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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煲
來
飽
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方太廚電方太廚電
以有效清除廚房油煙聞名於世以有效清除廚房油煙聞名於世﹐﹐品牌名列國際前茅品牌名列國際前茅
方太油煙機吸力強方太油煙機吸力強﹑﹑安靜安靜﹑﹑又好清洗又好清洗
讓眾多家庭享受更方便的廚房空間讓眾多家庭享受更方便的廚房空間﹑﹑更潔淨的空氣更潔淨的空氣
品質品質
從從 22 月月 55 號起推出春節大酬賓特惠活動號起推出春節大酬賓特惠活動
電話電話﹕﹕281281--201201--81868186
地址地址﹕﹕35103510 HwyHwy 66, Sugar Land, TX, Sugar Land, TX 7747877478

（（糖城大華超市旁糖城大華超市旁））



BB22
星期二       2021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21

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新聞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美國股市錄得自美國股市錄得自
1111月以來的最佳單週漲幅月以來的最佳單週漲幅，，主要股指收於新的紀錄高位主要股指收於新的紀錄高位。。財政財政
刺激的預期和疫苗分配的進展繼續為看漲的市場提供支撐刺激的預期和疫苗分配的進展繼續為看漲的市場提供支撐。。原油原油
交易達到一年多以來的最高水平交易達到一年多以來的最高水平，，上週上漲近上週上漲近1010％％。。在經濟方在經濟方
面面，，11月份的就業報告令人失望月份的就業報告令人失望，，因為因為11月份美國經濟增加了月份美國經濟增加了4949,,

000000個工作崗位個工作崗位，，低於預期的低於預期的100100,,000000。。但但
是是，，今年晚些時候強勁反彈的前景沒有改今年晚些時候強勁反彈的前景沒有改
變變。。新冠病毒感染趨勢已開始改善新冠病毒感染趨勢已開始改善，，並且並且
最初的失業申請最初的失業申請（（一種更及時的衡量勞動一種更及時的衡量勞動
力市場趨勢的指標力市場趨勢的指標））連續第三週下降連續第三週下降。。截截
止上週五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3114831148點點
（（週漲幅週漲幅33..99%%，，年漲幅年漲幅11..88%%），），標普標普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8873887點點（（週漲幅週漲幅44..66%%，，年漲幅年漲幅
33..55%%），），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385613856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66%%，，年漲幅年漲幅77..55%%）。）。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剛剛結束的超級碗比賽的半場表演堪比美
國春晚。它伴隨著大量的炒作並吸引了很
多眼球，但是當煙花燃燒得明亮時，它們
也燃燒了。 GameStop和AMC等股票的驚
人漲幅吸引了投資者的注意，但是“空頭
緊縮”和“ Reddit交易”並不是推動市場
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在最近的高點上，
GameStop 的股價在五天內上漲了近 1,
000％。在上週的低點，該股下跌了近90％

。這裡更重要的故事不是GameStop股票的投資價值，而是提醒
廣大投資者，即使強大的牛市也會遭受挫折。市場的注意力會定
期徘徊，刺激偶爾的下跌，但暫時的頭條風險往往會引起暫時的
市場反應，而不是長期的低迷。新一輪牛市的頭幾年往往是市場
漲幅最好的時候。 2009年開始的上一次牛市的前10個月，股市

上漲了69％。上一次牛市的前兩年（3月9日至11月3日），股
市上漲了近100％，但該行情包含了7次回調，幅度均在5％或
以上，其中包括在2010年16％的回調。這表明即使市場整體行
情上行，出現暫時震盪也是正常的。

在過去的兩周中，GameStop的股價平均每日波動為42％。
在此期間，道瓊斯平均每日變化為0.9％。 GameStop的最新經
驗凸顯了博彩與投資之間的差異。兩者都涉及風險，但投資者可
以通過使投資決策多樣化並使其與目標（而非情感）保持一致來
幫助減輕投資風險。當市場下跌時，情緒往往會促使人們進行拋
售，以期避免進一步的下跌。同樣，可觀的收益可以使對風險的
正確評估變得模糊，爭取巨額收益的誘惑可能會導致特定投資或
某項投資的過度集中，使您承受比預期更大的風險。請記住，為
實現長期目標而投資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保持耐心是投資成功的
關鍵之一。

