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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即將完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回眸過

去五年，中國經濟發展書寫下濃墨重彩

的篇章。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

力躍上新的大臺階，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經濟結構持續優化，預計2020年國內

生產總值將突破100萬億元。

2020年金秋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

全會召開，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

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到2035年基本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為下壹

階段中國經濟航船指明方向。

展望“十四五”，以十九屆五中全

會精神為指引，中國經濟將邁入新發展

階段。乘勢而上，奮力前行，努力探索

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有效路徑，中國經濟

巨輪將乘風破浪，實現更高質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

的發展。

穩步復蘇
彰顯中國經濟韌性與活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

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疫情“大

考”的特殊之年。在疫情陰霾未散和世

界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回眸今年以來中

國經濟走過的歷程，更能感受其行之不

易和成績可貴。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從壹季度被迫

“深蹲”，GDP同比下降6.8%，投資、

消費等主要指標壹度出現兩位數下降；

到二季度GDP增速躍升至3.2%；再到三

季度GDP增速加快至4.9%，多個指標實

現年度首次轉正……中國經濟穩步復蘇

的勢頭不斷夯實。

這份特殊時期的發展答卷，彰顯了

中國經濟克服種種不利因素，於危機中

育新機、在變局中開新局的堅實力量。

宏觀指標紛紛向好，中國經濟大盤

穩固。三季度GDP增速反彈至4.9%，領

先於全球主要經濟體；城鎮調查失業率

從2月6.2%的歷史最高值下降至9月的

5.4%，符合6%左右的預期調控目標；前

三季度CPI同比上漲3.3%，漲幅比上半

年回落0.5個百分點；外匯儲備規模穩中

有升，截至9月末，外匯儲備余額31426

億美元，比去年末上升346億美元。

生產需求逐步恢復，產業循環持續

改善。生產端，9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增長6.9%，連續六個月保持正增長；

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5.4%，連續五個月

正增長。需求端，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同比增長0.9%，季度增速年內首

次轉正；前三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同比增長0.8%，實現年內首次轉正；貨

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增長0.7%，年內累計

增速首次轉正。

“從這些主要指標的變動趨勢看，

我國疫情防控和經濟復蘇確實走在了全

球前列，彰顯了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

旺盛活力。”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

統計司司長劉愛華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報

告稱，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

，而中國經濟將增長1.9%，是全球唯壹

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世界銀行等

多個國際機構也都紛紛上調對我國經濟

增長預期。

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
躍上新臺階
今年中國經濟交出難能可貴的成績

單，既彰顯中國經濟打逆風球、走上坡

路的能力，也說明中國經濟具備充足的

韌性與活力。

厚積薄發，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以

強大韌性抗擊風險，在抗擊疫情中崛起

復蘇的偉大力量，離不開五年來我國堅

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引領經濟發展

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努力

，離不開五年來中國經濟在轉向高質量

發展道路上累積的厚實基礎。

五年間，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

國力躍上新的大臺階，續寫了成績斐然的中

國奇跡，彰顯了不同凡響的中國力量。

我國經濟實力大幅躍升。2019年國

內生產總值達到99.1萬億元，占全球經

濟比重達16%，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

率達到30%左右，預計“十三五”期末

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100萬億元。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標誌著我

國向高收入國家水平又邁出堅實壹步。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斷提速，制造

業增加值占全球份額近30%，連續十年

居世界首位；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

術服務業等新興服務業近四年年均增速

達19.4%，成為助推服務業持續增長的

新動能。

高速鐵路總裏程達3.5萬公裏，高速

公路接近15萬公裏，流動的中國活力四

射；港珠澳大橋飛架三地，北京大興國

際機場“鳳凰展翅”……壹項項重大工

程拔地而起，驚艷世界。

C919大型客機飛上藍天，“中國天

眼”落成啟用，北鬥導航系統正式開通

，5G網絡加速成型……創新型國家建設

成果豐碩，研發經費投入總量居世界第

二，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提

交國際專利申請量躍居世界第壹，載人

航天、探月工程、超級計算、量子通信

等領域取得壹大批重大科技成果。

五年間，聚焦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

標，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布局，全面深

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向縱深推進，三大

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京津冀協同發

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等國家重大戰略打通區域協調發展

“經絡”，壹場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深

刻變革全面開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

研究員張立群對記者表示，“十三五”

