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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失守23500 14月最低
氣氛轉差 恒指上月瀉1901點 後市料續尋底

憂慮Omicron新型病毒在全球擴散，

資金流往避險資產，引發環球股市、匯市

和商品市場震盪。港股最多曾跌676點，

低見23,175點，為2020年 9月底以來低

位。尾市有買盤接貨，最終恒指在11月底

以23,475點收結，跌幅376點或1.6%，已

經連跌3日，累跌1,264點。總結整個11

月，恒指累跌1,901點或7.5%，科指也挫

5.4%。有分析料12月初市況或持續低迷，

恒指有機會再試低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11月30日科指亦挫1.2%報6,028點，國指
跌1.5%報8,368點。由於MSCI季檢

在收市後生效，尾市換馬行動令港股成交急增至
2,241億元。市場人士指出，疫苗廠莫德納行政
總裁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相信新變種病毒有高
度傳染力，所有目前的新冠疫苗效力都很可能下
降，言論打擊全球股市當日表現。

MSCI換馬 成交增至2241億
獨立股評人沈慶洪說，投資者在新型病毒

陰霾下，不敢太進取，加上港匯轉弱，不排除
有資金撤離香港，因此他料12月初，市況也可
能不太理想，恒指有機會再試今年低位。訊匯
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亦指，港股目前不明朗因

素太多，市場擔心新型病毒會進一步拖累美
股，若美股一旦由高位回落，亞太區股市肯定
會跟隨受壓，跌勢多急難以預計，但不可小
覷。他指出，現時是美股由牛轉熊的關鍵位，
港股亦難獨善其身，在大市整體氣氛轉差下，
投資者在12月不宜輕舉妄動，建議繼續做指數
淡倉作對沖。

科技股齊受壓 阿里創新低
重磅科技股齊受壓，季績差的美團再跌

2.9%，阿里巴巴再創新低，收市跌2.1%，騰訊
也跌0.7%。其他科指成份股中，跌幅較大的包
括網易挫5.5%，比亞迪電子跌9.1%。金融股友
邦跌2.2%，港交所跌3.4%，也是推低大市的主

力。
周焯華在澳門被捕，並表示將辭太陽城主席

及執董，凱升主席及非執董職位。兩股11月30日
復牌大插水，太陽城挫48%，凱升更跌達63%。
濠賭股也繼續受拖累，銀娛再挫2.3%，金沙跌逾
4%，永利(及美高梅分別跌3.3%及5%。彭博社引
述消息指，太陽城集團會自今日起關閉貴賓廳。

多地再次封關，並收緊入境政策，航空股
全線續跌，國泰再挫3.4%，但疫苗股康希諾逆
市再升6.8%，因該公司稱正研究針對Omicron
的疫苗。個股方面，香港科技探索料首9月純利
跌79%，全日挫14.2%，市值蒸發13.5億元。中
燃氣半年純利倒退19%，差過市場預期，股價
更要跌兩成。

●● 港股港股1111月月
累跌累跌77..55%%。。

中新社中新社

交銀國際：港股明年跑贏機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近日港股表

現持續疲軟，因此投資者相當關注明年港股的
前景。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
11月30日表示，目前港股估值比較低，但經濟
環境較去年3月環球股市大跌時好，相信港股短
期急跌只是反映市場恐慌，故預計港股明年跑
贏其他市場的機會較大。

交銀國際建議，關注個別因行業強監管而

遭受重創的板塊，如消費和互聯網行業，而能
源繼續有所表現。

其中，該行表示互聯網行業估值吸引，盈
利增長預計於明年下半年改善，首推個股為
美，其外賣業務穩定增長，而中長期戰略從餐
飲向零售擴張。

該行表示，房地產板塊可能隨着市場情緒
轉變出現技術反彈。該行並看好銀行業，主

要因經濟表現好轉或觸發行業重估，首推個
股為招商銀行，其客戶黏性和資產質量支持
卓越的盈利能力。

交銀國際並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肆虐，擾亂供應鏈，導致黏性通脹，那麼美聯
儲將不得不超預期地收緊貨幣政策。這些因素
對於市場的運行無異於雪上加霜，並將是股票
和債券的通敵“滯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近期一系列保供穩價措施成效顯
現，製造業原材料價格高漲和用電緊張的
壓力在11月得到緩解。中國國家統計局
最新發布數據顯示，1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超預期回升至50.1%，高於
10月0.9個百分點，時隔兩月重返擴張區
間。

分項數據顯示，製造業價格指數大
幅回落。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
廠價格指數分別為52.9和 48.9，分別較
上月低19.2和 12.2個點。國家統計局服
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解讀
稱，出廠價格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表
明近期“保供穩價”等政策落實力度不
斷加大，價格快速上漲勢頭得到遏制。

部分原料價回落 電荒獲緩解
從行業情況看，化學原料及化學製

品、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有色金屬
冶煉及壓延加工等行業的兩個價格指數均
顯著回落，降至臨界點以下，表明部分基
礎原材料生產行業的採購價格和產品銷售
價格回落明顯。

11月製造業生產指數為52%，比10
月上升3.6百分點，升至擴張區間，隨着
電力供應能力持續提升，製造業產能加
快釋放，其中造紙印刷、鐵路船舶航空
航天設備、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生產活
動顯著加快。

與此同時，受世界經濟持續復甦、國
外聖誕消費季臨近等因素影響，外貿景氣
度延續改善態勢，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
指數分別為48.5%和48.1%，比10月上升
1.9和0.6個百分點，但仍處於收縮區間。
醫藥、汽車、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新出口
訂單指數均高於10月3個百分點以上，行
業出口產品訂貨量有所增加。

疫情拖累 服務業PMI降至51.1%
此外，疫情再度拖累服務業復甦，11

月服務業PMI回落0.5個百分點至51.1%，
與接觸型消費密切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商
務活動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拖累11月非
製造業PMI微降0.1個百分點至52.3%。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指出，
相對於生產端的較快恢復，需求端仍相對
偏弱，未與生產端同步，經濟恢復質量有
待加強。11月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
數均處於收縮區間，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
企業比重較 10 月上升 4 個百分點至
37.6%。當前供大於求壓力有所加大，經
濟恢復質量有待加強。仍需繼續多措並舉
擴需求，穩定經濟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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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9 日開
始，市民進入所有食肆、健身中心、戲
院、美容院等處所，必須使用“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掃描場所提供的二維碼。民
建聯近日接獲多名長者反映使用“安心出
行”有困難，多名代表11月30日到禮賓府
請願，要求政府顧及長者及其他不便使用
“安心出行”的人士，增設個人實體二維
碼，便利他們出入。

民建聯禮賓府請願
倡推個人實體“安心碼”

●民建聯代表到禮賓
府請願，要求政府盡
快推出“安心出行”
個人實體二維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Omicron 變種病毒威脅全
球，香港大學內科學系臨床教授
孔繁毅指出，香港外防輸入的措
施已足夠嚴謹，唯一重大漏洞是
接種率不足，故支持特區政府盡
快推出“疫苗氣泡”，只允許已
接種疫苗者進入食肆、戲院等公
共場所，又相信如果香港的接種
率超過九成，才有條件與內地及
海外地區恢復正常通關。

孔繁毅表示，Omicron變異
病毒株的影響仍尚待觀察，相信
一兩星期後會有更清晰的數據。

對有說法指Omicron或有更強抗
藥性，削弱疫苗效力。他解釋，
所謂“抗藥性”是指會影響疫苗
的功效，但並非削弱疫苗的保護
力，“Omicron確有可能影響疫
苗效果，但相信保護力仍有。”

孔繁毅認為，香港目前的外
防輸入政策已經足夠嚴謹，高危
地區回港者需先到竹篙灣隔離7
天，非港人即不得入境，且檢測
次數頻密，已經足以阻截Omi-
cron輸入風險，但接種率不足是
最大缺口，建議特區政府盡快推
出“疫苗氣泡”。

專家促推“疫苗氣泡”未打針禁入食肆戲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最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在
全球多國蔓延，香港特區政府11月30日宣布再增加3個國家為A
組高風險地區，包括日本、葡萄牙及瑞典，12月3日零時生效，
屆時只有已完成接種疫苗的港人才能入境，且抵港後須到指定檢
疫酒店隔離21天，比之前多7天。有本來想回港的市民因此取消
行程，也有檢疫酒店指出，聖誕新年房間供應緊張。專家則建
議，要求所有來自高風險地區抵港人士集中在竹篙灣檢疫中心隔
離21天，既能紓緩酒店逼爆情況，也能減低社區爆疫風險。

留加學生訂不到房取消返港
繼早前13個國家和地區因出現Omicron確診個案而被升級為A

組指明地區後，日本、葡萄牙及瑞典三國也將於3日起列為A組地
區，非香港居民禁止入境，只有已完成接種疫苗的港人才能入境，
並要在抵港後於指定檢疫酒店接受較長的強制檢疫期，其間接受6
次檢測，及須於抵港第二十六天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強制檢測。
加拿大留學生Justin原定本周五回港，但因為特區政府突然收

緊檢疫要求，擔心訂不到額外的7天酒店房間，最終取消回港行
程。他指出，原本想回港考帆船教練牌照，本來扣除14天的隔離
期，仍可在港逗留個半月，但新措施下“疫監”多了7天，“現時
只有兩三天時間準備（訂酒店），不能說有足夠時間，因為始終在
外國預訂不像香港那麼方便，所以很難作出任何改變。香港檢疫酒
店預約也很滿，未必可以話訂就訂到。”
香港家長Mandy則決定由原本女兒回港，改為她飛到倫敦探

女。Mandy表示：“女兒的假期由12月10日開始，明年1月3日已
完結，她沒時間做21日的檢疫，檢疫完就要回英國，回港變相意
義不大，不如我過去。”
香港有檢疫酒店亦指出，12月至明年1月，酒店房預訂早已

爆滿，多個國家地區的檢疫日數增加，也令房間供應更緊張。指
定檢疫酒店董事長鍾偉棠表示︰“始終是聖誕及新年檔期，突然
加插額外7天（檢疫期）落去，或提供不到房間，需退訂給客
人。有百分之十幾的客人遇到這些問題，特別主要是澳洲、加拿
大、德國回來的朋友較多。”
旅遊界人士姚思榮表示，特區政府正與不少酒店商討能否開放

