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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首個地貧基因療法展臨床試驗
中國攜帶者逾3000萬 輸血療法年醫療費約1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中國生物醫藥企業博雅輯

因宣布，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藥品審評中心已經批准其針對輸血

依賴型β地中海貧血的 CRISPR/

Cas9基因編輯療法產品ET-01的臨

床試驗申請，這也是國內首個獲國

家藥監局批准開展臨床試驗的基因

編輯療法產品和造血幹細胞產品。

據介紹，ET-01是一款處於研發階

段的、自體的、體外基因編輯療法

產品，此次獲批開展的臨床試驗是

一項多中心、開放的、單臂臨床研

究，該項研究將在輸血依賴型β地

中海貧血患者中評價ET-01單次移

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T-01的通用名為CRISPR/Cas9基因修飾 BCL11A 紅系增強子的自體
CD34+造血幹祖細胞注射液，是處於研發階段的、
自體的、體外基因編輯細胞療法產品，用於治療輸
血依賴型β地中海貧血。ET-01原液通過採集患者自
體動員外周血單個核細胞，富集CD34+細胞群後用
CRISPR/Cas9系統編輯BCL11A基因的紅系增強子
製成。

50%重型患者5歲前易夭折
2019年 9月，博雅輯因公布相關數據，顯示

ET-01中，供者自體的CD34+造血幹細胞的特定
DNA靶點被CRISPR/CAS9高效率和高精準度地修
飾，在體外分化後的紅細胞中胎兒血紅蛋白水平得
到顯著提高。ET-01的臨床試驗申請在去年10月獲
得國家藥監局受理，日前獲得批准。

《中國地中海貧血藍皮書》數據顯示，中國地
中海貧血基因攜帶者超過3,000萬。β地貧患兒出
生後病情會進行性加重，除貧血症狀外，易併發脾
腫大、發育落後及免疫力低下導致的多器官功能受
損，因此50%重型地貧患者會在5歲之前夭折，如
不進行有效治療，很少能活過20歲。對於輸血依賴
型β地貧患者，目前標準療法是每2周至5周輸血1
次，且定期使用祛鐵劑減輕鐵負荷，每年相關醫療
費用在10萬元人民幣上下。而長期輸血導致的鐵過
載會損害心臟和肝臟功能，導致心衰死亡和生長發
育障礙。造血幹細胞移植雖然可能一次性治癒，但
移植風險和免疫排斥副作用也很大。

歐美處於臨床階段
“我們非常高興ET-01臨床試驗申請獲得了國

家藥監局的許可，I期臨床試驗會盡快開展。”博雅

輯因首席執行官魏東博士表示，將繼續致力於高質
量轉化基因編輯技術，持續推進公司其他產品管線
的研發進程，為中國乃至全球的患者帶來更多新的
治療選擇。

在國際研究方面，基因編輯療法治療地中海貧
血也是一大熱點。據報道，生物醫藥企業CRISPR
Therapeutics和美國製藥企業福泰製藥(Vertex Phar-
maceuticals)、基因編輯技術ZFN的持有者Sangamo
Therapeutics公司和賽諾菲子公司Bioverativ均有相
關基因編輯療法處於臨床階段。《新英格蘭醫學期
刊》NEJM 發布的相關論文顯示，在經過18個月的
治療後，患者的骨髓和血液中等位基因編輯水平仍
保持較高，骨髓中保持超過76%的編輯效率，血液
中的編輯效率也保持在60%。且患者不再依賴輸
血，循環血液中表達胎兒血紅蛋白HbF的細胞佔比
達到99%。

香 港
文匯報訊
（記者 劉
凝哲 北京
報道） 針

對輸血依賴型β地中海貧
血的CRISPR/Cas9基因編
輯療法產品ET-01的臨床
試驗申請獲批，成為國內
首個獲國家藥監局批准開
展臨床試驗的基因編輯療
法產品和造血幹細胞產
品。中國科學院青島生物
能源與過程研究所王士安
研究員就此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此次臨床試驗獲
批，具有里程碑意義，有
助於帶動基因編輯技術在
相關醫療領域的應用。

