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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irst COVID-19 vaccines bring 
herd immunity? Experts have dou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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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FURT/LONDON (Reuters) - Governments and 
officials are voicing hopes that COVID-19 vaccines 
could bring “herd immunity”, with some calculating that 
immunising just two-thirds of a population could halt the 
pandemic disease and help protect whole communities or 
nations.

But the concept comes with caveats and big demands 
of what vaccines might be capable of preventing. Some 
experts say such expectations are misplaced.

For a start, figuring out what’s needed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 with COVID-19 vaccines involves a range of 
factors, several of which are unknown.

What is the rate of 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causing 
virus? Will the first vaccines deployed be able to stop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or just stop people getting ill? 
How many people in a population will accept a vaccine? 
Will vaccines offer the same protection to everyone?

“Herd immunity is sometimes wrongly understood as 
individual protection,” said Josep Jansa, an expert in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t the Stock-
holm-based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CDC).
“It’s inappropriate to think ‘I will not be affected myself 
because there is herd immunity’. Herd immunity refers to 
community protection, not to how an individual is protect-
ed.”

Inside C2

The ECDC uses an estimated herd immunity threshold of 
67% for its models, while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said this 
month that COVID-19 restrictions in Germany could be lifted 
if 60% to 70% of the population acquired immunity, either via 
a COVID-19 vaccine or through infec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xperts have also pointed to a 
65%-70% vaccine coverage rate as a way to reach population 
immunity through vaccination.

“The idea of herd community is to protect the vulnerable,” 
said Eleanor Riley, a professor of immun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the idea behind 
it is that if, say, 98% of a population have all been vaccinated, 
there will be so little virus in the community that the 2% will 
be protected. That’s the point of it.”

REPRODUCTION RATE IS CRUCIAL
Central to the public health calculations on this concept for 
COVID-19 is the reproduction rate, or R value, of the virus 
that causes it. This is a measure of how many other people an 
average infected person passes a pathogen on to in “normal”, 
or restriction-free, circumstances.

Assuming complete vaccine efficacy, herd immunity per-
centage threshold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calculated by 
dividing 1 by the R value, deducting the result from 1, and 
multiplying by 100.

For instance, herd immunity from highly contagious measles, 
with an estimated R value of 12 or higher, will kick in only if 
92% or more within a group are immune. For a seasonal flu 
strain that could have an R value of 1.3, the threshold would be 
just 23%.
“The problem is that for now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fast 
the virus spreads without any precautions and with the normal 
travel and social activities we had a year ago,” said Winfried 
Pickl, professor of immunology at the 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

With so many countries still operating in far from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assumption should be that 
the COVID-19 R value would be “closer to 4 than to 2”, he 
said, since even with semi- or full lockdown measures the R 
value is around 1.5.

Additionally, anything less than 100% vaccine efficacy - such 
as the 90% or so suggested in early data on the Pfizer-BioN-
Tech and Moderna COVID-19 shots - would require a match-
ing rise in percentage of coverage to reach herd threshold.

Amesh Adalja, a scholar at 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said a good target for i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for more than 70% of the population to be 
inoculated, but added that the figure could go up if vaccines are 
less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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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e who opened the China door in
the early 70’s,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Dr. Henry Kissinger has advised
the incoming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move quickly to restor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to avoid
military conflict.

Kissinger told the session of the
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 that,
“unless there is some basis for some
cooperative action, the world will slide
into a catastrophe comparable to World
War I.”

Kissinger is worried that America and
China are now drifting increasingly
toward confrontation and they’re now
conducting their diplomacy in a
confrontational way.

The 97-year old diplomat was the one
who paved the way for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historic 1972 trip to
China.

Since the pandemic hit this year,
President Trump has stepped up his
criticism of China blaming them for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the death toll in
the U.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at the lowest in decades.
Trump is planning several new hardline
moves against China in the remaining
weeks of his term.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has received
a brief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iplomacy from a group of experts
outside of government. Trump is still
barring Biden from receiving a classified
intelligence briefing that typically is given
to a President-elect.

President Trump is also in the middle of
a legal battle. He fired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ial Chris
Kreisler who had rejected Trump’s
claims of widespread voter fraud.

At this critical time, our nation is facing
the pandemic disaster and an economic
downturn and we do not see any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political dispute.

Even with the vaccine on the market
soon, we still don’t know how many of

our sisters and brothers will lose their
lives before they can get help. This is
really a shameful national 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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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Down Of U.Cool Down Of U.
S.-China RelationshipS.-China Relationship

BUSINESSStay Home!          Wear Mask!BUSINESS

Coronavirus infections jumped by 
almost 17% over the past week 
as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in-
creased in 38 states and Washing-
ton, D.C.
Why it matters: The U.S. is 
headed solidly in the wrong direc-
tion — and at a dangerous time, as 
experts say the fall and winter will 
likely make the pandemic worse. 
They had hoped we could get cas-
es under control before then, but 
that seems unrealistic.
By the numbers: The U.S. 
racked up an average of up 51,000 
new cases per day over the past 
week.
• The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rose in 38 states, spanning every 
region of the country.
• Three states — Montana, New 
Mexico and South Dakota — saw 
their case counts rise by over 
50%.
• The pace of new infections 
slowed down in only one state: 
Texas.
• The U.S. is now conducting 
roughly 1 million tests per day, up 
about 6% from the week before.
• But the increase in cases is big-
ger than the increase in testing, 
which is a sign of an actual wors-
ening outbreak.

Data: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 Note: Missouri has not 
reported cases since Oct. 10; (Map: Andrew 
Witherspoon, Sara Wise/Axios)
The big picture: The U.S. has consistently 
failed to control the virus, and we are failing to 
control it now.
• Experts say the fall and winter will likely 
make things worse, as colder weather causes 
people to move their socializing indoors, where 
the virus can spread more easily. If those as-
sumptions bear out, those increases will come 
on top of a caseload that’s already too high.
• Americans belie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has gotten signifi-
cantly worse over tim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stallment of the Axios/Ipsos Coronavirus Index.

Poll Says: Federal Response                                  
Has Only Grown Worse

Data: Axios/Ipsos poll; Note ±3.3% margin of 
error for the total sample size; Chart: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Why it matters: Every other institution mea-
sured in Week 29 of our national poll — from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people’s own employers 
and area businesses — won positive marks for im-
proving their responses since those panicked early 
days in March and April.
• The findings suggests people see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political team as one of the biggest imped-
iments to turning things around.
• With one week left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 the U.S. hits all-time daily highs for new cases, 
four in five Americans say they’re worried about 
COVID-19 outbreaks.
By the numbers: 26% of Americans said the fed-

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virus is better than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but 46% say it’s actually gotten worse (and 
another 27% saw no change), for a net deficit of 20 percent-
age points.
• Barely half of Republicans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has improved while one in five said it has gotten 
worse. Only one in 10 Democrats and one in four indepen-
dents said it improved.
• Those sentiments fit with other measures in the survey: 
62%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making the country’s 
recovery worse, an assessment essentially unchanged since 
the summer. And just one-third of respondents trust the fed-
e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em with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rus.

