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8月6日 星期四
Thursday, August 6, 2020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宋秉穎律師宋秉穎律師 法學博士法學博士
德州德州 // 紐約律師執照紐約律師執照
通國通國 // 英英 // 台台 // 粵語粵語
電話電話:: 713713--988988--59955995
地址地址:: 69186918 Corporate Dr,Suite A-Corporate Dr,Suite A-77,,

Houston,TXHouston,TX 7703677036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BB22今日香江
星期四       2020年8月6日       Thursday, August 6, 2020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2020年8月5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新一輪中國省部級高層人事調整密集

展開。自7月以來，共有涉及四個部委、

六個省份的11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多為

年富力強、仕途歷練完整的“60後”官

員。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朝氣蓬勃又具備

多種專業背景的“70後”躋身副省部級官

員隊伍，“70後”政壇新星由個別現象漸

成規模，和“60”後高級官員隊伍形成有

序遞進的梯次結構。這些思維活躍、視野

寬闊又經驗豐富的管理能手上位，將在未

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新一輪省部級高官密集調整
60後正部擔大樑 70後副部露鋒芒 梯次結構有序遞進

中央部委方面，工信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文
旅部迎來新的掌門人。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黨組

書記肖亞慶接替65歲的苗圩出任工信部黨組書記，
其職缺由中華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組副書
記張工填補；在地方工作近七年的陝西省委書記胡和
平回京接替65歲的雒樹剛，出任文旅部黨組書記。
此外，另一位正部級官員——福建省省長唐登傑北上
履新國家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排名僅次於主
任何立峰及另一名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穆虹。

在地方，陝西、遼寧、青海、福建黨政一把手出
現調整。陝西省省長劉國中接替胡和平，升任陝西省
委書記；河北省委副書記趙一德、遼寧省委副書記劉
寧、安徽省委副書記信長星、福建省委副書記王寧分
別履新陝西、遼寧、青海、福建四省代省長。此外，
3月任上海代市長的龔正、4月任山東代省長的李干
傑，均於7月“轉正”。

60後是政壇中堅力量
此輪履新的11位正部級官員，除肖亞慶（1959

年生），都為“60後”，其中58歲的劉國中和55歲
的趙一德分別是目前最年輕的省委書記和省長。分析
人士稱，“60後”高官大都具備良好教育背景，且
青年時期適逢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因而思維
活躍、視野寬闊；同時在成長路徑多樣化的背景下，

又多有交叉任職經歷，仕途履歷更加豐富：如肖亞慶
歷經央企掌門、國務院副秘書長、國資委主任、國家
市場監管總局局長等要職，唐登傑兼具國家部委、軍
工系統及滬閩兩省任職經驗，胡和平有高校、組織系
統、地方工作經歷，張工、劉寧、信長星、王寧、龔
正、李干傑等在中央部委和地方都有鍛煉，劉國中和
趙一德曾多省交流任職，以他們為代表的“60後”
高官是中國政壇中堅力量。

70後躋身省部級漸成規模
此番趙一德繼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賀軍科、自

然資源部部長陸昊等之後，加入“65後”正部級官
員行列，相信隨着新老交替，“65後”正部級陣容
將繼續壯大。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越來越多“70

後”官員躋身省部級，“70後”政壇新星由個別現
象而漸成規模，和“60”後高級官員隊伍形成有序遞
進的梯次結構。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近50名
“70後”副省部級，絕大部分擔任省級政府副職，
部分擔任省級黨委常委，也有的任職中央部門，他們
大都擁有高學歷和深厚專業技能背景。其中今年4月
履新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任維，出生於1976年5
月，是目前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

此外，科技部最年輕的副部長、中科院院士王曦
剛剛轉任廣東省副省長。除王曦，還有多名地方高官
是兩院院士，包括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海南省委常
委、組織部長彭金輝、山東副省長凌文，身為中科院
院士的遼寧省副省長盧柯、吉林省副省長安立佳等，
他們的專業背景將為推動地方科技創新提供助力。

