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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外資對中國經濟前景持續悲觀
，國際投資人加速拋售人民幣債券。據統計，
今年9 月投資人持有中國政府發行債券和其他
債務總額降至人民幣 3.4 兆元（約新台幣 15 兆
），是2020年12月以來新低。

華爾街日報報導，根據中央國債登記結算
有限公司（中央結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公布
的數據顯示，今年9 月，國際投資者在中國持
有的中國政府發行債券和其他以人民幣計價的
債務總額降至人民幣 3.4 兆元，這是自 2020 年
12月以來的新低。

外資加速拋售，反映出對中國經濟和人民
幣前景的悲觀情緒。

報導指出，拋售中國債券的浪潮始於今年2
月，即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始，從那時到現在
，外國投資者已經減持了相當於 920 億美元的
中國債券。雖然拋售的情形在7月、8月略有緩
和，然而到了9月再次加速。今年9月整體淨流

出量幾乎是8月總量的兩倍。
今年 9 月，人民幣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裡

首次跌破7元大關，並在10月持續貶值。人民
幣貶值，連帶削弱了人民幣計價資產的國際吸
引力。

報導提到，美元大幅上漲是促成這種情況
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國本身經濟不振也加速人
民幣下跌的速度。由於美國利率上升和美元相
對強勢，全球投資者將資金從新興市場資產中
撤出，以購買更多回報率更高的美國債券。

過去數年，中國政府債券收益率明顯高於
同期限的美國債券，但這種情況4 月出現了反
轉。上週五，10年期的美國國債收益率約為4%
，而10年期中國政府債券收益率為2.7%。

報導引述多位分析師表示，經濟前景悲觀
加上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在市場看來，中國國
債的總回報率目前並不具有吸引力，很多人已
經或準備賣出了。

情勢悲觀情勢悲觀 外資持續拋售人民幣債券外資持續拋售人民幣債券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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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期中選舉正在如火如
荼之展開，一群熱衷於參加投票
之華亞裔選民週六召集首次集會
正式宣告，成立亞裔選舉聯盟，
让我們大家共同為此聯盟之誕生
表示由衷之祝賀。
這個由楊德清、楊萬青、黃

登陸、 Kevin 楊等共同倡議之組
織得到社區非常大之反響，成立
大會當天邀請了哈里斯郡選務辦
公室黃思賢小姐主講選務近況，
並邀了陳灼剛、丰建偉、徐建勳
、陳珂等社區領袖到場講說，他
們從不同角度分析當前華亞裔選
民參政投票之重要性。
老實說，今天在美國的華亞

裔人士二十年之情況已經大不相
同，況且，我們也因為世界局勢
之變化而使我們在美國社會之處
境變得更加艱難，過去自掃門前
雪之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必須團
結起來以選票來表達我們的政見
。
根據官方紀錄顯示，哈里斯

郡登記之華裔選民只有四萬六千
人，這個數字簡直令人不敢置信
，我們當急之務必須做選民重新
登記。
選票和鈔票是決定選舉之兩

大因素，我們寄望亞裔選舉聯盟
任重道遠，為我們爭取權益。

華亞裔選民請您站出來華亞裔選民請您站出來
--賀德州亞裔選舉聯盟成立賀德州亞裔選舉聯盟成立

Asian American Voters, We Need To Stand UpAsian American Voters, We Need To Stand Up
With the midterm election in full swing, a group of Asian

American leaders called a meeting to officially organize the Asian
Voters Alliance. We all expressed our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on their success.

At the meeting, they invited Harris County election officials
and many community leaders to make speeches, and most of
them believe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Asian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his year, and strongly encouraged them to
go out and vote.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in Harris County, only 46,000
Chinese Americans are registered voters in the county. This
number is just too low. We really need to set our priorities and
get more of our people registered to vote.

Votes and money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in politics. We need to go out and vote as well as support your
candidates with donations.

Today our community is facing more challenges than ever
before. Unless we go out and vote, we otherwise will just be
ignored by the political process.



