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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金融街論壇年會閉幕
線上點擊量超4億人次

來自全球約300位嘉賓共議“全球變局

下的金融合作與變革”，3500人次線下參會

；四部委發布壹系列相關支持政策

10月23日，為期三天的2020金融街

論壇年會閉幕。在閉幕式上，北京市委

常委、副市長殷勇表示，論壇年會充分

展現了中國金融堅持改革、擴大開放的

堅定姿態和發展的豐碩成果，彰顯了疫

情之下中國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發展的力

量和擔當，這必將對中國和全球經濟金

融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殷勇介紹，來自全球約300位發言

嘉賓，共議全球變局下的金融合作與變

革，3500人次線下參會，線上點擊量超

過4億人次。論壇年會充分展現了中國

金融堅持改革、擴大開放的堅定姿態和

發展的豐碩成果，彰顯了疫情之下中國

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發展的力量和擔當。

金融對技術的需求端基本都在北京
談及北京金融科技與專業服務創新

示範區建設的考慮，殷勇表示，北京是

國家金融管理中心，聚集了豐富的金融

資源，金融資產占全國45%左右，所有

重要金融機構的總部或有聚集形態的功

能機構都在北京布局，所以金融對技術

的需求端基本都在北京。

另壹方面，北京又是全國科技創新

中心，在全國科技創新體系中起到突出

引領作用。殷勇透露，兩年來，金科新

區取得明顯成效，北京率先在全國發布

首份金融科技發展規劃，頒布了“金科

十條”等支持政策。核心區也已經啟用

，圍繞兩區交接的西直門外大街，壹共

有60萬平方米的商業樓宇開始接待企業

入駐，今年底金科新區標誌建築新動力

金融科技中心(原“四達大廈”)將正式

開業，核心區街區(動物園批發市場地

區)品質提升年底完成。

進壹步做好“監管沙箱”工作
殷勇表示，金科新區在“兩區”建

設中居於重要位置，下壹階段要把握兩區

政策集成的優勢，在金科新區的建設發展

方面發揮引領作用，繼續提升服務能力、

環境建設，還要做好人才服務，包括人才

使用、培養、保障等，拓展金融科技應用

場景，加強金融科技底層技術的研發，同

時做好發展的風險防範工作。

這些建設內容處於關鍵位置的是進壹

步做好監管沙箱工作，後續建設有五個思

路：壹是監管沙箱的入箱機制，會朝更加

市場化、包容化方向進壹步發展，為壹些

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提供增長機會；

二是入箱的主體要更豐富和雙向，鼓勵外

資機構參與進來，參與主體目前以金融機

構為主導，下階段會向科技企業為主並重

；三是進壹步擴大沙箱擴展機制，增加機

制的彈性，把以物理空間劃定的基本管理

制度，逐步有序地擴展到服務領域；四是

把試點評估的效果和行業準入、監管規則

的完善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使試點發揮壹

個更好的效應；五是加強國際合作，積極

支持和鼓勵區內的企業參與國際標準、國

際規則的制定。

■ 關註
四部委力挺北京“兩區”“四個中心”
“2020金融街論壇年會”政策發布

專場活動，央行等四部委發布相關支持

政策

10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

證監會、外管局等四部委聯合舉辦“2020

金融街論壇年會”政策發布專場活動，發

布支持北京“兩區”“四個中心”建設及

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關政策。

央行：加快打造服務業擴大開放先行區
會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

長莫萬貴表示，支持北京建設自由貿易試

驗區和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範區。

下壹步，人民銀行將繼續推動兩區

相關金融政策落地，加快打造服務業擴大

開放先行區、數字經濟試驗區，著力構建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平臺，

支持北京擴大金融領域的開放，允許區內

銀行為境外機構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也

就是NRA賬戶發放境外人民幣貸款，審慎

有序進行金融綜合經營試點，支持社會資

本在京設立並主導運營人民幣國際投貸基

金，支持北京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允

許通過北京產權交易所等依法合規地開展

實物資產、股權轉讓、增資擴股、跨境交

易，支持北京健全開放型經濟風險防範體

系，強化反洗錢、反恐怖組織和反逃稅工

