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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增 7 宗輸入個案
3 宗已接種兩劑復必泰
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
獲賦更大發展權
林鄭
多熊
推誘
疫情惡化打擊氣氛 港
股：現
蹤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全球新
肺炎疫情惡化，變種病毒株快速傳播對經濟
甦前景構成威脅，加上美 10 年期債息跌穿
厘水平，美元指數創 3 個月新高，打擊投資
氛，在外圍股市疲弱下，港股連續兩日急跌
恒指 20 日最多跌 368 點，一度失守 250 天牛
分界線(27,170 點)，到尾市跌幅收窄，全日
跌 230 點報 27,259 點，牛熊線失而復得，惟
交僅1,399億元（港元，下同）。

人行支持滬先行先試人民幣自由流入流出
打齊兩針也中招 免疫屏障要快建
中國國新辦 20 日就支持浦東

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舉行新聞

(

●香港特區政府 20 日夜圍封太古城唐宮閣
為住戶作強制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發布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變種新冠病毒肆虐下，香港 20 日新增

局長王信表示，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

7 宗輸入個案中，3 宗為境外返港市民，均

金融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
已接種復必泰疫苗滿 14 天，但仍感染變種

和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強化全球金融
病毒；另外沙特阿拉伯駐港領事的一對子
資源配置的功能，同時支持上海在人
女，日前抵港獲豁免毋須在酒店檢疫，直
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上海
接到太古城的住所隔離，後檢測呈陽性，
其住所大廈需封區。事件突顯檢疫豁免機
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寅稱，要以
制存漏洞之餘，也曝露防疫不能完全依賴
在浦東建設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為
疫苗，香港文匯報統計過去兩周的輸入個
契機，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創新發展，
案，發現近四成確診者曾接種新冠疫苗滿
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
疫苗保護力，只有各地齊心提升接種率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確診

已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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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日期
所打疫苗
接種者背景
總數
患者
八成以上，建立全球免疫屏障，才能抵擋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
中新社

病毒擴散；在屏障未築建前所有防疫措施

《中

7月7日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
人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全球配置人民
不能鬆懈，港人也要避免不必要的外遊。
7月8日
3
1
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幣資產需求的逐步增加，將衍生出對人民幣資
引領區的意見》7
月 15 日正式公布。陳寅表
產的風險管理、法治環境、人才供給等一系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7月9日
1
0
示，文件提出在浦東全域打造特殊經濟功能
訴求，在此過程中，上海將成為人民幣資產的
7月10日
1
0
區、推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建設，支持浦東打
配置中心、風險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優
日香港有少於 5 宗初步確診個案，當中 3 宗於
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以
質營商環境示範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上海國
潛伏期曾逗留香港及外地，故未能排除本地
7月11日
1
0
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區，建設國際消費
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會更進一步凸顯。
感染的可能性。其中一宗的患者是居於灣仔利安閣
中心，打造宜居宜業的城市治理樣板。
的 39 歲男子，他本月 2 日前往法國，18 日經卡塔爾
7月12日
0
0

20

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進出
多哈返抵香港，在機場驗出對病毒呈陽性，並帶有
7月13日
1
0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L452R 變異病毒株，他曾在香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國

苗，並於上月23日驗出體內有抗體。
陳寅說，要加強標誌性項目引領，在浦東
際金融中心建設，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金融市
7月14日
3
2
探索建設場內全國性大宗商品倉單註冊登記中
夜封太古城灣仔兩大廈強檢 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
心、國家級大型場內貴金屬儲備倉庫等重大金
體系，強化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功能。同時，
他潛伏期內大部分時間身處法國，屬輸入個案
融基礎設施。同時，加快提高張江綜合性國家
支持上海在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
7月15日
0
0
的可能性較大，但病毒潛伏期長達
21 天。為審慎起
科學中心集中度和顯示度，推進國家實驗室建
在符合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和展業三
7月16日
1
0
見，政府 20 日晚圍封他所住的灣仔利安閣，大廈住
設，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建設
原則的要求下，進一步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
客同時須於個案公布當日計起第三天、第七天、第
7月17日
0
0
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推進聯動長三角一
的進出，探索臨港新片區內資本自由流入流出
十二天及第十九天再進行強制檢測。
7月18日
2
1
體化發展重大項目。在改革開放方面，要研究
和自由兌換，助力上海成為新發展格局下聯通
另有兩宗初確個案，涉及一名 13 歲女童和其 11
制定綜合性改革試點方案和放寬市場准入特別
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重要樞紐和橋樑。
7月19日
0
0
歲的弟弟，兩人居於太古城唐宮閣，為沙特阿拉伯
措施清單。
國務院支持浦東“大膽試、大膽闖、自主
駐港領事的子女，他們上周五由沙特阿拉伯抵港探
親，獲豁免毋須在酒店隔離，改為進行居家自我隔
離。他們抵港時在機場採樣檢測結果呈陰性，抵港
後第 3 天提交的深喉唾液樣本結果呈初步陽性，其
中女童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她曾於本月 17 日發
燒；而男童的詳細化驗結果待定，暫沒有病徵。
由於兩位患者在潛伏期絕大部分時間在沙特阿
拉伯逗留，屬輸入個案的機會較大，但鑑於變種病
毒的傳播性較強，他們隔離期間所住的太古城唐宮
閣20日晚封區檢測。
另外，卡塔爾航空本月 18 日由卡塔爾多哈飛抵
香港的 QR818 航班，有 4 名乘客經抵港檢測而確
診，觸發香港熔斷機制，香港生署引用規例，即
日起禁止卡塔爾航空的客機從多哈着陸香港，直至
下月2日才解禁。

疫苗對變種病毒保護率下降
20 日新增個案雖然全部為輸入病例，但值得關
注的是當中 3 宗曾在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滿 14
天，近期分別從美國及法國抵港，後驗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過往 14 日
輸入個案，發現近四成輸入個案已接種兩劑疫苗超
過14日，其中大部分接種復必泰疫苗。
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20 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新冠疫苗對變種病毒的保護力已
降至 60%左右，群體免疫屏障的門檻必須提升至八
成以上，才能有效防止病毒蔓延，“現時的疫苗不
能100%防護病毒，更需要全球各地政府一齊提升接
種率，形成免疫屏障，才能為新一代疫苗的研發爭
取時間。”
他指出，現時全球疫情尚未穩定，疫苗分配不
均讓部分接種率偏低的地區成為變種病毒的溫床。
香港一直以來未對疫情嚴重的地區發出旅遊警示，
反而通過縮短檢疫期等措施鼓勵市民外遊，做法非
常危險。他呼籲政府收緊外防措施，同時現階段市
民應避免不必要的外遊，並持續注重個人防護措
施。

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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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患者希臘抵港

改”。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叢亮
俄羅斯
機組人員，俄羅斯接種
表示，支持措施不是要在浦東形成“政策窪
“衛星五號”
疫苗
地”，而是按照能放盡放並管好的原則賦予浦
/
/
東更大的改革發展權，目的是構築高水平改革
/
/
開放的“助推器”。
他指出，浦東要緊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
該患者是香港機場搬運
/
持續深化改革，提供更多高水平制度創新成
工，只接種一劑復必泰
果。比如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研究具
/
/
有較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開放政策與制度安
/
/
排，支持浦東在人才、技術、資金、數據跨境
復必泰疫苗
納米比亞抵港
流通等領域實現突破。
金融方面，支持浦東發展人民幣離岸交
俄羅斯
塞浦路斯抵港
“衛星五號”
疫苗
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探索完
善相關制度安排。航運方面，支持浦東加強
/
/
江海陸空鐵緊密銜接，探索一體化管理體制
/
機制，試點實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船舶登記
/
/
管理制度。核心技術方面，浦東要瞄準腦科
復必泰疫苗
美國抵港，當地接種
學、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特別是破解高端集
成電路元器件、基礎軟硬件等關鍵領域“卡
/
/
脖子”難題。
復必泰疫苗

全部於香港接種

*佔確診個案38%
註：除香港機場搬運工未打齊針，其他接種者已打齊兩劑疫苗滿14天。
其間所有確診個案是輸入性或與輸入個案有關的病例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統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專家：先達群體免疫 後研打第三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打針
後仍“中招”的個案趨增，香港是否
需要部署為市民接種第三針疫苗？香
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20 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兩針疫苗雖
然未能百分百防範感染，但最少可以
減低重症及死亡率，故當務之急是盡
快為全民打兩針，達至基本免疫屏
障，下一步才考慮為市民接種第三劑
加強針、即第二代疫苗。

打兩針可減重症率死亡率
梁子超表示，愈來愈多證據顯
示，接種後感染並非因為體內抗體過
期失效，而是現有的新冠疫苗對控制
變種病毒傳播的效力“打折扣”。在
此情況下，注射第三劑第一代疫苗未
必能顯著提升保護率，“現時政府更
加要做好外防輸入工作，唔畀病毒進
入香港，爭取時間等新配方疫苗面
世。”
他強調，“打齊兩針疫苗，最低
限度可以減少重症及死亡情況，大家
一定要盡快打；況且打咗第一代疫

苗，先可以喺第二代疫苗研發成功後
接種，達至疫苗最佳效率，唔可以跳
針唔打第一代，直接打第二代。”

打三針亦未必完全防感染
香港生防護中心轄下聯合科學
委員會本周將討論市民是否需接種第
三針新冠疫苗，以提升抗體水平。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栢良 20 日指出，一般已打齊兩針的
巿民暫毋須特別考慮打第三針第一代
疫苗，強調即使再打多一針，都不可
以完全預防感染。
他推測香港可能有數萬名因年齡
或自身疾病，導致接種疫苗後抗體反
應未如理想的人士，認為政府應盡快
公布他們是否需要接種第三劑第一代
疫苗。
他表示，外國在衡量抗體水平是
否足夠時，會按康復者抗體水平去推
算，舉例指要預防有病徵感染，身體
需有達康復者約 20%的抗體水平；如
要預防重症，則只需達 3%至 5%抗體
水平。

