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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內
地
穩
經
濟
助
力

港
股
破
魔
咒
5
月
倒
升

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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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在京行程 感謝中央信任 承諾盡快組班

李家超：全力以赴 不負眾望

香港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長官李

家超5月31日結束在京的4天行程。

他返港後在機場會見傳媒時表示，再

次感謝中央對自己的信任，任命自己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自己會全力以赴，“無負中央對我的

信任以及市民對我的期望。”他表示

會履行責任，盡快組織主要官員的管

治班子，按照基本法提請中央政府任

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子京）香港各界青年5月31
日表示，期望李家超能帶領新一
屆特區政府全力落實習近平主席
和中央的重要指示，解決香港積
壓已久的深層次問題，同時多傾
聽青年、基層的聲音，為青年上
流提供更多機會，令廣大市民真
切感受到中央及新一屆特區政府
的關懷。

莊家彬冀訂復常通關時間表
香港菁英會永遠榮譽主席莊

家彬表示，李家超獲習近平主席
的充分肯定及信任，期望他能抓
緊現時香港的好勢頭，帶領新班
子打好這場抗疫戰，為與內地恢
復正常通關訂下時間表，同時要
着力解決房屋、就業、醫療及貧
富懸殊等香港積壓已久的深層次
問題，及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青聯：全力配合施政
香港青年聯會5月31日表示，

對國家領導人在會見李家超時的講
話深感鼓舞和十分認同。香港得以
長期繁榮穩定，國家一直是香港的
堅強後盾。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的大日子，國家已邁向新征
程。聯會將全力支持和配合第六任
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各項
施政，積極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
港所長，充當對外門戶的角色，助
力國家發展，繼續凝聚青年力量，
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作出貢
獻，與社會各界攜手“同為香港開
新篇，青年創未來”。

香港青年會冀多聽青年聲音
香港青年會主席陳凱榮表

示，目前正是處於“由治及興”
的關鍵時期，期望李家超帶領新
一屆特區政府，就困擾社會多年
的深層次矛盾找準痛點下苦功，
改善市民的生活，多傾聽青年、
基層的聲音，令廣大市民真切感
受到中央及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關
懷。

青年民建聯期望團結社會
青年民建聯期望李家超及新一

屆特區政府全力落實習近平主席和
中央的重要指示，團結社會，推動
變革，強化施政效能，切實為市民
做事、克服疫情、重振經濟、促進
社會公平正義，為青年上流提供更
多機會，為“一國兩制”的實踐開
啟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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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表示，再次感謝中央對自己的信
任，任命自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
長官，自己會全力以赴，“無負中央對我的
信任以及市民對我的期望。”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立法會稍
後將審議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方案。被問
及中央對此有什麼看法時，李家超表示，國家領
導人在京會見他時，他提到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
方案，包括增設3名副司長一事。
李家超表示，他向國家領導人解釋了架構重組

的目的，一、架構重組令各司局長在權責方面會
更清晰，產生協同效應，令施政更有效，將產生
實際的作用。二、副司長的參與會加強特區政府
的統籌能力，司長和副司長會有一個指導以及被
指導的角色。
他續說，副司長除了作為司長的副手之外，

還可以承擔一些指定項目的責任。司長或行政
長官會根據實際需要，要求副司長承擔某一些
項目的主體責任，但一般而言，司長和副司長

的關係就是副司長是司長的副手，有從屬的關
係，這方面與現有的局長和副局長的運作情況
是類似的。

提及架構重組 解釋目的成效

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30日下午在釣魚台國
賓館會見了新當選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5月30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會
見李家超，頒發任命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754號
令。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並主持頒發國務院
令儀式。

李家超5月31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再次
感謝中央對他的信任，任命自己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他感到非常榮幸，知道
責任重大，表示會全力以赴，“無負中央對我
的信任以及市民對我的期望。”

他引述，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在會見
他時都一致強調，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落
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以及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我向習主席和
李總理匯報了香港目前的情況，包括經濟、社
會，以及疫情的情況。李總理亦要求特區政府
做好防控疫情的工作。”

長期堅持新選舉制度
有記者問到習近平主席在會面中談到完善

選舉制度的問題，李家超引述習近平主席表
示，新選舉制度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方
針、符合香港實際、符合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
制度、民主制度，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
“第六屆特區政府亦會長期堅持剛才所說的立
場。”

5月31日上午，李家超還與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面。李家超透
露，在會面期間，他向對方介紹了香港一些具
體情況，大家又交換了意見。

李家超表示，身為候任行政長官，他會
履行其責任，盡快組織主要官員的管治班
子。他向夏寶龍主任介紹自己挑選管治班
子的理念，包括能力、經驗、抱負、承擔
和施政理念。由現在到 7月 1 日只有 1個
月，所以他會盡快完成這方面的工作，向中
央提名，請中央根據基本法考慮和決定。

他引述，夏寶龍亦認同組建一個可以幫
助他執行政策和方向的團隊很重要，而管治
團隊有共同的價值觀和有關第六屆政府的總
體施政方向亦同樣重要。

◆李家超表示，將盡快組織主要官員的管治班子，按照基本法向中央政府提名任命。 中通社

反映港人復常通關願望

◆李家超表示，國家領導人在京會見他時，他提
到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方案，包括增設3名副司
長一事。圖為政府總部大樓。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疫情之
下，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是不少港人的心願。
李家超5月31日透露，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
見他時，他向對方匯報了香港的疫情狀況，同
時反映了許多港人希望盡快與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的願望。不過，李家超坦言，仍然有很多挑
戰需要面對，他上任後會就香港情況與內地有

關部門尋求溝通。
李家超5月31日表示，香港面對不少困難

和挑戰，例如目前每天仍有200例至300例的
感染病例，第二劑和第三劑疫苗接種率還沒有
達到90%，因此香港現仍須努力遏制疫情，為
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創造有利條件，讓內地了
解香港有關情況。

林鄭：習主席一語中的 新選制須堅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國家主席

習近平日前會見李家超，談到香港特區新選舉
制度時表示，這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方
針、符合香港實際、符合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
制度、民主制度，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5月31日表示，習
主席一語中的。香港過去很多挑戰，或多或少
都是因為選舉制度未臻完善，無法確保“愛國
者治港”，認同完善了選舉制度，當然要堅持
下去。

林鄭月娥5月31日在行政會議前回應記者
提問時指出，過往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未臻完
善，於是就有一些不愛國者，甚至勾結外國勢
力、外部勢力的人，通過選舉進入政治體制，從

而做一些破壞行動，“這些大家全部看得到。”
她舉例說：“有什麼理由一個地方議會的

議員，他曾經宣誓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擁護
基本法，但他請外國政府制裁這個地方——不
只制裁一些官員，是制裁這個地方，令700萬
人將會受到影響？”

林鄭月娥強調，完善了選舉制度，當然
要堅持下去，“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
說法，讓香港市民知道。”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仍然生效，即“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而規定”，“滿足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
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然可以實施行政長
官普選這個目標。”◆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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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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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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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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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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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冀美有識之士為中美關係注正能量
視頻致辭“基辛格與中美關係”研討會 強調中美關係不能再惡化

“基辛格與中美關係”研討會由中國人民
外交學會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99歲

生日之際以線上方式舉辦。會議回顧了基辛格
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作積極努力，並就中美
關係問題進行研討。

王毅讚賞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各界友好人
士長期關心支持中美關係發展，表示，半個世
紀前，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
統、基辛格博士等中美老一輩領導人，以非凡
的遠見卓識、政治勇氣和外交智慧，打破了兩
國隔絕對抗堅冰，實現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
平洋的握手”，翻開了中美關係新的篇章。50
多年來，基辛格博士近百次訪華，推動歷屆美
國政府奉行積極對華政策，致力於中美關係發
展成為博士外交生涯中最華麗的篇章之一。

王毅說，建設一個互聯互通、多元包容、
安全共享的世界，是中美兩國必須承擔的責任義
務。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是中美雙方必須回答
好的世紀之問。鼓吹中美“接觸失敗”，渲染
“對話無用”，聲稱“合作共贏”只是政治口
號，這些論調既不尊重歷史，也不符合事實。

須跳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合作
王毅指出，中美關係正在遭遇越來越多的

挑戰，中美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曲，發展
方向面臨被進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險。如果美國
在台灣問題上不斷開倒車，將從根本上破壞台

海和平，最終必將殃及自身。中美關係不能再
惡化下去了，必須做出正確抉擇：要端正戰略
認知，摒棄冷戰思維；要鞏固政治基礎，妥善
管控分歧；要跳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合作。

王毅說，當前中美關係的氛圍很不正常，
美方的極度焦慮完全沒有必要。中國壓倒一切
的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自己，滿足人民對美好
生活的嚮往。美國如果一味以大國競爭定義中
美關係，以你輸我贏作為政策目標，只會將中
美推向對抗衝突，將世界推向分裂動盪。

王毅表示，基辛格博士曾說，要有“外交
哲學”，而不是僅僅把外交當成“行政事
務”。身處動盪變革的時代，人類需要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的外交新哲學。希望美國有識之
士不再猶豫，行動起來，不斷為中美關係注入
正能量；期待中美各界人士不再沉默，積極發
聲，為兩國人民帶來新希望。

基辛格：雙方需建立共處原則
剛剛度過99歲生日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

格線上參加會議，並就當下中美關係發表了觀
點。他指出，中美作為大國需要建立共處的原
則，找到共處的方式，共同避免對抗。

基辛格表示，過去幾十年，中美關係沿着
建設性方向不斷發展，但是現在雙方存在很多
分歧，形勢相當緊張。無論是中方還是美方都
清楚，過去幾十年裏，中美兩國都肩負重大責

任，和50年前相比，現在雙方責任更大。
基辛格說，如今世界發生前所未有的變

化，科技發展使大國之間關係更加複雜，特別
是掌握高科技的國家更是如此。這一背景下，
作為大國需要建立共處的原則。中美兩國有不
同的歷史背景，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而中國
的政府治理和外交政策也建立在幾千年的基礎
之上。美國相對更年輕，政策是建立在務實的
基礎之上。在這一情況下，兩國要找到共處的
方式，共同避免對抗，對抗可能會導致衝突甚
至軍事衝突，需要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才能建
立更美好的世界。

基辛格表示，中美雙方應當共同努力開啟
對話，通過對話來完整了解對方的核心利益，
並且對對方的關切予以尊重。他以台灣問題為
例指出，尼克松總統訪華和毛澤東主席談的第
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問題。當時雙方達成默契，
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中國也理解美方對
於一個中國原則如何落實的關切。這種邏輯仍
然應被納入中美關係的框架中。

基辛格指出，雙方應當共同維護過去建立
起來的框架。除了台灣問題，世界上很多問題
都應該這樣處理。比如，技術的進步使各方軍
事能力都有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進步，對各自造
成的威脅和過去不是一個量級。如何有效管控
技術，如何避免正常發展可能帶來的破壞性影
響，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

社及中新社報道，5 月 31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應邀在“基辛格與中美關

係”研討會上發表視頻致

辭。王毅指出，中美關係不

能再惡化下去了，必須做出

正確抉擇，希望美國有識之

士不再猶豫，行動起來，不

斷為中美關係注入正能量。

◆王毅表示，中美要跳
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
合作。圖為當地時間5
月10日，民眾在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舉
行的2022年先進清潔
運輸博覽會上參觀中國
車企比亞迪展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針對美國國會有關議員訪問台灣，將
在今天會見所謂台灣“總統”，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5月31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應詢表示，美國國會有關議
員訪問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中方對此
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美方提
出嚴正交涉。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會聯邦參議
員達克沃斯率團抵達台灣，將在今天
會見所謂台灣“總統”，中方對此有
何評論？美國最近多次發出支持台灣
的明確信號，中國是否認為美國已經
放棄“對台戰略模糊”政策？

