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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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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 & Ankle Center
陳 彥 旭 足 踝 專 科 / 外 科 醫 生（
生（通 國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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錘 裝 腳 趾 ﹑姆 指 囊 腫 ﹑腳 跟 痛 ﹑骨 折
扭 傷 ﹑肌 腱 炎 ﹑先 天 性 畸 形 ﹑神 經 病 變
糖 尿 病 足 ﹑關 節 炎 ﹑神 經 瘤 ﹑步 態 異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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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五探測器成功落月
香港現新群組 康城 11 人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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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普及率達中高收入國家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頡 北京報道）12 月 1 日，香
匯報記者從中國教育部舉行
育 2020“收官”系列首場發
上獲悉，“十三五”以來高
業生累計達 4,088 萬，勞動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 10.7
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建檔立卡
學生全部“動態清零”，中
級教育普及程度均達到或超
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任
如期實現。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
亞介紹，2019 年中國學前教
香港 12 月 1 日疫情
入園率達 83.4%，九年義務
新增確診宗數：82 宗
鞏固率達 94.8%，高中階段
輸入個案：10宗
毛入學率達 89.5%，高等教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23宗 入學率達 51.6%，勞動年齡
平均受教育年限達 10.7 年，
有關聯本地個案：49宗
教育普及程度均達到或超過
(跳舞群組佔32宗)
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初步確診數字：逾 60 宗

逾 900 工人接受檢測
專家憂疫情拖至聖誕更難控
傳回區域影像圖
開始持續約
2 天採樣



■ 將軍澳日出康城工地爆疫
將軍澳日出康城工地爆疫，
，有 11
11人確診及初步確診
人確診及初步確診。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香港新冠疫情持續擴散，12 月 1 日新增

道）在經歷了為期一周的地月轉移、近月

82 宗確診個案，除跳舞群組增加 32 人確診、

制動、環月飛行之旅後，嫦娥五號探測器

累計約 552 人染疫外，另有 23 宗香港本地源

成功着陸月球。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國

頭不明病例，其中將軍澳日出康城 9 期工地出

家航天局獲悉，12
月1日
時 11 分，
現新的感染群組，工地
1123
人確診或初步確
嫦娥五號探測器成功着陸在月球正面西經
診，估計是在工作中感染，涉事工地已停

