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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CPI保持平穩具堅實基礎
上月CPI升0.9% 豬肉價降2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據
中國財政部11日消息，財政部、全國人大常委
會預算工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稅務總
局負責同志當日在京主持召開房地產稅改革試
點工作座談會，聽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負責同
志及部分專家學者對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的
意見。在推進房地產稅立法的同時，政府研討
再推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外界關注房地產稅或
有望加速推進。

目前，內地在上海和重慶進行針對個人住

房徵收房產稅的試點，自2011年1月至今已逾
10年，其間屢傳試點擴容但未果。值得關注的
是，上海和重慶所進行的是“房產稅試點”，
此次座談會則提出“房地產稅改革試點”。

對於房地產稅相關工作，此前一個重要政
策定調是“立法先行”。財政部部長劉昆在解
讀“十四五”規劃時表示，按照“立法先行、
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
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目前房地產稅法正在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牽頭起草。

財稅領域普遍觀點是，房地產稅主要功能是
籌集地方財政收入，承擔地方公共服務融資的功
能，而不是改善住房民生，在立法過程中應進一
步明確其功能定位，進而確定徵稅方案。此次財
政部主導推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或有利於推進
相關立法進程。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近日接
受外媒訪問表示，監管部門正在探索徵收房地
產稅的可行性。房地產稅應交由地方政府管
理，助其應對沉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四部門聽取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意見

數據顯示，從環比看，CPI下降0.3%，降幅
比上月收窄0.2個百分點，出行服務價格等

非食品價格漲勢明顯。
工業品價格方面，國家統計局表示，4月國

內工業生產穩定恢復，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國際
大宗商品價格上行，生產領域價格繼續上漲。

PPI同比增速2017年11月以來最高
PPI同比增速則在大宗商品漲價潮的持續助

推下大幅上升2.4個百分點至6.8%，為2017年
11月以來最高。專家普遍預計，價格漲勢仍將延
續，伴隨漲價而來的企業生產壓力將增大。

而隨着消費持續升溫，未來物價是否會繼續
走高？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郭麗岩
分析，從後期走勢看，中國國民經濟循環加
快，經濟增長穩中加固，居民消費領域商品和
服務生產供應充裕，特別是糧食供應充裕、豬
肉價格隨着生豬生產恢復逐漸回歸正常水平，
CPI保持平穩運行具有堅實基礎。

當天發布的數據還顯示，4月，全國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6.8%，漲幅
比上月擴大2.4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
級統計師董莉娟分析，受去年同期對比基數較低
影響，主要行業價格漲幅均有所擴大，其中石油
和天然氣開採業上漲85.8%，擴大62.1個百分
點。

料全年PPI呈“兩頭低中間高”走勢
郭麗岩表示，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傳導以及

去年同期低基數等因素影響，近幾個月PPI漲幅
還可能進一步擴大，二季度可能出現全年高點。
但隨着價格信號對原材料生產流通的引導作用釋
放，國家有關部門採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場供應、
穩定市場秩序，上下游供需會進一步匹配，大宗
商品價格將逐步回歸供求基本面，預計全年PPI
呈“兩頭低、中間高”的走勢，下半年將有所回
落。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秦泰表示，CPI中肉類
價格持續回落帶動食品價格走低，一定程度上抵

消了PPI向CPI製成品價格傳導所導致的CPI推
升效應，但若PPI持續高位，可選消費需求仍將
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預計CPI二季度同比上漲
1.4%，四季度上行至1.9%左右，全年同比均值
料在1.2%。

中國銀行預計，經濟復甦持續推進，內需改
善將促進消費品價格水平回升，CPI整體將呈溫
和上漲態勢，預計5月CPI同比漲幅擴大。考慮
到全球需求繼續回暖以及流動性保持寬鬆狀態，
一段時間內大宗商品價格仍有上漲空間，疊加翹
尾因素影響加大，預計5月PPI同比漲幅可能破
“7”。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1日

發布的數據顯示，4月CPI同比上漲0.9%，漲幅較上月擴大0.5個百分點；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上漲0.7%，漲幅擴大0.4個百分點，表明需求繼續恢復。

4月，食品價格同比下降0.7%，降幅與上月相同。其中，豬肉價格下降21.4%，降

幅比上月擴大3.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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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年CPI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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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科技股日前顯著
下挫，美國電動車特斯拉(Tesla)據報暫停
上海廠房擴建計劃，拖累該股盤前大跌
4%，也使香港科技股受累，港美爆發科
技股“小股災”。不利消息纏身的美團
11日再挫5.3%，連跌10日，市值共蒸發
3,782億元（港元，下同），而股價較歷
史高位更累跌逾四成，情況慘烈。美團之
前深被市場看好，跟隨入貨者眾，高位接
貨股民損失慘重。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
下，恒生科指11日曾挫 3.8%，低見
7,533點的半年新低，收市仍跌3%。

港美齊爆科技股“小股災”。當中
藍籌股美團的壞消息不斷，股價11日再
挫5.3%，連跌第10日，較歷史高位已累
跌逾四成。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下，港
股全日最多挫684點，失守28,000點，
午後跌幅一度收窄，最終仍跌581點或
2%，收報28,013點，僅險守28,000點大
關，大市成交升至1,898億元，較周一大
增15%，顯示市場沽售壓力增強。

新經濟股不濟 港股料尋底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

港股受外圍市況拖累，後市要視乎外圍
股市跌勢能否喘定，亦要留意A股情
況，以及“北水”的變化。他估計，若
大市進一步下跌，恒指有機會再試3月
份低，即大約27,500點水平。他認為，
新經濟股表現不濟，但銀行股仍相對穩
健，相信資金會繼續追捧強勢股，而新
經濟股沽壓仍沉重，某程度上是與內地
加強反壟斷因素有關。

他指出，即使部分科技股從高位
計，累積跌幅相當驚人，但頹勢短期
暫難扭轉，故此股民想低撈新經濟
股，應該要再忍手，待走勢有顯著改
善才考慮。

不利湧現 或影響美團估值
美團計劃調整配送規則，按距離等收費，此舉可

能會增加收入，但亦可能會令遠距離的外送訂單減
少，業界正在評估有關影響。此外，瑞信發表報告，
指南京市政府近日試行新的指導意見，要求企業需為
全職外賣騎手繳付社保金，此舉將成為各地方政府的
先例。該行指，美團目前與外賣騎手屬外判合約形
式，並無支付任何社保金，若按最壞情境評估，美團
要為外賣騎手全數支付金額，那每單位騎手的成本將
上升10%。

瑞信認為美團可通過優化騎手組合，以及透過削
減補貼，來減輕相關影響。但短期內，內地反壟斷調
查持續，加上社保金事件的潛在影響，可能影響美團
的估值。該行目前維持美團“跑贏大市”評級，以及
目標價410元。

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香 港 新 聞 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4 ●責任編輯：魯 冰

交香港5間持牌電視台 港隊賽事場場播
港府首購轉播權 東奧免費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1日下午到訪香港體育學院，探訪香港劍擊隊和
羽毛球隊的教練和運動員，了解他們的訓練情況，並為他們打氣。她讚
賞香港運動員近年在國際賽事表現優異，多名運動員位居世界排名前
列，令市民引以為傲。她知道運動員正全力備戰東京奧運會，向他們送
上祝福，相信在全港市民的支持下，運動員可以取得更好成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微笑劍后先登場 東京奧運看點多
本屆奧運會香港代表隊取得逾30張奧運入場券，表現不容錯過，“微
笑劍后”江旻憓更會於7月24日率先登場，力爭為港隊打響頭炮。

東京奧運看點（港隊）

日期 項目 重點運動員

7月24日 女子重劍個人賽 江旻憓

男女單乒乓球初賽 杜凱琹

男女單羽毛球分組賽 伍家朗

7月26日 男子花劍個人賽 張家朗

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賽 何詩蓓

7月27日 女子重劍團體賽 江旻憓、朱嘉望

8月1日 男子花劍團體賽 張家朗、蔡俊彥

8月2日 體操跳馬決賽 石偉雄

8月4日 場地單車凱林賽 李慧詩

8月5日 空手道女子個人形 劉慕裳

8月7日 場地單車爭先賽 李慧詩

霍啟剛：全盤規劃長遠發展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獲知好消

息也感到很開心，他表示，政府要繼續
同電視台洽談，做好奧運相關的製作，
確保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香港運動員的風
采；同時都要推動社區參與，營造氣氛全

