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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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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二季度以來降幅收窄
中汽協預計全年車市銷量同比下降10%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簡稱“中汽協”)發布的數

據顯示，上半年汽車銷量1025.7萬輛，同比下降

16.9%。由於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以及伴隨各地促

進汽車消費政策的持續帶動，汽車銷量自二季度以

來降幅收窄。中汽協副總工程師許海東預計，三、

四季度增長的節奏應該會放慢，綜合計算下來，在

相對樂觀的情況下，全年銷量預計同比下降10%。

新能源車全年銷量有望達110萬輛
新能源汽車產銷情況持續低迷。上半年，新能

源汽車銷售39.3萬輛，同比下降37.4%。其中，1-3

月，新能源汽車銷量同比分別下滑54%、75.2%、

53.2%。從4月份開始，新能源汽車產銷雖然呈現

恢復性增長態勢，但總體看產銷仍處在較低水平。

4-6 月，新能源汽車銷量同比分別下滑 26.5%、

23.5%、33.1%。

4月23日，財政部等四部委發布《關於完善新

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將新能

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實施期限延長至2022

年底，其中，2020年補貼退坡幅度為10%。

“由於去年補貼下滑力度較大，即便新能源汽

車補貼政策延續兩年，廠家仍然處於虧損狀態，所

以廠家要在戰略上進行相應調整。”許海東表示，

此外，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公眾出行偏好從公共車

型轉向私人出行，出租網約車更換新車受到壹定影

響，進而降低了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需求量。

但業內人士仍對下半年新能源車市場保持樂觀

態度。崔東樹預計，從7月開始的下半年，新能源

汽車月均增速預計將保持正增長。

新版“雙積分”政策的出臺或將是托底新

能源汽車銷量的壹大原因。日前，工信部發布

了關於《乘用車企業平均燃料消耗量與新能源

汽車積分並行管理辦法》修正案，新版雙積分

管理辦法將大幅降低正積分供給，並鼓勵低油

耗車型。

崔東樹認為，隨著補貼下降，中小企業的新能

源積分獲取難度增大。很多大企業新能源積分尚未

有效獲得，新能源積分的價值增大，新能源積分交

易價格會在去年超低的交易價格基礎上實現暴增。

今年上半年，國產特斯拉Model 3的產量為

4.98萬輛，是純電動汽車市場最暢銷的車型，在特

斯拉的帶動下，新能源汽車的普及範圍和產銷量正

在穩步回升。許海東指出，新能源汽車預計三、四

季度有相對穩定的小幅增長，全年新能源汽車銷量

有望達到110萬輛。

分化現象明顯
值得關註的是，在車市經歷結構化調整的過程

中，新車消費正在呈現高端化趨勢。乘聯會數據顯

示，6月，豪華車零售同比增長27%，環比增長9%

，市場份額創出14.9%的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入門級乘用車銷量份額正在急

劇下滑。上半年，8萬元以下乘用車市場零售量

與 2017 年相比已下降 63%，遠高於市場總體下

降幅度。“這對大部分自主品牌車企來說都是

巨大的打擊，不僅會帶來產能利用率的下降和

經銷商虧損劇增，還容易導致產銷體系崩盤。”

崔東樹表示。

事實上，尾部車企正在面臨加速出清。力帆股

份近日被壹紙“債權人向法院申請公司破產重整”

的公告推上風口浪尖。而眾泰汽車因2019年年報巨

虧，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處理。崔東樹對中國

證券報記者表示：“車企的發展需要長期的技術積

累以及產品、采購和營銷渠道等綜合資源，如果持

續銷量低迷，同時面臨債務等方面的壓力，要想翻

身難度很大。”

