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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反對美
億元軍事通信設備售台7 天
加辣防控2.8須留指定處所最長

：
中方將作正當必要反應
爆疫即強檢 禁足等結果

■峰會年會前成立“兩岸金融產業合作聯盟
為中小台企提供更多金融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香港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高企不下，8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通社及外交



(

日新增個案再次“破百”達 100 宗，累計確

部網站消息，美國務院 12 月 7 日稱，已批准向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
廈門報道）2020 兩岸企業家峰會
灣出售價值 2.8 億美元的先進軍事通信設備。這
會今日在福建廈門舉行。昨日下午
戶確診或初步確診。為防疫情進一步惡化，特區政府 8 日宣布收緊一系列防疫措
是美大選之後首度通過的對台軍售，也是特朗普
該峰會年會先行舉行涉及鄉建鄉創
施，同時已修訂防疫規例，為“禁足令”制定明確的法律框架。一旦發現某些處
台合作、特色產業園區與台企產業
任內的第 11 次、今年第 6 次對台軍售。中國外交
所出現集體感染爆發情況，並經衞生署評估傳播風險後，可按需要發出“限制與
盟合作交流、中小台資企業金融服
部和國台辦
8
日先後發聲，表示堅決反對。外交
等 3 場分論壇。會上，成立了為中
檢測宣告”，要求相關人士強制進行檢測，並於全部檢測結果出爐前，必須“禁
台企提供更多金融服務的“兩岸金
部發言人華春瑩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對台軍售
足”留在指定處所等候結果，“禁足令”最長為期 7 天，其間香港社署及民政事務
產業合作聯盟”。福建省副省長郭
計劃，以免對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造成進一
總署會為受影響市民提供日常必需品及食物。政府 8 日晚已就《預防及控制疾病
寧表示，將持續深入推進資本項目
步的損害，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繼續作出正當必
外匯收入支付便利化、境內直接投
（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規例》）（第 599J 章）下的最新法例修訂刊
異地的登記、境內股權再投資、外
要的反應。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則指出，民進黨
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賬戶開立等方面工作，施行台資企
當局拿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的錢不斷向美求購武
資本項目管理便利化試點，並探索
一步升級的可行性。廈門台協會會
器，以武拒統，注定失敗。
■美國務院批准對台灣出售“野戰資訊通信系統”，並已知會國會，預計總金額為 2.8 億美
吳家瑩表示，隨着 RCEP 的簽署，
元。
網上圖片
陸發展空間進一步釋放，對台企
■當局安排葵盛西第八座
當局安排葵盛西第八座5
5 樓居民
言，如今又有金融加持，未來發展
入住檢疫中心。
入住檢疫中心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肆營業限制
不可限量。
據台灣媒體報道，美國國防部國防安全合作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
不過張麟徵分析，雖然遏制中國發展已成美
◆食肆晚上 6 時後全面禁止堂食，
當日，廈門台商協會，以及福
局（DSCA）當地時間7日宣布，美國務院批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售台武器和 國兩黨共識，但拜登上台後施政重心將首先放在
宴會活動人數減至 20
人，只准
台商協會、漳州台商協會與金圓統
准對台灣出售“野戰資訊通信系統”，並已知會
美台軍事聯繫，立即撤銷有關對台軍售計劃，以
國內，包括對抗疫情，振興經濟，重新團結美國
政長官林鄭月娥 8 日出席行政會議 者，如緊急醫療需要，可向政府申請離開，但需遵守相關防疫規
兩人一枱，顧客上限為通常座位
證券有限公司簽署了《服務兩岸企
國會，預計總金額為2.8億美元。
免對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造成進一步的損 人民；處理好內政後外交方面應優先修補與盟友
前表示，會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 定。社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葉巧瑜補充，屆時為
數目的一半
合作框架協議》。“資本對台企非
據報道，此次軍售案包括 154
個通信節點、24 害，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繼續做出正當必要的反長，要求某些處所未為所有人完成病毒
的關係，不會急着與中國“過招”。她認為，若
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支援，包括熱飯餐、乾糧、梳洗物品、睡袋
被關閉場所
其他措施
重要。”吳家瑩表示，台灣市場及
個中繼系統、8
套網管系統，以及系統技術支援、 應。
台海爆發衝突，拜登並不願讓美國捲入，因此在
檢測前，不准任何人離開該範圍，她 等，如有特別需要也可提出。
模，限制了企業發展的龐大金融
人員培訓與後勤維修等資源，總價為
2.8
億美元。
台灣問題上會遵守中美關係底線，不會有出格舉
◆兩人“限聚令”和“口
◆酒吧或酒館
說：“正正是回應葵盛西邨情況。我
至於該處出現多少名確診者，才會動用此規例？食物及衞生
以武拒統
注定失敗
求。然而大陸龐大內需市場，台企