王士安表示，基因編
輯療法是一種遺傳療法，
簡單講就是把致病基因修
改為正常基因。“這種方
法潛力巨大，從技術的提
出到獲得諾貝爾獎僅隔八
年時間，說明國際認可度
高”，王士安說，中國的
基因編輯技術發展迅速，
2015 年的相關專利數量超
越了美國。在基因編輯療
法治療地貧方面，中國的
進展與國外幾乎同步。

2020年9月國家藥監局
公布了《基因轉導與修飾系
統藥學研究與評價技術指導
原則（徵求意見稿）》，提
出了針對基因編輯療法的藥
物開發相關指南。王士安表
示，此次國家藥監局批准基
因編輯技術開展臨床試驗，
在國內具有里程碑意義。一
方面，基因編輯療法產品治
療地中海貧血症如果成功，
有助於帶動該技術在血液類
疾病、眼部疾病、CAR-T
癌症治療、造血幹細胞治療
方面的應用。

另一方面，這體現了
國家監管機構在基因編輯
療法蓬勃發展的大背景
下，對於這一創新療法的
重視，也體現了監管政策
的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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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中國紅十字會、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及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共同開展“地中海貧血兒童救助項目”，圖為項目
中患兒準備出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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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大海

83%失業者料短期無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19日公布，香港最新（去年

10月至 12月）失業率上升 0.3百分點至 6.6%，是 16

年來新高，失業大軍增至逾 24.5萬人；就業不足率維持

3.4%不變。大部分主要行業的失業率均上升，其中重災區

是與消費及旅遊相關的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失業

率回升至 10.6%，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更升至

13.8%。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出，疫情反覆嚴

重影響香港經濟狀況及勞工市場，加上農曆新年

後企業結業情況一般較多，對未來失業率

也不樂觀，但政府目前無意設立

失業援助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失業率居高下的香
港，失業綜援個案激增。根據香港社署19日公布的數
據，因為失業領取綜援的個案持續上升，上月錄得
19,506宗，按月上升2.2%，按年更增加約55.2%；失業
類別個案的申請數字也按月上升12.2%至上月的1,045
宗，按年增加約65.1%。

至於上月整體領取綜援的個案達224,895宗，較11
月增加 476 宗，按月升幅為 0.2%；受助總人數為
319,200。低收入類別個案按月跌幅為1%，有2,520宗。

上月失業綜援申請年增65%

■2020年12月香港失業領取綜援的個案升至
19,506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政府統計處19日公布最
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經

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去年9月至 11月的
6.3%，上升到去年10月至12月的6.6%。兩段
期間的就業不足率則保持不變，維持在3.4%
的水平。

餐飲業升至13.8%
大部分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均見上升，

其中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
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回升0.5個百分點至
10.6%，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更升至
13.8%。

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貨倉及運
輸輔助活動業，而上升主要見於零售業。總就
業人數由365萬人微跌0.1%至364.7萬人，減
少約2,400人。失業人數由24.4萬人上升0.6%
至24.5萬人，增加約1,500人。同期的就業不
足人數亦由13.31萬人上升至13.38萬人，增加
約700人。

多企業年後結業 未來就業不樂觀
羅致光指出，去年12月是第四波疫情高

峰期，加上保就業計劃已結束，失業率上升在
預期之內。由於疫情反覆，香港經濟狀況及勞
工市場受嚴重影響，加上農曆新年後，企業結
業的情況一般較多，對未來失業率並不樂觀，
政府需思考有何工作可做，包括在再培訓等多
方面都會考慮。

他表示，政府開設的3萬個臨時職位，當
中近半已就職，政府亦會加強協作及加強僱主
僱員的配對工作，並探討向失業人士及家庭提
供更多援助。被問及會否設立失業援助金，他
重申，沒有一個有效方法可防止援助金被濫
用，政府會認真聆聽意見及仔細分析其他國家
的經驗。

