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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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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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決定，港澳

律師通過考試後可於粵港澳大灣區試點執

業，從事特定範圍的內地法律事務。多位

香港及深圳法律界人士25日通過視頻連

線的方式，共同研討港澳律師可在粵港澳

大灣區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等熱點問

題。他們表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能突破

目前合夥聯營的限制，拓寬港澳律師的發

展機遇，相信香港律師可利用語言和熟悉

普通法的優勢，處理大灣區對外的法律事

務，同時與內地同業優勢互補，組成更具

競爭力的法律團隊，承攬與經濟相關的基

建法律事務，以促進大灣區建設、國家高

質量發展及與國際經貿規則迅速對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澳律師灣區執業優勢互補
港深專家視頻論壇議熱點問題 盼速對接國際經貿規則

由“點新聞”舉辦的“港澳律師可在灣區執業 法
律界點睇”論壇25日晚開播。

陳曼琪：助外資流進國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

表示，隨着中國擴大改革開放，愈來愈多經貿項目
需與國際規則接軌，而香港律師應善用熟悉普通法
的優勢，協助國家處理國際貿易的法律事務，開拓
生物科技和電子商貿等市場，同時加深對內地法系
的了解，助外來資金流進國家。

她指出，雖然目前香港有逾萬名律師和900多
間律師行，但現時香港律師與內地律師合夥聯營，
也僅能提供涉香港方面的法律服務，故參與合夥聯
營的香港律師只有55位，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必能
突破現時的樽頸。

梁美芬：助兩地人員互相學習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

授梁美芬認為，內地的大陸法與香港的普通法在民
商事方面較接近，但考試必不可少，因這有助兩地
法律人員互相學習，令雙方日後合作更暢順，又指
考試不必局限於筆試形式，且除了專業外，品格和

愛國情操亦應成為考試標準之一。

馬恩國：港律師北上能展所長
香港法學基金交流會主席、執業大律師馬恩國

表示，香港律師具兩文三語的能力，一直接受普通
法的訓練，亦對內地法律有一定認識，具能讓國家
進一步邁向國際的優勢。

馬恩國又指出，很多深圳企業計劃在港上市集
資，他們須由內地法體制跨入香港的普通法體制，
屆時香港律師就能發揮所長。

傅健慈：營造更國際化環境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傅健慈亦認為，此決定打破兩地聯營律師事務
所的限制，亦是內地和港澳三地法律溝通的突破，
有助內地營造一個更國際化更具競爭力的營商環
境。

丁煌：灣區法律需求不言而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丁煌則指，大灣區的人口是香港的十倍，法律
服務的需求不言而喻，若港澳律師把握機遇，法律

服務這塊“餅”將會發大10倍。

王壽群：內地進一步向港澳開放
另外，深圳會場的嘉賓、華商林李黎聯營律師

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王壽群指出，港澳律師可在大灣
區執業，是內地向港澳進一步開放的表現。

她認為，這一決定將有助於增強港澳律師對到
內地執業的認同、對內地法律的了解，且內地龐大
的市場將幫助港澳律師擴大執業範圍。

■左起：傅健慈、馬恩國、陳曼琪、梁美芬及丁煌均認為，香港律師若與內地同業優勢互補，就能促進
大灣區建設。 點新聞直播截圖

■法律界期待港澳律師盡快可於大灣區開展業
務。圖為三地律師在探討業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
際，中國首艘油電混合、豪華雙體客船
“大灣區一號”輪今日將迎來首航。香
港文匯報記者提前在蛇口郵輪母港登輪
體驗，打卡深圳新地標，領略大灣區改
革開放的海上魅力。未來，還將開通港
珠澳大橋海上遊等服務於大灣區海域濱
海觀光航線，促進大灣區交流往來。

據招商蛇口國際郵輪母港有限公
司船務管理中心副總經理沈文紅介
紹，輪船採用的新一代船舶直流組網
電力推進系統，由招商工業與中車集
團聯合研發，在國內尚屬首條混合動
力直流組網電推船舶，開創了採用永
磁發電機的全球先例。

沈文紅表示，通過央企聯合攻
關，輪船在芯片、混合動力直流組網
電力系統等重要設備方面實現“中國
製造”。船舶採用混合動力，確保了
其更加經濟、綠色環保，排放達到
“零排放、零污染、超低噪音”標
準。在設備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時，也
有效推動了郵輪國產化製造進程。

