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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商家名店

1031物業延稅交換

Lance Chau
(713)271-9898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Fast Easy Mortgage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吳沛桓
醫生助理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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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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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行業為何逆勢增長？
半年報透出經濟新變化
近日，密集的 A 股半年報發布落下
帷幕，被視為新經濟和科創企業“聚集
地”的創業板及科創板上半年業績大幅
“跑贏”滬深主板，生物醫藥、高端裝
備制造、集成電路、信息技術、節能環
保等行業增速遠超傳統優勢行業。
那麼，在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營業收
入和凈利潤增速同比負增長的背景下，新
經濟、高科技行業何以實現逆勢增長？
新經濟、高科技行業逆勢增長
上半年，在 A 股上市公司整體業績
較壹季度改善，但盈利能力尚未有效恢
復的同時，科創板、創業板表現靚麗，
企業凈利潤同比增速分別實現 42.29%和
13.97%的較快增長。
科創板上市公司中，生物醫藥、集
成電路行業表現尤為亮眼。上交所數據
顯示，上半年科創板生物醫藥行業營業
收 入 、 凈 利 潤 分 別 同 比 增 長 34.61% 和
2757.65%；集成電路行業營業收入、凈
利潤分別同比增長 22.44%和 97.11%。新
壹代信息技術行業營業收入、凈利潤分
別同比增長 24.96%和 39.05%。即使是受
疫情影響較大的新材料、節能環保等行
業，總體業績也都有小幅增長。
而在創業板上市公司中，生物產業

、高端裝備制造行業業績增長顯著。深
交所數據顯示，上半年，創業板生物產
業、高端裝備制造業凈利潤分別同比增
長 42.88%、18.34%，遠超其他行業。雖
然新材料產業、數字創意產業受疫情影
響上半年凈利潤有所下滑，但得益於消
費需求恢復，在第二季度分別實現環比
增長 93.01%、64.20%。
可以看出，具備新經濟、高科技特
征的行業呈現出韌性強、潛力足的特征
。在疫情和國內外復雜經濟環境挑戰下
，以其獨有的競爭優勢，率先實現需求
快速恢復，凈利潤高速增長。
從科創板公司來看，存貨周轉率甚
至比去年有所提升，說明庫存消化較好
。這也從壹個側面反映了科創板公司產
品契合市場需求，具有市場潛力和競爭
力，與部分傳統行業需求疲弱、恢復緩
慢的現狀形成鮮明對照。
研發投入持續增強 疫情催生新需求
綜合來看，研發投入持續增強、疫
情催生新需求等原因都是新經濟、高科
技行業業績表現優異的原因。
從科創板和創業板來看，壹個顯著
的特征是企業研發投入增長明顯。研發
投入增強，進而通過科技成果轉化帶來

更高收益，成為支撐相關板塊企業業績
快速增長的壹個原因。
上半年，創業板公司研發費用合計
近 350 億元，同比增長 7.01%。科創板公
司共計投入研發金額 129 億元；研發投
入占營業收入比例的平均值為 18.53%，
比去年全年提高 6 個百分點。
從具體公司來看，寧德時代上半年
研發費用高達 12.98 億元，邁瑞醫療、藍
思科技、欣旺達、深信服、匯川技術等
公司的研發費用金額也達到 5 億元以上
。
這些持續加大研發投入的企業，大
多也獲得了良好的業績回報。以“超額
完成了上半年經營目標”的藍思科技為
例，上半年，其實現營業收入 155.68 億
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37.05%；歸屬於上
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 19.12 億元，較上年
同期增長 1322.42%。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環境，我
國部分高端制造企業已具備較強的“補
位”能力。
今年年初，在疫情影響下海外多個
國家呼吸機短缺，全球對呼吸機的需求
激增。“我們從年初二就開始加班，源
源不斷為抗疫提供呼吸機、監護儀等產
品。”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李西廷說。
而在生物醫藥領域，隨著國內疫苗
產能投資和高標準實驗室投資需求的上
升，生物制藥業務板塊景氣度明顯上升
。受益於疫情防控和醫療需求增加帶動
，檢測試劑公司聖湘生物、碩世生物、
東方生物等盈利增速較高，均超 9 倍。
國產替代進程加快
資本市場改革助力
部分高技術制造業上市公司凈利潤
快速增長的壹個重要因素是國產替代，
半導體行業上市公司就屬於此類。中證
金融研究院公司金融部副研究員孫即說
：“上半年，半導體行業上市公司受益
於稅收、資金等多維度國產替代政策支
持，凈利潤同比增長 80%。”
新經濟、高科技行業快速增長的背
後，資本市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保
障。去年以來，我國資本市場改革全面
加快，科創板、創業板先後試點註冊制

