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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今年的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用

200餘字談住房問題，首次明確要求“解決好大城市

住房突出問題”。北京專家受訪指出，這是四年來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住房表述篇幅最多的一次，且“解

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單獨列入明年八大重點任

務，強調住房問題關係到民生福祉，凸顯中央把解決

大城市住房難頑疾提升到重要戰略高度。值得關注的

是，與往年相比，此番會議對發展租賃住房的重視程

度前所未有，預料未來一年中央及主管部門料在增加

租賃房源供給，租賃權益的保障及擴大，提速租購並

舉、合理調控租金水平等方面持續發力，促進城市居

民實現“住有所居”、安居樂業的目標。

租購同權提速 遏制樓市投機
增加租賃房源供給 促進城市居民住有所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玨 北京報道）今年以來，蘇
州、無錫、福州、濟南等多個
城市發布新政，提出租房可落
戶、承租人子女實行免試就近
入學。業內人士認為，這有利
於暢通落戶通道，真正保障租
客的權益，對落實“租購同
權”具有積極作用，值得北上
廣等一線城市跟進並推廣。

蘇州落戶新政最具典型性，
即租房可以落戶。12月22日，蘇
州市政府發布《市政府辦公室關
於進一步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
落戶的實施意見》調整落戶政策。
文件中明確，將暢通落戶通道：
落實租賃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區公
共戶落戶政策，經房屋所有權人
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戶，也
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區落戶，
破除隱形門檻。

同在江蘇省的無錫，按照“取
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放寬普通
群體落戶條件”原則，進一步修
改完善了《無錫市戶籍准入登記
規定》，並於12月8日起正式印
發實施，積極推動非戶籍人口在
城市落戶。修改後的《規定》明
確，全面取消江陰、宜興行政區
域內的落戶限制，相關人員在該
區域內只要有合法穩定住所（含
租賃，指經過住建部門租賃登記
備案的出租房屋）或合法穩定就
業並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即可申
請落戶。

福州市12月14日剛剛發布的
《關於進一步降低落戶條件壯大
人口規模若干措施的通知》，實現
了落戶“零門檻”，也明確六縣
（市）、長樂區和倉山區、三江口
區域租賃私有住房的，允許落戶。
這將有助於租賃市場真正發揮其居
住需求的功能，解決城市發展中的
“職住平衡”問題。

此外，早在今年6月12日，
濟南市發布了《濟南市符合條件
的租賃住房承租人相關權益保障
的實施意見（試行）》，落實租
購同權相關政策，明確符合條件
的承租人其子女在該市接受義務
教育，實行免試就近入學和積分
入學制度，另外可享受醫療保
障、養老保障、提取公積金等公
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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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以來，中國樓市總體保持穩定。但在部
分熱點城市，住房供需矛盾進一步顯現，樓價

面臨上漲壓力，其中深圳、上海等地甚至再現“一
二手樓價格倒掛”“眾籌打新”“萬人搶房”等現
象，市場暗流湧動；另一方面，租賃市場面臨不
足，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和市場化租賃住房仍難以滿
足市場需求，租房者享受不到購房同等的公共服務
保障，野蠻生長的長租公寓頻頻“爆雷”，黑中介
隨意漲價、房租欺詐，給脆弱的租房群體造成嚴重
打擊。

重視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
與以往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同的是，此次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針對房地產宿疾採取“靶向治療”方略。在
具體措施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施政重點放在
了房屋租賃市場。

會議提出，要高度重視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加
快完善長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購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務
上具有同等權利，規範發展長租房市場。土地供應要

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單列租賃住房用地計劃，探索
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和企事業單位自有閒置土地建設租
賃住房，國有和民營企業都要發揮功能作用。要降低
租賃住房稅費負擔，整頓租賃市場秩序，規範市場行
為，對租金水平進行合理調控。

“當前我國一些特大城市房價偏高，新市民特別
是青年人收入相對偏低，既買不起房又租不好房。一
些長租公寓爆雷影響社會穩定和金融穩定，租客和業
主利益都遭受損失。”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韓文秀解釋說，要解決購房和租房“一條腿長一條腿
短”的問題。在人口淨流入房價高的大城市，要高度
重視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

促進租購同權租售並舉制度
不少專家亦認為，國人買房熱高燒不退，除了

“房價跑贏通脹”這一根深蒂固的認知之外，更重要
的是買房與租房的權益有着天壤之別。房產背後附着
了太多的福利，除了居住屬性和投機屬性之外，還包
含了戶籍屬性和教育屬性。租購不同權，這是中國住

