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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中芯國際二季度凈利增逾6倍
超募資金將投芯片項目

內 地 芯 片 制 造 巨 頭 中 芯 國 際

（688981）發布登陸A股以來首份季度

業績，同時公司宣布將超募資金256.63

億元用於12英寸芯片SN1等項目。

財報顯示，中芯國際2020年第二季

度銷售額為9.385億美元，環比增長3.7%

，同比增長18.7%；歸屬於公司的應占

利潤為1.38億美元，環比增長115%，同

比增長644%，創單季新高。

芯片需求依然強勁
財報顯示，中芯國際2020年第二季

度毛利為2.486億美元，環比增長6.4%，

同比增長64.5%。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

毛利率為26.5%，而2020年第壹季度為

25.8%，2019年第二季度為19.1%。

從收入結構看，14/28納米晶圓收入

在2020年第二季度占比9.1%，高於2019

年第二季度的3.8%。

中芯國際聯合首席執行官趙海軍博

士和梁孟松博士介紹，盡管宏觀環境仍

在變化，但芯片需求依然強勁。

“二季度成熟技術應用平臺需求旺

盛，消費電子類收入增長顯著，先進工

藝業務穩步推進。公司產能利用率維持

高位，擴充產能將逐步釋放，預計三季

度營收持續成長。”中芯國際管理層表

示。

本次財報同時給出2020年第三季度

指引：收入環比增長1%~3%；毛利率介

於19%~21%的範圍內；經營開支將介於

2.2億美元至2.35億美元之間。

中芯國際是世界領先的集成電路

晶圓代工企業之壹，也是中國內地技

術最先進、配套最完善、規模最大、

跨國經營的集成電路制造企業集團，

提供 0.35 微米到 14納米不同技術節點

的晶圓代工與技術服務。公司此前為

港股上市公司，於今年7月16日正式在

科創板上市。

登陸科創板半個月後，中芯國際就

有新動作。公司與北京開發區管委會於

7月31日共同訂立並簽署《合作框架協

議》，雙方將成立合資企業，從事發展

及運營聚焦於生產28nm及以上集成電路

項目。

該項目將分兩期建設，項目首期計

劃最終達成每月約10萬片的12英寸晶圓

產能；項目首期計劃投資76億美元（約

合531億元人民幣），其中中芯國際出

資擬占比51%；公司與北京開發區管委

會將共同推動其他第三方投資者完成剩

余出資，後續根據其他第三方投資者出

資情況對各自出資額度及股權比例進行

調整。

業內人士認為，若上述項目順利

實施，中芯國際將縮小與臺積電在產

能方面的差距。目前臺積電12英寸產

能高達74.5 萬片/月，約為中芯國際的

7倍。

超募資金投芯片項目
從此前公司科創板IPO項目投向來

看，還包含投入中芯南方正在進行的12

英寸芯片SN1等項目。該項目是中國大

陸第壹條14納米及以下先進工藝生產線

，規劃月產能為3.5萬片，目前已建成月

產能6000片。

8月6日晚間，中芯國際公告顯示，公

司本次公開發行股票募集資金凈額為

456.63億元（超額配售選擇權行使前）

，計劃募集資金金額為200億元，超額

募集資金金額為256.63億元。上述超額

募集資金將用於12英寸芯片SN1項目、

先進及成熟工藝研發項目儲備資金、補

充流動資金，以及新增的成熟工藝生產

線建設項目。

就在公告的前兩天，8月4日，國務

院網站發布《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

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幹政策》

（下稱《若幹政策》），其中包括財稅

、投融資、研究開發、進出口、人才、

知識產權、市場應用、國際合作等八個

方面的政策措施，支持集成電路產業和

軟件產業發展。

在財稅政策支持方面，除了繼續

實施集成電路企業和軟件企業增值稅

優惠政策外，免稅力度和持續時間較

過往政策均大幅提高。例如，國家鼓

勵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28納米（含）

，且經營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電路生

產企業或項目，第壹年至第十年免征

企業所得稅。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線

寬小於65納米（含），且經營期在15

年以上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

第壹年至第五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

