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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成員工無法上班 每日減產多達3000輛疫情
打擊 比亞迪預告全年產量難達標

內地疫情呈快速增長，不少企業陷入缺工

潮，產業供應鏈或再次受到衝擊。比亞迪執行

副總裁廉玉波周四指出，公司有兩至三成的員工因染

疫或隔離無法到崗，每日汽車產量減少2,000至3,000

輛，或難完成全年產量目標。言論流出後23日比亞迪

股價明顯受壓，曾急插5%，收報194.1元（港元，下

同）跌3.7%，逼本月低位；同系比亞迪電子更大跌逾

一成，收報24.15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廉玉波周四於APEC 2022中小企業工商
論壇上直言，近日公司不少員工感染

新冠病毒，至多約有三成員工難以返崗，嚴
重影響了生產，每天生產的汽車要減少
2,000 到 3,000 輛。他估計，本月汽車產量
減少多達 3 萬輛，全年產量或只能達到
188萬輛左右。但此前，比亞迪原計劃全
年產量目標為190萬輛，包括純電動和混
動汽車。

他的言論讓23日比亞迪股價明顯受壓，
一度急插5%。而“股神”巴菲特旗下巴郡不
斷減持比亞迪股份，及特斯拉減價，也讓投
資者對前景有憂慮，成為車股23日受壓因
素。

特斯拉變相減價 電動車股捱沽
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在美國、加拿大罕

有提供銷售優惠，變相“減價”行為，令投

資者擔心其消費需求疲弱，牽連電動車股表
現。23日，理想跌4.7%收報79.55元；小鵬
挫3.2%收報41.8元；吉利走低2.5%至11.66
元。

內地新冠確診人數急升，已嚴重削弱了
製造商的生產能力。而為確保產能，據悉，
有部分工廠實行輪班制，要求感染新冠的員
工隔天工作，另一些工廠則要求員工延長工
作時間，甚至有工廠要求工人即使感染亦要
工作，或者休息幾天後再回崗。

能源金屬等行業供應鏈受考驗
除了汽車業外，能源、金屬等行業產業

鏈亦受到疫情反彈衝擊。彭博引述中國有色
金屬工業協會矽業分會一份聲明指出，疫情
病例激增恐對太陽能企業的供應鏈產生短期
影響，許多用於產製太陽能電池板的芯片製
造商，由於缺乏人力已被迫縮減運營，其中

部分晶片製造商的產能甚至只有平日的60%
至70%。

煤炭市場也受到疫情及解封政策的影
響，中國鋼鐵數據網站“Mysteel”報告指
出，鋼鐵供給恐出現短缺，山西目前有10區
礦山已經停產，負面影響恐怕還會持續兩周
以上，直至疫情趨緩。

評級機構標普發布《中國新冠浪潮：
2023年第一季將是關鍵》報告指出，受累最
近新一波疫情的蔓延，預料內地第一季度經
濟表現將迎來“大考”。報告稱，1月底的春
節，中國將迎來近三年來的首次客運大潮，
若新冠感染數再度激增，恐削弱部分優化防
疫措施的效益。該行雖預測中國2023年GDP
增速將從2022年的3%左右回升至5%左右，
但認為來自勞動力生產率下降因素的下行風
險依然存在，這一因素對中國生產和消費，
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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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
股23日在長假期前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走勢牛皮，全日反覆跌86點，收
報19,593點，但波幅仍達306點，顯
示好淡角力持續。大市成交額在長假
期前收斂，縮減至800億元（港元，
下同）；科指則收跌2.1%。市場人士
指出，港股目前力守10天線(19,443
點)，顯示市底未變弱，預計下周期指
結算(12月29日)前，指數還可以衝一
段，並嘗試以貼近2萬點期結。總結
全周，恒指累升 142 點，科指則跌
0.6%。

長假前觀望氣氛濃 成交縮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23日

表示，因為長假期關係，港股成交量
減少，但初步觀察大市行情，暫時來
說不算太差，至少在短時間內，能在
19,500點位置覓得支持。大市個別走
向，數據反映美國勞工市場仍然強
韌，憂慮工資上升推高物價，令加息
周期延長，科技股如ATMJ等股承
壓，阿里巴巴及美團都要跌1.6%，騰
訊跌1.1%，京東跌2.1%。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
稱，港股在聖誕長假前夕表現繼續震
動，觀望氣氛依然濃厚。走勢上，港
股在19,000 點水平已震動一個月時
間，逐步進入靜極思動再次擴大波幅
的窗口期，19,000點依然是現時的重
要心理關口，不容有失，否則恒指的
回吐調整幅度將有擴大機會，宜繼續
多加關注。

葉尚志認為，目前港股仍表現出
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在升逾5,000點
後，美股以及A股已先後掉頭回落，
估計港股現時的回調壓力未見盡除。
另一方面，雖然美聯儲後續加息會有
所放慢，但總體還是要進一步小幅慢
慢加。

新東方在線今年來飆9.8倍
中央早前推出《關於深化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後，多
家內地券商唱好教育板塊，認為政策
環境將利好行業未來發展，多隻教育
股再獲炒作，新華教育勁升29%，卓
越教育升28.8%，嘉宏升24.8%、科培
升17.9%，中匯升一成。另外，新東
方在線再創收市新高，升5.3%報56.9
元，今年來已累升9.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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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股23日受壓
股份
理想汽車

長城汽車

比亞迪

小鵬汽車

吉利汽車

蔚來

23日收(港元)
79.55

10.18

194.10

41.80

11.66

88.40

變幅(%)
-4.7

-4.7

-3.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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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比亞迪表示，公
司有兩至三成的員
工因染疫或隔離無
法到崗，或難完成
全年產量目標。

資料圖片

（貨幣單位：港元）

2022年12月26日（星期一）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何佩珊

全面通關方案 下月中前落實
李家超：中央已同意 協調專組研商

穩步復常

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在望。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4日在結束赴京述

職行程返港後正式宣布，中央已同意逐

步、有序、全面“通關”。特區政府已即

時成立“通關事務協調組”，成員包括特

區政府15個政策局的代表，以全面推進

有關工作，並即時聯繫內地各有關部門，

包括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積極尋

求獲得共識的方案，再報請中央審批，希

望可以在下月中之前落實方案，達成逐步

有序全面通關目標的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我在北京已經工作十幾年了。疫情
前每年都回家無數次，與家人朋友相
聚。疫情期間，因為隔離時間太長，我
有兩年多都未能返回香港與家人團聚，
特別是在節假日的時候思念更甚。聽到
特首說有望通關，第一感覺就是興奮，
如果真的順利恢復全面通關，我回家再
也不用糾結和考慮太多，可以想回就
回，甚至可以周五買機票回香港，周日

再回北京。
當然我還替香港開心，疫情三年，

香港旅遊、零售業都受損嚴重，恢復正
常通關後，香港與內地人員交流可以恢
復到三年前的密切狀態，到香港旅遊的
人會多起來，店舖會旺起來，香港經濟
也會回到曾經的活力無限，還會有更多
香港青年可以到內地來創業學習生活。
伴隨通關復常，一切都會好起來。

北京外企高管
杜蔚恆

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李家
超24日公布，
會爭取在下月
中前提出復常

通關方案。回鄉度
歲的希望再也不是夢，梁先生
感動地說：“絕對是好消息！
等了這麼久，不論是個人，或
者其他望穿秋水等待前往內地
的人，都是非常好的事。”原
本他打算下月初“搖號”，現
在相信連這個需要“碰運氣”
的北上方式也可能完成歷史任
務，接下來只等內地和香港特
區政府正式公布相關細節，就
會即時起行，“最好沒有配
額，但初期有也可以理解，希
望配額數目多一點。”

想回家鄉吃“清遠雞”
“我想早日回家鄉吃雞

（清遠雞）、與親友敘舊及再
次感受美麗的鄉村風貌！”在
香港經營室內設計生意的梁先
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自己已近3年沒有回過家鄉
清遠，對上一次回鄉已是2020

