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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hit by spike in coronavirus cases; ris-
ing infections strain Europe’s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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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TERDAM/NEW YORK (Reuters) - Europe’s hos-
pital systems are at risk of buckling under the strain of 
soaring COVID-19 infections that put the continent again 
at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pandemic on Wednesday while 
nearly two-thirds of U.S. states were in a danger zone of 
coronavirus spread.

With European case numbers that were brought largely un-
der control by the unprecedented lockdowns in March and 
April now resurging relentlessly, authorities in countries 
from Poland to Portugal have expressed mounting alarm at 
the renewed crisis confronting their health infrastructure.

Belgium, struggling with what its health minister called 
a “tsunami” of infections, is postponing all non-essential 
hospital procedures, and similar measures are looming in 
other countries.

“If the rhythm of the past week continues, rescheduling 
and suspending some non-priority activities will become 
unavoidable,” said Julio Pascual, medical director at Bar-
celona’s Hospital del Mar.

In the United States, 32 of 50 states have entered a danger 
zone with more than 100 new cases per 100,000 residents 
over the past week, and nationally the country averaged 
120 cases per 100,000 people, its highest since a peak in 
Jul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analysis.

A block of states in the Midwest and Mountai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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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Medics 
bring a patient suspecte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ase, to a hos-
pital in Bialystok, Poland, 
April 1, 2020. Agnieszka 
Sadowska/Agencja Gazeta 
via REUTERS

from Idaho to Illinois were a red zone along with Alaska, 
denoting rapidly rising infection. The Midwest hit a record on 
Monday with over 27,000 new infections and hospitalizations 
also climbed to a record high of 10,830 for a fifth day in a row 
on Tuesday, Reuters figures showed.

“We are not far from the period of exponential, explosive 
growth of #covid19 in the U.S.,” said Dr. Leana Wen, former 
Baltimore health commissioner, on Twitter. “We’ve seen two 
surges like this before. The difference now is that there are 
virus hotspots all over the country & the winter is still ahead.”

Similar to Europe, this raised fears hospitals could become 
overwhelmed like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pandemic in the 
U.S. Northeast.

Boston’s public school system announced that students will 
shift to remote learning beginning Thursday due to the rising 
COVID-19 infection rate in the city, and New Jersey Governor 
Phil Murphy said he will quarantine himself after coming in 
contact with a person who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In Berlin, German Health Minister Jens Spahn also tested posi-
tive after taking part in a cabinet meeting earlier in the day, but 
the cabinet will not have to quarantine because of its com

pliance with hygiene and distance rules.

To complicate Europe’s situation, widespread coronavirus 
fatigue and the frightening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risis have 

eroded broad public support for the 
lockdowns ordered earlier in the year to stop health services 
from being overwhelmed.

Unwilling to shut down their countries again, governments 
have sought less drastic measures to limit public gatherings 
and balance the need to keep their economies turning with 
holding back the pandemic.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ECDC), Europe has registered more than 
5 million cases and 200,000 deaths, with new cases beginning 
to spike sharply from the end of September.

While well below levels at the peak of the crisis six 
months ago, COVID-19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occupancy are again high - defined as at least 25% of the peak 
of the pandemic - or rising in 20 countries, its latest weekly 
summary said last week.

The capacity of hospitals to handle a wave of coronavirus 
patients, as well as people suffering from cancer, heart disease 
and other serious conditions, is still vulnerable.
Dutch health authorities said that if the number of COVID-19 
patients in hospital wards continues to grow, three-quarters of 
regular care may have to be scrapped by the end of November, 
and there were similar warnings from Czech authorities.

“We have hit a wall on clinical beds,” said Wouter van der 
Horst, spokesman for the Dutch hospital association N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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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hit a new benchmark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onday, sur-
passing 40 million coronavirus infections, 
according to data compiled by Johns Hop-
kins University. With the flu season loom-
ing, the rate of new cases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is rising at rates not seen 
in months.
The disease has killed more than 1.1 mil-
lion people, including nearly 220,000 in 
the U.S., which remains the world’s worst-
hit country despite having less than 5%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 worrying rise in new cases has triggered 
new shutdowns across Europe, where 
France, Belgium and the Czech Republic 
are among the countries seeing a surge in 
cases. Many of the measures announced 
this month are local or partial closures, 
as officials try to avoid the national lock-
downs that have wreaked economic havoc 
in 2020.
India has seen its rate of new cases fall in 
recent weeks, after a meteoric rise in Au-
gust and September. More than 114,000 
people there have died from COVID-19.

The U.S. once again has the highest new 
case rate in the world. The seven-day 
daily average in the U.S. is nearing the 
60,000 mark — the level the country 
maintained for weeks this past summer 
during an alarming surge.
“New cases have gone up by nearly 
30% from two weeks ago” in the U.S., 
as NPR’s Will Stone reports.
The 10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infec-
tions as of Monday morning are:

United States: 8,156,970; In-
dia:7,550,273; Brazil: 5,235,344; Rus-
sia: 1,406,504; Argentina: 989,680;
Colombia: 959,572; France: 938,606; 
Spain: 936,560; Peru: 868,675; Mex-

ico: 851,227.
By February of next year, the global 
death toll could rise to 2.4 million peo-
ple, according to a widely cited fatality 
projection by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or IHME, a re-
search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
ington. The institute warns that an addi-
tional 1 million people could die if health 
mandates are eased.
Health experts are urging people to 
wear face masks and to get vaccinated 
against the seasonal flu, hoping to min-
imize an illness that normally kills be-
tween 12,000 and 61,000 people in the 
U.S. each year. Cooler temperatures will 
mean people spend more time indoors — 
where both influenza and the coronavi-
rus are more easily spread.
Related
Coronavirus Breakthrough: Re-
searchers Discover Protein Neu-
ropilin-1 Linked To COVID-19 
Spread
BRISTOL, United Kingdom — De-
spite millions of cases and months of 
research, scientists have had tremendous 
difficulty pinning down what makes 
COVID-19 so infectious. Now, a team in 
the United Kingdom says they’ve made a 
breakthrough in understanding the virus. 
Their study has uncovered the interac-
tion between human cells and virus par-
ticles which makes the pandemic spread.
Researche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ris-
tol reveal SARS-CoV-2, the virus caus-
ing COVID-19, recognizes and seeks out 
a protein called neuropilin-1. This pro-
tein is on the surface of human cells and 
facilitates the infection process. Scien-
tists have known that SARS-CoV-2 first 
attacks cells in the lungs or intestinal tr
act.                                                                                                  

Viruses wearing “protein coats.”

The virus then uses its “spike” protein 
to latch on, hijack cells, and force them 
to replicate more virus particles. Know-
ing how COVID-19 attacks cells and 
spreads throughout the body may give 
researchers the clue they need to block 
thes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VID-19 
and neuropilin-1.
“In looking at the sequence of the SARS-
CoV-2 Spike protein we were struck by 
the presence of a small sequence of ami-
no acids that appeared to mimic a pro-
tein sequence found in human proteins 
which interact with neuropilin-1,” study 
authors say in a media release.
“This led us to propose a simple hypoth-
esis: could the Spike protein of SARS-
CoV-2 associate with neuropilin-1 to aid 
viral infection of human cells? Exciting-
ly, in applying a range of structural and 
biochemical approaches we have been 
able to establish that the Spike protein of 
SARS-CoV-2 does indeed bind to neu-
ropilin-1.”

