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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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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房屋淨值信用額度房屋淨值信用額度
我們做查收入我們做查收入﹑﹑不查收入貸款不查收入貸款
FHAFHA貸款貸款﹑﹑商業貸款商業貸款﹑﹑建築貸款建築貸款
SBASBA 貸款速勝貸款貸款速勝貸款 竭誠為您服務竭誠為您服務
有需要的商家請聯繫有需要的商家請聯繫 速勝貸款速勝貸款
JenniferJennifer

Cell:Cell: 626626--620620--38183818
Office:Office: 626626--254254--76367636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现在利息越来越高，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高利息又可以把钱贷出来

用呢？同时做到灵活运用，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不用付利息

，好消息来了！

我们可以做查收入、不查收入的房屋净值信用额度贷款，解锁房子里

的资产, 快速解决您的资金周转问题，手续简单。适用人群：想快速

贷款购房人群、有投资需求的人群、想要资产重新配置的人群。另外

我们可做1-2年的短期过桥贷款，5-7天放款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办公地址：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贷款、FHA贷款、商业贷
款、建筑贷款、SBA 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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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休城畫頁

侨 乡 广 东
       周年，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成绩单如何？
9 月 17 日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

“合作区”）正式挂牌一周年的日子。一年来，

合作区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数据显示，仅今年

上半年，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3.93 亿元，

同比增长 2.5%。

2021 年 9 月 5 日，中国正式发布《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开启了合作区发

展的新篇章。《总体方案》赋予合作区四大战略

定位——“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

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

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新高地”。

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

这一战略定位，一年来，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

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

贸、现代金融“四新产业”，新增澳资企业逾700家，

总数突破 5000 家。如今，合作区累计注册商事

主体达 5.6 万家，其中科技型企业超过 1万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国家级、

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达 20 家。过去一年，合作区

实体登记企业占比由 13.77% 提升至 29.04%，其

中新登记商事主体九成以上为实体登记。新增注

册企业中，“四新产业”占比达 77%。

围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这一

战略定位，今年 6月，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

得税“双15%”优惠政策及澳门居民个税优惠政策

正式落地实施，初步实现区内澳门居民个税税负与

澳门趋同。此外，合作区推动公共民生服务“零距

离”，宜居宜业“15分钟生活圈”雏形初显。截至

2022年6月，合作区累计孵化港澳青年企业562个，

其中澳门项目519个；1000多名建筑、设计、旅游、

医疗等领域的澳门专业人士获跨境职业资格；544

名澳门籍大学生踊跃报名合作区首届“澳门青年实

习计划”。

在服务民生方面，过去一年，横琴医院为澳

门居民提供诊疗服务超 8000 人次，同比增长 1.5

倍。全面取消澳门单牌非运营小客车配额总量限

制，过去一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单牌车达 69 万

辆次，同比增长 22%；开通跨境免费民生通勤专

线5条，澳门居民跨境通达更趋方便快捷。一年来，

居住在合作区的澳门居民人数同比增长 9.5%，达

3632 人。

围绕“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这

一战略定位，目前，合作区已明确提出推动申请

综合授权、协同立法、法律转化等 12 类规则衔

接路径，开展了琴澳两地知识产权、商事登记、

房屋制度、社团管理等15项规则衔接课题研究，

列出了 30 项年度规则衔接清单。未来三年争取

实现规则衔接事项超过 100 项。

一年来，合作区印发实施赴澳发债扶持办法

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加速跨境资

本流通；协调推动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落地，

实现个人数据跨境验证；推进跨境理财通业务试

点工作，对澳门往来收支占九成以上。合作区还

加快营造与澳门趋同的生活空间，“一线”口岸

和“二线”海关监管场所正加快建设，年底前将

具备封关运作条件，为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注入新动能。

围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这

一战略定位，一年来，合作区充分挖掘粤港澳大

湾区制度创新潜力，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得到提升。

合作区在全国率先实现商事登记“跨境通办、一

地两注”。截至今年 4月，合作区推出了 622 项

改革创新措施，其中 4项创新案例入选“全国自

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

一年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中绘就的发展蓝图，正逐步落地变为美丽的

现实画卷。（董柳）

　　高楼林立的横琴金融岛。关铭荣 摄

以“湾区创新，侨力当先”为主题的第八届

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 ( 简称“侨交会”)9 月 16 日

在深圳开幕。

本届侨交会以线下 +线上的方式举办，为期

3 天。通过侨交会 ITOE 广东国际贸易数字博览

馆（www.itoegd.com），主办方在线上举办粤港澳

大湾区“专精特新”成果展，设置环保与能源、

信息技术与产品、智慧医疗与健康、半导体显示

等四大展区，面向全球侨商推介粤港澳大湾区创

新科技成果，为企业联通海外侨商资源、海外市

场牵线搭桥，为广大侨商到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兴

业提供渠道支持。　

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理事长郑汉明称，今

年的侨交会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新机遇，集中展现粤港澳大湾区一批专精

特新科技成果，配套侨商峰会和多场专项推介会，

推动更多的侨商来华投资兴业。

据了解，侨交会由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联

合海内外1000多家华人社团、商协会共同打造，

是服务海外企业进入中国、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

场的平台，为海内外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资

源和服务。

此外，第八届侨交会继 6月马来西亚槟城“智

能制造 -数字产业展”之后，将在 11月赴印尼举

办侨交会海外展，聚焦智能科技、医疗健康，打造

海内外知名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共同分享中国新时

代发展机遇。

开幕现场，ITOE 海外采销中心 ( 加拿大、日

本 )、印尼采销中心、“一带一路”区域“无废”

技术推广与项目合作协议、盛天龙MOON品牌全

球布局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项目等进行签约。

（宗禾）

第八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在深开幕

1

【美南新聞泉深】2022年9月29日晚，《休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 在會議大廳舉
行領袖雞尾酒會，慶祝紀事報發行人（Publisher) 南希·邁耶（Nancy Meyer)、執行編輯瑪麗亞·里
夫(Maria Reeve)和觀點編輯麗莎·法爾肯伯格 （Lisa Falkenberg）獲得2022 年普利策獎(2022 Pulit-
zer Prize) 。萊斯大學校長雷金納德·德羅什(Reginald DesRoches)、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以及

休斯頓文化界、商貿界、媒體界領袖等出席。
2022 年 5 月 9 日，普利策獎委員會宣布，《休斯頓紀事報》

因其關於德克薩斯州選民壓制的系列文章而獲得了 2022 年普利
策獎的社論寫作獎。

該獎項表彰了作家麗莎·法爾肯伯格、邁克爾·林登伯格、喬·
霍利和路易斯·卡拉斯科在題為“大謊言”的多部分系列中的報
導。普利策委員會選擇這篇文章是因為它“……揭示了選民壓
制策略，拒絕了普遍的選民欺詐的神話，並主張進行明智的投
票改革。”

《休斯頓紀事報》發行人南希·邁耶在慶祝活動上表示：“我
們的編輯團隊每天都致力於卓越的新聞報導。圍繞選民欺詐和
改革的獲獎工作繼續證明我們的報導對改善休斯頓人和德克薩
斯人民的生活產生了積極影響。”

《休斯頓紀事報》執行編輯瑪麗亞·里夫說：“我們為我們的
編輯部為闡明我們社區和州的緊迫問題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我們做得好！”

《休斯頓紀事報》觀點編輯麗莎·法爾肯伯格說：“普利策委員會對《休斯頓紀事報》社論寫
作的認可說明了地方新聞業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休斯頓紀事報休斯頓紀事報》》舉行領袖雞尾酒會舉行領袖雞尾酒會
慶祝出版商編輯獲慶祝出版商編輯獲20222022年普利策獎年普利策獎

李蔚華與南希李蔚華與南希··邁耶邁耶 萊斯大學校長雷金納德萊斯大學校長雷金納德··德羅什德羅什、、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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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數據顯示，美國WTI原油期貨價格自6