城投入；未來這些奧運比賽片段怎樣充分利用，
例如在學校推廣、在康文署場地播放等等，政府
都要有全盤規劃，利好體育界長遠發展。

江旻憓：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世界排名第七的擊劍運動員江旻憓表

示聽到有免費轉播的消息十分開心，
“知道香港觀眾可以安全並安心地在電
視機前欣賞比賽，我們即使身在東京也會
感受到他們的支持，有大家的支持我們一

定會積極為奧運備戰，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伍家朗：市民支持必有所助
香港羽毛球“一哥”伍家朗則表示，

原本父母計劃前往東京欣賞比賽，現時無
法成行下幸好仍可收看轉播，“之前東
京奧運轉播一直未落實，家人朋友都煩惱
如何欣賞我的比賽，現在問題總算是得到

解決。作為運動員無論任何情況都會全力以赴，
不過能夠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當然會有所幫
助。”

杜凱琹：我們表現一定更好
香港乒乓球“一姐”杜凱琹亦認為對

運動員來說，市民的支持不可或缺：“有
香港市民的加油肯定對我們香港運動員有
很大幫助，家人朋友知道今次消息都好開

心，今屆奧運可能沒有現場觀眾，但知道大家都在
看比賽支持我們，我們一定會表現得更好。”

沈金康：助市民感受奧運精神
香港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亦對政府

的做法表示歡迎，“東京奧運或沒有現
場觀眾，電視轉播會是讓市民感受奧運精

神的一個好方法。”

余翠怡：第一反應就是開心
香港輪椅劍擊女將余翠怡即將第五

次出戰殘奧，對於香港有機會觀賞奧運
直播，第一個反應就是開心，“作為運動
員都想看最高水平的國際賽事，加上今屆香

港有這麼多選手出戰，甚至有能力去爭取獎牌，
市民作為一分子，雖然不能現場見證，但可以透
過直播第一時間為大家打氣也是樂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黎永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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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1日在出
席行政會議前指出，市民十分期待收

看到四年一度的奧運，但直至去年初仍未
有香港的廣播機構與東京奧運播映權持有
人達成協議，多家廣播機構已表明基於商
業考慮，對購買轉播權有保留，特區政府
是基於市民期待、立法會和運動界訴求下
介入並購買轉播權。她強調，由於購買轉
播權是一項需要高度保密的商業談判，按
國際奧委會的規定，直至上周五與播映權
持有人、日本Dentsu公司簽約前不能向外
界透露。

如東奧取消將退全款
她表示，現階段不能披露涉及費用，

但金額合理，且低於過往兩屆奧運會由商
營廣播機構所支付的費用（2012年有線以
1.2億港元購入，2016年無綫以約1.6億港
元購入）；合約說明如因為疫情令東奧取
消，所繳付的費用會全數獲得發還。

她又指，該筆費用將透過“藝術及體
育發展基金”撥款，基金現有結餘約26.2
億港元，資金非常充裕，不會影響基金支
持其他體育發展項目。

特區政府於簽約後翌日已跟香港5間
持牌電視台達成共識，即免費電視TVB、
ViuTV、奇妙電視；以及收費電視有線電
視和Now TV，參與轉播或直播。它們毋

須分擔播映權費用，但須各自承擔所有轉
播東京奧運的製作費用。

雖然電視台不用支付轉播權費用，但
它們須符合播放時數的要求，且凡有香港
運動員出戰的賽事必須播放；所有在收費
電視頻道提供的東奧節目，亦會在其網上
平台免費讓所有市民觀看。同時，持牌機
構亦須製作宣傳東奧和推動香港體育發展
的節目，以及提供奧運片段給特區政府，
包括香港電台使用。

涉能力問題不予港台
被問到為何香港電台不獲轉播權時，

林鄭月娥指純粹涉及能力問題，港台無能
力在短時間內購買轉播所需的儀器、聘請
更多人與派攝製隊到東京，“我們不會偏
心把轉播權給予收視率高的電視台，其他
收視率不高就不讓它播，而是平均大家都
可以播。我們將東京奧運的轉播權視為公
共資源，因為都是用公帑、納稅人的金
錢，交予所有有能力轉播的電視台。”

香港民政事務局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奧運是世界最大型和最高水平
的體壇盛事，確保香港市民能夠在電視上觀
看東京奧運賽事，可鼓勵更多人做運動，提
升體育風氣，強調政府無意改變電視廣播市
場的競爭環境，政府亦無就其他夏季或冬季
奧運會的電視播映權與任何人進行磋商。

計劃於7月23日開幕的東京奧運會備受全球關注。香港過去均透過商業競爭決定轉播權誰屬，

一旦落入收費電視台之手，市民只能到酒吧茶餐廳或付費安裝收看賽事。惟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打

擊香港電視台的經營環境，對斥巨資競投東京奧運轉播權感卻步，市民或連付費

收看機會也沒有。為使港人能免費收看奧運賽事，特區政府首次打破商業競爭

模式，出資購入奧運電視轉播權後交予香港 5間電視台直播或轉播，

為國家及香港運動員打氣。參與的廣播機構須合共在免費及收費

電視頻道上，分別提供

不少於 900小時及

2,000 小時的賽事

廣播，且必須播放

所有香港運動員出

戰的賽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林 鄭 訪 體 院 打 氣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郭
正
謙

何誕華何誕華（（馬術馬術））

李慧詩（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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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疫情升溫，司法院今晚說，民
眾到法院採實聯制，如未戴口罩勸導不聽，將
通報開罰最高1萬5000元；若警戒至第三級，
在庭人數必然逾5人，若仍須開庭擬採視訊、
延伸法庭。

司法院發布新聞稿指出，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提升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警戒至第二級，時間至6月8
日止，為提供民眾安全的洽公環境，避免疫情
擴散，自即日起強化相關防疫措施如下：

一、佩戴口罩、量測體溫：民眾進入司法
院及所屬機關應依規定佩戴口罩，並接受體溫
量測，如未依規定佩戴口罩，經勸導不聽者，
將通報地方政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第1項
規定裁罰新台幣3000元至1萬5000元。

二、減少機關出入口數量、採行實聯制：
本院及所屬機關辦公場所將減少出入口數量，
民眾進入司法機關全面採行實聯制措施，填載
必要個人資料，以供為防疫目的進行實名聯繫
時所需。

三、暫停非必要、非特定對象、活動形式
有密切接觸、大型（室外500人以上、室內
100人以上）集會活動，或改採視訊方式辦理

四、非屬上述情形集會活動，必須落實各

項防疫措施：如佩戴口罩、體溫量測、保持社
交距離、實聯制、環境清潔消毒、公共空間及
會議室相隔座位（梅花座、間隔座）或設置隔
板。

五、法院內營業場所（如郵局、便利商店
、餐廳等）啟動人流管制作業，若無法落實各
項防疫措施者，將暫停營業。

新聞稿提及，考量疫情瞬息萬變，司法院
已超前部署，若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考量
法院開庭時，在庭人數必然超過5人，各法院
應視案件種類、性質、時效等，決定有無開庭
必要性。

若認有開庭必要性，應依指揮中心各項防
疫措施指引，及本院頒布各項防疫規範，如
「各級法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處理
強制處分事項訊問被告之防疫措施」 等審判及
辦案流程相關事項，預行規劃，例如以視訊、
延伸法庭方式進行，兼顧審判程序進行及防疫
措施。

另外，各法院聯合服務中心為民眾到法院
遞狀及諮詢的第一線單位，屬必要性公務服務
，於三級警戒階段仍將維持開設，但為兼顧防
疫安全，將採單一出入口，並進行人流及動線
管制。

疫情若三級警戒 司法院：擬採視訊、延伸法庭

進入社區感染進入社區感染 陳時中陳時中：：疫情嚴峻疫情嚴峻
國內出現新北市與宜蘭縣不明感染源武漢肺炎個案國內出現新北市與宜蘭縣不明感染源武漢肺炎個案，，進入社區感染階段進入社區感染階段，，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中心指揮官陳時中1212日上午在立法院受訪時說日上午在立法院受訪時說，，國內現在不只有國內現在不只有22條隱形傳播鏈條隱形傳播鏈，，強調疫情嚴峻強調疫情嚴峻
，，全民應提高警覺全民應提高警覺。。