特大走私團夥告破
涉案逾12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海警局近日成功破獲一起特大走私
案，對涉及採購、轉運、分銷等環節
的8個走私犯罪團夥實施“全鏈條”打
擊。經初步核查，僅2019年以來，這
些團夥涉案走私金額已達 123 億元
(人民幣，下同)。據了解，中國海警局
在行動中總共出動海警艦艇8艘、警力
600餘人，在山東省公安機關配合下，
成功摧毀這個橫跨多省市走私犯罪網
絡，斬斷多條海上走私通道，查扣萬
噸級外籍走私“母船”和國內“接駁
船”各1艘，抓獲犯罪嫌疑人50名，
查扣走私白糖6,600噸、車輛15台，凍
結贓款5億餘元。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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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記者4日從中國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獲悉，今明兩年中
國將持續擴大見習規模，見習
崗位總量不低於上年，提高見
習質量，把有需求的青年都組
織到見習活動中，最大程度發
揮就業見習穩定就業、促進就
業作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
七部門近日印發《關於進一步
加強就業見習工作的通知》，
提出鼓勵依託國家級經濟技術
開發區和各級開發區、產業
園、科技園等拓展見習單位，
穩定持續提供見習崗位。豐富
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事業單
位、社會組織、政府投資項
目、科研項目等領域崗位來
源，更多募集管理、技術、科
研類崗位，滿足多元見習需
求。

就業見習是組織青年進行
崗位實踐鍛煉的就業準備活
動，見習對象為離校2年內未
就業高校畢業生、16歲至24歲
失業青年，時間為 3至 12個
月，對吸納見習的單位按規定
給予就業見習補貼。

■■自七月以來自七月以來，，共有涉及四個部委共有涉及四個部委、、六個省份的六個省份的1111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多為年富力強多為年富力強、、仕途歷練完整的仕途歷練完整的
““6060後後””官員官員。。圖為廣東省惠州市夜景圖為廣東省惠州市夜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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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下，香港公立

醫院不敷應用，國家衞健委已組

建六人的“內地方艙醫院支援

隊”最快本周內赴港興建“方艙

醫院”。在等候辦理過境手續期間，團隊已開始構思和設計。支援隊成員

之一的武漢中南建築設計院醫療健康事業部總經理助理、高級建築設計師

謝琥透露，香港的“方艙醫院”將會參照武漢雷神山醫院設計，並依香港

建築物條例興建，只要條件理想，十幾日就能迅速落成。另外，據悉香港

特區政府有意建造兩間“方艙醫院”，熱門選址是亞博館二期空地，以及

啟德兒童醫院附近的一幅政府用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版方艙最快十幾日起好
擬選址亞博二期及啟德 內地六人支援隊周內南下

有消息人士指，特區政府有意興建兩間用途不
同的方艙醫院，其中一間擬在啟德兒童醫院

旁空地建造，形式與目前亞博館一號場館的社區治
療設施相似，主要收治病情最輕微的確診者；另一
個擬在亞博館二期政府用地興建的醫院，則負責收
治病情較嚴重的病人，預料有數百間負壓病房。

盡量減少改動場館功能
協助香港興建方艙醫院的“內地方艙醫院支援

隊”雖然未啟程赴港，但已在內地密鑼緊鼓構思香
港方艙醫院的設計圖。參與今次項目的武漢中南建
築設計院（CSADI）透露，已就建築、結構、排
水、電氣等範疇組成一支設計團隊。

該設計院高級建築設計師謝琥將會來港，與武

漢大學人民醫院的援港專家展開相關工作。謝琥接
受傳媒訪問時透露，支援隊將以“極簡變動快速轉
換”、“為醫護提供安全工作區”、“為病患提供
舒適治療區”為設計大原則，採用“潔污分區分
離”、“三區兩通道”、“利用現有設施”等設計
手段，盡量在減少改動場館原有功能下，在場地設
置、功能布局、機電系統改造、營運維護管理等方
面，提出高效的設計方案。

材料選擇需最適合香港
謝琥透露，港版方艙醫院或與雷神山醫院同出

一轍。翻查資料，武漢雷神山醫院1月25日開始興
建，15天後就收症，共容納到1,600張床位，到4
月中才暫停運作，香港方艙醫院也能於十幾天內竣

工嗎？他說：“應該是就像雷神山這樣的醫院，就
建設而言呢，雷神山十幾天時間到香港這邊，只要
相關條件都具備、理想的話，按照這個標準把它建
起來，應該都沒問題。”

