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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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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北大令我站得更高站得更高
港拔萃尖子邱敬甯北上就讀兩年 歎選擇明智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除了
學校的活動，邱敬甯還熱衷公益，是“代代傳
習”教育公益組織的創始人和首席運營官。“我
小學讀的是很基層的那種，一路過來有一些心
得，很希望能用我現在的資源和技術去做一些
事，為香港中小學生提供完全免費及非牟利性質
的服務。”
邱敬甯表示，過去半年一直在做以教育公平

為目標的慈善機構，也到內地一些城市進行了調
研。希望通過內地、香港、英美頂尖高校的導師
經驗，為一些少數族裔及貧窮家庭的學生提供教
育服務，幫助他們找到適合的學習方式及技巧。

此外，邱敬甯還利用假期在東南亞各國進行
支教服務，教授這些國家學生中文和英文。

提及香港近兩年來的形勢，邱敬甯表示，香
港年輕人從小所接受的教育都偏向西化和自由
化，缺乏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熏陶，國家意識
比較薄弱。
“一些市民尚不知道自己反對的是國安法本

身，還是把自己對民生的擔憂，對政策的不滿與國
安法混為一談，一起反對，這樣的反對是沒有意義
和針對性的。還有人對中央政策心存誤解，把對生
活的具體的不滿變成一種對國家的污名化和不理
解。缺乏對如何讓香港更好的理性討論。”

創建公益組織 籲教育公平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靜 北京報道）又是一年高考放

榜季，今年有近4,000名考生以

DSE成績直接報讀內地院校，創7

年新高。兩年前，同時收到倫敦政

治經濟學院、香港大學法律系、北京

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拔萃書院優等生邱

敬甯，毅然選擇入讀北京大

學。兩年過去了，邱敬甯越發覺

得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開放自

由的學習環境、優秀的導師和同

學、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讓自己

理想中的學習和生活全部都得以實

現。

兩年前的DSE考試，邱敬甯
取得37分的高分，同時獲

得三所知名大學的錄取通知，最
終她選擇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選擇大學不能純粹去看排

名，還需要考慮學校的文化氛圍和風格，更要按
照自己的實際情況作出選擇。無論是當年作選
擇，還是現在回過頭看，我都認為北京大學是正
確的選擇，是我理想中的學習和生活的風格。”
即將在北京大學開始大三生活的邱敬甯說。

“各領域都能找到頂尖人才”
談及北大求學感受，邱敬甯說，北大是一所

多元化和能讓人開闊視野的大學。“無論你癡迷
學術科研，還是熱衷校園活動，或者期待更多社
會實踐機會，北京大學都能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在這裏，集聚了全國乃至國際優秀人才，無論哪
個領域都能在自己的身邊就找到頂尖的人才，導
師、師兄師姐都會教給你很多有用的東西。國際
性會議很多，導師也會利用自己的人脈，邀請不
同國家的專家和人才交流。這些都是北京大學所
獨有的。”
邱敬甯說，兩年前選擇大學時，自己就希望能

有不一樣的生活。“不是那種站在高考的人生路
口，一眼就能看到未來路的那種。當時我們學校很
多優秀的學姐，都是傳統地選擇香港大學的法律或
者醫學專業，畢業後選擇一個穩定的職業。我更想

要的還是一種不一樣的生活。”邱敬甯說，如果兩
年前選擇北京大學還有一點青春無畏的浪漫情懷，
那麼這兩年求學則讓自己充分感受到一種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的力量，“北京大學給了我一個站得更
高，擁有更多探索空間的環境”。

接受採訪時，邱敬甯剛從四川省偏遠地區進
行教育公平化社會調研返京。她的日程每天都安
排得很滿。她是國際關係學院辯論隊的主力隊
員，又是港澳台學生會成員，還是北京大學模擬
聯合國大會副秘書長，同時身兼一些社會調研項
目工作，除了上課，還要準備辯論賽、籌備各種
國際會議。“感覺很充實，收穫也很多。閒暇之餘
還乘坐高鐵到其他城市感受不同風貌，這兩年感覺
國家發展速度很快，最近調研也能感受到在偏遠地
區教育的數字化都已經發展很快。”