（中央社）本土疫情升溫，法務
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啟動各地檢署
內勤與司法警察機關視訊設備連線系
統，以因應移送人犯；民眾未戴口罩
遭罰鍰卻不繳，移送行政執行署將強
力執法。

台北地檢署表示，民眾進出地檢
署已採行實聯制措施，民眾如有傳票
，已與實名制相同，可讓其進入，其
他洽公則需實名登錄姓名、身分證號
及電話，遇有要陪同民眾，將先行勸
導疫情升級，勿進入地檢署陪同，若
堅持進入，則採實名制方式辦理。

法務部今天舉行媒體茶敘，由廉
政署報告透明晶質獎的緣由、目標等
，今年有6個機關得獎並已舉行頒獎
典禮，希望能激勵機關自主檢視各項
廉能透明措施等。法務部在茶敘時發
布新聞稿，強調防疫提升全面啟動，
五大系統嚴陣以待，蔡清祥並於茶敘

後接受聯訪做出上述表示。
蔡清祥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自昨天起至6月8 日止，提升疫情
警戒為第二級，他立即轉知所屬的機
關，包括檢察、調查、廉政、行政執
行以及矯正機關，尤其是矯正機關，
得提高防疫措施，對於如從境外解送
回來歸案的通緝犯，一定要做好隔離
；啟動各地檢署內勤與司法警察機關
視訊設備連線系統，以因應移送人犯
；矯正機關員工與收容人全面配戴口
罩。

在行政執行署部分，蔡清祥說通
令各分署主動與裁處主管機關聯繫合
作，對於違反防疫規定裁罰案件（包
括未配戴口罩被罰鍰），立即列管，
一旦遭罰者不繳，馬上送到執行署來
強制執行，這就是要發揮大家守法的
習慣，不要以身試法。

以下為法務部五大系統，全面提

升防疫作為，加強
落實各項防疫措施，包括：

一、檢察機關（一）拘捕或通緝
到案之人犯或被告解送依 「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拘捕通
緝到案人犯或被告作業流程圖」 辦理
。（二）啟動各地檢署內勤與司法警
察機關視訊設備連線系統，以因應司
法機關移送之人犯。（三）訊問方式
依實際狀況採遠距視訊訊問、就地訊
問或解送至地檢署方式辦理。（四）
相驗解剖依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法醫相驗通
報及處理流程」 辦理。各地檢署對於
相驗人員之相關防護設備須儘速盤點
準備，以因應疫情期間外勤勤務。
（五）公共設施關閉進出。

二、矯正機關（一）配合疫情調
整運用科技設備維繫親情支持1.配合
疫情情形暫緩辦理大型活動。2.增加
使用電話接見專線、遠距視訊及行動

接見設備使用。3. 即日起暫停辦理收
容人與眷屬同住、面對面懇親、返家
探視等，宣導家屬利用行動接見等方
式。（二）接見室防疫措施1.家屬接
見落實實名制登記，並配戴口罩，同
時宣導避免送入菜餚。2.強化接見室
消毒：加強定點清潔消毒作業。每日
上、下午接見結束後，應進行清消作
業。每梯次接見完畢後，以酒精棉球
擦拭話筒。（三）自主監外作業之收
容人應落實前述各項措施，必要時機
關得暫停出工作業。（四）即日起至
6月8日，矯正機關員工及收容人全
面配戴口罩。此外，其他人員自進入
機關大門起，亦要求全面配戴口罩。
（五）確實控管防疫物資：落實防疫
物資盤點，持續充實防疫裝備。

三、行政執行機關（一）特別要
求行政執行署署長，通令各分署主動
與轄內裁處主管機關聯繫合作，對於
違反防疫規定裁罰案件（包括未配戴

口罩被罰緩案件），立即列管，一旦
民眾違反並逾期不繳，立即移送各分
署 「專人專股」 強力執行，呼籲民眾
應嚴守防疫規定，勿心存僥倖。（二
）對於已移送執行之違反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自主管理等規定而趴趴走
的罰鍰案件，持續強力專案執行，貫
徹政府防疫政策。

四、要求廉政機關持續提醒及把
關各機關防疫物資之發放及管理，落
實 「先提醒、做管理、要檢核」 之防
疫作為，並擴大防疫紓困措施之防貪
作為。另責令調查局提出具體防疫提
升作為，加強督考及全面落實執行。

五、請所屬各機關首長要求並鼓
勵機關員工，如符合疫情指揮中心公
費疫苗施打類別者，或欲自費施打者
，均能儘速前往指定醫療院所接受施
打COVID-19疫苗，以維護自己、家
人及機關同仁的健康，增加群體保護
力，讓台灣安全渡過疫情挑戰。

法務部：檢警視訊人犯及不戴口罩遭罰案強力執法

中 國 經 濟 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周文超

專家：CPI保持平穩具堅實基礎
上月CPI升0.9% 豬肉價降2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據
中國財政部11日消息，財政部、全國人大常委
會預算工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稅務總
局負責同志當日在京主持召開房地產稅改革試
點工作座談會，聽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負責同
志及部分專家學者對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的
意見。在推進房地產稅立法的同時，政府研討
再推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外界關注房地產稅或
有望加速推進。

目前，內地在上海和重慶進行針對個人住

房徵收房產稅的試點，自2011年1月至今已逾
10年，其間屢傳試點擴容但未果。值得關注的
是，上海和重慶所進行的是“房產稅試點”，
此次座談會則提出“房地產稅改革試點”。

對於房地產稅相關工作，此前一個重要政
策定調是“立法先行”。財政部部長劉昆在解
讀“十四五”規劃時表示，按照“立法先行、
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
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目前房地產稅法正在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牽頭起草。

財稅領域普遍觀點是，房地產稅主要功能是
籌集地方財政收入，承擔地方公共服務融資的功
能，而不是改善住房民生，在立法過程中應進一
步明確其功能定位，進而確定徵稅方案。此次財
政部主導推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或有利於推進
相關立法進程。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近日接
受外媒訪問表示，監管部門正在探索徵收房地
產稅的可行性。房地產稅應交由地方政府管
理，助其應對沉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四部門聽取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意見

數據顯示，從環比看，CPI下降0.3%，降幅
比上月收窄0.2個百分點，出行服務價格等

非食品價格漲勢明顯。
工業品價格方面，國家統計局表示，4月國

內工業生產穩定恢復，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國際
大宗商品價格上行，生產領域價格繼續上漲。

PPI同比增速2017年11月以來最高
PPI同比增速則在大宗商品漲價潮的持續助

推下大幅上升2.4個百分點至6.8%，為2017年
11月以來最高。專家普遍預計，價格漲勢仍將延
續，伴隨漲價而來的企業生產壓力將增大。

而隨着消費持續升溫，未來物價是否會繼續
走高？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郭麗岩
分析，從後期走勢看，中國國民經濟循環加
快，經濟增長穩中加固，居民消費領域商品和
服務生產供應充裕，特別是糧食供應充裕、豬
肉價格隨着生豬生產恢復逐漸回歸正常水平，
CPI保持平穩運行具有堅實基礎。

當天發布的數據還顯示，4月，全國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6.8%，漲幅
比上月擴大2.4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
級統計師董莉娟分析，受去年同期對比基數較低
影響，主要行業價格漲幅均有所擴大，其中石油
和天然氣開採業上漲85.8%，擴大62.1個百分
點。

料全年PPI呈“兩頭低中間高”走勢
郭麗岩表示，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傳導以及

去年同期低基數等因素影響，近幾個月PPI漲幅
還可能進一步擴大，二季度可能出現全年高點。
但隨着價格信號對原材料生產流通的引導作用釋
放，國家有關部門採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場供應、
穩定市場秩序，上下游供需會進一步匹配，大宗
商品價格將逐步回歸供求基本面，預計全年PPI
呈“兩頭低、中間高”的走勢，下半年將有所回
落。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秦泰表示，CPI中肉類
價格持續回落帶動食品價格走低，一定程度上抵