建檔立卡輟學“動態清

工地群組

51.8
度 、900
北緯
43.1 度 附 近 的 預 選 着 陸
工，超過
名工人要接受檢測。有專家指跳

‧將軍澳日出康城 9 期 1 座工地：3
名工人確診，另
劉昌亞介紹，中國義務
有8人初步確診

區，並傳回着陸影像圖。嫦娥五號探測器
舞群組已出現數代傳播，源頭追蹤舉步維

階段建檔立卡輟學學生已從
建立之初的 20 萬到現在實現
‧1 名組織病理學醫生確診，同部門另一醫生初步確
態清零”，重點高校招收農
診
案形式出現，專家最擔憂
了太陽翼和定向天線展開等狀態檢查與設
貧困地區學生專項累計達到
仁安醫院
疫情拖至聖誕新年，屆時巿 2 天的月面工
置工作，將正式開始持續約
萬人。建立了覆蓋全學段的
‧再多 4 名員工在檢疫中心、接受隔離期間確診或初
■ 張竹君指，
民再聚會慶祝，令疫情更難
資助政策體系，累計資助貧
步確診，累積5名員工染疫
作，採集月球樣品。
11 月 15 日 起 到
生3.91億人次、資助金額達
其他個案
控制。
■嫦娥五號探測器着陸器和上升組合體太陽能帆板打開示意圖
嫦娥五號探測器着陸器和上升組合體太陽能帆板打開示意圖。
。
記者張文軍 攝
過尖沙咀松山海
億元（人民幣，下同）。普
‧1名的士司機確診，的士車牌為SL8379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鮮鍋的人士都
幼兒園覆蓋率達到 76%，9
院舍個案
需接受檢測。
‧筲箕灣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3
名
的縣級單位實現義務教育基
月 1 日 22 時 57 分，嫦娥五號着陸器和上升器 五號採用了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502所已在嫦娥三
▶ 東華三院方樹泉日
香港文匯報
員工及2名院友確診，另有8名院友初步確診
衡發展。
組合體從距離月面約 15 公里處開始實施動力 號和四號上應用的“粗精接力避障”的方式，即着陸
間活動中心再有多人
記者 攝
‧大角咀東華三院何玉清翠柳頤庭：2
名員工及 1 名
“十三五”期間，高校
下降，7,500牛變推力发動機開機，逐步將探測器相
器和上升器組合體先是大推力反向制動快速減速，然
染疫。
中新社
院友確診
了全國 60%以上的基礎研究
對月球速度從約 1.7 公里/秒降為零。其間，探測器 後快速調整姿態並對預定落區地形進行拍照識別，避
‧新蒲崗百樂護老院群組：1名院友確診
大科研任務，建設了 60%以
進行快速姿態調整，逐漸接近月表。此後進行障礙 開大的障礙，實現“粗避障”，然後組合體在飛到距
學校個案
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1 日在 需接受檢測。
校停課及安排檢測。
國家重點實驗室，獲得了 6
自動檢測，選定着陸點後，開始避障下降和緩速垂 離月面100米時懸停，並再次對選定區域進行精確拍
‧青衣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1名學生確診
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新增的 82 宗確診個
院舍疫情方面，筲箕灣東華三院方樹泉日間
確診人士亦包括一名的士司機，此外律政司
上的國家科技三大獎勵，獲
直下降，平穩着陸於月球正面風暴洋的呂姆克山脈 照，實現“精避障”，之後再斜向下飄向選定的着陸
‧九龍塘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1名學生確診
案，有10宗為輸入病例，其餘72宗本地個案中， 活動中心有3名員工及兩名院友確診，另再多8名 表示律政中心西座法律樞紐內的法律相關組織一
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均佔
以北地區。着陸過程中，着陸器配置的降落相機拍 點，在移動到着陸點正上方之後開始垂直下降，到距
‧一名替假老師確診，曾到薄扶林西島中學（West
23宗屬源頭不明，另有超過60宗初步確診個案。 院友在檢疫中心初確；東華三院何玉清翠柳頤庭則 名職員染疫，律政司已安排全面消毒及清潔公用
80%以上。實現與 25 個“一
攝了着陸區域影像圖。
離月面較近時關閉发動機，然後利用着陸腿的緩衝實
Island School）及香港仔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
不明源頭個案包括將軍澳日出康城 9 期第 1 有兩名員工及1名院友確診，其他院友及職員需要 地方，而該名法律相關組織職員最後一次返回辦
路”沿線國家學位學歷互認
現軟着陸。
昌紀念學校
座工地的工人，有關工地目前已有 3 宗確診個案 送往檢疫；新蒲崗百樂護老院亦有一名院友確診，
公室是11月28日，其辦公室已徹底消毒，同層其
實現
“選址正確落得準確”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動 2,331 個中外合作辦學機
嫦娥五號着陸上升組合體在落月時，撞擊月面
及8宗初步確診。張竹君指個案集中在第1座，而 約 50 位密切接觸的同住院友及工作人員也被送往 他辦公室亦會盡快進行清潔和消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項目落地。與此同時，教育
嫦娥五號探測器抓總研制單位中國航天科技集
會形成較大的衝擊載荷，必須設計相應的着陸緩衝
整個 9 期工地共有 3 座，目前均已停工，涉及逾 檢疫中心。張竹君表示，何玉清翠柳頤庭的源頭
專家料無源頭案會
“一路升”
極引導和鼓勵畢業生到基
團五院的專家表示，相較於嫦娥三號、四號，嫦娥
系統。與嫦娥三號的着陸緩衝設計方案相比，由於
900
名工人，而曾在 11 月 15 日後到過工地的人員 個案雖然沒有參與跳舞活動，但被跳舞群組患者
均需接受檢測，而承建商正安排工人檢測。她指
感染，她表示該群組可能不止有第三第四代傳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業，2019 年畢業生到中西部
五號對於着陸點的位置精度和平整度方面的高要求
任務難度增加，嫦娥五號任務的着陸緩衝能力要求
出，工地工人難以長時間佩戴口罩工作，工人亦
播，難以判斷誰是第一代，“現時有很多人沒有
問指出，估計不明源頭個案會“一路升”。他分
就業的比例達 59%，到地市
是空前的，需要一個着陸區域內無太高的凸起、無 提高了 30%，但機構重量指標卻減少了 5%。科研
涉及很多工種，包括水喉、砌磚、泥水及玻璃幕
到過跳舞場所，但有接觸相關人士並已染疫，有
析，跳舞群組早期以跳舞人士中的超級傳播為主
以下基層就業的比例也達
太深的凹坑，坡度要符合任務要求。可以說，落月
人員研製的嫦娥五號着陸緩衝機構具有完全自主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牆等，不同工種需要合作互動，工人之間亦不免
些是在食肆、健身室或經家人感染，預計陸續還
導，目前初代患者多已發病，病毒在多代傳播
的過程就是邊飛行邊找尋落點，在 15 分鐘內完成，
識產權的“偏置收攏、自我壓緊”式方案，保證了
港特首林鄭月娥69%。“十三五”以來，高
1 日強調，執法部門
打招呼談天，估計因此造成病毒傳播。
有個案發生。”
後，傳播鏈已經模糊，其他繼發式感染者可能以
■嫦娥五號探測器動力下降過程降落相機拍攝的
業生累計達 4,088 萬人，初
約600公里外的全程自主跳傘。
收攏簡單、展開可靠，解決了着陸緩衝、着陸穩定
會嚴正跟進違反防疫規例行為，除
另外，續有學生及教師確診，東華三院吳祥 不明源頭個案形式出現，並在社區中持續傳播。
圖像。
中國國家航天局供圖
據介紹，為實現“選址正確，落得準確”，嫦娥 性等多方面的問題。
水 警 設 新 熱 線業率連續多年保持在77%以
針對巿民出海聚集
院舍確診者被跳舞群組感染
伊利沙伯醫院

