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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地王又頻現 二三線城市樓市異動
記者近日在銀川、石家莊、南京、

徐州等地調查發現，近期房地產市場回

暖，部分二三線城市樓市再現火爆景

象，壹些樓盤“開盤即售罄”“壹房難

求”。當前疫情趨於穩定，房企融資環

境相對寬松，拿地熱情較高，潛在購買

力也開始釋放。在此背景下，銀川、唐

山、成都、沈陽等城市多次上榜全國新

房、二手房房價環比漲幅前十。業內人

士認為，當前部分二三線城市房價上漲

與疫情趨穩後需求得到釋放有關，但應

繼續堅持“房住不炒”政策導向，堅決

打擊捂盤、炒房等行為，減少對“土地

財政”的依賴。

部分城市房價上漲明顯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70個大中城市住

宅銷售價格月度報告顯示，7月份，新

房同比漲幅前十名分別是銀川、唐山、

西寧、呼和浩特、徐州、南寧、錦州、

成都、無錫、揚州。其中，銀川市新房

價格環比上漲2%，同比上漲17.6%，新

房價格已連續3個月領跑全國。

記者日前走訪銀川多個樓盤發現，

每平方米八九千元的價格非常普遍，壹

些熱門板塊更是突破萬元，熱銷、“壹

房難求”已成為普遍現象。在某十強房

企售樓部內，人頭攢動，熱火朝天，置

業顧問應接不暇。“房子根本不愁賣，

基本處於開壹棟清壹棟的狀態。”壹名

置業顧問告訴記者。

在眾多購房者中，不乏想借房價上

漲大賺壹筆的投資客。“今年房價這麽

好，有閑錢放在銀行卡裏，不如拿來做

壹些投資。”銀川市民何女士雖然已有

兩套住宅，但還想再買壹套。

在南京，進入3月中旬後，房企供

貨量上漲明顯，市場隨之出現回暖行情

，並壹直延續。官方數據顯示，1-6月，

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超3.6萬套，

已經恢復到常年平均水平。7月份，南

京新房成交量環比上漲約20%，新房市

場持續活躍。不僅如此，二手房市場也

熱度不減。7月份，南京市二手住宅價

格環比上漲0.4%，同比上漲5.2%。

國大地產是石家莊市最大的二手房

中介，該公司壹位負責人說：“今年

7 月以來，房地產市場有了明顯回暖

傾向，銷量顯著提升，其中 7月份環

比上漲了 20%左右，同比上漲了 40%

左右。目前市場回暖，也與疫情趨於

穩定有關系，不少潛在客戶開始選擇

出手。”

壹些城市接連拍出“地王”
記者調查發現，不少城市土拍市場

接連拍出“地王”、地價不斷被刷新，

成為助推房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7月28日，徐州市新城區大龍湖迎來

了壹場激烈的競拍。壹幅地塊起始樓面

價為每平方米8010元，開拍2分鐘後，

就迎來了三次億元級加價，開拍5分鐘

，樓面價已經刷新“地王”。經過4小

時224輪的競拍，最終，儒辰地產以總

價14.22億元拿下該幅地塊，成交樓面價

為每平方米16180元，創下徐州市住宅

用地單價新紀錄。

數據顯示，上半年，徐州市土地出

讓金總額達248億元，與2019年同期相

比增加了71.03%。而在南京市，上半年

土地市場也明顯轉暖，甚至出現個別地

塊出讓時達到最高限價、超百輪競價的

現象。

8月26日，銀川土拍市場“地王”

