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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未來15年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將發生哪些變化？
汽車行業進入百年未有的大變革時代

。未來1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關

鍵核心技術、基礎設施、服務模式、產

業生態等方面，都有望得到巨大提升。

2035年純電動車成為新車銷售主流
今年10月份發布的《新能源汽車產

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明確，2025

年新能源汽車銷售市場規模占比到20%

左右，2035年純電動汽車成為新銷售車

輛的主流。

2020年前11個月，中國市場新能源

汽車銷售110.9萬輛，同比增長3.9%。中

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業壹司汽車發

展處副處長馬春生近日在工信沙龍上

表示，今年新能源車市場發生可喜變

化，壹是個人消費比例大幅提升，達

到 70%；二是非限購城市購買比重達

到60%。此外，新能源汽車下鄉銷售接

近20萬輛。這都說明新能源汽車接受度

大為提高。

馬春生說，行業企業把今年定義為

市場化發展的元年，整個產業發展進入

了壹個新階段。

2035年自動駕駛實現規模化應用

規劃還提出，2035年高度自動駕駛

實現規模化應用。2020年，北京、長沙

等城市推出自動駕駛出租車測試應用；

上海開展重卡的無人駕駛在港口之間的

應用。工信部已組建國家智能網聯汽車

創新中心，支持全國十多個地方建設示

範區，各地也都在深入開展自動駕駛測

試示範。

馬春生說，現在新上市車型中裝載

有條件自動駕駛系統的車型大概占將近

15%。下壹步要重點推動電動化、網聯

化、智能化互融協同發展，包括註重標

準引領，加快網聯發展，深化測試示範

，優化產業生態等。

充電設施：慢充為主，快充、換電
為輔

中國汽車工程學會副秘書長侯福深

說，根據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技術路線圖

(2.0版)預測，未來仍然是壹個以慢充為

主、快充和換電作為補充的體系。

據預測，到2025年，慢充的充電樁

端口達到1300萬端以上，包括私人用戶

的自有樁以及公共樁，公共快充達到80

萬端。換電站2019年年底有

300 座，預計 2025 年達到

3000座，增長10倍。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

秘書長葉盛基表示，市場

已經具備開展車電分離和

換電模式試點的基本條件

。預計到 2025 年前，車電

分離和分點模式的應用由公

共領域向私人應用領域推廣

有很好的成效。

核心技術：2035 年達
到國際先進水平

規劃提出，力爭經過15

年的持續努力，中國新能源

汽車核心技術達到國際先進

水平，質量品牌具備較強國

際競爭力。

規劃確定了“三縱三橫”的研發布

局。“三縱”是指純電動汽車、插電式

混動、燃料電池汽車，“三橫”是指動

力電池與管理系統、驅動電機與電力電

子、網聯化與智能化技術。

侯福深介紹，動力電池能量密度方

面，中國現在和國際最先進水平基本相

當。在驅動電機方面，整個電機效率、

電機的可靠性等，中國企業也和國際先

進水平基本相當。

侯福深說，卡脖子問題集中在壹些

基礎的部分，如基礎材料、基礎工藝、

基礎元器件、部件等，以及壹些基礎開

發工具、設計軟件、仿真測試軟件等。

侯福深表示，攻關卡脖子技術，

需要政策上扶持，同時也要通過市場

拉動。“規劃釋放了明確信號，汽車

未來要向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方

向去轉型，這樣企業就可以放心大膽

去投資”。

“亞洲花都”健步邁向世界花卉產業中心
綜合報導 中國昆明鬥南——日均交易數百萬

枝鮮切花的亞洲最大鮮切花交易市場，開啟了壹場

“補短板、強基礎”的升級工程。它的最終目標將

是成為世界花卉市場定價和交易中心，力爭達到世

界花卉產業核心地位。

18日，昆明鬥南花卉小鎮花卉產業綜合配套

服務區(壹期)項目破土動工。該項目將為鬥南花

卉交易核心功能“補短板、強基礎”，建設花卉

冷鏈物流園、花卉電商物流產業園、金融結算中

心等產業綜合配套區，為實現上述願景目標提供

支撐。

位於中國雲南昆明的鬥南，在新中國成立前，

只是不起眼的小村莊。1984年後，劍蘭種植引發的

“蝴蝶效應”使這裏逐漸發展出年總產值數百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龐大花卉產業，並造就成為“亞

