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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aract Evaluation and Surgery
• Glaucoma Management
• Macular Degeneration
• Diabetic Eye Exams
• Dry Eye Management
• Routine Eye Exam
• Eyeglasses Prescription

Hillcroft Medical Clinic

Ophthalmologist
Dr. Yang is a board-certified ophthalmologist who specializes in
comprehensive ophthalmology including the medical and surgical
management of ocular disease. She previously practiced in San
Antonio and is experienced in the latest cataract surgical techniques
including laser-assisted cataract surgery and premium intraocular
lens implants.

Dr. Yang is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ppointments Monday to Friday, Suite 102
Same day and next day appointments available

Undergraduate: Rice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Residency: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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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5G加快商用保持適度超前
今年以來，我國持續加快推進5G商用，目前

已建成開通5G基站超60萬座，5G終端連接數超過

1.5億。實現了從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

同步到5G引領的歷史性跨越，完成了移動通信技

術的後發趕超。下壹步，我國將堅持適度超前的原

則，穩步推進5G網絡部署，並不斷夯實數字經濟

發展根基。

使用手機便可與心儀的商品深度互動並完

成線上下單購物、戴上 VR（虛擬現實）頭盔

用手柄猛切“砸向”自己的水果、與虛擬明

星親切合影、跟隨 5G 無人機俯瞰美麗鄉村

……在 10 月 14 日開幕的 2020 年中國國際信息

通信展覽會（以下簡稱“通信展”）上，5G+

各項新技術在消費和產業領域的應用讓觀眾

目不暇接、嘖嘖稱贊。

工信部副部長劉烈宏表示，今年以來，我國

5G商用加快推進，目前已建成開通5G基站超60萬

座，5G終端連接數超過1.5億。未來3年，我國處

於5G發展“導入期”，將堅持適度超前的建設節

奏。

5G網絡加快覆蓋
在中國電信的“5G競技場”，壹臺5G—VR自

助遊戲街機受到了許多參觀者的青睞。街機上的

VR拳擊賽不僅可以讓玩家完全沈浸其中，還能讓

參觀者全方位觀看選手對決的每壹招、每壹式。此

外，在中國電信5G+智慧醫療、5G+智慧教育和

5G+新商業區域，參觀者可以通過配套設備，或是

測試訓練，或是置身“真”課堂，或是逛起“真”

