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1年12月9日 星期四
Thursday, December 9, 2021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鄭家晴律師鄭家晴律師
專精專精:: 各種親屬移民各種親屬移民﹑﹑各種職業移民各種職業移民﹑﹑

非移民申請及簽證非移民申請及簽證﹑﹑公民入籍公民入籍﹑﹑政治庇護政治庇護

鄭律師為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鄭律師為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做事負責有效率做事負責有效率﹐﹐個性和善親切個性和善親切

為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為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

尋求最適當的方案尋求最適當的方案

Email: chengkate@ymail.comEmail: chengkate@ymail.com

電話電話:: 832832--407407--00970097



BB22今日香江
星期四       2021年12月9日       Thursday, December 9, 2021

假广告

中 國 經 濟 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周文超

央行精準滴灌下調再貸款利率
幅度0.25個百分點 支持三農小微企業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7日

發布的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表顯

示，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

0.25 個百分點；調整後，3個

月、6個月、1年期再貸款利率

分別為1.7%、1.9%、2%。央

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利率，

專家稱此舉有利於降低銀行資金

成本、激勵放貸積極性。隨着穩

增長逐步成為政策共識，信貸融

資條件可能有所寬鬆，但預計全

面降息可能性仍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人民銀行7日公布，11月末中
國外匯儲備為32,223.9億美元，環比增加47.7億美
元，為連續兩個月增加，10月增加169.9億美元。國
家外匯管理局指出，11月中國外匯市場交易保持活
躍，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平穩。

外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答記者問並
稱，11月美元指數上漲，主要國家債券價格總體上
漲，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計價貨幣，在匯率折算與
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當月外匯儲備規模
上升。她表示，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持續恢復，有
利於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今年至今中國外匯儲備累計增加58.6億美元，
2020年全年外儲增加1,086億美元，2019年全年外儲
為增352億美元。

黃金儲備27個月不變
人行同時公布，11月末黃金儲備為6,264萬安

士，為連續27個月保持不變；當月黃金儲備對應的美
元價值為環比增加22.1億至1,130.3億美元。

這是時隔一年多人民銀行再度下調支農、支
小再貸款利率。去年7月，當時央行下調

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與上次
全面調整不同的是，此次央行僅下調了支農、
支小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和金融穩定再貸
款利率未做調整。央行公布的利率表顯示，金
融穩定再貸款利率為1.75%，再貼現利率為
2%。

再貼現利率維持2%
再貸款、再貼現是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

道之一。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央行增設不
少專項再貸款，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
力量。今年央行新增3,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支小再貸款、2,000億元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再貸款以及2,000億元支持煤炭高效清潔利用
專項再貸款。據第三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截
至9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餘額為4,747億元，
支小再貸款餘額為9,937億元，扶貧再貸款餘
額為1,904億元，再貼現餘額為5,842億元。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當前，
“三農”、小微企業仍是經濟發展中的薄弱領

域，需要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下調支
農、支小再貸款利率，有助於降低中小銀行的
資金成本，進而引導中小銀行降低“三農”和
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精
準滴灌”和“直達實體”的作用。

針對性輸血實體經濟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指出，央行

降低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可降低銀行支持小
微、涉農企業信貸與票據資金的成本，提高銀
行調降對小微企業與涉農企業貸款利率的意
願，有利於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但他強調這是
結構性貨幣政策，針對性的為中小企業和農業
等部門輸血。

中信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明明表示，本次
再貸款利率調整主要還是由於中小微企業和涉
農經濟壓力大，調整是符合市場預期的。但他
認為，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露出穩增長訴求，寬
貨幣、寬財政、房地產邊際寬鬆的政策組合基
本確立。政策利率或難下調，短期全面降息概
率不大，貨幣政策仍以數量型調控及結構性工
具為主應對經濟形勢變化。

中國外儲規模兩連升

●●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
利率利率，，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
能性仍小能性仍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身陷財困的中國恒大再傳出有
兩筆外債違約。彭博社引述消息
指，恒大旗下子公司景程兩筆境外
美元債為期一個月的付息寬限期已
於周一（6日）結束，共涉8,250萬
美元利息，有債權人透露，截至紐
約時間周二(7日)零時30分仍未收
到債息，意味着恒大違約。消息抵
消集團設立風險化解委員會的利好
因素，該股昨早段曾升8%，其後
升幅大幅收窄，收報1.83港元，僅
升1.1%。

另一2.6億美債料未償還
報道指，該筆債券發行人為恒

大子公司景程，其中一筆2022年到
期債券的應付利息為 4,190 萬美
元，另一筆2023年到期債券應付利
息4,060萬美元。該些利息最初到
期時間是11月6日，並有30天的寬
限期。數據顯示，恒大的未償還離
岸公募債券約192億美元，本地債
券約84億美元。截至6月，其負債
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

事實上，上周五晚恒大亦未能
履行一筆2.6億美元債項的償還義
務，廣東省政府應恒大要求向恒大
地產派工作組進行風險處置。消息
指，恒大在債務重組中會納入所有
離岸的公募和私募債務，可能成為
中國規模最大的債務重組之一。評
級機構標普昨指出，恒大違約看起
來不可避免。

佳兆業暫避4億美債違約
另外，彭博社又指，一群佳兆

業集團債券持有人周一向該公司發
送一份正式的暫緩提案，讓其在一
段時間內避免在7日(7日)到期的4
億美元債券違約。該債權人集團由
Lazard Ltd.提供諮詢。其提案包括
向注入資金，該集團持有面值約50
億美元的佳兆業票據。佳兆業拒絕
對該提議發表評論。

據內地媒體報道，佳兆業旗下
多個項目出現欠薪及停工問題。報
道引述廣州市白雲區小坪村佳兆業
項目的工人消息指，七八個工地都
已停工，8個工人兩個月以來只拿
到一萬元人民幣。有買家表示，位
於廣州金融城的佳兆業壹號項目出
現爛尾，業主買樓5年至今仍未收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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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成為市民“宅在家”的好幫手，但外賣餐具及食物盒卻加重香港

堆填區的負擔，增加垃圾圍城風險。關注組織的研究顯示，香港去年因應

疫情實施檢疫措施和食肆限聚令後，酒店業及送餐平台的外賣訂單飆升多

達五成，相信疫情期間全港外賣包裝的棄置量或增至 58.5億件。專家形

容，香港快將被即棄外賣包裝垃圾“淹沒”，必須及早制定減廢措施應

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關注團體ADM Capital Foundation7 日
發表《免廢外賣—香港管理外賣包裝

的挑戰》的研究報告，估計香港市民在2019
年使用並棄置的外賣包裝多達39億件，去
年港府因應疫情實施檢疫措施和食肆限聚令
後，香港本地酒店業及送餐平台的外賣訂單
飆升超過50%，外賣包裝的垃圾量亦會大幅
增加，推算棄置量或增至58.5億件。

回收備盒可減廢一半
報告根據循環經濟原則提出回收再使

用、消費自備餐具、使用堆肥即棄餐具，以
及建立重用餐具借還服務系統四個解決方案，
當中回收和自備容器的減廢潛力最大，亦可將
垃圾量減少約五成。兩均可應用於大部分香
港市場，可有效避免使用即棄包裝，減少堆填
的同時用水量和碳排放量亦相對較低。

報告作、循環經濟學家Helga Van-
thournout指出，香港最常用的餐具是發泡
膠製，原因是價錢低廉，而且發泡膠適合盛
載熱食，故廣受餐飲業營運商歡迎。

她指出，大量外賣包裝棄置後會送往堆
填區，不但造成浪費，大量垃圾更會散落到
郊野公園和海灘，造成環境污染。“香港不
應再等待，必須今天便開展減廢行動，避免

香港被外賣包裝垃圾淹沒。”

學者倡規管即棄餐具
她指出，香港減塑措施不能直接抄外

地方法，較可行的解決方案有4種，包
括回收、自備容器、堆肥及循環再用
系統，但循環再用系統所涉成本最
高，每個餐具要高達6港元，成本大多
花在清潔與運輸上，較難執行；可
降解餐具因要符合盛載熱食需
要，涉特別物料，成本亦較高，
且在生產過程上較其他方案產
生最多溫室氣體，也不太建
議。

Helga Vanthournout 表
示，回收、自備容器最適合香
港，建議餐飲業營運商鼓勵食
客自備容器及餐具，在各界參
與下，外賣餐具的棄置量可減
少近一半。

她建議港府應規管所有即
棄餐具，以及加強教育和鼓勵
消費及持份參與、提供誘
因鼓勵重用容器，多管齊下解
決垃圾圍城的問題。

香江恐垃圾圍城香江恐垃圾圍城
環團憂疫下外賣包裝飆五成環團憂疫下外賣包裝飆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新冠肺炎
疫情下，市民減少外出堂食，叫外賣或在家下
廚的次數增加，都會增加即棄塑膠包裝產品的
棄置量。

四個環保團體7日聯合公布一項調查發
現，去年市民在超市和便利店，單是購買如食
米等4類日常食品的數量已達2億件，接駁起
來的總長度達8萬公里，足以圍繞地球赤道兩
個圈，惟此類進口產品的包裝袋卻未被納入
“管制即棄塑膠”的諮詢文件內，環團批評諮
詢未有提供足夠數據讓市民參考，同時促請特
區政府制訂管制即棄塑膠的實際時間表。

香港特區政府就“管制即棄塑膠”進行的公
眾諮詢將於本月底結束，綠色力量、綠色和平、
綠惜地球及綠領行動根據市場調查機構尼爾森有
關貨品銷售量的數據，並針對市民經常購買的4
類食品，包括食米、即食麵、中式麵及糖進行分
析，發現去年於超市和便利店等零售點，該4類
食品已售出達2億件。環保團體再到零售點量度
有關貨品的長度，推算貨品的即棄塑膠包裝總長