後備房間，但可供應的房間大概只有數百間，促請特區政府加緊與
業界想出解決方法：“如果檢疫安排維持不變，檢疫酒店的預訂情
況在農曆新年假期同樣緊張。”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表示，Omicron變種病毒可能會在未來一兩星期內急速變化，而大
批留學生料於聖誕節及新年假期返港，帶來很高防疫風險，呼籲特
區政府留意英國及歐美地區有否出現本土爆發，宜安排所有來自高
風險地區抵港人士集中在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21天，既能紓緩酒
店逼爆情況，也能減低社區爆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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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分離OmicronOmicron 港大率先揭奧密奧密
有助研發疫苗阻蔓延有助研發疫苗阻蔓延 病毒疑動物傳人病毒疑動物傳人

變種新冠病毒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Omicron（（奧密克戎奧密克戎））疫情來勢洶洶疫情來勢洶洶，，全球科學家爭分奪秒破解該病毒的全球科學家爭分奪秒破解該病毒的

不解之謎不解之謎。。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團隊率先報捷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團隊率先報捷，，成功從臨床標本中分離出成功從臨床標本中分離出OmicronOmicron 病毒變病毒變

種種，，是亞洲首個揭開該病毒神秘面紗的團隊是亞洲首個揭開該病毒神秘面紗的團隊，，有助開發和生產滅活全病毒疫苗有助開發和生產滅活全病毒疫苗，，阻截疫情蔓阻截疫情蔓

延延。。同時同時，，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指出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指出，，OmicronOmicron的基因突變異常多的基因突變異常多，，進化速度快進化速度快，，推斷是動物推斷是動物

感染原始新冠病毒後感染原始新冠病毒後，，病毒在動物體內病毒在動物體內““洗牌洗牌”，”，變成變成OmicronOmicron再傳人再傳人，，很大機會在全球流行很大機會在全球流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表示香港對新疫情嚴陣以待表示香港對新疫情嚴陣以待，，相信目前的應對措施合適相信目前的應對措施合適，，暫時毋須暫時毋須““封關封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公布，11月30日新增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均為輸入個案，當中4宗涉及變異病毒株L452R
的感染，1宗的病毒量不足以進行變異病毒株檢
測，其餘1宗的變異病毒株檢測結果待定。個案
涉及2男4女，年齡介乎1歲至48歲，全部由A
組指明地區（高風險）抵港，包括巴基斯坦、
印度、英國及菲律賓。另有少於5宗初步確診。

新增個案中，3宗個案 12437、12438 及
12439，即47歲女子、9歲女病人及1歲男嬰，
同樣於上周日(21日)從巴基斯坦經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乘搭航班EK384抵港，3人分別於26日、
22日及28日發病，只有47歲女子於5月17日及
6月15日在巴基斯坦接種2劑由內地研發的科興
疫苗，男嬰的病毒量不足以進行變種病毒株檢
測。他們均是早前輸入個案(個案12411、12412
及12413)，即3位同樣從巴基斯坦抵港的港人之

密切接觸者，於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
個案中的1人為48歲染疫女外傭，11月10

日從菲律賓經航班CX906抵港，於竹篙灣檢疫
中心檢疫期間確診。她已於8月5日及9月2日
在菲律賓接種2劑科興疫苗。

另1宗個案涉及22歲男子，於上24日從英國
經航班VS206抵港，在尖沙咀華美達華麗酒店檢
疫期間確診。他已於8月21日及10月16日在英國
接種2劑由內地及德國共同研發的復必泰疫苗。

餘下的1宗個案為22歲女患者，她於本周
日(28日)從印度經航班AI1310抵港，在香港國
際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檢測待行”檢測時
證實染疫，其變種病毒株檢測結果待定。她已
於6月18日及7月22日在印度接種兩劑由印度
研發的Covidshield疫苗。

衞生防護中心正繼續跟進確診個案的流行
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的工作。因應涉及變異

病毒株確診本地個案的檢測及檢疫安排，中心
提醒與相關個案於同一大廈居住或於相關個案
居住大廈內工作的人士，須按衞生署的公布於
指明日期進行強制檢測，並須自行監察直至21
天屆滿。
中心亦提醒跑馬地山村道50號至52號匯文

樓相關人士，須於12月1日遵從強制檢測公告
進行檢測。
另外，特區政府11月30日刊憲，由於4間

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樣疾病個案，而
有關疾病病徵與新冠病毒相似，為謹慎起見，
任何在11月17日至30日期間，曾身處旺角弼街
56號望覺基督教大樓地下，1樓及3樓中華基督
教會望覺堂賢貞幼稚園、大嶼山東涌富東廣場1
樓保良局張潘美意幼稚園超過兩小時人士，以
及天水圍天城路22號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
小學三年級、大嶼山愉景灣海澄湖畔路38號智
新書院一年級的師生，須於12月2日或之前接
受檢測。已完成疫苗接種人士視為已遵從強檢
規定。

新增6宗輸入確診個案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11月30日宣
布，成功從臨床標本中分離出

SARS-CoV-2 Omicron 病毒變種，
分離出來的病毒株將可用於開發和生
產滅活全病毒疫苗。培養出來的病毒
將用於動物模型上評估其傳播性、免
疫逃逸性和致病性。

袁國勇團隊邁研究第一步
港大表示，自香港在上月25日

證實有兩名確診者帶有Omicron變種
病毒後，團隊便開展研究，花4天即
成功分離該病毒。該項研究的負責
人、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說：“分離變種病毒是展開
對變種病毒緊急研究的第一步。”團
隊的其他負責專家包括陳鴻霖教授、
微生物系主任杜啟泓醫生。

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
教授蕭傑恒亦埋首研究Omicron，他
表示該病毒株的刺突蛋白變異數量較
多，“Omicron病毒的刺突蛋白突變

多達30多處，遠較Delta病毒的8處
突變為多，也打破了新冠病毒一個穩
定的進化節奏。”

他估計，Omicron病毒或與非洲
南部動物有關，有可能是動物感染原
始的新冠病毒後，病毒在動物體內
“洗牌”，變成Omicron再傳人。

蕭傑恒舉例指，丹麥早前曾出現
水貂染疫事件，“病毒感染了水貂，
水貂傳回給人類時，你會發覺（病
毒）多咗很多突變。

因為病毒在新一個宿主（水貂）
時，病毒要重新適應過，就是靠刺突
蛋白去黏上宿主細胞，既然宿主不同
了便做大量突變，看看能否黏上新宿
主，久而久之病毒轉變得很快，適應
了水貂後傳回人類，就好像完全換了
另一件衣服。”

蕭傑恒指，仍需更多數據驗證病毒
在哪類動物體內“洗牌”，但他估計
Omicron很大機會在全球流行。由於香
港過去一段時間沒有Omicron本土個

案，只有零星輸入個案，全部未有進入
社區，也沒有造成大規模爆發，故他相
信香港現行的防疫措施仍有效。

港外防輸入“宜緊不宜鬆”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11月30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留意到有國家和地區為阻止
Omicron新冠變種病毒宣布封關，她
認為與當地疫情、接種率、檢測率等
一籃子因素有關。香港面對新疫情也
是宜緊不宜鬆，會密切關注疫情發
展。特區政府將目前有Omicron確診
個案的國家和地區先後列入A組高風
險地區，由這些地區回港的香港居民
均需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7天，
才能返回指定檢疫酒店隔離14天。
如果將來有更多有關Omicron的科學
數據，特區政府會平衡竹篙灣檢疫中
心的使用量及風險，可能要求來自相
關地區人士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更
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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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醫學院港大醫學院
微生物系講座微生物系講座
教授袁國勇教授袁國勇

●●港大陳鴻霖港大陳鴻霖
教授教授

●●港大微生物港大微生物
系主任杜啟泓系主任杜啟泓
醫生醫生

●●大批市民11月30日在佐敦官涌社區接種中
心排隊，等候接種科興疫苗。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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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失守23500 14月最低
氣氛轉差 恒指上月瀉1901點 後市料續尋底

憂慮Omicron新型病毒在全球擴散，

資金流往避險資產，引發環球股市、匯市

和商品市場震盪。港股最多曾跌676點，

低見23,175點，為2020年 9月底以來低

位。尾市有買盤接貨，最終恒指在11月底

以23,475點收結，跌幅376點或1.6%，已

經連跌3日，累跌1,264點。總結整個11

月，恒指累跌1,901點或7.5%，科指也挫

5.4%。有分析料12月初市況或持續低迷，

恒指有機會再試低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11月30日科指亦挫1.2%報6,028點，國指
跌1.5%報8,368點。由於MSCI季檢

在收市後生效，尾市換馬行動令港股成交急增至
2,241億元。市場人士指出，疫苗廠莫德納行政
總裁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相信新變種病毒有高
度傳染力，所有目前的新冠疫苗效力都很可能下
降，言論打擊全球股市當日表現。

MSCI換馬 成交增至2241億
獨立股評人沈慶洪說，投資者在新型病毒

陰霾下，不敢太進取，加上港匯轉弱，不排除
有資金撤離香港，因此他料12月初，市況也可
能不太理想，恒指有機會再試今年低位。訊匯
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亦指，港股目前不明朗因

素太多，市場擔心新型病毒會進一步拖累美
股，若美股一旦由高位回落，亞太區股市肯定
會跟隨受壓，跌勢多急難以預計，但不可小
覷。他指出，現時是美股由牛轉熊的關鍵位，
港股亦難獨善其身，在大市整體氣氛轉差下，
投資者在12月不宜輕舉妄動，建議繼續做指數
淡倉作對沖。

科技股齊受壓 阿里創新低
重磅科技股齊受壓，季績差的美團再跌

2.9%，阿里巴巴再創新低，收市跌2.1%，騰訊
也跌0.7%。其他科指成份股中，跌幅較大的包
括網易挫5.5%，比亞迪電子跌9.1%。金融股友
邦跌2.2%，港交所跌3.4%，也是推低大市的主

力。
周焯華在澳門被捕，並表示將辭太陽城主席

及執董，凱升主席及非執董職位。兩股11月30日
復牌大插水，太陽城挫48%，凱升更跌達63%。
濠賭股也繼續受拖累，銀娛再挫2.3%，金沙跌逾
4%，永利(及美高梅分別跌3.3%及5%。彭博社引
述消息指，太陽城集團會自今日起關閉貴賓廳。

