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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市場 滬嚴打“股市黑嘴”
刪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 處置違法賬號8000餘個
為規範互聯網金融信息傳播秩序，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

上海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

工作，堅決遏制各類違法違規信息傳播，全面清理“股市黑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其間，屬地主要網

站查刪攔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下架音視頻專輯、節目

3,187個，處置違法違規賬號8,000餘個，關閉直播間53

個，有效淨化了網絡生態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內部消息，這隻股要爆升了，有興趣加我微
信！”類似這樣的短信，在手機屏幕上經

常彈出。股市“黑嘴”利用網絡平台發布虛假、蠱
惑性信息，養粉薦股後反向操作收割散戶，導致個
股暴漲暴跌，侵害股民權益、擾亂市場秩序。

嚴查養粉薦股操弄股價
上海網信辦微信公眾號“網信上海”發布消息

稱，聚焦音視頻、直播類、財經資訊類、聚合類等屬
地重點網站，上海網信辦、上海證監局加強聯動協
同，圍繞相關法律法規及典型案例開展普法宣講，提
高企業合法合規運營意識。同時，督促指導各平台自查
自糾涉非法證券期貨經營風險，全面清理“股市黑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違規信息，對平
台公眾賬號運營者強化證券期貨經營資質核驗，全力
壓縮場外配資、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相關網絡信息傳播
空間。

指導平台實施有效管理
在專項整治中，上海網信辦指導屬地網站平台

採取扎實有效的管理措施。嗶哩嗶哩對認證通過的
財經類用戶賬號統一社群運營，加強內容安全教
育，禁止未經資質認證的個人和機構發布涉投資理
財等財經領域內容；東方財富網通過“股民學校”
專門頻道，傳播各類證券相關基礎知識和法律法
規，加強投資者教育；喜馬拉雅加強對涉非法證券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的舉報受理工作，對於核實為違
規的內容進行拓展排查溯源，提高舉報處理效率。

至於A股表現，因消費、醫藥和半導體等熱門板
塊重挫，滬深兩市17日萎靡不振，三大指數均跌逾
2%。截至收市，滬綜指破3,500點關口，報3,446
點，跌70.36點或2%；深成指報14,350點，跌343點
或2.33%；創業板指報3,224點，跌77點或2.34%。
兩市共成交13,083億元人民幣。

滬深三大指數齊低走
北向資金持續回流，當日淨買入14.75億元。除

民航機場板塊逆市漲2%外，行業板塊全線回調，釀
酒、電子元件板塊更暴跌4%。

概念板塊亦幾乎盡墨，光刻膠、第三代半導
體、刀片電池等板塊連遭暴擊，狂瀉逾4%。

巨豐投顧分析，藍籌股超跌反彈之後的分化及
高位科技股的分化，導致市場短期調整需求升級，

而融資壓力加大亦令指數承壓。不過，在經濟復甦
依舊以及流動性相對穩定的支撐下，市場沒有系統
性風險，調整空間也不會太大。

市場料震盪整固 成長持續
粵開證券亦指，8月的A股市場處於震盪期，國

內外宏觀面擾動將會增加，前期漲幅過大、預期過
高、交易過度擁擠的成長股，短期可能存在補跌風
險，市場賺錢難度提升；但中期沒有系統性風險，料
市場在經歷一定震盪整固後，成長牛、結構牛將繼
續。

周一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要優化政策
組合，促進消費穩定恢復增長，用好地方政府專項
債帶動擴大有效投資，以更有效的開放舉措穩定外
貿外資，穩定市場主體信心，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
媚） 香港證監會17日發表今年
第二季的《季度報告》指出，季
內證監會加強與香港聯交所合
作，聯手打擊涉及新股上市的失
當和不當行為，雙方現時一旦察
覺預警跡象，顯示沒有足夠的投
資者真正對某些上市申請感興
趣，便會對這些有問題的申請加
強審查，並會在必要時反對或拒
絕有關申請。

期內，證監會與警方對一個
涉嫌進行“唱高散貨”市場操縱計
劃並干犯欺詐罪的集團採取聯合行
動，搜查了某香港上市公司的辦事
處及其高層人員的住所。警方在過
程中拘捕四名人士，包括該公司的
三名高層人員。為提升各界對社交
媒體投資騙局的認知，證監會亦擴
大宣傳工作，聯同警方舉辦了多項
社區外展活動，並提醒持牌人在偵
測到疑似“唱高散貨”騙局時通知
證監會。

在執法方面，證監會因應股
價及成交量的異動，提出了
2,319項索取交易及賬戶記錄的
要求，並對4家機構及3名人士
採取了紀律處分，涉及的罰款總
額為500萬港元。證監會亦特別
點名不受規管的虛擬資產平台，
又指早前發出聲明，明確表示幣
安集團旗下的任何實體均未獲得
發牌或註冊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
活動，並呼籲投資者如打算投資
於在不受規管的平台上發售的股
票代幣，務必格外謹慎。

◀ 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上海
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工
作。圖為網信辦在其微信公眾
號發布提醒股民警惕“股市黑
嘴”的信息。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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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友
邦17日於開市前公布中期業績。友邦上
半年新業務價值增長22%至 18.14億美
元，所有報告分部（除香港外）的新業務
價值均超出2019年上半年，疫情大流行
前的水平，惟旅遊限制繼續影響香港業務
來自內地訪客的銷售。

友邦保險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
祥表示，本地客群新業務錄得可觀增長，
本地客對保障需求仍高，會繼續研究新產
品應付市場需求，又相信當香港恢復與內
地通關後，內地客新造保單業務將會恢
復。

友邦本地客群新業務增長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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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清零再斷纜 國泰女工確診
無抗體料剛中招 疑貴賓室招待轉機客染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再起波瀾，一名 47歲

國泰貴賓室女員工 17日證實感染 Delta變種

病毒株，被列為源頭不明本地感染個案。由

於患者尚未產生抗體，入院後病毒量一路上

升，估計為新近染疫。患者在貴賓室負責派

送食物等工作，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 17日估計，患者在貴賓室招待轉

機確診者時染疫的機會較大。由於變種病毒

傳播力強，稍微疏漏都可能引致第五波爆

發，而機場過去 3個月平均每月有一名機場

人員“中招”，香港衞生署會檢視機場員工

的個人防護裝備，並強烈呼籲他們接種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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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除了機場出
現防疫缺口，檢疫酒店的防疫漏洞也未堵塞，
導致一名從美國抵港的外傭染疫。衞生防護中
心調查發現，外傭入住灣仔帝盛酒店檢疫期
間，被對面房的一對夫婦傳染。政府專家顧
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17日晨到
酒店視察，推斷該夫婦檢疫期間開門接受病毒
採樣時，未關上窗戶，造成負氣壓把病毒帶到
走廊，之後外傭開門“引毒入室”。袁國勇建
議酒店改善換氣，提醒住客打開房門一定要關
窗。該對夫婦和該名家住赤柱的外傭於本月1
日乘坐同一班機由美國抵港，夫婦坐商務艙、
外傭則坐經濟艙，3人已接種疫苗，在機場檢
測呈陰性結果後入住灣仔帝盛酒店檢疫。丈夫
在入住酒店後第三天採樣確診，其妻之後亦確
診。

房間空氣傳走廊 對房開門出事
外傭則因為已接種兩劑疫苗、並驗到抗體

陽性，根據當時的檢疫措施，在酒店隔離7天
便能進入社區，至交第十二天樣本檢測才驗到
對病毒呈陽性。3人都帶有L452R變種病毒，
病毒基因排序百分百相同。

袁國勇17日到酒店視察後指出，該對夫婦

與外傭住正對面房，相信是採樣時經空氣傳
播，夫婦病毒CT值16、病毒量高，“夫婦於8
月3日採樣時，打開房門約1分半鐘，當時亦打
開窗，沒有跟指示先關窗才開門。

香港機電署做了煙霧測試，發現打開窗後
空氣由房內走出來，這有很大問題，因為空氣
應該有Delta變種病毒，因為他們是當天確診，
空氣走出走廊後，採樣人員就到外傭房間收集
樣本。”

他說，兩間房都是“尾房”，空氣轉換速
度低，已要求酒店改善，“我們希望空氣轉換
有4至6之間，但只有2.1至2.6之間，不太理

想，相信是氣流、氣壓在走廊末端有些不足，
我們要求酒店工程師了解，為何空氣轉換速度
低。”他建議縮短收集樣本工序，例如檢疫人
士入住時已確認身份，化驗人員收取深喉唾液
樣本時，可簡化核對身份；如果要採鼻咽拭子
樣本，則要求房客開門前先關窗，避免病毒流
出。
對於3名確診患者都曾經在港接種兩劑疫

苗，但病毒傳染力仍很強，袁國勇解釋已打針
者在感染後，其體內病毒量快速下跌，中和抗
體上升，釋放病毒的時間較短，對其他人影響
較小，但仍有傳播可能性。

開門檢測未關窗 灣仔帝盛3確診

接連有機場工作人
員感染新冠肺炎，毗鄰
機場、住有不少機場工
作人員的東涌，每每在
機場人員染疫後被列入
強檢公告範圍，居民經

常要接受強制病毒檢測。今次國泰貴賓室女
員工感染後，東涌多間食肆及商場也“上
榜”。其中一個檢測站設於東涌東薈城對開
露天廣場，17 日晨持續有約 50 人排隊採
樣。對於檢測司空見慣的居民說：“無辦法
啦，最近不少個案都是輸入或與機場相關，
幾乎每月都要強檢一次。”也有東涌居民認
為，該區爆疫風險高，決定接種疫苗護己護
人。東涌多個地方被納入強檢範圍，政府
17日在區內3個地點增設流動採樣站，其中
在東薈城露天廣場有多人排隊接受強檢。不
少居民對於幾乎每月一強檢感無奈，“無辦
法的，難道我們不出入這些食肆、商場嗎？
避免不到。”

居民葉先生則認為：“（這區）是交通要
道，不可能避免經過的，不能確保的，不能憂
慮了，住得這區就預咗。”鄧先生：“不能擔
心，要感染就會感染了，因為東涌人多，又近
機場，一定會易傳播了。”