，並不斷完善其他基礎制度改革，提升
了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能力。
以再融資新規為例，2020 年 2 月，
證監會優化完善再融資新規，6 月，創
業板再融資機制進壹步再優化。上半年
深市上市公司的資本運作熱度即明顯攀
升，共有 375 家公司披露再融資方案，
金額合計超 4800 億元，其中創業板公司
達 210 家，方案金額合計近 2300 億元。
“壹個企業特別是壹個高科技企業
的發展壯大，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持續的
催化劑和養分。”國泰君安董事長賀青
表示。
近年來，在我國創新驅動戰略推動
下，從宏觀政策到行業政策，再到地方
政策，都為新經濟、高科技行業發展提
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
在政策和市場的推動下，專家預計
下半年新經濟、高科技行業有望延續快
速增長態勢，為我國依靠創新驅動的內
涵型增長不斷增添動力。

道指微幅高開納指跌 1.6% 科技股回調明顯
綜合報導 美股開盤漲跌不壹，道指漲 0.05%，
納指跌 1.60%，標普 500 指數跌 0.45%。
盤面上，領漲的 5 個板塊分別為：航空公司漲
幅為 1.82%；食品分銷漲幅為 1.44%；廣告營銷漲幅
為 1.34%；醫藥零售漲幅為 1.15%；住宿業漲幅為
0.92%。其中航空公司板塊領漲股為上漲 3.57%的
Azul Sa，上漲 2.7%的勒莫國航，上漲 2.66%的 Ryanair Holdings Plc Ads Each Repr 5 Ord Eur0.012
Post Rev Sp，食品分銷板塊領漲股為上漲 5.16%的
G. Willi-Food，上漲 1.59%的 Us Foods Holding Corp
，上漲 1.5%的西斯科。
領跌的 5 個板塊分別為：汽車制造跌幅為 6%；
半導體跌幅為 2.74%；數碼娛樂跌幅為 2.68%；太陽

能跌幅為 2.57%；健康信息服務跌幅為 2.54%。
科技股方面，知名科技股中蘋果跌 2.34%；
Facebook 跌 1.67%；亞馬遜跌 1.32%；微軟跌 1.14%
；谷歌跌 1.25%；奈飛跌 1.6%；特斯拉跌 7.24%。
道指 30 個成分股中，摩根大通漲幅超過 2%。
中概股方面，知名中概股中阿裏巴巴跌
2.44% ； 百 度 跌 0.4% ； 京 東 跌 2.67% ； 網 易 跌
1.2% ； 新 浪 跌 0.56% ； 新 浪 微 博 跌 1.87% ； 拼 多
多 跌 2.4% ； 趣 頭 條 跌 1.44% ； 蔚 來 跌 4.42% ； 愛
奇 藝 跌 1.64% ； 迅 雷 跌 0.28%；陌陌跌 8.44%；歡
聚時代跌 1.82%；虎牙跌 3.6%；嗶哩嗶哩跌 4.01%
；汽車之家跌 0.75%。
在美上市中概股有 39 只上漲，萬春醫藥、愛