Data: Axios/Ipsos poll; Note ±3.3% margin of error for the 
total sample size; Chart: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Between the lines: Concerns are directed more at the political 
arm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an at scientists.
• On its own,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on net positive ratings (+10) — 33% said it improved it’s han-
dling, while 23% said it declined and the rest saw no change.
What they’re saying: The coronavirus “is the issue of this 
election,” said Cliff Young, president of Ipsos U.S. Public Af-
fairs.
• “People are just looking around at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been no coordinated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at the national level.”
• At the local level, by contrast, people see “specific, concrete 
things” like stickers on the ground for social distancing at stores 
where they shop, or modifications to schooling.
• “When they think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y’re just think-
ing of the overall mess. There’s no end in sight. The number of 
cases are only increasing.”
Methodology: This Axios/Ipsos Poll was conducted Oct. 23-26, 
2020, by Ipsos’ KnowledgePanel®. This poll is based on a na-
tionally representative probability sample of 1,079 general pop-
ulation adults age 18 or old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Coronavirus Is Surging Again

Stay Home!          Wear Mask!



Demonstrators put up their hands in front of police officers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near the Brandenburger 
Gate in Berlin. REUTERS/Christian Mang  

Police officers carry a demonstrator away from the protest against the extension of the A49 
motorway, in a forest near Stadtallendorf, Germany. REUTERS/Kai Pfaffenbach  

Children sit under the debris of a house destroyed by the passing of Hurricane Iota, in Puerto 
Cabezas, Nicaragua. REUTERS/Oswaldo R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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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enator Ben Sasse yawns during a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hearing titled, “Breaking the News: 
Censorship, Suppression, and the 2020 Election,” on Facebook and Twitter’s content moderation practices,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REUTERS/Hannah McKay/Pool

A woman possibly suffer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waves goodbye to her family before being 
transported to a hospital, inside an ambulance in Arcore, near Monza, Italy. REUTERS/Flavio Lo 
Scalzo  

Ugandan riot policemen detain a supporter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Robert Kya-
gulanyi, also known as Bobi Wine, in Luuka district, eastern Uganda. REUTERS/
Abubaker Lubowa  

Fire Chief Andrew Wordin and EIT Andrew Muniz eat lunch behind protective glass at the MTO 
School of Sufism in LA lunch for essential workers,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EUTERS/Lucy 
Nicholson

Grounded Boeing 737 MAX aircraft are seen parked at Grant Coun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Moses Lake, Wash-
ington.  REUTERS/Lindsey Wasson

Editor’s Choice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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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pandemic has come storming 
back to Europe, and hope of a re-
turn to normality is being replaced 
by a much more ominous prospect: the re-
turn to lockdown.
The big picture: Case counts in countries 
like France and Spain have skyrocketed 
past the numbers seen during the spring 
peak. While that’s partially due to more 
widespread testing, it’s now clear that 
deaths are climbing too.
Breaking it down
In the first two weeks of August, a total 
of 668 people died of coronavirus across 
Spain, France, the U.K., Italy and Ger-
many — remarkably low given the U.S., 
which has a similar population, was av-
eraging roughly twice as many per day 
during that time.
• Fast forward two months, to the first 
two weeks of October, and those countries 
have combined for 4,316 deaths — 6.5 
times higher.
• Spain (1,622 deaths), France (1,081) and 
the U.K. (1,012) have been hit hardest, but 
even Italy (401) and Germany (200) are 
recording more than three times as many 
deaths as they were two months ago.
• Flash back to the first two weeks of 
April, though, and the five countries’ com-
bined death total was 44,771 — ten times 
what they’re recording now.
The looming disaster
Sky-high case counts and a reluctance to 
impose full lockdowns mean the question 
is less whether these countries can quickly 
return to the relative calm of August, than 
whether they can avoid a return to April’s 
brutal reality.

The European Coronavirus 
Crisis in Photos

Italy

Peaceful demonstrators in Naples, Oct. 

26. 

Czech 
Republic

Mass at Town Square, Prague, Oct. 26, 2020.                                                                                           

France

Bar owner closes before the citywide curfew.

United Kingdom

Quiet street in Cardiff, Wales capital.

Bar in Manchester, nor’west England.

Spain

1st night of a nationwide curfew Madrid, Spain.

Germany

Open Bavaria inn before curfew measures.

Ireland

Pub in Dublin under 6-week lockdown.

Belgium

Poland

UNESCO Main Square in Krakow, Poland.

(Photos Courtesy Getty Images)
The looming disaster (continued)

• “We’re probably just seeing the begin-
ning part of the increase in hospitaliza-
tions and deaths,” which tend to lag three 
or four weeks behind a spike in cases, 
says Stephen Kessler, a researcher at Har-
vard who models the spread of diseases 
including COVID-19.
•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 unprecedent-
ed spike in cases across Europe will nec-
essarily translate to unprecedented death 
tolls, Kessler says, both because of in-
creased testing and improved treatments.
The outlook is nonetheless grim. Hans 
Kluge, the WHO’s director for Europe, 
said today that if the current trajecto-
ry holds, death rates will be four or five 
times higher in January than they were in 
April.
• “It’s time to step up. The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don’t hold back with 
relatively small actions to avoid the pain-
ful damaging actions we saw in the first 
round,” Kluge said.
But with weary populations and 
wounded economies, governments are 
highly reluctant to impose the sorts of 
strict lockdowns that snapped into place 
across Europe last March.
• “The only thing that we know works 
and works very effectively is pretty strict 
lockdown,” Kessler says. “That said, I do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we can do in the 
middle ground to mitigate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 It will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re-
vent large gatherings that could become 
super-spreader events, he says.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urope Braces For Monster 2nd Coronavirus Wave

Coronavirus Civil Unrest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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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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南時事通

休斯頓國際區期待打造休斯頓中國城上城休斯頓國際區期待打造休斯頓中國城上城
（（Houston Upper ChinatownHouston Upper Chinatown））

前前Brown & RootBrown & Root 物業將重新開發物業將重新開發
新建多功能商業地產新建多功能商業地產！！

（本報訊）位於百利大道10200號
（10200 Bellaire Blvd）前Brown & Root
物業的拆除工作，已於今早正式啟動
。

此占地近50英畝的物業，遠在百
利大道（ Bellaire Blvd）修建前，由
Brown & Root於 70年代興建。盡管已
被空置近五年，在其鼎盛時期，作為

Halliburton的壹個分部，為近2700名
員工提供辦公場所，見證了休斯頓中
國城從無到有的輝煌。

盡管此建築將被拆除，但是開發
商希望最大限度地讓資源再生，使周
邊的社區因此而受益。例如，建築物
中拆除的部分水泥將被碾碎，就地用
於新的建築使用；余下部分將被運送