邱敬甯2018年到北京就讀時，正逢國家港澳
居民居住證政策出台。“在北京生活很便利，國家
出台很多政策保障，有居住證乘坐高鐵、使用共享
單車都很方便。”

夢想做外交官
談及未來，曾有過外交官夢想的邱敬甯說，

本科畢業後更多會考慮考研，北大依然是讀研院
校的首選。就業方面如果國家政策允許，自己還
希望實現外交官夢想，作國際公務員或者回香港
政府考公務員也是一種可能。“還是希望能找到
一個能充分發揮自己作用的工作。”

■■20182018年邱敬甯作為北京年邱敬甯作為北京
大學新生入學大學新生入學。。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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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汪文斌 28日宣

布 ： 近 日 ， 加 拿

大、澳大利亞和英

國以中國制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為

藉口，單方面宣布暫停與香港特區簽訂的

《移交逃犯協定》，此舉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為此中方決定

香港特區暫停港加、港澳、港英《移交逃

犯協定》，同時決定香港特區暫停港加、

港澳、港英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港停與加澳英司法互助協定
新西蘭停對港移交逃犯協定 外交部：保留進一步反應權利

■香港文匯報

汪文斌當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一直以
來，香港特區在中央政府的協助和授權下，根

據基本法，在協定框架下，向加方、澳方和英方提
供了積極協助，加方、澳方和英方將對港司法合作
政治化的錯誤行徑，嚴重損害了香港特區同加拿
大、澳大利亞和英國之間開展司法合作的基礎，偏
離了司法合作、維護正義和法治的宗旨。

他宣布：“為此，中方決定香港特區暫停港
加、港澳、港英《移交逃犯協定》，同時決定香港
特區暫停港加、港澳、港英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促新西蘭立即糾正錯誤
另外，7月28日，新西蘭副總理兼外長彼得斯

宣布，新西蘭政府因對中國實施香港國安法表示關
切，宣布暫停新西蘭與香港《移交逃犯協定》。在
28日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回應說，新方的有關言論以及所宣布的
舉措，是完全建立在對香港國安法的錯誤解讀之
上。新方的有關的做法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
反對，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
他說：“我願重申，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對華施壓的圖謀都絕
不會得逞。”
中方敦促新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以任何方式

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以免給中新關係造成損
害。

駐新使館：對華施壓圖謀絕不會得逞
對於新西蘭政府暫停與香港《移交逃犯協

定》，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館發言人28日回應說，新
方有關決定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
發言人說，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

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香港國安法
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舉措。法律實
施後，香港的法律體系將更加完備，社會秩序將更
加穩定，營商環境將更加良好，有利於香港繁榮穩
定。
發言人強調，任何對華施壓的圖謀都絕不會得

逞。中方敦促新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立即改弦更張，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
和中國內政，以免對中新關係造成進一步的損害。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
香港特區政府28日分別向加拿大領事館、澳洲
領事館及英國領事館發出通知，暫停履行《香港
特區政府與加拿大政府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協
定》、《香港政府與澳大利亞政府關於刑事司法
互相協助的協定》及《香港特區政府與英國政府
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通過法律維護國
家安全，是國際慣例。加拿大、澳洲及英國都
有維護其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法例，以及相關的
執行機制，例如：加拿大的《國家安全法》（Na-
tional Security Act）、《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資訊公開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安全航空旅行法》（Secure Air Travel
Act）及《加拿大選舉法》（Canada Elections
Act）；澳洲的《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及外
國干預）法》（National Security Law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Act）、《刑
事法典法》（Criminal Code Act）、《罪行法》
（Crimes Act）及《外國影響力透明化計劃法》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
以及英國的《叛國重罪法》（Treason Felony
Act）、《官方保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政
黨、選舉及全文投票法》（Political Parties, Elec-
tions and Referendums Act）及《保安部門法》
（Security Service Act）。”

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發言人說：“而他們卻以香港國安法為藉

口，單方面暫停與香港特區簽訂的《移交逃犯
協定》，是屬於雙重標準的政治操作；並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香港特區政府對此強烈反對。加方、
澳方及英方將司法合作政治化的錯誤行徑，嚴

