濟美國經濟22
月增加了月增加了379379,,000000個工作崗位個工作崗位。。這比這比

11月份高出一倍以上月份高出一倍以上，，是去年十月份是去年十月份
以來最好的增長以來最好的增長，，其中休閒和酒店業其中休閒和酒店業
增加了增加了355355,,000000個工作崗位個工作崗位。。截止上截止上
週五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3149631496點點
（（週漲幅週漲幅11..88%%，，年漲幅年漲幅22..99%%），），標標
普普 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38423842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00..88%%，，年漲幅年漲幅22..33%%），）， 納斯達克收納斯達克收
盤盤1292012920點點（（週跌幅週跌幅22..11%%，，年漲幅年漲幅
00..22%%）。）。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的市場反應表上週的市場反應表
明投資者似乎出現了明投資者似乎出現了
兩種新觀點兩種新觀點：：高利率高利率
和股票價格無法共存和股票價格無法共存
，，以及近期的股票跌以及近期的股票跌
勢是否表明市場呈下勢是否表明市場呈下
行趨勢行趨勢。。對這兩種觀對這兩種觀
點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點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當貨幣政策環境變當貨幣政策環境變
得過於嚴格時得過於嚴格時（（為了為了
抑制通貨膨脹抑制通貨膨脹），），經經
常會出現衰退和熊市常會出現衰退和熊市
。。但美聯儲距離過度但美聯儲距離過度
收緊貨幣政策還有很收緊貨幣政策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長的路要走。。美聯儲美聯儲

甚至還沒有開始消除刺激措施或提高甚至還沒有開始消除刺激措施或提高
其政策利率其政策利率，，更不用說過度緊縮到破更不用說過度緊縮到破
壞經濟復甦的地步壞經濟復甦的地步。。十年期利率上週十年期利率上週
確實大幅上升確實大幅上升，，但這只是使它們回到但這只是使它們回到
了一年前的水平了一年前的水平。。此外此外，，十年期利率十年期利率
11..66％％，，大約是過去大約是過去 2020 年平均利率年平均利率
33..11％的一半％的一半。。長期利率上升是對經濟長期利率上升是對經濟
反彈信心增強的信號反彈信心增強的信號。。隨著經濟擴張隨著經濟擴張
的成熟的成熟，，通貨膨脹壓力可能上升至需通貨膨脹壓力可能上升至需

要美聯儲加息的水平要美聯儲加息的水平，，從而使長期從而使長期
利率升至限制性更高的水平利率升至限制性更高的水平。。但高但高
利率可能會在幾年後才開始對經濟利率可能會在幾年後才開始對經濟
或股市構成更大的系統性風險或股市構成更大的系統性風險。。看看
看看 19801980 年年，，19871987 年年，，20002000 年和年和
20072007年以前的牛市高峰年以前的牛市高峰，，美聯儲的美聯儲的

短期政策利率已經大幅上升短期政策利率已經大幅上升，，十年期十年期
利率平均為利率平均為88..11％％。。如今如今，，政策利率政策利率
為為00％％，，十年期利率低於十年期利率低於11..66％％，，這向這向
我們表明我們表明，，當前利率更接近牛市的早當前利率更接近牛市的早
期或中期水平期或中期水平，，離對大盤產生威脅還離對大盤產生威脅還
有很遠有很遠。。

上週五公佈的上週五公佈的22月就業報告帶來月就業報告帶來
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特別值得注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意的是，，休閒和酒店業增加了休閒和酒店業增加了355355,,
000000個工作崗位個工作崗位，，這是一個早期跡象這是一個早期跡象
表明表明，，隨著疫苗接種的增加和經濟活隨著疫苗接種的增加和經濟活
動限制的減少動限制的減少，，這個陷入困境的行業這個陷入困境的行業
可能正處於復甦的初期可能正處於復甦的初期。。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
的前進之路將成為經濟反彈的動力的前進之路將成為經濟反彈的動力。。
儘管自儘管自55月以來已增加了月以來已增加了11,,290290萬個萬個
工作崗位工作崗位，，但仍比疫情前水平低但仍比疫情前水平低950950
萬萬，，這表明未來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這表明未來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隨著今年的前進隨著今年的前進，，我們應該看到新我們應該看到新
工作崗位增加的步伐有所加快工作崗位增加的步伐有所加快。。這將這將
推動總收入和消費者信心的提高推動總收入和消費者信心的提高（（連連
同已經提高的個人儲蓄同已經提高的個人儲蓄），）， 也將推動也將推動
20212021年家庭支出和年家庭支出和GDPGDP增長超過平增長超過平
均水平均水平。。

我們最近度過了股市在疫情之前我們最近度過了股市在疫情之前
高峰的一周年紀念日高峰的一周年紀念日（（20202020年年22月月1919
日日）。）。股票在創紀錄的時間內恢復了股票在創紀錄的時間內恢復了
虧損虧損，，目前已達到新高目前已達到新高，，標準普爾標準普爾
500500指數目前比前一個峰值高出指數目前比前一個峰值高出1212％％
。。經過過去一年的大幅穩定增長之後經過過去一年的大幅穩定增長之後
，，股市的情緒似乎在最近幾天發生了股市的情緒似乎在最近幾天發生了
變化變化，，話題從經濟重新開放和財政刺話題從經濟重新開放和財政刺
激轉向通脹和利率風險激轉向通脹和利率風險。。這是否表明這是否表明
市場可能達到頂峰市場可能達到頂峰，，接下來要走下坡接下來要走下坡
路路？？分析師並不這樣認為分析師並不這樣認為。。自第二次自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大戰以來，，每個新的牛市高峰平每個新的牛市高峰平
均比前一個高峰高均比前一個高峰高9090％％，，突出了長期突出了長期
投資的重要性投資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面對周期性尤其是在面對周期性
波動的情況下波動的情況下。。最近幾週的市場走勢最近幾週的市場走勢
，，反映出一些過高估值股票泡沫的破反映出一些過高估值股票泡沫的破
裂裂，，但並非表明大盤今年的下行走勢但並非表明大盤今年的下行走勢
。。儘管頭條新聞用儘管頭條新聞用““拋售拋售””和和““動盪動盪
””之類的詞形容股市走勢之類的詞形容股市走勢，，但標普但標普
500500指數從周一的收盤高點跌至週四指數從周一的收盤高點跌至週四
的收盤低點的收盤低點，，僅下跌了僅下跌了33..44％％，，而且而且
從一周表現來看還正收益從一周表現來看還正收益。。三大指數三大指數
中道瓊斯表現最優中道瓊斯表現最優，，納斯達克為負納斯達克為負，，
基本抹去了今年收益基本抹去了今年收益。。這就再次強調這就再次強調
了投資佈局多樣化的重要性了投資佈局多樣化的重要性，，因為對因為對
於投資來講於投資來講，，行業領軍者從來都在輪行業領軍者從來都在輪
換換。。保持並堅守多樣化佈局保持並堅守多樣化佈局，，堅持看堅持看
長期而非短線收益長期而非短線收益，，才能達到預期的才能達到預期的
投資目標投資目標。。

德州州長宣布即將取消口罩令德州州長宣布即將取消口罩令
H-E-BH-E-B 商家進一步澄清政策商家進一步澄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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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亞洲市場成拉動業績引擎
外資銀行加碼中國不停步