度達8萬公里，足以圍繞地球兩個圈。
綠惜地球高級項目經理劉兆朗7日在記

會上指出，該4類商品在芸芸包裝產品中只屬
冰山一角，“都還未計其他不同種類的產
品”，而這些進口產品的包裝袋，卻未被納入
“管制即棄塑膠”的政府諮詢文件中。他表
示，國際間已積極推動大型零售及食品包裝業
，定期披露塑膠包裝使用量，並提出減量行
動及時間表，建議香港仿效此做法。

倡生產者責任制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譚穎琳表示，諮詢文件

中未有交代各類即棄塑膠的回收量與棄置量，
以及相關持份資料等關鍵數據，亦未有諮詢
管制的類別及立法時間，令市民難以給予意
見，公眾諮詢形同虛設。她促政府每年公布塑
膠包裝的棄置量及其分類，以制訂相應對策。

綠色力量助理教育及項目經理余健綱認
為，香港應實施產品包裝的生產責任制，迫
使生產商、進口商等致力源頭減廢，例如設計

產品包裝時減少使用塑膠，並協助消費處理
相關廢物。被問到推行會否有困難，他指“四
電一腦”的生產責任制已實施，政府可參考
相關政策。

促港府立法減廢
綠領行動助理項目經理張建業指出，港府當

務之急是透過管制即棄塑膠產品的進口、銷售及
派發，達至源頭減廢。他要求政府計劃全面的走
塑藍圖，涵蓋市場上即棄塑膠的類別及棄置量，
制定淘汰即棄塑膠的整體目標及時間表，同時配
合推廣重用容器的配套設施。

他認為，香港濫用即棄塑膠的情況普遍，
除了預先包裝產品的塑膠包裝物外，超巿出售
蔬果的外包裝、雨傘膠袋也有濫用情況，推算
今年7月至9月全港消耗1,400萬個膠傘袋，呼
籲特區政府盡快立法減廢，“膠袋徵費生效了
12年，至今每個仍收取5毫（港元，下同），
對減廢的幫助有幾多？”他建議，將膠袋徵費
調升至每個膠袋2元。

港年耗4類塑膠可繞地球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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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根據世界生組織的
最新資料，變異病毒株Omicron因具有多種刺突蛋白
基因變異，若檢測機構使用某種單一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核酸檢測平台時，其中的刺突蛋白基因標靶
可能無法被測出。香港生署7日表示，加強監察提
供新冠病毒檢測的私營醫療檢測機構的服務和檢測能
力，並針對Omicron的檢測特性，更新認可檢測機構
的名單，暫時將時代基因檢測中心從名單中剔除。

生署公共生化驗服務處正因應世的相關
資料，主動向香港的認可檢測機構了解現行的檢測平
台會否受到影響。調查發現，根據生產商Applied
DNA Sciences提供的資料，其中一種商業檢測平台
“The Linea COVID-19 v1.0 kit”由於只針對測試

刺突蛋白基因中的兩個標靶，故此不排除檢測變異病
毒株Omicron時可能出現誤差，造成“假陰性”結
果。而時代基因檢測中心則是唯一使用該檢測技術的
平台。

生署發言人解釋，現時香港市場正採用超過
50款新冠病毒檢測平台，就Omicron的特性，若檢
測機構採用以超過一個非刺突蛋白基因為標靶的檢測
平台，出現誤差的機會便可大大減低。鑑於時代基因
檢測中心有限公司的情況，生署已採取審慎措施，
在該檢測機構成功引入其他檢測平台和核實檢測能力
前，暫時從認可檢測機構名單中剔除。時代基因檢測
中心亦主動聯絡並安排過去兩星期曾使用該機構檢測
服務的人士，到另一間認可檢測機構重新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特區政
府7日宣布，現行社交距離措施有效期延長14
天，直至本月22日。另外，7日新增5宗新冠
肺炎輸入個案，全部接種完整疫苗，4人感染
變異病毒株L452R，一人的病毒基因待定。

此外，一名初步確診3日曾短暫到訪灣
仔入境事務大樓7樓，香港入境處7日表示已
按生防護中心指引徹底清潔和消毒大樓7
樓，以及安排相關辦事處員工接受檢測。在疫
情期間，入境處一直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
包括為進入大樓人士量度體溫及提供酒精搓手
液、為屬下人員提供口罩及其他防護裝備、要
求員工執勤時必須戴上口罩及加強工作環境的

清潔和消毒。

阿克斐拉四國列入高危組
同時，特區政府公布因應阿根廷、克羅地

亞、斐濟和拉脫維亞確認發現Omicron個案，
將於10日凌晨零時，將該4國列為A組指明地
區，以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的登機及檢疫要求，
凡於21天內曾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
境。

香港居民必須出示已完成疫苗接種的證
明，方可登機回港，並在抵港後於檢疫酒店接
受21天強制檢疫，其間接受6次檢測，並於抵
港第26天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

灣仔入境處7樓 窗口員工需檢測 時代檢測剔出港認可名單

●●循環經濟學家循環經濟學家Helga VanthournoutHelga Vanthournout與與ADMCFADMCF工作工作
人員展示常見的即棄外賣包裝人員展示常見的即棄外賣包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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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精準滴灌下調再貸款利率
幅度0.25個百分點 支持三農小微企業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7日

發布的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表顯

示，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

0.25 個百分點；調整後，3個

月、6個月、1年期再貸款利率

分別為1.7%、1.9%、2%。央

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利率，

專家稱此舉有利於降低銀行資金

成本、激勵放貸積極性。隨着穩

增長逐步成為政策共識，信貸融

資條件可能有所寬鬆，但預計全

面降息可能性仍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人民銀行7日公布，11月末中
國外匯儲備為32,223.9億美元，環比增加47.7億美
元，為連續兩個月增加，10月增加169.9億美元。國
家外匯管理局指出，11月中國外匯市場交易保持活
躍，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平穩。

外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答記者問並
稱，11月美元指數上漲，主要國家債券價格總體上
漲，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計價貨幣，在匯率折算與
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當月外匯儲備規模
上升。她表示，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持續恢復，有
利於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今年至今中國外匯儲備累計增加58.6億美元，
2020年全年外儲增加1,086億美元，2019年全年外儲
為增352億美元。

黃金儲備27個月不變
人行同時公布，11月末黃金儲備為6,264萬安

士，為連續27個月保持不變；當月黃金儲備對應的美
元價值為環比增加22.1億至1,130.3億美元。

這是時隔一年多人民銀行再度下調支農、支
小再貸款利率。去年7月，當時央行下調

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與上次
全面調整不同的是，此次央行僅下調了支農、
支小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和金融穩定再貸
款利率未做調整。央行公布的利率表顯示，金
融穩定再貸款利率為1.75%，再貼現利率為
2%。

再貼現利率維持2%
再貸款、再貼現是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

道之一。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央行增設不
少專項再貸款，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
力量。今年央行新增3,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支小再貸款、2,000億元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再貸款以及2,000億元支持煤炭高效清潔利用
專項再貸款。據第三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截
至9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餘額為4,747億元，
支小再貸款餘額為9,937億元，扶貧再貸款餘
額為1,904億元，再貼現餘額為5,842億元。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當前，
“三農”、小微企業仍是經濟發展中的薄弱領

域，需要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下調支
農、支小再貸款利率，有助於降低中小銀行的
資金成本，進而引導中小銀行降低“三農”和
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精
準滴灌”和“直達實體”的作用。

針對性輸血實體經濟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指出，央行

降低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可降低銀行支持小
微、涉農企業信貸與票據資金的成本，提高銀
行調降對小微企業與涉農企業貸款利率的意
願，有利於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但他強調這是
結構性貨幣政策，針對性的為中小企業和農業
等部門輸血。

中信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明明表示，本次
再貸款利率調整主要還是由於中小微企業和涉
農經濟壓力大，調整是符合市場預期的。但他
認為，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露出穩增長訴求，寬
貨幣、寬財政、房地產邊際寬鬆的政策組合基
本確立。政策利率或難下調，短期全面降息概
率不大，貨幣政策仍以數量型調控及結構性工
具為主應對經濟形勢變化。

中國外儲規模兩連升

●●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
利率利率，，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
能性仍小能性仍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身陷財困的中國恒大再傳出有
兩筆外債違約。彭博社引述消息
指，恒大旗下子公司景程兩筆境外
美元債為期一個月的付息寬限期已
於周一（6日）結束，共涉8,250萬
美元利息，有債權人透露，截至紐
約時間周二(7日)零時30分仍未收
到債息，意味着恒大違約。消息抵
消集團設立風險化解委員會的利好
因素，該股昨早段曾升8%，其後
升幅大幅收窄，收報1.83港元，僅
升1.1%。

另一2.6億美債料未償還
報道指，該筆債券發行人為恒

大子公司景程，其中一筆2022年到
期債券的應付利息為 4,190 萬美
元，另一筆2023年到期債券應付利
息4,060萬美元。該些利息最初到
期時間是11月6日，並有30天的寬
限期。數據顯示，恒大的未償還離
岸公募債券約192億美元，本地債
券約84億美元。截至6月，其負債
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

事實上，上周五晚恒大亦未能
履行一筆2.6億美元債項的償還義
務，廣東省政府應恒大要求向恒大
地產派工作組進行風險處置。消息
指，恒大在債務重組中會納入所有
離岸的公募和私募債務，可能成為
中國規模最大的債務重組之一。評
級機構標普昨指出，恒大違約看起
來不可避免。