點擊、優信二手車、眾巢醫學、愛鴻森、播思科技
、穩盛金融、上為集團、農米良品、中國電信等 10
只個股漲幅居前，其中萬春醫藥漲 5.11%；愛點擊
漲 4.56%；優信二手車漲 4.05%；眾巢醫學漲 3.74%
；愛鴻森漲 3.32%。
中概股有 147 只下跌，中國陶瓷、Color Star
Technology Co Ltd、第九城市、美國綠星球、多尼
斯、陌陌、人人網、唯品會、知臨集團、CBAK 能
源科技等 10 只個股跌幅居前，其中中國陶瓷跌
14.21%；Color Star Technology Co Ltd 跌 10.98%；
第九城市跌 10.34%；美國綠星球跌 9.53%；多尼斯
跌 9.09%。
歐洲市場方面，截至發稿，英國富時 100 指數

報 5960.30 點，漲幅 0.33%；法國 CAC40 股價指數報
5103.49 點，漲幅 1.43%。
亞太市場中，滬指收報 3384.98 點，跌幅 0.58%
；深成指收報 13772.37 點，跌幅 0.83%。香港恒生
指數收報 25007.600 點，跌幅 0.45%。日經 225 指數
收報 23465.53 點，漲幅 0.94%。
油市方面，WTI原油期貨跌幅2.5%，報40.472美
元/桶；布倫特原油期貨跌幅2.48%，報43.327美元/桶。
其 他 市 場 方 面 ， 美 元 指 數 上 漲 0.14% ， 報
92.7800。歐元/美元跌 0.04%，報 1.1848。英鎊/美元
跌 0.4% ， 報 1.3288。 美 元/日 元 漲 0.13% ， 報
106.3200。 美 國 COMEX 黃 金 期 貨 漲 0.2% ， 報
1948.680 美元/盎司。

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上週財經回顧 （8/31-9/4）：
上週股票市場出現了波動性回調，週四下降了 3％，週五
下降了 1％。在上週之前，標普 500 指數連續四個星期上漲，
科技股引領該指數再創新高。勞工部上週發布的數據顯示，首
次申請失業金人數為 881,000，好於分析師的預期。 8 月份經
濟也增加了 140 萬個工作崗位，生產率提高了 10.1％。截止上
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8133 點（週跌幅 1.8%，年跌幅
1.4%），標普 500 指數收盤 3427 點（週跌幅 2.3%，年漲幅 6.1%
）， 納斯達克收盤 11313 點（週跌幅 3.3%，年漲幅 26.1%）。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不尋常的 2020 年已過了三分之二，勞動節的到來通常標
誌著夏天的正式結束，年度接近尾聲。下面回顧一下今年的一
系列經濟和市場指標。
今年市場波動劇烈，但 3 月尤為明顯，其中包括單日下降
12％（過去 50 年來第二糟糕的一天），以及隔幾日後的兩日
單日增幅 9％。在 3 月下旬觸底之後，股市一直處於穩定的高
位，其間波動相對較小，僅包括 22 個每日漲幅大於 2％的波動
。上週四股市下跌了 3％，因為一些長期上漲的行業（如科技
股）在經歷了長期的連勝之後被拋售。這並不是市場新一輪走
低的開始，而是為一個已經長時間上漲的市場提供了正常的、
健康的、和必要的喘息。
今年早些時候，由於疫情股市迅速下跌了近 35％。儘管這
樣的市場跌幅並非罕見，在過去 75 年中出現了 5 次，但這是十
多年來的第一個熊市， 而且下跌速度僅在 23 天之內。歷史上
35％的下降平均需要 348 天。股市的急劇下跌後續被同樣強勁
的消費反彈所抵消。即使上周小幅下跌，標普 500 指數仍較 3
月份的低點上漲了 50％以上。這是自 1945 年以來，市場在同
一自然年中首次經歷了超過 25％的跌幅和 50％的漲幅。分析
師認為，新牛市的漲幅不會耗盡，但隨著經濟復甦，波動性和
周期性調整應可預見。
第二季度美國經濟 GDP 收縮 32％，下降幅度是 08/09 金融
危機期間最糟糕季度的 4 倍。而目前經濟狀況已明顯改善。經
濟的逐步開放和政府對家庭的刺激措施的結合，推動了消費支
出的健康反彈，這可能會導緻美國第三季度 GDP 季度增幅最
大（有記錄的最佳季度是 1950 年的 16.7％） 。在第三季度開
始反彈之後，分析師認為經濟將繼續增長但步伐將更加緩慢，
因為仍然高企的失業率（目前 8.4%）和全面重新開放經濟帶來的
挑戰限制了增長。不過，即使適度的經濟增長（只要持續存在）
也可以為投資市場的表現提供有利環境和必要支持。
在今年初，標普 500 指數中最大的五隻股票約佔該指數市值
的 18％，這比三年前的約 12％有所增加，反映出近年來許多大
型科技公司的強勁增長和業績。今年，大型科技公司的領導地位

