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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德州德州0808//1010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周一上午截止到周一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32264132264人人,, 14951495人死亡人死亡
,, 7498974989人痊愈人痊愈..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486362486362人人，，84598459人死亡人死亡。。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上周美國股票市上周美國股票市
場延續了前一周的漲勢場延續了前一周的漲勢，，而納斯達克則創下了新的紀錄而納斯達克則創下了新的紀錄。。美國經美國經
濟數據好於預期濟數據好於預期，，服務業的商業活動有所擴大服務業的商業活動有所擴大，，並且冠狀病毒病並且冠狀病毒病
例的趨勢有所改善例的趨勢有所改善。。 77月份美國經濟增加了月份美國經濟增加了176176萬個工作崗位萬個工作崗位，，
失業率從失業率從66月份的月份的1111..11％降至％降至1010..22％％。。就業的持續且適度的增長就業的持續且適度的增長
表明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復甦已步入正軌表明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復甦已步入正軌，，但未來仍有很長的路要但未來仍有很長的路要
走走。。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743327433點點（（週漲幅週漲幅33..88%%，，
年跌幅年跌幅33..99%%），），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3513351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55%%，，年漲幅年漲幅

33..77%%），），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101111011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55%%，，年漲年漲
幅幅2222..77%%）。）。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近期美元貶值和黃金大漲引起了大家的廣泛注意。儘

管上周美元從7月底觸及的兩年低位回升了一點，但經濟
下滑、政府支出增加、利率接近零可能會繼續推低美元
。美元走勢對經濟的影響喜憂參半。美元疲軟使從其他
國家進口的商品對美國消費者而言更加昂貴，但同時也
使美國國內出口在國外更具競爭力，這提高了跨國公司
的利潤。美元是世界上主要的儲備貨幣，投資者密切關
注美元，因為美元的走勢是整個金融市場（從股票和債
券到大宗商品和貴金屬）回報的關鍵驅動力。

由于冠狀病毒影響，美國政府旨在消除經濟衰退而採
取了史無前例刺激措施，而這些措施增加了政府債務，可能會削弱
美元。隨著上個月失業救濟金的延長以及數百萬美國工人的失業，
市場正在密切關注國會是否能夠撇開政策分歧，以直接付款的形式
向遭受重創的美國家庭提供新一輪刺激措施。如果沒有這種緩解，
人們擔心消費者支出的近期改善可能會減少，從而放緩經濟復甦。

美元通常以多年周期運行，長期對其他貨幣升值，然後又在一
段時間內貶值。 2009年，在大蕭條之後，美元扭轉了跌勢，在過去
的8年中反彈了32％，到2017年結束。 2016年，美聯儲開始加息，

而歐洲和日本則降低利率以刺激落後的經濟體。相對較高的利率增
加了外國對美國國債的需求，這也增加了對美元的需求，導緻美元
升值。

在2017年達到頂峰後，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元的走勢基本持平
。 3月份，為應對COVID-19對金融市場和經濟的空前影響，美聯
儲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零。此舉縮小了美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
之間的利率差距，並對美元造成下行壓力。在遏制新冠病毒方面取
得成功的歐洲前景光明，也可能降低美元兌歐元的匯率。

隨著美元在7月和8月下跌，黃金上漲了17％，達到創紀錄的2,
063美元，之後略微回落到仍然較高的水平。一些投資者擔心，政府
的大量刺激會導致通貨膨脹率飆升。儘管通貨膨脹上升時黃金收益
會很好，但與其他資產類別相比，黃金價格的動盪幅度也大得多。
此外，黃金不會產生現金流量或股息，它缺乏像商品這樣的工業用
途，並且其價格主要取決於投資者的情緒而非經濟基本面。短期內
金價可能會繼續上漲，但是隨著經濟的改善，黃金不可能提供多元
化的收益。由於這些原因，建議在包括黃金在內的貴金屬中僅保持
少量分配（5％或更少）。

在動蕩的2020年，所有閃閃發光的東西並不總是對投資者來說
是金色的。從長期來看，資產類別的多元化會對投資業績產生積極
影響，而貨幣波動對收益的影響則很小。儘管政府的刺激措施可以
削弱美元，但也可以促進更好的經濟狀況，加快企業盈利的恢復，
並有助於為股市提供更強大的背景。

以 下 是 其以 下 是 其
他當地新他當地新

CypressCypress
學區計劃學區計劃 99月月
88 日開學日開學，，但但
是遭到學校教是遭到學校教
師的抗議師的抗議，，一一
名工作了名工作了1515年年
的教師表示的教師表示，，
疫情正在加重疫情正在加重
，，學校開學將學校開學將
面臨很大風險面臨很大風險

