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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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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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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就任特首發表感言 指施政會體現實踐習主席希望和要求

李家超：不負國家重託 不負市民期望

◆◆習習近近近平監誓平監誓，，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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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日在典禮上宣誓就職，其後致辭時表

示，未來5年特區政府會務實有為，迎難而上，“以結果為目標”，在

各方面力謀發展。其後，他在西九站首次會見傳媒時表示，習近近平主席

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方向，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注

入強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動力。他將會帶領新一屆政府全力以赴，施政會

體現和實踐習主席的希望和要求，不辜負習主席的重託，亦不會辜負廣

大市民的期望。“我會團結和帶領社會各界續寫‘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的新篇章，展現香港的新景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家超在就職典禮上致辭表示，“一國兩
制”是香港社會的最佳制度保障，是維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重要基石，更是給予特區
獨特優勢的成功國策。他將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以改革精神自我挑戰及創新
他指出，未來5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

關鍵時刻，特區政府會務實有為，迎難而上，
“以結果為目標”，解決社會問題。管治團隊
會重視團隊文化，優勢互補，以改革精神，自
我挑戰及創新，提升管治效能，為市民解困。
領導官員會在問題萌芽時主動介入，積極指
揮。政府施政要關心民心所盼。哪怕每天只解
決一個問題，但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持之以
恒，必有所成。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全面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發展經濟，包括鞏固和提升國家“十
四五”規劃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等固有優勢產業，及全力發展新興產業；
凝聚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中心，發揮和結合
香港和內地的自身優勢和不同地方的優勢，讓
香港的基礎科研成績，結合內地特別是粵港澳
大灣區的產業鏈、人才和市場力量等，把創科
及各領域做大做強，發展高端競爭力，提升創
科力量。

他強調，發展是解決社會問題、改善民生
的金鑰匙。政府會正視房屋土地問題，成立行
動和統籌工作組，全面提速、提量、提效，增
加多元土地房屋供應；以科學精準管控新冠疫

情，強化醫療系統應變能力，加強安老護幼；
制訂青年政策和發展藍圖，增加青年上流空
間，並鼓勵他們擁抱粵港澳大灣區機遇，實現
夢想。我們會優化教育，培育有家國情懷，具
世界觀、大局觀的新一代。

在發展的同時，李家超表示，政府會居安
思危，防患於未然。“我們會奠定安穩基石，
確保有充分的防範和保障能力，應對包括國家
安全、金融安全、食物衞生安全、物資供應安
全等風險。政府會全面用好話語權，派員及代
表團到海外，說好香港故事，讓香港的成功和
事實宣揚到海外。”

主席講話有五方面意義
李家超其後在高鐵西九龍站歡送習近平主席

後向傳媒表示，習主席是次來香港視察和發表的
重要講話有幾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是習主席在疫情下親臨香港出席慶祝大
會和就職典禮，充分體現習主席和中央對香港
同胞的深切關懷、對香港發展全力支持及高度

重視；
二是習主席肯定了25年來“一國兩制”的

實踐在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高度評價香
港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並對香港未來繼
續在國家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寄予厚望；

三是習主席鄭重宣示“一國兩制”方針是
好制度，長期堅持，不會改變，進一步增加大
家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和香港發展前景的
信心；

四是習主席向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提
出了四點希望；

五是習主席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
重要的指導方向，亦表明中央將全力支持新一
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注
入強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動力。

李家超強調，將會帶領新一屆政府全力以
赴，施政會體現和實踐習主席的希望和要求，不
辜負習主席的重託，不會辜負廣大市民的期望。
“我會團結和帶領社會各界續寫‘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的新篇章，展現香港的新景象。”

首天委任四副局兩局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辦公室1日公布，特首李家超委
任四名副局長和兩名局長政治助理（見左
圖）。他們1日履新。

在是次委任中，現年45歲的陳百里獲
續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現年45歲
的陳浩濂續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現
年37歲的何啟明續任勞工及福利局副局
長，現年54歲的胡健民續任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現年30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政治助理葉俊廉獲續任，原民政事務

局局長政治助理、31歲的張進樂獲委任為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李家超1日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
娟及上述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監誓。他表示，
十分歡迎這些有抱負、有能力、有擔當的人
士繼續留任在政治委任團隊，為國家、為香
港作出貢獻。“我相信他們會全力以赴，協
助司局長聯繫社會各界，有效施政，同為香
港開新篇。”

特區政府將另行公布其餘副局長和政治
助理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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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1日上午在
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
超、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共同見證。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中央駐港維護
國家安全公署署長鄭雁雄、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劉光源、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
彭京堂與政委賴如鑫出席升旗儀式。

在《歌唱祖國》的樂曲聲中，護旗
方隊整齊劃一地踏着中式步操進場，護
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區旗來到旗杆下。在升旗台前站定
後，方隊指揮官走到席前，向李家超報
告護旗方隊與儀仗隊已經準備好。

隨後，升旗儀式正式開始。隨着
《義勇軍進行曲》奏響，國旗與區旗冉
冉升起，現場全體肅立，高唱國歌。上
午8時整，國旗和區旗升至旗杆頂點。

香港特區政府飛行服務隊多架直升機
隊在維多利亞港上空飛過，領航直升機懸
掛大幅國旗，區旗緊隨其後。海面上，香
港紀律部隊消防輪噴灑水柱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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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分別懸掛國旗和區

旗在維港上空飛過。 中新社

◆特首李家超、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特區政府主
要官員及嘉賓1日晨出席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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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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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優
化
隔
離
管
控
利
好
A
股
續
彈

◆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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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休城工商

侨 乡 广 东

日前，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在广

州开港。在这里，大湾区人才可享受到安居落

户、子女入学、交流培训、项目对接等全方位、

全链条、一站式人才服务保障。未来，省级主

港功能还将复制到广东各市县。粤港澳大湾区

人才施展才华、干事创业，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人才港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壬丰大厦，建

筑面积逾 1.6 万平方米，内设人才公共服务中

心、高层次人才创新交流中心、高技能人才创

新交流中心等 6 个核心功能区，集合了中国国

家级专家服务基地、中国博士后创新示范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等国家级

平台。其中，人才公共服务中心能为高层次人

才提供安居落户、子女入学、交通出行等 14

项优惠政策和便捷服务，为流动人才提供档案

接收和转递等 18 项服务；高层次人才创新交

流中心和高技能人才创新交流中心能够举办人

才交流培训、学术研讨、项目对接等活动，全

方位展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成果，搭建产学研

交流平台，促进海内外人才合作，一站式打包

解决人才项目落地问题。

（尚黎阳 龚春辉）位于人才港五楼的公共服务中心。梁钜聪 摄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在广州开港 
为大湾区人才提供落户等一站式服务