房市場的重要癥結之一。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張學梅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前
所未有的篇幅，強調發展租賃住房，然而一直以來存在
的“租購不同權”是影響租賃市場發展的首要障礙。房
價快速上漲，房租快速上漲的情況下，住房困難的階層、
人群面臨租賃市場的失靈和政策的失靈，其中一個比較
特殊的因素是，公共服務與房產證掛鈎，比如孩子上學
沒有房產證，外地戶籍的人沒法在工作地上學，尤其一
二線城市，對這方面的政策執行尤其嚴格，甚至出現一
些孩子回到農村返鄉上學的潮流。

她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逐步使租
購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務上具有同等權利，這意味着
“租購同權”將加快推進，使“租房的”與“購房
的”在子女教育、就業扶持、社會保險、計劃生育、
住房保障等方面權益和房產證脫鈎，不僅能緩解一部
分購房需求，使房價上漲幅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還能促進租購同權、租售並舉的住房制度建設，有利
於社會的穩定發展。

■未來一年中央及主管部門料在增加租賃房源供給，租賃權益的保障及擴大，提速租購並舉、合
理調控租金水平等方面持續發力。圖為民眾在福州一售樓部了解新樓盤信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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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形狀 放鬆 增加水分 變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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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智慧，是推動科學與文明進步的靈感泉源。鳥兒在天空飛翔、爬蟲類的

環境適應力、昆蟲和植物身上的特異現象，生物的奧妙技能深深吸引着人類，費盡

心思加以模仿；透過拆解當中的科學原理，開發創新技術重現相關功能並進而

解決問題，正正就是仿生學（Bionics, Biomimetics）的核心。

香港文匯報推出專題報道，展示香港科

學家如何將仿生學結合新型材料、微型機械人

及醫療復康科技，研發突破性的新項目；以

科學精神將生命億萬年的演化提煉昇華，

重新創造出能貢獻人類大眾的成果。

基因重組製蛋白
浸漬蠶絲更親水

動漫超級英雄蜘蛛俠除了身手了得，更有着一副精密頭腦，以科學知識

設計出擁有多種特性，且堅韌無比的人造蛛絲，助其渡過無數難關，拯救大

眾。現實中，蜘蛛絲也是讓無數科學家着迷的研究對象，只因它同時集輕、

強、軟等優點於一身。城市大學學者胡金蓮近十年來致力從事仿生蜘蛛絲研

究，模擬蛛絲高韌性、形狀記憶和水分收集能力等不同特點，未來期望能以

產業化為目標，製作如防彈衣、降落傘等精良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蜘蛛絲於材料來說，是個很好的模型，可以做出不同結
構、性能，很多事情可以做”，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

學工程學系教授胡金蓮表示，天然蜘蛛絲的功能眾多，具備多
樣性、超強韌性、超收縮性等神奇特質，看似簡單的一個蜘蛛
網，其實已相當精妙，“蜘蛛網就像房子一樣，看起來沒什
麼，但其實是由七種不同類型的蛛絲組成”，當中有些充當
“樑柱”，韌性高、可拉伸，也有些易於變形、具備收集水的
功能，“捕蟲後會令網變形走樣，但蜘蛛絲有形狀記憶效果，
遇水可讓其恢復原狀。”

既然蜘蛛絲優點多多，那為何不直接採集使用？胡金蓮笑言蜘
蛛是很“野”的動物，“牠們跟蠶不一樣，蠶食桑葉，而蜘蛛是吃
肉的，甚至會互吃，無法飼養”，若說要野外採集，胡金蓮估計做
一件衫隨時要用上數千個蜘蛛網，即使做到恐亦萬中無一，極其珍
貴，因此讓仿生蜘蛛絲有了研究價值。

胡金蓮研究仿生蜘蛛絲約有十年，其工作涵蓋不同方面，
“從（製造）方法上，有用化學合成聚合物方法，也有用到生物
方法，透過基因工程讓細胞產生蜘蛛絲蛋白及纖維；從性能上而
言，我們主要研究其韌性、形狀記憶和水分收集能力”，其中較
近期發表的“全絲蛋白基人造絲”，集水效率是人造尼龍100
倍，可望用於戶外例如沙漠收集水分。

專研紡織材料的胡金蓮憶述，過去探索形狀記憶物料的經
歷，是她發現蛛絲魅力的契機，“最初我們是做形狀記憶的智能
材料，在指定溫度下可變形，而這個變形是可逆的，能恢復原狀
的”，後來成功找到了蜘蛛絲。去年她的團隊便受到蜘蛛絲遇水
後的超收縮現象啟發，首次就仿生蜘蛛絲的濕度形狀記憶特性建
立了理論結構模型，更發現其形狀回復比率達98.5%，較傳統的
高分子智能材料更高。