這項軍售案可提供機動化與安全的通信能力，有
動。
早前曾提出用此手段，但可能因各種
局常任秘書長（衞生）陳松青指出，新規例可分兩個場景，以處
罩令”維持，違者罰款
◆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
要有更多的資本加持以滿足更大的
助於實現軍事通信能力現代化、支援任務與作戰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5,000港元 8 日在回答媒體應詢時亦 原因，未趕得及在葵盛西邨個案前推 所為基準，當認為一個受限場所，需限制在內者的流動和進行強
今年台每人擔1.45萬新台幣軍購費
中心、遊樂場所、公眾娛
產配套需求。
需求。在美批准對台售武後，民進黨當局連忙送
表示，我們堅決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 出，我已經知會衞生當局要以最嚴 制檢測時，會作出宣告，“宣告一出便立即生效，屆時會委任公
◆從中國以外地方抵港已
樂場所、派對房間、美容
格、最緊急的態度處理，所以完全不
職人員，包括執法部門人員執行宣告內容，如在住宅，可以限制
由於疫情，峰會採取視頻連線
上“感謝”。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辦公室
8 日表 器，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日前曾表示，2020
完成 14
天檢疫者，強
院、夜店或夜總會、卡拉
存在掉以輕心。”
住戶留在各自家中。”
式舉辦。上周，台“陸委會”聲
示，感謝美國政府對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的高
公報，特別是“817
公報”規定，停止向“台獨”
年台灣是公認美國對外軍售最大宗客戶，總計花
他續指，另一種情景是群組檢測，“修例明確賦權可做埋呢
制在第十九天或第二十
OK 場所、麻將天九耍
“支持‘合於規範’的兩岸經貿
度重視。
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她還指出，民進黨當局
費 118 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台媒報道指出，若以
禁足最長7天
當局供必需品 個動作，對某一特定群組，指明人士須接受強制檢測，一旦發現
天再次接受檢測
樂處所、按摩院、體
流，但提醒與會台灣民眾要注意‘
拿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的錢不斷向美求購武器，
台灣總人口
2,357
萬計算，形同每人平均負擔約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隨即 無遵守，會作出跟進，包括檢控。”
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 生效期 以武拒統，注定失敗。
育處所和泳池
岸條例’相關規範”，亦表示“支
1.45萬新台幣軍費。酈英傑更透露，明年還有一筆
本周四（10 日）
召開記者會表示，行政會議 8 日晨已通
兩岸之間符合對等尊嚴的經貿交流
在 8停止營業
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對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張麟徵 8 日接受採 52億美元對台軍售已經通知美國國會。
違禁罰款 25000 可囚
6 個月
過修訂法例，提供明確法律框架，讓政府
起，為期14天
動”。有台胞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此表示，中方在美國售台武器問題上的立場是一 訪時指出，特朗普在還有 40 多天就要下台之際，
對此，張麟徵表示，美國對台軍售具有強迫
可按需要，要求有機會感染的人士強制接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8 日接受電
示，民進黨當局看似支持兩岸交流
貫和明確的，美國向台灣地區出售武器嚴重違反 仍不遺餘力推動對台軍售，旨在強化其大力挺台
性質，不僅咬定“一口價”、分毫不減，台灣方
受檢測，並在得知檢測結果前留在家中，目
台節目訪問時表示，當葵盛西邨第八座多個樓層均有確診個案，
實則仍在威脅、恐嚇。今日分論壇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817 的形象，深化對台政策軌跡，從而限制拜登的政
面也不能拒絕。民進黨當局拿着納稅人的錢，大
的是希望有關人士不要四處走。陳肇始重申， 便要考慮全座大廈居民都要做強制檢測，一旦發現同一屋邨有多
資料來源：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僅有台胞台商現場參會，亦有數個
公報”規定，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 策調整空間，讓拜登“騎虎難下”。特朗普覺得
量購買美國武器，甘心讓美國予取予求，一方面
不會胡亂動用此規例，若需發出“限制與檢測宣 座出現確診個案，便要全區封鎖、禁足。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論壇視頻連線，即可證明兩岸民心
主權和安全利益，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 挑起兩岸對峙才符合美國利益，因此不希望繼任
增加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勢必將排擠其他預算，
告”，衞生署會有風險評估，有需要可動用此規
總監何栢良亦認為，在葵盛西邨第八座
5 樓出現多宗個案，贊成
可違，兩岸大勢不可逆。
的信號，嚴重地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者降低對台支持力度。
傷害的終將是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
例，強調目的是希望把病毒向外傳播機會減至最低。
“封樓”，避免住戶在接受強制檢測前四處走動。