香港19日掛起三號風球，外圍股市也是
雨飄搖，隔夜美股大跌 720 多點，港股連續
日急跌共挫 745 點，20 日更一度跌穿牛熊線
“熊蹤”。由7月至今計，恒指已跌去1,568
或 5.4%，很多投資者對“七翻身”已失去
憬。但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仍然堅持，
市“上落市”的格局未改，走勢一直是“升
跌跌”，目前無須去斷定大市是否已經進入
市。他認為，當大市處於 27,200 點水平時，
資者反而可以趁低入市，而在眾多板塊中，
認為資源股是較好的選擇。
●香港近日疫苗接種率持續上升，若此勢頭可保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則
持，有望在9月底達到疫苗接種率70%的目標。
出，大市經過 19 日急跌後，20 日再進一步
資料圖片
壓。踏進七月下旬，在本月餘下的交易日，
況不太樂觀，加上市場的避險情緒正逐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溫，擔心一旦稍有不利的事件或消息出現，
截至
20 日已連續 40 多天無本地新冠肺
再引發新一輪拋售。建議投資者目前最好先
炎確診個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好個人風險管理，盡量保留實力。
娥20日表示，這成果有賴全城的努力，
恒大事件繼續發酵，是其中一個拖累港股
感謝全港市民在疫情已漸穩定時，仍嚴
守公共生措施。她強調，香港有充足
因素，恒大系個別發展，但恒大及恒大汽車的
新冠疫苗，特區政府會在政策措施上多
幅均逾一成。而持有大量恒大股份及債券的
提供打針誘因，以及推出非強制性但強
置，受恒大系拖累，全日也挫4.3%報3.3元。
力的指引，促使部分群組更積極接種新
外，持有大量恒大貸款的民行，股價亦跌2.4%。
冠疫苗，包括安老院舍員工和學校教職
科指 20 日再挫 1.3%，科技股普遍下挫
員，又會將更多公務員納入須接種疫苗
騰訊反覆跌 1.3%，阿里健康更急挫 7.4%，
或定期病毒檢測的群組。
跌幅最大藍籌。微盟亦挫8.5%，是科指成份
跌幅之首。油價大插水，石油股全線跌。內
未打針公務員須定期檢測
股則有買盤吸納，李寧逆市升
3%，潤啤發
林鄭月娥 20 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
喜，料半年多賺逾1倍，股價亦升2%，而海
指出，現時無論是科興或復必泰疫苗均
撈也彈升3.5%，成藍籌中表現最好。
有充足的供應，政府將會把更多公務員
個別股份方面，聯易融插一成後停牌，
劃為須接受疫苗接種的群組，若他們因
牌前該股報 11.28 元。事緣沽空機構 Vali
個別原因不能接種，則須定期做病毒檢
測，“現在有 6 萬多人（須打針或定期
Varriors發表報告狙擊聯易融，批評該股對地產業務的敞
強檢公務員），他們已有七八成完成接
過大，指地產商利用聯易融走後門。Valiant
Varriors
種，我們會把更多公務員劃為這個群
指，聯易融的附屬公司，隱藏逾百億過橋貸款和關聯
組。”她表示，稍後會把這種做法適用
易，潛在金融風險巨大，同時集團槓桿超過
80 倍，違反
於一些比較高危，或工作性質令他們有
地銀保監會的規定。
Valiant更多機會接觸市民，特別是比較年長或
Varriors 指出，用金融服務業平均數推算，
年幼市民的人士，包括安老院舍的員
易融的預測市盈率不應超過 10 至 12 倍，估值不高於 27
工、學校的老師和其他員工。
元，故僅予目標價 1.19 元，即較該股 20 日停牌前報
她又指，現時香港要努力推高疫苗
11.28 元，有 90.5%的潛在跌幅。事實上，該股股價已連
接種率，讓社會可以建立免疫屏障，而
9日，近3個月累挫逾50%。
近日每日疫苗接種率持續上升，截至前

擴大接種群組

疫苗接種者染疫概況

14 天。有醫學界人士指出，變種病毒削弱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避險情緒升 應保留實力

晚已有 42%適齡人口接種首劑疫苗，是
令人相對欣慰的比率，但認為應該仍有
很大的提升空間，“若這種情況能夠持
續，真的可以在 9 月底達至 70%的理想
比率，甚至比 70%還要高一點。”她再
次呼籲全港市民積極接種疫苗。

3少年打復必泰後疑患心肌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社會關注青少年接種復必泰疫
苗的副作用，香港生署 20 日回
應傳媒查詢指，截至本周一，12 歲至
15 歲的青年人已接種約 6.3 萬劑復必泰
疫苗，同期僅接獲香港醫院管理局報告 3 宗該
組別青年接種疫苗後懷疑患心肌炎的個案。

入住醫院 情況穩定
3 宗個案涉及一名 12 歲及兩名 15 歲的男
子。他們在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約兩天後出
現胸痛，均入住公立醫院作監察及治療，情況
穩定。這些個案會交由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
專家委員會作因果關係評估。
另外，根據疫苗生產商的資料，心肌炎及
心包炎的個案主要在疫苗接種後 14 天內出
現，較常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在年輕男子身
上發生。基於這些個案，復必泰的供應商已更
新疫苗的說明書，列明心肌炎及心包炎為其不
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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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支持滬先行先試人民幣自由流入流出
人行支持滬先行先試人民幣自由流入流出
中國國新辦20
20日就支持浦東
日就支持浦東
中國國新辦
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舉行新聞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舉行新聞
發布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發布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局長王信表示，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
局長王信表示，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
金融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
金融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
和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強化全球金融
和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強化全球金融
資源配置的功能，同時支持上海在人
資源配置的功能，同時支持上海在人
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上海
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上海
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寅稱，要以
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寅稱，要以
在浦東建設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為
在浦東建設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為
契機，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創新發展，
契機，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創新發展，
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
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
《中
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
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引領區的意見》7 月 15 日正式公布。陳寅表

引領區的意見》7 月 15 日正式公布。陳寅表
示，文件提出在浦東全域打造特殊經濟功能
示，文件提出在浦東全域打造特殊經濟功能
區、推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建設，支持浦東打
區、推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建設，支持浦東打
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以
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以
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區，建設國際消費
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區，建設國際消費
中心，打造宜居宜業的城市治理樣板。
中心，打造宜居宜業的城市治理樣板。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陳寅說，要加強標誌性項目引領，在浦東
陳寅說，要加強標誌性項目引領，在浦東
探索建設場內全國性大宗商品倉單註冊登記中
探索建設場內全國性大宗商品倉單註冊登記中
心、國家級大型場內貴金屬儲備倉庫等重大金
心、國家級大型場內貴金屬儲備倉庫等重大金
融基礎設施。同時，加快提高張江綜合性國家
融基礎設施。同時，加快提高張江綜合性國家
科學中心集中度和顯示度，推進國家實驗室建
科學中心集中度和顯示度，推進國家實驗室建
設，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建設
設，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建設
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推進聯動長三角一
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推進聯動長三角一
體化發展重大項目。在改革開放方面，要研究
體化發展重大項目。在改革開放方面，要研究
制定綜合性改革試點方案和放寬市場准入特別
制定綜合性改革試點方案和放寬市場准入特別
措施清單。
措施清單。

廣告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
中新社中新社
人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全球配置人民 改”。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叢亮
改”。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叢亮
人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全球配置人民
幣資產需求的逐步增加，將衍生出對人民幣資
表示，支持措施不是要在浦東形成“政策窪
幣資產需求的逐步增加，將衍生出對人民幣資
表示，支持措施不是要在浦東形成“政策窪
產的風險管理、法治環境、人才供給等一系列
地”，而是按照能放盡放並管好的原則賦予浦
產的風險管理、法治環境、人才供給等一系列
地”，而是按照能放盡放並管好的原則賦予浦
訴求，在此過程中，上海將成為人民幣資產的
東更大的改革發展權，目的是構築高水平改革
訴求，在此過程中，上海將成為人民幣資產的
東更大的改革發展權，目的是構築高水平改革
配置中心、風險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優
開放的“助推器”。
配置中心、風險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優
開放的“助推器”。
質營商環境示範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上海國
他指出，浦東要緊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
質營商環境示範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上海國
他指出，浦東要緊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
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會更進一步凸顯。
持續深化改革，提供更多高水平制度創新成
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會更進一步凸顯。
持續深化改革，提供更多高水平制度創新成
果。比如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研究具
果。比如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研究具
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進出
有較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開放政策與制度安
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進出
有較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開放政策與制度安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國
排，支持浦東在人才、技術、資金、數據跨境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國
排，支持浦東在人才、技術、資金、數據跨境
際金融中心建設，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金融市
流通等領域實現突破。
際金融中心建設，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金融市
流通等領域實現突破。
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
金融方面，支持浦東發展人民幣離岸交
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
金融方面，支持浦東發展人民幣離岸交
體系，強化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功能。同時，
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探索完
體系，強化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功能。同時，
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探索完
支持上海在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
善相關制度安排。航運方面，支持浦東加強
支持上海在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
善相關制度安排。航運方面，支持浦東加強
在符合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和展業三
江海陸空鐵緊密銜接，探索一體化管理體制
在符合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和展業三
江海陸空鐵緊密銜接，探索一體化管理體制
原則的要求下，進一步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
機制，試點實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船舶登記
原則的要求下，進一步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
機制，試點實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船舶登記
的進出，探索臨港新片區內資本自由流入流出
管理制度。核心技術方面，浦東要瞄準腦科
的進出，探索臨港新片區內資本自由流入流出
和自由兌換，助力上海成為新發展格局下聯通 管理制度。核心技術方面，浦東要瞄準腦科
學、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特別是破解高端集
和自由兌換，助力上海成為新發展格局下聯通
學、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特別是破解高端集
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重要樞紐和橋樑。
成電路元器件、基礎軟硬件等關鍵領域“卡
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重要樞紐和橋樑。
國務院支持浦東“大膽試、大膽闖、自主 成電路元器件、基礎軟硬件等關鍵領域“卡
脖子”難題。
國務院支持浦東“大膽試、大膽闖、自主
脖子”難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全球新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全球新
肺炎疫情惡化，變種病毒株快速傳播對經濟復
肺炎疫情惡化，變種病毒株快速傳播對經濟
甦前景構成威脅，加上美
10 年期債息跌穿
1.2
甦前景構成威脅，加上美
10 年期債息跌穿
厘水平，美元指數創
3
個月新高，打擊投資氣
厘水平，美元指數創 3 個月新高，打擊投資
氛，在外圍股市疲弱下，港股連續兩日急跌，
氛，在外圍股市疲弱下，港股連續兩日急跌
恒指 20 日最多跌
368 點，一度失守
250 天牛熊250 天牛
恒指 20 日最多跌
368 點，一度失守
分界線(27,170
點)，到尾市跌幅收窄，全日收
分界線(27,170 點)，到尾市跌幅收窄，全日
跌 230 點報
27,259
點，牛熊線失而復得，惟成
跌 230
點報
27,259 點，牛熊線失而復得，惟
交僅1,399億元（港元，下同）。
交僅1,399億元（港元，下同）。