他並提到，勞工處已於去年9月以試點方
式，向參加就業計劃的年長人士、青年人及殘
疾人士發放留任津貼，鼓勵他們接受及完成在
職培訓，從而穩定就業。此外，政府本月初推
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香港年輕人
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發展事業。受
僱青年人會在18個月的資助期內被派駐到大
灣區內城市工作，讓他們深度接觸內地就業市
場，親身體驗內地的生活文化和把握事業發展
機遇。

港失業率6.6% 失業金盼不到
24.5萬人無工作 消費旅遊相關行業重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9日
以涉及大量公帑為由拒絕推出失
業援助金，但會與勞工及福利局
研究，是否可以降低申領在職家
庭津貼的門檻，令工時不長的
“兼職”員工合資格申請。不
過，無論如何降低門檻，都會有
不少基層打工仔無法受惠。

目前申請全額在職家庭津貼
的市民，每月工時必須達192小
時，這門檻使不少失業者或開工
不足的打工仔被拒諸門外。

工聯會再三促設失業金
香港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

唐賡堯表示，不少工友，特別是
飲食業、旅遊業過去半年都無工
開，或一個月只開幾日工，質疑
降低申領在職家庭津貼的門檻也
不能令他們受惠。

唐賡堯續說，在職家庭津貼
是以家庭為單位：“如果一個失
業家庭係同父母同住，老人家好
多時都有啲棺材本，隨時過唔到
審批，政府係咪要市民連棺材本
都無埋先肯幫助？”

工聯會再要求特區政府三
思，在下月的財政預算案中撥款
150億元（港元，下同）即時推出
緊急失業或停工現金津貼，津貼
金額上限每月9,000元，為期6個
月。

無
工
開
難
跨
﹁職
津
﹂門
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思言）香港民建聯
19日公布“就業前景（第三次）調查”結果，有
45.9%受訪者表示已失業達半年至一年，有
82.8%失業人士表示沒有信心可於短期內找到工
作。調查顯示，以上兩項結果較前兩次調查時
多，反映香港市民對就業前景普遍悲觀。民建聯
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盡快設立失業援助金，以短期
支援失業人士。

民建聯在本月6日至17日以電話隨機訪問了
541人。調查結果顯示，近四成受訪者最近一年
曾被要求停薪留職、放無薪假及減薪，11.6%受
訪者被迫改為自僱人士，比前兩次調查錄得的
8.6%高。至於政府推出的支援失業人士計劃，有
47.7%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有提供相關計劃，

而在失業人士受訪者中，60.4%人認為政府推行
支持失業措施無作用。此外，63%受訪者同意政
府設立失業援助金，與之前的調查結果一樣。

民建聯認為，調查結果反映政府現行措施所
設的門檻令人卻步，加上欠缺宣傳，市民對計劃
詳情缺乏理解。

民建聯促設半年失業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指，香港失業率持

續處於高水平，特區政府應考慮推出更多有效及
具針對性的措施，例如設短期失業援助金，向失
業人士每月發放6,000港元，為期6個月。他認
為，政府應以設立失業援助金為“火車頭”，其
後再推展其他措施，例如放寬現行“在職家庭津

貼計劃”申請門檻、優化“特別．愛增值”計劃
及加入“開工不足援助津貼”新層級等，以支援
失業人士。

他認為，設立失業援助金不是天價數目，即
使有24萬名失業人士同時申請援助金，政府只需
動用88億港元，遠低於“保就業計劃”的款項。
他強調，失業援助金是短期措施，並非要求政府
長期推行。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認為，失業援助金是
專為失業人士而設的安全網，“愛增值”計劃主
要是增值後配對職業，但現時情況不是市民缺乏
技術而找不到工作，而是市面沒有工作，強調即
使增值後職場都沒有空缺，認為用“愛增值”計
劃未能有效幫助失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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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近12個月失業率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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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政府統計處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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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監委指調查局針對調查人員
與富商不當接觸案報告錯誤百出，涉刻意袒
護前調查官秦台生。調查局表示，將立即補
充行政查處資料陳報法務部，秦是否涉有刑
責，已報請北檢偵辦。

