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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外匯市場平穩運行
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2020年，外匯局堅決貫徹落實黨

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全力做好‘六

穩’‘六保’工作，更加突出服務實體

經濟、推進改革開放、防範化解風險，

有效維護了外匯市場平穩運行，保持了

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國家外匯管理局

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在22日舉行

的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

銀行結售匯呈順差，跨境資金雙向
波動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銀行結售

匯呈現順差，跨境資金雙向波動。在銀

行結售匯方面，2020年，按美元計價，

銀行結匯20493億美元，售匯18905億美

元，結售匯順差1587億美元。在銀行代

客涉外收付款方面，銀行代客涉外收入

44124億美元，對外付款42955億美元，

涉外收付款順差1169億美元。

王春英表示，這主要是由於我國疫

情防控有力有效，穩步推動復工復產，

對外貿易明顯好於預期，進出口順差增

長，同時受全球疫情影響服務貿易逆差

收窄。

“2020年，我國的跨境資金流動和

外匯市場運行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表

現出了‘韌性增強、更趨成熟’的總體

特征。”王春英表示，我國外匯市場預

期更加理性，銀行和企業等市場主體買

賣外匯主要是根據實際需要，外匯市場

也有效滿足了市場的需求。

當前人民幣匯率處於合理均衡區間
數據顯示，從2020年全年綜合來看

，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中間價平均值是

6.8974，與2019年平均值基本持平。從

匯率彈性來看，2020年人民幣對美元的

壹年期歷史波動率是4.2%，同期歐元和

日元的歷史波動率是8%，英鎊是11%，

和其他主要貨幣相比，人民幣匯率保持

了基本穩定。

“ 當前人民幣匯率處於合理均衡區

間，既不會只升不貶，也不會只貶不升

，這是主要貨幣的共同特征。”王春英

說。

2020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

匯率有所升值，這會對我國國際收支形

勢產生什麼影響？王春英認為，人民幣

匯率階段性升值，對國際收支的影響在

正常範圍內，沒有改變我國經常賬戶保

持合理順差的格局，沒有改變我國跨境

資本流動有進有出、總體均衡的局面。

去年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32165億
美元

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我國外

匯儲備規模為32165億美元，較2019年

末上升1086億美元。王春英表示，外匯

儲備規模變化主要受匯率折算和資產價

格變化等估值因素的影響。我國外匯儲

備是全球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和負責

任的長期投資者，按照市場化原則在國

際金融市場開展投資，尊重國際市場規

則和行業慣例，維護和促進國際金融市

場的穩定與發展。

“我國正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

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會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

