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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政培育獨角獸挺上市
爭取境外獨角獸回歸掛牌 推動科技創新
為加快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

深圳市擬搭建政府、入庫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

同對接平台，為獨角獸企業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上市的獨角獸企

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獸企業落戶。有專家指，深

圳可以吸引在美或在港上市企業回深交所掛牌，有利推動深

圳科技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隨着
赴美上市中概股料將受到更嚴格審查，有
諮詢公司發表報告顯示，截至8月，今年
有50間中國企業赴美上市，募集資金共
達148億美元。不過分析預期，隨着監管
方面產生不確定因素，中國企業或會詳細
審視有關融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
私有化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等
途徑，料未來幾個月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私有化交易價值可能會上升。

在美上市中概股私化料升
全球估值與公司財務顧問道衡∙德安

華發表最新中國交易洞察報告，報告顯
示，隨着市場從疫情影響中反彈，中國已
進入第二階段的復甦。在香港新股市場方
面，與去年相比，內地企業在香港進行首
次公開招股(IPO)的數量雖然大幅下降，
惟截至今年8月，仍有51間內地企業選擇
來港上市，募集資金總額達190億美元。

報告認為，儘管中企在美國和香港的
新股活動依舊強勁，但由於境外上市政策
和監管愈趨嚴格，市場仍然存在不確定因
素，料對未來的公開招股活動產生影響。
而截至今年8月底，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已宣布或擬進行的私有化交易價值溫和上
升，總市值錄得超過120億美元。

正在評估不同替代方案
道衡∙德安華亞太區企業融資業務主

管呂海歌認為，以往許多中國企業退出美
國市場，是為了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獲
得套利和更高的估值，然而今年隨着監管
而來的不確定因素，他留意到企業正在評
估不同的替代方案，包括私有化等，他認
為私有化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為其投資者
和員工帶來確定性的途徑之一，而這些投
資者和員工希望在審計和會計披露或有關
私隱和安全的新法律方面，避免採取觀望
的態度。

港若引入SPAC將受惠
呂海歌補充，就監管方面產生的不確

定因素、加上對數據和私隱規則要求的提
高，意味着中國企業可能會詳細審視其融
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私有化和
SPAC 等途徑，其中他認為透過 SPAC 進
行收購是中國企業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有
效途徑，有助省卻冗長的路演和承銷費
用。而港交所和新交所先後宣布進一步考
慮放寬SPAC的上市機制，將有助推動中
國企業考慮以不同方式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
海（右圖）表示，要健全境外主體境
內發行上市制度，完善企業境外上
市監管制度安排，以便中國企業更
好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資本市場。加
快推動解決企業境外上市審計監管相
關問題，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

和資本流動的監測和分析研判。
據中國證券報26日消息，方星海指

出，落實好合格境外投資者新規，完善
和拓展滬深港通、滬倫通和中日ETF互
通機制，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拓寬期貨
市場開放範圍和路徑，為國際投資者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和風險管理工具。

報道稱，方星海在上海證交所國際投資者大
會開幕式上視頻致辭時表示，要完善交易結算制
度，深化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要進一步加強國
際合作，同時進一步強化開放條件下監管能力建
設，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和資本流動的
監測和分析研判，“對所有重要的跨境交易做到
看得清、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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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近日出台《深圳市關於加快培育壯大
市場主體的意見（2021-2025年）（徵求

意見稿）》，並正在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發現
機制，制定深圳市獨角獸企業遴選發現指標體
系，聯合第三方高端智庫、風險投資機構等組
成獨角獸企業評價委員會，聚焦生物醫藥與健
康、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智能機器人、智能網
聯汽車、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等戰略性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精確鎖定具有
“硬核”科技、爆發式成長潛力的企業，建立
獨角獸企業培育庫。

鎖定成長潛力巨“硬核”科企
為此，深圳市將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

系。提供“服務資源包”支持，搭建政府、入庫
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同對接平台，
圍繞入庫企業成長需求，量身定製支持重點和支

持方向；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鼓勵國
有創投機構積極參與入庫企業培育孵化。支持市
屬國資參股符合深圳市產業發展方向的獨角獸項
目，對符合條件的可量化投入，可視同考核利
潤。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
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
獸企業落戶。

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系
深圳市發改委在起草說明中表示，深圳市

持續推進“優上市”，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
系、優化上市公司協調服務機制、着力推進上
市公司做大做強；培育壯大高新技術企業，建
立高新技術企業培育後備庫、強化高新技術企
業創新能力、提升高新技術企業發展質量；大
力培育“獨角獸”企業，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
發現機制、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提供高

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此前，深圳市司法局曾召開獨角獸企業營

商環境座談會，聽取企業對法治化營商環境
建設意見反饋。深圳雲天勵飛技術有限公
司、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騰訊雲科技有
限公司、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豐巢科技有限
公司、越海全球供應鏈有限公司等獨角獸企
業應邀參會。深圳獨角獸雲天勵飛公司媒體
負責人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承認公司參加
了相關大會，但具體怎麼做還沒確定，公司
目前正在籌備上市。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意
見》的出台是深圳市一個重大的決策，也是非
常高明的。將加快培育獨角獸發展、推動其上
市，令其實現快速成長。此舉可以將深圳打造
為全國獨角獸聚集地，有利推動深圳高科技創
新繼續領先全國甚至全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圖為深圳一科圖為深圳一科
技自動化生產車間技自動化生產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李昌鴻 攝攝

●何珮珊表示，
正在檢視修訂
《 進 出 口 條
例》，以加強打
擊走私的成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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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走私龍蝦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新任香港特區海關關長何

珮珊26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談起國家安全，坊間很多時

候只會想到國土、軍事和政治的安全問題，忽略了保障食品安全也

是重要一環，亦有些人未感受到維護國家安全與香港切身的關係，

甚至認為這只是警方的工作。針對這三方面不準確的理解，她表示

海關會盡量多作解說，但批評明知有關含義仍誤導公眾、醜化海關的言論。她強

調，只要是未經檢驗檢疫循香港走私往內地的食材都要打擊，任何產地都不例外，

香港要守好國家安全的“南大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何珮珊作為香港首位從紀律部
隊內部晉升的女性海關關長，對不
少女同僚都有鼓舞作用。她表示，
對比30年前加入海關時，現時海關
內的女性已上升近一倍至22%，管理
階層的女性亦由9%上升至38%。她
強調海關用人唯才，做事專業認
真、為人正直堅毅亦無分男女，只
要對同事、下屬和廣大市民都有同
理心，勇於接受挑戰和敢於擔當，
就可以在海關一展所長。

她表示，紀律部隊中的女性毋須
故意“展現男子氣概”，在職場亦可
得到肯定和認同，認為保留女性形象
和自我，亦可與男性相輔相成，在職
場發揮所長，並引入不同的觀點。

有別於一些人以為紀律部隊的女
性只做行政、文職工作，何珮珊指，
現時不少女同事都在打私、緝毒、保
護知識產權及反私煙的行動中走在最
前線，“當中不少更是負責策劃和帶
領這些行動。”

談到自己在海關工作逾30年，何
珮珊表示，一直都覺得自己的工作很
有趣，滿足感亦很大，因為海關的職
能不斷擴展，除了傳統的緝毒、打私
等工作外，今時今日還會打擊不良營
商手法、保護消費者權益等，除口岸
清關外也會參與國際執法的聯合行

動，甚至會協助制訂便商利貿、簡化
清關措施等。

她說︰“無論你的興趣在哪裏，
海關都有不同的工作滿足到你，讓你
發揮所長。如果你精於查案，可以去
做緝毒打私；如果是善於做後勤工
作，海關有8,000人，一定也有行政管
理的挑戰讓你面對；如果喜歡面對市
民，也可以在口岸面對市民。”

難忘短期內處理高鐵大橋開通
除了日常工作收效獲市民的認

同，何珮珊指數年前處理口岸開通是
自己最難忘的事。當時任助理關長的
她要處理口岸通關管理、便商利貿的
工作，要面對2018年9月開通高鐵、
10月開通港珠澳大橋，所有籌備小組
的成員都不眠不休，確保一切設備儀
器及人員準備就緒，“在這麼短的時
間、兩個如此重要的口岸，萬眾矚
目，你可以想像到當時面對的困難和
挑戰都很大。”再加上當年高鐵“一
地兩檢”的法案在議會被拉布，何珮
珊說，雖然早已和深圳海關做好協調
工作，惟“一地兩檢”依然隨時會
“胎死腹中”，但他們仍咬緊牙根，
無論如何都要做好相關籌備工作，
“當時和深圳海關的協作良好，到今
時今日的感情亦很緊密。”

何珮珊日前獲中央任命為香港特區海關關長，
社會除了關注她是首位從紀律部隊晉升的女

關長外，亦就打擊走私龍蝦是否維護國家安全一
環掀起討論。她坦言，針對海關維護國家安全的
工作，坊間仍有三點不準確的理解，首先是談起
國家安全，坊間很多時候只想到傳統的國土、軍
事和政治方面的安全概念。她說，新時代下的總
體國家安全觀的涵蓋範圍遠不止於此，還包括經
濟、社會、文化、科技、網絡、能源、生物、生
態等範疇，“而在生物安全下，食物安全更是其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疫情下不時發現冷鏈食品包裝帶有病毒等問
題，世界各地都加強檢驗檢疫，何珮珊亦指︰
“每個國家都很重視食物進口的質素，就是為了
確保國民安全。”

香港近年對國家安全的意識日益增強，但社
會大眾仍須進一步加深對國家總體安全觀的了
解，從而明白國家安全不但對國家或內地至關重
要，其實對香港亦同樣重要。有些人不明白甚至
認為這只是國家的工作，與香港關係不大；亦有
人認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只是警方的工
作，與自己沒太大關係。何珮珊強調，基本法第
一條就清楚列明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
“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當然有責任維護國家的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不論產地，凡走私必打擊”
她又指，國家安全是全國人民包括香港在內