渣打、花旗、匯豐、德銀等外資

銀行 2020 年年報近期相繼出爐——從

營業收入、利潤表現等財務指標看，

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業務成為2020

年拉動外資銀行業績表現的強勁馬達。

對於這些外資銀行而言，今年加碼布局

中國市場，也成為其繪就業務藍圖的重

要著力點。

亞洲市場成拉動業績引擎
2020年，從利潤表現看，匯豐、花

旗、渣打等外資銀行均面臨不同程度的

下滑。

數據顯示，匯豐控股2020年經調整

利潤下跌45%至121億美元；花旗凈利潤

同比下降43.06%至110.47億美元；渣打

撥備前經營利潤按固定匯率基準計算下

降4%；恒生營業利潤減少30%至201.25

億港元。

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表現亮

眼。以匯豐控股為例，2020 年，單計

亞洲業務，稅前利潤達 128.32 億美元

，遠超中東及北非（0.19億美元）、北

美（1.68億美元）等地區，且在該地區

的盈利完全覆蓋了歐洲、拉美地區的虧

損。

渣打、花旗亦如是。2020年，中國

及北亞地區所產生的利潤占渣打集團整

體稅前利潤的81%。渣打中國經營收入

增加6%，未計減值及稅項前基本經營利

潤提升26%。2020年，花旗在亞洲的收

入為158億美元，貢獻了全球收入的五

分之一以上，成為北美以外花旗全球最

大的區域市場。

先行布局“嘗到甜頭”
先行一步布局中國市場的金融機構

，交出了亮眼的財務報表。

2020 年，瑞銀稅前利潤為 82.26 億

美元，同比增長 47%；營業收入（不

包括信貸損失支出）增長 14%；股東

應占凈利潤 66.29 億美元，同比增長

54%。

2015 年底，瑞銀就“中國 2020 戰

略”達成共識，其中包括在5年內實現

中國三大前臺業務——投資銀行、財富

管理和資產管理的增長，同時要取得前

中後臺共同前進、相得益彰的發展。

2018年12月，瑞銀增持其投資銀行業務

平臺——瑞銀證券股權至51%，成為首

家通過增持內地合資券商股權以實現控

股的外資金融機構。

瑞銀集團首席執行官拉爾夫· 哈

默斯表示，2020 年，瑞銀全球財富管

理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實現雙位數稅

前利潤增長，投資銀行業務取得 20%

的專屬股本回報率。從各地區看，美

洲和亞太地區的稅前利潤分別增長逾

10億美元。

再如德銀，2020年德銀4個季度均

實現盈利——全年凈利潤為6.24億歐元

，稅前利潤為10億歐元。

加碼中國已成共識
在外資銀行的全球版圖中，中國市

場的地位愈發重要。今年以來，加碼布

局中國，已成外資銀行的共識。

匯豐集團日前宣布，計劃未來5年

招聘逾5000名財富管理人才，為中國和

新加坡客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其中，

中國內地計劃增聘3000名財富規劃顧問

，以拓展集團在內地新推出的移動式財

富規劃服務。目前，匯豐集團在上海、

杭州、廣州和深圳已聘請200多名財富

規劃顧問。

匯豐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亞太

區主管欣格雷表示，亞洲的財富管理業

務蘊含龐大的增長機遇。未來5年，匯

豐計劃將中國內地的私人銀行業務擴展

至10個城市。

恒生中國副董事長兼行長宋躍升預

計，今年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將帶動投

資、消費增長，給恒生帶來更多業務

機會。近年來，中國對外資進一步加大

開放力度，逐漸取消和降低外資在資本

市場上的各種限制條件，使得恒生有更

多機會參與內地市場。

多地調控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
綜合報導 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1年1月份商

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統計數據，國家統計局城

市司首席統計師繩國慶表示，1月份，房地產市場

運行總體平穩，各線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漲

幅較上月有所擴大，同比漲幅有擴有落。

繩國慶介紹，據測算，1月份，4個一線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0.6%，漲幅比上月擴大0.3

個百分點。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分別上漲

0.5%、0.6%、1.0%和0.3%。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

漲1.3%，漲幅比上月擴大0.7個百分點。其中，北京、

上海、廣州和深圳分別上漲0.9%、1.3%、1.4%和1.7%

。31個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

比均上漲0.4%，漲幅比上月均擴大0.3個百分點。35個

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分別

上漲0.2%和0.3%，漲幅比上月均擴大0.1個百分點。

據測算，1月份，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上漲4.2%和9.6%，漲幅

比上月分別擴大0.3個和1.0個百分點。二線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上漲4.1%

和2.5%，漲幅比上月分別擴大0.1個和0.3個百分點

。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上漲3.3%，

漲幅比上月回落0.2個百分點；二手住宅銷售價格

同比上漲1.5%，漲幅比上月擴大0.1個百分點。

記者梳理發現，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

宅價格與上月相比上漲的城市有53個，持平的有3

個，下降的有14個。漲幅較大的城市為金華上漲

1.2%，合肥上漲 0.9%,沈陽、成都、泉州均上漲

0.8%，武漢、西寧、徐州、蚌埠、濟寧均上漲0.7%

。下降較多的城市是瀘州下降0.6%，哈爾濱下降

0.5%，太原、大理下降0.4%。

二手住宅方面，70個大中城市中，與上月相比價

格上漲的城市有49個，持平的有6個，下降的有15個

。一線城市上漲較為明顯，深圳、廣州、上海、北京

分別上漲1.7%、1.4%、1.3%、0.9%。此外，金華上

漲1.3%，成都、徐州上漲1.0%，寧波、泉州上漲

0.9%，福州、昆明、西寧、無錫上漲0.8%。

農歷新年前一段時間，一線城市房價上漲較其

他城市更為明顯。隨之而來的是密集的調控。北京

、上海、深圳三個一線城市均出臺了調控措施，且

有城市是多次調控。

上海在1月下旬發布房地產調控十條新政，後

將法拍房納入限購範圍。隨後，上海銀保監局出臺

嚴格房地產貸款集中管理等制度，規定只能對主體

結構封頂住房的購買人發放貸款等。

深圳自去年底以來頻頻出現“打新熱”，1月

份，深圳對12名違規認購人作出“三暫停”處罰

。隨後，又對假離婚、代持、假流水等違規行為的

相關人員，作出“三年不得在深圳購房”的處罰。

北京市政府有關負責人則在近日表示，首都房

地產市場絕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投機炒房、渲染炒作

，如出現局部量價上漲苗頭，將迅速采取針對性調

控措施，確保市場穩定。此外，北京還要求對各銀

行發放的個人消費貸款和個人經營性貸款合規性開

展全面自查。

有聲音認為，本輪一線城市房價上漲的原因有

幾個。一是全球疫情導致很多原本想送孩子去國外

讀書的家長放棄留學，回到一線城市購買學區房，

帶動了部分區域學區房價格上漲；二是由於限價導

致的新房價格與二手房價格倒掛，一些新房出現

“打新熱”。同時，也有聲音認為投資客擠占了新

房供給，很多購房者不得不轉向二手房市場，又帶

動了二手住宅市場的火爆；此外，經營貸進入樓市

，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浙江工業大學副校長虞曉芬認為，當前，保持房

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對釋放內需潛力、增進民生福

祉、防範金融風險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應提高對

“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重要性認識，綜合施

策，“一城一策”，落實好穩定房地產市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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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食新常態 物流商外賣單升近七成
新冠疫情肆虐，港人去年在抗疫、居家工作及停課等措施

下，由飲食習慣到生活模式都發生大改變，外賣到家及線上消費行

為已成為新常態。物流商Zeek 日前公布2020年度數據，公司去

年全年外賣單量超過340萬單，與2019年比較升近七成，其中去

年7月19日即第三波疫情及限聚令的第一個周末，送了近2萬單，

創全年單日最高外賣單量紀錄；冬至日的盆菜單量按年急升9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Zeek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趙家祺表示，疫情發展出新模式，外賣及網購變成常態，並逐步變成市民
的生活習慣，有報告指出97%香港消費者表示疫情後亦會繼
續網購，相信電商數目會持續增長。政府統計處日前首次公
布的網上零售數字，今年1月網上銷售額臨時估計達23.71億
元，按年飆升92.1%，佔整體銷售額7.3%，反映疫情引領網
上零售仍有龐大的發展潛力，預計將有更多商戶加入網上戰
線，而配送質素及售後服務，或成為商戶的致勝關鍵，此情
況也將為物流商帶來發展新機遇。

中長距離配送需求增
他認為，市場首對先配送時效需求提高。疫情令市民生

活模式轉變，生鮮食品及超市雜貨類需求同樣殷切，對時效需
求亦愈來愈高，部分商家甚至以高時效作賣點，例如有生活平
台向消費者保證“100分鐘全港送”或“全年無休配送”等。

