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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家寶保險家寶保險
˙免費幫你選最適合的計劃˙免費幫你選最適合的計劃
˙免費幫你找醫生˙免費幫你找醫生﹑﹑申請禮品卡申請禮品卡
˙免費幫助申請˙免費幫助申請﹕﹕牙科牙科//聽力聽力//視力視力//大病大病
˙免費看醫療賬單看信件˙免費看醫療賬單看信件

免費諮詢免費諮詢 :: 832832--282282--77827782
713713--258258--08000800

地址地址﹕﹕39033903 Bellaire Blvd,Ste E Houston TXBellaire Blvd,Ste E Houston TX 77025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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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 )

除了加�华⼈买�转向性价�更⾼的德

��凯�成为华⼈�兴���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说到�国�⼈����⼤家脑海中就会浮现加�的洛杉矶�旧⾦⼭�但经历

过�冠⼤�⾏后��⼈热衷投资与居住的区域�渐由加�转向����国性

�家�司United Van Lines数据显��在2020-2021期间�加�⼈⼝����
���⼆�加��60%的�家是�往���

REALTY GROUP

346-998-8000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詳細�訊�洽UMRE辦�室� AMA@united888.com

休斯顿为���四⼤都会区�相较于纽约�洛杉矶��加哥�⼤都会�区⾼昂的�价�休斯顿�
价更�⺠�根据Redfin 2022年11⽉�布的��产数据显��德�凯�的�屋售价中位数为
37.5 万�元�每平⽅�尺平�价格为 167 �元�但在洛杉矶的�屋售价中位数却是 100 万�
元�平�每平⽅�尺�价649 �元��⽣活成本与负担的�的�价是�引��⼈⼠⼤量��⾄德
�⽣活的重�因素�
4��住�凯佳��华⼈⽣活��步⾏��满⾜⽇常�求
赴�华⼈都��居住在⽣活机�佳的区域�在2017年凯�亚�城开�后�陆续带�国内�知�
�饮品��驻�包括��知�的亚�连锁超市品�HMart�国际连锁�锅品�海�捞���荣获
�其林⼀星的港式��厅添��进驻�进驻�家��盖众�亚�⻛味���厅�你可�品尝到⼩
�川��soju101韩式KTV��馆�⽇式KURA寿司�还��式�越南��⻢来⻛味�理�并和
家⼈⼀�度过�闲惬意的休闲时光����往喜满客影城看电影�或是在传奇赛⻋⼿ Mario
Andretti 所开的卡丁⻋游戏场馆内�体验科技�⼗⾜的VR虚�游戏��凯佳�邻�发展相当成
熟的凯�亚�城�����装�温�且家电�备⻬��我们贴⼼为住客提供便捷的居家⽣活设�
�洗⾐机��⾐机�同时�厨��附带�波��厨具供�简易烹饪�为�实现直��包�住的优
质居家⽣活�����⽣活机�完��从�凯佳���步⾏到凯�亚�城⼤�10�钟路��住
戶可�在附�的85度C享⽤咖�与早���可�和家⼈⼀�惬意品尝经典亚�⻛味����果想
�请�友来��开派对��可�直��过凯�亚�城的��平台「AMA On-The-Go」点��不
仅�⼀�订购亚�城�家�厅的�����到府�只�⽀付⼀��费�交�⽅⾯��凯佳���
邻��际�路 I-10 和99号�路交会处�不论是���勤去市区上�或和朋友�会�开⻋�往只
�25�钟�附���Metro �交⻋总站�即使不会开⻋��便利出⾏�

凱�亞�城��年 12⽉限定外�套�

家庭套� (Family Bundle)

AMA ON-THE-GO Home Delivery

单⼈套� (Single SET)
双⼈套� (Double Meal) ＄30

＄50

＄15

套��选: 主� +  副�+ 饮品/�品/点⼼

�着不断飙升的⽣活成本和�价�让许�住在加�的⼈们�定改�⽣
活质量��往�价物价较便宜的�⽅����到德��弗吉�亚�佛
罗⾥��⽣活成本相对较�的��⽽⽹络��产经纪�Opendoor
Brokerage����布了⼀��国�屋市场�热�⾏榜�德�在���
⼗�城市中占了四��其中�受华⼈�睐的是休斯顿凯��区�

1��理位置优越
坐�于⼤休斯顿西�区的凯�(Katy)�是休斯顿�区�勃发展的卫星城
之⼀�现�超过31万�居⺠�交�便利的�件再加上邻��源⾛廊 ―
― 国际�源�团�⽯油�司的�����为凯�带来⼈�并带动经济
�荣�⽽当�政府推动��计划��引�个⼤型�业�产与百货投
资�凯�成为休斯顿�区�受亚�群体喜爰的宜居之��
2�学区优�
�国��权�机构Niche�布2023年休斯顿�区�佳学区��中�凯
�独⽴学区连续两年被评为休斯顿�区���⼀的�⽴学区���体
�⼗�完��良�的��环境��引众�中产华�与亚�纷纷�来凯
��家置产�
 3��价�⺠性价�⾼

为什么休斯顿凯�跃升为�兴�⼈⽣活�

AMA ON-THE-GO

⾃由选择��
喜爱�点

扫码下单

�客优惠�年套�买⼗�⼀

�客订单�费�35元
(�)�上�使⽤折扣码

NEW5OFF折�5�元�

活动期间内订购�年套�
累积满10��再�1�免费

�年套��

额外优惠

活动时间�2022/12/1‒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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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經濟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2022年12月17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退市威脅解除 中概股前景看好
審查問題重大進展 美確認獲准檢查審計底稿

中美就中概股審計問題取得
重大進展。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

管委員會（PCAOB）周四發報告指，確
認2022年度可以對內地和香港會計師事
務所完成檢查和調查，撤銷2021年對相
關事務所作出的認定，其主席威廉斯
（Erica Williams）強調“歷史首次獲得了
檢查和調查中概股的全部權限”。市場
普遍認為這標誌着中概股退市威脅解
除，有利股價表現。中國證監會16日回
應稱，歡迎美國監管機構基於監管專業
考慮重新作出的認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據PCAOB透露，檢查和調查人員能夠查
看完整的中概股審計底稿，且可以保留

他們所需的資料。主席威廉斯聲稱，工作人
員在檢查中發現了“許多潛在的缺陷”，檢
查報告將在明年定稿並公開，相關調查人員
正擬定明年派團隊對中概股進行實地檢查的
計劃。她拒絕具體說明“缺陷”所指為何，
但透露這些“缺陷”與審計檢查員在世界其
他地方首次檢查時所看到的“缺陷”一致。

中證監：歡迎美國重新認定
中證監發言人16日表示，歡迎美國監管

機構基於監管專業考慮重新作出的認定，期
待與美國監管機構一道，在總結前期合作經
驗的基礎上繼續推進今後年度審計監管合
作，相互尊重，增進互信，形成常態化、可
持續的合作機制，共同營造更加穩定、可預
期的國際監管環境，依法維護全球投資者合
法權益。

發言人強調，中證監一貫主張通過監管
合作機制解決跨境上市審計監管問題，實踐

證明只要雙方秉持相互尊重、專業務實的合
作精神，一定能夠找到一條符合各自法律和
監管要求的可行合作路徑。

自中美審計監管合作協議簽署以來，雙
方監管機構嚴格執行各自法律法規和協議的
有關約定，合作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檢
查和調查活動，各項工作進展順利。

合作過程中，雙方就檢查和調查活動計
劃作了充分溝通協調，美方通過中方監管部
門獲取審計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參與和協助
下對會計師事務所相關人員開展訪談和詢
問。中方遵守法律法規並參照國際慣例，按
照合作協議的約定對檢查和調查所涉底稿文
件中含有的個人信息等特定數據進行了專門
處理，在雙方依法履行監管職責的同時，滿
足了相關法律法規對信息安全保護的要求。