的利益所在，“國家安全一旦受到威脅，全國人
民的安全都無從說起，所以維護國家安全亦是每
一個香港市民理所當然的基本責任。海關關長也
是國安委（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
員之一，所以香港海關絕對有責任維護國家安

全，當中當然包括食物安全，這也是香港海關守
住國家‘南大門’的重責所在。”

何珮珊日前以打擊走私龍蝦問題為例，亦是
想讓社會更清楚明白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責任
以及有關情況。她指，自從今年1月開始，香港進
口澳洲龍蝦的數量就大大增加，由以往每月約100
公噸，大幅增至每月250公噸，“我們當然覺得很
可疑，所以就深入調查，發現有不法分子藉澳洲龍
蝦不符內地檢驗檢疫要求以致入口量大減的機會，
從澳洲大量採購龍蝦，並以非法手段走私至內地，
以獲得豐厚利潤。”

她指出，這些走私進入內地的龍蝦未經內地
檢驗檢疫部門的品質檢查，對內地民眾的食用安
全構成極大風險，香港海關絕對有責任全力打擊
從香港走私進入內地的食材，“不論產地是哪
裏，只要是走私的都要打擊。關鍵是這些貨品未
經檢驗檢疫核准進入內地，品質存疑，而非涉及
任何貿易不公平的問題。”

就有人企圖曲解有關言論，何珮珊指，如果
在網上發表這些言論的人不知道食品安全是國家
安全重要一環，香港海關可以多作解說，但如果
是明知而刻意誤導公眾、醜化海關，“這就絕對
不能接受。”

嚴防危害國安書籍滲港
除了食材走私，海關亦要在其他入口香港的

貨品上把關，以進一步維護國家安全。何珮珊表
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槍枝彈藥相關的案件已
經減少，但國安風險、恐怖活動風險仍然存在，
亦有人以書本雜誌、日用品等作“軟對抗”，從
中滲透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香港海關會監察並
防止有關物品流入香港，並在情報上做好有關工
作，及時於口岸採取執法行動。

海關打擊走私龍蝦免病從口入 嚴防日用品“軟對抗”

食安繫國安 守好南大門何
珮
珊
：

兩三分鐘只夠煮杯麵的時
間，原來已足以讓犯罪分子行
險。香港海關關長何珮珊在訪
問中指出，由香港到內地的走
私快艇，最快的兩三分鐘就可
過境，因此除了拚速度抓捕犯
罪分子外，海關亦會加強從源
頭打擊、做好情報搜集及與內
地執法部門合作，以兩邊夾擊
走私活動。同時，針對近期越
見猖獗的海上走私，他們亦正
在檢視修訂《進出口條例》，
以加強執法成效。

何珮珊日前上任後見傳媒
時曾表示，會研究修例打擊走
私活動。她在與香港文匯報的
訪問中被問到詳情時，透露會
研究修訂《進出口條例》，以
提升執法成效，惟目前未能透
露細節，“主要是疫情下走私
趨勢改變，現時海上快艇走私
比較猖獗，屆時條例（倘修
訂）會是針對海上快艇走私的
情況。”

她又提到目前相關執法行動
中遇到的困難：香港三面環海，
附近有200多個大大小小島嶼，
而靠近水界的島嶼岸邊，有很多
隱蔽地方可供走私團夥匿藏走私
貨品，當他們一將貨物由貨倉搬
上大馬力的走私艇後，就會極速
駛往內地，“由於很靠近水界，
所以兩三分鐘已經可以走到內地
水域。”

海上堵截依賴陸上情報
“所以如果你純粹靠‘追’快艇，一來

危險，二來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香
港海關應對有關問題時，不會純靠海上堵
截，而是會作全天候的監視，做好陸上情報
工作，並循幾個方向着手，包括從源頭打
擊，打擊走私物品的倉庫，重創他們貨源；
在財富調查方面，按《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關於凍結及充公犯罪得益的條文，採取
跟進行動，例如近日就凍結了走私凍肉團夥
近兩億元的資產；運用先進的雷達系統進行
指揮和調配船隻，以加強海上堵載；透過與
不同部門合作，如早前與地政總署及警方合
作，扣查大批快艇；與內地執法機構合作，
將逃離香港水域、進入內地水域的快艇，透
過先進雷達系統將資料交給內地跟進，內地
執法單位亦會打擊走私團夥到岸後卸貨的貨
倉。何珮珊說︰“變了兩面夾擊，執法成效
就可提高。”

源
頭
打
擊
走
私

研
修
例
增
成
效

巾幗“入關”增近倍
上前線非限文職

引入智能系統
查可疑品更準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下，人流、物流、車流都會變得比以往頻
繁，再加上“一地兩檢”的需要，清關工作也要變得智能。海關關長
何珮珊介紹，海關將大批引入電腦斷層掃描系統，將細節豐富、高解
像度、立體的X光影像，與資料庫內的影像對比，以查驗有無可疑物
品，甚至具體在哪些位置可疑，亦會引入自動偵測儀器，以提高查驗
的準確度和效率，預計於明年首季可全面使用。

同時，香港海關會以大數據作風險評估，並分析趨勢，以了解
在哪些口岸、哪些車輛有可疑，又或者在哪些月份、哪些貨物較易
有問題等。

何珮珊又說，香港海關經常要扣查大量物品，如何做好儲存工作
亦是學問，故會設立“智慧證物管理系統”，實時監察證物儲存位
置，及以RFID（射頻識別）技術有效用好儲存空間。

另一與市民大眾切身相關的，是香港海關將設線上聊天機械人。
她表示，香港海關每天都收到大量公眾查詢，主要圍繞旅客及貨物的
清關手續和要求，海關會在網頁上設線上聊天機械人，這個機械人懂
得兩文三語，甚至能適應香港人中英夾雜的語言習慣，“這機械人會
從中識別到重點，並作出準確回應。”

●何珮珊強調，只要是未經檢驗檢疫從香港走私往內
地的食材都要打擊，任何產地都不例外，香港要守好
國家安全的“南大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海關日前聯同內地執法部門偵破3宗海上走私
案，檢5,300公斤走私澳洲龍蝦，市值約420萬港
元。 資料圖片

掃碼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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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政培育獨角獸挺上市
爭取境外獨角獸回歸掛牌 推動科技創新
為加快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

深圳市擬搭建政府、入庫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

同對接平台，為獨角獸企業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上市的獨角獸企

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獸企業落戶。有專家指，深

圳可以吸引在美或在港上市企業回深交所掛牌，有利推動深

圳科技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隨着
赴美上市中概股料將受到更嚴格審查，有
諮詢公司發表報告顯示，截至8月，今年
有50間中國企業赴美上市，募集資金共
達148億美元。不過分析預期，隨着監管
方面產生不確定因素，中國企業或會詳細
審視有關融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
私有化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等
途徑，料未來幾個月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私有化交易價值可能會上升。

在美上市中概股私化料升
全球估值與公司財務顧問道衡∙德安

華發表最新中國交易洞察報告，報告顯
示，隨着市場從疫情影響中反彈，中國已
進入第二階段的復甦。在香港新股市場方
面，與去年相比，內地企業在香港進行首
次公開招股(IPO)的數量雖然大幅下降，
惟截至今年8月，仍有51間內地企業選擇
來港上市，募集資金總額達190億美元。

報告認為，儘管中企在美國和香港的
新股活動依舊強勁，但由於境外上市政策
和監管愈趨嚴格，市場仍然存在不確定因
素，料對未來的公開招股活動產生影響。
而截至今年8月底，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已宣布或擬進行的私有化交易價值溫和上
升，總市值錄得超過120億美元。

正在評估不同替代方案
道衡∙德安華亞太區企業融資業務主

管呂海歌認為，以往許多中國企業退出美
國市場，是為了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獲
得套利和更高的估值，然而今年隨着監管
而來的不確定因素，他留意到企業正在評
估不同的替代方案，包括私有化等，他認
為私有化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為其投資者
和員工帶來確定性的途徑之一，而這些投
資者和員工希望在審計和會計披露或有關
私隱和安全的新法律方面，避免採取觀望
的態度。

港若引入SPAC將受惠
呂海歌補充，就監管方面產生的不確

定因素、加上對數據和私隱規則要求的提
高，意味着中國企業可能會詳細審視其融
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私有化和
SPAC 等途徑，其中他認為透過 SPAC 進
行收購是中國企業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有
效途徑，有助省卻冗長的路演和承銷費
用。而港交所和新交所先後宣布進一步考
慮放寬SPAC的上市機制，將有助推動中
國企業考慮以不同方式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
海（右圖）表示，要健全境外主體境
內發行上市制度，完善企業境外上
市監管制度安排，以便中國企業更
好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資本市場。加
快推動解決企業境外上市審計監管相
關問題，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

和資本流動的監測和分析研判。
據中國證券報26日消息，方星海指

出，落實好合格境外投資者新規，完善
和拓展滬深港通、滬倫通和中日ETF互
通機制，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拓寬期貨
市場開放範圍和路徑，為國際投資者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和風險管理工具。

報道稱，方星海在上海證交所國際投資者大
會開幕式上視頻致辭時表示，要完善交易結算制
度，深化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要進一步加強國
際合作，同時進一步強化開放條件下監管能力建
設，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和資本流動的
監測和分析研判，“對所有重要的跨境交易做到
看得清、管得住。”

中證監：完善企業境外上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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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近日出台《深圳市關於加快培育壯大
市場主體的意見（2021-2025年）（徵求

意見稿）》，並正在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發現
機制，制定深圳市獨角獸企業遴選發現指標體
系，聯合第三方高端智庫、風險投資機構等組
成獨角獸企業評價委員會，聚焦生物醫藥與健
康、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智能機器人、智能網
聯汽車、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等戰略性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精確鎖定具有
“硬核”科技、爆發式成長潛力的企業，建立
獨角獸企業培育庫。

