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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10月物價年增6.2% 創1990年以來新高

（中央社）由於汽油和食物等價格飆漲，美
國 10 月分消費者物價超乎預期年增 6.2%，創下
1990 年以來最大年增率，進一步顯示受全球供應
鏈瓶頸影響下，通貨膨脹可能會居高不下直到明
年以後。
美國勞工部今天表示，10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月增 0.9%，9 月則為月增 0.4%。10 月
CPI 年增 6.2%，是自 1990 年 11 月以來的最大年
增率。而 9 月 CPI 則年增 5.4%。
剔除變動大的食物和能源項目後的 10 月核心
CPI 月增 0.6%，9 月核心 CPI 則月增 0.2%。10 月
核心 CPI 年增 4.6%，創下 1991 年 8 月以來最大增
幅，先前核心 CPI 年增率連續 2 個月持穩在 4.0%
。路透社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測，10 月 CPI 月增
0.6%，核心 CPI 月增 0.4%。

（路透社
路透社）
）

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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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對社會繁榮之貢獻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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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在美南新聞總部會
見了美國诚信銀行副總裁杜韓女
士，並就該行在國際區未來之業
務發展进行了非常详盡之溝通和
交流。
多年來 休斯敦國際區飛速之
發展 ，百利大道上经過過去两年
来之疫情氾濫和侵襲， 如今已再
度呈現繁榮景象， 許多銀行皆看
到良好之勢頭， 紛紛希望設立分
行， 爭取貸款投資之機會。
我在會見杜韓女士時， 向她
簡報了四十二年來美南集團在全
美各大城市之發展情況， 並配合
國際貿易中心及新媒體新聞中心
之服務 ，為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
提供各種社區 文化和貿易之服

務 ，尤其是每年都為社區舉辦農
暦新年活動， 已經成為代表亞裔
社區文化之重要節日。
近年來， 包括華埠及國際區
之蓬勃發展， 主要取決於新移民
及眾多社區銀行之大力支持和協
助， 許多商家才能在此創業 金
融機構功不可滅。
這位負責休斯敦及中徳州的
資深銀行家 對於拓展國際區之銀
行業務非常感興趣 ，尤其是對華
亜裔之商業貸款業務。
誠信銀行集團是全美十個最
大銀行之一 ，目前在全國共有二
千七百八十一個分行 ，旗下並経
營保險 及各種金融服務。

Important Role Of The
Commercial Bank
moved to this area. Many small
businesses were started mainly
because local financial banks
gave them a lot of support with
their loans.

company both are now Trust
Bank.
We are so glad such a large
bank is interested to come into
our community and be a part of
our future for assistance.

Today in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ll along
Bellaire Blvd. all kinds of stores
have opened including
supermarkets, restaurants,
beauty salon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Just in the last five
years there were four hundred
stores that have opened for
busines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t was my great pleasure to meet
Ms. Kelsey Durham today at our
office. We discusse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nd the local
economy in general.

Almost a quarter century ago,
Bellaire Blvd. was just farm land
because a lot of newcomers,
especially new immigrants,

Banking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mmunity. So many new
businesses not only need
financial assistance, they also
need to learn how to manage
their business.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 told Ms.
Durham that we can team up
together to promote business as
well as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is trust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SunTrust Bank. And
branch banking an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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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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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新冠疫情而被美國政府封鎖不能入境
美國的 33 個國家現在終於被解放可以自由進出
美國了。 哇， 關閉封鎖長達 20 個月不能入境
美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如今隨著國際旅行
禁令的解除與開放, 當然最直接受益的就是美
國的航空旅遊業, 而且對於瀕臨懸崖邊搖搖欲
墜的酒店業更是標誌著噩運的轉折點。
這一場危害全球的新冠疫情大浩劫重創了
百行千業, 首當其衝的就是航空旅遊業, 美國川
普政府基於安全與健康的理由,強制關閉了包括
歐盟以及中國和印度等 33 個大小國家在內的旅
行來往, 其所造成的損失和傷害可謂創鉅痛深,
根據美國旅遊協會(U.S. Travel Association）
估算, 竟達到 3000 億美元的損失, 並減少了 100
多萬個就業機會。Condé Nast Traveler 休旅網
站已經連續五年把芝加哥評為美國最佳大城市
，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城市具有觀光旅遊的優點
與特色, 芝加哥本地的旅遊機構”選擇芝加哥
”(Choose Chicago)估計，國際遊客佔了芝加
哥年度旅遊支出的 10%至 15%，而在疫情之
前的 2019 年,前往芝加哥的近 150 萬外國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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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生了約 21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數額極為可
觀,但是在過去的 20 個月卻因國際旅遊禁令而
影響巨大, 損失慘不忍睹。 紐約州政府今年也
做出官方估計報告，在 2020 年全州因遊客減
少而導致 600 億美元的收入損失，而在所有旅
遊、酒店、藝術、文化和交通等業共減少了
8.9 萬個工作職位, 所以從芝加哥和紐約兩地的
損失可見旅遊禁令的影響既深且大, 現在好不
容易國際旅遊開放了, 旅遊諸業莫不期待能夠
扭轉劣勢，其心情有如大旱望雲霓般, 而自從
拜登總統在九月宣布將解除旅行限制令後，各
大航空公司飛到美國的航班預訂機票大幅飆升
, 尤其是當感恩與聖誕佳節即將到來之際,機票
更是炙手可熱 , 一票難求。
根據這次開放的新規，所有旅客須完全接
種過經世衛組織批准使用的疫苗並需出示證明
以及出發前三天內新冠病毒測試陰性才可進入
，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和 18 歲以下兒童可以不
必出示證明，但須在到達 24 小時內接受新冠檢
測，相當嚴格, 期盼入境美國的旅客能 確實遵
守。

與白俄羅斯危機升級 波蘭增兵邊境
法國力推65歲以上打3劑疫苗追加劑需求激增
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65 歲以上民眾必須施
打第 3 劑疫苗，才能使持有的健康通行證繼續有
效後，疫苗接種預約平台 Doctolib 指出，COVID-19 疫苗追加劑需求激增。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昨晚演說時
警告，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確診病
例再度增加。Doctolib 說， 「馬克宏效應」 催生
了 14.9 萬劑疫苗的需求，大多數發生在他發表電
視演說期間和過後不久。

由於民眾預期防疫規定可能變更嚴格，8 日
就有 9.6 萬人預約接種疫苗，高於近幾週日均的
5 萬人。馬克宏宣布，12 月 15 日起，65 歲以上
民眾想繼續使用健康通行證進入酒吧、餐廳、電
影院和其他公共場所，必須施打追加劑。
他也說，將允許 50 到 64 歲民眾預約接種追
加劑，但並非強制性。法國的疫苗接種政策是歐
洲數一數二嚴格的，要持有健康通行證才能搭乘
城際列車、進入博物館和健身中心等其他設施。