重損害了香港特區與加拿大、澳洲及英國之間
開展司法合作的基礎。為此，香港特區政府按
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暫停履行港加刑事司法
協助協定、港澳刑事司法協助協定及港英刑事
司法協助協定。”
發言人說：一直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

人民政府的授權和協助下，以互助互惠原則，依
法與加方、澳方及英方在移交逃犯協定和刑事司
法協助協定的框架下進行緊密和有效的執法合
作。縱然《香港特區政府與加拿大政府關於刑事
司法協助的協定》、《香港政府與澳大利亞政府
關於刑事司法互相協助的協定》及《香港特區政
府與英國政府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暫停運
作，但香港特區具備完備的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
合作機制，香港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秉持互助
互惠原則，與國際社會其他成員依法進行執法合
作。

港府：單方面停“移犯”屬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對於新
西蘭等國暫停與香港移交逃犯協議，香港法律專
家批評這是政治凌駕法治。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接受該社

專訪時指出，這些國家暫停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
議，都是政治操作，可以說是政治凌駕法治，同
時對自己國家也不利，有機會讓自己的國家成為
“逃犯天堂”。
傅健慈表示，“五眼聯盟”國家之所以暫停

與港移交逃犯協議，矛頭針對的是香港國安法。

這些國家以香港國安法為藉口，暫停與香港的移
交逃犯協議都是政治操作，他們的理由完全沒有
證據和事實支持，都是無理的指控。每一個國家
都會盡力保護自己國家的主權統一和國家安全，
英美等國不僅勾結反中亂港分子在香港從事破
壞、滲透且違法的行為，還干預香港事務，說明
他們有明顯的雙重標準。
他強調，暫停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議，目的

可能是在為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提供背後所謂的
支持，從而讓這班人以為自己可以逃脫香港法律

的制裁，間接鼓吹他們盡情在香港破壞、滲透。
事實上，只要在香港犯法，警察很快就會進

行拘捕，拘捕後能否逃得了？即便逃走了，將來
國際形勢若發生變化，移交逃犯條約也有可能重
開。
他重申，新西蘭等國的無理指控和舉措，違

反了法治，罔顧國民基本利益，因為自己的政治
利益就找一個藉口來打壓，甚至嘗試制裁內地和
香港，這是不公平也不公道的，可以說是政治凌
駕法治、經濟發展以及國民公眾利益。

法律界批停“移犯”是政治凌駕法治

▲汪文斌28日宣布，中方決
定香港特區暫停港加、港
澳、港英《移交逃犯協定》。

資料圖片

▶汪文斌指出，加拿大、澳
洲和英國以中國制定香港國
安法為藉口，單方面宣布暫
停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
協定》，是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圖為香港中區懸掛的
“國家安全法”宣傳海報。

資料圖片

中聯辦：港大解僱戴耀廷懲惡揚善順應民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香港中聯辦發

言人28日發表談話指出，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當日
決定解僱戴耀廷，是懲惡揚善、順應民心的正義之
舉。
發言人表示，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依據《香港

大學條例》，通過嚴格規範的程序，把戴耀廷驅離
講台、逐出校園，是對校規校紀嚴肅性的堅定維
護，是對大學正常教學秩序和教學環境的淨化，體

現了對大學之道的堅定捍衛和對香港社會整體利益
的高度負責，符合公眾期盼，維護了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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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除了
學校的活動，邱敬甯還熱衷公益，是“代代傳
習”教育公益組織的創始人和首席運營官。“我
小學讀的是很基層的那種，一路過來有一些心
得，很希望能用我現在的資源和技術去做一些
事，為香港中小學生提供完全免費及非牟利性質
的服務。”
邱敬甯表示，過去半年一直在做以教育公平

為目標的慈善機構，也到內地一些城市進行了調
研。希望通過內地、香港、英美頂尖高校的導師
經驗，為一些少數族裔及貧窮家庭的學生提供教
育服務，幫助他們找到適合的學習方式及技巧。

此外，邱敬甯還利用假期在東南亞各國進行
支教服務，教授這些國家學生中文和英文。

提及香港近兩年來的形勢，邱敬甯表示，香
港年輕人從小所接受的教育都偏向西化和自由
化，缺乏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熏陶，國家意識
比較薄弱。
“一些市民尚不知道自己反對的是國安法本