德州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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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提高，排名前五位的公司（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和
Facebook）現在已構成標普 500 指數市值的 24％以上。如果最大
的五隻股票經歷了一些回調（上週四的下跌就是一個例子），就
會使市場更容易受到短期波動的影響。在 90 年代末，排名前五
位的股票（通用電氣，微軟，思科，沃爾瑪和英特爾）佔該指數
的 18％以上。隨著時間的流逝，處於領導地位的資產類別和行業

會不斷輪換。投資者應理性的認識到，沒有任何一個行業或公司
是可以不斷強勢增長的，資產多元化分配佔投資成功因素的 90%
， 短時間內一個行業或一家公司的回報率，並不能取代平衡和
多元化投資組合的重要性和價值。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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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港生輾轉返穗開學
為明年畢業作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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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一學期學費 返校上課踏實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香港文匯報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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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生傅欣媚隔離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後如期返校。
後如期返校
。圖為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傅欣媚在學校。
傅欣媚在學校
。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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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欣媚從港返校流程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因隔離產生的額外返校花銷約5,500元港幣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所需出示證件、
時間
環節內容
必需費用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文件內容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8月21日
在港核酸檢測 核酸測試材料包 985元港幣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8月22日
購買從香港到珠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58元人民幣
下午2時
海的直通巴士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8月22日
入大橋珠海口 出示核酸檢測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下午3時
岸過關
憑證 、回鄉證

家長
：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在大橋入境內
8月22日
赴隔離酒店接
地口岸進行免 回鄉證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下午3時30分
駁巴士免費
費鼻喉檢測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中國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檢測免費，酒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酒店辦理入住 店 230 元人民
8月23日至
隔離 14 天，其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需出示檢測憑 幣/晚（不包餐
9月5日
間檢測2次
證 、回鄉證
食），外賣日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均5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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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用手機掃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珠海停留玩耍 碼，手機填寫
9月5日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一天，入住市 表格信息，隨
下午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區其他酒店
後生成藍色邊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框健康二維碼
的最後一絲希望。搭高鐵從珠海至
高鐵票（二等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日介紹，
9月6日
廣州南站，滴滴
座6 ）
70 元 人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打車到學校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民幣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出示學校入學
9月6日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返校
批次信息碼以
下午3時
及掃粵康碼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終於回校了。”7 日，
廣州一所港澳學生集中的
高校迎來第二十二批次返
校學生。就讀該校 2017
級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
的港生傅欣媚，在珠海結
束 14 天隔離後，如期返

傅欣媚感慨，年初新冠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自
己剛剛結束了學校專門組織的港澳台僑學生在

海南的五天志願活動。回到香港家中的那一天，武漢
因疫情開始封城。未料想，再回廣東返校上課，路程
漫漫、花銷重重。
傅欣媚說，因為疫情原因，媽媽滯留內地，家裏
爺爺奶奶年歲較大，所以自己承擔了不少家務活動。
上半年在家上課，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響。為了如期
返校，傅欣媚一邊關注香港特區政府實時發布的疫情
防控、通關等信息，另一邊也及時和學校師兄師姐、
同學保持在線聯繫，隨時交流“返校攻略”。

檢測出結果 24小時內抵珠海

作準備。
從香港坐直通巴士到珠海過關，傅欣媚讚歎，全
程快捷順暢。“全程就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關口和珠海
關口通關時出示了自費的檢測憑證。”