广东侨乡推介：
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京梅村

京梅村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西

北，在外华侨超过 2000 人，主要分布于美国、

加拿大、新西兰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京梅村

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李佛发源地，目

前全世界共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蔡李佛功

夫总会和联会，弟子门生已超过 1000 万人，遍

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百年武学渊源，孕育出京梅村一脉相承的热血

和厚重的人文底蕴。洪圣始祖馆、康王庙、明代

雕楼、清代祠堂等历史建筑，都是新会区不可移

动文物。近年来，京梅村先后获评“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特色村”、

“广东省卫生村”、

“江门市乡村旅游

示范村”、“江门市

生态村”、“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荣誉

称号。 

为进一步搭建联系海内外乡

亲的桥梁，京梅村成立和谐乡亲联谊会，侨胞纷

纷通过联谊会捐资捐款，建言献策。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侨胞们踊跃向家乡捐款及捐赠防疫物资，

蔡李佛青少年训练馆 出神入化巷
蔡李佛文化中心

展示海内外侨胞携手抗疫、情系桑梓的深厚情谊。

同时，京梅村还着力打造了侨胞之家、侨文化馆、

侨心公园，举办蔡李佛国际狮王争霸赛、蔡李佛

国际武术交流、陈享公诞辰纪念等盛会，留住海

外华侨乡愁，凝聚海外华侨力量。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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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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車主都知道汽車需要定期、例行保養，
如更換三濾、機油等消耗品，檢查輪胎和製動系
統的安全性等。但是，在車輛的運行過程中，很
多部件都在不斷地磨損，例行保養、檢查範圍也
遠遠不限於三濾、機油、剎車片、火花塞等，很
多地方如果平時不註意檢查、維護，說不定什麼
時候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故障。下面就是容易被
忽視的一些汽車部件。

1，點火線圈(Ignition Coil)
很多人都知道火花塞要定期更換，卻忽略了

點火系統其他部件的維護，點火高壓線圈就是其
中之一。在發動機運轉時，點火線圈上經常有數
萬伏的高壓脈衝電流，由於它長時間工作在高溫
、多塵、振動的環境中，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老化
甚至破損。

2，製動盤（Brake Rotor)
製動盤與製動蹄片是一對摩擦兄弟，製動蹄

片磨損了，製動盤也會有一定的磨損。這個道理
是很淺顯的，很多人在保養車輛時卻只註意更換
蹄片，忽略了更換製動盤。製動盤過度磨損帶來
的後果很嚴重，一般來說，在製動蹄片更換2~3
次之後，製動盤也應更換。別心疼錢，它帶給你

的安全保障可是無價的。
3，發動機支架（Engine Mount）
發動機支架是用來將發動機和變速器固定到

汽車的車架上的。由於發動機及變速器的工作會
產生震動，為了減少震動感必須要靠能起緩衝作
用的發動機支架， 一定是橡膠做的。經過長期的
高溫及震動和壓力的作用產生老化橡膠破裂。一
般來講發動機支架（Engine Mount）的壽命只有
6萬-8萬英裏。

4，電氣插接件
汽車上除了極少數重要的電氣插接件採用金

觸點，其餘大部分接頭都採用銅-鋅合金，在正
常情況下，它的可靠性是有保障的，但如果車子
長期在高溫、 高濕、顛簸的環境下運行，這些接
頭就有可能產生鬆動、鏽蝕、接觸不良等故障，
而一些稀奇古怪的電氣故障也大多由此而產生。
因此，在例行保養時，應著重檢查車上的電腦、
傳感器、噴油嘴等部件的接頭。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4343
汽車維修保養中易被忽視的幾處部件汽車維修保養中易被忽視的幾處部件

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
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
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
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
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
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

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
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
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
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
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
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
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
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
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
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
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
，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
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
來治療只需一個人。再治

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
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
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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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優
化
隔
離
管
控
利
好
A
股
續
彈

◆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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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詠麟感謝祖國助抗疫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校長”譚詠麟祝願祖國和香港

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繼續好。譚校長最記得是1997年他
在前國家領導人手上接過一幅畫，寫着“明天會更好”，
之後還放在禮賓府，對此，他大感榮幸。

譚校長指香港具備“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這個優
勢，他說：“在這獨特的環境之下、能給予我們一份
‘踏實’感覺，很感恩祖國對香港的關愛與支
持，就以最當前的新冠疫情，正當我們面
對嚴峻疫情時，中央非常關切香港同
胞的安全健康，全力支援香港抗
疫，派出大批醫護人員、抗疫物
資來港，同心抗疫，種種關愛
暖在心頭。”同時粵港澳大
灣區亦提供很多機會給港
人前往發展，可以加
強內地與香港兩地文化
交流，為香港締造了許

多機遇，也使娛樂事業更
加多元化，開拓更擴闊市
場，譚校長表示：“深
信香港在我們共同努
力之下，明天會更
好。”

梁漢文當年因為透過念中國近代史了解到香
港跟國家的關係，所以在1997年回歸當天在電視
上看到的場面非常深刻，非常感動。過去25年，
他感恩國家提供了很多機會給各行各業的朋友去發
展，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共融在一起，共
同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他說：“過去二十幾年
看到國家的進步是我感到最感動的事情，每當香港
遇到困難的時候，國家總會伸出援手，好像最近疫
情期間，國家好幾次派出專家過來幫忙抗疫。”
梁漢文稱香港藝人在灣區城巿發展是很好的機

遇。他謂：“去
年因為參與了《披
荊斬棘的哥哥》成
為了‘大灣仔’之
後，確實得到大家的厚

愛。我認為只要有創新的
思維、勇敢的態度，灣區各
城巿確實能夠滿足大家未完
的夢想，年輕的朋友應該回
去灣區走一走，親身感受一
下灣區朋友的活力和拚
勁，必定可以帶給你們不
一樣的靈感衝擊。”最
後他把自己1998年的
作品《隨時行樂》送
給每位香港人，讓
大家一齊飛出去，
尋找更多的機
會、更多的快
樂。

郭羨妮在1997年回歸時期，剛好在加拿
大大學畢業，當時她透過電視直播見證香港
回歸祖國的交接歷史時刻，她很想回流香港
生活，忘不了此地的人和事，還有港式的地
道美食。

郭羨妮在2003、2004年間已到內地拍
劇，看到祖國不斷進步，她表示：“內地
的建設很先進，就像早前在內地拍攝電影
《尋秦記》，在荒山野嶺拍攝已經有流動
廁所的設備，作為藝員真的很開心。”