另外，胡金蓮的團隊去年也曾成功製造出韌度達到387
MJ/m3的仿生合成纖維，比天然蜘蛛絲（180 MJ/m3）強韌兩
倍多，充分反映其優勢力學性能。

輕巧堅韌保護強
事實上，針對蜘蛛絲兼具輕巧和堅韌特性，作為衣服物料

將可提供強大的保護能力，“據說英女皇曾有一雙蜘蛛絲手
套，那當然可以防割手；以往亦曾有傳聞，有人因穿了蜘蛛絲
背心保住一命，中槍後生還”，胡金蓮指，以仿生蜘蛛絲造
防彈衣，是很多人希望可以達成的目標，“因它本身會有很
多特別要求，需要真正高性能的材料”；另一方面，內地亦有
機構找她製作降落傘的材料，足見箇中價值。

胡金蓮的團隊就仿生蜘蛛絲
研究曾做出多項成果，包括早前
研發出一款模擬天然蜘蛛捕絲結
構特徵的“全絲蛋白基的人造
絲”，比頭髮更輕更幼，其集水
效率卻比尼龍人造絲高近 100
倍。他們下一步將深入研究材料
的實際應用，包括考慮可用於沙
漠地帶，亦可考慮作為服裝材
料，發揮排汗功能。

物料夠輕大優勢
團隊先通過基因重組的方

式，製備出一種名為“eMaSp2”
的重組蜘蛛絲蛋白，跟親水的天
然蜘蛛絲糖蛋白相似，因而能夠
提升材料的親水性。其後團隊採
用浸漬法，將已脫膠的蠶絲浸泡
在含有“eMaSp2”的溶液再取
出，沾在蠶絲表面的eMaSp2會
斷開成紡錘狀，形成一個個隔
開一定距離的“結”，
有如天然蜘蛛絲上的
周期性結節。

“這個結構是非常重要，決
定它可以收集更多水分”，胡金蓮
分享指，水滴在浸過“eMaSp2”
的蠶絲上，可以懸掛690秒才滴
下，跟普通蠶絲比較，收集水分體
積 幾 乎 強 三 倍 ， 充 分 證 明
“eMaSp2”有助提高水分收集能
力。

團隊其後翻查文獻，發現
“全絲蛋白基人造絲”集水體積，
雖然只有現時尼龍人造絲最高紀錄
的三分一，但重量只及252分之
一，以集水效率計，較尼龍人造絲
高近100倍，“就好比一個人拿着
小東西不算什麼，但我們就相當於
用螞蟻搬起了大東西，比較下就會
發現其能力之強。”胡金蓮續道，
輕量毫無疑問是該物料的優勢，
“應用可以是幾個方面，例如中國
北方很多地方不下雨，去旅遊時晚
上就可以收集水，也可用於造衣

服排汗。”
■香港文匯報
記者姜嘉軒

導 言

■■放大顯示超強韌仿生纖維表面放大顯示超強韌仿生纖維表面。。 城大圖片城大圖片

■■水滴在浸水滴在浸
過過 eMaSpeMaSp22
的蠶絲上可的蠶絲上可
懸掛懸掛690690秒秒。。

■■研究團隊首次提出仿生蜘蛛絲的濕性形狀記憶分子理論機制研究團隊首次提出仿生蜘蛛絲的濕性形狀記憶分子理論機制。。

■■胡金蓮從事仿生胡金蓮從事仿生
蜘蛛絲研究蜘蛛絲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MaSpeMaSp22可加強蠶絲的親水性可加強蠶絲的親水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仿生科學仿生科學之之

仿生蜘蛛絲是潛能龐大的物料，胡金蓮強調，產業化
會是其研究的一大目標，惟她坦言當中仍有不少難關尚待
克服，包括製作有技術難點，需要時間、經費去一一解
決，期望可透過跟粵港澳大灣區通力合作，開發更多轉化
應用技術，讓科研項目得以向產業化目標順利走下去。

“我覺得（現階段的研究）距離應用不是很遠，但也
不是特別近”，胡金蓮分享說。她採用的生物學及化學方
法去造仿生蜘蛛絲，各自有應用難點，例如前者以基因工
程製成的蛋白質，遇水便會不穩定，“衣服經常要洗，加
工過程也有水，如果在水裏不穩定，就無法用了。”