六年至第十年按照 25%的法定稅率減

半征收企業所得稅。

在芯片產業界人士看來，28納米是

先進制程與成熟制程的技術分水嶺。目

前，內地僅中芯國際壹家具備28納米及

以下的制造能力，已量產的最新技術為

14納米。

德國國家科學與工程院院士：
工業互聯網發展離不開國際合作

綜合報導 “在德國，我們將工業互聯網這壹

重要的未來課題納入‘工業4.0’範疇。目前，德

中兩國間有多個非常有意義的合作項目，要實現工

業互聯網發展目標，就必須開展國際合作。”德國

國家科學與工程院院士阿克塞爾· 庫恩教授7日在

青島舉行的中國· 山東(青島)海歸創新創業峰會上進

行線上主旨演講時如上表述。

庫恩教授表示，目前德中兩國之間有多個有意

義的合作項目，尤其是多特蒙德地區的科研與高科

技產業化機構與青島中德生態園、海爾集團以及中

德智能技術博士研究院(IFP)的合作。他作為青島中

德生態園的顧問和中德智能技術博士研究院的德方

院長，了解工業互聯網領域可用的技術及現有的部

分解決方案。

庫恩教授介紹說，在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工

業應用中存在許多術語和概念，如工業4.0、工業

互聯網、物聯網、自主系統和人工智能等。他認為

許多概念是相互關聯的，基本上都是為了實現同壹

個目標沒有很大差異，實現目標的路徑也沒有明顯

差異。

庫恩教授認為，信息和通信技術已經實現

量子飛躍進步巨大，而在工業上的應用明顯滯

後，巨大潛力遠遠沒有被挖掘出來。目前很多

企業已經熟悉在工業環境中，尤其是在生產和

物流中，從數據采集到人工智能的發展路線，

甚至已經開發出部分解決方案的原型。但直接

應用到行業或者企業中的工具和系統平臺還不

夠成熟。因此，迫切需要科研與產業合作，研

究機構與公司合作，企業之間的協同，以及企

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

庫恩教授表示，世界各國應該加強合作，共同

支持工業互聯網領域的技術研究，這在全球經濟結

構發展中是絕對必要的，應該鼓勵企業合作，聯合

開發大型和開放的解決方案，新的工業互聯網工具

和產品只能通過協同來實現。

庫恩教授說，德國多特蒙德市和中國青島市的

壹些機構已經啟動合作，如多特蒙德工業大學與青

島的壹些大學展開合作，多特蒙德高新技術園區與

中德生態園建立合作關系，德國弗勞恩霍夫物流研

究院與中國中德智能技術博士研究院開展合作交流

等。

據悉，本次中國· 山東(青島)海歸創新創業峰會

由山東省歐美同學會(山東省留學人員聯誼會)主辦

，以“留學報國· 智匯齊魯”為主題，旨在充分發

揮歐美同學會人才資源優勢，聚焦青島建設“世界

工業互聯網之都”，重點促進5G、人工智能、現

代金融等與工業互聯網的深度融合，搭建海內外人

才項目交流合作平臺，助力山東建設對外開放新高

地。

德州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截止到周二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

感染人數 134187 人, 1519 人死亡, 76412
人痊愈.德州感染人數 490817人，8490人
死亡。

以下是其他當地新聞
德州大學醫學院健康醫療系統代理校

長 Ben Raimer,在給員工的一封信中表示
：由于受到疫情嚴重影響，導致財政短缺
，因此將裁員200人。此次疫情事件，院
方出現1.74億美元的財政短缺，同時院方
也表示，此次裁員主要是一些行政人員，
而研究人員，實驗室人員和學校的教師不

會受到裁員影響。
休斯頓獨立學區疫情之後推出網課，

但是學區面對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有
7600 名學生失去聯系，新的學年到來，
學區正在努力和這些學生重新建立聯系。

從400萬到500萬，僅僅17天的時間
，美國新增100萬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8
月9日，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
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再次批
評了美國的抗疫舉措。

比爾·蓋茨說，從疫情開始，美國政
府就犯了很多錯誤，在病毒檢測上也存在
著令人震驚的問題。

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 比爾·蓋茨：的
確是存在很多錯誤，我也沒想到我們會表

現這麼差。美國在疫情早期採取了各種錯
誤措施，再加上政治因素，意味著我們根
本沒有把病毒檢測保持下來。我們執行的
隔離措施比其他國家要鬆，所以我們付出
了極高的代價，不僅僅是死亡，還有經濟
上的數萬億美元的代價。