洲花都”。

從小村莊變為“亞洲花都”，鬥南曾經歷數次

“升級”。

《No.1亞洲花都——昆明鬥南花卉產業發展口

述史》壹書中記述：1995年，在多方支持下，鬥南

投資380余萬元，將原有的農貿市場改擴建為壹個

占地12畝的花市。這是當時中國第壹個村級花卉

市場。很快，這個小花市就容納不下迅速壯大的花

卉產業，於1998年再次擴建，並成為中國最大的

鮮切花交易市場。

1999 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的舉辦讓鬥

南花卉產業進入全盛時期，並邁出國際化的

腳步。2002 年 12 月 20 日，中國首個國際花卉

拍賣交易中心——昆明花拍中心在鬥南落下第

壹槌。

經過多年“升級”發展，鬥南花卉市場成

長為對手交易、電子拍賣、電子商務、電子

統壹結算多種交易模式並存的世界第二、亞

洲第壹的花卉交易市場，日上市鮮花 100 個大

類、1600 多個品種，花卉出口 50 多個國家和

地區。

“鬥南因花而興，因花而盛，已成為中國花卉

市場的‘風向標’和花卉價格的‘晴雨表’。”雲

南省花卉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省花卉產業聯

合會會長曹榮根告訴記者。

2019 年，鬥南花卉市場的鮮切花交易量達

92.31億枝。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至3月

，這裏的鮮花交易陷入短暫停擺期。曹榮根說，

“中國疫情得到控制後，鬥南花卉市場迅速恢復，

今年截至目前，交易量和交易均價都超過去年的

7%。”

在交易量“逆疫情”上揚之際，昆明鬥南

花卉小鎮花卉產業綜合配套服務區(壹期)項目開

工建設。該項目占地約90畝，總投資約19億元

，建設花卉冷鏈物流園、花卉電商物流產業園

、金融結算中心、數據中心、海關檢驗檢疫中

心、雲花總部基地、花卉運營服務中心等產業

綜合配套區。

“完善花卉小鎮的產業配套等功能，達到世界

壹流的花卉配套服務水平和標準。”曹榮根稱，鬥

南花卉小鎮將以花卉交易為核心，朝著成為世界花

卉市場定價和交易中心不斷邁進。

麻省總醫院研究發現 酗酒可能導致男女情緒處理方式大不同
(本報訊)中國人常說“小酌怡情”、“每天一口酒，活到九

十九”，而人們飲酒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門：開心慶祝，舒緩心情
或借酒澆愁，殊不知過量飲酒對身體造成的傷害非常大。既往研
究表明，較難控制情緒的人可能飲酒更多，而過度酗酒則有可能
導致酒精使用障礙。現有研究已探討了酒精使用障礙與大腦感知
情緒過程之間的關係，但這些研究通常很少區分性別帶來的差異
結果。因此，來自麻省總醫院Martinos生物醫學成像中心、波士
頓大學和波士頓VA醫學中心的研究人員決定進一步探索患有酒

精使用障礙（AUD）的男性和女性在情緒處理方面的差
異。

該研究的參與者為正在接受酒精使用障礙康復治療的男
女性以及不飲酒的對照組。研究人員向參與者展示了一
系列調性為厭惡、情色、恐怖、愉快或中性的照片，從
而觸發他們的情緒反應。參與者需要對他們看完照片後
的感受進行評級（感覺良好、糟糕或中性）。同時，為
深入了解受試者的情緒並確定其大腦區域的活躍情況，
研究人員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fMRI）技術來測
量受試者腦內的血流變化。