診個案衝破 7,000 宗，葵盛西邨再多 9 名住

若然“禁足”時間超過 12小時，社會福利署和民
政事務總署會提供相關協助，規例也容許有特殊需要

■政府收緊一系
列防疫措施，包括食
肆晚上6時後禁堂食，
10日生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晚 6 禁堂食 即掀
“退席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疫情持續惡化，
政府 8 日宣布收緊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食肆晚上
6時後禁堂食、宴會活動人數收緊至20人，關閉按摩
院、健身中心、美容院等處所(見表)，10 日生效。由
於 12 月是食肆的旺月，有冬至、聖誕及春茗等酒席
宴會，“加辣版”防疫措施公布後，隨即出現酒席
“cut 單潮”，業界見財化水。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
長黃家和表示，業界原預期 12 月的整體生意額可達
110 億（港元，下同）至 120 億元，如今收緊措施，
或損失70億至80億元生意。

業界嘆本月旺季化烏有
國際餐飲聯會總會創會會長胡珠表示，對於措施
感到無奈，但為了抗疫，這也是無可奈何的辦法。
“12月份本來是業界的旺季，規模較大的酒樓本月能
夠賺取過百萬元收入，規模較小的都能夠賺到三十萬
至四十萬元，現在化為烏有。”

不少市民的團聚計劃也落空，倫敦酒樓副總經
理蘇萬誠表示，已經有食客紛紛取消冬至的預訂，
令酒樓經營雪上加霜。他表示，上次同類的“加辣
版”防疫措施在 7 月份實施，當時是酒樓宴會淡季，
因此損失未算慘重，但今次是 12 月的旺季，可能損
失百多萬元生意。
他坦言，酒樓主要依靠酒席宴會生存，但疫情
以來只有在放寬至 6 人一枱時才有過兩三圍的酒席，
不足以維持收支平衡，他直言過去大半年生意額難
以應付租金，因此已經整年沒有繳付租金，7 月時仍
有保就業計劃的資助，能夠為員工發放薪金，但現
在沒有任何補助，他擔心連員工薪金亦難以應付。
黃家和表示，抗疫 11 個月以來，已有近 2,000 間
食肆結業，在保就業計劃上月結束後，料再有逾
1,000 間食肆將“捱唔住”結業，令業界失業率由現
時 14.8%，進一步飆升至最多 16%，當中中式酒樓及
宴會場所為重災區。

兩岸企業峰會今廈門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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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檢測結果，或按現行機制要求處所內人士到檢測中心接受
一一一一一
強制檢測。

政府 8 日晚已就《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
測）規例》（《規例》）（第 599J 章）下的最新法例修訂刊
憲。政府發言人表示，新修訂的規例將提供明確的法律框架，
讓政府可按需要要求受檢人士在得知測試結果前，必須遵從就
防止疾病傳播的合理規定，當中可包括要求有關人士留在家
中。若違反“限制與檢測宣告”或轉移至指明地方的指示即屬
犯罪，將罰款 25,000 港元及監禁 6 個月。

葵盛西居民忙儲糧“閉關避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特區政府不
排除向近期持續爆疫的葵盛西邨發出“禁足
令”，該邨居民反應各異，8 日現場所見有部
分居民馬上執拾細軟準備搬離“逃亡”，但也
有居民支持“禁足令”，認為能徹底清除傳播
鏈，使居民住得安心，有人更馬上儲糧，打算
當政府一聲令下，他們便能“閉關避疫”。

大家就安心住落去。”
居住葵盛西邨的趙先生表示理解政府禁足
決定，他開玩笑說：“都唔擔心得咁多，大不
了一日驗三次，穩穩陣陣。”不過，他也關注
政府的執行細節，“好多街坊唔落街一刻都唔
得，有啲人要落街買吓餸，順便同三五知己傾
吓偈打發時間，都係一種精神寄託。”

甘留守家中 免周圍播疫

內地經驗豐 港府應取經

8 日仍見到零零星星居民拉着行李箱離開
該邨，他們全部謝絕採訪，只顧急急腳走人；
但另一邊廂有居民在超級市場“掃貨”，搶購
糧食和廁紙回家。住在爆疫的葵盛西邨第八座
6 樓的周先生說，“特別戴眼罩出嚟買餸，會
先買定幾日的糧食，回到家中就更衣消毒。”
儘管葵盛西邨街市有一半店舖已關門“避
疫”，但仍有居民前往街市向仍營業的商舖
“掃貨”，有八座居民表示，“想買日用品
（如食品、大卷廁紙等）回家，尤其囤積嬰兒
用品。”被問到為何不搬出時，這名居民表
示：“費事害人，大家都唔知自己有無中招，
周圍去即係周圍傳播病毒，留喺度等檢測晒，

但趙先生身旁的陳婆婆則表示“無難
度”，“我自己全日困喺屋企都無所謂，睇吓
電視，出少啲門就當慳錢，但係其他人會唔會
遵守(禁足令)就好難講，好似之前政府叫人戴口
罩，都有人唔聽啦。”
居民康先生直言：“第二度就得，香港就
好難，怕啲人唔聽話！”他又關注住戶可能因
無法上班而蒙受損失，但若要政府補貼是不切
實際，“好似我咁，在疫情下公司同樣面臨周
轉問題，我哋都無得叫人補畀我啦！”他又認
為，香港政府應向內地取經，以便順利執行
“禁足令”，“內地經驗豐富，香港要學吓人
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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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促黨何建華被控賄選判無罪 理由含2團客沒投票權
（中央社）涉嫌為中國發展組織的何建華
日前遭起訴，她另被控以統促黨不分區立委參
選期間，招待民眾去金廈旅遊涉及賄選。二審
今天認定，2 名民眾沒選舉投票權，本件罪證
不足仍判無罪。
二審的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發言人黃玉婷
指出，原判決已說明，本案旅遊確屬坊間俗稱
「購物團」 ，非檢方所指的 「全程招待」 ，24
名旅客中，有 2 名旅客並無第 10 屆全國不分區
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這與投票行賄罪須 「對
於有投票權之人」 的構成要件不符。
黃玉婷指出，二審審酌坊間旅行社舉辦與
本案旅遊日數、行程相近的團費，均與本案團
費相當，難認定何建華對本案旅客有減免團費
的不正利益。何建華參與送機時，雖有在場發
送背心，但並沒有在場向旅客表示，她是代表
統促黨參選立委。
二審指出，本案旅遊應是何建華單純以中
華婦女聯合會名義，常態性舉辦的旅遊活動，
本案旅遊與何建華約定使本案旅客將選票投給
統促黨，這二者之間並沒有對價關係。
合議庭指出，何建華雖於本案金廈之旅的
微信群組內傳送競選廣告、文宣，但她同時也
將相同訊息傳送至前 3 次金廈旅行團及武夷山