鎖定成長潛力巨“硬核”科企
為此，深圳市將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

系。提供“服務資源包”支持，搭建政府、入庫
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同對接平台，
圍繞入庫企業成長需求，量身定製支持重點和支

持方向；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鼓勵國
有創投機構積極參與入庫企業培育孵化。支持市
屬國資參股符合深圳市產業發展方向的獨角獸項
目，對符合條件的可量化投入，可視同考核利
潤。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
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
獸企業落戶。

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系
深圳市發改委在起草說明中表示，深圳市

持續推進“優上市”，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
系、優化上市公司協調服務機制、着力推進上
市公司做大做強；培育壯大高新技術企業，建
立高新技術企業培育後備庫、強化高新技術企
業創新能力、提升高新技術企業發展質量；大
力培育“獨角獸”企業，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
發現機制、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提供高

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此前，深圳市司法局曾召開獨角獸企業營

商環境座談會，聽取企業對法治化營商環境
建設意見反饋。深圳雲天勵飛技術有限公
司、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騰訊雲科技有
限公司、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豐巢科技有限
公司、越海全球供應鏈有限公司等獨角獸企
業應邀參會。深圳獨角獸雲天勵飛公司媒體
負責人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承認公司參加
了相關大會，但具體怎麼做還沒確定，公司
目前正在籌備上市。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意
見》的出台是深圳市一個重大的決策，也是非
常高明的。將加快培育獨角獸發展、推動其上
市，令其實現快速成長。此舉可以將深圳打造
為全國獨角獸聚集地，有利推動深圳高科技創
新繼續領先全國甚至全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圖為深圳一科圖為深圳一科
技自動化生產車間技自動化生產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李昌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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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政培育獨角獸挺上市
爭取境外獨角獸回歸掛牌 推動科技創新
為加快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

深圳市擬搭建政府、入庫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

同對接平台，為獨角獸企業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上市的獨角獸企

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獸企業落戶。有專家指，深

圳可以吸引在美或在港上市企業回深交所掛牌，有利推動深

圳科技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隨着
赴美上市中概股料將受到更嚴格審查，有
諮詢公司發表報告顯示，截至8月，今年
有50間中國企業赴美上市，募集資金共
達148億美元。不過分析預期，隨着監管
方面產生不確定因素，中國企業或會詳細
審視有關融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
私有化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等
途徑，料未來幾個月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私有化交易價值可能會上升。

在美上市中概股私化料升
全球估值與公司財務顧問道衡∙德安

華發表最新中國交易洞察報告，報告顯
示，隨着市場從疫情影響中反彈，中國已
進入第二階段的復甦。在香港新股市場方
面，與去年相比，內地企業在香港進行首
次公開招股(IPO)的數量雖然大幅下降，
惟截至今年8月，仍有51間內地企業選擇
來港上市，募集資金總額達190億美元。

報告認為，儘管中企在美國和香港的
新股活動依舊強勁，但由於境外上市政策
和監管愈趨嚴格，市場仍然存在不確定因
素，料對未來的公開招股活動產生影響。
而截至今年8月底，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已宣布或擬進行的私有化交易價值溫和上
升，總市值錄得超過120億美元。

正在評估不同替代方案
道衡∙德安華亞太區企業融資業務主

管呂海歌認為，以往許多中國企業退出美
國市場，是為了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獲
得套利和更高的估值，然而今年隨着監管
而來的不確定因素，他留意到企業正在評
估不同的替代方案，包括私有化等，他認
為私有化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為其投資者
和員工帶來確定性的途徑之一，而這些投
資者和員工希望在審計和會計披露或有關
私隱和安全的新法律方面，避免採取觀望
的態度。

港若引入SPAC將受惠
呂海歌補充，就監管方面產生的不確

定因素、加上對數據和私隱規則要求的提
高，意味着中國企業可能會詳細審視其融
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私有化和
SPAC 等途徑，其中他認為透過 SPAC 進
行收購是中國企業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有
效途徑，有助省卻冗長的路演和承銷費
用。而港交所和新交所先後宣布進一步考
慮放寬SPAC的上市機制，將有助推動中
國企業考慮以不同方式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
海（右圖）表示，要健全境外主體境
內發行上市制度，完善企業境外上
市監管制度安排，以便中國企業更
好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資本市場。加
快推動解決企業境外上市審計監管相
關問題，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

和資本流動的監測和分析研判。
據中國證券報26日消息，方星海指

出，落實好合格境外投資者新規，完善
和拓展滬深港通、滬倫通和中日ETF互
通機制，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拓寬期貨
市場開放範圍和路徑，為國際投資者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和風險管理工具。

報道稱，方星海在上海證交所國際投資者大
會開幕式上視頻致辭時表示，要完善交易結算制
度，深化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要進一步加強國
際合作，同時進一步強化開放條件下監管能力建
設，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和資本流動的
監測和分析研判，“對所有重要的跨境交易做到
看得清、管得住。”

中證監：完善企業境外上市制度

分
析
：
境
外
監
管
趨
嚴
或
影
響
中
企
上
市

深圳市近日出台《深圳市關於加快培育壯大
市場主體的意見（2021-2025年）（徵求

意見稿）》，並正在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發現
機制，制定深圳市獨角獸企業遴選發現指標體
系，聯合第三方高端智庫、風險投資機構等組
成獨角獸企業評價委員會，聚焦生物醫藥與健
康、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智能機器人、智能網
聯汽車、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等戰略性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精確鎖定具有
“硬核”科技、爆發式成長潛力的企業，建立
獨角獸企業培育庫。

鎖定成長潛力巨“硬核”科企
為此，深圳市將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

系。提供“服務資源包”支持，搭建政府、入庫
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同對接平台，
圍繞入庫企業成長需求，量身定製支持重點和支

持方向；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鼓勵國
有創投機構積極參與入庫企業培育孵化。支持市
屬國資參股符合深圳市產業發展方向的獨角獸項
目，對符合條件的可量化投入，可視同考核利
潤。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
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
獸企業落戶。

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系
深圳市發改委在起草說明中表示，深圳市

持續推進“優上市”，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
系、優化上市公司協調服務機制、着力推進上
市公司做大做強；培育壯大高新技術企業，建
立高新技術企業培育後備庫、強化高新技術企
業創新能力、提升高新技術企業發展質量；大
力培育“獨角獸”企業，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
發現機制、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提供高

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此前，深圳市司法局曾召開獨角獸企業營

商環境座談會，聽取企業對法治化營商環境
建設意見反饋。深圳雲天勵飛技術有限公
司、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騰訊雲科技有
限公司、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豐巢科技有限
公司、越海全球供應鏈有限公司等獨角獸企
業應邀參會。深圳獨角獸雲天勵飛公司媒體
負責人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承認公司參加
了相關大會，但具體怎麼做還沒確定，公司
目前正在籌備上市。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意
見》的出台是深圳市一個重大的決策，也是非
常高明的。將加快培育獨角獸發展、推動其上
市，令其實現快速成長。此舉可以將深圳打造
為全國獨角獸聚集地，有利推動深圳高科技創
新繼續領先全國甚至全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圖為深圳一科圖為深圳一科
技自動化生產車間技自動化生產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李昌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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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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島訊息

（中央社）北院今天做出三中案一審判決
，前總統馬英九無罪。一名曾偵辦本案的團隊
成員表示，本案為單純刑事案件，期待馬英九
尊重司法，勿以政治手段進行操作、以影射方
式做人身攻擊。

馬英九、前中投董事長張哲琛、前總經理
汪海清被起訴涉嫌在三中（中視、中影、中廣
）交易等案中，以低價及非常規交易方式出脫
具不當取得爭議的黨產，造成國民黨新台幣
72億多元損害。

台北地方法院上午一審宣判，馬英九、張
哲琛、汪海清無罪；馬英九辦公室表示，馬英
九對判決感到欣慰，也感謝司法公正還清白；
馬辦並呼籲國人，應看清利用司法政治追殺的
伎倆。

一名曾經偵辦過三中案、但不願具名的辦
案團隊成員透過書面表示，中影公司與黨產會
達成和解，條件包括給付9.5億元及讓與影片
版權，都是台北地檢署所查明中投公司出售中
影股權時所嚴重低估的不動產及未估算的影片
價值。

聲明指出，若非北檢起訴馬英九等人，中
影是否會返還9.5億元及影片版權，不無疑問
，更足以顯示馬英九等人確有賤售中影股權的
背信犯行，也可見北檢偵辦本案的正當性與必
要性。

這名成員說，馬前總統所為不利益且不合
營業常規賤賣三中股權的行為，表面上 「沒有
拿一毛錢」 ，但 「不法暴利盡入他人私囊」 ，
兩者有何不同，國人自有公評。

針對馬辦聲明稿提到，最高法院檢察署特
別偵查組曾簽結本案，北檢卻用入人於罪方式
，只是想硬辦馬英九；這名昔日辦案團隊成員
回應，北檢是以新證據起訴，若馬英九覺得無
辜，應該即日起把涉案錄音光碟數百片，包括
在光碟片中就交易過程自陳 「太荒唐」 等講話
，全面全程上網公開、主動提供全體國人檢視
，如此即可真相大白。

這位成員表示，本案為單純的刑事案件，
期待馬前總統尊重司法，勿以政治手段進行操
作，並以影射方式做人身攻擊，如此才有利於
台灣民主法治發展。

馬英九三中案一審無罪 昔辦案成員籲勿人身攻擊

（中央社）法務部今天表
示，為貫徹再犯防止目標，由
保護司引入區塊鏈的概念，並
從科學實證角度，尋找再犯因
子，提供個案適合處遇模式，
將著手建構 「科技化的觀護處
遇」 。

法務部下午舉辦媒體茶敘
，由保護司長黃玉垣以 「建構
科技化的觀護處遇，貫徹再犯
防止之目標」 做專題報告，說
明將結合AI人工智慧和大數
據，串聯有關資料庫，引入區
塊鏈的概念，從科學實證角度
，尋找再犯因子，以提供觀護
個案最適合的個別處遇模式，
防止再犯。