消了PPI向CPI製成品價格傳導所導致的CPI推
升效應，但若PPI持續高位，可選消費需求仍將
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預計CPI二季度同比上漲
1.4%，四季度上行至1.9%左右，全年同比均值
料在1.2%。

中國銀行預計，經濟復甦持續推進，內需改
善將促進消費品價格水平回升，CPI整體將呈溫
和上漲態勢，預計5月CPI同比漲幅擴大。考慮
到全球需求繼續回暖以及流動性保持寬鬆狀態，
一段時間內大宗商品價格仍有上漲空間，疊加翹
尾因素影響加大，預計5月PPI同比漲幅可能破
“7”。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1日

發布的數據顯示，4月CPI同比上漲0.9%，漲幅較上月擴大0.5個百分點；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上漲0.7%，漲幅擴大0.4個百分點，表明需求繼續恢復。

4月，食品價格同比下降0.7%，降幅與上月相同。其中，豬肉價格下降21.4%，降

幅比上月擴大3.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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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科技股日前顯著
下挫，美國電動車特斯拉(Tesla)據報暫停
上海廠房擴建計劃，拖累該股盤前大跌
4%，也使香港科技股受累，港美爆發科
技股“小股災”。不利消息纏身的美團
11日再挫5.3%，連跌10日，市值共蒸發
3,782億元（港元，下同），而股價較歷
史高位更累跌逾四成，情況慘烈。美團之
前深被市場看好，跟隨入貨者眾，高位接
貨股民損失慘重。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
下，恒生科指11日曾挫 3.8%，低見
7,533點的半年新低，收市仍跌3%。

港美齊爆科技股“小股災”。當中
藍籌股美團的壞消息不斷，股價11日再
挫5.3%，連跌第10日，較歷史高位已累
跌逾四成。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下，港
股全日最多挫684點，失守28,000點，
午後跌幅一度收窄，最終仍跌581點或
2%，收報28,013點，僅險守28,000點大
關，大市成交升至1,898億元，較周一大
增15%，顯示市場沽售壓力增強。

新經濟股不濟 港股料尋底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

港股受外圍市況拖累，後市要視乎外圍
股市跌勢能否喘定，亦要留意A股情
況，以及“北水”的變化。他估計，若
大市進一步下跌，恒指有機會再試3月
份低，即大約27,500點水平。他認為，
新經濟股表現不濟，但銀行股仍相對穩
健，相信資金會繼續追捧強勢股，而新
經濟股沽壓仍沉重，某程度上是與內地
加強反壟斷因素有關。

他指出，即使部分科技股從高位
計，累積跌幅相當驚人，但頹勢短期
暫難扭轉，故此股民想低撈新經濟
股，應該要再忍手，待走勢有顯著改
善才考慮。

不利湧現 或影響美團估值
美團計劃調整配送規則，按距離等收費，此舉可

能會增加收入，但亦可能會令遠距離的外送訂單減
少，業界正在評估有關影響。此外，瑞信發表報告，
指南京市政府近日試行新的指導意見，要求企業需為
全職外賣騎手繳付社保金，此舉將成為各地方政府的
先例。該行指，美團目前與外賣騎手屬外判合約形
式，並無支付任何社保金，若按最壞情境評估，美團
要為外賣騎手全數支付金額，那每單位騎手的成本將
上升10%。

瑞信認為美團可通過優化騎手組合，以及透過削
減補貼，來減輕相關影響。但短期內，內地反壟斷調
查持續，加上社保金事件的潛在影響，可能影響美團
的估值。該行目前維持美團“跑贏大市”評級，以及
目標價410元。

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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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Emily Sou, M.D.
Dermat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新冠疫情封鎖新冠疫情封鎖 印度西孟加拉邦所有當地火車將停運印度西孟加拉邦所有當地火車將停運

墨西哥多地幹旱墨西哥多地幹旱
被淹被淹4040年教堂浮出水面年教堂浮出水面

墨西哥瓜納華托墨西哥瓜納華托，，一座一座““沈睡沈睡””水下水下
4040年的教堂因大旱浮出水面年的教堂因大旱浮出水面。。據悉據悉，，這這
座教堂於座教堂於18981898年建造年建造，，4040年前遭水淹年前遭水淹。。

8888克拉黑鉆石克拉黑鉆石
亮相首屆消博會亮相首屆消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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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時事通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車禍時常發生，有些人傷勢嚴重
，甚至危及生命；有些人受了輕傷，簡單治療一下就好了；而有些
人表面上身體沒有受傷，也沒有痛覺，而後遺癥卻很嚴重，甚至因
為延誤診治，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
，治愈了十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對車禍受傷、運動受傷
和各類痛癥的治療，有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李醫
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
一抗就過去了，根本不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以後，才感覺到身體
出了問題，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隱患。李
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
可以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而
且還省心。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醫生的例子很多，這裏舉一個
病例：一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車後也是沒有癥狀、沒有
痛覺，因此就沒有看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然感到腰部疼痛
，並越來越痛，痛到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
幾次後，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莊醫生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
，以其特有的職業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般的車禍後遺癥。以
往類似的傷情，治療幾次都會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麼沒有好轉的跡
象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查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
是建議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以免貽誤了治療。病人聽從

了莊醫生的建議。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真的有個瘤子，是
早期癌癥。經過西醫的癌癥治療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後來
繼續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腰痛病。經過李醫生細心地治療，腰痛已
經好了，並回臺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

傷，幹嘛要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認為車禍不嚴重，或者
自我感覺良好，我不用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
查、診斷，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利。如果傷及腦部，最
重要的是把握好車禍碰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醫生檢
查、治療。如做腦部X光檢查、腦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
震蕩、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而身體則要做X光檢查等，來判斷
內臟是否有損傷、身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進行對癥治
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健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
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
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
療費用的。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左右，誰都承受得起
！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
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
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

別讓車禍後遺癥成為終身傷害別讓車禍後遺癥成為終身傷害！！李醫生免費幫您治療李醫生免費幫您治療！！

瑞源保險專欄瑞源保險專欄88白卡紅藍卡長者請註意白卡紅藍卡長者請註意：：每年四千以上的免費牙科保險每年四千以上的免費牙科保險
眾所周知，美國看牙醫非常昂

貴，特別是根管、牙套、假牙、植
牙等。據統計美國植牙的平均費用
是大約3000美元/顆，很多老年人對
高昂醫療費不堪重負，忍著不去看
牙，但殊不知如果長期不管不顧，
將嚴重危害身體健康，大大增加腸
胃病、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關
節病、老年癡呆、行動不便等的患
病機率。因此，呵護好牙齒和牙齦
，可以有效改善整體健康狀況，對
於糖尿病或高血壓等患者而言，更
加重要。

瑞源保險事務所帶來了2021年
推出的超高性價比計劃！如果您同
時擁有紅藍卡Medicare和白卡Med-
icaid，您符合“雙重資格特需計劃
”的要求，該計劃包括：每年享受
四千以上的免費牙科護理保險，包
括拍片、洗牙、補牙、牙冠修復、
拔牙、根管治療、假牙和植牙。這
也是目前我們了解到的罕見涵蓋植
牙費用的計劃。如果您同時擁有白

卡和紅藍卡，歡迎聯系瑞源保險事
務所免費咨詢辦理，而且全年都可
辦理，無須等到年底公共申請期。

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俗稱
“白卡”）和聯邦醫療保險 Medi-
care（俗稱“紅藍卡”），為什麼要
申請雙卡計劃？

一方面，白卡看病雖然免費，
但選擇的醫生很有限，而且沒有牙
齒保險等諸多福利，但是用紅藍卡
問診則要自付20%，許多低收入長
者因此也難以支付。

所以，如果您或您家裏的長輩
已經同時擁有了白卡和紅藍卡，請
盡快聯系我們免費咨詢辦理“雙重
資格特需計劃”，以更全面了解如
何更好地覆蓋您的醫療費用和更多
醫生選擇，和獲得免費福利如牙齒
和視力保險、助聽器、保健品等。