澳洲前總理：AUKUS意在保護美國 台灣非關鍵利益
澳洲前總理吉亭今天指出，澳洲取得美國科
技核動力潛艦的 AUKUS 協議，目的是保護美國
免於中國核子攻擊，改變了澳中關係。他還表示
，台灣並非澳洲的關鍵利益。
美 聯 社 報 導 ， 吉 亭 （Paul Keating） 曾 在
1991 至 1996 年間領導中間偏左的澳洲勞工黨政
府。他告訴全國記者俱樂部（NPC)，澳洲當前保
守黨政府 9 月時對待法國的方式 「極其惡劣」 。
澳洲 9 月中旬宣布與美英共組 AUKUS 三方
聯盟，將借助美英技術，打造核動力潛艦艦隊，
同時毀棄數年前與法國簽署的柴電潛艦巨額合約

。
吉亭指稱，澳洲核潛艦將設計用來把中國核
潛艦侷限在其沿海淺水水域。換句話說，這是為
了阻止中國擁有對美國進行 2 次核攻擊的能力。
這改變了澳中關係。他還說，台灣 「並非澳洲的
關鍵利益」 。依他看來，澳洲不應因台灣捲入的
軍事交火，無論是美國贊助或是其他原因。
對此，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執
行董事詹寧斯（Peter Jennings）指出，如果中
國攻擊台灣，美國總統拜登將求助於亞太地區主
要盟友澳洲與日本。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10 日報導
，波蘭和白俄羅斯的邊境危機持續惡化，波蘭
在一夜之間拘留了數百名試圖入境的移民和難
民，並再度增兵，目前部署於兩國邊境的波蘭
官兵已達 1.5 萬人。
波蘭國防部長布拉查克（Mariusz Blaszczak） 告 訴 「 波 蘭 廣 播 第 一 頻 道 」 （Polskie
Radio Program I），該國與白俄羅斯邊境經歷
了一個 「不平靜的夜晚」 ，有許多人試圖用鐵
鍬和其他工具破壞鐵絲網，以突破邊境進入波
蘭，但遭邊防單位阻止。
波蘭民營 「RMF FM」 電台報導，9 日下
午有約 200 人嘗試突破邊境，10 日凌晨則有約
60 人 試 圖 闖 關 ，
但布拉查克強調，
所有人都被拘留，
並已向邊境再度增
兵 3000 人 ， 讓 目
前駐防邊境的官兵
總數達到 1.5 萬人
。
「半島電視台
」 指出，波蘭與白
俄羅斯長達數個月
的難民危機，於近
期達到高峰，估計
仍 有 4000 名 移 民
和難民聚集在邊境
附近，在寒冷氣候
中尋找入境機會。
波蘭與其他歐盟國

家痛批，白俄羅斯鼓勵來自中東、阿富汗、非
洲等地的移民或難民闖入他國國境，藉此報復
西方對該國實施的各種制裁，以維持總統魯卡
申柯（Alexander Lukashenko）獨裁和違反人
權 的 行 為 ； 波 蘭 總 理 莫 拉 維 茨 奇 （Mateusz
Morawiecki）更表示，難民危機的幕後黑手正
是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白俄羅斯則反控波蘭 「非法驅逐移民和難
民」 ，稱歐盟 「挑起」 邊境移民衝突，並將難
民問題歸咎於歐美大國；俄羅斯也幫白俄羅斯
撐腰，稱歐盟 「未能堅持自己的人道主義價值
觀」 ，藉由關閉邊界來 「扼殺」 白俄羅斯，並
強調莫拉維茨奇的發言 「不可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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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上演氣候大遊行
全球 306 場行動響應，要求富國快行動

據報道，組織者估計，當天約 10 萬
人在格拉斯哥遊行，要求對氣候危機采
取更多行動。遊行民衆來自世界各地，
訴求也五花八門。盡管 6 日格拉斯哥天
氣惡劣，但遊行人群熱情不減，在持續
兩小時的遊行期間，向來被視爲大自然
守護者的原住民族群特別受關注。BBC
稱，來自北美和南美的原住民代表參與
了此次遊行。盡管他們的生活環境正受
到采礦或森林砍伐的破壞，但他們在
COP26 會議上卻沒有正式代表。
此外，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
的“能見度”也很高。57 歲的遊行者保

未來 5 年五大領域有潛力
綜合報導 莫斯科作為俄羅斯首都，是最具投資吸引力的城市之一，過去
十年莫斯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24萬億盧布(約合2.14萬億人民幣)，新冠疫情
並未影響投資熱情，製藥、醫療、微電子等將成為最受歡迎投資領域。
俄新社報道，據首都投資和工業政策局新聞處發布數據，2011 年至
2020年莫斯科吸引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24萬億盧布。莫斯科主管經濟政策
和地產關系的副市長弗拉基米爾· 葉菲莫夫表示，莫斯科是最具投資吸引力
的大城市之一。過去10年，年投資總量增加1.7倍。未來5年依靠大型基建
項目，有望激發投資積極性，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加應超過 20%，根據預
測，其中最受歡迎的領域將是製藥、醫療、化工、儀器製造和微電子。
葉菲莫夫認為，即使經濟形勢受新冠疫情影響，投資者仍會繼續投
資。根據俄羅斯統計局數據，首都企業 2020 年投資總量為 3.6 萬億盧布
，超過 2019 年。
投資和工業政策局負責人亞歷山大· 普羅霍洛夫表示，2021 年上半
年(投資者)投資積極性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為 1.4 萬億盧布，同比增加
20.9%，比 2019 年同期增長 19.7%。對莫斯科的固定資產投資占全俄投資
總量的近 18%，占全俄外商直接投資的 50%。
投資和工業政策局數據顯示，2021 年 1 月至 6 月莫斯科的預算外投
資占比為 77%，其中 39.4%資金用於投資汽車和儀器(製造)，30.9%的資
金用於房地產建設(住房除外)和園林綠化，14.2%的資金用於投資知識產
權，13.4%用於建設住房。
針對莫斯科發展的投資項目能夠促進首都企業發展，激發投資熱情。

希臘前總統確診新冠 專家呼籲實施封鎖
感染後沒有出現任何
症狀。另外，他已在
此前接種過兩劑疫苗
，但由于第二劑疫苗
注射的時間距今不到
六個月，因此他尚未
進行加強針注射。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6909 例新冠肺炎患者，一
周之內四次刷新希臘日增最高紀錄，累計
確診 774265 例；當日新增死亡 48 例，累計
死亡 16200 例。
希臘前總統確診新冠
希臘前總統普羅科皮斯· 帕夫洛普洛
斯 5 日通過其辦公室宣布，他的新冠檢測
結果呈陽性。
帕夫洛普洛斯在計劃前往塞浦路斯進
行訪問前接受了新冠病毒快速測試，結果
表明他已被感染。檢測結果出來後，帕夫
洛普洛斯取消了此次行程以及未來幾天安
排的其他活動。
根據希臘媒體的消息，帕夫洛普洛斯

未成年人進入
“混合區”需自測
希臘衛生部長普
萊弗裏斯 4 日澄清說，
新的防疫措施將從 6 日開始實施，沒有接
種過疫苗的未成年人在前往設有“混合區
域”的場所時，需要進行病毒自我測試，
只有在檢測結果呈陰性的情況下方可進入。
而未接種疫苗的成年人進入“混合區域”
時，需要進行快速病毒檢測或核酸檢測，
並持有陰性檢測結果。
報道指出，從 6 日起所有未接種疫苗
的人進入商店、銀行、公共服務機構、理
發店、娛樂場所時，需要持有核酸檢測或
快速檢測陰性證明(超市、藥店、食品店和
宗教場所除外)。
另外，公立和私營部門未接種疫苗的
員工，需每周自費進行兩次核酸檢測或快
速檢測，只有在檢測結果呈陰性的情況下
才能繼續工作。