至於透過化學合成，胡金蓮相信以此方法應用機會較
大，“量產比較容易，結構亦有可能做穩定一點”，然而當
中仍有不少工程問題需要克服，性能上亦需要提高，“整體
而言，方向是可以走下去的，但還有好多科學技術需要開
發。”胡金蓮又表示，未來除了繼續研究仿生蜘蛛絲外，
亦會看看天然蜘蛛絲能否開發新產品，“先不論大量生
產，但首先可以探討蜘蛛絲能夠做哪些更多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距離應用多難關 轉化應用靠灣區

人人

造造

蛛蛛

絲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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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國民黨籍台東縣議員林威志
涉嫌詐領助理費，檢方認定林涉嫌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今天向台東地方法院提起公訴，
地院裁定以新台幣80萬元交保，並限制住居
及定期向派出所報到。

台東地檢署表示，林威志涉嫌詐領助理
費58萬餘元，經查他明知議員每人得聘用公
費助理，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每人每月不
得超過8萬元，仍以5個人頭帳戶每月向議
會申請每月3至5萬元助理費。

之後或由本人及不知情友人提領，詐款
全數歸林威志所有，檢方認定林涉嫌違反貪

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的
機會詐取財物，以及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等罪嫌，今天向台東地方法院提起
公訴，並將在押的林移審法院。

台東地方法院下午訊問被告林威志後，
認為林威志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有
勾串證人之虞，審酌林已繳回犯罪所得58萬
5941元，衡量比例原則，裁定以80 萬元交
保，並限制住居及定期向派出所報到，且不
得對證人及親屬的身體或財產有危害、恐嚇
、騷擾、接觸、跟蹤行為。

台東議員林威志涉詐領助理費 法院裁定80萬元交保

（中央社）寒流來襲，全台今天氣溫驟降
，各地因強勁東北季風吹襲，也傳出不少意外
，造成路樹或是棚架倒塌意外，另外也因為溫
度驟降，多人疑因心血管疾病猝死。

中央氣象局指出，隨鋒面通過及寒流迅速
南下，今天各地氣溫呈現持平或下降趨勢，越
晚越寒冷，今晚至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及宜花
地區低溫僅攝氏6至8度，其他地區也只有10
至12度。

受到天候驟變影響，今天各地都刮起強勁
陣風，其中台中市今天發生路樹及鷹架倒塌事
件，有汽車遭路樹擊中，駕駛臉部輕微受傷，
還有搭建中的跨年晚會控台傾斜。台南公園也
有樹木倒塌擊中男子，送醫治療。

台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表示，上午7時33
分五權西路三段中央分隔島發生路樹倒塌，擊
中一輛路過的汽車，造成駕駛臉部輕微受傷。
另外南屯區公益路與大福街口於上午8時25分
也有路樹倒塌，致單向道路無法通行。而位於

新富二街近龍富十路的一處工地也發生鷹
架倒塌，還好無人受傷。

強勁東北季風吹襲，也造成正在趕建
中的中央公園跨年晚會硬體工程受損，台
中市新聞局表示，中央公園跨年相關硬體
設備正陸續進場布置中，目前主舞台搭建
均已加強固定。

台南市消防局今天上午10時許獲報
，台南公園廁所附近發生樹木倒塌，樹旁
剛上完廁所的63歲邱姓男子被擊中受傷
。

花蓮縣政府明天將於東大門夜市旁舉
辦 「太平洋觀光節」 跨年晚會，靠近舞台
的中山路上一排棚架也被強風吹翻，工作
人員今天上午趕工復原，將毀損的棚架撤離道
路，避免影響交通。

另外，因天氣急凍，各地也發生猝死意外
，其中台北市傳出有5人疑因心血管疾病猝死
案，其中4人均為80歲以上長者，台北市消防

局表示，上述案例是否因天冷所致，詳細原因
仍待調查。

彰化縣員林市一名67歲老翁今天凌晨被家
人發現倒臥在床上，已無氣息，彰化消防局獲
報將老翁送往醫院急救，仍宣告不治。醫師呼
籲，心肌梗塞易在天冷時發作，長者要注意保

暖。
嘉義縣布袋鎮一名80歲老婦人，今天上午

被家人發現坐在客廳中沒了呼吸心跳，消防局
獲報派員前往救護，發現她已明顯死亡，並未
送醫，疑氣溫陡降引發身體不適而過世。

寒流來襲 多人心血管疾病猝死、各地傳強風意外

（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
表示，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修法草
案已初擬完成並送交政務委員，也進
行2次部會協調；保護司聽取來訪的
司改團體今天意見後會儘速預告周知
，完成法制作業。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聯盟」 等
司改團體今天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
質疑法務部未信守承諾提出 「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 修法草案。