回顧過去的45年，如果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在道瓊斯指數中
押註一隻股票，則有52％的時間會產生積極的結果，也就是基
本上等於投擲硬幣。但是，對道瓊斯指數中的全部30隻股票進
行投資並評估10年期間的業績，將有超過95％的時間產生正收
益。在下行方面，單隻股票最糟糕的12個月跌幅為80％，而30
隻股票組成的投資組合最大的12個月跌幅約為這一數額的一半
。這是多樣化投資組合價值和長期前景的令人信服的例子。從歷
史上看，隨著牛市的發展，領先的投資往往會在不同的資產類別
和行業之間輪換，從而為整個投資組合保持平衡提供了支持。因
此，投資者應該增加投資組合的多元化程度，而不是追求特定的
“熱門”投資。

20202020年德州房屋市場火爆年德州房屋市場火爆
今年住房市場將表現得更加強勁今年住房市場將表現得更加強勁
(本報訊)2020年全球疫情引發的經濟動盪並沒有扼

殺休斯敦地區的住房市場,2020年，休斯敦地區的住房市
場價值增長了420億美元。

目前，大休斯頓的住房市場價值估計為5330億美元
，比2011年增加了2720億美元。

在孤星州最大的德克薩斯州都會區中，休斯敦的住
房市場並不是最有價值的地區,價值最高的是達拉斯-沃
思堡大都會區，但疫情期間該地區價值增長迅猛：達拉
斯-沃思堡房地產市場價值6,250億美元，到2020年增
加380億美元；奧斯汀的住房市場價值2640億美元，價
值增長270億美元；聖安東尼奧市的房地產市場價值
1670億美元，價值增長了90億美元。

德克薩斯州的住房市場價值為2.1萬億美元，在美國
排名第四，僅次於佛羅里達（2.2 萬億美元），紐約
（2.8萬億美元）和加利福尼亞州（7.8萬億美元）。

Zillow表示，總體而言，該國的全部住房存貨現在價
值36.2萬億美元，到2020年其價值增長了近2.5萬億美
元，是自2005年以來的一年以來的最高增幅。

“ 2020年對於房地產市場來說是非凡的一年。報告

稱，強勁的需求推動了買家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房屋
以Zillow記錄的最快速度售出，並推高了價格。 隨著今
年的千禧一代人口進入首次購房的黃金年齡，抵押貸款
利率徘徊在創紀錄的低點附近，住房需求強勁。在CO-
VID-19大流行期間廣泛改為到遠程工作，促使許多人重
新評估他們的住房選擇和需求。”
這個在線房地產平台預計，到2021年，美國的住房市場
將表現得更加強勁。

“我們預測，到2021年，將售出近690萬套現有房
屋，這是自2005年以來單日曆年銷售量最高的記錄，也
是自1980年代初以來最大的一年增幅（21.9％），”該
平台在另一個預測中說道。最近的報告。

“首先是簡單的勢頭-最近幾個月房屋購買的前瞻性
指標異常強勁，並且這種勢頭有望繼續。自5月以來，
抵押貸款的申請量逐年持續增長，在此期間年均增長
22％。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待批房屋銷售指數-預計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中將即將完成的銷售-自6月以來也經歷了兩位數的年度
增長，並且同比增長了近20％。”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唱響中唱響中
國國--20182018第叁屆全國大型詞曲創作第叁屆全國大型詞曲創作、、音樂展演音樂展演
盛典盛典”” 全國作曲全國作曲、、演唱雙項金獎得主南方晶晶演唱雙項金獎得主南方晶晶
（（實名文秀芬實名文秀芬））應邀加盟由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應邀加盟由美南新聞傳媒集團
於於22月月1111日舉辦的第日舉辦的第2525屆德克薩斯國際農曆新屆德克薩斯國際農曆新
年音樂會年音樂會。。

