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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銀債發行詳情
發行規模 目標不少於240億元，可提高至300億元

債券年期 3年

入場門檻 一手1萬元

認購上限 100手或100萬元

認購資格 年滿60歲的香港居民(1962年或之前出生)

買賣交易 不設二手市場

保底回報 3.5厘

申購日期 7月20日上午9時至7月30日下午2時

認購渠道 20間配售銀行及24間證券經紀

公布分配結果 不遲於8月6日

發行日期 8月10日

單位：港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過去5批銀債發行詳情及認購反應
批次 發行年份 發行規模 保證回報 認購金額 認購人數 最多獲派手數

第1批 2016 30億元 2厘 89億元 7.6萬 5手

第2批 2017 30億元 2厘 42億元 4.48萬 10手

第3批 2018 30億元 3厘 62億元 4.55 萬 8手

第4批 2019 30億元 3厘 79.2億元 5.66萬 6手

第5批 2020 150億元 3.5厘 433億元 14萬* 14手

註：* 其中13.52萬份為有效申請；第6批發行規模最多可增至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銀債的
賣點是有保底息率，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債
保底息率為3.5厘，如以100萬元（港元，
下同）認購銀債，1年可以收取35,000元利
息。但其實坊間銀行不時會推出大額定存
計劃，方便市民調配資產。以富融銀行為
例，100 萬元本金，12 個月年利率為
0.7%，一年可收取7,000元利息。

富融銀行為虛擬銀行，根據其網站介
紹，客戶可以在任何時間透過Fusion Bank
App開立定期存款戶口，同時又可以在定
期存款到期日之前，隨時透過應用程式更
改定期存款到期指示。而且，定期存款不
設最低存款額，只需低至1港幣、1美元或
1人民幣，都可開立定期存款戶口。

傳統銀行方面，南洋商業銀行則推出

以新資金開立“智優息定期存款”，存款
額100萬元，12個月年利率為0.55%，即1
年可收取5,500元利息，推廣期到7月 3
日。

不過，坊間傳統銀行或虛擬銀行的年
利率只作參考，因為利率會根據市場變化
而不時調整，不像銀債般設有保底息率，
所以投資者在做定期存款時要多加留意。

銀債認購設上限 虛擬銀行高息定存搶客

●港府今年發行第6批銀色債券。右二為金管局助理總裁陳家齊、左
一為中銀周國昌29日出席發布會。 記者殷考玲 攝

港新銀債下月認購最多發300億
息率保證逾3.5厘 門檻下調至60歲

港府29日公布新一期銀色債券發售詳情。

為惠及更多市民，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色債券合

資格認購年齡由65歲降至60歲（即1962年或

之前出生持有效身份證香港居民），金管局助理

總裁(貨幣管理)陳家齊29日表示，香港60歲至

64歲人口約60萬人，連同65歲或以上人口有

142萬人，合共有202萬人符合資格申請銀債，

所以今批銀債的發行額亦由去年的100億元（港

元，下同）大幅提高至240億元，而政府可視乎

情況將發行額酌情提高至最多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是次發行的銀色債券年期為3年，債券持有人將每6個
月獲發一次與香港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率不會少

於3.5厘。銀色債券不設二手市場，如投資者需要在債券到
期前套現，政府將以原價及相應的累計利息贖回債券。為
防止大量債券被小部分投資者集中持有，本次發行已設定
最高配發金額為每位投資者100萬元，即每位投資者最多只
能獲配發100手債券。

銀色債券的認購期由7月20日早上9時開始，至7月30
日下午2時結束，並於8月10日發行。合資格香港居民可透
過20間配售銀行和24間指定證券經紀認購債券。

被問及對今次銀債的銷情預測，陳家齊表示，對於保
底息率維持去年的3.5厘，是考慮多方面因素而得出，包括
息口環境等，而且銀債屬於既穩定又靈活的產品，持有人
可按需要跟政府贖回債券。她相信3.5厘息率具有吸引力，
並預期今次銀債銷售反應積極及正面。

中銀估計每人獲逾10手
對於今次可分配的銀債手數，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

產品部（投資及保險）副總經理周國昌29日表示，過去該
行客戶每人平均認購手數約30手，去年獲配13至14手，相
信今年隨着發行額和合資格人數增加，他預期今次認購反
應熱烈，估計每人獲分配10至15手。

首兩批銀債 95%“揸到尾”
根據過去發行iBond的經驗，陳家齊指，60歲以上認

購者約佔總人數30%，而且60至65歲人士當中有約60%是
透過線上認購。此外，銀債不設二手市場買賣，她稱是希
望鼓勵投資者長揸。根據第一及第二批已到期的銀色債
券，約95%至96%投資者是“揸到尾”，顯示絕大部分投
資者都不會提早贖回。

至於通脹預期方面，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總經理石
元良預計，今年第四季通脹率為3%，明年首季將會回落至
2.7%。滙豐稱，合資格客戶可透過流動理財、網上理財、
電話理財及分行遞交認購申請，並享有認購費、存入費、
託管服務費、代收利息費、提早贖回債券費和到期贖回債
券費等一系列手續費豁免優惠。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安全回來 風險受控
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頒布實施，

填補了過去23年來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
洞，令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有法可
依。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發揮了重要作用。特
區的安全回來了，國家安全風險受控了；市民不
再需要擔心人身安全，不再受汽油彈及刑事毀壞
威脅，交通不再被癱瘓；市民生活恢復正常，社
會活動恢復運作，經濟可重新發展。我衷心感謝
中央在特區面對前所未見的危機下，從國家層面
果斷出手，讓香港走出因黑暴“港獨”及外部勢
力插手破壞香港所帶來的亂局和威脅。

維護國家安全不但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
也是所有香港市民的共同義務。國家安全關係到
所有香港市民，不分老幼。特區政府會多管齊
下，提高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動員
社會積極參與，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展開建設施政新篇章
香港特區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由亂變治，

在落實“愛國者治港”、完善選舉制度下，結束
了混亂和破壞時期，展開建設和有效施政的新篇
章。特區政府會努力做好有效施政，以堅定意志
落實和執行有利經濟民生的措施。

展望未來，特區政府繼續致力推動經濟發
展，發揮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優勢，並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掌握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無限機
遇，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再創高峰。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香港築牢了維護國家安
全的保障，香港得以迅速恢復社會和政治穩定，並
堵塞了（維護）國家安全的缺口。

一年過去，香港社會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認識
加深了，特區政府亦在不同重點領域深化了維護國
家安全的工作。國安法的實施讓香港可以在安全穩
定的環境下繼續發展經濟，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營
商環境更具信心，香港可以更好把握國家持續發展
帶來的龐大機遇。

股市暢旺港元強勁
以金融服務業為例，國安法實施至今約一年，與實

施前的12個月比較：期內香港的新股集資額逾5,000億
港元，較國安法實施前多出約50%，港股平均每日成交
額逾1,600億港元，較國安法實施前高出約70%，港元
匯率自2020年初以來保持強勢，去年4月至10月期間
觸發強方兌換保證流入港元體系的資金總額達500億
美元，當中7月1日後流入的佔420億美元，香港銀行
體系的總存款額增加了5.6%至14萬9,000億港元，滬
港通和深港通方面，每日平均成交金額分別較國安法實
施前增加了96.1%和98.2%，達494億元人民幣和230
億元人民幣，債券通北向通每日平均成交額較國安法實
施前增加了29.9%，達172億元人民幣，這些數字充分
說明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信心。

去年香港就國家安全立法加上今年完善選舉制
度，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讓“一國兩
制”的獨特優勢可以持續，特區政府的管治更有效
能，推動香港社會、經濟和民生更好的持續發展。

外資對港更有信心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我很感謝中央主動出手，迅速制定香
港國安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
家安全的犯罪行為。2019年的暴力破壞行
徑和暴亂自此消退，香港市民可以自由地
公開表達不同意見，而不用擔心人身安
全，“私了”不再普遍出現，市民行使權
利時也尊重他人的權利。香港回復成為一
個安全、理性和包容的社會，市民明白守
法的意識亦有助維護法治。香港國安法堵
塞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讓“一國兩
制”可以繼續有效運作。

絕大部分案件由港管轄
香港國安法是一項創新及獨一無二的

安排，展示了中央對香港特區的信心。維
護國家安全本屬國家事務，在單一制國家
如是，在聯邦制國家也如是。維護國家安
全事務一般由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直接負
責執行，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只有配合協
助的角色。但香港國安法規定特區行使管
轄權時，是依據香港國安法和特區本地法
律負責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執行刑罰
等事宜，大致上都是沿用本地現行的法律
程序。除了三類特定的例外情況，絕大部
分案件都是由香港特區行使管轄權，正正
體現中央對特區的信任。特區亦應當全力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保衛國家的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回復安全理性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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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神針 定港人心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特首及司長暢想未來

特首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政
府29日在政府總部舉辦國家安全講座，由清華大
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以視像形式擔任主講。香港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講座上強調，公務員
團隊必須充分掌握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宗旨及主要
內容，特別是與其部門工作相關的範疇上提高敏
感度，做好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工作，有效防範、

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全面配
合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29日舉行的國家安全講座約120人出席，包
括常任秘書長、部門首長、公務員事務局首長級
人員和訓練主任職系人員。聶德權表示，公務員
隊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骨幹，是香港特區政治體
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務員團隊必須充分掌握香