年農曆新年，“當時新冠疫情突然殺到，
我與家人都要縮短行程，趕在‘封關’前
回港。”

梁先生十多歲跟隨家人移居香港，目
前老家仍有很多親友，兼且在當地有物
業，“疫情間從未回過內地，間屋都是多
得親友間中幫手打掃一下。”他坦言，對
免檢疫通關已經“等了很久”，“之前不
時有傳聞快可成事（通關），但每次最終
都成為泡影。”

梁先生與太太育有一名21歲兒子，
目前3人與他年逾80歲的媽媽同住，“我
媽媽比我更渴望回鄉！她的外家、弟弟都
在那裏，且過年氣氛也比香港好。”

他坦言，自己在疫情間其實也有想過
承受“隔離之苦”返內地，“實在太久沒
回去了，室內設計的生意在農曆新年前後
是淡季，本來打算今年初春節期間舉家接
受‘14+7’回去，但當時碰巧香港出現第
五波疫情高峰，內地則個案十分少，為免
有可能將病毒帶返老家，為內地疫情添煩
添亂，最終打消了這念頭。”

早前民間提出的“逆隔離”方案一度
令他抱有希望，惟一直未能成事，而“健
康驛站”的配額又少，“我一直有留意並
期望內地有新的便利通關政策，近日終於
大幅放寬防疫政策，令人充滿希望。”

盼通關不需要配額
梁先生表示，近日也從家鄉的親友處

了解到，從前極嚴謹的管控措施最近也明
顯寬鬆，出入不同場所的限制大幅減少，
故他本來計劃下月初完成手頭的工作後，
嘗試“搖號”回鄉。他說：“畢竟‘5+
3’已放寬了很多，預期大年初十前回
來，可以留多久便看何時能成功‘搖號’
了。”他和很多港人一樣，當然期盼可早
日免檢疫通關，連“5+3”都不需要，
“即使恢復免檢，初期也可能有配額，這
是可理解的，但最好當然是沒有啦！”目
前的確診者多數症狀輕微，加上他一家四
口只有太太未曾“中招”，笑言已有抗
體，不太擔心回鄉受感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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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女士是持俗稱“雙程證”
（港澳通行證）在港生活的單親媽
媽，過去近3年，特區政府因應疫
情及關口管控，特別允許這類“雙
程證”持有人在港進行續簽。她24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聽到明年1月有望逐步恢復
正常通關的消息，當時心情有些複雜，喜的是有機
會趁兒子放寒假帶他回湖南老家見外公外婆，“誰

不想見到自己的親人呢？開關當然是好事，我也想
帶孩子回老家。”但也憂心在港續簽的疫下特殊安
排會被取消，日後再次要每隔三個月返回戶口所在
地續簽，“我在香港生活要辦內地、香港兩份手
續，內地那邊的簽註已經過期很久了，兒子寒假時
間短，我怕不夠時間辦理，恐怕要我自己先回
去。”同時，由於內地新增確診個案增加，她也擔
心兒子會受到感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居港單親媽媽：想見親人也有顧慮

�	

每逢佳節倍思親

受疫情影響，我已經兩年多沒有
回過香港了。隨內地疫情防控政策
正在優化，我始終在關注內地到香港
的防疫政策。特首李家超到北京述職
後，宣布了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
關的消息。聽到這一消息，我非常激
動，也在朋友圈第一時間轉發了這個

好消息。終於可以回到香港和家人一
起團聚，而且也能夠回香港去探望我
的好友，聯絡感情。這不僅僅是我一
個人的感受，相信大部分相隔兩地的
朋友，也會和我有同樣的感受。今年
寒假，我終於可以回家啦。期待這一
天能早點到來。

期待親友早相聚

特首宣布中央已同意香港可以
與內地逐步有序實現全面通關的好
消息，對我來說是最好的聖誕禮物
了。因為疫情導致3年都沒有回
港，這3年香港人回內地需要搖到
號才有名額，還要隔離，非常不方
便。內地持旅遊證件的直接去不了
香港，香港街道也發生變化，許多
老字號店舖結業關門。時隔三年，

現在有序恢復通關終於列上討論議程，口岸也陸續亮
燈做通關準備。感覺就是終於盼到頭了。期待2023
年，能有一個全新的開始。疫情終將過去，期待香港
與內地的經濟能有更好的發展。

在京創業港青
廖瑞華

最 好的聖誕禮物

居京港人：等候3年，終於盼到了！
思鄉心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結束述職行程後會見傳
媒時宣布，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關”，特區
政府即時成立“通關事務協調組”，希望在2023
年1月中前落實方案。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 獲中央同獲中央同
意意，，香港與內香港與內
地恢復正常通地恢復正常通
關在望關在望。。圖為圖為
早前經深圳灣早前經深圳灣
口岸進入深圳口岸進入深圳
的人流的人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我等了3年，終於盼
到了這個好消息。我長期
在北京生活和工作，過去
幾年在內地其他地方出差
也比較方便和自由，唯獨
回香港不方便。香港還有
很多親戚和朋友，幾年沒
有回去。現在復常通關有
望，我也迫不及待地要計

劃一下農曆春節回香港一趟了。更重要的是
逐步恢復全面通關意味內地與香港的各項
活動重新啟動，這將為香港的經濟注入更
多活力。

香 港 經 濟 添 活 力

政法大學研二港生
張敬遊

在京港青
鄭智發

李家超在赴京述職前會見記者時表示，“我很清
楚知道香港市民關心與內地往來，希望（復常）

通關是‘普遍聲音’，我會如實向國家領導人反映。”
23日，特區政府新聞處發稿引述，李家超在述職期間
向國家領導人表達了市民對香港與內地“通關”的熱
切期盼，領導人指出隨內地疫情防控優化調整措施
的有序推進落實，有關方面要抓緊溝通協調，推動香
港與內地人員往來逐步恢復正常。

協調組由政務司司長帶領
李家超在返港後會見傳媒時主動宣布，中央已

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關”。特區政府會即時
聯繫內地各有關部門，包括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積
極尋求獲得共識的方案，再報請中央審批，希望可
以在下月中之前落實。為全面推進有關工作，特區
政府已即時成立“通關事務協調組”，由香港政務
司司長陳國基帶領，成員包括特區政府15個政策
局的局長。他們會即時聯繫廣東省政府及深圳市政
府等，商討如何在顧及兩地疫情以及風險管理下，
在盡量滿足需求和安全、有序的要求下，盡量取得
最有利的平衡，達成一個最有利的方案，再報請中
央審批，爭取在下月中之前落實有關方案。據悉，
協調組今日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要確保復常通關不會出亂
李家超坦言，每一個市民都很熱切期盼可以第

一時間過關，可家庭團聚、工作、商務，以至旅遊
等，相信在恢復正常通關初期的需求會非常大，需
要考慮過關民眾的人數、過關的安排、口岸的運作
及運力等方面，“我們要確保‘通關’過程會逐
步、有序和全面。在初步來說，我們一定要令到任
何市民在‘通關’時不會出亂，有秩序，令大家覺
得過程順暢，所以制訂方案，我們首要考慮是哪些
關鍵位，大家要協調得好，從而逐步、有序去作出
‘通關’安排，最終我們當然深信全面‘通關’會
帶給每一位市民都很興奮和擁抱的安排。”

他表示，“現在，中央的決定令‘通關’可以
變成事實，讓我們因為疫情分隔超過差不多三年的
家庭再團聚，讓工作、商務、公務，甚至旅遊可以
恢復，讓香港經濟再提振起來，讓香港社會可以更
全面地活起來、動起來，帶給香港一個昌盛、溫暖
的2023年。”

◆香港文匯報追蹤報道有關復常通關的消息。

◆梁先生渴望
早日與母親一
同回家鄉清遠
探親會友過新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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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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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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近三成員工無法上班 每日減產多達3000輛疫情
打擊 比亞迪預告全年產量難達標