比爾·蓋茨說，美國目前在新冠病毒
檢測上存在著“令人震驚”的問題，現有
的檢測效率很慢，而美國政府卻仍在沾沾
自喜。

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 比爾·蓋茨：到
目前為止，我們在檢測上存在的問題令人
震驚，因為聯邦政府一直沒有改善新冠病
毒檢測上的問題，他們只想說自己做得有
多棒。我想說，不要再為那些三天以後才
能得到結果的檢測買單了，你正在花費著
數十億美元，獲得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最
無價值的測試結果。

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數突破500萬

公共衛生官員警告，新冠
熱點地區不應開學。醫學專家
表示，讓年輕人在擁擠的走廊
和教室裏造成嚴重威脅。

目前，佐治亞州切羅基郡
有800名學生因可能接觸過新
冠病毒而被隔離。這僅僅發生
在面對面學習開始後的一個星
期。

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主任邁克
爾 ？ 奧 斯 特 霍 爾 姆 (Michael
Osterholm)等一些衛生專家擔
心，病例數隨着9月開學會再
次大幅飆升，並遠遠超過國殤
日之後的數字，而且還會繼續
增加。

專家警告專家警告99月開學或將出現高峰月開學或將出現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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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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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正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的國旗法修正草案（下稱“草案”）完善

了使用國旗誌哀的相關制度。草案增加條款，規定公共衞生事件造

成重大傷亡或者舉行國家公祭儀式時，可以在全國範圍內下半旗誌

哀，也可以在部分地區或者特定場所下半旗誌哀。這意味着新冠疫

情後，重大傷亡的公共衞生事件下半旗將形成制度。專家指，此舉

積極回應民意，完善了國家禮儀體系，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執

政理念，有助於增強國家認同感和凝聚力。

重大傷亡公衞事件下半旗將成制度
學者：體現“人民為中心”完善禮儀體系 增強認同感

2020年4月3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公告稱，為表達全
國各族人民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犧
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4月4日
（清明節）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全國
和駐外使領館下半旗誌哀，全國停止公
共娛樂活動。知名憲法與行政法專家、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旭對香港文匯報指
出，4月份國務院作出下半旗的決定，是
對國旗法第14條規定的拓展適用。這是
繼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樹地震和
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害後，第四次為重大
災難中遇難的普通民眾降半旗，同時這
也是中國首次因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
啟動全國性哀悼活動。

可全國或部分地區和特定場所實行
據悉，現行國旗法制定於1990年6

月，其中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
民共和國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和全國
政協主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傑出
貢獻的人；對世界和平或者人類進步事
業作出傑出貢獻的人逝世，下半旗誌

哀。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發生特別重
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
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致哀。

正提請人大審議的國旗法草案完善
了使用國旗誌哀的相關制度。全國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武增就草案作說明
時表示，為進一步適應實踐需求，草案
規定發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嚴
重自然災害和公共衞生事件造成重大傷
亡或者舉行國家公祭儀式時，可以在全
國範圍內下半旗誌哀，也可以在部分地
區或者特定場所下半旗誌哀。同時，草
案增加了下半旗的程序規定，明確“由
國務院有關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
市人民政府”報國務院決定。

王旭指出，適時修改國旗法，完善使
用國旗誌哀的相關制度，有重要意義：首
先在法律上進一步明確了規範的對象，把
公共衞生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時降半旗明確
下來，形成制度；第二，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國家禮儀，通過下半旗的國家行為悼念
普通民眾，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有助於激發集體情感，增強國家認同和凝
聚力。

共同災難記憶形塑國家認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已經舉行四次

舉國哀悼活動，為重大災難中遇難的普通
民眾降半旗誌哀。

從北國邊陲到南部海疆、從中南海到
田間地頭，中央領導人身着黑衣胸佩白

花、無數中華兒女低頭肅立，國旗低垂，汽笛長鳴，山河
哽咽，天地同悲。

在這樣的儀式中，14億人共同沉浸於他們對逝去同胞
的哀痛、對負面情緒的抒發和宣洩，也勾起了守望相助的
集體記憶。個人追思和對災難的共同感受交織，強化了他
們對群體的認同，感受到了社會和國家的凝聚力，進而起
到了維繫社會關係和社會穩定的作用。