回歸25年了，她感覺到內地和香港兩
地關係更緊密。最令她感動是香港連接到
內地的高鐵開通之後，兩地交流更顯便
利，她說：“作為藝人經常要穿州過省，
有高鐵之後不論旅遊或工作在交通上方
便得多，給市民有好好的選
擇，完全感受到國家很
大進步。”

周勵淇見證香港回歸25周年真的有很多感受，她說：“想起25年前自己尚
很年輕，但一眨眼已為人母有了自己的家庭，也看見很多香港的變遷和進步，實
在經歷了很多，和香港人一同成長。我希望祖國愈來愈繁榮，香港人愈來愈好，一
切都順順利利，過去每當香港遇到困難，內地一定給予無限支援，因為祖國是媽媽。
尤其我經常穿梭香港與內地之間，由從以前少接觸到現在我先生也是內地人，我覺得

內地與香港文化更能達至互相交流，看着內地發展得很快，最明顯是內地的支
付方法，我在內地已很久未拿過現金出來，香港逐漸也開始效
法，兩地亦都做到互通，真的很方便，我都開了戶口，因

為是特別給了我們香港人很多優惠，大家要好好享
用，不要慢人一步了！”

曹永廉指曹永廉指：“：“回想起於回想起於2525
年前年前19971997回歸那刻的感覺回歸那刻的感覺，，自自
己是真正住在屬於中國的地方己是真正住在屬於中國的地方，，

不再是英國管治的地方不再是英國管治的地方，，自己亦可以自己亦可以
理直氣壯跟別人說理直氣壯跟別人說‘‘我是中國裏邊的香港人我是中國裏邊的香港人’，’，感覺很感覺很
光榮光榮！”！”

曹永廉透露小時候已經常往返廣州探親曹永廉透露小時候已經常往返廣州探親：“：“有回有回
去容易接觸到才知道國家變化之大去容易接觸到才知道國家變化之大，，那時家人會帶日用那時家人會帶日用
品品、、電器電器、、舊衫褲鞋襪上去舊衫褲鞋襪上去。。現在根本不用我們資源上現在根本不用我們資源上
的幫助的幫助，，已經倒轉是我們帶物資回來了已經倒轉是我們帶物資回來了！！看到內地經濟看到內地經濟
發展很快發展很快，，成功脫貧成功脫貧，，身為中國人着實感覺很開心和光身為中國人着實感覺很開心和光
榮榮！”！”

““看到香港回歸之後看到香港回歸之後，，有祖國作有祖國作
為後盾為後盾，，近年特別留意到近年特別留意到，，中國的大國中國的大國
風度風度，，外面有不同國家針對我們外面有不同國家針對我們，，我們我們
應該團結對外應該團結對外，，配合祖國共同發展大灣配合祖國共同發展大灣
區區，，希望與內地更多地方接軌希望與內地更多地方接軌，，港人更多港人更多
機會機會、、香港愈來愈好香港愈來愈好！！自己也有更多機自己也有更多機
遇遇。”。”謝雪心表示謝雪心表示：“：“回顧過去大家有很多回顧過去大家有很多
回憶回憶，，最難忘是推廣防疫注射疫苗期間最難忘是推廣防疫注射疫苗期間，，我有我有
幸參與香港第一部防疫車幸參與香港第一部防疫車，，走訪各區幫長者和小走訪各區幫長者和小
朋友朋友。”。”幫手派發中央援港的防疫物資幫手派發中央援港的防疫物資，，也見證也見證
到香港人的同心協力到香港人的同心協力。“。“希望疫情快點過去希望疫情快點過去，，祝願祝願
國家安定繁榮國家安定繁榮，，每個人都家庭幸福每個人都家庭幸福！”！”

感謝祖國助香港抗疫譚詠麟

祖國是媽媽給了我們無限關懷周勵淇

感謝高鐵連接香港利交流郭羨妮

感恩國家提供發展機會梁漢文

應該團結對外配合祖國發展曹永廉

見證香港回歸25年歷經風雨浴火重生

眾星心聲：
我們感受到祖國的關愛

◆◆郭羨妮郭羨妮

◆◆謝雪心謝雪心

◆◆周勵淇周勵淇
◆◆譚詠麟譚詠麟

◆◆曹永廉曹永廉

香港回歸25周年，蘇永康表示永
遠不會忘記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舉
國上下，包括香港那種屬於中國人的自豪
和踏實感覺；2003年非典之後，中央實施
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遊”政策，令香港經
濟再攀高峰；今年祖國亦對香港無限量支持

以遏止香港疫情，而港人每當國家發生天災時
亦會作出支援，這份手足之情，血濃於水的關懷
從來未間斷過！
蘇永康續說：“自己身處的演藝界，因為香港

融入大灣區發展政策，近
半年我見到很多內地主要
媒體都以廣東歌作為重點
表演，作為演藝界一分
子，我當然樂見其成，亦
深感廣東歌曾經乃世上華
人的重要集體回憶，亦都
是香港歌手能夠衝出香港
擁抱祖國發展的重大機
遇。”在此他亦透過前輩
羅文作品《獅子山下》提
醒香港人，大家從來都需
要互相諒解，共融及合作
來打造自己美好的家園。

7 月 1 日是
香港回歸祖國25

年的大日子。過去25載，香港社會
各方面經歷了不少風浪和重大考驗，但在祖

國強大後盾支持下，一一戰勝難關，香港這顆
東方之珠風采依舊，香港人已回復了信心和活力，前
景更光明。一眾正能量的香港藝人親身見證了香港發展，也
深深感受到國家對香港的關愛，祖國護蔭令香港每次都逢凶
化吉，演藝界受惠於國家政策對兩地合拍用藝人名額放

寬，能亮相內地不同節目及平台，香港藝人發展路向
更廣闊了！他們向祖國獻上衷心感謝，並祝
願祖國及香港繼續繁榮興盛！

娛樂組採訪

◆◆梁漢文梁漢文

感謝國家政策上支持蘇永康

◆◆蘇永康蘇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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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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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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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選手包攬金、銀牌不出意料，唯一
懸念是兩位小將誰能更勝一籌。東京

奧運會該項目角逐中，全紅嬋力壓陳芋汐
奪冠，此次世錦賽上兩人名次互換。
預賽和準決賽中，陳芋汐總分保持領

先。決賽前兩跳下來，全紅嬋領先，第三
跳207C出現失誤，入水姿態不佳，陳芋汐
反超至第一。最後兩跳，陳芋汐動作也出
現瑕疵，最終以417.25分奪冠。全紅嬋僅
落後0.3分，以416.95分摘銀。馬來西亞
選手潘德莉拉·帕姆格以338.85分獲得銅
牌。
作為2019年光州世錦賽該項目冠軍，