多地再次封關，並收緊入境政策，航空股
全線續跌，國泰再挫3.4%，但疫苗股康希諾逆
市再升6.8%，因該公司稱正研究針對Omicron
的疫苗。個股方面，香港科技探索料首9月純利
跌79%，全日挫14.2%，市值蒸發13.5億元。中
燃氣半年純利倒退19%，差過市場預期，股價
更要跌兩成。

●● 港股港股1111月月
累跌累跌77..55%%。。

中新社中新社

交銀國際：港股明年跑贏機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近日港股表

現持續疲軟，因此投資者相當關注明年港股的
前景。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
11月30日表示，目前港股估值比較低，但經濟
環境較去年3月環球股市大跌時好，相信港股短
期急跌只是反映市場恐慌，故預計港股明年跑
贏其他市場的機會較大。

交銀國際建議，關注個別因行業強監管而

遭受重創的板塊，如消費和互聯網行業，而能
源繼續有所表現。

其中，該行表示互聯網行業估值吸引，盈
利增長預計於明年下半年改善，首推個股為
美，其外賣業務穩定增長，而中長期戰略從餐
飲向零售擴張。

該行表示，房地產板塊可能隨着市場情緒
轉變出現技術反彈。該行並看好銀行業，主

要因經濟表現好轉或觸發行業重估，首推個
股為招商銀行，其客戶黏性和資產質量支持
卓越的盈利能力。

交銀國際並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肆虐，擾亂供應鏈，導致黏性通脹，那麼美聯
儲將不得不超預期地收緊貨幣政策。這些因素
對於市場的運行無異於雪上加霜，並將是股票
和債券的通敵“滯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近期一系列保供穩價措施成效顯
現，製造業原材料價格高漲和用電緊張的
壓力在11月得到緩解。中國國家統計局
最新發布數據顯示，1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超預期回升至50.1%，高於
10月0.9個百分點，時隔兩月重返擴張區
間。

分項數據顯示，製造業價格指數大
幅回落。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
廠價格指數分別為52.9和 48.9，分別較
上月低19.2和 12.2個點。國家統計局服
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解讀
稱，出廠價格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表
明近期“保供穩價”等政策落實力度不
斷加大，價格快速上漲勢頭得到遏制。

部分原料價回落 電荒獲緩解
從行業情況看，化學原料及化學製

品、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有色金屬
冶煉及壓延加工等行業的兩個價格指數均
顯著回落，降至臨界點以下，表明部分基
礎原材料生產行業的採購價格和產品銷售
價格回落明顯。

11月製造業生產指數為52%，比10
月上升3.6百分點，升至擴張區間，隨着
電力供應能力持續提升，製造業產能加
快釋放，其中造紙印刷、鐵路船舶航空
航天設備、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生產活
動顯著加快。

與此同時，受世界經濟持續復甦、國
外聖誕消費季臨近等因素影響，外貿景氣
度延續改善態勢，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
指數分別為48.5%和48.1%，比10月上升
1.9和0.6個百分點，但仍處於收縮區間。
醫藥、汽車、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新出口
訂單指數均高於10月3個百分點以上，行
業出口產品訂貨量有所增加。

疫情拖累 服務業PMI降至51.1%
此外，疫情再度拖累服務業復甦，11

月服務業PMI回落0.5個百分點至51.1%，
與接觸型消費密切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商
務活動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拖累11月非
製造業PMI微降0.1個百分點至52.3%。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指出，
相對於生產端的較快恢復，需求端仍相對
偏弱，未與生產端同步，經濟恢復質量有
待加強。11月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
數均處於收縮區間，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
企業比重較 10 月上升 4 個百分點至
37.6%。當前供大於求壓力有所加大，經
濟恢復質量有待加強。仍需繼續多措並舉
擴需求，穩定經濟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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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Omicron新型病毒在全球擴散，

資金流往避險資產，引發環球股市、匯市

和商品市場震盪。港股最多曾跌676點，

低見23,175點，為2020年 9月底以來低

位。尾市有買盤接貨，最終恒指在11月底

以23,475點收結，跌幅376點或1.6%，已

經連跌3日，累跌1,264點。總結整個11

月，恒指累跌1,901點或7.5%，科指也挫

5.4%。有分析料12月初市況或持續低迷，

恒指有機會再試低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11月30日科指亦挫1.2%報6,028點，國指
跌1.5%報8,368點。由於MSCI季檢

在收市後生效，尾市換馬行動令港股成交急增至
2,241億元。市場人士指出，疫苗廠莫德納行政
總裁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相信新變種病毒有高
度傳染力，所有目前的新冠疫苗效力都很可能下
降，言論打擊全球股市當日表現。

MSCI換馬 成交增至2241億
獨立股評人沈慶洪說，投資者在新型病毒

陰霾下，不敢太進取，加上港匯轉弱，不排除
有資金撤離香港，因此他料12月初，市況也可
能不太理想，恒指有機會再試今年低位。訊匯
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亦指，港股目前不明朗因

素太多，市場擔心新型病毒會進一步拖累美
股，若美股一旦由高位回落，亞太區股市肯定
會跟隨受壓，跌勢多急難以預計，但不可小
覷。他指出，現時是美股由牛轉熊的關鍵位，
港股亦難獨善其身，在大市整體氣氛轉差下，
投資者在12月不宜輕舉妄動，建議繼續做指數
淡倉作對沖。

科技股齊受壓 阿里創新低
重磅科技股齊受壓，季績差的美團再跌

2.9%，阿里巴巴再創新低，收市跌2.1%，騰訊
也跌0.7%。其他科指成份股中，跌幅較大的包
括網易挫5.5%，比亞迪電子跌9.1%。金融股友
邦跌2.2%，港交所跌3.4%，也是推低大市的主

力。
周焯華在澳門被捕，並表示將辭太陽城主席

及執董，凱升主席及非執董職位。兩股11月30日
復牌大插水，太陽城挫48%，凱升更跌達63%。
濠賭股也繼續受拖累，銀娛再挫2.3%，金沙跌逾
4%，永利(及美高梅分別跌3.3%及5%。彭博社引
述消息指，太陽城集團會自今日起關閉貴賓廳。

多地再次封關，並收緊入境政策，航空股
全線續跌，國泰再挫3.4%，但疫苗股康希諾逆
市再升6.8%，因該公司稱正研究針對Omicron
的疫苗。個股方面，香港科技探索料首9月純利
跌79%，全日挫14.2%，市值蒸發13.5億元。中
燃氣半年純利倒退19%，差過市場預期，股價
更要跌兩成。

●● 港股港股1111月月
累跌累跌77..55%%。。

中新社中新社

交銀國際：港股明年跑贏機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近日港股表

現持續疲軟，因此投資者相當關注明年港股的
前景。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
11月30日表示，目前港股估值比較低，但經濟
環境較去年3月環球股市大跌時好，相信港股短
期急跌只是反映市場恐慌，故預計港股明年跑
贏其他市場的機會較大。

交銀國際建議，關注個別因行業強監管而

遭受重創的板塊，如消費和互聯網行業，而能
源繼續有所表現。

其中，該行表示互聯網行業估值吸引，盈
利增長預計於明年下半年改善，首推個股為
美，其外賣業務穩定增長，而中長期戰略從餐
飲向零售擴張。

該行表示，房地產板塊可能隨着市場情緒
轉變出現技術反彈。該行並看好銀行業，主

要因經濟表現好轉或觸發行業重估，首推個
股為招商銀行，其客戶黏性和資產質量支持
卓越的盈利能力。

交銀國際並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肆虐，擾亂供應鏈，導致黏性通脹，那麼美聯
儲將不得不超預期地收緊貨幣政策。這些因素
對於市場的運行無異於雪上加霜，並將是股票
和債券的通敵“滯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近期一系列保供穩價措施成效顯
現，製造業原材料價格高漲和用電緊張的
壓力在11月得到緩解。中國國家統計局
最新發布數據顯示，1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超預期回升至50.1%，高於
10月0.9個百分點，時隔兩月重返擴張區
間。

分項數據顯示，製造業價格指數大
幅回落。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
廠價格指數分別為52.9和 48.9，分別較
上月低19.2和 12.2個點。國家統計局服
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解讀
稱，出廠價格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表
明近期“保供穩價”等政策落實力度不
斷加大，價格快速上漲勢頭得到遏制。

部分原料價回落 電荒獲緩解
從行業情況看，化學原料及化學製

品、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有色金屬
冶煉及壓延加工等行業的兩個價格指數均
顯著回落，降至臨界點以下，表明部分基
礎原材料生產行業的採購價格和產品銷售
價格回落明顯。

11月製造業生產指數為52%，比10
月上升3.6百分點，升至擴張區間，隨着
電力供應能力持續提升，製造業產能加
快釋放，其中造紙印刷、鐵路船舶航空
航天設備、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生產活
動顯著加快。

與此同時，受世界經濟持續復甦、國
外聖誕消費季臨近等因素影響，外貿景氣
度延續改善態勢，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
指數分別為48.5%和48.1%，比10月上升
1.9和0.6個百分點，但仍處於收縮區間。
醫藥、汽車、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新出口
訂單指數均高於10月3個百分點以上，行
業出口產品訂貨量有所增加。

疫情拖累 服務業PMI降至51.1%
此外，疫情再度拖累服務業復甦，11

月服務業PMI回落0.5個百分點至51.1%，
與接觸型消費密切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商
務活動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拖累11月非
製造業PMI微降0.1個百分點至52.3%。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指出，
相對於生產端的較快恢復，需求端仍相對
偏弱，未與生產端同步，經濟恢復質量有
待加強。11月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
數均處於收縮區間，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
企業比重較 10 月上升 4 個百分點至
37.6%。當前供大於求壓力有所加大，經
濟恢復質量有待加強。仍需繼續多措並舉
擴需求，穩定經濟內生動力。

中
國
上
月
製
造
業
PMI
重
返
擴
張
區
至
50.1%



BB44
星期四       2021年12月2日       Thursday, December 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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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中央社）新北地檢署偵辦被告林秉樞涉施
暴立委高嘉瑜，今天晚上聲請羈押禁見；新北檢
晚間10時30分移送地院審理。過程中，林秉樞
坦承施暴高嘉瑜，並向高道歉；但他否認偷拍私
密照片。