聯盟成員下午前往法務部拜會蔡
清祥，提供民間版草案，說明立法目

的與機制設計，希望法務部說明研擬
草案遇到的困難，並可參考民間草案
加速改革腳步。

蔡清祥在法務部接受媒體聯訪時
指出，司改團體今天拜會法務部，他
親自接待開會，並交換意見，目前仍

由保護司繼續聽取對方意見中。
蔡清祥表示，法務部有遵守承諾
且積極主動研擬 「犯罪被害人保
護法」 修法草案，已舉行30次的
專家學者會議，並把多方意見納

入，研擬好的草案已交給行政院政務
委員羅秉成。

羅秉成已召開2次政策協調會議
，整合各部會意見，後續等行政院指
示，要做什麼修正，法務部再著手修

正；若無修正，會將這擬好的草案儘
速預告周知，完成後續法制作業。

蔡清祥指出，草案並非正式送交
行政院審查，只是為了後續流程加速
，所以先交給羅秉成，由羅秉成召開
各部會協調研討。

此外，針對大法官明天將宣示性
侵強制治療釋憲案，蔡清祥表示尊重
，等到釋憲結果出來以後，會立即啟
動做因應處理。

司改團體拜會談犯保草案 蔡清祥：儘速完成修法

涉貪判涉貪判77年半入監 賴素如年半入監 賴素如：：我真的很冤很冤我真的很冤很冤
前台北市議員賴素如涉嫌收賄前台北市議員賴素如涉嫌收賄，，最高法院判處最高法院判處77年年66月徒刑定讞月徒刑定讞，，3030日入監執行日入監執行。。賴素如賴素如（（中中））

上午在親友陪同下到北檢報到上午在親友陪同下到北檢報到，，她表示她表示，，自己是政治底下的犧牲品自己是政治底下的犧牲品，，真的很冤很冤真的很冤很冤。。

2020年12月30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監管機構於剛過去的周日對螞蟻集團提出“五項整改”要求，彭

博引述知情人士稱，螞蟻正考慮將金融業務劃入一金融控股公司，其

中可能包括財富管理、消費貸款、保險、支付和網商銀行等。在該控

股公司架構下，螞蟻的業務可能面臨更多資本要求，從而可能會限制

其進一步放貸，過去幾年的擴張步伐也有機會放緩。市場人士認為，

這一舉措或令螞蟻估值縮水逾一半，降至1,530億美元以下。

螞蟻變“銀行”估值恐削半
傳考慮設金融控股公司 市場料放貸能力大幅降低

知情人士29日指出，螞蟻考慮劃入控股公司
的業務包括財富管理、消費貸款、保險、

支付和網商銀行，網商銀行的最大股東是螞蟻
集團。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構下，螞蟻的業務可
能面臨更多資本要求，須面臨類似銀行的監
管，從而可能會限制其進一步放貸。

招股書披露，2020年上半年，螞蟻微貸科
技服務的收入為 285.86 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增長59%，在集團收入佔比約四
成。期內消費信貸或小微經營者信貸餘額約為
21,540億元，同比增長55%。理財科技和保險
科技的中期收入增長幅度，也分別高達56%和
47%。整改以後，這些增速可能將大大放緩。

方案可消除中止業務擔憂
不過這一方案也意味着，螞蟻集團仍將能

夠在支付業務以外提供金融服務，從而消除了
投資者的諸多擔憂。消息指，剛過去的周日監

管機構約談螞蟻，提出了五項整改要求，其中
就包括“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回歸支付本
源”等，要求螞蟻“充分認識到整改的嚴肅性
和必要性”，並盡快制定實施時間表。

大華繼顯駐上海分析師王朕評價，這意味
着中國仍試圖鼓勵國內消費，需要像螞蟻這樣
的平台幫助提供消費貸款，“關鍵在於，消費
貸款槓桿不應過高。”

非支付業務估值或縮75%
根據最近的規定，控股或實際控制至少兩個

不同類型金融機構且它們的總資產規模達到一定
門檻的，被歸類為“金融控股公司”，從而面臨
更嚴格的資本、融資和所有權等方面的審查；通
過資產證券化產品為消費者貸款融入資金的餘額
不得超過淨資產的4倍；通過銀行借款、股東借
款融入資金的餘額不得超過淨資產的1倍；監管
機構據稱計劃給消費貸款利率設置上限。