現年16歲的陳芋汐成功實現衛冕。
“兩次世錦賽冠軍感受完全不同。上

次奪冠時，對世錦賽還沒有太多概念，經
過世錦賽、奧運會大賽歷練後，更
加理解這樣的金牌對我來說的意
義。”陳芋汐說，“說實話，我
自認為這次不如上一次世錦賽奪
冠時的狀態好。”
儘管在現場觀眾看來，陳芋

汐發揮無可挑剔，但她對自己表現仍不夠
滿意。“比賽發揮並不完美，一套動作下
來有些瑕疵，特別最後兩跳有些失誤，希
望自己能發揮更好，動作保持更穩定。”
對於兩人緊咬的比分，陳芋汐表示並沒有

太在意分差。“我只想着動作要
領，跳好我的動作。”

作為東京奧運會該項

目冠軍，年僅15歲的全紅嬋坦言感到實實
在在的壓力。“感覺受到很多關注，今天
現場氣氛特別熱烈。比賽中有那麼一瞬間
想得有點兒多，第三跳以後就沒有分散注
意力了。我覺得自己狀態很好，就是207C
差一些，以後繼續努力練吧。”

將戰雙人賽 既是搭檔又是對手
在女子10米跳台項目歷史上，世界上

只有兩位運動員以奧運冠軍的身份奪得接
下來一屆世錦賽的冠軍，其中一人是伏明
霞（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和1994年羅馬
世錦賽）。
接下來，全紅嬋和陳芋汐還將搭檔參

加女子雙人10米台比賽。
“這種既是搭檔、又是對手的感
覺很難描述。我倆是良性競爭，有
競爭才有前進動力。如果待在舒適
區，就找不到下一個目標。雙人10
米台，希望我倆把壓力轉換成動
力，跳出正常水平就可以。”陳芋
汐說。 ◆新華社

◆ 陳 芋 汐
（右）與全紅嬋
在頒獎儀式後合
影。 新華社

港甲聯賽盃誕4強 周日爭決賽權

港小妮葉雨晴加盟曼城女子U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再有香港女

球員加盟外地球會：年僅13歲的曼城球迷、曾於
傑志足球學院受訓的葉雨晴，日前正式加盟曼城
女子U14，是繼女足代表陳頌文之後，第二位加
盟這支英超豪門青年梯隊的香港球員。
2015年，年僅6歲的葉雨晴加入傑志足球學

院，直至去年年尾離開香港，離港前在傑志足球
學院接受訓練長達6年。傑志在2019年曾邀請曼
城來港踢表演賽，當時仍為傑志足球學院學員的
葉雨晴，與曼城早已結緣，當年曾接受曼城官網

訪問，除了有機會與哥迪奧拿合照外，亦曾與德
國國腳根度簡見面。
自從那一場傑志對曼城的表演賽後，葉雨晴

就成為了曼城的球迷，如今如願加盟曼城女子
U14，將會披上愛隊的球衣比賽。傑志28日於社
交平台公布此消息時祝願葉雨晴在英國能夠盡展
所長，球技更進一步。

除葉雨晴外，香港女足代表陳頌文去年亦於
曼城試腳成功，加盟曼城U19女子隊，當時僅16
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球季腰斬後增設
的港甲聯賽盃，現已完成分組賽階段的較量，和富
大埔及深水埗兩支準升班馬均順利出線，周日（3
日）將分別與沙田及高力北區爭奪決賽席位。

聯賽盃為足總新設的盃賽，用意是在球場重開
後，為港超以外的本地球會提供比賽機會。經過幾個
星期的激戰，甲組四強已全數產生。高力北區以0:：

0賽和中西區後，5戰3勝2和11分得A組首名出線；
次名為5戰10分的和富大埔，這支落實升上港超的地
區球隊，在最後一場小組賽與黃大仙踢成1：1。

B組方面，有意升班的深水埗其出線形勢則有
點驚險，由於上周最後一仗以1：2不敵沙田，今周
只能靠東區1：1逼和佳聯元朗，才能憑4戰2勝1和
1負7分、較佳的對賽成績壓過同分的佳聯元朗，以

次名出線。而沙田以2：1打敗南華後，4戰3勝1負
得9分，首名晉身四強。

兩場準決賽將於周日於九龍灣公園舉行，下午
3時30分先由高力北區對深水埗；5時45分上演沙
田對和富大埔。和富大埔為準備來季升上港超，已
接洽個別“失意軍人”，消息指前香港U23門將謝
家榮正是其中一位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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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賽2022”將於8月
中旬展開，並即日起接受報名。各參賽球
隊將藉今次賽事爭取成為香港區冠軍，贏
取9月在埃及舉行的世界總決賽資格。詳
情︰http://redbull.hk/redbullhalfcourt。
“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賽”

將於全球29個國家、地區舉行，預計參賽人
數超過二萬人，是全球知名的街頭籃球比
賽。香港區賽事今年已是連續第3年舉行。
男子組初賽將於8月13、14日在將軍澳明德
體育場進行，出線的18 支隊伍、連同去年
Red Bull Half Court男子冠軍及亞軍一同晉
級8月20日的香港總決賽。女子組初賽及
男、女子組總決賽則定於8月20日假屯門
H.A.N.D.S 籃球場舉行。其中，女子組賽事
參賽隊伍包括16支通過報名參賽的隊伍、2
支通過“Red Bull Half Court Youth Work-
shop”組成的隊伍，以及Red Bull Half
Court 2021女子冠軍及亞軍隊伍。

游泳世錦賽獎牌榜
（截至當地時間27日）

排名 代表隊 金 銀 銅 總數
1 美國 17 12 16 45
2 意大利 7 4 6 17
3 中國 7 1 6 14
4 澳洲 6 9 2 17
5 加拿大 3 4 4 11
6 日本 2 6 3 11
7 法國 2 5 2 9
7 烏克蘭 2 5 2 9
9 德國 2 3 2 7
10 瑞典 2 2 0 4

2022匈牙利布達佩

斯游泳世錦賽當地時間

27日進行了女子10米跳

台決賽，奧運冠軍陳芋

汐和全紅嬋包攬冠、亞

軍，兩人之間總分差只

有0.3分。

◆陳芋汐在
女子 10 米跳台
比賽以417.25分
奪冠。 美聯社

◆◆ ““Red Bull Half Court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賽三人籃球賽””
港區賽事今年將再次舉行港區賽事今年將再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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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勝全紅嬋 奪 冠
陳芋汐

◆全紅嬋以
0.3 分之差屈
居亞軍。

路透社

游泳世錦賽女子10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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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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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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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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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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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就任特首發表感言 指施政會體現實踐習主席希望和要求