另外，與患者同住逸東邨的居民16日
被圍封進行強檢，有居民對於最近不少個案
與機場相關，表示擔心受感染，“始終太近
機場，又有唔少旅客及機組人員出入東涌，
這種變種病毒又具較強傳播力，當然擔心受
感染，故除了工作需要要定期檢測外，亦已
決定接種疫苗。”●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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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7日新增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兩宗分別是
來自英國和阿曼的輸入個案，均帶有L452R變種

病毒，其中英國抵港者曾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唯一的
本地個案源頭不明，患者是47歲國泰外判女員工（個
案12038），亦帶有L452R變種病毒，並證實是Delta
病毒株。

國泰染疫員工居於東涌逸東（二）邨美逸樓，政府
16日圍封該大廈，暫無發現新增感染。患者在機場貴賓
室“寰宇堂”工作，負責為離境和轉機乘客派送食物和
樓面工作，本月14日最後上班，未接種疫苗，但有定
期接受病毒檢測，8月9日及之前測試均呈陰性。

欲接種疫苗 急症室照肺揭發
患者過去近一個月持續輕微咳嗽，本周日（15

日）她前往私家診所欲接種疫苗， 但醫生因其病徵，
建議先到急症室照肺，即日入院採樣結果呈陽性，同日
她還曾到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亦驗出陽性。

不過，患者起初的病毒CT值為32、病毒量少，入
院後CT值跌至27，其後病毒量逐漸增加，加上抗體檢
測呈陰性，相信屬新近感染。

張竹君17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由於香港本地
疫情平穩，出境人士均會做檢測，相信患者較大可能在
送飯時被轉機旅客感染，但轉機旅客來往地區眾多，相
對難以追查感染源頭，如過去一周就有約3,000人曾到
訪貴賓室。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表
示，女患者照肺結果顯示，其肺部有約1厘米的陰影，
但比對2018年的肺片發現，陰影早已存在，相信並非
最近造成，而其近一個月的咳嗽亦與新冠肺炎無關。

患者平時生活規律，工時多為下午至深夜，偶爾在
外用餐，還曾到東涌健康中心看中醫，其家人、同事、
中醫診所醫生等30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除住所大廈
外，15個患者到訪處所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包括她經
常搭乘的 S65、N64 龍運巴士，逸東商場2樓的大家
樂，東涌東堤灣畔地下的必勝客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Delta變種病
毒株在全球急速傳播且具有更高傳染性，特區政
府17日宣布，由本周五（20日）午夜零時起再度
收緊海外抵港者的檢疫政策，不再接納以抗體檢
測結果作為縮短檢疫期的理據，中風險地區的未
打針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即使已打針也必須接
受14天酒店檢疫，另加7天自行監察。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17日強調，再次收緊措施是因時制宜之
舉。有專家建議政府參考國家民航局的技術指
引，因應航班出發地每百萬人口的發病率、上座
率及飛行時間等，量化高中低風險地區的評級標

準，並每日檢視評級和及時調整。
最新的檢疫政策變動最大是B組、即中風險地

區（例如澳洲等）。未接種疫苗的非香港居民不
准入境，未打針的香港居民，則必須在酒店強制
檢疫21天，其間接受6次檢測，比原來次數增加
兩次；已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及非香港居民，酒
店檢疫期減至14天，另加7天自行監察，檢疫期
間接受4次檢測，其後也要接受兩次強制檢測。

高風險的A組地區則一如之前科學委員會建
議，只准已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入境，非香港居
民不論有無打針，一律“禁飛”香港。獲准抵港

者須在酒店接受21天強制檢疫，其間檢測次數增
至6次，檢疫期後接受7天自行監察，以及接受一
次強制檢測。C組低風險地區則維持14天檢疫
期，已打針獲縮短至7天檢疫期。

特首：收緊措施因時制宜
林鄭月娥17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特區

政府一直在抗疫政策上因時制宜，根據外圍的狀
況作出調整。她強調之前的措施只屬政策調校而
非漏洞。今次則因應疫情可能惡化，不得已作出
調校，減低香港出現新一波疫情的風險。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17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自今年6月份起，機場
接二連三出現本地確診個案，憂慮遲早會引發大
型群組爆發，呼籲政府及機管局認真全面檢視機
場防疫措施。

何栢良倡仿內地量化評級
他續說，不明白為何特區政府為海外地區進

行疫情風險評級時，其中一個評級指標是考量香
港經濟因素。事實上，疫情風險評估與經濟無
關，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國家民航局的技術指引，
因應航班出發地每百萬人口的發病率、上座率及
飛行時間等，量化高中低風險地區的評級標準，
同時每日檢視評級，因應情況調整。

周五起不接納抗體檢測縮短檢疫期

●●灣仔帝盛酒店作為隔離酒店灣仔帝盛酒店作為隔離酒店，，有不少住有不少住
客在坐客在坐““酒店監酒店監””時時，，都打開窗戶透氣都打開窗戶透氣
（（紅圈示紅圈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國泰女工部分行蹤

東涌世窗冰室

●中新社

東涌逸東商場香港街市

●中新社

東涌逸東商場大家樂

東涌健康中心

●●袁國勇巡視灣仔帝盛袁國勇巡視灣仔帝盛
酒店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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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中華婦女聯合會理事長何建華
被控違反國安法案件，現由台北地院審理中；
北院考量她仍有限制出境必要，日前裁定延長
限制出境6個月。

台北地檢署起訴指出，何建華涉收受中國
全國台灣同學會人民幣3萬元，在總統大選期
間渲染總統蔡英文假學歷爭議，企圖影響國家
安定，去年12月依違反國安法起訴，並求處重
刑。此案是首宗依修正後國安法起訴案件，可
處7年以上徒刑，得併科新台幣5000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金。

北檢後來查出中國全國台灣同學會副會長
黃信瑜涉嫌協助何建華散布蔡總統假學歷等不
實消息，涉違反國安法，已簽分他案偵辦。

台北地院審理期間，何建華表示，只是轉
貼新聞、臉書連結給大陸的朋友，卻被檢察官
視為搞統戰，指檢察官根本栽贓。

台北地院審酌，今年2月間裁定何建華限
制出境出海6個月；何建華涉犯為本刑有期徒
刑7年以上之罪，在大陸地區成長且仍有密切
聯繫，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避免受罰為基
本人性，何建華仍有逃亡之虞。

北院指出，本案尚有訴訟程序待進行，而
何建華自述出國目的僅是赴大陸祭祀亡母，經
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的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
公共利益維護以及何建華人身自由的私益及防
禦權等，認定仍有繼續限制出境的必要，裁定
自8月21日起延長限制出境6個月。

何建華被控違反國安法 延長限制出境6個月

（中央社）張姓男子日前收到不是自己提
告案件的判決書。對此，嘉義地院表示，裝錯
信封導致疏失，日後會注意核對，已向張男致
歉，人員疏失部分，將列入年終考績參考。

張男向媒體投訴，7月27日收到嘉義地方
法院寄來的判決書，卻不是自己所提告的恐嚇
案件，而是其他被告的判決案件，收到的判決
書是一起毀損案件。

對此，嘉義地方法院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
，透過媒體記者聯繫得知該案判決書有送達錯
誤情形後，隨即以電話詢問兩起案件的當事人
，確認只有張男收到錯誤的判決書，另一當事

人收到的判決是正確的。
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庭書記官在電話中已經

向張姓男子致歉，這次是判決裝錯信封導致疏
失，電話中也請張男將收到的錯誤判決寄回，
張男則表示將自行拿回法院返還。

嘉義地方法院指出，事後，張男以陳報狀
的方式，將誤送的判決直接遞交地院收狀櫃台
，承辦的書記官則未能親自向張男致歉，因疏
忽造成張男諸多不便，地院深感抱歉，日後會
多加注意核對。至於人員疏失部分，將列入年
終考績參考。

原告變被告 嘉義地院：人員寄錯判決書已致歉

（中央社）檢調獲報，空軍退役少將錢耀
棟、退役中校魏先儀涉及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
，企圖吸收前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等人。北檢
今天搜索約談錢、魏到案，依國家安全法發展
組織罪嫌偵辦。

鏡週刊日前報導，檢調偵辦一起共諜案時
，查出一名來自香港的謝姓商人受中國國安部
系統指示，以經商名義來台發展組織，涉嫌吸
收多名退役高階軍官，這些退役軍官頻繁與仍
在軍中的學長、學弟聯繫，並邀約餐敘。

報導還指出，前國防部副部長、現任國防
大學校長張哲平上將涉嫌與共諜組織多次餐敘
，甚至張的妻子被招待赴香港旅遊，遭國安調
查。

張哲平當時表示，有關家人赴大陸省親、
旅遊均為自費；且他與同學、退伍袍澤、友人
間聚餐等情事，也都嚴守保密要求及廉政相關
規範，絕無不法言行。

檢調蒐證後懷疑，謝姓商人疑似透過錢耀
棟、魏先儀接觸軍方人士，北檢為釐清案情，
今天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執
行搜索2處，以被告身分約談錢耀棟、魏先儀
，將釐清2人是否遭謝姓商人吸收並為其在台
發展組織。

錢耀棟晚間先行抵達北檢接受檢察官複訊
，面對媒體詢問是否被吸收成為共諜時，未表
示意見。

空軍退役少將錢耀棟疑涉共諜案 北檢複訊

（中央社）彰化市南瑤宮一名前
女員工涉嫌侵吞香油錢，5年逾新台
幣500萬元，全案有進一步發展，檢
、廉今天前往南瑤宮調閱卷證資料並
搜索涉案人住處後帶回，釐清犯案手
法及確切金額中。

彰化市長林世賢去年12月舉行就
職2週年記者會時透露，一名寺廟管
理人員涉嫌5年侵吞515萬元香油錢
，市公所接獲檢舉，移請彰化地方檢
察署偵辦，同時對涉案人員免職處分
，檢方今天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前往彰