今年上半年，自主品牌乘用車市場份額持續下

降，銷量僅為285.4萬輛，同比下降29%，市場份

額為36.3%，銷量下降幅度高於市場整體降幅。與

此同時，德系、日系市場份額卻在逆勢上揚。中汽

協數據顯示，德系、日系乘用車上半年市場份額已

分別擴大至25%、23.7%。

乘聯會指出，車企分化加劇，主要是新車消費

高端化所致。消費者的購買力逐步升級，尤其是換

購群體的比例在逐步增大，消費均價逐年走高的傾

向十分明顯。

隨著車市下行壓力下的競爭加劇，高端品牌車

型的價格下壓趨勢進壹步凸顯。根據乘聯會統計，

豪華品牌汽車銷售均價從2017年的35萬元下降到

33.5萬元，合資品牌汽車的均價從13.8萬元降到

13.5萬元，自主品牌新車在性價比提升的同時，交

易均價也從2017年的8萬元上升到2020年的9.3萬

元。

“豪華車與合資車價量雙向下壓，而自主品牌

車均價在提升，帶來的結果就是自主品牌車的價格

優勢不再，8萬元以下需求明顯趨弱，高端車型突

圍又很艱難。未來低端市場成長關鍵點或將落在入

門新能源車型的個人客戶競爭上。”崔東樹

表示。

盡管自主品牌乘用車市場份額持續下降，但也

有部分品牌銷量逆勢上揚。上半年，汽車銷量排名

前十位的企業集團銷量合計為913.9萬輛，同比下

降16.5%，好於行業0.4個百分點，占汽車銷售總量

的89.1%，高於上年同期0.4個百分點。其中，壹汽

集團、長安汽車銷量實現逆勢增長，同比分別增長

2.3%、1.34%。但行業龍頭上汽集團上半年銷量同

比下滑超過三成。

總體表現好於預期
6月，汽車銷量完成230萬輛，環比增長4.8%，

同比增長11.6%，銷量刷新了往年同期歷史新高。

中汽協副秘書長陳士華表示，受疫情影響，今年壹

季度銷量下滑明顯，5月份以來出現明顯的恢復性

增長。

由於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以及伴隨各地促

進汽車消費政策的持續帶動，汽車銷量自二季

度以來累計降幅繼續收窄，總體表現好於預期

。整體來看，上半年汽車銷量完成1025.7萬輛，

同比下降16.9%。

其中，乘用車從5月開始銷量增速實現由負轉

正，前6月銷售787.3萬輛，同比下降22.4%；商用

車在貨車的拉動下，繼續呈現大幅增長，銷量在4

月和6月兩次刷新歷史新高。今年前6個月，貨車

銷售238.4萬輛，同比增長8.6%。

“今年的車市呈現乘用車市場弱，卡車市場強

的‘乘弱卡強’特征。”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

書長崔東樹分析認為，由於今年卡車市場出現疫情

後的報復性反彈，而乘用車市場呈現消費低迷的恢

復性增長，充分體現了汽車市場的生產類與消費類

產品市場脫節的特點。

崔東樹進壹步分析稱，電商物流拉動公路運輸

的需求增長、國三柴油車淘汰的換車剛需以及地方

債刺激工程和基礎設施項目是上半年卡車報復性增

長的主要原因。

許海東表示，汽車市場二季度回升是由於壹季

度被抑制的消費能力集中釋放。“疫情對汽車消費

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影響，尤其影響了部分底層消費

者，因此三、四季度增長的節奏應該會放慢，綜合

計算下來，在相對樂觀的情況下，全年銷量預計同

比下降10%。”

非常時期， OAEC 的
師生們順應變化，迎接挑戰
，克服困難，調整教學方案
，確保孩子們宅家堅持訓練
，不斷進步， 逆境綻放。
學生們參加網絡舞蹈比賽，
收穫了最佳的競賽體驗和超
越時空的學習機會。優異成
績和獎杯，不僅是對老師、
孩子和家長的最大的鼓勵，
也是對 OAEC 高質量教學
水平的驗證和肯定。

在 7/6/2020 舉 辦 的 雲
端舞蹈大賽 KAR VIRTU-
AL - NATIONAL FINALS
吸引了全美各大舞蹈學校
1119 名參賽者。 OAEC 年
僅七歲的小茉莉 Jasmine Lu
的獨舞《茉莉花》獲 Top
First Award Nichol Zheng 的
獨舞《藍扇》獲 Elite Top
First Award 和 12-14年齡組
4th Overall, 總分排名高分
獎；

Sherine Liu 的獨舞《木
蘭》獲 Top First Award 和
12-14 年齡組 8th Overall 及
總分排名高分獎。

PLATINUM NA-
TIONAL DANCE VIRTU-
AL COMPETITION Au-

drey Jin《All I Want》獲年
齡組綜合排名第一，Miss
Dance 第 三 ， Top Recre-
ational Act Award 以及全額
scholarship