Blocking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with +NRP1 

Using the breakthrough findings, the 
team adds monoclonal antibodies may 
help reduce the SARS-CoV-2’s ability to 
hijack human cells. These antibodies are 
lab-synthesized proteins which resemble 
natural antibodies in the body. A number 
of specific drugs may also help break up 
COVID-19’s cellular takeover.
The study notes that teams at the Tech-
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in Germany 
and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in Finland 
have also discovered this link to neuro-

pilin-1.
“This serves to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therapeutic value of our discovery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dds Dr. 
Yohei Yamauchi, Dr. Boris Simonetti, 
and Professor Peter Cullen.
“To defeat COVID-19 we will be re-
lying on an effective vaccine and an 
arsenal of anti-viral therapeutics. Our 
discovery of the binding of the SARS-
CoV-2 Spike to neuropilin-1 and its im-
portance for viral infectivity provides 
a previously unrecognized avenue for 
anti-viral therapies to curb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This study ap-
peared in the journal Science. (Courtesy 
www.studyfinds.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40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Now Reported Worldwide

Stay Home!          Wear Mask!

More than 40 million coronavirus infections have now been reported world-
wide. Here, a staff member at a school in Moscow uses an infrared thermometer 
on Monday to screen students. (Photo/S. Fadeichev/TASS via Getty Images)

LIVE

CORONAVIRUS DIARY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nd AAPIs Group have organized with
local Houston community leaders a rally
of support for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 on Saturday, October 24th from
3-5pm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ound.

The rally will be featured on Joe Biden’
s Instagram page. We are also
partnering with members of the Korean,
South Asian, Chinese, Filipino,
Vietnanese and other local groups to
attend the event.

We are urging all people t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this very important election
on November 3r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the
ability to draw hard-working people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has always made
us stronger.

As president, candidate Joe Biden will
make his commitment to ensure that all
the people will be treated with dignity, no
matter their race or ethnicity.

Today, our country needs moral
leadership and a unifying force to fight
for our future.

We are very proud to host this event and
invite you to join us at the October 24th
rally. Time is running out and this is the
time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1010//2121//20202020

International Community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pports Joe BidenSupports Joe Biden



A person holds a flag while watching a drive-in viewing of Los Angeles Dodg-
ers against the Tampa Bay Rays during game 1 of the 2020 World Series in the 
parking lot of Dodgers Stadium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EUTERS/Mario 
Anzuoni    

A boy in the audience holds up four fingers dur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ampaign 
rally at Erie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Erie, Pennsylvania. REUTERS/Tom Brenner  

A healthcare worker performs a COVID-19 test at a drive-thru testing site at Bellin Health, one 
of the hospitals attending to a surge of cases in Green Bay, Wisconsin.  REUTERS/Gabriela 
Bhas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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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s Prince Edward and Sophie, Countess of Wessex smile with schoolchildren during a visit to see 
Vauxhall City Farm’s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education programs in action, as the farm marks the start 
of Black History Month in Londo

A man carries geese on top of his car as he drives on a highway that leads to the city of Ganja, 
Azerbaijan. REUTERS/Umit Bektas    

Police officers wearing protective gear stand in formation near the parliament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a proposed constitution amendment in Colombo, Sri Lanka. REU-
TERS/Dinuka Liyanawatte

An Ethnic Armenian soldier smokes a cigarette in a trench at fighting positions on the front line 
during a military conflict against Azerbaijan’s armed forces in the breakaway region of Na-
gorno-Karabakh. REUTERS/Stringer

Staff member marks seats for social distancing at a movie theatre in Jakarta, Indonesia. REUTERS/Ajeng Dinar 
Ulfiana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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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 at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ve been deluged 
with a flood of media requests about 
a conspiracy theory promulgated by 
QAnon—an increasingly violent far-right 
group praised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at is widely known for spreading disin-
formation.                                                                                                                                 
As the agency attempted to manage the 
fallout of a controversial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nouncement that it 
had revised testing guidelines to exclude 
individuals who do not exhibit symptoms, 
officials were sidetracked by a barrage of 
inquiries about whether the CDC had lied 
about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coronavirus.                                             
Over the weekend QAnon, a movement 
whose believers often push out falsities on 
a myriad of subjects, promoted a bogus 
theory that only 6 percent of people listed 
as having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had 
“actually died” from COVID-19. 
Officials at the CDC said they spent the 

last several days fielding questions or 
requests for comment from dozens of 
local and national outlets asking to clarify 
whether the agency had falsified its data. 
The wave of emails and calls about the 
conspiracy theory caught officials off-
guard.

Fauci: “I Was Under Anesthesia When 
COVID Guidelines Changed.”
“The amount of requests we had to deal 
with on this issue was insane,” one senior 
official said. “And these were from legit-
imate outlets. This is all easily debunked 
by just searching our website for the 

actual statistics.”
The CDC effort to combat accusations from 
QAnon, a relatively new, increasingly un-
hinged movement that’s making inroads into 
online health communities, shows the power 
that conspiracy theorists can have during the 
pandemic—especially when boosted by the 
president. It also shows just how permeable 
the barrier between conspiracy cranks and 
established media outlets can be.
“In all my time working in the government 
I’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mething this 
crazy. The level of disinformation spread 
by this group has grown in recent months 
and now we’re having to actively debunk it 
through the press.”

The “six percent” claim was embraced by 
conservatives, who have been eager for ways 
to downplay the virus’ American death toll 
and have claimed for months that the CDC 
and hospitals were overcounting COVID-19 
deaths. To QAnon supporters, the claim 
purports to show that COVID-19 has killed 
only 9,000 people,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roughly 183,000 COVID-19 casualties 
actually killed by another ailment. 
But they were wrong. In one section of an 
older data set, which relied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death certificates—one of the 
two main ways the CDC analyzes mortality 
in the U.S.—6 percent of people were listed 
as dying from COVID-19 alone. The death 
certificate algorithm scans for words such as 
“COVID-19” and “novel coronavirus” when 
analyzing mortality. In 94 percent of deaths 
with COVID-19, other conditions were listed 
in addition to COVID-19, such as diabetes 
or hypertension. Those conditions are often 
listed in the part of the death certificate that 
includes events that lead to an individual’s 
death.

“Despite the QAnon calculation 
errors, the claim has been boosted 

by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cam-
paign.”

Despite the QAnon calculation errors, the 
claim has been boosted by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campaign. Trump himself retweeted 
a post promoting the false statistic before 
Twitter deleted it for violating company 
rules, while Trump campaign senior legal 
adviser Jenna Ellis posted a link to an arti-
cle on fringe website The Gateway Pundit 
trumpeting the 6 percent figure.