艱，預料其他繼發式感染者或以不明源頭個
成功着陸後，着陸器在地面控制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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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川紀念中學及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各有一名學生確
診，兩校需要停課；此外一名替假教師亦確診，該
教師於11月27日發病，當日曾到薄扶林西島中學
（West Island School）任教，之前亦曾到香港仔
的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中心建議兩

他強調，接下來兩周的抗疫表現十分關鍵，政府已收
緊社交距離措施，市民應積極配合，並盡量去做檢
測，“好快到聖誕節及新年，如果疫情仍然唔能夠受
控，民眾抗疫疲勞之下又會聚會，恐怕更加難以控
制。”

香港醫護又中招 醫院恐現小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再有醫護
人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伊利沙伯醫院化驗室繼
一名醫生上月 30 日初步確診後，另一名同在化驗
室工作的醫生本月 1 日確診，但兩名醫生在工作
中未有接觸病人和新冠病毒樣本，故疑是在社區
感染。此外，仁安醫院醫療造影部 10 日內有 5 人
染疫，衞生防護中心調查後認為該院的休息室屬
高危地點，或出現小型爆發，現約有 50 名使用休
息室的職員已被隔離，等候檢測結果。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
獻表示，1日確診的伊利沙伯醫院45歲組織病理學
男醫生，11 月 26 日最後上班，翌日發病，而該部
門另一醫生本周一（11 月 30 日）初步確診，該醫

■ 仁安醫院休息室或出現小型爆發。
資料圖片

生前日出現不適，在醫院留下唾液樣本後回家。兩
名染疫醫生在同一化驗室工作，但均毋須接觸病人
及新冠病毒樣本。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兩
名醫生有較多接觸，曾一同下班，而化驗室另一
位醫生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接受檢疫，醫院
已經安排同一部門共 77 人進行病毒測試，暫時並
未發現其他陽性個案。
伊利沙伯醫院亦表示，確診員工與病人沒
有緊密接觸，工作期間亦有穿合適保護裝備及
佩戴口罩，工作環境亦定時進行消毒。該院早
前 曾 為 全 院 1,000 多 名 員 工 先 後 進 行 兩 次 測
試，所有檢測結果屬陰性，該院之後會定期為
同事檢測。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組織病理
學化驗室主要負責處理標本，大部分標本經凡
士林浸泡，基本無活性病毒，懷疑是有人將社
區病毒帶入化驗室，其他醫生接觸後傳播。