專家呼籲考慮實施封鎖措施
希臘克裏特大學肺病學教授尼克斯·
紮納基斯稱，今後一段時間內希臘每天的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可能會達到 7000 至
8000 例。他說：“這波疫情來勢洶洶，但
我估計我們尚未迎來疫情最嚴重的階段。
我們能夠發現如此多的確診病例，說明我
們已經加大了檢測力度。”
對于即將在實施的新措施，他表示，
這些措施並不能阻止病例增長的趨勢，而
可以減緩這種趨勢。
雅典國家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塔基斯·
帕納約托普洛斯則表示，政府應該考慮是
否實需要實施新一輪的封鎖，以控制疫
情發展。他說：“沒有人想要實施封鎖
，但我們應該對于任何可能實施的措施
都保持開放態度。”
他呼籲，對體育場、劇院、酒吧、夜
總會等人群密度大的地方采取人員數量控
制的措施。他指出，即使已經接種了疫苗
，人們也應該繼續遵循佩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離等防護措施。
不過，對于激增的新冠病例數量是否會
導致希臘遭遇新一輪封鎖這一問題上，希臘
衛生部長普萊弗裏斯表示，政府目前沒有實
施全國性或地方性封鎖的計劃。

俄審計署署長：新冠大流行導致世界經濟損失數萬億美元
綜合報導 俄羅斯聯邦審計
署署長阿列克謝· 庫德林 6 日在
線出席第三屆金磚國家國際市
政論壇時表示，根據不同方式
估算，因新冠大流行導致世界
經濟損失約為 4 萬億美元到 10
萬億美元，尤其是地方和城市
預算受到重創。
庫德林同時指出，新冠疫情
也暴露出全球醫療衛生和社會保
障體系在應對全球沖擊方面準備
不足。他表示，各級政府和監管
機構必須製定相應機製，以使
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系體系更
具可持續性和有效性。

庫德林補充說，自新冠大
流行以來，俄聯邦審計署一直
關註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
，特別是俄衛生健康和醫療保
健系統。該署並與其他國家的
合作夥伴合作，提出提高醫療
衛生和社會保障體系「復原力
」的建議。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當天
在視頻致辭中表示，金磚國家
是多專業交流合作的一個獨特
平臺。在當前背景下，市政對
話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它對各國建立和加強聯系作出
了重要貢獻。在城市治理、住

房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信息和通
信技術，包括人工智能、經濟
前景、旅遊和文化潛力等方面
進行富有成效的經驗交流，為
金磚國家多元化合作和創新項
目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促
進了在金磚國家框架下建立戰
略夥伴關系。
拉夫羅夫表示，受
新冠疫情影響，此次論
壇轉為在線方式舉行。
但他表示，盡管遭受疫
情的考驗，論壇框架內
的討論交流仍以建設性
的方式進行，它將有助

於金磚夥伴建立互利關系，啟
動新的聯合項目和倡議。
11 月 5 日至 6 日，第三屆金
磚國家國際市政論壇在俄羅斯
聖彼得堡在線舉行，來自包括
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
南非五個金磚國家在內的 67 個
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與會。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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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10 年“吸金”24 萬億盧布

積極進展，包括承諾結束並扭轉森林
砍 伐 活 動 ， 達 成 到 2030 年 將 甲 烷 排 放
水平減少 30%的協議以及逐步淘汰煤炭
發電的新承諾等。但各國已承諾的措
施與避免升溫超過 1.5°C 所需的措施之
間仍存在巨大差距。新加坡《聯合早
報》稱，據專家估算，締約國至今在
會上作出的減排承諾如果完全兌現，
所能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相當于
將全球溫度升幅控制在 1.5°C 這個目標
所需的 40%。
據報道，氣候活動家在對企業與富
裕國家停滯不前的行動感到失望之後，
從 7 日開始舉行“氣候正義人民峰會”
。報道稱，這場爲期 4 天的會議邀請了
原住民、工會、種族與移民權益組織、
年輕罷工者、農民、非政府組織、女權
與宗教團體以及關心環保問題的議員代
表。該會議將在線上和線下舉行超 200
場活動，旨在放大在 COP26 會場上缺失
的聲音、想法和解決辦法，包括全球綠
色新政、汙染者責任等。

新增 6909 例！

秘魯開始為 12 至 14 歲青少年
接種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宣布，5 日開始已經爲 12 至 14 歲青少年接種
新冠疫苗，這是秘魯免疫目標人群的最後一個年齡組。衛生部保證有足
夠的疫苗庫存來完成接種工作。
據報道，秘魯全國需要接種新冠疫苗的目標人群爲 2800 萬，包括 12
至 17 歲的青少年，後一年齡組由 360 萬人組成。
衛生部免疫工作負責人要求家長們陪同他們的孩子前往接種中心，因
爲家長必須簽署一份知情同意書。12至17歲青少年都將接種輝瑞疫苗。
另外，秘魯衛生部長赫爾南多· 塞瓦略斯宣布，衛生部計劃逐步爲所有目
標人群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不到三周前，秘魯開始給衛生人員注射第三劑，
然後擴大到65歲以上人口。到目前爲止，已有25萬多人接種了疫苗加強劑。
塞瓦略斯說：“給衛生工作者、65 歲以上長者或有某種程度的免疫
抑制的人注射第三劑的這一標准，將擴展到消防員、武裝部隊和其他公
衆，並保證第二劑和加強劑的時間差爲六個月。”
部長還指出，衛生部正在與輝瑞公司進行密集談判，以獲得爲 5 至
11 歲兒童批准的新冠疫苗，並澄清這些疫苗與目前在秘魯使用的輝瑞疫
苗不同，可能在明年 1 月份爲 5 至 11 歲兒童接種疫苗。
衛生部長強調說，爲 5 至 11 歲兒童接種疫苗將保證早日恢複線下課
堂，而這是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因爲我們知道回歸社會對我們的孩
子來說是多麽重要”。
部長指出，目前秘魯已經爲目標人口的 56%以上接種了兩劑疫苗，
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並延緩了第三波疫情的到來。然而，繼續取得進展
需要民衆作出集體承諾，因爲疫情還沒有結束，而且有可能會大面積複發。