到 哈 裏 斯 郡 (Harris County Flood
Control District)用於兩個防洪項目
的建設。開發商也會將內部的家具
辦公設施如數捐贈給教會，學校和
不同的慈善機構及二手家具經銷商
。建築物內部的網絡布線也將被分
割為較短的長度，贈與零售商再次
回收使用。

No Limit Construction Services
作為此工程的拆除承包商，除了拆
除建築物以外，還肩擔協調廢棄物
的分類，以求最大限度減少對環境
的影響。

開發商於2018年購入此物業。
此物業擁有與相鄰占地200英畝的

Arthur Storey公園約 1,500英尺的直線
景觀。除了沿著湖畔的1.7英裏慢跑小
道外，此物業還位於Brays Bayou Gre-
enway跑道上，這條跑道貫穿休斯頓
西部及市中心。

Johnson Development Services 與
全球知名建築公司Gensler壹起致力於
總體方案的設計。盡管具體細節尚未
對外公布，新的多功能商業建築將會
包括商業辦公區域、零售商鋪及住宅
。商業辦公區域租賃業務由 Tran-
swestern負責，其中也包括幾個量身
定制的辦公室建築區域。

（本報記者黃梅子）曾經的美國
南部是極其保守的，德州民風剽悍、
形象老土。但是，今天，如果妳來到
休斯頓，這裏會顛覆妳對美國南部的

印象！現在的休斯頓不僅僅是全美第
四大城市，是美國南部人口最多、發
展最快，也是全美多元文化最具差異
性的城市，經過華裔移民多年的融合

和建設，縱橫
於休斯頓百利
大道的新中國
城成為了美國
十大中國城之
壹。隨著華人
力量崛起，休
斯敦的中國城
已經難以承載
新生代華人更
大的夢想與追
求，休斯頓國

際區壹直在探求在休斯敦中國城再打
造壹個中國城上城區的可行性計劃，
而這壹設想與哈裏伯頓園區改造項目
（10200 Bellaire Blvd）不謀而合！哈
裏伯頓園區改再造項目壹旦建造完成
，將首創全美國乃至全世界第壹個中
國城城中城，打造出獨壹無二的休斯
頓中國城上城區。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決
定將哈裏伯頓園區改造項目列為休斯
頓國際區的重點推廣項目，要在美國
的政界和商界大力推廣，讓主流社會
認識到我們華裔不斷進取的模範族裔
精神，華裔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國土上
，用辛勤的汗水建設著美國、實現我
們的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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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雪馨

中方籲各國加強病毒溯源合作
外交部回應意國去年9月或現新冠：應在全球研究動物宿主和傳播途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意大利米

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等機構研究人員在該國《腫瘤雜誌》

（Tumori Journal）上發表論文稱，在檢測了去年9月至

今年3月參與肺癌篩查試驗的959名志願者的血液樣本

後，發現其中111名志願者血樣中存在新冠病毒的受體結

合域（RBD）特異抗體，佔志願者總數的11.6%。這表

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去年9月就已在該國傳播，較意大

利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早了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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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堅表示趙立堅表示，，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
炎疫情暴發時間炎疫情暴發時間、、地點等報道地點等報道。。圖為湖南衡圖為湖南衡
陽的南華大學附二醫院陽的南華大學附二醫院PCRPCR實驗室實驗室，，檢驗醫檢驗醫
生在進行核酸實驗檢測生在進行核酸實驗檢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上述論文引發全球媒體廣泛報道。新
華社引述外媒報道稱，上述該項研

究基於對959人血液樣本的分析，這些血
液樣本是在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進
行肺癌篩查時採集的。研究顯示，超過
11%的被檢測者，111人有專門的冠狀病
毒抗體。所有被檢測的人都沒有症狀，
也沒有任何發病跡象。

此前的觀點認為，新冠病毒是2019
年12月在中國武漢出現的，並在2020年
1月發展成為一場大流行病。該項新的研
究給上述已受到重重質疑的觀點找出新
的漏洞。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研究人
員提供的數據尤其有價值，因為它是以
實際血液樣本為基礎的。該項研究的結
論似乎與2019年底意大利老年人中出現
嚴重呼吸系統症狀和“非典型流感”的
報道相一致。

再次印證溯源是複雜科學問題
針對上述科學研究的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已經看到、聽
到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炎疫情暴
發時間、地點等報道。這再次印證了病
毒溯源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應由科
學家在全球範圍開展國際科學研究與合
作，促進對病毒動物宿主和傳播途徑的

了解，目的是更好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
風險，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
康。

趙立堅強調，病毒溯源是一個持續
發展的過程，可能涉及多國多地。中方
希望各國都採取積極態度，同世衞組織
等加強合作，推進全球溯源工作。中方
將繼續積極參與病毒溯源和傳播途徑全
球科學研究，同國際社會一道，為全球
病毒和抗疫合作作出貢獻。

曾光：中國發現早 不代表是起源地
中國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
學家曾光日前在談及病毒溯源問題時表
示，傳染病從哪裏來這個問題，正常的情
況下都是不清楚的，搞清楚的情況，只能
是例外。中國之所以最早發現新冠肺炎疫
情，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歷過非
典，首先建立原因不明的肺炎上報系統，
因為有這個系統，中國才能在全世界第一
個發現新冠肺炎疫情。

他還強調，武漢先發現病例，上報
給全世界，“但現在我們研究認為，這
個新冠肺炎最早出現在國外的可能性非
常大，中國發現得早，不代表我們就是
起源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據中國國家航天局消息，17日，長征五
號遙五運載火箭和嫦娥五號探測器在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完成技術區總裝測試工作後，
垂直轉運至發射區，計劃於11月下旬擇機實
施發射。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是中國探月
工程第六次任務，計劃實現月面自動採樣返
回，助力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歷史等科學研
究，是中國航天領域迄今最複雜、難度最大
的任務之一。

長五火箭抵發射區
據介紹，長征五號遙五運載火箭於9月下

旬由遠望運輸船隊安全運抵海南文昌清瀾
港，並通過公路運輸方式分段運送至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此後，火箭按照測試發射流
程，陸續完成了總裝、測試等各項準備工
作。17日上午，活動發射平台駛出發射場垂
直測試廠房，平穩行駛約2小時後，將長征五
號遙五運載火箭安全轉運至發射場一號發射
工位。

依照以往慣例，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完成
總裝後，從垂直轉運至發射區到迎來首個發
射窗口的時間大概為一周左右，這意味着嫦
娥五號最快將在下周啟程奔赴月球。據介
紹，長征五號火箭轉運至發射區後，將完成
火箭功能檢查和聯合測試等工作並確認最終
狀態，此後火箭將加注推進劑，按程序實施
發射。