連續刷新，壹天之內樓面價從首次突破

每平方米5000元，到迅速逼近6800元，

畝均價也突破了800萬元，地產從業人

員幾乎陷入壹片狂歡。

寧夏同策易大房地產咨詢有限公司

董事長易榮華說，房價、地價上漲與價

格窪地也有關系，銀川房價在全國省會

城市（首府城市）中排名靠後，與周邊

省會城市房價差距較大，近期的漲價存

在壹定程度的補漲因素。

河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玉梅分析

認為，目前的房地產市場表現與貨幣政

策較為寬松有關系，廣義貨幣供應量

（M2）處於較高增速，對小微企業、農

業企業的壹系列貸款可能也會有小部分

流入樓市。

壹些業內人士分析認為，除了寬松

的貨幣政策，“地王”頻出原因還有很

多，比如房企必須有充足的土地儲備，

不拿地就沒有新的融資和新的業績，企

業穩定發展就難以為繼。當然，也不排

除房企用拿地來制造市場火熱的氛圍，

引誘消費者購房，從而達到推動市場回

暖、拉動房價上漲的目的。但是，隨著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貨幣政策回歸穩健

，房企資金鏈就會緊繃，拿地熱情或將

降溫。

此外，房價快速上漲，也刺激了壹

部分恐慌性購房需求，在買漲不買跌的

心理作用下紛紛湧入樓市，也反過來在

壹定程度上進壹步促成了房價的上漲。

堅持“房住不炒”政策導向
在房價預期持續上漲的情況下，個

別城市捂盤惜售等情況開始出現，部分

房企已經達到預售條件卻遲遲不拿預售

證，捂盤等待房價繼續上漲。對此，地

方政府部門發布相關政策，加強樓市調

控和管理，謹防房價不合理過快上漲。

7月份，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產局

等7部門聯合發布了促進市場平穩健康

發展的通知，優先保障本市戶籍無房家

庭購房、限制離婚購房、加強熱點樓盤

銷售管理。9月8日，銀川市住建局召開

房地產市場調控會商會，60多家房企參

會。會議提出，對於9月1日前開盤的項

目，短期內以9月份擬銷售均價不得高

於8月份均價為原則予以調控；對於9月

1日後新開盤的項目，銀川市住建局將

結合項目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價格區

間。

業內人士認為，當前樓市存在壹些

亂象，應收緊樓市調控。過高的房價已

經超出很多百姓的承受能力，部分樓盤

其實仍有不少房源可選，與房企公開宣

傳的“持續熱銷”不符。與此同時，由

於壹些二三線城市缺乏相應的人口規模

和產業支撐，過快上漲的房價存在風險

隱患，也透支了未來市場。

“壹定要珍惜來之不易的房地產調

控成效，防止部分城市出現政策變化

‘壹日遊’的情況。”張玉梅建議，信

貸政策應更加嚴格，如潛在購房者在申

請購房貸款時，可對5年內交易較為頻

繁的人應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相應的限制

，壓縮投機客的生存空間。

不少專家認為，壹定要堅持“房住

不炒”政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特別是

針對短期內房價上漲較快的城市，要對

各類房地產銷售違規行為嚴厲打擊，防

止此前經常出現的分期首付、低首付等

情況，並通過對多套購房適當提高首付

比例等方式，規避炒房行為。

從業人員認為，在當前市場環境較

好的情況下，房企仍應保持理性，不要

被房價的快速上漲沖昏頭腦，嚴防捂盤

惜售、違規銷售、惡意炒作等行為。同

時，應繼續練好“內功”，推出更加優

質的產品以滿足不同客戶需求。

同時，地方政府應通過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來拓展新的財政收入來源，減少

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銀川市房地產

業協會秘書長季光軍等人建議，要對出

讓土地價格進行科學評估，不應片面強

調“價高者得”的標準，同時要對房企

從周邊配套投入、綠色節能投入、社會

公益貢獻度等方面進行綜合評判。

德州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熱帶風暴Beta昨天登陸德州，並在周二上午減弱，但氣象部門警報稱，減弱並不意味著

暴雨即將停止，相反，休斯頓地區的暴雨仍然會持續間歇進行，預計週三才有可能暴雨警報
解除。週二，休斯頓西南和東南區一些街道被淹，市長特納呼籲居民盡量不要外出，同時也
通過視訊對淹水情況做出說明。

休斯頓學區的學校受到天氣影響，當天已經停課。
如果想了解降水量和淹水狀況，請上網站
Harris County Flood Warning System
截止到週二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繼續增加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193353人, 2655