若最終金融控股公司的方案成行，彭博行業
研究駐香港分析師Francis Chan估計，包括財富
管理和消費貸款在內的非支付業務的估值或被壓
縮至多75%，螞蟻集團整體估值可能降至1,530
億美元以下，與兩年前經過一輪融資之後的估值
差不多。根據10月的招股價計算，螞蟻當時總市
值約為3,130億美元，大幅縮水逾一半。

Chan推測，螞蟻集團單為放貸業務就需要
注入至少700億元的新資本，這是根據要求螞蟻
就聯合貸款出資30%、資產槓桿不得超過五倍
的新規草案計算得出的。

此外，知情人士亦指，螞蟻集團還計劃把
數字生活方式業務（送餐、上門服務和酒店預
訂服務）留在金融控股公司之外。該人士補充
說，螞蟻集團仍將是所有這些業務的母公司。
螞蟻目前並未研究分拆公司的方案，不過正在
就什麼結構將能被接受尋求監管機構的更多指
導，並可能根據反饋改變計劃。

金融控股公司規定的影響
草案規定下的主要變化

◆像螞蟻集團這樣的互聯網貸
款機構將被要求為單筆聯合貸
款出資30%

◆經營跨省網絡小額貸款業務
的小額貸款公司需取得資質。
資質每三年得續一次

◆跨省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
的小額貸款公司的註冊資本不
低於50億元人民幣

◆一位股東最多只能控制一個
在全國範圍內經營的小額貸款
公司

對企業的影響

◆會需要更多資金；
目前螞蟻僅把約2%
的貸款計入了資產負
債表

◆要求一些公司重新
申請許可證；審查頻
率增大

◆更多資本、業務面
臨更多審查

◆限制擴展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行政總裁
李小加本周四
結束任期，彭
博引述消息人
士指，目前港
交所的遴選委
員會仍未找到
合適繼任人。目
前的候選人包括港

交所現任高層，以至國
際金融機構的人選，市傳包括明年出任港交
所代理行政總裁的戴志堅、港交所市場主管
姚嘉仁，以至滙豐亞太區環球銀行聯席主管
劉哲寧。港交所29日收報微跌0.2%，報
413.2元（港元，下同）。

消息指出，港交所希望新任行政總裁
既能給予內地信心，又要具備國際化元素。
除上述人選外，港交所也將加拿大退休金計
劃投資委員會首席執行官Mark Machin、
前摩通銀行家翟普等，列入考慮名單。

美團傳封殺支付寶被查
港股方面，由於28日晚美國三大指數

均創新高，帶動港股 29日最多曾漲 304
點，其中科技股顯著反彈。恒指全日升253
點報26,568點，恒生科指亦彈2.6%報7,997
點收市，大市成交額縮減至1,391億元。

四大藍籌科技股齊反彈，騰訊彈
2.2%，近日被“反壟斷”調查陰霾籠罩的
阿里巴巴更反彈5.7%，收報222元。

29日內媒報道指，美團據報涉嫌利用
壟斷地位，取消支付寶付款方式，已被北京
知識產權法院立案審理。

不過，美團與小米同樣大彈逾5%，其
中小米發布最新旗艦手機“小米11”，
“8GB + 128GB”配置的小米11售價僅為
3,999元人民幣起，市場看好其定價有助其
拓展市場佔有率，使資金繼續流入小米。

另外，友邦、安踏及藥明盤中曾創新
高，惟收市齊齊倒跌，市場人士指出，科技
板塊近日跌勢過急便出現反彈，相反，部分
傳統經濟股的升勢過急，也引致29日很多
股份創新高後被獲利盤推低，認為港交所等
類似股份，也會出現相同走勢。如早前另一
熱炒的電動車股，29日同樣出現先升後回
調，五菱29日早段曾先升約43%，高見
4.43元，其後便急跌，全日收報2.54元，倒
跌 18%，成交高達 23.8 億元。吉利亦跌
2.7%，是跌幅最大藍籌。此外，熱炒的太
陽能股保利協鑫也倒跌8.9%，卡姆丹克跌
12%。

■ 市 場 人 士 認
為，一旦落實將金
融業務劃入一間金
融控股公司，接受
近似銀行監管，或
令螞蟻集團估值縮
水逾一半，降至
1,530 億 美 元 以
下。 資料圖片

李
小
加
周
四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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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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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李小加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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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出席山東同鄉會會長交接儀出席山東同鄉會會長交接儀
式的會長式的會長、、理事合影理事合影。。