不過，他補充由於香港與內地的建築規範始終
有不同之處，需要時間協調，以符合香港的法例。
同時，香港氣候與內地也有不同，建築用料必須迎
合香港需要，他說：“材料會選擇最適合香港，應
該不止一層（樓高），因為畢竟香港用地較緊張，
還是希望在有限資源下盡可能多床位數吧。”

另一名成員是武漢中信建築設計研究總院首席
總設計師李黎。中信在官方微信表示，設計團隊參
與過十幾個方艙醫院的設計建設，會24小時為李黎
提供技術支援。

��(��� 選址：亞洲博覽館二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赴港協助抗疫的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七名先遣隊成員日前率先
抵港，4日在港展開緊湊的行程，一口氣到訪三間檢
測機構，視察相關的實驗室、設備和檢測流程。有檢
測機構負責人透露，先遣隊到訪的主要目的是了解香
港的檢測流程，他承認香港與內地的取樣方法不同，
先遣隊掌握香港情況後，有助日後支援隊抵港後適
應，加快兩地人員的磨合，有信心將香港每日檢測量
提升十倍，每日檢測十幾二十萬個樣本。

攬炒派示威涉犯“限聚令”
七人先遣隊在港的第二天行程相當緊湊，4日上午

9時許，他們步出下榻的九龍維景酒店，乘坐酒店安排
的專車到位於大埔工業邨的華大基因辦事處，在進入大
廈前，他們逐一接受體溫監測，隨後華大基因旗下的華
昇診斷中心董事長、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亦抵達現場。

胡定旭逗留約3小時後離開辦事處，沒有回答在場
傳媒的提問；之後先遣隊成員乘搭酒店的專車到大埔太
平工業園，該園是華大“火眼實驗室”擬定的選址。

在先遣隊到訪大埔太平工業園時，遭攬炒派區議員文
念志和陳振哲，帶同十幾名自稱該園租戶的人舉起標語請
願，反對“火眼實驗室”在工業園內運作，請願行動驚動
警方，多名警員奉召到場，警員警告現場的人散開，否則
將以觸犯“限聚令”罪名票控他們。最後，先遣隊在該工
業園逗留約一個半小時後，在警員安排下離開。

與內地取樣不同需時磨合
隨後，先遣隊先後到位於觀塘海濱道宏基資本大廈

的金域檢驗(香港)有限公司，以及位於上環文咸東街寶
恒商業中心的凱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據悉，先遣隊到3間檢測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了解
香港病毒檢測的運作和流程，以便日後制訂加大檢測
量和檢測範圍的方案。凱普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先
遣隊與檢測機構交流期間，發現香港與內地的取樣方
法不同，需時協調和磨合，使日後檢測流程更順利。
凱普又表示，在支援隊協助下有信心香港檢測能力能
提升至每日十幾二十萬個樣本。

港商帶返5萬試劑獲批准
另外，本身是香港人的武漢亞心總醫院董事長謝俊

明表示，早前攜帶返港的5萬劑新冠肺炎病毒測試劑，
已經獲得香港政府批准，有望在香港使用。

他又表示，與香港三間私人化驗所有意合作，希望
調派20名內地化驗師來港，擔任香港化驗師的助手，正
等待政府審批，最快本月15日開展檢測工作。

了解港流程 先遣隊研增檢測方案

4日在“內地核酸檢測支援
隊”先遣隊到訪華大位於太平工
業園的“火眼實驗室”期間，攬
炒派區議員文念志、陳振哲與一
群自稱是該園租戶及職員的人請

願，聲稱實驗室有傳播病毒風險，又指有食物供
應商租用該大廈，擔心實驗室會“污染”食物云
云，企圖抹黑實驗室。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于
常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部分香港市民
可能對於樣本收集工作了解不足，而產生誤解，
他強調檢測實驗室的操作流程都有政府嚴格法規
束縛，不會對周邊居民的安全構成威脅。

指核酸檢測不查基因
于常海解釋，華大基因等持牌實驗室的

操作流程都受法例監管，已有高端的防感染
設備，防止病毒散播；而實驗室所產生的生
物廢料雖然已沒有活躍病毒，但廢料同樣會
經專門處理，並與生活垃圾分開處理，絕對
不會散播或洩漏病毒，市民毋須恐慌。