其次，中長距離配送成市場新貴。一般外賣平台並不提
供中長距離外賣配送，只能覆蓋短途或同區，例如中環外賣
至香港仔已不能應付。餐飲業為開拓更多商機，對中長距離
配送的需求會日益增加。

一站式解決方案需求急增，雲端餐廳成新趨勢。趙家祺
認為，雲端餐廳（CloudKitchen，也稱雲端廚房）屬餐飲業
另一新趨勢，對業務提供更大彈性，不受地區及人流限制，
勢必成為後疫情營運模式。一站式解決方案助雲端餐廳建立
自家平台，於線上接觸及維繫客戶群，更有效控制投資及營
運成本，提高配送效率。

趙家祺還注意到，高端自營品牌的配送服務需求也十分
強勁。如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Zeek就接到近萬張星級食府
的訂單，公司並正密鑼緊鼓籌組星級配送團隊。

力拓東南亞業務
此外，趙家祺又指出，東南亞電商發展凌厲。有市場報

告指，去年整個東南亞市場中，約36%消費者首次進行線上
消費行為，當中94%表示於疫後會繼續透過線上消費解決生
活所需。

他表示，公司將致力發展東南亞，將香港配送經驗加入
市場定製應用於當地場景，為商戶解決需求；去年底，就與
越南Circle K結成策略性夥伴，攜手攻佔越南近七千萬的年
輕高消費群，他表示，未來公司將加快擴大東南亞版圖。

● 疫情衍
生各種不同
配送場景，
圖為 Zeek
協助學校及
辦學團體派
送中學派位
選校表格及
升中選校資
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
媚） 比特幣今年初曾突破5.8萬美
元大關創新高，雖然5日傍晚暫回
落至4.7萬美元附近，但投資者對虛
擬貨幣關注度不減。據外媒報道，
摩根大通近日對 1,500 間機構的
3,400多名投資者進行了調查，發現
目前還沒有交易或投資過虛擬貨幣
的公司中，有約22%受訪者認為其
公司未來可能會交易虛擬貨幣。

逾10%人看作“老鼠藥”
報道指，越來越多機構投資者

進入虛擬貨幣領域，因此摩根大通
進行了有關虛擬貨幣的機構情緒調
查，該行訪問了3,400多名投資者，
只有11%受訪者在交易或投資虛擬
貨幣的公司工作過，餘下89%受訪
者則沒有，而且有大多數受訪者表
示不打算投資或交易加密貨幣，但
58%受訪者認為虛擬貨幣將繼續存

在。不同機構投資者對虛擬貨幣的
前景仍存在分歧，而調查亦反映了
機構投資者對虛擬貨幣的興趣。

被問及對虛擬貨幣看法，有
58%投資者表示有保留，有21%認
為虛擬貨幣只是一時流行，有14%
認為虛擬貨幣是需要避開的“老鼠
藥”，只有7%認為虛擬貨幣將成為
最重要的資產之一。

逾九成人感存欺詐行為
大多數機構投資者都對比特幣

的安全問題有所憂慮，其中有近
98%受訪者均認為虛擬貨幣世界中
“有點”欺詐行為、甚至存在“非
常”普遍欺詐行為。不過，不少大
行正蠢蠢欲動、欲加入投資虛擬貨
幣市場，其中摩根士丹利的一個部
門最近表示，正在探索是否投資加
密貨幣，而摩根士丹利亦已間接持
有不少比特幣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研究機構
集邦科技（TrendForce）的報告指
出，中芯國際獲准購買光刻機，有
助其成熟製程優化模組與改善產能
瓶頸，使下半年原物料與備品不至
斷鏈，預估2021年中芯的全球市佔
率仍可達4.2%。中芯國際5日收報
26.85 港元，跌 1.468%。 Trend-
Force指出，全球代工產能吃緊仍難
以解決，且美國仍將持續限制中芯
採購10nm及以下的機台採購，長
期發展仍存隱憂。據TrendForce數
據，中芯去年在晶圓代工的市佔率
約5%。

TrendForce報告稱，以中芯的發
展來看，其中長期的產能規劃與發展
策略在美國商務部的禁令影響下，預

估2021年的資本支出年減達25%，主
要投資將在成熟製程節點（Mature
Node）的產能擴充，以及北京新合資
廠房的建設，保守看待鰭式場效電晶
體（FinFET）等先進製程的相關投
資。整體而言，地緣政治與WFE供應
鏈的不確定性，將迫使中芯放緩資本
支出，輾轉以55/40nm與0.18um成熟
製程為發展主軸。

國際大客下單意願成焦點
此外，報告又稱，以營收佔比來

看，中芯超過一半以上的營收來自中
國，但在中美半導體競爭短期不易緩
解的情況下，國際大客戶在代工廠的
選定與長期配合的考量下，能否願意
在中芯下單將是未來的觀察重點。

研究：中芯今年全球市佔率料4.2%

虛擬貨幣節節高
兩成機構投資者擬交易

●趙家祺認為餐飲業為開拓更多商機，
對中長距離配送的需求會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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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疲憊的參議院勉強批准
了一項1.9 兆 美元的新冠救濟法案
，總統拜登及其民主黨盟友取得了
勝利，他們認為這是使該國擺脫大
流行和經濟低迷的關鍵一步棋。

經過一整夜的艱苦努力，幾乎
所有共和黨人都拒絕了這項修正案
，參議員們以50比49的票數批准
了這一龐大的方案。這將在下週獲
得眾議院的最終國會批准，以便議
員可以將其送交拜登以供簽署。

拜登在投票後在白宮對記者說
：“這個國家遭受的痛苦太久太久
了。”他說：“這套方案的所有目
的都是為了減輕苦難，滿足該國最
緊迫的需要，使我們處於一個更好
的位置，以取得勝利。”

對於拜登和民主黨人來說，週
六的投票也是關鍵的政治時刻，參
議院通過之後，在眾議院民主黨仍
有10票眾議院優勢，可以說是這
項紓困案通過是勢在必行，

在法案的妥協之下，除了常規
的 1400元紓困支票外，還將額外
失業就劑金從每周400元降至每週
300美元，並於9月6日支付最後
一筆款項。這筆款項中還將包括稅
收減免，以幫助人們將這種大流行
病突然拋棄就業機會和對福利有可
能受到的稅收處罰。

圖片來源：路透社

參議院通宵開會參議院通宵開會，，
批准批准 11..99兆紓困法案兆紓困法案

德州夜店舉辦德州夜店舉辦 「「無口罩無口罩」」
派對派對，，遭各界炎上遭各界炎上

人倫悲劇人倫悲劇！！休士頓華男開休士頓華男開
槍射妻槍射妻，，後暴頭自盡後暴頭自盡！！

週日，少數地方和州領導人舉行了新
聞發布會，敦促休斯頓的一家酒吧取消其
提拔的 「無口罩」 派對。在Instagram上
，華盛頓大街（Washington Avenue）的
Concrete Cowboy酒吧發布了傳單，宣傳
他們為即將到來的星期三舉行 「無口罩」
派對，有鑑於這天正好是德州口罩令取消
的日子。

德州議員安·約翰遜（Ann Johnson）

抨擊這種活動：“毫無疑問，這是一場超
級撒播活動，將真正在休斯頓地區掀起第
四次COVID激增。”

約翰遜和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
納（Sylvester Turner）對即將更改新冠規
則表示沮喪。根據得克薩斯州州長Greg
Abbott的說法，從周三開始，所有新冠法
規都將終止，包括全州範圍的口罩令。

特納說，截至上周末，休斯頓市因新

冠死亡人數已超過2,000。他還提醒人們
，這座城市有五種病毒變種。目前，全德
州只有百分之七的人接種到疫苗。

由於這場無口罩派對在社群媒體上掀
起撻伐聲量，原打算舉辦不戴口罩聚會的
Concrete Cowboy夜店目前已經刪除了聚
會宣傳海報，但保持正常營業。

圖源：路透社

根據休士頓警察局指出，在本
月一號下午3點，一名 64歲 王姓
華裔男子在休士頓西部一家私人診
所，朝自己的妻子開槍，隨後暴頭
自盡，華裔男子不幸身亡，妻子仍
然在搶救當中。