作，不斷提升金融風險防控能力，支持北

京探索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路徑。

銀保監會：支持自貿試驗區內汽車
金融公司

會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法規部壹級巡視員梁玲女士表示，今年以

來，銀保監會大力推動銀行業、保險業擴

大開放舉措在北京市落地，積極引導銀行

業、保險機構為北京市現代服務業發展和

自貿區建設提供高質量金融服務。

首先，參與了深化北京市新壹輪服務

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國家建設服務業擴大

開放綜合示範區工作方案的制定工作，進

壹步優化監管規則，完善支持政策。

同時，她表示銀保監會積極配合研

究制定北京市自由貿易區總體方案，進

壹步深化北京市金融領域改革開放。

同時，梁玲提到要支持自貿試驗區內

汽車金融公司，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開展

跨境融資及申請保險兼業代理資格。

證監會：深化新三板改革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新聞發言

人高莉表示，今年證監會在資本市場支

持北京“兩區”建設有關工作進展及政

策措施。去年底以來，證監會啟動了新

壹輪新三板改革，包括設立精選層、引

入公開發行制度、優化投資者適當性安

排、建立轉板上市制度等壹系列創新舉

措，支持公募基金依法合規參與精選層

股票投資。7月27日，精選層順利開市

後運行總體平穩，新三板基礎制度得到

進壹步完善，融資、交易功能更加有效

發揮，服務中小企業能力進壹步提升，

市場活力進壹步增強。

在支持北京完善要素市場體系上，

《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

》明確提出探索開展綠色債券和股權投

融資業務、設立北京知識產權交易中心

等改革舉措，證監會積極配合推進相關

工作。目前，北京綠色交易所已更名並

遷址通州副中心；中國技術產權交易所

加掛了北京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的牌子，

正在探索與滬深交易所合作開展知識產

權證券化業務。

外管局：支持跨境貿易外匯收支便
利化

國家外匯管理局丁誌傑表示，支持

北京自貿區跨境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

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為跨

境電商提供貨物貿易外匯綜合服務。研

究探索實物資產跨境轉讓的場內外匯結

算模式，提升外匯資金結算效率。此外

，為人才從業提供支持，包括便利在京

中資機構海外員工薪酬結匯，便利境外

高端人才辦理個人贍家款、隨行子女就

讀等購結匯。

外債方面，發布《中關村國家自主

創新示範區外債便利化試點實施細則》

，區內符合條件的高新技術企業可享受

500萬美元外債便利化額度。在此基礎

上，還特別擴大海澱園區內非金融企業

外債便利化額度，由500萬美元提高到

1000萬美元。截至目前，已有19家高新

技術企業享受到了政策紅利。

馬琳 2019 年 8 月 27 日經 MRI 檢驗
的結果，將左手肘肱骨的骨癌診斷改成
骨膜炎了，病人和醫生都輕鬆下來，放
手任其發展以觀後果。輪到我，到底是
癌非癌我仍不敢大意，如果要等復發或
轉移證明是骨癌這個代價就太大了。要
知，癌細胞一經復發或轉移非同小可，
不知何種緣故復發或轉移後的癌細胞功
力強大好幾倍，尤其在經化療後癌症復
發或轉移，癌細胞的功力比原來癌細胞
超越可達200倍之多。這就是說化療要
一次比一次更強烈，要不然癌細胞無動
於衷，強烈的化療如果戰勝了癌細胞皆
大歡喜，要不然一輪接一輪更強烈的化
療源源而來，直到病人永遠閉目。馬琳
很幸運她的骨癌還在診斷過程中就變為
疑似骨膜炎了，再次切片也將看不出苗
頭來，何況馬琳骨質疏鬆極嚴重，冒骨
折的風險再度切片不值得，筆者想起我
有另一位早期乳癌患者因服PHB一段時
間後，開刀取出腫瘤檢驗，惡性腫瘤已
經鈣化，如果骨癌被鈣化了確實難診斷
出來。我的醫德和仁心不允許我採觀望
態度，我寧可不要以PHB治好她骨癌的
勞績，也要盼她不復發、不轉移，當它
是怪異的骨膜炎。
【2~使用被遺忘的真菌MR10】

我使出兩全齊美的治療方法，我配
製的MR10出爐了，既治療她的紅斑狼
瘡又防她的骨癌復發，正如馬琳的病理
醫師弟弟所說的，要治好骨癌、骨質疏
鬆症，非得停服潑地松（Prednisone）
不可，換句話說先治好她的紅斑狼瘡，
才可能停服潑地松，既然紅斑狼瘡治好
了，按道理甚至一些壓抑自身免疫力的
藥 物 諸 如 ： Mycophenolate 以 及 Hy-
droxychloroquine也可以停用了；事實上
正是如此。寫到這裡 ，插播幾句話，新
冠肺炎流行期間，Hydroxychloroquine
成了治療新冠肺炎的一種藥，效果雖不
顯眼，仍一窩風被搶購，搞得紅斑狼瘡
病友所需的奎寧缺貨。
【3~酸鹼體質與癌的關係】