港國安法的立法宗旨及主要內容，做好落實香港
國安法的工作，全面配合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
安全的責任。他表示，自香港國安法落實後，公
務員事務局已加強為公務員提供相關的培訓，包
括由有份參與此法草擬工作的國際關係學院畢雁
英教授主講；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主
講，作為對特定職級以上、新入職人員的指定培
訓課程。聶德權指出，局方將進一步加強有關的
培訓,會為新入職人員及其他公務員舉辦相關課
程，也會積極開拓網上培訓資源。

120高官政總聽國安講座

香港國安法是香港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捩
點，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香港國安法不單令
香港社會回復穩定，黑暴絕跡，市民的生命和財
產不受威脅，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獲得保
障，更為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踏出歷史
性的一步，令香港特區可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法治營商環境絲毫無損
過去一年，香港特區政府不負中央重託，

全方位開展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工作，設立由行政
長官出任主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和特定執行機構，制定特區政府警務處使用
香港國安法賦予措施的《實施細則》，並果斷地
採取執法行動；特區政府亦完善了公職人員宣誓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的安排，並通過宣傳

和教育活動，提高市民的國家安全和守法意識。
過去一年，事實證明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

極少數的違法分子和行為，保障的是絕大多數市
民的安穩生活和權利；香港的法治、營商環境和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沒有絲毫受損，香港將繼續以
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優勢，歡迎海內外的企業
和人才落戶香港。

過去一年，別有用心的外國政客和媒體不
斷抹黑及無理批評香港國安法，甚至採取“制
裁”特區政府和中央及特區官員的威嚇手段，在
國際舞台上興風作浪，但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這些以遏制中國為目的的勢力是不會得逞的。

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無畏無懼地強化、
深化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並動員全社會參與，
切實提高香港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務求做到
“維護國安，人人有責”。

維護國安 人人有責國安法 周年

去年 6月 30日，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二十次會議表決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並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

港實施，自此開啟了香港由亂及治的新

篇章。今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特區政

府主要官員應邀在香港文匯報撰文。他

們表示，香港國安法發揮定海神針作

用，令香港從黑暴中解脫，保障了市民

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他們將利

用好國安法創造的有利環境，在各個方

面努力為香港謀發展、為市民謀福祉，

並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令市民認識到

“維護國安，人人有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中央去年為香港制定及落實香港國安
法，今日剛屆滿一年。紫荊研究院29
日公布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超過
75.7%受訪者滿意香港國安法落實的
成效，較上次民調的73.3%上升了2.4
個百分點，創出新高。另外，71.9%
的受訪者表示，香港國安法的落實，
令其增加了對“一國兩制”前景的信
心。

紫荊研究院在今年6月23日至28
日，以音頻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了
1,509名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香港
國安法實施情況的看法。調查結果顯
示，86%的受訪者認同，香港有維護
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82.6%的受訪
者認為，與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前相
比，香港社會秩序和治安狀況變好；
76.2%的受訪者認為，基本法賦予香
港居民的自由權利未受影響。

紫荊研究院認為，民調結果反映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對於止暴制亂，
恢復香港社會安定產生了立竿見影的
效果；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居民
在基本法下享有的各項自由權利，一
如既往得到了充分保障。

紫荊研究院總結，香港國安法的
實施，是推動香港局勢由亂及治的關
鍵轉折點，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的重要里程碑。過去一年來，香港
“國安家好”的事實，市民對“一國
兩制”前景信心的增加，無不證明，
只要築牢“一國”的安全底線，“兩
制”就有更加充足的活力和空間，廣
大香港市民的福祉和利益就能得到切
實維護。期待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再
接再厲，持續推動香港國安法更好落
實，續寫香港繁榮穩定、長治久安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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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半香港市民滿意國安法落實成效七成半香港市民滿意國安法落實成效，，圖為去圖為去
年市民揮舞國旗慶祝香港國安法立法年市民揮舞國旗慶祝香港國安法立法。。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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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為安定囚情，親情連繫不因疫
情中斷，法務部今天表示，增加開設159組視
訊系統，提供家屬與收容人行動接見，已從昨
天起上線啟用。

法務部指出，因應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
毒疾病，COVID-19）疫情3級警戒延長至7
月12日，法務部長蔡清祥要求所屬機關嚴守防
疫，矯正機關為落實防疫措施，避免收容人親
友因奔波探視致生染疫風險，各監所仍持續暫
停辦理一般接見業務。

有鑑於此，蔡清祥體察在此暫停親友接見
期間，唯有維繫收容人與家屬親情連繫及彼此
關懷，讓家庭支持力量不致因疫情而中斷，才
能安定囚情，穩定民心。

因此，特別指示矯正署擴大行動視訊接見
量能，經盤點各監所行動接見設備，除在原有
146組行動接見設備增闢使用時段外，另運用
外界廣泛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搭配法務部提供
平版電腦，增加開設159組視訊系統，提供家
屬與收容人行動接見，並自昨天起全數上線啟

用。
初估全國監所可從原來合計每日辦理1300

人次視訊接見，大幅提升至每日3050人次，
參與接見收容人家庭也較原本增加近1.4倍。

此外，為紓緩收容人在疫情期期間身心，
以維持健康，提高防疫免疫力，各監所在兼顧
防疫規範下仍用心安排教化課程，例如靜態個
人繪畫、作文及小型棋類活動，以及由矯正署
舉辦 「獄起廉心，一同on line-廉政意象徵圖
比賽」 與 「獄起重生-修復愛」 修復式司法感
人故事徵文比賽，使收容人透過參與繪圖、投
稿等活動，忘卻疫情苦悶，以正向態度，繼續
一起堅守防疫。

另外，有關各監所擴大辦理行動視訊接見
流程與規範，均由各監所對外公告說明，絕不
會額外索取其他個人隱密資料（如銀行帳戶等
），也均無需收取任何費用，若有任何疑慮，
可以洽詢收容人所在矯正機關，切勿聽信來路
不明假訊息，以免遭受詐騙。

安定囚情增設159組視訊 親情連繫不因疫情中斷

（中央社）民眾主張疫苗採購跟不上疫情
發展速度，訴請衛福部應於30日前進口足量疫
苗供國民接種。法院今天認定，法律未賦予人
民申請主管機關購買疫苗接種的公法上權利，
無請求權，判決駁回。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指出，武漢肺炎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自民國
108年秋冬之際蔓延全球，衛生福利部為防治疫
情及保護國人健康，於109年1月15日公告新
增武漢肺炎為第5類傳染病；並預定自110年2
月起實施 「接種計畫」 ，期能建立國人群體免
疫力，並以涵蓋全人口65%的接種需求量為採
購目標。

但是自110年5月起，國內疫情日漸嚴峻，
舒翠玲等8人認為衛福部推行疫苗接種計畫不
力，無法及時提高國人疫苗接種覆蓋率及建立
全體免疫力，以致未能維護他們與國人生命、
健康權益。

舒翠玲等人主張於此疫情嚴峻之際，行政
訴訟不能再拘泥於公法規範及保護公共利益為

主要考量，以基本權益有急迫危險，訴請衛
福部應於110年6月30日前足量進口世界衛
生組織認證的疫苗，作為110年2月公告的疫
苗接種計畫的實施，給予他們及全體國民疫
苗接種。

法院指出，依照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防
治法規定，傳染病防治乃是主管機關本於杜
絕傳染病發生、傳染及蔓延，以維護全國人
民健康、生命的職責，於傳染病發生時，依
職權採行必要的感染管制防疫措施，包含預
防接種、傳染病預防、流行疫情監視、通報
、調查、檢驗、儲備防疫藥品、防護裝備等
措施，以瞭解傳染根源、傳染途徑，並杜絕
疾病交叉傳染與擴散，這些都是為了公共利
益而為規定，並未賦予人民申請主管機關購
買疫苗及疫苗預防接種的公法上權利。

判決指出，換句話說，人民並無向主管機
關訴請購買疫苗及疫苗預防接種的法律上依據
，主管機關未購買疫苗及未為人民預防接種，
人民僅是反射利益受有影響而已，難謂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
法院指出，舒翠玲等人雖稱救命疫苗只有

需求，沒有法規障礙等語，但緊急仍須法治，
觀看現行法治，自不能僅因緊急而屏棄應循的
規範。

合議庭表示，舒翠玲等人依行政訴訟法第8
條規定所提一般給付訴訟，在法律上明顯無理
由，因此不經言詞辯論，直接判決駁回。全案
可上訴。

要衛福部進口足量疫苗施打 法院判民眾敗訴
（中央社）前立法委員李鴻鈞新莊服務處主

任張書維涉猥褻性侵2名女記者，事後他召開記
者會反控遭設局，公布被害者個資並誣指對方要
求發生關係。新北地檢署今天依違反個資法將他
起訴。

至於張書維被控猥褻性侵部分，他雖否認犯
行，但一審新北地方法院不採信，今年2月依強
制性交等罪，判處7年有期徒刑，全案可上訴。

起訴書指出，張書維在民國108年2月請2
名電視台女記者餐敘後，到KTV續攤，除摟其中
一名記者肩膀，伸手觸碰對方，對方立刻用手撥
開說： 「主任，不要這樣。」 但張書維轉向另一
名記者，以手肘頂對方胸部、摟背。

KTV聚會結束後，其中一名女記者應張書維
要求，將他送往汽車旅館，記者一時尿急進房內
借廁所後就打算離去，張書維卻強壓她在床上，
記者受驚嚇遂大聲哭喊，不斷倒退躲避。