疫情惡化打擊氣氛 港股現熊蹤
疫情惡化打擊氣氛 港股現熊蹤

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 獲賦更大發展權
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
獲賦更大發展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海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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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情緒升
應保留實力
避險情緒升
應保留實力

香港19日掛起三號風球，外圍股市也是風
香港19日掛起三號風球，外圍股市也是
雨飄搖，隔夜美股大跌
720 多點，港股連續兩
雨飄搖，隔夜美股大跌
720 多點，港股連續
日急跌共挫
745 點，20
日更一度跌穿牛熊線現
日急跌共挫
745
點，20 日更一度跌穿牛熊線
“熊蹤”。由7月至今計，恒指已跌去1,568點
“熊蹤”。由7月至今計，恒指已跌去1,56
或 5.4%，很多投資者對“七翻身”已失去憧
或 5.4%，很多投資者對“七翻身”已失去
憬。但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仍然堅持，大
憬。但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仍然堅持，
市“上落市”的格局未改，走勢一直是“升升
市“上落市”的格局未改，走勢一直是“升
跌跌”，目前無須去斷定大市是否已經進入
跌跌”，目前無須去斷定大市是否已經進入熊
市。他認為，當大市處於 27,200 點水平時，
市。他認為，當大市處於27,200點水平時，投
資者反而可以趁低入市，而在眾多板塊中，
資者反而可以趁低入市，而在眾多板塊中，他
認為資源股是較好的選擇。
認為資源股是較好的選擇。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則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則指
出，大市經過
19 日急跌後，20
日再進一步
出，大市經過
19 日急跌後，20
日再進一步受
壓。踏進七月下旬，在本月餘下的交易日，
壓。踏進七月下旬，在本月餘下的交易日，情
況不太樂觀，加上市場的避險情緒正逐步
況不太樂觀，加上市場的避險情緒正逐步升
溫，擔心一旦稍有不利的事件或消息出現，
溫，擔心一旦稍有不利的事件或消息出現，或
再引發新一輪拋售。建議投資者目前最好先
再引發新一輪拋售。建議投資者目前最好先做
好個人風險管理，盡量保留實力。
好個人風險管理，盡量保留實力。
恒大事件繼續發酵，是其中一個拖累港股
恒大事件繼續發酵，是其中一個拖累港股的
因素，恒大系個別發展，但恒大及恒大汽車的
因素，恒大系個別發展，但恒大及恒大汽車的跌
幅均逾一成。而持有大量恒大股份及債券的
幅均逾一成。而持有大量恒大股份及債券的華
置，受恒大系拖累，全日也挫4.3%報3.3元。
置，受恒大系拖累，全日也挫4.3%報3.3元。另
外，持有大量恒大貸款的民行，股價亦跌2.4%
外，持有大量恒大貸款的民行，股價亦跌2.4%。
科指 201.3%，科技股普遍下挫，
日再挫 1.3%，科技股普遍下挫
科指 20 日再挫
騰訊反覆跌
1.3%，阿里健康更急挫
騰訊反覆跌 1.3%，阿里健康更急挫 7.4%，是 7.4%，
跌幅最大藍籌。微盟亦挫8.5%，是科指成份
跌幅最大藍籌。微盟亦挫8.5%，是科指成份股
跌幅之首。油價大插水，石油股全線跌。內
跌幅之首。油價大插水，石油股全線跌。內需
股則有買盤吸納，李寧逆市升 3%，潤啤發
股則有買盤吸納，李寧逆市升 3%，潤啤發盈
喜，料半年多賺逾1倍，股價亦升2%，而海
喜，料半年多賺逾1倍，股價亦升2%，而海底
撈也彈升3.5%，成藍籌中表現最好。
撈也彈升3.5%，成藍籌中表現最好。
個別股份方面，聯易融插一成後停牌，
個別股份方面，聯易融插一成後停牌，停
牌前該股報 11.28 元。事緣沽空機構 Va
牌前該股報 11.28 元。事緣沽空機構 Valiant
Varriors發表報告狙擊聯易融，批評該股對地產業務的敞
Varriors發表報告狙擊聯易融，批評該股對地產業務的敞口
過大，指地產商利用聯易融走後門。Valiant Varrior
過大，指地產商利用聯易融走後門。Valiant Varriors 又
指，聯易融的附屬公司，隱藏逾百億過橋貸款和關聯
指，聯易融的附屬公司，隱藏逾百億過橋貸款和關聯交
易，潛在金融風險巨大，同時集團槓桿超過 80 倍，違反
易，潛在金融風險巨大，同時集團槓桿超過80倍，違反內
地銀保監會的規定。
地銀保監會的規定。
Valiant Varriors 指出，用金融服務業平均數推算，
Valiant Varriors 指出，用金融服務業平均數推算，聯
易融的預測市盈率不應超過 10 至 12 倍，估值不高於 2
易融的預測市盈率不應超過
至 12
倍，估值不高於
27 億
元，故僅予目標價10
1.19
元，即較該股
20 日停牌前報
元，故僅予目標價
元，即較該股 20 日停牌前報價
11.28 元，有1.19
90.5%的潛在跌幅。事實上，該股股價已連
11.28 元，有
90.5%的潛在跌幅。事實上，該股股價已連跌
9日，近3個月累挫逾50%。
9日，近3個月累挫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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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麻省總醫院最新研究發現
堅持運動和保持血管健康有助於預防老年癡呆
每年的 9 月 21 日是“世界阿爾茲海默病日
”，也被稱之為“世界老年癡呆日”。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指出，我國 65 歲及以上人群的
老年期癡呆患病率為 5.56%，目前中國“老年
癡呆症”患者超過 900 萬，預計到 2050 年將會
超過 4000 萬。阿爾茲海默症已成為中國不可忽
視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如何預防和改
善老年人的阿爾茲海默症，讓他們擁有更好的
生活質量，成為了不少專家亟待思考和解決的
難題。
近期，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發現，
如果老年人能每日堅持進行較高強度的體力活
動，或可預防阿爾茲海默症導致的認知能力下

降和神經變性
（腦組織丟失）
，從而改善他們
的生活質量。此
外，控制血管疾
病的危險因素也
可能有助於預防
阿爾茲海默症，
並且延緩疾病進
展。
對此，麻省總醫院神經病學博士 Jasmeer
Chhatwal 表示：“在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發現
是，較高強度的體力活動不僅對減緩患者的認
知能力衰退有積極作用，而且對於那些腦部已
出現高水平澱粉樣蛋白斑塊的人群來說，體力
活動還有望減慢其腦組織丟失的速度。”根據
研究報告顯示，體力活動可有助於減少由β-澱
粉樣蛋白導致的大腦皮層變薄的情況，並可保
留腦部與情景記憶喪失和阿爾茲海默症相關的
神經變性有關區域的灰質結構。
β-澱粉樣蛋白的早期積累是阿爾茲海默症
病理生理過程的主要特徵，這在阿爾茲海默症
患者出現臨床症狀的幾十年前就能被觀察到。

而麻省總醫院的研究首次證明，體力活動和血
管疾病相關風險管理對處於阿爾茲海默症“臨
床前階段”的人群有一定的保護作用，這也讓
醫務人員在高風險人群出現大量神經元丟失和
臨床損傷前就進行干預成為可能。 “由於阿爾
茲海默症目前尚無法完全治愈，我們迫切需要
找出有助於延緩疾病進展並降低相關風險的潛
在因素。”Chhatwal 博士表示。
麻省總醫院的研究對參與者的體力活動水
平進行了評估：共有 182 名未罹患阿爾茲海默
症的老年人參與（包括出現β-澱粉樣蛋白水平
升高，因而被認為面臨較高的認知能力下降風
險的老年人），研究人員利用綁定在參與者髖
關節的計步器對他們每天的步數進行了記錄。
“即使是適中水平的體力活動也有助預防阿爾
茲海默症，但每天行走約 8,900 步帶來的好處最
明顯，與大多數人想達到的每日 10,000 步的目
標很接近。” 布萊根婦女醫院和麻省總醫院的
阿爾茲海默症研究和治療中心主任醫學博士
Reisa Sperling 說道。
研究還在繼續，麻省總醫院正致力於探索
其他可能有助於延緩阿爾茲海默症疾病進展的
體力活動和生活方式。 “β-澱粉樣蛋白和 Tau

蛋白質的沉積，無疑會增加人們晚年患認知障
礙的風險。但我們現在就能採取措施來降低未
來的風險，而且這些措施對腦部已經出現兩種
蛋白質沉積的人群同樣有效。”Chhatwal 博士
說道，“阿爾茲海默症和認知能力下降是由多
重因素導致的，因此改變疾病的進展軌跡也需
要考慮多重因素。”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 1811 年，是哈佛醫學院
最初設立的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麻省總醫
院研究所是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機
構，下設艾滋病毒/艾滋病、心血管研究、癌症
、計算及整合生物學、皮膚生物學、基因組醫
學、醫學成像、神經退行性疾病、再生醫學，
生殖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光學醫學和移植生
物 學 等 主 要 研 究 中 心 。 據 2015 年 自 然 指 數
（Nature Index）發布的數據，麻省總醫院是在
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最多的醫療機構。
2019 年 8 月，麻省總醫院再次榮登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 “美國最佳醫院” 排行榜中的榮譽榜
（全美共 20 家醫院進入榮譽榜）。