商場。

依托 5G大帶寬、廣連接和低時延特性，各

種新應用層出不窮。在通信展同期舉行的論壇

上，中國聯通副總經理範雲軍透露，中國聯通

和中國電信開展了 5G 網絡共建共享，使雙方

5G網絡實現了覆蓋加倍、頻率加倍，以及客戶

體驗速率加倍，結合多載波聚合技術，用戶下

載的速率峰值超過 2000mb/s，是當前最快的網

絡速率。

據中國移動副總經理趙大春介紹，截至今年9

月份，中國移動已提前完成全年建設目標，開通

5G基站超過35萬座，在全國所有地市級以上城市

和部分重點縣城實現了5G網絡商用。

在中國鐵塔展臺，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國

鐵塔與電信企業密切協同，全力推動 5G 集約

高效建設。截至目前，已建設 5G 站址 50 多萬

個，97%的 5G基站通過共享存量改造完成，有

效節約了行業投資成本，大大提升了 5G 規模

部署效率。

中國鐵塔副總經理張權表示，中國鐵塔正積極

探索創新建設服務模式，轉變以往統壹設計、統壹

標準的傳統資源配置模式，更加強調因地制宜、按

需施策，變“標配”為“定制”。

“我國網絡速率已位居全球中上水平，移動通

信技術後發趕超，實現了從1G空白、2G跟隨、3G

突破、4G同步到5G引領的歷史性跨越。下壹步，

我國將堅持適度超前的原則，穩步推進5G網絡部

署。”劉烈宏說。

加快賦能千行百業
在愛立信展臺，智能工廠在被5G賦能後發

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愛立信東北亞區智能制造項

目總監王中介紹，2020年愛立信南京智能工廠已上

線6個5G應用，使得臨時項目安保監控準備從2天

縮短至15分鐘；專家可以遠程“親臨”現場指導

，縮減了5%的項目周期和三分之壹的專家出差成

本；5G無人機替代人工庫存盤點，效率提高了50

倍；生產線調整無需重新布線，節省了上百萬布線

成本。

產業領域壹直被視為5G應用的重要發力點。

據中國電信展臺現場工作人員介紹，中國電信5G

應用合作領域已經覆蓋警務、交通、生態、黨建、

醫療、車聯網、媒體直播、教育、旅遊、制造等十

大垂直行業。

“中國移動壹直在持續推進 5G技術加快融

入千行百業，已經打造完成了100個涉及各行各

業的5G行業應用標桿，並在15個細分領域具備

了5G垂直行業應用大規模商用的能力，如5G車

路協同、5G+高端制造業和5G+智慧物流等。”

趙大春說。

此外，中國聯通展示了5G技術在工業制造、

車聯網、智慧城市、醫療、教育等眾多垂直領域的

應用。通用技術集團展示了5G技術在汽車研發、

測試及生產等領域的運用。

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表示，未

來 3年我國將處於 5G發展“導入期”。要積極

推動 5G、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

等新壹代信息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重

點面向制造、能源、交通、農業、教育、醫療

等領域的應用需求，積極探索培育多樣化的應

用模式，加快千行百業向數字化、網絡化、智

能化轉型。

劉烈宏認為，我國 5G網絡要形成“以建促

用”的良性模式，開展百城千兆建設，加強千

兆光纖的網絡推廣，引導數據中心有序投資、

合理布局、紮實推進物聯網全面發展，深化農

村偏遠地區電信普遍服務，加快推進5G+工業互

聯網，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持續提供堅實的

網絡支撐。

打造數字經濟新引擎
5G等新型基礎設施的加快建設為我國數字經

濟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表

示，5G作為連接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

智能、區塊鏈和工業互聯網的紐帶，“騰雲駕霧、

融智賦能”，開拓了社會治理和經濟發展的新業態

，成為數字經濟的新引擎，以5G作為重要平臺的

新基建將激發更大市場，加快應用的深入與擴展，

為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創新機，為信息化、工業化

融合開新局。

“以5G為代表的新基建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根

基，我國要深化數字經濟開放力度，讓各國共享中

國發展機遇，實現合作共贏，使數字經濟成為發展

的新動能。” 聞庫說。

據統計，2019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了

35.8 萬億元，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 67.7%

。對此，中國信通院院長劉多介紹，當前我國數

字經濟規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增幅高達15.6%，

已領跑全球。同時，我國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

較高，並不斷釋放數字經濟紅利，推動我國進壹

步轉型升級。

“數字經濟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新引擎

與核心動能。預計 2025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

模將達到 60 萬億元。”華為公司戰略部總裁

張文林說。

聞庫表示，下壹步要加大千兆光纖網絡推進覆

蓋力度，加快人工智能、物聯網、數據中心等新型

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提升IPv6網絡服務能力，穩步

推進傳統基礎設施“數字+X”和“智能+X”升級

，超前部署創新基礎設施，不斷夯實數字經濟發展

根基。

德州最新疫情報告&疫情相關新聞
截止到週二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232170人, 3256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 823779人，17014人死亡。

休斯敦學區官員稱，繼周一校
園發生 COVID-19 陽性病例後，
Bellaire高中周二關閉校園。

學校尚未透露確診陽性或相關
細節的人，但表示他們在家中自我
隔離。在星期二，所有學生都轉向
網上學習。

學校官員說，休斯頓獨立學區
的衛生和醫療服務部門已經開始了
調查。官員說，學校已經聯繫了所
有在校園內與COVID-19親密接觸

者，並被要求隔離14天。
正如 HISD 所述，該地區表示

校園將在關閉期間進行深度清潔和
消毒。當學校被批准重新開放時，
將通知家長。

HISD 週二宣布，作為預防措
施，Foerster 和 Daily 小學也被關閉
，原因是校園內確認有COVID-19
病例。學校還將進行深層清潔，並
在重新開放時通知家長。在此之前
，學生將進行網上學習。