當時張書維舉行記者會反駁，質疑遭設局陷
害，並揭露被害者及其主管的姓名、任職單位，
還誣指其中一名被害者要求發生關係。

新北地檢署偵辦時，張書維否認犯行，辯稱
自己未揭露被害者主管姓名，且是被動回應記者
，作自我澄清與辯解，並非出於惡意，檢方不採
信，認定他涉犯刑法加重誹謗、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等罪嫌，請法院從一重以違反個資法論處。

揭露個資 前立委李鴻鈞辦公室主任張書維再遭訴

花蓮慈濟醫院為逾百孕婦接種疫苗花蓮慈濟醫院為逾百孕婦接種疫苗
花蓮慈濟醫院婦產部副主任高聖博表示花蓮慈濟醫院婦產部副主任高聖博表示，，為讓孕婦媽媽們安心為讓孕婦媽媽們安心，，除了有婦產科醫師在現場除了有婦產科醫師在現場

提供諮詢外提供諮詢外，，也準備了自製的衛教影片也準備了自製的衛教影片，，讓媽媽們打疫苗前後讓媽媽們打疫苗前後，，可以掃描可以掃描QR CodeQR Code觀看觀看。。

中 國 經 濟 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凌晨曦

新一批銀債發行詳情
發行規模 目標不少於240億元，可提高至300億元

債券年期 3年

入場門檻 一手1萬元

認購上限 100手或100萬元

認購資格 年滿60歲的香港居民(1962年或之前出生)

買賣交易 不設二手市場

保底回報 3.5厘

申購日期 7月20日上午9時至7月30日下午2時

認購渠道 20間配售銀行及24間證券經紀

公布分配結果 不遲於8月6日

發行日期 8月10日

單位：港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過去5批銀債發行詳情及認購反應
批次 發行年份 發行規模 保證回報 認購金額 認購人數 最多獲派手數

第1批 2016 30億元 2厘 89億元 7.6萬 5手

第2批 2017 30億元 2厘 42億元 4.48萬 10手

第3批 2018 30億元 3厘 62億元 4.55 萬 8手

第4批 2019 30億元 3厘 79.2億元 5.66萬 6手

第5批 2020 150億元 3.5厘 433億元 14萬* 14手

註：* 其中13.52萬份為有效申請；第6批發行規模最多可增至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銀債的
賣點是有保底息率，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債
保底息率為3.5厘，如以100萬元（港元，
下同）認購銀債，1年可以收取35,000元利
息。但其實坊間銀行不時會推出大額定存
計劃，方便市民調配資產。以富融銀行為
例，100 萬元本金，12 個月年利率為
0.7%，一年可收取7,000元利息。

富融銀行為虛擬銀行，根據其網站介
紹，客戶可以在任何時間透過Fusion Bank
App開立定期存款戶口，同時又可以在定
期存款到期日之前，隨時透過應用程式更
改定期存款到期指示。而且，定期存款不
設最低存款額，只需低至1港幣、1美元或
1人民幣，都可開立定期存款戶口。

傳統銀行方面，南洋商業銀行則推出

以新資金開立“智優息定期存款”，存款
額100萬元，12個月年利率為0.55%，即1
年可收取5,500元利息，推廣期到7月 3
日。

不過，坊間傳統銀行或虛擬銀行的年
利率只作參考，因為利率會根據市場變化
而不時調整，不像銀債般設有保底息率，
所以投資者在做定期存款時要多加留意。

銀債認購設上限 虛擬銀行高息定存搶客

●港府今年發行第6批銀色債券。右二為金管局助理總裁陳家齊、左
一為中銀周國昌29日出席發布會。 記者殷考玲 攝

港新銀債下月認購最多發300億
息率保證逾3.5厘 門檻下調至60歲

港府29日公布新一期銀色債券發售詳情。

為惠及更多市民，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色債券合

資格認購年齡由65歲降至60歲（即1962年或

之前出生持有效身份證香港居民），金管局助理

總裁(貨幣管理)陳家齊29日表示，香港60歲至

64歲人口約60萬人，連同65歲或以上人口有

142萬人，合共有202萬人符合資格申請銀債，

所以今批銀債的發行額亦由去年的100億元（港

元，下同）大幅提高至240億元，而政府可視乎

情況將發行額酌情提高至最多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是次發行的銀色債券年期為3年，債券持有人將每6個
月獲發一次與香港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率不會少

於3.5厘。銀色債券不設二手市場，如投資者需要在債券到
期前套現，政府將以原價及相應的累計利息贖回債券。為
防止大量債券被小部分投資者集中持有，本次發行已設定
最高配發金額為每位投資者100萬元，即每位投資者最多只
能獲配發100手債券。

銀色債券的認購期由7月20日早上9時開始，至7月30
日下午2時結束，並於8月10日發行。合資格香港居民可透
過20間配售銀行和24間指定證券經紀認購債券。

被問及對今次銀債的銷情預測，陳家齊表示，對於保
底息率維持去年的3.5厘，是考慮多方面因素而得出，包括
息口環境等，而且銀債屬於既穩定又靈活的產品，持有人
可按需要跟政府贖回債券。她相信3.5厘息率具有吸引力，
並預期今次銀債銷售反應積極及正面。

中銀估計每人獲逾10手
對於今次可分配的銀債手數，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

產品部（投資及保險）副總經理周國昌29日表示，過去該
行客戶每人平均認購手數約30手，去年獲配13至14手，相
信今年隨着發行額和合資格人數增加，他預期今次認購反
應熱烈，估計每人獲分配10至15手。

首兩批銀債 95%“揸到尾”
根據過去發行iBond的經驗，陳家齊指，60歲以上認

購者約佔總人數30%，而且60至65歲人士當中有約60%是
透過線上認購。此外，銀債不設二手市場買賣，她稱是希
望鼓勵投資者長揸。根據第一及第二批已到期的銀色債
券，約95%至96%投資者是“揸到尾”，顯示絕大部分投
資者都不會提早贖回。

至於通脹預期方面，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總經理石
元良預計，今年第四季通脹率為3%，明年首季將會回落至
2.7%。滙豐稱，合資格客戶可透過流動理財、網上理財、
電話理財及分行遞交認購申請，並享有認購費、存入費、
託管服務費、代收利息費、提早贖回債券費和到期贖回債
券費等一系列手續費豁免優惠。

中 國 經 濟 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凌晨曦

新一批銀債發行詳情
發行規模 目標不少於240億元，可提高至300億元

債券年期 3年

入場門檻 一手1萬元

認購上限 100手或100萬元

認購資格 年滿60歲的香港居民(1962年或之前出生)

買賣交易 不設二手市場

保底回報 3.5厘

申購日期 7月20日上午9時至7月30日下午2時

認購渠道 20間配售銀行及24間證券經紀

公布分配結果 不遲於8月6日

發行日期 8月10日

單位：港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過去5批銀債發行詳情及認購反應
批次 發行年份 發行規模 保證回報 認購金額 認購人數 最多獲派手數

第1批 2016 30億元 2厘 89億元 7.6萬 5手

第2批 2017 30億元 2厘 42億元 4.48萬 10手

第3批 2018 30億元 3厘 62億元 4.55 萬 8手

第4批 2019 30億元 3厘 79.2億元 5.66萬 6手

第5批 2020 150億元 3.5厘 433億元 14萬* 14手

註：* 其中13.52萬份為有效申請；第6批發行規模最多可增至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銀債的
賣點是有保底息率，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債
保底息率為3.5厘，如以100萬元（港元，
下同）認購銀債，1年可以收取35,000元利
息。但其實坊間銀行不時會推出大額定存
計劃，方便市民調配資產。以富融銀行為
例，100 萬元本金，12 個月年利率為
0.7%，一年可收取7,000元利息。

富融銀行為虛擬銀行，根據其網站介
紹，客戶可以在任何時間透過Fusion Bank
App開立定期存款戶口，同時又可以在定
期存款到期日之前，隨時透過應用程式更
改定期存款到期指示。而且，定期存款不
設最低存款額，只需低至1港幣、1美元或
1人民幣，都可開立定期存款戶口。

傳統銀行方面，南洋商業銀行則推出

以新資金開立“智優息定期存款”，存款
額100萬元，12個月年利率為0.55%，即1
年可收取5,500元利息，推廣期到7月 3
日。

不過，坊間傳統銀行或虛擬銀行的年
利率只作參考，因為利率會根據市場變化
而不時調整，不像銀債般設有保底息率，
所以投資者在做定期存款時要多加留意。

銀債認購設上限 虛擬銀行高息定存搶客

●港府今年發行第6批銀色債券。右二為金管局助理總裁陳家齊、左
一為中銀周國昌29日出席發布會。 記者殷考玲 攝

港新銀債下月認購最多發300億
息率保證逾3.5厘 門檻下調至60歲

港府29日公布新一期銀色債券發售詳情。

為惠及更多市民，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色債券合

資格認購年齡由65歲降至60歲（即1962年或

之前出生持有效身份證香港居民），金管局助理

總裁(貨幣管理)陳家齊29日表示，香港60歲至

64歲人口約60萬人，連同65歲或以上人口有

142萬人，合共有202萬人符合資格申請銀債，

所以今批銀債的發行額亦由去年的100億元（港

元，下同）大幅提高至240億元，而政府可視乎

情況將發行額酌情提高至最多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是次發行的銀色債券年期為3年，債券持有人將每6個
月獲發一次與香港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率不會少

於3.5厘。銀色債券不設二手市場，如投資者需要在債券到
期前套現，政府將以原價及相應的累計利息贖回債券。為
防止大量債券被小部分投資者集中持有，本次發行已設定
最高配發金額為每位投資者100萬元，即每位投資者最多只
能獲配發100手債券。