人死亡,.
德州感染人數 698387人，14917人死亡。

美國新冠肺炎病逝人數正朝20萬大關逼近，疫情不再只集
中在少數重災區，而在每個州悶燒。專家擔憂，隨著氣候漸冷、
更多人待在室內，第3波疫情恐將比夏季第2波疫情更兇猛。

路透報導，美國目前平均每天死於新冠肺炎人數達到800多
。反觀現在在澳州、加拿大、德國、以色列、義大利和英國，平
均每天死於新冠肺炎人數都不到15。

如今美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患者雖已較 7 月高峯時減少約
50%，但平均每天仍有近4萬例，在已開發國家中居首。

政府首席傳染病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本月稍早在哈佛
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舉行的一場醫師小組討論中表
示，他希望10月流行性感冒盛行季開始前，美國每日新增新冠
確診人數能降到1萬以下。

他說： 「我們有必要嚴陣以待，以安度這個秋天和冬天，因
為情勢將艱難。我們已有過經驗。永遠、永遠別低估疫情的可能
性。也別試圖過度樂觀。」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主任芮斐德（Robert
Redfield）也已警告美國民衆，準備面臨 「公共衛生角度上美國
曆來最糟糕的秋天」，因為有可能出現新冠肺炎和流感 「雙疫情
」，造成醫院負荷過重。

目前美國50個州有約20個州出現新冠肺炎新增感染人數攀
升趨勢，包括最早爆發嚴重疫情的新澤西州和紐約州。先前有數
個月，這兩州單日新增染疫人數持續減少。

最近單日確診人數增幅最大的州，包括北達科他州和威斯康
辛州。這兩州從6個多月前疫情爆發以來，新增染疫人數持續攀
升，至今仍未觸頂。

其他如南卡羅來納州和猶他州，新增確診人數在7月觸頂後
明顯下降，但最近又再度上升。

美國最早在今年 1 月於西岸的
華盛頓州開始爆發疫情，隨後在 3
和 4 月迅速擴散至紐約市和東北部
數個州。到了夏季初期，疫情暫時
緩和；但到了 7 月，染疫和病逝人
數又雙雙攀上高峯。

美國夏季這場第二波疫情起因
究竟為何，外界仍無明顯共識。但
衛生官員指出，可能原因包括陣亡
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派對
活動增加、酒吧和其他高風險商家
恢復營業，以及民衆錯誤感覺疫情
最壞情況已過。

第 2 波疫情出現了新的重災區
，包括亞利桑那州、加州、佛羅里
達州和德州，這些都是美國人口最
多的幾個州。

儘管這次有更多州強制要求戴
口罩，當局也祭出更多新的特定限
制措施，成功讓第 2 波疫情降溫。
但美國目前每日新增感染人數仍比
春季最佳情況時多出一倍。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前局
長高特里布（Scott Gottlieb）接受
CNBC新聞臺訪問時表示，他擔憂第3波疫情可能在美國散佈範
圍更廣、觸及階層更多。

他說： 「我的確認為秋冬會出現第3波疫情，並很可能擴散
更徹底、在國內更多地方出現。」

秋冬新冠疫情艱難 專家憂第3波更兇猛

今年 3 月美國國會通過的新冠疫情援助
法案中指出，享有醫保的人能夠報銷接種新
冠疫苗的費用。但近日，知情人士透露，由
於美國的醫療保險計劃不含緊急審批使用的
藥物，新冠疫苗即便得到審批也可能無法免
費接種，川普政府不得不考慮修改相關法案
，以保證為所有美國人免費接種新冠疫苗。

美國製藥業向來以FDA的審批作為安全
和療效的黃金標準。據此前報道，川普曾於
近日多次稱將會在11月前準備好新冠疫苗，
並表示一旦疫苗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的緊急審批，將會在24小時內準備
好向民眾分發。