身，還是把自己對民生的擔憂，對政策的不滿與國
安法混為一談，一起反對，這樣的反對是沒有意義
和針對性的。還有人對中央政策心存誤解，把對生
活的具體的不滿變成一種對國家的污名化和不理
解。缺乏對如何讓香港更好的理性討論。”

創建公益組織 籲教育公平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靜 北京報道）又是一年高考放

榜季，今年有近4,000名考生以

DSE成績直接報讀內地院校，創7

年新高。兩年前，同時收到倫敦政

治經濟學院、香港大學法律系、北京

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拔萃書院優等生邱

敬甯，毅然選擇入讀北京大

學。兩年過去了，邱敬甯越發覺

得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開放自

由的學習環境、優秀的導師和同

學、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讓自己

理想中的學習和生活全部都得以實

現。

兩年前的DSE考試，邱敬甯
取得37分的高分，同時獲

得三所知名大學的錄取通知，最
終她選擇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選擇大學不能純粹去看排

名，還需要考慮學校的文化氛圍和風格，更要按
照自己的實際情況作出選擇。無論是當年作選
擇，還是現在回過頭看，我都認為北京大學是正
確的選擇，是我理想中的學習和生活的風格。”
即將在北京大學開始大三生活的邱敬甯說。

“各領域都能找到頂尖人才”
談及北大求學感受，邱敬甯說，北大是一所

多元化和能讓人開闊視野的大學。“無論你癡迷
學術科研，還是熱衷校園活動，或者期待更多社
會實踐機會，北京大學都能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在這裏，集聚了全國乃至國際優秀人才，無論哪
個領域都能在自己的身邊就找到頂尖的人才，導
師、師兄師姐都會教給你很多有用的東西。國際
性會議很多，導師也會利用自己的人脈，邀請不
同國家的專家和人才交流。這些都是北京大學所
獨有的。”
邱敬甯說，兩年前選擇大學時，自己就希望能

有不一樣的生活。“不是那種站在高考的人生路
口，一眼就能看到未來路的那種。當時我們學校很
多優秀的學姐，都是傳統地選擇香港大學的法律或
者醫學專業，畢業後選擇一個穩定的職業。我更想

要的還是一種不一樣的生活。”邱敬甯說，如果兩
年前選擇北京大學還有一點青春無畏的浪漫情懷，
那麼這兩年求學則讓自己充分感受到一種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的力量，“北京大學給了我一個站得更
高，擁有更多探索空間的環境”。

接受採訪時，邱敬甯剛從四川省偏遠地區進
行教育公平化社會調研返京。她的日程每天都安
排得很滿。她是國際關係學院辯論隊的主力隊
員，又是港澳台學生會成員，還是北京大學模擬
聯合國大會副秘書長，同時身兼一些社會調研項
目工作，除了上課，還要準備辯論賽、籌備各種
國際會議。“感覺很充實，收穫也很多。閒暇之餘
還乘坐高鐵到其他城市感受不同風貌，這兩年感覺
國家發展速度很快，最近調研也能感受到在偏遠地
區教育的數字化都已經發展很快。”

邱敬甯2018年到北京就讀時，正逢國家港澳
居民居住證政策出台。“在北京生活很便利，國家
出台很多政策保障，有居住證乘坐高鐵、使用共享
單車都很方便。”

夢想做外交官
談及未來，曾有過外交官夢想的邱敬甯說，

本科畢業後更多會考慮考研，北大依然是讀研院
校的首選。就業方面如果國家政策允許，自己還
希望實現外交官夢想，作國際公務員或者回香港
政府考公務員也是一種可能。“還是希望能找到
一個能充分發揮自己作用的工作。”

■■20182018年邱敬甯作為北京年邱敬甯作為北京
大學新生入學大學新生入學。。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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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為香港中小學生提供完全免費及非牟利性質
的服務。”
邱敬甯表示，過去半年一直在做以教育公平

為目標的慈善機構，也到內地一些城市進行了調
研。希望通過內地、香港、英美頂尖高校的導師
經驗，為一些少數族裔及貧窮家庭的學生提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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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邱敬甯還利用假期在東南亞各國進行
支教服務，教授這些國家學生中文和英文。