化市南瑤宮調閱卷證資料，並搜索這
名涉案前員工住處，帶回1名涉案人
、3名證人訊問。

林世賢今天表示，有關南瑤宮前
女職員侵吞香油錢515萬元弊案，主
動將全案移送司法機關偵辦，更主動
拜會檢方，展現市公所全力配合偵查
的態度，希望彰化地檢署勿枉勿縱。

林世賢說，偵辦期間遇國內CO-
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
升溫，疫情警戒期間，法務部各機關
都須遵守法務部制訂的指示，一切以

防疫為優先考量
，警戒降為第2
級後，彰化地檢
署 8 月 18 日指
揮廉政署中部地
區調查組前往市
公所寺廟室等地
進行相關偵辦作為。

彰化市公所附屬單位編制寺廟室
，管理南瑤宮、城隍廟、關帝廟等知
名寺廟。林世賢去年在記者會曾說，
經過改革，已將寺廟財務整頓得透明

化，具體作法包含各寺廟賽錢箱開箱
時會同里長監督，更規劃邀民眾現場
監督，及寺廟室代管的各寺廟公告每
月收入明細等。

林世賢強調，每天工作超過16小
時，推動市政沒有包袱，任內看到彰

化市第2停車場BOT案成功招商中友
百貨集團、彰化火車站後站停車場及
民權市場耐震補強完成發包、污水下
水道工程接管率持續提升等，見證彰
化市持續進步，希望市民以友善城市
為傲。

彰化南瑤宮遭侵吞香油錢案檢廉帶回涉案人訊問

被問是否會選總統被問是否會選總統 陳其邁陳其邁：：念茲在茲是高雄念茲在茲是高雄
高雄市議會高雄市議會1818日進行市政總質詢日進行市政總質詢；；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陳若翠在質詢時問市長陳其邁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陳若翠在質詢時問市長陳其邁（（前右前右44

），），接下來會不會去選總統接下來會不會去選總統？？陳其邁強調陳其邁強調，，現在最重要的是市政工作現在最重要的是市政工作，，念茲在茲的是高雄念茲在茲的是高雄，，凌晨凌晨
都還在跟官員討論疫情都還在跟官員討論疫情，，現在只想把工作做好現在只想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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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市場 滬嚴打“股市黑嘴”
刪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 處置違法賬號8000餘個
為規範互聯網金融信息傳播秩序，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

上海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

工作，堅決遏制各類違法違規信息傳播，全面清理“股市黑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其間，屬地主要網

站查刪攔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下架音視頻專輯、節目

3,187個，處置違法違規賬號8,000餘個，關閉直播間53

個，有效淨化了網絡生態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內部消息，這隻股要爆升了，有興趣加我微
信！”類似這樣的短信，在手機屏幕上經

常彈出。股市“黑嘴”利用網絡平台發布虛假、蠱
惑性信息，養粉薦股後反向操作收割散戶，導致個
股暴漲暴跌，侵害股民權益、擾亂市場秩序。

嚴查養粉薦股操弄股價
上海網信辦微信公眾號“網信上海”發布消息

稱，聚焦音視頻、直播類、財經資訊類、聚合類等屬
地重點網站，上海網信辦、上海證監局加強聯動協
同，圍繞相關法律法規及典型案例開展普法宣講，提
高企業合法合規運營意識。同時，督促指導各平台自查
自糾涉非法證券期貨經營風險，全面清理“股市黑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違規信息，對平
台公眾賬號運營者強化證券期貨經營資質核驗，全力
壓縮場外配資、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相關網絡信息傳播
空間。

指導平台實施有效管理
在專項整治中，上海網信辦指導屬地網站平台

採取扎實有效的管理措施。嗶哩嗶哩對認證通過的
財經類用戶賬號統一社群運營，加強內容安全教
育，禁止未經資質認證的個人和機構發布涉投資理
財等財經領域內容；東方財富網通過“股民學校”
專門頻道，傳播各類證券相關基礎知識和法律法
規，加強投資者教育；喜馬拉雅加強對涉非法證券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的舉報受理工作，對於核實為違
規的內容進行拓展排查溯源，提高舉報處理效率。

至於A股表現，因消費、醫藥和半導體等熱門板
塊重挫，滬深兩市17日萎靡不振，三大指數均跌逾
2%。截至收市，滬綜指破3,500點關口，報3,446
點，跌70.36點或2%；深成指報14,350點，跌343點
或2.33%；創業板指報3,224點，跌77點或2.34%。
兩市共成交13,083億元人民幣。

滬深三大指數齊低走
北向資金持續回流，當日淨買入14.75億元。除

民航機場板塊逆市漲2%外，行業板塊全線回調，釀
酒、電子元件板塊更暴跌4%。

概念板塊亦幾乎盡墨，光刻膠、第三代半導
體、刀片電池等板塊連遭暴擊，狂瀉逾4%。

巨豐投顧分析，藍籌股超跌反彈之後的分化及
高位科技股的分化，導致市場短期調整需求升級，

而融資壓力加大亦令指數承壓。不過，在經濟復甦
依舊以及流動性相對穩定的支撐下，市場沒有系統
性風險，調整空間也不會太大。

市場料震盪整固 成長持續
粵開證券亦指，8月的A股市場處於震盪期，國

內外宏觀面擾動將會增加，前期漲幅過大、預期過
高、交易過度擁擠的成長股，短期可能存在補跌風
險，市場賺錢難度提升；但中期沒有系統性風險，料
市場在經歷一定震盪整固後，成長牛、結構牛將繼
續。

周一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要優化政策
組合，促進消費穩定恢復增長，用好地方政府專項
債帶動擴大有效投資，以更有效的開放舉措穩定外
貿外資，穩定市場主體信心，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
媚） 香港證監會17日發表今年
第二季的《季度報告》指出，季
內證監會加強與香港聯交所合
作，聯手打擊涉及新股上市的失
當和不當行為，雙方現時一旦察
覺預警跡象，顯示沒有足夠的投
資者真正對某些上市申請感興
趣，便會對這些有問題的申請加
強審查，並會在必要時反對或拒
絕有關申請。

期內，證監會與警方對一個
涉嫌進行“唱高散貨”市場操縱計
劃並干犯欺詐罪的集團採取聯合行
動，搜查了某香港上市公司的辦事
處及其高層人員的住所。警方在過
程中拘捕四名人士，包括該公司的
三名高層人員。為提升各界對社交
媒體投資騙局的認知，證監會亦擴
大宣傳工作，聯同警方舉辦了多項
社區外展活動，並提醒持牌人在偵
測到疑似“唱高散貨”騙局時通知
證監會。

在執法方面，證監會因應股
價及成交量的異動，提出了
2,319項索取交易及賬戶記錄的
要求，並對4家機構及3名人士
採取了紀律處分，涉及的罰款總
額為500萬港元。證監會亦特別
點名不受規管的虛擬資產平台，
又指早前發出聲明，明確表示幣
安集團旗下的任何實體均未獲得
發牌或註冊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
活動，並呼籲投資者如打算投資
於在不受規管的平台上發售的股
票代幣，務必格外謹慎。

◀ 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上海
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工
作。圖為網信辦在其微信公眾
號發布提醒股民警惕“股市黑
嘴”的信息。 網絡截圖

香
港
證
監
會
夥
警
方
打
擊
﹁唱
高
散
貨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友
邦17日於開市前公布中期業績。友邦上
半年新業務價值增長22%至 18.14億美
元，所有報告分部（除香港外）的新業務
價值均超出2019年上半年，疫情大流行
前的水平，惟旅遊限制繼續影響香港業務
來自內地訪客的銷售。

友邦保險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
祥表示，本地客群新業務錄得可觀增長，
本地客對保障需求仍高，會繼續研究新產
品應付市場需求，又相信當香港恢復與內
地通關後，內地客新造保單業務將會恢
復。

友邦本地客群新業務增長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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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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5555屆屆AAUAAU青少年奧運會青少年奧運會(AAU Junior Olympic Games)(AAU Junior Olympic Games)於於20212021
年年77月月3030日至日至88月月77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辦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辦，，吸引了全美吸引了全美5050個州個州
和全部屬地運動員和全部屬地運動員 1600016000 人參加人參加。。 20212021 年年 88 月月 77 日日，，成立於成立於
18881888年的主辦方美國業餘體育聯合會年的主辦方美國業餘體育聯合會(AAU)(AAU)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JenningsJennings ““RustyRusty”” BuchananBuchanan邀請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邀請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執執
行總裁裴習梅等前往比賽場館之一的行總裁裴習梅等前往比賽場館之一的 Humble High SchoolHumble High School
Turner StadiumTurner Stadium田徑場採訪大賽主席田徑場採訪大賽主席Paul CampbellPaul Campbell和哈里斯郡和哈里斯郡
休斯敦體育局休斯敦體育局(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 –– Houston Sports Authority)Houston Sports Authority)首席首席
執行官執行官Janis BurkeJanis Burke女士女士、、各部門主管及前奧運會各部門主管及前奧運會44xx100100欄冠軍欄冠軍
Dannel HallDannel Hall等等。。

20212021年年77月月3131日日，，德州州長數字峰會在奧斯汀德州州長數字峰會在奧斯汀Round RockRound Rock舉舉
行行。。州長邀請各大自媒體專家州長邀請各大自媒體專家、、暢銷書作者和網絡有影響力的暢銷書作者和網絡有影響力的
人士出席探討利用數字媒體人士出席探討利用數字媒體、、社交媒體社交媒體、、自媒體來增加知情權自媒體來增加知情權
、、透明度透明度、、準確度等一系列最新面臨的挑戰和對策準確度等一系列最新面臨的挑戰和對策。。

20212021 年年88月月1414日日，，休斯敦艾隆貸款休斯敦艾隆貸款(ALOAN MORTGAGE)(ALOAN MORTGAGE)專專
家羅敏家羅敏(Min Nicar)(Min Nicar)在前往德州海邊別墅的路上專程來到梨城川在前往德州海邊別墅的路上專程來到梨城川
之味之味(SZECHUAN HOUSE)(SZECHUAN HOUSE)品嚐名廚孫軍烹製的正宗川菜品嚐名廚孫軍烹製的正宗川菜。。