內媒：屬多贏制度安排
PCAOB的表態令市場對在美上市中概

股重拾信心，有內媒評論：“保留中概股在
美上市，對投資者有利，對上市公司有利，

對中美雙方都有利，是一種多贏的制度安
排。”路透社的評論認為，PCAOB的聲明
標誌着美國監管機構的勝利，也令包括阿里
巴巴在內的中國公司鬆了一口氣。

花旗報告亦指出，PCAOB的確認可以
對內地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完成檢查和調
查，相信能進一步降低中概股的退市風險，
隨着內地調整防疫政策，投資者將重新關注
相關企業的基本面復甦、盈利可持續增長、
政策支持及海外私人投資恢復等。

在港掛牌的中概股16日個別發展，阿里巴
巴一度升3.3%，收報86.45元（港元，下
同），升0.640%；京東升1.534%，收報225
元；騰訊微跌0.252%，收316.8元。

作為協助PCAOB在港進行審查工作的會
財局16日回應稱，香港的金融監管體系與國
際接軌且穩健，包括擁有一個會計專業的獨立
監管制度。自2019年10月以來，會財局一直
致力提高香港上市實體的財務匯報質素，使財
務匯報質素得以持續改善。香港的財務匯報質
素與其他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早前有報道指中國企業今年在內地交易
所進行IPO佔比達到90%，為逾20年來最
高水平。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費凡在上海接
受採訪時透露，前述激增現象的確存在，有
否達九成之多則沒有進行相關統計。但他透
露，最近一個多月去香港上市的勢頭在恢復
起來，“有不少內地企業開始積極和我們專
業機構探討去香港上市，這個現象在四五個
月以前非常少見，那時大家基本上都在談A
股。”

審核制度規範化 內企A股上市增
費凡說，中國企業選擇在內地交易所上

市的主要驅動因素應該還是估值，其次是A
股審批制度越來越規範化，效率越來越高。
原先很多內地企業選擇去境外上市，估值可
能比A股低一點，但流程時間表比較有保
障，而隨着A股審核制度不斷完善和改進，
現在選擇A股上市，時間表基本上也是確定
的。

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湯哲輝在同一場合
提到，內地企業享受了註冊制改革的紅利，
這兩年很多都選擇在A股上市。註冊制改革
使得發行上市更可預期，讓這些企業看到了
在A股上市的確定性。此外，以往在A股上
市還有很多限制，例如虧損公司不能上，紅
籌公司回不來等等，現在這些制度都突破
了，特別是創新型科技類企業在A股上市
後，整體估值很不錯。

但費凡觀察到，最近一個多月，去香港
上市的勢頭正在恢復，內企赴港上市問詢量
明顯增加。在他看來，港股目前整體估值處
於歷史低位，所以對於價值修復預期較大，
如果市場存量價值往上修復的話，會吸引更
多企業恢復去香港IPO的信心。湯哲輝補
充，在雙循環下，不少內地企業在構築國內
完整生態鏈的同時，也要走出去搶佔海外市
場，就不但需要在A股融資，也需要在境外
融資，將更加有利於公司走國際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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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湯哲輝（左）和安永審計服務
合夥人費凡（中）。 記者章蘿蘭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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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重拾信心，有內媒評論：“保留中概股在
美上市，對投資者有利，對上市公司有利，

對中美雙方都有利，是一種多贏的制度安
排。”路透社的評論認為，PCAOB的聲明
標誌着美國監管機構的勝利，也令包括阿里
巴巴在內的中國公司鬆了一口氣。

花旗報告亦指出，PCAOB的確認可以
對內地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完成檢查和調
查，相信能進一步降低中概股的退市風險，
隨着內地調整防疫政策，投資者將重新關注
相關企業的基本面復甦、盈利可持續增長、
政策支持及海外私人投資恢復等。

在港掛牌的中概股16日個別發展，阿里巴
巴一度升3.3%，收報86.45元（港元，下
同），升0.640%；京東升1.534%，收報225
元；騰訊微跌0.252%，收316.8元。

作為協助PCAOB在港進行審查工作的會
財局16日回應稱，香港的金融監管體系與國
際接軌且穩健，包括擁有一個會計專業的獨立
監管制度。自2019年10月以來，會財局一直
致力提高香港上市實體的財務匯報質素，使財
務匯報質素得以持續改善。香港的財務匯報質
素與其他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早前有報道指中國企業今年在內地交易
所進行IPO佔比達到90%，為逾20年來最
高水平。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費凡在上海接
受採訪時透露，前述激增現象的確存在，有
否達九成之多則沒有進行相關統計。但他透
露，最近一個多月去香港上市的勢頭在恢復
起來，“有不少內地企業開始積極和我們專
業機構探討去香港上市，這個現象在四五個
月以前非常少見，那時大家基本上都在談A
股。”

審核制度規範化 內企A股上市增
費凡說，中國企業選擇在內地交易所上

市的主要驅動因素應該還是估值，其次是A
股審批制度越來越規範化，效率越來越高。
原先很多內地企業選擇去境外上市，估值可
能比A股低一點，但流程時間表比較有保
障，而隨着A股審核制度不斷完善和改進，
現在選擇A股上市，時間表基本上也是確定
的。

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湯哲輝在同一場合
提到，內地企業享受了註冊制改革的紅利，
這兩年很多都選擇在A股上市。註冊制改革
使得發行上市更可預期，讓這些企業看到了
在A股上市的確定性。此外，以往在A股上
市還有很多限制，例如虧損公司不能上，紅
籌公司回不來等等，現在這些制度都突破
了，特別是創新型科技類企業在A股上市
後，整體估值很不錯。

但費凡觀察到，最近一個多月，去香港
上市的勢頭正在恢復，內企赴港上市問詢量
明顯增加。在他看來，港股目前整體估值處
於歷史低位，所以對於價值修復預期較大，
如果市場存量價值往上修復的話，會吸引更
多企業恢復去香港IPO的信心。湯哲輝補
充，在雙循環下，不少內地企業在構築國內
完整生態鏈的同時，也要走出去搶佔海外市
場，就不但需要在A股融資，也需要在境外
融資，將更加有利於公司走國際化道路。

安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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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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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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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湯哲輝（左）和安永審計服務
合夥人費凡（中）。 記者章蘿蘭 攝

◆◆市場普遍認為中概股退市威脅解除市場普遍認為中概股退市威脅解除，，有利包有利包
括阿里巴巴在內的股價表現括阿里巴巴在內的股價表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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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人民币或美金过桥贷款-Hard Money Loan

您需要快速资金周转吗？我们可五天内放款，可抵押物业包括：住

宅、商业地产、土地，不分地域，全美都可做。如果您上面已经有贷

款，我们可做第二、第三顺位贷款，不查信用，不做估价，借贷形式可

以是美金或者人民币。多年经验，专业服务，良好口碑，欢迎来电咨

询。

同时欢迎有多余资金，想赚取稳定利息的投资人也可以做我们的

lender，人民币、美金均可，用房契（deed of trust）,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Escrow 公司，正规贷款文件，免费每月service寄账单，
利息9%-12%，全程服务，无后顾之忧。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Address: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外国人贷款、净值贷款（查收入、