時期，盡管我們面臨重重困難，但在經濟

、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多個領域取得

了重要的轉型和成就。“十三五”是兩個

百年交匯的重要時期，從高增長轉向高質

量，取得系列重大戰略性成果，為第壹個

百年順利收官作了堅實的支撐，為第二個

百年開局提供了好的起點。

構建新發展格局
高質量發展邁向新階段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確保如

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實現第壹個百年奮鬥目標，

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

征程奠定堅實基礎。

專家指出，當前和今後壹個時期，我

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

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積勢蓄勢謀勢

、識變求變應變，“十四五”時期，中國

經濟高質量發展將躍向新階段。

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

致遠對記者表示，“十三五”期間，中國

經濟開啟了由數量驅動向質量驅動、由外

需拉動向內需拉動轉變的增長歷程。

“隨著外貿紅利、人口紅利和房地

產紅利等逐步減弱，中國經濟在供給側

尋求以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為驅動

力的增長，在需求側尋求以國內需求尤

其是消費需求為主導的增長。前者意味

著高品質、低能耗、高附加值等內涵；

後者意味著更加均衡的社會經濟發展。”

林致遠說。

展望“十四五”時期，從以推動高

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

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

根本目的，到不斷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為實

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新的發展

藍圖已然繪就。

在專家看來，中國將按照推動高質

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牢牢

把握擴大內需戰略基點，大力深化改革

開放，為創新轉型凝聚更多力量。

“不過，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不會壹

蹴而就，要真正完成由傳統增長方式向

高質量發展的轉變，需要諸多條件共同

促成。從制度變革和政策實踐層面看，

尤其需要政府在事關高質量發展的市場

失靈領域發揮基礎性作用，包括持續改

善營商環境，繼續加大養老、醫療、教

育等民生領域的投入等。”林致遠說。

乘勢而上
中國經濟邁向新發展階段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广东，背靠南岭，面朝南海，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出发地之一，长期以来得风气之先。在改革开放的
时代大潮中，这片热土见证了中华民族追赶时代、迈向
富强的壮阔历程，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改革创新、
开拓新路的执政奇迹。

深圳经济特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杰作。
2012 年 12 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来到这
里，发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动员令。

2018 年 10 月，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习
近平再次来到这里，号召“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
大开放，努力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2020 年 10 月，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
之际，习近平又一次来到这里，出席庆祝大会并在潮汕
地区考察调研，释放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强音——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南海之滨，又是春潮涌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演绎”

“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10 月 14 日上午，《春天的故事》那熟悉而深情的

旋律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奏响。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

“40 年春风化雨，40 年春华秋实。当年的蛇口开
山炮声犹然在耳，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机勃勃，向世
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在近一个小时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深情回顾了
40 年来深圳经济特区实现的历史性跨越，总结了经济
特区 40 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新
时代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全场激起一次次热烈掌声。
会后，习近平参观了“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

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展览”，详细了解深圳
40 年来的沧桑巨变。

展厅内，一个由深圳新老照片对比组成的“时空隧
道”，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

“1962 年 从 香 港 看 深 圳·2020 年 从 香 港 看 深
圳”“1982 年从梧桐山远眺深圳市区·2020 年从梧桐
山远眺深圳市区”“1984 年 107 国道南头段·2020 年
深南大道”……

“真是沧海桑田啊！”今昔对比，令总书记感慨
万千：“40 多年前，我来深圳，去中英街，看到两边
差距确实太大了，一边是破烂木板房，一边是带空调的
气派小楼。当时就感觉到老百姓有着强烈的改变生活和
命运的愿望。”

“时空隧道”尽头的电子屏幕上，随着年份的跳动，
深圳同国内其他主要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对比的柱状图不
断变化，进一步诠释了 40 年来鹏城的腾飞奇迹。

“深圳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刚看到这个
排名时，我还不太相信，但认真查了一下，看到这些数
据后，让人不得不信。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力量，下一步
要再接再厉。”

莲花山上，秋风送爽。
邓小平铜像矗立在山顶平台上，深情注视着脚下这

片土地，健步向前的姿态激励着人们继续前行。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登上莲花山，向邓小平铜像

敬献花篮，并在不远处亲手种下一株高山榕。
2020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习近平再次来到这里敬

献花篮，同大家一起向铜像三鞠躬，表达对邓小平同志
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站在山顶平台上，习近平俯瞰深圳全貌，眼前一座
座摩天高楼拔地而起，勾画出一道现代化大都市亮丽的
天际线。正如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所说的：“深圳是改
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经过 40 年的发展，深圳还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蓬勃向上、欣欣向荣。”习近平对围拢过来的市民群众
说，“党中央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内涵和使命。我们即将
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那时的深圳又将是另外
一番景象。深圳发展到今天靠的是大家，深圳的未来还
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8 年前种下的那棵高山榕已是亭亭如盖、枝繁叶茂，
展现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习近平走到树下，深有感慨地说：“8 年了，弹指
一挥间啊。选的这个地方很好，树冠能展开，树长得也
快。”

“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潮州是世界最大陶瓷生产出口基地。10 月 12 日下
午，习近平在这里考察了一家因瓷而兴的电子元件生产
企业——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展厅里，多层陶瓷片式电容器、IC 封装劈刀、
光纤连接器插芯、智能手机与可穿戴设备用陶瓷件等公
司特色产品，展现着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长期以来自
主创新的成果。