趙立堅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
省，哪來的什麼“總統”？美國國會
有關議員訪問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中
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我們敦促美方有關政客切實恪
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立即停止與台灣開展任何形式
的官方往來，不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任何錯誤信號。”趙立堅說，中
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注意到，美
國政府近期在台灣問題上發出一系列
錯誤信號，美國政府應該做的是，把
拜登總統有關涉台的“四不一無意”
的表態落到實處。

專家：政治作秀成分居多
華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執行

主任、台灣經濟研究所教授陳克明5
月31日接受香港中通社記者採訪時
直言，政治作秀成分居多，相信與美
國的中期選舉有關，也有安撫台灣未
能納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
意味。“在最近的APEC部長會議
上，台灣代表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見
面，多次強調會再接觸，以盤點雙方
的經貿問題，這釋放出很清楚的信
號——台灣短期內已不可能加入
IPEF。此時，一直主張將台灣納入
IPEF的達克沃斯前來，政治作秀成
分居多，相信與美國的中期選舉有
關。”他直言：“IPEF對台灣沒有
多少直接好處，民進黨當局並非出於
經濟考慮，而仍是出於政治考量，試
圖在中美關係結構性變化之後，做出
跟隨、站隊美國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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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徵召立委蔣萬
安出戰，綠營是否會派衛福部長陳時中迎戰，
成為討論話題。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直言，陳
時中日後若參選台北市長，一定會被問到市政
議題，媒體一定會追問很尖銳的議題，如果他
講錯，相信對手之一的現任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一定會重砲出手。

郭正亮今(1日)在《中天新聞》政論節目
「綠也掀桌」 表示，陳時中日後若參選台北市

長，一定會被問到市政議題，而市政議題都是
很尖銳的議題，媒體一定會追問，如果他講錯
，相信黃珊珊一定會重砲出手，因為黃珊珊過
去擔任台北市議員、現在又當副市長，在疫情

的高壓下還能穩紮穩打，越來越有母雞的樣子
。因此，可預期的是，她只要逮到機會，一定
會重砲出手轟對手。

郭正亮強調，如果陳時中照現在的調調去
選台北市長，一定會失分，且民調下跌的可能
性偏高，因為他對市政議題不夠熟悉，這些問
題會立刻凸顯出來，這些都是不能迴避的問題
，台北市民不會等陳時中準備好才出來檢視他
，只要他一宣布參選，沒有人會管他有沒有準
備充分，像是大巨蛋分潤爭議、內湖交通堵塞
問題等，都是沒有題庫的問題，程度若不好，
很容易就會受挫。

陳時中若選台北市長講錯話 郭正亮：她一定重砲出手

高雄1對夫妻昨（31日）入住小港某汽
車旅館，發現房間電視櫃角落的4個螺絲孔中
，其中1個孔洞內藏著針孔攝影機，事後通知
摩鐵業者，業者第一時間否認，後來拆開電視
櫃後果真發現鏡頭與線材，而業者只說房價打
8折並升等，還要求該夫妻別把事情鬧大 「老
闆是檢察官」 ，讓該夫妻氣炸。

該對夫妻中的妻子在臉書 「爆料公社」 上
爆料，她當時已懷孕與2對情侶朋友在當晚
11點半入住高雄小港某知名汽車旅館，準備
洗澡時，她的丈夫就發現電視牆上有四個鎖孔
，仔細用手電筒照後發現是針孔攝影機，而摩
鐵主管進房查看後第一時間否認是針孔，也否
認該 「鎖孔」 可以拆下。

後來該女網友與丈夫堅持將電視櫃拆下，
果然發現裡頭有線材與電子零件，業者才證實
是針孔攝影機，她推測該 「鎖孔」 已在房間多
時，受害者恐怕不計其數，而業者的後續處理
只是房價打八折並升等房間，還稱 「老闆是檢
察官」 要她不要把事情鬧大，之後也不再與她
聯繫，讓她痛批態度惡劣。

小港分局偵查隊隊長范振家表示，入住的
夫妻檔旅客5月31日入住汽車旅館，使用下
載的反針孔APP，一偵測果然發現異常，並已
提告妨害秘密罪，雖然業者解釋是可能是之前
投宿旅客裝設，但夫妻檔也堅持提告，全案仍
正在偵查中。

孕婦洗澡發現摩鐵藏針孔 業者喊別鬧大 「老闆是檢察官」

高雄市警局一名三線一督察上月30日晚間與友人在熱炒店喝完酒後，獨自酒駕自撞安全島，酒測
值高達1.0MG／L，事發影片曝光，可見該督察的轎車輪胎疑似爆胎、發出嚴重摩擦火光，行駛一段
距離後車身搖晃衝撞分隔島；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昭對此震怒表示 「犯了警察的天條！」

該名張姓督察當時酒駕影片曝光，他的轎車疑似失控打滑後輪胎處出現摩擦火光，疑似有爆胎情
形，接著車身一路偏移後就撞向路中分隔島，後方民眾見狀立刻報案，仁武分局員警獲報到場處理，
沒想到該名督察酒測值達1.0MG／L，依違反公共危險罪嫌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辦。

「犯了警察的天條！」 ，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昭相當震怒，表示深惡痛絕，從重嚴懲，絕不寬貸
，並追究連帶責任；高雄警察局表示，身為督察人員，竟未能以身作則，知法違法，犯下 「警察不可
饒恕之酒駕行為」 ，顯已不適任督察工作，除依《警察人員駕車安全考核實施要點》規定，將張姓督
察記一大過懲處並調降為一般專員職務外，年終考績將考列丙等重懲，並追究相關人員考核監督責任
，以示對酒駕員警絕不寬貸。

高雄三線一星警官酒駕影片曝光 局長震怒：已犯警界天條

本土疫情升溫進入 「高原期」 ，引起不少
民眾痛批政府，藝人郭彥均5月25日發文挺醫
護，稱與醫護友人聊天提到 「看到這（麼）多
孩子，就這樣走」 ，逾20個臉書粉專跟進分享
，行政院長蘇貞昌揚言要查辦疫情謠言，掀起
輿論譁然。最新網路聲量數據顯示，藍綠雙方
聲量差距在1個月內，從50％拉近至31％，變
化相當大。

TPOC台灣議題研究中心透過 「QuickseeK
快析輿情資料庫」 ，分析藍綠陣營近2個月的
網路聲量表現，觀察國民黨、民進黨在4、5月

的網路聲量變化，國民黨5月積極砲打中央
防疫政策、疫苗施打等問題，5月底多次聲
援 「很多孩子走了」 爭議事件，種種攻勢猛
烈的行動讓國民黨聲量飆漲，單月聲量從4
月的73.1萬增加到5月的138.6萬。原本民
進黨在網路社群操作佔有絕對優勢，但國民
黨一路猛追，雙方聲量差距在1個月內，從
50％拉近至31％。

分析結果也發現，民進黨5月網路負面聲
量逼近40萬，正面聲量僅16.2萬，其中第一個
高峰落在月初國民黨質疑 「快篩之亂」 ，繼續

追打高登公司承攬政府採購快篩試劑案疑雲；
第二個高峰則是民眾聲援郭彥均 「很多孩子走
了」 相關貼文，且後者比前者的負面聲量多出
15％，其中承受砲火以蘇貞昌最嚴重，以5月

28日為例，當日民進黨負面聲量20973則，蘇
貞昌個人負面聲量就有9千餘則，原因在於蘇
揚言要究責查辦犯眾怒，就算隔天火速澄清所
言 「不是針對個人」 ，仍難以平息民眾怒火。

風向變了？藍綠最新網路聲量出爐差距太驚人

（本報訊）雖然我們不知道今年熱帶地區會
掀起多少風暴，但來自多個機構的專家一致認為
：這個季節可能會產生高於平均水平的颶風，而
那些已經形成的颶風可能會更加強烈.如果他們的
預測成立，這將標誌著連續第七個過度活躍的大
西洋颶風季節的來臨。

負責監督國家颶風中心 (NHC) 的國家海洋和
大氣管理局預測，今年將有 14 到 21 個命名系統
，包括熱帶風暴和颶風。預報員預測，其中 6 到
10 場命名風暴可能是颶風，其中包括 3 到 6 場持
續風速為 111 英里/小時或更高的主要颶風。

AccuWeather 是一家私人天氣預報公司，預
測有 16 到 20 場命名風暴、六到八場颶風和三到
五場大型颶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颶風預測實驗
室內的預報員認為，將有 19 場風暴、9 場颶風
和 4 場大型颶風。

每個氣象機構都指出太平洋拉尼娜現象的嚴
重時期，其特點是那裡的海水較冷，這是本季可
能更加激烈的眾多原因之一。天氣現象減少了大

西洋的風，這使得大氣條件更有利於風暴的形成
。大西洋和墨西哥灣溫度高於平均水平的水域也
將使風暴更容易發展。

AccuWeather 熱帶天氣團隊負責人 Dan
Kottlowski 說：“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的大部分
地區，甚至美國東海岸，尤其是美國東南海岸，
海面溫度都高於正常水平。”預報員在一份新聞
稿中詳細說明了他們的發現。 “這些是早期發展
的關鍵領域。”

到週三，NHC 已經開始監測大西洋盆地的兩
次騷亂。第一個位於墨西哥灣南部尤卡坦半島附
近，由颶風阿加莎的殘餘物組成，該颶風從太平
洋襲擊墨西哥，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它有 80%
的機會發展成一個有組織的系統，儘管 NHC 氣
象學家預測它將在未來幾天內移出海灣，並且不
會對德克薩斯州東南部構成威脅。

第二個乾擾位於西印度群島以東，有 10%
的發展機會。預報員預測它將進一步向大西洋移
動，並且似乎不會對陸地構成威脅。

颶風季節6月1日正式開始 今年颶風加強

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緊急計畫執行主任
萊恩今天警告，猴痘及拉薩熱（Lassa fever
）等地方性流行病的爆發，正變得更具持續性
及頻繁發生。

路透社報導，萊恩（Mike Ryan）指出，
氣候變遷導致乾旱等天候情況迅速變化，動物
和人類正改變覓食行為，以致通常在動物間傳

播的疾病，在人類身上愈來愈多。
萊恩也表示，世衛擔心猴痘在富國持續傳

播，正考慮讓富國使用天花（smallpox）疫苗
，嘗試限制猴痘的傳播。

根據世衛，自英國5月7日通報首起猴痘
確診病例以來，西、中非洲以外地區共有逾
550例確診、30個國家通報病例。

世衛警告世衛警告：：猴痘等疾病爆發猴痘等疾病爆發 變得更加頻繁變得更加頻繁
美國德州一條禁止社群媒體平台以用戶

觀點為依據 「審查」 貼文的爭議性法律，今
天遭到最高法院裁定暫緩實施。

此法若上路，社群平台約束仇恨偏執言
論、甚至連點出明顯造假的文章，都可能觸
犯法律。

政治保守派指控臉書（Facebook）、推
特（Twitter）等社群媒體巨擘扼殺言論，但
未提出佐證。社群媒體則是屢屢自辯，稱是
根據真實世界傷害風險等因子，來決定是否
審核內容。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支持者2021年1月6
日攻擊國會山莊，試圖阻止總統當選人拜登

上任，之後川普就被臉書和推特停權。
德州這條法律禁止用戶超過5000萬的社

群媒體平台，依據用戶的政治觀點禁言。
會員包括亞馬遜（Amazon）、臉書和谷

歌（Google）的產業協會NetChoice挑戰這
項法律，並說服德州聯邦法院停止實施，直
到釐清此法是否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US
Constitution's First Amendment）相衝突為
止。上訴法院後來支持德州，稱德州得繼續
實施這項法律，此案因此提交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在今天支持原審裁定，在釐清
是否應完全廢除德州HB 20法之前，此法暫
緩實施。

德州社媒法禁平台審用戶言論 最高院裁暫緩實施



BB55
星期四       2022年6月2日       Thursday, June 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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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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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se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KelseyCare Advantage, WellCare Texan Plus, Aetna Medicare Advantage, and Humana Gol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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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ver Oaks Clinic