遊船上設有觀光遊覽區、展覽
館、中庭、科技商店、多功能間、劇
院等休閒娛樂區域。

其中展覽館為船舶建造領域首
創，主要展示深圳市改革開放以來取
得的主要成就，為旅客開啟海上視角
觀看深圳改革開放的發展變遷。

據沈文紅介紹，“大灣區一號”遊
船將於9月1日正式上線運營，首期
“深圳灣海上遊”航線由蛇口郵輪母港
始發，途經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後海
片區、人才公園、紅樹林生態公園等深
圳兩點片區，航程時長100分鐘至180
分鐘不等，充分滿足市民海上聚餐、觀
光、娛樂的不同時間段需求。未來，還
將開通港珠澳大橋海上遊等服務於大
灣區海域濱海觀光航線，對於促進大
灣區文化交流往來，推動商務交流和
產業資源協同發展，完善灣區郵輪旅
遊目的地布局，以及全面打造粵港澳
大灣區合作示範區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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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一號大灣區一號””輪外觀輪外觀。。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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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疫緩救市便民疫緩救市便民 後晚料復堂食後晚料復堂食
兩人同枱就餐延至晚九時 業界：久旱得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第三波疫
情涉及多間食肆群組，爆疫後部分食肆停業進行
徹底消毒，其中有最少8名確診者光顧過的佐敦
新發茶餐廳，關閉約一個月後“壽終正寢”，日
前張貼“旺舖招頂”的告示，證實執笠離場。而
另一個疑似源頭坪石邨彬記粥麵美食，23日重
開，食客表示彬記明顯加強衞生措施。

新發搵人頂讓 彬記東山再起
於佐敦渡船角開業20年的新發茶餐廳是的

士司機“打躉”熱點，但在第三波疫情期間被指

是爆發點，最少有8名食客光顧後確診，於上月
中開始關閉進行徹底消毒，25日香港文匯報記
者到場了解，但見店內烏燈黑火，玻璃門外擺放
一張摺枱，門外還貼上“旺舖招頂”告示。記者
根據告示上的電話致電聯絡人，疑似地產經紀表
示新發原有老闆“唔做啦”，正物色新老闆頂
讓。此外，坪石彬記接連有13名食客及職員確診
後，該食店閉門約一個月，其間所有店員都要入住
檢疫中心隔離14天。本周日才重開，不少熟客表
示彬記加強防疫措施，包括出入口添置體溫儀器、
嚴控入座人數、拉遠枱與枱之間的距離等。

“爆疫”食肆 一倒閉一重開

最快本周五放寬之防疫措施

延長食肆堂食安排至晚上延長食肆堂食安排至晚上99時時

有條件地重開以下表列處所：

市民在戶
外做運動
及在郊野
公園戶外
範圍，不
需佩戴口
罩

註：酒吧、遊戲機中心、
夜店或夜總會、卡拉OK
等仍需關閉

資料來源：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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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 美容院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5日宣布新措施安排
時，解釋由於過去一周新增確診個案逐步回落，

但疫情每天都反覆上落，尚未完全穩定及維持於一個低
水平，故特區政府決定將原訂25日屆滿的《預防及控
制疾病規例》下針對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
禁止群組聚集的限聚令（第599G章）及佩戴口罩（第
599I章）的措施延長多兩天直至後天。

陳肇始：平衡抗疫業界市民需要
陳肇始25日指，若未來兩天無出現突發性的逆

轉，最快本周五對部分措施“鬆綁”，包括延長食肆堂
食安排至晚上9時，但每枱最多二人等原有限制則一概
不變。被問到何時進一步放寬食肆限令，她表示過去一
兩周已開始與業界商討如何增加感染控制的措施，例如
加設空氣清新機或把員工收拾餐桌和傳菜的工作分開人
手處理等，部分食肆已開展有關工作。

她重申，恢復食肆晚市堂食安排要平衡各方需要，
例如夜班工作的市民有需要外出用晚餐；另一方面仍需
要在防疫措施上有所控制，目標是希望盡量縮短整體除
下口罩進食的時間，令風險可以減低。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對政府措施表示歡迎，相
信幾千間暫停營業的食肆將於本周五重開，包括部分領
有食肆牌照的酒吧，並希望香港政府下一步放寬每枱人
數限制，令大型酒樓和宴會場地亦可正常營業。

名廚訴苦：酒樓欠租曾被斷水電
全港有七間分店的龍皇集團，早前在“晚市禁堂食

令”生效期間，全線只剩一間分店做晚市，更一度因拖欠
租金被業主截水截電，負責人名廚黃永幟（幟哥）需要借
貸繳付集團一切開支，終日為錢愁。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解釋，大型酒樓全靠晚市維持開支，亦無法做外賣生
意“吊鹽水”，故“晚市禁堂食令”形同斷酒樓財路，打
開門也無生意，故當時才決定關閉大部分分店，其間租
金、員工薪金開支不減，負擔十分沉重，“被業主斷水、
斷電、斷冷氣後，我四處奔波向銀行借貸清付租金。”

在得悉政府措施後，他決定全線分店恢復晚市，
但對市道不感樂觀，“我哋同一般食肆唔同，我哋以
商務、宴會酒席為主要收入，而且晚市兩個人一枱，
食都無癮，唔知有幾多客幫襯。”他相信，重啟晚市
後，整體生意只會微升一成，但好過無，並有助增加
現金流。

他又認為在食肆安排“執枱專員”，把上菜和收拾
餐桌的工作分開由不同的員工負責是可行的，“我的酒
樓一直都有負責傳菜的員工，和負責收拾的員工”，對
於較小型的食肆，他認為會有人手問題，但相信只要分
工得宜，也做得到。

