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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行堅持穩字當頭以我為主

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幣政策影響較小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3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實施全面降

準，加之美聯儲釋放收緊政策的信

號，外界關注中國貨幣政策是否就此

轉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孫國峰13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下一階段，中國貨幣政策將堅持以我

為主、穩字當頭，堅持正常貨幣政

策，堅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主要

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把握

好政策力度和節奏，兼顧內外均衡，

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

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孫國

峰還認為，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

幣政策影響較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
金融統計數據金融統計數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表示，要統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經濟運行，
着力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
穩定性，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強前瞻性精
準性，加強區間調控，做好跨周期調節。

着眼長遠 做好跨周期調節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在周一召開的經濟

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今年
以來經濟運行穩中加固，符合預期，就業前景
向好，但國內外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李克強表
示，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做好跨周期調
節，應對好可能發生的周期性風險。確保完成
全年主要目標任務，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他並表示，近期實行的降準措施，要注
重支持中小微企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幫助
緩解融資難題。優化營商環境，讓中小微企
業在公平競爭中有更多選擇和成長空間；用
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外貿
穩定增長。

李克強：
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孫國峰說，去年2-4月，由於疫情對內地經
濟衝擊較為嚴重，貨幣政策應對力度是比

較大的。去年5月以後，貨幣政策力度就逐漸轉
為常態，今年上半年已經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
態，在全球宏觀政策中保持領先態勢。

降準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經濟

體之間的經濟和金融相互影響，但由於疫情防
控和經濟恢復存在時間差，因此美國貨幣政策
和中國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操作也是很正常
的。”孫國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此次降準主要是為了優化金融機構的資金結
構、提升金融服務能力、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流動性操
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發生改變。”

金融市場保持平穩運行
對於近期市場上關於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

的討論，孫國峰指出，從中國金融市場來看，
中國的十年期國債利率目前在3%左右，比前期
有所下降，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金融市場保持
平穩運行，經濟也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因此關
於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討論對中國貨幣政策、
金融市場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下一步，人民銀
行將以我為主開展國際宏觀政策協調，共同發出
正面聲音，促進全球經濟穩定恢復。”

具體分析下一步貨幣政策，他指出，總量
上，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同名義經
濟增速基本匹配；結構上，支持中小企業綠色
發展、科技創新；價格上，鞏固貸款實際利率
下降成果，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PPI有望下季和明年趨降
對於近期PPI（工業品價格指數）上漲較

快，孫國峰說這既有去年同期疫情衝擊導致PPI
負增長形成的低基數因素，也有國際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輸入性影響。對於年內PPI階段性上

行，應當客觀看待。一方面，這是在去年低基
數基礎上的高讀數；另一方面，歷史上PPI指標
本身波動就相對較大，在數月內階段性的下探
或者衝高的現象也並不少見。對PPI的觀察應該
連續三年，當前中國PPI走高是階段性的，今年
二三季度可能維持相對高位，隨着基數效應逐
步消退和全球供給恢復帶來的輸入性影響減
弱，PPI有望在今年4季度和明年趨於回落。

人行新聞發言人、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
在會上表示，上半年金融總量適度增長，流動
性合理充裕，6月末社融餘額增速11%與上月末
基本持平，與名義增長的增速基本匹配，總體
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與經濟發展相
適應。上半年小微企業新發貸款合同利率
5.18%，分別比上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低0.3個
和1.06個百分點，製造業貸款合同利率4.13%，
比上年同期低0.25個百分點。6月末普惠小微貸
款餘額17.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比
同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2021年上半年金融數據
● 6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

8.6%，比2020年同期低2.5個
百分點

● 社會融資規模累計增量為17.74
萬億元人民幣，比2020年同期
少3.13萬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貸款12.76萬億元，
同比多增6,677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存款14.05萬億元，
同比少增5,064億元人民幣

● 6月末普惠小微貸款餘額17.7萬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31%，比同
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整理：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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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與煽暴學生會劃清界線
將徹查“哀悼”刺警兇徒議案 追究涉事學生

香港大學學生會

多年來煽“獨”縱

暴，近日港大學生會

評議會更鬧出所謂

“哀悼”刺警兇徒的

煽恐議案，隨時面臨

刑責。香港大學13日正式宣布，不再承認港

大學生會現有在校內的角色，將設專責團隊

協調和處理學生的各類事務，保障正常的學

生活動不受影響。同時，大學將根據程序嚴

肅調查學生會評議會事件，以及根據調查結

果，對涉事學生作進一步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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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評
議會上星期通過
“感激”刺警恐襲
兇徒的議案，引起
社會各界強烈譴
責。團體“保衛香
港運動”13日到港
大門口請願，促港
大開除“悼念”恐
襲者學籍，“踢搞
事者出校”。團體
將過去三天收集到
的逾17.7萬個市民
簽名聯署，透過港
大代表交給校委會
主席李國章，要求
校方盡快作出懲
罰。 ●大公文匯
全媒體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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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港大宣布不
再承認“港大學生會”現有在校內的角色，前
港大學生會會長馮煒光1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出，有關決定可能帶來的其中一項後續
影響，是港大校委會和教務委員會等學生代
表，將不再交由“港大學生會”推舉參選，
“或者意味港大將來會自己搵學生代表，有助
減少昔日‘洩密’風波等鬧劇再次發生。”有
家長代表支持校方嚴肅調查和處理事件，並認
為日後假如再有“學生組織”成立，大學實應
仔細了解其宗旨和背景，避免別有用心者“改
頭換面”後繼續在校滋生。

“身為一個學生組織，卻多次作出衝擊‘一
國兩制’的言行，如今更是支持恐襲，絕對支持
港大應嚴肅處理！”馮煒光表示，港大由成立之
始已是為中國而立，學生會按理也該有相同目
標，惟現實上，“港大學生會”近年不斷煽
“獨”縱暴，如今落此下場是咎由自取。

對於港大宣布不再承認“港大學生會”，
馮煒光分析，這或涉及兩方面改變，一為港大
學生會旗下屬會的學生活動，估計未來或由校
方取代原來學生會的角色，為這類活動提供協
助，影響並不大；二是原本由學生會成員參選
或推選加入的港大校委會、教務會學生代表，
改由校方主導，將更能減少出問題機會，“以
往曾發生校委會學生代表馮敬恩‘洩密’事
件，假如往後是港大校方選出學生代表，當然
會有助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

應開除個別人等學籍
馮煒光表示，今次港大表明將按大學程序嚴

肅調查學生會評議會事件，期望大學仔細了解當
日評議會召開會議經過，並按各人參與程度作出
相應懲處，包括考慮應否開除個別人等的學籍，
“例如各人在會議扮演的角色，例如身為會長是
否責任較大，各人在會議間作何取態等”，並宜

於調查完結後向公眾交代，以正視聽。

奚炳松籲校方加強把關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對港大嚴肅

調查和處理事件表示支持，強調這才是一個教育
機構的應有態度。惟他亦指出，大學學生會中人
先退出，再安排“第二梯隊”上場，“改頭換
面”繼續行惡的問題時有發生，呼籲將來若再有
其他學生組織出現，校方務必仔細了解其宗旨、
背景和組成，杜絕“換湯不換藥”問題。

張國鈞促嚴懲“學暴”分子
港大校董、立法會議員張國鈞亦對校方嚴肅

處理表示支持，並狠批港大學生會美化恐怖主
義、公然挑戰國安底線、踐踏道德底線和違反文
明的行為，有違港大“明德格物”的校訓，又強
調校方必須徹查真相，對妄圖破壞社會安寧的
“學暴”分子作出懲處。

2013年5月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以“佔領中環
香港革命”為專題煽動“佔中”

2014年2月
《學苑》發表“香港民族命運自
決”專題，公然煽動“港獨”意識

2014年9月至10月
《學苑》先後推出“香港民主獨
立”專題及出版《香港民族論》一
書，延續鼓吹“自決”、煽動“港
獨”的不軌圖謀，出版時機被指配
合違法“佔中”行動，意圖以“自
由”包裝，把學生刊物變成為“反
中亂港”平台

2016年8月
大談建構“獨立主權國家”

2017年6月
發表聲明妄稱“香港已淪陷”，揚言
要“光復香港”

2018年9月
時任會長黃程鋒在開學禮美化“佔
中”暴徒為英雄，鼓吹新生“造反”

2019年6月
時任會長孫曉嵐不斷鼓動亂港分
子參與暴力遊行

2019年7月
包括孫曉嵐在內逾百名暴徒衝擊
立法會，大肆破壞

2020年5月
時任會長葉芷琳攻擊香港國安
法，妄言“香港獨立是對港人
來說最為理想的出路”

2020年9月
葉芷琳污衊香港警察，煽
動仇警情緒和暴力

2020年10月
舉辦黑暴紀錄片《理大圍
城》放映會，美化“佔
校”暴徒

2021年1月
將2016年旺角暴動扭曲為
“魚蛋革命”

2021年2月
舉辦吹捧“港獨”分子梁天琦的紀
錄片放映會

2021年4月
抹黑選舉制度改革是“終結香港
選舉制度”，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及基本法的承諾云云

2021年4月
發公開信抹黑學校推行國安教育是
“斷送院校自主”、“愧對學士先
賢”