不查收入）、企业信用额度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公寓、土

地、仓库、办公楼）、老年人反向贷款（reverse mortgage）、人
民币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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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Address: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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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三年疫情后經歷了三年疫情后，，享譽世界的鳳城海鮮餐廳享譽世界的鳳城海鮮餐廳(Fung(Fung’’s Kitchen)s Kitchen)
浴火重生浴火重生，，在在20222022感恩聖誕前夕重新開放感恩聖誕前夕重新開放，，休斯敦資深僑領德休斯敦資深僑領德
州廣東總會董事會主席陳灼剛攜母親妻子前來品茗早茶州廣東總會董事會主席陳灼剛攜母親妻子前來品茗早茶，，資深資深
石油地質專家劉曉石油地質專家劉曉，，擁抱春天春晚主席擁抱春天春晚主席、、MyValuePowerMyValuePower代表黃代表黃
琛女士不約而至琛女士不約而至，，共慶美好歲月共慶美好歲月，，希望明年生意希望明年生意、、生活更上一生活更上一
層樓層樓。。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88 日日，，休斯敦亞商會年會休斯敦亞商會年會 20222022 Annual Meeting &Annual Meeting &
Holiday LunchernHoliday Lunchern在在Sheraton Brookhollow HotelSheraton Brookhollow Hotel盛大舉行盛大舉行，，為哈為哈
里斯郡第四區專員里斯郡第四區專員Jack CagleJack Cagle頒發社區服務獎頒發社區服務獎，，由德州原州議由德州原州議
員黃朱慧愛帶領新一屆理事會就職交接宣誓員黃朱慧愛帶領新一屆理事會就職交接宣誓。。圖為亞商會新一圖為亞商會新一
任主席任主席Sydney DaoSydney Dao、、卸任代主席卸任代主席May WangMay Wang、、亞商會原執行主亞商會原執行主
任任Linda ToyotaLinda Toyota和前來觀禮的剛剛當選為世界總商會副會長周和前來觀禮的剛剛當選為世界總商會副會長周
薔女士在年會上合影薔女士在年會上合影。。

業界領袖業界領袖AmSpecAmSpec在石油和石油化學產品檢驗領域有著卓越建在石油和石油化學產品檢驗領域有著卓越建
樹樹，，每年的聖誕派對也是極盡奢華每年的聖誕派對也是極盡奢華。。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88日日，，影視影視
時尚達人時尚達人Nancy XieNancy Xie作為石化界採購專家受邀出席在休斯頓市作為石化界採購專家受邀出席在休斯頓市
中心中心CorinthianCorinthian舉行的假日派對舉行的假日派對，，享盡美酒美食享盡美酒美食，，與業界同仁與業界同仁
一起亮片片共振一起亮片片共振，，共迎美好的新的一年共迎美好的新的一年。。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99日日，，休斯敦西南區主席李雄大手筆邀請三個休斯敦西南區主席李雄大手筆邀請三個HPDHPD
分局的警官和騎警來到敦煌廣場一邊與各商舖店家簽署授權保分局的警官和騎警來到敦煌廣場一邊與各商舖店家簽署授權保
護協議護協議，，一邊一起享用奶茶一邊一起享用奶茶，，讓警官們出席盡量多出現停留在讓警官們出席盡量多出現停留在
中國城中國城，，對假日期間的罪犯起到震懾作用對假日期間的罪犯起到震懾作用，，讓他們遠離中國城讓他們遠離中國城
。。在犯罪分子侵擾店家的時候在犯罪分子侵擾店家的時候，，警官們能根據授權進行積極的警官們能根據授權進行積極的
合法干預合法干預。。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010日日，，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新皇宮海鮮餐廳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新皇宮海鮮餐廳
會議廳舉行新一屆理事會會議廳舉行新一屆理事會，，宣布劉志恆當選為新一屆會長宣布劉志恆當選為新一屆會長，，鄭鄭
長祥續留任理事長長祥續留任理事長，，並選舉了新一屆副會長和高級顧問及理事並選舉了新一屆副會長和高級顧問及理事
。。圖為部分出席現場會的領導和理事會成員合影留念圖為部分出席現場會的領導和理事會成員合影留念。。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010日日，，20222022新絲路國韻花樣年華模特大賽美國總決賽獲勝新絲路國韻花樣年華模特大賽美國總決賽獲勝
選手慶祝活動在休斯敦世界劇場舉行選手慶祝活動在休斯敦世界劇場舉行。。休斯敦主辦人王東方代表向名媛休斯敦主辦人王東方代表向名媛
組總冠軍李輝組總冠軍李輝、、亞軍亞軍Emily ChiuEmily Chiu、、季軍季軍Lin MaoLin Mao祝賀並邀請大賽組委會祝賀並邀請大賽組委會
成員及義工上台合影成員及義工上台合影。。

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聯手大休斯敦地區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聯手大休斯敦地區 6060 多家社團共同舉辦的多家社團共同舉辦的
20232023年兔年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準備工作穩步進行年兔年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準備工作穩步進行，，節目選節目選
定定，，大咖雲集大咖雲集，，值得期待值得期待，，票務銷售也正式展開票務銷售也正式展開。。圖為圖為20222022年年
1212 月月 1111 日舉行的第二次新聞發布會上日舉行的第二次新聞發布會上，，執委執委 Susan ChangSusan Chang 和和
Kelly HuangKelly Huang展示剛剛出爐的票展示剛剛出爐的票，，歡迎致電中國人活動中心和各歡迎致電中國人活動中心和各
大社團訂購大社團訂購。。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 1212 日日，，GMCCGMCC 萬通貸款在糖城舉行萬通貸款在糖城舉行
BootCampBootCamp，，由創始人由創始人James JinJames Jin對資深貸款專員進對資深貸款專員進
行培訓行培訓，，不到一年就擴展到全美不到一年就擴展到全美4646州的萬通貸款州的萬通貸款
吸引了近千名資深貸款專員加入吸引了近千名資深貸款專員加入，，在全美是一道在全美是一道
亮麗的風景線亮麗的風景線，，其其 Jump LoanJump Loan，，Cash OutCash Out，，buybuy
without sell,without sell,及最新的及最新的 33--22--11 遞減利率貸款等多項遞減利率貸款等多項
產品產品，，引領行業引領行業，，深得貸款專員及消費者追捧深得貸款專員及消費者追捧，，
口碑遠揚口碑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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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美南時事通

台南市經發局長陳凱凌被檢舉涉貪，檢調
歷經9個月蒐證，21日清晨搜索陳的住處、辦
公室等6處地點，除在住處扣得裝有現金30萬
元的牛皮紙袋，內還有一張廠商名片，經傳喚
陳及2名證人到案，檢察官複訊後認為陳凱凌
涉犯貪汙治罪條例中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務
罪及同法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嫌，犯嫌重大且有
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
人之虞，今天凌晨當庭逮捕，並向台南地院聲
請羈押。

台南地檢署21日指揮台南市調查處人員
，搜索陳凱凌的住所及辦公室等6處場所，並

約談陳凱凌及2名相關證人到案說明。至於陳
凱凌涉及何起貪汙案？是否為外傳台南市議員
謝龍介向台南地檢署告發，指陳涉及七股工業
區、柳營科技工業區等四大開發弊案，檢方初
步只說，非如外傳這幾起弊案。

台南地檢署指出，複訊後認陳凱凌涉犯
《貪汙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
務上機會詐取財務罪，及同法第6條之1財產
來源不明等罪嫌，犯嫌重大且有逃亡、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於今
日凌晨2點多當庭逮捕，向法院聲請羈押，下
午將開羈押庭。

台南經發局長陳凱凌搜出30萬現金 檢方當庭逮捕聲押

走過13年設計經營，來自台中的存在設
計以 「EXILAND 存在美學」 正式進駐屏東勝
利星村成功區，期待展開各種美好的台灣品牌
串聯、商品販售與美感體驗。

勝利星村自2016年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
計畫挹注下，全面修復，超過60家品牌陸續
進駐營運，包括風格異趣的文創選物、私廚料
理等，品項涵蓋食衣住行，搭配周邊停車場完
工啟用，每到假日總吸引滿滿人潮來朝聖。