美南時事通

（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歡迎收看生活
故事會，我是講故事的人黃梅子，今天給您講一
講美國的亞裔幫派。可能很多人都覺得幫派這種
事情只在電影裏看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美國
的亞裔幫派確實存在，因為他們一般只會和販毒
、色情和詐騙等行業有關聯，所以大多數人沒有
與他們打過交道。

前不久，紐約發生了一起華裔女性妮可黃和
她的男性友人被槍殺的事件，這件事就是因為幫
派火並。23歲的華裔女子黃妮可和她22歲的男
性友人帕瑞拉被發現死於曼哈頓一輛被燒毀的車
裏，驗屍後認定二人被槍殺焚屍。

警方調查後發現，黃妮可的死涉及曼哈頓下
城黑幫爭鬥，黃妮可是一名華裔女青年，她於5
月15日遭到了下山幫成員的搶劫，但是被搶後她
並沒有報警，而是向上山幫的朋友抱怨了此事。
上山幫和下山幫都是第二代紐約幫派，擁有各自
的地盤——下山幫的地盤為字母城，而上山幫則
控製著下東城。

15日的搶劫案發生後，雙方的報復行動陸續
展開，當晚11時18分左右，39歲的下山幫主力成
員阿特金森在自己的地盤字母城遭人槍殺。下山
幫也很快進行了報復——不到一小時後，上山幫
的兩名成員也遭到槍擊受傷。隨後，下山幫成員
在16日淩晨綁架了黃妮可，而當時她正和男性友
人帕瑞拉在一起，帕瑞拉對於這些幫派恩怨毫不
知情，但是他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
被下山幫將他與黃妮可一同處決。

這個槍案再次使得亞裔幫派出現在公眾的視
線中。這些年有關亞裔幫派的新聞似乎少了，也
很難看到幫派間講勇鬥狠的鏡頭了。可事實上，
亞裔幫派的數量並未減少太多，但大多亞裔幫派
都已經轉行了，從前是打打殺殺，現在是賺錢為

第一要務。幫派的行為改變了，不再像以前那樣
暴力了，可這些幫派對社區的危害並未減少。

移民洛杉磯超過10年的華人基本上都聽說過
“華青幫”、“四海幫”和“亞洲小子”等幫派
名稱，這些幫派因為1993年12月3日在南加州愛
滿地市某臺球館的一次火拼而名聲大噪。這場火
拼的導火索僅僅是因為兩個幫派的人看對方不順
眼而發生口角，進而升級為肢體沖突，最終釀成
了一場火拼，造成多人傷亡。在這場沖突中，亞
洲小子的頭目李麥克攜帶一把手槍進入臺球館，
當時有多名亞洲小子和華青幫的人都在打臺球，
李麥克揮舞著手槍向華青幫挑釁示威，結果雙方
打起來了，李麥克被華青幫的頭目楊丘龍摔倒在
地，並拖出臺球館。見頭領被辱，亞洲小子當中
的一人從臺球桌上拿起一把手槍向對方射擊，但
不巧子彈卡殼。而在這時華青幫的兩名槍手先後
沖進臺球館，沖著屋內連開數槍，亞洲小子的十
多名幫派成員全部蹲在臺球桌下躲避。這時被拖
出館外的李麥克返回館內，在門口摟住槍手楊丘

龍的後腰試圖阻止他開槍，但被對方掙脫，李麥
克趕緊逃脫，試圖藏在臺球桌下，被楊丘龍追殺
連開數槍當場斃命。當年，這起亞裔幫派火拼事
件上了包括CNN、FOX在內的多家美國主流媒體
的頭版頭條。

近些年這些亞裔幫派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自臺球館火拼後就再也沒聽到過“華青幫”或
“亞洲小子”引人註意的犯罪活動。然而，事實
並非如此，他們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販毒，
開地下賭場、妓院，放高利貸等“賺錢”生意上
。

2000年以前美國的亞裔幫派非常活躍，包括
華青幫、亞洲小子、四海幫、竹聯幫等在內的亞
裔幫派多達百個，其中亞洲小子最多的時候僅在
洛杉磯就有500多人，人數最多。那個時候洛杉
磯縣有3個拘留所、18個感化院，專門用來關押
青少年罪犯，因為他們大都未成年，還不能按成
人處理關進監獄。

近些年由於加州預算的削減，47和57號法
案不僅讓重罪變輕罪、輕罪提前放人，就連拘留
所也因預算的削減由過去的3個減少到1個，感
化院由過去的18個減少到現在的10個，過去每個
拘留所關押多達600多人，現在只剩下一個拘留
所，裏面只有102人。

華人是非常重視教育的，那為什麼會出這麼
多幫派呢？這其實與“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傳統
家教有關，一些華裔新移民為了美國夢打拼奮鬥
，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早晨孩子沒醒父母就已
經上班去了，晚上孩子都睡了父母才下班，家長
根本沒時間和孩子溝通，只有到了孩子學習成績
下降了，父母才開始用打罵的方式斥責孩子。孩
子在父母那裏得不到尊嚴和保護，便加入了學校
的幫派，因為在這裏他們既能得到幫派的保護，
也贏得了他人的尊重。

大多數青少年都是在讀高中的時候加入了學
校的幫派，經歷了從認識幫派到加入幫派，再從
幫派骨幹到吸毒犯罪的過程。加入幫派有很多方
式，Walk In是電影裏常見的入會儀式，幫主坐在

上手，兩側是幾大“金剛”，周圍是小嘍嘍，入
會者在中間跪拜，扣頭、行令、灑血效忠；Burn
In就是在皮膚上燙個烙印，通常是幫派縮寫字母
、圖騰或刺青，有了這些烙印後，才算正式加入
幫派；Jump In要求入會者要經得住幫派成員的
圍毆，華青幫要求入會者要挺住23秒，因為華青
幫3個字為23劃；Work In最為嚴格，一定要求
入會者為幫派做一件事情，就是投名狀，通常是
搶劫、盜竊、販毒之類的勾當，你有膽量去做了
，才有資格成為幫派成員。

隨著高科技的發展，現在的幫派也與時俱進
了，以前那種收保護費、打打殺殺的小打小鬧已
經成為了過去式。現在的幫派以賺錢為主要目的
，很多幫派開始合作共贏，比如，美國有些州大
麻合法，有些州大麻非法，這個地域差就為不同
州的幫派創造了賺錢的路子，現在的幫派以務實
賺錢為主，大麻法律不同的州的幫派之間就搞合
作，有的州幫派負責種大麻，有的州幫派負責運
輸分發大麻，有的州幫派賣高價，因為美國聯邦
政府規定大麻生意不能在銀行開戶，所以大麻生
意全部是現金交易，這就更適合幫派操作了。

幫派還經常涉足的是詐騙業，尤其是信用卡
詐騙，他們現在不收餐館的保護費了，那太少不
夠花，現在的幫派派出人去各大餐館收集客戶的
信用卡信息，然後由其他州的幫派做出假卡，再
由另一個州的幫派派人去商場或網上買東西，最
後再由另外一個州的幫派把這些贓貨販賣到越南
或中國大陸，回收現金。這樣層層轉手，布下迷
陣，致使警方很難查出來。

當然，幫派還有很多賺錢的其他非法收入渠
道，比如色情業和人口販賣，交易的方式也都高
科技化了，像數字貨幣和暗網就可以讓幫派的犯
罪更隱蔽。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兒了，如果您喜
歡聽我講故事，請收看本期《生活故事會》，本
周六6月4日晚上7:30鎖住美國國際電視15.3頻
道。您也可以訂閱我們《生活》在Youtube的頻
道：stv15.3 Houston life.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本周六晚上本周六晚上77::3030《《生活故事會生活故事會》》----
美國亞裔幫派以前黑吃嘿互相殘殺美國亞裔幫派以前黑吃嘿互相殘殺，，現在幫派合作高科技犯罪一起賺錢現在幫派合作高科技犯罪一起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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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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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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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羨妮郭羨妮接劇條件接劇條件

林明禎32歲生日
呻無人約留家睡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明禎5月31日以
露背短裙的活潑打扮出席公開活動，現場吸引逾百市
民圍觀。1日是林明禎32歲生日，大會特地準備蛋糕
為她提早慶祝，現場粉絲兩度送上生日歌，令伊人笑
得開懷，大派心心。

她自言過了30歲便被稱呼姐姐，幸得媽媽生得她
一張年輕臉孔，說到拍拖問題，她坦言沒多想，因每
日都是想着工作，近日亦接下不少廣告，至於是否長留
香港發展，她表示：“香港有工作便繼續留下來，不經
不覺已有兩年沒有返大馬，每日便跟媽媽以視像聊天，
自己都同媽媽講，為了工作暫時不會回鄉下。”感情空
白的她，已準備生日節目便是留在家睡個飽，笑言：
“無人約，好慘，其實近期都忙到沒時間休息，所以
生日放假要好好睡一覺，已經好耐沒足夠睡眠。” ◆◆林明禎表示已有兩年沒有返大馬林明禎表示已有兩年沒有返大馬。。

香港文匯
報訊 台灣天王

周杰倫太太昆凌 5
月 31 日晒出滿月禮
盒，顯示為慶祝BB女
滿月做好準備，她開心

發文寫道：“滿月禮盒準備要出發啦”，文末還
特意附上了“星星眼”表情，盡顯內心喜悅。

禮盒表面的印花都是周杰倫夫婦貼心訂製
的，象徵着夫妻倆名字的字母“J”和字母“H”
融為一體，內裏還包括小餅乾和手寫賀卡等，而
女兒是夫妻倆最新的愛情結晶品，足見兩人對小
女兒滿月的重視以及對小公主的疼愛。

與此同時，昆凌也正式曝光了小女兒的英文
名，取名為Jacinda。

昆凌BB女英文名首曝光

◆◆昆凌不介意讓第三昆凌不介意讓第三
胎女兒正臉照曝光胎女兒正臉照曝光。。

◆◆周杰倫與昆凌結婚周杰倫與昆凌結婚77年年，，育有一兒兩女育有一兒兩女。。

讚女兒有天分 不反對入行

郭羨妮已經很久沒拍過長劇，對上一次接演港台單元故
事，今次足足拍了4個月，初期都要慢慢適應，不過

在演戲上早已建立深厚根基，當然沒把她難倒，她表示：
“重返自己熟悉的工作環境，好自然可以投入到，未有生
疏，唯一是記憶力變差，應該是跟年紀增長有關。”

Sonija跟《冥》劇監製黃偉賢在無綫時期已開始合
作，近年雙方沒有聯絡，Sonija某夜接到對方來電邀請演
出：“近年受疫情困擾，曾經對自己前路有點迷惘，自覺
年紀不算老，難道就這樣退休？此時有位會塔羅牌占卜的
朋友推算我好快有一個很大機會，沒多久有晚半夜三更收
到監製的電話，說有套30集劇的角色非常適合我，別無他
選，故事中演一個長生不老的人物，吸引之處是我從沒演
過這類角色，而且佢答應我不會太長時間拍攝。”

Sonija現時再接劇的首要條件是需有充分休息時間，
她向監製開出的條件是每日要有12小時睡覺，因覺年紀不
輕，有充裕睡眠先可以靚樣示人，她謂：“監製有口頭答
應，自己瞓落床也不會即時入睡，因情緒在一天內的波動
很大，都要慢慢調節，可能要兩三小時先入眠，要是精神
不足豈非不能好好享受拍戲過程。”

Sonija走紅時期工作排得密麻麻，劇集、電影、廣告
接踵而至，那時年輕只顧不停衝事業，她回想20出頭的階
段最捱得， 凌晨4點收工，緊接早上7點開工，把握年輕
時候拚搏的黃金機會，2008年與黎耀祥、陳敏之拍攝劇集
《CLICK入黃金屋》更創下3日3夜不眠的個人紀錄，過
累以致頭腦斷片，腦袋空白到一隻字都記不起來，令她留
下很大陰影。