過關再檢兩次 直達隔離酒店

到了珠海關口過關期間，傅欣媚還進行了兩次免
費的鼻喉檢測。隨後就如常過關，被隨機分配到一輛
大巴去往酒店。
傅欣媚回憶說，一般都是 30 人一批次的大巴直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接去隔離酒店，和自己同車的也有不少學生。其中還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有一位女同學因為住酒店隔離的預算費用帶得不夠，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在辦入住前致電香港家中的親人臨時轉錢。
“我們外招生一學期的學費是 6,000 多（元人民
幣，下同），這次隔離酒店餐飲花銷都差不多
5,000，相當於一學期的學費。”和傅欣媚一樣感慨這
筆支出有點心疼的還有不少港生。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同一學校的 2018 級土木工程專業的劉同學就因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為隔離住酒店花銷大而且隔離時間太長，還留守香港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家中。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我正式的返校準備從 8 月中旬就開始了。”傅
校註冊，準備開啟大四學
欣媚透露，自己8月20日把核酸測試包送到指定點。
隨即在第二天下午 6 時收到檢測結果。“收到信息的
年的新生活。疫情之下，
時候，剛好準備吃晚餐。”傅欣媚透露，看到信息的
返校復課費時費力費錢
第一時間，下意識就立馬去搶車票。
“檢測憑證只有 24 小時有效，我算了算時間，
財。傅欣媚透露，隔離住
再看了一下巴士的剩餘車票數量就開始緊張了。”傅
酒店的花銷快趕上一學期
欣媚說，原本買了下午 4 時到珠海的車票，但擔心
盼港出健康碼 免隔離更便利
的學費，不過，“花錢的
“24小時”的時限，自己和同行的校友一起在8月22
號直接去蹲守下午2時的車次。
“（本月）7號，我們專業已經正式上課。我和好
那一刻心疼，花完的時候
“好幸運，坐上了兩點（下午 2 時）的巴士去珠 幾個同學都只能在家繼續上網課。”劉同學透露，目
卻也踏實不少。這意味
海。”傅欣媚綜合同學們前期返校隔離經驗，對比發 前和另外三四位同學都在觀望港版健康碼早日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現在珠海隔離的酒店費用相對深圳會便宜不少。
這樣能免去隔離的花銷和時間。
着，學習生活可以逐漸步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能省一點是一點，所以我首選珠海酒店隔
“當然也期待能盡快回到線下課堂。”劉同
入正軌了。”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離。”傅欣媚介紹說，自己着急如期返校主要是為了 學期盼香港疫情早日得到控制，粵港兩地能早日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在大四期間考取相關的資格證書。為了明年的畢業季
正常通關便利往來。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建報道）4 定是到校上課，還是選擇在網上上課。為保障學 操訓練，我覺得必須到學校上效果才好。”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日晚近10時，港生胡淑盈從廣州乘坐動車抵達福
胡淑盈介紹，一進校門，就有專人對學生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生受教育的權利，對線上上課的學生，每堂課與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州福建中醫藥大學校區，開啟了她大三的新學年
在校生同步，同時還有學生幫忙抄錄課堂筆記的
行李進行消毒，同時棄掉自戴的口罩，換成學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課程。胡淑盈說，為了回學校上課，她8月6號就 輔導等，確保線上授課與線下一樣效果。
校發放的口罩。學校實行封閉式管理，學生若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從香港出關到深圳隔離14天，然後和家人住了一
今年就讀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專業三年級的 要外出需向老師寫申請，寫明去往何處及返校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段時間。
胡淑盈說：“這學期除了‘金匱要略’、‘診斷 時間，學校蓋章同意之後才可外出；回校後，
據福建中醫藥大學國際交流合作處鄭老師介 學’外，還有很多實訓課，比如皮膚美容護理技 在兩小時內提交外出情況報告給學校備案。
紹，對於在境外的國際學生，學校讓他們自主決 能、針灸技能培訓和臨床技能培訓，這些都要實 “防疫措施非常嚴格，我也覺得很安全。”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港生：防疫香囊暖心

福建中醫藥大學開學

■責任編輯：凌晨曦
經濟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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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股文件收入造假 誇大逾67億人民幣

證監會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
處對天合化工及其執行董事魏宣
展開研訊程序，指他們發出的天
合上市招股章程將該公司的收入
誇大逾 67 億元人民幣。證監會
正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中國外儲增