全球逾1億9136萬人染疫 至少411萬人喪生
全球至少 411 萬 9920 人死於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
病），至少 1 億 9136 萬 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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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通報新增 1 萬 7230 人病歿、56 萬 5708 起確診病
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數最多國家依序為厄瓜多
（8786 死）、印度（3998 死）、巴西（1424 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 60 萬 9529 人病故、3417
萬 4774 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54 萬 4180 人喪生、1941 萬
9437 例確診）、印度（41 萬 8480 人喪生、3121 萬 6337 例確診
）、墨西哥（23 萬 6810 人喪生、267 萬 8297 例確診）及秘魯
（19 萬 5332 人喪生、209 萬 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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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人染疫喪命；接下來依序為匈牙利（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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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萬 4677 死
、3966 萬 6383 例確診；歐洲累計 118 萬 9969 死、5682 萬 5174
例確診；美國和加拿大共計 63 萬 6037 死、3559 萬 8994 例確診
。
亞洲共計 63 萬 2424 死、4291 萬 1720 例確診；中東地區共
計 15 萬 5888 死、995 萬 1445 例確診；非洲共計 15 萬 9668 死、
629 萬 9406 例確診；大洋洲共計 1257 死、7 萬 1495 例確診。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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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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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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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to schedule a same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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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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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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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煙花逼近 北市消完成防範整備籲民眾注意

（中央社）中颱 「煙花」 可能在今晚發布
海上警報、明天下午至晚間發陸警。台北市消
防局今天指出，已完成各項防颱整備因應各種
防救災作為，並提醒民眾應做好家中門窗檢修
等居家防颱措施。
中央氣象局預報員林秉煜上午表示，中颱
「煙花」 在台灣東方約 600 公里、琉球附近海面
上， 「煙花」 過去移動速度緩慢，預估今晚可
能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明天、23 日是 「?花」
較接近台灣之際，預估 23 日下半天至 24 日，台
灣本島陸地才逐漸脫離整個暴風圈影響。
台北市消防局發布新聞稿指出，根據氣象
局最新預報資料顯示，中颱 「?花」 預計明天至
24 日是對北市影響最顯著時段，颱風中心也不
排除有登陸可能，呼籲民眾應嚴加防範，做好
防颱準備。
消防局已完成各項防颱整備，以因應各種
防救災作為。消防局提醒，為因應颱風來襲，
民眾應注意居家環境，並做好下列各項防範措
施。
其中，包括在颱風期間需要緊急援助時，
可利用 1999、119 或 110 電話報案；颱風期間
若無必要儘量不要外出，以免遭掉落物擊傷；
另停電期間避免使用火燭，若確有需要應有充
分防範措施以免發生火災。
此外，民眾若發現雨水下水道側溝需清淤
、路樹需處理或其他事項，可撥打 1999 市民熱

線反映；若居住處所位於低窪地區、山坡地帶
或是於河川地作業的民眾，應預防豪雨山崩、
土石流，同時及早避難。
消防局提醒，家中應事先準備妥收音機、
手電筒、急救箱、飲用水、食物及生活必需品
；預先檢查電路、注意爐火、瓦斯管線，在使
用爐火時應注意防範，以免發生火災。
另外，家中所有門窗均應檢視並維修，盆
景應移至室內，花木事先用支架保護，其他物
品則應加強牢固，以免被風吹落，變成傷人利
器。
消防局指出，工地圍籬、鷹架、看板及廣
告招牌應檢查，取下或釘牢，以免被強風吹落
，造成危害；若收到台北市政府疏散撤離通知
時，應迅速配合市府人員進行疏散作業。
為確保颱風豪雨來臨時居住安全，應於地
下室加裝自動抽水機，並於地下入口處加設防
水閘門或沙包，市民可洽各地區公所領取沙包
。
消防局表示，掉落電線不可用手觸摸，以
免觸電，並應立即撥 119、110 或 1999，以便通
知電力公司進行搶修。
消防局提醒，準備好個人緊急避難包，應
具有包括礦泉水、泡麵餅乾等食物、證件影本
、現金、常用藥品、粗棉手套、手電筒、收音
機、電池、禦寒物品、輕便雨衣等應急物品，
並應放在家中或工作場所隨手取得之處。

受妄想症影響開車猛撞路人 男判7年6月定讞
（中央社）林男妄想同學遭棄屍混凝土車而上街尋找，見素
不相識的吳姓工人過馬路，又妄想吳男自願被撞而駕車猛撞。二
審依殺人未遂罪判林男 7 年 6 月徒刑、監護 5 年，最高法院駁回
上訴定讞。
依歷審判決書記載，林姓男子自民國 103 年起即因妄想、幻
聽等症狀陸續就醫，並經診斷患有重度憂鬱症等病狀，但病識感
不佳，未規則就醫及服藥。
108 年 9 月 15 日，林男妄想 2 名國小同學遭人殺害並棄屍預
拌混凝土車，因而情緒緊張、徹夜未眠；林男翌日清晨開車上路
，在高雄市前鎮區一帶尋找工地及裝有國小同學屍體的預拌混凝
土車。
林男見穿著工人服的吳姓男子步行穿越文林街與新光路口，
又妄想吳男向他點頭示意願意被撞，即駕車衝撞吳男並拖行，過
程中全無減速或停止，犯後逃離現場，經警追捕並鳴槍 12 槍才
落網。
被害的吳姓工人全身受有嚴重傷勢，經送醫急救一度命危，

颱風煙花逐漸接近 菜價先喊漲

中度颱風 「?花」 及外圍環流逐漸接近台灣
及外圍環流逐漸接近台灣，
，傳統市場出現預期漲價心理
傳統市場出現預期漲價心理，
，菜價開始上漲
，預計颱風過後價格就會回穩
預計颱風過後價格就會回穩。
。

北市警疫情期間勤出擊查獲槍彈大批毒品即溶包
（中央社）北市警方在疫情期間仍積極出
擊，統計今年 1 月迄今查獲販賣大量毒品即溶
包案共計 9 件，起獲毒品即溶包逾 2.2 萬包，另
破獲 4 起毒品即溶包分裝場，並查獲制式手槍 1
把、子彈 475 發。
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今天舉行記者
會，副大隊長吳坤財表示，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肆虐，北市警局除全力投
入協助政府防制疫情外，仍積極查緝毒品案件
。
根據北市警局今年 1 月迄今統計資料顯示
，市刑大及各警分局所查獲販賣大量毒品即溶
包（500 包以上）案件共有 9 件，共起獲毒品
即溶包超過 2 萬 2000 多包。
另破獲 4 起毒品即溶包分裝場，起出成品
毒品即溶包 1000 多包、空包裝袋 1 萬多個、毒
品原料 2.2 公斤等證物，即時阻斷大量毒品流
入市面。
其中，警方日前於新北市新莊區查獲毒品

治療後仍受有難以行走、無法
自行排尿等傷害。
一審高雄地方法院採納精
神鑑定報告並參酌相關事證，
認為林男案發前即有多次逆向
、時快時慢等怪異駕車行為，
並反覆繞行工地，落網後供稱
職業是有錢人、情緒激動焦躁
，顯見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的
能力顯著降低，依法減輕其刑
。
一審審酌，林男僅因案發
前半年常遭工人同事責罵，又
受妄想症影響而對素不相識的吳男萌生殺機，並考量林男長年飽
受精神疾患之苦，依殺人未遂罪判刑 7 年 6 月，並於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監護 5 年，以保障社會安全，並有效改善病情。

分裝場案件，現場查扣安非他命 （58.9 公克）
、 愷 他 命 （56.1 公 克 ） 、 一 粒 眠 藥 錠
（1488.2 公 克 ） 、 毒 品 即 溶 包 共 456 包
（2979.1 公 克 ） 、 卡 西 酮 粉 末 共 224 包
（425.7 公克）及相關製造器具外。
警方同時也在主嫌家中查獲捷克 CZ-75 制
式手槍 1 把、子彈 475 發，顯見犯嫌追求毒品
利益下，更可能伴隨槍砲等暴力犯罪情事。
市刑大指出，近期毒品即溶包查獲件數占
毒品查獲件數比例逐漸提升，毒品即溶包分裝
場也從數年前小型、獨立作業，規模逐漸轉向
多人分工、機械化大量產製，近年已成為警察
打擊毒品犯罪的重點項目之一。
台北市警察局長楊源明表示，現在正值學
子暑假期間，警方將持續追查各類毒品製造、
分裝及販賣案件犯嫌，也會針對疫情解封後，
可能涉毒品集體施用的娛樂場所加強臨檢、查
察，呼籲有心分子勿以身試法。

案經林男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審理，駁回上
訴，維持原判；林男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認為，二審判決並無
違誤，日前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美南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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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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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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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奧巴馬醫保特別申請期 8 月 15 日截止
新總統拜登上臺之後，新增了 2021
年 2 月 15 日到 8 月 15 日作為奧巴馬醫保
的額外選擇期，在這段時間內，如果您
之前沒有醫保，則可以有一個機會購買
2021 年度的醫療保險；如果您已經購買
了 2021 年的醫保計劃，則有機會重新選
擇更適合計劃。公民，綠卡及有合法居
民均可申請，現在距離截止日期不到一
個月了，有需要的客戶請抓緊聯系我們
。
一、為什麼選擇奧巴馬醫療保險？
A．合法居留身份都符合奧馬巴醫療保
險申請。
B．奧巴馬保險接受例如既往癥（慢性
病），有任何重大疾病的，或準備作手
術，妊娠等等，保險公司一定要接受。
C . 奧巴馬保險醫療賠付沒有上限。
D．允許 26 歲以下子女留在父母的醫保
計劃裏.
E．無論收入高低都可以申請奧巴馬醫
療保險。如果在聯邦貧困線的 100%～
400% 之間的個人或家庭可以申請政府
醫療保險保費補貼（相當於你的奧馬巴
保險保費打了折扣）。
二、奧巴馬保險的涵蓋內容

奧巴馬醫保計劃中各類醫保計劃有所不
同，總體分為 4 類：銅計劃、銀計劃、
黃金計劃和白金計劃。這 4 類保險都包
括了十項最基本的醫療服務：
1) 門診服務
2) 急診服務
3) 住院治療
4) 懷孕，產婦和新生兒護理（出生前後
）
5) 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障礙服務（包括
咨詢和心理治療）
6) 處方藥
7) 康復治療
8) 實驗室檢查
9) 預防性體檢和慢性病保養
10) 兒科服務
不同計劃自付比例不同，參保者可自行
選擇。
三、2021 年拜登新政對奧巴馬醫保
有什麼影響
拜登總統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簽署了
《美國 2021 年營救計劃法》，該法從 4
月 1 日起提高奧巴馬醫保保費的補貼金
額，具體補貼調整視報稅人口、年齡和
具體計劃而定。這個額外的補貼是從