出口、對外投資和吸收外資協調發展，

這有利於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堅定

推動金融市場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跨

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為跨

境資金雙向自由均衡流動創造非常良好

的政策環境。”王春英說，未來外匯市

場將進壹步鞏固和呈現總體平衡、雙向

波動的特征。

歐央行釋放信號 數字歐元“好事將近”？
綜合報導 歐洲中央銀行本周透露，最早或於

今年4月決定是否繼續推進數字歐元的籌備工作。

這也是繼去年發布數字歐元報告後，歐洲央行再次

對數字化貨幣的推進表態。

去年10月，歐洲央行發布了壹份數字歐元報

告，為其即將啟動的數字貨幣項目奠定政策基礎。

數字歐元結合了數字支付工具的效率和央行貨幣安

全性，與歐元紙幣壹樣具有相應的法定貨幣效應。

數字歐元的發行不僅豐富了貨幣支付方式，還能有

效降低常規支付服務風險等。

報告發布後，歐洲央行廣泛聽取了各界意見。截

至今年1月中旬，該項公共調查已結束，並收到超過

8000份網上反饋，達到創紀錄水平。據歐洲央行透露

，目前該調查報告仍在處理中。初步分析顯示，數字

貨幣的隱私性、安全性以及“泛歐洲支付”三項指標

的排名最高，並將作為未來推進數字歐元工作的重要

參考。報告預計將於春季對外發布。

歐洲分析人士預計，報告發布後，歐洲央行將

決定是否啟動試點項目，以測試數字歐元的可行性

，並收集更多實操場景。因此，數字歐元將采取何

種形式呈現目前還不得而知。

盡管如此，關於數字歐元的想象，歐洲央行還是

提出了壹些基本共識。例如，針對部分金融人士認為

歐元數字化將最終取代硬通貨的觀點，歐洲央行行長

拉加德曾多次在公開講話中反復強調，數字歐元將是

現金紙幣的重要補充，不意味著數字歐元將取代紙幣。

事實上，歐洲央行提出數字歐元並非偶然。壹方

面，歐洲民眾的消費、儲蓄和投資行為日趨數字化，

如何確保民眾信任歐元、使其適應數字時代，日益成

為歐洲央行的重要任務。另壹方面，在多國央行加速

布局數字貨幣及Facebook等非主權數字貨幣項目的競

爭壓力下，歐洲央行的緊迫感也與日俱增。歐洲分析

人士稱，若歐洲錯過了央行數字貨幣創新的機遇，意

味著歐洲在主權數字貨幣將落後於其他國家。

在歐洲央行看來，數字歐元未來發展潛力巨大

，但也面臨不小挑戰。

拉加德指出，數字歐元可提升歐洲支付的便利

性，讓每位歐元區公民有機會在歐洲央行擁有壹個

安全的賬戶。但這也可能會成為其主要風險，因為

民眾會更願意將存款存入數字歐元，而不是標準的

經常賬戶，這種轉變可能會導致傳統銀行存款擠兌

和金融動蕩。

此外，歐洲央行在去年10月發表的報告中也

提到數字歐元許多潛在問題，包括政策、法律和技

術的挑戰。為此，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央行近期已聯

合成立工作組，探索關鍵的設計和技術問題，以推

動數字歐元的籌備工作。

在各項工作積極籌備的背景下，數字歐元還有

多久才能實現？拉加德近日的壹席話把眾人拉回了

現實。她表示，即使歐洲央行決定在4月份采取行

動，數字歐元也不會很快到來。在此前的發言中，

她稱這有望在五年內成為現實。

但在歐洲輿論看來，這或許過於樂觀。分析指

出，在數字貨幣方面，中國是最先進的國家，中國

花了約五年時間，但目前仍處於試點階段。言下之

意即數字歐元還有很長壹段路要走。

美國疾病控制暨預防中心（CDC）
主任華倫斯基24日坦承，聯邦政府現有
的新冠疫苗數量不足以供應各州，表示
疫苗供應不足將是新政府上任前幾周最
大的挑戰之一。

華倫斯基接受福斯新聞訪問時說：
「對於紐約等多個州來說，我們沒有足

夠的疫苗以達到各州需求的劑量。」他
希望100天後，美國能夠生產更多疫苗
。紐約州長郭謨上周末呼籲聯邦政府竭
盡所能增加供應，表示紐約州疫苗庫存
非常低，可能已經耗盡。紐約市長白思
豪也請求聯邦政府發送更多疫苗，並允
許將原本用作第二劑的疫苗給尚未注射
第一劑的人士接種。

拜登總統曾允諾就任 100 天內讓 1
億人接種疫苗，全美每天接種疫苗的人

數雖已超過聯邦政府制訂的每天100萬
劑目標。但美國疫情依舊全球最嚴重，
預計下個月美國染疫死亡人數會超過50
萬。拜登說： 「我們並非一夜之間陷入
這種混亂，我們需要幾個月才能扭轉局
面。」

全球新冠疫苗供不應求，根據Our
World in Data網站資料，目前只有 3 個
國家疫苗人口施打比例超過10％，分別
是：以色列（44.9％）、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26％）和英國（10.4％）。美國
以6.9％名列第五。

以色列日前傳出有69人接種兩劑疫
苗後仍然確診的案例，引發媒體質疑疫
苗的效力。不過據《以色列時報》報導
，以國 「馬加比健保服務」宣稱，12萬
8千人接種疫苗第2劑經過1周，只有20