黃玉垣提及，區塊鏈特色
為去中心化、不可修（竄）改

性、以及有分帳概念，應可善
用此科技，運用於司法保護業
務。

法務部長蔡清祥於茶敘中
表示，民眾關注司法案件，大
多看到的是（中段）執法與審
判等硬性司法程序，但更重要
的是前段的法律預防與宣導以
及後段協助被害人及讓更生人
回歸社會等柔性司法；他說，
若前段與後段做得好，案件不
會發生、也不會有再犯的惡性
循環。

蔡清祥提及，現在是大數
據、人工智慧、物聯網等科技
的時代，他肯定保護司推動科
技化的努力。

對於民眾關心的性侵害案
件受保護管束人執行機制，保

護司官員表示，透過與司法院
共同建置的 「科技設備監控中
心」 ，觀護人可藉電腦監控系
統及手機APP查詢受監控者
即時位置；當受監控者於特定
禁止外出時段逾時未歸、違規
外出，或是接近不得靠近之特
定場所及對象時，監控中心系
統會產生違規警告，並同步以
手機簡訊、APP推播或電話警
示觀護人，讓
觀護人及時防範。

保護司表示，後續將進一
步規劃用人工智慧分析包括生
活熱點、充電行為及違規種類
、次數、時段等監控資料，並
加強性侵害付保護管束人再犯
預防性的測謊，以確保觀護執
行、維護社會安全。

引入區塊鏈阻再犯 法務部推科技化觀護處遇

（中央社）針對新北市議員陳儀君遭娃娃機
業者恐嚇案，新北警方循線鎖定31歲陳姓男子涉
案，今天通知陳男到案，他供稱只是陳情內心想
法並未恫嚇，訊後依恐嚇罪嫌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傍晚發布新聞稿
指出， 「新北市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自治條例
」 正由新北市議會審查，其中，國民黨新北市議
員陳儀君主張自助選物販賣機店（俗稱夾娃娃機
店）與學校的距離應從嚴到200公尺以上。

警方表示，陳儀君主張引發部分業者不滿，
她的助理在22日下午4時許，接獲匿名電話稱
「不怕我們去潑漆嗎」 、 「假如我過去殺了議員

，也可以說誤殺嗎」 等語，致其心生畏懼，陳儀
君助理隔天報警，並提出恐嚇告訴。

警方循線鎖定31歲陳姓娃娃機業者，今天下
午2時通知他到案說明；陳男供稱是因議員於議
會的發言恐影響其生計，進而致電議員服務處陳
情內心想法，並否認有恫嚇之詞，全案訊後依恐
嚇罪嫌移送新北檢方偵辦。

市長侯友宜上午在市政會議中，要求市警局
長黃宗仁重視陳儀君遭恐嚇案，他表示，民意代
表在議會質詢市政是本於職責，絕對不允許有相
關自助選物販賣業者恐嚇議員的事情，他要求警
方從速查辦。

娃娃機業者打電話恐嚇新北議員警方逮人送辦

立院內政委員會立院內政委員會 花敬群列席備詢花敬群列席備詢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立法院內政委員會2727日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土地法增訂第日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土地法增訂第219219條之條之11條文草案條文草案，，內政部政務次內政部政務次

長花敬群長花敬群（（右右））列席備詢列席備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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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查找醫療保險計劃選項的要訣疫情中查找醫療保險計劃選項的要訣
進行進行20222022年聯邦醫療保險年度投保選擇年聯邦醫療保險年度投保選擇，，現在正是時候–現在正是時候–

作者作者：：Bill White, Texas Medicare President, HumanaBill White, Texas Medicare President, Humana惠安納惠安納
【華府新聞日報訊】一年一度的聯邦醫療

保險優先計劃(Medicare Advantage)及聯邦醫療保
險處方藥計劃(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的
選擇期現正進行中。自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
期間，數以千萬符合資格獲享聯邦醫療保險的
耆老可依據自己在 2022 年的承保需求而登記、
轉換或退出醫療保險計劃。由於新冠疫情仍在
持續，聯邦醫療保險信息與資源可協助您在保
持安全之際選擇合適的計劃。無論瀏覽網站、
參加在線教育活動，以及與保險經紀人一對一
面談，都是了解您的聯邦醫療保險計劃選項的
絕佳方法。同時，相當重要的是當您上網瀏覽
聯邦醫療保險資源時，請注意保護個人資料並
避免虛假優惠和其他騙局。

以下是如何為聯邦醫療保險年度選擇期做
好準備的一些要訣：

1. 使用網上工具

請瀏覽 Medicare.gov 網站中的 Medicare Plan
Finder(聯邦醫療保險計劃查找器)，以比較計劃
、福利並獲得每個計劃對於一般會員的費用預
估。如果您對於有助支付處方藥費用的聯邦醫
療保險 D 部分(Part D)感興趣，還可以輸入所
服用的處方藥名稱，以確保您正在考慮的計劃
有承保這些藥物。

在 Medicare.gov 網站中，您還可以了解並
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先計劃，有時稱為 C
部分(Part C)或 MA 計劃(MA Plans)，並可瀏覽
保險公司的網站以進一步了解有關該公司所承
保福利的更多資訊。提供聯邦醫療保險優先計

劃的保險公司會提供關
於其計劃和服務的詳細
資訊、處方藥價格及其
他福利資訊。您還可以
查看您的主治醫生或其
他服務提供者是否在聯
邦醫療保險優先計劃的
網絡內。

2. 聯繫專家

許多保險公司都提
供 線 上 研 討 會 以 解 說
2022 年度聯邦醫療保險
優先計劃選項。此外，
您可以查看能否安排時
間與保險公司的保險經
紀人進行面對面、電話
或視頻的一對一商談。
在參加教育活動或商談
之前，您最好事先準備
一份問題清單，以確保
獲得所需的資訊。該計劃是否包括眼科、耳科
和牙科保障？遠程醫療服務在承保範圍內嗎？
前往預約就診的交通是否包括在內？

3. 保護自己免受聯邦醫療保險詐騙

聯邦醫療保險機構已提出警告，詐騙者可
能會試圖利用新冠疫情來竊取醫療保險受益人
的醫保號碼、銀行資訊或其他個人資料。詐騙
者可能會嘗試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簡訊、社
交媒體或訪問住家與您聯繫。您只能將自己的

聯邦醫療保險號碼提供給您的醫生、藥劑師、
醫院、健康保險公司或其他值得信賴的醫療保
健提供者。未知來源的簡訊和電子郵件中的鏈
接切勿點擊，並請掛斷陌生電話。

如果您不習慣在網上瀏覽計劃資訊，您可
以 選 擇 今 年 與 保 險 經 紀 人 面 談 。 或 者 利 用
Medicare.gov 提供的安排電話商談選項。若需
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Medicare.gov 或致電 :

1-800-MEDICARE(800-633-4227)

達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執行長巴
斯蒂安26日表示，隨著美國11月8日開放完
整接種疫苗的外籍旅客入境，初期很可能出現
大排長龍的狀況，旅客應預先做好準備。

巴斯蒂安（Ed Bastian）參加活動時表示
，開放初期 「將有點混亂。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一定會出現排隊狀況，但我們會解決問題。
接下來將會有需求大增情況，但為確保需求持
續增加，我們必須讓人們更容易了解，當局要
求提供哪些資料」 。

同場活動中，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也說，該部門正準備
應對國內外假期航空旅行激增的狀況． 「我們
期待假期交通流量會出現真正的激增，我認為
我們將有能力應對」 。

美國總統拜登25日簽署行政命令，自11
月8日起要求大多數搭機入境的外籍旅客完整
接種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同時解除對中國、印度與歐洲大部分地區的
嚴格旅行限制。

除了接種證明，國際航空旅客還需提供出
發前72小時內的COVID-19採檢陰性證明，
供航空公司查驗。

非營利組織美國旅行協會（U.S. Travel
Association）總裁羅傑．道（Roger Dow）指
出，他很擔心美國邊境官員是否會做好準備，
以應對11月8日開始的旅客遽增。

他說： 「我認為，可能會發生一些小狀況
。」 旅遊業也預估，增加的國際旅客人數 「將
遠遠超過預期」 。

美國開放後勢必大排長龍 航空公司籲旅客預做準備

美國國務院今天宣布，已發行首本非二元性
別護照，亦即在護照性別欄標示 「X」 （未指定
）。這是為了尊重性別認同超越傳統男女二元的
人士所邁出劃時代的一步。

美國國務院還表示，到了明年初，美國護照
和海外美國公民的出生證明，性別欄將常態性提
供Ｘ選項。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在聲
明稿中說： 「我想藉由發行這本護照的機會，重
申國務院承諾促進所有人的自由、尊嚴和平等，
包括LGBTQI+（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
、雙性人和其他）族群。」

法新社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6月已承諾將處理這項議題；但他當時
也說，有些技術上的障礙需要克服。

布林肯上任後，美國國務院已允許美國護照
持有人可選擇標示的性別。在此之前，美國人若
想把護照性別改為與出生證明或其他文件不同，

必須出示醫生證明。
根據倫敦倡議團體 「促進平等與包容雇主網

絡」 （Employers Network for Equality and In-
clusion）的資料，除美國外，至少有11國已提供
護照性別欄填寫 「X」 或 「其他」 的選項。

這些國家包括加拿大、德國和阿根廷，以及
南亞的印度、尼泊爾和巴基斯坦。其中南亞國家
在歷史上本有 「海吉拉」 （hijra）這類雙性人或
跨性別族群概念。

美國國務院宣布這項消息適逢昨天是 「雙性
人宣傳日」 （Intersex Awareness Day）。國務
院承諾會支持因性別認同而遭受歧視者。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先前已承諾，伸
張LGBTQ族群權利會是他的政府首要優先事項
。這與前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政
府大不相同。美國上一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任內禁止駐外使館懸掛彩虹旗。