內地疫情呈快速增長，不少企業陷入缺工

潮，產業供應鏈或再次受到衝擊。比亞迪執行

副總裁廉玉波周四指出，公司有兩至三成的員工因染

疫或隔離無法到崗，每日汽車產量減少2,000至3,000

輛，或難完成全年產量目標。言論流出後23日比亞迪

股價明顯受壓，曾急插5%，收報194.1元（港元，下

同）跌3.7%，逼本月低位；同系比亞迪電子更大跌逾

一成，收報24.15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廉玉波周四於APEC 2022中小企業工商
論壇上直言，近日公司不少員工感染

新冠病毒，至多約有三成員工難以返崗，嚴
重影響了生產，每天生產的汽車要減少
2,000 到 3,000 輛。他估計，本月汽車產量
減少多達 3 萬輛，全年產量或只能達到
188萬輛左右。但此前，比亞迪原計劃全
年產量目標為190萬輛，包括純電動和混
動汽車。

他的言論讓23日比亞迪股價明顯受壓，
一度急插5%。而“股神”巴菲特旗下巴郡不
斷減持比亞迪股份，及特斯拉減價，也讓投
資者對前景有憂慮，成為車股23日受壓因
素。

特斯拉變相減價 電動車股捱沽
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在美國、加拿大罕

有提供銷售優惠，變相“減價”行為，令投

資者擔心其消費需求疲弱，牽連電動車股表
現。23日，理想跌4.7%收報79.55元；小鵬
挫3.2%收報41.8元；吉利走低2.5%至11.66
元。

內地新冠確診人數急升，已嚴重削弱了
製造商的生產能力。而為確保產能，據悉，
有部分工廠實行輪班制，要求感染新冠的員
工隔天工作，另一些工廠則要求員工延長工
作時間，甚至有工廠要求工人即使感染亦要
工作，或者休息幾天後再回崗。

能源金屬等行業供應鏈受考驗
除了汽車業外，能源、金屬等行業產業

鏈亦受到疫情反彈衝擊。彭博引述中國有色
金屬工業協會矽業分會一份聲明指出，疫情
病例激增恐對太陽能企業的供應鏈產生短期
影響，許多用於產製太陽能電池板的芯片製
造商，由於缺乏人力已被迫縮減運營，其中

部分晶片製造商的產能甚至只有平日的60%
至70%。

煤炭市場也受到疫情及解封政策的影
響，中國鋼鐵數據網站“Mysteel”報告指
出，鋼鐵供給恐出現短缺，山西目前有10區
礦山已經停產，負面影響恐怕還會持續兩周
以上，直至疫情趨緩。

評級機構標普發布《中國新冠浪潮：
2023年第一季將是關鍵》報告指出，受累最
近新一波疫情的蔓延，預料內地第一季度經
濟表現將迎來“大考”。報告稱，1月底的春
節，中國將迎來近三年來的首次客運大潮，
若新冠感染數再度激增，恐削弱部分優化防
疫措施的效益。該行雖預測中國2023年GDP
增速將從2022年的3%左右回升至5%左右，
但認為來自勞動力生產率下降因素的下行風
險依然存在，這一因素對中國生產和消費，
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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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
股23日在長假期前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走勢牛皮，全日反覆跌86點，收
報19,593點，但波幅仍達306點，顯
示好淡角力持續。大市成交額在長假
期前收斂，縮減至800億元（港元，
下同）；科指則收跌2.1%。市場人士
指出，港股目前力守10天線(19,443
點)，顯示市底未變弱，預計下周期指
結算(12月29日)前，指數還可以衝一
段，並嘗試以貼近2萬點期結。總結
全周，恒指累升 142 點，科指則跌
0.6%。

長假前觀望氣氛濃 成交縮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23日

表示，因為長假期關係，港股成交量
減少，但初步觀察大市行情，暫時來
說不算太差，至少在短時間內，能在
19,500點位置覓得支持。大市個別走
向，數據反映美國勞工市場仍然強
韌，憂慮工資上升推高物價，令加息
周期延長，科技股如ATMJ等股承
壓，阿里巴巴及美團都要跌1.6%，騰
訊跌1.1%，京東跌2.1%。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
稱，港股在聖誕長假前夕表現繼續震
動，觀望氣氛依然濃厚。走勢上，港
股在19,000 點水平已震動一個月時
間，逐步進入靜極思動再次擴大波幅
的窗口期，19,000點依然是現時的重
要心理關口，不容有失，否則恒指的
回吐調整幅度將有擴大機會，宜繼續
多加關注。

葉尚志認為，目前港股仍表現出
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在升逾5,000點
後，美股以及A股已先後掉頭回落，
估計港股現時的回調壓力未見盡除。
另一方面，雖然美聯儲後續加息會有
所放慢，但總體還是要進一步小幅慢
慢加。

新東方在線今年來飆9.8倍
中央早前推出《關於深化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後，多
家內地券商唱好教育板塊，認為政策
環境將利好行業未來發展，多隻教育
股再獲炒作，新華教育勁升29%，卓
越教育升28.8%，嘉宏升24.8%、科培
升17.9%，中匯升一成。另外，新東
方在線再創收市新高，升5.3%報56.9
元，今年來已累升9.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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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股23日受壓
股份
理想汽車

長城汽車

比亞迪

小鵬汽車

吉利汽車

蔚來

23日收(港元)
79.55

10.18

194.10

41.80

11.66

88.40

變幅(%)
-4.7

-4.7

-3.7

-3.2

-2.5

-2.1

◆ 比亞迪表示，公
司有兩至三成的員
工因染疫或隔離無
法到崗，或難完成
全年產量目標。

資料圖片

（貨幣單位：港元）

2022年12月24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近三成員工無法上班 每日減產多達3000輛疫情
打擊 比亞迪預告全年產量難達標

內地疫情呈快速增長，不少企業陷入缺工

潮，產業供應鏈或再次受到衝擊。比亞迪執行

副總裁廉玉波周四指出，公司有兩至三成的員工因染

疫或隔離無法到崗，每日汽車產量減少2,000至3,000

輛，或難完成全年產量目標。言論流出後23日比亞迪

股價明顯受壓，曾急插5%，收報194.1元（港元，下

同）跌3.7%，逼本月低位；同系比亞迪電子更大跌逾

一成，收報24.15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廉玉波周四於APEC 2022中小企業工商
論壇上直言，近日公司不少員工感染

新冠病毒，至多約有三成員工難以返崗，嚴
重影響了生產，每天生產的汽車要減少
2,000 到 3,000 輛。他估計，本月汽車產量
減少多達 3 萬輛，全年產量或只能達到
188萬輛左右。但此前，比亞迪原計劃全
年產量目標為190萬輛，包括純電動和混
動汽車。

他的言論讓23日比亞迪股價明顯受壓，
一度急插5%。而“股神”巴菲特旗下巴郡不
斷減持比亞迪股份，及特斯拉減價，也讓投
資者對前景有憂慮，成為車股23日受壓因
素。

特斯拉變相減價 電動車股捱沽
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在美國、加拿大罕

有提供銷售優惠，變相“減價”行為，令投

資者擔心其消費需求疲弱，牽連電動車股表
現。23日，理想跌4.7%收報79.55元；小鵬
挫3.2%收報41.8元；吉利走低2.5%至11.66
元。

內地新冠確診人數急升，已嚴重削弱了
製造商的生產能力。而為確保產能，據悉，
有部分工廠實行輪班制，要求感染新冠的員
工隔天工作，另一些工廠則要求員工延長工
作時間，甚至有工廠要求工人即使感染亦要
工作，或者休息幾天後再回崗。

能源金屬等行業供應鏈受考驗
除了汽車業外，能源、金屬等行業產業

鏈亦受到疫情反彈衝擊。彭博引述中國有色
金屬工業協會矽業分會一份聲明指出，疫情
病例激增恐對太陽能企業的供應鏈產生短期
影響，許多用於產製太陽能電池板的芯片製
造商，由於缺乏人力已被迫縮減運營，其中