SHOWSTOPPER
NATIONAL FINALS, 在
Galveston 舉行.
Vivian ye 的 獨 舞 《Never
Enough》 榮獲參賽組別第
一 名 ， 各 舞 種 綜 合 排 名
2nd Place Overall

STAR BOUND VIR-
TUAL TALENT COMPE-
TITION
Angela Liu – Solo dance
“Jasmine” won the Judge
’s Award

STAR DANCE ALLI-
ANCE WORLD VIRTU-
AL COMPETITION 以 全
球才藝領袖的競賽著名。今
年的網絡比賽吸引了來自世
界 各 地 的 數 千 參 賽 者 ，
OAEC學員的傑出表現在高
水準的賽事中贏得了可喜可
賀好成績：

Audrey Jin 的獨舞《All
I Want》獲2nd Place Overall

Vivian ye 的獨舞"Jag-
uar" won 12th Place Overall

OAEC 網絡賽事掠影

Jasmine Lu's solo dance "Jasmine" won the Top First Award atJasmine Lu's solo dance "Jasmine" won the Top First Award at
the KAR VIRTUAL-NATIONAL FINALSthe KAR VIRTUAL-NATIONAL FINALS

Nichol Zheng - "Blue Fan" won the Elite Top First Award and theNichol Zheng - "Blue Fan" won the Elite Top First Award and the
44th Overall of theth Overall of the 1212--1414 age group, and Overall High Point Awardage group, and Overall High Point Award
at the KAR VIRTUAL-NATIONAL FINALSat the KAR VIRTUAL-NATIONAL FINALS

Sherine Liu - "Mulan" won the Top First Award and theSherine Liu - "Mulan" won the Top First Award and the 88thth
Overall of theOverall of the 1212--1414 age group and Overall High Pointage group and Overall High Point
Award at the KAR VIRTUAL-NATIONAL FINALSAward at the KAR VIRTUAL-NATIONAL FINALS

Audrey JinAudrey Jin ––““All I WantAll I Want”” wonwon 22nd place overall at the STARnd place overall at the STAR
DANCE ALLIANCE WORLD VIRTUAL COMPETITION,DANCE ALLIANCE WORLD VIRTUAL COMPETITION, 33rd placerd place
of National League in FUTURE HALL OF FAMER; ranked first inof National League in FUTURE HALL OF FAMER; ranked first in
the age group, third in Miss Dance, and Top Recreational Actthe age group, third in Miss Dance, and Top Recreational Act
Award and full scholarship at the PLATINUM NATIONAL DANCEAward and full scholarship at the PLATINUM NATIONAL DANCE
VIRTUAL COMPETITIONVIRTUAL COMPETITION

Vivian ye - solo dance "Never Enough" won first placeVivian ye - solo dance "Never Enough" won first place
in category and second place overall in SHOWSTOPin category and second place overall in SHOWSTOP--
PER NATIONAL FINALSPER NATIONAL FINALS；； solo dance "Jaguar" wonsolo dance "Jaguar" won
OverallOverall 1212th at the STAR DANCE ALLIANCE WORLDth at the STAR DANCE ALLIANCE WORLD
VIRTUAL COMPETITION;VIRTUAL COMPETITION;

Angela LiuAngela Liu –– Solo danceSolo dance ““JasmineJasmine”” won the Judgewon the Judge’’ss
Award at the STAR BOUND VIRTUAL TALENT COMPETIAward at the STAR BOUND VIRTUAL TALENT COMPETI--
TIO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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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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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區固鎮鎮遭受

嚴重洪澇災害，多個村莊被淹，道路
中斷，多支救援力量在現場轉移受災
群眾。

從19日下午開始，受大雨影響，
裕安區固鎮鎮告急，居民家中斷水斷電，全鎮一萬多
人被困。20日上午約10時30分，固鎮鎮黨委委員、
副鎮長朱勇說，從昨日（19日）下午開始，已經有
包括武警部隊、空軍、藍天救援隊以及附近五個鄉鎮
的救援力量趕到現場，目前已經轉移了2,000多人，
集中安置到附近的四個安置點，不過目前還有一萬多
人被困在鎮裏。

“現在固鎮鎮還是一個孤島，有物資送不進
去。”朱勇表示，目前救援力量暫時只能靠七條衝
鋒舟來回對接。“先把老弱婦幼給接出來安置。”
朱勇說，截至20日上午，水位已經下降了十公分
左右，目前也發放了一批救災物資。