提及香港近兩年來的形勢，邱敬甯表示，香
港年輕人從小所接受的教育都偏向西化和自由
化，缺乏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熏陶，國家意識
比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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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中美角力升級下，外媒引

述知情人士消息指，滙控主席

杜嘉祺正全面審視歐美業務運

作，並研究出售歐美業務可能

性，旨在減少受歐美當局監

管，並集中精力發展亞洲業

務，特別是一直被視為“最賺

錢的金蛋”即香港及內地，不

過有分析認為滙控仍有大量美

元業務，因此就算出售歐美業

務亦難以逃避美國監管。

■■ 滙控亞洲業務一枝獨秀滙控亞洲業務一枝獨秀，，
卻受歐美業務拖累令股價低卻受歐美業務拖累令股價低
迷迷，，市傳集團有意出售歐美市傳集團有意出售歐美
業務業務。。 彭博社彭博社

滙控傳售歐美業務救亡
避歐美監管 或遷冊回港

滙控早前重啟裁員計劃及暫停對外招聘，不
過消息人士指出，該行認為有關裁員計劃

仍不足以重振業務，加上股價低迷令投資者有微
言，認為該行未有好好利用在大中華的領先地
位，因此傳出該行有意出售賺錢能力較弱的歐洲
與美國業務，並將日後發展重點放在亞洲。

外媒亦引述消息指，該行高層最近曾討論
與英倫銀行關係，及在地緣政治風險升溫下，香
港聯匯制度可能受衝擊下，對該行將帶來影響。

集中資源拓亞洲賺錢業務
現時總部位於倫敦的滙豐，由於歐美有業

務，因而受到歐美多國監管，不過該行近年盈利
主要來自亞洲地區。若以去年稅前盈利作比較，
雖然歐洲業務佔集團資產近一半，但按地區劃分
業績唯獨歐洲業務見紅，單計歐洲業務去年全年
稅前蝕46.53億美元，不及期內亞洲稅前大賺
184.68億美元，按年增長逾138%，是集團盈利
增長的火車頭。如若單計香港業務，去年稅前亦

大賺120.49億美元。
滙控拒絕評論有關出售歐美業務的傳聞，不

過有分析認為，滙控擬出售歐美業務的消息，出
現在近日遭內媒連番狠批之後，料該行是不想再
做中美之間磨心而作出取捨，意味該行有意放棄
盈利能力較低的歐美市場，以保住盈利能力較強
的香港及內地業務。

分析又指，若滙豐研究出售歐美業務屬實，
意味未來將全面向內地和香港靠攏，下一步部署
或將遷冊回港。翻查資料，滙豐早前亦曾研究將
總部遷回香港的可能性，至2016年時決定維持總
部於倫敦不變，不過在今年初，英倫銀行要求包
括滙豐在內的英國銀行年內停止派息，惹來股東
及管理層不滿，因此有傳滙豐高層曾討論遷冊回
港事宜，不過其後被官方否認。
雖然傳滙豐研究放棄歐美業務，是旨在減

少受歐美監管，不過分析料滙豐如意算盤或未必
打得響，因為該行仍擁有美元業務、與美國銀行
及企業的業務來往，意味仍要面對美國監管，加

上滙豐現時在香港銀行業之間進行美元計價交易
的結算平台，亦受美方監管。

分析亦認為，倘滙豐出售歐美業務，或削
弱其國際銀行地位，加上就算該行有意全面靠攏
香港及內地，亦未必能令各方滿意。

股價失守35元 見11年低位
有媒體近日連番狙擊滙豐，主因在華為孟

晚舟事件中，滙豐被指設局構陷華為副董事長孟
晚舟，並充當受害人角色舉證孟晚舟，以換取美
國赦免，逃避美國司法部對滙豐洗錢重罪的刑事
指控。雖然事後滙豐中國在微信企業號曾發文，
回應孟晚舟事件並作出澄清，不過該篇文章後來
因為接獲投訴被下架處理。
下周一放榜的滙控，未見受擬出售歐美業