部分晶片製造商的產能甚至只有平日的60%
至70%。

煤炭市場也受到疫情及解封政策的影
響，中國鋼鐵數據網站“Mysteel”報告指
出，鋼鐵供給恐出現短缺，山西目前有10區
礦山已經停產，負面影響恐怕還會持續兩周
以上，直至疫情趨緩。

評級機構標普發布《中國新冠浪潮：
2023年第一季將是關鍵》報告指出，受累最
近新一波疫情的蔓延，預料內地第一季度經
濟表現將迎來“大考”。報告稱，1月底的春
節，中國將迎來近三年來的首次客運大潮，
若新冠感染數再度激增，恐削弱部分優化防
疫措施的效益。該行雖預測中國2023年GDP
增速將從2022年的3%左右回升至5%左右，
但認為來自勞動力生產率下降因素的下行風
險依然存在，這一因素對中國生產和消費，
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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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
股23日在長假期前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走勢牛皮，全日反覆跌86點，收
報19,593點，但波幅仍達306點，顯
示好淡角力持續。大市成交額在長假
期前收斂，縮減至800億元（港元，
下同）；科指則收跌2.1%。市場人士
指出，港股目前力守10天線(19,443
點)，顯示市底未變弱，預計下周期指
結算(12月29日)前，指數還可以衝一
段，並嘗試以貼近2萬點期結。總結
全周，恒指累升 142 點，科指則跌
0.6%。

長假前觀望氣氛濃 成交縮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23日

表示，因為長假期關係，港股成交量
減少，但初步觀察大市行情，暫時來
說不算太差，至少在短時間內，能在
19,500點位置覓得支持。大市個別走
向，數據反映美國勞工市場仍然強
韌，憂慮工資上升推高物價，令加息
周期延長，科技股如ATMJ等股承
壓，阿里巴巴及美團都要跌1.6%，騰
訊跌1.1%，京東跌2.1%。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
稱，港股在聖誕長假前夕表現繼續震
動，觀望氣氛依然濃厚。走勢上，港
股在19,000 點水平已震動一個月時
間，逐步進入靜極思動再次擴大波幅
的窗口期，19,000點依然是現時的重
要心理關口，不容有失，否則恒指的
回吐調整幅度將有擴大機會，宜繼續
多加關注。

葉尚志認為，目前港股仍表現出
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在升逾5,000點
後，美股以及A股已先後掉頭回落，
估計港股現時的回調壓力未見盡除。
另一方面，雖然美聯儲後續加息會有
所放慢，但總體還是要進一步小幅慢
慢加。

新東方在線今年來飆9.8倍
中央早前推出《關於深化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後，多
家內地券商唱好教育板塊，認為政策
環境將利好行業未來發展，多隻教育
股再獲炒作，新華教育勁升29%，卓
越教育升28.8%，嘉宏升24.8%、科培
升17.9%，中匯升一成。另外，新東
方在線再創收市新高，升5.3%報56.9
元，今年來已累升9.8倍。

港
股
好
淡
角
力

教
育
股
續
熱
炒

汽車股23日受壓
股份
理想汽車

長城汽車

比亞迪

小鵬汽車

吉利汽車

蔚來

23日收(港元)
79.55

10.18

194.10

41.80

11.66

88.40

變幅(%)
-4.7

-4.7

-3.7

-3.2

-2.5

-2.1

◆ 比亞迪表示，公
司有兩至三成的員
工因染疫或隔離無
法到崗，或難完成
全年產量目標。

資料圖片

（貨幣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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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印尼默拉皮火山噴出煙霧印尼默拉皮火山噴出煙霧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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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厄瓜多爾，，壹支由科學家和公園管理員組成的探險隊首次發現了粉紅鬣壹支由科學家和公園管理員組成的探險隊首次發現了粉紅鬣
蜥寶寶蜥寶寶，，這是壹個棲息在加拉帕戈斯群島脆弱生態系統中的獨特物種這是壹個棲息在加拉帕戈斯群島脆弱生態系統中的獨特物種。。

斯洛文尼亞斯洛文尼亞““聖誕老人聖誕老人”” 給住院的孩子送去驚喜給住院的孩子送去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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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美南時事通

國民黨高市黨部主委許福明黯然請辭，黨
中央尚未積極找人遞補懸缺，短期主委恐難產
，而未來新主委的挑戰得弭平議長選舉的派系
裂痕，現階段前正副議長曾麗燕、陸淑美 「2個
女人的戰爭」 也漸平息，黨內人士喊話勢必得
團結對外，才有望拿下2024。

許福明28日表示階段性任務已完成，自己
早因身體因素想裸退，將做到本月底後就回新
北療養，未來不會再擔任黨的任何職務，至於
接任人選則尊重黨中央職權。今午他要舉辦感
恩餐會，好好向黨籍議員、區黨部、黨工等各
界致意及辭別。

藍營痛失高市議會龍頭，不僅前黨籍議員
曾俊傑帶槍投靠民進黨，一舉選上副議長，造
成藍營茶壺裡的風暴，更傳出多名議員揚言退
黨，未來新主委首要任務是弭平黨內分裂危機
，以及帶領藍營贏得2024立委、總統大選。

至於誰來接掌新主委，黨中央尚未有動作
，藍營人士直言，若長期群龍無首，恐引發基
層焦慮。目前人選傳出前黨團總召童燕珍呼聲

高，童燕珍說，黨若徵詢自己會好好考慮，而
智庫執行長柯志恩、副主委曹桓榮也被點名，
但柯先前已了當直說 「沒興趣」 、曹則未正面
表態。

曹桓榮指出， 「議長跑票」 事件，針對違
紀已做懲處呈報中央，國民黨面對陳其邁新任
期，更應該團結合作、監督市政，黨中央及地
方都該放下情緒，好好重新出發、審慎檢討，
未來才有機會贏回2024。

至於 「2個女人的戰爭」 ，前副議長陸淑美
點名 「二曾」 前議長曾麗燕、曾俊傑為牟私利
，造成國民黨分裂。神隱多日的曾麗燕昨強調
，清者自清，自問從未做過對不起 「黨」 ，選
舉是一時，人格風骨是一輩子的。

陸淑美則表示， 「對方沒再說奇怪的話」
，自己也不再多做回應了。她強調，心情沒有
低落，反正也不是第1次 「落選」 ，議長選舉後
，她早已上工，開始選民服務，對於黨內紛擾
不願再多提。

高市藍營主委難產 黨內喊話要團結

大陸遼寧省丹東市一名賈姓女子指控，9歲
的女兒在今年7月被鄰居家一名未滿14歲的男
孩砍傷，身上有多達20多處傷口，在醫院搶救
17個小時後轉入ICU病房。經傷情鑑定，女孩
達到輕傷一級，目前已出院回家休養，但仍無
法正常上學。沒想到，男孩在案發時未滿14歲
，提起的刑事訴訟因此被撤銷。

《紅星新聞》報導，賈女表示，砍傷事件
發生在今年7月6日上午，當時她要去上班，便
將9歲女兒送到爺爺奶奶家，並通知2人盡快回

家。安頓好女兒後，賈女叮囑女兒不要給陌生
人開門，隨後將門鎖好離家。不久後，鄰居家
的男孩前來敲門，因女童認識對方，便打開門
讓少年入內。

男孩進門後，向賈女的女兒索要手機，被
拒絕後隨即進入廚房，拿了一把刀砍向女兒。
賈女稱，男孩身高在1.7米左右，體型瘦弱、身
高不到1.4米的女兒根本無法還手，被砍倒在地
。事發後，女童被送往醫院進行搶救，到院時
因失血過多休克，經過長達17小時的搶救後送

入ICU病房觀察。
賈女出示的急診病歷顯示，女兒的就診時

間為7月6日上午9點43分，體格檢查中寫到頭
部和後背部可見多處皮膚裂傷，雙上肢可見皮
膚裂傷。後續的病歷顯示，其女兒所受傷情為
刀砍傷、頭皮裂傷、開放性顱骨骨折、以及胸
背腰部切割傷等。