南方晶晶是貴州苗族創作型女歌手南方晶晶是貴州苗族創作型女歌手，，實力實力
唱將唱將！！其創作的作品其創作的作品，，以大氣豪邁以大氣豪邁、、勵志向上勵志向上
、、喜慶吉祥著稱喜慶吉祥著稱；；其演繹的苗疆飛歌其演繹的苗疆飛歌，，上天入上天入
地地，，響徹雲霄響徹雲霄；；其低吟淺唱的溫馨小曲其低吟淺唱的溫馨小曲、、傷感傷感
情歌膾炙人口情歌膾炙人口，，扣人心弦扣人心弦。。因其能寫因其能寫、、能唱能唱、、
能演能演，，才華橫溢才華橫溢，，歌載吉祥歌載吉祥，，被老百姓稱為被老百姓稱為
““幸運女神幸運女神”！”！

““幸運女神幸運女神””南方晶晶於南方晶晶於20182018年年88月月1212日日
在北京舉行的在北京舉行的““唱響中國—唱響中國—20182018第叁屆全國大第叁屆全國大
型詞曲創作型詞曲創作、、音樂展演盛典音樂展演盛典””中榮獲作曲中榮獲作曲、、演演
唱唱（（青年組青年組））雙項金獎雙項金獎！！其中歌曲作品其中歌曲作品《《鵬程鵬程
萬裏萬裏》（》（韋明華詞韋明華詞、、南方晶晶曲南方晶晶曲））榮獲榮獲““中國中國
歌曲作曲金獎歌曲作曲金獎”；”；歌曲作品歌曲作品《《大夢同圓大夢同圓》（》（梁梁
敬岩詞敬岩詞、、阿酩曲阿酩曲），），南方晶晶榮獲南方晶晶榮獲““中國歌壇中國歌壇
（（青年組青年組、、民聲民聲））演唱金獎演唱金獎”。”。

南方晶晶是南方晶晶是““全國愛心公益形像大使全國愛心公益形像大使”；”；
20192019““尋找民族好聲音尋找民族好聲音””季軍得主季軍得主；“；“民族好民族好
聲音聲音””最佳人氣獎最佳人氣獎””獲得者獲得者；；多彩貴州歌唱大多彩貴州歌唱大
賽賽““金黔獎金黔獎””得主得主。。

南方晶晶代表作品南方晶晶代表作品：《：《鵬程萬裏鵬程萬裏》、《》、《大大
夢同圓夢同圓》、《》、《騰飛中國騰飛中國》、《》、《情醉黔東南情醉黔東南》、》、

《《一枝獨秀一枝獨秀》、《》、《放不下的愛放不下的愛》》
、《、《感謝你感謝你》，》，還有即將發行的還有即將發行的
《《天下同富天下同富》》等等。。

唱響中國音樂盛典簡介唱響中國音樂盛典簡介
由國家一級音樂行業協會由國家一級音樂行業協會、、

活動組委會活動組委會、、中國音樂家網中國音樂家網、、北北
京衛視陽光國際傳播等部門隆重京衛視陽光國際傳播等部門隆重
舉辦的年度大型音樂盛典舉辦的年度大型音樂盛典，，凝聚凝聚
了全國了全國 3131 省省（（市市））優秀的音樂優秀的音樂
工作者及音樂愛好者工作者及音樂愛好者，，與時代同與時代同
行行，，迸發詞曲創作迸發詞曲創作、、演唱激情演唱激情，，
形成了高水準形成了高水準、、高規模高規模、、高參與高參與
、、高影響的全國性大型音樂展示高影響的全國性大型音樂展示
交流平台交流平台。。不斷推出一大批出色不斷推出一大批出色
的新作品與音樂新人從這裏起飛的新作品與音樂新人從這裏起飛
，，走向全國走向全國，，廣受喜愛廣受喜愛。。