“这些产品都是自主研发的吗？市场占有率怎么
样？”习近平拿起一块陶瓷基板边看边问。

企业负责人告诉总书记，公司成立 50 年来专注做
一件事，就是坚持自主创新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
90％以上的设备是自主研发，光通信连接器用陶瓷插芯
占全球市场用量 75％以上，电阻器用陶瓷基体等多项
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一。

测试分析室里，科研人员们正在对材料进行纳米级
的微观分析。听说他们中有 5 名博士，其中 2 位还是“海
归”，总书记十分高兴。

“企业现在有多少工程师？”总书记问。
“600 多个，我们每年都在国内外招聘 200 多名学

生进行培养。企业发展，关键是人才。”企业负责人回答。
在生产车间，习近平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上半年实现利润 5 亿多元。”企业负责人介绍说，

“有高技术就有高质量，高质量带动高效益，我们净利
润在 35％以上。”

看着墙上“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的标语，习近平总书记点点头：“你们
对这几句话理解得很透。”

看到总书记来了，企业员工们纷纷围拢过来。
“你们企业办得不错，在创新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习近平停下脚步，“自主创新是我当前最重视
的，也是党中央最重视的事情。企业要发展，产业要升
级，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都要靠自主创新。现在我们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难免遇到竞争和种种挑战压力，
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历史总是螺旋式地上升。过去我们的开放是‘跟

跑’，现在我们的开放是要‘领跑’，这是更高水平的
开放。”总书记接着说，“我们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希望大家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在大的战略格局
中找准选好自己的定位，为国家富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作出各自的贡献。”

“爱这个城市，就要呵护好她、建设好她”

潮州，自古有“岭东首邑”之称，三山环抱，韩江
如带，文脉连绵，底蕴深厚。

千年古桥广济桥畔，广济楼巍然矗立，襟江控岳，
护邑镇桥。10 月 12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这里考察古桥
古城修复保护等情况。

广济楼展厅内，刺绣、木雕、陶瓷、泥塑、手拉朱
泥壶、麦秆剪贴画……一件件潮州非遗作品美轮美奂、
巧夺天工。

“真精致！”“这个要耗费不少心力和时间吧！”“潮
州人不愧是做工夫的！”总书记连连称赞。

习近平同现场几位潮州非遗传承人代表亲切交流。
潮州木雕传承人金子松告诉总书记，自己从事木雕

这一行已经 47 年了，现在有国家政策支持，希望把这
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现在市场情况怎么样？”总书记问。
“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像新房装修都喜欢用一些木

雕，需求量很大，一些小件也很有市场。”金子松说。
“这是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民间的福愿都在上面。

这种原创性的作品，有很深的文化内涵，一定是受欢迎
的！”总书记肯定地说。

见到总书记，70 多岁的潮州绣娘康惠芳十分激动。
“2015 年，我参加了联合国举办的一个展览，被

授予‘文化大使’的称号，为潮绣争了光。”康惠芳动
情地说，“没有国家的强大，不可能有这样的舞台展示
我们的民间技艺，衷心感谢国家对我们这些非遗传承人
的重视。”

“你们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传承人，这个‘文
化大使’当之无愧。感谢你们作出的贡献！”总书记说。

广济楼下，23 座古牌坊连接起 51 条古街巷，商铺
林立，古色古香，传统的潮州文化和热闹的商业气息交
融汇聚。

见到总书记来了，古街一下子沸腾起来。“总书记
好！”“总书记辛苦了！”欢呼声此起彼伏。

习近平沿街步行，不时同商家、游客亲切交流：“干
鲜果卖得怎么样？”“你这个烤肉广告做得好！”“海
蛎煎，我在厦门也吃过，很好吃！”“牛肉丸 10 块钱一份，
挺实惠！”“我也爱喝工夫茶，可惜没有那么‘闲工夫’
啊！”……风趣的话语引来阵阵欢笑声。

大家告诉总书记，常态化疫情防控之后，生意逐渐
恢复了，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双节假期，生意特
别好。

“1978 年，我来过潮州，当时路不好走，从广州
到这里坐车走了一天。今天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潮州发
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感到很欣慰。”习近平总书记
对大家说，“潮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潮
州有很多宝，潮绣、木雕、潮剧、工夫茶、潮州菜等，
都很有特色，弥足珍贵，实属难得。我们爱这个城市，
就要呵护好她、建设好她。”