發現新感染病毒病例
休斯頓百利高中關閉

作者︰範湘濤
據新聞報道，近日基辛格在一個研討會上

表示，美國和中國兩國必須為兩者的競爭設立
一個規則，所有的競爭都在這個規則內進行。
如果繼續當前這種無序的競爭狀態，很可能演
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全球政治都處於不
確定的混亂狀態。

基辛格談話有下列幾個重點：第一，兩國
必須討論和確定一個兩國都不能跨過的界限，
並且在比較長的時間裡將這種政策和方法落實
到位。第二，美方也應該放棄全球霸權的思想
，必須更換一個角度看待問題；白宮應該意識
到，當今世界（包括美方）任何一個國家都不
具備在戰略和經濟上對他國擁有壓倒性的優勢
。第三，進入二〇二〇年雙方的競爭明顯加劇
，並且這種競爭已經不限於經濟領域，包括科

技、軍事等很多方面雙方都存在摩擦，這種競
爭給全球都帶來了不穩定，這種情況必須要立
即得到改善。

基辛格這番話是在苦勸白宮重新認識中國
。今年兩國的摩擦加劇，白宮還在想辦法遏制
中國的發展。美方將包括華為在內的多家科技
公司列為制裁對象。在經濟上想辦法讓更多的
外資從中國離開，並將製造業重新全球分配。
但是從諸多努力結果來看，白宮並沒有達到預
期的目標。今年上半年，中國吸引外資730億
美元，依然是最受外資歡迎的市場之一。同時
中國已經與14個國家達成了人民幣結算協議。
基辛格正是看到了這一點，認為單純的採用遏
制的辦法已經難以阻擋中國的崛起，反而會加
速美方的衰落。他希望雙方能夠制定規則，在
規則內競爭，實際上是想要保證美方的世界領

導地位。
基辛格是美著名的政治家，在很長時間內

，對美外交問題有很深遠的影響。一九七一年
基辛格作為尼克鬆的特使訪華，並推動了兩國
建交，多年來為兩國關係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
獻。當然基辛格作為美國外交智多星，首先要
為美國利益服務。二〇一八年基辛格對於美方
挑起的貿易爭端，就曾經袖手旁觀；他也曾經
暗示川普政府應該聯蘇抗中；近期美方受到新
冠疫情的影響嚴重，美GDP下降了31%，並且
情況持續惡化中，基辛格就曾威脅，如果美方
不好過，中國也不會好過。不過可以看到,雖然
基辛格97歲了，但是他的觀點依然犀利，他已
經看到美方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不佔據優勢。

基辛格以上談話,其實與二〇一五年，哈佛
大學艾利森教授（Graham Alison) 所寫的一本
書，《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有點異曲同工；該書引述古希臘歴史學家修昔
底德（Thucydides)描述伯羅奔尼戰爭（Pelo-
ponnesian War ） 斯巴達和雅典之間四十年戰
爭的慘景，追究原因是原本的霸權與新興勢力
的互不相容。雖然書名是[注定一戰］，但艾里
森多次在公開演講強調這本書的目的是防止戰
爭，不是對戰爭進行預測，也不認為戰爭是個