The claim has also been promoted by 
high-profile QAnon conspiracy theorists, 
who believe that Trump is secretly engaged 
in a shadowy war against a global cabal 
of cannibal-pedophiles. The tweet Trump 
reposted, for example, came from a Twitter 
user and QAnon believer named “Mel Q,” a 
reference to QAnon.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pandemic 
that QAnon believer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coronavirus disinformation. 
Social media networks of QAnon supporters 
have become powerful ways to disseminate 
bogus stories about COVID-19, with QA-
non believers promoting the viral disinfor-
mation video “Plandemic,” among others.
The debacle over QAnon’s inaccurate read 
of the mortality statistics is just the latest 
example of how the CDC has in recent 
months tried to combat efforts by Trump 
and his supporters to downplay the death 
count.
Earlier this summer, Trump and members 
of his coronavirus task force pushed for 
the CDC to change the way it counted 
COVID-19 deaths. As The Daily Beast pre-
viously reported, The White House pressed 
the agency to work with  states to change 
how they count coronavirus deaths and 
report them back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r. Deborah Birx, the coordinator of the 
U.S. coronavirus task force.
Deborah Birx, the coordinator of the task 
force, urged CDC officials to exclude from 
coronavirus death-count reporting some of 
those individuals who either do not have 
confirmed lab results and are presumed 
positive or who have the virus and may not 
have died as a direct result of it. 
Officials inside the CDC pushed back, 
claiming the move would skew mortality 
statistics. Since then, the team inside the 
CDC in charge of counting deaths has 
worked overtime to ensure the data it pub-
lishes on the agency’s website is accurate 
and as up-to-date as possible. 
The running narrative within the team is 
that the U.S. has underestimated, not over-
counte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As of Sept. 1, the 
CDC has reported that 183,050 Americans 
have di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Courtesy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DC Flooded With Large Number
Of Calls About Coronavirus 

Conspiracy Theory

Photo Illustration by The Daily Beast/Getty

KEY POINTS
CRANK CALLERS

Promoted by the Trump campaign and the increasingly off-centered QAnon conspiracy 
cult, a bogus COVID-19 statistic briefly took root—and tied up largely CDC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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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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南時事通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
視每天下午6點半是《美南新聞聯播》
，7點開始是新聞深度報道節目《美南
時事通》，由《美南新聞日報》總編
輯蓋軍和記者肖永群主持，每期邀請
社區名人來談時事。周三邀請的是田
方中律師來談“電郵門”事件。

蓋軍：離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倒
計時只有13天了，事情又有了戲劇性
的發展，比電視劇《紙牌屋》還精彩
，十月驚奇又爆出個電郵門，我們今
天邀請田方中律師跟我們壹起來聊聊
。

肖永群：我首先介紹壹下什麼是
“電郵門”。近期，《紐約郵報》的
壹篇文章曝光了據稱是烏克蘭能源公
司壹名顧問的電郵，在這封郵件中，
這名顧問感謝拜登次子亨特•拜登
（Hunter Biden）邀請他與拜登見面。
亨特是拜登的次子，曾是烏克蘭能源
公司布裏斯馬（Burisma）的董事，那
時他的父親在奧巴馬執政時期是處理
美烏關系的重要人物。亨特是該公司

董事會的幾名外國人之
壹。《紐約郵報》還援
引了壹封據稱來自亨特
•拜登的電郵，稱拜登
“僅通過介紹”就獲得
了超過 1000萬美元的年
費。

特朗普和其盟友們
分享了《紐約郵報》的
文章，他的前顧問班農
（Steve Bannon）和朱利

安尼（Rudy Giuliani）參與了這篇報道
，包括提供故事和含有指控郵件的筆
記本電腦。但其他美國主流媒體表示
，他們無法核實這些郵件的真實性，
所以不予報道。網絡社交媒體巨頭推
特則禁止民眾在推特發布《紐約郵報
》這篇報道的鏈接，警告那些想點擊
鏈接的人“該鏈接可能不安全”。

Facebook臉書也采取行動，限制
該報道在其新聞流中的傳播。臉書稱
，此舉是“標準程序”的壹部分，目
的是給第三方核查人員時間來審查內
容，決定是否將其視為虛假信息。

推特和臉書的舉動再次引發了壹
些民眾對社交媒體審查和偏見的指責
。《紐約郵報》指責社交媒體為拜登
競選造勢，發表社論稱：臉書和推特
不是媒體平臺，他們是宣傳機器。

電郵門時間被主流媒體和推特臉
書禁止報道，導致民眾不滿，大家自
發在社交媒體上轉發這條消息，才使
得“電郵門”事件開始發酵。

蓋軍：2016年的時候，希拉裏也

發生了“電郵門”，也是在大選前兩
周被調查，最後川普贏得選舉的勝利
。4年之後舊劇重演，拜登之子這個醜
聞會不會影響拜登的選舉結果。請問
田律師怎麼看？

田方中：只有十幾天大選就要揭
曉了，在這個關鍵時刻爆出這麼大壹
個料，很有可能會影響選舉的走向。
蓋軍：十月驚奇，每次大選前都要爆
出個十月驚奇。2016年的民調其實是
很接近於選舉結果的，雖然那時大家
都說希拉裏會贏，最後因為選舉制度
的關系，川普贏得了大選，但民調其
實數據還是基本接近的。今年的民調
能客觀反映大選的結果嗎？

田方中：今年的民調與四年前的
民調有很大的不同，妳看，川普的競
選活動現場每次都是人山人海，民眾
歡呼。而拜登走到哪裏都是冷冷清清
。在這樣明顯的對比下，民調還是說
拜登領先川普，我看民調就是鬼話連
篇，根本不可信。再加上拜登兒子的
“電郵門”，很多民眾瞠目結舌，非
常驚訝拜登的兒子竟然這樣撈錢，拜

登肯定是知道的，或者參
與的，這樣的人，這樣的
民主黨，怎麼能領導美國
呢？今年的民調就是鬼話
！做這些民調的調查人簡
直就不是人類了。

蓋軍：截至今天， 參
與投票的人有 2800 萬人
，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
是少數民族，很多人都投
出了自己手中的壹票，投
票的積極性很高。田律師，您看這表
達了民眾有些什麼訴求呢？

田方中：其實，這次拜登“電郵
門”不光揭露了拜登兒子的貪腐問題
，其實還有很多情色方面的問題，只
是因為法律限制，所以不能把這些原
始證據拿出來展示給公眾，但是從法
律層面來說，其實色情問題對於拜登
團隊的打擊會更大。在美國，幹什麼
事情都要考慮到法律方面的問題，被
揭露方不光會敗選，而且還要負法律
作用。而揭露方川普團隊也必須是揭
露真實的事情，不能捏造，否則也是

要負法律作用的。
田方中：這壹次的大選不光會決

定美國的走向，而且會決定全世界的
走向。尤其是現在全球都處於新冠肺
炎病毒的籠罩下，經濟疲軟，種族矛
盾層出不窮，全人類都希望由美國帶
領走出困境。所以，選出壹個強大的
總統帶領美國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您能想觀看《美南時事通》
，請關註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也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Stv15.3 Hous-
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
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邀請田方中律師談邀請田方中律師談““電郵門電郵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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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府與企業躍躍欲試，正聯手掀起一場
轟轟烈烈的“造芯”運動。動輒千億目標的集成
電路產業規劃，遍地開花的半導體產業園區，各
級政府標配的產業投資基金，名目繁多的財政補
貼獎勵，再加上資本市場上IPO的炙手可熱，吹

大芯片業資本幻想的泡沫，引來半導體項目密集上馬，更招致
近萬家外行企業高調宣布跨界轉產，又現產業躍進的怪象。

芯片是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制高點，一些財政能力稍弱的
地方政府往往會低估芯片製造項目的資本投入密度，又會高估當
地的資源和社會化融資能力；芯片製造的投資周期又往往超越官
員的任職周期，新官不理舊事的情況屢屢發生，最終導致地方政
府牽頭的芯片項目最後爛尾。

如今，不少地方政府為引進芯片項目在土地、財稅補貼、
現金獎勵方面開出優厚條件，只要造芯片，就給你錢，國內半導
體、集成電路企業，拿補貼拿到手軟，自然引來更多企業套利。
近來頻頻爆出有企業跨界轉產芯片，其中不乏格力、比亞迪、海
瀾之家等傳統製造企業，房地產、互聯網等龍頭公司，以及水
泥、水產等五花八門的行業企業，當然還有意在騙補的空殼公
司。這些企業攜芯片行業風口乘興而來，殊不知半導體產業與傳
統行業發展規律、商業模式均大相徑庭，貿然入場隱患叢生。