研究團隊將兩組受試者的大腦活躍程度進行比較，亦分別對
兩組中的男性和女性受試者進行了橫向比較。有研究認為，酒精
使用障礙會同時抑制男性和女性的情緒反應。

然而通過此次試驗，Sawyer博士發現了一些更有趣的結果：
男性和女性的情緒處理方式存在顯著差異，而且酒精使用障礙並
不總是抑制情緒反應。

根據fMRI掃描結果顯示，與不飲酒的男性和患有酒精使用

障礙的女性相比，患有酒精使用障礙的男性大腦活躍程度明顯偏
低。掃描圖像表明，這部分男性的大腦對每一種情緒刺激的反應
都呈現減弱狀態，研究人員相信，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他們
對正負面情緒的敏感程度均有所降低。另一方面，患有酒精使用
障礙的女性在出現愉快情緒刺激時，大腦的活躍程度反而要高於
不飲酒的女性。 “基於此次研究結果，我們相信對於不同性別
的酒精使用障礙患者而言，其情緒體驗以及相關的大腦反應機制
可能都不一樣。 ”Marlene Oscar-Berman博士表示。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的且規

模最大的教學醫院。麻省總醫院研究所是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
礎的研究機構，下設艾滋病毒/艾滋病、心血管研究、癌症、計
算及整合生物學、皮膚生物學、基因組醫學、醫學成像、神經退
行性疾病、再生醫學，生殖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光學醫學和移
植生物學等主要研究中心。

據2015年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發布的數據，麻省總醫
院是在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最多的醫療機構。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間歇性禁食是近年來流行的一種飲食模式，指將每日的進食
時間段限制在6到8小時以內，或者每隔一天只攝取500卡路里
的食物。有研究表明，間歇性禁食有助於減重、改善新陳代謝並
降低惡性腫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風險等。美國麻省總醫院體重中
心副主任Angela Fitch博士表示，在有指導的前提下，間歇性禁
食或可成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間歇性禁食之所以有利於身體健康，是因為空腹12小時後
，血液中的胰島素水平下降，醣類能量儲存減少，人體就會開始
逐漸將脂肪轉化成能量，這是一種人類在古老的食物稀缺時代的
一種適應方式。研究人員認為，這種代謝轉換方式有助於改善血
糖調節，尤其是對存在胰島素抵抗症狀的患者而言，而胰島素抵
抗是2型糖尿病的先兆。

Fitch博士表示，現代人的飲食方式不同於祖先，且睡眠更
少、久坐不動、攝入食物更多更頻繁。在食物稀缺時代，人類有
時幾乎找不到賴以生存的食物，很可能只會在接近中午時分飽餐
一頓，然後早早入睡，但是對現代人而言，食物隨手可得，而且

大多都是加工食品。除了改變代謝轉換方式，間歇性禁食還可以
讓人們的飲食習慣與晝夜節律保持一致，有助於降低與晝夜節律
紊亂相關的肥胖、失眠、糖尿病和抑鬱症等疾病風險。

Fitch博士也為踐行間歇性禁食提供了3個建議。首先，間歇
性禁食應該和健康的飲食方式結合，盡量選擇天然食物，少食用
如餅乾、薯條、漢堡等加工食物。其次，禁食期間過後不可暴飲
暴食，請攝入正常的餐食分量。禁食期間可以喝不含熱量的水或
飲料，例如不含糖、奶油或甜味劑的咖啡和茶。第三，循序漸進
，從每日連續禁食10小時開始嘗試。每隔幾周延長1小時禁食時
間，直至達到16個小時或適合個人的時長。大多數人可以選擇
在晚餐後禁食，直到次日稍晚時再吃早餐。早餐多吃晚餐少吃的
飲食方式也有益於新陳代謝健康。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間歇性禁食並不適合所有人，包括糖尿病
、腎臟疾病、心力衰竭和飲食失調症患者，以及孕婦或哺乳期婦
女等。 Fitch博士建議想要嘗試間歇性禁食的人們尋求醫生的正
確指導，並在飲食上遵循“二八原則”，即在80％的時間健康飲