“現在要我衝真的辦不到，應該是去好好享受拍攝過
程，我同自己講不想再過以前那些非人生活，這也是我多
年來沒有拍劇原因，其間有不少人斟酌過都被一一婉拒，

自知精神和心
力都不及從
前，亦希望把

時間多放在家庭和小朋友身上，享受吓人生。”
經歷過以前拍攝捱更抵夜的日子，Sonija如同驚弓之

鳥，最驚無得瞓，她笑言：“以前經常無得瞓覺，家要
睡個夠本，所以會同小朋友講，不要理會媽咪，我成日掛
住瞓覺，哈哈！”

女兒讚媽咪演開槍戲好型
今次Sonija再接劇，囡囡Kylie的反應最大，不時追問

媽咪何時回家，最驚她徹夜不回來，Sonija解釋：“因之
前返內地拍電影版《尋秦記》，阿女無見媽咪成個月很不
習慣。（她有否重溫媽咪昔日舊作品？）我會迫佢睇，她
通常反應是That's ok mom，同埋最鍾意睇我開槍戲，覺得
好型，以前我演過好多警員開槍角色，在《3D無名天使》
有個鏡頭，明明在室內開完槍，頭髮竟有風吹起，成個畫
面好靚好型。”說到會否讓女兒入行，她持開放態度：
“只要她開心便沒所謂，阿女都有點演戲天分，我經常同
她玩開槍和打架格招做反應動作，她都有板有眼。”

參加選美可鍛煉忍耐力和堅持
1999年獲得香港小姐冠軍選美出身的她，對於今年是

港姐50周年，她說暫時沒有收到大會邀請，笑言：“大家
都可能以為我長居內地生活，其實我一直在香港居住，女
兒在港就讀國際學校，只得老公（朱少傑）時常內地、香
港兩邊走，最近一次他回來是去年聖誕，過埋新年留了3
個月便返回內地公幹，前前後後都隔離了6次，大家又已
分開了兩個月。”至於會否贊成女兒參加選美，她謂：
“如果我審視過，有條件贏就可以，參加選美的確有所得
着，在訓練過程中可以鍛煉出忍耐力和堅持，正因女兒從
小有女傭姐姐照顧慣，欠缺忍耐力，必須學習管理好自己
能力和EQ，選美不失是好好訓練。”對於電視台出現不同
類型選美比賽，她覺得對觀眾不失為一種娛樂和提供給大
家多一個入行機會，也是好事。

要有要有1212小時小時
睡 眠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思穎）郭羨

妮 （Sonija） 自 從

2015年離巢無綫後便

淡出幕前，婚後專心

相夫教子，久沒拍劇的她去年獲邀演出ViuTV的30集原創

科幻劇集《冥冥之中》，該劇已於本周一首播，Sonija答應

出山重登電視熒幕首要條件是要有12小時睡眠休息，不想

重蹈覆轍昔日捱更抵夜的日子，如今接戲為的是好好享受箇

中過程。她又讚女兒Kylie有演戲天分，不反對女兒入行。

◆郭羨妮
表示要好好享
受 拍 戲 過

程。

◆郭羨妮覺得
選美比賽既可娛
樂大眾，又能提供
給大家多一個入行
機會。

◆郭羨妮
一家幸福滿
滿。

◆ 郭 羨 妮
回想 20 出頭
的階段最捱
得苦。

◆郭羨妮在
劇中飾演“百
年美魔女”蘇
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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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內
地
穩
經
濟
助
力

港
股
破
魔
咒
5
月
倒
升

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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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賽季歐聯抽籤分檔
第一檔 皇家馬德里(衛冕/西甲)、法蘭克福(歐霸冠軍/德甲)、

曼城(英超)、AC米蘭(意甲)、拜仁慕尼黑(德甲)、巴黎
聖日耳門(法甲)、波圖(葡超)、阿積士(荷甲)

第二檔 利物浦(英超)、車路士(英超)、巴塞隆拿(西甲)、祖雲
達斯(意甲)、馬德里體育會(西甲)、西維爾(西甲)、RB
萊比錫(德甲)、熱刺(英超)

第三檔 多蒙特(德甲)、薩爾斯堡(奧甲)、薩克達(烏超)、國際
米蘭(意甲)、拿玻里(意甲)、士砵亭(葡超)、利華古遜
(德甲)、其餘1隊待定

第四檔 布魯日(比甲)、些路迪(蘇超)、其餘6隊待定

註：各組將分別包括每檔各一支球隊，同聯賽球隊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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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聯冠亞軍歡慶各自精彩歐聯冠亞軍歡慶各自精彩 利物浦落敗仍擁兩盃不失霸氣利物浦落敗仍擁兩盃不失霸氣

◆◆皇馬再次將歐聯獎盃帶回馬德里皇馬再次將歐聯獎盃帶回馬德里，，隨即隨即
展開勝利巡遊展開勝利巡遊。。 路透社路透社

◆◆利物浦以英格蘭雙料盃賽冠利物浦以英格蘭雙料盃賽冠
軍身份軍身份，，乘住開篷巴士於市內乘住開篷巴士於市內
和球迷一起分享喜悅和球迷一起分享喜悅。。 法新社法新社

綜合外電報道 本賽季歐洲聯賽

冠軍盃（歐聯）周日曲終人散，勝負兩方

的球隊回到各自的大本營後雙雙展開勝利

巡遊。勝利的皇馬當然是慶祝冠軍，而落

敗的利物浦則為贏得英格蘭本土雙料盃賽

冠軍而與球迷同樂。根據抽籤種子分檔，

皇馬和利物浦甚至有可能會在來屆歐聯

分組賽狹路再相逢。

利利
◆◆馬些路馬些路((前排右三前排右三))告別皇馬告別皇馬，，莫迪歷莫迪歷((前排中前排中))則會留隊則會留隊。。

路透社路透社

◆◆黃澤林黃澤林（（右右））夥葛原般奴過關夥葛原般奴過關。。
香港網總圖片香港網總圖片

綜合新華社及中央社報道在法國網球公開
賽的第九個比賽日，中國19歲女單小將鄭欽文
遺憾不敵頭號種子、波蘭選手施禾廸，止步16
強；中國組合徐一璠/楊釗順利晉級女雙8
強。男單頻頻爆冷，西西帕斯、梅德韋傑夫接
連被淘汰。

在女單比賽中，中國小將鄭欽文憑藉獨特
的小球技術打出漂亮開局，在頑強逆轉、以7：
6拿下首盤之後，受身體狀況影響以0：6、2：6
連失兩盤，略帶遺憾地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次紅
土大滿貫之旅。

事實上鄭欽文第2盤開始沒多久就申請醫
療暫停包紮受傷的右腿，但她賽後表示，腳不
是她最擔心的問題，“是關於女孩子的事”。
她指的是經痛：“第一天總是很痛，而我必須
比賽，第一天我都會很痛。我沒辦法違反自
然，真希望我是個男人，這樣就不必為此受
苦，真的很痛苦。” 勝出的施禾廸賽後則大讚
鄭欽文：“鄭欽文表現真的太棒了，她很多擊
球讓我驚訝，她的上旋球太厲害，真的很為她
高興。我丟掉原本領先的第一盤，讓人很挫
折，很高興後來可以逆轉。”

男單賽場爆冷，4號種子、2021年亞軍西
西帕斯以5：7、6：3、3：6、4：6被來自丹麥
的非種子選手魯恩淘汰。上個月剛剛年滿19歲

的魯恩現世界排名第40，此前他還從未在大滿
貫正賽中取得過勝利。他說：“接下來的比賽
中，我會集中精力，專注每一分。”

當天的夜場比賽中同樣爆冷，2號種子、來
自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以2：6、3：6和2：6不
敵20號種子、2014年美網冠軍施歷。賽後，梅
德韋傑夫說：“施歷絕對值得這場勝利，他打
得更好，也能更好地面對艱難的關鍵時刻。我
沒有給自己發揮出最好狀態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網球新星黃澤林，於當
地時間周一舉行的法國公開賽青年組男雙首圈賽事，夥拍澳網
奪冠拍檔葛原般奴順利過關晉級16強。

黃澤林在當地時間周日出戰了男單比賽，可惜在先贏一盤
下不敵瑞士球手Kilian Feldbausch出局，只能專注於雙打賽
事。

黃澤林在單打出局後曾表示，在之後雙打會繼續搏盡無
悔，以報答支持自己的人，這位小將果然說到做到，在周一男
雙首圈比賽，他夥拍澳網奪冠拍檔葛原般奴迎戰美國Leanid
Boika和澳洲Jeremy Jin的跨國組合，結果黃/葛組合首盤雖遇上
考驗，但仍以7：6先下一城；到第二盤黃/葛組合已完全控制大
局，終再贏一盤6：1，僅花了71分鐘便成功晉級。

黃澤林夥葛原般奴晉青年組男雙16強

徐一璠/楊釗闖法網女雙8強
鄭欽文女單惜敗16強止步

◆◆鄭欽文明顯感到十分痛楚鄭欽文明顯感到十分痛楚。。 法新社法新社

◆◆鄭欽文在比賽中回球鄭欽文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皇馬全隊從巴黎飛回馬德里，他們舉着
剛剛獲得的歐聯大耳盃參加冠軍巡

遊，大批球迷夾道歡迎。按照傳統他們先
前往聖母主教堂接受馬德里教區主教祝
賀，然後乘開篷大巴前往區政府、馬德里
市政廳、豐收女神廣場等地，最後回到班
拿貝球場。皇馬教練和球員都穿着黑色西
裝白色襯衫，兩位隊長馬些路和賓施馬負
責捧着大耳盃，莫迪歷和拿祖費南迪斯則
拿着早些時候贏得的西甲獎盃。

莫迪歷將續約 馬些路淚別
“皇馬再次創造歷史，本屆歐聯決賽能

擊敗利物浦這樣偉大的球隊，肯定會載入歐
聯史冊成為其中重要比賽之一。”皇馬主席
佩雷斯在市政廳發表講話時表示：“這是個
夢幻般的賽季，我們在奪冠路上擊敗了歐洲
4支最好的球隊（巴黎聖日耳門、車路士、
曼城、利物浦）。 8年內獲得5座歐聯冠
軍，絕對是永恒和難忘，現在就向第15座
歐聯獎盃進發吧！”他還稱讚主帥安察洛
堤，已成為皇馬的不朽象徵。

而在班拿貝球場，中場大將莫迪歷透

露自己將會續約，繼續為皇馬効力。日前
證實約滿後將離開皇馬的多年後防老臣馬
些路，則難掩離愁別緒多次落淚，他表
示：“這不是悲傷而是快樂的日子，因為
我們再次贏得歐聯冠軍。非常感謝這樣神
奇之夜，我要說，年輕球員很好地保障了
皇馬的未來。”另一位9年功臣中場球員
艾斯高，昨天（5月31日）亦落實會在今
夏約滿後離隊。

利物浦的“四冠王”美夢隨着過去兩
星期相繼失落英超及歐聯冠軍，最終只餘
下英格蘭足總盃和聯賽盃的本土盃賽雙料
冠軍。他們在歐聯輸波後沒有取消數周前
計劃好的冠軍巡遊，但原本預期的獎盃最
終只有兩座。儘管如此，這已經是一個令
人相當滿意的球季，領隊高洛普和球員們
都在開篷大巴上接受球迷的歡呼，又暢飲
啤酒，唯獨有可能轉會的沙迪奧文尼則顯
得心事重重。

兩軍來屆歐聯小組或重遇
來屆歐聯，皇馬與利物浦更有機會提

前在小組賽再次相遇。根據來屆部分已確
定的歐聯種子4個分檔，本屆歐聯、歐霸
盃王者以及其他6個歐洲排名最高的聯賽
冠軍，合計8支球隊列為第一檔，根據每
組4隊分別來自不同檔次種子以及同聯賽
球隊不相遇的原則，衛冕的皇馬與第二檔
的利物浦有可能會被編入同一組中（詳見
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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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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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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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在京行程 感謝中央信任 承諾盡快組班