曾先後出席過往屆北京盛典曾先後出席過往屆北京盛典
的中國音樂界重要領導的中國音樂界重要領導、、名家名家：：
喬羽喬羽、、傅庚辰傅庚辰、、曉光曉光、、王曉嶺王曉嶺、、王立平王立平、、金鐵金鐵
霖霖、、張丕基張丕基、、李谷一李谷一、、王佑貴王佑貴、、付林付林、、孟衛東孟衛東
、、孟玲孟玲、、董文華董文華、、戴玉強戴玉強、、李幼容李幼容、、鄔大為鄔大為、、
雷蕾雷蕾、、石祥石祥、、趙薇薇趙薇薇、、李亞男等李亞男等。。已故音樂名已故音樂名
家家：：閻肅閻肅、、王崑王崑、、秦詠誠秦詠誠、、張藜張藜、、姚明等姚明等。。

唱響中國音樂盛典專家評委的級別和層次唱響中國音樂盛典專家評委的級別和層次
都是最高的都是最高的，，出席出席20182018““唱響中國音樂盛典唱響中國音樂盛典””
的專家評委的專家評委：：鐵源鐵源（（國家一級作曲國家一級作曲、、中國音樂中國音樂
家協會理事家協會理事）、）、孟衛東孟衛東（（中國鐵路文工團副總中國鐵路文工團副總

團長團長、、作曲家作曲家）、）、王曉玲王曉玲（（著名詞作家著名詞作家）、）、胡胡
宏偉宏偉（（中國著名作詞家中國著名作詞家、、前進文工團團長前進文工團團長）、）、
吳碧霞吳碧霞（（著名歌唱家著名歌唱家）、）、黃河黃河（（中央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
教授教授）、）、馬栓柱馬栓柱（（中宣部書記中宣部書記）） 、、朱曉紅朱曉紅（（前前
進文工團著名歌唱家進文工團著名歌唱家）、）、金兆鈞金兆鈞（《（《人民音樂人民音樂
》》雜志編輯部主任雜志編輯部主任）、）、李明李明（（國家一級作曲家國家一級作曲家
、、音樂編審組委會秘書長音樂編審組委會秘書長））等等。。

““唱響中國唱響中國””雙料冠軍南方晶晶雙料冠軍南方晶晶
唱響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音樂會唱響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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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P2P平臺退出三大難題待解

近日，P2P網貸平臺小牛資本集團

被深圳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立案偵查。在經歷了8個月的“良退”

努力後，平臺資金兌付吃力，“雷”終

究爆了。

2020年，全國範圍內的P2P平臺已

實現“清零”，但平穩有序退出仍在進

行。後P2P時代，平臺“清而難退”，

各地政府及金融監管機構如鯁在喉。

記者調研了解到，在P2P平臺退出

過程中，存在兌付比例低於預期、投資

人追償訴求差異大、投資者回款周期漫

長等三大難點。

難點壹：
“良退”周期漫長
兌付比例低於預期
挽回損失是網貸平臺投資者最主要

的訴求，也是涉眾金融問題的關鍵點和

難點。記者了解到，目前全國已立案的

平臺中，平均清償率不到10%，相關執

行費用成本扣除後，實際挽損率很可能

更低。

今年1月13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

分局通報稱，依法對小牛資本立案偵查，

抓獲犯罪嫌疑人63名。2020年 5月9日

，小牛在線在其微信公眾號發布《平臺

網貸業務良性退出公告》，正式宣布清

退，第壹年退30%，第二年30%，第三

年40%。自2020年 5月份宣布“良退”