村民：家裏水齊腰 快沒吃的了
19日晚，固鎮鎮的百姓大多一夜無眠。在當地

村民拍攝的視頻上顯示，當地整個街道被泡在水裏，
水流沖刷得非常急，一樓的門面房只露出一個頭，不
少人已經站在二樓的樓頂上等待救援。當天凌晨零時
多，有當地網友發微博說，一樓已經被淹了，二樓還
能頂得住，家有寶寶在吃奶粉，沒電沒水，孩子還餓
着肚子。當天夜裏，一些當地村民通過網絡求助，希
望有衝鋒舟前來救援。

由於停水停電，村裏的電話已經打不通了。當地
村民楊大姐說，19日下午3時左右，洪水就開始洶湧
起來。“水太急了，擋都擋不住，東西都來不及搬
運。”在跟記者通話時，她表示自己正在家中一樓齊
腰的水裏，十分心疼。“能看到衝鋒舟在來回運人，
但是運的數量有限，我們都快沒吃的了。”楊女士
說，她們也着急，由於當地斷水斷電，手機也快聯繫
不上家人了。

救援各自為戰 民警仍守一線
朱勇說，由於目前大面積停電，救援力量之間的

溝通也很成問題，包括他們政府部門的機關幹部很多
也在現場救援，但是聯繫不上，只能各自為戰。據裕
安區公安部門消息，固鎮當地派出所也因為水情斷水
斷電，民警們仍堅守在抗洪一線。 ■安徽新聞網

20日上午8時32分，淮河幹流王家壩
閘開閘洩洪，滾滾淮河水流向蒙

漥蓄洪區。位於淮河幹流的王家壩水利樞紐工
程主要由王家壩閘和蒙漥蓄洪區兩部分組成，
王家壩閘設計流量為1,626立方米每秒，被稱
為“千里淮河第一閘”。受近期強降雨影響，
淮河幹流王家壩站水位19日快速上漲，20日
上午6時36分水位漲至29.66米，超過保證水
位0.36米，也超過2007年王家壩開閘洩洪時
的水位29.48米。

多個蓄洪區啟用
蒙漥蓄洪區位於安徽省阜南縣，為淮河幹

流中游第一座蓄滯洪區，總面積180.4平方千
米，區內耕地面積19.74萬畝，設計蓄洪水位
27.8米，設計蓄洪量7.5億立方米，附近居住着
近20萬人口。除了需要撤離的群眾外，其餘群
眾居住在131個地勢較高的莊台上和6個保莊圩
裏，洪水進入蓄洪區後，他們的居住區將變成一
個一個孤島，會對生活、交通帶來很大影響。相
關救援人員會通過皮艇等救援方式為居住區的人
們運送物資。淮河水位下降後，才會把蓄洪區下
游的退水閘打開，把蓄洪區的水重新放到淮河

中，一旦開閘蓄洪，洪水在蓄洪區裏滯留的時間
會很長。
蒙漥蓄洪區是淮河流域於1953年設立的

第一座行蓄洪區。時隔13年，王家壩閘再次
開閘放水，這是王家壩建成後第16次開閘蓄
洪。
記者注意到，開始蓄洪的不僅僅是千里淮

河第一閘的王家壩閘。當日上午9時16分，安徽
省防指命令，淮河南潤段進退水閘開閘放水，蓄
洪區啟用蓄洪。上午12時，邱家湖進（退）洪
閘受命開閘放水，蓄洪區已啟用蓄洪。下午1
時，經安徽省防指商淮河防總同意，姜唐湖進退
水閘開閘放水，蓄洪區已啟用蓄洪。

上游中游降雨量關鍵
淮河眾多分洪閘，為什麼王家壩閘備受關

注？
公開資料顯示，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的淮

河，歷史上是一條獨立水系，由於受黃河奪淮
入海影響，使得淮河下游大部分河道被泥沙淤
平，堵了淮河入海口並形成洪澤湖。為緩解淮
河水患，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修建了蘇北灌溉
總渠和與之平行的淮河入海水道。儘管如此，