賈女提到，事發當晚，寬甸鎮城北派出所
出警將男孩帶走，隨後移交刑警大隊。7月8日
，賈女及家屬收到了寬甸滿族自治縣公安局出

具的立案告知書，該告知書顯示，本案件以故
意殺人案被立案偵查。8月底，賈女被警方電話
告知，由於男孩在案發時未滿14周歲，不構成
刑事犯罪，只能提起民事訴訟。

對此，警方表示，此事已經移交寬甸縣公
安局刑警大隊處理。該案辦案民警稱此事當時
已經立案進行過偵查，因涉及未成年人，具體
情況不便透露。領導今天已經去當事人家中進
行溝通。

9歲女童遭鄰狂砍20刀 警稱 「不構成刑事犯罪」 超扯原因曝

九合一大選、台南議長之爭剛落幕，2024年立委選舉已瀰
漫煙硝味。其中，台南第一選區本屆曾上演激烈廝殺的民進黨初
選，除現任立委賴惠員爭取連任，南市府觀旅局長郭貞慧有意參
選，爭取議員連任失利的劉米山也有意角逐，預料將重演本屆黨
內初選激戰局面。

台南目前6席立委陳亭妃、王定宇、林俊憲、郭國文、賴惠
員與林宜瑾，均為民進黨籍，過去綠營參選人只要贏得黨內初選
，就形同大選過關，因此黨內初選一向廝殺激烈。

2019 年 民 進
黨第一選區立
委黨內初選，6
連霸立委葉宜
津與前市議員

賴惠員、前副市長顏純左、前農委會副主委李退之競爭激烈，初
選結果賴惠員勝出；如今傳出李退之妻子郭貞慧、前市議員劉米
山今年都可能加入選局。

據了解，考量新的市府小內閣剛上路，郭相關選舉運作仍在
鴨子划水，預計農曆年前才會有具體動作；此次在台南市議員選
舉連任失利的劉米山則表示，是否參加黨內立委初選還在評估中
。

爭取連任的賴惠員已高掛多面與副總統賴清德合影的 「信賴

台灣」 看板，訴求挺賴清德，近期也開始高掛拜年看板。她說，
確實耳聞黨內有其他人選打算角逐第一選區立委，但不清楚有哪
些人，自己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

台南6名現任立委都將爭取連任，但隨著民進黨於九合一選
舉慘敗，台南綠營鐵票倉遭撼動，國民黨不分區立委陳以信在九
合一開票隔天，於臉書表態將參選台南區域立委，外界預期他身
為歸仁子弟，參選第六選區機會最大，他則強調，參選區域還在
徵詢中；有 「最強里長」 稱號的前龍崎區牛埔里長陳永和則早已
表態參選第六選區立委，挑戰王定宇，農曆年前將掛出競選看板
。

地方人士指出，目前檯面上包括郭國文、林俊憲、林宜瑾都
屬於新潮流，盛傳正國會也有意在下屆立委初選 「卡位」 ，地方
預期下屆綠委初選 「黨內互打」 勢必廝殺得比本屆更激烈。

台南綠營第一選區立委初選 黨內互打年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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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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成員工無法上班 每日減產多達3000輛疫情
打擊 比亞迪預告全年產量難達標

內地疫情呈快速增長，不少企業陷入缺工

潮，產業供應鏈或再次受到衝擊。比亞迪執行

副總裁廉玉波周四指出，公司有兩至三成的員工因染

疫或隔離無法到崗，每日汽車產量減少2,000至3,000

輛，或難完成全年產量目標。言論流出後23日比亞迪

股價明顯受壓，曾急插5%，收報194.1元（港元，下

同）跌3.7%，逼本月低位；同系比亞迪電子更大跌逾

一成，收報24.15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廉玉波周四於APEC 2022中小企業工商
論壇上直言，近日公司不少員工感染

新冠病毒，至多約有三成員工難以返崗，嚴
重影響了生產，每天生產的汽車要減少
2,000 到 3,000 輛。他估計，本月汽車產量
減少多達 3 萬輛，全年產量或只能達到
188萬輛左右。但此前，比亞迪原計劃全
年產量目標為190萬輛，包括純電動和混
動汽車。

他的言論讓23日比亞迪股價明顯受壓，
一度急插5%。而“股神”巴菲特旗下巴郡不
斷減持比亞迪股份，及特斯拉減價，也讓投
資者對前景有憂慮，成為車股23日受壓因
素。

特斯拉變相減價 電動車股捱沽
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在美國、加拿大罕

有提供銷售優惠，變相“減價”行為，令投

資者擔心其消費需求疲弱，牽連電動車股表
現。23日，理想跌4.7%收報79.55元；小鵬
挫3.2%收報41.8元；吉利走低2.5%至11.66
元。

內地新冠確診人數急升，已嚴重削弱了
製造商的生產能力。而為確保產能，據悉，
有部分工廠實行輪班制，要求感染新冠的員
工隔天工作，另一些工廠則要求員工延長工
作時間，甚至有工廠要求工人即使感染亦要
工作，或者休息幾天後再回崗。

能源金屬等行業供應鏈受考驗
除了汽車業外，能源、金屬等行業產業

鏈亦受到疫情反彈衝擊。彭博引述中國有色
金屬工業協會矽業分會一份聲明指出，疫情
病例激增恐對太陽能企業的供應鏈產生短期
影響，許多用於產製太陽能電池板的芯片製
造商，由於缺乏人力已被迫縮減運營，其中

部分晶片製造商的產能甚至只有平日的60%
至70%。

煤炭市場也受到疫情及解封政策的影
響，中國鋼鐵數據網站“Mysteel”報告指
出，鋼鐵供給恐出現短缺，山西目前有10區
礦山已經停產，負面影響恐怕還會持續兩周
以上，直至疫情趨緩。

評級機構標普發布《中國新冠浪潮：
2023年第一季將是關鍵》報告指出，受累最
近新一波疫情的蔓延，預料內地第一季度經
濟表現將迎來“大考”。報告稱，1月底的春
節，中國將迎來近三年來的首次客運大潮，
若新冠感染數再度激增，恐削弱部分優化防
疫措施的效益。該行雖預測中國2023年GDP
增速將從2022年的3%左右回升至5%左右，
但認為來自勞動力生產率下降因素的下行風
險依然存在，這一因素對中國生產和消費，
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
��������

����
��������

����	����
�������

��3(�3���
��&���

����	���
!�����

�������
��������

����
��������

����	����
�������

��3(�3���
��&���

����	���
!�����

2323日日194194..11元元
--33 .. 727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
股23日在長假期前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走勢牛皮，全日反覆跌86點，收
報19,593點，但波幅仍達306點，顯
示好淡角力持續。大市成交額在長假
期前收斂，縮減至800億元（港元，
下同）；科指則收跌2.1%。市場人士
指出，港股目前力守10天線(19,443
點)，顯示市底未變弱，預計下周期指
結算(12月29日)前，指數還可以衝一
段，並嘗試以貼近2萬點期結。總結
全周，恒指累升 142 點，科指則跌
0.6%。

長假前觀望氣氛濃 成交縮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23日

表示，因為長假期關係，港股成交量
減少，但初步觀察大市行情，暫時來
說不算太差，至少在短時間內，能在
19,500點位置覓得支持。大市個別走
向，數據反映美國勞工市場仍然強
韌，憂慮工資上升推高物價，令加息
周期延長，科技股如ATMJ等股承
壓，阿里巴巴及美團都要跌1.6%，騰
訊跌1.1%，京東跌2.1%。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
稱，港股在聖誕長假前夕表現繼續震
動，觀望氣氛依然濃厚。走勢上，港
股在19,000 點水平已震動一個月時
間，逐步進入靜極思動再次擴大波幅
的窗口期，19,000點依然是現時的重
要心理關口，不容有失，否則恒指的
回吐調整幅度將有擴大機會，宜繼續
多加關注。