李家超：不負國家重託 不負市民期望

◆◆習習近近近平監誓平監誓，，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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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日在典禮上宣誓就職，其後致辭時表

示，未來5年特區政府會務實有為，迎難而上，“以結果為目標”，在

各方面力謀發展。其後，他在西九站首次會見傳媒時表示，習近近平主席

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方向，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注

入強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動力。他將會帶領新一屆政府全力以赴，施政會

體現和實踐習主席的希望和要求，不辜負習主席的重託，亦不會辜負廣

大市民的期望。“我會團結和帶領社會各界續寫‘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的新篇章，展現香港的新景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家超在就職典禮上致辭表示，“一國兩
制”是香港社會的最佳制度保障，是維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重要基石，更是給予特區
獨特優勢的成功國策。他將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以改革精神自我挑戰及創新
他指出，未來5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

關鍵時刻，特區政府會務實有為，迎難而上，
“以結果為目標”，解決社會問題。管治團隊
會重視團隊文化，優勢互補，以改革精神，自
我挑戰及創新，提升管治效能，為市民解困。
領導官員會在問題萌芽時主動介入，積極指
揮。政府施政要關心民心所盼。哪怕每天只解
決一個問題，但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持之以
恒，必有所成。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全面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發展經濟，包括鞏固和提升國家“十
四五”規劃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等固有優勢產業，及全力發展新興產業；
凝聚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中心，發揮和結合
香港和內地的自身優勢和不同地方的優勢，讓
香港的基礎科研成績，結合內地特別是粵港澳
大灣區的產業鏈、人才和市場力量等，把創科
及各領域做大做強，發展高端競爭力，提升創
科力量。

他強調，發展是解決社會問題、改善民生
的金鑰匙。政府會正視房屋土地問題，成立行
動和統籌工作組，全面提速、提量、提效，增
加多元土地房屋供應；以科學精準管控新冠疫

情，強化醫療系統應變能力，加強安老護幼；
制訂青年政策和發展藍圖，增加青年上流空
間，並鼓勵他們擁抱粵港澳大灣區機遇，實現
夢想。我們會優化教育，培育有家國情懷，具
世界觀、大局觀的新一代。

在發展的同時，李家超表示，政府會居安
思危，防患於未然。“我們會奠定安穩基石，
確保有充分的防範和保障能力，應對包括國家
安全、金融安全、食物衞生安全、物資供應安
全等風險。政府會全面用好話語權，派員及代
表團到海外，說好香港故事，讓香港的成功和
事實宣揚到海外。”

主席講話有五方面意義
李家超其後在高鐵西九龍站歡送習近平主席

後向傳媒表示，習主席是次來香港視察和發表的
重要講話有幾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是習主席在疫情下親臨香港出席慶祝大
會和就職典禮，充分體現習主席和中央對香港
同胞的深切關懷、對香港發展全力支持及高度

重視；
二是習主席肯定了25年來“一國兩制”的

實踐在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高度評價香
港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並對香港未來繼
續在國家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寄予厚望；

三是習主席鄭重宣示“一國兩制”方針是
好制度，長期堅持，不會改變，進一步增加大
家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和香港發展前景的
信心；

四是習主席向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提
出了四點希望；

五是習主席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
重要的指導方向，亦表明中央將全力支持新一
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注
入強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動力。

李家超強調，將會帶領新一屆政府全力以
赴，施政會體現和實踐習主席的希望和要求，不
辜負習主席的重託，不會辜負廣大市民的期望。
“我會團結和帶領社會各界續寫‘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的新篇章，展現香港的新景象。”

首天委任四副局兩局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辦公室1日公布，特首李家超委
任四名副局長和兩名局長政治助理（見左
圖）。他們1日履新。

在是次委任中，現年45歲的陳百里獲
續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現年45歲
的陳浩濂續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現
年37歲的何啟明續任勞工及福利局副局
長，現年54歲的胡健民續任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現年30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政治助理葉俊廉獲續任，原民政事務

局局長政治助理、31歲的張進樂獲委任為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李家超1日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
娟及上述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監誓。他表示，
十分歡迎這些有抱負、有能力、有擔當的人
士繼續留任在政治委任團隊，為國家、為香
港作出貢獻。“我相信他們會全力以赴，協
助司局長聯繫社會各界，有效施政，同為香
港開新篇。”

特區政府將另行公布其餘副局長和政治
助理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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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1日上午在
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
超、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共同見證。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中央駐港維護
國家安全公署署長鄭雁雄、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劉光源、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
彭京堂與政委賴如鑫出席升旗儀式。

在《歌唱祖國》的樂曲聲中，護旗
方隊整齊劃一地踏着中式步操進場，護
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區旗來到旗杆下。在升旗台前站定
後，方隊指揮官走到席前，向李家超報
告護旗方隊與儀仗隊已經準備好。

隨後，升旗儀式正式開始。隨着
《義勇軍進行曲》奏響，國旗與區旗冉
冉升起，現場全體肅立，高唱國歌。上
午8時整，國旗和區旗升至旗杆頂點。

香港特區政府飛行服務隊多架直升機
隊在維多利亞港上空飛過，領航直升機懸
掛大幅國旗，區旗緊隨其後。海面上，香
港紀律部隊消防輪噴灑水柱敬禮。

李
家
超
駱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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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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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七
一
升
旗
禮◆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分別懸掛國旗和區

旗在維港上空飛過。 中新社

◆特首李家超、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特區政府主
要官員及嘉賓1日晨出席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



BB33
星期四       2022年7月7日       Thursday, July 7, 2022

神州經濟

廣告

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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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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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優
化
隔
離
管
控
利
好
A
股
續
彈

◆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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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休城工商

侨 乡 广 东

日前，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在广

州开港。在这里，大湾区人才可享受到安居落

户、子女入学、交流培训、项目对接等全方位、

全链条、一站式人才服务保障。未来，省级主

港功能还将复制到广东各市县。粤港澳大湾区

人才施展才华、干事创业，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人才港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壬丰大厦，建

筑面积逾 1.6 万平方米，内设人才公共服务中

心、高层次人才创新交流中心、高技能人才创

新交流中心等 6 个核心功能区，集合了中国国

家级专家服务基地、中国博士后创新示范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等国家级

平台。其中，人才公共服务中心能为高层次人

才提供安居落户、子女入学、交通出行等 14

项优惠政策和便捷服务，为流动人才提供档案

接收和转递等 18 项服务；高层次人才创新交

流中心和高技能人才创新交流中心能够举办人

才交流培训、学术研讨、项目对接等活动，全

方位展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成果，搭建产学研

交流平台，促进海内外人才合作，一站式打包

解决人才项目落地问题。

（尚黎阳 龚春辉）位于人才港五楼的公共服务中心。梁钜聪 摄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在广州开港 
为大湾区人才提供落户等一站式服务