按我的治療方針，馬琳仍要服富鹼
寶（PHB），只要她的PH指數在QA儀
器指標3.156一3.694範圍內即可，鹼性
體質為治癒的第一要務。在此，我又一
次的重聲1931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華寶
（Otto Warburg）的假說：他認為癌症
最重要的致病的原因簡單的說： 「以糖
的發酵作用取代了正常細胞的有氧呼吸
」，正常細胞的有氧呼吸產生二氧化碳

和水，二氧化碳
對人體的毒害，
很容易在一呼一
吸肺和皮膚的操
作下排出體外，
因此毒害不強烈
，而癌細胞以糖
的發酵作用產生
乳酸，乳酸要經

過很複雜的新陳代謝和腎臟排洩體外，
所以身體易因乳酸堆積，造成乳酸濃度
高，體液更容易變為酸性， 如果把體液
變成鹼性，換句話說乳酸被中和掉了，
它在體液內的濃度減少了，因此乳酸的
毒引發對身體的傷害大大減小，甚至沒
有了，如此人體內雖有癌細胞存活，而
癌細胞產生的乳酸毒素又被鹼性體液中
和掉了，雖有癌細胞暫時也不足為害了
。PHB不但能將體液變鹼，它還消滅癌
細胞，消滅癌細胞有許多方法，暫時放
下不表，正如我們中醫所謂之與癌細胞
和平共存，這就出現華寶對癌治療的名
言： 「所有的疾病包括癌症都不能在鹼
性環境下存在」。華寶並沒有說鹼性體
液消滅癌細胞，我引申華寶的解釋是：
鹼性體液中和了癌細胞所產生的乳酸，
是一種對人體有害的毒素。這就如同
「你丟垃圾，我撿」，等於沒有垃圾，

也就不會破壞環境；其實破壞人體健康
的酸性毒素不止乳酸一種，我再舉幾個
酸毒害來證明華寶之假說，尿酸在人體
累聚太多，引起痛風或痛風性關節炎，
胃酸分泌過多引發胃潰瘍、十二指腸潰
瘍，胃酸逆流等症。二氧化碳排不出去
，碳酸破壞肺氣泡得肺氣腫、肺水腫都
有可能。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是累積碳酸
過多造成肺衰竭酸中毒，這是直接酸中
毒。還有許多是酸性體質引起的疾病，
諸如病菌和病毒的感染都產生酸中毒的
現象，所以華寶才提出： 「所有的疾病
」。
【4~身體力行實踐華寶假說】

他的假說早在1924年推出，1931年
獲得諾貝爾醫學獎，轟動了好幾代的學
術界和醫學界，他們都想把他的假說變
成理論，可惜紛紛敗下陣來。我所研發
出來的富鹼寶PHB不但能將人體的體液
變成鹼性，且證實是治癌之良藥，那是
過去90年無人能突破的難關，尤其最近
幾年酸鹼體質這個議題，幾乎已被主流
醫學認定為是新陳代謝的必然，是酸是
鹼無法由飲食或中藥來改變，也就是說
是酸是鹼聽天由命。我沒有被主流醫學
的教條所框牢，反而為同樣是主流醫學
家、生物化學大師華寶的假說所激勵，
深信不疑且要證實他的假說。過去17年
來突破種種難關，在異國他鄉赤手空拳
奮鬥，從種植藥樹開始，包括培苗、闢
地、開墾、種植、施肥、除草、去蟲害
、避大小動物的侵擾，以及天旱水澇在