。我們不會接受他們的自殺協議。”
《華盛頓郵報》稱，遊行活動期間
，一場接一場的演講表達了相同的情緒
：對氣候活動人士被排除在談判之外感
到憤怒；經過 25 年的會議仍無進展，令
人沮喪；對富有的政客和商界領袖會不
會爲邊緣人群的利益服務産生懷疑。
BBC 稱，這是迄今爲止大會期間規模最
大的抗議活動，格拉斯哥上一次出現 10
萬人遊行還是 2003 年反伊拉克戰爭。與
此同時，英國其他地區也舉行了約 100
場氣候變化示威活動。雷赫曼表示，6 日
在全球各大洲總計有 306 場行動響應，
光是在英國就至少有 50 萬人上街。在韓
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肯尼亞、
荷蘭和法國等地也均有遊行集會，“反
抗滅絕”的比利時分支占領了布魯塞爾
的一條街道。
COP26 會議將持續到 11 月 12 日。隨
著抗議活動的進行，COP26 的談判仍在
繼續。CNBC 稱，COP26 被認爲是史上最
重要的國際會議之一，目前已取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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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爲期兩周的《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
（COP26）已進行過半，約 10 萬人 6 日
冒著風雨走上大會主辦地英國格拉斯哥
的街頭，要求政治人物、跨國企業和富
裕國家加快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這是當
天“全球氣候正義行動日”活動的一部
分。除格拉斯哥外，世界各地數萬人也
舉行遊行。環保活動人士和組織認爲
COP26 大會已經“失敗”，他們還自立
門戶，于 7 日至 10 日舉行“氣候正義人
民峰會”，與他們認爲虛僞、不正義的
官方氣候大會唱對台戲。

拉表示，對環境友善、符合公平正義的
工作機會應特別獲資金支持，資本主義
已破産，應徹底改變現有經濟模式。這
類群體高舉“氣候正義就是還我土地”
“氣候資本主義是犯罪”，甚至“黑人的
命也是命”等標語。格拉斯哥警方 6 日還
逮捕了“科學家反叛”組織的21名成員，
因爲這些人用鏈子將彼此鎖在一起一字排
開，封鎖了當地一座橋。英國科學家加德
納表示，科學家不能“再依賴我們的領導
人來拯救我們”，他們有“采取行動的道
德責任”。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 6 日
參加了格拉斯哥的遊行，但未發表演講。
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
報道，5 日她在一場遊行活動的現場稱，
這場聯合國協調的COP26大會已經失敗，
大會已淪爲一場“公關活動”。
“全球氣候正義行動日”的主辦者、
非政府組織“COP26 聯盟”發言人阿薩
德· 雷赫曼6日告訴數千遊行者：“在汙染
者們參與的COP26會議中，氣候犯罪分子
正躲在鐵絲網、圍欄和警察的防線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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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習會前夕 布林肯誓言支持台灣免於中國入侵
美國總統拜登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間備
受期待的會議即將登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
天堅定誓言美方將支持台灣，以期阻止中國入
侵台灣的企圖。
法新社報導，拜登自當選以來尚未與習近
平親自會面。據報導，兩人最快將於下週舉行
會議。布林肯（Antony Blinken）指出，拜登
及習近平 「很快」 將舉行視訊會議。

布 林 肯 在 「 紐 約 時 報 」 （New York
Times）主辦的活動上表示： 「我們將確保台
灣有自衛手段，因為這個目的是，永遠不讓任
何人達到確實試圖以武力破壞現狀的地步。」
他也提及，提供台灣 「自衛手段」 等同於
「最佳威懾」 ，以 「對抗任何中國可能考慮採
取的極其不幸行動」 。

美國在幾年前提出 「重返月球」 計劃，期
望在 2024 年重新登上月球，不過美國航太總
署 NASA 剛剛表示就目前進度來看鐵定無法在
期限內完成，只好把目標年訂到 2025 年。
新阿特拉斯(News Altas)報導，NASA 署
長比爾·尼爾森(Bill Nelson)表示，下一次美國
載人登月任務已推遲到 2025 年，這次挫折是
由於新冠疫情、法律訴訟和預算短缺等多重問
題造成。雖然如此，這並不是取消，重返月球
的計劃沒有改變。
很難想像，上一次登陸月球計劃，僅用 8
年的時間就完成(1962 年甘乃迺提出登月計劃
，到 1969 年 7 月，阿波羅 11 號完成首次登月)
，如今美國竟然無法再次重現那樣的效率，即
使繼承了數十年的技術進步仍然進度落後，實
在有些令人不解。
NASA 表示，新的挫折是由多種因素造成
的。新冠疫情造成許多實務工作的延誤，國會

提供的資金不足以完成任務，以及 藍色起源公
司(Blue Origin)對登月器的得標者 SpaceX 提起
訴訟，都造成進度的延遲。
本來原定的載人登月時間不遲於 2024 年
5 月，現在確定不可能了，只能把時間延到
2025 年。 雖然如此，但仍有好消息，目前
NASA 登陸月球的主力火箭 「太空發射系統」
(Space Launch System,SLS)已經完成大部分
，正在與獵戶座太空船(Orion Spacecraft)組合
與測試，因此它的首次無人測試發射，仍可在
2022 年 2 月進行。
新的登月計劃稱為 「阿提米絲計劃」 (Artemis program,月之女神計劃)，這項任務分兩
部分，前期是無人測試，太空船繞月球飛行，
再返回地球。實際載人任務為 「阿提米絲 II」
，就有太空人進行繞月飛行，經過 64,000 公
里公里後，隨後派出機器人著陸任務，然後才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對 「聯合國氣
是 「阿提米絲 III」 的載人登月任務。
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次締約方會議」 （COP26
）表示，中國與美國今天宣布了一項聯合倡議，
將針對氣候問題加強採取行動。
解振華告訴記者： 「（中美）雙方承認，當
前努力及巴黎協定目標間存在著差異，因此我們
將共同針對氣候加強採取行動。」
他指出，這項倡議將包含在這十年加強行動
的 「具體計畫」 ，以及美中雙方致力在格拉斯哥

NASA宣布載人登月計劃推遲到2025年

聯合國COP26峰會美中發表聯合倡議加強氣候行動
聯合國氣候峰會敲定的巴黎協定規則手冊。
2015 年達成的巴黎協定要求各國透過大幅減
少碳排放，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攝氏 1.5 度至 2
度間。而中國及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排放國，
合計占所有碳污染的近 40%。
解振華表示，中國及美國在過去 10 個月期
間，進行了 30 場視訊會議，以提出這項倡議。
他指出： 「中國及美國身為全球兩大主要強權，
必須承擔責任共同與其他各方處理氣候變遷。」

遭歐盟指控壟斷重罰24億歐元 Google 上訴吞敗
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7 年指控 Google 濫用
搜尋引擎優勢地位，以反壟斷法對此科技巨擘
祭出 24 億歐元（約新台幣 769 億元）罰金，歐
盟普通法院今天駁回 Google 上訴，維持裁罰
。Google 仍可上訴至歐盟的最高法院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尋求最終定
奪。
這項裁罰是基於 Google 的搜尋結果太過
偏袒自家價格比較服務 Google Shopping。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在上訴中稱，
歐盟在此案中 「於法律、事實和經濟上都是錯
誤的」 。

但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表示，
駁回了 「這兩家公司所提訴訟的絕大部分，並
維持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祭
出的罰款」 。歐盟普通法院指出，Google 透過
搜尋結果的排序順位，偏袒旗下比價服務，
「背離正當競爭」 。
此裁決是歐盟執委會副主席維斯塔哲
（Margrethe Vestager）的一大勝利，她擯棄
前任對 Google 採取的較為妥協性策略，並曾
於 2018 年因 Google 濫用 Android 系統強化自
家搜尋引擎優勢地位，對其祭出 43 億歐元的
罰款。