佳兆業暫避4億美債違約
另外，彭博社又指，一群佳兆

業集團債券持有人周一向該公司發
送一份正式的暫緩提案，讓其在一
段時間內避免在7日(7日)到期的4
億美元債券違約。該債權人集團由
Lazard Ltd.提供諮詢。其提案包括
向注入資金，該集團持有面值約50
億美元的佳兆業票據。佳兆業拒絕
對該提議發表評論。

據內地媒體報道，佳兆業旗下
多個項目出現欠薪及停工問題。報
道引述廣州市白雲區小坪村佳兆業
項目的工人消息指，七八個工地都
已停工，8個工人兩個月以來只拿
到一萬元人民幣。有買家表示，位
於廣州金融城的佳兆業壹號項目出
現爛尾，業主買樓5年至今仍未收
樓。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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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精準滴灌下調再貸款利率
幅度0.25個百分點 支持三農小微企業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7日

發布的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表顯

示，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

0.25 個百分點；調整後，3個

月、6個月、1年期再貸款利率

分別為1.7%、1.9%、2%。央

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利率，

專家稱此舉有利於降低銀行資金

成本、激勵放貸積極性。隨着穩

增長逐步成為政策共識，信貸融

資條件可能有所寬鬆，但預計全

面降息可能性仍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人民銀行7日公布，11月末中
國外匯儲備為32,223.9億美元，環比增加47.7億美
元，為連續兩個月增加，10月增加169.9億美元。國
家外匯管理局指出，11月中國外匯市場交易保持活
躍，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平穩。

外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答記者問並
稱，11月美元指數上漲，主要國家債券價格總體上
漲，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計價貨幣，在匯率折算與
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當月外匯儲備規模
上升。她表示，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持續恢復，有
利於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今年至今中國外匯儲備累計增加58.6億美元，
2020年全年外儲增加1,086億美元，2019年全年外儲
為增352億美元。

黃金儲備27個月不變
人行同時公布，11月末黃金儲備為6,264萬安

士，為連續27個月保持不變；當月黃金儲備對應的美
元價值為環比增加22.1億至1,130.3億美元。

這是時隔一年多人民銀行再度下調支農、支
小再貸款利率。去年7月，當時央行下調

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與上次
全面調整不同的是，此次央行僅下調了支農、
支小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和金融穩定再貸
款利率未做調整。央行公布的利率表顯示，金
融穩定再貸款利率為1.75%，再貼現利率為
2%。

再貼現利率維持2%
再貸款、再貼現是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

道之一。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央行增設不
少專項再貸款，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
力量。今年央行新增3,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支小再貸款、2,000億元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再貸款以及2,000億元支持煤炭高效清潔利用
專項再貸款。據第三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截
至9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餘額為4,747億元，
支小再貸款餘額為9,937億元，扶貧再貸款餘
額為1,904億元，再貼現餘額為5,842億元。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當前，
“三農”、小微企業仍是經濟發展中的薄弱領

域，需要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下調支
農、支小再貸款利率，有助於降低中小銀行的
資金成本，進而引導中小銀行降低“三農”和
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精
準滴灌”和“直達實體”的作用。

針對性輸血實體經濟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指出，央行

降低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可降低銀行支持小
微、涉農企業信貸與票據資金的成本，提高銀
行調降對小微企業與涉農企業貸款利率的意
願，有利於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但他強調這是
結構性貨幣政策，針對性的為中小企業和農業
等部門輸血。

中信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明明表示，本次
再貸款利率調整主要還是由於中小微企業和涉
農經濟壓力大，調整是符合市場預期的。但他
認為，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露出穩增長訴求，寬
貨幣、寬財政、房地產邊際寬鬆的政策組合基
本確立。政策利率或難下調，短期全面降息概
率不大，貨幣政策仍以數量型調控及結構性工
具為主應對經濟形勢變化。

中國外儲規模兩連升

●●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
利率利率，，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
能性仍小能性仍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身陷財困的中國恒大再傳出有
兩筆外債違約。彭博社引述消息
指，恒大旗下子公司景程兩筆境外
美元債為期一個月的付息寬限期已
於周一（6日）結束，共涉8,250萬
美元利息，有債權人透露，截至紐
約時間周二(7日)零時30分仍未收
到債息，意味着恒大違約。消息抵
消集團設立風險化解委員會的利好
因素，該股昨早段曾升8%，其後
升幅大幅收窄，收報1.83港元，僅
升1.1%。

另一2.6億美債料未償還
報道指，該筆債券發行人為恒

大子公司景程，其中一筆2022年到
期債券的應付利息為 4,190 萬美
元，另一筆2023年到期債券應付利
息4,060萬美元。該些利息最初到
期時間是11月6日，並有30天的寬
限期。數據顯示，恒大的未償還離
岸公募債券約192億美元，本地債
券約84億美元。截至6月，其負債
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

事實上，上周五晚恒大亦未能
履行一筆2.6億美元債項的償還義
務，廣東省政府應恒大要求向恒大
地產派工作組進行風險處置。消息
指，恒大在債務重組中會納入所有
離岸的公募和私募債務，可能成為
中國規模最大的債務重組之一。評
級機構標普昨指出，恒大違約看起
來不可避免。

佳兆業暫避4億美債違約
另外，彭博社又指，一群佳兆

業集團債券持有人周一向該公司發
送一份正式的暫緩提案，讓其在一
段時間內避免在7日(7日)到期的4
億美元債券違約。該債權人集團由
Lazard Ltd.提供諮詢。其提案包括
向注入資金，該集團持有面值約50
億美元的佳兆業票據。佳兆業拒絕
對該提議發表評論。

據內地媒體報道，佳兆業旗下
多個項目出現欠薪及停工問題。報
道引述廣州市白雲區小坪村佳兆業
項目的工人消息指，七八個工地都
已停工，8個工人兩個月以來只拿
到一萬元人民幣。有買家表示，位
於廣州金融城的佳兆業壹號項目出
現爛尾，業主買樓5年至今仍未收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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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德州本地新聞

（中央社）法務部調查局今天舉辦國安微電
影競賽頒獎典禮，由黃薏宣以 「05：07（五點
零七分）」 奪得金獎；該部微電影以意識流表現
，呼籲國人共同防制假訊息分化。

頒獎典禮在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廳舉行，
由知名主持人黃子佼主持；法務部長蔡清祥、調
查局長王俊力、廉政署長鄭銘謙親臨會場，憲兵
指揮部、內政部警政署等機關皆派人與會，知名
影評人膝關節、半瓶醋也到場。

蔡清祥致詞時肯定調查局的創新作法，透過
微電影徵選讓民眾共同參與國安宣導，可望得到
更大讚賞；王俊力則說，近年境外敵對勢力透過
滲透、分化、認知作戰企圖影響國安，參賽影片
傳遞了國家安全靠你我共同攜手維護重要訊息，
也看到年輕人對國安重視。

調查局發布新聞稿指出，近年來調查局持續
不斷以創新、輕鬆活潑方式宣導國安意識，繼拍
攝國安長片 「機密訊號」 、 「極光風暴」 及 「格
瑞特真相」 獲得廣大迴響後，加碼推出全新的國

安微電影徵選活動。
新聞稿指出，國安微電影徵選讓民眾不再只

能單純 「觀影」 ，而能化身編劇、導演、製片及
演員，結合自身生活經驗，用影像傳達對於國家
安全的想法與啟發，突破性作法讓人耳目一新，
拉近機關與民眾距離。

調查局表示，國安微電影競賽吸引來自各大
專院校、社會人士共50部作品參賽，經過影劇
及國安專家評審閉門審片與討論，最後由以意識
流表現、呼籲國人共同防制假訊息分化的作品
「05：07（五點零七分）」 奪得金獎。

此外，以面臨道德抉擇難題、象徵溫暖及希
望的作品 「日光」 獲得銀獎；以男主角的奇幻遭
遇，暗喻 「惠台政策」 恐怕不是真的如此 「優惠
」 的作品 「優惠？真的優惠？」 獲得銅獎。

調查局說，相關得獎作品已於調查局臉書粉
絲專頁 「全民保FUN趣」 及YOUTUBE公開，
歡迎民眾踴躍觀看與轉傳分享，共同用影像來傳
達 「守護台灣」 的決心。

調查局國安微電影競賽 防制假訊息影片奪金獎

（中央社）台北市文化局中山堂管理所前主
任黃國琴，被控於108年間辦理採購案時洩漏評
選委員名單給廠商，另將公務悠遊卡用於私人上
下班，涉犯洩密、詐欺等罪。北檢予緩起訴2年
處分。

檢方指出，黃國琴於民國108年1月間辦理
「108年國語課本與兒童文學特展勞務採購案」
時，在採購案資格標開標後，得知 「中華民國兒
童文學學會」 未提出完整投標文件而無法取得資
格，於評選會議召開前打電話給兒童文學學會游
姓理事長，告知莊姓男子是評選委員。不過，兒
童文學學會最後仍然沒有得標。

台北地檢署表示，黃國琴涉嫌於105年1月
至109年7月間，將2張公務悠遊卡用於私人上
下班通勤使用，並於自行加值公務悠遊卡時，將
收據交由不知情的中山堂總務、會計人員申請核
銷，總計獲利新台幣1146元。

台北地檢署偵辦後，認定黃男涉犯刑法洩漏
國防以外機密、詐欺取財、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
罪，考慮黃男未收受私人利益，也未造成特定廠
商得標，詐欺部分所得不高，且黃男犯後坦承犯
行、有悔意，將他緩起訴處分，期間2年，並向
公庫支付15萬元。