印
尼
央
行
上
調

基
準
利
率5 0

個
基
點
至4 . 75%

綜合報導 印尼央行宣布，將該

國基準利率提高 50 個基點，從

4.25%上調至4.75%。這是該國央行

今年8月份以來的第三次加息。

今年8月份和9月份，印尼央行

已先後提高基準利率25個基點和50

個基點。

印尼央行行長佩裏(Perry)當天表

示，上調利率的決定是“前瞻性步

驟”，以降低通貨膨脹預期並確保

核心通脹率保持在目標區間。

據印尼國家統計局數據，該國今

年9月份通貨膨脹率為5.95%，高於8

月的4.69%和7月份的4.94%。從年初

至今，印尼通貨膨脹率已達4.84%。

此前，印尼經濟統籌部長艾爾

朗加曾表示，今年全年的通貨膨脹

率預計將在4%至4.8%之間。

佩裏當天說，由於美元匯率走

強和全球金融市場高度不確定性，

加息決定也是為了加強印尼盾匯率

穩定政策，使其符合基本價值，並

保持強勁國內經濟需求。

當天，印尼盾對美元匯率跌破

15500印尼盾兌換1美元，創下2020

年4月以來最低水平。

佩裏表示，印尼央行將通過多種

方式加強貨幣政策組合效應，保持經

濟復蘇動力和印尼盾匯率穩定。

馬來西亞全國大選
將於11月19日舉行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 20日宣

布，第15屆全國大選將在當地時間11月 19

日舉行，彭亨、霹靂、玻璃3個州的州選於

同日舉行。

選舉委員會同時宣布，各政黨候選人的正

式提名日為11月5日，正式競選期為14天。

本次大選將選出222個國會下議院議席和

3個州總計116個州議席。下議院議席由單壹

選區簡單多數制產生，即每個選區獲得選票最

多的候選人當選。在下議院獲得過半數即112

席以上的政黨或政黨聯盟通常可組建下壹屆政

府。

當地輿論認為，本屆大選較具競爭力的是國

民陣線(國陣)、希望聯盟(希盟)和國民聯盟(國

盟)三大政黨聯盟。以安瓦爾為領袖的希盟在

2018年大選中獲勝執政，但在2020年由於內

部分裂失去政權，目前是主要反對黨。由馬來

民族統壹機構(巫統)主導的國陣曾長期執政，

但在上壹屆大選中敗選，在希盟下臺後和國盟

組成聯合政府。國盟主要由離開希盟後的土著

團結黨與伊斯蘭黨組成，領導人為前總理穆希

丁。此外，前總理馬哈蒂爾領導的“祖國運動

”以及主要以沙巴、沙撈越為根據地的數個政

黨也在部分選區具有競爭力。

隸屬於巫統的馬來西亞總理伊斯梅爾此前於

當地時間10日宣布解散國會。按照馬來西亞

聯邦憲法，大選需在解散國會60天內舉行。

馬來西亞國會由上議院和下議院組成，上議院

由委任和州議會選舉的方式產生。

朝韓互相指責對方炮擊挑釁
綜合報導 韓國聯合參謀本

部（聯參）發布消息稱，朝鮮

軍隊18日與19日連續兩天向半

島東部和西部海域發射炮彈。

朝方則表示，這是對韓國軍事

挑釁的嚴厲應對。

韓聯社援引韓聯參的消息

稱，韓國軍方觀測到，朝軍於

18日22時許在黃海道長山串壹

帶向西部海域發射了約100發

炮彈，後於23時許從江原道長

箭壹帶朝向東部海域發射了約

150發炮彈，19日12時30分許

從黃海南道延安郡壹帶向西部

海域發射100多枚炮彈。韓聯

參稱，炮彈均落在韓朝依據

《九壹九軍事協議》劃設的海

上緩沖區內北方界線北側，未

落入韓國領海。

據朝中社報道，朝鮮人民

軍總參謀部發言人當天表示，

韓軍當天上午 8時 27分許至 9

時40分許在朝軍第5軍團前沿

陣地壹帶發射 10 多發火箭炮

炮彈，又壹次發起軍事挑釁，

朝方下令發射炮彈予以應對。

朝軍總參謀部當天上午表示，

繼 13日和 14 日的軍事挑釁後

，敵人 18 日在南江原道鐵原

郡前沿壹帶發射了數十發火箭

炮炮彈。朝軍總參謀部特別嚴

重看待敵人在瘋狂進行侵朝戰

爭演習——“護國22”期間犯

下的挑釁，並再次發出重大警

告。

據專門追蹤飛行器動態的

網站“飛機守望”報道，美軍

兩架B-1B“槍騎兵”戰略轟炸

機從美國埃爾斯沃思空軍基地

起飛，於當地時間18日下午飛

抵關島安德森基地。韓聯社稱

，美軍此舉被解讀為“對朝鮮

釋放強烈警告信號”。

韓國政壇近期不斷談及重

新在韓部署美國戰術核武器、

與美共享核武等各種“延伸威

懾”方案。據《韓國日報》報

道，美國駐韓大使戈德堡當天

在回答相關問題時稱：“所有

這些關於戰術核武的討論，無

論是來自俄羅斯還是朝鮮，都

是不負責任和危險的。”韓媒

認為，戈德堡雖然點名的是俄

羅斯和朝鮮，但表達的是反對

在韓部署核武器。《釜山日報

》稱，美國大使這是直接對尹

錫悅政府“重新在韓部署美國

戰術核武器”的提議表明否定

立場，韓美兩國在這壹議題上

不會取得實質性進展。

數據造假長達30多年 三菱電機處罰22名高管

綜合報導 日本三菱電機公司

說，將處罰22名牽涉數據造假的

現任和前任高管。這家企業被曝

檢驗數據造假，且持續長達30多

年。

根據外部專家小組的最終調

查報告，三菱電機設在日本的22

處生產基地中，有17處存在數據

造假等不當行為，共涉及197起，

最近壹起持續至今年8月。這些

事件中，112起系蓄意為之，62起

涉及管理人員。

三菱電機決定降低包括現任

社長漆間啟在內多名現任高管的

月薪，同時要求涉事前高管返還

部分薪酬。

這壹造假醜聞去年6月首次

曝光。三菱電機設在長崎的壹家

工廠被指自1985年以來在列車空

調批量生產或出廠前，未按合

同約定進行產品檢驗，而是偽

造檢驗數據。此外，這家工廠

還對空氣壓縮機檢驗數據造假

，這些空氣壓縮機主要在列車

剎車和關閉車門時發揮作用，關

系運行安全。

三菱電機數據造假曝光後，

該公司時任董事長柵山正樹和時

任社長杉山武史去年引咎辭職。

近年來

，日本制造

業企業數據

造假屢見不

鮮。2017年

10月，鋼鐵

生產企業神

戶制鋼所承

認篡改部分

銅、鋁產品檢驗數據，以次充好

供應客戶；同年 11 月，與三菱

電機同在三菱麾下的有色金屬巨

頭三菱綜合材料公司承認其子公

司三菱電線工業和三菱伸銅存在

篡改產品數據的造假行為；2018

年 7月，日產汽車公司承認，該

公司在日本國內的5家工廠存在

尾氣排放和油耗測量數據造假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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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饒舌饒錯聲饒舌饒錯聲----黑人嘻哈歌黑人嘻哈歌
星威斯特歧視猶太人言論闖大禍星威斯特歧視猶太人言論闖大禍

美國超級黑人嘻哈歌星坎耶•
韋斯特（Kanye West）最近闖了大
禍, 他因發表一系列反猶太人言論
而使商業夥伴紛紛切斷了與他的關
係，使他在損失上億元財富, 他成
長的故鄉芝加哥也引起強烈反彈，
在芝加哥西環區的一幅他的巨形壁
畫被塗掉,自2021年以來，這幅壁
畫一直面對着西湖街，上面的這一
幅8英尺高逼真的畫，是由藝術家
傑森•彼得森設計,此次應猶太裔的
建築業主的要求塗去韋斯特的肖像
而置留下一個純黑色的剪影。另一
幅由海德公園藝術家創作的西部壁
畫中，韋斯特身穿黑色西裝，搭配
銀色手錶和經典的黑色墨鏡壁畫也
被污損，韋斯特的身體上被寫著
“垃圾”這個字。

毫無疑問, 韋斯特是非常成功
的藝術家、Hip-Hop巨星、製片人
、唱片公司執行長和時裝設計師，
他是美國數一數二的非裔才子, 幾

乎年年都被列入福布斯全球百大名
人收入排行榜，不過這些年來他的
言論與行徑一再凸搥, 在政治方面,
他是一位門外漢, 但他是川普瘋狂
的支持者, 不過卻又正經八百宣布
出馬與川普競爭總統大位，由於支
持度太低而中途退出, 他與真人秀
明星金卡戴珊結婚與離婚的戲劇荒
誕不經,但總體上這不應該阻止他的
藝術自由。

這次由於發表了無厘頭的反對
猶太人的言論, 並在巴黎時裝秀上
穿著”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 反時事的T卹而受到
批評,運動服裝巨頭阿迪達斯已宣佈
結束與他以及非常成功的鞋類品牌
Yeezy的合作, 零售商Gap和時尚
品牌巴黎世家都與West斷絕了合
作關係,尤有甚者，Instagram 和
Twitter都暫停了他的社交媒體賬戶
。此外,他在加州西米谷的私立東達
學校(Donda School)也被學校管理

人員暫時關閉，原因是抗議活動仍
在持續。這所學校是芝加哥最初的
Donda’s House的一個獨立實體
。Donda’s House是由他和曾經
的音樂合作伙伴Che“Rhymefest
”Smith於2012年創立的非營利藝
術組織，以他已故的母親Donda
West命名, 他在微博中表示，他的
爭議言論導致他與多個品牌的合作
關係破裂，這讓他“一天損失了20
億美元”。

坎耶•韋斯特或許認為自己有
絕對的言論自由, 但是他所犯下的
嚴重錯誤是, 他已經從分享自己的
想法和觀點轉成傳播仇恨言論, 而
且他在遭到眾人強烈反對後，非但
沒有為自己的有害言論道歉，反而
在各種採訪中多次加大了力度, 這
就是他被全面封殺的原因了,尚書有
言:"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坎耶•韋斯特自作自受, 同情他的
人恐怕不多了!