銀色債券的認購期由7月20日早上9時開始，至7月30
日下午2時結束，並於8月10日發行。合資格香港居民可透
過20間配售銀行和24間指定證券經紀認購債券。

被問及對今次銀債的銷情預測，陳家齊表示，對於保
底息率維持去年的3.5厘，是考慮多方面因素而得出，包括
息口環境等，而且銀債屬於既穩定又靈活的產品，持有人
可按需要跟政府贖回債券。她相信3.5厘息率具有吸引力，
並預期今次銀債銷售反應積極及正面。

中銀估計每人獲逾10手
對於今次可分配的銀債手數，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

產品部（投資及保險）副總經理周國昌29日表示，過去該
行客戶每人平均認購手數約30手，去年獲配13至14手，相
信今年隨着發行額和合資格人數增加，他預期今次認購反
應熱烈，估計每人獲分配10至15手。

首兩批銀債 95%“揸到尾”
根據過去發行iBond的經驗，陳家齊指，60歲以上認

購者約佔總人數30%，而且60至65歲人士當中有約60%是
透過線上認購。此外，銀債不設二手市場買賣，她稱是希
望鼓勵投資者長揸。根據第一及第二批已到期的銀色債
券，約95%至96%投資者是“揸到尾”，顯示絕大部分投
資者都不會提早贖回。

至於通脹預期方面，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總經理石
元良預計，今年第四季通脹率為3%，明年首季將會回落至
2.7%。滙豐稱，合資格客戶可透過流動理財、網上理財、
電話理財及分行遞交認購申請，並享有認購費、存入費、
託管服務費、代收利息費、提早贖回債券費和到期贖回債
券費等一系列手續費豁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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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格林威治標準時間30
日10時，全球至少394萬888人死於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至少 1 億 8175 萬
5350例確診。

疫情從2019年12月在中國爆發，迄今絕
大多數感染者都已康復。但有些人在痊癒後數
週甚至數個月內，仍持續感受到症狀。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天提供的
統計，不包括其他統計單位其後提出的重新估
算數據，且數據只是實際染疫總數的一部分，
因為許多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一直未被檢測出。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全球直接或
間接因疫情死亡的人數可能遭 「嚴重低估」 ，
恐比官方通報的數字高出2到3倍。

全球 29日通報新增 8285 人病歿、37萬
8424起確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
數最多國家依序為巴西（1893 死）、印度
（817死）、俄羅斯（669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 60 萬
4467人病故、3365萬1924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51萬5985
人喪生、1851萬3305例確診）、印度（39萬
8454人喪生、3036萬2848例確診）、墨西哥
（23萬2803人喪生、251萬3164例確診）及
秘魯（19萬2163人喪生、204萬9567例確診
）。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秘魯是死
亡率最高國家，每10萬人就有583人染疫喪命
；接下來依序為匈牙利（310人）、波士尼亞-
赫塞哥維納（295人）、捷克（283人）和北馬
其頓（263人）。

從區域來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
計127萬1762死、3735萬2266例確診；歐洲
累計116萬8224死、5445萬5316例確診；美
國和加拿大共計63萬734死、3506萬6450例
確診。

亞洲共計57萬6579死、4006萬1921例確
診；中東地區共計15萬263死、929萬6477例
確診；非洲共計14萬2196死、546萬8704例
確診；大洋洲共計1130死、5萬4222例確診。

全球逾1億8175萬人染疫 至少394萬人喪生

過敏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21世紀重點防治的疾病之一。
據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有超過40%的兒童受過敏
問題困擾，且患病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美國麻省總醫院研究人
員領導的一項研究發現了過敏的潛在標誌物和新的治療策略，有
望改善過敏的診斷和治療。該研究結果已發表於《自然》雜誌。

過敏通常由IgE抗體引起。這些抗體會與如花生等過敏原結
合，並觸發反應釋放出一系列導致過敏症狀的分子，極端情況下
可能會危及生命。然而讓研究人員困惑的是，許多人血液中有過

敏原特異性IgE抗體，但卻從未
出現過敏症狀。比如，在體內
存在花生特異性IgE抗體（或花
生皮膚點刺試驗呈陽性）的人
群中，大約有一半的人對花生
並不過敏。此外，一些具有過
敏體質的人在症狀消失之後，
在其體內血液中仍能檢測到過
敏原特異性IgE抗體。

因此，美國麻省總醫院免疫
和炎症疾病研究中心的Robert

Anthony博士及其同事比較了對花生過敏人群與無過敏症人群的
IgE抗體。據分析結果顯示，花生過敏人群的IgE抗體中一種名
為唾液酸（sialic acid）的特殊醣類分子有所增加。研究人員還
在動物模型試驗中發現，在IgE抗體中添加唾液酸會增強由該抗
體引發的過敏反應，而從IgE抗體中除去唾液酸，則可抑制這些
反應並減輕過敏症狀。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量化IgE抗體上的唾液酸可作為更
準確診斷過敏性疾病的標誌物，而去除IgE抗體中的唾液酸可作

為治療過敏症患者的一種新策略。” Anthony博士表示。
為更深入地了解過敏症及其病因，研究人員還需進一步研究

唾液酸影響IgE抗體活性的機制。該研究團隊正規劃研究如何從
IgE抗體中去除唾液酸以減輕過敏症，並開發有效的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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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麻省總醫院最新研究發現有望改善過敏的診斷和治療



BB55
星期四       2021年7月1日       Thursday, July 1, 2021

華人故事

美南時事通

这几天，加拿大的国家游

泳队公布了即将出征东京奥运

会的队员名单，在女队员当中

，有一张华人面孔，引起了我

的注意。

这位戴着眼镜的华人女孩

，名叫 Maggie Mac Neil，音译

过来是玛格丽特.麦克尼尔。

这位 2000 年出生的女孩，

如今已经是加拿大国家游泳队

的主力成员，她是目前女子 100

米蝶泳比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在 2019 年的韩国光州世锦赛

上，第一次代表加拿大国家队

出战的她，以 55.83 秒的成绩打

破了维持3年的世界纪录，夺得

世界冠军。

和她优秀的成绩相比，对

于我们来说，她的身世也同样

令人惊奇。

她出生在中国，还在襁褓

之中时就被遗弃，成为了孤儿

。

她至今不知道生身父母是

谁？为何要将自己遗弃？和孤

儿院大多都是身体、智力有缺

陷的小朋友来说，她唯一可能

被遗弃的理由，就因为是一个

女孩。

幸运的是，在她还没有记

忆的婴儿时期，就已经被加拿

大的养父母领养，她的童年记

忆，是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

市一个普通的小镇开始。

玛格丽特的养父母都是当

地学校的老师，除了玛格丽特

，养父母后来还从中国领养了

一位女婴，将两个孩子视如己

出，精心培养。

玛格丽特两岁的时候，就

喜欢在自己的游泳池里玩耍，

养父母为她报了游泳兴趣班，

一段时间后，兴趣班的游泳教

练兴奋地对养父母说：“你家

孩子不得了，非常有天赋，好

好培养以后说不定能进国家队

！”

但当时玛格丽特还小，养

父母想让她多尝试不同领域，

去发掘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还帮她报了芭蕾舞班和乐器班

，一直到她上小学之后，玛格

丽特展示出来的天赋和对游泳

的喜爱，让养父母决定让女儿

一边上学一边参加专业的游泳

训练。

在加拿大，在还没有成为

国家队正式成员之前，运动员

的训练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的，

对于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来说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玛格丽特的养父母看好