證監尋天合化工董事“回水”35億

■8 月末內地外匯儲備規模升至
3.1646
1646萬億美元
萬億美元。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
國人民銀行 7 日公布，8 月末內地外匯儲備規模
升至 3.1646 萬億美元，較 7 月增加 102.18 億美
元，刷新 2016 年 9 月以來新高。國家外匯管理
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解釋，受主要經
濟體貨幣政策預期、宏觀經濟數據等因素影
響，8月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非美元貨幣相對美元
總體上漲，資產價格漲跌互現。匯率折算和資
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令當月外匯儲備
規模有所上升。

213 條尋求原訟法庭頒令，將該
公司所有公眾股東回復至他們在
況。天合就其於香港進行的首次
公開發售，在 2014 年 6 月 9 日發
出招股章程，並籌得約 35.2 億
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換言之，
天合化工或其董事今次或需向投
資者“回水（退款）”至少 35.2
億港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證監會認為，魏宣（左二）在關鍵時間是天合的主要間接股東兼行政總裁。

證

監會 7 日指，魏宣在關鍵時間是天合的
主要間接股東兼行政總裁。而天合的招
股章程所載有關其在 2011 年至 2013 年財政年
度的往績記錄期間的銷售收入和溢利在要項上
包含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有關資料相當可能
會誘使他人認購或購買天合股份及/或令天合
於香港的股價上升。

往績總收入有53%誇大
至於證監會調查發現，招股章程所披露的
126 億元人民幣天合往績記錄總收入之中，約
有53%被誇大。
證監會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13
條展開的研訊程序中尋求多項命令，包括（但
不限於）指示天合及魏透過向所有在研訊程序

於今年 6 月 2 日展開時持有天合股份的公眾股
東，支付回復原狀所需的款項或向他們回購該
等股份，以便將他們回復至認購或購買有關股
份之前的狀況，及/或向公眾股東支付損害賠
償。

天合保薦人去年已被罰巨款
證監會去年 3 月曾向 4 間涉及缺失的新股
保薦人開出香港史上最大額罰單，向瑞銀、渣
打、美林及摩根士丹利，合共罰款 7.867 億港
元。
其中，涉及天合化工上市保薦人缺失的有
瑞銀、摩根士丹利及美林，摩根士丹利被罰
2.24億港元，美林則被罰1.28億港元。瑞銀由
於同時還涉及保薦中國森林及另一間公司的缺

資料圖片

失，被罰3.75 億港元及吊銷有關牌照1年。
事實上，若保薦人在保薦新股時犯有缺
失，需向投資者作出賠償是有先例的。2009
年上市的台資公司洪良國際，因涉及招股資料
造假及誇大財務數據，翌年被廉署搜查及遭證
監勒令停牌，並被法院凍結近 10 億港元資
產。至 2012 年 6 月，法院頒令洪良須以停牌
前的每股 2.06 元，向 7,700 名小股東回購股
份，合共“回水”10.3 億港元。當年洪良國
際的保薦人、台資的兆豐資本亦被罰款 4,200
萬港元兼釘牌，兆豐資本之後更退出香港市
場。
證監會於 2017 年 5 月 25 日已暫停天合的
股份交易。香港聯合交易所則由今年6月11日
起，取消天合上市地位。

8 月，美元指數持續低位震盪，全月微跌
0.4%。弱美元之下，非美貨幣獲得支撐，人民
幣、歐元、英鎊、日圓兌美元分別升值 1.8%、
1.4%、2.2%和0.1%。與此同時，美國三大股指
單邊上行，標普 500 指數按月漲 7%，納斯達克
指數在科技上漲推動下屢創新高，樂觀情緒推
動風險資產全面上漲。
由於人民幣兌美元明顯升值，8月資本外流
壓力有所下降。雖然由於 A 股市場震盪調整，
北向資金結束連續 4 個月淨流入，轉為淨流出
20.28 億元（人民幣，下同），但境內債券市場
吸引力依然強勁，7 月外資入境買債規模達到
1,650 億元再創歷史新高。真實貿易投資也推動
外匯儲備增長，在出口超預期增長下，商品貿
易順差收窄、服務貿易逆差維持低位，外商直
接投資持穩。