這起事件的發生地點位於
12100 block of Richmond Avenue
附近一帶，原本華裔男子預約了要
前往當地私人診所看醫生，偕妻子

一同前往，在看醫生時突然情緒激
動，向妻子大喊 「我要殺了你、去
死吧」 後朝他連開兩槍，接著他就
舉槍暴頭自盡。 現場女證人嚇的餘
悸猶存。

妻子胸部和前臂身中兩槍，倒
在血泊之中，所幸送往赫曼紀念醫
院急救後仍有生命跡象。

警方發言人Wendy
Bambridge.指出，此案件屬於家庭

暴力事件，也指出疫情期間，全國
各地的家暴事件頻傳，呼籲大家在
這段期間要與親友保持聯繫。

這對夫妻的匿名友人指出，這
對夫妻過去活躍於華裔社區，但兩
人關係素來不好，前幾年有注意到
丈夫情緒較不穩定，這次發生這樣
的悲劇，讓身為老友的她十分感嘆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上週上週，，隨著隨著
科技股受到重創科技股受到重創，，埃隆埃隆··馬斯克馬斯克（（Elon MuskElon Musk
））的特斯拉股價驚人的一蹶不振的特斯拉股價驚人的一蹶不振，，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暴跌暴跌，，從世界老大變成老二從世界老大變成老二。。

華爾街越來越擔心債券收益率的上升華爾街越來越擔心債券收益率的上升，，
這可能會使借貸成本更高這可能會使借貸成本更高，，這可能會吞噬公這可能會吞噬公
司的利潤司的利潤，，這就是為什麽投資者開始撤回他這就是為什麽投資者開始撤回他
們過去一年在高增長但有風險的科技股中持們過去一年在高增長但有風險的科技股中持
有的股份有的股份，，開始扭轉局面開始扭轉局面，，例如從特斯拉撤例如從特斯拉撤
資資。。

特斯拉特斯拉（（TSLATSLA））的股票上週下跌了的股票上週下跌了
1111..55％％。。擁有特斯拉近擁有特斯拉近1818％股份的馬斯克在％股份的馬斯克在
大規模拋售中首當其沖大規模拋售中首當其沖。。

彭博社彭博社（（BloombergBloomberg））的億萬富翁指數的億萬富翁指數
顯示顯示，，上週馬斯克的財富減少了上週馬斯克的財富減少了270270億美元億美元
。。彭博社的數據顯示彭博社的數據顯示，，他的淨資產下降幅度他的淨資產下降幅度
大致等於戴森創始人傑姆斯大致等於戴森創始人傑姆斯··戴森戴森（（JamesJames
DysonDyson））所擁有的全部財富所擁有的全部財富，，戴森是世界上戴森是世界上
第第5252位最富有的人位最富有的人。。

自自11月以來月以來，，馬斯克和亞馬遜馬斯克和亞馬遜（（AMZNAMZN
））首席執行官傑夫首席執行官傑夫··貝佐斯貝佐斯（（Jeff BezosJeff Bezos））一一
直在彭博社的全球最富有人士榜單上交換位直在彭博社的全球最富有人士榜單上交換位
置置。。但是馬斯克現在的淨資產縮水至但是馬斯克現在的淨資產縮水至15701570億億

美元排名第二位美元排名第二位，，而貝索斯的淨資產為而貝索斯的淨資產為17701770
億美元回升第一億美元回升第一。。馬斯克仍然比微軟馬斯克仍然比微軟（（MSMS--
FTFT））創始人比爾創始人比爾··蓋茨蓋茨（（Bill GatesBill Gates））領先領先210210
億美元億美元，，後者仍然是全球第叁大富豪後者仍然是全球第叁大富豪。。

特斯拉的股價在特斯拉的股價在20202020年上漲了年上漲了743743％％，，
在股票市場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中排名第五在股票市場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中排名第五。。
在今年下跌在今年下跌1515％之後％之後，，特斯拉的股票跌至第特斯拉的股票跌至第
七位七位，，僅次於僅次於 FacebookFacebook（（FBFB））和和 BerkshireBerkshire
HathawayHathaway（（BRKABRKA），），但領先於摩根大通但領先於摩根大通
（（JPMJPM）。）。

即使特斯拉的股票繼續下跌即使特斯拉的股票繼續下跌，，馬斯克仍馬斯克仍
然有望在然有望在20212021年及以後變得更加富有年及以後變得更加富有。。因為因為
馬斯克獲得了四筆贈款馬斯克獲得了四筆贈款，，在在20202020年購買年購買840840
萬股特斯拉股票萬股特斯拉股票。。按週五的收盤價計算按週五的收盤價計算，，每每
筆股票的市值均達到筆股票的市值均達到5050億美元億美元，，盡管其中一盡管其中一
部分將被削減部分將被削減，，因為馬斯克將不得不支付行因為馬斯克將不得不支付行
權價權價。。馬斯克今年可能會獲得叁筆額外的期馬斯克今年可能會獲得叁筆額外的期
權贈款權贈款，，每筆贈款與他在每筆贈款與他在20202020年獲得的贈款年獲得的贈款
一樣大且利潤豐厚一樣大且利潤豐厚。。

馬斯克從未出售過特斯拉的股票馬斯克從未出售過特斯拉的股票。。馬斯馬斯
克沒有行使任何選擇權克沒有行使任何選擇權。。高管通常在到期或高管通常在到期或
釋放現金時行使這些權利釋放現金時行使這些權利。。

馬斯克上週虧損馬斯克上週虧損270270億美元億美元
世界老大變老二世界老大變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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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保障廣泛均衡參與
參加港澳政協委員聯組會 強調堅持“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66日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的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並參加討論國務院副總理韓正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的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並參加討論。。 新華社新華社

據新華社報道，6日上午，韓正參加了港澳
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在認真聽取蔡

冠深、吳培娟、李民斌等委員發言後，韓正表
示，過去一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區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下，香港、澳門防疫
情、穩經濟、紓民困，保持了社會大局穩定，
成績來之不易。

“愛國者治港”須有健全制度保障
韓正說，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將就完善香港

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作出決定，是繼制定實施
香港國安法後，中央完善香港法律和政治體制
的又一重大舉措。

韓正強調，要始終堅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使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符合香港
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依法保障香
港同胞廣泛的、均衡的政治參與。要始終堅
持“愛國者治港”，香港管治權必須掌握在堅
定的愛國者手中，“愛國者治港”必須有健全
的制度保障。要始終堅持依法治港，在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框架內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憲制秩序。
韓正充分肯定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認真履

職盡責，希望大家再接再厲，宣傳解讀好全國人
大及其常委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的決定和修法，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解決經濟民
生問題，為“一國兩制”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據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尤
權等參加了討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何厚
鏵、梁振英、夏寶龍等出席了會議。

完善制度並不是刻意剔除任何人
參會的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會後表示，6日

的會議歷時約兩小時，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主持，會議安排7名港澳政協委員發言，內容包
括疫情、金融、大灣區等。韓正副總理在認真聽
取了多名港澳委員的發言後，向港澳委員作了約
一小時的講話，詳盡解釋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
重要性和緊迫性。

唐英年引述韓正副總理表示，制度的完善並
不是想刻意剔除任何人，只是要以愛國者作為一

個客觀審核的標準，因為香港的管治體制中需要
愛國者，希望各位委員向社會多宣講選舉制度的
完善。

唐英年引述說，未來會擴大選委會和立法
會，相信能令香港代議政制的代表更多也更好，
並相信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社會變得更穩
定，有助解決長期以來的深層次問題，及加快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