广济楼上，远眺烟波浩渺、笔锋如画的美好山水，
总书记若有所思。

潮州市的同志向总书记介绍当地的历史典故：千百
年来广济桥就“广济百粤之民”，但真正实现这个夙愿、
让群众安居乐业的是中国共产党。潮州人民感谢党，感
谢新时代。

“每个时代都要做出每个时代的事情来。做得好、
做得坏，贡献大、贡献小，青史可鉴啊！共产党人一定
要为人民做好事。”习近平的话语意味深长。

“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奋斗”

沿着韩江而下，入海处就是汕头市。这是近代中国
最早开埠的港口之一，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建立的
经济特区之一。

10 月 13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
考察。

走进开埠文化陈列馆，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从 160 年前在西方列强炮火的威逼下被迫开埠，到 40
年前在改革开放春雷中创建经济特区，一张张照片、一
段段史料，记录了汕头的苦难与辉煌，也折射出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曲折历程。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把我们的国门打开，当时我
们是被动开放。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们取得如此辉煌
成就，靠的是主动开放、全面开放。”鉴古知今，总书
记十分感慨。

潮汕地区是著名侨乡，素有“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
汕人”之说。当年设立汕头经济特区，一个重要考虑就
是可以发挥华侨资源优势。40 年来，华侨在助推经济
特区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汕头市负责同志向总书记汇报了特区近年来的发展
情况及下一步的发展思路，提出要立足侨乡、打好“侨”
牌，加快发展、奋勇争先。

“新时期如何打好‘侨’牌，要深入调查研究、摸
清实际情况，拿出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来，调动广大华侨的积极性，引进先进技术和高水平产
业。特别是要结合汕头实际，搞清楚扬长避短要抓什么，
只要路子走对了，就要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出彩。”习
近平总书记勉励道。

一纸“侨批”，一段海外侨胞的艰辛创业史。
当年，大批潮汕人“过番出海”、打拼异乡，将连

带家书和汇款凭证的“侨批”寄回国内，也留下了大量
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华侨家书。

在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向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介
绍了写批、寄批、送批、回批的具体流程，以及一封封
“侨批”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
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总书记深受感动，
“华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爱国爱乡。他们在异乡历尽
艰辛、艰苦创业，顽强地生存下来，站稳脚跟后，依然
牵挂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
钱寄十块钱。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
国心。”

开埠区街道上，挤满了热情的侨乡市民，大家争相
向总书记问好，纷纷拿出手机拍下难忘的瞬间。

站在街道中央，面对涌动的人群，习近平动情地说：
“我此行到广东考察，来到潮汕，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
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就是要向海内外宣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奋
发有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锲而不舍努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父老乡亲们，让我们携
手努力，共同奋斗！” 

（新华社）

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并在广东考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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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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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瓷娃娃姐弟成長
消防員消防員 1111 年愛心接力年愛心接力

在在20092009年的一次警民共建活動中年的一次警民共建活動中，，當時剛組建不久的武警福州森林大隊二中隊從福建當時剛組建不久的武警福州森林大隊二中隊從福建

省殘聯處了解到省殘聯處了解到1313歲的佳佳和歲的佳佳和66歲的昊昊歲的昊昊（（均為化名均為化名））的境遇—那是一對身患先天性成骨不的境遇—那是一對身患先天性成骨不

全症的姐弟全症的姐弟，，一家人生活困難一家人生活困難。。二中隊得知情況後二中隊得知情況後，，主動承擔起照顧這對主動承擔起照顧這對““瓷娃娃瓷娃娃””的任的任

務務。。從生活到學習從生活到學習，，戰士們竭盡所能地為姐弟二人提供幫助戰士們竭盡所能地為姐弟二人提供幫助，，至今已持續至今已持續1111年年。。■■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10月27日，一場特殊的手術
在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舉行。
一名41歲的男子因意外導致腦死
亡，家人在悲痛之餘決定捐獻他
的器官，以另一種方式“延續”
他的生命……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

躬……”下午3點，在蘇州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手術室，家屬捐獻了41
歲的秦先生（化名）的器官。事情
要從10月12日說起，當天晚上6點
左右，在江蘇蘇州張家港務工的秦
先生，因為過馬路時看手機不慎被
車撞到，被緊急送往張家港第三人
民醫院搶救。
得知消息後親屬連夜趕到了張

家港，經過醫生診斷，秦先生屬於
重型顱腦損傷，醫院一度下達了病
危通知書。經過近半個月搶救，情
況依舊不容樂觀，秦先生被緊急轉
送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主治醫師王旭介紹，他們為

秦先生做了TCD以及腦電圖的檢
查，經過確認已經處於腦死亡。
秦先生一家來自江蘇淮安，秦先
生的姐姐介紹，他們家中有6個兄
弟姐妹，他在家裏排行最小，所
以從小一家都特別寵愛他。
秦先生有3個孩子，突如其來的