參訪團等群組，可見她並非特別針對正在旅遊
中的本案旅客，而是於選舉期間無差別的廣為
拜票以尋求支持，這算正常拜票行為。
全案起於移民署台北專勤隊掌握情資，發
現統促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中華婦女聯合會
理事長何建華涉招待 24 名民眾去金門、廈門旅
遊涉及賄選。
檢方查出，旅遊團團員每人僅繳費新台幣
7800 元，匯款帳號為中華婦女聯合會，其餘費
用由中國大陸落地接待；旅遊團 108 年 12 月 18
日出發、同年月 22 日返台，因旅費僅需 7800
元不合理且太便宜，認為何建華涉嫌賄選。
台北地檢署於 2 月間依違反選罷法罪嫌將
何建華起訴。一審台北地方法院審理期間，何
建華採無罪答辯，辯稱旅遊行程是每年都有的
例行性活動，並非為了選舉而舉辦，且參加者
都是自費，中華婦女聯合會和統促黨完全沒有
贊助。
一審合議庭 7 月底認定犯罪事證不足，判
何建華無罪；案經檢察官上訴，二審由台灣高
等法院審理，今天認定原審判決無誤，駁回上
訴，仍判無罪，因本件一審及二審都判無罪，
因此僅檢察官得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規定
提起上訴。

防疫裁罰案件 行政執行署追回1708萬餘元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今天表示，
移送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的防疫裁罰案
件共 423 件，已成功追討 250 件，總金額達新
台幣 1708 萬餘元，各分署持續執行中。
行政執行署副署長陳盈錦指出，違反武漢
肺炎（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防疫

規定的裁罰案件，統計至 9 日共有 1146 件，其
中有 423 件因逾期未繳被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
執行，應執行金額達 6740 萬元。
陳盈錦說，各分署完成追討 250 件，總金
額達 1708 萬 9518 元，案件達成率 59%，金額
達成率 25.35%。

浙江台商遭疑本土感染 陳時中
陳時中：
：將釐清感染源
浙江返台台商（案 719
浙江返台台商（
719）
）確診武漢肺炎
確診武漢肺炎，
，從境外到發病相隔 12 天，遭疑為本土感染
遭疑為本土感染。
。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前）9 日表示
日表示，
，這名個案沒有疑似本土感染的條件
這名個案沒有疑似本土感染的條件，
，將做基因序
列釐清感染源。
列釐清感染源
。
陳盈錦指出，目前移送執行的 12 件百萬元
以上罰鍰案，只有士林分署成功執行 1 件，另
有 5 名外籍人士繳不出錢，但因以觀光簽證入
境卻疑似違法打工，已遭驅逐出境；遭罰 101

藏12年未就學失聯女子 高市府允補辦健保助就學
3

中國

（中央社）母親帶女兒為逃避前夫，12 年
來躲躲藏藏過日子，也未讓孩子就學，日前警
方以消費紀錄成功尋人，終讓父女團圓。高市
府社會局允諾協助申請健保及健檢，連結教育
局提供補救教學。

一對夫妻在 2008 年離異，林女利用探視女
兒的機會將當時只有 11 歲的孩子帶走，前夫怒
告妨害家庭，並四處尋人，12 年來未果，直到
日前警方透過消費紀錄找到被告，才讓失聯 12
年的母女蹤跡曝了光，同時也讓已 23

■責任編輯：于大海
經濟
神州經濟

歲的女兒因為跟著母
親躲藏，期間沒有就
學也無健保等情形全
都露。
高市府社會局表示
，林女設籍台中、女兒設籍彰化，母女都無福
利與身障身分，12 年來在高雄租屋生活。警方
7 日尋獲女兒並交予住彰化的父親，但因女兒思
念母親且不願與父同住，父親於是同意她和媽
媽居住，並於 8 日被帶返高雄。

萬元的泰國籍女子也繳不出錢，最後執行署發
給移送機關執行憑證後暫予結案；另 5 件百萬
級罰鍰案仍在執行中。
社會局社工已前往關懷訪談，了解母女生
活狀況及女兒身心照顧等問題，林女對於未讓
女兒讀書感到愧疚並盼能補救。
社會局表示，後續會協助申請健保卡、安
排女兒身心健康檢查、連結教育局提供補救教
學及物資穩定生活等。
據了解，12 年來，林女曾帶著女兒擺攤做
生意，有時也在網路販賣商品等，生活勉強撐
過去。