印度將食糖出口限制延長一年印度將食糖出口限制延長一年 或推動全球糖價再度走高或推動全球糖價再度走高
(綜合報道）印度政府發布通告稱，已將

食糖出口限制延長一年至2023年10月，以保
障其本國供應。值得注意的是，食糖出口限制
並不等於禁止出口，印度政府依舊會給到海外
銷售商一定的出口配額。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糖生產國，也是僅次
於巴西的第二大出口國，印度的最新舉措破滅
了市場取消出口限制的預期，這可能會推動全
球食糖價格再度走高。

在俄烏衝突之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紛紛
大幅上漲，印度物價也節節攀升。在柴油和化
肥等價格上漲推動下，印度國內食糖價格呈上
漲趨勢。

為保障國內食糖供應和價格穩定，印度政
府在6月1日宣布，對本國食糖(包括原糖、精
製糖和白糖)實施出口總量限制。這項措施原
定於 10 月底結束，但印度政府卻意外將其延
長。

印 度 全 國 合 作 糖 廠 聯 合 會 常 務 董 事
Prakash Naiknavare認為，政府的最新通知只是

延長了出口限制政策，但這一決定並不意味著
政府將在2022/23年度不允許食糖出口。

消息人士稱，最新季度的出口配額具體信
息可能在下周公布。據媒體報導，在10月1日
開始的新銷售年度中，第一批將允許500萬噸
食糖出口，第二批食糖出口約為300萬噸，使
下一銷售年度食糖總出口量達到約800萬噸。

不過據印度糖廠協會表示，2022/23年度
，印度將生產約3650萬噸食糖，同比增加2%
，2021/22年度印度產糖量約在3580萬噸左右
。與此同時，2022/23 年度將出口 900 萬噸食
糖。
目前印度糖廠協會正呼籲政府盡快宣布今年的
出口配額並取消出口限制，並認為沒有什麼理
由繼續限制出口。

印度糖廠協會表示，事實上，由於印度出
口糖的窗口期較短，待巴西開榨後可能會壓制
全球食糖價格，屆時巴西的新供應將會衝擊市
場，不利於印度生產商，損害各方利益，因此
呼籲取消出口限制。



麥卡錫稱如果共和黨11月贏下眾議院
或將反對向烏提供更多援助

美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 麥卡錫表示，如果共和黨在11月的中

期選舉中贏得眾議院多數席位，或將反對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援助。

據報道，自2月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國大多數共和黨人和民主黨

人在向烏克蘭提供援助方面持相似觀點，但如果共和黨得到眾議院多數

席位，這壹共識或將不復存在。“我認為人們將陷入經濟衰退之中，他

們不會願意給烏克蘭寫空頭支票。”麥卡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認為

美國人希望國會能夠專註於離“家”更近的議題上。

如果共和黨獲勝，麥卡錫可能會成為眾議院議長，他認為拜登政府

並未足夠關註國內議題，例如美墨邊境問題，“烏克蘭很重要，但不能

是政府唯壹關註的事情。”他說。

目前，美國已授權向烏克蘭提供超過600億美元的援助，自2021年

1月以來，美國在對烏克蘭的安全援助上已提供超過182億美元。

今年5月，參議院投票決定向烏克蘭提供超過400億美元的軍事和

人道主義援助，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在烏克蘭的最大投入。11名共和黨籍

參議員和57名共和黨籍眾議員投票反對該項立法，要求提供更多關於資

金去向的說明，並表示需要追蹤運往俄烏戰場的武器和裝備。

BQ.1和XBB變異株擴散
世衛繼續將新冠定為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新冠疫情持續近三年後，世界衛生