广东侨乡推介：
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京梅村

京梅村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西

北，在外华侨超过 2000 人，主要分布于美国、

加拿大、新西兰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京梅村

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李佛发源地，目

前全世界共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蔡李佛功

夫总会和联会，弟子门生已超过 1000 万人，遍

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百年武学渊源，孕育出京梅村一脉相承的热血

和厚重的人文底蕴。洪圣始祖馆、康王庙、明代

雕楼、清代祠堂等历史建筑，都是新会区不可移

动文物。近年来，京梅村先后获评“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特色村”、

“广东省卫生村”、

“江门市乡村旅游

示范村”、“江门市

生态村”、“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荣誉

称号。 

为进一步搭建联系海内外乡

亲的桥梁，京梅村成立和谐乡亲联谊会，侨胞纷

纷通过联谊会捐资捐款，建言献策。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侨胞们踊跃向家乡捐款及捐赠防疫物资，

蔡李佛青少年训练馆 出神入化巷
蔡李佛文化中心

展示海内外侨胞携手抗疫、情系桑梓的深厚情谊。

同时，京梅村还着力打造了侨胞之家、侨文化馆、

侨心公园，举办蔡李佛国际狮王争霸赛、蔡李佛

国际武术交流、陈享公诞辰纪念等盛会，留住海

外华侨乡愁，凝聚海外华侨力量。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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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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車主都知道汽車需要定期、例行保養，
如更換三濾、機油等消耗品，檢查輪胎和製動系
統的安全性等。但是，在車輛的運行過程中，很
多部件都在不斷地磨損，例行保養、檢查範圍也
遠遠不限於三濾、機油、剎車片、火花塞等，很
多地方如果平時不註意檢查、維護，說不定什麼
時候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故障。下面就是容易被
忽視的一些汽車部件。

1，點火線圈(Ignition Coil)
很多人都知道火花塞要定期更換，卻忽略了

點火系統其他部件的維護，點火高壓線圈就是其
中之一。在發動機運轉時，點火線圈上經常有數
萬伏的高壓脈衝電流，由於它長時間工作在高溫
、多塵、振動的環境中，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老化
甚至破損。

2，製動盤（Brake Rotor)
製動盤與製動蹄片是一對摩擦兄弟，製動蹄

片磨損了，製動盤也會有一定的磨損。這個道理
是很淺顯的，很多人在保養車輛時卻只註意更換
蹄片，忽略了更換製動盤。製動盤過度磨損帶來
的後果很嚴重，一般來說，在製動蹄片更換2~3
次之後，製動盤也應更換。別心疼錢，它帶給你

的安全保障可是無價的。
3，發動機支架（Engine Mount）
發動機支架是用來將發動機和變速器固定到

汽車的車架上的。由於發動機及變速器的工作會
產生震動，為了減少震動感必須要靠能起緩衝作
用的發動機支架， 一定是橡膠做的。經過長期的
高溫及震動和壓力的作用產生老化橡膠破裂。一
般來講發動機支架（Engine Mount）的壽命只有
6萬-8萬英裏。

4，電氣插接件
汽車上除了極少數重要的電氣插接件採用金

觸點，其餘大部分接頭都採用銅-鋅合金，在正
常情況下，它的可靠性是有保障的，但如果車子
長期在高溫、 高濕、顛簸的環境下運行，這些接
頭就有可能產生鬆動、鏽蝕、接觸不良等故障，
而一些稀奇古怪的電氣故障也大多由此而產生。
因此，在例行保養時，應著重檢查車上的電腦、
傳感器、噴油嘴等部件的接頭。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4343
汽車維修保養中易被忽視的幾處部件汽車維修保養中易被忽視的幾處部件

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
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
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
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
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
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

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
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
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
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
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
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
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
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
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
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
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
，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
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
來治療只需一個人。再治

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
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
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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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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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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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詠麟感謝祖國助抗疫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校長”譚詠麟祝願祖國和香港

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繼續好。譚校長最記得是1997年他
在前國家領導人手上接過一幅畫，寫着“明天會更好”，
之後還放在禮賓府，對此，他大感榮幸。

譚校長指香港具備“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這個優
勢，他說：“在這獨特的環境之下、能給予我們一份
‘踏實’感覺，很感恩祖國對香港的關愛與支
持，就以最當前的新冠疫情，正當我們面
對嚴峻疫情時，中央非常關切香港同
胞的安全健康，全力支援香港抗
疫，派出大批醫護人員、抗疫物
資來港，同心抗疫，種種關愛
暖在心頭。”同時粵港澳大
灣區亦提供很多機會給港
人前往發展，可以加
強內地與香港兩地文化
交流，為香港締造了許

多機遇，也使娛樂事業更
加多元化，開拓更擴闊市
場，譚校長表示：“深
信香港在我們共同努
力之下，明天會更
好。”

梁漢文當年因為透過念中國近代史了解到香
港跟國家的關係，所以在1997年回歸當天在電視
上看到的場面非常深刻，非常感動。過去25年，
他感恩國家提供了很多機會給各行各業的朋友去發
展，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共融在一起，共
同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他說：“過去二十幾年
看到國家的進步是我感到最感動的事情，每當香港
遇到困難的時候，國家總會伸出援手，好像最近疫
情期間，國家好幾次派出專家過來幫忙抗疫。”
梁漢文稱香港藝人在灣區城巿發展是很好的機

遇。他謂：“去
年因為參與了《披
荊斬棘的哥哥》成
為了‘大灣仔’之
後，確實得到大家的厚

愛。我認為只要有創新的
思維、勇敢的態度，灣區各
城巿確實能夠滿足大家未完
的夢想，年輕的朋友應該回
去灣區走一走，親身感受一
下灣區朋友的活力和拚
勁，必定可以帶給你們不
一樣的靈感衝擊。”最
後他把自己1998年的
作品《隨時行樂》送
給每位香港人，讓
大家一齊飛出去，
尋找更多的機
會、更多的快
樂。

郭羨妮在1997年回歸時期，剛好在加拿
大大學畢業，當時她透過電視直播見證香港
回歸祖國的交接歷史時刻，她很想回流香港
生活，忘不了此地的人和事，還有港式的地
道美食。

郭羨妮在2003、2004年間已到內地拍
劇，看到祖國不斷進步，她表示：“內地
的建設很先進，就像早前在內地拍攝電影
《尋秦記》，在荒山野嶺拍攝已經有流動
廁所的設備，作為藝員真的很開心。”