，，也將教師置於生命的威脅當中也將教師置於生命的威脅當中，，儘管學校採取了安全措施儘管學校採取了安全措施，，但是但是33英尺的英尺的
社交距離和課桌間的護板都難以保證學生的安全社交距離和課桌間的護板都難以保證學生的安全。。

一項針對一項針對GalvestonGalveston居民的租房補助項目已經開始填表申請居民的租房補助項目已經開始填表申請，，根據個人根據個人
的情況和收入的情況和收入，，將確定是否符合規定將確定是否符合規定，，申請截至日期為申請截至日期為88月月1919日日，，具體內具體內
容可以上網查詢容可以上網查詢，，或電話或電話409409--797797--38203820完成申請完成申請。。網址網址：：

https://www.clickhttps://www.click22houston.com/news/local/houston.com/news/local/20202020//0808//1010/applica/applica--
tions-now-open-what-you-need-to-know-about-the-galveston-renttions-now-open-what-you-need-to-know-about-the-galveston-rent--
al-assistance-program/al-assistance-program/

聯繫郵件聯繫郵件 TBRAProgram@GalvestonTX.Gov.TBRAProgram@GalvestonTX.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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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金價破2000美元！
這次淘金的，卻不是中國大媽

“前幾天剛看了《紙醉金迷》，現

實版就要上演了？”

近來，黃金迎來了“黃金時代”，

價格屢屢突破歷史高點。當地時間8月4

日，倫敦黃金現貨和COMEX黃金期貨

雙雙突破2000美元/盎司，再度刷新歷史

新高。

金價創歷史新高，90後買金忙
8月5日，亞洲市場交易時間，倫敦

黃金現貨開盤報2018.36美元/盎司，之

後價格繼續沖高。截至發稿時，最高報

2039.9美元/盎司；COMEX黃金期貨最高

報2055.4美元/盎司。

“在新冠肺炎疫情、低利率、全球

央行刺激措施、美元大幅貶值、地緣政

治等因素助攻下，金價今年已飆升逾

30%，成為2020年表現最好的主要資產

之壹。”國投安信期貨研究院有色組高

級研究員劉冬博向中新網表示。

截至8月4日，2020年以來，倫敦現

貨黃金漲了32.98%，COMEX期貨黃金

漲達34.02%。

黃金ETF成了今年買入黃金的主力

軍。截至周壹(8月3日)，有實物支撐的

全球黃金ETF持倉量今年以來增加30.5%

至3365.6噸，這比德國的儲備量還高出

數噸，僅次於美國的黃金儲備。

買入黃金的主力軍不僅只有黃金

ETF，還有悄然入場的“80後”、“90

後”們。

Independent Speculator 首席分析師

Lobo Tiggre向媒體表示，過去往往規避

投資黃金的年輕投資者對黃金顯示出前

所未有的興趣。他指出，在吸引大批年

輕壹代散戶的美股互聯網經紀商Robin-

hood平臺，黃金ETF的交易活動大增。

“因為工作關系，我會留意各類理

財，本來是定期買金條或者金幣，後來

改成了開戶定投黃金。”在銀行工作的

90後李小姐表示，為了規避風險，她在

黃金站上1980美元/盎司的高位時曾進行

贖回，但收益率仍然近40%。

李小姐表示，身邊不乏投資黃金的

“後浪們”。“我還在上研究生的妹妹在

課堂上聽老師分析黃金市場，就在支付寶

上小投了壹筆試試水。同事、客戶們有些

也和我壹樣，有定投黃金的習慣。”

怪現象：黃金投資熱，金飾沒人買
“我支付寶買的壹塊錢黃金要漲

了！”“3 年前在銀行買的黃金定投

，當時去銀行開戶辦卡，櫃臺小姐姐推

薦的，就糊裏糊塗的投了。”“做現貨

黃金靈活，可以買漲買跌，每個月都能

穩定獲利5%-10%還保本。”不少網友曬

出自己的投資經歷。

不同於當初中國大媽購買實物黃金

，不少人如今通過股票賬戶或支付寶等

平臺投資黃金ETF。

劉冬博表示，國內黃金ETF投資標

的主要是上海黃金交易所掛牌交易的

AU9999黃金現貨合約，ETF走勢與國內

黃金價格高度壹致，是相對成本低廉、

透明高效、流動性強的黃金投資工具，

越來越受到投資者青睞。

“風險偏好較高的投資者則可通過

國內上期所的黃金期貨、期權以及上金

所黃金T+D進行杠桿交易投資。杠桿交

易風險較大，要求的專業性強，建議普

通投資者謹慎參與。”劉冬博提醒。

雖然黃金作為投資品的熱度攀升，

但實物黃金在現實生活中卻有點遇冷。

“來看金飾的人倒是有，但是很多人

都想等金價稍微降降再入手，畢竟首

飾不是剛需，不著急入手。”北京西

城區周大福的壹位工作人員向中新網表

示，“最近入手金飾的客戶以結婚人士

為主。”