部分涉及較少身體接觸的活動
的戶外運動場所

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逐漸緩和，港府

25日刊憲，原訂25日屆滿的“限聚令”、“口

罩令”及“晚市禁堂食令”延長兩天。其間若

疫情無出現逆轉，最快28日起放寬多項社交距

離措施，包括：容許食肆堂食延長至晚上 9

時；重開戲院、美容院和部分戶外運動場；准

許市民做運動或在郊野公園戶外範圍“除罩”

等。對陷於水深火熱的飲食業而言，今次“鬆

綁”一小步，是改善經營環境的一大步，餐飲

聯業協會指出，“晚市禁堂食令”生效期間，

逾8,000間食肆暫停及縮短營業時間，損失50

億元(港元，下同)生意額，估計延長晚市堂

食，業界有望多做 30億元生意，對此感到鼓

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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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最快本周五起
逐步有序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香
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則呼籲市民不能鬆懈，仍要
緊守防疫措施，任何場合也盡可

能戴口罩和保持衞生，並應避免不必要的聚會；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則認為，完成普及
社區檢測後才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較為理想，擔
心現時大幅度放寬措施會令巿民鬆懈。

張竹君：遠足盡量戴口罩
張竹君25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回應表示，從

公共衞生角度而言，防疫措施愈嚴謹、實施時
間愈長，疫情會較易受控。不過，政府同時亦
要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市民出現“抗疫疲

勞”。針對香港政府放寬社交距離限制，准許
市民做運動及在郊野公園戶外範圍“除罩”活
動，她提醒：“除非做劇烈運動時戴口罩影響
呼吸，但若一群人參加遠足、並非太劇烈，可
以的話都應盡量佩戴口罩。”

曾祈殷 25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則認
為，進行普及社區檢測前都不宜放寬防疫措
施，“政府既鼓勵市民參與普及社區檢測，同
時又放寬防疫措施，市民會覺得（疫情）都唔
係太緊要，又會諗去檢測係咪多餘。”對於在
郊野公園可無須戴口罩，他更擔心會出現群組
感染，因此建議市民在人多情況下都要戴口
罩。另外，他引述世衞組織數據指近期50歲以
下年輕患者升幅明顯，反映疫情仍有暗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醫生：完成普檢再放寬較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除了飲食業
獲“鬆綁”，戲院及美
容院等場所也有望重
開。香港戲院商會理事
長崔顯威指，目前已臨
近暑假尾聲，學生即將
復課，戲院業已錯過
“旺季”，加上未知排
片情況，難以估計重開
後的生意額。

他指，戲院行業與
其他行業不同，投資額
相對高，加上有租約
“困身”，貿然結業可
能要賠大筆毀約費，
“所以就算有虧蝕，但
仍會繼續營運下去，不
能輕易結業。”

美容業總會創會主
席葉世雄則形容，重開
美容院是遲來的好消
息，相信客人會踴躍預
約，但由於美容業是預
繳式消費，因此重開初
期只接早前累積下來的
美容服務，要等最少一
個月才有新的收入。

他又指，除了政府
的措施外，業界本身亦
加強防疫措施，包括同
一間房內不會超過兩人
（包括美容師），生意
額勢必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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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幟哥訴苦，限堂食期間，任職酒樓因欠租曾被業主斷
水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周五開始本周五開始，，延長食肆堂食至晚上延長食肆堂食至晚上99時時。。 中通社中通社

■戶外做運動可豁免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行郊野公園可豁免佩戴
口罩。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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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決定，港澳

律師通過考試後可於粵港澳大灣區試點執

業，從事特定範圍的內地法律事務。多位

香港及深圳法律界人士25日通過視頻連

線的方式，共同研討港澳律師可在粵港澳

大灣區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等熱點問

題。他們表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能突破

目前合夥聯營的限制，拓寬港澳律師的發

展機遇，相信香港律師可利用語言和熟悉

普通法的優勢，處理大灣區對外的法律事

務，同時與內地同業優勢互補，組成更具

競爭力的法律團隊，承攬與經濟相關的基

建法律事務，以促進大灣區建設、國家高

質量發展及與國際經貿規則迅速對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澳律師灣區執業優勢互補
港深專家視頻論壇議熱點問題 盼速對接國際經貿規則

由“點新聞”舉辦的“港澳律師可在灣區執業 法
律界點睇”論壇25日晚開播。

陳曼琪：助外資流進國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

表示，隨着中國擴大改革開放，愈來愈多經貿項目
需與國際規則接軌，而香港律師應善用熟悉普通法
的優勢，協助國家處理國際貿易的法律事務，開拓
生物科技和電子商貿等市場，同時加深對內地法系
的了解，助外來資金流進國家。

她指出，雖然目前香港有逾萬名律師和900多
間律師行，但現時香港律師與內地律師合夥聯營，
也僅能提供涉香港方面的法律服務，故參與合夥聯
營的香港律師只有55位，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必能
突破現時的樽頸。

梁美芬：助兩地人員互相學習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

授梁美芬認為，內地的大陸法與香港的普通法在民
商事方面較接近，但考試必不可少，因這有助兩地
法律人員互相學習，令雙方日後合作更暢順，又指
考試不必局限於筆試形式，且除了專業外，品格和