月14日高點123.68美元/桶以來不斷回落，9

月26日交投於78美元/桶，累計跌幅約37%。

“今年以來，由於全球通脹水平持續

高企，歐美等主要經濟體通過連續激進式

加息來抑制通脹，這對全球經濟形成明顯

打壓，歐美主要經濟體經濟數據持續下跌

，美國GDP連續兩個季度下降，美債長短

期收益率也出現倒掛。隨著歐美主要經濟

體持續加息，全球經濟仍有繼續下行的預期

。在此背景下，石油消費將受到進壹步影響

，進而打壓油價。”方正中期期貨投資咨詢

部石油化工組組長隋曉影對記者表示。

實際上，在本輪油價下跌期間，油

市供應端壹度出現收縮預期，但並未提

振多頭信心。

“歐佩克+的石油生產處於穩步增產周

期，供應短缺風險並未成為現實，需求端

受各國競爭性加息影響，衰退風險有所增

強，美元指數不斷走高使風險資產普遍承

壓，油價有所回落。”國投安信期貨研究

院高級分析師李雲旭對記者表示，近期經

濟衰退邏輯在價格上體現為劇烈波動。

供需結構維持緊平衡
盤面顯示，本輪油價下行期間，尤

其是9月以來，其波動與美元高度聯動

。不過，期貨月間價差作為更能反映基

本面變化的指標，近期並未跟隨油價走

弱。這在壹定程度上說明當前油價波動

主要由宏觀邏輯主導。

李雲旭認為，美元波動仍是影響油

價短期走勢的核心因素，但中期來看，

全球油品終端需求及煉廠開工數據仍相

對穩健，國際能源署(IEA)、美國能源信

息署(EIA)、歐佩克(OPEC)的9月月報對

今明兩年的石油需求預估均未做實質性

調整，需求實質受影響程度暫時有限。

李雲旭表示，短期來看，供需面暫不支

持油價持續下跌，美元漲勢趨緩後，油價或

迎反彈，可關註相關期貨產品的配置機會。

東海期貨能化分析師王亦路認為，從

現貨市場成交來看，許多油品貼水從7月

末出現大幅回落，這和今年夏天旺季中汽

油消費弱勢有關，煉廠利潤回落，現貨需

求有所走低。隨著秋冬季來臨，仍要註意

到取暖需求相比出行需求具備更多韌性，

疊加歐佩克+可能進行石油減產，四季度

原油價格運行中樞或面臨壹定支撐。

隋曉影指出，從基本面看，目前原油

供需結構維持緊平衡。雖然經濟走弱對石

油消費形成明顯抑制作用，但原油供給端

增量不足令原油市場庫存持續處在較低水

平。經濟進壹步下行對石油消費的沖擊相

對確定，但原油供給端受到地緣局勢因素

擾動，未來存在壹定變數。

下遊資產難有起色
原油素有“工業血液”之稱，其終端

產品眾多，是成品油及石油化工產品最主

要的原料，對汽柴油、燃料油、瀝青、

PTA等大宗商品價格常常帶來直接影響。

對於本輪原油價格下跌給下遊帶來

的影響，李雲旭稱：“原油終端產品

70%集中在汽柴油等與交通出行密切相

關的領域，與各行各業運輸成本息息相

關，也與CPI直接掛鉤，油價持續走弱

對農產品、金屬等大宗商品的終端價格

也有壹定利空影響。”

“從近期盤面來看，原油價格持續走

弱已經明顯拉低包括能化鏈條在內的商品

品種價格。預計原料支撐弱化邏輯將會持

續，能化品種在之後兩個季度內大概率將

呈弱勢周期。”王亦路表示，對於投資者

來說，與其進行波動極高品種的單邊操作

，不如尋找月差走弱的機會。油氣自身方

面，未來相當長壹段時間內，供給端或維

持短缺，包括油服、天然氣管道及氣站等

板塊的優質企業具有長期配置價值。

“原油價格下跌會導致石油化工產品

的生產成本下降，進而打壓石油化工產品

價格，因此石油化工品種整體運行趨勢會

跟隨原油價格下跌。”隋曉影表示。

原油價格回落
下遊商品做多仍待時機

天然氣漲價，中國電熱毯成新寵
天然氣供給受限，電費持續上漲，電費上漲和限

電政策讓許多人好不容易熬過了剛剛過去的夏季高溫

。現在，他們未雨綢繆，又要面對降溫和禦寒問題了

——能源危機下的歐洲，這個冬天可能有點難熬。

在西班牙的馬略卡島上，大家砍柴燒炭，導致

木材的價格都漲了壹倍，不少當地人有些愁：這個

冬天，該怎麽過呀！

部分歐洲人把目光對準了中國的電暖器、電熱

毯等壹系列取暖設備。

記者了解到，浙江慈溪每年都會出口大量的取

暖器設備到歐洲，通常9月份基本到了生產的尾聲

，然而今年，回補的訂單卻排到了10月底。越來

越多的歐洲人打算用電熱毯取代暖氣，畢竟天然氣

和煤氣，都漲價漲得厲害。

慈溪某電器廠家
補單超2000萬元，排期到10月底
慈溪市富運電器有限公司從2011年就開始深耕

歐洲的電器市場，十多年以來，歐洲對於電暖器等

設備的需求正在逐步上升。

“公司的產品目前在歐洲市場占到 70%至

80%。”總經理徐松烈告訴記者，公司去年出口取

暖器訂單約1.6億元，今年預計超2億元，其中客戶

新追加的訂單超過2000萬元。

批發價在5美元左右的電熱毯，性價比高，訂

單 量也是最多的。如今，歐洲人對電暖器的需求

也變得更加多元，既要多功能，又要環保節能。

徐松烈說，歐洲人在冬天的生活習慣和我國南

方不同，他們不喜歡在房間裏穿太多衣服，大多穿

個短袖，所以經常把暖氣開得很足。但今年，天然

氣價格持續上漲，政府也在呼籲讓民眾節約使用，

這或許導致了部分歐洲人開始考慮使用取暖器。

而諸多歐洲國家中，德國的訂單格外多。“以

往德國的天然氣用量就排在整個歐洲最前面。”徐

松烈說，或許是因為當地人對冬天能源短缺的預判

，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慌情緒，購入電暖器的數量就

有了明顯增加。

目前，富運電器今年的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長

近20%，達到1.3億元。徐松烈說，今年的補單情

況尤其明顯，增加的單量超過10萬臺。工廠在用

工高峰時超過400人，目前投入350多名工人趕制

產品，訂單排期也排到了10月底。

“用發熱絲的電暖器等產品今年都比較受到歐

洲國家的歡迎。”徐松烈說，歐洲人在選擇電暖器

時，首先看重安全性，其次看重性價比。他們對電

器的要求比較規範，對品質要求也比較高。電暖器

產品有其特殊性，需要在快速升溫的同時保證塑料

等配件的安全穩定，以避免火災等情況發生。在這

壹點上，中國制造已經走在了前列。

寧波海關所屬慈溪海關查檢壹科科長岑娜表示

，今年1至8月，慈溪取暖器出口33.5億元，同比

增長 26.3%，其中出口歐盟 15.3 億元，同比增長

55.2%，與往年同期相比，出口歐盟的取暖器銷售

季節預計將延長壹個月左右。

在義烏，主營熱水袋等小電器的航曉電器商行

袁菊芳告訴記者，她也接到了來自希臘的訂單。

“往年我們主要客戶在南美，今年也收到了來自歐

洲的熱水袋訂單。”她說。

歐洲多地華商
能源上漲50%，預計電熱毯銷量增加

“今年的餐飲業不好做，所有的原材料都在上

漲。”在西班牙馬略卡島經營餐館的華人老板葉文

民告訴記者，以往煤氣只要11.25歐元(約合人民幣

77.74元)/桶，而今年漲到了20歐元(約合人民幣138.2

元)/桶。

葉文民的餐廳很大，差不多1000平方米，今年

夏天歐洲出現罕見高溫，中央空調壹直開著，每個

月的電費在2000歐元以上，天然氣費用也在3300

歐元左右，相比往年漲了近50%。另外，雞肉、葵

花油等原材料，也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漲。

為了節約成本，部分餐廳被迫使用電磁爐做飯。葉

文民聽說，不少自助餐店都因為經營成本過高而巨額虧

損，即便這樣，能源的價格依然沒有下降的趨勢。

不少當地人已經開始擔心如何度過這個冬天。

他們提前囤了木材和炭火，放到壁爐裏燒火取暖，

這也是當地農村主要的禦寒方式，但由於不樂觀的

情緒，就連木材也漲價了。

而在意大利北部，電熱毯成為了越來越多人的

禦寒選擇。在佛羅倫薩做電熱毯批發生意的溫州商

人王國同預計，今年冬天的電熱毯預計銷量會增加

。“電熱毯相對來說耗電量小而且沒那麽費電。讓

壹整個房間升溫和讓壹個被窩暖和，顯然後者更加

省錢。”他說。

“確實會有壹部分人因為降溫和漲價購買電熱毯

，但這些消費在德國還不構成龐大群體。”在德國的

華人馬丁對記者說，大部分德國人已經形成了開暖氣

的習慣，不過今年大家估計開不了那麽足了。

中國的取暖設備飄洋過海，對部分歐洲人來說

，的確是比用暖氣更加劃算的選擇。據報道，有專

家算了壹筆賬：壹條額定功率100瓦的電熱毯開壹

整晚(8小時)，所需電費僅為0.42英鎊(約合人民幣

3.14元)，遠低於開暖氣的價格。而功率更低的會更

省錢。

售價方面，在亞馬遜上，便宜的電熱毯價格可

低至20美元(約合人民幣143元)左右，貴壹點的價

格則在500元~600元左右，雖普遍比中國電商平臺

上的價格高，但還是比用天然氣劃算。

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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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售匯虧損的風險準備金
遠期售匯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屬

於 逆 周 期 調 節 工 具 ， 是 2015 年
“811”匯改後中國央行創設的新工
具。人行要求銀行為應對未來可能
出現的遠期售匯業務虧損而計提的
風險準備金，計提基數為上月遠期

售匯簽約額，計提比例由人行決定。計提的風險準備
要求每月15日前用外幣交存至人行設立的專用賬戶
中，凍結期為1年，不付息。調整遠期售匯準備金被
認為是監管層引導人民幣匯率預期的明確政策信號。