林秉樞今天晚上在新北地檢署移送法院開羈
押庭審理前，被媒體堵訪時表示，事件過程若有
傷害或對不起高嘉瑜的地方，要鄭重公開道歉。
他承認有動手毆打高嘉瑜，但澄清沒有偷拍不雅
親密照片，也沒有外流照片，沒有拘禁限制高嘉
瑜的行動，否則，高嘉瑜不會到他媽媽的靈堂。

新北地檢署偵辦林秉樞涉施暴民主進步黨立
委高嘉瑜，警方調查，扣押林秉樞的2隻手機裡
，有10餘張不雅照片，分別是包括高嘉瑜在內的
4名女子。

警方下午以傷害等罪嫌移送林秉樞，警方說
，是否要繼續追查另外3名身分不詳的女子，將
由檢方進一步考量偵查。

新北地檢署今晚複訊林秉樞，認為他涉犯意

圖散布而持有猥褻影像、傷害、私行拘禁、強制
、恐嚇、妨害秘密、妨害電腦使用罪嫌，且有逃
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串證之虞，有羈押
之必要，因此，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

書記官並快馬加鞭整理卷證，遮掩一些私密
資料後，今天深夜10時30分移送法院審理。檢
方說，針對扣案物品、勘驗內容，檢警會以密件
方式彌封處理，並指示除承辦人外，不得向任何
人洩漏，以維護被害人隱私，避免造成二度傷害
。

林秉樞在今天清晨遭拘提至板橋警分局、下
午被移送檢方、到達地檢署接受偵訊前，曾在媒
體堵訪時表示，自己沒有偷拍高嘉瑜，他們在飯
店曾經一起拍過很多影片。

但因涉及偵辦中案件，被告不宜對外放話，
多數時候林秉樞被押解的員警阻止發言，深夜移
送法院過程，檢方也建議他不要講話。警方調查
所查扣林秉樞的手機裡面，只有合照及不雅照片
，並沒有影片。

涉嫌施暴高嘉瑜 林秉樞坦承動手公開道歉

（中央社）高雄岡山區空軍官校學生宿舍11
月29日裝設新冷氣，不料1台室內機昨天下午疑
自燃起火，軍官隊長聞到焦味持滅火器撲滅，幸
無人傷亡。消防局已完成火場鑑定，軍方將向廠
商求償。

空軍官校今天晚間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訪證實
，校方11月29日替學生宿舍安裝4台新型分離
式冷氣，還沒正式使用，僅插上插頭通電，不料
其中1台冷氣室內機昨天下午突然起火，導致宿

舍內竄出黑煙。
軍方表示，因事發時間正值學生上第7節課

，宿舍內無人，是軍官隊長巡查聞到焦味、看到
黑煙，火速拿滅火器撲滅火勢，現場無人傷亡，
但宿舍從下到上牆面都被燒得焦黑。

軍方指出，今天已經請高雄市消防局人員入
校鑑定火場，初步研判疑因廠商裝的產品有瑕疵
導致自燃釀災，詳細肇因仍待火調報告出爐。軍
方也會跟廠商依照契約求償。

空軍官校宿舍疑冷氣自燃起火 軍方將向廠商求償

（中央社）彰化市公所清潔隊遭檢舉收賄
，彰化地檢署會同廉政署人員今天約談11名
清潔隊員，訊後檢方諭令清潔隊王姓班長及柯
姓隊員，各以新台幣5萬元交保，其餘人請回
。

彰檢襄閱主任檢察官葉建成接受中央社記
者訪問時僅證實確有彰化市公所清潔隊員遭約

談，但案情不便透露，相關案情細節，檢方還
在調查中。

據了解，彰化市公所清潔隊員遭民眾檢舉
收賄，內容指公所清潔隊只能免費清運家庭垃
圾及家庭大型廢棄物，處理裝潢業者的廢棄物
需收取費用。2人遭檢舉收賄，將裝潢業者廢
棄物認定為家庭廢棄物，可免費清運。

廢棄物清運遭檢舉收賄 彰化市清潔隊2人獲交保

（中央社）北市警方日前獲報有販毒集團在彰化縣一帶販賣
毒品咖啡包，經多日蒐證追查，發現犯嫌自認偏僻山區無人知曉
便於宮廟旁交易，但舉頭三尺有神明，仍被警方查獲2嫌和上千
包毒品。

台北市警察局士林分局今天召開記者會，偵查隊長胡光興表

示，日前接獲情資指有販毒集團
於彰化縣一帶販售毒品咖啡包，經分析、比對相關資料後，立即
組成專案小組偵辦。

經連日蒐證，專案小組跟監鎖定確切販毒地點後，近日在彰
化縣二水鄉桃山廟旁的停車場，當場查緝蔡男及黃男2嫌到案。

由於犯嫌自以為在偏僻山區交易便無人知曉，竟於宮廟旁大
膽販毒，但舉頭三尺有神明，最終仍被警方查獲。

同時，現場起獲第三級毒品咖啡包1518包（總毛重7304公
克）、K他命2小包（毛重3.5公克），市價約為新台幣75萬元
，全案詢後依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請彰化地檢署偵辦。

毒販竟於宮廟旁交易終落北市警法網

王美花赴立法院列席備詢王美花赴立法院列席備詢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1日審查日審查111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經濟部長王美花經濟部長王美花

（（左左））列席備詢列席備詢，，因抵達時間即將開會因抵達時間即將開會，，她快步入場不受訪她快步入場不受訪。。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今天表示，
美國出現首起感染COVID-19新變種病毒株Omi-
cron案例，患者住在美國加州，近期自南非返國，
目前症狀輕微，密切接觸者篩檢皆陰性。

根據美國 CDC，此名患者已完整接種 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11月22日自南
非返國，出現症狀後進行篩檢，11月29日確診。基
因定序結果為新變種Omicron，是美國首例。

CDC指出，患者確診後隨即自主隔離，目前症
狀輕微且狀況持續改善中。衛生當局已通知所有與
患者有密集接觸者，篩檢結果皆陰性。

世界衛生組織（WHO）11月26日將在非洲南
部出現的Omicron列為 「高關注變異株」 （variants
of concern），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當天隨
即下令29日起禁止來自南非等8國的非美籍旅客入
境。

根據路透社統計，Omicron目前已在英國、葡
萄牙、荷蘭、德國、日本與韓國等至少24國現蹤，
橫跨非洲、美洲、亞洲、歐洲與中東區域。

為進一步防堵 Omicron，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昨天報導指出，拜登政府預計2
日宣布加強版入境篩檢規定，不論打完疫苗與否或

出發地為何，所有旅客須持登機前1日內篩檢陰性證
明。目前完整接種疫苗旅客，登機前3日內篩檢即可
。

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今天
在白宮簡報上證實這項新規，但未透露生效時程。

談到美國首例Omicron確診，佛奇表示，他雖
樂見患者症狀輕微且狀況持續改善，但不能單靠一
起個案下任何結論。他預估，專家仍需要2至3週才
能對新變種有更多了解，包括傳染力、免疫逃脫程
度、症狀嚴重程度，以及疫苗與追加劑接種與否有
何差異等。

佛奇再次呼籲，打完疫苗民眾盡快接種追加劑
，尚未打疫苗的立即接種，公開室內場合也須戴好
口罩。

聖誕節假期將至，部分人士呼籲美國也應要求
國內旅客搭機前出示陰性證明。佛奇表示，他不確
定現階段是否有此需要，他認為重點還是打疫苗、
接種追加劑。

佛奇指出，美國之所以對南非等8國實施旅遊限
制，不是因為覺得這麼做能避免確診患者進到美國
，而是要讓專家有時間了解新變種並做好準備，強
調這僅是 「暫時措施」 。

美國首現Omicron確診 患者到過南非症狀輕微

為防堵COVID-19 新變種病毒株Omicron，華郵今天報導，拜登政府預計加強入境篩檢規定
，不論接種疫苗與否，所有旅客都須持搭機前1日內陰性報告。目前尚不確定新規何時上路，可

能在一至兩週內。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新變種Omicron逐漸在他國現蹤，全球嚴陣以待。美國雖尚未傳
出案例，但總統拜登（Joe Biden）政府準備加強邊境管制，以防範Omicron傳播，避免
美國再邁入另一個黑暗的冬天。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今天引述3位不具名聯邦衛生官員指出，拜登
12月2日將宣布冬季防疫策略，其中一環便是要求所有入境旅客須在搭機前1日內進行
篩檢，不論是否已完整接種COVID-19疫苗或出發地為何，美國籍人士也在規範範圍內

。此外，華郵指出，拜登政府也在考慮要求所有旅客，入境後3至5天再次接受篩檢。
根據美國目前規定，凡是已完整接種COVID-19疫苗的外籍或美籍旅客，搭機前3天內檢驗

即可；若未打完疫苗，外籍旅客不得入境，美籍旅客則須持搭機前1天內陰性報告。
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從未硬性要求入境旅客隔離，但似乎可能因為Omicron發生改變。華

郵表示，拜登政府內部正在辯論是否要求
旅客入境後自我隔離7天，即便他們篩檢結
果陰性，並討論是否對不守規定的民眾開
罰。

華郵指出，上述2項篩檢新規都被列
入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起草
的一份公衛命令草稿中，已送交美國衛生
部與白宮檢閱。自我隔離規定目前雖未納
入其中，但官員指出，之後可能被列入。

華郵表示，目前不確定新規何時會上
路，但根據一名官員說法，有鑒於防堵
Omicron的急迫性，有可能在一至兩週內
生效。

世界衛生組織（WHO）26日將Omi-
cron列為 「高關注變異株」 （variants of
concern），拜登當天就下令29日起禁止
來自南非等8國的非美籍旅客入境。

美國將加強入境規定 搭機前篩檢從3日內縮至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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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故事