2021年7月
學生會評議會通過“哀悼刺警兇徒”
動議，美化“孤狼式”本土恐怖襲擊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港大學生會劣跡斑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港大學
生會評議會日前一致通過聲明，“感激”本
月1日於銅鑼灣刺警後畏罪自殺的兇徒梁健
輝“為香港作出的‘犧牲’”云云。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3日直言，港大學生
會評議會以聲明“哀悼”暴徒，幾乎要向他
“致敬”，令人髮指。她對此感到非常憤
怒，並認為港大應繼續採取行動，如有需
要，執法機關亦須跟進。

批向刺警者“致敬”令人髮指
林鄭月娥13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媒

體時表示，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由港大內各個
學生組織的代表組成，但竟然就一件冷血襲
擊執勤警察、想置人於死地的事件，一致通
過聲明“哀悼”該暴徒是“為香港犧牲”，
差不多是要向他“致敬”，令人髮指。

她身為行政長官、港大校監，以至是作
為普通市民，都感到非常憤怒，並對香港的
大學可以有這樣的學生評議會、這麼多學生
代表做出這樣的行為，為港大感到羞愧。

對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已“致歉”，聲稱
“收回”有關聲明，林鄭月娥認為，大學應
該繼續採取行動，若警方覺得有跟進空間，
亦可由執法機關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繼香港城大、
中大和港大早前宣布停止代學生會收取會費後，
香港理工大學生會13日表示接獲校方通知，將會
停止代收會費。該會會長胡偉權宣稱接獲“理大
管理層電郵交代”，表示學生會早前就幹事會外
務秘書黃沅琳被捕一事所發出之聲明“言辭不恰
當”，遂決定下學年開始停止協助學生會收取會

費。理大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學生會是本地獨
立註冊團體，應由學生會自行處理財政事務，包
括收會費。

據了解，理大學生會上月曾發出所謂“譴責
警方濫捕”聲明，不但涉及抹黑警方言辭，更鼓
吹學生所謂“回憶2019年至今的畫面”、“抗爭
星火終有燎原之日”等字眼，有煽暴之嫌。

理大學生會13日表示接獲通知，校方於下學
年開始停止協助學生會收取會費，胡偉權稱會方
原定於下學年實行新收費制度，現正打算尋求外
間系統公司協助收取會費。

理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張心怡稱，過往學校
代學生會收的會費涉約120萬港元，一旦校方不再
代收，將令會員人數及收入大大減少，學生會或

須自行設置攤位收集費用。
根據資料顯示，理大是第四間資助大學停

止為學生會代收會費。城大去年8月表示，學
生會財務管理情況持續欠佳，不再為學生會代
收會費；中大今年2月表示，當時的學生會候
選內閣“朔夜”，其言論影響校譽，利用校園
作為政治宣傳的平台，決定暫停代收學生會會
費；今年4月，香港大學批評學生會近年行事
日趨政治化，公開發表煽動性並可能涉及違法
的言論，宣布停止代收會費。

馮煒光：校方主導推代表 免“洩密”鬧劇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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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學生會言辭不當 理大停代收會費

根據港大學生會的憲章，其宗旨本應是要為同學提供
福利；保障同學和學校的整體利益；樹立學生團體

在社會的角色，促進香港發展。惟近年學生會的言行卻與
初衷漸行漸遠，不但未有顧全學生、學校、香港的利益，
反而不斷濫用學生會名義和資源作激進政治宣傳，鼓動學
生參與違法暴力行為（見表），不斷挑戰法律底線。

港大學生會泥足深陷，港大校方今年已多次發出
勸喻，希望同學深刻反省。今年2月，港大學生會在校
舉辦“獨”人紀錄片放映會，校方表明經徵詢法律意
見後，憂慮有多處不符合法例規定的地方，勸喻學生
會認真考慮在校園放映影片可能引起的公共安全問題
和潛在的法律後果。惟學生會不但未有理會，反將校
方的善意提醒，描述為“威迫”、“打壓學生言論自
由”，甚至對校方“予以譴責”，迫使港大決定重新
審視一直以來為學生會提供的各種安排，以釐清責
任。

今年4月，港大學生會先後兩度發表播“獨”聲
明，抹黑全國人大確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框架，鼓
吹所謂“守護本土文化”、等候“我城重光”，又抹
黑香港國安法及大學國安教育。港大嚴正聲明，學生
會發表關於政制的言論，不能代表全體學生，更不能
代表香港大學的立場。

港大其後進一步指出，學生會行事日趨政治化，
多次利用校園作為政治宣傳的平台，公開發表煽動性
並可能涉及違法的言論，對大學作出失實指控，破壞
多年來與校方建立的互信，令大學的整體利益和聲譽
受損。因此，校方決定不再代學生會收取會員費用；
不再為學生會提供財務管理服務；收回學生會會址及
其他設施的管理權，並會因應情況在有需要時採取進
一步措施。

學生會曾被“制裁”一度趨低調
上述“制裁”措施一度令港大學生會對外承諾會

“收斂”、“低調”、“不會主動舉辦違法的活動”云
云。豈料事隔短短兩個月，有關人等竟通過所謂“哀
悼”刺警兇徒梁健輝的煽恐議案，保安局即表示涉事者
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亦透露，
校方將考慮開除涉事學生，並歡迎國安部門調查。

籲同學回歸理性致力學業
直至13日，港大終忍無可忍，第二次就事件發表聲

明，強烈譴責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公然美化暴力的嚴重不當
行為，挑戰社會的道德底線，損害整體港大社群的聲譽
和利益，宣布不再承認香港大學學生會（作為獨立註冊社
團）現有在校內的角色；同時按大學程序嚴肅調查學生會
評議會事件，並根據調查結果，對涉事學生作進一步處
理。校方將設立專責團隊，協調和處理學生的各類事
務，保障正常的學生活動不受影響。大學呼籲同學們應回
歸理性，秉持正確的價值觀，致力學業，為社會作出貢
獻。

打擊打擊暴恐暴恐

促 踢 出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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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調查局今天表示，臉書日前流
傳高端COVID-19疫苗二期實驗曾死過人等不
實訊息，經查為王姓男子所為，將依違反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移送
地檢署偵辦。

法務部調查局新聞稿指出，臉書日前謠傳
「陳培哲怒嗆：高端二期曾死過人」 等不實圖

文訊息，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6月間說明，二期臨床試驗數據結果並未發生
與疫苗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中研院院士陳培
哲也透過媒體否認曾說過 「高端實驗死過人」
。

案經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溯源，發現是一
名王姓男子散布高端疫苗二期試驗有人死亡等
不實訊息，但王男兩度拒絕到案說明；調查局
認為，不實訊息恐引發民眾恐慌、影響防疫政
策，仍將王男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此外，彰化縣調查站查出陳姓男子涉嫌在
臉書散布不實的台北市大同區防疫旅館名單，
約談陳男到案後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新北市
調查處也查出，陳姓女子散布新北市樹林區一
家診所因3人確診而休診的不實訊息，將移送
新北檢偵辦。

調查局表示，COVID-19（2019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嚴峻，但不實訊息仍在網路流竄，
提醒民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第14條已規範散播不實疫情訊息將負
刑事責任，呼籲民眾謹慎識別網路假訊息、預
先查證，切勿轉傳不實訊息以免誤蹈法網。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第14 條規定，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流行疫情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假訊息高端疫苗二期試驗死過人 男遭調查局送辦

（中央社）全國疫情持續3級警戒，移民
署今天表示，針對在台停居留效期即將到期者
，實施暫緩臨櫃辦理延期措施，並暫緩辦理外
來人口居留證及資料異動登記臨櫃案件，待疫
情舒緩後再補辦。

因應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3級警戒持續至7月26日，移民署今天發布
新聞稿表示，為避免接觸、人流移動，以及兼
顧外來人口的安全和權益保障，除對居留效期
即將到期者，已實施自動延長居留期間30日的
措施。

同時，入境後首次申辦居留證、在台經外
交部領事事務局核發居留簽證及辦理居留資料
變更登記等案件，也暫緩臨櫃辦理，並回溯自
5月15日起實施，只要於疫情降至2級警戒的
30日內，再到服務站辦理居留手續即可。

移民署指出，對於外來人口的停留效期即
將到期及原經移民署許可延長離台者，也可暫
時不用到服務站辦理延期停留及離台手續，待
疫情降至2級警戒的隔天起10日以內，符合延
期資格的外來人口再準備相關文件到站補辦延
期停留。

為簡化民眾申辦手續，移民署表示，不符
合申請延期停留及離台規定的外來人口，在疫
情降至2級警戒的隔天起10日以內，直接到機
場辦理相關手續後即可離境，該段期間都不算
逾期居留或停留，也不必到服務站辦理離台手
續。

此外，為落實人流管理，移民署說，仍將
視個案審酌，針對在台有違法（規）或有因違
（異）常情形而遭限令出國（境）對象，不適
用上述相關措施，需依限離境。

3級警戒持續 移民署暫緩停居留臨櫃辦理

（中央社）拉法葉艦案，最高法院裁准沒收
汪傳浦家人本金3億多美元犯罪所得確定，其他
金額發回更裁；高院更一審今天裁定，准許檢察
官聲請沒收追徵本金加孳息5億2074萬美元，
可抗告。