選擇落腳勝利星村，創辦人黃于庭表示，
這裡老屋充滿濃厚文化底蘊，保留建築線條與
樣貌，賦予全新視覺設計加以活化；在這裡可
用看展方式感受存在嚴選的優質品牌，從飲食
到生活物品，每項商品都有屬於它的故事。

台灣不缺乏快速銷售通路，但缺少可以讓
人好好閱讀品牌故事的地方，存在美學提供傳

遞品牌與產品價值的平台，彙集與不同業別合
作、聯名與設計過的品牌與商品，讓民眾欣賞
它的美，也感受品牌背後的故事與內涵。

黃于庭與團隊歷時3年籌備，將 「存在設
計Existence Design」 擴大為 「存在美學EXI-
LAND」 ，從設計企畫、聯名選物、分享美好
概念出發，將設計昇華為更寬闊的美感體驗，
讓美的商品、概念、設計，在此處被看見。

走進內部空間，太空艙造型的展櫃，整體
色調以黃、太空銀、雷射光澤營造未來感，它
既是展演空間、選物店，也是讓人心靈放鬆的
咖啡店，戶外庭院有滿牆鹿角蕨、多肉植物，
點杯茶或咖啡，就能緩慢品味生活儀式感。

「不美不會怎麼樣，但如果開始懂得欣賞
美，生活會變得很不一樣」 ，黃于庭希望大家
來到存在美學，好好感受設計帶來的驚喜。

存在美學進駐屏東勝利星村 販售美感

台中市長盧秀燕第2屆任期的市府小內閣名
單21日公布，除現任副市長黃國榮留任，前立
委王育敏將出任副市長，凸顯 「女力」 治理；另
台北市議員徐巧芯的丈夫劉彥澧、前市長胡志強
的社會局長廖靜芝，及媒體出身、輔選有功的研
考會專委林谷隆等共11人，將成為小內閣新成
員。

台中市有3位副市長，現任陳子敬、令狐榮
達日前皆請辭，市府昨公布內閣名單僅增加王育
敏，尚有1名副市長人選未定；市府指出，2位
副市長婉謝慰留，功成身退。王育敏長期捍衛兒
少權益，符合盧女力問政、重視年輕世代與台中
人返鄉的用人哲學。

凸顯市府重視選舉政見，盧秀燕下屆就任後
將成立數位治理局，該局首要任務為結合產業、

學界的量能，推進台中智慧城市治理；媒體出身
的新任局長林谷隆僅37歲，為淡江大學法學碩
士、東海大學政治系博士班。

新團隊中，接任研考會主委的劉彥澧也是一
大亮點，35歲的劉彥澧曾任網路溫度計總編輯、
大數據公司分析總監等職，是中市府最年輕的一
級主管，其妻就是有 「鄉民女神」 稱號的徐巧芯
。

此外，南投縣府建設處長李正偉接任都發局
長、現任新竹縣府消防局長孫福佑接任消防局長
、中市府副發言人謝佳蓁接掌祕書處、原民會主
祕楊馨怡暫代主委、土地銀行副總經理游麗玲接
任財政局長、行政院農委會技監張敬昌接掌農業
局、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長陳美秀接任觀旅局長。

中市府小內閣揭曉 王育敏任副市長

民進黨台南市議員吳通龍服務處20日遭不
明物體射穿玻璃窗，留下1個直徑約1.8公分的
孔洞，警方經採證，已排除是火藥式槍枝射擊
所致，由此現場未拾獲鋼珠或BB彈等可疑物品
，不過正值台南正副議長選舉的敏感期間，警
方不敢大意，將持續調查，查出事發原因。事
件主角吳通龍則強調，最近未與人結怨，也未
收到恐嚇訊息，此事件應非人為蓄意，盼外界
勿做過多政治解讀。

吳通龍位於六甲區中正路的服務處，在其
所有的工廠內，該工廠主要生產玻璃水族箱，
前天凌晨0時工廠的警報器作響，保全人員前
往察看，發現2樓樓梯間的玻璃窗出現1個孔洞

，憂心是有人惡意攻擊，由服務處人員通報
警方。

警方表示，經採證，孔洞上未發現火藥
反應，且其直徑大於一般子彈穿透玻璃樣態
，已排除是槍擊造成，但為求慎重，除擴大
調閱路口監視器過濾可疑人車，也報請台南
地檢署指揮偵辦。

親正國會的吳通龍，在2018年台南正副
議長選舉，支持退黨參選議長的郭信良，被
民進黨中央停權1年半，今年議長選舉將至，
日前他等6位正國會議員在黨團會議提早離席
，如今傳出其服務處遭攻擊，令人聯想是否與
議長選舉有關。

吳通龍說，這次議長選舉激烈，此時服務
處窗戶遭破壞，難免引發政治聯想，但他不認
為跟議長選舉有關，畢竟最近也沒接獲相關的
恐嚇或騷擾電話。市警局曾詢問他要不要申請

隨扈，但此事件應非人為蓄意造成，且他最近
沒有跟人有金錢等糾紛，不擔心自己會有安危
，所以婉拒。

台南議員服務處窗戶遭射破警排除槍擊

當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們怀揣夢想來到美
國時，心中是否有一絲焦慮，害怕找不到一份安
身立命的工作？

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想要在美國找工
作或者更換工作並非易事。

再加上天災、疫情、經濟不景氣，即使擁有
綠卡和公民身份的新移民，也面臨著失業，被裁
員，乃至找不到長期穩定高薪工作的風險。

事實上，技術專家總是頗受世界五百強名企
的青睞，但不是人人都能成為專家。究竟是不甘
心地離開，還是踏實鑽研某個專業博一搏? 有人
選擇了後者。
您可能聽說過一家公司叫做思科Cisco，但很少有
人知道什麼是“CCIE”。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是美
國Cisco（思科）公司推出的專家級考試認證，被
認為是IT業內權威的專家級技能證書，具有終極
IT專家認證的美稱。
CCIE共有7類技術認證：

CCIE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企業構架
CCIE Enterprise Wireless 企業無線
CCIE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
CCIE Security 安全
CCIE Service Provider 服務運營商
CCIE Collaboration 協作
CCDE Design （網絡）設計
其中單【企業架構】一項就佔據了信息技術

領域近10萬的專家級工作崗位。
取得CCIE認證代表了你在專業技術領域中成

為一位極具競爭力的人，不僅可以找到薪資豐厚
的好工作（一般都有10萬美元的起薪），還能得
到整個行業的認同。

快捷培訓（LaneCert.Inc）是美國州勞動局

授權的正規職業學校，提供Cisco System, Data
Analyst, Juniper, Microsoft和其他IT培訓，致力於
幫助更多的人成為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LaneCert提供理論加實操，行業認證，就業
服務三位一體（培訓、實習和就業一條龍）服務
，幫助學生順利通過CCIE考試，並且幫助就業，
找到高薪工作。

如果你低收入乃至沒有工作，或者是退伍軍
人，都可以申請政府項目(WIOA or Gi Bill）免費學
習。

學校創始人是Jeffrey Liu，他早年從電子科技
大學無線電專業畢業，成為了電視機廠的一位電
子設計師。但不甘平庸的他感受到了這份工作的
無趣，無意之中了解到思科認證互聯網專家CCIE
認證。用了10個月的時間，Jeffrey攻克了英語和
電腦難關的同時，完成了CCNP的培訓，成為中
國第一代Cisco網絡工程師之一。
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考了三次，終於在

2003年8月4日取得了路由和交換CCIE的認證。
2004年技術移民加拿大，成為加拿大公民

。 2007年 Jeffrey考過了安全CCIE，2009年又考
過了IP電話CCIE（Collaboration）。

在2012年3月，他被AT&T僱到美國做高級
網絡架構師，2014年 6月又通過了電信營運商
CCIE。在為AT&T工作三年之後，2015年7月又成
為AT&T專業技術架構師。
在這個行業中摸爬滾打多年的Jeffrey劉，心裡一
直感謝當年把CCIE介紹給他的梁先生。