將實現“四個首次”
中國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計劃

中，月球採樣返回是最後一步，也是難度最大
的一步。專家表示，嫦娥五號包括軌道器、返
回器、上升器、着陸器四部分，任務將實現中
國航天史上的四個首次，即：首次在月球表面
自動採樣，首次從月面起飛，首次在38萬公
里外的月球軌道進行無人交會對接，首次帶月
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天問一號料明年2月抵火星
此次嫦娥五號任務，是長征五號系列運載

火箭第二次應用性發射，也是“胖五”在今年
第二次太空出征。另據國家航天局表示，長征
五號運載火箭今年7月成功發射的中國首次火
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探測器，已在軌飛行116
天，飛行里程超過3億千米，距離地球約6,380
萬千米。探測器姿態穩定，能源平衡，部分分
系統完成自檢，各系統工作正常。天問一號計
劃於2021年2月到達火星，實施火星捕獲，
2021年5月擇機實施降軌，着陸巡視器與環繞
器分離，軟着陸火星表面，火星車駛離着陸平
台，開展巡視探測等工作。

■2020年5月，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美國科學院院報》發
表了德國和英國研究團隊共同撰寫的有關新冠病毒變種的
報告。報告第一作者、英國劍橋大學彼得·福斯特博士表
示，在中國報告首例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可能已經在人類
和動物中傳播。他所依據的基因突變率表明，病毒最初的
成功傳播可能早在2019年9月13日就開始了，這一可能
性達到95%。

■2020年5月，醫學期刊《國際抗菌劑雜誌》刊登標題為
《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國傳播》的論文。研究
人員選取了14個在2019年12月2日到2020年1月16日
期間因類流感疾病入住重症監護室的病例，於今年4月重
新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發現一名42歲男子的樣本新冠
病毒檢測呈陽性。由於該病例與中國缺乏關聯，並且在發
病前沒有臨近旅行史，這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
在法國人當中傳播，比2020年1月24日當地首次確診病
例早了近1個月。

■2020年6月，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發布公告稱，該校領
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在去年3月採集的巴塞羅那廢水樣本中
檢測出新冠病毒。研究人員對當地廢水樣本做了檢測，結
果發現在2019年3月採集的廢水中已有新冠病毒的蹤跡，
而西班牙在2020年2月25日才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

■2020年11月，意大利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等機構研究
人員在該國《腫瘤雜誌》（Tumori Journal）上發表的論
文成果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去年9月就已在該國傳
播，較意大利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早了幾個月。

多國研究揭新冠出現或早於武漢

2020年11月18日（星期三）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李岐山

17日出席的歌手有陳柏宇、周柏豪、鄭欣
宜、菊梓喬、泳兒、王君馨、林奕匡、

吳浩康及施匡翹等，歌手們更上台試玩AR合拍體
驗。新城知訊台執行總監程凱欣表示今年頒獎禮計劃
在商場內舉行，預計下午進行，頒發五十多個獎項，
估計兩小時完成，商場舉辦會有人流，觀眾可以睇，
但就不設招待觀眾。問到若疫情嚴重的話，可有另一
計劃？她說：“會有，但暫時未能公布，頒獎禮一定
不會取消。”周柏豪對於今年有實體音樂頒獎禮，坦
言很開心，因已很久沒接觸頒獎禮，去年都是網上或
錄製舉行，相信公司都會度期安排他出席：“作為歌
手有錄製歌曲，係對支持自己一年嘅歌迷有交代同回
報，有時得獎不是為自己， （得獎有信心？）有
的，今年有兩首歌《讓愛高飛》同《劫後餘生》，歌
曲成績好好，但前者因為是跨年，不知算不算。”

欣宜暫定明年出3首新歌
剛過了生日的柏豪，表示今年生日超級感慨，

當日與家人去了野餐，雖然簡單但已足夠：“今年好
有感覺，因為有個女，同埋因疫情困了好久，女兒第
一次去草地！終於知這個世界有其他人，不是火
星。”他的女兒下月2號便1歲生日，柏豪指女兒已
識認出爸爸。問到會否為女兒舉行生日會？柏豪表示
原本想在公司舉行小型生日會，因疫情關係之前都沒
有為女兒搞百日宴，但近日疫情又反覆，所以還是決
定留在家中慶祝便算。至於禮物，他笑謂還未想到，
反而想將女兒收到的6位數港元利是全數捐出，幫女
兒積福。問到會否再追多個？他說：“過一段時間再
說，因為生多個太太就不能夠埋身餵女兒，怕會忽略
個女。”
鄭欣宜今年轉投新唱片公司後推出了新歌《小

夜燈》，她預告將明年發力推出新歌：“今年當熱身
先，出年就會發功，暫定會出3首新歌。”問到會否

出席頒獎禮？欣宜說：“一切等公司安排，但我個人
無所謂，最緊要做足安全，頒獎禮是開心事，過去每
年大家都一齊玩。”她又稱今年是困難的一年，自己
托賴有工作，網上頻道就快有6萬訂閱，收入還可
以，自己都滿意。
陳柏宇（Jason）和同門林奕匡、黃妍等齊現

身，Jason表示今年產量不多，也沒去想得獎與否：
“從來頒獎禮前都沒想太多，現時寫歌是為了自己的
作品，心態明顯同以前有出入。”

陳柏宇長期擔心會染疫
Jason不諱言有實體頒獎禮當然開心，但又怕人

多聚集會中招：“有個女兒，私下都會怕，因為多
人，長期怕有中招感覺。”受到上呼吸道疾病影響，
全港幼稚園停止面授，Jason的女兒亦要暫時停課，
他說：“女兒讀N班，對她沒影響，只是上了幾日，
太太就要陪她網上教學，之前我去接她放學，一見到
我爆哭，她太掛念爸爸，我好心痛。”
王君馨今年推出新歌《Casada》，並首次以歌

手身份出席音樂頒獎典禮，但君馨卻表示自己並不能
角逐新人獎：“因為我2014年同英皇推出了福音
碟，已經做了新人，但當年無人通知過我出席頒獎
禮，今日的感覺似第一日上學，但已經是四年級。”
談到可有信心得獎？她笑說：“不做新人信心即降低
少少，不過好開心以一個新的身份出席這個頒獎禮。
（怕不怕到時無得獎？）不要緊呀，我第一次，所以
都幾興奮，好似我10年前出席頒獎禮都會特別興
奮，當是一個學習，稍後亦會繼續出歌，也會拍一些
好勁的MV 。”身旁的泳兒被問到可會過兩招給君
馨？她說：“我有看過她首歌MV，跳得好好又
Sexy，完全不似新人，我反而要她過兩招給我。”君
馨亦禮尚往來大讚泳兒的慢歌好聽。說到可怕出席人
多的活動？她表示會做好預防措施。