絕不允許通過選舉平台危害國安
全國政協委員林大輝向香港文匯報引述道，韓

正副總理指全國政協委員是愛國愛港的中堅力量，
希望委員在完善選舉制度上多向市民解讀、宣傳和
爭取支持。同時，韓正副總理強調國家不能容忍反
中亂港分子通過選舉平台和勾結外國勢力去破壞香
港繁榮安定，挑戰憲法和基本法，危害國家安全和
損害國家主權。

林大輝續引述道，韓正副總理對委員提出三項
要求，分別是支持特區政府抗疫和防疫；為特區政
府出謀獻策解決經濟和民生的深層次矛盾；及積極
宣傳兩會精神，包括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鼓勵
年輕一代投身民族復興事業，跟國家一同發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6日參加了港澳地

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他在會上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將

就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作出決定，是繼制定實施香港

國安法後，中央完善香港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又一重大舉措。他

強調，要始終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使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

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依法保障香港同胞廣泛的、均衡的政治參與，並要始終堅持

“愛國者治港”及要始終堅持依法治港。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6日參加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
會，會議歷時約兩小時。有港區委員
表示，韓正副總理的講話顯示中央對
香港一貫以來的關心和支持，並相信
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將重新回到發
展正軌，而香港的代議政制將繼續包
容各方各面的聲音。同時，他們將根
據韓正副總理提出的“三個準確”的
新要求，在宣傳中央政策、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在香港實施等方面承擔更大責任。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6日上午透
過視頻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他認同
要完善選舉制度，並希望代議政制能
包容各方各面的聲音，但各方面的聲
音的共同目標首先是要“愛國”。香
港是多元社會，相信在完善選舉制度
後，仍有“民主派”人士可以參選。

“愛國”為廣納言論共同目標
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表示，只要

是愛國愛港，日後仍可以提出反對聲
音，“其實香港今時今日，大家所需
要的是理性討論，不要好像以往那
樣，大家又攬炒又‘港獨’，拉布拉
到政府都運作不到。”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
表示，中央非常關心香港，從去年實施
香港國安法到今年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顯示中央堅持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香港只有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經
濟民生方能取得良好發展。

她續說，韓正副總理還講述了內
地疫情防控工作，令她深受感動。內
地是唯一一個在去年疫情期間經濟仍
然保持正增長的國家，政府工作報告
將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為6%
以上，顯示國家經濟前景非常好，港
區委員當支持特區政府做好防疫，並
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與國家
共發展、共繁榮。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
勝表示，韓正副總理的講話給委員傳
遞了“三重信息”：一是傳遞了一種
信任。韓正副總理向委員提出了“三
個準確”的新要求，“這是我們的光
榮，也是我們的義務。”他續說，二
是傳遞了一種真誠。韓正副總理推心
置腹的講話中，讓委員感受到中央對
香港的關心支持是一貫的、對香港落
實“一國兩制”是不會改變的，大家
盡可放心。三是傳遞了一種信心。韓
正副總理從支持特區政府抗疫、推動
改善民生和融入大灣區等三方面，向
委員提出希望。這表明當完善選舉制
度以後，危害香港社會的各種因素被
克服，香港將重新回到發展正軌上，
迎來重新出發的重大契機，這必將長
久造福香港。

●攬炒派多年來劣跡斑斑，屢癱瘓香港立法會運作，
更凸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重要。港區政協委員表
示，將按照韓正副總理提出的“三個準確”新要求承
擔更大責任。圖為攬炒派去年大鬧立法會。 資料圖片

依
據
三
個
準
確

委
員
承
擔
重
責

●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將就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作出決定，是繼制定實

施香港國安法後，中央完善香港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又一重大舉措

●要始終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使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依法保

障香港同胞廣泛的、均衡的政治參與

●要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香港管治權必須掌握在堅定的愛國者手中，

“愛國者治港”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要始終堅持依法治港，在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框架內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

制度，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資料來源：新華社報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多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6日都
表示，韓正副總理的講話反映了中
央對香港的關心。委員林大輝和彭
長緯更向傳媒透露了韓正副總理的

一個日常習慣，就是其辦公室桌上每日都有香港報
章的剪報總匯。

他們引述韓正副總理說，他每日上午都會先閱
讀香港的新聞，並不時通過網上和媒體關心香港，
持續接觸不同界別的人士，反映韓正副總理時時刻
刻都關心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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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情時刻在心頭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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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粉絲們一個好消息，易烊千

璽主演的電影《世間有她》宣布定檔

4月30號。

據悉，這部電影是由張艾嘉、陳

沖和李少紅三位女導演共同執導的影

片。光看著導演陣容就知道了這部電

影一定不簡單。

電影的故事背景設定在 2020 年

：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打亂了所有

人的生活，當工作面臨失業，當家

庭分崩離析，當愛人分隔兩地，當

死亡悄然逼近，當平靜的生活突然

遭遇毫無征兆的變故，這時候女性

會怎樣應對？這三位導演各自用獨

特的女性視角探索並展現了特殊時

期人們在家庭、事業、愛情中的困

境與掙紮，用最細膩的視聽語言帶

給觀眾深層次的思考與啟發。影片

，將鏡頭對準充滿煙火氣的平凡生

活，通過幾對人物的情感和故事，

映射出社會中萬千普通人在2020年

的生存現狀 值得全社會體悟與思考

，也必將引起觀眾的共鳴與共情。

易烊千璽在電影中飾演一位在武

漢工作與女友異地戀的小夥子，並且

在感染後發生了一系列動人故事。

在爆出的預告片中，易烊千璽戴

著口罩，一秒落淚的鏡頭，讓人印象

深刻，短短數秒，眼神中的絕望、無

助乃至麻木都躍然於屏。

在疫情來襲的背景下，易烊千璽

將人們對疫情的各種真實行為舉動表

演的淋漓盡致。從剛開始拒絕女友來

到所在城市陪伴自己，到自己確診住

進醫院再到和女朋友視頻通話時所表

現的堅強。易烊千璽將這一部分演繹

的都非常的好。

這讓粉絲們更加期待新生代演技

派易烊千璽在此片中的表演。

同時這部《世間有她》也有易烊

千璽的哭戲，我相信許多粉絲們也都

很期待他的哭戲。因為它的每一部哭

戲都能引起廣大粉絲們共情。

易烊千璽的年齡僅僅只有20歲，

但是他的每一部戲中都表現出了20歲

無法具有的演技和能力。無論是易烊

千璽參演的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

還是電影《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

紅花》。他總是能投入全部的情感，

將出演的角色演繹的活靈活現，給觀

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今的易烊千璽已經不再是人們

口中的流量明星，已經成長成了一名

實力派演員。

讓我們一起期待4月30號易烊千

璽的新電影《世間有她》，同時大家

也要準備好紙巾，屆時一起走進電影

院觀看這部電影。

易烊千璽催淚電影
《世間有她》暖心來襲

3月1日，根據九夜茴同名小說改編的大熱
IP《曾少年》在南京舉辦開機儀式並正式官宣
演員陣容，該劇由九夜茴編劇，王雷、劉暢、
傅子恩導演；據悉該劇將在南京、上海、北京
三地進行取景拍攝；開機當天演員張一山、關
曉彤、範丞丞、李溪芮，姜珮瑤，葉筱瑋，張
曉鈺，張藝文，蘇夢蕓，伊米娜，韓昕妤等悉
數亮相，共同分享創作初心及美好願景，向往
昔致敬，獻給所有的少年們。

現實青春成長劇《曾少年》講述了2001年到
2021年，一群80後年輕人在追尋夢想，努力把握
時代機遇，為美好事業與情感不懈奮鬥的經歷。

電視劇以秦川（張一山飾）和謝喬（關曉
彤飾）相互影響共生共存的成長為主視角，展
開一系列的故事線，張一山飾演的秦川是一個
北京土生土長的胡同小爺，為人仗義執著，同