組織新冠突發事件委員會在最新會議上

宣布，新冠疫情繼續構成“國際關註的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指出，新冠病毒

正在不斷變異，風險和不確定性依然存

在。世衛也對多國減少病毒監測表示擔

憂，警告監測不足將無法及時了解病毒

的變異情況。

目前，奧密克戎的另外兩種亞型變異株

BQ.1和BQ.1.1正在美國迅速擴散，研究人

員擔憂BQ.1.1將引發美國的疫情新高峰。

除此之外，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株XBB

成為了新加坡的主要流行株。XBB被世衛

組織稱為免疫逃逸能力最強的亞型。

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世衛組織最早在2020年1月30日宣

布新冠疫情為“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

根據世衛的定義，國際關註的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意味著疾病的跨國傳播將

對其他國家構成公共衛生威脅，需要全

球協同應對。此類事件通常為情況嚴重

、突發、不尋常或意料之外的公共衛生

事件。

上周，世衛新冠突發事件委員會召

開會議，討論是否繼續將新冠定為國際

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會上，委

員會成員壹致給出肯定答案。

譚德塞表示，雖然與新冠大流行初

期相比，目前全球疫情得到改善，但新

冠病毒仍在不斷變異中，還有很多風險

和不確定因素。

他警告，新冠大流行曾經讓人類吃

驚，“今後也可能再次讓我們吃驚”。

世衛最新周報顯示，上周全球新增確診

290萬例，比前壹周下降6%；新增死亡

8300例，比前壹周下降17%。

新冠突發事件委員會發表的聲明指

出，雖然世界有部分地區認為新冠大流

行已經結束，但新冠依然繼續對全球民

眾構成負面和嚴重影響。不斷出現的新

毒株可能導致情況惡化，特別是北半球

即將進入冬季。

委員會呼籲各國加強對疫情的監測

和病毒檢測，指出監測減少已經影響了

對病毒變異的追蹤預測。委員會還警告

，病毒的不斷變異、免疫逃逸能力增強

可能對現有疫苗和治療構成挑戰。

世衛新冠病毒技術負責人範科霍夫

（Maria Van Kerkhove）再度警告，新冠病

毒傳播數量越多，病毒變異的幾率就越大。

目前奧密克戎毒株已經出現300多

種亞變體。範科霍夫指出，奧密克戎的

亞變體都具備傳播力更強、免疫逃逸能

力更強的特征。這也是各國需保持警惕

的原因，以確保疫苗依然能有效預防重

癥和死亡。

BQ.1、BQ.1.1和XBB擴散
歐洲正在遭遇新壹波疫情高峰，預

計美國也將緊隨其後。

目前美國流行的主要毒株是奧密克

戎變異株BA.5。壹周多前，奧密克戎亞

型BA.4.6、BF.7和BA.2.75還在迅速傳播

。但如今，另外兩種亞型BQ.1、BQ.1.1

已經取代BF.7，成為美國排名第三和第

四的亞型。

美國疾控中心統計顯示，9月以來，

BA.5在確診中的占比逐漸下降。截至10

月 15 日，美國新冠確診中有 67.9%為

BA.5感染，9月初曾占85%以上。

排在第二的是 BA.4.6，占確診的

12.2%，占比略有下降。而另外兩種奧密

克戎亞型BQ.1和BQ.1.1則在迅速擴散，分

別占確診的5.7%。在不到壹個月時間裏，

BQ.1和BQ.1.1就占到美國確診的10%。

BQ.1和BQ.1.1在紐約和新澤西州的

擴散最為迅速，美國疾控中心預計這兩

州的新增確診中有20%為BQ.1和BQ.1.1

感染。

BQ.1和BQ.1.1均為BA.5衍生的亞型

，科學家9月初才首次對BQ.1命名。研

究人員初步分析認為，BQ.1和BQ.1.1的

傳播速度更快，可逃避此前感染或接種

產生的抗體。

BQ.1.1的免疫逃逸能力更強，還能

逃避感染BA.5產生的抗體。包括Bebt-

elovimab和Evusheld在內的部分治療藥物

可能對BQ.1.1無效。相關研究尚未經過

同行評審。

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福奇上周表示了對BQ.1和BQ.1.1的擔憂。

他警告，這兩種亞型可能會逃避現有的部

分幹預措施，但由於兩者為BA.5亞型，專

門針對奧密克戎的加強針也能起效。

美國德州貝勒醫學院國家熱帶醫學院

院長霍泰茲（Peter Hotez）在社交媒體發

文預測，BQ.1.1可能在今冬引發美國的疫

情高峰並成為美國的主要流行株。

除美國外，法國、德國等多個歐洲

國家也報告了BQ.1和BQ.1.1感染。本月

初，BQ.1.1占法國新增確診的16%。周

三，泰國報告首例BQ.1感染。目前沒有

臨床證據顯示BQ.1和BQ.1.1感染會引發

更嚴重癥狀。

除這兩種亞型外，另壹種亞型XBB

也引發了密切關註。

XBB是奧密克戎亞型BA.2.75和BJ.1

結合衍生的亞型。該亞型於今年8月首次

在印度被發現，目前已經出現在17個國家

。XBB存在大量突變，世衛最新周報指出

，初步實驗室證據顯示XBB是新冠變種中

免疫逃逸能力“最強的”亞型。

報告稱，目前有跡象顯示XBB比其

他奧密克戎亞型的傳播速度更快，但沒

有證據顯示該亞型會導致病情加重。

新加坡衛生部上周末確認，XBB已經

成為新加坡的主要流行株。截至10月9日

所在周，新加坡確診中有54%為XBB感染

，此前的主要流行株BA.5降為21%。

新加坡衛生部指出，有證據顯示

XBB可能會導致更多重復感染病例。目

前新加坡新增確診中有17%為確診過新

冠的患者再度感染。但重癥病例數依然

保持在低位，因新冠入院治療的人數也

沒有出現大幅上漲。

新加坡預計，受XBB擴散影響，該

國將在11月迎來疫情高峰。當局正在敦

促民眾盡快接種加強針。

新抗癌技術在小鼠測試中
表現出根除晚期癌癥的能力

綜合報導 耶魯大學和羅德島大學

(URI)的研究人員展示了壹種新的抗癌技術

，他們將免疫治療藥物附著在壹種尋找癌

細胞酸性環境的分子上。在對小鼠的測試

中，單劑量足以根除甚至是晚期腫瘤。

我們對抗癌癥——乃至所有疾病——

的最大武器是我們的免疫系統，但即使它

有時也需要壹個幫手。免疫療法提供了這

種幫助，其中壹種方法即所謂的免疫檢查

點抑制劑。這些藥物能有效地解除免疫反

應的自然剎車，從而使其能更長時間地跟

癌癥作鬥爭。

盡管到目前為止這些藥物看起來很有

希望，但它們對壹開始就沒有什麽免疫活

動的“冷 ”腫瘤不起作用。因此，另壹

種類型的藥物被稱為STING激動劑，旨在

將這些冷腫瘤激發為熱腫瘤，從而使其更

容易接受免疫療法。但這些藥物也有其缺

點--即很難將它們瞄準癌細胞。

而這正是這項新研究的意義所在。來

自耶魯大學和URI的研究人員使用了壹種

叫做低pH插入肽(pHLIP)的分子來引導藥

物到它需要去的地方。pHLIP被吸引到酸

性環境中，就像癌癥在自身周圍形成的那

種環境壹樣，非常方便。

該研究的論文共同作者Donald Engel-

man說道：“當pHLIP遇到具有中性pH值

的細胞膜時，它將短暫地坐在表面，然後

拉走。但如果它處於酸性環境中，那麽該

肽就會折疊成壹個螺旋，穿過細胞膜並停

留在那裏。”

該團隊將pHLIP跟STING激動劑結合

起來，從而使前者將後者帶到癌細胞並幫

助它們在內部開始工作。在小鼠身上的測

試證明是有希望的--研究人員給20只患有

小結腸腫瘤的小鼠註射了pHLIP-STING，

發現在壹次註射後，18只小鼠的腫瘤在幾

天內完全消失了。在另壹組有較大腫瘤的

小鼠中，10只小鼠中有7只看到它們的腫

瘤完全消失。

相比之下，另壹組10只小鼠只接受了

STING，它們沒有pHLIP的指導。所有10

只小鼠的腫瘤生長都略有減緩，但腫瘤仍

然存在。

這種治療甚至似乎具有持久的效果。

研究小組將新的癌細胞註射到已無腫瘤的

小鼠體內，結果60天後沒有新的腫瘤出現

，這表明免疫記憶已經形成。

雖然這項技術聽起來很有希望，

但通常的註意事項也是適用的——動

物試驗的結果並不總是能延續到人類

身上。在任何基於 pHLIP-STING的潛在

治療方法能夠找到用途之前還需要做更

多的工作。

科學家發現可能導致阿爾茨海默病的新蛋白質
綜合報導 阿爾茨海默病

（AD）是壹種使人衰弱的漸進

性疾病，開始時是輕微的記憶

喪失，慢慢地破壞了認知功能

和記憶。它目前沒有治愈方法

，預計到2050年將影響全球1

億多人。在美國，根據國家老

齡化研究所的數據，AD是老年

人癡呆的主要原因，也是第七

大最常見的死亡原因。

正在進行的阿爾茨海默氏

癥研究集中在兩個關鍵的神經

毒性蛋白上：澱粉樣β（Aβ

）和tau。盡管這些蛋白質已被

證明與AD有關，但Aβ和 tau

的水平並不能持續解釋或與壹

些疾病患者的認知能力下降的

嚴重程度相關。

作為麻省總醫院布裏格姆

醫療系統的創始成員之壹，布

裏格姆婦女醫院的研究人員著

手確定其他可能直接參與AD

基本方面的蛋白質，如突觸損

失和神經變性。他們將實驗室

的神經元暴露在大約40人的大

腦提取物中，這些人要麼患有

AD，要麼在Aβ和 tau 水平較

高的情況下受到保護，要麼在

大腦中很少或沒有Aβ和tau時

受到保護。

科學家們發現並驗證了神

經節苷脂GM2激活劑（GM2A

）是壹種能夠減少神經元發射

並誘發神經元完整性喪失的蛋

白質。這些蛋白質的特征可能

有助於AD的病因、疾病的進

展，或兩者都有。

高級作者、神經學系的

Tracy Young-

Pearse 博士說

：“我們的

數據有助於

確定壹種可

能與阿爾茨

海默病的發

病機制有關

的新的和潛

在的重要蛋

白質。有趣

的是，GM2A

以前被認為

是壹種與Tay-Sachs病非常相似

的溶酶體儲存障礙的致病因素

，Tay-Sachs 病是另壹種像AD

壹樣破壞神經元的疾病。”