樂見實體音樂頒獎禮 有信心奪獎

周柏豪將女兒6位數紅包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新城勁爆

頒獎禮 2020》將於 12

月30日舉行，17日大會

舉行記者會，半百歌手

及一眾工作人員逾百人

出席記者會，因疫情下

有限聚令，17日眾人雖

有戴口罩，但大會亦安

排出席的歌手及嘉賓 4

人一組分開坐。周柏豪

女兒下月 2號便 1歲生

日，他想將女兒收到的6

位數利是全數捐出，幫

女兒積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靚媽陳凱琳
（Grace）除了專心照顧兩個囝囝，還不忘幫助有需
要人士，不遺餘力推動各類型慈善工作。今年聖誕，
Grace將與非牟利機構攜手推出節日親子慈善禮物
籃。
禮物籃收益部分撥捐“愛． 傳遞 Love

Xpress”，用以幫助自閉症兒童家庭。這個充滿節日
氣氛的親子禮物籃內，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禮物，有
專為小朋友而設的D.I.Y自製Pizza材料及大人最喜歡
的歐洲紅酒與節日小食等。人美心更美的Grace希望
藉着親子禮物籃為大家帶來快樂，與她一起傳遞節日
的歡樂氣氛。
親子禮物籃滿載了不少 Grace 的心思：“構思

這個親子禮物籃是因為今年，2020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的確過得不易，所以趁着節日，希望為大家帶來一些
特別元素，增添歡樂及堅強。因為無論面對任何情

況，都要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是次慈善義賣活動亦得到Grace的一班好姊妹和

圈中朋友的支持和好評，共同幫助自閉症兒童家庭，
建立共融的社會環境。

偕慈善機構製作禮物籃 陳凱琳助自閉症兒童家庭陳詩欣嘆樓價貴難置業

捐出行善捐出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庭欣、陳詩
欣、陳貝兒、安德尊等藝人17日出席無線在餐廳
舉行的特惠展銷會，三姐蕭秀香即場烹煮鮑魚及
花膠小食。庭欣表示會買這些現成的小食給男友
品嚐，自己平日也喜好入廚，擅長煲湯及中式簡
單菜式，加上疫情下會經常上網學煮飯，就連家
中的女傭廚藝亦大有進步，笑言好過張敬軒的女
傭，就以早餐作比較自己那個算是合格。男友對
她的廚藝是有讚無彈，庭欣笑言有批評便沒有下
次了。
庭欣亦有自爆女傭的烏龍事，她表示發覺紅

酒櫃裏放了幾支啤酒，原來也想把趣事放上網分
享，但見到軒仔在社交平台放女傭整的早餐後，
自己的那個實在太弱了，最後一笑置之。
同場的陳詩欣早前出席完好姊妹余香凝婚禮

後，被發現與男友拍拖看樓找愛巢，似乎受感染

有恨嫁之心，她強調自己不心急出嫁，反而身邊
的人比較心急，自從出席完余香凝婚禮後不停被
追問婚期，就連新娘子都像是很得閒也來追問，
有去婚禮的男友都被追問，自己則沒有壓力，只
擔心令男友有壓力。至於有否計劃結婚？她表
示：“情侶之間都會談將來，會有憧憬，但未實
質去談，不過媽咪見到報道後都打電話追問我是
否有事隱瞞，弄得我啼笑皆非，總之結婚一事順
其自然，工作行先。”
會否先覓愛巢同居試婚？她自言本身有看樓

的興趣，早前見樓市回落有考慮置業，可是樓價
都好貴買不到。她主動說到：“很多朋友追問為
何搶不到花球，吳若希都取笑我不爭氣，事實上
當日我已好努力，只因穿了高跟鞋跳不起，下次
要穿波鞋，唯有呼籲姊妹們結婚記得拋花球給
我。”

￭￭周柏豪上台試玩周柏豪上台試玩ARAR合拍體驗合拍體驗。。

￭￭周柏豪透露最近第周柏豪透露最近第
一次帶個女去草地一次帶個女去草地。。

￭￭泳兒泳兒（（左左））跟王君馨互相欣賞跟王君馨互相欣賞。。
￭￭欣宜表示有開網上頻欣宜表示有開網上頻
道道，，目前收入還可以目前收入還可以。。

￭￭陳凱琳首度與慈善機構攜手陳凱琳首度與慈善機構攜手
呈獻節日親子慈善禮物籃呈獻節日親子慈善禮物籃。。

￭陳詩欣表示不急於結婚。

￭￭大會邀請了多位人氣歌手出席活大會邀請了多位人氣歌手出席活
動動，，率先為率先為《《新城勁爆頒獎禮新城勁爆頒獎禮
20202020》》造勢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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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籲各國加強病毒溯源合作
外交部回應意國去年9月或現新冠：應在全球研究動物宿主和傳播途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意大利米

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等機構研究人員在該國《腫瘤雜誌》

（Tumori Journal）上發表論文稱，在檢測了去年9月至

今年3月參與肺癌篩查試驗的959名志願者的血液樣本

後，發現其中111名志願者血樣中存在新冠病毒的受體結

合域（RBD）特異抗體，佔志願者總數的11.6%。這表

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去年9月就已在該國傳播，較意大

利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早了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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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堅表示趙立堅表示，，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
炎疫情暴發時間炎疫情暴發時間、、地點等報道地點等報道。。圖為湖南衡圖為湖南衡
陽的南華大學附二醫院陽的南華大學附二醫院PCRPCR實驗室實驗室，，檢驗醫檢驗醫
生在進行核酸實驗檢測生在進行核酸實驗檢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上述論文引發全球媒體廣泛報道。新
華社引述外媒報道稱，上述該項研

究基於對959人血液樣本的分析，這些血
液樣本是在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進
行肺癌篩查時採集的。研究顯示，超過
11%的被檢測者，111人有專門的冠狀病
毒抗體。所有被檢測的人都沒有症狀，
也沒有任何發病跡象。

此前的觀點認為，新冠病毒是2019
年12月在中國武漢出現的，並在2020年
1月發展成為一場大流行病。該項新的研
究給上述已受到重重質疑的觀點找出新
的漏洞。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研究人
員提供的數據尤其有價值，因為它是以
實際血液樣本為基礎的。該項研究的結
論似乎與2019年底意大利老年人中出現
嚴重呼吸系統症狀和“非典型流感”的
報道相一致。

再次印證溯源是複雜科學問題
針對上述科學研究的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已經看到、聽
到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炎疫情暴
發時間、地點等報道。這再次印證了病
毒溯源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應由科
學家在全球範圍開展國際科學研究與合
作，促進對病毒動物宿主和傳播途徑的

了解，目的是更好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
風險，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
康。

趙立堅強調，病毒溯源是一個持續
發展的過程，可能涉及多國多地。中方
希望各國都採取積極態度，同世衞組織
等加強合作，推進全球溯源工作。中方
將繼續積極參與病毒溯源和傳播途徑全
球科學研究，同國際社會一道，為全球
病毒和抗疫合作作出貢獻。