有專家認為，一個國家的國家認同不僅來源於輝煌成
就，很多時候也基於災難記憶，共同的苦難記憶是形塑國
家認同的重要方面。這次新冠疫情中，14億國民，不分男
女老幼，不論崗位分工，積極投入抗疫戰爭，自覺配合防
控號召，最終阻擋了疾病蔓延，從中表現出來的互助與奉
獻精神，以及對原有生活習慣、社會規則、人與自然關係
的反思，都必將成為促進國家文明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精神
力量。

此番人大適時修改國旗法，完善使用國旗誌哀的相關
制度，呼應民意，適應實踐需求。所謂多難興邦，默哀意
味着慎終追遠，對災難的集體銘記和反思將幫助生者更遠
前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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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44月月33日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公告稱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公告稱，，為表達全國各族人民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為表達全國各族人民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
切哀悼切哀悼，，44月月44日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日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圖為海南廣場下半旗誌哀圖為海南廣場下半旗誌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0年8月11日（星期二）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財富》10日發布最新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國內地和香港公司上榜數量首次超越美國企

業上榜數量，居全球第一。其中，沃爾瑪連續第七年成為全球最大公司，中國石化仍位列第

二，中國國家電網上升至第三位，中國石油排第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全球500強企中國數量首超美國
中國內地和香港總和124家 8企新上榜

今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公司上榜500強數量達到124
家，歷史上第一次超過美國，美國上榜公司共有

121家。加上台灣地區企業，中國共有133家公司上榜。
榜單中一共有25家新上榜和重新上榜公司，其中新上榜
中國公司有8家。上榜的中國公司中，總部設在北京、廣
東、上海及香港分別有55家、14家、9家及7家等。

阿里巴巴年升50位
今年上榜的互聯網相關公司共有7家，分別是美國的

亞馬遜、Alphabet、facebook，以及中國的京東、阿里巴
巴、騰訊控股和小米集團。排名提升幅度最大的是阿里
巴巴，較上年上升50位。

《財富》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規模和大公
司的數量不斷增加，這是中國整體經濟規模發展壯大結
果。1995年，《財富》雜誌第一次發布“世界500強”排

行榜。到1997年時，中國內地只有4家企業進入排行榜。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年進入排行榜中國企業
有12家，之後逐年迅速增加。

《財富》指出，中國內地公司平均銷售收入達到669
億美元，與自身去年數字相比有所提升。與世界500強公
司橫向比較，中國企業平均銷售收入和平均淨資產兩項指
標達到《財富》世界500強的平均水平。

銷售收益率未及美企
但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盈利水平較低。2019年，上榜

中國內地企業124家平均利潤不到36億美元，約為美國企
業（70億美元）的一半，也低於全球500家大公司平均利潤
41億美元。根據這三個數據計算，上榜中國內地公司平均
銷售收益率5.4%，低於美國企業的10.5%，平均淨資產收
益率9.8%，低於美國企業的1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騰
訊旗下手機軟件微信受美制裁同時，其
有份投資的中國房產信息提供商貝殼控
股計劃赴美國上市，最多籌集20億美
元。此外，騰訊有持股的美股上市公司
斗魚10日表示，其董事會收到騰訊的非
約束性初步建議，提議斗魚和虎牙進行
股票換股合併。

據了解，貝殼控股擬發行1.06億美
元美國存託股份（ADS），每股定價介
乎17至19美元，將於紐交所上市，交易
代碼為“BEKE”，公司旗下擁有房地
產經紀品牌鏈家和交易平台貝殼找房。

貝殼表示，騰訊、私募股權公司高
瓴資本、紅杉資本及富達國際等計劃總

投資至少有8億美元，高盛、摩根士丹
利、華興資本、摩根大通及中金為上市
承銷商。

另一方面，新浪財經消息指，斗魚
10日表示，其董事會已經收到騰訊同日
發布的非約束性初步建議，提議斗魚和
虎牙進行股票換股合併。據悉，騰訊擁
有虎牙約 36.9%股權，佔總投票權
50.9%。同時，騰訊也是斗魚最大股
東，持有38%股權。