但洪澤湖地勢還略高淮河，造成淮河水排洩阻
力大，由此淮河成為中國最難治理的河流。
淮河中、下游至洪澤湖出口約700公里，

地面落差只有22米，而淮河下游河道坡降平
緩，狹窄彎曲，宣洩不暢，洪水難以迅速流向
下游。所以說王家壩閘水位上升乃至行不行洪
與阜陽本地降雨關係不大，關鍵受上游地區降
雨影響。
開閘蓄洪需要達到兩個條件：第一，達到

29.3米保證水位；第二，上游中游降雨量也是
重要考量條件。一旦達到這兩個條件就要根據
國家防總統一指令做好開閘蓄洪準備。
自1953年建成以來，王家壩閘先後12個年

份15次開閘蓄洪，為削減淮河洪峰、保淮河安
瀾立下汗馬功勞，也鑄就了蒙窪地區人民“捨小
家顧大家、捨局部顧全局”的“王家壩精神”。

20日下午，記者從安徽阜南縣委宣傳部
獲悉，此次開閘，王家壩人民再次踐行捨小家
顧大家的精神，讓洪水淹沒了自己的良田。阜
南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岳蕾介紹告訴記者，當
地政府已提醒群眾提前儲備生活物資，並積極
組織衞生防疫、物質供應、交通等相關部門做
好災後群眾生活和生產恢復等工作。

淮河紅色預警 多段開閘洩洪
應急響應升至一級“第一閘”隔13年再開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澎湃

新聞、中新社、人民網報道，連日暴雨

侵襲，淮河防汛情況危急。20日上午8

時32分，接中國國家防總命令，位於安

徽省阜陽市阜南縣的淮河王家壩閘開閘

放水，蒙窪蓄洪區已啟用蓄洪。也是在

同一日，淮河水利委員會水文局升級發

布洪水紅色預警，淮河另外三大蓄洪區

南潤段、邱家湖、姜唐湖同日啟用。鑒

於淮河嚴峻的洪水災害防禦形勢，中國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決定，自當日上

午8時起提升水旱災害防禦應急響應至

一級，要求最大程度減少災害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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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日日，，在六安市裕在六安市裕
安區固鎮鎮安區固鎮鎮，，受災居民受災居民
在救援人員的幫助下轉在救援人員的幫助下轉
移移。。 新華社新華社

■■位於安徽省的淮河位於安徽省的淮河
王家壩閘開閘放水王家壩閘開閘放水，，
蒙窪蓄洪區啟用蓄蒙窪蓄洪區啟用蓄
洪洪。。圖為安徽省六安圖為安徽省六安
市裕安區固鎮鎮遭受市裕安區固鎮鎮遭受
嚴重洪澇災害嚴重洪澇災害，，多個多個
村莊被淹村莊被淹，，道路中道路中
斷斷。。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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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截至今年
7月17日)

10.32

-7.52

10.84

-0.89

5151..33

3838..2626

-37.65

--1616..6868

3636..2525

1010..9595

4545..55%%

--22..4444%%

恒生科技指數回報優於大市

恒生科技指數
恒生綜合指數

資料來源：恒生指數公司

註：恒生科技指數回報以回溯
測試作計算

整體

恒生科技指數

++1414..2929%%
恒生綜合指數

++128128..6666%%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恒指公司將於下周一(27日)推出

“港版納指”——恒生科技指數，新

指數將追蹤30隻市值最大的香港科技

股。該指數成份股前“四大股份”，

正是股民耳熟能詳的“ATMX”。科

技指數每季檢討一次，且設有快速納

入機制，讓新上市的大型科技股可更

快地被納入指數。根據該公司的計

算，科技指數於 2019 年回報高達

36.2%，而今年上半年的回報也有

35.3%。

恒生科技指數下周登場
將追蹤30隻科技股 上半年回報已達35%

據恒指公司宣布，香港的生物科技公司將被
納入恒生綜指的選股範圍，新措施將由6

月30日的指數季度檢討開始實施。恒指公司董
事兼研究及分析主管黃偉雄表示，經兩年的發
展，市場已逐漸關注生技行業，現時香港已約
有20間公司上市，成交也不俗，認為現時是適
當時間，將相關板塊納入選股範圍。