國會通過鉅額基建法案 拜登展開大內宣挽救民調
美國眾議院 5 日通過約 1.2 兆美元（約新台
幣 33.6 兆）的基礎建設法案，總統拜登將從今天
展開大內宣，尤其民調顯示近來他的支持度下滑
，拜登盼藉著宣傳基建法案挽回支持者。
法新社報導，民主黨籍的拜登選擇在巴爾的
摩向全國說明，為何及如何支用 1.2 兆美元重建
美國日益破敗的基礎設施。巴爾的摩是港都，離
首都華盛頓車程不到 1 個小時。
拜登（Joe Biden）8 日晚間接受俄亥俄州辛
辛那提市的電視台訪問時堅稱，只需 「幾週」 的
時間，這項大規模投資計畫的成效就會開始彰顯
。
這項法案涵蓋擴建網路、道路、橋梁、自來
水管、電動車充電站與其他多項計畫。他早前也
預測，社會大眾將在 「兩到三個月」 後感受到具
體成效。
距離明年美國期中選舉還有一年的時間，拜
登寄望於這項基建方案至少在政治方面能產生作

用。
美國期中選舉向來對執政黨構成挑戰，意味
民主黨可能失去目前在聯邦眾議院的脆弱多數。
於此同時，拜登政府團隊全力投入大肆宣揚
這回贏得的立法成果，而拜登則是加緊動員地方
黨部的幹部向民眾說明這項鉅額的支出法案。
白宮副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 Pierre）
9 日表示： 「結束巴爾的摩的行程後，總統將繼
續向社會大眾宣揚他的理念。」
這可能是因為拜登將前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的遭遇謹記在心。歐巴馬主
政期間，拜登是他的副手。
2009 年，歐巴馬大力推動通過一項總額高
達近 8000 億美元的振興方案，最後在政經兩個
層面產生不同的結果。
雖然這套振興方案重振美國遭到衰退重創的
經濟，隔年的期中選舉對手共和黨卻大有斬獲。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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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救命神器ECMO投入臨床
佳兆業：資金緊張盼獲延貸款
傳國研中心與多家內房內銀開會再摸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帥 北京報道）中國樓市在嚴厲
調控下，房屋交易市場下行，
房產中介行業生態開始惡化。
中國房產中介巨頭貝殼找房發
布業績報告，三季度調整後淨
虧損 8.88 億元(人民幣，下同)，
期內二手房成交額同比下降
36.8%。公司並預計第四季淨營
收同比降約 31.6%至 36%，反
映了行業所面臨的宏觀環境挑
戰。

醫務工作者盼盡快量產普及

中國房產中介行業生態惡化

西安交大醫院成功救治2危重患者 打破國外人工心肺核心技術壟斷
內房債務危機持續，消息指出，中國再對內房債務情況摸底，中國國務院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陝西西安醫務工作者張帆表

貝殼上季調整後蝕近9億

研究中心（下稱“國研中心”）9 日與多家房企及銀行在深圳舉行會議，中國銀行
示，國產 ECMO 一旦大量進入市場並得以應用，不僅完全打破國外壟斷

2021 年三季度，貝殼營收
181 億元，同比下降 11.9%；成
交額（GTV）8,307 億元，同比
下降20.9%。前九個月累計總交
易 額 3.12 萬 億 元 ， 同 比 增
31.2%；營業收入 630 億元，同
比增 31.7%；調整後淨利潤 22.5
億元。

和技術壁壘，同時也將極大地降低市場價格，減少患者的醫療支出。“此
間市場交易商協會 9 日亦與房企代表舉行座談會。其中，近期陷入債務漩渦的佳兆

二手房交易成交額降37%

外，這或許也代表着一種信號，會鼓勵更多的醫療機構在國產高端醫療器

業在國研中心的會議上承認現金流非常緊張，表示要求多家銀行適當延長貸款，又
械研發上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從而實現更多的突破。”醫務工作者李先生
亦表示，每一個中國醫生都希望能用上國產設備，希望此次臨床能成為一
呼籲國企透過項目收購與戰略投資，協助民企改善流動性。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則在
個契機，讓國產ECMO早日量產入市，早日遍及中國每一所醫院。

不足兩周內將佳兆業的信用評級連降四級，最新由“CCC+”降至“CCC-”。
“CCC-”代表為“極高風險”。

據路透社9日報道，國務院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9日與
多家房企和銀行在深圳舉行了會議，與會者包括萬科、佳兆

業、平安銀行、中信銀行、建設銀行以及中鐵信託。佳兆業在會
據貝殼研究院數據，第三
上承認現金流非常緊張，信貸評級機構不斷下調其評級，銀行亦
季度中國二手房市場成交額同
因而進一步停貸抽貸，企業遇到很大困難。
比下降 41.6%。與此相比，三
佳兆業表示要求多家銀行適當延長貸款，亦呼籲國企透過項目
季度貝殼存量房交易成交額為
收購與戰略投資，以協助民企改善流動性，又表示試圖向投資者、
3,782 億元，同比下降 34.3%；
工人及供應商付款之際，需要外部協助。報道續指，萬科在會上提
其中二手房交易成交額同比下
到自身財務穩健，又認為政策要穩定，避免系統風險、擠兌及斷
降 36.8%。三季度新房交易成
裂。佳兆業早前發表聲明，表示基於新冠疫情帶來的公共安全考
交 額 4,101 億 元 ， 同 比 下 降
慮，取消原定10日召開的投資者代表見面會。佳兆業請各投資者不
2.5%。首席財務官徐濤在報告
● 西安交大第一附屬醫院宣布，中國首款“體外膜肺氧合”（俗稱人工肺）設備在該院率先應用於臨床，成功救治了兩
要前往佳兆業辦公場所聚集，如有訴求可與客戶經理溝通，由客戶
中稱，儘管三季度在存量房業
名危重心血管病患者，打破國外產品在這一領域的壟斷。圖為國產“體外膜肺氧合”（ECMO）應用於臨床。
經理收集並反饋公司。佳兆業表示集團總體資產價值大於負債，有
和新房業務的總交易額上均有
受訪者供圖
足夠可供處理的優質資產，為投資者提供財富產品的後續兌付。集
下滑，但公司相信新的監管措
團懇請投資者給予集團多一點時間和耐心。集團將堅決履行社會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8 日宣布，
施將有利行業以及更廣泛經濟
#的長遠發展。
任，妥善解決兌付問題，及時向各投資者公布。