休城工商

2021年11月21日凌晨两点，在刚果

金发生了一起针对中国人的袭击和绑架

事件。这件事也得到了中国驻刚果金大

使馆的证实，是一家华人开的矿业公司

遭到袭击，5名中国人被绑架，目前下

落不明。

现在大使馆这边已经发出了提醒，

请中国人不要再前往刚果金的危险地区

，如果身处这些地区的中国人，要尽快

离开。

这不是刚果金发生的第一次针对中

国人的袭击事件了。

2010年，因为当地的足球队输给了

国际米兰队，当地人误以为日本裁判是

华人，于是愤怒地冲进华人开设的企业

，进行打砸。

2015年，当地爆发了对时任总统卡

比拉的抗议活动，抗议后来演变成了暴

乱，平日里对中国人低价竞争非常不满

的当地商人，借机带着暴民对中国人的

商店进行了袭击。

虽然在政局混乱的刚果金，暴力、

抢劫事件时有发生，但这一次，明显就

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袭击，袭击者就是

要把事情搞大。

大家可能对于现在刚果金的局势并

不太了解，甚至连刚果金这个国家也只

是听过名字而已。在了解了刚果金目前

的局势之后，大家就会和我一样，认为

这次袭击事件并不是简单地“排华”和

劫财勒索了。

绑架中国人，不单单是为了勒索他

们的家人和老板，更是有人在背后想要

勒索中国。

刚果金这两年发生的一件最大的事

情，就是新政府的成立。

在2018年年底的大选中，反对党候

选人齐塞克迪当选总统。不过前总统卡

比拉所属政治联盟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

选举中还是赢得多数席位，当时刚果金

的政府相当于是两派联合执政。

不过这也算是刚果金自独立以来，

第一次权力的和平交接了。之前都是通

过政变和内战来解决的，上一任的领导

人基本没有好下场。

2020年12月，站稳脚跟的齐塞克迪

无法容忍“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宣

布结束联合执政，把重要位置都安排上

了自己的人，开始大权独揽。

他开始干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

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在全国范围内审

查与私人运营商签订采矿权的合同有效

性。

结果审查一遍之后

，开始对外国投资的矿

业开始下手，而中国的

资本这些年来在刚果金

可没少开矿。据刚果金

的矿业协会称，中国投

资者近年来从西方公司

手中抢购了利润丰厚的

项目，目前控制着该国

大约70%的矿业。

2021 年 9 月，刚果

金总统齐塞克迪要求对

其前任卡比拉2008年在

刚果金与中国签署的"中

国-刚果"合同相关项目

进行评估。

那意思就是，现在

我上台了，过去签的我

不认，咱们重新谈。

为了对当地的中国

企业制造压力，刚果金

的新政府又开始把一些

老生常谈的问题拿来做

文章。比如说中国的企

业在当地“野蛮开采”，污染环境，压

榨劳工，雇佣童工等等。

那你说这些事有没有呢？确实是有

的，但真实的情况却很复杂。

比如说野蛮开采，污染环境，这个

确实是有一些中国矿业承包商是这么干

的，我们也不必护短。大家想想过去山

西的煤老板们开矿是怎样污染环境的？

在国内都是如此，跑到非洲那不是更加

没有顾忌？

但你说只是中国的矿业公司这么干

吗？当然不是，刚果金的其他的矿业公

司为了赚钱，哪里有省油的灯呢？反正

土地又不是自己的，把地下的矿挖出来

卖钱那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刚果金的官

员们，哪个不清楚挖坑是会污染环境的

呢？那他们还欢迎外资来开矿，不是为

了国际的经济发展，那就是利益勾结，

谁也不干净。

而压榨劳工和雇佣童工，就有点冤

了。中国的矿主总不能把所有的工人都

从国内招募，那样成本太高了，只能在

当地招人。而在当地人生地不熟的，只

能委托给劳务公司和中介机构，这些当

地的公司就是靠吃差价生存的，他们就

会去压低劳工的工资，雇佣童工。

虽然我们看着那些刚果金的孩子要

在矿地上干活，确实很不人道。但是有

什么办法，他来这里干一天活就能填饱

肚子，还能补贴家用，不然就只能挨饿

，甚至被拐去当童子军。

我们只能说，这是刚果金的国情决定

的。当地的矿产企业长期以来就是这么运

作的，过去不说，现在来算账，说到底，

就是新上任的“县长”在巧立名目。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我们

的立场所讲的话。但我也很清楚一点的是

：“他者即地狱”。刚果金的人民，在这

件事上的立场肯定是和我们迥异的。

这个世界上的事，最简单的就是

“论对错”，政治显然不是一个如此简

单的东西。

在刚果金人民看来，刚果金的所有

资源，都是属于人民的，外国人来这里

是掠夺。过去的政府为了利益出卖了刚

果金，现在新政府上台了，就要把这些

不公平纠正过来。

站在刚果金人民的立场，你不会说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尤其是在政府有

意地煽动和鼓吹下，这种“民族主义”

非常容易将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特

别是刚果金这样，在历史上遭受了太多

外国列强欺辱的国家。

刚果金，号称“原料仓库”，是一

个资源蕴藏极为丰富的国家。钴和钽的

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钴的储量占

世界总储量的三分之二。作为核原料的

铀238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钻石储量

近2亿克拉，居世界第二位。铜储量居

世界第六位……

自古以来，这些丰富的资源却没能

给刚果金的人民带来财富，反而遭到世

界各地豪强们的垂涎和掠夺，带来了战

乱和压迫。

自从西方殖民者开始闯入刚果金，

这块非洲大陆的历史只能用“黑暗森林

”来形容。

100多年前，西方列强们关起门来

开了一个会，就把刚果金划给了比利时

。这个非洲国家沦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

德二世的私人财产。

为了尽快从刚果金掠夺资源，他将

这里的人民视作奴隶和草芥，对于不听

话的黑人奴工会将其妻儿的手砍断作为

警告，大约1000万刚果人惨遭屠杀。

这种悲惨的情况后来连西方人自己

都看不下去了，给予利奥波德二世压力

，这才有所收敛。比利时对刚果金的殖

民一直持续到了1960年，此后在全球民

族独立运动中，刚果金也摆脱殖民开始

独立建国。

刚果金的第一位总统，叫卢蒙巴，

是刚果金的战斗英雄和国父。可是他才

上任还不到三个月，就在军事政变中被

杀。

接任他上台的是，是美国扶持的国

民军总司令蒙博托。蒙博托这个总统一

当就是32年。本来独裁也没啥，只要好

好搞经济，把人民的日子搞上去那也行

。可蒙博托并没有这个能力，只会独裁

，不会搞经济，人民的日子越过越苦。

后来大家实在忍不了了，发动政变将他

赶走。为了争权夺利，各方势力在刚果

金发动了内战，尽管到2003年签订了停

战协议，但是如今在刚果金的某些地区

，地方武装依然存在，零星的交火从未

中断。

多年来，资源丰富的刚果金，就好

像是三岁孩童手抱黄金行走于闹市，谁

见了都想来抢一手。那些争权夺利的刚

果金领导人们，为了获得国际支持，也

会答应外国势力们对资源的各种要求。

刚果金人民对于外国资本的印象，

还没有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最怕的就是

被政客们利用，形成对外资的集体排斥

和仇恨，那将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骚乱。

目前刚果金的华人数量超过万人，华资

掌控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这样的财富足

以令人眼红。东南亚的排华，还历历在

目，前车之鉴，岂不痛哉！

在这样的国家做生意，最大的风险

就是政局的动乱。每次新的政权上台后

，都是一轮财富的洗牌，新的掌权者要

兑付过去的承诺，建立新的规则。

最后希望那5名被绑架的中国人，

能够逢凶化吉，平安归国。

5名中国人被绑架！刚果金，非洲的“黑暗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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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失守23500 14月最低
氣氛轉差 恒指上月瀉1901點 後市料續尋底

憂慮Omicron新型病毒在全球擴散，

資金流往避險資產，引發環球股市、匯市

和商品市場震盪。港股最多曾跌676點，

低見23,175點，為2020年 9月底以來低

位。尾市有買盤接貨，最終恒指在11月底

以23,475點收結，跌幅376點或1.6%，已

經連跌3日，累跌1,264點。總結整個11

月，恒指累跌1,901點或7.5%，科指也挫

5.4%。有分析料12月初市況或持續低迷，

恒指有機會再試低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11月30日科指亦挫1.2%報6,028點，國指
跌1.5%報8,368點。由於MSCI季檢

在收市後生效，尾市換馬行動令港股成交急增至
2,241億元。市場人士指出，疫苗廠莫德納行政
總裁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相信新變種病毒有高
度傳染力，所有目前的新冠疫苗效力都很可能下
降，言論打擊全球股市當日表現。

MSCI換馬 成交增至2241億
獨立股評人沈慶洪說，投資者在新型病毒

陰霾下，不敢太進取，加上港匯轉弱，不排除
有資金撤離香港，因此他料12月初，市況也可
能不太理想，恒指有機會再試今年低位。訊匯
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亦指，港股目前不明朗因

素太多，市場擔心新型病毒會進一步拖累美
股，若美股一旦由高位回落，亞太區股市肯定
會跟隨受壓，跌勢多急難以預計，但不可小
覷。他指出，現時是美股由牛轉熊的關鍵位，
港股亦難獨善其身，在大市整體氣氛轉差下，
投資者在12月不宜輕舉妄動，建議繼續做指數
淡倉作對沖。

科技股齊受壓 阿里創新低
重磅科技股齊受壓，季績差的美團再跌

2.9%，阿里巴巴再創新低，收市跌2.1%，騰訊
也跌0.7%。其他科指成份股中，跌幅較大的包
括網易挫5.5%，比亞迪電子跌9.1%。金融股友
邦跌2.2%，港交所跌3.4%，也是推低大市的主

力。
周焯華在澳門被捕，並表示將辭太陽城主席

及執董，凱升主席及非執董職位。兩股11月30日
復牌大插水，太陽城挫48%，凱升更跌達63%。
濠賭股也繼續受拖累，銀娛再挫2.3%，金沙跌逾
4%，永利(及美高梅分別跌3.3%及5%。彭博社引
述消息指，太陽城集團會自今日起關閉貴賓廳。

多地再次封關，並收緊入境政策，航空股
全線續跌，國泰再挫3.4%，但疫苗股康希諾逆
市再升6.8%，因該公司稱正研究針對Omicron
的疫苗。個股方面，香港科技探索料首9月純利
跌79%，全日挫14.2%，市值蒸發13.5億元。中
燃氣半年純利倒退19%，差過市場預期，股價
更要跌兩成。