有望成為三大旗艦指數之一
至於市場在科技指數推出前，已對有關指

數抱有期望。恒指公司副行政總裁巫婉雯稱，
香港上市的科技企業數目持續增加，恒生科技
指數可以滿足投資者對相關投資主題的需求及
關注，而這項指數也可協助市場開發不同的指
數掛鈎產品，包括ETF及衍生工具等，故相信
新指數有望成為繼恒指及國指後的另一旗艦指
數。她更透露，她們已收到了來自基金的查
詢，相信基金界對科技指數有興趣，期望市場
短期內會有相關產品推出。

針對新股 設快速納入機制
科技指數每季檢討一次，選股後會“再平

衡”，每隻股份的權重上限為8%。他表示，指
數盡量跟從“流通市值加權法”去編算，且設
有快速納入機制，假設未來某一新股於上市首
日，其收市市值已排行在科技指數的前10名，
該新股將被納入為成份股，加入的時間一般在
新股上市後的第10個交易日後實施。

黃偉雄續說，據恒指公司截至7月17日數
據，恒生科技指數的市盈率為45倍，恒生綜指

市盈率為12倍。他稱，指數反映了市況，至於
科技指數的市盈率究竟屬高或低，目前難下定
論。

恒生科技指數的選股範疇涵蓋5個行業，包
括資訊科技、非必需性消費、工業、金融及醫
療保健，更全面反映在香港上市的科技公司表
現。

摩根資產新興市場及亞太區股票組合經理
Oliver Cox認為，恒生科技指數的推出，將進一
步提高投資者對該領域的信心，亦會鼓勵下一
波新興、創新技術公司，選擇香港作為有吸引
力的融資場所。

市場籲勿對個股過分憧憬
不過，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就

提醒，科技指數的中長線影響力，絕對不及恒
指，因為目前未知將來會有多少指數或ETF追
蹤新指數，故認為市場不要過分放大“中選”
股份的憧憬，反而8月公布的恒指季檢結果更重
要。

他又稱，即使股民手上持有“中選”股
份，但後市還要考慮個別公司的基本面。相對
而言，近期非熱炒的新經濟股可看高中線，他
個人覺得金蝶及ASM較值得留意。

恒生科技指數十大成份股

股份

騰訊

阿里
巴巴

美團

小米

舜宇

中芯

阿里健
康

京東

金碟

平安
好醫生

合計比重：65.8%

其他入選恒指科技指數公司：
瑞聲、聯想、金山、ASM、閱文、網易、
中興、眾安、微盟、比亞迪電子、同程藝
龍、新東方在線、華虹、貓眼娛樂、鴻
騰、心動、恒騰、丘鈦、網龍、易鑫

註：* 第二上市股票只計其在港註冊股本

之市值；數據截至7月17日

資料來源：恒生指數公司

市值
(億港元)

49,771

11,346*

11,121

3,726

1,425

1,487

2,378

1,812*

597

1,242

3個月日
均成交額
(億港元)

100

59

47

26

10

38

9

16

4

8

比重

8.5%

8.5%

8.3%

8.1%

8.0%

6.0%

5.1%

4.8%

4.5%

4.0%

■ 恒指公司董事兼研究及分析主管黃偉雄
20日透過網上視像介紹恒生科技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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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對於45歲或以上 

的族群，大約三分

之一的人有孤獨

感。另外我們了解

到，對於65歲或 

以上的年長族群， 

受孤獨症影響的人

高達40％。」

「現在的我們只能待在家裡， 

即便這樣也不意味著我們跟親友之間 

無法建立聯繫。最重要的是我們 

需謹記，幫助不僅僅是物質上的， 

而且還有情感上以及精神上的。 

我們需要專注於使我們保持開朗的 

事情上……讓我們學會如何在有限的

空間裡也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

如何應對冠狀病毒 
帶來的社交隔離
目前COVID-19疫情還在持續爆發中，各項旅行 

禁令以及避免不必要的空中旅行等建議， 

可能意味著分隔兩地的家人無法見面。 

在全球性大流行病持續蔓延期間， 

請謹記以下幾點，以幫助減少社交隔離和 

孤獨感所造成的威脅：

1.   社交隔離和孤獨感是嚴重的健康問題

2.   制訂計劃並保持聯絡

3.   列出援助組織

4.   請勿忽視您的愛寵 

    （它們的價值和需求）

5.   瞭解哪些人最容易遭遇 

     社交隔離和孤獨感
 
COVID-19期間， 
對心理健康亦必須注意！
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感到悲傷、 