愛國情操亦應成為考試標準之一。

馬恩國：港律師北上能展所長
香港法學基金交流會主席、執業大律師馬恩國

表示，香港律師具兩文三語的能力，一直接受普通
法的訓練，亦對內地法律有一定認識，具能讓國家
進一步邁向國際的優勢。

馬恩國又指出，很多深圳企業計劃在港上市集
資，他們須由內地法體制跨入香港的普通法體制，
屆時香港律師就能發揮所長。

傅健慈：營造更國際化環境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傅健慈亦認為，此決定打破兩地聯營律師事務
所的限制，亦是內地和港澳三地法律溝通的突破，
有助內地營造一個更國際化更具競爭力的營商環
境。

丁煌：灣區法律需求不言而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丁煌則指，大灣區的人口是香港的十倍，法律
服務的需求不言而喻，若港澳律師把握機遇，法律

服務這塊“餅”將會發大10倍。

王壽群：內地進一步向港澳開放
另外，深圳會場的嘉賓、華商林李黎聯營律師

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王壽群指出，港澳律師可在大灣
區執業，是內地向港澳進一步開放的表現。

她認為，這一決定將有助於增強港澳律師對到
內地執業的認同、對內地法律的了解，且內地龐大
的市場將幫助港澳律師擴大執業範圍。

■左起：傅健慈、馬恩國、陳曼琪、梁美芬及丁煌均認為，香港律師若與內地同業優勢互補，就能促進
大灣區建設。 點新聞直播截圖

■法律界期待港澳律師盡快可於大灣區開展業
務。圖為三地律師在探討業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
際，中國首艘油電混合、豪華雙體客船
“大灣區一號”輪今日將迎來首航。香
港文匯報記者提前在蛇口郵輪母港登輪
體驗，打卡深圳新地標，領略大灣區改
革開放的海上魅力。未來，還將開通港
珠澳大橋海上遊等服務於大灣區海域濱
海觀光航線，促進大灣區交流往來。

據招商蛇口國際郵輪母港有限公
司船務管理中心副總經理沈文紅介
紹，輪船採用的新一代船舶直流組網
電力推進系統，由招商工業與中車集
團聯合研發，在國內尚屬首條混合動
力直流組網電推船舶，開創了採用永
磁發電機的全球先例。

沈文紅表示，通過央企聯合攻
關，輪船在芯片、混合動力直流組網
電力系統等重要設備方面實現“中國
製造”。船舶採用混合動力，確保了
其更加經濟、綠色環保，排放達到
“零排放、零污染、超低噪音”標
準。在設備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時，也
有效推動了郵輪國產化製造進程。

遊船上設有觀光遊覽區、展覽
館、中庭、科技商店、多功能間、劇
院等休閒娛樂區域。

其中展覽館為船舶建造領域首
創，主要展示深圳市改革開放以來取
得的主要成就，為旅客開啟海上視角
觀看深圳改革開放的發展變遷。

據沈文紅介紹，“大灣區一號”遊
船將於9月1日正式上線運營，首期
“深圳灣海上遊”航線由蛇口郵輪母港
始發，途經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後海
片區、人才公園、紅樹林生態公園等深
圳兩點片區，航程時長100分鐘至180
分鐘不等，充分滿足市民海上聚餐、觀
光、娛樂的不同時間段需求。未來，還
將開通港珠澳大橋海上遊等服務於大
灣區海域濱海觀光航線，對於促進大
灣區文化交流往來，推動商務交流和
產業資源協同發展，完善灣區郵輪旅
遊目的地布局，以及全面打造粵港澳
大灣區合作示範區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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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一號大灣區一號””輪外觀輪外觀。。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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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決定，港澳

律師通過考試後可於粵港澳大灣區試點執

業，從事特定範圍的內地法律事務。多位

香港及深圳法律界人士25日通過視頻連

線的方式，共同研討港澳律師可在粵港澳

大灣區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等熱點問

題。他們表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能突破

目前合夥聯營的限制，拓寬港澳律師的發

展機遇，相信香港律師可利用語言和熟悉

普通法的優勢，處理大灣區對外的法律事

務，同時與內地同業優勢互補，組成更具

競爭力的法律團隊，承攬與經濟相關的基

建法律事務，以促進大灣區建設、國家高

質量發展及與國際經貿規則迅速對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澳律師灣區執業優勢互補
港深專家視頻論壇議熱點問題 盼速對接國際經貿規則

由“點新聞”舉辦的“港澳律師可在灣區執業 法
律界點睇”論壇25日晚開播。

陳曼琪：助外資流進國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

表示，隨着中國擴大改革開放，愈來愈多經貿項目
需與國際規則接軌，而香港律師應善用熟悉普通法
的優勢，協助國家處理國際貿易的法律事務，開拓
生物科技和電子商貿等市場，同時加深對內地法系
的了解，助外來資金流進國家。

她指出，雖然目前香港有逾萬名律師和900多
間律師行，但現時香港律師與內地律師合夥聯營，
也僅能提供涉香港方面的法律服務，故參與合夥聯
營的香港律師只有55位，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必能
突破現時的樽頸。