人染疫，比例僅 0.015％。換言之，疫
苗保護率超過輝瑞先前公布的95％，達
99.985％。

疫苗不足，也導致研發疫苗的藥廠
與各國政府間關係緊張。歐盟執行委員
會負責衛生和食品安全事務的委員基里
亞基季斯25日表示，英國阿斯特捷利康
公司有意減少疫苗交付歐盟的數量，這
事 「不可接受」，歐盟執委會將設立疫
苗出口透明機制。她說，歐洲藥品管理
局對該公司疫苗的有效性與安全性評估
工作已接近尾聲，最快本周末就會同意
該款疫苗在歐盟上市，如今疫苗供應卻
出現問題，她已致函該公司，強調遵守
約定供貨時間表的重要性。

最大的挑戰之一 新冠疫苗數量不足以供應各州量不足以供應各州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批准和分發的常見問題解答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2020年12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FDA）批准了兩款新型冠狀
病毒疫苗（輝瑞（Pfizer）/拜恩泰科
（BioNTech） 和 莫 德 納 （Moderna
））的緊急使用授權，這兩款疫苗已
經在全美範圍內開始分發。麻省總醫
院的疫苗和免疫療法中心主任 Mark
Poznansky, MD, PhD 對有關對抗新型
冠狀病毒最新進展的常見問題給出了
指導和答案。
有沒有取得FDA批准的新型冠狀病毒
疫苗？

目前，FDA 已經批准輝瑞/拜恩
泰科和莫德納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這兩種疫苗目前正在美國各地推廣使
用。
哪些人可以現在接種疫苗？

疫苗的分發將按照免疫實踐諮詢
委員會（ACIP）的指導方針以及各州
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計劃執行。

疫苗分發建議被分
為四個階段。 ACIP 宣
布，疫苗分發的1a階段
將覆蓋醫護人員和長期
護理機構居民。根據這
一指導方針，各州公共
衛生部正在優先招募醫
院、長期護理機構（包

括技術型護理機構）、緊急醫療服務
機構和其他醫療衛生人員登記參加各
州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計劃。
我什麼時候能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

作為第一階段的一部分，一線醫
護人員、技術型護理機構和輔助生活
住所的居民和工作人員目前正在接種
疫苗。各州估計，公眾可以在2021年
4月至6月期間接種疫苗。如果您屬於
高風險人群，或超過65歲（包含），
或從事教育、交通或公共事業工作，
您可能會更早接種疫苗。請上本州官
方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網站查詢最新的
時間表。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嗎？

是的。在美國，FDA在批准疫苗
使用之前，會對疫苗研發過程中收集
的數據和臨床試驗數據進行審查。這
兩種獲得FDA緊急使用授權的疫苗在

臨床研究中均顯示了超過94%有效率
。在人們接種疫苗期間，FDA將繼續
密切監測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需要打幾針？
輝瑞/拜恩泰科和莫德納疫苗都需要
注射兩針或兩劑。輝瑞/拜恩泰科疫
苗的第一劑和第二劑需要間隔21天；
莫德納疫苗的第一劑和第二劑需要間
隔28天。
哪一種疫苗更好？我可以選擇接種哪
種疫苗嗎？

不能。臨床研究表明，這兩種獲
得緊急使用授權的疫苗的有效率都超
過94%。這兩種疫苗目前正在發往全
國各地，疫苗接種者將無法選擇接種
哪種疫苗。一旦您接受第一次注射，
您的第二次注射將來自同一製造商，
即如果您的第一劑來自輝瑞/拜恩泰
科，那您的第二劑也將來自這一製造
商。
疫苗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感染新型冠
狀病毒和出現並發症的風險？
獲得緊急使用授權的兩種疫苗都是
mRNA疫苗。通常情況下，疫苗會訓
練您的身體識別細菌或病毒產生的蛋
白質並作出反應。 mRNA 疫苗會誘
使您的身體產生蛋白質，讓您的免疫
系統檢測到這些蛋白質並進行自我保