好主意,他一再強調戰爭是一個瘋狂的想法，是
一個災難性的想法。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政治家不能怪罪於某些歷史，這是他們自己造
的孽，他們沒有採取對策去避免一場戰爭。這
本書的目的是激勵美國人、中國人和世界其他
地方的人都思考：我們能做什麼來防止戰爭。
艾利森和季辛格一樣，認為美中兩國實力相當
，一旦交戰,雙方都沒有完勝的可能性，必定是
一個魚死網破的局面，不但兩國會走向敗亡，
同時為世界人類文明帶來巨大災害。艾利森教
授指出美中兩國合作才是正道，他舉出二〇〇
八年，美中合作阻止了金融危機擴大；美中兩
國今後可以在防止核武擴散，改善氣候變化，
尋求新能源方面可以尋求更廣大的合作。

季辛格不僅是一個傑出外交官，艾利森也
不僅是一個優秀的歴史學家，他們是真正的愛
國者，他們熱愛美國的赤子之心更是天人共鍳
；希望兩位老先生苦口婆心，能夠產生暮鼓晨
鐘的效應，在當前肅殺的政治風潮中取得一點
振聾發聵的作用，為那些整天口中只會喊打喊
殺的無腦無心無肺的三流政客們帶來一些清新
的空氣，為人類和平繁榮，健康發展帶來新的
方向和希望。

暮鼓晨鐘 振聾發嘖
莫掉進"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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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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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河套前景闊 港高校搶灘布局
科大中大等校已入駐深圳福田園區 開設實驗孵化器項目

專
家
：
合
作
區
可
探
索
兩
地
規
則
銜
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
報道）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
祝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講話中提及
“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合作區發展吸引了各方關注。

許多香港創業者對合作區發展充
滿期待。有創業者表示，希望港深兩
地能夠在此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制
度，令港人在此發展能夠享受到深港
兩地的便利；創辦內地公司方面與內
地戶籍居民待遇等同，在開拓國際市
場方面也能享受香港原本的便利。

倡合作區嘗試港人港稅等措
對此，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

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
閣受訪表示，合作區可以成為深圳和
香港兩地探索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的
試點區域。

他解釋，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深圳擔負重要的任務和使命；
粵港澳三地的規則銜接探索，未來將
會成為三地政府重點部署的工作；這
項工作需要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前提下
進行；因而小範圍內的嘗試則風險可
控。

合作區總共包括香港的1平方公里
和深圳的3平方公里，區域風險可控，
可以承擔先行探索的任務。

他建議，可以在此嘗試港人港
稅、部分開放外網、允許資金自由進
出、允許港方的醫療器械和藥品落地
應用等措施；深港兩地也可以在此嘗
試更加靈活的政府協同工作機制。

“當務之急是首先在合作區探索
出一套深港兩地都可接受的行之有效
的方法。而哪些制度適合在大灣區內
推廣，哪些不適合則可以慢慢再摸
索。”

■■香港香港66家高校已家高校已““搶灘搶灘””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的深圳園區作區的深圳園區。。圖為合作區標牌圖為合作區標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攝

■■香港高校的多個孵化項目已入駐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辦香港高校的多個孵化項目已入駐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辦
公公。。圖為位於合作區內的深港國際科技園圖為位於合作區內的深港國際科技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近日，香港文匯報專訪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她
強調可以先讓香港科創企業入駐合作區深圳園

區，“未來讓兩個園區的科研初創企業兩邊走”。

“林鄭試戴過我們的產品”
“林鄭特首試戴過我們納德光學的‘GOOVIS

移動影院’之後，稱讚‘很清晰’”。納德光學創
始人彭華軍說。作為港人的他在深圳創業已近10
年。

8月份，在出席蓮塘口岸開通儀式之後，林鄭
月娥曾到訪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其間，特首參觀
了來自香港的創業項目，其中包括納德光學。

去年，港科大在位於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長
富金茂大廈開設了新的孵化器。作為港科大校友的
彭華軍第一時間就申請了入駐。“經過了學校幾輪
專家篩選，我們終於有幸首批入駐。”