但三名知情人士21日向《華爾街時報》
透露，由於美國的醫療保險計劃中並不包括
緊急審批使用的藥物，可能還是會讓數百萬
人自掏腰包購買政府原本預計免費提供的新
冠疫苗。

對此，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言人21
日表示，該部門目前正在研究相關方案，保
證新冠疫苗在通過緊急審批之後，所有民眾
能夠免費接種。

新冠疫苗在美可能無法免費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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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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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
明 珠海報道）“港澳青年創業孵
化中心”21日在珠海橫琴金源國
際廣場啟動，計劃引入澳門餐飲
和文娛兩大特色文化產業以吸納
更多港澳文化創意青年；將分別
與澳門餐飲行業協會打造“全球
餐飲品牌孵化中心”，與澳門音
樂產業協會、澳門演藝人協會打
造“粵港澳文化交流基地”。

將配套“私廚直播間”
據橫琴新區管委會透露，作

為首批由澳門特區政府推薦進駐
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的項目之
一，橫琴金源國際廣場項目緊鄰
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總建築面
積約3萬平方米，將打造港澳青年
文化創意聚集地。而目前辦公區
域港澳企業入駐率達40%，商業
部分商戶簽約率達80%，覆蓋了
餐飲、教育、地產經紀、文化創
意等行業。

其中，港澳青年創業孵化
中心面積約5,400平方米，由澳
門青年創立的“AHA亞哈”商
業品牌運營。該孵化中心已與
澳門餐飲行業協會、澳門音樂
產業協會、澳門演藝人協會等
簽訂運營管理戰略協議，共同
打造具有多功能配套的文創類
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平台。

同時，還將配套私廚直播
間、直播帶貨區、全息投影區、
錄音室、攝影棚、眾創辦公區等
空間，助力港澳青年在橫琴輕鬆
創業；並將攜手珠海藝術職業學
院共建產學研基地，助力橫琴培
養文化產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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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團隊入駐橫琴青創團隊入駐橫琴。。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故宮景德鎮明代御瓷展故宮景德鎮明代御瓷展

孖生孖生文物跨數百年重逢文物跨數百年重逢
9月22日起至12月20日，“御瓷

新見——景德鎮明代御窯遺址出土與故

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展”將在中國

故宮景仁宮舉行，共展出文物和標本合

計196件套。展品多是成對出現——新

發現且未曾展出的重要出土瓷器修復件

和殘片標本，配以造型、花色、紋飾等

方面相同或相似的故宮博物院藏傳世明

代御窯瓷器一同展出。數百年前，這些

展品在景德鎮出生，因品相等原因，一

隻被運往故宮，另一隻則就地打碎掩

埋。今次“兄弟”重逢進行對比展示，

可以讓觀眾辨析明代御窯瓷器傳世品和

落選品、廢品、供餘品的差別。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在展廳內，一件故宮院藏明永樂時期的青花纏
枝蓮紋壓手杯器型完好，與它並排展示的是

一件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的殘品同款壓手
杯，超半數杯體用白色修補。據了解，故宮博物
院藏有4件永樂青花壓手杯，而早年間在景德鎮明
代御窯遺址卻從無發現。直至2018年，考古工作
者將清理出的數件殘片逐一拼接，壓手杯的形狀
隱現，與宮中舊藏幾無二致。

196件套展品 分三單元展示
今次展覽以“御瓷新見”為切入點，將196件

套展品分為“紅藍相映——青花、釉裏紅、青花
釉裏紅瓷”“五光十色——顏色釉瓷”“色彩繽
紛——各種彩瓷”三個單元，展示明代景德鎮御
窯瓷器生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其中，展覽展出的明代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
的永樂朝青花纏枝蓮紋壓手杯（殘）、永樂朝釉
裏紅花卉紋筆盒（修復）、宣德朝青花卷草紋器
座（修復）以及正統至天順朝青花折枝牡丹紋如