前幾年，政府大力扶持下，新能源汽車項目大批上馬，資本大
量湧入，獲得大量政府財政資源，但幾年後留下一地雞毛，而今芯
片行業當警醒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一哄而上 隱患叢生

孟瑋表示，針對當前半導體行業出
現的亂象，下一步要壓實各方責

任，堅持企業和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自
擔責任，提高產業集中度。引導地方加
強對重大專案建設的風險認識，按照
“誰支援、誰負責”原則，對造成重大
損失或引發重大風險的，予以通報問
責。

此外，也要加強規劃布局。孟瑋
說，按照“主體集中、區域集聚”的原
則，加強對集成電路重大項目建設的服
務和指導，有序引導和規範集成電路產
業發展秩序，做好規劃布局；同時引導
行業加強自律，避免惡性競爭。

發改委還將建立“早梳理、早發
現、早反饋、早處置”的長效工作機
制，強化風險提示，加強與銀行機
構、投資基金等方面的溝通協調，降
低集成電路重大項目投資風險。同時
完善政策體系，進一步優化集成電路
產業發展環境，規範市場秩序，提升
產業創新能力和發展質量，引導產業
健康發展。

自2014年國務院出台《國家集成
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以來，包括上
海、深圳、南京、武漢、合肥、成都、
貴陽在內的多個城市重金布局芯片產
業。特別是近兩年，中美貿易戰升級
後，中國飽受“缺芯”之痛，各地“造
芯”潮更盛。

但“造芯”熱中，據媒體不完全統
計，過去一年多，江蘇、四川、湖北、
貴州、陝西等5省的6個對外宣稱百億

級半導體大項目先後停擺，巨額投資打
了水漂。

武漢成都兩個號稱千億項目爛尾
最近武漢市東西湖區政府自曝，武

漢弘芯項目存在較大資金缺口，隨時面
臨資金鏈斷裂導致項目停滯的風險。這
一項目已運作三年，號稱規劃總投資達
1,280億元人民幣，2019年12月還為其
首台高端光刻機進廠舉行了隆重儀式，
而今這台全新尚未啟用的光刻機已被抵
押給銀行。

全球第二大芯片製造廠格芯2017
年與成都政府合作，啟動成都格芯項
目，投資規模號稱100億美元，有媒
體報道稱，結果只購買了一些新加坡
廠的設備，最終多方談判無果，項目
停擺。在停擺兩年多後，近期才傳出
被一家新公司接盤的消息。

此外，南京德科碼半導體項目
2015年成立，號稱投資30億美元，在
南京、淮安、寧波三市落地，但今年早
前公司宣布破產。

業界：地方政府主導項目風險大
芯謀研究首席分析師顧文軍近期撰

文評論芯片製造項目亂象時表示，芯片
製造是一個需要長期投資、持續支持的
產業，現在上馬的生產線，出資方往往
以當地政府為主，政府主導的項目，因
為官員換屆、調動導致項目風險極大。
這些問題都應該在產業“上馬”前搞清
楚。

造芯爛尾頻發 颳風終致風險
中國6半導體大項目停擺 發改委將整頓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造芯”狂熱

引發芯片項目爛尾潮，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20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國內投資集成電路產業的熱情不斷高漲，一

些沒經驗、沒技術、沒人才的‘三無’企業投身集成電路行

業，個別地方對集成電路發展的規律認識不夠，盲目上項目，

低水平重複建設風險顯現，甚至有個別項目建設停滯、廠房空

置，造成資源浪費。”

■■倒閉的倒閉的““造芯企造芯企””之之
一一““華芯通華芯通””辦公樓外辦公樓外
觀氣派觀氣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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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近兩月收緊樓市調控見效，中國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70個大
中城市房地產市場漲幅回落，不過大灣區
樓市繼續升溫，深圳房價漲勢再起，二手
房價環比上漲1.1%，漲幅僅次於江蘇徐
州位居全國第二，廣州、惠州房價升幅亦
居前。數據顯示，9月份70個大中城市
中，新房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數量為55
個，比8月份減少4個；二手房價格環比上
漲城市數量為50個，比8月份增加3個。

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
國慶解讀數據表示，9月份70個大中城市
房地產市場價格漲幅略有回落。各線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漲
幅回落或與上月相同，同比漲幅延續收窄
態勢。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9
月份調控政策升級，市場供應量增加，大
部分企業抓緊金九銀十增加供應，部分出
現促銷行為。“整體看，當下房價依然處
於高位中，漲幅出現放緩。”

中國樓市調控自7月份以來明顯收
緊，尤其是“三條紅線”的房企融資新
規，令房企融資承壓。9月份銀保監會重
申嚴格遵循“房住不炒”定位，規範房地
產貸款業務，防止房地產市場過度金融
化，同時指出要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
融風險的底線。

深圳樓市又加速抬頭
從房價漲幅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9月份，新房和二手房價格環比上漲
最快的城市均為江蘇徐州，漲幅分別為
1.4%、1.3%。徐州已於日前出台了新的
樓市調控措施，要求新備案的商品住房
項目，價格一年內不得調整等。

一線城市房價再度整體上漲，除北京
外均在二手房價漲幅前十，其中深圳連續
兩月漲幅持平於1.1%，上海漲1%，廣州
漲0.7%。值得關注的是，儘管7月份以來
已出台重磅調控，但深圳樓市9月份又加
速抬頭，二手房價漲幅居70城次席，顯
示特區成立40周年下大禮包不斷的深圳
依然受青睞，調控壓力有增。此外，廣東
惠州繼續明顯上漲，新房和二手房分別漲
價0.7%和0.8%，均進入全國前十。

展望下一階段，同策研究院和貝殼研
究院等市場機構均預計，當下融資政策收
緊，第四季度房企融資規模大概率將保持
環比下降趨勢。為保現金流，房企重心將
轉向加快銷售和回款，重點城市房價將以
平穩或小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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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劉德華新歌
《繼續美麗》MV 20日曝光，不過暫時只得副
歌部分，於MV中的華仔擺出不同表情，還配合
可愛動畫，充滿歡樂的氣氛，最後他還擺出心
心手勢送給粉絲。其實，華仔上月透過官網
“華仔天地”舉行生日會，當時華仔已率先獻
唱這首新歌《繼續美麗》。

推“哥哥”三首全新MV
另外，“哥哥”張國榮全新紀念專輯《RE-

VISIT》早前已上架上市。當中第一首主打ＭＶ
《春夏秋冬A Balloon’s Journey》已於上月12
日哥哥64歲冥壽當日推出外，20日將分別推出
另外三首全新MV，包括：《寂寞有害》，《我

（永遠都愛）The Reprise》和《路過蜻蜓》。
《寂寞有害 》原曲來自張國榮《陪你倒

數》大碟，並由哥哥親自作曲。C.Y.Kong透露
了一個小秘密：“當時錄音時，在中間音樂部
分，哥哥共唱了一段高音和低音，後來mixing
時未有用到高音的版本，或者今次可再用
上。”《我（永遠都愛）The Reprise》是收錄
於2000年《大熱》專輯《我》的國語版。《路
過蜻蜓 》原曲來自2000年專輯《Untitled》，
歌曲配合哥哥細膩的唱腔，展現出成熟釋懷的
情感。其MV最後一幕是完整的藝術品站立於海
天之間，珠片的靈感來自舞台上的哥哥，他的
精神，在海中央，在天空中，那個行走向前的
剪影寓意“放下過去，釋懷”的意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記者從
騰訊影業2020年度發布會獲悉，電影《1921》將於明
年7月1日全國公映，主演陣容亦首次曝光。影片將由
黃軒、倪妮、祖峰、竇驍、王仁君、劉昊然等主演，
這也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獻禮之作。在
發布會上，倪妮表示這是首次演繹那個年代的革命女
性，祖峰則表示，希望通過電影感染更多人。
倪妮說，能夠參演影片感到很激動：“這是我第