焦慮或緊張是完全正常的。常見的徵狀包括 

絕望、恐懼、飲食或睡眠方式有所改變、 

注意力難以集中等等，另外身體上的徵狀 

也不容忽視，例如頭痛和腸胃問題。

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照顧好自身的 

情緒健康將可以幫助您去清楚地計劃並 

保護自己和家人。以下是一些大家可以在這 

緊張時期緩解抑鬱症狀的行動：

•   限制新聞閱讀量，並堅持使用可信的資訊來源

•   在社交距離中保持聯繫

•   常做運動

•   靜思或練習冥想

•   增加遙距醫療服務

60多年來，AARP樂齡會一直致力於促進美國 
年長者的健康和福祉。在這次疫症大流行期間， 
AARP樂齡會提供即時的資訊和資源，幫助亞太裔
族群及其照護者保護自己免受病毒感染，並防止 
將病毒傳播給他人。

欲瞭解更多關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資訊， 
請瀏覽AARP樂齡會中文官網專頁 

chinese.aarp.org/covid-19  
或掃描下方二維碼，關注AARP樂齡會 
官方微信公眾號。

如何保持聯繫

葉孝瑩 醫學博士
AARP樂齡會首席醫療官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者 

您想瞭解其他資訊， 

歡迎在微信後台 

留言給我們。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川普總統和共和黨國會領導人
周一舉行會議，為下一輪聯邦冠狀病毒援助計劃其優先事項
，這將決定增加失業金和向秋季開放學校提供援助的未來。
冠狀病毒的傳播繼續在全國范圍內惡化，因為國會本週將返
回華盛頓工作，開始就另一輪援助進行談判，這一輪援助預
計將超過 1 萬億美元。財政部長史蒂夫•姆努欽（Steve
Mnuchin）在開會地點的橢圓形辦公室告訴記者，立法的重
點應該放在“兒童，工作和疫苗”上。姆努欽說，共和黨人
致力於在月底前通過立法，以保護已經獲得提高福利的失業
美國人，儘管他建議，這不會超過目前每週增加600美元的
失業保險金。

他說：“我們將確保留給人們的錢不會比上班多付錢。
我們希望確保那些可以安全地上班的人。” “我們將獲得稅
收抵免金額，以激勵企業讓人們重返工作崗位。我們將獲得
病毒防護裝置稅收抵免，以確保安全的工作環境，而且我們
將獲得巨大的激勵措施，為各州提供資金以資助可以開設的
學校 安全地進行教育。”麥康奈爾說，共和黨提案的主題將
是“學校，工作和醫療保健”。共和黨人還希望為遵守公共
衛生準則的學校，學院，慈善機構，企業和一線醫療工作者
和雇主提供責任保護。

民主黨人反對賠償責任保護的想法，而是呼籲向州和地

方政府提供資金，為學校提供資金，擴展600美元的失業保
險金以及向美國人提供另一輪直接付款等。川普表示，他計
劃討論增加工資稅免稅期。 消息人士稱，參議院共和黨人一
再拒絕該提議，因為該提議過於昂貴且對需要它的人沒有幫
助。

眾議院民主黨於5月通過了自己的3萬億美元提案，但
參議院共和黨人尚未通過立法。梅多斯在周日接受《福克斯
新聞》採訪時說，白宮致力於加快冠狀病毒的疫苗和治療，
保持人員就業，並從海外帶回製造業。 川普政府一直在與麥
康奈爾和其他共和黨人就新的援助措施進行協調，但這些會
談在周末因為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以及測試和追踪的資金而
受到阻礙。

加利福尼亞州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週一對 NBC 的“早晨喬”（Morning Joe）接受采訪時對報
告做出反應，“我們在周末聽說白宮正在考慮不再進行任何
測試。這絕對是無知。這絕對是懦弱無能。”姆努欽
（Mnuchin）在本月初表示，川普政府在下一個援助計劃中
支持了另一輪直接刺激付款，並表示國會必須在本月底之前
通過。 然後，任何與共和黨領導的提議都必須與民主黨眾議
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談判，以成為法律。