採購案涉洩密廠商 北市中山堂前主任緩起訴2年
（中央社）新北市新店槍擊案嫌犯黃泳群

潛逃中國廈門，刑事局今派員押解黃男返台，
晚間抵達松山機場。刑事局指出，黃男抵達後
癲癇發作，先將人送醫，班機延遲是因廈門機
場清消作業。

刑事局副局長李文章在松山機場接受媒體
聯訪時說，感謝中國大陸協助遣返涉嫌新店區
槍擊案的黃姓嫌犯，刑事局會與新北市警察局
組專案小組，查明犯罪事實，特別是共犯、教
唆者，一定嚴查嚴辦，追查到底。

李文章表示，黃泳群抵台後癲癇發作，經
現場醫護評估，決定先把人送醫。

李文章指出，至於班機延遲近4小時是因
廈門機場在加強防疫措施，要求所有班機起飛
前必須全面清消。

依兩岸共打模式，刑事局3名警官今天到
廈門押解黃泳群，在機艙口交接人犯、押解回
台，晚間約6時31分抵達松山機場，刑事局指
派6名除暴特勤隊員全副武裝加防毒面具在晚
間到松山機場帶人。

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11月22日獲報，
45歲何姓男子跌落樓梯且頸上有2處槍傷，送
醫急救不治。警方專案小組追查鎖定30餘歲黃
姓男子涉重嫌，黃男同日中午潛逃出境至中國
廈門。

中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天表示，
11月間潛逃至廈門的新店殺人案嫌犯黃泳群經
廈門市公安機關偵訊，對犯行供認不諱，為
「維護兩岸交流秩序」 ，決定將黃嫌遣返回台

。

新店槍擊案嫌犯押解返台 刑事局：班機延遲因清消

（中央社）台北地檢署偵辦三軍總醫院李姓牙醫師涉違規兼
職冒名申報健保案，查出另有7名牙醫師涉案，昨天約談7名牙
醫師及1名行政人員，今天諭令8人以新台幣20萬至50萬元不
等金額交保。

檢調獲報，任職三軍總醫院的李姓牙醫師未獲院方同意，即
在私人診所兼職看診，疑似為避免兼職曝光，以其他牙醫名義請
領健保給付約100萬元。檢調9月間約談李姓牙醫等人到案，訊

後聲押獲准；檢調11月間發動
第2波搜索，約談掛名申報的牙
醫師、診所護理師與行政人員共5人。

檢調過濾扣案卷證發現，另有三總牙醫師涉嫌利用為病患看
診機會，浮報、詐領醫療費用。北檢昨天指揮桃園市調查處發動
第3波搜索，共搜索12個處所，約談莊姓、孔姓、陳姓等7名三
總牙醫師，以及1名行政人員到案。

檢察官漏夜偵訊後，認為8人涉犯偽造文書、詐欺等罪，今
天凌晨諭令莊姓主治醫師、孔姓總醫師各50萬元交保，謝姓、
陳姓、王姓、周姓、蕭姓醫師各20萬元交保，高姓行政人員40
萬元交保。

涉詐領醫療費用案三總7牙醫1行政人員交保

國民黨街頭宣講公投理念國民黨街頭宣講公投理念
重啟核四重啟核四、、反萊豬反萊豬、、公投綁大選公投綁大選、、三接遷離等三接遷離等44大公投案大公投案1212月月1818日投票日投票，，國民黨主席朱立國民黨主席朱立

倫倫（（前中前中））88日上午率黨籍立委蔣萬安日上午率黨籍立委蔣萬安（（前右前右）、）、費鴻泰費鴻泰（（前左前左））等在台北市街頭宣講等在台北市街頭宣講 「「44個都個都
同意同意」」 的公投理念的公投理念。。

上週財經回顧 （11/29-12/3）：
上週由於世界衛生組織 (WHO)將
Omicron標記為令人擔憂的變體,對疫
情不確定性的擔憂引發市場波動性捲
土重來。美聯儲主席關於加快縮減規
模的評論也火上澆油，助推了上週市
場的下跌。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
指數收盤34580點（週跌幅0.9%，
年漲幅13%）， 標普500指數收盤
4538 點 （ 週 跌 幅 1.2% ， 年 漲 幅
20.8%）， 納斯達克收盤 15085 點
（週跌幅2.6%，年漲幅17%）。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自從
omicron變體被發現以來，其傳播性
、嚴重性和疫苗有效性已經成為很多
新聞的頭條。為了遏制新變種的傳播
，許多國家已經收緊了旅行限制。然
而，衛生官員表示，疫苗仍有望提供
一定的保護，尤其是在嚴重疾病和住
院治療方面。由於疫情發展的不確定
性，股市在漲跌之間搖擺不定，標普
500指數在過去六個交易日中的每個
交易日雙向波動都超過1%。醫學專
家指出，確定omicron變體的全部影
響可能需要幾週的時間，在此之前波
動性可能會保持較高水平。在經濟衰
退之外，類似的波動性飆升歷來都是
短暫的，並導致高於平均水平的三個
月遠期股票回報。

雖然不知道疫情下一步將如何發
展，但過去一年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
和藥物的研發進展以及當前經濟狀況
，讓分析師普遍認同此輪病毒不會導

致2020年初的日子重演。目前醫療
層面有了更多的解決方案，包括可以
適應不同變體的疫苗以及新的抗病毒
治療，使得醫療系統可以更好地準備
應對另一波病毒。出於這個原因，政
府不太可能出台造成去年大部分經濟
損失的嚴格限制性政策。此外，在經
歷了近兩年的疫情之後，消費者和企
業已經調整了行為和流程，這可能有
助於減輕未來經濟活動中斷帶來的打
擊。股市表現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病毒
病例上漲（包括夏天delta變體導致
的病例上漲）的影響，這一事實表明
了經濟具有彈性，並表明投資者願意
直視任何暫時的疲軟。

在持續的疫情挑戰中，經濟強勁
反彈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廣泛的財
政支持和政府收入轉移。正因為如此
，家庭財務狀況從危機中走出來，比
進入危機時要好。相對於疫情前的平
均水平，估計有2.3萬億美元的額外
儲蓄，在不確定時期提供了安全緩衝
，並為消費支出提供了額外的動力。
最新數據表明，美國經濟強勁且動能
積極。這並不是說與 omicron 變體相
關的任何新限制都不會破壞經濟恢復
。然而，第四季度實際 GDP 預計將
以近10% 的速度增長。作為美國經
濟主要驅動力的消費者支出沒有顯示
出放緩的跡象，即使按實際計算（通
脹後），上個月的支出也強勁增長。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是工廠活動的
領先指標，這一指標在11月小幅走高

，接近 2004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服
務業的類似指數升至歷史高位。材料
和勞動力短缺繼續限制經濟增長，但
程度低於今年早些時候。勞動力市場
保持健康。雖然 11 月的就業增長創
下今年以來的最小增幅（235,000 個
就業崗位），但失業率下降幅度超過
預期至 4.2%，勞動力參與率上升。
同樣令人鼓舞的是創紀錄的新增崗位
數量，以及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下
降至新低點。四周申領失業救濟金平
均人數現已跌破過去六次經濟擴張中
五次的最低點，突顯了勞動力市場復
甦的進展。

如果研究證明現有疫苗對omi-
cron 仍然有效，短暫的市場下跌會是
另一個類似過去病毒恐慌的買入機會
。投資者應避免基於近期不確定性產
生的恐慌而放棄長期投資策略。展望
2022 年，即使疫情迷霧持續存在，
週期性行業仍將繼續受益於高於趨勢
的經濟和盈利增長。隨著美聯儲收回
寬鬆政策，並且隨著財政刺激措施的
消退，今年表現不佳的大宗商品、公
用事業和醫療保健行業明年可能會表
現得更好。在資產類別層面，新興市
場和國際中小盤股當前估值較低，增
長前景具有吸引力。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今天指出，初步數據顯示，相較
於先前的變異株，Omicron變異株可能較易對已染疫或接種疫苗的人造成再
度感染，但引發的病情可能較輕。

法新社報導，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告訴記者，來
自南非的新數據顯示，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變異株
造成再次感染的風險較高。

譚德塞還指出，也有部分證據顯示，相較於Delta變異株，Omicron變
異株引發的病情較輕。但他也強調，在得出確切結論前，需要更多數據。

他警告，即便結果證實Omicron引發的病情較輕，也不應放鬆對疫情
的警戒。他告誡說，自滿會付出生命代價。

Omicron再感染風險恐更高 但可能較Delta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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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致认为会计是份好职业，学成归来

不愁没工作，但毕业回国至今一年多，我还是没

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年关将近，回顾这一年，24

岁的曾可馨心情有些复杂，她从没想过，自己从

英国留学回国后会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在网络世界，曾可馨是豆瓣“海归废物回收互助