護，從而免於遭受感染新型冠
狀病毒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雖然疫苗將降低接種者轉為
新型冠狀病毒重症的風險，但
我們還不清楚輝瑞/拜恩泰科或
莫德納疫苗是否能夠降低病毒
的人際傳播。隨著疫苗的進一
步推廣，我們很快就會得到答
案。
疫苗會給我帶來不良反應或副
作用嗎？如果我出現了不良反
應或副作用，我該怎麼辦？

根據我們目前所知，許多人在接種新
型冠狀病毒疫苗後會出現輕微的短期
副作用，包括：
• 發燒
• 乏力
• 頭痛
• 肌肉疼痛
• 關節疼痛

有些病人的注射部位可能會出現
持續數天的紅腫。這些不是過敏症狀
，而是疫苗免疫反應的一部分。

在極少數情況下，疫苗會引起嚴
重的身體反應。如果您出現了不良反
應或副作用，您應該聯繫您的醫生。
此 外 ，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CDC）和FDA鼓勵公眾將可能存在
的副作用報告給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
統（VAERS）。向 VAERS 提供的報
告有助於 CDC 監控疫苗的安全性。
安全是重中之重。
如果我接種了疫苗，我還需要佩戴口
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嗎？
是的。根據 CDC 的說法，目前沒有
足夠的信息表明 CDC 是否會或何時
會停止建議人們為幫助阻止新型冠狀
病毒傳播而佩戴口罩和避免與他人密
切接觸。此外，接種疫苗的人數以及

病毒在社區的傳播方式也會影響疫苗
的有效性。
接種疫苗後需要多久才能起到防護作
用？
輝瑞/拜恩泰科疫苗已被證明在接種
第一劑疫苗後10天內即可開始為接種
者提供一定的防護。然而，仍然有必
要接種第二劑疫苗，才能使疫苗能夠
最有效地保護接種者。對疫苗接種者
來說，繼續佩戴口罩和遵循保持社交
距離準則仍然很重要，因為這麼做可
以防止將病毒傳播給其他人。
我可以在哪裡找到更多的信息？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提供了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更多信息以
及常見問題解答。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
佛醫學院最初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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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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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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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
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
一家在所有16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
次的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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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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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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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人三輪全檢見功
確診從數百降至個位
張伯禮：石家莊有效防止大面積感染 疫情或月底現拐點

記者梳理石家莊三輪全員核酸檢測結果發
現，第一輪全員核酸檢測，共採集標本

10,251,875份，檢出陽性354例；第二輪共採樣
檢測10,253,103人，檢出陽性樣本247例；第
三輪共採樣檢測10,256,424人，檢出陽性樣本
30例。

控疫多輪核檢必要
“目前來看，石家莊疫情已經得到了有

力控制，除了集中隔離區域外，沒有新發生
的傳染病例，大面積的感染都沒有了。當
然，個別散發病例難免出現。”張伯禮說，
根據石家莊的防控措施，大致在春節前甚至
月底就能夠迎來拐點。“1月至2月份是最關
鍵的兩個月，如果各項防控措施做好了，到3
月份，疫情就可能基本控制住。”張伯禮認
為，全員核酸檢測是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
當前，核酸檢測技術越來越成熟，效率更

高，價格更便宜。為了控制疫情，做多輪核
酸檢測是必要的。

風險等級決定檢測頻次
鑒於石家莊疫情防控結果顯著，根據國務

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
制關於科學劃分、精準防控等工作要求，自
2021年1月25日起，石家莊平山縣訪駕莊村調
整為中風險地區，石家莊橋西區平安小區、裕
華區天海譽天下小區、高新區主語城小區、無
極縣東北遠村、西郝莊村調整為低風險地區。
這些區域將有序恢復常態生活和生產。