“811”匯改後人民幣貶值壓力驟增，為抑制人
民幣匯率的過度波動，2015年8月人行將銀行遠期售
匯業務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對開展代客遠期售匯
業務的金融機構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準備金率定為
20%。2017年9月，人民幣貶值壓力消除，外匯風險
準備金率從20%調至0。 2018年8月，中美貿易戰期
間人民幣貶值壓力再起，該項措施重啟，之後於2020
年10月人民幣快速升值階段再度取消。

人行出手穩匯率人幣止跌回升
遠期售匯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上調至20% 遏制沽空勢頭

在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逾兩年來首次跌

穿7後，中國人民銀行再度出手維穩匯率。

人民銀行26日發布公告表示，為穩定外匯市場預期，

加強宏觀審慎管理，自2022年9月28日起，遠期售匯

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上調至20%。時隔兩年

人行重新上調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至20%，以此提高企

業遠期購匯成本來降低購匯需求，緩解人民幣貶值壓

力，引導市場預期，傳遞進一步穩匯率的政策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此舉短期或壓制做空人民幣勢頭，但

在美元強勢下，短期內人民幣貶值趨勢難以扭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評級機構
標普26日發表《亞太地區2022年四季度經濟
展望》，指由於全球利率上升和外部需求放
緩，亞太區國家的經濟增長都將有所放緩。
其中，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由 3.3%調低至
2.7%，且料2023年第一季度會保持低迷狀
態。

強美元或削中國降息效果
標普報告認為，在市場信心不足、房地

產行業走低的情況下，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
會出現輕微的環比復甦，但仍調低全年GDP
增長至2.7%；明年GDP增長預測也由5.2%
下調至 4.7%，2024 年的增長預測為
4.8%。提及人民幣匯率，報告分析指，中
國央行8月降息，美聯儲上周加息，兩者
差距令人民幣迅速跌破“7算”。標普認

為，中國央行本希望通過放寬貨幣政策以達
到支持樓市和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但最近
資本外流、美元進一步走強等，或會削弱降
息的效果。

該行亦將今年亞太地區（除中國外）的
GDP增長下調0.1個百分點至4.8%，2023年
預測由的增長4.6%放緩至4.3%。不過標普強
調，儘管整體經濟有所放緩，亞太地區仍將
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標普亞太區首席經濟師Louis Kuijs指，
外圍環境逐漸惡化正衝擊亞太地區的經濟表
現。美國通脹率居高不下，美聯儲明年有機
會繼續加息，這也將迫使亞太區央行提高利
率，經濟下行的壓力也隨之增加。

這是自9月5日宣布下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
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之後，人行在匯率領

域的第二輪動作。26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
7.0298，下調378點子，中間價貶值至2020年7
月7日以來最低。在人行公布上調外匯風險準備
金率後，一度跌破7.16關口的離岸人民幣兌美
元直線拉升300個基點以上。不過此後在岸和
離岸人民幣轉弱，在岸一度逼近7.17關口，距
離日內交易區間下限僅 10 餘點，收市報
7.1464，跌360點子；離岸亦一度跌破7.17，同
創28個月新低。26日晚10：30，人民幣在岸及
離岸價分別報7.1474和7.1501。

有外匯交易員稱，中國央行宣布調升遠期
售匯風險準備金至20%，意在穩定市場預期，
緩和人民幣貶值壓力；不過僅在午後風險情緒
略為好轉後，人民幣才收窄日內跌幅。分析認
為遠購風險準備金只能短期抑制人民幣做空勢
頭，中長線若美匯指數續強，加上英鎊、歐元
和日圓等主要貨幣仍偏弱勢，人民幣很難因政
策舉措而止住跌勢。

加重銀行售匯業務成本
廣發證券資深宏觀分析師鍾林楠分析認

為，上調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對匯率會形成兩方
面影響：一是向外傳遞進一步穩匯率的信號，
引導市場預期；二是增加銀行遠期售匯業務成

本，倒逼銀行提高遠期售匯價格，抑制企業換
匯需求，進而影響即期匯率。

他稱，20%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意味着銀
行與企業簽訂遠期售匯合約時，銀行需要凍結
20%的外幣，無法獲得相應的利息收益。在這
種情況下，銀行開展遠期售匯業務的機會成本
上升了，為了穩定自身收益，銀行會提高遠期
售匯價格將成本轉移給企業，從而抑制企業遠
期購匯需求，並通過遠期市場與即期市場之間
的關係，影響即期匯率。

有研究數據稱，根據此前調整遠期售匯風
險準備金情況看，人行徵收外匯風險準備金
後，企業的遠期購匯規模會快速下降至極低水
平，遠期結售匯保持淨結匯，結售匯規模持續
保持低水平。企業也可能選擇成本相對便宜的
期權，期權的需求會上升。由於遠期結售匯成
本不匹配，對掉期市場也會帶來一定影響，掉
期的成交量也會下降。

美國加息拖累人幣貶值
“短期看政策均起到了穩匯率的效果；但拉長

時間去看，匯率在既定趨勢下都存在一定慣性，
仍取決於所在周期的內外基本面。”鍾林楠指
出，今年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已經超過10%，
一個原因是內地受疫情與地產兩方面影響，增
長預期偏弱，另一原因是美聯儲在高通脹壓力

與經濟有韌性的宏觀環境下加息節奏較密集，歐
洲受能源危機影響偏大經濟較弱，美匯指數偏
強；而俄烏局勢等地緣政治事件影響全球風險
偏好，避險情緒偏強，進一步推升美元，對人民
幣形成壓力。

鍾林楠預計，短期看，海外偏強的美匯指
數尚未緩解，仍可能繼續給人民幣施壓。後續
在這一壓力下，人民幣匯率若繼續存在貶值壓
力，人行可能會繼續升級穩匯率政策，包括啟
用逆周期調節因子、繼續下調外匯存款準備金
率、加強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等。

人民幣今年底或低見7.3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則強調，此

次人行提高遠期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並非意在
逆轉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勢頭，而是適度增加匯
價波動的摩擦力，避免出現人民幣脫離美元走
勢、單獨快速貶值的勢頭。

王青認為，短期受美聯儲持續大幅加息，
以及地緣因素帶動避險需求等影響，美元還將
強勢運行一段時間，預計年底前人民幣兌美元
仍有被動貶值勢頭，不排除年底前進一步貶值
至7.2至7.3。若美聯儲在2023年一季度末停止
加息，地緣政治局勢也未朝着失控方向發展，
屆時美元有可能趨勢性下行，人民幣兌美元的
貶值壓力也將隨之緩解。

◆◆時隔兩年人行重新上調外匯時隔兩年人行重新上調外匯
風險準備金率風險準備金率，，以緩解人民幣以緩解人民幣
貶值壓力貶值壓力。。 中新社中新社



烏克蘭軍隊在南部的重大反攻中突破了俄羅斯的防線烏克蘭軍隊在南部的重大反攻中突破了俄羅斯的防線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基輔基輔1010 月月 33 日消息日消息：：烏克蘭軍隊在該國烏克蘭軍隊在該國

南部實現了自戰爭開始以來的最大突破南部實現了自戰爭開始以來的最大突破，，週一突破前線並沿第聶週一突破前線並沿第聶
伯河快速推進伯河快速推進，，威脅到數千名俄羅斯軍隊的補給線威脅到數千名俄羅斯軍隊的補給線。。

基輔沒有官方證實取得的戰爭成果基輔沒有官方證實取得的戰爭成果，，但俄羅斯消息人士承認但俄羅斯消息人士承認
，，烏克蘭的坦克攻勢已經沿河西岸推進了數十公里烏克蘭的坦克攻勢已經沿河西岸推進了數十公里，，沿途奪回了沿途奪回了
一些村莊一些村莊。。

這一突破反映了烏克蘭最近在東部取得的成功這一突破反映了烏克蘭最近在東部取得的成功，，這些成功扭這些成功扭
轉了對俄羅斯戰爭的局面轉了對俄羅斯戰爭的局面，，儘管莫斯科試圖通過吞併烏克蘭領土儘管莫斯科試圖通過吞併烏克蘭領土
、、下令動員和威脅進行核威脅來增加賭注下令動員和威脅進行核威脅來增加賭注。。

俄羅斯在烏克蘭赫爾松省被佔領地區的領導人弗拉基米爾俄羅斯在烏克蘭赫爾松省被佔領地區的領導人弗拉基米爾··
薩爾多告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薩爾多告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信息很緊張信息很緊張，，讓我們這麼說吧讓我們這麼說吧
，，因為因為，，是的是的，，烏克蘭確實取得了突破烏克蘭確實取得了突破。”。”

他說他說：“：“在第聶伯河沿岸有一個叫做杜查尼在第聶伯河沿岸有一個叫做杜查尼（（DudchanyDudchany））
的定居點的定居點，，就在那裡就在那裡，，在那個地區在那個地區，，烏克蘭軍隊有突破烏克蘭軍隊有突破，，佔領了佔領了
一些定居點一些定居點。”。”