协会”小组成员之一。这里有3万多人和她一样，

在父母亲朋的殷殷期待中出国，在激烈残酷的就

业竞争中发现，“海归”留学生的身份并未比国

内高校毕业生更有竞争力。

数据统计，2021年海外留学生学成归国的人

数将首超100万人，而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国

际关系变化等因素影响，归国学子的就业形势出

现了诸多变化，甚至出现了“留学无用”的声音

。如果以就业、收入等硬性指标来衡量，留学的

价值真的没有了吗？

焦虑 正在褪色的“海归”光环

今年10月，上海某单位发布的2022年度定向

选调生和储备人才招录公告显示，其招录的45名

青年储备人才要求颇为“严格”：国内高校须毕

业于指定的30所“双一流”高校，如有留学经历

，则需要是在QS、U.S.NEWS、ARWU、THE世界

大学排名最新榜单前200名的国（境）外高校优秀

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如报名选调生，其本科则需

要是国内“双一流”高校，国外硕士研究生学制

需2年及以上。

“截至目前，我参加的所有体制内单位招录都承

认一年制海外硕士。”在英国留学一年的曾可馨

告诉记者，虽然她没有遇到过人才招录过程中海

外硕士学位不被认可的情况，但遇到过别的情况

，让她感觉到“海归”光环正在褪色。

4年前，同样是留学归国，曾可馨的表姐通过

人才引进的政策成功进入长沙某事业单位就职。

学历是工作的“敲门砖”，在家人的支持鼓励下

，彼时正在读大二的曾可馨便做好了出国留学的

心理准备。去年开始，已经留学归来的她便在网

上关注各地人才引进的政策，从简历筛选、到笔

试面试各个环节努力通关，距离“上岸”她总差

了一些。“所有招聘都需要笔试、面试，我到现

在只入围过一次终轮面试，到最后还是被刷了下

来。”曾可馨失落地说，她还参加过几个银行校

招，简历投进、参加了初轮笔试后便杳无音讯。

“在招聘公告上，我们是不会直接这样写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有一定的‘标准’

。”某国企人事负责人杜先生表示，他们现在在

应届生校招方面，对于国外院校，会选择THE世

界大学排名前50的学生，“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更

加快速地筛选到高素质的人才，节约招聘成本。

”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对于国外硕士的选择，他

们还没有非要2年制的学生，1年制的硕士也是可

以的。

迷茫 当收入高低成为衡量留学的价值

姚亮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把所有的心血都

倾注于儿子的教育中。高中毕业后，他便成功前

往美国，修学国际经济专业——一个找工作很难

的专业，但那个时候他并不了解。作为全家族上

下第一个走出国门读书的孩子，毕业后的工作会

如何选择？2019年，刚回国的姚亮满怀期待地开

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薪酬却让他感受到了来自现

实生活的沉重一击。

“我的专业不是技术岗位，海外留学经历的

优势在海量的毕业生前并不算有优势。”姚亮说

，随着国内大学生群体竞争力快速增强，国外留

学经历在招聘中的优势差距逐渐在缩小。尽管他

的毕业学校在国际排名中比国内南开大学靠前，

但招聘企业会更青睐一名有过相关实习经历的

“211”工程高校毕业生。

姚亮的落差感并非个例，《2020年海归就业

力调查报告》显示，12.8%的海归认为自己应该拿

到30万元以上年薪，而真正拿到这一数字的仅占

5%；有接近四成海归的实际年薪不足10万元，这

一比例相较前一年增加了足足一成。

上述《报告》还指出，对于海归来说，英语

表达能力、宏观视野和适应能力，是其三大竞争

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

升，国内毕业生与海归的优势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另一方面，相比海归，国内毕业生对于工作预

期相对较低，更容易融入就业环境，对企业的工

作要求接受度也更高。

“国外留学一年我花了大概40万元，要挣回

这笔钱不知道要几年。”在江西某三线城市党报

工作的小徐表示，从英国QS前100的传媒专业毕

业后，她最终还是在父母的助力下回到了家乡工

作。她表示，如果用收入衡量出国留学的价值，

这的确不算一笔“划算”的买卖。

突围 留学生仍有就业优势

《2020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

，随着海归求职这一领域竞争的愈发激烈，海归

群体找到心仪工作的时间周期也变得更长，21%的

受访者表示自己用了4至6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合适

的工作，6%的人表示自己用了7至12个月，而花

费1年以上找工作的群体占据了约4%，总体要比

2019年回国求职群体花费的时间更长。

“海归”真得不吃香了吗？实际上，一些专业性

较强的行业公司，对候选人要求较高，甚至海外

留学、海外工作经历是必须项。

“一开始我满心只想去大厂，在求职网站上投了

简历后却只显示已查看。之后我开始不管公司大

小，觉得合适就投，逐渐到连工资不足两千块的

实习生都会去投。”如今在一家公司从事活动策

划的李亚（化名）介绍，和许多留学生一样，她

的求职历程也经历了一番“历练”。 如今尽管不

在她理想中的大公司，但因为“国际化”的思维

，她的策划总能展现不同的亮点，1年不到，她便

升职成为公司策划部门的小组长。

今年10月举行的第22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全

体大会上，中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开幕词中表

示，继续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继续引进优

质教育资源，继续支持出国留学，提升来华留学

质量。

“社会逐渐认识到海归学历也有高低之分

，并非所有海归都是人才。但目前来说海归的

平均月薪还是远高于国内应届生水平。”启德

留学机构叶嘉豪建议，除了毕业院校排名，专

业吻合度、毕业成绩、本科硕士阶段的相关实

习实践经历等都是海外留学生在就业市场提升

竞争力的途径。

为就业“镀金”海外留学功效还剩几成？

据教育部最新官方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

900万，和去年的874万的毕业生人数

相比，今年激增了35万人。

与此同时，海归人数也将创历史

新高，据全球职业发展数据库WokSop

发布的《2021留学生归国求职意向调

研》中指出，2021年希望回国就业的

留学生人群相比2020年的数量暴涨了

48%。如此形势之下，就业问题将依

旧是留学生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

战。

在如此严峻的挑战之下，留学生

该如何提升自己、提升职业竞争力呢

？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来康康啦！

留学归来的烦恼，“僧多粥少”就业

难

留学生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

各界的热议问题。

据 2020 年底教育部官方统计，

2019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70.35 万人，较上一年度增长 6.25%；

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

增速达到11.73%。

根据智联研究院 2021 年 1 月发布

的《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中显示，2020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

人数同比增长 33.9%，45%海归期望

扎根一线城市；疫情促使 2020 年毕

业的应届留学生回国求职同比增长

67.3%，近 9 成留学生回国后选择就

业。

Boss 直聘发布的《2021 秋招早鸟

报告》指出，2020 年秋招中，2020 届

与 2021届参加校招的留学生同比增长

94.3%，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比例高

达 65%，海外留学生面临比以往更为

激烈的就业竞争，且在择业结构上存

在行业与区域集中现象，进一步加大

了就业市场“踩踏效应”。

依托区域经济水平发达、基础设

施完备、国际化程度高等优势，一

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成为海归回巢

大本营，吸纳了 45.1%的求职申请，

海 归 投 递 简 历 前 十 的 城 市 吸 纳 了

64.2%的海归就业需求，其中排名前

三的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合

计占比近40%。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互联网、金

融等行业更受海归人群偏爱，其中，

9.5%的海归向金融业投递简历，比全

平台求职者占比高出4.8%，是“踩踏

”效应最为严重的就业领域。

同时，随着国内双一流高校对人

才的大力培养，国内高校毕业生同样

受到名企认可，用人单位认为能通过

高考考进清北复交等知名高校的学生

，吃苦能力要比海归强，而且从期望

值和薪资要求方面来说，也要比海归

低，工作的时间也会更稳定，不会轻

易跳槽。

当供求关系差距越来越大，求职

的竞争日益激烈，此时海归光环将不

会带来明显优势。

怎么办？如何提高就业竞争力？

● 克服自身劣势，发扬自身优势

海外的学习与生活给予了留学生

宝贵的人生经历。

海外的教学体系更鼓励学生主动

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这是企业面试官非常欣

赏的闪光点。

在国外的求学生活多数是需要自

己照顾自己的，因此在适应环境，适

应文化差异以及抗压能力上留学生具

备更强的能力，这也是用人单位十分

看重的优点。

当前很多用人单位在创新能力、

专业技能、适应能力、逻辑思维和

执行力等方面对留学生有着更高的

期待，在面试过程中加强表现此方

面的能力，能够更有效的提升面试

成功几率。

留学生的语言优势一直是具有争

议的，很多国内高校毕业生的外语能

力并不比留学生差，如何展现自己的

语言优势，能够用专业的外语表达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讨论有深度有内涵

的论点，留学生应当认真把握。

● 提前做好规划，契合企业用人

要求

在新东方《2021 中国留学生白皮

书》中显示，很多留学生没意识到找

工作是一个持久战，同时国内企业对

海外学历背景的认可，让很多留学生

在求职规划中更加自信，从而放松了

求职时的前期规划与准备。

根据 2021 年的调研数据，“对自

己定位过高”和“相关实习/工作经验

不足”成为了留学生求职的两大主要

问题，另外，“对国内环境不熟悉”

、“信息渠道获取有限”、“职业发

展方向和目标不清晰”都是当今留学

生求职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也反映了

留学生们在早期的职业规划意识不足

的情况。

很多用人单位对于留学生的实习

经验和相关工作经验非常看重，并且

更青睐专业对口的求职者，而这也正

是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主要优势。

因此前期的留学规划在选择专业

时就一定要考虑好未来的职业规划，

同时在留学期间注意积累相关的实习

和工作经验，海外高校往往会为学生

很多实习机会，学生在就读期间要注

意充分利用起来。

无论是求职就业还是留学申请，

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实践经验越来越

成为企业用人的标准，因此参与各类

实习和科研项目提升背景、丰富履历

是必要选择。

留学生归国就业难？
该如何打破"僧多粥少"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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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精準滴灌下調再貸款利率
幅度0.25個百分點 支持三農小微企業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7日

發布的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表顯

示，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

0.25 個百分點；調整後，3個

月、6個月、1年期再貸款利率

分別為1.7%、1.9%、2%。央

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利率，

專家稱此舉有利於降低銀行資金

成本、激勵放貸積極性。隨着穩

增長逐步成為政策共識，信貸融

資條件可能有所寬鬆，但預計全

面降息可能性仍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人民銀行7日公布，11月末中
國外匯儲備為32,223.9億美元，環比增加47.7億美
元，為連續兩個月增加，10月增加169.9億美元。國
家外匯管理局指出，11月中國外匯市場交易保持活
躍，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平穩。