2014年當Jeffrey劉50歲時，他決定開辦一所
學校將自己所學用來幫助更多想要像他一樣取得
成功的人。於是2014年，LaneCertInc快捷培訓
2014年在達拉斯成立，2017年 5月在休斯頓，
2019年12月在洛杉磯，2020年9月在聖地亞哥，

依次成立了分校。
學校名稱Lane，意味著通往成功的一條高速

大道。 Cert，則代表著CCIE的Certification。整體
寓意是幫助學生快速獲得行業認證，成為Cisco
互聯網專家。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高新技術，技術人員供
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

Cisco互聯網專家（CCIE）的職能是設計和維
護互聯網高速公路，Jeffrey劉認為它是數據時代
的首選工作，因為Cisco互聯網操作系統相對獨
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
人只要勝任工作即可。

這個工作職位缺口大；
工作薪水好；
工作相對輕鬆；
聘請CCIE的往往是大公司，容易解決身份問

題。
問
為什麼選擇LaneCert Inc
（1）精英式訓練
普通大學成批培養出來的多是基層，中層。
LaneCert培養的頂級專家，由行業專家授課

，Lab Assistant手把手、一對一指導真機實操，
因材施教。
線上理論，線下實操，遵循獨家教材設計路線教
學，使學員輕鬆通過業界都望而卻步的CCIE認證
考試。

我們的學員無論什麼年齡段，結課後，通過
職業規劃和行業內推，在幾週內就能高薪就業。

（2）就職式培養
全方位打造包裝——專業學習、實操訓練，

專業考證、簡歷修改，模擬面試，崗位內推……
所學即所用，與實際工作掛鉤，不與行業脫

節，畢業後直接進入頂級專家高薪行列。
100%實習崗位，保證就業，更為F-1留學生

提供CPT、OPT乃至H1B，叫您無後顧之憂。
（3）項目週期短
800小時培訓，平均3-4個月，包教包會，

直到就業為止。
（4）因材施教，包教包會
4個月的項目，提供一年的服務。
根據學員情況可調整教學進度，因材施教，

每一位目標成功的學員都能成為業內精英。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

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 話 ： 972-268-7129 （ 達 拉 斯 ） ，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 （ 洛 杉 磯 ） ， 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繫我們，可預約免費公開課

。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大，有經驗

者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樂於助人，

一定經濟實力者市場開拓者若干名， 無區域，年
齡，性別，背景限制。有意請附履曆書到 in-
fo@lanecert.com

【【低收入低收入 OrOr 老兵免費學老兵免費學】】高薪高薪、、穩定穩定、、升職加薪升職加薪
只用只用44個月個月OfferOffer拿手軟拿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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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市威脅解除 中概股前景看好
審查問題重大進展 美確認獲准檢查審計底稿

中美就中概股審計問題取得
重大進展。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

管委員會（PCAOB）周四發報告指，確
認2022年度可以對內地和香港會計師事
務所完成檢查和調查，撤銷2021年對相
關事務所作出的認定，其主席威廉斯
（Erica Williams）強調“歷史首次獲得了
檢查和調查中概股的全部權限”。市場
普遍認為這標誌着中概股退市威脅解
除，有利股價表現。中國證監會16日回
應稱，歡迎美國監管機構基於監管專業
考慮重新作出的認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據PCAOB透露，檢查和調查人員能夠查
看完整的中概股審計底稿，且可以保留

他們所需的資料。主席威廉斯聲稱，工作人
員在檢查中發現了“許多潛在的缺陷”，檢
查報告將在明年定稿並公開，相關調查人員
正擬定明年派團隊對中概股進行實地檢查的
計劃。她拒絕具體說明“缺陷”所指為何，
但透露這些“缺陷”與審計檢查員在世界其
他地方首次檢查時所看到的“缺陷”一致。

中證監：歡迎美國重新認定
中證監發言人16日表示，歡迎美國監管

機構基於監管專業考慮重新作出的認定，期
待與美國監管機構一道，在總結前期合作經
驗的基礎上繼續推進今後年度審計監管合
作，相互尊重，增進互信，形成常態化、可
持續的合作機制，共同營造更加穩定、可預
期的國際監管環境，依法維護全球投資者合
法權益。

發言人強調，中證監一貫主張通過監管
合作機制解決跨境上市審計監管問題，實踐

證明只要雙方秉持相互尊重、專業務實的合
作精神，一定能夠找到一條符合各自法律和
監管要求的可行合作路徑。

自中美審計監管合作協議簽署以來，雙
方監管機構嚴格執行各自法律法規和協議的
有關約定，合作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檢
查和調查活動，各項工作進展順利。

合作過程中，雙方就檢查和調查活動計
劃作了充分溝通協調，美方通過中方監管部
門獲取審計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參與和協助
下對會計師事務所相關人員開展訪談和詢
問。中方遵守法律法規並參照國際慣例，按
照合作協議的約定對檢查和調查所涉底稿文
件中含有的個人信息等特定數據進行了專門
處理，在雙方依法履行監管職責的同時，滿
足了相關法律法規對信息安全保護的要求。

內媒：屬多贏制度安排
PCAOB的表態令市場對在美上市中概

股重拾信心，有內媒評論：“保留中概股在
美上市，對投資者有利，對上市公司有利，

對中美雙方都有利，是一種多贏的制度安
排。”路透社的評論認為，PCAOB的聲明
標誌着美國監管機構的勝利，也令包括阿里
巴巴在內的中國公司鬆了一口氣。

花旗報告亦指出，PCAOB的確認可以
對內地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完成檢查和調
查，相信能進一步降低中概股的退市風險，
隨着內地調整防疫政策，投資者將重新關注
相關企業的基本面復甦、盈利可持續增長、
政策支持及海外私人投資恢復等。

在港掛牌的中概股16日個別發展，阿里巴
巴一度升3.3%，收報86.45元（港元，下
同），升0.640%；京東升1.534%，收報225
元；騰訊微跌0.252%，收316.8元。

作為協助PCAOB在港進行審查工作的會
財局16日回應稱，香港的金融監管體系與國
際接軌且穩健，包括擁有一個會計專業的獨立
監管制度。自2019年10月以來，會財局一直
致力提高香港上市實體的財務匯報質素，使財
務匯報質素得以持續改善。香港的財務匯報質
素與其他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早前有報道指中國企業今年在內地交易
所進行IPO佔比達到90%，為逾20年來最
高水平。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費凡在上海接
受採訪時透露，前述激增現象的確存在，有
否達九成之多則沒有進行相關統計。但他透
露，最近一個多月去香港上市的勢頭在恢復
起來，“有不少內地企業開始積極和我們專
業機構探討去香港上市，這個現象在四五個
月以前非常少見，那時大家基本上都在談A
股。”

審核制度規範化 內企A股上市增
費凡說，中國企業選擇在內地交易所上

市的主要驅動因素應該還是估值，其次是A
股審批制度越來越規範化，效率越來越高。
原先很多內地企業選擇去境外上市，估值可
能比A股低一點，但流程時間表比較有保
障，而隨着A股審核制度不斷完善和改進，
現在選擇A股上市，時間表基本上也是確定
的。

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湯哲輝在同一場合
提到，內地企業享受了註冊制改革的紅利，
這兩年很多都選擇在A股上市。註冊制改革
使得發行上市更可預期，讓這些企業看到了
在A股上市的確定性。此外，以往在A股上
市還有很多限制，例如虧損公司不能上，紅
籌公司回不來等等，現在這些制度都突破
了，特別是創新型科技類企業在A股上市
後，整體估值很不錯。