納德光學從事智慧型VR眼鏡的研發。其
“GOOVIS移動影院”眼鏡屏幕使用OLED（有
機發光顯示器的熒幕，由有電流通過時能夠發光的
有機材料組成。由於去除背光，OLED熒幕的性能
比其它競爭產品更優越）高清顯示，可觀看2D、
3D、VR視頻。目前產品已應用於觀影、遊戲、無

人機等消費領域，以及醫療、眼健康、技能培訓等
領域。

盼出台出入境便利政策
彭華軍表示，他2006年前後就到內地發展，親

身經歷了深圳高新科技的飛速發展，未來對合作區的
科創產業發展也抱有信心。

“現在香港在科技創業方面的氛圍支持不如深
圳。香港高校每年培育很多優秀的工科人才。相當
多的碩士、博士是去賣保險和做房地產中介。長此
以往，對香港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必然受損。”

彭華軍強調，合作區在深港兩地接壤的地區，
如果能夠出台出入境便利政策，未來尤其方便深港
跨境群體工作和生活。“相信能夠將香港高校的工
科人才留在這裏發展。”

相中灣區在線教育市場
同為港科大校友的內地人蕭惠文則看中了大灣

區的在線教育市場。她創辦的博瀛國際教育代理了
“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全球網校”在大中
華區的業務。

“這是一個雲高中，學生通過在線教育，一樣

可以拿到哈羅（公學）的高中畢業證書，報考國外
的大學。網校不是因為疫情而臨時性開設的網課，
而是一個長期的教育計劃。”

她表示，曾為自己的孩子在福田區尋找雙語國
際幼兒園，但始終未能找到合適的學校入讀。因
此，她發現目前深圳的高端雙語教育和國際幼兒園
都存在嚴重資源短缺，未來在大灣區，這將是一個
很大的市場。

“哈羅公學全球網校”去年9月份在倫敦成
立。這個在線教育包括了學術課程、課外活動、升
學和職業生涯規劃等部分。通過線上課程和線下活
動相結合的方式，學生可以全方位參與英國知名學
府哈羅公學的課程。在今年疫情期間，大量國際學
校因教師無法正常返校而推遲開學。許多家長轉而
諮詢博瀛國際教育的網校課程。

蕭惠文判斷，未來很長時間內，在線教育都會
是一個增量市場。公司之所以落地在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看中的即是合作區能夠連接境內和境外的
教育資源。

疫情過後，公司的境外遊學活動將正常化。許多
學生通過香港出境遊學。以及，到香港參加托福、雅
思考試等也會非常方便。

■■19日，香港文匯報報道林鄭
月娥相關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香港將與深圳聯手，加快科創項目入

駐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下稱合作

區）的步伐。據悉，目前香港6家高校已

提前搶灘布局在合作區的深圳園區，去年

已有10個香港高校科研項目入駐。港科

大、港中大等高校已經在園區開設了實驗

室、孵化器和培訓機構。香港高校的多個

孵化項目也已經入駐深圳園區辦公，創業

者普遍看好合作區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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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

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從二季度的

3.2%進一步回升至4.9%，前三季度GDP增速由

負轉正，同比增長0.7%，投資累計增速、居民

收入實際增速亦年內首次轉正，9月工業及消費

增速更雙雙升至年內高點，顯示經濟復甦勢頭強

勁。市場普遍預計，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加快回

升，全年增長2%左右。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

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劉愛華在19日

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經濟目前的回升

既有利於中國自身增長，也對全球經濟復甦起到

了正向拉動作用。

中國頭三季GDP增速轉正
同比增長0.7% 市場料今年經濟增長約2%

GDP

儘管三季度GDP同比增長4.9%略遜於市場預
期，但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8%，

比二季度加快1.4個百分點，連續6個月增長加快，
9月更達到6.9%超過市場預期，基本恢復至疫情前
水平。服務業亦加速改善，三季度服務業增加值增
長4.3%，比二季度加快2.4個百分點。