一次在大銀幕上飾演那個年代革命女性，她身上有非
常強烈的獨立精神，是那個年代裏面有知識、有文

化、有抱負、有理想的知識女性形象，甚至她在一些
重要的歷史時刻還有着別人所不能承擔的勇氣和擔
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吸引我的地
方。”
竇驍表示，劇組融合了五湖四海的“代表們”，

就像故事中“國際代表們來中國開一大會議一樣，英
美日的這些明星也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整個拍攝過
程也都非常愉快，大家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一起研
究探討、反覆排練，這種跨越國別、跨越語言的融合
是讓我感動的地方。”該片監製及導演黃建新則說，

整個劇組盡了最大努力：“這部電影應該是一部像樣
的作品。”
陳木勝導演生前最後一部作品《怒火．重案》，

則首次曝光了影片預告。這也是陳木勝最拿手的警匪
動作題材影片，該片由甄子丹、謝霆鋒、秦嵐領銜主
演。預告中，甄子丹的幾幕打戲拳拳到肉，謝霆鋒的
槍戲也十分霸氣。同時擔任本片監製的甄子丹曾表
示，電影目前正在後期製作中，預計能在明年與觀眾
見面。另外，此前備受好評的網劇《慶餘年》已啟動
第二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
芬）奧斯卡影帝謝夫布烈治
（Jeff Bridges）20日在社交平台
透露自己患上了淋巴癌，並已接
受專業治療。
70歲謝夫表示：“我被診

斷患有淋巴瘤。雖然是嚴重的疾
病，但我有一隊很好的醫護團
隊，讓我深感幸運。我已開始接
受治療，也會向大家更新康復情
況。”他表示很感激家人和朋友
給予的愛和支持。謝夫曾憑《聲
聲相識》奪得奧斯卡最佳男主
角。
另外，《黑豹》查特域克保

斯 曼 的 遺 作 《Ma Rainey's
Black Bottom》將於 12月 18日
在Netflix上線。

陳奕迅20日接受網上訪問時表示：
“有見疫情下影響到大家生活常

態，早晚為着確診數字忐忑不安，所以
新歌以柔和輕快旋律出發，讓大家放鬆
心情，隨着音樂舞動身體，快樂就是那
麼簡單！”今次MV起用多位素人透過
舞蹈表達不同情緒，並非一面倒Eason出
鏡，他笑言：“見了我樣子廿幾年啦，
市民不厭我都厭，哈哈，當中他們代表
着來自不同界別的舞者，有的在社會上
遭受欺凌，有的對性別疑惑，甚至有精
神病的，當承受着挫敗和壓力的時候，
便用跳舞來抒發情緒，依然會感受到心
靈深處的悸動，這首歌也是向他們致
敬，告訴大家我們一起守望，you are
not alone。”

Eason在MV中也會一展舞技，大跳現代舞，他謂：“隨住情緒
帶動的肢體舞蹈，之前給朋友看過，對方全程看得很投入，惟當我出
現便笑了一下，不明何解，這麼有型（帥）投入去跳舞，可能未見過
我跳現代舞，情緒牽引的舞態，跳舞對我而言不是最難，反而自覺身
體挺靈活，略嫌粗壯一點。”隨即Eason便展示其手臂，笑稱：“大
過你臉。”

做Gym打網球減肥
疫情之下，Eason不諱言情緒上多少都受到影響，但他喜歡報喜

不報憂，這段日子多了時間居家，他享受與家人和兩頭愛犬相處的樂
趣，與女兒和太太聊天多了，彼此關係更親密，笑問兩夫妻見面時間
增加，太太徐濠縈沒嫌他煩嗎？Eason即說：“她無須對着我，我們
家裡好Free，如像打拳般，每個人都有自己角落。”Eason也未有疏
懶做運動，明顯消瘦的他風騷地透過鏡頭前轉圈，側身可見，以往脹
卜卜的肚腩已消失，他表示沒有刻意上磅，有感年紀愈來愈大，不想
因“螺絲”生銹影響到滑雪、打網球等喜愛的運動，因而要好好保養
關節靈活，如果60歲仍然保持在40歲機能多好，平時主要做Gym和
打網球，通常拉梁漢文、郭偉亮一齊打，好少同阿徐一齊做運動。
Eason受疫情衝擊影響，工作大停頓，大半年以來，他僅拍了一

個快餐店廣告和錄音工作，收入受重創，他吐苦水道：“基本上患了
病，是錢包乾硬化，有些少急性發錢寒，應該不止我一個，大家都急
性發錢寒，以前收入比較平均，雖然沒有計算過損失數字，都好耐無
見過（戶口）有加號囉，也好正常，當然我有積穀防飢，相信好多藝
人情況同我一樣，可能全世界都有這個病，我好勇敢藉今日機會公開
這個病情。”

否認跟千嬅爭檔期
Eason原定2019年共25場的跨年秀因社會氣氛影響而取消，日

前有報道指楊千嬅“搶贏”Eason奪得今年12月紅館檔期，對此，
Eason豎起三隻手指作其發誓狀
否認其事：“見到新聞說我同楊
千嬅爭，根本無爭過，本來上年
12月是否楊千嬅開的？是我嗎！
我不記得，哈哈，不過我今年底
沒入過紙申請。”因疫情嚴峻，
Eason暫無意再入紙，開秀一事
遙遙無期：“說真大家是否開到
秀都未知，不過以我所知2021年
（紅館）應該沒什麼期，亦有消
息講上年取消的會優先給期，但
嚴格來說我是前年申請，最大問
題我要的檔期太長較難申請，大
家可能不介意我申請兩場，我會
介意，要顧及製作費上的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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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華新歌MV片段曝光

建黨百年獻禮大片《1921》明年7月1日上映

自嘲錢包乾硬化兼急性發錢寒

■ Eason與太太徐濠縈各自
分開做運動。 網上圖片

■■華仔大華仔大
派心心給派心心給
樂迷樂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asonEason表示有做運動表示有做運動Keep FitKeep Fit。。

■■ EasonEason坦言有看坦言有看
着銀行戶口數字過生着銀行戶口數字過生
活活。。

■■ 陳奕迅陳奕迅77月曾舉月曾舉
行網上慈善音樂會為行網上慈善音樂會為
同業籌款紓困同業籌款紓困。。

■■陳奕迅豪言自陳奕迅豪言自
己手臂粗壯己手臂粗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金像影帝謝夫布烈治確金像影帝謝夫布烈治確
診患癌診患癌，，並已接受治療並已接受治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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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府與企業躍躍欲試，正聯手掀起一場
轟轟烈烈的“造芯”運動。動輒千億目標的集成
電路產業規劃，遍地開花的半導體產業園區，各
級政府標配的產業投資基金，名目繁多的財政補
貼獎勵，再加上資本市場上IPO的炙手可熱，吹

大芯片業資本幻想的泡沫，引來半導體項目密集上馬，更招致
近萬家外行企業高調宣布跨界轉產，又現產業躍進的怪象。

芯片是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制高點，一些財政能力稍弱的
地方政府往往會低估芯片製造項目的資本投入密度，又會高估當
地的資源和社會化融資能力；芯片製造的投資周期又往往超越官
員的任職周期，新官不理舊事的情況屢屢發生，最終導致地方政
府牽頭的芯片項目最後爛尾。