杜查尼位於前線突破前所在位置以南約杜查尼位於前線突破前所在位置以南約 3030 公里公里（（2020 英里英里））
處處，，這表明戰爭迄今為止在南部取得了最快的進展這表明戰爭迄今為止在南部取得了最快的進展。。

雖然基輔幾乎完全保持沉默雖然基輔幾乎完全保持沉默，，就像過去在重大攻勢中所做的就像過去在重大攻勢中所做的
那樣那樣，，但一些官員確實描述了他們所說的未經證實的重大收益報但一些官員確實描述了他們所說的未經證實的重大收益報
告告。。

烏克蘭內政部顧問安東烏克蘭內政部顧問安東··格拉什琴科格拉什琴科 (Anton Gerashchenko)(Anton Gerashchenko)
發布了一張烏克蘭士兵的照片發布了一張烏克蘭士兵的照片，，照片中的烏克蘭士兵手持金色天照片中的烏克蘭士兵手持金色天
使雕像與他們的國旗合影使雕像與他們的國旗合影。。他說這是米哈伊利夫卡村他說這是米哈伊利夫卡村，，距離前一距離前一
個戰線大約個戰線大約 2020 公里公里。。

到週一下午到週一下午，，烏克蘭國防部只確認收復了靠近前線前線的村烏克蘭國防部只確認收復了靠近前線前線的村
莊米羅柳比夫卡莊米羅柳比夫卡（（MyrolyubivkaMyrolyubivka）。）。赫爾鬆地區委員會成員謝爾赫爾鬆地區委員會成員謝爾
希希··克蘭克蘭 (Serhiy Khlan)(Serhiy Khlan) 還將還將 OsokorivkaOsokorivka、、MykhailivkaMykhailivka、、KhrescheKhresche--
nikvkanikvka 和和 Zoloto BalkaZoloto Balka 列為重新佔領的村莊或烏克蘭軍隊被拍照列為重新佔領的村莊或烏克蘭軍隊被拍照
的地方的地方。。

他說他說：“：“這意味著我們的武裝部隊正在沿著靠近貝里斯拉夫這意味著我們的武裝部隊正在沿著靠近貝里斯拉夫
的第聶伯河沿岸有力地移動的第聶伯河沿岸有力地移動。”。” ““官方還沒有這樣的信息官方還沒有這樣的信息，，但但
是俄羅斯社交媒體頁面令他們恐慌……絕對證實了這些照片是俄羅斯社交媒體頁面令他們恐慌……絕對證實了這些照片。”。”

烏克蘭南方的推進反映了自烏克蘭南方的推進反映了自 99 月初以來基輔在烏克蘭東部取月初以來基輔在烏克蘭東部取
得重大進展的戰術得重大進展的戰術，，其部隊迅速佔領領土以控制俄羅斯的補給線其部隊迅速佔領領土以控制俄羅斯的補給線
，，切斷更大的俄羅斯軍隊並迫使他們撤退切斷更大的俄羅斯軍隊並迫使他們撤退。。

週五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一場音樂週五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一場音樂
會上會上，，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宣布普京宣布
頓涅茨克頓涅茨克、、盧甘斯克盧甘斯克、、赫爾松和扎波羅赫爾松和扎波羅
熱等省永遠屬於俄羅斯領土熱等省永遠屬於俄羅斯領土。。就在幾個就在幾個
小時後小時後，，烏克蘭重新奪回了頓涅茨克省烏克蘭重新奪回了頓涅茨克省
北部的俄羅斯主要堡壘萊曼北部的俄羅斯主要堡壘萊曼。。

這為其深入盧甘斯克省開闢了道路這為其深入盧甘斯克省開闢了道路
，，威脅到莫斯科在威脅到莫斯科在66月和月和77月的一些戰爭月的一些戰爭
中最血腥的戰鬥中佔領的領土的主要補中最血腥的戰鬥中佔領的領土的主要補
給線給線。。

在南部在南部，，烏克蘭的先遣部隊瞄準了烏克蘭的先遣部隊瞄準了
位於第聶伯河西岸的數千名俄羅斯軍隊位於第聶伯河西岸的數千名俄羅斯軍隊
（（可能多達可能多達 2525,,000000 人人））的補給線的補給線。。烏克烏克
蘭已經摧毀了主要橋樑蘭已經摧毀了主要橋樑，，迫使俄羅斯軍迫使俄羅斯軍
隊使用臨時過境點隊使用臨時過境點，，烏克蘭沿著河流大烏克蘭沿著河流大
幅前進可以完全切斷它們幅前進可以完全切斷它們。。

駐基輔的軍事分析家奧列赫駐基輔的軍事分析家奧列赫··日丹諾日丹諾
夫說夫說：“：“我們突破前線的事實意味著我們突破前線的事實意味著
……俄羅斯軍隊已經失去了攻擊能力……俄羅斯軍隊已經失去了攻擊能力，，
今天或明天它可能會失去防禦能力今天或明天它可能會失去防禦能力。”。”

““我們一個月的摧毀了他們的補給我們一個月的摧毀了他們的補給
並降低了這群人的戰鬥力並降低了這群人的戰鬥力，，這意味著他們在彈藥這意味著他們在彈藥、、燃料和食物方燃料和食物方
面的口糧很少面的口糧很少。”。”

過去一個月過去一個月，，普京一直在通過升級來回應俄羅斯在戰場上的普京一直在通過升級來回應俄羅斯在戰場上的
失敗失敗：：宣布吞併被佔領土宣布吞併被佔領土，，召集數万人作為預備役人員召集數万人作為預備役人員，，並威脅並威脅
進行核報復進行核報復。。

週一週一，，受普京執政黨牢牢控制的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法案受普京執政黨牢牢控制的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法案，，
支持吞併烏克蘭四個部分被佔領的省份支持吞併烏克蘭四個部分被佔領的省份。。

但俄羅斯衰落的命運已經導致曾經成功的官方媒體情緒發生但俄羅斯衰落的命運已經導致曾經成功的官方媒體情緒發生
轉變轉變，，脫口秀主持人一直在承認挫折並尋找替罪羊脫口秀主持人一直在承認挫折並尋找替罪羊。。

國家電視台最著名的主持人弗拉基米爾國家電視台最著名的主持人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說索洛維約夫說：：
““在一段時間內在一段時間內，，事情對我們來說並不容易事情對我們來說並不容易，，我們現在不應該期我們現在不應該期
待好消息待好消息。”。”

俄羅斯車臣省親普京領導人拉姆贊俄羅斯車臣省親普京領導人拉姆贊··卡德羅夫卡德羅夫（（RamzanRamzan
KadyrovKadyrov））指揮著一支私人軍隊指揮著一支私人軍隊，，他要求剝奪烏克蘭東部俄羅斯他要求剝奪烏克蘭東部俄羅斯

軍隊指揮官的勳章軍隊指揮官的勳章，，並將其送往前線並將其送往前線。。
卡德羅夫還表示卡德羅夫還表示，，俄羅斯應該使用核武器俄羅斯應該使用核武器。。普京和其他官員普京和其他官員

曾表示曾表示，，他們可以使用核武器來保護俄羅斯領土他們可以使用核武器來保護俄羅斯領土，，包括新吞併的包括新吞併的
省份省份，，但到目前為止但到目前為止，，他們沒有明確表示他們會這樣做他們沒有明確表示他們會這樣做。。當被問當被問
及卡德羅夫的言論時及卡德羅夫的言論時，，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說佩斯科夫說
：“：“這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這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地區負責人有權表達他們的地區負責人有權表達他們的
觀點觀點，，即使在困難時刻即使在困難時刻，，情緒仍應排除在任何評估之外情緒仍應排除在任何評估之外。”。”

普京的另一項豪賭普京的另一項豪賭，，即俄羅斯自二戰以來的首次大規模軍事即俄羅斯自二戰以來的首次大規模軍事
動員動員，，卻陷入了混亂卻陷入了混亂。。數以萬計的俄羅斯男子被徵召入伍數以萬計的俄羅斯男子被徵召入伍，，而類而類
似的人數已逃往國外似的人數已逃往國外。。西方國家表示西方國家表示，，莫斯科缺乏訓練或裝備新莫斯科缺乏訓練或裝備新
兵的物資和人力兵的物資和人力。。

俄羅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州州長米哈伊爾俄羅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州州長米哈伊爾··傑格捷列夫週一傑格捷列夫週一
表示表示，，約一半被召到那裡的人被發現不適合戰爭並被送回家約一半被召到那裡的人被發現不適合戰爭並被送回家。。他他
解雇了該地區的軍事委員解雇了該地區的軍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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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少做運動 心臟病風險增
死亡率見10年高位 近一成“三高”患者病情惡化

數據顯示，全球平均每1.7秒便有一

人死於心血管疾病，是頭號致命死因。心

臟病在香港最常見的致命疾病中亦排行第

三，其死亡率自新冠疫情爆發後更有上升

趨勢，去年更升至近十年高位。運動能

降低心血管疾病致死風險，但香港一項

調查顯示，逾30%受訪心血管疾病患者

或高危人士於疫下運動時間縮短、26%

受訪者更沒有運動習慣；約10%“三

高”患者更出現病情惡化。香港心臟專

科學院院長陳偉光呼籲大眾應關注心臟健康，即使減少外出亦可在家多做運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於今年7至8月成功
訪問266名到心臟科專科求診或覆診