斯裏蘭卡作家謝漢卡魯納蒂拉卡
斬獲布克文學獎

綜合報導 據布克文學獎網站消息，斯裏蘭卡作家謝漢卡魯納蒂拉

卡（ShehanKarunatilaka）憑借《馬裏阿爾梅達的七個月亮》（TheSeven-

MoonsofMaaliAlmeida）壹書而斬獲布克文學獎。

布克文學獎得主宣布儀式在倫敦舉行。英國王後卡米拉向作家頒發

了獎項。

《馬裏· 阿爾梅達的七個月亮》講述了壹個死去的戰地攝影

記者的故事。主人公死後有七個月的時間，以嘗試揭開自己的死

亡秘密，並引導親人們找到可能震動斯裏蘭卡的帶有攝影作品的

密室。

布克文學獎的網站上說，謝漢· 卡魯納蒂拉卡的書是壹部灼熱、尖

刻的諷刺作品，其行動在內戰期間席卷斯裏蘭卡的混亂背景下大規模展

開。

布克文學獎是英語文學世界中最有權威的獎項之壹，自1969年起頒

發。在2014年前，獲獎作家只能英國、愛爾蘭和英聯邦成員國的公民，

但現在持有任何國家護照的作家均有獲獎機會。主要條件是小說應該用

英語寫就，且在評審年度由英國正式出版社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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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項最新公佈的調查顯示，過
去一年不斷上漲的物價和市場接二連三的動盪，
正令美國人不得不重新評估他們需要為退休儲蓄
多少資產。調查顯示，他們最新給出的答案，要
比去年的數字高得多……

美國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西北相互人壽
保險公司(Northwestern Mutual)的最新調查發現
，美國成年人現在預計他們需要125萬美元(約合
903萬人民幣)才能過上舒適的退休生活，這一數
字比去年高出了整整兩成。

西北相互人壽保險公司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客
戶官Christian Mitchell表示，“對很多人來說，
這是一段不確定的時期，主要是受到了通脹上升
和市場波動的影響。”

Mitchell解釋稱，“我們還看到支出同比增
加，這不僅是通貨膨脹的結果，也是由於人們在
疫情初期過後逐漸恢復了正常生活的節奏中。這
些因素導致許多人重新調整了他們的想法：他們
需要多少錢才能安心退休，以及他們需要多長時
間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今年以來，美國的通脹率不斷刷新著逾四十

年來的最高位。日用品價格的上漲加上金融市場
的波動，令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得不勒緊褲腰帶
過日子。

事實上，頗為令人感到諷刺的一點是，儘管
美國人覺得他們需要為自己的退休生活積蓄更多
的錢，但他們的儲蓄卻反而在減少。

西北相互人壽保險公司在報告中發現，美國
人的平均退休儲蓄在過去一年裡下降了11%，從
2021年的98800美元降至了86869美元。

為了彌補這一差距，受訪者表示，他們計劃
在職場中待上更長的時間——受訪者的預期退休
年齡從去年的62.6歲增至了64歲。

在準備延遲退休的原因中，59%的受訪者表
示是為了存錢而延長工作年齡，45%的人則擔憂
醫療保健等費用上漲和/或有意外的醫療費用。

這份研究報告還發現，美國人對自己的退休
準備工作普遍信心不足，他們對社會保障作為後
盾的信心也不大。

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計到退休時
不會存有足夠的儲蓄。 4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
預計未來無法獲得社會保障。

（綜合報導）隨著美國中期選舉的臨近，民主共和兩黨的
政客們為推銷自己、攻訐政敵，打出五花八門的競選廣告，堪
稱美國黨爭亂象的萬花筒。據法新社25日報導，墮胎、控槍
、通貨膨脹成為美國中期選舉廣告的熱門內容。

在墮胎議題方面，民主黨痛批共和黨保守派剝奪女性生育

自由。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黨眾議
員候選人達林痛斥該州幾乎徹底禁止墮
胎的做法，甚至在一則競選廣告中展示
了她本人分娩時的照片。加利福尼亞州
民主黨人斯瓦爾維爾則推出情景劇式競
選廣告。廣告中，一家人正其樂融融地
吃飯，突然警察破門而入，宣布這家女
主人因“非法終止妊娠”被捕，她在驚
慌中被銬上手銬，而她年幼的孩子則哭
個不停。

共和黨在墮胎問題上的說辭通常是
民主黨“殘殺嬰兒”，不過這一主題的
政治廣告目前比較罕見。在共和黨人的
競選廣告中，槍支往往成為“主角”。
共和黨人通常不贊同嚴格控槍，堅稱持
槍是憲法賦予美國人的權利。美國前總
統特朗普的擁躉、佐治亞州共和黨眾議
員格林親自在政治廣告中出鏡，她手持
突擊步槍坐上直升機，聲稱要幫助農民
獵殺破壞田地的野豬。法新社稱，格林
這則廣告不僅為了表達“反對控槍”的

主張，也是將政敵比作野豬。現年78歲、正尋求連任的亞拉
巴馬州共和黨籍州長艾維也親自在政治廣告中出鏡，她展示了
自己手提包中的物件，有口紅、手機，還有一把小型左輪手槍
。

在打擊犯罪問題上，共和黨痛批民主黨包庇犯罪，導致社

會治安嚴重惡化。特別是一段時間以來，在“黑命貴”示威潮
中，抗議者指責警方針對黑人過度使用暴力，提出不給地方警
署撥款的主張，對此許多民主黨人表示贊同。路易斯安那州共
和黨參議員肯尼迪在一則政治廣告中出鏡說：“你們要是仇恨
警察，那下次遇到麻煩就別叫警察，叫吸毒者來幫忙好了！”

此外，民主黨自由派呼籲保護性少數群體權益、反思殖民
歷史，這種行為遭到共和黨批判。現年80歲的猶他州共和黨
人保爾森發布了一段她在美國國旗前說唱的視頻，她唱道：
“他們（民主黨人）在學校推行新的信仰，作為一名成年女性
，我清楚地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女人……”民主黨人則一如既
往地主張自由權利。路易斯安那州民主黨人錢伯斯在廣告中出
鏡，力促大麻合法化。肯塔基州非洲裔民主黨人布克則給自己
的脖子套上繩索，以表達反對種族歧視的主張。
當下美國人最叫苦不迭的，恐怕還是高通脹和高物價，共和黨
在這個問題上自然不會放過民主黨，涉及通脹的政治廣告數不
勝數。例如，俄亥俄州共和黨眾議員沙波特在廣告中出鏡，一
邊給車子加油一邊對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火力全開：“佩洛西的
極端政策導致我們的家庭承受越來越高的物價！”