中高風險區 再啟新輪核檢
至此，石家莊的高風險地區還有2個：藁

城區、新樂市全域；按照高風險區管理的縣
（區）有4個：長安區、裕華區、高新區、正
定縣全域；中風險地區有8個村莊、小區。

根據風險等級不同，核酸檢測的方式和頻
次也將實施區別對待。石家莊的中高風險地區
和隔離點全員，從1月25日開始，每兩天（間
隔48小時）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當日下午，記者所在的長安區參照中高風
險管理，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核酸檢測試樣採
集工作。下午5點30分，記者接受了第四輪核
酸檢測。

“現在到2月底，依然處於寒冷季節，比
較適合病毒生存和傳播，疫情防控非常關鍵，
不能有絲毫鬆懈。”張伯禮說，隨着疫情得到
控制，居民將逐漸恢復到正常工作生活狀態，
但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少，要做到少聚
集、少流動。“春節前後，農村地區婚喪嫁娶
也多，要盡量少擺桌、少聚會、少串門。基層
衞生機構要警覺起來，對有發熱、咳嗽、咽痛
患者尤其要重視，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
離、早治療。”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顧大鵬、新華社及人

民日報新聞客戶端報道：17天裏，人口逾千萬的

河北省石家莊市，連續進行了三輪全員核酸檢

測。正如石家莊人期待的那樣，新增確診病例連

續兩日降至個位數：1月25日3宗，1月24日7

宗。“石家莊每次全員核酸檢測都能發現陽性樣

本，說明檢測是有效的，可以避免感染者再傳給

他人。”身在河北支援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

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指出，全員核酸檢測是疫

情防控的有效措施，為了控制疫情，做多輪核酸

檢測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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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多地曾出現新冠確診患者治癒後復
陽，抗疫“攻堅戰”不可掉以輕心。25日
舉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防控新聞發布會
上，市衞生健康委主任鄔驚雷透露，上海
本地也有出現過復陽的情況，不過上海一
直嚴格開展出院後患者管理及跟蹤隨訪，
所有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後都要再進行14天
集中隔離，期內若復陽便會被閉環轉運至
定點醫院。

兩次陰性後方可解除隔離
被問及上海是否有病例出院後復陽，

鄔驚雷介紹，上海按照國家衞生健康委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第八
版）》的出院標準和出院後隨訪要求，開
展新冠肺炎出院患者管理和跟蹤隨訪工
作，對於患者體溫正常、呼吸道症狀明顯
好轉，肺部影響明顯改善，連續兩次呼吸
道標本核酸檢測陰性的，予以出院。

但他強調，所有出院患者還要被閉環
轉運至各隔離點，再進行14天的集中隔離
觀察。在此期間，隔離點或者社區醫務人
員，每日對出院患者開展體溫和症狀監
測、進行呼吸道標本核酸檢測，兩次陰性
後方可解除隔離；若出院隔離期間核酸檢
測復陽，則將再次被閉環轉運至定點醫院
進行核查，核酸陰性後重新進行集中隔
離。另外，上海市級定點醫院會對解除隔
離的出院患者進行隨訪，若已返回外省市
無法到院的出院患者則將電話隨訪，並要
求其到當地進行核酸檢測。

寵物陪主人住隔離點爆紅網絡
根據最新通報，24日上海新增本地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1例，令本輪本地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上升至13例。目前，13例本地
確診病例均已在上海市公衞中心治療，其
中12例為普通型、1例輕型。

儘管尚未確定源頭，上海的流調模板
已經在社交媒體上收穫一片點讚。早前某
些地方流調報告過於詳盡，幾乎淪為好事
者窺探隱私的幫兇，甚至令患者遭遇網絡
暴力，而連日來上海公開發布的流調，僅
提及“區域和場所”，從不進一步確切至
有涉上述場所的具體病例和時間，既簡明
扼要提示風險，又最大程度保護了個人隱
私。與此同時，一則上海市黃浦區昭通路
居民區寵物犬跟隨主人登上防疫隔離巴士
車的視頻，近期亦爆紅網絡，上海允許寵
物隨主人一同前往隔離點，特殊時期“毛
孩子”亦能被善待，城市溫度令觀者暖
心。