人士，並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進行分析，以探討新冠疫情對心血管
疾病患者或高危人士的影響。

31%減運動時間 29%疫下增磅
陳偉光27日在發布會上表示，調查發

現近90%受訪者患有至少一種“三高”
（高血糖、高膽固醇或高血壓），而疫情
對受訪者的影響好壞參半，其間約10%患
者指“三高”情況惡化，風險因素控制亦
未如理想。

調查並指，66%受訪者過重或
肥胖，29%受訪者指疫情間體重增

加。同時，31%受訪者於疫下運動時間縮
短、26%受訪者更沒有運動習慣。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候任院長梁達智表
示，運動能降低心血管疾病致死風險及減
低新冠肺炎的相關風險，亦有助冠心病患
者紓緩焦慮和抑鬱徵狀，但本地多項研究
均發現港人在疫情期間運動量減少及體重
上升；是次調查亦顯示現只有20%受訪心
血管疾病患者或高危人士的運動時數達到
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

戴口罩不影響低至中等運動
他指出，根據世衞及美國運動醫學學

院的標準，建議成年人每日運動30分鐘、
每星期進行最少150分鐘中等強度帶氧運

動或最少75分鐘劇烈強度運動等；兒童及
青少年每天應進行最少60分鐘中等強度帶
氧運動，每星期最少3天進行劇烈強度帶
氧運動。他指市民在家亦可進行居家伸展
運動，避免肥胖和保護心臟健康。

一般市民對於戴口罩時及感染新冠肺
炎後應否運動存有疑惑及誤解，香港教育
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雄德引用
相關研究指出，進行低至中等強度運動
時，即使佩戴口罩亦不會影響心率及血氧
量等生理變化；新冠確診兩星期內則
應避免進行劇烈運動，但可在沒有症
狀下進行適量低至中等強度的體
能活動，重症患者則應先諮
詢醫生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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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隔離”須符內地檢疫標準

◆專家呼籲在疫情期間多在家中運
動，有益心臟健康。圖為專家們示
範居家運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00++33””實施後實施後，，香港社會經濟活動趨活躍香港社會經濟活動趨活躍，，商店人流漸商店人流漸
多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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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感染：3,474宗
•輸入個案：193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6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921宗

院舍及學校疫情
◆6間安老院舍共呈報18名院友確診，共54名院友需要檢疫
◆418間學校呈報699宗個案，涉及599名學生和100名教職員，當中21間學
校合共24個班別需停課一周

變異病毒
◆懷疑Omicron BA.4及BA.5個案佔比約86.3%，BA.2.12.1佔比約3.5%

醫管局概況
◆現有1,966名確診者留醫，其中183名為新增確診病人
◆新增8人危殆，合共43人危殆，其中13人在深切治療部留
醫；另新增7人嚴重，合共42人嚴重

◆新增251名病人康復，當中214名病人出院

新增總
確診個案：

3,667宗

27日疫情

◆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香港26日
起實施“0+3”政策，香港廠商會會長史立德
27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有關入境檢疫措施
仍較其他地區嚴謹，希望香港特區政府盡快
推動“0+0”政策實施。他又認為相比其他開
放型經濟體，香港的復常進度仍要“追落
後”，故建議增加經濟誘因，吸引海外客戶
來港。

史立德指出，香港8月進口及出口量轉

差，兩者按年跌幅擴大至雙位數，自2020年
1月以來最大跌幅，預計香港出口情況會持續
下滑一段時間。明年第一季訂單較少，加之
美國聯儲局持續加息，歐洲市場流動性短缺
等因素，預期明年出口數字繼續下滑，且不
排除本地廠商即使接了單，也出現減價及取
消訂單等情況。

他表示，如今香港實施“0+3”政策，方
便了跨境司機來港運輸貨物，一定程度上緩

解防疫隔離時間長帶來的影響，為出口產業
帶來一段恢復期，但只有取消所有入境管制
限制，才可以令出口商品訂單有回升的機
會。

在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方面，史立
德建議將“0+3”實施後香港大量檢疫酒店的
空置房間作為隔離點。回內地人士可在港完
成隔離後，由專車“點對點”送到內地的居
家隔離點，以緩解內地隔離房間的供應不足
情況，而訪港人士的居家監測的時間也應適
當縮短，讓他們出外消費，拉動香港經濟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27日呈報，香港新增3,667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其中193宗為輸入個案，另再多6
名確診者離世。最新數據顯示，懷疑Omicron-
BA.4 及 BA.5 個案佔比進一步升至 86.3%，
BA.2.12.1 則佔比約 3.5%。在呈報的確診個案
中，包括418間學校合共699宗個案，數目亦隨
社區個案下降。

隔離治療者跌破千人
香港醫管局表示，截至27日零時，共有

1,966名確診病人留醫治療，是最近疫情回落以來
首次回落至2,000人以下，其中新增確診病人183
人。目前有940人需接受隔離治療，亦是最近首
次跌至千人以下，其中119人為新增確診病人。
醫管局同時新增呈報8名危殆病人及7名嚴重病
人，目前合共有43名危殆及42名嚴重病人，當
中13名危殆病人正接受深切治療。另外，新增
251名病人康復，當中214名病人出院。

此外，衞生署衞生
防護中心轄下的疫苗可
預防疾病科學委員
會和新發現及動物
傳染病科學委員會
早前更新暫擬共識
建議，建議 6個
月至 5歲以下兒
童可接種三劑復
必泰疫苗（每劑
為十分之一成人
劑量）；而 6個
月大至3歲以下的幼
兒可接種三劑科興疫苗
（每劑劑量與成人相同），
而50歲或以上人士在接種
第三劑新冠疫苗至少三個月後可接種
第四劑疫苗。防護中心呼籲，符合接種第四
劑疫苗資格的市民應盡早接種，以加強保護。

留醫確診者降至2000以下

商界冀增經濟誘因吸海外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放寬入境檢疫日數至

“0+3”之際，深圳市政府則加強“外防輸入”措施，令人關
注到香港與內地正常通關及“逆向隔離”磋商的進程。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7日出席行會前表示，理解深圳公布相關防
疫措施，香港有責任與深圳抗擊疫情，並強調兩地高層就“逆
向隔離”商討工作一直在進行中。

李家超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逆向隔離”的重要理念是
讓港人進入內地，同時符合內地實施“7+3”檢疫規定，而唯
一的問題是檢疫在香港還是在深圳進行，只要在港採用的檢疫
標準是深圳可接受的標準，檢疫要求保持不變，“隔離的效果
就和他（北上人士）在深圳的‘7+3’隔離一樣，符合一個不
會增加深圳風險的標準。”他指特區政府正努力達成目標，並
強調有關措施與香港的確診數字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放寬入境
檢疫日數至“0+3”，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27日出席行會前表示，香港社會整體對措施的反
應正面，希望社會活動自此“動起來”，經濟氣
氛逐步增長。他認為新安排帶來的經濟效果，必
定會輻射到不同領域，當疫情走勢符合預期，會
考慮逐步放寬其他活動的空間。個別市民的違規
行為也為抗疫防疫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他希望
市民遵守規例，使香港有更大空間放寬防疫措
施。他說：“對於違反規則、影響每個人的人
士，我們都要譴責他。”

機場久別重逢 場面溫馨喜悅
李家超表示，“0+3”入境檢疫措施實施首

日，運作大致暢順，包括在機場及公共交通的運
作等。他說，看到在機場有人久別重逢，相互擁
抱，場面溫馨、喜悅，形容社會整體對措施的反
應正面，他希望社會活動會逐漸“動起來”，整
體日常活動及經濟氣氛都會因此而逐步增長。

惟他同時提醒市民保持謹慎，指入境檢疫
“0+3”新安排屬重大改動，會帶來多項不確定
因素，而且目前仍然有不少違規及失德個案破壞
抗疫工作，必須保持謹慎，密切留意疫情會否反
彈及新措施的成效，再決定是否需要作出改動。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持續留意疫情有否反彈，確
保抵港相關人士按時接受核酸和快速檢測，才能
有效管控疫情擴散。

他指出，社會亦應關注和警惕影響防疫效果
的違規情況，包括有逾40名持“紅碼”的確診
者，被發現違規離開隔離地點；過去2個月，每
月有8%至10%受檢人士未有遵守強制檢測公告。

他並譴責社會上出現近 3萬張“假免針
紙”，形容是非常失德的行為，不能容許，完全
破壞整體的抗疫工作。

防疫穩紮穩打 觀成效推新政
對於入境檢疫政策放寬，但部分社交距離措

施仍未鬆綁，尤其飲食業的防疫措施，業界期待
特區政府盡快推出“0+0”方案，吸引更多外地
旅客來港消費。李家超回應時強調，每次推出新
措施都要“穩紮穩打”，要觀察成效再決定需否
改動，不希望因為一項改動而帶來其他混亂。