美國發行首本未指定性別護照 LGBTQI平權邁大步（中央社） 「疫苗是保護健康弱勢族群的
關鍵，但不是終結疫情的關鍵。」 史丹佛大學
學者巴塔查雅表示，防疫的公衛政策並非不惜
一切消滅病毒，而是保護弱者但盡量維持社會
正常運作。

針對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防
疫政策， 「重點保護」 （focused protection）
是巴塔查雅（Jayanta "Jay" Bhattacharya）最主
要、但曾引發爭議的論點。他主張 「老年人應
該得到保護，其他人應該正常生活。」 。

去年10月，巴塔查雅與哈佛大學教授庫爾
道夫（Martin Kulldorff）及牛津大學教授古普
塔（Sunetra Gupta）合著 「大巴林頓宣言」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

三位學者獨排眾議，認為國家全面封城會
傷害人們身心健康，呼籲政府採行 「重點保護
」 健康弱勢者，而年輕與健康的人回到正常生
活，並讓病毒在低風險的族群傳播達到群體免
疫。

他們的主張曾遭到抨擊。美國白宮首席防
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曾批評， 「胡說
八道而且非常危險」 。前英國衛生大臣韓考克
（Matt Hancock）駁斥， 「每個人都確診也不
可能群體免疫，並且不可能在群體免疫中隔離
年長者和健康弱勢族群」 。

巴塔查雅日前接受史丹佛大學智庫胡佛研
究所 「非常識」 （Uncommon Knowledge）學
者暨主持人羅賓遜（Peter Robinson）訪問，
重新闡述他的論點─ 「群體免疫不是零COVID
的同義詞」 ，COVID是冠狀病毒，會隨著季節
起落，群體免疫是 「當一個人感染後，只會傳

染給一個或較少的其他人，不會看到巨大的
傳染力」 。

「大巴林頓宣言」 發佈之初，許多科學
家寫信告訴巴塔查雅，他們選擇沈默。但現
在卻有超過6萬名科學家、醫護和公衛專家
簽署同意這份宣言。

疫情蔓延19個月，巴塔查雅說， 「我們
應該承認疫情封鎖帶來極其不平等的危害」
；另外， 「集中保護」 是百年前對抗西班牙
流感疫情使用過的原則，也就是 「保護健康
弱勢族群、盡可能減少干擾社會，始之正常
運作」 。

「封鎖的本質是不惜一切代價消滅病毒
。」 巴塔查雅說，即使封城，病毒還是會傳
播，封城只是保護了那些有能力負擔封城的
人。他舉例在疫情嚴峻時刻，60歲的必要勞
動力人口仍得外出工作，25歲的非必要勞動
力卻可以在家工作。

他以數據說明封城不是圍堵疫情的最佳
手段，美國防疫最寬鬆的佛羅里達州從 「65
至74歲、75至84歲以及85歲以上」 年齡層
的死亡率都比防疫最嚴格的加州低；在數波升
溫的疫情中，佛州年輕人染疫死亡人數較加州
稍多，但他說，兩者其實不相上下。

美國80%染疫身亡者落在60歲以上族群。
他認為美國對健康弱勢族群沒有做好保護，例
如，與其開放 「銀髮專屬購物時段」 ，還不如
把食物外送到他們家中，避免疫情在年長族群
間傳播。

他並建議，多代同堂的家庭成員在疫情當
頭時應該分開住，由政府挪用經費為祖父母們

訂6個月的防疫旅館，而不是整個社會封鎖。
疫情封鎖凸顯的不公平還包括教育。他說

，以加州而言，公校關閉但私校仍開課，除對
學童學習造成影響，並大量增加兒童家暴案件
。另外，聯合國去年3月發布的報告指出，南
亞因疫情封鎖導致經濟混亂，近25萬名兒童死
於飢餓。

他強調， 「不能只專注在控制疫情的單一
目標...當社會有多重目標時才會繁榮」 。

現年53歲的巴塔查雅於4月接種輝瑞疫苗

、8月確診，成為輕症復原的突破性感染病例之
一。 「從以色列、冰島的案例來看，就算90%
的接種率，仍不會終止病例。」 他說，疫苗是
保護弱勢群體的關鍵，但不是終結COVID-19
疾病的關鍵。

巴塔查雅是史丹佛大學醫學院教授、國家
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也是史丹佛老齡
化人口暨健康經濟學中心負責人。他來自印度
，18歲到美國留學，在史丹佛大學取得4個學
位，包括醫學和經濟博士。

美學者：護弱者健康社會正常運作 勝過殲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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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政培育獨角獸挺上市
爭取境外獨角獸回歸掛牌 推動科技創新
為加快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

深圳市擬搭建政府、入庫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

同對接平台，為獨角獸企業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上市的獨角獸企

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獸企業落戶。有專家指，深

圳可以吸引在美或在港上市企業回深交所掛牌，有利推動深

圳科技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隨着
赴美上市中概股料將受到更嚴格審查，有
諮詢公司發表報告顯示，截至8月，今年
有50間中國企業赴美上市，募集資金共
達148億美元。不過分析預期，隨着監管
方面產生不確定因素，中國企業或會詳細
審視有關融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
私有化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等
途徑，料未來幾個月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私有化交易價值可能會上升。

在美上市中概股私化料升
全球估值與公司財務顧問道衡∙德安

華發表最新中國交易洞察報告，報告顯
示，隨着市場從疫情影響中反彈，中國已
進入第二階段的復甦。在香港新股市場方
面，與去年相比，內地企業在香港進行首
次公開招股(IPO)的數量雖然大幅下降，
惟截至今年8月，仍有51間內地企業選擇
來港上市，募集資金總額達190億美元。

報告認為，儘管中企在美國和香港的
新股活動依舊強勁，但由於境外上市政策
和監管愈趨嚴格，市場仍然存在不確定因
素，料對未來的公開招股活動產生影響。
而截至今年8月底，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已宣布或擬進行的私有化交易價值溫和上
升，總市值錄得超過120億美元。

正在評估不同替代方案
道衡∙德安華亞太區企業融資業務主

管呂海歌認為，以往許多中國企業退出美
國市場，是為了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獲
得套利和更高的估值，然而今年隨着監管
而來的不確定因素，他留意到企業正在評
估不同的替代方案，包括私有化等，他認
為私有化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為其投資者
和員工帶來確定性的途徑之一，而這些投
資者和員工希望在審計和會計披露或有關
私隱和安全的新法律方面，避免採取觀望
的態度。

港若引入SPAC將受惠
呂海歌補充，就監管方面產生的不確

定因素、加上對數據和私隱規則要求的提
高，意味着中國企業可能會詳細審視其融
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私有化和
SPAC 等途徑，其中他認為透過 SPAC 進
行收購是中國企業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有
效途徑，有助省卻冗長的路演和承銷費
用。而港交所和新交所先後宣布進一步考
慮放寬SPAC的上市機制，將有助推動中
國企業考慮以不同方式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
海（右圖）表示，要健全境外主體境
內發行上市制度，完善企業境外上
市監管制度安排，以便中國企業更
好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資本市場。加
快推動解決企業境外上市審計監管相
關問題，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

和資本流動的監測和分析研判。
據中國證券報26日消息，方星海指

出，落實好合格境外投資者新規，完善
和拓展滬深港通、滬倫通和中日ETF互
通機制，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拓寬期貨
市場開放範圍和路徑，為國際投資者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和風險管理工具。

報道稱，方星海在上海證交所國際投資者大
會開幕式上視頻致辭時表示，要完善交易結算制
度，深化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要進一步加強國
際合作，同時進一步強化開放條件下監管能力建
設，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和資本流動的
監測和分析研判，“對所有重要的跨境交易做到
看得清、管得住。”

中證監：完善企業境外上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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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近日出台《深圳市關於加快培育壯大
市場主體的意見（2021-2025年）（徵求

意見稿）》，並正在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發現
機制，制定深圳市獨角獸企業遴選發現指標體
系，聯合第三方高端智庫、風險投資機構等組
成獨角獸企業評價委員會，聚焦生物醫藥與健
康、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智能機器人、智能網
聯汽車、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等戰略性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精確鎖定具有
“硬核”科技、爆發式成長潛力的企業，建立
獨角獸企業培育庫。

鎖定成長潛力巨“硬核”科企
為此，深圳市將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

系。提供“服務資源包”支持，搭建政府、入庫
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同對接平台，
圍繞入庫企業成長需求，量身定製支持重點和支

持方向；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鼓勵國
有創投機構積極參與入庫企業培育孵化。支持市
屬國資參股符合深圳市產業發展方向的獨角獸項
目，對符合條件的可量化投入，可視同考核利
潤。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
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
獸企業落戶。

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系
深圳市發改委在起草說明中表示，深圳市

持續推進“優上市”，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
系、優化上市公司協調服務機制、着力推進上
市公司做大做強；培育壯大高新技術企業，建
立高新技術企業培育後備庫、強化高新技術企
業創新能力、提升高新技術企業發展質量；大
力培育“獨角獸”企業，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
發現機制、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提供高

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此前，深圳市司法局曾召開獨角獸企業營

商環境座談會，聽取企業對法治化營商環境
建設意見反饋。深圳雲天勵飛技術有限公
司、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騰訊雲科技有
限公司、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豐巢科技有限
公司、越海全球供應鏈有限公司等獨角獸企
業應邀參會。深圳獨角獸雲天勵飛公司媒體
負責人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承認公司參加
了相關大會，但具體怎麼做還沒確定，公司
目前正在籌備上市。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意
見》的出台是深圳市一個重大的決策，也是非
常高明的。將加快培育獨角獸發展、推動其上
市，令其實現快速成長。此舉可以將深圳打造
為全國獨角獸聚集地，有利推動深圳高科技創
新繼續領先全國甚至全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圖為深圳一科圖為深圳一科
技自動化生產車間技自動化生產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李昌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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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雲拍完《掃毒 3》急剃鬍子