曾光：中國發現早 不代表是起源地
中國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
學家曾光日前在談及病毒溯源問題時表
示，傳染病從哪裏來這個問題，正常的情
況下都是不清楚的，搞清楚的情況，只能
是例外。中國之所以最早發現新冠肺炎疫
情，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歷過非
典，首先建立原因不明的肺炎上報系統，
因為有這個系統，中國才能在全世界第一
個發現新冠肺炎疫情。

他還強調，武漢先發現病例，上報
給全世界，“但現在我們研究認為，這
個新冠肺炎最早出現在國外的可能性非
常大，中國發現得早，不代表我們就是
起源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據中國國家航天局消息，17日，長征五
號遙五運載火箭和嫦娥五號探測器在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完成技術區總裝測試工作後，
垂直轉運至發射區，計劃於11月下旬擇機實
施發射。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是中國探月
工程第六次任務，計劃實現月面自動採樣返
回，助力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歷史等科學研
究，是中國航天領域迄今最複雜、難度最大
的任務之一。

長五火箭抵發射區
據介紹，長征五號遙五運載火箭於9月下

旬由遠望運輸船隊安全運抵海南文昌清瀾
港，並通過公路運輸方式分段運送至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此後，火箭按照測試發射流
程，陸續完成了總裝、測試等各項準備工
作。17日上午，活動發射平台駛出發射場垂
直測試廠房，平穩行駛約2小時後，將長征五
號遙五運載火箭安全轉運至發射場一號發射
工位。

依照以往慣例，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完成
總裝後，從垂直轉運至發射區到迎來首個發
射窗口的時間大概為一周左右，這意味着嫦
娥五號最快將在下周啟程奔赴月球。據介
紹，長征五號火箭轉運至發射區後，將完成
火箭功能檢查和聯合測試等工作並確認最終
狀態，此後火箭將加注推進劑，按程序實施
發射。

將實現“四個首次”
中國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計劃

中，月球採樣返回是最後一步，也是難度最大
的一步。專家表示，嫦娥五號包括軌道器、返
回器、上升器、着陸器四部分，任務將實現中
國航天史上的四個首次，即：首次在月球表面
自動採樣，首次從月面起飛，首次在38萬公
里外的月球軌道進行無人交會對接，首次帶月
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天問一號料明年2月抵火星
此次嫦娥五號任務，是長征五號系列運載

火箭第二次應用性發射，也是“胖五”在今年
第二次太空出征。另據國家航天局表示，長征
五號運載火箭今年7月成功發射的中國首次火
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探測器，已在軌飛行116
天，飛行里程超過3億千米，距離地球約6,380
萬千米。探測器姿態穩定，能源平衡，部分分
系統完成自檢，各系統工作正常。天問一號計
劃於2021年2月到達火星，實施火星捕獲，
2021年5月擇機實施降軌，着陸巡視器與環繞
器分離，軟着陸火星表面，火星車駛離着陸平
台，開展巡視探測等工作。

■2020年5月，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美國科學院院報》發
表了德國和英國研究團隊共同撰寫的有關新冠病毒變種的
報告。報告第一作者、英國劍橋大學彼得·福斯特博士表
示，在中國報告首例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可能已經在人類
和動物中傳播。他所依據的基因突變率表明，病毒最初的
成功傳播可能早在2019年9月13日就開始了，這一可能
性達到95%。

■2020年5月，醫學期刊《國際抗菌劑雜誌》刊登標題為
《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國傳播》的論文。研究
人員選取了14個在2019年12月2日到2020年1月16日
期間因類流感疾病入住重症監護室的病例，於今年4月重
新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發現一名42歲男子的樣本新冠
病毒檢測呈陽性。由於該病例與中國缺乏關聯，並且在發
病前沒有臨近旅行史，這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
在法國人當中傳播，比2020年1月24日當地首次確診病
例早了近1個月。

■2020年6月，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發布公告稱，該校領
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在去年3月採集的巴塞羅那廢水樣本中
檢測出新冠病毒。研究人員對當地廢水樣本做了檢測，結
果發現在2019年3月採集的廢水中已有新冠病毒的蹤跡，
而西班牙在2020年2月25日才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

■2020年11月，意大利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等機構研究
人員在該國《腫瘤雜誌》（Tumori Journal）上發表的論
文成果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去年9月就已在該國傳
播，較意大利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早了幾個月。

多國研究揭新冠出現或早於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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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富力R&F在香港超級聯

賽開季前不足一星期宣布退出

之後，今周開鑼的港甲也有球

會臨陣散班！有球會因為 3年

前“借殼”予夢想 FC留下的欠

薪問題，遭國際足協（FIFA）

禁止註冊球員而退出，導致一

群球員大失預算，港甲參賽球

隊也由15隊減至14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香港半馬
拉松紀錄保持者紀嘉文近日捲入性侵醜聞，他
在15日深夜在個人FB專頁撰文，向“曾經被
傷害的每一位以最誠懇的態度道歉”，但只承
認“沒有認真對待和處理感情問題”，沒正面
回應性侵指控。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及關注婦女
性暴力協會亦已作出回應。

36歲的紀嘉文是香港知名長跑運動員，坐
擁10,000米、15公里及半馬拉松3項香港紀
錄，自己亦有開班教跑步，疫情時期一度轉行
改兼職駕駛的士維生。上星期他的FB專頁上
載一篇文章截圖，行文疑似是一名女學員投訴
被“己堂主”騷擾。FB專頁在截圖附上留言
“貼堂”，似想為自己澄清，然而卻惹來網民
激烈反應，更有人列舉被騷擾事例。一位自稱
為前獨木舟運動員更留言，指曾在車上被摸
胸。之後再有更多“受害人”出現，紀嘉文專
頁事後已刪走此帖。

由於之後愈來愈多人在FB發聲，更涉及
性騷擾及人格指控。紀嘉文專頁在周日深夜發

文：“在過去幾天，我深切反省了自己過去的
行為，明白到自己曾經有做錯的地方，我以往
並沒有認真對待和處理感情問題，令到對方受
到傷害。 或許容許我在此鄭重地向曾經被傷
害的每一位以最誠懇的態度道歉，對不起。
”他又表示：“知道這句遲來的道歉未必能
夠得到你們的原諒，但我希望你們都能夠有新
的生活。我亦希望向我的親人，朋友，學生道
歉，作為教練應該以身作則，我卻令你們失
望，我深感慚愧。在此，我再次向各位道歉，
我承諾以後我會專心做好我教練的工作，時刻
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品德，不會令大家再一次失
望。”

田徑總會表示極度關注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17日發出聲明：“本

會就日前傳媒報道有人士報稱有運動員早前遭
到田徑教練性騷擾的事件，本會表示極度關注
事件。本會一直關注教練的品行及操守，並對
任何形式的性騷擾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本會