葉尚志認為，目前港股仍表現出
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在升逾5,000點
後，美股以及A股已先後掉頭回落，
估計港股現時的回調壓力未見盡除。
另一方面，雖然美聯儲後續加息會有
所放慢，但總體還是要進一步小幅慢
慢加。

新東方在線今年來飆9.8倍
中央早前推出《關於深化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後，多
家內地券商唱好教育板塊，認為政策
環境將利好行業未來發展，多隻教育
股再獲炒作，新華教育勁升29%，卓
越教育升28.8%，嘉宏升24.8%、科培
升17.9%，中匯升一成。另外，新東
方在線再創收市新高，升5.3%報56.9
元，今年來已累升9.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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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股23日受壓
股份
理想汽車

長城汽車

比亞迪

小鵬汽車

吉利汽車

蔚來

23日收(港元)
79.55

10.18

194.10

41.80

11.66

88.40

變幅(%)
-4.7

-4.7

-3.7

-3.2

-2.5

-2.1

◆ 比亞迪表示，公
司有兩至三成的員
工因染疫或隔離無
法到崗，或難完成
全年產量目標。

資料圖片

（貨幣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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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在
“Yahoo搜尋人氣大獎2022”上，獲得
“年度風雲人物”獎的古天樂（古
仔），開心過去的一年證明他的努力沒
有白費，也感激大家在網上熱門搜尋
他。談到新年願望，古仔直言：“希望
疫情盡快過去，所有防疫措施都可以鬆
一鬆，因為過去幾年大家都比較攰，想
放鬆出去玩。”他又表示眼見身邊不少
朋友都中招後又再中，所以他要格外小
心，全程口罩不離身。問古仔會否趁聖
誕及新年假期外遊，他因擔心雙親年紀
大而未有計劃，他說：“疫情未穩定，
如果家人在外地感染會很麻煩，現在我
在家也有戴口罩，有時突然咳一聲都會
擔心。”

提到《明日戰記》創下不少佳

績，但古仔要忙拍新戲未有時間慶
功，他說：“現在計劃在農曆新年舉
辦春茗，始終都有幾年沒搞，也會出
錢做抽獎，鼓勵過去一年努力工作的
員工。”

早前憑電影《燈火闌珊》成為金
馬影后的張艾嘉（張姐）則獲得“亞
洲人氣演員”獎，張姐笑言不知道有
什麼人會在網上搜尋她，她表示平時
不是經常上網，但會搜尋食譜來學下
廚。近年多與年輕演員合作的張姐，
大讚袁澧林表現專業，也有留意其他
男團和女團組合。談到明年工作計
劃，張姐表示新年小休後會投入工
作，因為近年加入電影發展局後，要
做一個傳承計劃帶領香港新導演，希
望明年就可以完成這個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張敬軒（軒仔）
10場跨年演唱會23日晚來到第三晚，軒仔於舞台
上獲歌迷頒贈“我最喜愛男歌手”大獎，獲得全
場歡呼拍掌。另外，24日早十時演唱會主辦方更
開賣所有放寬防疫位，門票光速般被搶購一空。

第三場演唱會，觀眾反應非常熱烈，軒公安
歌了兩首歌，全場觀眾還是不肯離場，最後安歌
了三次，先是出場唱了《預言書》講完再見，歌
迷又不肯走，狂叫五分鐘，結果軒公也不捨讓歌
迷一直叫喊，又再出場唱，歌迷全部跑到台邊圍
着他，其中一名歌迷送上一個紙製的“叱咤我最
喜愛男歌手大獎”給他，軒公領獎後笑道：“多
謝聖誕流流送個紙紮（獎）畀我，送個木我都唔
介意，你知唔知將佢放喺西營盤專門賣紙紮用品
嘅舖頭，真係毫無違和感！好靚我會放喺我stu-
dio，多謝你！”然後他高舉獎項說：“無論今年
有冇機會上台，我都當我自己拎咗啦！反正現場
觀眾都係差唔多咁上下人數！多謝大家！”歌迷

即全場歡呼拍掌。軒仔再獻唱《我的天》又跟現
場大合唱，氣氛high爆。

心太軟的軒仔坦言：“你哋咁樣無限安歌，
你知唔知上次演唱會之後，我已經畀行家、歌
手、連掃地個姐姐都鬧，話我做壞規矩。”

Yahoo人氣獎2022 鄭欣宜奪3獎自嘲像“米芝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

古天樂、張艾嘉、鄭欣宜、陳

瀅、劉佩玥、炎明熹等人23日晚

盛裝出席“Yahoo搜尋人氣大獎

2022”頒獎禮，陳瀅與郭柏妍意

外地撞衫穿上同款白色短裙，幸

而各有美態。今次欣宜拿下3獎

如獲“三粒星”，加上她“米芝

蓮”的身形就好搞笑。炎明熹亦大

豐收，並成為“人氣票后”，而她還

大方表示支持良性競爭。

獲3 獎的鄭欣宜笑言獲“三粒
星”，加上她“米芝蓮”的身形

就更開心，她高興有不少網友會留意
和搜尋她的消息，她開心可以得到跳
唱獎，因她自問跳唱都不叻，但去年
開始花了不少心機和時間去練舞，證
明努力沒有白費。對於各大音樂頒獎
禮舉行在即，欣宜抱平常心看待，笑
言不怕拿獎拿到手軟，更希望有機會
與粉絲聚會，與他們一起包渡海小輪
在海上玩個痛快。

女團After Class獲得“樂壇新勢力
（組合）”獎，其中炎明熹（Gigi）與
姚焯菲（Chantel）更獲“樂壇新勢力
（女）”獎，Gigi同時成為“人氣票
后”。對於第一次獲得組合獎，Gigi坦
言對她們來說是推動力，就算有沒有獎
都會做好自己，繼續加油前進。詹天文
高興見到成員有份獲獎和替對方開心，
能夠跟隊友一齊成長是很榮幸。提到同
期出道的女團COLLAR也有獲獎，Gi-
gi表示大家是良性競爭，不是要爭到頭
破血流，希望大家能一齊進步，樂壇百
花齊放。提到Gigi客串《愛．回家之開
心速遞》後獲劉丹大讚驚為天人，Gigi
反問：“是不是驚嚇個驚？我由小學開
始睇《愛．回家》，好開心可以參與，
丹爺（劉丹）好友善，我以為他是好遙
遠的前輩，會比較正經，但原來他好有

趣、好得意。”

陳瀅要“屈”葉念琛請客
陳瀅、劉佩玥（Moon）與陳曉華

憑劇集《美麗戰場》獲頒“人氣電視
劇CP”獎，但陳曉華因忙拍劇而缺
席，Moon笑言對方很想來但也沒法
子，更叫葉念琛導演不要再刺激陳曉
華，因為之前不少飯局都沒有對方參
與。陳瀅再奪另一個CP獎可謂心情矛
盾，她說：“我和《痞子殿下》有組
合，《美麗戰場》又有一個組合，加
上Moon與Bob（林盛斌）這一對，我
們三對組合都是大熱，即是我和Moon
都有三分二機會得獎。”

問到如何慶祝今年獎項大豐收，陳
瀅表示要問葉導演，因為《美麗戰場》
是他一手創作，並笑道：“我們一定會
‘屈’他請客，原本9月我們有遊船河
派對，但因為疫情取消，希望再搞一個
更勁的。”Moon提議搞大食會就被陳
瀅阻止，取笑她要求過低，最少都要包
團出埠去歐遊。至於二人為台慶頒獎禮
有否選好戰衣？陳瀅笑稱自己形象多
變，可以走型格和可愛路線，但現時未
有揀衫方向。相反，Moon就希望帶到
新鮮感給大家，揚言要挑戰陳瀅去年最
佳衣着獎的地位。林敏驄主演《下流上
車族》奪人氣電視男角色。