回歸25年了，她感覺到內地和香港兩
地關係更緊密。最令她感動是香港連接到
內地的高鐵開通之後，兩地交流更顯便
利，她說：“作為藝人經常要穿州過省，
有高鐵之後不論旅遊或工作在交通上方
便得多，給市民有好好的選
擇，完全感受到國家很
大進步。”

周勵淇見證香港回歸25周年真的有很多感受，她說：“想起25年前自己尚
很年輕，但一眨眼已為人母有了自己的家庭，也看見很多香港的變遷和進步，實
在經歷了很多，和香港人一同成長。我希望祖國愈來愈繁榮，香港人愈來愈好，一
切都順順利利，過去每當香港遇到困難，內地一定給予無限支援，因為祖國是媽媽。
尤其我經常穿梭香港與內地之間，由從以前少接觸到現在我先生也是內地人，我覺得

內地與香港文化更能達至互相交流，看着內地發展得很快，最明顯是內地的支
付方法，我在內地已很久未拿過現金出來，香港逐漸也開始效
法，兩地亦都做到互通，真的很方便，我都開了戶口，因

為是特別給了我們香港人很多優惠，大家要好好享
用，不要慢人一步了！”

曹永廉指曹永廉指：“：“回想起於回想起於2525
年前年前19971997回歸那刻的感覺回歸那刻的感覺，，自自
己是真正住在屬於中國的地方己是真正住在屬於中國的地方，，

不再是英國管治的地方不再是英國管治的地方，，自己亦可以自己亦可以
理直氣壯跟別人說理直氣壯跟別人說‘‘我是中國裏邊的香港人我是中國裏邊的香港人’，’，感覺很感覺很
光榮光榮！”！”

曹永廉透露小時候已經常往返廣州探親曹永廉透露小時候已經常往返廣州探親：“：“有回有回
去容易接觸到才知道國家變化之大去容易接觸到才知道國家變化之大，，那時家人會帶日用那時家人會帶日用
品品、、電器電器、、舊衫褲鞋襪上去舊衫褲鞋襪上去。。現在根本不用我們資源上現在根本不用我們資源上
的幫助的幫助，，已經倒轉是我們帶物資回來了已經倒轉是我們帶物資回來了！！看到內地經濟看到內地經濟
發展很快發展很快，，成功脫貧成功脫貧，，身為中國人着實感覺很開心和光身為中國人着實感覺很開心和光
榮榮！”！”

““看到香港回歸之後看到香港回歸之後，，有祖國作有祖國作
為後盾為後盾，，近年特別留意到近年特別留意到，，中國的大國中國的大國
風度風度，，外面有不同國家針對我們外面有不同國家針對我們，，我們我們
應該團結對外應該團結對外，，配合祖國共同發展大灣配合祖國共同發展大灣
區區，，希望與內地更多地方接軌希望與內地更多地方接軌，，港人更多港人更多
機會機會、、香港愈來愈好香港愈來愈好！！自己也有更多機自己也有更多機
遇遇。”。”謝雪心表示謝雪心表示：“：“回顧過去大家有很多回顧過去大家有很多
回憶回憶，，最難忘是推廣防疫注射疫苗期間最難忘是推廣防疫注射疫苗期間，，我有我有
幸參與香港第一部防疫車幸參與香港第一部防疫車，，走訪各區幫長者和小走訪各區幫長者和小
朋友朋友。”。”幫手派發中央援港的防疫物資幫手派發中央援港的防疫物資，，也見證也見證
到香港人的同心協力到香港人的同心協力。“。“希望疫情快點過去希望疫情快點過去，，祝願祝願
國家安定繁榮國家安定繁榮，，每個人都家庭幸福每個人都家庭幸福！”！”

感謝祖國助香港抗疫譚詠麟

祖國是媽媽給了我們無限關懷周勵淇

感謝高鐵連接香港利交流郭羨妮

感恩國家提供發展機會梁漢文

應該團結對外配合祖國發展曹永廉

見證香港回歸25年歷經風雨浴火重生

眾星心聲：
我們感受到祖國的關愛

◆◆郭羨妮郭羨妮

◆◆謝雪心謝雪心

◆◆周勵淇周勵淇
◆◆譚詠麟譚詠麟

◆◆曹永廉曹永廉

香港回歸25周年，蘇永康表示永
遠不會忘記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舉
國上下，包括香港那種屬於中國人的自豪
和踏實感覺；2003年非典之後，中央實施
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遊”政策，令香港經
濟再攀高峰；今年祖國亦對香港無限量支持

以遏止香港疫情，而港人每當國家發生天災時
亦會作出支援，這份手足之情，血濃於水的關懷
從來未間斷過！
蘇永康續說：“自己身處的演藝界，因為香港

融入大灣區發展政策，近
半年我見到很多內地主要
媒體都以廣東歌作為重點
表演，作為演藝界一分
子，我當然樂見其成，亦
深感廣東歌曾經乃世上華
人的重要集體回憶，亦都
是香港歌手能夠衝出香港
擁抱祖國發展的重大機
遇。”在此他亦透過前輩
羅文作品《獅子山下》提
醒香港人，大家從來都需
要互相諒解，共融及合作
來打造自己美好的家園。

7 月 1 日是
香港回歸祖國25

年的大日子。過去25載，香港社會
各方面經歷了不少風浪和重大考驗，但在祖

國強大後盾支持下，一一戰勝難關，香港這顆
東方之珠風采依舊，香港人已回復了信心和活力，前
景更光明。一眾正能量的香港藝人親身見證了香港發展，也
深深感受到國家對香港的關愛，祖國護蔭令香港每次都逢凶
化吉，演藝界受惠於國家政策對兩地合拍用藝人名額放

寬，能亮相內地不同節目及平台，香港藝人發展路向
更廣闊了！他們向祖國獻上衷心感謝，並祝
願祖國及香港繼續繁榮興盛！

娛樂組採訪

◆◆梁漢文梁漢文

感謝國家政策上支持蘇永康

◆◆蘇永康蘇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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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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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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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選手包攬金、銀牌不出意料，唯一
懸念是兩位小將誰能更勝一籌。東京

奧運會該項目角逐中，全紅嬋力壓陳芋汐
奪冠，此次世錦賽上兩人名次互換。
預賽和準決賽中，陳芋汐總分保持領

先。決賽前兩跳下來，全紅嬋領先，第三
跳207C出現失誤，入水姿態不佳，陳芋汐
反超至第一。最後兩跳，陳芋汐動作也出
現瑕疵，最終以417.25分奪冠。全紅嬋僅
落後0.3分，以416.95分摘銀。馬來西亞
選手潘德莉拉·帕姆格以338.85分獲得銅
牌。
作為2019年光州世錦賽該項目冠軍，