意外讓一家人非常悲痛。一家人強忍
着悲痛艱難地做出決定：捐獻秦先生
的器官救治他人。秦先生的姐姐說，
決定要進行器官捐獻，這樣做可以救
更多的人，也希望秦先生的3個孩子
知道，他們的父親很偉大。
醫生介紹，秦先生的眼角膜

和腎將救治蘇州患者，肝、肺和
心臟將分別送往南京、無錫、北
京，總共或幫助7名患者重獲新
生，他的生命將以另一種方式得
以延續！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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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今，雖然武警福州森林大隊已改制為福州
森林消防大隊，指戰員也多次更新迭代，但

這項使命不會停止，現二中隊指導員潘鑫偉告訴
記者，這支接力棒還會一直傳遞下去。

成立基金每逢假日看望
“我心裏彷彿被針刺了一般，兩個天真爛漫

的孩子，卻要終日戴着支具與輪椅為伴，那是怎
樣的孤獨與痛苦。”時任武警福州森林大隊二中
隊指導員的王煥新回憶起2009年初識姐弟倆的情
景時深有感觸。姐弟二人因患有罕見的先天性成
骨不全症，稍加運動就會引發骨折。

病情使得他們注定不能擁有像同齡人一樣的
生活，大多時間都要在床和輪椅上度過。母親為
了照顧兩個孩子辭去了教師的工作，全家主要經
濟來源只能依靠工薪階層的父親。

轉制調隊使命卻一直傳承
了解到他們的困難後，二中隊決定對他們給

予幫助。從那時起，這支隊伍除了擔負防火滅
火、搶險救災等任務外，肩上又多了一份光榮又
特殊的使命——為這對姐弟倆的健康成長保駕護
航。

在與“瓷娃娃”姐弟建立共建關係後，中隊
廣泛宣傳，號召全體官兵積極行動，節約零花
錢、收集廢品、組織募捐，成立了“瓷娃娃”專

項基金。每逢節假日、休息日，戰士們都會帶上
慰問品上門看望姐弟倆，鼓勵他們積極勇敢面對
病情。11年來，中隊換了一批又一批的指戰員，
這份特殊的使命也在一直傳承。現二中隊指導員
潘鑫偉是中隊的第四任指導員，2018年任職時就
從前指導員手中接下了這個任務。“鐵打的營盤
流水的兵，每個新入隊的消防員聽到這個事情後
都願意主動參與進來”。像此前一樣，無論中隊
工作多麼繁忙，戰士們總要擠出時間前往看望昊
昊一家人，轉制以後依然如此。

整理資料助姐弟圓夢
許多此前參與過幫助姐弟倆的人雖然目前

已經調離隊伍，但也一直關注着二人的情況。
比如中隊的第一任指導員王煥新，雖已轉業多
年，但一直以個人名義繼續向這家人提供幫
助。現福州森林消防大隊三中隊指導員高翔，
曾是二中隊的一名普通戰士，2013 至 2018 年
間，他參與照顧“瓷娃娃”姐弟，“我們有一
個微信群，我經常在群裏關注昊昊發的消息，
每次二中隊的戰士看完昊昊回來，我也會去問
問他們昊昊的情況”，2015年時，姐姐佳佳因
併發症不幸去世，“當時包括指導員還有很多
戰士都哭了。”長時間的相處，戰士們已經與
姐弟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中隊指戰員和部
分社會好心人士與昊昊拉的微信群，名為“昊

昊一起玩”。
2014年春節，佳佳希望開一家網店幫助家人

分擔壓力，但不知如何開展。中隊指戰員了解情
況後，為佳佳購買了相關書籍、整理了開網店的
知識，還為佳佳聯繫貨源，後來小店成功開業。
“雖然賣的都是小女孩的小飾品，但也有很多戰
士為了支持佳佳偷偷地買了一些。”
昊昊是一個文學愛好者，2015年初，戰士們

發現昊昊對國學感興趣後，為他聯繫了少年宮國
學班，每周派專人接送昊昊學習。現在，昊昊還
會嘗試着寫一些小說。姐弟二人積極的生活態度
讓戰士們十分欣慰，但二人病情的逐漸惡化又令
他們沮喪。2015年時，姐姐佳佳因病離世，昊昊
的身體也在逐年惡化。潘鑫偉告訴記者，幾年前
昊昊還能坐起來，但現在只能躺着了，“瘦骨嶙
峋，四肢肌肉都萎縮了。”
常年來，姐弟倆需要經常前往深圳醫院檢查

就診，因病情較重出行不便，中隊每次都派遣車
輛和衞生員往返接送。由於二人病情較重，就診
途中不能有一絲磕碰，稍不留意，就有可能骨
折，指戰員們每次都是萬分小心謹慎。
潘鑫偉介紹說，在中隊指戰員的感召下，越