進出口累計增速年內首轉正
從三大需求看，前三季度，投資和進出口累計

增速均年內首次轉正，分別同比增長 0.8%和
0.7%；消費仍錄得同比下降7.2%，但降幅比上半年
收窄4.2個百分點，其中三季度增長0.9%，季度增
速年內首次轉正，9月消費增速進一步加快至
3.3%，高於8月2.8個百分點，也高於市場預期。

在經濟持續恢復的基礎上，全國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前三季度累計增速年內首次轉正，同比實際
增長0.6%；全年新增就業目標亦基本完成，前三季
度城鎮新增就業人員898萬人。

上季消費支出轉為拉動GDP增長1.7%
劉愛華表示，隨着超大市場規模潛力釋放，中

國經濟的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的恢復勢頭明顯，最
終消費支出在一季度拖累GDP增長4.4個百分點，

到二季度縮小到2.3個百分點，第三季度則轉為拉
動GDP增長1.7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的貢獻逐步上
升，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有所回落，內需貢獻總體
上升。

多數指標未返正常增長水平
展望中國經濟，劉愛華表示，前三季度經濟運

行持續穩定恢復，四季度乃至全年有望保持目前態
勢，對中國全年經濟有信心。但從外部環境看，疫
情發展仍有不確定性，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影響也
存在比較大的不確定性；從內部來看，目前經濟仍
在恢復進程中。多數指標沒有恢復到正常增長水
平，一些指標累計增速仍在下降。比如消費總體趨
勢在恢復，但前三季度7.2%的降幅仍較大，9月增
長3.3%仍是低水平的恢復，與正常水平有距離。

對於未來經濟增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近
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受到控制，經濟仍然
保持着強大的潛力，預計中國經濟今年全年增長約
2%。而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則預計四季度服
務性消費繼續回升，基建投資繼續發力，中國經濟
增速進一步回升至5.7%，2020全年增速為2.1%。

中信証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更樂觀預期，隨
着國內經濟活動持續正常化，工業將延續景氣態

勢，財政資金加速投放將支持投資加速回升，消費
在10月將有亮眼表現，由此預計四季度中國經濟增
速有望回到疫前6%左右的水平。

中美關係緊張或影響出口
不過中國經濟復甦的風險也不容忽視。陸挺提

醒道，未來可能出現一些制約因素，比如，報復性
需求集中釋放後可能出現回落，抗疫物資出口增速
可能見頂，“房住不炒”政策下可能抑制房地產投
資。另外，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國內疫情防控與社
交隔離措施可能延續到四季度，緊張的中美關係可
能影響出口及相關製造業投資。

中 國 前 三 季
度經濟增速終於轉
正，意味着一季度
新冠疫情重創之下

的所有“失地”已經收
回。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裏，投資
和出口恢復正增長，居民消費支出
仍下滑超過7%，旅遊、教育和出
行等服務業繼續落後。

中國經濟得以復甦，依託於對
新冠疫情的有力遏制，使得工廠能
夠迅速復工，並抓住了疫情中全球
對醫療設備和居家工作科技產品等
的熱切需求。

當前中國經濟復甦有兩個火
車頭，一個是出口，發達國家在
疫情期間超發大量貨幣和債務，
直接變成現實的產品需求，而發
達國家因為疫情控制問題不能有
效復工復產，這變成了中國的市
場機會，三季度中國出口增長超
過 10%。另一個是投資，二季度
就已實現單季增長，達到4.8%，
前三季度累計增速轉正，其中挑
大樑的仍是房地產，房地產投資
在 6 月就一枝獨秀恢復增長，並
逐月加速，前三季度達到5.6%，
基建投資在巨量政府債和貨幣供
應下，實現微弱正增長。

消費雖然逐月改善，但仍相
對疲軟，前9月下滑7.2%，奢侈品
消費旺盛難擋整體消費低迷的現
狀，餐飲收入、零售消費均下滑超
過20%，全年消費要恢復到去年同
期水平，可能很難實現。