梁美芬：助兩地人員互相學習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

授梁美芬認為，內地的大陸法與香港的普通法在民
商事方面較接近，但考試必不可少，因這有助兩地
法律人員互相學習，令雙方日後合作更暢順，又指
考試不必局限於筆試形式，且除了專業外，品格和

愛國情操亦應成為考試標準之一。

馬恩國：港律師北上能展所長
香港法學基金交流會主席、執業大律師馬恩國

表示，香港律師具兩文三語的能力，一直接受普通
法的訓練，亦對內地法律有一定認識，具能讓國家
進一步邁向國際的優勢。

馬恩國又指出，很多深圳企業計劃在港上市集
資，他們須由內地法體制跨入香港的普通法體制，
屆時香港律師就能發揮所長。

傅健慈：營造更國際化環境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傅健慈亦認為，此決定打破兩地聯營律師事務
所的限制，亦是內地和港澳三地法律溝通的突破，
有助內地營造一個更國際化更具競爭力的營商環
境。

丁煌：灣區法律需求不言而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丁煌則指，大灣區的人口是香港的十倍，法律
服務的需求不言而喻，若港澳律師把握機遇，法律

服務這塊“餅”將會發大10倍。

王壽群：內地進一步向港澳開放
另外，深圳會場的嘉賓、華商林李黎聯營律師

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王壽群指出，港澳律師可在大灣
區執業，是內地向港澳進一步開放的表現。

她認為，這一決定將有助於增強港澳律師對到
內地執業的認同、對內地法律的了解，且內地龐大
的市場將幫助港澳律師擴大執業範圍。

■左起：傅健慈、馬恩國、陳曼琪、梁美芬及丁煌均認為，香港律師若與內地同業優勢互補，就能促進
大灣區建設。 點新聞直播截圖

■法律界期待港澳律師盡快可於大灣區開展業
務。圖為三地律師在探討業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
際，中國首艘油電混合、豪華雙體客船
“大灣區一號”輪今日將迎來首航。香
港文匯報記者提前在蛇口郵輪母港登輪
體驗，打卡深圳新地標，領略大灣區改
革開放的海上魅力。未來，還將開通港
珠澳大橋海上遊等服務於大灣區海域濱
海觀光航線，促進大灣區交流往來。

據招商蛇口國際郵輪母港有限公
司船務管理中心副總經理沈文紅介
紹，輪船採用的新一代船舶直流組網
電力推進系統，由招商工業與中車集
團聯合研發，在國內尚屬首條混合動
力直流組網電推船舶，開創了採用永
磁發電機的全球先例。

沈文紅表示，通過央企聯合攻
關，輪船在芯片、混合動力直流組網
電力系統等重要設備方面實現“中國
製造”。船舶採用混合動力，確保了
其更加經濟、綠色環保，排放達到
“零排放、零污染、超低噪音”標
準。在設備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時，也
有效推動了郵輪國產化製造進程。

遊船上設有觀光遊覽區、展覽
館、中庭、科技商店、多功能間、劇
院等休閒娛樂區域。

其中展覽館為船舶建造領域首
創，主要展示深圳市改革開放以來取
得的主要成就，為旅客開啟海上視角
觀看深圳改革開放的發展變遷。

據沈文紅介紹，“大灣區一號”遊
船將於9月1日正式上線運營，首期
“深圳灣海上遊”航線由蛇口郵輪母港
始發，途經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後海
片區、人才公園、紅樹林生態公園等深
圳兩點片區，航程時長100分鐘至180
分鐘不等，充分滿足市民海上聚餐、觀
光、娛樂的不同時間段需求。未來，還
將開通港珠澳大橋海上遊等服務於大
灣區海域濱海觀光航線，對於促進大
灣區文化交流往來，推動商務交流和
產業資源協同發展，完善灣區郵輪旅
遊目的地布局，以及全面打造粵港澳
大灣區合作示範區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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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7月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9,927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少增631億元。市場人士擔

憂，貨幣政策的鬆緊度是否會發生改變。對此，孫
國峰在當天的吹風會上表示，單個月份的信貸數據
往往受到季節性、金融市場等因素的影響，有一些
小波動是正常現象。在孫國峰看來，今年以來，穩
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發揮了結構性貨幣政
策工具的精準導向作用，根據疫情防控、復工復產
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靈活把握調控的力度、
重點和節奏。總的來看，政策措施是適度的、精準
的、有效的。

確保為市場主體減負1.5萬億
“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金融市場情緒難

免受到一些影響，貨幣政策需要以更大的確定性應
對各種不確定性。”孫國峰強調，穩健貨幣政策的
取向不變。同時，保持靈活適度的操作要求不變，
既不讓市場缺錢，也不讓市場的錢溢出來。此外，
堅持正常貨幣政策的決心不變，央行沒有採取零利
率甚至負利率，以及量化寬鬆這樣的非常規貨幣政
策，因此不存在所謂的退出問題。

孫國峰表示，下一階段，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
加靈活適度、精準導向，推動降低綜合融資成本，
確保實現為市場主體減負1.5萬億元的預期目標。