2021 年整年計算，即便是在 4 月 1 號公
布更改之前您已經付過保費，如果按照
新政策您符合額外補貼的資格，那麼到
明年報稅時亦可將多付的部分退還給您
。
新政策不僅提高了補貼金額，還擴
大了受惠家庭覆蓋面。在新政策之前，
如果您家庭收入高於貧困線的 400%，
那麼購買奧巴馬保險是拿不到任何補貼
的。但是新政策開始後，即便您的收入
高於貧困線的 400%也有可能拿到補貼
。政府的目的是幫助所有家庭將每年花
在醫療保費上的支出控製在年收入的
8.5%以內。比方說，以一家四口為例，
2020 年聯邦貧困線的 400%約為 10.5 萬
美元左右。
四、註意事項
1、如果今年您已經做了一些大檢
查或大手術而承擔了相當一部分的自付
額，若更換新保險計劃，可能會重置自
付額。請註意不要因為簡單的保費減少
就輕易更換計劃，建議咨詢專業醫保人
士幫您了解註意事項，以避免之後保單
賠償上出現問題。
2、如果您現在還沒有醫保，請在

2021 年 8 月 15 日前聯系瑞源保險事務所
，專業了解申請資格和補貼信息。如果
錯過了 8 月 15 日，就要等到年底的公共
申請期才有機會申請。
3、如果您已經有了奧巴馬醫保而
且符合保費補貼資格，但是不滿意原有
計劃或目前的保費過高，請聯系我們了
解轉換計劃，並了解轉換計劃必須知道
的事項，這點非常重要！
五、申請方式
找專業保險代理是更省心安心的方
式。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任
何手續費，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的，
所以通過經驗豐富的代理申請是最明智
快捷的選擇。如果覺得奧巴馬保險並不
適合你或你不符合申請奧巴馬保險，我
們經專業分析後會替您找到最適合的其
他非奧巴馬醫療保險。瑞源保險事務所
代理市場上最全面的醫保計劃,代理醫
保計劃的全面性和醫保咨詢的專業性，
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
在本領域享有盛譽。公司創始人張瑞女
士擁有約 20 年行業經驗，曾擔任美國
知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多次榮獲奧巴
馬醫保“精英獎”，是美國醫療保險協

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
資深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
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張瑞女士直線
電 話 ： 214-971-8026，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 Email: INFO@BENEFON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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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廣沛潑冷水：
何廣沛潑冷水
何廣沛潑冷水：一直都是幸福肥
：一直都是幸福肥
中國國新辦 20 日就支持浦東

疫情惡化打擊氣氛 港股現熊蹤

江嘉敏拍新劇矢志減肥 10kg
10
kg
人行支持滬先行先試人民幣自由流入流出
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 獲賦更大發展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全
肺炎疫情惡化，變種病毒株快速傳播對
甦前景構成威脅，加上美 10 年期債息
● 朱智賢獲
厘水平，美元指數創 3 個月新高，打擊
TVB放生。
氛，在外圍股市疲弱下，港股連續兩日
恒指 20 日最多跌 368 點，一度失守 250
分界線(27,170 點)，到尾市跌幅收窄，
跌 230 點報 27,259 點，牛熊線失而復得
交僅1,399億元（港元，下同）。

避險情緒升 應保留實力

香港19日掛起三號風球，外圍股市
雨飄搖，隔夜美股大跌
720 多點，港股
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日急跌共挫 745 點，20 日更一度跌穿牛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舉行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朱智賢去年曾與人夫黎振燁因合
“熊蹤”。由7月至今計，恒指已跌去
發布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或 5.4%，很多投資者對“七翻身”已
拍 劇 集 《 食 腦 喪 B》 而 撻 着 ， 兩 人 被 爆 出 在 車 廂 “ 偷 食 蛋 糕 事
憬。但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仍然堅
件”，形象一度插水，以致劇集變成“倉底貨”，其後朱智賢
局長王信表示，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
市“上落市”的格局未改，走勢一直是
獲公司“放生”安排工作，男方就繼續“消失”，劇集
金融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
跌跌”，目前無須去斷定大市是否已經
《食腦喪
B》終於重見天日，將會在無綫平台播出，何
市。他認為，當大市處於 27,200 點水平
和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強化全球金融
資者反而可以趁低入市，而在眾多板塊
廣沛表示沒擔心過劇集播出無期，對江嘉敏要為新劇
資源配置的功能，同時支持上海在人
●
何廣沛睇
認為資源股是較好的選擇。
減肥 10kg，他則潑冷水，指對方一直都是幸福肥。
死江嘉敏減
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上海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
肥失敗。
出，大市經過 19 日急跌後，20 日再進
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寅稱，要以
壓。踏進七月下旬，在本月餘下的交易
朱智賢、何廣沛、陳曉
在浦東建設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為
況不太樂觀，加上市場的避險情緒正
華、江嘉敏等為《食腦
溫，擔心一旦稍有不利的事件或消息出
喪B》宣傳，並親身體驗喪屍以靈敏
契機，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創新發展，
嗅覺覓食，場面搞笑。不過黎振燁
再引發新一輪拋售。建議投資者目前最
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
依然無影，連宣傳海報都無份，朱
好個人風險管理，盡量保留實力。
黎兩人際遇大不同！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恒大事件繼續發酵，是其中一個拖累
朱智賢對劇集出街十分開
因素，恒大系個別發展，但恒大及恒大汽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心，對這類喪屍題材尤為喜愛，至
幅均逾一成。而持有大量恒大股份及債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
於會否勾起一些負面回憶，她淡定 中新社
置，受恒大系拖累，全日也挫4.3%報3.3
說：“唔會，過咗去，大家要向前
外，持有大量恒大貸款的民行，股價亦跌
●
《
食腦喪B
食腦喪
B
》
可重見天日，
可重見天日
，大家玩遊戲也格外興奮
大家玩遊戲也格外興奮。
。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
人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全球配置人民
改”。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叢亮
望，不希望一件事便扼殺了（眾）
科指
20
日再挫
1.3%，科技股普遍
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幣資產需求的逐步增加，將衍生出對人民幣資
表示，支持措施不是要在浦東形成“政策窪
演員努力，大家都好畀心機做，（劇
騰訊反覆跌 1.3%，阿里健康更急挫 7.
集不用再做倉底貨？）有說是倉底貨
引領區的意見》7 月 15 日正式公布。陳寅表
產的風險管理、法治環境、人才供給等一系列
地”，而是按照能放盡放並管好的原則賦予浦
另外，何廣沛和江嘉敏一同受訪，說到該劇因朱
跌幅最大藍籌。微盟亦挫8.5%，是科指
嗎？劇集出到街好開心，因在劇中佔戲
黎“偷食”事件拖累一度成為倉底貨，何廣沛謂：
示，文件提出在浦東全域打造特殊經濟功能
訴求，在此過程中，上海將成為人民幣資產的
東更大的改革發展權，目的是構築高水平改革
跌幅之首。油價大插水，石油股全線跌
“拍完至今約年多時間，都不是太耐，我預期更遲播
區、推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建設，支持浦東打
配置中心、風險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優 不少，都想看看自己有否進步空間，
開放的“助推器”。
股則有買盤吸納，李寧逆市升 3%，潤
（黎振燁不及你幸運可以翻身？）演員好
出，所以已經算快，聽監製講也是早一個月前先完
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以
質營商環境示範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上海國
他指出，浦東要緊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
被動，所有事由公司安排，我聽從去做，
喜，料半年多賺逾1倍，股價亦升2%，
成後期工作，所以不算是倉底貨，也沒擔心過播
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區，建設國際消費
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會更進一步凸顯。
持續深化改革，提供更多高水平制度創新成
（黎振燁似沒有想過復出？）唔清楚，其他人
出無期，（黎振燁無份宣傳？）我不清楚背後
撈也彈升3.5%，成藍籌中表現最好。
中心，打造宜居宜業的城市治理樣板。
果。比如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研究具
原因，一直也沒聯絡過對方，因大家對手戲不
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進出 的事不去評論。”
個別股份方面，聯易融插一成後停
有較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開放政策與制度安
至於監製表示不會刪走黎振燁的戲份，朱智賢看
多，並不熟稔。”江嘉敏透露最近要為新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牌前該股報
11.28 元。事緣沽空機構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國
排，支持浦東在人才、技術、資金、數據跨境
到時會否另有感受？她謂：“不會，經一事長一智，
劇減 10kg，現已成功減掉
3kg，在劇中
Varriors發表報告狙擊聯易融，批評該股對地產業務
陳寅說，要加強標誌性項目引領，在浦東
際金融中心建設，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金融市
流通等領域實現突破。
所有事從錯誤中學習，今次是個很好的教訓，上了寶
要剪短頭髮兼剷青，好有信心會減肥
過大，指地產商利用聯易融走後門。Valiant Va
探索建設場內全國性大宗商品倉單註冊登記中
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
金融方面，支持浦東發展人民幣離岸交
貴一課，希望焦點放在我演技上，（避開同男友謝東
成功，一個月前亦開始學中國功夫
指，聯易融的附屬公司，隱藏逾百億過橋貸款和
心、國家級大型場內貴金屬儲備倉庫等重大金
體系，強化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功能。同時，
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探索完
閔一齊睇這劇？）私人事不說喇。”
和吊威也，作足準備，在旁的
易，潛在金融風險巨大，同時集團槓桿超過 80 倍，
融基礎設施。同時，加快提高張江綜合性國家
支持上海在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
善相關制度安排。航運方面，支持浦東加強
何廣沛便潑冷水睇死她減不
比預期早出街
不是倉底貨
●
監
製
吳
冠
地銀保監會的規定。
科學中心集中度和顯示度，推進國家實驗室建
在符合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和展業三
江海陸空鐵緊密銜接，探索一體化管理體制
到肥，笑言：“識她咁
宇表示不會刪走
監製吳冠宇表示黎振燁在劇中的戲份會原裝版本
多年，一直都是幸Valiant Varriors 指出，用金融服務業平均數推
設，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建設
原則的要求下，進一步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
機制，試點實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船舶登記
黎 振 燁 的 戲
易融的預測市盈率不應超過 10 至 12 倍，估值不高
播出，不會刪剪，至於海報沒有黎氏的份兒，吳冠宇
福肥。”
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推進聯動長三角一
的進出，探索臨港新片區內資本自由流入流出
管理制度。核心技術方面，浦東要瞄準腦科
份。
指宣傳方面非自己處理，也沒聯絡過黎生，他又解
元，故僅予目標價 1.19 元，即較該股 20 日停牌
體化發展重大項目。在改革開放方面，要研究
和自由兌換，助力上海成為新發展格局下聯通
學、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特別是破解高端集
釋：“海報人物會揀核心演員為主，而黎振燁在劇中
11.28 元，有 90.5%的潛在跌幅。事實上，該股股價
制定綜合性改革試點方案和放寬市場准入特別
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重要樞紐和橋樑。
成電路元器件、基礎軟硬件等關鍵領域“卡
負責一條分支線，（之後黎振燁會否出來宣傳？）
9日，近3個月累挫逾50%。
措施清單。
國務院支持浦東“大膽試、大膽闖、自主
脖子”難題。