發出此建議時，騰訊已經與歡聚集
團和虎牙CEO董榮傑達成協議，騰訊將
從歡聚時代購買虎牙3,000萬股B類普通
股，從董榮傑處購買100萬股虎牙B類
普通股，該交易將在9月9日之前完成。

貝殼擬赴美IPO籌20億美元港投推署啟全球Fast Trac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香港投資推廣署10日宣布，

啟動全球Fast Track計劃，作為香港金融科技周的一個以創造
商機為主導活動。該計劃旨在幫助國際及香港金融科技公司，
善用香港的市場機遇，促進業務發展及加速創新。此外，該計
劃將加速金融科技公司融入這個龐大生態圈，並於日益數碼化
及金融科技普及化的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和亞洲市場拓展
業務。

投資推廣署介紹，獲選的金融科技公司，將有機會向金
管局及一眾龍頭機構及企業高層展示創新的解決方案，包括
港交所、香港金融科技周戰略夥伴尚乘集團、安聯投資、周
大福珠寶集團、Eureka Nova、瑞穗銀行、香港貿易融資平
台、四方精創（香港）及Microsoft等。

此外，一眾投資者包括Anel Hub、數碼港、香港科技園
創投基金、領渢資本、概念資本、QBN Capital和Vectr Fin-

tech Partners等經盡職調查、商業會晤及經個別投資者作出
批准的相關規程後，將對其有意發展的每個項目，提供高達
100萬美元的投資承諾。

此計劃由香港金融科技周指定活動承辦商Finnovasia籌
辦。計劃將邀請來自9個主要金融科技領域的企業，包括貿
易金融、資本市場、零售銀行、商業銀行、保險、監管科
技、財富科技、支付及企業資源規劃，計劃即日起至8月31
日期間接受申請。每個領域最突出的大約10間企業將會向一
眾龍頭機構及企業展示其解決方案，及有機會參與切合雙方
需求的一對一商業配對，以進一步討論合作意向，當中約10
多間突圍企業將獲邀在11月2至6日舉行的第五屆香港金融
科技周，參加線上FintechHK環球決賽爭奪額外獎項。

此外，計劃亦設有中國內地加速計劃，以助內地金融科
技企業通過香港市場開拓海外商機。

■今年上榜世界500強的互聯網相關公司共有7家，包括騰訊控股。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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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前總統登輝於 7 月 30 日辭
世，德州奧斯汀台灣商會於8月9
日舉辦線上追思會，由會長廖施
仁引領來自不同團體的台美人一
起悼念這位時代雜誌尊稱的 「民
主先生」。休士頓駐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及休士頓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也遠距共襄盛舉。

追思會由李前總統最喜歡的歌曲 「化作千風」開場，
在線的參加人員真情分享李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羅復文
率先表示，李前總統在任時忍辱負重推動外交，積極維護
國家利益，可深深感受到他對推動台灣民主化及維護台灣
主權的堅持；他同時邀請鄉親，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時
刻，和辦事處攜手推動防疫外交。陳奕芳認為李前總統不
戀棧權位，推動總統直選，健全政黨政治，令人感佩。

奧斯汀台灣人專業協會會長李鐘松感謝李前總統的鼓
勵，專業協會才能順利成立；他提到會見李前總統的經驗

，喜歡傾聽不同意見、好學不倦的精神讓他印象深刻。台
中奧斯汀姊妹市協會會長姚東權感謝李前總統，在國家風
雨飄搖的時刻，勇敢帶領台灣聽過挑戰，並成功轉型進入
民主制度。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中德州分會會長楊碧珠感性的表示
，由於李前總統推動廢除刑法100條，保障言論自由，海外
異議人士才能返臺。她十分感謝他對FAPA的支持及鼓勵。

廖施仁在追思會最後分享他的看法，他指出李前總統
曾以 「謙虛、冷靜、忍耐」贈送蔡總統，作為國家面對難
關及推動改革的指導原則，相信這六字箴言適用於台灣未
來任何一位領導人。