李家超：全力以赴 不負眾望

香港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長官李

家超5月31日結束在京的4天行程。

他返港後在機場會見傳媒時表示，再

次感謝中央對自己的信任，任命自己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自己會全力以赴，“無負中央對我的

信任以及市民對我的期望。”他表示

會履行責任，盡快組織主要官員的管

治班子，按照基本法提請中央政府任

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子京）香港各界青年5月31
日表示，期望李家超能帶領新一
屆特區政府全力落實習近平主席
和中央的重要指示，解決香港積
壓已久的深層次問題，同時多傾
聽青年、基層的聲音，為青年上
流提供更多機會，令廣大市民真
切感受到中央及新一屆特區政府
的關懷。

莊家彬冀訂復常通關時間表
香港菁英會永遠榮譽主席莊

家彬表示，李家超獲習近平主席
的充分肯定及信任，期望他能抓
緊現時香港的好勢頭，帶領新班
子打好這場抗疫戰，為與內地恢
復正常通關訂下時間表，同時要
着力解決房屋、就業、醫療及貧
富懸殊等香港積壓已久的深層次
問題，及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青聯：全力配合施政
香港青年聯會5月31日表示，

對國家領導人在會見李家超時的講
話深感鼓舞和十分認同。香港得以
長期繁榮穩定，國家一直是香港的
堅強後盾。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的大日子，國家已邁向新征
程。聯會將全力支持和配合第六任
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各項
施政，積極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
港所長，充當對外門戶的角色，助
力國家發展，繼續凝聚青年力量，
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作出貢
獻，與社會各界攜手“同為香港開
新篇，青年創未來”。

香港青年會冀多聽青年聲音
香港青年會主席陳凱榮表

示，目前正是處於“由治及興”
的關鍵時期，期望李家超帶領新
一屆特區政府，就困擾社會多年
的深層次矛盾找準痛點下苦功，
改善市民的生活，多傾聽青年、
基層的聲音，令廣大市民真切感
受到中央及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關
懷。

青年民建聯期望團結社會
青年民建聯期望李家超及新一

屆特區政府全力落實習近平主席和
中央的重要指示，團結社會，推動
變革，強化施政效能，切實為市民
做事、克服疫情、重振經濟、促進
社會公平正義，為青年上流提供更
多機會，為“一國兩制”的實踐開
啟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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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表示，再次感謝中央對自己的信
任，任命自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
長官，自己會全力以赴，“無負中央對我的
信任以及市民對我的期望。”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立法會稍
後將審議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方案。被問
及中央對此有什麼看法時，李家超表示，國家領
導人在京會見他時，他提到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
方案，包括增設3名副司長一事。
李家超表示，他向國家領導人解釋了架構重組

的目的，一、架構重組令各司局長在權責方面會
更清晰，產生協同效應，令施政更有效，將產生
實際的作用。二、副司長的參與會加強特區政府
的統籌能力，司長和副司長會有一個指導以及被
指導的角色。
他續說，副司長除了作為司長的副手之外，

還可以承擔一些指定項目的責任。司長或行政
長官會根據實際需要，要求副司長承擔某一些
項目的主體責任，但一般而言，司長和副司長

的關係就是副司長是司長的副手，有從屬的關
係，這方面與現有的局長和副局長的運作情況
是類似的。

提及架構重組 解釋目的成效

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30日下午在釣魚台國
賓館會見了新當選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5月30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會
見李家超，頒發任命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754號
令。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並主持頒發國務院
令儀式。

李家超5月31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再次
感謝中央對他的信任，任命自己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他感到非常榮幸，知道
責任重大，表示會全力以赴，“無負中央對我
的信任以及市民對我的期望。”

他引述，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在會見
他時都一致強調，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落
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以及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我向習主席和
李總理匯報了香港目前的情況，包括經濟、社
會，以及疫情的情況。李總理亦要求特區政府
做好防控疫情的工作。”

長期堅持新選舉制度
有記者問到習近平主席在會面中談到完善

選舉制度的問題，李家超引述習近平主席表
示，新選舉制度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方
針、符合香港實際、符合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
制度、民主制度，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
“第六屆特區政府亦會長期堅持剛才所說的立
場。”

5月31日上午，李家超還與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面。李家超透
露，在會面期間，他向對方介紹了香港一些具
體情況，大家又交換了意見。

李家超表示，身為候任行政長官，他會
履行其責任，盡快組織主要官員的管治班
子。他向夏寶龍主任介紹自己挑選管治班
子的理念，包括能力、經驗、抱負、承擔
和施政理念。由現在到 7月 1 日只有 1個
月，所以他會盡快完成這方面的工作，向中
央提名，請中央根據基本法考慮和決定。

他引述，夏寶龍亦認同組建一個可以幫
助他執行政策和方向的團隊很重要，而管治
團隊有共同的價值觀和有關第六屆政府的總
體施政方向亦同樣重要。

◆李家超表示，將盡快組織主要官員的管治班子，按照基本法向中央政府提名任命。 中通社

反映港人復常通關願望

◆李家超表示，國家領導人在京會見他時，他提
到特區政府的架構重組方案，包括增設3名副司
長一事。圖為政府總部大樓。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疫情之
下，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是不少港人的心願。
李家超5月31日透露，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
見他時，他向對方匯報了香港的疫情狀況，同
時反映了許多港人希望盡快與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的願望。不過，李家超坦言，仍然有很多挑
戰需要面對，他上任後會就香港情況與內地有

關部門尋求溝通。
李家超5月31日表示，香港面對不少困難

和挑戰，例如目前每天仍有200例至300例的
感染病例，第二劑和第三劑疫苗接種率還沒有
達到90%，因此香港現仍須努力遏制疫情，為
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創造有利條件，讓內地了
解香港有關情況。

林鄭：習主席一語中的 新選制須堅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國家主席

習近平日前會見李家超，談到香港特區新選舉
制度時表示，這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方
針、符合香港實際、符合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
制度、民主制度，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5月31日表示，習
主席一語中的。香港過去很多挑戰，或多或少
都是因為選舉制度未臻完善，無法確保“愛國
者治港”，認同完善了選舉制度，當然要堅持
下去。

林鄭月娥5月31日在行政會議前回應記者
提問時指出，過往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未臻完
善，於是就有一些不愛國者，甚至勾結外國勢
力、外部勢力的人，通過選舉進入政治體制，從

而做一些破壞行動，“這些大家全部看得到。”
她舉例說：“有什麼理由一個地方議會的

議員，他曾經宣誓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擁護
基本法，但他請外國政府制裁這個地方——不
只制裁一些官員，是制裁這個地方，令700萬
人將會受到影響？”

林鄭月娥強調，完善了選舉制度，當然
要堅持下去，“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
說法，讓香港市民知道。”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仍然生效，即“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而規定”，“滿足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
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然可以實施行政長
官普選這個目標。”◆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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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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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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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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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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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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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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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冀美有識之士為中美關係注正能量
視頻致辭“基辛格與中美關係”研討會 強調中美關係不能再惡化

“基辛格與中美關係”研討會由中國人民
外交學會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99歲

生日之際以線上方式舉辦。會議回顧了基辛格
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作積極努力，並就中美
關係問題進行研討。

王毅讚賞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各界友好人
士長期關心支持中美關係發展，表示，半個世
紀前，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
統、基辛格博士等中美老一輩領導人，以非凡
的遠見卓識、政治勇氣和外交智慧，打破了兩
國隔絕對抗堅冰，實現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
平洋的握手”，翻開了中美關係新的篇章。50
多年來，基辛格博士近百次訪華，推動歷屆美
國政府奉行積極對華政策，致力於中美關係發
展成為博士外交生涯中最華麗的篇章之一。

王毅說，建設一個互聯互通、多元包容、
安全共享的世界，是中美兩國必須承擔的責任義
務。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是中美雙方必須回答
好的世紀之問。鼓吹中美“接觸失敗”，渲染
“對話無用”，聲稱“合作共贏”只是政治口
號，這些論調既不尊重歷史，也不符合事實。

須跳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合作
王毅指出，中美關係正在遭遇越來越多的

挑戰，中美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曲，發展
方向面臨被進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險。如果美國
在台灣問題上不斷開倒車，將從根本上破壞台

海和平，最終必將殃及自身。中美關係不能再
惡化下去了，必須做出正確抉擇：要端正戰略
認知，摒棄冷戰思維；要鞏固政治基礎，妥善
管控分歧；要跳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合作。

王毅說，當前中美關係的氛圍很不正常，
美方的極度焦慮完全沒有必要。中國壓倒一切
的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自己，滿足人民對美好
生活的嚮往。美國如果一味以大國競爭定義中
美關係，以你輸我贏作為政策目標，只會將中
美推向對抗衝突，將世界推向分裂動盪。

王毅表示，基辛格博士曾說，要有“外交
哲學”，而不是僅僅把外交當成“行政事
務”。身處動盪變革的時代，人類需要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的外交新哲學。希望美國有識之
士不再猶豫，行動起來，不斷為中美關係注入
正能量；期待中美各界人士不再沉默，積極發
聲，為兩國人民帶來新希望。

基辛格：雙方需建立共處原則
剛剛度過99歲生日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

格線上參加會議，並就當下中美關係發表了觀
點。他指出，中美作為大國需要建立共處的原
則，找到共處的方式，共同避免對抗。

基辛格表示，過去幾十年，中美關係沿着
建設性方向不斷發展，但是現在雙方存在很多
分歧，形勢相當緊張。無論是中方還是美方都
清楚，過去幾十年裏，中美兩國都肩負重大責

任，和50年前相比，現在雙方責任更大。
基辛格說，如今世界發生前所未有的變

化，科技發展使大國之間關係更加複雜，特別
是掌握高科技的國家更是如此。這一背景下，
作為大國需要建立共處的原則。中美兩國有不
同的歷史背景，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而中國
的政府治理和外交政策也建立在幾千年的基礎
之上。美國相對更年輕，政策是建立在務實的
基礎之上。在這一情況下，兩國要找到共處的
方式，共同避免對抗，對抗可能會導致衝突甚
至軍事衝突，需要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才能建
立更美好的世界。

基辛格表示，中美雙方應當共同努力開啟
對話，通過對話來完整了解對方的核心利益，
並且對對方的關切予以尊重。他以台灣問題為
例指出，尼克松總統訪華和毛澤東主席談的第
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問題。當時雙方達成默契，
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中國也理解美方對
於一個中國原則如何落實的關切。這種邏輯仍
然應被納入中美關係的框架中。

基辛格指出，雙方應當共同維護過去建立
起來的框架。除了台灣問題，世界上很多問題
都應該這樣處理。比如，技術的進步使各方軍
事能力都有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進步，對各自造
成的威脅和過去不是一個量級。如何有效管控
技術，如何避免正常發展可能帶來的破壞性影
響，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

社及中新社報道，5 月 31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應邀在“基辛格與中美關

係”研討會上發表視頻致

辭。王毅指出，中美關係不

能再惡化下去了，必須做出

正確抉擇，希望美國有識之

士不再猶豫，行動起來，不

斷為中美關係注入正能量。

◆王毅表示，中美要跳
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
合作。圖為當地時間5
月10日，民眾在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舉
行的2022年先進清潔
運輸博覽會上參觀中國
車企比亞迪展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針對美國國會有關議員訪問台灣，將
在今天會見所謂台灣“總統”，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5月31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應詢表示，美國國會有關議
員訪問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中方對此
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美方提
出嚴正交涉。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會聯邦參議
員達克沃斯率團抵達台灣，將在今天
會見所謂台灣“總統”，中方對此有
何評論？美國最近多次發出支持台灣
的明確信號，中國是否認為美國已經
放棄“對台戰略模糊”政策？