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指出，本金原本為4億
8719 萬 2808.72 美元，其中本金 3億 1253 萬
9913.44美元沒收已確定，不在本件審理範圍；
僅就檢方聲請沒收本金1億7465萬2895.28美
元以及4億8719萬2808.72美元的孳息，為審
理範圍。

更一審開庭期間，汪家律師、檢方爭辯孳息

金額計算方式，應由那個時間點開始計算，多年
累計下來孳息已為鉅額。

更一審合議庭今天認定，孳息應從2017年
計算，金額為3億4609萬5750.55美元，並認
為沒收本金1億7465萬2895.28美元無誤，經2
個金額相加，准許檢察官聲請沒收追徵本金加孳
息5億2074萬8645.83美元，可抗告。

全案緣於，前特偵組在民國105年7月1日
、刑法沒收新制上路首日追討拉法葉艦案犯罪所
得，向法院聲請單獨宣告沒收已故軍火商汪傳浦
的妻子葉秀貞、4名子女及3家境外公司資產，
本金與孳息共9.6億餘美元。

拉法葉案沒收3億美元後 高院更一審再沒收5億美元

（中央社）梁姓男子到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急診，疑因不耐等候而揚言， 「我是
不是應該拿一把槍把她幹掉」 ，恐嚇護理師，
士檢日前依醫療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等罪嫌起訴梁男。

士林地檢署起訴書指出，梁姓男子5月12

日到北市聯醫陽明院區急診，面對歐姓護理師
詢問是否曾就診等問題時，因不耐等候大聲咆
哮， 「我是不是應該拿一把槍把她幹掉，在問
什麼東西」 ，導致在場的護理師與醫師心生畏
懼。

陽明院區張姓護理長當場制止梁姓男子，

梁男仍持續大聲咆哮，使醫護無法繼續照護病
人及看診；案經歐姓護理師報警處理，警方調
閱急診室監視器錄影錄音檔案，鎖定梁姓男子
涉嫌移送法辦。

梁男供稱，當天因等候將近2小時還沒輪
到他，想要退掛號，且身體不適需要協助才情

緒失控出言挑釁。
檢察官勘驗監視器影錄音檔案後，認為梁

男犯罪嫌疑重大，日前偵結全案，依刑法恐嚇
危害安全罪嫌及醫療法起訴。

男子涉恫嚇槍殺護理師士檢依醫療法起訴

COVID-COVID-1919疫苗持續擴大接種疫苗持續擴大接種
隨著台灣取得的隨著台灣取得的COVID-COVID-1919疫苗增加疫苗增加，，各縣市也持續擴大接種對象各縣市也持續擴大接種對象，，加速大規模的有序施加速大規模的有序施

打打。。圖為圖為1414日台北市台大醫院接種站民眾接種情形日台北市台大醫院接種站民眾接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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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幣政策影響較小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3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實施全面降

準，加之美聯儲釋放收緊政策的信

號，外界關注中國貨幣政策是否就此

轉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孫國峰13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下一階段，中國貨幣政策將堅持以我

為主、穩字當頭，堅持正常貨幣政

策，堅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主要

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把握

好政策力度和節奏，兼顧內外均衡，

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

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孫國

峰還認為，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

幣政策影響較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
金融統計數據金融統計數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表示，要統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經濟運行，
着力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
穩定性，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強前瞻性精
準性，加強區間調控，做好跨周期調節。

着眼長遠 做好跨周期調節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在周一召開的經濟

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今年
以來經濟運行穩中加固，符合預期，就業前景
向好，但國內外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李克強表
示，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做好跨周期調
節，應對好可能發生的周期性風險。確保完成
全年主要目標任務，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他並表示，近期實行的降準措施，要注
重支持中小微企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幫助
緩解融資難題。優化營商環境，讓中小微企
業在公平競爭中有更多選擇和成長空間；用
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外貿
穩定增長。

李克強：
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孫國峰說，去年2-4月，由於疫情對內地經
濟衝擊較為嚴重，貨幣政策應對力度是比

較大的。去年5月以後，貨幣政策力度就逐漸轉
為常態，今年上半年已經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
態，在全球宏觀政策中保持領先態勢。

降準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經濟

體之間的經濟和金融相互影響，但由於疫情防
控和經濟恢復存在時間差，因此美國貨幣政策
和中國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操作也是很正常
的。”孫國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此次降準主要是為了優化金融機構的資金結
構、提升金融服務能力、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流動性操
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發生改變。”

金融市場保持平穩運行
對於近期市場上關於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

的討論，孫國峰指出，從中國金融市場來看，
中國的十年期國債利率目前在3%左右，比前期
有所下降，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金融市場保持
平穩運行，經濟也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因此關
於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討論對中國貨幣政策、
金融市場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下一步，人民銀
行將以我為主開展國際宏觀政策協調，共同發出
正面聲音，促進全球經濟穩定恢復。”

具體分析下一步貨幣政策，他指出，總量
上，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同名義經
濟增速基本匹配；結構上，支持中小企業綠色
發展、科技創新；價格上，鞏固貸款實際利率
下降成果，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PPI有望下季和明年趨降
對於近期PPI（工業品價格指數）上漲較

快，孫國峰說這既有去年同期疫情衝擊導致PPI
負增長形成的低基數因素，也有國際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輸入性影響。對於年內PPI階段性上

行，應當客觀看待。一方面，這是在去年低基
數基礎上的高讀數；另一方面，歷史上PPI指標
本身波動就相對較大，在數月內階段性的下探
或者衝高的現象也並不少見。對PPI的觀察應該
連續三年，當前中國PPI走高是階段性的，今年
二三季度可能維持相對高位，隨着基數效應逐
步消退和全球供給恢復帶來的輸入性影響減
弱，PPI有望在今年4季度和明年趨於回落。

人行新聞發言人、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
在會上表示，上半年金融總量適度增長，流動
性合理充裕，6月末社融餘額增速11%與上月末
基本持平，與名義增長的增速基本匹配，總體
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與經濟發展相
適應。上半年小微企業新發貸款合同利率
5.18%，分別比上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低0.3個
和1.06個百分點，製造業貸款合同利率4.13%，
比上年同期低0.25個百分點。6月末普惠小微貸
款餘額17.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比
同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2021年上半年金融數據
● 6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

8.6%，比2020年同期低2.5個
百分點

● 社會融資規模累計增量為17.74
萬億元人民幣，比2020年同期
少3.13萬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貸款12.76萬億元，
同比多增6,677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存款14.05萬億元，
同比少增5,064億元人民幣

● 6月末普惠小微貸款餘額17.7萬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31%，比同
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整理：記者 海巖

：
人
行堅持穩字當頭以我為主

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幣政策影響較小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3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實施全面降

準，加之美聯儲釋放收緊政策的信

號，外界關注中國貨幣政策是否就此

轉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孫國峰13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下一階段，中國貨幣政策將堅持以我

為主、穩字當頭，堅持正常貨幣政

策，堅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主要

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把握

好政策力度和節奏，兼顧內外均衡，

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

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孫國

峰還認為，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

幣政策影響較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
金融統計數據金融統計數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表示，要統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經濟運行，
着力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
穩定性，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強前瞻性精
準性，加強區間調控，做好跨周期調節。

着眼長遠 做好跨周期調節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在周一召開的經濟

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今年
以來經濟運行穩中加固，符合預期，就業前景
向好，但國內外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李克強表
示，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做好跨周期調
節，應對好可能發生的周期性風險。確保完成
全年主要目標任務，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他並表示，近期實行的降準措施，要注
重支持中小微企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幫助
緩解融資難題。優化營商環境，讓中小微企
業在公平競爭中有更多選擇和成長空間；用
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外貿
穩定增長。

李克強：
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孫國峰說，去年2-4月，由於疫情對內地經
濟衝擊較為嚴重，貨幣政策應對力度是比

較大的。去年5月以後，貨幣政策力度就逐漸轉
為常態，今年上半年已經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
態，在全球宏觀政策中保持領先態勢。

降準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經濟

體之間的經濟和金融相互影響，但由於疫情防
控和經濟恢復存在時間差，因此美國貨幣政策
和中國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操作也是很正常
的。”孫國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此次降準主要是為了優化金融機構的資金結
構、提升金融服務能力、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流動性操
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發生改變。”

金融市場保持平穩運行
對於近期市場上關於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

的討論，孫國峰指出，從中國金融市場來看，
中國的十年期國債利率目前在3%左右，比前期
有所下降，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金融市場保持
平穩運行，經濟也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因此關
於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討論對中國貨幣政策、
金融市場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下一步，人民銀
行將以我為主開展國際宏觀政策協調，共同發出
正面聲音，促進全球經濟穩定恢復。”

具體分析下一步貨幣政策，他指出，總量
上，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同名義經
濟增速基本匹配；結構上，支持中小企業綠色
發展、科技創新；價格上，鞏固貸款實際利率
下降成果，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PPI有望下季和明年趨降
對於近期PPI（工業品價格指數）上漲較

快，孫國峰說這既有去年同期疫情衝擊導致PPI
負增長形成的低基數因素，也有國際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輸入性影響。對於年內PPI階段性上