務消息提振，在香港股價 28 日收報 34.8 元
（港元，下同），跌1.56%，逼近2009年金融
海嘯低位33元，而在倫敦股價，早段曾跌2%至
低見346便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 評級機構
惠譽28日發表報告，重申對中國給予長期
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IDR）A+，評級展
望為穩定。惠譽指，經過年初因應新冠肺
炎而實施的防疫措施，中國經濟目前正顯
著復甦，將中國今年GDP增長預測由1.2%
調升至2.7%，是惠譽覆蓋的主權評級當中
增長最高的國家。
中國第二季GDP按年增加3.2%，較

第一季收縮6.8%顯著改善，優於惠譽預
期。惠譽指，現階段不能排除爆發新一波
疫情的可能性，但當局最近有效遏止北京
疫情爆發，反映中國有能力毋須再以大規
模封市等措施防疫，減低對經濟的傷害。
惠譽預期，中國明年GDP增長或短暫加速
至7.5%，隨後會重新以大約5.5%的增速發
展至2022年。

惠譽續指，為應對疫情影響，中國財
政政策轉趨寬鬆，官方預期因此財政赤字
會升至佔GDP 3.6%，而 2019年同期為
2.8%。惠譽以綜合基礎預測，今年政府總
財政赤字會升至GDP 11.1%，較去年的
4.9%顯著上揚，與其他經濟體的趨勢相
若。

地緣政治摩擦無礙評級
惠譽又提到，疫情下中國與其他國家

的地緣政治摩擦急劇升溫，包括應對疫
情、對港政策、貿易爭議等。該行預期，
地緣政治摩擦會持續，但短期內未會對中
國的主權評級有負面影響，至於長遠會否
轉化成對評級有利好或負面影響，就要拭
目以待。
惠譽評級大中華區銀行業評級主管及

高級董事胡月明28日於線上會議表示，中
美兩國關係由去年開始趨緊，再加上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對內銀造成較大影響；但
目前仍需視乎美國的制裁名單及範圍，大
多數中資銀行於美國的業務有限，相信即
使有相關制裁，亦會給予銀行過渡期。他
預計，內銀淨息差仍會繼續收窄，但由於
再降低利率或影響住房貸款需求，且中國
次季經濟增速已有明顯改善，不預期利率
有較大幅度下降。

槓桿率將升至歷史新高
惠譽評級中國銀行業評級聯席董事徐

雯超表示，在疫情影響下，今年中國經濟將放緩，而
因抗疫需求，信貸增速仍需維持較高水平，將導致金
融系統槓桿率升至歷史新高，但相信上升屬暫時性，
中國政府一直着力控制金融系統風險，尤其是2017年
以來對影子銀行規模的控制，預計短期內這些控制將
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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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年終假期到了！好多散居在外州的
遊子們都回家過節了！很可惜中國年跟
西洋新年永遠湊不到一起！對亞裔的我
們總是有那麼點遺憾！看著孩子們事業
有發展，總希望有機會他們可以回來多
看看！可是除了過年，還能有什麼藉口
！孩子來去匆匆，就是做客！如果他們
有個second home 在這，是不是就會常
回來看看了呢？！真有這個可能喔！

親身經歷！做為第一代移民，雖然
已在美國超過半輩子了！但總是時不時
惦著回去看看，只是每次住弟弟家總有
著不方便，直到我幫爸媽買了房子後，
那一個房間讓我輕鬆來去！我想回去時
，不再需要詢問誰，因為那也是我的家
！ 如果離家的遊子也有個第二個家在這

，就會想著回來多一些囉！但這個家只
是偶而回來，太浪費了點，是不？所以
要不像我給爸媽住，要不不用時出租吧
？太麻煩嗎？有不麻煩的做法！

聯禾地產新近推出位於Katy新興大
學城的蒂凱佳苑（Grand West Condos)
可以是外州居民第二個家的最佳選項！
不僅是全新，而且走路就可以滿足食、
衣、住、行、育、樂的基本生活所需！
就算是飛回來的人，也不一定需要以車
代步，而是安步當車就行了！現有對
Second Home的優惠貸款方案，僅需
10% 的首付，不到3萬美元，就可輕鬆
擁有一個自己的度假屋，如果不自住時
，聯禾管理團隊會幫您整合營銷，系統
管理，做為度假式公寓，利用交通的優
勢，I-10 與Grand Parkway 99每日車
流量達30萬車次，還有臨近能源走廊
及附近大公司的需求，達到以租養貸！
既是遊子們回家落腳處，又可以有機會
搭上休斯頓發展的契機！一舉多得！