工隨即停工，並要接受隔離檢疫，結果當中再發
生有兩人確診，一人則初步確診，三人均為首兩
名確診員工的密切接觸者。
張竹君指出，防護中心調查仁安醫院集體
確診事件後，認為公共休息室或有小型爆發，
約 50 名使用過休息室的職員已被隔離，等候
檢測結果。她續指，現時確診的仁安醫院職員
都是入住檢疫中心後確診，應不會傳染病人，
暫亦沒有病人因接受 X 光檢查後確診。
劉家獻透露，堅尼地城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職
員週一早上接獲外判商報告，表示外判商的員工
上周六（11 月 28 日）收集和整理深喉唾液樣本
時，誤將 6 個樣本遺留在收集箱內未有運送到化
驗室，由於樣本已不宜化驗，診所職員聯絡有關
人士重交樣本。醫管局會審視樣本收集程序並進
行改善，以避免同類事情發生。

仁安公共休息室或被污染

另外，本月 1 日有網上貼文稱，東區醫院一
名病人被通知對病毒呈陰性之後出院，惟院方發
現出錯及後致電家屬，而病人出院後已在家洗澡
及與家人一起用膳。對此，東區醫院發言人澄清
指，根據該院記錄，東區醫院並沒有確診病人被
錯誤安排出院。醫院一直按既定指引，嚴格執行
有關新冠肺炎個案的出院安排。

仁安醫院也有員工相繼染疫，該院截至 11 月
30 日已有 5 名醫療造影部後勤員工確診或初步確
診。該院發言人表示，院方上月 22 日得悉一名屬
跳舞群組的醫療造影部兼職後勤女員工確診，另
一員工測試亦呈陽性，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的員

東區醫院澄清無錯誤出院

設據報熱線 抗議措施進一步收緊

另外，除之前港島三間食肆有員工和食客確
診，曾到訪人士需接受強制檢測後，張竹君1日表
示尖沙咀的松山海鮮鍋亦“爆疫”，食肆有員工和
食客相繼確診，故11月15日起到過該食肆的人都

外，其他違規行為可向警方及政府
熱線 1823 舉報，而政府效率促進辦
公室亦宣布 1823 本月 2 日起會集中處
理與疫情等相關來電。另外，港府 1
日晚公布，進一步收緊多項社交距
離措施，婚禮人數收緊至 20 人，並
取消宗教聚會及本地團豁免，本地
遊將要暫停出團。

水警設熱線跟進出海聚集
林鄭月娥 1 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新一波疫情十分嚴峻，未來兩周
非常關鍵，希望市民留在家中，避免
社交聚會，而執法部門會嚴肅跟進違
規行為。她又表示由於派對房間或卡
拉 OK 或夜總會關閉後，有些人在海
上進行聚集活動，故水警已成立新熱
線 3660 8623，任何市民看到碼頭或登
岸處有群組聚集出海，可致電水警跟
進。

研取消宗教群組限聚豁免
另外，港府 1 日公布再收緊防疫
措施，包括婚禮人數上限收緊至 20
人，宗教活動的群組聚集原獲豁免
“限聚令”容許聚集人數為處所可容
納人數的一半，有關豁免取消；本地
遊旅行團原亦獲豁免，可舉辦不多於
30 人的本地遊，但有關豁免亦取消。
有消息亦指違反“限聚令”、
“口罩令”及“強制檢疫令”的罰款
初步建議由 2,000 港元增加到 5,000 港
元甚至 1 萬港元。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 1 日則表示正與律政司研
究定額罰款倍增問題，包括商討檢視
有關法例，“我們現在未有定案，特
首都講了要倍增以及有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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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涉收賄公聽會翁華利郭克銘證稱有找黃國昌
（中央社）台北地方法院審理立委涉收賄
案，今天傳喚居間的統領百貨第二代翁華利及
是知顧問公司總經理郭克銘作證。翁華利及郭
克銘都說，公聽會有拜託前立委黃國昌出席，
但他後來沒到。
前太流公司負責人李恆隆涉嫌透過是知顧
問公司總經理郭克銘等人，行賄立委蘇震清、
陳超明、廖國棟、前立委徐永明等，透過公司
法修法或舉辦公聽會，施壓經濟部官員撤銷太
流增資登記，企圖奪回 SOGO 經營權。台北地
檢署 9 月間依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起訴；翁華
利獲緩起訴處分。
檢方指控，陳超明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召
委名義，以列名開會通知函發函經濟部及致電
前經濟部長沈榮津等方式，逼迫經濟部官員參
加由東吳大學法學院於立法院紅樓舉行的公聽
會，並以政治獻金方式收受賄賂。檢方認定，
陳超明收受賄賂新台幣 100 萬元，辦公室主任
梁文一收賄 50 萬元。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開庭，提訊在押的陳超
明、梁文一，傳喚被告李恆隆、郭克銘，並傳
喚翁華利及郭克銘作證，由檢辯雙方詰問。2 人