食，在20％的時間內在享用美味但並不那麼健康的食物。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建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
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
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
、高血壓、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
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
用尖端療法治療複雜且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是全美排名第一
的研究型醫院，也是美國唯一一家所有16項專科全部上榜《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美國麻省總醫院: 間歇性禁食或可成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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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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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1930年出生於俄亥俄州，1973年至1975年、
1995年至1999年，他兩度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

研究中心主任。

兩書關注廣東改革開放
在著名學者費正清鼓勵下，他苦讀中國歷史，從此

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因多年來對當代中國的深入研究，
他在哈佛大學有“中國先生”的稱號。他早年研究中國的
作品包括《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先行一步：改革中的
廣東》。對廣東省和改革開放的關注，將其注意力引向了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在21世紀 美國人應該了解中國”
2000年從哈佛大學榮休之後，傅高義開始了鄧小平

傳記的寫作。2011年，傾十年之力的《鄧小平時代》英
文版問世，該書透過鄧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講述中國
改革開放的風雲變動，對激變中的中國作出了全景式的描
述，被《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外媒評選為年
度最佳圖書。2013年，《鄧小平時代》簡體中文版推

出，首次印刷即達50萬冊。他多次表示，“我寫這本書
不是為中國人，而是為美國人寫的。美國人對中國人不夠
了解。在21世紀，美國人應該了解中國。”

曾參與制定對華政策
學術之外，傅高義也積極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制

定，曾於1993年至1995年間在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擔任
負責東亞事務的情報員。1996年，他組織9名頂尖的中國
問題專家撰寫了《與中國共處》的論文集，呼籲美國政府
與中國建立起“非衝突”的關係，並表示這對21世紀的
全球穩定至關重要。

去年7月，與多名學者共同在《華盛頓郵報》刊登題為
“中國不是敵人”的公開信；今年4月，又與近百名美國前
政府高官、專家學者一同呼籲美國與中國開展合作，共同抗
擊新冠疫情；本月1日，他還參加了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
會，並表示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
國。

傅高義亦是美國少有的精通中日兩國事務的學者。
1958年在哈佛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後，他曾前往日本學習

日語、了解日本社會。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日本的新中
產階級》成為日本人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經典著作；1979
年出版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奠定了其作為
知名日本學家地位。去年，他還出版了《中國與日本》一
書，全面回顧了中國和日本1,500年來的交往和互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美國

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

義（Ezra F. Vogel）於當地時間20日在馬薩諸塞

州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傅高義是數十年來

美國少有的精通中日兩國事務的學者，其耗時十

年完成的力作《鄧小平時代》被視為向西方客觀

介紹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的重要著作。他多年

來亦一貫主張以理性和平衡方式看待中國崛起，

是一名溫和的“知華派”。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1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傅高義教授為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增

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們將

銘記他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作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美國當地時
間20日晚間，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發布數條推特，就美
國知名中國研究學者傅高義的去世表示哀悼。

崔天凱在推特上說：“知道傅高義去世的消息，我
很難過。他是一名傑出的中國研究學者，也是中國人民
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於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
了解，對中美人民友誼和中美關係作出了重大貢獻。他
對中國的智慧和見解不僅對學術界有着不可估量的價

值，對整個世界來說也是如此。”
崔天凱大使還在推特上說：“我認識傅高義教授很長

時間了，從他那裏學到了很多。我相信他的思想和投入將
始終影響我們。我對傅高義教授的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哀
悼。”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也在訃告中寫道，傅
高義是“我們中心真正的擁護者，一名知識淵博的學
者，一個非凡的朋友。我們將真誠地懷念他”。

崔天凱：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共產主義下的廣州》 ■■《鄧小平時代》

■■ 傅高義早年現傅高義早年現
身海南海口為讀者身海南海口為讀者
簽名簽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生平（部分）

1950年於俄亥俄衛斯理大學
完成本科學位

1958年於哈佛大學完成社會
學博士學位

1964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

1993年－1995年任美國國家
情報委員會東亞國家情報員

2000年正式退休，此後仍活躍
於東亞及研究相關活動中

來源：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網站

■■傅高義早年在新傅高義早年在新
加坡管理大學出席加坡管理大學出席
記者會記者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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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投資者吃了“定心