石木欽案爆出多名司法官與富商翁茂鍾
不當接觸，法務部18日公布調查報告，11名
檢察官、檢察長及9名調查人員，將依情節行
政議處或司法調查，與翁男相關4案將重啟調
查。

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召集人蔡崇義
、監委王美玉、高涌誠今天下午召開記者會
，表示調查局報告錯誤百出，且研析意見無
認定秦台生有違失情節，卻在調查結果認定
有內線交易嫌疑情事，相互矛盾，涉刻意袒
護。

調查局發布新聞稿表示，將針對監察院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所指調查報告內容尚有疑
義不足之處，立即補充行政查處資料陳報法
務部。

調查局指出，秦台生買怡安公司股票部
分，是由局本部發交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調
查，雖認為秦台生購買怡安股票尚無不法情
事，但調查局並非偵查主體，秦台生購置怡
安公司股票究竟有無涉及刑事責任，仍應由
檢察官認定，此部分情節已由中機站函報台
北地檢署調查。

調查局表示，尊重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
員會調查意見，後續將全力配合監察院調查
作為，並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依法辦
理後續行政懲處程序，以符合社會大眾對調
查局的期待。

監委批報告錯誤百出 調查局：將立即補充資料

（中央社）司法院18日公布法官與富
商翁茂鍾不當接觸案，引發外界批評。司法
院長許宗力今天發表聲明指出，將全面調查
所有涉及與翁茂鍾接觸、宴飲、收禮的法官
，3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聲明表示，司法院18日公布調查結果
，認為有20名現職或曾任職法官者，其違
失行為有移付司法懲戒或職務監督的必要，
雖然這些不當的行為多發生在10、20多年
前，但仍然嚴重傷害了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以及對司法公正性的期待，身為司法的大家
長，他深感痛心與遺憾。

許宗力認為，這幾天以來，社會也對司
法院提出的調查名單、判斷標準有不少指教
，司法院十分重視各界的意見，也會持續自
我檢討。他深知，這些批評無非是希望鞭策
司法用最嚴謹的態度，來面對以往犯下的錯
誤。而打造一個願意反省、勇於負責的司法
，是他推動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因為司法
的清廉公正，正是民眾願意認同、信任司法
的根基所在。

許宗力指出，司法院院在聽取各界的批
評指教後，為了更加表明嚴肅面對過錯，絕
不包庇、護短的決心，他宣示：

一、司法院將依現有卷證資料，全面調
查所有涉及與翁茂鍾接觸、宴飲、收禮的法
官。經初步清查，目前尚待調查者，其中絕
大多數皆已離、退職。

二、司法院將於3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並送交監察院及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三、經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後，
如認有移付懲戒或為職務監督的必要者，將
分別移送監察院或為後續處置，並公布其名
單。

許宗力在聲明中表示，相較於過往的司
法風紀陋習，隨著民主法治的確立與深化，
現在的司法已有所不同，請大家對現在司法
人員的公正廉明，保有信心。為了讓現職法
官每日兢兢業業、戮力從公的努力，不被恣
意抹殺，他會以最嚴正的態度，完成最周全
的調查，藉此維繫司法尊嚴，捍衛一個更加
值得社會信賴的司法。

許宗力：全面調查違失法官 3個月內完成報告
（中央社）新北市教育局一名梁姓約僱人員

利用職務之便向有意投標的廠商詐財，並隱瞞離
職訊息持續騙，詐得1000多萬元，新北地院今天
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判處梁男8年徒刑，
可上訴。

檢方調查指出，梁姓男子原為新北市某國小
約僱人員，被借調至市府教育局，業務包括國民
中小學電腦教學及網路建置計劃、教育行政系統
規劃與開發、教網組運作與經費核銷等。