台灣民主先生辭世 奧斯汀鄉親追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根據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
據顯示，截至8月10日，全球新冠
確診病例累計超1989萬例，累計死
亡逾73萬例。目前，美國新冠累計
確診病例超 504 萬例，累計死亡逾
16.2萬例，美國各界普遍認為，將
疫情問題政治化是美國抗疫舉措中
存在的一個大問題。美國各界批評
川普政府抗疫不力；《華盛頓郵報
》指出，美國新冠病例數的激增，
完全是因為白宮內部普遍存在的
“政治第一，科學第二”的態度導
致。川普總統一直試圖轉移對他的
不滿，因為他對這種冠狀病毒大流
行的處理不當。 起初他說民主黨人
正在誇大其詞，稱其為“新騙局”
。 因此，他開始就這種最致命的冠
狀病毒的傳播處理不當撒謊。

8月9日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
爾•蓋茨再一次毫不留情地批評美
國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反應，稱美
國的測試系統“精神錯亂”，並強
調美國目前在人類死亡和浪費金錢
上付出“相當大的代價”。蓋茨在
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的採訪時說，在美國獲得冠狀病毒
測試結果的時間太長。 比爾•蓋茨
指出，從疫情開始，美國政府就犯
了很多錯誤，在病毒檢測上也存在
著令人震驚的問題，並感嘆道，
“我也沒想到我們會表現這麼差”
。

在美國的封鎖疫情問題上，蓋
茨指出了比美國更早面臨冠狀病毒
爆發的歐盟國家，歐盟國家制定了
許多的協調封鎖措施。蓋茨說：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們之前
爆發大流行的意大利，法國，西班
牙全部已經成功地擺脫了困境，甚
至阻止了該國尚未爆發大流行的部
分地區再次爆發。

蓋茨想知道早在2020年第一季
度，美國的疫情狀況比歐洲國家良
好得多，但是為什麼美國的2020年
第 2 季度和第 3 季度的冠狀病毒狀
況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冠狀病毒狀
況比歐洲國家惡化得多，而且美國
的第一波大流行還沒有看到盡頭。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銀行負責人
表示，美國當前應對疫情措施並不
奏效，應該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更

嚴格的封鎖措施”以控制疫情。新
冠疫情已經導致美國超過16萬人死
亡，約有3000萬美國人領取失業救
濟。2020年7月，美國經濟增加了
180 萬個工作崗位，但在大流行期
間仍減少了近1300萬個工作崗位。
美國迄今採取的應對疫情措施沒有
奏效，採取更嚴格封鎖措施的必要
性顯而易見。如果病毒狀況無法改
善，那麼未來幾年高失業率和經濟
急劇萎縮將無止境。 沒有政府能負
擔得起繼續和長期向全體美國人民
支付金錢的政策。目前，疫情正在
全球多國持續蔓延，大規模集體感
染仍不斷發生，防控形勢引發擔憂
。全球疫情持續惡化，多地頻現集
體感染；部分國家發現新冠病毒發
生變異；面對嚴峻形勢，多國政府
正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蓋茨已向
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承諾16億美元
，其中 1 億美元用于冠狀病毒疫苗
。 最近，蓋茨認為 CDC 的 COV-
ID-19回應被白宮“迷惑”，白宮
沒有在危機時期提供適當的領導。

比爾蓋茨嚴肅批評美國提供最低效率的冠狀病毒測試
美國各界認為將疫情問題政治化是抗疫舉措的大問題

微軟創始人比爾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解釋了為什麼川普總統對冠狀病毒的反應如此錯誤蓋茨解釋了為什麼川普總統對冠狀病毒的反應如此錯誤。。

鄉親們在線上分享李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鄉親們在線上分享李前總統對台灣的貢獻。。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美南（休士頓
）校友會會長，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
世界校友會副總會長馮啟豐，於十日（週一
）接到行政院客委會的諮詢委員聘書，擔任
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任期至2021年10月
31 日止。希望馮啟豐能在客家議題上為客
家人宣揚客家文化傳承貢獻一點心力。

馮啟豐，1989 年淡江大學電子計算機
科學學系畢業，美國羅格斯-紐澤西州立大
學電腦碩士學位，第31屆淡江金鷹獎得主
，現任美國馮氏貿易公司總裁，美國休士頓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北美洲淡江大學聯合校
友總會、休士頓客家會及休士頓台灣同鄉聯
誼會會長。對榮膺諮詢委員一職，馮啟豐表
示：他個人一路走來就是廣結善緣、服務奉
獻，從未要求什麼，平安順心就好 !

北美洲聯合校友會會長馮啟豐
榮膺行政院客委會諮詢委員榮膺行政院客委會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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