在發生，費6年之勞苦，如今3000多棵
樹佔地20餘畝，現在已有數百棵樹開花
結果了，果實和其他幾種中藥配製便可
以改變人體的酸鹼。我和內人親身服用
各種不同配方達一年之久，才找出最有
效的配方，而且沒有任何不良反應。妙
的是，我和內人的身體越來越健康，活
力無限，活力無窮，忘了老之將至，讓
我憧景來日方長，天地間有我揮灑的餘
地。因為這種藥材在藥典中早有詳細記
載，用來治療各種癌症的記錄，也有新
出爐有關治癌的研究報告和其機制與化
學合成的論文，多如牛毛。此藥材甚為
稀少，在中國大陸屬一級保護植物，為
了造福更多的病患，我才不惜親自耕耘
栽培，也為了證實人體的酸鹼度，是可
以經由服用PHB改善的。這空前的藥方
是由一個個體戶的中醫師搞出來的，不
但不會有人相信，搞笑過火的話，真會
笑掉人的大牙，我還真賠償不起呢，所
以必須向美國專利局申請專利權，專利
申請書一經公開發表，便可向其他各國
申報專利權，所以我申請了美國、加拿
大、中國、日本和歐盟（歐盟38個國家
，我申請時英國尚未脫歐）等國家，對
一個既缺資金又無外援的個體戶來說，
光是申請專利這一項龎大耗資，和維護
專利權的規費和律師費，足足可以將人
擊倒。我沒有被擊倒，咬緊牙關，量入
為出，總算過關。只經一個回合的書信
庭審，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獲得日本
核發的專利證書（見圖），日本的漢醫
有千多年歷史，能得到該國的專利證書
誠屬不易啊！怪不得，當我的內人剛收
到律師事務所的通知要繳費核發證書的
時候，那種是喜是憂又驚又樂爆發出來
的雙行淚，我能瞭解且感同身受，那一
刻，長久的等待和黑暗的逆境，終露出
一線曙光，那時我的淚水是和着血吞下
肚的，因為我知道還有許多難題等我去
解決。那天是父親節，多快樂半天足夠
了，前面講的僅是農場的工作，還有實
驗室呢？臨床診治呢？寫報告、寫文章
呢？與客戶交涉呢？研發呢？回答別國
的庭審呢？新冠肺炎的突發事件的危機
處理呢？何況那些沒完沒了的工作：採
果收穫、曬乾烘焙、研磨、混合、萃取
、配製、包裝銷售、設備擴大整修等這
些需要農友、工友、技師、化學師、工
程師、藥劑師、醫師、銷售員，這些友
和師的工作由誰來做呢？責能旁貸嗎？
不得不我一手包辦，幸好太座共體時艱
，幫忙打點，要不然17年的專利有效時
間一晃即過，專利證書等同白紙一張，
研發18年的心血將付諸流水（我的第一
棵樹是 2002 年種下，現今樹齡 18 歲）
。
【5~愈戰愈勇】

這麼一項突破性的研發，90年來華
寶的假說不但沒有被推翻，而我的發明

更證實了華寶的假說，想當年華寶何其
盡畢生之力苦心設法證明他的假說，可
惜遺憾以歿，假說未能被彰顯，蔓延至
今，頗有日趨湮滅之勢(改變人體酸鹼度
的難題，之所以難解我曾在〈偽科學與
假說〉和〈主流醫學助我〉等篇中述及
，不再贅述，為惜篇幅，省了）。哲人
離世整整50年了，出人意外地如今卻由
一個中醫師證實了他的假說，一個非主
流醫學的人，一個非學術殿堂的人，一
個勢單力薄的人，一個另類醫學的織夢
人，而要面對主流醫學排山倒海的壓力
，要面對社會急功近利的思維，要喚醒
千萬事不干己人的良知，要傳達擺在你
們眼前的福利。華寶啊！你的假說使我
愈戰愈勇，我愈勇我愈知科學的說理性
和普及性，所以我無懼地拿出馬琳的人
證、物證和病證以實際的病例證明你的
假說，我要把你的假說愈辯愈明，愈思
愈靠譜，愈來愈觸手可及，萬千病患等
著被拯救，你我唇齒相依，華先生你且
化作精靈，助我一臂之力吧！
【6~科學把脈顯示腎經虛弱】

扯太遠了，轉回話題談治療馬琳的
紅斑狼瘡。2019 年 10 月 28 日馬琳從薩
國回休士頓後的回診，她的QA測試PH
指數為 3.188 已達鹼性範圍，骨密度進
步甚微，囑加服雙向鈣，又MEAD儀器
把脈，馬琳的腎經特虛弱，腎主骨，因
此她的骨密度低很多，其來有自。要骨
密度提升，非得將腎氣提升，病人訴說
耳朦朦的，也印證了她的腎經虛弱，囑
再減服潑地松（類固醇）至最低劑量，
我將以針灸調理她的腎經和腎氣，該減
服潑地松以救腎經，並囑她仍按時服
PHB和MR10。