政客們在電視上賣力“演出”，但美國普通民眾並沒有心
情去欣賞。今年9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達到近40年
來的最高點，通貨膨脹率高達8.2%。通貨膨脹給普通家庭帶
來的影響尤其嚴重，在應對價格上漲時，他們調整支出的靈活
性較小。目前，普通家庭在物價上漲和利率上升的重壓下掙扎
。他們並不關心政客口中的“民主”“政策”，他們真正關心
的是，除了捂緊錢袋子，是否還有別的出路。

美國中期選舉臨近美國中期選舉臨近，，競選廣告熱門詞競選廣告熱門詞：：
墮胎墮胎、、控槍和通脹控槍和通脹

（綜合報導）特斯拉 CEO 馬斯克已完成
以440億美元將推特私有化的交易，並已掌管
公司。

另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三名知情人士
透露，馬斯克完成收購後的首個舉措便是解僱
包括推特 CEO Parag Agrawal、CFO Ned Segal
和信託和安全主管Vijaya Gadde在內的多名高
管。據悉，Parag Agrawal和Ned Segal已離開公
司位於舊金山的總部。

馬斯克發布自己抱水槽走進推特公司總部
視頻。其推特賬戶上公開個人簡介已經改為
“ 推特老大”。他對該公司員工發表講話，
稱不打算在接管推特後裁員75%。
能帶推特走出困境嗎？

據環球時報，路透社援引推特內部文件顯
示，推特正面臨高活躍度用戶流失嚴重的問題
。根據該文件的定義，高活躍度用戶是指每週
登錄推特6-7天以及每週發布推文3-4次的用
戶。文件顯示，推特高活躍度用戶數量嚴重下
降。這些高活躍度用戶的數量雖然不到推特每
月用戶總數的10%，但其生成的推文數量卻占
到總數的九成，其創收更是佔據推特全球營收
的一半。

分析顯示，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講
英語的推特用戶的興趣點發生了轉變——被標
註為“不適宜觀看”的內容越來越受關注，而
新聞、體育及娛樂相關的話題關注度正在下降

——這可能導致推特對廣告商的吸引力江河日
下。推特是少有的允許色情內容存在的主流媒
體之一。據估算，推特上的成人內容佔了13%
。儘管色情內容能吸引不少流量，但廣告商家
通常會避開有爭議或“內容不登大雅之堂”的
平台，以免自身品牌形象受損。這就意味著推
特的流量並不能有效變現。據路透社9月報導
，因為推特上的兒童色情相關內容，戴森等主
要廣告商終止了廣告投放。此外，推特上關於
加密貨幣的內容一度火爆，曾於2021年年底達
到全盛，但隨著加密貨幣幣值暴跌，相關內容
的熱度也一蹶不振。

過去，在發生重大新聞事件時，推特用戶
的興趣度會激增。但數據顯示，近期推特上的
新聞內容已逐漸喪失對高活躍度用戶的吸引力
，且沒有任何恢復的跡象。此外，推特在時尚
和名人花邊等內容領域也遭遇滑鐵盧，對這些
內容感興趣的高活躍度用戶紛紛投入臉書等推
特競爭對手的懷抱。同時，推特看好的電子競
技、網絡直播等內容並未獲得粉絲的青睞。
一波三折的收購

這樁持續了半年的收購案，終於落下帷幕
。一起回顧下過程：

4 月 4 日，推特公司發佈公告稱，馬斯克
已購買9.2%的推特股份，成為最大股東。此後
，推特董事會宣布任命馬斯克為公司董事，其
持股比例不得超過公司規定的14.9%。 4月9日

，馬斯克宣布放棄推特董事席位。
4月中旬，馬斯克提出收購要約社交媒體

平台推特公司。當地時間4月25日，推特公司
接受了馬斯克的收購協議。根據協議，馬斯克
擬以每股54.2美元，總計約440億美元的價格
收購推特。

5月13日，馬斯克在推特發文稱，暫停收
購推特，正等待更多細節，以證明推特的垃圾
或虛假賬戶比例的確在5%以下。當天，推特
股價大跌近10%。

當地時間7月8日，馬斯克表示將終止對
推特的收購，理由是推特嚴重違反了協議中的
多項條款。馬斯克稱推特公司沒有“遵守其合
同義務”。 8日當天推特股價跌去了5%，第二
個交易日又大跌了11%。

隨後，推特公司董事會主席布雷特•泰勒
表示，董事會致力於按照與馬斯克商定的價格
和條款完成交易，併計劃採取法律行動來推動
併購協議。推特公司“有信心”會取得勝利。
7月13日，推特起訴馬斯克，試圖強制馬斯克
收購該公司。推特在訴訟中指責馬斯克違反
“一長串”收購協議，給“推特業務帶來陰影
”。 7月29日，馬斯克對推特公司發起反訴。

當地時間8月4日，馬斯克的上述反訴文
件被公開。反訴文件稱，馬斯克在簽署收購協
議時被蒙蔽。推特公司隨即駁回了這一說法，
表示馬斯克的反訴聲明“與事實相悖”。

8 月 6 日，馬斯克又表示，如果推特的實
際用戶賬號數據能夠得到證實，他收購推特的
交易仍有可能繼續進行。但他還補充道，“然
而，如果事實證明他們向美國證監會提交的文
件存在重大虛假，那麼就不應該這樣做。”

馬斯克的顧問向推特發出通知，正式宣布
馬斯克將終止對推特的收購。推特回應稱該
“終止函”是無效和錯誤的。推特稱沒有違反
任何協議下的聲明或義務；公司尚未受到，也
不太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響。推特計劃執行協
議，並按照與馬斯克商定的價格和條款完成交
易。

美國特拉華州衡平法院法官凱瑟琳•麥考
密克（Kathaleen St.J.McCormick）暫停了關於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以440億美元收購推
特公司的訴訟，並讓雙方在當地時間10 月28
日17時前完成交易。法官在一項命令中表示，
如果到那時交易還未完成，她將在11月確定審
判日期。

據新華社此前報導，美國知情人士披露，
馬斯克已經通知承諾幫助他收購推特公司的共
同投資方，他打算最晚於10月28日完成這筆
交易。

特斯拉CEO馬斯克已完成以440億美元將
推特私有化的交易，並已掌管公司。

推特終被馬斯克收入囊中推特終被馬斯克收入囊中，，上任就解僱上任就解僱CEOCEO和多名高管和多名高管

通脹肆虐！美國人認為有多少儲蓄才能安心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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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季GDP增3.9% 主要指標勝預期
國家統計局：外部環境趨複雜嚴峻 國內經濟恢復基礎仍不牢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