●● 港股港股1111月月
累跌累跌77..55%%。。

中新社中新社

交銀國際：港股明年跑贏機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近日港股表

現持續疲軟，因此投資者相當關注明年港股的
前景。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
11月30日表示，目前港股估值比較低，但經濟
環境較去年3月環球股市大跌時好，相信港股短
期急跌只是反映市場恐慌，故預計港股明年跑
贏其他市場的機會較大。

交銀國際建議，關注個別因行業強監管而

遭受重創的板塊，如消費和互聯網行業，而能
源繼續有所表現。

其中，該行表示互聯網行業估值吸引，盈
利增長預計於明年下半年改善，首推個股為
美，其外賣業務穩定增長，而中長期戰略從餐
飲向零售擴張。

該行表示，房地產板塊可能隨着市場情緒
轉變出現技術反彈。該行並看好銀行業，主

要因經濟表現好轉或觸發行業重估，首推個
股為招商銀行，其客戶黏性和資產質量支持
卓越的盈利能力。

交銀國際並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肆虐，擾亂供應鏈，導致黏性通脹，那麼美聯
儲將不得不超預期地收緊貨幣政策。這些因素
對於市場的運行無異於雪上加霜，並將是股票
和債券的通敵“滯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近期一系列保供穩價措施成效顯
現，製造業原材料價格高漲和用電緊張的
壓力在11月得到緩解。中國國家統計局
最新發布數據顯示，1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超預期回升至50.1%，高於
10月0.9個百分點，時隔兩月重返擴張區
間。

分項數據顯示，製造業價格指數大
幅回落。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
廠價格指數分別為52.9和 48.9，分別較
上月低19.2和 12.2個點。國家統計局服
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解讀
稱，出廠價格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表
明近期“保供穩價”等政策落實力度不
斷加大，價格快速上漲勢頭得到遏制。

部分原料價回落 電荒獲緩解
從行業情況看，化學原料及化學製

品、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有色金屬
冶煉及壓延加工等行業的兩個價格指數均
顯著回落，降至臨界點以下，表明部分基
礎原材料生產行業的採購價格和產品銷售
價格回落明顯。

11月製造業生產指數為52%，比10
月上升3.6百分點，升至擴張區間，隨着
電力供應能力持續提升，製造業產能加
快釋放，其中造紙印刷、鐵路船舶航空
航天設備、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生產活
動顯著加快。

與此同時，受世界經濟持續復甦、國
外聖誕消費季臨近等因素影響，外貿景氣
度延續改善態勢，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
指數分別為48.5%和48.1%，比10月上升
1.9和0.6個百分點，但仍處於收縮區間。
醫藥、汽車、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新出口
訂單指數均高於10月3個百分點以上，行
業出口產品訂貨量有所增加。

疫情拖累 服務業PMI降至51.1%
此外，疫情再度拖累服務業復甦，11

月服務業PMI回落0.5個百分點至51.1%，
與接觸型消費密切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商
務活動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拖累11月非
製造業PMI微降0.1個百分點至52.3%。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指出，
相對於生產端的較快恢復，需求端仍相對
偏弱，未與生產端同步，經濟恢復質量有
待加強。11月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
數均處於收縮區間，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
企業比重較 10 月上升 4 個百分點至
37.6%。當前供大於求壓力有所加大，經
濟恢復質量有待加強。仍需繼續多措並舉
擴需求，穩定經濟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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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郭偉
亮、糖妹（黃山怡）、林奕匡、伍富
橋、安俊豪及林君蓮等，11月30日於電
視城錄影《勁歌金曲》。

“師奶殺手”陶大宇翻唱劉德華的經
典歌《倒轉地球》成為網上熱話，糖妹表
示身邊好多朋友都在討論，因她之前未有
看過，被身邊朋友嘲笑。在場記者隨即給
她翻看片段，糖妹看得相當入神，看完更
模仿大宇的唱腔，十分搞笑。

糖妹說：“頭一次聽，覺似著名男
高音莫華倫，都好開心，年底有東西帶
到歡樂給大家，其實商演好多時都聽不
到自己聲音，所以我好明白他用莫華倫
式唱法，唱到這麼高音好難。”她又指
未見過大宇如此有趣可愛的一面， 覺得
很正， 因以往他於電視劇中的角色都是
威風凜凜。

問到會否邀請大宇上節目任嘉賓？
糖妹期待的說：“可以嗎？上來唱《倒
轉地球》？有機會都是好事，因為節目
好需要好多新元素，多些前輩上來都
好。（是否像《流行經典50年》？）舊
歌是需要重溫，舊歌好多都好好聽， 我

自己近日都重聽山口百惠。”

林奕匡忙替葉巧琳寫歌
換任節目嘉賓的林奕匡表示近日除

忙於宣傳自己的新專輯外，還忙於為同
公司的葉巧琳寫歌。問到為何有此構
思？他說：“我們認識十年，當年她參
加歌唱比賽，我做評判，都有Mark她冠
軍，最後她都得冠軍，都算有緣分，但
大家同公司那麼久都沒寫歌給她。”

他指新歌歌名叫《難道我還未夠
難》，講葉巧琳在這行的故事。由於今次
是葉巧琳專程找他寫歌，所以有一定的壓
力，算是他最大壓力的Project。他又稱原
本做完新碟宣傳便休息，但現時又要忙於
寫歌，他笑說：“我一點都不盼去旅行，
我喜歡工作，想做多些。（太太沒投
訴？）太太都喜歡旅行，她都要放假，但
沒辦法。”

安俊豪表示正密鑼緊鼓為星期日晚
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積極排練，今次音樂
會他坦言需要挑戰跳唱，亦有些高難度
歌曲，因此感到有不少壓力，但他會努
力，希望可以給大家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自合體後C AllStar化身“地
球保衛隊”推出一系列有故事性的歌曲，每首
MV都以“訊號器”貫穿，終於走到專輯的最終
章，四子登上大帽山頂露營，拍攝最後一首派台
歌《共同望銀河那時》MV，他們一同經歷和感
受將隨着“訊號器”埋藏到地下，期待後人發掘
延續保衛隊精神！

拍攝MV當日，市區溫度大約攝氏14度，但
上到大帽山頂再降幾度兼非常大風，露營帳幕都
幾乎被吹走。四子一邊欣賞香港夜景一邊談心，
聊得興起，吳崇銘（King）和陳健安笑到連人帶
椅子翻倒，非常搞笑。

釗峰說：“今次是《人類世》專輯最後一首
派台歌，為配合歌名和內容，導演安排我們在大
帽山頂露營，一齊眺望夜景和看星星。”身旁品
嚐熱湯的陳健安說：“平時道具食物不能放入
口，多謝團隊今次準備真的食物，還有熱湯給我
們，真是Camping，好窩心呀！”

釗峰說：“我們這支‘地球保衛隊’經歷了
好多事，好多章節，《還有48小時》MV玩到
瘋。”King笑說：“想不到最後一個MV要吃西
北風！”這張專輯以一部“訊號器”貫穿每首歌
的MV，在最後一首歌的MV中，C AllStar將
“訊號器”埋藏地下。除了四子，MV尾聲還有
多位年輕人一同拍攝，他們代表後來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永愛）內地知名男藝人李易峰近日
以六福珠寶全球代言人的身份現身深圳。李易峰親自展示鑽戒，
並和現場眾多粉絲上演“峰”式告白，引得全場尖叫聲不斷。當
日，李易峰在全場的尖叫聲中帥氣登場，當被要求用浪漫的台詞
向粉絲告白，他深情地回答：“你們的愛，讓我一直放閃。”隨
後，更可愛俏皮地對着全場粉絲輕吻鑽戒，更作勢將手中的鑽戒
拋給粉絲，回應粉絲這份濃濃的愛意。

洪金寶 古仔讚
拍動作戲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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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峯為角色練成鋼條身形挨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電影《九

龍城寨．圍城》11月30日舉行開鏡拜神儀

式，投資人林建岳，銀都機構總裁陳一奇，

導演鄭保瑞，演員古天樂、洪金寶、任賢

齊、林峯、劉俊謙、黃德斌、胡子彤、伍允

龍及張文傑等一同出席，場面熱鬧。洪金寶

大讚古天樂拍動作戲有進步，已經是老手

了！另外，林峯為拍戲一周操足五日，練成

鋼條身形，但在戲裏卻被各人輪流毆打。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電影《九龍城寨．圍城》斥巨資於元朗屏山重
新搭建九龍城寨，還其原貌拍攝，並已開工

約一星期。古天樂（古仔）表示每日在“城寨”
開工都很開心，因可看到不少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電視節目、雜誌及舊唱片，讓他懷舊一番；而他
們今次戲中的造型，無論服飾及髮型，亦充滿八
十年代的味道。古仔透露，連日來開工，他都集
中拍打戲，戲中他演的角色叫“龍捲風”，拳腳
也快如旋風般，他指憑過去少許武打經驗，尚應
付得到。

至於“大哥大”洪金寶表示自己也有少許動
作場面，主要都是一班後生負責打，笑問會否就
住古仔來打？他笑說：“不用就，他已是老手、
是師傅了，看到他有進步！”之前洪金寶有腳
患，當日仍有持手杖撐着，問他現拍打戲會否感
到吃力？他笑謂：“拍動作戲是吃力少少，我現
在跟大家傾談也覺得吃力。”但導演又如何打動
到你答允演出呢？他笑指導演給到錢就接拍。今
次這齣男性電影，古仔指連場動作中，很講求連
貫性，最辛苦也是一班後生演員，他們全部要預

先去練打，即使做高難度動作亦盡量不用替身親
自上陣，而他則因要接戲演出，也沒時間去練
習。

提到《九》片將拍至農曆新年後才能完成，
問洪金寶是否少時間約朋友見面？他表示開工與
否現都少見朋友，即使照顧孫兒都要看有否時間
騰出：“其實一齊開工好開心，不過疫情都好少
見到班朋友，人老了容易感染到病毒，所以避開
他們少見一點，但都會有短訊往來。”他指自己也
是剛從上海回來5天，好友譚詠麟也少見到面，對
於對方捲入桃色傳聞，他也有看到少許，但卻不清
楚：“好多事都信不得，我都被人說49年(1949年)
出世，前妻又如何如何，就找了第二個女人的相片
來講；又有被話洪金寶老了、成龍老了，他（造謠
者）就不會老，其實不用講太多，健健康康、開開
心心就得了！”