丸”，會議強調要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

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同時要增強產業鏈供

應鏈自主可控能力，盡快解決一批“卡脖

子”問題。受到相關舉措刺激，21日滬深三

大指數齊漲，其中創業板指更大幅向上

3.66%，輕鬆收回2,800點整數關口，深成

指亦漲逾2%，重上14,000點，滬指雖僅溫

和上揚，但亦將3,400點關口收入囊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宏觀政策要保
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要繼續實

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
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
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同時，積
極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更可持續，保持適度
支出強度；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
度，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
經濟增速基本匹配；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確定來年科創方向重點
此外，會議指要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

新組織者的作用，堅持戰略性需求導向，確定科技
創新方向和重點，着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
重大難題，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要統
籌推進補齊短板和鍛造長板，針對產業薄弱環節，
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一批“卡
脖子”問題。
中信証券分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消除了市

場對政策節奏的分歧，預計明年內地政策整體保
持連續性和穩定性，溫和回歸常態，不急轉彎。
其中財政政策保持積極，貨幣政策靈活精準、合
理適度，明年重在穩槓桿而非去槓桿。天風證券
亦指，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沒有出現前期
部分投資者擔憂的過度收緊政策的表態，整體表
述偏溫和。
深成指、創業板指21日早盤分別高開0.03%、

0.32%，滬指雖小幅低開探底，但之後迅速掉頭向

上。深成指、創業板指升勢凌厲，雙雙收回整數關
口。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420點，漲25點或
0.76%；深成指報14,134點，漲280點或2.03%；創
業板指報2,882點，漲101點或3.66%。兩市共成交
8,644.31億元（人民幣，下同），量能較上周五放大
12%，其中滬市錄得3,838.99億元，深市錄得
4,805.32億元；北向資金全天合計淨流入78.61億
元。

滬深兩市量能放大12%
升幅榜上，材料、航天航空、化肥漲3%，

領漲兩市行業板塊，農牧飼漁、貴金屬、輸配電
氣、煤炭、釀酒、鋼鐵、汽車等板塊升2%。電
信運營、珠寶首飾、民航機場等領跌，均挫逾
1%。

和信投顧分析，21日各大題材股相繼輪動，
場內資金活躍度明顯提升，賺錢效應火熱，炸雷
潮得到一定控制，權重搭台題材唱戲重現；技術
層面，滬指修復性行情步入尾聲，重新站上進攻
陣位，但整體量能仍然維持在低位，需警惕衝高
回落風險。據其預測，市場年度收尾行情通常會
相對溫和，若無重大利空突襲，大概率將以報喜
收官。

該機構亦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面定調
了2021年國民經濟發展主線，其中重點提出的產
業調整與結構優化相關板塊，很大程度上將成為
全年持續性熱點被反覆炒作發酵，隨着政策細節
逐步發布，深耕明年各大優質產業發展紅利的機
會，將被市場充分挖掘，春耕行情值得期待。

中央派“定心丸”內地創業板漲逾3%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要充分發揮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要充分發揮國
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
刺激刺激AA股三大股指齊升股三大股指齊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安永料中概股明年續回流
內地經濟加快復甦以及美國加緊打壓中企，

令香港對中概股回流的吸引力日益加強。安永亞太
區上市服務主管蔡偉榮21日表示，美國總統特朗
普已簽署《外國公司問責法》，對中概股實施更嚴
厲監管措施，令中概股於美國退市的風險升溫，明
年會有更大誘因回香港作第二上市。
蔡偉榮表示，由於中美關係屬於一個長時間

的問題，並不容易解決，因此即使中美關係有望隨
着拜登接任美國總統而出現改善的勢頭，在美國上
市的中資企業都想來香港作第二上市當“買個保
險”，故預料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趨勢仍會持續。
不過，新冠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還未消退等不利因
素，或對市場產生負面因素，故預計明年本港新股
集資額約3,500億元，比今年下跌約10%。