被問到 108 年 12 月 18 日舉辦公聽會的前置作業
，邀請哪些立法委員，是否同意列名開會通知
，以及立委們後來出席狀況。
翁華利表示，公聽會舉辦前，他聽郭克銘
說，很多立法委員會參加公聽會，但他只認得
黃國昌，因為黃國昌常在電視上罵來罵去，但
最後黃國昌沒有到場；郭克銘也說，之前有拜
託黃國昌來參加公聽會。
郭克銘則說，他在 103 年認識李恆隆，為
處理新加坡商天義公司持有太流公司股權與經
濟部發生登記爭議事件，他曾以天義公司資深
顧問去拜訪梁文一，也在立法院見過陳超明，
陳情這件爭議事件，並希望陳超明等人列名開
會通知及出席公聽會；他另接洽東吳大學法學
院做為公聽會主辦方，就此爭議事件做鑑定。
郭克銘表示，受邀立委有考量以立法院經
濟委員會其中的 15 人，扣除很多立委都有收遠
東集團的政治獻金，所以後來是找蘇震清、廖
國棟、陳超明等人；梁文一後來有跟他說，公
聽會當天是立委抽籤，陳超明要到苗栗造勢，
將無法出席。

無期徒刑假釋因酒駕被撤銷 釋憲放人男子2日出獄

中國

（中央社）洪男犯殺人罪判無期徒刑獲假
釋，因酒駕被抓需再服無期徒刑，花蓮高分院
為洪男聲請釋憲，大法官認牴觸憲法比例等原
則宣告假釋撤銷違憲，檢方今天通知放人，75
歲洪男重獲自由。
今年 75 歲的洪男在民國 83 年犯下殺人案，
當時洪男應余女之邀夥同 3 人到台東關山鎮，
以石頭砸死老榮民，被判無期徒刑，於 84 年 4
月間入監服刑；在監獄表現良好，於民國 96 年
4 月假釋出監，保護管束期至 106 年 4 月 17 日期
滿。
洪男在民國 102 年 10 月和友人在彰化二林
鎮聚餐，卻因一時貪杯喝了 2 瓶啤酒，騎乘重
型機車被員警攔下，案件送台灣彰化地方法院
審理。
法官當時認為，洪男即使因酒駕判最低刑
度有期徒刑 2 個月，洪男假釋仍會被取消，要
付出的不是 2 個月牢獄之災，且被告已 68 歲，

再服無期徒刑難重獲自由，因此在檢察官同意
下，讓洪男捐新台幣 6 萬元給公益團體換取免
刑。
民國 104 年 5 月，洪男又酒後騎重型機車
，在彰化二林鎮和張男騎乘的機車相撞，員警
獲報趕到現場，發現洪男酒測值超標，彰化地
院判洪男有期徒刑 3 個月，可易科罰金，但洪
男也因被判刑，假釋資格被撤銷，需回到監獄
繼續服無期徒刑，洪男不服提出異議，台灣高
等法院花蓮分院也認為洪男異議有理，聲請大
法官釋憲。
大法官在日前做出釋字第 796 號解釋，認
為刑法規定假釋中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不分假釋人是否受緩刑或 6 月以下徒刑
均撤銷假釋，此範圍內牴觸憲法比例等原則，
即日起失效；而花蓮高分院在收到大法官釋憲
文後，認為洪男因酒駕假釋被撤銷不符比例原
則，恢復洪男的假釋。

■責任編輯：于大海
經濟
神州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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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關心停灌補償申辦 農民開心邀合影
行政院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行政院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前左 3）2 日到台南市柳營區了解農民申辦停灌補償情形
日到台南市柳營區了解農民申辦停灌補償情形，
，應農
民要求合影留念。
民要求合影留念。

7旬翁中天電視台前自焚初判疑與換照爭議有關
（中央社）位於北市內湖區的中天電視台
大門口前今晚有人自焚，北市警消獲報到場前
，大樓警衛已撲滅火勢，傷者為 70 歲孫姓老翁
，後送三軍總醫院救治，初判疑與中天換照爭
議有關。
北市警消晚上 7 時 11 分獲報，指內湖區的
中天電視台大樓門口有民眾自焚，派員到場前
，大樓警衛已先行拿滅火器將火勢撲滅，受傷
男子上半身及臉部有 2 度燒傷，但意識清醒，
隨即送三總救治。
據了解，自焚男子為 70 歲孫姓老翁，他在