他重申，“0+3”新安排的目的是希望在可
控範圍內，盡量擴大社會的經濟和民生活動空
間，指航空業、交通業等部分行業能即時受惠，
部分行業就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在整體經濟
“動起來”時才會受惠，希望大家持正面態度看
待這個過程。他相信很多其他活動都會陸續回
歸，包括香港稍後會復辦展覽，屆時商務旅客將
會帶來經濟效益，再“輻射”到不同界別及領
域，因為經濟活動是一環扣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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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檔大片電影《鋼鐵意志》於9月30日正式全國公

映，近日片方發布了影片全新的終極預告和終極海報。影

片講述了在解放初期，面對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建設對鋼

鐵的迫切需求，劉燁飾演的趙鐵池團結帶領廣大鋼鐵工人

，克服重重險阻，歷盡千辛萬苦，完成鞍鋼復產復工的艱

巨任務。

影片由寧海強執導，劉燁、韓雪、林永健、張國強領銜

主演，首次將中國鋼鐵工人的煉鋼故事搬上銀幕，不僅再現

了鋼鐵工人們為革命奮鬥的青春熱血，更傳遞了強國自信、

大國脊梁的強烈民族自豪感。

時不我待，只爭朝夕
巍巍高爐輝映金色光芒，人物群像拉滿期待爆表

巍巍高爐，燃不滅革命信仰，焠不盡鋼鐵意志。同步曝

光的終極海報中，領銜主演劉燁、韓雪、林永健、張國強等

齊力塑造鋼鐵戰士的「英雄群像」。海報中高燃嚴酷的煉鋼

環境，與鋼鐵戰士們熱誠堅毅的精神溫度相得益彰，感染力

十足。各主演神情堅定而充滿信仰，目視前方，似在宣告誓

煉成鋼的堅定信念，亦似在注視着祖國充滿和平與希望的未

來。

眾多實力派演員組成了《鋼鐵意志》的演員陣容，通過

海報，觀眾亦如身臨其境煉鋼現場的光影敘事之中，無論是

海報中每一張不畏艱難的堅毅面龐，還是充滿「鋼」味的海

報元素，都極大程度還原了彼時情況的危急以及每一位鋼鐵

戰士的爭分奪秒，真實還原了鋼鐵工業邁出第一步的艱辛與

不易。

鐵骨錚錚，硬漢柔情
劉燁韓雪首次搭檔 「鐵血」 CP溫情上映
在曝光的終極預告中，劉燁、韓雪、林永健、張

國強等組成的鋼鐵軍團，各負使命堅定奔赴，面對敵

人的炮火轟炸，面對煉鋼條件的艱難，義無反顧地投

身這場阻擊侵略者、捍衛民族榮譽的戰鬥中。但更為

引人注意的是，在終極預告中以劉燁與韓雪的感情線

為引，在溫情與高燃的風格切換中，呈現了一出隱於

滾滾鐵水之下的硬漢柔情，將更完整明朗的故事線呈

現於觀眾眼前。

預告整體由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呈現了劉燁與韓雪

在共同的奮鬥中逐漸產生的情感，在劉燁的堅定與高昂的

那句「大傢伙齊心協力把高爐燃起來」後，韓雪充滿溫情

與欽佩的眼光，將眾人對二人情感的期待值拉至高點；但

結尾處一場突如其來的爆炸卻將他們的未來引向了未知，

韓雪滿是驚恐的眼神、林永健充滿哀念的一跪在蒙太奇的

聲光交錯中令人錯愕，而劉燁那句滿是柔情與堅毅的「我

將帶着你的火種，去點燃更多的高爐」更是將兩人的未來

畫上了問號。

由寧海強導演，劉燁、韓雪、林永健、張國強領銜主演

，北方聯合影視集團有限公司出品；聯合出品人博納影業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中華全國總

工會文工團、人民網股份有限公司、萬達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電影《鋼鐵意志》現已開啟預售，9月30日國慶

檔，與您共同回到那個火熱的年代！

9月27日，電影《搜救》宣布定檔國慶

，鎖定10月3日全國上映。一部商業電影選

擇如此大的國慶檔期，官宣定檔距離首映時

間不足5天時間，此舉堪稱突然。據悉，既

是主演又是監製的甄子丹此次攜新片《搜救

》半路闖入國慶檔，此次帶來了一段「極寒

絕境」之中「捨身救子」的感人故事。

相比其他國慶檔影片，《搜救》定檔

雖晚但釋放出的定檔物料卻「來勢洶洶」

。片方發布了兩款「奪目」物料。定檔海

報上甄子丹以從未有過的「慘傷」狀態露

臉，但累累傷痕也掩蓋不了他眼神的篤定

，結合海報上「捨身救子，以命換命」八

個字，不難看出《搜救》這部看似災難類

型的商業片，藏着「父愛如山」的感人故

事。隨着定檔，《搜救》此次發布了第二

款預告片，這支104秒預告片裡，通過這款

「來勢洶洶」的預告片，不難看出電影通

過漫天暴雪、高山雪崩、墜落冰湖、水底

營救等場景和情節，展現了甄子丹扮演的

父親在丟子後「焦慮崩潰」的「破碎感」

和最後赴死一搏為家捨命的「篤定感」，

也足可見《搜救》定檔國慶的底氣。

電影《搜救》由甄子丹領銜主演並監

製，羅志良編劇導演，韓雪、賈冰、唐旭

、侯天來、徐光宇、袁近輝、蔡心、林辰

涵、胡明等聯袂主演。這部影片全組在東

北長白山極寒的雪山、森林、冰湖環境下

拍攝了兩個冬季，真實的自然環境結合現

代科技，讓觀眾身臨「絕境營救」其境。

本片由星皓影業出品，中國電影股份

有限公司、公安部金盾影視文化中心、山

東文旅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山東省文化發

展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江蘇電影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阿里巴巴影業有限公司、北京

新影聯影業有限責任公司、羚邦文化創意

（北京）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將於10月3日

全國上映。

由大鵬執導的喜劇電影《保你平安》宣布定檔12月31日

，並發布定檔海報，強勢進駐賀歲檔。該片由大鵬執導，蘇彪

、大鵬編劇，陳祉希擔任總製片人，大鵬、李雪琴、尹正、王

迅、王聖迪領銜主演，馬麗特邀友情出演，宋茜特邀出演，賈

冰、楊迪、潘斌龍、倪虹潔主演，喬杉、于洋、劉金山、曹炳

琨、梁超友情客串。電影《保你平安》講述了人稱「集安斷尾

虎」的昔日大佬魏平安（大鵬飾）中年落魄，在本就不順利的

工作中還意外捲入了一場闢謠風波，但為了他人的託付，踏上

令人啼笑皆非的闢謠之路。

歡樂開懷！大鵬聯手喜劇笑匠滿載祝福
在影片發布的定檔海報中，大鵬飾演的魏平安置身車內，

身後車頂「炸」出一眾笑匠。李雪琴行俠仗義伸出援手、尹正

手握剪刀幫你剪斷煩惱、王迅身背小旗向快樂出發，王聖迪張

開雙臂擁抱藍天；更有馬麗振臂熱情say嗨，宋茜手托下巴笑

靨如花。而站在一旁的喬杉，則手拿大吉他，延續搖滾本色。

海報中賈冰、楊迪、潘斌龍、倪虹潔也都個個簇擁車上，喜笑

顏開。大鵬攜豪華喜劇陣容滿載歡樂與祝福，仿佛邀請大家發

車啟程，歡樂氛圍拉滿！

電影《保你平安》的陣容可謂全員喜劇人，這次的定檔海

報也讓人眼前一亮，強勢吹響歲末歡樂集結號！魏平安、魏如

意這對活寶兄妹讓人忍俊不禁，大鵬和李雪琴在大銀幕上會有

何喜劇化學反應着實令人期待，還有尹正、王迅、馬麗、賈冰

、楊迪、潘斌龍、喬杉等喜劇界好手，喜劇默契自不必說，定

是包袱不停笑料不斷。

跨年首選！煩惱拜拜平安歡樂奔新年
2022年行至將盡，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或有困難、坎坷、

離別，平安、快樂成為普通人內心最為真摯的祈願，同樣也是

影片中讓平安哥一路堅持到底的動力。回顧這一年努力拼搏的

自己，有收穫的欣喜，也難免有累累傷痕。不過，當你抬頭看

看周圍與自己並肩作戰的夥伴，相惜相知的暖意不免感嘆人間

自有真情在！

此次，由大鵬執導並主演的《保你平安》講述了在小人物

之間萍水相逢卻守護到底的真情故事。故事中魏平安遇到了各

種各樣在平凡日子中堅守自己真心、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一個

個鮮活的小人物在大鵬的鏡頭中有血有肉，有情有義。在一眾

喜劇笑匠的演繹下，觀眾不僅會被故事情節逗笑，也會為每個

人物的命運動容。相信這樣一個內心充滿歡樂和愛的故事定能

夠讓你在2022歲末收穫一份別樣的快樂！

影片《保你平安》由上海儒意影視製作有限公司、上海他

城影業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杭州淘票

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電影將於

12月31日全國影院歡樂上映，看大鵬如何花式闢謠打假保你平

安！

鋼鐵意志 曝終極預告，9月30日獻禮國慶

《搜救》空降國慶檔 甄子丹捨身救子以命換命

大鵬執導喜劇
《保你平安》定檔跨年
豪華喜劇全家桶陪你平安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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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嘉慧身處福岡學日文