着各項穩經濟政策及接續措施落地顯效，三

季度中國經濟增速較二季度顯著回升，主要經濟指標

表現超出市場預期。中國國家統計局24日發布數

據，今年第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

增長3.9%，較二季度回升3.5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

局表示，當前經濟克服多重超預期衝擊的不利影響，

主要指標恢復回穩，保持在合理區間，積極因素累積

增多。但也要看到，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國內經

濟恢復基礎仍不牢固。

數據顯示，三季度GDP環比增長3.9%，環比
增速由負轉正，大幅高於二季度6.5個百分

點。前三季度累計，GDP同比增長3%，較上半年
加快0.5個百分點。

分項指標看，9月工業生產加快回升，投資增
速繼續加快，但消費受疫情反彈影響增速放緩。工
業生產呈加快恢復，7、8、9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同比分別增長3.8%、4.2%、6.3%。前期受疫情
影響較大的長三角地區工業生產大幅回升，三季度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由二季度下降3.2%轉為增長
8.2%。

消費增速放緩 市場恢復基礎需鞏固
投資方面，1－9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

比增長5.9%，較1－8月上升0.1個百分點，連續兩
個月小幅回升，基建、製造業投資增速加快。國家
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趙同錄表示，隨着穩經
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政策效能不斷釋放，重大項目
建設加快推進，有效投資規模持續擴大，對經濟恢
復的關鍵作用增強。

但消費增速再度放緩，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同比增長2.5%，低於8月2.9個百分點，為6月
以來新低，表現不及預期。國家統計局貿易外經司
司長董禮華表示，疫情對消費市場產生一定影響，
餐飲企業和小微商貿企業恢復程度較低，消費市場
恢復基礎仍需鞏固。

上月青年失業率從高位下降至17.9%
另外，三季度就業形勢總體好於一季度和二季

度，三季度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為5.4%，比二季
度下降0.4個百分點。9月受多地疫情散發影響，
當月城鎮調查失業率反彈0.2個百分點至5.5%，青
年失業率則從高位下降至17.9%，顯示穩增長穩就
業政策落實見效。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部副主任朱鶴分析經
濟形勢指，從內需來看，製造業投資仍然保持強
勁，基建投資持續發力，消費較二季度明顯復甦，
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顯著上升。在內需邊際
復甦的同時，外需開始走弱。出口增速下降主要來
自出口的數量下降。在外需走弱和基數效應的雙重
影響下，接下來出口增速回到高速增長軌道的難度
較大。

專家：可通過降低利率刺激投資
中信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程強認為，三季度國

民經濟儘管受局部疫情反覆、部分地區控電限產、
外部環境等衝擊，但在穩增長一攬子措施和接續措
施作用下，經濟穩步修復。目前，工業領域及基
建、製造業投資增速表現較好，服務業承壓，地產
投資、消費、出口運行較為低迷，疫情防控壓力依
然較大，調查城鎮失業率上行。穩增長措施雖已落
地見效，但未充分擴散帶動其他行業增長。程強預
計政府將圍繞結構性問題推出增量措施，有望推動
四季度GDP實現同比4.6%左右增長。

“當前，基建投資在穩定宏觀大局中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離不開財政的持續發力和支持。接
下來財政政策仍需確保支出的連續性，盡可能完成
年初制定的預算目標。”朱鶴還說，近期人民幣匯

率波動較大，但這不應該成為放鬆貨幣政策的掣
肘，宏觀政策仍需“以我為主”，以消除國內產出
缺口和充分就業為最終目標。面對國內偏弱的信貸
需求和較高的債務壓力，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降低利
率的方式刺激投資、改善實體部門資產負債表並增
加支出，實現穩增長的目標。

統計局：着力保市場主體穩就業穩物價
對於下階段，國家統計局表示，要狠抓政策落

實見效，充分釋放政策效能，着力保市場主體穩就
業穩物價，擴大有效需求，推改革激活力，鞏固經
濟恢復發展基礎，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力爭
實現最好結果。

三季度主要指標變動
指標

GDP

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

服務業增加
值

投資

消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同比增速

3.9%

4.8%

3.2%

5.7%

3.5%

與二季度相比

回升3.5個百分點

加快4.1個百分點

回升3.6個百分點

加快1.5個百分點

加快8.1個百分點

◆◆1010月月2424日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
增長增長33..99%%。。圖為山西晉中圖為山西晉中，，工人在汽車生產線上工作工人在汽車生產線上工作。。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
報道）外需回落背景下，中國出口
增速繼續放緩。中國海關總署24日
公布數據顯示，以美元計，9月出口
同比增長5.7%，低於8月1.4個百分
點，進口增速則持平於 8 月的
0.3%，當月貿易順差擴大53.5億美
元至847.4億美元。專家表示，出口
增速回落但略高於市場預期，機電
及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維持高增，
對東盟外貿保持高速增長，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下中國與東盟等國家之間貿
易韌性為外貿提供支撐。

近期人民幣貶值，帶動以人民
幣計出口增速表現好於以美元計
價。海關總署數據還顯示，9月以人
民幣計的出口同比增速回落1.1個百
分點至 10.7%，進口同比增長
5.2%，較8月加快0.6個百分點；當
月實現貿易順差5,735.7億元人民
幣，增加376.6億元人民幣。

前三季度整體看，中國進出口
總值31.11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9.9%。其中，出口17.67萬億元人
民幣，增長13.8%。國家統計局國
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趙同錄表示，面
對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一系列穩
外貿穩外資政策舉措加力提效，外
貿呈現較強發展韌性，為穩定宏觀
經濟大盤作出積極貢獻。

數據顯示，前三季度貨物和服
務淨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
32.0%，拉動GDP增長1.0個百分
點。其中，三季度貨物和服務淨出口
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27.4%，拉動
GDP增長1.1個百分點。

從貿易夥伴看，前三季度，中
國對東盟、歐盟、美國和韓國出口

增速分別達到22%、18.2%、10.1%和16.5%；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5.7萬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21.2%。
“中國與東盟貿易正在成為外貿韌性的主

要支撐。”中信證券引述數據指，9月中國對
東盟出口同比增長29%，同時對日韓出口保持
一定增速，顯示RCEP為中國與東盟和日韓等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韌性提供極大支撐。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則指出，前三

季度出口結構呈現亮點，佔出口總值75%左右
的機電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均保持積極
增長，增速分別達到10%和12.7%，顯示外需
回落背景下中國的供給優勢為出口保持韌性提
供關鍵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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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招才 港豪宅搶先起動
專家：駐港高管入巿誘因增 1000萬至4000萬單位最受惠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

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活化房屋供

應的措施，並提出為合資格的海外人才

退還置業辣稅。該措施除了為香港經濟

尋找出路，亦為豪宅未來打開一個龐大

市場。有投資者認為，措施能讓有心在

香港長期居留的優質海外高管加快入

巿，估計1,000萬至4,000萬元（港元，

下同）豪宅最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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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樓價走勢，泓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
經理張翹楚表示，樓價何時止跌，不是香港單
方面可以決定到，仍要視乎環球經濟，因此一
般人要評估香港的樓市，不能只講供求，否則
香港的樓價就不會出現跌幅。他指，如果美國
持續加息，香港的樓市就有下跌空間及壓力。