2019 年 12 月 17 日回診帶來驗血報
告，她的各項指數都正常了，只有白血
球數量仍稍微低一點，血小板正常，
SED在正常範圍內。我囑她雙向鈣照服
不誤，PHB和MR10照份量服，其他的
一切雜病和突發的病都可以針灸來解決
，同時儘量減少任何其他藥物，免得對
她的身體造成傷害，馬琳信心大增願意
朝這個方向進軍。
【7~2020年新冠爆發】

2020年3月23日，這個特殊的春天
，並沒有帶給休士頓人鳥語花香的歡喜
，新冠肺炎的危機反而使人不敢語、語
不清，也聞不到花香。馬琳卻春風得意
馬蹄疾，先前去了墨西哥旅遊，又剛從
薩國會夫婿回來。 我替她又測試QA和
MEAD，QA 的 PH 指數為 3.123，接近
正常，骨骼系統由去年7項不合標，進
步到只剩4項不合標，心腦血管系統由
去年的4項不合標，進步到只剩一項不
合標。MEAD測出的身體總能量由去年
的23升至28.9，此等進步令人欣慰，要
知年紀愈大愈走下坡，總能量會跟著下
降的，她的不降反升，腎經和膽經也由

弱轉強。我囑她隨時可以停服潑地松
（Prednisone），其他一些處方藥物只
要沒症狀都可以歸零了。

2020年4月28日馬琳因紅斑狼瘡有
點兒發作，右手無名指及小指關節腫大
疼痛，右手腕和手肘處有腫大的結節，
加上腸胃氣脹不適，但她完全沒有服用
任何處方藥物。我告訴她：你這樣處理
非常對， 好不容易才停服潑地松，如果
又少量服回去的話，一路增服可以說前
功盡棄，我現在以針灸的醫術治好它，
是不是因腸胃氣脹引發的紅斑狼瘡很難
說，不過腸胃氣脹我有特效的獨門中藥
丸劑，藥到病除立竿見影。馬琳的紅斑
狼瘡小型復發，經針灸三次完全恢復，
胃腸不適早不見蹤影。
【8~肩周炎Bursitis出現】

2020年5月26日馬琳出現在診所云
：右肩膀抬舉困難，反手穿衣服僵硬，
舉手搔頭不方便，我自己知道絕對不會
是紅斑狼瘡引發的，因為跟紅斑狼瘡的
痛不一樣，所以請你診治。我稍加檢視
推按，找到幾個關鍵點，告訴她得了肩
周炎，也就是一般所謂的五十肩，你已
經近古稀齡，卻得中年人的病，不知道
該恭喜你還是為你抱歉，馬琳頗有拉丁
族群的樂觀天性，開心的說：我已經死
裡逃生過來了，想回頭領教這種中年人
的病，錯過了太可惜了呀！我哈哈大笑
，好說！好說！你的身體健康狀況良好
，不消幾次針灸治療，病痛可解。
【9~新冠造訪馬琳家】

2020年6月30日來電話告之：我的
紅斑狼瘡症狀完全沒有了，可是我的女
兒和女婿的新冠肺炎檢測報告是陽性，
我和他們住在一起，還要照顧孫兒女，
我自己雖非陽性，但還是閉關幾個禮拜
為妙，你一定有預防和治療新冠肺炎的
妙藥，請你寄兩份給我的女兒和女婿。
我說：沒問題馬上會寄，要他們照單服
用立刻見效。

杏林夜談16 一舉三得
作者：成彥邦

【1~是癌非癌不敢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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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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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北京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和
建26日在發布會上表示，為嚴密
防範疫情輸入風險，首都嚴格進
京管理聯防聯控協調機制已啟動
喀什方向人員進京的必要管控措
施，提示目前在喀什人員近期非
必要不進京。

徐和建提到，因重要公務或
個人急特原因確需進京的，須持
抵京前7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或能夠出示包含核酸檢測陰性信
息的健康通行碼“綠碼”，抵京
後嚴格落實核酸檢測等防控措
施。民航、鐵路、公路進京通道
將實施有關查驗工作，請民眾提
前做好準備和配合工作。

他表示，目前在京且有14日
內喀什旅居史人員，應主動向所
在社區、單位報備相關情況，立
即進行核酸檢測，納入社區健康
管理。民眾近期如無十分必要，
建議不要前往喀什地區旅行及出
差，共同築牢首都安全屏障。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劉曉峰表示，26日零時至下
午5時，北京市新增1例境外輸
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1例無症
狀感染者。已對其居住的集中隔
離酒店進行消毒。