■25日下午，石家莊長安區十里鋪社區，醫護人員對居民進行核酸採樣。從1月25日
開始，石家莊市中高風險地區和隔離點，每兩天（間隔48小時）進行一次全員核酸檢
測。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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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勢熱爆 券商2600億備戰
籌420億 入場費1.16萬 10基投認購190億

首隻短視頻平台將登陸港股。

與抖音並列內地市場兩大巨頭的快

手科技，26日起至29日招股，發售

3.65億股，其中僅2.5%在港公開發

售，招股價105元（港元，下同）

至115元，每手100股，入場費

11,615.9 元，最多集資 420 億

元。巨型新股登場，碰巧港股市

況熱烈，恒生科指創新高，快手

料掀認購熱潮，粗略統計，券商

已為快手預留超過2,600億元孖展

額，預料認購人數及集資額或雙雙

再破紀錄，甚至可能創下凍資破萬

億元的紀錄。

短視頻概念股大受市場歡迎，統計顯示，
以快手最多集資420億元計，將成為逾

一年來集資最多的新股；若招股反應熱烈，行
使超額配售權後，集資額進一步升至483億
元，公司市值則將增至4,783億元，有望成為
繼2019年9月百威亞太上市後，集資規模最大
IPO。

國際配售部分傳已足額認購
外媒稱，本次快手上市的國際配售部分已

錄得足額認購，同時引入10名基石投資者，
合共認購約190億港元等值股份，相當於IPO
集資規模的 45%。其中美國基金 Capital
Group 認購約 5 億美元股份、淡馬錫控股
（Temasek Holdings）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
（GIC）各自認購約3.3億美元、景順（Inves-
co）及富達（Fidelity）分別認購約 2.7 億美
元、貝萊德（BlackRock）認購約 2.25 億美
元、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局（CPPIB）和中
國私募基金博裕資本同認購約1.5億美元、摩
根士丹利投資管理認購約1.25億美元，以及阿
布扎比投資局（ADIA）認購約1億美元。

集資用途方面，籌款的35%將用於增強生
態系統，30%用於加強研發及技術能力，25%
將用於選擇性收購或投資，10%將用於營運資
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認購人數集資額有望破紀錄
孖展市場未炒先熱，多家券商均積極備

戰。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昨表示，該行為
快手IPO預留500億元孖展，已有熟客查詢及
預留，相信反應將會非常火熱。富途證券金融
及企業服務總裁鄔必偉透露，還未確定為快手
預留的具體孖展金額，但最少預備300億元的
孖展額度。據悉，信誠及華泰分別籌備300億
至400億元，海通至少有300億元，而輝立及
富途則預備有250億元，連同其他券商，合共
預留孖展額超過2,600億元。有分析預料，快
手的認購人數及集資額有望雙雙破新高，甚至
可能創下凍資破萬億元的紀錄。

若不計去年上市失敗的螞蟻集團，香港歷
來最多人認購的新股是今年1月15日掛牌的醫
渡科技，該股吸引超過110萬人認購，超越工
商銀行14年前的98萬人的認購紀錄，醫渡凍

資約6,722億元，也超過去年9月8日掛牌的大
熱新股、凍資6,709億元的農夫山泉，也是近
年凍資最大新股。至於上市失敗的螞蟻集團則
獲逾155萬人認購、凍資1.3萬億元。

此外，由雅各臣分拆的健倍苗苗亦公布招
股詳情，26日至29日招股，計劃發售4,468.6
萬股，招股價為1.2元，每手2,000股，入場費
為2,424.2元，2月5日掛牌上市。中國銀河國
際證券（香港）為獨家保薦人。

星盛商業暗盤每手賺830元
26日掛牌上市的星盛商業管理暗盤表現良

好，輝立暗盤顯示，暗盤曾高見4.79元，收報
4.69元，高過招股價21.5%或0.83元，共成交
4,260萬股，涉資1.94億元。不計手續費，每
手1,000股，賬面可賺830元。