他又認為，部分香港民眾可能對於樣本收
集工作一知半解，而產生誤解，例如有人誤以
為實驗室收集及處理市民深喉唾液時，會同時
收集市民的基因，他解釋這是謬誤，“不管是
深喉唾液或是鼻咽拭子採集都有專用的收集
器，內部含有樣本收集液，令採集到的病毒及
病菌滅活，做核酸檢測時亦只檢測樣本是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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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眼實驗室”又名武漢華大病原生物安
全實驗室，達P2安全級別。該類實驗室自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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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沙特、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落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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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該實驗室落戶。 ■香港文匯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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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操作嚴格 對周邊市民無害

香港文匯報訊 有線新聞引用消息指，港府計
劃安排多輛經改裝的貨車在全港各地收集深喉唾液
樣本，貨車將會一連數天、每日早上9時至下午4
時，在全港多區停泊，收集市民的深喉唾液樣本。
屆時，警方會盡量協助貨車停泊，但消息人士未有
透露，流動檢測車主要負責收集哪類市民的樣本，
以及流動檢測車的數目。

傳檢測車走遍全港蒐樣本

選址：啟德兒童醫院附近

◀ 先遣隊4日到訪華大基
因在大埔工業邨的實驗室參
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先遣隊最後到宏基資本
大廈的金域檢驗(香港)有限
公司，了解香港檢測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亞博館二期設計圖亞博館二期設計圖

■謝琥（中）與隊員設計“香港方艙”。
中南建築設計院相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雖然
香港過去兩天新增確診宗數均跌至100
宗以下，但4日仍有逾80名確診者因
為醫院迫爆，未能即時安排入院，正
在家中等候入院。香港醫管局總行政
經理劉家獻表示，該局正努力調配床
位，又透露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有
500張病床，截至4日中午有85人入
住，醫管局會逐步增加入住人數，以
紓緩公立醫院床位的壓力。同時，該
局正研究亞博館內其他展館能否改裝
成為社區治療設施用途，甚至物色其
他合適選址，歡迎不同團隊給予意
見。

劉家獻4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
截至4日早上9時，共有1,298名病人
分別在醫管局19間醫院、鯉魚門社區
隔離中心及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留
醫，當中43人情況危殆、52人嚴重、
1,203人穩定。醫管局開放了1,245張負
壓病床及675間負壓病房，使用率分別
為77%及79%；至於深切治療病房的
使用率則逾70%，目前仍然夠用。截
至4日中午，有85名病人被送到亞博館
社區治療中心，約200人轉送到鯉魚門
公園度假村社區隔離設施，另有約300
名情況穩定的病人轉到二線隔離病房。

劉家獻指出，亞博一號館內的社
區治療設施有500張病床，並自上周六
啟用起，每天接收近二三十名病人，
將按計劃在運作暢順後逐步增加收治
人數，而目前仍有逾80名病人未分配
到床位，正在社區等候入院。他表
示，醫管局正留意亞博場館內的病床
數量是否足夠，不同部門同事正在研
究及規劃，能否將一號館內其他展
館，甚至二號館改裝成社區治療設施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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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新一輪中國省部級高層人事調整密集

展開。自7月以來，共有涉及四個部委、

六個省份的11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多為

年富力強、仕途歷練完整的“60後”官

員。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朝氣蓬勃又具備

多種專業背景的“70後”躋身副省部級官

員隊伍，“70後”政壇新星由個別現象漸

成規模，和“60”後高級官員隊伍形成有

序遞進的梯次結構。這些思維活躍、視野

寬闊又經驗豐富的管理能手上位，將在未

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新一輪省部級高官密集調整
60後正部擔大樑 70後副部露鋒芒 梯次結構有序遞進

中央部委方面，工信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文
旅部迎來新的掌門人。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黨組

書記肖亞慶接替65歲的苗圩出任工信部黨組書記，
其職缺由中華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組副書
記張工填補；在地方工作近七年的陝西省委書記胡和
平回京接替65歲的雒樹剛，出任文旅部黨組書記。
此外，另一位正部級官員——福建省省長唐登傑北上
履新國家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排名僅次於主
任何立峰及另一名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穆虹。