億美元 近 年高點

102

認購或購買天合股份之前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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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數月跌0.4%

建行：經濟向好撐人幣

近期人民幣出現一波超預期的單邊升值，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5月底觸底反彈以來累計升
值 5%，8 月升值 1.8%。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分
析師劉漢濤分析認為，近期人民幣匯率升值迅
速，一方面是經濟持續向好的基本面，支撐人
民幣走強，中美雙方對於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
執行情況持正面評價，市場對中美負面消息的
耐受能力增強。另一方面，中美利差持續擴
大，中國 10 年期國債與美國國債利差超過 233
個基點，進一步創新高。
劉漢濤認為，監管機構已經基本退出常態化
干預，最大不確定性來自中美關係。“如果美國
採取殺傷力更強的金融制裁、長臂管轄權等措
施，人民幣匯率可能出現貶值；如果針對香港國
安法美國制裁措施影響有限，‘靴子落地效應’
反而會加速人民幣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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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說假如有可能 他將在“明天”接種COVID-19 疫苗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
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說，如果“明天有疫苗”
，他將接種 COVID-19 疫苗。
在與蘭開斯特（Lancaster）的
勞工領導人會晤之後，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新聞（CBSNEWS）向拜登
詢問，如果特朗普政府在選舉前批
准了 COVID-19 疫苗，拜登是否
會接種疫苗。
拜登回答：“我想看看科學家
們怎麽說。” 我希望疫苗完全透
明。
他對總統說：“問題之一是他
在玩弄政治手段，他做了很多不正
確的事情。”
如果政府宣布疫苗已獲批准，
到底有多大比例的美國人渴望接種
疫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週日
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現在全
國只有 21％的選民說，如果免費
獲得疫苗，他們將盡快接種疫苗，
低於 7 月底預估的 32％。
多數人說，他們會考慮，但是
會等著看別人接種後發生了什麽，
然後再決定是否接種。叁分之二的
選民認為，如果最快在今年宣布有
疫苗，他們最初的想法是，沒有進
行足夠的臨床測試就匆匆批准了疫
苗，而不是很快取得了科學成就，
這可能構成疫苗接種的障礙。
拜登在談到特朗普總統時說：“我擔心如
果我們確實有一種非常好的疫苗，人們將不願
接種。因為，總統正在損害公眾的信心。”
“但是，請上帝保佑我們，如果我明天能得到
疫苗，那我就去接種。如果影響到我的大選，
我也會去接種。我們需要疫苗，現在就需要，
我們必須聽科學家們的話。 ”
拜登的競選搭檔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週日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的“國情咨文”中播出的一次採訪中說，如果
在選舉前有獲得批准的疫苗， “我不會信任唐
納德·特朗普，那必須有一個他所談論的疫苗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大量信息來源。我不會相信
他的話，他希望我們注入漂白劑，不，我不會
相信他的話。”
她在隨後的採訪中說，如果最高級別的傳
染病專家安東尼·福西博士說可以安全接種並且他也接種了疫苗
，她說她會相信他的話。

特朗普總統週
一重申，將在“創
紀錄的時間內”生產一種 COVID-19 疫苗，並再次表明美國
“甚至可能在十月份獲得該疫苗” 的可能性。

他抨擊拜登和哈裏斯的“反疫苗言論”，並呼籲他們“為此
道歉，聲稱這是出於政治目的。” 總統發誓 “這種疫苗將非常
安全和有效。”