來越多的好心人加入到關愛“瓷娃娃”的行列
中。“無論接下來還是不是我做指導員，我還在
不在二中隊，我都會一如既往將愛心接力棒傳遞
下去。”潘鑫偉說。

■常年來，姐弟倆需往返深圳看病，因出行不便，中隊每次都會派遣車輛和人員往返接送。網上圖片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在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手術室，醫護向捐贈
器官的秦先生（化名）致敬。 網上圖片

■■消防指戰員在床消防指戰員在床
邊陪昊昊聊天下邊陪昊昊聊天下
棋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20年11月3日（星期二）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井賢棟井賢棟 ■■胡曉明胡曉明■■馬雲馬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全球史
上最大IPO螞蟻（6688）將於周四（5日）掛
牌，不過掛牌前夕卻爆出集團的實際控制人
馬雲、董事長井賢棟和總裁胡曉明被中國人
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
外匯管理局等4個部門進行了監管約談。市場
關注對螞蟻上市的影響，有投行人士指出，
監管談話不是處罰，相信約談事件應不會影
響集團的IPO進程。

在約談消息2日晚爆出之前，金融市場對
螞蟻上市仍充滿憧憬，忙個不亦樂乎，除了
萬眾期待的抽籤結果外，輪商及期貨商正密
鑼緊鼓地準備輪證及期權產品。此外，螞蟻
的暗盤交易也率先運作，市場消息稱，機構
投資者之間的場外交易市場（OTC）2日已
錄得螞蟻股份的成交，成交價約105元至120
元，較上市價80元“高水”最多達五成，一
手最多賺近2,000元。

外電報道指，螞蟻在上市前已錄得零星
暗盤成交。有機構投資者間的暗盤交易已率
先展開，截至2日晚6時，錄得了3宗成交，
成交價分別為108元、115元及120元，較其
H股招股價80元分別“高水”35%、43.8%及
50%。至於散戶暗盤市場，則要到周三收市
後才開啟。本港的分析師普遍都看好螞蟻暗
盤，料最少可升兩至三成，指該水平應止賺
離場，但長遠而言，潛在升幅應可達四成。

掛牌首日輪證期貨等可登場
此外，港交所（0388）2日也宣布，螞蟻

上市當日已容許螞蟻的期貨、期權、輪證等
同步登場，並將該股納入認可沽空名單，業
界正趕辦有關的申請及發行工作。

不過，2日晚9時半左右，中證監發布消
息稱，11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
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對螞蟻
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董事長井賢棟、總裁
胡曉明進行了監管約談。

市場：不是處罰料不影響上市
消息引起市場關注，目前正是螞蟻集團

上市的關鍵時刻，實控人、董事長、總裁被
監管約談並不常見。不過，一位知名投行人
士表示，“監管談話不是處罰，應該不會對

上市產生影響。”因此相信約談事件未必會影響到螞蟻
的上市進程。

從此前監管部門的公開表述來看，監管約談通常是
指監管部門對被監管對象的違規或者涉嫌違規行為進行
規勸或者批評的行為，比如中證監對具備分紅能力而不
分紅的公司進行監管約談；深圳證監局發布監管約談通
知，對深圳前海聯合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核查發現違規情
形或違規線索等。惟現時正值螞蟻上市前夕，監約談事
件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四部門監管約談螞蟻馬雲
中國就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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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螞蟻集團即將A+H上市前夕，中國證
監會晚間發通告指，中國央行、銀保監

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周一對螞蟻集團
實際控制人馬雲、董事長井賢棟、總裁胡曉明
進行了監管約談。

螞蟻回應：深入落實約談意見
螞蟻集團隨後回應表示，會深入落實約談

意見，繼續沿着“穩妥創新、擁抱監管、服務
實體、開放共贏”的16字指導方針，繼續提升
普惠服務能力，助力經濟和民生發展。

中證監的通告並未披露監管約談的具體內
容。不過，市場難免不將之與近期螞蟻及馬雲
的言行聯繫起來。

馬雲早前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10月24日的外灘金融峰會上，阿里巴

巴創始人馬雲在公開場合將巴塞爾協議稱作
“老年人俱樂部”、中國銀行業注重擔保是
“當舖思想”，還稱中國金融無系統性風險卻
有“缺乏系統的風險”。馬雲此番對金融監管
大談革命和顛覆，當即引發傳統金融界的批
評，也將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之間的爭議再次
推到前台。

在馬雲發表上述言論一周後，中國央行旗
下《金融時報》連續發表文章，批評大型金融

科技集團的風險。在資深學者張非魚《關於金
融創新與監管的幾點認識》的文章中提到，以
金融科技為代表的新金融是有特殊風險的，需
要針對性地採取相應監管措施。文中提到Big
Tech公司有四大風險，即誘導過度負債消費；
通常會形成“贏家通吃”，造成市場壟斷和不
公平競爭；廣泛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網絡信
息技術，經營模式和算法的趨同，增強金融風
險傳染性；過度採集客戶數據，可能侵犯客戶
隱私。