趙立堅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
省，哪來的什麼“總統”？美國國會
有關議員訪問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中
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我們敦促美方有關政客切實恪
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立即停止與台灣開展任何形式
的官方往來，不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任何錯誤信號。”趙立堅說，中
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注意到，美
國政府近期在台灣問題上發出一系列
錯誤信號，美國政府應該做的是，把
拜登總統有關涉台的“四不一無意”
的表態落到實處。

專家：政治作秀成分居多
華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執行

主任、台灣經濟研究所教授陳克明5
月31日接受香港中通社記者採訪時
直言，政治作秀成分居多，相信與美
國的中期選舉有關，也有安撫台灣未
能納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
意味。“在最近的APEC部長會議
上，台灣代表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見
面，多次強調會再接觸，以盤點雙方
的經貿問題，這釋放出很清楚的信
號——台灣短期內已不可能加入
IPEF。此時，一直主張將台灣納入
IPEF的達克沃斯前來，政治作秀成
分居多，相信與美國的中期選舉有
關。”他直言：“IPEF對台灣沒有
多少直接好處，民進黨當局並非出於
經濟考慮，而仍是出於政治考量，試
圖在中美關係結構性變化之後，做出
跟隨、站隊美國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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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徵召立委蔣萬
安出戰，綠營是否會派衛福部長陳時中迎戰，
成為討論話題。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直言，陳
時中日後若參選台北市長，一定會被問到市政
議題，媒體一定會追問很尖銳的議題，如果他
講錯，相信對手之一的現任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一定會重砲出手。

郭正亮今(1日)在《中天新聞》政論節目
「綠也掀桌」 表示，陳時中日後若參選台北市

長，一定會被問到市政議題，而市政議題都是
很尖銳的議題，媒體一定會追問，如果他講錯
，相信黃珊珊一定會重砲出手，因為黃珊珊過
去擔任台北市議員、現在又當副市長，在疫情

的高壓下還能穩紮穩打，越來越有母雞的樣子
。因此，可預期的是，她只要逮到機會，一定
會重砲出手轟對手。

郭正亮強調，如果陳時中照現在的調調去
選台北市長，一定會失分，且民調下跌的可能
性偏高，因為他對市政議題不夠熟悉，這些問
題會立刻凸顯出來，這些都是不能迴避的問題
，台北市民不會等陳時中準備好才出來檢視他
，只要他一宣布參選，沒有人會管他有沒有準
備充分，像是大巨蛋分潤爭議、內湖交通堵塞
問題等，都是沒有題庫的問題，程度若不好，
很容易就會受挫。

陳時中若選台北市長講錯話 郭正亮：她一定重砲出手

高雄1對夫妻昨（31日）入住小港某汽
車旅館，發現房間電視櫃角落的4個螺絲孔中
，其中1個孔洞內藏著針孔攝影機，事後通知
摩鐵業者，業者第一時間否認，後來拆開電視
櫃後果真發現鏡頭與線材，而業者只說房價打
8折並升等，還要求該夫妻別把事情鬧大 「老
闆是檢察官」 ，讓該夫妻氣炸。

該對夫妻中的妻子在臉書 「爆料公社」 上
爆料，她當時已懷孕與2對情侶朋友在當晚
11點半入住高雄小港某知名汽車旅館，準備
洗澡時，她的丈夫就發現電視牆上有四個鎖孔
，仔細用手電筒照後發現是針孔攝影機，而摩
鐵主管進房查看後第一時間否認是針孔，也否
認該 「鎖孔」 可以拆下。

後來該女網友與丈夫堅持將電視櫃拆下，
果然發現裡頭有線材與電子零件，業者才證實
是針孔攝影機，她推測該 「鎖孔」 已在房間多
時，受害者恐怕不計其數，而業者的後續處理
只是房價打八折並升等房間，還稱 「老闆是檢
察官」 要她不要把事情鬧大，之後也不再與她
聯繫，讓她痛批態度惡劣。

小港分局偵查隊隊長范振家表示，入住的
夫妻檔旅客5月31日入住汽車旅館，使用下
載的反針孔APP，一偵測果然發現異常，並已
提告妨害秘密罪，雖然業者解釋是可能是之前
投宿旅客裝設，但夫妻檔也堅持提告，全案仍
正在偵查中。

孕婦洗澡發現摩鐵藏針孔 業者喊別鬧大 「老闆是檢察官」

高雄市警局一名三線一督察上月30日晚間與友人在熱炒店喝完酒後，獨自酒駕自撞安全島，酒測
值高達1.0MG／L，事發影片曝光，可見該督察的轎車輪胎疑似爆胎、發出嚴重摩擦火光，行駛一段
距離後車身搖晃衝撞分隔島；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昭對此震怒表示 「犯了警察的天條！」

該名張姓督察當時酒駕影片曝光，他的轎車疑似失控打滑後輪胎處出現摩擦火光，疑似有爆胎情
形，接著車身一路偏移後就撞向路中分隔島，後方民眾見狀立刻報案，仁武分局員警獲報到場處理，
沒想到該名督察酒測值達1.0MG／L，依違反公共危險罪嫌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辦。

「犯了警察的天條！」 ，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昭相當震怒，表示深惡痛絕，從重嚴懲，絕不寬貸
，並追究連帶責任；高雄警察局表示，身為督察人員，竟未能以身作則，知法違法，犯下 「警察不可
饒恕之酒駕行為」 ，顯已不適任督察工作，除依《警察人員駕車安全考核實施要點》規定，將張姓督
察記一大過懲處並調降為一般專員職務外，年終考績將考列丙等重懲，並追究相關人員考核監督責任
，以示對酒駕員警絕不寬貸。

高雄三線一星警官酒駕影片曝光 局長震怒：已犯警界天條

本土疫情升溫進入 「高原期」 ，引起不少
民眾痛批政府，藝人郭彥均5月25日發文挺醫
護，稱與醫護友人聊天提到 「看到這（麼）多
孩子，就這樣走」 ，逾20個臉書粉專跟進分享
，行政院長蘇貞昌揚言要查辦疫情謠言，掀起
輿論譁然。最新網路聲量數據顯示，藍綠雙方
聲量差距在1個月內，從50％拉近至31％，變
化相當大。

TPOC台灣議題研究中心透過 「QuickseeK
快析輿情資料庫」 ，分析藍綠陣營近2個月的
網路聲量表現，觀察國民黨、民進黨在4、5月

的網路聲量變化，國民黨5月積極砲打中央
防疫政策、疫苗施打等問題，5月底多次聲
援 「很多孩子走了」 爭議事件，種種攻勢猛
烈的行動讓國民黨聲量飆漲，單月聲量從4
月的73.1萬增加到5月的138.6萬。原本民
進黨在網路社群操作佔有絕對優勢，但國民
黨一路猛追，雙方聲量差距在1個月內，從
50％拉近至31％。

分析結果也發現，民進黨5月網路負面聲
量逼近40萬，正面聲量僅16.2萬，其中第一個
高峰落在月初國民黨質疑 「快篩之亂」 ，繼續

追打高登公司承攬政府採購快篩試劑案疑雲；
第二個高峰則是民眾聲援郭彥均 「很多孩子走
了」 相關貼文，且後者比前者的負面聲量多出
15％，其中承受砲火以蘇貞昌最嚴重，以5月

28日為例，當日民進黨負面聲量20973則，蘇
貞昌個人負面聲量就有9千餘則，原因在於蘇
揚言要究責查辦犯眾怒，就算隔天火速澄清所
言 「不是針對個人」 ，仍難以平息民眾怒火。

風向變了？藍綠最新網路聲量出爐差距太驚人

（本報訊）雖然我們不知道今年熱帶地區會
掀起多少風暴，但來自多個機構的專家一致認為
：這個季節可能會產生高於平均水平的颶風，而
那些已經形成的颶風可能會更加強烈.如果他們的
預測成立，這將標誌著連續第七個過度活躍的大
西洋颶風季節的來臨。

負責監督國家颶風中心 (NHC) 的國家海洋和
大氣管理局預測，今年將有 14 到 21 個命名系統
，包括熱帶風暴和颶風。預報員預測，其中 6 到
10 場命名風暴可能是颶風，其中包括 3 到 6 場持
續風速為 111 英里/小時或更高的主要颶風。

AccuWeather 是一家私人天氣預報公司，預
測有 16 到 20 場命名風暴、六到八場颶風和三到
五場大型颶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颶風預測實驗
室內的預報員認為，將有 19 場風暴、9 場颶風
和 4 場大型颶風。

每個氣象機構都指出太平洋拉尼娜現象的嚴
重時期，其特點是那裡的海水較冷，這是本季可
能更加激烈的眾多原因之一。天氣現象減少了大

西洋的風，這使得大氣條件更有利於風暴的形成
。大西洋和墨西哥灣溫度高於平均水平的水域也
將使風暴更容易發展。

AccuWeather 熱帶天氣團隊負責人 Dan
Kottlowski 說：“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的大部分
地區，甚至美國東海岸，尤其是美國東南海岸，
海面溫度都高於正常水平。”預報員在一份新聞
稿中詳細說明了他們的發現。 “這些是早期發展
的關鍵領域。”

到週三，NHC 已經開始監測大西洋盆地的兩
次騷亂。第一個位於墨西哥灣南部尤卡坦半島附
近，由颶風阿加莎的殘餘物組成，該颶風從太平
洋襲擊墨西哥，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它有 80%
的機會發展成一個有組織的系統，儘管 NHC 氣
象學家預測它將在未來幾天內移出海灣，並且不
會對德克薩斯州東南部構成威脅。

第二個乾擾位於西印度群島以東，有 10%
的發展機會。預報員預測它將進一步向大西洋移
動，並且似乎不會對陸地構成威脅。

颶風季節6月1日正式開始 今年颶風加強

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緊急計畫執行主任
萊恩今天警告，猴痘及拉薩熱（Lassa fever
）等地方性流行病的爆發，正變得更具持續性
及頻繁發生。

路透社報導，萊恩（Mike Ryan）指出，
氣候變遷導致乾旱等天候情況迅速變化，動物
和人類正改變覓食行為，以致通常在動物間傳

播的疾病，在人類身上愈來愈多。
萊恩也表示，世衛擔心猴痘在富國持續傳

播，正考慮讓富國使用天花（smallpox）疫苗
，嘗試限制猴痘的傳播。

根據世衛，自英國5月7日通報首起猴痘
確診病例以來，西、中非洲以外地區共有逾
550例確診、30個國家通報病例。

世衛警告世衛警告：：猴痘等疾病爆發猴痘等疾病爆發 變得更加頻繁變得更加頻繁
美國德州一條禁止社群媒體平台以用戶

觀點為依據 「審查」 貼文的爭議性法律，今
天遭到最高法院裁定暫緩實施。

此法若上路，社群平台約束仇恨偏執言
論、甚至連點出明顯造假的文章，都可能觸
犯法律。

政治保守派指控臉書（Facebook）、推
特（Twitter）等社群媒體巨擘扼殺言論，但
未提出佐證。社群媒體則是屢屢自辯，稱是
根據真實世界傷害風險等因子，來決定是否
審核內容。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支持者2021年1月6
日攻擊國會山莊，試圖阻止總統當選人拜登

上任，之後川普就被臉書和推特停權。
德州這條法律禁止用戶超過5000萬的社

群媒體平台，依據用戶的政治觀點禁言。
會員包括亞馬遜（Amazon）、臉書和谷

歌（Google）的產業協會NetChoice挑戰這
項法律，並說服德州聯邦法院停止實施，直
到釐清此法是否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US
Constitution's First Amendment）相衝突為
止。上訴法院後來支持德州，稱德州得繼續
實施這項法律，此案因此提交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在今天支持原審裁定，在釐清
是否應完全廢除德州HB 20法之前，此法暫
緩實施。

德州社媒法禁平台審用戶言論 最高院裁暫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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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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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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se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KelseyCare Advantage, WellCare Texan Plus, Aetna Medicare Advantage, and Humana Gol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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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ver Oaks Clinic