時擁有很硬的拳頭與極柔軟的心，能動手解決
的事絕不動口。而關曉彤飾演的謝喬，是一個
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的普通北京女孩，心思清
澈，雖中規中矩但在一些方面卻極有天賦和運
氣。她的人生之所以有趣，也是因為遇到了一
群有趣的人，比如範丞丞飾演的楊澄，是一個
與謝喬人生軌跡截然不同的男孩，他擁有超強
的個人魅力，外貌出眾並且家境優渥。由李溪
芮飾演秦川的姐姐秦茜，自帶颯爽，可以為愛
情不顧一切，也是謝喬從小到大最想成為的人
。而姜珮瑤飾演的王瑩，身上有著階級自帶的
冷傲和疏離感，各色且毒舌，和謝喬成為了室
友，與秦川建立了聯盟關系。橫跨20年，他們
彼此扶持，互相成就，共同成長。

整部作品充滿著現實感，有學生時代單純
明朗不計付出的愛情、有出入職場作為菜鳥的
焦慮與迷茫、有原生家庭對成長的影響等，每
個層面都大膽觸及著青春成長的深層情緒。但
現實中又夾雜著浪漫主義色彩，就如秦川與謝
喬的感情，兩人在兜兜轉轉的命運中不斷發生
重疊，故事走向始終充滿著期待和看點。
九夜茴超青春IP向往昔致敬 獻給所有的少年們

《曾少年》作為九夜茴繼《匆匆那年》後
的又一超青春大熱IP，寫盡了她成長中遇到的
所有人和他們迄今為止的故事，對於所有人的
青春而言，一部《曾少年》差不多了！原著中
不僅有青梅竹馬的愛戀、學生時代的成長與蛻
變，畢業後的別離與重逢等眾多青春元素。而
且還折射出了北京橫跨20年的時代變遷，從胡
同大雜院到小區居民樓的居住環境變革，有非
典、奧運會、汶川地震等劃時代的歷史大事件
。每個人物的命運在極速翻滾的時代裹挾下奔
湧向前，在與命運的對抗和妥協中，努力追尋
夢想，向往昔致敬，獻給所有的少年們。

而此次《曾少年》的影視化是由九夜茴親
自操刀改編，以原著作者、影視編劇、監制的
多重身份為作品保駕護航，相信會將原著中最
為動人的精神內核保留，把細膩深刻的文字加
倍呈現於熒幕，再次掀起全民對那段珍貴少年
時光的集體回憶。

《曾少年》超強陣容
詮釋現實浪漫主義

由賈樟柯監制，袁媛導演，papi醬（姜逸

磊）和張超領銜主演，白客特別出演，許歌、

吳玉芳、陸忠主演，小鹿、周奇墨出演的電影

《明天會好的》今日發布臺詞版海報。4張海

報色彩大膽，每一組臺詞都道出了在偌大城市

森林中相互依偎取暖的戀人間那些親密積極的

瞬間，戳人心扉。

電影《明天會好的》是《後來的我們》、

《滾蛋吧！腫瘤君》等多部熱門影視作品的編

劇袁媛首部擔任導演並編劇的作品，講述了年

近三十成績平平的編劇蕭渝（papi醬飾）與同

樣才華無法變現的音樂人季野（張超飾）意外

成為合租室友，啼笑皆非的同居生活中，二人

漸生情愫。電影《明天會好的》將於4月2日

全國上映，3月5日全國路演正式開啟。

電影《明天會好的》這次曝光了4張臺詞

海報，包括“有那麽一瞬間，我願意跟他去任

何地方。”、“我們並非一無所有，我們還有

明天。”、“兩個人一起失敗，日子就沒那麽

難過了。”、“寂寞的人身上都有某種特殊的

味道，讓我們在擦肩而過的瞬間，認出了彼此

並相互擁抱取暖。”臺詞海報除了延續此前定

檔海報溫暖的色調，也豐富了藍色、紫色等色

調。除了在室內，蕭渝（papi醬 飾）和季野

（張超 飾）在路邊比出蹭車的手勢攔車，在

昏暗的酒吧中季野抱著吉他站在臺上，蕭渝凝

神看著他的背影，每一張海報都都能讓人感受

到愛情能人們帶來的那些積極、溫暖和美好。

從兩人一起並肩坐在沙發上，到一起去漫

無目的的旅行，電影《明天會好的》通過這4

張海報真摯地表達出了每一對情侶在愛情中的

點滴和那些不為人知的心情。愛情最好的樣子

一定是有你有我，每一句臺詞都讓觀眾感受到

電影中對於戀人間細膩情感的刻畫與呈現。

電影《明天會好的》主打溫馨治愈愛情輕

喜劇，而作為《滾蛋吧！腫瘤君》、《後來的

我們》等多部爆款電影的編劇，首次在電影中

兼任導演和編劇的袁媛非常善於描寫都市青年

男女的細膩情緒。在這部半自傳的電影中，導

演袁媛也把自己與電影中的蕭渝深度結合，導

演在現場表示：“創作的過程中我常常會有蕭

渝面對的那種無力感，但現實實在沒法控制。

我能做的只有繼續做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準

備，這樣才不至於讓自己那麽沮喪。”而季野

的出現，帶給蕭渝所有的那些情緒的起伏與經

歷，不管結局如何，這段經歷一定會讓每一個

曾經或者正在和愛人漂泊在陌生的城市中相互

依偎的觀眾看到生活中的自己。和你一起成長

，或許這才是愛情中最可貴的。

電影《明天會好的》由上海衡鹿影視文化

有限公司、北京光線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霍爾

果斯樂開花影業有限公司、北京合眾睿客影視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上海暖流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出品，北京合泰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西

河星匯影業有限公司、五好青年影業傳媒（北

京）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明天會好的》與3

月5日正式開啟全國路演，4月2日全國上映。

papi醬主演《明天會好的》
紮心臺詞道出愛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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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容祖兒擔任隊長，並與呂一、江映蓉、陳
小紜、陳梓童合組演繹的歌曲《孤寂者》

以精彩表現拿下第一，全員順利晉級。在排練
期間，祖兒因親自炮製靚湯為隊友補身，但用
剪刀時不慎割傷手，要縫2針，左手手掌需包
着繃帶，讓她不禁自責地大罵自己“弱智”，
她說：“如果是因為跳舞扭到的，我還能接
受，這個意外真的是很難接受。”隊友江映蓉
替祖兒按摩手指並予以安慰。祖兒怕因為自己
的傷影響到全組，即使舞蹈中有大量手部動
作，祖兒仍然帶傷堅持練舞，最後“拚”出個
第一來！

有粉絲留言表示曾擔心祖兒的傷勢：“在
上場之前對祖兒的膝蓋和手傷很擔心，因為
《孤寂者》的舞實在是太難了。
結果容隊長真的穩，整隊超水準
完成表演，第一實至名歸！”

至於張栢芝從兩次遭那英拒
絕同組，到那英主動招手，組成
一team演繹《逆光》，網民皆表
期待。事後栢芝在拉票環節中，
用蹩腳的普通話激動表示那英
隊長讓自己敞開心扉，並
感謝那姐、楊鈺瑩教自
己唱歌，讓她愛上自
己的聲音，並決

心開一場演唱會。而那英卻在栢芝袖口仔細翻
找出一張小抄，還被那英建議“長話短說”，
引發全場大笑。

栢芝抽空享受家庭樂
栢芝近日參與《浪姐2》令她挽回不少人

氣，而即使工作有多忙，她仍盡量抽時間享受
親子家庭樂。

栢芝趁不用演出，便偕大仔Lucas及二仔
Quintus外出shopping，而13歲的大仔Lucas已
接近有媽咪般高，一身黑色潮裝，更把頭髮電
得卷曲遮了一邊眼，行路雙手插袋，盡顯年輕
人個性。不過栢芝取笑Lucas有選擇困難症，
揀麵包如同揀“老婆”般，每次都揀2個鐘才
揀得中，相當搞笑！