女儿的天赋，花费了大量金钱

和精力去培养她，经常开车跨

省、搭飞机出国带女儿去参加

比赛，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

2008 年，8岁的玛格丽特第

一次参加正式的游泳比赛，获

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她就默

默许下愿望，希望将来能够去

参加奥运会。

13 年后，这个愿望终于实

现了，她兴奋地在自己的推特

上贴出8岁时第一次参赛的照片

，说“那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

除了在游泳上取得的成绩

，玛格丽特在学业上也没有耽

搁。

她目前是美国密歇根大学

的学生，学习法律和心理学，

从小还学习了小提琴和单簧管

，业余爱好丰富，可谓“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从孤儿到世界冠军，玛格

丽特“逆天改命”的背后，是

令人感动的人间大爱。

如果当初加拿大的养父母

没有将她从孤儿院里领养，如

果领养后对她没有视如己出，

如果没有十几年来的坚持培养

，玛格丽特的命运决不会是今

天这样。

这样的真实故事还有很多

，因为一个善念，一份爱心，

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个体产生

了交集，而因此衍生出来亲情

和承诺，让人又感受到了这个

世界的温度和善意。

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因为

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和经

济能力不足、社会福利的不完

善，导致孤儿院里的弃婴，大

多都是身体、智力有缺陷，或

者就是女孩。她们被带到这个

世界上不久便遭遇了抛弃，她

们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是

被一个有爱心的家庭收养。

过去 20 年，有超过 10 万的

中国弃婴被欧美发达国家的家

庭领养，而同样处于东亚儒家

文化圈，最重视亲情人伦的韩

国，从 80年代到 90 年代末的这

段时期，有 20 万弃婴被“出口

”到了国外。

这段历史成为了韩国人耻

辱的记忆，对于这些“韩国人

不要的孩子”，他们心存愧疚

。

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的金

大中，将 29 名特殊的外国客人

请到了总统府，他们都是被外

国家庭领养的韩国弃婴，此时

已经长大成人。金大中代表韩

国向他们致歉：

今天与大家见面对我来说

是最有意义，最感动的一次相

遇。看着你，我为如此有成就

的成年人感到骄傲，但对于你

一定遭受的一切痛苦，我也感

到非常遗憾。这些年来，大约

有 20 万韩国儿童被美国，加拿

大和许多欧洲国家收养。我很

痛苦地认为我们不能自己抚养

您，而不得不放弃您供外国收

养。

这些年来，也有不少当年

的弃婴回到中国，寻找她们的

生身父母。但因为线索稀少，

大多都像大海捞针。只有那些

父母当初还想着将来能够寻回

女儿的，会留下重要的线索，

根据这些线索，通过当代媒体

的传播力量，最终也有一些人

能够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2017年的夏天，在杭州西湖

著名的景点断桥，就出现了弃

婴相认的感人故事。

凭借着一张放在襁褓里的

字条，华裔女孩Kati与生身父母

相认。

一见面生身父母就抱着Kati

放声大哭，抽泣地送上了迟到

20年的道歉。

当父母问Kati 恨不恨的时候

，Kati 很平和地告诉父母：自己

的 童 年 非 常 愉 快 ， 没 有 任 何

“恨”的理由。

这并不是Kati 嘴上说说而已

，为了能够多与生身父母相处

，多了解自己的身世，毕业于

美国名校的她选择到中国来教

书。如果她恨自己的父母，就

根本不会来寻找他们，更不会

愿意陪在他们身边。

这就是人间大爱的力量。

尽管她们一出生就遭到了遗弃

，但她们是在有爱的家庭中长

大，从小被善意对待，她们对

待他人自然也是善意的。她们

会设身处地为生身父母着想，

认为没有人愿意抛弃自己的孩

子，如果那么做，一定是遇到

了过不去的难关。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过去

的穷国，我们创造了令世界惊

叹的财富，孤儿、弃婴数量也

逐年大幅下降。我们有能力去

抚养那些被遗弃的孩子，用我

们自己的爱，去温暖她们悲惨

的遭遇，改变她们的命运。这

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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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夺
得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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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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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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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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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
保險代理那麼多保險代理那麼多，，如何找到靠譜的如何找到靠譜的？？

在美國，保險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
關。購買保險主要方式包括通過專賣店代
理人購買、通過獨立代理人購買或自行從
保險公司購買。其中，專賣店代理人只銷
售一家保險公司的產品，而獨立保險代理
人通常為十幾家甚至幾十家保險公司研究
比較產品，對顧客而言後者在產品的選擇
上豐富得多，但是同時對獨立保險代理人
的專業能力也要求更多。保險代理的專業
能力往往是消費者選擇時最需要考量的因
素。

● 一個靠譜的保險代理人更應該是
您的保險顧問，因為她一定會問您很多問
題了解您的情況和需要。這樣才可以量體
裁衣地幫助您購買適合您的保單，並幫助
您了解不同保單的優缺點。同樣您也需要
了解自己保單的性能而對自己的購買行為
負責。

● 一個專業能力強的保險顧問可以
幫助您了解不同的保險條款和承保範圍，
而且通常具有善於舉一反三、化繁為簡的
溝通能力。

● 獨立保險代理人可以幫助您多
方比價，根據您的需要找到最適合的險種
和最優的價格，他們還可以查看折扣並推
薦您有資格享受的所有折扣。同時幫助您
貨比多家，節省您的大量時間和精力，避
免因為缺乏行業知識而導致的錯誤。隔行
如隔山，美國有句俗語--“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你不知道自
己不知道什麼。

● 靠譜的的保險顧問有更廣泛的行
業知識，他們不只為一家公司工作或單一
產品，而是代理一系列的保險公司和產品
，專業的保險顧問一定會花時間了解不同
公司和產品的優劣勢，因為他們勤奮負責

而充滿好奇心，也會緊跟行業趨勢和最新
資訊，為您提供最新的建議。

● 有些保險公司只通過獨立代理
商銷售，因此如果您想要購買這種公司的
保單，需要通過授權代理購買將是您唯一
的選擇。有些保險產品需要額外認證和培
訓，請了解您的保險顧問的學歷、資歷和
行業認證信息。

● 如果您合作的保險事務所專業
度高，全面涵蓋車險、房險、醫療保險、
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理等，您則需要
有個全面的保險規劃來幫你了解您在不同
人生階段而需要的保險保障。比如說您是
否了解在美國養老需要什麼？是否了解社
保知識及要做什麼保險規劃？

您購買保險的最佳方式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您的偏好、需求和您自己的保險知識
。找到一個靠譜而業務能力強的保險顧問

是很重要的。在決定選擇哪種保單之前，
先進行研究很重要，而尋找一名靠譜的保
險代理人，是幫助您作出正確決定的重要
步驟。

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
約20年的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
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
知識，中文和英語均為母語水平。瑞源保
險事務所代理80多家A級以上保險公司
的產品，提供免費的一站式比價、個性化
定製服務。
張瑞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信：
12149718026， Email:INFO@BENEFONS.
COM，辦公室總機： 214-937-4287。
註：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轉
載，歡迎個人轉發。歡迎掃碼關註公眾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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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銀債發行詳情
發行規模 目標不少於240億元，可提高至300億元

債券年期 3年

入場門檻 一手1萬元

認購上限 100手或100萬元

認購資格 年滿60歲的香港居民(1962年或之前出生)

買賣交易 不設二手市場

保底回報 3.5厘

申購日期 7月20日上午9時至7月30日下午2時

認購渠道 20間配售銀行及24間證券經紀

公布分配結果 不遲於8月6日

發行日期 8月10日

單位：港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過去5批銀債發行詳情及認購反應
批次 發行年份 發行規模 保證回報 認購金額 認購人數 最多獲派手數

第1批 2016 30億元 2厘 89億元 7.6萬 5手

第2批 2017 30億元 2厘 42億元 4.48萬 10手

第3批 2018 30億元 3厘 62億元 4.55 萬 8手

第4批 2019 30億元 3厘 79.2億元 5.66萬 6手

第5批 2020 150億元 3.5厘 433億元 14萬* 14手

註：* 其中13.52萬份為有效申請；第6批發行規模最多可增至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銀債的
賣點是有保底息率，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債
保底息率為3.5厘，如以100萬元（港元，
下同）認購銀債，1年可以收取35,000元利
息。但其實坊間銀行不時會推出大額定存
計劃，方便市民調配資產。以富融銀行為
例，100 萬元本金，12 個月年利率為
0.7%，一年可收取7,000元利息。

富融銀行為虛擬銀行，根據其網站介
紹，客戶可以在任何時間透過Fusion Bank
App開立定期存款戶口，同時又可以在定
期存款到期日之前，隨時透過應用程式更
改定期存款到期指示。而且，定期存款不
設最低存款額，只需低至1港幣、1美元或
1人民幣，都可開立定期存款戶口。

傳統銀行方面，南洋商業銀行則推出

以新資金開立“智優息定期存款”，存款
額100萬元，12個月年利率為0.55%，即1
年可收取5,500元利息，推廣期到7月 3
日。

不過，坊間傳統銀行或虛擬銀行的年
利率只作參考，因為利率會根據市場變化
而不時調整，不像銀債般設有保底息率，
所以投資者在做定期存款時要多加留意。

銀債認購設上限 虛擬銀行高息定存搶客

●港府今年發行第6批銀色債券。右二為金管局助理總裁陳家齊、左
一為中銀周國昌29日出席發布會。 記者殷考玲 攝

港新銀債下月認購最多發300億
息率保證逾3.5厘 門檻下調至60歲

港府29日公布新一期銀色債券發售詳情。

為惠及更多市民，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色債券合

資格認購年齡由65歲降至60歲（即1962年或

之前出生持有效身份證香港居民），金管局助理

總裁(貨幣管理)陳家齊29日表示，香港60歲至

64歲人口約60萬人，連同65歲或以上人口有

142萬人，合共有202萬人符合資格申請銀債，

所以今批銀債的發行額亦由去年的100億元（港

元，下同）大幅提高至240億元，而政府可視乎

情況將發行額酌情提高至最多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是次發行的銀色債券年期為3年，債券持有人將每6個
月獲發一次與香港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率不會少

於3.5厘。銀色債券不設二手市場，如投資者需要在債券到
期前套現，政府將以原價及相應的累計利息贖回債券。為
防止大量債券被小部分投資者集中持有，本次發行已設定
最高配發金額為每位投資者100萬元，即每位投資者最多只
能獲配發100手債券。

銀色債券的認購期由7月20日早上9時開始，至7月30
日下午2時結束，並於8月10日發行。合資格香港居民可透
過20間配售銀行和24間指定證券經紀認購債券。

被問及對今次銀債的銷情預測，陳家齊表示，對於保
底息率維持去年的3.5厘，是考慮多方面因素而得出，包括
息口環境等，而且銀債屬於既穩定又靈活的產品，持有人
可按需要跟政府贖回債券。她相信3.5厘息率具有吸引力，
並預期今次銀債銷售反應積極及正面。

中銀估計每人獲逾10手
對於今次可分配的銀債手數，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

產品部（投資及保險）副總經理周國昌29日表示，過去該
行客戶每人平均認購手數約30手，去年獲配13至14手，相
信今年隨着發行額和合資格人數增加，他預期今次認購反
應熱烈，估計每人獲分配10至15手。

首兩批銀債 95%“揸到尾”
根據過去發行iBond的經驗，陳家齊指，60歲以上認

購者約佔總人數30%，而且60至65歲人士當中有約60%是
透過線上認購。此外，銀債不設二手市場買賣，她稱是希
望鼓勵投資者長揸。根據第一及第二批已到期的銀色債
券，約95%至96%投資者是“揸到尾”，顯示絕大部分投
資者都不會提早贖回。