行，應當客觀看待。一方面，這是在去年低基
數基礎上的高讀數；另一方面，歷史上PPI指標
本身波動就相對較大，在數月內階段性的下探
或者衝高的現象也並不少見。對PPI的觀察應該
連續三年，當前中國PPI走高是階段性的，今年
二三季度可能維持相對高位，隨着基數效應逐
步消退和全球供給恢復帶來的輸入性影響減
弱，PPI有望在今年4季度和明年趨於回落。

人行新聞發言人、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
在會上表示，上半年金融總量適度增長，流動
性合理充裕，6月末社融餘額增速11%與上月末
基本持平，與名義增長的增速基本匹配，總體
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與經濟發展相
適應。上半年小微企業新發貸款合同利率
5.18%，分別比上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低0.3個
和1.06個百分點，製造業貸款合同利率4.13%，
比上年同期低0.25個百分點。6月末普惠小微貸
款餘額17.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比
同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2021年上半年金融數據
● 6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

8.6%，比2020年同期低2.5個
百分點

● 社會融資規模累計增量為17.74
萬億元人民幣，比2020年同期
少3.13萬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貸款12.76萬億元，
同比多增6,677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存款14.05萬億元，
同比少增5,064億元人民幣

● 6月末普惠小微貸款餘額17.7萬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31%，比同
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整理：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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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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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20212021年年77月月22日日,,美國德州參議員美國德州參議員John WhitmireJohn Whitmire專程參加美南新專程參加美南新
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髮起的德州少數族裔傳媒聯盟準備會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髮起的德州少數族裔傳媒聯盟準備會
，，並參觀美南新聞總部並參觀美南新聞總部。。圖為社區資源中心主任圖為社區資源中心主任 TinaTina 與與 JohnJohn
WhitmireWhitmire參議員參議員、、李蔚華主席李蔚華主席、、美南電視新聞主播美南電視新聞主播Sky DongSky Dong合合
影影。。

20212021年年77月月33日日，，疫情期間開幕的位於德州糖城的怡茗軒茶室喜疫情期間開幕的位於德州糖城的怡茗軒茶室喜
迎迎HotMamaHotMama全球品牌創始人陳鐵梅全球品牌創始人陳鐵梅、、華星藝術團鮑玲團長華星藝術團鮑玲團長、、幸幸
福讀書會福讀書會Cindy ChenCindy Chen等休斯敦上流社會有品位的氣質美女和嘉等休斯敦上流社會有品位的氣質美女和嘉
賓光顧品茶賓光顧品茶，，消磨時光消磨時光，，品味人生品味人生。。譚秋晴市議員譚秋晴市議員、、德州藝術德州藝術
委員會委員張文華法官委員會委員張文華法官、、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張亦勤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張亦勤、、20212021年年
國慶晚宴副主席陳皙晴國慶晚宴副主席陳皙晴、、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藝術家藝術家
20182018HotMamaHotMama活力組全球亞軍閆亦修活力組全球亞軍閆亦修、、電影新星電影新星Nancy XieNancy Xie等等
均受邀出席均受邀出席。。

20212021年年77月月33日日，，休斯敦馳名攝影家媒體人賈忠老師在怡茗軒茶休斯敦馳名攝影家媒體人賈忠老師在怡茗軒茶
室喜迎室喜迎20212021擁抱春天主席擁抱春天主席、、美國天使資產管理集團董事長王曉美國天使資產管理集團董事長王曉
芬女士芬女士。。

20212021年年77月月44日日，，休斯敦愛心組織休斯敦愛心組織CARECARE在在SharpstownSharpstown停車場停車場
舉行一年一度的慶祝美國國慶節活動舉行一年一度的慶祝美國國慶節活動。。西南管理區執行主任西南管理區執行主任
Alice LeeAlice Lee、、愛心組織創會會長黃登陸愛心組織創會會長黃登陸、、OCAOCA 休斯敦執行主任休斯敦執行主任
Debbie ChenDebbie Chen、、梨城華人協會負責人梨城華人協會負責人BrianBrian等在展位區合影等在展位區合影。。

20212021年年77月月44日日，，休斯敦愛心組織休斯敦愛心組織CARECARE
在在SharpstownSharpstown停車場舉行一年一度的慶祝停車場舉行一年一度的慶祝
美國國慶節活動美國國慶節活動。。陳榮和水彩畫會在現場陳榮和水彩畫會在現場
贊 助 並 舉 行 義 賣贊 助 並 舉 行 義 賣 。。 圖 為 陳 榮 和 女 兒圖 為 陳 榮 和 女 兒
Yvonne ChenYvonne Chen 在攤位上展示在攤位上展示 Charity Sales,Charity Sales,
義賣獻愛心義賣獻愛心。。

20212021年年77月月44日日，，休斯敦愛心組織休斯敦愛心組織CARECARE在在SharpstownSharpstown停車場舉行一年一度的慶停車場舉行一年一度的慶
祝美國國慶節活動祝美國國慶節活動。。華裔時尚團體華裔時尚團體East Pearl TroupEast Pearl Troup受邀前往表演服裝秀受邀前往表演服裝秀。。

20212021年年77月月88日日，，世界名人網電視台台長裴習梅特約專訪休斯敦世界名人網電視台台長裴習梅特約專訪休斯敦
著名籃球教練著名籃球教練Coach Stephon LearyCoach Stephon Leary。。 Coach Stephon LearyCoach Stephon Leary也是著也是著
名紐約暢銷書作家和勵志演說家名紐約暢銷書作家和勵志演說家，，影響了無數的青少年影響了無數的青少年。。 ..

20212021年年77月月44日日，，剛剛連任成功的剛剛連任成功的StaffordStafford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
晴女士又馬不停蹄地邀請福遍郡各城市政要密蘇里市市長晴女士又馬不停蹄地邀請福遍郡各城市政要密蘇里市市長
Robin ElackattRobin Elackatt、、剛剛在剛剛在StaffordStafford市併購旅館的社區領袖賴李迎霞市併購旅館的社區領袖賴李迎霞
以及媒體出席一年一度的美國國慶節音樂會以及媒體出席一年一度的美國國慶節音樂會，，欣賞璀璨迷人的欣賞璀璨迷人的
煙花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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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故事