外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答記者問並
稱，11月美元指數上漲，主要國家債券價格總體上
漲，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計價貨幣，在匯率折算與
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當月外匯儲備規模
上升。她表示，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持續恢復，有
利於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今年至今中國外匯儲備累計增加58.6億美元，
2020年全年外儲增加1,086億美元，2019年全年外儲
為增352億美元。

黃金儲備27個月不變
人行同時公布，11月末黃金儲備為6,264萬安

士，為連續27個月保持不變；當月黃金儲備對應的美
元價值為環比增加22.1億至1,130.3億美元。

這是時隔一年多人民銀行再度下調支農、支
小再貸款利率。去年7月，當時央行下調

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與上次
全面調整不同的是，此次央行僅下調了支農、
支小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和金融穩定再貸
款利率未做調整。央行公布的利率表顯示，金
融穩定再貸款利率為1.75%，再貼現利率為
2%。

再貼現利率維持2%
再貸款、再貼現是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

道之一。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央行增設不
少專項再貸款，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
力量。今年央行新增3,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支小再貸款、2,000億元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再貸款以及2,000億元支持煤炭高效清潔利用
專項再貸款。據第三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截
至9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餘額為4,747億元，
支小再貸款餘額為9,937億元，扶貧再貸款餘
額為1,904億元，再貼現餘額為5,842億元。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當前，
“三農”、小微企業仍是經濟發展中的薄弱領

域，需要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下調支
農、支小再貸款利率，有助於降低中小銀行的
資金成本，進而引導中小銀行降低“三農”和
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精
準滴灌”和“直達實體”的作用。

針對性輸血實體經濟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指出，央行

降低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可降低銀行支持小
微、涉農企業信貸與票據資金的成本，提高銀
行調降對小微企業與涉農企業貸款利率的意
願，有利於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但他強調這是
結構性貨幣政策，針對性的為中小企業和農業
等部門輸血。

中信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明明表示，本次
再貸款利率調整主要還是由於中小微企業和涉
農經濟壓力大，調整是符合市場預期的。但他
認為，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露出穩增長訴求，寬
貨幣、寬財政、房地產邊際寬鬆的政策組合基
本確立。政策利率或難下調，短期全面降息概
率不大，貨幣政策仍以數量型調控及結構性工
具為主應對經濟形勢變化。

中國外儲規模兩連升

●●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
利率利率，，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
能性仍小能性仍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身陷財困的中國恒大再傳出有
兩筆外債違約。彭博社引述消息
指，恒大旗下子公司景程兩筆境外
美元債為期一個月的付息寬限期已
於周一（6日）結束，共涉8,250萬
美元利息，有債權人透露，截至紐
約時間周二(7日)零時30分仍未收
到債息，意味着恒大違約。消息抵
消集團設立風險化解委員會的利好
因素，該股昨早段曾升8%，其後
升幅大幅收窄，收報1.83港元，僅
升1.1%。

另一2.6億美債料未償還
報道指，該筆債券發行人為恒

大子公司景程，其中一筆2022年到
期債券的應付利息為 4,190 萬美
元，另一筆2023年到期債券應付利
息4,060萬美元。該些利息最初到
期時間是11月6日，並有30天的寬
限期。數據顯示，恒大的未償還離
岸公募債券約192億美元，本地債
券約84億美元。截至6月，其負債
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

事實上，上周五晚恒大亦未能
履行一筆2.6億美元債項的償還義
務，廣東省政府應恒大要求向恒大
地產派工作組進行風險處置。消息
指，恒大在債務重組中會納入所有
離岸的公募和私募債務，可能成為
中國規模最大的債務重組之一。評
級機構標普昨指出，恒大違約看起
來不可避免。

佳兆業暫避4億美債違約
另外，彭博社又指，一群佳兆

業集團債券持有人周一向該公司發
送一份正式的暫緩提案，讓其在一
段時間內避免在7日(7日)到期的4
億美元債券違約。該債權人集團由
Lazard Ltd.提供諮詢。其提案包括
向注入資金，該集團持有面值約50
億美元的佳兆業票據。佳兆業拒絕
對該提議發表評論。

據內地媒體報道，佳兆業旗下
多個項目出現欠薪及停工問題。報
道引述廣州市白雲區小坪村佳兆業
項目的工人消息指，七八個工地都
已停工，8個工人兩個月以來只拿
到一萬元人民幣。有買家表示，位
於廣州金融城的佳兆業壹號項目出
現爛尾，業主買樓5年至今仍未收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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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兩BB””問世問世
難 忘洪永城洪永城 1122月月

林奕匡改善性格多遷就太太 鄭秀文籲續支持惜食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香港一向不乏藝人北上發展，並取得不
錯的成績。楊千嬅近年來亦積極開拓內地巿場，經常亮相綜藝節目，好
像《妻子的浪漫旅行3》、《做家務的男人3》、《我們的歌3》等，亦有
現身不少大型晚會獻唱金曲。

不過，由於疫情關係，目前從香港返內地仍需要隔離，千嬅為了方
便工作，索性舉家旅居上海，並安排9歲兒子丁進諾（Torres）入讀當地
頂級國際學校。

千嬅回覆媒體查詢時表示：“由於老公的爸爸及家人都在上海，所
以暫居上海，大家有個照
應，而我都會返香港的。”

劉嘉玲7日在微博晒出
與丁子高長跑9公里之後的
合照，配文：“心曠神
怡”。

此前二人也曾多次結伴
一起跑步健身，看來千嬅一
家已十分適應上海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黎諾懿的太太李潔瑩
（Nicole）和模特兒兼藝人貝
安琪6日晚各自帶同囝囝“小
春雞”黎峰睿和Sebastian出
席公開活動，即將臨盆的Ni-
cole挺着大肚子到來，有意再
追小朋友的貝安琪也忍不住
摸Nicole的大肚子，沾沾旺
氣。

Nicole透露預產期還有兩
個星期，BB應趕得及出來過
聖誕，現時心情還好，只是
想到快要照顧BB無得瞓，加
上有一段時間要吃坐月餐，
便感到有點灰。

問到老公諾懿是否更緊
張，Nicole笑說：“他有過第
一次經驗，今胎不是很緊張，學識放鬆，（老公有否
請假陪坐月？）沒有，不過他的工作時間較彈性，不
用拍劇會有多些時間陪我。”

說到BB的名字，Nicole指老公比較迷信，要等
BB出世後搵師傅改，乳名會跟“牛”字有關，因今年

是牛年，之前想了好幾個都是同食物有關，但仍未決
定。身旁的小春雞知道快將做哥哥，很開心有人陪他
玩，當問到會否跟弟弟分享玩具時，他略帶猶疑說
“不好”，原來是因為弟弟太細，未懂得玩他的玩
具。

浪子變暖男自爆銀行存摺早交太太浪子變暖男自爆銀行存摺早交太太
●洪永城笑

C君（左）是高
層，故不敢得
罪。

楊
千
嬅
舉
家
旅
居
上
海

●洪永城
和太太梁諾妍
浪漫慶祝生

日。

●傅嘉莉
表示自己體質
敏感。

●《凶宅清潔師》7日展開宣傳活動。

●●丁子高跟劉嘉玲在上海一起跑步丁子高跟劉嘉玲在上海一起跑步。。

●●楊千嬅跟丁子高不用分隔楊千嬅跟丁子高不用分隔
兩地兩地。。

●●李潔瑩李潔瑩（（左左））的兒子小春雞跟貝安琪的兒子小春雞跟貝安琪（（右右））的兒子的兒子SebastianSebastian鬥扮鬼臉鬥扮鬼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即將榮升人父的洪永城6日

38歲生日，7日出席劇集宣傳活

動時，透露與太太梁諾妍的愛情

結晶品“洪寶寶”預期將於一至

兩星期內便出世。C君就搞笑提

議他BB女叫“洪簿仔”，洪永城說自

己的紅簿仔(銀行存摺)一早已交給太

太。婚後真的由浪子變為暖男好丈夫

了。

洪永城、C君（鄭詩君）身兼監製及演員的
myTV SUPER原創劇集《凶宅清潔師》，7

日於電視城舉行記者會，其他出席演員還有鄭俊
弘、傅嘉莉（Kelly）、方紹聰、杜燕歌及韓馬利
等。

台上洪永城笑說：“我唔敢再‘潤’C君，
佢係高層，再‘潤’佢出年J2節目都冇份做。”
C君就笑說：“你唔‘潤’我，J2都冇份做。”
二人又齊聲表示對劇集相當有信心，洪永城更大
讚：“《凶》劇係10年嚟我睇過最好嘅一套電視
劇。”會上工作人員推出蛋糕為洪永城補祝生
日，壽星仔感動得眼濕濕，並表示生日願望除了
劇集收視大捷，還有母女平安。

偕妻南丫島慶生
會後洪永城和C君一起接受訪問，兩人表示

《凶》劇由籌備到完成花了3年時間，洪永城更
被取笑製造這個BB所花的時間比真實的更長。C
君表示本身主要負責編審方面，雖然其間提供很
多資料，但很多都沒有出街：“劇本由籌備到出
街期間一直在修改，最痛苦係自己都會否決返自
己嘅構思，但最主要都係希望出嚟效果好。”洪
永城就表示因很多都是幾年前的構思，部分資料
需要更新，因此才要不停作出修改，如今劇集終
於推出感到相當興奮，他又感恩說：“好感恩同
好幸運，兩個BB都喺呢個月見人，12月真係好
難忘。”問到之後會否再合作？二人稱如果劇集
反應好，一定會再合作。