川普政府強調病毒援助計劃應關注兒童就業和疫苗
共和黨的提議必須與民主黨南佩洛西談判以成為法律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說，上週六在全球記錄了新的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
創世界紀錄的數量，報告的病例超過25萬。另一個令人恐懼的事實是，受感染者的年齡正下降到
不到一歲的嬰兒身上。一名德州公共衛生官員宣布，超過80名2歲以下的兒童（其中大多數還不
到1歲）在德州一個縣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公共衛生主管說，有85名2歲以下的兒童，包括
52名不到的一歲的兒童，已經呈現了陽性反應。 導演羅德里格斯（Annette Rodriguez）說：“這
些嬰兒甚至還沒有生日。” “請幫助我們阻止這種疾病的傳播。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保護自己

。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對於其他所
有人，請盡力待在家裡。”

隨著大流行的蔓延，國會面臨新
的病毒危機救援，這是美國歷史上
規模最大的經濟救助計劃，美國國
會在春季迅速批准了價值2.2萬億美
元的冠狀病毒救助法案。隨著CO-
VID-19案件創下新高，死亡人數上
升，大流行的毀滅性循環再次發生
，使國會別無選擇，只能進行另一
筆代價高昂的營救。 在聯邦緊急援
助期滿之際，企業關閉，學校無法
完全重新開放，工作正在消失。

議員們週一返回華盛頓，試圖將

美 國 從 迫 在 眉 睫 的
COVID-19懸崖上拉回
來。專家預測，冬季公
眾健康前景將更加嚴峻
。 美國最高的傳染病官員安東尼•福西（Anthony Fauci）博士說，美國需要“重組”。眾議院議
長南希•佩洛西已經推動了一項更廣泛的3萬億美元減免法案，以支持病毒測試，保持援助流動
並為重新開放學校，商店和工作場所設定新的健康和工作場所標準。

3月底，隨著國會通過了一項2.2萬億美元的法案，案件激增至100,000多個，死亡人數攀升至
2,000多個。如今，美國的死亡人數已超過13.9萬，確診病例超過360萬。該病毒最初侵入紐約，
加利福尼亞和美國的大城市，如今正在困擾著大大小小的城市和鄉村，猛烈地在南部，西部及其
他地區燃燒。連續17個星期的失業人數超過100萬人（通常約為20萬人），許多家庭正面臨現金
緊縮，並失去了雇主支持的健康保險。佩洛西的法案於5月獲得批准，其中包括750億美元用於測
試和追踪，以試圖控制病毒傳播，向學校提供1000億美元以安全地重新開放，並向現金短缺的州
寄出1萬億美元，這些州懇求聯邦政府支付 必要的工人，防止裁員。 該措施將為美國人提供現金
津貼，並加強租金，抵押和其他安全網保護。

麥康奈爾的法案以五年責任盾為中心，以防止他所謂的針對企業，學校和醫療保健提供者的
“訴訟大流行”。 該法案預計將為學校提供多達750億美元的資金，另外一輪將直接向美國人支
付1200美元，並向兒童保育人員提供贈款。 可能會有稅收抵免來幫助公司承擔安全地重新開放商
店，辦公室和其他業務的費用。自佩洛西的法案通過以來的兩個月中，美國的死亡人數增加了50,
000，感染人數增加了200萬。佩洛西說：“如果我們現在不投資這筆錢，那就更糟了。”

隨著大流行的持續蔓延 國會面臨新的病毒危機救援
受感染者的年齡正下降到不到一歲的嬰兒身上

世界衛生組織說世界衛生組織說，，上週六在全球記錄了新的確診的冠狀上週六在全球記錄了新的確診的冠狀
病毒病例病毒病例，，創世界紀錄的數量創世界紀錄的數量，，報告的病例超過報告的病例超過2525萬萬。。

財政部長史蒂夫財政部長史蒂夫••姆努欽姆努欽（（Steve MnuchinSteve Mnuchin））在橢圓形辦公室告訴記在橢圓形辦公室告訴記
者者，，立法的重點應該放在立法的重點應該放在““兒童兒童，，工作和疫苗工作和疫苗””上上。。

川普淡化病毒威脅後川普淡化病毒威脅後，，一項在年底之前取消工資稅的提議一項在年底之前取消工資稅的提議，，估計耗資估計耗資
70007000億美元億美元，，遭到了兩黨反對遭到了兩黨反對。。


	0722WED_B1_Print
	0722WED_B2_Print
	0722WED_B3_Print
	0722WED_B4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