至於通脹預期方面，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總經理石
元良預計，今年第四季通脹率為3%，明年首季將會回落至
2.7%。滙豐稱，合資格客戶可透過流動理財、網上理財、
電話理財及分行遞交認購申請，並享有認購費、存入費、
託管服務費、代收利息費、提早贖回債券費和到期贖回債
券費等一系列手續費豁免優惠。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魯 冰 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6

愛國歌曲《百年頌歌─底氣》MV錄製活動
由廣東省青年聯合會作為指導單位，敬．文

化、工合空間聯合出品，邀請香港創作歌手吳國
敬負責作曲及監製，由香港歌手張衞健負責主
唱，並組織愛國港澳青年參與歌曲MV錄製。MV
將在合作媒體以及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深
圳市海外留學歸國人員協會、佛山市青年商會等
支持單位的官方平台上發布。

工合空間CEO葉興華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
自己從香港到內地發展多年，目睹見證了國家的
日益強盛，也感受到國家對港澳青年的關心重
視，特別近年來相繼出台了各種政策措施支持港
澳青年就業創業，因此在建黨百年紀念來臨之
際，很想以一首歌曲來宣揚愛國情懷，歌頌中國
共產黨的功績，同時表達港青的感恩之情以及未
來跟隨黨的步伐、共同前行的信心和勇氣，鼓勵
更多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

為此，一個多月前，葉興華向正在佛山創業
的吳國敬發出邀請，並即時得到了回應。吳國敬

告訴記者，雖然佛山整個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大
同小異，但在內地生活之後人的視野變寬闊了，
想法和創作思路也隨之變得更寬廣。《百年頌歌
─底氣》創作已經有一段時間，但整個編曲並非
大家熟悉的情歌，而是更宏大的旋律和結構，一
直找不到合適的場合發布。直到這次受邀創作歌
頌建黨100周年的愛國歌曲，意外發現這首旋律
非常適合。

20多名大灣區青年參與錄製
這是一首粵語和普通話混搭的歌曲，恰似內

地與香港的關係。出於對自己普通話不夠標準的
考慮，吳國敬拒絕了主唱的邀請，同時找到了好
友、香港歌手張衞健一起合作完成。歌曲錄製和
MV拍攝過程比想像中困難，因為佛山恰好受到
此輪新冠疫情的影響，吳國敬無法飛往北京監
製，最終只能兩人分別身處兩座城市、通過互聯
網溝通來推進錄製工作，雙方都付出了更多的時
間和精力。

除了張衞健主唱外，MV拍攝還邀請了20多
名大灣區青年參與錄製。香港青年石超逸一看到
召集即報名參與，他說自己在內地創業，每一個階
段都得到不同的支持，可以說香港青年在內地發展
因為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場地、政策扶持及資金
補貼等方面支持，起點比本地人還要高。同時，港
青在內地生活，無論是疾病還是此次疫情，遇到問
題都能得到及時幫助和解決，因此他很希望通過這
次的MV錄製，把港青在內地的實際情況告訴更多
人，盡自己一份力量去團結更多的人。

香港青年莊一洲也表示，從父輩開始，港人
北上發展持續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種幫扶，
才有了如今的成績和幸福生活。當自己唱到“你
穿越槍林彈雨，一路披荊斬棘，帶領這民族崛
起，走向復興的輝煌勝利！”的時候，真切感受
到中國共產黨所付出的努力，今天的富強來之不
易。莊一洲很慶幸自己有機會參與錄製，也呼籲
港澳台青年多考慮到內地創業，“這裏有很好的
平台，也會有很好的收穫。”

“那一天一直下着雨，但參加拍
攝的300多人毫無怨言，大家一起揮
舞着手中的五星紅旗，一起唱《我和
我的祖國》，我內心非常的激動，我
很榮幸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香港唱
作歌手吳國敬說的，正是今年“大灣
區大未來”五四快閃活動走進佛山時
的場景，這也是他第一次參加這種愛
國活動。

2020年底，吳國敬來到內地發
展，這是他首次北上創業。在佛山生
活半年，吳國敬深刻感受到內地基礎
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生活變得愈來
愈便利了，人的素質也在不斷提高。
吳國敬這半年既思念在香港的家人和
朋友，也在佛山當地認識了很多音樂
人，大家一起創作一起碰撞，讓他在
創作中有了更多不一樣的思路和想
法。

吳國敬坦言，在香港回歸之前，
他對於黨和國家的認識相對少一些，
回歸之後親身看到並感受到中央對香
港的關心和支持，身為中國人的自豪
感也油然而生。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
運的時候，每當看到中國運動員站在
領獎台上，國歌響起、國旗升起的那
一刻，他都會非常感動。

在今年的“大灣區大未來”五四
快閃活動中，吳國敬作為在佛山的香
港人士代表，受邀擔任領唱，與來自
佛山市的各界代表人士300餘人共同
演唱《我和我的祖國》，“瀝瀝的小
雨中，所有人都全情投入，歌聲是我
們對祖國的一次深情表白，整個拍攝
過程都讓我很感動，我為自己身為中
國人而自豪！”五四快閃之後，強烈
的愛國愛黨情懷讓吳國敬有感而發，
很想製作一首歌，作為禮物送給國家
送給黨，以表達自己的愛國之情，因
此受到工合空間的創作邀請時可謂是
一拍即合，最終有了《百年頌歌─底
氣》的誕生。

香港文匯報訊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重
磅電影作品《1921》，重現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召
開全國代表大會，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時刻，拍攝
時更1：1還原中共一大會址等建築群，希望向觀眾
真實再現上世紀20年代上海的城市全貌。

為了展現中國共產黨突破多方阻力，成功召
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史實，製作團隊從
2016年開始創作劇本，歷時5年，修改了20餘
稿。監製、導演黃建新對場景細節要求甚高，小
至磚頭也非常嚴謹，戲中幾個主要建築也幾經修
改才能通過導演審核。黃導更要求美術組1：1還
原位於上海法租界的一大會址。努力沒有白費，
扮演“一大代表”的演員都大讚一大會址場景搭
建得跟真的一模一樣，讓他們置身在場景時，恍
如置身在1921年。

製作團隊在整個拍攝過程都追求精益求精，
編劇團隊在世界各地檔案館挖掘詳實史料，邀請
黨史專家全程參與，力求在高度尊重史實的前提

下進行創作。電影真實還原了上世紀20年代上海
的城市全貌，從這個“東方巴黎”燈火璀璨的夜
景到造型道具細節，劇組都下了深入工夫，也通
過對當時租界文化深刻揭示了上海為什麼可以成
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地的歷史緣由。就連觀眾未必
察覺得到的場景小細節，團隊也力求忠於史實，
例如仿照當時的黃包車掛兩個車牌，演員拿着的
上海俄文生活報，甚至一大會議桌上的花瓶，都
是團隊根據歷史資料而製作。

電影亦重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有組
織工人罷工。1921年7月20日，上海英美煙廠工
人罷工，這場千人罷工持續20多天後終於取得勝
利。飾演黨員及工人代表的演員們高舉着公理的
標語和赤旗，群情激昂，即使叫得聲音都啞了，
還是聲嘶力竭、青筋暴起地叫喊着“勞工神
聖”、“工人階級萬歲”的口號。那份憤慨激昂
使這場罷工來得非常震撼。《1921》將於7月8日
盛大獻映。

電影《1921》匠心還原建黨歷史

吳國敬創作《底氣》激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張衞健與大灣區青年
拍 正式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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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帥誠 佛山報道）“花開遍璀璨世

間，走進美麗世紀，好景向未來延續，天空寫滿希冀。這一生跟你腳

步，不會放棄因我愛你，齊同行途上心中有底氣！”20多名來自粵港澳

大灣區的青年，在香港創作歌手吳國敬帶領下與張衞健隔空對唱，以一

首愛國歌曲《百年頌歌──底氣》的MV，為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

禮！用熱情的歌聲唱出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豐功偉績，唱出最新鮮的中國

故事，也唱出新時代青年一往無前的勇氣，激勵更多港澳青年投身到國

家建設大局中。MV將於6月30日正式發布。

● 電 影
《1921》
中憤慨激昂
場面，來得
非常震撼。

●●場景搭建逼真場景搭建逼真，，讓演員恍如置身在讓演員恍如置身在19211921年年。。
●●香港唱作歌手吳國香港唱作歌手吳國
敬為自己身為中國人敬為自己身為中國人
而自豪而自豪！！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攝攝

●● 工 合 空 間工 合 空 間
CEOCEO 葉興華受葉興華受
訪訪。。記者帥誠記者帥誠攝攝

●●吳國敬在場指導吳國敬在場指導MVMV錄製錄製。。記者帥誠記者帥誠攝攝

●●《《底氣底氣》》
MVMV片段畫面片段畫面
曝光曝光。。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吳國敬親力親
為，現場參與
MV拍攝。
記者黃寶儀攝

●香港歌手張
衞健用心獻唱。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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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銀債發行詳情
發行規模 目標不少於240億元，可提高至300億元

債券年期 3年

入場門檻 一手1萬元

認購上限 100手或100萬元

認購資格 年滿60歲的香港居民(1962年或之前出生)