明年港股IPO集資額料跌一成
此外港交所計劃提高主板上市門檻，將令符

合資格在主板上市的企業減少。蔡偉榮指，港交所
計劃提高主板上市門檻原意是希望提升於主板上市
新股的質素，但提高上市門檻不會直接令在GEM
板上市新股數目增加，因為GEM板的流動性較
低，因此港交所若落實相關計劃，可能會令部分小
型企業轉往新加坡或內地A股市場上市，從而影響
在香港上市的新股數量。
對於內地加強監管互聯網平台經濟壟斷行

為，蔡偉榮表示相關科網新股短期內會受到影響，
但相信當市場了解做法後，新股價值將會調整，未
來仍會繼續有金融科技公司在不同市場上市。
安永報告預計今年香港共144家公司上市，

IPO數量較去年減少11%；但集資額則按年增加
24%，為3,905億港元（502億美元），全球排第
二，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以集資553億美元成為全
球集資額首位，上交所以495億美元排第三。
2020 年香港前 10大 IPO集資額 1,843 億港

元、佔全年約47%。前10大IPO中有5家是中概
股第二上市，56%的集資額來自中概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 今年註冊制助力A股IPO活
動保持強勁，安永發布數據指，2020
年A股市場全年預計有395家公司首發
上市，籌資額達到4,707億元（人民
幣，下同），創2010年以來新高。IPO
數量和籌資額同比分別增長 97%和
86%；上交所錄得233宗IPO，數量位
居全球第一，可見疫情並未影響上市活
動。期內科創板更超越主板，IPO數量
和集資額在A股各板中均列首位。

對於近期有傳監管層控制註冊節
奏，令IPO速度在四季度有所放緩，安
永華明審計服務合夥人費凡表示，在市
場化發行的大背景下，監管機構不會有
意控制新股上市發行速度。

至於坊間有聲音批評退市新規還是
太鬆，他認為改革必定是一步一步的，
當前與退市制度配套的法律法規仍有待
跟進。

滬深交易所日前發布了退市新規，
坊間亦有批評聲音認為新規仍然過於放
鬆。安永華明審計服務合夥人劉國華表
示，一個健全的股票市場必須有符合當
地情況和市場條件的退市機制，當前A
股的退市制度要去修改，但力度有多
嚴、多強，則需要從企業質量、整個市
場水平層面去做一個平衡，鬆緊的尺度
還是要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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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偉榮表示，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都想到香
港作第二上市當“買個保險”，故預料中概股回流
香港上市趨勢仍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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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格倫保險（Glenn Insurance）
深具歷史，對行業中的客戶作出承諾，要對客戶
提供最好的服務、對社區做出貢獻，不少客戶都
樂於與之合作，也讓格倫保險成為主要的保險提
供者之一。

專精保險項目
格倫保險專精的項目包括: 長者人壽保險(Se-

nior Life)、葬禮保險(Final Expense Insurance)、房屋

保險(Homeowners Insurance)，提供品質保證。
葬禮保險
葬禮保險(Final Expense Insurance)也稱為最終

費用保險，涵蓋壽命終了時需要的花費，包括死
亡和喪葬費用。

在美國，喪葬費用高昂是個嚴重的問題，平
均葬禮費用在$ 7,000到 $ 10,000之間，這還不包括
墓地費用，如果選擇火葬會比開放式的葬禮便宜
。

葬禮保險可以幫助家庭面對痛苦，而不用擔
心喪葬費用。最終費用保單直接向您的受益人支
付固定的死亡撫卹金，受益人使用這筆金額來幫
助支付最終費用。

房屋保險
格倫保險可以設計滿足您特定需求的房屋保

險計劃，目標是幫助您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獲得
適當的承保範圍，讓您感受到，唯有值得信賴的
保險是值得合作的。

格倫保險的目標是，在發生可能造成您財務
或精神負擔的事件時，保護您和您的家人。為此
，我們會根據您的需求研究保障範圍，並提出可
滿足這些需求的產品，您的安全和對家人的保護