20日

《中

後面的宣傳仍未知怎樣處理。”

● Sammi 新
MV 時 空 設 定
在未來。
在未來
。

“母胎”
場景花 6 天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鄭秀文
（Sammi） 在 新 歌 《 新 造 的 人 》 MV 以 “ 異 能
人”造型出現，更獲公司予以無限量支持，不惜
工本製作，當中的母體場景便花上 6 日搭成，更
用了 2 年時間尋找出心動歌詞，整個過程一絲不
苟！
新歌 MV 由電影界美術大師梁華生（James）
擔任導演，單是其中一個比喻“母胎”的場景，就
花了 6 天搭建，拍攝超過 20 小時。Sammi 多個造
型演繹擁有異能的人去拯救朋友，當中淋雨水的戲
份令她特別有感覺，她認為汗水與淚水的結合才成
為新造的人。
Sammi 說：“導演 James 設計‘母體’場景，
比喻初生嬰兒對未知的世界感到恐懼或新鮮感。我

鄭秀文新歌 MV 不惜工本

非常喜歡，可以表達好多面情緒和故事。每個人出
生前都不知道外面世界是怎麼樣？有很多未知數，
但又好像早已寫在生命冊內，‘母體’這一幕對我
印象最深刻。”另一幕淋雨亦令她很有感覺，她
說：“淋雨對我意味生命嘅洗禮，當係雨水也好，
淚水也好。每個人經過些種種洗煉之後，最終就會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雖然這一幕開始是雨水，但對
我來說既是汗水又是淚水。”
James 謂：“呢首歌多層次，好有意思，充滿
末世紀感覺，歌詞亦很有詩意。因為其中一句歌詞
‘很想要異能’，啟發我將MV時空設定在未來。
MV故事講述Sammi是一個擁有異能的人，從未來
到這個世紀拯救朋友和以往唔好嘅自己，從而成為
新造的人。”

自認《屍戰朝鮮》粉絲

全智賢甘願扮喪屍
● Sammi 演 繹
擁有異能的人
去拯救朋友。
去拯救朋友
。

《大叔的愛》田中圭染疫

●EXID
EXID成員
成員Hani
Hani。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曾出演《大叔的
愛》而爆紅的田中圭19日確診新冠肺炎。
其所屬經理人公司 20 日透露田中圭起先是在 18
日出現發燒症狀，當天就去做檢測，19 日得知檢測結
果為陽性，目前他遵從防疫指示進行治療休養中，而
他參與演出的電視劇《Night Doctor》正在熱播中。
而田中圭原預計在 8 月 12 日到 22 日演出舞台劇《若能
描繪出生命》，不知該劇會否受到影響。

另外，韓國
娛圈 20 日亦爆出
藝人染疫，人氣
女 團 EXID 成 員
Hani 傳 出 確 診 新 冠
肺炎的消息，據悉她是
因密切接觸到染疫的工作人
員而受感染。

● 全智賢狀
態保持得很
好。

● 田中圭憑
《大叔的愛》而
走紅。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39 歲的韓
國人氣女星全智賢早前傳出烏龍婚變消
息，20 日她出席韓劇《屍戰朝鮮：雅信
傳》記者會，已晉身媽咪級的她騷出性感
小蠻腰，如今剪了一頭短髮更加顯得清爽
俐落。她直言演員維持身材是基本功。在
旁的男星朴秉恩都插嘴指，全智賢在海外
拍戲的空檔，也會用跑步機做運動，讓他
十分敬佩。
全智賢又透露，自己是《屍戰朝鮮》以
及編劇金銀姬的粉絲，為了能夠演出金銀姬
的作品，她主動提出“就算扮演喪屍都願
意”，沒想到竟可演到了前傳女主角，讓她
感到十分榮幸。全智賢表示，儘管這次的動
作戲不多，在體力上自信能應付。
《屍戰朝鮮：雅信傳》講述北方首次
發現“生死草”，並揭開它如何讓朝鮮出
現喪屍的謎團。這部年度喪屍巨作將於 23
日上線。

世界體育
體中育國新經
聞濟

3

5

●責任編輯：趙雪馨

●責任編輯：李鴻培

B7

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

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

星期四

2021年7月22日

Thursday, July 22, 2021

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 獲賦更大發展權

疫情惡化打擊氣氛 港股現熊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全
肺炎疫情惡化，變種病毒株快速傳播對
甦前景構成威脅，加上美 10 年期債息跌
厘水平，美元指數創 3 個月新高，打擊
氛，在外圍股市疲弱下，港股連續兩日
恒指 20 日最多跌 368 點，一度失守 250
分界線(27,170 點)，到尾市跌幅收窄，
跌 230 點報 27,259 點，牛熊線失而復得
交僅1,399億元（港元，下同）。

迎戰巴西打響奧運第一槍
人行支持滬先行先試人民幣自由流入流出
雖然東京奧運會本周五才揭

幕，但足球比賽搶閘開賽，

中國女足於北京時間 21 日

下午在仙台的宮城體育

場迎戰南美勁旅巴西隊。主帥賈秀全希望
全體隊員發揚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

中國國新辦 20 日就支持浦東

神，展現中國女足和技戰術素

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質，發揮出自己的特點。“中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舉行新聞
國女足已經準備好了，我

●主帥賈秀
全（左）與隊長
吳海燕交談。
新華社

避險情緒升 應保留實力

●中國女足隊
香港19日掛起三號風球，外圍股市
員王霜（左二）、
雨飄搖，隔夜美股大跌 720 多點，港股
王珊珊（右二）
日急跌共挫 745 點，20 日更一度跌穿牛
進行賽前訓練。
“熊蹤”。由7月至今計，恒指已跌去1
新華社

發布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們很期待與巴西隊的

或 5.4%，很多投資者對“七翻身”已
憬。但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仍然堅
比賽。”賈秀全
局長王信表示，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
市“上落市”的格局未改，走勢一直是
說。
金融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
跌跌”，目前無須去斷定大市是否已經
市。他認為，當大市處於 27,200 點水平
和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強化全球金融
資者反而可以趁低入市，而在眾多板塊
資源配置的功能，同時支持上海在人
認為資源股是較好的選擇。
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上海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
出，大市經過 19 日急跌後，20 日再進
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寅稱，要以
壓。踏進七月下旬，在本月餘下的交易
在浦東建設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為
況不太樂觀，加上市場的避險情緒正
溫，擔心一旦稍有不利的事件或消息出
契機，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創新發展，
再引發新一輪拋售。建議投資者目前最
●巴西前鋒
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
瑪塔（右）彈奏
好個人風險管理，盡量保留實力。
班卓琴減壓。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恒大事件繼續發酵，是其中一個拖累
美聯社
因素，恒大系個別發展，但恒大及恒大汽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幅均逾一成。而持有大量恒大股份及債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
中新社
置，受恒大系拖累，全日也挫4.3%報3.3
外，持有大量恒大貸款的民行，股價亦跌2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
人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全球配置人民
改”。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叢亮
科指 20 日再挫 1.3%，科技股普遍
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幣資產需求的逐步增加，將衍生出對人民幣資
表示，支持措施不是要在浦東形成“政策窪
騰訊反覆跌
1.3%，阿里健康更急挫 7.4
引領區的意見》7 月 15 日正式公布。陳寅表
產的風險管理、法治環境、人才供給等一系列
地”，而是按照能放盡放並管好的原則賦予浦
跌幅最大藍籌。微盟亦挫8.5%，是科指
示，文件提出在浦東全域打造特殊經濟功能
訴求，在此過程中，上海將成為人民幣資產的
東更大的改革發展權，目的是構築高水平改革
跌幅之首。油價大插水，石油股全線跌
區、推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建設，支持浦東打
配置中心、風險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優
開放的“助推器”。
股則有買盤吸納，李寧逆市升 3%，潤
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以
質營商環境示範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上海國
他指出，浦東要緊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
喜，料半年多賺逾1倍，股價亦升2%，
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區，建設國際消費
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會更進一步凸顯。
持續深化改革，提供更多高水平制度創新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運動員投訴落機後指示不清，與普
撈也彈升3.5%，成藍籌中表現最好。
中心，打造宜居宜業的城市治理樣板。
果。比如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研究具
日本直擊）很多人聽說小記可以
通旅客混在一起，“泡泡”形同虛
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進出
有較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開放政策與制度安
去日本採訪奧運均一臉羨慕，畢竟
設。不過 個別股份方面，聯易融插一成後停
20 日所見情況已有所改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牌前該股報
11.28 元。事緣沽空機構
目前想離港旅行只屬奢望，不過我
善，與小記同機的香港泳隊甫下機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國
排，支持浦東在人才、技術、資金、數據跨境
Varriors發表報告狙擊聯易融，批評該股對地產業務
卻心裏明白採訪奧運從來不是一件
已與其他人士分開，在志願者帶領
陳寅說，要加強標誌性項目引領，在浦東
際金融中心建設，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金融市
流通等領域實現突破。
過大，指地產商利用聯易融走後門。Valiant
Var
簡單的事，尤其是今屆的奧運非同
下與普通旅客有一定距離，值得一
探索建設場內全國性大宗商品倉單註冊登記中
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
金融方面，支持浦東發展人民幣離岸交
一般，難度更是直線上升。抵達日
讚的是目前遇到的東奧志願者均質
指，聯易融的附屬公司，隱藏逾百億過橋貸款和
心、國家級大型場內貴金屬儲備倉庫等重大金
體系，強化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功能。同時，
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探索完
本首日，小記已感受深刻，由抵埗
素很高，樂於助人之餘亦能操多國
易，潛在金融風險巨大，同時集團槓桿超過
80 倍，
融基礎設施。同時，加快提高張江綜合性國家
支持上海在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
善相關制度安排。航運方面，支持浦東加強
到離開機場足足花了近5個小時，
語言，小記也是在一名懂得廣東話
地銀保監會的規定。
科學中心集中度和顯示度，推進國家實驗室建
在符合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和展業三
江海陸空鐵緊密銜接，探索一體化管理體制
雖然所有的日本工作人員及志願者 Valiant
的志願者主動協助下才得以終結無
Varriors 指出，用金融服務業平均數推
過往中巴交戰紀錄中，中國女足戰績不佳，唯一擊敗對
期，我們終於贏得了亞洲地區的奧運會正賽入場券，能夠參
設，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建設
原則的要求下，進一步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
機制，試點實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船舶登記
均已盡力幫忙，無奈程序實在太繁
止境的等待，無奈今屆奧運實在是
手的比賽是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準決賽，當時中國隊
加東京奧運會，有了與世界強隊的交流的機會，對於我們來
易融的預測市盈率不應超過
10 至 12 倍，估值不高
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推進聯動長三角一
的進出，探索臨港新片區內資本自由流入流出
管理制度。核心技術方面，浦東要瞄準腦科
複而人手亦遠遠不夠，相信到正式
有太多重複又繁瑣的程序，加上臨
以3：2獲勝。但25年過去，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中國女足未
說非常重要。”
元，故僅予目標價 1.19 元，即較該股 20 日停牌
體化發展重大項目。在改革開放方面，要研究
和自由兌換，助力上海成為新發展格局下聯通
學、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特別是破解高端集
開幕時主辦單位將面臨更大考驗。
近開幕，入境運動員及媒體人數爆
逢一勝，2016年里約奧運，中國隊以0：3慘敗在巴西腳下。
11.28 元，有
90.5%的潛在跌幅。事實上，該股股價
制定綜合性改革試點方案和放寬市場准入特別
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重要樞紐和橋樑。
成電路元器件、基礎軟硬件等關鍵領域“卡
有了申請奧運、酒店以及填
炸性增加，但人手卻遠遠不夠，像
與世界強隊交流非常重要
對此，主帥賈秀全 20 日在出席賽前發布會時坦言，巴西
9日，近3個月累挫逾50%。
寫種種防疫文件等多次與主辦方交
等候檢疫結果的區域，十多個工作
措施清單。
國務院支持浦東“大膽試、大膽闖、自主
脖子”難題。