為何選擇瑞源保險？
1、豐富經驗：瑞源保險事務所

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的醫療
保險行業經驗，曾擔任美國知名保

險公司副總多年，深入一線了解保
險公司背後的運作規律和產品機制
，擁有特別豐富的保險知識儲備和
出眾的專業度，這種專業背景在華
人保險經紀人裏堪稱鳳毛麟角，也
是區別於其他普通保險經紀人的核
心競爭力。張瑞還是壽險精英協會
百萬圓桌會員，多次榮獲奧巴馬醫
保“精英獎”，亦是美國醫療保險
協會認證會員、管控醫保專員、長
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
險專員。

2、專業研究：因為專註，所以
專業。瑞源致力於為客戶尋找高性
價比的合適險種，每年持續投入大
量時間，從海量的英文資料中，深
入研究、對比、篩選、更新各家公
司產品的最新資訊，一站式比價，
個性化定制，及時提供合適的產品
給合適的客戶。例如前文所述“雙
卡”人士每年四千的牙科護理保險
，便是我們不斷為客戶提供高性價
比產品的體現。

3、品種齊全、免費服務：由於
我們專業度高，因此有資格代理80
多家A級以上保險公司的產品。選
擇瑞源，就是選擇了超級齊全的資
源庫，人無我有，人有我優，貨比
三家，聰明決策。我們的服務涵蓋
售前咨詢、售中辦理和售後跟進環
節的高附加值服務，您無需忍受動
輒一兩個小時的保險公司電話等待
時間，我們都幫您搞定。

5、流利雙語：張瑞女士1996年
來美，在美國完成本科和碩士教育
，並在美國知名保險公司擔任高管
多年，中英文溝通均為母語水平，
有了她的幫助，您無需擔心英文不
好難以和保險公司溝通，更不用擔
心晦澀的英文條款，做到明明白白
消費。

張 瑞 女 士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 ， 個 人 微 信 ：
12149718026

Email: INFO@BENEFONS.COM ，
辦公室總機： 214-937-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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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CPI保持平穩具堅實基礎
上月CPI升0.9% 豬肉價降2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據
中國財政部11日消息，財政部、全國人大常委
會預算工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稅務總
局負責同志當日在京主持召開房地產稅改革試
點工作座談會，聽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負責同
志及部分專家學者對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的
意見。在推進房地產稅立法的同時，政府研討
再推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外界關注房地產稅或
有望加速推進。

目前，內地在上海和重慶進行針對個人住

房徵收房產稅的試點，自2011年1月至今已逾
10年，其間屢傳試點擴容但未果。值得關注的
是，上海和重慶所進行的是“房產稅試點”，
此次座談會則提出“房地產稅改革試點”。

對於房地產稅相關工作，此前一個重要政
策定調是“立法先行”。財政部部長劉昆在解
讀“十四五”規劃時表示，按照“立法先行、
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
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目前房地產稅法正在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牽頭起草。

財稅領域普遍觀點是，房地產稅主要功能是
籌集地方財政收入，承擔地方公共服務融資的功
能，而不是改善住房民生，在立法過程中應進一
步明確其功能定位，進而確定徵稅方案。此次財
政部主導推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或有利於推進
相關立法進程。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近日接
受外媒訪問表示，監管部門正在探索徵收房地
產稅的可行性。房地產稅應交由地方政府管
理，助其應對沉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四部門聽取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意見

數據顯示，從環比看，CPI下降0.3%，降幅
比上月收窄0.2個百分點，出行服務價格等

非食品價格漲勢明顯。
工業品價格方面，國家統計局表示，4月國

內工業生產穩定恢復，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國際
大宗商品價格上行，生產領域價格繼續上漲。

PPI同比增速2017年11月以來最高
PPI同比增速則在大宗商品漲價潮的持續助

推下大幅上升2.4個百分點至6.8%，為2017年
11月以來最高。專家普遍預計，價格漲勢仍將延
續，伴隨漲價而來的企業生產壓力將增大。

而隨着消費持續升溫，未來物價是否會繼續
走高？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郭麗岩
分析，從後期走勢看，中國國民經濟循環加
快，經濟增長穩中加固，居民消費領域商品和
服務生產供應充裕，特別是糧食供應充裕、豬
肉價格隨着生豬生產恢復逐漸回歸正常水平，
CPI保持平穩運行具有堅實基礎。

當天發布的數據還顯示，4月，全國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6.8%，漲幅
比上月擴大2.4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
級統計師董莉娟分析，受去年同期對比基數較低
影響，主要行業價格漲幅均有所擴大，其中石油
和天然氣開採業上漲85.8%，擴大62.1個百分
點。

料全年PPI呈“兩頭低中間高”走勢
郭麗岩表示，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傳導以及

去年同期低基數等因素影響，近幾個月PPI漲幅
還可能進一步擴大，二季度可能出現全年高點。
但隨着價格信號對原材料生產流通的引導作用釋
放，國家有關部門採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場供應、
穩定市場秩序，上下游供需會進一步匹配，大宗
商品價格將逐步回歸供求基本面，預計全年PPI
呈“兩頭低、中間高”的走勢，下半年將有所回
落。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秦泰表示，CPI中肉類
價格持續回落帶動食品價格走低，一定程度上抵

消了PPI向CPI製成品價格傳導所導致的CPI推
升效應，但若PPI持續高位，可選消費需求仍將
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預計CPI二季度同比上漲
1.4%，四季度上行至1.9%左右，全年同比均值
料在1.2%。

中國銀行預計，經濟復甦持續推進，內需改
善將促進消費品價格水平回升，CPI整體將呈溫
和上漲態勢，預計5月CPI同比漲幅擴大。考慮
到全球需求繼續回暖以及流動性保持寬鬆狀態，
一段時間內大宗商品價格仍有上漲空間，疊加翹
尾因素影響加大，預計5月PPI同比漲幅可能破
“7”。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1日

發布的數據顯示，4月CPI同比上漲0.9%，漲幅較上月擴大0.5個百分點；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上漲0.7%，漲幅擴大0.4個百分點，表明需求繼續恢復。

4月，食品價格同比下降0.7%，降幅與上月相同。其中，豬肉價格下降21.4%，降

幅比上月擴大3.0個百分點。

�	��$1*1�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中國一年CPI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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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科技股日前顯著
下挫，美國電動車特斯拉(Tesla)據報暫停
上海廠房擴建計劃，拖累該股盤前大跌
4%，也使香港科技股受累，港美爆發科
技股“小股災”。不利消息纏身的美團
11日再挫5.3%，連跌10日，市值共蒸發
3,782億元（港元，下同），而股價較歷
史高位更累跌逾四成，情況慘烈。美團之
前深被市場看好，跟隨入貨者眾，高位接
貨股民損失慘重。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
下，恒生科指11日曾挫 3.8%，低見
7,533點的半年新低，收市仍跌3%。

港美齊爆科技股“小股災”。當中
藍籌股美團的壞消息不斷，股價11日再
挫5.3%，連跌第10日，較歷史高位已累
跌逾四成。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下，港
股全日最多挫684點，失守28,000點，
午後跌幅一度收窄，最終仍跌581點或
2%，收報28,013點，僅險守28,000點大
關，大市成交升至1,898億元，較周一大
增15%，顯示市場沽售壓力增強。

新經濟股不濟 港股料尋底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

港股受外圍市況拖累，後市要視乎外圍
股市跌勢能否喘定，亦要留意A股情
況，以及“北水”的變化。他估計，若
大市進一步下跌，恒指有機會再試3月
份低，即大約27,500點水平。他認為，
新經濟股表現不濟，但銀行股仍相對穩
健，相信資金會繼續追捧強勢股，而新
經濟股沽壓仍沉重，某程度上是與內地
加強反壟斷因素有關。

他指出，即使部分科技股從高位
計，累積跌幅相當驚人，但頹勢短期
暫難扭轉，故此股民想低撈新經濟
股，應該要再忍手，待走勢有顯著改
善才考慮。

不利湧現 或影響美團估值
美團計劃調整配送規則，按距離等收費，此舉可

能會增加收入，但亦可能會令遠距離的外送訂單減
少，業界正在評估有關影響。此外，瑞信發表報告，
指南京市政府近日試行新的指導意見，要求企業需為
全職外賣騎手繳付社保金，此舉將成為各地方政府的
先例。該行指，美團目前與外賣騎手屬外判合約形
式，並無支付任何社保金，若按最壞情境評估，美團
要為外賣騎手全數支付金額，那每單位騎手的成本將
上升10%。