在地方，陝西、遼寧、青海、福建黨政一把手出
現調整。陝西省省長劉國中接替胡和平，升任陝西省
委書記；河北省委副書記趙一德、遼寧省委副書記劉
寧、安徽省委副書記信長星、福建省委副書記王寧分
別履新陝西、遼寧、青海、福建四省代省長。此外，
3月任上海代市長的龔正、4月任山東代省長的李干
傑，均於7月“轉正”。

60後是政壇中堅力量
此輪履新的11位正部級官員，除肖亞慶（1959

年生），都為“60後”，其中58歲的劉國中和55歲
的趙一德分別是目前最年輕的省委書記和省長。分析
人士稱，“60後”高官大都具備良好教育背景，且
青年時期適逢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因而思維
活躍、視野寬闊；同時在成長路徑多樣化的背景下，

又多有交叉任職經歷，仕途履歷更加豐富：如肖亞慶
歷經央企掌門、國務院副秘書長、國資委主任、國家
市場監管總局局長等要職，唐登傑兼具國家部委、軍
工系統及滬閩兩省任職經驗，胡和平有高校、組織系
統、地方工作經歷，張工、劉寧、信長星、王寧、龔
正、李干傑等在中央部委和地方都有鍛煉，劉國中和
趙一德曾多省交流任職，以他們為代表的“60後”
高官是中國政壇中堅力量。

70後躋身省部級漸成規模
此番趙一德繼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賀軍科、自

然資源部部長陸昊等之後，加入“65後”正部級官
員行列，相信隨着新老交替，“65後”正部級陣容
將繼續壯大。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越來越多“70

後”官員躋身省部級，“70後”政壇新星由個別現
象而漸成規模，和“60”後高級官員隊伍形成有序遞
進的梯次結構。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近50名
“70後”副省部級，絕大部分擔任省級政府副職，
部分擔任省級黨委常委，也有的任職中央部門，他們
大都擁有高學歷和深厚專業技能背景。其中今年4月
履新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任維，出生於1976年5
月，是目前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

此外，科技部最年輕的副部長、中科院院士王曦
剛剛轉任廣東省副省長。除王曦，還有多名地方高官
是兩院院士，包括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海南省委常
委、組織部長彭金輝、山東副省長凌文，身為中科院
院士的遼寧省副省長盧柯、吉林省副省長安立佳等，
他們的專業背景將為推動地方科技創新提供助力。

特大走私團夥告破
涉案逾12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海警局近日成功破獲一起特大走私
案，對涉及採購、轉運、分銷等環節
的8個走私犯罪團夥實施“全鏈條”打
擊。經初步核查，僅2019年以來，這
些團夥涉案走私金額已達 123 億元
(人民幣，下同)。據了解，中國海警局
在行動中總共出動海警艦艇8艘、警力
600餘人，在山東省公安機關配合下，
成功摧毀這個橫跨多省市走私犯罪網
絡，斬斷多條海上走私通道，查扣萬
噸級外籍走私“母船”和國內“接駁
船”各1艘，抓獲犯罪嫌疑人50名，
查扣走私白糖6,600噸、車輛15台，凍
結贓款5億餘元。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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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記者4日從中國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獲悉，今明兩年中
國將持續擴大見習規模，見習
崗位總量不低於上年，提高見
習質量，把有需求的青年都組
織到見習活動中，最大程度發
揮就業見習穩定就業、促進就
業作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
七部門近日印發《關於進一步
加強就業見習工作的通知》，
提出鼓勵依託國家級經濟技術
開發區和各級開發區、產業
園、科技園等拓展見習單位，
穩定持續提供見習崗位。豐富
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事業單
位、社會組織、政府投資項
目、科研項目等領域崗位來
源，更多募集管理、技術、科
研類崗位，滿足多元見習需
求。

就業見習是組織青年進行
崗位實踐鍛煉的就業準備活
動，見習對象為離校2年內未
就業高校畢業生、16歲至24歲
失業青年，時間為 3至 12個
月，對吸納見習的單位按規定
給予就業見習補貼。