晚上 6 時 15 分左右便開始在電視台大樓前面廣
場走動徘徊，事發前還曾進入一樓大廳將紅包
交付大樓警衛，請求幫忙轉交主播戴立綱，並
表達挺中天立場後便離去。
不料，孫翁步出大樓後便開始拿汽油倒在
階梯上，走到廣場時就將汽油淋身、點火，瞬
間成為一團火球，大樓警衛見狀立即拿滅火器
撲滅火勢，隨後由警消協助送醫治療。
由於紅包內裝有信件，目前正由警方進行
鑑識工作，初步研判孫翁自焚動機疑與中天換
照爭議有關。

彰化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葉建成接受中
央社記者訪問時說，洪男因被撤銷假釋，台東
地檢署委託彰化地檢署代為執行，洪男人在彰

化監獄服刑；他們接到消息後，今天上午立即
將釋票送達彰化監獄，彰化監獄也已在下午放
人，洪男重獲自由。

2020年12月2日（星期三）

中國復甦加快 財新 PMI 十年最高
不確定因素仍存 貨幣寬鬆退出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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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踏入12月，
首個交易日隨 A 股反彈，盤中曾升過 320 點，全日
仍升226點報26,567點，惟10天線(26,572點)得而復
失，成交額逾1,531億元（港元，下同）。港股向好
的主因，是內地製造業採購指數(PMI)升至 52.1，創
2017 年 9 月以來最高，並高於市場預期的 51.5。非
製造業PMI亦創近8年半高位，升至56.4。
內地PMI數據的消息令滬指升1.8%，深指更升
近 2%。有經濟學家指出，內地 PMI 的各分項指
數，均普遍回升，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更升至年內
高位，顯示不同規模企業表現都有好轉，是之前數
據所未見的，反映內地疫情已經受控。



新高，顯示疫情後經濟恢復持續
加速。數據還顯示，供給與需求
的同步向好助推就業明顯改善。
有分析指出，考慮到內外部不確
定因素仍存，不宜匆忙實施緊縮
性貨幣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財

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解讀數據稱，新冠
疫情影響正在消退，經濟正常化節奏加快，
供需兩旺，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雙雙錄得十年
來最高值。整體銷售情況也同樣出現 10 年來最快
增速，原因普遍與客戶需求反彈有關，需求的回
升仍然是由內需轉強所帶動。新出口訂單改善情
況略遜於內需，但連續第四個月保持擴張並有所
提速。

供需增長強勁 企業增加用工
此外，供需強勁增長正逐步傳導至就業市
場，企業開始增加用工。就業指數連續第三個月
位於榮枯線之上，為 2011 年 6 月以來的最高。需
求改善還帶動採購大增，企業主動補庫存跡象明
顯，產成品庫存、採購量、原材料庫存增長均創
近年新高。採購活動大幅增長，增速為 2011 年初
以來最強勁；採購庫存增速為 2010 年 2 月後最
高。成品庫存也有增加，增速雖然輕微，但已是
33 個月來最高。企業普遍表示增加庫存是鑒於銷

■ 11
11月財新中國製造業
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
PMI數據遠超市場預期
數據遠超市場預期。
。
售改善，整體市況轉強。

原材料價格大升 通脹壓力增
受訪企業反映，11 月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
工業金屬漲價尤其明顯。需求旺盛疊加成本上升
推動出廠價格進一步上行，通脹壓力有所增加。
“11 月製造業總體復甦節奏繼續加快，預計
後疫情時代經濟的恢復還將持續數月。”不過王
喆認為，內外部環境諸多不確定因素仍存，疫情
期間推出的相關寬鬆政策的逐步退出還需更加穩
妥的設計。
野村的分析師在報告中說，11 月財新製造業
PMI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今年春季的大幅下
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良好地連續增長勢頭，
預計未來幾個月PMI仍將保持強勁。 該指數曾在2
月大幅降至40.3，創2004年4月本項調查開啟以來
記錄最低。
近期中國經濟復甦持續加快，國家統計局周
一發布的 11 月製造業 PMI 亦升至 2017 年 10 月以