但費凡觀察到，最近一個多月，去香港
上市的勢頭正在恢復，內企赴港上市問詢量
明顯增加。在他看來，港股目前整體估值處
於歷史低位，所以對於價值修復預期較大，
如果市場存量價值往上修復的話，會吸引更
多企業恢復去香港IPO的信心。湯哲輝補
充，在雙循環下，不少內地企業在構築國內
完整生態鏈的同時，也要走出去搶佔海外市
場，就不但需要在A股融資，也需要在境外
融資，將更加有利於公司走國際化道路。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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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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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湯哲輝（左）和安永審計服務
合夥人費凡（中）。 記者章蘿蘭 攝

◆◆市場普遍認為中概股退市威脅解除市場普遍認為中概股退市威脅解除，，有利包有利包
括阿里巴巴在內的股價表現括阿里巴巴在內的股價表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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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於劇集進入結局篇於劇集進入結局篇，，思貝與蔡潔都表示不思貝與蔡潔都表示不
捨捨，，二人希望將來有機會再合作及有更多二人希望將來有機會再合作及有更多

對手戲對手戲，，蔡潔笑言很想沾一下視后蔡思貝的蔡潔笑言很想沾一下視后蔡思貝的
光光，，而思貝就大讚蔡潔是個很玩得的人而思貝就大讚蔡潔是個很玩得的人，，說說：：
““以往我很少跟女生有對手戲以往我很少跟女生有對手戲，，希望開一套劇希望開一套劇
給我們拍給我們拍，，題材以女性為主的姊妹戲題材以女性為主的姊妹戲。”。”蔡潔蔡潔
就想演多些不同的戲種就想演多些不同的戲種，，因她自知演技不足因她自知演技不足，，
如之前演如之前演《《拳王拳王》》時因太嘈而失敗時因太嘈而失敗，，她自我檢她自我檢
討後希望有更多機會給她改進討後希望有更多機會給她改進。。
思貝在台慶頒獎禮中未能晉身思貝在台慶頒獎禮中未能晉身““最佳女主最佳女主

角角””1010強強，，她坦言沒有失望她坦言沒有失望，，更認同賽果合更認同賽果合
理理，，說說：“：“之前已說大家要開開心心之前已說大家要開開心心，，都是順都是順
其自然其自然，，留給有挑戰性的角色才參與留給有挑戰性的角色才參與，，今次沒今次沒
有進有進1010強是合理的強是合理的。”。”

蔣怡演幕後黑手稱好玩蔣怡演幕後黑手稱好玩
聖誕佳節聖誕佳節，，蔡潔表示與黃宗澤合作的新蔡潔表示與黃宗澤合作的新

片正值放假片正值放假，，她打算約女友人到峇里享受陽光與她打算約女友人到峇里享受陽光與
海灘海灘，，更賣關子到時可能派福利影泳裝照給大家更賣關子到時可能派福利影泳裝照給大家
欣賞欣賞。。思貝就因為要應付明年馬拉松已開始練思貝就因為要應付明年馬拉松已開始練
跑跑，，笑言天公很愛磨練她笑言天公很愛磨練她，，在她首天練習就下在她首天練習就下
雨雨，，搞到她第二天下床時都有腳軟感覺搞到她第二天下床時都有腳軟感覺。。

在內地播放的結局已率先揭曉蔣怡是劇中在內地播放的結局已率先揭曉蔣怡是劇中
的幕後黑手的幕後黑手，，已有一段時間沒有拍港劇的她大已有一段時間沒有拍港劇的她大
呼好玩呼好玩，，不像以前只演別人女朋友不像以前只演別人女朋友、、老闆的角老闆的角
色色。。一直渴望拍劇的蔣怡笑言不擔心會疏忽照一直渴望拍劇的蔣怡笑言不擔心會疏忽照
顧家庭顧家庭，，她笑道她笑道：“：“現在我都是照顧好小朋現在我都是照顧好小朋
友友，，買好菜才出門買好菜才出門，，讀四年班女兒已叫我多些讀四年班女兒已叫我多些
出去工作出去工作，，可能我不在家時就沒人提點她做功可能我不在家時就沒人提點她做功
課溫習課溫習，，最奇怪是老公都好支持我工作最奇怪是老公都好支持我工作，，我一我一
度以為家中經濟有問題出現財困呢度以為家中經濟有問題出現財困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蔡思貝、蔡潔、蔣怡及謝東閔等人17日參與花

車巡遊宣傳劇集《法證先鋒V》，主角黃宗澤因身體不適臨時缺席。由於當日天

氣寒冷，眾演員在開篷巴士上仍落力呼籲途人投票，原來他們都早有準備帶定暖

包，思貝更有多個暖包傍身。《法證先鋒V》的蔡思貝、王敏奕、蔡潔在《萬千

星輝頒獎典禮2022》中均未能晉身“最佳女主角”10強，蔡思貝坦言沒有失

望，更認同賽果合理，留給有挑戰性的角色才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楊千
嬅一連兩場《MIRIAM YEUNG B mi-
nor MUSIC LIVE 2022》17日晚於亞
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千嬅透過不同的舞
台故事，與歌迷分享27年來的經典作
品。而場地仍受防疫限制只開八成半座
位，但仍全場爆滿。來捧場嘉賓有千嬅
老公丁子高和兒子Torres、千嬅父母、
Bob與太太、陳浚霆、焦浩軒、蘇韻
姿、關嘉敏、炎明熹、黃柏高、劉倩
婷、李丞責及何麗全等，其中炎明熹被
大班觀眾上前集郵引起小騷動，要工作
人員出動制止。
千嬅原定2020年在紅館舉行6場跨

年演唱會，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被迫取
消，延至兩年後才再在港開秀。17日晚
首埸演出，有不少親朋好友紛紛送上花
籃道賀，令後台重地變成一片花海，千
嬅經過也禁不住細心欣賞，送上花籃的
圈中友好包括林建岳博士、成龍、張學
友、劉德華、郭富城、小美、張智霖、
袁詠儀、張敬軒、方力申、草蜢、蘇永康、
陳曉東、林盛斌，而跟千嬅於《聲生不息》
中結緣的炎明熹，其花籃上更以“阿囡”自
稱，另陳小春與應采兒亦很有心思，送上千
嬅演唱會主題“B minor”英文字造型的花
籃。
千嬅演唱會舞台以“L”字形設計，並

以舞台劇形式開場，背景是車站月台，舞蹈
員穿梭街道，於人來人往中，千嬅一身紫色
裙裝高貴亮相，從頭髮到衣裙都是其招牌紫
色，並一口氣唱出名曲《最好的債》、《你
會愛的人》、《直覺》和《麥芽糖》，觀眾
亦為之歡呼，坐於觀眾席的“阿囡”炎明熹
亦不斷揮動熒光棒。

親朋好友送花籃撐開秀

◆◆千嬅獲陳小春與應采兒千嬅獲陳小春與應采兒
送上送上““B minorB minor””英文字英文字
造型的花籃造型的花籃。。

◆◆千嬅一身紫色裙裝千嬅一身紫色裙裝
高貴亮相高貴亮相。。

楊千嬅演唱會全場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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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璧琦去年才自資出李璧琦去年才自資出
歌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蔡思貝為應蔡思貝為應
付明年馬拉松付明年馬拉松
已開始練跑已開始練跑。。