梁男在民國100年4月間利用承辦採購案機
會，向熟識的廠商佯稱，若提供 「創意回饋」 、
按月給付顧問費，可提供採購案相關資訊，以提
高得標機會，致廠商陷於錯誤，自當年9月起，
支付新台幣8萬元顧問費及價值10萬餘元3C產品
。同年11月，梁男隱瞞離職訊息，持續要求廠商
按月給付4萬至 5萬元顧問費，甚至要求支付
「3C產品、尾牙費用、高層禮品」 ，廠商受騙支

出327萬餘元。

檢方調查發現，梁男還虛構標案向廠商佯稱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有多筆採購案將採限制性招
標，但需先交付採購金額5%的押標金及履約保
證金，再製作不實收據詐得款項874萬餘元，事
後廠商發現根本沒有這個標案存在，才驚覺被梁
男騙了好幾年，向廉政署檢舉。

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梁男認罪，其辯護人
替他請求說梁男所為雖不可取，但並無前科，因
其為中低收入戶，又須扶養6名小孩，因一時經
濟壓力犯案，且已坦承犯行，又因本案罹患憂鬱
等症狀，於本案遭舉發前即有意和解，請法院予
以減刑。

法院認為，梁男藉職務之便，誆稱提供資訊
要求廠商交付財物，甚至離職後仍持續騙3年，
所詐財物累計高達1000多萬元，且犯罪後亦未能
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不符減刑要件，依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等罪判刑8年，沒收犯罪所得，可上訴
。

詐騙廠商千萬元 新北教育局前約僱人員遭判刑8年

柯文哲宣布燈節延後年貨大街取消柯文哲宣布燈節延後年貨大街取消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中中）、）、副市長黃珊珊副市長黃珊珊（（左左））及蔡炳坤及蔡炳坤（（右右））等首長等首長2020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宣布台宣布台

北燈節延後舉辦北燈節延後舉辦、、原訂原訂11月月2828日登場的迪化街年貨大街也取消日登場的迪化街年貨大街也取消。。

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魯 冰

北水大時代北水大時代 港股成交首破三千億港股成交首破三千億

■■港股港股 1919 日一度狂飆日一度狂飆 986986
點點，，直撲三萬關直撲三萬關。。 中通社中通社

大市累升巨大市累升巨
須防獲利盤湧現須防獲利盤湧現

後 市 分 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受惠北水大
舉流入等帶動，港股近日氣勢如虹，成交額幾
乎日日超過2,000億元（港元，下同），重現
“大時代”景象。所謂居安思危，每當股市多
日成為頭條新聞之時，也多數是大市轉角之
日。分析員認為，近月港股上升主要受北水推
動，大市的升幅已經大致反映了疫苗接種世界
經濟反彈、拜登上台中美關係緩和等利好，留
意短期有調整風險。

港股由去年12月22日低位25,998點，至
19日高位29,848點，短短約一個月大升3,850
點，升幅達14.81%，升幅跑贏全球主要股市。
19日大市成交額更破歷史紀錄，超過3,000億
元，恒指收升779點，逼近3萬點。

1個月低位飆近15%贏全球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19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19日港股大
升，其中一個主因是“北水”南下掃貨，而
且成交大增所致。展望後市，他不排除恒指
有機會突破30,000點大關，但他認為，炒風
難以延續至農曆新年前夕，因為恒指現已累
積一定升幅，再大升的機會不大，甚至有機
會出現獲利回吐的情況。

此外，他認為美國總統就職禮將至，美國
有出現社會動盪的風險，而美股正處於高位，
或有下行風險，故認為恒指短期內或有機會回
落，初步支持位是29,000點。

南下資金掌定價權 恒指飆779點逼三萬

北水大舉流入掃貨，帶動港股再現大時代景

象，19日大升779點，恒指逼近三萬點，並創出

總成交額3,124億元（港元，下同）的歷史紀

錄，南向資金的港股通淨買入港股達266億元，

連續三日破北水流入紀錄。分析指出，大市動力

主要來自北水，港股去年落後全球主要市場，加

上大量被美國制裁的中資股估值偏低，內地資金

“沽A股、撈港股”，大市短短一個月從低位最多

升近3,900點，升幅近15%，短期雖有獲利回吐

風險，但內地資金在基金大量發行等情況下，南

下的趨勢會持續；同時，更重要的是，北水對港

股的影響力及定價權，已經日漸增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港股去年落後全球主要市場，加上大量被美國
制裁的中資股估值偏低，觸發內地資金連日