瑞信認為美團可通過優化騎手組合，以及透過削
減補貼，來減輕相關影響。但短期內，內地反壟斷調
查持續，加上社保金事件的潛在影響，可能影響美團
的估值。該行目前維持美團“跑贏大市”評級，以及
目標價410元。

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金球獎是荷里活年度第二大頒獎典禮，而決定獎落誰家的
則是由約90位記者組成的荷里活外籍記者協會（Holly-

wood 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簡稱HFPA），但這個組織
近幾個月來卻飽受批評，被指控存有種族歧視、霸凌和貪腐
的情況。上星期，這個組織通過改革草案，要以“壓倒
性”幅度來變得“更包容、更多元”，盼藉此平息多個月
來的負面報道。

祖安遜叫同行遠離HFPA
然而，荷里活反彈情緒一發不可收拾，除在

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中分飾“黑寡婦”的
史嘉娜祖安遜、“變形俠醫”麥克雷法
路（Mark Ruffalo）等A級演員，連
位高權重的行政主管都出面譴責種
種改變來得太慢、欠缺改革細
節，也沒有解決部分業界最基本
的不滿。據多個荷里活消息來
源指出，湯告魯斯11日還把生
涯3座金球獎獎座歸還給荷里活
外籍記者協會。
史嘉娜祖安遜日前加入影音串

流平台Netflix、影視發行商“亞馬遜工作
室”（Amazon Studios）、娛樂集團“華納
媒體”（Warner Media）以及荷里活數十個頂尖
公關公司的批評行列，說除非荷里活外籍記者協會
做出夠深遠的改變，否則拒絕合作。她呼籲其
他演員“往後退一步，遠離荷里活外籍記者
協會”和金球獎相關活動。她在聲明中說，
過去，這類活動“通常意味着回答基於性別
歧視的問題，並忍受已在性騷擾邊緣的評
論”。而史嘉娜祖安遜主演的《黑寡婦》最
新電影海報11日曝光。

NBC要求改革否則拒播
華納媒體這個擁有電

視

、有線頻道HBO和電影
片商華納兄弟（War-
ner Bros） 的 集
團，在給荷里活
外籍記者協
會的信中

寫道，他們關切金球獎提名和頒獎程序期間，各項記者會和活
動中發問的問題“對種族議題不夠敏感”，同時具有“性別歧
視和同性戀恐懼”色彩。

華納媒體的信寫道：“長久以來，我們團隊和業界其他人
士都接過他們提出的優待、特殊照顧和其他不專業要求。”

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發布聲明說：“我們持續相信荷里活
外籍記者協會致力於有意義的變革。然而，這種規模的改變需
要時間，也需要努力，而我們強烈認為，荷里活外籍記者協會

需要時間把事情做對。”NBC續指：“因此，國家
廣播公司將不會轉播2022年的金球獎頒獎典
禮。在假設這個單位會執行相關計劃下，
我們的立場會是於 2023 年 1月轉播盛
會。”

主導金球獎組織涉貪腐及種族歧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內地以明
星獨居生活作觀察的綜藝節目《讓生活好
看》釋出最新預告片。預告中張柏芝
談及感情問題，被問想要再結婚
嗎？張柏芝大方表示：“如果那
個男人真的愛我，很想跟我結
婚，他很需要我的話，我願
意。”她同時坦言：“如果那
個男的想要跟我結婚的話，我
當然想要再生小孩，我覺得三
個太少了。”
張柏芝自從早前上了《乘風破

浪的姐姐2》，多年低迷的人氣已經
回升不少，美得讓人無法忽視，雖然張
柏芝已人到中年，顏值依舊能打動觀眾。

綜合中新社報道歐洲三大電影節之
一的柏林國際電影節最新宣布，鑒於德
國柏林新冠疫情趨緩，已確定將於今年
6月9日至20日以戶外方式舉行包括頒

獎典禮和公眾展映在內的一系列活動。
柏林電影節是與康城、威尼斯齊名

的歐洲三大電影節之一。受疫情影響，
今年的第7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不得不首
次分為兩部分舉行，3月初以線上方式
舉行了針對業界人士和媒體的環節，並
評選出了金熊獎等各大獎項。此次宣布
將於6月舉行的則是歷屆柏林電影節最
受影迷喜愛的公眾展映環節。

柏林電影節組委會指出，由於柏林
市“平均每10萬人7日累計新增確診
數”已連續多日回落，加上當地政府對
其開展文化活動重啟試點的支持，6月9

日 至 20
日將以柏林
博物館島為主
會場，在柏林市內
共計16處場所露天展
映本屆電影節的參展影
片。參加活動的影迷必須接
受新冠病毒檢測。

柏林電影節執行總監Mariette
Rissenbeek和藝術總監Carlo Chatrian
當天共同表示，影迷們將共同體驗一屆
非常特別的電影節：“我們對這種感
覺已經想念了很久。”

張柏芝張柏芝想再生小孩想再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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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影帝林家棟主演、新晉導演陳
健朗首部執導作品《手捲煙》定於6月17日在港公映，近日再度
傳出喜訊，電影獲邀參加第23屆意大利遠東電影節入選競賽部
分，將代表香港電影角逐多個獎項，更將於烏甸尼舉行歐洲首映，
讓意大利觀眾先睹為快。

該電影為第4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大專組得獎項目，去年率先
囊括第57屆金馬獎7項提名，先後被選為金馬影展閉幕電影以及香港
亞洲電影節開幕電影，早前亦獲邀參選第16屆大阪亞洲電影節，同
時又獲第9屆新加坡華語電影節選為開幕電影，目前更代表香港電影
出戰烏甸尼，有望為港片爭光。

導演陳健朗雖然未能親赴意大利，他亦興奮表示：“很高興電
影入選了烏甸尼影展，繼續在世界各地和不同的觀眾見面！再一次
謝謝台前幕後的各位，是大家的付出令電影走得這麼遠！同時，希
望《手捲煙》這艘承載着香港味道的船，可以在未來到達更加多
不同的城市！”

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的創辦人兼主席薩畢蓮娜芭勒察
蒂（Sabrina Baracetti）亦特別隔空向香港觀眾發表了對該電
影的一段感言：“《手捲煙》是一部純正香港黑色電影，
所以非常適合我們遠東電影節，它亦很好地代表了我們
二十多年來一直熱愛的港產片！我們特別鍾愛攝影師
劉子健富有現代感的影像處理，色彩濃烈迥異，別
樹一幟。看到影片最後向所有為香港電影不斷付
出努力、默默耕耘的人致敬，令正在為香港
電影出一分力的我們也不禁感到光榮！
這亦解釋了為何選映這部電影：
我們想要繼續支持港產
片！”

柏林電影節宣布6月戶外展映

退獎抗議退獎抗議湯告魯斯
史嘉娜祖安遜抵制
退獎抗議

綜合中央社報道 由約90位記

者組成的荷里活外籍記者協會主導

的金球獎，被指涉及種族歧視、

霸凌和貪腐等問題，未來命運

堪虞。因“靚佬湯”湯告魯斯

（Tom Cruise）、“黑寡婦”

史嘉娜祖安遜（Scarlett Jo-

hansson）和多家片商批評

主辦單位在多元性和透明

度的不良記錄，提出強烈抗

議及抵制，美國國家廣播公

司（NBC）11日也宣布將不

轉播明年的頒獎典禮。

●金球獎一向被視
為荷里活年度第二
大頒獎典禮。

●“變形俠醫”麥克雷法路促金球獎要
進行改革。

●●紅星史嘉娜紅星史嘉娜
是國際電影頒是國際電影頒
獎禮的常客獎禮的常客。。

●張柏芝笑稱現時三
個孩子太少了。●柏林國際電影節即將在戶外舉行公映。

● 湯 告 魯 斯
2000 年憑《人生
交叉剔》奪得金球
獎最佳男配角。

●史嘉娜祖安遜
《黑寡婦》最新
電影海報造型。

●《手捲煙》
將於烏甸尼舉
行歐洲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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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CPI保持平穩具堅實基礎
上月CPI升0.9% 豬肉價降2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據
中國財政部11日消息，財政部、全國人大常委
會預算工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稅務總
局負責同志當日在京主持召開房地產稅改革試
點工作座談會，聽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負責同
志及部分專家學者對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的
意見。在推進房地產稅立法的同時，政府研討
再推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外界關注房地產稅或
有望加速推進。