起，截至目前，小牛在線平臺已啟動了

十期兌付工作，累計兌付2.38億元。

根據平臺宣布“良退”時披露的

數據顯示，彼時小牛在線平臺借款人

總數為116.71萬，借貸余額為104.20億

元 。 截 至 目 前 ， 其 兌 付 比 例 僅 為

2.28%，距離“三年保本保息”的目標

還相距甚遠。

記者了解到，在追償過程中，被立

案的平臺除了壹部分有明顯的詐騙因素

外，壹些有真實資產的平臺遇到的實際

問題是逃廢債頻發、資產被惡意貶值等

情況，導致實際挽損率低。

多位受訪者向記者證實，在資產清

償過程中，許多借款人會混入投資人群

裏，慫恿投資人去報案，壹旦P2P的實

際控制人被帶走，也就無法追索欠債，

借款人便可以成功逃債。

此外，許多P2P公司並非完全沒有

償還投資人款項的可能，不少被控制的

平臺高管及股東為逃避刑事責任，拿出

自己的資產進行變現以清償投資人款項

，但是因為資產價值、特點及變現難度

等問題造成無法及時足額兌付。

“資產方趁機打劫的事情多了，只

要聽說妳是P2P平臺的資產急於變現，

上來先給妳打到三折。”深圳壹家P2P

平臺實控人告訴記者。

難點二：
投資人內部意見難統壹
追償訴求差異大
P2P平臺“爆雷”後，投資者們雖

天然處於同壹陣線，但P2P平臺投資人

以分散的個人居多，每個人心中都有自

己的小算盤，難以形成統壹的意見，因

此在與平臺談判時無法形成統壹意見，

導致投資者追償過程漫長。從目前的立

案情況看，耗時壹年以上無法達成統壹

兌付方案的不在少數。

48歲的張蓉（化名）在深圳壹家

P2P平臺先後投資了 100萬元，經歷了

壹 年 多 的 追 償 後 ， 她 告 訴 記 者 ：

“P2P 維權群裏天天吵架，要立案的

不立案的，要抓人的不抓人的，投資

者來自五湖四海，理念不壹樣，沒法

形成統壹意見。”

壹般來說，小額投資者想盡快立案

，大額投資者則不想立案。“小額投資

者以逮捕投資人以解心頭恨為目標，大

額投資者則希望盡量給平臺實控人空間

，好讓其盡量吐出壹些資產。”深圳市

某經偵大隊辦案人員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

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

解釋》，個人非法吸收或變相吸收公共

存款30人以上；單位非法或變相吸收公

共存款150人以上，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根據這個標準，幾乎所有的P2P平

臺都符合立案標準。但壹旦實際控制人

被抓，錢要回來的概率就非常低了。”

上述經偵辦案人員說。

記者了解到，為有效解決P2P網貸

平臺良性退出過程中涉眾決策難等關鍵

性問題。2019年6月，深圳率先推出P2P

網貸機構良性退出投票系統，由符合條

件的出借人投票表決平臺清退方案。

難點三：
平臺資金清退難
投資者回款周期漫長
實際上，P2P平臺立案後，才是投

資者漫漫追償路的開始。在資金清償過

程中，普遍存在資金確權難、資產處置

效率低、司法處置過程漫長這些現實情

況。

立案與否與能否回款已不具有必然

聯系。後續能否兌付主要取決於底層資

產質量，此外還牽扯到公司原有賬上的

資產情況及變現能力。因此，對於廣大

出借人而言，要做的還是等待，等待資

產處置、資產變現、回款加速。

資金清償環節確權難。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師事務所律師朱逸聰告訴記者，

壹般來說，涉案P2P平臺的資金來源渠

道廣泛，不僅有涉案資金，還混雜自有

資金、其他渠道資金等，公安機關在偵

查階段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資產時較

難分開剝離，資金確權存在壹定難度。

壹旦平臺實控人被采取強制措施，

資金處置常常出現停滯狀況。不少平臺

立案後，實控人被抓捕，有些確實有真

實項目的平臺，也無人主張債權權利。

P2P案件司法處置過程漫長。“即

使到了執行階段，法官對於復雜財產關

系的處理也時常捉襟見肘，有的項目還

存在擔保、抵押等，追繳的資產有其他

優先物權存在，直接追繳無法可依。”