現年16歲的陳芋汐成功實現衛冕。
“兩次世錦賽冠軍感受完全不同。上

次奪冠時，對世錦賽還沒有太多概念，經
過世錦賽、奧運會大賽歷練後，更
加理解這樣的金牌對我來說的意
義。”陳芋汐說，“說實話，我
自認為這次不如上一次世錦賽奪
冠時的狀態好。”
儘管在現場觀眾看來，陳芋

汐發揮無可挑剔，但她對自己表現仍不夠
滿意。“比賽發揮並不完美，一套動作下
來有些瑕疵，特別最後兩跳有些失誤，希
望自己能發揮更好，動作保持更穩定。”
對於兩人緊咬的比分，陳芋汐表示並沒有

太在意分差。“我只想着動作要
領，跳好我的動作。”

作為東京奧運會該項

目冠軍，年僅15歲的全紅嬋坦言感到實實
在在的壓力。“感覺受到很多關注，今天
現場氣氛特別熱烈。比賽中有那麼一瞬間
想得有點兒多，第三跳以後就沒有分散注
意力了。我覺得自己狀態很好，就是207C
差一些，以後繼續努力練吧。”

將戰雙人賽 既是搭檔又是對手
在女子10米跳台項目歷史上，世界上

只有兩位運動員以奧運冠軍的身份奪得接
下來一屆世錦賽的冠軍，其中一人是伏明
霞（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和1994年羅馬
世錦賽）。
接下來，全紅嬋和陳芋汐還將搭檔參

加女子雙人10米台比賽。
“這種既是搭檔、又是對手的感
覺很難描述。我倆是良性競爭，有
競爭才有前進動力。如果待在舒適
區，就找不到下一個目標。雙人10
米台，希望我倆把壓力轉換成動
力，跳出正常水平就可以。”陳芋
汐說。 ◆新華社

◆ 陳 芋 汐
（右）與全紅嬋
在頒獎儀式後合
影。 新華社

港甲聯賽盃誕4強 周日爭決賽權

港小妮葉雨晴加盟曼城女子U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再有香港女

球員加盟外地球會：年僅13歲的曼城球迷、曾於
傑志足球學院受訓的葉雨晴，日前正式加盟曼城
女子U14，是繼女足代表陳頌文之後，第二位加
盟這支英超豪門青年梯隊的香港球員。
2015年，年僅6歲的葉雨晴加入傑志足球學

院，直至去年年尾離開香港，離港前在傑志足球
學院接受訓練長達6年。傑志在2019年曾邀請曼
城來港踢表演賽，當時仍為傑志足球學院學員的
葉雨晴，與曼城早已結緣，當年曾接受曼城官網

訪問，除了有機會與哥迪奧拿合照外，亦曾與德
國國腳根度簡見面。
自從那一場傑志對曼城的表演賽後，葉雨晴

就成為了曼城的球迷，如今如願加盟曼城女子
U14，將會披上愛隊的球衣比賽。傑志28日於社
交平台公布此消息時祝願葉雨晴在英國能夠盡展
所長，球技更進一步。

除葉雨晴外，香港女足代表陳頌文去年亦於
曼城試腳成功，加盟曼城U19女子隊，當時僅16
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球季腰斬後增設
的港甲聯賽盃，現已完成分組賽階段的較量，和富
大埔及深水埗兩支準升班馬均順利出線，周日（3
日）將分別與沙田及高力北區爭奪決賽席位。

聯賽盃為足總新設的盃賽，用意是在球場重開
後，為港超以外的本地球會提供比賽機會。經過幾個
星期的激戰，甲組四強已全數產生。高力北區以0:：

0賽和中西區後，5戰3勝2和11分得A組首名出線；
次名為5戰10分的和富大埔，這支落實升上港超的地
區球隊，在最後一場小組賽與黃大仙踢成1：1。

B組方面，有意升班的深水埗其出線形勢則有
點驚險，由於上周最後一仗以1：2不敵沙田，今周
只能靠東區1：1逼和佳聯元朗，才能憑4戰2勝1和
1負7分、較佳的對賽成績壓過同分的佳聯元朗，以

次名出線。而沙田以2：1打敗南華後，4戰3勝1負
得9分，首名晉身四強。

兩場準決賽將於周日於九龍灣公園舉行，下午
3時30分先由高力北區對深水埗；5時45分上演沙
田對和富大埔。和富大埔為準備來季升上港超，已
接洽個別“失意軍人”，消息指前香港U23門將謝
家榮正是其中一位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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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賽2022”將於8月
中旬展開，並即日起接受報名。各參賽球
隊將藉今次賽事爭取成為香港區冠軍，贏
取9月在埃及舉行的世界總決賽資格。詳
情︰http://redbull.hk/redbullhalfcourt。
“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賽”

將於全球29個國家、地區舉行，預計參賽人
數超過二萬人，是全球知名的街頭籃球比
賽。香港區賽事今年已是連續第3年舉行。
男子組初賽將於8月13、14日在將軍澳明德
體育場進行，出線的18 支隊伍、連同去年
Red Bull Half Court男子冠軍及亞軍一同晉
級8月20日的香港總決賽。女子組初賽及
男、女子組總決賽則定於8月20日假屯門
H.A.N.D.S 籃球場舉行。其中，女子組賽事
參賽隊伍包括16支通過報名參賽的隊伍、2
支通過“Red Bull Half Court Youth Work-
shop”組成的隊伍，以及Red Bull Half
Court 2021女子冠軍及亞軍隊伍。

游泳世錦賽獎牌榜
（截至當地時間27日）

排名 代表隊 金 銀 銅 總數
1 美國 17 12 16 45
2 意大利 7 4 6 17
3 中國 7 1 6 14
4 澳洲 6 9 2 17
5 加拿大 3 4 4 11
6 日本 2 6 3 11
7 法國 2 5 2 9
7 烏克蘭 2 5 2 9
9 德國 2 3 2 7
10 瑞典 2 2 0 4

2022匈牙利布達佩

斯游泳世錦賽當地時間

27日進行了女子10米跳

台決賽，奧運冠軍陳芋

汐和全紅嬋包攬冠、亞

軍，兩人之間總分差只

有0.3分。

◆陳芋汐在
女子 10 米跳台
比賽以417.25分
奪冠。 美聯社

◆◆ ““Red Bull Half CourtRed Bull Half Court三人籃球賽三人籃球賽””
港區賽事今年將再次舉行港區賽事今年將再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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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勝全紅嬋 奪 冠
陳芋汐

◆全紅嬋以
0.3 分之差屈
居亞軍。

路透社

游泳世錦賽女子10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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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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