古天樂農曆新年搞春茗慶功

張敬軒開騷獲紙紮獎照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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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驄憑林敏驄憑《《下流上車族下流上車族》》奪得人氣電視奪得人氣電視
男角色獎男角色獎，，身旁為劇中女兒郭柏妍身旁為劇中女兒郭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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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軒表示自己演唱會的超長安歌張敬軒表示自己演唱會的超長安歌
環節已被指做壞規矩環節已被指做壞規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中年好聲
音》一眾參賽者24日到商場戶外獻唱，與市民
開心迎聖誕。李玟胞姐李思林帶患有認知障礙
的媽媽來捧場，她唱歌後更獲朋友的子女送花
以示支持。

首次在戶外獻唱的李思林表示心情輕鬆，
因為沒有在錄影廠內的緊張感，問到李玟有沒
有看過她的參賽片段時，李思林說：“她有看
過我第一次演出，有幫我打氣和叫我繼續加
油，要多踩油門再努力些，因為她最近忙做新
歌，準備明年出唱片。”

3位《聲夢》畢業生文凱婷（Aeren）、何
晉樂（Rock）和孫漢霖（火雞）就以嘉賓身份
支持一眾參賽者，問到他們一班《聲夢》畢業
生有沒有相約搞聖誕派對，Aeren笑言人太多仍
未約好，可能要勞煩經理人幫他們度期夾時

間。Rock表示過去兩年都在忙比賽和拍劇，希
望今年聖誕能留給家人及朋友。

提到炎明熹客串《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一角，Aeren等人也渴望能參演劇集，Rock早前
已在新劇中客串一角，高興能演回他自己，
Aeren即取笑對方做回一名肥仔，Rock就反擊
道：“之前Aeren去馬來西亞工作，一回來就肥
了10磅。”

患認知障礙症母親現身支持患認知障礙症母親現身支持

李思林首次戶外騷心情輕鬆李思林首次戶外騷心情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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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成員工無法上班 每日減產多達3000輛疫情
打擊 比亞迪預告全年產量難達標

內地疫情呈快速增長，不少企業陷入缺工

潮，產業供應鏈或再次受到衝擊。比亞迪執行

副總裁廉玉波周四指出，公司有兩至三成的員工因染

疫或隔離無法到崗，每日汽車產量減少2,000至3,000

輛，或難完成全年產量目標。言論流出後23日比亞迪

股價明顯受壓，曾急插5%，收報194.1元（港元，下

同）跌3.7%，逼本月低位；同系比亞迪電子更大跌逾

一成，收報24.15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廉玉波周四於APEC 2022中小企業工商
論壇上直言，近日公司不少員工感染

新冠病毒，至多約有三成員工難以返崗，嚴
重影響了生產，每天生產的汽車要減少
2,000 到 3,000 輛。他估計，本月汽車產量
減少多達 3 萬輛，全年產量或只能達到
188萬輛左右。但此前，比亞迪原計劃全
年產量目標為190萬輛，包括純電動和混
動汽車。

他的言論讓23日比亞迪股價明顯受壓，
一度急插5%。而“股神”巴菲特旗下巴郡不
斷減持比亞迪股份，及特斯拉減價，也讓投
資者對前景有憂慮，成為車股23日受壓因
素。

特斯拉變相減價 電動車股捱沽
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在美國、加拿大罕

有提供銷售優惠，變相“減價”行為，令投

資者擔心其消費需求疲弱，牽連電動車股表
現。23日，理想跌4.7%收報79.55元；小鵬
挫3.2%收報41.8元；吉利走低2.5%至11.66
元。

內地新冠確診人數急升，已嚴重削弱了
製造商的生產能力。而為確保產能，據悉，
有部分工廠實行輪班制，要求感染新冠的員
工隔天工作，另一些工廠則要求員工延長工
作時間，甚至有工廠要求工人即使感染亦要
工作，或者休息幾天後再回崗。

能源金屬等行業供應鏈受考驗
除了汽車業外，能源、金屬等行業產業

鏈亦受到疫情反彈衝擊。彭博引述中國有色
金屬工業協會矽業分會一份聲明指出，疫情
病例激增恐對太陽能企業的供應鏈產生短期
影響，許多用於產製太陽能電池板的芯片製
造商，由於缺乏人力已被迫縮減運營，其中

部分晶片製造商的產能甚至只有平日的60%
至70%。

煤炭市場也受到疫情及解封政策的影
響，中國鋼鐵數據網站“Mysteel”報告指
出，鋼鐵供給恐出現短缺，山西目前有10區
礦山已經停產，負面影響恐怕還會持續兩周
以上，直至疫情趨緩。

評級機構標普發布《中國新冠浪潮：
2023年第一季將是關鍵》報告指出，受累最
近新一波疫情的蔓延，預料內地第一季度經
濟表現將迎來“大考”。報告稱，1月底的春
節，中國將迎來近三年來的首次客運大潮，
若新冠感染數再度激增，恐削弱部分優化防
疫措施的效益。該行雖預測中國2023年GDP
增速將從2022年的3%左右回升至5%左右，
但認為來自勞動力生產率下降因素的下行風
險依然存在，這一因素對中國生產和消費，
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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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
股23日在長假期前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走勢牛皮，全日反覆跌86點，收
報19,593點，但波幅仍達306點，顯
示好淡角力持續。大市成交額在長假
期前收斂，縮減至800億元（港元，
下同）；科指則收跌2.1%。市場人士
指出，港股目前力守10天線(19,443
點)，顯示市底未變弱，預計下周期指
結算(12月29日)前，指數還可以衝一
段，並嘗試以貼近2萬點期結。總結
全周，恒指累升 142 點，科指則跌
0.6%。

長假前觀望氣氛濃 成交縮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23日

表示，因為長假期關係，港股成交量
減少，但初步觀察大市行情，暫時來
說不算太差，至少在短時間內，能在
19,500點位置覓得支持。大市個別走
向，數據反映美國勞工市場仍然強
韌，憂慮工資上升推高物價，令加息
周期延長，科技股如ATMJ等股承
壓，阿里巴巴及美團都要跌1.6%，騰
訊跌1.1%，京東跌2.1%。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
稱，港股在聖誕長假前夕表現繼續震
動，觀望氣氛依然濃厚。走勢上，港
股在19,000 點水平已震動一個月時
間，逐步進入靜極思動再次擴大波幅
的窗口期，19,000點依然是現時的重
要心理關口，不容有失，否則恒指的
回吐調整幅度將有擴大機會，宜繼續
多加關注。

葉尚志認為，目前港股仍表現出
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在升逾5,000點
後，美股以及A股已先後掉頭回落，
估計港股現時的回調壓力未見盡除。
另一方面，雖然美聯儲後續加息會有
所放慢，但總體還是要進一步小幅慢
慢加。

新東方在線今年來飆9.8倍
中央早前推出《關於深化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後，多
家內地券商唱好教育板塊，認為政策
環境將利好行業未來發展，多隻教育
股再獲炒作，新華教育勁升29%，卓
越教育升28.8%，嘉宏升24.8%、科培
升17.9%，中匯升一成。另外，新東
方在線再創收市新高，升5.3%報56.9
元，今年來已累升9.8倍。

港
股
好
淡
角
力

教
育
股
續
熱
炒

汽車股23日受壓
股份
理想汽車

長城汽車

比亞迪

小鵬汽車

吉利汽車

蔚來

23日收(港元)
79.55

10.18

194.10

41.80

11.66

88.40

變幅(%)
-4.7

-4.7

-3.7

-3.2

-2.5

-2.1

◆ 比亞迪表示，公
司有兩至三成的員
工因染疫或隔離無
法到崗，或難完成
全年產量目標。

資料圖片

（貨幣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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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U19男子15人欖球錦標賽封王

香 港 隊成就成就77連霸連霸
上周日舉行的“亞洲U19男子15人欖

球錦標賽”，男子19歲以下欖球代表隊在決

賽以19：12力克東道主中國台北，成功封

王並實現7連霸。這場勝仗也為港隊贏得明

年7月在肯亞舉行的“世界青年欖球盃”