劉曉峰提示，當前全球疫情
仍處於持續蔓延的大流行狀態，
外防輸入是重中之重。秋冬春季
是呼吸道傳染病高發季節，防控
形勢更加嚴峻。境外人員如乘坐

國際航班回國，要盡量減少轉機，選擇直
航，避免途中疾病感染風險。境外人員乘
機前應進行核酸檢測，知曉健康狀況，途
中全程佩戴口罩，入境時嚴格遵守檢疫、
健康申報、隔離、健康管理等防控措施，
14天內每日做好健康監測，出現不適症狀
要及時報告，規範就醫。

喀
什
方
向
人
員
進
京
管
控
啟
動

26日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
公室舉行喀什地區疏附縣新冠肺炎疫情

和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介紹有關情況。發布會
上，喀什地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希江介
紹，自治區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果斷決定以疏附縣
為重點，在喀什地區開展全民免費核酸檢測，並第
一時間抽調自治區和阿克蘇、和田、巴州、昌吉等
地核酸檢測力量火速支援喀什地區。

截至26日下午4時，已全部完成檢測，除新增
26人呈陽性外，尚有5個混管正在進一步覆檢中，
其餘均為陰性。喀什地區需檢測總人數474.65萬
人，累計採樣人數447.17萬人，已出結果213.36萬
人，除疏附縣檢測出的無症狀感染者26例外，其它
縣市均為陰性。

“無症狀”或僅屬暫時情況
在喀什地區出現的此波疫情反彈中，此前公布的

138名感染者均為無症狀感染者。針對該情況，北京
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表示，
新冠病毒的感染者一般在出現症狀前的兩天即可查出
陽性，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可能因為這些病人
大多數處於疾病早期，二是由於當地反應比較迅速，
可能在病人出現症狀前已經追蹤到。

王廣發表示，真正的無症狀感染者是指自感染新
冠病毒後從始至終沒有症狀，根據以往經驗，此類病
人比例比較少，絕大多數還是有較明顯的發燒、呼吸
感染等症狀。他預計，此次喀什的138例無症狀感染
者中，可能有很多人會在隔離期間出現症狀。

24日，新疆喀什地區
疏附縣對“應檢盡檢”人
員進行定期檢測中，發現
1例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
者，為一名17歲女子。25
日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衞健委通報稱，通過對該
無症狀感染者密切接觸
者、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
觸者核酸檢測，截至25日下午2時，137人呈陽性，
均與第一例病例父母所在的三村工廠相關聯。經專家
診斷，均為無症狀感染者。

根據新疆衞健委通報的情況，24日下午，疾控部
門對首例新冠肺炎感染者所在製衣廠共831人進行核
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其父母及哥哥核酸檢測結果
為陰性，而其餘137名無症狀感染者均與第一例病例
父母所在的三村工廠相關聯。目前，尚不清楚此輪疫
情的源頭。

中國國家衞健委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貴強說，該17歲女子父母將病毒從
工廠帶回，傳染給女兒的可能性較大，但也不排除該
女子感染後將病毒帶給父母的可能性。

作最壞打算 防控網應更密
王廣發亦指出，新疆此輪疫情暴發非常值得重

視，切不可掉以輕心。“根據以往經驗，如果出現無
源頭的無症狀病例，一定要非常小心。”

他表示，一個新冠病人平均可感染3人。根據該

數據，138例的數量可能意味着已出現二代、三代甚
至更多傳染病例，也不能排除出現了“超級傳播
者”。

“我們一定需從最壞的地方着眼，把防控的網
編織得更為密集。” 王廣發提醒稱，尤其流行病學
調查一定要做深入、做精細。雖然有一定客觀存在
的難度，但要盡可能地溯源到第一例感染者，並查
清此輪傳播的源頭。

今日擬完成全部核檢
另據26日發布會消息，在自治區和有關地州市

支援檢測隊的大力支持下，喀什增加單日12.2萬管、
61萬人核酸檢測能力。從全地區抽調2,938名醫務人
員組成16支檢測隊，支援疏附縣進行核酸檢測，各縣
市同步組織4,110支、1.1萬人核酸採樣隊開展全員檢
測。疏附縣需檢測總人數24.52萬人。