另一邊，外媒指出百度計劃最早於3月在
港二次上市。早前有指百度已向聯交所正式提
交赴港第二上市申請，上市保薦團隊為高盛和
中信。按照聯交所的流程，赴港第二上市的公
司可秘密交表，在通過聆訊前無須在聯交所網
站公布具體信息。

■快手業務，圖示其生態系統
及相關互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快手成首
隻赴港上市的短視頻股，快過字節跳動旗下抖
音一步。快手及抖音兩大平台牢牢壟斷着中國
短視頻市場，但兩者在用戶分布、平台定位、
收益模式等方面，都有顯著的差異，快手被不
少人貼上了更“貼地”的標籤，“北快手，南
抖音”的分布也正在上演。

快手用戶定位更貼地
快手最“貼地”的一點，表現在用戶市場

更為下沉。快手定位於一線到五六線的用戶，
着力於為每個普通人提供社交平台；抖音定位
於一二線城市的年輕人，大量年輕人在大城市
學習、工作和生活，顯然經濟較發達的沿海地
區用戶佔比居多，從而造成了用戶地域分布的
差異。

兩平台形成了“北快手，南抖音”的地圖
分布。根據艾瑞諮詢數據顯示，快手的主要用
戶群體除了廣東、江蘇以外，很大一部分位於
山東、河北河南等內陸地區；抖音的用戶主要
分布在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帶。

此外，快手注重相識用戶之間的互動，不
同於抖音的首頁推薦模式，快手會以相識或與
關注用戶有關聯的賬號作為推薦首選，顯得更
為親切。招股書顯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
9個月，快手上有約80億對用戶互相關注。

若以每日活躍用戶數計，快手落後於抖
音，屈居第二大短視頻平台；不過以商品交易
總額計，快手是僅次於淘寶的第二大直播電商
平台。於2020年首9個月，快手電商商品交易
總額2,041億元人民幣，每月平均短視頻上傳
量大約為11億條，期內開展近14億場直播活
動，短視頻和直播共有2.2萬億次點讚、1,730
億條評論和90億次轉發量。

此外，艾瑞諮詢表示，截至2020年9月30
日止9個月，全球範圍內，快手是以虛擬禮物
打賞流水及直播平均月付費用戶計最大的直播
平台。

至去年9月底9個月增收49%
截至2020年9月底止9個月，快手收入達

407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49%。其中，直播
業務收入由2017年的79億元人民幣，增長至
2019年的314億元人民幣，2020年前9個月為
253億元人民幣。此外，非直播業務相關的收
入比例不斷增加，由2017年的 4.7%增加至
2020年前9個月的37.8%。

快手的前身是 2011 年推出的“GIF 快
手”，於2013年推出短視頻社交平台。2016
年推出直播業務作為平台的自然延伸，建立了
直播、線上營銷服務、電商、網絡遊戲、在線
知識分享等其他多種變現渠道。

北
快
手
南
抖
音
各
顯
優
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平 台 內 容

快 手 小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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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帶給辛苦一生的您最美好的禮物帶給辛苦一生的您最美好的禮物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讓您重享海闊天空的自在生活讓您重享海闊天空的自在生活

（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嬰兒潮世代慢慢步
入人生的退休行列，使太多的人開始思索人生所
為何來？從最初的漂洋過海，到異地打拼，多少
的亞裔付出比家鄉同齡人更多的艱辛、血淚，才
有今天的成就，和安定的生活。而這些生命的反
思、覺醒和期待，到去年年底看到新落成的 「祥
瑞花園」 高檔老年公寓後，多少人思潮起伏— 他
們看到自己辛苦大半生後最完美的歸宿。

由 「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代表STOA十三
位建築師，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將項目的生活和
生活的意義一起呈現給居住於此的人們。 他們將
此社區重新定義為 「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封閉式退
休社區 」 。該社區提供各種寬敞的一居室到二居
室公寓房，禮賓服務，度假村風格的設施，各種
令人興奮的娛樂活動— 只需搭乘電梯即可到達。
座落在唐人街的心臟地帶，62間豪華公寓提供了
一種生活方式，你可以在其中享受生活的自由，
而不必擔心擁有和維護房屋會帶來的壓力。