全美最大的青少年奧運會全美最大的青少年奧運會(AAU Junior Olympic Games)(AAU Junior Olympic Games)於於20212021年年77
月月3030日至日至88月月77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辦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辦，，吸引了全美吸引了全美5050個州和全部個州和全部
屬地運動員屬地運動員1600016000人參加人參加。。 20212021年年88月月77日日，，世界名人網體育部世界名人網體育部
採訪團來到位於採訪團來到位於HUMBLE HIGH SCHOOLHUMBLE HIGH SCHOOL的的Turner StadiumTurner Stadium田田
徑場採訪徑場採訪。。圖為體育愛好者圖為體育愛好者Nancy XieNancy Xie與獲獎選手合影與獲獎選手合影。。

20212021年年88月月1515日日，，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會員會員、、凱旋地產凱旋地產(Karonsuka(Karonsuka
Realty)Realty)黑馬經紀人黑馬經紀人Susan ChangSusan Chang應約來到應約來到Shelton Lakes State ParkShelton Lakes State Park
州立公園拍攝州立公園拍攝““買房找阿芳買房找阿芳””推廣小視頻推廣小視頻。。 Susan ChangSusan Chang中文中文
暱稱是阿芳暱稱是阿芳，，喜歡買房喜歡買房，，對客戶無比熱情對客戶無比熱情，，在休斯敦是一顆冉在休斯敦是一顆冉
冉升起的地產明星冉升起的地產明星，，非常引人注目非常引人注目。。

20212021年年88月月1515日日，，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會員會員、、凱旋地產凱旋地產(Karonsuka(Karonsuka
Realty)Realty)黑馬經紀人黑馬經紀人 Susan ChangSusan Chang 和艾隆貸款和艾隆貸款(ALOAN MORT(ALOAN MORT--
GAGE)GAGE)董事長羅敏董事長羅敏(Min Nicar)(Min Nicar)女士情如姐妹女士情如姐妹，，一起來到一起來到ShelShel--

ton Lakes State Parkton Lakes State Park 州 立 公 園 拍 攝州 立 公 園 拍 攝
““買房找阿芳買房找阿芳””推廣小視頻推廣小視頻。。羅敏不羅敏不
忘在結尾處加上一句忘在結尾處加上一句““要貸款要貸款，，找羅找羅
敏敏”，”，天衣無縫天衣無縫，，非常風趣非常風趣。。

20212021年年88月月1616--1919日日，，在美國石油化工之都休斯敦一年一度舉行的海洋石油技術大會在在美國石油化工之都休斯敦一年一度舉行的海洋石油技術大會在NRG ParkNRG Park中心在哈里斯郡疫情中心在哈里斯郡疫情
評級評級REDRED的警報中正式登場的警報中正式登場。。今年現場展位數和出席人數郡可能創歷史最低今年現場展位數和出席人數郡可能創歷史最低，，但是手機但是手機APPAPP，，電子媒體電子媒體，，電子展位紛電子展位紛
紛登場紛登場，，使得疫情下大型會展新常態成為新課題使得疫情下大型會展新常態成為新課題。。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執行總裁兼電視事業部主任裴習梅在執行總裁兼電視事業部主任裴習梅在
OTCOTC主展館現場採訪來自中國山東德州聯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展館現場採訪來自中國山東德州聯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UPT)(DUPT)副總經理李戰軍副總經理李戰軍。。

OTCOTC 20212021我來了我來了！！ 20212021年年88月月1616--1919日日，，在美國石油化工之都休斯敦一年在美國石油化工之都休斯敦一年
一度舉行的海洋石油技術大會在一度舉行的海洋石油技術大會在NRG ParkNRG Park中心在哈里斯郡疫情評級中心在哈里斯郡疫情評級REDRED
的警報中正式登場的警報中正式登場。。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執行總裁兼電視事業部執行總裁兼電視事業部
主任裴習梅在主任裴習梅在OTCOTC主展館外採訪在主展館外採訪在NRGNRG露天展位唯一布展的中國煙台傑露天展位唯一布展的中國煙台傑
瑞石油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展位瑞石油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展位。。歷年歷年NRG ParkNRG Park均佈滿展位均佈滿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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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故事

美南時事通

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的天

才。然而，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天才

的特质呢？看IQ应该是一种方式。全球IQ

最高的究竟是谁还有争议，然而华人当中

IQ最高的却没有什么争议，那就是陶哲轩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他的故事。

陶哲轩的父亲陶象国和母亲梁蕙兰都

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属于高知家庭。陶

象国是一名儿科医生，母亲则是数学与物

理双学位。陶哲轩遗传了母亲所有的数学

天赋。陶象国夫妇1972就从香港移民去了

澳大利亚。

而在3年之后，1975年的7月15日，

在澳大利亚阿得雷德，陶哲轩作为家中的

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陶哲轩在一岁多的时候，便已在看儿

童剧《芝麻街》时自己学会认英文字母。

根据父亲陶象国的回忆，那些日子里，当

陶哲轩在玩那些有字母或数字的积木时，

他会把积木按照字母或数字顺序来排列，

并且还能用数字做一些简单的加减法。

2岁后的一天，陶哲轩用父亲的轻便

打字机， 对照着儿童书籍，用一个手指艰

难地敲打出了一整页。这时候他们才意识

到自己的孩子可能不是普通人。所以在3

岁半的时候，父母就把他送进去了私立小

学。

然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

问题，面对这些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孩子，

陶哲轩3岁的小脑瓜显然还没有能够掌握

这个世界的世俗人情，他无法适应和其他

小孩之间的相处。而且他的智力发育太快

了。老师根本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教学。

虽然幼儿园无法教陶哲轩，身为香港

大学的数学高材生的梁蕙兰就充当了老师

的角色，在她的指导下，陶哲轩在幼儿园

就自学了所有的小学课程。

然而陶哲轩的智力发育太快速了，陶

象国夫妇开始阅读天才教育的书籍，并且

加入了南澳大利亚天才儿童协会。陶哲轩

也因此结识了其他的天才儿童。

在5岁的时候，陶哲轩再次进入小学

，一入学就进入了二年级，并且和已经五

年级的孩子一起听数学课。

这里要说明的是，陶哲轩其实也是一

个略显偏科的学生，他其它课程与同龄人

差距并不大。比如英文课上要写作文时，

他就手忙脚乱了。

进入小学两年，陶哲轩已经不再满足

现在的知识，7岁的他他开始自学微积分。

小学校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如

今小学知识已然无法满足陶哲轩的需要，

在与陶象国夫妇讨论之后，他成功地说服

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让陶哲轩每天去中

学听一两堂数学课。

在此期间，陶哲轩还参加了美国版高

考数学才能的测试，得了760分的高分

（满分800分）。在美国，十七八岁的学

生中只有1％能够达到750分，而8岁的孩

子里面还没有人超过700分。

这个时候他才8岁零10个月。惊讶于

陶哲轩的表现，陶象国夫妇开始前往美国

，请教许多数学家，自己的孩子是否是天

才。著名数学家格罗斯教授则给了肯定的

回答，陶哲轩的智商介于220至230之间，

IQ达到230，远超爱因斯坦、牛顿、霍金

。被公认应该是史上智商最高、最聪明的

人物之一，他也完全有能力在12岁生日前

读完大学课程，打破当时最年轻大学毕业

生的记录。

这个时候陶象国夫妇开始陷入纠结。

究竟什么时候该将自己的孩子放入大学。

觉得不应该操之过急的陶象国夫妇，

决定先升入中学呆两年，再进入大学，仅

仅8岁半的陶哲轩就这样正式进入中学学

习。

可是虽然是说在中学学习，但是才半

年，陶哲轩就已经申请进入弗林德斯大学

作为旁听生进行学习，弗林德斯大学排名

澳洲第10名，全球排名第261名，是全球

知名的高校。

9岁的陶哲轩虽然只是弗林德斯大学

的旁听生，可是却已经开始参加各类数学

比赛，震惊整个大学，全校都知道有一位

天才神童在这里学习。

当然了，陶哲轩的人生也并不是一帆

风顺，9岁刚刚进入大学的旁听的他就遗憾

落选澳大利亚队，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

不甘心的他经过一年准备，在10岁的

时候，终于成功入学澳大利亚队参加1985

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年，非常

遗憾，只得了铜牌。

有意思的是，10年之后，在多伦多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陶哲轩的弟

弟，18岁的陶哲渊和16岁的陶哲仁采用

了相同的解题方法，相同的分数，也得

到了铜牌。

这两位也是能力非凡，陶哲仁他拥有

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多个学

位，现在是谷歌澳大利亚分公司的计算机

工程师。陶哲渊曾被论断患有孤僻症，一

个完整的管弦乐队演奏的乐章，他只要听

一遍就能在钢琴上弹奏出来，也是澳大利

亚国际象棋冠军。

陶家三兄弟

在这一年，他也遇见了自己的良师，

1985年，72岁的埃尔德什到澳大利亚讲学;

在学校的安排下，10岁的陶哲轩拜见了埃

尔德什。埃尔德什是全球著名的数学家，

也是发表论文数最多的数学家，他曾因为

在50年代与华罗庚来往密切，而被赶出美

国。

埃尔德什认真审阅神童写的论文，情

景非常感人。埃尔德什曾鼓励陶哲轩说，

“你是很棒的孩子。继续努力!”。这给予

了陶哲轩以极大的鼓励和信心。

11岁继续参加奥林匹克的陶哲轩斩获

了银牌，12岁时斩获金牌，记录至今无人

打破。

到了14岁，陶哲轩才被父母允许正式

上大学，16岁获得该校荣誉理科学位，仅

一年后就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埃尔德什

写信推荐陶哲轩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陶哲轩听从了这一建议，陶哲

轩到达普林斯顿后，博士第一年，陶哲轩

身边的同学总是在对他一无所知的数学领

域发表高谈阔论。

16岁的陶哲轩毕竟心性还没有成熟，

事实上当他还在弗林德斯大学时，他的的

成绩就呈现下滑的趋势。在一门量子物理

学的课程中，老师告诉全班期末考试包括

一篇关于量子物理学历史的论文。而当时

12岁的陶哲轩仰赖于自己的天赋，完全不

学习，当他坐在考场，开始答题时，他震

惊地发现这篇文章要占一半成绩。“我记

得当时我都哭了”，陶哲轩说，“监考老

师不得不把我护送出考场”。陶哲轩史无

前例地挂科了。

所以在普林斯顿读博士的时候，陶哲

轩面对这样的情况，选择了逃避，还是小

孩子的他开始沉迷游戏，他彻夜在计算机

房玩《文明》——一款历史模拟类游戏，

而他的“完美主义者倾向”让他玩的时候

根本停不下来。这桩丑事在普林斯顿人尽

皆知。

然而得益于对数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以及普林斯顿的正确引导，他很快调整了

过来。21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24岁被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聘为正教授，成