熱衷“沽A股、買港股”。19日北水繼續大舉流
入，一度大幅推高港股狂飆986點，高見29,848
點，創2019年5月3日(30,081點)以來高位。最終
恒指收報29,642點，大升779點或2.7%，全日成
交更以3,124億元超越2015年“大時代”的歷史
紀錄；港股通19日淨流入達265.9億元，連續三
日創新高；今年至今，港股通淨買入港股已達
1,853億元。

估值吸引 北水續布局港股
中泰國際分析師紀春華指出，2021年開年以

來，在A股資金抱團出現暫時鬆動、基金大量發
行、人民幣前期強勢的背景下，內地資金進一步積
極尋找海外投資機會。相對於A股而言，港股的估
值比較優勢凸顯，且存在一批稀缺的優質科技及消
費龍頭。因此，南下資金在過去兩周集中布局港
股，呈現強勢淨買入。2021年前兩周，南下資金
日均淨買入113.3億元，較去年增長349.8%。從長
期趨勢來看，南下資金淨流入額也在逐年快速增
加。2020年及2019年，南下資金淨買入同比增速

分別達到了169.0%及230.6%。

強力對沖國際資金流動風險
他指出，無論從淨流入還是從成交額佔比水平

來看，南下資金對港股的影響力及定價權日漸增
強。尤其是在2020年3月市場最低點的時候，可以
看到南下資金大量流入，積極逢低買入港股。而同
一時期，北上資金則是大幅淨流出。可以推斷當時
港股市場處於外資撤離、內資布局的情況。南下資
金在外資撤離時，為港股起到了很好的支撐作用，
已是港股對沖國際資金流動風險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效降低了港股的波動性，增加了可投資性，吸引
更多長期資金布局港股，形成正向循環。認為2021
年初的現象只是一個開端，未來南下資金加速布局
港股的趨勢仍將延續。

憧憬拜登上場 利中美關係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亦表示，踏入2021

年，全球股市都有不俗表現，單計1月份至今，
恒指由大約26,700點左右，升至19日收市，升幅
約為3,000點，不算是很大型的升浪，起碼相對於
美股，港股表現仍不算太有驚喜。他指出，股市

今次升勢主要由“北水”推動，除了買入內地人
熟悉的品牌外，也炒作一些被美國制裁的中資
股，好像中移動、小米等。他們主要炒作本周三
新上場的美國總統拜登，能夠迅速與內地緩和關
係，並且撤銷部分制華措施，但若拜登的舉措令
市場失望，恐怕會令大市有不良反應；惟即使美
國願意取消部分措施，也可能引發“好消息出
貨”的現象。

沈振盈預期，資金流入港股的情況，還會持續
一段時間，目前港股唯一的短期風險就是資金停止流
入，否則港股短期內仍會維持高企，直到新冠疫苗上
市前，大家都會繼續憧憬。技術走勢而言，他表示，
港股已補回去年初的下跌裂口，正在29,000點水平
尋求支持。

港散戶未狂熱 離爆煲尚遠
有證券經紀表示，內地多個金融論壇，連日都

圍繞着港股，大市氣氛熱熾，猶如進入另一個“大時
代”。他續指，“香港股民現時其實未算很活躍，現
在炒到‘㷫熻熻’的只是內地資金，若連香港股民也
積極入市，個市才有泡沫危機，目前大市離‘爆煲’
尚遠。”