山東同鄉會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山東同鄉會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中中 ））在交接在交接
儀式上致詞儀式上致詞。。旁為修宗明會長旁為修宗明會長（（右右），），及新任及新任

會長孫建義會長孫建義（（左左）。）。

孫建義會長在自家農場為大家準備了孫建義會長在自家農場為大家準備了6060
磅的金槍魚和烤全羊磅的金槍魚和烤全羊。。

孫建義會長孫建義會長（（右右 ））還拿出三條喜慶的大紅魚給還拿出三條喜慶的大紅魚給
理事們抽獎理事們抽獎。。

孫建義會長孫建義會長（（左二左二 ））向大家出示名畫作向大家出示名畫作。。 這是孫建義會長這是孫建義會長（（左二左二））代表同鄉會贈給修宗明代表同鄉會贈給修宗明
會長會長（（右二右二 ））一幅名畫家李曼女士繪製的牡丹畫一幅名畫家李曼女士繪製的牡丹畫
：：「「國色天香國色天香，，五嶽獨尊五嶽獨尊」」。。旁為永久名譽會長旁為永久名譽會長

豐建偉豐建偉（（左一左一））及美齊會長及美齊會長（（右一右一 ）。）。

（（右起右起））修宗明會長修宗明會長、、美齊會長美齊會長、、孫建義會長孫建義會長、、
豐建偉永久名譽會長在交接儀式上合影豐建偉永久名譽會長在交接儀式上合影。。

圖為著名畫家李曼的牡丹畫作圖為著名畫家李曼的牡丹畫作：：
「「國色天香國色天香.. 五嶽獨尊五嶽獨尊」」。。

出席的會長出席的會長、、理事每家帶菜一道理事每家帶菜一道。。

（中央社）即將迎接2021年，台北101公
布300秒跨年煙火3大亮點，將從平安夜到跨
年夜推出粉紅色整點燈光秀、首度使用360度
立體特效輪狀煙火以及雙色花束煙火畫出大面
積愛心弧線，向所有防疫英雄致敬，也為此展
開新的一年。

台北101今天舉辦記者會說明跨年煙火亮
點，主題是 「愛」 ，大樓從24日平安夜到31
日跨年夜打上粉紅色燈光，同時，晚間6時起
，每小時推出整點燈光秀，要帶給民眾浪漫的
光影藝術饗宴。

重頭戲跨年煙火秀，今年規劃發射1.6萬發
、時間長達300秒，總計預算約新台幣2500萬
元。

跨年煙火秀分5章節，序章是 「告別2020
，迎接2021」 ，以充滿喜慶的金、紅煙火拉開
序幕，同心圓的姿勢圍繞盤旋大樓而上；第一

章是 「向防疫英雄致敬，全民齊心向前行」 ，
以雙色花束煙火畫出大面積愛心弧線，向台灣
與全世界防疫英雄致敬，而四面齊發、曲線收
闔的煙火則展現各界攜手齊心共同守護台灣、
迎向世界。

第二章是 「攜手世界向前行，Taiwan Can
Help」 ，採用360度立體特效輪狀煙火，環環
相扣、接續擊發，象徵台灣攜手世界、與全球
合作，也祝福2021年的所有人幸福安好；第三
章是 「祈福關懷，幸福未來向前行」 以花瓣心
型煙火與錦冠花束煙火替人類與世界祈福，最
後用天女散花來營造浪漫氛圍。

終章是 「精彩台灣無限可能，愛與希望向
前行」 ，由各色煙火齊發，呈現大面積、大維
度與大視角，並用七彩浪漫煙火繽紛絢爛收尾
，用愛與希望迎向歡樂璀璨的新年。

其中，360度立體特效輪狀煙火是全世界

第一個在高樓架設的煙火設施，屆時將呈現四
面立體的煙火噴射效果，增加煙火變化性。

交通部長林佳龍出席記者會致詞時說，
「台灣要從防疫大國邁向觀光大國，所以這次
的活動別具意義」 ，認為今年101煙火持續施
放，能讓全世界看到台灣這塊福地、這塊寶島
，就行銷面來說，效益最大， 「唯一就是第一
」 。