採訪
手記

《中

中國女足
初生牛犢不怕虎

機場呆等 5 小時
人手不足待改善

在

女足是一支個人能力很強的球隊，比賽經驗豐富。但“中國
女足已經準備好了，我們會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比賽，打出自
己的東西。”
賈秀全介紹，對於中國女足備戰來說，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受疫情影響，缺少國際比賽，“我們只能在國內進行和
男足的友誼賽以及內部的教學賽，大家來找一些比賽上的節
奏和感覺。我們都知道第一場比賽很難踢，和友誼賽、教學
賽都不一樣。希望今日中國女足能打出自信、打出自己的特
點，快速找到切入點，快速進入狀態。”
賈秀全表示：“通過長時間的艱苦準備和比賽的多次延

20 日出席賽前發布會的還有隊員王珊珊。她表示，能夠
參加奧運會對於中國女足來說很榮幸，“因為我們是代表中
國。”她說，很期待對陣巴西的比賽， “巴西是一支很強的
隊伍，但我們也有自己的特點，希望在奧運會舞台上能夠展
現出我們中國女足的氣勢和精神。”
此次奧運會，宮城體育場是為數不多允許有現場觀眾的
賽場，比賽允許不到 10,000 名觀眾現場觀戰。對此，王珊珊
表示：“宮城體育場是一個標準、職業的球場，場地設施不
錯，有觀眾的話，會讓我們興奮，更加激勵我們。”
●綜合外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正謙 東京報道）今次香港東
京奧運代表團中佔最多參賽人
數的香港游泳隊，20 日在團長
貝鈞奇及義務副秘書長黃寶基
的帶領下踏上征途。儘管早上天氣不穩，加上三號風球仍然
高懸，但仍無礙一眾泳將的興奮心情。對於選手村不時傳出
確診消息，23 歲的女飛魚何詩蓓（Siobhan）稱會“作最壞打
算、望最好結果”，平日做好防疫措施，但不會過分擔心。
在今屆港隊代表團中，以泳隊人數最鼎盛，連同馬拉松
泳賽的方胤在內，共有 2 男 7 女泳手出戰 10 個項目。Siobhan
近年成績突飛猛進，以 3 個奧運 A 標取得女子 50 米、100 米及
200 米自由泳入場券，被視為港隊東奧其中一位獎牌希望。談
及今次起程遇上風雨，到埗後又面對不明朗的疫情，她選擇
坦然面對：“我已有心理準備，作最壞打算的同時，也想有
最好的結果。”
她又表示會小心防疫，並透露已帶備約100個口罩，準備
每次上水都換上新的。“過去一年有很多不確定的事發生，
東京奧運一直不知是否辦得成。現在終於上機了，所以好開
心；教練提醒我，比賽時常會有意外的事發生，我亦預計今

港隊
傳真

次未必會好順利，但既已做好準備，就不必太擔心。”
另一方面，上屆奧運成為港隊開幕禮持旗手的歐鎧淳，
今屆因為專心應付比賽，坦言未必會親身出席開幕儀式。她
和施幸余均已為奧運“4 朝元老”，不過後者身份已換成教
練。

● 香港游泳隊
香港游泳隊20
20日晨啟程
日晨啟程。
。

記者郭正謙 攝

郎平：我們是來衝冠軍的

港泳隊出發 何詩蓓做足防疫爭最好結果

手的經驗，小記知道今次採訪奧運
絕不會順風順水，不過沒想到首日
已經面臨巨大挑戰，由抵達日本到
步出機場，確認身份、檢
疫以至過關等程序足足花
了 5 個小時，而當中大部
分時間都是在呆等中度
過，幸好等候期間仍有飲
水供應亦能離座活動一下
筋骨，不過捱一下餓就在
所難免了。
之前有報道指不少

人員要同時面對數百以至上千名運
動員或媒體，希望主辦單位在適應
後可以不斷改善。
●大批傳媒等候檢測結果
大批傳媒等候檢測結果。
。
記者郭正謙東京傳真

中國女排於 20 日上午進行了
時，郎平說：“歐洲球隊更加成
抵達東京之後的首次訓練。主教
熟，意大利和塞爾維亞都有個人能
練郎平表示，中國隊不存在保冠
力突出的得分手。對我們來說非常
軍的問題，這屆奧運會中國隊會
難，我們在網上並不佔優勢，所以
去衝擊對手，而不是等着對手來
打對手的時候要強調全面發揮自己
衝擊自己。
的水平，做好充分的困難準備。不
在 2016 年里約奧運會上，中
是讓對手來衝擊我們，我們首先要
國女排勇奪冠軍，本次東京奧運會
衝擊對手，勝負要看臨場發揮。”
將以衛冕冠軍的身份出戰。但是，
作為里約奧運會奪冠成員之
郎平強調，5 年前的情況跟現在完
一，袁心玥對這次比賽非常期
全不一樣。雖然部分隊員參加過里
待。“準備了 5 年，想把這 5 年練
約奧運會，但是對手在過去5年有
的東西展現到場上。”她說，
了很多進步和成
“里約奧運會時還比較年
長，“我們不能
輕，這次希望能在場上承擔
按照上一屆的節
更多責任。”
奏 和 規 律 去
東京奧運會女排比賽將
套”，而應當
於25日打響，中國隊在小組
“一切從零開
賽中的對手包括土耳其、美
始”。
國、俄羅斯、意大利和阿根
● 郎平展示奧運證
在分析自身
廷隊，獲得小組前四名的隊
件。
微博圖片
和對手的實力
伍將晉級8強。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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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休斯顿房产,3⼤秘诀必须掌握

Q

尽管受到新冠病毒影响，据预测2021年秋季，整个休斯顿都
会区的就业机会将增⻓35,000⾄52,000，居⺠和企业也纷纷
移⼊，后疫情时代下休斯顿的发展潜⼒不容⼩觑。然⽽想进
军休斯顿房地产是否能说买就买？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细
节？本篇整理三⼤要点，让您的投资计划事半功倍。

聯⽲地產中國城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所在地区治安情况

收⼊来源，通常按年缴交。虽然税费颇⾼，亦可认作是养房⼀⼤开销看似很
对⾃住者来说，治安是买房的⾸要考虑，⽆论是房⼦周围的组成、噪 ⾼，但地⽅政府其实⼤都会将税收都回馈在当地居⺠⾝上，包含市政、图书
。
⾳，或是出⼊分⼦、犯罪率等，居住环境是影响⽣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对 馆运作、警察配备、教育经费等公共服务
此外⼩区管理费HOA也是投资者须特别留意的成本。HOA类似⼩区管
于投资者来说更为重要，因为房价与邻⾥的素质有密切关联，有些治安较差 理委员会，透过制定条例提供不同服务，按⽉或按年向屋主收取的费⽤，主
的区域，普遍居⺠素质与经济状况都不好，较容易发⽣抢劫、⽃殴事件。 要⽤于⼩区⽇常环境及公共设施的维护，建议在购房前先了解⼩区HOA费⽤
Crime Report这个⽹站能追溯半年内的犯罪内容，进⼊⽹站后输⼊地 及涵盖范围。
址可以看到备注⾥有警⽅的纪录。透过这个⽹站您能判断城市哪⼀区的犯罪
率较⾼，尽量避免在该区域置产。
3. 所在学区好坏
如果您是家⻓且打算在休斯顿购房，建议尽量依据学校排名和评分来选
2. 房地产税与养房费⽤
择居住地区。可以搜寻附近学校或学区。⽹站会公布学校整体的概况, 师⽣
投资房地产除了房价之外，还需要考虑房屋持有成本。买房后每年房⼦ ⽐, 多元程度、SAT平均成绩、学费以及家⻓的评价。
维护的费⽤，包括税⾦、⼩区管理费等等，这些称之为「养房成本」的费
2020年美国教育部从德州1200个学区中选出Top ，其中休斯顿有四
⽤，是除了房价之外，亦需纳⼊我们预算规划的重要⽀出项⽬。
个学区上榜，凯蒂独⽴学区（Katy ISD）在休斯顿排名第⼀，且是休斯顿都
新移⺠和在美⼯作的境外⼈⼠，最常遇到要缴的税就是联邦税和州税。 会区学⽣注册⼈数成⻓最快的地⽅。
联邦税按所得⾼低从10%到37%的税率课征，州税则由各州政府来制定，德
⽽对于投资者来说，位于好学区的房产更能保值，且若是想收租做房东
州是少数免征州税的州之⼀。
德州虽然免征州税，但房地产税较⾼。房地产税是地⽅政府的重要财政 的话，此区租客素质也相对良好，较不易遇到信誉不佳、收⼊不稳定、易拖
⽋租⾦、毁坏房产等棘⼿的问题。
1.