而之後栢芝又帶兩個兒子玩小型賽車，落
場前都做足安全措施，栢芝才放心
給兩個兒子去玩，Lucas和Quintus
都舉起勝利手勢，隨後就在跑道上
馳騁。玩完剌激運動，栢芝又帶兩
個兒子去打桌球，今次栢芝都有落
場玩吓和教他們打波技巧，Lucas
打不入波，媽咪就幫他用手將桌球
推入洞口，最後還來一個擊掌慶祝
“入波”，而Quintus則表現得好
興奮，似乎好有興趣玩這運動，他
更說下次要再來玩，更要媽咪一起
玩，因為下次就要超越她的球技。

張栢芝那英

《浪姐2》同
組

放笑彈 負傷沒影
響表現

祖兒帶隊奪
第一

祖兒帶隊奪
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內

地真人騷《乘風破浪的姐姐2》（下

稱《浪姐 2》）5日播出第三場公

演，香港藝人容祖兒與張栢芝亦有參

與。栢芝夥拍那英等人一組演繹《逆

光》，但最終仍輸給祖兒帶領的那一組，

僅獲第二名，祖兒全隊以最高分晉級。祖兒

在舞台上表現出色，原來她在訓練期間發

生意外，致手部割傷並要縫 2針，負傷上

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方力申
本來是個頗細心謹慎的人，但人總會有
疏忽的時候，小方就因一時大意遺下
了銀包，幸得有心人路不拾遺，最終
他才拿回銀包，令他喜見香港人的誠
實，這也是香港這個家可愛之處。
小方於社交平台答謝這位有心

人，他指自己每次落車，都會檢查自
己的財物，只可惜一時大意便遺下了銀
包：“我相信我至少遺失銀包超過7小

時，竟然，有一位好心的男士，路不拾遺，交
還八鄉警署，我銀包內的所有物品，原封不動！感

謝您亦感謝當值的警員們，（連利是，我有超過一萬元現金及所
有證件…）我衷心祝這位有心人，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天天開
心！香港真好，香港永遠是我家！”小方答謝這位路不拾遺的有
心人以外，也承認自己的錯失：“這絕對不是什麼考驗，但您的
無私，讓我感到誠實，仍然是最高尚的品格，更讓我確定香港，
還是這麼可愛；香港，永遠是我的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太極樂隊
成員唐奕聰（Gary）日前疑因心臟病發猝
逝，令人惋惜。TVB 5日晚特別籌備《勁歌
金曲 懷念唐奕聰》節目，安排太極成員雷
有輝（Patrick）、鄧建明（Joey Tang）、
Ricky、“HiFi德”劉賢德、盛旦華，Gary
表弟李忠希、歌手麥家瑜、樂隊 ONE
PROMISE等上節目，分享他們與Gary多年
來的生活點滴。

太極眾人都稱未能接受Gary的離開，
Ricky表示知道Gary近年身體變弱，盛旦華
更稱2018年對方曾經因為唞不到氣要入醫
院，醫生表示Gary的心臟比較弱。Joey就
大讚Gary是位堅強的鬥士，而且熱愛工
作，即使知道身體變弱，也堅持每天去游水
和跑步，想鍛煉好身體。太極眾人上次見面
是在林建名的追思會上，盛旦華稱當時不覺
Gary有異樣，HiFi德也稱過年時Gary仍很
精神，更向他表示想聽黑膠碟，但因唱機壞
掉要修理，想不到最後的話題是黑膠碟。

太極在樂壇多年，一定有不少與Gary
的難忘事，盛旦華坦言對方的鍵琴聲一直在

腦海出現，Patrick說：“他的笑聲、樂觀態
度、正能量、有動力的靈魂，會一直留在每
個人的心裏，他是個好樂觀的人，相信也不
想我們不開心，他的肉身不在這裏，只是轉
了腦電波和我們溝通。”由於Gary突然離
開，太極坦言未打算公開為對方舉行紀念活
動，因為他們心情都仍未平復，暫時會私底
下好好悼念這位兄弟。至於Gary的身後事
安排，Joey稱由Gary的家人安排，喪禮日
子仍未決定，但他們也會幫手製作紀念冊，
因為不少導演和監製都主動聯絡要幫手。至
於原定太極演唱會的計劃有沒生變？他們表
示之前因疫情要押後，與Gary的情況無
關，他們會繼續將這個演唱會做好。

麥家瑜淚談恩師
Gary的表弟李忠希曾做對方的助

手，之後也入行做歌手和演戲，他坦
言仍接受不到Gary的離開，說：“當
日在家庭群組中收到通知，我個心即刻離
一離，好傷心，腦海不斷勾起好多回憶。”
他稱18歲中學畢業後跟Gary做助手，在對
方身上學到很多，也見盡不少明星，也是
Gary鼓勵他學唱歌和認識第一個經理人。李
忠希難忘Gary的樂觀開朗性格，不會發脾
氣，最記得當年第一次坐飛機去日本，就是
由Gary請他去見當地的音樂人。李忠希表示
之前沒聽聞Gary身體出狀況。

太極哀悼唐奕聰 心情未平復
雷有輝指戰友會長存心中

跌銀包遇好心人路不拾遺

方力申感嘆：香港真好

●●舞蹈加插舞蹈加插
不少手部動不少手部動
作作。。

●●祖兒左祖兒左
手手掌需手手掌需
包  繃包  繃
帶帶。。

●●太極成員分享他們與唐奕聰多年來的生活點滴太極成員分享他們與唐奕聰多年來的生活點滴。。

●Quintus對打桌球甚有
興趣。

●方力申喜見香
港人的誠實。

●容祖兒、呂
一、江映蓉、陳小
紜與陳梓童以精彩
表現拿下第一。

● 左 起 ： 王
鷗、張栢芝、那
英、楊鈺瑩和胡靜
演繹《逆光》。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3月8日（星期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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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不可錯過的美國南方風情一生不可錯過的美國南方風情
------密西西比州墨西哥灣區密西西比州墨西哥灣區

(圖文提供/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

美國知名作家馬克吐溫曾說: 「密
西西比河值得細細品味，它不是一條
普通的河流，恰恰相反的是，它在各
方面都很與眾不同。」 這段話也適用
於密西西比州，該州以流經美國十州
的經濟大動脈為名，見證這條美國第
一大長河、世界第四大長河所孕哺的
美國獨特的歷史和文化，並以保存南
方美食及文化為傲。

密西西比州南臨墨西哥灣，三分
之二的面積都是樹林，擁有許多天然
森林步道，林業撐起密州半邊天，三
角洲區(Delta Area)孕育的黃豆、棉花
等農作物至今仍踏著古老的節奏，順
著密西西比河流向世界各地，對外出
口，但密州也有最先進的造船造艦工
業及全美最長的人工白沙灘，如同馬
克吐溫世界裡的密西西比河，密西西
比州值得細細品味。

要體驗道地的美南文化，絕對不
可錯過密西西比州的墨西哥灣區，來
自該區的瓦琛州務卿 (Mississippi
Secretary of State Michael Watson)
稱密州灣區是 「美國保持最完整的秘
境之一!(The Mississippi Gulf Coast
remains one of America’ s
best-kept secrets.)」

密州墨西哥灣區從比拉錫(Biloxi)
到罕德森點(Henderson Point)有全美
最長的人工白沙灘，周圍許多大型度
假休閒旅館及博弈酒店林立，眺望白
色沙灘美景的最佳地點是在此屹立不
搖近200年的比拉錫燈塔，這個灣區
沿岸拍照人氣最高的景點擁有螺旋狀
的57階樓梯，如果你可以克服這個攀
爬障礙，就可以享有一望無際的白沙
灣美景。

佇立近200年的比拉錫燈塔

密西西比州墨西哥灣博弈休閒區

來到灣區，也不要忘記造訪海泉
市(Ocean Springs)的灣山飯店(Gulf
Hills Hotel)，誕生於密州的美國搖滾
巨星貓王曾於1951到57年的暑假期
間駐足於此，來此地度假，從事騎馬
、划水等休閒活動，飯店裡面還有一
間套房以貓王知名歌曲命名，叫做
「溫柔之愛(Love Me Tender, Love
Me Suite)」 。