■■自七月以來自七月以來，，共有涉及四個部委共有涉及四個部委、、六個省份的六個省份的1111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多為年富力強多為年富力強、、仕途歷練完整的仕途歷練完整的
““6060後後””官員官員。。圖為廣東省惠州市夜景圖為廣東省惠州市夜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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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到見習活動中，最大程度發
揮就業見習穩定就業、促進就
業作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
七部門近日印發《關於進一步
加強就業見習工作的通知》，
提出鼓勵依託國家級經濟技術
開發區和各級開發區、產業
園、科技園等拓展見習單位，
穩定持續提供見習崗位。豐富
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事業單
位、社會組織、政府投資項
目、科研項目等領域崗位來
源，更多募集管理、技術、科
研類崗位，滿足多元見習需
求。

就業見習是組織青年進行
崗位實踐鍛煉的就業準備活
動，見習對象為離校2年內未
就業高校畢業生、16歲至24歲
失業青年，時間為 3至 12個
月，對吸納見習的單位按規定
給予就業見習補貼。

■■自七月以來自七月以來，，共有涉及四個部委共有涉及四個部委、、六個省份的六個省份的1111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多為年富力強多為年富力強、、仕途歷練完整的仕途歷練完整的
““6060後後””官員官員。。圖為廣東省惠州市夜景圖為廣東省惠州市夜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20年8月5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螞蟻傳籌螞蟻傳籌300300億美元億美元史上最巨史上最巨IPOIPO
突破美封鎖陣線突破美封鎖陣線 香港內地造好科技板生態香港內地造好科技板生態

正當美國肆意打壓中國科技公司之

際，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集團已啟動A+H

上市計劃，市傳集資共300億美元，超

越沙特阿美2019年創出的294億美元集

資紀錄，成為史上最巨型的 IPO。分析

師指出，中美關係惡化下，中資科技股

傾向加快在大中華市場的上市步伐，香

港及上海科創板亦緊密配合，冀短期間

內營造具國際規模的科技板生態系統，

擴大中國高新科技公司影響力及融資渠

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內地媒體《財新》引述消息人士指，螞蟻集團
的A+H上市進程將很快，可能在9至10月

便掛牌上市，兩地將共集資300億美元。一位不願
透露姓名的分析師表示，美國要壓制中國在科技
領域的崛起，除限制人才、設備與技術外，還企
圖透過“打斷”中國科技公司的資金供應鏈來達
到目的。

白宮早前已限制美國基金投資中國項目，又
將中資公司赴美上市的門檻提高，相信打壓陸續
有來，目的是切斷中國項目的資金供應，而中國
高新科技行業正正最缺乏資金。

未上市中國獨角獸227家
胡潤研究院4日發布《蘇州高新區·2020胡潤

全球獨角獸榜》，全球前10大獨角獸企業有6家
來自中國，螞蟻集團及字節跳動拿下首兩名。在
估值10億美元以上的非上市企業，今年上榜共有
586家，中國佔227家（38.7%）。

假如美國繼續切斷中資科技股獲得資金的渠
道，內地科技業發展將面臨一定制約。故此，內
地及香港股市近年積極變革，以保住中資科技股
的上市集資渠道，如滬交所去年推出科創板，深
圳創業板推出註冊制，港交所在2018年4月修改
《上市規例》，對“同股不同權”股份“開綠
燈”。

另外，恒指公司在今年6月宣布容許同股不同

權及第二上市股份“染藍”，又推出恒指科技指
數，除將美國納指市場的大中華區科技企業吸引
過來之外，也是希望在短期間營造出具國際規模
的科技板生態系統，擴大中國高新科技公司影響
力及融資渠道。

集團5%股份在港發售
據《財新》報道，螞蟻集團的估值高達約2,000

億美元，預計將發行15%股份，10%計劃在上海科
創板發行，尚餘5%在香港作全球發售，可見內地與
香港股市正為中資科技股的回流作出配合。

彭博亦報道稱，雖然中美關係緊張，但美國
私募基金仍有望從螞蟻集團的IPO中獲得豐厚回

報。螞蟻在 2018 年的上一輪融資中，Silver
Lake、華平投資及凱雷都是最大的美國投資方，
均投資至少5億美元，也令螞蟻當時估值升至
1,500億美元。但美國正設法阻止美國基金對華投
資，也會削弱美國投資者從中國市場賺取收益的
機會。