休城工商

乙型肝炎知識問答

• 乙肝患者是感染新冠病毒
(COVID-19)的高危群體麼？
o 目前還沒有任何資訊表明乙肝
患者是感染新冠病毒或患上新冠重病的
高危群體。但從已有資訊來看，老年人
以及患有嚴重基礎疾病的各年齡段群體
，其中包括肝病患者，罹患新冠重病的
風險更高，特別是在他們的基礎疾病未
能得到良好控制的時候。乙肝患者應採
取與其他基礎疾病患者相同的預防措施
，例如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以避免感
染或傳播新冠病毒。如果您患有乙肝並
正在接受治療，那麼您應該保持治療並
遵循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建議。
• 什麼是乙型病毒性肝炎？
o 乙型病毒性肝炎（簡稱乙肝）
是一種由乙肝病毒引起的對人類肝臟造
成傷害的傳染性疾病。一部分人在接觸
乙肝病毒之後沒有辦法抵抗感染，並會
被病毒伴隨終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
些患有慢性乙肝的人群會轉為更嚴重的
肝臟疾病，其中包括肝硬化和肝癌。目
前慢性乙肝在世界範圍內已成為引發肝
癌的首要原因。
• 乙肝有多普遍？
o 乙肝病毒在世界範圍內都非常
普遍。現在全球有接近 3 億人患有慢性
乙肝，其中在美國的慢性乙肝患者有

200 萬左右。每年約有 78 萬人因乙肝相
關的肝臟疾病死亡。
• 乙肝有哪些症狀？
o 乙肝通常沒有症狀，有許多人
感染乙肝數十年也不會感到不適。如果
出現病症，可能的症狀包括發燒，疲勞
，食慾不振，胃痛，胃部不適，嘔吐，
尿色深，淺色糞便，關節疼痛，皮膚和
眼睛發黃。

• 為什麼乙肝對亞太裔族群的影
響要超過其他族裔？
o 人類感染乙肝已有數千年之久
，在世界某些區域包括亞太地區較為常
見。在這些地區中有多達 20%的人會感
染乙肝病毒。在高感染率國家出生的人
有很大的感染風險，這也是為什麼在美
國的亞太裔平均每十二個人中就有一個
人會感染乙肝。正因為如此，亞太裔也
是肝癌患病的高危群體。但是通過醫療
護理及治療，許多肝癌病例是可以避免
的。
• 為什麼檢測乙肝對亞太裔族群
非常重要？
o 乙肝檢測能夠拯救生命！即使
乙肝病毒多年來一直在悄然無息地對他
們的肝臟造成傷害, 大部分慢性乙肝患
者都沒有任何症狀。
• 乙肝有治療方式嗎？
o 對於一名乙肝患者來說，了解
有效的治療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
可以幫助他們緩解肝臟損傷甚至預防肝
癌。如果醫生知道您患有乙肝，他們能
夠幫助觀察您的肝臟健康狀況以及評估
您是否需要用藥，這些藥物能夠停止病
毒在您體內繼續繁殖。醫生還可以給您
提供關鍵的飲食建議，並在您服用任何
药物或草藥之前進行評估，因為部分草
藥可能會造成肝臟損害。
• 乙肝有哪些傳播途徑？
o 乙肝通過血液以及其他體液直
接接觸傳播。許多慢性乙肝患者是在分
娩期間以及初生嬰儿期被感染的。乙肝
不是遺傳病也不會被遺傳。
• 乙肝不會通過哪些渠道傳播？
o 乙肝不會通過日常接觸或者唾
液傳播。如果您和乙肝患者一同居住，
您可以放心與他們一起用餐，分享食物
餐具以及讓他們幫忙準備食物。擁抱，

咳嗽，打噴嚏以及接吻也不會傳播乙肝
病毒。您無需在家中替乙肝患者準備單
獨的餐具或居住區域。
• 乙肝能夠預防嗎？
o 現在已經有安全有效的疫苗能
夠預防人們被乙肝傳染。但不幸的是有
許多人在注射疫苗前就已經被感染。目
前初生嬰兒例行接種乙肝疫苗已經在全
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及地區執行。任
何與乙肝患者一起生活的人也應該注射
疫苗以防乙肝傳染。
更多視頻:

乙 肝 與 你 的 肝 臟: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Q6G4vahQsss&feature=
youtu.be
Jacki 的 故 事: https://youtu.be/
pJ67wRP-R1g
Kat 的 故 事: https://youtu.be/DIItzGJDjtk
Alice 的 故 事: https://youtu.be/
4iUmGyBJ62I
Alan 的 故 事: https://youtu.be/
NwDm4udPW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