官媒發文抨金融科技大企風險
另一題為《在金融科技發展中需要思考和

釐清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則直指螞蟻集團，
“對於當前所謂最具‘創新’色彩的螞蟻集
團，穿透來看，其基本的業務模式仍然是支
付、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貨幣市場基金、代
銷金融產品、保險業務等。”該文章解析螞蟻
集團業務結構稱，支付寶這一非銀行支付機構
偏離支付主業，擴張成為了綜合金融服務平
台，使螞蟻集團實質上跨界開展非金融、金
融、類金融和金融基礎設施等多種業務，成為
了全世界混業程度最高的機構。

實際上，螞蟻集團之所以能迅速成長成
“巨獸”，除了自身強大的創新能力，業內普
遍認為，一定程度上也來自於不對稱監管及監
管套利，即是以金融創新為旗號，撈取銀行的
大量好處，卻又不用承擔銀行的社會責任及義
務。

同一日，銀保監會、中國人民銀行就《網
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
稿）》公開徵求意見。督促經營網絡小額貸款

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加強經營管理，未經批准
不得進行跨省域小額貸款業務、消費者權益保
護工作等，依法收集和使用客戶信息，不得誘
導借款人過度負債。

對金融科技公司實施同一監管
銀保監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局局長郭武平撰

文強調，金融科技公司面臨着與金融機構類似
的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同時由
於渠道和客群特點，可能引發一些新類型的金
融風險。金融科技公司的“花唄”“白條”
“任性付”等產品，其內核與銀行發行的信用
卡沒有本質差別；再如“借唄”“金條”“微
粒貸”等產品，與銀行提供的小額貸款無本質
差別。

他表示，按照近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
員會會議精神，在鼓勵創新的同時依法將金融
活動全面納入監管，對同類業務同類主體實施
同一監管，監督市場主體依法合規經營，保護
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他特別強調，持牌金融
機構和新興金融科技公司都必須保護好消費者
權益。

中國金融科技巨頭螞蟻集團 A+H

上市在即，中國證監會2日晚間公告

稱，2日央行、銀保監會、中證監、國

家外匯管理局對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

馬雲、董事長井賢棟和總裁胡曉明進

行了監管約談。螞蟻集團隨後回應表

示，會深入落實約談意見。銀保監

會、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

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強調

督促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小額貸

款公司加強經營管理，防範新型金融

風險及消費者權益保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 四部門四部門對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對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董事董事
長井賢棟和總裁胡曉明進行了監管約談長井賢棟和總裁胡曉明進行了監管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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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美國是個高
齡化的社會，政府對老人家有許多照顧
，可說是個 「老有所養」的國家，其中
最重要之一，就是年滿65歲的長者可以
申請聯邦醫療卡(俗稱紅藍卡，Medicare)
，是為長者們提供的健康保險計劃，讓
年長者不用因為健康問題而擔心大筆的
醫療費用。然而，老人健康保險由不同
的保險公司提供，每個公司有不同的福
利與標準，內容頗為複雜，長者們要怎
樣對能夠享受的福利有更全面的瞭解呢
？這時候，就需要一位熱心、周到、又
專業的經紀人，來為長者們服務。從多
位長輩們口中，我們得知在休斯頓的華
人社區，有一位口碑超級讚的老人保險
經理，她是萬德福保險的負責人，名叫
李淑惠。

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而
言，李淑惠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朋
友，很多時候還是幫忙解決問題的救星
。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著想，細心
回答問題，讓長者們更明瞭健康保險，
她用自己的真誠與服務，打造極強的人
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樂意把朋友介紹
給她，口碑相傳。

客戶讚譽有加，滿意度超高
年逾八旬的朱女士是李淑惠的客戶

，她用自己親身的經驗，款款訴說自己
如何與李淑惠開始互動，以及李淑惠怎
樣幫助人，他們如何的受益。朱女士口
齒清晰，思路清楚，有著溫暖開朗的聲
音，常常還伴隨著笑容。

朱女士表示，大約在四年前左右，
在老人活動中心常看到李淑惠的身影，
來活動中心為老人解說事情，雖然不認
識，出於好奇心，她也在旁邊聽。同伴
說她是做保險的人，每一次李淑惠來活

動中心，朱女士都注意著，慢慢的，朱
女士感覺李淑惠一點都不像是做保險的
人，覺得她非常的親切，她為老人們解
說的內容，也不一定是保險，有時是回
答其他的問題，朱女士了解到，老人家
們有其他的問題常會找李淑惠幫忙。