短期影響港股因素
1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後，會否撤銷一些

制華措施，以緩和與中國的關係

2 美國加碼“放水”救經濟，能否見初
步成效

3 新冠疫苗是否達到預期效能，何時才
可開展廣泛接種

4 “北水”會否繼續湧港掃貨

5 去年第四季的企業業績表現如何

6 美匯及美債市場有否不尋常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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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準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19
日赴參院聽證會，除了提到，還指出為了支撐
美國經濟復甦力道，不惜赤字擴大政府支出與
紓困，然而，其中提到將對未實現資本利得課
稅，這使得預見過網際網路泡沫以及2008年
金融危機的價值投資大師、橡樹資本（Oak-
tree Capital Management）創辦人霍華‧馬克
斯(Howard Marks)痛批，這將嚴重破壞投資人
信心。

葉倫表示，考慮納入對未實現資本利得課
稅，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一種方法。未實現資
本利得為投資人持有資產市價扣除成本價後，
理論上應有的獲利，也就是未結算資產與成本
價之間的差距。由於這樣的價值並未成為投資
人實際上的資產，只有投資人賣出高於成本價

獲得報酬後，才會實現資本利得。
霍華‧馬克斯指出，接受《CNBC》採訪

提到，他認為此舉將衝擊投資人對市場的情緒
，並降低投資意願，假如拜登政府想從投資人
手上收稅，這也不是個可行性方案，因為不支
到每年如何按照市場價值來課稅，若是某一年
虧損，投資人有辦法獲得退稅嗎？

葉倫也在聽證會提到，新政府應該在新冠
疫情的預算採取大膽行動，幫助美國經濟站穩
腳步，她坦言，美國債務持續增加，但相較於
經濟利益，此舉將利大於弊。霍華‧馬克斯則
是贊同這言論，指出債務與赤字不可避免帶來
負面影響，但如今美國經濟情勢不得不這麼做
。

將對未實現資本利得課稅 美國財政部長挨批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在本港有緩和的趨勢。雖然新冠肺炎的
治療方式正不斷改善，但病毒引起的神經系統併發症狀仍令人憂
慮，例如包括喪失嗅覺、意識模糊和頭痛等等。

然而，醫護人員十分關注新冠肺炎治療對於大腦及相關認知
功能障礙的影響，例如是記憶力及專注力。這促使美國麻省總醫
院的醫生及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鎮靜劑對新冠肺炎患者神經系統
的影響。
新冠肺炎患者需要長時間使用呼吸機

當新冠病毒微粒被吸入並擴散至肺部，人們便會染病。由於
病毒有機會對病人的肺部造成其他損害，有些人可能無法自行呼
吸，需要依賴機器透過喉管將氧氣帶入體內。呼吸機已成為新冠
肺炎治療的常見部分，而使用呼吸機同時，需使用鎮靜劑以防病
人受傷。

在疫情爆發初期，醫護人員未有足夠經驗應對病毒，仍在不
斷學習更有效處理病症的方法。在許多情況下會延長鎮靜劑的有
效期，甚至長達數周，比起平常使到鎮靜劑的治療（如手術）更
長。

不久後，有報導指新冠肺炎患者正面臨新的問題。
麻醉學專家Dr. Emery Brow表示： 「有報告指出有病人的

呼吸系統已經得到改善，但仍處於昏迷狀態。由於使用呼吸機會
增加身體缺氧的機率，令血液凝固並改變身體代謝藥物的方式，
因此有機會導致病人處於昏迷狀態。」

找尋新冠病毒與缺氧性損傷
的關連

神經學家未能理解新冠肺炎如何直接影響大腦。Dr. Shibani
Mukerji是美國麻省總醫院神經及傳染病科副主任，以及最近一
篇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關於新冠肺炎死者驗屍醫學研究文
章的聯合作者。這項研究中沒有在使用呼吸器的患者的腦組織內
發現能夠引致新冠肺炎的病毒。這表明除了病毒直接感染大腦外
，仍有其他在感染期間能夠引起神經系統症狀的因素。