意頭形枕（修復）、青花鏤空錢紋大繡墩（修
復）等，均屬於首次或修復後首次公開展出的重
要展品，為研究明代御窯青花和釉裏紅瓷提供新
的實物資料。

品種難得一見 豐富觀眾認識
顏色釉瓷是明代景德鎮御窯產品中的一大

類，約有20個品種，其中以永樂、宣德朝甜白
釉、鮮紅釉、祭藍釉、灑藍釉瓷，弘治朝澆黃釉
瓷、正德朝孔雀綠釉瓷以及嘉靖朝瓜皮綠釉瓷、
萬曆朝茄皮紫釉瓷等，質量最好、發色最為純
正，亦最受世人稱讚。今次展出的明代景德鎮御
窯遺址出土的永樂朝甜白釉筆盒（殘）、鮮紅釉
梨形瓜稜執壺（修復）、祭藍釉刻畫應龍紋缸
（修復）等，也是首次展出或修復後首次公開展
出的重要展品。另外，正統至天順朝青花加礬紅
彩海水龍紋梨形執壺（修復）、弘治朝白釉黃彩
梵文碗（殘）等難得一見的品種，將豐富觀眾對
明代景德鎮御窯彩瓷的認識。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分離數百年的“孿
生”瓷器？這得從瓷都景德鎮說起。自明代洪武
二年（1369年）開始，朝廷即在景德鎮珠山設陶
廠專門燒造宮廷用瓷，直至清代最後一朝宣統
止，幾乎歷朝都沿襲這種制度，而有瓷器落選則
會被砸碎銷毀埋起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景德
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先後發現明代洪武至萬曆朝
御窯瓷器落選品、廢品和部分窯爐遺蹟，經過搶
救性發掘，獲得數以噸計落選御用瓷器被打碎丟
棄的殘片和窯具標本，黏合復原出1,400多件明代
御窯瓷器，對深入研究明代御窯產品和生產制度
具有重要意義。

據介紹，2014年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市人民
政府簽署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利用各自優勢合作
舉辦“明代御窯瓷器”系列對比展便是內容之
一。自2015年以來，雙方已合辦過5個“明代御
窯瓷器”對比展和1個考古新成果展。今次展覽所
選展品貫穿整個明代御窯歷史，係雙方合作舉辦
明代御窯瓷器對比系列展的收官展。

▲▲民眾在觀賞展品民眾在觀賞展品。。
◀◀明永樂青花纏枝蓮紋壓手杯明永樂青花纏枝蓮紋壓手杯，，左為左為
故宮院藏故宮院藏，，右為景德鎮出土殘件右為景德鎮出土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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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傳集資額加碼至350億美元
料10月底上市 將成史上最大IPO

原計劃擬10月在A+H上市集資高達300億
美元的螞蟻集團，上周五已獲上交所通

過其科創板首發計劃，預料最快本周尋求香港
聯交所上市批准。彭博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
經評估早期投資者意向，螞蟻集團尋求上調集
資額至少達350億美元。螞蟻提高IPO目標，
是基於其估值從之前的2,250億美元提高到約
2,500億美元。若以該市值上市，螞蟻集團的
規模超越美國銀行，亦是花旗集團的兩倍
多。

本周尋上市聆訊 國慶後招股
知情人士續指，螞蟻集團正尋求港交所於

本周舉行上市聆訊，而花旗、摩根大通、摩根
士丹利、中金將為螞蟻集團在香港IPO的聯席
保薦人。料在國慶假期後招股，10月底上
市。

螞蟻集團在內地的上市申請方面，據上交
所披露，科創板上市委已同意螞蟻集團IPO
“過會”，即通過中證監屬下的證券發行審核
委員會核准，意味螞蟻集團經註冊後便可以開
始招股流程。

另外，據內地媒體引述接近重慶監管的消
息人士指，中國銀保監會已同意螞蟻集團籌建
重慶螞蟻消費金融公司，而該公司日前已舉辦
籌建儀式，啟動籌建工作。

華住暗盤微升 每手賺350元
其他新股方面，華住集團將於22日掛牌

上市，該股早前公布招股結果，以每股297元
定價，集資淨額逾59.24億元，一手中籤率為
100%，人人有份。暗盤價方面，據輝立交易
場的數據顯示，華住集團21日開報303元，較
招股價297元，升6元或2.02%，高位與低