由該院與四川大學國家生物醫學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學機械學院聯合



貝殼找房董事長彭永東在電
多家房企擬銀行間發債融資
研發的中國首款“體外膜肺氧合”（俗稱人工肺）設備（以下簡稱
ECMO，Extra話會上稱，現在最主要的兩大房產
多家媒體9日報道，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9日也與房地
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日前在該院率先應用於臨床，成功救治了兩名
政策是“房住不炒”與“租購並
產企業代表舉行座談會，有出席會議的人士指，招商蛇口、保利
舉”，其帶來的啟示是未來政策將
危重心血管病患者。院方表示，此次國產
ECMO 在中國醫院成功應用於臨床，打破了國外產品在這
發展、碧桂園、龍湖集團等多家房企近期計劃在銀行間市場註冊
趨於穩定；貝殼也將借此為市場提
一領域的壟斷，實現了國產重大醫療器械自主化研製的突破。
發行債務融資工具。另一方面，評級機構惠譽宣布，下調佳兆業
供更多價值，共同維護更穩定的市
長期發行人違約評級，以及優先無抵押債務評級，由“CCC+”
場。徐濤預計，2022年下半年隨
可應用於嚴重急慢性心功能衰竭及嚴重急
患者家屬溝通進行了VA-ECMO（靜脈到動脈）治療，術後
降兩級至“CCC-”。“CCC-”代表為“極高風險”。惠譽於
10
着市場對新政逐漸適應並穩定下
慢性呼吸衰竭患者急救，被譽為救命神
患者病情平穩，經病情評估成功撤除ECMO。
月
27
日才下調佳兆業評級兩級，換言之，佳兆業在不足兩周時間
來，市場將逐漸自然復甦。
器。在具體醫療應用中，當 ECMO 運轉時，設備會先將患
據介紹，目前世界上的ECMO設備主要來源於德國、
內，已經被惠譽連降四級。
第三季度，平台連接經紀
者靜脈血引出體外，然後經過特殊材質人工心肺旁路進行
美國、意大利等國家，其核心關鍵技術長期被國外壟斷，
惠譽表示，佳兆業由於流動性緊張以及未披露的理財產品負
人數量環比下降 6%至 51.5 萬。
氧合，再將氧合後的血液輸回患者動脈或靜脈系統，暫時
設備及耗材價格昂貴。也正是因為這種壟斷和資源稀缺
債，信用風險很高。最近合同銷售額下降削弱了其償還短期債務
彭永東稱，流失率升高一方面
替代患者心肺功能，起到較長時間的心、肺支持作用。
性，導致中國 ECMO 設備短缺，是衞生健康領域名副其實
的能力，因為此類資金所得是“其流動性的關鍵來源”。此外，
是由於房產經紀周轉率較高，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ECMO
逐漸為公眾所熟
的“卡脖子”問題。為了徹底擺脫這種受制於人的窘境，
在理財產品對境內投資者兌付逾期後，佳兆業的流動性問題“加
另一方面是貝殼在內地部分城
知，它是嚴重心肺功能衰竭患者與死神抗爭的有力武器，
近年來，中國很多醫療機構開始在研發上紛紛發力，經過
劇”。據彭博整理的數據，佳兆業未償還上市債券及貸款總計
市對不活躍經紀人進行了清
在抗擊新冠病毒肺炎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此次疫情，加大資金投入和研發力度，推動以 ECMO 為代
785億元人民幣。
理，注重保留績優經紀人。
表的高端醫療救護設備國產化，成為不少業內人士的共同

ECMO

兩患者術後病情平穩

此次國產ECMO臨床成功救治的患者A先生，經CTA
（心臟冠狀動脈造影）診斷為A型主動脈夾層入院，在實施
了升主動脈替換+主動脈弓替換+象鼻子技術後全身炎症反
應劇烈，出現嚴重低氧血症，經過機械通氣治療氧合仍無改
善，經與患者家屬溝通，給予患者進行VV-ECMO（靜脈到
靜脈）治療，術後患者已清醒，血氧逐步改善，脫離呼吸
機，實行清醒ECMO治療，後經病情評估成功撤除ECMO
輔助治療。患者B先生係主動脈瓣關閉不全、升主動脈瘤樣
擴張、急性左心衰，入院後即進行氣管插管，進行主動脈根
部置換術+二尖瓣成型術，由於術後停體外循環困難，經與

●佳兆業承認現金流非常緊張
佳兆業承認現金流非常緊張，
，希望多家銀行適當
資料
據介紹，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血管團隊已從事 ECMO 臨床
應用及相關研究超過 20 年。醫院早在 2003 年非典期間就已接觸 ECMO，
並開始進行臨床動物實驗與技術培訓。至今 ECMO 技術已經非常成熟，
救治範圍輻射陝西、甘肅、寧夏等地，成功救治數百例患者，並創造了無
數個第一次，如，2005 年應用 ECMO 成功救治第一例心功能不全瓣膜患
者；2009 年實施西北第一例清醒狀態下 ECMO；2013 年成立 ECMO 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更多內
已做好填報準備。
隊；2018 年完成西北第一例
ECMO 陸空轉運心臟病重症患者，西北第一
房企捲入債務風波，市場憂慮一旦危機爆發
例清醒狀態下V-V（靜脈到靜脈）及V-A（靜脈到動脈）ECMO等等。
林鄭：港銀行體系十分穩健
或引起骨牌效應，為金融機構增添風險。市
2017 年，團隊聯合四川大學國家生物醫學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團
傳香港金管局近期向銀行高層預告，稍後將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ECMO
9 日表示，不
隊，西安交通大學機械學院團隊及西安京工醫療科技公司，針對
設備全血液接觸面長效抗凝塗層、磁懸浮離心泵、超聲流量探頭、程控監
要求銀行就內房企業風險敞口作出更詳盡披
金管局工作，但肯定港銀行體系十
測系統及ECMO膜肺展開深入設計和研發。
露，包括就借貸及授信金額等提交深度分析
健，又指觀乎流動性及其他標準，本
在國產 ECMO 研發中，團隊充分分析比較了國外同類產品的優缺點
及匯報。雖然內房債務問題備受關注，但港
高於國際水平，她確信本港銀行體系
及臨床使用存在的問題，設計出針對中國臨床需求的國產化
ECMO。研
府官員、滙豐、渣打等近期紛紛表態指港銀
繼續支持服務香港經濟。
發中，團隊採用多目標優化和數
涉內房貸款風險可控。
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早前表
值仿真方法獲得離心泵流道最優
因應近期內房事件，較早前已對持牌金
金管局
：港銀信貸風險可控
設計方案，採用芯片化控制模式
構進行頻密的壓測，包括了解金融機構
保證 ECMO 控制的精準性和長時
有媒體引述消息指，金管局過去兩個
負債表及風險管理狀況，整體而言，至
間工作的安全性，採用仿生塗層
月，曾向本地銀行以口頭查詢部分內房企
見事件對本港造成系統性風險。
新技術獲得了比國外同類產品更
業情況，了解銀行若參與借貸、以及有私
除了一眾政府官員外，不少外資
優異的長效循環抗凝血效果。經
銀大客等投資相關公司債券，銀行操守是
亦認為港銀涉內房貸款風險可控。其
測 試 ， 國 產 ECMO 系 統 性 能 穩 ●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國產
否合規，風險管理措施有否定期複檢等。
打管理層在本月初的業績會上亦指，
ECMO研發團隊。
受訪者供圖
定，生物相容性良好。
傳金管局稍後將要求銀行就內房企業風險
該行在內房行業的相關敞口出現大問
敞口作出更詳盡披露，預料會就借貸及授
而在集團全球總值逾3,000億美元資產
信金額、相關資產佔比、財資業務部門相
房地產貸款只佔約6%。
關投資證券持倉等情況，提交深度分析及
匯報。
2003 年 SARS 期
MO，但即使疫情期間從國外緊急採購
金管局發言人回覆時表示，局方與銀