灣山飯店-美國搖滾巨星貓王1951到
57年暑假期間駐足飯店

灣區也是個大啖海鮮的好去處，
比拉錫於1910年被命名為世界海鮮
之都，全美約7成的生蠔和養殖蝦均
出自此處，全美最受歡迎的美食步道
(Food Trail)中，密西西比海鮮步道名
列第二名，總數45家餐廳提供饕客新
鮮生蠔和魚蝦蟹等海外，喜歡海味的
人千萬別錯過這個犒賞思鄉味蕾的路
線圖。

圖4、美國南方佳餚--小龍蝦
海岸巡禮(Cruisin’ the Coast)

是來到密州墨西哥灣區不可錯過的特
別節日，號稱美國最大的街頭派對，
這是一個屬於古董車迷的節日，全美
和來自歐洲國家的古董車迷於節慶期
間聚集於此，展開一整個禮拜的復古
巡禮，該節慶自1996年創始迄今25
年，從一開始的3百台車規模已經成
長至7千台車的規模。每年數千輛經
典收藏車沿著海岸線一字排開，搭配
灣區搖滾派對、老爺賽車、主題舞會
和大型表演活動等，車迷們駕著復古
愛車沿著90號公路、隨著倒流的時光
緩緩遊車河，體驗沿途從聖路易斯灣
(Bay St. Louis)到帕斯葛古拉市(Pas-
cagoula)等不同城市提供的各式娛樂
。

海岸巡禮-美國最大的街頭派對

密西西比河別名為老人河，是美
國人對這條壯闊大河的崇敬，來到密
西西比州南方，靜謐的美好好似能夠
暫停時光的沙漏。追尋著老人的腳步
，下一站是海洋暨漁業博物館(The
Maritime & Seafood Industry Muse-

um )，這個博物館除了展示灣區海洋
和養殖漁業的輝煌歷史，還提供復刻
版的比拉錫號牡蠣船(Biloxi oyster
schooner)，讓旅客登船甚至出海等
體驗，享受另類巡禮寧靜灣區的獨特
經驗。

復刻版比拉錫號牡蠣船(Biloxi
oyster schooner)是複製19世紀至20
世紀始於密西西比州沿岸的白羽皇后
號(white-winged queen)

密西西比州瓦琛州
務 卿 (Mississippi
Secretary of State
Michael Watson)

密西西比州瓦琛州
務卿歡迎詞:
密西西比州墨西哥

灣區是美國保持完整
的最佳秘境之一，62

哩長的海岸線坐擁歷史地標、道地的
海岸風味、好客的密州人，以及令人
歎為觀止的美景。無論你是來灣區海
岸或離島度假、到博奕休閒區小試手
氣、參觀博物館或參加節慶體驗密州
豐厚的文化底蘊，密州灣區應有盡有
，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眾多的觀光景點成就了此地黃金
度假勝地的盛名，不過密州墨西哥灣
區同時也是一個成家立業的絕佳地點
，出生和成長於密州帕斯葛古拉市
(Pascagoula)的我希望能夠分享灣區
多元的天然資源和數不盡的投資就業
機會，我希望你們在不久的將來都有
機會來體驗這個與眾不同的地方，來
的時候有什麼需要的地方，不要客氣
，儘管跟我聯絡!
“The Mississippi Gulf Coast re-
mains one of America’s best-kept
secrets. The 62 miles of coastline
feature historical landmarks, authen-
tic coastal cuisine, our famously
hospitable residents, and some of
the most breathtaking views you’ll
ever see. Whether you choose to re-
lax on the shores or barrier islands,
try your luck at the casinos, or learn
more about the rich culture through
museums and festivals, the Coast
offers a little something special for
everyone.

Our many attractions make the
region a prime vacation destination,
but the Coast is also an excellent
place to raise a family or start a
business. Born and raised in Pasca-
goula, it’s my goal to help shine a
light on the diverse natural resourc-
es and countless economic opportu-
nities available along the Coast. I
hope you’ll get the chance to ex-
perience this remarkable place
soon, and when you do, please don
’ 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if you
need anything.”

（本報記者黃梅子）萬眾期待的鮑威爾講話
終究沒能挽救市場。3月4日，美聯儲主席鮑威
爾話音剛落，美國國債收益率迅速飆漲，10年期
國債突破1.5%的風險點，目前報1.56%。

此前，投資者期待美聯儲會遏制最近的利率
快速上升，像過去壹樣實施“扭轉操作”——出
售短期票據，購買長期債券。

而講話中，透露出的是美聯儲不會對利率進
行調控。鮑威爾表示，他會對債券市場的無序波
動感到擔憂，暗示這種波動暫時還不會對金融狀
況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對應地，股市全面下殺，雖然3月6日參議
院通過了1.9萬億紓困計劃，但3月8日周壹股市
依然哀鴻遍野。

從2020年7月底開始，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
率就開始持續上行。美國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
是全球金融市場非常重要的壹個定海神針，可以
說是所有資產價格的壹個重要衡量標尺。簡單來
說，美國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相當於美元的資
金成本。壹般來說，當美聯儲加息，美國十年期
國債收益率就會上升；美聯儲降息，十年期國債
收益率就會下降。

美國十年期國債利率，有壹定的“先行”效
應，反應著市場對於美聯儲有可能提前退出量化
寬松的壹個預期。美國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
上行，其實已經實質性起到壹個變相加息的效果
。

可能大家會感到奇怪，明明去年美聯儲瘋狂
印鈔3萬億美元，並且拜登還準備再舉債印鈔1.9
萬億美元。而且美國過去壹百年的美元印鈔總量
裏，有1/5是在過去壹年裏印的。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怎麽會不降反升呢？

總的來說，普遍是認為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
率的臨界點為1.5%。美國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突

破1.5%，那麽金融市場
將大大增加對通脹的擔
憂。壹旦美國十年期國
債收益率突破1.5%，全
球海量的對沖基金就會
基於策略需要，開始大
舉做空美國的國債期貨
。所以，當美國國債收
益率突破1.5%的時候，
有可能因為對沖基金的
被動做空，而導致國債
收益率出現大幅度上升
。

而到時候因為過去
壹年美國海量印鈔帶來
天量流動性的美股瘋漲
的泡沫化估值，就有可
能被戳破。這兩天美國
的頭部科技股出現持續
下跌，就是跟美國十年
期國債收益率持續上升
有關。

另外還有壹個說法
就是，因為當前全球通
脹預期上升，所以國債
收益率的上升，就代表
市場對於高通脹可能逼
迫美聯儲加息的這樣壹
個預期，而提前反應在國債收益率市場。

而對於全球高通脹的預期，主要也是因為過
去半年，全球大宗商品的瘋漲。特別是在拜登當
選之後，全球大宗商品又經過壹輪瘋漲，甚至有
人戲稱為拜登牛市。特別是今年元旦後，由於美
國遭遇寒潮襲擊，導致原油價格也出現暴漲。

美國原油基本已經漲回了去年疫情暴跌前的
位置，回到了60美元的位置。

美國的頁巖油產業經歷去年疫情油價暴跌的
重創，整個產業出現大量倒閉，油井關閉的現象
，即使現在油價漲回來，但美國頁巖油產業的重
創也還沒有緩過勁來。

再加上近期美國極端寒潮襲擊得克薩斯州，

實際上是讓美國頁巖油產業雪上加霜，由於美國
的頁巖油產量恢復速度是低於預期，這是近期國
際油價上漲的重要原因之壹。

而油價上漲，勢必會推高對美國的通脹預期
。石油不但是工業之母，也是大宗商品之王，石
油的價格對大宗商品整體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15.3《JJ觀點》，本期話
題—休斯頓新聞名人馬健、國際貿易中心名譽主
席金諾威談---- 美股全線大跌 ，鮑威爾救場失
敗， 股市將如何發展？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的《JJ觀點》
，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
，您家如果安有iTalkBB，收看效果更好！也可以
在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
南國際電視的節目。美南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
您隨時隨地都可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 美股全線大跌美股全線大跌 鮑威爾救場失敗鮑威爾救場失敗

股市將如何發展股市將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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