美南工商

马云背后的男人

马云和阿里的成功，不仅仅是背后

有无数女人的支持，在最关键的时刻，

还有一个男人的帮助。

至今这个男人还站在马云的背后，

在大家都不知道马云现在究竟去了哪里

，在做什么的时候，是他笑着对美国记

者说：“马云现在很好，在画画。”并

且开玩笑说：有机会我把他的画拿给你

看看。

他就是阿里巴巴的财务总监、联合

创始人蔡崇信。

有人说，在马云遇到麻烦之后，蔡

崇信将取代马云成为阿里台前的人物。

这个相比起马云十分低调的人物，临危

受命，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知道阿里

和马云现在真实的处境。

现在我们就来讲蔡崇信的故事。

1999年，马云刚刚花3000美元从一

个加拿大人手里买下了alibaba域名，带

着十几个人在杭州租了一个民房，开始

了人生第四次创业。

此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知互

联网为何物，马云这伙人常常被邻居当

成传销组织，一旦小区发生了什么失窃

案件，警察都是直接上门来查看这伙

“可疑份子”。但后来阿里的人将马云

和一些领导的合影贴在进门的墙上之后

，警察也就不再来了。

但是在国外，互联网的潜力已经被

各个投资机构看重，华人杨致远参与创

建的雅虎，此时已经有了巨头的雏形。

所以当马云跑到国外去融资的时候，他

不仅受到了资本市场的欢迎，也被身为

某私募基金亚太区副总的蔡崇信相中。

蔡崇信不仅仅是一手促成了马云在

海外第一笔融资的成功，更是“以身相

许”，辞去了华尔街年薪百万的工作，

跑去跟马云一起创业，成为了阿里巴巴

的财务总监。

阿里巴巴几个重要的融资，都是由

蔡崇信谈下来的。

他刚刚到阿里，就又说服了高盛集

团投了500万美元。2000年互联网泡沫

时期，全球投资机构都对互联网失望透

顶，不愿也不敢再轻易投资，许多互联

网企业就这样“夭折”。阿里巴巴

当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这个

关键时刻，是蔡崇信说服了日本华

人富豪孙正义，将2000万美金的救

命钱打到了阿里的账上，使得阿里

渡过了难关，这才有了3年之后上

线的淘宝网。

多年来，蔡崇信隐身幕后，而

马云在台前慷慨激昂，成为中国互

联网教父、中国首富、“马爸爸

”……而蔡崇信却很少像马云那样

“语出惊人”，他思维缜密、谈吐

儒雅、说话做事滴水不漏。

他唯一被公众熟知的事情就是

喜欢买球队，目前是NBA球队篮网

队、WNBA纽约自由人队的老板。

而面对外国记者的刁钻问题，他谈

笑风生，水平不知道比那些外国记

者高到哪里去了。

这些，都和蔡崇信的家族、经历密

切相关。

被马云的人格魅力感染富家公子愿追随

1964年，蔡崇信出生在中国台湾台

北市，他的父亲、祖父都是律师。这个

律师世家于1949年从上海迁来台北，在

台北创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成为当

地的名流家族。

进入到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老

蒋”的去世，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中国台湾社会暗流涌动、人心思变，许

多人为了保险起见，纷纷开始移民海外

。

1977年，13岁的蔡崇信随着父母移

民美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在耶鲁大学

取得了经济学和法学博士学位，随后进

入华尔街知名的商务律师事务所“苏利

文与克伦威尔”，担任税务律师。

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按照父辈的路走

下去，成为一位知名律师，创建自己的

律所，在他29岁的时候，他转行投身到

了金融业，先是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

后来又跳槽到投资阿里的那家基金，并

且迁居到了香港，成为亚太区的副总。

1999年，35的蔡崇信遇到了和他同

年的马云，表达了自己想要加入阿里的

意愿。在马云看来，当时蔡崇信一年的

工资，都可以买下10个阿里了，他还是

邀请蔡崇信到杭州看看再做决定。

当马云为蔡崇信推开阿里的门，那

一刻他还是愣住了。一间民房里黑压压

坐了十几个人，像着了魔一样认真工作

，旁边的房间里还堆放着卷起的地铺。

当时中国大陆的传销组织遍地开花，阿

里的情况看起来就跟传销没啥区别，如

果不是事先对马云有所了解，我估计蔡

崇信看到这一幕之后肯定会掉头就走。

蔡崇信决心已下，立刻就跟妻子说

自己那边不干了，要加入阿里巴巴。妻

子当时都懵了，以为蔡崇信是不是疯了

？但是在蔡崇信坚定的态度下，妻子还

是同意了，因为他说，如果不让他加入

阿里，他将后悔终生。

蔡崇信之所以如此坚决要和马云合

作，除了对中国互联网未来的看好，更

重要的是被马云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他跟妻子说，想要说服一个人跟随

自己都很困难，但是马云却可以说服18

个人跟随他，可见他的领导力。

另外，当他询问马云股东名单的时

候，马云直接把18个人的名字都发给了

他。“18个人都在上面。虽然他们都是

马云的学生，但马云把他们看作创始人

和伙伴。与同伴分享，这在创始人中可

不常见，我就动心了。”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不管马云现

在被舆论如何评价，但有一点是毋庸置

疑的，就是他在商业上的能力和极强的

感染力。这样的人，能够吸引来蔡崇信

加入，也就合情合理了。

蔡崇信决定加入，其实也不是孤注

一掷的，就算阿里创业失败了，他的后

路也远比马云要多。

他的妻子吴明华，也是出身名门，

她的祖父是“台南帮”大佬、上市公司

创始人、前台北市市长吴三连，家族产

业兴旺。蔡崇信当时的想法是，失败了

大不了再回去当律师嘛。这更像是一个

富贵公子哥给自己几年时间来体验生活

。

像蔡崇信这样冷静理性的人，尽管

被马云所感染，但也不会完全不计后果

的。

接下来蔡崇信从零开始，帮着阿里

搭建财务体系。后来那些全部财务自由

，成为创业大神的阿里“十八罗汉”，

就是从蔡崇信的手里接过了中英文两份

股权分配书，成为除马云极具感染力的

人格魅力下，最能激励他们的实质东西

。

此后阿里的几个重要融资，都是蔡

崇信一手促成，这个前面说过就不再说

了，蔡崇信为马云做的另一件非常重要

的事情，就是在阿里上市之后，拿出了

2%的股权，折合人民币240亿，在新加

坡成立了公益基金。这笔基金后来随着

阿里股份上涨也涨到了1200亿元，成为

了蔡崇信和马云向境外转移资金的最佳

合法途径。

这也是蔡崇信为自己和马云留下的

后路，马云有这样一位律师、投资人、

财务总监作为合作伙伴，就好比同时拥

有了“卧龙凤雏”。

滴水不漏的华人富豪

蔡崇信，作为一个在美国读书、工

作生活多年的华人，他只拿了美国绿卡

却并没有选择加入美国国籍，而是选择

入籍加拿大，目前以116亿美元的身家

位列加拿大第二富豪。

另外他长居香港，就和李嘉诚一样

，虽然都拿着加拿大的护照，但只对其

在香港境内取得的收入征税，而且还可

以通过一系列操作使得海外的投资收益

不用交税。

可说，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蔡崇

信从来都是“滴水不漏”，这才是阿里

巴巴财务总监必须具备的素质。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以预见的

是，蔡崇信将顺应时势，承担更多的责

任，从阿里的幕后走向台前，毕竟马云

现在最大的兴趣是画画。

在被问及阿里现在的真实状况时，

他说：“阿里头顶的乌云已经散去”。

滴水不漏的华人富豪，
阿里巴巴的“第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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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家庭醫生選擇攻略及醫保知識家庭醫生選擇攻略及醫保知識((下下))
在美國，有一個熟悉、信得

過的家庭醫生（初級保健醫生）
是守護您和家人健康的重要環節
。很多新移民或搬家、換保險的
朋友，都面臨過選擇家庭醫生的
問題。上期我們分享了家庭醫生
的分類、職責和轉診知識，本期
介紹選擇家庭醫生的八個註意事
項。

一、了解清楚健康保險類型
最常見的有 HMO 和 PPO。

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
nization)，投保人要指定家庭醫
生，日常疾病和常規篩查可以直
接找家庭醫生，看專科則需要由
家庭醫生推薦轉診（referral）給
醫療網內專科醫生，否則保險不
報銷。HMO只涵蓋網絡內診所
和醫生提供的服務（緊急情況除
外），保費相對較便宜。

PPO（Preferred Provider Or-
ganization)：不需要指定家庭醫
生，可以在和保險公司有合約的
醫生、醫院內自由選擇。保險計
劃包括醫療網絡內和網絡外的服

務，但使用網絡內診所和醫生提
供的服務的話，自付費用會少很
多，看專科不需要家庭醫生推薦
轉診；但使用醫療網絡外服務可
能需要先自付費用，然後填表提
交資料證明向保險公司申請返款
，PPO計劃的保費一般較貴。為
了方便，PPO保險公司也會推薦
一名家庭醫生，或者有些用PPO
保險的民眾，也會為自己找一個
家庭醫生。

二、確認醫療網絡情況
對於需要選擇家庭醫生的醫

保計劃比如HMO，請確認您的
家庭醫生在保險公司的醫療網絡
內，可直接致電家庭醫生診所前
臺確認該醫生是否接受您的保險
計劃，也可以到保險公司網站或
撥打客服電話查詢。因為大多數
健康計劃都與您所在地區的某些
醫生協商了特殊的折扣費率，所
以您訪問這些網絡內醫生的自付
費用會更少。請在家庭醫生診所
就診前，確認保險公司已完成家
庭醫生分配和生效日期等信息。

三、了解口碑聲譽和專業認
證

可以咨詢當地生活時間較長
的朋友、同事等，查詢醫生教育
、從業背景或評價，還可以請您
已經認識並信任的醫生推薦。

如果您想與經過專門培訓以
處理特定人群或醫療狀況的初級
保健醫生合作，您可以檢查該醫
生是否獲得了該領域的 Board
Certification，以驗證他們是特定
領域的專家。美國醫學專業委員
（The American Board of Medi-
cal Specialties, 簡稱ABMS）會有
一個可搜索的經認證的醫生數據
庫 ， 稱 為 Certification Matters
(www.certificationmatters.org/)。
Medicare 還 提 供 了 Physician
Compare 工 具 (www.medicare.
gov/physiciancompare )，可幫助
您找到專門從事某一專業領域的
醫生。
如果您有保險，您的保險公司也
可能會提供排名或評級系統，以
便您可以輕松找到所在地區提供

優質護理的醫生。
四、了解是否接受新病人
有的家庭醫生如果現有客戶

較多，有可能暫停接受新病人，
建議打電話到診所前臺提前確認
。

五、了解語言溝通
您需要能夠與醫生進行清晰

的交流，因此請了解家庭醫生精
通何種語言，以確保能夠相互理
解。另外，請觀察醫生是否花時
間傾聽您的問題並耐心回答，是
否會忽略您的顧慮或經常打斷您
，有沒有用您能理解的方式解釋
。

六、了解距離和可得性
盡量采取就近原則，這樣會

大大方便就診，並請了解醫生診
所的營業時間是幾點，是否提供
晚間、周末服務，一般需要提前
多久預約，是否提供在線建議或
評估，是否有在線患者中心供預
約、填表、重新配藥、與辦公室
溝通等方便省時的服務。

七、觀察友好和專業程度

訪問診所和面對面溝通更能
真正讓您感受到是否選擇了合適
的醫生。例如您與醫生和護士相
處時的舒適度，診所的清潔度和
現代性，前臺與客戶溝通的效率
與友好性，到達後等待看醫生需
要多長時間，等等。

八、了解診所的檢查類型
詢問是否會在診所進行實驗

室檢查、X 光檢查和小手術等，
有的初級保健醫生可以在診所執
行此類檢查。

此外，建議您了解以下醫保
計劃要點以順暢就診：
• 確保您了解您的福利和覆蓋
範圍。
• 醫療保險不是牙科或視力保
險。牙科和視力保險需要另外咨
詢購買。
• 請確保您的醫生和醫療設施
是在保險公司醫療網絡內。網絡
外護理會非常昂貴。
• 如果您的計劃是HMO，您需
要選擇家庭醫生，並需要轉診看
專科醫生。