蒂凯佳苑 g r a n d w e s t c o n d o s
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346) 998-8000
1

投资收租 第⼆住所
简单⽽别致的⽣活
享受郊区闲逸的都市化⽣活
|

房/ 2 房 $25万美元起

RESIDENTIAL

优质地点 | 步⾏⽣活圈 | ⻩⾦⼤学城

休城社區

西斯邱縣對抗反亞裔暴力新前線
超過 600 名來自加州各地和遠從密爾瓦基與明尼亞波里斯的
苗族人（Hmong），7 月 27 日齊聚在懷利卡（Yreka）的西斯邱
縣（Siskiyou County）法院，要求聯邦對 6 月 28 日一名育有三
子的苗族父親遭執法人員開槍擊斃的事件進行調查。
加沙緬度市議員王麥（Mai Vang，音譯）7 月 17 日在集會
中表示，抗議行動讓這個坐落在沙斯達山（Mount Shasta）山
腳下人口稀少的縣成為美國亞裔民眾對抗反亞裔暴力浪潮的新爆
點。
在這起事件中，具有苗族、柬埔寨裔、寮裔和華裔血統的民
眾是被攻擊的對象，這些族裔在西斯邱縣的人口逐年遞增，其中
許多人以種植少量大麻為生，就像他們在寮國和柬埔寨的家人一
樣。槍擊事件加劇了縣政府和大麻種植者之間的種族緊張情勢。
儘管大麻在加州已合法化，但西斯邱縣仍禁止戶外種植大麻，農
民最多只能在室內種植 12 盆大麻。
槍擊案死者是 35 歲的哈吉（Soobleej Kaub Hawj），據稱
在 「岩漿山火」 （Lava Fire）爆發頭幾個小時當局發布強制撤離
令後，他在靠近維德（Weed）A12 號公路一個檢查站調頭反方
向駕駛，他的妻子和三名子女乘坐另一輛車跟在他後面。
執法官員表示，他因為試圖將卡車調頭開回撤離區，遭警員
截停，被發現手中正握著一把半自動手槍。
社區維權人士提出異議，稱當時天色太暗，根本無法看清車
內情況。一張由目擊者拍下的照片顯示，卡車側面佈滿 21 個彈
孔，兩側車窗都被子彈擊碎。維權人士還指出，從目擊者的錄影
中可以聽到至少 40 到 60 發子彈射擊的聲音。
西斯邱縣警方並未對此事發表正式聲明，但在其臉書上做出
了回應。 「警員開槍致死案是一項複雜的調查，需要時間進行
徹底調查。由於調查還在進行中，有關此案的某些細節尚未公開
。不過，一旦調查完成，會將完整的調查報告公諸於世。」
從 7 月 9 日開始進行絕食抗議，要求為哈吉討回公道的當地
33 歲維權人士熊澤格（Zurg Xiong，音譯），7 月 17 日也在集會
中發言。熊澤格在一封致西斯邱縣警察局長拉魯（Jeremiah
LaRue）和縣議會的信中重申他的要求：公開所有錄影片段、對
槍擊事件進行正式調查、停止歧視苗族社區，包括取消針對苗族
農民的限水令。
熊澤格在守夜親屬的圍繞下告訴抗議者，他願意為正義而死
。
許多年長抗議者，包括身著軍服的越戰退伍軍人，對苗族農
民被縣府稱為 「苗族獨占利益者」 （Hmong cartel），表示深感
遭到背叛。
沙加緬度醫師龐立堯（Lee Yao Pang，音譯）問道： 「為什
麼討厭苗人？」 他和許多抗議者一樣，指出哈吉的卡車被射成像
蜂窩。
「我們在寮國的秘密戰爭中為美軍服務，我們拯救美國飛行
員，我們為了支持美國犠牲了超過 3 萬 5000 條人命，現在卻被
指控我們在這裡發起秘密毒品戰爭。」
布特縣（Butte County）地方檢察長辦公室前調查長森德雷
（Ed Szendrey）問道： 「獨占利益者會做什麼事？會像這樣要

求對話與和平抗議嗎？」 從溪口（Chico）前來的森德雷自
1990 年代就開始幫助參加過秘密戰爭的退伍軍人。他表示，
西斯邱縣的節水法令太過嚴格，會讓苗族農民因無法生活下
去被迫離開。
「好像他們每一滴水都用來種植大麻似的。人們需要水
做飯、洗澡、生活，逼到老夫婦現在必須到溪邊去打水。」
在哈吉身亡的前 24 天，六名亞裔民眾提出一項訴訟，要
求當局發出臨時禁制令，禁止縣警局在苗族聚居的沙斯達維
斯塔山（Mount Shasta Vista）地區監視送水卡車。原告表
示，他們的用水權因一項為了減少大麻種植、考慮不周的計
畫受到侵犯。訴訟內容請見：https://ecf.caed.uscourts.gov/
doc1/033112450266。
被告對訴訟的回應是：他們在該地區查獲數千磅非法種
植的大麻，價值 5900 萬美元到 1 億 7900 萬美元。 https://
ecf.caed.uscourts.gov/doc1/033112458714。
7 月 17 日在懷利卡進行抗議活動的苗族民眾
縣法令還禁止運水車載超過 100 加侖的水，維權人士稱
，這項法令導致所有開卡車運水的苗人被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森德雷指出： 「人們不但失去用水，還失去他
們的卡車。苜蓿和小麥種植者可以無限用水，不會因為用水
被截停或被質疑。」
森德雷還說： 「限水令只在特定道路上實施，這些道路
大部分都是苗族社區。儘管沒有明說，此舉已製造出種族主 親愛的哈裡斯縣居民
義問題，這裡有一個強大的社群團體想把苗人趕出去。」
哈裡斯縣是全國最多樣化的縣之一。我們的社區由來自世界
森德雷和其他苗族社區支持者呼籲司法部調查哈吉槍擊 各地的人組成，他們講的許多語言都反映了這一點。我們的目標
事件。
是確保所有有資格投票的哈裡斯居民都有明確的投票途徑，包括
20 多歲的李瑪麗（Mary Ly，音譯）去年從丹佛搬到西 消除語言障礙。
斯邱縣來照顧母親。她說，自從限水令通過後，她感覺外界
作為這一努力的一部分，我們設立了語言援助方案（LAP），
對自己和看起來像苗人的居民的敵意不斷升高。
以方便說英語以外的語言的選民獲得語言。語言援助方案（LAP）
李瑪麗說： 「法令通過後，經常有車輛跟蹤我回家，還 由 12 個委員會組成，這些委員會目前正在努力將選民登記表翻譯
對我比中指。還好我是年輕亞裔，要是發生在我母親身上怎 成 12 種語言，此外還有英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和普通話的現行
麼辦？我不敢讓我母親自己去雜貨店。」 在零售店工作的李 表格。常設委員會代表阿拉伯文、孟加拉文、波斯語、法語、伊
瑪麗表示，她看過店員對苗族長者有多麼不尊重。她說： 博語、旁遮普語、印地語、韓語、塔加祿語、泰米爾語、烏爾都
「我以前從未受過這樣的種族歧視。」
語和約魯巴語。
在 「相愛、互助」 的口號聲中，演講者和遊行者強調，
旁遮普邦和孟加拉文的成員人數，並分別定於 7 月 20 日和 7
除了為不明原因的死亡尋求正義，他們另一個目的是尋求與 月 29 日舉行社區會議。然而，其他委員會正在積極尋求新成員參
當局對話。
加定期會議，並就其語言的翻譯進行熱烈討論。
抗議活動發起者之一曹彼得（Peter Thao，音譯）說：
「我們希望向警方展示我們的力量和聲音，我們希望確保調查會 Luther King, Jr.）名言 「任何地方的不公不義，都威脅著所有地
繼續下去，並公佈警員隨身攝影機影片。我們有機會可以相互了 方的公平正義」 讓她深受啟發，因此決定加入抗議行列。
「我們有 18 個氏族，但我們已經將部落問題擺在一旁。在
解、展開對話，如果執法單位有需要了解我們的文化，我們樂於
美國生活僅
50 年的我們，還在學習成為美國人的意義 ー 擁有異
分享。」
道約翰（John Thoa，音譯）和妻子在佛萊斯諾（Fresno） 議的權利。」
然而，苗人對他們每日經歷的殘酷生活感到絕望，沖淡了這
經營一個服務老年人的非牟利機構，他們之所驅車北上懷利卡，
是因為 「這是一個所有亞裔團體需要共同進行的對話，以表達我 種樂觀態度和要求對話的情緒。熊澤格在信中還要求縣警局和縣
議會立即將哈吉的狗 Silk 歸還給其家屬。在事件中也遭到槍擊的
們對此地發生的事的憂慮。」
在密爾瓦基長大的溪口州大（Chico State University）學生 Silk，當晚被執法人員帶走，並稱會安排領養事宜。
熊諾亞（Nhoua Xiong，音譯）表示，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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