城城讚泰村場景逼真城城讚泰村場景逼真
演員易投入演員易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由郭富城（Aaron）、劉青雲及古天樂

三位最佳男主角聯手主演的電影《掃毒3天大地大》，幾經波折下終於

完成所有拍攝，劇組由西雙版納轉戰汕尾，原先計劃再移師至泰國拍攝

外景，由於疫情關係未能成行，終再斥鉅資在香港流浮山搭建出一個近5

萬平米的泰國村寨場景進行拍攝。經歷前後數月的奮鬥，浩大的拍攝工

程終於順利完成。郭富城大讚泰國村寨場景逼真，讓人容易投入拍攝，

而劉青雲表示完成拍攝後終可剃鬍子。

●●郭富城表示電影今次郭富城表示電影今次
面對頗多考驗面對頗多考驗，，而整個而整個
劇組非常齊心劇組非常齊心。。

●●《《掃毒掃毒33天大地大天大地大》》殺殺
青青，，劇組開香檳慶祝劇組開香檳慶祝。。

●●劉青雲劉青雲（（左左））為了拍戲為了拍戲，，留了鬍鬚數個月留了鬍鬚數個月。。

●古天樂（右）
的戲份日前已率
先殺青。

披露《仔仔一堂》仍在製作中
C君：不是我一個人決定播不播

電影《掃毒3天大地大》於古天樂戲份
率先殺青當天，出品人林小明，聯同

導演邱禮濤與郭富城、羅嘉良、陳國邦、洪
天明及徐偉棟等一眾演員，在香港流浮山搭
建的佔地近5萬平米的泰國拍攝場景進行開
香檳慶祝儀式，隨後，郭富城及劉青雲的戲
份亦相繼殺青，再聯同謝君豪、劉浩龍、丘
占輝及灰熊（蘇宸褕）等齊齊開香檳慶祝完
成拍攝。導演邱禮濤與郭富城互相擁抱道
賀，感謝之餘，更表示合作愉快，邱導演說
道：“這次同Aaron（郭富城）合作是非常
好的經驗，現在我們已經開始計劃下次合作
了。”

劇組團結待開續集
郭富城表示很開心能參與《掃毒

3》的拍攝：“電影今次面對頗多考
驗，但是整個劇組非常齊心，
和導演一齊遇難解難地
堅持拍攝，雖然

辛苦，但是拍得很開心！”
Aaron表示第一次和邱導演合作，非常

欣賞他的冷靜和調度能力。至於戲中各位
演員，因為相處了4個月，大家建立很好的
默契，也希望有機會再合作。殺青當夜，
大家也流露不捨的神情。

Aaron也大讚劇組在港搭建出近5萬平
米的泰國毒村令人驚歎，他說：“連‘金
三角’的樹也種出來了，令我像置身‘金
三角’，讓演員融入環境，十分真實，令
大家很易投入。總之與熱愛電影的人一起
工作就是開心，希望《掃毒3》可以很快與
觀眾見面，大家進電影院支持。”劉青雲

在殺青當天，特別準備了多支香檳與一眾演
員及劇組分享，他完成拍攝換上便服顯得一
身輕鬆，可以好好休息之餘，還表示會剃掉
為電影蓄了數月的鬍鬚，他說：“回去可以
剃鬍子了，好開心，因為這部戲經歷了很多
事情，想要拍的地方又拍不到，但反而令大
家經常見面吃飯，平時拍戲很少有這些時
間，就是不停地拍，很少像這次與大家經常
見面，好處是令大家熟絡及團結，我相信這
種味道會在電影中滲透出來。”謝君豪、劉
浩龍、丘占輝及灰熊亦非常享受本次合作結
下的友誼，眾人表示期待新片，並笑言已準
備好在《掃毒4》再參與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無綫全
新綜藝節目《男神廚房》，將
於11月1日（周一）晚首播，首星
期陣容相當鼎盛，除了有鄭裕玲、王菀之
擔任主持外、更有胡定欣、湯怡及星級女廚師
Hilda坐陣，齊齊對各男神廚藝及“出品”進行點
評。

首星期準備大展廚藝的男神則有“早餐男神”張敬軒（軒
仔）、“勇氣男神”張振朗、“怕醜男神”陳家樂以及湯洛雯表弟
“最強基因男神”李子熙，四人會在“男神召集人”何廣沛帶領下帶同
即場炮製的美食“參見”一眾女食家。首輪對決焦點，絕對是“早餐男
神”張敬軒，對早餐“可遇不可求”的軒仔，除了模仿Chef Le Mon
（謝霆鋒）高角度落調味料，兼施展雙手落油“絕技”外，更“七情上
臉”上演“拋鑊”神功，每個動作均落足力做肉緊“表情”，不講還以
為他在“推鉛球”或是“擲鐵餅”，相當搞笑。另外，軒仔的伴碟及
Present美食手法亦是神乎其技，讓人更期待其廚藝到底有多了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
余文樂（樂仔）自家頻道《Inside
Out 》正式推出，在第一集中，樂
仔首次公開簡約中帶個人風格的辦
公室，內裏除了擺設潮物布置，還
有不少藝術品名畫。私密休息室更
布滿潮鞋及其品牌服裝的房間，樂
仔置身其中說：“我想給大的空間
大家，可以互動、休息，一個比較

簡單舒適的環境，我之前隔離也住
在這裏。”

樂仔與妻兒的互動也在視頻中一
幕又一幕地出現，滿是溫馨。太太王
棠云也從旁協助打點，素顏的她更被
樂仔調侃的說：“平時大家在照片看
到的都是騙人的。”令沒有化妝的王
棠云對樂仔撒嬌拍打着，眼前的夫妻
互動情趣，羡煞旁人。身為一子一女

爸爸的樂仔，工作中不忘與兒子親子
樂，陪兒子一起玩玩具車，甚至將自
己愛車的興趣灌輸給愛兒，又不時被
扮演英雄人物的兒子打倒，盡情享受
父親這角色。演出事業以外，樂仔對
投資亦很有眼光，近年一大興趣是收
藏及拍賣NFT加密藝術作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無綫J2創意總監C君（鄭詩
君）、朱智賢、關嘉敏、方紹聰、
陸永、林正峰、余德丞及陳楨怡
等，26 日到將軍澳電視城出席
《J2 “呢鋪開細” 記者會》，公
布該台11月開始一連串新搞作及
晚上黃金時段新排陣，其中包括有
方紹聰主持的《野外步出2》、鄭
子誠及陸永的《邊度都有陰謀》、
台灣創作才子柯有倫的《那些年的
音樂時光》及王虹茵等主持的《搵
鬼去電視城》等。

在切燒豬儀式，C君親自捧
“燒豬”上枱， 但揭開後發現只
得一塊燒肉，他解釋因配合《呢鋪
開細》 個名：“ 跟我們一班節目
主持人好年輕，個個都好小，我們
用年輕人是不會論資排輩，（可覺

得題材上有限制？）希望慢慢去
試，是細水長流。”他又大讚林
正峰最吸引到他，對方可說是個創
作藝人，在節目創作上給了他很多
點子。升任高層後，C君表示會減
少音樂以外的幕前工作， 但希望
明年可以舉行農夫 20周年演唱
會。身為J2 創意總監的C君又被
問到王賢誌主持的《仔仔一堂》疑
被臨時抽起， 他表示公司已發了
聲明，當問到節目是否製作中？他
說：“當然，至於節目什麼時候
播？在哪播？由好多部門決定，不
是我一個決定播不播， 我不就聲
明作特別回應。” 說到王賢誌的
朋友在網上發起投票，選擇該節目
該在哪裏播放？C君說：“ 這個
是主持人私人平台 ，我哪有資格
評論，給點空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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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公開超大工作室

余文樂與妻兒溫馨互動
●●余文樂十分享受親子之樂余文樂十分享受親子之樂。。

●●CC君君（（左左））與陸永希望明年可以與陸永希望明年可以
舉行農夫舉行農夫2020周年演唱會周年演唱會。。

●●軒仔拋鑊軒仔拋鑊
七情上臉七情上臉。。

●軒仔模仿
謝霆鋒高角
度 落 調 味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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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政培育獨角獸挺上市
爭取境外獨角獸回歸掛牌 推動科技創新
為加快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

深圳市擬搭建政府、入庫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

同對接平台，為獨角獸企業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上市的獨角獸企

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獸企業落戶。有專家指，深

圳可以吸引在美或在港上市企業回深交所掛牌，有利推動深

圳科技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隨着
赴美上市中概股料將受到更嚴格審查，有
諮詢公司發表報告顯示，截至8月，今年
有50間中國企業赴美上市，募集資金共
達148億美元。不過分析預期，隨着監管
方面產生不確定因素，中國企業或會詳細
審視有關融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
私有化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等
途徑，料未來幾個月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私有化交易價值可能會上升。

在美上市中概股私化料升
全球估值與公司財務顧問道衡∙德安

華發表最新中國交易洞察報告，報告顯
示，隨着市場從疫情影響中反彈，中國已
進入第二階段的復甦。在香港新股市場方
面，與去年相比，內地企業在香港進行首
次公開招股(IPO)的數量雖然大幅下降，
惟截至今年8月，仍有51間內地企業選擇
來港上市，募集資金總額達190億美元。

報告認為，儘管中企在美國和香港的
新股活動依舊強勁，但由於境外上市政策
和監管愈趨嚴格，市場仍然存在不確定因
素，料對未來的公開招股活動產生影響。
而截至今年8月底，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已宣布或擬進行的私有化交易價值溫和上
升，總市值錄得超過120億美元。

正在評估不同替代方案
道衡∙德安華亞太區企業融資業務主

管呂海歌認為，以往許多中國企業退出美
國市場，是為了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獲
得套利和更高的估值，然而今年隨着監管
而來的不確定因素，他留意到企業正在評
估不同的替代方案，包括私有化等，他認
為私有化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為其投資者
和員工帶來確定性的途徑之一，而這些投
資者和員工希望在審計和會計披露或有關
私隱和安全的新法律方面，避免採取觀望
的態度。