Dr. Mukerji指： 「我們現時手上大多數的神經系統病例中並
沒有發現直接感染中樞神經系統的證據。但可確定的是新冠肺炎
的患者的腦細胞因缺氧死亡，因此會出現缺氧性損傷。由於長期
使用呼吸機提高了缺氧性損傷的風險，因此隱藏了引致缺氧性損
傷的真正原因，現時很難斷定新冠肺炎是否其中一個誘因。不論
患病的源頭，缺氧性損傷較容易出現在需要長期使用呼吸機的患
者身上。」

醫學界對於新冠肺炎患者出現缺氧性損傷、神經系統症狀和
認知功能障礙的原因仍存有不少爭論，而血塊被認為是造成腦部
損傷和相關症狀的關鍵因素。

Dr. Mukerj補充： 「磁力共振成像中能發現腦內微出血，但
這並不能證明微血塊會否導致低氧變化。感染有機會導致其他器
官的血凝塊增加，但在大腦中會否出現微凝塊仍然有待爭議。」
集中研究每個線索

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會有昏迷及明顯的認知功能障礙等無
法預測的症狀。
Dr. Brown 表示： 「我們在接下來的數年會密切留意是否有殘留
影響存在於患者身上，並觀察患者有否出現更廣泛的症狀。」
新冠肺炎、神經系統症狀與潛在的腦功能障礙之間有著複雜的連
繫。儘管這個議題仍未得出結論，但這些關聯為研究工作提供了
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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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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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靜劑對新冠肺炎患者腦功能的影響

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 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 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
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軍方部署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

20202020年的報稅季節推遲到年的報稅季節推遲到22月月1212日正式開始日正式開始
國稅局建議納稅人以電子方式提交納稅申報表國稅局建議納稅人以電子方式提交納稅申報表 和直接存款和直接存款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特勤局的情資顯示特勤局的情資顯示，，極右翼團體可能在拜登就極右翼團體可能在拜登就
職典禮前在各州首府和華盛頓特區發動武裝抗職典禮前在各州首府和華盛頓特區發動武裝抗
議議；；軍方因應可能的威脅將部署至少軍方因應可能的威脅將部署至少22萬名國萬名國

民兵民兵，，目前已有目前已有62006200人進駐國會山莊人進駐國會山莊。。

20212021年年11月月1616日日，，美國新總統拜登就職典禮美國新總統拜登就職典禮
將登場將登場，，2500025000名國民兵進駐華府加強維安名國民兵進駐華府加強維安。。

為支援新任總統拜登就職為支援新任總統拜登就職，，大批國民兵奉派大批國民兵奉派
到華府協助維安到華府協助維安，，安置成了大問題安置成了大問題；；不少國不少國
民兵就直接住進國會大廈民兵就直接住進國會大廈，，甚至直接躲在遊甚至直接躲在遊

客中心大廳地上休息客中心大廳地上休息。。

多達多達22萬名國民兵進駐國大廈及週邊地區萬名國民兵進駐國大廈及週邊地區，，確確
保總統就職順利進行保總統就職順利進行。。圖為國會眾議員圖為國會眾議員VickyVicky

HartzlerHartzler給國民兵送披薩表慰問給國民兵送披薩表慰問。。

美國國稅局說美國國稅局說：：如果在沒有正確編程的情況如果在沒有正確編程的情況
下打開申報季節下打開申報季節，，那麼可能會延遲向納稅人那麼可能會延遲向納稅人

發放退稅款發放退稅款。。

國稅局建議納稅人以電子方式提交納稅申國稅局建議納稅人以電子方式提交納稅申
報表報表，，並在準備好後立即使用直接存款並在準備好後立即使用直接存款。。

美國國稅局美國國稅局（（IRSIRS））鼓勵納稅人使用電子鼓勵納稅人使用電子
納稅申報表納稅申報表，，以節省時間並簡化返還退以節省時間並簡化返還退

稅款稅款。。

根據政府資助法案根據政府資助法案，，醫療費用現在必須僅超過醫療費用現在必須僅超過
調整後總收入的調整後總收入的77..55％％，，才能作為逐項扣除才能作為逐項扣除。。

以前以前，，該值為該值為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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