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有史以来最

年轻的正教授。

而这个时候，陶哲轩并没有如伤仲永

一般，他的的人生传奇现在才刚刚开始！

陶哲轩从未把数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

业，而是作为一门兴趣，他觉得一切都要

源自于快乐，他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快乐

，所以和其他数学家合作的时候，他想的

都是怎么开开心心地和别人合作，去激发

合作者的才能。所以很多数学家很喜欢和

陶哲轩合作。

陶哲轩30岁之前在数学领域已经取得

非常惊人的成就，得益于其强大的智商。

他一个人可以从事八个数学方向的研究。

其中包含数个重要的分支，从调和分析到

偏微分方程；从解析数论（这是陈景润的

方向）到算术数论。

在陶哲轩的研究生涯里，他被数学

界公认为是调和分析、偏微分方程、组

合数学、解析数论、算术数论等接近10

个重要数学研究领域里的大师级年轻高

手，这些方向都是数学发展中极热的生

长点。

此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涉及工科，在

照相机的压缩传感原理（调和分析在实际

中的应用）方面获得了突破性成果。他还

与他人共同提出了一种新的信息获取指导

理论(即“数字压缩成像技术”)，该理论一

经提出，就在信息论、信号/图像处理、医

疗成像、模式识别、地质勘探、光学/雷达

成像、无线通信等领域受到高度关注，并

被美国《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

杂志评为2007年度“十大突破性技术”。

陶哲轩另一项著名的成果是与本·格林

合作用质数级数解决了一个由欧几里得提

出的与“孪生质数”相关的猜想：一些质

数数列间等差，如3、7、11之间，均差4；

而数列中下一个数15则不是质数。这个已

经有2300年历史的数学悬案，强烈吸引了

他的兴趣，他与同伴甚至证明了即使在无

穷大的质数数列中，也能找到这样的等差

数列段，这个发现被命名为“格林—陶定

理”。

他还成功破解了著名数论难题——埃

尔德什差异问题。这一难题是由匈牙利著

名数学家保罗 埃尔德什(1913~1996)于20

世纪30年代提出的;80年来它困惑了一代又

一代的杰出数学家，阻挡了包括超级计算

机计算在内的各种努力。

陶哲轩对自己的定位本来就不是【要

成为某一个领域的天下第一】，而是【能

综合不同领域的东西，解决自己心里最想

解决的大问题】。这也就造成了他在十几

个方向上都算得翘楚，却从来不是任何一

个领域的天下第一。

但是即使如此，陶哲轩在数学领域所

取得成就已经让绝大部分人高山仰止，而

且到现在，他也才44岁。未来还有无限的

可能性！

在2006年，31岁的陶哲轩因对偏微分

方程、组合数学、谐波分析和堆垒数论的

贡献而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继丘成桐之后

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人。除此之外，他还

获得了麦克阿瑟奖金，这是由麦克阿瑟基

金会颁发的一个奖项，是美国文化界的最

高奖。还有艾伦·沃特曼奖以及科学突破奖

等数十种荣誉。

陶哲轩的妻子也是一位学霸，是一名

韩裔女孩叫劳拉，主修工程，年龄比他小

三岁。，目前是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

室的一名工程师，参与了火星探测计划。

陶哲轩取得的这一系列成就，也充分

说明了自身天赋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如

果仅有天赋，而缺失家庭教育，那么就很

可能成为伤仲永。

陶哲轩：全球智商最高华人，7岁自学微积分
，31岁斩获数学界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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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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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白內障什麼是白內障？？怎麼治療怎麼治療？？
—眼科醫生楊美儀—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Dr. Linda Yang) 專欄一專欄一

眼 睛 是 感
知世界的窗
戶。可是，
對於白內障
患者而言，
就像是明澈
的窗戶上蒙
上一塊布。
眼睛裏晶狀
體老化或病
變了，變得

渾濁，光線就被混濁的晶狀體阻擋，
其嚴重性可從視物模糊到失去光明。
所以，一旦發現有白內障的可能，就
要充分重視，及早治療。當你看不清
，看東西模糊的時候，就應該到眼科
醫生那裏去檢查。首先，你得知道跟
白內障有關的這些事兒：

1白內障會致盲嗎？白內障是世界
上導致失明的主要原因，約佔所有國
家所有失明病例的42％。白內障的風
險從40歲左右開始隨著年齡增加。據
統計調查, 60至70歲人群的白內障發
病率約為24%。到75歲，大約一半的

美國人患有白內障。到80歲時，大約
有70％的美國人患有白內障。糖尿病
患者白內障的發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0
倍。50歲以上人群視力障礙比例高達
30％，主要原因就是白內障。

2只有老年人會得白內障？儘管大
多數人是隨著年齡增長而患上白內障
，但年輕人亦會患上白內障。 實際上
，有些嬰兒天生患有白內障，可以通
過手術矯正。年輕人也可能由於眼睛
受傷或服用某些藥物如類固醇而患上
白內障。環境因素如暴露於太陽的紫
外線中過多亦可能導致越來越多年輕
人、中年人提早患上白內障。白內障
已然不是老年人的“專利”。當發現
在一段時間裏，視力突然下降得很快
，或者看東西越來越模糊的時候，就
要當心了，趕緊去看眼科醫生！

3白內障能用藥治好嗎？
知道自己得了白內障，聽人說可

以吃藥或塗眼膏治好？錯錯錯！到目
前為止，沒有可以消除白內障的特效
藥。治好白內障，必須做手術，千萬
不要花了冤枉錢，耽誤了看病！

手術是治療白內障唯一有效的方法！
4白內障要等“熟”了才做手術？
以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為

醫療水平和醫療設備受限，白內障手
術需要剝離晶狀體。如果硬一點、
“熟”一點 (指晶狀體基本上全混濁了)
，剝離晶狀體會比較容易。從九十年
代初開始使用超聲乳化手術以後，就
不需要等到白內障長硬長熟了。白內
障長得越熟越硬，超聲粉碎所用的時
間和能量越大，手術風險也越大，所
以白內障手術要早一點做為好。一般
的標準是當白內障患者視力降至低於
20/40或影響生活時，就應該做手術。

5白內障手術很複雜嗎？
白內障手術一般采用表面麻醉的

方法。通過一個很小的切口，采用超
聲波擊碎後摘除渾濁晶狀體，再以人
造晶狀體替換渾濁晶狀體。手術通常
大約在十分鐘左右完成，患者沒有明
顯不適。

6得了糖尿病不能做白內障手術？
有些患者認為自己有糖尿病不能

做白內障手術，或者認為手術沒有效

果，而放棄治療。這些想法都是錯誤
的，有白內障的糖尿病患者不僅能做
手術，而且要早做。視力降低，只要
影響生活，就可以做手術了。

糖尿病患者通常傷口較難愈合。
如等白內障發展到晚期再做手術，將
大大增加手術的難度與風險, 亦大大增
加了並發癥發生的可能性，如發生色
素膜炎、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並發癥
。嚴重者可達到失明的程度，最終失
去手術治療的機會。

糖尿病患者只要控製好血糖，白
內障手術是完全可以順利進行的，絕
大部分患者可以達到很好的術後視力
。臨床上空腹血糖值是手術治療的重
要參考指標之一。手術前要控製飲食
，少吃升糖快的甜食等食物。

7年紀太大不能做白內障手術？
白內障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應該

做。如果患者一般健康情況良好，不
管是60歲還是90歲都應該做手術。因
為隨著發病時間越長，晶狀體過度老
化，還可能會產生青光眼和發炎。甚
至有些人在白內障早期，由於病情突

然加速，起病很急,繼發青光眼，一夜
之間就可以造成失明。此時再想做白
內障手術，已經來不及了。因此，白
內障手術是否能做要全面評估，不能
單純從年齡上判斷。

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
本科畢業於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德州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
在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德州大學達拉
斯西南醫學中心完成了住院醫生的訓
練。楊美儀醫生 (Dr. Linda Yang) 對於
各種眼疾都有豐富的經驗，尤其擅長
白內障手術。到目前為主，她已成功
地做過2000多例眼睛手術。楊美儀醫
生 (Dr. Linda Yang) 是休斯頓出生和長
大的華裔，會說流利中文， 對於華人
患者來說，實在是太方便了。

診所:1429 Hwy 6 South, Suite 102
Sugar Land, TX 77478

(832) 500-1480
8am – 5pm Mon – Fri



BB66香江演藝
星期四       2021年8月19日       Thursday, August 19, 2021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3

整治市場 滬嚴打“股市黑嘴”
刪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 處置違法賬號8000餘個
為規範互聯網金融信息傳播秩序，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

上海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

工作，堅決遏制各類違法違規信息傳播，全面清理“股市黑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其間，屬地主要網

站查刪攔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下架音視頻專輯、節目

3,187個，處置違法違規賬號8,000餘個，關閉直播間53

個，有效淨化了網絡生態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內部消息，這隻股要爆升了，有興趣加我微
信！”類似這樣的短信，在手機屏幕上經

常彈出。股市“黑嘴”利用網絡平台發布虛假、蠱
惑性信息，養粉薦股後反向操作收割散戶，導致個
股暴漲暴跌，侵害股民權益、擾亂市場秩序。

嚴查養粉薦股操弄股價
上海網信辦微信公眾號“網信上海”發布消息

稱，聚焦音視頻、直播類、財經資訊類、聚合類等屬
地重點網站，上海網信辦、上海證監局加強聯動協
同，圍繞相關法律法規及典型案例開展普法宣講，提
高企業合法合規運營意識。同時，督促指導各平台自查
自糾涉非法證券期貨經營風險，全面清理“股市黑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違規信息，對平
台公眾賬號運營者強化證券期貨經營資質核驗，全力
壓縮場外配資、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相關網絡信息傳播
空間。