如今，不少地方政府為引進芯片項目在土地、財稅補貼、
現金獎勵方面開出優厚條件，只要造芯片，就給你錢，國內半導
體、集成電路企業，拿補貼拿到手軟，自然引來更多企業套利。
近來頻頻爆出有企業跨界轉產芯片，其中不乏格力、比亞迪、海
瀾之家等傳統製造企業，房地產、互聯網等龍頭公司，以及水
泥、水產等五花八門的行業企業，當然還有意在騙補的空殼公
司。這些企業攜芯片行業風口乘興而來，殊不知半導體產業與傳
統行業發展規律、商業模式均大相徑庭，貿然入場隱患叢生。

前幾年，政府大力扶持下，新能源汽車項目大批上馬，資本大
量湧入，獲得大量政府財政資源，但幾年後留下一地雞毛，而今芯
片行業當警醒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一哄而上 隱患叢生

孟瑋表示，針對當前半導體行業出
現的亂象，下一步要壓實各方責

任，堅持企業和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自
擔責任，提高產業集中度。引導地方加
強對重大專案建設的風險認識，按照
“誰支援、誰負責”原則，對造成重大
損失或引發重大風險的，予以通報問
責。

此外，也要加強規劃布局。孟瑋
說，按照“主體集中、區域集聚”的原
則，加強對集成電路重大項目建設的服
務和指導，有序引導和規範集成電路產
業發展秩序，做好規劃布局；同時引導
行業加強自律，避免惡性競爭。

發改委還將建立“早梳理、早發
現、早反饋、早處置”的長效工作機
制，強化風險提示，加強與銀行機
構、投資基金等方面的溝通協調，降
低集成電路重大項目投資風險。同時
完善政策體系，進一步優化集成電路
產業發展環境，規範市場秩序，提升
產業創新能力和發展質量，引導產業
健康發展。

自2014年國務院出台《國家集成
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以來，包括上
海、深圳、南京、武漢、合肥、成都、
貴陽在內的多個城市重金布局芯片產
業。特別是近兩年，中美貿易戰升級
後，中國飽受“缺芯”之痛，各地“造
芯”潮更盛。

但“造芯”熱中，據媒體不完全統
計，過去一年多，江蘇、四川、湖北、
貴州、陝西等5省的6個對外宣稱百億

級半導體大項目先後停擺，巨額投資打
了水漂。

武漢成都兩個號稱千億項目爛尾
最近武漢市東西湖區政府自曝，武

漢弘芯項目存在較大資金缺口，隨時面
臨資金鏈斷裂導致項目停滯的風險。這
一項目已運作三年，號稱規劃總投資達
1,280億元人民幣，2019年12月還為其
首台高端光刻機進廠舉行了隆重儀式，
而今這台全新尚未啟用的光刻機已被抵
押給銀行。

全球第二大芯片製造廠格芯2017
年與成都政府合作，啟動成都格芯項
目，投資規模號稱100億美元，有媒
體報道稱，結果只購買了一些新加坡
廠的設備，最終多方談判無果，項目
停擺。在停擺兩年多後，近期才傳出
被一家新公司接盤的消息。

此外，南京德科碼半導體項目
2015年成立，號稱投資30億美元，在
南京、淮安、寧波三市落地，但今年早
前公司宣布破產。

業界：地方政府主導項目風險大
芯謀研究首席分析師顧文軍近期撰

文評論芯片製造項目亂象時表示，芯片
製造是一個需要長期投資、持續支持的
產業，現在上馬的生產線，出資方往往
以當地政府為主，政府主導的項目，因
為官員換屆、調動導致項目風險極大。
這些問題都應該在產業“上馬”前搞清
楚。

造芯爛尾頻發 颳風終致風險
中國6半導體大項目停擺 發改委將整頓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造芯”狂熱

引發芯片項目爛尾潮，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20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國內投資集成電路產業的熱情不斷高漲，一

些沒經驗、沒技術、沒人才的‘三無’企業投身集成電路行

業，個別地方對集成電路發展的規律認識不夠，盲目上項目，

低水平重複建設風險顯現，甚至有個別項目建設停滯、廠房空

置，造成資源浪費。”

■■倒閉的倒閉的““造芯企造芯企””之之
一一““華芯通華芯通””辦公樓外辦公樓外
觀氣派觀氣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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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近兩月收緊樓市調控見效，中國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70個大
中城市房地產市場漲幅回落，不過大灣區
樓市繼續升溫，深圳房價漲勢再起，二手
房價環比上漲1.1%，漲幅僅次於江蘇徐
州位居全國第二，廣州、惠州房價升幅亦
居前。數據顯示，9月份70個大中城市
中，新房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數量為55
個，比8月份減少4個；二手房價格環比上
漲城市數量為50個，比8月份增加3個。

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
國慶解讀數據表示，9月份70個大中城市
房地產市場價格漲幅略有回落。各線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漲
幅回落或與上月相同，同比漲幅延續收窄
態勢。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9
月份調控政策升級，市場供應量增加，大
部分企業抓緊金九銀十增加供應，部分出
現促銷行為。“整體看，當下房價依然處
於高位中，漲幅出現放緩。”

中國樓市調控自7月份以來明顯收
緊，尤其是“三條紅線”的房企融資新
規，令房企融資承壓。9月份銀保監會重
申嚴格遵循“房住不炒”定位，規範房地
產貸款業務，防止房地產市場過度金融
化，同時指出要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
融風險的底線。

深圳樓市又加速抬頭
從房價漲幅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9月份，新房和二手房價格環比上漲
最快的城市均為江蘇徐州，漲幅分別為
1.4%、1.3%。徐州已於日前出台了新的
樓市調控措施，要求新備案的商品住房
項目，價格一年內不得調整等。

一線城市房價再度整體上漲，除北京
外均在二手房價漲幅前十，其中深圳連續
兩月漲幅持平於1.1%，上海漲1%，廣州
漲0.7%。值得關注的是，儘管7月份以來
已出台重磅調控，但深圳樓市9月份又加
速抬頭，二手房價漲幅居70城次席，顯
示特區成立40周年下大禮包不斷的深圳
依然受青睞，調控壓力有增。此外，廣東
惠州繼續明顯上漲，新房和二手房分別漲
價0.7%和0.8%，均進入全國前十。

展望下一階段，同策研究院和貝殼研
究院等市場機構均預計，當下融資政策收
緊，第四季度房企融資規模大概率將保持
環比下降趨勢。為保現金流，房企重心將
轉向加快銷售和回款，重點城市房價將以
平穩或小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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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籃球協會20日發布公告稱：“八一男
女籃將不再參加CBA聯賽和WCBA聯賽。”這
也意味着，八一籃球隊將從此告別職業聯賽賽
場。

中國籃協寫道：“八一男女籃自建隊以
來，在各類大型賽事中屢創佳績，持續向國家
隊輸送優秀球員，為中國籃球事業的發展做出
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籃球協會致敬八一男
女籃球隊。”

八一男子籃球隊是中國職業籃球聯賽歷史
上的一支傳奇球隊，從1995-96賽季至2000-01
賽季間，他們壟斷了六屆聯賽冠軍。更湧現出
阿的江、劉玉棟、李楠、范斌、張勁松、王治
郅等眾多國內籃壇傳奇球員。此後，八一男籃
受到上海大鯊魚的衝擊。2002-03賽季，八一隊
在劉玉棟的率領下再次奪冠。但此後，新崛起
的廣東華南虎隊逐漸取代了八一隊在聯賽中的
統治地位。