• 如果您需要住院、手術或其
他非急診類相關醫療程序,請提
前致電您的保險公司要求批準。
保險公司客服一般都提供翻譯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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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聯系，免費咨詢。
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信
： 12149718026， Email:IN-
FO@BENEF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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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行堅持穩字當頭以我為主

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幣政策影響較小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3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實施全面降

準，加之美聯儲釋放收緊政策的信

號，外界關注中國貨幣政策是否就此

轉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孫國峰13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下一階段，中國貨幣政策將堅持以我

為主、穩字當頭，堅持正常貨幣政

策，堅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主要

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把握

好政策力度和節奏，兼顧內外均衡，

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

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孫國

峰還認為，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

幣政策影響較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
金融統計數據金融統計數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表示，要統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經濟運行，
着力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
穩定性，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強前瞻性精
準性，加強區間調控，做好跨周期調節。

着眼長遠 做好跨周期調節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在周一召開的經濟

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今年
以來經濟運行穩中加固，符合預期，就業前景
向好，但國內外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李克強表
示，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做好跨周期調
節，應對好可能發生的周期性風險。確保完成
全年主要目標任務，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他並表示，近期實行的降準措施，要注
重支持中小微企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幫助
緩解融資難題。優化營商環境，讓中小微企
業在公平競爭中有更多選擇和成長空間；用
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外貿
穩定增長。

李克強：
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孫國峰說，去年2-4月，由於疫情對內地經
濟衝擊較為嚴重，貨幣政策應對力度是比

較大的。去年5月以後，貨幣政策力度就逐漸轉
為常態，今年上半年已經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
態，在全球宏觀政策中保持領先態勢。

降準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經濟

體之間的經濟和金融相互影響，但由於疫情防
控和經濟恢復存在時間差，因此美國貨幣政策
和中國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操作也是很正常
的。”孫國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此次降準主要是為了優化金融機構的資金結
構、提升金融服務能力、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流動性操
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發生改變。”

金融市場保持平穩運行
對於近期市場上關於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

的討論，孫國峰指出，從中國金融市場來看，
中國的十年期國債利率目前在3%左右，比前期
有所下降，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金融市場保持
平穩運行，經濟也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因此關
於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討論對中國貨幣政策、
金融市場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下一步，人民銀
行將以我為主開展國際宏觀政策協調，共同發出
正面聲音，促進全球經濟穩定恢復。”

具體分析下一步貨幣政策，他指出，總量
上，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同名義經
濟增速基本匹配；結構上，支持中小企業綠色
發展、科技創新；價格上，鞏固貸款實際利率
下降成果，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PPI有望下季和明年趨降
對於近期PPI（工業品價格指數）上漲較

快，孫國峰說這既有去年同期疫情衝擊導致PPI
負增長形成的低基數因素，也有國際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輸入性影響。對於年內PPI階段性上

行，應當客觀看待。一方面，這是在去年低基
數基礎上的高讀數；另一方面，歷史上PPI指標
本身波動就相對較大，在數月內階段性的下探
或者衝高的現象也並不少見。對PPI的觀察應該
連續三年，當前中國PPI走高是階段性的，今年
二三季度可能維持相對高位，隨着基數效應逐
步消退和全球供給恢復帶來的輸入性影響減
弱，PPI有望在今年4季度和明年趨於回落。

人行新聞發言人、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
在會上表示，上半年金融總量適度增長，流動
性合理充裕，6月末社融餘額增速11%與上月末
基本持平，與名義增長的增速基本匹配，總體
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與經濟發展相
適應。上半年小微企業新發貸款合同利率
5.18%，分別比上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低0.3個
和1.06個百分點，製造業貸款合同利率4.13%，
比上年同期低0.25個百分點。6月末普惠小微貸
款餘額17.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比
同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2021年上半年金融數據
● 6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

8.6%，比2020年同期低2.5個
百分點

● 社會融資規模累計增量為17.74
萬億元人民幣，比2020年同期
少3.13萬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貸款12.76萬億元，
同比多增6,677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存款14.05萬億元，
同比少增5,064億元人民幣

● 6月末普惠小微貸款餘額17.7萬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31%，比同
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整理：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二胡演奏家王憓與國家
一級古箏大師許菱子合作舉行二胡古箏音樂會，
全場爆滿，兩位音樂大師傾力演奏，帶來美妙音
樂演奏贏得全場鼓掌，讓觀眾耳目一新。

王憓自幼跟隨父親王國潼學習劉天華十首二
胡曲，早在十幾歲就讀中央音樂學院附小時演奏
劉天華《苦悶之謳》受到好評，此次音樂會他以
《燭影搖紅》的演繹進一步體現王大師對劉天華
二胡曲的獨特理解，這首長期以來被人誤解為輕
鬆愉快的舞曲，經王大師潛心研究，樂曲的創作
背景和樂曲旋律的性格特徵，正確地詮釋了《燭
影搖紅》表現激越奮進的情感和擺脫困境的信
念，有的段落中流露了悽楚哀怨的情緒。音樂會
上王憓還演出父親王國潼的另一首保留曲目《二
泉映月》。

演奏是藝術創作的第二個過程，一首樂曲從
創作到演奏，是藝術創作過程中的兩個相輔相成
的環節，富於創新精神的演奏家在演奏過程中，
能夠對原作在藝術上進一步加工修改使之更加完
善。樂迷從這場音樂會的演出曲目中不難看出，
王憓繼承了父親對藝術進行再創造的創新精神，
當天的演出曲目中不僅有王國潼編曲的《漢宮秋

月》《陽關三疊》，還有王憓編曲的《春江花月
夜》《分飛燕》《寒鴉戲水》《昭君怨》等經典
傳統樂曲。此外，在王國潼、王憓出版的《二胡
入門》《二胡金曲》《二胡小品集》等多種二胡
教材中，亦有大量王憓定譜、改編的中外民歌、
民間樂曲、創作歌曲，王憓正是一位繼承傳統富
於創新精神的二胡演奏家。

音樂會的另一位主角許菱子曾把潮州箏曲
《寒鴉戲水》帶進歐洲音樂殿堂，其演奏音色考
究，意境深遠，風格優雅灑脫，音樂會的曲目具
有濃郁的中國風格。特別是樂曲內容表現歷史跨
度長、地域風格多樣、題材豐富，精彩紛呈。

由《布達佩斯大酒店》、《犬之島》
鬼才導演韋斯安德遜執導的電影

《法蘭西諸事週報》13日在康城舉行首
映，導演與一眾演員一字排開影大合
照，氣派十足。而一眾紅星於紅地毯上
各領風騷，《沙丘瀚戰》添麥菲查洛
美與泰達史雲頓老友鬼鬼，不單把手
放在其背上，更將頭靠在她的香肩
上，兩人還十指緊扣，十分親密，成
為傳媒捕捉的焦點。而奧雲威爾遜則與
Pulp樂隊主音Jarvis Cocker以手機玩
自拍，並舉起V字手勢。至於

男星祖狄羅（Jude Law）的模特兒女兒Iris
Law亦有現身紅地毯，並以寸頭裝示人，清
爽又自信。

黃心健《輪迴》奪VR大獎
該電影原計劃於2020年7月24日在美國

上映，但受新冠疫情影響，上映時間一再被
推遲。康城影展官方於今年5月才在推特上公
布 ， 原 訂於第73屆康城影展首映的《法

蘭西諸事週報》，將於第74
屆康城影展首映，同時
被選為正式競賽片，可
角逐金棕櫚獎。而本片
也將在2021年10月22
日正式上映。據悉，
這是一部集合劇情、
喜劇元素的電影。

另外，台灣新媒
體藝術家黃心健VR
作 品 《 輪 迴 》
（Samsara Ep.1）

上集近日從全球16部精彩入圍作品中脫穎而
出，奪下法國康城電影市場展最佳VR敘事大
獎。這是繼今年3月拿下美國西南偏南影展
（SXSW）“虛擬劇場”項目評審團最大獎
後，再獲國際獎項肯定。這是一部講述生命
輪迴的VR（虛擬實境）電影，劇情牽動着生
態、科技、資源分配與戰爭等多元議題，關
於一段人類自核毀滅後逃離地球的故事。