改善經濟結構 未來戰略關鍵
此外，今年以來，由於疫

情，國內居民、政府、企業都經歷
了一波明顯的加槓桿，政府發債猛增，國債
同比增18%以上，地方債增逾30%，企業和個
人從機構借貸餘額同比均增約15%，而同期
GDP增長0.7%，這些數據亦表明經濟數據改
善一定程度是用政府、企業和個人巨額負債
撐起來的。

儘管經濟復甦，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
新動能逆勢增長，但總體看，中國經濟內部
長期存在的投資與消費失衡、房地產投資與
製造業投資失衡等問題並未緩解，反而有所
惡化。從長遠看，提振消費、改善經濟內部
結構是下一步經濟復甦的難題，也是未來五
年內循環戰略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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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中國99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達到達到66..99%%，，基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基本恢復至疫情前水
平平。。圖為江蘇的汽車工人正進行圖為江蘇的汽車工人正進行
調試作業調試作業。。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GDP增速（季度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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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訊) Kitchen and Bath
Business 成立於1955年，是美國廚房和
浴室協會（NKBA）的官方刊物，每月
發行量超10萬份，是行業內權威的媒體
發聲。經過行業專家和著名設計師Jo-
seph Clymer, Rose Dostal, Jonah Griffith,
Kerrie Kelly等組成的評委會長達7個月
的評選，方太三合一水槽洗碗機從眾多
參選產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年度最佳廚
房產品的榮譽。

這款產品非常適合緊湊快節奏的現
代生活。不僅節省空間，能耗也非常低
。它獨特的設計避免了彎腰操作洗碗機
的步驟，方便更多的人群使用。由於十
分小巧，這款產品非常適合安裝在房車
，迷你屋，家庭吧台，家庭台球廳等多
種新型居住空間使用。

自問世以來，這款集三種功能為一
體的洗碗機便成為了行業焦點。不僅被
多家媒體報導，還贏得了多個分量級國

際獎項，其中包括 2019 年廚衛行業展
（KBIS）最具影響力獎，紅點獎等。

方太油煙機: 解決開放式廚房的油
煙困擾

美國多半採用開放式廚房，不但時
尚大方，也讓空間感覺更加的寬敞。不
過，開放式廚房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點
，就是油煙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式做飯
，一炒起菜來，味道與油煙竄的家裡到
處都是，那麼，賢明的主婦應如何解決
油煙問題呢? 方太吸油煙機是中國廚房
電器第一品牌，能滿足中國人的烹飪習
慣，快速排走油煙，讓你在炒菜的時候

有個更乾淨舒適的廚房環境。
方 太的油煙機近吸強排，讓你的廚房
長久潔淨。30”超寬進煙口，從左至右
吸力均勻覆蓋。90度全自動隔煙屏，同
步導煙和擋煙。

三環灶火力強大，備受矚目

許多華裔的主婦們共同的心聲是，
大多數的美式廚房沒有夠火力的爐灶，
讓很家庭主婦就是沒法施展開來，雖然
手藝好，但是火力遠遠不夠。方太了解
廚房主婦的心聲，近期推出火力勁爆的
三環灶，不但火候強大，同時有安全設

備，又好清洗，讓主婦
做菜輕鬆又自在，倍受
眾多主婦們的青睞。

方太中國城新店開
幕

為了更好的服務休
斯頓的用戶，除了糖城
體驗店之外，方太近期
在中國城又開幕了新店
，就在黄金廣埸上，地
址在中國城的百利大道
9968 號 (9968 Bellaire
Blvd., # 190,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是
713-772-7888， 歡 迎 舊
雨新知蒞臨參觀購買。

糖城體驗店諮詢電
話 ： 281-201-8186。 地
址 是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
華超市旁）。

方太水槽洗碗機榮獲方太水槽洗碗機榮獲KBBKBB年度最佳廚房產品獎年度最佳廚房產品獎
設計精巧省空間設計精巧省空間 不用彎腰操作洗碗機不用彎腰操作洗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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