間，就有國內醫院使
的 ECMO，中國僅有 500 台左右，相當
行業界保持定期溝通，但不評論溝通的具
用
ECMO，但直到近
於平均每280萬人僅有一台ECMO。
6
體內容或個別個案，當局一直密切監察銀
些年這一設備才被較
行業的信貸風險，認為香港銀行體系穩 一台 ECMO 的價格在 100 萬元（人
廣泛地使用。在新冠
民幣，下同）至 350 萬元不等，且開
健，信貸風險可控，未來將繼續留意事態
肺炎疫情中，中國醫院對 ECMO 使用
機、耗材費用不菲。德國德中醫學會中
● 傳金管局稍後將要求銀行就內房企
發展。另外，消息指本港銀行目前尚未收
需求暴增。按照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要
國項目部主任劉洋介紹，ECMO開機耗
險敞口作出更詳盡披露。
到金管局發出有關匯報通知，但銀行內部
求，建議對常規治療不佳的重型、危重
材套包平均 5 萬元，其中裝有血液管
型病例可採用 ECMO 進行挽救治療，
路、膜式氧合器、離心泵頭、插管及各
使用時間可達14天。
類接頭等，加上重症 ICU 每天超過 1 萬
元的治療費，患者使用 ECMO 兩周需
每 280 萬人僅一台 ECMO
要花費20萬元。
目前，國內市場主流的 ECMO 品
ECMO 設備在一些發達國家已廣
牌主要是歐美的美敦力、米道斯、邁柯
泛應用。劉洋表示，在德國，平均每 2
唯和索林等，其中邁柯唯和索林兩家公
萬至 4 萬人擁有一台 ECMO。在美國，
司的產品佔國內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
根據國際體外生命支持組織（ELSO）
新華社 2020 年 4 月引述中國生物醫學工
的數據，提供 ECMO 服務的醫院數量
程學會體外循環分會2018年的統計數據
從 2008 年的 108 家增加到 2019 年的 264
顯示，中國有 260 家醫院可以做 EC家。
●新華社

非典期間開始臨床動物實驗
其貸款。
其貸款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呼聲。

氧合器和離心泵是國產化難點
根據此前報道，ECMO的基本結構包括血管內插管、連
接管路、離心泵（人工心臟）、氧合器膜肺（人工肺）、傳感
監測系統等，核心部分是氧合器和離心泵，分別起人工肺和人
工心臟的作用，是國產化的難點。上下游產業鏈不協同問題也
較為突出。ECMO的研發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涉及多個重要技
術和零部件。全國醫用體外循環設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常務副
主任委員顏林表示，近年來，國內一些企業已投入資源對ECMO產品進行研發，但比較分散，沒有形成合力。

傳港銀需深度匯報內房風險敞口

進口ECMO使用兩周費用20萬

曾為摘掉肝炎大國帽累到尿血 91 歲時還堅持出診

不要命的陳菊梅還是走了 享年 96 歲
中國著名傳染病專家陳菊梅
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 2021 年
11 月 5 日 9 時 20 分逝世，享年 96
歲。在人們記憶中，陳菊梅永遠
站在傳染病防治和衞生防疫最前
線。78 歲那年，她在非典抗擊前線，主持編寫出
第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冊》。2008 年四川汶
川大地震，83 歲的陳菊梅堅持親自赴災區實地指
導。根據央視網的報道，遵從陳菊梅本人遺願和
家屬意見，不舉行告別儀式，遺體捐贈首都醫科



大學。
1958年作為第一批留蘇回國的傳染病女博士，陳
菊梅成為302醫院創建者之一、新中國傳染病防治的
“拓荒人”，那一年她只有32歲。當時的陳菊梅面臨
着中國被全世界稱為“肝炎大國”，每年死亡30萬到
50萬人的考驗。
陳菊梅把自己泡在中藥房裏、顯微鏡下，夜
以繼日過度勞累讓她患上嚴重腎炎甚至尿血，如果
扁桃體、闌尾、牙齒這些易發炎部位生病都會直接
導致腎炎加重，為了不耽誤研究，陳菊梅對自己下

了狠心：摘掉扁桃體、割掉闌尾、拔光牙齒。那一
年滿口假牙的陳菊梅只有 47 歲，“能摘掉肝炎大
國帽子，我寧願摘掉身上更多器官。”通過卓絕努
力，她運用中藥五味子，成功研製出護肝新藥。
陳菊梅和她的團隊共同攻克 60 種傳染性疾
病，先後領銜研製十餘種肝病治療新藥，獨創的中
西醫結合診療技術和方法，創造了慢性重型病毒性
肝炎死亡率由85%以上降至38%的奇跡。
●綜合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
官方微信公眾號、央視網

● 陳菊梅91歲高齡時依然堅持出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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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北京着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北京着力打造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
，多项扶持措施陆续出台
多项扶持措施陆续出台——
王
▲府井百货大楼。。

激发本土品牌新活力
本报记者

龚文静

本报记者

开业首日吸引上千名消费者驻足等
待，位于朝阳大悦城的哥老官首店集聚人
气；
“ 双 11”销售额成倍增长，百年老字号吴
裕泰冲上天猫茶叶直播榜首位；
“ 前门国潮
京 品 节 ”、大 栅 栏 民 俗 文 化 节 纷至沓来，传
统文化特色消费地标接连“出圈”……不同
画面指向同一个主题：打 造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市，北京跑出“加速度”。
近期，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龚文静摄摄

首店进京，优质品牌人气旺
“10 点放票，大清早排队取号，总算在下午
1 点吃上了哥老官。”近日，北京首家美蛙火锅店
在朝阳大悦城开业，引来市民踊跃打卡。
今年以来，朝阳大悦城已累计引进首店 26
家，其中既包括人气火锅品牌哥老官北京首店、
“黑珍珠餐厅”新派京菜提督北京旗舰店，也有
不少国际餐饮品牌。
从中心城区到城市副中心，一场“首店热”
席卷北京各大商圈。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共
有 696 家首店落地北京，是 2020 年全年入驻首店
数 量 的 近 4 倍 。 新 入 驻 的 108 家 国 际 品 牌 首 店
中，有三成投入了国贸 CBD 商圈的“怀抱”。
“ 顶 尖 大 牌 在 SKP 基 本 都 能 买 到 ， 南 馆 的
SKP-S 更加前卫，会展出高定、走秀款。”在北
京工作多年的嘉星喜欢来国贸 CBD 逛街，她发
现，SKP 的美妆专区最近又推出了两个国际品牌
全国首柜。
受疫情影响，嘉星的购物方式也在悄然发生
变化。“以前买奢侈品会找代购，现在更喜欢来
线下实体店消费，价格差不了太多，还能享受商
场的 VIP 服务。”
2020 年，华联旗下北京 SKP 单店销售额达
177 亿元，实现全球百货单店销售额第一。奢侈
品领域的境外消费“流回”了大牌云集的高端商
场。
优质品牌首店首发，正成为北京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方案》 指出，力争到
2025 年，吸引国际国内品牌在京开设 3000 家以
上首店、创新店、旗舰店，将本市打造成为全球
首发中心。
为吸引首店进京，北京市商务局此前出台
《关于 2021 年度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项目申报
指南的补充通知》，其中提到，将优先对服装鞋
帽类首店、旗舰店的品牌方和引进方给予资金支
持，对首店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最高可达 500 万
元，这有助于降低首店进京“门槛”。
“在消费领域，首店往往具有风向标意义和
引领作用。一方面企业非常重视首店运营管理，
提升品牌价值，另一方面消费者也更青睐首店的
消费体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刘晓光说。
朝阳大悦城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首店平