買賣交易 不設二手市場

保底回報 3.5厘

申購日期 7月20日上午9時至7月30日下午2時

認購渠道 20間配售銀行及24間證券經紀

公布分配結果 不遲於8月6日

發行日期 8月10日

單位：港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過去5批銀債發行詳情及認購反應
批次 發行年份 發行規模 保證回報 認購金額 認購人數 最多獲派手數

第1批 2016 30億元 2厘 89億元 7.6萬 5手

第2批 2017 30億元 2厘 42億元 4.48萬 10手

第3批 2018 30億元 3厘 62億元 4.55 萬 8手

第4批 2019 30億元 3厘 79.2億元 5.66萬 6手

第5批 2020 150億元 3.5厘 433億元 14萬* 14手

註：* 其中13.52萬份為有效申請；第6批發行規模最多可增至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銀債的
賣點是有保底息率，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債
保底息率為3.5厘，如以100萬元（港元，
下同）認購銀債，1年可以收取35,000元利
息。但其實坊間銀行不時會推出大額定存
計劃，方便市民調配資產。以富融銀行為
例，100 萬元本金，12 個月年利率為
0.7%，一年可收取7,000元利息。

富融銀行為虛擬銀行，根據其網站介
紹，客戶可以在任何時間透過Fusion Bank
App開立定期存款戶口，同時又可以在定
期存款到期日之前，隨時透過應用程式更
改定期存款到期指示。而且，定期存款不
設最低存款額，只需低至1港幣、1美元或
1人民幣，都可開立定期存款戶口。

傳統銀行方面，南洋商業銀行則推出

以新資金開立“智優息定期存款”，存款
額100萬元，12個月年利率為0.55%，即1
年可收取5,500元利息，推廣期到7月 3
日。

不過，坊間傳統銀行或虛擬銀行的年
利率只作參考，因為利率會根據市場變化
而不時調整，不像銀債般設有保底息率，
所以投資者在做定期存款時要多加留意。

銀債認購設上限 虛擬銀行高息定存搶客

●港府今年發行第6批銀色債券。右二為金管局助理總裁陳家齊、左
一為中銀周國昌29日出席發布會。 記者殷考玲 攝

港新銀債下月認購最多發300億
息率保證逾3.5厘 門檻下調至60歲

港府29日公布新一期銀色債券發售詳情。

為惠及更多市民，今年發行的第6批銀色債券合

資格認購年齡由65歲降至60歲（即1962年或

之前出生持有效身份證香港居民），金管局助理

總裁(貨幣管理)陳家齊29日表示，香港60歲至

64歲人口約60萬人，連同65歲或以上人口有

142萬人，合共有202萬人符合資格申請銀債，

所以今批銀債的發行額亦由去年的100億元（港

元，下同）大幅提高至240億元，而政府可視乎

情況將發行額酌情提高至最多3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是次發行的銀色債券年期為3年，債券持有人將每6個
月獲發一次與香港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率不會少

於3.5厘。銀色債券不設二手市場，如投資者需要在債券到
期前套現，政府將以原價及相應的累計利息贖回債券。為
防止大量債券被小部分投資者集中持有，本次發行已設定
最高配發金額為每位投資者100萬元，即每位投資者最多只
能獲配發100手債券。

銀色債券的認購期由7月20日早上9時開始，至7月30
日下午2時結束，並於8月10日發行。合資格香港居民可透
過20間配售銀行和24間指定證券經紀認購債券。

被問及對今次銀債的銷情預測，陳家齊表示，對於保
底息率維持去年的3.5厘，是考慮多方面因素而得出，包括
息口環境等，而且銀債屬於既穩定又靈活的產品，持有人
可按需要跟政府贖回債券。她相信3.5厘息率具有吸引力，
並預期今次銀債銷售反應積極及正面。

中銀估計每人獲逾10手
對於今次可分配的銀債手數，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

產品部（投資及保險）副總經理周國昌29日表示，過去該
行客戶每人平均認購手數約30手，去年獲配13至14手，相
信今年隨着發行額和合資格人數增加，他預期今次認購反
應熱烈，估計每人獲分配10至15手。

首兩批銀債 95%“揸到尾”
根據過去發行iBond的經驗，陳家齊指，60歲以上認

購者約佔總人數30%，而且60至65歲人士當中有約60%是
透過線上認購。此外，銀債不設二手市場買賣，她稱是希
望鼓勵投資者長揸。根據第一及第二批已到期的銀色債
券，約95%至96%投資者是“揸到尾”，顯示絕大部分投
資者都不會提早贖回。

至於通脹預期方面，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總經理石
元良預計，今年第四季通脹率為3%，明年首季將會回落至
2.7%。滙豐稱，合資格客戶可透過流動理財、網上理財、
電話理財及分行遞交認購申請，並享有認購費、存入費、
託管服務費、代收利息費、提早贖回債券費和到期贖回債
券費等一系列手續費豁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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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巴比麥巴比((藍衫藍衫))射失射失1212碼碼，，黯然神傷黯然神傷。。 法新社法新社

●●帶領瑞士隊晉級帶領瑞士隊晉級，，格列沙加喜不自勝格列沙加喜不自勝。。 路透社路透社

“罪人”“功臣”僅一線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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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盃 16強同一天竟然上演了兩個極為相

似的瘋狂劇情，故事猶如一早編好了般的神奇巧

合，不過最終兩支於法定時間後來居上再被扳平的傳

統勁旅卻是命運迥異。法國隊未能重溫世界盃、歐國盃

連霸的美夢，互射12碼不敵瑞士出局，爆出本屆賽事一

大冷門；西班牙險些也自毀好局，然而一班“鬥牛兵”於

加時完成了自我救贖，擊敗了克羅地亞晉級的同時，主帥安歷

基亦對外界批評給出強而有力的還擊。值得一提的是，本屆歐國盃屢爆冷門，

“以弱勝強”隨時會成為今屆賽事的主旋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莫拉達在加時終於為西莫拉達在加時終於為西
班牙做齣好戲班牙做齣好戲。。 法新社法新社

今屆歐國盃屢爆“以弱勝強”冷門

兩場29日凌晨相差3小時展開的好戲，被視為熱門一方於差
不多時間落後，差不多時間反先再差不多時間被扳平。西

班牙先於哥本哈根柏根球場火拚上屆世盃亞軍克羅地亞，因門
將送禮而於20分鐘先落後，第38、57及77分鐘憑沙拉比亞、艾
斯派古達及費倫托利斯連入3球反先3：1，但柯錫及柏沙歷卻分
別在85分鐘和補時協助克羅地亞神奇扳平3：3，逼入加時。在
布加勒斯特國家球場對陣瑞士的法國，第15分鐘被施費洛域攻
破大門後，靠賓施馬57和59分鐘一腳一頭起孖，以及75分鐘保
羅普巴的世界波反先至3：1；瑞士同樣臨尾力追，憑施費洛域
及加雲洛域在81與90分鐘的“士哥”追成3：3。

罕見奇似劇情，兩支熱門勁旅的命運卻大相逕庭，西班牙
加時上半場憑莫拉達接應傳中“窩利”破網以及奧耶沙巴爾左
腳抽射中鵠，奠定5：3勝局。法國在加時卻有麥巴比兩次射門
未能中框，最終要互射12碼決勝；兩隊頭4輪皆命中，但麥巴
比主射最後一輪被恩尼森馬撲出，法國最終輸4：5飲恨，這支
上屆世盃盟主錯失了重溫1998年世盃及2000年歐國盃連冠美夢
的良機。同時，上屆冠軍（葡萄牙）及亞軍（法國）雙雙無緣8
強，這還是歐國盃21年來首次，上次1996年冠軍德國和亞軍捷
克均於2000年歐國盃小組出局。

瑞士67來首闖8強 核心停賽
瑞士奇蹟晉級，67年來首次殺入大賽8強，救險功臣門將森

馬喜道：“對陣世界冠軍時落後兩球與跌入谷底無異，這（反
勝）真難以置信。”是役瑞士另一英雄是隊長格列沙加，這位獲
選為本場最佳的阿仙奴中場核心，不僅助攻加雲洛域追成3：3，

還有8次長傳全部成功、5次成功搶斷、2次解圍
等等，惟8強對西班牙因累滿黃牌停賽，勢必讓
“鬥牛兵”繼今場克羅地亞翼鋒比列錫染疫隔離
後，再迎對手主將缺陣的良機。瑞士主帥柏高域
揚言：“每次遇到挫折，我們都能給出回應，
（對西班牙）我們相信也可再創壯舉。”

今屆賽事多次上演爆冷好戲，除了荷蘭被捷
克淘汰出局及法國16強止步，還有奧地利16強將
小組全勝的意大利逼入加時，匈牙利小組賽連續
摸和法國及德國等等。頭兩場分組賽連和瑞典及
波蘭險些陰溝裏翻船的西班牙，接連大破斯洛伐
克5：0出線及險勝克羅地亞晉級，備受質疑的主
帥安歷基以兩場共入10球的表現來回擊批評。

至於擁有被視為今屆賽事最強的三線陣容，
法國隊卻遭逢2010年世盃後首次大賽無緣8強，
後防大將華拉尼坦言：“真令人失望，上半場己
隊什麼都缺，雖然之後有所反應，但又給了對手
太多空間。”這位皇馬球星及後在社交媒體寫
道：“儘管失望，我們依然要昂首而回，並要從
錯誤中吸取教訓，變得更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兩場入球
騷，西班牙門將烏尼西蒙戴罪立功，被質疑何
解不被換走的莫拉達則在加時一吐烏氣；而肩
負厚望的法國“準球王”麥巴比，卻以零入球
兼射失12碼的“罪人”角色，黯然告別其首
次歐國盃之旅。