王希江表示，將全力搶抓時間，進一步完善工作
流程，最大限度提升檢測能力，確保今日（27日）喀
什地區完成全員核酸檢測。

喀什喀什再增26無症狀感染者
專家：不排除有超級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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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

及《新疆日報》報道，

繼25日公布通過核酸檢

測檢出137人無症狀感染者後，26日晚，新疆自治區新聞辦再次舉

行記者會宣布，截至當日下午4時，除疏附縣檢測出的無症狀感染

者26例外，其它縣市均為陰性。

■■至26日下午4時，疏附縣檢測出無症狀感染者26例。圖為25日，喀什的居
民排隊等待做核酸檢測。 網上圖片

■■首都嚴格進京管理聯防聯控協調機制首都嚴格進京管理聯防聯控協調機制
已啟動喀什方向人員進京的必要管控措已啟動喀什方向人員進京的必要管控措
施施。。圖為圖為2626日日，，北京一輛巴士上的市北京一輛巴士上的市
民望向車窗外民望向車窗外。。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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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螞蟻 今起招股 元入場
公布定價後1小時 國際配售已超購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馬
翠媚 )滙豐中國近日積極在微
信企業號發文，最新引述滙
控行政總裁祈耀年近日出席
內地論壇活動時提到，中國
金融開放對於中國經濟增長
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得其
他國家從中國經濟增長中受
益，並強調該行期待着為支
持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發揮
作用。

滙豐中國文章提及，上
海近日舉行第二屆外灘金融
峰會，祈耀年以視頻方式參
與討論峰會環節，他提到現
在中國的金融開放比以往更
加重要，而放眼未來，應加
強全球合作以應對複雜商業
環境與挑戰，積極推動可持
續金融對抗氣候變化，並重
視加強金融和監管體系的互
聯互通。

滙豐中國行長兼行政總
裁王雲峰表示，在上海建設
國際金融中心的進程中，滙
豐一直都是參與者，也是受
益者。他認為“再出發”也
就是要在更高起點上推進上
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主要
方向在軟件上，特別是在法
制建設、規則連接和人才聚
集的角度，打造高質量的營
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消息指，
“抖音”母企字節跳動（Byte-
Dance）考慮將中國業務在港或上海
上市。

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字節
跳動內部過去數周已就潛在的情況討
論，多名公司代表也與數間投行商談
抖音上市的可能性，而目前磋商仍在
非常初步階段。高盛等多家投行曾與
字節跳動溝通承銷事宜。

字節跳動相關負責人對此回覆
稱，有考慮部分業務上市計劃，但還
沒有最後確定。

抖音擬赴港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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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螞蟻H股共發行16.7億股，其中香港公開發售

4,176.8萬股，佔H股發行總股數僅2.5%，國際
配售約16.29億股，佔97.5%。根據回撥機制，若公開
發售部分超購10至15倍，佔比將提升至5%，即
8,353.6萬股；若超購15至20倍，佔比升至7.5%，即
約1.25億股；若超購20倍或以上，佔比將增至10%，
即1.67億股。股份擬於11月5日掛牌。消息指，在公
布定價後1小時，H股機構發售部分，已錄得超額認
購。

螞蟻亦在上交所科創板發行16.7億股A股，會
在27日進行網上路演，29日進行網上網下申購。在
“A+H”兩地上市下，中金公司、花旗、摩根大通
和摩根士丹利為香港聯席保薦人，中金公司和中信
建投則牽頭上海IPO。

根據招股書，螞蟻是次集資所得淨額的40%提
升自主創新和研發能力；40%擴張跨境支付及商家服
務；10%用於提升與合作夥伴的合作關係及助力集團
合作夥伴的數字化升級；餘下10%用於營運資金及
一般企業用途。

交銀國際6億人幣認購A股
螞蟻亦公布A股戰略配售結果，阿里巴巴獲配

金額502億元人民幣，淡馬錫、阿布扎比投資局等多

家機構獲配14.76億元人民幣；同時亦吸引不少機構
投資者參與，其中交銀國際公布，以6億元人民幣認
購螞蟻A股，交銀國際認為戰略投資符合集團的投
資策略，並提供投資良機為集團帶來穩定投資回
報。

資金湧入打新 金管局接錢31億
螞蟻26日終於公布最新招股消息，在投資者提

前積極部署下，資金持續流入港元體系，扯高港元
需求，港匯26日再觸發7.75強方兌換保證，促使香
港金管局在港股假期承接4億美元沽盤，向市場注入
31億港元，香港銀行體系結餘料周三增至4,178.3億
港元，較2015年11月港銀體系結餘高見逾4,260多
億港元只差小段距離。