中國黃金協會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0 年上半年，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

323.29 噸，與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

38.25%。其中，黃金首飾207.87噸，同

比下降42.06%；金條及金幣76.98噸，同

比下降32.12%。

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也驗證了這壹點

。由於疫情影響，上半年全球金飾需求

同比幾近減半，降至572噸。第二季度

疫情造成的影響依舊嚴峻，該季度金飾

消費落至251噸，創下紀錄新低。

金價，下壹站目標3000美元/盎司？
“畢竟首飾不能變現，我還是跟風

去銀行開戶投資吧。”金價壹路走高的

消息讓有的消費者躍躍欲試。不過，多

家銀行已經提前暫停了貴金屬的開倉交

易。

7月28日，農業銀行發布通知，於8

月10日上午8點起停止賬戶鉑金、鈀金

品種的開倉交易服務；工商銀行也通知

，從7月31日0:00起暫停賬戶鉑金、賬

戶鈀金、賬戶貴金屬指數全部產品的開

倉交易。此外，暫停賬戶貴金屬開倉交

易的還有交通銀行和民生銀行等。

劉冬博表示，已買入的投資者不受

影響，可繼續持有或獲利了結。“最近

貴金屬價格波動大，風控要求在提高，

有‘原油寶’事件的前車之鑒，目前多

家銀行宣布暫停黃金、鉑金、鈀金和其

他與貴金屬有關產品的開倉交易。”

上周，黃金曾出現近70美元/盎司

的大幅跳水，劉冬博認為，主要是近

期金價上漲過快後多頭獲利了結引發

的技術性調整，並不影響黃金強勢格局

的延續。

此前，花旗集團等多家機構預期金

價在年內會達到2000美元/盎司，如今目

標點位已提前完成。接下來黃金是否還

有進壹步的上漲空間？機構也更新了看

法。

高盛預計黃金可能攀升至 2300 美

元/盎司，因投資者“正在尋找新的儲

備貨幣”。而RBC Capital Markets預計

金價上漲至 3000 美元/盎司的概率有

40%。

“中期來看，黃金強勢格局未改，

牛市尚未走完。短期來看，在黃金快速

上漲後本周將迎來美國重磅非農數據發

布，黃金價格存在雙向大幅波動的風

險。”劉冬博稱。

妳最近買黃金了嗎？賺了多少錢？

梅賽德斯-奔馳與中國寧德時代深化動力電池合作
綜合報導 德國梅賽德斯-奔馳與中國寧德時代

5日宣布深化雙方在動力電池技術領域的合作。其

中，明年上市的續航裏程超700公裏的全新梅賽德

斯-奔馳豪華純電轎車EQS將配備寧德時代電池模

組。同時，雙方將共同推動德國鋰離子電池的產業

化發展。

德國戴姆勒集團旗下的梅賽德斯-奔馳股份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豪華乘用車制造商之壹。總