券商Bernstein估計，螞蟻現時估值已升至約
2,100億美元，若上述基金在螞蟻上市時售股，將
可在短短2年間賺取約40%回報。螞蟻在2018年
的融資籌約140億美元，其他參資機構包括新加坡
政府投資公司(GIC)、淡馬錫、馬來西亞國庫控股
及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局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胡潤研究院4日發布的《2020全
球獨角獸榜》顯示，全球十大獨角獸企
業有6個來自中國，正計劃以A+H上市
的螞蟻集團以逾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估
值續成為全球獨角獸之首，而受美國政
府封殺威脅的抖音海外版母公司字節跳
動則排名第二。總體來看，中國以227
家獨角獸企業的數量位居全球第二。

榜單統計，全球十大獨角獸企業悉
數來自中國或美國，排名第一是螞蟻集
團，估值達10,000億元；字節跳動以
5,600億元估值蟬聯全球第二，其估值上
升600億元。其餘進入十大的中國企業
還有滴滴出行、陸金所、快手和阿里巴
巴牽頭成立的菜鳥網絡。其中，陸金所
排名上升兩位至第四，菜鳥網絡則是首
次進入十大。

目前，全球有586家獨角獸企業，
比去年增加92家，其中美國233家，中
國227家，數量十分接近。胡潤百富董
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表示：“獨角獸
的定義在中國已經比較成熟，就是成立
於2000年之後、估值10億美金以上的
非上市公司，這些企業一旦上市影響會
很大。”中國上榜的企業多以電子商務
為主，其次是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

從城市來看，北京是全球獨角獸之
都，有93家，遠超美國舊金山的68
家，其次是上海和紐約。從區域來看，
矽谷以122家，即21%的全球獨角獸企
業引領全球。

有贏家亦有輸家，在中國方面，比
特大陸估值下降500億元，瑞幸咖啡聯
合創始人陸正耀的神州優車估值下降
200億元。

胡潤研究院稱，全球586家獨角獸
企業分布在29個國家，平均成立於9年
前，80%提供軟件及服務。金融服務和
零售業是被獨角獸企業通過顛覆現有行
業來創造價值最多的行業，其次是傳媒
娛樂、企業管理解決方案和醫療健康
等。上榜企業總價值12.9萬億元，相當
於意大利全國GDP。

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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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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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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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國政受美國政
府封殺威脅府封殺威脅
的的 TikTokTikTok
母公司字節母公司字節
跳動跳動，，是全是全
球第二大獨球第二大獨
角獸企業角獸企業。。

新華社新華社

■據報道，螞蟻集團將發行15%股份，10%計劃在上海科創板發行，尚餘5%在香港作全球發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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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德州本地新聞

       我們在購買房產的時候，經常將房屋保固(home warranty)與房屋保險
(home insurance)兩者搞混，如何分辨這兩者呢？讓來⾃聯⽲地產的Josie為
我們解答。

        ⾸先，我們要知道的是這兩者保障的情況不⼀樣，通常insurance基本上
保障的是嚴重的損壞，例如天然災害，⽽home warranty則是在房⼦既有的
東西上需要修繕，概念上像是我們購買家電或是汽⾞，對於⼀定的使⽤期限

或是使⽤⾥程數內給的保固期。

         既然房屋保險(home insurance) 針對的是天災⼈禍的, 不可抗拒⽽發⽣
的損壞，那麼對於進⾏貸款的購買⽅必須銀⾏⼀個安⼼的保障，即便這個藉

由貸款購得的房⼦，在颱⾵或是洪⽔來的時候，還能得到⼀筆理賠⾦額，故

此銀⾏⼀定會要求房屋貸款購買⼈購買home insurance，避免未來可能的災
害損害。它的類別⼜會因為房屋所在區域不⼀樣，⽽在各地有強制性的限

制，例如⽔險(flood insurance)和wind storm insurance(⾵災險)。
         ⽽房屋保固(home warranty)通常在建商的全新房屋的買賣合同裡看得
到，期限可能是⼀年或是兩年。⾄於購買⼆⼿房屋的⼈，他們也可以在買賣