料企業貸款利率將再降
孫國峰還指，雖然LPR利率連續四個月未降，

但7月企業貸款利率同比下降0.64個百分點，體現

了LPR改革疏通利率傳導機制的效果。隨着LPR改
革推動貸款利率下降的潛力進一步釋放，預計後續
企業貸款利率還會進一步下行。

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則在吹風會上指出，
LPR的方向性和指導性不斷增強，貸款利率也就不
斷下行，而且下行的幅度超過了同期LPR的降幅。
他說，原來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是4.35%，商業銀
行有個不成文的約定，企業貸款的最低利率是按貸
款基準利率最低按九折算，即3.915%，客觀上形成
了貸款的“地板價”。而今年7月的貸款利率低於
“地板價”的佔比已經達到40.2%，較去年7月提
高了3.4倍。

他指出，商業銀行貸款收入是貸款利率和貸款
數量共同決定的，商業銀行降低貸款利率後會增加
貸款的需求，導致貸款數量擴大，部分抵消了銀行
因降低貸款利率造成的收入減少的作用，即薄利多
銷。另外，商業銀行的利潤還取決於資金成本以及
不良貸款處置等諸多因素。

劉國強也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經濟下
行，拖累上半年銀行業盈利按年跌12%至2.4萬億

元，主要是為實體經濟減負而加大撥備計提力度，
應對未來不良貸款上升的壓力。

劉國強說，截至今年二季度，資本充足率
14.21%，較年初下降了0.43個百分點，仍遠高於
10.5%的監管要求，所以目前沒有必要下調監管要
求。“未來即使資本充足率下降，也不能通過下調
監管要求來滿足，那樣做是自欺欺人，而是要有實
實在在的、豐富的補充資本的手段。”

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肖遠企同時強調，要加大
撥備。雖然今年降低了撥備覆蓋率的要求，但是對
於金融機構，還是要按照預期信用損失法來計提撥
備，把風險防範做在前面，做到早發現、早處置、
早預防，使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

正試點測試數字人幣
對於數字貨幣，孫國峰表示，目前數字人民幣

在深圳、蘇州、雄安、成都以及未來的冬奧會場景
進行內部封閉試點測試，下一步，人民銀行將繼續
穩步推進數字人民幣研發試驗工作，數字人民幣正
式推出沒有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隨着經濟復甦，市場對貨幣政策收緊的預期

升高。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25

日出席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時表示，貨幣

政策堅持“三個不變”，即穩健貨幣政策的

取向不變；保持靈活適度的操作要求不變，

既不讓市場缺錢，也不讓市場的錢溢出來；

堅持正常貨幣政策的決心不變。

央行幣策三不變應對疫情
穩健取向 適度靈活操作 正常幣策決心

部分熱點回應
金融機構讓利

與銀行的利潤變化不是一一對應關係，商
業銀行貸款收入是貸款利率和貸款數量共
同決定的

放鬆對銀行資本的要求

不能通過下調監管要求來滿足，那樣做是
自欺欺人，而是要有實實在在的、豐富的
補充資本的手段

數字人民幣

還在內部封閉試點測的階段，正式推出沒
有時間表

LPR4個月未降

後續企業貸款利率還會進一步下行

五大行普惠貸款增速高於40%的目完
全有信心超額完成

LPR改革滿一年

促進降低貸款利率成效顯著

遏制增量風險

主要是防止大股東操縱和內部人控制，也
要加強問責

金融開放

主動有序擴大金融業高水平開放，不是為
了滿足別人高興或讓別人不高興

資料來源：綜合澎湃新聞及新華社

■■人民銀行表示人民銀行表示，，貨幣政策將堅持貨幣政策將堅持““三個不變三個不變”。”。圖為山西太原市銀行職員在清點貨幣圖為山西太原市銀行職員在清點貨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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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2020 庚子年的確是多災多難。 自
春節以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造
成很多人死亡，華人同胞壹直心揪著
，擔心著大洋彼岸家人們的安危。 3
月份以後，病毒傳到美國西部，然後
東部，而且越來越嚴重。新冠肺炎也
就是現在稱Covid-19，它的致命傷害
人群是65 歲以上老年群體。博愛老人
活動中心的服務對象正是這個年齡群
體，為此博愛團隊密切關註著疫情的
發展，制定出很多相應政策：如回國
探親的會員及員工，或有與回國者接
觸的會員及員工必須居家隔離14 天。
以後隨著疫情在美國的蔓延，博愛也
把相應的策略同樣用到在美國國內及
去周邊旅遊過的人身上。3月初休斯敦
也開始流行Covid-19，博愛中心又開
始給長輩們進行各種防疫知識的普及
與宣傳。博愛中心大廳四周都貼著海
報提醒大家勤洗手、公共場合咳嗽、