部位於福建的寧德時代是全球領先的鋰離子動

力電池和儲能電池研發制造公司，其首個海外

工廠落戶於德國圖林根州埃爾富特，目前正在

建設中。

當天公布的合作細節顯示，雙方將共同開發

高新電池技術，支持梅賽德斯-奔馳車型陣容的

大規模電動化。梅賽德斯-奔馳正加速推進其

“電動為先”戰略，寧德時代將為其提供符合碳

中和標準的先進電芯、模組及電池系統。雙方協

議的內容涵蓋了各領域的動力電池技術，包括為

梅賽德斯-奔馳乘用車產品提供電芯及模組，為

梅賽德斯-奔馳輕型商務車產品提供整體電池系

統，並將具備前景廣闊的創新技術指標。此外，

協議內容還包括寧德時代為部分項目提供的CTP(

無模組電池包)設計，其省去了傳統電池模組，

將電芯直接集成到電池包。

雙方戰略合作還將進壹步加速高新電池技術

在德國的產業化發展。隨著寧德時代圖林根工廠

的建設推進，寧德時代正在建立與完善歐洲的服

務體系，為梅賽德斯-奔馳提供更具競爭力的產

品以及更穩定的電池供應。梅賽德斯-奔馳可以

從寧德時代圖林根工廠采購電池，進壹步提高其

供應鏈本土化采購率。

戴姆勒股份公司負責集團研發的董事會

成員、梅賽德斯 -奔馳股份公司董事會成員

兼首席運營官馬庫斯 · 謝弗當天表示，與寧

德時代的合作將助力該企業加速向碳中和的

轉型。

2020年8月10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新冠肺炎疫情衝
擊下，全球跨國投資
大幅萎縮、挑戰空
前，一些國家鼓勵產
業回流，國際引資競

爭加劇。面對挑戰，中國商務部迎
難而上，統籌推進常態化疫情防控
和商務改革發展，促進國內國際雙
循環力爭上流。中國商務部部長鍾
山透露的數據顯示，上半年仍有不
少外資企業持續擴大在華投資，投
資額1億美元以上外資大項目達到
320個。

320這個數字不簡單，重大外資
項目是穩外資的“壓艙石”，也是
中國外資外貿發展的風向標。香港
文匯報記者留意到，上半年，粵港
澳大灣區、長三角等重點區域，不
斷有力推進外資重大項目落地，為
今年乃至以後外資穩定發展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

網絡科技等新基建受寵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但外資企

業看好中國，投資長三角、粵港澳
大灣區的熱情不減，尤其是中國抗
擊新冠疫情取得成效後，外資投資
中國在加速。長三角，上海是龍

頭。上半年上海實到外資1億美元以
上項目19個，合計實到外資53.5億
美元，大項目佔比穩步提高，支撐
作用明顯。僅在7月，就有54個外
資項目在上海集中簽約，投資總額
超過80億美元，在上海重大項目簽
約項目中，15個項目涉及新基建，
涵蓋網絡科技、人工智能、生物醫
藥、集成電路等產業；10個項目投
資超1億美元，涉及商務服務、能源
和金融等領域；3 個項目來自世界
500強企業。

中西部東北潛力待挖掘
促進國內消費發展，推動國內

國際雙循環，中國不止有長三角、
大灣區，西北、東北都有未挖掘的
潛力。正如商務部部長鍾山所言，
下半年，中國外貿面臨的形勢更加
複雜嚴峻，中國還將進一步擴大開
放。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商務
部下一步的舉措包括推動擴大服務
業開放試點範圍，修訂鼓勵外商投
資產業目錄，鼓勵更多外商到中西
部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進行投
資，相信320個重大外資項目將是一
個新的起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凱雷

���
/�

■■中國將深入推進自貿試驗區試中國將深入推進自貿試驗區試
點點。。圖為工人在上汽臨港工廠總圖為工人在上汽臨港工廠總
裝車間生產線上作業裝車間生產線上作業。。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外企疫境擴投資外企疫境擴投資
中國加碼穩外貿中國加碼穩外貿
商務部部長鍾山：聰明外商一定不放棄14億人大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凱雷 北京報道）上半年，受全球疫情蔓延影響，國際需求和跨國

投資大幅萎縮，國內市場需求受到衝擊，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商務部部長鍾山日

前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儘管面對種種困難，上半年不少外資企業仍持續擴大在華投資，投資

額1億美元以上外資大項目達到320個，進一步印證了中國市場對外資企業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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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資
看
好
長
三
角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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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和完善
的產業配套體系，營商環境不斷改

善，相信聰明的外商一定不會放棄中國市
場。”鍾山（圓圖）指出，上半年中國外
貿、外資、消費取得的成績，充分證明採
取的政策措施是有力有效的。下半年主要任
務是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促進國內消費發
展，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

推出口退稅外貿信貸等
疫情導致世界經濟衰退，也給中國外貿造成巨大衝

擊。鍾山表示，下半年，中國外貿面臨的形勢更加複雜
嚴峻，世界經濟下滑對需求的影響將進一步顯現，產業
鏈供應鏈受阻，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斷升溫，外
貿企業生存壓力仍然很大。要在穩住外貿主體上下功
夫，穩住產業鏈供應鏈，穩住全球貿易大國地位。