前和賣家協商，並去找提供房屋保固(home warranty)的公司詳談保固內容和
範圍，⽽價格會落在400塊上下，值得注意的是，房屋保固(home warranty)
是在有交易⾏為的時候去購買才會⽐較便宜，同時它保固的內容是可以去做

增加的，例如把冰箱、洗⾐機等的家電那納⼊保固合約中。

        最後，當房⼦真的在購買後三個⽉出了甚麼問題，請不要⾺上著急地去
找賣家或是賣房⼦的經紀⼈，⽽是把房屋保固(home warranty)的合約拿出來
看⼀下，並和提供保固的公司聯繫，因為當房⼦完成交易後，這個房⼦所遇

到的問題將由買者承擔，所以房屋保固(home warranty)雖然是購買房⼦時的
⾮必要條件，但是卻能在交易後給買家⼀個消費者保障。

聯⽲地產中國城Houston China Town：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Email: JosieLinTeam@gmail.com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Warranty
房屋保固

Q
房⼦買了三個⽉，微波爐壞了！屋頂

漏⽔了! 找前屋主？找經紀？ 找保險
公司？還是⾃⼰花錢解決？

聯⽲地產 Josie Lin 為我們解答

CCIM 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
RE/MAX United 聯⽲地產負責⼈. 千萬資深經紀
RE/MAX  Life Time Achievement 終⾝成就獎得主

Insurance
房屋保險

針對房⼦既有的東西上需

要修繕所提供的

貸款買屋時, 是為選項
購買⼆⼿房屋可以在合約

時與賣家協商

保固期限⻑短不同, 在過
戶時購⼊.
通常全新房屋建商有包括

主要針對房屋結構的部分

貸款買屋時, 貸款銀⾏必須
要有的核貸條件

除了⼀般的綜合房屋保險

外, 針對不同天災有不同加
保類的⽔險、⾵災險等

在各地依照地域環境不同

⽽有強制性的要求

休斯頓房地產 聯⽲停看聽系列 (三 )

保護你的家 : 房屋保固和房屋保險 保護你的家 : 房屋保固和房屋保險 

當地時間8月5日，據佛羅里達衛生部發布的數據統計，佛羅里達州新冠狀病毒死亡人
數中的43％與長期護理機構有關。專家表示，迄今為止，在佛羅里達州7,402例死亡總數中
，有3,155例與長期護理機構有關。

無獨有偶，據愛達荷州發佈的數據也表明了這一點。愛達荷州與長期護理設施有關的死
亡人數比例佔死亡總數的58％。

愛達荷州衛生與福利部負責人戴夫·傑普森表示，該州正在與長期護理機構合作制定更強
大的感染控制程序。

美國多州數據顯示新冠肺炎死亡案例多與長期護理機構有關

美國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所在的特拉維斯縣週二批准了一項計劃，向特斯拉提供數千萬
美元稅收補貼，以吸引該公司將計劃中投資11億美元的新廠建在當地。

特拉維斯縣的大多數委員投票贊成為這家電動汽車製造商提供至少1470萬美元的稅收優惠
，加上此前該縣德爾瓦萊獨立學區（Del Valle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已經批准的5000
萬美元稅收優惠，特斯拉工廠總計將可獲得近6500萬美元的稅收優惠。

特斯拉計劃中的這座新廠將生產Model Y SUV和Cyber truck電動皮卡。目前德州特拉維斯
縣和俄克拉何馬州塔爾薩市為吸引特斯拉在當地建廠正展開激烈競爭。

美國德州特拉維斯縣批准為特斯拉建廠提供稅收優惠美國德州特拉維斯縣批准為特斯拉建廠提供稅收優惠

德州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截 止 到 週

三上午, 大休斯
敦地區病毒感
染人數 120257
人, 1277人死亡
, 68049人痊癒.
德州感染人數
451，181 人，
7261人死亡。

哈 瑞 斯 郡
郡長伊達爾戈
日前討論瞭如
何加快病毒測
試的節奏，當
地正和聯邦和
德州的健康部
門從周四開始
新增兩個地點
為民眾提供病
毒測試。伊達
爾戈也表示，
該郡出現了自
疫情以來最高
的單日確診的
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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