內地數據鼓舞
港股重上26500

資料圖片

來新高，市場預計四季度經濟增長可能超預期。
然而，寬鬆政策何時退出引發市場爭論。

實際GDP仍難超疫情前水平
交行原首席經濟學家、植信投資研究院院長
連平在最新報告中提出，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基
數較低，明年上半年 GDP 名義增速會處在較高
水平，但 GDP 實際水平仍很難達到或超過疫情
前。另外，“明年很可能是風險隱患較多暴露的
年份，包括銀行業和債券市場在內的有關金融風
險需要引起高度關注，需要形成相對寬鬆和平穩
的貨幣金融環境，而非匆忙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
策。”
連平提出建議稱，明年中國經濟會進入趨勢
性運行軌道，增速會比疫情前水平有所下降，可
能在 5%-6%區間運行。“未來一個階段的增長格
局並不需要偏緊的貨幣政策，而是需要有助於經
濟增長不跌出趨勢性運行軌道的略為偏鬆的貨幣
政策。”

利好湧現 市場樂觀明年股市
銳升證券聯合創辦人及首席執行官鄧聲興表
示，內地 PMI 顯示中國經濟正穩步復甦，相信地方
政府會繼續透過發債以支持基建，但估計貨幣政策
大幅放鬆的機會較低，而消息對內銀股實屬利好。
重磅金融股 1 日表現最佳，友邦彈 3.8%，為恒指進
賬 104 點，內銀及內險股貢獻也顯著，工行再升
3.7%，平保升3.6%，建行也升2%。
鄧聲興表示，隨着內地出台的經濟數據不太
差，明年亦有疫苗面世及普及，加上市場預期新任
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的關係有機會緩和，對市場而
言都是正面消息，故投資者目前普遍認為明年股市
表現應會向好，但短線而言，他認為恒指在 28,000
點的阻力仍大。
市場另一焦點，為擬受美國新一輪列入制裁名
單的股份，當中中海油 1 日再跌 4.7%。但花旗的報
告表示，雖然美國對中海油的行政命令尚未公布，
但可以參考31間在11月中，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公
司的情況，美國政府官方宣布後 60 天，將禁止購買
涉及上市公司證券，其次是必須在交易發生之日起
一年之內，完成所有權轉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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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零售慘淡全靠網購 小企業持續倒閉
在剛剛結束的“黑色星期五”，儘管全美部分商場迎來了不
小的客流量，但總體來看，在線購物才是主流.
不少行業觀察人士注意到，亞馬遜網站今年將會員折扣日提
前了幾個月，許多競爭對手隨後跟進，折扣季因此提前到來，以
往“黑色星期五”才會出現的折扣，今年早在數週前就已出現。
美國鞋履分銷及零售協會總裁馬特·普里斯特表示：“我從事零
售業這麼多年來，從沒見過這麼多優惠，我們會在網上看到更多
銷售機會。”
根據研究機構 Sensormatic Solutions 的報告，美國傳統實
體店在今年“黑色星期五”的客流量與去年相比大幅下降了
52.1%。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據數據分析巨頭 Adobe Analytics 的數據，“黑色星期五”的在線銷售額同比激增 21.6%，
達到 90 億美元，創歷史同期新高。
Adobe Analytics 對美國 100 家較大的在線零售商中的 80 家
進行分析後得出的上述數據，這意味著今年的“黑色星期五”的
在線銷量已達到美國有史以來單日在線銷量第二高，僅次於去年
的“網絡星期一”。換句話說，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或許被
稱作“網絡星期五”更加合適。
Adobe Analytics 的數據同時顯示，“黑色星期五”每分鐘
的在線銷售額達到 630 萬美元，人均消費 27.5 美元。當日銷售額
最大的是智能手機，比去年同日增長 25.3%，達 36 億美元，相
當於當日總體在線銷售額的 40%。其他銷量激增的品類包括新
鮮食品和零食、個人防護用品、寵物用品等。