鍾山指出，商務部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動出
台和落實出口退稅、外貿信貸、出口信保、出口轉內
銷等系列穩企紓困政策，讓政策惠及更多外貿企業，
鼓勵企業創新發展，激發企業活力。他透露，下半年
商務部將從三方面着力，重點在穩定外資存量、擴大
外資增量上下功夫，保持利用外資大國地位。

三點着力吸引外商投資
首先進一步擴大開放。鍾山指出，全國版外商投

資准入負面清單已由40條減少到33條，商務部將着力
把清單落實好，同時推動擴大服務業開放試點範圍。
修訂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鼓勵更多外商到中西部

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進行投資。
此外，還將建設好開放平台。深入推

進自貿試驗區試點，積極開展差別化探
索。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支
持擴大開放和創新發展，形成更多可複製
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落實《海南自由貿
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出台跨境服務貿易負
面清單。同時，將繼續優化營商環境，讓外商

在中國放心、安心、有發展。

專家：復工復產顯中國潛力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在全球跨國投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
國市場依然保有強勁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
推行的一系列惠企政策。“外商投資法的生效，負面清
單的縮短，鼓勵目錄的增加，給了外商更多 ‘活
口’，”他說，“18個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以及其
他各類園區，也各自形成了吸引外資的小環境。”

白明更指出，今年二季度，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
個GDP正增長的有影響力的大國。“中國控制疫情更早
更快、復工復產速度也遠超世界其他國家，”他說，
“這讓更多外商看到了中國市場的潛力和恢復力。”

談及外商投資地域，他指出，地處長江經濟帶龍
頭的“長三角”和正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珠三
角”最受歡迎。後者在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等金
融領域，擁有更吸引外商的特質。“相信未來全國範
圍內還將建設更多自貿港和自貿試驗區，營商環境仍
將進一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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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疫苗專家在審查了美國疫苗專家在審查了ModernaModerna的數據後告訴的數據後告訴CNNCNN，，該公司是該公司是
美國第一家開始其冠狀病毒疫苗第美國第一家開始其冠狀病毒疫苗第33期臨床試驗的公司期臨床試驗的公司。。與特朗普總統的預測相反與特朗普總統的預測相反，，在大選日在大選日
之前不會準備好冠狀病毒疫苗接種之前不會準備好冠狀病毒疫苗接種。。

特朗普總統上週表示特朗普總統上週表示，，他對疫苗他對疫苗““樂觀樂觀”，”，即將在即將在1111月月33日的選舉日前準備好疫苗日的選舉日前準備好疫苗。。
特朗普星期四說特朗普星期四說：“：“我相信我們肯定會在今年年底之前接種疫苗我相信我們肯定會在今年年底之前接種疫苗，，但是在那一天但是在那一天（（選舉日選舉日

））左右左右，，是的是的。。我想是的我想是的。”。”
到到1111月美國總統選舉日是否接種冠狀病毒疫苗月美國總統選舉日是否接種冠狀病毒疫苗？？貝勒醫學院的疫苗學家貝勒醫學院的疫苗學家、、CNNCNN醫學分析醫學分析

師彼得師彼得··霍茲霍茲（（Peter HotezPeter Hotez））博士說博士說：“：“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CNNCNN收到了收到了ModernaModerna上週五發送給其疫苗試驗主要研究人員的電子郵件的一部分上週五發送給其疫苗試驗主要研究人員的電子郵件的一部分，，它說有它說有

45364536名研究對象參加了試驗名研究對象參加了試驗。。
該試驗於該試驗於77月月2727日上午開始日上午開始，，計劃招募計劃招募3030,,000000名研究對象名研究對象。。該公司表示該公司表示，，它它““有望在有望在99月月

完成註冊完成註冊”。”。
如果按照前兩週的速度繼續進行下去如果按照前兩週的速度繼續進行下去，，ModernaModerna不會在不會在99月份達到月份達到3030,,000000名名，，因為截至週因為截至週

五五，，研究的研究的8989個站點中只有個站點中只有5454個在運行個在運行，，但是註冊速度可能會加快但是註冊速度可能會加快，，
從測試的第一周到第二週從測試的第一周到第二週，，ModernaModerna的測試人數確實增加了的測試人數確實增加了。。
傳染病專家說傳染病專家說，，即使即使ModernaModerna在在99月份達到了全面註冊的目標月份達到了全面註冊的目標，，該公司在選舉日之前仍不該公司在選舉日之前仍不