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英

皇電影《深宵閃避球》26日晚於香

港銅鑼灣舉行首映禮，鄭伊健（暱

稱伊麵）、周家怡、李靖筠、陳家

樂、鍾雪瑩、雲浩影及黃淑蔓等主

要演員出席，當晚英皇集團主席楊

受成與太太陸小曼亦有專誠前來捧

場，而嘉賓張敬軒亦前來撐場，現

場大批粉絲即時蜂擁上前，欲一睹

偶像風采。伊麵透露老婆蒙嘉慧正

身處日本福岡學日文所以沒有來撐

場，但他就透露有與老婆秘密見

面。

伊麵表示已多年沒在港出席首映禮，對
上一次應該是 4 年前的《黃金兄

弟》。他指自己並非減產，都每年拍到一部
戲，而且也要遇到適合想拍的才接拍：“好
似這部戲，也好出奇有人找我拍，希望未來
香港電影繼續有多些本土元素，像以前般百
花齊放。”

周家怡則表示自己孤家寡人，只邀請了
父母來捧場，現沒追求者可以邀請到來。伊
麵沒帶太太蒙嘉慧（Yoyo）來撐場，原因
太太身處福岡學日語。問有多久沒見她？伊
麵笑說：“我們又不是很久沒見，也有神秘
見面，只是不需要向大家交代。”之前
Yoyo說自己考試不合格？他即維護說：
“讀書唔叻先要讀，叻嘅、掂嘅就唔使讀
啦，就係唔識先要去學。”Yoyo在日本溝
通得到？他表示日常生活並沒問題。何時再
會合太太？伊麵表示要在港先完成工作，可
能要等演出完演唱會之後。

下月4日伊麵將度過55歲生日，他今年
生日願望是愈來愈好，像這幾天都聽到好多

好消息：“希望所有事一次比一次好，一個
接一個好，一切可以回復正常。”個人願望
方面，他說：“我對自己所有方面都好滿
意，所以寄望社會氣氛向上，假如自己擁有
一些東西，但整體氣氛不好，也不會開心，
不如將希望放於社會上。”家怡在旁笑謂自
己的願望是電影大賣，伊麵應和：“我的願
望也包括你的願望成真，大家順順利利。”

拍賀歲動作片軒仔親身上陣
另外，張敬軒（軒仔）26日晚捧場欣

賞電影首映禮，他表示即將參演的賀歲片
《超神經械劫案》同是導演應智贇執導，
才特意到來取經，加上影片是公司英皇新
投資項目，怎樣也要瞓身支持。

提到軒仔主演的賀歲片已經在試拍階
段，亦即將跳拍一些動作場面。軒仔透露演
出前已去操練手臂，但較粗重的工作便留給
Jeffrey（魏浚笙）負責：“他的戲服布都少
一些，我們就個個都着樽領，我只可以露兩
手，今次我和王菀之拍住一齊打出面的人，

大家都親身上陣，無用替身，還要學揸槍，
拍攝時都分外小心。”問有否買重保險？他
表示這方面要問公司，相信公司會按規矩去
處理。軒仔指影片會拍至11月煞科，希望
上映時有好票房，而他知道拍攝多動作一定
辛苦，但現開始秋涼，他會準備好大家的膳
食，也會“萬歲”：“尤其最近疫情開始緩
和，大家都好開心，士氣又好，拍攝上亦順
利得多。”

軒仔亦打算再包場支持《深》片，因覺
得當中演員周家怡及李靖筠每位也落力演
出。他得知公司英皇今年跟多位新導演合
作，他本身亦期待跟新導演合作，給予無限
量支持。軒仔又提到今年港產片叫好叫座：
“大家捧場好重要，這才可以吸引更多新人
入行，而我也抱着邊做邊學的心態。”會否
考慮做導演？他說：“會先做好演員，我今
次演出前也去上了十幾堂學演戲。”

至於陳家樂剛從內地工作完回港，他表
示一直想跟鄭伊健合作，導演也特別安排他
客串一角跟伊健演對手戲，所以十分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棠）魏浚笙
（Jeffrey）和黃德斌27日出席活動，並首播二
人合拍的宣傳片，片尾一幕是Jeffrey有一頭白
髮的老妝樣子。Jeffrey稱：“希望將來老了都
咁靚仔。”德斌笑指希望能傳承片中“爺爺”
（Jeffrey）的靚仔和有型。

談到 Jeffrey 被張敬軒爆料指，在新片
《超神經械劫案》中，所穿的戲服很少布，還
有許多動作場口；Jeffrey坦言正在努力及要趕
快操肌，因距離除衫戲僅餘十多天，而最近為
此練武之餘，也有學唱歌和鋼琴，期望明年出
歌，向樂壇發展圓音樂夢。

問到同樣喜歡唱歌的德斌會否教Jeffrey操
肌，以交換對方為自己寫歌？德斌打趣指Jef-

frey已經好爆肌，再操就大隻過他了；又透
露12月將上演十多場舞台劇，角色會搞
笑和沉重兼備，並不簡單，因此現
在就要開始籌備及消化劇本。說
到演出舞台劇很花時間，他
坦言有推掉一些工作，但
不會計較損失數字，
否則亦不會接這
份工作。

魏浚笙爭取時間操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
祖）第27屆韓國釜山國際

電影節27日公布，岑
珈其憑電視劇《IT
狗》的演出，獲
入圍提名“亞
洲 內 容 大
獎”的最佳
男配角，
與其他強
勁入圍對
手競逐獎
項，其餘
四位入圍
提名的還包
括《魷魚遊
戲》朴海秀、
《Tracer》朴埇
佑等，而韓國當紅

人氣男神丁海寅亦會
擔任頒獎禮主持。
岑珈其說：“好感謝韓國

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內容大獎’的最佳
男配角入圍提名，得到評審團的肯定和支
持，已經好開心好感恩！今次提名絕對係一
個超級大的鼓勵，得到一張這麼好的成績表
我會好好珍惜！我一定會繼續努力做好日後
每一個作品，也真心要好多謝《IT狗》簡君

晉導演，給予這個機會我參演到Kenneth Sir
這個角色，最後一定要多謝喜歡同支持我的
每一位朋友！”

凌文龍奪最佳新星大獎
另外，凌文龍（小龍）日前獲釜山電影

節所設的亞洲內容獎評審委員肯定演技，在
10月8日頒獎禮正式舉行前率先確定獲頒最
佳新星大獎（Best Rising Star），他下周將
遠赴釜山現場親身領獎。與此同時，小龍憑
電視劇《IT狗》阿信一角獲提名新演員獎
（New Comer），據悉一同角逐該獎項的演
員分別有韓劇《二十五，二十一》的崔顯旭
及泰劇《流星花園》的彤達婉．奔提維此
弓。而身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董事的余安
安亦獲邀成為該頒獎禮的頒獎嘉賓，屆時將
負責頒發終身成就獎。

小龍驚喜地表示：“冇諗過第一次演出
電視劇就有機會提名國際獎項，《IT狗》喺
香港嚟講係比較創新嘅題材同類型，希望可
以畀其他國家睇到香港電視界嘅新視野。
家好多亞洲電視劇質素都好高，今次去唔敢
奢望得獎，希望同其他地區嘅影視人交流
下，有機會都想欣賞下佢哋嘅作品。”而余
安安則表示好高興成為頒獎嘉賓：“好榮幸
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內容獎邀請我去出任頒
獎嘉賓，仲要係一個咁重分量嘅獎項！真係
相當興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流氓檢察官》李一炯導
演最新作品《Remember》，26日在首爾隆重舉行了發布
會，李一炯導演率主演李星民及南柱赫會見傳媒。

新作是有關李星民飾演80多歲因患有腦退化症面臨即將
失去記憶而趕着去復仇，而被拜託代駕一星期、20多歲的南
柱赫無意間被捲入李星民的復仇行動中。

李星民直言首次飾演80多歲的角色，是一部非常值得挑
戰的作品！南柱赫表示：“第一次讀劇本時，因為是包含了
我作為演員沒有嘗試過的故事，所以感受到了魅力，再加上
可以和李星民前輩一起演戲，所以沒有猶豫的理由。”

李星民說：“其實在現實年齡中我和南柱赫只相差25
歲，拍攝過程很是完美。我倆總是一起吃飯、一起上班，幾
乎24小時都在一起，我們一起聊了很多。我有一個可靠的好
弟弟。”李一炯導演預告：“雖然該片看起來好像很沉重，
其實是一部輕鬆有趣的電影，將引起大家對電影的好奇。”
據悉，此片將於10月26日在韓國電影院上映。