美南時事通

（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歡迎收看生活
故事會，我是講故事的人黃梅子，今天給您講一
講美國的亞裔幫派。可能很多人都覺得幫派這種
事情只在電影裏看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美國
的亞裔幫派確實存在，因為他們一般只會和販毒
、色情和詐騙等行業有關聯，所以大多數人沒有
與他們打過交道。

前不久，紐約發生了一起華裔女性妮可黃和
她的男性友人被槍殺的事件，這件事就是因為幫
派火並。23歲的華裔女子黃妮可和她22歲的男
性友人帕瑞拉被發現死於曼哈頓一輛被燒毀的車
裏，驗屍後認定二人被槍殺焚屍。

警方調查後發現，黃妮可的死涉及曼哈頓下
城黑幫爭鬥，黃妮可是一名華裔女青年，她於5
月15日遭到了下山幫成員的搶劫，但是被搶後她
並沒有報警，而是向上山幫的朋友抱怨了此事。
上山幫和下山幫都是第二代紐約幫派，擁有各自
的地盤——下山幫的地盤為字母城，而上山幫則
控製著下東城。

15日的搶劫案發生後，雙方的報復行動陸續
展開，當晚11時18分左右，39歲的下山幫主力成
員阿特金森在自己的地盤字母城遭人槍殺。下山
幫也很快進行了報復——不到一小時後，上山幫
的兩名成員也遭到槍擊受傷。隨後，下山幫成員
在16日淩晨綁架了黃妮可，而當時她正和男性友
人帕瑞拉在一起，帕瑞拉對於這些幫派恩怨毫不
知情，但是他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
被下山幫將他與黃妮可一同處決。

這個槍案再次使得亞裔幫派出現在公眾的視
線中。這些年有關亞裔幫派的新聞似乎少了，也
很難看到幫派間講勇鬥狠的鏡頭了。可事實上，
亞裔幫派的數量並未減少太多，但大多亞裔幫派
都已經轉行了，從前是打打殺殺，現在是賺錢為

第一要務。幫派的行為改變了，不再像以前那樣
暴力了，可這些幫派對社區的危害並未減少。

移民洛杉磯超過10年的華人基本上都聽說過
“華青幫”、“四海幫”和“亞洲小子”等幫派
名稱，這些幫派因為1993年12月3日在南加州愛
滿地市某臺球館的一次火拼而名聲大噪。這場火
拼的導火索僅僅是因為兩個幫派的人看對方不順
眼而發生口角，進而升級為肢體沖突，最終釀成
了一場火拼，造成多人傷亡。在這場沖突中，亞
洲小子的頭目李麥克攜帶一把手槍進入臺球館，
當時有多名亞洲小子和華青幫的人都在打臺球，
李麥克揮舞著手槍向華青幫挑釁示威，結果雙方
打起來了，李麥克被華青幫的頭目楊丘龍摔倒在
地，並拖出臺球館。見頭領被辱，亞洲小子當中
的一人從臺球桌上拿起一把手槍向對方射擊，但
不巧子彈卡殼。而在這時華青幫的兩名槍手先後
沖進臺球館，沖著屋內連開數槍，亞洲小子的十
多名幫派成員全部蹲在臺球桌下躲避。這時被拖
出館外的李麥克返回館內，在門口摟住槍手楊丘

龍的後腰試圖阻止他開槍，但被對方掙脫，李麥
克趕緊逃脫，試圖藏在臺球桌下，被楊丘龍追殺
連開數槍當場斃命。當年，這起亞裔幫派火拼事
件上了包括CNN、FOX在內的多家美國主流媒體
的頭版頭條。

近些年這些亞裔幫派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自臺球館火拼後就再也沒聽到過“華青幫”或
“亞洲小子”引人註意的犯罪活動。然而，事實
並非如此，他們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販毒，
開地下賭場、妓院，放高利貸等“賺錢”生意上
。

2000年以前美國的亞裔幫派非常活躍，包括
華青幫、亞洲小子、四海幫、竹聯幫等在內的亞
裔幫派多達百個，其中亞洲小子最多的時候僅在
洛杉磯就有500多人，人數最多。那個時候洛杉
磯縣有3個拘留所、18個感化院，專門用來關押
青少年罪犯，因為他們大都未成年，還不能按成
人處理關進監獄。

近些年由於加州預算的削減，47和57號法
案不僅讓重罪變輕罪、輕罪提前放人，就連拘留
所也因預算的削減由過去的3個減少到1個，感
化院由過去的18個減少到現在的10個，過去每個
拘留所關押多達600多人，現在只剩下一個拘留
所，裏面只有102人。

華人是非常重視教育的，那為什麼會出這麼
多幫派呢？這其實與“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傳統
家教有關，一些華裔新移民為了美國夢打拼奮鬥
，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早晨孩子沒醒父母就已
經上班去了，晚上孩子都睡了父母才下班，家長
根本沒時間和孩子溝通，只有到了孩子學習成績
下降了，父母才開始用打罵的方式斥責孩子。孩
子在父母那裏得不到尊嚴和保護，便加入了學校
的幫派，因為在這裏他們既能得到幫派的保護，
也贏得了他人的尊重。

大多數青少年都是在讀高中的時候加入了學
校的幫派，經歷了從認識幫派到加入幫派，再從
幫派骨幹到吸毒犯罪的過程。加入幫派有很多方
式，Walk In是電影裏常見的入會儀式，幫主坐在

上手，兩側是幾大“金剛”，周圍是小嘍嘍，入
會者在中間跪拜，扣頭、行令、灑血效忠；Burn
In就是在皮膚上燙個烙印，通常是幫派縮寫字母
、圖騰或刺青，有了這些烙印後，才算正式加入
幫派；Jump In要求入會者要經得住幫派成員的
圍毆，華青幫要求入會者要挺住23秒，因為華青
幫3個字為23劃；Work In最為嚴格，一定要求
入會者為幫派做一件事情，就是投名狀，通常是
搶劫、盜竊、販毒之類的勾當，你有膽量去做了
，才有資格成為幫派成員。

隨著高科技的發展，現在的幫派也與時俱進
了，以前那種收保護費、打打殺殺的小打小鬧已
經成為了過去式。現在的幫派以賺錢為主要目的
，很多幫派開始合作共贏，比如，美國有些州大
麻合法，有些州大麻非法，這個地域差就為不同
州的幫派創造了賺錢的路子，現在的幫派以務實
賺錢為主，大麻法律不同的州的幫派之間就搞合
作，有的州幫派負責種大麻，有的州幫派負責運
輸分發大麻，有的州幫派賣高價，因為美國聯邦
政府規定大麻生意不能在銀行開戶，所以大麻生
意全部是現金交易，這就更適合幫派操作了。

幫派還經常涉足的是詐騙業，尤其是信用卡
詐騙，他們現在不收餐館的保護費了，那太少不
夠花，現在的幫派派出人去各大餐館收集客戶的
信用卡信息，然後由其他州的幫派做出假卡，再
由另一個州的幫派派人去商場或網上買東西，最
後再由另外一個州的幫派把這些贓貨販賣到越南
或中國大陸，回收現金。這樣層層轉手，布下迷
陣，致使警方很難查出來。

當然，幫派還有很多賺錢的其他非法收入渠
道，比如色情業和人口販賣，交易的方式也都高
科技化了，像數字貨幣和暗網就可以讓幫派的犯
罪更隱蔽。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兒了，如果您喜
歡聽我講故事，請收看本期《生活故事會》，本
周六6月4日晚上7:30鎖住美國國際電視15.3頻
道。您也可以訂閱我們《生活》在Youtube的頻
道：stv15.3 Houston life.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本周六晚上本周六晚上77::3030《《生活故事會生活故事會》》----
美國亞裔幫派以前黑吃嘿互相殘殺美國亞裔幫派以前黑吃嘿互相殘殺，，現在幫派合作高科技犯罪一起賺錢現在幫派合作高科技犯罪一起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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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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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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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羨妮郭羨妮接劇條件接劇條件

林明禎32歲生日
呻無人約留家睡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明禎5月31日以
露背短裙的活潑打扮出席公開活動，現場吸引逾百市
民圍觀。1日是林明禎32歲生日，大會特地準備蛋糕
為她提早慶祝，現場粉絲兩度送上生日歌，令伊人笑
得開懷，大派心心。

她自言過了30歲便被稱呼姐姐，幸得媽媽生得她
一張年輕臉孔，說到拍拖問題，她坦言沒多想，因每
日都是想着工作，近日亦接下不少廣告，至於是否長留
香港發展，她表示：“香港有工作便繼續留下來，不經
不覺已有兩年沒有返大馬，每日便跟媽媽以視像聊天，
自己都同媽媽講，為了工作暫時不會回鄉下。”感情空
白的她，已準備生日節目便是留在家睡個飽，笑言：
“無人約，好慘，其實近期都忙到沒時間休息，所以
生日放假要好好睡一覺，已經好耐沒足夠睡眠。” ◆◆林明禎表示已有兩年沒有返大馬林明禎表示已有兩年沒有返大馬。。

香港文匯
報訊 台灣天王

周杰倫太太昆凌 5
月 31 日晒出滿月禮
盒，顯示為慶祝BB女
滿月做好準備，她開心

發文寫道：“滿月禮盒準備要出發啦”，文末還
特意附上了“星星眼”表情，盡顯內心喜悅。

禮盒表面的印花都是周杰倫夫婦貼心訂製
的，象徵着夫妻倆名字的字母“J”和字母“H”
融為一體，內裏還包括小餅乾和手寫賀卡等，而
女兒是夫妻倆最新的愛情結晶品，足見兩人對小
女兒滿月的重視以及對小公主的疼愛。

與此同時，昆凌也正式曝光了小女兒的英文
名，取名為Jacinda。

昆凌BB女英文名首曝光

◆◆昆凌不介意讓第三昆凌不介意讓第三
胎女兒正臉照曝光胎女兒正臉照曝光。。

◆◆周杰倫與昆凌結婚周杰倫與昆凌結婚77年年，，育有一兒兩女育有一兒兩女。。

讚女兒有天分 不反對入行

郭羨妮已經很久沒拍過長劇，對上一次接演港台單元故
事，今次足足拍了4個月，初期都要慢慢適應，不過

在演戲上早已建立深厚根基，當然沒把她難倒，她表示：
“重返自己熟悉的工作環境，好自然可以投入到，未有生
疏，唯一是記憶力變差，應該是跟年紀增長有關。”

Sonija跟《冥》劇監製黃偉賢在無綫時期已開始合
作，近年雙方沒有聯絡，Sonija某夜接到對方來電邀請演
出：“近年受疫情困擾，曾經對自己前路有點迷惘，自覺
年紀不算老，難道就這樣退休？此時有位會塔羅牌占卜的
朋友推算我好快有一個很大機會，沒多久有晚半夜三更收
到監製的電話，說有套30集劇的角色非常適合我，別無他
選，故事中演一個長生不老的人物，吸引之處是我從沒演
過這類角色，而且佢答應我不會太長時間拍攝。”

Sonija現時再接劇的首要條件是需有充分休息時間，
她向監製開出的條件是每日要有12小時睡覺，因覺年紀不
輕，有充裕睡眠先可以靚樣示人，她謂：“監製有口頭答
應，自己瞓落床也不會即時入睡，因情緒在一天內的波動
很大，都要慢慢調節，可能要兩三小時先入眠，要是精神
不足豈非不能好好享受拍戲過程。”

Sonija走紅時期工作排得密麻麻，劇集、電影、廣告
接踵而至，那時年輕只顧不停衝事業，她回想20出頭的階
段最捱得， 凌晨4點收工，緊接早上7點開工，把握年輕
時候拚搏的黃金機會，2008年與黎耀祥、陳敏之拍攝劇集
《CLICK入黃金屋》更創下3日3夜不眠的個人紀錄，過
累以致頭腦斷片，腦袋空白到一隻字都記不起來，令她留
下很大陰影。