成長在休斯頓，但高飛在東西兩岸
或其他州的Houstonian 很多，都有著
一百個理由不喜歡休斯頓，太熱了是最
常被抱怨的！但用另一個角度看，常年

的陽光，再加上常年空調，屋寬心也寬
的住屋，輕鬆負擔的生活消費是不是更
實際些呢？當然最重要的是經濟發展，
帶來的就業機會！風水輪流轉，美南地
區已是全美成長最迅速的區域了！去年
就有超過1500家的加州公司行號移入德
州了！在休斯頓成長的精英們，是時候
回頭看看你熟悉的環境，把握先機，有
更好的機會時，回來吧！畢竟親人在的
地方就是家，家就在休斯頓！

想趁假期回家看看亞裔聚居新選
項-凱蒂大學城嗎？參觀一下可以是第
二個家的蒂凱佳苑嗎？或者跟RE/MAX
休斯頓商業地產第一的Josie Lin相約了
解休斯頓地產投資的先機嗎？歡迎聯絡
聯禾地產（713）630-8000預約；或親
臨聯禾地產公司洽詢。
# 凱蒂亞洲城
#家在休斯頓
#休斯頓華人新生活圈
敬請關註我們的微網站

並添加聯禾地產
的微信

獲得詳細的資訊
。

RE/MAX United聯
禾地產中國城辦
公室：
電 話 ：
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
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郵 箱 ：
josielinteam@gma
il.com

RE/MAX United 聯
禾地產凱蒂亞洲城
辦公室：
電 話 ：
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
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Josie Lin, CCIM
2017/2018 RE/
MAX Houston
休斯頓商業地產第

一名

給自己一個新選項給自己一個新選項！！只要只要$$22..55萬美元萬美元
，，在休斯頓買第二個家在休斯頓買第二個家!!””

20202020年年88月月22日下午兩點日下午兩點，，休斯敦民樂團將舉行疫情以來第四次線上休斯敦民樂團將舉行疫情以來第四次線上
ZoomZoom音樂會音樂會。。中國民樂笛子中國民樂笛子、、古箏古箏、、陶笛陶笛、、獨弦琴獨弦琴、、中阮中阮、、揚琴揚琴、、
鼓樂鼓樂、、二胡二胡、、長笛長笛、、板胡板胡、、葫蘆絲葫蘆絲、、雙簧管雙簧管、、口哨口哨、、手風琴等各式樂手風琴等各式樂
器琴瑟和鳴器琴瑟和鳴，，也有民樂伴奏的朗誦也有民樂伴奏的朗誦、、獨唱獨唱，，奏響夏的樂章奏響夏的樂章。。圖為第三圖為第三
次音樂會視頻截圖次音樂會視頻截圖。。

20202020 年年 77 月月 2222 日日，，得州州長格雷格阿巴特與特斯拉得州州長格雷格阿巴特與特斯拉
TeslaTesla首席執行官伊隆馬斯克首席執行官伊隆馬斯克(Elon Musk)(Elon Musk)宣佈在得州首宣佈在得州首
府奧斯汀投資興建府奧斯汀投資興建Cyber truckCyber truck工廠工廠，，為得州增加數千為得州增加數千
個高薪就業機會個高薪就業機會。。在美國疫情失業潮超過數千萬人的在美國疫情失業潮超過數千萬人的
一片哀鳴聲中一片哀鳴聲中，，成為一盞充滿亮點的綠燈成為一盞充滿亮點的綠燈。。

20202020年年77月月2222日晚日晚，，在浩瀚宇宙中歷經在浩瀚宇宙中歷經67666766年才繞行一周年才繞行一周、、秀秀
出它神秘面紗的具有接近拋物線軌道的逆行長周期彗星出它神秘面紗的具有接近拋物線軌道的逆行長周期彗星———新—新
智彗星智彗星(C/(C/20202020 FF33 Neowise)Neowise)成為全世界天文愛好者的新寵成為全世界天文愛好者的新寵。。圖圖
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當晚來到羅森伯格郊外的喬治牧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當晚來到羅森伯格郊外的喬治牧
場的一望無際的田野上遙望星空場的一望無際的田野上遙望星空，，祝愿風調雨順祝愿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國泰民安，，
疫情早日結束疫情早日結束，，世界和平安康世界和平安康。。