朱逸聰說。

針對上述問題，業內人士建議，鼓勵

有意願、有資產的平臺實控人自主去盤活

資產。若平臺遭遇逃廢債情況，則支持平

臺作為債務人提起訴訟，速判速執行，盡

可能提高清償率，保護投資者權益。

調查顯示：中國商業地產購置意願創新高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響下，投資

者對中國商業地產的購置意願卻創下新高。

全球商業地產服務和投資公司CBRE世邦魏理

仕2日發布的《中國2021年投資者意向調查》顯示

，在中國國內經濟強勁復蘇、市場流動性保持充裕

以及租賃市場的不確定性基本消除的背景下，境內

外投資者對中國內地優質商業地產的信心及購置意

向創下歷年新高。

該項調查發現，57%的境內外投資者預計將在

2021年增加對中國商業地產的購置，為2016年開始

該項調查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境外投資者中，選擇

此項的比例為63%，較去年躍升25個百分點。

投資目的地方面，世邦魏理仕的該項調查

顯示，上海蟬聯中國內地最受青睞的商業地產投資

市場，近半數受訪者將其作為首選投資目的地。北

京位列第二，因相對較少的新增供應和國內領先的

科技中心地位而持續受到投資者關註。深圳受益於

強勁的經濟增長和人口的加速流入，對投資者的吸

引力較強。

在僅針對跨境投資的榜單中，上海、北京、深

圳三城全部入選亞太區前十大投資目的地。其中，

深圳首次入選，使得中國內地城市首次在此榜單中

占據三席，預示著更多跨境投資者2021年將積極布

局中國內地。與此互為印證的是海外私募地產基金

的募資計劃。在2020年，與中國內地相關的跨境私

募地產基金融資總額達到179億美元，比2016-2020

年平均水平高出23%。

物業類型方面，世邦魏理仕調查顯示得益於疫

情中極具韌性的租賃表現和可投資高標物流設施體

量的快速增長，工業物流資產的關註度首次升至第

壹。同時，作為“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倉儲

物流被納入中國公募REITS試點的底層資產，從而

為投資者創造了新的退出和投資渠道。寫字樓的投

資意願有所下降，在主流資產中位居第二。世邦魏

理仕發現盡管投資者對短期內的新增供應高峰仍存

顧慮，但核心區位穩定期的寫字樓以及科技企業集

聚的商務園區正吸引更多資本的關註。

世邦魏理仕中國區總裁李淩表示：“雖然新冠

疫情對2020年的大宗交易市場產生了負面影響，但

是中國經濟和商業地產市場在全球疫情反復中的快

速復蘇令其安全性和成長性得到了投資者的廣泛認

可。預計2021年中國內地將引領全球商業地產投資

市場的復蘇，國內大宗交易成交額較2020年有望增

長15%至20%。”

2021年2月6日（星期六）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理財通三地簽備忘 料快通車
大灣區金融合作動作頻 港業界稱準備就緒

踏入 2021 年

第二個月不久，

粵港澳大灣區在

金融合作方面有

大動作。除港交所獲內地開綠

燈，以2.1億元人民幣入股廣

州期交所7%，成為創始股東

外，大灣區跨境理財通亦“通

車”在即。內地、香港及澳門

三地近日簽署在大灣區開展

“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諒解

備忘錄，為跨境理財通提供更

清晰發展方向。香港金管局及

香港證監會均表示，將繼續與

其他相關機構合作，準備盡快

啟動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
家外匯管理局、香港金管局、香港證監會

及澳門金管局，近日就“跨境理財通”所涉及
的監管合作原則等事宜達成共識，並簽署了
《關於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業
務試點的諒解備忘錄》，以加強各監管機構在
業務試點的監管合作，確保試點有效運行、風
險可控。

資金專款專用 閉環管理
備忘錄細分7大章節，內容涉及監管信息交

流、執法合作、投資者保護、聯絡協商機制等
方面。備忘錄並明確，在資金管理上內地與港
澳金融監管局將各管一端，負責監督業務試點
所匯入的資金專款專用，而理財產品贖回所得
資金以相應幣種原路跨境匯回，實現閉環管
理。