熱心服務，幫許多老人解決困難

有老人家行動不便，李淑惠就過來
老人中心講解，等於是上門服務，久而
久之，朱女士發現李淑惠人非常的好，
非常的熱心，對老人很關心，幫助許多
老人解決問題。

對比之下，朱女士覺得自己的保險
經紀人有段大差距，甚至有時候問他問
題，都不一定會回答，說 「這不歸我管
」。認識半年多之後，朱女士就決定把
自己的老人保險轉到李淑惠這邊。

因為她知道，老人家遇到問題，李

淑惠都會幫助解決，保險相關的事，她
一定解釋得非常的清楚，有些甚至不是
她份內的事，李淑惠也盡量提供幫助。
例如有些人要找專科醫師，也請李淑惠
來幫忙找。

了解老人需求，找最適合的保險計
劃

李淑惠會細心的詢問客戶的需求，
不同的健康狀況要找不同的保險公司與
計畫，有些人牙齒需要治療，有些人吃
藥多，有些人有慢性疾病，有些長者身
體硬朗，種種不同的健康狀況應該找其
最適合的保險計劃。例如，有什麼樣的
疾病需要特別照顧？有些長年吃藥的人
，藥費非常的貴，所以要幫他找一家處
方藥比較合理定制的保險公司，價格才
不會超高；也要找網絡比較大的，這樣
容易找專科醫生；同時，最好找看家庭
醫師是不用付費的，能由保險公司來承

擔。
樂於介紹朋友，口碑相傳
朱女士身邊有一些好朋友，也都經

由朱女士介紹，陸續轉到李淑惠這邊來
，因為這些人覺得朱女士平日做事可靠
、負責，由她所選的保險經紀人，也一
定是最好的，他們也都親眼看到李淑惠
樂於助人。

朱女士表示，在對人處事方面，李
淑惠總是設身處地為老人著想；保險方
面遇到問題，總會盡心幫忙解決。甚至

有些其他方面的事，如果找她，她也會
盡力幫忙。舉例來說: 糖尿病人每年有
一雙鞋子，但是那個公司不容易找，如
果有人找不到，問李淑惠，她就幫忙聯
絡，這雖然不是她分內的事，可是經由
她熱心的幫助，就幫老人解決了一個大
問題。

不怕累，總是將心比心為人著想
另一次，朱女士有小毛病需要看婦

科，但是婦科的專科醫師很難找，有些
甚至不接受老人保險，她就告訴李淑惠
，李淑惠隨即幫忙打電話找醫師，解決
了這個困難。

也有些朋友說，想去某個醫院，但
是不在某家保險公司的網絡中，就告訴
李淑惠，李淑惠也幫她換到另外一家保
險公司，讓她如願以償地能夠去某家醫
院看診。

朱女士說，其實，在轉換的過程中
，需要重新處理很多資料，過程是挺繁
瑣的，但李淑惠都不厭其煩，讓老人家
能夠看到醫生。李淑惠總是說，只要你
們接受應有的保險照顧，生病有保障，
累一點沒關係，老人家開心就好了，問
題解決就好了。她的將心比心為人著想
，讓許多長者們甚為感動，對她讚揚不
已。

另外一個例子，是有位長者做心臟
手術，需要出很多錢，李淑惠幫他換了
一家保險公司後，就省了非常多的錢，
只要負擔很少的醫療費，讓長者鬆了一
口氣。

贏得客戶信任
朱女士指出，李淑惠的心腸非常好

，總是盡量幫忙，一般人做不到這樣，
日積月累大家便非常的信任她。有些老
人家英文不好，常常收到一些政府寄來
的信件，有些人也會留著信，等李淑惠
來的時候，請她幫忙看。

另外一次經驗，是朱女士因為跌倒
，腿跌斷了。李淑惠非常關心她，時常
打電話過來問候，親切地問她復原的狀
況，問她走路好些了嗎?常常李淑惠也
會問: 你需要我幫你什麼忙嗎? 朱女士請
教李淑惠關於復健的問題，她也非常詳
細的告知，朱女士就明白了，心理有個
底，知道該怎麼樣跟醫師來對談。李淑
惠以專業知識幫助老人分析，一般子女
很難做到這樣。

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
今年的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是10月

15日到12月7日，長者們應該已經收到
有關2021您保險有什麼改變的通知(no-
tice of change)。若不喜歡您保險的改變
，可以找人換個更合適的計畫。當然，
信用可靠、服務週到的李淑惠是最佳人
選，請先電話或微信預約時間，如果保
險有問題的話，可以在電話中解釋。若
有需要，李淑惠將戴口罩為長者們服務
。

李淑惠的電話是 281-758-9152，
或 Shlee1980us@outlook.com。 微 信 和
LINE 的ID 是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
Line，請直接打電話)。

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專精老人保險專精老人保險 真誠熱心真誠熱心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萬德福保險李淑惠贏得口碑與信賴萬德福保險李淑惠贏得口碑與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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