已訂立防止性騷擾政策及相關指引，列明以防
止有關事件發生及處理相關事件的政策。本會
將於收到有關投訴後盡快啟動相關處理投訴之
機制。本會呼籲運動員如遇上類似事件切勿啞
忍，可以向本會作出申訴或尋求警方協助。”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風雨蘭”希望事件
能令外間關注，並建議受害人求助：“就有關
跑手涉及多宗性暴力事件，我們相信受害人鼓
起很大的勇氣才敢於發聲。我們在此呼籲曾遇
上性侵的您可向風雨蘭求助。”

涉及今次事件的球隊為原名“港
菁”的“景峰”。2017至19球

季，夢想FC借用“港菁”會籍參加
港超，惟至2019年7月11日，夢想
FC以行政總裁梁智駒名義在FB專頁
發出公開信，表明因為“財政管理步
步為營”，未能符合足總董事局提出
“季前繳交港幣7位數字按金”的要
求，遺憾地宣布退賽。

夢想FC退出港超後將會籍歸還
“港菁”，幾個月後的新球季改以
“景峰”名義出戰港甲，仍由梁智駒
擔任組軍大旗手。在李志豪、梁子
駿、郭建邦、蘇來強及謝敏榮等前港
腳助陣下，景峰在球季停擺前以13戰
25分排港甲積分榜次席，僅次於13
戰30分、後來獲足總邀請升上港超的
晉峰。

2020 至 21 年度港甲原定周日
（22日）開鑼，保留大部分主力的景
峰（足總網頁顯示為原名港菁），原
定會在九龍仔公園大戰高力北區，但
就在開賽前一星期，卻收到被國際足
協禁止註冊球員的噩耗。事緣前夢想
FC的西班牙外援祖亞昆，因舊東家
欠薪問題要求國際足協仲裁，至近日
獲判勝訴，兼可獲近80萬元賠償，球
會也因而被罰。

梁智駒夥景峰班底過大埔
據悉夢想FC當年退出之後，本

已跟有合約在身的球員達成解約協
議，惟祖亞昆後來反口，更向國際足
協投訴，因此累及球會及球員。景峰
無奈之下只有散班，入信足總確認退
賽，並通知球員自行落班。據悉梁智
駒及景峰原有班底將過戶到大埔，總
算將受影響程度減至最低，成功化解
一場危機，只是本地球圈一而再、再
而三爆出負面消息，形象肯定會進一
步受到打擊。

捲性侵醜聞
紀嘉文：沒認真處理感情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馮雷河南報
道）中國鄭州．交
通銀行2020國際乒
聯總決賽，將於19
日在河南鄭州奧體
中心開賽。獎盃、
獎牌、紀念盃、吉
祥物，把鄭州地標
和中原文明的潮流
時尚和厚重歷史充

分結合在一起，給世人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
月季花是鄭州的市花。本次國際乒聯總決賽

的獎牌是以一朵綻放的月季花為設計輪廓。整個
獎牌圖形內設計元素以線條勾勒出“鼎”的圖
案，代表中華文明文化，亦代表中原。圖案下為
黃河水波紋和祥雲圖案，上為ITTF（國際乒乓
球聯合會）的LOGO，寓意賽事落地中原，落
地中國鄭州，ITTF的LOGO和“鼎”的造型，
組成“中國”的“中”字，既表達中國鼎盛之
意，又十分接地氣地與河南常用語“中”相吻
合。

本次國際乒聯總決賽的獎盃通體金黃，以殷
墟出土之商代青銅器樽為設計藍本，採用銘文、
小篆等字體，將“豫、二七、黃河、中原”等文
字精雕在盃體上，“樽”顯出中國悠久燦爛的青
銅器文化。ITTF的LOGO環繞盃體中部，寓意
與中原文化相互依託，相互環繞，相互成就。

水晶打造、內嵌沙漏……本次國際乒聯總決
賽的紀念盃頗具新意，可謂潮流時尚與厚重歷史
完美融合。紀念盃中注入中華文明“母親河”黃
河之水，充分展現出悠久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

本次國際乒聯總決賽的吉祥物叫“鄭鄭”，
小小腦袋好像一個乒乓球拍。開幕式上，“鄭
鄭”也將通過3D動畫的形式與現場觀眾見面，
以前沿科技+潮流時尚的方式和大家互動。

ITTF
總
決
賽
獎
盃
獎
牌
吉
祥
物
出
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作
為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今年重啟三大賽事的年度
收官之戰，中國．鄭州2020國際乒聯總決賽將
在河南鄭州奧體中心體育館19日開賽，備受世

界矚目，該賽事賽程揭曉，時間表也都揭曉。
2020國際乒聯總決賽由國際乒乓球聯合

會、中國乒乓球協會主辦，鄭州市人民政府、
河南省體育局承辦，共設男、女單打2個項

目，賽事總獎金100萬美元，是該項賽事繼
2019年後連續第二年在中國鄭州舉辦，也是鄭
州市、河南省第二次舉辦規格最高、規模最大
的國際性乒乓球賽事。來自14個國家和地區19
個乒乓球協會的32名運動員（男、女運動員各16
名）參加本次比賽。19日上午9點開打的女單
16強賽事，將拉開本次總決賽的戰幕。

一連4天共30場比賽 ITTF總決賽賽程揭曉

國際賽疫情不斷 摩佬暗諷“真安全”

■吉祥物“鄭鄭”。

■■紀嘉文捲入紀嘉文捲入
性侵醜聞性侵醜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祖亞昆（右）告上FIFA，令景峰最終要退
出。 新華社

■■夢想夢想FCFC在在20192019年宣布退賽年宣布退賽。。
夢想夢想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國際賽期疫情不斷，
繼早前穆罕默德沙拿染疫，另一位球星蘇亞雷斯也確診
感染新冠肺炎，而包括艾利尼在內的幾位英超球員亦告
“中招”。

烏拉圭足總17日證實，在球隊最新一次新冠病毒檢
測中，結果顯示蘇亞雷斯等兩名球員及一名職員檢測呈
陽性，並表示“目前三人狀態良好”。蘇亞雷斯需接受
隔離，將會錯過接下來馬德里體育會對陣巴塞隆拿的西
甲大戰，無緣倒戈對舊會。

蘇亞雷斯確診無緣倒戈巴塞
另外，上周埃及球星穆罕默德沙拿國際賽期回國期

間證實染疫，其埃及隊友、効力英超阿仙奴的中場艾利
尼也確診新冠病毒。

聲明說，這次病毒檢測是在埃及作客多哥的賽前進
行的，艾利尼賽後返回了開羅繼續接受治療。另一家北
倫敦豪門熱刺，隊中愛爾蘭右閘馬特杜靴迪的新冠病毒
結果也呈陽性。

對於國際賽期頻爆疫情，熱刺領隊摩連奴在社交媒
體發了一張健身照，並發文諷刺國家隊的防疫漏洞，
“這些國際賽質素很高，更絕對安全。”摩帥續寫道：
“完場後病毒檢測才有結果，訓練時外人又可自出自
入。在完成只有6人可參加的訓練後，我們應該照顧好自
己。”