打噴嚏的正確方法。博愛司機每天早
上接長輩的時候，必須先給長輩量體
溫，其他自己來博愛的客人也同樣必
須在前臺量體溫後，才能進入博愛中
心。對於患感冒的長輩，博愛勸她們
回家休息並安排關心他們的生活直到
身體康復後才能來中心。除此以外，
博愛還非常註重中心內部環境及接送
客人的車輛的每天消毒，並在疫情期
間停止博愛會員外出活動。博愛的目
的只有壹個：壹定要確保每壹位博愛
長輩們的身體健康，免受病毒傳染。
3 月中旬，休斯敦病毒傳染越來越嚴
重。市長下封城令，博愛中心積極配
合，立即響應暫時停止營業。為了在
疫情期間解決長輩們吃飯難的問題，
經過周密考慮團隊又及時恢復了營業
，對不能來博愛的長輩們，提供送餐
服務。同時博愛中心管理者積極參加
休斯頓衛生局舉辦的防疫講座，更好

地了解到更多防疫知
識及方法，指導博愛
員工在疫情期間服務
長輩。博愛同樣對員
工有很好的保護，給
員工配備了醫用口罩
、手套、防護面罩、
誚毒洗手液等等並規
定凡送餐的員工必須
帶好防疫所需的用品
。每天員工們盡量準
時把飯菜蔬果送往各
家各戶，住在公寓裏
的長輩們在領餐時必
須保持社交距離。博
愛所有員工都每天正
常上班，隨時為長輩
們服務。護士還遠程
為會員提供所需的問診和心理關懷服
務。為了減少疫情期間長輩外出感染

的機會，博愛增設了為長輩們代購她
們喜歡的食物：如水果、雞蛋、新鮮

蔬菜, 面粉，黃小米，冰凍海鮮，雜貨
..... 中心特意建了送餐微信群，便於跟
會員們及時溝通聯系。這種服務方式
在同行業中是非常獨特的。

為保證長輩們每天能吃到均衡的
不重復的營養餐，提高抗病毒免疫力
，博愛廚房師傅開動腦筋，早餐不僅
有白粥、牛奶，還有各類營養粥如：
南瓜粥、芋頭粥、皮蛋瘦肉粥、魚片
粥等。 博愛還有專門的面點師傅給長
輩們做豐富的中西面點：如白饅頭，
全麥饅頭，芝麻燒餅，蜜紅豆燒餅，
油酥燒餅，蔥油燒餅，蜜紅豆年糕，
上海鮮肉包子，上海菜包，蔥油花卷
，懶龍（花卷裏夾肉泥），紫米發糕
，芝麻面包，日本海鹽牛油面包，叉
燒面包，豆沙面包，老式雞蛋糕。博
愛的中餐更是推陳出新，不斷收到會
員們的點贊。博愛廚房的拿手菜有叉
燒肉，肥而不膩的紅燒肉和腐乳肉，
好吃到停不下來的上海油爆蝦，幹煎
帶魚，醬牛腱，四喜烤麩，家鄉鹹雞
，糯米排骨，糯米珍珠丸，雞汁百葉
包等。博愛長輩們都深深喜愛著這個
大家庭，稱贊博愛的服務質量好，認
為博愛的美食在休斯頓幾家老人活動
中心中屈指可數…

疫情中的博愛老人活動中心疫情中的博愛老人活動中心（（一一））
關愛關愛、、美食篇美食篇

美中餐飲業聯合會達拉斯分會於美中餐飲業聯合會達拉斯分會於20202020年年88月月1818日下午日下午33點召開點召開
雲端視頻會議雲端視頻會議，，正式宣布美中餐飲業聯合會達拉斯分會成立正式宣布美中餐飲業聯合會達拉斯分會成立
，，並共商發展計劃並共商發展計劃。。會議由分會監事長會議由分會監事長，，擁有擁有1818年房地產從年房地產從
業經驗的漢普頓國際地產創始人業經驗的漢普頓國際地產創始人Ceci HamptonCeci Hampton女士主持女士主持。。參參
加會議的理事成員包括加會議的理事成員包括：：美中餐飲業聯合會主席胡曉軍先生美中餐飲業聯合會主席胡曉軍先生
；；達拉斯分會會長程平健先生達拉斯分會會長程平健先生；；理事長理事長Julia ZhangJulia Zhang女士及所有女士及所有
理事們理事們。。圖為會長圖為會長WilliamWilliam程檔案照程檔案照。。

疫情期間堅持不懈疫情期間堅持不懈！！休斯敦永年楊式太極拳學校創辦人休斯敦永年楊式太極拳學校創辦人、、楊式楊式
太極拳第五代傳人太極拳第五代傳人、、傅仲文弟子楊俊義大師在傅仲文弟子楊俊義大師在88月月2323日在休斯日在休斯
敦中國城的阿瑟斯托雷公園中的太極廣場舉行晨練活動敦中國城的阿瑟斯托雷公園中的太極廣場舉行晨練活動。。楊老楊老
師率先恢復小班教學師率先恢復小班教學，，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為學生們傳授絕藝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為學生們傳授絕藝
。。