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

京東健康一手賬面賺近二千
掛牌首日升 56%“老外看不懂”中國醫療體系

8 日首日掛牌，不負眾望，當日高收 55.85%，一手 50
股賬面獲利 1,971 元（港元，下同）。作為中國最大在
線零售藥房及在線醫療健康平台，京東健康首席執行官
懂”中國的醫療體系，並指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中國醫
療行業生態，公司未來會投資醫院或醫療服務機構，與

IPO 的螞議集團，由京東分拆的京東
不計暫緩
健康是香港今年集資額及申購人數最多的新
股，公開發售部分獲得84.6萬人認購，超越農夫山
泉的70.7萬人申請，是今年最踴躍熱抽新股，集資
額近270億元，也是今年集資最多新股。京東健康
8 日掛牌，開報 94.5 元，較招股價 70.58 元，升
23.92 元或 33.89%，盤中一度大升 75.55%，高見
123.9 元，一手賬面賺逾 2,666 元，全日收報 110 元
升 55.85%。散戶一手 50 股賬面賺 1,971 元。公司
市值3,439.79億元。

84萬人認購 今年最旺新股
京東健康首席執行官辛利軍當日在網上記者
會被問到為何在香港上市時，他表示京東健康自京
東分拆時採用VIE結構（即境外註冊的上市實體與
境內的業務運營實體分離），故在境外上市，加上
考慮到香港投資者對內地的醫療健康相對熟悉，而
且內地基本上沒有形成分級醫療體系，“老外可能
不懂”，而且港股的流動性也非常好，因此認為在
港上市比較合適。
京東健康的業務主要分為兩大塊：零售藥房
業務及線上醫療健康服務。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
告，於 2019 年按收入計，公司是中國領先的在線
醫療健康平台，錄得總收入108億元人民幣。資料
顯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公司的線上平台上擁有
超過 9,000 家第三方商家，公司的全管道布局覆蓋
了內地 200 多個城市。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喝酒”行情回歸，有科技
股“變身”白酒股，股價瞬間一飛沖
天。A股8日則呈窄幅震盪，三大股指
收市漲跌互現，滬綜指全日收報 3,410
點，跌 6 點或 0.19%；深成指報 13,973
點，漲 0.41 點，幾近平收；創業板指
報2,746點，漲19點或0.73%。兩市共
成交7,017億元（人民幣，下同），北
向資金淨流入66.76億元。
白 酒 板 塊 漲 超 過 4% ， 青 青 稞
酒、老白干酒、大湖股份、金徽酒
漲停，貴州茅台升 2%。中航證券認
為，消費旺季臨近，白酒板塊具備
中線機會，龍頭個股提升估值，二
線白酒更具潛力。
周一晚間，大豪科技公布，擬發
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和募集配
套資金兩種方式全面控股紅星股份，
紅星股份的拳頭產品便是大名鼎鼎的
“紅星二鍋頭”，意味着“紅星二鍋
頭”有望曲線上市。大豪科技 8 日復
牌後一字漲停，約136.4萬手買單掛在
漲停板，全日換手率僅為 0.15%，表
明資金對後市看漲情緒濃厚。
和信投顧分析，年關將至，市場
操作風格將逐步轉向保守。至於近期
又有大量白馬股創出歷史新高，該機
構提醒，這一點值得警惕，上一輪的
白馬炸雷潮還歷歷在目，建議投資者
在收尾行情中保持定力謹慎追高。

﹂

辛利軍談到公司選擇在港上市時，直言“老外可能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喝酒 行情回歸 科技股 變身 白酒股

﹁

接獲 84.6 萬散戶認購的香港今年最大 IPO 京東健康

線下醫療好好接合。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京東健康昨首日掛牌，不計暫緩IPO的螞議集團的話，是香港今年集資額及申
購人數最多的新股。

及 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分別擁有 4,390 萬、
5,050萬、5,610萬及8,000萬個年活躍用戶。

:

疫情助推網上醫療發展
辛利軍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醫療行業生
態，疫情期間，消費者一開始是因為線下醫院關門而
轉用線上醫療服務，後來則是體會到其便利性，而互
聯網醫療已經是老百姓及政府愈來愈倚重的平台。此
外，政府及醫生均擁抱網上醫療，有利於推動整個行
業發展。他續指，疫情令市場大大提升了老百姓對
免疫力的認知，對公司提供的健康服務、慢性病服
務以及家庭醫生服務都有很好的發展，對在網上健
康管理亦起了積極作用。另外，他表示目前中國藥
品零售線上滲透率低，認為仍有巨大增長空間。
另外，辛利軍昨表示，公司希望將供應鏈做
得更好及更普及，讓消費者有更好的用戶體驗，累
積更多用戶。他續稱，公司在線下仍有一條長路要
走，包括打通醫院市場、與線下藥房及醫療機構合
作，而在線問診服務亦要擴大。