八一男籃最後的輝煌，是在12年以前。
2007年，八一男籃擊敗了此前已經三連冠的廣
東，奪得球隊第8個CBA總冠軍。值得一提的

是，那一年的廣東隊，杜鋒、朱芳雨、王仕鵬
都在當打之年，他們還擁有着即將參加NBA選
秀、前途無限的易建聯。由此也可見，八一男
籃實力之強大。

之後，八一男籃戰績每況愈下，再也沒有
晉級過總決賽。其實從2018年開始，八一男籃
都是一直在以“特邀”的方式參賽。在近幾年
的CBA選秀大會上，八一隊也不再擁有選秀
權。上季，王治郅執教的八一男籃最終戰績定
格在了6勝40負，位列所有參賽球隊的倒數第
一。

CBA新賽季啟程後，按照賽程計劃，八一
男籃首場比賽對陣北京，因球隊未按時間到場被
判0：20告負。而時隔兩天，在確定八一男籃退
出CBA聯賽之後，本季參賽球隊從上賽季的20
支減少為19支。

與八一男籃一樣，八一女籃也是中國籃壇
的一支老牌勁旅。從2002年WCBA聯賽創辦至
今，八一女籃共獲得5次總冠軍。新賽季的聯賽
開始前，實力仍舊強勁的八一女籃已經被從賽
程中抹去。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2020年
全國女子舉重錦標賽暨東京奧運會模擬賽
日前在湖南邵陽閉幕，其中女將李雯雯刷
新87公斤以上級挺舉全國紀錄，並超過世
界紀錄。這位福建隊20歲小將賽後激動落
淚，原因是為了和剛過世爺爺的一個約
定。

雖然年僅20歲，是女子舉重國家隊最
小的隊員，但李雯雯卻已經是最大級別三
項世界紀錄的保持者。只是在抓舉的第一
把，李雯雯卻意外地未能舉起133公斤。
李雯雯對此表示：“第一把實在不應該
掉，自己進入狀態有點晚，也大意了。掉
了之後我很生氣，令到在第二把上台的時
候還是有點激動，還好最終能調整過
來。”

最終，李雯雯還是贏得所有三枚87
公斤以上級比賽金牌，抓舉、挺舉、總成
績分別為142公斤、187公斤、329公斤，
其中挺舉187公斤成績刷新全國紀錄，且
超過由她創造的世界紀錄。賽後，李雯雯
接受訪問時落下淚來，她解釋謂：“我答
應我剛過世的爺爺，今天要給他破紀錄。
因為我抓舉沒有比好，所以挺舉187公斤
成績出來後，我便有點激動。”

終到再見時 八一男女籃退出職業聯賽

“飛馬足球會”於2008年成立，曾
於2008至2012年以“天水圍飛

馬”名義參與當時香港頂級聯賽。之後
轉手到不同贊助後，球隊曾經易名“太
陽飛馬”，主場由元朗大球場移到旺角
場，曾引起球市一輪小陽春。近季則改
稱為“香港飛馬”，惟改以香港大球場
為主場後卻門堪羅雀。在2020至2021年
球季，球隊再以“天水圍飛馬”名義角
逐港超，並再一次扎根元朗，期望吸引
元朗居民再次入場支持球隊，為地區打
氣。會方並構思在區內建設足球訓練中
心，訓練區內青少年球員，希望元朗居
民能為球隊感到自豪。

一如所料，天水圍飛馬教練團將由
郭嘉諾擔正，上季主帥文彼得、前南華
主教練張寶春、守門員教練范俊業，以
及身兼球員身份的法比奧等，都為教練
團一員。球隊新一季會有17位新球員加
盟，包括由大埔及元朗來投的孫銘謙、
陸平中、吳文希、黎格爾及羅振庭等。
謝朗軒以及獲東方龍獅外借的胡晉銘和
劉學銘，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已曾與當
時港隊教練團郭嘉諾及范俊業合作。

至於外援方面，圈中有傳飛馬已簽下
曾代表巴西上陣的星級戰將，不過會方暫時
仍大賣關子，只透露已簽入6名外援，4人
屬超級外援身份。由於新球季轉會窗於

2020年9月22日才開啟，所有新簽外援均
需得到由國際足協認可之證明文件批出後，
才可為球員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工作簽證，待
眾人月尾悉數到港後才作介紹。另外會方也
藉此抨擊足總太過倉促開季，令球隊準備不
足。

傑志大減班費至二千萬
與此同時，上季戲劇性重奪聯賽冠

軍的傑志也宣布新一季陣容，球隊已棄
用了洛迪古斯及高美斯兩名外援，班費
由 3 ,500 萬（港元，下同）大幅削減
42%至2,000萬，會方將視乎明年亞冠情
況才考慮有沒有增援需要。

千呼萬喚始出來！開操後作風低調的香港飛馬，20日晨在網

上公布新一季大軍陣容，更證實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新一季復

用原有名字“天水圍飛馬”作賽。主教練及整個教練班底也一如

香港文匯報報道，至於令球迷引頸以待的星級外援卻未見透露，

官方只交代已簽下的 6名外援當中，有 4人屬“超級外援”身

份，等各人抵港歸隊後才再作介紹。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新一
季港超賽事周六開鑼，姍姍來遲的足總
20日傍晚終於公布15場菁英盃賽程，暫
定全部閉門舉行，至於聯賽則會在下月
14日後才會開始。

周六率先進行的為菁英盃分組賽，
打頭陣的是冠忠南區對“升班馬”晉
峰，同日黃昏更會上演東方龍獅對愉
園，是復賽以來首次一日雙賽。在各界
反映過意見後，今季菁英盃恢復兩個小

組雙循環作賽，每組前兩名出線，然後
交叉淘汰決出冠軍的舊制。A組繼有東方
龍獅、愉園、冠忠南區及晉峰；上屆冠
軍傑志、天水圍飛馬、理文及標準流浪
落入B組。

根據賽制，於每場菁英盃比賽中任
何時間，每隊必須派出不少於3名於1999
年1月1 日或以後出生的本地球員上陣
（包括比賽途中被球證以紅牌驅逐離場
的球員）。

剛完成的復賽期間，各支參賽隊伍的
職、球員都要嚴格遵守家居隔離令，但足
總新球季只需要職、球員定期檢測，免卻
家居隔離。至於復賽期限入場採訪傳媒不
能與球隊接觸、只能在規定地方相隔1.5米
拍攝、賽後由足總安排兩隊代表利用現場
擴音系統遠距離訪問、以及要在限時內離
開球場的苛刻規定，足總則指仍與政府及
相關人士討論中，暫未知有沒有放寬空
間。

足總公布菁英盃賽程

女
舉
小
將
李
雯
雯
破
世
界
紀
錄

■八一隊在2007年最後一次奪得CBA總冠軍。 新華社

■八一隊在今季首場CBA比賽因未有到場，被判
0：20輸球。 中新網

公布新一季大軍陣容

重出江湖重出江湖天水圍飛馬天水圍飛馬

菁 英 盃 賽 程 表
日期

24/10/
2020(六)

25/10/
2020(日)

28/10/
2020(三)

31/10/
2020(六)

1/11/
2020(日)

4/11/
2020(三)

7/11/
2020(六)

8/11/
2020(日)

11/11/
2020(三)