台北101董事長張學舜致詞時表示，全世
界許多知名的跨年煙火已宣布取消，但台灣防
疫有成，所以101煙火如期舉辦，主題訂為
「讓愛擁抱世界、用希望點亮未來」 。

張學舜說，在所有人團結抗疫下，台灣是
一個安全的地方，盼透過光明燦爛的煙火，讓
全世界看到台灣，也因此，半年前董事會討論
煙火要不要持續舉辦時，決議是如期舉行。

101跨年煙火搶先看 360度立體特效向防疫英雄致敬

大家好!2020 年在疫情的籠罩下歷盡艱辛
，慶幸大家都平安渡過。 2021 新的一年充滿了
新希望! 希望一切早日回復正常。牛年將至讓我
們一起迎接牛年的來臨。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祝
各位會員“鼠氣全消、牛( 扭)轉乾坤”。大家
一起發光發亮，走向輝煌。

新冠病毒疫情目前還沒完全結束! 請大家保
持注意防疫措施;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離(6 英尺)以策安全。

疫情期間我們在家中一樣可以與同學和老
師在 Zoom 視頻見面和學習! 別因為疫情而放棄
獲取新的資訊和學習新的智識。如果您還沒安
裝 Zoom 在您的手機或 iPad 或電腦。本會每週
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
車塲有義工為您服務幫你安裝和教您如何使用
。非常簡單一學就會。

新舊會員換証: 本會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
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發營養午餐並
辦理新舊會員換証。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
辦理。以免不能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
也將停寄活動通告。

感謝會員林月娥女士捐贈本會 100 元。
活動專欄
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
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 12:00 在
Zoom 視頻上課。 (會預先教您在家中如何到
Zoom視頻上課) 。

iPad 和 iPhone 第 III 班(WeChat): 將於 1/
27/2021 開班到 2/26/2021。學習一般通用的應
用軟件如 Safari 的使用和書籤分類、桌面和照
片的使用和分類。以及如何創立WeChat 帳號
以及設置和使用。可藉由手機來傳送多媒體的
訊息，幫助你輕鬆連接全球好友。發送短信、
進行視頻聊天、更大的用途是可以透過即時通
訊功能來維繫你與好友間的情感與如何加入新
朋友與群組、訊息發送、語音訊息、視訊通話
、群組聊天。讓你一步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
WeChat 內多元功能做行銷。

iPad 和 iPhone 第 IV 班 : 將於 3/10/2021
開班到 4/9/2021。學習如何編輯及美化數碼照
片。你知道嗎!你不單止可以美化你的數碼照片
、而且還可以很輕易的改變人物的方向和角度
甚至背景。在這課程會讓您學習到多功能的軟
體的使用和操作。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
收費 35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週一至
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繳
費報名並即時教您如何使用Zoom 上線。也可
以電話報名 713-480-4885。

II. ESL 英文班: 1 月 4 日開始、每週一和
周四上午 9:30 至 11:30 在 Zoom 視頻上課。
有 興 趣 參 加 的 會 員, 報 名 請 電 吳 傳 芬
832-244-2851 或 Ben 281-933-4518

III.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
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人: 鄧雅如)請踴躍
參加

1) 1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兩點至三點半
Zoom 線上視頻主題：Pantry 的秘密+烹飪示範
廚房是一個愛與智慧結合的地方，提供每天活
力來源的地方。廚房不在乎大小，關鍵在於
Pantry，放對食材，無論誰掌勺，都是健康大
主廚。食材需篩選、健康無秘密，一起打造家
裏的健康食物櫃。

時間: 2021 年 1 月 28 日, 星期四,下午 2
至 3:30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2) 2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兩點至三點半

Zoom 線上視頻主題：彩虹食物的力量+烹飪示
範你每天有一個彩虹嗎？妳知道彩虹飲食有什
麼好處嗎？許多研究也顯示，彩虹飲食對身心
健康的影響，除了飲食原則，我們也一起學習
怎麼簡單煮健康吃，為三餐加點色彩。

時間: 2021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四,下午 2
至 3:30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
zoom.us/j/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IV. 營養午餐: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

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分發。如果您想加
入營養午餐請到現場填表登記。年齡限六十歲
以上的會員。

V. 如果你有興趣參加福音講座:主題：優質
人生系列學堂。一、失望難免，熱情不減！在
困難重重中保持堅定火熱的心志。二、造就自
己，才能祝福別人—給自己醫治療癒的自我對
話。三、活出上帝的 A 計畫！ —熟悉上帝的路
徑，正路就容易走！四、這樣的救恩，華人能
明白—我們習慣先懂，再信！五、從教派主義
到上帝子民—學校有階段，家才是永久。六、
神心意中的復臨信息—值得重視的聖經亮光。
更多資訊請洽:https://12-leaves.com/blog/

日期：2020, 12/ 29,30,31 7pm
2021, 01/ 05,06,07 7pm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密碼

：1234567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21 年 1 & 2 月份會員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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