位，分別為300元與305元。暗盤21日收報
304元，升7元或2.36%。以一手50股計算，
投資者每手賬面獲利350元。

內地媒體報道，內地化妝品品牌完美日
記，日前已完成新一輪融資，估值增至40億
美元。

此外，公司放棄在香港上市，並決定最快
於今年底赴美國上市。高盛、摩根士丹利負責
相關事宜。

東軟教育孖展超購逾153倍
另綜合多間券商的數據顯示，再鼎醫藥錄

得8.24億孖展認購，超額認購0.66倍。中通快
遞錄得11.3億孖展認購，超額認購0.89倍。東
軟教育科技錄得160.5億孖展認購，超額認購
逾153倍。寶尊電商錄得約0.84億孖展認購，
尚未錄得足額認購。

全球最大新股螞蟻集團漸行漸全球最大新股螞蟻集團漸行漸

近近。。據彭博消息據彭博消息，，經評估早期投資者經評估早期投資者

意向意向，，螞蟻集團正在尋求集資至少螞蟻集團正在尋求集資至少

350350億美元億美元，，較早前預計集資額較早前預計集資額300300

億美元進一步上調億美元進一步上調。。而估值將達到約而估值將達到約

22,,500500億美元億美元。。若最終落實若最終落實，，螞蟻集螞蟻集

團將超越沙特阿美團將超越沙特阿美，，成為歷來最大成為歷來最大

IPOIPO。。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岑健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巍晨 上海
報道) 央行21日發布的9月LPR（貸款市
場報價利率）連續5個月維持不變，其中
1年期LPR報3.85%，5年期以上LPR報
4.65%。不過，央行21日仍開展了總額
1,4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逆回購操
作，包括1,000億元7天期、400億元14
天期兩大逆回購品種，中標利率分別持
平於 2.2%和 2.35%。受訪專家指出，
LPR報價保持原狀符合預期，在結構性
存款規模不斷壓縮背景下，MLF（中期
借貸便利）利率和LPR報價的穩定，有
助於紓緩市場對中長期流動性的憂慮，
隨着中國經濟的持續穩步恢復，年內降
準概率正進一步降低，央行料更多借助
公開市場操作維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黃暉表
示，LPR報價在MLF利率上加點形成，
當前中國經濟仍持續恢復中，鑒於房地
產市場調控，以及市場仍存在的“資金
空轉”問題，央行已連續數月未對MLF
利率和LPR報價進行調整。

經濟修復 放水意願減
黃暉續稱，抗擊疫情期間央行利率

下行較快，銀行端壓力變得較大，隨着
經濟的快速修復，央行政策寬鬆力度已
經邊際性減弱，LPR報價下行意願亦隨
之減弱。

融360大數據研究員分析師李萬賦指
出，央行本月15日曾超量續作6,000億元
MLF操作，中標利率卻仍維持2.95%不
變。鑒於此，LPR報價繼續“按兵不
動”符合預期。他補充說，預計四季度
內地房貸市場利率將在總體平穩格局下
略有收緊。

央行周一在公開市場開展了總額
1,400億元逆回購操作，鑒於當日到期逆
回購規模達800億元，央行單日實現600
億元淨投放。央行據此解釋，此番操作
旨在對沖政府債券發行繳款等因素的影
響，維護季末流動性的平穩。

央
行
LPR
報
價
連
續
五
個
月
按
兵
不
動

■■ 央行央行2121日開展日開展11,,400400億元人億元人
民幣的逆回購操作民幣的逆回購操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螞蟻提高IPO目標，是基於其估值從之前的2,250億美元提高到約2,500億美元。若最終
落實，螞蟻集團將超越沙特阿美，成為歷來最大IPO。