“現在要我衝真的辦不到，應該是去好好享受拍攝過
程，我同自己講不想再過以前那些非人生活，這也是我多
年來沒有拍劇原因，其間有不少人斟酌過都被一一婉拒，

自知精神和心
力都不及從
前，亦希望把

時間多放在家庭和小朋友身上，享受吓人生。”
經歷過以前拍攝捱更抵夜的日子，Sonija如同驚弓之

鳥，最驚無得瞓，她笑言：“以前經常無得瞓覺，家要
睡個夠本，所以會同小朋友講，不要理會媽咪，我成日掛
住瞓覺，哈哈！”

女兒讚媽咪演開槍戲好型
今次Sonija再接劇，囡囡Kylie的反應最大，不時追問

媽咪何時回家，最驚她徹夜不回來，Sonija解釋：“因之
前返內地拍電影版《尋秦記》，阿女無見媽咪成個月很不
習慣。（她有否重溫媽咪昔日舊作品？）我會迫佢睇，她
通常反應是That's ok mom，同埋最鍾意睇我開槍戲，覺得
好型，以前我演過好多警員開槍角色，在《3D無名天使》
有個鏡頭，明明在室內開完槍，頭髮竟有風吹起，成個畫
面好靚好型。”說到會否讓女兒入行，她持開放態度：
“只要她開心便沒所謂，阿女都有點演戲天分，我經常同
她玩開槍和打架格招做反應動作，她都有板有眼。”

參加選美可鍛煉忍耐力和堅持
1999年獲得香港小姐冠軍選美出身的她，對於今年是

港姐50周年，她說暫時沒有收到大會邀請，笑言：“大家
都可能以為我長居內地生活，其實我一直在香港居住，女
兒在港就讀國際學校，只得老公（朱少傑）時常內地、香
港兩邊走，最近一次他回來是去年聖誕，過埋新年留了3
個月便返回內地公幹，前前後後都隔離了6次，大家又已
分開了兩個月。”至於會否贊成女兒參加選美，她謂：
“如果我審視過，有條件贏就可以，參加選美的確有所得
着，在訓練過程中可以鍛煉出忍耐力和堅持，正因女兒從
小有女傭姐姐照顧慣，欠缺忍耐力，必須學習管理好自己
能力和EQ，選美不失是好好訓練。”對於電視台出現不同
類型選美比賽，她覺得對觀眾不失為一種娛樂和提供給大
家多一個入行機會，也是好事。

要有要有1212小時小時
睡 眠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思穎）郭羨

妮 （Sonija） 自 從

2015年離巢無綫後便

淡出幕前，婚後專心

相夫教子，久沒拍劇的她去年獲邀演出ViuTV的30集原創

科幻劇集《冥冥之中》，該劇已於本周一首播，Sonija答應

出山重登電視熒幕首要條件是要有12小時睡眠休息，不想

重蹈覆轍昔日捱更抵夜的日子，如今接戲為的是好好享受箇

中過程。她又讚女兒Kylie有演戲天分，不反對女兒入行。

◆郭羨妮
表示要好好享
受 拍 戲 過

程。

◆郭羨妮覺得
選美比賽既可娛
樂大眾，又能提供
給大家多一個入行
機會。

◆郭羨妮
一家幸福滿
滿。

◆ 郭 羨 妮
回想 20 出頭
的階段最捱
得苦。

◆郭羨妮在
劇中飾演“百
年美魔女”蘇
麗珍。



BB77世界體育
星期四       2022年6月2日       Thursday, June 2, 2022

2022年6月1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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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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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賽季歐聯抽籤分檔
第一檔 皇家馬德里(衛冕/西甲)、法蘭克福(歐霸冠軍/德甲)、

曼城(英超)、AC米蘭(意甲)、拜仁慕尼黑(德甲)、巴黎
聖日耳門(法甲)、波圖(葡超)、阿積士(荷甲)

第二檔 利物浦(英超)、車路士(英超)、巴塞隆拿(西甲)、祖雲
達斯(意甲)、馬德里體育會(西甲)、西維爾(西甲)、RB
萊比錫(德甲)、熱刺(英超)

第三檔 多蒙特(德甲)、薩爾斯堡(奧甲)、薩克達(烏超)、國際
米蘭(意甲)、拿玻里(意甲)、士砵亭(葡超)、利華古遜
(德甲)、其餘1隊待定

第四檔 布魯日(比甲)、些路迪(蘇超)、其餘6隊待定

註：各組將分別包括每檔各一支球隊，同聯賽球隊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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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聯冠亞軍歡慶各自精彩歐聯冠亞軍歡慶各自精彩 利物浦落敗仍擁兩盃不失霸氣利物浦落敗仍擁兩盃不失霸氣

◆◆皇馬再次將歐聯獎盃帶回馬德里皇馬再次將歐聯獎盃帶回馬德里，，隨即隨即
展開勝利巡遊展開勝利巡遊。。 路透社路透社

◆◆利物浦以英格蘭雙料盃賽冠利物浦以英格蘭雙料盃賽冠
軍身份軍身份，，乘住開篷巴士於市內乘住開篷巴士於市內
和球迷一起分享喜悅和球迷一起分享喜悅。。 法新社法新社

綜合外電報道 本賽季歐洲聯賽

冠軍盃（歐聯）周日曲終人散，勝負兩方

的球隊回到各自的大本營後雙雙展開勝利

巡遊。勝利的皇馬當然是慶祝冠軍，而落

敗的利物浦則為贏得英格蘭本土雙料盃賽

冠軍而與球迷同樂。根據抽籤種子分檔，

皇馬和利物浦甚至有可能會在來屆歐聯

分組賽狹路再相逢。

利利
◆◆馬些路馬些路((前排右三前排右三))告別皇馬告別皇馬，，莫迪歷莫迪歷((前排中前排中))則會留隊則會留隊。。

路透社路透社

◆◆黃澤林黃澤林（（右右））夥葛原般奴過關夥葛原般奴過關。。
香港網總圖片香港網總圖片

綜合新華社及中央社報道在法國網球公開
賽的第九個比賽日，中國19歲女單小將鄭欽文
遺憾不敵頭號種子、波蘭選手施禾廸，止步16
強；中國組合徐一璠/楊釗順利晉級女雙8
強。男單頻頻爆冷，西西帕斯、梅德韋傑夫接
連被淘汰。

在女單比賽中，中國小將鄭欽文憑藉獨特
的小球技術打出漂亮開局，在頑強逆轉、以7：
6拿下首盤之後，受身體狀況影響以0：6、2：6
連失兩盤，略帶遺憾地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次紅
土大滿貫之旅。

事實上鄭欽文第2盤開始沒多久就申請醫
療暫停包紮受傷的右腿，但她賽後表示，腳不
是她最擔心的問題，“是關於女孩子的事”。
她指的是經痛：“第一天總是很痛，而我必須
比賽，第一天我都會很痛。我沒辦法違反自
然，真希望我是個男人，這樣就不必為此受
苦，真的很痛苦。” 勝出的施禾廸賽後則大讚
鄭欽文：“鄭欽文表現真的太棒了，她很多擊
球讓我驚訝，她的上旋球太厲害，真的很為她
高興。我丟掉原本領先的第一盤，讓人很挫
折，很高興後來可以逆轉。”

男單賽場爆冷，4號種子、2021年亞軍西
西帕斯以5：7、6：3、3：6、4：6被來自丹麥
的非種子選手魯恩淘汰。上個月剛剛年滿19歲

的魯恩現世界排名第40，此前他還從未在大滿
貫正賽中取得過勝利。他說：“接下來的比賽
中，我會集中精力，專注每一分。”

當天的夜場比賽中同樣爆冷，2號種子、來
自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以2：6、3：6和2：6不
敵20號種子、2014年美網冠軍施歷。賽後，梅
德韋傑夫說：“施歷絕對值得這場勝利，他打
得更好，也能更好地面對艱難的關鍵時刻。我
沒有給自己發揮出最好狀態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網球新星黃澤林，於當
地時間周一舉行的法國公開賽青年組男雙首圈賽事，夥拍澳網
奪冠拍檔葛原般奴順利過關晉級16強。

黃澤林在當地時間周日出戰了男單比賽，可惜在先贏一盤
下不敵瑞士球手Kilian Feldbausch出局，只能專注於雙打賽
事。

黃澤林在單打出局後曾表示，在之後雙打會繼續搏盡無
悔，以報答支持自己的人，這位小將果然說到做到，在周一男
雙首圈比賽，他夥拍澳網奪冠拍檔葛原般奴迎戰美國Leanid
Boika和澳洲Jeremy Jin的跨國組合，結果黃/葛組合首盤雖遇上
考驗，但仍以7：6先下一城；到第二盤黃/葛組合已完全控制大
局，終再贏一盤6：1，僅花了71分鐘便成功晉級。

黃澤林夥葛原般奴晉青年組男雙16強

徐一璠/楊釗闖法網女雙8強
鄭欽文女單惜敗16強止步

◆◆鄭欽文明顯感到十分痛楚鄭欽文明顯感到十分痛楚。。 法新社法新社

◆◆鄭欽文在比賽中回球鄭欽文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皇馬全隊從巴黎飛回馬德里，他們舉着
剛剛獲得的歐聯大耳盃參加冠軍巡

遊，大批球迷夾道歡迎。按照傳統他們先
前往聖母主教堂接受馬德里教區主教祝
賀，然後乘開篷大巴前往區政府、馬德里
市政廳、豐收女神廣場等地，最後回到班
拿貝球場。皇馬教練和球員都穿着黑色西
裝白色襯衫，兩位隊長馬些路和賓施馬負
責捧着大耳盃，莫迪歷和拿祖費南迪斯則
拿着早些時候贏得的西甲獎盃。

莫迪歷將續約 馬些路淚別
“皇馬再次創造歷史，本屆歐聯決賽能

擊敗利物浦這樣偉大的球隊，肯定會載入歐
聯史冊成為其中重要比賽之一。”皇馬主席
佩雷斯在市政廳發表講話時表示：“這是個
夢幻般的賽季，我們在奪冠路上擊敗了歐洲
4支最好的球隊（巴黎聖日耳門、車路士、
曼城、利物浦）。 8年內獲得5座歐聯冠
軍，絕對是永恒和難忘，現在就向第15座
歐聯獎盃進發吧！”他還稱讚主帥安察洛
堤，已成為皇馬的不朽象徵。

而在班拿貝球場，中場大將莫迪歷透

露自己將會續約，繼續為皇馬効力。日前
證實約滿後將離開皇馬的多年後防老臣馬
些路，則難掩離愁別緒多次落淚，他表
示：“這不是悲傷而是快樂的日子，因為
我們再次贏得歐聯冠軍。非常感謝這樣神
奇之夜，我要說，年輕球員很好地保障了
皇馬的未來。”另一位9年功臣中場球員
艾斯高，昨天（5月31日）亦落實會在今
夏約滿後離隊。

利物浦的“四冠王”美夢隨着過去兩
星期相繼失落英超及歐聯冠軍，最終只餘
下英格蘭足總盃和聯賽盃的本土盃賽雙料
冠軍。他們在歐聯輸波後沒有取消數周前
計劃好的冠軍巡遊，但原本預期的獎盃最
終只有兩座。儘管如此，這已經是一個令
人相當滿意的球季，領隊高洛普和球員們
都在開篷大巴上接受球迷的歡呼，又暢飲
啤酒，唯獨有可能轉會的沙迪奧文尼則顯
得心事重重。

兩軍來屆歐聯小組或重遇
來屆歐聯，皇馬與利物浦更有機會提

前在小組賽再次相遇。根據來屆部分已確
定的歐聯種子4個分檔，本屆歐聯、歐霸
盃王者以及其他6個歐洲排名最高的聯賽
冠軍，合計8支球隊列為第一檔，根據每
組4隊分別來自不同檔次種子以及同聯賽
球隊不相遇的原則，衛冕的皇馬與第二檔
的利物浦有可能會被編入同一組中（詳見
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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