港若引入SPAC將受惠
呂海歌補充，就監管方面產生的不確

定因素、加上對數據和私隱規則要求的提
高，意味着中國企業可能會詳細審視其融
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私有化和
SPAC 等途徑，其中他認為透過 SPAC 進
行收購是中國企業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有
效途徑，有助省卻冗長的路演和承銷費
用。而港交所和新交所先後宣布進一步考
慮放寬SPAC的上市機制，將有助推動中
國企業考慮以不同方式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
海（右圖）表示，要健全境外主體境
內發行上市制度，完善企業境外上
市監管制度安排，以便中國企業更
好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資本市場。加
快推動解決企業境外上市審計監管相
關問題，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

和資本流動的監測和分析研判。
據中國證券報26日消息，方星海指

出，落實好合格境外投資者新規，完善
和拓展滬深港通、滬倫通和中日ETF互
通機制，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拓寬期貨
市場開放範圍和路徑，為國際投資者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和風險管理工具。

報道稱，方星海在上海證交所國際投資者大
會開幕式上視頻致辭時表示，要完善交易結算制
度，深化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要進一步加強國
際合作，同時進一步強化開放條件下監管能力建
設，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和資本流動的
監測和分析研判，“對所有重要的跨境交易做到
看得清、管得住。”

中證監：完善企業境外上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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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近日出台《深圳市關於加快培育壯大
市場主體的意見（2021-2025年）（徵求

意見稿）》，並正在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發現
機制，制定深圳市獨角獸企業遴選發現指標體
系，聯合第三方高端智庫、風險投資機構等組
成獨角獸企業評價委員會，聚焦生物醫藥與健
康、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智能機器人、智能網
聯汽車、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等戰略性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精確鎖定具有
“硬核”科技、爆發式成長潛力的企業，建立
獨角獸企業培育庫。

鎖定成長潛力巨“硬核”科企
為此，深圳市將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

系。提供“服務資源包”支持，搭建政府、入庫
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同對接平台，
圍繞入庫企業成長需求，量身定製支持重點和支

持方向；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鼓勵國
有創投機構積極參與入庫企業培育孵化。支持市
屬國資參股符合深圳市產業發展方向的獨角獸項
目，對符合條件的可量化投入，可視同考核利
潤。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
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
獸企業落戶。

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系
深圳市發改委在起草說明中表示，深圳市

持續推進“優上市”，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
系、優化上市公司協調服務機制、着力推進上
市公司做大做強；培育壯大高新技術企業，建
立高新技術企業培育後備庫、強化高新技術企
業創新能力、提升高新技術企業發展質量；大
力培育“獨角獸”企業，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
發現機制、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提供高

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此前，深圳市司法局曾召開獨角獸企業營

商環境座談會，聽取企業對法治化營商環境
建設意見反饋。深圳雲天勵飛技術有限公
司、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騰訊雲科技有
限公司、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豐巢科技有限
公司、越海全球供應鏈有限公司等獨角獸企
業應邀參會。深圳獨角獸雲天勵飛公司媒體
負責人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承認公司參加
了相關大會，但具體怎麼做還沒確定，公司
目前正在籌備上市。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意
見》的出台是深圳市一個重大的決策，也是非
常高明的。將加快培育獨角獸發展、推動其上
市，令其實現快速成長。此舉可以將深圳打造
為全國獨角獸聚集地，有利推動深圳高科技創
新繼續領先全國甚至全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圖為深圳一科圖為深圳一科
技自動化生產車間技自動化生產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李昌鴻 攝攝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10月27日（星期三）5

●●武大靖將帶領武大靖將帶領
短道速滑爭取佳短道速滑爭取佳
績績。。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隊早前中國隊早前
在短道速滑世在短道速滑世
界盃北京站奪界盃北京站奪
得得22,,000000米混米混
合接力冠軍合接力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李銘業／唐志銘取得雙打金牌。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代表團在第11屆全國殘疾人運
動會再傳捷報！乒乓球代表李銘業/唐志銘26日在男子
TT7級雙打以5戰全勝佳績贏得金牌；黃昏時間再有張
淬淇於女子S14級400米自由泳決賽以個人最佳成績奪
金，令到港隊今屆殘運會累積得到第8面金牌。
第11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26日續於陝西舉行，李

銘業、唐志銘及唐志勇日前已於男子乒乓球TT7級團體
賽合力奪得銅牌。李銘業/唐志銘26日轉於雙打賽乘勝
追擊，再度為港爭光。男子乒乓球TT7級團體賽以循環
賽進行，李銘業/唐志銘連贏隊友唐志勇/陳思魯、以及
四川、湖北、海南、內蒙古組合，5戰錄得全勝，總成
績排第1位，為港隊贏得今屆殘運會的第7面金牌。

李銘業及唐志銘賽後表示，感謝教練及家人支
持，又指今次奪金為他們建立更強的信心，可望在
2022年殘疾人亞運會再創佳績。另一對港隊拍檔唐志
勇/陳思魯，最終以1勝4負排名第5。林嘉偉/王志賢
在男子TT9級別，亦以1勝4負得第5名。

較後時間進行的游泳比賽，港隊再增添1金1
銅。視障泳手聶建軍於男子SB13級100米蛙泳決賽以
1分16秒72奪銅，僅落後第二名選手0.06秒；張淬淇
於女子S14級400米自由泳決賽以4分59秒15的個人
最佳成績奪金，也是她個人第3面金牌。完成4天賽
事後，香港代表團暫時在游泳、田徑及乒乓球項目已
贏得8金1銀5銅共14面獎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2020年東京奧運會女子10米氣步槍
冠軍、10米氣步槍混合團體冠軍楊
倩，日前接受訪問時談及了對明年北
京冬奧的期待，並透露了自己最感興
趣的項目。
由於北京冬奧開幕時間臨近，楊

倩接受訪問時自然也免不了被問到有
關問題，這位東奧兩金得主透露自己
一直有留意冬奧消息，並對其中一個
項目甚感興趣：“我比較感興趣的是
冬季兩項（越野滑雪+射擊），因為
它包含了射擊在內，所以比較感興
趣。跟我們射擊不太一樣，他們是滑
雪之後再去打。也希望各位運動員能
夠積極樂觀的去比賽。”
此外，楊倩也傳授了紓緩壓力的

方法：“我自己緩解緊張的小妙招就
是放空自己，大腦放空，不要去想。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到了就放空，
不想。”

北京冬奧會將於2022年2月4日啟幕。在這屆盛

會倒計時百日之際，中國冰雪健兒正以實現全項目參

賽和取得歷史最佳成績為目標衝刺備戰。

冬奧倒計時百日 鎖定兩大目標

楊
倩
關
注
冬
奧
﹁﹁冬
季
兩
項

冬
季
兩
項
﹂﹂
賽
事

●●楊倩亦楊倩亦
有關注冬有關注冬
奧賽事奧賽事。。

中新社中新社

▶▶ 齊 廣 璞齊 廣 璞
（（左左））和徐夢和徐夢
桃早前在國桃早前在國
際雪聯自由際雪聯自由
式滑雪空中式滑雪空中
技巧世界盃技巧世界盃
分站賽分站賽，，取取
得男得男、、女個女個
人冠軍人冠軍。。

中新社中新社

乒乓李銘業唐志銘稱王 張淬淇游泳奪第三金

●●張淬淇張淬淇（（右二右二））取取得個人第三金得個人第三金。。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

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供圖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供圖

北京冬奧周期中，“擴面、固點、精兵、衝
刺”是中國軍團的備戰方略。在訓練中日

復一日度過1,300餘個日夜後，面向北京冬奧會
的備戰終於進入百日倒計時。回首備戰之路，中
國冰雪運動成績已取得飛躍式進步。

按照賽事規程，北京冬奧會設冬季兩項、雪
車、冰壺、冰球、雪橇、滑冰和滑雪7個大項，
共含109個小項。實現全項目參賽，這是中國體
育代表團的目標。當2015年北京獲得本屆冬奧會
主辦權時，在這109個小項中，約三分之一在國
內屬於“一張白紙”，此前從未開展。

2018年平昌冬奧會，中國冰雪健兒共參加了
53個小項的角逐，約佔項目設置總數的一半，這
已是中國體育代表團冬奧歷史上參加項目最多的
一屆。然而相比於在北京冬奧會上實現全項目參
賽的目標，兩者之間仍存在着巨大差距。

白手起家從無到有
經過前期努力，這109個小項的國家隊、集

訓隊全部組建完畢，諸多項目“白手起家”實現
了“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全項目開展、全
項目建隊的階段性目標得以達成。

受疫情影響，過去兩年間大部分國際賽事被
迫推遲或取消，這給中國軍團的正常備戰造成了
衝擊。在缺乏大型賽事錘煉的情況下，各支國字
號隊伍通過強化體能訓練、組織隊內賽等一系列
措施，為運動員創造比賽機會，及時檢驗奧運備
戰與訓練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與前沿科技的輔
助下，疫情對冬奧備戰的不利影響被大大降低。
冬奧會倒計時百日之際，中國29支冰雪項目國家
集訓隊的備戰工作有序推進。

作為中國冬季運動的“拓荒者”，短道速滑

隊是聚光燈下的焦點。迄今為止，中國代表團自
參加冬奧會以來共獲得13枚金牌，短道速滑貢獻
了其中10枚。北京冬奧會，這支王者之師依然重
任在肩。結束了此前一段封閉集訓的中國短道速
滑隊計劃參加本季國際滑聯全部4站世界盃賽
事。在剛剛收官的北京站比賽中，中國隊收穫混
合2,000米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兩枚金牌，由
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曲春雨組成的混合接
力隊還刷新了世界紀錄。接下來，中國隊將轉戰
日本名古屋參加第2站賽事。