指導平台實施有效管理
在專項整治中，上海網信辦指導屬地網站平台

採取扎實有效的管理措施。嗶哩嗶哩對認證通過的
財經類用戶賬號統一社群運營，加強內容安全教
育，禁止未經資質認證的個人和機構發布涉投資理
財等財經領域內容；東方財富網通過“股民學校”
專門頻道，傳播各類證券相關基礎知識和法律法
規，加強投資者教育；喜馬拉雅加強對涉非法證券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的舉報受理工作，對於核實為違
規的內容進行拓展排查溯源，提高舉報處理效率。

至於A股表現，因消費、醫藥和半導體等熱門板
塊重挫，滬深兩市17日萎靡不振，三大指數均跌逾
2%。截至收市，滬綜指破3,500點關口，報3,446
點，跌70.36點或2%；深成指報14,350點，跌343點
或2.33%；創業板指報3,224點，跌77點或2.34%。
兩市共成交13,083億元人民幣。

滬深三大指數齊低走
北向資金持續回流，當日淨買入14.75億元。除

民航機場板塊逆市漲2%外，行業板塊全線回調，釀
酒、電子元件板塊更暴跌4%。

概念板塊亦幾乎盡墨，光刻膠、第三代半導
體、刀片電池等板塊連遭暴擊，狂瀉逾4%。

巨豐投顧分析，藍籌股超跌反彈之後的分化及
高位科技股的分化，導致市場短期調整需求升級，

而融資壓力加大亦令指數承壓。不過，在經濟復甦
依舊以及流動性相對穩定的支撐下，市場沒有系統
性風險，調整空間也不會太大。

市場料震盪整固 成長持續
粵開證券亦指，8月的A股市場處於震盪期，國

內外宏觀面擾動將會增加，前期漲幅過大、預期過
高、交易過度擁擠的成長股，短期可能存在補跌風
險，市場賺錢難度提升；但中期沒有系統性風險，料
市場在經歷一定震盪整固後，成長牛、結構牛將繼
續。

周一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要優化政策
組合，促進消費穩定恢復增長，用好地方政府專項
債帶動擴大有效投資，以更有效的開放舉措穩定外
貿外資，穩定市場主體信心，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
媚） 香港證監會17日發表今年
第二季的《季度報告》指出，季
內證監會加強與香港聯交所合
作，聯手打擊涉及新股上市的失
當和不當行為，雙方現時一旦察
覺預警跡象，顯示沒有足夠的投
資者真正對某些上市申請感興
趣，便會對這些有問題的申請加
強審查，並會在必要時反對或拒
絕有關申請。

期內，證監會與警方對一個
涉嫌進行“唱高散貨”市場操縱計
劃並干犯欺詐罪的集團採取聯合行
動，搜查了某香港上市公司的辦事
處及其高層人員的住所。警方在過
程中拘捕四名人士，包括該公司的
三名高層人員。為提升各界對社交
媒體投資騙局的認知，證監會亦擴
大宣傳工作，聯同警方舉辦了多項
社區外展活動，並提醒持牌人在偵
測到疑似“唱高散貨”騙局時通知
證監會。

在執法方面，證監會因應股
價及成交量的異動，提出了
2,319項索取交易及賬戶記錄的
要求，並對4家機構及3名人士
採取了紀律處分，涉及的罰款總
額為500萬港元。證監會亦特別
點名不受規管的虛擬資產平台，
又指早前發出聲明，明確表示幣
安集團旗下的任何實體均未獲得
發牌或註冊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
活動，並呼籲投資者如打算投資
於在不受規管的平台上發售的股
票代幣，務必格外謹慎。

◀ 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上海
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工
作。圖為網信辦在其微信公眾
號發布提醒股民警惕“股市黑
嘴”的信息。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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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友
邦17日於開市前公布中期業績。友邦上
半年新業務價值增長22%至 18.14億美
元，所有報告分部（除香港外）的新業務
價值均超出2019年上半年，疫情大流行
前的水平，惟旅遊限制繼續影響香港業務
來自內地訪客的銷售。

友邦保險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
祥表示，本地客群新業務錄得可觀增長，
本地客對保障需求仍高，會繼續研究新產
品應付市場需求，又相信當香港恢復與內
地通關後，內地客新造保單業務將會恢
復。

友邦本地客群新業務增長可觀

首映禮上，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表示跟陳木勝認識超過30年，大家
合作亦20多年，陳木勝於圈中出名是好好先生及君子導演，從未

見過他罵人或發忟憎：“他離開我們，相信是全世界觀眾的大損失，
亦是電影圈的損失！”楊受成續稱，《怒火》於內地上映時，遇上河
南大水災，不久之後內地疫情反彈，當時好擔心，但幸運地電影上映
18日，一直以來票房及入座率也是冠軍，證明影片質素非常高，這也
是陳導的功力。

寰宇電影投資人林小明表示，與陳木勝相識20多年，他是圈中好
好先生人人皆知，他拍每一部戲都用足心機交足功課，不會令觀眾失
望。導演會會長張婉婷表示，雖然未跟陳木勝合作過，但他曾在陳自
強經理人公司旗下，當時的陳木勝已經是彬彬有禮，為人謙恭，及至
陳自強退休，有少少抑鬱，即使陳木勝事業已如日方中，每次約吃飯
他也會抽時間到來陪老人家，席間表現得好有心和誠懇，很懂得關心
別人。張婉婷指導演會亦特別頒發了榮譽大獎給陳導，為這位出色導
演及難能可貴的人作出表揚：“無論在天上或人間也一樣，他都是實
至名歸！”

因緊張演員安危罕有發火
導演麥兆輝於1991年入行，1993年開始跟陳木勝當副導，拍過

《天若有情II》、《怒火街頭》及《特警新人類》，麥兆輝最記得拍
《怒火街頭》時，爸爸生日想請一日假去吃餐飯，怎料之前一日陳木
勝太太來電說女兒跌倒，但陳木勝仍堅持拍完當天的戲份才去看女
兒，結果麥兆輝再不敢請假：“這就是他對電影的熱情，而他也是香
港動作電影的一代宗師！”

曾演出陳導《特警新人類》的李璨琛表示，當時是他拍的第一部
動作片，什麼也不懂，他跟謝霆鋒、吳彥祖幾個都是百厭星經常顧住
玩，陳木勝仍給他們空間一起玩，但在拍一場天台跳樓戲時，幾個年
輕人還在你推我我推你，結果李璨琛就差點跌傷個頭：“從沒脾氣的
他，那次鬧到飛起，也令我們明白拍動作戲時要專心，因每個動作背
後都好危險，我們幾個也希望延續他的精神拍更多的好戲！”

同是動作導演的錢嘉樂表示每次看完陳木勝的電影都好辛苦，覺
得自己要更加努力。嘉樂指認識對方41年，在1980年麗的年代他當武
師仔，陳木勝則是個場記，當年他已很好人沒脾氣：“還以為當場記
總是被罵才好脾氣，但他成為名導演後一樣沒一點脾氣，多謝你拍很
多好的動作片，多謝你，陳木勝！”

譚耀文曾察覺陳導面色有異
演甄子丹上司的譚耀文，有場戲他要跟子丹講“我愛你”：“我

很久沒有跟男人講這句說話，但沒有起雞皮疙瘩，就當跟兒子講
吧！”阿譚首次跟陳木勝合作亦成了最後一次，他憶述拍結尾戲份時
導演的面色有些不同，當時對方戴着太陽眼鏡，還以為是曬黑了皮
膚，他又大讚這偶像導演的笑容很有親和力，永遠記得對方的笑容。

陳家樂本身因撞期推辭演出《怒火》，後來陳木勝導演仍找他客
串一日演甄子丹的上司
角色：“雖然有點遺
憾，仍感恩可以參與這
作品，算是一個很好的
紀念。”提到有指去年
與家人合資買入何文田
豪宅，最後未能成功交
易獲退回全數樓價，涉
額逾半億元。家樂自問
投資方面不算精明，都
是交由家人處理，而暫
時未計劃再買樓，目標
是跟家人住同區可以互
相照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謝霆鋒主
演的電影《怒火》16日晚舉行首映禮，雖
然霆鋒不在港未能出席，但其父母謝賢
（四哥）和狄波拉齊來捧場，拉姑拖着四
哥進場，四哥於布景板不停找個好位置簽
名，終於選了在“謝霆鋒”三個字後簽
名，但由於台上高了一級，拉姑都怕四哥
轉身時會踏空，也一直細心照顧及提醒
他，拍照時更為四哥脫下口罩，兩人便於
霆鋒的頭像下豎起拇指合照。四哥表示特
別相約拉姑來捧兒子場，問他有否叫霆鋒
拍動作片時錫身一點？拉姑說：“有呀、
有呀！”四哥則笑說：“錫身不用啦，真
㗎，他得㗎啦，他鍾意這行！”又問他有
沒有見孫仔？四哥笑謂：“啲孫我唔記得
咗喇喎，都係見過一兩次，驚啲孫見到我
都記不起我！”大家笑指孫仔會記得這麼
有型的爺爺，四哥笑答：“爺爺喎，喺街
見到，邊個係爺爺！”

張敬軒想演喜劇
張敬軒有四五年沒拍電影，他亦有些

戲癮，只是打打殺殺的對他來說是太沉

重，不過有導演大膽找他拍動作片，也會
勤力做準備功夫，但他還是想拍開心的題
材。而之前找他的導演，大多圍繞他在IG
分享的事情，只是不想用作噱頭，加上他
又專心製作音樂，免得不夠準備會演得不
好才全部推掉。