另外，張翹楚指，今年的冬季將會是全球
危機的一個重要時間點，歐洲能源危機將會在
冬季陸續體現出來，因此市民如果想知何時適
合入市，最好等過了冬季之後、下年3月再觀

察情況而定，“買樓唔一定要買最平，但一定
要買最穩陣”。

大規模“call loan”機會很微
張翹楚又表示，香港的平均樓按貸款成數

只有五成，因此銀行大規模“call loan（收回
貸款）”的機會很微，除非香港樓價跌了五
成，銀行才會大規模“call loan”。不過他提
醒，早前承造高成數按揭入市的買家，特別是
承造八成、九成按揭，要注意分配好供樓支

出，避免因斷供而被銀行收樓。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則指出，雖

然外圍經濟波動，但由於市場整體借貸活動減
少，銀行反有更多閒置資金釋出，導致香港銀行
仍然積極搶佔按揭市場生意。不過曹德明估計，
最快本周銀行體系結餘會跌破1,000億元，最慢
也會在美國下次加息之前跌穿，而銀行體系結餘
在低水平之下，拆息以及最優惠利率有可能進一
步上升。今年年底前港元最優惠利率仍有上調空
間，估計有機會追加0.25厘至0.5厘。

雖然香港豪宅市場前景向好，整體樓市
卻仍充斥負面因素，買家觀望氣氛濃厚，加
上不少有需要套現的業主大幅劈價售出手上
物業，拉低整體住宅物業成交價。香港文匯
報追蹤的十大屋苑銀行估價近兩個月出現急
跌，跌幅介乎3%至10%，平均跌幅約6.5%至
6.8%。事實上，經濟環境急速惡化，銀行估
價跌幅已追不上目前樓價跌幅，有個別藍籌
屋苑及新晉屋苑連環出現誇張劈價，幅度高
達叫價的兩成。

美聯物業美孚高級區域營業董事吳志輝
表示，荔枝角美孚新邨業主放盤普遍主動降
價 3%至 5%，如有“實客”再減多 5%至
7%，前後合共減價約一成。他透露，有業主
放盤1年，最終減價近24%售出物業。

美孚新邨二期2房低估值5%沽
吳志輝稱，市場剛錄得美孚新邨二期吉

利徑17號中層C室成交，實用面積638方
呎，原則大2房望內街景，原業主於上年9月
放盤898萬元（港元，下同），最終累積減價
215萬(約24%)，剛以683萬元成交，折合呎
價約10,705元，成交價比市價平約6%。根據
網上銀行估價，上述單位估值為718萬，成交
價較估值低約5%。

另一邊廂，港島傳統藍籌屋苑呎價急速
下跌。中原地產太古城齊宮閣分行高級分行
經理李百達表示，太古城本月至今暫錄得7宗
成交，平均實用呎價16,367元，較上月錄約
18,167元下跌約10%。

太古城耀星閣2房減18.4%易手
屋苑最新錄得耀星閣中層E室，實用面

積503方呎，屬2房間隔，望開揚景，放盤開
價約980萬元，議價後以800萬元將單位易
手，減幅約 18.4%，折合實用呎價 15,905
元。

李百達指，買家屬於用家，見單位價錢合
理，位置亦方便，即購入單位自住。據了解，
原業主於1981年以52.1萬元買入單位，持貨41
年，賬面獲利747.9萬元，單位升值超過14倍。
根據個別網上銀行估價，上述成交單位估值為
852萬元，成交價較估價低約6%。李百達補充，
屋苑業主放盤心態放軟，撇除上述個案，一般
如有“實客”會減價約5%-10%。

新界藍籌屋苑造價亦不斷試底。市場消
息指，天水圍嘉湖山莊新近錄得7期景湖居7
座極低層C室成交，單位實用面積546方呎，
屬3房間隔。業主九個月前開始放盤，由於屋
內裝修欠奉，交吉放盤多時仍乏人問津，直
至近日業主逐步下調叫價，由488萬降價至
450萬元成功沽出，呎價8,242元，料為近年
新低。

專家：樓價何時止跌要看外圍

投資者王家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過往到港工作的絕大部分跨國企業高

級管理層(俗稱Expat)，是香港豪宅市場的
目標客戶。但目前他們多數選擇只租不
買，有部分原因是派駐時間短，但即使該
海外高管有意長駐香港，現行政策也要等
到正式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後入巿，
才不需支付這額外印花稅，直接減少他們
入巿的誘因。

王家安續指，所以今次施政報告提出
的退還海外人士置業印花稅的措施，能令
有心在香港長期居留的優質海外高管加快
入巿，而不用等待七年後正式取得香港永
久居民身份證時入巿，直接盤活巿場需求
與流通量。

九龍南區豪宅受外籍高管歡迎
事實上，發展商近日已加快推出特色戶

或豪宅單位應市，二手豪宅市場同見起動。
至於哪一種價碼的住宅最受惠？王家安認
為，目前較受外籍高管歡迎的九龍豪宅屋苑
普遍價格超過1,000萬，但某些薪金特別高
的行業，例如金融業、數碼科技等，則較多
選擇南區，價格普遍3,000萬左右。

至於投資，王家安強調，屋子是要來住
的，所以不管是任何類型的住宅物業，都建
議先以自住為目標。但假如有“多餘錢”，
亦可以優先考慮一些有能力吸納大量外籍專
才的地區，例如位於數碼港的貝沙灣。

王家安又提到，過往三年由於新冠肺炎

和出入境檢疫限制，不但冰封物業巿場，亦
令大量海外專才未能前來定居與工作。但現
在疫情已經到達尾聲，相信之前流失/正等
待前往香港的海外專才將陸續抵港，再配合
施政報告的新政策，相信將大大有利豪宅/
大碼物業的樓價走勢。

正面效應料在不久後浮現
資深物業投資者蔡志忠表示，對於施政

報告看法正面，報告內提出搶人才、搶企業
措施，並且有相當廣闊的篇幅提及如何吸收
人才，對於搞好香港經濟表現出很大的決
心，因此對於香港的樓市及經濟也同樣樂
觀。他稱，只要香港經濟好，市民就會有錢
買樓，而且香港的總存款高達15萬億元，因
此香港仍然是十分富裕，不覺得香港樓價會
大跌。

代理方面也有類似的看法，中原地產亞
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海外
專才供款能力及購買力均較高，相信會令中
價至豪宅市場受惠，預料1,000萬以上物業
成交量，較年初會增加30%，但就未必會直
接刺激豪宅樓價向上。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港澳）布少
明則表示，到港海外專才的置業目標，不會
是一般中小型住宅，主要集中樓價逾1,000
萬的住宅，因此相信樓價介乎1,000萬至
4,000萬元的住宅最受惠。他又說，海外專
才普遍鍾情新盤，視乎發展商的開價，中高
價或豪宅的交投有機會顯著增加。

◆◆為合資格的海外人才退還置業辣稅措施為合資格的海外人才退還置業辣稅措施，，除了除了
為香港經濟吸引更多人才為香港經濟吸引更多人才，，料亦為豪宅未來打開料亦為豪宅未來打開
一個龐大市場一個龐大市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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