林峯靠視頻與妻女見面
任賢齊（小齊）與林峯是首度合作，小齊大

讚林峯很努力，因為自己本想找動作指導操練卻

沒期，原來林峯一星期操足五日，小齊讚不絕口
說：“以前見他風流倜儻，今次好實淨是鋼條身
形，令人驚喜，大家有眼福了！”問林峯會否在
電影中秀肌？林峯表示不會刻意，但對自己也是
很大挑戰：“今次我真的打到飛起，又被小齊、
古仔輪流打，基本上每個角色都會打我，有拳
腳、撞車、跳樓，總之會飛天遁地，且盡量親身
上陣！”小齊則笑謂好彩自己演叔父輩角色不用
打太多，林峯也讚小齊戲中好有型，不過30日二
人均戴帽見人，以免戲中的短髮造型曝光。

為今次演出，林峯曬黑蓄鬚以外，更於演出
前訓練了個多月，而且還是高能量訓練，第一日
已練了3個鐘，練到差點吐。問有否受傷？林峯表
示也少不免，單是練習每日都會“擦損”，但感
覺也是值得。問有否特別買保險？他說：“自己
有買少少，只要出來效果好，今次能夠參與，是
很難得，多謝古生（古天樂）給我這機會！”小
齊即笑言幸好自己打少點。

今次電影要到農曆新年後才煞科，未能跟家
人過節，小齊謂做演員也要付出，林峯亦表示唯

有每日跟太太和愛女視頻見面：“阿女現一歲
多，會掛住老婆又掛住小朋友。”個女太久沒見
會否不認得你？他笑說：“不會，一見到我即叫
爸爸，所以幾辛苦都無所謂。”但礙於疫情關
係，暫仍不能安排太太和女兒回港，只好先努力
工作。

李易峰用鑽戒冧粉絲

C AllStar拍最終章MV
大帽山露營吃西北風

●●陶大宇經陶大宇經
常在內地商常在內地商
演時翻唱演時翻唱《《倒倒
轉地球轉地球》。》。

●●糖妹與林奕匡糖妹與林奕匡1111月月3030日於日於
電視城錄影電視城錄影《《勁歌金曲勁歌金曲》。》。

●C AllStar四子一邊欣賞香港夜景，一邊談心。

●●李易峰近日現身深圳李易峰近日現身深圳，，與與
粉絲上演粉絲上演““峰峰””式告白式告白。。

●洪金寶表示今次主要都是一班後生仔負責打。

●●任賢齊任賢齊（（左左））與林峯與林峯
今次是首度合作今次是首度合作。。

●●黃德斌拍慣動作場面黃德斌拍慣動作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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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金寶洪金寶（（右右））表示不會表示不會
就住古仔來打就住古仔來打。。

●●電影電影《《九龍城寨九龍城寨．．圍城圍城》》1111月月3030日舉行開鏡拜神儀式日舉行開鏡拜神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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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失守23500 14月最低
氣氛轉差 恒指上月瀉1901點 後市料續尋底

憂慮Omicron新型病毒在全球擴散，

資金流往避險資產，引發環球股市、匯市

和商品市場震盪。港股最多曾跌676點，

低見23,175點，為2020年 9月底以來低

位。尾市有買盤接貨，最終恒指在11月底

以23,475點收結，跌幅376點或1.6%，已

經連跌3日，累跌1,264點。總結整個11

月，恒指累跌1,901點或7.5%，科指也挫

5.4%。有分析料12月初市況或持續低迷，

恒指有機會再試低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11月30日科指亦挫1.2%報6,028點，國指
跌1.5%報8,368點。由於MSCI季檢

在收市後生效，尾市換馬行動令港股成交急增至
2,241億元。市場人士指出，疫苗廠莫德納行政
總裁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相信新變種病毒有高
度傳染力，所有目前的新冠疫苗效力都很可能下
降，言論打擊全球股市當日表現。

MSCI換馬 成交增至2241億
獨立股評人沈慶洪說，投資者在新型病毒

陰霾下，不敢太進取，加上港匯轉弱，不排除
有資金撤離香港，因此他料12月初，市況也可
能不太理想，恒指有機會再試今年低位。訊匯
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亦指，港股目前不明朗因

素太多，市場擔心新型病毒會進一步拖累美
股，若美股一旦由高位回落，亞太區股市肯定
會跟隨受壓，跌勢多急難以預計，但不可小
覷。他指出，現時是美股由牛轉熊的關鍵位，
港股亦難獨善其身，在大市整體氣氛轉差下，
投資者在12月不宜輕舉妄動，建議繼續做指數
淡倉作對沖。

科技股齊受壓 阿里創新低
重磅科技股齊受壓，季績差的美團再跌

2.9%，阿里巴巴再創新低，收市跌2.1%，騰訊
也跌0.7%。其他科指成份股中，跌幅較大的包
括網易挫5.5%，比亞迪電子跌9.1%。金融股友
邦跌2.2%，港交所跌3.4%，也是推低大市的主

力。
周焯華在澳門被捕，並表示將辭太陽城主席

及執董，凱升主席及非執董職位。兩股11月30日
復牌大插水，太陽城挫48%，凱升更跌達63%。
濠賭股也繼續受拖累，銀娛再挫2.3%，金沙跌逾
4%，永利(及美高梅分別跌3.3%及5%。彭博社引
述消息指，太陽城集團會自今日起關閉貴賓廳。

多地再次封關，並收緊入境政策，航空股
全線續跌，國泰再挫3.4%，但疫苗股康希諾逆
市再升6.8%，因該公司稱正研究針對Omicron
的疫苗。個股方面，香港科技探索料首9月純利
跌79%，全日挫14.2%，市值蒸發13.5億元。中
燃氣半年純利倒退19%，差過市場預期，股價
更要跌兩成。

●● 港股港股1111月月
累跌累跌77..55%%。。

中新社中新社

交銀國際：港股明年跑贏機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近日港股表

現持續疲軟，因此投資者相當關注明年港股的
前景。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
11月30日表示，目前港股估值比較低，但經濟
環境較去年3月環球股市大跌時好，相信港股短
期急跌只是反映市場恐慌，故預計港股明年跑
贏其他市場的機會較大。

交銀國際建議，關注個別因行業強監管而

遭受重創的板塊，如消費和互聯網行業，而能
源繼續有所表現。

其中，該行表示互聯網行業估值吸引，盈
利增長預計於明年下半年改善，首推個股為
美，其外賣業務穩定增長，而中長期戰略從餐
飲向零售擴張。

該行表示，房地產板塊可能隨着市場情緒
轉變出現技術反彈。該行並看好銀行業，主

要因經濟表現好轉或觸發行業重估，首推個
股為招商銀行，其客戶黏性和資產質量支持
卓越的盈利能力。

交銀國際並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肆虐，擾亂供應鏈，導致黏性通脹，那麼美聯
儲將不得不超預期地收緊貨幣政策。這些因素
對於市場的運行無異於雪上加霜，並將是股票
和債券的通敵“滯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近期一系列保供穩價措施成效顯
現，製造業原材料價格高漲和用電緊張的
壓力在11月得到緩解。中國國家統計局
最新發布數據顯示，1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超預期回升至50.1%，高於
10月0.9個百分點，時隔兩月重返擴張區
間。

分項數據顯示，製造業價格指數大
幅回落。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
廠價格指數分別為52.9和 48.9，分別較
上月低19.2和 12.2個點。國家統計局服
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解讀
稱，出廠價格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表
明近期“保供穩價”等政策落實力度不
斷加大，價格快速上漲勢頭得到遏制。

部分原料價回落 電荒獲緩解
從行業情況看，化學原料及化學製

品、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有色金屬
冶煉及壓延加工等行業的兩個價格指數均
顯著回落，降至臨界點以下，表明部分基
礎原材料生產行業的採購價格和產品銷售
價格回落明顯。

11月製造業生產指數為52%，比10
月上升3.6百分點，升至擴張區間，隨着
電力供應能力持續提升，製造業產能加
快釋放，其中造紙印刷、鐵路船舶航空
航天設備、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生產活
動顯著加快。

與此同時，受世界經濟持續復甦、國
外聖誕消費季臨近等因素影響，外貿景氣
度延續改善態勢，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
指數分別為48.5%和48.1%，比10月上升
1.9和0.6個百分點，但仍處於收縮區間。
醫藥、汽車、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新出口
訂單指數均高於10月3個百分點以上，行
業出口產品訂貨量有所增加。

疫情拖累 服務業PMI降至51.1%
此外，疫情再度拖累服務業復甦，11

月服務業PMI回落0.5個百分點至51.1%，
與接觸型消費密切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商
務活動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拖累11月非
製造業PMI微降0.1個百分點至52.3%。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指出，
相對於生產端的較快恢復，需求端仍相對
偏弱，未與生產端同步，經濟恢復質量有
待加強。11月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
數均處於收縮區間，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
企業比重較 10 月上升 4 個百分點至
37.6%。當前供大於求壓力有所加大，經
濟恢復質量有待加強。仍需繼續多措並舉
擴需求，穩定經濟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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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賽開打

●●王曼昱慶祝奪王曼昱慶祝奪
得職業生涯首個得職業生涯首個
世乒賽女單冠世乒賽女單冠
軍軍。。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當地時間11月
29日，休斯敦世乒賽展開男子雙打決賽，對陣雙
方分別是瑞典的法爾克/卡爾松及韓國組合張禹珍/
林鍾勳。經過四局激戰，最終瑞典組合以3：1擊
敗韓國組合，時隔30年後再捧冠軍獎盃。4強止步
的中國組合林高遠/梁靖崑摘銅。
從1993年至2019年，中國隊除在2013年“戰

略性放棄”男雙項目外，其餘13屆全部奪冠。上屆
世乒賽，馬龍/王楚欽在男雙項目登頂，助中國隊包

攬五金。今年，馬龍、許昕兩位老將缺席，兩
對中國組合王楚欽/樊振東、林高遠/梁靖崑先後被
世界排名第31的卡爾松和法爾克淘汰，全軍覆
沒。
對此，教練秦志戩表示，這次世乒賽以老帶