香港金管局表示，簽署諒解備忘錄旨在建
立三地監管機構之間的健全監管合作安排和聯
絡協商機制，為跨境理財通的暢順運作及投資
者保障奠下良好基礎。

證監會也指，備忘錄旨在建立三地監管機
構之間就投資者保障事宜進行監管信息交流和
執法合作的框架及聯絡協商機制，是對現有監
管合作的補充，並為跨境理財通的啓動奠下穩
固基礎，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合作。

額度各1500億 債券料先行
理財通框架在去年6月公布，至今相隔逾半

年，香港不少金融業界人士表明，已就理財通
準備就緒，一旦理財通宣布通車，已可以即時
“去馬”。

而金管局在去年10月時曾公布，跨境理財
通的北向通和南向通計劃各設1,500億元人民

幣單邊總額度，及100萬元人民幣個人額度，
計劃實施初期會先涵蓋中低風險、非複雜性理
財產品。

金管局助理總裁（外事）陳維民上月出席
論壇活動時曾公開提到，預期理財通初期產品
以債券為主，初期料不包括保險產品，但由於
理財通為長遠計劃，相信金管局會不時檢視納
入其他產品的可能性。

至於去年市場一度有消息傳出，機制將先由
銀行試行，兩地銀行會以一對一方式合作，港銀
與內地銀行配對後可向對方的客戶銷售旗下理財
產品，但不排除未來會繼續優化，可與多家銀行
合作等，不過有關消息至今仍有待確認。

另有消息指，理財通至今仍未通車主要受疫
情影響，因為香港仍未完全通關下，若要親身到
內地開戶或有難度，而內地對遙距開戶亦相對審
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去年
中已公布框架內容的跨境理財通，隨着內
地、香港及澳門三地簽署相關諒解備忘
錄，對落實國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
部署、加強“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監管
合作、深化粵港澳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
義，不少早已布局大灣區市場的銀行業界
也期望理財通可盡快通車。

王冬勝：大灣區理財產品需求大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

冬勝認為，有關諒解備忘錄的簽署是大灣區
發展的重要一步，又指大灣區前年的經濟規
模已達1.7萬億美元，估計至2030年將擴大
至4.6萬億元，當中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潛力
更大，又估計至2025年區內銀行業的總收入
可達1,850億美元，問鼎全球第一。他認為
大灣區的高資產值和富裕投資者快速增長，
對財富管理產品的需求有增無減。

渣打大灣區行政總裁林遠棟稱，樂見
三地監管機構簽署相關備忘錄，為推出跨
境理財通及投資者保障建立良好基礎，期
待跨境理財通盡快推出，又透露該行正積
極籌備跨境理財通相關產品及配套等，將
會配合監管機構及保持密切溝通，支持跨
境理財通順利實施，參與推動大灣區金融
業發展。

中銀：豐富兩地市場互聯互通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指出，

對跨境理財通簽訂諒解備忘錄表示支持和
歡迎，認為此標誌着跨境理財通又邁進一
大步。他說，跨境理財通是深化粵港澳大
灣區合作的又一里程碑，為粵港澳居民跨
境理財提供了便捷的新渠道，亦豐富兩地
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深化港澳與內地金融
合作。又指該行一直積極支持和參與跨境
理財通各項準備工作，將配合跨境理財通
政策推出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繼續全力推
動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為大灣區居
民提供便利的跨境理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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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
銀行、銀保
監會、中證
監、香港金
管局等近日
就“跨境理
財通”事宜
達成共識並
簽署諒解備
忘錄。
資料圖片

■香港各大銀行均期望“跨境理財通”可盡快通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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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 乙 肝 患 者 是 感 染 新 冠 病 毒
(COVID-19)的高危群體麼？

o 目前還沒有任何資訊表明乙肝
患者是感染新冠病毒或患上新冠重病的
高危群體。但從已有資訊來看，老年人
以及患有嚴重基礎疾病的各年齡段群體
，其中包括肝病患者，罹患新冠重病的
風險更高，特別是在他們的基礎疾病未
能得到良好控制的時候。乙肝患者應採
取與其他基礎疾病患者相同的預防措施
，例如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以避免感
染或傳播新冠病毒。如果您患有乙肝並
正在接受治療，那麼您應該保持治療並
遵循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建議。