目前，內地在上海和重慶進行針對個人住

房徵收房產稅的試點，自2011年1月至今已逾
10年，其間屢傳試點擴容但未果。值得關注的
是，上海和重慶所進行的是“房產稅試點”，
此次座談會則提出“房地產稅改革試點”。

對於房地產稅相關工作，此前一個重要政
策定調是“立法先行”。財政部部長劉昆在解
讀“十四五”規劃時表示，按照“立法先行、
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
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目前房地產稅法正在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牽頭起草。

財稅領域普遍觀點是，房地產稅主要功能是
籌集地方財政收入，承擔地方公共服務融資的功
能，而不是改善住房民生，在立法過程中應進一
步明確其功能定位，進而確定徵稅方案。此次財
政部主導推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或有利於推進
相關立法進程。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近日接
受外媒訪問表示，監管部門正在探索徵收房地
產稅的可行性。房地產稅應交由地方政府管
理，助其應對沉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四部門聽取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意見

數據顯示，從環比看，CPI下降0.3%，降幅
比上月收窄0.2個百分點，出行服務價格等

非食品價格漲勢明顯。
工業品價格方面，國家統計局表示，4月國

內工業生產穩定恢復，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國際
大宗商品價格上行，生產領域價格繼續上漲。

PPI同比增速2017年11月以來最高
PPI同比增速則在大宗商品漲價潮的持續助

推下大幅上升2.4個百分點至6.8%，為2017年
11月以來最高。專家普遍預計，價格漲勢仍將延
續，伴隨漲價而來的企業生產壓力將增大。

而隨着消費持續升溫，未來物價是否會繼續
走高？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郭麗岩
分析，從後期走勢看，中國國民經濟循環加
快，經濟增長穩中加固，居民消費領域商品和
服務生產供應充裕，特別是糧食供應充裕、豬
肉價格隨着生豬生產恢復逐漸回歸正常水平，
CPI保持平穩運行具有堅實基礎。

當天發布的數據還顯示，4月，全國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6.8%，漲幅
比上月擴大2.4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
級統計師董莉娟分析，受去年同期對比基數較低
影響，主要行業價格漲幅均有所擴大，其中石油
和天然氣開採業上漲85.8%，擴大62.1個百分
點。

料全年PPI呈“兩頭低中間高”走勢
郭麗岩表示，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傳導以及

去年同期低基數等因素影響，近幾個月PPI漲幅
還可能進一步擴大，二季度可能出現全年高點。
但隨着價格信號對原材料生產流通的引導作用釋
放，國家有關部門採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場供應、
穩定市場秩序，上下游供需會進一步匹配，大宗
商品價格將逐步回歸供求基本面，預計全年PPI
呈“兩頭低、中間高”的走勢，下半年將有所回
落。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秦泰表示，CPI中肉類
價格持續回落帶動食品價格走低，一定程度上抵

消了PPI向CPI製成品價格傳導所導致的CPI推
升效應，但若PPI持續高位，可選消費需求仍將
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預計CPI二季度同比上漲
1.4%，四季度上行至1.9%左右，全年同比均值
料在1.2%。

中國銀行預計，經濟復甦持續推進，內需改
善將促進消費品價格水平回升，CPI整體將呈溫
和上漲態勢，預計5月CPI同比漲幅擴大。考慮
到全球需求繼續回暖以及流動性保持寬鬆狀態，
一段時間內大宗商品價格仍有上漲空間，疊加翹
尾因素影響加大，預計5月PPI同比漲幅可能破
“7”。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1日

發布的數據顯示，4月CPI同比上漲0.9%，漲幅較上月擴大0.5個百分點；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上漲0.7%，漲幅擴大0.4個百分點，表明需求繼續恢復。

4月，食品價格同比下降0.7%，降幅與上月相同。其中，豬肉價格下降21.4%，降

幅比上月擴大3.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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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年CPI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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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科技股日前顯著
下挫，美國電動車特斯拉(Tesla)據報暫停
上海廠房擴建計劃，拖累該股盤前大跌
4%，也使香港科技股受累，港美爆發科
技股“小股災”。不利消息纏身的美團
11日再挫5.3%，連跌10日，市值共蒸發
3,782億元（港元，下同），而股價較歷
史高位更累跌逾四成，情況慘烈。美團之
前深被市場看好，跟隨入貨者眾，高位接
貨股民損失慘重。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
下，恒生科指11日曾挫 3.8%，低見
7,533點的半年新低，收市仍跌3%。

港美齊爆科技股“小股災”。當中
藍籌股美團的壞消息不斷，股價11日再
挫5.3%，連跌第10日，較歷史高位已累
跌逾四成。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下，港
股全日最多挫684點，失守28,000點，
午後跌幅一度收窄，最終仍跌581點或
2%，收報28,013點，僅險守28,000點大
關，大市成交升至1,898億元，較周一大
增15%，顯示市場沽售壓力增強。

新經濟股不濟 港股料尋底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

港股受外圍市況拖累，後市要視乎外圍
股市跌勢能否喘定，亦要留意A股情
況，以及“北水”的變化。他估計，若
大市進一步下跌，恒指有機會再試3月
份低，即大約27,500點水平。他認為，
新經濟股表現不濟，但銀行股仍相對穩
健，相信資金會繼續追捧強勢股，而新
經濟股沽壓仍沉重，某程度上是與內地
加強反壟斷因素有關。

他指出，即使部分科技股從高位
計，累積跌幅相當驚人，但頹勢短期
暫難扭轉，故此股民想低撈新經濟
股，應該要再忍手，待走勢有顯著改
善才考慮。

不利湧現 或影響美團估值
美團計劃調整配送規則，按距離等收費，此舉可

能會增加收入，但亦可能會令遠距離的外送訂單減
少，業界正在評估有關影響。此外，瑞信發表報告，
指南京市政府近日試行新的指導意見，要求企業需為
全職外賣騎手繳付社保金，此舉將成為各地方政府的
先例。該行指，美團目前與外賣騎手屬外判合約形
式，並無支付任何社保金，若按最壞情境評估，美團
要為外賣騎手全數支付金額，那每單位騎手的成本將
上升10%。

瑞信認為美團可通過優化騎手組合，以及透過削
減補貼，來減輕相關影響。但短期內，內地反壟斷調
查持續，加上社保金事件的潛在影響，可能影響美團
的估值。該行目前維持美團“跑贏大市”評級，以及
目標價410元。

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為人友善甘願扶掖後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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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菊紅車菊紅 香港亞運首金香港亞運首金
車菊車菊紅紅病逝病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1986年漢城（現已易

名首爾）亞運會為香港贏得“亞運

第一金”的女子保齡球名將車菊紅，10

日凌晨因病離世，享年69歲。車菊紅退

役後雖然轉趨低調，惟她為人友善、

平易近人，又不吝賜教扶掖後輩，

體壇中人都對好友撒手塵寰深

感惋惜。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5

車菊紅曾為香港出戰3屆亞運會，86年一屆
以1,165分的成績，奪得女子保齡球單人

賽金牌，也是香港體壇史上“亞運第一金”，
其後她再於女子優秀賽錦上添花贏得1面銀
牌。在整個運動員生涯中，車菊紅共贏得1金1
銀2銅共4面亞運獎牌。此外，她在92年的亞
洲保齡球錦標賽，再與隊友合作勇奪3人賽金
牌；1995年的世界錦標賽，於女子個人賽奪得
1面銅牌。車菊紅為香港南征北討多年，膝部
日積月累的傷患令軟骨嚴重磨損，終於96年退
役。結束運動員生涯之後，她轉趨低調，甚至
與保齡球總會脫離關係，不過閒時亦有以退役
運動員身份，出席慈善活動。

劉掌珠：貢獻未獲港英政府重視
現任香港保齡球總會主席劉掌珠，運動員

年代曾與車菊紅合作為港爭光。對於前隊友因
病離世，她感到非常可惜，更遺憾的是，車菊
紅退役後身份未獲重視：“她當年拿金牌對推
動保齡球有很大幫助，是香港體育界的里程
碑，可惜當年政府不太注重體育，未有給她應
有的認同或肯定。”