結束了在秦皇島基地為期7個多月的封閉式
集訓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國家集訓隊於20日
啟程前往阿爾山，開啟新一階段的訓練和備戰。
這支擁有徐夢桃、齊廣璞、賈宗洋等多位世界級
名將的王牌部隊，同樣是中國隊在北京冬奧會上
爭金奪銀的排頭兵。

單板滑雪U型場地、單板滑雪大跳台及坡面
障礙技巧，這兩支國字號隊伍的選手目前正分布
在奧地利及瑞士備戰，劉佳宇、蔡雪桐、谷愛凌
等名將均在其中。據報她們目前狀態都不錯。

測試賽成備戰重點
今年8月，雪車國家集訓隊39人正式進駐北

京市冰上項目訓練基地，為備戰北京冬奧會發起
最後衝刺，這是繼雪橇、男子冰球、鋼架雪車之
後，第4支進駐基地的國家集訓隊。與此同時，
冰球國家集訓隊前往俄羅斯進行備戰，男、女兩
支隊伍以俱樂部名義參加了2021-22賽季俄羅斯
冰球聯賽（KHL/WHL）。

伴隨着包括10項國際賽事、3個國際訓練周
和2項國內測試活動在內的“相約北京”系列冬
季體育賽事於本月陸續在北京、延慶、張家口三
大賽區展開，冬奧測試賽與資格賽也將成為各支
集訓隊的備戰重點。
例如花樣滑冰隊與速度滑冰隊就剛剛結束相

關賽事，名將隋文靜/韓聰等參賽。而在一個月
前進行的中國盃速度滑冰精英聯賽中，平昌冬奧
會銅牌得主高亭宇以33.83秒刷新速度滑冰男子
500米全國紀錄，創造了該項目本賽季世界最好
成績。
在北京冬奧會倒計時百日之際，抓住最後窗

口期，圍繞“全項目參賽”與“參賽出彩”做好
衝刺備戰，努力實現優勢項目更上層樓，潛優勢
項目實現突破，落後項目補齊短板，這是各支國
字號隊伍的目標。中國冰雪健兒，正為了相同的
期待竭盡全力。四年的等待與付出，希望每一份
勤勉和汗水都能在百日之後收到回報。●中新網

●●隋文隋文靜靜（（左左））和和韓聰是花韓聰是花
樣滑冰奪金大熱樣滑冰奪金大熱。。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亞洲足協U23亞
洲盃外圍賽分組賽K組次日賽事，主場的日本26日
以4：0輕取柬埔寨，除非下場爆大冷不敵香港，否
則已有半隻腳出線下一圈。
今屆U23亞洲盃K組3場賽事都於日本福島

J-Village訓練基地舉行，港隊首戰以2：4向柬埔寨俯
首稱臣，連爭取次名出線的微弱機會也成泡影，此番
遇上實力強橫的東道主，若能減少失球已算是萬幸。
首次亮相的日本在26日開賽10分鐘已由松木玖

生打開紀錄，完半場前甲田英將再建一功，下半場
細谷真大及中村仁郎再下兩城，湊成4：0大捷。柬
埔寨完成兩場分組賽後，以2戰3分排次席，仍有機
會與其他小組次名爭出線，除非港隊爆冷打敗日
本。
縱使出線形勢渺茫，去仗正選上陣的小港腳潘沛

軒強調不會輕言放棄。他透露，近日港隊保持輕鬆操
練，放鬆心情備戰最後一仗：“主教練張健峰希望增
強球隊防守意識，不想給日本取得大量入球。”

香港U23輕裝上陣盼奇蹟

●潘沛軒強調不會輕言放棄。
香港足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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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凯蒂亚洲城AMA云端厨坊！

打造多元美⻝，

⽜⾁⾯、⻧⾁饭、中餐快炒等
只要

就可开店!!

$11K

AMA云端厨坊让您
⽤⼩厨房打⼤市场

346 -998 -8000

宅经济持续发烫，
掌握餐饮外送的4⼤趋势要点！

       现今⼤多的外送服务，仍是外送员须在店等候餐点完成后再送⾄消费者⼿中。
但更有效率的流程应该要整合内⽤及外送的POS系统，智能化处理所有订单，且拥
有更妥善的外送动线规划，集中餐点让外送⼈员到达后随即取餐⽴即送⾄消费者家

⻔⼝，除了提升效率外，更达成零接触外送服务。

       随着地价的飙升，商家的室内空间该如何规划？不论是厨房、柜台、座位
区、外送区等等，业者更应好好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运⽤空间，让效益最⼤化。

⽽近年兴起的“云端厨房”，借由共享的概念，落实到设施、服务、空间当

中，让餐饮租⾦不需如传统店⾯⼀次投⼊⾼额资⾦，并强调商家的外送能⼒有

如微型配送中⼼，省去⼤半的空间与成本，且更能专注于厨房规划与餐点品

质，透过外送服务与消费市场连结，这也是现今正当道的云端厨房优势之⼀。

       不同于以往的外送平台，店家与店家处于竞争的状态，云端厨房让各品牌
站在同⼀阵线，彼此形成伙伴的关系，聚集多家进驻厨房的商家，透过智能平

台将菜单⼀同推送给消费者，能⼀次订购多家餐厅的餐点，互相提升曝光度，

吸引更多不同以往的客群，并搭配⾏销活动，创造双赢的餐饮⽣态圈。

       外送趋势⽔涨船⾼，我们都帮您布局好了！除了与第三⽅的外送平台合作
外，AMA KITCHEN更提供签订安全协议的“专约司机”负责帮您执⾏外送服
务，并整合内外⽤的POS系统及App，让商家能更轻松管理订单，对消费者来
说，能⼀次买⻬多间商家的餐点，且仅需⽀付⼀次运费，不仅仅带来便利的使

⽤体验，更能提⾼客⼾的黏着度。

       ⽽在室内空间的规划上，我们以友善外送流程的厨房空间为主，规划许多
共享的设施资源以达到共赢的“聚集经济”，让商家能更专注于⻝品品质与出

餐时间，让您零负担跟上最新的餐饮趋势 - 云端厨房。

      在讲求快速的时代，现代⼈对于数位体验的依赖性⾼涨，除了关⼼“哪个品牌的
餐饮品质最好？”外，更着重“哪个品牌能给我最佳的订购体验与外送服务？”。

AMA KITCHEN云端厨房创造⼀次订购多间商家的餐点，且仅需⽀付⼀次运费的体
验，对业者来说节省了⼈⼒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更是提升了外送的便利性！

      优异的外送品质与服务会提升消费者对于平台使⽤的黏着度，根据普华永道的数
据显⽰，“有73% 的客⼾认为体验是他们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仅次于价格和产品
质量。”这说明了创造⾼质量体验是品牌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之⼀。

      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科技⼯具实现，⽆⼈机与⾃动驾驶汽⻋也逐渐实践
于送餐服务中，也可能在近年内落实更完整的零接触外送。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建

议业者可以好好优化您的送餐及外送体验、动线、整合线上线下系统，⾯对市场转

变时才能临危不乱跟上最新趋势！

疫情延烧加速了外送产业间的变化，根据富⽐⼠的预估，到2025年整体

外送市场将达到2,000亿美元的规模，可观的外送成⻓曲线，可以⻅到消

费者受到Covid影响进⽽改变的消费⾏为是永久性的，相信在未来的餐饮

市场中“外送服务”会是业界的⼀⼤重点，⽽在将来还会有哪些变⾰，

今天带您从产业端谈谈外送服务的现今趋势与未来发展:

1.优化外送流程，零接触配送

2.创造⾼质量的外送体验

3.落实共享概念，市场进⼊“云端厨房”的商业模式

4.“聚集经济”效益，店家不再单打独⽃

AMA KITCHEN 云端厨房有感提升外送体验，成功落实“聚集经济”

云端厨房逆势成⻓，落实共享经济！

征招中餐餐馆加⼊

外送餐饮服务、智能点餐服务

联合营销共赢、共享设备空间

西休斯顿最佳开店地点

AMA 云端厨房

扫码了解更多

a m a  k i t c h e n

亞洲商會上周六在德州飛行博物館亞洲商會上周六在德州飛行博物館
舉行年會舉行年會（（上上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哈裏斯縣縣長哈裏斯縣縣長Lina HidalgoLina Hidalgo 蒞臨大會致詞蒞臨大會致詞。。

全美亞洲總商會總裁與全美亞洲總商會總裁與CEOCEO 董繼玲蒞臨董繼玲蒞臨
大會致詞大會致詞。。

董繼玲董繼玲（（左左 ））亞商會全美總會長頒發獎牌及亞商會全美總會長頒發獎牌及
祝賀文告給祝賀文告給 「「亞商會亞商會」」 喻斌會長喻斌會長（（右右 ）。）。

當晚的主桌貴賓當晚的主桌貴賓（（右起右起））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
事長李蔚華先生事長李蔚華先生、、亞商會會長喻斌亞商會會長喻斌、、下任會長下任會長
李雄李雄、、趙小蘭部長趙小蘭部長、、亞商會全美總裁與亞商會全美總裁與CEOCEO
董繼玲董繼玲、、張少歐醫師張少歐醫師、、張文華夫婦等人張文華夫婦等人。。 節目最後節目最後，，歌唱舞蹈表演歌唱舞蹈表演。。

（（左起左起））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朱勤勤夫婦朱勤勤夫婦、、與休市賴清陽大律師與休市賴清陽大律師、、李迎霞李迎霞

夫婦與其子賴賢安出席大會夫婦與其子賴賢安出席大會。。

「「亞商會亞商會」」 下任會長李雄下任會長李雄（（右五右五 ））與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與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朱勤勤夫婦朱勤勤夫婦（（左五左五、、左四左四））及各界來賓在大會上合影及各界來賓在大會上合影。。

美國前交通部長美國前交通部長,,勞工部長趙小蘭擔任大會的勞工部長趙小蘭擔任大會的
主講人主講人。。

亞洲商會會長喻斌首先在大會上致詞亞洲商會會長喻斌首先在大會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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