（Junior World Rugby Trophy）的參賽資

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劉慕裳奪亞洲賽個人形銀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上月剛升

上世界排名第2位、突破個人新高的劉慕裳
（Grace），20日在亞洲空手道錦標賽，
勇奪女子個人形銀牌，港隊今屆賽事已
累積贏得2銀4銅。
Grace20日在亞錦賽女子個人形殺入

決賽與日本的大野光正面交鋒，雖
然未能拿到夢寐以求的金牌，但
這面銀牌也已是她自2019年後
的亞錦賽最佳名次。
今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一連

5日在烏茲別克舉行，港隊日前
已在青少年賽事憑招俊然奪得
青年組男子個人形銀牌，曾
栢賢及鄧宇軒分別贏得青

少年與U21的男子個人形銅牌，摘下1銀2
銅。上周日開始的成人比賽項目，何佳恩在
成人女子組手+68Kg銅牌戰，以3：0
擊敗菲律賓選手，再為港隊增添一面
銅牌。
Grace在成人女子個人形賽事，於

分組初賽及複賽中都以首
名出線，20日與日本
選手大野光會師决
賽，即使未能如願以償

奪金，但銀牌亦已是她近年亞錦
賽的最佳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據香港滑
水總會日前透露，香港尾波花式滑水
（Wakeboard）運動員老興傑，於早前參加
2022年全國滑水錦標
賽的男子尾波花式滑水
賽事，最終以72.7分封
王。
香港滑水總會透露，

老興傑在2017年獲得
此賽銅牌，並於1年後
的2018年獲得銀牌，
相隔數年後再次參加比

賽，最終成功獲得金牌而回。
是次賽事於海南省海口市舉行，老興傑所

參加的男子尾波花式滑水賽事，一共有13
名來自8個不同省
市/隊伍派出的代
表參加。而老興傑
除了個人首次封王
外，亦成功憑藉他
個人項目的成績，
為港隊取得尾波花
式滑水團體第 3
名。

老興傑尾波花式個人賽摘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今季
加盟意甲女排聯賽強隊斯坎迪奇的中國
女排主力朱婷，日前協助球隊出戰2022
至2023年賽季常規賽第12輪比賽，結
果斯坎迪奇在朱婷取得10分下，以局數
3：1擊敗貝加莫，取得今季第9勝。

面對實力不俗的貝加莫，斯坎迪奇
是役派出主攻朱婷、皮耶特里尼，副攻
貝里恩、阿爾貝蒂，接應安特羅波娃，
二傳迪尤里奧和自由人卡斯蒂略出戰。
首局斯坎迪奇控制大局，一度領先至
11：3，最終順利以25：15先下一城。

次局兩軍初段拉成均勢，一度打成
5：5，但安特羅波娃和迪尤里奧先後建
功，助斯坎迪奇取得領先，並以25：15

再下一城。第3局兩軍再度於初段拉成
均勢，但已無退路的貝加莫開始加強進
攻，並憑藉安特羅波娃進攻數次失誤佔
得上風，並以25：15扳回1局。到第4
局，斯坎迪奇有副攻阿爾貝蒂因傷離
場，但貝里恩和朱婷等接連作出貢獻，
中局以15：11領先下，最終以25：18
獲勝，總局數3：1勝出。

數據方面，朱婷是役進攻24扣9中
2失誤，成功率為38%下，和皮耶特里
尼同樣取得10分；至於接應安特羅波娃
是役獲得20分，榮膺本場MVP。貝加
莫方面，主攻拉尼爾亦有20分，接應弗
洛西尼和副攻布蒂甘，分別得11分和10
分。

全場斬獲10分 朱婷助斯坎迪奇奪第9勝

◆◆朱婷朱婷（（左左））是役取得是役取得1010分分。。 斯坎迪奇圖片斯坎迪奇圖片

◆◆老興傑老興傑（（左三左三））終於取得金牌終於取得金牌。。
香港滑水總會圖片香港滑水總會圖片

◆劉慕裳得銀牌。
資料圖片

◆兩軍奮力爭逐。
香港欖球總會圖片

◆港隊（深色衫）取得世界青年欖球盃參賽資格。

香港欖球總會圖片

◆◆港隊成就港隊成就77連霸連霸。。 香港欖球總會圖片香港欖球總會圖片

受到賽前大雨影響，今仗雙方都要在泥濘下作賽，
但戰情並無因為惡劣環境而轉趨平淡，依然進行

得十分激烈。當現場停雨後，太陽出來更令到濕度上
升，增加了兩支球隊的比賽難度。

今場也算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只是兩隊進攻
速度都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港隊在上半場憑邊後衛
Blake Elliot作出一個漂亮的虛假傳球，在30米外創造
了一次個人達陣；再由16歲的Cooper Wnek射入附加
罰球，港隊先開紀錄。

隨後主隊立即作出回應，在重新開始後一直
將球帶到港隊場內的5米線進攻，這一快攻也非
常奏效，中國台北隊球員將球一路推至達陣，惟
未能踢入附加罰球，讓港隊稍微以7：5領先。

下半場開始時，港隊利用台北隊進攻失手將球
踢上半場，港隊前鋒在多個階段保持球權，最終傳
球給8號的Dominic Hedley，他迅速將球交至在靜
候機會的Wnek，並成功達陣，加上射入附加罰
球，港隊在比賽還剩25分鐘時將領先優勢擴大至
14：5。

東道主之後奮起力追，但港隊的防守並未因
為領先而變得鬆散，對手亦難再有得分機會。直
至港隊出現短暫失誤，主隊再次成功達陣，並射
入附加罰球，在最後15分鐘內將差距縮小到僅
落後12：14。

隨後戰情一度膠着，直至球證判給港隊一
次鬥牛，港隊再發揮團體力量及出色的傳球技
術，由傳接鋒Camill Cheung助攻Elliot，再由
翼鋒James Kee成功達陣。雖然未能射入附加罰
球，但港隊成功將比分再拉開至19：12。主隊此
時氣數已盡，未能再施展攻勢，港隊最終順利奪
冠，成功連續7次衛冕亞洲錦標賽。

教練對球員演出感高興
香港U19青年軍教練Logan Asplin說：“這是

一場艱辛的戰鬥，兩支球隊都為此付出了努力，而
且很多球員都不顧安全傾盡全力。熱身時的傾盆大
雨和後期太陽的暴曬，就像一天經歷了四季一樣，
這對身體造成很大的負擔，但球員們能夠適應這種
情況是件好事。”Logan Asplin又說：“比賽期間
哨聲不斷，過程斷斷續續，但我們心中只想着三件
事：爭取球權；攻進對方半場；在任何時候都爭取
得分機會。我們很高興贏得比賽，球員們都很興奮雀
躍。”

中
國
兩
羽
毛
球
組
合
續
當
龍
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世界羽聯於
北京時間20日公布最新一周的世界排名，結果
中國國家羽毛球隊的女雙組合陳清晨/賈一
凡，以及混雙組合鄭思維/黃雅瓊續當龍頭。

在女雙項目，陳清晨/賈一凡是唯一超過10萬
分的組合，以10萬5,816分，力壓日本的松山奈未/
志田千陽排在首位。國家隊另一組合張殊賢/鄭
雨，則上升一位至第6位。

混雙方面，鄭思維/黃雅瓊以10萬 9,600
分，力壓泰國組合普瓦拉努科羅/塔拉塔納查排
在首位；王懿律/黃東萍則排在第4位。

單打方面，男單“一哥”仍是丹麥的安賽
龍；國家隊排名最高是陸光祖，排在第15位。
女單“一姐”則是日本的山口茜，國家隊有3人
排名前10位，分別是第4位的陳雨菲、第5位的
何冰嬌和第8位的王祉怡。

港隊方面，男單伍家朗上升2位至第17
位；李卓耀則下跌3位至第19位。至於混雙組
合鄧俊文/謝影雪，則下降一位排第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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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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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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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