中銀推認購優惠 孖展息0.5厘
多間銀行、券商早已摩拳擦掌，並預留巨額孖

展（保證金）額度及推出優惠吸客。中銀香港最新
推出螞蟻集團新股認購及融資認購優惠，除了提供

指定期豁免新股認購手續費優惠，該行客戶經手機
及網上銀行以新股融資認購，可享特優新股融資年
利率0.5厘，融資成數高達90%，最低借款額為10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螞蟻集團“A+H”兩地上市進入最後直

路，其中H股27日至30日招股，每股發行

價80元（港元，下同），以每手50股計

算，入場費約4,040.31元，未行使超額認

購權前預計集資1,320億港元；至於螞蟻A

股每股發行價68.8元人民幣，未行使超額

配售權之前集資額1,149.45億元人民幣。

計及“A+H”股，螞蟻集資額逾2,640億港

元，成為史上最大IPO。按集團估計，假設

不行使超額配股權的情況下，公司市值已達

2.43萬億港元。

螞蟻集團招股資料
H股發售股份

-香港公開發售

-國際配售

H股發行價

招股時間

公布發售結果

掛牌時間

約16.7億股

約4,177萬股(可調整)

約16.29億股(可調整)

80港元

10月27-30日

11月4日

11月5日

■ 螞蟻集團H股27
日起招股，擬於11
月5日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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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以專精貸
款馳名的萬里貸款負責人朱瑞薇（Rei
Ryan) ，本身非常熱愛爵士樂，在休斯
頓服務十多年，深受好評。她的天份在
爵士樂之上展露無遺，被譽為全美首位
華裔爵士樂歌手，她將於本週五 10/30
晚間8點開始，於Midtown Bar and Grill
舉行演唱會。目前正值秋高氣爽之際，
也最適合聽爵士音樂，不妨來杯紅酒，
現場享受美國音樂之根：爵士樂之美!!
此次演唱會的曲目，包括經典的爵士樂
曲、以及由朱瑞薇自己創作的曲子。朱
瑞薇的嗓音極美，高亢與圓潤兼具，唱

功細膩，又能自己創作樂曲，非常有音
樂天賦。一位網友聽了她的創作曲後表
示: 「我能從她的聲音中聽到那種生命
的激昂，具有很難解釋的魅力，非常具
有感染力，讓我想要聽更多她的音樂」
。

教朱瑞薇爵士樂的老師表示，教了
四十多年以來，朱瑞薇是他第一位看到
華裔的學生，能把爵士樂詮釋得非常豐
富，是極為難得的音樂人才。

爵士樂的演唱難度相當高，必須要
在原來的音樂基礎之上，現場有自唱自
編的能力，需要臨場發揮，華裔音樂家
中幾乎沒有這種人才，大部分的華裔演
奏者多是能夠照著樂譜很精準的演奏出
來，而爵士樂是由美國黑人發展出來的
音樂，需要有即興的能力，要能自編自
改，朱瑞薇就有這種難得的天份，她表
示，自己從小學習古典音樂，幼時在彈
奏莫札特時，就希望能夠改編旋律，當
時還被老師糾正。現在看來，她能夠走
出一條自己的路，即興創作旋律，自己
編曲，的確不同凡響。

朱瑞薇是休斯頓Midtown 爵士音樂
節創辦人，致力於倡導爵士音樂，她也

是頭一個推廣爵士樂的華裔音樂家，聽
過她唱爵士樂的人，都會深深地喜愛上
這搖擺而自由的旋律。

以下是朱瑞薇在 Youtube 上的鏈接
，愛樂的讀者可先聽為快: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wFotr3Gdwwc

歡迎民眾參加朱瑞薇爵士演唱會，
時間: 10/30(週五)晚間8點開始，地點在
Midtown Bar and Grill (415 West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朱瑞薇也是萬里貸款(Miles Fund-
ing)的負責人，萬里貸款專精不查收入

貸款；而查收入貸款也利息超低，不收
手續費。聯絡電話：915-691-9072。郵
箱：rei@milesfunding.net。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909 Houston TX 77036。

全美首位華裔爵士樂歌手全美首位華裔爵士樂歌手 朱瑞薇朱瑞薇1010//3030舉行演唱會舉行演唱會
享受美國音樂之根享受美國音樂之根：：爵士樂之美爵士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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