均客单价为全场的 4 倍，首店产生的“吸附效
应”，正促进商圈客流集聚，为商场注入新鲜活
力。
“首店开设能为商圈聚集人气，在区域内有
大的知名新品牌，有助于提升商圈的吸引力和含
金量。”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认为，首店的开设不仅活跃了经济，还能给消
费者带来更多高品质服务。
年内，北京将出台 14 项专项政策，全方位
支持首店发展。第四季度，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
西区、丰台区槐新大悦春风里、石景山区六工汇
等多个商业项目陆续开业，为“首店热”再添一
把“火”。

频频“出圈”，老店掀起“国潮热”

市 实 施 方 案（2021-2025 年）》
（以 下 简 称
《方 案》）正 式 出 炉 ，拟 用 5 年 时 间 ， 通 过
“十大专项行动”，将北京建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这个目标的达成，需要培育一批有
影响力的本土消费品牌。本土企业如何
借这股东风助力品牌发展？北京如何做
好“首都文化+”文章？对此，本报记者进
行了走访。

稳步推进。
成果虽丰，也存在隐忧。“在品牌认知上，
京城老字号存在‘空心化’问题，与年轻消费群体
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和‘心理隔离’。”北京市社科
院经济所所长杨松认为，“尤其从国际上看，京
城老字号在海外业务开展和品牌传播方面还有较
大发展空间。”
谈及老字号如何适应时代发展，孙月婷建
议 ， 老 字 号 要 把“老 ”渐 渐 收 起 来 ，留 住 自 己 的
“好”，在保留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迎合新趋势，
创造新需求。
吴裕泰电商总经理郑艳认为，中华老字号在
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应扮演“守
正创新”的角色。在传承老字号独有的传统工艺
和文化上做到“守正”，在适应新的消费变革上大
胆“创新”，用新语言讲好百年品牌故事，才能做好
传承，点燃消费热情。
如今，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已经由
谋划部署进入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孙月婷认
为，
“ 国 潮 热 ”已 在 消 费 者 中 形 成 一 股 新 浪 潮 ，
老字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最具京味
儿特色的一张金名片，更应乘势而上。

打造上百条新客种草短视频，与潮流插画师
合作设计包装，365 天不间断直播……百年老字号
吴裕泰深谙电商“玩法”，在 10 月 20 日“双 11”预售
当天，实现销售额成倍增长。
点开吴裕泰天猫旗舰店，总能看到年轻面孔
隔屏互动，这群主播大多具有双重身份，在微信
运营、视频脚本创作的本职工作外，副业直播也
玩出花样，限时超级秒杀、红包雨、回馈“挚爱
融合发展，商圈焕新惊喜多
粉”……新玩法层出不穷。
《方案》 明确提出，推动老字号企业加速数
“感觉穿越回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街
字化转型，力争九成以上老字号实现“触网”、七
头。”从南京来京旅游的孙阿姨赶到王府井百货
大楼负二层的和平菓局，胡同里的老物件、做旧
成以上开展直播销售。
电商平台助力下，吴裕泰创新发展的“任督
的录像厅、手艺人的老糖画……复刻版的老北京
二脉”被打通，京外客户线上占比直奔 70%。吴
城映入眼帘。
裕泰的“出圈”，成为京城老字号守正创新的缩影。
始 建 于 1955 年 的 王 府 井 百 货 大 楼 被 誉 为
线上老字号一片红火，线下“国潮热”席卷 “新中国第一家百货商店”。屹立 60 余年的老牌
商场，在 2019 年和平菓局开业后，迎来新一轮
而来。
走进前门大街，不久前举办的美食京品节、 人潮。寻找上世纪的生活痕迹，领略原汁原味的
北京文化，和平菓局不仅唤起游客内心深
国潮京品节，余热还未褪去。“我们专门为北京
的品牌策划、举办了 2021 国潮京品节。”北京老
处的情感记忆，也成为年轻一代新的打卡
地，为王府井商圈增添一抹亮色。
字号协会副会长孙月婷说，“老字号市集不仅在
前门大街举办，还搬到马术俱乐部，玩起国潮跨
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王府井历经 5 次
界。”市集上的老字号，在朋友圈“刷屏”。
升级改造，形成以步行街为核心、“金十
针对《方案》要求的“力争到 2025 年，
‘ 北京老
字”为骨架、辐射 1.66 平方公里的街区式
字号’认定总数达到 230 家左右，认定约 150 名‘北
发展格局。最新的一次商圈升级始于 2016
京老字号’工匠”，负责这一工作的孙月婷介绍，截
年，搭乘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列车，
至目前，北京老字号协会认证总数达 206 家，涉及
这里的改造升级工作将进一步加码。
餐饮、食品加工、医药等 8 大行业。
“ 北京老字号”
《方案》 提出的“十大专项行动”中，
工匠的认定工作，从 2019 年起以每年 20 名的速度
将消费新地标打造行动放在首位。《方案》

王府井百货大楼负二层和平菓局一家复古风茶饮店。
王府井百货大楼负二层和平菓局一家复古风茶饮店
。

在北京前门大街举行的“
在北京前门大街举行的
“ 前门国潮京品节
前门国潮京品节”
” 上 ， 游客体验景
泰蓝的点蓝技艺。
泰蓝的点蓝技艺。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
彭子洋摄
摄

明确，未来将依托故宫—王府井—隆福寺“文化
金三角”，加快推进街区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
级，将王府井步行街打造成为独具人文魅力的国
际一流商业街区，带动王府井商圈成为“商业+
旅游+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消费新地标。
“文化金三角”如何打造？王府井地区管委会
表示，正在组建“文化金三角”工作专班，未来将
强化故宫、王府井和隆福寺街区联动，打造“北
京宽窄巷子”，促进京城文化、消费文化、艺术文
化融会贯通、交相呼应。
除了老牌商圈，市民和游客还有越来越多的
新选择。目前，《方案》 规划的 111 个重点项目
已落地 6 项，西单更新场、首开龙湖熙悦天街、
首创龙湖丽泽天街、美克洞学馆、金海湖国际会
展中心、环球主题公园一期正式亮相。
“扑面而来的赛博朋克风，这里的设计太新
潮了！”喜欢在周末探店的北京市民方薇发现了
新天地。经过 6 年改造，更名后的西单文化广场
——西单更新场以全新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走
进商场，擦肩而过的是一群打扮新潮的年轻人；
放眼望去，设计师品牌云集。在方薇看来，西单
更新场是新的时尚消费地标。
“消费地标是城市商业繁荣的象征和代表。”
杨松认为，目前开展的商圈改造、新消费地标打
造行动等，对促进商业发展、提振消费均发挥着
重要作用。
那么，该如何打造消费新地标？在杨松看
来，建设文化、艺术、零售等多领域融合的商业
街区，重点发展多业态融合的消费空间载体，做
好融合大文章，消费新地标才能真正走向繁华。
刘晓光认为，利用好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
积淀，依托中国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新业态、
新模式，依托国内强大的消费市场和中国制
造，北京新消费地标的打造必然能够出彩。

顾客在位于前门大街的老字号吴裕泰门店前合影。
本报记者

龚文静摄

廣 告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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