◆◆《《法證先鋒法證先鋒VV》》演員參與花演員參與花
車巡遊宣傳劇集車巡遊宣傳劇集。。

◆◆千嬅老公丁子高和兒子千嬅老公丁子高和兒子TorTor--
resres、、千嬅父母在台下支持千嬅父母在台下支持。。

◆◆蔡思貝在開篷巴士上舉起手機自拍蔡思貝在開篷巴士上舉起手機自拍。。

◆◆蔣怡一蔣怡一
直都渴望直都渴望
拍劇拍劇。。

未能晉身“最佳女主角”10強

香港文匯報訊 2013 年曾於
《星夢傳奇》一鳴驚人的李璧琦，
今年請來名監製舒文首次合作，為
她炮製第二首派台歌《記憶中的你
好嗎？》。她近日接受電台訪開，
單親家庭成長、香港浸大音樂系畢業的她
剖白，她從小都夢想做歌手，雖然中學時
期已贏盡校際歌唱比賽，但奈何母親多番
阻撓她入行，促使她1996年17歲殺入新
秀十強也無緣繼續比賽，1999年獲BMA
老闆羅傑承賞識，亦無緣簽約出道。

願花6位數積蓄出歌
及至2008年遇上方逸華有機會入TVB

做主持及拍劇，到2013年參加《星夢傳
奇》一鳴驚人，李璧琦媽咪才首次到現場
支持女兒演出，不過，第二回她選唱《大
會堂演奏廳》遇上滑鐵盧，再令李璧琦音

樂夢碎。但原來出局當
晚，亦間接修補了母女
多年來的關係，“想不
到她第二次來支持我就
出局，她陪我回家，我
又進入了不發一言的狀
態，那時我住46樓，我
站在露台很長時間，我
想她有點怕，人生有史
以來媽咪第一次問我
‘你在想什麼？哭出來
吧！太辛苦就別再做
了！’我爆哭，第一次
在她面前這麼軟弱，這
麼多年我們都沒溝通，

那次感覺好得意，我失去了繼續參賽的機
會，甚至自以為到了事業終點，但原來這
是跟她關係的起點，及解開我們心結的主
因。”

擁有八級鋼琴證書，又有八級聲樂資
格，但及至去年才自資出歌，年過40才能
正式踏入樂壇，問李璧琦會否自覺不夠運
兼懷才不遇？她反指欣宜是她的好榜樣，
“懷才不遇像不太接受現實，我很接受現
實，要是這條路（歌手）沒寫給你，只能
盡自己能力去做！新歌也是說我的掙扎，
究竟要不要繼續續做？今天的李璧琦算是
藝人？演員？主持？是高音人？算不算歌
手？我一直思考，甚至像欣宜，她有家
人，有很多資源支持，亦認識行內很多
人，但都要到近幾年，才於頒獎禮被肯
定，欣宜這條路都行了十年以上，我不覺
自己比人叻，欣宜都花上十年，我都要這
樣行！”

李璧琦坦言丈夫是普通打工仔，她出
每首歌都需花上港幣6位數字的積蓄，但對
自己來說一直都是值得，“即使首歌同聽
眾有一秒共鳴及安慰，這都是無價！影響
是一世！回報？很多歌手都要面對吧！但
今天的我，是找到唱歌的價值，用雙手賺
到的錢全投放進去後，那就再賺過再投放
過，是一個循環，如果不能再循環，那就
真是要停無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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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市威脅解除 中概股前景看好
審查問題重大進展 美確認獲准檢查審計底稿

中美就中概股審計問題取得
重大進展。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

管委員會（PCAOB）周四發報告指，確
認2022年度可以對內地和香港會計師事
務所完成檢查和調查，撤銷2021年對相
關事務所作出的認定，其主席威廉斯
（Erica Williams）強調“歷史首次獲得了
檢查和調查中概股的全部權限”。市場
普遍認為這標誌着中概股退市威脅解
除，有利股價表現。中國證監會16日回
應稱，歡迎美國監管機構基於監管專業
考慮重新作出的認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據PCAOB透露，檢查和調查人員能夠查
看完整的中概股審計底稿，且可以保留

他們所需的資料。主席威廉斯聲稱，工作人
員在檢查中發現了“許多潛在的缺陷”，檢
查報告將在明年定稿並公開，相關調查人員
正擬定明年派團隊對中概股進行實地檢查的
計劃。她拒絕具體說明“缺陷”所指為何，
但透露這些“缺陷”與審計檢查員在世界其
他地方首次檢查時所看到的“缺陷”一致。

中證監：歡迎美國重新認定
中證監發言人16日表示，歡迎美國監管

機構基於監管專業考慮重新作出的認定，期
待與美國監管機構一道，在總結前期合作經
驗的基礎上繼續推進今後年度審計監管合
作，相互尊重，增進互信，形成常態化、可
持續的合作機制，共同營造更加穩定、可預
期的國際監管環境，依法維護全球投資者合
法權益。

發言人強調，中證監一貫主張通過監管
合作機制解決跨境上市審計監管問題，實踐

證明只要雙方秉持相互尊重、專業務實的合
作精神，一定能夠找到一條符合各自法律和
監管要求的可行合作路徑。

自中美審計監管合作協議簽署以來，雙
方監管機構嚴格執行各自法律法規和協議的
有關約定，合作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檢
查和調查活動，各項工作進展順利。

合作過程中，雙方就檢查和調查活動計
劃作了充分溝通協調，美方通過中方監管部
門獲取審計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參與和協助
下對會計師事務所相關人員開展訪談和詢
問。中方遵守法律法規並參照國際慣例，按
照合作協議的約定對檢查和調查所涉底稿文
件中含有的個人信息等特定數據進行了專門
處理，在雙方依法履行監管職責的同時，滿
足了相關法律法規對信息安全保護的要求。

內媒：屬多贏制度安排
PCAOB的表態令市場對在美上市中概

股重拾信心，有內媒評論：“保留中概股在
美上市，對投資者有利，對上市公司有利，

對中美雙方都有利，是一種多贏的制度安
排。”路透社的評論認為，PCAOB的聲明
標誌着美國監管機構的勝利，也令包括阿里
巴巴在內的中國公司鬆了一口氣。

花旗報告亦指出，PCAOB的確認可以
對內地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完成檢查和調
查，相信能進一步降低中概股的退市風險，
隨着內地調整防疫政策，投資者將重新關注
相關企業的基本面復甦、盈利可持續增長、
政策支持及海外私人投資恢復等。

在港掛牌的中概股16日個別發展，阿里巴
巴一度升3.3%，收報86.45元（港元，下
同），升0.640%；京東升1.534%，收報225
元；騰訊微跌0.252%，收316.8元。

作為協助PCAOB在港進行審查工作的會
財局16日回應稱，香港的金融監管體系與國
際接軌且穩健，包括擁有一個會計專業的獨立
監管制度。自2019年10月以來，會財局一直
致力提高香港上市實體的財務匯報質素，使財
務匯報質素得以持續改善。香港的財務匯報質
素與其他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早前有報道指中國企業今年在內地交易
所進行IPO佔比達到90%，為逾20年來最
高水平。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費凡在上海接
受採訪時透露，前述激增現象的確存在，有
否達九成之多則沒有進行相關統計。但他透
露，最近一個多月去香港上市的勢頭在恢復
起來，“有不少內地企業開始積極和我們專
業機構探討去香港上市，這個現象在四五個
月以前非常少見，那時大家基本上都在談A
股。”

審核制度規範化 內企A股上市增
費凡說，中國企業選擇在內地交易所上

市的主要驅動因素應該還是估值，其次是A
股審批制度越來越規範化，效率越來越高。
原先很多內地企業選擇去境外上市，估值可
能比A股低一點，但流程時間表比較有保
障，而隨着A股審核制度不斷完善和改進，
現在選擇A股上市，時間表基本上也是確定
的。

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湯哲輝在同一場合
提到，內地企業享受了註冊制改革的紅利，
這兩年很多都選擇在A股上市。註冊制改革
使得發行上市更可預期，讓這些企業看到了
在A股上市的確定性。此外，以往在A股上
市還有很多限制，例如虧損公司不能上，紅
籌公司回不來等等，現在這些制度都突破
了，特別是創新型科技類企業在A股上市
後，整體估值很不錯。