擬與海外醫療機構合作
辛利軍稱，未來京東健康會投資醫院或醫療
服務機構，與線下醫療好好接合，因為雖然大部分
的病均可以透過線上問診來解決，但仍有部分的病
需要線下醫療才能解決，故需要與醫院等進行深度
合作。此外，由於公司在醫療服務、藥品研發及新
藥方面，仍與海外企業的水平有距離，故他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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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會與海外高水平的醫療機構合作。
辛利軍又指，目前網上醫療服務的收費較線
下低很多，但相關服務只是一個平台、入口，未來
與線下醫療機構加強合作，收入及毛利率就會上
升。對於業務盈利前景，他表示，醫療行業非常廣
泛，難確保每項探索的創新業務都錄盈利，但公司
會審慎選擇創新業務，相信在致力降低成本與提升
效率的情況下，各業務未來都可望錄得盈利，只是
需時長短的問題。對於中央有意加強對互聯網平台
監管，他則表示在內地的健康產業中，京東健康所
佔的市場份額不大，相信行業要經過很長時間，才
會出現壟斷的情況。
另外，辛利軍於昨早的虛擬上市儀式表示，
京東健康將不懈努力，不忘成為“國民首席健康管
家”的使命，為用戶提供易得、便捷、優質和可負
擔的產品和服務。

﹁

郭樹清：須關注金融科技風險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在新加坡金融科技節上發表視頻講話
表示，面對金融科技的持續快速發
展，將堅持既鼓勵創新又守牢底線的
積極審慎態度。面對金融科技行業的
許多新現象和新問題，監管部門可能
需要更多關注大公司是否妨礙新機構
進入、是否以非正常的方式收集數
據、是否拒絕開放應當公開的信息、
是否存在誤導用戶和消費者的行為。

﹂

侨乡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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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留学归国人员到粤港澳
大湾区创新创业渐成风潮
近 年 来， 随 着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深

一些在粤创新创业的港澳同胞、海外

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

侨胞、留学归国人员，听他们畅谈如

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看

何抓住机遇进一步融入“双区”建设，

到发展机遇，纷纷来到大湾区创新创

更好将个人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发展大

业甚至定居生活。近日，笔者走访了

局。

东莞松山湖人才基地。受访者供图

现我们国家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我感到心潮澎湃。”他说，“在‘一
国两制’方针下，我们澳门人过得一
天比一天幸福。”
“唯有厚植爱国主义精神，才能
更 好 融 入 祖 国 发 展。” 马 志 达 说，
今后将致力于更深更广地促进粤澳合
作，解决澳门青年在融入大湾区过程
中面临的学业、就业、生活等具体问
题，带头在大湾区投资创业发展，为
澳门年轻人融入湾区发展做表率。同
时，也要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团结更
多的澳门青年人，尽己所能为他们的
发展“搭台搭梯”，共享国家发展的
机遇，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来。
如何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大湾
区，是吴学明一直关注的话题，他对
此有着深入的思考。“我希望以后三
地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能够联合

马志达（左）在横琴与同事交流工作。 关铭荣 摄

开设品牌专业技能课程，为粤港澳大
湾区提供更多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感叹大湾区近年来发展变化
今年 8 月，粤港澳大湾区喜讯频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

他说，同时支持鼓励粤港澳多合办交
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来，直

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

了上一代北上打拼的过程，亲身体验

流团、实习计划、短期学习课程等活

观感受就是三地交流活动越来越多，

用之。“这是对海内外科技工作者吹

过香港人在内地发展的优势和空间，

动，为三地青年深入交流搭建平台，

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他说，
一些在粤创新创业的港澳同胞、海外 响的集结号，作为一名长期在科技领

所以对他们而言，到内地发展一直是

让他们进一步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感。

传：新横琴口岸、莲塘 / 香园围口岸

港珠澳大桥、新横琴口岸开通，便利

域工作的海归创业者，我深受鼓舞，

相继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

了粤港澳三地人流、信息、资本的流

更觉任重道远。”范群说。

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看
互通更加深入。
不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接受
到发展机遇，纷纷来到大湾区创新创

侨胞、留学归国人员，听他们畅谈如

大势所趋。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指出，

相比老一辈港澳企业家，当前港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同大

范群在 2010 年和几个留学欧美的

澳青年在广东创业分布更为多元，既

批心系乡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

博士回国创办广州市威格林环保科技
从加拿大回到广东发展 16 年，江
更好将个人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发展大

有专业服务、物流贸易、教育等传统

开的。这番讲话让海外侨胞们备受鼓

行业，也有涉及移动互联网、文化创
东莞松山湖人才基地。受访者供图

舞，融入祖国发展大局的信心和决心

何抓住机遇进一步融入“双区”建设，
通，往来澳门与横琴更快了。

采访时表示，这几年，粤港澳大湾区

门市总商会副会长、广东中加柏仁学

有限公司。和他一起回来的萧剑鸣是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优化

校董事长黄柏仁对投资环境的变化感

广州人，当谈到回中国发展的原因时，

意、智慧硬件等高科技产业和新兴领

完善、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令

触颇深。他说，现在大湾区市场发展

他说：“国家培养了我，回来用自己

域。

人惊叹。

很好，制度逐渐完善，公平开放的环

所学报效祖国是理所当然的。”