今年是軒仔入行二十年，他忽然感觸
地表示會將家人放在首位，第二位才是工
作：“父母住在廣州，疫情關係我少回去見
他們，所以想爭取多點時間見。”他坦言近
年身邊有些朋友離世，才發覺人與人之間關
係更重要，錢是賺不完的，努力工作也是需
要，但近年會想跟父母同住：“我來香港廿
年了，證明廿年無跟父母住過。”軒仔指媽
咪喜歡香港，更讚香港的海鮮好味，但爸爸
習慣廣州的生活，又有一班茶友，媽咪就只
好陪着爸爸留在廣州生活。

周勵淇（Niki）去年誕下兒子Morris後
一直甚少露面，她表示一直湊仔都好忙，但
即將會再返內地拍電視劇及在港拍電影。她
指來首映禮出門時BB在哭，不過相信小朋友
要多哭些才會長大。問她會否多追一個？Ni-
ki坦言暫不會，或者再過一段時間才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 Marvel首套由華
裔人士當主角的超級英雄電影《尚
氣與十環幫傳奇》17日在洛杉磯舉
行世界首映禮，男女主角劉思慕、
Awkwafina 出席外，飾演梁朝偉妻
子、尚氣母親的陳法拉也由老公陪
同現身，身穿低胸大露背紅裙的法
拉接受現場主持訪問，笑言感覺好
正，因疫情已困在家一整年，現在
終於可以出來慶祝辛勞的成果。提
到現實中她也身為人母，她表示2年
前拍此戲時是她首次演媽媽角色，
而2年後自己也生了囡囡，現時已6
個月大。她又透露為角色苦練多月
功夫，雖然已先睹自己有份的場

面，但仍很期待欣賞完成電腦特效
的整部電影。

飾演尚氣的加拿大華裔男星劉思
慕受訪時表示，首次穿上超級英雄戰
衣令他百感交集，因從沒看過亞裔的
超級英雄，希望現在亞裔小孩看到此
片能找到身份認同。他又談到受訓的
過程，建議任何想演超級英雄或成為
特技人員的人，不要低估拉筋的重要
性：“大家以為只係出吓拳踢吓腿，
但當第二日起身想落床時，你會發覺
你做唔到！”Awkwafina受訪時談到
與劉思慕演對手戲時，有很多即興演
出，又好高興與楊紫瓊再度合作，二
人收工後更相約一起去玩。

孖老公出席美國首映 陳法拉開心嗌好正

謝賢狄波拉捧場支持霆鋒

香港

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陳木勝

導演遺作《怒火》16日晚在港舉行首映禮，投資者

楊受成及一眾演員陳家樂、譚耀文、盧惠光、吳浩康、胡

子彤等出席，前來捧場的嘉賓則有張敬軒、周勵淇、錢嘉

樂、林小明、張婉婷及泳兒等。電影公司投資者及電影人

向已故陳木勝導演致敬，並分享與陳木勝共事的往事，且

大讚陳木勝是君子導演，對電影既熱情又專業，是香港動

作電影的一代宗師！

●●謝賢和狄波拉結謝賢和狄波拉結
伴撐囝囝伴撐囝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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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法拉偕夫出席陳法拉偕夫出席《《尚氣尚氣》》首映首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木勝是
香港動作電
影的一代宗
師！

●●狄波拉為謝賢脫下口罩狄波拉為謝賢脫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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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受成楊受成：：陳木
勝是君子導演陳木勝是君子

導演
遺作首映遺作首映 眾影人高度讚揚

眾影人高度讚揚

●●電影公司投資者及電影人前晚出席電影公司投資者及電影人前晚出席《《怒火怒火》》首映禮首映禮，，
並向已故陳木勝導演致敬並向已故陳木勝導演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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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市場 滬嚴打“股市黑嘴”
刪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 處置違法賬號8000餘個
為規範互聯網金融信息傳播秩序，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

上海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

工作，堅決遏制各類違法違規信息傳播，全面清理“股市黑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其間，屬地主要網

站查刪攔截有害信息逾1.7萬條，下架音視頻專輯、節目

3,187個，處置違法違規賬號8,000餘個，關閉直播間53

個，有效淨化了網絡生態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內部消息，這隻股要爆升了，有興趣加我微
信！”類似這樣的短信，在手機屏幕上經

常彈出。股市“黑嘴”利用網絡平台發布虛假、蠱
惑性信息，養粉薦股後反向操作收割散戶，導致個
股暴漲暴跌，侵害股民權益、擾亂市場秩序。

嚴查養粉薦股操弄股價
上海網信辦微信公眾號“網信上海”發布消息

稱，聚焦音視頻、直播類、財經資訊類、聚合類等屬
地重點網站，上海網信辦、上海證監局加強聯動協
同，圍繞相關法律法規及典型案例開展普法宣講，提
高企業合法合規運營意識。同時，督促指導各平台自查
自糾涉非法證券期貨經營風險，全面清理“股市黑
嘴”、“非法薦股”、“場外配資”等違規信息，對平
台公眾賬號運營者強化證券期貨經營資質核驗，全力
壓縮場外配資、非法證券期貨活動相關網絡信息傳播
空間。

指導平台實施有效管理
在專項整治中，上海網信辦指導屬地網站平台

採取扎實有效的管理措施。嗶哩嗶哩對認證通過的
財經類用戶賬號統一社群運營，加強內容安全教
育，禁止未經資質認證的個人和機構發布涉投資理
財等財經領域內容；東方財富網通過“股民學校”
專門頻道，傳播各類證券相關基礎知識和法律法
規，加強投資者教育；喜馬拉雅加強對涉非法證券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的舉報受理工作，對於核實為違
規的內容進行拓展排查溯源，提高舉報處理效率。

至於A股表現，因消費、醫藥和半導體等熱門板
塊重挫，滬深兩市17日萎靡不振，三大指數均跌逾
2%。截至收市，滬綜指破3,500點關口，報3,446
點，跌70.36點或2%；深成指報14,350點，跌343點
或2.33%；創業板指報3,224點，跌77點或2.34%。
兩市共成交13,083億元人民幣。

滬深三大指數齊低走
北向資金持續回流，當日淨買入14.75億元。除

民航機場板塊逆市漲2%外，行業板塊全線回調，釀
酒、電子元件板塊更暴跌4%。

概念板塊亦幾乎盡墨，光刻膠、第三代半導
體、刀片電池等板塊連遭暴擊，狂瀉逾4%。

巨豐投顧分析，藍籌股超跌反彈之後的分化及
高位科技股的分化，導致市場短期調整需求升級，

而融資壓力加大亦令指數承壓。不過，在經濟復甦
依舊以及流動性相對穩定的支撐下，市場沒有系統
性風險，調整空間也不會太大。

市場料震盪整固 成長持續
粵開證券亦指，8月的A股市場處於震盪期，國

內外宏觀面擾動將會增加，前期漲幅過大、預期過
高、交易過度擁擠的成長股，短期可能存在補跌風
險，市場賺錢難度提升；但中期沒有系統性風險，料
市場在經歷一定震盪整固後，成長牛、結構牛將繼
續。

周一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要優化政策
組合，促進消費穩定恢復增長，用好地方政府專項
債帶動擴大有效投資，以更有效的開放舉措穩定外
貿外資，穩定市場主體信心，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
媚） 香港證監會17日發表今年
第二季的《季度報告》指出，季
內證監會加強與香港聯交所合
作，聯手打擊涉及新股上市的失
當和不當行為，雙方現時一旦察
覺預警跡象，顯示沒有足夠的投
資者真正對某些上市申請感興
趣，便會對這些有問題的申請加
強審查，並會在必要時反對或拒
絕有關申請。

期內，證監會與警方對一個
涉嫌進行“唱高散貨”市場操縱計
劃並干犯欺詐罪的集團採取聯合行
動，搜查了某香港上市公司的辦事
處及其高層人員的住所。警方在過
程中拘捕四名人士，包括該公司的
三名高層人員。為提升各界對社交
媒體投資騙局的認知，證監會亦擴
大宣傳工作，聯同警方舉辦了多項
社區外展活動，並提醒持牌人在偵
測到疑似“唱高散貨”騙局時通知
證監會。

在執法方面，證監會因應股
價及成交量的異動，提出了
2,319項索取交易及賬戶記錄的
要求，並對4家機構及3名人士
採取了紀律處分，涉及的罰款總
額為500萬港元。證監會亦特別
點名不受規管的虛擬資產平台，
又指早前發出聲明，明確表示幣
安集團旗下的任何實體均未獲得
發牌或註冊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
活動，並呼籲投資者如打算投資
於在不受規管的平台上發售的股
票代幣，務必格外謹慎。

◀ 上海網信辦近期會同上海
證監局，聯合開展涉非法證券
期貨活動網絡信息專項整治工
作。圖為網信辦在其微信公眾
號發布提醒股民警惕“股市黑
嘴”的信息。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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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友
邦17日於開市前公布中期業績。友邦上
半年新業務價值增長22%至 18.14億美
元，所有報告分部（除香港外）的新業務
價值均超出2019年上半年，疫情大流行
前的水平，惟旅遊限制繼續影響香港業務
來自內地訪客的銷售。

友邦保險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
祥表示，本地客群新業務錄得可觀增長，
本地客對保障需求仍高，會繼續研究新產
品應付市場需求，又相信當香港恢復與內
地通關後，內地客新造保單業務將會恢
復。

友邦本地客群新業務增長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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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陳浩源源 小檔案小檔案

出生日期：
1985年1月17日（36歲）

項目：輪椅羽毛球

擅用手：右手

現時排名：
WH2組男單世界第2
（個人最高排名）

剛過去的東京

奧運，女將劉慕裳

把握人生中唯一的

機會，在空手道個人形項目為香港贏得一面銅牌；即將到來的殘疾人

奧運會，香港“一哥”陳浩源（Daniel）也迎來可能是唯一一次的奧

運時機，在首次納入比賽項目的羽毛球中，力爭獎牌為港爭光。長

居世界排名第2的他，更被看好擁有“坐銀望金”的實力，他亦決

心要藉今次機會，再次擊敗世界“一哥”金正俊，擺脫“千年老

二”之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點將點將
系列

現年36歲的Daniel，13年前在內地
遇上車禍，左膝以下被截肢，原

本昂藏6呎的男子漢，自此便要在左腳
裝上義肢，甚或坐在輪椅上生活。經歷
過失意、自卑、害怕旁人目光之後，
Daniel後來在羽毛球場上找回自信，成
就不一樣的人生。他在成為殘疾運動員
後，在國際羽毛球壇已累積為香港贏得
超過50面獎牌。因為形象健康，體壇成
就斐然，他是少數獲得運動品牌贊助，
及亮相媒體廣告的殘疾戰將，也是現役
香港殘疾運動員之中，曝光率最多的其
中一人。