但費凡觀察到，最近一個多月，去香港
上市的勢頭正在恢復，內企赴港上市問詢量
明顯增加。在他看來，港股目前整體估值處
於歷史低位，所以對於價值修復預期較大，
如果市場存量價值往上修復的話，會吸引更
多企業恢復去香港IPO的信心。湯哲輝補
充，在雙循環下，不少內地企業在構築國內
完整生態鏈的同時，也要走出去搶佔海外市
場，就不但需要在A股融資，也需要在境外
融資，將更加有利於公司走國際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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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湯哲輝（左）和安永審計服務
合夥人費凡（中）。 記者章蘿蘭 攝

◆◆市場普遍認為中概股退市威脅解除市場普遍認為中概股退市威脅解除，，有利包有利包
括阿里巴巴在內的股價表現括阿里巴巴在內的股價表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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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曉莉）葡萄牙在
卡塔爾世界盃不敵摩洛哥隊無緣4強，葡萄
牙足總當地時間15日宣布，執教8年的山度

士卸任國家隊主帥。聲明指出，68歲的山度
士與葡萄牙足總達成協議，在合約到期的兩
年前，提早交出兵符。不過，葡萄牙足總並
未宣布山度士的繼任人選，僅表示正在尋找
適合的總教練。

山度士曾執教葡超三大勁旅波圖、士砵
亭和賓菲加。在2010年至2014年期間，他執
教希臘國家隊在歐國盃和世界盃上均取得佳
績。2014年9月，山度士接過葡萄牙國家隊的
帥印，8年間在他的帶領下，球隊在109場比
賽中取得67勝23平19負的成績；他還曾率隊
奪得2016年歐國盃和2019年歐洲國家聯賽兩
項冠軍，這也是葡萄牙隊史迄今為止僅有的兩
個大賽冠軍頭銜。

本屆世界盃，雖然葡萄牙隊在小組賽前兩
戰全部取勝，以及淘汰賽首戰以6：1大勝瑞
士，讓人為之眼前一亮，但8強賽敗給摩洛哥，
無奈地結束了本次的世界盃之旅。

有葡萄牙及意大利傳媒日前報道，葡萄
牙足總有意邀請摩連奴擔任山度士的繼任人，
但據外電分析，不論誰接手葡萄牙國家隊，都
將面臨一個棘手問題，就是基斯坦奴朗拿度
（C朗）在球隊中的定位。

37歲的C朗在16年間5次參加世界盃，
是葡萄牙隊的神射手，也是當今葡國最偉大的
球員。惟16強對瑞士之戰被山度士摒除在首
發名單外，8強賽對摩洛哥一役同樣要坐冷板
凳，如此安排引起媒體和球迷們的非議。

山度士提前兩年與葡國足總解約

◆◆墨西哥將與美國墨西哥將與美國、、加拿大聯合加拿大聯合
主辦主辦20262026年世界盃年世界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加拿大以自己的方式迎加拿大以自己的方式迎
接下屆世界盃接下屆世界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亞特蘭大將是主辦城美國亞特蘭大將是主辦城
市之一市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48隊或分16組 比賽場數暴增

面臨面臨大變革大變革
20220266年世界盃年世界盃

下屆世界盃將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決賽周增至48隊最受

注目。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奴表示正考慮將48支球隊分成16組、

每組3隊的方案，並會在明年有最後決定。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報道

卡塔爾世界盃出現了多次歷史上的第一
次，首次由中東國家主辦、首次在冬季

舉行，讓球員、球隊以至球迷有着全新體驗。
而下屆由美國、墨西哥及加拿大合辦的世界盃
更會從根本上產生變化。決賽周球隊將增加至
48隊，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奴表示會考慮以
每組3隊，分成16組的方式比賽：“這是其中
一個考慮的方案，我們注意到有聲音對可能出
現‘默契球’感到擔憂，所以我們在今屆世界
盃後會作商討，相信明年會有最後決定。”

今屆世界盃在29天的時間內踢了64場比
賽，而2026年世界盃由於擴大規模，比賽場數
將大幅增加至80場甚至過百場。恩芬天奴強調
會以保障球員健康為首要目標：“每隊兩場比

賽之間至少相隔72小時，一星期至少一天休息
日，這些都是我們會遵從的原則，我們非常重
視球員的健康。”他強調國際足協的目標是無
論國家大小、球隊實力強弱都能分享到資源和
得到機會：“國際足協不是為某個洲或地方服
務，我們的任務是照顧到世界上每個角落的需
要，我們要為非傳統足球發達國家創造機會，
讓他們有機會與最高水平的球隊比賽。”

總體收入料大幅上升50％
隨着下屆更多國家參與到世界盃決賽周

之中，國際足協未來將繼續“錢”途無限，恩
芬天奴預計下屆世界盃總體收入將大幅上升
50％，收益有望達到驚人的110億美元：“我

們對足球發展的將來非常樂觀，美洲是足球氛
圍最熾熱的地方之一，預計將有500萬球迷親
到世界盃現場，而且下屆球場容量將更大，轉
播及贊助收入將會再創新高，而我們會將這些
收益繼續用於協助世界各地足球發展之上。事
實上近年國際足協用於足球發展的支出已由
300萬提升到超過20億美元。”

此外，國際足協亦宣布今屆世界盃表現
一鳴驚人的摩洛哥將會主辦2025年的世界冠
軍球會盃，賽事將有32支球隊參加，除了西
甲皇家馬德里、巴甲法林明高等老牌球會外，
亦會首次有中北美洲冠軍聯賽盟主參加，美職
球隊西雅圖水手將會作為代表出賽，恩芬天奴
揚言要將這項比賽打造成球會版的世界盃。

卡塔爾世界盃作為
新冠疫情以來首個全面恢復
正常的大賽，媒體生態已悄然
發生巨大變化，配備大型器材的
拍攝團隊已非主流，反而一個人一手
機才是最佳拍檔。短片平台的興起讓受
眾接觸資訊的習慣改變，再豐富的文章和精
心的製作亦未必及得上數十秒的影片受歡
迎，正如足球發展趨勢讓全能球員備受追
捧，未來媒體亦將由多功能記者所主導。

上年的東京奧運以至年初的北京冬奧會
尚是傳統媒體當道，不過來到卡塔爾世界
盃，“自媒體”們卻成了大多數。無論球場
內外或是一些熱門景點，都能看到他們只需
一部手機一個腳架就能工作，或是採訪或是
直播忙個不亦樂乎。雖然由國際足協發出的
記者證數量有限，像整個香港就只獲分配兩
張，不過“主辦國邀請媒體”的身份卻讓更
多媒體得到來卡塔爾採訪世界盃的機會。他
們不能進入球場，但可以得到由卡塔爾組委
會提供的採訪支援或素材，他們當中就有很
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自媒體”。

已是第二度採訪世界盃的西班牙記者
Marti今次就是以“自媒體”的身份來到卡
塔爾，年過40歲的他表示自己也在慢慢適應
直播的過程：“現在的人要求快又有趣，沒
耐性看太長的報道。我以前也是報紙記者，
現在自己經營網站，為了更貼近他們的喜
好，主要開直播和拍一些短片。”

雖然媒體生態轉變產生不少新挑戰，不
過他認為這亦擴闊了記者的生存空間：“當
我以前的報館倒閉後，我以為自己不會再當
記者了。不過現在我有機會可以嘗試一下，
雖然比以前困難，但至少我仍在做自己喜歡
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

特派記者 郭正謙

◆“自媒體”記者一手機一腳架已能工作。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郭正謙 攝

◆◆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奴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奴。。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郭正謙 攝攝

◆◆山度山度士士（（右右））讓讓CC朗連續兩場朗連續兩場
坐冷板凳惹來非議坐冷板凳惹來非議。。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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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 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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