BB44
星期三       2020年9月23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20

休城工商

休市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休
斯頓一位年輕的婦產科住院醫生阿
德琳·法根（Adeline Fagan）在與冠
狀病毒進行了幾個月的鬥爭中不幸
於週六早上去世。

法根的家人在她建立的 Go-
FundMe頁面上的一篇帖子中宣布這
一消息。該頁面說，當法根感染冠
狀病毒時，她剛剛在休斯頓開始了
第二年的婦產科住院醫師培訓。

這篇文章說，雖然她主要從事
分娩工作，但法根正在 Covid 患者
的急診室做輪換。儘管法根有哮喘
、上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的病史，但
她的姐妹們對休斯頓電視台KHOU
說，開始在急診室工作是“阿德林
自願想要做的”。

她的姐姐莫琳·法根（Maureen
Fagan）對KHOU表示：“她希望每
天早晨起床，去幫助婦女分娩。”

GoFundMe 頁面上的第一則帖
子說，阿德琳·法根於7月8日早上
趕到病房，感覺很好，她說“很高
興見到病人”，但到了12個小時的
輪班結束的當晚，她在貼子中寫道
，開始感到“天氣不好”。

她的症狀主要是強烈的流感樣
症狀，在一周內升級為住院。她在
醫院裡與Covid-19作戰，花費了數
週的時間，接受了幾種不同的呼吸
療法，並服用了數十種藥物，但都
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

GoFundMe帖子說，在8月3日
，進入實驗性藥物試驗之前，必須
給阿德琳插管並放在呼吸機上，因
為她的肺部不再能夠支撐她。 8月4
日，她被放置在ECMO體外膜氧合
人工肺上，在呼吸機通過正壓打開
肺部時為其血液氧合。法根的家人
在 GoFundMe 頁面上預測她將在呼
吸機和人工肺上待到至少六至八週
，以期希望她的肺部能夠自愈。

據她的姐姐莫琳·法根說，法根
沒有存活下來，她只有28歲。

法根的父親布蘭特（Brant）寫
道：“世界停下來的時間片刻，永
遠不會一樣。我們美麗的女兒、姐
妹、朋友、醫師、醫學博士阿德琳·

瑪麗·法根去世了。 ”
阿德琳·法根的姐姐

娜 塔 莉·法 根 （Natalie
Fagan） 告 訴 KHOU，
“從一開始她的妹妹就想
當醫生。”

娜 塔 莉·法 根 說 ：
“她為此奮鬥，她努力學
習，她非常刻苦地學習，
並且到達了那裡（醫生）
。”

GoFundMe 帖子繼續
感謝所有支持阿德琳·法
根的人。自8月10日創建
以來，GoFundMe頁面由
3,000 多位捐助者籌集了
超過160,000美元。

法根的父親寫道：
“即使在這最黑暗的時代
，也有好人願意為彼此分
享自己的一部分。”

他還鼓勵哀悼者“成
為世界上的'阿德琳'，充
滿熱情地幫助別的不幸的
人，在您的臉上露出笑容
，在您的心中充滿希望，
並在您的嘴裡發出迪斯尼
音樂。”

帖子中寫道，阿德
琳·法根在她生命的最後
幾天表現良好，並且在周
五晚上全家聚集在一起。
法根的父母住在紐約，與
自己的女兒一起到休斯頓
，星期五晚上接到了電話
，阿德琳的一位護士發現
她沒有反應了。

CT 掃描顯示腦出血
造成大量傷害，她的醫療
團隊正在尋求可以減輕壓
力的可能性。

醫院的一份聲明說：
“神經外科醫生說，她在
手術中倖存下來的可能性
是百萬分之一，但是即使
阿德琳倖存下來，她將面
臨一些嚴重的認知和感覺障礙。”
但最終神經外科醫生還是沒有能夠

挽救她的生命。（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休斯頓年輕的婦產科住院醫師死于冠狀病毒 終年28歲