新，隊伍受到鍛煉，男雙失利在意料之中，今後將
提高雙打實力。不過他的這番話引發質疑：女隊孫
穎莎、王曼昱同樣三項全勤，並最終拿下女雙冠
軍，而國乒男雙沒有一對晉決賽太說不過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今年世界羽壇壓軸
大賽－世界羽聯巡迴賽年終賽12月1日展開，混雙組
合鄧俊文/謝影雪憑藉世界排名第7的成績成為港隊獨
苗，這對東京奧運後人氣急升的拍檔順利抽得好籤，
被列入B組，避過頭號種子的日本組合渡邊雄大/東野
有莎，有望取得小組出線、挑戰獎牌。
總獎金高達150萬美元的年終賽是今年世界羽壇

最後一項大賽，只有世界排名前8位的球手可以參加，
港隊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憑藉印尼大師賽亞軍及印
尼公開賽8強的成績，世界排名在一個月內衝上第7成
功搭上尾班車，繼2017年後再度獲得年終賽資格。
年終賽將每個單項的參賽球手分成兩組，每組頭

兩名可以晉身四強。鄧俊文/謝影雪成功抽得好籤被編
入B組，避過頭號種子的日本組合渡邊雄大/東野有
莎，同組的對手有世界排名第二的泰國組合普亞華魯
羅/泰拉坦娜齊、英格蘭組合艾利斯/羅倫史密夫以及
印尼組合佐敦/奧達維雅迪，“鄧謝配”往績上對英格
蘭及印尼組合均贏多輸少，有望繼2017年後再次突破
小組賽，當年這對港隊組合更成功殺入決賽，可惜不
敵國家隊組合陳清晨/鄭思維屈居亞軍。
而男單方面，A組賽事成為焦點，世界排名分列

第1、第2位的安賽龍（丹麥）及桃田賢斗（日本）同
處A組，將上演冠軍前哨戰；至於B組的馬來西亞小將
李梓嘉亦是奪冠“黑馬”。

當地時間11月29日，2021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美國

休斯敦落幕。中國乒乓球隊（國乒）共收穫男單、女單、女

雙以及混雙4枚金牌。男雙金牌被瑞典隊收入囊中。 本次

賽事有4枚金牌於當日決出。在分量最重的男子單打決賽

中，中國選手樊振東4：0輕取瑞典小將莫雷加德，獲得冠

軍。

休斯敦世乒賽當地時間11月29日落幕。中國球手王
曼昱連摘女雙和女單金牌。這是王曼昱獲得的首個世乒賽
女單冠軍，中國女乒也實現了在該項目上的14連冠。拿下
這來之不易的冠軍後，王曼昱在短短不足5個月的時間
裏，已經接連在奧運會、全運會和世乒賽中登上最高領獎
台。

很多人認識王曼昱，是從今夏的東京奧運會開始。
因為劉詩雯的傷退，持P卡（奧運替補運動員持有證件）
出戰的王曼昱得以進入團體賽陣容。她與陳夢和孫穎莎一
起，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塊奧運金牌。有人說，王曼昱真
是幸運，首次參加奧運就可以登上最高領獎台。然而機會
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在2019年卡塔爾公開賽收穫女單女雙兩塊金牌後，
剛剛冒起的王曼昱卻在別人都在進步的日子裏原地踏步。
“我感覺自己心裏希望的那朵花都快枯萎了。”直至今
天，王曼昱仍清楚記得。然而教練肖戰告訴她：“這口氣

要是洩了，人掉下去就太快了。所以唯有堅持。”因為新
冠疫情，東京奧運會推遲一年。王曼昱有了更多時間查漏
補缺，突破自己。東京奧運會的名單出爐後，王曼昱拿
到了P卡。在備戰東奧的同時，她時刻準備着，在隊
伍需要她的時候頂上去，“我只是想做好自己。”
在奧運模擬賽南陽站比賽中，只專注於過

程，不再糾結於結果的王曼昱先後戰勝孫穎莎
和陳夢，獲得模擬賽的女單冠軍。
雖不是重大的國際比賽，但對王

曼昱來說，這卻代表着新生：“這
個冠軍給了我勇氣和自信，感覺
將我重燃了。”經歷過失落
和低谷，王曼昱終於
迎來了屬於自己
的時刻。

中中國隊國隊收收穫穫44金金收收穫穫44金金
世乒賽落幕 樊振東王曼昱稱王封后

經過3場得比之戰後，本屆
賽事的頭號種子樊振東迎

來瑞典小將的挑戰。後者在準
決賽中淘汰了德國名將波爾。
整場比賽，面對樊振東強大
的實力，莫雷加德始終沒有
找到有效的辦法。
首局比賽，樊振東以

11：6取勝。第2局，雙方戰
至9平後，樊振東連贏兩分，
大比分來到2：0。隨後，樊
振東又以11：7和11：8連下
兩城，從而以4：0橫掃對手。
樊振東表示，很高興這一

次獲得了冠軍，但這不是終
點，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這個冠軍
更上一個台階。
在男單決賽之前，國乒選手

王曼昱和孫穎莎對女單冠軍展開
爭奪。經過6局苦戰，王曼昱以
4：2笑到最後。中國女乒也因此
實現在世乒賽女單項目上的14連
冠。

女單決賽兩人均奪雙冠
首局開始，孫穎莎取得3：0

的優勢。王曼昱將比分追至5平，

並以10：6拿到局點。此時的孫穎
莎放手一搏，連追4分，並最終以
13：11取勝。第2局，又一次以
10：6拿到局點的王曼昱沒有給孫
穎莎再度逆轉的機會，以11：7扳
回1局。第3局，孫穎莎以11：6
獲勝。隨後，王曼昱以11：6和
11：8連下兩城。第6局，在王曼
昱10：8拿到賽點後。孫穎莎將比
分扳平。最終，王曼昱以17：15
贏下該局，大比分4：2奪冠。 而
在準決賽中失利的陳夢和王藝迪
獲得了本次世乒賽的銅牌。另
外，女單決賽的兩名對手都在本
屆世乒賽上獲得了“雙冠”。王
曼昱是女單和女雙冠軍得主，孫
穎莎則將女雙和混雙的金牌收入
囊中。

在當天的女雙賽場上，中國
組合王曼昱/孫穎莎迎來日本組合
伊藤美誠/早田希娜的挑戰。結果
中國組合以3：0乾淨利索地擊敗
對手，成功衛冕。 算上前一日王
楚欽和孫穎莎為中國隊獲得的混
雙金牌，本屆世乒賽，國乒共收
穫4枚金牌。唯一旁落的金牌被瑞
典隊獲得。 ●中新社

王曼昱從奧運替補到世界冠軍

國乒男雙摘銅
瑞典時隔30年再捧盃

●●瑞典組合卡爾瑞典組合卡爾松松（（左左））//法爾克奪得男雙冠軍法爾克奪得男雙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男單冠軍樊振東一臉霸氣男單冠軍樊振東一臉霸氣。。 中通社中通社

●●王曼昱王曼昱（（左左））//
孫穎莎獲女雙孫穎莎獲女雙
冠軍冠軍。。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報道，由《法
國足球》雜誌主辦的2021年金球獎頒獎典禮
當地時間11月29日晚在巴黎夏特萊劇院舉
行，阿根廷球星美斯鐘（圖）在評選中擊敗
一眾對手，創紀錄地第7次獲得這一獎項，
另一奪冠熱門、波蘭射手羅拔利雲度夫斯基
（利雲）排名次席。
34歲的美斯在今年夏天率領阿根

廷國家隊奪得美洲國家盃冠軍，取
得職業生涯重大突破，他本人也獲
得該屆賽事的最佳球員及神射手
獎。在球會層面，美斯在今夏轉投
巴黎聖日耳門（PSG）之前上賽季在

巴塞隆拿雖然僅收穫一座西班牙盃，但個人
數據依然十分亮眼，以30個入球獲得西甲金
靴獎。來自全世界的170名專業記者參與了
最終投票，根據《法國足球》公布的得分情
況，美斯的領先優勢並不大，僅以613對580
領先利雲33分，此前獲評歐洲足協年度最佳

球員的車路士中場佐真奴費路以460分
排名第3。

美斯是首位能7捧金球獎的
球員，之前他曾在 2009 年至
2012 年實現該獎項的“四連
霸”，隨後又在2015年和2019年
再次獲獎。

美斯創紀錄 7膺金球獎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12月1日（星期三）5

鄧謝配抽好籤避強敵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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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宋嘉年宋嘉年Anne SungAnne Sung 以科學防疫競選以科學防疫競選HISDHISD 理事理事
休市各族裔代表集會休市各族裔代表集會，，支持支持Anne SungAnne Sung 勝選勝選

圖為圖為Anne SungAnne Sung 的選區的選區。。包括包括MemorialMemorial 及及River OaksRiver Oaks 區區。。現任現任HISDHISD 理事理事Anne SungAnne Sung （（宋嘉年宋嘉年））得到得到Houston ChroncleHouston Chroncle背書支持背書支持。。

圖為圖為Anne Sung (Anne Sung ( 宋嘉年宋嘉年）） 的支持者的支持者，，日前齊聚日前齊聚 「「呷哺小火鍋呷哺小火鍋」」 支持支持Anne SungAnne Sung 連任連任HISDHISD 休士頓獨立休士頓獨立
學區第七區理事學區第七區理事。。

「「呷哺小火鍋呷哺小火鍋」」 負責人負責人Debbie ChenDebbie Chen （（陳綺陳綺
玲玲 ））談她支持談她支持Anne Sung (Anne Sung (宋嘉年宋嘉年))之因之因。。

Anne SungAnne Sung 表示表示：：在另一波在另一波COVIDCOVID 變異有可能再次掀起高潮的危險下變異有可能再次掀起高潮的危險下，，每個人的每個人的
選擇選擇，，不僅對自己的學區起到關鍵性作用不僅對自己的學區起到關鍵性作用，，而且而且HISDHISD會影響到整個德州的政策會影響到整個德州的政策。。

Anne SungAnne Sung與各族裔支持者合影與各族裔支持者合影。。Anne SungAnne Sung 與支持者與支持者 「「美國華裔選民聯盟美國華裔選民聯盟」」
主席主席Dr. Helen Shih(Dr. Helen Shih( 施慧倫施慧倫）（）（左左 ））合影合影。。

Anne SungAnne Sung 與支持者合影與支持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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