业甚至定居生活。近日，笔者走访了

局。

更加坚定。
黄柏仁认为，海外华侨华人拥有

创龙集团创办人邓文俊毕业于香

一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人脉关系以

“ 我 的 成 长 经 历， 贯 穿 了 粤 港

境将吸引更多的华侨回国投资。“江

为 了 更 好 帮 助 海 归 回 国 创 业，

港 理 工 大 学， 专 注 于 AR（ 增 强 现 实

及融通中外的文化底蕴，应发挥独特

澳。”祖籍广东江门的香港粤港澳大

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巨大发展潜

2013 年，范群等人在广州开发区投资

技术）场景互动领域创业。去年 8 月

优势，继续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

湾区青年总会主席吴学明曾在韶关上

力，发展空间很大，同时还是著名侨

创办了“广州归谷科技园有限公司”。

以来邓文俊几乎走遍珠三角所有城

现我们国家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和“双区”建设中来。“我们要继续

小学，小学四年级开始在澳门读书，

乡，对华侨而言有很大的吸引力。”

规划、建设、运营好广州归谷科技园

市，最终选择东莞松山湖作为创业目

当好桥梁纽带，发挥双向开放作用，
我感到心潮澎湃。”他说，“在‘一

六 年 级 起 到 香 港 读 书。 他 在 2006 年

上世纪 80 年代，汕头青年范群以

也成为了他当前的主要任务。“归谷

的地。“粤港澳大湾区巨大的发展空

让国外先进产品、管理经验进入中国

回港创业，2010 年赴内地创业，从事

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留学，并于

科技园是归国人才需要的平台，以吸

间，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弯 道 超 车 的 新 机

市场，提升中国本土团队的国际化眼

智能手机应用、游戏等行业。

会。”

10 年前回到广东。在他看来，如今粤

纳更多海归人才来到粤港澳大湾区落

让吴学明印象最深刻的是，粤港

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海外华侨

户。”

澳三地交通基础设施越来越畅通。和

归国发展赶上了很好的历史时机。
“大

许多经常往来粤西的香港人一样，吴

湾区囊括了科技创新、金融、传统产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港澳青年的选择。

学明以前常从深圳湾等口岸出发，最

业、高端制造等各种元素，加上人口

据 统 计， 目 前 广 东 已 建 成 50 多 个 港

担心堵车。“节假日更严重，在虎门

红利、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为广大

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港澳青年在广

大桥堵两三个小时很正常。”他说，

海内外侨胞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东的创业团队近 600 个。

的筋脉被打通了，一天能跑好几个城

“这是因为粤港澳地缘相近文化

大湾区青年创业忙

天比一天幸福。”
光和规范化运营能力；同时也要把中

国优秀的企业、经验和工程项目推介
“唯有厚植爱国主义精神，才能

如今，生长在港澳、奋斗在湾区，

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和高铁，大湾区

国两制’方针下，我们澳门人过得一

将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发展大
局
如今，对于港澳台同胞、海内外

至国外，为促进共赢牵线搭桥。”

更 好 融 入 祖 国 发 展。” 马 志 达 说，

在广州欧美同学会理事、广东优

今后将致力于更深更广地促进粤澳合
冠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晖看

来，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相融合，
作，解决澳门青年在融入大湾区过程

侨胞来说，融入祖国发展大局风正帆

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是新时代赋予

满。

一线科研人员的使命。“希望今后会

相通、政府扶持政策优惠、创业成本

去年 10 月 1 日，马志达参加了北

中面临的学业、就业、生活等具体问

题，带头在大湾区投资创业发展，为

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国创业就业，用他

低廉、人才储备丰富。”吴学明说，

京的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当看到

们的全球视野、创新思维，为中国经
澳门年轻人融入湾区发展做表率。同

广东省政协委员、澳门中华总商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庆祝

很多香港企业家在内地投资发展，而

气势磅礴的阅兵式，还有群众游行方

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和动能。”

会青年委员会主任马志达也有同样的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

且大多是从广东开始。香港青年见证

阵讲述的一个个不同年代的故事，展

市。

时，也要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团结更

（王聪 贾月群 方艺璇 岳桐）

多的澳门青年人，尽己所能为他们的

发展“搭台搭梯”，共享国家发展的

休城畫頁

机遇，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来。

如何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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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吴学明一直关注的话题，他对