• 什麼是乙型病毒性肝炎？
o 乙型病毒性肝炎（簡稱乙肝）

是一種由乙肝病毒引起的對人類肝臟造
成傷害的傳染性疾病。一部分人在接觸
乙肝病毒之後沒有辦法抵抗感染，並會
被病毒伴隨終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
些患有慢性乙肝的人群會轉為更嚴重的
肝臟疾病，其中包括肝硬化和肝癌。目
前慢性乙肝在世界範圍內已成為引發肝
癌的首要原因。

• 乙肝有多普遍？
o 乙肝病毒在世界範圍內都非常

普遍。現在全球有接近3億人患有慢性
乙肝，其中在美國的慢性乙肝患者有

200萬左右。每年約有78萬人因乙肝相
關的肝臟疾病死亡。

• 乙肝有哪些症狀？
o 乙肝通常沒有症狀，有許多人

感染乙肝數十年也不會感到不適。如果
出現病症，可能的症狀包括發燒，疲勞
，食慾不振，胃痛，胃部不適，嘔吐，
尿色深，淺色糞便，關節疼痛，皮膚和
眼睛發黃。

• 為什麼乙肝對亞太裔族群的影
響要超過其他族裔？

o 人類感染乙肝已有數千年之久
，在世界某些區域包括亞太地區較為常
見。在這些地區中有多達20%的人會感
染乙肝病毒。在高感染率國家出生的人
有很大的感染風險，這也是為什麼在美
國的亞太裔平均每十二個人中就有一個
人會感染乙肝。正因為如此，亞太裔也
是肝癌患病的高危群體。但是通過醫療
護理及治療，許多肝癌病例是可以避免
的。

• 為什麼檢測乙肝對亞太裔族群
非常重要？

o 乙肝檢測能夠拯救生命！即使
乙肝病毒多年來一直在悄然無息地對他
們的肝臟造成傷害, 大部分慢性乙肝患
者都沒有任何症狀。

• 乙肝有治療方式嗎？
o 對於一名乙肝患者來說，了解

有效的治療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
可以幫助他們緩解肝臟損傷甚至預防肝
癌。如果醫生知道您患有乙肝，他們能
夠幫助觀察您的肝臟健康狀況以及評估
您是否需要用藥，這些藥物能夠停止病
毒在您體內繼續繁殖。醫生還可以給您
提供關鍵的飲食建議，並在您服用任何
药物或草藥之前進行評估，因為部分草
藥可能會造成肝臟損害。

• 乙肝有哪些傳播途徑？
o 乙肝通過血液以及其他體液直

接接觸傳播。許多慢性乙肝患者是在分
娩期間以及初生嬰儿期被感染的。乙肝
不是遺傳病也不會被遺傳。

• 乙肝不會通過哪些渠道傳播？
o 乙肝不會通過日常接觸或者唾

液傳播。如果您和乙肝患者一同居住，
您可以放心與他們一起用餐，分享食物
餐具以及讓他們幫忙準備食物。擁抱，

咳嗽，打噴嚏以及接吻也不會傳播乙肝
病毒。您無需在家中替乙肝患者準備單
獨的餐具或居住區域。

• 乙肝能夠預防嗎？
o 現在已經有安全有效的疫苗能

夠預防人們被乙肝傳染。但不幸的是有
許多人在注射疫苗前就已經被感染。目
前初生嬰兒例行接種乙肝疫苗已經在全
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及地區執行。任
何與乙肝患者一起生活的人也應該注射
疫苗以防乙肝傳染。

更多視頻:

乙肝與你的肝臟: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Q6G4vahQsss&feature=
youtu.be

Jacki 的 故 事: https://youtu.be/
pJ67wRP-R1g

Kat 的 故 事: https://youtu.be/DI-
ItzGJDjtk

Alice 的 故 事: https://youtu.be/
4iUmGyBJ62I

Alan 的 故 事: https://youtu.be/
NwDm4udPW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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