(本報凱蒂報導) 金秋的腳步來臨，
氣溫隨著變涼，轉眼中秋節也快到了。
位於 Katy 的 「舒客超市(Souq Interna-
tional Markets)」特別推出酬賓大特價，
所有亞洲冷凍食品都30% OFF，寵物食
品高達五折特價，橄欖油則是七折優惠
，羊肉、牛肉都特價中，美式食物如沙
拉醬、番茄醬、美乃滋、芥末醬等也都
有大折扣，多是平時會用到的，朋友們
趁機趕緊行動吧。

亞洲冷凍食品30% OFF
所有的亞洲冷凍食品全部七折優惠

，包括中式、越式、泰式等，如大家所
喜愛的香腸、親親腸、生煎包、小籠包
、各種餛飩、水餃、燒賣 、包子、春捲
、鮮蝦雲吞、香菇燒賣、蟹肉燒賣、毛
豆、毛豆莢、蠶豆、素食料理(素食甘貝
蟹、香酥雞塊、素蟹肉棒、素三杯雞)、
素火腿、豆包、抓餅、湯圓、各式貢丸

、魚丸、花枝丸、蝦餃等等多種速凍食
品，都是七折優待。

寵物食品五折特價
有養貓、養狗的朋友注意了，舒客

超市所有的寵物食品全部五折特價，趁
著五折優惠多買一些備用，能省上不少
銀子。

南北雜貨便宜
在南北雜貨部分，其他超市賣到三

塊多的有機綠豆、有機黃豆、有機小米
，舒客超市都只賣$2.49。五穀類的選擇
也多，在疫情期間，有些超市沒有什麼
米的選擇，但是舒客超市的米有許多種
類可以讓人挑選。

牛羊肉乾淨

住在Cypress的陳媽媽說， 「舒客超
市」供應清真的羊肉、牛肉，眾所周知
，清真的肉很乾淨衛生，沒有什麼腥味
，價格也實惠，這裡的價格只有其他超
市的三分之二，所有的肉品看起來都很
新鮮，家人喜歡吃滷牛肉、羊肉爐，來
舒客一次，光買牛肉與羊肉就值得了，
肉的品質非常好。

多國料理食材
住在Spring的劉太太表示，舒客超

市除了有中國式食材之外，還有中東式
、日式、韓式、泰式、菲律賓式、越式
、西班牙式、美式等等的食物，由於家
人喜歡換吃不同的料理，因此，來舒客
超市可以一次買到多國食材。尤其是中
東的豆類、橄欖油、各種香料等，是她
很喜歡來舒客超市的原因。

一站搞定所有需要的用品
店東家表示，Katy(凱蒂)是一個非

常國際化的城市，並且正在迅速發展中
，希望能把超市提供的食品擴展到更廣
闊的可能，更國際化，並努力滿足各種
族群的需求，舒客超市可稱為 「真正的
」國際超市，店內不僅有超過六成是亞

洲式蔬果、海鮮肉類、南北雜貨與用品
，也有美式、中東、印度、西班牙等食
物與雜貨，顧客一站就能搞定所有需要
的東西；同時價格實惠，非常具有競爭
力， 「舒客超市」將以最好的服務與多

樣化的選擇服務顧客。
舉凡各種新鮮蔬果、肉類、生猛海

鮮、南北雜貨、烘培品、零食、冷凍食
品、罐頭、飲料、鍋碗瓢盆等，未來還
有美食街，讓顧客一次就能買齊日常生

活的各種必需用品。
地處黃金地段
katy市近年來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

，吸引許多華裔民眾在此安家立業。
「舒客超市」所處的地點，位於S. Ma-

son Road與Highland Knolls Dr.交叉口，
就是原來 「億佳超市」的位置，此地處
於Katy的黃金地段，是交通樞紐，距離
10號公路、99號高速都很近，往來方便
，學區也好。

舒客超市電話 832-680-2888。地
址是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

中秋特價酬賓中秋特價酬賓 價廉物美看這裡價廉物美看這裡
「「舒客超市舒客超市」」 推出亞洲冷凍食品七折大優惠推出亞洲冷凍食品七折大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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