「祥瑞花園」 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中心點，
百利大道與Turtlewood路的交口進入，一片寧靜的
封閉社區內，巍峨矗立了一棟高端大氣的高檔、
精裝修住宅，還有樓頂花園，將附近的公園、走
道、綠樹盡呈眼前，令人有安靜舒適、省心安心

之感。該公寓位置便利，步行可至本頭公廟，地
道美食、咖啡店、美髮沙龍更近在咫尺。地址：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exas 7707

這棟環保建築擁有高品質的設計，如9英尺高
的天花板，花崗岩檯面，創新技術和優雅的大堂
。歡迎您的朋友和家人來到您美麗的公寓住宅。
每間公寓都融合了風水和綠色設計原則，形成和
諧的空間，促進了健康與和平的生活。

「祥瑞花園」 建築共六層，底層為車庫，南北
向採光，帶門禁，每套公寓帶陽台，頂樓為觀景
房帶環繞型陽台。

「祥瑞花園」 共有62套公寓，6種戶型，三個
樣板間，售價：$230,000起至$435,000，其中1室
1衛總面積：799.9 平方英尺，1 室1衛1書房總面積
：1014.8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2室2衛總面積：1147.3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2室2衛書房總面積：1512.3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而HOA Fee: $0.35/sqf

「祥瑞花園」 的豪華設施包括：可無限上網
、膳食（提供多家餐廳訂餐服務、並設計健康菜
譜）和班車服務（提供10miles 內班車接送，為購
物、娛樂、就醫等提供方便）、還有免費享用的
健身中心、圖書館、電影院、卡拉OK、麻將間、

屋頂花園（提供瑜伽，太極等課程+ 廣場舞）並可
享用免費Wi-fi、360度監控、高度照明。每月定期
醫生、護士上門體檢、理療服務、簽約藥房直接
配送。並定期舉辦各類講座和培訓：書法、繪畫
。定期組織活動：棋牌、唱歌、舞蹈、垂釣、出
遊野餐等。並舉辦每月一次的住戶慶生會。

「祥瑞花園」 室內設計講究、一流，包括：
廚房、客廳、起居室配複合式豪華地板，住戶免
費公共區域無限網絡，所有房間配備現代燈具，
不銹鋼單槽洗碗機，不銹鋼洗碗機，強化複合玻
璃鑲嵌櫥櫃，不銹鋼爐具烤箱，一體式不銹鋼微
波爐抽油煙機，不銹鋼帶製冰機功能冰箱，2“
Mini Blinds on Windows, 花崗岩廚房和浴室臺面，
窗戶統一配有2” 迷你百葉窗，臥室高配設計師地
毯，現代化衛生間盥洗室，Multi-split HVAC Sys-
tem, 玻璃淋浴配瓷磚貼面、扶手，多分體式空調
系統等等。讓您在此高端大氣的精裝修住宅內，
安靜舒適的安度晚年，過得怡情盡興，省心安心
。

「祥瑞花園 」 的地址：695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或上網查看：

網站：https://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3D Visual Tour
https://my.matterport.com/show/?m=wtwKsvbh-

Vc6
https://my.matterport.com/show/?m=sTvJN-

zb9gWw
Video
http://goodkarrot.com/Videos/2020/September/

6955%20Turtlewood%20Ct.html
請聯繫總代理（德州地產) (Southwest Realty

Group )Broker:李雄 Kenneth Li :832-734-6888, 或
Agent: 奚玥 Nicole Xi 832-768-2679

「德州地產」 現正舉辦新年送大禮，冰箱，洗
衣、烘乾機。歡迎參觀指教。免費千元抽獎活動
。並且有特價優惠，$188,000起，僅只一戶，先到
先得，欲購從速。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開發開發、、設計設計、、營造的營造的
「「世大建設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致詞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致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右為圖右為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總代理總代理，， 「「德州德州
地產地產」」 負責人李雄負責人李雄Kenneth Li,Kenneth Li, 電話電話：：

832832--734734--6888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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