事實上，美國
各大零售商的促銷
活動已經進行了約
兩個月，為的是彌
補因商場和門店關
閉而造成的銷售損
失。而亞馬遜等電
子商務巨頭人為創
造了比以往更長的
促銷季，也讓一些
業內人士預計，可
能會分流從“黑色
星期五”到“網絡
星期一”的網購業
績。
不過，數據分
析巨頭 Adobe Analytics 的預估數據顯
示，今年的“網絡
星期一”仍有望成為美國有史以來銷量最大的在線消費日，支出
規模將達 108 億至 127 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 15 %至 35%。
Adobe 數據分析主管泰勒·施萊納表示：“隨著消費者今年繼續
從線下轉向線上，我們看到了銷售數據的強勁增長。”

一些行業分析師認為，“網絡星期一”的受歡迎程度，此前
一度隨著在線購物的普遍興起和零售商全年無休的折扣而出現下
降，但今年的新冠疫情，再度加強了“網絡星期一”的地位。沃
爾瑪、塔吉特、百思買等零售巨頭都加大了促銷力度，旨在與亞
馬遜進行競爭，同時加大了對在線服務的投入力度。

感恩節假期美國航空客流創疫情以來紀錄 美國11月平均70秒就有1人死於新冠肺炎
從新增病例上來看，美國約翰斯·霍普 院人數創歷史新高。患者激增使全美各地的
去年感恩節前後
金斯大學數據顯示，11
月份美國的新增病例 醫院系統幾近癱瘓。
10 天的航空客運量均
數佔疫情暴發以來全美病例總數的三分之一
從死亡數據上看，美國 11 月份死亡病
在 200 萬人次以上。
左右。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12
月
1
日報導
例近
3.7 萬人，平均每日新增死亡病例 1231
今年規模雖不足去年
，11
月，美國
50
個州中有
47
個州，以及華
人，相當於
11 月每小時就有 51 人死於新冠
，仍構成疫情下出行
盛頓特區的新冠肺炎疫情呈增長態勢。
肺炎，也就是平均每
70 秒就有 1 人死於新冠
高峰。另外，假日車
從住院患者數據上來看，11
月
30
日全
肺炎。
11
月最後一周，美國新增死亡病例
流同樣增加。美國汽
車協會先前預計，可 美報告的單日住院人數達到創紀錄的 9 萬 超過 1 萬人。喬治華盛頓大學喬納森·萊納
能有 5000 萬人出行。 6039 人，是 11 月 1 日住院患者數量的兩倍 博士曾預測，在未來幾天內，美國單日新增
暫時不能確定假 ，是 10 月 1 日住院患者數量的三倍。在 11 死亡病例可能會升至 4000 人。
期出行對疫情的具體 月當中，全美有 34 個州至少報告過一次住
影響。衛生專家預計
，新冠住院人數新一波增勢可能在 10 至 14 天后出現。
期五”的購物節。
專家呼籲民眾在感恩節出行後儘可能待在家中。白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美國 11 月經歷前所未有
宮冠狀病毒應對工作組協調員德博拉·伯克斯 11 月 29 日 的確診病例數激增。累計確診病例中，超過 30%在 11 月
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時說：“如果你的家人出行 確診。樣本檢測量也在增加，累計檢測樣本中，11 月檢
，你就得假設自己已經暴露於病毒環境並被感染。”
測量佔 23%。
今年感恩節是 11 月 26 日。作為傳統節日，美國人
全美新冠患者住院人數近日連創新高，達到 9 萬人
通常會在假期返鄉團聚。感恩節次日是被稱為“黑色星 ，醫療機構進一步承受壓力。

休城畫頁

「休士頓第六屆太極拳健康日」 ，
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盛大舉行

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
楊德清致詞

美國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藝術大
師張要武致詞。
師張要武致詞
。

和統會江震遠會長致詞。
和統會江震遠會長致詞
。

休斯敦宏武協會吳而立大師致詞。
休斯敦宏武協會吳而立大師致詞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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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出席活動的主
、協辦單位代表及各榮譽主席
協辦單位代表及各榮譽主席、
、共同主席合影
共同主席合影。
。

圖為出席活動的主、
圖為出席活動的主
、協辦單位代表及各榮譽主席
協辦單位代表及各榮譽主席、
、共同主席合影
共同主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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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中華楊式太極拳學會創辦人楊俊義致詞，介紹太
休斯敦中華楊式太極拳學會創辦人楊俊義致詞，
極拳”
極拳
”健康日
健康日”
”活動作為一項服務社區
活動作為一項服務社區，
，大眾參與
大眾參與，
，強
身健體，
身健體
，修心養性的有意義
修心養性的有意義、
、公益活動
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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