會在市場上出售疫苗會在市場上出售疫苗。。
費城兒童醫院的疫苗專家保羅費城兒童醫院的疫苗專家保羅··奧菲特奧菲特（（Paul OffitPaul Offit））博士說博士說：“：“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
在在ModernaModerna第一次接種疫苗後第一次接種疫苗後，，他們必須等待他們必須等待2828天才能第二次接種天才能第二次接種。。
這意味著在這意味著在99月底註冊的參與者要等到月底註冊的參與者要等到1010月底才能進行第二次接種月底才能進行第二次接種。。奧菲特說奧菲特說，，他們必須他們必須

等待兩週時間才能使疫苗完全生效等待兩週時間才能使疫苗完全生效。。
奧菲特說奧菲特說：“：“那將使你度過選舉日那將使你度過選舉日。”。”
此後此後，，研究人員必須等待研究人員必須等待，，看看誰患了看看誰患了Covid-Covid-1919，，誰沒有生病誰沒有生病。。一半的研究參與者正在接一半的研究參與者正在接

受真正的疫苗受真正的疫苗，，另一半則接受了安慰劑或無效的注射另一半則接受了安慰劑或無效的注射。。參與者和提供疫苗的醫生都不知道誰注參與者和提供疫苗的醫生都不知道誰注
射了疫苗射了疫苗。。

奧菲特和霍茲都預測最早將在奧菲特和霍茲都預測最早將在20212021年第一季度從年第一季度從ModernaModerna研究中獲得結果研究中獲得結果。。
霍茨說霍茨說：“：“也許在就職典禮那天也許在就職典禮那天，，我們可能會略知疫苗是否有效我們可能會略知疫苗是否有效，，並能夠評估其安全性並能夠評估其安全性。”。”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正在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正在與ModernaModerna合作研究冠狀病毒疫苗合作研究冠狀病毒疫苗。。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Francis Collins））博士說博士說：“：“我無法評論在我無法評論在99月月

底之入學是否現實底之入學是否現實，，但我確實認為與前兩週的入學率相比但我確實認為與前兩週的入學率相比，，未來兩週的每日入學率應該會上升未來兩週的每日入學率應該會上升。。
””

辛辛那提大學進行辛辛那提大學進行ModernaModerna試驗的卡爾試驗的卡爾··費希滕鮑姆費希滕鮑姆（（Carl FichtenbaumCarl Fichtenbaum））博士說博士說，，他預計將他預計將
在在88月中旬開始在他的站點招募患者月中旬開始在他的站點招募患者。。他說他說，，他的目標是招募他的目標是招募500500名患者名患者，，已經有已經有25002500名患者聯名患者聯
繫他詢問該試驗繫他詢問該試驗。。

他談到測試時說他談到測試時說：“：“我們得到了很好的數字我們得到了很好的數字。”。”““我認為這一計劃將很快達到其目標我認為這一計劃將很快達到其目標。”。”
輝瑞公司於輝瑞公司於77月月2727日晚上在美國開始了日晚上在美國開始了22//33期臨床研究期臨床研究。。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阿爾伯特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阿爾伯特··

布爾拉布爾拉（（Albert BourlaAlbert Bourla））上週對上週對《《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表示表示，“，“我們預計我們預計99月初將獲得月初將獲得3030,,000000名參與者名參與者
”，”，但未具體說明是否到那時所有但未具體說明是否到那時所有3030,,000000人都將接受兩劑疫苗人都將接受兩劑疫苗。。

布爾拉說布爾拉說，，到八月的第一周到八月的第一周，，他們已經接種了他們已經接種了22,,000000多劑疫苗多劑疫苗。。
布爾拉補充說布爾拉補充說，，他認為他認為““到到99月底月底1010月初月初”，”，輝瑞公司將知道該疫苗是否有效輝瑞公司將知道該疫苗是否有效，，並將在並將在1010月月

份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進行監管審查份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進行監管審查。。他告訴他告訴《《郵報郵報》，》，他希望得到快速獲得批准他希望得到快速獲得批准，，將生將生
產出疫苗並準備分發產出疫苗並準備分發。。

霍茨和奧菲特都說霍茨和奧菲特都說，，布爾拉的時間表似乎不太可能布爾拉的時間表似乎不太可能，，因為像因為像ModernaModerna一樣一樣，，輝瑞也必須分兩輝瑞也必須分兩
次注射次注射，，等待疫苗完全生效等待疫苗完全生效，，然後跟隨研究對像看他們是否感染了然後跟隨研究對像看他們是否感染了Covid-Covid-1919。。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ModernaModerna的臨床試驗數據顯示的臨床試驗數據顯示
特朗普無法在選舉日之前接種疫苗特朗普無法在選舉日之前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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