20202020 年年 77 月月 2323 日日，，位於位於 Westpark TollwayWestpark Tollway 與與 FMFM16461646 交口處的凱蒂修車廠交口處的凱蒂修車廠
(Katy Auto Center,(Katy Auto Center,1730617306 Alief Cloding Rd)Alief Cloding Rd)開業以來一直堅持一周六天提供服開業以來一直堅持一周六天提供服
務務，，口碑遠揚口碑遠揚，，不少住在休斯敦不少住在休斯敦、、糖城的車主也喜歡來這個寬敞明亮的暖心糖城的車主也喜歡來這個寬敞明亮的暖心
修車廠保養自己的寶貝修車廠保養自己的寶貝。。圖為時尚達人圖為時尚達人、、美妝設計師美妝設計師Alice KwokAlice Kwok對美女老闆對美女老闆
曉華點贊合影曉華點贊合影。。

20202020年年77月月2424日日，，休斯敦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休斯敦最有影響力的女性、、著名慈善著名慈善
家家、、美女企業家美女企業家Mandy KaoMandy Kao的生日在疫情中溫馨舉行的生日在疫情中溫馨舉行，，
好朋友好朋友、、同是女性楷模的同是女性楷模的Christina ZhouChristina Zhou帶著自己手寫的帶著自己手寫的
祝賀卡前來祝賀祝賀卡前來祝賀。。

20202020年年77月月2525日上午日上午1010點點，，StaffordStafford市市議員譚秋晴親自在市政府市市議員譚秋晴親自在市政府
前的停車場裡將金城銀行捐贈的前的停車場裡將金城銀行捐贈的1000010000只口罩發放給那些在疫情中只口罩發放給那些在疫情中
飽受衝擊的斯塔福市市民飽受衝擊的斯塔福市市民，，不少市民一早不到不少市民一早不到66點就開車前來排隊點就開車前來排隊
。。圖為最後一個拿到的華人朋友感到自己特別幸運圖為最後一個拿到的華人朋友感到自己特別幸運，，並與並與 AliceAlice
ChenChen市議員合影留念市議員合影留念。。

20202020年年77月月2626日日，，新冠疫情重新加重新冠疫情重新加重，，大休斯敦地大休斯敦地
區區77月月、、88月將是暴雨季節月將是暴雨季節，，HLZHLZ屋頂專家亞裔代表屋頂專家亞裔代表
Annie XiaoAnnie Xiao連線記者呼籲民眾趁惡劣天氣來臨之前連線記者呼籲民眾趁惡劣天氣來臨之前
檢修屋頂檢修屋頂，，以免在疫情時受到雙重打擊以免在疫情時受到雙重打擊。。 HLZHLZ有著有著
2020多年經驗的屋頂專家們多年經驗的屋頂專家們，，特別為受災商戶和民眾特別為受災商戶和民眾
提供免費檢驗服務提供免費檢驗服務，，確保鼠年安全確保鼠年安全，，annieannie 熱線是熱線是
281281..745745..10981098。。

20202020年年77月月2828日日，，位於休斯敦港口工業區附近的位於休斯敦港口工業區附近的Kline ToolsKline Tools
東主東主Louis ShyuLouis Shyu邀請記者前來參觀邀請記者前來參觀，，並表示近三十年的努力使並表示近三十年的努力使
得生意紅火得生意紅火，，積攢了很多老美客戶積攢了很多老美客戶。。圖為來自東北的圖為來自東北的YolandaYolanda
王瑜女士在各種專業工具齊備的展銷間裡查看王瑜女士在各種專業工具齊備的展銷間裡查看。。近年來國內近年來國內
來的投資家不僅投資餐館旅館公寓大樓來的投資家不僅投資餐館旅館公寓大樓，，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也有不少專業人士
喜歡接手農具工具等特殊專業的行業喜歡接手農具工具等特殊專業的行業，，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加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加
YolandaYolanda微信號微信號llllllLZLllllllLZL77洽詢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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