■■蘇亞雷斯返回烏拉圭出戰國際賽期蘇亞雷斯返回烏拉圭出戰國際賽期
間間，，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法新社法新社

■■摩連奴上載的健摩連奴上載的健
身照身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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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房地产的话题在华⼈地区可说是家常便饭，更是重要的投资理财⼯具，想要重中获利，便要保持学习专业知识、洞察

市场先机。这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落实呢?Q

休斯頓房地產

聯 ⽲ ⽤ ⼼ ｜ 共 創 雙 贏

聯⽲地產中國城 Houston China Town：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1

2

3

4

5

6

7

Grand West Condos位于最新的凯蒂⼤学中⼼，以休斯顿⼤学
为中⼼, 和休斯顿社区学院, Katy Asian Town 凯蒂亚洲城为邻,
⻝.⾐.住.⾏.育.乐.均步⾏可达! 简单扼要的特⾊便是：
新建的、少有的、⽅便的、都市化的和负担得起的。

休斯顿最受欢迎的时尚⽣活中⼼
LifeStyle Center in Houston

“时尚⽣活圈(Life Style Center)是结合购物中⼼，以及零售商
店与其他服务⾏业（例如餐厅，电影院，公寓⼤楼，医疗服务
等）结合在⼀起的综合性⽤途商业中⼼" ~Margaret Rouse

   平均家庭收⼊     
> $100,000

居⺠住宅在3英⾥之内
[2010之后建成 / 价格]

2B/2B
$895K

2019 建成

1B/1B $235K
2B/2B $284K

2019 建成

独⽴式住宅

$1.8M 
2016 建成

超市在1英⾥
之内

     ⽤餐       
多样化

零售商店或

购物中⼼

⼤学与开放

式校园

  到达⾼速  
 便捷性

1

2

3

4

5

6

7

University Center 
Katy Asian Town &
Market Place

City Centre at
Memorial

China Town

The Galleria

Rice Village

Sugar Land 
Town Square

LaCenterra
Cinco Ranch, Katy

开始发展 
 时间

2016

2007

1983

1983

1970

2007

1938

公交

系统

公交总站

公交站

公交站

公交站台

娱乐

场所

电影院

室内卡丁⻋

电影院

电影院

电影院

室内滑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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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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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格是基于在各⼤专业商业中⼼3英⾥内的配套便利设施进⾏⽐对的

Why Grand West Condos? 
为何"蒂凯佳苑" 是众多时尚⽣活圈
(Lifestyle Center)中的优质居住选择?

Disclaimer: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file, while supplied by sources deemed reliable, is subject to errors and omissions and is not, in any way, warranted by an
agent or independent associate. This inform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Develop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免责声明：宣传册的所有
内容仅供参考之⽤。虽然所有提供或引⽤的信息和评论来⾃认为是可靠的来源，但不能保证。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通知。开发商保留随时更改的权利，恕不另⾏通知。你
的投资决策完全是你的责任

Open Hose  11:00am ~ 5:00pm Saturday

充分听取专业意⻅，掌握业界消息

          正确的投资⽅式会让你创造财富、实现财富⾃由，房地产在⻓期项⽬中

是不⼆之选，⽽成熟的投资者必须透过独⽴的判断、思考能⼒，加上专业的

建议及分析，在其他⼈仍在考虑、疑惑之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知

道投资的进场时机好坏，很⼤的影响了投资成效。

         ⼀般来说，投资者客⼾分为两类：⼀类为了建⽴属于⾃⼰的家，另⼀类

以房地产投资为主。⽆论是⾃住还是投资，拥有⾜够专业知识应对市场变化

是⾮常重要的，透过不断关注市场动态，配合专业经纪⼈的帮助和观点，不

只有机会获得最新市场动态及内部消息（inside

information），更能在别⼈还没进场的时候，获得最⼤的利益。

放远投资眼光，选择正确房产品

       房地产的投资选择多，出租房⼦、低买⾼卖、杠杆操作等，其中以前两

者为最普遍，但其实当中内藏着重要的细节。 

          买房收租当包租公，⽇后卖出赚取差价的想法，⼏乎是每个进⼊房地产

投资领域的⼈想做的事情，也认为除了能通过收取租⾦创造现⾦流，更能⻓

期持有房地产。可是，⼤部分⼈只将重⼼放在租⾦回报，但是真正可以创造

可观的获利来源还是⻓期持有房地产⽽产⽣出的价差利润。

            同样的，在选择房产品上花点⼼思，也能使投资脚步更精准。在华⼈

眼中，⼟地是财富的表现，所以⼤家偏好投资占地较⼤的独栋屋（single

family house）⽽并⾮空间相对较⼩的公寓（condo），这种量化的思考⽅

式在房地产投资中其实并不是很好的，预先排除了你可能的投资选项，不仅

让你⽆法全⾯分析投资⼯具，也很可能让你错过最好的投资机会。

公寓不及独栋屋？事实并⾮如此

公寓与独栋屋都是主流的选择项⽬，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投资的成

果，以下为⼏项要点：

         

任何投资都需要利益分析，如何更理性的看待房地产对象价值，洞察市场未

来趋势，你可以透过⾃⼰做市场调查或是跟专业顾问咨询讨论，每个专业都

有它的价值所在，多听⼀种意⻅、看⻅另⼀种⻆度也让⾃⼰在投资房地产⽅

⾯多⼀分保障！         

1. 公寓投资⻛险较⼩

2.  公寓拥有较⼈性的居住条件

3. 公寓的增值收益较理想 

绝⼤部分独栋屋都是位于郊区，⽽公寓较接近市中⼼，有些甚⾄位在蛋

⻩区，代表都市的流动量是⽆法与郊区相⽐的。⽽公寓周围通常都是上

亿美⾦的发展项⽬，加上公寓所在地替代性低，是可以从中带动保值机

会。

公寓拥有较完善管理，且当中的装潢减少住⼾不少维修或更换的⿇烦，

⽽最重要的地段，位在交通⽅便、⼈流量⼤的地⽅便是公寓吸引⼈的关

键所在。

从数字上来说，独栋屋看起来性价⽐较好，事实上，公寓除了有更容易

出租的优势，还有更⼤的升值潜能，就算添加管理费、贷款利息等成

本，以上提及的周遭因素使公寓拥有更完整的⽣活配套及⼩区经济活

动，从⽽创造更⼤的增值空间，相对位在偏远的地⽅独栋屋，公寓的⻓

期投资有望达成更⾼的回报率。

先⼊为主观念可能让你錯失投资良机

停看聽系列講座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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