入圍韓國釜山電影節
岑珈其爭最佳男配角

與南柱赫拍戲愉快李星民讚：可靠好弟弟

◆左起：南柱赫、李一炯
及李星民亮相發布會。

◆岑珈其
將與《魷魚遊

戲》朴海秀等對
手競逐殊榮。

◆張敬軒最近
去 上 堂 學 演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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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文龍同時亦獲
提名新演員獎。

◆◆一眾演員聚首一堂替電影打氣一眾演員聚首一堂替電影打氣。。

◆楊受成與陸小曼
專誠前來支持首映
活動。

◆黃德斌（左）打趣指魏
浚笙現時已經好爆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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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宣導全民健康保險衛生福利部宣導全民健康保險--知健保停保復保規定知健保停保復保規定
（（本報訊本報訊））為避免國人返台辦理恢復戶籍卻未同時參加全民為避免國人返台辦理恢復戶籍卻未同時參加全民

健保健保，，或未辦理停保即離國出境或未辦理停保即離國出境，，至事後遭追繳健保費至事後遭追繳健保費。。茲檢送茲檢送
衛生福利部宣導全民健康保險衛生福利部宣導全民健康保險((健保停保健保停保、、復保規定復保規定))。。

我住在國外我住在國外，，需要參加健保嗎需要參加健保嗎 ？？
只要國內設有戶籍只要國內設有戶籍，，不論住在國內外不論住在國內外，，皆應持續投保哦皆應持續投保哦！！有有

戶籍應加健保並繳納保費戶籍應加健保並繳納保費；；出國可辦停保出國可辦停保，，未辦停保仍應持續繳未辦停保仍應持續繳
保費保費；；未辦理停保即出境未辦理停保即出境，，事後需追繳保費事後需追繳保費。。

戶籍遷出國外戶籍遷出國外，，返臺後何時能加保呢返臺後何時能加保呢 ？？
22年內回臺恢復戶籍年內回臺恢復戶籍，，當天即可加保當天即可加保
22年後回臺恢復戶籍年後回臺恢復戶籍，，滿滿66個月當天起可加保個月當天起可加保
疫情期間彈性措施疫情期間彈性措施 https://reurl.cc/https://reurl.cc/77pAaGQpAaGQ
設有戶籍期間設有戶籍期間，，如預計出國如預計出國66個月以上個月以上
可選擇繼續加保或於出國期間可選擇繼續加保或於出國期間 ##辦理停保辦理停保
相關規定這裡看相關規定這裡看 https://reurl.cc/zNGVdhttps://reurl.cc/zNGVd66

如有疑問如有疑問，，可透過可透過健保署諮詢專線健保署諮詢專線諮詢喔諮詢喔
國內國內::08000800--030030--598598（（手機請撥手機請撥0202--41284128--678678））
國外國外:+:+886886--800800--030030--598598或或++886886--22--41284128--678678
進一步了解健保停復保進一步了解健保停復保，，請點選連結請點選連結：：https://sconhttps://scon--

tent-houtent-hou11--11.xx.fbcdn.net/v/t.xx.fbcdn.net/v/t3939..3080830808--66//307105403307105403__
469026471921102469026471921102__36305521084509359723630552108450935972_n.jpg?_nc_cat=_n.jpg?_nc_cat=
101101&ccb=&ccb=11--77&_nc_sid=&_nc_sid=730730ee1414&_nc_ohc=&_nc_ohc=
qfbqfb77KtNKtN66bhoAXbhoAX99jdqSR&_nc_ht=scontent-houjdqSR&_nc_ht=scontent-hou11--11.xx&oh=.xx&oh=
0000_AT-GgCtnGfZTEq_AT-GgCtnGfZTEq66qtMqtM668668wqtwqt11GcKvOjGcKvOj55YuUigYuUig55SjpSjp--
PXOtg&oe=PXOtg&oe=633922633922CC88

「2022年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活動
於上周六圓滿舉行，場面熱烈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因疫情而中
斷三年的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於上周六
（10月1日）上午九時起在僑教中心大禮
堂盛大舉行。這次活動由休士頓亞裔健康
教育協會、光鹽社、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
協會、休士頓華裔護士協會、休士頓華裔

醫師協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聯合主辦。活動共分為三大部份：（一）健康檢測：包括在大禮堂舉行血糖的篩檢、膽固
醇篩檢、血壓的篩檢、注射流感疫苗、注射次世代新冠疫苗。另在僑教中心102室還有 「光鹽社
」 的肝炎B和C 篩檢、腸道健康糞便檢查、登記乳房X光檢查及登記子宮頸的細胞檢查。（二 ）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的 「醫師諮詢」 部分包括：腫瘤科: 王禮聖醫師，婦科醫生：黃立民，內科：張
文麗，家庭醫學科：陳章靜蓮、汪家成、趙耿偉，腎臟科：謝春，心臟科：豐建偉，牙科：林昇
藝，小兒科：彭鶯鶯，內科：榮慧敏等人。以及（三 ）醫學講座系列：包括：Dr. George Bur-
nazian 主講： 「性病的症狀和種類，猴痘的症狀和傳染途徑」 ；許環麟醫師主講： 「流感患病風
險和嚴重程度」 ；以及由林承興醫師主講： 「次世代Civid-19 疫苗 」 並現場解答問題。

Dr. George Burnazian主講： 「 性病的症狀和種類，猴痘的症狀和傳染途徑」 ，並由施惠德
醫師現場即席翻譯。Dr. Burnazian 指出：（一）梅毒是常見的性病，王室成員得此病的多，其症
狀：皮膚創傷、起疹子，其治療以 「靜脈注射」 為主，日本這二年來，梅毒病患增加二倍。（二
）淋病：是常見的性病，它的診斷經由抽血及尿液檢查而定。婦女得此病，易得 「不孕症」 。
（三 ）肝炎：經性關係傳染，有B型、C型肝炎，B型肝炎的高危險群，應注射有效疫苗，C 型
肝炎有特效藥，保險金支付。另外，子宮頸癌，子宮頸部呈菜瓜布狀，從小打疫苗重要，因此政
府推行青少年女性打疫苗。另外，猴痘，最早在中非、西非、剛果等地發現，死亡率10%左右。

剛開始在大城市發現，多為男性同性戀。親密接觸也會得此病。猴痘病人，四、五天內打針，症
狀輕微。

許環麟醫師談 「流感患病風險和嚴重程度」 ，在1918～1920 年間，第一次流感大流行，全
球10%的人（5千萬~ 1 億人）死亡。流感的高危險群是小孩及65歲以上老人，可變成重症。及
Nursing Home、及洗腎病人，是危險群，症狀：噁心、嘔吐、應補充水份。有三大症狀應重視：
（一）精神差（二）呼吸急促（三）一直沒吃東西、脫水、休克。預防：打疫苗，效果僅50%，
應戴口罩、勤洗手，與Covid-19 愈來愈相近。

林承興醫師談 「次世代Covid -19疫苗 」 ，他說：疫苗是什麼？疫苗是刺激人體免疫反應以
對抗特定疾病，保護我們不受疾病侵擾的製劑。疫苗通常是注射針劑，也有口服或是鼻噴劑的形
式。他表示：Covid-19 疫苖沒有例外，無論是五歲以上或五十歲以上，接種疫苗死亡率明顯降低
。他也提到為什麼要針對Omicron研發次世代/二價疫苗，以及次世代/二價Covid-19疫苗的建議
注射時間：·Covid-19 感染中：至少需等隔離結束且急性症狀完全痊癒；·Covid -19 感染後：
可以延後疫苗注射時間三個月，從發病日開始或是檢測陽性（無症狀）開始算。林醫師說：各種
因素都有可能會影響次世代/二價疫苗的注射時間，例如Covid-19 重症機率、社區感染是否增加
、是否有新變種株出現等等。

林醫師也談到 「次世代Covid -19 疫苗 」 與其他疫苗的相互關係：·沒有其他健康考量的民
眾，若有其他建議接種的疫苗，可以跟其他疫苗一起接種。·根據之前多非Covid-19 其他疫苗的
經驗，絕大多數疫苗混打和單打導致的免疫效力或是副作用程度都沒有顯著差異。·若要與其他更
容易造成局部反應的疫苗一起接種，建議打在不同的手。例如高劑量流感疫苗或是皰疹疫苗。但
猴痘疫苗例外，如果先接種正痘病毒疫苗，可能考慮等待四週後再接種。林醫師最後以圖片的死
亡率題示他這次演講的主題：病毒不挑人，接種疫苗保平安！

圖為圖為 「「醫學講座系列醫學講座系列」」 主持人主持人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會會
長鄧福真長鄧福真（（左四左四 ））與主講講員與主講講員Dr. George Burnazian (Dr. George Burnazian ( 右四右四 ））
、、中文翻譯施惠德醫師中文翻譯施惠德醫師（（左一左一），），許環麟醫師許環麟醫師（（右五右五），），林承林承
興醫師興醫師（（左五左五））與主辦單位會長合影與主辦單位會長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出席健康日醫師諮詢活動的醫師在結束時與主辦單位代表圖為出席健康日醫師諮詢活動的醫師在結束時與主辦單位代表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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