5年前里約殘奧，香港憑梁育榮及
鄧韋樂分別在硬地滾球及游泳獲得2
金，余翠怡、陳蕊莊及吳舒婷分別在輪
椅劍擊女子花劍個人及重劍團體奪得2
銀；以及吳玫薈和陳蕊莊分別在女子乒
乓球及輪椅劍擊重劍個人得2銅，最後
以2金2銀2銅收官。剛過去的東京奧
運，香港代表團贏得歷來最佳的1金2
銀3銅，全港市民對運動員關注度到達
前所未有的高度，連帶今次殘奧亦被高
度關注。

今屆羽毛球成為殘奧新增項目，對
於奪獎無數的Daniel，更是爭取突破的
最佳時機。世界排名第2的他已被視為

獎牌希望，他坦承今次目標就是要
衝擊獎牌：“我2009年開始成為殘
疾運動員，一直沒想過有機會打奧
運，直到2014年知道羽毛球首次成
為比賽項目，才燃起我的奧運夢，
好開心可以和我的團隊一齊出戰。
儘管對於36歲的我是有點遲，但這
機會一世人只得一次，終極目標一定
是獎牌以至金牌。”

惡鬥金正俊像李宗偉對林丹
自從Daniel冒起之後，世界“一

哥”金正俊的無敵走勢已成歷史。在
2018至2019年間，Daniel便曾3次打敗
宿敵，只是世界排名仍未能追過對手。
Daniel一直視自己與金正俊的對決就像
是李宗偉對林丹一樣，自己決心要把握
今次機會擺脫“千年老二”之名。“其
實都已有5、6年站在世界第2了，希望
殘奧之後可以上到世界第一吧！”

近年因為疫情關係未能出外，來自
馬來西亞的教練劉南銘，便利用改裝過
的“BB學行車”協助Daniel訓練。劉
南銘亦對愛將投以信心一票：“我非常
有信心Daniel有能力贏獎牌，至於是什
麼顏色，就要視乎臨場發揮以及抽籤形
勢了。”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5

2013、2015及2017年 世界錦標賽銅牌
2013、2015及2019年 香港殘奧會全年最佳男運動員獎
2015、2019年 香港傑出運動員獎
2018年 雅加達亞殘運銀牌
2019年 世界錦標賽銀牌
2019年 十大傑出青年

個
人
榮
譽 ●●陳浩源暫未有退役打算陳浩源暫未有退役打算。。

陳浩源陳浩源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陳浩源有能力爭取獎牌陳浩源有能力爭取獎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羽毛球於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正式成
為比賽項目，賽事設企立組和輪椅組，分男子組及女子組單打及雙打賽，共
設 14 個項目。

殘奧羽毛球項目以運動員的活動範圍、肌肉力量、平衡和球拍操控等能
力，分為6個級別：輪椅組有兩個級別—WH1 及 WH2；企立組有4個級
別，包括下肢組（SL3及SL4）、上肢組（SU5）和短肢組（SH6）。 香港
有陳浩源及朱文佳2名運動員獲得殘奧運參賽資格，兩人將分別於WH2組及
SH6組亮相。

與健全運動員一樣，殘奧羽毛球選手都是使用標準羽毛球場作賽，唯輪
椅及下肢組在比賽區域上有所不同。殘疾人羽毛球比賽規則，除輪椅組略有
不同外，其餘的均與健全人士羽毛球相同。企立組的比賽場地可為木板地或
膠地，輪椅組則只會在木地板上進行賽事，以便輪椅運動員比賽時能有效地
控制輪椅。在東京殘奧運中，比賽設小組賽及淘汰賽，並以21分1局、3局2
勝者為勝。

項目項目
簡介

殘羽講求活力 平衡 操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普遍認
為，陳浩源今次殘奧具備坐銀望金的實力，
他最大敵人正是長年高居世界排名第一、4
屆世錦賽冠軍韓國名將金正俊。

跟陳浩源一樣，金正俊對於羽毛球成為

今屆殘奧正式項目感到十分雀躍，金牌更是
志在必得。他在接受奧運會官網訪問時，更
表明要為愛女而戰。這位韓國“一哥”表
示：“我等了這個機會有10多年了，很想在
奧運贏到金牌，這樣的話，我的家人會很高
興，女兒也會因為父親的成就感到自豪。”

金正俊是韓國殘疾人羽毛球的傳奇人
物，幾乎已贏過所有大賽冠軍，獎牌榜就差
一塊奧運金牌。因為一次工作意外失去雙腿
的他，於2007年的復康過程中首次接觸羽毛
球運動，之後踏上世界冠軍之路。“當時只
單純為了好玩，之後覺得羽毛球對我心理健
康有很大幫助，所以開始認真鑽研。”

2012年金正俊第一次為韓國出戰亞錦賽
已一鳴驚人，他包辦了單打、雙打及混雙冠
軍，成為3金得主。他坦承是刻苦訓練的成

果：“我不認為自己很具天賦，但是我會為
了它而努力訓練，我為自己付出收到回報感
到驕傲。但我不會因此自滿，想學習更多技
巧。我認為羽毛球已不再是單純強調力量，
手腕動作及輪椅移動方面都同樣要注重。”
不過自從陳浩源冒起之後，金正俊的世界
“一哥”地位正面臨重大威脅，2018年11月
在澳洲舉行的國際賽，他連續6年的不敗之
身便是被該香港球手打破。之後幾次交手，
金正俊也曾多次敗陣，幾可斷定，今次殘奧
羽毛球金牌將為兩者之爭。

談起來自香港的宿敵，本月26日便43
歲的金正俊坦承：“他是我最主要的競爭對
手，沒有人可以一直贏下去，但這樣才可以
推動我進步，而我相信最大敵人還是自
己。”

韓國名將金正俊為最大對手

●●金正俊希望為女兒贏得金牌金正俊希望為女兒贏得金牌。。 BWFBWF圖片圖片

殘奧羽毛球港將比賽時段殘奧羽毛球港將比賽時段
比賽日期 比賽時間 比賽項目 運動員

9月2日 08:00-20:00 男子WH2級單打小組賽 陳浩源

9月2日 08:00-20:00 男子SH6級單打小組賽 朱文佳

9月3日 08:00-20:00 男子WH2級單打小組賽 陳浩源

9月3日 08:00-20:00 男子SH6級單打小組賽 朱文佳

9月4日 08:00-20:00 男子WH2級單打4強賽# 陳浩源

9月4日 08:00-20:00 男子SH6級單打4強賽# 朱文佳

9月5日 08:00-13:00 男子WH2級單打季軍賽# 陳浩源

9月5日 08:00-13:00 男子SH6級單打季軍賽# 朱文佳

9月5日 08:00-13:00 男WH2級單打決賽# 陳浩源

9月5日 08:00-13:00 男子SH6級單打決賽# 朱文佳

*北京時間，以大會最後公布為準 #如適用

▶▶中國香港殘奧羽毛中國香港殘奧羽毛
球 隊 教 練 劉 南 銘球 隊 教 練 劉 南 銘
（（中中））、、陳浩源陳浩源（（左左））及及

朱文佳在早前殘奧朱文佳在早前殘奧
新聞發布會上合新聞發布會上合

影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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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彤 医学博士

刊登黃頁請掃二維碼聯系Nicole

休城工商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六⼗ )

凯蒂亚洲城全新模式招商-云端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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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冠疫情影响了你我的⽣活，但所谓「危机」就是转

机，凯蒂亚洲城率先推出提供稳定且⼤幅降低开业成本的

「云端厨房」，并举⾏新商机招商提供转型的契机，跟各位

⼀同共创多赢局⾯！

低⻔槛投资，合作商家、送餐平台也为你准备好

       疫情过后，⽣活⽅式有所改变，保持社交距离已成为现今⽣活的常

态，⽽商店的⽣意模式也因此必须有所改变，凯蒂亚洲城（Katy Asian

Town）即将推出全新的商业模式⸺云端厨房（Cloud Kitchen），亦称

作幽灵厨房（Ghost Kitchen），提⾼餐饮业界的服务深度，为商家和消

费者们免去许多经营与订购烦恼，也提供投资者们多⼀个优质的选项。

零接触订餐送餐

       外送服务已经是全球餐饮业的新趋

势，现在透过凯蒂亚洲城的⽹路外送平

台就能完成接收订单、烹煮佳肴、打包

外送的⼀条⻰服务，配合云端厨房的概

念后，能够串接更加多样的品牌，运⽤

最新的科技应⽤，提供⼤家安⼼、美

味、快速的餐饮服务。

       在⽬前的⼤环境下，太多⽆法控制的因素让有⼼的创业者处于紧张状

态，担忧投资后要负担巨额⽀出、甚⾄赔损。⽽凯蒂亚洲城的云端厨房便是

能降低进⼊外送市场的⻔槛、⾛在未来趋势、享受⼀条⻰服务的绝佳创业选

择，投资者只需实体店⾯约10分之1的开业成本，便可拓展新的外送地区市

场，将亚洲⻛味的美⻝，推⼴到国内各个地区。

       云端厨房运作模式⾮常简单，中央厨房将完成度近90%的半成品，配送到

各地的云端厨房，迅速加⼯、出餐，搭配外送服务，快速送到消费者⼿⾥。

凯蒂亚洲城更将不同以往的全新服务模式与商场内的美⻝城（food court）

合并，将所有经营动作，包括营销、收银、⻝安考量全都系统化为你做好把

关，不需要投⼊⼤量⾦钱时间，只需要⼀位厨师和⻝材，就能开店！

       创新商机正开始萌芽，若你对于我们凯蒂亚洲城的云端厨房招商有兴趣，

请把握良机，⼀同共创品牌成⻓，欢迎你进⼀步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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