20202020年年88月月2222日日，，世界名人網采風記者團總編輯王福生與世界名人網采風記者團總編輯王福生與
時尚達人時尚達人、、剛剛出演過兩部電影的影星剛剛出演過兩部電影的影星Nancy XieNancy Xie女士在休女士在休
斯敦西南一小時車程的著名海邊城市斯敦西南一小時車程的著名海邊城市Bay CityBay City採訪兩位正在採訪兩位正在
一面古蹟斑斑的牆壁上描繪墨西哥灣日出垂釣勝景的街畫一面古蹟斑斑的牆壁上描繪墨西哥灣日出垂釣勝景的街畫
壁畫藝術家壁畫藝術家，，圖上躍起的紅魚是得州人最喜愛的美食圖上躍起的紅魚是得州人最喜愛的美食。。

20202020 年年 88 月月 2222 日日，，哈里斯縣書記官辦公室華裔選民專員芮久玫哈里斯縣書記官辦公室華裔選民專員芮久玫
(JoAnne Ray)(JoAnne Ray)邀請社區記者來到哈里斯縣民事法院大樓邀請社區記者來到哈里斯縣民事法院大樓，，由哈里斯縣由哈里斯縣
選舉改革部主任周浩恩選舉改革部主任周浩恩(Ben Zhou)(Ben Zhou)介紹今年因應疫情特別設計的不介紹今年因應疫情特別設計的不
下車投票下車投票，，郵件投票郵件投票，，方便民眾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能投自己神聖方便民眾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能投自己神聖
的一票的一票。。

20202020年年88月月2323日日，，由華裔政壇新星張晶晶等組織的由華裔政壇新星張晶晶等組織的Chinese Texas For TrumpChinese Texas For Trump飛機橫幅飛機橫幅
和汽車遊行活動在共和黨全國大會召開前一天在福遍郡和休斯敦市舉行和汽車遊行活動在共和黨全國大會召開前一天在福遍郡和休斯敦市舉行，，上百位華裔上百位華裔
支持者在密蘇里市的支持者在密蘇里市的WalMartWalMart前集合觀看飛機拉橫幅在天空繞巡三週後浩浩蕩盪沿前集合觀看飛機拉橫幅在天空繞巡三週後浩浩蕩盪沿66
號公路轉號公路轉5959號高速再轉號高速再轉88號公路號公路，，最後沿百利大道遊行至夏普斯堂購物中心最後沿百利大道遊行至夏普斯堂購物中心。。

20202020年年88月月2424日日，，微軟首席數字官傑基微軟首席數字官傑基••賴特賴特(Jacky Wright)(Jacky Wright)與休斯敦市長西與休斯敦市長西
爾維斯特爾維斯特••特納特納(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一起宣布擴大與微軟的開創性數字聯盟一起宣布擴大與微軟的開創性數字聯盟，，加加
速休斯敦速休斯敦( Accelerate( Accelerate：：Houston)Houston) 的細節的細節，，在大數據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方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方
面進行創新面進行創新。。旨在通過對服務水平不足的社區進行技能培訓旨在通過對服務水平不足的社區進行技能培訓，，並重新使受並重新使受
COVID-COVID-1919影響的許多美國人重新技能影響的許多美國人重新技能，，從而解決經濟復甦問題從而解決經濟復甦問題。。創造新的創造新的
經濟機會經濟機會，，縮小公平性和數字技能差距縮小公平性和數字技能差距，，並為並為2121世紀的勞動力做好準備世紀的勞動力做好準備。。支支
持該聯盟的其他合作夥伴包括持該聯盟的其他合作夥伴包括 The IonThe Ion，，NASANASA，，Kino-Eye CenterKino-Eye Center，，UpskillUpskill
HoustonHouston，，休斯敦大學技術學院和休斯敦航天中心休斯敦大學技術學院和休斯敦航天中心。。

夏日炎炎夏日炎炎，，疫情期間整個休斯敦所有室內活動均停止舉行疫情期間整個休斯敦所有室內活動均停止舉行，，20202020年年88月月
2323日傍晚日傍晚，，位於市中心高地區位於市中心高地區(Heights)(Heights)的鄰里們自發在社區休閒樹蔭下的鄰里們自發在社區休閒樹蔭下
欣賞一個特別的小型音樂會欣賞一個特別的小型音樂會。。畫面可見社交距離保持的特別好畫面可見社交距離保持的特別好，，成為疫成為疫
情期間的一道風景線情期間的一道風景線。。

20202020 年年 88 月月 2525 日日，，休斯敦休斯敦 J&H DanceJ&H Dance
SchoolSchool著名藝術家舞蹈家高曉惠來到美著名藝術家舞蹈家高曉惠來到美
國密西西比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聖詹國密西西比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聖詹
姆斯教區的瓦切里社區的歷史悠久的姆斯教區的瓦切里社區的歷史悠久的
人工林人工林———橡樹巷種植園—橡樹巷種植園(Oak Alley(Oak Alley
Plantation)Plantation)找尋靈感找尋靈感。。種植園由種植於種植園由種植於
1818世紀初期的兩排長約世紀初期的兩排長約800800英尺長的南英尺長的南
部活橡樹創建部活橡樹創建，，小巷或樹木大道在房小巷或樹木大道在房
屋和河流之間延伸屋和河流之間延伸。。該物業因其建築該物業因其建築
和景觀美化以及嫁接山核桃樹的農業和景觀美化以及嫁接山核桃樹的農業
創新而被指定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創新而被指定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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