是格倫的首要任務。
聯絡方式
詳 情 請 聯 絡 Norma， 電 話:832-301-9177。

Fax:281-293-9183。
關 注 臉 書:Glenn Insurance Services、 或 email:

GlennInsuranceServices@gmail.com

Glenn Insurance ServicesGlenn Insurance Services 專業服務專業服務
專精專精:: 長者人壽保險長者人壽保險、、葬禮保險葬禮保險、、房屋保險房屋保險

(醫學新訊) 您可知道? 最新的研究
發現，風扇對著臉部吹風及其他非藥物
手段 ，可能可以緩解與晚期癌症相關的
呼吸困難。約翰∙霍普金斯金梅爾癌症

中心研究人員主導的最新研究表明，對
於出現呼吸困難的晚期癌症患者來說，
用風扇對著臉部吹風、以及進行其他非
藥物干預，可能會緩解其症狀。同時，

研究人員還發現，阿片類等藥
物對改善呼吸困難的影響有限
。
在對納入 2423 名成人晚期癌
症患者的29 項呼吸困難隨機臨
床試驗進行的系統性回顧中，
研究人員發現幾種非藥物干預
措施可以改善呼吸困難，其中
包括風扇療法和雙水平通氣
（氣壓通過覆蓋口鼻的面罩輸
送）。這些研究結果發表在
11 月 19 日的《美國醫學會雜
誌》期刊上。
美國醫療保健研究與質量局

(AHRQ) 在同一天也發表了一篇更長的
伴隨報告，其中包括針對呼吸困難的非
藥物和藥物干預措施的結果。AHRQ
與美國臨床腫瘤學會 (ASCO) 以及患者
導向醫療效果研究所共同資助了該項研
究。這些發現為即將發布的《ASCO 臨
床實踐指南-晚期癌症患者呼吸困難管
理》提供了信息。

“呼吸困難或呼吸急促是晚期癌症
患者中常見的痛苦症狀”，該《美國醫
學會雜誌》文章的主要作者 Arjun Gup-
ta 醫學博士說。他是約翰•霍普金斯金
梅爾癌症中心的首席內科腫瘤學研究員
。 “呼吸不暢可能與焦慮相關，會因此
而惡化，並可能嚴重影響生活質量和運
動能力。
在晚期癌症患者中，對呼吸困難基本病
因（如癌症本身）的治療可能無法完全

緩解症狀，或者不可行。在這些情況下
，可能需要治療呼吸困難的症狀。然而
，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往往很脆弱，且
恢復時間有限，同時臨床醫生還面臨一
個問題，那就是這種干預措施的潛在益
處是否可能會超過其危害？”

“傳統意義上，病房中通常使用阿
片類和苯二氮卓類等藥物來治療呼吸困
難。但是，我們不清楚它們對晚期癌症
患者的真正效果如何。一些數據是從患
有其他疾病（如肺病和心髒病）的患者
中推斷而來的。此外，藥物也可能會引
起嗜睡和便秘等副作用。因此，我們對
改善呼吸困難的干預措施（非藥物和藥
物措施）進行了全面回顧。”
我們在回顧中發現，風扇療法和雙水平
通氣可以使住院患者的症狀緩解持續幾
分鐘至幾小時。在門診方面，穴位按摩

和反射療法、以及多元化干預措施（將
活動和康復與行為、心理和綜合醫學相
結合）可以使症狀緩解持續數周至數月
。非藥物干預措施相關的危害極小。
在隨附的 50 項研究 AHRQ 報告中，作
者們發現，阿片類藥物在改善呼吸困難
方面並不比安慰劑或抗焦慮藥更有效。
所回顧的阿片類研究顯示，不同劑量、
或給藥途徑之間不存在療效差異。此外
，抗焦慮藥在改善呼吸困難方面也並不
比安慰劑有效。
Gupta 表示:“我們認為這些數據應促使
我們轉變呼吸困難的處理和治療方式，
即從使用藥物的醫學處理方法轉移到更
全面的評估、和優先嘗試使用非藥物干
預措施，如風扇療法等。 臨床指南和實
踐應不斷發展，以體現這些新的發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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