*球會現正申請改名，參賽名稱有待落實

主-對賽隊伍-客

冠忠南區對晉峰

東方龍獅對愉園

天水圍飛馬*對理文

傑志對標準流浪*

東方龍獅對晉峰

理文對傑志

標準流浪*對天水圍飛馬*

冠忠南區對東方龍獅

愉園對晉峰

天水圍飛馬*對傑志

晉峰對冠忠南區

愉園對東方龍獅

理文對天水圍飛馬*

標準流浪*對傑志

愉園對冠忠南區

場地

旺角大球場

小西灣運動場

深水埗運動場

元朗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斧山道運動場

小西灣運動場

大埔運動場

旺角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元朗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元朗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時間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晚上八時正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晚上八時正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晚上八時正

小 資 料
天水圍飛馬新一季英文名稱為TSW Pegasus，官網顯示會以“#WESUC-

CEEDTOGETHER”為口號，寓意“一齊成功”，而3個英文字的首個字母
（WST），亦正好是天水圍（TSW）倒轉的英文縮寫。

菁英盃分組表
A組：東方龍獅、愉園、冠忠南區、晉峰
B組：天水圍飛馬、理文、傑志、標準流浪

■■天水圍飛馬當年曾贏得足總盃冠軍天水圍飛馬當年曾贏得足總盃冠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嘉諾郭嘉諾（（右右））
指揮球員操練指揮球員操練。。

天水圍飛馬天水圍飛馬
FBFB截圖截圖

◀天水圍飛馬
公布球會新Lo-
go。

天水圍飛馬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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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择最适合的贷款⽅式

       市⾯上有众多房屋贷款⽅式及种类，其中以下⼏项较为常⻅：

1. 传统贷款（conventional loan）:

为固定利率分期贷款，贷款年限（loan term）由20到30年不等，⼀般

来说⾸付是房价的20%，对借款⼈信⽤⻔坎也较⾼，某些情况下另会

强制要求购买房贷保险（PMI）。

2.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FHA Loan）:

是⼤部分年轻⼈和第⼀次⾃住买房的⼈⾸购的贷款类型，⾸付是所有

其他类型中最低，只需3.5%，且信⽤积分要求也不⾼，相对来说申请

过程较简单，也较容易获批，但有⾃住⽤途，及贷款保险的的限制。

3. 最低分期头款（minimum down payment）:

⾸付⾦额仅次于FHA loan，通常低于10%，但因百分⽐低于传统贷款

之20%，银⾏会要求贷款⼈另购房贷保险。

4. ⼆胎贷款（second-lien mortgage）:

拥有两胎房贷的投资者有较⼤的操作空间，贷额也跟以上⽅式不⼀，

虽然⾸款稍⾼，但利⽤⼆胎贷款便可免除房贷保险的额外⽀出及申请

流程，也只有第⼀胎贷款会计算在总额其中。

掌握房屋贷款，聪明投资购房

申请房屋贷款⼏乎是每个投资者在买房过程的必经之路，其实房贷并不是⼀个简单数字，其中包含⼤⼤⼩⼩的细节，

你有了解多少呢？

善⽤贷款买房，购⼊房⼦不⽤追

        许多⼈都会认为办理房贷的原因是经济能⼒不⾜，但也有不少投资者利⽤贷款

⼯具，省掉如利息、时间、通货膨胀等的投资成本，透过杠杆操作（leverage）或
按揭，算出适当的⽐重，赚取最⼤的利益。

        ⾃住的买家也同样能利⽤房屋贷款，节省储蓄的时间，及时购买⼼仪的房⼦。
⼤部分⼈⼿持的流动现⾦有限，⽆法⼀次付清，此时房贷就能发挥作⽤，只要付清

⾸款，银⾏便预先替你缴清房价，让你率先得到房⼦的拥有权。美国⽣活消费⾼，

要存到全额房价⼀次付清不是短期能做到的事情，若⾮利⽤房贷，⼈们只能在房⼦

后⾯追赶着，赶不上市价，也赶不上想买的房⼦。        

Q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四 )

Grand West Condos位于最新的凯蒂⼤学中⼼，以休
斯顿⼤学为中⼼ , 和休斯顿社区学院 , Katy Asian
Town 凯蒂亚洲城为邻, ⻝.⾐.住.⾏.育.乐.均步⾏可达!
简单扼要的特⾊便是：

新建的、少有的、⽅便的、都市化的和负担得起的。

休斯顿最受欢迎的时尚⽣活中⼼
LifeStyle Center in Houston

“时尚⽣活圈(Life Style Center)是结合购物中⼼，以及零售商店与其他服务
⾏业（例如餐厅，电影院，公寓⼤楼，医疗服务等）结合在⼀起的综合性⽤途
商业中⼼" ~Margaret Rouse

   平均家庭收⼊     
> $100,000

居⺠住宅在3英⾥之内
[2010之后建成 / 价格]

2B/2B
$895K

2019 建成

1B/1B $235K
2B/2B $284K

2019 建成

独⽴式住宅

$1.8M 
2016 建成

超市在1英⾥
之内

     ⽤餐       
多样化

零售商店或

购物中⼼

⼤学与开放

式校园

  到达⾼速  
 便捷性

1

2

3

4

5

6

7

University Center 
Katy Asian Town &
Market Place

City Centre at
Memorial

China Town

The Galleria

Rice Village

Sugar Land 
Town Square

LaCenterra
Cinco Ranch, Katy

开始发展 
 时间

2016

2007

1983

1983

1970

2007

1938

公交

系统

公交总站

公交站

公交站

公交站台

娱乐

场所

电影院

室内卡丁⻋

电影院

电影院

电影院

室内滑冰场

聯⽲地產中國城 Houston China Town：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此表格是基于在各⼤专业商业中⼼3英⾥内的配套便利设施进⾏⽐对的

贷款步骤有先后，慎⾛每⼀步以获取最⼤保障

        对贷款有⾜够认识的投资者在操作时会更得⼼应⼿，例如头款所使⽤的现⾦必
须是已有资本，意思是本来就在⼾头中的钱，或适⽤于抵押贷款的Gift money，⽽
Gift money作为⼀部分或全部的头款，投资者需要向贷款公司或银⾏提供⼀封Gift
letter，清楚表明⾦钱的⽤途。另外，房贷与⻋贷的额度当中有重迭的部分，若在买
房前就先买⻋，有可能减少房⼦⼤部分的可贷额度，所以投资者除了专注买房之

外，也要留意潜在的影响事宜。

          贷款的时间点取决于投资者的意向，更重要的是买房⼦的决⼼，我们建议⼤家
在买房⼦前增进专业知识、做好详细预备，让⾃⼰符合购买物业的资格。通常房地

产交易进⼊合约阶段时，成交机率也会⼤⼤提升，此时更能确保投资者的购买意

愿。当买家在此选择阶段（optional period）结束并确认后，便可开始准备所需⽂
件，咨询贷款专员进⼀步探讨房贷细节，⽽在过程中所遇上的问题及贷款所产⽣的

费⽤都能间接确认买家⾃⾝的⼼意。若发现任何问题，在未正式申请贷款及买房前

也能及时抽⾝⽽退，如此就能避免申请贷款后⼜未买房的尴尬情况。     

Why Grand West Condos? 
为何"蒂凯佳苑" 是众多时尚⽣活圈

(Lifestyle Center)中的优质居住选择?

Disclaimer: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file, while supplied by sources deemed reliable, is subject to errors and omissions and is not, in any way, warranted by an
agent or independent associate. This inform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Develop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免责声明：宣传册的所有
内容仅供参考之⽤。虽然所有提供或引⽤的信息和评论来⾃认为是可靠的来源，但不能保证。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通知。开发商保留随时更改的权利，恕不另⾏通知。你
的投资决策完全是你的责任

11:00am ~ 5:00pm Every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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