西班牙中場小將柏迪第20分鐘忽然回傳，
門將烏尼西蒙冷不提防，出腳控球時卻誤將皮球
“撻”入大門。不過，這位首屆大賽擔正把關的
24歲畢爾包門將卻戴罪立功，之後救出了加華度
爾、柯錫以及加時卡拉馬歷
的險球。至於在分組賽頻頻
失機的頭號前鋒莫拉達，今
仗法定時間兩次射門都未能
轉化為入球，被質疑安歷基
為何不換走他之時，此子卻
於加時立下戰功，個人以5
球平了費蘭度托利斯的歐國
盃隊史入球紀錄。安歷基點

評這兩位由罪人化身功臣的愛將：“我相信所有
國家隊教練都不會忽視莫拉達及其能對球隊的貢
獻，尤其他制空力強。”至於西蒙，安歷基指出
他“給其他年輕人上了一課；足球總會有犯錯，
然而其反應及出色的撲救，說明了我們對他如此
有信心的原因。”

上屆世盃首演攻入4球的冠軍功臣，法國
新生代“準球王”麥巴比卻以無入球兼射失12
碼結束個人首次歐國盃之旅。他賽後在社交平
台留言：“那12碼讓我很痛心，我想幫球

隊，遺憾卻失敗了；我難以
入眠。足球中充滿了起跌，
這正是我喜歡足球的原
因。”他坦言，理解球迷的
失望，“但仍要感謝大家一
直對我的支持和信任。”法
國教頭迪甘斯則強調，無人
可責怪麥巴比，“當要承擔
責任，這種事總會發生。”

●●烏尼西蒙烏尼西蒙((右右))一戰感受可一戰感受可
謂五味雜陳謂五味雜陳。。 法新社法新社

國籃點兵戰奧運落選賽
首戰遇強陣加拿大難爆冷

香
港
虛
擬
高
球
賽
接
受
報
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高
爾夫球總會（高總）和香港電競總會（電
總）聯合舉辦的“第二屆虛擬高爾夫球比
賽”即將舉行並正接受本地業餘球手報名
參加。國際奧委會今年首次開設虛擬系列
賽事，高總和電總乘勢在奧運高球賽前夕
舉辦“第二屆虛擬高爾夫球比賽”，並首
次為賽事男女子組冠軍提供晉身香港高球
公開賽和香港女子高球公開賽資格賽機
會，在線上、線下並駕推動高球發展。

高總主席林詩鍵表示：“在後新冠疫
情時代，不受地域限制的虛擬賽事有龐大
的發展空間。我們全力推動的‘第二屆虛
擬高爾夫球比賽’，結合了實體和虛擬高
球賽事的特色，讓運動員在新常態下持續
切磋的同時，爭取出戰兩項香港頂級國際
高球賽的機會。期望各位業餘高球手踴躍
參加這項‘奧運高球前哨戰’，挑戰粉嶺
球場的國際級球道，合力支持本地的實體
和虛擬高球發展。”“第二屆虛擬高爾夫
球比賽”將於7月25日假九龍荔枝角長義
街9號D2 Place 一期114-127號康泰高爾夫
球中心舉行。網上報名已開始，只限香港
業餘球手參加，男子和女子組名額各24
個，報名將於7月12日截止。“第二屆虛
擬高爾夫球比賽”男子組和女子組的設定
場景分別為歷史悠久、環境優美的香港哥
爾夫球會粉嶺球場新場和舊場，參賽者必
須完成18洞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國家
男子籃球隊（國籃）於日前公布了參戰東京
奧運落選賽的12人名單，球隊將於周四早上
的首場比賽對戰強陣出擊、擁有8位NBA球
員壓陣的加拿大，相信難望爆冷。

根據國際籃聯官網資料，國籃今次入選
的12名球員包括徐傑、胡明軒、趙繼偉、張
鎮麟、周鵬、任駿飛、劉傳興、沈梓捷、周
琦、陸文博、王少傑和吳前，祝銘震和趙巖
昊則無緣大名單。根據賽程，國籃將於香港
時間周四早上首戰加拿大隊，翌日早上將再
和希臘隊交鋒。規則方面，本屆奧運落選賽
將產生3張奧運門票，平均分配到3個賽區各
1張“奧運入場券”。被分在加拿大賽區的國
籃，同組對手為加拿大和希臘，另一組球隊
為捷克、土耳其、烏拉圭，在這情況下，即
使國籃在和加拿大、希臘的兩場小組賽中取
勝一場出線，接下來他們還要連闖兩關才能
拿到奧運會門票。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隊對今次落選賽

非常認真，今次點兵12人名單中，竟然帶上
了8位NBA球員，當中領軍球星為現年26歲
的勇士前鋒安祖域堅斯，這位2014年新秀狀
元雖被批評打法“養生”，不會過分賣力比
賽，但今季場均仍交出18.6分、4.9個籃板和
2.4次助攻數據，其防守能力更已獲得業界一
致認同。

而除了域堅斯，加拿大其餘7位NBA球
星包括了同樣効力勇士的後衛梅達、紐約人
前鋒巴列特、雷霆後衛度特、活塞後衛哥利
祖斯夫、馬刺內線球員利尼斯、獨行俠內線
球員保維爾及鵜鶘主力後衛亞歷山大獲加，
陣容確遠較國籃出色。

另外希臘隊方面，最為球迷熟悉的公鹿
球星阿迪圖昆保因仍在應付NBA季後賽未有
入選，但其親弟、効力湖人的K．阿迪圖昆
保則在陣中，實力同樣強勁。至於國籃主帥
杜鋒賽前表示，希望國籃的小伙子們能做到
敢於挑戰強隊、面對自己的不足以及發揮自
己的技術特點。

●●杜鋒杜鋒（（右右））希望國籃球員能發揮自己應有水平希望國籃球員能發揮自己應有水平。。
新華社新華社

●● 域堅斯是勇士的主力成員域堅斯是勇士的主力成員。。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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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聯⽲地產中國城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Q

g r a n d  w e s t  c o n d o s蒂凱佳苑

840 平⽅英尺

1 臥室

1 浴室

1 書房

2 臥室

2 浴室

投資宅的最佳選擇  更多單元讓您參考

1078 平⽅英尺

每⽉租⾦現⾦流：

$ 2 , 6 0 0  ~  $ 3 , 6 0 0
 

預計現⾦回報率 :  
6 . 5 % ~ 1 1 . 1 %

每⽉租⾦現⾦流：

$ 3 , 6 0 0  ~  $ 4 , 2 0 0
 

預計現⾦回報率 :  
6 . 5 % ~ 1 0 . 2 % 713-630-8000⽴即聯繫聯⽲地產 UNITED

        在新冠肺炎突如其来的冲击下，许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瞬

间失去经济⽀柱，让⼤家开始思考以往这种「⽤有限时间，换取

有限⼯资」的传统收⼊来源，是否⾜以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继

续⽣存下去。

        然⽽许多⼈担⼼归担⼼并没有实际的作为，不仅不了解该如

何理财，更不了解原来与⾃⼰⽣活环环相扣的「房地产」便是最

好的理财⼯具。如果你正在把⽬标从主动收⼊转向被动收⼊，以

下便会告诉你如何透过房地产，达成以有限⾦钱致富的⽬标。

不想投⼊⼤量成本？房地产 = 最佳选择

        许多投资者都过于忧虑房地产会因经济受挫⽽出现市场崩

塌，事实上，因个别区域的搬迁活动，以及贷款利息的下降，使

得房地产业的热度仍持续延烧中，甚⾄将引发⼀股热潮，将市场

推上另⼀个⾼峰，因此若能把握这波热潮，便能很有机会获得期

待的回报。

        此时，只要有稳定的薪⽔来源，即便是上班族也能全权掌

控⾃⼰的投资。只要学会善⽤⼿边现有的优势，例如信贷纪录、

薪资证明、税务⽂件等资源，便可透过向银⾏贷款，杠杆操作房

地产投资，⽤有限的资源换取⾼回报，创造稳定被动收⼊。

市场正值趋势，有限资源也能乘胜追击

        ⾸先可以从⽣活的⻆度思考⽬前居住的房⼦是否符合⾃⼰、

或家⼈的需求。过往我们在外⼯作、活动时间较多，因此容易忽

略住家⽣活质量，但现在的⼯作模式与⽣活型态逐渐改变，未来

正趋向在家⼯作、学习，⼈们更讲求隐私、空间、舒适度，也开

始规划家中的学习室、办公室的格局与性能。

        房地产专家建议，越早实现⾃⼰理想的家居，越能维持⾃住

审视⾃住环境，便可获得未来票卷

屋的价值。住家结合办公已是可⻅的趋势，⾛在浪前头提早规划

符合未来⽣活型态的房屋，只要切中市场需求，将来便可更容易

地提⾼房屋价值，创造可观利润。加上若夫妻两⼈总资本利得低

于50万，便可免除赋税，可⻅⾃住屋是简单⼜实⽤的⽣财⼯

具，就算没有计划变卖房产，有价值的资产也能让您享受现在，

赢得将来。

随着疫情逐渐稳定，⽣活也慢慢归于平静，相信
每个⼈都希望能抛开疫情带来的影响，迎向崭新
⼈⽣。然⽽在展开新扉⻚的同时，要如何调整脚
步，找回⽣活的掌握感？其实，只要懂得善⽤⼿
上资源，现在便是最好的时机！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五⼗⼆ )

转换收⼊型态,素⼈也能投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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