黃心健藉此深刻反思生命哲理，並應用
所謂“具身認知”抽象概念，以此讓觀眾轉
換到不同肉體中，進而以全新視角來體驗
《輪迴》上集片中的世界觀。

此外，康城影展發生閉門失竊案，英國
女星茱迪史密夫（Jodie Turner-Smith）早前
佩戴名牌鑽飾出席電影《After Yang》首映
禮，其後發覺珠寶於上周五在康城酒店被盜
竊，損失包括耳環和項鏈價值數萬歐元（約
值數十萬港元）的珠寶首飾，其中包括她母
親的結婚戒指。不幸中的大幸是早前活動結
束後，品牌公關已即時收回名貴飾物，否則
損失將更慘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導演韋斯安德遜（Wes An-

derson）最新作品《法蘭西諸事週報》

（The French Dispatch）13日在康城(戛納)舉

行首映，現場星光熠熠，出席卡士包括金像獎最佳

男主角艾哲倫保迪（Adrien Brody）、著名女星泰達

史雲頓（Tilda Swinton）、標梅利（Bill Murray）、

添麥菲查洛美（Timothee Chalamet）及奧雲威爾

遜（Owen Wilson）等。不過，“邦女郎”賽多

克斯（Lea Seydoux）因為新冠檢測呈陽性而

缺席。在紅地毯上，添麥菲查洛美與泰

達史雲頓表現親暱，成為傳媒

焦點。

鬼才導鬼才導演演韋韋斯斯新作康城首映新作康城首映
添麥菲添麥菲 泰泰達達紅地毯表現親暱紅地毯表現親暱

一日五餐極速增磅一日五餐極速增磅
鍾欣鍾欣潼潼新作獲讚賞新作獲讚賞

●Iris Law
以清爽形象
示人。

●《法蘭西
諸事週報》主
創們大合照。

● 標 梅 利
(左) 與女星Ly-
na Khoudri在康
城亮相。

●●添麥菲將頭靠在泰達的肩上添麥菲將頭靠在泰達的肩上。。

●● 添麥菲主動添麥菲主動
搭住泰達膊頭搭住泰達膊頭。。

●●王憓與許菱子合作舉行音樂會王憓與許菱子合作舉行音樂會，，全場爆滿全場爆滿。。

●●阿嬌在阿嬌在
新作演技新作演技
大爆發大爆發。。

與古箏大與古箏大師師許菱許菱子子合奏合奏
王王憓憓二胡繼承亦要創新二胡繼承亦要創新 王

祖
藍

王
祖
藍
自
曝
其
矮

自
曝
其
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王祖藍與李
亞男結婚雖已6年，但二人仍不時
於社交平台放閃，近日李亞男於社
交網分享了兩夫妻各自於停車場影
的照片，並留言：“高度限制可以
高一點嗎”，相中身高175cm的亞
男 ， 被 現 場 吊 住 的 “HEAD
ROOM 1.65米高度限制”的告示
牌頂住額頭，更搞到翻晒白眼。

而另一張相中，報稱身高1.62
米的祖藍站在同一位置就完全沒有
老婆被告示牌頂頭的煩惱，他還舉
起V字勝利手勢。有眼利網民就懷
疑組藍報大數，並留言：“咁睇來
祖藍好像一米六二都無啊！”

●●王祖藍王祖藍 ●●李亞男李亞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鍾欣潼（阿
嬌）早前身形暴脹，原來是為電影角色所需，甘
於為藝術而犧牲，而在近日上架的電影《河豚》
中，阿嬌亦不惜把長髮剪短，以另一形象出現。

阿嬌主演的電影《河豚》日前上架，電影
改編自真人真事，講述檢察官在審查嫌疑人
“蔣漫枝”（阿嬌飾演）利用河豚毒素殺人案
時，發現本案受害人“蔣漫枝”的丈夫“柳慕
陽”（張睿飾演）跟8年前一宗強姦案被告人
“許一城”是同一個人，由此展開了一段愛恨
糾葛，為愛救贖的故事。阿嬌拍戲一向投入，
繼早前為拍電影一日五餐極速增磅，令身形暴
脹，這次為了演好角色，不惜狠心剪掉10吋其
所喜歡的長髮，以幹練短髮造型來詮釋角色。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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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行堅持穩字當頭以我為主

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幣政策影響較小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3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實施全面降

準，加之美聯儲釋放收緊政策的信

號，外界關注中國貨幣政策是否就此

轉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孫國峰13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下一階段，中國貨幣政策將堅持以我

為主、穩字當頭，堅持正常貨幣政

策，堅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主要

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把握

好政策力度和節奏，兼顧內外均衡，

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

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孫國

峰還認為，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

幣政策影響較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
金融統計數據金融統計數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表示，要統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經濟運行，
着力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
穩定性，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強前瞻性精
準性，加強區間調控，做好跨周期調節。

着眼長遠 做好跨周期調節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在周一召開的經濟

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今年
以來經濟運行穩中加固，符合預期，就業前景
向好，但國內外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李克強表
示，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做好跨周期調
節，應對好可能發生的周期性風險。確保完成
全年主要目標任務，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他並表示，近期實行的降準措施，要注
重支持中小微企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幫助
緩解融資難題。優化營商環境，讓中小微企
業在公平競爭中有更多選擇和成長空間；用
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外貿
穩定增長。

李克強：
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孫國峰說，去年2-4月，由於疫情對內地經
濟衝擊較為嚴重，貨幣政策應對力度是比

較大的。去年5月以後，貨幣政策力度就逐漸轉
為常態，今年上半年已經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
態，在全球宏觀政策中保持領先態勢。

降準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經濟

體之間的經濟和金融相互影響，但由於疫情防
控和經濟恢復存在時間差，因此美國貨幣政策
和中國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操作也是很正常
的。”孫國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此次降準主要是為了優化金融機構的資金結
構、提升金融服務能力、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流動性操
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發生改變。”

金融市場保持平穩運行
對於近期市場上關於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

的討論，孫國峰指出，從中國金融市場來看，
中國的十年期國債利率目前在3%左右，比前期
有所下降，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金融市場保持
平穩運行，經濟也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因此關
於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討論對中國貨幣政策、
金融市場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下一步，人民銀
行將以我為主開展國際宏觀政策協調，共同發出
正面聲音，促進全球經濟穩定恢復。”

具體分析下一步貨幣政策，他指出，總量
上，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同名義經
濟增速基本匹配；結構上，支持中小企業綠色
發展、科技創新；價格上，鞏固貸款實際利率
下降成果，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PPI有望下季和明年趨降
對於近期PPI（工業品價格指數）上漲較

快，孫國峰說這既有去年同期疫情衝擊導致PPI
負增長形成的低基數因素，也有國際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輸入性影響。對於年內PPI階段性上

行，應當客觀看待。一方面，這是在去年低基
數基礎上的高讀數；另一方面，歷史上PPI指標
本身波動就相對較大，在數月內階段性的下探
或者衝高的現象也並不少見。對PPI的觀察應該
連續三年，當前中國PPI走高是階段性的，今年
二三季度可能維持相對高位，隨着基數效應逐
步消退和全球供給恢復帶來的輸入性影響減
弱，PPI有望在今年4季度和明年趨於回落。

人行新聞發言人、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
在會上表示，上半年金融總量適度增長，流動
性合理充裕，6月末社融餘額增速11%與上月末
基本持平，與名義增長的增速基本匹配，總體
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與經濟發展相
適應。上半年小微企業新發貸款合同利率
5.18%，分別比上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低0.3個
和1.06個百分點，製造業貸款合同利率4.13%，
比上年同期低0.25個百分點。6月末普惠小微貸
款餘額17.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比
同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2021年上半年金融數據
● 6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

8.6%，比2020年同期低2.5個
百分點

● 社會融資規模累計增量為17.74
萬億元人民幣，比2020年同期
少3.13萬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貸款12.76萬億元，
同比多增6,677億元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存款14.05萬億元，
同比少增5,064億元人民幣

● 6月末普惠小微貸款餘額17.7萬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31%，比同
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整理：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中國欖球協會近日在官網公布了中

國女子欖球隊參加東京奧運會的 13

名運動員名單，她們是劉瀟倩、陳

可怡、徐曉燕、王婉鈺、楊飛飛、

唐銘琳、谷瑤瑤、閆美玲、于曉

明、吳娟、楊敏、阮洪婷、于麗

萍。該 13名中國姑娘將首次登上奧

運舞台，首要目標是小組出線。

參
賽
名
單
確
定

力
爭
小
組
出
線

體 育 新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5

東京奧運7人欖球賽，男女各有12支球隊
參賽。除東道主日本隊外，世界7人系

列賽前四名可直接獲得參賽資格。其餘7支參
賽隊伍是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非
洲和大洋洲奧運資格賽的冠軍以及奧運落選
賽的冠軍，其中落選賽是由各洲資格賽最終
排名第二、第三的隊伍參加。

與美國 澳洲 日本同組
中國女子欖球隊在2019年底進行的東京

奧運女欖亞洲區資格賽上坐鎮主場廣州大學
城體育中心，一路過關斬將，在決賽中以
33：0戰勝港隊，以絕對優勢獲得東京奧運入
場券。中國男隊則在2019年進行的亞洲資格
賽準決賽不敵韓國隊，無緣直通東京。原本
中國男隊應參加今年的落選賽，但出於疫情
防控及其他原因，中國隊未能參賽，最終放

棄了爭奪東京奧運會的參賽資格。
賽制方面，東奧7人欖球賽的12支參賽

隊將分3組，小組賽後產生8強，再進行交叉
淘汰賽，也就是說每組前兩名以及兩個成績
最好的小組第三名出線。中國女隊與澳洲、
美國、日本同組，對首次參加奧運會的中國
女欖來說，首要目標是從小組出線。中國隊
三場小組賽賽程為：7月29日上午對陣美國
隊，29日下午與衛冕冠軍澳洲隊交鋒，7月
30日上午迎戰東道主日本隊。