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也深切哀悼這
位元老級的香港保齡球好手辭世，並向她的家
人致以慰問：“車菊紅是香港體壇的先鋒人

物，屢次創出驕人成績，成為後輩典範，貢獻
宏大。她的離世是香港體壇的一大損失，我們
將永遠懷念她。”

倪文玲：藉保齡與田徑相交25年
田徑運動員出身的倪文玲與車菊紅相交多

年，對於好友離世感到十分難過，她更在社交
平台撰文懷念摯友：“保齡球的她和田徑的我
本來就是不會碰上的。體院滙友社（現名為香
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在96年的成立讓我有幸認
識了她，那亦是她正式宣布退出球壇的一年。
轉眼間已是25年的友誼，最後一次聚舊是數年
前在跑馬地飲茶，可惜近年已沒有機會見到阿
Cat （我是這樣稱呼她的，英文全名是Cathe-
rine），今天傳來令人傷感的消息：昨天她悄
悄地走了。”

“相識是緣分，別離也是緣，過去總會成
為從前，思念您在每一天。有幸曾遇上香港
‘亞運第一金’，感謝你為體壇的付出，一路
走好！永遠懷念您！”

保齡與足球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但香港五
人足球隊教練黃耀富，在球員時代也曾跟車菊
紅結緣，更大讚對方和藹可親：“我効力港會
時，有一次在會所打保齡球認識她，她當時已
是退休人士，閒時玩玩草地滾球。印象中她非

常友善，見到一些小朋友具發展潛力，她也會
給予鼓勵，又叫他們有機會的話便要打上香港
隊，不過最後一次見她已是3至4年前了。”他
慶幸能透過保齡球認識到車菊紅，感謝她對體
壇作出的貢獻。

傑志獻愛心飯盒 盼“疫情下踢場好波”

杭州亞運亞殘運二級標誌發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疫情未
止，基層市民面對沉重經濟壓力，港超“一
哥”傑志11日以旗下慈善有限公司名義，推出
“我包飯，你出餸！”的慈善飯盒支援計劃，
希望以“配對捐款”形式匯集社會力量，為有
需要人士獻上愛心飯盒。

今次計劃源自一個共同支援基層社群理
念。只要公眾向傑志慈善捐出善款，傑志就會
捐出同等金額（設有上限），實踐“我（傑
志）包飯，你（大家）出餸”概念，攜手為社
區有需要人士獻上愛心飯盒。主席伍健解釋：
“一個溫暖的飯盒除了緩解基層市民溫飽問
題，我們更希望透過活動，將傑志在足球場上
的鬥志及熱誠，傳遍社會各階層，在疫情下
‘踢場好波’！”

是次計劃所籌得善款，將於6月至7月分別
資助4間位於深水埗及旺角等地區的食肆，輪流

每日派發約100個免費飯盒予區內長者、露宿者
及失業人士，預計兩個月將會派發約7,000個愛
心飯盒。以每個飯盒成本價約20元（港元，下
同）計算，只要善長們捐出100元，連同傑志慈
善等額捐助100元，合共200元捐款即可為基層
人士提供約10個愛心飯盒。公眾可透過銀行櫃
位、自動櫃員機或網上轉數快（FPS）捐款（華

僑永亨銀行：035-802-229809-051 “Kitchee
Charities Limited”)。

成立義工隊 本月招成員
除了經濟支援善心餐廳，傑志慈善亦會成

立“傑志義工隊”，本月會公開招募義工成
員，召集包括傑志職球員、傑志足球學院學員
及家長、傑志球迷和一眾熱愛足球的人士加
入，招募詳情稍後公布。“傑志義工隊”6月份
將會參與包裝及派發愛心飯盒活動，親身讓關
懷帶到社區。將會參加是次義工活動的傑志後
衛羅梓駿認為，身體力行是對基層市民的最佳
支援：“在球場上我們不希望孤軍作戰，面對
疫情也一樣。

我也是出身基層，深明逆境下旁人的鼓勵
是十分重要。我希望親身送上的飯盒，令一眾
長者和有需要人士，感受到傑志的支持。”

杭州亞運會、亞殘運會二級標誌10日線上發布
（右圖），包括可持續標誌、公眾參與標誌、測試賽標
誌、智能標誌、火炬傳遞標誌、文化活動標誌、志願者
標誌共七個。

七個二級標誌以各具特色的圖形特徵詮釋着不同

亞運活動主題，在統一的視覺結構關係和色彩體系下，
形成相互關聯、有機和諧的整體。同時，二級標誌造型
上呼應亞運會、亞殘運會會徽，尤其與亞運會會徽形成
互補關係，二者可視為由一對同心圓衍生而來，傳遞了
“交相輝映”和“珠聯璧合”之意。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來自
全球195個國家及地區、超過18萬4千名
跑手，於北京時間5月9日晚7時透過手
機APP連繫起來同時起步，參與Wings
for Life World Run，為脊髓損傷研究基
金籌款。結果俄羅斯選手Nina Zarina以
60.2公里，繼2019及2020年後，連續第
3年獲得女子全球總冠軍，瑞典的Aron
Anderson則以66.8公里，繼2017及2018
年後，再次贏得男子全球總冠軍。香港
方面，Lau Chun Kin以40.1公里蟬聯男
子組冠軍。

Wings for Life World Run賽事報名
費全數撥捐脊髓損傷研究基金，今年賽
事成功籌得410萬歐元，讓基金得以繼續
找尋治療癱瘓病人的方法。

比賽於當日於北京時間晚上7時在跑
馬地馬場緩跑徑起步，在相關手機應用
程式的協助下，讓香港的選手與全球195
個不同國籍、合共184,236名跑手連結一
起，從奧地利到澳洲，坦桑尼亞到香
港，無論獨自跑步、抑或三五成群，跑
手們全力奔跑，最終完成今次創舉。

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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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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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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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菊紅
出生：1952年

逝世：2021年5月10日
國家/地區：香港
運動：保齡球
退役：1996年

亞洲運動會獎牌榜
年份 主辦城市 得獎項目 獎牌
1978年 曼谷 女子個人賽 銅牌
1978年 曼谷 女子三人賽 銅牌
1986年 漢城 女子個人賽 金牌
1986年 漢城 女子優秀賽 銀牌

●● 羅梓駿羅梓駿（（左起左起）、）、丹恩奴域丹恩奴域
及唐建文齊齊為善事出力及唐建文齊齊為善事出力。。

●●香港參加者在開跑前大合照香港參加者在開跑前大合照。。

●● 車菊紅當車菊紅當
年在亞運賽場年在亞運賽場
英姿颯爽英姿颯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車
菊
紅
（
右
）
於20 10

年
出
席

﹁毅
力
十
二
愛
心
跑
﹂
。

●車菊紅於
1986年亞運會為
香港贏得史上首面
金牌。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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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印度文化中心印度文化中心、、印度之家等組織在佈雷斯橡樹區印度之家等組織在佈雷斯橡樹區
(Brays Oaks District)(Brays Oaks District)贊助了食品配送和贊助了食品配送和COVIDCOVID測試測試

特納市長特納市長、、議員議員 愛德華愛德華··波拉德波拉德、、本德本德
堡縣法官堡縣法官KPKP喬治以及印度總領事也參加喬治以及印度總領事也參加

了盛會了盛會

特納市長特納市長、、議員議員 愛德華愛德華··波拉德波拉德、、本德堡縣法官本德堡縣法官KPKP喬治喬治、、斯斯
塔福德市議會議員愛麗絲塔福德市議會議員愛麗絲··陳以及印度總領事也參加了會議陳以及印度總領事也參加了會議

本德堡縣本德堡縣(Fort Bend)(Fort Bend)法官法官KPKP喬治喬治休士頓休士頓JJ區市議員區市議員 愛德華愛德華··波拉德波拉德 活動海報活動海報休士頓休士頓 特納市長特納市長

本德堡縣本德堡縣(Fort Bend)(Fort Bend)法官法官KPKP喬治喬治 為印度為印度
疫情致哀疫情致哀

休士頓休士頓JJ區市議員區市議員 愛德華愛德華··波拉德波拉德休士頓休士頓 特納市長特納市長 致詞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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