洪永城又透露早上陪太太做產檢，醫生告知

他們BB女將於一至兩星期內出世，令他的心情相
當緊張。目前仍在拍攝《法證先鋒V》的他又透
露，已向劇組請假兩星期，因覺得女士生BB時有
男士陪伴好緊要。至於BB女的名字，他笑說：
“太太改咗個乳名叫‘洪寶寶’，中文名會等佢
出世之後交畀師傅改。”身旁的C君就搞笑提議
BB女叫“洪簿仔”，洪永城隨即表示自己的紅簿
仔（銀行存摺）一早已交給太太。

另外，洪永城日前和太太梁諾妍去了南丫島
慶祝生日，今年最後一年過二人世界的洪永城又
說：“雖然明年生日會多一個人，但係只要有太
太同個囡喺身邊，每一年生日都會好開心。”他
又大爆去南丫島，主要是想帶老婆食豆腐花及散
步，不過其間老婆突然話肚痛，初時他都驚，幸
好之後都穩定下來。

傅嘉莉曾想推演
傅嘉莉（Kelly）表示拍攝《凶》劇期間，全

程都感到很心寒，更一度想辭演，她說：“當初
冇諗過要去荒廢學校及軍營拍攝，因為我本身有
體質敏感，有一刻想過辭演，但覺得呢個題材吸

引，唯有頂硬上。”為求拍攝順利，她表示
開拍前找師傅拿了10
件法器護身，因為拍攝
正值夏天，要想辦法收
起法器，最後想出將法
器綁在腰間，幸好最後
順利完成拍攝，沒有遇
上怪事，最辛苦是要忍
尿，她說：“試過有兩晚
要喺軍營拍通宵，因為唔
敢去廁所，所以全日只飲
好少水，一直忍到朝早才
敢去。”

杜燕歌則透露戲中與太
太韓韓馬利飾演夫妻，又表
示最難忘是拍攝在春秧街的
一場碌地戲份，因為當時正
值疫情嚴峻時刻，他還要在骯
髒的地上碌來碌去，幸好工作
人員做足消毒工夫，讓他安全
拍攝。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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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精準滴灌下調再貸款利率
幅度0.25個百分點 支持三農小微企業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7日

發布的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表顯

示，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

0.25 個百分點；調整後，3個

月、6個月、1年期再貸款利率

分別為1.7%、1.9%、2%。央

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利率，

專家稱此舉有利於降低銀行資金

成本、激勵放貸積極性。隨着穩

增長逐步成為政策共識，信貸融

資條件可能有所寬鬆，但預計全

面降息可能性仍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人民銀行7日公布，11月末中
國外匯儲備為32,223.9億美元，環比增加47.7億美
元，為連續兩個月增加，10月增加169.9億美元。國
家外匯管理局指出，11月中國外匯市場交易保持活
躍，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平穩。

外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答記者問並
稱，11月美元指數上漲，主要國家債券價格總體上
漲，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計價貨幣，在匯率折算與
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當月外匯儲備規模
上升。她表示，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持續恢復，有
利於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今年至今中國外匯儲備累計增加58.6億美元，
2020年全年外儲增加1,086億美元，2019年全年外儲
為增352億美元。

黃金儲備27個月不變
人行同時公布，11月末黃金儲備為6,264萬安

士，為連續27個月保持不變；當月黃金儲備對應的美
元價值為環比增加22.1億至1,130.3億美元。

這是時隔一年多人民銀行再度下調支農、支
小再貸款利率。去年7月，當時央行下調

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與上次
全面調整不同的是，此次央行僅下調了支農、
支小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和金融穩定再貸
款利率未做調整。央行公布的利率表顯示，金
融穩定再貸款利率為1.75%，再貼現利率為
2%。

再貼現利率維持2%
再貸款、再貼現是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

道之一。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央行增設不
少專項再貸款，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
力量。今年央行新增3,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支小再貸款、2,000億元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再貸款以及2,000億元支持煤炭高效清潔利用
專項再貸款。據第三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截
至9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餘額為4,747億元，
支小再貸款餘額為9,937億元，扶貧再貸款餘
額為1,904億元，再貼現餘額為5,842億元。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當前，
“三農”、小微企業仍是經濟發展中的薄弱領

域，需要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下調支
農、支小再貸款利率，有助於降低中小銀行的
資金成本，進而引導中小銀行降低“三農”和
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精
準滴灌”和“直達實體”的作用。

針對性輸血實體經濟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指出，央行

降低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可降低銀行支持小
微、涉農企業信貸與票據資金的成本，提高銀
行調降對小微企業與涉農企業貸款利率的意
願，有利於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但他強調這是
結構性貨幣政策，針對性的為中小企業和農業
等部門輸血。

中信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明明表示，本次
再貸款利率調整主要還是由於中小微企業和涉
農經濟壓力大，調整是符合市場預期的。但他
認為，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露出穩增長訴求，寬
貨幣、寬財政、房地產邊際寬鬆的政策組合基
本確立。政策利率或難下調，短期全面降息概
率不大，貨幣政策仍以數量型調控及結構性工
具為主應對經濟形勢變化。

中國外儲規模兩連升

●●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
利率利率，，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
能性仍小能性仍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身陷財困的中國恒大再傳出有
兩筆外債違約。彭博社引述消息
指，恒大旗下子公司景程兩筆境外
美元債為期一個月的付息寬限期已
於周一（6日）結束，共涉8,250萬
美元利息，有債權人透露，截至紐
約時間周二(7日)零時30分仍未收
到債息，意味着恒大違約。消息抵
消集團設立風險化解委員會的利好
因素，該股昨早段曾升8%，其後
升幅大幅收窄，收報1.83港元，僅
升1.1%。

另一2.6億美債料未償還
報道指，該筆債券發行人為恒

大子公司景程，其中一筆2022年到
期債券的應付利息為 4,190 萬美
元，另一筆2023年到期債券應付利
息4,060萬美元。該些利息最初到
期時間是11月6日，並有30天的寬
限期。數據顯示，恒大的未償還離
岸公募債券約192億美元，本地債
券約84億美元。截至6月，其負債
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

事實上，上周五晚恒大亦未能
履行一筆2.6億美元債項的償還義
務，廣東省政府應恒大要求向恒大
地產派工作組進行風險處置。消息
指，恒大在債務重組中會納入所有
離岸的公募和私募債務，可能成為
中國規模最大的債務重組之一。評
級機構標普昨指出，恒大違約看起
來不可避免。

佳兆業暫避4億美債違約
另外，彭博社又指，一群佳兆

業集團債券持有人周一向該公司發
送一份正式的暫緩提案，讓其在一
段時間內避免在7日(7日)到期的4
億美元債券違約。該債權人集團由
Lazard Ltd.提供諮詢。其提案包括
向注入資金，該集團持有面值約50
億美元的佳兆業票據。佳兆業拒絕
對該提議發表評論。

據內地媒體報道，佳兆業旗下
多個項目出現欠薪及停工問題。報
道引述廣州市白雲區小坪村佳兆業
項目的工人消息指，七八個工地都
已停工，8個工人兩個月以來只拿
到一萬元人民幣。有買家表示，位
於廣州金融城的佳兆業壹號項目出
現爛尾，業主買樓5年至今仍未收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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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翊鳴對單板滑雪運動充滿熱情。 新華社

●●蘇翊鳴蘇翊鳴（（中中））成為成為中國中國
首位男子單板滑雪大跳首位男子單板滑雪大跳
台世界冠軍台世界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上月底勇奪英國
伊頓女子大師賽冠軍的香港“四眼Cue后”吳安
儀，北京時間7日凌晨差點再創歷史，她出戰蘇格蘭
公開賽首圈賽事，大戰英國的前世錦賽冠軍梅菲，
一度領先3：1下，最終被對手反勝，但這場戰役已
是她職業生涯其中一場代表作。

吳安儀9月飛到英國出戰世界職業巡迴賽，不
時與世界頂級男子球手比拚，雖然未逢1勝，但表
現並不失禮。上月底於伊頓女子大師賽第2度稱后

的她，7日於蘇格蘭公開賽首圈亮相，即挑戰世界
排名第6的東道主球手梅菲。吳安儀在強敵面前先
下手為強，首局已打出一Cue 61度，以79：45先
下一城。第2局梅菲立即以90：28作出回應，但吳
安儀其後再意外地連贏67：61及92：18，將比分
拋開至3：1，在7局4勝制下，只要再贏1局即可出
線。不過梅菲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世界頂級球手本
色，先追一局74：0，接着再以61：24扳平3：3，
令比賽進入決勝局。最終梅菲再乘勇打出一Cue
130度，以130：0拿下決定性一局，有驚無險地以
4：3反勝這位香港女將。

吳安儀雖然未能再次創造歷史，但表現已震驚
桌球壇。她賽後在社交平台發文：“今日發揮得不
錯的，領先住3：1都沒因為就衝線而緊張，不過之
後梅菲真是沒有太多機會給我。除了第6鋪，個白
球走位一路都不是那麼理想，越校越遠。但今場球
賽依然看到自己進步，不容易。繼續努力繼續練，
希望好快迎接我的第一場勝利。”她又透露未來一
個月會好好休息及看球賽。

離奪冠過去差不多一
天。蘇翊鳴接受了訪問，他說奪冠的那個

晚上自己基本沒怎麼睡。“我一直在想，從我
剛開始滑雪到奪冠的這樣一個過程。感覺還像
做夢一樣，就是特別奇妙。”