美國隊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獲得第5
名，2018年第七屆7人欖球世界盃，中國隊
曾以7：38不敵美國隊。澳洲隊是2016年里
約奧運會冠軍，在7人欖球世界盃，中澳兩次
交手，中國隊均告負。東道主日本隊與中國
隊實力最為相近，歷史戰績中，仁川亞運會
中國隊以14：12力克對手，獲得金牌。但在

雅加達亞運會上，中國隊在決賽中遺憾告
負。

近期，中國女子欖球隊進行了多場“男
陪女練”對抗賽、新春對抗賽、奧運模擬對
抗賽等，展現出了良好的競技狀態。

港隊派153人出戰跳繩虛擬世錦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每屆奧運會，總
有一部分人會被比賽中的“美”深深吸引。其中被譽
為“地毯芭蕾”的藝術體操便是表表者，觀眾層面之
廣涉及男女老幼，人數也絕不遜於足籃排、田徑及游
泳等任何一個奧運基礎大項。

為了推廣這項“最美的體育項目”，香港青年藝
術體操會於去年正式成立。一年來，該會為香港青少
年提供訓練、工作坊、表演及比賽機會，希望透過推
廣藝術及體育，培養青少年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及健康
的生活模式。

今年乘東京奧運之東風，香港青年藝術體操會將
於本月23日（15:00- 21:00）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與
Central Venue Management Limited 合辦“2021 藝
術體操嘉年華”。以匯演、工作坊及市民參與等活
動，告訴人們藝術體操並非一項貴族運動，而是一項
優美、富挑戰性的運動，能夠訓練參與者的耐性、藝
術感及堅毅的精神。每一位青少年不論貧富年齡性
別，都可參與。

藝術體操嘉年華7.23中環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滑浪風帆

隊13日率先起程前赴東京，成為首支出征奧運的
香港代表隊。今次東奧滑浪風帆比賽將於江之島舉
行，總教練陳敬然並不擔心當地酒店保安問題，最
夏慮的是防疫措施掛萬漏一，他更透露每人已帶備
約200個口罩隨行，預計足夠每人每日換5次口
罩。

港風帆隊13日在家人送行下，清晨便要抵達
機場。對於今屆奧運要在疫情陰影下舉行，陳敬然
表示已做足準備。日前有消息指，中國帆船隊抵達
江之島後，發現在入住的地方竟然有其他遊客，因
此擔心防疫會出問題，陳敬然回應說：“香港奧委
會已派員到了東京，去過比賽場地及酒店視察，他
們的評價都不錯。我們自2015年後，每年都會到
江之島訓練及比賽，一直都很滿意當地安排，相信
今次也不用太擔心。”

最令港隊擔心的，就是要避免成為“密切接觸
者”：“根據東京奧組委指引，只要沒戴口罩15

分鐘內，曾跟確診者在1.5米範圍之內，便會被視
為‘密切接觸者’，要即時被送到‘隔離中心’，
所以已叮囑大家，除了落水訓練及比賽都要戴上口
罩。”他又預計每人每日要換5次口罩，幸好奧委
會已為香港代表團員每人準備了約200個，相信足
可應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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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風帆隊攜充足口罩兵發東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疫情以來
首個大型國際跳繩比賽“IJRU 2021 Virtual
World Championship Series（跳繩虛擬世錦

賽）”，將於今年8月舉行。超過20個國家
及地區逾1,300位運動員將會參賽，香港跳繩
代表隊亦決定派出153人全力出戰。支持機

構香港心臟專科學院於活動上宣布捐出21萬
港元予香港跳繩代表隊，全力資助他們出戰
今次世界跳繩虛擬錦標賽。

為隆重其事，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周一已
於中環海濱活動空間進行港隊授旗典禮，為
一眾香港隊運動員打氣。香港民政事務局體
育專員楊德強在授旗禮上勉勵一眾運動員：
“今天很高興見到很多年輕運動員在場，政
府會支持各項運動發展，包括跳繩運動。雖
然今屆賽事只能虛擬進行，但我相信無論賽
事以任何形式進行，香港隊的運動員都能夠
發揮最好的表現，預祝香港隊的運動員能夠
在這次賽事再創佳績。”受全球疫情影響，
原定於去年舉行的第一屆IJRU 跳繩錦標賽
要延至今年舉行，惟目前仍有不少國家疫情
受防疫措施限制，全球各地運動員難以齊集
於同一場地比賽，IJRU決定將第一屆跳繩錦
標賽移師至網上進行，並命名為“IJRU
2021 Virtual World Championship Series”。

●香港隊代表劉昐晞於授旗禮上進
行花式跳繩表演。

●香港隊總教練及運動員代表從眾嘉賓手中接過香港區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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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滑浪風帆隊13日兵發日本。 風帆會圖片

●中國女欖隊（綠衫）與江蘇男子青年隊進行
對抗賽。 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女欖中國國家女欖（（紅衫紅衫））在在20192019年年底以底以3333：：00大勝港隊大勝港隊，，獲得奧運入獲得奧運入場券場券。。
欖總圖片欖總圖片

●●將首登奧運舞台的中國女欖將首登奧運舞台的中國女欖，，為自己定下新的目標為自己定下新的目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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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彤 医学博士

開跑了！即日起接受預約

刊登黃頁請掃二維碼聯系Nicole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六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五⼗四 )

投资市场愈趋热络,如何进军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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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华⼈眼中的「不动产」，除了是能够遮⻛避⾬的容⾝之所，更是

个优质的理财⼯具。最理想的投资⽬标除了能够获利，更要经得起市场的考

验，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洪流中⻓久地站稳脚步，⽽拥有「不动」特质的不动

产就是拥有犹如⻳兔赛跑般的实⼒的最佳投资。

        除了最普遍的买⼊卖出，房地产还有⾮常多投资⽅案可供选择。投资者

可以先分析⾃⾝的条件与⽬标，挑选最适合⾃⼰的理财规划，例如买房做房

东、购买房地产类型的基⾦、杠杆投资等等。

房地产投资项⽬多，可依⾃⾝条件挑选

随着疫情逐渐受到控制，⽇常⽣活与经济也正⼀步步回稳

当中，许多投资者已开始蠢蠢欲动，希望能找到适合的⽬

标，⼀举抢得先机。在⽬前市况不明的时候，如何透过主

要投资⼯具之⼀的房地产，安稳投资等待未来的回报？

        任何的投资策略都是复杂且谨慎的，除了咨询经验丰富的专业⼈⼠外，
有些事前功课是每位投资者开始之前不可或缺的准备。以下两点，建议各位

在投资房地产之前确实完成，会对⽇后投资规划有⼤帮助：

寻求专业意⻅、记住投资前两⼤要点

凱蒂亞洲城全⾯招商凱蒂亞洲城全⾯招商凱蒂亞洲城全⾯招商 KatyKatyKaty      Asian TownAsian TownAsian Town   
&&&      MarketplaceMarketplaceMarketplace

菁英零售店鋪 AMA 美⻝廚坊 品牌旗艦店⾯向兩⼤校園,  
鋪位有限! 

具營運配套
與基本配備

亞洲城主⼊⼝,  
正對休⼠頓⼤學校園

713-630-8000

COMMERC I A L

⽴即聯繫聯⽲地產

華⼈新⽣活圈

國際品牌爭相進駐

⾞流⼈流勢不可擋

230平⽅英尺以上 2,000~8,000平⽅英尺1,200~10,000平⽅英尺

        为求最⼤化报酬，很多投资者都坚持等待「传说中」的最低点和最⾼点

才愿意放⼿进出场，事实上，没有⼈能准确预测，当我们看到所谓的「最佳

时机」，往往早已错过了，事后诸葛的⼼态只会使得投资计划⼀再延宕。

        在⽆法预测市场最低和最⾼的情况下，专业⼈⼠都会参考过往的交易纪

录和房地产市场的相对值，综合分析市场概况。只要掌握了相对值的核⼼概

念，便能够分析出适合的投资时机。有理性且专业的判断⽀持，其实，任何

时候都是好时机。

不必等巅峰⾕底才投资，现在便是最好时机

除了了解市场状况，清点房地产的配置状态，和计算可⽤资⾦都是⻛险管

理重要的动作。投资不是⼿上有什么都投进去的赌博，⽽是在维持稳定⽣

活的同时，利⽤额外的资本和时间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必须全⾯了解可

⽤资源有哪些，才能做出最适合⾃⼰的决定。此外房屋税、房贷利息、房

屋出租的空档期等等，都是潜在的投资⻛险，除了掌握⾃⾝现有资源，同

时也要清楚⻛险的承担性。

2. 付诸⾏动、耐⼼等待

投资要有热情（passion）、也要有耐⼼（patient），房地产并不会让
⼈⼀⼣致富，要获得正⾯回报，必须先有实际⾏动，让⾃⼰在最佳状态；

接着就是交给时间催化，等待最佳时机。，例如转⼿旧房需要寻找好单

位、翻新房⼦、需要时间升值、寻找合适买家等等，各环节都要精⼼策划

与投⼊，并⾮⼀蹴可及。

1. 盘点⾃⾝资源，做好⻛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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