此有着深入的思考。“我希望以后三

地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能够联合

马志达（左）在横琴与同事交流工作。 关铭荣 摄

开设品牌专业技能课程，为粤港澳大

湾区提供更多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感叹大湾区近年来发展变化

他说，同时支持鼓励粤港澳多合办交

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来，直

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

了上一代北上打拼的过程，亲身体验

流团、实习计划、短期学习课程等活

观感受就是三地交流活动越来越多，

用之。“这是对海内外科技工作者吹

过香港人在内地发展的优势和空间，

动，为三地青年深入交流搭建平台，

今年 8 月，粤港澳大湾区喜讯频

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他说，

响的集结号，作为一名长期在科技领

所以对他们而言，到内地发展一直是

让他们进一步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感

传：新横琴口岸、莲塘 / 香园围口岸

港珠澳大桥、新横琴口岸开通，便利

域工作的海归创业者，我深受鼓舞，

大势所趋。

相继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

了粤港澳三地人流、信息、资本的流

更觉任重道远。”范群说。

互通更加深入。

通，往来澳门与横琴更快了。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指出，

相比老一辈港澳企业家，当前港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同大

范群在 2010 年和几个留学欧美的

澳青年在广东创业分布更为多元，既

批心系乡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

不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接受

从加拿大回到广东发展 16 年，江

博士回国创办广州市威格林环保科技

有专业服务、物流贸易、教育等传统

开的。这番讲话让海外侨胞们备受鼓

采访时表示，这几年，粤港澳大湾区

门市总商会副会长、广东中加柏仁学

有限公司。和他一起回来的萧剑鸣是

行业，也有涉及移动互联网、文化创

舞，融入祖国发展大局的信心和决心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优化

校董事长黄柏仁对投资环境的变化感

广州人，当谈到回中国发展的原因时，

意、智慧硬件等高科技产业和新兴领

更加坚定。

完善、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令

触颇深。他说，现在大湾区市场发展

他说：“国家培养了我，回来用自己

域。

人惊叹。

很好，制度逐渐完善，公平开放的环

所学报效祖国是理所当然的。”

黄柏仁认为，海外华侨华人拥有

创龙集团创办人邓文俊毕业于香

一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人脉关系以

“ 我 的 成 长 经 历， 贯 穿 了 粤 港

境将吸引更多的华侨回国投资。“江

为 了 更 好 帮 助 海 归 回 国 创 业，

港理工大学，专注于 AR（增强现实

及融通中外的文化底蕴，应发挥独特

澳。”祖籍广东江门的香港粤港澳大

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巨大发展潜

2013 年，范群等人在广州开发区投资

技术）场景互动领域创业。去年 8 月

优势，继续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

湾区青年总会主席吴学明曾在韶关上

力，发展空间很大，同时还是著名侨

创办了“广州归谷科技园有限公司”。

以来邓文俊几乎走遍珠三角所有城

和“双区”建设中来。“我们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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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最终选择东莞松山湖作为创业目
当好桥梁纽带，发挥双向开放作用，

智能手机应用、游戏等行业。

会。”

10 年前回到广东。在他看来，如今粤

纳更多海归人才来到粤港澳大湾区落

让吴学明印象最深刻的是，粤港

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海外华侨

户。”

澳三地交通基础设施越来越畅通。和

归国发展赶上了很好的历史时机。
“大

许多经常往来粤西的香港人一样，吴

湾区囊括了科技创新、金融、传统产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港澳青年的选择。

学明以前常从深圳湾等口岸出发，最

业、高端制造等各种元素，加上人口

据 统 计， 目 前 广 东 已 建 成 50 多 个 港

担心堵车。“节假日更严重，在虎门

红利、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为广大

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港澳青年在广

大桥堵两三个小时很正常。”他说，

海内外侨胞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东的创业团队近 600 个。

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和高铁，大湾区
的筋脉被打通了，一天能跑好几个城
市。

多爾茲人別具一格的居所“象屋
多爾茲人別具一格的居所“
象屋”。
”。
广东省政协委员、澳门中华总商

会青年委员会主任马志达也有同样的

如今，生长在港澳、奋斗在湾区，

“这是因为粤港澳地缘相近文化

大湾区青年创业忙
在“ 象屋
象屋”
”過夜 。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庆祝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

趕集人在享受“
趕集人在享受
“ 東非罌粟
東非罌粟”。
”。

相通、政府扶持政策优惠、创业成本

让国外先进产品、管理经验进入中国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间，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弯 道 超 车 的 新 机
市场，提升中国本土团队的国际化眼
的地。“粤港澳大湾区巨大的发展空

光和规范化运营能力；同时也要把中

国优秀的企业、经验和工程项目推介

将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发展大
局

至国外，为促进共赢牵线搭桥。”

在广州欧美同学会理事、广东优

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晖看
如今，对于港澳台同胞、海内外

来，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相融合，

侨胞来说，融入祖国发展大局风正帆

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是新时代赋予

满。

一线科研人员的使命。“希望今后会

去年 10 月 1 日，马志达参加了北

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国创业就业，用他

京的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当看到
低廉、人才储备丰富。”吴学明说，
们的全球视野、创新思维，为中国经
在象屋人家裡品嚐原汁原味的咖啡。
在象屋人家裡品嚐原汁原味的咖啡
。
咖啡之名的由來。
咖啡之名的由來。
气势磅礴的阅兵式，还有群众游行方
很多香港企业家在内地投资发展，而
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和动能。”
且大多是从广东开始。香港青年见证

假香蕉樹莖製作的煎餅（
假香蕉樹莖製作的煎餅
（Qocho )。
)。

阵讲述的一个个不同年代的故事，展

（王聪 贾月群 方艺璇 岳桐）

讓人食指大動的健康美食。
讓人食指大動的健康美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