13年前，蘇翊鳴4歲的時候，父親第一次
帶他去雪場滑雪。“一開始，就是單純喜歡
雪，喜歡玩兒，第一次嘗試單板滑雪時，甚至
不知道這到底是一項什麼運動。”但嘗試之
後，蘇翊鳴就喜歡上了滑雪，即便後來更廣為
人知的經歷是出演過《智取威虎山》等電影，
但電影中在冰天雪地裏馳騁的“小栓子”形象
更像是愛好的延續。隨着北京攜手張家口獲得
2022年冬奧會舉辦權，在家門口參加冬奧的夢
想開始在他心中萌芽。此後，中國國家體育總
局向全社會公開開展大跳台項目選材，並在
2016年舉辦了面向所有人開放的全國性賽事。

在那次賽事中，蘇翊鳴嶄露頭角，再之
後，他入選跨界跨項中國單板滑雪國家集訓
隊。“其實對我來說改變還是挺大，但是我覺
得唯一沒有變的就是我對單板滑雪的熱愛。”
他說，“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保持着當時
熱愛單板滑雪的那顆初心，我不管做什麼，都
是因為我喜歡。只有熱愛這個事情，我才會盡
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這個事情。”

“最大的努力”體現在一次次的練習中。在

一同出席採訪
的教練佐藤康弘眼中，蘇翊鳴是
“天才型選手，再加上後天努力型選手”，“他
不斷專注於每天的訓練，不甘於現狀，心中有着
更高的追求。”不甘於現狀的人總會尋求突破，
而“突破”正是蘇翊鳴近期的關鍵詞。在世界盃
奪冠之前，他剛剛在奧地利斯杜拜訓練營中成功
完成內轉轉體1980的動作（轉體5周半），這是
世界上首次有人完成這一動作。“1800、1980，
聽起來只不過是180度的變化，但其實對我們來
說，這180度需要用的時間會很長。”蘇翊鳴
說，“經過成百上千次在氣墊上的練習之後，我
們才會去雪上嘗試。”

感謝祖國背後強大支持
“雖然（項目）對我們來說有很大的把

握，但還是屬於極限運動，非常危險，所以當
我在訓練或者嘗試一些動作的時候，我需要
100%的專注。”他說，“我特別幸運、特別榮
幸能夠有祖國在背後提供這麼強大的支持，正
是因為這種支持，我才不會有更多別的想法，
我可以心無雜念，100%地去專注於我想完成的
事情。”“我現在更加專注的事情就是備戰冬
奧會，這也是我目前最大的目標。”

大跳台世界盃的表現，讓蘇翊鳴離這個目
標又近了一步。他還記得自己小的時候，父母
帶他去“鳥巢”看雪上項目世界盃。在那個時
候的蘇翊鳴看來，那個跳台“巨大無比”。
“我想有一天我如果能站上這個跳台，和世界
上最好的選手一起比賽的話，簡直不能再好，
那時候就是我的夢想。”他說，所以這一個冠
軍意義“非常大”，“對我來說是一種認可，
也讓我更加有信心去備戰之後的世界盃，然後
取得更多的經驗，在冬奧會上拿到好的成
績”。

由於大跳台與坡面障礙技巧為一個參賽名

額，蘇翊鳴還將
在接下來的3站坡面障礙技巧世界盃
上繼續爭取積分和排名，以達到參賽標準。與此
同時，他也在打磨自己各個項目難度動作的穩定
性與成功率。“不管平時訓練有多麼好或者成功
率有多麼高，但是比賽的時候其實就是這一跳，
只有一次機會。”他說，“每天都有不同的計劃
需要去完成，每天進步一點點，到冬奧會的時
候，我才能給大家展現出我自己最好的水準。”

讓國歌在每個地方奏起
更遠的將來，他也有很多不同的計劃。

“我想繼續去比更多的比賽，然後能在全世界
各地的比賽都拿到好的成績。我也想通過自己
的努力，能夠讓國歌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奏
起。”17歲的年紀，人生剛剛在眼前鋪開，談
起未知的未來，蘇翊鳴臉上是少年人特有的朝
氣與自信。“只要你熱愛這個事情，在安全的
前提下，要百分之百地去投入，去做你自己熱
愛的事情。”他說，“我相信如果努力了，沒
有什麼是不可能完成的。” ●新華社

12月4日的美國斯緹姆博特，單板滑雪大跳台世界盃第2站比

賽。第1輪，內轉1800後手抓前刃，85分；第2輪，外轉1800抓

板尾，70.25分——155.25分，憑藉這個成績，蘇翊鳴從首位闖進

單板滑雪大跳台世界盃決賽的中國男子選手，直接升級為首個中

國男子單板滑雪大跳台世界冠軍，以及世界盃總冠軍。在被問及

如何取得這樣的突破時，17歲的少年給出了自己

的答案：“因為喜歡。”

根據世界冰壺聯合會消息，目前已有男、
女各7支團體隊伍和8支混雙隊伍拿到2022年
北京冬奧會冰壺項目參賽資格，其中東道主中
國隊和冰壺老牌勁旅加拿大、瑞典、瑞士隊均
拿滿男、女團體和混雙3個項目的參賽資格。

拿到北京冬奧會混雙參賽資格的另外4支
隊伍分別是英國、挪威、意大利和捷克；獲得
女子團體參賽資格的還有俄羅斯奧委會、美

國、丹麥；領到男子團體參賽席位的還有英
國、美國和俄羅斯奧委會。

目前，北京冬奧會冰壺資格賽正在荷蘭呂
伐登進行，比賽從5日持續至18日，將通過單
循環賽、淘汰賽爭奪最後8個參加北京冬奧會
的資格，其中包括2支混雙隊伍和男、女團體
各3支隊伍。

●新華社

多支團隊獲北京冬奧冰壺參賽資格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
港隊勇奪9金11銀12銅

●●吳安儀吳安儀（（右右））差差點擊敗梅菲點擊敗梅菲。。
吳安儀吳安儀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蘇翊鳴曾在蘇翊鳴曾在《《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飾飾
演演““小栓子小栓子””。。 蘇翊鳴微博圖片蘇翊鳴微博圖片

蘇翊鳴蘇翊鳴：熱愛才會有突破

中國首位男子單板滑雪大跳台世界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正在巴林
舉行的“2021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7
日完成最後一日賽事，香港隊最終獎牌數目為
9金11銀12銅。

在日前第4日比賽獲得1金2銀2銅的港
隊，在7日最後一天比賽再創佳績，再取得1金
2銀2銅，其中東京殘奧代表陳睿琳和張可盈，
在游泳女子SM14級 200米個人四式（16-18
歲）決賽，分別游出2分36秒30和游出2分40

秒22，包辦了此項目的第1及第2名，為香港贏
得1金1銀。

而在女子 S1-10 級 50 米自由泳（12-15
歲），區樂詒則游出35秒54，刷新個人最佳
時間及取得銀牌。在女子S6-10級100米背泳
（16-18歲），林寶儀游出1分51秒09，取得
銅牌。最後男子 SM14 級 200 米個人四式
（12-16歲），張浚諾游出2分26秒66，刷新
個人最佳時間及取得銅牌。

●●港隊於今屆比賽共取得港隊於今屆比賽共取得99金金1111銀銀1212銅銅。。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圖片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圖片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5

蘇格蘭賽僅負梅菲
吳安儀打出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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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老四川老四川」」 休士頓第二家分店於周日休士頓第二家分店於周日
（（1212月月55日日））在中國城百佳廣場隆重開幕在中國城百佳廣場隆重開幕

已有已有1919家分店的全國知名家分店的全國知名 「「老四川餐飲集團老四川餐飲集團」」 休士頓第二家分店於周休士頓第二家分店於周
日日（（1212月月55日日））中午在中國城中午在中國城 「「百佳廣場百佳廣場」」 隆重開幕隆重開幕。。

圖為圖為 「「老四川老四川」」 開幕式上舞獅盛況開幕式上舞獅盛況。。

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
（（左三左三））向向 「「老四川老四川」」 老老
闆胡曉軍闆胡曉軍（（右二右二））致賀致賀。。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Gene Wu）） （（右五右五 ））在開幕儀式上致賀詞在開幕儀式上致賀詞。。

西南紀念醫學院副院長西南紀念醫學院副院長、、黃金心臟中心負責人黃金心臟中心負責人
豐建偉醫學博士豐建偉醫學博士（（右五右五））致賀詞致賀詞。。

「「老四川老四川」」 休士頓的負責人劉小偉休士頓的負責人劉小偉（（右二右二 ））致詞致詞。。

「「老四川餐飲集團老四川餐飲集團」」 老闆胡曉軍老闆胡曉軍（（左左
三三）、）、休士頓負責人劉小偉休士頓負責人劉小偉（（左一左一））
與貴賓與貴賓（（右起右起））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楊德清執行長楊德清、、 「「QQQQ地產公司地產公司」」 負責負責
人卿梅人卿梅、、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 副總裁周明潔等人在店內合影副總裁周明潔等人在店內合影。。

（（左起左起））客人楊德清客人楊德清、、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
等人與等人與（（後排左起後排左起）） 「「變臉變臉」」 表演者表演者

、、卿梅卿梅、、老闆胡曉軍合影老闆胡曉軍合影。。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左左 ））與當天表演舞與當天表演舞
獅的獅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負責人劉負責人劉
根明根明（（釋延禪釋延禪））師父師父（（右右））合影合影。。

胡老闆胡老闆（（右一右一 ））介紹白師傅介紹白師傅（（右二右二））
等當天的廚師出列等當天的廚師出列。。

「「老四川老四川」」 的招牌菜的招牌菜：：避風塘大蝦避風塘大蝦「「老四川老四川」」 的招牌菜的招牌菜：：火爆螃蟹火爆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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